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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評

八掌溪之春

他們是賊，一黨都是
  最近有關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和許多福利引起人們的廣泛注

意，甚至於強烈的反彈。反彈的原因無他，乃是馬政府施政無

能，加上經濟不景氣，讓一般苦勞大眾生活日漸困頓、失業率

居高不下、勞保基金傳出瀕臨破產之時，竟然有一批人不用工

作，天天遊山玩水，除了有18%存款利息的退休金以外，竟然

還可以領1.5個月的年終慰問金，實在匪夷所思。勞保將提前

破產，但退休軍公教人員仍可領年終慰問金，因此引爆了公平

性的爭議。

  尤有甚者，有一批公務員原來是中國黨黨工。那些中國黨的

黨工在轉任公務員之後，他們在中國黨內的年資竟然被併入公

務員年資計算，使得他們可以提早享用台灣人稅金支付的18%

利息。中國黨把那些黨工的年資併入公務人員年資計算，使得

台灣人不僅要支付他們的退休金，還要支付那批人每年合計

800億的18%存款利息。這種”黨職併公職年資”的代表人之一

是終統馬英九先生，之二是銓敘部部長關中。關中的名言之一

是帶有嚴重族群歧視色彩的「軍公教不是一般人」。

  早期台灣公務員的錄取比例是照省籍分配，那還不包括軍警

特轉任公職者 (100%錄取率)。例如在1991年的高普考考試，

全國共綠取599人，其中台灣省籍只有21人，其餘都是外省人，

明顯的不公。因此，領取18%者絕大部分是外省族群。所謂18%

改革是指1995年(民國84年)以後才沒有18%，在那以前的軍公

教都有18%。所以絕大多數領18%的人還是同一批受高普考省區

定額錄取、以及軍警特轉任的人最受惠。有公平性爭議的18%

優存利率預計將在2015年達到付款最高峰，屆時一年將需支付

高達1400億元，較去年的800億元一下子暴增600億元。估計到

2048年18%制度才會完全落日。因此，國庫至少要再負擔超過

兩兆元。

  為了發放領月退俸的退休軍公教人員1.5個月的「年終慰問

金」，政府每年要花202億元。即使發放年終慰問金缺乏法源，

馬政府仍堅持捍衛到底，只願在今年少發一點錢，以後每年還

要評估，不願意把話說死，原因當然是那些軍公教人員是中國

黨的鐵票部隊，得罪不得。相對的，為了拯救瀕臨破產的勞保

基金，馬政府規劃從調整所得替代率、保險費率、平均月投保

薪資等方向著手，要勞工都做點犧牲。換言之，全國980萬勞

工恐將面對保費繳更多、未來退休給付領更少的不利處境。攸

關勞工退休保障的辛苦錢與救命錢馬政府居然還要進一步剝削，

即使要與全國勞工開幹製造階級對立，也在所不惜，原因應該

是勞工大部分是台灣人，是被中國黨殖民的人，哪有資格和軍

公教人員相提並論？

  前美國總統杜魯門曾在著名的紐約時報說國民黨蔣家政權一

家都是賊，掏空當時的美援到美國紐約和巴西聖保羅置產，因

此被杜魯門罵成賊。1948年紐約時報引述杜魯門總統的話說蔣

家：「他們是賊，該死的每一個人都是，美國給蔣介石的數十

億美元，他們就偷了七億五千萬，他們偷了這筆錢投資在巴西

的聖保羅，有一些也在紐約......」（"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 Mr. Truman said later, referring to Nationalist 

leaders. "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 They stole it, and it'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down in SAao 

Paolo and some right here in New York.）。

  中國黨的馬政府剝削勞工的血汗錢去供養他的軍公教同胞的

作法，加上中國黨那個說要還給人民卻到今天還沒還半毛錢的

龐大黨產，及馬英九本人的18%軍公教優存利率和馬妻周美青

的13%優存利率等不當得利，我們不禁想起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他們是賊，一家都是賊」的名言。套用杜魯門的話，我們也

可以罵中國黨：「他們是賊，一黨都是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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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張花冠在中埔鄉吳鳳廟主持吳鳳逝世243周年祭典。張

