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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是台灣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許許
多多台灣人的社團在此日的前後都會舉辦各種紀念、追
思活動，以緬懷先人、先烈。但台灣人舉辦這些活動時
竟然都忽略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仍在進行中，仍有不少
受害者被中國黨關在獄中受苦受難或用司法追訴中。但
台灣人只知在二二八這天前後辦活動，應景一下，卻不
知拯救眼前的、現代版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誠
可嘆也！
  台北市在67年前的2月27日發生了私菸查緝引發衝突
的事件，引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
工、罷市，及市民聚集向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等活
動。沒想到一個單純的抗議活動竟因公署衛兵開槍射
擊，而演變成全台對抗官員貪腐失能的抗暴運動。事情
演變下去的結果是蔣介石遠從中國調派軍隊到台灣來大
開殺戒，讓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死傷慘重。此事件造成的
傷亡情形眾說紛紜，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不一，由數百
人、數千人、到數萬人都有。但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台灣
菁英在這場血腥鎮壓行動中幾乎被屠殺殆盡，留下來的
只有願意順服蔣介石統治的人。
  二二八大屠殺之後接著又有白色恐怖。1949年5月
19日，中華民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同年
12月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退守到台灣。1950年3月
26日國民黨政府公布《懲治叛亂條例》，同年6月13日
公布《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中國黨政府用那
兩個條例高壓統治台灣，人民的言論或舉止一不小心就
會被當作叛亂份子或是共產黨同路人，遭到逮捕甚至處
決。指情形不限於台灣人。全台灣因此籠罩在言論叛亂
的肅殺氣氛中。此情形一直持續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
戒嚴、1991年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以及1992年修正
《刑法》第一百條後，才獲得改善。台灣的戒嚴時期持
續了38年，但人民因言論而招禍的威脅則持續了45年左
右，直到1992年才終止。
  一般都相信1947年的228大屠殺及其後長達四十多年
的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在台灣公然使用暴力手段屠殺台灣

精英，以利其高壓统治的陽謀。例如發生在1980年2月

28日的林宅血案、1981年7月3日的陳文成命案、1984年
10月15日的江南案，及1989年4月7日的鄭南榕自焚事
件，都是發生在這期間內震驚海內外的政治事件。林宅
血案是中國國民黨利用黑道及特務殺害林義雄家祖孫三
人來警告台灣人的滅門案件。林宅血案特別選在2月
28日這個特殊的日子下手，警告台灣人的意圖非常明
顯。陳文成是台裔美人，只因他是異議分子，長期關心
台灣民主，且曾在美國捐款給台灣的《美麗島雜誌》，

228及白色恐怖仍持續進行中
就在返國時遭到中國黨的暗殺。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
（筆名「江南」，俗謂「劉江南」）因為寫了一本《蔣
經國傳》得罪當道而在美國遭到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
僱用的台灣黑道份子刺殺身亡。鄭南榕自焚事件則是言
論賈禍的顯例。鄭南榕只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
國憲法草案」，就被高檢署以涉嫌叛亂為由加以拘提偵
辦，迫使鄭南榕以身相殉，以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
由。中國黨容人的度量何其狹窄啊！手段何其兇殘啊！
  白色恐怖雖然在1992年因為《刑法》第一百條被修正
而告結束，其實中國黨人惡整台灣人的惡習並未因此而
告終止。台灣人及台裔人仍須戒慎恐懼地活在”老大哥
就在你身邊”的氛圍中，只因為中國黨人仍想維持他們
殖民台灣的特殊利益，管他甚麼自由、人權、法治等普
世價值。中國黨人有法律可用時就會利用法律來整肅人
民，例如以前的《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檢
肅匪諜條例》、及《刑法》等。沒有法律時他們照樣可
以扭曲法律，用不實的證物及證詞羅織人民入罪，以懲
處妨礙他們利益的人。陳水扁總統、民進黨頭頭及綠營
各級官員在馬英九上台後所面對的各項司法追訴就是例
子。那些案件絕大部分在經過冗長的偵查、起訴及審判
後都告無罪，唯二被判有罪的是陳水扁總統和郭瑤琪部
長。他們兩人都是被中國黨用找人作偽證的方式羅織入
罪。不同的是陳總統被用更多扭曲的司法加以迫害，例
如押人取供、換法官、黑手伸入司法院…等。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陳總統、郭部長和其他許多綠營頭
人的案子都是白色恐怖的現在進行式。可惜許多台灣人
到今天還看不出這層利害關係，還在爭論陳總統的海外
匯款有沒有犯法、接受政治獻金有沒有貪污等，渾然忘
了中國黨狠心下手的原因是要去除足以對抗他們殖民統
治的台灣菁英，就像他們在1947年及其後數十年的白色
恐怖時期假借各種理由殺害眾多台灣菁英，以利其殖民
統治一般。台灣人參不透中國黨的陽謀，還在切割陳總
統等受害者，結果是台灣繼續被中國黨殖民統治，台灣
人繼續當中國黨人的奴隸。弔詭的是，一般民眾都看出
中國黨的這項陽謀，但自命高人一等的綠營頭人們卻看
不出來，還在切割、抵制陳總統及其支持者。這些綠營
頭人們如此盲目、膽怯，他們如何帶領台灣人走出被中
國黨殖民統治的困境？
  如果台灣人到今天還看不出陳總統、郭部長等人是現
代版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則每年勞師動眾地辦
活動紀念二二八是毫無意義的事，不要紀念也罷！

本文作者：郭正典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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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228大屠殺事件迄今已經67年了！今年台灣國家聯盟與228關懷協會在台北主辦的228紀念活動，於今

天(2月28日)下午2點28分在台北市南京西路344巷口的”天馬茶房”前集合，出發走向228紀念公園以及自由廣

場，並參加由青年團體主辦的「共生音樂會」。因為台灣各族群必須有心靈的重生，真正認同台灣這塊土地與

國家並團結在一起，始能作夥在這台灣美麗島國上生存與發展。

  今年的228紀念活動主題是”追思國殤228建立台灣新國家”，就是要記取67年前大屠殺的慘痛教訓，不要再

讓任何外來政權統治台灣，並且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國，始能確保我們台灣人民的獨立自主與生命安全。不然

台灣人民被外來政權大屠殺的事件可能又會再發生。這是紀念歷史事件最有意義的效果，不只回顧過去，也要

前瞻未來。也只有建立台灣這個新國家，我們才能對得起世代的子孫，使他們有自主與安全。

  從1988年開始,幾乎每一年我們許多人都參加台灣全國各地紀念228大屠殺事件的活動，使我們深刻體認台灣

人未曾用自己的血汗建立自己的國家，只被不斷更替的外來政權統治與壓制，包括荷蘭、西班牙、滿清、日本

與「中國」國民黨，以致發生許多衝突與屠殺的事件！包括日治時代的霧社事件。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中國」國民黨蔣政權的228大屠殺事件！使當時多達兩、三萬名的台灣勇士、社會菁英與青年學子慘死在外

來政權的槍彈下！之後，蔣介石政權因國共內戰敗亡來台長達30多年的白色恐怖統治，不知關了多少人也殺了

多少人？！更使許多台灣人的心靈深受摧殘，對政治事務的懼怕與冷漠，不敢關切與做主！以致現在的台灣又

恢復到被少數外來權貴統治的局面。外來的國民黨也從以前的「反共」變為現在的「聯共」，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的就是在壓制台灣人民的自主與自由。

