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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論壇 FORMOSA Forum

  馬英九的無能的自卑和自大，終於讓他的焦慮及私心

凌駕其理智，不惜以台灣的政治安定作為他捍衛自身權

力的籌碼，展開了黨內的大鬥爭。馬在短短的幾日間，

拉下國會議長王金平，並藉以用來作為殺雞儆猴的祭

旗。

  經過縝密的設計後，馬英九的大動作幾乎已經確定拿

下了王金平的立院龍頭寶座，只剩下王金平的困獸之

鬥。這一趟腥風血雨的鬥爭下來，馬英九似乎已經搬走

了腳邊的大石頭了。但是從媒體中呈現的各界反應看

來，馬英九並沒有很順利的搬開那顆大石頭，反而是那

顆大石頭正砸在馬英九的腳上。儘管馬英九的理想是利

用道德呼籲，讓台灣的人民和他站在一邊。顯然，馬英

九的如意算盤是打錯了。馬的激烈動作不但造成各界對

他的反感，甚至於他的副祕書長羅智強也趁亂閃電請辭

下台，原因不明。

  馬英九對於王金平的不滿，早在上一屆馬、王競爭中

國國民黨黨主席時就開始了。馬英九心胸的狹窄，終於

演變成今日非將王金平除之而後快的局面。馬英九利用

特偵組的違法監聽，加上他個人的未審先判，再以所謂

「非法司法關說」的高道德訴諸人民，營造王金平的罪

狀，再利用王金平的不分區需要有黨籍資格，終於利用

國民黨的考紀會開除王金平的國民黨黨籍，而拔除了王

金平立法院長的資格。但是，這只是一個開端。這一齣

戲還沒完。接下來可能有所謂的四大家族倒馬陰謀，或

其他精彩戲碼。

  目前媒體出現一個新說法頗令政壇關切，那就是這個

「馬七日滅王」的動機。在台北政壇竟然傳出是王金平

的「外有權金結盟、內有換票聯盟」已引起高層的疑慮

與驚懼，乃不得不立即「除王而後快」。這個內容所指

涉的結盟或聯盟正是連、吳、郝、朱四大家族。謠言指

出他們聯手密謀商定在29日「起義」，在國民黨的全代

會上提案，要求馬英九必須為2014年「七合一」選舉負

全責，若選得不好就必須交出黨權。這四大家族公推的

接替人選正是王金平。這個故事看起來只不過是馬英九

陣營為這一次政爭營造一個合理化的說法罷了。就政黨

發展而言，一個政黨的黨主席若不用為該黨的敗選負

責，那樣的政黨大概也存在不了多久了。若因此而必須

將有那種想法的人砍了，則那位黨主席未免過於懦弱、

無能和沒自信了。最好馬英九能夠有更大的能耐進一步

將那一些密謀者鬥下來，這樣馬英九在國民黨中才是一

馬英九走向專制獨裁
個無敵霸主。

  為了保衛他的權力，馬英九不惜動用所有黨、國資源：

  一、強姦司法：馬英九口口聲聲捍衛司法獨立，事實

上，他的所作所為卻是對司法貞操上下其手，對特偵組下

指導棋。特偵組不務正業，自成立以來，就沒幹出什麼好

事，有的只是恐嚇檢察官、要求被告作偽證、押人取供、

未審先判、洩密等。所有司法界該有的壞事，特偵組無役

不與。經過馬王之爭以後，整個特偵組已淪為馬英九的東

廠，黃世銘成了馬英九的錦衣衛，毫無尊嚴可言。特偵組

違法監聽，製造白色恐怖，讓所有從政者人人自危。特偵

組把一點小事情渲染成重大犯罪，只用一個記者會，就判

決王金平違法，不用偵查、不用傳訊、也不用判決。這種

朕即天下的效率，大約只有「大明王朝」有。「有此朕，

焉用司法？」
  二、黨國不分：典型的以國家資源達成黨內鬥爭的目

的。馬王之爭原本只是國民黨內的茶壺風暴，但是，馬英

九竟然動用他所有能動用的國家資源，只為了拔下王金

平。國家機器家在馬英九的手裡，包括總統府、行政院、
司法部門，竟然都成了國民黨內極端鬥爭的工具。權力的

濫用完全缺乏程序的正義，遑論對於人權的保障了。馬英
九這樣的操弄已讓台灣先賢幾十年來奮鬥所得的民主成果
毀於一旦了。

  三、紊亂體制、破壞憲政：當馬英九把手伸進國會下指

導棋時，國家的最高民意機構已經失去應有的尊嚴了。王

金平、柯建銘如違反《立法委員行為法》，本應送立法院

紀律委員會。但檢察總長黃世銘不但未依法處理，反而洩

密給馬英九、違反偵查不公開的規範逕向馬英九報告，讓

馬英九有機會濫用總統職權，進行打擊異己的行為。馬英

九利用媒體號召全民聲討國會議長，這不僅逾越他的《憲

法》權限，更嚴重傷害民主法治。
  馬英九的瘋狂行徑已經充分顯現他無法承擔選民賦予他
的重責大任。馬英九若變本加厲，藉著打擊政敵及利用職

權以非法手段製造國家社會的動盪不安，以鞏固他的權

力，則民眾必不會善罷干休。馬英九的濫權和偽善已足以

將國家帶往專制和集權，這將是台灣所面臨的重大危機。

當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制衡他時，臺灣將接近被出賣或內戰

的邊緣。馬英九已不適任這一個總統的職位，我們期待朝

野各界人士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包括罷免、彈劾等，要求

馬英九下台，以解決台灣即將面臨的危機。

            (本文作者：台灣民族黨主席  莊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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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有一個王八蛋，從小背棄台灣拿了綠卡，欺騙國