花冠強調要緬懷吳鳳公忠勇精神，且提到縣府正積極規劃與串

連鄰近的吳鳳紀念園區和生態園區等，以「吳鳳」為主題，帶

動吳鳳廟古蹟周邊商業活動等等。張花冠對這一位虛構的漢民

族英雄讚譽有加，卻忽略了這段虛構的歷史對於原住民同胞的

歧視與傷害。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南市長賴清德率領台南市的官員前往忠

烈祠遙祭黃陵，公祭革命與抗日先烈。台南市民政局的新聞稿

指出：「目前奉祀於本市忠烈祠之烈士計有原有入祀者（如黃

花崗72烈士等）266位，抗日先烈9位，近年入祀者21位，共計

296位。每一位烈士牌位的背後都代表了一個可歌可泣的動人

故事，希望社會大眾能於平日或春秋二祭時參加祭典，除了向

所有烈士表達敬意外，也能緬懷烈士們對國家民族的貢獻，進

而效法他們的偉大情操。」

  許添財當選台南市市長之後，為推銷台南市，開始推動所謂

「鄭成功文化節」。直到今日賴清德擔任市長之後，蕭規曹隨

地繼續辦理這項活動。2009年之後中國廈門更和台南市聯手辦

理這項活動，繼續宣揚這一位”角今堨螫”琩的民族英雄，並

成為台海間的一項文化盛事。

  原本各縣市辦理文化性活動是一件美事。但是，我們為什麼

專挑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活動來批評？其中當然涵蓋我們認為民

進黨的公職應更清楚台灣人的期待，和長期以來所謂的民族壓

迫問題正透過各項經濟、文化、政治等活動，有意無意地侵蝕

台灣民族的意識。這些首長們無法導正人民的意識形態，反而

成為殖民者的幫兇，良可嘆也。

  上個月謝長廷前往廈門祭祖回來，不斷的推銷他的「一中憲

法」，讓許多支持台灣，希望早日完成台灣獨立建國的同胞譁

然。謝長廷從高雄市長「一中兩市」的說法到「一中憲法」的

主張，他從來也沒否認過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塊土地的非法性，

失去本我的台灣民族
台灣民族黨主席  莊孟學

圖↑吳鳳的神話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占領台灣，都是統治者作為教化人

     民的工具，因此可以從一個奸商，被塑造成為大勇大仁之人。

甚且有意將中華民國強佔臺灣的這段歷史合法化。10月28日蔡

英文從洛杉磯到北加州，許多台美人直問他有關國家認同的問

題。她說「中華民國」是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最大公約數，所

以她鼓勵大家一起來接受「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中華已經不再

是外來政權」的說法。

   2008年1月15日，辜寬敏以曹植〈七步詩〉比喻兩岸是「兄

弟」。他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2011年7月總統

府前資政辜寬敏昨天透露，他今年出席一場壽宴時，公開表示

兩岸關係是「兄弟之邦」，當場獲得許多藍營大老的認同。國

民黨榮譽黨主席連戰也對他說：「辜先生，你說的很好，我們

和中國是兄弟關係。」最近辜寬敏接受新台灣國策智庫訪問時

又重申這樣的主張，且進一步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提出：「如

果大陸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幫助台灣加入聯合國，他提出四

個條件：一、台灣不會加入任何敵對大陸的國際組織或軍事同

盟。二、在國際上，台灣不一定會贊成大陸的國際政策，但不

贊成也不會反對，而是以棄權、放棄投票的方式，表達尊重兄

弟之邦的立場。三、以一年50億美金、10年計畫幫大陸內陸地

區發展經濟。四、台灣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大陸寶物應歸還大陸，

但附帶條件是，兩蔣的遺體至今不願下葬台灣，應移回大陸，

讓他們落葉故土。。

  1948年台灣人在國民黨外來政權的槍桿子之下被迫成為中華

民國的國民，眾多的台灣子弟被殺害。蔣經國曾經承認國民黨

據台之後有50萬戶不見了。他們不是被外星人擄走，也不可能

憑空消失，而是受到野蠻的屠殺，甚至屍骨無存。然而，台灣

人的健忘，還有台灣人的軟弱，使台灣至今依然被當成次殖民

地統治。可惜的是臺灣的精英在60幾年的被統治洗腦之下，變

得敵我不分。不僅自我的本體意識都蕩然無存，甚至天真的以

為和敵人稱兄道弟就可以要回自己想要的東西。包括屬於台灣

人的尊嚴也可以卑躬屈膝拿回來。但中國人的民族性只有弱弱

強食和霸權，豈會對被征服者手軟？放棄自我意圖以尋求對方

同情的作法，在中國人的眼中，只不過是一種愚不可及的妄想

與意淫而已。台灣人不要那麼傻了。

圖↑鄭成功文化節，目的是推銷台南市，但是此間成為台灣與中國文

      化交流的工具，也成為中華民族連結台灣的臍帶。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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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Chen Shuen-Shun (陳順勝教授),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Kaohsiung Cheng-Kung Hospital and an expert in neurology and 

psychology, visited President Chen on Oct. 29 to conduct the first 

psychiatric treatmentfor President Chen. He wrote the following 

article to describe the treatment process. He is also the doctor who

testified in a Legislator Yuan hearing to link the mini-strokes to the

slurred speech of President Chen using MRI images.

    He first described his impression of Taipei Veteran General 

Hospital (TVGH) since last time he visited President Chen there. 

