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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治國
  馬英九就任中華台北區區長近五年來治國無方，一意孤行，

陷國家於各式各樣的危機中，街頭抗爭也此起彼落，無日無之。

馬英九主政的特色之一是無視於民意反應，事無大小一概堅持

己見，而且通常是蠢見；特色之二是認賊作父，在有關台灣和

中國兩國間的互動方面凡事聽命於中國，唯中南海馬首是瞻。

後者是馬英九最嚴重的失政，使台灣有逐漸流失主權，最後被

中國併吞的危機。由於有以上兩大特色，馬的民調才會掉到十

幾趴，不僅被國際認證為Ma the Bumbler，也在世界人權日的

活動大會上被民眾丟鞋子抗議，一丟成名天下知：Ma the shoes。

  在經濟上，馬不讓民意有介入的機會，蠻橫地和中國簽了

ECFA（過渡性貿易協定），將台灣的經濟命脈牢牢和中國連結

再一起，使台灣產業的資金、人才大量西進中國，結果是人民

大失業、薪資下降、國家財政惡化。在景氣不好時，馬還落井

下石，堅持推動油電雙漲、強徵證所稅等不得人心的政策，導

致物價上漲，民生困苦，民怨不斷。

  國防上，馬採取國防休兵的政策，不積極採購先進武器，弱

化國防。更嚴重的是馬政府的退休將領們成群結隊地赴中交流

時還公開說：「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讓現役國軍有不知誰

是敵人的疑惑。外交上，馬採外交休兵的政策，讓台灣在國際

上逐漸被認為是中國的一省，而不是一個國家。在釣魚台爭議

上，馬政府採取聯中抗日的立場去保釣，讓台灣遠美日而親中

國，這對台灣的國安是有嚴重後果的，但馬政府毫不在意。

「中國歌曲排行榜（簡稱中歌榜）」來台灣頒獎有矮化台灣主

權之虞，識者期期以為不可。但馬政府仍然以不能舉辦「頒獎」

典禮為條件，允許中歌榜在台北小巨蛋舉辦演唱會。結果主辦

單位還是將「中歌榜」頒獎變相偷渡到答謝宴舉辦，而馬政府

也沒有處理！

  媒體被商人壟斷對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及國家安全的危害是

大家可以預見的，尤其是被親中商人壟斷。但馬政府無視於中

國黑手不斷介入台灣媒體的危機，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仍然在2012年7月有條件地通過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案，讓已擁

