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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與RCEP救台灣！

  台灣危矣，即將滅亡！台灣對外經貿太過傾斜向中國

市場。經濟遭到綁架，政治勢將遭到吞併。天佑台灣，

美國與東協適時推出TPP與RCEP。台灣加入這兩個經貿

組織才是自救之道。諷刺的是，在朝野藍綠政黨中，唯

有經常被人詛咒「賣台集團」的國民黨全力衝刺，兩軌

並進，而自稱「顧台灣」的民進黨卻袖手旁觀，冷諷熱

潮。看來在統獨議題上，台灣似乎正在出現「藍綠易

位、豬羊變色」的怪現象。

  為了扭轉台灣經貿毀本西進的危機，我們應該東進加

入TPP，南向加入RCEP。這兩個區域經濟集團乃是國際

最矚目的經貿整合。台灣是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必須

積極加入兩者。這攸關台灣生死存亡。而台灣加入兩者

之後，服貿市場勢將被迫開放，目前在野陣營力擋兩岸

服貿協議其實沒有多大意義。凡事應該闗照大局。管中

閔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 表示服貿協議如未通

過則會釋放不好訊息，讓外國認為與台灣談判隨時會被

翻案。

馬政府全力衝刺

  馬總統為了加入TPP與RCEP而全力以赴，只差沒有頒

布緊急動員令。他要求各部會在今年七月以前，完成加

入TPP的基本準備工作。他召返我國駐在十七個相關國

家的代表，參加外交部與經濟部合辦的「推動加入

TPP與RCEP策略規劃講習會」與參訪四天。行政院也將

定期盤點參與相關經濟整合進度，隨時向馬總統報告進

 

度。

  外交部長林永樂分析，TPP及RCEP的成員國都是台

灣主要出口市場及投資地區。其中與TPP 12個成員經貿

往來占台灣貿易額35%、RCEP 16個成員更占台灣貿易

額高達57%。比重這麼高，台灣不能錯失機會。

  行政院副院長毛治國表示，「以前大家認為台灣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就可以高枕無憂。但是隨著國際區域整合

情勢演變，台灣愈來愈邊緣化，一定要積極作為。」而

本月18日中日韓三國已在北京進行「三邊自由貿易協

定」第四回合談判，台灣必須更加警惕。

2015年台灣加入TPP！

  去年8月16日美國孟德茲（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

席）特地前來台北，親自拜訪行政院長江宜樺 (當時馬

總統出國訪問)，邀請臺灣申請加入TPP。

  日本媒體18日報導，美國白宮高級官員表示，台灣加

入TPP最快可望於2015年實現。但是19日美國聯邦貿易代

表傅洛曼表示不知情。據說去年馬政府藉著與美國重啟

TIFA談判，秘密磋商加入TPP事宜。經濟部只表示「我們

跟美方保持非常暢通的溝通管道」。台灣是以美韓自由貿

易協定（FTA）為參考架構。台灣加入TPP勢必面臨美豬

進口議題，農委會已進行相關檢討或檢視工作。 (自立

晚報2014/2/18「加入TPP台美溝通管道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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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眾議員阻撓，情勢必須等到11月美國期中選舉結

束後才會明朗。儘管如此，歐巴馬當局仍然決心繼續推

動TPP。

  民主黨眾議員與工會、環保團體等擔憂TPP將會弱化

美國就業水平，甚至影響今年11月期中選舉選情，因而

不願意支持TPP。民主黨眾議員現階段也不支持貿易促

進授權法（TPA）。 

  (補充說明：貿易促進授權法TPA又稱為快速審批

權。它意指國會授權總統，不必諮商國會，就可以與其

他國家進行貿易談判即簽署貿易協議。國會對於這些協

議只能包裹表決，批准或否決，不得修改內容。2007年

南韓就依據TPA而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區，但是當時的

民進黨政府卻努力不夠。TPA早在2007年就已過期失

效，仍待國會重新通過。)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1996年李登輝總統倡議南向政策，遺憾次年東南亞發

生金融風暴而落空。台灣加入RCEP可以完成李總統美

志 。 RCEP乃 是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縮寫，中文譯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RCEP又稱為「東協 + 6」。會員國以東協十國

為核心，再加上六個FTA夥伴（中日韓澳紐印），總共

十六國。

  這個區域經濟組織是2011年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在印尼開會時提議的。次年在柬埔寨開會時開

始正式談判，預計於2015年年底完成談判與締約。屆時

RCEP將會開放新會員談判加入。

  我國已與RECP三個會員國簽訂貿易協定，必將有利

於我國申請加入RECP。這包括我國與中國簽訂ECFA，

與新加坡簽署ASTEP (Agreement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Partnership)，與紐西蘭簽署

ANZTEC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東進與南向：台灣自救之道

  台灣最大的危機是經濟遭到中國綁架。我在去年8月

8日本刊第82期發表「重啟南向政策」，我說「台灣人

的自救之道就是推動東進與南向政策，鬆綁中國對於台

灣的經濟束縛」。加入美國主導的TPP正是東進政策的

體現，而加入東協＋6形成的RCEP正是李登輝總統南向

政策的賡續。

  有些綠營人士強調台灣主權獨立，但是疏忽經濟自主

的重要性。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兩岸經濟整合促

成政治統一。他說：「兩岸經濟整合將讓兩岸走在一

起，中國就無須動用武力。…民調顯示台灣人民支持獨

立勝於統一，這和台灣是否與中國統一無關。」顯然台

灣唯有加入TPP與RCEP才能有效擺脫這種魔咒。筆者

在此呼籲在野黨派捐棄歧見，全力推動台灣加入這兩個

區域經貿組織。這是為了搶救台灣 (2014/2/19)。

 

  目前TPP第一回合談判還未完全完成，其第17輪談判

預定今年5月在秘魯利馬舉行。我個人推敲在11月美國

國會期中選舉結束後，TPP才會展開第二回合談判，開

放新會員國 (包括台灣)申請加入。加入TPP必須取得

全體12個會員國通過。

TPP 是甚麼？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乃是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縮寫，全稱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

