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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事實上已經獨立」這句話是政治語言，也是選

舉語言。這樣的「事實上」完全和國際法沒關係，只是

一些有份量的學者或政治人物不斷地強調「台灣事實上

已經獨立」而已。這一種語彙只是拿來自我安慰，迷惑

台灣人民的一中說法而已。就國際政治現實的環境而言，

台灣還沒有完成獨立建國的事實。

  如果把這種語彙用在生活上，你便能理解它是多麼無

厘頭。例如：「事實上我是田僑，只是土地是別人的」；

「事實上我有個兒子，只是還沒生出來」；「事實上他

是我老公，只是還沒結婚」……等等。生活上的用語很

多人都在用，只是常用在茶餘飯後，或者是在嬉笑怒罵，

或是在偷、拐、搶、騙。把它代換一下，「台灣事實上

已經獨立……」的下一句恐怕必須接上「只是…還沒完

成建國」。這樣的語彙被用來敘明台灣的處境，則神聖

的建國大業被政治人物這樣一操弄，也變得戲謔而且荒

誕了。

  台灣獨立建國之路絕對無法用言語和取巧的方法來完

成的。台灣獨立建國之路必須很清楚地面對台灣所面臨

的困境，包括台灣真實的國際地位、台灣的國際關係、

台灣的民心向背、台灣歷史上的地位等。正如所有的建

築工程一般，必須先完成地質調查，對地形要完全掌握，

甚至天候、水文等。計算好結構，完成建築設計以後，

才能開始整地、挖土、施行大地工程、打地基…等等。

因此，我們很清楚台灣的獨立建國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我們必須很嚴肅的面對它，一件一件的處理解決。

有許許多多的困難，須正面對應。這決不是轉進、取巧、

退縮。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是以弱勢對抗強權的運動。明白台

灣獨立建國運動是一次弱勢者結合的運動，即能明白其

中的艱辛。獨立建國組織的內部必須面臨真台獨和假台

獨的混淆。有所謂打著台獨反台獨的一群人隱身在各個

獨派組織內，不斷藉著分化、造謠、抹黑，甚至於暗中

和對岸中國唱和，以達到打擊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這

團結弱勢完成台灣獨立建國
是台灣獨立運動中的隱性敵人，但是出手最兇狠。再者，

面對台灣內部的保守力量，以為維繫台灣所謂的「現狀」，

維繫台灣現實的「利益」，就能讓台灣保有安全與和平。

殊不知溫水煮青蛙的姑息氣氛已成為台灣獨立建國的最

大障礙。另外，很明確的是中國黨為維繫它的殖民利益，

而所謂本土派的政黨也為了取得執政後的分贓權益，乃

承認中華民國非法佔領台灣的事實，欲加以合法化，讓

台灣墜落為中國的一部分，動彈不得。

  台灣外部除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歷史糾解讓台灣很

難擺脫中國這螟蛉之外，名稱的混淆和各種不同的主張，

加上中國在國際上挾其越來越大的優勢國力以各種對台

灣不利的宣傳，讓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謊言開始滲透，

成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的事實。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的疲弱，

更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更無法立足。外交休兵變成外交

休克，只差腦死插管而已。隨著中國經濟力的日益強大，

有越來越多國家對於台海間的問題，更傾向依附大國利

益，而不願維護國際正義。最近，舊金山僑社撤下中華

民國國旗，改掛五星旗，即是一個例證。如果此事無法

有效的處理，骨牌效應將隨之而至。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不管是內部空間或外在壓力，都

是極端的弱勢。如此一來，成功的機會有多大？這是許

多人的信心被打擊的重要原因。一隻螞蟻面對一隻雞，

是極端弱勢，很有可能就此死於非命。但一大群螞蟻面

對一隻雞，就有可能扭轉強弱的位置。1949年以後，台

灣人面對一個有槍的流亡政權，在威逼利誘之下，讓這

一個政權在此借殼上市，從此進入被殖民的年代。流亡

政權利用槍桿子和利益，一邊蘿蔔一邊棒子，達成分化

或攏絡台灣人，因而癱瘓台灣人的意志。台灣人面對這

樣一個強權，是非常弱勢，甚至無能為力的。但是當所

有的弱勢都團結起來，一定可以扭轉強弱位置。只要台

灣人能面對這一個事實，勇敢的站出來實踐建國理想，

台灣獨立建國一定會成為一個事實，而不會淪於「事實

上獨立」的嘴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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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著名的文學家與思想家愛默生曾說：「家庭是父

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兒童的樂園。」我想除了這些

之外，家庭也應當是真理的學校，是父母與子女一起學

習真理的地方。

  一般來說，學校的教育，比較著重於知識的教育，在

學校我們可以從老師的教導中，學習到語文、歷史、地

理以及各種科學知識，至於人格與智慧的成長，應當也

要靠著父母與長輩的教導，所謂「言教不如身教」，父

母與長輩身體力行的教育，常能使子女在人格與做人做

事的智慧得著學習與成長，美國哈佛大學的校訓是：「真

理」(拉丁文Veritas)，期盼這所大學能使所有的學生

曉悟真理，而且一生依真理而行。然而遺憾的是，1970

年代台灣有位姓馬的留學生在哈佛校園中卻做國民黨蔣

政權的職業學生，專門監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向蔣政

權打小報告並把他們列入黑名單，害他們難於回來台灣

與家人相聚且貢獻所學，可見這位在哈佛唸書的馬同學，

不只沒有服膺真理，他的行徑更是違反真理。耶穌說：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不服膺真

理，則叫別人失去言論與活動的自由。

  5月2日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在質詢時向教育部長指出，

為何在坊間有一本高中公民教育課本內有一段說：「國

民黨從過去到現在，政黨的體質健全，民主、清廉與執

政能力，…」。國民黨的體質真的健全，民主、清廉嗎?!

