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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論壇 FORMOSA Forum

  中秋節的月亮特別圓。俗話說「月圓人圓」，故中秋
節一向是台灣人團圓的日子，是台灣人的三大節日之
一。今年的中秋節特別安排成四天連續假期，目的當然
是要讓在外地求學、上班的人能夠趕回家去和家人團
圓。但是今年中秋節的氣氛和往年很不一樣。除了有颱
風來臨外，竟然還出了一條人命，讓全國民眾的心都揪
在一起，令人覺得很不好受。
  這幾年政府為了不同目的而拆民房，已惹出許多事
件，頗受矚目。其中以大埔事件最為著名，也惹起最多
糾紛，包括幾條人命在內。大埔事件發生在苗栗縣竹南
鎮大埔里，是一起當地居民反對縣政府用區段徵收的方
式進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都
市計劃，而採取抗爭的重大土地事件。
  2006年12月苗栗縣都委會開始進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
基地周邊特定區計畫，總面積約154.13公頃，區段徵收
面積約136公頃。對於沒有在法定時間內申請抵價地的
地主，苗栗縣政府在2009年9月11日依法將未申請抵價
地亦未領取的地價補償費辦理提保管，完成徵收程序。
同年12月，反對徵收的民眾在網路上成立「新竹科學園
區竹南基地周邊徵收自救會」臉書，提出5項訴求。
2010年6月9日，苗栗縣政府在當地多數地主同意區段徵
收並完成抵價地申請後進行整地工程，同時對於地主尚
未同意被徵收，但已被強制徵收的農地直接派怪手進行
整地，施作公共設施工程。此事經網路傳播和媒體報導
後，引發劇烈的抗爭及後續一連串的公民團體聲援。   
  2010年7月17日，苗栗竹南大埔自救會、苗栗後龍灣
寶自救會、台灣農村陣線等多個團體發起「台灣人民挺
農村 717 凱道守夜行動」，夜宿凱達格蘭大道，訴求
「還我土地正義」、「停止圈地惡法」。2010年8月3
日，大埔自救會成員73歲的朱馮敏老太太因不滿政府強
徵其農地而喝農藥自殺身亡。
  大埔事件並不因出了人命而有令人較滿意的結局。
2011年7月25日，內政部都委會舉辦第4次會議，主席簡
太郎依照內政部營建署的會議結論，作出維持拆除大埔
自救會（24戶）其中4戶的結論。自救會認為推翻了先
前吳敦義院長的保證。2012年8月7日，內政部都委會進
行第785次會議，仍然做出確認4戶「拆屋」之決議。
2013年7月18日，苗栗縣縣長劉政鴻趁大埔自救會成員
北上行政院抗議的「天賜良機」，動員6百名警力迅速
拆除大埔四戶。抗爭戶與聲援學生雖以鐵鍊纏身誓守家
園，但均遭優勢警力抬離。2013年9月18日，大埔四戶
中的張藥房老闆張森文上午失蹤，家人報警協尋，搜救
人員最後在附近排水溝找到他的遺體。張森文並非大埔
事件中的第二條人命。例如原任苗栗縣政府地政處（掌
管土地重劃和徵收業務）副處長賴紹本因阻擋縣長劉政

忍令人民家破人亡？
鴻及其二哥劉政宗要求違法變更農地為建地，遭降調為
竹南地政事務所主任後沒多久，就在2011年5月底被發
現死亡。此案是否為自殺，仍然疑點重重。
  為了公共建設及公共利益，有些土地徵收確實無法避
免。但土地徵收弄到爭議四起，鬧出多條人命後還不終
止，事情就不單純了。政府當然有責任發展經濟，增進
公共利益，但也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基本人權，尤
其是遇到一些有爭議的土地時，更不能任意使用公權
力，強力排除爭議。少數幾個住戶當然是弱勢的一方，
絕對無法和擁有龐大公務體系的政府對抗。一旦弱勢的
一方以身相殉，用生命來抗議時，再強勢的一方也會崩
壞。
  與大埔事件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馬英九欲強行過關的
「服貿協議」。最近喧騰不已的「馬鬥王」事件據說是
因為中國方面不滿我國立法院長王金平堅持「服貿協
議」必須逐條審議的態度，讓馬英九不得不出重手，意
欲在最短時間內拔除王金平的立法院院長職位，以利
「服貿協議」的完整過關。馬英九利用王金平院長出國
嫁女兒的「天賜良機」，用檢察總長非法監聽所得的資
訊，以王金平院長替民進黨總召柯建銘「關說」其司法
案件為理由，責成中國黨考紀會迅速撤消王金平的中國
黨黨員身分。馬英九以為用這種方式拔除王金平的中國
黨不分區立委資格後，他的立法院院長職位就自然消
失，可以讓他所屬意的洪秀柱接任立法院長。馬英九沒
想到的是他的胡作非為已衝擊到憲政國家的三權分立原
則，及不可任意用監聽來侵犯人民的隱私權，何況是一
國的國會議長及反對黨的重要黨職人員。馬英九甘冒大
不韙去幹那違法監聽的蠢事，圖的是儘快完成其中國主
子交下來的任務──通過「服貿協議」，而不管「服貿
協議」是否會造成全國數百萬基層從業人員的生計困
難。
  一個大埔事件就造成數條人命的損失了，「服貿協
議」的通過及其後「貨貿協議」、甚至「和平協議」的
通過必將嚴重衝擊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
導致許多台灣人失業失能，讓許許多多的台灣人無家可
歸、無業可從。其中有多少人會因為活不下去或其他原
因而自殺或被自殺？但馬英九顯然毫不顧慮這些，才會
一意孤行，必欲通過「服貿協議」，所以才有「九月政
爭」的發生。苗栗縣大埔張家因為土皇帝劉政鴻的蠻橫
執政而家破人亡。馬英九的「服貿協議」、「貨貿協
議」、「和平協議」會讓多少台灣人家破人亡，馬英九
有估算過嗎？是台灣人的身家性命重要，還是馬英九老
父骨灰罈上的「化獨漸統」遺訓重要？台灣人願意讓馬
英九如此這般，繼續蠻幹下去嗎？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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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張藥房老闆張森文先生不幸於今日落水身

