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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花學生起義甫告落幕，自由台灣陣線等團體接棒

延續。有人推崇台灣公民運動蠭起，顯示台灣是個充滿

活力的新興民主國家。大錯特錯！台灣是一座民主憲政

的原始叢林，經常刀光劍影。台灣再不從根救起，將會

不斷失血而死亡。試問南韓民主化後，南非政權移轉

後，誰像台灣這樣騷動不安。摩西制定十誡，我曾七度

上書建議李登輝制定第二共和憲法。錯過制憲大好良

機，如今革命永遠尚未成功，同志永遠必須努力。

 余英時讚美太陽花學運「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

制」。然而台灣果真擁有民主體制嗎？如果有，怎麼會

有公民運動層出不窮？學運暫時落幕，民主體制真的提

高了嗎？憲政制度仍是總統有權無責的人治或帝制，司

法正義仍然乏人信賴。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嗎？不是已經

開過大大小小至少一百次，也曾經修憲七次了嗎？

  不管怎樣，民主與人權互為表裡。2013年四月馬英九

公佈我國第一部《國家人權報告書》，今年四月應該如

期公佈第二部。本文就來談談台灣與聯合國核心人權條

約，結尾提出小小建議。

《世界人權宣言》與《兩盟約》

  聯合國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禍荼毒世人，因此積極

推動人權建設與世界和平。1948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

權宣言》。宣言除了序言之外，共有正文30條。前兩條

是總綱，最後三條是結論。其他條文分為兩大類： 

(一)公民權與政治權，從第3條到第21條；（二）經濟

權與社會權、文化權，從第22條到第27條。

  《世界人權宣言》只是一紙宣言，缺乏國際法效力。

因此1966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把它拆開，訂為兩個盟約

（covenants）《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盟約》與《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台灣把盟約譯為公約，導致

盟約與公約（conventions）混淆不清。本文把國內譯

錯的《兩公約》正名為《兩盟約》，敬請讀者留意（參

見第80期拙文「從翻譯管窺台灣文化劣根性」說明）。

  《世界人權宣言》與《兩盟約》合稱為《國際人權清

單》。《宣言》就像一隻巨鵬，《兩盟約》就像它的兩

個翅膀，才能展翅翱翔。

九個核心人權條約

  聯合國把九個涉及人權的國際條約，列為核心人權條

約（cor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包含《兩盟約》與《七公約》。稱為「核心」，乃因聯

合國針對這些人權條約設置不同的監督機關，規定締約

國每隔數年必須向監督機構提出報告。其他人權公約未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台灣與聯合國核心人權條約台灣與聯合國核心人權條約

出關播種，國際接枝 台灣關係法35周年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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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真諦/美國會挺服貿嗎？
人民議會意見書/困於十字「馬」口的台灣民主
反服貿學生「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的退場聲明
檢察官應徹查國家暴力的真相！
自由台灣陣線聲明稿/人權之戀
漫談「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
一元救台灣 緩繳所得稅 推翻馬暴政 你我都平安
如何馬上建立您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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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台灣人民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的瞭解還是很有限，

這可能是由於受外來的「中國」國民黨長年來洗腦灌輸

的後果。

  在與親友鄰居的談話或在媒體的報導中我們常受所謂

「藍綠惡鬥」或「不要介入統獨爭議」這種和稀泥不分

是非與對錯的用詞所誤導。

(一)不是藍綠惡鬥而是藍惡鬥綠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在制定法律與公共

政策以及政策之執行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與爭論，執政黨

握有統治權力，若為了緊抓權勢與金錢而違法硬幹，在

野黨必須加以監督與反制。目前藍色政黨─「中國」國

民黨擁有龐大的不義黨產可以操控選舉，而且與對岸中

國共產黨政權之間有不少黑箱作業的會談協議，在野黨

有責任加以揭發與監督，這就是「藍綠惡鬥」嗎？！其

實長年來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民主政治還是尚

未成熟，由於國會席次一直過半，國民黨長年來就是

「一黨專政」，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政府提出

的良好政策常遭國民黨立委杯葛與阻絕，如今國民黨馬

政府又重新執政，其實是「藍惡鬥綠」並不是藍綠惡

鬥，國民黨中央也常用黨紀操控其黨籍立法委員，使藍

惡鬥綠更是變本加厲。

(二)統獨爭議是必須面對的
  由於外來的「中國」國民黨以「終極統一」為其政

策，所以必會使台灣再次被外來的中國共產政權統一併

吞，本土的政黨民進黨及台聯黨則以維護台灣主權獨立

為其目標，台灣究竟要被中國統一併吞或是維護台灣獨

立主權，我們台灣國民必須作出正確的選擇，因此統獨

爭議是必須勇於面對的問題，不能閃躲與拖延以致喪失

時機。正如這次318太陽花學運傑出的領袖林飛帆所強

調的「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對台灣前途與

世代子孫的命運我們台灣人民必須把握時機作正確的抉

擇，即積極建立民主自由與獨立自主的國家。

  在這次學運佔領的立法院議場門口有好幾位民進黨立

委每天輪流守護議場內的學生們，而台聯黨的立委周倪

安在行政院前為了保護學生卻被暴警打傷，仍住在台大

醫院治療中，民進黨與台聯黨都值得我們真正的台灣人

支持，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諦！(2014年4月2日)

民主政治的真諦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設置監督機制，因而不列入核心行列。

  在《兩盟約》方面，締約國每隔數年不等，向聯合國

秘書長提出該國執行《兩盟約》的報告書，再由他分別

轉交給「人權事務委員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審

核。
  《七公約》是從《兩盟約》衍生而出的。締約國每隔

數年不等，向秘書長提出執行報告書，再由他轉交各相

關監督機關。《七公約》包括《消除一切形式婦女歧視

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禁止

酷行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保護所有移徙勞工

與其家眷權利國際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細節敬請參考

拙著《邁向人權國家:人權學18講》相關章節，2007年

前衛出版社出版。這本小書是我的政治遺囑，感謝李永

然大律師在其部落格簡介這本小書。
向台灣人民報告
  目前我國只通過《兩盟約》與《消除一切形式婦女歧

視公約》，政府也依照其個自的《施行法》發表報告

書。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因此報告不是提交給聯合

國秘書長，而是向台灣人民報告。
  2007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消除一切形式婦女歧視公

約》，陳水扁簽署批准，2009年行政院發表《〈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台灣)初次國家報

告》。2011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施行法》並自次年元

旦起實施。其第七條規定政府「每四年提出國家報

告」。
  2012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兩盟約》，馬英九批准《兩

盟約》與其《施行法》。2013年4月20日馬英九發表我

國第一部《兩盟約國家人權報告》三冊，並且承諾未來

每年都要提出國家人權報告。

  這兩部《施行法》的第八條分別規定:「各級政府機

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

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二年

內，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

改進。」

幾項建議
  （一）在《七公約》方面，我國目前只加入《消除一

切形式婦女歧視公約》，應該儘速加入其他六公約；

  （二）政府不妨每隔四年向人民報告一次。例如在總

統任期第二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前報告三部公約、第

三年報告其他四部公約、第三年報告《兩盟約》執行成

績。《兩盟約》位階高於《七公約》。前者由總統府報

告，後者由行政院報告；

  （三）《兩盟約施行法》第三條條文錯誤。原文「…

適用兩盟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盟約人權事

務委員會』之解釋」，應該改為「及『兩盟約人權事務

委員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解釋」。聯合國設有兩

個不同機關監督這兩個盟約。

制憲救台灣

  陳水扁提出人權建國，馬英九希望台灣變成人權之

島。如何提升人權？在政府施政方面，當然必須確實落

實前述人權條約施行法第八條的規定。然而畢竟憲法才

是根本大法、人民權利的保障書。制定合乎憲政學理的

新憲法，確保司法獨立，把法院交給人民開，更是最迫

切的當務之急。不肯正本清源，不願從根建立良好憲政

體制，公民永遠上街運動，學生永遠荒廢學業。政府提

出一堆人權報告，虛應故事。等因奉此，勞官傷財，無

濟於事。 本文作者：蔡百銓

(續接前頁， )台灣與聯合國核心人權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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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生佔領國會議場的果敢行為，己經受到全世

