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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日前就民間「沒核四也不缺電」之質疑，發新

聞稿回應聲稱：生活型態改變與產業結構調整需時間，

核四商轉是近2年的事；等到用電省不下來，再蓋電廠

已來不及；林口、通霄、大林等機組將陸續除役；用電

成長率1.41%，屬最低極限之預測值，全民需付出很大

的成本及代價。

  然「減緩用電量成長」遠比「減少用電量」容易。即

使不願積極節能，單純維持既有生活型態理當可以做

到。況經濟部長期花公帑買廣告宣導「節能」，為了擁

核，竟堅持用電量非「高成長」不可，顯自相矛盾。

  核四年發電量僅193億度。若不願落實節能，堅持用

電量必須高成長，依台電浮濫預估之2012年至2022年

用電需求年均成長率3.1%，每年增加65億度用電量，爭

議三十多年的核四冒險運轉所增加的電力，不到3年就

不夠用，而台灣能承受多少座核電廠的威脅？

  依台電102年9月版《台電電源開發方案》，2012年

至2024年的退休機組裝置容量合計962.5萬瓩(含核一

二三5部機組，不含核三2號機)，新增容量則高達

1,965.9 萬瓩(含核四)。若扣除核四的270萬瓩，和核

三2號機的95.1萬瓩，全面廢核仍將增加638.3萬瓩的

電力。其中，林口、通霄、大林電廠均非單純除役，而

是有更新計畫。三座電廠更新後，將分別增加180萬

瓩、115.7萬瓩、35萬瓩的裝置容量。經濟部身為能源

主管機關，就同一電廠竟然只講除役，避談更新、擴

建，刻意用片面資訊誤導民眾，實忝為公僕。

  又依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2008年至

2012年 5年間，我國「電力消費」年均成長率僅

1.01%，低於經濟部所謂「最低極限值」1.41%。其

中，2008、2009、2012年「電力消費」更出現：-

1.69%、-3.91%、-0.32%的負成長。經濟部罔顧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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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請停止以「用電高成長」擁核！

「低成長」甚至「負成長」，是台灣已發生過的事實，

故意把電力「低成長」講得極為困難，恫嚇人民支持核

電，手段十分可議。

  再依經濟部能源局《我國電力需求零成長評估報

告》，2000年至2010年英國、加拿大、日本、丹麥電

力消費年均成長率分別為 - 0.08%、0.02%、0.17%、

0.18%，均為低成長，甚至負成長。而包含七大工業國

在內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合計電力消費年均

成長率亦僅1.02%，遠低於經濟部宣稱的「最低極限

值」1.41%。當許多先進國家都能做到「用電低成

長」，國土面積小，禁不起一次核災的台灣，是否非得

不計代價，冒著核災風險，追求「用電高成長」？

  經濟部一邊宣導「節能」，一邊以「用電高成長」的

藉口擁核。人民要識破矛盾的騙局，並站出來要求廢

核。

(能源需求表)

圖↑中台灣廢核行動聯盟今天風雨無阻於日月潭頭社盆地金

針花田舉辦「非核家園升旗典禮」，在台灣的中心誓師、宣

示反核理念。

(圖/翻攝自網路)

經濟部，請停止以「用電高成長」擁核！

228大屠殺

我的父親：228大屠殺中的台灣辛德勒
Schindler's Listof My father during the 228 Massacre

還有許多實證資料可以重建228的真相
台灣人回春之道：行動！

認清台灣民族的新使命──復國
去台灣化已超過一甲子，只是你沒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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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父親正巧在加州時間2月28日凌晨往生。當時窗

外傾盆大雨。又由於距離上的隔閡，我無法在第一時間立

刻回台奔喪，幫助其他家人料理後事。一時真的不知道還

能幫些什麼？我忽然想起他曾經透露給家人有關於228的

過去這一段往事。於是我就坐了下來，在淚光中將他在

228大屠殺中的傳奇事蹟，記錄了下來。

  那時我直覺上認為如果我沒有立刻去做這件事，像這樣

台灣人上一代的事蹟，一定會隨著歲月的逝去。而在台灣

人自己的歷史上消失無蹤。我又對自己說：將這些上一代

台灣人的精神傳遞下去，更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推卻的責

任。尤其是當我們面對著外來侵略者的邪惡勢力，也正在

積極地篡改我們台灣人自己歷史的時刻！

  我在這篇「我的父親：228大屠殺中的台灣辛德勒」記

錄中，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228大屠殺那個兵荒馬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

刻，在台灣還有很多像我父親一樣的台灣民眾。他們在每

一個我們所看不到的角落裏，在我們這一代被迫不准去暸

解而幾乎被遺忘的時刻中，默默地行善救人。

  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用人性的光輝去戰勝了黑暗，也

戰勝了邪惡。

  他們在最關鍵的時刻，選擇了永生的價值，戰勝了死亡

的陰影。

  他們用行動，在精神上擊敗了外來的侵略者，也寫下了

台灣人令人驕傲的歷史！

  我的記錄文在凌晨匆忙及淚光中並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

潤飾，就發表了。想不到朋友們弔問的郵件立刻如雪片般

地湧來，使我非常感動。這中間還有很多都是與我素不相

識的朋友。可見得有很多讀者雖然平時沒有發表意見，但

是大家對於發揮人性光明面的見解，以及對於台灣歷史的

關心，都是一致的。弟在此一併向各位關心弔問的朋友致

謝。也告訴大家，我感受到了來自社區的溫暖！

  關於228的歷史敘述及記錄，已有很多譴責侵略者的文

章發表。反而倒是正面去記錄及鼓勵曾經發生過的，行善

的文章比較少。這可能是與台灣人的個性一般而言比較內

斂有關。如果大家同意我這篇在匆忙中所發表的文章，不

是在強調個人英雄主義，而是在彰顯那個時代台灣人的正

義，以及為了積極發揚人性的光輝面。則能夠在任何媒體

上發表，都是我的榮幸。

  是的，我以我剛過逝的父親為榮！也藉此鼓勵有更多的

朋友們，要即時將您們上一代台灣人的事蹟寫下來，在大

眾媒体上與大家分享，互相鼓勵。以免它們被侵略者篡

改，而在台灣人自己的歷史上消失無蹤。

  我們也要祈禱台灣神能夠守護我們這一代。在我們的前

面，還有很多更艱苦的路，在等著我們去奮鬥！

                    本  文

  我的父親出生於雲林縣斗南鄉下一個極端貧困的家庭。

後來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一位好心的日本基督徒幫助之下，

到日本本土的東京市工作，及唸書。這位日本基督徒的目

的，是希望他能夠避開在台灣被軍方徵調到前線去充當砲

灰的命運。

  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回到了台灣。因為失去了雙親，在

戰後極度貧困無以生計的情況下，只好入警察學校受訓，

找飯吃。後來他曾經昇任為屏東地區的最高警察主管之

一。能夠在毫無人際關係又非常貧困的情況下位居警方系

統的要職，在當時台灣人的社會中是很少見的。更少見的

是，他一生中在國民黨要脅下堅持不入黨，也不賄賂上

級，卻還能夠保住職位。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在內戰

之中，還沒有時間派出中國人接手，也找不出受過高等教

育的人願意到屏東地區去任公職。所以才罕見地任用了他

做地區警察的高階主管。當時的警察是時常沒有薪水的。

中國上級指示：薪水，要向管區的民眾需索。但是，他寧

可餓著肚子，也堅持不向民眾需索所謂的"薪水"。

  228的時候他駐紮在屏東地區為高階主管之一，並且負

責保管當地的警械庫。228過後久有一天，一大群當地

的學生組成了義軍。他們蜂湧而至包圍了駐在所，要脅

要我父親交出警械庫。我的父親知道這些學生這樣一來，

一定會立刻被軍方消滅，於是好言相勸。基於同是台灣人

的立場，那一群人數數百人的學生就被他說服而解散了。

  過了不久當局果然來追查這個事變，並且要當時的主

管，我的父親交出這群學生的名單。這時，雖然他知道這

批學生義軍是屏東當地哪些人的兒子。但是此時此刻他

卻冒著自身被查辨甚或被槍決的危險，堅持地說：他完全

不知道任何人。因為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下，搶刼警械

庫是多麼嚴重的事。毫無疑問地，這群學生加上所有被牽

扯出來的所有關係的人等，如果被他交出去，就立刻會被

槍斃。與其屏東地區這麼多人被牽連槍斃，還不如自己一

個人犧牲。

  果不其然過了不久，當時台灣南部他的管區外一些参
與類似事變的義勇軍，都悉數被國民黨槍決了。

  這好像是冥冥之中神的安排。就像是當年那位日本基督

徒拯救了他的命一樣：我的父親，因為基於一時的愛心而

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在偶然之間，他也同樣地另外拯救

了屏東地區數百名學生的性命。

  60多年來，因為怕國民黨特務的追查，他從來沒有向外

界透露此事。只是多年前曾向自己家人描述過這個事變的

過程。而我們自己也不想惹事生非，也從來沒有向任何人

透露過這件事。我的父親，在事變過後不久就立刻離開了

警界，並且在白色恐怖下數度因為其他事件與國民黨當局

衝突，而長期入獄過。

  但是這一切都過去了。就在剛才美西228凌晨，也剛好

就在台北228的晚上，我接到在台北的大弟的越洋電話。

  我94歲的父親數小時前在新北市一個醫院裏，安詳地

往生了。

  願他安息在神的懷抱裏。

我的父親：228大屠殺中的台灣辛德勒
郭英仁(2014年2月28日凌晨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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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ather was born in Town of Tounan, Yunlin County, 
Taiwan to an extremely poor famil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owar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 kind 
Japanese Christian helped him to find work in Tokyo and 
to study there. By doing so, the kind Japanese Christian 
hoped that my father could avoid the fate of being draft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 Taiwan to fight in the war front 
and becoming one of the meaningless deaths.
   After World War II, my father returned to Taiwan. My 
grandparents had passed away and he was facing extreme 