First of all, all supporters on the first floor lobby had been evicted 

by the policy. The original cranes made by supporters to wish

President Chen well were gone. He was led to the fifth floor and

walked through a connecting corridor to the psychiatric building 

and finally arrived at the second floor where President Chen was 

staying. He started his treatment session at 9:30. He noticed that

there was no improvement in President Chen's neur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nevertheless, his living condition has 

improved immensely over the hell cell in the prison. At 10:30, two 

other doctors, Dr. Lin Shin-Nan and Dr. Chen Chiao-Chi 

(林信男教授與陳喬琪教授), joined him. Both of these two doctors

are entrusted by President Chen. Dr. Lin works for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Dr. Chen Chiao-Chi for Ma-Kai Hospital. 

    Both agreed that President Chen had shown no signs of improvements.

Most shockingly, during the treatment session, the prison authority

not only recorded the treatment session with a camcorder and a voice

recorder, but also stationed a person to take notes, right next to the 

doctors. This was a serious violation of psychiatric treatment law of 

Taiwan. President Chen was reluctant to describe many incidents 

because he was afraid that he would be sent back to the prison if he

revealed too much. The doctors issued a stern protest to the director

of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TVGH, Dr. Cho, and requested to have

confidentiality in future sessions. The doctors looked at the Declaration 

of Geneva posted on the wall and sighed deeply. 

    At 11 am, all three doctors met Director Cho at his office to discuss

future treatments. Director Cho, Dr. Lin and Dr. Chen Chiao-Chi will

meet once a week for an hour to discuss the treatment and the progress,

while Dr. Chen Shuen-Shen will join them every other week because

he lives in Kaohsiung. All doctors agreed to treat President Chen the

way a former president deserves. Dr. Chen Shuen-Shen also suggested

to provide a computer for President Chen while President Chen

admitted that he did not know how to type Hanji on a computer. The

doctors encouraged him to take it on and keep it on. Dr. Lin told

President Chen that "However long the night, the dawn will break."

    At 11:30, all doctors went outside to inspect the outdoor settings

for exercise and activities needed for treatments. Dr. Chen Shuen-Shen

observed that the psychiatric building seems to locate deep in a maze. 

It took such an effort to just get in, very much like his personal journey

to join the medical team for President Chen or the struggles President 

Chen had to go through in order to get treated. However, Dr. Chen 

believes that "However long the night, the dawn will break." We 

shall overcome!

Medical treatment report 
by Dr. Chen Shuen-Shun

Jay Tu

  今天是我加入北榮精神科醫療團隊後，第一次去看阿扁。同

時林信男教授、陳喬琪教授與我都正式進入，參與阿扁總統在

精神科的治療。

  昨天住天龍城沒事，今早九點二十分就到北榮，中正樓祝福

阿扁的支持者，被強迫驅離，紙鶴不見了，那角落零零星星散

佈病人與病家。慨嘆台北不是我的家，當然北榮絕對也不是阿

扁的家！

  郭教授怕我迷路，在中正樓大廳等我，帶我穿過中正樓，到

思源樓坐電梯到五樓，接空橋抵精神樓。轉幾個彎，終於上二

樓門禁深嚴的精神病房。打開嚴密關卡，終於在九點半開始為

阿扁看診。這一路上如同阿扁的就醫，坎坷如迷宮的路。

  幸妤也在，由於治療尚未開始，阿扁神經學與精神科的症狀

依舊，倒是環境適應與進食營養的改善讓他寬舒不少。

  我的診療進行一個小時，神經與精神都看。十點半林信男教

授與陳喬琪教授加入，跟他們簡報我的進度後，他們繼續補強

看診，也認為還沒有改善。

  很可惡的是，我們看診時，北監除了錄影、錄音筆外，還有

一位在旁邊筆記記錄。這違反精神衛生法，陳總統說很多症狀

都不敢說，怕被送回北監。我們嚴正抗議，獲得周主任回應，

爭取以後我們看病時跟他一樣都要清場。看著精神科辦公室外

的日內瓦宣言，不禁感慨！

  十一點我們三人到周元華主任辦公室討論治療計劃，包括環

境與生活改善，心理治療時間與分工，住台北的周主任、林教

授與陳教授每週一次正式一小時的會談，我負責臨床神經學評

估，我們每兩週會討論與共識一次，真正提升到總統級的醫療。

  我也建議作業治療是否可讓阿扁總統訓練使用電腦，平常也

給他一臺電腦使用。陳總統說他要從輸入學起，電腦訓練，會

請作業治療專家來評估。我們都鼓勵他，維持鬥志與希望，林

教授對阿扁說「天總是攏會光」。

  十一點半過後，周主任帶我們實地勘察陳總統活動與運動空

間，與實地說明行將安排的活動治療。

  出來後才發現精神大樓從後面正門進不去，從前面進去是思

源樓，從旁邊看是長青樓。到北榮精神科真的是「路坎坷如迷

宮」，但是正如對陳總統說的「天總是攏會光」。

神經內科教授/阿扁總統醫療小組   陳順勝醫師

路坎坷如迷宮 天總是攏會光
圖↑榮總精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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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對於什麼是消費者權益，大都想像是具有買賣性質的

