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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存在多元的價值，台灣人因此有不同的價值觀。

在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中，各種價值觀的地位並不相同。

有些價值觀處於主導地位，有些價值觀處於從屬地位，許

多人因此有不同的立場。但是，對於一個政治人物或是領

導者的選擇，則必須釐清國家發展的核心問題。否則，國

家定位的模糊將導致價值觀的混淆，形成國家意識分裂的

危機。

一、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台灣國家地位之爭議由來已久，迄無定論。各派學說紛

紜，各種歧異的觀點並存，其間還有統獨的問題介入，因

此在意識形態、國家立場、與基本價值上，常因上述情況

而有許多差異，問題意旨與觀點常有出入。尤其在台灣和

中國問題的研究上，常因此而有不同的國家定位、立場與

觀點。李登輝說：「當前台灣在處理或討論兩岸問題時，

經常讓人感到爭議不斷與混亂，主要就是因為台灣有一部

份人還沒有辦法真正認識台灣本身，更沒有清楚釐清台灣

和中國的關係，導致我們在規劃或進行兩岸互動與交流時，

不時出現價值上的混淆與錯亂。」為此，我們必須釐清經

濟與政治間的複雜因素。國際法學者陳隆志教授對於台灣

主權的觀點已漸為多數台灣人所接受，即「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國是二個不同的國家。台灣不是中

