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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 馬太福音10：28

當政府…要把人民置於絕對專制統治之下時，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

未來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序言末句，1776/7/4

──

反服貿：台灣垂死前的掙扎
──兼論抵抗權

  台灣面臨服貿滅台危機。3月18日青年學生光復立法

院，掀起太陽花學運。24日一度攻陷行政院。30日號

召五十萬群眾行軍，前往凱道示威。4月1日度過白狼

黑道挑釁。他們思路清晰，意志堅定。身手矯捷，反

應靈敏。林義雄讚美說：「他們做得比我們大家更

好」。

太陽花學運實踐抵抗權，抵抗暴政正是台灣歷史傳統

精神。學生為什麼必須出來拼命？因為我們這些混蛋

大人沒把國家做好，讓學生對於未來感到茫然。服貿

協議更像是準備要把台灣拱手獻給中國似的，終於逼

迫他們上梁山。學生看得很清楚：「今天的香港，明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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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台灣。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

  關於服貿協議，我們應該兼顧世代正義，讓下一代

擁有發言權，把明天交給他們。馬英九應該揚棄古代

孔子那種「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父權主義。

2010年我曾經上書，善意勸他簽訂兩岸協議不宜操之

太急，應該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然而十九個協議紛

至沓來，令人目不暇給。如今終於變生肘腋、不得善

終。

博士/教授不食人間煙火！

  日前《今周刊》調查指出，56.3%受訪者不支持簽訂

服貿協議，但是13位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除了台大鄭秀

玲教授之外，竟有 12位支持服貿協議 (新頭殼

2014/3/29「今周刊質疑馬忽略 56%民眾不支持服

貿」)。這些經濟學博士顯然不食人間煙火，他們對於

中國經濟究竟了解多少更是可疑。

  我想提醒馬英九，博士/教授主持修憲而毀掉憲法，

博士/教授主持教改而毀掉技職教育，博士內閣使你的

民調支持度長期低於10%。如果你再迷信那12位博士

/教授，保證你不只摧毀台灣經濟，更會埋葬台灣。

反服貿：爬出棺材，跳脫以經促統陷阱

  經濟決定統獨。中國揚言「以經促統、以商圍政、

以民逼官」。新潮流「強本西進」等於向它投懷送

抱。台灣經濟對於中國市場的依存度，李登輝戒急用

忍期間保持在27%，2008年扁政府下台時已是40%，現

在高達70%。去年底南韓對於中國依存度只有29%。台

灣經濟已經遭到中國綁架，禍延下一代。我們好比謀

殺學生，把他們推進棺材裡。而服貿協議好比棺材釘

準備敲下，學生當然急著爬出來。

  經濟統一為政治統一鋪路。太陽花學生與李光耀、

余英時、何清漣 (流亡美國的中國學者)看得很清楚。

李光耀指出兩岸經濟整合促成統一，高喊台灣獨立無

濟於事。他說：「兩岸經濟整合將讓兩岸走在一起，

中國大陸就無須動用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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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統一無關。台

灣命運仍將由兩岸的現實力量以及美國是否介入而

定。」 (本刊第 82期拙文「重啟南向政策」 ) 

  何清漣認為，太陽花學生企圖擺脫大人為他們安排

的統一命運，反服貿象徵他們開始向父執輩討債。他

指出台灣政界與商界前往中國胡作非為，並且迎合北

京政府旨意投票，已為兩岸一體化(統一)舖路。服貿

協議正在為這條統一之路舖上最後一塊石頭(大紀元時

報2014/3/28何清漣「服貿協議：中台一體化的最後舖

石」)。

  余英時教授認為太陽花學運顯示台灣公民已經洞悉

中國以經促統的詭計。他說「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

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

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

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

公民識破了。」(新頭殼newtalk2014/3/23「挺學生抗

議。余英時傳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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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反服貿：台灣垂死前的掙扎──兼論抵抗權)

  中國流亡政論家陳破空指出，「服貿協議更像是幫

助共產黨做生意」。他解釋說：「中國大陸以國營企

業為主體，而國營企業幾乎都由太子黨與紅二代、高

幹子弟把持。」(香港《開放》雜志2014年4月號陳破

空「台灣學運，怒火指向北京」）

反服貿：捍衛台灣民主價值

  余英時讚美太陽花學運「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

制」。他指出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

峽對岸極權政府極端不信任」。他認為「民主是台灣

安全的最大保證」。他說：「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

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中共一直在千方百

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

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

證。」

 有人到法院指控學生佔領議場、破壞公物。謝長廷以

「民主殿堂／ 靈堂論」替學生辯護。他說立法院如果

代表民意就是民主殿堂，如果違反民意就是民主靈

堂。學生為了民主而佔領立法院是符合憲法精神的，

為了拯救民主而做一些犧牲也是必要的。這道理就像

救火而必須打破窗戶救人一樣。我們不應該聚焦於破

壞幾張椅子或是幾塊玻璃是否違法。

抵抗暴政：台灣歷史傳統精神

  行使抵抗權乃是台灣人民的歷史傳統精神。抵抗權

(right of resistance)的行使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

溫和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civil disobedience)。台灣近

三十年來的反抗運動皆屬之。聲勢最浩大的當推太陽

花學運與白衫軍，透過網路而更有效動員。最悲壯的

莫過於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鄭南榕誓言「國民黨只

能捉到我的屍體，不能捉到我的人」，呼應《聖經》

說的「那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馬

太福音10-28）。

  第二類是比較激進的革命行動，例如韓國學生運動

(圖/翻攝自網路)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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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擲汽油彈與石頭。革命抗暴更符合台灣人民過去

的歷史事實。荷蘭時代郭懷一事件與麻豆社事件；明

鄭時期原住民遭到殘殺而反抗；滿清時代三年一小亂

與五年一大亂及三大起義；日本時代前期台灣人抗日

而犧牲大約四十萬人；228事件抵抗蔣介石部隊而犧牲

大約兩萬人。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推翻暴政也是中華文化追求的理想，最有名的例子

是周武王推翻商紂王政權。在中國傳統封建思想裡，

弒君乃是大逆不道之罪行。但是在孟子看來，君王要

有君王的樣子。周武王殺死商紂王只是殺死一介專制

獨裁者，不算弒君。他說「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

也」。《封神榜》這部小說把武王伐紂的歷史寫成神

話故事，最足以反映中國人潛意識裡討伐暴君的願

望。《易經》〈革卦〉也讚美湯武革命是「順乎天而

應乎人」。這種學說類似西方自然法學派衍生的暴君

放伐論 (tyrannicide)。

推翻暴政是權利兼義務

  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3月22日施蜜娜 (施明德的女

兒) 爬上梯子，在立法院外牆噴漆寫上「當獨裁成為

事實，革命就是義務」。這句話道盡抵抗權的真諦。

它的原文是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is a 

duty，出自Pascal Mercier的小說《開往里斯本的夜車》

(Night Train to Lisbon)。

  美國《獨立宣言》主張推翻暴政，認為這是人民的

權利兼責任。這部宣言是1776年7月4日美國大陸會議

發表的，其序言的末句說道：「當政府…要把人民置

於絕對專制統治之下時，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

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德國憲法保障抵抗權 (尤清)

  早在戒嚴時期，尤清教授就曾向民眾介紹抵抗權。

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重新溫習抵抗權仍然很有意

義。黨外時期，信介仙主持《台灣政論》。在1979年

8-11月那一期，尤清發表〈論抵抗權〉，介紹《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保障人民的抵抗權 (Rechtzum 

Widerstand)。該年12月美麗島事件爆發。尤清那篇文

章如今貼在電小旺的「理想國」部落格裡「轉貼／論

抵抗權」。

  如果德國政府破壞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而人民採

取各種方法都無法加以制止的話，那麼全體德國人都

享有抵抗權，意即德國人民有權發動各種形式的抵抗

與革命。德國憲法第二章第二十條第四款明揭這種抵

抗權。該第二十條全文如下：（l）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是民主的兼社會福利的聯邦制國家；（2）所有國家權

