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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台灣
  台灣社會自九○年代的那一波所謂的「民主化」運動開始，

已經有將近二十年沒有太多令人振奮的事情了。二十一世紀初，

許多國家領導人的選舉常常以「CHANGE」作為他們選戰的主軸，

因為人類在物質文明極為發達的現代，總期待改變成為一種向

上的力量。

  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嘗試利用「感動」來刺激人們的熱情，希

望人民因此熱情參與，轉化成資源的累積。因此，「感動」成

為這一個時代各方積極想尋找的社會動力。

  透過媒體網路，其實可以發掘台灣社會存在著很多感動人的

力量，正從各地暈染開來。然而這一些力量是由一些剛開始不

知名的小人物一步一步的努力，堅定信心，而感動許多有相同

想法的人一起發揮力量，而有一些成果。不管是環境保育、農

村再造、或慈善公益…總有一些有心人士默默的犧牲奉獻。

  即使有這麼多小人物靜默的燃燒自己，台灣整體社會環境卻

見不到向上提升的力量，反而隨著時間的演進，社會正處於退

化當中。福爾摩沙這一個寶島為何沉淪？

  這其中幸福感的遺失是很大的原因。人民活得比十七年前、

甚至二十年前更辛苦。今年11月遠見雜誌做了台灣人民幸福感

的調查結果，披露台灣人的幸福感。對個人的幸福評分仍有

62.4分，勉強及格。但民眾對台灣整體幸福只給了40.6分，比

年初的48.9分再降了8分，「不幸福感」相當強烈。民眾對於

未來的方向茫然，年輕人更對未來不抱希望。除了整體國際大

環境的不景氣之外，台灣人民共同承受無能政府的雙重壓力。

民眾對執政黨的滿意度不斷下降，馬英九的不滿意度由10月的

67％上升至11月的70％，綠營認同者的不滿意度上升至93％，

藍黨的則升至50％，中立選民也上升至70％。認為總統帶領國

家已走失方向的民眾高升至50％，為歷年最高；認為方向正確

的僅剩25％，又創新低。台灣人正面對一個自以為良好的無感

政府，只能帶著無奈和失望一起走入無盡的夢靨，不知何時才

會醒來。

  台灣面臨的困境比其他地區複雜而且嚴峻。很難想像二戰之

後的殖民地幽靈至今依然存在於台灣。而台灣人民被殖民六十

幾年之後，似乎大部分人經過長久的殖民地洗禮之後，已經成

為一種習慣。除非人民在其中能過覺醒過來，不然，台灣的前

途堪慮。

  有人說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因為，對台灣人而言，

除了壞到底之外，從來就不會想到自己在不公不義中存在著。

當然也有部分人得到當權者的照顧，同樣成為一群既得利益者，

而為虎作倀，參與扮演剝削者的角色而不自知。

  從最近被廣為討論的退休年金的不公現象即可以發現，原來

在這個體制之下的執政者為保有永久的統治權，如何地在台灣

創造不同的階級，用利益餵養一群支持者。即使政權經過不同

政黨的輪替，他們依然能駕馭並保有一群既得利益者，而讓台

灣永遠淪落在他們的手裡。甚至於以多數取得政權的政黨，也

無法以正常方式治理台灣。這是台灣人的悲哀，也是台灣人無

法達成內部團結的重要原因。原來製造族群分裂，導致造階級

分化的，就是那一群違法占領台灣的流氓體制。

  台灣人民正面臨大改造的關鍵時刻。台灣人必須努力的審視

這一個國家體制所帶給台灣這塊土地的傷害，以及他們製造出

來的族群矛盾，和不公不義的社會制度。台灣人必須反省歷史

的過程，深刻的體認生為台灣人的意義是何等的驕傲。這是臺

灣人拒絕被中華民國同化的重要步驟。台灣人絕對有身為台灣

人的優越感，因此台灣人必須建立民族自信心，認清這一個不

公不義的政權正是造成台灣困境的主要原因。台灣人有權力建

立屬於台灣人的國家，創造一套適宜人民生活的體制，落實公

平和正義。只有如此，應該屬於台灣人的幸福才可能回來，下

一代的前途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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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盟召募「台灣人救扁義勇軍」的四大訴求是：

