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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與人權學程主辦，結合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

處、臺灣民主基金會等單位共同合辦之「第四屆國際人

權教育研討會：全球接軌、在地實踐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Global Convergence and Local Practice 

)」，邀請來自世界各地45個國家或地區的一百多名學

者從2013年11月21日起，齊聚台灣台北市東吳大學校

區，展開為期6天的人權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潘維大

校長、立法院長王金平、總統府秘書長楊進添等貴賓都

應邀出席大會開幕典禮並致詞。

  台灣能主動舉辦國際人權研討會，關注各項人權議

題，那是值得國人高興的好事。就怕台灣舉辦國際人權

研討會只是一個幌子，用來當政府侵害人權的遮羞布，

那就不如不辦，以免台灣的人權問題在那塊遮羞布的掩

護下一路沉淪下去。

  這次的國際人權研討會有許多國際著名的人權專家都

出席這個盛會，如澳洲人權委員會主席Sev Ozdowski、

美國 Emory University 的 Abdullahi A. An-Na'im教

授、歐洲理事會民主與人權教育專家 Reinhilde 

Otte、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前任主席安京煥、加拿大人

權博物館館長Stuart Murray、柏林霍恩捨恩豪森人權

紀念館館長Hubertus Knabe、智利人權博物館館長

Ricardo Brodsky、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副校長John 

C. Mubangizi、匈牙利前監察使Máté Szabó教授與中國

維權運動人士賈平、曾金燕等。主要的議題有八項，均

為當前重要的人權議題，分別是轉型正義、亞洲價值與

普世價值、社會福利、多元性別、廢除死刑議題、國際

移工與移民議題、全球化公民教育與人權教育、環境議

題。其中有許多議題是台灣目前也面臨的問題，例如轉

型正義、多元性別、廢死議題、國際移工與移民、環境

議題等。可惜媒體沒有加以報導，不知有無討論出可以

裨益我國人權狀況的結論？對於多正在台灣上演的嚴重

侵犯人權的事件，例如陳水扁總統的司法人權和醫療人

權問題、大埔事件引起的土地正義、核四續蓋威脅人民

的生存權等，不知有無列入議程討論？

  轉型正義是這次大會的八大人權議題之一，也是台灣

當前最重要的人權議題之一，照理大會應該把中國國民

黨的不義黨產、台灣檢調司法體系的辦綠不辦藍、中國

黨的操弄司法、陳水扁總統的司法人權和醫療人權問題

等都列入討論才對，這樣才能讓台灣的轉型正義逐步實

踐踏人權的遮羞布？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現。可惜這些重要的議題都未被列入討論。據與會者

說，那些問題在會場上連提都不被允許提出來。如果傳

言屬實，則這次在台灣舉辦的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充其

量只是一個行禮如儀的學術大拜拜而已，甚至於只是一

張被馬政府用來遮掩其迫害人權的遮羞布而已。

  扁案的發生及持續迄今可說是人類史上一件令所有

人權及政治工作者皆蒙羞的重大司法政治事件。一個不

被國際承認的國家可以用押人取供、一再違法羈押、一

案分好幾案、疲勞偵訊、找人作偽證、換法官、找司法

院長摸頭後迅速改判有罪、羅織入罪等方式，將卸任不

久的總統關入大牢，之後再用窄小空間拘禁、24小時

燈照、活動剝奪、知覺剝奪、疲勞審訊、長期餵食鎮定

劑、強灌大量開水等方式摧殘其健康，讓他在幾年內陸

續出現胃食道逆流、手抖、講話結巴、自律神經失調、

記憶喪失、辨識不能、重度憂鬱症、神經功能退化、小

便失禁、睡眠呼吸中止症惡化等疾患，有可能在數年之

內逐漸萎縮退化至臥床不起的地步，實在令人無法相

信。如此重大侵害人權的事件竟然能夠被一個哈佛大學

法學院畢業的法學博士用”貪污”的障眼法瞞過所有國

內及國際的人權及政治工作者，讓所有文明國家的政治

領袖及絕大部分人權工作者都拒絕伸出援手。大家眼睜

睜地看著被害者在黑牢中孤立無援，求生不得求死不

能，且病情一路惡化，連保外就醫都不准。而主導扁案

的馬政府竟然還有臉在這個時候在首善之區的台北市舉

辦這樣一個”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會中不僅沒有針

對扁案或其他司法冤獄提出討論，據與會者說，還不容

許人在會中提出扁案的相關問題。主辦這個研討會的人

真是厚顏無恥啊，他們要用這樣的案例”教育”全世界

的學生？那些與會的著名人權專家難道都是睜眼瞎子或

浪得虛名？這個研討會莫非是馬政府踐踏人權的遮羞

布？

  視人權如無物，視人命如草芥的馬政府需要一個國

際人權研討會來遮羞，同理，視人權如無物，視人命如

草芥的中國政府也需要爭取加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來遮醜。兩個中國黨

政府都是一個樣，幹了壞事之後還不忘記要找一塊看板

來裝飾遮掩一下其陋行。只是國際人權研討會和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被這種侵害人權的人及組織入侵盤據後，廣

大的民眾只有徒呼負負，有事只好自求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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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11月第四個星期四是美國人的感恩節，全國放

