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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所有施政都向著中國的馬英九在今年的國慶大會

上以「堅定方向團結奮進開創國家新局」為題發表演說

時竟然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不是

國際關係。」此言論立刻引發議論，也引發綠營的抨

擊，咸認為馬英九在國慶日上間接宣布海峽兩岸統一！

沒過多久，馬英九又於10月16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政

府推動兩岸直航挽救台灣航空業時，竟然把兩岸航線與

美國國內航線類比，將兩岸航線比喻成國內航線。馬此

舉再度引發爭議。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內為了追求歷史

定位，實現其父「化獨漸統」的遺訓，也為他心目中的

「習馬會」鋪路，早已不顧身段、不顧廉恥、不顧民眾

觀感地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一切所作所為都

是為了統一。

  馬英九自己可能很得意於他在今年國慶大會上及國民

黨中常會上的露骨說法，但台灣本土人士可不這麼想。

台灣民眾普遍認為馬英九有如一隻脫韁的野馬，如不予

以有效地制止，馬在其剩餘的任期內必會做出嚴重傷害

台灣主權的事，讓台灣被中國併吞成為一條不歸路，誰

當下一任總都無法逆轉該趨勢，甚至連是否還有下一次

總統大選都成了問題。為了反制馬英九的統一急行軍，

也為了破除國民黨長久一來的「台灣光復」神話，讓台

灣人知道自己才是台灣的主人，以北社和台灣守護聯盟

為首的二十多個本土社團代表與學者專家趕在10月26日

在中山堂 (前身是公會堂) 舉辦「重現1945日本投降的

真相」活動。

  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所長薛化元、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

員陳儀深、北社前社長周福南都在會中發言。薛化元表

示，蔣介石在1949年就很清楚表示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領土。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當時要撤退到哪裡，蔣介

石並未真正把台灣當作其撤退的基地。陳儀深說1945年

10月25日日軍在台北公會堂、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堂，向

同盟國聯軍投降時，並不是向當時的中華民國投降。蔣

介石只是暫時接管台灣，台灣的地位未定，因此，台灣

人應該建立自己的國家。周福南表示「台灣光復節」雖

然已經沒什麼人在舉辦慶祝活動了，但台灣光復的神話

仍然深入人心，尤以目前的中山堂前廣場上國民黨政府 

舉辦「重現1945日本投降的真相」活動的主要目的以不

實史實立碑毒化下一代，因此有舉辦「重現1945日本投

降的真相」活動的必要性。

台灣再淪陷日

  是要讓全國民眾知道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的對

象是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四個國家所組成

的同盟國，並不是中華民國這個國家。中國戰區司令

蔣介石只是受盟軍遠東軍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之

命，派遣其部屬陳儀前來台灣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的

投降而已，中華民國本身並不是日軍投降的主體。何

況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並未把台灣和澎湖的主權讓渡

給中華民國。因此，台灣的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住民，

並不屬於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馬英九及其中國黨

政府只是代管台灣而已，並沒有權力把台灣出賣給任

何國家，包括中國。

  台灣和澎湖從未隸屬於中華民國，但因中華民國政

府軍在中國大陸被中共打敗後，借助美軍之力流亡到

台灣來，以軍事武力非法佔領台灣迄今。因此，10月

25日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政府所稱的「台灣光復日」，

而是台灣再度淪陷於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再淪陷

日」。因此，今年才首次舉辦的「重現1945日本投降

的真相」活動應該年年都辦，且到全台各地辦，讓各

地民眾都能了解那段歷史的真相，及台灣主權的歸

屬。只有當台灣人普遍知道那段歷史真相，了解台灣

的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住民，而不是流亡的中國黨政府

時，台灣人才會覺醒，才會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及如

何阻止馬英九及其黨羽將台灣出賣給流氓中國的惡

行。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圖 ↑ 2013-10-26 在中山堂重現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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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馬英九施政馬馬虎虎，卻忙於到處作秀、鬥爭異

