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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望卓著的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在2012年10月

17日刊出一篇以”Ma the bumbler”為標題，批判馬英九愚笨

或笨拙或無能或…的文章。此文在台灣引起很大的迴響，大家

奔相走告分享這個消息，報紙也刊出許多關於此事的評論。台

派人士對馬被批評為 bumbler感到高興，因為這篇明顯貶抑馬

英九的文章讓他們出了一口被馬壓制了四年多的鳥氣。有些泛

藍民眾也很高興，因為他們的實質生活在馬四年多的執政下也

和一般民眾一樣，受到實質的侵害，包括失業、無薪假、薪資

減少、股票貶值等，《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讓他們的不滿得到

抒發。只有一些到今天還支持馬的人想方設法要替馬英九解困，

說bumbler的翻譯絕對不是笨蛋兩字，只是有點笨拙而已。

  對馬英九被批評為bumbler一事感到高興的人可能不需要那

麼高興，真正該對此事高興的人可能正是馬英九自己，因為馬

是扮豬吃老虎，他的所有惡行都可在”bumbler”這個字的掩

護下被忽略了。馬英九在四年多的”區長”任期內幹了那麼多

讓本土台派人士氣憤填膺的事，包括用司法作踐前總統陳水扁、

對中國卑躬屈膝到令人覺得噁心的地步、讓台灣的主權逐漸流

失、幾乎每個政見都跳票卻絲毫不必負責、油電雙漲讓人民的

生活越來越困苦、企業出走讓台灣的經濟逐漸崩壞等，但權威

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只給他一個”bumbler”的評語，而

沒有批判他背後的陰謀，好像馬只是比較笨拙而已，他本人並

沒有傷害台灣的惡意四的。因此，”bumbler”這個字真是馬

英九最好的掩護了。馬英九一向喜歡裝無辜，有了《經濟學人》

雜誌給的”Bumbler”這個字當擋箭牌、煙霧彈，以往及今後馬

的一切胡作非為都可以被遮住，被原諒了，誰叫台灣人自己要

選擇一個”笨拙”或”笨蛋”當區長，還讓他連任呢？”笨拙

”或”笨蛋”是天生的，其人本性應該不壞，不該被怪罪的，

不是嗎？

  眾人皆知馬英九非常親中，也非常看不起台灣人。馬說過：

「外省人當總統是台灣人的福氣」，也曾說：「外省人不喜歡

被稱為台灣人」。馬在台北市長及區長任內的一切施政作為都

可從他老父骨灰罈上的「化獨漸統」四個字來理解。換言之，

扮豬吃老虎的馬英九
馬英九是在執行其父的遺志，要讓台灣永遠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2001年馬市長舉辦亞洲女子足球賽時可以假借中國球隊

有來參賽的名義，放任十數支中國的五星旗在場邊飄揚，卻禁

止本國民眾攜帶國旗入場；2008年陳匪雲林來台時，所有他出

現的場合以及經過的路段都不得出現中華民國國旗，但有人揮

舞五星旗卻沒有被禁止。陳水扁主政時馬英九領導的中國黨連

年杯葛軍售，讓台灣的國防逐漸弱化；在海峽兩岸軍力嚴重失

衡的情況下，馬英九主政後編列的國防支出預算占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歲出預算的比率已連續五年負成長，讓兩岸的軍力更加

失衡。在內政上，馬英九明知油電雙漲會帶動物價全面上漲，

課徵證所稅會讓股市無量下跌，讓民生蕭條，但他還是勇往直

前，照樣蠻幹，目的是拉近台灣和中國的生活水準。馬英九明

知鼓勵企業前進中國會讓中國國富民強，相對的也會弱化台灣、

掏空台灣，但他還是一路放鬆台資企業對中國投資的限制，讓

台灣嚴重失血，國家越來越貧窮。只要拉近台灣和中國的生活

水準，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台灣來生活和投資，甚至取得台

灣的國籍，台灣和中國的合而為一，或台灣被中國吞併，不就

指日可待了嗎？

  一個可以將自身貪汙罪證確鑿的特支費案消化於無形、可以

指使特偵組去教唆及脅迫他人作偽證、可以換法官、可以公然

介入司法讓高等法院在幾天內自行判決、可以用違憲的實質影

響說判處政敵重刑、可以用司法將敵對政黨幾乎所有高官都起

訴、可以操縱司法於股掌之間，令所有對手噤若寒蟬，也令所

有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人物不置一詞的人，會是一個”笨

蛋”嗎？一個可以一路賣台讓台灣的國家主權不斷地流失、可

以讓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唯一對台灣有深刻敵意的國家、可

以讓台灣在國際上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絲毫不受刑法叛國罪

追訴的人，會是一個”笨蛋”嗎？台灣人別傻了。馬英九是一

個有甚深城府、扮豬吃老虎的人，絕不是一個”笨蛋”。台灣

人如果相信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Bumbler”說，真的以

為馬只是一個沒有城府計謀的”笨蛋”，等到發現台灣已經一

步步被賣給中國，逃都逃不掉時，就已經後悔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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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藍權貴的八大統治支柱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馬英九「總統」的施政滿意度在2012年10月初低到慘不忍睹

