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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幾何時，國泰民安成為一種奢望？

  這一週，台灣很不安寧。我們的政府對人民動用國家

暴力，卻對霸權國家五體投地。這是台灣的悲哀。昨夜

行政院前，就這樣，一棍棍打向高喊和平、手無寸鐵的

公民。盾牌砸擊，都落在公民們的身上。我想問現場指

揮官，「比例原則」四個字你會不會寫？驅趕媒體，再

暴力毆打群眾。什麼警察辛苦了，什麼鼓掌，現在想來

真的全是諷刺、全是枉費。

  那些畫面過我眼前，我會痛。我很痛，因為那些都是

我的國人、我的同胞。而那時看著電視的馬江郝朱，你

們又是什麼心情？我不禁要問。警棍、鋼盾、水車、國

際記者會，難道這就是國家回應人民的方式？如果不是

過去的裝死，公民怎麼會接管國會？如果不是無誠意的

逃避，怎麼會接連攻佔行政院、監察院？

  當鎮暴警察動手的那一刻，我心裡只剩一個訴求：馬

英九下台！

  在我這一輩年輕人中學時，我們被灌輸政府的貪婪醜

惡，誰知道現在竟然會寧願回到過去。過去，警察沒有

這樣暴力，國家甚至一度不殺人，還試圖停掉核四與核

電。雖然右，至少還不是法西斯。至少，還把自己當個

國家。

  經過昨夜佔領行政院，很多事情燃燒了起來。對內我

們打破了嘉年華化的反服貿行動、修正了矯枉過正路

線，重新把重點拉回抗爭的主軸。另一方面，也燒出了

國民黨政權原本殘酷的面貌。在趨近於革命的攻佔行政

院行動中，透過行動來宣告馬英九喪失了統治正當性。

  我們要問台灣人民，這樣的暴政、這樣的破壞，維持

現狀力促統一的馬英九還有統治正當性嗎？他，沒有背

叛台灣嗎？我們也都要問自己，此刻我們心中，是自保

的企圖，還是革命的決心？

  是馬政府的傲慢，邀請了革命。不管你喜不喜歡，整

場運動真正的起點是馬江，而郝等人，是幫兇。如果可

以談，戰火不會燒成這樣。這封革命的邀請函，來自總

統府。

  我們很清楚，在暴政面前擺出乖馴的禮貌是一種自殺

性的行為。我對於全面罷課採取支持立場。希望若議場

宣布發動罷課、罷工，大家可以配合。畢竟畢業就面對

的就業問題，此時已經被逼到關口，再不出來簽完也出

不來了。

人民跟馬英九算總帳的時間到了

  如果你至今還沒到場了解，如果你對此仍未設身處

地，如果你當昨夜是暴動，如果你當我們這些人是暴

民，如果你只敢跟人民談法律責任，如果你仍相信經濟

成長的謊言，如果你止不住開放的強迫症，如果你把競

爭當一切，如果你支持昨夜警察的暴行，如果你還對國

民黨有期待，如果你還想替馬江辯解，很遺憾，那代表

我們活在不同世界。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如果只能在暴政與暴民擇一，

我永遠選擇後者。在面對自己對國家的想像時，我是誠

實的，以行動實踐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如馬江躲在暗處

自居道德。對於昨天，國家已經一刀切。暴政與理想、

順民與公民、服從與自由、逃避與面對、維穩與台灣重

生，我們都選擇了後者，沒有遺憾。

  為這一切付出犧牲的夥伴前輩，辛苦了。台灣，將會

浴火重生，在馬江倒台以後，在國民黨倒台以後！現在

不是簡單的《服貿》爭議。人民跟馬英九算總帳的時候

到了。

本文作者：綠黨候補中執委 冼義哲

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人民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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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台灣大學生在2013年3月18日晚上全面攻進中華

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市的立法院的議事廳，人數超過

3百人以上。這在台灣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更是空前

絕後。若不是馬英九總統兼國民黨的馬主席出手逼迫，

要服貿協議以30秒快速通關的話，怎麼會引起這一群大

學生作出令自己都不可能想得到的佔領國會的駭人行動

呢？！服貿協議並不是單一事件的導火線。馬英九執政

6年以來的無能領導，造成台灣經濟全面崩盤，也讓台

灣人民的生活過得民不聊生，並一再再一再的對中國讓

利及輸出近5千億美元的資金及不計其數的高科技給中

國。這更是完完全全的掏空整個台灣。這次全台灣反抗

服貿就是反抗國民黨和馬英九，並且還在全台灣遍地開

花。這才是完完全全的符合中國古老的成語──官逼民

反！如果有人想要解釋這句成語的話，就引述人民佔領

國會。這就是一件最好的例子。

  我們贊成人民佔領國會的訴求：退回服貿並立法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不過這兩點訴求馬英九及國民黨永遠都

不可能會答應的。但是如果讓服貿協議在台灣實行的

話，那是會拖垮整個台灣。不過馬英九堅持一定要通過

服貿協議，因為這可以讓他的名字在歷史上有一定的位

置。如果馬英九一定要在歷史上留名的話，這可能非要

耗下無數人民的力量。但是我們也只好讓馬英九的美夢

成真吧，那就只有推翻馬英九政府了，因為這樣一來，

馬英九的名字照樣也可以在歷史上留名，並且是和秦始

皇的名字並列在一起！美國憲法允許美國人民擁有槍支

及彈藥，而且也沒有數量上的限制。如果今天美國政府

變成極權統治或無理的迫害及鎮壓美國人民的話，美國

人民就可以拿起槍支來對政府展開抗暴的攻擊行動。這

是美國憲法給予美國人民的權力及抵抗權，而且這也是

美國政府不敢胡作非為及造次的地方。今天美國人口有

3億1千萬人，但是民間所擁有的長短槍及機關槍的數

量，將近4億支。

  中國國民黨一向和黑道走得非常親近，簡直是一家都

不是人。竹聯幫的精神領袖兼肉體幫主白狼張安樂己經

接到國民黨的指令，派人混入抗議人群裡，抹黑滋事，

並嫁禍給學生。請各位注意張安樂也不是一個省油的

燈。他唆使只有15、16歲的幫派份子來鬧事打人及砸警

察機車。就算當場被逮到，也不會被抓去坐牢，因為還

未滿18歲。中國國民黨的警察也好不到那裡去。白道和

黑道都是同一個道上的，只不過差別在警察是可以合法

帶槍的黑社會罷了！黑道份子來挑釁，警察抓了帶回局

裡再放人，原來黑道份子在現場大喊「自己人」是向警

察喊出的通關密語。中華民國的警察是全世界最黑心的

黑道警察。請人權律師盯住被抓住的黑道流氓的去向，

並向國際媒體公開真相。這是中國國民黨最害怕的事，

因為美國白宮會唯馬英九是問！大學生的心靈只有黑和

國會被佔是暴動還是起義？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白的分別，絕對沒有灰色地帶。由大學生帶頭起義抗

