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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曼德拉以一位人權鬥士的身分當選南非第一
位黑人總統。曼德拉剛當選時，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已
經解放了，但是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隔閡還是很嚴
重，是南非內部發展非常重大的困境。然而，曼德拉的
國家之夢就是讓南非屹立於世界各國之林。而實現這個
國家之夢的途徑，就是在南非舉辦大型世界運動會。曼
德拉就任南非總統第二年，世界盃橄欖球賽在南非舉
行。在此之前，南非白人在失去政權後，只把橄欖球當
成發洩苦悶的工具。但是曼德拉幾次蒞臨南非橄欖球國
家代表隊，鼓勵球員為他們共同的國家而戰。此舉激勵
了南非的球員，結果是南非隊在決賽中擊敗紐西蘭，一
舉奪冠，將冠軍獎盃留在南非。決賽那天，曼德拉穿一
件墨綠色橄欖球國家隊的球衣，微笑著將冠軍獎盃親自
頒發給自己國家隊的隊長、白人球員弗朗科伊斯‧皮納
爾。那個畫面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同時也讓南非的黑
人和白人放棄了仇恨，擁抱對方，成就了曼德拉的南非
國家之夢。2010年7月世界盃足球賽在南非共和國開踢，
讓南非擠上了世界運動大國的行列，也凝聚了人民的愛
國心。那次比賽是曼德拉距今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歷來在國際社會，運動就不只是運動，而是國家綜合

國力的象徵，背後更充滿著國際政治的角力。台灣在國

際運動競賽中不斷的被打壓，當然也是國際政治運作的

結果。只有「中華民國」才會自我安慰「政治歸政治、

運動歸運動」，甚至於在國內辦理的國際運動競賽也會

自廢武功，把象徵國家的旗歌藏起來，不知道要討好

誰？同時也把台灣人的團結意識及國家認同打擊到了谷

底。只把運動競技當運動競技，是全球最愚蠢的執政方

式。

  足球是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的單項運動，也是每四年

一次讓全世界為之瘋狂的運動。世界足球總會(FIFA)的

會員國比聯合國(UN)的會員國還多，知道有FIFA的人也

比知道有UN的人還多。台灣目前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卻早就是世界足球總會的會員了。苦無國際舞台的台灣

是否該好好重視足球，以便在世界足球總會的舞台上讓

世界看到台灣，也讓台灣進入世界舞台？可惜情形顯然

不是這樣。台灣人不重視運動，也不重視足球。不只民

間不重視足球，帶頭的政府更不重視足球。以首善之區

的台北市來論，足球運動風氣非常差，市民連要找個像

樣的地方來踢球都很困難，哪來的發展足球？

  為了辦花博，郝市長把全台灣唯一經過國際認證的中

山足球場改建成爭豔館。但在花博結束後，郝市長不僅

不把中山足球場還給足球界，替台灣的足球保留一線生

機，還打算把它改建成青年旅館或其他展覽館或中心。

郝市長似乎只想把中山足球場變成可以營利的場所，卻

踢足球可以踢出國家的夢
不知道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也似乎不知道運動也是很

重要的一種經濟體，更不知道足球是最能凝聚國家意

識、最能讓台灣進入世界舞台的運動。

  繼花大錢辦的花博凋謝之後，郝市長又要花另一筆天

數字的大錢去辦世大運。但郝市長平時並未重視市民的

運動，市民的運動風氣也不佳，此時再花費鉅資辦世大

運幹嘛？那個世大運充其量只是另一個像花博一樣的嘉

年華而已，辦完就船過水無痕了，台北市民的運動風氣

依舊沒有獲得改善，運動設施也依然沒有改善，最後可

能只剩下一堆蚊子館。與其再花大錢辦個好大喜功的世

大運，不如把那些錢用來擴充台北市的運動設施，培養

市民的運動風氣。等到台北市確實有足夠夠水準的運動

健將，有望在許多重要的比賽中獲獎時再來辦世大運不

遲。那才是從基層紮根，紮紮實實地推展運動。

  現在要在台北市找個地方踢足球，除了聽障奧運留下

來的大佳河濱公園球場和民間自行開發及認養維護的百

齡球場外，大概只有學校的運動場了。大佳河濱公園球

場、百齡球場、和絕大部分的中小學運動場遇到下雨就

不能用來踢足球，全台北市好像只有石牌國中和台北醫

學大學的人工草皮球場可以不受天候影響。台北醫學大

學是私立大學，市民不能隨意進入使用。石牌國中是公

立學校，市民可以入內使用。可惜石牌國中球場的管理

不善，踢球時很容易就把球踢到在球場邊運動的市民身

上，引發糾紛。此外，管理人員經常藉故刁難市民，小

動作不斷，讓人無法好好踢球，或踢得不太愉快。提供

市民起碼的運動設施不是政府官員的責任嗎？讓市民平

時找不到地方好好踢球的市政府有何顏面辦世大運？

  把運動競技當成政治人物作秀的工具，確實污辱了運

動，也看輕了競技型運動所能凝聚國力的能量。這幾年

台灣許多運動員努力打拼流汗，在國際上爭取最佳成

績，提高台灣的能見度。許多選手的成就不是來自政府

的栽培，而是他們個人的努力。台灣人能沾台籍運動員

的光，這個政府實在必須覺得羞愧。早期的台灣女排，

和很會踢球的木蘭女子足球隊，現在都無以為繼，更不

用說培養出能踢向國際的足球隊，將台灣的國家夢踢向

全世界了。或許在台灣殖民的外來政府害怕把台灣民族

意識踢出來，所以連唯一的足球場也要用一個微不足道

的花博把它給廢了。

  請問郝市長，可否在台北市找幾個像樣的地方興建有

人工草皮的足球場，讓市民花點小錢就可以入內踢球，

像香港一樣。讓市民平時就有地方可以踢足球是很困難

做到的事嗎？如果連這種起碼的運動設施都無法提供給

市民使用，台北市政府花我們的錢辦世大運，有必要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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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真正重點）他的胡作非為。某人喝花酒報公