家、欺騙一手拉拔他的領袖，戴著虛偽的假面具，為了

權力扮演著現代王莽的角色長達數十年。

  終究紙包不住火。偽君子後來遭披露，原來，他的清

廉形象都是假的。在他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共貪污了特

別費1800多萬，罪證確鑿。但他卻設法動用黨國黑暗勢

力，驅動長期豢養的媒體，以檢調長期跟監的手段所得

的證據操縱輿論，硬是將可能將他以貪污罪判刑的合議

庭法官臨陣撤換，換上自己人，然後漏夜捐出貪污所得

合計1500萬。隨後再派出大批長期以侵佔自人民的鉅額

黨產所豢養的政治爪牙，集體公開進行司法關說，順利

為自己脫罪。隨後他成功地騙得台灣總統大位。

  但他上任後四年來，搞得整個國家產業出走、萬物齊

漲、國所得日益降低、民生凋敝、經濟競爭力崩解。國

家GDP落得只能靠炒地皮，形成整個國家大半的國民終

日窮忙，青年找不到工作。許多人到中年仍不敢結婚生

子，壯年無法退休，老年老無所依。台灣發生街頭爆增

數倍遊民的慘況。

  而這個王八蛋，非但不思檢討自己施政無方，讓人民

生活困苦，反而處處與民為敵。更甚者，為了鞏固自己

的權力尋求連任，他不惜勾結敵國，出賣台灣的國家主

權與產業競爭力等群體利益，來換取中國的支持。然而

第二次總統大選，仍有超過半數的民眾投票讓他得以連

任。

  台灣的悲劇從他連任之後才進入真正的高潮。如今他

無  奈
紀閔

  國會議長與在野黨鞭涉嫌關說案，演變至今，已經荒

腔走板。現在，馬總統公開要求立法院長去職，這已經

不僅是政治鬥爭，更是一場極嚴重的憲政危機。我們聲

明如下：

  一、國會議長或議員向檢察官關說訴訟案件可能損及

司法功能，應是法秩序所不容。如關說屬實，在無法律

責任可負的情況下，仍然應負起政治責任。

  二、國會議長或議員涉及關說的調查與究責，屬於國

會自律範圍，依憲法，總統與行政院並無向國會議長或

議員究責之權。馬總統公開向國會議長究責，甚至公開

下令使其去職，行政院長公開質疑國會議長適格性，都

是逾越憲政體制，顛倒權力制衡關係之違憲行為。

  三、國民黨主席、黨籍行政院長，濫用偵察監聽，並

利用「黨機器」公然威脅立法院，並喝令立法院長要離

職，將政黨政客私利，凌駕在憲政秩序之上，已經接近

「違憲政黨」之標準。

  四、基於國會自主原則，在國會沒有完成所有程序之

前，王金平的立委身分並未確定喪失，因此王金平仍然

為了推動全國民

眾一致反對的「

國共服貿滅台密

約」，竟然對內

發動違法違憲的

政治鬥爭，再度

動用媒體部隊，

趁同黨國會領袖

出國無法集結資

源之時，親率家

臣以幾近莫須有

的罪名，強烈措

辭形同公開問斬

憲法賦予職權代

表全國民意監督

總統的國會領

袖，意圖奪回行

政監督權，並將

本土派勢力一舉

趕出黨國核心領

導階層，以遂其聯共滅台的意志。

  而這樣的王八蛋，至今仍然有數以百萬計沒有公民素

養的奴才支持。每天看著、聽著這些人在媒體上，在網

路上所發表的言論，心中不知道該為他們感到可悲，還

是為自己竟然和這些奴才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感到

無奈。

  【台灣笨蛋三部曲】

  「笨蛋」！問題不在關說，而在監聽

  「笨蛋」！問題不在監聽，而在總統

  「笨蛋」！問題不在總統，而在選民

反對「總統凌駕國會政黨凌駕憲法」公民團體聯合聲明
是立委以及立法院長。

  五、最高檢察長將個案上報總統，屬於逾越法定權

限之政治行為，也是破壞憲政體制的共犯。特偵組另

案之「續行監聽」，未依法另案聲請監察書；將「偵

查」名義下所得之監聽譯文公開，並作原監聽名義外

之使用，以及非法調閱非犯罪嫌疑人之通聯紀錄等，

均屬違法行為，應追究相關人員之刑事責任。

  六、最後，我們再強調，司法關說破壞司法公信

力，不能容許，但究責行動仍然必須遵守正當程序與

憲政體制。總統、行政院長、最高檢察長在本案中毫

無節制，正在改變國家的憲政秩序，使國家陷於行政

權專制、政黨凌駕憲法與監聽治國之危害更甚於司法

關說，我們絕不接受，全民也不應該接受。

  共同發起團體：臺灣守護民主平台協會、反黑箱服

貿民主陣線、台灣勞工陣線、婦女新知基金會、黑色

島國青年陣線、澄社、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民間真

相與和解促進會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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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國民黨考紀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撤銷立法院長王金平的黨籍，造成政壇大地震，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針
對此一事件，發表嚴正聲明如下：

    一、立法院應儘速成立「關說及監聽真相調查委員會」

  特偵組於9月6日召開記者會，揭開王金平院長、柯建銘總召關說疑案，特偵組於新聞稿中表示，王、柯兩人是立委身
分，此關說案件應屬國會自律範疇，司法不宜介入。孰知總統馬英九竟不顧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有之憲政分際，
藉身兼國民黨主席之職權，執意拔除王金平之立法院院長資格，顯有踰越總統憲法角色之嫌，並引發行政權矮化立法
權、踐踏國會尊嚴之民主危機。公督盟嚴正譴責總統不尊重國會自主之作為，但要求國會應展現重建國會公信力之決
心，儘速成立「關說及監聽真相調查委員會」，釐清事件始末，若涉及不法，應即移送紀律委員會秉公處理，以落實國
會之自律機制。

    二、國會不容空轉，全民應關注監督

  針對目前政局的紛爭，下週即將開議的立法院可能空轉、甚至淪為戰場。王金平院長目前已申請假處分，若假處分成
功，我們希望王金平能夠秉持著院長的高度和風範，重整國會紀律，超越藍綠，並推動國會正常運作；但若假處分沒有
成功，根據《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院長、副院長之選舉，須有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出席，方得舉行；同
時，院長、副院長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人數提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人數通過，得予以改選。
  因此，若在野黨杯葛總統府所屬意之人選，那麼，國民黨委員雖然能夠動員總額三分之一之人數出席提案改選，卻無
法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人數通過改選。也就是說，若王金平院長去職，立法院很可能無法完成院長改選，造成下
個會期的立法院議事陷入混亂。
  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督盟十分擔心不當法案和預算將趁亂通過；在預算部分，目前仍遲遲無法三讀的102年度國營事
業預算、和103年度的預算都恐將在把關不力的狀況下草率通過，加重我國財政及債務問題。公督盟在此呼籲民間團體及
全國民眾，在立法院恐將混亂或空轉之際，人民的監督及參與更加重要。

    三、新會期院長應落實國會改革，強化立法權

  無論立法院院長是否換人，公督盟認為，執政黨既是以改革為名將王金平去職，新會期之院長理應更加落實國會改革
及民主法治之原則，包括：不能夠動用警察權、黨團協商透明化、開放公民旁聽、提升法制局及預算中心功能、國會調
查權及聽證權之建立、國會頻道設立、選制改革、推動預算資訊公開等。
  過去公督盟曾多次針對立法院之肢體衝突進行批判，然而，雖然立法院委員不應以動手取代動口，但若動用警察權，
讓國會議事之爭議無法得到充分辯證，在強行表決之下通過，更是傷害台灣民主法治之重要核心價值。因此，我們要求
立法院院長不得動用警察權，並應落實相關國會改革，確立民主憲政權力分立、制衡之原則，而非讓立法院淪為「行政
院立法局」或「總統府立法處」。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聲明《啟動真相調查國會不容霸凌》

