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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評

八掌溪之春

  談到「殖民」，很難避免提到一個強勢的力量或是民族對於

另一個地區或民族的侵略，包括政治、經濟甚至於文化的利益。

殖民的目的無非是要滿足殖民者的需求，或是延伸其主權。因

此，無所不用其極的壓迫，或者剝削就成為殖民者的主要殖民

手段。甚至於有極大的可能是為了有效統治，而實行種族壓迫，

抑或屠殺。

  環顧台灣四百多年來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四百多年來

台灣人一直處在被殖民的統治中，而欠缺覺醒。台灣人無法覺

醒的原因，竟然是失去主體性，不知道甚麼是「台灣人」？台

灣人是誰？為什麼是台灣人？如何成為一個台灣人？許許多多

人無法得到一個完整而正確的答案！歷經四百多年的歷史演進，

至今，台灣人還無法建構成一個完整的台灣民族，一起攜手努

力，卻在外族的統治之下，失去了自我的認同，導致台灣今天

還是一個殖民地的樣態。

  更荒唐的是台灣的地位竟然連殖民地還不如！一個被殖民的

社會一定很清楚他們的殖民者是列強，或是有強大力量的民族。

殖民者到此地來謀奪利益，掠奪之後回到其原有的國家或地區。

然而，目前來到台灣壓迫台灣人，剝削掠奪台灣人的「中華民

國」，卻是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身分不清、地位不明，而且充滿

爭議性的流氓統治集團。他們甚至於是一群小偷、騙子所組成

的。騙不到就偷，偷不到就拐，再不然就搶，而造成今日台灣

所面臨的困局。而這些困局正來自台灣人習慣於被殖民，卻不

知如何自處。

  今日的媒體披露台灣的競爭力來自薪資的倒退。台灣勞工的

薪資已倒退了十七年，是全世界第一名。但是，台灣的競爭力

卻是亞洲的第四位。馬英九說台灣薪資無法提升是因為老闆賺

得不夠多。然而真實的情況絕非如此。追究原因，只有剝削能

夠解釋其中的緣由。台灣人很勤勞，被操到爆肝，然其獲利卻

無法讓他們安居樂業。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這幾天媒體沸沸揚揚地報導馬英九的7500萬捐款問題。馬英

九的幕僚為了幫馬化妝，而掀出這一個議題。在不斷的被要求

澄清中，又有其他更多黑幕出現。於是開始有人認真地思考馬

英九的薪水如何負擔7500萬元捐款的問題。於是又爆出部分國

務機要費被馬拿去做公益捐！為了塑造馬英九的公益形象，國

務機要費當公益捐的可能性因此現形。國務機要費雖然是馬英

九可以支配的範圍，但它畢竟是公務費用。拿公務費用去捐作

公益，是慷人民之慨，甚至於已經涉及違法。但是馬依然一副

台灣的殖民地現象
要不然你要怎樣的架式，而不願意公布事先已承諾要讓國務機

要費的使用透明化的諾言。

  馬英九的國務機要費從2000萬元增加到4000萬元，顯示這一

個流氓政權的殖民性格非要把台灣掏空不可的居心。在國家財

政收支不佳的狀況下，除了不斷增加各種規費(如二代健保)，

想辦法由國營企業漲價來增加其上下其手的機會之外，就是舉

債。台灣目前沒有外債(因為無法在國際間借錢)，故只能不斷

地向人民要錢。弔詭的是，政府向人民借錢時，利息加本金還

是要人民還。如此殺雞取卵，台灣將一代窮過一代，獲利的當

然是那一些以殖民為目的，而有機會上下其手的當權者。

  台灣人經歷228的大屠殺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迫害，至今冤魂未

散。反抗勢力隨著二任台灣人總統的就任而式微。歷經兩位台

灣人的總統，台灣被剝削的狀況改變了嗎？從目前台灣所面臨

的困境看來，事實上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原本那些殖民者

所設計為了有效保衛他們利益的共犯結構一直都存在著。而且

為了鞏固那個共犯結構，殖民者只有更加施恩，例如為了特定

族群的社會福利制度而做的設計。在經濟狀況不佳的時候，那

些特定族群才有的福利就充分暴露了社會正義的失衡。然而，

那些權貴為了保有那樣的結構，只有犧牲不屬於他們那一群的

弱勢者，造成預算的進一步排擠，讓階級對立更加強烈，貧富

差距更形劇烈。譬如：當他們捧著四大基金護盤時，當然是讓

財團先獲利，之後才有可能輪到散戶。而那些繳納保費的勞工

族群，就在他們提高費率且保證不會倒閉之下，繼續被剝皮了。

  台灣人的認同混淆造成今日的共業。蔡英文希望台灣人給

「中華民國」空間。其實，台灣人只是在其中苟安而已。歷史

發展與國際社會累積下來的結果是「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只

能夜行，而根本走不出台灣。台灣人拖著這樣的殼，只會壓垮

自己而已。因此，我們要呼籲這一些社會菁英及意見領袖，必

須站在歷史的真相上告訴人民實話，讓人民有機會認真的面對

歷史上真實的台灣，而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知

識份子應該有的氛圍和高度。一味選大邊，即使因此而拿到政

權，也極有可能將台灣帶向毀滅。

  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台灣史中的四百年是一部活生

生的被殖民史。台灣的下一代前途就靠這一代人的覺醒。奴隸

當太久了，就會忘記如何當主人。但是，只要台灣人能夠團結

起來，展現台灣民族的氣勢，則距離台灣完成建國大業，讓台

灣人當家作主的路應該就近在咫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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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革命理論而言，只要支持台獨心不死的台灣人超過台灣總