有中時、中視、中天電視等媒體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得以進一步

併購國內主要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一的中嘉網路，成為台灣的

媒體怪獸。本案已引起學界、朝野黨派、及社會大眾之關注。

近千名「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師生在自由廣場上跨年守夜，

以靜坐方式表達年輕世代守護台灣民主及言論自由的決心與熱

情。但專家和青年學子們「反對媒體壟斷！」的吶喊聲馬英九

聽不見就是聽不見！

  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馬英九為什麼會那麼傾中呢？

為什麼會對敵國中國那麼不具戒心，甚至還頗為熱心倚靠呢？

答案應該和他的父親馬鶴凌有關。可以說每個人都知道馬英九

的父親馬鶴凌是個大中國主義者。馬鶴齡骨灰罈上的「化獨漸

統，全面振興中國」和「協強扶弱，一起邁向大同」兩組題字

是馬英九親筆題的。到底那裡組題字是馬鶴凌的遺囑，還是馬

英九杜撰的？眾說紛紜，沒有定論。雖然馬鶴凌在乾女兒翁惠

美的床上心臟病發暴斃時馬英九並未隨侍在旁，無法親耳聆聽

馬老先生最後的遺言。但馬英九既然在其父的骨灰罈上題上那

些字，則那些題字的涵意一定不違馬鶴凌的日常生活中常說的

本意，也是馬英九尊重及願意遵守父親遺訓的表示。

  馬英九經常掛在口上的台詞是「依法行政」，但毫無法源根

據的年終慰問金是等到民意沸騰了馬政府才勉強讓步刪減的。

可見馬的「依法行政」是看人說的。馬英九念念不忘的另一句

台詞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但當在野黨主席時堅持不通過

監察委員人選，不讓監察院運轉的人就是他；不理大法官會議

解釋，堅持不繳健保費的台北市長也是他。現在他當上中華民

國的「總統」了，但把總統做小成中華台北區區長的已是他。

可見馬英九心中根本沒有中華民國，也沒有中華民國憲法，有

的只是他老父的遺訓，所以他才會在其父骨灰罈題上「化獨漸

統，全面振興中國」和「協強扶弱，一起邁向大同」那兩組字。

  因此，現在在治理中華民國人並不是馬英九本人，而是馬的

父親馬鶴齡；中華民國的最高法典並不是那部領土範圍不包含

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而是馬鶴齡骨灰罈上的那兩組題字。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馬英九從政以來的所有施政及作為，就一切

都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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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到處可見「統一」的字眼；「國家統一」、「統一中
國」、「統一聯盟」、「統一超商」，可見長年來台灣人民還

是擺脫不了封建的「大一統」霸權心態，深受其宰制。

  現代人類追求「學術獨立」、「司法獨立」、「人格獨立」、

「國家獨立」…。結婚之後，子女也急著離開父母，建立新而

獨立的家庭，享受小小愛之窩的溫馨，可見「獨立」價更高，

台灣應有「獨立報」「獨立公司」「獨立商店」…

  美國的思想家艾默森極力倡導「自恃」(self-reliance)，

形塑美國獨立後的立國精神。「自恃」就是一種獨立自主的精

神，今天美國可以成為世界的超強，絕不是偶然。當然「自恃」

必須源於對創造主上帝的信靠，深信「天助自助者」，所以美大學講師  陳三興
國的錢幣上才有一句雋永的話：「In God We Trust」(我們信

靠上帝)。

  國家的獨立(dependence)絕不是要與他國對立。在現今的地

球村裡，所有獨立的國家必須學習互相依靠(interdependence)、

互惠互助，始能實現公義並且和平共存，增進人類共同的福祉。

  千百年來，台灣人未曾建立真正獨立的國家，一直受到更迭

的外來政權所統治與壓制，因之，建立台灣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乃是現今台灣人神聖莊嚴的使命，也是台灣人光榮的權利與責

任。尤其是在今年2013年我們將面臨更多中國的政治、經濟、

文化與宗教….的統戰滲入台灣國內，以壓制台灣獨立自主。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全世界只有五十多個獨立國家，之後，