  “追思國殤228建立台灣新國家”就是要喚起台灣全民覺醒起來！做真正的現代民主國家的主人，有自己的

主張，也有應盡的責任。( )2014年2月24日

追思國殤228
建立台灣新國家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圖/翻攝自網路)



P-3-

2014/02/27(四)

NO.111

  台灣政治為什麼撕裂於藍綠對立？這可能是228還未

處理妥當的後遺症。鄧小平說「總結歷史才能開創未

來」。台灣不把蔣介石功過做個歷史總結，不從事228轉

型正義，可能永遠撕裂於藍綠鬥爭。而二二八真相不

明，受難家屬不知道誰是加害者，如何和解？台灣能否

從歷史獲得教訓？台灣為甚麼不從事轉型正義？如果做

好轉型正義，促成族群和諧，那麼藍綠政黨都會喪失鐵

票部隊。

沉冤未雪、真相不明、責任未究

  「二二八事件國家紀念館」位於台北市南海路，正在

舉辦主題展「沉冤、真相、責任」，直到2016年。這個

主題很貼切反映228事件的三個屬性：沉冤未雪，真相不

明，責任未究。

  228只有受害者，不知道加害者是誰。加害者的資料藏

在國民黨黨史館裡，不對外公開，當然「真相不明」。

舉例言之，受害者張七郎身為國大代表，遭到處決必曾

歷經官方行政程序審核，不會像一般販夫走卒那樣突然

抓走。究竟是誰授權軍隊殺害他的？除非刻意湮滅或隱

匿證據，誰相信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可尋？

  真相不明，不知道誰是加害者，不知道誰應該負責，

不知道向誰追究責任，當然「責任未究」。而受難家屬

不知道真相，想要原諒卻找不到原諒對象，想要和解卻

不知道跟誰和解、如何和解？受難者死得莫明其妙，當

然「沉冤未雪」。

  順便談談一個邏輯問題。雲林縣虎尾三姓公廟是全台

灣唯一供奉228烈士的神廟。張炎憲《二二八事件辭典》

（國史館，2008）756頁提到這三個烈士的「受難記要」

說道：「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受難者因參與該

事件而於同年3月23日遭國府軍逮捕，羅織參加暴動、

228省思
──台灣政客為甚麼不進行轉型正義？

圖片來源：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136323

圍攻林內駐軍防地、索繳槍械罪名，同月24日遭國府軍

槍殺。」這三個烈士確實參加暴動等活動，也因而值得

紀念。這是事實，怎麼說是國府對他們「羅織罪名」？

228：專有名詞

  228是專有名詞，也是普通名詞。專有名詞的228事件

是指1947年的特定事件。戰後，台灣人民「歡天喜地」

迎接國府，不到一年半就爆發228而變成「呼天喚地」。

這段歷程反映在一首打油詩裡的「五個天地」：「轟

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

治，昏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228的過程在此就不

贅述。我要強調，根據國際法，當時台灣的地位乃是盟

軍的佔領地，台灣人國籍仍是日本人(詳下「遭到扭曲

的託管」)。而當蔣軍屠殺台灣人時，他們潛意識裡可

能自認為是在屠殺日本人。

  228蔣軍殺死多少「奸偽」？ 1995年政府成立「二二

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迄今確認死亡只有680件，失蹤

179件。但是蔣軍發射大約20萬顆子彈，就只殺害幾百人

嗎？正確數字應在兩萬人上下。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與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都估計兩萬多人，李喬《埋

冤1947》估計將近兩萬人。李喬根據1947年實際死亡人

數比1948年多了18,852人，加上3%正負誤差值，估計約

介於18,285~19,418人之間。

228：普通名詞

  在台灣有文字記錄的四百年歷史上，228也可以當作

一個普通名詞。台灣在歷史上改朝換代頻仍，哪個朝代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蔡百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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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發生228？官逼民反乃是台灣歷史的恆常的黑色主