的13%。10月17日的《經濟學人》(Economist, 2012)毫不客氣

地用「草包仔馬」(Ma the bumbler)做為標題，批判他笨拙無

能，而被國際媒體當作笑話。事實上，早在2012年初大選前，

馬的施政滿意度就已經降到很沒面子的35%以下。

  許多台灣人納悶地問：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台灣人選他？雖然，

競爭者蔡英文的個人素質及民進黨的公信力在當時確實無法有

效鼓動台灣人的支持熱情，但是，赤藍權貴長期樹立的統治支

柱才是真正難以顛覆的支撐力量。這些豎立在台灣社會各層面

的柱仔，挺住「中華民國」體制，讓許多台灣人感到無力促成

改變，只好自悲自嘆，任憑他們宰制。以下是支撐赤藍統治集

團的八根主要的大支柱：

  1.檢調、司法是羅織反對者入罪的工具──特偵組「辦綠不

辦藍」，法律碰到馬英九和他的黨羽就會轉彎，法院是中國黨

開的，這些都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常識。白色恐怖時期，檢調、

司法臣服於獨裁者，助紂為虐迫害台灣人。到陳定南當「法務

部長」的時候，他發現75%的法官還是以赤藍意識形態辦案，

而不是專業辦案。赤藍權貴復辟後對陳水扁及其他民進黨人的

追殺，更讓咱看出這些反動、落伍的檢調、司法人員難以跳脫

其根深柢固的反社會心態。

  2.警察、特務是監視和鎮壓群眾的棍棒──警察是「奉命維

護秩序」，其中大多數站第一線手持棍棒面對群眾的低階警員，

其實都是咱的親戚朋友。赤藍權貴復辟後，恢復了他們過去賴

以鞏固外來統治的特務運作，滲透本土社團挑撥離間，監控台

灣人的行動與通訊。街頭巷尾密佈的監視器美其名為維護治安，

事實上是用來控制台灣人行動的網絡。他們也潛伏在網路社群

內，散播的非理性、低俗、挑撥猜忌、失敗主義之類的文字，

借此擾亂網友間健康的討論，企圖驅散社群意識的凝聚。

  3.黑道、流氓是執行恐嚇和暗殺的兇手──以黑道流氓執行

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務是赤藍權貴一貫的黑暗面。過去派竹聯幫

到美國謀殺江南，現在的馬英九對偷襲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的

流氓，則賞以「總統」就職典禮的貴賓席，以表示嘉許。馬英

九以吳敦義為「副總統」，除了必須向國際社會表示有讓台灣

人參與高層決策外，還借重吳敦義和各方本土黑道的掛鉤。為

赤藍權貴效力的黑道流氓，很多是赤藍人的後代，其幫派和調

查局或特務組織有密切關係。2005年4月26日，他們教唆黑衫

隊流氓在中正機場圍毆毒打抗議連戰到中國而落單的老年人，

企圖重塑恐怖氣氛，壓制日益高漲的台灣主體意識。

  4.立法、監察是粉飾邪惡體制的巫師──「立法院」制定剝

削台灣社會資源、圖利赤藍權貴以及壓迫與摧殘台灣人權的法

律，「合法化」外來赤藍權貴非法的特權與惡行，奴役、壓榨

在地的台灣人。「監察院」平時假仙「澄清吏治」，只拍蒼蠅

不打老虎，搞王建煊嘴裡的「小屁屁」或和年輕女記者分享性

經驗。其實，最重要任務是支援和配合赤藍權貴迫害反對人士，

適時補上一腳下馬威。兩院的存在意義都已工具化，都是為了

粉飾流亡政權的邪惡污穢體制。

  5.中國黨是赤藍權貴策劃運作的邪惡軸心──黨的決策核心

由赤藍權貴壟斷，忠順的台籍奴才充當花瓶。這些赤藍核心份

子父執輩的雙手，大都要不是沾滿了台灣先賢的鮮血，就是「白

色恐怖」的擁護者和執行者。他們以結構性的偷、盜、搶、騙、

拗來掠奪台灣社會的資產，造就龐大的黨產、特權事業和外圍

相關企業，2010年中國黨僅黨產的股利收入就高達29億。陳師

孟指出：中國黨的基本策略就在以掌控「民生」命脈來扼殺「民

主」籲求；任何另組政黨的企圖即使僥倖成功，也無足夠資源

去挑戰其執政地位(陳師孟，2006)。

  6.併吞派媒體是顛倒是非造謠統戰的管道──赤藍權貴既然

引狼入室，也就無法制止中共政治力和經濟力侵蝕台灣的媒體，

削弱赤藍權貴對媒體的控制力。併吞派媒體明顯受到中共及其

應聲蟲的操弄與影響，已淪為中共對台灣人和對赤藍權貴當中

的「漸進投降派」統戰及鬥爭的主要武器。中時集團下的中國

時報、中天、中視、旺報，言論上「全力哄抬中國」。台北大

學的陳耀祥教授於2012年3月在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媒體赤

化？」研討會中表示：如今中國以購買媒體、操控媒體和媒體

置入性行銷等方式來貫徹「入島、入戶、入心」的統戰策略。

  7.教育、考試是混淆台灣意識的洗腦機器──赤藍權貴強制

性地「以豐厚的中國文化來補救狹隘的台灣本土意識」，顯然

是出自夜郎自大，也出自鞏固外來統治的必要性。台灣知識份

子長期飽受神化及美化過度的中國文化所薰陶，一代接著一代

深深的染於那種泛道德主義的醬缸中，而養成自大狂妄的變態

心理(林玉体，2008)。除了毒化和貶抑台灣人意識外，赤藍權

貴基於民族壓迫需要的教育、考試制度，也是要保證「外省人」

能夠把持大學及公務機構的主宰權，藉此控制相當部分的台灣

社會菁英，使他們害怕被赤藍權貴迫害，而不得不認賊做爸。

  8.樁腳、線民是替赤藍特權護盤的奴才──嚴密的樁腳和線

民網絡是赤藍特權為了在台灣生存而建立的。它深入控制台灣

社會，監視、瞭解所屬社區和社團的基層民眾，以便進行必要

的政治操作，尤其是操縱假民主的選舉買票。樁腳一般都是貪

圖利益或因故被迫就範的社區和社團中的知名人士。中國黨籍

的村、里、鄰長多屬此類。線民則多屬無知、無賴或犯案被檢

警掌握者。他們是抓扒仔，往往陷害自己的同胞來向赤藍權貴

邀功，賺取小恩小惠。

圖 ↑ 警察、特務是監視和鎮壓群眾的棍棒。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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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正義是全世界人類最基本的普世價值，為什麼被評為教