國的一部分，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從台灣的歷史

發展進程和國際地位的事實來看，台灣直到今日還未完成

國家的建立。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權也只是非法佔領台灣的

流氓體系，從來未被國際承認與接受。這也是台灣主體認

同混淆的主要癥結所在。

二、中國是台灣的敵對國家

  阮銘認為台灣的外部威脅主要來自中國。中國威脅台灣

的方式包括軍事恐嚇、外交封殺、政治統戰、經濟掏空、

文化滲透等，無所不用其極。中國的目的是併吞台灣，把

台灣當做中國對外軍事霸權擴張的「第一塊踏腳板」。中

台灣人應建立的國家意識、基本價值與立場
國認識到併吞台灣的有效方式是在台灣內部扶植聯共反台

勢力，以分裂台灣人民，把台灣套上「一中」絞索，送進

「一中」屋頂，讓台灣喪權滅國，斷送台灣自由、民主、

獨立建國的一切成果。

  台灣捲入國共內戰的戰禍至今。台灣希望與中國和平共

存，希望儘速結束雙方的敵對狀態。然而中國內部的民族

主義與鬥爭依然以併吞台灣為主要目標，並對台灣「文攻

武嚇」。中國已在台灣的對面部署兩千多顆對準台灣的飛

彈，在國際上也處處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中國的各項舉

動對台灣沒有絲毫善意，甚且已經嚴重威脅台灣人民的生

命財產安全。台灣人民及企業主若刻意忽視敵人的威脅，

將增加我國被中國吞併的危險，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

三、台灣建國是台灣人的希望

  台灣正面臨生存價值的考驗。保護所有人民的自由與人

權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政府存在的價值。儘管許多企業也

面臨生存的問題，必須獲得改善。但是政府必須付出智慧

加以解決的斷不是以犧牲全體人民的人權，來造就部份企

業的成就，而其後果卻由全體人民來承擔。執政者必須有

能力未雨綢繆，阻止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情勢發生。執政

者更必須執行公權力，維護國家安全，不能對一個敵對國

家無限制地輸出與開放。民主國家的執政者既然擁有大多

數人民的選票，就必須為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存權利做出最

大的努力。這是人民賦予執政者至高無上的權力，也是政

府存在的最高道德與價值。

  台灣必須儘快完成建國大業，原因是目前號稱是代表台

灣人民的「中華民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就以殖民侵略者

的身段在台灣屠殺、鎮壓人民。甚至截至目前為止，那個

非法佔領台灣的流氓體系仍然以民主的形式包裝其剝削人

民的實質。這樣的假民主政體必須送入歷史的灰燼中，才

能讓台灣人獲得生命財產的保障，和永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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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蔣介石父子為掩飾其罪行與責任，採取禁止公開
討論和文字出版來淹沒事實，在必要時才對特定的對象提
供扭曲的歷史做為辯護。持續很長的時間，「殖民地餘毒
效應」和「共黨策動說」是中國黨的官方說法。蔣介石派
遣的軍隊在3月8日分別從基隆與高雄登陸，隨即展開廣泛
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與搶劫行動。為確認武裝鎮壓的
成果，3月17日蔣介石再派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帶領包
括蔣經國等30餘人到台灣視察，白崇禧的調查報告就將事
件發生的責任歸咎於日本人的毒化教育和共產黨的煽動。
又如1966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的宣傳品《臺灣省二二
八事件之真相》一書，其中特闢一節標題為「共匪幕後操
縱之明證」。革命過程有共產黨人參與是事實，但據此炮
製共黨策動或操縱的陰謀論，就與事實相差太遠，完全是
在利用當年的反共氛圍狡辯。
  二二八民族屠殺的受惠者之一的馬英九在2006年二二八
紀念日即將來臨前，在中國黨中常會說：「省籍不是二二
八事件衝突的核心，官逼民反才是問題根源。」馬英九改
以「官逼民反」來敷衍台灣社會，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民
族衝突，因為當時有太多的「外省人」受到台灣人的保護。
其實，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是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巨大的文
明落差的直接結果，許多「外省人」當時受到台灣人的保
護，是因為台灣社會較文明，著重是非辨識，而不像中國
黨人濫殺無辜不知愧疚。馬英九在2007年也私下對美國在
台協會台北處長楊甦隸(Stephen M. Young)說，台灣人在
二二八罹難人數約900人，特別說這是他當「法務部長」時
只有約900人申請「補償」來推斷。這項談話見諸維基解
密2007年3月9日台北AIT的電報。
  曾於2004年著書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質疑三一九槍擊
事件是陳水扁「自導自演」的中國黨學者朱浤源，在2007
年中央研究院所舉辦的「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學術
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大膽指控二二八事件是前美國副領
事葛超智支持台獨、醜化蔣政權的結果，而且認為二二八
當天「可能」是「暴民」所放的槍，並假冒政府人員所為。
朱浤源又於2011年12月在華府漢學會（Washington DC 
Mandarin Association）發表受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完成
之《二二八研究報告》，假學術研究之名把「長老教會」、
「流氓」、「中共地下黨」及「暴動」糅成一團，指基督
教長老會與大流氓結合，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
人一齊暴動，不顧一切地扭曲二二八台灣民族革命的意義。
郝柏村在2012年二二八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也以《正視
中學史地課本》投書登在2月21日的《聯合報》，其中提
及他任「行政院長」時，儘管已經從寬認定、放寬期限，
仍只有1,000人左右接受「撫慰」，據以質疑三民版高中歷
史教科書、台北二二八紀念碑關於二二八事件「死亡逾萬」、
「死傷逾萬」不正確。
  當年郝柏村任「行政院長」時，在1991年曾設立「二二
八事件研究小組」，參與該計畫成員之一的吳文星就指出：
因為學界當時對死亡人數各說各話，且政府人口統計獨缺
1947這一年，最後由人口專家陳寬政根據前後各十年的資
料，按自然出生、死亡率，估算1947年的異常死亡人口數，
據此認定二二八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約為18,000到28,000人。

中國黨對二二八民族屠殺的狡辯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條件事實上很嚴格，需有具體事證

才能通過，在人證物證多已滅損的情況下，申請補償困難
重重。當年的罹難者當中有很多單身漢，事發60年後若已
經沒有近親，就不可能有人出來為他們申請。此外，有人
因為不滿中國黨的處理態度，拒絕申請；也有人還有疑慮，
不敢申請；有的人後代已經不在台灣，自然無法申請；有
的人生死不明，也無法申請；有人是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
不一致，無法證明死於二二八。換句話說，根本不能以名
不正、言不順的「補償」件數來推斷被屠殺的人數。
  同樣的「巨大落差」也發生在白色恐怖受迫害者的「補
償」件數。根據1988年11月5日「法務部」主任檢察官陳守
煌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議上所提之報告資料，透露戒嚴時
期軍事法庭受理的非現役軍人之刑事案件共29,407件，每
個案件牽涉人數不等，案件包括盜賣軍油、貪污和重大刑
案等，雖然政治案可能佔大多數，但為數不詳。從赤藍集
團一貫湮滅其犯罪證據的處事模式，一般估計，實際受迫
害人數約14萬到20萬人以上。然而，據白色恐怖基金會呈
報「行政院」的數目，自1999年起至2007年6月底為止，申
請補償的件數為8,500件，已領補償金者為13,000人，顯然
和實際受迫害人數有巨大落差。
  1962年1月27日，台南市忠義國小老師戴華德在學校網球
場打完球，被兩位調查局特務在運動場攔路押走，他無法
通知妻子自己的狀況，家人及親友好幾天都錯愕地到處打
聽他的下落。戴華德隨即被學校免職，妻子和三個幼兒頓
失生活依靠，就此一去一年多才被釋回。回來之後，透過
各種人情關係才得以重新取得教職，而不是復職。多年後，
戴華德才逐漸透露：他被捕後連續被審訊三天兩夜，之後，
就再也沒有被問過一句話，更沒有任何審判，蹲了一年苦
牢後，才莫名其妙被釋放。他從當初訊問的內容知道，特
務想掌握他在田中國小教書時，和從火燒島回來的台獨份
子鍾謙順的交往關係。他們兩人同一天分別在台南與田中
被特務非法逮捕。
  獲悉白色恐怖受害者可以申請「補償」後，戴華德向調
查局申請「逮捕狀」、「釋放令」或任何他曾被拘留的證
明，調查局皆以沒有文件資料搪塞。戴華德轉向軍法處，
也被告知「非本處處理案件」。後來，是由承辦法官直接
向調查局查詢，才取得書面回覆得以做為「受害證明」。
可以想像，有一部份古意的受害者，根本不得其門去取得
「受害證明」，當然也就無從取得「補償」。顯然，赤藍
集團是故意刁難，讓可以領到補償金的人數短少。
  馬英九和郝柏村的言論就是典型的赤藍拙劣狡辯技倆，
暴露外來赤藍集團對「二二八民族屠殺」的罪行毫無悔意，
尤其目前在中共主子的撐腰下，他們更囂張地憑藉所掌握
的流亡政府體制，在台灣社會曲解歷史、混淆是非。這些
仍然盤踞台灣社會的赤藍權貴，因為長期用心術維護其少
數人壓迫剝削多數台灣人的統治體制，因此，和當年詐騙、
屠殺台灣人的中國黨黨羽基本上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看
到這些赤藍權貴及其奴才、幫凶缺乏文明社會的理性與自
尊，更激起台灣人的憤怒。
(本文取材自劉重義的《網際時代的台灣民族運動2.0》第3.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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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this missive finds all of you well and health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gone to a political party for help.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I am coming to you from a space 
outside of party politics and am standing instead on the ground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for the former mayor of Taipei and 
the two-time President of Taiwan. But most of all, I ask you to
support your former president. He needs your help now. He 
helped you. He helped Taiwan. He is a symbol of your nation 
and symbols do not die.
     Taiwan's human right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impressive, 
and the move towards real democracy and respect for pluralism 
has been considerable. Those milestones are at risk right 
now, with a sinking into the grimmest of party politics 
and a failure to defend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nd decency.
Mr. Chen Shui-bian has spent over four years in jail for 
corruption. Many human rights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aiwan doubt the fairness of the trial. These accusation and
convictions will be judged by history one way or another. But 
the time for Chen is running out faster than that. We sent two
 respected human rights researchers and advocates, Hans Wahl 
and Harreld Dinkins as part of an HRAC team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s of Chen's detention and their main finding was 
concern about Chen's health care (and lack) in prison to make 
conditions worse and permanent. The reports were not a ringing 
endorsement of prisoner rights in Taiwan nor the ability of 
Taiwan to transition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without 
sentiments of acrimony and revenge, two characteristics 
one doesn't associate with a stable and flourishing 
democracy.
  Each of you in the DPP needs to look at your former leader 
and president and see how he is doing as a human being. 
Forget the flash visits to the hospital where tests were run like 
there was an emergency to move quickly. Forget the cell and 
its size or the question of his bedding.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is this: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any person held by the 
state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Just look at the result of 
this imprisonment and that conclusion can be seen by just 
getting into the room with Chen. His health issues were not 
dealt with properly in the prison system. The damage done by 
this neglect is permanent,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This
 is a travest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medical well-being of 
inmate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and in this case Taiwan 
has failed to live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lease is the 
only way to mitigate this responsibility.
     Democracy demands justice, but also orderly transitions 
between parties and should foster compassion. That is why
President Ford forgav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and let him go
home with a bit of dignity. The U.S. was served well by that 
decision. No jail time for Nixon who made a run against the 
U.S. Constitution. President Ford made a great decision for his 
nation. President Ma should do the same. Peru convicted 
Fujimori of murder, bodily harm, and kidnapping. In the 