許多國家紛紛擺脫長期的殖民統治，如今全世界已經有將近兩

百個獨立國家，去年九月十一日也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自治

區民眾150萬人走上首府巴塞隆納的街頭要求獨立，手裡舉的

標語牌明確地寫出共同的訴求，「加泰隆尼亞，一個新的歐洲

國家。」我們台灣國人也要一起訴求：「台灣，一個新的亞洲

國家！」

  可見追求自己的民族與國家的獨立自主，已是現代世界的趨

勢，也是現代人類文明的可貴價值，只有當更多的台灣人體認

獨立自主的價值時，始能建立新國家並且走進國際社會，願大

家一起互勉，作為新年共同的禱祝。

  前天(12/29)早上參加「展望2013年公義和平音樂祈禱大 會」，

王美琇女士精彩的演講中，把赤藍權貴清楚地定義為「外來的

掠奪者」，充分反映了台灣社會對赤藍統治集團公開的憤怒。

  會後，和三位熱心到場幫忙「台灣國籍宣示」登記工作的朋

友吃完中餐，坐公車回家的途中，隔著走道旁邊坐著一位年輕

端莊的母親，抱著一個大約四、五歲大的孩子，應該是為了讓

出一個座位給擁擠的乘客群。

  我注意到她很有耐性細聲地用福佬話向孩子解釋周遭的狀況，

包括車內的配備、窗外兩側出現的景像等，小孩子也用流利的

福佬話和母親對談，站在旁邊拉著行李箱的父親偶而也插嘴參

加對話。

  印象中，這是我從搬回台灣之後，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觀察到

父母認真教自己的孩子用母語。我好奇地問那位父親那裡人，

他說是彰化人，現住新竹，來台北探親過年。那位母親告訴我，

小孩也能夠流利地用「北京話」，但是，他們堅持要在自己的

時間裡講自己的台灣話。

  我於是遞了一份「台灣國籍宣示運動」的傳單給那位父親，

他很認真地看內容，似乎覺得新鮮又好奇，對「台灣民族」的

用詞表現了一種「在摸索中抓住目的物的喜悅」。他那種表情，

我也曾經在上「夢中的國家」廣播節目時看到，另一位同時應

邀為與談來賓的政治受難者蔡寬裕先生，他睜大老邁的眼睛看

著正在用「台灣民族」向聽眾述說的我，然後他激動地對著麥

克風說：這是他五十年來多麼希望台灣人能夠公開用來談論台

灣問題的觀念。

  我趁機把自己在美國出生的女兒到大學的時候，開始主動和

其他第二代台灣人同學以及父母用台灣話交談的故事，說給坐

在母親腿上的小孩聽，鼓勵他熟練台灣話，小孩似懂非懂，母

親也趁機強調講台灣話的重要。原來有點北京話吵雜的周遭乘

客似乎也都安靜下來，聽我和那對母子的福佬話對談。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獨立自主的價值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教自己的孩子用母語

 

  馬英九說要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統一台灣。請問台灣(註一)，

哪一天是中國(註二)的領土？不然，如何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把它與中國統一起來？

  一、自古中國人不認為台灣屬於中國。

  1‧孫中山與台灣一書中轉述，1925年孫文曾說[我們必須鼓

吹台灣獨立]。

  2 1936年毛澤東在[紅星照耀中國]談話中，説如果朝鮮人‧

民希望恢復獨立，我們熱烈支持。這點也同樣適用於台灣。

  3 1938年4月，蔣中正在其[抗日戰爭與本黨前途]演講中，‧

表示戰後[必須使高麗、台灣恢復獨立]。

  4 1941年1月5日，周恩來在其[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演講‧

中，亦主張[應協助朝鮮、台灣獨立]。

台灣如自古屬於中國，這四位中國大人物，豈非喪權辱國或神

經病？

  二、舊金山和約未規定應將台灣交給中國。 

  這是所有聽過或看過舊金山和約的人，都知道的事。戰爭結

束前發表的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確實提到戰後台灣歸屬問

題，但其最終決定書舊金山和約上，並未如前二宣言之初衷，

將台灣交給中國。

  三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不但台灣不屬於中國，連台灣人也不屬於中國。1952年簽的

台北條約第十條載明，日本承認台灣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但

1972日華建交，日本宣佈廢棄台北條約，即不再承認台灣人屬

於中華民國。所以今天的台灣人護照，國籍欄也不再填[中國]，

一律改回[台灣]。我這樣說哪裡不對嗎？

  四 台灣迄未納入中國版圖。、

  如台灣屬於中華民國，國民黨為何至今不敢依憲法程序，將

台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五 有效統治不當然取得台灣主權。、

  中華民國有效統治台灣或台灣人參與選舉，中華民國不當然

取得台灣主權。美國對關島也算有效統治，關島人也參與選舉，

但美國並不當然取得關島主權。今天關島只是託管地。

  六 美國堅持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對台灣主權，採模糊策略，不承認對台灣有主權，但重

要時刻卻出面強調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甚至主動派軍艦巡

邏台灣海域，並制訂國內法性質的台灣關係法。依該關係法，

美國對台灣之安全握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台灣人不必過度慌張，

倒要再三嚴詞駁斥馬氏的謊言繆論，才不會積非成是。 

  七 依中華民國憲法，只能與金馬[統一]。、

  因為[金馬]為中國固有領土。其次，台灣人應認清自身的[非

關係人]身份，不可無端任由馬氏騙去與人[統一]。
註一：台灣泛指台灣及澎湖。

註二︰中國泛指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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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Political Prisoner Report, Jan. 3, 2013. Chen Shui-bian, 

broken in spirit and serving a lengthy prison sentence for 

alleged corruption, still remains the ruling Kuomintang's chief

opposition fig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exile. Chen was

President of the ROC from 2000 to 2008 and found himself in 

legal trouble just minutes after leaving office.