長年來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有什麼民主呢?!尤其是說國

民黨清廉，更是一大笑話與謊言，長年來國產變黨產，

國庫通黨庫，到現在黨產的股利每年還多達二、三十億

元，這是甚麼樣的清廉呢?!到現在馬政府的執政，外交

休兵、入聯國休兵、國防又休兵、國債也飆升…這就是

國民黨的執政能力嗎?!可見這本公民教科書是違反真理

的洗腦灌輸教材，做父母的要向子女指正，使子女明白

事實與瞭解真理，進而服膺真理，使子女的人格健全且

對台灣的政治情勢有正確的認知與判斷力，如此家庭也

就成為真理的學校。

  在是非混淆錯亂的「中華黨國」下，願每個台灣國人

的家庭成為真理的學校，全家人對台灣的歷史、現況與

未來有更正確的認識與瞭解，則這不只是家庭之幸，也

是我們台灣國家之幸！

願家庭成為真理的學校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發動泰源起義之一的鄭金河烈士，最後的遺言：「台

灣如果沒有獨立，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恥辱！」接著，

又沉重地託付：「我們要走了，剩下的就留給你們了。」

  如果咱這一代真的盡了心力，卻仍然無法達成台灣獨

立，是的，這確實是咱的恥辱！但是，咱絕不能為了掩

飾這個恥辱的烙印，而像蘇貞昌一樣地退怯，自欺欺人：

發展以台灣為主體的進步文明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國家，不必回頭講台獨。」應該

是認真檢討台灣民族運動1.0所犯的錯誤，更加努力採

取2.0的運動觀，邁向積極驅逐赤藍、打拚建國的民族

抗爭。

  阿貴仔5月30日在義光教會紀念泰源烈士的禮拜後，

質問姚嘉文律師：如果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今天對五位台灣民族英雄的紀念會，「總統」沒

有來參加？咱可以進一步質問蘇貞昌：如果「中華民國」

就是咱台灣人的國家，「政府」為什麼沒有為這五位台

灣建國烈士立銅像，安置在公共場所，宣揚民族精神和

國家認同？請檢驗自己的民族尊嚴，不要用「中華民國

尚未正常化」來搪塞。

  民族運動2.0的運動觀強調：群眾不需要傳統的領導

者就能捲起海嘯般的力量，沖垮反動的統治集團。因此，

台灣人應決心領導自己，發揮網際時代的群眾力量，建

立屬於咱自己的國家。這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才可能清除

外來赤藍權貴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所積累的惡質影響力，

使台灣人能夠跳脫充滿毒素的赤藍醬缸，發展以台灣為

主體的進步文明。

喜樂台獨行
退休教師  王美雲

  在松江路行天宮附近的巷道，突然看到似曾相似的側

影。正狐疑著向前靠近追認，赤裸的上身一轉，印證了

是他，後背刺青的四個大字：「台灣獨立」。幾年不見，

他與夥伴們一起。「別人脫衣，我也跟著脫，可以一邊

宣揚。」他靦腆地笑著。為了實踐理想，他已環島好幾

圈，還籌劃著要去美國跨州行。

  而今報紙頭條新聞蘇貞昌主席又說：「不要回頭講獨

立……」，好似台灣已是正常的國家。日前沈建德先生

再次肯定陳水扁總統向專訪的國際媒體論述有關台灣的

前途地位，是最清楚最完整的一位總統，如「開羅宣言」、

「舊金山和約」、「沒有九二共識」等等，也因此獲罪，

卸任即遭境管囚禁。台灣人（指扁）的耿直及責任所驅，

明知美、中反對，還是喊出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他踏出明確的這一步，大大地鼓舞了獨派。在位八年他

排除萬難苦心經營，使自認是「台灣人」的百姓飆高到

八、九成。財經方面亦成績傲人，讓專家學者汪潔民公

開讚揚不已。

  而為了明哲保身不得罪中國黨，檯面上的天王級政治

人物喜以拐彎抹角的說詞繼續讓人民迷失方向無所依循。

鴕鳥埋沙過日子，或尸位素餐，甚至比不上前述那位腳

踏實地真正愛台灣的率真的刺青勞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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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據本辦公室第一時間向陳水扁總統家屬查證以及