人口的10%，無論情勢多麼艱困，只要有正確的鬥爭理念和方

法，台灣民族獨立運動就有成功的希望。因此，台灣民族運動

2.0必須認清在1.0階段的錯誤思想，回歸正確的運動理念與革

命方法，學習運用先進國家的企業與政府所採取的策略規畫技

術，健全組織並提高成員素質來推展新階段的民族運動。

  台灣民族運動的大目標是要剷除荒謬的「中華民國」體制，

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由台灣人當家作主，把台灣建設

成為世界的美麗島，平等參與、貢獻國際社會。

  台灣從1930年代在亞洲地區就已經是僅次於日本的進步發展

社會，遙遙領先其他國家與地區。然而，戰後的台灣卻不幸被

來自遠遠落後的中國的國民黨政權非法佔領盤據，台灣人也被

非法更改為「中華民國」國籍。中國國民黨因為貪污腐敗、殘

暴無能而被中國人唾棄，於1949年被逐出中國。他們失去母國

而流亡台灣形成「丐幫」，因此，他們必須把台灣定型成為可

由佔人口少數的外來族群宰制，又能夠生產、供養其生活所需

的殖民社會。

  台灣人在此過程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蹟，提昇了整個社會物質

上的滿足，在現代社會意識方面，社會菁英卻遭受「丐幫」的

恐怖摧殘加上洗腦扭曲，思想與心態難以建立做主人的尊嚴與

積極性。這樣的社會菁英所領導的民族，自然缺乏追求民族榮

譽的動力，也就沒有認真跟上進步社會腳步的衝勁，造成了台

灣社會不平衡的現代化發展，使台灣人無法真正享受進步國家

的優質社會。李登輝先生最近最近感慨地說：「台灣人太俗氣，

只想到錢和地位，不思索更高的價值。」

  因此，台灣民族運動除了排除赤藍「丐幫」勢力，還擔負著

把飽受扭曲的台灣社會導向正常化。咱的民族願景是要使台灣

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平衡發展的優質國家：

  ●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 - 「中華民國」體制是赤藍「丐幫」

引進、操弄來壓迫、剝削多數台灣人的邪惡體制，台灣人應堅

持主人的權利奮起剷除它，建設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民主自由的

現代國家。

  ●公平合理的福利社會 -赤藍「丐幫」依其野蠻、貪婪落後

的掠奪文化，以暴力扭曲台灣人的社會價值，製造族群對立與

階級對立分化台灣社會，台灣人應掃除惡劣的「丐幫」習性與

思想，發展和諧進取的公平合理的幸福社會。

  ●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赤藍「丐幫」短視的過客心態，使

台灣的公共建設支離破碎、生態環境橫遭浩劫、社會文化喪失

靈魂，台灣人應確立主體性、發揚民族意識，為自己和後代子

孫營造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

  無論是維護「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或是支持中共併吞台灣的

的「丐幫」份子，他們都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來阻撓

「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把「中華民國」當做台灣人的

國家，是接受一個早已被國際社會唾棄的荒謬落伍體制、自欺

卻欺不了人的「非主權國家」，何況它合理化占人口不到5%的

赤藍「丐幫」繼續佔有，過去在台灣以政治暴力強佔的政經、

社會優勢地位和資源，等於坐任少數赤藍「丐幫」繼續剝削、

壓迫占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馬英九2008年復辟之後，咱看見赤藍「丐幫」絲毫不掩飾其

外來過客本相，上下爭相貪污、糟蹋台灣人的血汗錢自肥，更

不隱瞞他們在現代社會潮流的落伍性，對台灣主權、民主、經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每年十一月第四個禮拜四是美

                          國人的感恩節，今年的感恩節是

                          11月22日。

                             三百八十多年前，即1620年9

                          月16日103名英國的清教徒，為

                          尋求信仰之自由，步上停泊在英

                          格蘭普里茅斯港的「五月花號」

                          帆船，在海中漂泊了兩個多月，

                          與狂風怒潮幾番搏鬥，終於在11

                          月21日安抵美洲新大陸克德角港

                          外，當部份的先鋒隊上岸時，都

                          跪了下來，感謝上帝的帶領，使

                          他們能平安地登上新大陸的土地，

                          開始新的生活…。

  在登陸後的頭一個冬天因受不了飢寒交迫而病故的竟然有五

十二名五月花號乘客，死了一半以上的人，還好，不久有一位

稍能講些英語的印第安人名叫史坎特，教導這些新移民如何種

作，所以到第二年冬天，玉蜀黍和大麥的收成不錯，而且第二

批搭乘「幸運號」帆船的35名移民也來了，為了一同慶祝他們

的豐收，11月19日他們就邀請了一些印地安人，一連三天舉行

感恩同樂會，他們一起享受著野火雞肉以及印地安獵人帶來的

幾隻鹿肉，可見美國人的祖先第一次感恩節，是經由多少的血

汗與淚水換來的呀！因此，每逢十一月第四個禮拜四，美國人

皆守感恩節，也是家人團圓，舉國感恩的佳節。

 1973年10月5日，我剛到美國波士頓念神學院不久，就與幾位

印度來的同學，一起搭車參訪五月花號帆船登陸的克德角，看

見這些美國人祖先拓殖的許多故事紀念事蹟，令我心中感觸良

深，也使我想到台灣人的祖先不論客家人或河洛人，差不多與

美國人的祖先同時期，冒險犯難渡過黑水溝來台灣拓殖，怎麼

沒有如克德角新普里斯茅港那樣的紀念史蹟館與感恩節呢？！

讓我們可以懷念與學習先輩們的冒險精神呢？！

  今年11月9－10日「2012年台灣前途懇談會」將在高雄左營蓮

潭會館舉行，由各本土社團派員參加，共同探討台灣國內目前

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勢以及國際局勢等，期待藉此懇談會，

能夠喚起台灣人對祖先來台拓荒墾殖的歷史記憶與冒險精神，

進而為了台灣國人世代子孫的命運而努力建立民主自由的台灣

國，我們也就會有自己台灣人的感恩節吧？！

圖 ↑ 怒潮間前行的五月花號。

美國人感恩節的啟示

濟、司法、人權、文化和環境蹂躪破壞，台灣社會在軟硬體的

永續發展又像在兩蔣時代遭逢浩劫。因此，唯有台灣人解除赤

藍「丐幫」的不法權位，真正掌握做台灣主人的權力，剷除

「中華民國」體制，咱才能擺脫落伍的制度、習性和觀念，真

正實現國家願景，才能有出頭天

台灣民族運動的願景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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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e Taiwan in the past and how far it has come. The

willingness and wisdom to evolve into a pluralistic democracy

from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has been in step with South Korea

 as lead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East Asia. The moves made towards 

these standards have lit the way for other countries making 

transitions towards democracy. How troubling that currently

 the leadership in Taipei of Mr. Ma seems to have lost its way 

and to have reverted towards the more monolithic past.

