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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國不顧越南的強力反對，在南海西沙群島海域

設鑽油平台，多艘中國海警船及漁業巡邏船且在距離越

南210公里海域處驅趕越方的船隻，而點燃越南人的強

烈反中情結。中國在越南所主張的經濟海域內設鑽油平

台及驅趕越南船隻不僅導致敏感的南海海域爭議白熱

化，更引爆越南社會激烈的反中示威。沒想到和中越南

海主權之爭並無直接關係的台商卻在此事件中遭受無妄

之災，受害最大。有數百名越南反中民眾衝進胡志明市

北方平陽省的一處工業區，不管台商是不是中商，只要

是被當地人認定為屬於所謂華人的工廠，就遭到暴民的

打、砸、搶、燒等破壞。有數十家台商工廠因此遭殃，

也有多名台商受傷。這是近年來發生在越南的最大規模

的排華抗中事件，是台商所遭遇過的最嚴重的反台暴

動，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組織、有系統的「假反中、真

反台」暴動。

  有人認為越南這次「假反中、真反台」暴動的背後策

劃者可能就是中國，目的是要警告、打擊逃離中國的台

商，或藉由此次打擊，把台商拉到和中商同一陣線，以

營造海峽兩岸同屬一國的氛圍。但有更多人認為事件的

起因是台灣人被誤認為中國人，台商被誤認為中商，而

遭受池魚之殃。後面這個理由的根據是有許多台商的公

司或工廠僱用許多中國幹部、公司和工廠的招牌寫的是

中文、裡面的員工講的是華語、越南的教科書把台灣列

為中國的一個省份等，導致越南人看到有中文字招牌的

公司和工廠就強行進入，要求工廠停工、員工罷工，並

破壞工廠大門，砸毀玻璃和電腦，放火焚燒公司的文件

和建物，甚至趁火打劫，搬走工廠內的半成品。

  除了部分越南民眾分不清楚台灣人與中國人，更有許

多人是受到越南政府「一個中國」政策的影響，誤以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把台商也視為抗議對象的中

商，而對台商發動攻擊。為了區別台商和中商，讓排華

反中的越南人不要把台商誤認為中商，外交部在事件發

生後幾天才想到印製「我來自台灣」貼紙來因應。外交

部此舉除了無能之外，不啻承認就是因為台灣和中國牽

扯不清，才會讓台灣人在別人的排華反中事件中曝險。

  台灣人與中國人為什麼會讓世人分不清楚呢？原因當

然是馬政府的傾中賣台政策。馬英九執政以來，傾中賣

台政策不勝枚舉，推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讓台灣的主權

逐漸流失，有亡國之虞。例如馬英九曾公開說台灣和中

國之間的直航是國內航線、在憲法上中國是我們的領

土、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台灣人跟中國人不是國籍

不同而是戶籍不同……。馬英九的政策推行也偏向中

國，甚至於臣服於中國，例如中生有超級健保福利而台

生無、ECFA的簽訂有利於中國而不利於台灣、服貿協議

的簽訂不只過程黑箱還完全順從中方一字不改的要求、

新造軍艦以中國河川之名命名……。就是有這麼多施政

和公開需宣示表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接受九二

共識和一中原則，才讓各國人民與政府分不清台灣和中

國的差別。

  由於越南台商在這次暴動中損失慘重，馬政府在民意

的強烈要求下已派人到越南去，要求越南政府賠償台商

的損失，這個動作令人啼笑皆非。越南政府縱容越南民

眾對台商暴力相向，當然要負起賠償責任。馬政府讓世

界各國的人民與政府分不清台灣和中國的差別，本身也

是整起反台暴動事件的共犯，怎麼就不提自身的賠償責

任呢？台灣人怎麼能讓馬政府置身事外，就這樣裝無辜

地呼攏過去呢？！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

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

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

請求賠償。」國家賠償法第二條也規定：「本法所稱公

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於執行職

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

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

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因此，根據中華

民國憲法及國家賠償法，以馬英九為首的馬政府也應該

負起這次越南反台暴動對台商造成嚴重損失的賠償責

任。

  馬英九用不合國際法的中華民國憲法欺騙台灣人，意

圖將台灣和中國送作堆。要不是這次越南的假反中真反

台暴動讓台灣人警覺到台灣人已被世人認定為中國人，

台灣已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馬英九的賣台陰謀必

定得逞。如果不讓馬政府為他的傾中賣台政策負起應負

的損害賠償責任，這個政府的賣台政策必定接連出籠，

而且一個比一個狠。等到馬英九的任期結束，台灣的命

運也就結束了。因此，越南台商應向馬政府請求國家賠

償，一方面取得應得的賠償，另一方面也替馬政府的傾

中賣台政策踩個剎車，讓馬英九不敢再那麼肆無忌憚地

賣台了。

越南台商應向馬政府請求國家賠償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前世的情人一定是女兒？

《公義天平》威嚇公投盟？

——賴市長，你真的站在本土陣營嗎？

越南台商應向馬政府請求國家賠償

確認台灣國名與認同的必要性

TA MA De，五 二 ○ ！
馬的綠卡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嗎？

陳總統有生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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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台灣國名與認同的必要性

  近日各高中開始選取新學期學生用書，而「史記文化

事業版」的歷史樣書竟在課本中偏頗地寫出「台獨運動

會讓台灣的社會陷入國家認同錯亂」，還指稱「原本已

逐漸融合的族群，卻因台灣選舉頻繁、部分政黨為求勝

選，不斷扭曲與挑撥族群，造成台灣社會撕裂與對立，

嚴重影響社會的整體發展」等等反民主的文字，讓我們

不禁擔心，這種與民主自由社會相悖的言論，經由教育

企圖對中學生洗腦，對國家社會未來發展有極不利的影

響。

  教科書應有一定權威及公信力，不該淪為特定意識型

態的工具，「史記」出版社的歷史出版品與其說是教科

書，不如說是統派文宣品。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但「史記文化事業」經由教育部所審定出版的歷史「課