界的注意及認同，尤其是323事件。馬英九政府的先暴

後鎮的殘酷打壓手段，更引起國際特赦組織的不滿。他

們己經去向美國白宮及國會告發並提供受傷學生的證

詞，還有影片和照片作為證據，並希望美國政府及國會

能有所行動，施加壓力給馬政府停止對佔領國會的學生

採取下三濫的手段去對付抗議團體。3月30日2014年

A.I.T.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卜道維首先在美國媒體刊

登一篇文章，指出這場學生抗議行動是民進黨在背後運

作，目的是今年年底的7合1選舉。由此可見這位卜道維

先生的資訊全部都是來自馬政府的一面之詞。但是國際

特赦組織為什麼就不會接受馬政府的一面之詞呢？因為

國際特赦組織有派人在現場觀察並立即回報，所以他們

可以馬上得到最新的資訊。馬政府有沒有隱藏事實，國

際特赦組織難道會不知道嗎！

  4月3日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在一場國會聽證時就

明白指出，美國非常希望台灣的反服貿學生負責任的運

用自由，並以文明與和平的方式來抗爭。針對學生因為

反服貿而進占立法院及行政院，美方表示希望對話並能

夠平和、文明的進行。美國沒有反對更沒有批判反服貿

學生的所有言行，這己經可以完全證明美國了解而且也

不反對反服貿學生的訴求及行為。美國官方的資訊來源

管道是來自多方面的。因為資訊越多越詳細的話，對美

國政府在發表任何言論及採取行動，可以更精確及有力

的介入。駐守在台灣台北分站的C.I.A.(美國中央情報

局) ，不但派人潛進立法院的會議場內收集任何有用的

資訊，並回報到台北分站裡，美方也監聽國民黨的高層

黨政軍的所有手機和電話及傳真通訊及網際網絡，包括

潛伏在國民黨內的C.I.A. 線人的第一手的報告。還有

國共的衛星電話的通話記錄，包括對內和對中國的所有

通話內容，全部都被記載下來，經人員分析研判編譯成

一份報告，再傳送回C.I.A. 的蘭利總部。

  在亞太卿羅素的發言上，雖然在表面上他也稱讚馬政

府對兩岸關係的努力與進展，但這也是美國官方一貫的

外交式敷衍的表面辭令，因為這麼一句話，就聽過好几

次了。但是在背後，美國己經嚴厲警告過馬政府，不允

許使用任何手段來驅離佔領國會的抗議學生們。如果不

是美方事前予以警告的話，憑馬英九的個性，他早就已

經動手了。馬英九他並不是吃素長大的。他都敢無緣無

故的要拉下王金平院長了，也敢下令以先暴後鎮的手段

來驅離在行政院前和平理性及無暴力靜坐的學生們，如

果要對立法院採取武力鎮暴驅離的話，對馬英九而言，

這只是小菜一碟而己。他是敢這麼做，因為他的性伴侶

兼參謀──金溥聰先生，也建議他一定要驅離學生，然

後服貿議題才能進入院會表決。以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多

數來暴力表決並強行過關，就可以出賣台灣了。馬英九

為什麼那麼在意美國的警告呢？只因為台灣的主權是屬

於美國的，而且國民黨也知道C.I.A. 一年365天，一天

24小時全天候的在監控及監聽。但是國民黨也從來沒有

向美國白宮提出抗議過，一次都沒有！

  美國會挺服貿嗎？絕對不會！因為一旦讓服貿在台灣

運作的話，會嚴重傷害到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利益和安

全。而且美國也認為服貿是中國要漢化台灣的第一步。

美國也從來沒有說過，服貿不過，就別想過TPP。而且

國民黨也喜歡拿南韓和中國簽下FTA作為例子，再不通

過服貿就來不及了，那為什麼台灣不能和中國來簽

FTA呢？打死中國也永遠不肯和台灣簽FTA，因為中國並

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一向的認知是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國民黨也跟著中國，一起瞞騙兩千

三百萬的台灣人民。國民黨還辯解說，服貿是以WTO的

架構之下來運作的。這更是胡說八道到極點！如果服貿

真的是在WHO的架構之下來操作的話，台灣全國要對中

國全部開放，為什麼中國只單單開放一個福建省給台

灣，而且還嚴格規定只能在福建省定點開放投資，並嚴

禁在別的省份投資，否則會嚴懲峻罰？！

  中國打算以省對省的方式來貶低台灣人民的地位，並

視台灣人民為二等公民。如果拿福建省和廣東省來作比

較的話，在經濟繁榮方面是有天壤之別。憑甚麼要台灣

去幫中國投資建設極為落後的福建省呢？這完全都不對

等及不公平！如果雙方要對等公平的話，沒關係，中國

只願意開放福建省的話，台灣這一方面，也只能開放澎

湖群島。如果中國認為這還不夠的話，台灣還可以再開

放金門和馬祖，這樣對兩方來說才能算是完全的對等和

公平開放。如果服貿在美國，中國和美國簽下服貿的

話，中國要美國全國全部開放，但是中國只限定美國只

能在新疆和內蒙古這兩省開放投資，而且更慘的是，歐

巴馬竟然沒有事先知會參眾兩院的審查同意，就已經和

中國先簽約了，事後歐巴馬總統拿這服貿協議到參眾兩

院去審查，並警告這兩會的國會議員說，可以審查，但

是不可以更改或退回，想知道歐巴馬這樣做會有什麼樣

的下場嗎？被國會議員提出彈劾法案，通過了彈劾案，

歐巴馬總統就要下台去坐牢！

圖↑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3日表示，美國非常期盼台灣的
反服貿學生「負責任的運用自由，以文明與平和方式抗爭」。 

(圖/翻攝自網路)

美國會挺服貿嗎？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P-4-

2014/04/17(四)

NO.117

  你參加過的人民議會，意見書出爐了！

  台灣的代議政治已經完全失靈了。政府黑箱決策阻斷人民的參與，國會依循黨意踐踏人民的意見。人民佔領立法

院的行動，不但要捍衛民主，奪回人民參與決策的權力，也要為台灣民主開創活力和生機。我們要向世人展現，台

灣人民可以透過國會看不到的多元對話和民主審議，匯集集體的智慧，提出我們對重大政策的共同主張。

  政府國會蔑視民意，我們人民召開議會直接發聲。這份「人民議會意見書」，便是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2014年

四月五日這天，我們在青島東路，立法院議場內和濟南路，進行「人民議會，接力審條例」的民主審議。每一場審

議，先由兩位專家介紹比較行政院版和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然後進行分組討論；參與的人民，大約二十人

一組，在主持人帶領下，比較兩個監督條例版本的優劣差異，提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中最關心的議題和期待，最後

形成小組結論，提出報告。三場審議總共有五十一個小組，超過一千位人民直接參與討論。一千位人民在街頭、在

國會裡，進行集體審議，提出政策主張，這在全球的民主實踐中，是罕見的經驗。這顯示我們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

草根活力！

  每一個小組的結論報告，都仔細地記錄。我們從五十一個小組的結論報告，歸納一些共同的主張，形成這份「人

民議會意見書」。總結來說，人民議會的審議，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有以下六大主張：

  第一，公民要有廣泛的機會，實質、細緻與平等地參與兩岸協議處理與監督；對於涉及主權、關乎人民重大福祉

的兩岸協議，人民有權透過公投的直接民主方式來參與決定。

  第二，資訊要公開透明，充分保障人民知情的權利。

  第三，兩岸協議內容，必須要維護國家安全、民主自由、文化認同、環境生態，和分配正義等人權價值。這些價

值，必須優先於經濟發展。

  第四，兩岸協議的衝擊評估必須全面，長期，確實，客觀；除了政府評估之外，應納入民間的獨立評估；產業評

估必須重視對弱勢產業與勞工的衝擊。

  第五，國會對於兩岸協議必須有實質的審查和監督權力，但也要有相關的制度改革，避免具有審議和監督權力的

立委，只聽黨意不聽民意。

  第六，兩岸協議，必須依據對等談判，維護主權的原則進行；台灣主權國家的地位不得矮化，民主自由的國家體

制不容犧牲。

  在這六大共同主張之下，有些是部分小組的個別意見。人民提出非常豐富多元的意見，我們也會公布每個小組討

論結果的摘要。

  最後，人民議會擔心朝野有可能在政治計較與盤算中，通過一個無法落實監督的鳥籠監督條例。請朝野務必正視

公民們的主張與擔憂，在立法中審辯相關精神與原則是否入法。人民，才是偉大的立法者！總統、行政院長和立法

委員，你們的權力來自人民。請傾聽人民的聲音，請接受人民的領導！

  以下是「人民議會」六大共同主張的內容。

  一、公民參與要擴大：實質、細緻與平等的公民參與

  兩岸協議深深影響人民權益和國家安全，為落實主權在民的憲政原則，人民對於兩岸協議簽署前後的各個階段，

都應該有實質參與的權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必須對公民參與程序作明確的規範。如果是採取公聽會或聽證會的

形式，參與者必須廣納具有利害關係的各方代表、社會團體、學者專家以及一般公民；產業界的代表不能只有資

方，也必須有勞工代表。參與層面必須確保弱勢群體的意見能夠呈現。政府有責任提供翔實易懂的資料，讓公聽會

或聽證會的參與者了解協議內容和影響評估，避免政府和民間代表資訊不對等。舉辦公聽會或聽證會的次數要足

夠，時間要充裕，代表要多元，以讓各界的意見能夠充分表達，政府必須在會議中確實回應專家和人民的提問，不

能流於單向的政令宣導。公聽會或聽證會的發言意見必須廣為公布，納入政府評估、決策和國會實質審查的民意依

據；政府如果不採納公聽會或聽證會的意見，必須說明理由。

  此外，公聽會或聽證會的形式經常是單向的意見表達，一般人民也缺乏參與這類會議的機會，因此，應該採取審

議民主的形式，提供更直接、更細緻與更平等的廣泛參與機會，讓各地不同階層的人民都能平等參與，在資訊充分

的情境下，一起進行有品質的討論，經過對話溝通來表達集體的意見。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人民議會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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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參與兩岸協議的途徑，不僅是傳達意見給政府和國會，要求他們傾聽人民的聲音；人民也可以透過直接民主

的方式，來決定是否同意兩岸協議的簽署。許多小組都認為必須將公民投票納入公民參與機制，主張涉及主權或人

民重大福祉的兩岸協議，必須交付公投。民間版的監督條例也引入公投機制。雖然民間版主張立法院所提出的兩岸

協議公民複決，可不受公投法投票人數之限制，但有些小組則主張修改「鳥籠公法」，讓人民可以在代議政治失靈

時，發動公投來決定攸關人民福祉與國家主權的兩岸協議。

  二、資訊要公開透明

  有效參與的前提是充分的資訊。人民必須具有充分的資訊，才能明智地判斷兩岸協議內容對人民權益以及對台灣

社會整體所帶來的影響，也才能提出合理的意見，進行實質的參與。因此，在簽訂兩岸協議的各個階段，資訊應該

公開透明，而且要透過多元管道來公布（如公聽會、聽證會、網站、漫畫、廣告、傳單等）。資訊內容應該淺顯易

懂，讓大多數人民都能了解。政府提供的資訊和相關評估報告，內容必須充分、翔實，不得隱匿重要資訊，否則應

追究責任。 

  有的小組認為，政府在對外談判時，有些事項確實有保密的需要，以維護談判籌碼，但「機密」的範圍，不應由

行政權恣意認定，應以法律明定其定義與要件，避免動輒以機密為由，不公開資訊而傷害人民知情的權利。

  三、國家安全、人權價值與弱勢權益要維護

  兩岸協議內容，必須要維護國家安全、民主自由、文化認同和環境生態，也要保護弱勢者的權益。受到衝擊產業

的勞工，必須積極維護他們的工作權。為落實社會正義，避免兩岸協議內容造成過度偏袒既得利益者的後果，必須

訂定受益產業應有的回饋機制，以保護弱勢群體和產業，防止產業發展不均且惡化貧富差距。這些價值，要優先於

經濟發展；不能只以經濟面的考量，而傷害國家安全和人權價值。

  四、衝擊評估要全面確實

  兩岸協議內容的影響評估，必須全面且長期。除了經濟面向之外，還必須就國家安全、民主自由、社會文化、自

然生態、公平正義等各個層面，提出長期的衝擊評估。政府必須在協議簽署前和施行後的各個階段，提出評估報

告。除官方評估外，應納入產業界、學術界和公民團體各方的獨立評估。各方評估報告，都應該提出客觀的證據，

必須具體說明利弊得失，而非僅有「利大於弊」如此籠統結論。

在產業衝擊方面，政府必須在簽署協議前，做好產業衝擊影響評估，對於受衝擊產業，政府要扮演扶植角色，輔導

業者轉型，使傷害降到最低。對弱勢產業的扶植、轉型等配套措施應在協議簽定前事提出配套措施並向公眾說明。

  五、國會要有實質審查權

  兩岸協議的處理與監督機制應在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憲政原則下進行，行政權主導協商，立法權進行審議與監督。

