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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評

八掌溪之春

  台灣的經濟倒退已無法只從政府施政的無能來觀察。執政

者的無能其實只是表面的現象而已。從這個「中華民國」非

法佔領台灣那一天開始，台灣人民就已經活在中國國民黨所

設計執行的階級壓迫下，成為二十世紀被殖民的一個民族。

  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美麗島事件等，在政治上，

國民黨為了鞏固他的專制政權，利用各種非法不道德甚至失

去人性的恫嚇手段，對付台灣人民，進行高壓統治。說穿了，

那是一個野蠻的民族，對付比他更文明的民族所做的民族壓

迫。

  1966年中國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同一時期蔣介石在台灣

進行所謂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然蔣介石階級鬥爭的手段

不似中國共產黨那麼激烈，但是對於台灣文化的摧殘至今，

也讓眾多台灣多元而豐富的文化漸漸消失不見。最明顯的是

各族群母語遭受破壞，且台灣的傳統文化日益消失，人民的

民族自信心也隨之消磨殆盡。

  一個民族的統治階級為了本身的利益，在政治、經濟、文

化等方面限制、歧視、掠奪和摧殘其他民族。自1945年「中

華民國」非法佔領台灣之後，由其所遂行對台灣民族的剝削，

至今雖然也學習了世界民主潮流，讓台灣人政治上可以參予

選舉，經濟商業活動也看似自由發展，教育普及識字率也是

全球之冠，流行文化也能擠上國際之林，但是，不公平的選

舉、賄選、利用行政、司法、檢調大力介入打擊異己等惡行

並不因為所謂的「民主化」而有趨緩，反而為了鞏固其政權

無所不用其極。國民黨黨營事業大力的介入公共工程，國營

事業也淪落為政黨選舉時的後援。至於看似普及的教育，至

今無法從教育內容看到歷史的真相，依然充斥著教條式的愚

民教育，甚至對於所謂「中華民族」意識形態的鞏固不餘於

力。越來越多台灣學生的學貸負擔造成另一種形式的階級壓

迫和族群對立。台灣的傳統固有文化則在電視媒體的刻意操

弄之下被歧視。

  台灣人經歷二十世紀的努力所得的成果，今日竟因政權再

度淪落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成為泡影。歸結其根源，是中華民

國體制本來就是殖民台灣的體制。台灣雖經歷兩位台灣人總

統的努力，終究是在如此的體制之下。由於只換湯而沒換藥，

只治標而不治本，使得殖民體制依然是殖民體制，並沒有改

變。

  台灣人的兩位總統，李登輝與陳水扁，在馬英九取得執政

權之後，一個被用已經定讞的司法案件重新起訴，另一位則

因政治獻金案而遭違法審判、押人取供，至今仍被關在國民

黨的黑牢中凌辱。表面看起來那是貪瀆的問題，但是骨子裡

卻是對台灣民族的壓迫，因為他們兩位都是台灣人。台灣人

扁案是民族壓迫！

何德何能可以在中華民國體制下擔任元首？這不是兩次擦槍

走火，因此不能見容於國民黨統治當局。

李登輝的國安密帳案和陳水扁的政治獻金案可能存在的問

題和產生的瑕疵都不存在於馬英九或泛藍權貴的身上嗎？當

然不是！馬英九的大水庫五個口袋理論可幫馬英九解套，但

放在陳水扁身上就不管用了。此外，馬英九透過魚翅宴賤賣

台北市銀的案子至今仍然安然無恙！當馬市長的市長特別費

爆出弊端時，一個余文就可以一肩扛。怪不得網友會這麼反應：

「原來馬英九把選舉補助款先捐出來，然後再以特別費方式

領回來是合法的！如果用同樣的標準看阿扁，阿扁就算當了

幾十年的總統，也無法完全從國務機要費領回來(因為捐太

多了)，結果阿扁是侵占，是貪污！這是國務機要費和首長

特別費的差異？

  陳水扁被凌辱，被關在黑牢至今，已被關到心智喪失。這

不是司法問題，因為司法在文明的國家裡代表的是國家正義

的最後一道防線。那是人民所信任憑藉的公權力，更是對於

國家的信賴。司法如果淪落成為一黨打擊異己鞏固政權的的

工具，而不是弱勢者要求國家正義的憑藉，那麼司法不過是

黑幫的幫規而已。殖民者的司法永遠是剝削被殖民者的工具。

台灣人六十幾年來面對如此不公平的壓迫，漸習以為常。如

果經過一代、二代、三代.....的被壓迫，使台灣人習慣於

被壓迫的事實且將之內化成為常態，則台灣民族將永遠成為

中華民族那個外來族群的奴隸，而萬劫不復。只有當台灣人

能夠覺醒，且勇於對抗不公不義外來民族壓迫，台灣人才有

出頭及當主人的一天。

圖↑228事件，是一次中國人對台灣民族種族屠殺與滅絕的事件。