亡，我們甚感悲憤。下午兩點張森文的大體於大埔

橋下尋獲，該處水深僅及成人之腰部，且張森文大

體及現場並未有任何掙扎痕跡，究竟是生前落水還

是死後落水？是他殺或自殺？直接死因仍有待法醫

進一步調查釐清。

  可以確知的是，真正使張森文走上絕路的原因，

就是這個嗜土吃人的土地徵收圈地體制與政治派系

共犯結構。殺死張森文的主謀為劉政鴻縣長及地方

一干土豪劣紳。若依照三年前吳前院長之承諾，原

應可以透過重啟都委會審議程序，落實原屋原地保

留的決議。然而當前馬英九總統、副總統吳敦義、

行政院長江宜樺、內政部長李鴻源，他們原本可以

阻止悲劇發生，卻見死不救，也是殺害張森文的幫

兇。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土地是人民的生命，土地是

生活的根本，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不該拿來炒作，

台灣農村陣線針對大埔張森文先生往生之聲明
及作為彌補地方財政赤字的手段。台灣圈地炒地的

情況已然失控，正對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造成不可

回復的侵害與剝奪。朱馮敏老太太與張森文先生犧

牲自己的生命，向這個吞吃土地與人民生計的政權

發出最嚴正的抗議。

  我們以朱馮敏老太太與張森文先生之名起誓，將

全力阻止這個圈地炒地的惡霸體制與共犯結構繼續

害人。我們重申，圈地惡法必須立即修正，一切土

地徵收皆必須符合的公益性與必要性之必備前提要

件，必須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我們不能讓

圈地冤魂白白犧牲。

  最後，大埔撤銷徵收訴訟目前仍在台中高等行政

法院審理中，本案徵收明顯不具公益性與必要性，

並且已造成需許多居民含冤而死。我們盼請台中高

等行政法院，能明辨是非、秉公審理，還朱馮敏女

士、張森文先生與全體人民一個公道。

圖↑今年7月18日，劉政鴻對張藥房發動奇襲，強力拆除張藥房。                                                             (圖翻攝自網路)



台灣守護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88P-3-
2013/09/19(四)

  本黨原訂9月18日在後龍高鐵特定區，辦理中秋節烤

肉動，今(18)日下午驚聞傳出憾事，今日凌晨突然失蹤

的大埔張藥局主人張森文，遺體被發現倒臥在附近排水

溝渠，本黨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於當日下午決定，將烤

肉趴改成對張藥局老闆張森文先生的追悼會。

  本黨對大埔案所發生的牆拆民房的爭議，一直保持高

度的關注和關切，本黨有小部分黨員、黨友，因聲援大

埔案而被苗栗縣長劉政鴻提告，不畏辛勞經常往返高雄

和苗栗的法院，對這些朋友，本黨表示支持、關懷和敬

意。今(18)日是劉政鴻偷拆大埔張藥局民房二周月，張

森文先生不幸於今日罹難，本黨對張先生的不幸，表達

痛心與遺憾，對張老闆得家屬同時致上關懷與慰問。

  本黨黨主席莊孟學和秘書長陳紹庭與部分幹部，於下

午趕赴張家，正值檢方正辦理驗屍，為避免在現場影響

驗屍工作，隨即離開前往後龍高鐵預定地，活動的場

地，並於活動現場展開追掉儀式，現場警力比參與活動

人員還多，經幾次衝突抗爭，最後在前往劉政鴻家入

口，展開追悼活動。

本黨對此一不幸事件聲明如下：

  一、張藥局老闆陳屍於住家附近大排之死因，檢警調

必須公正、公平的完成死亡鑑定與調查，並必須向社會

台灣民族黨918後龍烤肉趴聲明
大眾公開死亡原因，不得輕率以「自殺」結案。

  二、張老闆之死，是政府殺人，苗栗縣長劉政鴻的鴨

霸，已經造成兩條人命，地用公權力強占民地，無異於

黑道和強盜，檢調單位、甚至於特偵組，應該對於劉政

鴻是否有執法過當，甚至於對外界不斷質疑的利用職權

圖利個人，或圖利家屬等相關利益者，進行調查。

    三、政府的重大計劃不應漫無節制的開發，造成國土

利用無章法、甚至浮濫開發，禍害台灣的永續發展，甚

至於只為填補財政赤字，而進行的不法徵收，必須隨即

停止，不得繼續造成人民抗爭而引發社會的對立和不

安。

    四、全面檢討漫無方向的工業區開發案，如有涉及不

法，不管何時核定，都應該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不管

層級有多高。

    五、人民對於不義而無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政

府，有權力利用各種方法、途徑與予推翻。

   本黨對這一個不法的政權，不義的政府，強烈的表達

抗議，並將繼續結合台灣為維護台灣人民生存權利和民

主公義的力量，為還給台灣人民應有的正常國家而努

力。

圖←台灣民族黨

於劉政鴻家前面

對張藥局老闆的

追悼會現場。

圖←←張老闆陳

屍之大埔橋現場。

圖↓檢察官正進

行驗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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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聲明，我們台灣人要的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而不是遭受特務監控的國度。日前盧森堡總統因涉及動