Jack Healey  Director and Founder,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Washington DC, USA

meantime, it is Chen, never accused of violence against 
Taiwan, who is convicted and suffers permanent physical 
damage. This is not the behavior of a civilized government.
  Any one who twice won a national election is an enduring 
symbol of Taiwan. The harm brought on by the prison system
will not be forgotten by them. Symbols do not die; they fade, 
but are not forgotten. Your party supported him. Many 
of you were elected and probably inspired to go into 
politics by him. No figure has come along in the DPP to 
rival the political ability of this man and the lack of decisive 
action on a human rights basis calls the honor of the DPP itself 
into question with tepid and lackluster efforts.
     Now it is your turn. Begin with a massive rally to call for 
President Ma to send Mr. Chen home. Do not seek party 
politics. Do not seek to challenge everything about the KMT. 
Seek to forge alliances across party lines, for this is how politics 
get more civil and this is how principles are protected. Hau 
Lung-bin is an example of this strategy. Seek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nd peaceful governmental transitions. Lobby 
politicians from across the spectrum to get the Yuan and the 
President Ma's office to do what it takes to release this man. 
Agitate the global media to tell the story of disregarding a 
former head of state's medical demise as a result of his 
imprisonment.Organiz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o make 
the case for his freedom. Mr. Chen's legal and medical 
case needs a serious review and a call for compassion of a 
gravely ill man. A follow-up report may be useful.
     Taiwan's advances to a democratic nation have been 
impressive. Both KMT and DPP must realize that if Chen dies 
in prison, there will be ruptures in the body politic. The nation 
will inter the spirit that has struggled for human rights 
improvements. The world will wonder why, with anger inside 
the nation and disbelief internationally. The DPP has a chance 
to prove itself worthy of the nation by getting Mr Chen home. 
Just do it.
English Version: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an-open-letter-to-the-

dem_b_2758076.html

(圖翻攝自網路)

An Open Letter to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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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總統的神經學症狀應由神經科醫師依專業解讀，籲非
醫療專家勿外行充當內行，就某媒體偷拍陳總統在北榮精
神樓小花園走路而解讀為正常一事，為免混淆，本醫療小
組依專業提出說明：
  1.陳總統在本（2）月1日與24日於小花園放封時，走路
的樣子被媒體偷拍到，說他可以不用人扶，一個人30分走
13圈。首先說明，該小花園的面積不大，正常人繞一圈僅
須30-40秒左右，故走13圈並非很長距離，惟因陳總統步
伐相當緩慢，走一圈平均約2分多鐘。
  2.無論從何種角度拍攝，陳總統走路的姿勢絕對不會正
常，從影片可清楚看到，陳總統出現「兩足拉寬步伐」
(wide-based gait)加上「右腳垂足」(drop foot)引起的
拖步，兩手協調性動作減少，步態慢而僵硬，身體右傾。
我們瞭解陳總統不希望外界說他需要用助步器，他會用代
償性機制避免跌倒，包括專注用視覺或聽覺加強平衡，所
以在大白天、四周無障礙物時勉強硬撐自己走。這種環境
不是北監可以提供的，也是我們主張他要生活在熟悉環境
的原因。目前陳總統走路一定需要拉大兩腳盤距離，增加
平衡，避免跌倒；而且雙手會以伸張反射，加強平衡。他
自行行走的地點，需要前面無障礙物，且規劃妥當的路線，
特別會減少意向性(intention)或突發性動作，後兩者會導

陳水扁總統民間醫療小組聲明

 