己，且藉著黑箱作業意圖引進中國政經勢力，逐步操

控台灣…，導致自己的民調支持率降到9.2%，卻在日

前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說出因為他從事改革，

所以民調才變低迷，真是滿口謊言，欺騙世人！

  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馬英九高喊國民黨「黨產歸

零！」近五年來，卻「黨產加零」，每年股利就多達

近30億元，可以繼續用來賄選、綁樁、操控媒體…使

台灣的民主選舉不公不義，更破壞台灣人民的心靈建

設，以致許多人一直短視近利，不分是非！

  林肯說過：「你可以欺騙全世界人類於一時，卻無

法欺騙每一個人於永遠。」把這句話送給滿口謊言的

馬英九，看他能不能自我反省，先從全力改革龐大的

不義黨產著手，還財於民，他的民調必定能提升！

  馬英九還有一個大謊言，就是他在10月10日所謂

「國慶文告」中說出：「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

如果海峽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表示他在否認對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國家嗎？！有十三億人口的中

國，同時又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

馬英九應自動下台

一，他憑甚麼去否認呢？！而馬英九是台灣人民選出

來的總統，總統是一個國家的元首，可見他在否認三

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台灣領土上有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這是何等可怕的謊言呀！！既然他否認台灣是個

國家，那就沒有一個國家元首(總統)了，他應當言行

一致，自動下台，不必等人民丟鞋喊叫他下台，他若

還自稱「總統」，不就是自欺欺人嗎？

  今年8月間，馬英九飛赴南美訪問過境紐約時，在他

下塌及舉行晚宴的凱悅大飯店外，有上百位台僑舉牌

抗議馬英九「謊言治國」，高呼他「下台！」可見馬

英九真是以謊言治國的外來權貴，手中握有統治權

力，卻不認同台灣，所以才會不認真施政，他心中沒

有台灣，沒有台灣人，他心中只有中國，只有中國

人。真的，他需要趕緊自動下台，回去中國做中國人

吧！！讓台灣成為一個真實民主自由的國家，藉著正

名「台灣國」，制定台灣國憲法，以台灣國名義加入

聯合國，促使台灣國家正常化，如此就能與周邊的日

本、菲律賓、中國以及世界各國建立真實的國際關

係，共同促進世界的公義、和平與安全。

  2008年12月，美國總統布希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舉

行記者會。年輕記者孟塔達連續對他扔兩隻鞋子，高

叫「這是伊拉克人民的告別之吻（吻別），狗！」

(This is a goodbye kiss from the Iraqi people, 

dog)(YouTube觀 賞 ： President Bush Attacked By 

Shoes)。

  布希總統反應敏捷，快速閃過。他說那是10號鞋

子，並為漏接鞋子趕到遺憾。在美國佔領下的伊拉

克，法院是美國開的，判處孟塔達三年徒刑。但是孟

塔達立刻成為伊拉克民族英雄，九個月後就獲得釋

放。

  孟塔達那雙鞋子值多少錢？沙烏地阿拉伯某商人出

價1000萬美元買不到。他比喻該鞋是「說出全體伊拉

克人民心聲的火箭，應該陳列於博物館內」。看來台

灣人民累積的火箭也越來越多，以後募款餐會可以改

賣火箭。

  現在國民黨正在對台灣人民發動輿論戰。它安排人

馬輪流撰文，企圖積非成是，準備把王獻極與陳為廷

等英雄豪傑判刑。歡迎國民黨開的法院迅速行動，立

刻把他們抓入監獄。拆政府大不易，政府是抽象的。

但是監獄是有形的，拆監獄比較具體。1789年7月法國

大革命就是從拆巴士底監獄開啟的。拆掉監獄，全國

不扔鞋子，難道要扔炸彈？

蔡百銓

人民心靈大解放，

大革命終於節節開

展 。

(本 文 原 載 於

2013年10月26日自

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www.liber

tytimes.com.tw/2

013/new)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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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4日聯合國日，羅榮光牧師在台北市馬偕醫

