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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益世能返鄉過年，顏清標也能年後入獄，只有阿扁無
法返鄉過年，還隨時有被帶回北監的威脅，公理何在？顏
清標的胞弟顏清金16年前因債務糾紛槍擊同村村民，被依
殺人未遂等罪判刑9年2月確定。前年6月間才入獄，短期
內卻能以罹患第4期口腔癌為由，於顏清標喝花酒案定讞翌
日獲法務部核准保外就醫，台中地檢署裁定30萬具保配合。
但是沒有具體罪證，卻被馬英九以操弄司法的方式判處貪
污罪的陳水扁總統在被極不人道的方式關了4年多，且已
陸續發生重度憂鬱症、結巴、手抖、易跌倒等神經精神症
狀的情形下仍無法獲得保外就醫，司法的公平性何在？
  美國聯邦參議員穆考斯基 (Lisa Murkowski, R-AK)日前
訪台向馬英九表達對陳水扁總統醫療人權的關心時，馬英
九竟向穆考斯基參議員說陳水扁因貪污罪定讞在台北監獄
服刑，不是政治犯。馬還表示目前陳水扁因病戒護外醫，
就醫的榮民總醫院是台灣第一流醫學中心，也是出於陳水
扁的選擇，陳水扁表示滿意與感謝受到榮總的醫療照顧。
至於陳水扁是能否保外就醫，馬英九在會談中說要看陳水
扁是否符合相關法律規定與醫療專業判斷，目前陳水扁不
具備保外就醫條件。
  馬英九真是愛說笑。陳總統如果真的是個貪污犯，而不
是政治犯，則特偵組需要教唆辜仲諒回國做偽證、威脅杜
麗萍咬扁，且用撤換判扁案無罪的法官、找司法院長摸頭、
及引用違法違憲的「實質影響力說」的方式才能判他貪污
罪嗎？馬英九也真愛說謊。如果到台北榮民總醫院接受檢
查真的是出於陳總統的選擇，則陳總統當初被架到台北榮
總時為何會很氣憤地說那是一家「槍桿子醫院」，且拒絕
配合醫護人員？陳總統後來確實有表示滿意與感謝台北榮
總的醫療照顧，也希望繼續留在台北榮總，那是因為不留
台北榮總就會被送回讓他受苦數年，且發病迄今的北監。
如果有保外就醫的選項，陳總統會選擇繼續留在台北榮總
治療嗎？
  日前有網友Roy Chien以e-mail寫信給台北榮總院長及衛
生署長，卻接到矯正署民意信箱(tytc@mail.moj.gov.tw) 
的回函。回函的內容如下：

  您好：按監獄行刑法第58條第1項：「受刑人現罹疾病，
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
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院。」規定，受刑人罹病在
監內無法適當醫治者，矯正機關得視其病情需要，戒護外
醫或移送病監治療，或報請矯正署核准保外醫治，以為妥
適之醫療照護。經查陳前總統身體不適，臺北監獄除安排
專科醫師在監內為其診療外，亦戒送醫院看診，或依醫囑
住院接受治療及檢查。目前陳員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戒護住
院，並接受相關治療及檢查，其健康狀況係屬以「在監就
醫」或「戒護外醫(住院)」之方式即可妥善醫治之範疇，