題。荷蘭統治時代，發生麻豆社事件、郭懷ㄧ起義等。

明鄭時代劉國煊屠殺中部原住民。滿清時代三年ㄧ小

亂，五年ㄧ大亂，甚至發生朱一貴與戴潮春、林爽文三

大起義。

  只談228蔣軍殺人，不談日本皇軍殺人，很令某些「外

省人」憤恨不平。讀台灣史，似乎必須比較哪個政權殺

人比較少。日本政府屠殺多少台灣人？後藤新平根據官

方統計推算，從1898到1902年四年間，總督府殺戮台灣

「土匪」1萬1950人。而日本領有台灣最初八年間，殺害

3萬2000人，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許介鱗教授主持

的「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指出，日本統治最初二十年

間，屠殺台灣40萬人。1895年乙未台灣六堆之役前後，

堅決抵抗日軍而犧牲的十多萬先民。

遭到扭曲的託管（1945/10/25-1952/4/28）

  探討228，許多人從事件本身或提前到日本的統治談

起，卻不知道根據國際法，當時台灣主權仍在日本手

中，台灣乃是盟軍委託蔣介石治理的佔領地。比如說，

根據《日內瓦公約第四號》台灣人國籍應該仍是日本

人。旅美千楓電視記者李先生是戰後出生的，他就刻意

取了日本名字。

  藍營認為中華民國根據《開羅宣言》而於1945年取得

台澎主權，其實應該說是基於佔領原則(principle of 

subjugation)而遲至1952年才取得主權。因為1945年8月

15日日本離開台灣後，仍然保有台澎主權，直到1952年

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簽訂屆滿一年生效之日)才正

式放棄。從1945年8月15日到10月25日之間台灣沒有政

府，但是社會上秩序井然。

  1945年10月25日何應欽將軍代表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

元帥，奉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布的第一號命令，在

台北中山堂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因此，台灣是盟軍佔領

地。盟軍委託蔣介石治理台灣（託管），直到1952年4月

28日日本正式放棄台澎主權。

  根據《日內瓦公約第四號》或稱《關於戰時保護平民

之日內瓦公約》，佔領當局必須保護佔領地人民權益，

維持現狀，不得「引起該地制度或政府之變更」(第

47條)。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在這段託管期間卻大肆破壞現

狀，包括屠殺戰敗的台灣人(前日本帝國公民)、變更台

灣人民的國籍、四萬元台幣兌換新台幣一元等等。戚嘉

林教授巧辯「日本殖民政府在交還台灣前，惡意製造台

灣大糧荒和超級通貨膨脹」。請問世界上還有甚麼「超

級通貨膨脹」會比「四萬元換一元」更超級呢？

  根本問題是國府託管期間罔顧國際法之規定，因此我

把它稱為「扭曲的託管」。此外，我在上周拙文「日本

時代與日本殖民統治」裡，以實施憲法為準繩，認定國

府在1987年解嚴以前的統治為殖民統治。但是今天台灣

任何民選產生的總統與政府，都不應該視為外來政府。

官逼民反－馬英九定調

  2004年4月，在歷經紀念228激情演出與兩顆子彈及陳

總統連任後不久，邱義仁撂了一句狠話「割喉割到

(續接前頁，228省思)
斷」。究竟他想割誰的喉？一輩子都在搞鬥爭、搞對

立。大權在握卻不肯從事轉型正義，反而搧風點火。那

時候我在一所學校兼課，發現有位「外省」學生精神很

沮喪。我在課堂上不談政治，但是學生可能多少知道我

的過去。

  我電傳給馬英九市長兼國民黨主席一封信。我勸他為

228事件好好道歉，即使開始時會被人吐痰，否則受害

的將會是「外省」第二代與第三代，何況228發生時他

還只是個小孩子。兩、三天後，馬主席公開表示228發

生時他還沒出生。不久後，馬主席承認228「是官逼民

反，不是省籍衝突」。「官」當然暗指陳儀甚至蔣介

石。

  比起1988年行政院長俞國華說的「當年滿洲人入關殺

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這已經進步

很多。

元凶與共犯

  儘管馬總統定調228是官逼民反，日前仍有藍營學者

百般替陳儀與蔣介石開罪，其言論令人噴飯。文化大學

陳鵬仁教授說二二八沒有元凶，世新大學戚嘉林教授說

日本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中央社2014/2/24陳鵬仁：二

二八事件沒有元凶)。

  228元凶當然是狼狽為奸的陳儀與蔣介石，否則馬英

九怎麼說「官逼民反」。明明就是貪污橫行、軍警如同

盜匪，陳鵬仁卻百般讚美陳儀是好官、很用心治理台

灣。這豈不是在嘲諷國民黨沒有人才？也有人說蔣介石

忙著國共內戰，遭到蒙蔽而不了解228實情。這豈不是

在罵蔣介石是昏君？蔣介石治台功過是另一回事，他處

理228的方法完全是暴君行徑。林義雄則認為，「所謂

元凶並不單單是某一個人，而是專制思想和制度。」

  再來看看蔣家第四代怎麼評論蔣介石。蔣友柏說：

「雖殺人不是我曾祖父（蔣介石）親手扣扳機，但畢竟

他代表那個執刑的政府」。他贊成「去蔣」，也建議國

民黨不要反對「去蔣化」。去蔣化是二二八轉型正義的

第一步。鄧小平曾經「去毛化」，把毛澤東的功過三七

開(七分功勞，三分過失)。去年習近平也說：「不能因

他們 (毛澤東等革命領袖) 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

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

（2013/12/27聯合報「矢言反貪，習近平引毛語絕不當

李自成」）

  有元兇，必有共犯。美國在228事件裡扮演甚麼角

色？陳儀治台期間，蔣介石還在南京剿匪。美國提供軍

艦，載運第廿ㄧ師前來台灣。蔣軍使用的槍枝與卡車等

裝備都是美製的 (美國副領事柯喬治就是戰略情報室

OSS中央情報局前身的情報員。他希望美國扶植親美的

臺灣人政權，排除國民黨勢力，提出「臺灣地位未定

論」和「聯合國托管案」)。

  美國國家檔案局每年都會公開三十年前的機密文件。

1947年美國有關228的機密檔案，早在1977年就已經解

密，台灣似乎未見有人有系統整理介紹。在那冷戰時

期，美國幾乎無條件支持任何法西斯政權。缺乏這方面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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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228研究是殘缺不旋的。

治本：記取歷史教訓、加強人權

  228在台灣歷史上如同家常便飯。人類能否從歷史獲得

教訓？答案是悲觀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

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歷史上學不到任何

教訓。」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也說：「歷史的教訓就是人

類無法從歷史獲得教訓」。王曉波教授則警告：「不能

從歷史中記取教訓的民族，永遠會被歷史教訓」。

  台灣人民已被歷史教訓了四百年。如何讓228永遠不

再發生？有人直率地說獨立建國，也有人認為台灣現在

就是個獨立國家。然而國家獨立，就能確保不會出現暴

君殺害人民？加強人權教育與建設，或許才能讓228不再

重演。而在眾多人權項目中，民族自決權顯然是最重要

的。民族自決權是最關鍵的人權項目。台灣歷史上最大

的人權問題，就是台灣人民不曾決定自己的命運，因而

淪於「人為刀殂，我為魚肉」的宿命。當然，這裡也存

在著無奈。假如中國不尊重台灣的人權，光是台灣片面

強調人權，究竟有何用處? 台灣與中國之間最大的距離

就是人權（參見拙文「人權統一論」）

治標：開放黨史館資料、由檢察官起訴

  報載國民黨黨史館擁有300多萬件黨史與國史資料與

文物。經常有人建議國民黨公開黨史館裡有關228史料，

並以黨產賠償228受害者與從事公益事業。而追究蹂躪人

權責任沒有時效問題，也有人主張由檢察官對蔣介石與

陳儀等人提出公訴。顧立雄律師就協助陳澄波等一百多

位受難家屬，正式控告國民黨。法院態度消極，但是他

準備把這場官司打到三審。

  其實228以後長達卅八年的白色恐怖同樣嚴重破壞人

權，但是很少聽到有人追究白色恐怖的真相。因為白色

恐怖的加害者還活著，而蔣介石與陳儀等人早就屍骨不

存。罵死人不會遭到反撲，罵活人可能遭到報復。而民

進黨執政期間重用過去充當戒嚴打手的「學者」更令人

瞠目以對。例如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有些「學

者」在中央日報連署公開信函譴責美麗島暴力份子、叛

國份子，其中的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蕭新煌擔任國策

顧問等等。不知道重用他們對於扁政府加了幾分？ 

  追求轉型正義不是報復。清算死人毫無意義，目的是

希望活人能夠活得更好，消彌當前台灣政壇上的藍綠

鬥。唯有糾出外省人中的少數害群之馬，廣大無辜的外

省人才能擺脫「外省人的原罪」，如此才有可能族群和

諧。

轉型正義與政治算計

  228其實是藍綠政黨與政客的最愛。幸虧曾有228發

生，他們才能各自獲得鐵票部隊，從事操縱族群與藍綠

對抗。民進黨執政期間不從事轉型正義，挑動多數台灣

人與少數外省人對抗，才能把228當作選舉時的提票機。

而國民黨也不從事轉型正義，間接逼迫懷有原罪感的外

省人變成他們的鐵票部隊，暗示外省族群離開國民黨就

會遭到台灣人報負。

  林義雄在其新書《只有香如故：林義雄家書》批評，

(續接前頁，228省思)

台灣政府不追究228事件真相，卻要人民及受害人「忘

掉過去、走向未來」。以色列政府若不積極追拿納粹凶

手，只要人民寬恕，就是不負責任的敷衍。而民進黨執

政八年也「以不正當的手段分化人民」等原因，對民主

進步熱潮澆了冷水。（中國時報2014年 02月 24日

「228滅門血案沒真相，要忘掉很荒唐」）

  從事轉型正義，深綠反而可能發現蔣介石不如想像中

那麼罪大惡極。請問南非「真相調查委員會」曾把哪個

大官定罪了？我看到的有限資料都是小官小吏小警察才

被追究責任，而且一旦認罪就立刻獲得赦免。黑人感受

到白人的誠意，一切都願意從輕發落。當然各國情況不

一樣。阿根廷前獨裁者維德拉在骯髒戰爭期間 (1976-83) 