院，主持「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成立十周年慶典。四

十二年前，1971年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如今台

灣的代表能否進入聯合國？本文回顧最近二十多年來

台灣返聯與入聯的努力。   

  台灣試圖與聯合國重建關係，可以分為五種模式：

（ㄧ）李陳兩總統模式：企圖以「中華民國」名義重

返聯合國13次失敗；（二）陳總統模式：2007年企圖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失敗。「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也主張採用台灣名義；（三）馬總統模式：只求

加入聯合國專業組織；（四）消極不理會聯合國；

（五）先與中國達成協議，再以適當身份加入。不論

何種模式，這些努力（第四種除外）可以稱為ㄧ種政

治運動：聯合國運動。

2758號決議案（1971）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召開第廿六屆會議，通

過2758號決議案，驅逐蔣介石的代表，另以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代表取代。這項決議案造成奇特現象：聯合

國仍然保存著中華民國會籍，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

表中華民國（順帶ㄧ提。那年我高三。年初，別人在

準備大專聯考，我卻花了一個星期課餘時間，畫製璧

報《釣魚台是我們的》張掛於校園，遭到教官在朝會

時痛罵）。  

  此後，蔣介石一貫主張的「漢賊不兩立」失效，變

成「賊立漢不立」。而美國長久企圖安排「兩個中

國」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其實兩德與兩韓並存於聯合

國，並不妨礙兩德統一，兩韓亦然。為什麼兩中不能

也並肩共存？

聯大這號決議案稱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

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全文如下：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

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必須從事的事業都

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

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

個常任理事會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

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

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

構非法占據的席位驅逐出去。

熱身運動：黃復/台灣聯合國同志會

  將近二十年後，1991年年初黃復醫師與故林永生先

生成立「台灣聯合國同志會」，並向瑞士總部報備。

我立刻趕去報名。過幾天後，林永生告知瑞士總部回

台灣與聯合國運動
蔡百銓

圖↑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將蔣介石
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
                                                                         (圖翻攝自網路)

