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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311地震海嘯

帶來福島核災，舉世

震驚，並因而引發全

面性的全球廢核風潮。

福島核災後續的污染，

影響了整個日本包含

漁業、農業等環境及

觀光業的國家體質，

造成了數十萬當地兒

童乃至成人的健康受

創甚至生命威脅，而

這些污染將持續至少

數十年，甚至數萬年，

伴隨這些人直到死亡。

這一代日本國人無論

是精神或是肉體上，

都無法抹去核災所帶

來的威脅與傷害。

  回顧台灣，這場核

災過後，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敢恣意妄為，繼續在和日本同

樣同處地震帶上的台灣推動核電，甚至連全面停機檢測維

修、提高核電廠防震係數的應變準備都不肯，最大的原因，

是台灣支持反核的人口相對稀少。

而台灣反核人口之所以少的主原，是因為台灣長期被法西

斯極權政黨統治，國民長年來被白色恐怖教化成不應該干

涉甚至關注公眾事務，造成國人普遍缺乏關注公眾議題的

公民意識，加上核電是國民黨政府的既定政策，媒體輿論

長期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國人得到的資訊幾乎都是錯的，

當然覺得應該反核的人口會相對少。

  單看這些年來，台電與原能會如何刻意以錯誤的假訊息，

恐嚇、欺騙並誤導國人，讓國人對台灣的核電佔比、電力

備載容量、地質環境乃至國際間能源趨勢，得不到正確的

資訊，更枉論能擁有正確的知識及行動來推動台灣廢核工

程。我們從政府至今仍以愚民的心態來操控媒體輿論，就

可以清清楚楚看見政治力背後運作斑鑿的痕跡。

  很多支持反核的朋友，選舉期間把選票投給擁核的政黨

及政治人物，讓他們通過一切執行核能政策的法令，事後

反核不靠政治力難道要靠想像力？
再來高聲疾呼「反核

不應該牽扯政治」、

「不應該牽扯藍綠」，

我們認為這些反核人

士若不是有心，就是

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

現代民主代議政治的

意涵。台灣是一個政

治環境還處於發育期

的國家，政府可以不

聽人民的聲音，人民

想要推動廢核，讓政

治人物聽人民的聲音，

唯有靠政治實力。

  2009年德國人民把

選票大舉投給綠黨，

讓綠黨在德國聯邦議

會323席中佔有67席，

得票將近400萬票，在

12個政黨中排名第五，得票率達9.2％。德國這個高度仰

賴核能的工業大國之所以能成功廢核，重點不是德國有一

個勇於改革、勇於廢核的總理，而是德國擁有全球頂尖素

質的公民，是德國公民用自己的力量決定了國家要廢核的

國策。台灣是一個與大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國家，要發展

到如同德國一樣擁有先進的公民意識，需要時間，但除了

往這個方向努力，我們別無選擇。

  台灣社會公民力量還在凝聚，國民對於核能的知識以及

關心公眾議題的公民素養需要時間孕釀成熟。但首先，大

家應該要清楚知道，「核能政策」就是政治力運作下的結

果，要勇敢面對這個事實，不要逃避。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核二廠底下長達120公里的山腳斷

層很可能隨時會發生崩塌，帶來地震與海嘯引發毀滅性核

災。假如你認為「非核家園」對你我生命的延續極其重要，

你得用行動展現你的意志，用選票表達你的聲音，讓支持

廢核的政治力成為決定國家政策的關鍵力量，來護衛你我

的家園。這，就是民主的真諦。

圖↑113人民火大遊行，反核大隊。(圖Jimmy Che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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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
反核志工   Jimmy Chen 

  從小生長在純樸的雲林鄉村，小

時候第一次送走親人，看著爺爺的

墓碑上寫著穎川，我很好奇的問奶

奶，穎川在哪裡？但是，奶奶並不

知道。至今，我仍然不知道穎川在

哪裡，聽說是在山西，但對我來說，

這件事一點也不重要。奶奶過世時，

我第一次看見我們家的祖譜，寫著

我們來自廣東饒平，傳到我這一代

是第十一代。第十一代究竟有什麼

意義？對我來說，一直是個問號。  

短短幾十年間，我居住的地方從封

閉的小鄉村變成遼闊的地球村，我

們所接觸與學習的資訊遠遠超過前

10代先人的總和。日前有幸參與

「台灣血液之母」林媽利教授的演

講，並拜讀沈建德教授的著作「台

灣血統論」，對自己的身世沿革有了不同的解....