  法務部矯正署2月23日新聞稿內容，對陳水扁總統之病
情現況公然說謊、扭曲事實，本辦公室聲明如下：
  1.矯正署並非醫療專業單位，也無提出任何醫療專業人
員署名之意見，但新聞稿內容稱「陳水扁先生目前狀況穩
定，持續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專業治療，現階段未符合
保外醫治條件，也沒有回家治療之餘地。」，此一說法完
全罔顧醫療專業，試問：陳總統病情日益嚴重惡化，何來
穩定之說？更無視我國監察院2月22日正式通過的「陳前
總統水扁醫療案調查報告」之結論（頁21）所言「綜上所
述，鑒於陳前總統的病情亟需一個合宜的醫療環境，以避
免不可預測的意外發生，行政當局允宜密切關注陳前總統
之病情狀況，依據監獄行刑法第58條等相關法令規定審慎
處理。」所謂合宜的醫療環境，醫師提出必須考量家庭熟
悉環境及家人親情支持，根據陳總統北榮主治醫師周元華
主任及民間醫療小組所共識之意見即為「保外就醫（回家
治療）」，現階段縱使無法精確斷定病因，但陳總統身體
出現口吃手抖、走路及站立不穩、腦部萎縮、腦部病變、
巴金森式症候群等情均為醫學上不可逆之症狀，自當符合
監獄行刑法第58條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
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之規定。法務部矯正署應依法
許可，如捨此不為，與違法何異，恐淪為最該被矯正之對
象。如果法務部主張不得保外就醫，請它負責任地向台灣
社會提出具有醫療專業支持的證據，並請願意為法務部背
書的醫師站出來公開保證：陳總統不用保外醫治就可以治
療改善；如果法務部做不到，就代表政治凌駕醫療，寧可
硬幹卻不願意講道理、用專業理性溝通，那法務部口口聲
聲說尊重醫療小組，等於是講假的，當醫療小組的意見不
合上意時，又蠻橫推翻，昨是今非，自相矛盾，全民如何

扁辦談扁病情 譴責曾勇夫沒人性、無天良！

致他跌倒。
  3.這幾個月來，特別最近一個多月，陳總統容易跌倒情
況，包括：光線暗或晚上，無法以視覺增加平衡時、作突
發或意向性動作、姿勢改變或轉身、或一腳金雞獨立時。
我們預期，若不改善他的環境，他因兩腳小腦病變不平衡，
跌倒的情形會愈來愈厲害。
  4.本月25日凌晨3點多陳總統起床要去解尿，走到病房
門口時他沒有站穩，又跌倒了。上次跌倒(2013-1-13)時是
右肩關節拉傷，這次是左肩關節拉傷。後來護理站拿來一
個四隻腳的助步器放在病房角落要給陳總統使用，並在他
的病床邊桌子上裝了一個無線電呼叫鈴，讓陳總統以後需
要護理人員協助時可以按鈕叫人來幫忙。由此可知，陳總
統走路愈來愈不穩，在一個多月內跌倒兩次，他的病情持
續在惡化當中，著實令人憂心忡忡。
  5.綜上，本小組公開呼籲，陳總統的神經學症狀應由神
經科醫師依專業解讀，非醫療專家切勿外行充當內行，意
圖誤導社會視聽。既然有陳總統走路的影片可供醫療專家
依神經學解讀，也應該有走路不穩及跌倒的影片（病房24
小時監視錄影），法務部應該提出來讓其他神經科醫師共
同檢視。

接受？！
  2.監察院監察委員黃煌雄已二度對外公佈多位公正、權
威之醫療專家在北榮病房為陳總統診斷病情之錄影畫面，
所謂有圖有真相、真相會說話，社會大眾從官方畫面即可
清楚看到陳總統口吃、手抖、腳傾及腦失能之部分情形，
矯正署竟訛稱病情畫面係刻意的、測試用的，並非陳總統
真實的情況，不啻否定監察院依法行使職權之正當性，貶
抑其為烏龍院，更是污衊醫療專業人員作假，可謂顛倒黑
白、睜眼說瞎話，簡直把眼睛雪亮的全國人民當作「肖仔」，
實不足取。
  3.本（25）日法務部長曾勇夫受訪時公開表示，畫面是
測試用，不是真的，記者提問那真的是如何？曾部長說：
就跟一般人差不多。縱非醫療專業人員，但今日台灣社會
眾所周知陳總統現罹重病，絕非健康之軀，曾勇夫身為一
國之部長，言行動見觀瞻，公然謊稱陳總統的健康與一般
人差不多，那麼請問：陳總統所患重度憂鬱症、重度睡眠
呼吸中止症、巴金森式症候群也跟一般人差不多嗎？曾勇
夫所言，無血無淚、沒人性、無天良，本辦公室給予最嚴
厲之譴責。
  4.另今（25）日自由時報報導，「日前監察院公布陳前
總統在榮總戒護就醫影片，顯示有走路不穩等情形，陳明
堂說，該影片是扁應「民間醫療小組」檢查而做特定動作
神經學檢查，不代表真實的狀況..」，事實上，該影片是
由官方監察委員黃煌雄與其諮詢醫師許重義、賴其萬、陳
榮基等醫學教授為陳總統作檢查時所拍攝，與陳總統民間
醫療小組成員（柯文哲醫師召集）毫無關涉，陳明堂次長
所言係張冠李戴，為免誤導社會視聽，特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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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淑蕾，阿扁跟妳有深仇大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duW3PdECm0
一個汪潔民，勝過整個民進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clm5s3_Zsc