。

函表示竭誠歡迎。我們依照規定舉辦成立大會與遊行

歡慶，並把資料與照片寄到瑞士總部。不久後，總部

來函表示根據ㄧ個中國原則，他們無法承認台灣會

籍。這項努力失敗，但是勾起國人對於聯合國的回憶

（黃復是前國策顧問黃華的哥哥，林永生是進行曲

《海洋的台灣》作詞者，作曲是王明哲）。

引燃議題：蔡百銓〈外交革命芻議〉

  1991年四月我以筆名萬全，在《首都早報》發表兩

篇文章，挑起聯合國運動。六月間李登輝總統表示準

備參與聯合國，樂觀認為三、五年就可完成。接著蔡

同榮舉辦「公投入聯合國」大遊行，呂秀蓮率團前往

紐約扣關，但是被擋在聯合國大廈門外。1992年李總

統安排立委謝長廷與章孝嚴、陳水扁與錢復分別在電

視上討論聯合國問題。

  我這兩篇文章是〈ㄧ族多國、合舟共濟〉與〈外交

應有革命性政策〉（我的原題是〈外交革命芻

議〉）。有關聯合國部份摘要如下：（1）加入聯合國

乃是國家主權獨立象徵；（2）中共花了二十年光陰

（1950－1971）才加入聯合國，我們可以準備花三十

年光陰。如果不肯跨出第一步，永遠達不到終點；

（3）重返聯合國十分艱難，台灣可以先成為觀察國。

巴解組織1970年代就取得觀察員地位，台灣為何不

能？（4）大國在聯合國應有小國替它發言。中共過去

在聯合國曾有阿爾巴尼亞擔任傳聲筒，台灣最有資格

扮演這種角色；（5）以前阻撓中共加入聯合國的是蔣

介石，不是台灣人民。中共如果兼併台灣而永遠失去

一個潛在的忠實友邦，得不償失；（6）沙烏地阿拉伯

睦鄰之道可供中共借鏡。以沙國武力，足可兼併波斯

灣畔五個小國。但是在兩伊戰爭爆發後，沙國卻以平

等身分與這些小國合組「海灣國家理事會」。不但與

伊朗有個緩衝區，更儼然成為區域霸主。中共可與台

                                                     (本文未完，接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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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臺灣與聯合國運動)

灣及新加坡結為區域組織，經由新加坡伸張勢力於東南

亞，並以台灣作為中蘇日美四國的緩衝區。

  現在高談聯合國安然無事，當時談論聯合國卻屬於台

獨言論，警察每隔兩三天就到我住處「戶口檢查」。順

帶ㄧ提。拙文提及「如謂關公馬祖來自大陸，台灣就應

該與中共統一。那麼佛祖與耶穌來自印度與以色列，台

灣豈不是也應該與它們統一？」這個論點（與其他論

點）被人以「我的關公馬祖論」抄襲弘揚，感謝。問題

不在抄襲，而是失主沒罵小偷，小偷卻先罵失主。此

外，1997年我在南非與ㄧ位台僑聊天。我提到我這兩篇

拙文掀起聯合國運動，他說我應該請博士/教授在公開

場合證明我發表過這些文章。台灣人的「博士崇拜」情

結已經病入膏肓！ 

潑掉髒水也把嬰兒潑掉

  聯合國議題浮上檯面。當時郝柏村先生擔任行政院

長，他比喻中共入聯是冒名頂替、鵲佔鳩巢（意即中共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取得中華民國席位）。呂秀蓮女

士評謂聯合國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但未處理台灣代表

權問題。後來李敖先生表示台灣ㄧ直都在聯合國裡面不

曾離開，因為台灣是中國ㄧ部份。我比喻聯合國好像潑

掉ㄧ臉盆的洗澡髒水（蔣介石的代表），卻把臉盆裡的

嬰兒（台灣）ㄧ併潑掉。

  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言，聯合國對待台灣人很不友善：

（1）1997年我寫信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希望購買他

們出版的《非洲史》六冊。對方回函說台灣不是聯合國

會員國，同時提供我聯合國設在日本與中國、香港、新

加坡的辦公室住址，要我向他們購買；（2）2007年前

衛出版拙作《邁向人權國家》。我分別寄給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與哈瑪紹圖書館，都未收到回函。這在文明社

會裡是很不禮貌的。我在附函裡向他們解說，台灣很認

真配合聯合國推動人權，拙作介紹聯合國七個核心人權

條約與台灣相關法律、聯合國監督締約國執行人權條約

的機制等等（台灣要到六年後，2013年才有中研院廖福

特教授的ㄧ本性質類似的著作出版）。

  台灣重建與聯合國關係的模式有以下五種：

  （ㄧ）中華民國返聯：李陳兩總統模式
  台灣從1993年直到2006年連續十三年，在李登輝與陳

水扁兩位總統主政期間，委託友邦在聯合國總務會議

上，替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但是

這個議題從來不曾排上聯合國大會的議程表。

  2007年元月，立法院決議加入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

婦女歧視公約》，委託友邦轉函聯合國，遭到秘書長潘

基文具名退件。潘基文援引2758號決議案，說明「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他也將之

扭曲詮釋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遭到美

國糾正。

  （二）台灣入聯：陳總統模式（2007）   
  2007年七月陳總統請託友邦遞件，致函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希望能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聯合

國法律事務廳以2758號決議案與一中政策為由退回。陳

水扁致函皢喻，只有安理會與聯大才有權決定可否。同

年八月，台灣再度提出入聯案，但未列入九月聯合國大

會的議程表。

  更早，2003年羅榮光牧師成立「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每年率領「台灣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前往紐