  原來，不僅是沈教授所引用的史實記載，證實台灣目前

2300萬人，8成自稱漢人的台灣人，都是台灣原住民相互

混血，多數為平埔族漢化後的台灣人；有5%的人是西班牙、

葡萄牙、荷蘭、日本、中國等外來移民與原住民的混血後

裔，另13%則為國共內戰之後，從中國敗逃來台灣的中國

新移民。就連林媽利教授DNA的科學研究，台灣人身上也

只有少數人流有閩越地區的越族DNA血統，幾乎都沒有所

謂「中原～山西、陝西...」這些地方的血統。台灣原住

民族出土文物的三萬年歷史，甚至相較中國閩越地區人類

出沒的史載還長遠許多。

  後來我才知道，所謂「一世祖」，不是代表來自中國的

第一代祖先，而是代表我的平埔族祖先被清國官員逼迫入

中國籍，成為漢化以後消失在歷史洪流中的第一代平埔族

人，而「第十一代」代表著我是被漢化之後的第十一代平

埔族人。這一點是我從當時清朝並沒有大量漢人移入台灣

的可能，以及我的出生地與平埔族的番社所在地重疊所做

出的判斷。原來「台灣人祖先來自中國」，根本是歷史所

造就的謊言，也就是台灣原住民被長期殖民高壓統治與迫

害下所造就的歷史悲劇結果。

  其實，生活在現今這種國籍可以流通、轉化的時代，身

世血緣的探究，並不是我們所需要在意的事。你的名字可

以隨時更改，你的國家也可以隨你自由選擇，我認為我們

更需要在意的，是當下對土地與國家的認同。

  很無奈，生活在這個人口出生比例史上最低的亂世，或

許這輩子我會單身終老，也或許這輩子我會孑然無後；不

管我的祖先是當初被迫逃離中國流亡台灣的中國人，抑或

是被脅迫歸化中國籍的平埔族人；今天，我做了一個決定，

  一個曾經生龍活虎，思路敏捷的臺灣總統陳水扁先生，

今天在政治黑牢中，被凌虐成手抖口吃，生命已成風中殘

燭；姑不論其法律問題，北監難道不應該負起殘害人權之

責任嗎？？同儕間，一句「尊重司法」的輕蔑冷漠態度，

又有誰看到生命人權的真諦！

  一些高喊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的人權團體及政黨，在意

識型態和民粹私法的鼓動下，個個選擇明哲保身，扭曲真

相，巧言令色，噤若寒蟬；人權正義再度淪陷，竟在這臺

灣解嚴後的二次政黨輪替之中堂而皇之發生！

  還有人無知的幻想著，在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非法殖民體

制統治裡，充滿著民主人權的展望性；阿扁總統的受政治

迫害事件，這鐵錚錚的事實，如還不能讓臺灣人澈底清醒，

臺灣是一個正處於被殖民的狀態下的話；今天中國黨的一

切施政作為，所造成的臺灣人民恐慌，將會讓臺灣主權再

次被出賣！

  公投盟近日來的一切行動，以營救阿扁總統，堅決悍衛

臺灣人權的尊嚴，及嚴防臺灣主權被這殖民體制所分贓出

賣掉，所做的一切努力；希望期待臺灣成為真正的國家的

臺灣人民能獲得認知，進而共同開創臺灣未來的新局面！

公投盟志工 陳俊廷

明辨是非是最珍貴的價值

我要勇敢認祖歸宗。假如我有幸還能傳承香火，我要讓我

的後代都能跟我一樣，做個頂天立地的台灣人。

  我的墓碑碑銘會註記「台灣．雲林」，因為在我心中，

「台灣」才是我的祖籍，也是我此生選擇的歸宿。我，生

於台灣，生為台灣人，我決定我死後也要作為～【台灣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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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在新春期間到各地宮廟參拜、發紅包的行程，仍

有不少民眾利用機會陳情及嗆聲，甚至向馬英九下跪陳情，

卻被警察們強勢驅離。馬英九似乎沒有見到與聽到陳情民

眾的聲音，在講一些空話及發紅包之後，滿面笑容上車離

去，繼續在各地作秀。

  從這些場景，令我們省思三件事：①究竟警察是人民的

褓姆，還是馬英九的褓姆呢？！②在這民主時代，人民還

需要向「總統」下跪求情嗎？③馬英九是否「重聽」，聽

不見也看不見人民的需要與訴求呢？！

  馬英九執政近五年來，民眾上街抗議嗆聲的事件層出不

窮，應當比前任總統陳水扁時期多出好幾倍，因為馬英九

對台灣無心，執政團隊施政也無能。然而卻動員大批的警

力來保護他的安全。以前我們常說：「警察是人民的褓姆」。

然而，現在看起來，台灣不少警察似乎已變為馬英九的褓

姆了。人民納稅的血汗錢卻供養那麼多只保護馬英九安全

的警察嗎？真的，台灣國內的民主自由已經逐步倒退向蔣

介石父子執政時代了嗎？說警察是人民的褓姆，其實還是

停留在封建思惟時期。在現代民主時代，警察是人民的公

僕，保護人民的安全才是警察的首要任務。看見有些警察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二女兒的美國夫婿首次來台，安排了認識台灣之旅，很

重要的是讓他體驗台灣是個多元文化形造的國家。春節安

排從花東濱海公路北上，花東縱谷南下，最高點到天祥太

魯閣國家公園。

  初一中午，離開太魯閣，造訪幾個太魯閣族與泰雅部落，

實地體驗台灣南島文化，他非常喜歡原住民音樂與舞蹈。

最後到太魯閣族的布洛灣用午餐。

  布洛灣Bruwan太魯閣族部落，指『回音』，距太魯閣八

公里，從立霧溪畔旁上行二公里。南依塔山，北臨立霧溪，

生態資源相當豐富。台地四周完全被青翠的山嶺包圍。座

落於布洛灣上台地，四面環山、立霧溪旁切而過，景致渾

然天成。獨棟雙拼的小木屋，有濃濃原住民原始。

  下山依既定行程到七星潭，一行人坐在海邊，遙望無際

的太平央海灣，飄著原住民歌手的吟唱，大家心靈寧靜下

來，得到最好的休憩與焠鍊。

  七星潭新月型的海灣，又稱月牙灣湛藍的礫石海灣，海

灣的末端依著高聳的中央山脈，山海邂逅的畫面為此陶醉。

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簡單的步道、海邊亭台、觀

日月樓、賞星廣場等，讓遊客都能盡情徜徉於碧海藍天之

中。

  要離開花蓮之前，我讓他體驗東洋文化對台灣的影響，

花蓮與台東是日本人喜歡的地方，因而在終戰前曾經造鎮，

陳總統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與維安的便衣人員過份強勢拖離抗議的民眾，真是警察之