                                                  (圖翻攝自網路，施並錫教授油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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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藍權貴自2008年復辟之後，一方面必須向中共貴族償付「聯
共制台」的貢品，經濟政策被中共左右，讓台灣大量失血，使
台灣人更窮、更苦、更餓，以方便中共畫經濟大餅的併吞誘惑
統戰。一方面，赤藍權貴及其黨羽在前途莫測的憂慮下，也不
顧吃相難看地大肆收刮、囤積個人財富：馬英九夫婦帶頭全力
吮吸台灣人的血汗自肥，兩個美國女兒任職的爆破秀公司在台
灣大撈煙霧迷漫、烏龍出糗的特「錢」。
  台灣社會正陷入「四大皆空」的茫然困境，肚子空空、頭路
空空、口袋空空、又頭腦空空。
  中下層家庭入不敷出，無法應付飛揚的物價，許多人每天只
能有不到100元的生活費，無奈地肚子空空飢餓渡日；台灣產
業與資金大量外流，外資怯步比對投資北韓更乏意願，頭路空
空無處就業，年輕人實際失業率遠高過公開的數字12.2%；長
期失業者燒積蓄或舉債渡日，即使幸運保有工作者，薪資不僅
不漲，還倒退了15年，加上赤藍政權不斷巧立名目搶錢，窮忙
族口袋空空所剩無幾；在殖民教育體制與媒體操弄下，相當多
的台灣社會領導菁英對赤藍統治已經喪失主體性與科學性的思
考，頭腦空空無法辨識妖言邪說，汲汲營營維護奴隸工頭的地
位，把台灣民族運動1.0帶向絕路。
  這樣的社會使大多數台灣人對前途充滿焦慮不安，自殺解脫
或暴力發洩日有所聞，民心思變使社會將更緊張、更動盪不安。
這正是革命的溫床。
  另外為台灣革命製造的有利條件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因
為這是他們最容易誤判、犯錯的危險時刻。一方面，馬英九用
小圈圈獨佔權力與利益，制定來執行剝削與壓迫的政策，把台
灣社會搞得怨聲載道。而馬英九卻表演推諉卸責事不關己，讓
某些黨內圈外高層忍無可忍，毫不掩飾他們的公開異見。另一
方面，赤藍權貴之間對於投降中國的方式與條件很明顯出現了
「急進的投降派」和「漸進的投降派」，兩者互相勾心鬥角：
急進派急於向中共貴族表態邀功、爭寵，希望佔有先機；漸進
派看透急進派的陽謀，痛恨急進派亂挖牆腳，可能損害他們和
中共貴族議價獲利的空間。
  早在2011年11月，歐巴馬就宣示要將美國的軍事重點從中東
移至亞洲和網際空間，而且從今年初已經很清楚地執行這個戰
略部署。中共貴族在釣魚台的魯莽軍事挑釁示威，更增強了美
國與日本聯合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決心。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
中共貴族對台灣此時爆發民族獨立革命，除了叫囂恐嚇外完全
無步。既沒有封鎖台灣的把握，又毫無登陸佔領台灣的勝算，
如果用飛彈濫炸台灣或利用其潛伏的特工進行恐怖活動，只能
引發國際社會強烈的譴責。
  既然台灣革命的有利時機擺在眼前，咱台灣人應該如何掌握
並善用這個機會呢？首先，咱必須警覺，具有高度顛覆政權經
驗的中國共產黨，一樣地看出這個台灣革命可能爆發的時機。
赤藍權貴為了維護他們在台灣非法佔有的優勢地位與利益，他
們採取聯共制台的策略引狼入室，使中共貴族已經有能力在台
灣社會發動適度偽裝其政治意圖的群眾性活動。中共貴族除了
拉攏上層急進的赤藍投降派外，也企圖利用群眾運動從台灣社
會內部打擊赤藍權貴當中漸進的投降派。其目的是分化、瓦解
赤藍統治集團的勢力，逼迫赤藍權貴不得不以低價條件投降。
  基於前述的瞭解，所有不甘願被赤藍集團壓迫與剝削的台灣
人，應該勇敢站出來公開支持任何非「併吞偽裝」對赤藍統治
集團的抗爭行動。那麼，台灣人要如何看穿「併吞偽裝」的抗
爭行動呢？最簡單且直接的辨識是：查看主辦單位或其活躍份
子的政治立場。例如，今年10月28日的「政府混蛋、台灣完蛋」
大遊行是由併吞派的「勞動黨」所主導，雖然他們在遊行通知
極力掩飾其政治立場，但台灣人必須揭穿他們充當中共馬前卒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日前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在立法院院會質詢時，指出四十四萬
多的退休軍公教及國營事業人員，每年仍領取一個半月的「年
終慰問金」，年耗國庫多達兩百零貳億元，卻毫無法源根據。
加上退休軍公教人員可領18%利息，每年需耗費八百億元，總
共每年就高達一千億元。真是何其不公不義，令人十分憤慨！
  是不是馬政府只把退休軍公教及國營事業人員當做人看，所
以才有「慰問金」，又慰問什麼呢？卻不把辛勤工作的勞工、