蹂躪人權而入獄，2013年5月老死獄中。

  鄧小平說得很好：「總結歷史才能開創未來」。邱吉

爾也曾說：「如果我們糾纏在過去裡，我們將會失去未

來。」228未達成轉型正義，這是台灣如今藍綠對決而

「失去未來」的主因。死人墓木已拱，活人卻為死人而

互掐脖子。藍營為蔣介石而活，綠營為受難者而活，雙

方帶領著各自的鐵票部隊撕殺。讓死人死去，讓活人為

自己而活。蔣家後代蔣友柏都贊成去蔣化，別人有何理

由反對？

有緣來相會

  台灣歷史上常有族群鬥爭。原漢鬥、閩客鬥、漳泉

鬥，目前藍綠鬥。唯有轉型正義，才能消彌藍綠鬥。誠

如謝長廷所言：台灣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和解才能共

生。就算藍綠間確有深仇大恨，也不值得為了這些仇恨

而毀了共同的利益。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認識。人與人之間多多

惜緣。2006年台中市青年高中舞蹈科演出《平埔詩

歌》。這群純潔的孩子在謝幕時，高唱有緣才會來相

會：「太平洋島上美麗島，藍天綠地你我的家。…婆娑

海洋蓬萊仙島，萬紫千紅美麗新世界。有緣的人才會來

此相會。」【YouTube觀賞】13謝幕mp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keL4FuHKgU&feature=

relmfu

  補記：1946年12月蔣介石人並不是在中國，而是躲在

台灣高雄的西子灣。陳誠則是因為沒地方可以住，所以

就躲在北投的陸軍醫院裡。當時美國還不允許蔣介石等

人以公開的方式進入台灣。(廖東慶2014/2/27 "228大屠

殺")

圖←聚集在
台灣省專賣
局台北分局
門 口 的 群
眾，時，時
間為1947年
2月28日。

(圖/翻攝自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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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令我深受感動。文中提到1942年

間，德國希特勒納粹政權在波蘭對猶太人展開大屠殺。

猶太籍的蓋斯坦跟著母親逃到貧民區求救，卻連連被拒

於門外，直到有一位名叫波齊克(CzeslawPolziec)的父

母收留了他們。

  他們將蓋斯坦一家藏匿在地窖，並定期提供食物。但

有一天，一群納粹暴徒因為聽到不明的聲響，便到波齊

克家中盤問，甚至毆打波齊克的父親。躲在地窖裡的蓋

斯坦發著抖，清楚聽見從外面傳來的哀嚎聲。但波齊克

一家始終守口如瓶，不講出地窖裡藏著猶太人。

  兩年後，蓋斯坦和家人終於獲得自由。長大後的他用

盡辦法，終於找到了波齊克，而波齊克年已八十歲。蓋

斯坦帶著三十多個兒孫，浩浩蕩蕩地搭乘長途飛機，來

到與波齊克相約處等待相會。一見到波齊克，蓋斯坦難

掩激動地上前擁抱，嘴裡不住的說：「因為有您和您的

家人，我們才能活下來啊！我們一定要當面跟您說聲謝

謝……。」這是何等感人肺腑、熱淚盈眶的場面！

  一個高尚的人格就是有冒險的精神與行動，來照護被

殘酷政權壓迫的人民。正如德國詩人歌德所說的：「在

大地上，赤子最高的幸福是人格。」有冒險犧牲自己，

保護被欺壓者的崇高人格，人活著才有真實的生命價

值。而為了私利，總是站在有權勢的人這邊，共同壓制

弱者與民眾，這種人的人格最為卑鄙與惡質。在日本統

治台灣時高喊：「天皇萬歲！」而在蔣介石敗亡來台統

治時，卻馬上轉口呼喊：「蔣總統萬歲！」自甘淪為外

來統治者的工具，欺壓自己的台灣人。這種人喪失人

格，真是令人嘔心與輕蔑！

  耶穌基督曾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叫我傳福音給貧

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人得釋放，瞎眼的人得以看

見，叫那些受壓制的人得自由。」真實的宗教信仰，可

以培育我們崇高的人格，才有使命感與冒險精神去救助

被欺壓的人們。這樣就會使我們的國家與社會更有公義

與真實的和諧與相愛，使地上人間宛如天上國度。

(2014年2月26日)

培養高尚的人格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北部遊行團體擴大動員邀請函（下方有報名表單連結，請記得點入填寫）

各位支持廢核理念的團體夥伴大家好，

  2014年，福島核災已即將邁入三週年，但災難持續蔓延，流入海洋的輻射汙水數值屢創新高，回顧台灣這三

年來民間已強烈表達廢核意願，政府卻以拖字訣應付民怨，想要等到風頭過後持續擁抱核電，不但老舊危險的

核一、二、三廠要投入1100億元來延役20年，核四安檢也變成公關騙局，毫無把關功效。

  過去一年反核聲勢創下新高，使得行政院凍結核四預算與所有工程，提出核四陷阱公投來應付洶湧而來的民

意，最後卻在政治鬥爭與算計下退縮凍結，廢核的進程陷入僵局，近日經濟部與台電竟然還屢放消息，企圖於

今年下半年在事故連連的核四機組中，裝填讓核災風險不可逆轉的鈾燃料棒，無視於去年 3月9日全台 22 萬

人上街、高達七成的廢核民意！

  反核運動這一年累積的憤怒，將在今年再度爆發，民間的反核力量再次匯集，要向政府開戰，廢核大遊行已

開始籌備與宣傳，將在3月8日(週六)擴大舉辦，北中南東四地再度同步上街，遊行訴求為「全面廢核、面對核

廢、終結核四、立即停建! 」向政府表達我們已忍無可忍、逃無可逃、全面廢核、不見不散！

  感謝過去這一年來各位的起身表態與行動，參與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發起的串聯與宣傳工作，讓反核理念能更

深入到台灣各地，三月遊行前敬邀各位支持廢核的夥伴，各自以自己擅長的方式與場所推動遊行宣傳，並在遊

行當天一起上街，不見不散！

  北部廢核大遊行邀請貴團體/單位加入我們！

  不管你們是民間社團、學生團體、店家、社區、社大甚至是企業，只要貴團體/單位認同廢核理念，也願意

支持2014廢核大遊行，可以填寫線上表單加入廢核大遊行發起團體或是協力團體。我們會在遊行當天公佈發起

/協力團體名單。

發起團體：繳交5000元支持遊行籌備經費，並願意協助遊行宣傳、動員及參與。

協力團體：無須繳款，但願意協助遊行宣傳、動員及參與。

夥伴團體線上表單填寫（不管前三年遊行參加與否，都請務必填寫喔！）—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b24Uzfqr1QpGLnJ-fcrCkIOr-r4c_XeZBo5c95pgE4/viewform

308廢核大遊行：忍無可忍，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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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羅發號事件

   Once a year, for a day, the exiled Republic of Chinaacknowledges “serious government abuses” on the February 28 
anniversary of the 228 Massacre. There will be a solemn ceremony with bouquets of flowers on the podium. Ma Ying-
jeou will vow that such crimes will never again happen. Elderly survivors of the bloody rampage by Kuomintang troops 

of Chiang Kia-shek will be recognized and given plaques or some souvenir for their suffering. And then, at day's end, 

the “political purgatory” as recognized by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U.S. Court of Appeals will once again envelope the 

island in a “strategic ambiguity” that obscures nationhood itself.
   No one knows quite what to do about 228 in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exile,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realizes it cannot any longer ignore the anniversary, as it did for decades under harsh martial law.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dvocates debate the tactics of a peaceful uprising versus use of the partial democracy now extended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by the ROC caretakers. Advocates of statehood for the former Japanese territory recognize the 

anniversary is a remin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failure to protect the people from Chinese Nationalist abuses in 1947 and 
the many years of the White Terror period.
   The White Terror period, the years of executions and long imprisonments for so-called political crimes, was per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obligations to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 then called Formosa, under the laws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of Taiwan under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at ended World War 