恥，更是國家之恥！警察們醒醒吧！

  其次，在這民主時代，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不只是在選

舉時，我們做主人有權投票選出誰當國家的元首，就是在

平常，我們人民還是國家的主人，我們可以向施政無心又

無能的馬英九抗議，嗆聲與訴求。但絕不要跪下來求他，

免得馬英九更看輕人民。期望台灣人民要大大改變心態與

行動，有尊嚴作和平抗爭與訴求。絕對不需要跪地訴求，

反被傲慢的馬英九更加輕視吧？！

  經過近五年多來的觀察，不難發現馬英九在心理上似乎

已經患了「重聽」，總是聽不見台灣人民的聲音，對石化

業的污染，核電的不安全，勞工與農民以及許多弱勢族群

的困境。還有主權與國格的淪喪，馬英九聽不見也不願去

看見，因為他出生在中國，兩個女兒又是長住在美國的美

國人，所以他對台灣的認同很薄弱。他當總統，只是花時

間到處作秀而已。難道台灣人民還要對他有所期待嗎？！

難怪要馬英九下台的聲音越來越大。

  莎士比亞說過：「許多大人物儘管嘴裡說愛護人民，但

心裡卻永遠不喜歡他們。」這不正是馬英九的寫照嗎？！

並且小規模移民成為日式村莊，遺留下一些日式歷史跡痕。

最典型的就是松園別館、吉安慶修院與壽豐的日本村莊。

  松園別館曾為花蓮港「兵事部」辦公室，與附近的「放

送局」（現中廣公司花蓮台）、「海岸電台」（現中華電

信）與自來水廠（現自來水公司美崙淨水廠）等處松林連

成一片，由於視野直對北濱海灘之美崙溪入海口，具有天

然制高點優勢，可俯瞰美崙溪入海處、花蓮港及太平洋海

景，輕易掌控出入於南濱海面船隻及南機場起降航機，加

上濃密的松針樹蔭有如大傘保護，成為日軍在花蓮重要的

軍事指揮中心。國民政府軍隊接管，曾作為美軍顧問團軍

官休閒度假中心。花蓮縣政府將松園編定為歷史風貌專區。

  花蓮的吉安慶修院，由日治時期建造，是唯一保存完好

的日式寺院，前身是日本真言宗高野派「吉野布教所」，

除了是日治時期移民過來的日本人最主要的信仰中心外，

更具備醫療所、課堂室以及喪葬法事服務處等各式功能。

寺內所供奉的主神有弘法大師、不動明王以及毘沙門天王，

慶修院建築主體遵循日本傳統建造，以木頭構架為主，屋

頂為日本式四注攬尖，最為特別的是四角銅板形式的「寶

形造」屋面，以及中開房間向後延伸的「布教壇」。庭院

內草木茂盛，生機勃勃，環境幽靜，充滿了禪意。

  年初一晚上就夜宿前日本村莊壽豐。

台灣警察在保護誰呢？

在花蓮找尋與導遊台灣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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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錦上添花者眾，雪中送炭者少；有很多人認為

到廟裡的添油香箱子丟個幾百元，幾千元，甚至數萬元，

就以為是功德一件。特別是有些人也誤以為早晚燒香拜佛、

早晚誦經、吃早齋、吃全齋、或是所謂的在家修等，就能

換取所謂的【功德】，就會修成正果，百年後就會上天堂。

這一切的作為，說穿了，都只是為了個人的私慾，抑或自

己家人的一己之私，此乃私德。如果這樣就會有所謂的功

德，那上天就太沒有天理了。

  所謂的【功】德，其原意是指【公】德，亦即公共道德

之意。所謂【功德】是以嘉惠全民的公共利益，謀取全人

類的共同福祉，對全人類有重大的貢獻。如果因為您捐助

的善錢，經由一群推動社會改革的運動者，迫使政府完成

立法、或是完成修法而使得全人類受益，那才叫做公德。

  譬如：過去很多女性到銀行上班，不但不適用勞動基準

法(勞基法)，而且只要結婚懷孕，就被雇主無故解雇或強

迫離職。誰無父母？誰無子女？這些無辜的女性只因為生

孩子，而被迫失去工作，毫無保障可言。後來有包括個人

在內等諸多社運人士，不斷抗爭，到處陳情，最後迫使政

府修法通過銀行員亦可以適用勞基法，從此全國數十萬銀

行員的工作才獲得保障。這遠比燒香拜佛，舉辦廟會，吃

吃喝喝更具意義吧！

  還有1990年以前，台灣的男生只要屆滿15歲之年12月31

日以後，就一律不准出國，縱使趕在15歲以前出國，亦沒

人敢回國，成了流浪國外的小黑名單。多少孩子有家歸不

得，數十萬的爸爸媽媽見不到孩子。孩子的阿公或祖母不

幸往生，孫子無法回家送祖父祖母最後一程。多少人叫天

天不應，叫地不靈。後來也是由一群熱心家長出錢出力，

到處拉布條抗議請願，四處陳情，終於迫使政府同意修法，

讓國內外的男學生，可以自由出入境，嘉惠了數百萬的家

庭。這遠比把錢花在點光明燈，拜斗，安太歲，或是改名

字，改運有意義吧！

  因此，什麼才叫做功德？不應該被誤導、不能被濫用、

更不宜被亂用，否則，就會喪失社會價值，無形中就會誤

導民眾原來功德是可以花錢得到的，助長不勞而獲的心理

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到廟裡去拜拜，順手添個香油錢，花點小錢就會有

功德，則功德亦未免太過廉價，豈不太沒有天理了，亦未

免太無知了。對於許多沒錢吃飯，三餐不繼，不得溫飽，

孩子繳不起營養午餐，繳不起學費的人，又怎會有多餘的

錢拜拜添油香。難道他們就都沒有功德嗎？那真的是太沒

天理了。上蒼絕不會這麼沒有是非，否則，這跟法官有錢

判生，沒錢判死，又有何兩樣？

  所謂的功德二字，旨在發揮人類基本的惻隱之心，和憐

憫之情，在文明國家也只是被定義在一般正常道德的範疇。

倘拜神或是向上帝祈禱就能獲得神明或是上帝的保佑，那

些行動不便、視障、聽障、聾啞人士、小兒痲痺等殘障弱

勢者，有的人沒手沒腳，怎麼拜？如何舉手祈禱？神和上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帝會因為它們沒有拜，沒有燒香，沒有焚燒冥紙，沒有錢

買水果祭品和牲禮，就不保佑它們嗎？如果真的是這樣，

這豈不太沒有天理了。

  1984年、聯合國的一場世界環保研討會的報告，提及地

球臭氧層逐年被破壞，其中包括肇因於來自台灣大量焚燒

廢棄物的污染源之一。為了宗教信仰，台灣每年大量砍伐

人類賴以生存的樹木，再將砍伐的樹木做成紙漿，再由紙

漿做成冥紙和香枝等。

  根據高雄市環保局指出，每燒一公斤紙錢，就會產生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而且還會產生一氧化碳等揮發性物質。