參與「人民議會」討論的各組，都認為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將造成行政權獨大，而使國會無法經由審查與監督加

以制衡。根據行政院版本，政府在簽署兩岸協議之前，國會如果對協商結果不滿，也不能要求政府重起談判。簽署

協議後，沒有涉及法律修改的協議，送立法院備查；立法院雖然可以將備查改為審查，但如果沒在三個月內完成審

查，就自動生效。各組大都認為這些規定剝奪了國會實質審查的權力。

  各組都主張必須賦予國會實質審查權，才能使人民的意見透過代議政治來影響兩岸協議的決定。許多組提到監督

條例必須賦予國會要求重起談判和修改協議條文的權力。協議生效後，國會仍須持續監督實施情形，定期檢討修

正。兩岸協議的實施若有重大缺陷，也應有緊急「煞車」機制。

  也有一些組別認為，雖然民間版的監督條例賦予國會較大的實質權力，但這可能帶來決策效率的問題。民間版設

立許多關卡，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權益，但是否具有可行性？例如，民間版主張，立法院如果認為政府影響評估報

告與民間的評估有重大差異，可決議要求政府重新與對岸協商，這會不會使協議的簽署曠日廢時？國會參與過多，

會不會造成政黨相互杯葛的僵局而延誤決策？因此有些組指出，如何在國會實質審查權和決策效率之間取得平衡，

需要在兩個版本間權衡利弊。

  許多小組也指出，要落實國會的實質審查權，就要讓立法委員能夠確實反映民意，才能使人民的意志影響兩岸協

議。只順從黨紀，卻不聽民意的立委，造成代議機制失靈，因此，應該要求立委返回選區徵詢民意並表達立場，同

時，也要降低罷免門檻，讓違反民意的立委受到制裁、以利人民監督國會。

六、談判要對等，主權要維護

  兩岸協議，必須建立在對等互惠的原則；台灣主權國家的地位不得矮化，民主自由的國家體制不容犧牲。任何協

議的簽署，都必須拒絕對岸的政治壓力，而且要做政治影響評估，考量對台灣國家主權和民主自由體制的影響。許

多小組主張，兩岸之間的任何協議應基於「國家對國家」的主權對等原則，而非「地區對地區」的協議；因此，有

些小組認為監督條例的立法應重新思考兩岸關係的性質，提高兩岸協議的法律位階。也有的小組主張，兩岸協議應

納入國際仲裁機制，以解決爭議，維護我方利益。否則若發生損失或危害，即使我方提出訴求，對方也可相應。若

對方不接受「國際」仲裁概念，可循國際多邊協定以「會員」方式界定。

(續接前頁， )人民議會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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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代人權受難史可追溯到1945年開始的國民黨獨
裁統治。當時國民黨違反人權聲名狼藉，和一些亞洲落
後國家一樣不堪。自從黨禁打破之後，陳水扁在2004年
成為第一位非國民黨總統，並連任成功。之後，民進黨
在2008年輸掉總統大選，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對前朝
官員進行司法追殺。台灣好不容易有所進展的人權開始
退步，成為台灣目前一個大問題。
  人權行動中心(HRAC)於2012與2013兩度赴台調查前總
統陳水扁受監禁的狀況。每次我們刊登於赫芬頓郵報的
調查報告都被國民黨投書否認並指控我們的調查不客
觀。事實上，我們一直保持超黨派的立場。反而是馬英
九推動個人之私的政策越來越極端，視人民的反對如無
物。不願和他同流合污的人，例如曾和我們見面會談的
立法院長王金平及前司法院長曾勇夫都遭到整肅。雖然
馬英九的支持率只剩個位數，且不能連任，他仍執意不
讓陳水扁保外就醫，也拒絕特赦。目的就是殺雞儆猴。
這種違反人權的行徑和過去國民黨將異議人士「離奇失
蹤」的手段沒有兩樣。
  馬英九總是藉口他無權赦免或假釋陳水扁。實際上他
是玩弄法律，對打破國民黨專權統治的陳水扁進行報
復。我們不是法律專才，對台灣的法律條文也不很清
楚。但是陳水扁起訴和審判的過程中，法律的公正性一
直遭到質疑。最奇怪的是，我們上一次訪問台灣時，竟
然沒有一個政府官員能夠明確告訴我們到底陳水扁仍有
多少案件在審理中，或是審判何時可以結束。似乎目前
的「遊戲」計畫是要將他困在樣板監獄，不讓他有任何

重獲自由的希望。馬英九似乎不顧一切要以不人道的監
禁作為慢性死刑，來警告民進黨支持者或任何反國民黨
人士。
  現在看來，馬英九甚至要與所有台灣人民對幹。他試
圖黑箱作業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定，剝奪人民決定
自己的經濟前途與政治制度的權利。這個蠻橫的濫權行
為引起青年人恐慌，激起目前的太陽花學運。這些年輕
學生代表台灣的未來。他們警覺到黑箱服貿對台灣將是
禍害無窮。這項協議從談判到簽訂，完全規避人民與國
會的監督。協議內容等於是將台灣控制邊界/工資/貿易
/的權力割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出賣台灣國家主
權。
  面對台灣史上最大的學生抗議運動，馬英九如何回
應?他調動鎮暴部隊，以警棍重擊，讓非暴力抗議者頭
破血流，更用高壓水槍驅離和平靜坐群眾。台灣年輕人
對抗威權，表達意見的勇氣可以說是陳水扁八年總統堅
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所播下的種。這些青年學生的抗議
聲音是台灣的未來，國際社會不應忽視他們。
  台灣社會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甚至國民黨內部對馬
英九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人權超越政治，超越黨
派，是普世價值。台灣人民不再沉默，馬英九現在像是
暴君，一意孤行，只在意他個人利益以及中國關愛的眼
神。國際社會必須支持台灣青年學生，對馬英九大聲說
「不」。台灣正困於人權民主的十字「馬」口。台灣人
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國際社會則有義務關心觀察台

灣人民的抉擇。(2014年4月3日於美國華府)

困於十字「馬」口的台灣民主
美國華府人權行動中心創辦人 傑克希利(Jack Healey)

節譯者：  瑞峰(Jay Tu)
英文原稿發表於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taiwans-straits-democracy_b_5083604.html

   Taiwan President Ma claimed his green card was invalid in 
2008, however he did not provide relevant formal document, and 
it will affect his position of being Present of Taiwam. Therefore     
   Taiwanese will have to know if President Ma is American, or he 
has dual-nationality.
Created: Mar 24, 2014
Issues: Human Rights, Im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Learn about Petition Thresholds
SIGNATURES NEEDED BY APRIL 23, 2014 TO REACH 
GOAL OF 100,000
76,727
TOTAL SIGNATURES ON THIS PETITION
23,273
in or start your own.

終結馬騜之亂，全民連署，要求美國依法公告馬的美國綠卡真相
我是台灣人．台灣是咱的國家

  前兩週10萬人白宮連署行動，我們成功讓美國國務院

發表「全面支持台灣民主」的聲明，並要求馬英九必須

與人民對話。現在有一個瓦解馬政權更有效的連署，徹

底解決馬騜聯中亂台的問題。請大力連署並分享此陳情

書～要求美國政府回答馬英九是否為美國公民？馬聲稱

其綠卡在2008年失效，但從未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台灣

人民有權利知道這一切的真相。 要求美政府公告馬英

九國籍連署網址：

截止日期 4/23/2014，請大家幫忙連署並分享。大家加

油！

http://goo.gl/XMgxp7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nswer-if-taiwan-

president-ma-ying-jeou-one-us-citizen-or-not-and-does-he-

have-permanent-resident/G6mvpplK

WE PETIT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Answer if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 Jeou is one of US citizen or not. 
and does he have permanent resident?

http://goo.gl/XMgxp7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nswer-if-taiwan-president-ma-ying-jeou-one-us-citizen-or-not-and-does-he-have-permanent-resident/G6mvpp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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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羅發號事件

  佔領立院行動至今已滿二十一天，這場行動能撐到現在都是台灣社會強大民意所賦予的正當性，我們在此深

深感謝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參與。今日，我們將在此宣布一個重大的決定，佔領立院行動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

取得重要進展，也就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理解到我們可以不受制於過去人物、不受制於已成勢力，讓憲法揭示的

「國民主權」從理念成為活生生的、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經驗。我們明白所有人對這場運動有各種期待與想

像，但在盤點各種運動成果後，我們宣布，學生運動累積的能量已經足以轉化為全民運動，此刻，正是青年從

立法院走向全國各地的最佳時刻。 

  針對運動四大訴求，我們列點說明目前已達致的成果：

  訴求一 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配套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完成提案連

署送交立法院議事處；另一方面，行政院亦提交行政院版本草案送交立法院。我們在此重申對兩岸協議監督機

制法制化的五大原則：貫徹公民參與、國會監督、人權保障、資訊公開、政府有責。

  訴求二 先立法，再審查服貿：王金平院長於4月6日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召集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團協商會議」。稍晚，國民黨籍台北市長郝龍斌、台中市長胡志強也公開表態支持「先

