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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們研究塑化劑對肌肉細胞轉化成熟基因危害的

論文已被十月份的毒理科學雜誌刊登出來（ The 

Journal of Toxicological Science）(右圖)。這是我

的研究團隊對塑化劑對人類健康危害系列研究的成果。

  雖然我已退休了，對台灣生活環境仍念念不忘。我自

己與指導過的博士多人，多年來以塑化劑對人體腦神經

危害為題目，默默的做基礎毒理研究。除了覺得安慰與

感動，也燃起做老師的應該以他們的研究成果，再度呼

應國人要繼續關心塑化劑為害的問題。

  這是我申請國科會補助三年研究「塑化劑對肌肉運動

功能影響」計畫，第一年的成果。七月底結束，不到三

個月就可以發表出來。第一年題目是「 Di-(2-

ethylhexyl)-phthalate (DEHP) reduces MyoD and 

myogenin expression and inhibits myogenic 

differentiation in C2C12 cells」，漢文大意譯為

「塑化劑DEHP對肌肉細胞要轉化為成熟肌肉纖維時，對

分化基因MyoD與肌形成基因抑制作用」，證明塑化劑對

肌肉運動功能之危害。

  同樣在昨天轟動全國的新聞，塑化劑風暴前年引發全

台消費者恐慌，消基會替561名消費者向33家業者提出

25億元創紀錄團體訴訟求償金，但新北地院昨僅判賠

120萬6678元，其中一家廠商僅須賠償9元。

  《蘋果》報導，新北地院昨引用衛生福利部的塑化劑

衛教手冊，指稱塑化劑經人體代謝後，48到72小時就

會排出，對健康沒損害，僅判賠120萬6678元，其中一

家廠商僅須賠償9元。

  受害者痛批「把我們當乞丐」。撰寫手冊的醫師則罵

「法官對塑毒認識不夠」。到庭聽判的消基會律師徐則

鈺痛批：「衛福部在網站上公布這種手冊，讓廠商拿來

作有力辯解，等於扯後腿，真是氣死了！」

  其實我的研究團隊，繼續發現塑化劑DEHP同樣會抑制

人類神經細胞的增殖與產生凋零死亡。神經細胞基因會

斷裂，粒線體功能降低，存活率也下降。這些危害與暴

露的劑量有相關。我們也利用流式細胞儀，發現人類的

神經細胞會因DEHP斷裂DNA與基因，使它們無法修復，

進而影響細胞週期，使神經細胞滯留在細胞分裂的第二

期，而無法成長為成熟的神經細胞。

  此一現象若發生於胚胎發育時期，胎兒腦部神經細胞

會因基因受損，細胞週期修復能力受到阻礙，影響腦細

胞正常發展。這結果可能造成腦部的畸形，或心智受損

的嬰兒。

  

塑化劑在台灣被法院認定不傷身，對健康沒損害？

目前已經很清楚塑化劑DEHP與MEHP對人體直接造成毒

性，影響人體生長發育、生殖系統、內分泌系統。我博

研生研究團隊也直接證實對腦神經的中樞神經毒性，影

響腦神經的發育，與成熟腦神經的凋亡。

  簡單來說，塑化劑會造成國人身體危害，因生殖功能

異常而降低生育率，因腦神經危害而影響心智或其發

育。所以我再度呼籲若塑化劑繼續失控足以亡國，不能

風頭一過，跟著水過無痕。我曾經在「全球中央」專欄

呼籲從食品塑化劑事件安全，根據科學證據，繼續以風

險基本概念加強國內塑化劑的管理，更應該對國人做充

分的風險溝通，使國人放心。

  請參考我在中央通訊社「全球中央」雜誌寫過兩篇塑

化劑危害的專欄文章：

從食品安全風險基本概念看塑化劑事件

http://tw.myblog.yahoo.com/neuron-

neuron/article?mid=4336&prev=4340&l=f&fid=37

塑化劑事件不該被淡忘-若塑化劑繼續失控足以亡國

http://tw.myblog.yahoo.com/neuron-

neuron/articlemid=4348&prev=4352&next=4340&l=f&fid=37 

                                                                (本文作者：陳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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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馬英九在接見美國懷俄明州州長米麥特伉儷

等外賓時，又再一次用蔣介石政權迄今的跨世紀大謊言

說：「憲法上中國大陸仍是我們的領土。」若有這樣違

背事實的憲法，早就應當存放在歷史博物館了！！

  1949年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因國共內戰敗亡來台，對岸

就已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於1971年10月25日依

據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

國，「中華民國」的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並

且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迄今已經42年了。

除非現在馬政府可以促成「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取

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可以說擁有中國大陸的領土

吧?！

  到現在還說「中華民國」的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實已

罹患心靈的重病，這好比101高樓本來是你蓋的，屬於

你的財產，但由於經營不善整棟高樓賣給別人，但你還

一直宣稱101高樓是屬於你的，這種自欺欺人的作法，

真是害人害己更害了國家！！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外來的「中國」國民黨到現在還用謊言誤國要到幾時

呢?！耽誤台灣國人自立自主且努力走進國際社會的時

機，這種壓制台灣國家主權的行徑，剝削台灣人民的自

決權，且摧殘我們世代子孫的命運，這豈不比貪腐更是

億兆倍的罪惡嗎?！願我們台灣全民大大覺醒站立起來

吧！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國家自己來建立！！

  更荒謬的是在這次10月10日所謂「國慶大典」中，馬

英九竟然大聲說：「…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做為

台灣人民選出的國家元首竟然否定自己國家的存在，這

是台灣國家目前最大的危機，可見，我們人人做為台灣

國家的主人，更需要積極投入推展台灣國加入聯合國的

公民運動，在國內也在國際不停地大聲宣示：「台灣是

獨立的國家，是我們2300萬愛好和平台灣人民的國家，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及各種國際組織，積極參與國際事

務！！」藉此強化我們對台灣國家的認同，進一步確立

台海兩國，即台灣國與中國是百分之百的國際關係，始

能互相尊重，並且確保台海與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馬英九政權親中賣台，不顧台灣人民生計，讓你我