poverty; as a result, he had no choice but entered the 

police academy to survive. After a short training, he was 
assigned one of the top positions in charge of a police 
department in the Pingtung County area. This was rather 
rare for a Taiwanese who was poor and had no connections 
to be placed in such a top position within the police system 
totally controlled by KMT when it took over Taiwan. 
However, more rare was that he refused to become a KMT 
member throughout his life, nor did he bribe his superiors 
to keep his job. The only reason I can think of for this to 
happen is that KMT was still heavily involved in fighting 
its civil war against CCP at the time, and KMT was not 
able to find enough Chinese to fill every position for the 
time being, while other highly educated Taiwanese were 
not willing to relocate to such a remote area in the south 
tip of Taiwan. At the time, a police officer often had no 
salary. The Chinese superior of my father asked him to 

take "protection fees" from local people as his "salary", but 
he would rather go hungry than getting his "salary" this 
way.
   On Feb. 28, 1947, my father was ordered to safe guard 
the storage of police firearms. A few days after, a group of 
local students formed a resistance force to fight KMT. 
They surrounded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threatened my 
father to hand over the firearms. My father knew that these 

Schindler's Listof My father during the 228 Massacre
By Allen Kuo

(Written in 2-28-2014 Early Morning)

Translated by Jay Tu

and they would be completely wiped out if they were to 
fight. He persuaded them to disband with pleads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a fellow Taiwanese.
   Sure enough, soon after, the KMT authority showed up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t, and demanded my father to 
hand over a list of these students. Although he knew the 
parents of these students, he insisted that he did not know 
any of them, risking his own life, because he knew these 
students would be executed immediately as soon as he 
revealed their names. He had decided that he would rather 
sacrifice one life of his own than causing many deaths in 
his district. 
   Afterward, my father learned that many similar attempts 
to invade police firearms storages occurred in other 
districts in southern Taiwan, and KMT had all these 
students shot.
   Like a destiny in the hands of God, my father was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students in the Pingtung 
area by risking his own life, the very life saved a few years 
earlier by the kind Japanese Christian with the same 
compassion.

   For over 60 years, for fear of probing by KMT's secret 
police, my father had never disclosed this event to 
anybody outside of the family. Many years ago, he told us 
what had happened and we also kept our mouths shut to 
avoid troubles. My father quitted the police force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He was jailed for several years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era due to some other conflicts with the 
KMT authorities.
   But all these had passed.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Feb. 
28, US west coast time, or the late night of Feb. 28 in 
Taipei , I received an overseas phone call from my brother, 
informing me that my 94 -year-old father had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 few hours before at a hospital in New Taipei 
City.
   May he rest in God's arms.

圖←藝術家施並錫畫筆下的
228大屠殺。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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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228這是一個讓台灣人民永遠都無法忘得掉的3個數字

的組合，這也是一件有計劃和有預謀的大屠殺，更是一

件讓神人共憤的世紀大慘案。從事發的1947年到今年

2014年，己經是整整67年了。經過了漫長的67年的

228屠殺事件的歷史檔案，到現在還沒有辨法全部開放

所有的真相和事實，這是全體台灣人民的「恥辱」！中

國國民黨是鐵了心，吃定了台灣人民不說，更是把台灣

人吃得死死的。不公開大溪檔案，更不想公開全部的真

相及追查原兇，中國國民黨一付老神在在的問心無愧的

人模人樣，似乎在對著台灣人民說，你想怎麼樣，你還

能怎麼樣嘛？人都殺了，你就認了吧。弱者，你的名字

不應該叫做台灣人。

  中國國民黨至今仍然不敢公開228大屠殺的真正檔案

資料，而且是能賴就儘量賴，並一再粉飾太平，尤其是

馬英九把228大屠殺定調為官逼民反，這種行徑更是不

能饒恕及放過。他們只會對台灣人說，要用愛及寬恕來

看待228，就是不肯公開228事件的原始檔案資料，並公

開真相及追查元兇。這些中國人一直以來就是把台灣人

民看成是二等國民，而且都是把台灣人民踩在腳底下，

並把台灣人民的善良當作是懦弱可欺！無論是從那一方

面的資料，還包括美國的國會檔案資料中，都可以再再

顯示出，蔣介石就是228大屠殺的元兇，也是屠殺台灣

人民最大的魔頭！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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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以公開的方式進入台灣地區，所以蔣介石和陳

誠等人，不敢公開出現在台灣島，只能利用躲藏的方式

待在台灣島。由於在中國所發生的國共內戰，由蔣介石

所率領的國民黨軍隊，一直在節節敗退，蔣介石更是被

毛澤東所領導的紅軍打得無處可逃，灰頭土臉，這時候

的蔣介石就像一隻垂頭喪氣的公雞。在228大屠殺還沒

發生之前，蔣介石請他的夫人蔣宋美齡和美國陸軍陳納

德將軍，偕同一起飛到美國首都華盛頓DC，到白宮晉見

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蔣宋美齡向杜魯門苦苦哀求，

又是大哭大鬧的，逼得杜魯門總統不得不首肯並允許，

讓蔣介石的流亡政府及數百萬的亡國難民進入台灣島逃

命。

  228大屠殺並不是偶然或者是突發事件。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己經先請求過麥克阿瑟將軍，希

望能讓他的流亡政府進入台灣島，但是被麥克阿瑟將軍

給嚴厲拒絕，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和

澎湖是己經屬於美國海外的領土。麥克阿瑟將軍是負責

整個亞洲區域，而台灣和澎湖也是屬於他的管轄範圍。

228大屠殺
(圖/翻攝自網路)

蔣介石只好請他的夫人前往美國，而蔣介石和陳誠等人

就躲藏在台灣島上，一直等到杜魯門總統點頭答應為

止。不然的話，中華民國的軍隊除了接收及遺送日本軍

民回日本之外，另外還有維持台灣和澎湖當地治安及秩

序。一旦任務都完成之後，中國軍隊及派來的接收人員

必須全數離開台灣和澎湖，這是更早之前，麥克阿瑟將

軍的命令。雖然中國的蔣介石也是自稱是5星上將，但

這5顆星是蔣介石自己佩掛上去的，美國的麥克阿瑟將

軍才是名符其實的5星特級上將。如果以職權來區分，

蔣介石的職權範圍只有在中國戰區裡，而麥克阿瑟將軍

則是負責整個亞洲區域，也包括中國在內，所以蔣介石

還是要聽命於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

  蔣介石派了陳儀將軍代表美國來接收台灣和澎湖，但

是上自陳儀下自每一位接收人員，都乘著這個大好時

機，貪污腐敗並且又壓榨勒索恐嚇取財，讓台灣人民積

壓怨恨，一忍再忍。到了1947年的2月28日，這一天就

像火山爆發，一發不可收拾。在台北市的煙酒公賣局，

緝查私煙小組在這一天，又如往常慣例，開車出去沒收

走私的香煙，然後又準備在中午過後拿出來拍賣，還是

原來那批私賣香煙的小販，拿出金錢來贖回在當天早上

被沒收的香煙，這些緝查小組人員把錢放入自己的口袋

裡。但是在1947年2月28日這一天，有一個賣私煙的女

子，苦苦哀求緝私小組能放過一次。這幾個中國人不但

對這名婦女，拳打腳踢，而且還拔出手鎗，並用鎗柄來

擊打婦女。這時看不過去的台灣人民越聚集越多，並挺

身打抱不平。這時侯中國人竟然當場開鎗射殺台灣人！

並不是中國人自己辯解說是由於鎗枝走火才誤殺他人。

  228大屠殺就由此開始，由一件無法無天的緝私人員

他們的不當勒索敲詐，而引爆出整個台灣島上的示威暴

動。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P-5-

2014/03/06(四)

