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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媒體報導，我國在中南美洲的友邦宏都拉斯總統羅伯日

前公開宣示有意和中國發展「外交關係」，但我國外交部一再

澄清宏國只是擬議至中國設商務辦事處而已，並非有意和中國

發展「外交關係」。外交部長林永樂強調，雖然在活路外交政

策下我國不與中國互挖邦交國，但中華民國政府也決不可能接

受友邦在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雙重承認」。看來我們的外交部

還在玩「漢賊不兩立」的把戲，結果是「賊立漢不立」，導致

台灣的國際空間逐漸喪失，成為國際孤兒。外交部再不揚棄那

套作法自斃的「漢賊不兩立」思維，台灣遲早會被他們玩完。

  自從台灣和澎湖被中國的清朝依1895年4月17日簽訂的馬關條

約割讓給日本以後，台灣和澎湖就和中國莎優娜拉，互不隸屬

了。二次大戰日本戰敗。雖然蔣介石因為1945年9月2日發布的

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而被美國軍艦送到台灣來管理台灣和澎

湖，台灣和澎湖並不自動屬於自稱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

1951年9月8日，日本和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約，宣布放棄台灣

和澎湖，台灣和澎湖也不自動回歸中國。換言之，台灣和澎湖

在1951年9月8日以後是事實獨立，不因管理者中華民國政府自

稱代表全中國而隸屬於中國。因此，只有管理台灣和澎湖之權，

但不擁有台灣和澎湖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有甚麼法理根據去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中國代表權？何況聯合國早在1971年10月

25日就做出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

唯一合法代表，「恢復」其在聯合國的會藉及權利，同時驅逐

蔣介石代表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非法佔據的位置」。「中華

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代表權之爭自此塵埃落定，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代表中國的權利。

  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夠聰明也識時務，從1971年10月25日

以後它就該好好思考要如何落地生根，認同台灣，耕耘台灣了，

不要再去妄想那個所謂的中國大陸了。可惜冥頑不靈的「中華

民國」政府就像一個嗜賭的賭徒，賭到全盤皆輸了還不服輸，

一直妄想翻盤。因此，儘管國際上早就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神經不正常的

還要誤台灣多久？
「中華民國」政府還在喃喃自語，說「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要和它建交的國家都不可以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

策就是前述的「不可雙重承認」！實在有夠荒謬！宏都拉斯是

一個國際公認主權獨立的國家，它有它自己的國格和決策權，

一個不被國際承認的「中華民國」憑什麼限制宏都拉斯可以和

誰建交？不可以和誰建交？同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國

際公認的主權獨立國家，是代表中國的國家，誰都可以和它建

交，包括宏都拉斯和台灣在內。「中華民國」憑什麼不讓宏都

拉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有沒有搞錯？

  台灣和澎湖從1895年起就和中國一刀兩斷，至今已經117年

了。沒想到1945年那年麥克阿瑟將軍讓被八路軍打得落荒而逃

的蔣介石軍隊到台灣之後，台灣和澎湖就被輸到不甘願的蔣介

石政府綁架，一直和蔣介石的對手「中華人民共和國」陷於中

國代表權之爭，無法跳脫出那個早已無解的泥淖，而遲遲無法

建立一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1971年10月25日的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早就替中國代表

權定調，判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合法代表。「中華

民國」政府也自知它絕不可能再搶回代表中國的權利，但為了

繼續在台灣吃香喝辣，不讓台灣人建國，以享受殖民台灣的好

處，只好繼續欺騙台灣人，說台灣澎湖和中國大陸都屬於中國，

而它就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這就是為什麼它明知任何國家都

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權利，卻寧願用某些小利去綁

住一些小國，讓那些小國替它撐起「代表全中國」的迷霧，好

讓一些憨台灣人繼續受騙，不想獨立建國。這就是「中華民國」

政府拒絕友邦在台灣和中國之間「雙重承認」的真正原因。

  因此，只要中國國民黨繼續控制台灣，繼續用國際上早已不

被承認的「中華民國」名號罩住台灣，不讓台灣人建國，台灣

人就永遠不能擁有國際人格，無法走進國際去和各國人民平起

平坐。而不讓友邦在台灣和中國之間「雙重承認」，正是「中

華民國」政府綁架台灣人，貽誤台灣人前程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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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萬長在國民黨的「中樞慶祝