    The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has conducted an 

assessment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aiwan has kept its

former two-term president incarcerated. From the testimony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a review of the medical records

which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meetings with officials across

the spectrum of the political divide, and from time spent 

directly with Chen Shui-bian himself, our conclusions are 

uniequalical.

    Chen Shui-bian's conditions of his four-year detention have 

contributed to both the worsening of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medical needs. Simply put, 

Mr. Chen was treated badly in the prison system of Taiwan. 

How bad was it? The smallish cell did not allow him to stretch 

out while sleeping; he was confined in this cell over 23 hours 

a day; no bed, not desk, and no chair; a bright fluorescent light 

was on 24 hours a day so that a monitor could watch his every 

move even when he used the no-flush toilet hole. His crimes, 

if valid, were non-violent. Unlike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Peru, 

who is in jail for violent human rights abuses, has a four room 

cell and unlike Richard Nix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was 

pardoned and set free. Winning the vote of your nation twice 

should entitle one to something even if in prison, if not 

pardoned.

    The unwillingness of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 Ying-jeou himself to 

provide access to complete medical care has been both a 

complicit and active cause of grave health complications for the 

former elected president. The understandings we were given 

that there would be impartial and fully transparent access to 

medical care permitted? They have been largely discarded or

ignored, much to the distress of those concerned with human 

rights or those concerned with Taiwan's stan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uch issues.

    We urge, agai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Ma,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Office of the Speaker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Taipei Mayor's Office, the KMT itself and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Taiwan's continued credibility as a mature 

democracy, we urge that there be a full and complete allowance 

Report by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on Chen Shui-bian
of Chen Shui-bian to b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of 

a team composed of as many “green” doctors as“blue” ones. We 

further urge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granting medical 

parole, amnesty, or the ability for him to serve his sentence out 

under house arrest. Our judgmen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Chen's imprisonment is that Mr. Chen should 

be released to go home and recover or die in peace. Enough 

damage has been done to this man. He is presently in a 

psychiatric hospital for a month with the threat of returning to

prison after that. Someone in Taiwan can even time one's mental 

illness and recovery. Amazing act.

    Mr. Chen has many medical problems. His confinement has 

caused him to experience heart conditions,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urinating problems, sleep apnea, slurred speech and

 stuttering. And he has been diagnosed with severe depression 

and victim paranoia. MRI tests showed that Mr. Chen has 

suffered at least 16 cerebral infarcts or mini-strokes. From to toe

 to foot,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only long-term care could take 

care of. Sending him back to jail after his release from the 

hospital would be a death sentence. Given the serious 

differences in Taiwan, this would argue well for the future of

politics there.

   The divisions in Taiwan's body politic are worsening with th

e condition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The social unity that once 

managed to arch across Taiwan's diversity of peoples is 

fracturing. The fact is that President Ma faces low approval 

ratings. 

    Our current experience of watching the government make 

statements of assurance and then to abandon them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in which Chen's health will be able to

be looked after are under the independent care of his own 

medical team or through something like parole, amnesty, or 

house arrest. The prison authorities have shown little 

inclination to be capable or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seems to be avoid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its legacy to all the peoples of Taiwan.

    We are available for interview or comment to any interested

journalists and policymakers and will be pursuing channels for

maximiz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this issue. We stand 

with the human rights community, with the peoples of Taiwan,

and with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We stand with the health and medical 

well-being of Chen Shui-bian. We are pleased to know tha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 Congress people support medical 

release. We invit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stand with us 

in spirit, speech, and acti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being jo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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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它的過去，我們肯定台灣的大幅進步。秉著意願和智

