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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人類活動或事件所經歷的過程。經過有系統的

記錄、整理或詮釋，歷史可以作為那一區域人類社會的

共同回憶，或作為借鏡。在一個區域裡共同生活的一個

群體社會有共同的經歷，累積共同的文化，發展出共同

的文明。共同的記憶及共同的意識可以成為一個部落、

社會、國家發展的基礎，甚至是凝聚住民的重要元素。

  沒有歷史，等於沒有過去，也將沒有未來。讓一個人

完全臣服，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徹底的變成一張白紙，沒

有任何回憶，然後重新教育之。所以侵略者會透過許多

方法，不斷地偽造歷史發展過程，用盡心思去竄改被侵

略者的歷史，甚至於消滅對方的歷史，抹去對方的共同

記憶，而達到統治的目的。因此，教育成為侵略者最直

接而且最有效的洗腦工具。

  「中華民國」教育部在今年元月通過高中歷史課綱調

整案，修改對於日治時代和國民黨遷台歷史的敘述。此

事已引起教師和各界的不滿。民進黨召開中常會，抨擊

教育部修改的課綱根本是將台灣歷史觀變成大中國史

觀。因此，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將沿用現行課綱，不隨教

育部起舞。

  執政的中國黨馬英九政權想要利用教育來延續侵略者

的統治權力。身為台灣人，當然都會明白其邪惡的居

心。但是，讓台灣沉淪的是一群為虎作倀的蛋頭學者、

既得利益者、和可憐又可悲，已被完全洗腦、麻痺、無

法反省的台灣人。他們是最應該被檢討和唾棄者。

  台灣島的存在至少也有幾百萬年，很早就有人類在此

島上生活。依據學者的考證和推論，台灣的文明可向前

推到三萬年前，甚至於台灣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發源

地。由於台灣的文明和歷史發展一直處於被殖民的狀

態，強勢的殖民歷史一直加諸台灣人身上，使得一個應

該是很偉大的海洋民族變成畏縮不前，喪失民族自信

心。三、四百年來的異族入侵，讓今日的台灣一直很難

以彰顯主體性，弄不清楚自己祖先的發展，甚至於認賊

作父。

  只要循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台灣人要覺醒，並學會邏

輯思考，弄清楚中國黨的騙局，並不困難。在那一個年

代，有一群盜匪來到這裡。他們偷搶拐騙，再不行就燒

殺擄掠，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他們手中的槍桿、特務、

白色恐怖，把壞事做絕了。到現在他們還用盡辦法及手

段，想美化、抹殺那一段不堪的歷史。台灣人為了子子

孫孫的永續發展，當然不能容忍他們再用謊言編織歷

史，一手遮天的行徑。

台灣史不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歷史的發展只有真相。歷史不是用來表演的劇本，更

不應該是統治者的工具，讓統治者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去

型塑過去的發展。「中華民國」若想要在台灣繼續混下

去，就必須積點功德，把真相還給台灣人民。台灣人

說：「鴨蛋再密，都有縫」。紙無法包住火的。靠著挖

掘，真相也會隨著時間而出土。

  我們支持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抵制，也支持進一步的

「還我歷史真相」運動。除了抵制不真實的去台灣化課

綱外，我們也強烈建議民進黨，應該結合歷史學者和專

家，來建立台灣的本體性。舉凡歷史、考古、哲學、社

會、文化、藝術，等等科門，在台灣的發展都有其獨特

性和差異性。更重要的是，從其中的研究、脈絡，我們

可以很輕易的發現台灣的發展軌跡其實和中國並沒那麼

緊密的關係。從考古人類學的挖掘，學者發現台灣確實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海島民族，而且發現台灣史並非中國

史的一部分，台灣文化也非中原文化的一支。學者甚至

於發現台灣的藝術發展遠比中國先進，而且早就是世界

藝術發展體系中的一環了。

  台灣人應該覺醒了，不應該再因循苟且，繼續偷懶下

去。我們在此呼籲，台灣人應該努力發展出一套具有本

體性的臺灣史系統。台灣人甚至於應該捨棄「中華民

國」編撰的教科書，而出版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教科書

籍，供我們的子弟學習、了解祖先、了解自己所從出，

以建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未來。這是一場頭腦革命，也

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革命，更是對殖民者的革命。

本文作者：台灣民族黨主席 莊孟學

(圖/翻攝自網路)

台灣史不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統獨靠攏、兩岸低盪

利吉惡地是歐亞與菲律賓板塊擠壓的最年輕地層

民進黨擺爛 人民火大

健保局窮得連64元也要扣？

台灣史前人類與文化的出現

我們是「小老百姓」或是「國家的主人」/春節的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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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國家台灣雖然已經邁入政黨輪替執政、和平轉