暴，更能喚醒沉睡的台灣人民的心！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起初也是由一群年輕的大學生所成

立的革命隊伍。他們在1百03年以前推翻了腐敗不堪的

滿清政府。同樣的，今天大學生也可以推翻早就腐敗又

亡國的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這更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

合法行為。總統的男人──金溥聰回來了。馬英九看到

金溥聰有如吃下一粒定心丸，膽子也變大了。金溥聰

3月21日晚抵台後仍重申，在美國絕對不會容許任何人

用強制暴力的手段佔領國會議場、破壞國會公物及對公

權力施暴。但是話又說回來，在美國國會的議場裡，那

一個政黨敢用30秒鐘，以獨裁的方式來強行通過重要的

法案呢？誰敢？國民黨敢在台灣蠻幹，在它眼裡民主和

法治只不過是個屁而己！

  請海內外的台灣人民向這群攻佔國會90後的台灣孩子

們致敬，因為他們才是台灣最後的希望！對1990之後出

生的孩子們而言，發生在1947年的228大屠殺事件對他

們來說，實在是有點太遙遠了。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在

1988年被美國終止了，那時候他們還沒出生呢。1979年

4月10日，美國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以高票通過並正式

實施「台灣關係法」，同一年救了美麗島事件的所有無

辜被抓的台灣人民，免於被國民黨秘密槍決的命運。台

灣關係法迫使蔣經國在1984年公開宣示，今後蔣家的人

不再擔任總統並涉足政壇，斬斷了蔣家王朝的命脈。從

此台灣地區的人民慢慢的擁有民主自由及人權。這全部

都是來自美國政府給台灣人民的恩典，而不是中國國民

黨。這群90後才出生的孩子們，沒有經歷228大屠殺及

白色恐怖，所以他們絕對敢義無反顧的對抗霸道的中國

國民黨。國民黨敢對他們說，你難道不怕228大屠殺

嗎？還有白色恐怖嗎？絕對不敢。最後只有請黑道張安

樂派小混混出來滋事嗆聲砍人！如果有人問起，國民黨

和共產黨，那一個黨最惡劣？我們只用8個字來說清楚

講明白：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一對「爛兄爛弟」及「婊哥

婊弟」！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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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是這個傲慢的政府導致學生進行激烈的抗議活動！錯

的是這個不願正面回應學生以及人民的訴求的政府！這

裡只有暴政，沒有暴民！全程學生與民眾安靜的坐在場

內靜坐抗議，總指揮呼籲在院內的人出來與我們一起靜

坐。這是ㄧ場非武力的抗議活動！

  我朋友的弟弟在行政院裡面。我們趕到現場關心，聽

到現場需要人手往左邊前進，於是我們一直往行政院的

左邊走。靠近才知道左邊通路已經站著一群手持盾牌的

警察。有一群學生以及民眾已經席地而坐，企圖擋住警

察的行動。我們一起坐下來等待狀況。途中我們討論著

待到幾點再回家。但這裡的人少得可憐。廣場上都是手

無寸鐵的學生以及民眾。於是我們決定再待一下下。後

來，我們約莫一點多時去兒童醫院。一路上再猶豫是否

要留下。經過十字路口，路口邊有一個中年男子站在車

子旁邊。他看到我們，對我們說“快進去幫忙他們！我

女兒也在裡面”。想想在這樣的一個行政院內充滿鎮暴

警察，四周都是拒馬，以及圍繞著一圈的警察還有警備

車和水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你如何昧著良心回家

睡覺，繼續活在你小而溫馨的小確幸（我徹底恨這個過

度氾濫的詞）！至少，我是沒有辦法。我良心會過意不

去。

  於是，我們又回去行政院左邊的通道靜坐。沿途，我

們與剛認識的臺大牙科實習醫生聊天。他是一個很平易

近人的男生。問他為何穿著夾腳拖鞋就來了，這樣很危

險！他說他原本也只是過來關心，沒想到這邊的狀況是

這樣，跟我們一樣看見這樣的現場狀況無法轉身就走。

於是我們一邊聊天緩和緊張的氣氛一邊等著警察的攻

堅。途中這個區塊的指揮，是個勇敢的女生，數次進行

對抗警察鎮暴時彼此手勾手往後倒，雙腳勾住前面的人

的一個平網隊形。廣場中也數次喊著口號還有律師團的

電話。這一刻我感覺到自己是一隻50元的Battle Cat，

是個攻擊力低下，純粹是個肉盾以及炮灰的角色。（這

段感想後來被臺大牙醫的男生以及他的朋友說宅）

  兩點過後鎮暴警察開始聚集。警察開始從外圍北平東

路開始一路攻堅，數度與外圍的民眾以及學生拉扯。有

幾次警察企圖闖進但是被外圍的民眾守住。多次的拉扯

與攻堅中有許多民眾及學生開始被拉上警備車帶走。經

過了一段時間的破防後，終於輪到我們這邊的警察開始

行動。

  這絕對是國家的暴力！公權力的暴力！

  鎮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從外圍開始拉人。第一排的民

眾被警察使用盾牌擠壓雙腳。由於我們平躺不易被拉

起，有些警察甚至踩在我們身上腳上。而且他們對男生

毫不留情！我的前方是一位男生，警察想要拉他起來拉

不起，於是狠狠的踩在他身上。當然我的腳也被他狠狠

的踩過。他們甚至會重踹，猛踢男生！只要你是男的都

不留情！我旁邊的女士被拉包包狠狠地拉往外圍。我的

包包（為避免包包離身，我事先用牛角外套的牛角扣子

扣住他們）首先被警方拉扯。我很生氣，我一把把它拉

回我身邊。後來我被雙手扯起摔進一群警察裡。當下我

身邊的警察簇擁而上。我抱著頭擔心會被他們踩到。後

來他們發現了我又把我連同一名陌生的男學生拉往拒馬

旁。他們圍著我叫囂，見我不聽，後來叫來了女警連同

幾名男警，拉著我的雙手雙腳整個懸空抬起到外圍的廣

場上，往外丟在地上。身邊有很多已經被拉到這裡聚集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圖/翻攝自網路)