協 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日前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民主黨內部會議上

直陳：TPP是制衡中國的重要手段。

  TPP原本只是2005年APEC四個小國 (汶萊、智利、紐

西蘭、新加坡) 簽署的協定。美國想要重返亞洲而加

入，並且推動擴大計畫。目前TPP共有12個成員國，其

國內生產毛額（GDP）總共將占全球GDP總額40%，貿

易額將占全球1/3。這12個成員國包括前述五國與澳

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日本。

而台灣與南韓、菲律賓、泰國等國都有意加入。

  TPP乃是綜合性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主要內容包

括貨品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措施、衛生和植物

衛生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服務貿易、智慧財產權保

護、政府採購和競爭政策等。

  TPP會員國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經濟自由度。日本經濟

自由度落後台灣，卻能夠於去年加入。甚至連社會主義

國家越南都能加入，台灣為何不能？TPP章程第一條第

一款第三項規定：「本組織支持APEC促進自由化進

程，達成自由開放貿易之目的」。今年元月14日美國傳

統基金會公布2014年全球經濟自由度報告指出，台灣在

全球178個國家中，經濟自由度排名第17。日本名列第

25，南韓第31（2014/01/14 UDN TV 台灣經濟自由度

全球排名第17）。

  中國如果想要加入TPP則非常困難，因為TPP含有針

對「國有企業」的專章。如此一來，TPP將與RCEP互

相抗衡，變成中美兩國拉攏亞太經貿實體的角力戰。中

國過去從「圍堵中國」角度，認定TPP是一個「沒有中

國參與但針對中國而來」的布局。但是去年中國態度逐

漸緩和，把剛掛牌的上海自貿試驗區視為未來加入

TPP談判的示範窗口。

美國與TPP

  歐巴馬總統把其總體戰略佈局轉移到亞洲地區，TPP顯

然與之有關。2月14日《紐約時報》指出，美方必須把軍

力移調亞洲地區，以便平衡中國崛起的軍備競賽。另一方

面，美國如果能夠提供亞洲地區經貿實質支持，它與亞太

地區的內部支持關係就會更加穩定 (民報 2014-02-16

「歐巴馬三月訪亞洲啟動TPP戰略佈局」) 。 

  歐巴馬總統視TPP為重返亞太政策的一大關鍵，對內

可促進經濟與出口、吸引高薪就業機會，對外則可以施

壓中國，創造戰略利益。但是歐巴馬總統現在遭到同黨

(續接前頁，TPP與RCEP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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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內近五年多來，在外來的「中國」國民黨馬政

府執政下，政治與經濟、內政與外交都危機重重，令人

憂心。咱的國家台灣面臨更多的苦難。此時此刻，做為

有尊嚴與自主的台灣國民要怎麼辦呢？

  30年前即1983年5月間，我當時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傳道幹事，為了推展台灣客家宣教的合作事工，

受邀赴瑞士巴色城。在基督教巴色宣教差會年會的開會

禮拜中，請我用客家話講道。有位長年在香港從事客家

宣教的戴智民牧師翻譯成德語。有來自瑞士、德國、法

國與奧地利等四個國家的一百多位牧師和信徒代表出

席。禮拜完後，接著安排我介紹台灣客家宣教的情況以

及台灣教會的社會關懷事工。我就把一張台灣地圖貼在

看板上。我特別提到台灣在外來的國民黨蔣家政權白色

恐怖戒嚴統治下，沒有民主自由，卻有許多不公不義的

事；而且台灣被排出聯合國，處於國際孤立的情境中。

結束後，有位瑞士教會的青年代表走向前來跟我握手，

而且跟我說：「你們在台灣國家充滿苦難的情境中，有

許多事情要做，有人生奮鬥的目標與生命價值…。而我

在瑞士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還算好，好像沒

什麼事可以奮鬥…。」這位瑞士青年說的這段話，令我

印象深刻，常常提醒我，激勵我要為充滿苦難的國家台

灣的民主自由、公義和平與獨立自主，持續奮鬥到底，

永不氣餒。這是做為台灣人最可貴的人生價值。

  「國家」是居住在同一塊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生命與

命運的共同體。真心認同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國家，

大家就能為自己國家的發展與提升獻身打拼，使我們大

家的心靈健全，人生有價值。然而，國共內戰敗亡來台

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一直不願意認同台灣是其國家，

並且以過時的「中華民國憲法」謊稱其主權還及於中國

(大陸)，意圖使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混淆錯亂，有利於

他們繼續分化台灣人民，使大家無法團結一致，讓國民

黨可以繼續掌控統治台灣，更使許多台灣人的心靈一直

無法健全起來。

  孟德斯鳩說：「民主國家的人民，應有愛國之念與自

重之心」。只有同心協力熱愛自己苦難中的國家台灣，

我們台灣人的心靈才會健全起來，生命也才有真實的價

值！(2014年2月17日)

關切自己國家的苦難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大家都知道，西元2千年全面開放中國投資以後，除

了科技園區內少數工廠，絕大多數耗電的傳產工廠都已

經離開台灣了。現在的大型家電包含冷氣、冰箱、電

視，甚至電燈...都遠比以前還省電，生活在台灣的人

口更是不增反減。

  然而這些年，還有擴建包含大潭電廠在內的許多電

廠、火力電廠從單循環改為雙循環，甚至複循環的電力

轉換效應的提昇，以及民間自主興建投產的民營電廠，

尤其是高達720萬千瓦可購電力，卻被刻意忽略，從未

被拿來討論的汽電共生發電。我不懂為什麼大家會相信

台電所說的「台灣缺電」這件事？

  加上汽電共生的購電發電量，台灣的供電量是4800萬

千瓦。舉例來說，去年8月9號是夏季用電高峰那個鐘

頭，台灣的耗電量是3300萬千瓦。若不是理解錯誤，加

上汽電共生的電力換算，夏日尖峰時段，台灣的耗電

/備電比應該還有32％的備載。雖然台電說720萬千瓦不

能算在備載容量頭上，但我們不懂，為什麼不行？

  而且，根據環團踢爆的數據，台灣全年有41%的發電

設備根本沒使用過。而那些沒使用的設備都是熱能轉換

電能效率遠比單循環的核電高出一倍以上的燃油、尤其

是燃氣電廠。

  最重要的，以他們一貫造假的經歷來看，為什麼我們

要相信台電沒有在發電量上面動手腳？

  