育普及率居全球之冠的台灣，特別連代表民意所屬的各個政黨

都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而各個政黨所提名的民意代表，

個個都是飽讀詩書，擁有世界著名學府的高學歷？顯然不是教

育普及率多寡的問題，也非學歷高低的問題，純粹是良知與廉

恥心的問題。像具有黑道背景的某立委，人在獄中服刑期間竟

然還可以由其子代選，也竟然當選。還有因帶女友上賓館，鬧

誹聞的明星級現任立委吳育昇，竟然也能連任。這在歐美國家

根本是笑話，可是在ROC(Republic Of Crazy)的地方，卻沒有

人覺得有什麼不對。我們不需要教育最高普及率，我們也不需

要高學歷，我們只需要多一點有良知的政治工作者，多一些有

廉恥心的公僕。否則，像現今的社會，早已形成【人多必有白

癡，樹多必有枯木；樹無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其實在野黨也有不少這種人。台灣的未來，沒有人可以給答案。

現今的社會，猶如信徒滿街跑，卻找不到一間值得信賴的廟可

以拜。最大在野的民進黨面臨分崩離析的嚴峻挑戰，連一個曾

經是他們自己的前主席，更是擔任過八年台灣總統的陳水扁都

救不了，請問台灣人，您們還能寄望民進黨能帶給台灣人什麼

樣的未來？

  回顧1987年戒嚴法尚未廢除以前，台獨不准講，台獨不准做。

1988年還有蔡有全和許曹德在台北國賓大飯店因發表台灣應該

獨立案被判刑坐牢。及至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逝後，還有鄭

南榕台獨案自焚。「台獨不准講，不准做」的年代，台獨運動

做到轟轟烈烈。緊接著台獨聯盟也順應這一股民主潮流班師回

台。之後台獨不但能公開講，甚至可以公開做，請問過去的20

多年來，台灣獨立運動有進步嗎？非但沒進步，更是令人難以

置信的是，民進黨原有黨綱裡面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也拿掉了，

而台獨的議題，如今竟然變成近年來選舉的票房毒藥，沒有人

敢碰觸或有候選人敢喊台獨，這夠諷刺吧！

  再回顧小時候被中國國民黨以愚民的洗腦教育要我們長大後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萬惡的共匪竊據中國大陸，中國國