  1、停止司法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阿扁總統；

  2、撤換特別偵查組，曾勇夫和黃世銘下台；

  3、終止司法官員專斷，立法通過陪審團制；

  4、改善監獄人性設施，遵照國際標準改善。

  「台灣人救扁義勇軍」將於12月8日前進凱道，發

起長期的非暴力抗爭，以打破流亡政府以司法為工具

進行壓迫台灣人民、打擊政治異己及袒護統治權貴的

邪惡殖民體制。「公投盟」之所以有韌性可以堅持，

有信心可以前進，有勇氣對母親台灣盡一點守護的責

任，都是海內外各位台灣鄉親無私的贊助與投入。「公

投盟」再一次表達最深重的感謝，也再一誠懇呼籲「同

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台灣人民的非暴力抗爭力

量就是台灣新民主體制的基礎，也是守護台灣最實在

的依靠，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來參與。

捐款帳號：0532-940-006394 玉山銀行城中分行；

郵政劃撥帳號：50173536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公投盟召募
「台灣人救扁義勇軍」

  最近關心台灣人權的Michael Richardson夫婦 來台灣深入瞭

解陳水扁案件。他們於12 4日下午拜訪洪貴參律師，就被告月

  1.偵查與審判的程序都明顯違法或反常，甚至教唆辜仲諒做

  2.特偵組串通媒體不斷提供片面資料讓媒體加以濫用來醜化

陳水扁，在台灣社會製造陳水扁有罪、人人得而誅之的肅殺氣

  3.特偵組同時起訴許多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政務官，後來證明

  4.最高法院對於實質犯罪的認定也違反通例，不敢重申賄賂

罪必須和被告的職務權限直接相關才能發生，而且明顯是受到

馬英九請吃飯的直接壓力，飯局後兩天就「亂判」，辯護律師

在三個星期後才收到判決書，很明顯是先遵照指示亂判，再找

  5.針對貪污特別費問題，法官蔡守訓容許馬英九在東窗事發

之後，以捐錢給自己的基金會來抹煞其已發生的貪污行為，接

同樣這位蔡守訓法官對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則不採用「大水庫

  洪律師的分析揭露：赤藍權貴構陷、囚禁並鬥臭陳水扁完全

這樣的體制就是假民主的體制。外來的赤藍權貴和在地的台灣

藉此恐嚇、鎮壓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想法，好讓他們能夠繼續剝

馬英九是貪污犯
陳水扁是政治犯

辯護律師的觀點來瞭解案情。洪貴參律師直言陳水扁是政治

犯，因為：

偽證來達到長期囚禁並構陷陳水扁的目的。

氛。

都是濫權起訴，因此，原先的目的是出自不正當的政治動機，

完全是在配合製造陳水扁「貪腐」氛圍。

理由填判決書。

著，再以荒謬的所謂「大水庫理論」掩人耳目幫馬英九脫罪。

理論」，而是條條收據清算鬥爭。

是出自政治動機，而且是濫用司法來達到政治目的。這正是《

獨裁者的學習曲線》所暴露的新型獨裁集團所愛玩弄的奧步。

人在政治上的對立是出自民族矛盾，赤藍權貴企圖利用其在「中

華民國」邪惡體制下的政治權力，來打擊迫害台灣人的領導者，

削台灣人。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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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機會認識一位顏姓商人，他經常到中國與世界各地去