本」已經觸及了民主的底線，許多字眼宛如政治洗腦文

宣，這樣的文宣品不夠資格作為教科書。因此我們呼

籲：

  一、校方及老師以學術專業來選書，以培養學生成為

獨立思考的公民為目標；

  二、強烈要求教育部不可再以「依法行政」來作為反

民主自由言論的擋箭牌，儘速撤回飽經全國歷史學者所

質疑的「微調」課綱；

  三、教科書審定小組的所有成員應負起責任，秉持學

術良知，維護學術專業，嚴格為教科書把關，勿以委員

會的「形式民主」徒託「匿名審查」、「自由機制」，

而放任此種出版品作為課綱「微調」爭議後的「樣板

書」，扼殺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

  台灣教授協會與台灣教師聯盟再次強調，言論自由是

建立在自由民主的秩序之上，不容任意踰越，假「合乎

憲法」之名，挑戰台灣民主社會的立國基礎。

譴責「史記」版教科書
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教師聯盟聲明稿

  不滿在北京的中國政權於南海設置鑽油平台，最近越

南民間的反中情緒釀成暴動，遭到池魚之殃的越南台商

成為越南暴民打砸搶燒的對象。

  面對此一反中暴動使在越南的台商受害，立委蕭美琴

認為此事與「馬政府一中政策的混淆有關。」國民黨文

傳會副主委陳以信竟然出面反駁，批評民進黨不該藉機

操弄意識型態，趁亂圖謀一黨私利…。陳以信之言，真

是可恥！敗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豈不是60多年來一

直以封建僵化的「一個中國」意識形態來殖民統治台灣

嗎?！

  在台灣本土建立的民進黨為了台灣全民的利益，本來

就應推動政治的改革以及真實的台灣國家定位與認同，

不要再一直與對岸中國混淆不清，在國際社會被誤認為

「中國的一省」，以致全民受害。

  經常赴越南做研究的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指出，

台商無辜受牽連，完全是「中華民國」之名害慘台商，

因為台商拿「中華民國」護照上面寫著“Republic of 

China”底下才寫著“Taiwan”讓越南人認為台灣是中

國的一省。更離譜的是之前越南發給台灣的簽證寫的是

“台灣”(越南文字 DAILOAN)，近來越南簽證上的

DAILOAN竟然改用英文寫“China(Taiwan)”，這正驗證

蕭美琴立委所說這與國民黨馬政府的一中政策混淆有

關。這也難怪多年來許多海外台僑認為「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簡稱R.O.C.，也就等於“Republic 

of Confusion”(混淆民國)，總是與對岸「中華人民共

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混淆不清，以致

許多國際人士也搞不清楚。

  長年來台灣本土社團推動台灣要正名、制憲加入聯合

國，正是要使台灣國內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國家認同與定

位清清楚楚，全體台灣國民的心靈才會健康起來，才能

團結一致，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不再被外來的「中國」

國民黨利用國名的混淆錯亂而與岸中國共產政權聯手分

化與操控台灣人民，甚至使國際社會誤認為台灣與中國

是一體的，以致未來我們將遭受更多的災難。

  請大家從現在開始在自己的名片上印“台灣”或“台

灣國”，英文則用“TAIWAN”(每一個字用大寫才是國

家名稱)，不要再用R.O.C.吧！誠願促使台灣國家正名

成為現代全民的運動。(2014年5月19日)

(圖/翻攝自網路)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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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XieLiSheng )