農民、漁民、商人…K.當人看嗎？！究竟馬政府對廣大的人民

面臨百物齊漲，失業率攀升，生活愈加痛苦，是「無感」呢？
還是冷漠呢？！
  10月21日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郭明政接受自由時報記者專訪
時表示，台灣軍公教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之高，退休年齡之低，
舉世少有。一名五十多歲退休的公務員或中小學教師，可領到
的給付高達二、三千萬元。目前退休軍公教超過50萬人，每年
政府支出應已超過三千億元，今後還會急遽上升。如此沉重負
擔，將不只是退撫制度破產問題，甚至將導致國家破產。這種
警世之言，馬政府會用心傾聽嗎？！還是繼續無感與冷漠呢？！
  初代基督教會的聖哲奧古斯丁嘗言：「我們要吃公義的麵包」。
除了一部分有良知的軍公教人員真愛台灣之外，多數軍公教人
員還是「中國」國民黨的選舉鐵票，極其短視近利，總是投票
支持國民黨，所吃的並不是公義的麵包。照理軍公教人員應當
比一般人民更愛自己的國家台灣才是，使自己的國家有公平正
義與和諧的發展。但他們多數只愛自己優惠的利益，好像也不
為子孫的未來命運設想。因為「中國」國民黨既然以「終極統
一」為其黨綱，馬政府正加速走向台灣被中國統一併吞之路，
當台灣被統一併吞時，軍公教退休人員還有18%嗎？！他們不會
被共產黨清算嗎？！
  期望有越來越多的軍公教人員醒悟過來，並且站出來要求適
當的改革，如此才是真正愛護自己的國家以及關切自己世代子
孫的命運吧！！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的真面目。如果一個抗爭行動出現「台灣獨立」或「台灣民族
主義」意涵的鮮明文字，那麼這個抗爭行動應該是可以支持的
行動。但這並不意指，沒有出現「台灣獨立」或「台灣民族主
義」意涵的抗爭行動就是「併吞偽裝」的活動。
  台灣民族主義鼓舞台灣人勇敢挑戰外來赤藍統治集團，剷除
「中華民國」體制，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國家。當此革命的
大好時機，不願意繼續被赤藍集團掏空，決心掀起抗爭的個人
或團體，一定要用智慧與創意採取的行動，讓赤藍集團無法預
測並掌握整個行動的發展方向，把焦慮與困惑塞給他們。抗爭
行動一旦展開，要隨時用錄影、錄音或電子郵件把抗爭行動上
傳網路，爭取台灣人和全世界正義人士的支持。
  台灣民族運動2.0此時要有一靜不如一動的策略思維。除了
支持台灣社會具有台灣本位意識自發性的抗爭外，也必須在理
念上讓台灣人領悟「四大皆空」的困境正是外來統治的必然惡
果。讓台灣人瞭解唯有台灣人當家作主，才能堅持台灣人的集
體利益，才會努力打造公平合理、繁榮發展的台灣社會。這也
就是宣揚台灣民族主義。當此革命的大好時機，台灣民族運動
的組織或本土社團更應該團結合作，對付共同的敵人─赤藍權
貴。大家應該勇敢主動分頭創造持續性遍地開花的抗爭形勢，
絕不讓赤藍權貴繼續安心地吃香喝辣，傲慢地壓迫與剝削台灣
社會。

台灣革命的時機到了

喚醒軍公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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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長廷一向以『務實的理想主義者』而自豪，又自詡是具有

