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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由於1952年所訂定的舊金

山和約並未對台灣的主權歸屬有所著墨，故直至今天台

灣的主權問題在國際上始終是一個未解決的事實。然

而，直至今日，台灣人依然被「中華民國」這一個沒有

祖國的政權所霸凌。這是全世界民主進化過程中的恥

辱。

  六十幾年來，台灣在這一個不義政權的占領下，始終

無法得到一個真正公平的對待。所有由這一個不被國際

社會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所進行的敗行劣跡全部要台

灣人來承擔，台灣人卻連拒絕的權利都沒有。這對

2300萬台灣人無疑是最恥辱的霸凌。

  台灣曾經因為民主的進程而被公認為世界上民主的奇

蹟。這樣的民主奇蹟隨著這個「中華民國」腐敗的過程

而漸漸呈現它真實的面目。原來，這樣的民主只是透過

一種包裝的「殖民地」統治的機制，並非真正的民主深

化過程。追究其根本原因，正是這個「中華民國」非法

政權的本質，也就是剝削。在中日和約的簽訂過程中，

日本首相吉田書簡中即證實蔣氏是「控制台灣」，竊據

台灣為中國殖民地，而非佔有台灣。顯然這一個政權的

本質就是一個以殖民為目的的政權。經過六十年台灣人

自認為民主化的過程後，那個政權的本質根本沒有改變

過。這應驗了台灣人的一句俗諺：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總結說：中國以儒家立國，

親情倫理是文化基礎，所以「同甘共苦」是中華文化的

特點。他說：「共苦」大家都好理解，但「同甘」其實

就是中國特色官場貪腐的一種理論基礎。這段文字道盡

了李光耀的體會，也讓台灣人可以同時感受到，為什麼

英國「經濟學人」本月九日會引述「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二○一三年「全球貪

腐趨勢指數」（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GCB）

的報告指出：台灣受訪者有75%感覺國會受到貪腐影

響，其次是政黨74%。至於政府的肅貪行動，15%認為有

效率，38%表示難以判斷，32%認為沒有效率，14%認為

很沒效率。台灣是亞洲貪腐第三名。

  在一個標榜清廉比生命重要的馬英九政權底下，取得

這樣的貪腐成績，可以見識到聲稱清廉光鮮的表面其實

在內部是其臭不堪。這其實也反應著馬英九光鮮外表之

下所看不到的黑暗。最近馬英九接受媒體訪問，突然拋

出第三次金融改革的議題，意圖要將所有國營銀行民營

化。這讓人不禁要聯想到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將台北

市銀併入富邦銀行的過程：由小併大、資產價值被低

估。那中間所涉及的龐大利益尚未釐清，未來第三次金

自始被霸凌的阿Q台灣人
改，台灣的國家資產落入財團的將不知凡幾。或許暗

地裡還會引進中資？在馬英九主政下，台灣的前途著

實令人不寒而慄！

  當大家都認為馬英九無能時，他卻很有信心地反駁

說：「我能把對立這麼厲害的兩岸化解敵意，創造

60年來最和平的現狀」、「過去是54個免簽，現在是

133國」、「以前軍教課稅喊很多年做不到，我做到

了」、「以前幼托整合做不到，我上任做得到」、

「以前不動產沒辦法在交易時實價登錄，我做到

了」。當馬英九把台灣的國家利益當貢獻給敵國，用

投降來換取和平時，竟然還如此的聲張！

  在馬英九的施政過程中，請他不要忘記台灣的教育

改革簡直爛透了，證交稅也一變再變，所謂租稅的公

平在哪裡？他創造了台灣人民薪資所得倒退了17年的

結果，他在任的失業率也沒比前朝下降。此外，他的

貧富差距創了新高，超過96倍。他的民調不滿意度超

過七成。他的退撫改革肥了高官，瘦了小吏。他執政

的這段期間，地方政府圈民地圖利財團，搞得最兇

猛。他的愛將貪腐被揭發的超過歷來執政者。他說謊

成性，把政見當成騙選票的詐術。633跳票變成2266；

黨產處理變成「黨應該要有黨產，不然黨無法經

營」。他說：「教育經費要逐年擴增，八年後升至每

年超過7000億元」。結果是執政3年已經舉債1.3兆，