移政權的民主自由時代，然而，卻有許多人仍然有根深

蒂固的封建思想與陳舊的觀念，缺乏實質的現代民主素

養與看法，以致我們台灣邁入全面堅實民主化的國家，

還是慢步如牛，甚至讓現在執政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與

政客可以繼續操弄人民，阻擾民主的進展，甚至使民主

自由倒退。

  在我們台灣國內，許多媒體報導或是作家的論述以及

民眾的談話總是喜歡稱呼「我們小老百姓」，看來似乎

極其自謙，實則繼續停留於古時皇帝賜予人民不同姓

氏。所謂的「百姓」的自我認定中，而且又以「小老百

姓」自稱，顯示人民的無能與無助，似乎台灣人民還活

在獨裁統治時代，人民毫無基本權利與力量，只能任令

專制統治者擺佈與操縱而已。

  其實在當今民主自由的國度裡，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是「總統的頭家」。總統與文武百官只是受人民託付，

也有一定的權力治理國政的公僕而已。人民的選票與力

量可以決定誰來擔任「公僕」，而一群覺醒與自主性的

我們是「小老百姓」或是「國家的主人」?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人民團結起來，更可以成為一股極其鉅大的力量監督政

府，並且影響與決定國家社會的前途。此即所謂人民的

自決。

  再者，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中，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已經形成，一些民間企業和民間團體的觀念與

效率，常走在政府的官僚體系前面。進步的公民團體可

以引領與催逼政府快步前行。人民已不再是無助與被動

的「小老百姓」而已，而是有主張也有責任的集合體。

  在現代國家，人民不只有權利、能力，也應有責任

感。所謂「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有什麼樣的人民，

就有什麼樣的國家。人民必須不斷地自我要求、學習與

成長，而且要有主動性。大家團結起來，形成鉅大的公

民力量，始能促進政治的改革以及國家的進步與發展。

  台灣若要成為真正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請大家早日

揚棄「小老百姓」的封建用詞與觀念，不必再自我矮化

與作賤，而能自我期許成為負責任的國家主人。

(2014年2月5日)

  記得當時年紀小，經常在好友李維克家(內湖影劇五

村)留宿度周末。她父親當年雖身居高職(海軍軍法處

長)，但全家人親切和善，視我為親人！附近的大湖當

然是曾經熟悉的老地方！

  事隔45年後，昨午與保華重遊大湖，坐在湖邊的我心

情激動不已！景色依舊但人面全非！當年深受厚待的

我，怎料到今天要為軍冤家屬出頭討公道對抗惡勢力軍

法！前兩周首度陪家屬上高院開庭，對抗的正是海軍總

部。這真是造化弄人啊！

  回台定居8年了，和所有當年的好友/同事/同學一個

都沒敢去聯絡。藍綠統獨之間的分岐，連家人都無法諒

解而反目成仇，又怎能奢望朋友同儕能明白？

  臉書上得知今晚兄姐手足三代數十人將餐敘歡慶春

節，雖然這樣的情況已延續了10年，以為自己已經習慣

不再介意了，誰不知依然深深的刺痛了我外表堅強下那

脆弱的心靈！看來台灣意識型態的糾葛似乎再也無法化

解了！老天何其殘忍，給我這樣的人生經歷。真的是鳴

呼哀哉啊！

  真的好奇怪，在美國一個家庭也難免支持民主或共和

圖↑後排最右那從小愛笑的小么妹是保華嫂楊月清。

黨，互相尊重！但台灣卻不行，是民主素養不夠吧！朋

友姊姊還因此離了婚呢，丈夫是老兵。

  是難受，是傷感，也凸顯了藍綠之間的無解，令人椎

心遺憾！

春節的感傷
楊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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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二在台東要回高雄前，再回到卑南參觀國立史前博物館，特別參觀與收集這次卑南與長濱史前文化尋根

之旅，所見所聞在博物館的資料得到印證。本文所付的照片都是取才自史前博物館。

  東海岸美麗的地型平坦的海階台地，海蝕洞成為史前人類選擇的最愛，為了使用豐富的海洋資源，會選擇離

海岸線較近的地方，因而可用史前人類的遺址來推論海岸線距離與上升的高度。

  根據1862年英國解剖學家赫胥黎說，猿與人相似度較高，猿與猴反而差異很大，因為猿與人肩關節寬度一樣

可打開一百八十度，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轉，這是猴子辦不到的。但是猿與人的差異在於大拇指的發達，直到人