行憲紀念日大會上發表專題演

說」「新頭殼newtalk 2012.12.25

 謝莉慧/台北報導」（http://

newtalk.tw/news_read.php?oid=

32280），我的評論是：這種人擔

任台灣政界這麼久、這麼高的政

治與財經職位，真是台灣人的很

悲哀！

  蕭萬長整篇論述犯下幾個重要的核心問題，無法令人原諒。

他的嚴重問題是：不知政治分權、經濟競爭及不承認自己的責

任及論述邏輯的不誠實。前兩者是政治經濟的基本常識，後兩

者是道德問題。每一個都讓人懷疑這個人的能力，更懷疑這個

人的道德水準。

  蕭萬長先點出國家要怎麼走才是對的，然後強調國家處於危

機當中，推論出他的訴求：「分裂的台灣無法繼續向前邁進，

怒目相視的朝野也無法共同撐起一個家園」。問題是目前的國

家危機，不就是他當副總統時期所產生的嗎？甚至若連接他曾

經當過陳水扁總統的財經總顧問，更之前李登輝前總統掌權時

期，最後一任行政院長，那麼現在台灣若有問題，他是不是應

該承擔極大的責任？為何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自己應該有的

責任呢？

  其次，他先講出一大堆台灣政府目前的問題，甚至也說出一

些該興該革的論點，這些都是或可能是對的，然後說「大家都

希望政府多為人民做事，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政府財政

困難，需要全民共體時艱。他還引用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的名

言指出，「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

麼」，呼籲大家團結起來，支持政府的改革，因為只有大家攜

手同心，改革才可能實現，才有機會走出衰退的陰影，重建台

灣的光榮。」，文氣證成大家需要團結，搞分裂的要接受譴責。

新的台灣人悲哀──
論「蕭萬長：分裂的台灣無法繼續前進」

                            然而他掌握、影響政府施政那

                          麼久，為何沒有提出這些重點？

                          而以目前的政治氛圍，執政黨不

                          會反對執政黨，所以會「分裂」

                          的就是在野政治勢力。他呼籲團

                          結，既增強國民黨的政治權力，

                          又隱約將國家目前的困境等等，

                          歸罪給在野黨。身為政治人物的

                          不誠實與詭詐，莫此為甚！

  在政治與經濟常識上。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勢力分立在朝在

野，並且互相攻訐牽制，本來就是常態，並且被世人認為只有

這樣，民主政治才能實踐，自由、平等、人權等等的民主國家

基本價值才能保障，但蕭萬長的呼籲卻違反這種基本常識，你

相信這是一個從事政治的領袖嗎？連常識都不足。

  更進一步說，當蕭萬長點出政府目前許多問題，就正常的民

主國家，後面應該講的，不是全國支持政府，而是執政黨下台！

就是執政黨能力不足，才有那麼多問題，才沒有辦法弄出一些

讓在野黨能以振振有詞反對的政策，因此責任在執政黨，不在

在野黨的強力監督。

  其次在經濟上，台灣的全球佈局出問題，遠因是長期經濟政

策失調或失誤，短期不就是ECFA嗎？而不管長期或短期，最應

該負擔責任的就是蕭萬長。再者，兩岸分工走向垂直分工，這

在邏輯不通。我不是否定垂直分工，而是分工結構的最高層是

企業、資本家，但那些在邏輯上是哪一國的企業家？又為何會

出現這樣的分工？更且低劣生產能力的國家處在產業上游、高

價值生產區域，反而更品質、生產力的國家處在惡劣位置，在

邏輯上本來就很有爭議。這些都點出蕭萬長的經濟觀察令人質

疑。

  常識、道德如此欠缺的這樣一個人，竟然盤據台灣政壇、主

導財經政策那麼久，真是台灣人的悲哀。

南嘉生

  前新聞局長葉國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灣亞太發展

基金會」舉辦的「台灣主權的維護和國家利益的追求」研究小

組座談會時批評1999年民進黨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承認了中

華民國主權，說這會害死台灣的子孫。他質疑，台灣真的已經

獨立了嗎？那部中華民國憲法不管如何只會害台灣人陷入「一

中」、「二中」的泥沼中。 

  台灣社社長吳樹民、台教會會長張炎憲、北社社長周福南與

客社創社社長張葉森在台聯立委林世嘉的陪同下拜會立法院民

進黨團，要求民進黨團應提出修憲案，去除憲法增修條文中預

設與中國統一的文字，以彰顯民進黨的基本價值，呼應台灣最

大多數的民意。

  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兩件不一樣的命題，但實際上這兩件事都

涉及完成台灣建國的核心價值。不管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或是這一些重量級大老所提出來的修憲觀點，從這兩件事就可

看到他們在迴避台灣建國必須面臨去中國化必須正面對抗的核

心問題。如果民進黨的目標是完成台灣建國，那麼台灣前途決

議文怎麼會去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及中華民國存在的合法性，

而造成台灣人民認同的混淆？民進黨甚至把領導者應有的建國

目標丟出來，要求台灣人民幫民進黨決定。美其言這是民主程

序，更深層的意義是民進黨已背離當初的建國初衷，及完成台

台灣民族黨主席  莊孟學

灣建國的理想，而與目前的現實妥協。那一些獨派前輩所提出

來的以修憲方式去除中國統一的文字，其實只是他們不願意面

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病灶，而提出來的安慰劑而已。

   極大部份台灣人對那一部憲法裡的不合法性有所質疑。即使

李登輝先生執政時期曾經多次修憲，事實上那部憲法仍是一棟

破舊的違章建築，既不合法也不合宜。如果只是把中國統一的

文字去除，以為那樣就能讓那一部憲法在台灣有其合法性，那

只是自我安慰而已，也同時貶抑了知識份子應有的說真話的良

知。

  台灣人經歷幾十年的建國運動。很遺憾的是很多台灣人還無

法透視歷史的真相。有些領導人以似是而非的言論混淆歷史真

相，麻痺眾生，令追隨者在錯覺中接受不正確的說法，而得到

一時的安慰。事實上這種作法對台灣建國運動不僅沒有助益，

反而還有傷害。

  筆者很佩服葉國興和游錫堃先生在研討會上說出了真話。台

灣人要完成獨立建國的使命，除了必須正視歷史事實，合乎國

際法的規範外，對台灣與中國關係也必須有明確的論述與切割。

台灣人若一直陷在中國情結的泥淖中，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將只