的生活苦不堪言。這樣的體制令人搖頭。然而儼然而

生的是台灣人民高水準捍衛公義的心奮起，不再只是

選舉可以抵制。而人民的非暴力行動，讓民怨與公民

運動奮起。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人民在沒有武器、沒有暴力威

脅的情況下，透過種種非暴力的方式表達出強烈的訴

求。如遍地開花的方式在頑劣的環境中用公民創意表

達出公民行動，讓馬英九政權無所遁形。這是歷史定

律，那就是「官逼民反」。台灣的歷史從朱一貴到林

爽文，莫過於此。

  然而馬政權刻意的忽視，或說是措手不及，還可以

大言不慚的說：「沒水準，破壞民主」。當權者永遠

躲避人民的聲音，因為他們無法體會官逼民反的結

果。對台灣停滯多年的公民運動來說，這展現出高民

主、高水準的台灣公民素質。雖然這些公民團體思維

上還沒有體會到，這個政權體制是展現流亡政府內心

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不斷刻意的忽視與壓迫。

  台灣人在最近的公民行動中已體會台灣這個政府機

器早就是該淘汰的機器。它在1949年就被中國淘汰。

然後這是歷史時刻，是生產打造出一個完整國家機器

的時候。新機器中會有很多齒輪，需要不斷的運轉磨

合，才能讓新國家機器運轉順利，然後就是淘汰「中

華民國流亡政府這個敗壞機器」。完整的新國家機器

11月10日是歷史性的一戰

張銘祐

就是長老教會主張的「新而獨立的國家」。

  人民很多都還站在殖民者的觀點。例如陳總統被冤獄

政治迫害，但很多人依舊對殖民者起舞。從與中國簽訂

ECFA，到服貿協議，而後還有商品協議、經濟特區、到

簽訂「和平協議」，無不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場。

2013/11/10中國國民黨要在臺中梧棲召開全代會。上次

在孫文紀念館因為公民力量而不敢召開。這次還利於地

方黨部去申請周邊路權。但是公民多數願意放下工作站

出來，管他集遊法的限制。台灣人民如果有公義心，都

要站出來。這有可能是改變台灣人民未來的歷史性的一

刻。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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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僱用6771人不等於創造6771個工作機會

   9月10日馬總統參訪「東京著衣公司」，表示「大

陸的服務業來臺發展，亦可增加我國的就業機會，例

如4年前我方對大陸開放27項承諾後，共有398家廠

商、216人來臺，共創造了6771個工作機會」，這組統

計數字，已成為馬政府為黑箱服貿辯護的制式話術。

然而，根據經濟部投審會7月1日新聞稿，實際情形卻

是「截至101年底止，陸資投資事業僱用我國員工人數

達6,771人」。

  民主陣線召集人賴中強律師表示：中(陸)資事業僱

用6771人絕對不等於創造6771個工作機會，陸資來台

投資有「設立新公司(分公司)」，與「投資現有公

司」等不同型態。陸資「投資現有公司」，有無創造

就業機會，要比較陸資入股前後的公司僱用人數，我

們發現許多案例陸資入股後，僱用本國勞工人數不只

沒有增加(創造工作機會)，反而是裁員(減少工作機

會)。

  例如，某A公司原僱用1200名本地員工，陸資向原股

東購買公司股份(無論是持股100%、51%或10%)，陸資

入股後將部分生產線移往大陸，公司因此裁員300人，

剩下900名員工，在這個案例中陸資來台投資實際上減

少了300個工作機會，卻被馬總統說成創造了900個工

作機會。

二、十大陸資投資案，創造工作機會為負數

  賴中強指出：分析投審會核准陸資來台投資金額最

高的十個案例，可以發現至今為止，陸資來台創造的

工作機會遠少於陸資帶來的裁員人數，加總結果創造

工作機會為負數。這十大投資案中，(1)中國銀行、交

通銀行、建設銀行台北分行總共僱用我國員工四十九

人；(2) 廈門華天港澳台商品購物有限公司申請在金

門設立金門華天國際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與金門延銘

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前者尚未完成公司設立，後者係

獲觀光局許可在金門蓋觀光旅館(工商時報2013/3/27 

引述投審會)，但是媒體尚未查得任何旅館開工報導；

(3)陸資投資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鼎新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都是投資現有公

司，陸資投資分別取得30%、6%、25%股份，沒有任何

證據顯示陸資入股後，這三家被投資公司僱用國人員

工人數有增加；(4) 陸資併購鼎新金屬案，大量解僱

41位本國勞工，引發罷工；(5) 陸資設立環鴻科技，

再由環鴻科技收購環隆電氣的營業及資產，台灣員工

裁員上千人；以上加總結果，創造國人工作機會為負

數。根據投審會今年8月26日發布的陸資來投投資事業

名錄，截至今年七月底，投審會核准陸資總投資金額

為新台幣223億餘元，以上前十大投資案為140億餘

戳破馬謊言：「陸資來台創造6771個工作機會」
要求保障併購過程中勞工的集體協商權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台灣勞工陣線新聞稿