猿出現才有完整的大拇指肌肉神經的發展可做精細的動作。

  所以西遊記所講的孫悟空可以使用金箍棒應該是屬於猿人而不是猴子。其實最早的猿人在三百二十萬年前出

現於非洲。在進化成現代人前有經歷阿法南猿人，匠人，尼安德塔人，弗洛瑞斯人而後演化為現代人。他們的

頭顱也逐漸進化，增加額前葉的空間。從成長演化的過程來看，人類從嬰孩到大人腦部增加的空間與發展的功

能差異很大。然而猿的發展空間與行為差異則沒那麼大。這顯示人類的成長在重演演化的過程。

  現代人在十六萬年前就在東非出現了，也就是尼安德塔人的祖先。他們繼續演化，也逐漸由歐亞大陸往東

移。其中最聰明與最英勇的應該就來到台灣東海岸，也就是太平洋西岸。

  現代人在三萬五千年前就曾在法國的洞穴出現洞穴壁畫，而台灣在那時候已出現台灣最早的人類左鎮人，在

台南的左鎮群居並留下長濱文化一樣的遺址。

  所以台灣確知在三萬至一萬年前出現左鎮人。而確認的文化則是在六千五百年前出現，且分布在台灣各地的

長濱文化。但是推論更早前的左鎮人也屬長濱文化。

  長濱文化人在八仙洞的四個洞穴出土長濱文化遺址，海拔約在三十至一百公尺，因而推論五千年前這些洞穴

就在海岸邊，住在海蝕洞穴。參考我寫過長濱文化的文章，他們已知道使用火與敲擊的方式製作石器，但還不

會製作陶器與簡單的狩獵與採集蔬果。

  這些已經在出土的史前遺物得到證實。所以結論是台灣最早發現的人類是左鎮人，約在三萬年以上，而最早

出現的文化則是長濱文化。

台灣史前人類與文化的出現
陳順勝 醫師

(圖/翻攝自網路)

(圖/陳 勝醫師提供)順



P-4-

2014/02/06(四)

NO.108

  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從其名稱看來是一種社會保險，

其實是一種社會福利。如果全民健康是一種保險，則根

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出險風險高及出險情況多的人必

須負擔較多的保費，讓健保的財務得以平衡，甚至有盈

餘，不可能發生財務危機的。這可從台灣有許多保險公

司的負責人坐擁鉅資，成為台灣首富，甚至擠身世界百

大富豪之列看出。但若健保是一種社會福利，則結局將

完全不一樣。它發生財務危機是必然的，全世界都如

此。

  有位年長的女性病人於2013-2-5來醫院就診。當時病

人的臉色有點蒼白，主訴有點喘。她的眼結膜有點發

白，看起來有貧血。我替她急做血球計數及血色素檢

查，得值 Hgb = 11.5 gm/dl(女性正常值是 12-16 

gm/dl)。我在病人的主訴(Subjective)欄內寫下”The 

condition is stable except pale face caused by anemia. 

Hgb = 11.5 which is lower than 11.9 of previous 

CBC exam. Ask for check-up of anemia status. 

The result is that she is still anemic. CBC must 

be checked next time….”，在客觀(Objective)欄內

鍵入”Chronic ill looking. Pale and tired face. Hgb = 

11.5 ; Glu = 173; Creat = 1.34…。我也在診斷

(Assessment)欄內鍵入”285.9 Anemia, unspecified”
的診斷。我請病人到血液科去檢查貧血的原因。在查明

貧血的原因之前，我先以女性最常見、也最容易治療的

缺鐵性貧血作為可能的病因，嘗試性地投以鐵劑治療。

我開給病人每天一顆的Ferall soft capsule，給予3個月

的慢性處方簽，希望矯正她的貧血。不意這樣的處置被

健保局剔退，理由是：「申報項目與病歷紀錄之病情不

符」。這個理由令人不解。我明明有在病人的病歷裡紀

錄她的症狀和檢驗數值，診斷欄也填上” 285.9 

Anemia, unspecified”的診斷，為何說「申報項目與病

歷紀錄之病情不符」？

  雖然被剔退的藥品費用只有區區64元新台幣，但為了

釐清是非曲直，我還是花了一些時間，將上述事實寫出

來向健保局申覆。沒想到申覆結果是：不獲通過，理由

仍是：「申報項目與病歷紀錄之病情不符」。這個剔退

理由就更令人不解了，莫非健保局的評審委員看不懂我

的文字說明？還是為了剔除而剔除？或許健保局的評審

委員認為病人的貧血還沒確定是缺鐵性貧血，所以不付

鐵劑的藥費。但健保局剔退的理由是「申報項目與病歷

紀錄之病情不符」，而不是病人的貧血還沒被確定病

因。再說，如果要等到一切都確定後才可用藥，那不只

會延誤可能

gm/dl

的治療時機，很多病也不能治療了。例如很

健保局窮得連64元也要扣？
郭正典 醫師

無法鑑定出來，那是否意味著在那之前醫師都不可以憑
經驗施用抗生素呢？

  幾年前我還在加護病房照顧病人的時候，有重症病人

得到棘手的敗血症。血液培養結果是抗藥性金黃葡萄球

菌 (MRSA,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那種細菌只能用萬古黴素 (Vancomycin) 加
以治療。我依據醫院檢驗部所做的細菌對藥物的敏感性