NO.112

(續接前頁，228大屠殺)

蔣介石這時候人正在高雄西子灣躲藏著。彭孟緝當時官

拜上校，是高雄要塞司令。他也是負責保護蔣介石的人

身安全。陳儀在那個時候是反對蔣介石的。而且蔣介石

人在高雄，再三下令陳儀必須大開殺戒。陳儀當時是不

願意向台灣人民動手，所以蔣介石只好親筆下手諭，並

請專人從台灣島搭飛機帶到中國，從中國調動3個師的

部隊，緊急開拔遠赴台灣島來鎮壓殺人。等到支援部隊

到了台灣島之後，兵分兩路，一支從北部基隆港上岸，

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在船還沒靠岸之前，就在船上開槍射

殺無辜的台灣人民。等到一上岸之後，更是開槍見人就

殺，簡直是殺紅了眼。不管男女老幼，也不管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一律全部格殺勿論！然後再把屍體拋入基

隆港外海。紅色鮮血染滿了整片海面，因為水面上漂浮

了無數的台灣人民的屍體，不分男女老幼，真是慘不目

睹！國民黨的軍隊在面對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簡直就

是殺人不眨眼。在中日8年戰爭中，到底誰是正？誰是

邪？國民黨是真的如自己所說的，它是好人嗎？好人會

對台灣人民下屠殺令嗎？

  另一支部隊就從高雄港登陸。在蔣介石的格殺命令之

下，彭孟緝率領援軍部隊，從高雄一路殺進台南和嘉

義，並一直殺到台中和另一支部隊會合之後，再一起往

北部殺戮下去。這群中國軍隊從來沒有打過勝戰，和日

本打了8年的連戰連敗的逃亡戰，幸虧有美軍參戰才打

敗了日軍。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又碰上中國共產黨的部

隊，又是再重複的一場逃亡兼逃命的戰爭。好不容易登

陸台灣島，這些中國軍隊把台灣人民當作日本人來大開

殺戒。中國軍隊也只有在面對手無寸鐵的台灣民眾，才

打贏了第一次勝戰。在當時也有相當多的中國平民，也

被中國軍隊所射殺。中國軍隊在殺了自已的中國平民之

後，反而誣陷說都是被台灣人民所殺。如果台灣人民真

的想殺中國人的話，那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不計其數的

台灣人，甘願冒著生命危險來出面保護及收容，這些素

昧平生也不相識的中國平民呢？

  中國軍隊為了要殺更多的台灣人民，設下陷阱並列出

有名望的知識份子及紳士的死亡名單，也包括許多的教

授，誘騙他們出來談判，然後立即當場槍殺。更有計劃

有預謀的列出一份名單出來，並一一捕抓，不經審判就

地槍殺。彭孟緝因殺害台灣人民有功，蔣介石特別破格

讓他晉身兩級到中將，特升他為警備總司令。可以確定

的是，陳誠和228大屠殺沒有任何關係。在這場228大屠

殺事件之中，蔣介石到底殺了多少台灣人民？按照中國

國民黨的公開資料，顯示有一千多人被殺，另外他們又

辯解說外省人被殺也有一千四百多人，中國國民黨真的

是非常的黑心，是同樣的一批人嗎？還是只有中國人被

殺而己嗎？難道台灣人民連一個都沒被殺嗎？中國國民

黨所說的話能相信嗎？

  由高級知識份子和地方紳士所組成的請願團在南部高

雄市政府前聚集。他們想要透過彭孟緝，去面見躲藏在

高雄西子灣的蔣介石，懇求他能高抬貴手能手下留情，

停止這一場屠殺浩劫。萬萬沒有想到蔣介石竟然下令給

彭孟緝，全部槍殺，不准留下活口。這支請願團就在高

雄市政府前，被中國國民黨的軍隊的機關槍，全部都予

以活生生的射殺，沒有任何人生還。如果當時蔣介石人

若不在高雄西子灣的話，這支請願團應該是要去台北找

最高行政長官陳儀才對，怎麼會跑到高雄西子灣呢？被

殺的請願團的家屬也都知道，當時蔣介石人是躲藏在高

雄西子灣！

  根據美國國會的檔案資料，記載著台灣人民有四萬八

千多人被屠殺！這數字是比較保守的，但還不是最確實

的。日本統治台灣51年期間，制定了戶口名簿制度，有

人遷進遷出或者有嬰兒誕生或有人病死，這都要去有關

單位確實改正落實，否則被日本大人（警察）查到的

話，這是要罰款的。在這方面日本做得十分確實及非常

有效率，這樣反而讓228大屠殺之後，要追查中國軍隊

鎗殺了多少台灣人民，而留下了一個正確無誤的被屠殺

的人數。經過全台灣和澎湖的戶口調查，總共有十二萬

多個台灣人民失蹤，並從此再沒有再出現過，也可以說

是從人間蒸發！而中國國民黨說有一千四百多名的中國

平民被殺，這個數據又是怎麼換算來的，以什麼方式來

做為根據？真是妖言惑眾，滿嘴的胡言亂語。真相是中

國國民黨不但槍殺了台灣人民，也槍殺了中國平民。

  今年是228大屠殺事件67週年記念，中國國民黨連一

點點，一絲絲的悔意道歉都沒有。馬英九更是理直氣壯

的要求台灣人民心中要包容，要有寬恕，並嚴厲警告台

灣人民不要操作族群對決及破壞族群和諧。尤其是在

2007年228大屠殺60週年前夕，蔣介石的兒媳婦蔣方智

怡手拿一張影印的蔣介石的日記，要為她的公公辯解

說，228事件發生之際，她的公公蔣介石人在中國，因

不知道台灣真正的情況，所以誤聽陳儀的說詞，才派軍

隊來台灣。我們可以看看像馬英九和蔣方智怡女士的說

詞及神態，完全顯示出中國人殺台灣人完全都沒錯！而

且絕大部份在台灣島上的中國人也都抱有這種心態，從

來沒有看到中國人在為228大屠殺在道歉，一個都沒

有。只看到兩位前任的台灣總統，代表政府向台灣人民

道歉，很奇怪的場面，台灣人向台灣人道歉。台灣人不

應該這麼懦弱，難怪會讓在台灣島上的中國人騎到台灣

人民的頭上去撒尿！

  228大屠殺是件國際大慘案。67年了！中國國民黨至

今仍然不願意公開真相，更不想追查元兇。台灣人民應

該團結起來，結合民間的力量，向國際法庭投訴228大

屠殺事件的始末真相，這是反人類的種族屠殺事件，沒

有年數限制，被告人就是中國國民黨。把所有的文件及

照片証據全都呈上國際法庭，在美國的台僑人士及所有

社團組織，透過美國會議員的力量，要求美國政府公開

1945年至1948年之間的台灣檔案資料，包括當時潛伏在

台灣的美國國防部所屬的戰略情報局，也就是今天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美國特工群在228大

屠殺期間，所拍攝的相片及影片及文字報告檔案等等。

中國國民黨不敢公開大溪檔案，那就請美國國會公開這

三年的台灣檔案資料，其中更要包括228大屠殺事件的

檔案在內。希望美國總統歐巴馬能憐憫台灣人民，讓

228大屠殺能早日真相大白。誠如台灣總統陳水扁先生

所說的「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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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淒淒的風，像秋風掃泛黃的落葉，是228國定假
日。在庭院準備簡單的早餐，看著這幾天回顧的228文
獻資料，著手寫一篇今年228的紀念文章。
  228白白賺了一天國定假日。先賢先烈流了血，甚至
於犧牲生命，還被醜化一輩子。我覺得這假日，我有罪
惡感，所以每年前幾天就會選擇我書房收集的228專書
與資料，以虔誠的心情寫一篇紀念的文章。
  過去兩三年來，我寫過讓一般人容易瞭解的「介紹圖
解與漫話二二八」，還有論述228是場戰爭不單純是事
件的「紀念228整理文獻-是事件還是戰爭？」這些文章
包括：
  介紹圖解與漫話二二八

https://www.facebook.com/neuron.chen/media_set?set=a.