立法，再審查」。

  訴求三 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學生與公民團體已於4月6日於議場外舉行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並將草根論

壇的決議於4月8日於議場內舉行公民憲政會議推動論壇，具體對社會大眾提出我們對公民憲政會議的期待與想

像。

  訴求四 退回服貿：根據立法院3月24日聯席會決議：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貿協議，並重啟談判，後續有待院會

處理。 

  我們所獲致成果並不僅限於上述四點具體訴求，無論從國內的民主憲政層次或國際的地緣政治，此次運動所

達成的效果更為驚人，遠超出我們預計。在國內憲政層次上，自從2008年以來，馬政府專斷濫權、破壞法治、

人權，造成民主倒退的憲政危機。此次服貿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學生們和無數公民社運團體，在國家危急的

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但阻止了馬政府強令「服貿協議」闖關的企圖，徹底凸顯馬政府完全喪失統治正當性，

更揭發了在國共兩黨私下交易的兩岸互動模式下，圖利跨海峽政商資本集團、犧牲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事實。從

此兩岸協商再也不允許密室協商，任何政權再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出賣台灣。 

  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我們徹底宣示了台灣人不願意受中國擺布的全民意志，也打亂近年來中國、美國甚至日

本等對於台灣問題私相授受的強權布局。而我們非暴力、和平抵抗的嶄新發想，更引起東亞乃至於全世界青年

的注目、同情與深深地共鳴。此刻我們需要討論、規劃下一波的運動進程，我們希望以巡迴全國深入社會基

層，以演講、集會、草根論壇、網路公民運動與國會監督等方式，深化「反服貿運動」與「兩岸協議監督法制

化」運動。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最近幾天我們已經在立法院內外，舉辦了一系列的「草根論壇」、

「人民議會」、「推動論壇」，我們將持續在全國各地舉辦更多的論壇與公民審議活動，以持續推動「公民憲

政會議」的主張。

  總之，我們需要讓更多國人關心我們國家目前正面臨的巨大挑戰。在我們佔領立院的同時，有一群來自中南

部的同學，自發性的組成民主黑潮聯盟，並發起多場針對馬意立委的施壓行動，這幾天，他們揮軍北上，分別

在林鴻池、林德福、吳育昇的選區對選民宣達理念，獲得熱烈響應，這代表，台灣民間尚有強大的動能，我們

走出立院正是要承接這股動能，轉化為改變台灣的力量。除了民主黑潮聯盟，尚有許多學生、公民團體在這次

運動中聚集、成形並進行串聯，走出立院後，我們將在各地開始進行組織化，把具有同樣改革理念的青年匯聚

成流，洶湧向前。 

  從我們走出立法院到從事草根組織動員的這段期間，我們要求朝野立委恪守職責，進行兩岸監督機制的立法

工作，尊重多數民意，在法制化完成之前，不得審查「服貿協議」。我們也要求反對黨及其立院黨團，確實負

起監督執政黨的責任，阻止馬政府持續傷害我們的國家。我們也要求民間版監督機制確保付委，並且不能讓立

法院通過行政院版法案。

  我們邀請台北的朋友於周四下午六點再次聚集立法院，迎接從議場走出的同學，大家攜手轉守為攻、出關播

種。我們也歡迎台灣各地支持這場運動的朋友與我們遙相呼應，當怠惰的國會議員背棄選民、處心積慮經營一

己私利之際，就讓我們接手深耕地方，讓社會成為我們的新議場。(2014年04月07日19:55)

反服貿學生「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的退場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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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群法學教授，本於和魏揚聲押事件聯合聲明

的相同立場，我們再度就行政院的武力驅離事件，針對

全國各級檢察官—尤其是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的檢察長

楊治宇及承辦檢察官，提出下列鄭重呼籲。我們的公開

聲明由近四十多位國內刑事法學者共同發起，並開放全

國法律系教授參與連署：

一、程序事項

  檢察官應恪遵法定性、中立性及客觀性義務，秉持法

律守護人的本分，遵守《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228條

規定，主動開始偵查、徹底釐清事實並追究「行政權」

有無過度使用武力的行為，勿枉勿縱。為達偵查目的並

避免證據湮滅，檢察官應立即依法保全相關證據，如府

院高層及警察首長之前後通信（聯）紀錄、當夜行政院

內外所有監視錄影器拍攝畫面，以免坐失偵查良機。

二、實體爭點

  由於驅離行動涉及一體行政的上、下級公務員，實體

刑事法律問題的層次有別，檢察官偵查時應遵守相關

《刑法》規定並注意向來實務見解，我們特別指出下列

實體爭點：

（一）員警驅離學生及民眾時的對人身犯罪問題

     1、構成要件該當性問題

  員警對學生（及民眾，下同）的驅離作為，可能干擾

學生的自由、身體等法益，若警察確實有持警棍攻擊學

生頭部的行為，依最高法院向來實務見解，以棒、槌敲

擊致命之頭部可構成不確定殺人故意，甚至可能考慮殺

人未遂罪名（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109號判例、101年

度台上字第518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3號、102年度台

上字第4584號等判決參照）。縱無殺人故意，亦有傷害

或重傷害等問題。此外，另有公務員犯非純粹瀆職罪

（刑法第134條）之加重其刑問題。

  2、違法性問題

  關於員警能否基於《刑法》第21條的「依法令之行

為」而阻卻違法，首應注意：當國家機關為達成公益而

執行侵害人民利益的行為時，因為國家機關是整個社會

中，唯一可以在法律授權範圍內實施強制力以執行公權

力者，自應切實遵守程序性及實體性的規範，否則不能

阻卻違法。

  1) 出示證件義務之違反問題：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第1、2項的規定，警察

必須出示證件，穿著制服，並告知受侵害的人民其事

由，這是警察執行勤務的程序規範。警察執勤若未依法

穿著制服並標誌其個人身分（包含蓄意遮掩、去除臂

章），就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明定的程序規則，

也使得受其侵害之人未來無從具體追究警察可能犯法的

檢察官應徹查國家暴力的真相！

一群法學教授致北檢楊治宇檢察長及檢察官的公開聲明
責任，其行為當無阻卻違法的空間。

  2) 比例原則之違反問題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開宗明義揭示「比例

原則」，僅容許警察採取「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此

乃任何警察行使職權時皆應遵守的一般性誡命。針對集

會遊行，《集會遊行法》第26條明文規定：限制或命令

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

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

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違反以上規定即為違法執行職

務，並無阻卻違法之可能。 

  此外，警察若使用「警棍」等危險性武器時，必須更

嚴格遵守《警械使用條例》的特別規定，例如該法第

1條第2項的制服、證件要求，第3、4條的使用警棍例外

容許要件，及第8、9條「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等執行基本要求，違

反者即非刑法上的依法令之行為，不得據此阻卻違法。

  檢察官應徹查在場員警使用警械時，是否遵守以上程

序要件及比例原則的基本要求。驅離集會僅能採取「侵

害最小」的手段，如果學生僅是靜坐地上，消極地造成

警方淨空現場的困擾，依據比例原則，員警應該優先採

用較小侵害的手段，以合抬方式將學生搬離現場；倘若

使用警棍、盾牌或鋼棍，毆打靜坐者甚或追打、腳踹正

離去中的學生，即屬重大違反比例原則的行為，不得阻

卻違法。

  至於員警若確有以警棍敲擊學生頭部等「致命部位」

之行為，不但違反比例原則的情節極其明顯、嚴重，依

前述最高法院見解，可能屬不確定故意之殺人未遂行

為，更無阻卻違法之可能。

（二）員警強制撤出急救站並驅離醫療人員的犯罪問題

  檢察官應徹查員警有無脅迫醫療人員撤出急救站並驅

離醫療人員之犯罪行為。

  首先，具有我國內國法效力之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一

般性意見書，亦再三重申禁止歧視之醫療中立要求，並

誡命國家不得阻撓醫療照護，或以強暴、威脅等手段驅

離醫療站、逮捕或拘留醫護人員。

  其次，我國《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明定：「毀損醫

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

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第3項規定：「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時，施強暴、脅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者」，刑度相同。同有公務員加重其刑之適用問題。檢

察官應徹查有無上開犯罪情事。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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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發起人（近40位刑事法教授，依加入發起先後）

楊雲驊（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許恒達（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何賴傑（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林鈺雄（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許澤天（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吳俊毅（高雄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李聖傑（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古承宗（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薛智仁（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陳志輝（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王乃彥（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周漾沂（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謝志鴻（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李榮耕（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王皇玉（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謝煜偉（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王正嘉（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蔡聖偉（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盧映潔（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徐育安（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黃榮堅（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志龍（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子平（高雄大學法律系教授）

李佳玟（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書楷（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王榮聖（玄奘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張麗卿（高雄大學財法系教授）鄭文中（文化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張明偉（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系副教授）謝如媛（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高金桂（東海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天一（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蔡蕙芳（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王勁力（高雄第一科大科法所副教授）

鄭昆山（中正大學犯防系刑事法退休教授、高雄空大政法系兼任教授）徐偉群（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連署人（法律院系教授，依連署先後）

謝銘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張懿云（輔仁大學法學院院長）林國彬（台北大學法律學系主任）

廖大穎（中興大學法律學系主任）許惠峰（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所主任暨所長）（開放連署中）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40331212131