測試結果給病人用上靜脈注射的萬古黴素。可惜結果不

如人意，病人最後還是往生了。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我收

到健保局剔退萬古黴素藥費的文件，剔退的理由是：

「非必要的處置及用藥」。我的天啊！抗藥性金黃葡萄

球菌不給萬古黴素治療，難道讓病人白白等死嗎？這種

情形發生過兩件，我都據理力爭，結果如何我沒去追

蹤。這真是不可思議！

  我也曾開給長期臥床病人做關節活動(Range of 

motion)的醫療，以免病人的關節和肌肉因為長期缺乏

活動而僵化、萎縮。沒想到這樣的處置也被健保局剔退

了，理由同樣是：「非必要的處置及用藥」。長期臥床

的病人不需要動一動他們的關節，拉拉他們的肌肉？看

來健保局是窮得發慌了，不僅是能省則省，連不能省的

都硬要省下來。

  剔除區區藥費和一些醫療處置費對健保局的財務有幫
忙嗎？答案應該是有的，但幫助可能不大。即使這樣東
扣西扣對健保的財務能有些幫助，但以犧牲病人的健康
甚至生命為代價，值得嗎？如果在病人有需要某種藥物
或治療時用似是而非或強詞奪理的理由剔除之，然後科

醫院及醫師以100倍的罰款，讓臨床醫師在開藥及給予

治療時有許多顧忌，那將是病人的不幸，也容易引起醫
療糾紛。如果該治療而不予應有的治療，病人發生事故
後要追究醫師和醫院的責任時，是誰該負起責任？是醫
師、醫院還是健保局？讓醫師看病時有許多顧忌，其後
遺症顯然遠大於屈指可數的藥費及處置費。請健保局明
察任意剔除藥費及處置費的利弊得失，不要因小失大。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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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場罷免吳育昇的公民行動失敗中，我們清楚地看
見台灣國民權益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的眼中可以棄之
如敝屣。身為國家主人的台灣國公民，如今卻成了被
國、民兩黨所忽略的一群弱勢。這顯示台灣的民主，已
經全然崩壞。
  從年輕時期開始關心政治到現在，我從未感覺像這兩
年這麼的孤單。
  邪惡的國民黨一直都在。以往在受到國民黨壓迫的時
候，我們知道，也看見有一群人、一股力量和我們站在
一起，和我們一起努力對抗那個邪惡的勢力。但如今，
那股力量也被邪惡勢力所控制與癱瘓了。
  百般無奈的弱勢民眾只能孤拎拎的站在街頭，看著自
己的家園被政府拆毀，看著家人去當兵後再也不回來；
看著國共兩黨私通，引進將使百萬人失業的服貿協議；
看著國民黨公然竄改我們的歷史，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還得聽著國民黨一再以不實的核電訊息欺騙社會大眾、
欺負社會大眾....。這一切，任憑民間組織與社會人士
站在街頭如何聲嘶力竭的呼喊，我們所能觸及的，也僅
有極為少數的民眾。以往陪著我們一起對抗惡勢力的那
股力量，如今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台灣國人如今所要對
抗的，不再只有國民黨，而是國、共、民三黨聯手所築
起來禁錮民意的高牆。
  還記得嗎，在2013年113人民火大大遊行上，民進黨
主席蘇貞昌如何在台上高喊換總統、換內閣、換立委
的？原本罷免吳育昇行動應該由蘇貞昌主席所領導的民
進黨發起、主導。但這半年來，我們看不見蘇主席所帶