  閱讀名作家與政論家李筱峰教授9月1日在自由時報的

專論「民不從，官不仁」一文中提到台灣有了新希望，

乃因為最近挺身而出發聲抗議許多社會不公不義事件的

多為青年學生，令我頗有同感，我常提到西方有句名

言：「惡人會那樣囂張，因為好人不出聲」，許多台灣

年輕人不再作不分是非只求息事寧人和稀泥的濫好人，

願意挺身出來抗議施政不公不義的馬政府，一線希望的

燭光，已經開始照亮台灣人民的心靈，期盼此一燭光愈

來愈明亮！

  覺醒的台灣公民不但要在台灣國內發聲，期盼我們更

能進一步在國際發聲，把台灣民主制度的缺陷與絆腳

石，即國民黨擁有龐大不義的黨產操控選舉以及國民黨

馬政府已從反共變為聯共，企圖壓制台灣走向真正的民

主自由與獨立自主，我們要向國際社會發聲，使國際人

士瞭解。尤其是馬政府這五年多來假借「和緩兩岸關

係」為由，處處看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臉色行事，已經不

再透過友邦在聯合國提案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延續蔣介

石政權使台灣人民淪為國際孤兒已42年的遺害，讓台灣

失去聯合國國際安全體系的保障，孤單地面對中國強權

台灣公民要在國際發聲！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的外交打壓、武力威脅與統戰分化。台灣國人必須要在

國際社會發出更大的聲音—愛好和平的台灣人民強烈要

求加入聯合國以及所有的國際組織，這是台灣國人目前

最大的挑戰與使命！

  由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社委員會

共同組成的「2013年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一共有

16位熱心的團員，由李孝忠牧師帶團，9月12日已出發

赴美國紐約，與海外可敬的台僑們一起繼續為台灣加入

聯合國發出正義之聲，馬政府不作，我們台灣公民必須

要作！

  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牧師50年前在華府

林肯紀念堂前憾人心弦的演講：「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終於使美國黑人人權受重視。今天

我們千千萬萬台灣人民也要有共同的夢---台灣要加入

聯合國！人人不斷地利用各種方式向國際發聲，直到成

功勝利之時！到時候，有一、二十萬海內外台灣人及國

際正義之士在聯合國大廈前，由台灣交響樂團演奏，大

家大聲歡唱「台灣翠青」與「快樂頌」，這是我們共同

應有的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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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民主國家的國民，我們都非常清楚，司法關說不

能允許，但同時我們更清楚，一個司法關說之惡，不能

成為更大的「拆民主、毀憲政」之惡的藉口。國會議長

與議員的違紀責任，應由國會自律處理，這是民主原理

所要求，大法官對此也早有解釋。沒有一個憲政民主國

家可以容許總統枉顧國會自主，與行政院長、檢察總長

聯手，濫用偵查監聽，並透過「黨機器」將國會議長驅

逐出國會。這已經是毀憲行為，而凌越國家憲政體制的

政黨已經是毀憲政黨。

  任何人回顧歷史，都可以知道馬總統對維護司法公信

力的雙重標準，因此，多數國人也已看出，馬總統在此

事件背後實有更大的政治企圖。2008年陳雲林來台，馬

政府戒嚴式鎮壓是台灣民主倒退的開始；ECFA以及其他

兩岸協議的簽訂，架空國會實質監督權；2013年指揮國

會推動「檢驗民意」的詐術公投，更黑箱簽訂服貿協

議，完全排除國會監督與國民參與；如今，行政權的專

制竟已進展至驅逐國會議長。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

從不關心國民生命安全與生活痛苦的馬總統，其毀憲行

為就是為了全面掌控國會，遂行其自訂的政治議程。

  國家的民主憲政已經危如累卵，國會制衡絕不能失

守，因此，我們主張，國會在此之際必須起而抵抗：

  1.拒絕根據撤銷黨籍證明註銷王金平立委資格；

  2.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由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獨立

調查王金平與柯建銘涉嫌關說事件，並依正當程序，做

成懲戒與否之決定。在調查結束前，依迴避原則，暫停

兩人議長與黨鞭職權；

  3.國會議長或代理議長退出政黨運作，確保議事中

立；

 毀憲行為不能原諒國會制衡不能失守
  4.制訂國會議事中立法；

  5.確保國會已通過之凍結核四預算、兩岸互設辦事

處探視權前提、兩岸服貿協議審議程序等決議，不因

議長變動而改變；

  6.制訂《兩岸協議簽訂與監督條例》，杜絕馬政府

獨斷推行兩岸議程。

  我們要求國會必須擔負起捍衛自身憲政地位的責

任。我們也敬告馬政府：毀憲行為也就是政變行為，

國民不會坐視國家憲政民主毀於你們手中，如果還不

回頭，國民的抵抗勢將全面展開。

記者會主辦：臺灣守護民主平台、反黑箱服貿民主陣

線、地球公民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黑色島國青年

陣線、澄社、台灣人權促進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台

灣勞工陣線、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台灣農村陣線、台

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記者會時間：2013年9月12日上午10點

記者會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3B會議室

主持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協會會長徐偉群

發言者：澄社社長劉靜怡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召集人吳學展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發言人魏揚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賴中強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

        地球公民基金會台北辦公室主任蔡中岳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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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作者：TinBian Mei  

油 打

    馬政府違法濫權，全民連署要求馬英九下台！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384129691818313/permalink/1385180958379853/

各位支持台灣民主的國家主人，大家好：

  日前馬英九召開記者會，以強烈政治鬥爭口吻，批判立法院長王金平涉嫌關說侵犯司法。馬英九為打擊政

敵，竟以總統之尊，採取非法違憲、違反人權手段，逾越憲法職權，竊聽國會議長及在野黨團幹部，還把自

己的犯罪行為正當化，親上火線，進行政治清算鬥爭。

  今天（9/11)上午，馬英九本人更透過電視記者會，直接以總統暨國民黨主席身份，公然指示國民黨考紀

會直接開除國會議長王金平黨籍，讓他失去立委資格，也讓國會失去監督制衡總統與執政黨行政職責的權

力。這是台灣法治發展史上最恥辱的一天，我們如果不能嚴正面對，要求這種總統下台，台灣將走向無限沉

淪。

  馬英九政府此次以違反人權的手段，竊聽國會議長與在野黨團幹部，形同當年致使美國總統尼克森下台的

台版的水門案。隨後馬英九本人甚至決定透過公告竊聽所得，發動政治鬥爭，在沒有經過民主法治的程序

下，由其個人主觀意識來片面來宣判國會議長的罪行。

  我們認為，馬英九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摧毀憲法賦予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會，可以執行監督總統與行政機關