假，大家歡慶先民冒險犯難，開展新的生活天地，建立

現代民主自由的大國—美國！

  1620年9月16日一群懷著「朝聖」心情的清教徒，為

了尋求信仰自由，步上停泊在英格蘭普里茅斯港

(Plymouth)的「五月花號」帆船，大大小小合計共有

103名，在大西洋海上漂泊了兩個月，與狂風怒潮幾番

搏鬥，終於在11月21日安抵美洲新大陸克德角(Cape 

Code)港外。

  上岸後的這批移民，在頭一個冬天因飢寒交迫病故的

有52名，超過了一半。還好有頭一個向他們表示友善的

印地安人馬賽特，他帶來了一位稍能講些英語的印地安

人史坎特，教導這些移民如何耕作。那年冬天，玉蜀黍

和大麥的收成不錯，而第二批搭乘「幸運號」的35位新

移民也來了。為了慶祝他們豐收，11月19日他們就邀

請了一些印地安人，一連三天舉行感恩同樂會，他們吃

著野火雞肉及印地安人獵來的幾隻鹿肉。

  1973年9月間我到美國波士頓安德渥紐頓(Andover 

Newton)神學院進修時，有一天學校安排幾位印度來的

同學與我一同到克德角參訪，遠遠就看見一艘後來英國

政府贈送給美國的仿製五月花號帆船。我們登上船參

觀，看見船長室的牆上擺了五本書—聖經、詩篇、英國

史、天路歷程…，就令我想起到現在美國總統在就職大

典時，必須手按聖經宣示，願意遵照聖經的真理，上帝

的公義和慈愛治理國家，何等可貴！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發揮冒險犯難的精神

  後來我們去到一個特地建造的屋蓋下，瞥見一塊大石

頭擺在下面，石頭上刻著「1620」，據說這是當年五月

花號乘客登陸時踏上的第一塊石頭。這塊石頭跟美國第

一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壯帶回來一塊月球上的石

頭頗為相似，可見美國先民冒險犯難的開拓精神已成為

美國人可貴的心靈資產。

  每年美國人歡渡感恩節，什麼時候我們台灣也有類似

的感恩節，來紀念同樣是 1600 年代中，台灣先民也不

計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溝」波濤之險，從閩粵搭小舟

來到台灣開展新的生活天地呢?!只有到了大家願意冒險

犯難，共同建立新而獨立台灣國的時候吧!!

   凱達格蘭基金會等本土社團11月10日晚上在台北市

228紀念公園，舉辦「守護台灣公義之夜—黑牢五年，

釋放阿扁」晚會，上千群眾使台下座無虛席，並大聲喊

出「阿扁總統無罪！」、「馬英九下台！」

  卸任的台灣總統陳水扁被外來國民黨的馬政府以「貪

腐」之名，關在狹隘的牢獄中好幾年，因身心靈受創傷

而生重病，黑手伸入司法單位的馬英九還是不讓他保外

就醫，何其違背人道、人性與人權呀！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涂醒哲理事長代表協進會在台上拿著一幅聯合國小

旗，說明阿扁總統在任時，極其用心與本土社團全力合

作，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也是蔣介石政權被排出

聯合國三、四十多年來，第一位總統以台灣之名申請加

入聯合國，獲得國際媒體大量的報導，為台灣人民出

聲，涂理事長說：「讓阿扁總統釋放出來，台灣才能加

入聯合國！」是的！只有台灣公民力量凝聚起來，把阿

扁總統救出馬政府的黑牢，且使台灣本土政黨能再次執

政，與民間通力合作，持續推展偉大又艱鉅的台灣加入

聯合國運動。

 回顧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間完成高鐵、雪山隧道及南

二高的交通大建設，尤其是他在台北市長任內，開創台

北捷運的通車，每當我搭捷運時，就常常感念陳市長帶

給大家多麼方便的公共交通，難道大家那麼健忘與無

情，不會為已經關了五年黑牢的阿扁總統出聲嗎？！

  馬政府以陳總統的政治獻金匯出國外為「貪腐」之名

關他在黑牢長達五年了，那麼我們台灣國民可以問問馬

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為何挪用特別費，加上兩次的總統

大選，不少企業界老闆給他大筆的政治獻金實際總額多

少？有誠實申報嗎？！餘款流向何處？而且馬英九執政

五年多來國債攀升，但有什麼大建設呢？！難道阿扁總

統在任時說出：「台灣 vs. 中國，一邊一國」以致得

罪了他們中國人而不讓他保外就醫嗎？！

  台灣人若不支持與愛護為自己國家台灣奮鬥的本土政

治人物，那只有繼續被「中國」國民黨外來權貴所統治

與操控。為此台灣人大家要為阿扁總統走出黑牢出聲，

讓真正守護台灣的陳總統能再次發揮他的影響力，在台

灣危機重重的此刻，大家做夥出力救台灣吧！！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台灣人要為釋放陳總統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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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夢

  台灣從三萬年前開始，就是由眾多不同種族自治的小

部落所聚集而成的國度。五百年前日本人發現這邊的時

候，稱呼我們為高山國。近代移民至台灣的中國人稱呼

我們為中華民國。而全世界各國稱呼我們為「台灣」。

重點不是名稱，而是本質

  國家意涵的重點，不是名稱而是本質。名稱隨時可以

改，就像很多人改名字一樣。重點是在你心目中，我們

到底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本質。假如你覺得我們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你就是愛國的，你就是台灣這國

家的一份子。即便我們的國家現在的名稱不叫台灣，而

是叫中華民國，或是叫阿貓阿狗。

  目前全世界不認同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是不認同這個

國家說它代表中國

  118年之前，台灣在1895年宣佈獨立，創建了亞洲第

一個民主國家「台灣民主國（The Taiwan Republi

c）」。可惜在當時選出的清國籍大總統捲款潛逃之

後，台灣防衛軍被日本軍隊陸續擊潰，因而亡國，國祚

僅150天。

  台灣之所以如今會叫中華民國，是因為經過了日本

50年統治之後，60多年前日本戰敗，中國軍隊以武裝接

收台灣。1947年2月28日台灣島民發生武裝革命，遭中

國軍隊血洗鎮壓。隨後以戒嚴名義嚴格管控台灣人的思

想教育，前後長達40年。雖然後來台灣解嚴，但中國政

權從未尊重過當年一千萬（如今超過二千萬）台灣原住

民是否願意將國家名稱恢復成為台灣的意願。時至今

日，仍透過教育體系與媒體公器，持續打壓台灣人的台

灣意識。

  自始至今，中華民國都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

雖然名之為「國」，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被控制在少數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紀  閔