行為。買方所花費的錢理當買到價格合理、品質良好的物品，

權益應受到合理的保障。另外，消費者還負有評鑑產品的好壞，

以及產品製造和售後服務品質的責任。

  說到服務品質，身為國家的納稅人，自然就負有評鑑政府施

政功能和績效，以及公務人員(公僕)服務精神和態度的責任。

台灣過去的六十餘寒暑，受到專制、獨裁、威權的封建思想教

育影響甚深。大多數的民眾從小都被灌輸所謂「民不與官鬥」

的錯誤觀念。個人曾任職美國公僕13餘寒暑，荷蘭公僕11年，

這二個文明國家給我的教育是：只要有理，必須據理力爭，堅

持到底，理虧絕不無理取鬧。

  長期以來，台灣的公務員鮮少聽聞有過所謂定期接受以人民

為主的【何謂民主新思維教育訓練】，導致大多數公務員的觀

念尚停留在公務機關猶如古代的衙門，與西方文明國家一切以

人民福祉最優先的觀念和精神，落差甚大。

  1998年，個人因業務上的關係前往美國和加拿大巡迴演講。

在由美國轉往加拿大的當天，個人習慣性下飛機後就在機場租

了一部小客車，自行開往欲下榻的旅館。連續開了幾天後，有

一天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熄火。我馬上放空檔將車子滑溜到高速

公路路肩，並打開故障警示燈。這時我才察覺可能是油箱沒油。

結果不到三分鐘，一輛專門在高速公路上負責巡迴的修護車，

緩緩停在我租用的汽車的後面。我看到那位駕駛停好車後，第

一件事馬上在他的車子後面大約100公尺處的路邊，放置一只

故障警示牌，然後走過來我的車旁，滿臉笑容的，非常客氣詢

問我，發生什麼事，有沒有他可以幫忙的地方。我告訴他可能

是沒有油。他問我在車子拋錨之前，有沒有注意到是否有亮起

缺油的警示燈。我答說：沒有注意到。

  只看到他先打開我的加油箱蓋，查看我的車是加哪一種油後，

隨即回到他的車上，拿來一桶裝有四公升的汽油，很順手也非

常專業的把那四公升的油加入到我的油箱。然後他手裡拿著一

張地圖告訴我，往前走大約三公里處有一個下交流道出口，就

可以看到加油站，建議我去那加油站加滿油。

  接著他拿出一張制式表格請我填寫，包括我的姓名、國籍、

住址、電話、傳真或E-Mail、駕照號碼等。填寫完後，我請問

他，我須要支付多少錢？只見他神情一派輕鬆回說：你不必支

付任何費用，這是完全免費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我

任職B.C.省政府高速公路局，我的工作就是提供納稅人(Tax 

這才叫做納稅人的尊嚴

圖↑美麗和善的加拿大。(圖翻攝自網路)

Payer )在高速公路的各項服務。

  我馬上很誠實的告訴他，我不是你們加拿大人，我也沒有在

你們國家納稅。他竟又笑容滿面的回答我說：雖然你是外國人，

但是你來我們的國家旅遊，住旅館，租車子，加油，三餐飲食，

包括每天各項消費支出，都已經包含應有的稅金，That is part

of my salary came from，意思是他的薪水已包括來自我們的

消費稅來源之一。說完他即轉身走回他的車上。我有點受寵若

驚，充滿感激的一直跟他道謝。我也看到他狀極快樂的叮嚀我：

別忘了趕快去加油，並說了 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個美好

的一天)。

  隔天我到機場歸還車子時，向租車公司抱怨油箱警示燈不亮，

害我在高速公路上拋錨，幸好碰到高速公路上巡迴車協助的過

程，一一向租賃汽車公司的人員陳述。租車公司也馬上致電高

速公路巡迴部門。依我看，一來向他們致謝，二來證實我所說

的是否屬實。結果租車公司除了一再對我說抱歉以外，還退還

我50%的租金。像加拿大這麼優質的公共服務，我不知道未來的

台灣會不會發生？還需要多久才可能發生？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感謝黃育旗先生贊助本刊新台幣2000元
免費索閱或支持本刊

請E-mail：formosaforum@gmail.com

資格： 灣住民

          繳交100元登記費

認證：發給 灣國籍宣示證

台

台

目的：成立 灣國民 會
           宣示台灣主權
           制定 灣憲法草案
           成立 灣國臨時政府

台 議

台
台

終結中華民國非法政權

完成 灣獨立建國台

1.我是台灣人

2.我不是中國人

3. 灣主權屬於 灣人

4. 灣是我的國家

台 台

台

目   標

灣人台

台灣民族做伙來宣示

1.台灣主權屬全體台灣住民：
   依據《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第二項明言日本