故臺北監獄審酌其目前病情，尚未符合監獄行刑法第58條
保外醫治之條件。未來，臺北監獄將視陳前總統病情之需
要，給予妥適之醫療照護。謹此。」
  如果受刑人的健康狀況以「在監就醫」或「戒護外醫(住
院)」之方式即可予以妥善醫治就不符合監獄行刑法第58
條保外醫治之條件，且到台北榮總醫治也算戒護外醫的一
種，則全台灣將沒有任何一個受刑人的病情可以符合保外
就醫的條件，連顏清標的胞弟顏清金的第4期口腔癌也不
符合。蓋台北榮總是全台灣數一數二的醫學中心，也是世
界有名的醫學中心之一，顏清金的第4期口腔癌會是台北
榮總無法醫治，但其他醫院可以醫治的嗎？顏清金為何不
比照陳總統，也送到台北榮總來醫治，等台北榮總無法醫
治時再給予保外就醫？
  根據壹週刊最新的報導，陳總統的右手不停地顫抖、講
話結結巴巴，其病情有呈現階梯式惡化的趨勢。國內神經
醫學權威陳順勝醫師分析陳總統的臨床症狀、核磁共振及
核子醫學影像檢查結果後認為陳總統腦部有萎縮，已罹患
帕金森氏症候群 (Parkinsonism)，如果再不讓他保外就醫，
脫離監獄的密切監控，則其未來的結果將很不樂觀。換言
之，陳總統目前的病情正是連台北榮總都無法有效醫治的
疾病，符合監獄行刑法第58條保外醫治之條件，法務部為
何睜眼說瞎話，硬是不讓陳總統保外就醫，連返鄉過年的
人道處置也不予？
  馬英九曾於2006年6月7日手握拳頭、咬牙切齒的出言恐
嚇說：「子彈已上膛並且瞄準目標，剩下的問題是什麼時
候扣扳機」、「陳總統會死得很難看」、「我不排斥罷免，
現在手上有槍，也已上膛；但子彈只有一顆，就看要不要
發射，要就一槍斃命」等語。從馬用操弄司法的方式故入
陳總統於罪、在監獄裡用每天羈押在狹小空間裡23.5小時、
24小時燈照、24小時錄影監視，連大小便也不放過、沒床
沒桌椅、沒時鐘…等方式凌虐，直到陳總統病倒還不放過。
對於國內外各界人士的「特赦」或「保外就醫」的呼籲，
馬也一再表明不會「特赦」陳水扁，也把保外就醫推給法
務部。看來馬英九正在實踐他的諾言，要讓陳總統「死得
很難看」，而陳總統也心裡明白他的性命即將不保，早已
多次表示他可以死了。問題是，陳總統如果活不下去，「死
得很難看」，馬英九就能「活得很好看」？
  聖嚴法師曾對陳總統說：慈悲沒有敵人。陳總統信以為
真，在他主政的八年期間沒有對任何一位藍營人士動過一
根汗毛。不幸的是，敵人沒有慈悲！陳總統一卸任，即被
馬英九鬥爭、惡整到今天，連性命都可能不保。馬英九要
把陳總統鬥到死，正是「敵人沒有慈悲」的具體顯示。台
灣人眼睜睜地看著陳總統被馬英九一步步推向死亡，還能
不趕快覺悟？

敵人沒有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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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對子女的成長以及人格特質具有極大的影響，
因此，每一個家庭應該成為教導真理、公義與慈愛的學校，
使子女在這家庭生活中不斷地成長。
  我拿著敬老票搭捷運、巴士、火車與高鐵已經五、六年
了，每次在捷運及巴士車上看見有許多男女青年不管是坐
在博愛座或普通座位，看見老人、孕婦及身障人士都會馬
上站起來讓座，甚至呈現很親切的笑容與禮貌，這真是台
灣可喜的現象。然而也有少數青年人坐在博愛座上就閉著