慧，台灣與韓國同時從集權政府成功演變成一個多元化的民主

制度。在東亞，雙雙是尊重人權與國際準則的表率，也啟發了

其他國家邁向民主。但是令人不安的是，目前台北的領導者馬

先生似乎已經迷失了方向，恢復過去的集權政府心態。

  華府人權行動中心今年九月造訪台灣，對兩任總統陳水扁被

監禁的狀況進行評估。從醫療專業人士的證詞，已經出爐的診

斷報告，與各黨派官員的會談，以及與陳水扁本人的面會，本

中心對陳先生人權處境的了解已十分明確。

  陳水扁四年來被監禁的狀況是造成他健康惡化的主因。目前

他痼疾與新病併發，極需醫療。簡單地說，陳先生被台灣的監

獄系統惡劣虐待。有多惡劣？他的牢房太小，睡覺時腳都無法

伸直，每天被關在牢房中，超過23小時，沒有床，沒有桌子，

沒有椅子，一個明亮的日光燈每天24小時開著，提供照明，所

以監視器可以監看他的一舉一動，甚至當他使用沒有沖水設備

的糞坑也不放過。他的罪行，如果真有，也是非暴力性。相較

之下以暴力侵犯人權的秘魯前總統藤森被關在有四個房間的牢

房，美國的尼克森總統也被赦免不曾監禁。兩次贏得台灣總統

大選的陳先生即使不被赦免也應在監獄裡享有一些禮遇。

  然而監獄當局，司法部，特別是馬英九自己都不願提供完整

的醫療保健給這位前總統。這直接造成陳先生健康的急速惡化。

我們與法務部的會談中，法務部長向我們再三保證，會提供陳

先生公正和充分透明的醫療保健。然而，這些承諾大致都被丟

棄或忽略，讓關注人權或關心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聲譽的人士十

分痛心。

  我們再次呼籲馬團隊、司法部、立法院長、台北市市長的辦

公室、國民黨本身以及所有有意維持台灣在國際上被當作一個

成熟民主的相關人士。我們要求讓陳水扁先生接受一個全面和

完整的醫療照顧。醫療團隊也應廣納人才，更要考慮給予他保

外就醫，大赦，或軟禁服刑。根據陳水扁這四年被監禁的結果，

我們的判斷是，陳先生應該被釋放回家以恢復健康，甚至平靜

地死去。馬政府對這個人已經做了太多的傷害。雖然目前他在

台北榮總精神病科接受診治，但是仍然受到威脅，預計住院一

個月後即可復原，會被送回到台北監獄。在台灣有些人甚至可

以預測心理疾病復原的時間。這項超能力十分驚人。

  陳先生有許多嚴重病狀。他四年的監禁已導致心臟疾病，呼

吸困難，小便問題，睡眠呼吸暫停，口齒不清，口吃等等。他

更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憂鬱症和被害妄想症。陳先生的核磁共

振測試影像中，已發現至少16處疑似腦梗塞或小中風的白點。

他從頭到腳都是問題，只有長期護理照顧，才有機會復原。出

院後直接送回監獄等於對他判處死刑。由於台灣社會分歧嚴重，

本中心認為這種後果會造成台灣政治從此紛爭不斷。

  台灣的政治紛爭隨著這位前總統的健康逐漸惡化。足以維繫

多元族群的社會團結，也逐漸崩裂。馬總統目前的超低支持率

就是明證。

  根據我們見證馬政府雖作出承諾然而一再食言的經驗，我們

深信照顧陳水扁健康的唯一方式，必須是將他交由獨立醫療團

隊診治，或是假釋、大赦或軟禁。監獄當局很明顯沒有決策權，

美國華府人權行動中心(HRAC)
對陳水扁人權的調查報告

  我看到台灣的法院對吳淑珍判刑19年，一點都沒有感覺。查

中國法院對國民黨那些逃將、逃兵，哪一個不是幾年、幾十年，

甚至死刑判決？如果你認為這些判決有意義，你才去相信對陳

水扁總統，吳淑珍總統夫人的判決有意義。

  陳水扁一生拼命相信中華民國所教的東西，這是他第一名必

然出現的副作用。他相信中華民國司法，這也是他為何那麼快

考上律師的重要原因。陳水扁所做的事情，在任何一個正常的

民主，或者是西方國家，都是被肯定的，甚至認為是天經地義。

但他不知道這個能考第一名、最相信政府意識型態的人，最後

被他相信的對象出賣。

  一定有一大堆人說陳吳怎樣又怎樣，所以......在現有體制

下，要確定陳水扁、吳淑珍有沒有罪，必須先從犯行比兩者更

嚴重的國民黨及其相關人等有沒有背叛罪來決定。不是我要寬

待陳水扁總統、吳淑珍總統夫人，而是法律強調公平、平等。

一旦這個法律不公平、不平等，他的判決就不是法律判決，就

沒有公信力。

  有人說不管怎樣，我們台灣人、泛綠軍就是不允許出現陳水

扁總統夫婦那樣的作為。這種論述與馬英九政治審判陳水扁總

統是如出一轍。兩者都不是依照法律，而是個人感覺。個人感

覺若能取代法律，這就不是法治國家。

  要我相信國民黨法院的判決，那就等國民黨在中國被判刑，

連戰、馬英九、宋楚瑜這些人在中國受刑吧！

吳淑珍判刑19年 蔣介石死刑
大學副教授 南嘉生

掌權的總統辦公室更沒有意願讓他受到完善醫療照顧，似乎執

意迴避對所有台灣人民的應負的責任。

  本中心歡迎任何有興趣的記者前來採訪，我們也願意發表評

論給決策者。我們更會尋求更多管道盡全力提高國際社會對這

個問題的關注。我們與人權團體，與台灣人民，以及所有關心

國際社會準則的人士都站在一起。我們與陳水扁的健康和醫療

福祉站在一起。我們很高興美國國會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也

支持陳先生的保外就醫。我們也邀請台灣政府當局在精神上，

言語上和行動上與我們站在一起。我們期待馬政府儘快加入我

們的行列。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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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十八大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
  據悉中國共產黨將於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第十八屆代表大會，屆時將進行權力交接，並制定新的執政方
針，此次大會將對中國未來的前途產生巨大的影響。我們作為
中國民主政治理想的追求者，願意借此機會表達我們對當前中
國政治局勢的觀察與關切，以及我們對貴黨能通過這次大會開
啟新政的敦促與期盼。
  毋庸諱言的是，你們是在面臨深重的危機之際召開這次會議
的。年初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撕裂了統治集團的團結假像，
近日《紐約時報》又猛爆溫家寶家族斂財的材料，上層的內鬥
似乎正鏖戰猶酣；而像四川什邡、寧波鎮海等各地風起雲湧的
群體抗爭事件，更凸顯了底層的不穩。學者們最近在上海召開
的會議上，形容中國現在局面是“底層不穩、中層失落、上層
失控”，可謂惟妙惟肖。顯而易見，諸位座位底下火山熔岩的
隱隱雷動，也許會在頃刻之間吞沒你們的輝煌！
  考之你們所面臨的困局，可以總結為兩大主要危機：一是中
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統治的“政權合法性危機”；二是中國的政
治與經濟兩大部件結構錯亂的“社會合理性危機”。前者因貴
黨奪民之權（Power），後者為貴黨占民之利（Wealth）。人民
權、利兩失，則貴黨使自己處在與人民全面為敵的地位，豈不
危哉！據報導貴黨這次代表大會保安的力量，除了大量正規的
軍、警、特之外，還動員了140萬的“志願者”參與保護，可見
你們自身也有著深重的危機感。
  我們認為貴黨如果是一個真正對中國人民前途負責任的政黨，
並想要繼續地生存與發展，就必須深刻反省，除舊佈新，採取
斷然措施，妥善解決目前面臨的重重危機。
  就第一個危機而言，就是要重建當前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如
所周知，傳統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神權、血統和打天下坐天下的
原始叢林法則，這已經不適合21世紀的文明社會。現代民主國
家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主權在民”的原則，統治者必須由人
民自行選擇、自行罷免、自行制約。事實上，早年的中國共產
黨也是在向人民做出這樣的承諾而獲取其建政的合法性的。我
們不妨回顧一下貴黨在建政之前向中國人民所作出的宣稱與許
諾：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
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
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論抗日民主政權》
（1940年12月）《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6—177頁。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党治國。因為此
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
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
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
用品。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
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
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以上的敘述表明中國共產黨當年正是向人民做出了建立民主
政治的莊嚴承諾，才獲得人民的支持，打敗了國民黨的一黨專
制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眼前的現實好像對我們開
了個吊詭的玩笑，敗走臺灣的國民黨已經率先在臺灣向人民兌
現了民主的承諾，由軍政、訓政而進入憲政，實現了政治轉型，
建立了真正主權在民的民主政府。中國共產黨卻在大陸建立了
一個貨真價實的一黨專政政權，至今建國六十多年已經過去，
代表大會都開到十八大了，依然還用一些冒牌貨化妝一下，當
做民主的代用品來矇騙人民，豈不可悲！
我們敦促貴黨這次會議不要再拿出一些巧妙化妝的、具有什
麼“特色”的民主代用品來自欺欺人，中國人民已經不是六十