況且，綜合以上，即便不列入汽電共生的電力，採用台

電調整過後的數字，我們夏季最最尖峰時刻，也還有

20%的備載電力。而核123廠的總設備發電量佔比也不過

就是11%。也就是說，這一秒把核123廠全廢了，我們的

備載容量也還符合日、韓等國的法定標準。

  馬政府總刻意以「台灣缺電」這個民眾既定印象的謊

言來欺騙跟恐嚇大家，而懶惰的政治人物也不經思索、

不予考証、不予糾正。然而台灣真的缺電嗎？

  我們認為，台灣根本不缺電！福島核災至今，中國國

民黨仍執意拿2300萬條台灣民眾的性命來發核電的原

因，除了台電高層及政府官員缺德，只是因為他們選舉

缺錢。

圖↑台電的電力擴增計劃，老早就列入廢核備案，即使沒有核
電廠，供電依然遠遠超過電力需求的成長預估值 
(圖片來源：鄭麗君辦公室簡報資料)

台灣真的缺電嗎？
反核部隊志工 Jimm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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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剛派代表去北京會見中國高幹。台灣與中國地

緣接近，見面會談無可厚非，不須苛責。但是馬英九是

現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蔣介石中國內戰失敗後「播

遷」台灣，導致228事件中成千上萬台灣人被屠殺。換

句話說，打輸的國民黨去會見打贏的共產黨。外交總比

戰爭好。籠罩台灣海峽超過半世紀的緊張局勢可以因而

舒緩。但是全中國由台北管轄的妄想與北京擁有台北管

轄權的妄想是半斤八兩，痴人說夢。多數台灣人不希望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多數台灣人民渴望自由，擁有

個人生活及政治選擇權。

  台灣反對黨中唯一贏得總統大選的是陳水扁在2000年

的勝選及2004年的連任。在他任職期間，他發起並領導

了多項措施，給先前沈默的大眾更大的發言權，去決定

自己的未來。自從卸任後，這位前總統就被與馬英九一

夥的共犯殘酷的迫害。我們相信這是馬英九個人恩怨，

不是整個國民黨的決策，去對前任總統進行無情的報

復。陳水扁目前正在服一個漫長的刑期，他的健康狀況

惡化。馬政權宣稱的完善醫療照顧，事實上是不醫不

顧。最重要的是，馬政權不斷製造新的起訴案件。我們

合理懷疑這是不是馬的個人仇殺？是不是國民黨因失去

了兩次全國大選而惱羞成怒？是不是向「錢」看的企業

家爲了和中國做生意而姑息？沒人知道的到底為什麼？

也沒有人知道台灣的未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這

個問題要由台灣人民來回答，我們不能替台灣人回答。

英文原稿發表於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spring-in-the-horse-year_b_4808128.html

本文要探討的是普遍人權的問題。在人權基礎上，我們

認為陳應立即被釋放。

  許多台灣人，包括藍綠不同政治派別人士，只要是相

信普世人權的價值的人，都認為馬英九已經背棄了人道

主義原則。將前任元首罪織入罪並判處漫長徒刑是對多

黨政治的不良示範。我們有理由相信陳水扁案件的司法

程序不公平，判綠不判藍的偏見，事實存在。陳水扁的

人權繼續被嚴重的侵犯。

  人權行動中心先後兩次派代表去台灣調查陳水扁的羈

押狀況。兩次訪問的結論相同，確認提供給陳的醫療極

其不當並系統性來造成他的健康傷害。他被剝奪了選擇

醫生和醫療的權力。儘管陳和他的家人同意公佈他的醫

療和司法審判紀錄，國民黨政府卻悍然拒絕。唯一補救

的辦法，來減輕陳水扁的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損害，是允

許他緩刑、假釋、赦免或讓他居家治療與家人一起並獲

得自己選擇的醫療照顧。我們再次重申：台灣的政治問

題是台灣人民的決定。但在陳水扁的監禁的問題上，我

們呼籲讀者致電美國參議員德賓，布朗和其他有良心的

國會議員共同努力，立刻送他回家。美國的每一位公

民，請直接聯絡自己選區的國會議員請他們支持採取行

動。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請寫信給你們的政府做同樣的要

求。我們不會保持沈默，直到這個人得到他應有的尊嚴

以及享有與所有人民一樣的保護。我們再次對馬英九呼

籲：立刻釋放陳水扁。

馬年回春之道：釋放陳水扁
華府人權行動中心（HRAC）創辦人  傑克希利（Jack Healey）

2014年2月18日於美國華府 瑞峰 (Jay Tu)  節譯

Spring in the Horse Year: Free Chen Shui-bian
Jack Healey  (Founder,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has just sent a 

representative to meet with a high-ranking memb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Beijing. Given the proximity of 

Taiwa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should be neither unusual nor a source of criticism. But 
President Ma is a member of the Kuomintang (KMT), the 
party of Chiang Kai-shek that has governed Taiwan after 
los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 and "relocating" to Taiwan and 
the horrors they visited upon the ten thousand or more killed 

in the 2/28 Incident. In other words, the party that lost 
China is speaking to the party that won it. Diplomacy is 
better than violence so this is a generally good development 

given the tensions that have gripped the Straits for over a 
half-century. Having said that, the delusion that all of China 
is governed from Taipei is exceeded only by the delusion 
that Taipei is governed from Beijing.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do not want to reunify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majority of Taiwan's peoples want freedom 

in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in their political choices.
   There is a regular debate among Taiwan watchers over the 
future of this "fragrant island." It involves the question of 

just what is meant by status quo in polls. Both Blue (read: 

