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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媒體報導進黨大老、中執委蔡同榮與前行政院

長游錫堃、台灣之友會總會長黃崑虎、台灣國家聯盟

總召姚嘉文、民進黨立委陳唐山等人正積極籌組「反

一中連線」，並表示將串聯民進黨、台聯人士與本土

社團幹部，預定最近召開籌備大會。我們肯定這一些

大老們站出來團結「獨派」，並能積極的站在台灣人

的立場，反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想併吞台灣。所謂

的「一中」，顧名思義，當然是一個中國的簡稱。

  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直到1971年10

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文，驅逐蔣

介石政權，在國際社會上就僅存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權代表中國。台灣則在美國台灣關係法的制定之下，

和全球各國維持維持文化、商務與其他非官方的互動

關係。即使目前在台灣行使統治權的「中華民國」，

也只是非法佔領台灣的國民黨體制。它所加諸台灣人

身上的非法組織，在國際社會上連「流亡政府」的資

格都沒有。

  非法的中華民國政權在所謂的「一中」架構下，把

台灣的處境帶入一個無法預知的狀態，甚至於讓台灣

因為國共內戰的因素，成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之間的

犧牲品，尤其中國崛起之後，成為台海間買辦祭旗的

供品，這是台灣人的悲哀。而今，許多台派人士陷落

在「一中」情節中無法自拔，實在是可惜。這也是台

灣人至今還無法完成獨立建國的重要原因。

  雖然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不斷強調「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依美國的立場，美國也只是

加以「認知」（Acknowledge）而已，並未予以「承

認」（Recognize）。反觀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它很清楚的表示：「世界只有一個中國」，以及「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美國同意落

實中美兩國政府所簽署三個公報的內容，遵守與台灣

維持文化、商務與其他非官方的互動關係的承諾，以

及不支持「台灣獨立」、「兩個中國」與「一台一中」

的主張。

  美國以台灣關係法的制訂明確的表達美國的立場，

及對台灣有別於中國的支持。在台灣人還沒完成建國

「獨派」大老V S‧「反一中連線」
之前，遵循並維護台灣關係法，應該是維持台灣安全

的最佳選擇。美國的不支持「台灣獨立」、「兩個中

國」、與「一台一中」的主張，並不表示美國人反對

「台灣獨立」、「兩個中國」與「一台一中」的主張，

台灣人應該在這一個被刻意創造的模糊空間中，尋找

台灣的出路，有信心的走台灣人的路。

  台灣人必須跳脫「一個中國」的泥淖，並建立台灣

人的主體信心，勇敢的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

承認一個中國的現實。而就國際現實而言，一個中國

本來就是存在的事實，台灣人也沒必要去否認。只是

那個「一中屋頂」，實在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間的恩怨，和台灣人無關。台灣人如果無法擺脫中