眼裝睡或是專注在看手上的Smart-Phone (智慧型手機)，
而不願讓座，我認為這兩種不同的青年人可說是出於不同
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子女樂意讓座，出於不良
的家庭教育，子女也就不知道讓座給需要的人了。
  從青年人的讓座，也使我想起台灣國人對政治關懷的態
度也可說是出於不同的家庭教育。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在學
校裡的政治教育多數是外來「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封建意
識形態的洗腦灌輸，是缺乏真理、公義與慈愛的教育，所
以有許多台灣人對政治冷漠無知，不辨是非，甚至一輩子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都投票支持有龐大不義黨產的國民黨候選人，讓國民黨長
年來宰制台灣人的命運。尤其是經歷228大屠殺與白色恐
怖統治的父母們經常吩咐子女：「嬰仔人，有耳無嘴」，
不要去管(插)政治，以致子女們滿腦子都存留學校政治教
育中的洗腦灌輸，缺乏對政治的正確判斷力以及追求真理、
公義與慈愛的心志。
  現在台灣已面臨馬政府無心也無能為台灣建設的統治下，
危機重重，台灣青年們的命運可說已危在旦夕。期望有更
多的父母大大地覺醒，在家庭生活中鼓勵子女們多多瞭解
與關心公共事務以及台灣國家的前途，使台灣能轉危為安，
我們的台灣青年才會有光明的前途，可以生活在一個有自
尊、能自主的民主自由台灣國，而不必活在共產專制中國
的操控與壓制下。
  美國思想家艾默森說過：「家庭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
世界，孩童的樂園。」我看家庭也是真理的學校！願以此
與台灣的父母們互勉。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內部弊端層出不窮，營運虧損藉漲價轉嫁民間吸收，致使
造成民間萬物齊漲，台灣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王委員裝聾
作啞未負揭弊之責，誠為失職有違全民所託。
   3、二《惡》代健保只會向低收入戶剝皮搶錢，對富人
極盡保護、軍公教退休的工作獎金、績效獎金、職務加級
福利獎金---等等巧立名目，造成國家財政崩盤、國營事
業弊端連連，經營嚴重虧損，竟然也發績效獎金、年終獎
金，軍、公、勞保差異甚大，九百萬勞工的辛酸無人為他
們發聲、放任無能政府毫無節制揮霍，人民血汗錢無人看
管，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納入健保並安排工作，非常嚴重侵
犯台灣學生的生存權與工作權，諸上所述王立委在立法院
均無為民阻擋不法議案，也未為全民應得的福祉發聲爭取，
人民選出這種荒謬無為的立委真是讓人難以忍受，就該予
以罷免。
  參加記者會的來賓代表：民進黨彰化縣黨部陳進丁主委、
台聯黨黃文玲立委彰化服務處葉繼元執行長、908全國分會
長及幹部等。

  上星期應邀做了兩場說明「台灣國籍宣示運動」的聚會。
一場是由白色恐怖史蹟見證者安排，第二場由彰化、雲林
地區的熱心人士安排在古坑。兩個地方都是放《歌唱革命》
來強調台灣民族主義並介紹台灣國籍宣示運動的意義。
  兩個地方都端出自己種植、收成、烘焙的咖啡豆所煮出
的頂級咖啡供與會者品嚐。兩個地方的參與者都接受台灣
民族主義為理所當然。兩個地方的與會者都熱烈參與台灣
國籍宣示登記。
  在古坑，當我講解台灣民族主義的時候，一位青年人不
斷拉著主持人的手肘要求講話。他以親身經歷興奮地向與
會者見證：選舉的時候談民主沒什麼效果，只有發揮台灣
民族主義才能激起選民的熱情。

908台灣國發起罷免王惠美立委
  908台灣國運動1月31日於鹿港分會舉行全國幹部會議，
一致通過決議，推動罷免王惠美立委，會後總會長王獻極
率全國幹部與台聯黃文玲立委，民進黨彰化縣黨部陳進丁
主委，召開「罷免王惠美」記者會，希望選區民眾響應。
後續罷免行動將由鹿港分會負責，結合中部分會及社團推
動。彰化縣立法委員第一選區王惠美，身為選區立委，多
項戕害台灣人公眾利益的法案，非但未全力阻擋，甚至舉
手贊成，記者會提出罷免王惠美立委的理由：
   1、當美國毒牛肉要強行進口的案件在立法院表決時，
彰化地區有五位立委，唯王惠美立委舉手贊成，這種罔顧
全民健康甚鉅的法案，身為選區立委，未全力阻檔法案，
甚至舉手贊成，應該罷免。
   2、油、電雙漲，明顯是中油、台電經營不善的問題，