行政院鎮暴，國家的暴力
陳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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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隨後我看見我朋友被拖到我旁邊。她問我有沒

有哪裡受傷，因為她親眼目睹我被丟進警察群裡，她很

擔心我被踩。接著警察一直叫囂試圖驅離我們。民眾手

拉手，整個過程不斷重申我們的訴求“退回服貿、捍衛

民主”。那位勇敢的女生指揮還是拿著大聲公告訴大家

現況，告訴大家現在該怎麼做。接下來，水車開始出

動。水開始噴灑，猛噴我們這群民眾身上。我們轉過身

迴避。接著警方開始一個一個再度扯拉民眾往門口移

動。許多人跟我一樣被架著拖拉至門口。途中有警察強

勢推擠民眾，導致民眾跌到，仍然不管的持續推擠，直

到民眾退出行政院。當我們被舉著盾牌的警察推出行政

院時，水車又開始再次出動，噴灑場外的群眾。我與朋

友手拉手蹲下。我連忙拉起我的外套帽子，承受水灑下

的攻擊。我們等了一陣子，剛剛認識的臺大男生被推出

來。他的羽絨外套被扯破，拖鞋也都不見了。他說他被

警察狠踢狠踹，脖子上也有拉扯的血痕。他們是真的暴

力！有其他民眾過來，說她的鞋子掉了，還有包包被拉

起丟在裡面。我朋友看見有一名痩弱的男生整個人被拉

著衣領往外丟出去。總之，摔人、踢人、打人、拉人、

扯人.....等暴力行為都是有的！

  在被推擠出鐵門時，耳邊充斥著警察、民眾以及學生

的叫囂。我只聽見一句，有某一個警察說的“這算是什

麼民主！！”所謂的民主是能使人民使用各種方法來表

達自己的聲音。如果在這裡為表達自己而抗議的做法不

是民主，那什麼才是民主？

  我很生氣的吼了一句“你是不是台灣人啊！”你要知

道你現在所能待在這個位置，我們所愛台灣現在的樣

子，都是前人抗議抗爭而來的。我特別不能容忍這位警

察所說的這句話！

  警方從兩側攻破進來後，鎮暴車與水車開往中央繼續

掃蕩中間的學生以及民眾。當時我與朋友與其他人已被

拉出行政院的側邊門外等待。這時警察持續攻堅廣場中

間的學生與民眾。這時場內已擠滿著拿著盾牌的鎮暴警

察，水車不斷地往中間廣場噴灑。已經不知道中間廣場

的狀況，只知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有醫生與醫護人

員不斷地在這整件鎮暴過程中進場查看。

  天色亮後，裡面的鎮暴警察準備徹底清場，舉著盾牌

把聚集在門外的群眾往外擠。民眾和學生還是不肯放

棄，席地坐在拒馬前的唯一一個很窄小的出口。我跟朋

友不斷的被推擠。有人被推倒壓在我們身上，我們起不

來。有一個阿伯從外面跑進來試圖保護坐在門口前的

人。警察這時很暴力的拉扯阿伯。地上的男生阻止警

察，我與朋友也不斷地吶喊阻止他繼續對上了年紀的阿

伯施暴。後方的警察還是不斷的往我們這邊推擠。坐在

地上的臺大男生後方的人都已被清空。一群警察企圖要

從後方往內擠壓。我們的後方跟旁邊就是拒馬！已經無

路可擠！這個場景非常危險。有一位警察拿著盾牌要往

坐在地上被擠得不能動彈的男生重壓下。我朋友立刻伸

手擋著那面盾牌吼：不要再往下壓了！下面的人會受

傷！身旁的警察還是持續逼迫我們出去外面。我們不斷

(續接前頁， )行政院鎮暴，國家的暴力

地喊著這裡的人被壓住起不來，我們沒辦法動。後方的

警察才沒有持續的往我們的方向推壓。我們一邊被拉著

一邊被推往出口。警察與民眾讓出了一條小路讓我

  PS.凌晨時，蘇貞昌以及在野黨黨員有一起到現場呼

籲警察不要對學生以及民眾使用暴力。很遺憾到他們還

是使用了。我事後才知道原來有些在野黨黨員也有留在

現場靜坐，而且被水車噴得滿身濕。們通過。這時我哭

了，而且狠狠的痛哭。路上夾道的民眾頻頻問我們有沒

有受傷。有兩個女生走來安慰，跟我說“我們也很失

望，要記住現在留下的痛苦的淚水的意義”。

  我對這個政府太失望了，我對這個國家太失望了！

  回到家後，我的手機終於能充電了。我看到昨晚凌晨

時在臉書上面對這件事的反應，居然是這群學生中計

了，被抹黑的消息，學運要因為這次事件失敗了，呼籲

不要再去行政院......等 

  我只想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在

這件事情發生時的輿論導向不是去思考是什麼因素逼著

這群學生變得這麼激動，必須要採取這個行動？為什麼

不是想著是不是這個不願正面回應學生訴求的政府有問

題，所以才導致攻佔行政院的事情發生，而是首先抨擊

這些背負著民眾期待的學生的錯？我覺得這些坐在電腦

前面，敲著螢幕鍵盤，躲在家裡的人們，你要不要來現

場看看？！這一刻我覺得這些人很自私！

  昨晚所見的暴行想來歷歷在目，一直到現在想起來心

有餘悸。我看著電視上的畫面，激烈的我有點難以相信

我也身在其中。我跟朋友說幸好我們選擇留了下來，這

會是我這一年做過最有意義的事。

  PS.我與朋友身上有多處瘀傷以及拉扯後的肌肉痛。

另外，因為我被摔到地上，於是尾椎很痛。

  PS.凌晨時，蘇貞昌以及在野黨黨員有一起到現場呼

籲警察不要對學生以及民眾使用暴力。很遺憾到他們還

是使用了。我事後才知道原來有些在野黨黨員也有留在

現場靜坐，而且被水車噴得滿身濕。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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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著警察的臉大喊訴求「退回服貿」，這時一名員