華國這一個非法政權的宰制，所謂的「一中」才真正

的會成為台灣人的夢靨。

  這個時候，有些關心台灣前途的前輩大老提出「反

一中聯線」的構想，我們肯定其出發點，實在是反對

台灣被中國併吞。但是「反一中連線」卻很難說得清

楚是反對中國的「一中原則」，還是美國的「一中政

策」？這樣意象模糊的運動組織，恐怕無法帶領台灣

的前途，很明確的走出六十幾年來混亂的台海關係；

它可能依然制約在「一中」的漩渦中，而難以脫身。

  中國黨利用中華民國這一塊在國際上已經被註銷的

公司招牌在台灣吃喝拐騙65個年頭，至今讓台灣人無

法完成建國的理想。台派人士應該認知，承認中華民

國只是台灣島上自爽的把戲，走不出太平洋，且陷在

「一中」裡頭，仍然陷在國共內戰的延續中，對台灣

的前途並無幫助。台灣問題並不是中國內政的問題，

而是國際社會應該共同關心自由、人權、法治的國際

共同價值的問題，更是國際正義與公理表彰的問題。

台灣直至二十一世紀，依然是一個身分不明政權的殖

民地，所有的不公、不義、剝削，全部來自「次殖民

地」之於台灣人的非正常統治。基於民族自決原則，

台灣人有權力依照聯合國的憲章，爭取台灣人應有的

獨立自主，與建立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台灣人

應該奮力向前行，不應該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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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社團是促成愛沙尼亞在1991年掙脫蘇聯獲得獨
立的主要推手。雖然對於如何達到國家獨立，社團之
間意見分歧各有看法，基於強烈的民族認同，大家終
於能夠組成「聯合陣線」。「聯合陣線」在1989年8月
結合拉維亞與立陶宛的獨立運動團體創造了舉世矚目
的600公里、跨三國首都的手牽手「自由人鏈」(Freedom 
Chain)，宣示三國要脫離蘇聯獨立的決心。四個月後，
「聯合陣線」推動「愛沙尼亞公民登記」，原先以為
最多只有5,000個「敢死的」會來登記，結果，竟然一
個月內有86萬人登記，幾乎所有的愛沙尼亞成年人，
包括認同愛沙尼亞獨立的俄裔移民，都挺身而出。
  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由蘇聯所扶植的「愛沙尼亞
最高議院」的議員也轉而認同獨立，甚至公開違反蘇
聯的法律，通過：「在愛沙尼亞境內，愛沙尼亞法律
優先於蘇聯法律。」1990年2月，挺身登記的「愛沙尼
亞公民」選出「議員」組成「愛沙尼亞國會」，和「愛
沙尼亞最高議院」形成「雙重權力」(dual power)，
直接挑戰蘇聯統治的合法性。1991年8月，蘇聯反改革
派在莫斯科發動政變，調遣軍隊鎮壓愛沙尼亞的獨立
氣焰。面臨那種危急時刻，「最高議院」打破慣例，
邀請「愛沙尼亞國會」共商國是，終於決定承擔歷史
責任，勇敢冒險在蘇聯武力威脅下，向全世界正式宣
佈愛沙尼亞獨立。隨後反改革派政變失敗，愛沙尼亞
獲得各國承認，穩固了國家主權。
  台灣人在2004年盛大的兩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
就是受到波羅的海三國的「自由人鏈」行動啟發而來。
咱當時向國際社會發出的巨響是：「反飛彈、護台灣。」
雖然，這個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成功地
讓陳水扁連任「總統」，不過，之後，台灣並沒有像
波羅的海三國積極邁向獨立建國之路，而且國際社會
也沒有獲得「台灣人要獨立建國」的明確印象。
  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國務院曾擔心進步的台灣被落
後的中國接管不甚妥當。然而，當時的台灣人並沒有
強烈要求台灣獨立，結果台灣被指派來接受日軍投降
的「中華民國」非法持續佔據。1946年「中華民國」
政府非法更改台灣人的國籍，英國、美國都表示異議，
台灣人卻保持沉默。接著，國民黨政府仿傚俄國共產
黨佔領愛沙尼亞及波蘭之後的暴行，在台灣展開二二
八民族屠殺，為外來統治鋪路。
  依據戰後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台灣主權
不再屬於任何國家，這就是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片面宣稱
擁有台灣主權，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都不予承認，
但是到目前卻沒有一個能夠代表台灣住民的組織向國
際社會宣示「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因此，咱這一
代的台灣人必須擔負歷史的責任，正式向國際社會宣
示：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不屬於「中華民國」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各自表述的任一個中國，也不屬於美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的意義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國、日本等其他國家。
  台灣人目前面臨赤藍權貴聯共制台，中共的觸鬚已