做生意。我受邀到他公司的辦公室裡坐著談了一兩個鐘頭。

  這位六十多歲的商人對台灣的歷史及政治情況瞭解又深又廣，

我們談得很多。他說：「我到過世界各地去做生意，看來看去，

還是覺得住在台灣是最好的，我們應當努力建設自己的國家台

灣…。」

  日前，我也到一間教會去在主日禮拜中講道，禮拜完後，幾

位信徒一起談論台灣的局勢。有一位在銀行上班的青年人說：

「我們台灣人應當要努力提升民主自由與獨立自主的程度，遠

遠走在中國之前，台灣就不容易被中國併吞了…。」這位教會

青年之言，也令我深受感動，他對拓展台灣的前途充滿信心與

決心。

  這四年多來，對台灣無心、執政又無能的馬英九，不只使台

灣經濟衰退，更可怕的是，他打開台灣的國門，讓中國的政治、

經濟、文化與宗教…各種統戰勢力進入台灣，而且外交休兵，

國防休兵…，使台灣的主權與國格逐步淪喪。台灣在國際社會

  11月29日仍然下著綿綿細雨，這已經是連續好幾天濕冷的

天氣了。為了能讓台灣國的月曆儘送快到聽眾朋友的手中，

也希望能讓更多的鄉親瞭解台灣國籍認證的重要，我不敢怠

惰，這些天來一直加快腳步接觸基層的鄉親。過去我一直都

是透過調頻電台讓鄉親聽我的廣播，並沒有機會讓我和鄉親

互動。後來我想要了解我到底有多少聽友，所以改變電台的

作風。我用我自己的風格做試探，大膽的接受現場 Call in 

的電話，也勇於接受不同聲音的批評。一年下來我發現會

Call in的幾乎都是那一圈子的人。雖然收聽率很廣，我卻

無法主動出擊。今年透過台灣國的好友提醒我自做月曆來推

動台灣國，所以我就自費印了200本的月曆來分送給聽友，同

時也配合台灣國籍的推動，讓聽友打電話進電台索取。哇！

整個節目時段的電話竟然是滿檔，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我利用手中擁有的資料加上日常經營基層的基礎一一個別

拜訪。我更驚訝的是每到一戶人家，鄉親聽到我的名字，那

種熱情、鼓勵與寄望讓我頓時忘記自己的付出，覺得一切都

是值得的。只要我提出簽署國籍認證卡，幾乎成功率都達八

March For Taiwan 苗栗   Katy

無限感動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幾乎淪為「中國的一省」。凡此種種，令我們許多愛台灣的人

士憂心與悲觀。甚至有些人放棄打拼了，如此可能任令馬英九

可以完成他父親骨灰罈上「化獨漸統」的遺願吧?!我們要拱手

讓這一代台灣國人及世代子孫的命運由馬英九們決定嗎？！

  最近人在美國普林斯頓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憑著知識

份子的良知說出：「中共通過在中國賺大錢的大台商(旺中蔡

衍明…等)收購台灣的媒體(壹傳媒…)，要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

人心的活動，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奮起抵抗，此其時矣

！」為此，余英時公開聲援「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上千名青

年學生上街抗議的行動。他認為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令他萬分

感動。

  台灣目前處在令人憂心悲觀的情勢中，還是見到不少樂觀奮

鬥的人士與青年學生們站出來，這正是可貴的台灣精神資產與

動力。我們必須有更多台灣國人站出來，手牽手樂觀奮鬥到底，

始能搶救台灣，懸崖勒「馬」，不讓台灣掉進一個中國的深淵

裡。

悲觀情勢中樂觀奮鬥到底

  

成。更可貴的是有些是中風在家或是行動不變的長者更是支

持。有位老先生當我提出填寫國籍證時，他回答我說可以先

簽，過幾天你再來拿錢嗎？我回答說沒關係，既然你不方便，

我改天再來好了。於是我走出門外上了車門。老先生冒著又

濕又冷的天，緩慢的走到門外喊著我說你很辛苦，也不好意

思讓你再跑一趟，你可以等一下我去找零錢給你嗎？我很感

動，馬上說好。我耐心的坐在偌大的客廳看著老先生拿了六

個拾圓、四個五元、二十個壹圓的硬幣給我，而且還跟我說

這房子就我一個人住，月初兒子才會拿生活費給我，很不好

意思讓你拿這些硬幣那麼重。我看看他手上的包包所剩的一

塊錢硬幣應該不超過十元。當下我的心揪成一團，好痛。這

些錢也許還是他這幾天的早餐呢，可是我又不敢拒絕就怕傷

了他老人家的自尊。

  誰說客家人不愛台灣？他的台灣心又豈是大戶人家所能相

比？看到好多鄉親無奈的心情，我知道需要讓更多中年人及

年輕人走出來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拼。雖然我不知道我能做多

少，但我會用我能力做，而且希望能感動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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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新領導人習近平登基，幼稚地作天朝夢，在新版護