現在是要教育留子孫，還是債留子孫？十二年國教還

要排富........，滿嘴胡說八道。

  台灣人畢竟是一個很會忍的民族，忍受著被這種

「水母腦」霸凌。當與中國簽署服務貿易協定後，民

間只有少數支持者，絕大多數是幹聲連連到天邊。這

樣的執政黨依然自我感覺良好，還一直自認為是一件

好功德。滿朝文武真的離開台灣民眾很遠。結果台灣

人民也只能夠自我解嘲。當你在街上談論這樣的事情

時，大部分人的反應是：「啊不然勒！」

  有一個網站的標題是這樣的：「(詳盡版)馬英九帶

賽實例統整一欄表(跟無能無關?)」該網站最後有反白

三行字：「公告：本網頁將停止更新，並非有黨政團

體施壓，而是因為所有問題政府已經解決，將不會再

有出包事件發生了，請網友們可以不用來看。」我就

看不出來有哪些帶賽的事情已經解決了。不過只要

Google一下「馬英九無能」，在0.23秒內出現約有 

1,170,000 項結果。這種成績是世界少有。至於「馬英

九帶賽」也有1,830,000條。對比埃及和維吾兒族的反

抗行動，顯然被霸凌的台灣人六十幾年來還真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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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皆知，鄭南榕辦雜誌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

由」著稱，而國民黨當局最後以雜誌刊登許世楷撰寫的

「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為由，欲以「言論叛亂罪」

逮捕他。但是鄭南榕以自焚的方式，強力抗爭國民黨當

局對他政治主張的壓制，情治單位最後沒有抓到他的

人，只看到他的屍體。鄭南榕的自焚並不只是為了堅持

「爭取把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是為了「爭取主張台

灣獨立的自由」而死。

  正如鄭南榕基金會網頁揭示的：鄭南榕認為：「第

一、台灣要走上民主政治的話，一定要先破除國民黨的

統治神話；台灣只有獨立，才可能真正民主化，才可能

真正回歸人民主權。第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是

因為中國與台灣兩地經濟、文化、法治、生活水平相差

太遠，強行合併，悲劇自然發生。現在，這種情況再度

發生於海峽兩岸，只有台灣獨立，才可以避免另一次二

二八事件。」

  本月份民進黨公告的最新民調，「有59％的台灣人支

持台灣獨立」。可惜，因為民進黨在兩千年總統大選前

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已經獨立』，

將台灣往國家方向前進最重要的原動力『獨立運動』矮

化為『正名運動』。這個台獨路線改採以「正名」取代

獨立建國的論述，造成整個台灣社會喪失了獨立建國的

思想與行動力，以至於讓整個台灣如今困在一個國際社

會不承認存在、不符合時代、不適用於台灣的小中國政

治體制的囹圄之中；更讓中國黨國權貴的一小撮人，可

以在解嚴之後，還能繼續以不公不義的偽民主體制持續

監禁台灣2300萬人。

  台灣得重新回到獨立建國、以台灣為名加入聯合國的

大道上，那是我們要擺脫中國併吞唯一的方式。統獨這

件事，最終仍得透過台灣全體住民公投來決定。只是國

民黨連共滅台的速度，遠比我們想像中來得更快、更

猛。一旦服貿協議強渡關山，讓中國屠城木馬大舉入

侵，殲滅台灣人賴以維生的最後基業-「服務業」600萬

人，未來台灣人只能疲於求生，無暇再理會政治。屆

時，如同新疆、西藏、香港一樣，中國將以優勢人海戰

術進軍台灣，藉此稀釋台灣人的人口比例。往後，台灣

被中國併吞將只是遲早而已，而且絕不可逆。換句話

說，「服貿協議」就是國共統一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

  難道說，台灣就這樣沒有救了嗎？當然不是。

  「獨立公投」是普世認定的人權，「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是聯合國最重要的人權公約，這份公約獲得