用國家機器監聽而辭職下台，美國總統尼克森同樣也因

竊聽辭職下台，如今，我們要求馬英九同樣得為監聽辭

職下台。這是維護民主人權最根本的價值。

  對於此次馬英九不惜違法亂紀，破壞憲政體制，動用

私刑，剷除代表全國民意最高執行機構國會議長的事

件，我們有以下幾點聲明：

   1. 我們絕不容許台灣被國共密謀出賣

  馬英九執意推動的兩項嚴違反全國民意的「國共服貿

滅台政策」以及「核四續建反面命提公投」，造成全國

民怨沸騰。由於王金平是明輕重、識大體之人，我們認

為以目前國內高漲的反服貿、反核四氛圍，王金平極有

可能不聽馬意而聽民意，讓馬英九的這兩項滅台政策被

封殺或大幅修改。

  馬英九為了一己之私及向中國交心，以順利推動尤其

是服貿滅台協議，執意將王金平拉下立院院長的位置，

換上由他自己所指派的人。這等嚴重藐視全國民意與賣

國的行徑，身為民主台灣的主人，我們完全無法接受。

    2. 憲政制衡失效 台灣將再陷極權統治

  一個憲政國家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是分立的，彼此

制衡。馬英九假借一個未經證實的指控，用立法院長所

屬政黨的家法輕易地就罷黜立法院長，讓行政權凌駕立

法和司法之上。這是毀憲行為。若此計得逞，以後台灣

將只是行政權獨大的極權國家。立法院乃全國最高民意

機構，立法院長經由全體立委票選出。因此，立法院長

的民意基礎在全體立委，而非其所屬政黨。立法院長若

因其所屬政黨的私下運作就能輕率地被罷黜，請問，如

此作為置國家的司法於何地？置全體立委的民意於何

地？置選出這些立委的全國人民於何地？一旦國會主席

可以讓政黨任意調派，未來人民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制止

總統胡作非為？

  3. 總統滿意度掉到18％ 我們就該把權力拿回來

  若是不分區立委因為犯下重大過失，導致必須得被撤

銷黨籍甚至革職，那當初提名他的黨主席是否更應該革

職連坐處分？尤其這位黨主席本人及其所提名的人選，

從縣市長到身邊親信幕僚，一再一再爆發比關說更嚴重

的貪瀆醜聞。導致他個人的滿意度，寫下開國以來最差

的紀錄，而且還仍持續探底中。就如他2006年6月18日

時，批評前任總統陳水扁一樣….「犯罪跟罷免沒有一

定的關係，只要他無能，只要他做不好，他的滿意度掉

到18％，表示人民已經不信任他，表示人民已經不尊敬

他，就可以把權力拿回來。」我們現在就要把權力拿回

來。

    4. 請反對黨負起政治公僕的義務與責任

  台灣競爭力一再流失，人民生活每況愈下。造成這樣

的現況，除了執政黨的失能，反對黨的失職同樣也難辭

其咎。反對黨主席蘇貞昌於113火大遊行公開承諾要換

立委、換總統。9個月來，卻對國民黨諸多違逆民意的

馬英九下台連署行動十萬人連署聲明
政策與手段毫無作為，甚至遲遲不推動立委罷免案與總

統罷免案，直至日前被迫嚮應罷免立委行動，但至今似

乎仍未見作為。在此，我們要以台灣國家主人的身份，

要求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履行自己當時的承諾，從立法院

提案，推動「馬英九罷免案」。蘇貞昌身為政治公僕的

反對黨領袖，盡全力推動罷免全國超過7成不滿意的總

統，這是歷史責任也是義務。

  5. 政黨私法豈能霸凌國家司法

  不論是為了報復馬王過去的恩怨，或是確保眼前推動

國共滅台協議能順利過關，還是避免未來中國國民黨重

回台籍黨員之手，馬英九不擇手段斬殺王金平，都是可

理解的作為。

  但這次全國民眾眼睜睜看著馬英九從違法監聽、無罪

栽贓、指揮辦案、私設刑堂、到以他個人所一手建構的

小圈圈來決策，一舉違反憲政體制，將憲法賦予人民監

督總統及行政單位的最高民意機構「國會議長」給拔

除。這件事，相信任何支持台灣民主法治永續發展的公

民都無法接受，無法默不吭聲。

  6. 捍衛台灣民主 十萬民眾要求「馬英九即刻辭職下台」

  台灣民主是我們歷經數十年來努力爭取的成果，這個

成果屬於全體台灣公民所共有，台灣民主法治的價值不

該由國民黨核心小圈圈，使用非法的手段來決定，更不

該讓馬英九憑個人的喜惡，而不是法治程序，就能拔除

代表我們2300萬民意最高機關的領袖。

  這件事無關藍綠，而是關乎台灣憲政體制存亡、關乎

台灣是否還是民主國家的問題。捍衛憲政體制，就是捍

衛正義。就如台灣農村陣線徐世榮教授所說的「沒有程

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台灣的憲政司法整個國家

機器，不能任由馬英九這等沒有民主法治素養的人任意

操弄、為所欲為、無法無天。

  『為了「捍衛台灣民主價值」，我們堅定要求馬英九

應即刻辭職下台。』

  這個連署從9月8日晚間發起，截至9月12日為止，已

經獲得超過10萬人響應。我們要感謝這些心存正義，心

繫台灣未來的國家主人們給予活動讚聲與支持。

  我們和大家一樣，只是一群擁有理想，對台灣充滿熱

情的一般民眾、上班族。發起這個連署活動，只是希望

透過這個活動的人氣集結，能讓世界看見、聽見，長期

不被國際社會所見到台灣社會真實的聲音。我們相信，

為此，無數堅持捍衛台灣民主價值的公民將會不惜代價

持續奮鬥，將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向世界展現台灣社會

要求踐踏台灣民主的總統馬英九下台的集體意志，直到

馬英九下台為止。

  台灣加油！我們相信，台灣民主的力量，最終一定可

以推倒威權暴政的城牆。

  台灣公民  我是台灣人．台灣是咱的國家

  「馬政府違法濫權，全民連署要求馬英九下台！」連

署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3841296918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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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上街大包圍，不信公義喚不回
  真正發起馬英九下台17萬網友連署的主辦單位發起號召929上街包圍馬英九的活動。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若你還愛這個國家，這塊土地，這裏的一切，若你不認同這些年來發生在這裏的一

切，不希望這些事情再繼續發生，那我們不能再沉默了！

    沈默是一切邪惡勢力的幫凶，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各式的迫害不會主動停止，我們決定盡一切所能，

呼籲所有國人展現公民的力量，改變現況...