非常彈性身段的政治工作者。然而，他這一趟爭議性甚高的朝

中（宗）之旅，卻在在顯示他的『務實』和『彈性』不但誤了

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污衊了整個台灣獨立建國的運動。

     謝長廷回應統媒的調侃時，說他不是『謝爺爺』。沒錯！和

中國稚童噁心的樣板戲--- 『連爺爺，您回來了』的歡讚相比，

謝長廷在潸然落淚的矯情下所默唸的『（七代開台祖爺爺），

我回來了！我終於回來了！』，著著實實被純種的連爺爺比下

了九代之多。這九代不是量的差別，而是『純種中國人』和『雜

種台奴』的天壤、實質之別。

     彈性 (Flexibility) 指的是在完整的系統下行為策略的調適。

彈性的目的在提高效率、促進成效。可是當彈性被誤認為是對

『你之所以為你的本質』的廉價的可變性，其結果就是為達目

的不擇手段的變形蟲般的齷齪。這種彈性是骯髒政治工作者的

特性。政客（現在多半自稱為『政治工作者』），為了取悅選

民、騙取選票，可以無所不為地出賣靈魂，背叛自己曾經彰顯

過的所謂『信念』。從『憲法一中』狸貓換太子地偷渡成『憲

法共識』，靈魂與肉體的分崩離析令人咋舌。這些政治工作者

為了取悅『顧客』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和出賣靈肉的性工作

者，其差異亦微也！

     策略可以彈性化，但是信念必須具有恆定性。行為可以根據

環境而『變巧』，但信念卻必須刻意地內化、恆定。信念，包

括政治上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必須永恆不移，堅毅不變。天

下沒有所謂的『迷信』；不迷如何信，信而如何不迷？除非那

『信』是如熱戀情侶虛偽浮誇地掛在口邊的『愛』。當彈性只

是適用於策略的執行，這種因時制宜的彈性措施是正面並具有

影響力。這種因時制宜的策略性彈性是在同一信念下的不同執

行手段。但是，當彈性指的的一個人的信念可以因為時空環境

變遷而變更，那就是一種『質變』，其結果是災難和危險。

     堅持台灣必須通過獨立建國的途徑來達到有尊嚴的自我實現

的人，相信台灣的主權握在兩千三百萬的在地人手裡，絕對不

會被『朕即天下』的封建思王權想所捆綁，也不會停滯在國族

主義的迂腐中。有鑑於主權的泉源始於人民，探索歷史廢墟裡

的主權灰燼，說台灣自古即是『什麼』的一部分是走錯了路。

討論從什麼條約到什麼條約的轉折之間台灣主權的去留也是彎

錯了巷。因此，說什麼『憲法一中』、『一中各表』，甚至『憲

法各表』的人，完全漠視『統治者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的真理，也完全否認了人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基本尊嚴。