聯合國成員國包含中國在內絕大多數國家簽署，是國際

間必須遵守的共同約法。「所有民族（國族）均享有自

決權」，這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開宗明義所

明文保障的人權。其效力凌駕於任何國家的憲法之上。

  與英格蘭征戰紛擾了上千年的「蘇格蘭王國」，即將

在2014年9月18日舉辦「蘇格蘭獨立公投」。若最後蘇

台灣獨立解決一切
紀  閔

格蘭人決定脫離英國獨立建國，「蘇格蘭王國」將獲得

「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承認」。同樣的，「全世界所有國

家的承認」這件事，對「台灣共和國建國」也同樣適

用 。

  換句話說，不管中國國共兩黨如何百般阻撓、如何文

攻武嚇，我們相信他們也必然會這麼做，希望大家都能

清楚知道，「以住民自決的方式，讓台灣獨立成為一個

新國家」，是人類社會保障我們所有台灣人的權利。除

非中國想要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否則，只要中

國膽敢因為台灣「住民公投．自決建國」而要發動跨海

戰爭。當年美伊戰爭，美國24小時之內將伊拉克軍隊主

力部隊完全殲滅，確定伊國再無反擊戰力的歷史，將會

再現。

  鄭南榕以短暫的生命，為台灣披荊斬棘，開闢出一條

自由、民主、人權的道路，將台灣從威權的禁閉中解放

出來。燦爛的生命停格在42歲那年，為了捍衛內心堅定

的信仰，最後他選擇燃燒自己的生命，來照亮台灣人希

望的所在。

  至於，台灣族人們最終能否有足夠的意志，到達遠方

那塊充滿「陽光、自由與夢想」的上帝應許之地？鄭南

榕說：「剩下的就是你們的事了」。

  本文引用史明前輩的至理名言～「台灣獨立解決一

切」～作為標題，希望能將這個信念，傳達給每一位熱

愛台灣的台灣人。「台灣獨立建國」必勝！「台灣」加

油！

圖↑史明的至理名言～「台灣獨立解決一切」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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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域之間的時空距離隨著交通載具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地的種族來往已縮短了時差。地球村的概念

已普遍成了現代人的一致看法，國家觀念也早已成了區分種族地域的中心思想。看看肯亞裔的歐巴馬因是

在美國出生，而有機會當上美國總統。

    我想說的是：探討種族的源頭只是作祖先尋根的追思而已，與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國家，並沒有直接的

關聯性！

    所謂的漢族也只是在中國河洛一帶的族群部落人種而已。幾經戰火及大遷徙，漢族早已混入其他種族，

成為今日的所謂中華民族。況且也只有屬於中國這個國家的才是，要不然在新加坡的華裔怎會稱為新加坡

人呢？

    臺灣人民須切記：中華民國不是臺灣的國名，臺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是非法

的！

    只有努力讓臺灣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台灣人民才能真正的在國際世界上揚眉吐氣！

臺灣一直不能以國家之姿走進國際世界裡，最主要的麻煩問題就是蓋在臺灣身上的「中華民國」，那是一

個不被國際世界承認的過去式名詞！

    臺灣的經濟也在吃裡扒外、惡質政黨政客的統治之下。從違背臺灣人民利益的ECFA開始，到今天「兩岸

服貿協定」的簽訂，臺灣的主權及人民的權益皆因「中華民國」這個不被國際世界承認的歷史名詞，而快

速的癱瘓中！

    愚民政策加上被壟斷的媒體，臺灣人民對追求真相(知)的權利，就這樣被模糊掉！臺灣人民不應該再無

知冷漠了！

    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才是臺灣人民正本清源的因循之道！團結臺灣，臺灣團結！

    公投盟臺灣獨立建國大旗隊呼籲臺灣人民把臺灣的主張堅定堅持的呈現在臺灣社會各大城市街頭！

    只要一支大旗，加上你個人的一點時間，持之以恆，臺灣的改變，你會看得見的！包藏禍心的「兩岸服

貿協定」，除了嚴重壓縮臺灣人民的生存工作權外，更讓臺灣的經濟前景雪上加霜！

    臺灣目前正要進入選舉熱季，但執政的中國黨仍如此執意違反民主憲政程序，無視沸騰憤怒的臺灣民

意，違法違憲地強渡關山，一意孤行！

    臺灣人民合理的邏輯推斷：鴨子划水只做不說的「國共和談兩岸統一論」已決定出賣臺灣，一切已躍然

紙上！

    公投盟臺灣獨立建國大旗隊將不會無視憤怒、傍徨、不知所措的臺灣人民而坐視不管！

 臺灣人民呀，是時候了！和我們公投盟臺灣獨立建國大旗隊團結站在一起，共同捍衛臺灣主權吧！

 為了臺灣的子子孫孫，長遠的自主性未來，臺灣人民動起來吧！

讓臺灣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吧！
陳俊廷

讓臺灣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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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聽到有人痛罵中國官吏沒有不貪污的，不僅國民