  今年五二○馬英九和往常一樣，依例提出就職文告。

受到318太陽花學運的啟發，他特別「邀請青年一起來

改變台灣」。馬英九說：「這幾個月來，我不斷與青年

朋友對話。不少年輕人告訴我，有些同學擔心畢業後找

不到工作、剛進入職場的青年也煩惱薪資成長跟不上物

價、有年輕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不敢結婚、也有年輕夫

妻擔心養不起孩子而不敢生育。」
  馬英九又說：「我必須誠實的說，臺灣不少的年輕人

是焦慮的。我一直在想，這樣的焦慮反映的是什麼樣的

問題？青年焦慮所凸顯的是結構性問題，以及世代交替

的陣痛。執政團隊並沒有忽視，但我們顯然做得不夠

好。我們有責任，我們要改進。面對青年的焦慮，我要

提出五項回應：
  一、全力改善學用落差，讓青年學以致用；

  二、積極促進青年創業，讓青年勇敢圓夢；

  三、加速實現居住正義，讓青年住得起臺灣；

  四、正面迎向自由貿易，讓臺灣邁向全世界；

  五、全面鼓勵青年關心國是，讓青年參與決策過

程。」
  因此，馬英九要求行政院成立「青年顧問團」。他在

文告中繼續吹噓他這六年來的政績，並強調政府該做的

都做了，問題不在他身上。他不斷的強調和平、民主、

和理性。在前面一兩段引言中他用一貫無辜的樣態在檢

討他執政的缺失。，他在整篇文告的百分之九十強調自

我感覺良好的政績，和對學運和在野黨的攻擊。可見馬

英九的格局和台灣當前的沉淪息息相關。
  接近五二○的越南排華反中事件已造成台灣商人的重

大災難和損失，至今並未見到馬政府具體的說明對整起

事件的因應，遑論有更進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去幫台商解

決困境的行動。台商的驚魂、恐懼、和巨大的損失，僅

能拿到一張貼紙聊表安慰。即使在經歷過災變之後，由

曾永權帶領的訪問團前往越南，也只能和台商辦幾場座

談會而已。雖然出團前馬政府曾宣示，要求越南政府道

歉、賠償，同時呼籲越南政府展現最大的誠意與決心，

並向台商保證不再發生暴亂事件，但整個事件發展至

今，還是不了了之。中華民國政府已呈現腦死狀態，毫

無知覺及反應。
  反觀對於外界質疑他的綠卡疑雲，馬政府所動用的政

治手段和外交交涉，其效率之高超乎異常，而目的也只

是幫他自己擦脂抹粉而已。即使如此，人民依然無法置

信已經歷了六年的綠卡風波，馬英九即使在AIT的掩護

之下，依然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更拿不出綠卡放棄的

時間和放棄的文件來證明他的誠信。
  日前，在台北的捷運上所發生的不幸屠殺事件，正以

極端的行為向馬英九政府打臉。此一暴行反映了這一代

年輕人的焦慮。這個不願意面對民怨、向財團靠攏、罔

顧民意、忽略社會公平正義和照顧弱勢的政府，正把台

灣社會推向極端和不安。即使在號稱世界最清潔的大眾

運輸系統上，人民也只能自求多福，自己的命自己救。

馬英九的邪惡和不負責任正在滲透台灣社會。

  當馬英九說他們做得不夠好時，他其實是指著別人

說，都是你們的錯，所以台灣競爭力的落後是因為太陽

花學運得關係。在他的邏輯中，你是民我是主，談民

主，所有的事情都得聽我的，否則一切免談。他的思想

反動，行為也違常。他對青年提出的五項回應，只不夠

是拿來應應景而已。檢視他從政以來的政績，說的總是

比做的好聽，無異是公開的說謊與欺騙。網民謝立聖發

表一則訊息：「再告訴大家兩個消息，一個是好消息，

一個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只剩730天了！壞消息

是...還有730天呢！」這六年來，回顧總總...歷歷在

目！

  從八八風災到學運黑潮...從兩個便當到油電雙

漲...從幻象和阿帕契都墜毀...從勘災瞌睡到息肉兩

顆...從綠卡風暴到香港人魚...從核四續建到硬過服

貿...，已發生了太多太多事情了...大家還記得嗎？有

對新人結婚時，新郎對新娘說：「這中間經歷過一次陳

水扁，一次馬英九、又是馬英九...而且在待會我們講

完誓約的時候，我們將要正式的步入婚姻。『如果這不

是真愛，那什麼才是真愛？』我愛你！」

  堅強的台灣人，善良的台灣人！大家都辛苦了... 」

  幹！真是無力；TA MA De，五二○！

莊孟學

TA MA De，五二○！

 謝立聖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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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台協會(A.I.T) 在5月14日2014年交給駐美代

表處一張信函，內容表示馬英九總統已放棄其先前所擁

有的永久居留身分一事，並早已列入相關美國移民機關

檔案，此事已經結案。這是馬英九透過外交部向美國首

都華盛頓D.C.的美國在台協會(A.I.T.) 總部要求寄出

的證明信函。這是一個本末倒置的做法。馬英九只要拿

出I-407放棄綠卡的書面申請書，而且上面還有A.I.T. 

的官章及簽名，就可以一次解決綠卡的政治風暴。但是

馬英九卻不想痛快淋漓的一次解決，莫非他實在很享受

在綠卡風暴侵襲過程中的快感嗎？美方的這張白紙黑字

能完全證明馬英九的綠卡風暴真的能船過水無痕的了結

了嗎？還是提油來救火呢？

  我的名字叫做廖東慶，在1984年2月9日從軍中退伍。

同年的4月1日我以依親的名義移民來美國，拿到的綠卡

是屬於永久性的。就算是拿了50年的永久綠卡，還是不

會失效的。馬英九在1977年所拿到的綠卡，不容置疑的

也是屬於永久性的綠卡。在2005年以後的綠卡是有10年

的期限，如果持有人在滿10年之前沒有再繳錢重辨的

話，10年期限一到，這張綠卡就會自動失效。不過馬英

九的綠卡並不是屬於這一類的。心裡有鬼的馬英九卻一

直強調他的綠卡久而不用，已經早就自動失效了。這是

一句無形無色的屁話！A.I.T. 前理事主席包道格更說

出只要一年沒有進出美國的話，綠卡就會被沒收；不過

只要上移民法庭去申訴，綠卡就會無條件的交還給當事

人。

  在台灣的A.I.T. 發言人金明先生也說了，他不清楚

馬英九的綠卡是如何失效的，也不知道失效的日期在那

一天，美國政府是依據馬英九的個人片面說詞而來函。

但是台灣的A.I.T. 也清清楚楚的說出，他們根本就查

不到馬英九到底在那一天來申請放棄綠卡的日期，這就

間接證明了馬英九根本就沒有向美國政府部門申請放棄

綠卡的行為。美國政府絕對不會為了馬英九來串供說謊

的，因為只要被查到是做假說謊的話，至少A.I.T. 理

事主席薄瑞光是下台下定了不說，就連美國國務院及國

務卿都要出面來道歉，這對美國來說這簡直是得不償

失。

  不過要是如馬英九所言，綠卡久而不用早就失效了，

這種情況只有馬英九在入了美國籍而成為了美國公民，

他的永久綠卡才會真正的失效了。在廖東慶的公民證書

上的右上方，還會印列著原有的綠卡號碼。馬英九到底

是在怕什麼呢？怕坐牢嗎？馬英九在擔任總統之前所下

的犯行還少嗎？就算多了這一條，也沒什麼差別。今天

馬英九的民調己經是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了，無論是

他說了什麼話或是做了什麼決定，都會招致排山倒海般

馬的綠卡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嗎？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對於北捷砍人事件，警察大學跆拳道教官請

大家記住：

1.手上有任何東西，多加利用，可做為阻檔，  

  不要輕易丟向對方，以免手上沒有攻擊器

  具。

2.空間小以繞圓型(太極)方式閃避。

3.退後以側站方式，以免跌倒.