力來自人民。透過公民選舉和投票並以立法與行政、

司法機關行使國家權力；（3）立法應該遵循憲法秩

序，行政與司法應該遵守正式法律與其他法律規範；

（4）對於企圖廢除上述秩序的任何人，全體德國人如

果缺乏其他對抗措施時都享有抵抗權。

  學術工作不應該雜有政治顧慮。2007年拙著《邁向

人權國家》出版。書中原本也介紹抵抗權，但是我在

交稿前把它抽掉了。當時我仍是民進黨黨棍，擔憂謝

長廷當選總統後，如有更多人了解抵抗權必然會對謝

政府不利。我現在很後悔。

抗拒違反人權的命令

  當上級的命令違反人權時，手持槍械的軍警應該節

制或抗拒，甚至掉轉槍口。1947年228事件期間，那些

軍人不應該以鐵絲穿過民眾手掌、並把他們集體推到

基隆河裡溺斃。而今年3月24日清晨有些太陽花學生與

民眾攻陷行政院。警察在驅離群眾期間，不應該把手

無寸鐵的民眾打得頭破血流。

  當上級的命令違背良心時，受命者應以良心為重。

1990年6月有一位東德人翻越柏林圍牆逃往西德，遭到

東德哨兵槍殺。東德垮台後，這位哨兵以服從命令為

由自我辯護，但是法官賽德爾判他有罪。法官說：

「當法律與良心發生衝突時，良心是更高準則。作為

士兵，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開槍打不準卻

是無罪的。你作為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享有把槍

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權。這是你應該主動承擔的良心

義務。」

  有時候，受命者甚至應該調轉槍口。1989年5月趙紫

陽帶著溫家寶，探視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他

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

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

是請你們原諒。」《中華評論》主編紀曉峰批評趙紫

陽說：「他確實來晚了，因為他不願意走出來。他不

願意像1991年葉爾欽那樣，站在坦克車上說『這個蘇

聯政局必須改變。你們當兵的，把槍口調轉過

來』。」六四天安門屠殺前，北京市政府曾為學生搭

設帳棚與消毒環境。馬英九不妨帶著太陽餅探視立法

院內外的學生，改善學生起居環境，再談其他。

制憲與重建憲政秩序

  闡釋與弘揚抵抗權，不如消弭可能激發抵抗運動的

因素於無形。近年來台灣公民運動層出不窮，這絕不

代表台灣是個值得自豪的民主國家，反而反映台灣民

主憲政嚴重殘破不堪。太陽花學生四大訴求包括「召

開公民憲政會議」，行政院允諾評估。盼望這個會議

能夠提出制憲主張：成立制憲會議、制定合乎憲政學

理的新憲法、確保司法獨立。這是個世紀大工程。如

此台灣才能脫胎換骨。

  台灣不愧是個花卉王國，百合花與野草莓、太陽花

與康乃馨，還有很多花朵可供我們為新的學生運動命

名。然而試問南韓民主化之後，是否像台灣這麼頻繁

出現公民運動？韓國與台灣同時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韓國大破大立，已有第六共和憲法。台灣沒有能力制

定第二共和憲法嗎？南非在1994年政權移轉與實施新

憲法之後，民主鬥士紛紛改行他就或是失業賦閒。台

灣如果無法消弭激發通民運動的因素於無形，讓民主

鬥士賦閒在家，將會繼續不斷內耗而降低國力。

(2014/4/1,本文收入自傳《台灣之戀－卻顧所來徑》)

(續接前頁，反服貿：台灣垂死前的掙扎──兼論抵抗權)

本文作者：蔡百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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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開始的「反服貿救台灣」太陽花(向日葵)學

運，佔領立法院會議場。有台灣國內成千上萬的大學

院校學生參與，令人深深感佩他們的良知、勇氣與愛

國心，為我們的國家台灣帶來新的希望。他們以燦爛

的陽光照亮台灣的前途，使我們想起有句英國諺語

說：「每天有新的日光，每人有新的希望」。每天的

太陽光帶給每一位台灣國人都有新的希望。

  「中國」國民黨長年以來都是以黨領政，以他們佔

多數的黨籍立委來操控立法院。這次國民黨籍立委張

慶忠以短短的30秒鐘偷偷地把國共兩黨黑箱作業的

「兩岸服貿協議」宣佈送出程序委員會存放在立法院

會。而馬英九甚至還說：國會若審查服貿協議「一字

都不能改」。既然一字都不能改，那還浪費時間審查

什麼？充分暴露馬英九藐視國會一黨專政的心態，令

人憤慨！！難怪有那麼多青年學生站出來宣示：「自

己國家自己救！」人民才是現代國家的主人。

  3月23日晚學生開始衝進行政院，院長江宜樺立即宣

稱在翌晨6：00前要把學生驅離而動用五千多名警力用

盾棍毆打學生。有老師與學生甚至醫師流血滿面。這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絕對不是「鎮暴」而是「暴鎮」，以政府暴力鎮壓人

民。馬英九又宣稱願意與學生代表對談。其實他祇是

又想作秀，敷衍了事而已，毫無誠心。所幸學運代表

也看透他專制的心態，不願被他招降。

  318太陽花學運最可貴的是獲得CNN、NHK、BBC、紐

約時報…等著名的國際媒體大量的報導，使國際人士

能夠了解台灣的現況與危機。甚至有國際媒體宣稱這

是台灣的「天安門」事件。咱台灣人一定要持續在台

灣國內與國際社會發聲，免得被「中國」國民黨與中

國共產黨聯手的「以經促統」、「以商逼政」黑箱手

段統一併吞，進而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3月28日中午我們有二十多位牧師進入立法院議場一

同唱出「台灣翠青」，並為318學運出聲祈禱──我們

要站在上帝的公義與真理這邊就成為「多數」，終必

得勝！3月30日下午有50萬人站出來，在凱道上與周邊

集合反服貿，真是台灣歷史性的大事。祈願318太陽花

學運能持續拓展成為台灣全民大覺醒的運動，大家共

同拯救自己的國家台灣，而不認同台灣為其國家的馬

政府也能早日下台！(2014年3月31日)

  I am a Taxpayer, I am the boss of this Country，意思

是：我是納稅人，我是這個國家的老板(僱主)。這句

話是歐美先進國家的人，從孩子國小的時候，就開始

給他們孩子的公民教育。

  「你的薪水有我的錢，我的薪水沒有你的錢。」也

是歐美文明國家的原始納稅人(Original Taxpayer) 時

常跟它們的公僕說的一句話。這也清楚的說明了原始

納稅人是全國公僕的僱主(Employer)。

  如果我們從小就有這樣的教育，每一個人長大後，

無論從事士農工商，每個人的觀念裡，就會非常清楚

原始納稅人就是全國公僕的僱主，全國的公僕就是原

始納稅人的公共僕人(Public servant)。所謂的公共僕

人，其職責就是必須提供全國原始納稅人最優質的公

共服務(Public service)。所以，我們時常聽到高官說：

「將民眾小事當政府大事」(2009年9月11日自由時報

第A版，吳敦義接任行政院長)。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

時也說：「人民難安居，政府的恥辱」(2006年2月

22日中國時報A5版)。由此可知原始納稅人和公僕的主

僕關係，否則恐有違憲之虞。

  包括馬英九，江宜樺，金溥聰，王卓鈞，方仰寧等

全國軍、警、公、教等人的薪資，都是來自原始納稅

人的血汗錢。他們都是原始納稅人所僱用的公僕。

  由於他們所享有的終生極優渥的薪水和退休金都是

來自原始納稅人按月支付，直到他們死亡為止，因

此，全國的公僕都必須忠於全國原始納稅人。這也是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基本哲理，無庸置疑。他們受