流亡台灣的早年中國法西斯政黨殘存勢力手上，一個擁

有軍隊、擁有自台灣人民手上劫掠的數千億龐大資產、

霸佔台灣領土的中國流亡政權體制。早年他們以武力、

目前以思想教育的手段，來強迫台灣人使用中華民國這

樣的名稱，醜化、打壓台獨意識，不准各項國際比賽出

現「台灣」這個名詞。

  目前中華民國這個國家，除了22個我們拿錢去買回來

的小國外交，其餘國家都不承認它的存在。最重要的原

因，是因為它自欺欺人，要世界各國承認它代表正統中

國。但是，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誠信與正義的

立場，任何一個正派的國家，都不會說謊欺瞞他們的國

民，來承認一個這種不存在的政治體，與它建立外交關

係。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答案，不在中國政黨的詮釋，不在從前所接受教育的

闡述，也不在眼前媒體的形塑，而在你我的心中。重要

的不是你從那裡來，而是你內心希望台灣未來往那裡

去，希不希望未來台灣能維續民主，成為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

台灣國家的未來，就在你我的手中

  只要絕大多數人認同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個國家，未

來透過住民公投決定我們要為我們的國家「台灣」正

名，基於世界人權兩公約的保障，全世界都會承認台灣

這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雖然，台灣現在還不是一個國

家，但我們深信，這件事情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發生。

我們多數台灣人共同的夢想，必定會實現。

  台灣一定會獨立！台灣獨立解決一切！台灣獨立建國

萬歲！

  去年9月到北榮時，陳總統睡眠呼吸每小時停止

53次，按診斷標準為『極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會使病人長期缺氧，持續傷害腦部、心臟與腎臟，

陳前總統已經出現器官病變，甚至符合申請殘障手

冊條件。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治療唯有長期戴呼吸器與手術

兩種。根據醫學文獻，重度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手術

成功率極低，多數醫師會建議戴呼吸器，但是約一

半病人無法忍受呼吸器，為極度痛苦的一群。陳總

統努力試過無法接受，此外監獄也不容許帶插電的

呼吸器。因此，陳前總統的疾病變成無解，任其惡

為什麼陳水扁總統必須回北榮手術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北榮時期，即便高層與各科醫師不贊成，但主治醫師

不忍其病情惡化，邀請耳鼻喉部陳記得醫師相助。陳

醫師基於醫師誓言與良知，在接近抗命與不看好下完

成第一階段鼻部手術。手術後，陳總統每小時呼吸中

次數減為34次，明顯進步，陳醫師也因此與陳總統建

立堅強的醫病情誼與互信。

  目前陳前總統仍處於『重度』呼吸中止症候群，急

需接受第二階段喉部手術來改善病況，此項手術困難

度更高。基於手術連貫性、堅實的醫病關係、熟悉的

醫療團隊、完整的術後照顧、醫療權責與安全因素，

必須請陳總統回北榮接受術。



台灣守護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98P-4-
2013/11/28(四)