民黨要我們反攻大陸，殺朱拔毛，解救同胞，還發誓堅決不妥

協，不談判，不接觸的三不政策。如今的中國國民黨竟然和那

萬惡不赦的中國共產黨把酒言歡，夜夜笙歌，讓我們有時空錯

亂的感覺。不僅中國國民黨讓我們感到時空錯亂，民進黨也讓

我們感到精神錯亂。30多年來，民進黨教我們不承認中華民國，

青天白滿地紅不是我們的國旗，不接受孫中山(逸仙)是我們的

國父。這些說法早已根深地固地形成另一套符合真理的受洗觀

念。如今民進黨卻告訴我們「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

「中華民國」，不禁讓我覺得他們是否該去看看精神科醫生？

難道政治真的是最高級的騙術嗎？

  如今的台灣，面臨「統人沒本事，被統不甘願，獨又怕死(特

別是若沒有美國的支持，幾乎也不可能獨)，革命又沒條件，只

能無奈接受看不到期限的『維持現狀』」。沒有人知道現狀能

維持多久，而維持現狀也不表示安全。既然現有的選項都不安

全，何不選擇一條可能比既有的選項更具安全性的「透過公投

先加入美國一州」？至少我們從未嚐試過這一個選項。透過公

開探討和充份的論述，由全台灣的人公投決定。這不僅最符合

民主精神，也是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保障全台灣人的最佳選項。

  美國當然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可是美國為什麼會強大？

因為它是一個至少遠比台灣更加公平的社會。有去過美國，特

  台灣人的總統陳水扁被關在外來國民黨黨國的司法牢獄中，

已經四年了，身心已罹患重病，究竟馬政府還要把他關到幾時

呢？雖然已經有十六個縣市議會通過陳總統應予保外就醫的提

案，然而馬政府是否已經「重聽」，聽不見人民的聲音了嗎？

  11月11日晚上我前往台北228和平公園參加「守護台灣人權之

夜音樂會」，以紀念陳水扁總統被關在獄中四週年，音樂會由

凱達格蘭基金會與台灣客社等本土社團合辦，歌聲飄揚全場，

雖然下了陣雨，現場近千名會眾還是撐傘穿雨衣，坐到結束之

時，真是令人感動。

  台灣客社特別在這守護人權的音樂晚會中，由近兩百名台灣

國內各界的客家菁英聯名，以「客家最佳貢獻獎」贈予陳水扁

總統。我們幾位代表在台上持著寬大的匾額，由陳致中代領，

特別表揚陳總統在擔任台灣首都台北市長任內推動客家母語教

學，設立客家廣播電台、客家文化基金會及客家文化館，而他

在總統任內又成立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全國客語聯播網

電臺，並在大學院校成立客家學院及客家研究中心，為台灣客

家族群語言、文化命脈的延續做最深層的努力與貢獻。做為客

家人，我們深深地感謝陳總統為客家人帶來四百多年來最受尊

重的時代。

  「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司法單位以陳總統家人收受政治獻金

為貪腐，且不斷地藉著媒體醜化陳總統，企圖鬥臭鬥垮他全家。

而難道國民黨不會反省長年來國產變黨產，國庫通黨庫，擁有

上千億不義的黨產，豈不是極大的集團貪腐嗎？！且馬英九兩

屆總統大選的政治獻金究竟總額有多少？用在哪裡？有誠誠實

實地向台灣國人公佈嗎？！

  當晚由蔡同榮陪同來台灣關切陳水扁總統的美國前聯邦眾議

員譚葵多在台上說司法的不義就是政治的犯罪。我們善良的台

灣人民要容忍馬政府造成不義司法的政治犯罪到幾時呢？！期

盼台灣司法的掌控者，還有一點點良心，立即讓陳水扁總統保

外就醫吧！！

別是有住過美國一段時間的台灣人都知道，美國是一個世界的

大熔爐。全世界只要你講得出來的國家，只要你講得出來的各

不同族群，美國那個國家幾乎都有。請問有誰聽過美國有像台

灣這麼嚴重的族群問題？理由很簡單，就是公平。台灣只不過

有區區十來個不同族群，其中除了一個專門吃香喝辣自稱是高

級族群以外，其它全都是弱勢族群。就因為台灣長期充滿違反

公平正義，有許多不公平的制度，所以族群的不和諧才顯得特

別異樣。

  公投加入美國一州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但請問有誰能夠告

訴我，如果透過公投加入美國不好，那為什麼在過去的67年來，

所有的高官權貴、前副總統連戰、前省長宋楚瑜、前副總統候

選人張昭雄、也是副總統候選人的林瑞雄、現任總統的馬英九、

富商巨賈、法官、檢察官、中央民意代表、百大企業主、中小

企業主、醫界、教育界、媒體界、文化界等稍微有辦法的人，

全都是人手一本美國護照？就是為了「安全」，為了全家人生

命財產的保障！「安全」兩個字理當是包括您我都該享有的共

同普世價值，這才符合公平正義，不是嗎？

  如果您還有比現狀和個人所主張的更好選項，我也會全力支

持。我的信念很簡單，只要台灣不落入中國，任何有利於台灣

的選項，我都不反對。

憂台灣何去何從？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立即讓陳水扁總統保外就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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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先生已任職”總統”五年，所有台灣人民是否已認知

這位先生所擔任的總統職位到底是在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還

是在掏空台灣，導致台灣“人財”兩失？

  之前馬英九說簽訂ECFA可以讓台灣經濟更上一層樓，那麼簽

訂以後呢？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不是馬先前所講的那麼一回事，

或者有帶動台灣經濟的成長，反而是這幾年開始有台商回流的

現象。之前台商就是因為相信中國市場是一塊大餅，所以將企

業整個移轉到中國各地，而不是根留台灣。企業出走對於國家

經濟是一種無形的損失，因為整個企業循環都是相連的。上游

出走了，下游呢？台灣經濟最仰賴的就是中小企業，但是政府

有關心他們嗎？台商回流有可能一蹶不起，等於是讓台商進退

兩難。

  再者，自從夢想家被爆出所費不貲後，已有越來越多的弊案

發生。但是報導歸報導，政府擺明了就是要毫無顧忌的奪取百

姓的一分一毫。政府給的理由是說很久沒有調整電價了，所以

要油電雙漲。但是2017年要辦世大運，卻蓋了很多不符合世界

  北榮與北監已經把陳前總統的病情在新聞報導公佈，但其中

神經學共識部份邏輯思維有所差異、避重就輕、或避而不談。

當時我有聲明，若與我的原意有所出入，或損及陳前總統的權

益時，我保有對第三者告知知義務與權利。因而我需要作此說

明，對當時的共識結論與並列的意見加以解說，以平衡報導。

前一陣子，北榮以外的幾位國內的獨立專家教授不約而同地有

共識，認為阿扁至少有四項隨時有會危及生命的疾病等待處裡，

包括重度憂鬱症、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妄想症與防衛行為、

與微小血管病變引起的腦中風或心血管疾病。

  本內容曾在10月4日立法院司法與法制委員會發表，並經醫療

小組核可。

  1.結巴性語言障礙合併命名障礙，病因待查。(STUTTER SPE

-ECH DISORDER WITH DYSNOMIA, CAUSE TO BE DETERMINED) 鑑

別診斷包括：精神性疾患或是腦部病變結巴性語言障礙。

  我的解說：我認為神經學症狀應該是言語重復症 (palilalia)、

或部分表達性失語症 (expressive aphasia) 與命名失語症 

(nominal aphasia)。依據神經學檢查、床邊神經行為與語言檢

查、腦部核磁共振檢查結果作此判定。如此可以確定這是腦神

經疾病所致。因陳前總統，失語的部分可以覆述 (echolalia)，

因而判定是皮質下語言徑路病變所致。此點與腦部核磁共振檢

查結果不謀而合。榮總神經內科不用失語症，堅持要用語言障

礙來表示，因為語言障礙包括失語症與精神疾患強調所引起的。

雙方僵持不下，因而以鑑別診斷包括精神性疾患或是腦部病變

結巴性語言障礙兩者並列。

  2.多發非特異性皮質下白質高訊號點，病因待查。(MULTIPLE

NONSPECIFIC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CAUSE TO BE DETERMINED) 鑑別診斷包括：高血壓併微小血管