約，維繫著聯合國議題於不墜。2008年3月總統大選，

同時舉辦返聯與入聯公投，為邱義仁烽火外交劃上句

點。  

  （三）馬總統模式：加入專業組織（2008） 
  聯合國不對台灣開啟大門。馬英九總統轉向，爭取

加入附屬專業機構。2008年八月外交部透過友邦遞交聯

合國祕書處ㄧ項提案，稱為「審查中華民國 （台灣）

2300萬人民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基本權

利」，希望列入九月開會的第63屆聯大臨時議程。

  馬總統設定兩個專業機構為目標：國際民航組織

（ICAO）與氣候變遷架構（UNOCCF）。2013年台灣以來

賓身份（Guest, Chinese Taipei）參加ICAO。但是姜

皇池教授認為外交部矮化台灣。他指出美國與歐盟、地

主國加拿大等都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而非來賓身分參與。

馬總統也爭取到繼續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此外，

2009年馬總統公布實施《兩公約施行法》並簽署聯合國

《兩公約》批准書，2012年發表《國家人權報告》。

  （四）消極不理會聯合國
  有人認為台灣做好內政最重要，不必虛擲時間於聯

合國。其理由不外乎：（1）加入聯合國並不能保障台

灣安全。中國侵入印度與越南、蘇聯佔領阿富汗、美國

佔領阿富汗與伊拉克，顯示聯合國根本無法保護小國；

（2）台灣最需要的是自我承認，不是別人承認。

1933年《孟特維德亞國家權利與責任公約》說：「國家

的政治存在不必其他國家承認」。歐洲聯盟的宣示性國

家理論（declarative theory of statehood）立論與

之類似；（3）加入聯合國必須安全理事會推薦，而中

國是安理會裡握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台灣何必對中

國低聲下氣而自取其辱；（4）巴勒斯坦獲有130國外

交承認卻處於以色列軍事壟罩下，台灣缺乏法律獨立卻

事實獨立，處境已比巴勒斯坦國好多了。 

  （五）與中國達成協議再加入
  有人希望中國比照蘇聯先例，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蘇聯曾讓兩個在其實質統治下的加盟共和國（白俄羅斯

與烏克蘭）加入聯合國。但是中國堅持與台灣建立ㄧ國

兩制，如讓中華民國返聯或台灣入聯，豈不形成兩個中

國或ㄧ中ㄧ台？如果台灣政府預先與中國達成某種協議

或默契，台灣人民與美國能夠接受其內容嗎？這種三角

習題能夠化解嗎？

  聯合國議題與統獨立場關係密切。前述李敖表示台

灣ㄧ直不曾離開聯合國，而呂秀蓮則認為聯合國尚未面

對台灣代表權問題。中華民國返聯13次失敗，台灣入

聯只有1次也失敗。入聯仍待羅榮光牧師與有心人士繼

續弘揚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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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一輛來自新疆的

