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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恥的執政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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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恥的執政成績單
現代世界公民的責任──關切人權

民進黨諸婆諸公感謝馬英九關陳水扁

國民黨果然東山再起了嗎？
【台獨】？好久不見了！/
淺談體制外台獨建國理念

     《新憲運動宣言》 

創造憲政慣例，完成權責相符的總統制
寫在六四之夜

正邪大戰台北101 中國客讚台灣民主
Control Yuan completes its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s home care for President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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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政府執政以來看不到有何偉大的建樹，能夠上
媒體的大概就是一堆狗皮倒灶的事。馬英九及其政府官
員擅長以指責他人來掩飾執政的無能，江宜樺的表現正
是這種典型，正如馬英九指責太陽花學運一樣：「錯不
在我」。
  馬英九成功地利用騙術取得台灣的政權，但是，馬英
九執政成功了嗎？台灣社會因為馬英九的執政馬上好了
嗎？還是馬上慘兮兮了？馬英九和江宜樺這兩位台灣最
有權力的人，握著人民給予的權柄，給予台灣人民甚麼
回報？看看馬英九執政下的台灣：
  一、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根據所得稅的申報資料，台
灣最富有的前5%國民的年收入是463萬，但最窮苦的後
5%年國民其年收入僅有4.8萬，貧富所得差距幾乎就要突
破100倍了！但馬政府卻以「符合國際慣例並與國際接
軌」為由，表示自今年起不再公佈10、20等分位的所得
差距資料，頗有當鴕鳥到底的決心。社會分配不均將是
造成台灣社會不安的來源之一。
  二、財政部3月7日公布2月份國債鐘，平均每人負擔債
務達23.7萬元，創下歷史新高。但是國債鐘並未計入非
營業基金舉債、自償性債務、地方政府債務及潛藏債務
等；去年底各級政府債務負擔（含普通基金及非營業基
金、自償及非自償性債務）約七兆元。若加計潛藏債務
十五．六七兆元，則去年底政府總負債已達二十二．六
四兆元。換算起來，平均每位國民背債九十八萬元。預
估今年底每人背債將會飆破百萬元。馬英九表示：財政
十分困窘，但基本上算是穩健。他更舉別國的上限50%為
例：「人家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很多人說幹嘛怕呢？人
家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三、主計處公佈去年經常性薪資3萬7千多元，是歷年
最高；但扣掉物價漲幅，等於實質薪資44739元，卻比
15年前還要低，因為15年來物價漲幅高達16%，薪資卻只
漲了15.86%。通貨膨脹速度大於薪資增長速度，即使主
計處宣布2014年1月台灣失業率為4.02%，創下2008年7月
以來的新低，但薪資偏低情況更加惡化，不如1998年水
準。台灣的薪資已到退15年。

  四、2013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公佈，其中丹麥和紐西蘭以
91分並列第一，是全世界政府最清廉的國家。台灣今年
排名第36。國際透明組織官員表示，台灣在政黨、警政
和司法體系的清廉還有待加強。最近國民黨包括林益
世、賴素如、甚至於財政部高雄關員涉嫌集體貪瀆案繼

續延燒，連基隆報關業及進口商也傳涉入。近日發生的
合宜住宅案，用社會福利的幌子行偷竊人民財產的勾
當，顯然馬政府所強調的清廉執政，只是一個幌子。清
廉宣示只是為了掩耳盜鈴？！
  五、物價持續上漲。水果、豬肉等食物價格上漲，外
食族壓力加大，主計總處公布 4月消費者物價指總數為
103.73，年增1.65%。其中外食費年漲3.03%，4月花費得
多增加新台幣184元。油、水、電帶動各項消費指數的上
漲，是馬政府執政的貢獻！公營事業漲價，卻要求民間
業者不能漲，更是另一項台灣奇蹟！
  5月份馬英九聽江宜樺進行「施政成果報告」，十分滿
意自己執政6年來在各領域的卓越政績，尤其是台灣人民
生活「最不痛苦」，在90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3。馬英
九說：「我們真的是表現得相當不錯！」但是當天即被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2014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打
槍。台灣的全球排名自去年第11名退步至第13名。原在
亞洲競爭力排行老三的地位，今年也被馬來西亞超越，
變成亞洲第4。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則認為，這都是被
太陽花學運拖累所致。
  江宜樺在出席一場工商界的聚會時忍不住憋負已久的
鳥氣，禁不住抱怨：「我發現除學運以外的年輕人，台
灣各角落都有許多充滿理想及幹勁，並願意去冒險及努
力，既不會整天抱怨政府，也不會只把自己失敗歸咎政
府的年輕人」。他認為馬政府的執政失敗是因為人民給
他們唱衰，是這一些年輕學子推諉出來的。江宜樺對於
執政團隊的失能，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這根本是一個
從來不曾自我檢討的內閣，只有在人民上到街頭，嚴重
威脅到他們的執政權，才會虛偽的釋出善意。危機度
過，他們又是一幅爺兒們的嘴臉！
  以上列舉的只不過是馬政府在民生項目施政的作為，
其它在媒體、人權、民主、教育改革上的表現，更見昏
亂、倒退。更有媒體擔心：馬金合體，台灣的恐怖統治
來臨。而在國際政治和對中國關係上，馬政府簡直是無
骨雞的表現。連中國國台辦近日對台灣的主權侵犯，馬
政府表現出來的懦弱，更令人不勝噓噓。看看這些當家
作主的人拿了納稅人的血汗錢，卻表現得比無賴還無
賴，他們遭到太陽花學運學生的抗爭和批判，不過是剛
剛好而已。如此這般的施政，還能讓馬英九和江宜樺津
津樂道，自以為是成功執政的話，那麼字典內的「可
恥」二字，從現在起必須重新定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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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所發佈的「世界人權宣言」序言開頭有一段

話：「對於與生俱來的尊嚴以及對人類大家庭每一個成

員平等而不可剝奪的權利之認定，是世界上自由、公義

與和平的基礎」為此，「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一條就宣

示：「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平等的尊嚴和權利，人人天

賦理性與良心，應該情同兄弟姊妹，和睦相處。」

  我們台灣國人做為現代世界公民，關切台灣國內以及

普世人間基本人權的維護，就是我們基本的責任，台灣

國人必須早日走出中國漢民族封建意識型態的洗腦灌

輸，以為有「君君臣臣」的階級差別，「君王」是「天

子」，人民不能反抗其壓榨人民與侵犯人民的基本權

利。

  今年6月間，是國際特赦組織(AI)台灣分會成立25週

年，在台北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舉辦紀念活動，因為曾參

與台灣分會國際特赦小組的成立，我也受邀參加此一紀

念活動，國際特赦組織總部秘書長 SalilShetty(謝

蒂)首度來訪，他是印度人，聆聽他鏗鏘有力的致詞，

深受感動，他期盼有更多關切人權的台灣公民能夠加入

國際特赦組織為會員，共同致力於救援世界各國被關在

牢獄中的良心犯與政治犯，還有遭遇不公審判的囚犯能

夠獲釋，享有基本人權的保障，他在自由時報記者的採

訪中，也公開呼籲台灣政府對25年前在中國北京發生的

天安門事件，應發表強力的聲明，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上台後，強化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尤其對天安門事

件的平反之壓制比以往更強烈且廣泛，而且想盡辦法

「抹去」天安門事件，謝蒂也談到目前台灣馬政府對太

陽花學運以及反核四遊行中，都有過度使用警察武力的

現象，為此他呼籲應廢除集會遊行法。謝蒂在台灣參訪

期間，也關切陳水扁總統「保外就醫」的基本人權，這

些都提醒我們台灣國人在馬英九執政以來民主自由與人

權維護倒退，以致台灣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層面危

機重重，我們更應該用心關切。

  關切台灣國內以及世界各國基本人權既是我們現代台

灣公民的責任，願大家互相提醒，共同關切，也能踴躍

加入國際特赦組織為會員，為現代普世價值之提升打拼

到底。(2014年6月9日)