警轉身拿警棍對我衝過來。他操台語對我說；「幹你

娘，你在講看看，我打給你死。」

  我不想轉移焦點，但一邊哭還是要把過程跟大家說，

因為我真的很生氣，很生氣。

  我們從3/23晚上7點，佔領行政院廣場，這期間就是

和平理性的喊話、靜坐，從12點開始就一直有警方要攻

堅的消息傳來，聽到擋住北平東路大門的同學被帶走

400人，我們在場內的人一直很緊張，也很疲累。

  4點多的時候，跟我所在區一直對峙的在中山南路廣

場內側警力開始增加，糾察要大家做好「不合作抗爭」

的基本動作手拉手往後躺，但我們很快就被鎮暴警察包

圍了。我一直聽到哭聲，鎮暴警察一開始就拿方盾砸我

的腳，不斷叫囂恐嚇罵髒話，我很冷靜，一直喊著「退

回服貿，捍衛民主」，一直到我被警察拉開人群，丟到

警方圍成的人牆之後，我開始害怕。

  現場很多人嚇壞了，不敢講訴求，一直叫警察後退，

我不斷喊訴求，一名警察因此不爽，跟同伴說要先把我

處理掉，我以「不合作抗爭」原則，全身放軟，不讓警

察順利把我搬走。

  我被丟進警方圍成的人牆中，我試著不站起來，讓警

方用更多力氣處理我，但是四面八方的人都用腳狂踹

我，我完全無法反抗，整個人縮在地上，雙手護住頭

部，死不起身，然後我被警棍打中大腿，我站起來了。

  我好生氣，我對著警察的臉大喊訴求「退回服貿」，

這時一名員警轉身拿警棍對我衝過來。他操台語對我

說；「幹你娘，你在講看看，我打給你死。」

  我轉身逃走，警棍沒有正面擊中我的肚子（要害），

我逃離警察人牆，看見有另一些群眾仍手拉手抗爭，立

刻加入他們。這時候噴水車開進來，我們往後躺喊口

號，水柱直接對著第一排排頭的臉往另一邊掃射，水柱

衝著我的後腦杓，我好冷，全身濕透，然後我看見一個

跟我同一區的老人被丟出來。

  老人年紀很大，一直哭一直哭，但嚇壞了癱在地上起

不來，警察以為他還硬要賴在地上妨害公務，不斷推他

踹他，我完全失控了，我對著警察大喊：「他是老人

欸！他是老人欸！」，然後警察竟然想要用警棍把老人

再次架回警察人牆，我心想不行，於是用雙腳把老人死

命夾住，後來老人被拖走了。

  我在另一邊的地上看見兩灘血，鮮血，我突然明白警

察拿警棍朝我衝過來說要我的命，不是在開玩笑，我若

沒死也只是因為警棍太鈍罷了。

  我被警察推擠到出口，有個女生昏倒在地上，我對著

警察大喊：「有人昏倒了！有人昏倒了！」

  「叫救護車！叫救護車！」

  警察當著我的面把女孩扔到旁邊的草叢，我生氣地把

他的手撥開，對他說：「拿開你的髒手！叫救護車！」

我反服貿，鎮暴警察說要我的命
323行政院反服貿公民

他不理我，他說沒辦法，救護車在外面，我說：「讓救

護車進來！她昏倒了！」，他不理會，叫我把女孩抬出

去，我只好跟一位同學合力把女孩抱出大門。

  我知道這是鎮暴警察的攻堅策略，因為裡面幾乎每個

人都受了傷，只要讓救護車一直在外面，我們就一定必

須走出大門，這個攻堅計畫告訴我，對警察而言，完成

任務比拯救人命還要重要！

  陸續有人從大門被扔出來，好多人哭得好傷心，他

/她們嚇壞了，我們真的不知道警察會下這種重手對付

我們，我們完全沒有武器，只有肉身，我不斷安慰走出

來哭慘的夥伴。

  突然，有人叫住我，是所上的同學，他一邊哭一邊發

抖，問我：「為什麼會變這樣？」我一直很冷靜，冷靜

走到醫護站看傷勢，冷靜走到停車處，冷靜騎車回家，

但一走進家門，我就在也無法冷靜了，我想我這一輩

子，都無法原諒台灣警察了，我想著前幾天的抗爭活

動，我們對警察說辛苦了，幫他們加油拍手，我就好氣

好氣，我好不甘心！

  我真的好不甘心！

  我好累，我想好好睡一覺，我一定會回到街頭！

http://blog.228.net.tw/tda/index.php?option=com_cont

ent&task=view&id=1387&Itemid=170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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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溫哥華支持台灣學生的反服貿運動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Johnny Y.C.Huang)

向學生動手，打得孩子們頭破血流！在下手前先把媒體

強行趕走到院外，幸虧機伶的記者們不顧一切又遶回原

地，才能為這場血腥鎮壓留存許多活生生的記錄！根據

網絡統計，學生被打傷已超過兩百人，被驚嚇到的孩子

們無以數計！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是一場有計劃的冷

血屠殺。像極了當年的六四屠殺，更是一場小型的

228！無預警的噴水柱，讓全場幾乎無一倖免。不只是

身體被淋溼，更讓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受踐踏！我氣得整

晚想發狂，好想不顧一切衝上前和他們拚一場。但想到

兩年沒見的我遠方牽腸掛肚的寶貝孩子，只好強忍下

來。這樣的私心真的很對不起同學們。我要乞求你們的

原諒！再以天下為己任我也只不過是一個母親。

  翌日早上七點鐘包裏著好心陌生人提供的大毛毯進了

家門，才忍不住痛哭失聲！

我要感謝台派大將賴芳徵大哥和蔡瑞月舞蹈社蕭老師, 

因為遇到他們, 讓我一整晚減輕了壓力和驚恐。

  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游錫堃後來都出場呼籲保

護學生，但是也無可奈何。連同好幾個立委包括姚文

智、段宜康、陳其邁等被困在北平東路、天津街一角，

警察奉命對他們沒有一點禮遇，立委也照抬，無法與院

子裡的民眾聯絡。台聯立委周倪安更被打到入院！根據

我的觀察，也還好他們來了，否則當晚流血會更多。

  永遠難忘的一幕，政府向學生施暴(3/23晚–3/24凌

晨)。請記住：這是馬英九為投共而欠下的血債！向人

民施暴的政府、向學生動武的政客，遲早會被人民公

審。

  這是台灣民主嚴重墮落的一役！我和許多朋全程陪伴

在學生們身邊，親眼目睹冷面眼露凶光的鎮暴部隊如何

行政院血腥之夜令人髮指
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台灣維吾爾之友會常務理事 楊月清

(圖/翻攝自網路)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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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貼鎮暴警察內部的心聲) 