法務部矯正署新聞稿所記載，證實陳總統確於昨(2)日

晚間9時許，於台中監獄舍房浴室自殺獲救。

  2.據監獄戒護科專員詢問，陳總統表示各媒體以頭條

報導立法院三讀通過「會計法第99條之1條文修正案」，

以歷史共業為由，使全國所有的特別費及教授研究費等

除罪化。陳總統認為用公款喝花酒可以除罪，為什麼當

總統以國務機要費拼外交不能除罪，因而欲以毛巾自戕

表達強烈不滿。

  3.2008年特偵組為羞辱陳總統，將他上銬聲押是因為

國務機要費案件，姑且不論該案已在2011.08.26高院更

一審獲判無罪（目前更二審審理中），無罪理由正是陳

總統確將1億3,300多萬元的國務費用於對美日等21項機

密外交工作，本辦公室認為，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就

是總統的「特別費」，性質、用途就是特別費，只是五

個字與三個字的名稱不同而已，它是全國最早的特別費、

也是最典型的特別費，既然因會計制度的設計不良與法

令缺失，肇致全國性的歷史共業與原罪，牽連諸多無辜

的公務員與教授，上達總統、下至里長，同受制度殺人

之累，社會各界皆有除罪呼聲，今日修法擴大適用範圍，

理應肯定，惟基於一致標準，又豈有「針對性」將甚至

已有判決無罪記錄的國務機要費排除在外之道理？立院

國民黨團聲稱兩者性質不同，可謂完全禁不起檢驗的心

虛託詞，益證扁案是不折不扣政治迫害的本質！本辦公

室嚴肅籲請社會各界對「國務費遭排除一事」理性公評、

將心比心、冷靜正視思考陳總統在萬念俱灰之下輕生明

志的心理因素。

  4.陳總統兒子陳致中本（3）日亦在臉書對本事件表

示如下：必須冷靜嚴肅先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阿扁

總統到底有多麼凝？多麼肝苦（台語）？甚至超過生命！

世界上的事情應該有一個古老而明晰的道理 － 公平一

致的標準，不是嗎？一樣的情形，每個人都是共業，應

該好好處理，OK，社會可以接受，但對某一個人卻是硬

幹到底，殺紅眼！該還給他公平的就要還！不要說重度

病人，我也接受不了，任誰都受不了。古代竇娥冤下六

月雪，是瘋了嗎？六月很熱的！從黑牢之窗，只見漫天

飛霜。

扁辦籲社會各界公評

將心比心來思考陳總統輕生的心理因素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29日表示「現在國號是中華民

國，我們尊重這個，民進黨也承認這個」。代表台

灣人的最大在野黨居然承認一個主張自己是中國的

代表的政治體所統治台灣的合法性。這也等於承認

中國對台灣有主權。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安全理事會創設會

員，經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大會不承認蔣介

石政府的代表權，才換中共政權行使代表權。

  台灣人的政黨有其義務提出對「中華民國」的質

疑。蘇貞昌既主張國號應由民主決定，如此就有必

要提出要不要接受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國號以

及象徵中華民國的種種（國旗、國歌等等）。

  本會嚴厲譴責民進黨不盡其職而誤導台灣。

                             在日台灣同鄉會

                               會長　邱文章

                              2013年5月30日

  908台灣國發起人王獻極總會長長期致力於「台灣」正

名運動。

  去年十二月十日，馬英九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為世界

人權日活動開幕致詞時，向馬丟鞋王獻極違反集遊法起

訴，將於6/11（二）下午為台灣「舉枷」。1：30自辦

公室(忠孝西路一段7號)「散步」出發，2：00到達博愛

路地方法院開庭，敬邀支持者到場陪走。

  「舉枷」衍伸的意思就是：替人承擔不必要的麻煩。

  「台灣」是阮的母親的名，不知何故，卻被中國國民

在日台灣同鄉會聲明

譴責民進黨不盡其職

908台灣國王獻極為台灣「舉枷」

黨棄之如敝屣，因此發明了國內專用的「中華民國」及

國外專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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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中

華台北」…。「台灣」甘是彼歹聽？想到心寒起畏寒？

  王獻極總會長真正違反的不是集會遊行法，而是違反

「台灣」正名這個中國國民黨不敢碰觸的禁忌！自認是

台灣人的你(妳)，歡迎一起來大聲說出「母親的名叫台

灣」。
           908台灣國總會副秘書長Chilly陳峻涵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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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日，聽到阿扁自殺，淚流不止！
寫短歌一首，請阿扁總統為台灣留下！
聲樂家李雪玟教授每天清晨都在為阿扁總統禱告，
是的、很多朋友也在半夜向神禱告：
阿扁總統，咱台灣國e阿兄，請為台灣留下！

(1)
聽到阿扁自殺，
我就心酸淚下；
跪地向神禱告--
阿扁冤啊神知道，
阿扁，請為台灣留下！
(2)
只為寄夢台獨，
台灣十架揹扛；
五年苦難黑牢--
阿扁冤啊六月雪，
天怒，六月白日飛霜！

阿兄，請為台灣留下！
Bill Huang, Sacramento, USA

(3)
共業人人除罪，
黑道也能釋放；
就是阿扁要關--
阿扁關啊關到死，
台灣，公義已被遺忘？？
(4)
公道仍在人心，
我們不曾遺忘；
台灣十架受難--
阿扁冤啊神知道，
阿扁，請為台灣仰望！
(5)
我是外省二代，
見笑叫你阿兄；
苦難台灣母親--
奮起拼啊台灣人，
阿兄，請為台灣留下！
(註：詩中「阿兄」兩字用台語唸)

 