黨貪污，連民進黨也一樣貪污，我就想到辛志平校長。

還好我親眼看過有一個人清清白白做了三十年校長，至

少有一個模範（model），讓我們深信做官也有不貪污

的。我在醫院擔任主管，也會遇到廠商關說的情形，要

求我稍微妥協一下，反正大家都是這樣。這時我總會想

到辛志平校長，曾經有一個人終其一生，堅持他的教育

理想不曾妥協過，讓我更有自信做自己該做的事而不必

妥協。

  新竹中學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堅持」，不管外在環

境 如 何 ， 勇 敢 的 做 自 己 （ No matter what the 

environment, be yourself.）。因為當年的教育，讓我

更敢講實話，更有勇氣做該做的事，而不至於隨波逐

流，甚至同流合污。我在美國住過，也常常旅行於歐美

各國。深知國家的水準取決於大多數國民的水準。一兩

個偉大的科學家、政治家皆不足造就一個現代化的文明

大國。而國民的水準根基於普遍的思想、文化。思想與

文化的養成則主要決定於青年時期的人格養成教育。

  新竹中學是一個有「特色」的學校。在那個白色恐

怖、威權統治的時代，新竹中學的圖書館卻訂閱「自由

中國」，這是思想開放。在萬年國會、黨禁、報禁的時

代，新竹中學有「動員月會」，常常看到學生和校長搶

麥克風，彼此爭辯。只要對學校有任何意見，皆可在全

學年級的集會中上台發表自己的想法。也許學生的意見

不夠成熟，校長也不贊同你講的，但重要的是，他讓你

講，而且在公平的基礎上和你辯論。我對「民主自由」

的信仰，啟蒙於此。

  當時的新竹中學也沒有圍牆。據我所知，台灣的中等

學校以上，恐怕只有新竹中學是沒有圍牆的。雖然思想

上有絕大的自由，但是「三大鐵條」的校規，只要是

「打架、偷竊、作弊」，一旦抓到，即刻退學。皇親國

戚、人情關說都沒有用。這又顯示了紀律、法治及人人

平等的精神。在升學主義泛濫的時代，新竹中學竟然堅

持「五育並進」，堅持完整的全人教育。堅持音樂課要

上音樂，美術課要上美術，體育課要上體育。不僅要上

課，而且要認真學好，否則真的會因為音樂、美術不及

格而留級。當然游泳、越野賽跑是每一個竹中畢業生現

在津津樂道，而當時咒罵連連的。我那一屆真的有人越

野賽跑不及格，寒假每天到學校跑操場，跑到有一天及

格了為止。

  其實所有這些特色，簡單的說就是「堅持」，堅持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台大醫院過去幾年凡是牽涉

