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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察在地方法庭竟然被判無罪，舉國嘩然，觸發了

公開的「反蒐證」是基本人權
  據1月23日《自由時報》報導：有陳姓、徐姓兩名

大學生於去年2012年11月26日共乘改裝機車，遭高雄

市中山派出所警員取締開單。兩名大學生則拿出手機

輪流對警員「反蒐證」。警員於是拿出《法務部函示》

告知，民眾反蒐證需經在場人同意，但陳生不服並叫

徐姓同學持續錄影。警方於是在去年12月6日依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將這兩名大學生函送「高雄地方

法院」簡易庭處理。

  此報導立刻又引發台灣人對外來赤藍統治的怒火。

台灣人權促進會號召群眾於1月24日上午到「警政署」

示威，並承諾提供褲襪給害怕被民眾「反蒐證」的警

員，讓他們在執法的時候可以先將褲襪套在頭上，就

能夠避免被民眾錄影認出身份。許多外國的恐怖份子

都使用這一招，已經證明對隱藏身份是蠻有效的。示

威群眾隨後又轉往「法務部」要求立即廢止函示。

  「警政署」派出來接抗議書的官員向群眾聲明：在

公開場合「反蒐證」絕不會加以禁止。而「法務部」

的代表則承認該函示未經周詳考慮，他們正在研議改

善。兩邊都是打不負責任的太極官僚拳。

  赤藍權貴利用他們竊據台灣之後，藉由恐怖暴力非

法建立的媒體優勢及政經優勢，濫用兩位台灣人「總

統」任內創造的言論自由空間，在2008年復辟得逞。

之後，他們就千方百計企圖壓縮台灣人的自由與人權，

以恢復過去在兩蔣時代剝削台灣社會和累積個人財富

的運作。「法務部」以警察也該受到個人隱私保護為

藉口來「反反蒐證」，目的是要幫警察的「枉法」貼

護身符。這種反動措施又進一步暴露了他們蠻橫落伍

的掠奪者心態。

  即使在進步的法治國家，警察因個人素質、情緒、

偏見等原因，執勤的時候也難免發生執法不當的問題。

因此，攝影機普遍化之後，這些國家的司法部門會規

定警察機關和警車在適當位置必須裝設攝影記錄器，

以保留處理警務過程的真相，以維護人民的權益。另

一方面，尤其在手機拍攝功能成為標準配備之後，民

眾隨時可用手機或攝影機錄下某些場景，自然就有機

會用來記錄警察執法的情境。

  2008年11月29日在美國華盛頓州的金恩郡(King county)，
一位才15歲的女孩子在拘留所內被副警長毆打到遍體

鱗傷，只因為副警長將她關入囚室時，要求這女孩子

脫下球鞋。女孩子顯然在踢掉鞋子時不小心讓鞋子踢

到副警長，而引起副警長冒火。副警長殘暴打女孩子

的過程被監視攝影機全錄下來，因為證據確鑿而被革

職。

  1991年3月3日非裔的藍尼金恩(Rodney King)被五位

洛杉磯白人警察圍毆毒打的過程，是美國歷史上最引

起社會關注的警察暴力事件之一。一位住在附近的居

民，從他住處的陽台上，用攝影機錄下大部分的過程，

影帶交給三大全國性的電視台播放之後，震撼整個美

國社會。然而，1992年4月其中四位出手毆打藍尼金恩

洛杉磯南區非裔居民大暴動，造成53個人死亡，超過

兩千人受傷的慘劇。後來聯邦法院接手，其中兩位警

察終於被判有罪入獄。藍尼金恩則獲得美金$380萬的

和解金。

  在「中華民國」這種假民主的殖民體制下，在台灣

人主政的期間，赤藍權貴濫用檢調司法的行徑稍微受

到節制。但是，當赤藍人主政，其被濫用的程度幾乎

到肆無忌憚的地步，一切以維護外來赤藍權貴能夠有

效順利剝削台灣社會為考量。自復辟迄今，赤藍統治

集團的倒行逆施已經為台灣民族運動創造了一觸即發

的革命環境。各社會階層民眾公開的抗爭行動愈演愈

烈。許多被迫面對示威群眾的台灣人警察心知肚明，

赤藍集團已經無法像兩蔣時代全面掩飾其貪瀆腐敗的

習性。因此，這個外來流亡集團被台灣人唾棄只是時

間問題。因此，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警察都相當自制，

不傷害和他們有同理心的台灣民眾。

  但是，總是有極少數幾個別有用心、為了邀功而背

叛自己民族的敗類，會故意挑釁、製造衝突以便趁機

粗暴地「行使警察權」對付示威群眾，藉此向後台的

「赤藍長官」表現忠誠。去年12月8日凌晨，蔡丁貴教

授在凱道受傷的事件，據鄭國忠牧師的陳述，警察是

趁他們20幾人閉著眼睛祈禱的時候，突然動手把蔡丁

貴教授從戰車上拉下來，導致蔡教授在完全沒有防備

的狀況下摔傷。但因為沒有「反蒐證」，無法讓台灣

人更看透那個警察的惡劣行徑。

  既然群眾抗爭事件將不斷發生，為了打擊示威群眾

的參與熱忱，為了讓急於邀功的警察更有安全感，所

以，早在去年9月，赤藍權貴就祭出「反反蒐證」的荒

謬指令。當初處理大學生反蒐證的高雄中山派出所所

長王玉全事發後表示：既然各界對警方作法有不同意

見，未來執法上會更審慎，盡量以柔性勸導為主。換

句話說，他們還是堅持侵犯人權有理。

  另外，高雄新興警分局長鄭明忠則說，在公開場合

執法，警方本來就可受公評、監督，對民眾錄影應平

常心看待；但若有其他第三人不同意被錄影，警方會

加以勸導。說得好聽，問題是在大型示威場合，警方