II with Japan. The Cold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Red China kept Taiwan locked in a unresolved international 

status. Now there is a move afoot by Ma's government to purge White Terror from high school textbooks and call the 

bloody era “severe government abuses.”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Formosa became Taiwan, and now Taiwan is becoming Chinese Taipei. Or is i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s becoming Chinese Taipei? Taiwanese athletes had to compete in the Olympics as Chinese 

Taipei and wave a white flag to boot. It is all ambiguous, by int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makers.
   Last week a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led by Edward Royce, chairman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made a three-day trip to Taiwan and met with ROC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also opposition political leaders.
The delegation included Steve Chabot who is on a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Pacific. Brad Sherman, 

who is on a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nonproliferation and trade; and Joe Wilson and Madeleine Bordallo, who are 
both on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lso made the trip.
   The Chinese-language Apple Daily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Ma Ying-jeouthat two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asked Ma about Chen Shui-bian. Ma told the congressmen that Chen was doing just fine.

   Chen Shui-bian, Ma's predecessor, has been imprisoned since shortly after leaving office in 2008, long confined in a 

tiny punishment cell without any furniture and constant lighting, Chen's health and spirit broken.
   Later, at a reception with leader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Yuan,Mark Chen, 

told the congressmen they had been deceived about Chen's condition. Presently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incontinent, 

tremors uncontrollably, has significant memory loss, has severe sleep apnea, and is suicidal, having made two attempts 

on his own life by hanging.
   Chen was convicted following a controversial no-jury trial. The judge was switched contrary to ROC law, and Chen 
was subjected to numerous middle-of-the-night court sessions to discourage trial observers. Chen was subjected to 
courtroom heckling, was the subject of a parody skit by court personnel at a legal conference, and was convicted on 
coerced perjured testimony, according to the chief witness who recanted his testimony.

   As the one day window into Taiwan's past and future approaches, Chen Shui-bian is today's White Terror victim. 

Chen's continued suffering is turning him into a living martyr and shows to anyone who cares to pay attention the 
dangers fac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caught in political purgatory.

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228-anniversary-is-window-to-taiwan-political-purgatory-under-republic-of-

china?cid=db_articles

228 anniversary is window
 to Taiwan political purgatory 

under Republic of China
Michael Richardson, Taiwan Policy Examiner

February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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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22日下午1時20分，我在全台灣各地來到台

南市參加活動「紀念台獨運動教父王育德」研討會的部

分民眾的支持與保護之下，爬上孫文銅像的基座，噴上

「ROC OUT」、「KMT DOWN」於銅像背正兩面。

  活動設計的初心是因為馬騜圖謀與中國共產黨聯手併

吞台灣越來越公開、毫無忌諱。不但有「王張」的公開

會面在先，又有「連習會面」在後，私密的內容無從得

知，但公開準備要進行「馬習會」，要談「和平協議」

及「軍事交流協議」，兩者協議的進行都源自「ECFA」

的條文。

  台灣自1985年之後與中國毫無關係，雖然中國國民黨

與中國共產黨都一再片面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但是國際法理的記載證實這個「乞丐趕廟公」的

主張並非「舊金山和約」記載的法理事實。台灣人雖然

焦慮難過，但眼看長期支持的本土政黨卻猶迷戀一時的

選舉而毫無具體作為。為了斷絕中國國民黨長期在台灣

非法統治繼續欺騙愚民，也阻絕中國共產黨肖想台灣的

土地佔有，孫文雖然是中國的偉人，但不應該鳩佔台灣

民族英雄「湯德章紀念公園」的中心。

  台南市賴市長於2013年3月12日民族英雄湯德章追思

會上公開承諾：於2014年3月12日之前完成：1、訂3月

13日為湯德章紀念日；2、移除孫文銅像，安座湯德章

銅像於公園中心。賴市長在台南市議會遭受到中國黨籍

市議員的杯葛，這項計畫進行無法順利，拖延至今。媒

體報導，原捐贈者也表示孫文銅像年久失修，有傾斜掉

落的潛在危險。為避免意外發生，也行文台南市政府妥

善移除孫文銅像。

  待我噴完漆之後，在網友的協助之下，將兩條繩索套

上孫文銅像的脖子，兩側則掛上：「轉型正義不能

等」、「市民安全不能賭」的大幅布條垂下，希望主流

媒體可以轉播或攝影報導。但我剛爬下長梯尚未站穩，

就聽到一聲崩然大響，孫文銅像已經跌落在地，證實原

捐贈者的擔心確實有道理。未經多久，台南市警察局獲

報，趕來現場，民眾為維護現場秩序與安全，以警戒線

繩帶加以圈繞標示，保持安全。未久，中國國民黨一干

議員也獲報趕來現場咆哮，與維持秩序的警察衝撞，狀

極不堪，台灣人認賊作父竟至如斯，實在荒唐。

  我在民眾安全撤退之下，主動向警局建議，可以配合

到他們辦公室做筆錄，現場有李文正議員及曾俊仁里長

到場關心。我告訴警方，法律程序上該如何處理就如何

處理，不會為難警方。多位警官向我私下表示他們都知

道有我這個教授在做一些現在台灣人認為不利己的事

情。所以在民權派出所完成筆錄後，被移送至警二分局

拍照及按奈指紋，過程順暢，然後移送台南地檢署，當

時大約下午7時45分。進入地檢署後，所有私人物品都

暫時接受保管，斷絕了對外的手機聯絡，並且被暫時留

置在拘留室，後有台聯黨台南市主委陳昌輝主動聘請一

位李律師前來臨時接受委任。在拘留室獨處時只能靜坐

等待，設想此處拘留室空間上比阿扁總統在北監時的房

舍寬大，也不覺委屈。李律師來到後不久，就接受檢察

官的詢問，並確認警察局筆錄的正確與否。詢畢，檢察

官即說：「簽完字後，就可以回去。」沒有交保，也沒

有被飭回的感覺。

  我離開地檢署之後，有幾位關心的民眾告知，參加活

動的民眾在聚餐之後得知我尚在地檢署，正在路上趕來

關心。我就在地檢署外面等候民眾到來。大家見面都歡

欣鼓舞，一方面大家都可以平安回家，一方面各自盡了

一點微薄力量完成大家的心願。為受到228民族屠殺的

英靈長期所受到的屈辱伸張一點小小的正義，一方面也

為這個星期中追思的兩位台灣獨立建國同志，蔡同榮立

委及屏東大旗隊李世忠隊長未竟的心願盡一點力量。

  大家互相鼓勵，互報平安之後，就各自返回，希望一

路平安。未來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可以讓更多台灣人

認識清楚台灣的國際法理地位，逐步打破流亡政府殖民

體制不公不義的框架，可以讓台灣人對非暴力抗爭更有

信心。這就是非暴力抗爭的人民革命，全民革命ing！

(圖/翻攝自網路)