  正是！這一盆清水，與人體及大自然一樣，佔百分之

七十以上。這一盆清水，就是照妖鏡，可以看到中華的

父殺子、兄弒弟爭權奪利，也可以看到醜陋的一中人，

趁所謂人嫁女兒，利用媒體做拙劣的政治鬥爭。一中，

是228台灣人的元兇，是清鄉的最佳理由。任何阻擋維

護中華的，都可以被犧牲？如何靠一盆清水？

  百分之七十的台灣人，是不是面臨到只能二選一時，

都選獨立？那為什麼獨立卻是沒有聲音？因為我們活在

汙穢的環境太久，不知道什麼是清水。我們活在獨立被

妖魔化的思想裡，走不出來！威權充滿著整個社會，白

色恐怖導致多數阿公阿嬤與爸媽都說：「不要睬政治，

換誰做都一樣？」

  水清無魚？錯了！因為骯髒的可以是養分，是在水的

最底層；上面這一層，是清澈的，魚，是可以優遊其

中，上上下下！所以我說，結束流亡政府，要端一盆清

水。讓大家看到，上面這一層，是獨立的百分之七十，

應該樂觀積極正面的看待台獨建國。應該以旗幟鮮明、

未來願景，光明正大的（搞台獨），也應該可以很輕鬆

的說，我是台獨份子。

  要抵制抗衡一中，以及中華人對台灣獨立建國的妖魔

化，只有反其道而行，將美麗的綠色（或者你愛其他顏

色的台灣獨立旗幟），想辦法掛上去，才能跳脫出這污

濁的政治環境、壟斷的媒體空間、以及烏煙瘴氣的臭罵

網路。

結束流亡政府，端一盆清水？
網路鄉民  張慶恩

  保華嫂月清與反共團友今午手持劉曉波看版及標

語到海基會門口抗議海協會長陳德銘來台招商，反

對服貿協議，要求重啟談判，及釋放劉曉波等所有

中國良心犯。

是的，對抗中華人，非得要用非常手段，也需要撻

伐、否認，以及正面迎戰強加台灣人思想與制度的外

來政權。但同時，破壞他們迂腐敗壞的思想與實體

時，同時要進行的，是贏來碉堡的強固與改造。此時

此刻，中華人，在海外島內，以一中的威權腐敗思

想，眷戀王朝的心態、跨國界的滲透，破壞、打擊台

灣人。

  媒體名嘴也正配合中華人所創造的轉移焦點議題，

大聲放送，高分貝地催眠愛台灣的朋友們。他們倡議

的是：不可造成族群對立，卻不斷重複（統一？），

不斷稱（總統），不斷講（中華民國？）。同時，也

不斷的正面、負面的端出飄揚或者被踩在腳下的青天

白日旗。

  筆者看不起反對黨不講獨立，卻在媒體上用任何方

式提及統一、中華民國、以及總統。這是負面地在置

入性行銷本來就不存在的名稱與職銜。

  端一盆清水，如何終結流亡政府？當然，這是比

喻，卻也可以實踐。水是媒介，也可以承載正面與負

面的量子。可以讓能量傳達，發揮量大而質變。科學

證明，在已經污濁滯壞的湖水中，加上真菌，很迅速

的，可以讓湖水再度清澈活躍，讓生物再度在其中發

展生存！

  你準備好透過清水看清事實真相，做真菌？讓我們

一起讓正面台獨建國力量流行起來吧！

圖↑左1及右1：陳俊銘父母；左2：王裕民三姊；右2：

許萬添；中：楊月清
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圖↑楊月清接受美國之音VOA訪問

海基會外抗議海協會長陳德銘
圖文報導： 楊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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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6日訊：網文】

http://www.epochtimes.com/b5/9/10/16/n2690367.htm?p=1

  因包146名二奶而聞名的中國貪官江蘇省建設廳廳長

徐其耀寫給兒子的一封信，暢述做官心得，總結為官原

則，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實為當今官場

「金科玉律」，符合「付諸史館」的標準；該信境界高

超，觀點鮮明，論述坦率樸實，語言精煉，警句迭出，

振聾發瞶，足可編入教科書當範文，聊以糾正當今假話

空話套話充斥的文風。下為該信全文：

孩子：

  你的來信我已收到，對你在大學裡的表現，我很欣

慰，你要再接再厲。既然你選擇了一定要走仕途這條

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勸告銘記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把探

索真理這 類事情讓知識份子去做吧，這是他們的事

情。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

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

確的。 

   2、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要把說假

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

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

嘴。記住，做官以後你的嘴不僅僅屬於你自己的，說什

麼要根據需要。

   3、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

你。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

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

人博士畢業就去應招公務員走向仕途，那是他從讀書的

那天起就沒想研究學問，肯定不學無術。記住，真博士

是永遠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

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

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

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

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

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

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

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5、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是會做事。這裡

的做人做事你可別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裡說的做

人，就是處關係。做事是實際工作，這點會不會都無所

謂。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

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份。記住，現在說誰工作能力

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

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過才

怪。

  6、我們中國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

中國農民社會。誰迎合了中國農民誰就會成功。我們周

中國貪官給兒子信和美國總統當選人給女兒信的差別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整理

圍的人無論外表是什麼，骨子裡都是農民。中國農民的

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

法必須具有中國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

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

可想而知。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

麼的，這都不過分。

   7、要相信拍馬是一種中國高級藝術。千萬不要以為

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中國女人多了，可

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出好價錢的是極少數，大部份還

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

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中國人治的社會裏，上級

的賞識是中國陞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這一點

不可不察。

   8、所有的中國法律法規、中國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

嚴格遵守的，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中

國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沒想到要用這些來約

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但你要知道，這些不是人人

都可以違反的。什麼時候堅決遵守，什麼時候偷偷違

反，讓誰違反，要審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以上這些都是中國做官的原則。現在要仔細想想，如

果你真能逐條做到，你就能一帆風順，如果感覺力不從

心，就馬上另外選擇職業吧。

歐巴馬給女兒的信：

夢想不受限制，無事不能成就
  總統當選人歐巴馬在即將上任之際，寫了封感性十足

的公開未成年的女兒，為這2年來多半時間沒能陪在她

們身邊信給2個尚致以歉意，並為自己為何選擇邁向白

宮之路做了番解釋。這封信發表在美國大觀雜誌

（Parade Magazine）上，全文翻譯如下：

親愛的瑪莉亞和莎夏：

  我知道這兩年你們倆隨我一路競選都有過不少樂子，

野餐、遊行、逛州博覽會，吃了各種或許我和你媽不該

讓你們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們倆和你媽的

日子，有時候並不愜意。新來的小狗雖然令你們興奮，

卻無法彌補我們不在一起的所有時光。我明白這兩年我

錯過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們說說為何我決定帶領

我們一家走上這趟旅程。 

  發掘潛能挑戰自我：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認為生活

就該繞著我轉：我如何在這世上得心應手，成功立業，

得到我想要的。後來，你們倆進入了我的世界，帶來的

種種好奇、淘氣和微笑，總能填滿我的心，照亮我的日

子。突然之間，我為自己譜寫的偉大計劃顯得不再那麼

重要了。我很快便發現，我在你們生命中看到的快樂，

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樂。而我也同時體認到，如

果我不能確保你們此生能夠擁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實現的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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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中國貪官給兒子信和美國總統當選人給女

兒信的差別)