     彈性措施具有非常大的潛能。彈性措施可以避免尖銳的正面

衝突，讓面對衝突的人感到舒適。意識清晰的領導者有堅定的

信念，可以嫻熟地控馭彈性策略。缺乏堅定信念的領導者則不

然。因為欠缺合宜的界限和範疇，他們容許所謂的彈性策略不

當地擴大，最終侵犯了他們理應堅持的信仰核心。彈性逐漸地

從策略的應用步入失去原則的人格變形。

     一個號稱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從來不必擔心他真正的信仰是什

麼，也不必知道為何而信，因為他今日的行為不再決定他到底

是什麼樣的人。他的彈性導致他的行為和本質完全可以因時空

的變遷而歪曲扭折。這種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個性，對

這種務實者而言，不是人格缺陷，而是值得慶賀的性格養成。

一個值得尊敬的政治家需要的是延展性而不是彈性。彈性和延

展性不同。貴金屬是可以極度延展而絕對不失其本性的最佳例

政客的『彈性』和『務實』

子。譬如，在承平時期，鐵匠可以鑄造鋤具以供農業之用；在

戰時，則同一鋤具可以冶煉鑄造成利劍。透過高溫、鎚與砧的

高壓錘煉，鐵匠可以將鋤具轉化成利劍，但不仍失其鐵的本性。

戰爭結束後，同樣的利劍可以轉換成鋤具或鐵門，也一樣的不

失其鐵性。

     在瞬息萬變的環境裡，延展性容許行為策略可以因時因地制

宜，而不必有本質上的改變。外在的因素只能改變行為策略，

但一個人的本質及核心價值只能經由內心信念的重新調適而改

變。延展性容許一個人根據新的觀念重新調整塑造一己的信念。

這種重新的調整和塑造過程和鐵必須經過上千度的高溫熔爐影

響，外加鎚與砧的錘煉一樣，不是隨風轉折的無骨，而是面對

高壓環境的調適，而最終仍不失其人格的完整性。

    延展性容許、鼓勵改變，但不是輕率或反覆無常的改變。意

識清晰的領導者盡力追求延展性。有延展性的領導者其動機純

正、一致。他們的一致性是追隨者信賴的基礎。反覆無常的政

客強調『務實』與『彈性』，可以瞬息萬變，沒有中心思想。

在他們的身上，我們找不到完整人格的痕跡。這種人可以『賣

某做大舅』，在公開場合還可以高唱他們最心儀的『民謠』---
 酒女，充分表現出『賺食查某』的個性。

     謝的這一趟朝中（宗）之旅，為何讓很多昔日的支持者感到

憤怒？理由很簡單：被背叛的感覺。除了沮喪之外，殘留的就

是極端的忿恨。這種強烈的情緒不但將永遠留在謝的身上，任

何和謝在『務實』和『彈性』上有牽連的，包括可以彈性到背

骨地宣稱『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工作

者』，如果不知覺醒、自我警惕，必遭唾棄！

東番海疆廣涵南海，五千年前玉船開航，

北倭甲螺爭運鹿皮；荷蘭船艦闖據澎湖。

赤崁鄭旗開國一虎，認同東番主宰東洋；

台湾國王征伐中國，舉國內附不失國格。

康熙失信摧殘社邦，霸佔前山自主後山；

盟主爽文復國大業，薪傳南北擁戴潮春。

黃虎國旗收唐景崧，馬關倭號管理台澎，

英美開羅遭蔣詐蒙，戰後四國軍事共管。

美國洛杉磯職業律師  江建祥 (Max C. Chiang)

黃虎旗復國黨籌備會執行長  黃清雄

詠東洋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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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僑務委員會，一直以來的功能都在服務及照顧海外僑胞。

所謂僑胞，即散佈在各國的華(台)僑(以下統稱僑胞)。而這些

所謂的僑胞都持有經公開宣誓儀式的外國公民護照。既是外國

公民，當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人。基於國際互惠經濟文化交

流之公平原則，我們當然亦絕對歡迎各國人士來台工作投資、

包括經濟、文化、教育之交流。

  依據世界各國移民法的規定，欲歸化為外國公民須具備二個

要件：第一、必須年滿19歲，具有行為能力；第二、必須經過

公開宣誓的儀式。所謂公開宣誓儀式，即宣誓人必須在歸化國

法官面前公開宣誓，且自宣誓日起效忠那個國家。就如同歷任

美國總統就職典禮時，新任總統必須在大法官面前公開向全國

人民宣誓一樣。公開宣誓無比神聖莊嚴，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那些經過公開宣誓才取得外國公民護照的所謂僑胞(就是外

國人)，自宣誓日的那一刻起，當然就必須效忠於他手上那本

外國護照的國家，自然享有該國一切權利、福利、以及盡該盡

的義務。我國憑什麼挪用2,300萬台灣人民日夜不眠不休、辛

苦工作所繳納的稅金去照顧那些持有外國護照的所謂僑胞〈外

國人〉？其正當性、適法性、公平正義在哪裡？

  那些長期居住在海外的所謂僑胞已經享有外國政府所給予的

優於台灣同胞的各項權利與福利。他們不用在台灣繳稅，盡台

灣國民應盡的義務，卻能在台灣享受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

健保權、工作權、教育權等、華僑返國投資的優惠獎勵條例等

種種優於台灣人民的特權，左右逢源。反觀台灣人民，若無外

國身份，到外國不但無法享受外國各種權利與福利，也不能工

作，因為那是非法。小孩讀書不能享受12年免費義務教育，不

能逾期停留，更甭談其它醫療福利、老人福利等權益，這公平

嗎？所謂我在各國的駐外單位，所照顧與服務的對象，應該是

旅行於海外工作、經商、留學、洽公等具有我國身份的台灣人

民才對，因為這些駐外人員的薪資是來自全台灣納稅人。但是

長期以來，我國大多數的駐外單位，都是以服務所謂海外僑民

為優先，將他們捧為上賓，反而視支付他們薪水的憨台灣郎如

敝屣，真是天理何在？

  曾有一位我政府派駐海外無邦交國的職業外交官私下無奈的

向本人說有一次他奉命去處理一件在海外二位僑民的打架糾紛。

當他到達事發現場時，已有該國警察在場進行處理。該國警察

詢問我國這位外交人員是什麼人？與該二位所謂僑民打架糾紛

有何關連？我國這位派駐當地的處長(Director處長或主任)，

隨即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同時遞上一張不具官方名稱的名片，

藉以表明自己身份。想不到該國警察即以非常不客氣的口吻向

我國這位外交官說：「I am sorry,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意思是這不關您的事。他們(指打架雙方)二位都