經公然深入台灣各角落，而美國又不願意讓台灣問題
挑起美、中衝突。在這樣的詭異環境下，台灣本土社
團必須具備大規模動員的能力，使台灣內部在關鍵時
刻有穩定地方的力量，也使國際社會無法忽視台灣人
的意願。而能夠被動員且願意站出來守護台灣的，必
然是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民族主義者。
  為了創造台灣民族運動所需的動能，超過25個支持
台灣獨立的本土社團決定共同推動「台灣國籍宣示登
記案」，它是一種集體性的行動，而不是單一組織的
活動。台灣國籍宣示運動是要邀請台灣人宣示：「我
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台
灣是我的國家。」登記的人能取得一張屬於個人的「台
灣國籍宣示證」，但它並不是所謂的「台灣國民身份
證」，更不是什麼「美國授權」的「合法旅行證件」。
台灣是否應該有「台灣國民身份證」，此事項須待台
灣獨立後，由台灣政府決定。至於如果有台灣人組織
搬出「美國授權」的大帽子，卻拿不出《美國授權證
明》，那個組織一定是詐騙集團。台灣社會詐騙集團
十分猖獗，專門利用網路交易的虛擬性隱藏身份，或
針對資訊不足的無辜者下手。台北人去年一年被騙的
總金額就高達十億。
  持有宣示證年紀達18歲者可以有資格志願加入「台
灣守護隊」，可以有資格參加未來以台灣民族主義為
主軸的集體性行動，例如「台灣國民議會」議員選舉
與被選舉等。所以，台灣國籍宣示運動一方面匯集「宣
示台灣主權」與「要求台灣獨立」的民意，另一方面
更由之宣揚台灣民族主義來團結台灣人的力量，並組
織「台灣守護隊」做為草根動員的群眾能量。當登記
人數超過300萬，則進一步組織「台灣國民議會」做為
代表台灣住民的最高民意機構，正式向國際社會宣示
「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並擬訂台灣憲法草案，然
後，在關鍵時刻成立「台灣臨時政府」，並邀請國際
社會監督「台灣住民自決」公投，展示台灣人堅持建
立自己的國家。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有效嗎？能讓台灣人有出頭天嗎？
台灣民族運動現階段的目標是要剝奪赤藍權貴的公權
力，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台灣人。要達到這個目標，必
然是以大規模的群眾示威，癱瘓「中華民國」流亡政
府的運作來完成。換句話說，這將是一場類似1985年
以來，許多國家所發生的群眾革命。在革命爆發的時
刻，台灣社會各階層不願意繼續被外來赤藍權貴壓迫、
剝削的台灣人，將走上街頭佔領重要的統治機構，驅
逐赤藍，把所有的權力歸還給台灣人。馬英九及其赤
藍黨羽的倒行逆施已經讓台灣人火大，革命的大火隨
時都會燃燒起來。台灣國籍宣示運動就是鋪排台灣人
出頭天的行動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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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3日下午我參加由民進黨發起的台灣人民火大
遊行，走入在台北市府集結的民眾之中，真是人擠人，
據報導參加遊行的民眾超過20萬人，向馬英九政府表
達人民對其施政無能，建設無心的火大與憤怒！是六
年來，遊行抗議人數最多的一次，尤其是在這樣寒冷
的天氣下，有那樣多的民眾站出來，真是令人感動！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也透過網路、E-mail及傳真，呼
籲協進會會員踴躍站出來參加「人民火大」遊行，因
為馬英九執政以來，外交休兵，入聯國也休兵，一昧
向中國傾斜，使台灣的主權與國格逐步淪喪，台灣在
國際社會更形孤立，任由中國打壓與統戰，為了我們
這一代及世代子孫，能保有自己的國家台灣，人人活
得有尊嚴，自主與幸福，請大家一同站起來、走出來、
手牽手向前行！
  13日下午陪著一群協進會青年團朋友，舉著聯合國
及協進會的大旗子，與群眾做夥走向凱達格蘭大道，
路上遇見一位九十二歲的長輩走來向我打招呼，看來
他的身體很硬朗，也看見不少婦女走出來，真是開啟
台灣的新希望！在遊行隊伍中，也有青年們舉起印有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的巨幅布條，表達堅決反
媒體壟斷的立場，更有一百多位有良知的退休軍公教
人員走上街頭，表達對馬政府遲不改革年金制度的不
滿，也看見有幾位外國人，手拿著相機拍照，希望藉
此國際社會也能聽見我們的心聲。
  在人民火大遊行之時，馬英九卻跑去桃園大溪參拜
蔣經國去世25週年。被記者問及火大遊行活動時，他
未發一語，表達任何意見，可見他對人民的聲音不聞
不問。未來台灣將面臨更多與更大的危機。台灣國家
是我們台灣人民的，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大家站起
來，走出來，手牽手向前行！做夥走向真正民主自由、
社會公義及正名制憲的台灣新國家，而且更繼續走向
國際社會，加入聯合國，我們台灣人民才能有國際安
全體系的保障以及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事務所帶
來的各項發展。
  美國總統林肯的一句名言：「民主主義，就是民有、
民治、民享的政治。」台灣是屬於我們台灣人民所有、
人民治理與人民共享的國家，所以我們人人要站起來，
走出來，手牽手向前行吧!!