4.如可反擊，直接攻擊手腕，將兇器打落。

5.隨身攜帶伸縮式雨傘，遇狀況立即變成防身 

  工具，可將傘打開阻擋對方視線，並用旋 

  轉方式。

6.近身可攻擊下襠，膝蓋等脆弱部位。

7.鎮定，不要言語刺激。

8.善用口腔等噴霧式用品。

9.快速逃離，並大聲喊求救，警察來了.....吹 

  哨子，逃至馬路人多地方。

10.刀是身體手臂延伸，斷截長度並攻擊，膽大

  不見得會是弱勢。

11.包包、手機 衣服 鞋子 書本 報紙 飲

  料.....都是攻擊物品。

安全可自己爭取，祝大家平安。

、 、 、 、 、

的批判及反對。我們也說過馬英九本人就是一個現代奇

葩的傳奇，這並不是在對他冷嘲熱諷，馬英九真的是一

個傳奇性的人物。請看全世界，有那一位領導人只說了

20分鐘的電視演講，在不到18個小時之後，卻有超過

50萬人上街頭只向馬英九一個人，抗議再嗆聲的？在野

黨根本就沒有這種本事及人才！

  一說就錯，一做就錯，是現在馬英九最實際的寫照。

A.I.T. 發文為馬英九背書，這更是美國白宮在警告馬

英九不要再胡搞亂搞，否則會讓他死得更難看。不過馬

英九是那種會受人擺佈的嗎？我們認為他絕對不會的！

馬英九他會更進一步的聯合中國來一起對付美國。馬英

九是一個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人，在他不到兩年的任期

內，還會有更多的好戲連臺，正要輪番上場。美國如果

拿不出馬英九放棄綠卡的證明文件出來的話，對馬英九

而言，綠卡風暴永遠都不能也不會有風平浪靜的一天。

馬英九如果真的想要真正終結綠卡風暴的話，只有誠實

以對，別無他途，千萬不要心存僥倖。不過，在馬英九

的字典裡，只單單少了誠實兩個字罷了！

警察大學跆拳道教官的叮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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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恥的中國黨
  中國黨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將左圖紅衫軍時期聚集在景福門的少數人誣指為330反服貿的人群，而將右

圖330反服貿人山人海的黑衫軍據為己有，說那是新五四運動，真是無恥！新五四運動的人穿的是白衫，

自稱白色正義聯盟，怎會穿黑衫？330反服貿的人穿黑 ，怎會顯示紅衫？連這種幾乎所有台灣人都知道

的事都敢造假，中國黨的厚顏無恥已到令人無法置信的地步！

https://twitter.com/KMTaiwan/status/462970385722384384

衫

有圖
有真相

2014/05/22(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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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公投盟蔡丁貴教授和林飛帆、陳為廷等學生