   17萬連署要求馬英九下台的公民們......929讓我們一起站出來，改變台灣！！！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41626292536188/

  三停行動聯盟，在特偵組門前痛批特偵組，已經失去

原本摘奸鋤惡的設立功能，淪為統治者馬英九的私人鐵

衛隊，猶如東廠錦衣衛復活，成為馬英九剷除異己的鬥

爭工具，政治打手，三停行動聯盟強烈主張廢除現代

「東廠錦衣衛」特偵組。

  908台灣國總會長王獻極說，馬英九運用詐術騙取選

票，成功復辟奪回政權以後，無心運用政權推動政務以

落實政見，造福選民，反而不認同台灣，不知落地生

根，不知吃果子拜樹頭，一心向中共傾斜示好，心向中

國，以中國地方政府自居，露出心不在台灣的真面目，

一切施政背離台灣民意，因此人民支持度每況愈下，失

去民心猶不知反省檢討，反而怪東怪西，自己沒錯，都

是選民的錯，民調從50幾趴掉到13%，統治基礎越來越

薄弱，愈沒有安全感，愈不相信別人，濫權藉由特偵組

行白色恐怖監聽政敵，要遂行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

一身，而特偵組不務正業，摘奸鋤惡，猶如東廠錦衣衛

復活在台灣，甘為馬英九一人所用做為馬的馬前卒，作

為政爭工具，剷除政敵，成為台灣社會亂源，民調再掉

908台灣國掉「特偵組」銜牌  掛牌「東廠錦衣衛」

到9%，已是全民公敵，如果再讓特偵組繼續橫行監聽，

當馬蝗錦衣衛，馬民調極可能掉到6.33%，成為無政府

狀態，因此，三停聯盟強烈主張不要現代東廠錦衣衛，

立即廢除特偵組。

  特偵組指控立法院長王金平打電話「關說」法務部長

曾勇夫，全國譁然，因疑點重重，政治整肅之說甚囂塵

上。第一時間馬總統聲明表示震驚與痛心，隔日公開談

話即令人在海外的王院長儘速返國說明。

  昨天，馬總統親開記者會，以「台灣將走上無限沉

淪」、「民主法治發展最恥辱的一天」等罕見嚴厲用

語，重砲痛批同黨籍的王院長：「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問

自己，如果這不是關說，那什麼才是關說？如果有權勢

的人都可以關說、影響司法，一般平民要如何保障司法

正義？」

  有權勢的人關說、影響司法，確實令人憤怒，但筆者

認為，就法論法，本案純粹以監聽之通聯紀錄及籠統內

容即推論為關說，尚嫌速斷，法界及政界亦有不同意

見。如果馬總統認為王院長打電話是關說，那麼我要請

馬總統回想：

  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台北地院周占春審判長判決

陳水扁總統金改案所有被告無罪。

  兩日後的十一月七日，你以總統身分公開談論個案、

重話抨擊無罪判決：「司法應該要獨立，但不能孤立，

提醒馬總統，2010年11月7日...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陳致中

更不能背離人民對司法的合理期待。」

  又兩日後的十一月九日，你於總統府內宴請行政、立

法及司法院正副院長、秘書長、法務部長、檢察總長，

再次高分貝表示：「尊重司法，但不等於漠視人民對於

部分法官做出違背人民合理期待判決的失望與憤怒，這

些聲音，我都聽見了，也認真地放在心上。」席間你還

親自宣布，二次金改案，特偵組已決定提出上訴。

  再兩日後的十一月十一日，最高法院「史無前例」將

案情複雜、爭議甚大的龍潭案，自為判決有罪定讞，將

長期羈押中的陳前總統發監，總算符合你的「合理期

待」。不可思議的是，一個月以後法院才公布判決書全

文。

  請問上面這一連串的言論與行為是「有權勢的人關

說、影響司法」？還是直接施壓「干涉個案」？以總統

之尊宴請司法最高層對個案說三道四，是「政治指

導」？還是明目張膽「關說」最高法院？使其連判決書

都來不及寫好就迫不及待將政敵直送大牢？那麼司法正

義又該如何保障？       (本文已刊登於2013-9-9 自由廣場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sep/9/today-o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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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今年 4月19日清晨，在沒有知會主治醫師下，陳

總統從北榮被移送中監後，民間醫療小組成員就無法以

醫師身分進入診療，至多只能以訪客身分由立委帶入探

視，且必須簽署切結書，承諾遵守一切規定。我們在

6月正式向法務部提出書面申請，希望我方醫師能進入

中監診療，都未獲得回應。直到陳總統本人提出自費延

醫申請，且經指定醫師以其服務機構向所在衛生局提出

支援報備獲准後，今年8月13日才第一次有精神科醫師

陳喬琪教授能以醫師身分進入探視陳總統。

  On April 19th, 2013, Ministry of Justice (MOJ) forcefully 

transferred President Chen from Taipei Veteran General 

Hospital to Taichung Prison without informing or getting 

consent from his primary doctor (i.e., violating the medical 

laws in Taiwan).Since then, we, members of volunteering 

medical team, had not been allowed to see President Chen 

as doctors to provide the medical care he needs.At best, we 

could only visit him as regular visitors and were prohibited 

to conduct any medical examinations.During the visit, we 

were asked to sign a gag order, promising not to comment 

on his medical conditions.In June, we formally 

petitioned MOJ to get permission to treat President 

Chen in Taichung Prison but our repeated requests 

were ignored.On August 13, after President Chen 

applied for medical care at his own expenses (based on 

the self-financed medical care law for inmates) with 

endorsement from his assigned doctor at Taichung Prison, 

our member, Dr. Chen Chiao-Chicy, a renowned 

psychiatrist, was finally allowed to examine President 

Chen.