   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

   名義與要求，但並未明言此後台灣主權誰屬，

   因此形成「台灣地位未定」說；根據國際慣

   例，台灣主權應屬全體台灣住民。

2.台灣不屬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只是一份新聞聲

   明，沒有國際條約的效力；因此，一九四五

   年的《波茨坦宣言》重申了《開羅宣言》的

   精神，同樣不具國際公法效力。況且，《舊

   金山和約》才是實質的戰後和平條約，上述

   兩項宣言之後更沒有任何約束力。中華民國

   強佔台灣並未受到《舊金山和約》認可，根

   本沒有統治的合法性可言。

3.台灣人被非法更改為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非法佔領台灣，一九四六年非法將

   台灣人更改為中華民國國籍，英國與美國當

   時都提出異議；歷史的事實是台灣人依然是

   無國籍狀態。

4. 灣人必須完成獨立建國；台
   台灣人必須完成台灣國籍宣示，成立台灣國

   民議會，由台灣國民議會代表台灣人向國際

   社會宣示台灣主權，並擬訂台灣憲法草案以

   及成立台灣臨時政府，宣布台灣獨立建國。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

台灣是我的國家

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
認證中心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1號610室  
電話： (02) 2389-0863   傳真：(02) 2389-5414 
電子郵件：TaiwanNC@gmail.com

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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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一起來行動吧。11/3起環島苦行36天，12/8集結凱道啟動非暴力長期抗爭。你的行動才是非暴力抗爭成功的保證。我

願意替大家承擔所有的法律責任，要求釋放陳水扁總統。非暴力抗爭就是體制要我們做的或接受的不公不義，我們偏偏要反對；

體制要我們遵守的，我們偏偏要拒絕。這就是不合作與不服從的非暴力抗爭。流亡政府殖民體制要關死阿扁總統，台灣人民偏

偏要救他出來。就是這樣來實踐印度甘地與美國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非暴力抗爭理論。用行動的實踐來表示我們對人類文明前

輩的尊敬。

11月3日(六)

上午 9:00在台北榮總進行光榮行動行前記者會。10:00於北榮:

     出發==>汐止火車站>石碑路二段>左轉西安街>左轉福國

     路>右轉中山北路五段>左轉中正路>福林路>右轉至善路>

     右轉(中影前臨溪路或過中影轉故宮路)>過自強隧道>左

     轉捷運劍南站。

下午:內湖路一段>右轉康寧路一段>右轉金湖路>康寧路三段>

     南湖大橋>左轉南港路一段>大同路>汐止火車站

(午餐地點:捷運劍南路站/說明會:汐止火車站/住宿:汐止)

11月4日(日)

上午:汐止火車站>台五甲>七堵火車站

下午:七堵火車站>台五線>南榮路>右轉愛三路>基隆市政府

(午餐地點:七堵火車站/說明會地點:基隆/夜宿:基隆)

11月5日(一)

上午:基隆市政府抗議後搭車前往礁溪

下午:礁溪火車站>中山路>台九線>礁溪路三段>宜興路>宜蘭火

     車站

(午餐地點:礁溪/說明會:宜蘭市/夜宿:宜蘭市)

11月6日(二)

上午:宜蘭火車站>宜興路>左轉中山路>蘭陽大橋>中正路>羅東

     火車站

下午:羅東火車站>中正路>冬山路>中山路>南方澳(南天宮)

(午餐地點:羅東火車站/說明會:南方澳/夜宿:南方澳)

11月7日(三)

上午:南方澳坐車到花蓮市

下午:花蓮市>吉安(市區行腳)

(午餐:花蓮市/說明會:花連市/夜宿:花連市)

11月8日(四)

上午:吉安搭車到鳳林(市區行腳)

下午:鳳林搭車到光復(市區行腳)，光復搭車到瑞穗(市區行腳)

(午餐:鳳林/說明會:瑞穗/夜宿:瑞穗)

11月9日(五)

上午:瑞穗搭車到玉里(市區行腳)，玉里搭車到池上(市區行腳)

下午:池上搭車到關山(市區行腳)，關山搭車到鹿野(市區行腳)，

     鹿野搭車到台東市(市區行腳)

(午餐:池上/說明會:台東市/夜宿:台東市)

11月10日(六)

上午:台東市坐車到恆春

下午:恆春市區行腳

(午餐:恆春/說明會:恆春/夜宿:恆春)

11月11日(日)

上午:恆春>楓港>枋寮(出市區坐車)

下午:行動教會

(午餐:枋寮/說明會:枋寮/夜宿:枋寮)

11月12日(一)

上午:枋寮火車站>台一線台糖昌隆農場

下午:台一線>台唐昌隆農場>潮州火車站

(午餐:台唐昌隆農場/說明會:富春社區活動中心/夜宿:潮州鎮)

11月13日(二)

上午:潮州火車站>萬丹

下午:萬丹>屏東火車站

(午餐:萬丹/夜宿:屏東市)

11月14日(三)