  許多台灣社會菁英喪命於赤藍權貴殘暴的「二二八
民族屠殺」罪行，其中有很多無辜受害的冤魂，但也
有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忠魂烈士，成為台灣民族永遠

站起來、走出來、向前行！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台灣守護聯盟」年會決議：
湯德章紀念公園應呈現民族尊嚴

紀念的英雄。蔣介石的增援部隊於3月11日由高雄進
犯台南市，著名的律師湯德章不忍市民遭受虐殺，挺
身承擔一切在台南的事件處理責任。他先被倒吊刑求
一夜，肋骨全被打斷，仍堅持不吐露參與事件處理者
的名單。3月13日中國黨士兵將湯德章反綁雙腕，背
插姓名木牌，押上卡車繞市街一圈後，在市中心的大
正公園以叛亂罪名當眾將他槍決，不讓親人收屍，逼
其暴屍公園。許多尊敬湯德章的朋友和市民，默默目
送他慷慨就義的最後一程。
  1997年張燦鍙當選上任台南市長後，翌年2月27日
宣佈將湯德章烈士就義的公園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
園」，並豎立其半身銅像以為紀念。然而，在這個號
稱紀念湯德章烈士的公園，湯德章烈士的半身銅像被
放置在公園的邊緣，而公園的正中央卻高高樹立一座
相對具大的孫文全身豎像。這種強烈的對比令人錯愕，
反映了某些台灣人缺乏維護民族尊嚴的敏感度。
  1月15日晚「台灣守護聯盟」年會中，大家決定要
求賴清德市長應該讓湯德章紀念公園呈現具有民族尊
嚴的環境，移除不當的物件。其他兩項決議是：
  一、5月25日將擴大紀念在泰源起義犧牲的五位烈
士；
  二、在短期內拜訪鄭南榕基金會商談相關事宜。

 
  台中第二選區前立委顏清標因案被禠奪立委職務進
行補選，中台灣教授聯誼會在台灣面臨多方危機之際，
呼籲選民強力支持，票投3號陳世凱！
  台灣在馬英九親中政權的主政下，已被帶到危機四
仆的地步。要拯救台灣我們須要強又有力的制衡力量。
台中第二選區的補選是強化在野的機會。再則，國民
黨只會製造階級對立，口號治國，不可能有所改革。
而且國會議員不能以世襲方式私相收授，民意也不是
物品可以任意轉讓。歷史在在證明，世襲制度是人民
痛苦最大禍首之一。陳世凱在台中市議員的任職期間
已證明他的公正，能力以及對台灣的熱愛。我們需要
年輕的新血為民喉舌！
  中台灣教授聯誼會呼籲選民拒絕買票。
支持3號陳世凱
            中台灣教授聯誼會 
            會長戴正德、執行長林靜儀及全體會員
                              2013.1.16

圖←湯德章義士

與孫中山銅像比

鄰而立，凸顯歷

史的錯亂。

中台灣教授聯誼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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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致中的臉書寫著：週二下午遇到北榮副院長連江
豐醫師，很嚴肅憂心地告訴他，阿扁總統的巴金森氏
症候群後果跟典型的巴金森氏病一樣嚴重，是不可逆
的，會惡化崩壞。最近惡化速度之快，手抖腳傾腦不
清，讓他大吃一驚。還交代詳細告訴所有的親友，嚴
重程度是什麼。
  目前陳總統有的臨床症候群我早已確認，並在一月
十日再次透過我們「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在立法院
與立委共開的記者會，由我做「陳總統神經學近況報
告」，確認阿扁總總腦病變的位置，與病理診斷及可
能的鑑別診斷。
  接下來，我們要確定，是什麼樣的原因引起這樣的
腦病變。為具說服力，我們尋求國際學術機構與學者
的支援，並邀請他們前來會診，已有專家答應，並表
示非常有興趣。
  今天我收到其中一位在國際上非常有名的台裔腦神
經病理學家，他給我的回信如下：

  「感謝來信、時間過得那麼快，12年前我們一起慶

祝也相信阿扁和台湾的將来是絶對安定繁榮的。想不

到有像今天的悲哀。台湾人被欺侮只能忍耐？

  可憐的陳總統，被偽法律名義判決下獄，用人類發
明刑罰法中最殘忍惡質的體罰使用從外面看不出來但
其究極目的為破壊大腦機能，和大腦組織而作成無用

的廢物。
  我才不相信24小時燈光『可防止犯人逃亡』等廢話，
我認為是最没人道的体罰。以動物實驗，用24小時不

斷地妨害其睡眠（Sleep 1989 12(1) 13-21, Total
 sleep deprivation可引起腦組織和皮膚的變質而死
亡（sleep deprivation death）。只有天曉得這是首
次用人體實驗是否故意或者偶然。」
  這封信提醒我，第二世界大戰前，納粹對猶太人的
虐待，甚至從事人體試驗。結果戰後在紐倫堡公審這
些戰犯，並制定國際紐倫堡法典，全世界各國不得再
虐待失去自由的人，包括戰犯、受刑人或政治犯。
  我們會更努力，與國外合作去證明阿扁總統引起腦
病變的原因，並公諸於世！