常混有黑道流氓為他們助陣，專門製造事端給予「邀

功警察」有爭寵的機會。不管警方的「第三者」同不

同意，台灣人當然必須「反蒐證」好向社會交代。

  「警政署」認為：民眾反蒐證地點若在警局、派出

所內，恐涉及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回溯1990年代，

台灣教授協會與野百合學運的先驅，為了挑戰獨裁體

制，如刑法一百條、國會老賊、媒體壟斷等，在示威

抗爭中，如陳師孟、林逢慶等多人，被拖入警局後，

遭受警察拳打腳踢圍毆。警察機關為了保護其「枉法

權」，祭出「偵查不公開」來禁止「反蒐證」，只是

為了剝奪民眾自衛的權利。因此，向警方公開做「反

蒐證」絕對是個人的基本人權。台灣人應繼續痛批這

項違反人權公約的《法務部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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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不詳。有人說是高砂國，有人說是Formosa，也
      有人說是荷蘭在台灣、東寧王國、清帝國在台
      灣、日本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ROC。
      當大家樂正在風行時亦有人叫 Republic of
      Casino。聽說亦有另一個外號叫Republic of 
      Corruption貪污共和國、Republic of Crazy瘋
      子共和國、遠東貿易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委
      員會、亞東關係協會、孫逸仙文化中心、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台澎金馬、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中華台北國、第二共和國、台灣國、台
      灣共和國、美國第51州、美國海外未合併領土…，
      各種名稱不勝枚舉，增加尋找的困難度。 
年齡：推論應該有四百歲多了。雖然這個島上有很多
      什麼王爺，千歲，法師，上師、上人、大師、
      帥師，包括三百多尊不同神明等不一而足，亦
      曾經出現什麼臭頭仔公，蟾蜍公。時常聽到島
      上的人民喊萬歲，萬萬歲，但最多應該不會超
      過一千歲。 
性別：如果沒有遭到閹割或做過變性手術，應該是查
      某(女)的，因為經常聽到島上居民若是心情鬱
      卒的時候，都唱「母親是良知，母親是正義，
      母親是你咱的春天……」。
嗜好：喜好修憲，也很想制憲，正名，甚至渴望自己
      獨立門戶。逾半世紀以來陸續被外來講不同語
      言的包括海盜，強盜，流氓等輪姦後，再被冠
      上各種不同夫姓，迄今姓氏也不詳。據聞逾半
      世紀以來都不惜頭破血流，顛沛流離，傾家蕩
      產，妻離子散，犧牲性命，總是樂此不疲，不
      怕關，不怕抓。雖然啥咪隴不驚，但最怕反攻
      大陸，怕飛彈，有恐共症。直到2003年9月28
      日公投鳥籠法通過後，因為國際警察阿督仔
      Uncle Sam不爽，才發現此路暫時不通，卻仍
      然執迷不悟，執意一意孤行。 
家族病史：從以往的記錄來看，遇到需要保家衛國時
      雙腿發軟；替外來走路流亡政權賣命，卻勇敢
      無比，啥咪攏不驚。譬如替大清帝國征討太平
      天國時、替日本帝國遠怔南洋、還曾經想替走
      路客政權反攻大陸。據說亦曾經因為國際警察
      Uncle Sam的旨意，考慮派兵援助伊拉克戰爭。 
身體特徵：頭大面四方，肚大居財王。四肢發達，頭
      腦簡單，耐操、耐磨，疑似患有神精錯亂症，
      常忘記自己姓什麼，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連戶長是誰也都不知道。可是無論人在世界任
      何地方，都還能找到路，回到自己的家。最感
      到鬱卒的是，雖然鳥籠公投法通過了，可是鳥
      卻飛不起來，亦飛不出去。
心理特徵：根據日本後藤新平曾經診斷的病歷記錄，
      驚死，愛錢，愛做官，愛面子，受到外來土
      匪幫派政權影響甚深，疑似染上了「官」癌。
      為了做官，可以不惜傾家蕩產，花大錢買官
      來做，然後大力ㄟ錢，好睹成性，憨頭憨面。
      有時也頗富有愛心，遇有不同膚色黑人小朋
      友索討金錢，為了炫耀有很多外國朋友的面
      子，慷慨無比，被當成凱子也會樂得爽不退。
      迷信怪力亂神，遇廟即拜，跪求神明，遇寺
      就扣頭。像抬神轎啦！絕不落人後。看到神
      壇就起童。說是乩童，又像獅公。說是紅頭，
      又像尼姑。石頭公也拜，臭頭仔公也拜，蟾
      蜍也拜，好兄弟壞兄弟都拜。早晚拜，初一