帳一千八百餘萬元，馬政權修法為之除罪。——要容

忍；一個高官收取6300萬，法官判決竟然無涉及較重

的「貪污罪」。——要容忍；面對國事如麻，馬英九

還有閒情逸致到處告人，檢察官侯寬仁、民進黨發言

人梁文傑、徐國勇、顏聖冠…反正看誰不順眼誰倒

霉。——也要容忍。真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不過這是他家的事，我們絕對不能答應。

  台灣人一向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甚至苟且偷生，

坐以待斃。結果中國黨軟土深掘，吃人。從國家和人

民身上巧取豪奪幾千億變成黨產，再分贓到私人口

袋；個人如王又曾（320億）、王玉雲（800億）、王

志雄（800億）、陳由豪（832億）等上百人，掏空幾

兆元，又貪又腐。卻厚著臉，指著海外七億說民進黨

有問題。許多台灣人不理損失的數千倍「七億」，卻

跟著盯住「海外七億」，的確費解。而更叫人難以置

信的是，昔日同志竟不尊重「未經審判來證明有罪確

定之前，優先推定被控告者無罪」的無罪推定原則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為爭私利，演變到兄

弟鬩牆，自相殘殺。

  也許有人說，這是政治，他沒有興趣。行，那就談

談自身的利益吧！

  最近有所謂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開放中國印刷

業到台投資。台北市印刷公會總幹事徐維宏表示，政

府事前不找業者開會，都沒跟業者徵詢意見，現在要

叫業者怎麼因應？想說的是，發牢騷沒有用，一定要

抗議，而且要連合更多人，不斷的抗議。

  認識一個台商，把經營幾十年的印刷業遷移中國，

最初重用幾個台藉高級幹部。多年後，他們被中國人

取代。一旦開放，憑地盤和低資優勢，恐怕印刷業不

僅如預測「至少倒三成」而已。

  又如台灣餐飲業，這幾年單店營業額都面臨下滑困

境。若中資來台，以他們慣用低成本譬如鴨肉、狐

貍、水貂、老鼠肉等冒充羊肉的行商模式，台灣人可

能難有好日子過。

  自由也好，利益也罷，都不是乞討來，更不是靠別

人施捨和恩賜的。只有爭取，才是硬道理。至於容

忍，那絕對不是對壓迫者該有的態度！

  馬英九近日在台灣民主基金會表示，台灣民主程度仍

有改進空間，民主除要求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外，更重

要的是要「容忍歧見」。他並引用胡適曾說過的話，強

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頗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因為

這句話原來是胡適寫的《容忍與自由》一文主題，完全

是準備說給台灣當時的獨裁者蔣介石和他的手下聽的。

這和台灣的民主，能有什麼關係？

  根據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

稿》中記載，胡適花了幾個晚上的功夫才寫就了這篇短

文，可見他是字斟句酌、非常認真寫就。該文最初的題

目是《政治家的風度》，後改為《自由與容忍》，最後

定為《容忍與自由》。當時台灣的「政治家」指的當然

是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胡適所以強調「容忍」，是向

蔣介石要民主，要求蔣介石能容忍如《自由中國》雜誌

負責人雷震那樣的反對派。

  而蔣介石的確也聽到了，但到底聽不進去。後來在會

見胡適時，他說﹕「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

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歷史証明這根本是鬼

話，當場胡適馬上反駁，「這樣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

個半鐘點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這

是什麼審判？」但與事無補，雷震還是長期遭受牢獄之

災。

  「這是什麼審判？」沒有錯，問話雖輕，卻是對暴君

最嚴重的抗議。

  本來自由是一種價值，一種權利。為了確保這種價值

和權利，有人「不自由，毋寧死」；有人大叫「生命誠

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經

驗「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之後，人們終於了解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

不在枷鎖之中。」以及「所謂的自由就是——你有權利

去犯錯，但是沒有犯罪的權利。」

  很無奈，但卻是必要的制約。於是大家開始學習容

忍、妥協、讓步和尊重，言行不敢也不能再任意為之。

  但這種制約，只能在地位對等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一

旦對手是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政府時，雙方勢力強弱懸

殊，若無憲法的保障，人民難免遭受專制政權的奴役、

監禁或控制。基於這種認知，於是胡適向專制的蔣介石

要民主，要他能容忍。

  想不到馬英九卻拿來說事，期待人民能夠「容忍」

馬英九之《容忍與自由》
林景雄

團結弱勢 對抗強權 解放民族 獨立建國

會議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 臺中世界貿易中心301會議室

在台中

2013/6/29 10: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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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馬英九政府和中國簽署其任內的第十九項兩岸協

議，引起全台譁然。因這19項協議，大多以中國的立場

思考，以一中市場思考，以有利終極統一思考。尤其這

第十九項協議，涉及服務貿易，可說是食衣住行育樂，

各行各業全部棄守。中國將可長趨直入，全面攻佔臺

灣。此協議一過，從搖盃到墳墓，生老病死，臺灣人民

均會受到中國人海戰術影響。其相關產業，不僅嚴重受

創甚至面臨死亡威脅。

  最可議的是，馬一九協議仍改不了密室操作，偷偷摸

摸到連國民黨立委都不知情，輕急躁進到連行政院各部

會都不了解。例如要開放中國美容業來搶臺灣生意，竟

然各部會互踢皮球，沒有單位要評估對台灣產業的衝

擊，也沒有單位甚至陸委會要負起管理的責任。好像中

國一要求，馬英九馬上就要急著買單，「先求有」先表

率乖順，至於好不好以後再說。

  做為苗栗公館出生的客家人，當我看見這次所謂客

家大老吳伯雄在中國北京的言行舉止，真是令人悲

憤！客家人的硬頸精神即堅持正義真理的意志，已淪

為「硬殼」，即在長年被洗腦灌輸下的冥頑不靈。

  吳伯雄代表馬英九向中國共產政權領導人習近平輸

誠說出：「增強民族認同，祖先無從選擇」的封建落

伍思惟，可見吳伯雄只唸過台灣人長年來被外來「中

國」國民黨洗腦灌輸的「中國歷史」，未曾用心唸過

現代世界歷史，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這些現

代民主自由、獨立自主的國家，他們的祖先大多是來

自英國即大不列顛王國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祖先若

是真的無從選擇，子孫卻可以分居在世界各地，建立

自己的國家，而且每個國民的子女若到外國定居，選

擇做當地的國民，也是他們的自由權利，若還在高喊

「增強民族認同」，早已做美國人的馬英九兩個女兒

以及吳伯雄的女兒與孫子為何不早點放棄美國籍回到

中國去做中國人呢?!難道說一套做一套正是國民黨政客

的本性嗎？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世界只有五十多個國

家，但許多被殖民統治的亞洲、非洲地區人民紛紛獨

立建國，或是由一個國家分成好幾個國家，如近代蘇

聯…，如今全世界已有將近兩百個國家，這正顯示此

為現代世界必然的趨勢。台灣未曾被共產專制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一分一秒，台灣已成為一個民