KMT and allies) and Green (read: DPP and allies)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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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pulate polling data to serve their political ends. So let 
us look only at numbers that are more clearly out of the 

gray areas of semantic debate. Over 54 percent of 

Taiwanese feel that warming cross-straits relations has 

benefited the People's Republic more than it has benefited 

Taiwan. Ma Ying-jeou has an approval rating that has been 
below 10 percent andstruggles to achieve even fifteen 
percent. The frustration level is very high in Taiwan a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and it's not getting any better. To 
make matters more ridiculous, President Ma is not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in 2016. So what is happening here?
   The only time an opposition party has won the presidency 
in Taiwan was the election of Chen Shui-bian in 2000 and 
reelection in 2004. During his tenure, he initiated and 
oversaw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o give a voice to the 
previously silenced constituency who sought a greater voice 
for Taiwan to decide on its own future. Since leaving office, 
the former president has been prosecuted and ruthlessly 
pursued by Ma Ying-jeou's personal allies (personal, since it 
seems preposterous that the entire KMT would take such a 
patently merciless series of actions against an ailing former 
Head of State). He is currently serving a lengthy prison 
sentence while his health deteriorates under conditions 
superficially nice and sincerely treacherous. On top of that, 
he continues to have new cases brought in for prosecution. 
Is it a personal vendetta on the part of Ma? Is the KMT 
angered by having lost face in two national election losses? 
Is it the voice of wealthy industrialists keen to expand 
lucrative trade contract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Who 
knows? Who knows what the future of Taiwan should be? It 
is not our place to speak on the question of Taiwan's future. 
That question is to be answered by the peoples of Taiwan. 
On the question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both explicit and 
implied? We can talk about that. On a human rights basis, 
we maintain that Chen should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Many Taiwanese, including those from both Blue and 
Green element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nd particular 
those who believe i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President Ma 
has turned his back on anything resembling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There is a building belief that sentencing 
Taiwan's only opposition Head of State to a lengthy prison 
term is a poor model for pluralist politics. There is a strong 
belief that the judicial process of prosecuting Chen Shui-
bian was badly tainted with party (KMT against DPP) bias. 
There is a very strong belief that there continue to be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violated.
   The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has twice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Taiwan to determine the detention 
conditions of Chen Shui-bian. The first visit was fairly high-
profile and focused while the second had a lower profile 
and included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 Both visits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en has 
had medical care systematically neglected in such a way as 
to create, worsen, or make permanent several serious 
conditions. He has been deprived of access to his physicians 
and care of choice. Medical and judicial record requests 

have been deni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in spite of 
agreement from Chen and his family. On these bases alone, 
the only course to mitigate the damage done to Chen's 
human rights and civil rights is to permit him a suspended 
sentence, parole, pardon, or the ability to serve his time at 
home with family and medical support of choice. Again, 

the issues of Taiwan's politics are a decisio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But on the issue of the incarceration of Chen 

Shui-bian, we call on readers to join the likes of Senators 

Durbin, Brown, and other Congresspeople of conscience to 
send him home now. Any American with a voice is urged to 
take action directly by contacting your members of 
Congress to ask for their support. Any other global citizens 
are urged to write to their governments for the same 
request. We will not be silent until this man is allowed the 
dignity he deserves and the protection that should be 
afforded to all peoples. Once again, we call on Ma Ying-
jeou to free Chen Shui-bian. Now.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spring-
in-the-horse-year_b_4808128.html#es_share_ended

(接續前頁，Spring in the Horse Year: Free Chen Shui-bian)

參加「第九次扁聯會」有感

  為什麼要救阿扁？答案是：為什麼要關阿扁？
  關扁的理由：從「國務機要費」到「海角七
億」，再到「龍潭案」和「機密文件案」。審判結
果：「國務機要費」無罪，政治獻金已繳回；「龍
潭案」是辜仲諒做偽證；「機密文件」是粗糙栽
贓。這樣，有清楚了嗎？
  為什麼要民進黨救阿扁總統？答案是：難道要國
民黨救嗎？咱台灣人的總統，一卸任就被拷上手
銬，打入暗無天日的黑牢！五年多了，好好一個健
健康康的陳水扁總統，被關在慘無人道的狹窄牢房
(茅廁)裡，關出一身”e好嘛袂完全”的重病，還一
直沒有給予專業的治療。
  法律上根本沒有罪的卸任元首，被冤枉被惡整，
為什麼連自己同志都袖手旁觀？台灣國人民寄予厚
望的「民進黨」為什麼消失了？為什麼冷漠看著悲
劇持續加碼？難道「阿扁」不是人嗎？他必須是聖
人，他必須是一顆棋子，必須無聲無息乖乖做個沉
默的提款機。最後，他必須吞嚥黑白兩道塞給他的
排泄物，讓牢房外的紳士淑女們免於惡臭，一塵不
染、晉升大位，做一個政治鬥爭的替死鬼！
  「阿扁」到底是誰？跟你我一樣，他是一個台灣
人。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被冤判，沒有失去自
由，沒有鐵窗隔離著老母親、妻女和子孫。
有人說「阿扁們」只會”靠北靠母”，自己不努
力，貪生怕死好逸惡勞不上街頭…..。這種「激將
法」還不錯。相信隨著”被騙次數”增加，人類潛
能會跟著長進。我們就用民主的選票把那些「騙票
政客」淘汰，換他們脫下西裝、皮鞋回到街頭，重
修當年帶領民主前鋒的學分。
  一個濫權的政府和一個漠視生命的在野黨，都
是”悲慘世界”的主謀和幫兇。台灣人的確要自己
好好努力，不要再被騙了！(2014/2/20)