615475818468178.1073741826.100000172972773&type=3
  二二八紀念日的庭院早餐

https://www.facebook.com/neuron.chen/media_set?set=a.61

5296281819465.1073741825.100000172972773&type=3
  紀念228整理文獻-是事件還是戰爭？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400185153330

580.115698.100000172972773&type=3

  昨天接到一位台裔美籍教授寄來人權政論記者Michael 

Richardson引用一份軍方資料，意指228的軍事行動。我
趕快把我兩年前在FB所寫的這篇「紀念228整理文獻-是
事件還是戰爭？」裡面有多張228國軍軍事戰略圖，與
槍彈使用量，包括他引用那張資料。把警備總部的文獻
拿出來回顧，果然魔鬼藏在細節裡。當特別從處理的陸
軍第21師，在228兵力配備、調查要圖、行動要圖、戰
鬥經過、與部署調整要圖，等得知這項軍事行動根本像
戰爭，而不只是事件。
  雖然從南京傳來的電報指令，老蔣告訴陳儀：軍方不
得報復行動。但從動用的官兵人力，消耗的子彈、機槍
彈、手榴彈、各種炮彈數目，與擄獲的戰利品（不到軍
方的1／10），可證明這項軍事行動根本像戰爭。結束
後，陸軍第21師在台灣重新加強部署，訂定方針以重新
分配兵力。從此台灣步入軍警情治的命運直至解嚴。
  這些資料都已經解密公開，甚至於已經出版，只是台
灣人沒去注意，或不加以思考。動員五萬官兵，用掉
18萬顆步機彈、4574手槍彈、371顆迫炮彈、1242顆手
榴彈…..您想想會有多少死傷？難怪說這是場沒有命名
的戰爭，只因發生在被統治的台灣！
  這件事讓我覺得，儘管國府封鎖或毀掉不少228史
實，但是其實還有許多實證資料可以重建228的真相。
雖然我的台灣小圖書館裡228的資料很有限，只有書櫃
的一層，但已夠我忙很久。我推薦大家要多看台灣科班
歷史學家228的資料，多買他們的著作。
  今年我就選擇一些資料，包括蔣委員長給陳儀的電報
文、警備總部給全國同胞的漢字與日文公告書，沒有審
判而以簡單的分類原則處理逮捕的人。還有學者也分析
英國領事館第一手228是建歷程的描述公文。
  很多國內外的資料串連起來，足已呈現228的史實。
而這些結果與建構的過程與方法，應該讓我們台灣的下
一代知道！

還有許多實證資料可以重建228的真相
陳順勝 醫師

  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於上週五在二二八紀念館

評論二二八事件時，聲稱蔣介石在台灣屠殺僅兩萬

人，比起其在中國「清黨」所殺的四十萬人，只是

「小case」云云。王曉波身為一手主導此次爭議課

綱的教育部高中課綱檢核小組召集人，卻對蔣介石

以武力虐殺台灣人民的殘酷行為以一副漠視口吻看

待，其發言顯示其對普世人權精神貧乏至極。台灣

教授協會除對教育部居然縱容這種極端不適任教授

主導歷史課綱而深感憤怒外，更進一步呼籲教育部

應立即撤消由其所主導通過，程序違法的高中課綱

微調內容。

  台灣教授協會指出，欠缺歷史專業學術背景的王

曉波或許不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口約六

百萬，屠殺兩萬人即代表一千人中便有三點三人死

亡。蔣介石「清黨」時中國約五億人口，四十萬人

連千分之一都不到。台灣教授協會質疑：殺人數據

兩相比較，何以台灣「二二八」反倒成了「小

case」？按照王曉波的邏輯與價值觀，難道一個殘

暴政權非得要屠殺人民達到六位數，才算是「大

case」嗎？難道這就是教育部要透過歷史教科書向

莘莘學子傳遞的現代人權理念嗎？台灣教授協會認

為，這段讓台灣人民憤慨的爭議發言，一方面顯示

王曉波對國家暴力欠缺認知及反省，另一方面也證

明王曉波欠缺台灣史學術專業，更彰顯其潛意識中

對台灣與台灣人民的無比輕蔑。

請問教育部：

殺多少人才是大case？

台灣教授協會新聞稿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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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羅發號事件

  對每一滴無辜受難人的眼淚，我們都有義務主持正義並詳細記錄虐待的事件來回應。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意圖

規避這兩個義務。記錄事件的始末是為國家和所有國民，讓他們知道過去和現在的事件真相。如果政府未能保

護國民或是政府進行酷刑，殺害和無故失踪的害人勾當，所有國民更需要互相保護。主持正義要做到讓侵犯無

辜人權的罪行受到法律制裁。受難人的家屬需要感到正義的天平是公平公開的，所以他們的兒女能被公平的對

待。最重要的是，被政府侵犯人權的受難人需要時間和慰藉來恢復。他們受到的屈辱以及遭遇的真相必須通通

講出來，轉型成榮耀，所以其他人不會受到相同的迫害。轉型正義必須確實做到。歷史必須呈現所有真相，不

管是善，是惡，是醜。唯有追求正義和真相才能確保我們所需的公平，尊嚴和同胞愛。

   in each tear of an innocent person who suffers a human rights abuse demands justice and a recording of the abuse.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want to hide both. the recording of the event is for the nation. all the citizens so they 
know what is truly going on/and has gone on in their country. people need to protect one another when government fails 
or does the dirty of torture, killings and disappearances. Justice, which is prison time for each criminal act against an 
innocent person demands that .The family around that person needs to feel that the bar of justice is open and fair so their 
son or daughter can be treated fairly and evenly.most of all, the violated person by government needs time and solace to 
recover and come back. their shame must become their glory by speaking out and telling the truth of what happened to 
them so no one else gets the same dirty abuse. Justice must be found. history must tell the truth.all of it, the bad, the good 
and the ugly.justice and truth guarantee what we all need; fairness, decency and compassion. jackhealey

寫給響應我文章的顏利真老師
傑克希利 「華府人權行動中心」（HRAC）創辦人 

To the teacher who wrote about my blog
Jack Healey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Washington, DC) 

Monday, February 24, 2014

「想念祖先們 敬佩他們曾渡海而來的勇氣

可是不知道他們都到那裡去了 當我知悉祖先們的去處

我已在俎上 跳動一下微弱的抗拒

嗟嘆歲月養我這麼大 羞愧不曾唱出美人魚的歌聲」

（陳秀喜，〈魚〉，1972年）

這是台灣第一位女詩人陳秀喜女士（1921～1991）的反殖

民詩作，四十多年後讀來，卻仍教人刺痛，因為台灣的現

況一如既往。

  今(23)天在報端看到「華府人權行動中心」（HRAC）創

辦人傑克希利（Jack Healey）所寫的「馬年回春之道：

釋放陳水扁」一文，讓人非常感動、也非常汗顏。一位美

國人以實際的行動呼籲馬英九應該釋放一位台灣前總統、

呼籲台灣人致電美國國會議員，他甚至還呼籲美國公民、

全球公民寫信給他們的政府做同樣的要求……。傑克希

利，一個與陳水扁、與台灣人「無親無故」的美國人，卻

能以實際行動伸以救援，實在「足感心」！但反觀我們自

己，我們是不是麻痺了？我們是不是冷漠了呢？有多少人

還記得阿扁總統以病痛之軀繼續在牢裏受折磨呢？

「行動」，對，我們缺少的就是行動！我們任由馬政府事

事違反程序正義，卻處處招搖得意，我們漠然、我們接

受、我們承受，我們沉默一如既往，對阿扁的事如此，對

近日發生的課綱「微調」事件亦然。

  但你能同意十二年國教高舉「中華文化」嗎？你能同意

「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中國大陸」這種謬論嗎？你能同意

「白色恐怖」被加害政權刪去嗎？你願意你的孩子繼續被

文言文荼毒嗎？如果你都不同意，那就要發聲，但我們的

聲音太微弱，微弱到自己都聽不到，只能「跳動一下微弱

的抗拒」。因為不發聲，所以「王張會」後，美國「紐約

時報」（17日）才會作出「兩岸統一不可避免」這種悖離

台灣主流民意的評論。（由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Jonathan sullivan所撰，"Taiwan and China Edge 

Ever Closer" ──「台灣和中國愈走愈近」）；因為不

發聲，馬英九才以為我們都願意「和血吞」。阿扁的事，

攸關人權；課綱事件，攸關主權。當馬英九把「人權」關

進牢裏、又即將把「主權」奉送進中國之際，我們還能不

發聲嗎？若果，我們將成為砧板上那條死前「羞愧不曾唱

出美人魚歌聲」的魚……。寒流遠去、大地春回，台灣人

的回春之道就是「行動」，此外無他！(2014年02月24)

(http://www.taiwanenews.com/)

台灣人回春之道：行動！
顏利真（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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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個人在公開場合大都以台語發言，就會有人說語