民進黨擺爛 人民火大

領的民進黨有任何實質作為，導致原本吳育昇選區投給
民進黨的9萬多張選票，尤其是蘇貞昌曾任8年縣長的轄
區，如今居然連募集民進黨配額的2萬4千份連署書都做
不到，最後只募集到1萬6千多份，只差1千多份而已。
追根究柢，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難辭其咎。由於他的擺爛
與不作為，形同將原本應該與民意站在一起的民進黨和
反對勢力整個癱瘓掉了。
  一個擺爛的民進黨，是支持國民黨崩壞台灣的最大力
量。
  改變台灣，就從發出頭家的怒吼、譴責民進黨在這段
時間內的擺爛開始！
  民進黨是台灣人的公共財產。我們不允許包含蘇貞昌
體系與民進黨國會黨團總召柯建銘在內的一群政治惡霸
控制民進黨，癱瘓台灣的反對勢力。
  身為國家的主人，在我們還有資格、有權力這麼做之
前，在這個台灣被中國併吞前的最後一哩路上，我們要
呼籲民進黨的核心人員及幹部一起為這段時間以來無法
捍衛台灣人權益負起應負的責任。我們也要呼籲蘇貞昌
主席為他自己曾經說過的話負起責任。
  倘若民進黨在這次罷免吳育昇失敗的行動中仍然不知
反躬自省，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對於自己的承諾一再跳
票，辜負人民的期待，卻如馬英九一樣忝不知恥地不道
歉、不悔改，繼續像這二年一樣擺爛，則我們相信，在
不久的將來，民進黨將會看到一群台派支持者前往民進
黨黨部，要求「蘇貞昌下台」！也會看到台派支持者在
接下來的幾場重要的選舉中如何教訓民進黨！

  壹、權利變換主要目的為審核都更的財務報告，無權
審核都更案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應在事業計畫中審核，
但事業計畫已於2011年4月1日發布實施(北府城更字第
0991075739號)。新北市府現在回過頭來說都更安全有
問題，那當初事業計畫為何能夠發布實施？難到是當初
承辦人員違法失職？請新北市府說清楚。
  貳、再回來看權利變換有何附帶條件：以下節錄自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17次會議紀錄"第15頁
原 文 請 至 以 下 新 北 市 府 都 更 處 網 站 下 載
http://www.planning.ntpc.gov.tw/_file/1691/SG/340
26/D.html根據該會議紀錄內容提到之附帶條件有
  1.芒果老樹遷移：早已完成。
  2.碧潭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交通維持、施
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之處理：當初市府要求建商對吊
橋墩座進行遷建，才有以上四項附帶條件。如今早已決
定不動吊橋，市府重提此四項附帶條件，難道又想帶頭
違法擅自遷建吊橋嗎？

  

  3.公私地主權益：百分之一百通過的都更案，對地主
權益最大的傷害，就是市府不願意發布實施。即便審視

回應新北市府01/26『碧潭都更追求多贏安全繁榮共同牽成』新聞訊息
陳國元

當初附帶條件，不是早已完成就是已經不存在，不知市
府重提此事到底有何意圖？
  參、碧潭都更案自一開始，所有地主便要求建商都更
案絕不可對吊橋有所損害，建商方面也無條件同意。今
天因為市府挾都更案審核之權力，要求建商出資遷建原
本為公共建設之碧潭吊橋，而引起軒然大波。現在新北
市府沒有能力能弭平民怨，卻將責任推到建商身上，讓
建商及地主共同承擔後果，這種推諉塞責的態度令人不
敢恭維。
  身為碧潭都更案地主，我們再次呼籲新北市府：『依
法行政，立刻發布實施碧潭都更案權變計畫。』
                  
                   碧潭都更地主自救會2014.01.26
 
PS.新北市府『碧潭都更追求多贏安全繁榮共同牽成』
新聞訊息：
http://www.planning.ntpc.gov.tw/web/News?command=
showDetail&postId=296504

紀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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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一離開卑南往濱海公路走，進入卑南溪的沿溪公