  我從陳致中要道高雄選立委之後，就逐漸不支持陳水

扁總統。特別是在總統大選之後，陳水扁總統還特別替

他的兒子出馬與綠軍爭立委背書，強調他兒子出馬競選

立委，結果使綠軍立委選票超過蔡英文，由此證明陳致

中的舉動並沒有錯。這更讓我遠離阿扁。

  從選票或社會觀感角度，我支持蔡英文的講法，在此

時、社會普遍認知與選舉角度來看，支持阿扁不利於綠

軍。畢竟「阿扁貪污」已經被染成所謂中間選民及泛藍

軍的共識，想藉由挺扁來獲得政權，將是緣木求魚。

  不過對於評判阿扁的法律與是非問題，特別涉及政治、

道德與價值觀方面，我頗不苟同很多人的看法。阿扁問

題目前都是由政治操作與媒體在決定，從政治角度、法

律的程序正義等，都無法證明阿扁有罪。要從道德角度

批判阿扁，即令是道德層次要求很高的深綠軍，在考量

阿扁後期被媒體羞辱、紅衫軍亂政的氣勢，也可以理解

某些包含財務（也就是所謂貪污或類似貪污）方面，不

一定合法的後面發展安排。

  所有指責阿扁貪污的人，若要取得一絲絲正義，就必

須是綠軍。阿扁所犯的錯誤，放置在國民黨的貪污結構

中，根本是小喀。阿扁若有罪，國民黨高層幾乎絕大多

數都應該啷當下獄。在兩蔣時代，李國鼎號稱清官。但

李國鼎小孩在外國的兩千萬美金的存款呢？

  你說國民黨有清官嗎？

  魏千峰要批判阿扁，先交代紅衫軍時你的角色。這種

透過指控阿扁間接來替國民黨打天下的人，令人不齒。

  台灣有馬的貪腐無能行政團隊，已是台灣人民的不幸，

如今再出現一個王的混水摸魚立法團隊，真是生為現代

台灣人的大不幸。

  本屆立法院於5月31日休會前，趕在半夜摸黑通過「喝

花酒」除罪案，將喝花酒的黑金顏與假發票的教授柯綁

在一起除罪，崩解台灣人「是與非，黑與白」的核心價

值，國會議員吃喝拉稀人民的血汗納稅錢，竟然在國會

殿堂公然上演錯誤的示範教育，王獻極憂心，不曉得甚

麼時候，王金平又要主導那一條法案為林益世A前案除罪

化。記者會上，王獻極總會長，在「立法院朝野黨團協

商結論」單上，在主持人王金平的簽名上用紅筆寫上三

個「幹」，及三個「FUCK」字，將人民的不滿幹譙國際

化，讓全世界知道在台灣有一個爛國會，並說王金平將

在台灣國會史上遺臭萬年。王獻極並親寫大布條「國會

頌」諷刺國會通過喝花酒除罪案如下：

國會頌

天下烏鴉一般黑  民代教授是同儕  顏柯原來一家親

龜鱉相濡醬缸肉  金平攪拌混合體  民生法案放一邊

偷龍轉鳳在深夜  花酒研究視同業  歷史共業定一調

黑白兩道共除罪  玩弄人民納稅錢  國會刀俎民魚肉

大叫一聲幹！幹！幹！ 國際丟臉FUCK！FUCK！FUCK！

  記者會在王獻極總會長、世界客家總會副理事長張葉

森、台灣客社社長黎登鑫、908副秘書長陳峻涵發言表達

對國會的不滿，呼口號後結束。

國會刀俎民魚肉
王獻極親寫「國會頌」

「批判阿扁」之我見
南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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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evening of Sunday June 2nd,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reportedly tried to hang himself in Pei-teh 
Prison in Taichung. This is apparently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has attempted to take his 
own life.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 a 
Washington DC-based Taiwanese-America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 expresses its deep concern about this 

further downturn in the former President's health. 
According to FAPA, this serious deterioration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has received 
inadequate medical care since he was moved to Pei-teh 
Prison in Taichung on April 19th.
   Until April 19th the former President was held at th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where he received 
treatment for his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ailments from an 
expert team at TVGH, headed by a top psychiatrist, Dr. 
Chou Yuan-hwa. 
   However, at Pei-teh Prison, there is no medical team. 
Medical staff from surrounding hospitals are called in on a 
case-by-case basis. In fact, his medical records were not 
even transferred from TVGH to Pei-teh Prison.  

Reportedly, since April 19th, there have not been any 

treatment sessions to deal with his mental depression, 
just one weekly brief visit from a doctor at th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In addition, at TVGH, members
of his volunteer medical team could visit him whenever 
needed. However, at Pei-teh Prison in Taichung they need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to visit Chen through a legislator, 
and the legislator needs to accompany them on the visit. 
The volunteer medical team is also not allowed to write 
anything down during their visi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keep a record.
   A number of key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including 
Congressmen Steve Chabot (who traveled to Taiwan to 
visit Chen last month) and Robert Andrews, and Senators 
Sherrod Brown and Lisa Murkowski have urged the
 government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 grant a medical
 parole that allows former President Chen to either go home 
and receive treatment there, or be transferred to a real 
hospital where specialized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care is 
available. This was also the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top 
psychiatric specialist at TVGH. 
   FAPA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make it clear to the Taiwan 
authorities that continued imprisonment of former President 
Chen is severely damaging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aiwan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and that release on 
medical parole is the only humanitarian and responsible 
solution

  據媒體報導，陳前總統於六月二日傍晚，於台中監獄

附設培德醫院中第三度企圖上吊自殺。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對此事表達深切憂慮。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表示，此事件主要肇因於陳前總統於四月十九遭

移監至台中監獄後，未獲得良好的醫療照護所致。

  四月十九日前，陳前總統被安置在台北榮總醫院，接

受由周元華醫師領導的專業醫療團隊照護及心理治療。

然而，培德醫院並無設置醫療團隊，而是採取有需要時，

求助鄰近醫院派遣醫療人員的方式。事實上，陳前總統

的診療紀錄並未從台北榮總轉送至培德醫院。據報，從

四月十九日起，院方從未有任何針對陳前總統憂鬱症的

治療行為，只有一位台中榮總醫院的醫師每週赴院短暫

看診。

  除此之外，陳前總統安置於台北榮總時，其醫療團隊

可以隨時探視，然而在培德醫院卻需透過立委安排，並

由該立委陪同訪視。訪視其間，醫療團隊成員不可做筆

記的規定，也增加了紀錄看診過程的難度。

  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包括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

安德魯斯（Robert Andrews），以及參議員布朗

（Sherrod Brown）及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皆

曾公開呼籲馬政府准予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接受居家治

療，或是轉送至真正的醫院並由專業醫療團隊照護，而

周元華醫師也表示這是最適當的做法。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將持續與美國國會及政府合作，讓

台灣政府明白，持續監禁陳前總統正在破壞台灣身為自

由民主國家的國際形象，而准予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是唯

一的人道選擇，也是最負責任的解決方式。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不當醫療照護成陳前總統自殺未遂肇因

 

FAPA: former President Chen's suicide bid
due to in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探究司法黑手
退休教師  王美雲