Clara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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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阿扁聯誼會2月16日下午照往例在台北市議會
一樓交誼廳舉行。與會來賓有高雄市市議員鄭新助、陳
總統辯護律師鄭文龍、公投盟總召蔡丁貴教授、郭長豐
醫師、陳昭姿藥師、北社社長張葉森。到場致意，發表
即興演講者有台北市長擬參選人許添財立委和臺大醫院
柯文哲醫師、民進黨前院長謝長廷等人。鄭新助議員遠
從高雄趕來參加，張葉森社長從外縣市客家聚會中趕回
來參加，都是熱誠感人。有不少扁友遠從中南部趕來參
加，或從宜蘭趕來參加，謝謝他們的熱情參與。會場人
數眾多，出席者相當踴躍。據估計，本次到會的人數約
有450人。來賓和扁友們互動熱絡。有些比較尖銳的問
題被提出，引起比較熱烈的討論。
  這次大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公開宣布由陳總統醫療
小組長員和一些長期挺扁的人士將共同組成一個「一邊
一國行動聯盟」，並在現場徵求扁友們填寫個人資料，
等社團完成登記後即可加入，成為社友或社員。「一邊
一國行動聯盟」這個名稱是陳總統命名的，以與他的
「一邊一國」理念相契合，也和由公職人員所組成的
「一邊一國連線」相呼應。「一邊一國行動聯盟」將在
年底選舉時力挺打著「一邊一國」旗號的候選人，希望
他們當選後能盡全力支持阿扁總統的「一邊一國」理
念，及全力救扁。這次大會的任務之二是請現場來賓在
一張大卡片上簽名，準備託人送進中監去給陳總統，表
達大家對他的關心。
  鄭新助大師兄首先發表他的看法。他認為「一邊一國
行動聯盟」是展現救扁決心的實際力量，是2014年真正
救扁的新社團，是認同台灣及獨立建國的立委和議員的
大本營，也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先鋒！鄭議員大師兄呼籲
台灣郎大團結，都來加入這個行動聯盟。
  救扁大律師鄭文龍告訴與會的扁友們扁案及郭瑤琪案
絕對是政治迫害，阿扁總統絕對無罪。鄭文龍說美國的
最高法院可以讓人民進去參觀，旁聽審判，但台灣的最
高法院不能參觀，而且沒有實際審判，只有書面審，這
就是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不同的地方。鄭律師還說台
灣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數超過130人，美國那麼大的一個
國家的最高法院只有9人，但台灣130人最高法院的效能
及審判品質還不如美國的9人最高法院，非常離譜！鄭
文龍認為台灣人不應該拿稅金去供養那麼尸位素餐的高
等法院法官。對於如何改革台灣的司法，鄭律師認為陪
審團制度真正落實主權在民，是司法的民主化。台灣唯
有建立陪審團制度，讓人民審判人民，才能讓司法不被
少數人操控，成為中國黨專制政權迫害台灣人的工具。
  公投盟總召蔡丁貴教授說他們即將成立「獨立建國選
舉連線」，那是一個既要救扁也要獨立建國的組織。蔡
教授說他上一次到中監去見阿扁總統時曾問阿扁總統他
的一邊一國在台灣這邊是哪一國？蔡教授說阿扁總統告
訴他「中華民國比較能被接受」。因此，蔡教授懷疑阿
扁總統心中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台灣國。蔡教授
希望挺扁及挺台灣的人都來參加他的「台灣獨立建國選
舉聯線」，支持他的救扁及獨立建國。

第九次阿扁聯誼會

  我當場質疑蔡丁貴教授的說法。我說蔡教授和阿扁總
統對話時旁邊一定有中監的戒護人員在監視、錄影及筆
錄，阿扁總統在那種情形如何講出心裡的話？而且，如
果阿扁心中的國家是中華民國，他當總統時為何要將”
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為何要將”中正機場”
改名為“桃園機場”？為何要將“中國石油公司”改名
為“台灣中油公司”？….因此，阿扁總統心中的國家
當然是和蔡教授一樣的台灣國，只是短期間內沒辦法建
立台灣國而已。
  台北市長擬參選人許添財立委說他也是一邊一國連線
的成員，支持阿扁總統一邊一國的理念，希望阿扁們能
支持他，讓他有機會替大家服務。台北市長擬參選人柯
文哲醫師也來向阿扁們致意。柯醫師說他和阿扁一樣都
是被政治迫害的人。柯醫師說在愛滋器官案中他不是做
檢驗的人，不是接電話的人，也不是開刀的醫師，但整
個案子到最後卻只有他一個人受到懲處，其他的人都沒
事，他實在很不服氣。為了這件顯然不公平的懲處案，
他只好投入選舉，以改變台灣。柯醫師說他當選後第一
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求馬英九釋放陳水扁總統”！
  民進黨前院長謝長廷來到台北市議會，也到會場來和
大家講話。謝院長說關阿扁總統的是中國國民黨的馬英
九，不是民進黨；民進黨只是沒有辦法救出阿扁總統而
已，不是害阿扁總統的黨。謝長廷呼籲大家不要在綠營
裡面找敵人。
  郭長豐醫師報告「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的籌備情形。
郭醫師請大家填好現場提供的表格，彙整到他那兒，等
「一邊一國行動聯盟」正式登記成為社團，就可以開始
運作。郭醫師呼籲已經是民進黨員的人要趕快去交黨
費，還沒入黨願意入黨的，要趕快去申請入黨，以便
「一邊一國行動聯盟」可以支援年底拿一邊一國旗幟競
選公職的民進黨人士，且在民進黨內重建扁系。他說，
如果民進黨內有足夠的公職是「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的
人，就能影響民進黨的決策，要求民進黨積極搶救阿扁
總統。
  陳昭姿藥師最後向扁友們講話。她說，蔡教授的團
隊，籌劃中的一邊一國行動聯盟，以及醫療小組，救援
陳總統缺一不可。她也曾問柯文哲，加入陳總統醫療團
隊會不會是他競選台北市長的障礙？如果會，要不要退
出醫療團隊？結果柯文哲告訴她，除非當醫療小組解
散，或是病人阿扁總統開除他，否則他會永遠保持這個
身份。陳昭姿以此例告訴扁友們柯文哲一定會救阿扁總
統，希望扁友們放心。
  最後，大會感謝江志銘市議員費心安排一個這麼好的
聚會場所讓阿扁們得以每個月在此聚會一次；感謝阿生
章天軍在電台上熱情地呼喚扁友們有空就來參加阿扁聯
誼會；感謝幾位扁友志願當義工，在現場幫忙排椅子及
維持秩序；感謝台南王溪河先生 (王董) 熱心贊助數十
件志工背心；感謝眾多來賓和扁友們的與會。大家的共
同心願無非是希望阿扁總統能趕快回家，結束在中國黨
黑牢裡的苦日子。