首謀。當政府高階公務員違法而以命令介入時，其掌握

了極其有效的公權力機制，雖然沒有自行出手，但他們

卻是整件事情背後真正的操弄者。猶如國際上違反人道

等罪名的審判原則所示，「整體來說，離實際殺戮行為

越遠，需負的責任越大」，下命者更應為濫用國家暴力

所造成的法益侵害負責。檢察官自應徹查證據並依法追

究下命者的刑責。

三、如果，連檢察官也不給人民真相…

  檢察官乃《刑法》第125條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

公務員，若有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或明知為無罪

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

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

我們期許檢察官作為「法律守護人」，秉持良知與法

律，並依《檢察官倫理規範》要求，公正、客觀、中立

地還原行政院驅離事件的真相，釐清上述相關刑事責任

問題。若有「上級」甚或「上上級」不當指導或干擾辦

案，請承辦檢察官務必遵守《法官法》第92條的明文規

定，不得遵守違法命令，且合法命令應符合「以書面附

理由」的法定要式。否則，承辦檢察官自身亦無法免除

刑事責任（無法主張依法令之行為的阻卻違法事由），

且可能依《法官法》第89條規定而被移送檢察官評鑑委

員會個案評鑑。

  這一週來，台北地檢署傾全力要找出佔領行政院的首

謀，甚至到了急切聲押的程度，但對於國家施用違法暴

力部分，卻顯得毫無作為。我們再次呼籲台北地檢署檢

察官要真正做到《法官法》內所規定的公益代表人，超

出黨派以外，公正超然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

  作為法學教授，我們也將持續關注楊檢察長及檢察官

處理這些案件的程序及結果——無論起訴、不起訴或行

政簽結。

（三）政府高層下命令的刑責問題

  政府高層縱未直接以其行為侵害學生法益或阻撓醫療

行為，但若透過在前台實施的警察（或檢察官）而為之

者，亦無礙其成立前述（一）（二）所列相關罪名之正

犯。

  我國刑事司法向來承認只參與謀議而未為實行行為的

「共謀共同正犯」（釋字第109號：以自己共同犯罪之

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

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

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據此見解，若政府高階官

員指示基層員警（或檢察官）故意實施違法的公權力行

為，因而侵犯學生法益或阻撓醫療時，已足以構成共謀

共同正犯，自應依《刑法》第28條一併共同負責。此

外，若政府高層係以「使命必達」而下命基層員警，要

求其無論如何達成「限時淨空目的」，則執行員警使用

不合比例原則手段，已是下命者「有預見或可得預見」

的範圍，下命者自更應為違法命令負起刑責。

  從犯罪支配角度而言，下命者可能不只是共謀，而是

(接續前頁， )檢察官應徹查國家暴力的真相！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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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晚間，太陽花運動總召林飛帆宣布將於週四晚間

六點撤出議場，本以為台灣人民已取得階段性成果，惟

馬英九與江宜樺卻立即發表聲明，欣喜驕傲之情，溢於

言表，且重申服貿逐條審查，結合其多次服貿不可能退

回之言論，不但使運動訴求落空，亦無異於狠狠甩了台

灣人民一巴掌。基此，我們決定響應太陽花運動「轉守

為攻，出關播種」之呼籲，結合仍願為台灣奮戰之朋

友，持續留守於立法院正門廣場，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們認為，服貿議題並非僅為經貿或政經問題，而是

源自於中華民國憲法中不切實際之規定，所導致的兩岸

關係畸形化，無法以正常國家的法律規範處理，並導致

後續監督法制化的困難。因此，我們有如下主張：

  一、馬英九政府應明確回應日前江宜樺院長之「兩國

論立法」言論，向全體國人清楚說明，兩岸關係的「非

國與國」，究竟是在一個受國際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架構下，還是在一個不受國際承認的中華民國架構

下？

  二、王金平院長應說明清楚，所謂的「先立法，再協

商」之協商內容，係屬張慶忠三十秒事件之無效，抑或

是三月二十四日由陳其邁召開之會議，將服貿退回行政

自由台灣陣線聲明稿

院之議事錄有效性？

  三、針對秉持馬意的國民黨籍立委與媒體，我們將

呼應「割藍委行動」，於各選區集體而自由的路過，並

進行街頭公民宣講。

  四、就行政院事件的責任歸屬，除持續關注監察院

的調查進度外，對於江宜樺院長的民刑事責任，我們也

將與相關從業人士商議，不排除提出告訴，為國家暴力

的受害者爭取公道。

  五、暨服貿議題緊接而來的自經區部份，我們呼籲

有意爭取的台南市長賴清德與高雄市長陳菊，能將國家

安全與主權維護置於首位，切莫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更

大的公共利益。

「自由台灣陣線」聯名團體：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基

進側翼青年政團、高雄反服貿小組、世新大學青年陣

線、反核部隊、公投護台灣聯盟、公投盟‧台灣獨立建

國大旗隊、台獨積極陣線、台灣守護聯盟、台灣醫社、

台灣北社、台灣客社、908台灣國總部、獨立台灣會、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總本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洛杉

磯支會、（陸續增加中，歡迎各界公民團體加入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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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的幽靈在台灣上空漂浮。它像兀鷹那樣虎視眈

眈，準備隨時在我們疏忽之際俯衝而下，掠走我們新生

的人權與民主。台灣的民主歷經兩、三個世代流血流淚

打拼才稍有基礎。唯有時時警戒，否則稍縱即逝，一切

必須從頭做起。

  請不要認為這是危言聳聽。在318太陽花學運期間，

四月四日文化大學政治所教授楊泰順就曾建議總統宣布

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德國威瑪政府 (1919-33) 曾是世

界上公認最民主的國家，不旋踵就被希特勒的法西斯政

權取代。

淺釋

  人權最簡單的定義莫過於「身為人類就應該享有的權

利」。我把人權歸納出七大特徵：（一）不歧視原則：

人權沒有性別、種族、國籍、貧富、年齡等區別；

（二）人權理念必須法制化，制定為法律，載有罰則，

徹底執行。否則那些崇高理想只能說是宗教家的道德說

教；（三）人權強調為弱勢者仗義執言；（四）人權與

自由互為表裡。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而是先賢先烈、前仆後繼爭取來的；（五）維

護人權必須時時警戒，防範執政者濫權。否則人權稍縱

即逝，威權隨時復辟；（六）隨著人類文明進步，人權

項目不斷擴大。例如遏止地球繼續暖化就屬於環境權的

議題，而兩岸是否統一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權議題；

（七）人人都得立志當個人權維護者。從維護自身權利

作起，同時替天行道，維護別人權利。

制憲：建立憲政秩序

  台灣憲政體制凌亂，司法失去公信力，導致公民運動

層出不窮：憲法133聯盟、丟鞋運動、大埔案、華光社

區案、文林苑案、反媒體壟斷、反服貿、反核四、洪仲

丘案與白衫軍等。許多人責罵馬英九專制獨裁。但是根

據現行憲法，人治高於法治。總統有權無責，這部帝制

憲法本來就允許總統專制獨裁。

  台灣有一種「補破網」文化，先把魚網打破再來修

補。憲法修補七次後，憲政風暴屢起，公民不停運動。

如今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又有人想到修憲。許信良評

論這場學運：「突顯目前台灣政治體制無能、無效率，

已到了需要改革的地方，所以學生才會提出公民憲政會

議。」我想起1991年初曾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任職，主張

制憲與總統制而離開，廿三年來看盡修憲醜劇與憲政荒

腔走板。當年許信良與黃煌雄主持民進黨修憲大計而間

接導致今天憲政崩盤，該當何罪？

  台灣制憲必須預先徵求中國官員同意嗎？台灣甚麼時

候變成中國殖民地了？我一貫主張制定第二共和憲法，

制憲但不正名。自我收斂，不要挑釁中國。最近才知道

2005年陸委會副主委陳教授前往北京開會，把他自擬的

人權之戀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蔡百銓

第二共和憲法草案轉交國台辦官員參考，遭到對方嚴詞

反對（明報2014/4/3顏柏川「凍憲與制憲」）。

自決權與兩岸服貿協議

  台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權問題是人民缺乏自決權，不

曾掌握自己的前程，因而淪於「人為刀殂、我為魚肉」

的命運。1952年聯合國通過「屬於人民與民族自決權」

決議案，強調自決權位階高於一切：「人民與民族應該

先享有自決權，然後才能保證享有一切人權」。1966年

《兩盟約》第一條都揭舉民族自決權，其第一款說道：

「所有民族都享有自決權。他們憑著這種權利，自由決

定其政治地位，自由謀求其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  

  最近兩岸服貿協議在台灣掀起學潮。在許多人看來，

這個協議企圖避開台灣人民的自決權，以經濟手段為中

國兼併台灣打開方便之門。《經濟日報》總主筆馬凱也

擔憂中國透過經濟手段滲透台灣，最終以經促統。他說

若服貿通過後，中國有一萬人前來台灣擔任企業主管與

高級幹部，在台灣各處建立據點、長期經營。中共領導

者想必精心挑選這一萬人，因為統一大業是其歷史使

命。他主張服貿應該先冷卻，不要急於通過，先談貨物

協議。馬凱教授是經濟學者，也是馬英九親信。連他都

這麼說，豈能責怪社會大眾擔憂中國服貿協議包藏禍

心。世事難料，事緩則圓，但願馬英九從長計議。

人權教育

  2013年年底柴松林 (總統府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副召

集人) 主張台灣應該更努力推廣人權教育，「從總統到

販夫走卒都需要，並非地位高就不用」。他說侵犯與迫

害、阻礙人權的都是政府官員，很少是一般人民。他主

張人權教育是一種終身教育。2014年三月教育部設置

「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網站，開放師生以電子郵

件詢問問題，由專家學者解惑。

  人權確實需要教育。否則我們生活上的小細節，都可

能觸犯人權而不自知。例如曾有頑皮女學生陸續傳給我

她從網站上收集的雅照。我以為這是草莓族新文化，就

把這些雅照也傳給其他同學共享。後來才知道這種行為

構成對於女學生的性騷擾。但是女學生傳雅照給男老

師，在法律上是否也構成性騷擾？如果不，豈不構成性

別不平等，甚至是逆向的特別權力關係？

母語傳承

  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二月廿三日訂為「世界母

語日」，強調保護語言的重要性。台灣擁有許多東南亞

配偶與子女。2014年二月初內政部與教育部出版《新住

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包含中文與越、印、泰、緬、

柬五種語言版本。讓新住民子女會說母語，來日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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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當台灣與其母國的親善大使。目前新住民人數已經