尋人啟事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回憶在唸小學與中學的時候，我記得只有唸到中國
作家與文學家的作品，沒有唸過一篇台灣作家與文學
家的作品，好像中國才有作家與文學家，台灣一個也
沒有，這是從中國敗亡來台的蔣家政權專制思想洗腦
灌輸的結果。
   1月19日我受邀請，前往參加在中壢藝術館舉行的
台灣文學家鍾肇政88歲米壽的祝壽音樂會，深受感動
與啟發。鍾肇政曾在國民黨蔣政權戒嚴統治下，孜孜
不停地寫作，為台灣及台灣人立傳，在當時只能撰寫
台灣人抗日文學以求自保，解嚴後，他觸及現代史實
的大作「怒濤」才問世，他所撰寫的小說「魯冰花」
也得以拍成電影，鍾肇政可說是承先啟後的「台灣文
學之母」，他一生撰寫的小說與作品總共有兩千萬字
以上，可說真正是著作等身。
  當天的祝壽音樂會有上千人出席，主辦者盧孝治先
生請我以客家話祈禱上帝賜福鍾老先生健康長壽開場，
因為他是桃園龍潭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接著也是台
灣名作家的李喬也上台用客家話敘述鍾老先生以小說
構繪台灣母土的苦難血淚；他的「台灣人三部曲」大
河小說正是台灣人苦難與奮鬥的寫真。鍾老先生又是
台灣客家母語的先驅，因他登高一呼客家電台得以成
立，而且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運動上，鍾老常站在
前頭，是客家人的先覺者，可說是真正台灣文學人的
典範，所以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特地來祝賀。在祝壽
音樂會的圖冊上，印上鍾老的圖像，以他親筆題寫的
「吾志浩然」做為他自己一生的心靈寫照，圖冊上還
有他用毛筆書寫的「發揚客家精神」、「發揚台灣精
神」以及「重建台灣魂」、「台灣國萬歲」等有力的
詞句，正顯示他一生的寫作目標與使命，真是很有台
灣情與愛國心。
  在台灣著名的作家與文學家中，另有李喬、吳濁流、
鍾理和、杜潘芳格…等，都是客家人，令我與有榮焉。
期盼我們台灣國人，尤其是當今台灣青年更多研讀台
灣作家的作品，以重建台灣魂，發揚台灣精神。
  祝壽音樂會中，有龍潭望春風合唱團、楊梅玉韻女
聲合唱團、新桃源樂友合唱團等的客家詩歌與世界名
曲的演唱以及客家舞蹈表演，真是撼人心弦，音樂會
最後以國立武陵高中管弦樂團的浩大演奏閉幕，真是
令人餘音饒繞三日呢!!