一切機會，我自己的生命也沒多大價值。總而言之，我

的女兒，這就是我競選總統的原因：我要讓你們倆和這

個國家的每一個孩子，都能擁有我想要給他們的東西。

我要讓所有兒童都在能夠發掘他們潛能的學校就讀；這

些學校要能挑戰他們，激勵他們，並灌輸他們對身處的

這個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們有機會上大學，那怕他們

的父母並不富有。而且，我要他們能找到好的工作：薪

酬高還附帶健康保險的工作，讓他們有時間陪孩子、並

且能帶著尊嚴退休的工作。

  責任伴隨權利而來：我要大家向發現的極限挑戰，讓

你在有生之年能夠看見改善我們生活、使這個行星更乾

淨更安全的新科技和發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際界

限挑戰，跨越使我們看不到對方長處的種族、地域、性

別和宗教藩籬。有時候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得

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戰場或其他危險的地方，然而當我們

這麼做的時候，我要確保師出有名，我們盡了全力以和

平方式化解與他人的爭執，也想盡了一切辦法保障男女

官兵的安全。我要每個孩子都明白，這些勇敢的美國人

在戰場上捍衛的福祉是無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為這

個國家公民的偉大特權之際，重責大任也隨之而來。 

這正是我在你們這年紀時，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課，她把

獨立宣言開頭幾行念給我聽，告訴我有一些男女為了爭

取平等挺身而出遊行抗議，因為他們認為2個世紀前白

紙黑字寫下來的這些句子，不應只是空話。

她讓我瞭解到，美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它完美，而是

因為我們可以不斷讓它變得更好，而讓它更好的未竟工

作，就落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這是我們交給孩子們的

責任，每過一代，美國就更接近我們的理想。

  具慈悲心、堅持理想：我希望你們倆都願接下這個工

作，看到不對的事要想辦法改正，努力幫助別人獲得你

們有過的機會。這並非只因國家給了我們一家這麼多，

你們也當有所回饋，雖然你們的確有這個義務，而是因

為你們對自己負有義務。因為，唯有在把你的馬車套在

更大的東西上時，你才會明白自己真正的潛能有多大。 

這些是我想要讓你們得到的東西：在一個夢想不受限

制、無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長大，長成具慈悲心、堅持

理想，能幫忙打造這樣一個世界的女性。我要每個孩子

都有和你們一樣的機會，去學習、夢想、成長、發展。

這就 是我帶領我們一家展開這趟大冒險的原因。 

  我深以你倆為榮，你們永遠不會知道我有多愛你們，

在我們準備一同在白宮開始新生活之際，我沒有一天不

為你們的忍耐、沉穩、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愛你們的老爹 2009-01-16
                             [來源：華爾街日報]

 

"What I Want For You- And Every Child 

in America"   
            by President-Elect Barack Obama

(Published in Parade Magazine)
 
Dear Malia and Sasha,
     I know that you've both had a lot of fun these last two 
years on the campaign trail, going to picnics and parades 
and state fairs, eating all sorts of junk food your mother and 
I probably shouldn't have let you have. But I also know that 
it hasn't always been easy for you and Mom, and that as 
excited as you both are about that new puppy, it doesn't 
make up for all the time we've been apart. I know how 
much I've missed these past two years, and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more about why I decided to take our family 
on this journey.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thought life was all about 

me— about how I'd make my way in the world, become 

successful, and get the things I want. But then the two of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all your curiosity and 
mischief and those smiles that never fail to fill my heart and 
light up my day. And suddenly, all my big plans for myself 
didn't seem so important anymore. I soon found that the 

greatest joy in my life was the joy I saw in yours. And I 

realized that my own life wouldn't count for much unless I 
was able to ensure that you had every opportunity for 

happiness and fulfillment in yours.
     In the end, girls, that's why I ran for President: because 
of what I want for you and for every child in this nation. I 
want all our children to go to schools worthy of their 

potential— schools that challenge them, inspire them, and 

instill in them a sense of wonder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I want them to have the chance to go to college—

even if their parents aren't rich. And I want them to get 
good jobs: jobs that pay well and give them benefits like 
health care, jobs that let them spend time with their own 
kids and retire with dignity. I want us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discovery so that you'll live to see new 
technologies and inventions that improve our lives and 

make our planet cleaner and safer. And I want us to push 
our own human boundaries to reach beyond the divides of 

race and region, gender and religion that keep us from 
seeing the best in each other.
    Sometimes we have to send our young men and women 
into war and other dangerous situations to protect our 

country—but when we do,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only for a very good reason, that we try our best to settle 
our differences with others peacefully, and that we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keep our servicemen and women 
safe. And I want every chil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lessings 

these brave Americans fight for are not free—that with the 

great privilege of being a citizen of this nation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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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順勝醫師

(續接前頁，中國貪官給兒子信和美國總統當選人給女兒
信的差別)
    That was the lesson your grandmother tried to teach me 
when I was your age, reading me the opening line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elling me about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rched for equality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ose words put to paper two centuries ago should 
mean something. She helped me understand that America 
is great not because it is perfect but because it can always 

be made better—and that the unfinished work of perfecting 

our union falls to each of us. It's a charge we pass on to 

our children, coming closer with each new generation to 

what we know America should be. I hope both of you will 

take up that work, righting the wrongs that you see and 
working to give others the chances you've had. Not just 
because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give something back to 

this country that has given our family so much—although 

you do have that obligation. But because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yourself. Because it is only when you hitch 
your wagon to something larger than yourself that you will 
realize your true potential. These are the things I want for 

you—to grow up in a world with no limits on your dreams 

and no achievements beyond your reach, and to grow into 
compassionate, committed women who will help build that 
world. And I want every child to have the same chances to 
learn and dream and grow and thrive that you girls have. 
That's why I've taken our family on this great adventure. I 
am so proud of both of you.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 can 

ever know. And I am grateful every day for your patience, 

poise, grace, and humor as we prepare to start our new 

life together in the White House.
                                                                   Love, Dad