超過48萬人。教育部預估2030年全台灣25歲的青年當

中，百分之13來自新移民的家庭。順帶一提，恭喜國合

會即將在緬甸首都設置辦事處，這是重大外交突破。

  而在台灣本土語言方面，許多年輕人不會說母語。保

存母語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黃育旗 (台灣中小留學生

家長協會秘書長) 的作法：要求子女在家裡一定要說母

語。父母自己不肯說或不會說母語，卻要求學校教導其

子女說母語，豈非捨本逐末？孟子早就評論母語教學

說：「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

被出賣的平埔族群      

  台灣政府只承認原住民14族，還不承認台灣北部與西

部平埔族群。日本時代的戶籍謄本把台灣人分為四大

類：熟（平埔族群）、生（高山族群）、福（閩南

裔）、廣（客家裔）。如今平埔族群似乎消失了。

2013年台南市政府在戶籍謄本的個人記事欄上，恢復日

本時代種族登記的「熟」字標記。但是今年2014年元月

內政部發函，要求各地方政府撤銷這項註記。

  三月中旬，三十多個平埔族群社團開會，要求內政部

收回成命，並且希望課綱案中「原住民族」應該列出所

有平埔族群。目前中央政府還未承認西拉雅族，台南市

政府大可指派該族族人擔任原住民局局長。而每年4月

30日台南市政府舉辦鄭成功文化節，原住民社團不妨前

往抗議，找人扮演大肚王，凸顯漢族入據台灣而導致原

住民喪失主權的史實。文化節添加這種插曲，必然更熱

鬧，甚至躍上國外媒體。

個人政治遺囑

  去年底偶然遇到李登輝學校黃水田學長。他提醒六年

前 (2007年) 他曾在「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的讀書會上

聽到我以「個人政治遺囑」為題，介紹拙著《邁向人權

國家》。當時他聽我自稱可能活不過兩年，特地煮了一

大桶中藥，委託辦公室轉交給我。我很奇怪怎麼會有陌

生人這麼熱情，猜想可能是敵人準備對我下毒。人生走

到這種地步，夫復何言。喝了！ 

  話說2003年我萬念俱灰，心想不久人世。我思考應該

留給台灣甚麼，答案就是寫一本面面俱顧的人權教科

書。我反省台灣歷史為什麼充滿悲情，也反省我蔡家唐

山過台灣到我也不過第三代，為什麼三個世代都直接、

間接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堂兄蔡漢清1946年送到

綠島十五年）。我檢討問題出在哪裡，結論就在人權。

我開始埋首摸索人權，構思如何撰寫這本教科書。

  我開始每星期都在「建國廣場廣播電台」介紹人權兩

個小時。一邊自修，一邊轉述，前後總共卅三次。節目

取名國際人權，內容涵蓋全世界主要人權議題。講稿不

斷修改，集稿成書，2007年獲得前衛出版社出版。六年

後，2013年廖福特博士才出版內容大致相若的著作。

(本文將收錄在個人自傳《台灣之戀：卻顧所來徑》)

(接續前頁， )人權之戀！

漫談「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
美國紐約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長 賴弘典醫師

 這次承蒙大紐約台灣人筆會會長郭正昭教授的邀請，

在筆會年會上作有關二十年來「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

的回顧與心得報告。

  「台灣加入聯合國」對紐約地區的鄉親來說是相當熟

悉的題目。然而，這二十年來的街頭造勢活動所形成的

公民運動，其訴求層面從最基本“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

聯合國”開始，隨著台灣問題的複雜性與模糊性，我們

運動的目標訴求，也似乎踏進了台灣問題與歷史的迷霧

中。我在此把過去的二十年運動做了一些整理，期能釐

清此運動的何去何從。

台灣入聯運動的進展

  1992年我們為了響應台灣國內本土陣營提出台灣國際

化，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因紐約正是聯合國

的所在地而成立了「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開

始在每年九月聯合國開會期間推動造勢活動。剛開始的

幾年，都是以宣揚 UN Membership for Taiwan 及「台

灣加入聯合國及國際組織的合理性」為主要訴求，運動

的目標清楚。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也為了應付台灣國內

的輿論壓力，成立了「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促進會，

來過紐約幾趟後似乎就沒有下文。

  1996年，我們苦於在聯合國牆外的吶喊有如以卵擊

石，思索如何才能將

訴求傳進牆內。正逢

當 年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的美國主

席Mr. John Whitehead 

為抗議美國國會拒付

聯合國會費，呼籲美

國 公 民 每 人 捐 款

$4.40(圖一)來補足美

國所欠的會費，於是

我們共收集了一千張

$4.40台美人的支票，

連同為台灣入聯的請

願書，寄給聯合國秘

書處。一個月後收到
退回支票及一張官方的回函。回函清楚表明了聯合國對

台灣入聯運動拒絕考慮的官方態度。為此，我們一方面

感到挫折，一方面開始思考調整台灣入聯運動的層次並

擴大宣揚範圍，我們的街頭運動也必需呼應台灣當前所

面臨的政治困境：(1)台灣主權獨立的國際承認及(2)對

抗中國的「一中原則」政治霸權。

圖一：聯合國對台灣入聯的官方立場。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P-11- NO.114P-13-

2014/04/10(四)

NO.117

  聯合國官方回函的內容第三段：In this connection, I 

wish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XXVI) of 25 October 1971, which recogniz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awful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Pursuant to this resolution,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at Taiwan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of China.(根據1971年大會2758號決議文(圖

二)，我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唯一合法中國

代表，秉此決議文，聯合國秘書處官方立場為，台灣乃

中國的一省)。到底2758號決議文的內容如何，使 “台

灣是中國的一省” 成為聯合國官方立場的憑據？

  細讀2758號

決議文，只提

起：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

府的代表是中

國在聯合國組

織的唯一合法

代表，中華人

民共和國是安

全理事會五個

常任理事國之

一，決定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

國 的 一 切 權

利，承認她的

政府代表為中

國在聯合國組織內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

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expel forthwith)。全文從頭到尾沒有提到台灣

問題，可是聯合國卻把「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當做官方立

場。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聯合國的立場是基於中國的

“一中原則”政治霸權。可見國際間是只有弱肉強食叢林

法則的強權政治，沒有公義法理可言。

  中國的政治霸權，近幾年更鋪天蓋地的宣傳台灣是中國

的一省，這應當是基於與中國國民黨一同唱和的《開羅宣

言》而來。馬英九不是在 2013年12月特別擴大舉辦《開

羅宣言七十週年記念會》，企圖繼續掩飾歷史，誤導視

聽？讓我們檢視《開羅宣言》(Cairo Communiqué)(圖

三)的內容與背景。1937年蘆構橋事變，中國“全面抗

戰”，當時日本侵略佔領地區已經佔據了中國一半的江

山。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面對現代

化軍備的日本軍攻擊，再加上中共、軍閥各據一處，國家

社會四分五裂，一方面日軍無法吞下龐大的中國，國軍也

處於垂危的拖延戰術，戰事已經呈現疲憊僵持。於是日本

藉機施壓，逼中國以《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為條件講

和。

 1941年 12

月，日本偷

襲 珍 珠 港

後，整體戰

事 從 此 改

觀。美國對

日宣戰，中

國也跟著對

日宣戰，中

國變成美國

的盟國。(日

本 在 1931年

入侵中國東

北並成立滿

州國，但到

1941年 中 國

才隨美國對

日宣戰)。當

時歐洲戰爭

已兩年，雖

然已對日宣

戰，美國與

英國皆主張

圖二：2758號決議文。

以歐戰優先，先解決希特勒後再來全力攻擊日本。羅斯

福為此鼓勵蔣介石專心抗日(不被逼和或投降)，可鎖住

在中國戰區的一百萬日軍。於是蔣介石除了請求大批軍

援外，要求與邱吉爾和羅斯福面談。經過輾轉曲折的交

涉，終於在1943年12月1日，蔣介石受邀在埃及的開羅

進行“三巨頭”會議後，以廣播發表了戰時的新聞公報

《開羅宣言》。

  根據Richard Bush 的研究，開羅宣言的內容是羅斯福

個人的意見，經口述給他的秘書 Stephen Early打字擬

稿的，並沒有國務院及軍方的研究背書。開羅宣言

(Cairo Communiqué) 是許多戰時新聞公告之一，並無

正式會議紀錄。原文的Communiqué是announcement的

意思，當然沒有國際法律的約束，更無決定領土歸屬問

題的層次效力。涉及領土必需在國與國間正式和約簽署

下才能生效。但是，中國與中國國民黨就緊抓住Cairo 

Communique無限上綱，以謊言宣傳教育多年，並企圖

不提48個國家共同簽署的《舊金山和約》，硬主張台灣

已歸屬中華民國。最近中國更提出「台灣自古以來就屬

中國」的謬論。

羅斯福誤解歷史壇自決定台灣的命運

  《開羅宣言》原文第三段主文：The Three Great 

Allies are fighting this war to restrain and punish the 

aggression of Japan. They covet no gain for themselves and 

have no thought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It is their purpose 

that Japan shall be stripped of all the islands in the Pacific 

(接續前頁， )漫談「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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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he as seized or occupi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4, and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pan will also be expelled from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she has taken by violence and greed....,明文提到「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所佔領地區如滿州，福爾摩莎及澎

湖，應歸還中華民國」，但是台灣及澎湖並不是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被日本所侵佔的，而是在1895年日清戰爭後

簽馬關條約時，由大清帝國(當時中華民國還沒有誕

生)割讓台灣給日本的領土，與1931年被日本侵略的滿

州不能混為一談。雖然當時羅斯福把開羅宣言的內容為

戰時的政治意向潦草擬稿，我們合理的懷疑羅斯福本人

誤解了歷史，(也不了解台灣住民不是中國人)，把台灣

與滿州並列為日本侵華佔領地區。難怪蔣介石為此在台

北街頭命名羅斯福路表示感恩。

台灣的命運與舊金山和約

  1945年羅斯福逝世，杜魯門接任總統。同年八月日本

無條件投降，接著是受降、接收及遣返日軍日僑的工

作。當時國，共互爭受降權，為此激化了國共內戰。同

年十月國民黨軍隊登陸台灣，便大肆掠奪且軍隊素質低

落，使台灣人民感到嚴重失望及反感。1947年遂發生

228 屠殺鎮壓事件。1949年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國民黨已全面失去中國大陸，退守台灣，並繼續以