上午:屏東火車站>光復路>左轉大豐路>建國路(台一線)>高屏大

     橋>右轉成功路>後庄火車站

下午:後庄火車站>成功路右轉鳳屏一路(台一戊)右轉光遠路>高

     雄市議會>高捷美麗島站

(午餐:後庄火車站/說明會:三民公園/夜宿:高雄市)

11月15日(四)

上午:高捷美麗島站>苓雅區>鹽埕區>三民區

下午:三民區>左營區>新左營區>高捷都會公園站

(午餐:三民區/說明會:橋頭/夜宿:岡山)

11月16日(五)

上午:高捷都會公園站>右昌>蚵仔寮

下午:蚵仔寮>梓官>橋頭>岡山

(午餐:蚵仔寮/說明會:岡山/夜宿:岡山)

11月17日(六)

上午:岡山>台南阿扁總統飯店

下午:台南阿扁總統飯店>永康

(午餐:台南阿扁總統飯店/說明會:永康/夜宿:永康)

11月18日(日)

上午:永康>新市>善化

下午:善化>麻豆

(午餐:善化/說明會:麻豆/夜宿:麻豆)

11月19日(一)

上午:麻豆>官田>隆田

下午:隆田>林鳳營>柳營>新營

(午餐:隆田/說明會:新營/夜宿:新營)

11月20日(二)

上午:新營>後壁火車站

下午:過陸橋搭車到水上台糖南靖糖廠>嘉義市

(午餐:後壁火車站/說明會:嘉義市中正公園/夜宿:嘉義市)

11月21日(三)

上午:嘉義市>民雄>大林

下午:大林>斗南

(午餐:民雄&大林間/說明會:斗南/夜宿:斗南)

11月22日(四)

上午:斗南>斗六

下午:斗六>西螺

(午餐:暫定斗六/說明會:西螺/夜宿:西螺)

11月23日(五)

上午:西螺>溪州>北斗

下午:北斗>員林火車站

(午餐:北斗/說明會:員林/夜宿:員林)

活動行程

(未完，下接次頁)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  蔡丁貴

台灣人救扁義勇軍「環島苦行救台灣」下鄉召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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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六)
上午:員林火車站>花壇
下午:花壇>彰化市
(午餐:花壇/說明會:蘭大弼紀念教會/夜宿:彰化市)
11月25日(日)
上午:彰化市>烏日
下午:烏日>台中市公園(行動教會)
(午餐:烏日/說明會:台中市/夜宿:台中市)
11月26日(一)
上午:台中市區行腳到大里
下午:大里>霧峰
(午餐:大里/說明會:霧峰/夜宿:霧峰)
11月27日(二)
上午:霧峰>草屯
下午:草屯>南投市
(午餐:草屯/說明會:南投市/夜宿:南投市)
11月28日(三)
上午:南投市搭車到集集(市區行腳)
下午:集集搭車到埔里(市區行腳)
(午餐:集集/說明會:埔里/夜宿:埔里)
11月29日(四)
上午:埔里搭車到豐原
下午:豐原走中豐路到台中市館前路公園
(午餐:豐原/夜宿:台中市)
11月30日(五)
上午:館前路公園>東海大學
下午:東海大學>台十二線>左轉中山路>左轉沙田路>右轉中正
     街>沙鹿火車站
(午餐:東海大學/說明會:沙鹿/夜宿:沙鹿)
12月1日(六)
上午:沙鹿火車站>台一線>大甲火車站
下午:大甲火車站>苑裡
(午餐:大甲火車站/說明會:苑裡/夜宿:苑裡)
12月2日(日)
上午:苑裡>通霄>白沙屯火車站
下午:行動教會&說明會
(午餐:白沙屯/說明會:白沙屯/夜宿:沙屯)
12月3日(一)
上午:白沙屯火車站>台61線>台六線>左轉台一線>後龍火車站
下午:後龍火車站>中山路>左轉台一線>右轉苗14鄉道>造橋火車站
(午餐:後龍火車站/說明會:造橋/夜宿:造橋)
12月4日(二)
上午:造橋火車站>台十三線>香山火車站
下午:香山火車站>台一線>中華路三段>新竹火車站
(午餐:香山火車站/說明會:新竹市/夜宿:新竹市)
12月5日(三)
上午:新竹火車站>新豐>湖口老街
下午:湖口老街>楊梅火車站
(午餐:湖口老街/說明會:楊梅/夜宿:楊梅)
12月6日(四)
上午:楊梅火車站>楊新路>左轉台一線>延平路>中壢火車站
下午:中壢火車站>中正路>右轉延平路>台一線>台一甲>桃園火車站
(午餐:中壢火車站/說明會:桃園市/夜宿:桃園市)
12月7日(四)
上午:桃園火車站>萬壽路三段>右轉山鶯路>左轉中山路>山佳火車站
下午:山佳火車站>中山路>中華路>右轉城林橋>左轉中華路>南雅南
     路>右轉縣民大道>板橋火車站
(午餐:山佳火車站/說明會:板橋市/夜宿:板橋市)
12月8日(四)
上午:板橋火車站>萬華龍山寺
下午:萬華龍山寺>凱道