  有關陳致中的紐約房地產遭拍賣事宜，今在網路「台

灣e新聞」「蘇明陽專欄」已出現評論文，並質疑是台

灣的某不肖法界收買紐約區的地方檢察官，資金來源則

指向運用中國黨的惡黨產。由於扁案辜仲諒的偽證屬實，

是來自特偵組檢方的從中操作軟硬施壓，馬統幫再次留

下司法界可恥的印記。玩弄司法的卑鄙手段既有前例可

循，指控自然非空穴來風。無中生有屬合理的懷疑。我

們再等著「爆孔」（Bia Kan）看戲吧！台美人特別是

東部紐約區，要協助追蹤搜尋，不放過蛛絲馬跡。

  漫長的五年扁案冤獄還得等到014案的宣判來證實法

官的濫權胡搞，讓被「黑白講」的媒體弄迷糊的民眾恍

然大悟，差別竟然這麼大。有罪無罪全是法官的自由心

證。而司法對待扁家的嚴酷殘虐，民進黨的高層仍無動

於衷地說著等同落井下石的冷血風涼話。這樣的領導人

胸襟有展現出是往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道路上前進

嗎？難怪被看不下去的憤怒民眾投書退黨證。

  我們可以說當扁嫂吳淑珍為了參政得坐輪椅時，台灣

人就虧欠了扁家，又力拱拚總統大位。我的朋友親眼目

睹今日吳淑珍夫人的風采，孱弱的病體卻依然俠義氣勢

豪邁，不禁讚嘆：「那周美青如何比得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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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網頁，我不喜歡談政治，因為那不是我的專業。
寫這篇文章，不得不引述，因為昨天去探望阿扁，他很
喜歡談政治，特別是過去已經公開的政治。昨天我的神
經學診察包被擋不准帶入，我的一個小時「探監」，就
作神經行為學觀察，特別是語言、認知與情感表達。加
上我除了神內專科醫師外，也有精神科專科執照，所以
我應用會談技巧，引導阿扁的情緒宣洩。

  阿扁總統夾雜着斷續的結巴，數說他的心情，以政治

的語言表達他對台灣的擔心，以及過去他的政黨的高度
期望與失落感。我可以以同理心理解他行將步入老年人
的落寞，即使不在獄中，都會很難過。那份對台灣的愛
與他政治夥伴的高度期待，令我動容。

  President Chen, while stuttering badly, told me and other 

visitors his thoughts. I could tell from his words his 

devotion to Taiwan, his expectation to his fellow DPP

 members, and his unmistakable disappointments.
    台灣主權獨立建國之路坎坷，從蔣氏父子的「中華民
國」，到李登輝總統改稱呼為「中華民國在台灣」。陳
水扁總統上台三部曲，首先主張「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而後詮釋「台灣不是中國」，到中國與美國都不爽的「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

  He points out that it is a very tough mission to achieve

 Taiwan Independence. Chiang and his son imposed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aiwan, Lee called it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while President Chen took three steps, 

starting with "Taiwan is Republic of China", then "Taiwan

is NOT China", and then the final step, "Taiwan and China

are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Across the Strait." His last step 

angered both China and the US.
    更重要的兩件事是「廢除國統綱領」，以及「以台灣
名義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還訴諸于公投。這
更激怒美國、中國與深藍族群，種下他被政治迫害的源
頭。

  The actual actions he took to abolish "National Unification 

Policy" and to seek "UN and WTO Memberships in names

of Taiwan", made the US, China, and deep blue people 

enraged, leading to his current imprisonment.
  他認為台灣要主權獨立建國，非常困難與坎坷。如果
成功需要十分，也許他任內八年完成三、四分。為了台
灣，後續的人應該繼續去完成。讓他傷心的是後繼無力，
整個黨甚至於候選人，已選擇區隔不再談論這議題。深
陷牢獄遙遙無期，他對台灣與自己覺得無望無助，難怪
悲從中來。

  He knew that he could not achieve Taiwan Independence 

during his terms but he would like to build a foundation and 

a momentum, so that his successors could continue to 

push and to complete it. However, he is disappointed 

and saddened that DPP and it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ll 

abandoned it and chose to steer clear of it. He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and understands the hopeless situation 

of his, both driving him into deep depression.
  一再蒙受冤屈的總統，要我們瞭解他在重鬱狀態下輕
生的動機。我有幸聽到，我應該讓台灣人瞭解與覺醒，
所以我寫這篇文章。昨天尤美女立委、陳隆志教授、黃
先生、中監的人都在場，還有他們的錄音，一位想輕生
的台灣人總統，其言也善。

  As a psychiatric doctor, I was able to listen to him, a 

wrongfully accused and imprisoned former President, to 

know first-hand why he attempted suicide. This is why I 

wrote this report so that Taiwanese will understand him and 

be inspired. All other visitors heard the same statement as I

reported here. The prison authority also recorded the whole

conversation.
    談起台灣政治與前途，他結巴中滔滔不絕，激動處嚴
重口吃與劇烈的右手抖動。為了提醒其他人不要忘了他
生病了，我應用會談技巧把話題轉到食慾吃東西，他說
支持者送進來的飯全都吃了。我請他告訴我們中午吃什
麼菜？他回答，這種生活上的記憶我都丟了。我心中泛
起一陣心酸，陳總統您自己這樣了，為何還用自己的意
志力，心掛著台灣與我認為很不值得的入黨！當然我會
支持他，那是尊重他的自主權，醫療上治療他的一部分！

  When he was discussing Taiwan's future and politics, he 

kept on talking even though he was stuttering badly and his 

right hand was trembling uncontrollably. When the topic

turned to his illness and his appetite, he told us that he ate 

everything sent to him by the supporters (Note that there is

a group of supporters who deliver daily meals to him and 

maintain a daily journal on the web.) When we asked him 

what he ate for lunch, he replied that he did not bother to 

remember these daily trivia because he had better use for 

his badly reduced memory capacity. I was saddened 

upon hearing this. I wonder why he would still care so much 

about Taiwan when he is in such a bad shape.