僱於台灣原始納稅人的目的，就必須忠於原始納稅

人，負責整個國家的管理與服務，不是製造國家暴

力。

  雖然我們不是很同意網路上有人形容所有的公僕是

人民包養的，可是，某種程度，這也是事實的形容。

  既然馬英九和全國警察同仁的薪資都是來自原始納

稅人的血汗錢，警察不能適度獲得休息，問題是出在

國家管理者的馬英九。因為管理者馬英九的能力不

足，無能、顢頇、缺乏智慧，才造成全國的公僕，包

括警察，無法獲得正常與適度的休息。全國公僕無法

正常和適度休息，不是原始納稅人的責任，而是負責

管理的馬英九必須負責的。否則，憑什麼馬英九的薪

水遠比一般公僕為高？僱主只負責按時支付包括管理

者以及全國公僕的薪水，就像一家公司的老板高薪聘

請總經理負責管理公司，道理是一樣的。

  我們都知道警察很辛苦。為了一家人的三餐溫飽，

其實每一個人都很辛苦。有哪一個工作不辛苦？各行

各業，各職所司，這本來就是社會的常態。如果有警

察眷屬抱怨或是責怪警察無法獲得正常和適度的休

息，問題在馬英九這位管理者，不是一般的社會大

眾。這是非常基本的邏輯常識(Common sense)，不應

該被倒果為因。

當公僕違背僱主的時候，僱主該怎麼辦？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Johnny Y.C.Huang)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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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務院在3月24日2013年己經對台灣因為服貿而

起衝突而發表聲明，這就表示美國政府己經準備插手

介入了。台灣時間3月25日總統府馬上發佈要和學生對

話的聲明。美台幾乎是同步發佈聲明，可見美國政府

在323抗暴事件發生的同時，立即對國民黨施加壓力。

國民黨一向從不把台灣人民放在眼裡，國民黨只怕美

國。學生應該要把全部資料送到A.I.T.(美國在台協

會)並控訴國民黨的滔天罪行，這不是告洋狀。且馬英

九政府也己經向美方提供抹黑造假的說詞。反服貿學

生的動作，必需再快一點。而且在3月24日的晚上，近

百名的警察用大型的警備隊的巴士，載著警察分別到

榮總和陽明等醫院去驗傷，並各別要驗傷單。據內部

醫師透露，都是自稱扭到及肌肉痠痛等等。受傷員警

的人數多達1百30人，比學生和民眾被打得頭破血流的

受傷人數，還要多兩倍以上。2013年3月29日在台北市

有3場反反服貿的活動展開，其中有警眷團體出來向反

服貿的學運的學生來抗議。這3場抗議活動的背後，正

是由中國國民黨在指使且支持著，全部人數沒有超過

2千人。國民黨要把在323抗暴事件故意假造成警察受

傷人數，不但多過被過當執法而受傷的學生及人民，

還有3場反反服貿的抗議活動。這是要向美國證明有群

眾支持馬英九政府及服貿協議的假象

  並且這些資料是準備送到美國有關政府部門及國會

去抹黑台灣學生的正當性的抗議活動。太陽花學運是

一場有正當性的非暴力的抗議活動，這是要救台灣的

一場非常重要的抗議活動。同時美國政府也是非常關

切台灣的未來。在此我們建議，佔領立法院的同學們

能和A.I.T.取得連繫的管道，並能保持密切的連絡及

溝通的通道，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經濟部長張

家祝日前在新聞媒體上公開說，服貿不過，TPP也別想

進了，這是真的嗎？胡說八道到極點！美國政府什麼

時候說過服貿不過，TPP也別想進了？馬政府拿美國這

面大旗來壓迫抗議學生和群眾。如果和A.I.T.有連絡

及溝通管道的話，抗議學生可以立即向A.I.T. 求證並

進一步了解美國白宮對台灣的政策事宜。

  也可以把太陽花學運的訴求，還有323流血先暴後鎮

的照片及影片，還有文件資料一并送到A.I.T.，請他

們轉送到美國國務院及白宮。假如A.I.T.的員工有所

遲疑不決的話，請告訴他們，這是依據「台灣關係

法」美國有責任及義務來保護台灣領土的安全，其次

是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及人權，還有台灣經濟繁榮。

這是美國總統歐巴馬的重要工作之一。在美國白宫的

首席國家安全顧問的辦公室裡的保險櫃裡有一份真正

的台灣關係法的文件。這和外面所公開的台灣關係法

有所不同。這份文件是要首席國家安全顧問要時時提

醒美國總統在決定有關於台灣方面的政治上的決策

323到底是破壞還是抗暴？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時，台灣關係法的3個重點不能被遺忘及疏忽，否則將

會負上刑事責任。除了約束美國總統之外，還有美國

國防部長及美國務院的國務卿。

  看到 323事件，也讓我們想起了發生在 35年前

(1979)的美麗島事件，地點在高雄市。執政的國民黨

政府對當時還是黨外人士的和平抗議遊行，故意設下

了一個「大陷阱」。國民黨的黑道流氓故意混在抗議

人群當中，拿著棍棒及球棒故意去攻擊國民黨的憲兵

及國民黨的警察，致使大批的軍警受傷。國民黨就把

這攻擊軍警的罪名加諸在當時所有的黨外人士的身

上，且全部被抓起來。然後國民黨操控所有的電視及

新聞媒體以覆天蓋地的氣勢，來抹黑誣陷所有的黨外

人士。當時的幕後指使者蔣經國總統還特別去探望一

個被打傷的警察。他哭著說，我被打傷了沒有關係，

但是這國家不能亂。受傷員警們的家眷也跳出來，要

政府嚴懲黨外人士。那時候受傷的軍警也是多達一百

餘人。美麗島事件後來被證實是國民黨自己人打自己

人，然後再嫁禍他人的政治迫害的陷阱。

  35年之後的2014年的323抗暴事件，學生群眾被國民

黨的警察以暴力相向，被伸縮性的鋼製的警棒打到頭

破血流和骨折，還有被盾牌剁傷等等，造成學生群眾

近百人的輕重傷。但是從行政院長江宜樺的口中，竟

然說出有1百30名的警察受傷，人數遠遠超過學生群眾

受傷人士的兩倍之多。然後警眷團體也出現了，訴說

多日未見父親，希望學生早日回家，也讓警察回家。

再來就是新聞媒體又開始抹黑太陽花學運了。大家可

以拿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和2014年的323抗暴事件來作

一個比較，完全是一個樣！只不過差別是在年代及地

點不同而己。1989年發生在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大屠殺

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袁木就說，有兩百多名解放

軍被殺，沒有一個學生被殺。手持AK-47自動步槍的解

放軍竟然打不過手持棍棒的抗議人民，你相信嗎？這

就足以證明國民黨和共產黨真的是一對「婊兄婊

弟」！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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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服貿的問題鬧這麼大?甚至會有人覺得是民主倒車?
Darren Huang