(1)
對共產黨來說, 「謊話說上一百遍, 就變成真的.」;
這句話也正是國民黨和藍色媒体炒作「阿扁貪污」的手法!
阿扁到底哪裏有貪污?阿扁到底貪了「中華民國」的什麼錢?
羅淑蕾和汪潔民有講清楚嗎? 羅淑蕾和汪潔民有什麼証據說
阿扁貪污??
如果阿扁真的有貪污, 檢調哪有需要長期的「押人取供」? 
法院哪有需要把周占春法官換掉? 特偵組又哪有需要逼辜仲
諒做偽証??
阿扁到底哪裏有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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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王定宇委員為什麼沒有在電視上從司法層面大聲地回嗆羅淑
蕾,指正汪潔民：
    「阿扁沒有貪污, 阿扁無罪!」
    「扁案」根本就是「國家暴力、政治迫害!」
四年多來「蔡英文」不曾為阿扁強力辯護, 是因為不敢得罪
藍色媒体,是為了討好泛藍和中間選民,尤其是因為害怕失去
所謂的「中間選票」!! (哈!討好媒体的人,就永遠會被媒体

玩弄!)
為什麼王定宇委員也不敢從司法層面大聲地抗議??
悲哀的是民進黨到現在還是不敢從司法層面大聲地抗議說:
    「阿扁沒有貪污, 阿扁無罪!」
    「扁案」根本就是「國家暴力、政治迫害」!
    「缺乏程序正義, 扁案撤銷!」
    「扁案」根本就是國、共兩黨聯手製造的「司法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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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到底哪裏有貪污?? 台灣的社會還有是非公義嗎??

阿扁到底哪裏有貪污??
Bill Huang

  這間坐落在北監對面的一邊一國連線聯絡處，當年由我

負責募款承租，志工李美靜與林忠遠幫忙維護布置，陪伴

陳總統兩整年。陳總統每次出庭的時候，車子司機會在這

裡稍停片刻，阿扁們對車子高喊阿扁無罪，阿扁加油。

  房東也是綠軍，所以讓我們掛上一邊一國的大招牌。這

裡曾經是陳總統的精神加油站。我們曾經在這裡留下無數

哀痛的眼淚，過年過節也都有阿扁們遠遠陪伴陳總統。它

將成為台灣歷史上重要景點。

  自從陳總統在龍潭案被以偽證入陷，最高法院自行裁決

三審定讞進入北監黑牢後，當時擔任北社社長的我負責募

款，在北監對面租了一間房子讓阿扁們聯誼，尤其是蔡教

授每月的公義行動。

  自2011年1月開始迄今，已經整整26個月。目前確定陳

總統應該不會再回到北監，為了將有限的資源做最好的運

用，我們租借時間到今天為止。附上幾張活動照片供大家

回憶。

  蔡教授曾建議，將來這個地方將是台灣歷史重要景點。

如果有一天，我們舉行"台灣苦難之旅"，將從總統出生的

官田出發，到台北市政府，總統府，北所，以致北監，北

榮...，希望很快是回高雄的家。這趟旅行，可有旅行社

有意願策劃?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一、3月10日本聯盟將在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和台南