這些行為是目前少數幾國家尚存在的惡習，這是多麼令人

感到臉紅，和諷刺的批評。

  全球大約有六十多億人口，有燒香拜佛的人，只佔極少

數的信徒。敬神燒香拜佛，和【功德】沒有必然的關係。

包括舉辦廟會及各式各樣的宗教活動等，或是所謂「在家

修」的出家人，都是為了滿足個人或少數人的信仰慾望，

和填補心靈的空虛。

  所謂「在家修」就是希望把自己修成正果，基本上就已

違反出家人必須普渡眾生的戒律，包括在自己家裡供奉神

明，都顯示出自私的心裡。將神明供奉在自己家裡，就有

巴結神明的意味。這就好比產婦在醫院生下嬰兒，雖然已

支付該支付的生產費用，但心理就是有更多的期待，希望

醫生和護士能夠更優於別人嬰兒的特別照料。神明應該被

供奉在寺廟裡，供所有的信徒膜拜。但偏偏就有很多人特

別把神明供奉在自己家裡，基本上就是期待神明特別保佑

這一個家庭，自私就是因為這樣而來。

  尤其這些宗教的活動過程，大量砍伐子孫賴以生存的樹

木和竹子所製造的冥紙和香枝，而這些焚燒掉的冥紙所產

生的黑煙，及焚燒過的冥紙黑煙和冥紙屑到處亂飛，造成

他人家裡不易清除。甚至還有人習慣燃放鞭炮，燃放鞭炮

(未完，續接次頁)

圖↑過年搶頭香，每年成為台灣民眾保平安的重要活動。(圖翻攝自網路)

功德、公德、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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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產生的黑煙，造成空氣污染，影響它人呼吸不適，更