現代世界公民的責任──關切人權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5月28日民進黨新舊任黨主席交接，當天下午陳水扁

民間醫療小組成員陳昭姿、郭正典等人前往民進黨中央

黨部，遞交台中榮總最近開出來有關陳水扁病情的診斷

書，要求新任主席蔡英文採取有效行動拯救阿扁。陳昭

姿、郭正典等人在10樓黨部門口等候了1小時，蔡英文

主席始終未現身。

  不論陳水扁過去功過，不用接觸任何關係證人、不管

判決理由書寫了幾百萬頁、幾千萬頁，詳加說明多少涉

案人、情節如何等等，依法論法，依「偽中華民國」憲

法及增修條文，總統只掌國防及外交，其它內政仍非總

統法定職權，故政府是否購買土地與總統法定職權無

關，阿扁總統並未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中的「職務上行為

收受賄賂罪」！就可判斷陳水扁根本沒有貪污罪！當然

也就沒有洗錢罪！

  法官黃瑞華表示總統法定職權載明於憲法及增修條

文，政府是否購買私有土地並非總統法定職權，若採最

高法院判例及一貫見解，本案即不成立「職務上行為收

受賄賂」罪。(自由廣場2012-4-16黃瑞華：司法有以平

常 心 處 理 扁 案 嗎 ？ http://www.libertytimes.com. 

tw/2012/new/apr/16/today-o1.htm )。
  

  扁案是枉法裁判、政治司法迫害！

  只要不貪公家的錢！不是國庫通黨庫！其它的錢怎麼

藏、怎麼用，都不重要！遷徙自由！資金移動自由！錢

放那裡都可以！

  批扁，有的人是沒搞清法律！有的人是嘴巴亂開口，

手亂寫！有的人是見不得別人有錢！有的人是怕被波

及！有的人是忘恩負義！有的人是乘機報老鼠冤！…等

等動機。

  早年民進黨以「民主」、「台灣人出頭天」、「國會

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訴求，發動群眾，徹夜抗

爭，為台灣人所託而取得政治權力，大大享受權力、利

益。如今未能改革獨裁司法，建立民主陪審團制度，漠

視扁案的政治司法迫害！雖然民進黨高層人士曾多次公

開表示陳水扁應保外就醫，然而民進黨高層人士若真是

有心，決不是如此「狗吠火車」，而是發動群眾，澈夜

抗爭，逼迫國民黨，就如同早年一樣！

  民進黨如此漠視，實因民進黨諸婆諸公心存「老大被

關，老二才能變老大」的自私自利心態，民進黨諸婆諸

公心裡還感謝馬英九關陳水扁！

  我們必須對於馬英九對陳水扁的政治司法迫害，公開

抗議譴責民進黨與馬英九合意關陳水扁！

民進黨諸婆諸公感謝馬英九關陳水扁
──「老大被關，老二才能變老大」

陳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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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國民黨為什麼那麼會貪污呢？其實並不是如

此，在這裡評論要有中立性，國民黨如果不貪污，那就

不叫做國民黨了。話又說回來了，如果國民黨不貪污的

話，那實在是太反常了，也太詭異了。也有人說國民黨

一直都很黑，不過我們要站在客觀的立場上，說一句公

道話，那就是國民黨從來就沒有白過。就算想漂白也從

有成功過，可能是用錯漂白水了。不過還是有人說國

民黨實在是太惡劣，無恥不仁。我們也不想落井下石，

但是從道德立場的中立角度來看，國民黨從來就 有善

良過！有人對國民黨提出為什麼會貪污的質疑來。這就

顯示有些人完全不了解國民黨的過去。實際上國民黨一

直以來從未改變過，全黨上下貪污腐敗一條心。這也就

是為什麼李登輝總統會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最主要原因

就是不願意和國民黨同流合污。

  數數看這數十年下來，國民黨光光浮在檯面上的貪污

案，就已經破千件以上了，貪污金額至少上看一萬億台

幣。陳由豪超貸7百億元台幣，落跑到中國；王又曾超

貸1千億元台幣、、、、不勝枚舉。國民黨從不貪小

污，要貪就要貪大的。陳由豪或王又曾的案例也只不過

是上千件貪污案的其中兩件而己。葉世文經手的案子將

近1百50件，如果全部爆開的話，國民黨貪瀆金額將要

上看第二個萬億元台幣。國民黨為什麼要這麼迫不及待

呢？也許他們已經看到了2016年的情景了，所以一定要

把握時機，珍惜當下，否則就會時機不再來。台灣司法

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大家可以親眼看見，只要是國民

黨籍因貪瀆被起訴交保的，全部都棄保潛逃到中國或外

國。至少有近千人「跑路」，為什麼呢？因為法院是國

沒

沒

民黨開的！而民進黨部份的連個手掌都還湊不滿呢。

  林益世因貪瀆案起訴交保，可以在外四處出入，心情

還不錯，最近還會讓老婆懷孕5個月了。可見他已經知

道他的案子沒事了，否則一個即將要坐牢的人，怎麼還

敢生下孩子呢？賴素茹的案子，恐怕也會和林益世一

樣，通通都沒事了。今天的國民黨就和在中國的共產黨

一樣，已經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了！國民黨統治台

灣65年以來，又要霸佔土地又要拿錢也要人命。今天台

灣己經變成了貪官的天堂，窮人的地獄。有數百萬的台

灣人民，連月收入還達不到1萬5千元台幣(美金5百元) 

，甚至還有連一萬元都拿不到，請問到底應該是誰要岀
來負責呢？不要怪國民黨，台灣人民才要負上最大的責

任。就是你我，也就是每一個台灣人民都要站出來，向

國民黨抗爭，要抗暴，甚至推翻國民黨政府。這都是具

有合法性及正當性！

  台灣的主權並不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早在1949年

就被共產黨所消滅了。今天寄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只不

過是一個流亡政府罷了。台灣的主權更不是屬於中國

的。台灣的主權才真正的屬於美國的，所以美國才能在

台灣島上駐守美軍。台灣人民站出來推翻國民黨政府，

完全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美國絕對不會反對的。台灣大

學生已經開始領頭出來抗議了，台灣人民一定要同心支

持及援助。當馬英九向台灣原住民說出那句「我把你們

當人看」的那一刻開始，他是用統治者的心態來說這句

話的。連居住最久的台灣原住民都只是被當人看而己，

那後來才來到台灣的人，在馬英九的眼裡，還真不是東

西呢！

國民黨果然東山再起了嗎？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這次台南市長賴清德旋風式的訪問中國，在上海公開

大談【台獨】，甚至指出阿扁就是因為這個主張而當選

總統。於是有人提到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認

為那與【台獨】是牴觸的。 

  的確，「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的並不是【台獨】，

而是【兩個中國】。那是在當時的時空下（三強鼎

立），民進黨認為阿扁有可能當選總統，於是為阿扁量

身訂做的，純粹為了勝選，必須先有妥協。 

  其實，阿扁總統主張的台獨三段論是：（1）李登輝

時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2）阿扁總統第一任時

期的「中華民國是台灣」；（3）到第二任就進入「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 

  阿扁當選總統後，第一任是過渡期，當時總統的公開

演講開頭都先提一次「中華民國」，接著後面都以「台

灣」來代替。到了第二任，就正式進入第三階段的「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公開宣示「台灣要獨立」、「台