  這裡我不談服貿內容，我想說明的是"根本的問題"...
  如果台灣今天是跟美英法德澳等國家簽定服貿還是其
他經濟協議，會有這種抗爭嗎???
  就算會有爭議，抗議規模也不會這麼大、這麼激烈。
  會有這樣激烈的抗議是因為對象是中國，一個整天處
心積慮要佔領台灣的國家。
  我講粗俗一點，今天有一個大老闆說要跟你簽約做生
意，而那個老闆早有先例、而且你也知道他整天處心積
慮想中出你老婆、女兒和老媽順便搶你公司，跟這老闆
做生意你能不小心嗎?然後，你家跟大老闆有血緣的馬
管家突然告訴你說:"我幫你跟他談好了<生意上的>合
約，但內容不能公開也不能更改，反正你家門打開放心
簽約就會賺大錢，我替你保護老婆、女兒、老媽的安全
"...你會相信、信任這個管家嗎?
  馬管家甚至威脅你說:"我已經跟他談好了，如果你不
同意，就會在國際商場上失去信用，最後你會破產。
"...然後跟你家的僕人們連手要強行把你家的門打開讓
大老闆的人進來，這節骨眼上，你真的還可以無動於衷
嗎???而你幾個還在讀書的兒女覺得有問題，為了抗爭
把你家客廳佔領了，叫你快醒醒想清楚起來反抗，馬總
管跟僕人們跟你說:"你那些兒女是暴民、他們不懂事，
快叫保安揍他們、叫他們閉嘴，我來你家住了幾十年
了，做牛做馬也是你的家人跟你一樣愛這個家~
親!"...你會真的相信自己子女是暴民、而總管跟僕人
才是家人?你難道不懷疑什麼時候管家可以未經同意就
代表你來(談)簽合約了?而且合約內容居然你還不能看
也不能改!說實在的，面對這樣的事情如果你不憤怒不
反抗，你家破人亡也只是早晚的問題...
  再來說內容公不公平、對不對等的問題...今天你玩
一個線上遊戲，要跟一個對手PK，你血2,300滴，對手
血140,000滴，就算兩個人裝備、技能都一樣，你覺得
誰會贏?台灣面對中國，就是這樣的局面，條件就算一
比一、公平的開放，你能傷害他多少、他能傷害你多
少?這樣的開放有公平對等???更何況這種協議還蓋著
"國防布"，你不能看也不能改。
  回到遊戲的例子，撇開PK不談，那個對手之前就曾經
不斷出小招對付你，練功時成天搶你怪、還叫公會其他
團員排擠你，然後現在突然要跟你一起打副本，而副本
的設定是隊友可以互砍，這種副本你會跟他一起去
打?你確定他不會補你刀、然後撿你的骨?
  這是我認為可以簡單解釋這次"服貿事件"的說明，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人了解，這次是"你自己的事"，之前
關廠工人抗爭，你認為那是別人的事，不參加。大埔拆
房子的時候，你認為那是別人的屋，不參加。洪仲丘冤
死的時候，你認為那是別人兒子，不參加。
  但這次...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不參加、不反抗，
繼續冷漠無感，或只是對兒女們說"靠你們了、加油"。
我覺得你最好開始做"失去這個家、終身變成大老闆奴
隸"的準備。

  在江宜樺、馬英九沒有針對318學生運動中學生所提
出的要求，提出回應後，學生終於按奈不住衝入行政
院，以行動展現他們所說的擴大抗爭。不知是否因為立
法院、行政院相繼被學生攻破而惱羞成怒，江宜樺下令
於今天清晨強制驅離在行政院的群眾與學生。警方驅離
行動時以優勢的武力，殘暴地攻擊手無寸鐵的學生與群
眾。  
  我們對馬政府的國家暴力給予最大的譴責。
  一、學生以和平的方法越過行政院前拒馬與警力，進
入行政院後並沒有大破壞，反而是以靜坐的方式，表達
「愛與非暴力」的行動原則。
  二、警方採用前所未有的殘暴方式驅離學生，以盾
牌、警棍擊打學生與群眾的頭，以拖拉的方式將學生拖
離現場。這些舉動已經逾越警察正常使用其公權力的範
圍，是國家暴力。
  三、江宜樺、馬英九必須對這次的行動負起完全的責
任。他們並沒有真誠地傾聽民意，只一心一意要學習中
國的獨裁恐怖統治，用殘暴的手段攻擊在行政院的民
眾，並恐嚇在立法院四周參與這次學運的學生與民眾。
這種行為已經背離民意，違反民主及漠視人權。
  我們除了譴責馬，江的國家暴力外，也祈求台灣能在
「愛與非暴力」的原則之下，使公義與和平落實。我們
要求馬江出面，為破壞民主體制、使用國家暴力向人民
道歉，並退回黑箱服貿、維護民主體制。
  「促進和平的人多麼有福啊；上帝要稱他們為兒女！ 
  為了實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麼有福啊；他們
是天國的子民！」(馬太福音 5 章 9-10 節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總會議長：許榮豐  總幹事：林芳仲
              2014 年 3 月 24 日

  我認為，公民是"公正有理性的國民"...什麼事情都
不反抗不思考的只是"順民"...什麼事情都相信政府跟
媒體的則是"愚民"...
  至於什麼是暴民?不過是一個"政府、政權"用來形容
"反抗政府的人"，跟某人說過的"我把你們當人看"應
該是差不多的意思。但請別忘了...你現在享受的權
益，都是那些暴民衝撞體制甚至引發"革命"來的。如果
你不能認清這個事實，我不認為你有資格配稱的上是
"公民"，而這個政府，正在一步步把公民推向革命的道
路上。
  最後，我想說...台灣是世界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
灣。
  我是台灣人。                      <版權沒有>

譴責國家暴力、追求和平公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聲明



    We write to express our concerns for the use of force deployed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ward peaceful and unarmed 
student protesters in Taiwan.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has allowed for robust political discussions on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We 
therefore urge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embodied in its Constitutio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dealing with peaceful 
protests. W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can continue to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s with its protesters and take 
active steps to reach a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resolution.
Background 
    On March 18, 2014, hundreds of students entered and occupied the Legislature Hall in protest against the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when the ruling party secretly forced the motion of cross-strait trade deal to the legislative floor in thirty seconds without a 
bipartisan clause-by-clause deliberation as previously agreed upon by the Legislature itself.
    On March 24, when some of the student protesters extended the sit-in to the nearby Cabinet Office, the authority immediately 

ordered 5,000 armed riot policemen to remove them. During the eviction, as evidenced by photos and videos, the riot police 
illegally and inappropriately used disproportionate force against the students.  The riot police swung their PVC shields and hit the 
protesters on the legs. They dragged students off the ground, and beat those who struggled with batons. Approximately one 
hundred were injured, including students, on-duty journalists, a physician and a congresswoman. Some fell unconscious as a result 

of the beating. The Premier claimed the police action was legal and appropriate the next day.
    There are still hundreds of students remaining in Legislative Hall at the moment.
Contact
Yi-chen Lo
S.J.D. Candidate, Harvard Law School
ylo@sjd.law.harvard.edu

Szu-Yu Kuo
Ph.D. Candidate, Harvard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szuyukuo@fas.harvard.edu

Kevin Chen
Ph.D. Candidate, Harvard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kevin@seas.harvard.edu

List of Signatures
Mario Biagiol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Law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UC Davis School of Law; Associate/Affiliate Faculty,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Sarah Bracke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Women's Studies and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WSRP Research Associat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at Ghent University

Hsiao-wen Cheng
Visiting Lecturer on Women's Studies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WSRP Research Associat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C.-T. James Huang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Harvard University

Amanda Izzo
Visiting Lecturer on Women's Studies and American Religious History and WSRP Research Associat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Sheila Jasanoff
Pforzheimer Profess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Duncan M. Kennedy
Carter Professor of General Jurisprudence, Harvard Law School

HT Kung
William H. Gates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arvard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Tun-Hou Lee
Professor of Virology,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arvard University

Zilka Spahic Siljak
Visiting Lecturer on Women's Studies and Islamic Studies,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Lihi Ben Shitrit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Women's Studies and Religion and Society and WSRP Research Associat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Teresa Kuo-yu Tsui
Assistant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at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Salil Vadhan
Vicky Joseph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Harvard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Jacquelyn Williamson
Visiting Lecturer on Women's Studies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and WSRP Research Associat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P-6-

2014/04/03(四)

NO.116

We Urge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Resolution of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wsunflower2014/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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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了服貿的會場，經過東吳法律的小場子(仁愛

路景福門前)在那裏聽各界人士以及學生們的演講，本

來想上去講幾句，無奈排隊人數眾多，只好作罷xd。

  畢業了許多年，在幾個產業待過，將我在工作上的

一個公開的秘密分享給在學的、要畢業的同學知道。

  以旅遊業為例，大陸對於旅遊業並不是一個自由開

放的市場，台灣旅行社過去接團是受到種種限制，首

先，台灣的旅行公司去大陸招團必須要先和對岸的

省、市委書記、旅遊局長買"名額"，因為旅行團的人

數是有配給的，而這些配給的操控權自然在這些官員

身上，而台灣的旅行社在這個爭取案子的過程中，必

須花費大量的"公關費"，等到好不容易到case後，你

以為旅行社就可以開始安排行程賺錢了嗎？NO!!!