  原作者不願公開身分，以下轉錄全文，希望轉錄者也

請直接複製貼上。
  有關警政署長與行政院長對鎮暴實務之錯誤言論，因

為多數的朋友都沒有站在拿盾牌的那一邊的經驗，所以

我出來解釋一下。

  我曾經在警總岩灣職訓總隊服役，經歷過與二清專案

的兄弟們兩年的生活，帶過鎮暴班，也指揮過幾次鎮

暴，最大規模有四五百人的鎮暴部隊隊伍 (警總本部中

隊和憲兵的混合臨時編制)，我們對付的是真的暴民，

是管訓的流氓。

  我來分享我的經驗。保警和一般的警察杯杯不同，大

家別因行政院事件就不爽警察杯杯，還是該尊敬辛苦的

警察杯杯。上面的也知道多數的一般分局的警察杯杯是

不會去動手的，所以才叫保警進來。

  我因為工作的身份，沒打算紅，不想給公司帶來麻

煩，也不想寫不自殺宣言，所以大家看看就好，要轉就

自己複製發佈，當無名氏寫的，無版權限制。

  第一，保警除非是訓練有誤，不然就是故意殺人。
  我一進岩灣本中，老鳥就一直提醒，鎮暴時，千萬只

能打身體，打頭是會打死人的，在混亂的情況中，人一

動，就會瞄不準，打身體都有可能打到頭了，何況故

意？這次行政院事件中，有保警對無抵抗的民眾頭部瞄

準揮棍，這有涉嫌過失傷害的嫌疑，我個人認為這跟涉

嫌殺人未遂無異，即便是執行公務，亦無法免除涉嫌保

警的犯罪事實。如果保警是因上級長官要求，而有此行

為，亦不得免責。這些是我服役時的訓練，老鳥再三交

待，要保護自己，別弄到後來，管人的變成被關的。我

很難相信保警會不知道。

  第二，針對無抵抗的民眾，鎮暴部隊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民眾搬離現場，不得動手。
  要是鎮暴部隊不爽，可以把民眾上手銬再搬離，然後

不小心鬆手，民眾摔落地面，這都還合法。即便民眾之

前有攻擊鎮暴部隊的行為，只要民眾趴在地上不動，蹲

下雙手抱頭，坐下雙手舉高，對鎮暴部隊無立即的危

險，就不許再動手攻擊這個民眾，即便之前他曾經攻擊

鎮暴部隊，鎮暴部隊不該是暴民。

  第三，人是沒有理性的，保警亦是如此，我見過人的

獸性能多可怕。
  人殺到或打到眼紅時，保警就變成暴警了。一個現場

指揮官的責任，除了清除現場外，就是把打到眼紅的鎮

暴部隊成員給隔離開來，免得打死人，重傷民眾。我認

為當晚，有部分的節制，但是不夠，上述的第一點，也

許與指揮官的全面觀察能力有關。我們以前鎮暴打的對

象是管訓流氓，我指揮的幾次都沒有人被打破頭。我認

為這次沒有學生死亡，是警察幸運。

他們愧對烏龜裝
無名氏

 第四，用水砲車是極不負責任的。
  清除現場，除了水砲車，下一步就是開著警備車的大

巴士，往群眾開過去，佔領空間。其實這兩招都是殺傷

力極大的，不到萬一不該使用。針對武力攻擊鎮暴部隊

的暴民，也要謹慎使用。因為在這兩招之後，就只剩橡

膠子彈和實彈了的最終武器了。

  規範是，如果使用催淚瓦斯，搬離受催淚瓦斯影響、

應無抵抗能力的民眾，都無法驅逐民眾，才可以動手打

暴民，再無法控制，才用水砲。而且保警不該使用水砲

打靜坐的民眾，水砲是用來打要攻擊鎮暴部隊的暴民，

例如，如果學生對保警丟汽油彈，那才能用水砲。

  第五，指揮的混亂。
  大家沒有發現警察當晚跳過了催淚瓦斯這一步，就動

手打人？到今天警察還是沒有解釋，也沒有人去質疑警

察。催淚瓦斯是要讓人失能的，這必要時得用，保護鎮

暴部隊，也保護躁動的民眾。我猜他們是怕輿論攻擊，

警察無必要而使用催淚瓦斯，一開始就決定不用。當上

級給了更大的壓力要清除現場，而保警無法執行，於是

就跳過了這個重要的步驟，或是現場指揮官就忘了，因

為他腦子裏可能還想著不能用催淚瓦斯。然後棍子就飛

了，水砲就開了。光是這點，警察就有業務過失的嫌

疑，現場指揮官得為這個錯誤負責任。

  大家自由發揮，我沒打算替誰解釋，身為前鎮暴部隊

的一份子，我覺得他們愧對了烏龜裝。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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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立法院審議與中國所簽訂的服務貿易協議。此