   Chen Shui-bian was born October 12, 1950 into a poor farming

community in Tainan County. The young Chen applied himself 
to his studies and graduated with honors from high school. 
Chen attend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becoming a commercial attorney in 1974. In 1975, Chen married

Wu Shu-chen, the wealthy daughter of a physician whom he 

had known since high school, and started a family raising two

children.

   Life was good to Chen, but Taiwan was under strict martial

law and the lack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under the 

Kuomintang regime of Chiang Ching-kuorankled the young 

attorney. The exiled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ruled 

the island since October 1945 when the Chinese were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Taiwan, then commonly called Formosa, 

following the surrender of Japan in World War II.

   On December 10, 1979,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a 

larg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 in Kaohsiung was disrupted

by provocateurs resulting in street clashes between police and 

demonstrators. The ruling Kuomintang elites saw an

opportunity to prosecute the top opposition leaders accusing 

them of fostering a riot. The political show trial against the 

“Kaohsiung Eight”, and resulting prison terms, was a defining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oral democratic progress on the

island and the ultimate end of martial law.

   Chen Shui-bian rose to the occasion and joined the defense 

team of attorneys for the “Kaohsiung Eight” representing 
Huang Hsin-chieh The case changed not only the course of 
Taiwanese history but launched Chen on a career of public 
service and political activism.
    By 1981, Chen got himself elected to the Taipei City Council 

as a candidate of the Tangwai movement. In 1984, Chen formed

the Civil Servant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ion which 

published a magazine called Neo-Formosa which Chen edited.

In January 1985, Chen was sentenced to a year in prison for libel 

against Elmer Fung, a Kuomintang strategist who was later 

elect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While appealing his prison sentence, Chen returned to Tainan 

and ran for County Magistrate. Chen lost the race. Three days 

later at a rally to thank supporters, Chen's wife, Wu Shu-chen, 

was hit twice by a truck and became paralyzed for life. After 

Chen's imprisonment at Tucheng Penitentiary over the Neo-

Formosa article, Chen went to work as one of the key founder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 opposition party to the

ruling Kuomintang party. Chen was also assistant to his wife 

Wu Shu-chen who was elect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while 

Chen was in prison.

    In 1989,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Chen was elect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as a new DPP member. Chen left the legislature

when he was elected Mayor of Taipei in 1994 during a three-way

election featuring the New Party which drained votes from the 

Kuomintang candidate. Chen served as Mayor until 1998 when 

he was defeated for reelection by Ma Ying-jeou.

   Chen's defeat by Ma opened the door for a bid at the top spot 

in the ROC governing structure. Another three-way election in 

2000 allowed Chen to advance 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giving

the Kuomintang its biggest defeat since Mao Tse-tung evicte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from China in 1949.

   President Chen survived an election eve assassination attempt

in 2004 during a campaign parade where he was shot in the 

abdomen and went on to win reelection to a second term. 

Chen's reelection was another setback for the Kuomintang who 

still kept control of the legislature, judiciary, and ROC 

bureaucracy.

    Shortly after Chen relinquished control of the ROC, on his last

day in office, Chen was informed that he wa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corruption and restrictions were placed on him. Within a few

months Chen would completely lose his freedom and 
be subjected to pretrial detention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lengthy prison sentence.

   Ma Ying-jeou, Chen's successor, claims he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Chen's prosecution and that he has left the matter to

the professional prosecutors and has cited the investigation 

began before he took office. However, many believe that Ma

actually orchestrated the prosecution of Chen by pulling strings 

behind the scenes.

    The Chen family was the subject of corruption allegations in 

2006 which led to a month-long “Red Army” protest against 
Chen calling for his removal from office. Chen rode out the

storm denying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him and completed his 

second term in office. Chen was convicted of bribery following a 

controversial trial where numerous violations of his rights 

occurred and the chief witness recanted his testimony.