病變、重度憂鬱症、睡眠呼吸中止症、老化、退化性腦病變。

  我的解說：北榮起先提議腦核磁共振掃描檢查只發現非特異

神經醫學教授、前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

前世界神經學會法規會委員  陳順勝醫師 

規格的體育場地。核二螺栓斷裂了，卻換了全世界最貴的螺栓

 (要價將近一億)。而核四這個大錢坑甚至還要再投入資金，成

為全世界最貴卻也最危險的核電廠。公務人員帶團出國說是參

訪考察，實則是造訪遊玩。公務人員的鐵飯碗似乎真的打不破，

不僅公職在身時就已享有軍公教優待，退休後又有18%按月領，

那一般老百姓呢？老百姓辛苦了一輩子，卻可能連退休金都領

不到，因為2016年勞保基金將面臨倒閉。勞苦的社會大眾究竟

被擺在哪裡？大家掙來的一點一滴可以說全部都無條件的被政

府搾乾，瘦了自己卻成全那些永遠吃不飽的肥貓！

  上週馬英九區長還說在海外讀書的博士生不用回台灣。別的

國家是巴不得菁英都留在自己本國服務，只有台灣這個區長是

叫菁英不要回國。馬區長又跟教育部長說每所大專院校都要設

三個獎學金及補助給中國學生，甚至看醫生也可以補助。他難

道沒想過台灣也有許多人需要補助嗎？偏遠地區的孩童連吃飯

都有問題，很多人生病無法看醫生是因為繳不起保費而被鎖卡。

中國學生也是國際學生吧，他們來台讀書竟然可以享有許多台

灣人無法享受的優惠，身為台灣的總統確實很照顧那些同膚色

的”外國人”，真可謂肥水不落“外人”田。

  這種只想讓菁英“滯留”海外，卻又想吸引中國人留在台灣

的人，全世界只有一個，而且還是世界級認可為Bumbler的總

統！這樣也算台灣之光嗎？讓台灣「人空財也空」，不就是掏

空集團的最終目的嗎？

Leann Ho

讓台灣人財兩空 
實為掏空集團之最高宗旨

性皮質下白質高訊號點，我堅持一定要加多發兩字，而且有一

定好發部位，有其意義。病因待查，因而依序加入高血壓併微

小血管病變、重度憂鬱症、睡眠呼吸中止症、老化、退化性腦

病變。其中本來只列高血壓，我堅持在高血壓後面加上腦的微

小血管病變。陳前總統腦非特異性皮質下白質高訊號點雖不像

腦中風，大部分專家也不敢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還需繼續追蹤，

白質高訊號點是否會有所增減再加判定。

  3.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SEVE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我的解說：本來北榮反對加入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認為不是神經疾病。我說美國神經學會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診

療準則，另外台灣神經學會也有睡眠障礙學組，故在我堅持下

加入此一診斷。再說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會因起腦損傷、

腦微小血管病變或腦中風，互有其因果關係。

  4.妄想症尚未處理。(DELUSION HAS NOT BEEN DEALT WITH)

  我的解說：本項是我加註在共識備忘錄內的。陳前總統有厲

害的妄想症，被迫害妄想對象為台灣與中國的領導人，並有防

衛的言行。除非大家認為這種迫害的想法是真的，否則應考慮

為可以保外就醫的妄想症。而且我認為陳前總統妄想症應為腦

病變引起的器質性妄想障礙(Organic delusional disorder)。

但北榮神經科與精神科對陳前總統妄想症不予處理。

  5.其他重要解說：

  a.我認為陳前總統有額葉症候群(Frontal lobe syndrome)，

且額葉有中等度萎縮，顳葉有萎縮，左腦語言區也有較清楚的

萎縮，皮質下白質高訊號點也集中在額葉與顳葉。此點可以解

釋失語與妄想症，然而北榮未接受。

  b.未寫在共識內，但大家有共識，一定建議陳前總統目前病

情的確需轉院繼續治療。

  c.為了治療憂鬱、認知功能障礙、與妄想症，陳前總統需離

開引起憂鬱與妄想的環境。為了改善認知功能與語言障礙，應

提供他熟悉的環境。

  d.目前總統為「受刑人」身份，同時有重度鬱症與妄想症，

在醫學倫理上屬雙重易受傷害族群。根據法制化的倫理，他理

應受特別之保護，保外就醫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強烈建議陳總統須繼續在無政治干擾的醫學中心接受神

經內科與精神科的團隊治療。

陳前總統神經醫學診療共識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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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Washington, D.C. -- November 21  2012) –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foreign observers who have spoken ou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over
 the failing health of Taiwan's incarcerated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today strongly rebutted recent statements 
from Taiw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Chen did not 
qualify for medical parole.
   According to press reports,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s 
foreign and justice ministries stated at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in Taipei on Friday, November 16, 2012 that as
a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has been provided the 
best living conditions and healthcare to the extent permissible
by law and by the prison's current facilities,” and that Chen “
does not meet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medical parole.”
   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lso characterized the repeated 
calls for medical parole for Chen by foreign official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resulting from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ase. 
   Former U.S. Congressman Tom Tancredo, who saw the
former President in Taipei on November 9 2012,
categorically rejected the ministries' claims that Chen's 
health condition had improved, saying: "I hardly recognized 
President Chen when I met with him in the hospital.  There
is no 'misunderstanding' about it."  Tancredo continued: 
"President Ma should resist the partisan demands of a few 
people on the fringe of his party, and grant President Chen
medical parole.  Taiwan's democracy should be above this 
kind of political score settling."
An American medical team that examined the former
president in Taiwan in June called the government's latest 
assertion regarding the adequacy of Chen's treatment “a 
ludicrous exaggeration,” adding that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on Chen in prison were in clear violation of the 

Internat iona l observe rs decry 
Ma gove rnment refusal to
grant  medical parole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United Nations Minimum Standards for treatment of 

prisoners.” The team—which included Dr. Ken Yoneda and

Dr. Charles Whitcomb, both professors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reiterated their first-hand 

assessment that Chen's “substandard and inhumane” 
imprisonment conditions were “a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if not the cause of his current phys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The leader of the medical team, Joseph Lin, Ph.D.,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Ma administration's “complete disregard
and rejection of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professional medical experts regard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was “disturbing.”
Dr. Lin pointed out: “To justify this gross miscarriage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ey had to be dismissive of
conclusions reached by many, including forme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variou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r. Hans van Baalen, leader of the Dutch Liberal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President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also refuted the government's contention that medical parole
was not appropriate, emphasizing: “I visited former 
President Chen in Taipei,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he deserves
better treatment. A medical parole is warranted, not only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resident Chen himself, 
but also to help Taiwan on the path towards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Van Baalen saw Chen in person during a 
trip to Taiwan in early November 2012.
   Mark Kao, PhD, President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expressed his frustration with the Ma 
administration's intransigence on this issue: “It is patently
 clear that there is now a broad consensus, both within 
Taiwan and overseas, about the need for medical parole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Chen.  It is inexcusable fo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Justice Ministry to hide behind
legalisms while blaming the press for the widespread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Chen's health.”
   Dr. Kao concluded: “As the Ma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drag its feet on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granting parole, 
the political divide in Taiwan will only continue to deepen, 
which will have a disastrous effect on Taiwan'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華府訊】多位在過去數月中持續發聲關心陳前總統的健康的