主自由的國家實體，台灣獨立建國本是台灣國民的光

榮權利與神聖責任。國共聯手反對台獨，正充分暴露

馬一九協議賣台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 涂醒哲

  另外可議的是馬英九仍然欺騙成性，又說中方對我

開放80項，我對中國開放64項，好像賺了16項。這種

中國讓利臺灣的騙術，在當年要簽署ECFA時，不是講

得很大聲嗎？結果讓利了沒有？ECFA簽後臺灣經濟有

向上起飛嗎？還是向下沉淪？向中國經濟水準趨近？

淪為四小龍之末？

  以前，馬英九對外界質疑其賣台，均振振有辭地反

駁。這次馬的一九協議，把馬的十九項協議的本質暴

露了出來。全臺灣人民都已看清楚，馬一九協議就是

馬英九賣台的證據。

  馬一九賣台協議，全民公憤。馬英九視民如草芥，

成為全民公敵。就如同民進黨蘇貞昌所呼籲的，要勇

敢站出來，要把人民聲音講出來，「不站出來會被殲

滅」。馬英九賣台，已成全民共識；馬英九下台，就

靠臺灣人民了。

我們應有的台灣夢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灣人不願做「中國人」，只有馬英九、吳伯雄、連

戰…之類願做「中國人」了，現代共產專制的中國若

要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帝國封建思惟，意圖稱霸世界，

這將帶來現代人類文明的倒退，甚至若為了擴張領

土，中國不惜掀起戰端，我們台灣人要被迫淪為共犯

與被犧牲者，一起禍害人類嗎?!

  台灣是現代地球村裡美而中型的國家，台灣國人愛

好和平，但更要努力追求有公義的和平 (Peace with 

justice)，藉著大家手牽手做夥向前行，使台灣成為一

座獨立自主、民主自由與公義和平的巨大燈塔，照亮

對岸中國強權、亞洲以及全世界各國，這應是我們共

同的「台灣夢」！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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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2009年9月，受到多位有志一同的社友的催促

與勉勵，為了有效聲援已經在黑牢中將近一年的陳總

統，決定挑戰當時態度反扁的社長，我於是加入台灣北

社社長的戰局。我的競選主軸是救扁，我的社務重心是

救扁。由於當時不少黨內同志或綠營支持者，唯一的資

訊來源是國民黨操控下的媒體報導，對陳總統心生誤解

與不滿，很多扁友們事後告訴我，一向居於領導社團的

北社，在那段時間所扮演的角色對陳總統非常關鍵，有

助於稍微穩定民間的恐懼與紛亂。我在2011年9月卸任

社長職務，交接當天，覺得自己有責任對參與這段台灣

歷 史 做 個 交 代 ， 於 是 發 表 一 段 卸 職 感 言 。

各位社員同志，各位長期戰友

  身為北社創社社員，我擔任過四年副社長，十五個月

秘書長，以及兩年社長。因為本身的全職工作關係，可

能也是目前民間社團的唯一領導人，為了出席每次社團

活動，都必須向服務機構逐小時請假出席的社長。

  參與社運以來，無論醫界聯盟或是台灣北社，我從來

沒有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包括市政府與中央政府，擔任

有給職務，雖然一直存在這樣的機會；我也從未有競選

公職的念頭，雖然一直存在這樣的聲音。如同十多年以

來獨自推動的社會運動－要求衛生署將「代理孕母」解

禁，從最開始，就不是為了自己。為了換取其他病友的

受惠，我甚至將自己曝光，形同自斷生路。

  我的生命哲學從來不是挑容易的事做，我也從來不擔

心自己的主張是少數。我自許在公義還未彰顯的時候，

就開始感受、主張，並且付諸行動。我的座右銘之一是

「名利有值，情義無價」。推動代理孕母初期，台灣社

會只有兩成的支持者，我一路上受到事不關己者的批

判，直到今天，已經獲得八成以上民眾的理解與支持。

我一向用「堅定」來改變別人。

  2006年5月，國共兩黨開始聯手對付扁家，女婿趙建

銘首當其衝，其次是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在那樣的

氛圍中，鄭弘儀找不到綠營的政治人物，願意以不同的

觀點為扁政府辯護。於是，我被邀請坐在大話新聞現

場，開始一段長期的挺扁路線。這對於每日七點多出

門，醫院工作忙碌緊湊，下班後才能閱讀相關資料，上

完節目幾近半夜的我，是非常辛苦的挑戰。同年11月，

國務機要費案爆發當晚，可以想見仍然不會有人願意代

表綠營上陣，即便當時已經遭受服務機構高層的嚴重關

切，我依然坐在火線上，以一敵六，對抗主持人與來

賓。沒錯，各位可以去倒帶求證，遑論陳揮文，當時連

鄭弘儀，吳國棟，陳立宏，侯漢君等媒體人的言論都與

統媒類似，一面倒的反扁政府。期間，國會出現數次要

求總統下台的連署，當中還有目無法紀的亂台紅衫軍，

我都沒有退縮。幾次重要活動，包括逆轉台灣總統被迫

下台命運的916活動，我也扮演總統府與社團的連絡窗

口，不是因為我的能力，而是因為我的勇氣。

為營救陳總統而競選北社社長，任職兩年後的卸任感言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2008年八月，扁家海外匯款案爆發，民進黨與多數