   Chen Shui-bian remains a political powerhouse even from his 

solitary confinement. Many leaders in Che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ve stepped back from Chen, some for fear 

they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corruption, but Chen seems to still 

enjoy loyal public support and increasingly has become 

identified as a symbol of Taiwan, imprisoned in a “one China”
philosophy. In December, Chen had to deny he was forming a 
new political party as rumors spread in the Taiwanese media.
   The allegations that Chen was corrupt have been used to 

disparage the DPP and rally support for the Kuomintang 

ncumbents. However, the biggest winner in the Chen-is-corrupt

scenario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which Chen 

represented a huge obstacle to “un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s “one China, two areas” slant toward

China.
   Chen Shui-bian denies he was corrupt and says he was the

victim of a rigged trial for political purposes.

Chen Shui-bian is the Kuomintang's most powerful opposition leader
Taiwan Policy Examiner  Michael Richardson

原文刊登於：
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chen-shui-bian-is-the-kuomintang-s-most-powerful-opposition-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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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回溫，18度氣溫下，冷風拂面下晨走。我們叫醒太陽，

他不客氣地回我們強大的太陽能。今早到辦公室，太陽跟著到，

射進一道道光芒，不是黃金光芒，而是強光。我也不客氣回敬，

今天吃台中朋友帶來的太陽餅當早餐，上面記錄296大卡，剛好

夠用。太陽餅，上面說：「日出，叫太陽起床」；背面說：「叫

太陽起床，為本市爭光」，好大的口氣。我呢？曝晒吸收了陽

光，吃了太陽餅，喝了義式咖啡，我要為診療阿扁總統賣力，

完成艱難的使命。

  今天早上教學門診後，為阿扁總統的神經學診療，完成十大

張的現狀英文與台文專業診療報告。四天前寄給北榮主治醫師

與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今早獲得小組幫我完成的文字修

訂，我做最後的定稿。我再回寄給家屬、主治醫師與醫療小組

成員。在陳總統與家屬同意下，小組與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作醫療專業的討論，他們開理監事會，全美洲各地的台灣人醫

師協會，一致同意我的結論、意見與建議，並對外發出聲明。

  今天也完成以3D影像分析陳總統與家屬拜託我做的陳總統兩

次核磁共振掃瞄的片子判讀與分析。我邀請國外回來的專家一

起討論，幾天來馬不停蹄。我們使用VBM(Voxel Based Morphometry)

以SPM軟體分析，有重要的結論，且相當有意義(P<0.0001)。

所有陳總統神經學診療工作，完成階段性的使命與蒐證，我的

建議業已送出。

  中午稍為喘個息，找個可以吃簡餐的地方，吃麻油雞餐！想

不到吃了三分之二，被叫回來開預定的台灣醫療史學會辦公室

月檢討會，還好太陽已給我足夠的能量！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係海外最大的台美人醫師團體，於2012

年12月31日由總會及13個分會共同發表聲明（附件一）指出，

經理事會投票通過，該會贊同台灣神經醫學教授陳順勝就陳水

扁總統病情所提之診斷及解說（如附件二 中文病歷摘要），

主張陳總統應該繼續在有學術權威的醫學中心接受神經內科、

精神科及其他科別的專業團隊治療，不宜再回到導致他發病的

台北監獄。

  對於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跨海聲援，本小組表達最高的感

謝，並嚴肅要求馬英九政府能夠尊重、重視醫界專業的意見及

醫者的道德良心，儘速准予陳總統保外就醫，真正確保其生命、

健康與基本人權。

醫療小組建議處置如下：

  1.為了治療憂鬱、認知功能障礙、與妄想症，陳總統必須離

開引起憂鬱與妄想之環境，為了改善認知功能與語言障礙，應

該提供他熟悉的環境。

  2.為醫療需要，應絕對避免壓力與刺激，以防範階梯式、亞

急性惡化而產生新的病變與症候。

  3.至少有四項隨時會危及生命的疾病或風險等待處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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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醫療環境應包括

可以提供精神、神經與緊急處理照顧之能力。

  陳總統所表現神經學症候群，主要靠臨床診斷，無法以儀4.