灣要正名」、「台灣要新憲」以及「台灣要發展」。另

外，也提出「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就

是所謂的「四要一沒有」。 

  可惜阿扁總統卸任後就被政治迫害關進黑牢至今，民

進黨在謝長廷（2008）、蔡英文（2012）的領軍下，不

但沒有繼續往前進，反而向後轉，與中國黨爭【中國】

的寵愛，忘記了前輩奮鬥的目標。也因為如此，當台南

市長賴清德在中國上海公開大談【台獨】時，才會讓人

如此驚豔！

【台獨】？好久不見了！
郭長豐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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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9月18日，蘇格蘭即將舉辦脫離英國的獨立公投。

雖然目前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民調比例略為落後，但網路上

已經可以查到名為「蘇格蘭的未來：獨立蘇格蘭指南」

670頁的蘇格蘭建國國政白皮書。馬政府執政6年來，全

方位進行聯共滅台的政策推進，而台灣獨派人士卻遲遲沒

有就台灣建國有實際的規劃與作法。在此，我們就近年來

接觸國際間建國的方式來談台灣體制外建國的方法。

台灣主權

  關於台灣的主權，依據沈建德博士的論述，台灣法理

獨立，地位和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中國相

等。以下兩點至為重要：

  1.「台灣從日本分離後，台灣的地位適用聯合國憲章

(1945年6月26日簽字同年生效)依法獨立。憲章第77條

b：國際託管制度適用於因二次大戰結束，或自敵國分離

的領土；第76條b：託管的基本目標為託管領土的自治、

獨立。」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有義務扶持台灣獨立，成

為一個國家。

  2.「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台灣正式從日本

分離，依聯合國憲章獨立。和約第2條b：日本放棄其對

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亦即台灣

主權歸屬於當時的台灣住民所擁有。

（以上完整論述請見：「國共串通偽造開羅宣言欺世竊

台」，網址：http://ppt.cc/YW4q）

  昨天(2014年6月11日)中國國台辦嗆聲台灣的前途要由

全體中國人來決定。但台灣的主權隸屬於台灣住民所有，

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託管政權。

  目前中國黨以不公平的選制、龐大的利益、媒體以及

長年以來的大中華洗腦教育，控制了台灣多數沒有自主思

考能力的民眾。而國共聯手之後，其對台灣的影響力與日

俱增。如今的中國實力並不如昔日的蘇聯，中國人對台灣

的影響與掌控力也不如當年蘇聯對這些國家的掌控度。最

重要的，是台灣人要有「台灣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

之共識與堅持落實的決心。至於作法，則一點也不難。

台獨建國的方法

  解決中國因素對台灣主權與民主的危害，最好的方

式，就是取消滯台中國人的參政與投票權。未來台灣的前

途，可以只由台灣人來決定，而且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

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來決定。聽起來或許不切實際，但事

實上，20多年前波羅的海三小國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成

功地將當時已經移入境內超過原住民族總人口數的俄籍移

民及其政權，屏除在住民自決建國的決策圈之外，成功地

建立自己的國家，並獲得世界的承認，甚至因此瓦解蘇

聯。

  當年愛沙尼亞當時的做法，是推動國族認同宣誓登

記，籌組由愛沙尼亞所組成的人民政府，獨立運作於既有

政府之外。在國家組成四要素之「人民、土地、主權」三

大項之外，補足第四項「政府」的拼圖。

  同樣的，依據國際人權宣言與聯合國憲章，我們只要

推動台灣國族宣誓登記，組成「台灣人民政府」，未來

新的「台灣人民政府」有權收回當時美國託付中華民國

代為管理台灣的經濟、貿易等行政管理權，並取消不願

宣誓效忠台灣的滯台中國人的選舉與參政權，在不需要

經過所謂統獨公投的情況下，直接向國際宣告台灣獨

立。無論現在或未來，我們都能以這樣的方式，像當年

的愛沙尼亞一樣，擺脫境內外國人的控制，宣告獨立建

國。只是眼前我們必須像蘇格蘭一樣，透過民間的力

量，籌劃出一本「台灣的未來──獨立建國指南」白皮

書，以擘畫台灣未來的願景，讓更多民眾能瞭解台灣要

獨立的程序以及成為新國家之後的國政綱要。

  目前推動台灣國族宣示的組織有兩個，一個是「908台

灣國辦公室」，另一個是「台灣民族黨」。只是目前推

動的角度是「宣示」而非「宣誓」。這兩個的差別就好

比是從綠卡到取得國籍。其實每一個認同台灣國家概念

的組織都可以就自己所能號召的成員，先行進行國族登

記的推廣行動，核發「台灣綠卡」。未來台灣人民政府

正式成立時，已經擁有「台灣綠卡」的民眾，可以再透

過對台灣宣誓效忠的儀式取得正式的「台灣國籍」。而

台灣人民政府民意代表的席次，就由這些推動國籍宣誓

登記組織號召成員的佔比，由各組織來提名。

  台灣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我們即可正式對美國及聯合

國、海牙國際法庭等組織宣告，台灣依據國際人權宣言

保障住民自決建國，並收回託管單位中國國民黨所屬的

一切物業與權力。至於未來沒有取得「台灣綠卡」或者

取得卻不願意對台灣宣誓效忠以取得國籍者，我們可以

比照當年日本從清國手中接手台灣的作法，宣告給予滯

台外國人兩至三年的期限，讓他們處理、變賣自己的產

業、物業，離開台灣回歸他們所認同的國家。台灣國成

立之後，這些外籍人士未來就改發「台灣綠卡」，不再

擁有台灣國籍，享有如投票與被選舉等台灣國民的權

益。

小結

  當年的香港人原本在脫離英國之前有機會獨立。但多

數香港人不願意花時間思考與落實這樣的權利。如今只

能任由13億中國人決定他們700萬人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只有兩個選項：「不是獨立，就是被中國

併吞」，而「維持現狀」就是選擇任由中國人剝奪我們

台灣人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也就是支持中國併吞台

灣。若多數台灣人仍不做選擇地選擇所謂「維持現

狀」，讓中國兩黨持續運作併吞台灣，那我們的未來就

會像香港人一樣，絕無例外的可能。

  獨立建國是我們的夢想，也是我們前進唯一的方向。

我想關心台灣社會的每個人都清楚知道，要在現有的殖

民體制下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完全執政來進行憲政改

革，幾乎是絕無可能。推動體制外建國，可能是我們要

「維繫台灣民主自由，永遠當一個台灣人」唯一的方

式。至於如何落實，則得靠每一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

同志們一起努力加油！

淺談體制外台獨建國理念
紀  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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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因立法院草率通過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引發學生和公民團體的抗爭，展開為期三周的國