圖←紐倫堡大審的場

景。

   

  昨晚(1/16/2013)和在紐奧良的王明哲通電話，
講起扁案和台灣的前途，兩人都不禁哽咽。我說想寫
一些適合譜曲的詩歌來為阿扁總統發聲，希望能夠方
便傳唱、激起台灣人面對民族苦難的抗爭勇氣和熱情。
王老師鼓勵我儘管用真感情大膽地去寫....

  講起阿扁坐黑牢，
  我和兄弟都掩面哭泣；
  阿扁總統如果死在黑牢，
  台灣就真正是沒有天理！

  一個案子如果沒有「程序正義」, 就應該馬上「撤
案」！

  四年多來，扁案長期的「押人取供」，請問「程序
正義」在哪裏?
  周占春法官被換成蔡守訓，難道不是國家暴力、無
法無天?
  特偵組逼辜仲諒做偽証，難道不是政治迫害、陷害
阿扁?
  「二次金改」一審阿扁無罪，馬英九發表「不符合
人民期待」，難道不是政治干預司法?

  扁案的「程序正義」完全破壞，民進黨為什麼沒人
敢講「扁案撤銷」??
  「國家暴力、政治迫害」，民進黨為什麼從來不敢
這樣定調「扁案」??
  扁案根本沒有「程序正義」，台灣人為什麼不敢講
「扁案撤銷」??

  別再說什麼: 「溫和理性、尊重司法」!
  沒有「程序正義」的法院和法官，值得尊重嗎?
  民進黨如果不敢為阿扁總統平反，
  就是沒有 L. P.的「奴隸黨」!
  做奴隸就最「溫和」了，不是嗎?

  「沒有程序正義，扁案撤銷」！
  阿扁的冤獄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黑牢！
  「沒有程序正義，扁案撤銷」！
  阿扁的手銬就是台灣人做奴隸的十字架！

  敲斷心靈的手銬，推倒黑牢的高牆，
  不願做奴隸的台灣人起來！
  搶救阿扁，搶救台灣，台灣人奮起！

阿扁總統引起腦病變的原因？
前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  陳順勝教授

台灣人為什麼不敢講「扁案撤銷」?
 Sacramento, California  Bill Huang

本文已發表於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ast2012/permalink/493805773995520/#!
/media/set/?set=a.588895521126208.153744.10000017297277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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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台灣國總部元月11日下午，於捷運忠孝復興站
舉行「地獄VS天堂」記者會，現場高舉「馬英九活在
天堂，台灣人如在地獄」、「軍公教活在天堂，藍白
勞工如在地獄」、「中國黨活在天堂，股票族如在地
獄」標語，會中三位民眾分別飾演藍白勞工、主婦及
股友，演出「馬英九活在天堂，台灣人如在地獄」的
行動劇，他們分別向馬總統訴苦，沒領獎金歹過年，
油電雙漲，東西都漲，孩子一個便當吃不飽，怎麼辦？
股友投資股票都泡湯了，怎麼辦？馬英九分別答覆，
要他們去當軍公教，國營事業員就有好幾個月獎金，
就有18趴退休金，買二個便當就吃得飽，他的黨產投
資一年賺進29億利息，錢交給他操盤就會賺錢，氣得

地獄vs.天堂

雲林縣長  蘇治芬

四年了
無罪確定

四年來
沒有開懷笑過
緊鎖眉頭
永遠哭喪著臉
無法掌握的明天
命運戲弄的人生

小時候
鄉下長者常說
可憐的＂蘇啟東＂
白色恐怖年代
民國50年9月18日
夜半，人被抓走了
我8歲，景象依稀
15年來獨房
黑牢是他的家
獄牆是我們的記憶
政治是我們的宿命