路，就開始看到利吉惡地形。此次到台東靠兩個導航系

統：Gamin加Google map，地圖加衛星，無往不利。不過
到利吉惡地，請注意到卑南溪要走旁邊小路，不要上高
架。
  利吉惡地位於台東市北郊的卑南溪畔。一般人開車沿
著台東大橋西側通往利吉村的鄉道往北走，過了利吉大
橋後約400公尺，可以看到路旁出現一大片佈滿雨蝕溝的
不毛山壁。這兒就是素有「台東地質國寶」之稱的「利
吉混同層」。
  利吉惡地緊臨著卑南大溪。因地表的泥沙岩容易風
化，經過雨水沖刷後，土石流失嚴重，形成了光禿的外
表，流蝕出無數小土溝，寸草不生，就如月球表面般的
荒涼。利吉惡地與一旁的小黃山，是菲律賓海板塊與歐
亞大陸板塊壓運動所形成的天然地質教室。
  利吉惡地又名利吉月世界，位於卑南鄉利吉村。土壤
乾燥時堅硬如石塊，遇雨則泥濘不堪。由於長期雨水沖
刷，形成雨蝕溝滿佈的獨特景象。夕陽西下時分，站在
卑南大橋或利吉橋上，這片寬2公里、深約1公里的地質
奇景，峰巒嶙峋，草木不生，構成一片奇異又荒涼的景
象。 
  利吉惡地與高雄田寮鄉月世界有相同的地質景觀，是
地質學者重視的東臺灣惡地層。利吉混同層是由顆粒極
細的泥岩所組成，其中混雜許多黏質礦物，因此它的孔
隙很小，滲水性及透氣性也很差。雨水只能沿著地表侵
蝕，沖刷成一條一條的雨蝕溝，進而形成眼前這一大片
面貌猙獰的惡地面貌。
  五節芒、銀合歡、相思樹和車桑子是這兒最常見的優
勢植物。它們多半生長在堆積了大量崩塌土石的下層。
黃連木和台灣蘆竹則生長在崩移面及雨蝕溝的上方。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這兒設置了涼亭、木棧
道及解說牌示。沿著木棧道深入利吉惡地，猶入走入一
條天然的地質史展示走廊。數千萬年前埋藏在深海之下
的沈積物，如今活生生地聳立在眼前，令人印象深刻。 
  與利吉惡地相隔著卑南溪的對面山腳下，有一片寬達
兩公里餘的斷崖景觀，這是屬於中央山脈末端的卑南礫
岩遭到雨水沖刷後形成的，俗稱「小黃山」。不同於利
吉惡地屬於菲律賓海板塊的前緣，卑南礫岩則是屬於歐
亞大陸板塊的一部分。因此，前來利吉惡地一遊，就如
同來到一處可以觀察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擠壓
運動的天然地質教室一般。
  我建議有三個觀察台可以看利吉惡地，另外在史前博
物館地層形成的介紹也有詳盡地說明。我爬上往北最後
一個觀察台的屋頂，鳥覽全景，拍了鳥瞰照。對面斷層
惡地形太美了，也有地質學價值。下屋頂時，太高了。
懼高症讓我四肢著地爬下來。因為木屋瓦沒支柱，相片
近方就是木瓦屋頂。此舉具有風險，不足取。後來我又
登上私人瞭望高地，觀察利吉高地與其它山蠻地形的關
係，收獲頗豐。

利吉惡地是歐亞與
菲律賓板塊擠壓的
最年輕地層

陳順勝 醫師

(圖/翻攝自網路)

(圖/翻攝自網路)

(圖/陳 勝醫師提供)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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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的一年，台灣藍綠降低統獨歧見與兩岸關係是

否會朝著良好方 向發展？從大局看來，應該可以樂

觀。藍綠統獨立場逐漸往中間靠攏，而中國也對台灣作

了一些口頭退讓。這種大趨勢可以稱為「統獨靠攏，兩

岸低盪」 (union-independence convergence, cross-

strait Détente)。唯有穩住這種趨勢發展，否則台灣

勢將繼續內耗在空泛的統獨議題上。

  台灣要統要獨，不是自己所能片面決定的。但是沒有

人能夠否認台灣「事實獨立」的事實，可能也沒有人相

信台灣能夠透過高門檻的鳥籠公投法而達成正名與「法

律獨立」。

  《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為統獨靠攏奠下基礎，而馬英

九《九二共識》與謝長廷《憲法共識》則為兩岸低盪鋪

好路途。台灣減少統獨口水戰，好好加強內政才是正

道。其實這就是回到過去《大學雜誌》時期張俊宏主張

的革新保台。誰能夠讓人民荷包裡多一些鈔票，誰能夠

讓弱勢家庭鍋子裡有一隻雞，誰能夠杜絕司法關說與司

法不公等等，誰就是好政黨、好政府。

統獨匯合，台灣往前划

  曾有一位美國退休官員評道: 「台灣就像一艘船。有

人拼命向右划，有人拼命向左划，結果這艘船無法前

進。」衡諸台灣薪資停留在十六年前水平，這句話是正

確的。統獨朝向中間靠攏，台灣這艘船才能往前划，划

向光明前程。

  原本黨外/民進黨/綠營傾向台獨，遭到國民黨以叛亂

罪與抹黑修理。其實黨外時期的台獨是指推翻國民黨戒

嚴政府，與對岸中國毫不相干。解嚴後，國民黨逐漸寬

容台獨言論，同時也進行一些本土化工作。李總統自不

待言，而馬總統大體說來也延續這種趨勢，例如承認二

二八是官逼民反、聲稱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

等。扁政府在護照上加註台灣，馬政府並未刪除。

  在民進黨這方面，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

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國號，向國民黨的獨台靠攏。該決議

文源自 1997年我發明的一個英文句子 Taiwan is a 

sovereign state alias Republic of China (台灣是個

主權獨立國家，名叫中華民國)。當時我學會一個拉丁

文單字 alias，接著練習造句 Taiwan alias Republic 

of China，最後無意中寫成完整句子。

兩岸低盪(Détente)