湯德章紀念公園孫文銅像被拆除記事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蔡丁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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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院信服。

  在西方，法律及正義的概念並不是僅僅存在於法條與判

決紀錄上，它是有神的信仰在背後支持，授與並確立其權

威的。這是金老師要給台灣人傳承的司法正義精神。

  古羅馬神話中那尊正義女神，向來是左手持天平、右手

持長劍。對社會道德的重建來說，這形象也頗耐人尋味。

只有長劍而無天平，恐怕是難以服人的暴力；只有天平而

不佩長劍，則意味著軟弱渙散。

  我去澳門聖保祿教堂遺址大三巴牌坊，後面博物館陳列

的天使，也是右手拿著刀劍，左手持天平，衡量人的善

惡，依據的也是公平正義。

  自由平等是當今人權與法意所指，人的四大基本權力當

中的第四權，分別為生命、身體、健康、與自由平等。在

紐約所有的紀念碑或盾徽，常會左右分立二女神：一為自

由女神手執權杖，腳下踩著傾覆的皇冠；另一為平等女神

蒙了雙眼，左手高舉天平，右手持劍。

  紐約自由女神像右手高舉自由火把，左手捧著一本封面

刻有「1776年7月4日」字樣的法律典籍，象徵包括平等

的法律。正義女神是在法制下的道德力量的代表。她的雙

眼被蒙住象徵著不偏倚的法律下的平等；天平代表在法律

之下人們利益間的權衡；而劍則是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

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

  提這些神話或信仰的啟示，這也是台灣人期待公平正義

之外，需要公民團結一致，才能產生那把劍的力量。

  在此分享我從金恆煒老書所發表新書「我的正義法庭」

得到的啟發，非常可貴的一本書，請大家買來好好欣賞！

  昨天晚上到天龍城開陳水扁總統的醫療小組會議，不

預期的遇到久違的總編金恆煒，康建意氣煥發，一如往

昔。欣喜之餘還獲贈他的新書，前衛出版社的「我的正

義法庭」。

  今天早上請了假，晚一點上班，在我家庭院一氣呵成

讀完這本書。書中他以歷史與新聞學的專業，公平正義

的 精 神 ， 挑 戰 當 今 領 導 人 的 不 公 不 義 。

  我更深的體驗。最近一年來國民黨的林益世、賴素如、

卓伯仲、劉政池，還有更早馬英九的國務機要費案，相對

於泛綠的阿扁、郭瑤琪的案子，我們人民覺得台灣的司法

有雙重標準，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倫理原則。

  公平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是以公平、公

正、及合理適當的概念，去處理每個人或某一族群所應當

得到的獎罰、資格、事務或權利，它含蓋了資源合理、公

平分配的考量。公平需考慮的正義原則，包括分配之正

義：即公平地分配不足的資源；權利的正義：尊重人的權

利平等；及法律的正義：要尊重道德允許的法律。

  而金恆煒主編面對不公平的法律體系，有堅強的意志，

不畏權勢的勇氣，在本書以正義法庭的模式，為台灣幾個

重大的事件或案子，留下歷史上重要的記錄。

  其實遠古希臘時代，當諸神與人類同在之時的法律正義

之神賽美斯（Themis）。在美國、歐洲及香港的法學院或

法院門口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女神的雕像，或矇眼或不矇，

一手持天秤或法典，一手舉劍，或立或坐。她坐鎮於西方

各國的司法系統，作為此系統能發揮維護正義、做出公正

裁決的精神象徵，由此展現法律正義的權威，並使人民對

金恆煒與新書「我的正義法庭」挑戰不公不義
陳順勝 醫師

  今日澎湖以《縣府正式成立「自由經濟區」推動小

組》作為頭條新聞，宣布將全面爭取成為「示範區」，

規畫以「農業、醫療、物流、金融、教育」等五個面向

為軸進行開放，打算吸引「國際資金」與「人才」。體

面風光、冠冕堂皇，這一翻說詞勢必為地方低迷的選情

帶給選民一片希望。然而我們要問，在看似追求自由、

開放的背後，沒有告訴縣民的是什麼？

  首先，所謂的自由經濟區是自由貿易的產物。但第一

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澎湖有做「自由貿易」的空間

嗎？我們的勞動市場並不大，又不是一個資本密集、能

投資者多的環境，不只沒條件成為金融貿易樞紐，更不

可能會是跨國的製造中心。這樣看來，官方擬出的五個

方向，與自由貿易其實沒什麼相關，恐怕只是個大餅。

  於是我們發現，實務上的重點幾乎聚焦在「租稅減

免，甚至全免」上。而這說穿了就是與中南美洲的英屬

群島一樣，要成為避稅之地。然而金融交易買空賣空的

本質，以及開放市場內的台面下交易，最終澎湖恐怕只

落得淪為洗錢天堂，成為資金的過繼站。未能獲取好

處，反而賠上縣政自主權。

其次，到底這個小組是如何組成的？翻開名冊一看，是

由副縣長擔任召集人，秘書長擔任副召集人，成員還包

含縣府參議、議員、地方兩報社長與民意代表。那他們

是誰？其實就是地方上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把持

著政治權力、地方金流與媒體公器的這些人。

  再者，誰要來「投資」？其實整個計畫的推手議長就

坦白指出，要爭取的對象是中國。到此我們發現：原來

整個「自由經濟區」就是在為了《服貿協議》鋪路！換

言之，澎湖在爭取的，是成為台灣被統一的跳板。而這

一群在爭取、主事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政治與經濟互為目的與手段是自由貿易的本質。在不

對稱的經濟條件下，增強弱勢方「經濟的依賴」。然而

我們都知道，《服貿協議》對於澎湖、台灣的勞工是絕

對不利的，會製造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失業、勞動條件下

降等問題，甚至長遠地成為反民主的工具。

  這些既得利益者總是慷慨激昂地大聲疾呼，說澎湖多

麼欠缺發展，需要一帖經濟的良方。但當我們揭穿「自

由經濟區」的真實面紗，發現骨子裡包的是《服貿協

議》，這帖請鬼拿來的藥單，我們真的要吃下去嗎？

《服貿》給澎湖吃，是良藥還是毒藥？
綠黨澎湖支黨部籌備委員 冼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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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4年2月22日(六)上午10:3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3樓A室)

聯合主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 

  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

  件平反促進會

主持人：呂忠津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來賓：

  蔡焜霖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平反促進會理事

  蔡寬裕 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長

  陳儀深 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有關此次所謂的課綱微調，牽涉程序與專業的爭議問

題，飽受各方批評。其中在「公民與社會」的課綱內容

部分，刪除「我國的白色恐怖、良心犯、德國納粹等政

權清除異己的種族大屠殺等等」，而以「政府濫用權力

對人民的迫害，以及殖民政府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

最受矚目。

  教育主管機關宣稱：由於「白色恐怖」在歷史課程部

分已有，為避免重複，才加以刪除。問題是：「公民與

社會」與「歷史」兩科著重點本有不同，「公民與社

會」檢討台灣的「白色恐怖」，是為「民主政治、憲政

主義、憲法與人權、刑事訴訟、行政法與生活等主題奠

定討論基礎」。換言之，既是以「白色恐怖」討論當時

台灣政治、憲政、訴訟程序的問題，也提供從民主法治

層面檢討「白色恐怖」。前述的「白色恐怖」課程內容

設計，在現行的歷史課本脈絡中是無法進行類似的討論

的，也不是「歷史」科教育所能獨自承擔的。而這些對

「白色恐怖」的討論，不僅有利於高中學生對於過去台

灣人權遭到迫害的問題的認識，也可以從民主憲政的常

軌重新審視「白色恐怖」。這些對於台灣的人權教育或

是轉型正義的推動，都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因此，此次所謂的微調課綱，刪除了「白色恐怖」，

對於台灣人權教育將是一大傷害，也失去從民主憲政的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微調課綱對照表

3.