年前的愚民，現在就要平裝的民主“真貨”，而不要用“特色”
精裝的民主假貨。要怎樣做才能真正重建中國政權的合法性，
話你們早都說過了，既簡單又明瞭，現在應該是你們兌現自己
的承諾的時候了！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危機，即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兩大部件結
構錯亂的“社會合理性危機”。我們認為，當今中國一切社會
上的腐敗不公、貧富不均都同這“社會合理性危機”息息相關。
  要知道現代形態的工商社會之所以區別于傳統的農耕社會就
在於“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的分開。所謂公共領域，指
的是國家政府機構的公權力，私有領域主要指的是自由市場這
一私有經濟領域。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必須讓政治公權力與
市場作出功能上的區分：一方面，為了保證私人在市場上的公
平競爭和公平交易，公權力自身不得參與市場的運作；另一方
面，為了使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公平交易得以進行，又需要公權
力作為公平公正的第三者，以客觀的立場來對市場進行管理調
節。
  中國的經濟改革最大的弊病就是政府公權力沒有同私有領域
的市場進行功能上的區分，反而允許公權力的擁有者宰製市場，
從中謀取暴利。共產黨的官員（包括其親屬）利用手中的權力，
直接參與了市場的運作，攫取了市場的利益，使權力和市場混
為一體，嚴重破壞了市場的公平合理的競爭。
  根據調查報告，中國的500個家庭佔據了社會財富的80%，而
在這500個家庭中，80%是高幹子弟。另一方面人民群眾作為弱
勢群體，則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被拆遷、被掠奪、被污染、
被冤屈，投訴無門，流離上訪，苦不堪言。正是這種社會財富
分配的不均，市場運作的失序，導致腐敗猖獗、不公不義，權
勢者侵民之權，奪民之利，造成了社會的合理性危機。
  特別嚴重的是由於這種社會體制性結構的不合理，滋生了中
國政府史無前例的貪污腐敗現象。據統計過去30年中國共有420
餘萬黨政人員因貪腐受到處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級官員，中央
政治局委員則有陳希同、陳良宇和最近事發的薄熙來。從2007
至2012年五年間被處分的達66萬人。
  為了防止腐敗，現在社會輿論呼籲推行“陽光法案”，讓領
導人公佈自己的財產。我們認為陽光法案固然不失為一個重要
的監督措施，但也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問題是要使公權力和
市場進行切割，從源頭上切斷其通道，重建社會公、私兩大領
域的合理結構，這才是治本的上策。
  當然中國目前面對的問題千頭萬緒，難以一一細論，但針對
這兩個最基本的危機進行大膽的變法改革，則是刻不容緩的任
務。眼下流行一種論調，說是中國當局“改革是找死、不改革
是等死”。我們認為不改革是等死說得沒錯，但改革絕不是找
死。改革不是自傷、自殘、自殺；恰恰相反，一種目標明確，
循序漸進的真誠改革，就是一條自我救贖、自我更新、自我完
善的光明之路。只有自欺欺人的半吊子改革才是找死之路，虛
假的改革往往催生真正的革命。就像清末慈禧太后搞的預備立
憲、皇族內閣等等化妝的憲政，骨子裡還是滿人貴族執政，才
會加速引發辛亥革命。
  中國目前正面處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轉型的陣
痛時期，各種矛盾日益激化。中國共產黨作為目前的執政黨有
責任統籌引領這場偉大而艱難的歷史大變革。如果中國共產黨
執意堅持“五不搞”，像當年的滿大人一樣認為“我們有兵在”，
就可以高枕無憂，繼續“悶聲大發財”，則必將被歷史發展的
大潮無情地淘汰，徒增後人“幾度夕陽紅”的浩歎。
  我們強烈敦促與期盼貴黨能通過這次大會開創一個真正改革
開放的新局面，走出中國政權合法性危機與中國社會合理性危
機，實現你們60多年前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還權於民、還
利於民，儘快建立起一個清廉民主的合法政府，一個公正自由
的合理社會，則中國崛起可期，人民幸福有望！           
            簽署者：中國民運聯合工作委員會
                    王策 薛偉 黃奔 汪岷 錢達 秦晉 韓武
                    20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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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省，簡稱B.C.省，其面積有948,000
平方公里，大約是台灣的26倍大，其人口數約有300萬，只有台
灣的八分之一。加拿大B.C.省的健保，根據本會在當地訪問來
自台灣的移民者親身體驗的描述，加拿大B.C.省每一個家庭1位
成員年繳加拿大幣C$324.00元(折合新台幣約NT$10,050元)；家
庭2位成員年繳加拿大幣C$648.00元(折合新台幣大約NT$20,090)；
家庭3位成員年繳加拿大幣C$ 972.00元(折合新台幣約NT$30,132元)；
家庭4位成員或4位以上，年繳加大幣C$1,296.00元(折合新台幣
約NT$40,176元)。一個家庭4個人以上，不管有多少人，每一年
最多年繳加拿大幣C$1,296元，絕對不會再增加。另外、年所得
若未達加拿大幣C$25,000元(折合新台幣大約750,000元)，都不
用繳交健保費。若以一個家庭4個人或以上，每一年繳繳交新台
幣大約NT$40,176元，則每人每年只須繳交新台幣大約NT$10,050
元，則每一個人每一個月只須繳交NT$837元。這些費用包括在
加拿大若遇住院開刀動手術，住院期間的所有早、午、晚三餐，
宵夜點心等，都不用錢，完全免費。
  而且任何人開刀住院期間，除了醫院開放家屬探病的時間以
外，任何家屬都不得與住院病人一起夜宿病房，或24小時留在
病房內擔任所謂的「看護」，因為生病的人進到醫院後，就由
具有醫療專業的醫生負責醫療行為，而護士(南丁格爾)則負責
住院病人的醫事相關照料工作。而台灣人生病住院，不是家屬
每天24小時在醫院陪伴，就是自己花錢每天24小時聘請看護照
顧，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得自己想辦法解決。我實在想不出
為何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尤其是負責全民健康的歷任衛生署
長，和藍綠各級民意代表，每年都拿納稅人血汗錢到世界各國