  低盪(Détente)意指緩和緊張局勢，以談判代替對

抗。在台海兩岸，近年來中國放棄江澤民對於台灣文攻

武嚇的作法。它繼續圍堵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但是也

透露它可以「恩准」台灣保有一線活路，條件是必須在

統獨靠攏、兩岸低盪
──重申支持謝長廷「憲法共識」

蔡百銓

一個中國前提下。江澤民曾對台灣百般謾罵，稱呼台灣

是中國「叛亂的一省」，1995/96年更對台灣試射飛

彈。2005年胡錦濤原本準備制定《國家統一法》，後來

退讓為《反分裂國家法》。這顯示中國官方雖然認定兩

岸同屬一個中國，但是也可以不認為目前台海兩岸已經

分裂，意即默認台灣事實獨立，雖然繼續反對台灣法律

獨立。中國也以比較寬鬆的「一中框架」口號取代「一

中原則」，以「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取代過

去「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綠營對此當然不滿意。但是不容否認，中國不再像過

去那樣凶神惡煞。兩岸緊張情勢逐漸轉變為低盪。當然

這也可能是陷阱，旨在鬆散台灣的戒心。美國前國務卿

萊斯曾說「太平洋寬得足以容納中美兩國」，我們當然

也希望「台灣海峽寬得足以容納台中兩國」。

謝長廷「憲法共識」

  獨派對於謝長廷多半沒有好感。但是他最可能延續

「統獨靠攏、兩岸低盪」的大趨勢。直到現在，綠營只

有他提出一套能夠不被中國反對、且能與國民黨分庭抗

禮的兩岸政策。謝長廷提出「憲法共識」，中國官方認

為這是「山寨版九二共識」而沒有反對的理由。

  「憲法共識」包含兩個構成成分：憲法一中、憲法各

表。「憲法一中」的依據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說詞。綠營參與修憲

七次，無從否認這個黑紙白字的事實。而「憲法各表」

就是山寨版一中各表，意指兩岸各自實施自己的憲法，

說穿了就是追求兩個中國或是民進黨強調的一邊一國。

這應該是兩岸頭頭心照不宣的默契，反而有些獨派朋友

卻似乎聽不懂其弦外之音。 

  有人說中國政治是文字遊戲、文學政治。舉例言之，

過去東西德互相承認，雙方都承認世界上兩個德國存

在，這並不妨礙兩德統一。他們的數學是1＋1＝2，但

是中國式數學則是1＋1＝1。明明就是兩個中國，卻硬

要說只有一個中國。一般台灣人搞不清楚這種中國式思

惟。其實一個中國也能還原為兩個中國，就看台灣會不

會玩中國式魔術。

  陳少廷曾向我轉述一個英文句子“§”芋C他說這個句

子是兩位曾經參與華沙會談的美國官員，針對中國人思

考方式而發表的心得 (自由時報2012/10/20拙文「不要

隨便自以為是中國通」)。

事實獨立vs.法律獨立

  討論統獨問題，應該先把獨立區分為兩種：事實獨立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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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independence)、 法 律 獨 立 (de jure 