元，占62%，以此為代表分析陸資來台投資對國民就業

的影響，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我們要求：經濟部立即公布並持續追蹤所有陸資來

台投資事業僱用員工人數的變化，比較陸資投資前與

投資後對國民就業的影響，並持續追蹤陸資是否在併

購我國企業取得關鍵技術後，大量裁員將生產線外

移。

三、跨國併購常伴隨裁員

  台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指出，政府向來把外資當

成經濟成長的仙丹，然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併

購與跨國併購，經常帶來裁員、生產線重組與生產線

外移，而原本弱勢的勞工，在企業併購、老闆換人之

際，更顯弱勢，陸資併購鼎新金屬與環隆電氣，就是

明顯的例子。

(一) 陸資併購鼎新金屬案，大量解僱41位本國勞工，

引發罷工
  鼎新金屬公司原名南順工業公司成立於1987年，為

國內易開罐飲料容器之主要生產商，本為香港商南順

集團旗下子公司，2008年2月香港南順集團將股份出售

予中國金屬包裝集團，7月8日公司提出將41名台灣勞

工大量解僱的計畫，並規劃出售工廠土地，將生產線

併入關係企業，並將部分業務移往中國大陸。工會因

此提出簽訂團體協約、結清年資、保障工作權等訴

求，工會於7月21日發動罷工，可惜在資方威脅下，遭

各個擊破。

  2008年時政府並未開放陸資來台投資，然而，社運

媒體苦勞網已有本案陸資併購相關報導，陸資當時應

該是以第三地公司名義登記持股。今年2月25日投審會

通過中國金屬包裝集團下的鼎盛五金公司取得鼎新金

屬公司全部股份，並且透過香港金屬包裝制品有限公

司進行交易，應該只是將先前的陸資併購行為合法化

而已。

(二) 陸資設立環鴻科技，再由環鴻科技收購環隆電氣

的營業及資產，台灣員工裁員上千人
  環隆電氣公司1974年設立，原本是一家擁有4500名

員工的上市公司，上海環旭電子公司則是環隆電氣在

大陸的子公司，為環隆電氣生產部分產品。

投審會於2009年12月11日舉行審議委員會，通過上海

環旭電子來台投資設立環鴻科技公司，投資金額達新

台幣9.8億元。然而，環鴻科技設立後，竟向環隆電氣

收購營業及資產(包括生産線、生産及研發設備、專利

和商標)，收購完成後，環隆電氣成為控股型公司。整

個資產重組乾坤大挪移後，原本在台灣證交所上市、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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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戳破馬謊言：「陸資來台創造6771個工作

機會」)

以南投工廠為主體的環隆電氣，退化為沒有生產線、

沒有研發能力、下市、撤銷公開發行的投資控股公

司，公司主體轉為在上海證交所上市的環旭電子與上

海、昆山、深圳的工廠，至於陸資在台企業「環鴻科

技」的員工，只有1422人(2012年環旭電子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與開始資產重組前相比，台灣員工至少裁員

一千人。

四、保障併購與跨國併購過程中勞工的集體協商權

  民主陣線一貫主張應在兩岸經貿協議中納入人權條

款，政治大學法律系林佳和教授指出：為了避免勞工

權益因為併購裁員、生產線重組、外移而受影響，應

該在兩岸經貿協議中納入「貿易與勞工專章」、並修

改企業併購法，明文保障併購與跨國併購過程中勞工

的集體協商權：

(一) 貿易與勞工專章
  台灣與紐西蘭簽訂的經濟合作協定第十六章為「貿

易與勞工」專章，接納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國際核

心勞動基準」，雙方承諾應尊重、促進並承認：(a) 

結社自由以及有效認可集體協商權利； (b) 消除一切

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 (c) 有效的廢除童工；及(d) 

消除就業及職業歧視。其實中國與紐西蘭所簽訂的自

由貿易協定也有相類的規定，但是，兩岸無論2010年

的ECFA、2012年簽訂的投保協議、2013年簽訂的服貿

協議，卻都沒有納入勞工權益保障的規範。

(二) 修改企業併購法
  依據現行企業併購法第十六條規定，企業併購時新

舊雇主可以商定留用員工，也就是單方決定欲裁員之名

單，即便經商定留用者，雇主亦得提出勞動條件變更之

要約，勞工只能決定接受與否，完全漠視勞工針對此種

大量解僱與大量變更勞動條件時之集體協商權，勞方淪

為刀俎上的魚肉，因應中國與台灣經貿交往可能孳生的

跨國併購，除修改現行企業併購法外，更須在協議中納

入貿易與勞工專章，從程序與實體雙重面向尋求勞工權

益之保障。

  民進黨倒閣失敗，現在可以做點正經事了：全力推

動台灣加入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近

年來美國進行「對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 to 

Asia)，迎接中國崛起的挑戰。美國跳脫伊拉克與阿富

汗泥沼，也未進軍敘利亞，意在加強軍事與經貿重返

西太平洋。台灣豈可不積極把握這個契機？

對中國再平衡

  美國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已有12國參

加，約佔全球貿易量四成。會員國包括美國、日本、

加拿大、墨西哥、澳洲、紐西蘭、祕魯、智利、越

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

  台灣經貿已經過度傾斜中國。台灣必須「對中國再

平衡」(Rebalancing to China)，降低對於中國市場的

倚賴，以免經貿遭到中國綁架而被迫束手投降。美國

已經數度向台灣招手，但是國民黨反應冷淡，而民進

黨只顧表演廉價政治抗爭秀。

政治企圖心

  馬總統認為完成兩岸服貿協議，台灣才可能加入其

他國際經貿協議。但是前國策顧問黃天麟先生卻認

為，台灣加入服貿協議，剛好被中國綁死而無法加入

其他協議。

  其實美國鼓勵台灣興起政治企圖心，積極爭取加入

TPP。8月16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孟德茲

會見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支持臺灣加入TPP。10月

15日康貝爾（前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

卿）在台北演講表示，台灣如想加入TPP需要政治企圖

對中國再平衡：呼籲DPP全力推動加入TPP
蔡百銓

心。他指出越南花費一年半時間才加入，可以作為台

灣借鏡(自立晚報2013/10/15「前美助卿：台入TPP需

政治企圖心」)。
  茲建議馬政府，暫時擱置爭論太大的服貿協議，優

先處理加入TPP議題。13日經濟日報發表社論「馬總統

應該宣布在卸任前加入TPP」，指責馬政府態度消極。

該社論說道：「這幾年政府不斷強調加入TPP的重要

性，卻無具體發展。如今連中國大陸對於TPP都調整看

法而積極面對。台灣若不痛下決心，加入區域整合的

路可能只會越走越窄。TPP由美國主導，加上中國短期

內不會加入。所以這不會是中國因素作祟，應該是我

們的準備程度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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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市長接受富邦招待魚翅宴至少6起，最後拍板