    昭姿註: 陳順勝教授6月4日探視總統所寫，我們認為
這是在表達心願交代後事。真正讓總統輕生的理由，而
不是我所以為的那些低層次的事。

  Note: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Janice Chen, the leader of 

the volunteer medical team, believes that President Chen is 

giving us his will because he knows that he could die any 

time. Now we know the real reason behind his suicide 

attempt, not due to those minor issues announc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June 5, 2013

以同理心傾聽要輕生的阿扁總統
Listening to President Chen giving his will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Prof. Chen Shuen-Shen)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Jay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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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開完晨會，看完門診，請假搭高鐵來台中探望阿

扁總統。晚上趕到台北向醫療小組報告看扁結果。 

  After I finished my clinic duties at my hospital in the 

morning, I took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took the high 

speed train to Taichung to visit President Chen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I presented my visit report to the 

volunteer medical team in Taipei. 

  下午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尤美女立委的帶領下，

我第三度進入台中培德監獄探視陳總統，同行除我之外

還有紐約回來的陳隆志教授與黃先生。由於是尤委員帶

入，第一次獲邀到張秉誠典獄長辦公室打招呼小坐。

  My visit was arranged by DPP legislator Ms. Yu and I 

was accompanied by Prof. Chen Long-Chi and Mr. Huang. 

First time, I was able to say Hi to the Taichung Prison 

warden, Mr. Chang. 

  我帶了診察包來，我們提出要求攜帶進獄為陳總統診

療，遭屬下與典獄長拒絕，說醫療行為後，我們在外頭

會亂講，上面的意思，不要為難他。我在想，即使您把

我剝光了，我還是有辦法看病。 

  I brought with me my diagnostic bag and requested 

permission from warden Chang to let me conduct treatment 

for President Chen. Warden Chang refused and told me that 

it would cause trouble for him because his superior won't 

allow it. However,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 I could still 

conduct a proper treatment for President Chen even if you 

stripped me off all my belongings.

  三點整進阿扁住的鐵皮屋，屋頂上在灑水試圖降溫，

室內電風扇猛吹，阿扁總統還是冒汗，溼透T-shirt，一

旁來探監的扁嫂，怕涼須避開吹風。夫婦兩一起迎接我

們。 

  At 3 pm, I entered the shack constructed with sheet metal 

to house President Chen. They springled water on the roof 

to keep the temperature down and had the electric fan

running at full speed, but President Chen was still dripping 

with sweat and his shirt was all wet. Mrs. Chen was visiting 

him but she stayed out of the air flow of the fan to avoid 

Dr. Chen Shuen-Shen, who is an expert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visited President Chen for a third time after he was 

forcefully transferred to Taichung Prison. This visit is also after the recent attempted suicide by President Chen. I translate 

his account of his visit below, not word for word.   Jay Tu 

台北六月雪陳順勝教授台中三度探扁 
Snow Storm of June in Taipei 

My Third Visit to See President Chen in Taichung Prison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Prof. Chen Shuen-Shen)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Jay Tu

catching cold. Both of them greeted us. 

  首先在尤委員寒暄之後，同鄉陳隆志教授敘舊。黃先

生提起從前與日後阿扁對台晚的貢獻，台灣人有目共睹，

希望陳總統珍惜生命。此時陳總統突然急躁激動，說法

務部新聞稿說謊，他的輕生是因為重度憂鬱症，而不是

單純輕放顏清標法案與重新民進黨入黨的打擊。他說法

務部發佈他的輕生新聞沒有尊重他的自主權與個資保護，

沒他的同意與會簽。 

  After exchanging some pleasantries with the visitors, 

President Chen suddenly became emotional and proclaimed 

that Ministry of Justice (MOJ) lied in their news release on 

his suicide attempt. President Chen told us that his suicide 

attempt was due to his severe depression, not merely due to 

the news regarding the new pardon law designed to set KMT 

Yen free and the obstacles he faces to become a DPP 

member. He complained that MOJ did not respect his 

privacy and released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ir own 

speculation without his permission.

   重度憂鬱症與額葉萎縮使他現在的情緒與思維，強迫

性地停留在無望無助的憂鬱狀態，白天親朋好友、立委、

醫療小組、與阿扁們來探監，讓他疏解不少；夜晚一到，

重度憂鬱折磨他。在北榮的期間，周元華主任安排每週

有三位精神科醫師，各安排一個小時的治療，我也兩週

一次兩小時的神經內科診療，加上藥物治療控制他的病

情。 

  Due to his severe depression and the decay of his front 

brain lobe, his emotion and mind are unable to escape the

state of hopelessness and helplessness. During the day, the 

visitors, from his family, friends, legislators, and medical 

team, are able to keep him company to release his tension. 

However, when the night falls with all visitors being sent 

away,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torture him relentlessly. 

When he was at Taipei General Veteran Hospital, Dr. Chou 

Yuan-Hwa, his appointed psychiatrist, arranged three one 

hour treatment sessions for him with psychiatrists each week

(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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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

and I myself was able to see him every other week for two 

hours. With medication, we were able to release and contain 

his symptoms. 

  總統陳水扁前晚(3日)，再因憂鬱症，情緒非常低落，

加上回想起特別費除罪，全國所有民代、村里長皆免刑

責，全國只有他為拼外交的國務機要費，受罪關大牢，

悲從中來，於9時30分在浴室以連接三條毛巾，平躺束

脖子吊六十公分的水龍頭上輕生，喉嚨異聲與監視器失

聯，引起隔室看護受刑人注意，過來解救。他說獲救時，

不可能向這些台灣囝仔講他輕生的原因，所以法務部新

聞稿說謊。 

  In the evening of June 3, President Chen's mood was 

down again due to his depression. On top of that, he 

thought of the new pardon law which exonerates all 

embezzlement cases of discretionary funds in Taiwan for 

everybody except him, even though he did not embezzle any 

money but used his presidential discretionary fund for 

top-secret diplomatic efforts to fight for Taiwan's survival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But here he is, the only one who is 

not exonerated and is serving lengthy jail terms. With his 

sadness becoming unbearable, he tied three pieces of towel 

together with one end around his neck and the other end to 

a faucet. He then laid himself flat to choke himself to death. 