會佔領運動。這場台灣近年來最具規模的公民運動，儘

管起因於反對執政當局罔顧民意、決策黑箱的惡行，但

是所反映的，不單是國會踐踏民主程序的單一事件，更

突顯台灣已經陷入憲政民主的危機，而現行體制卻無法

加以矯正。 

  具體而言，現行憲政制度的體制定位不明，既非總統

制，也非內閣制，更不是半總統制。不但行政權與立法

權的關係不明，行政權本身的運作結構也混沌不清，極

易造成總統權力不受節制，權責嚴重失衡。即使總統已

經背離人民而欠缺政治正當性，他仍得以執政黨主席的

身份指揮國家事務，更藉黨紀貫徹其意志，一人掌握行

政權與國會，使民主制衡的功能完全喪失。更嚴重的

是，人民所擁有的各項反制手段，例如彈劾、倒閣、罷

免等，也都在憲法增修條文的高門檻限制與不合理的國

會結構下幾無實踐的可能。換言之，憲法中最重要的基

本原則：國民主權原理、權力制衡、責任政治原則等，

均因憲法本身以及法律制度的不當設計而形同具文。

  2005年修憲後實施的「國會席次減半」以及「並立

制」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造成政黨席次比例與實際得票

率相差過大，國會無法適當代表民意，在野政黨難以發

揮制衡功能。不分區席次的五％得票率門檻，也嚴重扼

殺小黨的生存空間，使得多元價值與進步的聲音無法進

入國會成為關鍵力量。再加上國民黨黨產綁架從地方到

中央的各項公職選舉，政黨政治最終淪為政客算計的場

域。公民只能透過體制外抗爭，企圖撼動利益分贓的權

力遊戲。

  更進一步言，人民意志無法透過代議機關參與及監督

公共事務，任由行政權專斷。民意機關自廢武功，無法

反映多元價值的情況，早已在台灣各個角落發生。從

ECFA簽訂、美牛進口、美麗灣、大埔強拆、士林王家強

制都更、港口部落土地抗爭、苑裡反瘋車到年金改革、

核四爭議、追討關廠工人，直至包括服貿協議在內的二

十一項兩岸協議的簽訂。台灣畸型的政治體制，不僅導

致種種程序不正義，也造就從地方到中央，由政商權貴

集團壟斷政治決定，偏執於發展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

企業與富人施予大量租稅優惠，造成鉅額公共負債，犧

牲弱勢人權與土地、環境及國家財政等公共利益的實質

不正義。在人民日益感受到社會不正義所帶來痛苦的今

天，台灣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

  儘管我國自1991年開始至2005年為止，經歷七次修

憲，然而礙於政治現實，無法依循正常的憲政原理制訂

新憲法，總是在「一中原則」的框架下，固守與台灣政

治實踐不符的憲法結構。一方面加入增修條文，同時卻

把將近三成的憲法本文條文加以凍結，導致憲法結構支

離破碎，難以召喚人民對憲法之共識。而對台灣未來發

展影響至鉅的兩岸關係，國會僅憑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

條訂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量空白授權行政機

關，導致行政專斷，引發黑箱，傷害民主、威脅人權與

人民生計。也因此，當前憲法增修條文所提供的兩岸交

往架構，不僅不足因應日益複雜的兩岸關係，更引發公

民的高度焦慮與不信任。

  318國會佔領運動不僅把當前台灣憲政體制蘊藏的多

重症狀一一標示，更揭露現行「民主憲政」外衣下， 

阻絕人民參與、權力分立原則失效與國家主體混淆等根

本矛盾。要擺脫舊有制度對民主精神的扭曲，僅僅是對

眼前這部憲法局部修補，已不敷所需。我們認為，台灣

如今面臨多重挑戰，台灣人民唯有共同擘畫全新的憲政

秩序，鞏固民主與人權價值，才能健全國家，立足東

亞。

  4月8日學生與公民團體在議場內召開記者會，發表

「佔領立院行動對『公民憲政會議』的初步構想、目標

與願景」。將公民憲政會議定位為「由草根力量集結成

的體制外會議，促成體制內的憲政改革」，目標為「形

成對政治部門有拘束力的，大規模修憲與修法的共

識」，具體進程將透過「草根論壇」、「推動論壇」，

逐步朝「公民憲政會議」的目標推進。我們在此重申，

支持此一「由下而上大規模憲政改革」的構想，並提出

以下補充主張：

  1.鑑於現行憲法對於修憲設下的高門檻障礙，台灣需

要「憲法解凍」，將下修修憲門檻納入憲政改革目標；

  2.台灣需要全新的憲政藍圖，體現台灣人民做為憲法

主體的共同意志，落實人權保障，實現社會民主，承認

原住民族自治，下修投票及參政年齡以實現世代正義的

公民參與，建立健全的政黨制度以及權責相符的政府體

制。

  最後，我們還要提出兩點呼籲：

  1.朝野政黨均應正視我國當前面對的憲政危機，支持

全面進行憲政改革，不應以「經貿國事會議」迴避「公

民憲政會議」之訴求，更不要輕忽公民社會推動政治改

革的意志與決心。 

  2.社會各界公民積極響應「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訴

求，以憲法主體之地位，共同參與此一深刻且廣泛的政

治改革運動，把握民主重生契機，擘畫憲政新藍圖！

共同發起團體：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台灣勞工陣

線、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婦女新知基

金會、公民覺醒聯盟、澄社、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兩

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小米穗原住民文

化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

盟、民間監督健保聯盟

《新憲運動宣言》 
把握民主重生契機，擘畫憲政新藍圖！

http://www.taup.net/index.php/taup-activities/2014/813-2014-06-09-10-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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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2016年新總統直接向人民負責，再來談論進一步

的憲政改革。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憲政改革，卻沒人提出

具體可行的辦法。

  五月六日我在民報論壇發表「第八次修憲，完成總統

制」。我建議馬總統召開第八次修憲，完成過去七次修

憲追求總統制的未竟之業。我在文中主張修憲完成兩項

基本工作︰（一）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二）總統前

往立法院發表年度國情咨文。如此，行政院仍是全國最

高行政機關，而總統必須直接面對國會與人民。總統無

法再把行政院院長充當砲灰而自己躲在背後扮鬼臉、裝

可愛。

  我接著發現，想要達成這兩個目標，其實根本不必修

憲。只要2016年當選的新總統願意創造這兩個憲政慣例

（兼任行政院院長、發表國情咨文）即可。總統自告奮

勇兼任行政院院長以示對自己負責，總統要到立法院發

表國情咨文以示對人民負責，請問立委可以根據甚麼法

條反對？我們公民不妨要求各候選人達成這種共識，並

且要求他們宣示「我當選後願意當個權責相符的總統，

我不想當個有權無責的民選皇帝」。不作這種宣示的候

選人，就讓我們公民唾棄他或她。

  想要完成權責相符的總統制，只要創造這種憲政慣

例，就這麼簡單易行。我重讀中華民國憲法與增修條

文，從最後面一條讀到最前面一條，沒發現任何條文禁

止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與前往立法院發表國情咨文。就

讓我們公民先要求2016年新總統直接面對立法院，直接

向人民負責，再來談論進一步的憲政改革

（2014/6/11）

。

附錄: 這一年來我曾經發表八篇有關憲改短文，敬請指教

（一）第八次修憲，完成總統制 (2014/5/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bd7e002-d0ef-43da-

9683-a185c758e7bf

（二） 從林義雄談話，論唯一制憲（2014/5/1）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4

/05/blog-post_7076.html

（三） 太陽花學運與制憲（2014/4/17）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4

/04/blog-post_9353.html

（四）總統夢與總統制憲法（2014/1/16）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4

/01/blog-post_9568.html

（五）南非制憲經驗：從戴克拉克，到曼德拉

（2013/12/19）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3

/12/blog-post_7750.html

（六） 制憲方略（2013/12/12）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3

/12/blog-post_7383.html

（七） 台灣人有能力制定新憲法嗎？（2013/9/26）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3

/09/blog-post_1622.html

（八） 第二共和憲法論（2013/7/4） 

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3

/07/blog-post_484.html

創造憲政慣例，完成權責相符的總統制
蔡百銓

  25年前陪方勵之教授進入北京美國領事館的美國普林

斯頓大學著名學者林培瑞Perry昨晚突然在自由廣場六

四晚會我們反共團的帳篷內出現喊我們，真是太意外，

也太驚喜了！原來他應邀在中研院作研究。

  1997年七月初我和保華抵美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參加的

第一場「反右研討會」正是由Perry主持。17年前他的

一口京片子讓我記憶猶新。

  翌年在普林斯頓由好友陳奎德兄陪著我們去探望余英

時教授，更邀請Perry一同晚餐。想來那是十六年前的

往事了！萬萬沒想到會在自由廣場六四夜重逢，真是人

生如夢啊！

  台灣獨立革命軍主席賴芳徵說的好，誰說聲援六四只

是中國人的事？這樣的台灣人也太麻木了！這個沒有民

主人權的國家，已一步步進逼要併吞台灣。如果不獨立

寫在六四之夜
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暨台灣維吾爾之友會常務理事 楊月清

建國，被併吞後六四事件不就天天在台灣上演？為免台

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喪失在馬英九的出讓台灣主權於中

國，我們就要更努力推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殖民體制，

建立新國家，才能免除類六四事件的威脅。記取歷史的

教訓，才能避免歷史重演。

  很遺憾，太多的獨派人士從來對中國事務漠不關心，

包括紀念六四！如果所有獨派人士及團體，都能領悟到

關心中國推動中國民主化對台灣前途的益助和重要性，

那台灣獨立建國將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反對共產專制

和台灣獨立建國原來可以是同一件事！

  同時，反共團和維友會未來亦將全力聲援各個不同的

由太陽花學運分進合擊所發展的青年團體！我個人也將

盡一己之力，為爭取阿扁總統的自由和醫護而努力！

  全民參予才能救台灣救阿扁！大家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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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前副總統於6月8日在波斯灣的巴林王國首相府頒發