定案，將台北市銀行分行地價以低於市價行情逾60億

的價格，賤賣給富邦，造成市府財政莫大的損失。這

不叫弊案，什麼叫弊案？

  馬英九市長用領據支領特別費，前後將1600萬匯入

私人戶頭，每個月匯20萬到太太個人戶頭，作為家

用。這不是貪污，什麼是貪污？

  馬英九主席將市價遠遠超過百億的國有財產「中影

文化城」土地，以26億價格賤賣給郭台強，再與對方

簽訂利潤分享密約。內容提及，若日後郭台強將中影

文化城土地變賣金額超過26億元，該利潤必須回饋二

分之一給國民黨。這不叫收回扣，什麼叫收回扣？

  馬英九總統為求連任，選前利用執政的機會，剝奪

社會資源，為相對於社會大眾，生活比較好過的公務

人員全面加薪。甚至為早期透過非考試制度，而是裙

帶關係任職公務體系的公務員存款提供18％利息，讓

國家每年得舉債近800億來支付。往後十年間，全民更

要為此一政策支付上兆的金額。這不是賄選買票，什

麼是賄選買票？

  馬英九總統為了自己競選，可以侵佔黨產為自己尋

求連任，不惜一再說謊，讓歸還黨產的承諾跳票。競

選期間，以每個國民黨立委及縣市長給予選舉補助款

少則500萬，多則高達3、5千萬的方式綁樁。自己兩度

總統選舉，鋪天蓋地的電視廣告文宣至少花費黨產數

百億。這不叫侵佔，什麼叫侵佔？

  馬英九總統為求立法院可以完全以國民黨黨籍立委

的人數優勢強勢通過廢核四公投與服貿協議，任由麾

下特務體系監聽整個國會，包含國會議長與反對黨黨

團幹部，並教唆公開非法監聽所得，由他本人直接公

開對國會議長王金平進行審判，並以總統身份指揮國

民黨中常會撤銷王的黨籍，令王失去國會議長身份，

更令台灣國會失去制衡總統及行政機關違法行政的力

量。這不是違法犯刑？什麼是違法犯刑？

  近五年來，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光在馬英九執

政期間上繳的股利就賺了上百億台幣。但他下令拒不

歸還侵佔自人民的黨產，甚至把這李敖口中十幾年前

就超過6千億的黨產拿來炒地皮獲利，把台北地價炒得

比天高。

  有人會辯說，這是馬英九圖利國民黨，不是貪污。

但是馬英九同時也是國民黨主席，最後這些獲利的錢

被他拿去作為自己的總統競選經費，作為全國大大小

小民代的選舉補助款，作為收買他們成為自己選舉椿

腳，甚至是選後執政橡皮圖章的綁樁費用，更因此讓

他自己身邊的親信以及全國大大小小貪官污吏橫行，

讓整個台灣社會這五年來沒有正義，只有朕意。

  如果馬英九這不叫貪腐，什麼叫貪腐？

  檢察總長黃世銘是意識型態的恐怖極端代表人

物，和當年全國輿論撻伐的郭冠英同等級。郭的

誑言散播以范蘭欽虛名掩飾，黃世銘則是大剌剌

地知法玩法，利用職權起而行。

  為了區區兩個五千元，黃世銘窮追不捨地調查

澎湖縣長高植澎，甚至因此逼死兩條人命，也未

見他於心有何不安。為蕞爾金額法辦則是他馬的

心目中的「大非」。今日滔天駭人聽聞的濫權監

聽大罪，可望化為「行政疏失」，輕輕放下，不

惹塵埃。

  那麼，對陳總統宣示不惜動搖國本也要查到水

落石出、國際矚目的拉法葉案呢？他使奸計蓄意

不上訴草草了結定讞以承歡馬英九，「表現優

異」，終於圖到了今日的高官俸祿。這也是他馬

的哥倆好的「大是」。黃肖想繼續合作砍殺衝

鋒，不料踢到名叫「王金平」的鐵板。

  難怪有人著文批判「死當台灣」是馬英九專有

的癖好。官逼民反，台灣人實忍無可忍。青年人

絕望地以「黑色島國」形容這塊曾充滿希望夢想

的土地，只有選擇拆政府除亂源，大家上街頭抗

暴。

他馬的大是大非
退休教師  王美雲

如果馬英九這不叫貪腐，什麼叫貪腐？
公民行動倒馬聯盟成員  紀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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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 Chen Shui-bian celebrated his birthday just over 

a week ago from a prison. An early activist to push people 

beyond the one-party authoritarian rule that was a hallmark 
since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to power after the civil 
war in China, Chen helped createTaiwan's main opposition 
party when the very act of founding was illegal and subject 
to consequences. In a meteoric rise, he became the mayor of 
Taipei and eventually the first (and to-date only) opposition 
president for two full terms. Since leaving office, Chen was 
engulfed in corruption charges and sentenced to a lengthy 
term of incarceration.
    The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sent a delegation to 
Taiwan in 2012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s of Chen's 
detention.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his incarceration involved systematic medical neglect that 
both worsened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created new 
conditions, some of which seem bound to be permanent in 
either their presence or degree. We further recognized that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between opposing policies 
is critic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at putting a former president into challenging prison 
conditions is not usually seen for charges of non-violent 
behavior.
    This man, once vibrant, is now withdrawn and unwell 
looking. The renowned quickness of wit and charismatic 
voice is gone and has been replaced by a mere shell of his 
former self. There are numerous irregularities and departures 
that have been made from standard medical practice 
repeatedly during his incarceration, ranging from treatment 
refusals to examinations conducted under the most wildly 
rushed conditions. There have been attempts to restrict 

medical information releases to other physicians, the family, 
and the media and we can say that the motivation seems to 

be that of concealment rather than privacy. While we 

appreciate the transfer of Chen Shui-bian to "more 

reasonable" cell condi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at the 
motivation is to not release him entirely as a gesture of 
compassion, reconciliation, and perhaps an acknowledgment 
that the undeniable KMT abuses of the past weren't pursued 
with prosecutorial zeal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solid 
transitions of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mature polity. 
Can it be so unusual for the KMT to consider the same 
concerns for itself and its future or is the larger party 
hijacked by a radical few, not unlike the recent Tea Party 
hostage-t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government 
closure?

    Much has been made about Chen's presumptions of 

either innocence or guilt. While we think that innocence 

would imply a much higher level of abuse by Ma Ying-

jeou and his cohorts, let us confront those who insist on his 

guilt and presume that he is in fact guilty. To those who 
protest his guilt, we say clearly: It doesn't matter. Even if 
one loses one's freedom under incarceration by the State, it 
doesn't have one iota of impact on one's human rights. 
Chen's treatment during incarceration has been excessive 