種攸關千百萬人生計與臺灣未來發展命脈的重大協議，

理應交由國會審議，亦屬民主國家的常態。

  然而，執政的國民黨卻無視於贊成逐條審查的多數民

意，更不顧朝野協商與程序正義，由委員會召集人逕行

認定已完成審查，直接將「法案」變為「行政命令」，

強行送交院會存查。如此違反民主精神的作為，顯示代

議政治已經走到盡頭。

  為了維繫臺灣的民主，憂心臺灣未來的學生們，不得

已衝進立法院，表達抗議。原本學生及公民團體訴求

「捍衛民主、拒絕服貿」，進行平和的占領，運動過程

中表現出高度自制與冷靜理性。然而在3月22日下午行

政院長江宜樺的虛與委蛇、3月23日上午馬英九毫無溝

通誠意的中外記者會後，失望透頂的學生，終於在3月

23日晚間，衝進行政院。

  局勢演變至此，已造成國政停擺的憲政危機。面臨當

前局勢，我們鄭重呼籲：

  1、總統立刻召集朝野政黨、主要公民團體與此次學

運的學生代表，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正視學生團體提出

的四點訴求。

  第一、要求朝野政黨，應協商召開涵蓋各階層廣泛參

與之憲政會議；

  第二、退回服貿，本會期將兩岸監督條例法制化；

  第三、本會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前，台灣政府不

得與中國簽任何協定或協議；

  第四、呼籲朝野響應民間訴求，民間團體已提出「兩

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呼籲朝野黨團及朝野立委提

案、連署並承諾積極推動本會期完成立法三讀。

  2、當群眾以非暴力方式進行公民不服從行動時，軍

以純真戰勝詭詐，讓太陽照亮黑箱！大學教師反黑箱服貿罷課聲明
警不應採取任何武力強制措施。警方亦應該負起責任，

積極保護學生的安全！

  3、媒體應秉持自律、專業、良知，善盡報導事實的

義務。這些報導，必會受到歷史的針砭。

  在此臺灣民主危急存亡之際，我們身為大學教師，不

能無視於學生的訴求與堅持，更無法自外於廣大人民。

我們相信：對這群將負擔起未來國家重責大任的學生

們，這場抗議行動，不僅是實踐公民民主的機會教育，

更是培養獨立人格的潛在課程！

  針對行政院長江宜樺主張使用國家暴力驅離，我們予

以譴責，並肯定學生的非暴力抗爭；當學生積極主張公

民不服從時，真正「失控」的是江宜樺院長濫用「依法

處理」；目前學生的占領行動，旨在提醒全民正視台灣

的生存與憲政危機；當學生與公民團體主張「退回服

貿」、「建立兩岸協商的透明機制」時，而是主張兩岸

的任何談判，不能迴避人民的監督，終淪為密室協商、

黑箱作業。

  只有暴政才會視人民為「暴民」。為了聲援學生的正

當行動，更為了臺灣的永續發展，我們沉痛呼籲：凡為

人師長，應該站出來保護學生安全，也與他們共同捍衛

民主價值！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少數政客的墮落，導致

全民一起沉淪！

發起單位：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君愷；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 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

授沈清楷；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文化大學

哲學系吳豐維

連署網址：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40323092335

  今日凌晨，警方強制驅離佔領行政院的學生與民眾，

血腥鎮壓，不僅用警棍毆打、警盾踐踏，甚至出動強力

水柱攻擊群眾，造成上百人流血受傷。台灣社、北社、

中社、南社、東社、客社、青社等社團發表聯合聲明，

強烈譴責行政院長江宜樺動用鎮暴部隊，對付手無寸鐵

的學生與民眾，此已構成嚴重國家暴力行為，這不是

「獨裁政府」，什麼才是「獨裁政府」？馬英九、江宜

樺必須負起政治責任。

  台灣社等團體提出三點公開訴求：

  一、馬英九、江宜樺必須為血腥鎮壓公開道歉。

  二、立即釋放佔領行政院總指揮魏揚等人。

  三、退回服貿，重啟談判。

  2006年台大政治系江宜樺教授曾投書：「憲政主義的

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節

制』。此一觀念是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基石，孕育了當

【聯合聲明】假民主，真獨裁！譴責國家機器血腥鎮壓！
台灣社、台灣北社、台灣中社、台灣南社、台灣東社、台灣客社、台灣青社

(2014.03.24)

代憲政民主所有重要的制度設計，包括言論自由及集會

結社權利的確保…等等。」（2006/08/29，中國時報

A15〈龍小姐，您誤解憲政民主了〉）當年他支持紅衫

軍的抗爭，希望政府不要強制驅離，如今江宜樺貴為行

政院長，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不僅強制驅離，更血腥

鎮壓，獨裁者嘴臉顯露無遺。

  台灣社等台派社團強調「今日不站出來，明日站不出

來。」我們支持、肯定所有學生、自主公民與團體，為

了阻止服貿協議粗暴闖關，為了阻擋馬英九、江宜樺蠻

幹，而進行和平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的行動。我們認為

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面對統治者濫權與國家暴

力，公民站出來拿回自己的權利，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馬政府一再拒絕善意回應公民訴求，並污名化這場公民

運動，不僅不會為黑箱服貿取得更高的正當性，只會不

斷累積民眾的憤慨，進而採取更積極的抗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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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24)日馬英九政府下令威警以暴力手段驅逐抗議

學生與民眾，造成上百人受傷送醫一事，聲明三點如下:

  一、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抗議學生及民眾，違反民主

憲政國家慣例及法律比例原則

全世界民主先進國家在處理學生運動時均秉持寬容、保

護及非暴力方式，台灣自從解嚴邁向民主化以來，從來

沒有任何一位總統下令以暴力方式對待抗議學生，馬英

九政府捨其他柔性勸離方式不為，例如對話、協商、談

判等，卻在第一時間採取武力鎮壓行動，儼然回到戒嚴

時期、白色恐怖還魂。當我們看到全副武裝的霹靂小

組、保安警察手持警棍、盾牌，加上噴水車強力水柱等

國家武器血淋淋施加於手無寸鐵的抗議者身上，根本違

反民主憲政國家之慣例以及執法之比例原則，我們強烈

譴責此等無視民主、法律及人權保障之血腥鎮壓罪行。

  二、馬英九政府獨裁作為已嚴重傷害台灣國際形象

自服務貿易協議遭國民黨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30秒違法

審查通過開始，馬英九總統一意孤行，始終不願正視抗

一邊一國連線辦公室、北社、台灣守護聯盟、台灣社、台灣醫社、阿扁聯誼會、南社、客社聯合聲明

難道「獨裁者下令血腥鎮壓」就是馬英九追求的歷史定位嗎？
議學生之訴求，係導致抗爭情勢愈演愈烈之始作俑者。

今更以武力鎮壓和平抗議者，人民被暴警打得頭破血流

的畫面被國際媒體傳送到全球，諸如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描述「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強

行衝撞（rammed through）學生組成的人牆，學生為了

表達和平抗爭，刻意高舉毫無武器的雙手，卻被警方強

抬拉走。」此舉嚴重傷害台灣素來享有民主、自由的良

好國際形象。

  三、嚴正要求馬英九總統道歉，並接受學生訴求

馬總統身為民選總統，如果真正以台灣為主、真正思考

對人民有利，即應當公開為政府以國家暴力傷害人民之

行為道歉，並嚴懲下令施暴之指揮官及人員，更應從善

如流，尊重大多數民意心聲，接納太陽花學運之訴求，

儘速退回服貿、完成兩岸協議監督立法、召開公民憲政

會議，挽救台灣不致掉落淪亡深淵，方為當務之急。

  四、我們將持續關注、支持學生抗爭行動，並全力予

以相關物資、醫療及法律等協助。(2014.03.24)