金質獎座給總理哈立發(HRH Prince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親王，並在巴林內閣全體部會首長

面前發表演講，成為巴林一大盛事。

  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BPW International 今年選出巴

林王國總理 HRH Prince Sheikh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親王為該會「會長金質獎」(President's 

Gold Award) 獲獎人，以表彰他在提升巴林婦女權益方

面的卓越成就。在 HRH Prince Sheikh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總理的改革下，巴林王國婦女的地

位與權益已大幅提升，足為阿拉伯世界的表率。

  呂秀蓮為BPW International 親善大使與金質獎評審

委員，於6日飛抵巴林王國，與其他各國的評審委員一

同於8日在總理府頒獎給 HRH Prince Sheikh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總理，會後也接受當地電子媒

體訪問。呂秀蓮並在內閣全體部會首長前發表演說，介

紹台灣女權運動與民主化的歷史，巴林當地媒體均以巨

幅版面報導此一消息，呂前副總統在巴林記者會與頒獎

時的致辭，成為報導的焦點。

  呂秀蓮應邀訪問巴林王國，對於這個島國特殊的風土

人情十分喜愛。一個全民免稅，醫療與教育皆免費，人

人有屋住的國家，正是國人同胞的夢想。巴林是融合阿

拉伯與英美文化的島國，可以帶給台灣許多啟示。

  結束巴林行程後，呂秀蓮轉往杜拜，參訪杜拜重大建

設和觀光事業，對於如何帶動台灣國際化獲得嶄新啟

示。

從波灣奇蹟談台灣

前副總統呂秀蓮辦公室新聞稿

  呂秀蓮已於今 (10) 天下午返抵國門，隨即於桃園機

場第一航廈召開記者會發表參訪心得、社會正義和台灣

國際化問題。

    歡迎來稿談論台灣事，關心我們的國家。
   投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文長以500~1000字為宜。

    本刊有修改權。來稿請寄至：formosaforum@gmail.com
Taiwan Forum
台灣論壇

本園地有條件開放 
言論不代表本聯盟立場
來文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中心
左傾45 ，右傾45  皆可採用
傾斜太多恕不刊登

。 。

台灣守護周刊
Safe-guarding Taiwan (AST) WEEKLY

徵文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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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101大樓前廣場，近幾個星期來呈現出歷史性正

邪大戰場面。為抗議中華愛國同心會長期以來舉五星血

旗，用擴音器以高分貝極度兇惡的口吻，辱罵甚至毆打

和平講迫害真相的法輪功學員，台灣獨立革命軍決定每

週六、日下午4時至六時進駐該地，為中國觀光客宣揚

民主，呼籲支持台灣獨立，以脫離萬惡共產黨長期對台

灣的打壓，並杜絕親共人士與五星血旗繼續在此地猖

狂。許多西方遊客也幫忙舉台獨大旗，表達對台灣的高

度認同。

  中國觀光客在台北101前廣場目睹和平講述中共迫害

真相的法輪功學員，及數十面震撼威武的台獨大旗，以

羨慕的口吻直讚台灣真的好民主。愛國同心會同時在該

地展現出中共擅長鬥爭的醜陋嘴臉，讓中國觀光客留下

了強烈善與惡的明顯對比印象，並清楚的明白，不會有

人願意與被惡黨綁架的中國談統一，臺灣的民主不容被

挑戰，中國人必須更積極的爭取民主，來保衛自己的家

園，享受人類應有的自由與尊嚴。這場世紀正邪大戰，

勢必將帶領台灣人及中國人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隨著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訪中，台獨議題被沸騰的在

中國與台灣間熱烈的討論著。台灣獨立革命軍(TIRA)主

席賴芳徵表示，台灣的未來只有兩個選項：不是獨立建

國，就是被中國併吞。他說，為了為台灣面臨中共吞併

開出一條血路，該組織為一群支持318學運的資深台派

人士所組成，並將分成數個旗隊分別在海外及瑞芳，嘉

義，台北101等定點定期高舉台灣獨立大旗，以宣揚並

延續因本次學運而形成的，台灣有史以來最高漲的台獨

意識！

  面對日趨媚共，並貪污腐敗的台灣執政黨旗下所屬警

察，要求TIRA必須要換舉旗的地點。賴芳徵說：“我們

舉旗這麼整齊，警察來了卻要我們換舉旗的地點，門都

沒有！我要求五星旗不可在這這裡舉，他說依法無據。

我問他陳雲林來為何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旗子不可舉？

他說不知道，我說等你知道後才來跟我說，所以這裡舉

旗是合法的。”

  越南因貪婪中共霸占油田而發生的反中事件，不但迫

使台灣人急於劃清與中國人的關係，並更了解維護台灣

民主的可貴性。而對中共不擇手段想統一台灣，賴芳徵

說：“中國不排除以武力攻台，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警

察說五星旗可以在台灣舉，怎麼？現在中華民國流亡政

府是投降中國了嗎？”

  不滿中共爪牙愛國同心會對法輪功的欺壓，賴芳徵表

示，台北101為愛國同心會長期把持，並欺負靜坐的台

灣法輪功修煉者的現場，希望大家來共襄盛舉！為台灣

爭一口氣！

正邪大戰台北101 中國客讚台灣民主
世界和諧會會長 林珊如(Shan Ju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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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Apply Daily (see the link below), Control 
Yuan member, Mr. Huang Huan-Hsiung, completes h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of (lack of) medical care of 
President Chen in prison and suggests home care for him in 
order to stop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his health. 
監委完成陳水扁醫療案調查建議保外就醫 | 即時新聞 | 

20140611 | 蘋果日報

   Mr. Huang's term ends in July (he is not re-nominated by 

Ma for a new term) and he expresses his desire to 
complete his investigation before his term ends so that an 
important archive can be established to detail the medical 

conditions and (lack of) medical care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His investigation took over 626 days, starting 
from when President Chen was rushed to Taipei General 
Veteran Hospital in 2012. 
   Mr. Huang provided four pictures to depict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President Chen's health. In the first picture, 
taken on Oct. 17, 2012, President Chen was able to stand 
upright by himself. In the second picture, taken on May 3, 
2013, he could walk by himself, though clearly with some 
struggles. In the third picture, Sept. 24, 2013, in only four 
months,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without a walking stick. 
In the fourth picture, Jan. 22, 2014, another four months 
later,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Mr. Huang also details many new symptoms, which 
clearly indicate that President Chen's life is in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His severe depression never improves due to 
the imprisonment and the only way to release the pressure 
of being watched and controlled 24/7 is leaving the prison 
and going home to receive care from his family. This 
conclusion by Control Yuan concurs with the offici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ssued by Taichung Veteran 
Hospital (see page 5 of the link below)

http://www.taiwanenews.com/doc/weekly125.pdf

(圖/翻攝自網路)

Control Yuan completes its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s home care for President Chen