言只是溝通的工具。為什麼不能用大家都聽得懂的北京

話(所謂的國語)，我一直感到非常的不解。在1945年日

本人離開台灣以前，請問有多少人會講北京話？

  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人不會講自己的母語。包

括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都是台灣的母語。全世界也

只有台灣人的父母，必須自己額外花錢，聘請台語教

師，教台灣人的孩子講台語。你有聽過日本人的父母，

必須自己額外花錢聘日語教師，教育日本人的孩子講日

語嗎？你有聽過英國人的父母，必須自己額外花錢聘英

語教師，教英國人的孩子講英語嗎？你若有機會問外國

人這樣的問題，那個外國人一定會說：You must be 

joke，甚至還會說：You must be crazy。也就是說沒

有人會相信這是事實。但是，它卻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的

國家──台灣。

  你有聽過美國人誇獎美國人英文講得真好嗎？你會相

信日本人會誇讚日本人的日語講得真好嗎？可是在台

灣，經常可以聽到台灣人誇獎台灣人的台語講得真好，

在下就是一個例子之一。經常有人以訝異的眼光，甚至

不敢置信的語氣誇讚本人的台語講得真好，這是世界級

的大笑話。

  我是台灣人，台灣話講得流利，講得好，那只是正常

而已。我是台灣人，如果我的北京話，包括其它外國

語，我也講得很流利，很標準而被誇獎，那還符合一點

邏輯。豈有本國人誇獎本國人的母語講得真好的道理？

可是，有多少台灣人意識到這個其實是最嚴重的去台灣

化問題之一。包括諸多名為台灣某某社團，也都只有台

灣的名，沒有台灣的實。我可以理解那都是被刻意扭曲

的大環境所造成的後果，才會有全世界只有台灣人不喜

歡，不會講台灣話。

  任何一種語言，特別是一個國家的母語，媽媽的話，

那是全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更是人類的普世價

值，不應該被扭曲為所謂製造族群衝突的說法，甚至作

為分裂族群，強化意識形態的攻訐之目的。那是非常不

道德的觀念和想法，實不足取。

  經常聽到有人批判新加坡的獨裁、專制、不民主、沒

有人權。但是，以個人因為工作關係，出入新加坡超過

百次以上，加上我的女兒亦曾經在新加坡讀書數年，我

對新加坡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幾乎所有的新加坡人，包

括許多新加坡的印度裔、馬來人，大都會講六到七種不

同的語言。雖然他們的官方語言是英語、華語，可是新

加坡卻有八到九種不同的語言在流通。普遍的新加坡

人，大都會講英語、華語、福建話(類似台語)、廣東

話、客家話、印度語、馬來語、海南島語、潮洲話。這

一點至少證明新加坡是沒有打壓各族群的語言文化。

去台灣化已超過一甲子，只是你沒感覺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Johnny Y.C.Huang)

  台灣在過去的四百多年來，歷經各不同外來政權的統

治，包括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日本等。諸多外來

政權的輪換，都沒有讓台灣人忘記台語，也沒有讓台灣

人不會講台灣話。但是，一個跑路的中國國民黨逃到台

灣後，就規定台灣人不准講台灣話(所謂的方言)，並且

以破世界記錄的38年戒嚴令，以乞丐趕廟公的姿態，在

台灣實施專制、獨裁，製造各種白色恐怖，屠殺數萬的

台灣人，讓台灣人不講台語，刻意醜化台語的低俗，扭

曲講台語是沒水準的謬論。

  多數的台灣人，經過中國國民黨極力的醜化，且又刻

意貶低台語的水準，無形，極大多數的台灣人就這樣不

知不覺陷入避免講台語是沒水準的迷思。特別是號稱全

世界最大的中國城，多數台北市的台灣人，以及包括多

數新北市的台灣人，都鮮少聽到台灣人會使用台語。這

是非常奇怪的怪現象。

  在下曾經和美國人一起工作13年，沒有聽過，也沒有

看過美國人會和美國人在一起時不講英語。我也曾經和

荷蘭人一起工作11年。雖然荷蘭人大都會講好幾種語

言，特別是英語更是荷蘭人的第二種語言，幾乎所有的

荷蘭人，男女老幼，大都會講極流利的英語。但是，只

要是荷蘭人的聚會、荷蘭人的活動，荷蘭人都一定講荷

蘭語。除非某一個單位或部門有外國雇員，荷蘭人才會

使用英語溝通和交流。這才符合做為一個國家國民的尊

嚴。可惜台灣人從未被這樣教育過。

  更嚴重去台灣化還包括國人用國貨，包括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的產品。身為台灣人都應該用台灣貨，

全世界皆然。荷蘭政府規定荷蘭的公僕，出國都必須搭

乘荷蘭航空公司的飛機。美國也是。只有台灣的高官和

多數的公僕，吃的、用的、穿的，就連坐車都是進口名

牌車。這不算去台灣化嗎？如果要一一列舉，只有一句

「罄竹難書」可言。請問：台灣人有哪一個沒被去台灣

化？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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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Dallas GOP Precinctcalling for 
medical parole for Chen Shui-bian

Submitted by: John C. Hsieh
Date: March 4, 2014

     Whereas Taiwa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s of tremendous significance globally and to the Asian region;
    Wherea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worked hard to establish a vibrant and pluralistic 
democracy in their country and conductedfive successful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uccessive elections for members of 
their national legislature, numerous local elections, and two national referendums;
    Whereas, sinc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Kuomintang Nationalists came to officein 2008,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have been broughtagainst officials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led by the 
DemocraticProgressive Party (DPP), including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Whereas most of these prosecutions we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while based onweak grounds, in an apparent pattern 
of political score-settling; 
    Whereas President Chen, who currently serves a long prison sentence, does notenjoy conditions of imprisonment 
that me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has beentreated more harshly than regular prisoners; 
    Whereas President Chen's health has deteriorated markedly in the past year,largely due to his prison conditions 
    Whereas President Chen has not been able to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inaccordance with his wishes, such as 
selecting either doctors or hospitals, andhas not been able to have complete access to his medical records; 
    Whereas Article 22(2) of the UN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Prisoners states that "Sick prisoners 
who require specialist treatment shall betransferred to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 or to civil hospitals;"
    Therefore be it resolved that we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1.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misuse of prosecutions forpolitical purposes and ensure the 
complet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2. And to grant President Chen medical parole to ensure that he receives thehighest level of medical attention, 

  台灣人，凡是在台灣成長，或具有台灣國家意識，或

忠於台灣歷史認知，都是同夥的鄉親。早期台灣和西鄰中

國、北側日本、甚至南海盆地周邊國家的對外關條及交往

等，都屬於台灣歷史認知的範園。從這些基本認知，我們

進一步談論台灣人(民族)的時代使命。

  台灣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處於渾沌的狀態。美國政

府認為戰後期間「凍結台灣島地位，即是維持中國國民政

府地位」(請閱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篡：「金山和
約與中日和約的關條」，1966年，p.6)。蔣介石南京政府

強行壓制台灣，美英蘇三強妥協的軍事佔領台灣機制幾乎

難以抗衡，因而台灣人未能復國。1949年蔣介石集團流亡

到台北，翌年搞中國流亡政權，美方視為台灣的「現在行

政當局」(上引同書，p.64)
  1996年春，台灣人始能直選台灣總統，但未擺脫蔣介石

流亡政府所引用非法的「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框架，因

而台灣進入半獨立狀態。從國際關係角度來看，台灣人直

選總統，無疑地依據台灣民主國(1895年5-10月)主權，

在現代史演進過程上，台灣民族跨出一大步。

  台灣族群(社邦部落結合漢裔墾民)於十八至二十世

紀，不斷從事復國運動。倒如，1751年(乾隆16年12月
8日)北投社通事兼南投社通事葛地夫．三甲與同父異母

胞弟葉通(水沙連社通事)共同發動東番(大肚)王國社邦

部落起義反抗中國清朝的殖民地統治。社邦兵團圍攻烏

溪北岸的柳樹湳營盤(霧峰)，成為台灣王國(東寧國：鄭

氏王朝)復國的先驅。

  漢裔墾民林爽文指揮英勇的復國軍於乾隆51年11月27 

日攻佔大墩(現台中市城區)，同日攻入彰化城，以原縣

署為大元帥府。林氏被擁立為盟主，宣布復國，重建台

灣王國，年號順天。

  1878年4月，中國清兵入侵後山，加禮宛社邦兵團反擊

血戰，抵制霸道「開山撫番」政策。加禮宛之役名垂千

古，酋長KomodPazik夫婦壯烈成仁，應予立碑。(請閱

Sakizaya(沙奇萊亞)族民族自治議會籌備委員會編：

「Sakizaya(沙奇萊亞)族百年首次火神祭Palamal計劃

書」，(2006年4月)/潘繼道：加禮宛之役與台灣後山奇

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之研究，2005年)