秘密審判
軍事法庭
死刑、無期徒刑
知情不報的妻子
押入牢獄
妻離子散天地顛倒
狂風怒雨人人噤聲
害怕寫在人民的臉上
恐懼植入人民的心裡
戒嚴是統治的工具
民主是噩夢的開始
50年的黑暗史
火焼島上的石碑
那是台灣的忠烈祠

民國97年11月3日

中國大陸陳雲林抵達台灣
國事混沌人民不安
抗爭不斷警民衝突
當局視為民進黨作＂邑＂癡

民國97年11月4日
天亮，＂阮云＂屭被帶走了
羈押庭
他們出動了七位檢察官
收賄、貪污、重刑犯
劇本拼湊、荒謬
欲置人於死
我，寧可死

檢察官提到
我的家族對台灣民主過程的種種
我的家族坐黑牢有
爸爸、媽媽、弟弟
檢察官不配提我家的名
因他們為不義政權做事
因他們正執行不義之事

四年來
我不曾平靜
四年了
還我清白
不義政權依舊囂張
不義之事依舊咆哮
惡運降臨土地
權杖被撒旦掌握
族群撕裂和解無日
虛耗的內力佈滿周邊
智慧難求
愚昧當道

沉甸甸的台灣
讓人覺得好悲哀

三位民眾大罵馬英九：「不是人，活在天堂不食人間
煙火」，不知人間疾苦，才會如此說空話，呼籲13日
下午，火大站出來，嗆民調13趴，GDP1趴的無能下消
的馬英九。
  908台灣國總會長王獻極說，馬英九一生養尊處優，
未曾受苦，執政以來，獨斷獨行，完全不能體會人民
失業，生活痛苦，施政完全與民意脫節，民調掉到13
趴，，GDP1趴也不知反省，仍然我行我素，如生活在
天堂之上，不食人間煙火，看不到台灣人猶如生活在
人間煉獄。一樣是為這塊土地做事，軍公教銀享有18
趴，13趴優惠利息及不愁吃穿的月領7?8萬的退休金，
有年節獎金，公務機構雇員可轉任公務員，藍白勞工
不但沒有18趴，13趴，吃不飽的每月只有1萬多元勞
退金，還要煩憂不知能否領到？近5百萬勞工，不但
沒有年終獎金，還要時時擔憂關廠被辭退沒有工作，
猶如「軍公教活在天堂，藍白勞如在地獄」。一樣都
是用錢投資買股票，股友們賠光光，日子難過，馬政
權委外操作基金也是別人孩子死沒了，虧損累累，但
是幾百億的中國黨黨營事業，投資所得光是利息就淨
賺29億，天理公道何在？更可惡的是黨職可併公職，
一樣可領18趴，領公教退休金，以前上市股票才4、5
百家，每日成交額都在千億以上，現在近千家，每日
交易額只有5、6百億，指數8500點以上徵證所稅，更
是胡搞瞎搞，生雞蛋無，放雞屎有，猶如「中國黨活
在天堂，股票族活在地獄」。還有所謂的產業促進發
展條例，專為大企業的馬友友們，開方便之門，政府
拿人民的血汗錢，每月2萬替代役補助大企業，資助郭
台銘的鴻海等電子大廠，到中國養百萬勞工，卻任中
小企業關廠，自生自滅，讓馬唯中放煙火如燒錢，讓
夢想家、花博等燒錢如放煙火，真的是「馬友友活在
天堂，中小企如在地獄」。
  王獻極呼籲，千萬的藍白勞工，股票散戶，家庭主
婦，中小企業主等，不滿民調13趴，GDP只1趴的馬政
府，把活在天上的馬英九嗆下來人間，與台灣人一起
過生活，感受人民在馬執政下的艱困，如再讓馬英九
胡搞瞎搞下去，台灣人可真的要下地獄，過更苦的日
子了。
  參加記者會的社團及代表：台灣心會林福順理事長、
綠色21台灣聯盟張貴木副理事長、台灣客社張葉森社
長、台灣建國推動聯盟郭武男主席、台灣公義社紀文
清總召、台灣青年火大聯盟曾琮愷召集人、台灣山岳
協會李智雄秘書長等。

檢察官不配提我家的名

圖←908台灣國記

者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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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2013春雷乍響農撼凱道：
「糧食主權人民論壇」