違法亂紀的功能，為他即將在下個會期推動「核四公投法案」與「服貿滅台協定」能順利過關進行作戰整

備。

  此嚴重侵害台灣民主、人權與法治的規範與價值的惡行，不僅引起全體國人震驚，甚至引發世界媒體側目

與批評，我們認為這位絲毫不尊重民主法治的馬先生，嚴重涉及破壞憲政體制與國家安全，已經沒有資格擔

任民主台灣的總統，負責維護台灣的主權、民主法治與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所有敬愛的台灣公民，台灣民主從漫長的極權歲月一路走來，六十幾個年頭中，多少台灣人犧牲了性命、

自由與青春，才換到今天的剛剛萌芽的民主人權？我們絕不允許台灣人權法治淪喪在馬英九這等卑鄙下流的

政客之手，重回壓迫人權威權統治的恐怖年代，甚至自此失去台灣主權與民主自由。

  在此，我們以國家主人的身份，最沈痛的心情，發起全民連署，要求～「馬英九即刻辭職下台」！

發起者：我是台灣人‧台灣是咱的國家

https://www.facebook.com/welovetaiwancountry/events

台巴支巴惡搞台灣(五)

狡兔死 走狗烹
外表一副奸人相 眼神好似賊模樣

行徑更是畜牲狀 何德何能部長當

羅織罪名害忠良 剷除異己他專長

狼狽為奸心性喪 膽大妄為好囂張

螞蟻悄悄棉被藏 將扁灌水太荒唐

民眾罵你沒天良 今朝報應苦果嚐

你說特偵是東廠 這話多有力鏗鏘

莫非老天下說帖 要你為扁贖罪想

大家見了都鼓掌 直說去死會更爽

作者：Cheng Ching Lin 

支巴台巴惡搞台灣(八) 

支巴台巴一個樣 處心害台奸人相

內哄加劇有看頭 等而觀之事越詳

滿朝權貴一色牆 立院豈能再封疆

橫刀立馬考紀會 敢有雜音出來嗆

作者：周野

支巴台巴惡搞台灣(九) 

那鎷趁人出國嫁女 竟突施九陰白骨爪

以為逮到天賜良機 其實暴露狗急跳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以利合者必以利分

仙拚仙拚死猴齊天 台派大團結才是真

台巴支巴惡搞台灣(六)

服貿協議2 
重要新聞他不報 送你八卦娛樂好

癡癡呆呆神經少 不會思考不會鬧

國家大事他來搞 政論節目洗你腦

服貿協議他主導 那是亡國文件稿

他將焦點轉移跑 台灣鄉親誰知曉

一朝那火身上燒 我們無力往外逃

見他開懷眉眼笑 才知你我死期到

台巴支巴惡搞台灣(七)

妖孽當道 群魔亂舞 

人渣治國把債留 違法亂紀他一流

唯一政績把扁鬥 恬不知恥最下流

今日人前手拉手 他日背後狠下手

策士獻計逼人走 今朝刀鍘立院首

關說拿來當藉口 莫非服貿躺太久

北京交代擺心頭 快快殺雞來儆猴

手段粗糙你奈何 金平是否還能守

國人莫不心憂愁 只等老天魔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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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千禧年，那年頭世界各地在慶祝輝煌的後半20世紀
之際，同時也在迎接 21世紀曙光中，寶島臺灣ㄟ子民贏
得了本土政權。
  八年扁政府加上12年李登輝時代，雖然無法徹底改變外
來政權半世紀的汙染與毒化，但「民主、自由、本土」已
播下種子。
  可是民主是會倒退的。2008、2012 年中國黨藉由統媒
明助和中共暗助，成功復辟攫回政權。但五、六年來政見
承諾與生活美景一一跳票。別的不說，近期馬的到處放
火，讓人民疲於奔命、救火。舉例：土地不當徵收、毀人
農田、強拆民宅、原地原屋保留承諾跳票，還有執意續建
運轉核四。這些議題背後是一個枉顧人民權益，為所欲為
ㄟ惡霸政權。
  更甚的是親中政策。說是讓利拼經濟，實則配合中共的
入島、入戶、入心。簽了 E C F A，企圖以一中市場走
入終極統一。現階段國共密會，黑箱作業，簽了"服務貿
易協議"，這是臺灣版的木馬屠城記，硬要與核四立法闖
關。臺灣人吞得下去嗎？
  有句話說：「上帝欲將一個人毀滅，必先使其瘋狂」。
這個人就是馬現在的行徑。他讓國防休兵、外交休克、人
民生活安全已瀕危險，但他仍自我感覺良好。他要遂其歷
史定位，欲把臺灣送進中共的魔掌。
  咱，就這樣安於現狀，無知的任由這個人擺佈嗎？
  就在有識之士憂心如焚之際，人民不滿情緒早已醞釀，
公民意識抬頭，雪亮的眼睛不僅盯著惡霸政權，也看著在
野黨…。積怨憤怒ㄟ情緒一觸即發，沉痾已久的人渣政權
就是引爆點。「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在洪仲丘被軍中
操死案曝光時，正義的呼聲由他們的網站爆發出來，一呼
百應傳開，要向國防部討真相。
  那是很不一樣ㄟ日子。一群網民撒下呼籲...，僅僅七
月十三到二十日，一個禮拜而已，被人家說是"冷漠"的
一代站出來了。那一日很早，七、八點時國防部前的道路
就已爆滿，交通阻塞。他們靜坐，他們操練軍中動作，他
們伏地挺身。國防部震攝於這不期而聚的二、三萬人(90% 
的青壯年)，部長低頭了，部長承諾了。
  可是那一早的承諾，那一天的傍晚就給馬英九給撕毀
了。可見老軍頭給的壓力有多大，硬是給楊念祖一個巴
掌。馬的選上黨主席鞏固權位後，十天才到洪家說：   
「這事我管定了！？」"奇怪耶！你？"。這個人好像是
路人甲，可見他有多 Bumbler！？話說回來，這個懦弱的
人又有多大的作為？果不其然，洪案任由曹軍檢無厘頭的
辦案，滅証的滅證、串供的串供，疑點重重。很顯然的，
官官相護。人說軍方是黑幫治軍，名不虛傳。
  在這個節骨眼，馬的作為是不做為！高官們的心態是 
"挺兩天就過去了"，不把三萬人看在眼裏。殊不知公民已
忍耐到極點...，再發動串連十萬人上街頭，而且有更明
確的訴求，有背景音樂「你敢有聽著咱的歌」，有雷射打
上總統府。
  就因為馬的顢頇！就因為正義的呼聲，多數人盯著事件
天天報。電視政論的評論，讓人更加憤怒！終致八月三日
白衫軍站上凱道及周邊，擠爆了二十五萬人。那個晚上壯