社團對於台灣總統遭受政治清算，明顯受到媒體影

響，不是嚴厲批判，就是袖手旁觀。社團與政黨一

樣，同樣也有路線問題，同樣存在看不清國共聯手制

台制獨制扁的真相。幾位同志社員推舉我競選社長，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選舉，挺扁鮮明的我，參與競

選時還成為報紙炒作的議題。多數意見領袖，在渾沌

不明的時期，會選擇比較安全的路走，選擇與扁切割

或保持距離，但是，我依然走在那條最困難最孤單的

路，我始終沒有迴避那條最不討喜，對自己最不利的

路。

  我在台灣最困難的時候接手北社，是當時唯一任期

不落在民進黨執政年代的社長。我努力讓北社的能量

與活動力，以及更重要的，勇於維護公義的形象，充

分在台灣社會展現。我一生將因為曾經帶領堪稱社團

龍頭的北社，挑選最困難的議題作為主戰場，感到無

比的驕傲與光榮。對於救援阿扁總統所代表的維護台

灣尊嚴的重大意義，我們已經打過美好的一仗。我相

信，如果北社不曾站到第一線號召其他社團，台灣中

國一邊一國的聲音，可能因為無知恐懼而逐漸消音，

尤其在馬政府清算扁家過程中，扁案還受到高度扭曲

的前幾年，尤其是一邊一國成員在五都選戰展現亮麗

的成果之前。

  因為不是為了個人權力慾望而擔任社長，所以裸退

而卸職對我一點也不困難。我對台灣總統的信心與支

持，面對內部質疑仍然堅定，如今不但證實具有正當

性，而且還需要高度勇氣。所謂的勇氣，與我並肩作

戰的朋友們應該會同意，並不是不害怕而放手去做，

而是心中雖有恐懼卻仍然勇往直前。

  最後，感謝所有曾與我同心努力的社團朋友們，感

謝兩年來與我配合無間的祕書長與辦公室同仁。身為阿

扁總統人權與名譽的捍衛者，我不會中止挺扁活動，我

也相信會有更多清醒的台灣人願意加入我們。最後，祝

福並期待下一任的社長，帶領北社迎向台灣人的下一場

戰役，我們的目標是再度執政，贏回台灣。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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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國務院網站上面的中國地圖，人們可以很容易

地得出結論，美國顯然已經根據中國的「一個中國的原

則」，將台灣涵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轄範圍。不幸

的是，如果今天在台灣進行一項獨立調查或全民公決，

你會很容易地發現該地圖完全違背事實，剝奪了台灣人

自決權與人權，也違背美國的國內法中的「台灣關係

法」。

  「台灣關係法」（TRA）是由美國國會發起中的，

1979年4月10日由卡特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律規

定，台灣的和平與穩定是國際所關注的事宜，更是符合

美國的政治，安全和經濟利益。在撰寫本文時，我們知

道中國有1600多顆導彈正瞄準台灣，這明顯地違反了

「台灣關係法」的精神──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未來的

期望。這些中國的導彈瞄準台灣的目的明顯是恐嚇台灣

人民，阻止台灣人民進一步走向宣布台灣獨立建國，驅

逐占領台灣的非法中華民國政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麥克阿瑟將軍令中國戰區的蔣介石

代表盟軍來處理、接受在台灣日軍的投降。1945年美國

軍艦載運蔣介石的軍隊到台灣，讓ROC（中華民國）非

法占領台灣。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了壟斷在台灣所有的財

政、經濟利益，1947年2月28日事件之後大規模屠殺台

灣人民。據此，台灣人民忍受世界上最長期的戒嚴，共

歷時38年(1949年至1987年)。台灣人開始覺醒，意識到

他們需要尋求自己的命運，來保護他們的最佳利益。

  2008年台灣人相信李登輝所說的馬英九是新台灣人，

所以選擇了國民黨的馬英九當中華民國總統。2012年馬

英九一再宣稱他是一個台灣人來騙取選票而再次當選。

但是馬英九到目前所有執行的政策，一味的傾向中國，

已使台灣人相信，他已經做好出賣台灣給中國的準備。

尤其是在2010年馬英九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使中國對台灣擁有經濟優勢，方便中國政治

吸收台灣。馬英九在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的勝利，只能

反映了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的不公正，讓中國國民

黨有機會操縱台灣的政治和不公平的選舉。它不應該被

解釋為台灣人民傾向中國，並接受中國併吞的意願。馬

英九利用司法系統，不公平的迫害台灣主要反對黨民進

黨的政治人物。中華民國前任總統陳水扁卸任以來，馬

英九的黑手伸入司法系統，在沒有任何具體貪污的實質

證據之下，拘禁陳水扁已經有五年之久，以非人道的方

式折磨獄中的陳水扁，甚至無法保外就醫。馬英九已經

成為當今世界上最不人道的“國家”領導人。更令人髮

指的是用卑劣手段對付政敵案件。

  我們認為真正的民主只能在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社

會中才能生存及全面發展。今天的台灣擁有實現民主和

(續接次頁)

   Department web site, one can easily conclu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arently has already handed 
over Taiwan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ccording to China's "One China principle." Unfortunately, 
if you conduct an independent survey or a plebiscite in 
Taiwan today you would readily discover that this map is 
an insult to the reality and against the universal rule of self-
determination and deprives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human rights. This map also contradicts a US domestic law 
call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was initiated by the 
US Congress and signed into law by President Carter on 
April 10, 1979. This law states that Taiwan's peace and 
stability are in the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s. As of this writing we know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1,600 pieces of Chinese missiles aiming toward 
Taiwan which is in clear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that holds the expectation of a peaceful 
resolution for the future of Taiwan. The aim of these 
Chinese missiles targeting Taiwan is nothing but to incite 
fears in the minds of the Taiwanese and deter Taiwan from 
moving toward proclaiming an independent Taiwan 
Republic by discarding the unlawful name of ROC. The 

ROC (Republic of China) was wrongfully imposed on 

Taiwan by  Chiang Kai-sek of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and their army was shipped to Taiwan by US 
vessels in 1945. After World War II General MacArthur 
asked Chiang Kai-shek to handle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troops on Taiwan on behalf of the allied forces. Yet the 
KMT and Chiang annexed Formosa (Taiwan) at the 
expense of Taiwanese that led to massive Chinese massacre 
of Taiwanese (Formosans) following the February 28, 1947 
incident. After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d to endure the 
longest martial law in world history which lasted 38 

years(1949-1987) and realized they needed to seek their 

own destiny and protect their best interest.