照上玩弄新把戲，插貼台灣及南海諸群島粗略圖樣，吹擂擴張

版圖。

  研究中國海上武力擴張沿革的權威包遵彭評論：「蒙古滅國

四十，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然蒙古之能滅宋，實由

其...大練水師...進窺江南沿海，宋之最後根據地」。宋朝版

圖不包含南海或海南島。

  元朝嗆設澎湖巡檢司 (福建海岸衛所的基層單位，汛防臨時

編制) 於泉州港區，有名無實，大明朱元璋令撤廢。中國元明

清等朝均海禁，無海疆。日前習近平突作天朝夢，擠出流亡台

灣蔣某的剩餘價值，揮著雞毛當令箭，着御用學者將元朝虛設

澎湖巡檢司竄改為元朝曾統治台灣。

  台灣自古獨立，不隸屬中國。元世祖詔書說：「海外諸番罔

不臣屬。惟瑠求邇閩境，未曾歸附......凡不庭之國，先遣使

詔諭，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至征討」(包遵彭：「中國海軍史」

上冊，1970年，p.186)。忽必烈坦陳「瑠求國」從不向中國朝

貢。公認瑠求國就是台灣國，即明太祖朱元璋所公布十五不征

夷國(友好國家)之一的「小琉球國」。

  台灣豐田玉五千年前外銷南海周邊地區國家。豐田部落王國 

(當含阿美族、卑南族、排湾族、Chamorro族、矮黑人) (許木

柱、廖守臣、吳明義：「台灣原住民史 阿美族篇」，1970年，

p.35) 闢南海航線，花東太平洋沿岸、北回歸線以南老石柱乃

返航標誌。依先占原則及聯合國海洋法，南海隸屬台灣國。

  台灣矮黑人(擅長船伐)及賽夏族人懷念的Masibol(萬世蒲)，

就是淡北十三行金屬文明的重鎮。淡北多處煉鐵坊及鍊銅坊遺

址出土物有外國文物，包括中國漢朝(或魏晉)五銖錢、唐宋通

寶(錢幣)，日本通寶等。可見萬世蒲甚為興盛，應是共主國(學

者亦稱部落聯盟) 首府。依東北部社邦君長Huapo的證言，共

主國名稱為Paccahimba，暫譯為百江共主國。南部社邦稱本地

為Pakan。這兩詞字根同為pac，意指稻米(西拉雅語)，聲象一

致，當屬同語源。1297年萬世蒲首府遭蒙古帝國元軍入侵毀滅。

  鄭成功驅逐熱蘭遮城荷蘭人，令諭昭告開國立家，土民及百

姓優先，認同東番國。鄭經建東寧國，另以King of Tywan名義

與英國訂通商條約，海權涵蓋南海，掌南海群島、金廈、舟山

群島、香山澳(澳門)。

  1683年鄭克塽國王聲明舉國內附大清，可比東突厥內附大唐

帝國之例。1895年中日馬關和約漢文約本載稱：中國將管理台

灣及澎湖之權永遠讓給日本。管理地即是殖民地。台灣族群

1895年建立台灣民主國，脫離中國殖民統治。新政府設議院，

定黃虎國旗，立憲復國，繼承東寧國。全民反抗日軍入侵，一

萬四千名英烈捐軀，史稱黃虎旗聖戰。日本在1951年金山和約

第二條中不得不因黃虎旗聖戰而改口放棄台澎一切權利及名義。

  習近平天朝狂想曲欲吞台灣染指南海，何足掛齒？

習近平為天朝無海疆著急？
黃虎旗復國黨籌備會執行長  黃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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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六) 凱道【救扁護台灣長期抗爭活動】即將啟動！

★第３６天 - 12 / 8 (六)（板橋→萬華→凱道）

08:00　於板橋火車站南門對面『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縣民

       大道)』集合

09:00　出發；行經縣民大道→右轉漢生東路→左轉中山路

       →光復橋→西園路→右轉艋舺大道→萬華火車站

      （共約4.7公里）

12:00　於萬華火車站集合用餐

13:00　出發；艋舺大道→接中華路→右轉忠孝西路→右轉

       中山南路→凱道（共約3.9公里）

▲第３５天 - 12 / 7 (五)（桃園→山佳→板橋）

台灣人救扁義勇軍 【36天環島苦行救台灣】倒數2天行動！

07:00　桃園迦南長老教會→中華路→左轉中正路→右轉成

       功路→右轉春日路→桃鶯陸橋→接桃鶯路→中山陸

       橋→接鶯歌中山路→接中正路→山佳火車站集合用

       餐（共約11.7公里）

13:00　山佳火車站→中山路→接中華路→右轉溪城路→城

       林大橋→右轉中華路→左轉中央路→右轉裕民路→

       左轉學府路→左轉青雲路→接四川路→左轉館前東

       路→右轉縣民大道→左轉新府路→右轉站前路

       →板橋火車站（共約13.8公里）

18:30　於板橋火車站北側廣場(站前路及文化路中間)舉行

      『救扁行動座談會』夜宿　板橋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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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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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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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UNA第38次青年互談會
主題：UN宣達團心得分享
時間：2012年12月7日(五) 18:30-21:00