十五拜，初二十六拜，

      年頭拜，年尾拜，天天拜，不信蒼生信鬼神，
      就連辦案都迷信假藉神明的力量，超級迷信。
      一下說有人打壓，卻常跑去和打壓的人唱歌喝
      紅酒。一下說有人要打飛彈，一下又說要去和
      打飛彈的人餐敘，夜夜笙歌。喜好去北京廟朝
      聖，迷信膜拜北京廟會有好報應。常精神恍忽，
      疑神疑鬼，心神不定。每天醉生夢死，行屍走
      肉。曾經國際級名醫診斷証實，屬於世界上唯
      一的一種罕見疾病。症狀說輕不輕，說重嘛！
      好像還不致於沒命。藥引是有，只是藥方難求，
      除非能夠尋覓國際級心理諮商師。 
  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或是有好心人士幫忙尋獲
者，敬請惠予通報各地警察機關，或是直接丟到聯合
國垃圾桶亦可，只要能進到聯合國就行。敬祝功德無
量，阿門！

台灣文學家的典範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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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經常有人來問我一個其實與我不相干的問題，
我每次都不厭其煩的向來電者、來信者一一的就個人
所理解，亦曾親身經歷過的一點點些許經驗做說明。
為了免除像播放錄音帶似的一再重覆同樣的問題，個
人謹將些許很簡單的基本常識略作以下分析與說明，
敬請不吝指教。
  美國是以誠實立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它的行政
程序以及有一套非常有效率的SOP作業流程規範都非
常明確。特別是它的文件管理(Document Control)，
更是一般台灣人很難想像的。美國人不斷強調一個觀
念：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有兩個或以上的人知道，就
不可能是秘密；只要被認定為不可能的秘密，就必須
要有白紙黑字的依據，必須要有文字的記錄，才有助
於權責的釐清。
  在美國的政府體制內，如果有人被賦予不能對外透
露的極高度的秘密(Top Secret)，就絕對不能對任何
人講；倘若有人敢私下或公開講，然後又故作神秘說
不能講，那肯定不是事實，有違美國人的宗旨和做事
的態度，更不符美國人的價值和精神。美國人絕對不
會用嘴巴作承諾，凡事都一定會有白紙黑字(Black and
White)。無憑無據的事情，美國人絕對不會做。萬一
有個什麼疏失或差錯，誰來負責？
  如果你的業務範圍有涉及被告知和認定為極度秘密
的(Top secret)文件，絕對不允許影印攜出。縱使只
單純被告知是高度機密，也都不允許傳播或轉述。在
你日常的工作中，你也會經常被告知只要有兩個或以
上的人知道，都不可能是絕對的秘密。基於有效的規
範，通常都會被要求簽署保密的協定的承諾書。一旦
簽署保密協定的人，包括您的至親、夫妻、子女等都
絕對不能講。一旦被查出和證實有人洩漏秘密，肯定
會受到嚴厲的制裁。
  有人說美國不再增加州，這一定是美國憲法的層次。
如果美國的憲法有規定不再增加州，一定會寫得非常
清楚，任何人都很容易上網查詢。如果有人說美國憲
法有規定不再增加州，應該拿出白紙黑字的依據，起
碼有美國官方(Official)正式聲明的檔案。光用嘴巴
講是不具科學，亦不具說服力。美國之所以會成為世
界超級強國，靠的就是以科學、邏輯、務實、透明，
絕不會有人故意搞神秘。任何事情都一定會有一套科
學的依據，絕不會有人說了就算。
  任何人只要對美國的行政體系或是一般行政規範稍
具一點常識的人，都不難理解什麼叫法治？所謂法治？
絕不會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那叫人治。所謂的法治，
它必須要有法律的依據。所謂的法律，是必須經過當
地國國會正式立法通過，且經總統明令公佈，包括各
州的憲法，行政單位才能依法行政。
  任何國家派駐世界各國具有官方代表的大使館、領
事館、或是沒有正式邦交的商務辦事處、代表處、機
構等，都還是要取得駐在國政府的同意，才能派任駐
當地國的大使(代表)，才會有雙方政府所接受的往來
互動之窗口。否則、光是一廂情願在外國設一個所謂
的平民政府辦事處，請問要如何運作？業務範圍？功
能性？這些都必須經過雙方政府承認並公佈之，豈有
只單方面說說而已？，稍微有一點點常識的人，都應
該會懂。