並肩反馬政府的黑箱服貿，被警察血腥鎮壓。不過，可

能不知道代表本土陣營執政的賴清德市長在台南所做的

事剛好完全相反：他在強推馬政府「行政院版」的南鐵

東移工程，正如「行政院版」的服貿操作，一樣仗恃無

從制衡的政治權力，無視民權拒絕公開聽證，一樣不惜

動用警察對付學生與居民。

  大家知道白狼到立法院嗆學運時，郝市長以「路過」

來禮遇他，以「非法集會」來矮化學運。不過，可能不

知道賴市長就細膩多了：當孫文銅像被拆，白狼率中華

統一促進黨到台南抗議時，他排出「秘書處長」受理，

相較於蔡丁貴代表台灣北社、教師聯盟…等全國十六個

本土社團，為湯德章紀念日正名的抗議，則降級以「副

處長」受理，刻意以官方迎賓規格區別，禮遇這位替中

國效力的幫派流氓，矮化這位曾因黑名單無法返鄉，一

生為台灣獨立奉獻的台大教授，盡在不言中。

  大家知道學運退場，公投盟被中正分局毀約驅離、違

憲禁止申請路權。不過，可能不知道台北的警察雖然權

力很大，但台南的警察權力更大：從南鐵抗爭到拆銅像

與學運，台南的警察除了替賴市長鎮壓抗爭之外，居然

盤查到送鳳梨給學運的水果商家中（這還真無厘頭，會

不會是鳳梨不夠甜？）為了追查拆銅像的「毀損罪」，

在蔡丁貴當場自首表明承擔之下猶祭出戒嚴時期政治事

件的查辦手段，跨界盤查到學運領袖魏揚台中家中，甚

至可能觸及違反個資保密調閱旅遊保險資料，取得搭乘

遊覽車到現場的二十幾個乘客名單，一一傳喚約談，威

嚇公投盟的意味十足。

  甚至不斷擴大，不斷上綱——

**********************************************

  「芒果樹我們來搖就好了，要撿芒果的就來撿吧！只

要最後的果實是甜美的，誰撿的都沒有關係！」公投盟

總召蔡丁貴總是這樣告訴團員。

  公投盟是一個主張「以公投制憲的方式追求台灣獨

立」的團體，關心的議題包括：台灣獨立意識、補正鳥

籠公投惡法、廢除集會遊行惡法、捍衛陳水扁總統司法

與人權…等，以非暴力方式對抗不公義的政府，走上街

頭爭取台灣人應有的權益。於2008年10月25日開始在立

法院前靜坐，至今已超過2000個日子。

  公投盟總召蔡丁貴，美國康乃爾大學環境工程博士，

早年因被列為黑名單，被迫滯留美國，任職美國雪城大

學助理教授、副教授。返台後在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任

教。2002~2005年分別擔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成員是來自台

灣各地的志工，有公司老闆、退休老師、勞工…等，一

群樸實卻堅毅的台灣人，只要接到「勤務」通知，多半

****

會放下工作或請假，連夜自費搭車北上會合，唯恐錯過

而少盡了一份力。

  大部份的人知道公投盟，是在學運結束之際，網友披

露公投盟為佔領立法院周邊道路的學生繳交路權保證金

一事，同時，遭到中正一分局毀諾強制驅離，蔡丁貴憤

而衝向快車道險遭公車輾過，引發上千群眾聲援「路

過」中正一分局討公道。過去南北奔波參與公民運動，

因為鮮明的台獨立場，常被其他社團切割或排斥，總是

選擇默默跟在隊伍最後面。這次讓大家驚覺、感動——

看到公投盟全心全力支援學運，願意幫學生扛罪，挺在

前面抵擋警察，用身體用意志，對抗這個獨裁又傲慢的

政府。

  今年二月，為要求台南市政府兌現之前承諾的，讓二

二八受難英雄湯德章律師的紀念公園實至名歸，扯下名

不符實的孫文銅像，蔡丁貴當場自首被移送。然在公投

盟投入學運與反核四之際，當權者似乎有著某種程度的

默契，聯手從北到南展開一連串的追殺。

  針對孫文銅像事件，台南市長賴清德如前述刻意用

「官方迎賓規格」禮遇白狼與中華統一促進會，矮化蔡

丁貴與台灣北社丶台灣客社丶台灣醫社丶台灣守護聯盟

丶908台灣國總部、台灣民族同盟、美國洛杉磯台灣建

國促進會、台獨聯盟洛杉磯支會、台獨積極陣線、台南

市西拉雅文化協會、台灣教師聯盟、台南市李登輝民主

協會、李文正服務處、蔡旺詮服務處、陳唐山王定宇聯

合服務處、台南市一邊一國連線等本土社團，表達「態

度」之外，台南檢調已大批傳喚數十名在場旁觀沒涉入

的民眾不說，連不在場未曾參與的親人、行動不便無法

出門的年邁長者，都在傳喚的名單內，必須由人攙扶前

來應訊。蓄意不斷上綱擴大調查，株連無辜，製造困擾

(圖/翻攝自網路)圖↑湯德章公園中的孫逸仙銅像。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執行長 李述儒

《公義天平》威嚇公投盟？
——賴市長，你真的站在本土陣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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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惶恐，威嚇公投盟的意圖已至為明顯。

  甚至，公投盟在台南成立一年的大旗隊，每週固定在

台南車站圓環舉旗的活動，也突然遭到台南市警局第二

分局前來刁難。諷刺的是，在郝龍斌市長執政的台北都

不曾有過警察干預舉旗的情形，卻在民主聖地，賴清德

市長執政的台南發生了。

  我們為民主奮鬥努力，有承受獨裁體制迫害的坦然，

但不禁要問，賴市長，你真的站在本土陣營嗎？

***************************************************************

2014.05.01_10:44 敗者的美學

  昨夜雨意漸濃，忠哥帶著幾位志工，忙著把從凱道運

送過來的一些物資蓋上帆布綁繩固定。看著他們忙了一

整夜，著實有些過意不去。忠哥從口袋掏出了2000元要

阿稼帶幫忙的志工去吃頓宵夜。

  在公投盟，他的確是個有心人，難得的不是出錢出

力，而是一份心。他不算是公投盟的幹部，他只是一個

支持者，一個志工，一個和我一樣會跟蔡教授直言不

諱，不惜拉開嗓門頂撞蔡教授的人。我們拉了椅子坐下

來聊了一會兒，由於隔日一早還要移動基地，我們從立

法院外徒步至車站前，他搭Taxi回家，我則至轉運站，

凌晨3點，搭上夜車南下台南。

  5月1日，有勞工遊行在台北。5月1日有公投盟成員如

我，有公投盟支持者與莫名其妙被地檢署傳喚作證的支

持者家屬或女友。之所以說是莫名其妙，是因為他們根

本就不在當日湯德章公園孫文銅像跌倒的現場，更未曾

參與過公投盟的任何活動。台灣的當權者，總是如此堂

而皇之，把依法行政視為懲罰人民的任意貼。哀，台

(續接前頁，《公義天平》威嚇公投盟？)