是本國公民，是我們本國的事務，我們自會處理，請您馬上離

開。

  雖然這只是冰山一角，讓我們很多駐外人員經常面對倍感無

奈的事實，但我政府竟視而不見、不予正視，甘願長期以當凱

子為樂，自欺欺人。請問：這對在台灣2300萬辛苦工作繳納稅

金的台灣人公平嗎？對那些奉派到國外人員的無奈，又有多少

人真正了解？反觀世界各國政府，亦不可能每年編列龐大預算，

責由其駐台灣的單位照顧其在台灣已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

所謂僑民。在台各國外國僑民都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選擇來

台灣工作，居留是他們個人所做的決定。反觀國內多少人三餐

不繼、生活沒有著落，多少孩子繳不出學費，生活困苦的人比

比皆是。但政府視而不見，竟還本末倒置，劫貧濟富，每年編

列龐大預算去照顧那些不僅生活無虞，且優於一般台灣人民的

所謂華僑，這有天理嗎？況且那些移居外國的僑民，其經濟能

力本就優於社會一般大眾，才有能力移民。他們會想移居它國，

亦是為了追求更高尚的生活品質，讓子女們受到更好的教育，

我們應該給予尊重與祝福。如果他們移民之後，事業有成，生

活安定，家庭美滿之餘，心甘情願希望為自己出生地的母國做

出些許回饋與奉獻，更應受肯定。人類的偉大，就是連不同國

度亦都應相互關懷，包括國際間經濟人道援助、救濟，更何況

有機會回饋自己的母國，那亦是一種成就與驕傲。除了上述所

謂僑胞(外國人)的雙重國籍帶來諸多違反公平正義及忠誠度受

到挑戰和質疑之外，加上越來越多嫁到台灣的包括中國新娘的

身份問題，在在都形成對國家安全、國家認同和忠誠產生一定

程度的威脅。因此、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國現有所謂「承

認」雙重國籍之作法，不無誘人不忠、陷人不義之嫌。損人又

不利己，非常值得商榷。

  雙重國籍有其歷史背景，惟隨著時空背景的轉換，它所涉及

的國家忠誠、國家安全及違反社會公平正義之爭議，我政府理

當加以正視並仿效世界各國〈含長期與我敵對的中國〉儘速實

施單一國籍，以落實對國家的忠誠與認同這塊土地。對於任何

外國人(含已經取得外國公民的所謂海外僑胞)擬申請歸化我國

國籍者，都必須依循我國「入出國移民法」提出申請依法依序

辦理。我國現行國籍法第9條也明確規定：外國人擬申請歸化

我國國籍者，應提出喪失其原國籍証明。既然外國人擬歸化我

國國籍必須放棄原國籍，又為何以雙重標準及厚彼薄此的作法，

寬待海外僑民〈外國人〉繼續保有中華民國原國籍，這能服眾

嗎？這個做法好比鼓勵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有縱容精神外

遇，卻嚴格要求擬歸化我國國籍的外國人必須放棄其原國籍的

雙重標準，公平性何在？

儘速裁撤僑委會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圖 ↑ 僑委會的名稱和台灣長期以來的國家認同問題，同樣的混亂。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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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公告
2012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鄭南榕紀念獎：黃圳島 王康陸博士人權獎：李敏勇

鄭南榕紀念獎：黃圳島先生
個人小檔案:

學歷：日本帝國海軍橫四特海志一期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組織與領導研習班』研究

經歷：橫須賀海軍第四特別陸戰隊

      二二八事件埔里烏牛欄戰役學生軍指揮官

      台灣時報大屯區辦事處記者、主任

      大屯區民主聯誼會創會長

      民進黨台中縣黨部第一屆評議委員會召集人

      台灣日本海交協會常務理事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

著作：告別海南島中國集中營

      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

  黃圳島(黃金島)，1926年9月28日生於台中州南屯犁頭店竹圍農家。1941年留日。1942

年派赴海南島受訓成為日本海軍機關助士，當年加入海軍特別志願兵，服役於橫須賀第四

海軍陸戰隊，實戰於海南島戰區。

  戰後被中國政府軍關入北黎八所集中營。後來脫逃，組織自費回台團，海上漂流十七天。

回台灣半年多，二二八事件發生，義不容辭參加二七部隊抗暴軍，站在第一線指揮埔里烏

牛欄戰役，大勢底定後，在蔣家王朝特務追緝下逃亡六年，其間曾戲劇性地加入中國海軍

陸戰隊，1952年在裝甲兵學校被捕入獄，先後拘禁於保密局高砂鐵工廠看守所、台北軍法

處看守所、新店軍人監獄、綠島政治犯集中營（新生訓導處）、台東泰源監獄、綠島感訓

監獄，1975年出獄，共坐牢24年。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再度投入民主運動， 1986年在戒嚴年代特務統治下，仍勇敢地