Chen and Ma: Belated Birthday or Aborted Democracy?
Jack Healey, Founder,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and not up to the presumed standard of medical care that 
on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to a prisoner, someone who is 
quite precisely under state control. But our concern is deeper 
than that and is simply that the sustained imprisonment of 
Taiwan's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state from 
outside the single-party who wore the mantle of 
authoritarian abuse for decades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aiwan being a democracy at all. Let's put it more clearly: If 
you want to save Taiwan, you should want to save Chen 
Shui-bian. If he dies in prison, if he remains both broken 
and locked away from his family and not-inconsiderable 
base of supporters, the damage that will be done is real. 
Taiwan's democracy will die on the vine before fully 
blooming. Chen's supporters and other parties in opposition 

to Ma Ying-jeou, indeed much of Ma's own party members, 

will hear echoes of a much uglier time in Taiwan's past.
    Taiwan has made many strides forward in regards to 
human rights in spite of certain areas of concern in spite of 
the persistence of gaps in people's equality,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in 
balancing development concerns with the imperativ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health. There are 
serious debates to have and these should be embraced with 
mutual engagement and civility across Taiwan's political 
divides. Indeed, the pending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at 
Soochow University is a good sign of the potential for such 
debate. However, the recent behaviors on the part of Ma 
Ying-jeou to effectively try to purge others from their 

positions, to extend his grip on power beyond the end of 

his eligibility for elections, and to have refused our requests 
for meeting with his office in November are too concerning 

to go unremarked and bode poorly for the future.
    We urge the Ma government to engage in the 
compassionate release and pardon of Chen Shui-bian, to 
respect diversity across and with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o 
embrace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e urge 
citizens everywhere to contact their own government to 
represent these concerns regarding these behaviors and to 
support forward strides in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We call on Taiwan's media and 
politicians on all sides to be available for discussions that 

are constructive and encouraging.
    We hope that this is the last birthday that Chen Shui-bian 
has to spend in prison. We hope that this is the last year that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eems to get worse in Taiwan 
between parties. After an embarrassing shutdown of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D.C., it is time to get on with 
the business of engaging in the daily life of politics. It is 
high time that Taiwan deserves to loosen the grip of a small 
minority of political extremists and allow civility to return to 
normal there too. We hope that Taiwan is able to transcend 
the current crisis and to join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re human rights respect is the norm, not the exception.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chen-and-ma-belated-birth_b_ 412287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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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八拍--從古典到現代(向蔡瑞月致敬之一)

(1)

獨舞的天鵝，

四十年眺望的迴旋；

顫抖的展翅，

天之涯垂死的擁抱！

(2)

奔放的舞步，

打赤腳自由的心靈；

奮臂的跳躍，

仰起頭獨立的台灣！

*****

停不住的舞步(向蔡瑞月致敬之二)

壓不扁的玫瑰盛開壓不扁，

踏不完的舞步迴旋踏不完，

喚不回的青春燃燒喚不回，

放不下抓不住的天涯思慕抓不住放不下！

可是啊.......

哭不停的台灣屠殺黑牢迫害苦難哭不停...

不止息的愛啊跳躍擁抱張臂延伸不止息...

*****寫詩後記*****

  是什麼樣恐怖的獨裁政權會強迫恩愛夫妻分開四十

多年？？

  是什麼樣殘忍的外來政權會把無辜的母親從嬰兒身

邊奪走，關入黑牢三年？？

  從網路上讀到舞蹈家蔡瑞月的愛情故事，不勝唏

噓；便想開始用詩記錄一些當年在中國國民黨外來政

權的統治下，台灣的母親們、妻子們受難的故事。

在我寫詩的想像中：

  蔡瑞月用芭蕾「垂死的天鵝」來記念自已四十多年

對丈夫的思慕，也是對國民黨外來政權的「二二八大

屠殺」和「白色恐怖」所帶來的苦難做最深沈無助的

抗議！

  而蔡瑞月和她的學生在跳現代舞持，則是用赤腳的

跳躍踢開了一切的束縛綑綁；他們像是逆風飛行的海

燕，衝破黑暗迎向光明，嚮往自由越飛越高；他們用

現代舞蔑視外來政權的暴政，他們用現代舞告訴台灣

人：台灣可以堅強地屹立在太平洋上！！

  向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致敬！！

  向對抗「白色恐怖」的台灣母親們致敬！！

向對抗「白色恐怖」的蔡瑞月致敬！

蔡瑞月年表(部份)：

1946年2月，蔡瑞月搭乘「大邱丸號」從日本返臺

    (二次大戰結束後)。

1946年5月，蔡瑞月在臺南市開設「蔡瑞月舞踊藝

    術研究所」，並開始巡迴各地演出。

1947年1月，蔡瑞月在臺北市中山堂正式公演，   

    演出芭蕾舞作《白鳥》等作品。

1947年5月蔡瑞月與中國詩人雷石榆結婚。

1949年雷石榆在「二二八事件」後遭流放，遣返

    中國，和蔡瑞月一分就四十多年。

1949–1951，蔡瑞月因雷石榆案牽連關在獄中，

    和嬰兒(雷大鵬)分隔三年。

1990年夏末初秋，蔡瑞月在兒子跟媳婦陪伴下到

    中國河北保定和雷石榆初次見面；六年後，

    雷石榆離開了人間…

Bill Huang, Sacramento, CA, USA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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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文《呂秀蓮，出淤泥而不染》(2013-10-17，台灣