中國法統自居。

  1950年韓戰爆發，杜魯門宣佈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

海峽，以防衛台灣受到中共攻擊，並宣佈台灣海峽中立

化，台灣地位待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以及與日本結締

和約後再作決定。此乃《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礎，也

成為美國對台政策一貫的基本原則。1951年，在國務卿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奔走下，九月簽訂《舊金

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共有48個國家

參加簽署。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因堅持其涵蓋中國大陸的

中國法統(英國也反對)，而中共出兵韓戰與聯合國軍敵

對作戰，兩方皆沒有被邀參加簽署，但另安排在舊金山

和約的生效日(1952年4月)，在台北簽訂日本與中華民

國雙邊的《台北和約》，內容與舊金山和約相同，為此

顧及了蔣介石的面子。

  舊金山和約明文規定日本只是放棄台灣及澎湖的主權

與權利(Territory : Article 2, (b)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並

無指定台灣的歸屬，蓄意將台灣主權留待將來解決。舊

金山和約的位階高過於戰時的開羅宣言，以領土與主權

的國際法理為依據。因此，我們必需力爭法理與事實，

來突破中國的圍堵謊言，《台灣的地位未定》的歷史論

證是不能被中國的強權霸道，或國民黨的謊言欺騙抹滅

的。“宣戰”後必需要有“和約”的簽署才是正式結束

戰爭狀態，領土與主權的轉移也是在“和約”的簽署下

成效，使得日本恢復主權國家。

國際強權下台灣所面對的政治現實與困境：

A.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原則》：國際上公認只有一

個“中國”。
(1)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

中國地位。

(2)開羅宣告稱台灣歸還中華民國，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3)中國目前由兩個政治實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

國)統治中國大陸及台灣。

B 美國的外交的《一中政策》：

  無可否定，美國的態度對台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關

鍵影響力；了解美國的政策有助於突破台灣的困境。美

國與台灣的關係一直處於模糊狀態，其外交關係也採模

糊政策(Policy of Ambiguity)，因為台灣政府本身的處

境也是荒謬模糊不清。美國自1913年到1978年，一直承

認中華民國政府。1979年3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外交關係並設《台灣關係

法》。到目前美國對台政策都離不開以下幾點原則：

(1)美國並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權包括台灣。

(2)美國認為治理台灣的政府是agent，不承認是有主權

的國家(sovereign state)。

(3)美國並不支持或反對台灣獨立，政策採中立的 

“non-support”。

(4)台灣問題必需由兩岸的人民以民主方式，在台灣人

民同意下(assent)和平解決。

(5)美國注重台灣問題如何解決的過程，但不預設任何

結果。US polic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not any set outcome.

台灣的自救運動

  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是目前台美人唯一直接訴諸國

際社會的街頭運動，二十年來，以加入聯合國為訴求，

來彰顯台灣的主權獨立。雖然是民間團體的公民運動，

並不足以發揮政治力量與效果，但是，我們仍然期待以

一步一腳印繼續向國際發聲，同時也希望藉此運動，堅

定國人主權在民的信心。最近這幾年，入聯運動已有年

輕的一代加入行列，他們可以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

整個運動，並以Keep Taiwan Free為新的訴求，正合乎

目前台灣當前的政治危機。我們海外台灣人運動將繼續

替台灣人民向國際社會發聲，除了強調《台灣中國，一

邊一國》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政治現實，並直接挑戰中

國的《一中原則》外，也希望台灣國內人民捍衛民主體

制，並用選票讓本土政黨取得政權，早日終結外來統

治。以公民投票(Referendum)決定台灣的獨立政治地

位，才能得到國際的承認，建立永續的民主自由台灣

國。

.

(接續前頁， )漫談「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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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來的武裝難民集團』對台灣沒有合法的統
治權，無權徵稅及徵兵，又油電是政府獨占，雙漲未經
立法院通過，是違法變相加稅，並以核電及健保等搜刮
民脂民膏意圖毀滅台灣未來。且這次服貿協議又大肆開
放中國爛民來台，形同讓中共不費吹灰之力讓台灣西藏
化及被併吞。又運用各種國家暴力及資源逼學運退場，
可惡之極。人民及團體可採不合作運動『緩繳稅』等，
在今年五月申報所得稅時開始發動，學習甘地的不合作
運動、美國的「抗茶稅』獨立建國、及捷克的全民罷工
等，驅除外來橫征暴歛吃人國共政權，共同來建立東方
瑞士。罷稅罷工罷課等是公民不服從權利之合法行使。

  二、罷稅具體步驟為今年5月1日開始至5月31日申報
所得稅時，呼籲納稅人以郵寄申報所得稅，計算繳稅金

額額時可以少算，於結算欄及自動繳款時只填寫『1
元』及繳納，其餘款項載明『請逕行核定通知繳納，但
等到將鳥籠公投法廢掉讓人民公投制憲及決定國家名稱
及前途將台灣主權還給台灣人後再繳清。』緩繳稅是公
民不服從權利之合法行使，沒有涉及刑事責任或可以公
暴力侵害人身者。等到國稅局核定繳稅額時，已經是半
年以後的事。至於罰鍰、滯納金及滯納利息的問題，在
國稅局還沒核定出來通知繳納之前，也沒有處罰問題。
緩繳稅對於國稅局半年後核定通知補繳前，政府財政將
發生大問題，有極大的震撼作用。而通知補繳後要不要
再拒繳，才有滯納金及利息問題。為建國獨立推翻馬暴
政權，可以犧牲一點。等到執行處來收稅時再繳也不
遲，沒有漏報及處罰鍰等問題。
  三、罷稅罷工罷課等是公民不服從權利之合法行使權
行使，其餘如何對付國民黨的公暴力，不必用自焚、絕
食等自殘手段，也不必上街頭被狗民黨抓耙仔迫害。有
罷稅等非暴力方法化解。 
  四、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會願意為台灣自由民主打
一場戰爭嗎？主張中屬日屬都非正途。台灣要建國，還
是台灣人要讓美日等國知道自己要為自由民主建立國
家，打一場聖戰，趕走中國來的假民主政權。 
附件：滯納金及滯納利息規定： 
  核算滯納金、滯納利息及自動補報利息程序說明

確認限繳日期： 
   1.判斷繳款書限繳日期，如有改訂或展延日期，請以
改訂（展延）日期為該經收繳款書之限繳日期。 

   2.各項稅款之截止，繳納期限如適逢星期六、星期日
或例假日得順延一天，以次一營業日為限繳日期。

逾期日數之計算：
  自限繳迄日起算至經收日止，繳稅逾期日數之計算不
得將繳納前一日之例假日扣除。 

加徵滯納金之規定：
  1.滯納金之計算：納稅義務人逾限繳納之稅款，依稅

捐稽徵法之規定，每逾2日按滯納數額加徵1%滯納金

(逾期第1、2日繳納因未逾 2日不加計滯納金)，最高加

徵至15%為止（違章罰鍰免加徵滯納金、利息）。 

   2.核算滯納金與原列印於繳款書之滯納金相同時，請
依繳款書合計欄收款。

一元救台灣 緩繳所得稅 推翻馬暴政 你我都平安
台灣納稅人監督政府聯盟秘書長 邱一峰律師

  3.核算滯納金與原列印於繳款書之滯納金不符時，請
以重新核算更正後正確滯納金與本稅合計數收款。 

  4.原繳款書未列印滯納金時，請依自限繳迄日起算至

經收日止，每逾2日加徵1％滯納金，核算後請以核算之
滯納金與本稅合計數收款。 

加計滯納利息之規定：
  1.滯納利息之計算：依現行稅法規定，逾滯納期繳納
之應納稅款（包括本稅、滯報金、怠報金）須加計滯納
利息者，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貨物稅、遺
產稅、贈與稅、菸酒稅及營業稅等項目，其餘各項稅款

則均免加徵。滯納利息之計算均自繳納期屆滿之第31日
起至繳納之日止，就其應納稅款及滯納金之合計數，依

郵政儲金每年1月1日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跨年度有不同利率時，應分別計算），但違章罰鍰案
件免加計利息。

  2.自動補繳稅款利息之加計：依照稅捐稽徵法第48條

之1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
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
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各稅法所定關於漏報、
短報之處罰一律免除。但其補繳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捐
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就補繳之應
納稅款，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
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稽徵。」
但免加徵滯納金。稅捐稽徵機關為便利納稅人自動補繳
所漏稅款，印有自動補報專用繳款書，供納稅義務人取
用，惟繳款人應於「扣繳單位自動補報蓋章欄」蓋章證
明。

  3.遺產及贈與稅分期繳納利息之計算：依照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30條第2項規定「遺產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
時，得於前項規定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核

准分12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2個月為限，經
核准分期繳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
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分別加計利息，利率有變動時，應按變動後利率計
算」。 

  4.適用利率：依稅法規定應適用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者，一律按固定利率計息。

其他注意事項： 
  1.各項稅款及滯納金、利息計算至元止，小數點後均
捨去不計。

   2.財務罰鍰部分（細稅別R）全部不加計滯納金與利
息。

   3.各稅款經收單位對納稅義務人逾限繳日期繳納各項
稅款時，不得因避免加算滯納金、利息之煩而拒收，亦
不得要求納稅義務人自己計算，或面告納稅義務人向其
他家銀行繳納。如有計算疑難時，可利用網際網路連結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c.gov.tw/) 
下載 「核算加計利息、滯納金、滯納利息程式」，核
算正確之滯納金。亦可隨時向稅捐稽徵機關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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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花反服貿學運所掲發暴露的問題、政府與領導者