市在地社團與民代服務處聯合舉行公開紀念會。有意於該

日搭巴士南下的朋友，請向北社活動組負責人黃淑純女士

報名。

  二、由劉重義副主席召集籌備小組，規劃舉辦4月6日紀

念鄭南榕、4月24日紀念刺蔣、5月19日抗爭、5月25日紀

念泰源五烈士等活動。

  三、同意協辦3月3日反核快閃活動，並鼓勵各團體參與

3月9日反核示威

台灣守護聯盟2月27日會議決議

「一邊一國連線聯絡處」即將步入歷史「一邊一國連線聯絡處」即將步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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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院今天(2/22)審查通過監察委員黃煌雄提出的調查
報告指出，行政當局應密切關注陳水扁前總統病情，依法
審慎處理；法務部應從對國家、社會及當事人都有益考量
下，適宜安排陳水扁後續醫療處置。黃煌雄上午第四度提
出調查報告，監察院審查通過，希望敦促主管機關妥為處
置陳水扁身體狀況、就醫情形及後續醫療，適當對外說明，
以促進社會和諧與人權治國形象。
  黃煌雄說，實地訪查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監獄，4次深入訪
談陳水扁，敦請9名專業醫師擔任諮詢醫療專家，提供專
業意見後，提出調查意見。黃煌雄表示，法務部、矯正署
與台北監獄未能建立陳水扁身心狀況、相關醫療過程及檢
查結果的妥善處理機制，在缺乏醫療專業知識，又未徵詢
專業醫師情形下，就任意對外發言，導致引發爭議，有怠
失。
  此報告通過，回顧起來讓我感慨萬千。在去年九月中一
次三立的call in節目呼籲神經學專家關注陳前總統的神經
學病情，多位立委邀請我探視陳總統，於去年9月17日第一
次做一個小時的神經學檢查，確定他的腦病變。五個多月
來，每兩週看他一次，每次一至兩小時不等。我的結論終
於獲得黃監委諮詢醫療專家小組，獨立檢查錄影存證，與
我早先的診療一致。我也是成員之一，我的搜正與資料非
常完整，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將來我會解密。
  我先把五個月來，我寫的心得與感想，先整理已超連接
貼出來，分享讀者，並作為歷史的見證。另外自己也該檢
討，怎麼做在時效上，人道援救阿扁會更有效。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我們台灣國人有許多令人稱羨的特色，其中親切與友善
就是一大特色，我們需要不斷地提昇與發揚，讓全世界各
國人士稱羨與仿傚。
  日前，我陪同日本基督教愛修會中心的主任榎本惠牧師
到南投埔里的原住民部落，為瞭解日本統治台灣時代發生
霧社事件之原因與情況，以作寬恕與和解的禮拜。在台中
過夜後，次晨到朝馬車站，擬搭車赴埔里，與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教幹事歐蜜 ·偉浪牧師會合。朝馬車
站負責廣播的一位女士非常親切，還特別幫忙我拉著行李
走了一百多公尺，到車站附近的南投客運站牌下，教我們
搭車前往高鐵台中站，才搭國道高速巴士轉往埔里。這位
女士的親切服務，令同行的日本牧師嘖嘖稱奇，他說在日
本也很少看見如此自願與親切的服務。
  在台北搭捷運或在公共場所，當我遇見外國來的旅客時，
常主動向他們打招呼，歡迎他們來台灣觀光與訪問，通常
我都會問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如何，他們大多數都說，台
灣人很親切和友善，令他們感受良深，接著我才向他們說，
既然如此，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的國家，向政府首長與國會
議員表達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使國際社會更多親切與友
善，因為台灣人民是真正愛好和平的人民，他們多數立即
點頭答應。
  在台北每天搭捷運時，也常看見不只在博愛座位上連坐
在普通座位上的青年人常會站起來讓座給年長者，我就向
他們說：「多謝！」這在國外旅行時，是很難見到的景象，
可見台灣家庭教育的可貴。
  台灣人的親切與和善，也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就是
培養明辨是非與對錯的正義感。對於那些濫用權勢以司法
鬥爭異己、眼中沒有台灣人民的政客，或只求自己利益不
顧國家的生意人，我們應當表達憤慨與不屑，使他們能知
恥並改正過來，如此才真正有益於人間大眾與國家社會的
進步和發展。
  在這充滿衝突危機與恐怖攻擊的現代世界，讓我們盡量
發揚台灣人親切與和善的民族特性吧！這就是台灣人對全
人類最大的祝福了!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日出太陽給我力量完成診療阿扁的使命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81278625221231.15257
2.100000172972773&type=3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記者會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84970994851994.15319
4.100000172972773&type=3
台灣媒體低調處理陳總統新聞如何突圍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86274638054963.15338
8.100000172972773&type=3
看阿扁總統衝破新聞封鎖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89583431057417.15380
9.100000172972773&type=3
阿扁總統引起腦病變的原因？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88895521126208.15374
4.100000172972773&type=3
依循病患自主權與善益原則誰違反醫學倫理？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96483930367367.15483
3.100000172972773&type=3
僕僕風塵只為公平公正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603821696300257.15524
7.100000172972773&type=3
上午門診下午看陳總統晚上台北宴客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609115975770829.15599
4.100000172972773&type=3

立院司法委員會「安排陳水扁總統赴北榮就醫過程暨現況」專題報告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37608642921563.14326
1.100000172972773&type=3
神經醫學診療共識與我的解說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41048979244196.14402
5.100000172972773&type=3
決定加入北榮精神科陳總統醫療小組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46895001992927.14543
2.100000172972773&type=3
路坎坷如迷宮但是天總是攏會光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49270215088739.14604
2.100000172972773&type=3
行醫四十年的老醫師不捨落難的總統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55881591094268.14761
1.100000172972773&type=3
看完阿扁總統昨天是我最難過的一天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73018176047276.15100
1.100000172972773&type=3
高鐵上用三餐為人道醫療奔波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62010913814669.14894
9.100000172972773&type=3
為何陳總統會緬懷台灣烈士鄭南榕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62126330469794.14897
3.100000172972773&type=3
北榮看阿扁總統與夜晚參訪救扁義勇軍晚會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69132206435873.15026
3.100000172972773&type=3
久違的陽光就像阿扁總統的境遇「天總是攏會光」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87577847924642.15360
0.100000172972773&type=3
醫療小組兩位壽星帶領為陳總統祈禱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91689414180152.15418
2.100000172972773&type=3
陳總統在看守所及北監的牢房與致病探討？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92592340756526.15428
8.100000172972773&type=3

從阿扁總統的神學醫療到監委報告的省思

發揚台灣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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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投注許多財力與精力、時間於民俗宗教，宗教業