郭正典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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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教育部調整歷史課綱，以「日本殖民統治」代替
「日本統治」。殖民統治如果可以未實施憲法當作標
準，那麼日本統治台灣確實是殖民統治。而根據同樣標
準，國府在1987年解除戒嚴以前的統治也應該稱為殖民
統治。
  台灣對於日本統治的評價一直爭論不休。上個世紀日
本侵略中國非常殘暴，一般「外省人」對於日本人恨之
入骨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台灣人對於日本推動現代
化建設卻感恩戴德，這就構成藍營心中所謂的「皇民史
觀」。世界上最痛恨日本與最喜歡日本的不同族群聚在
台灣，當然無法避免屢起勃谿。台灣非藍即綠，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誰以易之？然而藍綠雙方難道無法以更大
的智慧與包容心，化除某些過度情緒性的衝突？        
日本時代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藍營學者稱為「日據時期」，
綠營稱為「日治時期」。夷考日本統治台灣是根據馬關
條約，於法有據，難以謂之為日本竊據（日據）。日治
時期說法比較正確。但是藍綠為了一個名稱而互如水火
則大可不必。雙方不妨放棄各自的堅持，一齊改採不涉
及意識形態的「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是台灣耆老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稱謂。
這個名詞是從台灣民間泥土蹦出來的，既本土，又客觀
中立，為甚麼不沿用？比較俚俗的稱謂還有「日本仔時
代」、「日人仔時代」。有些偏遠地區甚至出現「四腳
仔時代」。四腳仔意指狗。歷史研究應該兼顧傳承與沿
續性。史學界何必發明台灣耆老從未聽過的日據或日治
時期而爭執不下？
  何況從音韻學角度聽之，「日本時代」不論以閩南語
或漢語發音，抑揚頓挫，鏗鏘有力。而日治與日據時期
則讀來很不順耳。「日治、日據」連續兩個去聲 (第四
聲)，「時期」連續兩個陽平(第二聲)，非常繞口。
日本殖民統治
  日本統治台灣雖然依法有據，卻是不折不扣的殖民統

 日本時代與日本殖民統治

治。殖民統治究竟應該如何定義？本人採用一種標準：
在正式實施憲法之前的統治，都可以稱為殖民統治。日
本遲至1945年4月才在台灣實施日本憲法，此時才可算
是結束殖民統治（有些綠營學者甚至不知道日本曾在台
灣實施憲法，我特地向郭宏斌牧師求證）。但是這距離
日本戰敗離開台灣只有短短四個半月。當時兵荒馬亂而
未見績效，因此日本統治時期以「殖民統治」涵蓋之並
無不宜。準此以衡，國民黨來台灣初期也是殖民統治，
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與實施憲政才可算是結束。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可以根據其主要法律依據而分為三
個時期：
 （一）《六三法》時期（1896-1906）：1896年6月3日
日本政府公布《六三法》，授權臺灣總督得以頒布具有
法律效力之行政命令。早期總督都是武官，宛如土皇
帝，集行政權與立法權、司法權、軍事權於一身；
 （二）《三一法》時期（1907～1921）：1907年元旦
日本政府開始在台灣實施法律第三十一號《三一法》。
新法與《六三法》差別不大，明定總督之行政律令不得
牴觸日本本國或在台灣施行的法律。1914年林獻堂成立
「台灣同化會」，追求台灣人與日本人平等地位。
1919年日本改派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另設台灣軍司令官
掌管軍事權，同時對台灣人民實施同化政策。1920年元
月留日臺灣青年在東京成立新民會；
 （三）《法三號》時期 (1922-45)：1922年元旦日本
開始在台灣實施法律第三號《法三號》，把日本的民法
與刑法、商法施行於台灣。1921年新民會開始推動台灣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34），要求日本帝國議會設
置臺灣議會，並把台灣總督的立法權交還給台灣人民。
1936年隨著中日關係惡化，日本又派遣軍事將領擔任台
灣總督，並且對台灣人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包括獎勵
國語家庭、打壓漢文、改用日本性名、徵召台灣人從軍
等等。一切就緒後，1945年4月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實施
日本憲法。

蔡百銓

  97年我和保華去探望時，她已年過90了！說來該感
謝好友資深記者曾慧燕的安排並承蒙她開車陪我們前
去，(當時我們是新移民，得到慧燕不少照顧)陳子美
聰明伶俐，說起逃亡故事口若懸河記性甚佳！

  說來我們也算有緣，若干年後更在紐約唐人街參加

她的喪禮為她送別！

  陳子美一家遭到中國共產黨迫害(多麼諷刺啊！說

明了老共的六親不認！)，嚮往西方自由世界，處心

積慮，帶著2子遷居南方廣州海邊。多年來訓練孩子

游泳，時機成熟，母子3人身上纏繞成串大型塑膠

瓶，一同游泳到香港。在香港做工人存夠了路費，去

美國旅遊就跳機成了非法移民！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女都要歷經磨難千辛萬苦的逃
離魔爪！正是個活生生的範例！她拚死也要把孩子送
到自由世界，這可是對中國共產黨最佳的當頭棒喝！

猜猜看她爸是誰？
楊月清

圖←17年

前(1997)
林保華楊
月清夫婦
紐約皇后
區探訪陳
子美女士
(中國共
產黨創始
人陳獨秀
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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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社團
  短短幾日，感謝全國許多鄉親熱情的參與，有一家