守護周刊第92期)意外挑起語言爭論。引爆點是我在文

中說呂秀蓮「紅牙紅牙（閩南語）」，有些讀者認為

此處「閩南語」應該改稱「台語」。語言議題在台灣

帶有濃厚政治色彩，反映戒嚴遺毒仍在發酵。我們不

妨以平常心來溝通這個議題。

台語：流通台灣的所有語言

  閩南語是否適宜稱為台語？見仁見智。我尊重別人

觀點，此處只想表達個人看法。中國國民黨曾以政治

勢力打壓台灣所有本土語言。但是正因為我的母語是

閩南語，我不樂見閩南裔憑著人多勢眾而獨尊閩南語

為台語。閩南裔如此作是否流露著沙文主義心態？這

個問題應該由少數族裔回答，不宜由閩南裔自問自

答。

  「台語」應該泛指在台灣流通的各種語言，包括客

家話、原住民族語、漢語或華語。就像「台灣人」應

該包括閩南裔、客家裔、原住民族、戰後中國移民。

其實不管我們如何自稱，在對岸中國人眼裡都是「台

胞、呆胞」。這就像日本統治台灣，反而促成台灣各

族裔產生台灣意識。如果我們獨尊閩南語為台語，那

麼少數族裔可能質疑：我媽媽講的客家話、漢語、原

住民語難道不屬於台語嗎？難道我不是台灣人嗎？

  上述的「漢語」是指中國國民黨所稱的國語，對岸

中國稱為普通話。英文寫作Mandarin Chinese，意為

「滿大人講的中文」或是滿清帝國官話。中國政府把

普通話稱為漢語，以別於其他55個少數民族的語言。

1987年中國成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小組辦公室」，簡

稱「漢語辦」。中國在世界各國成立孔子學院，由

「漢語辦」負責推廣漢語。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

灣閩南裔也曾經成立私塾，稱為「漢學仔」，以閩南

語教導漢文。

  漢語現在是台灣的通行語（lingua franca），地位

就像日本時代的日語。如果缺乏通行語，各族裔勢將

很難互相溝通。漢語或中文乃是聯合國八大官方語言

之一，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兩蔣虐政而因噎廢食，排斥

已在台灣流行的聯合國官方語言。台灣青年到國外留

學，有人是在外國大學裡教中文賺學費的。有些老美

在台灣補習班教英文；台灣人學好中文，遲早也可以

到外國補習班教中文賺錢的。

台語原本是指原住民語

  「台灣」這個名詞原本是指位在台江外海的鯤鯓島

上的西拉雅族的台灣社，後來泛指全台灣。這就像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瑪發現非洲東岸的小島莫三比

克，後來這個島名泛指今莫三比克共和國全境。「台

灣」既然原指台灣社，那麼「台語」合理推敲應該是

指台灣社使用的語言；「台灣人」原指台灣社人，後

閩南語乎？台語乎？
蔡百銓

來泛指原住民各族語言與人民。

  有人會指出我這種說法與中國國民黨的詮釋同一個屁

股出氣。其實原住民也有類似說法。1986年洪維仁教授

訪問埔里81歲老人潘郡乃。潘先生說道：「我們番才是

真正的台灣人」。當然，語言隨著時代變遷而產生不同

意涵。如今台灣人泛指台灣各族裔，台語也應該泛指台

灣各族裔的語言。紐西蘭的例子可支撐我這種說法。

  「紐西蘭人」這個名詞原本是指紐西蘭原住民，就像

「台灣人」原本是指台灣原住民。1834年英國官員為了

防範法國移民從新喀里多尼亞就近兼併紐西蘭，乃扶持

毛利各部落酋長建國，國號取名紐西蘭聯合部落邦聯

(Confederation of the United Tribes of NZ)，立刻

予以外交承認。但是毛利部落內鬨，邦聯立刻瓦解。而

接著英國移民越來越多，乾脆自稱為紐西蘭人，而以毛

利人稱呼原住民。這就像台灣漢族移民後來自稱台灣

人，而以番仔稱呼原住民一樣。如今紐西蘭人包含毛利

人，台灣人也包含原住民。

  差別只在於「台灣」是台灣社原住民的自稱，而「紐

西蘭」則是歐洲人命名的。1645年「紐西蘭」這名詞首

度出現在荷蘭航海圖上。紐字意為新，西蘭則是荷蘭的

西蘭省，英國庫克船長把它拼寫為英文的 New 

Zealand。

台灣閩南語仍是閩南語

  有人指出台灣的閩南語歷經三、四百年演化，已與福

建閩南語不同。差異當然難免，問題是差異究竟有多

大。台灣現行閩南語不是三、四百年前鄭成功帶來的那

種明朝福建閩南語，而是歷代福建移民陸陸續續從唐山

帶來充實與更新的。

  台灣閩南語不曾長期隔絕福建閩南語而孤立發展。例

如我是閩南移民第三代，我祖父帶來台灣的語言大約是

150年前的福建閩南語。戰後來台的閩南人則帶來六、

七十年前的福建閩南語。台灣閩南語與福建閩南語其實

交流不斷。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早期禁止台灣人與中

國交往，但是二戰期間也曾派遣台灣人前往福建佔領區

工作。戰後台海兩岸隔絕，但是這二、三十年來又交往

熱絡。

  語言學是一門有趣的學問。我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堡遇

到一位西班牙遊客。她說她拜訪當地猶太人，發現他們

會講古代的西班牙文。這是因為1492年西班牙基督教王

國光復伊比利半島，滅亡當地回教蘇丹國。有一部份猶

太人從西班牙逃亡到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他們的

後裔保存著五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文。伊斯坦堡遠離西班

牙，因而猶太人帶來的西班牙語孤立發展。我告訴那位

西班牙遊客，我先父說的是五十年前的日本話。

                                                    (本文未完，接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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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閩南語乎？台語乎？)