吉普車闖入北京心臟地帶天安門城樓前行人道，撞

倒中外遊客及民警，再撞向華表及金水橋護欄，繼

而爆炸起火，造成最少5人死亡38人受傷的悲劇。死

者包括車廂內的司機及兩名乘客，其中最少2人是維

吾爾族男子，其中一名身亡維族男子來自6月底有

35人因流血衝突而死亡的新疆魯克沁鎮。當局刻意

低調處理，甚至在網路消音，顯示他們正在隱瞞真

相；因此可以推斷，事件更像是一樁自殺式攻擊事

件。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顯然就是反抗中國政府

對維吾爾族人的暴力鎮壓。

  新疆的族群衝突越演越烈，燒到北京來了。當局

的鎮壓，使許多無辜的維吾爾人犧牲，因此他們的

反抗，也勢必傷到其他無辜者。難道我們要讓這種

不幸事件繼續下去嗎？迷信暴力的共產黨當局以為

  馬英九不知反求諸己，卻反而怪罪威鞋人士，要將

威鞋者當場逮捕法辦，回到威權獨裁恐怖時代，開民

主倒車。渠何不知他羞辱人權，漠視民生，踐踏台灣

主權在先，早是全民公敵。威鞋只是一種對全民公

敵，無能九趴執政者，最溫和理性的抗議表達方式，

屬於國際人權公約的言論自由層次。像馬這樣不顧人

民死活，一意孤行破壞民主，出賣主權踐踏人權的無

能9趴總統，在國外早已見笑自動下台，或被汽油彈轟

下台了，馬還有臉說要法辦威鞋人士嗎？

台灣維吾爾之友會理事長林保華聲明
暴力鎮壓就可以嚇到維吾爾人爭取人權的決心；事實

不然。毛澤東說過：“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

就有反抗。”毛左們怎麼就不相信自己領袖說過的

話？因此要消弭新疆的族群衝突，就是要消除當局對

維吾爾人的壓迫與剝削。只要中共當局願意放棄大漢

族主義的漢化政策，尊重維吾爾人的正當權益，新疆

的族群衝突就不難解決，否則後果誰都難以預料。

  在中共18屆3中全會即將召開時出現這個警訊，應

引起會議的重視。不要迴避政治議題，必須拿出新的

思維與措施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動亂，絕對不是只有

新疆一個地區。社會的總危機已經出現，當局再不順

從民意，拿出魄力，而是繼續鎮壓維權人士，鼓勵毛

左興風作浪，包庇太子黨中的貪官碩鼠，包含中國各

民族的大動亂就將不可避免的到來，你們就將成為中

國人民的千古罪人。

威鞋馬的心路歷程
第一次威鞋馬的人  王獻極

  馬英九執政以來，政見完全跳票，而且說謊成性，

一路走來，騙言騙語。沒有大是大非，只有大跳大

騙。一昧只顧個人的歷史定位，完全不顧人民生活痛

苦，不顧台灣主權傍落，不顧司法踐踏人權，民調如

水銀瀉地般降到十幾趴。

  去年12月10日在景美人權園區，本人實在忍不住氣

憤的向馬丟鞋（該雙破鞋義賣50萬元，表示丟鞋獲得

社會認同鼓勵，認得我的人，見面時都伸大拇指，讚

聲說丟得好，為他出一口氣），希望丟醒馬能苦民所

苦，好好施政。無奈馬還是

視若無睹，不知反省，繼續

我行我素。為了通過「服」

從中國，「貿」易賣台灣的

「服貿協議」，竟然變本加

厲，違憲亂政，公然組四人

幫恐怖監聽國會，更加引起

全民公憤，致使民調再落至

九趴。馬有嘴講別人，沒嘴

講甲己。於2006年阿扁總統

民調18趴時，參與紅衫軍倒

扁活動，說子彈已上膛，要

扁下台。如今馬自己民調降

至九趴，卻死賴不下台。馬

的行徑與苗栗縣長劉政鴻，

可說一丘之貉。上行下效，

肥了自己，瘦了人民，才有

青年陳為廷的神丟。至此威

鞋馬英九，蔚為風潮，成為

世界奇觀。 
(圖翻攝自網路)