  當今各國提倡和平與人權，台灣民族應協力完成台灣

獨立復國。中國政府不應縱容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廢旗

的流亡體制阻撓台灣海峽兩邊自古以來平行的國際關

係。明太祖曾宣布與十五不征夷國(友好國家)交往。其

中，小琉球國乃是台灣。萬曆年間福建巡撫黃承玄謂

「雞籠地屬東番」，將小琉球國改稱東番國，乃東寧國

的前身。(2014-2-25)

認清台灣民族的新使命──復國
黃虎旗復國黨籌備會執行長  黃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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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對張德正事件的第一聲明

親愛的台灣朋友們，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非常關心張德正的事件。時間發生於2014年1月25日張德正的一輛卡車撞向台北“總統府”。我
們注意到，這種事件不是第一次，因為它發生過。
  張德正的行動原因是為了抗議中華民國與馬政府的不公。下面的聯接顯示張德正自己的話，是驗證他的想法，通
過非暴力的方式，激進推翻“政府”僅是一個個人的表達。
  有人可能扭曲張德正的行動是恐怖的。恐怖主義是以系統地使用暴力（恐怖）作為脅迫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在
國際社會，恐怖主義已經沒有法律約束力，刑法的定義。恐怖主義的共同定義，僅指那些製造恐懼（恐怖）暴力行
為;為一個宗教，政治目標或意識形態，故意忽視非戰鬥人員（平民）的安全。 當我們研究了張德正的動機，他計
劃執行的動作方式，我們知道張德正沒有意思傷害到任何人，而是一個政治抗議。無論我們的政治觀點是如何，我
們需要了解這個人的觀點和他抗議的目標。
  此外，我們敦促所有有關各方尊重張德正的人權和保護他的言論自由。從台獨支持者的觀點，建築物的損壞可以
修復，但是一個國家主權的喪失是非常困難修復的。從上面的定義，和張德正的一切言行來看，我們相信張德正不
是恐怖分子。他應接受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保護。
  世界人權宣言上指出所有人權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所有人權都是不可分割的，無論是公民或政治權利，如
生命權、法律之前的平等權、自由表達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如工作權、社會安全和教育；或集體權利，如
發展權和自決權，是不可分割的、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一種權利的提高有利於他人的進步。同樣地，當人們的
權利被剝奪時就是危害到他人。
  似乎當前台灣人民應重新思考，是否台灣被中華民國拖往不歸路？中華民國是正在放棄台灣人民的主權和人權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投降？
  我們呼籲大家支持張德正的言論自由和人權 。讓我們聽到你支持張德正和他的家人的聲音！
願上帝保佑台灣！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2014年1月31日

Dear friends of Taiwan,
  We, in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incident of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who 
rammed a truck into the“presidential office”in Taipei on January 25, 2014.We notice that this is not the first incident 
as it happened before. 
    The reason of Chang's action wa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ROC and Ma's injustice. The link below shows Chang's own words that 
verify his thoughts on overthrowing the "government" as merely a personal expression through a non-violent way but 
aggressive.
    Someone may paint Chang De-Cheng's (張德正) action as a terrorist. Terrorism is the systematic use of violence 
(terror) as a means of coercion for political purpo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errorism has no legally binding, 
criminal law definition. Common definitions of terrorism refer only to those violent acts which are intended to create fear (terror); 
are perpetrated for a religious, political, or ideological goal; and deliberately target or disregard the safety of non-
combatants (civilians). As we studied his motive and the way he planned to execute the action,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e 
means no harm to anyone but a political protest. No matter what our political views ar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person's 
view point toward his target of protest. 
    Furthermore, we urge all concerned parties to respect Chang De-Cheng's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 hi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om the view point of a Taiwan Independence supporter, the damage of a building could be repaired but not the loss of a nation's 
sovereignty. From the above definition, all the words and actions of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we believe Chang is not a 
terrorist. He deserves the protection und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UN.
    All human rights are indivisible, whether they ar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life,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to work, social security and education, or 
collective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to develop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are indivisible, inter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 The 
improvement of one right facilitates advancement of the others. Likewise, the deprivation of one right adversely affects the others. 
    It seems to be high time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re-exam wheth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is dragging Taiwan into a 
point of no return. Is the ROC surrendering Taiwanes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urge you to support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human rights of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Let us hear your voice 
in the support of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and his family!
  May God Bless Taiwan!

Truly yours,
David Hung, President  
FAHR - USA
http://www.fahrusa.org/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FAHR- USA)
First Statement on Cheng De-Cheng Incident

January 3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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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USA (FAHR-USA)

Second Statement on Cheng De-Cheng Incident
February 16, 2014

Dear friends of Taiwan,
    Since the first FAHR-USA statement attached below was released over 2 weeks ago, the Ma regime of the Chinese 
Taipei (a/k/a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decided to sue for NT$3 million for the damage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against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who rammed a truck in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Taipei on January 
25, 2014. 
    We believe Chang is not a terrorist from the analysis in the first statement. As said in the statement below, Mr. Chang 
deserves the protection und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UN. 
    Once again, we urge you to support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human rights of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Let us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Ma regime has been waging wars to assault the Human Rights of an individual who 
protested in an unusual way and hurt no one physically except himself. The message is: This damage claim of NT$3 
Million should be paid by Ma Eng-jeo himself and the KMT party, because he and his party are responsible for upsett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including Chang De-Cheng. We believe by betraying the sovereignty (if there is such thing exists 
today) of his own Republic of China and of a future Taiwan N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real China, Ma is cooking a pot of 
boiling oil. Instead of looking into WHY “his own” people are so FRUSTRATED to take such an extreme action,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punishing actions to stop future similar incidents. We can only predict deeper dissent and 
counter-productive results derived from this already extremely unpopular administration's policies.
    By your generous support through voice and donation will not only help Mr. Chang's family in this difficult times, but 
als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 by the Ma administration and his 

authority's base, “the office of Chinese Taipei”That is the utmost extreme case of human rights perpetration – depriv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from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self-determination

Truly yours,
David Hung, President
FAHR - USA
http://www.fahrusa.org

              張德正事件第二聲明
親愛的台灣朋友們，
  於2個星期前，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發表了有關張德正事件的第一個聲明後(下附)，中華台北（中華民國在台
灣)的馬政權己決定起訴張德正，並求償新台幣300萬元，理由是張德正在2014年1月25日駕駛一輛卡車撞進總統府
破壞 “古蹟”。 
  從第一聲明中的分析，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相信張德正不是恐怖分子。 因此，張先生應該獲得聯合國的世界人權
宣言的保護。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再次呼籲大家關切張德正自由表達不滿的行動和他的基本人權。讓我們將這消息傳送到全世
界。正如我們所料，馬政權已開始使用各種手段來對付張德正。 其實張德正除了他個人身體的傷害以外，並沒有
傷害任何人的動機。因此， 我們認為，「300萬新台幣的損害賠償，應該由馬英九和國民黨支付」。馬英九和他的
政黨應負起激怒台灣人的責任。我們相信馬政權和中國對話時，就是在出賣台灣的主權，並且故意忽略人民生活困
苦的問題，不顧台灣人民的意願，加速傾向中國。如今馬政權採取嚴厲的懲罰方式來處理張德正事件，就如緣木求
魚，本末倒置。馬政權已經是個極不受歡迎的政權。若不懸崖勒馬，更激烈的衝突和反抗將會再發生。
  親愛的朋友，此刻張德正的家人正面臨著非常艱苦困難的時期。我們希望您能慷慨解囊，幫助張德正的家人渡過
難關。也希望我們的呼籲對有關馬政權侵犯台灣人權的事實能引起世界的關注。張德正事件就是馬政權侵犯台灣人
權的最顯著的例子── 剝奪台灣人民基本的民族自決權。

Truly yours,
David Hung, President 
FAHR  http://www.fahrusa.org

2014年2月16日

Your donation could pay to the order of FAHR - USA and sent to: 
FAHR – USA, 
2403 Millikin Dr.,
Arlington, TX 76012
At the MEMO area please write: Chang De-Cheng (張德正)

http://www.fahr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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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初我打電話給故陳少廷先生，想要向他解釋一