三代十口一起傳真報名，有八十七歲的阿媽清早出門

從屏東轉三次車來填表，有23歲少年家趁著工廠午休

空檔跑來報名，有新北市的藥房老闆一口氣拿100

張，大家辛苦了，讓我們更有氣力繼續走這條路。為

了讓作業簡便，one line是最容易的，以下公佈專線

電話，請朋友們幫忙分享，謝謝您。

  支持阿扁總統的朋友們，請向「一邊一國行動聯

盟」報到！

一邊一國報名 (任一方法)：

報名專線：07-7511307, 07-7511308（兩線互通）

傳真專線：07-7511309, 02-33223808

電子郵件E-mail: joykuo.kuo@gmail.com

郵寄地址 臺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一通電話，就能救扁護台，邀請大家一起行動吧！

Just do it.
台灣不能沒有獨立建國的聲音

台灣人應走出自己的生命信念

轉型正義不能等，人民權利不能輸

一個行動勝過網路的千滴口水文

一個行動才能慰藉暗夜的萬滴淚

歡迎妳/你加入我們2014的大旗隊活動行列

報名請電：公投盟辦公室（02）2392-7590
或就近與全國台灣獨立建國大旗隊每逢週六、日舉大

旗所在地聯繫。

扁辦：02-33223818) 

：

春寒杏林──

二二八與醫界受難人員紀念特展
日期：103年2月17日(一)-103年3月26日(五) 

時間：週一~週五，9:00-17: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樓 2樓藝術中心

      (臺中市北區育德街29號)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中

         國醫藥大學、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

          基金會

合辦單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展覽說明：

  臺灣醫師因受西方教育，思想開明，在日治時期即

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又積極參與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

工作，使得陳儀政府為取得臺灣社會的控制過程中，

對醫界下手壓制，醫師遂成為二二八事件受難的對象

之一，又接連白色恐怖，更多醫生因匪諜案受害，有

槍決於馬場町的醫生，也有醫生被關到綠島，成為難

友與居民的救命良醫。這次展覽總共介紹10位受難醫

師的生命故事。展覽內容包括全臺39位被捕或被殺的

醫界人員受難一覽表，同時說明醫生在當時臺灣社會

的地位，以及歸納醫生在二二八受難的六大原因。

「北海岸七迢人─年輕藝術家雕塑展」
展期：2014年1月18日至4月20日

開幕活動時間：103年2月22日(六)14:00~15:00

活動地點：淡水漁人碼頭 「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91號3樓)

  淡水曾是臺灣重要的貿易港口，它的重要性讓平

埔、漢人、西班牙、荷蘭、明鄭、清帝國、日本都曾

在這留下他們時代的蹤影。而作為河口港，在長期泥

沙沖積，貿易地位逐漸讓給基隆後，淡水就其獨厚的

地勢環境：觀音山、礮臺、港邊、街市等題材，也慢

慢轉變為詩文繪畫的重要描寫對象，讓淡水成了文人

墨客的好去處。日據時期藝術大師們留下的多幅風景

畫中，不僅見證當時淡水多元文化的歷史印記、進入

現代化的開端，也見證了時代中人的心境。至今漫步

淡水，在古蹟的圍繞下，還是會讓人悠然神往。淡水

人文薈萃的時光潮跡中，扮演主角之一的「人」，在

宛如潮汐的來去間，為淡水堆疊出多元獨特的藝文圖

譜。

  本展覽發想自浪跡到北海岸的年輕藝術家，雖人生

際遇各不同，卻因緣際會地匯聚於一地，有著流浪的

質素與海岸的特質。在此人時地和合的當下，淡水古

蹟博物館特匯集北海岸新銳的藝術家，試圖透過其美

學視野，傳達其「來去淡水」的素懷與藝術意象。

※策展人 張乃文 (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參展藝術家董明龍、林君騤、樊燕君、江宜瑾、張

嘉珍、張竣凱、葉青源(共7位)



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P-9-

2014/02/20(四)

NO.110

誠摯邀請您加入「青蓮會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lotuslovestaiwan?ref=h

l%2C共同打造一個連結年輕人及呂副的對話平台. 

呂秀蓮前副總統是綠營內極少數敢以「台灣國」的主

人開場問候的天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YMpENFwCqg

相信對於堅持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您必對其寄以厚望

  種種跡象顯示，2014選舉決非單純的縣市長之爭，

而是中國勢力在台代理人與台灣人生死存亡的決戰，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若於太平盛世，則世代交替，

薪火相傳，理所當然，但台北市經過馬，郝兩任執政

已病入膏肓，百廢待舉，若非由嫻熟經驗的呂副入

主，恐難振衰起蔽，救亡圖存。

舉薦呂秀蓮原因如下：

  1、台北一戰，攻克首都，綠色執政，勝利在望。

  2、歷經立委，桃園縣長徵召參選，每戰皆捷，高

票當選，呂是不敗的常勝軍。

  3、卸任副總，推動綠能減碳、非核家園，核四逃

命圈（北、北、宜）公投。

  4、投入光復首都聖戰，帶動風潮，母雞帶小雞，

增加綠營當選席次。

  5、歷任地方首長，立法委員、國策顧問，表現優

異，推動市政，興利除弊。

  6、學經豐富，國際知名，推動婦運，城市外交，

提昇台灣國際能見度

  7、縣府期間，勵精圖治，撙節稅出，卸任縣長

時，還留有20多億節餘款

  8、年齡累積智慧，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如南非前總

統曼德拉，前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印度聖雄甘地，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美國前總統羅斯福，雖高齡仍偉

大綜合以上利基，我們強烈推薦呂秀蓮，台北有幸！

台灣有幸！小記:本人身為「綠色21台灣聯盟」的一

員，有幸協同理事長呂秀蓮前副總統推動非核家園，

綠能台灣等工作，多次見呂副在""全無媒體隨行下

""仍舊賣力推動新北市核四公投連署，深感沒有鎂光

燈，才見真性情。屢屢近身眼見呂副憂國憂民，故而

敬佩不已，於是更自覺責無旁貸的要向好友們建言。

908台灣國總部副秘書長&綠色21台灣聯盟候補監事

&中正區愛蓮會長  陳峻涵ChillyChen0983-739622

世界台灣人大會第十三屆年會&

第五屆台灣海內外國是會議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人大會　

          (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台灣國家聯盟　(Taiwan Nation Alliance)