   Since the Taiwanese have elected KMT's Ma Eng-jeou 

in 2008 and re-elected him for the second term in 2012 

under Ma's deceptive proclamation of his being a 
Taiwanese, all Ma's actions and policies have led the 
Taiwanese to believe that he is doing his best to sell out 
Taiwan to China under the radar. In particular Ma has 
concluded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in 2010 with China to further facilitate 
a Chinese political absorption of Taiwan by giving China 
an economic edge over Taiwan. Ma's victory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ROC reflects how much 
manipulation and control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exerts in Taiwan under the shadow of "ROC 
constitution". It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the Taiwanese
(Continued Next page)

From the  map of China in the US State 

A "USA-China, Inc.?”

March for Taiwan 召集人  楊明昊 (Dr. Michael Yeun) / 台文翻譯  莊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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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ing toward unif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 uses a whole array of political influences on the 
judicial system to persecute the politicians of the major 
Taiwanese opposition party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Ma also threw the ex-president of ROC, Chen Sui-
bian (DPP), in jail without any concrete evidence of 
corruption for almost 5 years, since Chen's step-down in 
2008. The way Ma's torturing Chen in jail is one of the 
most inhumane, heinous and despicable cases of treating an 
elected former leader of a "nation" in modern history. 
    It is believed that a genuine democracy can only survive 
and fully develop in a truly free and independent society. 
Today's Taiwan carries all the potentials of achieving both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yet is severely hindered from 
attaining both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foreign 
transplanted "ROC government“  run by the KMT.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the US would turn her back on the 
people of this small island, whom Americans once held 
dearly in our hearts and established a domestic law to 
support them. The China map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oday suggests that the US has become a subordinate to an 
authoritarian quasi communist China of  PRC. The US 
allows the Chinese to keep on bullying the world with the 
lie that “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 It is this American 

citizen's observation that when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lacks the will to hold on to the nation's values, then 
terrorism would rise and flourish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Terrorism comes in all shapes, sizes and forms as 
bombers, gunmen or an aggressive expansionist state. 
Should we be held hostage by these terrorists who are 
using all kind of lies and weapons to dictate the future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If the US were to sign onto this contract of a "USA - 

China Inc" , will it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US, 

Taiwan a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Of course not. 
That action would sell out the soul of the U.S. and declare 
the bankcruptcy of America's credibility. The world would 
see the US as no more than a Chinese puppet. The US can 
only reclaim her leadership by re-examining herself and 
going back to her founding principles,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land especiall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 and the 
world should ask the PRC to withdraw those steadily 
increasing missiles that are aiming toward a non-nuclear 
almost defenseless Taiwan and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to 
resolve its disputes with Taiwan and other Asian nations. 
Furthermore, we should respect the univeral human right of 
the Taiwanese to establish a genuin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nation. In that way, the Taiwanese could 
free themselves from nearly 70 years of political injustice 
and suffering. That is the most rational and peaceful way to 
end this nightmare and to avoid further conflict with a 
rising authoritarian "superpower." 
   Would the US be considered as the problem of this 
world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terrorists or even friends? 
Are we Americans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now and in the future? May the world 
say YES to Taiwan and NO to ROC and PRC! May the US 
be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always!
    Dr. Michael Yeun lives in New Jersey and is the convener of the March for 

Taiwan project.

獨立的條件，但是卻受到嚴重的阻礙。這個阻礙來自
國民黨及其操作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我們
很難想像，美國會背叛台灣人民，因為美國曾用最大
的心力，付出高昂的代價，建立了國內法律支持這一
個小島上的人民。但是在今天美國國務院的中國地
圖，卻標示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顯然已
經成為一個獨裁共產主義中國的下屬。美國竟然允許
中國以這樣的謊言欺騙世界。這是美國公民的觀察：
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者缺乏維持國家的核心價值的意
志，那麼恐怖主義會禍延國內外；當恐怖主義肆無忌
憚的擴張，以任何手段、形式、武力、規模進行破壞
侵略，我們是不是應該屈服在這些恐怖主義份子各種
的謊言和武器之下，讓他們來決定人類的未來？
  如果美國要簽署「美國─中國公司」的合約，應該
思考這一份合約是否符合美國、台灣、中國甚至全世
界的利益？如果不是，這樣的行為將出賣美國的靈
魂，並宣布美國信用破產，世界將看到美國只不過是
中國的傀儡。美國必須重新審視自我，重新回到她的
領導者角色，遵循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尤其是「台灣
關係法」的基本原則。根據「台灣關係法」的精神，
美國和世界應該要求中國撤回其不斷擴增的導彈，宣
布放棄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及對付幾乎手無寸鐵的台
灣和其他亞洲國家。此外，我們應該尊重台灣人基本
的人權，讓他們建立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政府和
國家。如此，台灣才可以擺脫近70年的政治不公正和
苦難。這是最文明、合理，且和平的方法來幫助台灣
人結束這個噩夢，避免與正在崛起的獨裁「超級大
國」進一步的衝突。
  從國際間的角度來看，包括敵人、恐怖份子或是朋
友，美國是不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端看咱美國人
在現在和將來是否與自由、民主的台灣站在一起？希
望全世界向台灣說是，向「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說不！願美國永遠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