站出來於台中縣成立大屯區民主聯誼會，響應國內黨外人士與海外黑名單鄉親的呼籲，提

出『解除戒嚴』『台灣人民要有民主自由、言論自由』『自由結社』『國會全面改選』『總

統民選』『解散警總、廢除黑名單』等訴求，透過舉辦演講會、遊行、跑聖火等活動，傳

播推動民主理念， 期盼民主種子散播在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發芽生根。

  2002年帶領台灣舊日本軍人親善訪問團至九州鹿野海上自衛基地參訪，後續2005年任國

史館終戰前後台籍軍人歷史文物徵集保存小組委員，協助台灣日本兵之相關歷史檔案建立。

近年來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推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設立。

  每當台灣危急有不公不義之時，黃圳島先生總是不顧自身安危，站在第一線，帶領民眾

追求主張台灣人的權利與尊嚴，對台灣人權運動的貢献，是值得我們喝釆的。

王康陸博士人權獎：李敏勇先生
  李敏勇先生，台灣屏東縣人，1947年出生於台灣高雄縣旗山鎮，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畢業，為台灣知名的詩人、文化評論人、翻譯家。1969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雲的語言》。

之後陸續發表《暗房》、《鎮魂歌》、《野生思考》、《戒嚴風景》、《傾斜的島》、

《心的奏鳴曲》、《青春腐蝕畫》等詩集，另有小說、散文、評論、研究集等三十多冊。

詩作曾被譯為英、日、韓、德、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多國文字。李敏勇深具人文和社會

關懷，詩作與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關愛無可分割，滿懷歷史感及批判性，文字洗鍊、意象

豐富，兼顧內容與形式。曾獲頒巫永福評論獎、吳濁流新詩獎、賴和文學獎、以及2007年

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得主。2009年受邀參加「第五屆格瑞納達國際詩會」，在詩會中唱頌

「伊是咱的寶貝」，展現台灣之光的精神。

  李敏勇曾任笠詩刊主編、台灣文藝社長、台灣筆會會長、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圓神出

版事業機構社長、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他不但長年投身

於以締造台灣新文化為目標的文藝團體，也積極致力於台灣的人權維護、社會改造和國家

重建，為建立台灣本土文化和國際地位奉獻心力。同時他長期在《自由時報》「鏗鏘集」

時論中鼓吹台灣獨立並捍衛台灣主體性，孜孜不倦，精神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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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籍宣示運動」說 明會
時間：2012年10月26日(五)上午10:00~12:00

地點：台灣北社會議室(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事由：啟動「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主辦：「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

      台杏基金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民族黨

      台灣民族同盟、高雄市同心會

      高雄市台灣加入聯合國協進會、陳文成基金會

出席：林明璋院士、陳永興院長、陳南天主席、陳唐山立委

      黃華主席、楊東傑醫師、楊維哲教授、鄭欽仁教授

      王獻極總會長、黃哲彥牧師、莊孟學主席

      張龍僑執行長、劉重義總召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由超過25個本土社團發起，此運動

基本上是仿愛沙尼亞本土社團從1985年到1991年促成國家獨

立的一個重要成功模式，來推動台灣民族向國際社會宣示，

咱台灣人有權利擁有台灣國籍和台灣主權的獨立建國步驟。

陳永興醫師將公開呼籲台灣民族不要被心靈的苦悶和肉體的

欠缺所擊敗，咱一定要動員振作起來，確立咱是台灣主人的

信心與行動，做伙來保護並實現咱自己的國家。說明會中將

頒發001、002和003頭三張宣示証給1956年五位台灣留美學

生在美國費城成立第一個台灣獨立運動組織─「自由台灣人

的台灣」(簡稱3F)，其中仍然活躍的三位─楊東傑、盧主義

和陳以德。「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對三位能夠堅持主張台

灣獨立表示敬意。另外，將頒發1947228號宣示證給陳永興

醫師，推崇他帶領突破禁忌，為平反二二八民族屠殺的冤屈

所做的努力，此號碼也象徵在國際社會有權利代表台灣民族

意願的「台灣國民議會」即將誕生。「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

也保留1996520和2000520兩個宣示證號碼分別給李登輝先生

和陳水扁先生，對他們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貢獻表示肯定。

謹誠懇邀請新聞媒體記者與所有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撥工來

參加。

2012無穹藝術中心專題講座
主題 : 從台灣人的性格看台灣的外來語

主講人: 李南衡老師

舉辦時間 : 2012年10月27日(六)下午2:00

舉辦地點 : 台北市中原街3號(四樓)