公民運動的我見我聞
湯明乾

  挺扁的朋友抱怨：「為什麼他們關切大埔，扁案卻不
聞不問？」大姊聽收音機的Call in傳話：「洪冤死舉國
譁然是因為每一家庭都有人要當兵，沒有人會去選總
統。」乍聽似是亦不盡然。引眾怒的燃點是一波接著一
波。米飯屬台灣人的主食，粒粒皆辛苦。結穗飽滿的黃金
稻田，政府派怪手鏟除的畫面，播出去令人痛心滴血。又
加上阿媽自殺、強拆民宅、出爾反爾、言而無信。仲丘則
是即將退伍孝順又上進的陽光男孩，親友同學間人緣極
好，軍方竟然肆虐違反人性不放過他。新聞當然炒熱，每
天追追追，凱道25萬公民的集結嗆馬是必然的成果。
  扁案屬政治謀殺，主兇是自我感覺良好到無藥可救、
心胸狹窄的笨總統。他干涉司法又黨政權獨攬。台灣人民
有一半以上已長期被統媒洗腦成功，懷疑扁的清白，集體
選擇性目盲。即便自誇專業法律人(或由於私心作祟)，
也看不到作弊的司法程序或偽證等等，不惜敲司法喪鐘讓
國家沉淪。網友諷：「馬英九有比金正日好嗎？NO！」
事實證明他只愛用懂奉承阿諛拍馬屁的人。罷免馬意立委
的聯署活動已擴大，正在進行中。聲明第一號志工的中研
院黃國昌先生在自由廣場簡潔有力的說，另外還要挑戰無
理法條「罷免案不得宣傳門檻過高」的規定。我們曾聽到
的一句名言：「你不管政治，就會選出一些很爛的人來管
你」。不論作家馮光遠等推動的罷免吳育昇馬家軍立委行
動，或反核或食品衛生把關，都應清楚認識到扁案與洪案
的公權力違法亂紀凌虐如出一轍。以統媒司法手段扼殺思
想自由、殲滅台獨是其目標，餘皆手段。奸惡藏在過程細
節裡。
  扁在位八年，堅持民主自由人權高瞻遠矚，政績斐
然，真正地處處以人民蒼生為念。大家也就不必這麼賣
命、興師動眾街頭抗議，還被警察點名列管起訴。那八
年，扁政府不畏強權，該擋的都擋得好好的，那才是台灣
人最有尊嚴、最驕傲的時期。歷史將會忠實紀錄這一切。
至少還陳總統清白和公道。

觀的金十字，隔天世界都知道。這下子才叫馬的政權低頭
屈服。第二天以後原本要真相的 "軍審案" 馬上通過
了，審檢轉移到民間司法機關辦案。這是人民的勝利。
  可是 "癟三"政權又使出一招拖字訣。原本通過的案子
在一星期內得由立院儘速送交總統明令實施，它卻在院內
公文旅行十多天。馬的一干人已經出國去解壓去了，這明
明是在拖時間，等待保守勢力的反彈與轉圜。公民看不過
去了，給在國外的馬先生壓力，他才不得不宣佈實施。
  這公民的覺醒、公民意識的貫徹、公民運動的力量展
現，阮期待的 "公義"是不分顏色的。"公義"的是非分
明，尤其要有臺灣這個國家觀念，才是完整的。正如 
"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主要發動者之──柳醫師在自
由時報的訪談中說：「公民不該是選擇性的正義」。咱期
望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這不是最後的一次，直到建立一
套完整的制度為止。

選擇性的不正義
退休教師  王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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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參加歐台會以及會後的參觀旅遊，參與的台灣同鄉來自世

界各地。最後一站是柏林。

     柏林是一個特別的城市，而最特殊的是“柏林圍牆”(1961-

1989)。圍牆於1961年8月由東德開始興建，高約3.75公尺，沿西

柏林外圍長達155公里。柏林市區為43公里的水泥牆，穿越整個

柏林，將柏林分成兩區，將近30年之久。1989年11月9日，上

萬的東德人民上街，衝過圍牆關卡到西柏林，象徵性地拆毀圍牆。

隔年的1990年六月，東德軍隊正式開始拆除圍牆。至1991年11

月(此時東德已解體)，幾乎拆除殆盡，僅有少部分存留(註一)。

    柏林圍牆倒塌11個月後，1990年10月3日，東德解體，東德人民從此享有自由。柏林圍牆以前是兩德分

裂，是冷戰時期的鐵幕，阻礙自由的指標。現在，保留及重建的片段圍牆則被當作遺跡以作為紀念和歷史

見證。

    在柏林，我們近八十位的台灣人駐足在兩處柏林圍牆(其中一處是紀念場所)，聆聽德國導遊說明圍牆的歷

史典故後，沿著圍牆觀看牆上繪圖及文字。大家討論東德人民不斷抗爭，衝過圍牆、拆下圍牆，最後才享

有民主自由。

    台灣人民在阿扁執政下享有短暫的自由，但朝小野大，未能使台灣完成為一正常化的國家。也就是說，

台灣未完成獨立建國。馬桶上臺後，阿扁馬上被打入黑牢，假民主之衣，掛“中華民國”的招牌，復辟蔣

家獨裁，有過之而無不及。

    台灣島內青年已覺醒，開始進行“拆政府”的行動。然而，台灣人民要享有民主自由，不但要拆下馬桶

偽政府，而且必須拆下“中華民國”的招牌，要進行獨立建國。

    與島內青年相呼應，我們這群台獨老兵，大家精神高昂，利用駐足柏林圍牆的機會，在圍牆上寫下我們

台灣人的共識及努力的目標：

    台灣屬於台灣人民

    台灣獨立萬歲

    台灣獨立建國

    阿扁無罪，釋放阿扁！

    我們從柏林圍牆發出臺灣獨立建國的聲音，與所有台灣人民共勉。

    (註一)現在有三處較長的圍牆存留：一處在Niederkirchnerstraße，位於波茨坦廣場(PotsdamerPlatz)和查理檢查站 

(Checkpoint Charlie)之間，長約80米。另一處較長的存留是在施普雷河(Spree River)沿岸奧伯鮑姆橋(Oberbaumbrücke)附

近，存有大量塗鴉，通常被人稱為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第三處位於Bernauer街北部，為部分重建的圍牆，並在

1999年改為紀念場所。2004年，柏林的一個私人博物館在查理檢查站很近的地方照原樣重建了約200米的圍牆，供觀光遊

客觀看。

李丁園

從柏林圍牆發出臺灣獨立建國的聲音
拆掉中華民國的招牌

(圖李丁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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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安保協會（7）日舉辦「中國崛起與亞太民主連

線的形成」國際研討會，由理事長羅福全邀請民進黨主

席蘇貞昌、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立法委員也是

前外交部長陳唐山、前駐日代表許世楷、中山大學社會

科學院林文程院長、美國前副總統安全顧問葉望輝、日

本前防衛大臣森本敏、日本國際論壇主任研究員小金丸

貴志、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組主任

SanjayaBaru、印度政策研究學會(SPS)特聘研究員C. 