  我們已經被告知，此申請模式以逐次為原則，生效後

必須再度申請獲准才能再度去探視病人。目前，陳教授

的第二次申請，以及第二位醫師陳順勝教授的申請案都

被擱置。中監人員雖然友善，但是透露他們無法做主，

須由法務部決定。可是，目前法務部沒有部長，副部長

們似乎也不做回應，因此，不但我們民間醫療小組醫師

都進不去，且陳總統因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接受第

一階段鼻部手術後所需要的第二階段喉部手術，似乎也

無法聞問催促。

    However, after Dr. Chen's examination, we were told that 

each treatment by us must be approved as a new case.Dr. 

Chen Chiao-Chicy's second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by Dr. Chen Shuen-Shen, a world famous 

neurologist, have been put aside.The staff at Taichung 

陳總統自費延醫困難重重
President Chen is facing roadblocks to get self-financed medical care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Spokesperson for the Volunteering Medical Team for President Chen,  Janice Chen

Prison, though courteous, informed us that they had no 

authority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s and they must wait 

for MOJ's instructions.Currently, there is no Minister of 

Justice at MOJ (note that Tseng Yon-Fu, the former 

minister, was recently forced to resign by Ma), while the 

deputy minister does not respond to our applications.As a 

result, we are not able to visit President Chen again, and 

the planned 2nd surgery to treat his severe sleep apnea is 

also up in the air.

  適逢多事之秋，但我們只好向民進黨多位立委提出

協助請求。只是，完全合乎監獄行刑法的自費延醫申

請，眼前似乎遙遙無期。

  We turn to DPP legislators for help.However,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issues in Taiwan 

(due to Ma's cleansing war against Wang, 

Legislation Yuan Chief, for the sake of pushing 

through the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We 

are left in despair without knowing when, or if, the 

applications would be approvedeven though President 

Chen's applications to have self-financed medical care 

meet all the requirements by the prison law, 

「908台灣國總部」公開招募有志之士

歡迎加入908台灣國總部志工團隊，一起推動「9月

8日台灣主權獨立紀念日」、「制定台灣國憲

法」、共同參與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家運動

工程」，用和平、理性、堅持的態度，完成這項

無比艱鉅的歷史性任務！

請於線上留下姓名、性別、年齡、居住縣市鄉

鎮、手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以利聯絡。或填

妥資料後請傳真至FAX:02-23897907 或電傳至 : 

i908.taiwan@msa.hinet.net或

i908taiwan@gmail.com或

chilly@airpass.com.tw

另，歡迎各縣市鄉鎮有組織10人能力者，申請成立

908台灣國各地分會。

詳情請洽：TEL:02-23897908 莊小姐

908台灣國副秘書長陳峻涵 (Chilly Chen) 0983-73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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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我到沙烏地留學。這是基於學術興趣與外交使

命感，思考台灣如何與伊斯蘭世界交往。回國後研究中

東與伊斯蘭，斷斷續續長達三十年。

  本文一方面是回顧，另一方面也是前瞻。但願我們能

把伊斯蘭拉進台灣，讓台灣走入穆斯林世界。協助別

人，就是協助自己。在追思故人後，我不揣淺陋，提供

官方三項建議。讀者或許認為我應該在民進黨取得政權

後再提出這些建議。但是民進黨能否再度執政與接納管

見都是未知數。建設台灣，不要分藍綠。

  追思邱鋒火與大嬸婆

  學，不見得有術，不學永遠無術。

  2000年9月初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蓋達恐怖組織派

人劫持飛機，撞毀紐約雙子星大廈，柯林頓總統宣布反

恐聖戰。國安會秘書長邱鋒火響應，表示政府鎖定監視

在台灣的廿五名中東人。我心想為什麼要特別點出中東

人。台灣的石油大多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如此信

口開河，難道不怕得罪中東國家。果然，2002年蓋達組

織宣布把台灣列為恐怖攻擊對象之一。

  我不甘願讓台灣變成蓋達組織設定的攻擊目標。我設

計一份「台灣國際伊斯蘭會議」草案，傳給在外交部任

職的大嬸婆。我計畫邀請我認識的土耳其人伊赫撒魯博

士前來台灣演講與交流。他是「伊斯蘭合作組織」的伊

斯蘭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希望透過他的組織，向全

世界回教國家宣傳，台灣反恐但不是反伊斯蘭。

  大嬸婆很高興。她說這可以充當她的政績，囑我好好

把伊斯蘭拉進台灣
蔡百銓

修潤並且翻譯為英文。2003年三月她突然來電，無厘

頭痛罵我一頓，並說外交部沒通過這個草案。不料

2004年三月她卻邀請國民黨學者，召開「國際伊斯蘭研

討會」兩天。內容改頭換面，邀請名單也把伊赫撒格

魯博士刪掉了。我不知道這個大草包召開這種會議目

的是幹甚麼？【台灣日報2004/06/19蔡百銓「台灣與伊

斯蘭世界，從伊赫撒魯博士當選OIC秘書長談起」】

  新北市: 伊斯蘭文物館

  在台灣，研究伊斯蘭非常寂寞。今年開齋節，新北

市舉辦第一屆伊斯蘭文物展，這對我有如空谷足音。

我期待、也相信新北市將會年年續辦。但是每年搭設

文物展設施然後拆除，周而復始，勞民傷財。這是擺

地攤式的文化建設。

  新北市或可選定一座合適的蚊子館，整修為伊斯蘭

文物館。讓遊客能夠在短短半天或一天期間，對伊斯

蘭教有個全盤的基本認識。想要擴大國人國際視野，

這種社會教育會比成立一百所大學更有效。

  伊斯蘭文物館的設置，可以參考新加坡「亞洲博物

館」的伊斯蘭館。新加坡鑒於國內擁有不少穆斯林，

為了促進族群互相了解而成立這座博物館。但是其中

的伊斯蘭館太簡略，比如說它沒介紹伊斯蘭教分為遜

尼派與什葉派。

  新北市如果有志成立伊斯蘭文物館，相信沙烏地阿

                               (未完，續接次頁)