有傷害而無任何助益。

決議台灣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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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 look into the New Year, it is also time to look
back and see which governments might free a prisoner or two
due to the decline of age or ill health. With honoring the 
traditions that are represented by a holiday that celebrates a 
religious figure who focused on forgiveness, love, and 
redemption, it seems a perfect time to look inwar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tward to another country and to make a 
single recommendation for each one.
  My suggestions for the USA is to finally let Leonard Peltier, 
who after thirty six years in jail, go home. Convicted in a 
trial with more procedural and witness issues than would 
possibly be permitted today, he has served more than enough 
time to reckon with any sentiment of justice. Multiple 
murderers have been released more quickly than Peltier and 
numerous human rights groups internationally have called for 
his release for two decades. His health is currently frail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extrad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secution here was, charitably put, questionable. His history 
brings to mind the wars against the American Indians by white 
settlers bent on enforcing the delusion of Manifest Destiny 
even at the price of genocide. Peltier was(is) and Indian 
traditionalist. He helped defend those ways in a showdown 
where two FBI against were unquestionably killed, though 
likely not by him.
  Shaky evidence helped convict Peltier for the shooting deaths, 
but he has always maintained his innocenc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AIM), a group who believed 
that standing up for the past as well as the present was 
important. Not all American Indians joined or supported this 
movement but AIM was firm in their ways of keeping their 
own authority with regard to maintaining their cultures and 
their languages. In the early 70's , many of us in positions 
to do so gave both materi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to this 
movement. Now regardless of how either side of this debate 
has felt in the past, it is time to say enough already. 36 years 
suffices for any one with suspicious trial circumstances. His 
health is failing. He should not die in jail. Our newly 
re-elected President can free him at this time. It would be 
gracious and uplifting to all Indian people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It would be an overdue 
step to reconcil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is land with 
this nation that claims freedom and liberty for all. Isn't this 
the time for reconciliation and forgiveness?
  Internationally, I'd plead for a commuted sentence for Chen 
Shui-bian, the former democratically elected two-term President 
of Taiwan. For four years, his health needs were systematically 
neglected by the present government of Ma Ying-jeou. Confined 
to a tiny cell for twenty three hours a day with another cellmate 
(who had other options to be outside of the cell). He was 