到扁家的案子，不是灰頭土臉，就是鼻青眼腫，到最後

幾乎是動輒得咎，裡外不是人。唯一的例外，是阿扁被

收押當晚，到台大醫院驗傷。因我是創傷部主任，兼管

外科急診。事前副院長打電話給我：「等一下阿扁要來

驗傷，上一次為了吳淑珍兄嫂診斷書一案，急診內科已

經灰頭土臉了。你們外科不要再搞砸了，你自己看著辦

新竹中學對我的影響
1977級 校友柯文哲講於「2009年新竹中學校友會年會」

吧！」面對這個全國矚目的案子，我坐在辦公室想了

半個鐘頭，才下定決心撥電話給急診處，只交代了一

句：「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誰值班就誰看，要照會

就找當日值班的，一切依法行事，平常心處理。」結

果當日完全依照常規處理，兩個鐘頭完成檢查、開

藥、開診斷書，又把阿扁送回地檢處。如果按照以前

面對VIP的處理，頭痛，做電腦斷層；肩痛，核磁共振

檢查；頭暈，留院觀察；而且沒人敢負責，照會來照

會去，一定搞到第二天還在檢查。不但社會失去耐

心，流言滿天飛，臺大醫院又成眾矢之的。此次一開

始就打定主意，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反而使台大醫

院平安渡過政治風暴。

  其實「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就是當年辛校長

那些老生常談「一年級把一年級的功課讀好，二年級

把二年級的功課讀好，三年級把三年級的功課讀好，

另外再複習一、二年級的功課」。一些很簡單的做事

方法，竟然我花了三十幾年才實踐了辛校長的訓示。

  就我個人經驗而言，醫學上的進步，固然有些歸功

於重大突破，例如：葉克膜。但是這些所謂的突破

（breakthrough）畢竟是少數，進步更大的成分來自

於小進步的不斷累積，例如：勤洗手防止院內感染、

感染後快速的給予抗生素（減少空窗期）、使用長期

抗生素的病人給予益生菌減少腹瀉、、、、等等。明

白的講，裝設「葉克膜」的病人，如果護士抽痰不乾

淨，病人極易死於肺炎，而使所有的治療前功盡棄。

「一所學校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中研院院士固然

值得讚賞，但是培養出無數品格高尚的社會中堅份

子，奠定社會堅實的基礎而促進整個社會全面的提

升，更是教育的目標。」

  新竹中學創立近九十年，以其獨特的學風，在桃竹

苗地區教育了無數學子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在台灣

民主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此校友

會中，謹報告各位老師、學長，新竹中學對我的影

響，並自勉勉人。我們大家繼續為台灣社會的全面進

步作出不斷的貢獻。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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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月大熱天，新北市萬里區同時呈現兩種文化。