可以說是台灣民間最大的產業，但是回饋台灣甚麼？民俗

宗教面臨轉型挑戰，宮廟不能調適者可能關門。本文濃縮

自筆者尚未出版的《廟簷下的沉思：台灣民俗宗教回顧與

現狀、前瞻》第卅八講。 

一. 面臨轉型

  正當時代巨輪跨著大步往前邁進時，民俗宗教發展卻陷

入復古重振期，拖著信徒往後看。這是物極必反的正常現

象，畢竟民俗宗教歷經日本皇民化運動摧殘與戰後戒嚴期

打壓。我們能否集思廣益，為民俗宗教未來發展規劃一幅

更完善的路線圖？

  良以台灣已經脫離農業舊封建社會，邁入人權與民主新

時代，各行各業都能自我調適，民俗宗教也應該反映時代

變遷。筆者觀察許多宮廟展現的創意，歸納出四個現代化：

人權化、全球化、知識化、觀光化，提供其他宮廟參考。

二.人權化：神權與人權相輔相成

  民俗宗教是以人類為中心、亦即人本或人文主義宗教，

以現實生活、人類利益為中心。以神為中心的宗教強調神

權，以人為中心可以強調人權。談論民俗宗教人權化，並

不意味著民俗宗教蔑視人權。而是希望增強民俗宗教裡的

人權成份。人類歷史歷經神權時代與君權時代，如今邁入

人權時代，一切事物應該都從人權角度重新衡量。

  本書各講常會順便探討相關人權議題，例如歧視婦女與

兒童、同性戀、身障者、環境保護、非核家園、通姦除罪

化、廢除死刑、司法改革、醫療人權、LGBT性傾向平等、

自決權、和平權、關懷社會弱勢、節能減碳（環境權）等。

本書也檢討民俗宗教經典裡違反人權的成分。許多宮廟已

經強調環境權，積極節省燒香與燒金紙。日本神社不燒香

也不燒金紙，不拜拜也不吃拜拜，天照大神難道就不保佑

日本嗎？

三.全球化：營造世界宗教的萬神殿

  全球化希望把台灣廟宇，營造為世界宗教的萬神殿。歡

迎各路神明進駐台灣，台灣神明走入國際社會。媽祖廟配

祀佛教觀音菩薩，也可增祀聖母馬利亞、天照大神。早在

日本時代，中治稔郎曾經創立天母教，合祀天照大神與聖

母娘娘媽祖。城隍廟或可配祀日本大國魂命。迎神賽會藝

閣遶境，不妨多演些外國故事，例如桃太郎、E.T.、唐老

鴨、阿拉丁與神燈、小紅帽與大野狼、三隻小豬與大野狼、

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等。

  供奉耶穌與穆罕默德的廟宇，不妨配祀亞伯拉罕、耶和

華、馬利亞、耶穌十二個門徒（有如十八羅漢）等。讓猶

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教教主在台灣廟宇裡面和解共

生，展現和平權。而天公廟主祀玉皇大帝，或可配祀四面

佛與耶和華。

  媽祖在國內遶來遶去，不妨遶到國外。海神豈可長久窩

在國內而變成陸神？媽祖學院或可整理新教義，並到國際

上弘揚人權與和平。假以時日，不難以NGO身分應邀到聯合

國開會。日蓮宗衍生的創價學會、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在

國際上宣揚和平，都是成功範例。

四. 知識化：化廟宇為知識殿堂

台灣民俗宗教改革：四個現代化
蔡百銓

知識化希望化廟宇為知識殿堂。保生大帝教電腦，孔子

教英語，媽祖教導信眾子弟當童子軍…，全面帶引民眾追

求知識。可能嗎？已有成功例子。台灣人天性不喜歡讀書。

國民所得兩萬多美元，2010年《遠見雜誌》調查卻指出，

台灣每人每年購書費用平均只有1461元。大寺廟可以推動

社區教育，提升民眾知識水平。台南朝皇宮保生大帝廟推

動大廟興學運動，化賭窟為學堂。宜蘭縣南陽義學進駐宜

蘭孔廟上課，把孔廟變身學堂，盼與全國孔廟連結，推動

一廟一學堂。海神媽祖遶境巡行，或可邀請「綠色和平組

織」宣揚海洋生物保育與環境保護理念。

五.觀光化：迎接挑戰與自我提升 

  觀光化要求自我提升與迎接挑戰。台灣寺廟文化觀光潛

力無窮，乃是還未善加規劃與開發的無窮寶庫。觀光化不

但可以帶來外匯，也可促使民俗宗教自我提升。而在全球

化的世界裡，更可以促進不同文化之接觸與了解。

  寺廟觀光結合文化創意，別開生面。迎接觀光客，寺廟

宜先進行體質總檢查與自我調整，虛心接受外界質疑與考

驗。這是很大的挑戰。達賴喇嘛的作法也可供參考。2012

年達賴喇嘛改革古老的藏傳佛教寺院制度，任命美國人維

瑞蘭擔任印度南部藏傳佛教寺廟住持。維瑞蘭解釋說：

「達賴喇嘛希望透過把西方思想引入藏傳佛教寺院制度中，

為古老的藏傳佛教帶來一些新鮮空氣。」 

  迎接觀光化，首先寺廟應可引導社區把周遭環境整理乾

淨。潔淨近乎神聖（Cleanness is close to holiness）。

2011年「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把台中市大甲區、南

投縣埔里鎮、屏東縣東港鎮列為全台三大最髒鄉鎮。諷刺

的是，這三個社區擁有全國最聞名的大寺廟。

六. 警語：E世代不愛拜拜！

  大多數台灣人承襲閩人基因遺傳，而「閩人好鬼，習俗

相沿，而淫祀惑眾」、「閩俗好巫尚鬼」。台灣寺廟與教

堂估計應有三萬多座。以2300萬人口衡量，平均七百多人

一座 [註一]。西方國家宗教信仰式微，走進教堂的人數

越來越少。台灣民俗宗教活動卻越來越熱鬧，這會不會是

夕陽無限好？李亦園教授評道：「表面上熱鬧興旺的台灣

宗教現象，骨子裡卻似乎透著異常貧乏的心靈。」

  2012年9月台北市府民政局舉辦「精緻祭拜文化論壇」，

邀請專家學者暢談。不少宮廟代表感嘆，以往全家大小到

廟拜拜，如今E世代年輕人不愛去廟裡拜拜。黃錦源先生

（苗栗縣獅頭山勸化堂董事長）感嘆，社會變遷快速，現

在年輕「低頭族」少接觸宗教。有些年輕知識分子偏好哲

學思考，索性皈依佛門。寺廟靠香油錢、羽（火）化館、

法會、納骨塔、香客飯店等方式經營，但如今宗教信仰人

數銳減。一些大廟擁有有名氣的住持，仍可吸引信眾。小

寺廟就經營不下去了。 

  諸神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Gods）出自北歐神話，

預言世界末日許多神明死亡。台灣民俗宗教會不會步上諸

神的黃昏？如果考慮少子化趨勢，三、五十年後老輩人物

去世，宮廟可能倒掉一半。
註一、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截至2011年底，台灣寺廟合法登記者多