Jay Tu ( June 11, 2014 

  台灣國辦公室與本土社團等代表，今日於凱道台北賓

館側舉行「執政九瘤（流），貪污一流」記者會。主辦

單位台灣國辦公室創辦人王獻極，強烈質疑馬執政6年

來，清廉吊嘴巴，卻貪腐連連，肅貪喊假，縱容官員，

一再運用權勢，躉吃人民納稅錢。馬卻一再以「痛心、

震驚」來敷衍，無能無心止弊肅貪，難怪貽笑國際，被

諷 稱 ROC政 府 就 是 貪 腐 共 和 國 （ Republic of 

corruption）。馬團隊就是貪腐集團，馬是貪腐之首，

應該見笑下台，向全民叩首認罪。

  台灣國辦公室於記者會公佈，6月份貪污狀元是由吳

志揚提名推薦的葉世文。過去的貪污狀元分別是：馬英

九提名推薦中榜率最高的李朝卿、賴素如、卓伯源（弟

貪污），吳敦義提名推薦的林益世，郝龍斌提名推薦的

邱大展，江宜樺推薦提名的黃季敏（江另涉包庇縱容葉

世文），吳志揚提名推薦的李朝枝，李鴻源提名推薦的

蔡佰祿。創辦人王獻極將貪污之首馬騜帽，戴上由689萬

選民推薦提名的馬英九頭上。並公佈7月份猜獎活動，凡

在6月底前，向台灣國辦公室報名，猜中7月份貪

污狀元者，將在7月20日的「決勝七合一」餐會上領取

二萬元獎金。

  公佈馬貪污狀元榜之後，王獻極感慨馬貪污團隊，全

身長惡瘤，全身爛到團隊失能，無法運作，受害的是全

體納稅人。納稅人實在凍未條，不得不請來台灣國醫療

團隊等外科醫師，手持手術刀，紛紛將惡瘤革除。最後

由王獻極親自操大刀，將台灣萬惡之瘤（由689萬選民提

名推薦的）貪污首腦馬頭割下。王獻極期待年底七合一

選舉，不要再投專門產瘤的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了，全民納稅人才能免於再受瘤害之苦。記者會最後在

高喊「馬英九見笑下台」後結束。

執政九瘤，貪污一流

台灣國辦公室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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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堅決反對警政署建立所謂「高危險群資料庫」。情
治警察單位認定的所謂「高危險」個案，應該由具有公
信力的精神鑑定後，再集思廣議討論可行的預防方
法。」——陳喬琪（精神科醫師）

▲我們的訴求：
  1.政府立即停止「高危險群資料庫」以及任何相同行
為不同名目的動作
'  2.連署民意督促立委監督政府有任何標籤族群的預
算
  3.探討個資法上修空間、促進民間與專業集思廣益、
探討良性預防措施、不依賴情治警單位

▲聲明全文：
  5月21日台北捷運慘案發生後,全國都籠罩在哀傷、驚
惶與憤怒的情緒中。加以媒體不斷重複播放兇案現場畫
面,社會已陷入一種集體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此由接連
發生的捷運乘客因細故而奔逃、推擠,導致民眾受傷的
事件,即可得見。當大眾對於治安的呼聲高漲,警方隨即
採取高強度的維安作為。
  然而其中某些措施,幾近反應過度,且有脫逸法律授權
範圍之嫌,旋即引起有識之士的疑慮,憂心損及台灣年輕
而得來不易的民主法治。近日報載警政署宣稱為預防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擬建立「高危險群資料庫」,內容包含清
查街友、精神病患及反社會、高危險群等類人士所得資
料,供警察機關參考防處。首先我們要指出,警政署此一
芻議顯然是病急亂投醫。北捷慘案的涉嫌人,據報,未有
精神科病史,又非街友,就學過程中亦未被認定有何偏差
行為傾向。警政署藉此時機建立所謂「高危險群資料
庫」,無疑是以不當連結方式擴張警方之監管範圍。
  其次,我們認為建立「高危險群資料庫」,更是違憲之
舉。國家及警察之作為,應受法治國原則、比例原則、正
當法律原則等憲法位階的價值規範,是民主國家不容讓步
的堅持。而對人性尊嚴之保障,更是憲法價值的最核心原
則。街友、精神病患,國家除提供其必要的生存照顧、醫
療與保護外, 亦應尊重其對人生價值的自我抉擇。對於有
意願重返社會的非自願性街友,國家更應負扶助之責。縱
令有調查街友、精神病患之必要,亦應屬衛福部之責,而
非由主管犯罪防治之警政署為之。過去對於此類弱勢族群
的歧視與暴力攻擊行為,偶有所聞。警政署此舉,除將既
有的歧視、污名,升級為建制化的暴力,違反國家機關維
護人權之天職; 且考其構想,非但無助於解決問題反使病
患在治療過程中因病情曝光而被標籤化。對醫療產生負面
影響,對歧視提供滋生的土壤,適足製造新社會問題。此
已背離比例原則之精神,難認其為合憲。
  至何謂「反社會、高危險群」? 尚未見警政署進一步
說明。然觀馬政府2008年執政以來諸多放任警察壓抑人權
之舉,及對異議民眾慣常採用明顯超出必要的強制力,足
令人懷疑馬政府是否會藉此曖昧不明的「反社會、高危險
群」名義,蒐羅異議人士資料,而由警察進行政治偵防? 
此部分亦具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原則之重大疑
慮。況警方本已掌握前科、危安人口資料,又有何必要重
複建置「反社會、高危險群」之資料庫? 實啟人疑竇。我

們要呼籲,越是在社會疑懼不安之時,越應避免放縱情緒
反應,而任由政府與警察不當擴權。在社會層面,我們應
共同肩負責任,而不是在恐懼焦慮下進行族群淨化,將罪
衍推向某些最無力反抗的弱勢,以求自我心理上的卸責與
一時的安穩。
  邊緣族群永遠存在,以醫療的觀點而言,他們需要的是
適當的隱私與去標籤保護。「高危險群資料庫」的想
法,不但與醫療的精神違背,扼殺這些病人重回社會的希
望,若我們容任政府以治安之名妄為,選擇逃避而放棄我
們身處自由社會所需承擔的責任,法西斯與極權,由是而
生。公民必須一同站出來，制止非必要公權力的介入，而
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毀！

▲連署人（陸續增加中）：
姜冠宇（馬偕醫院住院醫師）
蔡培琦（社運聯誼會負責人）
馮光遠（作家，台北市長參選人）
顧立雄（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陳喬琪（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精神醫學會前理事長）
潘建志（市立萬芳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李茂生（台大法律系教授）
鄭泰安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教授)
呂忠津（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吳宜娟（中研院人文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兼任助理）
伍徹輿（台大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蔡菁華（台大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賴師儀（北醫傷防所專任研究助理）

▲團體連署（陸續增加中）：
台灣教授協會、永社、北醫自覺行動社團、北醫義鬥
社、Freedom Edge Walkers 自由邊緣、社運聯誼會、
澄社

▲建立「高危險群資料庫」對社會的影響：
  1.這是一種對於疾病污名化與對人不友善的行為。
  2.新的歧視從社會角落萌芽，製造更多社會問題。
  3.每逢社會事件就由於恐懼焦慮而進行族群切割，形
成一種集體卸責的風氣。

▲聯絡人：
姜冠宇 0933-709-626 / 
蔡培琦 0989-290-841/ 

▲參考連結:
  針對521北捷喋血案，警政署上周四召集各縣市警局
人員開會，檢討「強化大眾運輸系統安全維護作為」，
對學校偏差行為學生的輔導，並建立輔導對象名冊，另
要加強清查轄內街友、精神病患及反社會、高危險群
等，且建立資料庫，以供警察機關參考防處，使警察系
統可分立即掌控重大治安、交通意外狀況。（資料來
源：蘋果日報 http://goo.gl/DNqZJw）
  此消息報導曝光後引起網路輿論譁然，尤其心理學系
劉姓學生隨即於蘋果日報投書標題令人不寒而慄的「高
危險群資料庫」，指出這是一種對於疾病污名化與對人
不友善的行為。會讓新一種的歧視理由從社會角落萌
芽，製造更多社會問題。（資料來源：蘋果日報及時論
壇 http://goo.gl/ZHsZly)

angelimpulse@gmail.com
zcom723@gmail.com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40608002149