飄咖啡香的台灣國籍宣示運動

台灣父母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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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昨（30）日台北榮民總醫院聲明，指責陳順勝教授
透露病患病情、違反醫學倫理一事，本辦公室與民間醫療
小組不能接受，為免混淆視聽，提出以下看法：
  一、醫學倫理首要原則為自主權，次為善意原則、不傷
害原則與公平正義原則，既約束個別醫師，也及於醫療機
構。陳順勝教授對外解說病情既經陳總統本人與其家屬代
表陳致中充分授權，何來違反醫學倫理之說。
  二、醫學倫理核心價值在於對病人自主權與最大利益之
保護，其次即為善意與不傷害，舉凡診斷、評估與治療等，
皆須以對病人帶來最大利益為考量。陳總統自去年九月住
進北榮之後，固然某些疾病獲得適當診治，但其腦部微小
血管病變相關之病症，持續階段性惡化且已擴及多系統退
化，乃不爭之事實，病人家屬及訪客皆親眼目睹且憂心忡
忡。北榮迄今仍無確切診斷，雖排除「典型帕金森氏症」，
但陳總統究係罹何病？病因又為何？是否為陳順勝教授所
診斷、後果與上揭病症一樣嚴重的「帕金森氏症候群」，
或可由台灣社會各界醫療專家共同評估討論，提出第三方
客觀中立之見解說法，並會商合宜解決之道（是否保外就
醫），方為負責任之處理方式，斷無面對病患日益嚴重惡
化之症狀、卻選擇避重就輕、含糊其詞之理。
  三、北榮強調陳順勝教授不是「運動異常疾病」專家，
但院內陳昌明主任本身是中風專家、王署君部主任則是頭
痛專家，兩人亦非所謂「運動異常疾病」專家，能否勝任
陳總統之主治醫師？事實上，陳總統目前既尚無確切診斷，
自然為一般神經科範疇，以此質疑陳順勝教授之專業適格
性，有失事理之平。
  四、醫學倫理同樣約束機構組織，在資訊不透明、不對
等的情況下，若只允許北榮醫師發言，而排斥陳總統民間
醫療小組成員之醫療判斷，實有違公平正義原則。民間醫
療小組之運作皆遵行嚴謹倫理守則，可受社會檢驗，相關
醫學判斷與評論須經成員平行討論後獲取共識，為謀陳總
統健康之最大利益，醫療小組希冀在理性思辨的基礎上與
北榮進行專業對話溝通，盼勿一味否定、貽誤治療先機。
  五、我們呼籲，北榮堪稱台灣首屈一指之醫學中心，對
於陳總統病情雙方爭議內容，不宜動輒指責民間醫療小組
為私人意見，反而未對問題核心─究竟罹患何種病症、臨
床表現與各項檢查之關係、病理與致病原因等，提出專業
且可受公評之說明；我們再次強調，陳總統的病情，社會
各界都在看，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所有關心陳總統的醫
療專家應捐棄本位、集思廣益、求取共識、付諸行動，以
治療、改善、控制陳總統病情為第一要務。

  民主進步黨30日召開第十五屆第廿四次中常會，再次通
過呼籲馬英九總統儘速讓陳總統保外就醫。
  中常委在常會結束後一同召開「馬總統，讓阿扁回家過
年吧」記者會，呼籲馬總統儘速讓陳總統保外就醫。蘇主
席說，昨日他與柯建銘總召再次到台北榮總探視陳總統，
陳總統的病況也確實愈來愈嚴重，令人憂心。蘇主席轉述
主治醫師對陳總統病況的說明，現在陳總統不管是身體、
心理都亟需妥當醫療，特別是能需要和家人在一起。他強
調，民進黨關心陳總統的處遇，並多次呼籲馬總統，醫療
人權是人權最重要的一部分，陳總統的狀況已經過醫療專
業診斷，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而全國也已有17個縣市、
超過3分之2比例的縣市議會通過呼籲讓陳總統保外就醫。
  蘇主席說，在世界民主先進國家中，沒看到一個政府把
前總統關那麼多年，日前包括美國參議員穆考斯基及其他
各國重要的意見領袖，也屢次以公開講話或書函的方式，
向馬總統表達對於陳總統醫療人權的嚴正關切。「現在，
就要過年了，我們再一次呼籲各界一起關心」，讓陳總統
儘速保外就醫，「我們希望馬總統，讓阿扁總統回家過年
吧。」難道只能無奈的看著？