independence)。台灣已有事實獨立，欠缺法律獨立。當

獨派追求台灣獨立、當國民黨反對台灣獨立時，他們似

乎都未想到台灣已經事實獨立。我因而很贊同洪蘭教授

主張高中應該開哲授學課，讓台灣人思路能夠清晰一點 

(第79期拙文「高中應該開授哲學課」)。台灣虛擲太多

時間於統獨爭論，沒釐清這兩種獨立是主因之一。

  有些獨派人士擔憂草莓族不關心政治。其實有些年輕

世代早就變成台獨份子，原因不詳。曾有一位小學老師

哈哈笑著對我說：「我覺得台灣就是一個獨立國家，不

知道為什麼還有人起肖(發瘋)而主張台灣獨立。」 上

學期我在一家專科學校兼課。那些17歲女學生大都是低

頭族，上課望著智慧型手機埋頭苦幹。我從來不談政

治，有一次無意中說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想不到

一大半學生同時抬頭驚嘆抗議，啊啊連連，害我嚇了一

跳。

  順便敬告教育部，高中學生就這麼單純。無端挑起統

獨議題，想要對他們灌輸甚麼「主權與治權」太複雜，

他們聽不懂。豈只他們聽不懂，有些大學教授也搞不清

楚。且舉一例。2007年我在某研討會上說，1945年日本

戰敗離開台灣，仍然保有主權直到1952年。國民黨來台

灣是託管，初期沒有權力統治台灣。想不到主持會議的

獨派博士/教授立刻破口大罵。他說國民黨當然擁有統

治權，否則我們怎麼期望國民黨實施民主政治。後來這

位教授自知理虧，設法竄改會議記錄《大國霸權/小國

人權》裡他的發言稿。

  最早區別法律獨立與事實獨立的，或許是在1986年鄭

南榕等人發起519綠色行動反戒嚴遊行的前一天，我在

自立晚報發表的一篇小文章。我在文稿裡附上那兩個英

文名詞以便彰顯問題，很遺憾遭到編輯刪掉。次日田朝

明醫師發表文章說，不要再說台灣已經獨立。去年我在

一場研討會上，建議獨派博士/教授區別法律與事實獨

立，但是他們似乎聽不懂而顯得很不耐煩。

獨台vs.台獨

  鄧小平曾說國民黨是獨台，民進黨是台獨。施明德也

說國民黨追求「中華民國模式的獨立」。至於說民進黨

是台獨則不很正確。1991年8月民進黨中常會通過《台

灣憲法草案》，繼於10月通過《台獨黨綱》，以後反而

絕口不談正名與制憲，繼續埋頭與李總統修憲。

  國民黨是獨台。但是它是國共內戰的落敗者，面對中

國時常會自己先矮了一截。例如最近教育部提前修改高

中歷史科教綱裡的史觀，不預先徵詢在野陣營意見。有

人認為這是為了「向對岸表態」。而在兩岸服貿協議爭

論方面，有人主張那會引狼入室。馬總統若想驅除賣台

疑慮，不妨更積極推動加入美國主導的TPP。馬政府權

力來自台灣選民，不是來自對岸。2008年初我曾在中國

時報發表投書，表示馬總統「終極統一」的「終極」可

以詮釋為遙遙無期。這是一種善意期勉，但有獨派朋友

(接續前頁，統獨靠攏、兩岸低盪──重申支持謝長廷

「憲法共識」)

罵我替馬總統背書。我算老幾，我有資格替人背書 ?  

71％的省思

  2013年10月TVBS民調指出，兩岸關係如果只有獨立與

統一兩種選項時，高達71％民眾希望台灣獨立，僅有

18％傾向統一(參見自由時報2013/10/31「TVBS民調

71%希望台灣獨立」)。類似的民調結果其實屢見不鮮。

綠營非常納悶。如果這類民調結果正確，那麼民進黨選

舉應該每戰皆捷才對。問題在於有些人認為台灣已經獨

立，也有些人不把國民黨主流派當作統派看待。

  台獨是怎麼產生的？是針對二二八、針對漫長戒嚴產

生的。台獨原本是針對國民黨戒嚴政府而發的，如今卻

把中國扯進來。澳洲學者家博教授認為台灣就是個獨立

國家，主張台獨反而是大中國觀念的產物。或許獨派朋

友應該對台獨做個精確定義，以免令人滿頭霧水。

名稱的政治學：兩岸與兩國

  最近蔡英文以「對岸」指稱中國，引起部分獨派人士

不滿。我說「兩岸」時也曾遭到獨派朋友教訓，要求我

改說兩國。我請教那位朋友兩國是指哪兩國，他說台灣

國與中國。我反問他台灣國在哪裡？如果已有台灣國，

他主張台獨建國豈不是神經病。他改口說是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對他曉以大義，罵他豈可承認中華

民國而背叛自己的理念！我顯得比他更獨，令他啞口無

言。 

內政最重要

  「統獨靠攏、兩岸低盪」大趨勢可以透過謝長廷《憲

法共識》更跨出一大步，而《憲法共識》基本上是馬總

統《九二共識》山寨版。藍綠透過辯證過程而消彌主要

歧見，但願今後雙方都能集中心力於內政。兩岸關係只

要牢記台灣經濟不能遭到中國綁架，其他議題都是次要

的。1987年蔣經國總統曾說「將來誰能主導兩岸，誰就

主導台灣未來」，謝長廷《憲法共識》不被中國拒絕，

至少可以讓民進黨立於不敗之地。

  馬總統專注於兩岸與外交，大致做得不錯，民進黨大

可「師夷長技以制夷」。邱義仁烽火外交是個天大笑

話，他把鬥爭黨內同志的手法拿到國際舞台上玩。民進

黨不妨搞個《山寨版活路外交》，同時把握三個真理：

蔡百銓被迫獨立論、馬英九援外三原則 (目的正當、過

程合法、執行有效)、周恩來建交五原則 (互相尊重主

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 （本文只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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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台灣與母語發展座談會
時間：2014年 2月15日(週六)9:00報到，9:30〜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A室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辦：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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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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