  今年的農民節，我們想來點不一樣的。要將對農
的看法、盼望、認識與政策變革的發言權從政府拉
回農民身上！因此，2012年歲末，農盟與農陣的伙
伴，走訪宜蘭、新竹、苗栗、彰化、高雄的農民朋
友之後，初步彙整各地農民關注的「土地、水權、
農民認定、復耕與環境支持」等議題。並且經高雄
伙伴的建議，帶著這些議題與當前政策的連結再進
行分區論壇，更加細緻的探究農民關注的議題，並
謀求解決之道。分區論壇希望能討論：
  1.如何合理的取得土地？農地制度的變革該往哪
個方向走？
  2.水資源的合理調度？缺水問題如何解決？黃金
廊道政策誰得利？誰受害？
  3.休耕補貼如何轉成積極正面的環境支持？
  4.農民納保的條件為何？讓如何界定農民身份？
  於凱道集結前的稻浪論壇，目前已排定四場：
  1/14(一) 19:00 at 宜蘭員山鄉深溝三官宮
  1/19(六) 14:00 at 新竹竹東二重埔
  1/21(一) 19:00 at 高雄美濃菸葉輔導站
  1/25(六) 19:00 at 花蓮樸門部落

春雷乍響、農民集結 2/3上凱道
【春雷乍響農撼凱道糧食主權人民論壇】
  春暖風和，農民辛勤勞動，領受自然的恩賜，然
而，田園牧歌抵不過國家政策錯置、新自由主義肆
虐的現實。農民耕耘土地，耕耘公共政策，從台灣
的現實出發，要求糧食主權、全面復耕，環境支持。
2月3日立春與農民節前夕，邀請您與全台農民朋友，
齊上凱道、談論農事。並連結跨國草根組織農民之
路(La Via Campesina)東亞東南亞10個國家的農運
夥伴，在台灣舉辦區域會議，共議全球奮起之道。
立春時節，就讓來自草根農民與社會大眾對「農」
的力量共鳴，如同春雷乍響，震盪執政當局。
時間：2013年2月3日(星期日) 下午兩點至晚上八點
議程：下午以人民論壇的方式，針對土地掠奪與抵
      抗、基改作物與種源保存、自由貿易與農業、
      生態農業、氣候能源與農耕等主題，進行國
      際跟台灣的經驗分享；晚上則為「糧食主權
      之夜」國際團結晚會，拿回草根人民的糧食
      主權。
更多訊息請上：
台灣農村陣線網站：http://www.todei.org/
台灣農村陣線FB：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ruralfront

「聯合國、台灣與國際女孩日」座談會

時間：1月19日(星期六)下午2點〜?點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台大校友會館三樓
歡迎參加， 並請轉寄座談會訊息。

前衛30週年感恩特賣會【特別講座】
特賣時間：2013.1/12～1/31日，11:00～20:00
特賣地點：台北市臨沂街25巷15號1樓楊基銓中心，
          捷運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忠孝公園右前
          方1分鐘。從忠孝東路二段134巷進第
          三個巷弄頭
現場服務專線 0922-807408、02-23218207

[特別講座]：顛覆你的頭殼心性
（演講地點同上址B1，僅60座位，請量早入座）
   1/19(六)下午2點陳玉峰教授：
                  台灣天演地體生態史話
   1/20(日)下午2點黃文雄(旅日作家)：
                  台灣人的基本思考
   1/26(六)下午2點林媽利教授：
                  溯源台灣
   1/27(日)下午2點董芳苑教授：
                  檢驗台灣宗教怪象
  台灣就是台灣。台灣就是咱的天命，本土就是咱
的母奶。
  台灣人應猶在，只是忘了我是誰。當假漢裔台灣
人身世迷茫，當愛台灣、救台灣成為政客口水，你
會越發感覺自身真正台灣本土意識覺醒的重要。
  當電腦網路淺碟資訊知識滿天飛，你會越發感到
紮實台灣學問智識的必要。