反對警政署建立「高危險群資料庫」聯署

mailto:angelimpulse@gmail.com
mailto:zcom723@gmail.com
mailto:zcom7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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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藥師，昭姿過去未曾參與藥學專業團體的選舉，

人生規劃原來也並沒有這一段。近日幾位藥學前輩與好

友熱誠勸進與說服，讓我無法不感動。身為執業藥師超

過三十年，我從未離開過藥師崗位，自認這一生專業言

行謹慎自律，所做過的事與所說過的話，都在盡力提高

與維護社會對藥師的形象與期待。

  前輩們認為我此次參選具有特色：首次台大人參選，

首位女性 (雖然我個人不覺得性別重要，也不覺得有保

障女性必要)，以及首位醫院藥師。我認知，此次參選

最重要任務之一，將是努力改變與化解多年來相當對

立，過於”政治化”的選舉。專業不同於政治信仰或利

益分配。政治信仰不易改變，利益分配複雜本位。面對

藥學專業，我們應該有共同的目標，不宜把時間花在內

耗。我自認一生的專業服務與政策參與，從來沒有顏色

之分。未來承諾包容目前七校的藥師們共同合作。“改

革”或許很難一次到位，但是相信”改變”可以隨時開

始。

我對藥師專業倫理的基本主張

◎藥師對病人應持守盟約式而非契約式忠誠

◎藥師應當盡力維護自己的專業能力

◎藥師應當尊重醫療團隊其他成員的價值與能力

◎藥師服務是為了個別病人，社區與社會的需要

◎藥師應當追求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與正義

我對藥學專業服務的基本主張

◎藥學是應用科學，必須能用能寫可說可表達，才算是 

  學問

◎表達與服務對象包括各個年齡群與不同教育程度的病

  人與民眾

◎表達專業議題，需有能力運用可長可短的時間，從幾

  分鐘到幾小時

◎講學內容需有根據，不明白的不引用，對引用資料之

  正確性負責

我的人生哲學價值觀基礎

◎在「人性」(以自我為中心，傾向讓自己快樂) 與  

  「責任」(自我約束與自我要求) 之間選擇平衡點

◎強化「努力」因素，淡化「運氣」因素。努力是強調

  以勞力賺取，成果經常可以持續，或永久擁有；運氣

  所得的成果擁有時間較無法預期，有時甚至朝不保夕

◎信念：每個人或每個團體(包括藥師)的被尊重度與主

  張被接受度，應當取決於其努力度與貢獻度

我的個性，資源與社會歷練

  個性堅定續航力高，曾經負責編寫『台大藥事英文週

刊(NTUH Drug Bulletin 1980/1-1983/7)』三年半未中

斷。執筆『當代醫學雜誌』每月一藥專欄 (1987/9-

2013/12) 超過27年未間斷。推動『代理孕母』法制化 

(從1996/1) 超過18年未鬆手，即便已領養孩子。  

  從事法案推動，參與社會運動，關心政治活動，和媒

2014年參選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感言
陳昭姿藥師

體界及政治界有長期的互動經驗。

  長久以來是醫藥記者採訪醫藥事件或醫藥政策的首選

專業藥師之一。  

  社會歷練幫助個人在台灣社會擁有某個程度的知名度

與發言力。

學經歷

◎學歷

　臺灣大學藥學系畢業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進修臨床藥學

　日本慶應大學進修醫院藥局管理

  台北醫學院學藥學系修習中藥學分

◎任職

　臺大醫院藥品諮詢中心藥師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藥劑科主任

現職：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藥學進階教育中心主任

專業領域

◎台灣臨床藥學會理事

◎衛生署醫院評鑑委員

◎中央健保局藥事小組委員

◎衛生署指示藥成藥審議小組委員

◎衛生署醫療使用管制藥品審核委員

◎新北市政府藥事小組委員

◎中央健保局醫療審查委員會委員

◎衛生署病人安全委員會委員

◎中央健保局藥品諮詢專家會議委員

◎二代健保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定會議代表

社會關懷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委員

◎代理孕母解禁推動人

◎台灣北社社長

◎衛生署人權工作小組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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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迎戰臨時會】
時間：6/13（週五）上午十點

地點：濟南路群賢樓前

主辦單位：民主鬥陣、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民主黑

          潮學生聯盟

人民作主，持續監督；緊盯議程，不見不散！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70016

989848221&set=a.178388802344374.1073741829.177

308745785713&type=1&permPage=1

週四讀書會：「時事漫談」
時間：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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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楊碧川老師

  2008年政黨二次輪替後，從陳雲林事件開始一連

串發生ECFA、大埔事件、士林文林苑、洪仲丘案、

核四運轉、服貿黑箱等，政府執政團隊從上到下都

鬆動，引發人民對憲法保障的居住權、生存權、工

作權等質疑，沸沸騰騰的事件中，是否我們能更保

障到人民的權益，成為現階段台灣改革的重點，讓

我們一起討論分享。

闌尾們開臨時會公民路過立法院
＊ ＊ ＊ 各 位 夥 伴 們 看 這 裡 喔 ＊ ＊ ＊

請記得：

１攜帶雨具、防曬乳（遮陽、躲雨用品）

２攜帶席地而坐的器材（紙板、巧拼、塑膠袋、小

  凳子）

３攜帶水、糧食、行動電源、儲備體力

４攜帶打發時間的物品

 （覺得有缺直接回覆，我會再補上）

注意事項：

１立法院臨時會議會連續開三周，一直到7月初，是 

否成為長期抗戰還是要看立院內部狀況而定，我會

隨時更新。

２公投盟會在老地方（立法院大門口），會有四至

五個外圍團體跟公投盟一起，有可以上台發言的機

會，晚上七點到十點有公民論壇（放影片），有興

趣可去看看。

快點邀請身邊的你我他！

民報部分報導：

  『民黨主席馬英九今（3）日再對國民黨團下達指

示，全力推動服貿協議過關；至於綠營主推的降低

投票年齡以及增加立委席次等修憲案，馬則明白表

示反對。』

＜過服貿+擋投票年齡＞這樣，你還不出來嗎？

是我們該站上街頭的時候了！週五，青島東路見！

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

時間：2014／06／13 （五）早上十點

地點：立法院門口見！

衣著：黑衣皆可，搭個黃絲帶，帶串香蕉也無妨

（集合時間僅供參考，可自由彈性調整）

＊ ＊ ＊ 長 庚 學 生 看 這 裡 ＊ ＊ ＊

  如果是長庚的學生，請在面對立法院左手邊的小

7門口集合，請著黑衣，如果有黃絲帶請綁在身上顯

眼處，有事不克前往請用念力（？）支持我們！

我的聯絡手機：0916728100 曾同學

相關報導：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67225f6-7059-4e9d-

afd3-b9aae8948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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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三合一選舉選務工作啟動，鼓勵符

合資格的本市市民共襄盛舉報名擔任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
發布機關: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發布日期:2014-5-12

發稿單位：自治行政科

發稿日期：103年5月12日

聯絡人：鄭朝元科長

聯絡電話：27256228

  臺北市第6屆市長、第12屆市議員及第12屆里長選

舉定於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

4時止舉行投票，依照臺北市選舉委員會頒定的「臺

北市第6屆市長、第12屆議員及第12屆里長選舉投開

票所設置原則」，設置投開票所，以1里設1個投開

票所，每所選舉人數在1,500人以內為原則。選舉人

數超過 1,500人者，得增設 1個投開票所，超過

3,000人者，得增設2個投開票所，本市本次選舉投

開票所預估設置1,538所，投票當日約需2萬1,000工

作人力。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長黃呂錦茹表示，凡中華民國

國民年滿20歲(民國83年11月29日【包括當日】以前

出生)的熱心公正人士均可報名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除可增加參與選務工作經驗，體現民主的精