灣檢調司法濫權如此，原來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個顏色

當家作僕。

  夜車上，我拿起一本書，茂呂美耶寫的「敗者的美

學」，久久不想翻開書頁，直到車廂內頂燈關熄，我轉

眼呆望窗外微雨，有所思也有所感，因為封面上的那幾

行字：

  「勝者，因勝而失去鳥語花香的羊腸小徑。敗者，因

敗而探得桃紅柳綠的康莊大道。舞台上的歷史是御用劇

本家之作，舞台下的歷史則是後世言論家的競技場。當

朝的勝者，不一定能成為歷史的贏家；歷史的敗者，也

未必不能流芳百世。歷史，其實是一場知性的推理遊

戲！」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64917

5581830053&set=a.403797753034505.96886.391595

677588046&type=1&theater

  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或地區，家家戶戶的飲用水，可能

來自溪澗或山溝，為保持飲用水安全，巡視管線或水源

頭為必要工作。當有了自來水後，關心及巡視水源頭工

作，似乎就減少許多。

  頭前溪上游是新竹市市民所使用的自來水水源，近三

個月來，在頭前溪上游竹東鎮軟橋里、橫山鄉田寮村交

界處竟成為業者採取砂石的場所。在春末夏初的此時，

理應呈現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在竹東圳軟橋取水口的上

坪溪左岸旁，發現鐵皮包圍起來的區域，開挖出約一座

足球場面積大小、挖走砂石造成深度五至十公尺的窪

地。

  位處頭前溪水質水量保護區的竹東鎮軟橋里、橫山鄉

田寮村，長期以來是竹東區農會推展有機農業的重要據

點。來自上坪溪豐沛的水源在竹東與油羅溪合流之後，

成為供應新竹市民飲用水來源的頭前溪。在竹東以下包

含隆恩堰與湳雅取水口，皆是自來水公司供應新竹市民

自來水來源的取水口。

  但近日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的解說員陸續發現在竹

東鎮軟橋里與橫山鄉田寮村交界處，被開挖成取用土石

的大窟窿。週邊居民擔心未來若回填有毒的廢棄物，不

僅危害週邊有機農業的發展，更令人擔憂位於自來水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的這種開挖土石與回填行為，是否會

於未來對市民飲用水形成安全上的威脅？

  依據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規定，在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護區內禁止土石採取或探礦、採礦等行為。當我們飲

用水的源頭有這種工程及可能受到污染危險，用水的我

們該更珍視自我用水安全的權力，也期待相關單位依據

法令捍衛市民用水安全。

新聞聯絡人：張靜珠主任秘書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TEL：03-5618255；E-mail：sowhc@wilderness.tw

http://sowhc.sow.org.tw/html/debate/news/1030514/

1030514.htm

新竹人的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開挖變土石場？！

荒野保護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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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也是以專業報告分別獲得

地方與高等法院法官認同，同意暫停審理陳總統所有案

件的鑑定人陳順勝教授，5月12日去台中榮總會診時，

得知總統不久前發生嚴重的嗆到，最後還到房舍外面的

草地上，用力咳出多粒飯粒。陳教授預估，兩三個月後

會有更明顯的吞嚥障礙，特別告訴陳總統，吃麻吉，湯

圓或雞腿等都要小心。為了此事，陳教授還特別指示台

中監獄衛生課人員要學習哈姆立克急救法，以及演練

999。

On May 12, Dr. Chen Shun-Sheng went to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o conduct a joint consultation 

session to discuss Present Chen's medical conditions. Dr. 

Chen learned that President Chen suffered a severe case of 

choking, having to cough badly while crouching over a 

grass patch outside of the prison cell, and coughed up 

several grains of rice. Dr. Chen predicts that President Chen 

will have unmistaken symptoms of difficulty swallowing in 

two to three months. He advised President Chen to be 

cautious when eating Machi (made of sweet and sticky 

rice), dumplings, chicken drumsticks, etc. Dr. Chen 

specifically asks the cellmates and prison officers in 

Taichung Prison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the Heimlich 

maneuver and drill 999 in case the severe choking happens 

again. Dr. Chen was a court appointed medical examiner 

for President Chen. His diagnosis report to certify President 

Chen's various illnesses was accepted by the court as the 

base for suspending all KMT/Ma fabricated cases against 

President Chen.

  以呼吸病症見長的另一位民間醫療小組成員，台北榮

總郭正典教授指出，此吞嚥困難的危險，小則肺炎，大

則窒息。當食物嗆入窒息，可能造成猝死。數個月前在

立法院的公聽會中，他已經提出此項警告。由於腦部額

顳葉病變導致的多重功能退化，包括走路不穩，郭教授

認為陳總統的另一個風險是摔倒而傷到頭部。

Dr. CD Kuo, another member of the volunteering medical 

team and a specialist in respiratory illnesses, pointed out the 

danger of difficulty swallowing, which could lead to 

pneumonia and suffocation. When choked with food, one 

could suffocate to sudden death. In a hearing last month at 

Legislation Yuan, Dr. Kuo alarmed the public about this 

danger. Another great risk to President Chen's life, 

according to Dr. Kuo, is accidental falls, which could a fatal 

degeneration, President Chen can no longer walk without 

assistance.  Note that the brain degeneration was most 

likely caused by the inhuman condition of his five year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至於早期即在北榮診斷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即便經過

全國公認技術一流的陳記得醫師，前年12月在北榮以及

去年12月在中榮，分別進行鼻部與喉部手術治療，然而

根據最近一次檢查，陳總統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仍然屬於

重度，呼吸停止次數加上主訴呼吸不足次數每小時超過

四十次，已經符合領取重大傷病卡條件。民間醫療小組

判斷，此病因不只來自週邊局部的鼻部與喉部，相當比

例是因為腦部的萎縮退化。另外，陳總統目前每日尿失

禁次數接近40次，且使用泌尿道藥物完全無法控制，症

狀持續惡化，相同道理，我們認為，尿失禁主要病因不

是源自泌尿系統，仍然是來自腦部病變。 所以，陳總

統目前遭受最大的生命風險是－隨時可能因嗆到而窒

息，或是因走路不穩而跌倒導致頭部受傷，以及長期重

度睡眠呼吸止症對腦部與心臟等重要器官的潛在傷害。

Other illnesses of President Chen include sleep apnea and 

loss of bladder control. Despite two surgeries by renowned 

surgeon, Dr. Chen Chi-Deh, President Chen still stops 

breathing over 40 times an hour during sleep. This qualifies 

him as a seriously ill patient with disabilities. The 

volunteering medical team suspects that the symptom of 

sleep apnea is also caused by the brain degeneration, not 

simply the conditions of his nose and throat tissues.  