  今天高長星巴克店長，Rain跟我介紹來源稀少，很久沒進的衣索比亞咖啡，並特地倒一小杯讓我品嚐。他

們最近推出週年紀念的太平洋特調咖啡與今天也推出的衣索比亞咖啡。

  星巴克推出衣索比亞咖啡DM卡片，以古衣索比亞人為背景，還有他們使用的咖啡壺與古咖啡杯。

  衣索比亞Ethiopia是世界咖啡發源地，咖啡品種是阿拉比卡(Arabica)。其實「咖啡」這個名稱源於衣索比

亞的小鎮Kaffa，因咖啡樹是這裡的野生植物，生長的咖啡顆粒飽滿，略帶酒味，等級極佳。衣索比亞咖啡主

要有下列三大種：

  衣索比亞哈拉Harra咖啡：很久以前的衣索比亞，野生咖啡生長在哈拉高原，直到Coby發現了咖啡的存在。

可以說咖啡的歷史從衣索比亞開始，所有的咖啡也從哈拉開始。哈拉輕度烘焙下，其香氣帶有濃厚甜蜜的水

果味及薑味，口感上含有香料的杏仁及水蜜桃果味，濃郁的稠度及肉桂般香料的尾韻。中度烘焙則可嚐到藍

莓般意外的味道。中深度烘焙下，哈拉會表現出獨特的巧克力味，輕微的野味及皮革味，屬於黑色大陸的狂

野咖啡。

  衣索比亞耶加雪菲Yirgachefee：有著似花瓣飛舞的香味及高度明顯的柑橘類味道，混合著少量小荳蔻及肉

荳寇香料的味道。餘韻中，還有優美的蜂蜜甜味隱藏其中。這是一款從名字到餘韻都令人迷戀的咖啡。

  衣索比亞日曬西達摩Natural Sidamo：加工過程包含在果實採收後接著立刻在突出河床地陰乾。由於河床

地都是天然石頭，所以此乾式加工法出來的咖啡，比起其他咖啡有較少土壤味及皮革味。它的主要風味是香

料味及新鮮的煙草味，還有鮮明的藍莓果汁味。

  有了衣索比亞咖啡，回辦公室我取出代表非洲的骨瓷咖啡杯，哈維蘭塞倫蓋蒂咖啡杯(Haviland 

Serengeti)。哈維蘭瓷器已超過150年。美國商人戴維·哈維蘭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咖啡杯特殊的遭遇。見過最

半透明和堅固的杯子後，他前往法國，在那裡他得知利摩日瓷器的傳統，開始設工廠做這款百年的老傳統。

像法國利摩日，哈維蘭瓷器的珍貴在於半透明和耐久性。哈維蘭的多種經典和當代的模式咖啡取得國際幾代

人的喜愛。

  以Serengeti塞倫蓋蒂非洲野生動物公園命名，塞倫蓋蒂餐具的靈感來自大草原。如獵豹和小羚羊的設計是

基於的VANDERVEEN雕塑作品。餐具的帶狀圖案的靈感來自馬賽由珠寶和戰士組成的盾牌。杯套包括獵豹和一

個黑斑羚。材質為利摩日瓷，用洗碗機安全。

  Serengeti一字來自當地Masai語"siringet"，解作無邊無際的平原。Serengeti 真是無邊無際的。面積 

14,760 平方公里的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音譯：塞倫蓋提國家公園)位於坦桑尼亞北部。它的範圍其

實只是行政劃分。從生態角度看，它屬於比它大約兩倍 Serengeti-Mara Ecosystem 的一部分。這生態系統

北面延伸入肯亞的Masai Mara Reserve，西面擴展至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東南面包括Ngorongoro保

護區的部分。

  在這廣闊的平原上，超過百萬頭草食動物不停追逐水草，重覆著牠們祖先已開始了數十萬年、史詩式的動

物大遷徙。沿途危機四伏，歷盡生老病死，是大自然每年一次最壯觀的動物嘉年華。在坦桑尼亞其他國家公

園或保護區，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種類的野生動物，但只有在Serengeti，你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動物，散佈在

看似無邊界的草原上。事實上，Serengeti 是現存世界上唯一能看到這麼龐大野生動物群的地方。

  我讓衣索比亞咖啡回到它們代表非洲大陸原野動物園的咖啡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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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衣索比亞咖啡回到非洲哈維蘭塞倫蓋蒂咖啡杯
陳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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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凱達格蘭大道一端的紅磚百年大廈裡呆了五