日出太陽給我力量
完成診療阿扁的使命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儘速准予陳總統保外就醫

器確診，建議比照精神科籌組客觀「神經學小組」共同會診，

以昭大信。

  5.目前陳總統為「受刑人」身份，同時有重度憂鬱症與妄想

症，在醫學倫理上屬雙重易受傷害族群，根據法制化的倫理，

理應受特別之保護，保外就醫是唯一的選擇。 

  特偵組終於講實話，自打嘴巴地替阿扁翻案了。根據貴報十

二月二十八日的報導，「龍潭購地弊案劉世芳及魏哲和簽結案」

的說明中說：「科管局與達裕公司簽訂八十六億餘元的『土地

先行使用及買賣契約書』，當時是以每坪四萬零六百五十元價

格買進土地，但達裕之前則是以每坪七萬一千五百零九元到五

萬五千元間價格買地，科管局並未以高於市價行情圖利達裕公

司。」請注意科管局向達裕買地的價格（每坪四萬零六百五十

元），遠低於達裕當初買地的價格（每坪七萬一千五百零九元

到五萬五千元間）。顯然達裕公司在那一筆交易中是虧損的，

而政府則是賺到的。

    設若當年阿扁有收受辜家的佣金（事實證明是辜仲諒做偽證），

且發揮影響力幫助辜成允，在二○○四年間協助達裕公司將龍

潭土地轉賣給政府，再由國科會及科學園區管理局，利用職權

將桃園科技工業區排除在科學園區外，豈有廠商行賄後，反遭

虧損的道理？達裕公司賣土地虧損一事，證明特偵組當年所說

扁珍在收受辜成允佣金後，協助該公司將龍潭土地以「高價」

轉賣給政府的指控根本是捏造的。特偵組在「龍潭購地弊案劉

世芳及魏哲和簽結案」中所舉的數據，剛好證明阿扁無罪。

    當年特偵組以辜仲諒的偽證及瞎掰的起訴理由，將阿扁總統

夫婦起訴，讓阿扁被高等法院以迥異於正常程序的方式判決有

罪，且關到今天。造孽啊！

自從陳水扁總統失去自由以來，由蔡丁貴教授領導的公投盟

盟員及台灣公義行動教會的成員每個月初三都會舉行「光義行

動」，目的是要聲援陳總統，要求馬政府釋放陳總統，同時也

為陳總統祈福，希望上帝眷顧他，讓他早日獲釋或保外就醫。

陳總統被拘禁在土城看守所時，「光義行動」就在土城看守所

前面舉行。陳總統被關在龜山鄉台北監獄時，「光義行動」就

在龜山鄉台北監獄前面舉行。陳總統被送去署立桃園醫院或長

庚醫院做檢查時，「光義行動」就在署立桃園醫院或長庚醫院

前面舉行。現在陳總統在台北榮總治療重度憂鬱症及其他病症，

「光義行動」就在台北榮民總醫院舉行。2013年1月3日適逢

「光義行動」的定期舉辦日，公投盟蔡丁貴教授帶領的救扁義

勇軍、挺扁民眾及台灣公義行動教會的成員就自動自發地在當

日晚上18:30在台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一樓大廳集合，舉行「光

義行動」，由黃哲彥牧師帶領大家祈禱，希望陳總統早日重獲

自由及健康。

阿扁是被冤枉的
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本文已刊登於2012-12-31的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光義行動在榮總光義行動在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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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908台灣國總部發起的踏馬、丟馬、棄馬舞發表記者會，於