   1.請問所謂的台灣民政府(TCG)在華盛頓是向哪
一個單位申請設立的？
   2.申請設立的正式中英文名稱是什麼？
   3.是屬於營利組織？還是非營利組織？
   4.這個組織在美國的銀行有無正式的名稱和帳號？
   5.這個辦事處有什麼功能性？
   6.這個辦事處有什麼功能性？
   7.有無美國官方代表出席？
   8.代表美國官方出席的人有被邀請上台致詞嗎？
   9.假設真有代表美國官方的官員正式出席，這麼
重大且又極為敏感的事情，必定會有媒體的報導。
  這個辦事處在美國的對話窗口又是誰？如果美國政
府真的承認所謂的TCG台灣民政府，美國政府勢必同意
TCG台灣民政府可以正式在華府設立駐美代表處，而奉
派駐美的代表前往美國履新後，有無呈遞到任國書？
  又所謂的TCG台灣民政府真的獲得美國政府所承認？
按國際外交禮節和國際慣例，TCG台灣民政府在派駐美
國代表人選之前，有無徵得美國政府同意？TCG理當公
開出示讓全台灣的2千3百萬人看啊！既然自稱代表全
台灣的民政府，應該公告全國民眾，這是做為政府起
碼的常識。
  所謂的TCG在美的聯繫窗口是美國國務院嗎？是美國
白宮嗎？是美國五角大廈嗎？還是美國參議院？眾議
院？或是國會的哪一個委員會？還是美國在台協會華
盛頓總部？
  TCG成立酒會時有美國哪一個官員出席？應公佈給社
會大眾知道。如果真有美國官方人員出席？對美國而
言就不是秘密。
  TCG駐華盛頓代表處有哪些部門？有多少個工作人員？
美國土地面積及幅員廣大，TCG除了華盛頓設有代表處
以外，還有哪一個州設有辦事處？如果只是一個華盛
頓代表處，如何處理2千3百萬台灣人，以及全美國三
億多的美國人與台灣往來的政治協商、商務協調、美
台之間的公文書、私人文件驗證等猶如日理萬機的各
種繁雜事務？
  這個辦事處能夠解決台美兩國的貿易糾紛嗎？這個
辦事處能夠解決在美國台灣僑民的文件驗證嗎？這個
辦事處能夠解決美國境內台灣留學生的文件認證嗎？
這個辦事處能夠處理台美人在台灣遺產繼承的文件認
證嗎？這個辦事處能夠解決台灣人在美國結婚、離婚
的文件驗證嗎？這個辦事處能夠核發美國人來台的工
作簽證嗎？美國人拿平民政府駐華盛頓辦事處核發來
台的工作簽證，能夠合法在台工作嗎？
  個人也曾經任職外國政府機構的小職員達25寒暑。
每逢上級想要調派我到一個新的單位工作，也都要有
正式的任命函。除正式的任命函正本發給我以外，副
本也都必須給包括我要去接任的新單位，以及其它各
相關單位。我的新的工作單位才可能接受我走進那個
新辦公場所，承認我的新職務，我也才能夠取得新工
作單位的專用出入證明文件，我的薪水亦才可能從新
的單位按月匯到我的私人帳戶，包括我的(Social 
security)社會安全卡，保險，員工福利，私人往來信
件等等。不管我調到哪裡，這些基本的資料才會跟著

                                  (下接次頁)

請教 TCG／民政府的一封信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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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TCG／民政府的一封信)接續前頁:黃育旗文 

我，否則只要一調動就會中斷所有的訊息。
  一個自稱代表全台灣人駐美國的民政府，竟然沒有
美國官方正式檔案可以出示給社會大眾知道。這麼簡
單的常識，民政府不用公開說明嗎？這有公信力嗎？
  在過去的逾一甲子以來，國際地位不明，政治不安
定的台灣遭到國際間的打壓、中國長期的文攻武嚇。
國民黨有強烈的企圖心想把台灣和中國送做堆，內外
種種的嚴酷的打擊，幸賴諸多的民主前輩的犧牲，不
怕打、不怕關、不怕死的奮勇抵抗，才保住和傳承一