台灣守護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88P-8-
2013/09/19(四)

(接續前頁，把伊斯蘭拉進台灣)
拉伯與前述伊斯蘭合作組織一定非常樂於提供經濟與

學術及技術協助，說不定資助新北市興築一座具有規

模的文物館。它們最期待非穆斯林國家介紹伊斯蘭

教，讓世人了解伊斯蘭不是恐怖份子的宗教。我相信

外交部與台灣的中國回教協會也都會很樂於協助。

   交通部：國際機場設置穆斯林禱告場所

  人性，台灣最迫切需要的是人性。

  穆斯林每天禱告五次。台灣的國際機場未設置穆斯

林禱告室或禱告場所，對穆斯林旅客顯得不大友善。

我們或可邀請伊斯蘭世界最著名的設計師前來，為台

灣的國際機場設計具有台灣風貌的禱告室或禱告場

所，成為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觀光景點。我們善用該

設計師在伊斯蘭世界的知名度，傳達台灣對於全世界

穆斯林的友誼。禱告室也免費提供印製精美的中文與

英文/阿拉伯文對照的《古蘭經》，書中夾頁介紹台灣

的清真寺與清真館、台灣製作的回教食物Hallal。這

都不必花費很多錢。

  扁政府期間，我曾在外交部一場座談會上提出這項

建議。其實我建議的對象應該是主管國際機場的交通

部。有位穆斯林在座談會上表示，希望台灣舉辦先知

穆罕默德生日遊行，雙北市市長或可考慮此事。

    台北市: 在自由廣場慶祝開齋節

  我們大多數人不是基督徒，卻喜歡慶祝聖誕節。為

什麼我們不能與印尼外勞一齊，歡度開齋節或回教新

年？

  開齋節是伊斯蘭曆的十月初一，也是伊斯蘭曆九月

齋戒月結束的次日。這天就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大年初

一。今年開齋節是陽曆八月八日星期四，印尼外勞於

十一日星期天群集在台北市火車站，吹冷氣與聚餐慶

祝。去年台北市政府把火車站圍上紅龍線不讓他們進

入，今年顯得比較友善。

  印尼與菲律賓等國勞工前來台灣從事最辛苦的3K工

作，對於我們的經濟建設貢獻很大，但是台灣各級府從

來不曾對他們表示謝意。印尼外勞新年窩在台北火車站

裡慶祝，還有人對他們惡言相向，請問我們台灣人還有

人性嗎？為什麼我們不能改變思維，在這一天與他們分

沾穆斯林新年喜氣？

  明年的開齋節將是陽曆八月三日。預料在接著的星期

天，印尼穆斯林也會在台北火車站聚會慶祝。我們可以

設法乾坤大挪移，在自由廣場為他們舉辦全天性盛大慶

典，把人潮吸引到自由廣場。國內外穆斯林也都會前來

逗熱鬧。

  我們不妨邀請印尼與台灣及世界級回教領袖前來台

灣，共同主持新年慶典與禱告儀式，也邀請印尼與台灣

歌星以及同屬南島民族的台灣原住民團體前來表演。自

由廣場可以舉辦園遊會，設攤販售印尼土產與紀念品，

同時藉著這個機會讓國人更了解印尼與伊斯蘭。夏季

時，台北自由廣場很熱，但是再怎麼熱都不會比印尼首

都雅加達更熱。這項節慶活動必會登上國際媒體。我們

不妨也向美國駐台協會解釋這項活動的意義，並且保證

絕對不會與穆斯林恐怖團體來往。

  印尼外勞是人，不是外星人。鄭板橋《誡子書》勸導

其子善待僕役，因為「彼亦人子也」，意即「他們也都

是父母生下的孩子」。當我們的孩子旅居國外時，我們

會希望他們在農曆新年時被人趕來趕去嗎？世界各國大

城市不是也都騰出空間，讓華人舞龍舞獅嗎？

詩2首
作者：陳俊廷

謊言國度，麻醉臺灣
我們生活在這謊言築成的國度之中；

儘管虛榮溫飽皆能伸通；

但在國際世界強顏歡笑，卻不輕鬆；

面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我們就顯得虛空；

再看號稱民主臺灣，府會爭鋒；

執政領導竟能挾持司法，以黨亂政，自毀憲政，如此的顢頇昏庸；

兩岸服貿、核四公投，會讓臺灣主權經濟，一夜盤崩；

只見北京國際冷眼催促，執政者竟對臺灣人民，完全失聰；

若說這不叫欺瞞，那不就是他馬的賣臺，一本初衷！

回首來時路，臺灣人民只有為獨立建國，破繭直衝！

覺悟
寅夜追風星隨月，

府會爭鋒萬民累；

驚見梧桐階前葉，

兩岸服貿才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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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一大早到星巴克喝咖啡，享用早餐，每天都遇

到新人，彼此如同陌路，動作不熟練外，同樣餐點每次

費用都不同，給我的感覺很不好。我心裡在想，難到廠

商來到醫院品質都會打折？

  最不能忍受的是，今天又推出買一送一活動，引來大

批來客，大擺長龍。十一點一到，門診中場休息十分

鐘，想喝杯咖啡，看到長龍，雅興盡失。下午三點下

樓，還是長龍，病人都來排了！利用一般台灣人佔小便

宜的民族性，做不知有沒有效的行銷，卻犧牲掉常客，

忠誠老顧客的權益。

  不爽之下，外出間行走了近兩公里，吃一客一百元的

鮪魚生魚片，參觀新開幕的順億尾魚賣店，然後依規劃

在隔壁新開的咖啡店喝杯咖啡，再滿意的走回來，繼續

上班。前後這樣要走四公里。

  爬樓梯上樓，經二樓星巴克，為了買一送一，還是排

隊小人潮。暫時遠離星巴克一陣子吧！當企業背叛老顧

客，只好消極抵抗企業的傲慢！

當企業背叛顧客─從星巴克轉到順億鮪魚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圖↑滿滿人潮的星巴克