Human Rights Are Beyond Politics 

─Justice Should Be Too 
Justice Should Be Too Jack Healey, 

the Founder of the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confined to a cell without a bed, table, shower, or flush toilet. 
Complaining frequently of illness to the prison authority, he was 
ignored or dismissed as having "only the flu." Ignoring for a 
moment the fact that flu viruses are worthy of treatment when 
one is incarcerated in close quarter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his treatment and appropriate diagnosis wasn't taken 
seriously even with ten consecutive days of 180+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s. With medical care limited to flash visits 
and incredibly quickly rushed tests outside of the prison, but 
never adhered to modern neutral medical standards of care. 
After delay and deferral, Mr. Ch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llapsed significantly to the point that he had a number 
of mini-strokes to his once prodigious wit. He entered a phase 
of severe depression, slurred speech, and several identified 
brain blockages.
  Finally receiving limited treatment, all bills are being passed 
on to his already burdened family as prisoners are exempted 
from coverage by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spit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making medical care for prisoners being 
the real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for those is 
incarcerates). There is still a constant menace of being subject 
to a return to his prison cell regardless of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s and his years of poor medical care have put 
him in a condition of permanently damaged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use of a penal system to kill prisoners is an
 old and tired line of action by desperate regimes. With 
massive political divides existing between the Green-Blue 
divide, Chen's DPP (Green) is the only non-KMT government 
in Taiwan's post-colonial history and Ma's KMT seems to be 
backsliding towards an only-nominally multiparty system with 
punitive extractions of all-but-the-KMT (Blue). President Ma's 
abysmal approval ratings would likely get a substantive lift to 
move towards reconciliation across this bridge if he would show 
the courage and honor of commuting a sentence or allowing a 
real medical parole.
  Both American and Taiwanese Presidents would go a long 
step to restoring the respective national honor of their countries 
to the world, or themselves to their people, and to honoring 
the sense that redemption, forgiveness, and having things get 
better. In this season that the light is beginning to return to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he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ather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a man who preached such things as 
essential elements of humanity's potential and promise, can't 
we take a decisive step forward to a better world. Can't we 
recognize when justice has been served and move forward 
together?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
     human-rights-are-beyond-p_b_23570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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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展望新的一年，也是應該回顧既往的時候。讓我們看