  關於2013-1-17 第54期台灣守護周刊所刊登的台灣
守護聯盟年會決議：「湯德章紀念公園應呈現民族尊
嚴」，個人肯定台灣守護聯盟加強對前台南市長張燦
鍙所做的不足所作的糾正，這正表示正義必須真正完
全予以伸張之重要性。吾人對於二二八事件之定位，
應用比「民族屠殺」更清楚與更俱具體罪行的「種族
清洗」(genocide)一詞才恰當，世界知名與創造此名
詞的猶太裔波蘭律師Raphael Lemkin對「種族清洗」
(genocide)如此下定義，此定義並被列入國際法： 
  「總的來說，種族清洗並不必然表示是完全毀滅一
個民族/nation(屠殺後所造成整個民族的滅絕除外)。
種族清洗主要是象徵著一個事先預謀好，以不同的行
動，針對毀滅該民族之生活的必要基礎，並伴隨著消
滅他們之間不同團體的計畫。這種計畫(種族清洗)的
主要目的是在分解(分裂與解體)該民族在政治的、社
會的、文化的、語言的、民族認同的、宗教的、以及
該民族間不同團體之經濟狀態，並在毀滅個人的安全
感、自由感、健康、尊嚴，甚至使個人認為自己的生
命被操控於加害的集團。」
  二二八種族清洗，至今只有賠償死者家屬，加害者
無一受到死亡後的審判。當年的受害者除了奮起抵抗
之死者與死者家屬以外，就種族清洗的定義來說，所
有台灣人皆是不同程度之受害者(被種族清洗者)。正
義如今仍未能伸張，所以台灣人應把此事件由「二二
八大屠殺」正名為「二二八種族清洗」。除了在台灣
境內繼續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審判蔣介石、彭孟緝、
陳儀等人，並應提高層級向國際法庭控告其在1947年
對台灣民族所進行的種族清洗之國際罪行，將該一干
人犯提高為國際戰犯。
  簡言之，二二八事件雖是由林江邁事件為引爆點，
但並非「偶發」，更絕非「處理不當」，而是藉林江
邁與各地台灣人起義抗暴事件，對台灣人進行「種族
清洗」計畫之總整理。
  雖然孫文並未參與「二二八種族清洗」，但一個創
立「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的人，其繼位者侵佔台灣，
並在台灣犯下此一國際罪行。除此之外，一個與台灣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孫文)竟然能繼續在台南這個台
灣意識最堅強的堡壘屹立不搖，台南市政府卻把為台
灣犧牲的英雄湯德章放置公園角落，這樣的處理根本
就是不倫不類，這對所有捍衛台灣主權的台南人更是
一種侮辱。如果是中國國民黨之黨羽在台南當政，如
此處理也罷。但以張燦鍙與賴清德兩位對台灣民主與
獨立運動有諸多貢獻的人，竟然對湯德章銅像如此安

絲絲民主的香火。他們的家人遭到非人性的迫害，家
破人亡，激勵了許許多多的後代台灣人群起奮抗，出
錢又出力，無非是希望為台灣找出一條最佳的出路，
尋求長治久安，大家應該珍惜。
  台灣是咱的母親，台灣母親只有一個。保護咱的母
親，是咱共同的責任。對於諸多無怨無悔、無私無我，
長期出錢出力共同為台灣奮鬥的人，我們都心存無限
感激！不該相互惡言批判。縱或各有不同的意見或觀
點，也理當異中求同，更應該多一點理性的探討，才
是正途。則台灣幸甚，台灣人民幸甚。

湯德章紀念公園銅像迴響
Sean Huang

排，表示兩位如果不是對真正的「台灣意識」了解不
夠深，就是帶有台灣人傳統的「古意」(也是鄉愿)而
不想因此引起風波，惹來藍營之撻伐。而後者的台灣
人傳統(民族性)或許正是台灣四百年來無法建國的主
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此建議應要求台南市長賴清德移除孫文銅像
並送入倉庫(或轉賣回收處理場)，再以湯德章銅像取
代，並隆重揭示湯德章犧牲所代表的意義，讓台南人
甚至台灣人起而效法。如果台灣守護聯盟向賴清德反
應後，其不處理的話，則應發起市民聯署，以民主政
治之民意逼迫其處理。如果此事件可引起媒體報導的

話，除了能夠向全台灣展示台南人悍衞台灣意識之決

心，也能夠引發其他台灣人的省思，更能夠挑起台北
中國城與台南台灣（首）都之南北鼎立的態勢。
  或許台灣守護聯盟有更重要的工作與任務需要執行
(所謂分進合擊)，但或許能把此一想法傳達出去讓有
意接手者去執行，或許王定宇是一個適合人選，因為
其目前無公職。但王定宇定居台南，又可讓他藉此事
件獲得更多台南市民的認同，應屬一舉數得之最佳執
行此行動之人選。