  再舉奇特例子。蘭嶼達悟族祖先約於五、六百年前

來自菲律賓巴丹島。2001年我前往蘭嶼，發現達悟族

竟能以母語與來訪的巴丹島官員與議員交談。台灣官

方承認原住民14族，他們的語言同屬於南島語言，彼

此卻不能以母語交談。萬那杜人口22萬5000人，卻擁

有113種本土語言，官方語言則有三種：皮京英文（當

地稱為 Bislama）、法文、英文。

閩南語南腔北調

  有位郭先生來函告知：「閩南語包括潮州話、海南

島等多種方言在內，而台語的語音與詞彙融合平埔族

與日語的因素。建立台灣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台語當

然是台灣的國語」。的確，中國閩南地區除了泉州話

與漳州話之外，還有潮州客家話與漳州詔安客家話、

畲族語。海南島一般不列於閩南地區。我們一般所稱

的閩南語是指泉州話與漳州話、廈門話。廈門位於漳

州與泉州之間，廈門話混合泉州話與漳州話，也稱為

「漳泉瀾」。

  今天台灣的閩南語其實也是漳泉瀾。有的地方漳州

語成份多，有的地方泉州語比重高，又受到客家話與

原住民語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呈現南腔北調現象。

郭先生說：「台語的語音與詞彙融合平埔族與日語的

因素」。這是事實。但是這無法改變台灣閩南語仍是

閩南語的事實。台灣客家話遠比閩南語更複雜，甚至

可以分為五大腔調「四海大平安」（四縣腔、海陸

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或是七大腔調「四海

永樂大平安」（加上永定腔、長樂腔）。但是不管如

何分歧與變化，總稱為客家話。我們不妨以英語來做

比較。

英語：萬變不離其宗

  英語在全世界各地千變萬化，仍然總稱為英文。英

國移民建立美國、半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他們

講的英文當然受到當地人文環境影響，但是他們的語

言仍然稱為英文。前英屬殖民地獨立後建立的國家仍

奉英文為官方語言。這些國家包括南亞諸國（巴基斯

坦、印度、斯里蘭卡、尼泊爾）、非洲英語系國家、

東南亞新加坡與美國前屬地菲律賓、加勒比盆地牙買

加 等 。 甚 至 太 平 洋 也 出 現 皮 京 英 語 （ Pidgin 

English洋津濱英文），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英文稱

為Tok Pisin（＝Talk Pidgin, 說皮京英語）。這個

國家英文國名寫作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國，當地皮京英文寫作

Independen Stet bilong Papua Niugini（bilong應該

是 belong的變體）。

  郭先生說：「建立台灣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台語當

然是台灣的國語。」台灣能否法律獨立，與採用或強

調何種語言並無必然關係。過份強調自己母語的地

位，反而會使少數族裔產生疏離感。

  國語（National language）在多語系國家是一種可

怕觀念。中國國民黨曾經規定漢語為國語，強迫全體

台灣人民說漢語，企圖消滅所有本土語言。這使得許

多日本時代的遺老突然變成文盲或半文盲，造成台灣

文化發展嚴重斷層，導致父母與子女語言隔閡而傷害

親情，其政治惡果迄今猶存。日本政府在皇民化運動

時期，頂多利誘台灣人講日本語而成為國語家庭，並

不消滅台灣本土語言。殖民政府百般歧視殖民地人民

語言。肯亞作家狄亞哥追憶，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

肯亞學童講母語會被罰錢，頸子上掛著「我是驢子」

的牌子。我聽說法國殖民地更糟，學童講母語就會挨

打。

  閩南裔如果想要習國民黨作法而把閩南語定為國

語，要求外省裔學習閩南語，必會傷害也曾受過國民

黨語言政策迫害的少數族裔的感情。曼德拉出獄時曾

說：如果我不把仇恨留在監獄裡，那麼我就會仍然活

在監獄裡（大意如此）。仇恨會使人蒙蔽理智，肇下

更大錯誤。

閩南語還無法作為官方語言

  有些國家把某種或某些語言列為官方語言

（official language）。而想要把某種語言列為官方

語言，前提必須該語言擁有文字（written languag

e）。遺憾的是，閩南語迄今仍然只是一種口語（oral 

language）。許多人努力要為閩南語創造文字，但是還

沒有一種能被各界共同接受的方案出現。閩南語如

此，客家話與原住民文字也仍不成熟。

  在官方語言方面，南非列出11種，印度22種，新加

坡4種。新加坡國歌以馬來語正式演唱，當然也有人翻

譯為其他三種語言。南非國歌全曲分為五段，分別由

五種語言輪流演唱。南非憲法規定11種官方語言，並

不表示每個人都得學習11種官方語言，只要學習自己

母語與搭配英語即可。例如在夸祖魯/那塔耳省，官方

語言兼採祖魯文與英文。南非作家布萊希特主張南非

官方語言只要英文一種即可，其他語言則由各省自行

決定。美國聯邦政府不管這些瑣事，讓各州因地制

宜。有些州因為拉丁美洲裔的西班牙語人口越來越

多，可能也會把西班牙語列為該州官方語言。

請以平常心看待語言

  另有位朋友來函表示，國民黨把台語說成閩南語，

意在連結台灣與中國福建省。但是日本政府在台灣作

人口普查時，把說閩南語的家庭登記為「福」，把說

客家話的家庭登記為「廣」，難道日本政府意在增強

台灣人與福建省及廣東省的關係？討論語言，最好保

持平常心。

  讓政治歸政治，語言歸語言。東非洲厄利垂亞是個

有趣例子。厄立垂亞1993年正式脫離伊索匹亞獨立，

官方語言包括提里尼亞語（Tigrinya）與阿拉伯文、

英文。提里尼亞人佔有厄利垂亞人口百分之55，他們

與衣索匹亞北部提里尼亞省人民同文同種，但是這不

影響他們獨立建國。他們也不刻意把提里尼亞語改稱

為厄立垂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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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小鴨喜宴後去說再見
陳順勝