國際人士，今天強烈譴責台灣政府官員宣稱陳前總統「不能」

保外就醫一事。

  據媒體報導，外交部與法務部於十一月十六日舉行的聯合記

者會中宣稱：「台北監獄在法令容許範圍中，已給陳水扁監獄

設施所能提供的最佳生活及健康照護。」並表示：「以陳水扁

目前的病情，並不符合保外醫治的條件。」

  馬政府也聲稱外國政要及國際組織持續聲援陳前總統保外就

醫是因其對本案的「誤解」。

  前美國眾議員譚奎多 (Tom Tancredo) 於十一月九日赴台北

會見陳前總統，並駁斥法務部聲稱陳前總統的健康狀況已經改

善的說法。他表示：「我去醫院見陳前總統時幾乎認不出他，

這其中根本沒有任何『誤解』。馬總統應該要制衡少數黨內人

士的要求，並准予陳前總統保外就醫。台灣的民主應凌駕於政

治鬥爭之上。」

  今年六月曾赴台北會見陳前總統的醫療團成員，對於台灣政

府宣稱陳前總統獲得妥適的醫療照護表示其「荒唐又誇大」。

他們表示監獄中的情況已經違反「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

 

準規則」。該團成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教授米田謙 

(Ken Yoneda，音譯) 醫師及查爾斯˙威康 (Charles Whitcomb)

醫師表示他們的第一手評估認為陳前總統不合標準且不人道的

監進條件間接或直接造成其身心問題。

  該醫療團領隊林文約博士表示：「馬政府完全忽略專業醫療

團對陳前總統身心狀況的評估，很令人憂心。為了合理化此等

對正義及人權的侵害，他們已經忽略了許多前美國政府官員、

國際組織要員，及一名歐洲議會議員的聲音。」

  歐洲議會中的荷蘭自由派領袖及國自由聯盟主席漢斯˙凡巴

倫 (Hans van Baalen)議員也駁斥馬政府宣稱陳前總統不適合

保外就醫的說詞。他強調：「我曾在台北見過陳前總統，而我

堅信他應該獲得更好的待遇。准予保外就醫，不只是為了陳前

總統的身心健康，更是促進台灣的政治和諧。」凡巴倫議員曾

於本月稍早赴台灣會見陳前總統。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高龍榮博士也對台灣當局的頑固表示

失望：「對陳前總統保外就醫的需要，在台灣及國際間都有共

識。外交部及法務部沒有理由可以躲藏於法令之後並責怪媒體

抨擊政府處理此事的做法。」

  高博士總結道：「馬政府若持續拖延陳前總統的保外就醫，

台灣的政治分化只會更加劇烈。這對台灣自由及民主的未來會

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國際社會譴責馬政府拒絕陳前總統保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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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sponsored a visit by two 
scholars well-versed in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prison 
standards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of former
President of Taiwan, Chen Shui-bian, after four years of 
incarceration. Hans Wahl and Harreld Dinkins concluded that 
the lack of access to independent medical care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was jeopardizing his health by needlessly exacerbating
conditions and by 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cal 
problems. Mr. Chen was and is in dire need of good and 
independent medical care to try to mitigate or reverse these 
conditions, some of which may now be permanent and others 
of which carry the potential to be fatal if Mr. Chen is returned
to his previous state of neglect.
    Chen Shui-bian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be killed in custody
due to medical neglect. If the int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send Mr. Chen back to jail in very near future is true, 
it would be repeating a mistake. The care he needs is not possible
in jail in particular if it would be provided by the same 
government that abused him in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his sentence
in jail. Our belief is that Mr. Chen should be sent home to recover
or to die in peace. If Mr. Chen is returned to prison, HRAC feels 
that such a procedure would be the same as a death sentence.
Even in his current hospital setting in Taipei Veteran General 
Hospital, he is still subjected to surveillance and daily threat
from the prison warden to return to the jail. Please leave him 
in peace to recover.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PRESS RELEASE ON CHEN SHUI-BIAN
 We call on the KMT government to meet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s for human rights and prisoner treatment. We further 
call on the KMT government to reconsider sending Mr. Chen
back to priso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avoid a
repeat and increase of these conditions to begin with.  
    A death in prison of this prisoner would undermine the unity 
of Taiwan. Our answer is not to take that risk. Send him home. 
Unify the nation around someone who served the nation as its 
President for eight years. Repeat what President Ford did for
the wrongs of President Nixon. Grant an amnesty, a release to
go home and be as well as possible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Please contact us with any further questions about our 
statements and findings. We're happy to respond to all media 
and political inquir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are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is treatment 
of Mr. Chen.