人權保障

與立法

3-1

人權為何

應該受到

保障

99課綱

3-1

介紹公民社會

保障人權的必

要性，舉例說

明人人享有免

於恐懼的尊嚴

生活以及蔑視

人權的歷史教

訓，例如：我

「微調」課綱

3-1

介紹公民社會保

障 人 權 的 必 要

性，舉例說明人

人享有免於恐懼

的尊嚴生活以及

蔑視人權的歷史

教訓，例如：政

府濫用權力對人

角度認識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不當。雖然政府曾一再對

「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表示歉意，但是對於責任歸屬或

是加害者的責任，往往避重就輕。現在，所謂微調課綱

中刪除「白色恐怖」，更不可能根據民主憲政重新檢討

「白色恐怖」，這是大開台灣人權教育、憲政教育的倒

車，不僅受難者不能接受，許多高中公民教師也紛紛反

對。因此我們主張：教育部必須撤回程序、專業都大有

問題的微調課綱！

「白色恐怖」不見了？
── 抗議教育部"微調"公民與社會課綱

新聞聯絡：秘書處02-23628797  吳主任0932-351782

  台南市議會副議長郭信良（安南區）於農曆年前赴台

中監獄探望陳水扁總統，除了表達故鄉台南鄉親對陳總

統遭遇政治迫害的氣憤不平、對病況持續惡化的關心不

捨，並當場表達願加入代表本土信念的一邊一國連線，

共同為堅持台灣主權路線、對抗馬政府一中而打拼努

力。陳總統表示歡迎。

  郭副議長加入 連線，獲得連線會議依民主程

序確認通過，正式成為台南市一邊一國連線第十八位成

一邊一國

員。

  總召陳唐山立委表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已是社

會七成民意的主流。他期許全國所有連線成員繼續奮

戰，爭取年底七合一選舉大獲全勝，達成甚至超越「席

次倍增」的目標，讓真正捍衛台灣本土的聲音與力量壯

大生湠，也讓國共兩黨及全世界都知道，台灣人民當家

作主、拒絕一中框架的堅定意志與決心。

2014.02.26 一邊一國連線辦公室新聞稿

台南市議會副議長郭信良正式加入一邊一國連線

(圖
/翻

攝
自

網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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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事件的梗概已大致清楚。之所以發生動亂而且星

火燎原，固然有日本統治半世紀所造成（文化落差等）

的影響，但是陳儀弊政，包括用人歧視、貪污腐化、軍

紀不良而導致民怨沸騰，才是動亂的主因。至於蔣介石

不但事先與聞台政，對楊亮功等監察委員的警告充耳不

聞，事變時迅速派兵，發生屠殺之後傲慢護短，否決懲

治陳儀的黨內決議，其他軍政要員亦只有記功，而無人

受到查辦。如今台灣民主化，紙已包不住火，政府卻只

有形式上的建碑道歉、行政上設立基金會進行賠償作

業，受難家屬等民間團體對國民黨進行的訴訟則遭遇挫

敗，顯然距離司法層次的追究責任還很遙遠。 

  只有受害者而沒有加害者，算是怎樣的轉型正義？多

年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時而向受難家屬道歉、時而去慈

湖（向二二八元凶）謁陵，一方面稱頌受難者王添燈為

民主鬥士，一方面又褒揚（詆毀王添燈?是騙子、是台

獨的）中研院院士黃彰健。造成這種錯亂的原因何在？

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歷史認識仍然模糊，才會讓國民黨

政府膽敢如此操作。今年的二二八已是六十七週年了。

今天的記者會是以揭露歷史事實為念，旨在凸顯國軍三

月八日開始陸續登陸、三月九日恢復戒嚴以後，台灣各

地發生的慘烈屠殺。希望藉著年度的紀念活動，有助於

讓台灣社會記取歷史教訓，要求落實真正的轉型正義。

聯絡人：908台灣國總部 

副秘書長陳峻涵(Chilly Chen)；手機：0983-739-622

「二二八和平公園」易名「二二八台灣受難公園」  
908台灣國總部 2014.02.27記者會

挺柯文哲餐會
主辦：蔡漢勳先生
時間：2月28日(星期五)下午四點
地點：台北市至善路三段230號大豐花園餐廳
活動：(1)英國台灣協會負責人李勳墉將免費贈送委託
義美製造的”228 綠豆潤糕”，以緬懷1947年的台灣
浩劫！(2) 柯文哲將偕其父母到場，免費贈送”228 
綠豆潤糕”。
因禮堂座位有限，有意出席者務必事先電詢
(02)28412046, (02)28413186

【追思國殤二二八建立台灣新國家】
時間：2月28日下午12:30集合，下午2:28遊行出發
地點：台北市南京西路344巷口(法主公廟背面)
遊行路線：會場 -> 228紀念碑獻花 ->自由廣場
主辦單位：台灣國家聯盟

２/２８(五)【228大屠殺追思行動】
(台北)
集合時間：2014年2月28日(五) 中午12:00
集合地點：公投護台灣聯盟(公投盟)建國基地
　　　　　（台北市中山南路、濟南路路口）
[FB專頁]『公投護台灣聯盟』、『台灣獨立建國大旗隊』

紀念228事件67週年228口述歷史
專書推廣專案
  今年2014是二二八事件67週年，為了讓更多人瞭解

歷史的真相，本會特別推出228口述歷史系列優惠專

案，購買全套者除享超低價2000元外，前20名讀者加

送《王添灯紀念輯》一本。本推廣專案優惠至2014年
5月31日止，機會難得，訂購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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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台灣良心年「青春逗陣行」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93010557459181/
時間：2014年3月2日（日）上午9點集合
地點：台北圓山捷運站 （原花博公園入口廣場）
總領隊：呂前副總統秀蓮
行程：圓山捷運站（原花博公園入口廣場）集合（手