民進黨呼籲讓陳水扁總統回家過年

兄弟們一一涉及貪污，嚴重重創馬英九捍衛『清廉』的決
心，卻也沒有聽到他出來指責。如果比照相關涉及貪污的
首長們，陳總統犯行並沒有相關確切證據，卻讓他一個活
活健康的人關到半生死的狀態。 
  回教可蘭經中：「如非為了抵命或平亂，殺死一個人如
同殺死全人類；拯救一個人如同拯救全人類」，何況是一
位八年期間對台灣建設良多的前總統。今天政府殘忍的手
段，不是利用國家機器（司法）告訴人民不要跟我作對，
不然就會如陳水扁總統一樣的待遇？如果跟政府交情好，
那很多案件可以含含糊糊的帶過，甚至不用關，可以每天
跟嬌妻手牽手到派出所報到即可，甚至過年還可以『基於
人權』回家過年。難道陳水扁總統這四年來沒有人權？
  過去汪笨湖先生在番薯電視台，利用笨湖News節目聲援
陳水扁總統，每個禮拜會邀請陳水扁總統的醫療小組到電
視台說明陳水扁總統的近況，郭正典醫師、陳昭姿社長、
張葉森醫師、郭長豐醫師甚至陳順勝醫師，他們都在節目
中一次次的分析病情。有媒體甚至認為這是故意擴大病情，
事實上確切的在發生中。
  最近也不難發現電視節目不見，汪笨湖先生因為挺扁被
迫離開董事長與電視台後，北監跟北榮動作更加激烈的逼
迫陳水扁總統。我過去跟鄭新助議員、汪笨湖先生、鄭羽
秀一次次的揭露北監的惡行，從趴在地上沒桌子…到陳總
統被灌水，一次次的扒開這個政府體制的慘忍手段。有朝
一日，很快的希望會有這樣的媒體節目出現，我想對陳總
統是最實際的幫助。
  一位被納粹迫害流亡美國的科學家Albert Einstein(愛
因斯坦)說過：國家是為了人民存在，不是人民為了國家
而存在。也就是說，國家應該是我們的僕人，而不是我們
當他的奴隸。台灣人民，你覺得中華民國是你的僕人嗎？
還是你甘願當一個奴隸？關陳水扁總統總統如同關住台灣
人一樣，相較之下也關住了台灣建立的人權價值。四年多
來已經將政治超人關成一個病痛纏身的老人矣。夠了！真
的夠了！讓他回家吧！

  看見最新一期的雜誌報導，陳水扁總統在榮總接受治療，
榮總消極的治療他罹患的『帕森金氏症』。尤其週刊得到
陳總統的影片，不難發現他已經有相關的症狀，結巴、手
抖、眼睛呆滯…。高雄長庚大學神經科權威陳順勝醫師也
證實。 
  可惜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一直被政府醫療小組阻絕在外，
或只能形式性的參與，無法確切的進入治療。尤其這兩天
得知林益世可以離開台北回高雄過年，馬英九總統身邊的

陳水扁辦公室、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聯合聲明

難道只能無奈的看著？ 
台灣草根行動協會召集人  張銘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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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紀念音樂會台灣翠青20
台南場演出時間：2013年2月27日19:30pm
地點：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藝廳(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場演出時間：2013年2月28日19:30pm
地點 :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民雄鄉建國路2段265號) 
指導單位: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蕭泰然文教基金會
  本基金會將於台南場2013年2月27日(三)、嘉義場2013
年2月28日舉辦「228紀念音樂會台灣翠青20」，讓更多
國人得以分享台灣傑出音樂家作品。台南場「228紀念
音樂會台灣翠青20」將結合雲石交響樂團、劉芳祐、張
正傑、葉綠娜、湯慧茹及長中合唱團、長中校友合唱團、
府都愛樂合唱團等諸位名家演出。嘉義場將結合雲石交
響樂團、劉芳祐、張正傑、葉綠娜、李郁茹及嘉義女聲
合唱團、嘉義室內合唱團、長中合唱團、長中校友合唱
團等諸位名家演出。

  蕭泰然博士旅美期間其音樂創作達於巓峰，尤以小提

琴、大提琴、鋼琴三大協奏曲及一九四七序曲、福爾摩
沙交響曲馳名國際樂壇，各種器樂作品及唱曲更是創作
豐富。最重要的是，他的音樂，曲曲皆念玆在玆於宣敘
台灣的歷史、台灣人歷經滄桑而奮發鼓舞的精神。國際
樂壇經由他的音樂認識台灣並聆賞台灣民謠，海外華人
更在他的音樂中得到慰藉與驕傲。祈希藉由此音樂會獲
得樂迷大眾們對藝術創作者的敬仰與致謝。
      財團法人蕭泰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秀麗敬邀
本音樂會性質採取自由捐助
捐助辦法:
一、銀行匯款行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
    戶名：財團法人蕭泰然文教基金會；
    帳號：007-09-11772-9。採用以上捐助辦法，請完
    成捐助手續後回傳收據，並請填妥姓名、捐助方案。
二、網路捐助、
購票網址：臺南場：https://flyingv.cc/project/222；
          嘉義場：https://flyingv.cc/project/221
捐助、購票方案
1.捐助2,000元，入場票卷一張、音樂包。
2.捐助5,000元，入場票卷一張、音樂包。