的無能，讓您對當今民主代議制度產生的這個無能政

權，感到無比的失望。您會想如果有屬一個自己理想創

立的國家多好。今天在Line群組與好友討論，我答應大

家決定要寫文章介紹這個題目與這一本書，也介紹不是

叛亂革命的建國方式，即不內亂也不外患！

  六年前我就在誠品書局買了這書，並拜讀這套書好幾

遍，甚至於做過讀書報告。書名是「馬上建立您自己的

國家」(How to start your own country)。本書並附

「微國家：獨立建國的簡易操作手冊(上下冊有書盒，

不分售)」與「建立國家的流程圖」。

當今世上可行建國方法：方式一：傳統主權式

(Approach＃1：Traditional Sovereignty)；方式二：方便

旗船(Approach＃2：Ship Under Flag of Convenience)；

方式三：訴訟(Approach＃3：Litigation)；方式四：弗努

生活哲學（遁世離群）(Approach＃4：Vonu (Out of 

Sight and Mind))；方式五：模型國家(Approach＃5：

Model Country)。這本書告訴您建立國家最簡單方法，

您也可以建立屬於您自己、同好、社區與社團的國家。

  這個世界上有上百個在自己家裡、後院或部落、城堡

所建立的國家。這些國家雖然不被聯合國承認，在地圖

上也幾乎找不到，但說起國旗國歌、政府憲法，它們可

是一點都不缺，有自己的國際外交，甚至於申請加入聯

合國。 

  這些人成立國家的理由百百種。有人或許只是想自己

當國王，有自己的理想；有人或許只是因為不想再繳稅

給無用的政府；有人或許覺得建國是樁好生意，因為你

可以透過網路販賣硬幣、郵票或其他紀念商品，廣開

「國家」財源，靠觀光維生。 

  本書不但教你如何在家建立自己的國家，也帶你走遍

全世界，看看各式各樣的「迷你國家」或「微國家」。

它還附有操作手冊，與建國流程圖。學運學生可以試試

建立微國家，建立有實效的「政府」，我們再逐一加

入。 

  許多人推薦過這本書，保括作家九把刀、背包客棧小

眼睛先生、人氣作家史丹利、資深媒體人馮光遠、與台

灣蓋大黨黃越綏。

  在全世界各地，有許多人因為各種稀奇古怪的理由，

而決定建立自己的國家。它們有國旗國歌、政府憲法，

當然最重要的，他們都有獨一無二的名字。如果你也有

建立國家的機會，你希望你的國家叫做什麼名字？我們

來舉本書的例子：

  在川口開治的漫畫《沈默的艦隊》中，一艘潛艇為了

完成世界各地的和平任務，宣布自己成為一個獨立國

家，名為「大和」，以紀念日本最偉大的軍艦。英國演

員丹尼在倫敦的公寓成立自己的國家，並把國家取名為

Lovely，是英國口語中類似「太棒了」的意思，希望大

家想到他的國家都會有這樣的驚嘆。 

  每個國家的名字都有意義，有的或許為了紀念一個過

去的歷史，有的或許是為了彰顯建國的目的，當然，也

可能只是國王任性的結果。總之，請你說說，如果你要

成立一個國家，你會命名它為？台灣共和國！

《編按》

微國家：獨立建國的簡易操作手冊(上下冊有書盒，不

分售)

How to Start Your Own Country

作者： 厄文．史特勞斯

原文作者：Erwin S. Strauss

譯者：謝佩妏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08/05/05

語言：繁體中文

優惠價：9折359元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99666

如何馬上建立您自己的國家
陳順勝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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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太陽花學運』重要的白宮連署案
  

  每個人揪10人以上去登記、連署！盡力幫忙轉貼、傳出！這個議案如果成立，將由人權提案由美國

總統歐巴馬受理，也會知會聯合國！

  請認同台灣的住民，踴躍連署，由一傳十，十傳百！！我們需要幫助，台灣人必須驅逐流亡在台灣

的非法中國國民黨統治當局，早日離開台灣回歸中國！！

  請求大家上網連署『請求協助趕出國民黨非法統治當局！』，到五月三日為止，須超過99987人才能

成案，到現在只有321人連署！拜託大家轉達。

前兩週10萬人白宮連署行動，我們成功讓美國國務院發表「全面支持台灣民主」的聲明，並要求馬英

九必須與人民對話。現在有一個瓦解馬政權更有效的連署，徹底解決馬騜聯中亂台的問題。請大力連

署並分享此陳情書～要求美國政府回答馬英九是否為美國公民？馬聲稱其綠卡在2008年失效，但從未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台灣人民有權利知道這一切的真相。 要求美政府公告馬英九國籍連署網址：

WE PETIT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we need help to drive out of illegal KMT rule 

authorities from Taiwan.
< I am the people of Taiwan,not Chinese or people of KMT's R.O.C,we need help to drive 

out of illegal KMT rule authorities which they are possession of Taiwan has nearly seventy years long 

,due the 70 years we under the illegal rule authorities,weloss our Human Right and without 

Democracy,so we need help to separate off violence and fear,we think USA hav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o offer the help for us. >

Created: Apr 03, 2014

Issues: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Foreign Policy, Human RightsLearn about Petition Thresholds

SIGNATURES NEEDED BY MAY 03, 2014 TO REACH GOAL OF 100,000

98,904

TOTAL SIGNATURES ON THIS PETITION

1,096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we-need-help-drive-out-illegal-kmt-rule-

authorities-taiwan/lKFQkv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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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台灣關係法35周年，原本是個單純的日子，無

奈卻發生馬英九政府以暴力血腥鎮壓和平訴願且手無寸

鐵的學生，讓台灣社會上空瀰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氛。

  秉持太陽花學運退出議場所主張之「反守為攻，出關

播種」精神，908台灣國及各大社團將其落實為「出關

播種，國際接枝」，期待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原

則，向馬英九政府提出嚴厲譴責。

  值此台灣民主面臨嚴重威脅的當下，美國國務院助理

國務卿羅素（Daniel Russel）日前警告中國，不要對

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國家採取類似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

的行動非常及時，並表達美方會遵守捍衛盟國的承諾和

採取報復，值得稱讚。我們也注意到他在參議院外交委

員會作證時，罕見地表示美國對台灣自治（autonomy）

強烈支持；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一自由、獨

立和民主的國家。我們也認同羅素先生所說的，《台灣

關係法》有助於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及穩

定，嚇阻了中國武力侵占台灣的野心。

  但我們深信，該法效力可以強化，以下是一封致美國

歐 巴 馬 政 府 的 信 ， 請 AlT馬 啟 思 (Christopher J. 

Marut)處長轉呈：

  敬愛的歐巴馬總统閣下，鈞安！欣逢台灣關係法35周

年，關心台灣安全和福祉的台灣住民不曾忘記「臺灣關

係法」35年來促進台灣和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和穩

定的重大貢獻。根據該法，促進台灣的人權和民主也是

美國的重大利益，因而請總統先生不要忽視馬英九違反

人權和非民主的作法。

  台灣人民反對馬的「黑箱」決策（black box decision-

圖←美國在台協會10日在台北首播台
灣關係法35週年紀念影片，美國在台
協會處長馬啟思為首播致詞。

(圖翻攝自網路)

 making, no transparency, no due process）及反對馬

政府未與國會和企業界諮商，即與中國簽署「服貿協

定」（Service Trade Agreement, STA）。大多數台灣

人民認為馬政府所簽的STA只有利少數大企業，而會損

害絕大多數人民經濟和就業，並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他們和平上街抗議，靜坐，在3月30日那天並有50萬以

上來自全國各階層人民在總統府前集會表達他們反對

STA，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和平訴求，但馬總統越來越像

一個獨裁者，不願聽從人民的聲音。我們深信美國希望

看到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尊重民意與人權，能夠成為

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楷模，而不是馬政府的倒行逆

施。請您嚴詞譴責馬政府使用暴力血腥鎮壓學生和公民

抗議，拒絕民意及違反民主程序。

  總統先生，您上任以來似未曾確認雷根總統1982年對

台灣的「六大保證」（Six Reasurances）也是您的對台

政策，讓許多台灣人民感到憂慮。我們也擔心您不太重

視台灣的重要性，把對台政策貶為對中國政策的一部分

（making Taiwan policy a func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這也許是我們不正確的解讀，但如果您在本

月稍後訪問亞洲時能夠適時表達您的對台政策包含「六

大保證」，不但台灣，日本韓國和其他美國的友邦也都

會感受到您Pivot to Asia 是真的，將大大強化亞洲的安

全與穩定。

最後敬祝政躬康泰！

聯絡人：副祕書長陳峻涵(Chilly Chen)  

手機：0983-739-622

出關播種，國際接枝
台灣關係法35周年記者會



P-11- NO.114P-19-

2014/04/10(四)

NO.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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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4年5月3日（週六）18:30

◎地點：典華飯店大直旗艦會館 繁華似錦廳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02-8502-5555）

●如未能出席，可純贊助餐會，餐券委由基金會處

理，亦可選擇不限金額、自由贊助。均贈最新、獨家

限量版「黑牢之聲CD」乙片致謝。

●贊助金額可由基金會開立正式捐款收據，供抵稅用

途。

台灣法政論壇
時間：2014年04月15日（星期二）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40號7樓
      陳林法學基金會會議廳

主題：克里米亞之公投與獨立－台灣的深思及警惕

主持：城仲模先生

     （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引言：沈建德先生（前中興大學副教授）

舉辦：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

      台灣比較法學基金會

      陳林法學文教基金會

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服貿」座談會　
時間：2014/04/10(星期四)19:00-21:30

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服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引發巨大

的反響，點燃了「太陽花學運」。因此，人社系系學

會想以更全面性的關照，邀請經濟學、社會學、資訊

工程、以及文化人類學的專家，就「服貿」這個議題

發表自己的看法。所有學者都是一時之選，千萬不要

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聯合國與台灣

從2014國際家庭農業年談起座談會
時間：2014年4月20日(星期日) 

      9:00報到，9:30〜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2014國際家庭農業年

  旨在提高家庭農業和小農戶農業的地位，促使全世

界重視家庭和小農戶農業在減輕饑餓和貧困，提高糧

食和營養安全，改善生計，管理自然資源，保護環

境，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重要作

用。

  目標找出差距和捕捉機遇，推動更加公平和均衡的

發展，從而在國家農業、環境和社會政策議程中重新

確立家庭農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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