The inmates assigned to watch over him noticed that he 

disappeared from the monitor screen and heard some 

choking noise. They rushed over to save him. He did 

not tell these young Taiwanese inmates why he attempted 

suicide. Therefore, it is false when MOJ states that he told 

the rescuers why he wanted to kill himself. 

  當時他有一再要求通知總台，要看醫師，拖到一個小

時候，才來位培德醫院非神經精神科的住院醫師，不明

情況，問他什麼地方難過，被他拒絕。直到十一點四十

分監方才通知中榮精神科主任到來，看二十分鐘離去，

當時他一直想走，精神科用藥也讓他走到這地步，無效

不如退出。

  Afterward, he requested to see a doctor repeatedly. After

over an hour of wait, a resident of Pei-Deh Hospital finally 

showed up. This doctor is not a specialist in neurology or 

psychiatric treatment and he did not even know why he was 

called to see President Chen. The doctor asked him where 

his discomfort was but President Chen refused to answer to 

this clueless doctor. Around 11:40 pm, the prison authority 

finally informed the psychiatric director of Taichung 

General Veteran Hospital, who visited him for about 20 

minutes. He simply wanted to quit. Even with the 

psychiatric medication, his condition has not improved and

he wanted to give up living. 

  民間醫療小組召開記者會指出，「喝花酒的可無罪出 

獄，台灣卻差點死了一位總統！」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則

說，質疑陳水扁演戲的人，完全沒有人性。

  The volunteer medical team called a news conference. 

They pointed out the ridicule of releasing someone who 

spent public money to wine and dine in a night club, while 

almost letting a former president of Taiwan die. DPP

legislator Kao Chih-Peng pleaded for humanity to those 

who accused President Chen of acting in his suicide attempt. 

  陳其邁表示，陳水扁在北榮的主治醫師周元華曾說

「最重要的是預防自殺」，但發生事情之後，「台中榮

總的居家治療科跑到哪裡了？」他直斥，這是侵犯醫療

人權，馬英九總統應受最嚴厲譴責！ 

  DPP legislator, Dr. Chen Chih-Mai, pointed out that Dr.

Chou Yuan-Hwa alerted the government the importance of 

suicide prevention. However, "Where was the medical care 

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offered by Taichung General 

Veteran Hospital?", demanded by Dr. Chen. Ma should be 

condemned for his role in violating the medical human

rights of President Chen. 

  馬偕醫師陳喬琪表示，陳水扁對死了然於胸，認為用

死表示清白是最有用的方式，而且曾經自殺的人，絕對

會再自殺，一個前總統自殺是國家的悲劇。

  Dr. Chen Chiao-Chi of Makay Hospital, a renowned

psychiatrist, told reporters that President Chen knew very 

well what death meant to him. He considered death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clare his innocence. A patient who 

attempted suicide will try again. It is a national tragedy 

when we harbor the circumstance leading to the suicide of a 

former president. 

  今天終於「六月雪」了，台北降下大冰雹，上午一場

暴雨加冰雹，讓位於重慶南路司法大廈裡的不少法官與

職員驚呼連連，司法院4樓的憲法法庭，因屋頂黑色防

水布被狂風整片掀開，垂掛在牆面，而防水布下方的保

麗龍片則被吹得碎落一地。警訊啊，台灣的司法！ 

  Today, an extremely rare "Snow Storm of June" hit. Hail 

storm raid Taipei, bombarding the building of Judicial 

Tower, causing panic among judges and legal staff inside. 

The tarp covering the 4th floor roof of the constitution 

court was blown away by the storm (see picture 

below), and its underneath sheathing was fractured 

into fragment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ground below. 

It is an OMEN! Be aware, the self-degrading judicial 

system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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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達格蘭學校第二期

「國家發展策略海外菁英班」學員招募中

各位先進同志您好：

  凱達格蘭學校自2003年3月由陳水扁前總統創校至

今，以逾十年有餘，雖然其間自2007年底之後停辦課

程四年，為了替台灣社會培育優秀人才，本人於2011

年6月承接凱達格蘭校長一職並於同年10月起，陸續

開辦四期「國家領導與發展策略班」、一期青年夏令

營，一期海外菁英班，進行社會菁英的培訓。第二期

「國家發展策略海外菁英班」即將開辦，該班開設之

目的在培育台灣旅居海外各界優秀人才，提升海外僑

胞對台灣現況之瞭解，上課時間從2013年7月15日（一）

至7月19日（五），連續上課五天。在課程設計上結

合理論與實際；在師資方面敦聘學經歷豐富的優秀政

務官或國內外傑出學者專家出任教師；在學員的甄選

上採多元取向，希望能培訓政治與社會菁英，為台灣

儲備優秀的領導人才。

  鈞長才德兼備、望重四方，素為各界所敬重。茲附

上簡章，敦請鈞長慧眼提攜，為本校推薦優秀之士，

前來報名參加第二期「國家發展策略海外菁英班」，

共同為台灣培育優秀人才而努力！

順頌 鈞安

                             凱達格蘭學校 

                             校長 張富美 敬託

                             2013年6月4日

報名專線：02-3322-3818分機555、566、588
聯絡人：鄭淑心執行長0936-455120
通訊地址：100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傳真電話：02-3322-3808
Email:suce12@hotmail.com;
      shuhsinc@ketagalan.org.tw