Jack Healey
Director and Founder,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Washington DC, US
https://www.facebook.com/HumanRightsActionCenter,
 jackghealey@gmail.com
Hans Wahl, hhwahl@hhw-solutions.net
Hans Dinkins, 
Nov. 15, 2012

活   動   訊   息

台灣人救扁義勇軍，招募大旗隊旗手
由公投盟所發起的『環島苦行救台灣』行腳隊伍，目前剛好

完成18天一半的行程，抵達嘉義。從台中開始，要編組一個

(大旗隊)，加入苦行隊伍，從台中走到台北，大旗隊的成員

必須有體力、有紀律、有志氣。大旗隊需要12-16位成員，以

(天)為單位，輪番接手，無論你可以參加30天或是1天，都歡

迎你走出來報名參加，用心來感受，用腳來實踐愛台灣的心。

歡迎所有有志氣的台灣人共同參加！！報名者請洽公投護台

灣聯盟，並請註明：1.參加哪幾天的行程？2.姓名及聯絡方

式？日期與隊伍的起迄點如下：

11/24(六) 員林→花壇→彰化市

11/25(日)彰化市→烏日→台中市

11/26(一) 台中市→大里→霧峰

11/27(二) 霧峰→草屯→南投市

11/28 (三)南投→集集→埔里

11/29 (四)埔里→豐原→台中市

11/30 (五)台中市→沙鹿

12/01 (六)沙鹿→大甲→苑裡

12/02 (日)苑裡→通霄→白沙屯

12/03 (一)白沙屯→後龍→竹南

12/04 (二)竹南→香山→新竹

12/05 (三)新竹→湖口→楊梅

12/06 (四)楊梅→中壢→桃園

12/07 (五)桃園→樹林→板橋

12/08 (六)板橋→萬華→凱道

~蔡丁貴教授玩真的請您跟我這樣做~

集結凱道向笨蛋政府發出人民的怒吼....

陳文成基金會宜蘭歷史文化之旅
日期：2012-11-24(六)

集合時間：早上七點半

集合地點：陳文成基金會

          (10660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25巷1號2樓)

名額：35人

注意事項：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及水壺，並準備遮陽帽/傘、

          太陽眼鏡/雨具/保暖衣物等。

費用：免費參加。

報名方式：網站上填寫報名資料或來電 02-2363-3703。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
           viewform?formkey=dFdrMXk5M1J1UnBOZ1BveEhHam9vOVE6MQ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2012-11-20(額滿截止)

行程：7：30 陳文成基金會(集合)

      9：00 慈林紀念館

     11：00 羅東聖母醫院

     12 30 午餐：

     14 00 陳定南紀念園區：

     16 00 頭城老街：

     18 00 晚餐(自理)：

主辦單位依現場狀況，保留活動變更之權力。

陳文成基金會 02-2363-3703 傳真02-2366-1468

http://www.cwcm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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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龍山寺、青草巷、剝皮寮：
大台北文化古蹟巡迴系列(七)
集合時間：11月24日週六上午9:00

集合地點：板南線龍山寺捷運站 1號出口

主辦單位：原貌文化協會 (Tel :02-28836419) 

  艋舺(今萬華)為台北市發源地。清雍正初年(1723AD)，福

建泉州人士渡海來此地，搭建茅屋數棟，販賣蕃薯為生，稱

為蕃薯市。清乾隆三年(1738 AD)興建龍山寺(今為二級古蹟)，

為信仰中心，與生活密不可分。光緒十年(1884 AD)，中法戰

爭法軍侵占基隆獅球嶺，居民組織義軍，以龍山寺印，行文

官署，協助擊退法軍，獲光緒帝賜「慈暉遠蔭」匾額乙面，

已非僅止於宗教信上崇拜之意義。50年前不少青草店聚集在

西昌街與廣州街上，尤其是西昌街224巷內因此被稱為「青草

巷」。剝皮寮乃因清朝時期福州商船運進杉木，在此剝去樹

皮而得名。

台灣百合復育活動
  土地是人類主要依附的地方，全世界當地的居民，住在一

個完整的土地上努力耕耘，保護它生態的多樣，讓整個土地

更美麗與豐富；人類多采多姿的生活，結合了生態，進而演

變出特殊的民族文化，因此當地的生態務必是當地的原生種

才能夠表現出它原來的特殊性。原生種的意義就是「獨一無

二」的任何生物，包括植物動物等等，唯有維護原生種的繼

續成長，每個地區才能展現它的民族的特質而永續經營。台

灣原生百合復育也是基於這個理由，在原貌文化協會努力推

行下已超過9年，希望結合更多的力量來創造這塊土地生態的

美麗和維護土地的完整，留給我們的下一代一個燦爛的文化

傳承。

一、時間：2012年12月13日（星期四）晚上7：00~9：15 

二、地點：士林長老教會活動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5巷9號)。

         士林捷運站1號出口，85℃方向直走，左手邊第2

         個全家商店335巷子內。公車士林國中站牌下車。

三、報名費用：每人100元、會員及學生免費。

四、活動課程內容：☆分發種子現場栽種後，帶回家復育。

請電話報名02-28836419 傳真02-28839585

mail:chance-favour@umail.hinet.net

「台灣如何面對中國」袁紅冰簽書座談會
主辦單位：台灣中社

協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團結聯盟

          大台中發展促進會、FM99.1大千電台

時間：2012年12月2日星期六上午10:00~12:0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6樓會議廳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台灣中社連絡人黃小千；04-2378-3388；0988-636313

  台灣中社將於12月2日上午10點，於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6樓會議廳，舉辦「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座談會，邀請中國

流亡作家、「被囚禁的台灣」作者袁紅冰先生與會，共同探

討台灣在中國政治與經濟強大壓力下，如何找尋未來的出路

和國際位置，歡迎民眾踴躍參加。袁紅冰為中國自由派作家，

由於持不同政見，曾在六四事件期間，支持六四中的學生而

在1994年被中國共產黨秘密逮捕，後來被政治流放到貴州。

在那段期間，他在貴州師範大學從事教學工作，後被聘為教

授。近年來由於他的著作「台灣大劫難」、「台灣大國策」、

「被囚禁的台灣」等書言論，在台灣與中國引發熱烈討論。

袁紅冰認為，中國有計劃的投資台灣政治界、學術界、工商

界、文化界、媒體界，造成台灣的統派幾乎成為親共派，而

這些親共派正在把台灣「推向地獄」。除了譴責統派，他也

認為，台灣人、民進黨及獨派過於天真，低估自保及台獨需

要的代價，沒有足夠的覺悟。台灣中社成立目的在於為台灣

的美好未來而努力，期待能凝聚台灣的國民意識，推動現代

國家共同的核心價值。台灣目前處境艱難，期待能透過這次

座談會對話，讓社會大眾重新思考與檢視台灣與中國問題，

突破困境，為台灣的未來找到永續發展的路。

「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認 證中心」
誠徵運動推展 人才三名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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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咱堅持擁

有台灣國籍，而不是非法的「中華民國」國籍。

工作範圍：

1.宣傳「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2.舉辦公開活動，擴大群眾參與；

3.執行台灣國籍宣示登記事務。

應徵條件：

1.任職期間能夠長期居住在台北、台中、台南或高雄的台灣人；

2.堅持並決心實踐台灣的獨立建國；

3.熟悉並自備網際空間的使用配備；

4.熟悉並實際參與網路社群及網路流媒體的運作；

5.熟練於使用Microsoft Word, PowerPoint, Excel, etc.