聲明稿(

  一、3月23日民眾、學生占領行政院抗爭行動過程

中，警察暴力拉扯、毆打記者，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統計

個案已達十起以上，記協對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對現場

記者施以暴力，侵犯記者新聞採訪權，提出嚴厲譴責。

  二、記協對於警察在陳情抗議現場進行驅離行動過程

中，以先隔離記者，再對民眾施暴驅離的方式，提出嚴

正抗議，並強烈質疑警方目的在阻擋記者紀錄真相，阻

撓記者採訪工作，嚴重侵犯新聞自由，是反民主最壞示

範。

  三、記協要求警政署長王卓鈞與台北市警察局長黃昇

勇，針對323、324驅離任務針對新聞採訪媒體作業之勤

前教育與執行原則提出公開說明。

  四、記協重申，警方在執法過程中，應保障新聞記者

採訪權，維護新聞自由，勿再重蹈文林苑案、大埔案、

華光社區案等抗爭現場，阻擋記者採訪，甚至對記者施

暴，呼籲警政署盡速訂定「保障新聞記者採訪權處理原

則」，行政院更應明確要求警方在執法過程中，保障記

者新聞採訪權與人身安全。

2014/03/24)   目前，所有關於學生前往總統府會面的消息，都是府

方的片面之詞，對時間、地點、內容、形式，連任何實

質的討論都沒有，甚至連要不要會面都沒有達成共識。

  今天下午，我們已經表達不預設任何前提的善意，然

而，就在傍晚傳來朝野協商破局的消息，同學們感覺到

非常憤怒，馬英九仍繼續利用其所控制的國民黨團，惡

意阻撓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之法制化，顯示馬英九此次會

面的邀約，欠缺誠意。

  因此，我們要求，馬英九應先承諾「不動用黨紀阻撓

國民黨立委同意我們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訴求，

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有任何會面的意義。

  我們再次呼籲朝野立委積極正面回應學生及台灣人民

的訴求，承諾「兩岸協意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以及在

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之後，才能開始處理服貿

協議的審議爭議。

新聞聯絡人

施彥廷 0919668938

許恩恩 0916256340

譴責323警察暴力侵犯記者新聞採訪權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抗議警方無差別暴力】

【回應民意朝野協力與人民站在一起】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0325晚間記者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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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幾點聲明】

  本人為清大社會所碩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總召魏

揚，曾是第一波攻進立法院之成員。針對近日媒體對行

政院行動以及本人的不實報導，作出以下幾點聲明：

  1.本人於3月23日晚間近八時搭乘客運由新竹抵達台

北，原訂前往立法院聲援「太陽花學運」（這名字到

底...），在客運上透過網路發現行政院已被群眾佔

領，便決定與同行同學轉往行政院聲援。抵達行政院時

約晚間八時許，當時大門便已敞開，群眾可自由出入。

本人事前並不知曉「行政院行動」的存在，更遑論參與

策劃、擔任主謀。

  2.本人抵達行政院內廣場後，發現現場雖有熟識之工

作人員拿麥克風宣講，但糾察動線、物資站等各種現場

指揮體系顯然尚未建立，經詢問亦無總指揮等角色。深

怕現場群眾因情緒激憤而有脫序行為，造成運動遭到破

壞，而本人曾有相關控場經驗，故毛遂自薦協助當場的

工作人員指揮現場。主要場控工作是呼籲現場群眾冷靜

靜坐、阻止群眾繼續攻入二樓與大廳、解釋行政院於整

場反服貿運動中戰略意義（服貿協議之關鍵在於行政權

專擅）、解釋如遭遇警方攻堅時的行動原則（不要往前

衝、緩步後退至廣場）、指揮建立糾察志工與物資集散

站等。本人手持麥克風期間，從未講過一句「衝」，現

場媒體所錄攝畫面應可為證。

  3.江宜樺今日表示警察以「抬人、拍肩」進行驅離，

與事實全然不符，現場警方多有以警盾剁傷群眾、將群

眾拖入盾牌痛歐、以警棍毆打戳刺群眾，其中猶以近北

平東路側的後門最為嚴重。當日廣場群眾以和平靜坐為

主軸，警方卻仍進行暴力驅離，行政院衝突的每一滴

血，都必須算在現場警察最高指揮官與馬英九總統頭

魏揚的聲明
上。

  4.對於佔領行政院有疑慮的朋友，我必須指出：服貿

協議除了在立法程序上存在黑箱問題，更是從一開始便

表現為「行政權」的專擅，我們都清楚地知道馬英九與

江宜樺先前為了通過服貿，以多麼暴力的、毀憲的手段

操弄國會。因此，我相信最初針對行政院籌備佔領、抗

議的夥伴有其深慮，並非盲目亂衝。而攻佔立法院與攻

佔行政院的形式，實質上大同小異，皆是突圍之後進行

佔領，並立刻轉向和平靜坐形式，請媒體不要再分化兩

場行動參與者，兩邊的行動參與者都是在行使公民不服

從的權利。

  5.最後感謝立法院的醫療志工與柳林瑋醫師前往支援

守護，你們是現場群眾最堅強的後盾。

  註：關於特定媒體指本人聽到將遭聲押便「崩潰大

哭」、「哭著找媽媽」，我只能莞爾，我遭十幾二十名

霹靂小組暴力逮捕、毆打都不曾恐懼哭泣，豈會因檢察

官薄弱至極的指控而感到恐懼？豈會為我早已聲明將一

肩承擔的法律責任而落淚。本人多次於採訪中公開表

示，我於遭聲押期間落淚兩次，一次是聞及所上老師、

同學等夥伴於保安大隊大樓外守候，感動落淚，第二次

是在開完羈押庭、由警方押送回地檢署押房時，身邊警

察拍間表示「辛苦了加油」。請媒體不要再透過污名

化、醜化特定運動者的方式，來打擊社運士氣，謝謝

  最後，請大家持續關注立法院的運動，最好可以實際

到場，使運動得以持續，務必逼使馬英九總統正面回應

我們的訴求：退回服貿！立法建立兩岸經貿協議談判監

督機制！

  針對教育部以課綱核檢小組促使高中歷史課綱「微

調」，包括台大、政大、台師大、中興、成大、台北教

育大學、東華、國際暨南、東海、中正、淡江、輔仁、

東吳等全國25個大學，以及中研院、國史館等，共

125位歷史及台灣史相關科系之所長、系主任、教授、

研究員等共同連署一份聲明表明「我們反對違背學術專

業的微調課綱」。這應該是國內有史以來，以歷史相關

學者教授為主，連署人數最多的一次公開聲明，包括中

研院2位所長及30位研究人員、大學歷史系8位系主任、

台灣史相關系所6位所長系主任等。

  我們認為此次高中歷史課綱的調整作業，實際上已經

大規模調整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台灣史部分，茲事體

大，然而課綱檢核小組中，卻沒有任何中央研究院及國

內各歷史學門相關科系的專業歷史學者參與，明顯違背

學術的專業性，亦顯示最高教育主管當局對課綱調整嚴

反對違背學術專業的微調課綱連署邀請
一群歷史學界及關心歷史教育的學術工作者

肅性的輕忽與無知。

  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連署，幾乎台灣各主要大學歷

史系所及台灣史相關系所的學者們都一致認為，基於維

護學術專業，反對輕率調整課綱的不當作法，應該站出

來嚴肅表明立場，公開要求教育部尊重歷史專業，撤回

微調後的新課綱。

  除了繼續推動歷史學與台灣史相關研究者、教師參與

外，我們決定擴大連署，誠摯邀請其他學科的學術工作

者、教師、研究者一起參加連署，反對違背學術專業的

微調課綱。

連署網址為: http://goo.gl/tJUIEC

目前為止的完整名單：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ccc?key=0AuVC

W3LDWPEJdC1iUFRQMmFIMDBpSUFmcEtSY3Zabmc



全球海外台灣人譴責國家暴力與

維護台灣民主團體連署
  三月23日馬江政府以警政暴力回應台灣人民以非暴力運動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黑箱審議，國家