使得很多嬰兒，以及很多有病痛的老人，受到鞭炮聲的驚

嚇，不得安寧。燃放鞭炮所產生的黑煙和鞭炮屑到處亂飄，

害別人的家難以清理，這種損人又不利己的行為，真不知

這是【功德】，還是【缺德】？這已經是有法律明文禁止，

屬於違法的行為。文明的社會，包括上帝乃至神明，沒有

人可以有這個特權。

  而何謂【公德】，是指不需要任何條件交換，沒有任何

條件，更沒有任何好處可言，願意付出自己寶貴的時間，

花費自己的車資，便當、飲料等，不顧天氣有多麼炎熱，

氣溫多麼的寒冷，無怨無悔，完全不求回報，去參與和推

動各項的社會改革運動，一旦完成立法，全國的人民都受

惠。譬如柯媽媽為了推動汽車第三責任險，在諸多社運界

的前仆後繼，積極的參與和支持下，不惜走在街頭和立法

院抗爭八年，不惜在國會殿堂外面絕食靜坐，終於完成立

法，這才叫做【公德】。

  包括過去的刑法100條，關係著全國人民的言論自由。在

那個時代，只要有人像現今社會講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

或是批評某一個民間組織的政黨，隔天就很可能消失無蹤。

經過前台大教授陳師孟為首的眾多有高度良知，滿懷崇高

道德的學者，不惜上街頭被警棍毆打，不畏懼犧牲性命，

不怕被抓、被關，勇敢的站出來帶領數十萬民眾走上街頭，

表達忿怒，抗議政府的顢頇，大聲向政府嗆聲野蠻。抗爭

過程有多少人被警察抓，被警察打到遍體鱗傷，滿身是血。

之後經過國際媒體大肆的報導，加上外國政府不斷向台灣

政府當局表達關切，才好不容易廢掉刑法100條。從此、

台灣人有了言論自由。任何人都可以理性的批判政府，批

評時政，再也不用擔心隔天會被抓去坐牢，吃無錢飯。廢

掉刑法100條後，才嘉惠了台灣世世代代的言論自由，這才

叫做【公】德。筆者亦深感有幸參與這個過程。

  其它譬如兵役法修正，讓未服役的男生都能隨時自由出

入境國門；勞動基準法、家暴法、受虐兒童防治法、兒童

性侵防治法、汽車第三責任險立法、禁止校園體罰、煙害

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社會秩序維護法、

洗錢防制法等，都是有非常多的人，出錢出力，無怨無悔

付出，無私無我的奉獻，一波又一波不斷走上街頭拉白布

條，大聲抗議、絕食，不惜身家性命安危，才換得國家社

會不斷的進步，不斷的往前邁進。所以，做為台灣社會過

去近30年來的改革運動之一員，我誠摯的呼籲大家，應該

多關心我們國家的社會公共政策。

  只有不斷的改造社會的不公不義，多做一些對人類有貢

獻的事情，才有可能嘉惠我們的世代子孫。孩子是我們大

家未來的希望，我們沒有理由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孩子的

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家庭、學校、社會應共同負起

的責任和義務。與其花錢想換取【公】德，整天舉辦廟會

吃喝玩樂所花費的錢，不如把那些錢拿去濟助關懷孤兒、

殘弱老人、單親家庭、重殘人士。甚至多買一些書，有時

間多看一點書，心靈才不致於會那麼的空虛。

  本書是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和埃及革命較穩定之後開始

動筆的。動筆的原因：第一是因為筆者的專業恰好經歷電

腦科技網路化與個人化的發展過程，也在網際網路民營化

之後不斷注意並追蹤這個資通訊科技潮流對人類社會造成

的衝擊；第二是因為筆者在台灣民族運動除了長期實際的

參與，也特別專注研究革命運動的理論；特別是第三，因

為2011年許多台灣人渴望變天，希望能阻止馬英九繼續把

台灣推向中國，使台灣能免於被中共併吞的危險。但2012

年「總統、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不如預期，許多台灣社

會菁英怪東怪西，不知自我檢討，更讓筆者決心完成本書。

因此，利用許多演講與政治運動之餘的時間，盡自己的心

力在長達近20個月把本書完成，希望能藉此推展台灣民族

運動2.0的思想與行動，使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回歸正軌。

  台灣人渴望變天只是權宜性的想法，台灣人真正期待的

是出頭天。幾萬年來，先後來到台灣的移民及其後裔，挑

戰台灣的生存條件，共同創造台灣在地的生活經驗。從出

現較完整的文字記載開始，荷蘭殖民統治時代的「反紅毛

仔」，清朝殖民統治時代的「反唐山」，台灣民主國時代

村庄民眾的「抗日游擊戰」，日本殖民時代的初期武裝反

抗到其後的現代民族解放運動，中國黨政權殖民統治下的

二二八大革命以及接連不斷迄今的民族、民主鬥爭，都是

台灣民族不甘屈服於外來殖民統治、追求當家作主的具體

《網際時代的台灣民族運動2.0》自序

行動。

  台灣的地理環境為台灣民族在人類的遷徙和文明的流動

提供了豐富而且特殊的歷史材料，台灣社會從海洋交通吸

收、發展出在東亞領先的科技文明，並且與時俱進跟上西

方國家的進步思潮，充實了台灣民族的內涵，不分族群與

血緣凝聚了共同的政治命運，分享共同的經濟利益與文化

價值。然而，附著在現代台灣民族意識的中國情結一直到

二二八民族屠殺之後，才用先賢噴灑的血淚澈底將它沖刷

掉，之後，終於確立了近代追求獨立建國的台灣民族運動。

  在外來政權的剝削與壓迫下，近400年有歷史記載的反

抗者都為自己招來劫難，甚至還連累家人蒙受殘酷的迫害。

這些悲慘的記憶和經驗，使許多台灣社會菁英普遍認命當

順民、奴才自保，只敢在台灣人當中爭奴隸工頭地位以滿

足個人的成就感，不敢高舉台灣民族主義，揭發赤藍權貴

的外來本質，挺身參與驅逐赤藍的民族鬥爭，因為深怕受

到權力的迫害，重踏先賢烈士的厄運。極為諷刺的畫面是：

許多被「中華民國」體制踐踏的台灣社會菁英，反而變成

「中華民國」民族壓迫體制的護航者。台灣社會菁英這樣

的舉動，正應翁山蘇姬之言，「因為害怕受到權力的迫害

而沉淪腐化」，甚至精神錯亂，也正是心理學所講的「斯

德哥爾摩症」引發的病態行為。

(未完，文續接次頁)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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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台灣民族運動由萌芽、奮發而興盛，台灣人甚至得

以任「總統」，取得極為有利的民族解放戰略位置。但台

灣人的領導者卻在錯亂的建國理念下，企圖經由承認「中

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具有統治的合法性，來硬拗「台

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果，民族運動被「中華民

國」邪惡體制吸納，不但失去革命的理想與激情，而且國

際社會更有理由認定「台灣是中國暫時分裂的領土」。台

灣民族運動從此轉而趨向衰微，赤裸裸的現實是：不僅台

灣人不能當家作主，反而陷台灣於更危險的境地。本書將

陷溺於此錯誤理念的運動階段定義為台灣民族運動1.0。

  台灣民族運動1.0帶來的危機是：在政治上，赤藍權貴

加緊把台灣鎖進中國，在國際社會製造台灣屬於中國的「事

實」，換取中共統治階級的支持，幫他們撐腰打擊台灣民

族運動，以維護其非法佔有的政經社會優勢地位；在經濟

上，赤藍權貴加緊剝削、壓榨台灣人，一方面囤積個人財

富自肥，另一方面使台灣人陷入生活困境，汲汲顧三餐而

無暇關心或參與公共事務；在社會上，赤藍權貴加緊推動

「赤藍化」，藉教育和媒體優勢製造「統一遠景」，一方

面向中共統治階級輸誠，另一方面則侵蝕台灣民族意識和

爭取獨立的信心，模糊民族壓迫的社會矛盾。

  事實上，台灣社會普遍自然地接受台灣民族主義，但是

相當多數的社會菁英受赤藍毒化教育的影響而無知地排斥

它。因此，台灣民族運動如果要回歸正確的鬥爭理念與行

動方法，台灣人就必須突破傳統的思維，群眾必須堅決起

來自己領導民族運動。網際空間所孕育的革命2.0環境正

好帶來了成功的契機。

  本書的第一章從資通訊科技環境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影

響來介紹革命2.0這個經過成功驗證的新概念；而第二章

則以現代的語言與思想來解釋民族主義和它的功能並以科

學的論證啟發台灣民族意識；第三章檢討台灣民族運動1.0

的興衰並論述其衰退的主要原因；第四章則為台灣民族運

動2.0鋪設在現實國際環境下推展運動的理論基礎。有些

讀者可能對「赤藍人」這個名詞覺得生疏，它在第二章有

清楚的定義和解釋，基本上是指堅持自己仍是「中國人」

的「外省人」。

  現代的先進國家都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民族發展的

核心價值，透過公共媒體來強化民族認同和國家意識，透

過推動經濟進步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時還兼顧優質

環境、社會公平福利以及國土的永續發展。台灣社會居於

吸收全球資訊的有利位置，因此，台灣人對進步社會有相

當的瞭解和嚮往。網際空間是一個能夠讓群眾大規模參與

的環境，一個已經証明能夠匯聚驚人的群眾智慧的環境，

一個充滿創新機會的環境。台灣民族運動2.0必須活用網

際空間的新環境，糾正在1.0時代所犯的錯誤，堅持台灣

民族所追求的目標與價值，重新塑造咱福爾摩沙美麗島。

  筆者要感謝著名的歷史學者鄭欽仁教授，容許本書大量

取用他對「中華民族」的研究成果並且還為本書寫推薦序，

也要感謝熟悉國際事務的蔡武雄教授，提供許多涉及台美

人在美國國會的朋友的資訊，更要感謝無悔地服務台灣社

會的陳永興醫師百忙中撥空為本書寫推薦序，以及感謝廣

泛著作論述台灣民族運動的施正鋒教授為本書寫評論。最

後也要感謝許多好友提供在各地拍攝的照片與畫作給本書

使用，讓內容更活潑生動。

註：本書將在三月初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人類文明、良知的核心價值在公義、民主丶平等、自由及人權，司法制度的公正、建全和其保障人權的執行與

決心，是一個基本的指標。掌權、治理的政府或執政黨，若沒有堅定決心去維護、實踐文明國家一致認同的自由、

民主、公平，正義....人權的核心價值，如此政府、政黨將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汚名，不僅令其統治下的不幸百