  台灣守護周刊要怎樣在(1)救扁、(2)台獨建國兩

個主題之下還能夠多元化、活潑化、新時代化，可

能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救扁,與台獨建國兩個主題

夲來就是很嚴肅的。

  Bay Area Taiwanese American Forum (BATA) 一直碰到

同樣的問題。大家以為BATA的主要訴求是"傳遞台

灣精神"就必定是要很嚴肅的，所以貼文一直沒有

能夠多元化、活潑化。

  可是無法多元化、活潑化的媒体或組織的下場就

是死亡。最明顯的例子，媒体，就例如台灣公論

報。２年前台灣公論報宣布連網路版也停刋了。我

還為它寫了一篇追悼文。組織，就例如台獨联盟，

它早就僵化了。不管事實上根本不盡然如此，一般

人的印象，台獨联盟的人都是LKK。他們脾氣暴躁、

固執己見、乏味。連自己內部都兜不攏，誰要跟他

們交朋友？

  要怎樣把傳統的核心價值(救扁、台獨建國只是

其中之2)與新時代的訴求,興趣及表達形式結合，

才是關鍵。新時代的訴求及興趣，包括了自由主

義、人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新時代的表達形式

就是要活潑、不拘小節。連文法錯誤、髒話、偶爾

的脫線、沒大沒小，都可以接受。只要訴求的主旨

是好的。1985運動能夠成功地號召50萬人上街，我

認為主要就是因為他們能夠以新時代的訴求及興趣

為出發點，貫穿以活潑的表達形式。反之，有很多

無法多元化、活潑化的媒體或組織的下場就是死亡

台獨活動再怎樣動員，可惜都只是一些老面孔出

現，就可能是沒有掌握好上述的技巧。

  新時代的訴求及興趣並非排斥LKK。兩者不必要是

互斥的，除非LKK自己有這種心態。在矽谷，大家擁

抱的是新科技、新點子，沒有人在乎你的年齡。所

以CEO的年齡從18歲到80歲都有，大家平起平坐。也

所以雖然我今天自己在年齡上也是LKK之一，還能夠

在矽谷混下去的原因。如果我今天回台灣做事，一

定找不到工作。很多人說：Allen，你以BATA版主的

身份，不要隨便發言；要模稜兩可，保持"尊嚴"；

最好中立化。這些建議我都嗤之以鼻。BATA的設

計，我建議應該是要以矽谷的精神為基地的。我們

擁抱的是活力、戰鬥力、及誠實。我們捍衛核心價

值，但是容忍不同的意見。尊嚴、模稜兩可，丟到

馬桶裏沖掉！這樣，你懂了吧？

  前不久蔡英文的"世代交替"每天掛在她的口邊。

她的"世代交替"在民進黨內進行大量換血，似乎是

以年齡為衡量的。也就是以年輕的一輩去替換掉年

齡上LKK的一輩。這可能也就是她口中出名的"鼎革

咸亨"吧？我認為蔡英文這一種以年齡為衡量的"世

代交替"應該是錯誤的思維，其夲身就跟不上時代。

在美國，就是年齢岐視。更何況她自己在年齡上好

像也不是那麼年青？

Allen 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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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洛歌子戲團即將推出年度新戲《海瑞打虎》。11月

30日(六)與12月1日(日)下午兩點半，在台北大稻埕戲

苑演出(購票網址 )。明年元月

4日將在苗栗縣竹南鎮「苗北藝文中心」 演出。

  海瑞是明世宗嘉靖年間的監察御史。在《海瑞打虎》

這齣戲裡，海瑞還只是淳安縣知縣，卻敢打他的貪官上

司──閩浙兩省巡按大人鄢懋卿。河洛演出的《海瑞打

虎》與《欽差大臣》都涉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目的

只在藉古諷今。我卻感觸良多，借題發揮，重申制定總

統制新憲法，廢除監察院。

  《海瑞打虎》演出海瑞痛打貪官，大快人心。編劇陳

永明，藝術總監王金櫻，導演邱亮玉。《欽差大臣》改

編俄國文豪果戈爾同名劇本，演出痞子冒充監察御史騙

吃騙喝的故事。果戈爾此劇也曾改編為電影《假如我是

真的》。台灣依據五權憲法成立監察院，不知道王建煊

院長是打老虎的海瑞，還是騙吃騙喝的痞子？假如他是

真的，怎麼沒看到他打過半隻蟑螂？

吳晗《海瑞罷官》1960

  高一時閱讀演講本《三民主義》，最崇拜五權憲法。

高二時讀了雷震《監察院之將來》，才了解監察御史的

職責是替皇帝整飭官箴，維持王朝命脈於不墜。而監察

御史如果碰到昏君則會鋃鐺入獄，例如海瑞最後就因為

犯顏直諫而被嘉靖皇帝打入大牢。如今民主國家的國會

握有調查權與預算審核權，根本不必設置監察院。

  在海峽彼岸，1959年毛澤東提倡海瑞「剛正不阿、直

言敢諫」的精神。1960年明史專家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長

吳晗拍馬屁，寫了京劇劇本《海瑞罷官》並於次年演

出。毛澤東卻說吳晗以嘉靖皇帝暗諷他是昏君，把他整

肅彭德懷之事比擬為嘉靖皇帝整肅海瑞。江青也批鬥吳

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這個事件成為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序曲。