「考察」，竟然不知道人家的健保制度，還口口聲聲說：台灣
的健保是世界上最好。這個政府不是在睡覺，就是不食人間煙
火，完全不知人民疾苦。這麼無能的政府，我們還須要繳稅嗎？
  由上述的實例，即不難看出中華民國政府的各級官員，各級
民意代表每年都是假「考察之名」行觀光之實，中飽私囊。我
們不禁要問：為何職司風憲的監察院，包括負責執行國家法律，
整斥官諍的司法單位的檢察官，司法院的法官，調查局，警政
單位等，不但都從不進行查察？竟亦都是一丘之貉。
  一位台灣移民加拿大的本會家長Mr. C先生，2008年因心藏
出現問題，前後二次在加拿大B.C.省(溫哥華)住院三星期，裝
設二支心臟支架，一毛錢都不用花。與台灣相比，真是天壤之
別，這難道沒有檢討空間嗎？問題出在哪裡？總統會不知道嗎？
行政院長不知道嗎？衛生署長不知道嗎？如果有人想要進一步
查證的人，可去函C先生的E-Mail: jkcojk@yahoo.com.tw。
  如前所述，加拿大B.C.省的面積比台灣大很多，人口比台灣
少很多。換句話說，每年繳稅給政府的人口數，金額肯定比台
灣少很多，而加拿大B.C.省的各項軟硬體的Maintenance公共
支出，肯定比台灣高出很多。我們不禁又要問，同樣是全民健
保，為何差那麼多？道理何在？這沒有不可告人的官藥商勾結
之弊端，巧立名目嗎？尤有甚者，每年都虧損連連的健保，每
年發給健保局員工的年終獎金，卻比一般民營企業多很多，正
當性何在？
  最離譜的是，名稱叫做【全民】健保，而同樣都是中華民國
國民，一般人都被強制繳交健保費，但所謂的「榮民」不但不
用繳交健保費，看病也不用掛號費，住院也不用錢，連拿藥亦
都不用錢，這沒有違反公平正義嗎？特別是很多已經移民它國，
已經擁有外國護照，理當受到其所擁有的護照國家憲法的保護，
其更應效忠於所持有的外國護照所屬的外國政府，這是國民應
盡的責任與義務。這些長期住在國外，每個人手裡都拿著外國
護照的所謂「華僑」，只因為中華民國承認違反公平正義的所
謂雙重國籍，讓那些所謂的華僑也可以在他們曾經宣誓效忠的
外國享受各種福利，竟還同時繼續保有歸化外國後的舊有「中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華民國」護照。這些人平時都不在台灣盡國民應盡的義務，不
用當兵，亦沒有在台灣納稅。每年十月一日前就以所謂的海外
華僑組團先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一星期的時
間吃完抹乾，又再轉機前來台灣參加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慶，
吃喝拉撒全都由台灣納稅人買單，卻還能夠享盡低於本國人更
廉價的健保，我要請問中華民國政府，這是什麼道理？天理何
在？
  另外個人要特別說明，台灣的所謂全民健保，絕對不是偉大
的中華民國政府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不肖官員和各級民代所說
的「全世界最好的健保」。加拿大的健保制度比較傾向社會福
利，而台灣的保比較傾向保險制。如果定位為保險，那就由衛
生署訂定一套合理的規則，開放給全國各個保險公司負責承保，
全民可自由選擇保險公司，透過相互自由競爭與自然形成的相
互監督機制，才能比較有效的減少醫療浪費，或被濫用。我實
在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口口聲聲說以民為苦，為民所苦的大
有為政府不這麼做？除非明知有不可告人的醫藥黑洞的好處。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在加拿大中部有一個省份叫做 Saskatchewan
(沙士卡其灣省)，本會在過去的近20年裡，曾經協助超過近百
位台灣的學生到該省唸小學、國、高中、大學、研究所等。這
個省就連外國人，當然包括台灣人，都不需要繳交一毛錢的健
保費，卻一樣可以享受完全免費的醫療保險，包括萬一必須住
院開刀，醫藥費，住院期間的三餐、宵夜點心等，都不用花錢。
一個土地面積比台灣大36倍，人口才只有100萬，換句話說，這
個土地面積大台灣36倍的省份，每年上繳稅金給政府的總人口
數，亦才有那100萬人，這可還沒扣掉兒童、老人、沒行為能力
謀生的人。請大家幫它們核算一下，它們的錢從哪裡來？台灣
有多於該省份23倍的人口，每年繳交那麼多的健保費給政府，
真不知錢跑到哪裡去？尤其最讓人不解的是，台北市民都按時
把該繳的健保費託付給台北市政府，而台北市政府卻沒有把我
們繳交的健保費繳給中央健保局。前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現
又貴為國家總統，受台北市民之託，卻未忠於台北市民之事，
非旦未履行把台北市民所委託，代為上繳中央健保局的數百億
健保費，竟還挪用龐大的公款打官司。最後官司輸了，就連大
法官亦完成釋憲了，身為國家法律的最高執法指揮者，自己竟
亦都能不守法，連【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做人基本原理亦
都做不到，真不知叫人民如何守法？ 
  就如同我拿錢請你幫我代為轉交給張三，你不但沒幫我把錢
轉交給張三，竟還把我的錢A掉，害人家又來找我要錢，而不管
我如何講，你就是死不還錢，這通嗎？
  倘若有人想查證Saskatchewan省免繳健保費是否屬實，可以
隨時E-Mail:cphwang@shaw.ca給黃政平博士。黃博士住在該省
已逾47寒暑，亦曾任教於加拿大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國立大學環境工程系。之後被延攬至Saskatoon市政府，擔任
市政府環保局要職，專司家庭與工業的廢污水再生，和再飲用
處理，同時擔任全加拿大十個省份的廢污水處理顧問，世界衛
生組織WTO的顧問等頭銜，經常對國際間發表有關家庭與工業
的廢污水如何有效處理，再生再飲的論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亦經常邀請它去擔任訪問學人，擔任中國的家庭與工業
的廢污水處理技術指導。黃博士任職Saskatoon市政府期間，
親自為該市民設計、規劃、建造的全球最新廢污水處理廠，專
門處理從家庭與工業的包括排瀉物廢污水，到可以再生飲的乾
淨水過程，令包括本人和來自台灣，以及來自其它國家所有參
觀過的人，無不嘖嘖稱奇。而事實上，台灣政府自1994年起亦
曾數度正式邀請黃博士來台訪問。水利署亦曾在2008年再度邀
請其來台出席廢污水再生，廢污水再飲用的綠能研討會。根據
黃博士的轉述，台灣政府只重視表面工作，完全忽視廢污水對
人類健康危害有多大的問題，令他非常失望。他說：若不是因
為他是台灣人，出生在台灣，很想略盡一點回饋家鄉的心意，
否則，以他在國際間廢污水具有非常專業領域的高知名度和國
際聲望和豐富的資歷，而且又已經在加拿大居住近半世紀，早
已歸化加拿大公民，自當忠於加拿大這個國家，因為加拿大這
塊土地給他的孕育，加拿大政府對他的栽培，才有他今天的一
點小成就。