看哪一個政府可能會因年齡或健康狀況不佳釋放一個或兩個受

刑人。我們傳統上慶祝耶誕節來榮耀代表寬恕、愛和救贖的耶

穌，但這也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向內看看美國和向外看看另一個

國家，對他們各自獻上一點建議。

  對美國，我的建議是，該讓倫納德‧珀爾帖回家了，他被監

禁已超過了三十六年。根據現今法律標準，將他定罪的審判有

太多不當程序和證人的問題。他服刑時間之長已遠遠超過任何

伸張正義的情緒。好多個殺人犯都比珀爾帖更早被釋放。許多

國際人權團體過去二十年來也一再呼籲釋放他。他目前的健康

狀況十分虛弱。當年將他從印第安人保留地引渡到美國起訴的

過程相當粗糙。他的受難歷史使我想起過去白人殖民者妄言執

行天命發動對美國印地安人的戰爭，即使導致印第安人滅族滅

種也在所不惜。珀耳帖過去與現在都是印地安人的傳統主義者。

他為了保衛印地安人傳統而戰。在衝突中兩個（FBI）探長被

槍殺了，但是殺人的人可能不是他。 

  用來將珀耳帖定罪的證據十分薄弱。他一直堅持自己無罪。

他是美國印第安運動（AIM）成員。這個組織認為，為過去和

現在挺身而出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的美國印第安人都加入或

支持這項運動，但是 AIM始終堅持主權來保護他們的文化和語

言。在70年代初期，我們很多有心人對這項運動予以物質和政

治上的支持。無論過去我們如何爭辯、支持或反對印地安人運

動，現在是說〝夠了〞的時候。36年的監禁對一個是否有罪都

有爭議的人絕對是夠了。他的健康狀況持續惡化，他不應該在

監獄中死去。我們新當選的總統歐巴馬先生，在這個時候可以

特赦他。如此做會讓所有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地安人

溫馨振奮。這老早就該做了，來讓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與這個

國家和解，讓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難道這不是和解和寬恕的

時候嗎？

  在國際上，我懇求赦免陳水扁，前兩任民選台灣總統。四年

來，他的健康需求被馬英九的政府刻意忽視。他被關在一個狹

小的牢房每天超過23小時，和他關在一起的另一位囚友則可以

到囚室外工作。他被囚禁在一個沒有床、桌子、淋浴、抽水馬

桶的囚室。即便他多次向監獄當局反應他的病痛，獄方總是不

當一回事或以〝感冒〞來打發，姑且不言感冒病毒對一個關在

封閉囚室的人的危害程度。事實的真相是，他的治療和適當的

診斷都不被重視，甚至連續十日他的血壓超過180 收縮壓也不

被當作緊急。獄方提供的醫療保健僅限於獄內草率診斷以及獄

外醫院趕場式的檢查，完全沒有以現代的醫療護理的標準來處

理。由於拖延加誤診，陳先生的身體和心理健康顯著的崩潰了。

他蒙受小中風，重創他以往天才式的機智。他目前患有嚴重的

憂鬱症、言語不清，並被診斷出有數個腦堵塞點。 

  現在他終於在醫院接受治療，但是所有醫療帳單一張一張都

被送到他已經背負重擔的家庭來支付。在台灣，受刑人被排除

在全民健康保險之外，儘管依國際標準，一個國家該負起所有

囚犯的醫療保健責任。即使在醫院，他仍然時時受到威脅會被

送回監獄，違反醫生的建議，也不考量他多年來被忽視的醫療

已對他的身體造成永久性的損害。使用刑罰制度來虐殺囚犯是

極權統治者慣用的技倆。在台灣藍綠對立壁壘分明，陳水扁的

人權是超越政治─司法也應如此 
Taiwanenews 翻譯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無論說話或寫作，總是要用正確的名詞，

有了正確的名詞，才有正確的判斷與思惟，很遺憾的是，我們

台灣國人長年來深受「中國」國民黨的封建教育以及統派媒體

的天天洗腦與灌輸，我們的用詞常是錯誤與偏差的，以致我們

失去正確的判斷與認知。

  目前在台灣國內最普遍的錯誤用詞就是大家常說台灣與中國

是「兩岸」關係，連許多台灣本土政黨的政治人物也跟著「中

國」國民黨的人在公開場合或Call-in節目中，一直說「兩岸」

關係。台灣與中國若是「兩岸」關係，那麼台灣與菲律賓隔著

巴士海峽，也是兩岸關係吧!?甚至隔著廣大的太平洋，台灣與

美國也是兩岸關係呀!!