法院交給人民開辦

  五權憲法出自孫中山先生構想。孫中山滿懷追求民主

政治的熱忱，不容置疑。但是他卻食古不化，想要保存

中國古代的監察與科舉考試制度，才有成立監察院與考

試院的構想。

  台灣監察委員之產生，原本是由直轄市市議會與台灣

省省議會推選的。但是修憲後，監察委員卻由總統提

名，變成國王人馬，監察院性質完全變調。台灣追求司

法獨立，大可廢除監察院，學習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

讓台灣人民選出各級法官與檢調官員，讓法院交給人民

開辦，直接向人民負責。如此，就不會有人指責法院是

國民黨開的。

  台灣修憲七次，憲法越修越爛。與其挖瘡補肉，不如

制定新憲法。順帶一記。高三時我立志攻讀憲法，但是

HTTP://GOO.GL/V9VSVQ

 

 

  台灣須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有文化內的國家，才

能提升人民的文化內涵和昇華人民的素質。有高度文

化素質國家的人民，才能受到國際間的尊敬。

  台灣文化需要由自己共同來維護。台灣文化被外來

的政權破壞怠盡，導致台灣人普遍欠缺屬於台灣自己

的文化，心靈空虛，誤以為有錢就能受到尊敬，受到

肯定。沒有文化就像一棵樹沒有根一樣。逾一甲子以

來讀的都不是台灣的歷史，也不是台灣的地理。對自

己的歷史一無所知，對於自己成長的台灣地理環境，

竟然是那麼陌生。就好像一個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一

無所知那麼可怕。

  多年來我們被教育的所謂「國劇」，和陪伴我們一

起成長耳熟能詳的歌仔戲，顯得格格不入。我們的國

劇應該是台灣的歌仔戲，或布袋戲等地方戲劇，那才

真正屬於我們的精神糧食。

  政府一再強調要與國際接軌，和國際一起同步成

長，邏輯完全不通。台灣再不正視自己的文化，台灣

就會像一棵樹一樣，沒有自己的根。本人藉此呼籲和

盼望大家一起來保護台灣文化，期待有一天，讓台灣

的歌仔戲也能耀上國際舞台，就像欣賞一場類似歐美

國家的歌劇 Opera。非常的感謝您！

 籲請大家支持台灣河洛文化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大專聯考沒考上法律系(次年重考，立志改革教育，也

沒考上教育系)。1991年我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工作，感

謝陳信傑先生送我一本《監察院之將來》。如今在新

憲法制定與實施前，我們不妨觀賞河洛演出的《海瑞

打虎》，緬懷中國兩千年帝制時期的這位敢打老虎的

清官海瑞。

河洛新戯《海瑞打虎》登場，兼論廢除監察院

河洛歌子戲團顧問  蔡百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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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執政5年來的表現可以總結為「治國無方、治

軍無力、違憲亂紀、獨裁復辟」16個字。不但國人關

注的633承諾嚴重跳票，連國民最基本的食品安全要求

都束手無策，甚至可能是犯罪幫兇，種種缺失，導

致”拆政府”的呼聲此起彼落。而908台灣國則以拆招

牌方式真正的落實”拆政府”的行動。期待這個可能

被譏諷為跳樑小丑的舉動可有警惕作用，就像人民無

奈的以丟鞋的方式來羞辱馬英九，切勿逼到人民最終

真的以拆除政府官署或以石塊代替臭鞋，則後悔莫

及。

  馬政府擅長炒作新聞，從三聚氰胺，塑化劑，毒澱

粉，劣質假油品......食安問題，罄竹難書。雖媒體

名嘴每天在電視，電台上開罵，但執政當局卻似乎仍

麻木不仁，慣常以新的事件來淡化舊的問題。日前文

化部長龍應台說內閣某個部會失火，其他的部會就可

以喘口氣。這兩天龍應台的失言風暴以及數天前外交

部的甘比亞斷交的一把火，內政部管轄的劉政池的侵

占國有土地，總統府的馬王政爭，相信已夠讓衛生福

利部喘夠了氣。為免喘息過久，衛福部故態復萌，因

此今天本會特來醍醐灌頂，以免其他新聞蓋過了全民

最關心的食品安全。

  每每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總見到政府官員粉飾，縱

容出錯廠商，疑似幫忙美言開脫，甚至涉嫌隱匿。例

如西班牙辦事處早在2009年發出公文，警示台灣油品

有混充，卻標榜100%橄欖油的問題，引發界質疑官方

早就知情，竟無積極作為。另外，去年美和科技大學

接下衛福部標案，化驗許多油品，當時就發現大統油

品有問題，當時發表研究報告時，衛福部官員曾經參

予。衛福部官員是不是警覺心太差，查緝動作慢了一

年。還有，所謂的烏龍下架公文，都會在外界猜測的

大廠關說而改為查廠，攪到商家無所適從。包括罰款

的部份，竟然是小廠開罰20億而大廠僅開罰百萬計。

然而，為杜悠悠之口，假意的調職兩位主任。另外，

信誓旦旦的宣稱的D DAY也一再跳票。故此，不免令人

起疑，是否官員們"為"求"生"計或為升遷，潛"伏"在

衛福部幫助隱"匿"。因此，今天將其正名為「為生伏

匿部」。透過此舉，提醒馬政府螺絲鎖緊。即使，會

因此而官司纏身也在所不惜。

   908台灣國總部命令馬政府立刻採取以下措施:

   1.徹查各類問題食品

   2.經濟部，農委會嚴格簽發GMP&CAS標章，並不定

時追蹤考核

   3.大幅提高違法廠商罰則

   4.徹換、嚴辦失職及不適任官員

   5.邱文達下台，馬英九下台

  就高雄市前議員陳致中申請再入黨，一邊一國連線全

國議員總召、高雄市議員鄭新助號召千名基層黨員連署

力挺致中入黨，並呼籲民進黨中央黨部應以團結綠營、

捍衛公義為要，通過陳致中再入黨案。就此，發表三點

聲明如下：

  一、除名處分未予陳述機會，亦未通知受處分人，有

違程序正義：

  「除名」乃剝奪黨員黨籍並限制入黨期限之重大處

分，亦係最重之處分。此類涉及黨員身分資格變動之處

分，本應力求程序正義，始符民進黨黨綱之宗旨。然於

陳致中除名處分中，不僅未予其陳述機會，除名結果亦

未通知被處分人，形同剝奪其救濟權利，此舉違反程序

正義，實難令人甘服。

  二、陳致中退黨之具體情狀實與其他退黨參選者（共

十人）殊異：

  觀諸其他退黨參選者，皆係「參加該區初選未獲提名

後退黨」以及「未參加該區初選而逕行退黨」兩種。然

而於陳致中所參選之高雄市前鎮區、小港區並未辦理初

選，顯然非屬地方黨部協調未果而須舉辦初選或不服初

選結果之情況，故與其他退黨參選者殊異(如附件)。

  三、應以團結綠營、捍衛公義為首要目標，重視基層

黨員之心聲：

  2010年市議員選舉時，倘陳致中未退黨，則該選區勢

將舉行黨內初選，過程中難免造成同志互相攻訐、損傷

士氣。然而致中為兼顧黨內和諧、維護同志情誼，接受

各界建議以無黨籍參選後，卻遭除名之處分，實屬過

重，失之衡平，於法、理、情皆有悖。今日有上千名基

層黨員連署力挺致中入黨，本人懇切呼籲民進黨中央詳

加審酌，應以團結綠營內部、整合本土力量、彰顯公義

價值、以及維護黨員權益為首要目標，尊重、接納基層

黨員的心聲，儘速通過致中入黨案，方能為2014七合一

選舉及2016總統大選奠立勝選基石。

「千名黨員連署力挺陳致中再入黨」記者會

食安連環爆9台灣國拆衛福部招牌
「衛生福利部」正名「為生伏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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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日本安倍經濟學與台灣國運》
時間：2013/11/30 (週六)

      上午10:30 ~12:00（10點入場)

地點：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24號

      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3樓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辜寬敏

  台灣面對政治與經濟的重大挑戰，唯有在經濟發展

與對中關係上取得突破，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辜

寬敏先生以『日本安倍經濟學與台灣國運』為題，除

了闡述振興日本經濟的『安倍經濟學』外，也要說明

其『兄弟之邦』的構想，當台灣與中國成為友好對等

的兩個國家時，才能創造更大的共同利益。

【座談會】泡沫外交—馬政府外交真相
時間：11月30日(六)下午13:30 ~ 15:3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樓B室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引言：張炎憲 (台灣社社長)

與談：高英茂 (前外交部政次)、許世楷 (前駐日代

      表)、陳唐山 (立法委員)

主辦：台灣社

  過去五年多來，馬政府”仰中國鼻息”的「外交休

兵」政策，嚴重侵害台灣主權、喪失國家主體性，以

為只要台灣不要激怒中國，對方就會自動給我方國際

活動空間，這種過於天真的想法，無法改變台灣在國

際社會上處處被中國打壓與封鎖的事實。近日，甘比

亞斷交顯然並不是單純的「金援問題」，而是中國給

馬英久的一個「下馬威」，要馬在兩岸關係上接受北

京指導。

  台灣社邀請曾任外交部長的陳唐山立委、前駐日代

表許世楷、前外交部政次高英茂，剖析馬政府外交真

相—泡沫外交，以及讓台灣絕地重生、突破困境的自

救之道。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建築風華特展
展期：2013/11/2(六)~2014/1/4(日)

地點：台北市南海路54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對古蹟建築有研究與興趣的朋友們，歡迎前來認識

這間83歲的日治時期現代式建築。

【左岸沙龍】

笑談學生涉訟：第一次進法院就上手
時間：2013/11/30《六》14:00 PM - 17:00 PM

地點：人性空間(北市新生南路三段60巷7號地下室)

策劃：左岸沙龍

主辦：台灣教授協會

  翻開台灣現代民主史，青春無敵的學生是推動時代

巨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這個時代的學生志士們，

雖然用不著再冒著拋頭顱、灑熱血地從事政治與社會

運動，但是行為時遭警方強制力取締，行為後遭警檢

調約談...等這些法律代價，有時還是免不了的。作

為熱情關注社會議題的學生，如何在事前聰明地降低

訴訟風險？一旦意外涉訟，又如何做好心理與生理建

設，並朝向無事脫離方向邁進？這些眉眉角角，來左

岸沙龍聽看看吧！

黃昭堂主席紀念音樂會--自由的笑聲
時間：12月4日(三)晚上19:00
地點：台北車站五樓演藝廳

主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黃主席投身台獨運動，三十年海外漂泊的歲月，歷

經多少橫逆，但他對理念的堅持、奮鬥不懈的精神、

樂觀豁達的真性情，始終如一。這幾年，台灣人遭逢

天災、人禍、忍受錯亂的執政者，讓我們更深刻體悟

台灣先賢先烈堅持的理念和精神，更懷念他們的足跡

和身影，更堅信「守護台灣」是需要咱一生堅持的志

業！今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再次凝聚關懷台灣、熱

愛音樂的朋友，共同籌備這場音樂會，我們以最誠摯

的心邀請您與我們共聚一堂，以樂聲紀念主席，也向

所有守護台灣的先行者，以及迄今仍在各自的守備範

圍，為台灣奮戰不懈的伙伴們致敬。

「台大哲學系事件40週年」座談會
時間：2013/12/1《日》10:00 AM - 12:00 Noon

場地：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濟南路2-1號3樓）

主辦：台灣教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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