達1萬1973座（另有教堂3362座，合計1萬5335座）。而曾旭正教授估計，

未登記者至少還有1萬50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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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搶救核輻島」快閃行動
時間：2013 3/3 12：30～14：00
地點：台北市紹興北街北平東路交口公園
  根據世界核能協會（WNA）調查，全世界14座最危險
的核電廠，台灣4座全數上榜。美、日國際專家更直接
警告，台灣會是下一個發生核災最可能的地方。但，面
對一意孤行執意推動核能政策的政府，我們除了憂心，
還能做什麼？「搶救核輻島」快閃行動徵求數百位反核
夥伴一起參與，還需要數十位志工朋友提早於12點鐘到
現場拉線。我們計劃採取報名劃位的方式，每一個座標
代表一個人，當天我們會為每個夥伴準備一張A4的核輻
人字卡，大家坐在地上高舉核輻人字卡，象徵台灣不廢
核，居住在這片土地裡的人，都難逃成為核輻射災害犧
牲者的命運，希望能喚醒更多國人的危機意識。最後，
大家再把核福人字卡拿掉，一起高喊「綠能當道，核能
GET OUT」、「台灣不缺電，廢核救台灣」等口號，呼
籲國人一起響應反核行動，共同保衛我們的生命與家園。
當天活動將錄製成影片，為309遊行進行宣傳，也紀錄
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為推動非核台灣所做的努力。

《懇請大家報名支持我們的行動》
每位報名者需請您留下姓名、電話、email、並註明所
屬團體或個人，當天能否提前到現場參與志工。以方便
我們造冊、確認與聯繫。線上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2u-ESgItveXjeLz
3PxRWA1xW9YhP_McfwoNphvkBbs/viewform
反核部隊「搶救核輻島」快閃行動臉書活動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63832770336503/?
ref=22
共同發起單位：非核家園大聯盟、綠色21、台灣教授協
              會、反核部隊、點亮台灣志工團隊，其
             他團體陸續邀約中。

司法正義：破繭／檢

～聲援司法被害者的集體反控行動～
日期：2013年3月4日(星期一) 下午14: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四樓(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致詞貴賓：李鴻禧
司法受害先進：吳明敏、吳澧培、邱義仁、高英茂、高
      植澎、許添財、謝清志、蘇治芬。(依筆劃序)
律師團：王展星、余景登、吳景欽、李亦庭、李勝琛、
      高涌誠、張雁翔、郭憲彰、陳三兒、陳武璋、陳
      惠美、陳賜良、黃帝穎、廖振洲、鄭文龍、薛欽
      峰、羅秉成、蘇孝倫、顧立雄、陳傳岳、蔡易餘
      …等(依筆劃序)
主辦：社團法人台灣綠色逗陣之友會
協辦：台灣社、新台灣國策智庫
說明：根據去年報載，名列〈民進黨近年司法案件判決
      無罪確定一覽表〉中的，竟高達十四人之多；除
      了一、二位「判決無罪」還待定讞外，其他的全
      是「判決無罪確定」。事實上人數遠不止於此，
      如更早的高植澎案以及晚近的吳澧培案、蘇治芬
      案，還有許多纏訟中的案件，都不在此表內，檢
      察官濫訴的數字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檢察官濫
      訴是一個問題，但檢察官辦案有顏色，或為政治
      服務而濫訴，則是更嚴重的問題。無論是濫訴，
      還是更可惡、更可怕的政治濫訴，都是遂行司法
      恐怖主義，對民主和人權都造成莫大的威脅與傷
      害。司法是維護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檢察官則
      是司法的前鋒衛士，所以檢察官的濫權，是司法
      災難的發端，也足以崩壞司法大廈。台灣司法已
      到了非改不可的臨界點，要改造請從破繭／檢行
      動開始，我們將採取行動，對濫權檢察官提出集
      體聲討反控行動。

紀念世界母語日系列活動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和三重區公所聯合主辦的「母

語真心適」藝文節3/2下午2-5點將在三重社教館舉行，
各族群母語文化精彩呈現。

第十屆原貌盃親子寫生活動
  春暖花開的春天就將來臨，協會在4月20日(六)假士
林官邸，舉辦「第十屆原貌盃親子寫生活動」，活動簡
章如附加檔案請參考，也請各位朋友廣為傳遞此活動消
息，讓藝術文化的種子在小朋友心中發芽。
線上報名:
http://www.beclass.com/rid=15329b3512d6bf358e22
原貌文化協會2013.2.27.

高雄市議會12年國教實施與教育行政準備

措施公聽會
第一場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陳議員麗娜、李議員雅靜
時　　間：2013-03-04 星期一 14:00 ~16:00
地　　點：本會1樓第一會議室
第二場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陳議員麗娜、徐議員榮延
時　　間：2013-03-06 星期三14:00 ~16:00
地　　點：本會1樓簡報室
討論題綱

（一）高雄市目前特色招生之名額及方式是否已經確定？
（二）高雄市多元入學比序是否需要進一步審視檢討？
（三）高雄市執行12年國教之經費預算是否充足？
（四）高雄市對於城鄉教育差距彌平有何方案措施？
（五）特色學校、師資培訓、相關課程整合問題、公立與
      私立學校定位及明星學校招生等問題應如何處理？
（六）會考方式如何執行？對學生學習及老師教學之影響
      為何？
（七）「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多元適性發展」、
      「確保學生學力品質」等目標如何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