圖 ↑ 紀念公園中的湯德章銅像。(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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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24）日自由時報報導美國聯邦眾議員夏波表
示希望看到陳總統回家，本辦公室聲明如下：
  1.夏波議員相當關注陳總統的病情、司法及醫療人
權以及台灣當局的處理情形。去年在美國國會聽證會
上即公開聲援，主張讓陳總統保外就醫。這一次與台
灣祝賀歐巴馬總統就職的訪問團會面時，復提出希望
看到陳總統回家，本辦公室敬表感謝。而對於眾多美
國國會參眾議員、國際人權團體、國際組織、權威傳
媒以及海外醫療專家陸續透過各種不同形式來支持陳
總統保外就醫，我們併此致謝。
  2.金溥聰代表會後以新聞稿表示，陳總統受到良好
醫療照顧及不符典型帕金森氏症等，完全是外行人說
內行話，非專業醫師充當專業人士發言，誤導社會視
聽，丟臉丟到美國，這是何等嚴重之失職，應自動辭
職下台！
  3.事實上，陳總統在2008年11月入黑牢之前，身心
非常健康良好，四大重病可以說都是被關出來的，包
括狹小的舍房、沒床沒桌沒椅、形同關禁閉的知覺剝
奪、24小時的照燈監視、不合格的就醫環境、及其他
反人權、不人道的處遇等皆是致病之因，金代表若曰
馬政府已給予良好照顧，不啻推卸責任、顛倒是非、
公然說謊。

陳總統辦公室：
金溥聰公然說謊，嚴重失職，應自動下台！

  4.北榮院方及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都已證實陳總統
所罹為"帕金森氏症候群"（一種非典型的帕金森氏症），
但其對生命及身體的危害程度與典型的帕金森氏症同
樣嚴重。醫學鐵證如山，無可辯駁，金代表避重就輕、
粉飾太平、居心不良，已不適格駐美，應立即下台！

  郭正典醫師出國期間，我們原本非常擔心誰能做為
民間醫療小組，家屬與北榮醫師們的溝通橋樑。當我
們還在為這個人選傷腦筋時，阿扁總統心中已經有了
想法。
  去年九月，年輕有為的北榮楊智傑醫師診斷出陳總
統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每小時中止53次)，且
和多數重度病人一樣，無法戴著正壓呼吸器入眠。經
驗與醫術一流的耳鼻喉科醫師陳記得主張手術治療，
當時還被醫院高層與某些成員阻止，認為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還威脅如果開刀不給麻醉科醫師，以致手術
延遲到十一月底進行。
  開刀結果非常順利，總統的低血氧時間從每小時超
過三十分鐘進步到四分多鐘，對於防止低血氧造成的
主要器官傷害，例如腦部，心臟，肝腎等，非常關鍵。
陳醫師對總統的術後照顧也非常周到，傷口一個多月
後痊癒。自此，陳總統對陳記得醫師有了高度的信任
與依賴性，期待他經常去探視，陳醫師大約每兩天會
去病房探視總統一次。
  郭正典教授出國期間，阿扁總統希望陳醫師多去探
望陪伴。過去陳醫師看病時並未派人監看，但是北監
一反常態，這幾天開始派人貼身監聽，讓他很不自在。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22日下午5點，陳醫師進入精神科大門前，北監衝出
來攔住他，還說總統不希望他經常來打擾影響休息，
而且鼻中隔手術已完成，沒有理由再來探視。陳醫師
剎那間經歷行醫超過三十年間前所未有的羞辱。但他
回答「長官！我今天非進去求證一下，若總統確有此
意，我以後絕不會再來」。楊姓戒護人員馬上改口說
是北監的意思，要求他盡量減少訪視時間。進入後，
他詢問總統是否不歡迎他，總統說：「怎麼會呢，我
一直在等你來。」
  陳記得醫師刻意再隔一天才去探視。但是，24日下
午，他剛進入病房就被阻擋，戒護人員先說是院方意
思，後來遇到照顧總統的衛醫師說不知有此事，他們
才承認是北監意思。陳醫師認為身為醫師不去看病人
對不起病人，隨即要求看北監上級字條或公文，但北
監說沒有公文，只有口頭指示。
  陳記得醫師面臨郭正典曾經遭遇的情境。阿扁總統
此刻在病房裡必定不知道為什麼看不到陳醫師。
  北監顯然想要孤立陳總統，為什麼呢? 為什麼對於
已經如此重病的陳總統，還要一再刺激他的情緒呢?
為什麼不讓他見到他想要見的醫師呢?