(上接P-4-台灣人救扁義勇軍「環島苦行救台灣」下鄉召募活動)

  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國務院擔心進步的台灣被落後的中國接管

不甚妥當，然而，當時的台灣人並沒有強烈要求台灣獨立，結

果台灣被「中華民 國」非 法佔據。1946年「中華民國」非法

更改台灣人國籍，英國、美國都表示異議，台灣人卻保持沉默。

迄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憲法一中」

的政權都異口同聲擁有台灣主權，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都

不予承認，台灣人卻仍然保持沉默。甚至某些台灣人領導者附

和承認「中華民國」，更糟的還想轉而依附中國。

時間：2012年11月10日(六)下午2:00~4:30

地點：台北市八德路二段366巷15號之四 (咖啡簡餐店)

事由：說明「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主講：劉重義教授

時間：2012年11月17日(六)下午2:30~5:00

地點：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6F-2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事由：說明「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主講：劉重義教授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台北、台中說明會

圖←楊維哲教

授 頒 贈 編 號

Tw1947228

台灣國籍宣示

證給陳永興醫

師，表彰陳醫

師對228事件

平反的貢獻。

圖↑陳永興醫師實際行動支持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圖↑台灣民族一起來宣示台灣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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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中立國問題國際研討會
  所謂永久中立國指無論在平時還是在戰時均永久奉行中立

政策的國家。永久中立國在平時與國際爭端中保持中立，但

並非意指要脫離現實社會，而是要在衝突的兩方或多方間，

創造和平的契機。在國際衝突難以避免的當今世界，永久中

立國是要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和平、穩定的中介力量。因此，

本盟特別在此研討會中邀請兩位日本學者及台灣多位研究專

家蒞臨，藉由國際法角度、武力紛爭中立法、多國成為永久

中立國的國際背景等多方面進行探討。

主辦單位：台灣永久中立國推動聯盟

指導單位：外交部

補助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時間：2012年 12 月16日(星期日) 09:00 ~17:0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25號4樓) 

報名請至以下網頁填寫http://registrano.com/events/9c3d62

聯絡人：鍾岑祁 Betty，台灣永久中立國推動聯盟 

        10459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3號；

        電話:02-2511-1069；傳真:02-2563-8448

台南市議員

                     

                     2012年11月18日上午 8：30 公祭

                     地點：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

                          （懷親廳）

                     盼友人前往，送她最後一程。

3D決戰西拉雅-布袋戲結合動畫科技
免費門票索取中~~

索票單位： 李文正服務處 

          (台南市安平路514號) 06-2260527

演出時間：2012年11月4日(日)晚上7:30

演出地點：台南生活美學館(中華西路二段34號)

劇情大綱：

  本劇是以約二百年前的台灣為故事背景。在府城以東大武

壠一帶偏僻隱密的山區，以寨主黃介猛為首的黑魔寨，受山

中靈界的邪靈黑魔神所庇護，招納各方的惡徒，佔山為王，

四處劫掠財物和婦女。因劫掠了府城漢家姑娘趙雅盈（漢族

女主角），趙雅盈勇敢脫逃時，受到奉西拉雅平埔族尪姨白

珍珠所派出，正在調查平埔少女失蹤的同慕雲（西拉雅族女

主角）搭救，並因傷帶到她的大哥同慕嶺（西拉雅族男主角）

暫住醫療。而府城漢人關齊文（漢族男主角）也因受命追查

拯救失蹤的趙雅盈，前往西拉雅族找尪姨白珍珠協助。於是

因緣際會，兩族的英雄兒女攜手合力對抗惡徒。同時在此過

程中，男女主角四個人也微妙的發展出跨越族群的愛情。最

後在阿立祖的協助下殲滅了黑魔神和寨中惡徒，並且也促成

了兩對佳偶，圓滿收場。

                     

時間：2012年11月10日（六）9:00~17: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議程：

9:00~9:30  報到

9:30~10:00會長及貴賓致詞

ㄧ. 反核運動

10:00~10:05 主持人：周晉澄教授、高成炎教授

10:05~10:20 反核一及核二運動許富雄會長 (北海岸分會)

10:20~10:30 反核三廠運動(屏東分會)

10:30~10:35 主持人：林文印教授、張國龍教授

10:35~11:00 反核四運動吳文樟會長 (鹽寮反核自救會)

11:00~11:10 反核廢料運動

11:10~11:20 提問及討論

二. 反石化業擴充運動

11:20~11:25 主持人：吳焜裕教授、施信民教授

11:25~11:40 反國光石化保護白海豚蔡嘉陽執委 (彰化分會)

11:40~11:55 反六輕 (雲林分會)

11:55~12:10 反六輕田秋堇立委(宜蘭分會)