  稱台灣與中國是「兩岸」關係，好像台灣與中國兩地都沒有

國家、政府和人民一樣，李登輝總統在任時曾公開說出台灣與

對岸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陳水扁總統在任時，就

更進一步說出：「台灣Vs中國，一邊一國」。而且陳總統也一

再向國際媒體宣稱：「台灣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

國人選舉出自己的國家元首，台灣有中央政府也有國會，更擁

有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及週邊海域。當然，對岸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世界公認的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且是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我們台灣國人無法加以否認。大家

若還一直說「兩岸」關係，就陷入「一國兩區」或「一中兩區」

兩個中國黨即「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大陷阱中，

無以自拔。

  台灣國人只有立即把錯誤的用詞「台海兩岸關係」改正為

「台海兩國關係」的用詞，堅實地認定台灣與中國之間是百分

之百的「兩國」關係，這才有健康、務實與正確的心靈和認知，

也可以早日強化台灣國人的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藉此鞏固台

灣生活、生命與命運共同體。

  日前，民進黨中央已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期望民進黨

人士倡導「台海兩國關係」的正確用詞，如此始能喚起民眾與

中國建立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兩國之間平等相待，且在國際社

會中平起平坐，始能進入真正的「大同世界」吧!!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人人說出「台海兩國關係」

民進黨（綠）是在台灣的後殖民歷史上唯一執政的本土政權。

馬英九的國民黨（藍）似乎在開民主倒車，要回到過去假的多

黨政治，但實質上由國民黨掌控一切生殺大權的專制。馬英九

如果有智慧與勇氣對陳水扁特赦或給予他真正的保外就醫，馬

先生目前超低的支持率可能會大幅提昇，並促進台灣政治和解。

  此刻美國和台灣的總統都有機會創造歷史，向全世界或向自

己的人民向上提昇自己國家的榮譽，以實際行動來實踐救贖與

寬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當全世界的人聚在一起慶祝耶誕

節，我們應謹記慶祝這個節日的真正意義在於奉行救贖與寬恕

來提昇人性與人類未來的潛力。執政者請三思，勇敢踏出超越

政治的第一步。司法程序已經〝夠了〞，是該攜手合作向前邁

進的時候了！

人權行動中心創辦人  傑克‧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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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獻極於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上午10點半，在新店人權園區