看看加拿大的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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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籍宣示運動」說明會
講者：劉重義教授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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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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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時間：2012年11月18日(日)上午9:00~11:30

地點：屏東縣 2F 九如鄉圖書館)

****************************************************** 

時間：2012年11月18日(日) 下午2:00~4:30

地點：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47號(慈雲寺活動中心)

****************************************************** 

時間：2012年11月18日(日) 下午7:30~9:30

地點：屏東縣 活動中心)

****************************************************** 

  

九如鄉九如路二段264號  (

里港鄉玉田村八德路 (玉田村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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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可能會發生災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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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成烏天

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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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落差很快就引爆二二八

民族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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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灣人卻仍然保持沉默，甚至某些

台灣人領導者還附和承認「中華民國」，更糟的還想轉而依

附中共統治下的中國。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由超過25個本土社團發起，由台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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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七個社團組成「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監督運動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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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國家，擁有台灣國籍和台灣主權。

謹誠懇邀請所有在地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撥工來參加。

聯絡人：陳紹廷 (Tel: 02-2389-0863)

Email: TaiwanNC@gmail.com)

  環保聯盟成立25年，經歷過反核運動、反五輕、反六輕、

反七輕、反國光石化、反高爾夫球場運動、反美麗灣運動。

保護森林、溼地、黑面琵鷺、阿朗壹古道、綠蠵龜、白海豚

四分之一世紀的努力堅持，捍衛台灣土地人民、環境權益，

邀請您來一起回顧台灣環保運動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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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聯盟25週年紀念活動

台灣環保運動研討會環保聯盟各分會運動回顧

黃昭堂主席逝世
週年紀念音樂會
  2011年11月17日黃昭堂主

席驟然辭世，縱有再多遺憾

不捨，我們只能勇敢面對。

黃主席投身台獨運動，歷經

多少横逆，總是毅然挺身抗

拒；他對理念的堅持、堅忍

奮鬥的精神、樂觀豁達的真

性情，使人懷念。台灣多少

先行者歷經統治者的壓迫、

歲月的洗禮，已隠身歷史，

但他們的足跡和身影，再再

激勵後繼者奮力追隨。在黃

昭堂主席逝世週年前夕，台

灣獨立建國聯盟凝聚許多關懷台灣、熱愛音樂的朋友，籌備

演出這場音樂會。多年來感謝有您同行，讓建國的路途不孤

單。我們以最誠摯的心邀請您，在11月10日(禮拜六)，於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與我們共聚一堂，以多元、優美的

樂聲紀念主席，也向所有台灣的先賢先烈，以及迄今仍奮戰

不懈的伙伴們致敬。

時間：2012年11月10日 (禮拜六)晚上19：30

地點：台北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卓越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0號；電話：02-8369-1399）

主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陳南天)