姓、社會、國家，再度進入一個非人性的悲慘世界，更將令整個歷史蒙羞，最終亦必受世人所唾棄，遺臭萬年。
  一個世紀來，臺灣經歷數次的政權更替，日本統治期間，有多少先民奮勇反抗，流血流淚，甚至犧牲生命，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的統治者亦跟著更替，走過一甲子，其間亦經歷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嚴的非常時
期，臺灣這塊土地的百姓己經歷種種的瀝練，亦辛勤參與建造，使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成熟到能夠不再
流一滴血，就能兩次平和地政權轉移，開始邁向世界上先進民主正義的社會，維護人權的國家之道路。
  全美臺灣人權協會在此鄭重提出良心建議臺灣執政當局，馬英九先生，應以高瞻遠矚的眼光與民主素養的先進
高標準來審視前總統陳水扁先生的司法案件，並綜合檢視其所呈現的諸多健康狀況。數個月來，馬先生的老師孔
榮傑教授和一直關注臺灣民主政治和人權的多位資深國會議員，都已來過臺灣，並深切表達關心陳前總統目前的
身心狀況，並表示再繼續關下去，不僅僅是陳先生個人的損失，其家庭的損失，更是臺灣人權、民主的損失，甚
至賠上長久以來辛辛苦苦建立的「臺灣形象」。
  在此就引用聖經中勸勉人的一段話：＂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彼得前書三章八節）敬請以臺灣長遠民主、自由、公義、人權、包容、慈悲為懷的善良文化核心為念；釋放前總
統陳水扁先生吧！
  願慈愛的上帝永遠光照在臺灣的每一寸土地，保佑臺灣的每一個人。

                           全美臺灣人權協會  Fomosan's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洪榮隆  敬啟
                                                                                      2/13/2013

致總統馬英九先生和金溥聰先生公開信
敬請重新思量民主、公義和人權之無上價值

立即釋放前總統陳水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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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0 台中「台灣人救扁義勇軍、台灣獨立建國大旗隊」正式成立，每周六、日下午在台中車站站前廣場舉大旗。
1/24 聲援台灣人權促進會「集體對警方蒐證」記者會，先至警政署再轉至法務部。記者會後，公投盟成員手舉「打破
     司法獨裁」大旗，闖至總統府前高喊『打破司法獨裁、釋放阿扁總統』。
1/30 蔡丁貴教授前往台北榮總探視陳水扁總統。
     詳細內容請見https://www.facebook.com/aorft/posts/513322485379673
1/31-2/1 蔡丁貴教授率公投盟志工前往竹南，支援民進黨竹南鎮長候選人李震華掃街拜票行程。
2/07 『接阿扁總統回家過年』第一日：在台北車站發起『接阿扁總統回家過年』 活動，要求馬政府立即停止政治迫
     害，釋放陳水扁總統，讓陳水扁總統能 回家與扁媽團聚過年。

2/08 『接阿扁總統回家過年』第二日：獲知陳冲(行政院長)、毛治國(交通部長) 將至台北火車站視察，蔡丁貴教授

     帶領救扁義勇軍成員前往西二門，欲尋求與將接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毛治國對話，但警方現場指揮官因判斷錯誤而
     執法過當造成衝突。
     民視新聞http://www.youtube.com/watch?v=1Badh-dx5SU 新唐人電視台http://www.youtube.com/watch?v=BBRtrt7-tEw 
     民視新聞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ftv/20130208/index-13603160844838319001.html
     在得知陳、毛取消行程後，一行人轉往總統府前，丟鞋向馬英九嗆聲抗議，要求停止政治迫害，立即『讓阿扁總
     統回家過年』，警方隨即出動大批警力粗暴制止，過程中蔡丁貴教授遭到數名員警同時以不同方向的力道拉扯，
     再加上稍早於台北車站的衝突中已感不適，最後不支倒地送醫。另有兩位義勇軍成員遭到警方暴力推拖拉扯，暴
     警惡行已被紀錄。http://youtu.be/iMpg9SAXhOI
2/9 『接阿扁總統回家過年』第三日：晚上，當大多數人都在家裡與家人幸福團聚圍爐的同時，我們在等待不到阿扁總
     統被釋放的情況底下，在台北車站的大廳中擺個小火爐，大家圍坐一圈，象徵著與阿扁總統一起圍爐守歲，祈禱
     阿扁總統能早日得到平反、釋放。雖然因為我們的努力不夠而尚無法解救阿扁總統，但我們的心、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一切，一直與阿扁總統同在。圍爐過程中，來自全台各地的伙伴們，輪流著自我介紹並互相加油打氣。在
     過程中發現，伙伴們的背景包含了社會中的各階層，而年齡更從十六歲的高中生，到九十幾歲的高曾祖都有，大
     家為了共同的目標，一心一意的在除夕團圓夜圍坐在這裡，誰還能說「在台灣的救扁聲音只是少數」？有的只是
     那些充滿心機算計的政客們的利益考量而已… 這晚這夜，伙伴們之間，充滿了很多的辛酸和不捨，還有淚… 
2/10 (大年初一) 由於得不到馬政府釋放阿扁總統回家過年的回應，公投盟台灣人救扁義勇軍在蔡丁貴教授號召下，展
     開一連串的如影隨形嗆聲活動，「馬政府不放阿扁總統，就不得好過年」。
     馬英九在台北行天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Z_bK1EuE0&feature=youtube_gdata_player 
2/11 馬英九在湖口老街三元宮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607407465951377
     吳敦義在松山慈惠堂http://www.youtube.com/watch?v=yXvVeK6PUXI 影片一 http://youtu.be/onH4ml2wsu4  
     影片二 http://youtu.be/qOSZxWBnrGw  影片三 http://youtu.be/oZyAClgo6kc
     吳敦義在指南宮 影片一 http://youtu.be/14xX5M5pn4s  影片二 http://youtu.be/9YpyAgP6jUw 
2/12 馬英九在高屏 民視新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uYhJo1RXZY 年代新聞 在高雄玉皇宮嗆問馬英九何時
     釋放阿扁總統 影片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R0P-32xOqk 影片二公投盟女將在高雄玉皇宮遭疑似黨
     工人士偷襲扯髮、嗆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d4e-WPYob0&feature=youtu.be
     馬吳在南部遭嗆，遍地開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feb/13/today-p2.htm
2/13 台北獨立建國大旗隊春節加碼舉旗。特別需提到令人感動的是，其中有年前新加入的成員，帶著老婆及就讀國小
     的女兒前來一同響應。
2/15 新竹獨立建國大旗隊春節加碼舉旗。台教會副秘書長錢文南教授也前來響應。
2/17 如影隨行續嗆馬，春節最後一天也不能鬆懈 --- 馬英九在台北指南宮。
     民視新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pHiINfOpF8 民視台語新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TfMd8NblKI
     壹電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iGyGytbxE&feature=youtu.be
     後山堵馬一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294816010647611
     後山堵馬二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294797737316105
     後山堵馬三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294693493993196
     三立前進新台灣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72180582861815&set=a.453855958027611.94612.453
     725104707363&type=1&relevant_count=1 
2/18 分別拜會民進黨蘇貞昌主席及蔡英文前主席，並致贈春聯一幅「救扁不力人民火大辭舊歲、冷漠獨裁天降飛鞋迎
     新春」，橫批：「揭竿起義」，期能鼓勵民進黨內有影響力的人，都能正面面對「扁案是政治迫害」的現實。
2/18 救扁義勇軍早上在基地集合準備出發時，警方以『今天新內閣要上任，不可以走中山南路』為由，出動大批警力
     封路，製造無謂紛爭衝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ehgUnLtTU&list=PL7GnkWTdjNgahcOId6JzazU19MktUYvlZ