時間：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8:30～17:00）

地點：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10樓

     （台北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世界台灣人大會敬邀

聯合國、台灣與母語發展
座談會影音連結：

主持引言：陳文賢／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專題演講：

        紀念聯合國世界母語日與回顧台語文的發展

演講人：何信翰／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主任

綜合座談：台灣的母語發展與台灣族群的未來

與談人：黎登鑫（燈芯）╱台灣客社社長

與談人：洪艷玉（Sukudi）╱台北市原住民族教師協

會理事長

結論發言 

台灣新世紀： 　　海外網： 　　

新頭殼：      公民新聞： 　　　　　

南方公民報： 　　　原視：  

版權所有 ©2014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Taiwan New Century Foundation

郵政劃撥帳戶：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帳號：19105724

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6號12樓之3 電話：

02-2570-8311　傳真：02-2578-9673

Email:                

影音檔 影音檔

影音檔 影音檔

影音檔 影音檔

taiwan.ncf@msa.hinet.net

http://www.taiwanncf.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lotuslovestaiwan?ref=hl%2C%E5%85%B1%E5%90%8C%E6%89%93%E9%80%A0%E4%B8%80%E5%80%8B%E9%80%A3%E7%B5%90%E5%B9%B4%E8%BC%95%E4%BA%BA%E5%8F%8A%E5%91%82%E5%89%AF%E7%9A%84%E5%B0%8D%E8%A9%B1%E5%B9%B3%E5%8F%B0
https://www.facebook.com/lotuslovestaiwan?ref=hl%2C%E5%85%B1%E5%90%8C%E6%89%93%E9%80%A0%E4%B8%80%E5%80%8B%E9%80%A3%E7%B5%90%E5%B9%B4%E8%BC%95%E4%BA%BA%E5%8F%8A%E5%91%82%E5%89%AF%E7%9A%84%E5%B0%8D%E8%A9%B1%E5%B9%B3%E5%8F%B0
http://www.facebook.com/l/lAQF7Spq3/www.youtube.com/watch?v=oYMpENFwCqg
http://www.taiwanncf.org.tw/20140215.htm
http://www.taiwanus.net/news/press/2014/201402180634351050.htm
http://newtalk.tw/blog_cnn_read.php?oid=20130
http://www.peopo.org/news/232809
http://www.news100.tw/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164&forum=2&post_id=1904
http://youtu.be/qmdiRrXwMLg
mailto:taiwan.ncf@msa.hinet.net
mailto:taiwan.ncf@msa.hinet.net
http://www.taiwanncf.org.tw/
http://www.taiwann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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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辦【No Nukes! Long 

Play！不核作演唱會】

  包含巴奈 + 那布、Tizzy Bac、林生祥+ 大竹研、

猛虎巧克力、輕鬆玩、拍謝少年等台灣重量級獨立樂

團，在華山 Legacy 給你連續八小時不核作演出！

（中間可自由進出）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邀請您，一起為今年不核作運動

暖身！

立刻上網訂購：

http://www.indievox.com/gcaa/event-post/14042

  Tizzy Bac、生祥樂隊、董事長 + 蔣進興、巴奈、

那布、農村武裝青年、勞動服務、拍謝少年、輕鬆

玩、王榆鈞、Easy、搖滾主耶穌、猛虎巧克力等十多

組來自不同世代、不同曲風的音樂人即將在2月22日

於華山 Legacy 傳音樂空間，聯合為即將來臨的 308 

廢核大遊行造勢開唱！從下午三點唱到晚上十一點，

整整八小時史無前例的反核馬拉松音樂盛會，邀請不

論是喜愛音樂的朋友或者關心核電議題的民眾，都能

一起到場用眼睛與耳朵親身感受音樂人的不核作主

張。當天門票收入扣除必要開支，將全額用作綠色公

民行動聯盟反核專案計畫使用。

  資深樂評人、「音樂五四三」主持人馬世芳大力推

薦「不核作演唱會」，他表示：「這場演唱會會是台

時間：2014/02/22 (六)

樂帶著議題來走的。也就是說，他們要表達他們的想

法跟做法之前，他們得先把他們的專業跟本分發揮的

很好，即使你以前不認識他們所想要表達的想法，或

者是對他們想要表達的這些理念不太清楚，你可以先

聽音樂，因為他們的音樂都非常的棒，作的也都非常

的好，不管是合輯裡面，或者說即將要來發生的這場

演唱會，你就算只是去聽一場非常非常過癮、非常好

聽的音樂會，在這個過程中，在你仔細聽他們的音樂

過程中，不妨去想一想他們這些美好的音樂裡面，所

傳達的出來理念是不是有道理的、是不是能夠說服你

的，我想，這樣的方式就是音樂人去傳達社會理念或

關心公共議題最好的方式。」 

  由環團與獨立音樂界號召的台灣第一張以反核為主

題的獨立創作專輯【No Nukes! Long Play! 不核作 

- 臺灣獨立音樂反核輯】從去年底至今發行至今，唱

片銷售與討論的反應都十分熱烈，為讓音樂人有更多

機會與社會大眾面對面分享自己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和

主張，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便再次串聯獨立音樂界，舉

辦這場不核作演唱會，以文化形式促進更多核電相關

的公眾討論與交流，並藉著馬拉松接力演唱的方式，

對無核家園作出團結的宣告。

門票訂購：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用實際行動一同支持廢核行動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TEL: 02-23653862 | FAX: 02-23643511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 166 號 2 F

http://www.indievox.com/gcaa/event-post/14042

indievox.com/gcaa/event-post/14042

gcaa.official@gmail.com

灣獨立音樂圈一次非

常堅強的火力展示。

從下午三點一路唱到

晚上，而且可以說是

獨立樂界的精銳盡

出。那麼這場演出的

名單非常漂亮，每一

個團、每一個演出人

都讓人好期待。」

 金曲獎、金音創作

獎、音樂推動者大獎

等評審、資深樂評人

葉雲平也表示：「這

一次的演唱會跟這一

次的合輯，都代表著

這些音樂人是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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