  這些來台灣的旅行團，行程是由對岸的旅遊局規定

的，他們可以指定要去哪裡、住什麼飯店、去哪家餐

廳、哪裡消費，甚至用哪家的遊覽車都可以指定，(這

也是為什麼這次想參加抗議的團體租不到車的原因之

一)，而且陸資早已透過新加坡、香港等第三地城市、

國家所設立的人頭公司，直接買下或投資台灣的飯

店、餐廳、運輸、禮品店，接著再透過行政力量，要

求旅行社安排這些團體住進指定的飯店、指定的商場

等，所以陸客來台灣，住的是中資的飯店、吃的是中

資的飯菜、坐的是中資的巴士，買的是中資的禮品，

台灣人只賺什麼？

  只賺到了太陽餅、鳳梨酥，夜市小吃這些小額產品

和微薄的薪資，而真正的大宗消費還是回到的這些高

幹的口袋。

  等於陸客來台灣轉了一圈，錢卻賺回了大陸，這也

是為什麼兩岸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以來，人數不斷上

升，而一般平民百姓卻沒什麼感覺的原因。

  服貿還沒通過尚且如此，一旦通過了會有甚麼後果

大家可想而知，現在因為法令的關係，這些"外資"還

不得不用台灣人，等到開放後，相信將有一批人會被

輕易的取代，這種一條龍的經營模式，未來不僅僅會

被用在旅遊業，其他產業也會如此。

  還有另一個悲哀的地方是，這些大量的陸客來到台

灣後，飯店業務增加不少，但基層員工的薪資卻沒有

得到實質上提升，更甚者利用"產學合作"的方式，直

接剝削年輕勞力，以前這些年輕人只要讀完二專，就

可以直接找正職的工作，並在工作中由業者安排員工

訓練，在訓期間視同正職。

  而今產學合作是不得不做，不然無法畢業，薪資也

只有5K~10K，這些產學合作的學生又直接擠掉正職工

作，勞力淪為免洗，這樣的情況服貿開闢後只會更糟

糕。

  另一個我目前從事的行業，也在這次服貿開放的項

目之中，是甚麼產業就不提了，這行業在台灣是沒有

一個公開的秘密
faiya (Dis)

限制，只要你有錢就可以開店，但在大陸同樣是受到

限制，需要拿到"特許"牌照，而且這個牌照說收回就

收回，毫無保障可言，我們一方面開放給他們方便的

同時，我們自己卻受到種種限制，面對這種不公平的

貿易條例，除非是既得利益者，不然就是一味只追求

GDP的學者們才會支持，其他的人我想不到甚麼支持理

由，我個人並非反對服貿，而是反對這麼不公平、這

麼模糊不清的服貿，服貿是一定要簽，因為台灣沒有

資源，只能靠貿易維生，但不代表要把台灣賣了苟活

一輩子吧!!

路見太平 拔刀欺負

  這個呆帳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一般旅行業務，是旅行公司收錢後，把錢匯給旅遊

地的旅行公司(一般會扣1~3成的手續費，剩下的才是

給對方安排行程的資金)由他們安排導遊及行程等等當

然我們的旅行社去接陸團也是要透過這些接地社，但

他們的旅遊公司往往不付現而直接開票子，一開就是

半年一年，(在台灣票子能到三個月就該偷笑了)，也

就是這些陸團來台的機票、吃、住錢都是由我們的旅

行公司先行代墊，請問有幾家公司的資本額可以雄厚

支撐到半年以上都沒有現金週轉的??

  然後台灣的旅遊公司為了賺錢，只好用招坑殺遊客

的消費站模式，造成一堆商業糾紛，還影響國人的旅

遊品質，最後更過分的就直接讓接地社惡性倒閉，留

下一屁股債，大陸是個批著自由資本主義的皮，而行

集權國家主義的狼，與狼打交道可以如此粗枝大葉，

這應該也是台灣奇蹟吧！(2014-3-31)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396201455.A.CE4.html

黑道囂張；馬蹄踉蹌
林榮典  

白狼出拳衛悍馬  黑道囂張舞獠牙

治國無方氣數盡  台灣人民齊討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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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導演給佔領立院行動同學的一封信
  那一晚，當學生用力踹開立法院的大門時，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激動。不是因為學生強烈的手段，而是
我深刻體認到一種捍衛臺灣的自覺行動就此展開了！
  雖然到現在，對於服貿所影響的真正範圍與程度，我仍還是霧裡看花。可是，我明白、理解，而且支持這群冷
靜坐在立法院議會裡的學生所要傳達的訴求。
  對於這群年輕人的勇敢，我很服氣。
  然而，就自己以一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平民老百姓而言，我還有某種必須坦誠並直視的真實情緒……那就是
「害怕」。
  我害怕以後沒辦法再聽見屬於自己土地的歌謠。害怕以後沒人再說屬於自己土地的故事。害怕以後再也聞不到
屬於自己土地的味道。
  而且，我也害怕自己必須離開家鄉，依附他人才能夠繼續生存。即使，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我害怕。是真的很害怕。害怕為了賺大錢而失去原本的臉孔。
  我曾經問過身邊的朋友：「你會在自己家裡的陽台種上一顆巨大的大樹嗎？你會在自己家裡的後院種上一整片
寬闊的森林嗎？」
  「其實，只要在這裡種上適宜的小花小草，也可以吸引蝴蝶的來迎。這樣不也是一種美好的生活嗎？」
  或許，巨樹與森林所帶來的庇蔭會帶給我們所謂生理上的物質滿足，但是卻也很可能讓週遭的空間與養份受到
吞噬，不僅使得原有美好的小花小草受到嚴重的生存考驗，甚至還會因此失去心理上的靈魂歸屬。
  我想問：「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只為了滿足生理上的需求，而喪失心理上的歸屬？可不可以不要只為了賺大錢，
而被迫將這裡原生的美好徹底破壞，失去了原本的臉孔？」
  我無法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相同的擔憂，但至少我自己是如此地徬徨不安。
  當然，會有人安慰著：「你不用怕！我保證最終絕對不會是最壞的結局。」
但是我有個疑問：「你要如何保證？要用什麼保證？」如今已經是個法治社會，在沒有法律實質監督的情況下，
是又要如何保證？
  或者應該說：「我要如何相信？」我要如何相信這所謂的「保證」？
  如果這「保證」跳票了呢？我又應該找誰、用什麼方式追討回來？
  現在的我，擁有的只是一連串滿腹的疑問。
  然而，有權力能夠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人，不是坐在立法院議會裡的學生，也不是靜坐在馬路中央或是在沙發
上看電視的平民老百姓。
  有權力能夠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位在上面往下看的「大人」。
  當我知道學生踹開立法院大門的時候，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並且也才開始警覺到這件事情。無論是「服貿」的
問題，還是「黑箱」的問題。
  可是，這群學生卻不是真正可以解決事情的人。所以，不需要把社會關注的壓力丟回給這群學生。也不用問這
群學生：「你們有退場機制了嗎？你們什麼時候要回家了？」
  然而真正有權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卻只是坐在旁邊看著這群學生。
  那些由人民賦予權力的「大人」啊！你們有沒有想要解決真正的問題？
  你們要解決的，並不是這群學生！
  而是他們所質疑的問題啊！
  你們要研究的，是如何正面回應這群學生的訴求！
  而不是算計如何讓他們退場的方案！
  大人啊！你們真的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最後，我想要認真地再問一個問題：「服貿，真的不能重來嗎？」
  真的不能先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以後，再來重新檢視「服貿」嗎？
  為什麼非得要在這時候強行過關呢？為什麼非得把自己逼到無「法」規範的境界呢？
到底是為……什……麼？
  以上，只是我個人霧裡看花的見解與想法，並非是無懈可擊的大道理。
  但是我能無愧地告訴每個人：「我是真的希望以後自己還能夠聽見屬於臺灣的歌謠，述說屬於臺灣的故事，聞
著屬於台灣的味道。」
  在這裡，我要鄭重感謝這群如此捍衛臺灣民主的學生，謝謝你們讓我看到屬於臺灣的美好！真的，非常感謝。

                                                                                                

                                                                                                     我是魏德聖。我在臺灣。2014年3月30日。



P-10-

2014/04/03(四)