一種是海洋文化，洋溢著蓬勃朝氣，宛如旭日東昇；另

一種是大陸文化，充滿著封建迷信色彩，反映著夕陽無

限好的迴光返照。

海洋文化

  台灣據說是個海洋國家，但是罕聞有關海洋文化的論

述與建設。萬里區野柳國小卻以實際行動，作了完美詮

釋，很值得其他地理環境相若的學校參考借鏡。

  野柳國小位在漁港旁邊，校長蕭慧吟女士設計三種特

色課程（海洋運動、海洋文化、海洋生態），教導學生

全面認識海洋。海洋運動規定小六生必須划獨木舟環繞

野柳港一周，才能領取畢業證書。海洋文化則與當地瑪

鋉文化協會結合，在校內設立漁村文化館，讓學生認識

傳統漁具等，並到古厝瑪鋉居等景點，向耆老討教過去

的討海生活。〔註一〕 

大陸文化 

  而在萬里區的玉敕文武廟，據說關聖帝君降文，指示

民眾不用擔心核四安全問題。廟方耗資3800多萬元建醮

祈福，讓信眾遠離核災威脅，並以迎王船與燒王船押

軸。〔註二〕 

  筆者絕不反對崇拜關公，只是反對這種崇拜方式。文

武廟此舉有三項可議之處：（一）牽拖關公：關公愛護

台灣人，就像天照大神愛護日本人。天照大神無法保證

福島核災不發生，關公如何保證核四不出事？真正敬愛

關公，就不要讓關公捲入人間是非。（二）矮化關公：

關聖帝君的神格與玉皇大帝、玄天上帝、神農大帝等同

屬於「帝君級」，文武廟卻把關公降格為迎王船、燒王

船的「王爺級」。（三）傳播迷信：燒王船旨在驅逐瘟

疫。

  三、四百年前先民初抵台灣，地多瘴癘。病無藥、死

無蓆。先民只能拜王爺、燒王船祈福，但是毫無成效。

一百多年前，後藤新平列出台灣八種瘟疫，對症下藥：

邀請英國專家巴爾頓規畫自來水系統與改善公共衛生、

加強醫學教育。台灣人歷經漫長努力，如今才能以現代

醫學撲滅瘟疫。可笑的是，有些信徒卻停留在民智未開

狀態，繼續猛燒王船。從南部燒到北部，連與瘟疫無關

的關公廟也燒起王船。燒王船其實荒謬無比。王爺或關

公端坐王船上，信徒卻放一把火，逼他們倉皇逃難，請

問這是甚麼待神之道？而王爺如果真能消除瘟

兩種文化
蔡百銓

疫，那麼「世界衛生組織」大可改建為代天府，恭請

張天師作法與燒王船，保證全世界瘟疫絕跡！

科學與迷信

  科學與迷信是個永遠爭論不休的題材。何謂迷信？

李亦園教授詮釋：「凡是經驗技術與知識〔科學〕所

能解決的事而不以之為解決手段，轉而徵之於神靈或

超自然的都應視之為迷信。」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能

夠撲滅瘟疫，這是經驗法則、科學法則。而妄想燒王

船除瘟疫，這就是迷信。如果王爺神通廣大，拜一次

王爺、燒一艘王船就夠了，不必拜與燒了幾百年。

  吊詭的是，人類的經驗技術與知識版圖〔科學版

圖〕不斷擴大，宗教版圖並不因而縮小。但是神棍不

肯用心耕耘宗教版圖，卻妄想反攻已經永遠淪喪的迷

信版圖，而愚夫愚婦卻以為遇到救世主。愛因斯坦

說：「宗教沒有科學就像瞎子」，請問這些瞎子心中

還有科學嗎？瞎子帶領著瘋子，奔向光明的前程？

  告別迷信反智的大陸文化，建設開放進取的海洋文

化，台灣才能找到救贖。
[註一] 2013/07/04 聯合報「野柳國小 想畢業先划獨木舟」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1/8005821.shtml 

[註二] 中國時報2013/6/17陳雨鑫報導「萬里文武廟 迎王船祈福」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8%90%AC%E9%87%8C%E6%96%8

7%E6%AD%A6%E5%BB%9F-

%E8%BF%8E%E7%8E%8B%E8%88%B9%E7%A5%88%E7%A6%8F-20130617000446-260107

圖↑在萬里區的玉敕文武廟，廟方耗資3800多萬元建醮祈福。

(圖翻攝自網路)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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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李登輝總統首次修憲，增修條文第一條表明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歷經七次修憲，從來無
人抗議。這是綠營集體共業，不應該單單責備某個人。
謝長廷提出的「憲法一中、憲法各表」只是描述客觀事
實，懇請獨派朋友對他稍為包容。
  中國官方評論謝長廷的「憲法各表」是「山寨版的九
二共識」，這篇「非統、非獨、非戰」也可能是「山寨
版的不統、不獨、不武」。被人評為「山寨版」不傷大
雅，中華民國何嘗不是「山寨版的台灣國」？而綠營如
果想要執政，本來就需要「師夷（國民黨）長技以制
夷」，更要技高一籌，鬥嘴鼓，累積一些「相罵本」。
  有人認為馬總統提出「不統、不獨、不武」旨在掩飾
其「化獨漸統」陰謀，那麼綠營為甚麼不能提出「非
統、非獨、非戰」以掩飾「化統漸獨」陽謀？本文早在
五年前就曾貼在某網站上，已被刪除，現在重新整理如
下： 

非統、非獨
  根據當前集體共業產生的一中憲法，兩岸政治現實乃
是「法律統一、事實未統一」，而台灣則是「事實獨
立、法律未獨立」。兩岸關係是「統而不一、獨而不
立」、「統中有獨、獨中有統」、「各懷鬼胎、各顯神
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非統、非獨」乃是客觀描寫當前兩岸現況，未來則
擁有許多憧憬與可能性。這種心態是開放的，深具民主
風範的。而馬總統的「不統、不獨」則太過武斷，似乎
統獨問題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這種心態是封閉的，帝
制的，缺乏民主素養。
  此外，馬總統強調「不統」，太傷中國人的心。許多

非統、非獨、非戰
蔡百銓

  下午兩點前15分，我和保華穿上黃越綏大姊送的 " I 
love Taiwan"。
  紫色T恤來到台北車站， 一眼望去車站滿滿的人潮， 
卻好像與今天的 ”佔領台北車站”活動無關！終於見
到的第一個同志是好友蔣理容， 接著看到能幹的好青
年Jimmy Chen、小潘才讓我相信這場網路素人發起的長
期活動是真的開始了！
  我們在車站大堂最中間坐下以後， 陸續的湧來數十
位志同道合的台派朋友們，尤其幾位獨派領袖公投盟蔡
丁貴先生、台獨聯盟陳南天主席、908王獻極先生、原
貌文化林啟生理事長、北榮郭正典醫師等的出席，讓這
場活動變得更有份量！反共團除了保華和我，也感謝理
容、婉華、阿貴、小潘、小高等的參予！
  在合唱“台灣翠青”的歌聲之後，大家喊出 ”馬英
九下台”和“台灣加油”的口號，大堂的迴聲令這幾句
口號顯得特別雄壯！
  大家排成一行列隊喊著”馬英九下台”口號繞行車站
內四周各角落，數十人的吼聲在高挑的車站內響徹