  美國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生活困頓的英國民眾搭乘五月花

號橫渡大西洋，到北美十三州，乖乖繳稅。終於忍不住苛捐

雜稅，從抗稅竟演成獨立戰爭。
  台灣因中國戰亂，閩粵地質貧瘠，無以為生，乃渡過黑水
溝，6死3回頭。自中遷台的先民都是赤貧，原生地沒有立足之
地，只好遷徙，但不敢數典忘祖，故自稱是唐山公。然而原生
地主剝奪人民成性，連移民他鄉的人民也沒放過。尤其1949年
蔣介石來台以主民自居，父子在台統治40年，死後他們部下後
輩仍以高貴外省人自居，以統治者身份認為台灣人是他們的子
民。
  台美兩國殖民史相近，可是歷史發展卻相異，值得台灣民眾
省思。美國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代表，世界第一強國，人民享
受自由成果。可是如今台灣國不成國，人民哀鴻遍野。馬英九
滿意度13趴，沒撼動他的統治權，台灣民眾豈可不加以深究：
台灣人沒有歷史意識，也沒有台灣民族意識，400年被統治史
比美國建國200年還多出一倍。當統治者馬英九急速破壞台灣
文化，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圓環人去樓空，龍山寺前的整建成為
遊民的聚集所，台灣各地古蹟火速拆除。俗語說亡國先亡史，
台灣人豈可不讀台灣史，不知台灣史？

台灣史比美國史多一倍，你知道嗎？
陳靖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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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姪女為我帶來賴桑的雲道咖啡豆，上週末在疾病

管制局開會邱院長也送我一包聖多美樹蔭咖啡，讓我想

起喝咖啡時要想到種樹，更應該想到我們要喝公平正義

的咖啡。

  先說台灣賴桑的雲道咖啡。賴倍元先生出生於大雅鄉

員林村。30歲開始買地種樹，散盡家財近20餘億，種出

了20多萬棵珍貴的森林。賴桑種樹三不政策：一、不砍

伐；二、不買賣；三、不留給賴家後代子孫。賴桑退居

各項事業幕後，全心全力從事於造林運動之中，至今已

於大雪山購地 120餘公頃。

  樹木種類有台灣肖楠、台灣櫸木、台灣紅檜、五葉

松、雪松、九穹、牛樟樹、櫻花…等上百種樹種。至今

共計約20萬餘株，是根留台灣、森愛台灣之典範。

  雲道咖啡的誕生是賴倍元的長子，賴建忠先生，在林

場龐大的維護費用且台灣運輸事業沒落，恐無持續維護

林場經費的壓力之下，驚人且意外的發現：「賴倍元林

場是最適合種植台灣NO.1極品咖啡的環境」。

  雲道咖啡如何創造台灣極品咖啡屬「深根樹」，對於

水土保持能有更進一步的維護。極品咖啡的成長更必需

具備有這樣的先天環境：中高海拔氣候、半日照山城、

火成岩風化土質、多地貌獨有環境、及自然農法有機培

植，才能培育出果實碩大又健康的咖啡豆。賴建忠先生

還特到日本拜師學藝專研咖啡烘焙技術。請支持共生共

存理念『你喝咖啡‧我種樹』雲道 -『咖啡道』。給一

樣熱愛大自然、一起守護這個地球的朋友，能夠了解我

們『種樹還給大自然』、『永續植樹造林』的信念。

  邱院長送的聖多美樹陰咖啡來自於台北醫學大學公共

事務所販賣。但這包為贈送非賣品。北醫的醫療團曾到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這地方位於非洲西部的大

西洋幾內亞灣內的群島。聖多美出產可可、椰仁、咖

啡、棕櫚油、胡椒。其咖啡山之咖啡樹標榜中於其它樹

蔭下而得名。

  北醫配合國家政策，先後派出10餘位醫事人員長駐聖

多美普林西比（2010年）國，是臺灣目前唯一長駐國外

醫療服務的大學。這包咖啡豆很珍貴，上有台北醫學大

學的標幟。

  當您在美好的早晨享用一杯香醇的咖啡時，除了喝到

咖啡的香氣之外，同時還喝進了數百萬咖啡小農的血與

汗。咖啡的價格受制於期貨市場，小農沒有議價的自

由。而全球四大跨國咖啡企業的投機炒賣，造成咖啡豆

的價格暴起與暴跌。

  許多咖啡小農付出的成本比他們的收入還低。一杯一

百元的卡布奇諾，讓遠在衣索比亞的農民所獲得的利潤

甚至少於一塊美金！

  「不公平咖啡」讓250多萬的咖啡小農處於飢餓、三

餐吃不飽的生活，甚至需要接受醫療餵食。小朋友沒辦

從種樹喝咖啡到公平正義的咖啡

法就學，社區沒有乾淨的飲水設備。

  公平貿易，支持咖啡農，咖啡豆符公平貿易(fair 

trade)認證，真正符合公平貿易（Fair Trade）認證

的咖啡的%。源於英國及愛爾蘭眾多的消費者運動，逼

使英國及愛爾蘭全線分店採用公平貿易咖啡豆。公平

貿易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倡議消費者以一個

『合理價格』向貧窮國購買。採購更多公平貿易咖啡

豆，讓收益真正與咖啡農分享。

  有沒有為員工提供合理待遇，打擊工會、加薪、解

僱、剝削勞工權益、違反勞工法例，令使員工在議價

時處於極不平等的地位？

  有否支持農民？大量本來屬於農民的利潤落入跨國

企業？採購咖啡豆，用於交通、利息等中介費用，剩

下的才是農民的收入。這收入有時甚至不足以支付生

產成本。

  公平貿易咖啡則是在國際公平貿易標準認可下，以

改善第三世界咖啡生產國家的工作與社會環境，同時

亦能保護環境。基本上來說，公平貿易咖啡遵守以下

原則：

  友善小農：公平貿易對咖啡小農承諾提供一個能維

持生計與永續經營的「保證收購價格」。這個價格能

讓農民免除價格波動的傷害與保持生存尊嚴，同時可

利用社區發展基金，改善當地社區水電、醫療、教育

等基礎設施。

  友善環境：加入公平貿易組織的農人與工人也被鼓

勵使用永續的生產方式、尊重自然環境。因此在公平

貿易所認證的咖啡中，接近85%也是對環境與工人健康

較有益的有機咖啡。

  友善消費者：公平貿易以透明的管理方式與商業模

式，建立一個負責任的商業網絡，讓消費者可以清楚

追溯產品的來源。

  身為一個有格調得咖啡迷，你有能力幫助貧窮國

家，為無助的咖啡小農做點什麼，讓這些跨國企業低

下頭傾聽你的聲音，請他們改變，善待與尊敬這些生

產者。此外，告訴店家你要購買具有「國際公平貿易

標籤」的咖啡，清楚的讓他們知道你支持讓貧窮小農

獲得合理報酬，同時守護環境的「公平貿易」產品，

希望他們也盡可能的提供給更多的人。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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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位半客家最愛哭的朋友，扁案發生後不知流了