當企業背叛顧客─從星巴克轉到順億鮪魚，我告訴大家

一個教訓；當別人讓您不爽，您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時

候，不要自己生悶氣，趕快自力救濟，扭轉為對自己有

利的，譬如健行，同時尋找樂趣讓心情好起來！

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台灣社獨立論壇

後民族主義時代的獨立策略：

南太平洋國家獨立運動剖析
時間：9月22日 (日) 下午14:00 ~ 16:0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 

     (北市南京東路2段125號4樓，捷運松江南京站)

講者：楊聰榮 

     (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副教授)

主辦單位：台灣社  

洽詢電話：02-2396-0900

講者簡介：

  楊聰榮教授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歷史系博

士，學術專長包括亞太研究、族群研究、語言社會

學、歷史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比較社會學。他曾

在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為馬來

西亞《星洲日報》特約撰述，並曾擔任外省台灣人

協會理事長、泰國（曼谷）台灣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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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台灣與世界糧食日 座談會 
時間：10月12日(週六)上午9：3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1979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大會倡議通過，訂

定每年的10月16日為「世界糧食日」，呼籲國際社

會與世界公民關注世界糧食短缺，協助落後國家對

抗飢餓、貧困與營養不良的問題。糧食安全意指糧

食供應足夠、品質優質與價格合理。糧食安全攸關

人類的生存、健康與發展。我們該如何看待當前台

灣糧食生產與消費失衡的狀況？如何維持合理的糧

食價格？如何提升糧食安全品質？及建立營養的膳

食消費環境等，是本座談會探討的課題。

座談會活動訊息：

10月12日(週六) 聯合國、台灣與世界糧食日座談會

11月16日(週六) 聯合國、台灣與國際兒童日座談會

報名：

聯絡人：陳雪琴小姐

       (電話02-2570-8311傳真02-2578-9673)

網址：http://www.taiwanncf.org.tw

E-mail：taiwan.ncf@msa.hinet.net

交通：善導寺站2號出口、臺大醫院站2號出口，步

      行約10分鐘

      (鄰近立法院、教育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做個有尊嚴的台灣人」文化講座

台灣文化覺醒

──熱情、理性、溝通建構台灣文化
  四百年來台灣處境特殊幾乎沒有國際地位可言，身

為台灣人要釐清「認同台灣」是立足國際的根基。絕

不會放棄國格爭取「做個有尊嚴的台灣人」。

  當下臺灣危機的原點就是中國問題：臺灣長期被框

在中國文化思維禁錮下無法新生；而中國為了一統宰

制了多元價值。政治控制經濟和文化，不思公平正

義，只求有利益可圖，臺灣一點一滴地被蠶食鯨吞。

臺灣的文化、意識形態被洗腦，空有現代化軀殼卻沒

有民主思維及主體意識；臺灣要建構成小而美的獨立

國家，唯有「文化覺醒」，落實積極行動，才是改變

的力量，臺灣才能自決自己的前途。

  台灣人更應該加強自我定義與認知、認同台灣文

化、以公平正義為處世準則，凝聚對台灣的認同與共

識。從各個角度認識台灣，以歷史、文化縱軸，學習

從生態、政治、經濟橫軸，來詮釋台灣。期待能結合

各地力量形成一股台灣向上提昇的清流力量，「用心

看台灣」、「用心愛台灣」、「用心護台灣」。

原貌文化協會謹訂於10月17日續辦第4次文化講座，

主題：「台灣文化覺醒」，假士林長老教會禮拜堂舉

行，藉由讀書會、文化講座凝聚在地台灣人的共識，

形成一股台灣向上提昇的清流，歡迎共襄盛舉。

主持人：台灣詩人李敏勇老師

與談人及內容：

林文德教授：「由歐洲藝術看台灣未來」

            (旅奧雕塑家)

高成炎教授：「從碧潭吊橋的保存看台灣文化傳承」 

            (台灣大學教授)

廖本全教授：「土地正義的覺醒」(台北大學教授)

免費參加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日期：2013年10月17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7:00~9:30  (6:30開始入場)

借用場地：士林長老教會禮拜堂。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5巷9號）

歡迎捐贈贊助：郵局劃撥帳號 19804107 

             台北市原貌文化協會

1.網路報名http://www.original.org.tw; 

2.傳真 (02)2883-9585; 

3.e-mail: chance.co@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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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大舌湖、千島湖生態知性之旅
10/24(四)7:20~7:30am;士林捷運2號出口集合、出發