「佔領台北車站」活動展開序幕
楊月清

綠營朋友反而不反對統一，前題只要中國民主化與人
權化。而馬英九身為總統卻標榜「不獨」，矮化台灣
國格，太傷台灣人的心。

非戰
  非戰（non-belligerence）意指台海兩岸各自擁有
武裝部隊，但是不以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方法。台海
兩岸可以師法《巴黎非戰公約》〔註釋〕，簽訂《兩
岸非戰公約》，中國宣布放棄武力犯台。這比馬總統
倡議的國共兩黨簽訂《和平協議》更有意義，因為那
是國民黨內戰潰敗而向共產黨提出的投降條款
capitulation。
  馬總統提出不武（no-militarization）令人費解。
中國遭到美帝與日寇、俄帝環伺，我們何忍要求中國
不武？而台灣面對中國飛彈與菲律賓海盜，豈可自廢
武功？ 

「只有不努力的演員」
  台獨運動越來越艱困。最初只要面對兩蔣政權，接
著必須同時面對中國國共兩黨，現在更面臨中美兩國
共同管轄太平洋的趨勢，而且中國海軍早就突破第一
道海鏈。台灣如何在中美兩大帝國之間的夾縫中求生
存？處境艱困就可以懷憂喪志嗎？或許七月初阿基師
勉勵大學生的話，可以提供我們參考：「沒有不好的
舞台，只有不盡責、不努力的演員。」

〔註釋〕1928年8月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與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簽訂
《巴黎非戰公約》Pact of Paris或《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Kellogg-Briand Pact，全稱《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
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至1934年5月，簽字國共達64個。

大家排成一行列隊喊著”馬英九下台”口號繞行車站
內四周各角落，數十人的吼聲在高挑的車站內響徹

(未完，接續次頁)

圖↑林寶華先生參與「占領台北車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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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反黑箱協議要生存權利」國民大會
時間：2013年7月27日(六)下午5:30

地點：凱達格蘭大道

發起單位：台灣教授協會等(邀請中)

聯絡單位：台灣教授協會02-2362-8797

  馬政府面對中國所進行的貿易協商，違反了民主

體制溝通原則，漠視廣大基層服務業從業人民的生

存權利，甚至沒有考慮台灣國家安全，意圖以黑箱

作業方式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定」。7月27日請讓

我們團結站出來！大家一起發聲，表達憤怒與抗

議，要求立法院退回此黑箱作業，重啟談判！

【2013年7月文學與音樂研討會】

時間：7月17日(拜三下晡2點~4點)

地點：台中市民生北路91號(向上教會)

活動名稱：台灣歌謠唱予song

主講人：林正雄先生

主辦單位：台中海台會

歡迎報名參加「台灣聯合國青年營」

雲霄造成極為震憾的一幕！
  周末午後的台北車站，這場即興的義舉引來不少市
民圍觀，鎂光燈此起彼落，當然警方也絕不放鬆的全
程錄影搜證！
  網路素人發起今天7/6（六）下午人民自主佔領台北
車站，因為是素人發起，更讓我覺得有意義！
  抗爭，不一定要政黨發起，不一定要社團舉旗。抗
爭可以是簡簡單單，只是想表達我們對於國家現況的
關注以及對未來的期許。最近台灣快速邁向"統一"的
氛圍真的太讓人不舒服！
  從台北車站可以再擴充到”自由廣場”、“凱
道”、”101”…， 讓”馬英九下台”和“台灣加
油”的口號傳遍台北各處，再散播到各縣市、全台
灣！
  這場別具意義的百姓自發長期活動有了個很好的開
始， 希望往後能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 成為一場台
灣的全民運動！

(續接前頁，「佔領台北車站」活動展開序幕 楊月清)

圖↑「佔領台北車站」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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