暴力發生、民眾流血的當刻，馬江政權的正當性已不在。身在海外各地的我們，有留學生、有出國工作者，有

個人，有團體，我們感謝連日來在台灣立法院、行政院與其他各地捍衛台灣民主的同胞，我們心痛台灣民主被

國家機器掌控者所踐踏，嚴厲譴責國家暴力，要求政府當局負起全責。

我們呼籲：

  一、停止使用國家暴力血腥鎮壓，停止激化人民，馬江政權對暴力行動負責。

  二、退回現有服貿協議，建立兩岸民主協議機制，維護台灣的平等自由。

  三、我們呼應國內公民團體的訴求，要求朝野邀集公民社會，共同商討解決眼前的困局，讓台灣的民主再

生。

個人連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Ua_DOi37OS-JVh9rkIj18NpiWf1LKoE7GFU0x3zQK8/viewform

團體連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_MWEjTNQVX0dSV-A2gojUUc4CDiJVgPRaEcPHq-3m4/viewform

Taiwanese Abroad Denounce State Violence 
and Defend Taiwan's Democracy Petition 

(Organization)

    On March 23, 2014, President Ma Ying-jeou responded to Taiwanese citizens' peaceful protest again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 with a violent crackdown. The Ma administration lost its legitimacy 

when it turned against its own citizens and harmed them. Taiwanese abroad everywhere support our fellow 

citizens who occupied the Legislature and Executive Yuan in protest to guard Taiwan's democracy. We are deeply 

saddened that Taiwan's hard-earned democracy has been trampled on by its own government and we denounce the 

use of violence.

   1. We demand President Ma to end the violent crackdown, stop provoking the people, and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use of violence.

   2.We support the protesters' demand to nullify the Cross-Strait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 and allow for full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3. We support the call by civic groups in Taiwan fo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 work with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ivic group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in a peaceful manner and restore Taiwan's democracy.

Individual petitio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Ua_DOi37OS-JVh9rkIj18NpiWf1LKoE7GFU0x3zQK8/viewform

Organization petitio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_MWEjTNQVX0dSV-A2gojUUc4CDiJVgPRaEcPHq-3m4/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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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是在行政院內大廳靜坐的學生之一

我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

警察真的眾目睽睽的把媒體趕出去...

但新聞都沒報到這裡...看來消息真的被封鎖了

接著鎮暴警察把我們包圍問：再給你們一次機會，出去不出去？

我們繼續高喊著：退回服貿、捍衛民主...

喊著喊著，我旁邊的女同學們都不停的掉著眼淚..

我還安慰著她說：不要怕，我們在做對的事

之後，警察確定把媒體都封鎖了之後

『見人就打』

我們完全沒有反抗，但他們『見人就打』

『不論男女』警察們『見人就打』

混亂中我的小腿被打中，我抱著腳躺下無法動彈

之後『有個警察』

直接往我的『頭部』用力『踹了一腳』說：快點滾出去拉！

我不懂，我們完全沒有反抗...

我們今天殺人搶劫放火了嗎？我們只是想捍衛民主跟未來

我們手無寸鐵、為何要這樣？

為何會遭到這樣的『封鎖消息』往死裡打

我跟裡面好幾個朋友都失聯了..

住院得住院、昏倒得昏倒

剛剛接到一個護士用朋友的手機打來說：你朋友脊椎受傷了

在馬偕急診，他有什麼可以緊急聯絡的人嗎？

我聽到無言了...我說不出話...

但我還是馬上冷靜下來跟護士說可以連絡他妹妹

雖然我現在已經平安的回到家...但我真的不好過

我很擔心大家的安危...我們在裡面消息被封鎖了

出來後才知道連外面的大家都被打得面目全非....

這種荒唐的事情，我們能視而不見嗎？

『現在不站出來，以後站不出來』

我累了，真得累了...

但我不會放棄抗戰....我們晚點立法院見

這個國家需要我們年輕人來守護。

我用我的生命見證這是真實的事，與我所見都一樣。

在行政院內大廳靜坐的學生──遭遇知多少

羅文劭



圖↑羅發號事件

  佔領國會行動已近10天，更多青年學子與公民的加入，顯見人民對黑箱服貿的不滿、捍

衛民主的決心。因為馬政府的專橫及對民主的蔑視，人民的聲音與力量必須再次團結起

來，向馬政府展現我們對於捍衛民主的堅定意志！在週日再次於凱達格蘭大道集結，共同

支持占領立院行動，我們將繼續占領立院，直到馬政府正面回應人民的訴求為止。反黑箱

服貿要法制監督，這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也是一場公民運動，更是一場捍衛民主的神聖

戰役！

  這個周日、3月30日，青年佔領立院行動、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再度號召人民站出來，在

總統府前的凱道進行一場和平、非暴力的行動，我們不會使用任何暴力的手段，我們將透

過和平的行動，讓馬政府知道公民堅定的意志，展現捍衛台灣民主的決心。

  我們邀請所有台灣的人民，為國家的未來、臺灣的民主一起站出來。本活動請穿著黑

衣，表達對黑箱服貿、執政者獨斷霸凌民主，以及武力對付手無寸鐵靜坐者的抗議及哀

悼。為了阻止人權的倒退及民主的失守，此刻唯有人民展開行動，方能守護你我共同珍視

的價值。

  我們要再次重申這次運動四個訴求，並譴責國家暴力：

一、退回服貿協議；

二、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先立法、再審查服貿協議；

三、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四、要求朝野立委站出來，響應人民的訴求。

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人民站出來！

330 凱道集結
國家的未來，是我們所有公民共同的關心！

民主，是我們所有公民不容動搖的堅持！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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