NO.116

〈島嶼天光〉Island  Sunrise
太陽花學運創作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8JDbtXZm4

  發佈時間：2014年03月29日

  「太陽花學運」創作歌曲〈島嶼天光〉（Island's Sunrise）音樂錄影帶首播－滅火器樂團 X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學生

  「太陽花學運」相關運動團體因反對黑箱運作的「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所發起的非暴力抗爭，佔領立法院議場

已屆多日，這場聚集了來自全台灣學生與公民們的運動，即將在本年度的三月30日於台北凱達格蘭大道會師。

  從三月18日開始，無論議場內的學生，或是於議場外守護全日的學生群中，最常聽到、並且從音響或是群眾口

中響起的歌曲，便是由滅火器樂團所創作的〈晚安台灣〉，〈晚安台灣〉這首歌曲出自滅火器樂團的專輯《海上的

人》，也是近年最為受歡迎的獨立音樂曲目代表，唱盡底層人民追求幸福與自由的心聲，與台灣所期盼的平和未

來，就這樣，這首歌曲成為運動每日必播的歌曲。也因此，在這個運動在媒體的扭曲下氣氛一度陷入低迷之時，學

生團體們開始思索一件事情：如何以藝術的能量來凝聚力量。於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團體（以下簡稱北藝

大美術系、電影系、新媒系、動畫系）鼓起勇氣向到現場獻唱的滅火器樂團主唱楊大正邀歌，期盼「滅火器樂

團」能夠為這個運動寫一個專屬的歌曲，「滅火器樂團」也有同感，並欣然許諾。

  在這個想法執行的當下，主唱大正前往立院為了歌曲創作找尋靈感，而當日正逢三月23日佔領行政院行動的時

刻，看見電視轉播的抗爭與暴力鎮壓，學運代表人物之一的林飛帆跟大正說：「我現在想到的是，我們需要一點溫

柔的力量。」。就這樣，在短短48小時內，楊大正寫出了〈島嶼天光〉一曲、並與「滅火器」包辦了編曲與錄

音，於3月27日當天與參與創作的學生們一同到立院內外的現場教唱，並錄下在場學生與群眾們的合唱，一起完成

了這首〈島嶼天光〉，隨後再由北藝大美術系與動畫系的同學們製作了兩首音樂錄影帶，分別為：〈島嶼天光－影

像版〉與〈島嶼天光－動畫版〉，會於今晚（三月29日）晚間九點與明晚（三月30日）將分別在網路上〈島嶼天

光〉的臉書平台與滅火器的臉書粉絲專頁首播。

  這首歌曲是屬於在這個時候選擇勇敢參與與關心這次學生運動的每位公民，同時也獻給所有感到疲憊、憂心國

家前途但永不放棄的世世代代，獻給台灣，期盼我們能有一個平和、安居樂業、貧富差距不再擴大且不被財團壟

斷，捍衛自由與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也獻給所有堅定不移的意志與靈魂，一起守候這個島嶼的天光來臨的彼時。

島嶼天光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2515...

滅火器樂團粉絲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FireEX?fref=ts 

備註：歌曲版權與影像版權皆為免費使用與轉載。
音樂創作：滅火器樂團  音樂/編曲：滅火器樂團/阿雞老師  詞曲：楊大正

影像創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與電影學院學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學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學生

企劃：吳達坤、陳敬元  執行：鄭宜蘋、王  琳  

影像素材提供：凌瑋隆、陳志誠、宋子凡、王冠鈞、陳昭廷、張能禎、Yellow、黃泰維、王俊皓、鄭淑貞、Anya

剪接：凌瑋隆、李基宏、賴志盛  影像：張能禎  照片：黃旭智

動畫影像： 

林軒愉、胡家毓、藍庭筠、林維玟、楊子新、劉承杰、林鈺翔、陳又瑀、賴薏筑

行動支持：有料音樂、ＡＡＡ亞細亞安那其連線

感謝協助名單：胡永芬、台大外文所黑玲 + 滅火器 Fire EX－島嶼天光 Island Sunrise

太陽花學運主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gNLY8nDxQ&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zN9t_NxYI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詞/曲楊大正 Sam Yang

編曲：滅火器 Fire EX /阿雞老師

 

親愛的媽媽 / 請你毋通煩惱我 

Dear mother, please don't worry 

原諒我 / 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

Forgive me / I cannot leave cause I must fight those unforgivable ones

歹勢啦 / 愛人啊 / 袂當陪你去看電影

I'm sorry / my love / I cannot go to the movies with you

原諒我 / 行袂開跤 / 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

Forgive me / cause I cannot leave /I must fight the ones that are making us bleed

天色漸漸光 / 遮有一陣人 / 為了守護咱的夢

Dawn is near / There are people here / Who resolve to protect our dreams

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 天色漸漸光

And thus vow to become stronger than before / Dawn is near

已經不再驚惶 / 現在就是彼一工

Don't be afraid / Today is the day

換阮做守護恁的人

That I protect you for a change

已經袂記哩 / 是第幾工 / 請毋通煩惱我

The days seem endless / but please don't worry

因為阮知影 / 無行過寒冬 / 袂有花開的一工

because I know / that when winter comes / spring shall soon arrive

天色漸漸光 / 天色漸漸光 / 已經是更加勇敢的人

Dawn is near / Dawn is near / We are braver than before

天色漸漸光 /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Dawn s near / Let's sing it out loud

一直到希望的光線 / 照光島嶼每一個人

Until the rays of hope / Shines upon everyone on this island

天色漸漸光 /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Dawn is near / Let's sing it out loud

日頭一（足百）上山 / 就會使轉去啦

Once the sun reaches the mountain / Then it's time to go home

現在是彼一工 / 勇敢的台灣人

Today is the day / For the brave Taiwanese

太陽花學運主題曲！
島嶼天光（台/英歌詞）

Island Sun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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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島嶼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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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不再有教學舞台，希望別人也有興趣開授此課

與學生共享。 

最浪漫的文化

  在一般刻板印象中，拉丁美洲文化落後野蠻，不登

大雅之堂，但是學生卻很好奇與喜歡。數年前電影

《摩托車日記》上映，演出革命家切‧格瓦拉學生時

代的故事。有位女孩突然來電，邀我觀賞。她自述選

修過我的課，想不到竟然聽到她最崇拜的英雄的故

事。還有一個女學生把她的電郵帳號改名為carlos。我

問她怎麼取了西班牙文的男性名字，她說她很喜歡阿

根廷探戈舞與早期探戈明星Carlos Gardel。

  西班牙人浪漫，拉丁美洲文化也跟著浪漫。阿根廷

斐隆總統與艾薇塔的故事淒美感人，哪個學生不想接

觸馬丹娜主演的電影《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

【 YouTube觀 賞 Madonna-Evita-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11/19】墨西哥三大畫家的壁畫運動獨樹一

格，電影《揮灑烈愛》敘述女畫家弗里達傳奇浪漫的

生涯【YouTube觀賞Frida(2002)HQ trailer】。有誰能夠

抗拒巴西嘉年華會的誘惑【YouTube觀賞Carnaval Rio 

de Janeiro 2013】？

  我開過「世界宗教」科目。別人不會像我興趣這麼

廣泛，也把拉丁美洲的兩個小宗教納入教材。海地的

巫毒教與巫毒娃娃(Voodoo Doll)神奇有趣，電影《鬼

娃新娘》(Bride of Chucky)就以巫毒教為背景。而牙

圖↑尼加拉瓜詩人魯本‧達利
歐。(右圖)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
革命廣場，背景是達利歐國家劇
院。