協辦：寶島聯播網、現代文化基金會

說明：本活動免費‧E須憑票入場

      (索票專線：02-23576656 或 02-2579-0000)

  國民黨執政一事無成、百業蕭條、萬物齊漲、民生凋蔽，

馬英九獨裁無能，經濟衰退、民主倒退、主權流失、台灣沉

淪。2004年，在李登輝前總統的號召下，超過200萬人參加

「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展現台灣人民團結的力量，贏

得台灣空前的大勝利！2013年，台灣面臨空前的危機，台聯

將再發起「百萬人連署救台灣」運動，結合所有民間的力量，

共同推動「全民連署罷免馬英九」，希望能衝過200萬人連

署，一舉扳倒「全民公敵馬英九」及「共犯幫兇立委」，掃

除萬惡的國民黨，拯救台灣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敬邀貴單

位出席本次「百萬人連署救台灣-聯合記者會」，現場開放

一般民眾參與，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活動時間與地點】：

時間：2012年1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點。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401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聯絡人：台聯組織部副主任張兆林02-23940230；0932838706

百萬人連署救台灣-罷免馬英九-聯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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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朗讀」放映座談會
時間：2012-11-10 下午 1:30

地點：陳文成基金會(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25巷1號2F)

講師：

陳昭如：台大人類學系畢業，曾任職首都報社、自立早報、

        超級電視台等媒體多年，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

       《CALL In！地下電台》《歷史迷霧中的族群》《活

        在拜物星球》《福爾摩沙愛情書》《被遺忘的一九

        七九----台灣油症事件三十年》等十餘種。

近年得獎紀錄：金鐘獎最佳編劇(2003，2006)、林園文學獎、

        彰化縣文學獎、台中縣文學獎。

謝穎青律師：台大法律系畢業，2006年迄今擔任本會董事，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員

洽詢專線: 02-2363-3703；免費，自由入場。

“日本領袖魅力”演講會
講師：山崎拓 先生 yamazakitaku

      日本前防衛廳長官、現任自民黨總合政策研究所所長

時間：2012年11月21日(週三)19:30-21:3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號3F)

主辦：亞洲自由民主聯盟台灣委員會 

協辦：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校友會

說明：參拜靖國神社、完成郵政民營化、派兵阿富汗，違反

      日本政治恐龍常理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如何改革

      並且管理這隻50年不變的大恐龍？身為小泉的軍師和

      先鋒大將，近日受天皇頒授最高榮譽勳章的山崎拓，

      我們請他闡述第一手經驗，如何貫徹理想，轉為行動，

      塑造領袖魅力，革新日本的民主。

【守護台灣人權之夜音樂會  】
 阿扁總統受難四週年
時間：11月11日（週日）晚間6:00
地點：台北市228和平紀念公園

  2008年11月11日，陳水扁總統遭特偵組上銬聲押，自此含

冤關入黑牢，到2012年11月11日已屆滿四年。這一天令台灣

人心痛，不僅是陳總統個人失去自由之身，更是台灣司法崩

毀、人權墮落的最黑暗的日子。經過四年磨難，扁案除了龍

潭案，都已經獲判無罪，龍潭案也由於充斥偽證、串供、推

論及政治力干預而由律師團提出再審當中，儘管如此，陳總

統仍未獲得平反與自由，即使重病纏身也不能保外就醫，民

意聲浪已高漲，國內外有志之士正積極進行人權營救工作。

這一場戶外音樂會由凱達格蘭基金會及本土社團聯合主辦，

採取溫馨、軟性方式，以最具感染力的音樂來表達訴求，凝

聚人民心聲與力量，現場安排「拷秋勤」樂團、傳統客家山

歌、雅歌合唱團、前內政部長李逸洋吹奏薩克斯風、黃睿靚

壓軸演奏鋼琴名曲等節目，並有美國前聯邦眾議員譚葵多

（Tom Tancredo）預定到場聲援阿扁總統保外就醫。

回娘家！慶祝美麗華八週年慶
違法美麗灣八週年－拆拆拆
敬邀大家11/10(六)，一起來曬「拆美麗灣/反美麗灣」毛巾

  台東杉原灣的珍貴，在於她是花東少數大面積的沙灘，但

台東縣政府八年前將這片屬於大眾的沙灘以BOT方式給了

【志信國際／德安集團】，開發成美麗灣渡假村，先違法蓋

房子再補做環評，讓美麗灣渡假村成為殘害台灣美麗海岸的

生態殺手，而它幕後的開發集團更是幫兇。請各位一起發揮

消費者的力量，抵制【志信國際和德安開發集團】旗下所有

事業！而位在台北的美麗華百樂園（有摩天輪的那一個），

正是其中之一。美麗灣度假村爭議持續八週年，也恰逢美麗

華百樂園八週年慶，11/10（六）歡迎您前往美麗華百樂園，

帶著您的<反美麗灣>、<拆美麗灣>毛巾，或拆美麗灣相關識

別物來參加週年慶，表達「美麗灣八週年‧拆拆拆」的心意！

若您當天無法現身於台北大直的美麗華百樂園，也歡迎您在

各地帶著各式拆美麗灣標語，拍照上傳FB，標示「杉原刺桐」，

讓「美麗灣八週年拆拆拆」的心聲，遍佈全台！

◎時間：11/10(六)下午2點

◎地點：台北捷運劍南路站3號出口

聯絡方式:fulafulak@gmail.com或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02-29332233 

發起單位：反反反美麗灣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

          綠黨、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還有天、地、海洋、祖靈.....
環保聯盟25週年紀念活動-

台灣環保運動研討會環保聯盟各分會運動回顧
  環保聯盟成立25年，經歷過反核運動、反五輕、反六輕、

反七輕、反國光石化、反高爾夫球場運動、反美麗灣運動。

保護森林、溼地、黑面琵鷺、阿朗壹古道、綠蠵龜、白海豚

四分之一世紀的努力堅持，捍衛台灣土地人民、環境權益，

邀請您來一起回顧台灣環保運動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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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