年多的馬英九總統，像似契丹或大宋強權下的中

國十世紀南唐李後主。兩人皆治國無能，其共通

點是「不統、不獨、不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球各大洲的殖民地紛紛獨

立，但台灣的殖民地劫數未了。1945年12月25日，同

盟國五強缺一，由美英蘇中四國軍事代表來到台北城

公會堂插上該四國國旗及貼上四張國家元首肖像，辦

理軍事佔領「台灣民主國」儀式。戰後，台灣人民期

望復國，卻仍須忍受新霸權中國南京國民政府的殖民

主義管理。

  本(2013)年10月台北偽國慶儀式，馬英九在紅磚百

年大廈高塔上掛著中國流亡政府旗子，痴談台灣民主

國的對外關係。細查1945年至1949年期間的台灣國際

地位問題，除上述同盟國四強軍事佔領台灣，尚有中

國南京國民政府竊據台灣民主國，魔頭蔣介石以「光

複台灣」四字黑幕掩蓋台灣國對外關係。

  蔣某的「黑幕掩蓋」，曾被美國所揭穿。1950年

10月20日，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與中華民國流亡政

府駐美國大使顧維鈞在美國成功湖舉行協商會晤。交

馬英九朝貢夢裡的台灣國對外關係
黃虎旗復國黨籌備會  黃清雄

談中，杜氏重提：「凍結台灣地位，即是維持中國國

民政府地位」。〔請參閱：「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

關係」，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八），民55年，頁

六」。杜、顧會談所透露的凍結台灣地位，應有所

本。到底是哪一份國際文件？查之前的國際文件僅

1943年開羅軍事會議新聞稿涉案。顧大使向杜氏坦承

蔣某搞「凍結台灣地位事件」。

  中國紫禁城新主子習近平並非愚蠢到不知今日台灣

的國際關係問題深藏著「開羅宣言」新聞稿掩蓋「凍

結台灣地位事件」。台灣地位，其實是1895年台灣民

主國的獨立主權。歷史的見證就是中國大員唐景崧、

劉永福二人歸附我民主國並率清軍萬餘名效忠民主國

黃虎國旗。

  馬英九坐上「台灣選民直選」的總統座椅，手搖中

國流亡政府偽旗──青天白日旗。習氏願接受蔣某嘍

囉帶著「開羅宣官」新聞稿黑幕降附？美國訂立「台

灣關係法」所依據的應是上述「凍結台灣地位」。

  中國野史傳說南唐李後主投降大宋帝國後，其王后

曾遭宋太宗強暴。馬先生大概不知這段逸事吧！當然

歷史不必然會重演。

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史明96歲音樂會
時間：2013.11.9(六)18:30入場

地點：台北車站五樓演藝廳(東二門搭電梯上五樓)

主持：吳國禎

票價：12000元；5000元；1200元，學生半價

《假如中美開戰》新書發表會
時間：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14:30~16:00

地點：台大校友聯誼社3樓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

1段2-1號）

主講：陳破空

與談：高英茂、張炎憲、游盈隆

主辦：台灣社、允晨文化

台語字母研討會
時間：2013年11月7日(四)晚上7點

地點：台中市旱溪街48號 (樂成宮第三講堂)

名額：20名

主持：美國加州大學郭敏俊教師及留美王泰澤博士

主辦：台中市海洋台語文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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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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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內的『亂』歌-我的詩與我的歌
時間：11月2日(週六)14:0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4樓)

演講者：向陽教授

主辦單位：文化公益信託葉俊麟台灣歌謠推展基金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台灣21世紀婦女協會

第9屆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
菁英訓練團招生

台灣研究所10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
受理報名：2013.10.25~2013.11.22

面試日期：2013.12.21(六)

甄試入學招生簡章請連結以下網址

http://admission.cjcu.edu.tw/admissions/WebForm

s/News/NS0010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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