南山寺、漁光村、午餐美食、大舌湖、大舌湖步道、

虎寮潭吊橋、坪林古橋、千島湖、八卦茶園、石碇老

街、北返sweet home。

  坪林位於北勢溪的中游環境清幽，位於新店溪與源

流北勢溪交會處，民風淳樸，除了茶產業外，得天獨

厚。大舌湖座落於坪林小鎮，北勢溪的溪邊蕨類叢

生、魚類復育成功，沿著河谷可見翠綠的茶園梯田，

特殊的斷層地形-狗齒河床，因地質不同產生180度大

轉彎，溪水在陽光照射下漁光閃閃，又有虎寮潭吊

橋、粗石斛吊橋，襯托出溪流山色之美。

  坪林尾橋建於明治43年(1910 AD)，為臺北至宜蘭必

經之地，長97公尺、寬4公尺，共8座橋墩， 式風

格。橋墩採用船形破水形式，與溪水流方向斜斜交

會，減少水流的衝撞力，橋墩設計隱含種對待大自然

的謙卑態度，水泥及鋼筋皆來自日本，從日本以船運

到深坑，經石碇以人力馬匹搬到工地，費時兩年才完

工；砂石於北勢溪就地取材，呈現戰時克勤克儉的節

約風格，2008年定為縣定古蹟。

  千島湖是因翡翠水庫被群山切割成許多小湖，有如

千島湖，山光水色，林木茂密，蟲鳴鳥啼，景色宜

人，觸動每位遊客的心。八卦茶園裡一畦畦整齊劃一

的茶樹梯田，環境清幽，陣陣茶香，令人心曠神怡，

如置身在世外桃源，流連忘返。

  石碇位石碇溪與烏塗的交會點，是坪林、深坑、雙

溪一帶文山包種茶及東方美人茶的集散地點，自從北

宜公路開通後，石碇即被坪林取代。石碇老街由石碇

溪上之萬壽橋劃分為東街和西街，西街發展較早，房

屋多半是土角厝，因為茶葉及煤礦的發達擁有二家旅

館和大戲院、百年石碇國小，熱鬧非凡。石碇東街全

台灣碩果僅存的「不見天街」，特殊的吊腳樓建築懸

空河床上方，靠當地溪石所建蓋的柱子支撐，不見天

的建築形式是二樓的樓層涵蓋了樓下的房屋和街道，

造成了樓下的不見天特殊景觀！老街有一處百年石頭

厝、百年打鐵店、五代百年豆腐店傳統手工豆腐，略

帶煙燻焦氣味，讓人口頰留香，絕不可錯過！

費用：會員每人800元，非會員900元(含遊覽車車資、

      接駁車車資、午餐、保險、礦泉水一瓶)。

繳費帳號：台北市原貌文化協會 

         郵局代號700帳號 00017390814041

因氣候、時間或交通問題，協會保有行程變更的權利。

台北市原貌文化協會

11168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97號8樓  

http://original.org.tw 

Tel:02-28836419 ；Fax:02-28839585；email: 

chance.co@msa.hinet.net

台灣凱校人力發展協會

第20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觀賞活動
  由女性影像學會主辦的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今年歡慶

二十週年，學會理事長暨影展主席為凱校國策班第二

期校友簡偉斯，凱校女性班第二期校友溫麗嬌也是學

會的常務監事。此次由校友會主辦，特別挑選三部影

片，邀請校友前來欣賞。更歡迎對本影展有興趣的校

友，共襄盛舉，自行購票，表達對本影展的支持。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院-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號

      (華山藝文特區)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場次：

http://www.wmw.com.tw/news_detail.php?Inews_id=745

影片1片名:

時間: 10/12(六) PM12:40

地點: 華山光點2廳 A Two

影片介紹:

柬埔寨好好拆 Even A Bird Needs A Nest

克里斯汀．強索、文生．楚堤 Christine CHANSOU & 

Vincent TRINTIGNANT

2012｜法國、柬埔寨France & Cambodia｜紀錄片

Documentary｜Color｜DigiBeta｜70 min

2012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

2013法國女性影展最佳紀錄片

2013荷蘭電影影響力影展

  2007年柬埔寨政府決定填湖造鎮，將新生地租給企

業建設豪宅與商城，造成數百個家庭頓時流離失所。

小蝦米敵不過大鯨魚，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家園被怪

手摧毀，棲身之處夷為平地，卻得不到分毫補償。本

片揭露了社會的不公不義，少數人享受政治與經濟的

權力遊戲，無情地掠食貧窮不及備載、人權不斷被踐

踏的市井小民。抗議的人們則不斷遭鎮壓、放逐或囚

禁，卻也在抗爭過程中顯露出他們對正義的渴望以及

無法撼動的勇氣，宛如近年來都更亂象的柬埔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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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 片名:台灣黑狗兄

時間:10/16(三)PM19:00

地點: 華山光點1廳 A One

影片介紹:

《台灣黑狗兄 Sock'N Roll》

賀照緹 HO Chao-Ti

2013｜台灣Taiwan｜紀錄片Documentary｜Color｜

DCP｜78 min

2013金穗獎成果展放映

  八卦山下的社頭鄉是一個全球化下被遺忘的小鎮。

這裡是台灣唯一的襪子聚落，每兩個人就有一人以襪

子為生。原本，一雙襪子可以讓一對夫妻買房子、養

孩子，甚至從家庭代工變成頭家老闆。現在，這些夢

想卻被全球化的大浪衝擊，唯有「黑狗兄」李東林不

願向命運低頭，決定自己拯救自己。人到中年、腰又

受傷，身處在事業與身體的雙重逆境，他卻想要再殺

一次球，從代工走向自創品牌！他會面臨哪些考驗？

有可能逆轉勝嗎？

影片3 片名:Hannah Arendt

時間: 10/20(日) PM20:40

地點:華山光點2廳 A Two

影片介紹: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Hannah Arendt》

瑪格麗特．馮卓塔 Margarethe von TROTTA

2012｜德國Germany｜劇情片Fiction｜Color｜BD｜

110 min

2013巴伐利亞影展最佳女主角

2013德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2013多倫多國際影展

  “我對這部電影唯一的意見是它太短了，實在讓人

意猶未盡！—A. O. Scott, The New York Times”

本片為「德國新電影女將」瑪格麗特．馮卓塔之最新

作品，主角是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思想家漢娜鄂蘭。   

  1960年一場世紀審判在耶路撒冷展開，被告是「希

特勒的劊子手」艾希曼。漢娜親臨審判撰寫報導，聽

著艾希曼的自白，她發現大家眼中的惡魔也只是「依

法行政」的平凡人。回紐約後漢娜排除自身背景，冷

靜地理析納粹之惡、提出「邪惡的平庸」，更指出猶

太人是大屠殺的共犯。文章一出輿論譁然，讓她飽受

攻訐；但她毫不畏懼，持續捍衛思想並終生論述邪惡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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