元月4日（五）下午2：28分，在捷運忠孝復興站2號出口，SOGO

前廣場舉行，現場由近百民眾表演用鞋子拓印踏在馬臉上，用

藍白拖丟在馬臉上，總會長王獻極，並親自作詞「棄馬舞」，

親自表演棄馬舞，藉由拋磚引玉，希望文學家、作曲家、舞蹈

家，填詞，作曲，編舞，讓全民響應來跳「棄馬舞」，擴大社

會棄馬倒馬的運動能量。

  王獻極說，2008年總統選舉，中國黨候選人馬英九，為了爭

取進千萬藍白領階級的勞工選票，以經濟成長率6%，年所得3萬

美元，失業率3%以下的633為競選訴求口號，並成立所謂的「藍

白拖大隊」，來爭取勞工選票，但中國黨的馬英九執政5年以來，

完全是「選前叫阿娘，選後駛恁娘」，選前選後兩張臉，完全

不顧勞工死活，633完全跳票，經濟成長剩下1趴，失業率居高

不下，薪資所得創下14年來新低，勞工沒頭路，餓肚子，生活

苦，路有餓殍，馬還高唱何不喝肉糜，何不吃兩個便當，真的

不知民間疾苦，騙很大，是世界最大的老千大騙子，馬英九已

經忘了藍白一族，每天吃香喝辣，穿西裝革履四界遊走，基層

人民有時連藍白拖都穿不起。王獻極才會在人權日引燃心中的

怒火，希望用鞋丟醒馬，但馬英九還是無感，不知反省，卻要

反過來約談移送丟鞋哥。因此，成立「藍白拖大隊」，以「其

馬之盜，還治其馬之身」，呼籲，凡是覺得受騙、受辱、失業、

生活苦的藍白領勞工朋友，元月13日（日）下午2：28分走出來，

集合到忠孝復興捷運站2號出口，SOGO前廣場，参加「藍白拖大

隊」棄馬大遊行，表達勞工朋友心中的怒火，成立「藍白拖大

隊」的另一層意義，就是鼓勵台灣人在家休閒時，儘量多買多

穿堅持在地生產（MIT）的本土傳統產業的產品，以行動鼓勵堅

持在地生產的廠商。所有参加「藍白拖大隊」的遊行民眾，人

人頸上掛上一雙藍白拖。另外反對公教銀領18趴，13趴，及反

對不做事還領年終慰問金的人，請参加「廢18趴大隊」，反對

「馬統」，主張自決建國，公投新憲的人，請参加「反馬統大

隊」。元月13日（日）當天下午2:00起，開始在SOGO前廣場，

舉辦全民踏馬、丟馬、棄馬舞等全民劇場，向民進黨發動的

「人人火大一路嗆馬」的遊行隊伍通過致意，「廢18趴，藍白

拖大隊」將走在隊伍最後，前進凱道會師。

  參加記者會社團及代表人有：台灣心會林福順理事長、公投

盟蔡丁貴總召、綠色21台灣聯盟張貴木副理事長、台灣客社張

葉森社長、台聯副祕書長劉一德、台灣公義社紀文清總召、台

灣建國黨黃國華主席、手護台灣志工團范小鳳團長、台北市童

仲彥議員、台灣蕃薯協會高詠真創會長等。

908發表踏馬、丟馬、棄馬舞
呼籲113成立「廢18趴、藍白拖」大隊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三大鎮館重要收藏品之一「黃虎旗」，