UdayBhaskar等十幾位亞太安保領域的專家學者出席發

表觀點。與會者包括各國外交使節以及各界人士約

200餘人，共同探討中國崛起與亞太民主連線形成的東

亞情勢。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羅福全於開幕致詞時表示，台海

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環節，維持台海和平並

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

立的國家。近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

上的影響力。現在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

要。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

話，都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課題。

  羅福全理事長還表示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

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

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者將以狹隘的中國

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今

後要走哪一條路還沒決定，這使得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

個不穩定的時代 (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

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將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

量，使它成為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因

為中國的崛起所引起任何二國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

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

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於貴賓致詞時提到他今年六月訪問

美國華府與歐巴馬政府亞太事務官員會談，在智庫布魯

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與國際戰略

研究中心(CSIS)合辦的場合發表演說，提出的三個R的

訴 求 ： 責 任 (Responsibility)、 和 解

(Reconciliation)與再平衡(Re-balance)。他呼籲美國

在「重返亞洲」的戰略藍圖中，重新平衡台美關係，讓

台灣成為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中的重要拼圖。

  他表示，民主進步黨曾經執政過，目前正針對執政時

期各項國內外政策虛心進行檢討，作為未來執政的準

備。國際社會對民進黨關注日甚。民進黨過去一年多來

也用實際行動展現對區域夥伴們的承諾。民進黨會用負

責任和具戰略高度的政策，來確保重新執政後的兩岸和

平與區域繁榮。

  在第一場次「美國再平衡政策與台灣的角色」中，前

美國副總統安全顧問葉望輝表示，優先與美國的盟邦建

台灣安保協會研討會
《中國崛起與亞太民主連線的形成》

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在華府或是美國其他地方找尋新

的朋友、靈活因應「維持現狀」，並為美國替選戰對

手背書的可能性預作準備，這是目前現階段建議台灣

可以去做的事情。與談的前外交部次長高英茂表示，

台灣人民必須痛下決心，積極對美國各界推展「公共

外交」及「全方位外交」新攻勢，讓他們充分聽到並

瞭解台灣人民真正的心聲。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吳釗

燮對此表示，如果民進黨能夠執政，必然會強化和民

主國家的政、經、軍、文各層面的關係，讓台灣和其

他民主國家能夠真正緊密結合在一起。他也希望美國

與日本的朋友能夠看清楚，台灣內部誰才是美國、日

本真正的好朋友。

  在第二場次「日美同盟與亞太安保」中，日本前防

衛大臣森本敏指出，對日本而言，安全保障上最大的

課題依然是中國或北韓的核武和通常戰力的威脅或是

伴隨其使用所產生的威脅。日本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

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礎，重現強力的國家安全保障的目

標。而日本國際論壇主任研究員小金丸貴志表示，安

倍政策的觀念主軸是「民主主義」、「法治」等價值

思想，做為具體安全保障政策的法律表現。所謂在國

際社會的「法治」，具體上主要是指習慣國際法和多

國間協定，而考慮「以武力改變現狀」，是不尊重國

際法的做法。安倍政府親台的態度、日本人民對台灣

社會的深厚信賴與好感，是前一代累積的貴重遺產。

台灣與中國同時在釣魚台列島引起爭議，使得日本對

台灣政府的信賴度下跌。因此希望馬英九總統能夠切

實落實「東海和平倡議」中遵循國際法的說法。

  在第三場次「中國崛起與印度洋新局勢」中，倫敦

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組主任SanjayaBaru雖

未出席但於論文提到印、中關係時表示，為了確保亞

洲區域內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印度跟中國都有責

任和亞洲其他主要勢力攜手合作，特別是雙方必須創

造許多以合作為前提進行交往的原則，我們必須嚴肅

看待印度洋「新局勢」已經逐漸成形的事實。印度政

策研究學會(SPS)特聘研究員C. UdayBhaskar認為，中

國的崛起使得在賽局中的主要強權都可能因中國的一

舉一動而對未來長遠發展造成衝擊，印度必須正視中

國持續成長的經濟實力，以及其使多數南亞國家深受

其影響的結果，並針對這點做出適當的回應。台灣智

庫副執行長賴怡忠提到，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崛起改變

亞太與世界局勢，然中國經濟的成長動能已過，取而

代之未來將崛起的可能是環印度洋區域。對台灣、日

本以及美國等國來說，如何與這個逐漸形成且必然在

未來占有關鍵地位的「環印度洋經濟區」發展關係，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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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理「後中國崛起」時代的關鍵，也是台灣現在要處

理的問題。另一位與談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陳牧

民副教授表示，印度袘P中國之間由於領滮g糾紛與地緣

戰略兩手大因素，使得衝突往往多於合作，特別是印度

普遍存在「中國威脅論」。台灣不能只將印度洋地區視

為拓展商機的新興市場，而是進一步爭取讓印度成為台

灣在國際事務上的實質盟友，同時並以台印關係為核

心，聯合其他重要的亞太民主國家，建立西太平洋的區

域安全網。

  在最後的圓桌會議中，學者專家們認為美國的「再平

時間：2013年9月8日（日）下午14:00 ~17:00

地點：凱道

主辦：908台灣國總部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48個聯合國會員國簽訂「舊

金山和約」，宣佈放棄台灣主權日起，台灣主權從此歸

屬台灣住民，9月8日就是台灣主權獨立日。908台灣國

自2005年起，每年在凱道升旗，就是要喚醒台灣住民，

唯有終結外來中國黨的外來政權，只有本土政權，才能

落實依照國際法，推動住民投票，自決建國。然後公投

一部台灣憲法，成立新國會，組新政府，就能被國際社

會接受，加入聯合國，行使台灣主權，真正確立台灣為

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不幸68年前，外來中國黨用槍霸佔咱台灣土地，搶咱

數兆住民財產，殺咱數萬人性命，然後將咱關入外來中

華民國體制大黑牢內，失去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發展的空

間，用「中華台北」裹住台灣行走國際社會的自由。

  外來中國黨政權，在台灣吃、喝、拉、屎68年，始終

無心認同台灣。馬政府及其統治權貴，始終不知感恩，

不但無心落地生根來經營台灣，反而還要掏空台灣。唯

有拆掉無心台灣的外來中國黨馬政府，換本土政黨政

府，才會有心經營台灣，照顧台灣住民福祉。

  馬執政5年以來，違反民意執意聯共制台，要限縮台

灣生存空間。繼簽ECFA後，又要簽服貿協訂，引進中國

勢力，要置台灣於死地。目前經濟萎縮，百業肅條。企

業關廠的關廠，失業率居高不下，萬物皆漲薪水反降，

住民每天過苦日子。馬英九外交休克就是絕緣外交，一

出國門就噤若寒蟬，不敢出聲，連記者都禁帶手機。外

交部成為吳金孫服務部，台灣毫無國格尊嚴可言。馬英

九國防休兵，軍人不知為何而戰。洪仲丘案，踐踏軍中

人權，人人懼怕當兵，國防不設防。台灣不能在馬手中

毀滅，台灣住民唯有拆掉馬政府才能自救。

(續接前頁，台灣安保協會研討會《中國崛起與亞太

民主連線的形成》)
衡」戰略，顯示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美國的戰略佈

署 並 非 冷 戰 時 代 的 圍 堵 戰 略 (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勸阻戰略