台灣國籍宣示運動說明會

日 期：2013年1月19日(拜六) 下午2:00–5:00PM
地點：台南神學院頌音堂1樓 國際會議廳
     （台南市東區青年路360號，台灣教會公報
      社隔壁）
演講：劉重義教授
講題：實踐台灣民族主義─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主辦單位：台灣教師聯盟
連絡人：潘秘書06-2763093、0982-214747
網站：http://taiwaneseteachers.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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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肇政88祝壽音樂會
  2013年的溫暖：想像著漫長的西元曆，走過2000
年。1925年1月20日出生的鍾老，八十八年的歲月，
以筆為台灣塑像，也寫了2000萬字。2013年1月19
日下午2：00，中壢藝術館「米壽音樂會」。裝點
文學和音樂的美麗。鍾老長期信仰的長老教會帶領
祈福，文學家李喬賀壽，一流的聲樂、合唱與管弦
樂曲，傳唱《魯冰花》的曾淑勤獻歌。這是一直陪
伴在他身邊的妻子張九妹離開的第一個生日。我們
想要讓他知道，還有更多人尊敬他、感謝他、愛他，
歡迎大家共下來欣賞，鬥陣來熱鬧。請於
向以下單位索取入場券：

1月6日起

中壢藝術館 中壢市中美路16號(03-4258804)
桃園縣文化中心 桃園市縣府路21號(03-3322592)
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市中正路1188號(03-3170511)
台灣之友會 北市忠孝東路一段76號9樓之4 (02-23215656)
台教會 北市新生南路三段4號14樓之6 (02-23628797) 
桃園愛樂 桃縣龍潭鄉佳安村6鄰3號（03-4112452）
台灣客社 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02-23960900) 
台灣客家聯盟 (02-23929989*327)
※座談會免費報名：

電話02-2570-8311陳雪琴小姐或傳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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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2號出口、臺大醫院站2號出口，
        步行約10分鐘
【公車】鄰近立法院、教育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台灣北社經濟座談會：

「如何走出困境再創經濟奇蹟」

◎為何台灣所有經濟政策全部失效?
◎為何台,日兩國經濟沉淪15年?
◎韓國為何在短短12年內變成世界第七大出口國?
◎如何能讓台灣走出經濟困境?
◎如何讓大學生薪水擺脫22K?
◎如何面對正在進行的貨幣匯率貶值戰爭?
主持人：台灣北社 周福南社長
主講人：台北大學財政系教授 黃世鑫博士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 高為邦博士
        康太軍用電腦研發製造公司 陳清祥董事長
時 間：2013年1月19日13:30~16:30
地 點：台灣國際會館
       (北市南京東路2段125號4樓，捷運蘆洲線
       松江南京站7號出口)
聯絡人：台灣北社李小姐(02-2396-0900)

1/31(四)【沒有國家保護的戰士】特展

揭幕儀式

  創館三年以來，首度換展並推出特展。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精心
策劃，並借用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館長劉峰松老師
所創：台籍老兵是一群[沒有國家保護的戰士]，為
特展命名。因為日軍戰敗台灣易主，台籍日本兵無
人聞問。國民黨戰敗，台籍國民黨兵上萬人至今坑
埋古戰場，無碑無銘棄屍荒野。三千台籍解放軍，
韓戰結束被先抽調回中國，開始三反五反文化大革
命，殘酷鬥爭。所以，他們確實是沒有國家保護的
戰士！

【台籍老兵文物典藏】捐贈儀式
  許昭榮窮其餘生二十年，為台籍老兵鞠躬盡瘁，
散盡餘生、資財，追求公道正義。2008年5月20日
傍晚6點47分，在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現址自焚
殉道。遺囑：所蒐集上千件文物交由好友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資料館張良澤教授保管。為求文物妥善典
藏並讓各界方便接觸研究，張良澤教授特將這批珍
貴文物交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以現代化設備典藏。

【許昭榮雕像】揭綵儀式
  有感於許昭榮追求公義、揭穿史實、犧牲殉道的
精神，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先生，親手雕塑許昭
榮銅製雕像，並安置於殉道處旗津高雄市立戰爭與
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供各界緬懷人格者風範。許
文龍先生親手捏塑三尊銅像，一為鄭南榕，安置於
其台北市自焚殉道地點。二為知名新英文法作者柯
旗化老師，安置於其高雄市八德路柯旗化故居。三
則為許昭榮。據了解許文龍先生表示這可能是他最
後一件作品了。

-------儀程-------
時間：2013.01.31（四）上午10點
地點：高雄市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
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聯絡：莊盛晃0910703618
     （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總幹事）
高雄市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
805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701號（風車公園旁）
TEL:(07)571-9973  FAX:(07)571-3870
部落格：http://taiwan-soldier.blogspot.com/
網站：http://peace.khcc.gov.tw/internet/index.htm
信箱：tw.war.what@gmail.com
捐款帳號：
合作金庫-大順分行（006）0710-717-031684
戶名：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