多少眼淚。她常獨自製作紙牌到總統府前揚舉，來回散

步「向暴虐威權抗議，挑戰公權力」。年輕的守衛一個

個靠過來干涉制止，她總不厭其煩的敘述憤怒與不平，

心痛的說著說著就淚流滿面。

  Bill Huang的文章也常令人掉淚。感性的筆尖挑動末

梢神經，勤於剖析見解獨到。在新的詩作裡呼扁「阿

兄」，台灣國的阿兄，表明自己是外省第二代，更特別

自謙地多加兩個字『見笑』──見笑叫汝阿兄。真是特

立獨行。大多的外省第二代是反中國黨的，對扁並無水

乳交融的感情，有自然的鴻溝存在。即使打馬做建國志

工，卻不挺扁。更糟的是西瓜偎大邊，趁小人得位，雞

犬升天，吃香喝辣。君不見「夢想家」掀起大風暴，輿

論砲轟撻伐，結果司法調查輕輕放下，什麼事也沒有。

至今在藝文界依舊吃得開，街頭仍插滿這夥馬幫的新場

宣傳旗幟。我正感納悶為何馬英九在位這五年都市裡乞

丐街友特別多，原來錢都被挪轉流入自家人的口袋裡

了。

  真金不怕火煉！若招來反扁的寫手或名嘴們冷嘲熱諷

追剿，則借用金恆煒主編最近的用語以「奸謀當敗」互

勉。才華洋溢的Huang君繼續勇往直前力挽狂瀾。他堪

稱「護扁急先鋒」的網路正義軍，所向無敵。政壇種種

均在其慧眼筆劍下現形，無所遁逃。他足以令亂臣賊子

喪膽，為落難的台灣國阿兄陳總統討公道。有這樣死忠

的兄弟拔刀相助，一心戮力救援，暗夜裡陳總統多少撫

平了些許傷痛吧！

台灣國的阿兄
王美雲

  施明德的言行台灣人已是眼不見為淨懶得理了，今卻

又意外地引發網友討論。最近的ㄧ次是尖酸刻薄發言不

當立即被第一任太太修理反擊──拿出施向蔣介石求饒

的囚衣和信件示眾。膽敢再欺負扁，老娘自家人都反

你。

  藍綠政要多人出席群賢樓施明德帶頭發起的泰源五烈

士紀念活動。重要的主題與日期卻不對(引用e新聞)，

讓人聯想到2006年反扁亂台的紅衫軍，最後引來「反貪

腐」標幟釘在凱道旁(另外馬九見獵心喜製造扁案追殺

前朝絕不手軟)，終於等到北賴中李南林三案馬政府用

來自打嘴巴。本來就是全世界惡名昭彰的政黨，還作賊

喊捉賊，陷害對手，把白白布染成黑。

  施在台上哽咽落淚，外場的抗議者趙成吉先生說「白

賊」「製造歷史」，也是憤怒落淚。同款眼淚，不同款

的意志心情。2008年馬英九甫上任，趙大哥就在立法院

前披罩「馬英九下台」的白布黑字。中山南路人車川流

不息，數年如一日，直至馬民調滑落13%。陳總統被囚

禁土城初期趙仍頗有微詞，或是受統媒影響或是八年任

施明德的眼淚
王美雲

內未宣布獨立建國坐失良機。陳總統轉北榮就醫時則

常守候在大廳，近跟著「獨立建國」的大旗走。這樣

的眼淚才有意義，符合五烈士的犧牲壯舉，真正安慰

地下有知的台灣魂，大無畏無私的台灣神。

  施明德最後該做的事是向含冤的陳總統賠不是，請

求原諒，因為興風作浪的紅衫軍反貪腐，「國務機要

費」國民黨開的法院也是判無罪。扁友們的結論是

「嫉妒會使人發狂暴衝」(指施)。施應為當年操弄族

群對立，對國家社會有愧，鄭重道歉。若能再引來馬

九「施規馬隨」對扁案放手，才是功德無量，台灣人

會感謝你的。

  台灣民間實在人才濟濟。在日本治台期間，因是統

治殖民，台籍人士研習法政人才少，如林洋港曾位居

司法部長、林金生(林懷民父親)曾位居內政部長，是

少數例外，李登輝學農政，彭明敏修習國際公法。台

籍一大群人才都習醫，加上東京帝大的薰陶，台灣出

現不少醫界人才，台大醫院無形中形成醫學倫理。同

事兒子唸台大醫學院，言：看見穿長袍的醫生，最好

躲得遠遠的，以免掃到颱風尾。像廢除刑法100條，如

果不是請出蛇毒權威李鎮源院士，刑法100條廢除豈是

那麼容易竟其功？當民進黨快腐化時，由李鎮源院士

建立建國黨擔任首任黨主席，階段性的任務，防止台

灣人成立的政黨──民進黨腐化。

  台灣醫界有一無形的醫學倫理。當年Sars被馬英九

破功，全台陷入Sars風暴之際，由李明亮領銜帶領醫

學團隊，台灣很快走出Sars風暴，以見台灣的醫療程

度。今年H7N9來勢洶洶，台商在中國染病，赴台大求

醫，使用葉克膜救回一命。剛好天氣悶熱，H7N9病毒

銷聲匿跡。台大急診部主任柯文哲才在醫學演講中談

及台灣醫療的浪費，氾濫使用葉克膜，該台商在中國

染病，卻在台灣使用葉克膜才保住性命。可惜柯的愛

徒曾御慈就沒那麼幸運，急診部救人無數，卻是救不

回自家人，上帝實在開太大的玩笑。生前救人無數，

往生還遺愛人間，更令人動容。

  阿扁總統的醫療團隊是自發性的組成，不隸屬中華

民國，好像又不屬於NGO。成員是一時之選，發言有份

量，中外注目。不過成員招惹麻煩，最典型的是召集

人柯文哲招監察院借愛滋病器官移植事件彈劾、送公

懲會處理；台北市調處約談國科會研究計劃報帳，有

可能以貪污罪起訴。前長庚醫院副院長陳順勝發表陳

總統的腦部病情，突然報紙報導不代表長庚醫院意

見，豈不否定陳醫師當長庚醫院副院長時的專業？此

後長庚醫院可以關門大吉？其他醫療團隊私下受打壓

更是罄竹難書。

  臺灣醫界成員均是一時之選。尤其近幾年來大專聯

考醫學系均是菁英中的菁英。根據臺灣醫學史，樹立

優良的傳統，仁心仁術。這麼龐大的磁場，臺灣出現

諾貝爾醫學獎應是指日可待。

禮失求諸野
陳靖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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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爽文居然沒有廟宇供奉，台灣人太對不起抵抗暴政