入場票劵請音樂會當天至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嘉義縣

表演藝術中心VIP取票

  908台灣國總會長王獻極，於今（28）日下午2點28分，
在考試院門口，舉辦「廢18趴」記者會，送一幅「公義推
手唯關中」匾牌，及一支關刀，給考試院長關中，希望關
中肩膀硬起來，除惡務盡，大刀闊斧，一次砍掉全民詬病
的18趴，不要拖拖拉拉，還留8趴9趴，也是不公不義，只
有全部廢掉18趴，一切歸零，軍公教與藍白勞一視同仁，
全部零趴，才符合真正公平正義。

王獻極說，軍公教18趴的優存利息，是獨裁威權時代?
空背景的經濟環境之下，所製造出來不正常，不公不義的
特權待遇，如今時空環境已變，經濟社會環境已變，台灣
的社會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士農工商各職種人才的流通，
待遇的高低，應讓市場機制，動態平衡調整，一樣是為台
灣做事，各職種的退休福利制度，應全民一視同仁，不能
有歧視差別待遇，特權落伍的18趴，應一次斬斷歸零，才
符合公平正義，不能再有封建思想，只特權優惠軍公教，
修改軍公教退撫制度，18趴要一次歸零，一次全部廢掉，
不能拖拖拉拉，治絲益棻，越改越複雜，沒完沒了。即使
剩下1趴，也是不公不義，以後也是亂源。來賓台灣客社
副社長黎登鑫教授，任教於政大，本身是公教人員，也支
持廢掉18趴，全部零趴。

908台灣國總會長王獻
極呼籲廢18趴

綠色鬥陣: 吃好粿幫助小林村
  「逗陣工作室」做電台到現在已經四年，這段時間，
讓我們感受最深、也是聽友們最認同的一項工作，就是
自2010年到2012年連續三年春節前義賣小林村的手工甜
粿，讓八八風災受災最重的十多個小林村倖存家庭在每
個新的年度開始，都得到一次自食其力的機會。
  過去這一年雖然倖存家庭從「組合屋」搬入「永久屋」。
但是全年因為雨水不正常，水果農作欠收，營收不盡理
想。而政府的各種補助措施（例如八八零工）都已經結
束，所以今年的小林甜粿更需要你我的支持。請幫忙邀
請親朋好友、公司團體大力贊助這次義賣，並儘早來電
訂購，以便排定期程、備料製作。用$200買一個小林甜
粿，甜在嘴裡、溫暖在心裡、保証您這個新年特別值得
回味。
  為了替您節省個別宅配費用，綠逗這次在台北、台中、
台南、高雄、花蓮等五大都市，都有安排定點定時提貨
的服務，請善加利用。在此感謝台北市簡余晏議員、台
中市大千廣播電台賴靜嫻董事長、台南市王定宇議員、
高雄市桶箍協會與吳錦發老師、以及花蓮市秋朝咖啡館
負責人賴秋淑，不吝提供人力及場地：尤其大千廣播電
台慨允共襄盛舉、跨台推廣，盛情可感。
小林甜粿簡介：
(1)甜粿分為紅豆及原味兩種口味，重量約800g (1斤5~6
   兩)；不含防腐劑。
(2)冷藏賞味期10天，手工甜粿質地偏軟，可直接食用，
   口感像麻糬；冷藏變硬後可切塊，用餛飩皮包裹後
   油炸，內軟外酥。
訂購方式：
(1)各地自行提貨的朋友請先連繫「綠色逗陣工作室」。
   電話：(02)8732-5155或傳真：(02) 8732-5156；
   辦公室：台北市信義區嘉興街127巷4號1樓
(2)採用宅配的朋友請直接連繫小林五里埔製作窗口。
   李文彥：0935-198-389或王美蓮：0910-821-472；
   宅配運費計算方式：1~6盒100元、7~10盒140元、
   11~20盒180元。

窗口憑證明索取

三、兩廳院購票系統販售300、500、800、1200元票劵
請上以下網站http://www.artsticke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