馬英九致詞時，因憤怒向馬英九方向丟鞋，今28日（五）下午

2點遭新店警方約談，王獻極進入警方前舉行丟鞋嗆馬無罪記

者會，計有台獨聯盟、台教會、公投盟、台灣客社、台灣北社、

台灣心會、黃帝穎律師等個社團代表聲援，現場聚集近百民眾

聲援，王獻極發表聲明如下：

   1、王獻極自認是台灣國國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今天將

持台灣國國民身分證報到，接受約談。雖然不承認外來殖民體

制的流亡政權，但在未終結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國之前，個人的

身體，仍然受到外來體制公權力的制約，如果拒絕殖民體制約

談，乃將遭受通緝逮捕的命運，所以今天萬般無奈持台灣國國

民身分證，向中華民國新店分局報到。

   2、對統治者不滿憤怒丟鞋，表達抗議屬言論自由的範疇，

為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所規範，也受憲法保障。

   3、人權日在人權會場丟鞋嗆馬，被火速約談，這是對人權

的侮辱，也是對馬英九自己政權的侮辱，更是對號稱民主自由

的台灣侮辱。

   4、相對於紅衫軍時期，馬英九以台北市長身分，參與嗆阿

扁總統，並公然比手槍手式嗆扁稱：「子彈已經上膛」，公然

侮辱陳總統，事後警方亦未約談，證明司法碰到大鯨魚會轉彎，

專欺負溫良無權無勢的小蝦米小市民。

   5、馬英九運用633口號政見，騙取政權。執政5年以來，一

昧傾中，矮化台灣主權，獨裁簽訂ECFA，使台灣人才、資金、

技術流入中國，掏空台灣產業，人民失業，萬物皆漲薪資不漲，

百業蕭條，人民生活痛苦，馬英九完全無感，尤其捐薪水跳票，

黨產歸零跳票，13大建設跳票，成為世界最大騙子大老千。最

近處理18趴13趴軍公教銀優惠利息、年終慰問金，勞工憂領不

到退休金等拖拖拉拉，民怨四起，民調落到13趴，王獻極丟鞋，

代表人民的怒吼，發洩人民的怒氣，何罪之有？

   6、人權日當天會場，有人不斷高喊：「馬英九，你要關阿

扁多久？何時釋放阿扁？馬英九回過頭來回答我」。同時台下，

要馬英九下台之聲不絕於耳，馬英九始終無動於衷不做回應。

個人以為馬英九蹧踏阿扁醫療人權，妄顧普羅大眾起碼的生命

權，工作權，根本沒有資格在人權日高談闊論人權，一時義憤

填膺忍不住脫鞋丟鞋，代表廣大人民表達心中的不滿。如果這

個舉動是對馬英九一個人的侮辱，那馬英九讓2千3百萬人民生

活在痛苦之中，完全無感，是對87趴的痛苦人民的侮辱。

   7、王獻極的丟鞋行動，獲得國際媒體爭相報導，並將馬英

九與小布希、溫家寶並列為「被丟鞋俱樂部」會員，得以擠入

三大強國名人之列，在此年關歲末之際，馬英九應公開用紅包

表揚本人之義舉。獻極在此建議，馬英九在年假期間，閉門思

過，好好反省為何民調13趴，為何被人民嗆聲、丟鞋。

   8、王獻極本無罪，而馬英九秋後算帳，約談本人，讓本人

近日常常在惡夢中驚醒，夢見過去中國國民黨獨裁者殘害江南、

陳文成、林義雄母女三人等慘叫的場景，驚恐擔心，馬英九執

政以來之無情、無人性、無能、無感、獨裁之個性。回想從事

社會運動20幾年來，一貫主張自決建國，公投新憲，建立台灣

國政府，訴求堅定，但堅持秉持愛與非暴力和平的行動。今開

908台灣國創辦人  王獻極 

始擔心馬英九，會不會運用奧步，利用公權力，明的以司法迫

害入罪本人，暗的以私法對付本人等等，恐有陰毒不法加害本

人之後續動作，為防範於未然，王獻極及家屬自今日起，如有

受任何車禍、墜樓等之任何意外傷害，皆是中國黨馬英九為元

凶的幕後黑手作祟操控，一切責任皆由馬英九承擔。

丟鞋嗆馬無罪



2012/12/27(四)