  寫過伊斯蘭之戀、非

洲之戀、太平洋之戀、

東南亞之戀，遲遲才寫

拉丁美洲之戀。不研究

全球，休想具有國際視

野。朋友質疑研究拉丁

美洲有甚麼用。且舉最

現成例子。台灣想要加

入TPP (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必須獲得12個

會員國同意，其中3個

就在拉丁美洲 (墨西

哥、智利、秘魯)。平

時如未研究，臨時必然

手忙腳亂。

  在我開過的大約十種

通識科目中，「拉丁美

洲文化」是最生動有趣

的。六十多年來台灣似

乎只有我開過這門課。

買加的拉斯塔法理教(Rastafarianism)脫胎於基督教，

誕育於非洲歷史上的返回非洲運動(Back to Africa)與

衣索匹亞末代皇帝賽拉西崇拜，信徒Bob Marley創立

雷鬼樂(Reggae)。

  歷史系出身，我習慣一切事物都話說從頭。「拉丁

美洲文化」這門課就從印地安人獨特的三大古文明 

(阿茲推克、馬雅、印加)談起，也應該順便談談他們

的後裔。玻利維亞在印地安原住民總統莫拉雷斯主政

下，何嘗不可視為古印加帝國的現代版復辟？接著應

該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統治、

拉丁美國各國獨立運動與其後的發展等等。

歷史的邂逅: 拉丁美洲與台灣

  拉丁美洲與台灣也有歷史聯結。公元1626-42年西班

牙菲律賓總督派人統治北台灣，而菲律賓總督則是由

墨西哥「新西班牙副王國」任命的。先是1535年西班

拉丁美洲之戀
蔡百銓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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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國王查理五世以今墨西哥為核心，成立新西班牙副

王國(Viceroyalty of New Spain)，同時指派孟多扎擔

任首屆副王(Viceroy)。1565年新西班牙副王派遣探險

家雷加芝匹 (Migu在菲律賓宿霧建立徙置區，1571年

改以馬尼拉為菲律賓殖民地首都。

  我藉著翻譯書，引入外國文化，開闢或增強一些研

究領域。我翻譯《現代拉丁美洲》向官方出版社申請

出版。審稿的教授說前述「副王」應該譯為總督。我

反問那麼Governor (總督)應該怎麼翻譯？他說翻譯為

州長。類似這種無聊的詰難層出不窮。結果，我這本

書譯稿未能出版，還賠款七萬多元 (參見拙文「秀才

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與「從翻譯管窺台灣文化劣根

性」)。有人說我侵犯別人研究領域，才會遭到撲殺。

從此我不再翻譯學術著作。我翻譯這本書前後四個英

文版本，長達十多年，花了兩年多工作天。現在台灣

學生想要閱讀中文的拉丁美洲史，必須求助中國學者

的著作或翻譯書籍。台灣學者無心或者沒有能力翻譯

或撰寫相關的教科書。

祖國雖小，夢想使它偉大

  路經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邂逅路邊「尼加拉瓜公

園」。公園面積大約十坪大小，只有兩座木製四角涼

亭，與尼加拉瓜這個國家似乎毫不相干。修造者應是

有心人，想要藉此連結台灣與尼加拉瓜。事後打聽，

果然原本尼加拉瓜大使館設在附近，後來遷到天母，

公園就遭到廢棄命運。

  尼加拉瓜公園可以把遊客的心思帶引到中美洲，為

他們開闢一扇心靈之窗。想要擴大國人國際視野，就

必須這樣一點一滴作起。公園裡可以畫上一幅中美洲

地圖，告訴遊客尼加拉瓜位在何處。也可以畫上尼加

拉瓜國旗與國徽。豎個銅像吧！不妨選上尼國現代主

義大詩人達利歐（Ruben Dario, 1867-1916）。

  夢想使人偉大。銅像基座上可以鐫刻他的名言：

「祖國雖小，夢想使它偉大」（Si pequeña es la patria, 

uno grande la sueña. If the homeland is small, one 

dreams it great or large）。中國有大國崛起的中國

夢，台灣應該也有小國崛起的台灣夢。

拉丁美洲文物館

  寄望博士/教授帶引我們了解拉丁美洲嗎？不要作夢

了。想像著台灣某個縣市建有一座「拉丁美洲文物

館」。我們驅車轉入波利伐路，發現聖馬丁公園對面

坐落著這座拉丁美洲文物館。進入館內，迎面是阿根

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塑像，背景是一幅拉丁美洲地

圖。左側有一個福利社，撲來濃濃咖啡香，探戈舞曲

飄在空氣中。進入內室，只見一座瑪雅金字塔模

型.....。文物館不定期舉辦演講介紹拉丁美洲，也表

演拉丁美洲舞蹈。

可以休息了

  「拉丁美洲文化」是我的最愛，但是我必須忍痛永

遠放棄這個園地。我沒有博士學位，我翻譯的教科書

無緣出版，我編篡的講義因為隨身碟遺失而消失。在

台灣這種懶惰且病態的學術環境裡，如果希望有人開

授這門課，或許必須等到下一輩子我投胎回來台灣。

我彷彿聽到天使在我的耳畔輕聲呼喚：「可以休息

了。不必折磨你自己，不必活得這麼辛苦。」

(續接前頁，拉丁美洲之戀)

   十萬份聯署請歐巴馬回答馬英九的綠卡狀態

  這十萬份聯署的目的是要美國總統歐巴馬公開答覆馬英九是否是美國公民？或是他仍保有美國的永久居留

權？連署的方法如下：

  一、請點選這個網址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nswer-if-taiwan-president-ma-ying-jeou-one-us-citizen-

or-not-and-does-he-have-permanent-resident/G6mvpplK

  二、選擇下面的「Create your account」按鈕，然後輸入你的 email 帳號、First name（英文名）、Last 

name（英文姓氏）、及五碼的郵遞區號 ZIP，接著系統就

會寄出一封確認郵件到你剛才填寫的 email信箱。

  三、將確認郵件中，那條長長的的確認網址複製，再

貼到IE或 Google Chrome等瀏覽器的網址列，然後按Enter

就會進入剛才的白宮網頁，最後再選Signature的按鈕就完

成連署了！



P-14-

2014/04/03(四)

NO.116

  下一夜雨，今早繼續下。烤貝果早餐加老虎咖啡

杯。今天要去看阿扁總統，他生肖老虎，只是現在虎

落平陽被犬欺。

  今天咖啡是美式，用三個杯子，保溫能力與失溫速

度各自不同，可讓我同一時間體驗咖啡不同溫度的變

化。好的咖啡會跟紅酒一樣，經氧化產生系列變化，

包括濃郁、苦澀、果香、火山岩味道等等。化學調配

的則一成不變。

  生活的品味藏在細節裡，而不需要花更多的費用。

  3月29日總統去中榮作做完腰椎穿剌與脊髓液檢查。

一切順利。脊髓液壓力正常、常規檢查蛋白、糖、血

球數都正常。有留一些我會安排，要做特殊腦化學傳

導物質檢查。

  術後頭痛。下午二時張主任過去會診。3月31日致中

通知我總統檢查之後一直感到頭痛、頸背僵硬、非常

不適。我告訴他補充輸液、平躺休息。起來會頭痛，

週內會恢復，在預期中。

  腰椎穿剌術後85%頭痛，我已建議穿刺當天開始給輸

液。只有10%術後脊髓液持續外漏造成長期頑性頭痛。

為預防術後需平躺壓8～12小時以上。

  昨天再問我，現在躺下會較好，起來就很不舒服。

萬一脊髓液外漏，可能要抽總統的血液去補。我先建

議平躺、輸液、止痛藥。今天如中榮許可，我會專程

跑一趟。

  上午看完教學門診，我趕去中榮精神科會診阿扁總

統，預計中午12時到。

  中午到台中搭高鐵便捷車，車上沈思阿扁總統的近

況與對策。烏日高鐵站買個台中福華便當，在中榮精

神科午餐等張主任。

  下午一點半，我看完了陳總統。頸部緊與頭痛都已

改善很多了，臨床檢查無腦膜炎現象，MRl無脊髓液外

漏、無出血現象。是脊椎穿剌後頭痛，一般6～8天內

消失。再兩天都無頭痛即可出院，請大家放心。

今天喝老虎咖啡去看阿扁總統
陳順勝醫師

圖↑趕 陳順勝醫師。去中榮精神科會診阿扁總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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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搶救扁辦！請不要讓扁辦消失，
請不要讓支持阿扁總統的聲音消失！