公投護台灣聯盟活動大事記
2013/1/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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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過兩日就過年了，
為什麼我的心內沒有多少歡喜?
為什麼我的心情這樣沈重?
因為四年多了、台灣人的總統還關在國民黨的精神病房裏，
因為四年多了、台灣人還是沒有辦法讓阿扁回家！

(2)
快過年了,
阿扁總統啊、我知道在你心底,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風景
比官田的山水更美麗!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陽光
比官田的日頭更溫暖!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月光
比官田的月娘更溫柔!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農地
比官田的稻田更青翠!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土產
比官田的菱角更好吃!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飛鳥
比官田的水雉更美麗!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的野花
比官田烏山頭水庫的台灣百合更潔白清香!

快過年了,
阿扁總統啊、我知道在你心底,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
比台南縣官田鄉西庄村祖厝的三合院更教你懷念,
因為那個所在是扁媽揹你大漢的故鄉!

(3)
唉! 中國國民黨沒天良啊!
四年多來、原本有鋼鐵意志的健壯的阿扁被關壞了!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坐在黑牢地上吃飯像乞丐!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面對著糞坑刷牙洗面,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蹲在糞坑上面洗身用水管
水管的水一開始還都是冷水直到有立委在媒體上抗議!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從法庭回到牢房還要被脫褲檢查屁眼!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蹲在糞坑上大便擦屁股、洗身沖小鳥,
全部被二十四小時監視他的錄影機看光光,
同時還有一位二十四小時監視他的室友也在看!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在兩人同住不到兩坪的牢房
趴在地上寫書、一本兩本三本四本、本本都是台灣受難史
趴在地上寫到手腳都變形、趴在地上寫到胃酸都倒流!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睡在黑牢地上沒有一張床,
更恐怖的是半夜睡覺時屋頂的日光燈也不准關
二十四小時白閃閃的日光燈也在監視阿扁
白閃閃的日光燈一年三百六十五夜都在刺阿扁睡覺的眼!

唉! 中國國民黨開的法院和監獄、沒天良啊!
台灣人的總統連關燈睡覺的基本人權都沒有

Bill Huang

四年多來、一年三百六十五夜白閃閃的日光燈
已經在阿扁的頭腦中刺出燙出點點的白斑病變!
原本勇健的阿扁、現在已經說話口吃、手腳顫抖
原本勇健的阿扁、現在已經快要精神崩潰不想再活!

四年多來、台灣人的總統已經快被關到瘋關到死!
唉! 中國國民黨沒天良啊!

(4)
馬英九啊, 你還有沒有一點人性?
判阿扁無罪的周占春法官被換, 難道不是國家暴力?
特偵組逼迫辜仲諒做偽證害阿扁, 難道不是政治迫害?
你馬總統發表: 法院判決不符合人民期待, 難道不是行政干預司法?
國家暴力要到幾時?
政治迫害還不夠嗎?
你他「馬」的馬英九做的還不夠難看嗎?
你他「馬」的馬英九還有沒有一點人性?
讓阿扁回家吧!

(5)
民進黨啊, 難道你一點不想用行動對抗國家暴力?
民進黨啊, 難道你一點不會號召人民激烈抗爭?
四年多來、為什麼不曾在黑牢前面為阿扁辦萬人的燭光守夜?
四年多來、為什麼不曾帶領人民專門為阿扁走上街頭?
難道這就是「溫和理性」的「尊重司法」?
做奴隸就最「溫和」了, 不是嗎?
民進黨啊, 恢復衝撞威權體制的創黨精神, 搶救阿扁
讓阿扁回家吧!

(6)
台灣人啊, 難道你一點不會難過?
2008.11.11, 手銬銬在阿扁高舉的雙手上
也銬在真正本土台灣人的心上!

台灣人啊, 難道你一點不會生氣?
關押阿扁就是在關押台灣人
阿扁的手銬就是奴役台灣人的手銬!

台灣人啊, 難道你一點不會覺醒?
辦綠不辦藍, 就是「司法二二八」
把阿扁關到死, 就是在消滅台灣的獨立建國!

台灣人啊, 難道你一點不會抗爭?
馬英九凌遲阿扁, 就是在向中國獻媚;
台灣人的總統在國民黨的黑牢中泣血,
中國併吞的黑手已經伸進台灣!