  黃色小鴨9月19日游進高雄光榮碼頭，今天是黃色小

鴨在高雄最後一天。一早就有很多民眾把握最後機會賞

鴨。市府估計中午前光榮碼頭已湧進十萬人潮，全天預

估有25至30萬人潮。加上截至昨晚365萬人潮，總人潮

逼近四百萬人潮，致使高雄的飯店、商家大發利市，小

鴨周邊商品也熱賣，高雄市政府粗估達新台幣10億元。

  高18公尺（約6層樓高）、重達1000公斤的黃色小鴨

是亞洲第一大，世界第二。紅紅翹翹的鴨嘴、圓嘟嘟的

黃色身軀隨著波浪起伏轉動，在高雄港美景襯托下，超

萌模樣，忍不住叫人多看一眼。一個月來每天吸引大批

遊客造訪。

  高雄和黃色小鴨的創作者荷蘭藝術家霍夫曼簽訂兩年

約，兩年內除了這次展出一個月之外，還可以再展出一

段時間兩次。但原則上不和國內其他城市展出時間重

疊，也就是要避開桃園與基隆展出的時間。

  早上10時起在服務台送「小鴨畢業證書」，可蓋戳章

紀念，限2000張。早上六點半就有人排隊，十點開始發

送時，超過一千人排隊，11時20分就送完。

  黃色小鴨閉幕式下午4時在光榮碼頭登場，比照艦艇

除役規格噴水相送，並有「小鴨與天鵝共舞」表演節目

助興。市府並號名民眾穿黃衫到場揮手歡送小鴨，現

場還施放黃色氣球。黃色小鴨閉幕後由拖船將小鴨拖

往駁二基地，隨後吊掛上岸、消氣、打包，傍晚6時前

完成。

  我一個月來幾次路過，無乃人山人海，停車一位難

求而作罷。今天適逢老同事朋友娶媳婦喜宴，席設成

功路

的漢來飯店，距離黃色小鴨的光榮碼頭，步行不到十

分鐘。車子參加喜宴時，早已停漢來。利用喜宴後，

去光榮碼頭跟黃色小鴨說再見，是最有時效的生活時

空管理。

  下午快四點就到光榮碼頭看黃色小鴨，從不同角度

拍照，留下小鴨在高雄最後身影。

  很高興西裝筆挺戴著帽子的我，被認出來看阿扁的

醫師，還獲禮讓邊邊位置讓我拍照。她說他們夫妻都

是阿扁的支持者。我說謝謝，還說我童心未泯。我說

老人跟小孩一樣啊！其實我是以可以在最後一刻，以

最有時效的方式，看得到小黃鴨為榮。趕快拍了照，

把好位置讓給別人。

  喜宴後去光榮碼頭，黃色小鴨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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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台灣公義之夜-黑牢五年‧釋放阿扁
活動日期：2013.11.10(日)晚上6:30
活動地點：228公園音樂台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03號)
主辦單位：一邊一國連線、凱達格蘭基金會
         陳水扁辦公室
  2008年11月11日是台灣司法最黑暗恥辱的一天，
馬英九指揮現代東廠 - 特偵組作為政治鬥爭工具，
以莫須有罪名將陳水扁總統上銬關入黑牢，到今年
11月11日，正是阿扁總統背負台灣十字架屆滿五年
的日子。
  回首這一段艱辛路途，基層支持者寒冬送暖、不
離不棄，律師團及醫療小組義無反顧、全力發掘扁
案及病情的真相，讓社會上更多人明瞭「扁案是政
治迫害的本質」以及「阿扁總統遭受不人道的虐待
導致腦部、精神俱創」，點燃平反之路的燈火，從
暗暝漸漸走向天光！
  連國民黨籍的法務部長曾勇夫都大罵特偵組羅織
罪名、陷害他人，立法院長王金平也嚴批特偵組違
法濫權，退休的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更直指馬英九
的黑手侵犯審判權，由此可知，扁案當中的換法
官、押人取供、無限期羈押、恐嚇證人、與通緝犯
交換條件咬扁等罪行，更是馬政權為了報復政敵所
使出的卑鄙手段、下流奧步。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活動訴求，號召更多鄉親
朋友、凝聚更大的政治力、累積更豐沛的社會能
量，大家作伙努力打拼，站在民意巨人的肩膀上，
早日達成「平反釋放阿扁總統」的終極目標。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董事長 陳唐山 敬邀

  大是大非是假，違法監聽是真，馬、江、

黃、羅四人幫違憲亂政，恐怖監聽國會，更插

入私人隱私，迄今依然逍遙法外。908台灣國總

會長王獻極親扮包公送特大號大力丸威爾鋼，

要地檢署學習包公精神硬起來，比照王金平假

處分判決案，把主流民意當靠山，速速法辦全

民公敵九趴馬四人幫。

908台灣國活動：法辦四人幫 地檢署硬起來

台灣凱校人力發展協會──

《看見台灣》影片包場欣賞活動
放映時間：2013年11月8日(五)晚上7點30分

放映地點：絕色影城 

          (台北市萬華區西門町漢中街52號8樓)

索票辦法：每位校友可索取兩張，數量有限，請儘速

          向凱校報名索取，送完為止

  齊柏林從事空中攝影二十多年，在這段期間內一直

都是以拍攝平面照片為主，但想在空中使用動態影像

記錄台灣的想法，已經逐漸開始萌芽。在2009年初，

齊導演花了近300萬的積蓄，從國外租用專業空拍設

備，以30小時環台一圈，拍攝台灣動態的影像紀錄。

而在2009年的88風災，台灣山林受到極為嚴重的創

傷，齊柏林乘著直升機飛入災區拍照，看見滿目瘡痍

的景象，齊導演深深感受到，只有平面的影像不足以

讓觀眾真實地感受到台灣正在面臨的危機。雖然之前

不久已繞著台灣飛行一圈，但齊導演仍然認為還有更

多的地方是值得被記錄下來的，因此下定決心，將房

子抵押，以及透過朋友的借貸、支持，把近3000萬台

幣的專業空拍設備給買進台灣，開始了拍攝台灣首部

空拍電影紀錄片《看見台灣》的計畫。

公投盟【５週年感恩募款餐會】
主辦單位：公投護台灣聯盟(公投盟)

時　　間：2013年10月25日(五)暗時６點開始進場

地　　點：一郎餐廳

        （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第二果菜市

         場樓上）

餐券費用：NT.$3,000/張

售劵地點：(1)公投護台灣聯盟濟南路基地

             (台北市中山南路、濟南路路口）

　　　　  (2)公投盟辦公室

            （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洽詢專線：(02) 2392-7590



國寶級白目馮光遠前進高雄，

《天龍國人真會搞笑》！
  「給我報報」最近這幾年在台北的一些小劇場固

定都有演出，內容則以搞笑短劇為主，10月30日開

始連續五天六場，報報式的短劇，將首次在高雄市公

演，因為我們參與了「2013正港小劇展─秋冬劇

季」，我們此次帶到高雄的戲，劇名為《天龍國人真

會搞笑》，熟悉白目式寫作的讀者，絕對要來看我們

的白目演出。對了，劇名《天龍國人真會搞笑》是老

早就定的名稱，跟馬英九這幾天的胡搞瞎搞沒有什麼

關係，請大家不要誤會。也許大家好奇，會有馬英九

的題材嗎？這還用講，沒有馬英九這超級蠢才，像是

「給我報報」這樣的單位，要怎麼存活啊，大家說是

吧？

  從十月30日周三晚上7時半第一場、31日周四晚上

一場、11月1日周五晚上一場、11月2日周六下午2時

半一場，周六晚上7時半再一場、3日周日下午2時半

再一場。門票一張450元，學生憑證8折，入場需驗

證進場。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同人員(限1人)購票

享5折；入場時請出示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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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1945日本投降的真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

授命同盟國盟軍的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代表盟軍受

降；1945年日本終戰的投降，不是向中華民國投

降，而是向同盟國盟軍投降。

  「台灣」從未隸屬於中華民國，但是後來卻在中

華民國政府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翻流亡渡海來

台後，直接以軍事武力非法佔領至今。 10月26日，

禮拜六上午十點鐘，就讓我們回到這個台灣歷史的

交會點，還原當年日本投降的歷史畫面，釐清台灣

主權的歸屬。歡迎大家一起來喚起台灣人的真實記

憶……

主辦單位／台灣北社、台灣守護聯盟等20多個社團

協辦單位／台灣人民監督法院協會、台灣聯合國協

進會、台灣青年公共事務協會、台灣醫社、台灣教

師聯盟、公投護台灣聯盟、九〇八台灣國、台灣民

族同盟、獨立建國台北大旗隊、台灣客社、台灣公

義社、台灣民族黨、台灣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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