完成修護並展出，赫然發現黃虎旗背面竟有另一隻樣貌略有不

同的老虎；原來，黃虎旗是雙面的彩繡手法。

  話說1895年3月26日日本攻佔澎湖，定局的3月30日簽訂的中

日停戰條約中，臺灣紳民發現條約所訂停戰區，將台澎排除在

外，證實中國將台澎視為棄地(殖民地)。臺灣士紳陣營以邱逢

甲、陳儒林、林朝棟為首，於5月15日宣佈據為島國，繼承東

寧國(東番國)。邱氏在竹塹(新竹)舉旗號召復國大業。那面旗

幟便是「黃虎旗」。

  5月20日清廷電令「福建臺灣巡撫」唐景崧開缺去職，並安

排願撤離的清軍返國，於是自康熙起佔據臺灣的殖民地時期畫

下句點。唐氏表態歸附民主國，一起歸順的中國數十營駐軍兵

員逾萬名。

  5月23日，臺灣南北紳民匯集臺北城，發表「臺灣民主國獨

立宣言」(Offici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昭告各國政府，已成立新政府。新議

院同日推舉正副議長，定黃虎國旗。

  新政府創共和立憲國體，副總統邱逢甲草擬新憲法，中部義

勇統領林朝棟備有「棟軍」七營，可動員上萬名後備部隊，成

為民主國國軍主力，氣勢不凡。清廷連發十二道密電拐誘林氏

勿對抗日軍，以解散棟軍，邱氏也陷其詭計。中國戰敗是常事，

出賣臺灣民主國則屬奸詐。

  唐景崧總統就職後陰謀叛國，恢復已廢巡撫系統建制，對日

軍入侵，虛應故事，僅十日棄臺北城逃回中國(帶走福建臺灣巡

撫關防)，不把國庫交副總統邱逢甲，讓亂兵搶奪。6月下旬士

紳另成立民主國台南政府，籌新議院。許獻琛為議長，協合劉

永福黑旗軍，主導抗日聖戰五個月，為黃虎國旗犧牲的英烈計

一萬四千名。

  據筆者瞭解，臺灣民主國黃虎國旗有兩種，一為藍底上繪英

姿煥發的黃虎，一為斑紋井然，仰視北極星光火炬，足踩祥雲

的黃虎。現在日本東京皇居振天府的民主國黃虎旗屬後者，據

說設在香港的中華民族梅花會收藏一面民主國黃虎旗，也屬後

者。

  臺灣人緬懷燦爛的歷史，宜速恢復臺灣民主國及黃虎國旗，

以撥亂反正。《本文已刊登於2012-12-16 的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黃虎旗，Republic of Formosa
黃虎旗復國黨籌備處執行長   黃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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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略談台美中的教育制度
  李弘祺教授將談他在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的教育經驗，包

括他所遇到的名教授，他們的影響，也談談耶魯大學的“學

院”制度，以及當時臺灣同學們的組織與生活。

時間: 2013年1月5日(拜六)下午三點半

地點:  嘉義市中山路 255號 台灣圖書室

講師：李弘祺 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簡歷：台南人，台大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曾在

  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1991年出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

史系教授兼亞洲研究系主任，並在該大學研究院擔任博士指

導教授。2003-2005年間應聘擔任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並出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後出任國立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委、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並創立該校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年轉任清大歷史所講座教授。其研

究主要集中於中國教育史及思想史。

編著有《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2005)，

《東亞的教育與科舉》（2006），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 (2004), 

《理性、學術與道德的知識傳統》(2004), 

《面向世界：現代性、歷史、與永恆的真理》(2002),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2000),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1991), 

《讀史的樂趣》(1991),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1985),

《西洋史學名著選》(1982) 等多本有關教育與科舉及史學史

的專書。在中國、美國、德國、日本、義大利、香港及台灣

都有論文發表。李氏在學術界甚為活躍，曾經獲得各樣學術

獎金及榮譽。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旦福大學、東

京大學、慕尼克大學等地訪問、演講或從事研究，推動各項

學術交流計劃。也曾擔任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屬下的史學史及

史學理論學會的執行委員，以及東京大學東北亞海洋文化交

流計劃的國際顧問。

1月3日原貌文化 週四讀書會「國之旅─台灣」
活動名稱：國之旅─台灣

主辦：原貌文化協會 (Tel :02-28836419)

主講人：林和進 老師

時間： 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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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林捷運站1號出口，左手邊方向直走，左手邊第

      2個全家商店之後的335巷子內。公車士林國中站牌下

      車。)

  因地殼造陸運動，板塊擠壓拱起的台灣本島，四面環海；

特殊地型氣候，生態環境從熱帶、副熱帶、溫帶、寒帶層次

分明，生物多樣性包羅萬象，堪稱為北半球活生生的博物館，

名符其實的寶島-台灣。    得天獨厚的我們生活在台灣島，

隨時可以輕鬆環島自在旅遊，不用趕路也不用走馬看花。旅

遊達人-林和進老師將如何安排行程的方法，吃好、玩好又

省錢的好去處與我們分享，是值得推薦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