12:10~13:00 午餐吃便當

三. 生態保育運動

13:00~13:10 主持人：徐世榮教授、郭金泉教授

13:10~13:25 反美麗灣飯店徐蘭香執委(台東分會)

13:25~13:40 保護阿朗壹古道,綠蠵龜運動洪輝祥會長

           (屏東分會)

13:40~13:50 反水泥東移(花蓮分會)

13:50~14:00 藻礁保護盧敏惠會長(桃園分會)

14:00~14:10 提問及討論

四.反污染反輻射危害

14:10~14:20 主持人：魏千峰律師、邱晃泉律師

14:20~14:35 輻射屋周業世民生別墅輻射屋受害者

14:35~14:50 電磁波(台南分會)

14:50~15:00 節能減碳李建磯會長(台南分會)

15:00~15:15 東山垃圾反永揚案黃安調執委(台南分會)

15:15~15:20 提問及討論

五. 社區營造

15:30~15:40 主持人：林意楨教授、劉俊秀教授

15:40~15:55 花蓮南華社區營造(花蓮分會)

15:55~16:10 反博奕及淨攤活動陳香育會長(澎湖分會)

16:10~16:25 提問及討論

六. 環保運動與政治參與（未確定單元）

16:25~16:35 主持人：施信民教授、張國龍教授

16:35~16:50 鄭麗君立委

16:50~17:05 李慶峰市議員

17:05~17:15 提問及討論

17:15~17:45 研討會總結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5週年

各分會環保運動研討會

台獨前輩林永生夫人

高儷珊女士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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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家園，堅強的社區：天然災害後的重建手冊索取譯本辦法
Safer Homes, Stronger Communities: A Handbook for Reconstructing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臺灣深受全球氣候變遷所影響，加上人口密集、土地高度開發，有73%的土地與人口曝露在三種以上的災害中。過去以

來，我國因為重建政策的決策缺乏一致性的標準，對於重建速度與質量的權衡亦一直無法客觀與冷靜的討論，經驗的傳

承、累積與制度的建立均明顯不足。面對頻傳的極端氣象事件和可能發生的複合型災害，不僅災害衝擊的不ˊT定性逐漸

增加，災後的應變、復原與重建問題也漸趨複雜化。因此，努力累積與傳承國內經驗似乎已刻不容緩。

  對於曾經參與921震災重建，並正在研究莫拉克風災重建的我們來說，在讀完世界銀行出版的後，對書中所提出的災後

重建觀點頗有「感觸」，甚至「動容」；深感國際間對於災後重建的作法與看法，值得我們學習與探討。為了將這本內

容豐富的手冊呈現在國人面前，我們陸續結合國內關心災後重建議題的學界與實務界朋友，以及多益（TOEIC）獎學金得

主同學擔任共同譯稿人。工作看似簡單，執行難度卻超乎想像，以致於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完成《安全的家園，堅強的

社區－天然災害後的重建手冊》譯本。

  根據世界銀行網站資料的使用條款與條件，我們得先聲明：「翻譯工作的目的絕非做為商業用途（make non-commercial

uses），翻譯資料出版必須以免費的方式提供。」雖然有所限制，但難得的是，921震災重建的社區：東勢王朝一期社區

（重建後更名為文新帝國）、台北市東星大樓、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埔里桃米社區）在獲悉重建手冊翻譯與出版計

畫後，就立刻表示願意贊助經費支持譯本的出版；而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暨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項潔教授也欣然同

意協助譯本的出版事宜。

  除將譯本電子檔公布在網頁（www.taiwan921.lib.ntu.edu.tw/7.html），供社會大眾自由閱讀轉載外，921重建社區

助印的譯本將無償提供關心災後重建的朋友索閱，讓愛心與知識可以傳遞下去。由於原書內容翻譯過程難免有不盡滿意

之處，讀者如對於內容有進一步建議，請透過電子信箱（taiwan0921@gmail.com）提出，我們會在檢討後做出回應或修

正。

索取譯本辦法 至10月31日預約數量：133本

1.請將您的「姓名」、「地址（含郵遞區號）」、「服務單

  位」與「電子信箱」等資料傳到yihui430@gmail.com（以

  個人名義預約者，以一本為原則；以團體名義預約者，以

  五本為原則）。

2.我們會在接到您的要求後三天內，向您回報您的編號（如

  果3天內未回信，請再傳遞一次）。並隨時公布已經來信索

  書的數量。

3.確定出版時間後（預計12月下旬），我們會依照可贈書數

  量與書本厚度（約650頁），通知某一編號前的朋友，將

  一定金額的「回郵郵資（掛號郵寄）」與一定大小的「名

  條」郵寄到指定地址。

4.若索書數量遠超過可贈書數量時，我們將考慮在能力範圍

  內爭取其他單位助印。

5.譯本為公益用書、捐款助印，請勿任意丟棄或流落二手書

  攤。如不再使用，請就近轉捐給圖書館。

                                         謝志誠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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