Similarly, the brain degeneration could be the main cause of 

his loss of bladder control, which is over 40 times a day and 

can no longer be alleviated by medication. Therefore, 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s to President Chen's life include 

choking and suffocation, blow to the head due to accidental 

falls, and the sleep apnea, which could cause further 

deterioration to his brain, heart, and other major organs.

  可以想見，這個事件帶給負責照顧他生活起居的中監

人員很大的壓力。負責照顧總統的中監人員非常擔心，

一旦陳總統在獄中出事，他們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One can imagine the enormous pressure imposing upon 

these cellmates and prison officers who are assigned to 

watch over President Chen in Taichung Prison.  Can they 

afford the blame when the unthinkable  (but clear and 

present) happens?  (Of course, the one to blame is Ma and 

his Chinese masters.)  (2014-05-16)

陳總統有生命風險
President Chen's Life in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英譯者   瑞峰(Jay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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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說「女兒是前世的情人」，這句話似是而

非，因為對於「沒有女兒」與「多位女兒」的人都

不適用。當然，你也可以自圓其說，前者是「前世

無情人」後者是「前世是多情的花花公子」。

  對我而言，39年前剛進台大校園，參加超過十個

社團，見過無數人稱「才貌雙全」的美女，就是沒

有「觸電」的感覺，直到開學後三週才在普通化學

教室（已拆除重建）遇到妳。

  那一天，我是社團值日生，站在講台上招呼社

員，當妳著一襲迷你洋裝走進普一教室那一霎那，

我的眼睛為之一亮，全身真的有「觸電」的感覺，

我急忙的向妳招手，請妳過來，拿著社團名冊（上

面註明姓名與系別）問妳是妳一位？怎麼以前沒見

過妳？當然接著就故意「閒聊」打探情資，那個學

校畢業的啦，家裡住哪裡啦，每天怎麼來上學

啦….等等等。

  當天下課，妳走到公車站牌已經看到等候在那裡

的我，驚訝的問，你也在這裡搭車? 我對妳撒了一

個小謊，回答是的。其實是我到處打探妳的作息。

第二天，我又在妳家附近的公車站牌「不期而

遇」，妳很驚訝的問我：你也坐這班公車嗎？我笑

而不答，就這樣從此每天都「不期而遇」的黏著妳

一起上學。

  大一時，十點到十二點的課，醫學系在新生大樓

一樓上課，而藥學系在二樓上課。十點三十分一

到，我就坐立難安的從教室後門溜出去，到二樓妳

們教室門口等待，每天一個半小時一個人在教室外

面等待的滋味，沒有嚐過的人是很難體會的，為的

就是下課時迎接妳離開教室一起去吃午餐。很多次

我看到電機系那個男生也來了，但是我就是不走。

  我說要去妳家，妳說不可以，可是妳卻沒想到當

時追妳的一打男生中，有一個「臉皮厚如城牆」的

我存在。我去妳家樓下按電鈴，妳媽當然就會當

「客人」般的讓我進妳家客廳，從此我就變成妳家

的「常客」，這就是那些男生最後輸我的關鍵。

  親愛的太座，有人說「一見鍾情」是前世的約

定，也就是說，我的「前世情人」一定就是妳，所

以我命中注定沒有女兒。妳是我的最愛與唯一的

愛，永遠沒人可以取代。我生生世世都要追求妳，

娶妳為妻。那意味著可能因此世代代都無法擁有女

兒，我也心甘情願。謝謝妳今生如此待我，幫助

我，配合我，成全我，在我最脆弱最需要的時候永

遠支持著我。

  最近時常想起第一次見到妳時的倩影，心裡都

想，上山下海再也找不到一個能與妳相比的女人

了。誰說前世的情人一定是女兒？我的前世情人就

是太座大人，而且也將世世代代都如此！

PS. 當完十年副院長，今年一月卸任後日子由絢爛

歸於平淡到幾近隱居的生活，太座大人問我這輩子

至今何時最快樂？於是，回憶從頭開始。

前世的情人一定是女兒？
郭長豐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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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募款餐會
時間：2014年6月6日（週五）晚上6：00〜ã：00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

      台北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重點工作，在推動以台

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舉辦座談會、研討會、出版

智庫論壇季刊、叢書、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將聯

合國的倡議與台灣在地連結，深化全民聯合國學之

教育與國際視野，為未來台灣加入聯合國作準備，

為台灣國家正常化盡力，請大家共襄盛舉。

【台灣陪審團協會】成立暨募款餐會
時間：5月31日(六)中午12點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66號福容大飯店

  為了能夠做更多事來推動陪審制給大家認識，我

們需要經費來維持協會運作以及準備更多的活動，

如請吳念真導演拍攝宣傳廣告、組成一個為期兩個

禮拜的赴美參訪陪審團研習營，6/20即將出發，我

們會到美國各地去看美國的陪審團運作以及拜訪國

會議員等、下半年我們會規劃在全台巡迴22場研習

營。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第十一屆原貌盃親子寫生活動
時間：5月24日(六) 8:30 ~ 15:30

地點：北市士林區福林路60號台北市士林官邸

報名：一、網路線上報名:

http://www.original.org.tw

二、傳真報名：02-2883-9585 

三、Email報名：chance.co@msa.hinet.net

四、現場報名：當天現場報名每組以20名為限，額 

    滿為止

公民憲政會議
時間：5月25日（日）

地點：台灣大學物理系演講廳（104）

主辦單位：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勞工陣線、婦  

        女新知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

        澄社、地球公民基金會等

時間議程

9:00-9:30 入場

9:30-9:40 開場 

徐偉群（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9:40-12:10 公民憲政會議與憲改運動的必要性