台灣人啊, 難道你一點不會奮起?
台灣人啊, 難道你心頭沒火鼻頭沒汗?
不做奴隸的台灣人起來, 怒嗆馬英九
缺乏程序正義, 扁案撤銷!
不做奴隸的台灣人起來, 推倒國民黨黑牢的高牆
讓阿扁回家吧!

讓阿扁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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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高雄市紀念228系列活動：
反壟斷／反洗腦人權論壇
時間：2/23 (周六) 晚七時 
地點：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主講人:林保華先生(資深評論家/中國問題專家)
       管中祥老師(中正大學) 

       陳為廷同學(反媒體巨獸靑年聯盟代表)

       及香港學民思潮學生代表等
歡迎各界好友出席!  台灣加油!

228事件66週年追思會邀請函
  謹訂於主後2013年2月28日（禮拜四）下午2點28分
假台中公園更樓前舉行228事件66週年追思會。 
敬邀 蒞臨參加
主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部
承辦：台灣公義行動教會（台中）
協辦：228受難者家屬協會、台圓文教基金會、海洋之
      聲傳播協會、908台灣國台中分會、台中市台灣
      心會、民進黨台中市黨部、台聯黨台中市黨部、
      台灣民族黨、台灣建國黨、台灣教授協會、台灣
      中社、台中醫界聯盟、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大
      台中民主進步促進會、小英之友台中分會、大千
      廣播電台FM99.1、獨立台灣會台中分會、台灣獨
      立建國聯盟台中分部
聯絡人：林世杰牧師0937214254、蔡明憲長老0911692546
        啟中醫師0928310138、周崇德會長09335318

歷史的和解，未來的共生：228如何可能？
時間：2013/2/23《六》PM2:00-5:00
場地：Rebirth Cafe & Restaurant餐廳/咖啡廳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6巷19號 B1)
活動免費，因位置有限，請提前入場。
  2013年的228，全台灣放假一日，但有多少人記得，進
而紀念66年前，1947年的這天，是許多台灣菁英與年輕
學子組織起來，以生命為籌碼，勇敢追求台灣民主、自
由與自治的日子？他們的故事，可能就潛藏在你我身邊，
也許你曾經聽聞過，也許你曾經看到過。然而，大多數
的台灣人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卻貧瘠得只剩教科書的官
方說法，更是一組不能被記憶、遭到噤聲的關鍵密碼，
甚至就此與你我無關…… 228陷溺在藍綠惡鬥與族群撕
裂之中，我們試圖在2013年的當下，再次聆聽這組數字
背後每一聲被掩摀的吶喊，並重新面對這段臺灣歷史的
迷霧，尋找和解與共生的可能。
主持人：王永婷(台師大台文系碩士生)
與談人：葉浩(政大政治系助理教授)

主辦：獨立青年陣線│協辦：台灣教授協會

歡迎加入 [思想地下室]FB粉絲專頁
【歡迎贊助】郵政劃撥：第19305335號 台灣教授協會
(本會開立捐款收據，可申報扣抵所得稅)

二二八 6 6 週年紀念活動 勿忘「三月屠殺」
2月28日(四) 台北市
◎大遊行
集合時間：13:00 出發時間：下午2:28
集合地點：永樂市場 (台北市迪化街一段21號旁)
致詞：姚嘉文(主辦單位-台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
      陳儀深(主辦單位-台灣228關懷總會理事長)
      蘇貞昌(民主進步黨主席)
      黃昆輝(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蔡英文(民主進步黨前主席)
      吳樹民(台灣社社長)
      周振才(228受難者家屬)
遊行路線：永昌街→民樂街→南京西路→重慶北路一段
          →重慶南路一段→漢口街一段→館前路→
          忠孝西路一段→公園→青島西路→中山南路
          →小廣場(自由廣場牌樓前)。
致詞：15:30開始，自由廣場牌樓前
      姚嘉文(主辦單位-台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
      呂忠津(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張炎憲(台灣228關懷總會榮譽理事長)
      李榮昌(228受難者家屬)
      陳南天(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表演團體：水噹噹姊妹合唱團、台灣21世紀合唱團。
追思228：16:30起
提供節日食品「魷魚糜」500份，餐具每組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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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靜態展覽、真人圖書館、

NGO暨學生社團聯展
主辦：獨立青年陣線
時間：16:00~18:30；地點：自由廣場

共生音樂節
時間：18:30~21:20；地點：自由廣場
表演團體：舒米恩、滅火器、拷秋勤、詹天甄舞團、
          甜星球劇團、茄子蛋。

二二八事件 66週年各地紀念活動如下：
3月8日(三) 基隆市
◎基隆市大屠殺追思會
主辦：基隆市228關懷協會
集合時間：14:00~16:30  集合地點：基隆港海洋廣場
致詞：姚嘉文(台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
      游祥耀(基隆市228關懷協會理事長)
      陳儀深(台灣228關懷總會理事長)
      張炎憲(台灣228關懷總會榮譽理事長)
      陳南天(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張錦煌(民主進步黨基隆市黨部主任委員)
3月23日(六) 嘉義市
◎嘉義地區追思紀念音樂會
主辦：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

228紀念音樂會台灣翠青20
台南場時間：2013年2月27日晚上7:30
地點：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藝廳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嘉義場時間：2013年2月28日晚上7:30
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2段265號)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蕭泰然文教基金會
需購票參加請洽電話:02-25111069鍾小姐
(財團法人蕭泰然文教基金會)

高雄市紀念二二八事件相關系列活動
1.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記者會暨柯旗化故居開放儀式
  2/18下午2時第一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37號)
2.「NO! 我抗議--真相與勇氣的華麗冒險」-紀念影展
  2/20~3/10 高雄市電影館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0號)
3.紀念音樂會
  2/24下午2時30分高美館雕塑大廳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
4.鳳山招待所揭密--人權空間展示
  2/23、2/24、2/28、3/2、3/3鳳山明德訓練班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中正國小旁)
5.反壟斷與反洗腦人權論壇
  2/23上午10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6.改寫歷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座談會
  2/26上午10時高雄中學藝能館演奏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 號)
7.高雄市二二八事件66週年追思儀式
  2/28 上午9：30 高雄市二二八和平公園
  (地址：高雄市中正四路底 市立歷史博物館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