些私事。他向我轉述兩位美國官員的一個英文句子，間

接說明中國人古怪的思維邏輯 (自由時報2012/10/20 

「不要隨便自以為是中國通」)。不久前我在本刊發表

「統獨靠攏、兩岸低盪」，重提這個句子。現在我把它

稱為「陳少廷密碼」。讓我先破解這個密碼，再把它運

用到謝長廷的「憲法共識」。  

  謝長廷「憲法共識」不是綠營最好的兩岸政策，只能

說是次好的。最好的論述仍待反對謝長廷的人士提出。

在兩岸政策方面，國民黨擁有九二共識、十九項協議

(部分內容仍可改善)、十八般武藝。民進黨擁有甚麼？

好像百米賽跑，國民黨已經跑了90公尺，民進黨還在猶

豫應該穿草鞋還是布鞋。

  首先請綠營朋友記得：謝長廷「憲法一中」是同時講

給美國與中國聽的，不應該一昧質疑「謝一中」向中國

出賣台灣。稱呼他謝一中，也應該同時稱呼他「謝各

表」才能平衡。  

陳少廷密碼：一中變兩中

  陳少廷在電話上訴苦，感嘆陳總統身邊的人聽不懂他

的語言。他說曾有兩個美國官員參加華沙會談二十年，

發覺中國官員很難纏，嘴巴說的與內心想的經常大異其

趣。他們形容中國官員的詭異立場：Agreement in 

principle turns out to be disagreement in practice。我

告訴陳少廷我讀得懂這個句子。其實我們都聽得懂中國

式語言，只不過抓兩個美國佬來替自己背書罷了。

  有人問我這個句子甚麼意思，現在就讓我試著解碼。

我把它譯為「原則上的協議，變成實務上的違反協

議」。如果我們以「一個中國」輸入Agreement in 

principle (原 則 上 的 協 議 )， 那 麼 它 就 會 輸 出

disagreement in practice (實務上的違反協議)，變成

「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這就是「一中變兩中」的中

國式魔術，或是所謂的「創造性的模糊」。這是我的個

人詮釋，不代表陳少廷的想法。 

  目前兩岸現況可以說只有一個半中國。中華民國只能

算是半個中國，事實獨立而缺乏法律獨立。想要一中變

兩中，還有十萬八千里路要走。2月6日拙文「統獨靠

攏、兩岸低盪」發表後，想不到接著兩岸關係就發生微

妙變化。兩個中國的官員首度以官銜互相接觸，朝向兩

中邁出半公分進展。13日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拜會中國國

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雙方互稱官銜 (王主委與張主

任)。

謝長廷與憲法各表

  謝長廷「憲法共識、憲法各表」可以說是馬總統「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山寨版、改良版。這就像我的

「非統、非獨、非戰」就是馬總統「不統、不獨、不

武」的山寨板。民進黨也大可提出「山寨版活路外

交」，偷天換日，改個名稱就是了。難道想要重演邱義

仁的烽火外交鬧劇、巴紐建交醜聞／奇案？民進黨及早

把兩岸與外交政策定調，才可能衝刺內政。

  謝長廷認為民進黨既然追求「台灣共識」，就得找出

國民兩黨共識，共識不可缺乏國民黨色彩。而憲法歷經

朝野七次修憲，當然可以代表藍綠共識。謝長廷於是提

出「憲法共識」，橫跨藍綠，不容藍營否認。

  馬英九「一中各表」旨在追求一中變兩中。綠營抨擊

只有一中，沒有各表。謝長廷也認為「一中」在國際社

會的普遍認知裡，通常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一中

各表堪慮，他提出替代方案「憲法各表」。他強調兩岸

各有憲法，不容中國否認。他以「憲法各表」暗指兩個

中國或一邊一國，並以兩岸憲法都有一中內涵而建構

「憲法一中」，不容獨派否認。「憲法一中」與「憲法

各表」並列就是標榜一中而追求兩中，反映「陳少廷密

碼」意涵。 

  謝長廷認為兩岸政策必須能夠獲得「台灣人民滿意、

美國支持、中國忍受」，而且「坦白講，重要的不是中

國而是美國的態度」。他的「憲法一中」當然更是講給

美國聽的，美國也標榜一中政策。他反問「2012年總統

大選美國究竟支持誰，顯然很清楚」。我擔憂2016年民

進黨如果挑釁一中，成為美國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必然

再度遭到中美兩國夾殺的命運。

  謝長廷指出民進黨內部民調顯示：民進黨兩岸政策滿

意度只有27%，國民黨則有35%，而他的「憲法各表」高

達61%。他自信只要當選黨主席，就會提高到七成，讓

黨籍總統候選人不用背負太大包袱。這確實是個好主

意。黨主席替黨籍總統候選人抬轎，讓候選人安然坐

轎。豈有坐轎者自己抬轎的道理！

  謝長廷不愧是智多星，經常以機智化除危機。例如

1988年他提出「四個如果論」緩和激進台獨衝動，成為

民進黨四一七決議文。我狗尾續貂，提出第五個如果論

或「被迫獨立論」。

為甚麼屈就一中？

  連美國都標榜一中政策，台灣能有多大的異議空間？

「憲法一中」是同時講給美國與中國聽的。韓信忍受胯

下之辱，才能成就日後偉業。兩岸政策重點應是確保台

灣經濟命脈不致遭到中國綁架，其餘就是陪陪中國調

酒、聊天與鬥嘴鼓，同時釋放一些訊息，讓潛伏在台灣

的CIA幹員可以向美國政府回報交差。這是一種很無聊

的文字遊戲。明明就是兩個中國，台灣卻必須虛與委蛇

而假裝支持中美兩大帝國的一中政策。

  然而台灣能夠跳開一中而不甩中國嗎？很不容易。這

是因為 (一) 美國也標榜一中政策；(二) 台灣沒有核

子彈，拳頭小。北韓手中握有核子彈，才敢挑釁美國。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破解「陳少廷密碼」，支持謝長廷「憲法共識」
蔡百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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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總統曾經秘密發展核子彈，不幸張憲義上校叛逃

洩密而功虧一簣；(三) 台灣經濟已經遭到中國綁架。

扁政府放棄李總統戒急用忍政策，改採新潮流毀本西進

有以致之；(四) 地緣政治糾纏。台灣距離中國太近，

距離媽祖太遠。曾有一位墨西哥總統嘆道：可憐的墨西

哥，距離美國太近，距離上帝太遠。這令人心有戚戚

焉。中國飛彈已經使得台灣海峽失去隔離兩岸的戰略安

全效果。追根究柢，誰叫你出生在台灣。           

中國天朝朝貢制度：面子問題

  中國承襲中華帝國「天朝朝貢制度」的思維。傳統中

華帝國接受萬邦來朝，要面子勝於要實際統治那些藩

屬。中國人好面子。蘇州人嘲諷中國人「死要面子不要

臉」。 

  舉例言之，滿清帝國漢化後也好面子。他們原本無意

吞併台灣，只要求鄭經剃髮朝貢。後來甚至退讓到只希

望鄭經仿朝鮮事例，不剃髮朝貢。但是鄭經拒絕，不給

對方面子。當施琅在廈門訓練水師準備進攻澎湖時，劉

國軒派人前往表示願意不剃髮朝貢，可惜失之太遲。能

伸不能屈，死路一條。

  如今中國知道台灣背後有個美國撐腰而不可能投降。

中國希望從台灣獲得的朝貢，大概只是希望台灣給他們

面子，支持他們主張的「一個中國」。台灣大致上只要

對中國歉個身，說聲「大哥在上、小弟有禮」就可以過

關了。大哥龍心大悅，自然恩賜許多口惠而實未至的讓

利。而這種「大哥在上」可以一個中國作為象徵。這可

能也就是辜寬敏講的「兄弟之邦」。台灣是個小國。小

國要有自知之明，要能忍辱負重。台灣必須在中美兩大

帝國夾縫中求生存，沒有逞強的本錢。給中國面子，或

可保有裡子，再徐圖大展。

  儘管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著兩個中國，習近平照樣推

銷他的「習四點」：「兩岸一家親、同屬一個國家、在

一個中國框架內、兩岸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這就是中國人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就讓他去做

他的「中國夢」好了。台灣趕快加入TPP才是正道。

謝長廷與台獨

  獨派百般扭曲謝長廷。把他貼上統派標籤「謝一

中」，不提他也是「謝各表」。謝長廷曾說「台獨是民

進黨的票房毒藥」，難道這就代表他反台獨嗎？信介仙

曾說：「台灣不可以獨立，否則西藏與新疆也要獨

立」，難道他是中國同路人嗎？ 2007年謝長廷主張

「民進黨應該爭取中間選民，把獨派選票留給台聯」。

這是他的分進合擊大戰略，這當然也不代表他反對或是

支持台獨。

  謝長廷有意處理「台獨黨綱」。奉勸他最好不要捅這

個蜂窩。今天還有誰記得台獨黨綱？柯文哲說不知道台

獨黨綱內容是甚麼，我也必須上網才能重溫那段美好時

光。「台獨黨綱」是歷史文獻，早被「台灣前途決議

文」取代而凍結。想要處理台獨黨綱，保證禍起蕭牆、

腥風血雨。何況台獨黨綱早就結冰，如何再度凍結？先

拿出來炒熱，再放回冰箱裡嗎？邏輯不通。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         

  不理會台獨黨綱，反而可以凸顯民進黨的演變過程。

老共要求民進黨凍結早就結冰的台獨黨綱，就請它先凍

結自己的黨綱。老共的黨綱稱為章程，至今仍然標榜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K作為自己的行動