主持人：徐偉群（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李根政（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與談人：顏厥安（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呂家華（台灣大學政治所研究生）

黃長玲（台灣民間與真相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呂忠津（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黃嵩立（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10 憲政體制改革

主持人：陳俊宏（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與談人：蘇彥圖（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楊婉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4:10-14:50 選舉與政黨制度 

主持人：蔡中岳（地球公民基金會台北辦公室主

任）

與談人：賴中強（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

蔡佳泓（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14:50-15:00 休息 

15:00-15:40 兩岸關係的法治基礎 

主持人：劉靜怡（澄社社長）

與談人：徐斯儉（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邱文聰（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

15:40-17:00 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

主持人：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

書長）

與談人：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高榮志（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孫廼翊（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黃居正（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王榮璋（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秘書長）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17:00-17:10 休息 

17:10-18:00 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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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起義紀念碑落成揭碑典禮暨五烈士
殉難成仁44週年紀念
時間：2014年05月31日 (週六) 14:00-16:00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南投縣草屯鎮坪
      頂里股坑巷30-57號，近南開科技大學)
指導單位：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聯絡人：廖建超/0988-607-574）
          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聯絡人：蔡寬裕/0920-535-008）
協辦單位：台灣國家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獨
立台灣會、908台灣國、台灣教授協會、台灣社、台
灣北社、台灣中社、台灣客社、公投盟護台灣聯
盟、聯合國協進會、基督教長老教會、基督徒台灣
獨立安全祈禱會、凱達格蘭基金會、陳文成博士基
金會、鄭南榕基金會、台灣228關懷總會、五十年代
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台灣民族黨、高雄市台籍老
兵關懷協會
電話：04-23723710 (大地)、049-2569645 (聖山)
緣由：
  發生於1970年2月8日，台東泰源國防部感訓監獄
獄中革命事件。起義挫敗，犧牲五位同志。同年5月
30日鄭金河等五位烈士壯烈殉難成仁。當年國民黨
當局對外以逃獄事件淡化之，相關同志基於安全顧
慮亦噤聲絕口不談事件真相。迨至1987年7月15日戒
嚴解除，1988年8月30日吾等同志成立台灣政治受難
者聯誼總會，會中通過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同
年11月高等法院以叛亂罪起訴判刑主持會之大會主
席蔡有全及提案人許曹德倆人。於是本會成立聲援
會環島舉辦24場演講會，公開台灣應該獨立之主
張，隨後成立新國家運動本部，再次環島台獨行軍
宣揚台獨理念。
  1989年5月30日五烈士殉難19週年紀念日，本會於
義光教會首次舉辦追思禮拜，紀念烈士殉難，翌
年，1990年5月31日，自立晚報刊出名記者陳銘城採
訪報導泰源事件經過，至此泰源事件真相始公諸於
世，此後本會每年烈士殉難紀念日均於義光教會舉
辦追思禮拜紀念烈士。
  多年來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籌劃為烈士立碑
以資紀念，惟受限於經費拮据且適當立碑地點難
覓，致延宕多年。今蒙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鼎力協
助，提供座落南投草屯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菁
華地帶獻地立碑，本會邀請中央研究院陳儀深教授
撰寫碑文，邀請政治受難者陳武鎮老師規劃設計並
親自施工建碑，工程已於日前竣工。泰源監獄起義
事件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謹
擇定五烈士殉難成仁44週年紀念日舉行揭碑典禮暨
追思禮拜。敬邀各位仁人志士出席共襄盛舉。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敬邀

原貌文化讀書會「大家作伙來關心台灣」
時間：5月22日(四)晚上7:00~9:00

地點：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5巷9號

      士林長老教會活動中心

  台灣是不正常的國家，處境尷尬，談任何事件容

易引起對政治及宗教敏感，萬一意見不合加深誤

解，傷了和氣造成對立。越是有水準先進環境，越

是尊重他人的表述權，在不侵犯基本人權之下，大

家都可隨性理智地探索公共事務和時事不同的議

題。我們不能因為環境而放棄自我成長，理性，多

面向探究時事，將加深自信也放寬格局，才能培養

自我思考，奠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基礎。

證道：許承道牧師 主持人：陳銘城 
揭碑

 
揭碑人士出列

 奏樂

 
唱詩

 

<<台灣翠青>>、<<千風之歌>>、<<美麗島>>

 
證道祈禱

 

許承道牧師

 

主辦單位報告

 

楊緒東董事長、蔡寬裕會長

 

泰源事件簡介

 

蔡寬裕會長

 

追思起立默禱

 

會眾

 

來賓感言

 

姚嘉文院長

 

張炎憲館長

  

陳儀深教授

 

蘇治芬縣長

 

杜正勝部長

 

田再庭董事長

 

史明前輩

 

吳鍾靈前會長

 

致謝

 

遺族代表

 

祝禱

 

許承道牧師

 

殿樂

 

海洋國家

 

響鐘祈願

 

228 自由鐘

 

 

追思禮拜程序表

搭乘高鐵到聖山的方式：
1.搭乘高鐵至台中高鐵站
2.於台中高鐵站樓下搭乘「南投客運」往草屯方  
  向，於「南開大學站」下車
＊南投客運往草屯公車班次表（搭乘11：15分之前
的車才能準時參加儀式）
＊南投客運網站：
http://www.ntbus.com.tw/index.htm
＊往草屯方向公車班次表：
http://www.ntbus.com.tw/002-4.htm
＊高鐵台中站－《站區1樓第5出入口 服務櫃檯》   
  電話 : (04)36018665
3.到南開大學後，請往富頂路一段方向步行山路
  3公里，即可到達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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