 
各位台灣的國家主人，平安：
  因為內心堅持的理念相契合，因為不捨陳水扁總統受到政治迫害、囚禁黑牢已2,000天，因為對咱ㄟ母親台
灣滿滿的呵護與疼惜，讓閣下毅然選擇投身公義平反之路。如果沒有您們不離不棄的支持，本會2013年感恩餐
會不可能順利圓滿舉辦。致中再次表達誠摯謝意，並懇請您賡續支持2014年【唱自由ㄟ歌‧行公義ㄟ路 - 凱
達格蘭基金會9週年感恩募款餐會暨阿扁總統「黑牢之聲」新歌發表】，不要讓黑牢中的阿扁總統孤單，不要
讓暗暝中等待天光的燭火滅息。
  凱達格蘭基金會係由陳總統一手創辦。在國民黨立院黨團報復性刪除陳總統之卸任總統辦公經費後，亦肩負
起「扁辦」的實際功能，持續努力對國內外各界發聲，讓人民更加瞭解扁案的冤屈、扁病情的真相以及八年執
政的成績，並累積社會上更多聲援的能量，以期達到阿扁總統平反回家的目標。所以本會是支持阿扁總統最重
要的力量之一。贊助募款餐會正是挺阿扁總統最直接有力的方式。

「黑牢之聲」CD係由陳總統2009年在獄中所作詞之「等待天
光的花叢」以及「阿公的心情」首次譜曲完成。字裡行間充
分流露對天光日頭的盼望、一個阿公思念愛孫之情、一個夫
君心底深處對於牽手不渝的意愛，令人無限動容。
  回想去年餐會前，致中收到一位未曾謀面的支持者寄來兩
個小豬撲滿。他在紙條上寫著，因為馬政府太爛，小生意不
好做，力量小但一定要幫忙扁辦的餐會；阿扁總統為台灣人
做了那麼多事情，卻因政治迫害坐黑牢，真無甘！
  我看著這些文字，不禁紅了眼眶。雪中送炭、情義長久。
公義平反之路或許終歸平坦，但不會從天而降。我們會加倍
打拼，越挫越勇。感恩、魯力！（文宣資料如附件請卓參，
可購票也可自由贊助，均致贈─獨家限量版最新【黑牢之聲
CD】答謝。贊助專線 02-3322-3818，謝謝。）
祝福  闔家平安喜悅！                                                                    
                               
                              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                                                                                                
                                      陳致中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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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4年4月3日下午1點半

地點：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1樓

  一、南市府偷跑程序，趁反服貿之際召開公展

台北立法院正逢反黑箱服貿，訴求之一正是反對程序

不正義，南鐵案亦是黑箱作業，程序不正義的代表，

南市府竟想趁著媒體聚焦立院之際，偷跑程序召開公

展，如此惡劣行徑實與國民黨立委30秒通過服貿無

異，賴市長身為民主之都的市長竟做出如此決策，讓

市民倍感痛心，並希望市府能召開聽證會，解決南鐵

所有爭議，不讓黑箱事件、程序不正義之事發生在台

南。

  二、市府用逐戶拜訪擾民，自救會也用逐戶拜訪市

府詢問南鐵爭議

南市府利用逐戶拜訪強行推銷「安置方案」，而安置

方案的實質內容，即是強拆民宅，強徵民地，再要求

居民在毫無其他選擇的情況下領取市府訂定的補償

金，另購安置方案。南市府無事先與居民聯絡，強行

進入家中，讓居民倍感恐慌及困擾，甚至讓有些居民

患上憂鬱症；而自救會打算在當日，至市政府向賴市

長逐戶拜訪，詢問南鐵一切爭議，希望能夠得到解

答，並希望市長能承諾南鐵原軌施作不東移，不讓大

埔慘案在台南發生。

  三、距去年九月說明會已過半年，住戶訴求尚未得

到南市府正面回應

去年九月南市府原定舉辦四場的「台南市政府與鐵路

地下化拆遷戶溝通互動座談會」，居民所提出的問

題，例如市長若無法承諾東移是唯一版本，為何不為

市民召開「聽證會」，採納各界專家、學者之意見，

但在第一場的互動說明會中，北區居民黃小姐即向聲

援學生反映賴市長像臺錄音機般不斷重覆過去的政策

宣導，許多都是不實的內容，而在第二場拒絕學者專

家入場，在第三場竟然打傷會長，甚至第四場就直接

取消。

  從2012年夏天沿線收到開會通知單才知道自己的家

要被徵收的那天起，南市府跟沿線開了各式各樣的

會，有居民與市長面對面的說明會、有把居民拒於門

外的工程論壇、有學生跟教授都進不去的互動說明

會，甚至還有關起門來的逐戶拜訪，4月7日、9日又即

將召開的「都市計劃公開展覽說明會」此舉不免令人

質疑不解爭議，反而是急於趕跑程序以「公園用地」

強行包裝以公共之名行強徵之實，試圖模糊根本的問

題！

  問題是：臺南真的需要四十米綠園道嗎？真的需要

四十米綠園道去徵收四百多戶房子嗎？荒謬的規畫與

不符的比例原則，其背後真正的原因為何？

  問題是：原本府城沿線令人驕傲老屋欣力、巷弄、

老房子及人與人，人與土地緊密聯繫的鐵道風景，難

北黑箱服貿 vs 南黑箱東移比較表：

道敵不過四十米綠園道的都市風貌嗎？難道市長對府

城的想像藍圖只剩下整齊劃一的四十米綠園道嗎？

  問題是：辦了這麼多場說明會，有哪一場是有真正

正面回應住戶訴求的實質會議？

  沿線要的不過是基本人權，邀請南市府把人當人來

看待。賴市長既然可以同理黑箱服貿，應該也不難同

理黑箱東移，更何況立委時期也曾跟居民站在同一邊

的反東移，但換了位置，為何就換了腦袋？自救會再

次呼籲：放棄黨政利益，正視居民訴求！另附上南、

北黑箱比較表，我們希望賴市長能明白，一念之間，

就可以化解爭議！

  最後以賴市長給馬總統熟悉的呼籲，希望賴市長對

待他的人民，也如同他對馬總統的期待：「孩子不是

對手，孩子更不是敵人！」當人民與政府產生信任危

機，地方的領袖不該視而不見，賴清德要像個市長，

負起責任化解爭端，坦誠面對居民與學生的訴求，不

能讓社會為此再付出更大的代價！並邀請台南市各議

員為我們聲援。

  [三大訴求]

 （一）停止都市變更！

 （二）原軌施作不東移！

 （三）辦聽證解爭議！

反臺南鐵路東移自救會

南鐵居住正義青年小組

台南市促進鐵路地下化合憲正義協會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038

0403反南鐵東移記者會採訪通知暨新聞稿

自救會籲南市府解爭議辦聽證，勿強行變更用地跑程序！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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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
台灣關係法35週年—台美關係回顧與展望

座談會
【時間】4/10(週四)上午10時~12時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B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主持】張炎憲 (台灣社社長)

【與談】吳釗燮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前駐美代表)

        高英茂 (前外交部政務次長)

        陳文賢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主辦】台灣社 02-2396-0900

  美國在1979年元旦與中國建交，美國國會在同年

3月底通過《台灣關係法》，卡特總統在4月10日簽

署施行，法案共18條。值逢《台灣關係法》施行即

將屆滿35週年之際，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

月25日無異議通過494號決議案，重新確認《台灣關

係法》中的各項承諾。儘管，美國內部對台灣問題

仍有「棄台論」、「台灣芬蘭化」、「向台灣說再

見」等論調。不可諱言，35年來，《台灣關係法》

對西太平洋的穩定、和平，對台灣的安全、人權，

以及台美之間的經濟往來都有很大的助益與保障。

  1.檢視台灣關係法內容

  2.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關係

  3.台灣關係法與美國對台政策

  4.美國重返亞洲策略

原貌盃親子寫生活動
時間：5月24日(六) 08:30~15:30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福林路60號(台北市士林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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