指南」。老共咄咄逼人，如何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向陳少廷報告

  陳少廷是個性情中人。2002年初主動向扁政府某高層

替我謀職，對方說我回返國民黨而拒絕。我沒機會向他

解釋。如今天人兩隔，只能請他垂鑒。我有工作狂，長

久伏案，奄奄一息。2000年政權移轉，先母欣喜若狂，

經常要我去見陳總統。我遭到新潮流流氓鬥爭。我是孤

鳥宅男，自知死路一條。剛好有人介紹我到某大學兼

課，我擔憂再遭政治干擾而讓先母受到二度傷害，因而

回返國民黨。我繳了兩年黨費。當時六神無主，還有前

警總鄭姓特務設計陷阱讓我跳。卑鄙小人，不值一談。

為什麼新潮流鬥爭我？他們託人請我協助成立歐洲聯盟

研究協會。我出錢出力，並向李登輝總統募款。他們發

現我不願意與他們鬥爭別人，回頭鬥爭我（本刊第82期

拙文「遇鬼撞邪記：追思一位新潮流流氓」）。

                       （本文純屬筆者個人觀點）

(接續前頁，破解「陳少廷密碼」，支持謝長廷「憲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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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扁聯會
時間：3月16日(日)下午2-5時

地點：台北市議會交誼廳 (台北市仁愛路4段507號)

來賓：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彭光輝教授 (郭瑤琪部長

之先生)、陳順勝教授、陳喬琪教授、郭長豐醫師、

陳昭姿藥師、張葉森社長等人。

  彭教授要來和大家分享有關郭瑤琪部長案件之冤

情。陳順勝教授、陳喬琪教授和陳總統醫療團隊其他

成員要來向大家報告阿扁總統的病情，同時現場開放

提問，即問即答有關阿扁總統病情的各種問題。此

外，現場也將提供表格，歡迎關心陳總統病情及其治

國理念的人成為”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的社友。

全台廢核大遊行/北台灣/終結核電大隊
2014/3/8 14:00集合

台大校門口（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口）

讓我們的決心衝向台電！

讓我們的毅力衝向經濟部！

讓我們的憤怒衝向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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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黎兒廢核演講：
主題：原來核災離台灣這麼近

      ──台灣最可能成為下一個福島

時間：3月7日(五)下午3:00張大春節目

      3月7日(五)晚上自由廣場演講

      3月8日(六)廢核遊行

      3月9日(日)下午7:00聯合文學”與溫又柔對談”

講綱：

  1.不可不知的福島核災真相－百年也收拾不了的核災

  2.台灣高危險核電的真實－廢核是跟時間在競賽

  3.核四問題在哪裡－先天不足、後天缺憾

  4.台灣人躺在23萬顆核彈上－正視台灣高階核廢料無

法解決的恐怖

  5.輻射污染環境自保之道－台灣各地輻射污染嚴重，

也別讓輻射污染食品上餐桌

  6.核電3成的日本，零核電經濟也照常成長，節能及

綠電才是解決之道

支持台灣電影《KANO》購票活動

1929年，在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誕生了一支由漢民族、大

和民族以及原住民族組成的嘉農隊，起初只是想鍛鍊身

體的普通社團，直到新教練近藤兵太郎〈永瀨正敏飾〉

的到來，秉持選人才不分人種的理念重整球隊，並以

「進軍甲子園」為目標，利用斯巴達式的嚴厲態度重新

訓練球員。原本散漫的嘉農隊，在經過近藤一年多的魔

鬼訓練與屢屢落敗的刺激中，漸漸激起了球員們求勝的

意志與前進甲子園的決心。且於1931年一路過關斬將，

成為首支在濁水溪以南並贏得全島冠軍的棒球隊，同時

期，影響台灣至今的嘉南大圳也隨之開通，在一片榮景

的氣氛下，嘉農隊要代表台灣去日本征戰了。

播映日期：3月7日(週五)下午6：30～7：30開演

團體票票價：200元

播映地點：今日秀泰影城 (台北市峨眉街52號)

         (近捷運板南線西門站六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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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四屆

學術研討會
徵稿啟事

壹、宗旨

從1941到1949年間，台灣人牽涉的戰爭有第二次世界大

戰太平洋戰爭（日本稱之為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

韓戰。根據日本官方統計，台灣有20萬7183人投入太平

洋戰爭，其中8萬多為正規軍，12萬餘人為軍屬。戰亡

3萬304人，失蹤約1萬5千人。其他例如美軍轟炸台灣，

死傷和財損嚴重。

  終戰，國民黨軍接管台灣，趁機補充兵員，推估至少

1萬5千以上台灣青年開赴中國投入戰爭，劫後返鄉者恐

不及十分之ㄧ。另約3千人被俘或投降編為共軍，隨後

投入韓戰，終滯留中國50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嚴厲

批鬥整肅。其他約計一萬人戰死，集坑亂葬，至今埋骨

異域荒野，無人收屍，渺無香火。

  這烽火10年，關鍵未來百年，架構往後數十年社會基

礎和普遍戰爭記憶。但對於這段關鍵戰爭年代的敘述、

論述、研究、檢討、創作…，卻離奇稀少。

因此我們舉辦學術研討會，冀望填補歷史缺頁，更期待

研究關鍵10年戰爭，有助於台灣的現在和未來。

貳、徵稿主題

歡迎從各種角度切入主題：「台灣近代戰爭史」

（1941~1949）

參、研討會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2014年10月25日（議程另行公佈）

二、地點：確定地點另行公佈

肆、辦理單位

指導：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高雄市市立歷史博物館、台灣歷史學會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協辦：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

伍、徵稿辦法

一、論文發表採口頭發表，入選者必須親自出席研討

    會，當場領取稿酬每篇新台幣伍仟元整。論文審查

    採全文審查。

二、論文必須附摘要，以500字為原則。論文總字數八

千

    字到一萬二千字之間。論文若為實徵性研究，內文

    應含研究背景(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與評

    述、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建言、參考文獻等。

陸、投稿日期

一、論文摘要及簡歷截稿日期：2014年5月15日（星期

    四）

二、通知接受論文日期：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三、論文全文繳交日期：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四、論文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14年9月20日（星期

    六）

五、論文發表PPT檔及授權書（參考柒之十一）

繳交截止日期：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

柒、投稿須知

一、論文題目：請依據徵文主題，自訂論文題目。

二、個人資料：作者姓名及就讀學校、服務單位、職稱

    等個人資料請勿出現在論文全文中。個人資料請填 

    寫於「論文發表申請表」。

三、原創：投稿以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為限。如有涉及

    著作權及版權者，由作者自行負責。

四、親自發表：入選者必須親自出席研討會口頭發表論

    文，否則不發給稿酬，並不予刊載於論文集。

五、排版及字體格式

（一）以電腦word打字，以A4紙張由左至右橫打。

（二）字型：中文字型請用標楷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

（三）論文題目：字型為18點粗體。

（四）各節標題：標題1及2字型為14點粗體。其他標

      題字型為12點粗體。

（五）標題項次標號：最上層採壹、貳…，次一層為

      一、二…，再次一層為（一）、（二）…，更次

      一層為1、2…，…。

（六）內文：字型為12點，單行間距。

六、數學式（若有）：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以打字或黑

    筆書寫清楚。

七、圖，表（若有）

（一）插表或圖須附標題說明，字體一律打字。

（二）附表標題說明須冠以表1、表2…，並須置於表

      首。

（三）附圖標題說明亦須冠以圖1、圖2…，並須置於下

      方。

（四）圖表數目應儘量減少，內容應儘量簡化。圖表若

      有同一類而需區分時，一律採用圖1-1、圖1-2；

      表1-1、表1-2標明。

八、參考文獻：採APA五版格式，中文文獻在前，用西

    元年代，按作者姓氏筆劃多寡排列。英文文獻在

    後，用西元年代，按作者姓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各則文獻內容排列次序為：作者姓氏、（年代）、

    名稱（請用黑體字）、出處、文獻年代之後打上句

    號（英文文獻則為句點）。

九、投稿地址：

   將檔案E-mail【tw.war.what@gmail.com】，mail主旨

請寫「第三屆學術研討會投稿研討會」。同時以A4單面

列印乙份，郵寄：805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701號高雄

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電話：07-5719973; 傳真：07-5713870;

部落格：taiwan-soldier.blogspot.com

電子郵件信箱：tw.war.wha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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