演講內容介紹

一.什麼是外來語？

二.為什麼有外來語？

三.為什麼台灣的外來語特別多？

四.怎麼樣從外來語看台灣人的性格？

   1.從外來語看出台灣人勤儉的本性

   2.從外來語看出台灣人收酒矸的精神

      A.什麼都收的文化－與世界接軌

      B.跟著時代在進步

   3.從外來語看出台灣人愛開玩笑的性格

名額有限，敬請把握時間即早報名

聯絡人鍾岑祁 Betty
電話︰02-2511-1069；傳真︰02-2563-8448

「原住民族主權與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時間︰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地點︰台大社科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徐州路21號)

報名資訊請至以下網址，歡迎各界好友踴躍報名!

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

10/27 聖山祈禱大會

－台灣神護祐台灣，重啟新運
  長期以來，以台灣為主體的有識之士，堅守崗位默默在用

行動疼惜台灣。一群以推廣「228台灣神」信仰為己任的志

工們，用另類的祈禱方式，希望藉由落實先賢先烈對普世價

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追求精神，深化信仰的教育，

在信仰根據地「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持續耕耘。是的，

「聖山」5歲了。今年，邀請您一起來參與「聖山祈禱大會

－台灣神護祐台灣，重啟新運」活動，除了見證聖山5年來

的成長點滴，也將觀看教育展示區的資料展現、聆聽聖山戰

鼓隊震撼人心的鼓聲、敲響228自由鐘低沉渾厚的祈願，一

同為這個階段性完成的「聖山」做歷史時刻的見證。並期許

志同道合者為台灣成為美麗正常的國家而攜手打拼。敬邀分

享我們成長的喜悅！！

時間：2012年10月27日（週六）15:00 準時開始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近南開科技大學）

電話：04-23723710（大地）、049-2569645（聖山）

新聞聯絡人：廖建超0955-281908、蕭奕泉0988-0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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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

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去年10月第一屆研討會，出乎意料的讓我們感動和震撼。

被刻意埋藏60幾年不見天日，台灣人胸中的一口氣，終於開

了一小口、噴洩一些些。盛裝來自全台的台籍日軍、內戰國

軍、台籍解放軍，抬頭挺胸說：他們的人生光彩奪目。政治

閃邊，藍綠免談，台灣孩子正大光明，不論當日本兵、打國

共內戰、解放軍韓戰、守金馬前線…。埋骨赤道雨林，沉溺

馬尼拉灣，棄駭華北凍土，血染朝鮮雪原…。我是台灣人，

我的家鄉在那魯灣！

時間：2012/10/28 09:00

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1號

交通資訊：

  【捷運】善導寺5號出口，往紹興南街走，至徐州路左轉

  【公車】222、253→鬙_商學院、297→鬫言\中學

線上報名：

https://www.myregie.tw/registration!input.htm?id=

       331e6ff9-1fc9-4b7b-8018-4567b20dd89b

音樂會2012唱台灣歌．說台灣史
時間：2012年10月27日 (禮拜六)晚上19:30 

      (19:00開始進場)

地點：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藝廳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李江琳新書講座－－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

1956-1962 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
講座日期：2012年10月24日（三）

講座時間：晚上19:00 ～21:00

講座地點：Cafe Philo 慕哲咖啡地下室，

          台北市紹興北街3號B1(捷運善導寺站6號出口）

主辦單位：台灣圖博之友會

臉書活動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

            158649654274851/?notif_t=plan_user_joined

主講人：李江琳女士

《圖解台灣民俗》新書分享
主講：李文環

     （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林怡君

     （屏東縣東新國中教師）

時間：2012年10 月 27日（週六）下午14:00～15:00

地點：台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一段167號3樓（7-11樓上）

電話：（04）2471-9955

主辦：好讀出版

詳見http://howdo.pixnet.net/blog/post/31021619

財團法人台灣文化會館基金會

人文館：張葦菱

TEL：04-2471-9955轉 12

FAX：04-2471-1166

MAIL：tcf120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