  為期9天的2012年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今年特別與人權

鬥士熱比婭及美國國會議員會面交流，並且持續在UN總部紐

約的街頭上努力發聲，且帶回海外同鄉及外國朋友給予台灣

國的滿滿祝福，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12月青年互談會邀請

我們TAIUNA第六屆的聯合國小姐莊慧瑜來跟我們分享本次UN

宣達團的實際情況與心得。歡迎大家踴躍回覆訊息報名參加

12月份的互談會。

與談人：莊慧瑜同學(台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喜馬拉雅Himalaya》影片欣賞
時間：12月6日週四晚上7: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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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原貌文化協會 (tel :02-28836419)

  《喜馬拉雅Himalaya》2000年11月上映，是法國導演艾瑞

克·瓦利（Eric Valli）執導。喜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大、

最年輕的山脈，在尼泊爾境內，居民每年最大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帶著犁牛背著自己村莊的鹽，長途跋涉橫越整個山峰，

去另一個部落交換糧食。一般來說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需花兩

星期徒步跨山越嶺才能到達。片中真實地呈現了藏地高原人

的生活方式及傳統風俗（如天葬等）。法國音樂家布魯諾·

庫列斯充滿藏地風情的配樂也為觀眾勾畫了一個神秘遼闊的

喜馬拉雅藏地輪廓……。浩瀚的風雪、高山的極地風情是一

部非常難得，值得欣賞的影片。

「台灣前途與您的財富」講座
  近年來，China就尖閣諸島與南海的問題耍勇鬥狠；對於

台灣，更因得力於馬英九「聯共制台」之助而予取予求。其

目的無非在於實現「中華帝國主義」、挑戰美國，進而稱霸

世界。台灣係China遂行野心的起點。因為唯有「真正」併

吞台灣才能瓦解第一島鏈，甚至突破第二島鏈、威脅美國。

雖然台灣目前在舊金山和約(SFPT)和美國的臺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TRA)保護下貌似安全；但是，卻

因受「蔣家ROC殖民體制」控制而無法與China脫離關係。此

外，更因民進黨「台灣已經獨立，其國號為『中華民國』」

的宣示，不僅鼓舞China的對臺野心，更增台灣遭併吞之危

險。台灣島內或有數十萬China間諜。但是，機會是屬於準

備充分和具有決心的人。我們唯有迎向敵人的挑戰，才能提

供自己與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機會。好在，正因China在全

世界掠奪資源，早已普遍引起各國反感。而且美國更已在積

極「重返亞洲」。台灣人應藉此展現維護自我尊嚴的決心、

尋求國際協助，才能真正阻止China的侵略。否則，在「假

和平」的幻境下，China必謀我日亟。過去廿年的痛苦China

經驗，正在提醒台灣人-「還魂來」！然而，台灣人又該如

何做準備、為自身安危而努力呢？除非您已擁有美國或他國

的護照做護身符，否則您應當來參加「台灣前途與您的財富」

講座。

時間：2012年12月9日(周日)，下午2:30~5:00

地點：台北市松江路277號2樓之1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3號出口)

主講人：David Chou，周威霖

       (台灣法律地位研究者，台灣建州運動發起人)

李登輝民主協會台北市分會敬邀

百萬人連署救台灣、全民連署「罷免馬英九」
連署網站：www.tsu.org.tw/fb/recallma/

台灣團結聯盟組織部

地址：100台北市紹興北街３號７樓；

電話：02-23940230傳真：02-23946616

台灣嘉義社
  邀請蘇貞昌主席、蔡英文前主席蒞臨參加。募款餐會加贈

袁紅冰教授「自由台灣三部曲、被囚禁的台灣」全套書冊。

餐券洽蔡文旭議員議員服務處、王美惠服務處、陳幸枝議員

服務處，李俊俋立委服務處、涂醒哲醫師等服務處

連絡電話：05-2327795，0982-603750。

地點：嘉義市博愛路二段 一葉日本料理餐廳2樓

時間：2012年12月8日  下午4:00起

台灣嘉義社籌備會 主任委員 涂醒哲 

嘉義之音廣播電台 董事長 陳秀吉 

                 台  長 田安豐

成立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