(dissuasion strategy)。日美共同以提升對中國軍事

抑止力量做為後盾，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下，採

取合作的外交途徑，解決各種領土爭議，反對任何一

方採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尤其對台海維持和平採取

一貫的立場。台灣並非一個被孤立的國家，而是亞太

區域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國

際研討會順利閉幕，從美日印三方觀點探討「中國崛

起與亞太民主連線的形成」問題，並由台灣專家學者

進行與談評論，成果相當豐碩。

全民聚凱道，升旗拆政府 

萬鞋丟馬賊，建國救台灣

台灣目前經濟停滯，外交休克，國防休兵，治安敗壞，

人權不張，人民生活苦、怨、怒！社會亂像叢生。以上

種種的罪魁禍首都是馬英九。歸根究柢，皆起因於外來

中國黨帶來的外來中華民國體制的外來政權無心落地生

根，無心經營台灣。馬英九政府執政以來，自為刀俎，

殘民魚肉。住民有權起來造反，拆掉它。

  總會長王獻極說，創立908台灣國運動，就是要喚醒

台灣人。唯有終結外來中國黨政權，建立本土政黨政

權。只有心在台灣的本土政黨，才有心經營台灣，照顧

住民福祉，才有機會推動自決建國。公投新憲、改選國

會，組織新政府，台灣住民才能一勞永逸過幸福尊嚴的

生活。因此，台灣主權獨立62周年也是908台灣國第九

屆升旗典禮，訴求「升旗拆政府，萬鞋丟馬賊」，反漲

價、反服貿、反核四、反傾中、反獨裁。唯有拆掉馬政

府，換新政府，唯有讓馬羞愧下台，換上本土政黨執

政，台灣才有救，台灣住民才能過幸福有尊嚴的生活。

  活動中王獻極將外交部的招牌整個拆下，本想帶回辦

公室將其擦亮後再掛回，卻遭到介壽派出所警員強行拿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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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設是台灣建國的最重要工程之一。建國包括兩

種意涵：建設國家、建立台灣國。建立台灣國目前形格

勢禁、難以開展，但是開創國民樂派，以音樂建立台灣

魂，卻是隨時都可以努力的。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學音樂的。但是當有人為建立

台灣國民樂派而努力時，我可以為他們敲敲邊鼓、跑跑

龍套。李登輝基金會的「台灣講堂」今年秋季推出顏綠

芬教授的「台灣的音樂」講座，很值得我們前往聽講與

學習。

文化是台灣的靈魂

  文化是台灣的靈魂，經濟是台灣的筋骨。沒有文化，

台灣人就是行屍走肉、鬼影重重。有甚麼樣的文化，誕

育甚麼樣的人民，產生甚麼樣的政治，這是天經地義

的。爛文化產生爛人民、爛政治、爛政客，劣幣驅逐良

幣。好文化才能產生英雄豪傑，也才能讓真正的人才取

得建設台灣的舞台。台灣近三十年來政治發展歹戲連

棚，赤裸裸權力鬥爭不斷上演，難道我們還看不夠、聽

不夠嗎？

  經常聽到老土政客引述美國總統傑佛遜的高見：「美

國人第一代要學政治、軍事，第二代要學農業、工程。

相信在我們的努力下，到了第三代子孫就可以學習音

樂、藝術，能夠過更好的生活。」

  這款政客認為台灣人現在還處於第一代，所以應該讓

他們繼續領導。

問題是他們確實半生戎馬，但是他們修憲卻把憲法

修到沒有人看得懂的地步，教改卻摧毀技職教育並

且搞出160多所大學。搞政治搞得昏天暗地，讓百

分之44受訪者不相信民進黨具有執政能力。建設國

家不足，毀滅台灣卻綽綽有餘。我們沒叫他們不要

搞政治，他們卻叫我們不要搞音樂。音樂與政治齊

頭進行總可以吧!
  如果我們現在還算是台灣人第一代，那麼過去三、四

百年的祖先、或是比較接近我們的二二八世代算不算是

台灣人？如果我們現在是台灣人第一代，那麼依照傑佛

開創台灣國民樂派
推薦顏綠芬教授「台灣的音樂」講座

蔡百銓

音樂與藝術的人才嗎？如果2016年民進黨因為國民黨

太爛而再度撿到政權，是否推出那位三流鋼琴匠繼續

主持文化建設？

台灣國民樂派

  文化是甚麼？廣義的文化包山包海，人間一切事物

都屬於文化範疇。有形的稱為物質文化，無形的稱為

非物質文化。現在我們把文化範圍縮小，就只談談音

樂好了。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事物會比音樂更具有感

染力。帕華羅帝演唱的《聖母頌》（Ave Maria）、韓

德爾作曲的《彌賽亞》扣人心弦，聽眾即使不是基督

教徒也會感動不已。林永生作詞、王明哲作曲的《海

洋的台灣》令人血脈澎湃，不想衝鋒陷陣都不行。

  文化建設在台灣應該營造「具有世界風貌的台灣文

化」，不是建設馬總統所謂的「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

文化」。台灣應該是主詞，不是形容詞。而音樂建設

應該創造台灣國民樂派。國民樂派英文作為

nationalism，原意就是民族主義。陳麗菊女士說得

好：「具有台灣性，才有國際性」。  

  國民樂派是指十九世紀後半，西方音樂邊陲國家產

生的一種肯定與發揚本土音樂主題與題材的熱潮。這

種熱潮來自對抗當時音樂主流國家的宰制，包括對抗

德國的器樂勢力、義大利和法國的歌劇等的壟斷。國

民樂派中最重要的是俄國（五人團The Five），其次

是挪威（葛利格）、芬蘭（西貝流斯）、捷克（史麥

塔納）、西班牙（薩拉薩德）、以及比較後起的匈牙

利、南美，美國（紀白特、葛希文）等。台灣國民樂

派需要更多人努力耕耘。

  顏綠芬教授的「台灣的音樂」講座，從10月9日到

12月18日總共十講。顏教授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

博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她將有系

統介紹台灣國民樂派。這十次演講講題包括長老教會

的聖詩、從傳統邁向現代的1930年代流行歌曲、陳泗

治、江文也、呂泉生、郭芝苑、許常惠、盧炎、馬水

龍、蕭泰然。聯絡電話(02)28084777轉521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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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行動中心開始秋季募款活動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Fall Campaign, Donation Link attached