背蓋章領取摸彩券）出發→經園區人行步道→花博公

園新生園區左彎→林安泰古厝（投入摸彩券）\→參觀

林安泰古厝→出林安泰古厝邊門後右彎→走水門→左

彎河濱小道→兒童育樂中心外側小道→玉門街→圓山
捷運站（摸彩）。全程約3公里，平坦道路普通腳程走
一圈約須1.5小時。
報名及注意事項：
1.歡迎自由參加，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逗陣走，走出 
  健康、走出快樂、走出希望
2.請著輕便健行衣鞋、自備飲水及雨具 
3.報到後請主辦單位蓋手印領取摸彩券，在林安泰古
  厝投下摸彩券後，保留票根於回到終點參加抽獎。
主辦單位：綠色21台灣聯盟、愛蓮會、台灣心會
協辦單位：大同區主任江德慶、大安區主任陳忠琪、
中山區主任張漢英、中山區主任謝晨謠、松山區主任
吳丁和、文山區主任張幸松、士林區主任紀榮鴻、信
義區楊金東董事長、北投區趙映光董事長、內湖區黃
俊壽董事長、南港區邱碧珠里長、台北市台灣心會、
新北市台灣心會 （一、二會）、908台灣國、大安區
龍泉里辦公處、江志銘議員服務處、張茂楠議員服務
處、陳淑華前議員服務處、黃向群前議員服務處、台
聯李卓翰服務處、林口同濟會林弘輝董事長、玉蘭花
婦女會、台北市台灣婦女會、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台
北市呂姓宗親會、大同區里長聯誼會賴徐玉枝會長、
士林區里長聯誼會許振通會長、台北市商圈聯誼會、
寧夏商圈聯誼會、扁聯會郭正典醫師。
活動聯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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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ly 
Chen)手機：0983-739-622 chilly@airpass.com.tw

從228到310，一起上街頭吧!
時間：2月28日下午2:00 ~7:00
地點：自由廣場

二二八共生音樂節
時間：2014/02/28 
     14:00-19:00動/靜態展覽

     19:00-21:30共生音樂節晚會
地點：自由廣場
主辦單位：台灣國家聯盟、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台
灣北社、台灣教授協會、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工作小組
協辦單位：台北市小英之友會

228翻轉教室–街頭公民課
活動時間：2/28 下午2點 ~ 3/1 下午6點
活動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上教育部大門前
活動訴求：撤銷課綱公告、重啟審查程序
  一群本著教育良知的公民老師，無法教導學生不正
義的課綱，無法忍受教育部黑箱的程序。走出學校封
閉的象牙塔，要在象徵和平、人權、公義的228紀念
日，在教育部大門的街頭上，教導真正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師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一起懇
求，請大家為課綱的程序正義而戰，身穿白衣，在
228和301這兩天，共同為公民權發聲！在街頭上實現
真正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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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運動與台灣的永續發展座談會
時間：2014年3月7日星期五，下午2點報到，2:30〜ã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台大校友會館三樓
演講人：馮光遠(台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副教授)
主辦：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在全球治理的大趨勢下，要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現
代化的國家，具備文明禮儀的社會特質，開拓出更大
的發展空間，必須建立公民社會意識。
  台灣人民要建立共同的公民社會意識，不是用嘴講
就可以達到，而是要靠實際的行動來體會。假使公民
社會多元豐富的互動機制，能夠與政府共享治理國家
的權力，並轉化成為消息傳達或意見討論的場域，而
共生共存時，人民會瞭解到一個人或一個團體需要的
追求滿足，無法孤立於其他團體之外，人民要擴大個
體甚至是社會的集體利益，必須與其他的組織、政黨
或政府交互作用，雙方或多方願意在共同的目標下，
密切聯繫協調，努力打拚，才能成功。當這種社會互
動的關係，表現在國家的政治時，自然可養成容忍溫
和、互尊互重的風度，建立健全可行的民主政治。

電影特映會【免費入場】
時間：2014年2月28日(五)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台北市南海路54號)
影片介紹

《10:30牽阮的手(140分)》

  以台灣光復後60年為歷史背景，人權醫師田朝明與

田孟淑女士的愛情故事為主軸，勾畫出台灣近50年
來、逐漸被大家所遺忘的民主運動血淚史詩，也帶領
觀眾重回歷史懷抱，看大時代如何影響小人物，小人
物又如何在大時代的洪流下，活出屬於自己的熱情生
命。

《14:00漢娜鄂蘭：真理無懼(110分)》
  「拒絕思考，讓一般人犯下巨大惡行。」─漢娜鄂

蘭1960年，以色列綁架了納粹劊子手艾希曼，在耶路
撒冷展開世紀大審。逃過大屠殺的猶太女思想家漢娜
鄂蘭，決定親臨審判報導。聽著艾希曼的自白，漢娜
發現眾人眼中的惡魔，其實只是「依法行政」的平凡
人。漢娜壓抑著曾遭迫害的創傷，冷靜刻劃對審判的
觀察，不但提出「邪惡的平庸」，更大膽指出猶太人
也是悲劇共犯。文章在《紐約客》刊出後輿論譁然，
讓她飽受攻訐與威脅，甚至愛的人也背離她。但她毫
不畏懼，持續捍衛思想，終生論述邪惡本質，掀起

20世紀思維狂潮。

http://event.pots.tw/web/view/18232/date/20
14-02-28

《意南望，義難忘，易南榕
─和平紀念日紀念展暨追思會》
開幕時間：2014年2月28日下午四點半至晚間九點

追思會：2014年2月28日晚間七點半至晚間八點
地點：成功大學南榕廣場大學路路段
     （大學路，勝利路與長榮路間路段）
  請來認識二二八義士們的故事，在白色光塔前，參
與追思會，為義士們的犧牲與我們的未來，獻一朵
花。

要過哪一種日子我們來決定！
3月8日請來廢核大遊行！
  此刻的台灣，也許稱不上國泰民安。我們總還能向
上天祈求，保庇一個安好的未來。一旦核四開始試運
轉，未來，可能就不會再來。要過哪一種日子，我們
來決定！去年，因為我們站出來，擋下了核四鳥籠公
投。今年，我們更要站出來，阻擋核四裝填燃料棒。  
  廢核，就是今年！不是等到九月核四運轉，不是等
到六月核四安檢，而是三月，是現在。為了孩子，為

著所愛，為自己。3月8日，請一起加入全國廢核大遊
行。共同決定我們的命運，決定我們共同的命運。

  2014是核四裝填燃料關鍵年反核團體公布308全台

廢核遊行路線 
      人本教育基金會 & 終結核四大聯盟    敬邀

http://e-info.org.tw/node/97522

http://e-info.org.tw/node/9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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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讀書會：「臺灣三字經」
時間：2月27日週四晚上7:00~9:00
地點：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5巷9號
       士林長老教會活動中心
主講人：周福南老師
主辦：原貌文化讀書會
  2014年開始，協會特別邀請周福南老師來讀書會一
系列專講《臺灣三字經》，該書由王石鵬先生著作，
出版於1900年台灣日治時期，對象是台灣童蒙學子，
目的在以口頭熟讀來介紹台灣歷史與台灣地理。經過
作者註解後，使用台語八聲七調來詠朗吟唱，並更有
抑、揚、頓、挫的效果。夾有韻語的三字經內容豐
富，易於介紹台灣風光的工具書，因此有人稱該書為
臺灣人自製的「臺灣小百科全書」。

《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台灣》
重譯校註本新書發表會

時間：2014年2月27日(四)上午10:00
地點：北市濟南路1段2-1號3B台大校友會館3樓B室
主辦：台灣教授協會

  《Formosa Betrayed》於1965年問世，是第一本
詳細記錄台灣戰後史與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書籍。

雖曾於1974年由陳榮成先生等譯成中文在海外流傳，

但直到1991年，台灣才有翻譯版。然因時空背景的限
制，以至於有許多誤譯來不及更正。鑒於本書流傳與
影響之廣，同時為促進對二二八歷史有更深入的理
解，台灣教授協會因此重譯校註，以協助讀者對台灣
史有更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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