北監想要孤立阿扁總統？

圖 ↑ 金溥聰新聞稿
帕金森氏症等，完全是外行人說內行話，非專業醫師充當專業
人士發言。(翻攝自網路)

表示，陳總統受到良好醫療照顧及不符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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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砍18趴記者會採訪通知
時間：元月28日（一）下午2：28
地點：考試院門口（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一號）
主辦：908台灣國總部
出席：王獻極總會長、志工們
說明：軍公教享受人民血汗納稅錢猶如活在天堂，
      藍白勞失業歹過年如在地獄，廢除台灣最不
      公不義的18趴，始終只聞樓梯響，送大刀給
      關中，展現魄力砍除18趴。
敬邀媒體記者蒞臨採訪
聯絡人：莊淑惠；手機：0922-007-557

前衛出版30週年特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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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台北市臨沂街25巷15號1樓楊基銓中心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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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218207

「夢遊女」歌劇   的精彩演出
時間：2月 6, 7 日晚上 7:30 pm,
地點：孫文紀念館
邀請者：曾道雄教授
  阿蜜娜就要結婚，卻被發現睡在伯爵投宿的賓館
房間，後來真相大白，原來她會夢遊！天才早逝的
作曲家貝里尼，為我們留下了這齣千迴百轉的美聲
歌劇。由戴曉君、翁若珮、蔣啟真、林健吉、張坤
元、許逸聖等聲樂菁英演出，陣容堅強。而曾道雄
作的歌劇，珍惜原作精髓，從8到98歲都看得懂。
台北歌劇合唱團則積30年的劇場經驗，繼「克里特
王:伊多美聶歐」和「露琪亞」之後，將在「夢遊女」
中，再度展現他們唱作兼備的舞台傳統。此次更將
以中文演唱，拉近愛樂者們與歌劇的距離！
貝里尼歌劇：夢遊女  兩廳院售票系統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
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oK4bYlG1GfyITFQ7j07hdg

台南新營國小退休老師陳武鎮油畫個展
  2月2日至28日在新莊客旅的油畫個展 。陳武鎮
是人權畫家，1969年當兵在試卷反面寫了「反中央，
反對國民黨」 被移送軍法審判。

新書預購：史明口述史 全三冊

《穿越紅潮》《橫過山刀》《陸上行舟》
  95歲的傳奇╳ 120小時的故事╳20萬字的紀錄
╳20把青春的火燄 = 台灣意識的傳承。在這部口
述史裡，說著近代台灣人民的動盪生活。我們也得
以在此，遇見年輕史明的夢想與熱情，看著他如何
一步步朝著台灣獨立的理想邁進。這是一個左翼青
年渴望獨立的真實實踐，也是台灣一個世代奮鬥掙
扎，尋求認同的縮影。島嶼台灣有許多值得探索的
意義。本書共以三冊《穿越紅潮：1918-1949》《橫
過山刀：1950-1974》《陸上行舟：1975-2010》收
錄史明長達近一世紀的生命歷程，希望藉由描述這
個一生堅定志向的革命家，從啟蒙到獨立的過程，
讓讀者體悟大時代下，台灣人的生命價值。史明口
述史，讓你認識台灣最熱血的歐吉桑。

伸出援手幫新北市八里區的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重建~~
   新北市藥師公會寒冬送暖，募捐善款供台灣天主
教安老院重建工程。安老院表示，未來仍需新台幣
3億7000多萬元重建費。中央社新北市27日報導指
出，台灣天主教安老院日前獲新北市藥師公會捐贈
128萬餘元，以及裙襬搖搖世界女子高球名人賽主
辦單位在耶誕節前捐贈200萬元善款。捐款讓安老
院的重建進度邁前，雖然距離所需經費仍很遙遠，
但院長黃雅詩相當感謝社會各界慷慨解囊，為長者
建設安全無憂的家。安老院重建老舊院區，經費需
4億餘元，籌募過程備感艱辛，內政部同意募款後，
一年來院方透過網路與志工的協助，共募得4000多
萬元。位於八里的安老院不分國籍與宗教，供長輩
免費終身安養。小型聯合國的年長修女照顧老人，
由於房舍老舊、龜裂、漏水，空間狹小亟需改善。
「2013 舊院區重建計畫」勸募核准文號:內授中社
字第1015005201號，募款期間:2012/12/01~2013/11/30。
郵政劃撥帳號：00184341；
戶名：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通訊欄請註明(一般捐款)或(重建捐款)。
在您完成捐款後可以來電、傳真或E-MAIL確認您的
捐款及相關捐款人資料。
銀行捐款：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
帳號：219-10-10776-5；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在銀行入帳完成後，台灣天主教安老院會開立正式
收據寄交給您，以利年度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使用。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會定期在網站公布徵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