各位朋友：

  人權行動中心主任傑克·希利和哈瑞·丁金斯剛剛開始他們的秋季募款活動。你可以去下面的鏈接進行捐

贈。他們的目標是獲得大量的小額捐款。這是傑克和哈瑞自己發起的募款活動。我只是幫忙傳播。HARC已經

作出了巨大貢獻, 讓全世界注意陳總統的人權。他們是值得我們支持。因此請訪問下面的鏈接,行使小額捐

款,例如20-50美元。如果願意,當然你可以貢獻更多。請幫助傳播他們的秋季募款活動。重要的是我們台灣

人支持一個有價值的人權行動和人權組織。其實這是唯一國際人權組織願意支持阿扁人權。捐贈鏈接是:

https://fundrazr.com/campaigns/2b0Ua?utm_campaign=share-campaign&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09-2013

  下面列出HRAC的運動目標。我們鼓勵您捐贈並且提出建議。

   1。傑克和哈瑞將造訪台灣至少兩週。之後他們會善用捐款繼續長時間監測/宣傳陳總統和台灣的人權, 

永不止步。造訪日期預計是在2013年11月。

   2。警告馬英九, HRAC會繼續仔細審視陳水扁被侵犯的人權。

   3。直接與陳水扁會面。

   4 。著手進行早期和積極的嘗試, 提前安排會議和國際媒體接觸。

   5。獲得大量的小額捐款會讓人們以及國會更重視陳水扁被侵犯的人權。

   6。可以連接台灣其他人權問題及其他人權倡導者, 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人權橋樑。

   7。親自收集文件, 運用國際法。

   8。開始在世界以藝術和音樂文化, 繼續宣傳的工作。

                                                         北卡州立大學機械航空系  涂瑞峰教授

Dear all,
     Jack Healey and Harreld Dinkins at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just kicked start their Fall Campaign. You can 
go to the link below to make a donation. The goal is to get small amount donations from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his is a campaign initiated by Jack and Harreldon their own. I just help to spread the words.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link below. HARC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bring awareness of human 
rights of President Chen and they deserve our support. Therefore, please visit the link below to make a small 
amount donation, such as $50. Of course, you can contribute more if you are financially sound. Please help to spread the 
word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Taiwanese, show the passion to support a worthy cause and a deserving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in fact the only one which is willing to support the human rights of Abian-ah. Please help to spread the words. 
The donation link is:
      https://fundrazr.com/campaigns/2b0Ua?utm_campaign=share-campaign&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09-2013
     Some goals of the campaign as described by HRAC are listed below. You are encouraged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donation link to add to the goals listed below:
      1. Visit Taiwan for at least two weeks by Jack and Harreld, followed by the resources to continue monitoring/advocacy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afterwards. The target visiting dates are in November, 2013.
      2. Putting Ma on notice that this human rights case of Chen is still being monitored carefully by HRAC.
      3. Allowing another direct meeting with Chen.
      4. Embarking on an early and aggressive attempt to arrange media contacts and meetings in advance.
      5. Getting enough illustrated support for seeking supplementary/ongoing funding to follow this cas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People will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with mass support for the case in Congress as well.
    6. Creating a better meshwork for human rights awareness that can link Chen supporters with other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Taiwan and other human rights advocates in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human rights dimension of 
Chen's case.
    7.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help campaign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advocates to consider the case more directly and 
sustainably, which will involve the need for a lot of meetings and documentation personally gathered.
    8. Beginning to craft alliances with other maker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world of arts and music to continue the 
campaign and the advocacy work in general.

                                                                                               Prof. Jay F. Tu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NC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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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後龍烤肉趴918

臺灣民族黨中央黨部：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3段111巷5弄1號
聯絡人：秘書長 陳紹庭，電話：0936-211012
E-mail: ben.gina0401@gmail.com
Tel:  04-24836586    Fax:  04-24835867

報名請上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hvix692PXm0mKyQZ7hCakVLQ3BM0QQgfisx1aRpN6w/viewform

※交通資訊：
1.大眾運輸工具─ 可搭乘火車復興號或區間車，走山線至苗栗站以北一站
                          的豐富站下車，往高鐵特定區方向步行約20分鐘即可
                               至活動現場。
2.自行開車─國道三號至大山交流道往造橋、大山方向前進。下交流道，沿
                     苗13鄉到直行至台1線右轉，見厝勝路後左轉，繼續直行為中興
                    路，見中心路後右轉，見頂東路後左轉，直行為新港一路，再

苗栗土霸龍穴攬勝

還不知道中秋節連續假期要到哪裡去玩嗎？
來苗栗縣後龍鎮高鐵特定區就對了。
想知道苗栗土皇帝如何在當地發威嗎？
想一探傳說中的風水寶地長得什麼樣子嗎？
快揪團參加「九一八，苗栗後龍烤肉趴」。

主辦單位：臺灣民族黨
活動時間：2013年9月18日午後六時半起
活動地點：苗栗縣後龍鎮高鐵六路、校椅三路路口

活動辦法：1.資格不限，男女老少通通歡迎，自行前往。
                    2.參與活動的民眾，可上網(網址如下)填寫報名表格或自由前往。
                    3.當日烤肉用具、食物及相關物品自行攜帶至活動地點集合。
                    5.先到先擇好地，先開烤。

求才資訊：
徵求「土皇帝風水寶地」導覽員，20名。
條件：男女不拘，凡是熱愛鄉土，有旺盛求知慾，且對所有被強制
           拆遷的受害者有強烈同情心者，皆可報名參加。
※名額有限，錯過就不再有這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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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9/14 (六) 

時間 議程 

場次一：民主憲政 

09:00-10:20 

主持人：邱義仁（行政院前副院長） 

發表人：游盈隆（行政院陸委會前特任副主委） 

與談人：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談人：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0:20-10:35 中場茶敘 

場次二：文化 

10:35-11:55 

主持人：陳郁秀（行政院文建會前主委） 

發表人：吳密察（行政院文建會前副主委） 

與談人：邱坤良（行政院文建會前主委） 

與談人：李敏勇（詩人） 

11:55-13:00 午餐 

場次三：族群 

13:00-14:20 

主持人：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與談人：李永得（行政院客委會前主委 

與談人：汪明輝（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14:20-14:40 中場茶敘 

場次四：圓桌論壇 

14:40-15:50 
主持人：林萬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與談人：民進黨執政八年歷任行政院院長 

閉幕式 

15:50-16:00 蘇貞昌（民進黨主席） 

 會議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勤政為民 壯大台灣 

民主進步黨八年執政研討會第四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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