6.具有大學畢業或更高的學位；以及

7.須獲得至少兩位堅持台灣民族主義的運動者或社團之推薦。

薪資範圍：月薪NT$23,000 – NT$30,000

應徵者請將個人經歷郵寄至：TaiwanN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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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連署-罷免馬英九」
線上連署網站正式啟動！
  敬請各位鄉親好友們上網連署支持，大家亦可於網站下載

連署單，讓更多人連署後傳真或郵寄回台聯中央黨部(相關

資訊詳見連署單)。展現人民意志！大罷馬力量！請大家全

力協助分享宣傳「全民連署-罷免馬英九」線上連署網站-

[http://www.tsu.org.tw/fb/recallma/]

-----------------------------------

「全民連署-罷免馬英九」活動說明：

  台聯偕同許多民間社團正式發起全國性「馬英九下台連署」，

正式啟動罷免馬英九的全民運動。馬英九執政，將台灣搞得

經濟崩盤、民不聊生，但馬英九卻束手無策，我行我素，人

民對他莫可奈何。民怨沸騰，馬英九的民調只有13％足以證

明，難道，這樣的惡劣的情勢，我們無力改變？難道政府無

能，人民就坐以待斃？台灣人民還能再忍受他四年嗎？台灣

還能任他荒廢四年嗎？人民必須自救，用人民的力量要求馬

英九下台。當前的總統罷免法空有罷免之名，卻是行反罷免

之實，造成今日為政者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為了衝撞這樣的

「無能為力」，台聯發動人民力量以三階段方式突破僵局：

  第一階段：在全台灣發起「馬英九下台」公民連署，呼籲

所有的台灣人民都來響應，呈現民意。

  第二階段：收集各地連署名單交給各選區選出的立法委員，

要求立委們罷免馬英九，看看人民選出來的立委是要反映民

意？還是順從「馬意」、順從「黨意」？在此同時，台聯會

持續觀察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現，尤其是在關鍵的方案或議題

上，是庇護馬英九的利益？還是為民喉舌？馬英九為什麼能

老神在在？就是因為有一些立委護衛馬英九高於捍衛人民利

益，成為馬英九的共犯集團。人民才是真正的頭家，必須讓

立委們清楚了解，如果立委們不能反映民意，人民應該起而

攻之罷免立委！

  第三階段：台聯立委將會在明年520後正式在立法院邀請其

他委員提案罷免馬英九，屆時我們就要觀察立委們的立場是

否能反映民意，因此，他呼籲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加入「馬英

九下台」的連署活動，讓立委們認識到人民的意志，明年正

式罷免馬英九。

  台灣的未來在台灣人民手上，今天馬政府施政無能、無感，

台灣經濟凋敝，人民受苦是不分藍綠的，台灣要向前行，不

能被一個人阻擋我們子孫的未來。馬英九倒行逆施卻我行我

素，人民只有自己站出來自救，這是一個人民自救運動，只

要每一位台灣人民都能站出來，就能創造自己的前途，創造

台灣的未來。台聯今天所做的只是拋磚引玉，只是登高一呼，

需要大家的響應。

十八大之後的台灣與圖博挑戰
講題：十八大之後的台灣與圖博挑戰

主講：陳破空/中南海厚黑學作者（允晨出版）

時間：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下午14:00~16:00 

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偉成大樓4樓

     （台灣國際會館）

主辦：台灣圖博之友會

協辦：允晨文化、大紀元時報、台灣教授協會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歡迎參加。有興趣的讀者，

請來電(02)2507-2606或傳真(02)2507-4260或

email：asian.culture201106@gmail.com，

註明參加「十八大之後的台灣與圖博挑戰」姓名、人數，

以便為您保留座位。亦可線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romEmail=true&

      formkey=dGJCMkV1ZUpJc2lGTTVyTE1XRnBHVVE6MQ

【關於陳破空】

  旅美中國民運人士、政治評論家、作家。1963年12月出生

於四川省三台縣。先後就讀於湖南大學、上海同濟大學。

1985年發起研究生聯名上書，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

治改革。1986年參與策劃上海學潮。1987年，任廣州中山大

學經濟系助教。1989年發起並參與組織廣州學潮，呼應北京

天安門民運。1989年、1993年兩度入獄，歷四年半。1994年

從獄中向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秘密提供勞改產品出口商標等證

據，指控中共踐踏人權。1996年流亡美國，任哥倫比亞大學

訪問學者，隨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1997年起任自

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從事大量寫作、時評、演講、電視

與電台評論，維護新聞自由和民主價值，擁有廣大讀者、聽

眾、觀眾、網友和高收視率，是北美地區知名的傳媒人。先

後出席美國、歐洲等地國際研討會，受邀訪問台灣、達蘭薩

拉等地。2007年獲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獎。著述涉政治、經

濟、文學等領域，有政論《中南海厚黑學》、《關於中國的

一百個常識》及小說《台風》、詩集《緋聞》等多種。現任

美國紐約布魯頓國際商業學校校長。

個人網站：www.chenpok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