的革命先烈了！八月十九日中元普渡，河洛歌子戲團將

到新北市土城「義塚大墓公」上演《賣身為父》，我預

先拜訪這座與林爽文起義有關的大眾廟。

  1876年彰化天地會首領林爽文在今台中市大里區率先

起義，南部鳳山天地會首領莊大田、北部天地會首領林

小文率眾響應。林小文從士林轉戰到土城，壯烈成仁。

1879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那年）土城民眾收集革

命烈士與滿清官兵、義民遺骸合葬，立碑題為「難民萬

善同歸」。後來朝廷賜名「義塚」，才改稱「義塚大墓

公」。義塚大墓公如果能為林小文塑造神像，兩側陪祀

林爽文與莊大田，則能讓人緬懷革命先烈抗暴歷史，傳

承台灣人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與傳統。

  滿清時代，台灣發生官逼民反的三大起義：朱一貴

（1721年）、林爽文（1786－88年）、戴潮春（1862－

5年）。朱一貴擁有兩座廟宇供奉（高雄市內門區興安

  吳伯雄說台灣、中國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

孫。他又說袓先無從選擇。 

  台灣和中國在血緣、歷史、文化上有重疊，但是絕

對不同。單就血緣來講，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流有原住

民的血液。且不說炎黃是否真實人物，原住民──應

該被尊重的少數族群── 在一萬年前就已來到台

灣，怎麼會是炎黃子孫？所有人類都是在科學上已被

證明存在的非洲夏娃的子孫！

  民族是已經融合的政治、經濟、文化命運共同體，

血緣不是要素。黑白黃混居的美利堅民族是一個最明

顯的例子。我們是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中華民

族不但不包括台灣人，也不包括和台灣人一樣，與中

國漢人分地居住、並反對被中國漢人強制融合的圖博

人（西藏人）和維吾爾人（新疆人）。如果要以血緣

請為林爽文、林小文、莊大田塑像供奉！
河洛歌子戲團顧問  蔡百銓

宮、台南市開山路小南門城隍廟），杜君英擁有屏東

內埔小祠供奉。戴潮春擁有大甲義雄爺廟供奉，台中

市北屯區合福祠供奉的土地公婆其實就是戴潮春夫

妻，而戴潮春的部屬紅旗公張阿乖也擁有竹山聖義廟

供奉。

  林爽文部屬王勳擁有兩座廟宇供奉（鹿港福靈宮王

勳千歲廟、沙鹿福興宮王勳大哥廟），而協助滿清平

定林爽文的義民也有三座廟宇供奉（新竹新埔褒忠

亭、北港泉州裔義民廟、北苗栗褒忠義民廟），但是

林爽文、林小文、莊大田居然無人立廟供奉。 

  土城「義塚大墓公」屬於大眾廟性質。如果能為林

爽文、林小文、莊大田塑像供奉，陰廟變成陽廟，鬼

格變成神格，將有助於觀光事業與溫習台灣史。台南

四草大眾廟主祀鎮海大將軍陳酉，南投縣竹山鎮聖義

廟為紅旗公張阿乖塑造神像，土城義塚大墓公也可供

奉天地會三傑林爽文、林小文、莊大田。

中華民族，炎黃子孫？ 台灣民族，夏娃子孫！
吳愛蓮

做為決定是否同一民族的要素，不但圖博人、維吾爾

人和中國漢人不是同一民族，廣東人和山東人也不是

同一民族 - 廣東人在血緣上近於越南人而遠於山東

人！

  祖先有善有惡。我們的確不能選擇祖先，但是我們

可以選擇好的價值，摒棄壞的價值。我們可以選擇做

好國好民，我們可以選擇民主、法治的生活方式。順

便一提，謝長廷去年到中國祭拜他所知有限的祖先，

只會強化落後的血緣論，對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有害

無益。

  又吳伯雄這次選端午節到北京朝拜，說端午節是中

華民族共同的重要民俗節日。難道同樣慶祝端午節的

韓國也屬於中華民族不成？

【慈林青年營】
  專為青年學子籌辦的慈林青年營，將於7月10日(三)到7月13日(六)舉辦。慈林青年營是為培養與鼓勵青年學子關
心、參與公共事務，邀請在台灣各個角落為社會付出的有志者來與青年們座談。今年營隊主題是「學生與公共事務參
與」，將邀請林義雄(慈林教育基金會創辦人)、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張堂金庫(畫家)、阿達(農村武
裝青年)、李惠仁(紀錄片導演)、林心乙(廢核行腳團)、傅祐男(綠盟)、孫文駿(台大意識報)、林易瑩(成大零貳
社)、傳播學生鬥陣、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等，來分析、討論學生社團經營與領導、非核家園、言論自由等議題。歡迎
青年朋友們在炎炎的夏日，來場熱血思想的交流！名額有限，可來電或利用網路報名http://tinyurl.com/cv4pnbl*，額滿
為止。　
舉辦地點：慈林文教中心(宜蘭縣五結鄉舊街路128號)。
詳細訊息請上慈林網站（http://www.chilin.org.tw/）、或來電03-9650515*24許小姐詢問。
慈林基金會 Chilin Foundation，26847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舊街路128號
TEL03-9650515*12；http://www.chili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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