台灣社新舊任社長交接暨
七週年感恩募款餐會

時間 : 6月7日(五)18:30

地點 : 台北典華旗艦館六樓花田盛事廳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6樓)

  在新任社長的帶領下，台灣社絕對能持續初衷，在

每個關鍵時刻，站上捍衛台灣主權的第一線，與所有

台灣人共同奮鬥，打造台灣成為公義之國，不達目的

決不罷休。闇黑勢力壟罩島國的此刻，台灣社衷心邀

請你，與我們一起將彼此心中的光芒集結成希望的火

炬，指引光明的方向。

第七屆『2013台灣UN青年研習營』
時間：2013年7月26日(五) 19:00報到

      至7月28日(日) 18:00結業

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9號）

招收對象：16歲以上在學學生或社會青年。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可至http://ckandrew.myweb.hinet.net/taiuna.doc 

下載《報名表》），

填妥後請寄至 taiunanews@gmail.com。   

  有鑑於「青年」是「推動台灣入聯國」運動重要之

人力資產，也是珍貴的種籽，本會秉持「推動台灣入

聯國」之宗旨，今年再度籌辦『台灣UN青年研習營』，

期盼透過三天兩夜的研習活動、實力堅強的講師陣容、

深入淺出的課程內涵，輔以高度密集的學員交流、輕

鬆愉悅的學習氛圍以及群策群力的創意發想，促使青

年學員們深刻體認「台灣入聯國」之深遠價值，同時

奠定或加深學員對於「台灣」及「國際」多元問題之

重視。青年時期培養愛國心，也有國際觀，「立足台

灣，放眼世界」，始能帶來一生的祝福。

洽詢專線：(02) 2709-9787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陳聖霖先生或莊慧瑜小姐 

台灣歌謠推展系列演講

聆聽台灣藝人的心情故事與歌聲

時間：6月8日14:0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4樓)

主題：台灣歌謠VS世界流行音樂潮流



台灣守護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73P-10-
2013/6/6(四)

醫療法律專題演講暨研討會
呼龥增訂妨害醫療罪
時間：2013年6月8日，1400－1700

地點：台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402教室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67號）

主持人：劉秉鈞教授（銘傳大學法律學系）

演講人：鄭逸哲教授（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由於「急診室暴力」和「醫鬧」頻傳，依現行刑法

的規定，多被視為對醫事人員個人法益的犯罪。然而，

同一事實行為，不僅對被攻擊的醫事人員有所侵害，

其實也對不特定或特定的其他多數需要醫療者，以

「不作為」方式加以侵害。復以，實務界往往將之視

為「告訴乃論之罪」，使犯罪之追訴，尚待醫事人員

提出告訴；而以目前台灣現況，使「不告」或「撤告」

的壓力，復加於已身心受創的醫事人員，焉得其平？

故應正視「妨害醫療」行為的「公共危險罪」性質，

將之增訂於公共危險罪章，並規定為「非告訴乃論之

罪」，由檢察官主動偵查訴追，庶免醫事人員在程序

上的「二度傷害」。亦同時就此議題，加以說明。

核工業的真正良心！福島第一核電廠

總工程師菊地洋一再度來台演講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將在下週三，邀請前奇異原子爐

設計師、福島第一核電廠總工程師菊地洋一先生，再

度來台演講，談核四安檢行不行！

時間：6/12（三）下午 2:30，台大校友會館

線上報名：

https://gcaa.neticrm.tw/civicrm/event/info?id=10&reset=1
演講內容：

  曾在參訪核四廠後，為核四工程打下３分低分的前

美國奇異公司（GE）原子爐設計師菊地洋一，將在執

政黨強行通過核四公投案之前再度來台！菊地在奇異

公司任職其間，曾擔任福島第一核電廠施工總工程師，

參與福島第一核電廠6號機設計及興建，並負責統籌

Ge各部門工程師的意見與東京電力公司對話，回應東

京電力公司在實作工程的問題。由國外公司設計電廠、

再由國內電力公司進行施工，正是核四與福島第一核

電廠相仿之處。然而身兼核電設計與電廠監工的菊地，

在2003年及2006年兩度看過核四工程現場後，認為

「怎麼看都不覺得這是個能順利運轉的核電廠。」而

現在，他對核四廠正在進行的安檢小組更感憂心！在

核四的關鍵時刻，我們再度邀請菊地來台，菊地將以

實際參與在核電廠設計與建廠經驗的角度，談談當前

核四請 45 位核一到核三運轉工程師組成的核四安檢

小組，究竟能不能保證安全？核電廠現場總工程師的

安檢 VS 營運專家的安檢到底有何差異？核電廠總體

檢的「安全基準」與「真正的安全」到底有什麼不同？ 

他又是怎麼看待馬總統誇口獨步全球的斷然處置措施？

菊地洋一介紹：

  美國奇異公司(GE) 前原子爐設計師、福島第一核

電廠施工總工程師菊地洋一參與福島第一核電廠6號

機設計及興建，負責統籌GE各部門工程師的意見與東

京電力公司對話，並回應東京電力公司在實作工程的

問題。菊地年輕時投入核電產業工作，卻發現核電並

不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科技。在建廠過程中，為了整合

各個機組，必須不斷變更設計，越是深入了解，心裡

越感到不安，最後他決定離開奇異公司，呼籲廢止不

安全的核能機組。福島核災後，為「停止濱岡核電」

的連署行動四處奔走作證，他的良心證言在網路上超

過三十萬次的點閱，日本首相菅直人在菊地洋一的呼

籲下，終於下令關閉濱岡核電，是核災後第一個被要

求關閉的核電廠。

本園地有條件開放 來文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中心

左傾45 ，右傾45  皆可採用，傾斜太多恕不刊登。 。
，

   投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文長以500~1000字為宜
    本刊有修改權。來稿、免費訂閱 E-mail:formosaforu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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