台灣守護聯盟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51P-6-

  耶誕節前夕公投盟蔡丁貴教授和鄭國忠牧師率領的台灣人救

扁義勇軍從立法院旁的公投盟基地出發，沿途報佳音，於上午

09:30平安返抵公投盟基地。

  人數有五十多人的台灣人救扁義勇軍在景福門圓環繞七圈報

佳音，到國防部文化園區報佳音，到特偵組報佳音，最後在晚

上十一點左右來到台北榮總。救扁義勇軍先在中正樓一樓大廳

休息，之後整隊前進到精神樓和長青樓之間的巷道中集合，在

阿扁聽得到聲音的地方一起唱平安夜等歌曲，向阿扁總統報佳

音。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阿扁總統住哪一間病房？也不知他

到底睡了沒有？有沒有聽到義勇軍的唱歌和牧師的祈禱？最後

由鄭國忠牧師帶領大家替阿扁總統祈福。

  事後知道阿扁沒有接到義勇軍帶來的佳音，因為他那時候已

經睡著了。阿扁通常晚上沒訪客，也沒事可做，九點左右就上

床睡覺了。而且阿扁每晚吃兩顆安眠藥，不睡也難，要被吵醒

也難。

  阿扁總統知道義勇軍曾來報佳音時表示他非常感謝義勇軍在

寒夜中這麼辛苦地從立法院一路走到台北榮總來，不棄不捨，

勇於站出來支持他，給他溫暖。但考因為這裡是醫院，有一百

多個精神異常的病人住在精神樓和不知數目有多少的其他科病

人住在長青樓，阿扁認為晚上十一點左右來到醫院唱耶誕歌和

祈禱似乎有點不妥。阿扁凡事都會考量他人的立場及處境，因

此，雖然他很感念救扁義勇軍在耶誕夜的雪中送炭，但覺得不

妥時還是表達出來。

台灣人救扁義勇軍在耶誕前夕到北榮向阿扁報佳音

  四十多位美濃反水庫大聯盟的鄉親在2012年12月22日那

天遠從高雄搭遊覽車來台北榮總向阿扁總統道謝及送暖，

然後又兼程趕回美濃。美濃的鄉親們帶來他們的盟旗、花

束，中壢鄉親廖秋蓉也親自製作的幾個紅龜稞要送給阿扁。

以下是美濃反水庫大聯盟寫給阿扁總統的信。

敬愛的陳水扁總統：

  我們是來自美濃的鄉親感恩感謝陳總統當年用智慧與堅

持，選擇和我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興建美濃水庫，使得

在八八風災、甲仙大地震這兩項天災發生時，我們得以安

然度過，並保住我們的生命與財產。

  馬桶把您打入黑牢，折磨您讓你失去人權與尊嚴，您為

了台灣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您受苦了，我們都知道。

  今天在聖誕節前夕,我們來到醫院面前，手持聖潔的燭光，

在羅榮光牧師的帶領下，為您祈福，祝福您身體健康，早

日平反予我們團聚。

  我們將反水庫大聯盟的大旗一面，送給陳總統紀念！

                         於美濃反水庫大聯盟　敬上　             

                               2012.12.22

有情有義的「美濃反水庫大聯盟」

圖 ↑ 公投盟蔡丁貴教授帶動唱。

圖 ↑ 李述儒在臉書上的PO文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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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九○八台灣國新國民運動】

「聯合國、台灣與世界文化遺產」座談會

展望2013年公義和平音樂祈禱大會邀請函
  親愛的會員與朋友們：聖誕恭喜！新年快樂！

我們的國家台灣這四年多來在馬政府的執政下，已面臨民主

自由、社會正義、經濟發展步步倒退以及主權和國格逐步淪

喪的重重危機中，令人憂心，然而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因

為台灣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美麗海島國家，我們台灣國人必須

站出來繼續為我們這一代及世代子孫的自由、尊嚴與幸福奮

鬥到底，因此，本會每年年底持續舉辦展望新的一年度台灣

與世界各國能滿有公義和平的音樂祈禱會。這次「展望2013

年公義和平音樂祈禱大會」舉辦的時間、地點與主題、節目

如下，歡迎所有關切台灣國家前途的朋友們熱心邀約親友與

鄰居同來參加，互相鼓勵，攜手前行：

1.時間: 2012年12月29日(週六)上午9:30~11:45(9:00起報到)

2.地點: 雙連教會禮拜堂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1號與錦州街交叉口)

3.主題:「堅守台灣主權，實現公義和平」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北、七星、西美中會教社部)、台灣各社團 同邀

台灣歷史學會研究例會第38回
主辦：台灣歷史學會台灣研究讀書會

時間：2012年12月29日（六） 15：00～18：00

地點：稻鄉出版社3樓討論室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53巷28號）

主題：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協會)與棒球行政運作之

              研究〉

導讀人：林丁國

對談人：李碩珞

台灣研究讀書會網站

http://www.wretch.cc/blog/reading228

帳號 reading228 密碼1947228

歡迎各位踴躍出席及討論!! 自由入場，不收費用。

聯絡人：張詠欣；0911-794857；

e-mail：powers8641@gmail.com

聯合國、台灣與國際女孩日座談會
  聯合國去(2012)年宣布通過10月11日為「國際女孩日」，

發表聲明，要求各國培力與投資女孩。呼籲各國重視女孩，

幫助女孩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顧

免費報名：

電話：02-2570-8311、02-2570-8311，陳雪琴小姐

傳真：02-2578-9673

議程報名表下載，

基金會網址: http://www.taiwanncf.org.tw

網路報名：E-mail: taiwan.ncf@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