神，且因本次選務工作辦理臺北市三合一選舉，故

工作人員投票日津貼，擔任主任管理員津貼為

3,000元；主任監察員津貼為2,700元；管理員津貼

為2,100元；監察員津貼為1,700元，上開金額若經

中央機關核定後即可於投開票日當日領取現金。

  黃呂錦茹說，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7條第2項

規定，投票所工作人員申請在工作地的投票所投票

者，以其戶籍地及工作地在同一選舉區，即同一里

為限。為保障工作人員的投票權，各區公所於遴派

工作人員時，會儘量將人員分派至與戶籍地屬同一

里別的投開票所，或儘量接近戶籍地的投開票所，

以方便其投票。本市市民如有意願並符合以上資格

者，敬請於103年6月30日前直接向戶籍所在地區公

所民政課索取相關報名資訊，各項工作人員的義務

福利請參附表。 

松山區公所 8787-8787轉819 　

中正區公所 2341-6721轉251

南港區公所 2783-1343轉866 

信義區公所 2723-9777轉801

大同區公所 2597-5323轉602 

內湖區公所 2792-5828轉237

大安區公所 2351-1711轉8802 

萬華區公所 2306-4468轉162

士林區公所 2882-6200轉6002 

中山區公所 2503-1369轉581

文山區公所 2936-5522轉206 

北投區公所 2891-2105轉225

義務

1.經報名登記後必須參加區公所舉辦的講習會才能

正式擔任工作，參加講習者可憑通知函向服務機關

及學校辦理公假手續。

2.經遴選為工作人員者，須在投票日當天依規定時

間至投開票所報到，有關投票、開票之工作，將由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分配並指導之。

福利

1.講習費200元。

2.投票日午餐由主任管理員準備。

3.投票日津貼。(預估為擔任主任管理員3,000元； 

 主任監察員2,700元；管理員2,100元；監察員

  1,700元，上開金額尚待中央核定。)

4. 工作人員如係服務於機關學校，工作完成後可憑

派令向單位申請補假1天(屆時須填具資料卡事先取

得機關學校同意參加，才可敘獎並申請補假。)

http://www.ca.taipei.gov.tw/ct.asp?xitem=75958

578&CtNode=38630&mp=102001

週六戶外活動------ 麟山鼻
集合時間：6月14日上午9:00

集合地點：淡水捷運站1號出口

  與富貴角相對望，矗立白沙灣兩旁，由於八十萬

年前大屯火山群的竹子火山爆發，而形成了向外海

延伸的岬角，德茂村居民稱為「鼻尾鼻」或「鼻尾

頭」，日治時期改名為「麟山鼻」，為大量火山遺

跡「安山岩」所構成的區域，安山岩呈深黑色、質

地堅硬，在海浪經年累月的侵蝕及東北季風長年不

斷的挾帶砂粒吹襲磨蝕之下，有稜有角地稱為『風

稜石』，則是麟山鼻步道上具代表性的地形景觀。

佇足欣賞這些體積碩大且造形奇特的風稜石時，就

彷彿聽見風與石的對話，令人驚訝於那份來自自然

力量中，自始至終不曾改變的深刻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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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國的旋律」陳文成博士逝世33周年

紀念音樂會
演出日期：2014年7月5日(星期六)晚上7:30

演出地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憑票入場）

演出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新生南路與辛

          亥路口、龍安國小對面)

演出樂團：故鄉室內樂團

贊助票價：1000元、2000元、10000元 (開立捐款收

據，可列舉扣除額)

索票方式：

1. 匯款：郵局郵政劃撥：14267676

   銀行帳戶：彰化銀行大安分行5130-51-216401-

00

   戶名：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網址：http://www.cwcmf.org.tw/

2. 歡迎親自前往基金會，現金購票

   (10660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25巷1號2樓)

   線上捐款索票網址 : http://goo.gl/uAJVMa

   懇請您的支持與贊助

   敬愛的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你好，

  1981年7月2日的清晨，陳文成被警備總部約談，

從此沒有回家.....

  1981年7月3日，當第一道曙光穿過台大校園，染

滿了早晨的青嫩綠草，也照亮了他的滿地的鮮血─

─他的名字是陳文成。陳文成，憧憬著自由與民主

的理想國度；陳文成，有著知識的頭腦和青年的熱

血；陳文成，深深愛著他的母國台灣，他付出，他

貢獻，然後為了這些而死。

  今年3月，太陽花學運，激起年輕人對台灣前途的

熱愛和關懷。18日當天晚上，基金會同仁也和學生

們一起進入立法院議場，以拖鞋和IPAD將議場內的

畫面和聲音，在第一時間內對所有關心台灣發展而

睡不著覺的朋友放送。陳文成在天上一定深深的受

到鼓舞，也肯定新的一代力量的茁壯。33周年，我

們將以音樂追思故人。願逝者安息，期來者勿忘，

繼承他的意志，守護這塊土地的民主與自由。

                陳文成基金會鄭志勤張龍僑敬上

 

臺北律師公會邀請參加核電影放映會
  裝置容量相當於0.6座大潭電廠的核四，自1980年

間提出計畫，歷經：1985年蔣經國總統指示緩建；   

  1994年5月貢寮、同年11月臺北縣、1996年臺北

市、1998年宜蘭先後舉辦四次地方公投，多數反對

核四；2000年10月行政院以：不會缺電、有替代方

案、核廢無解、核災堪憂、合約中止損失低於續

建、永續經濟等理由宣布停建；歷經在野聯盟要求

彈劾行政院、連署提案罷免總統副總統、聲請釋

憲，於2001年2月協議復工；2013年朝野協商公投有

結果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燃料棒，除已發包及安全

檢測工作外，暫停施工；日前行政院宣布核四「停

工」不「停建」，而即將於今年12月到期的核四建

照，也提出第三次展延申請。台灣該核去核從？他

國經驗又是如何？歡迎觀賞三部影片，共同思索台

灣的未來。

★6 / 14(星期六) 下午14：00 

《再看我一眼：被遺忘的動物們》

下午15：45 映後座談：核災後的動物與人

主持：林垕君律師

主講：朱增宏執行長(動物社會研究會)

影片內容：(片長104min)

  福島核災後，導演宍戸大裕，回到滿目瘡痍的故

鄉，記錄災後動物的處境、無法和同伴動物共同生

活而失落的人、冒險潛入災區援救動物的故事。引

領我們從動物們的角度，思索核災的影響。

★6 / 21(星期六) 下午14：00 

《 祝 之 島 》 影 片 內 容 ： (片 長 105min)

  日本祝之島的居民，多以捕魚和農耕為業，把大

海與土地當作寶貝，世代平靜地生活。當電力公司

計劃填海造陸，設置核電廠，抵抗核電廠興建成為

島民們永不妥協的日常生活。導演透過攝影機，見

證這場歷時28年，仍持續進行的生命拔河

★6 / 28(星期六) 下午14：00 

《家有核鄰：德國反核抗爭史》

下午15：36 映後座談：德國公民不服從

主持：蔡雅瀅律師

主講：顧安德主席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能源與環境委員會)

影片內容：(片長96min)

  1973年，德國預定在埃貝河（Elbe River）旁興

建核電廠，小鎮居民們展開漫長的反核之路，透過

法律訴訟與大規模抗爭，企圖阻擋核電廠興建，最

後該電廠仍在1986年車諾比核災後1個月啟用。

地點：臺北律師公會會館會議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號9樓)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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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入場，邀請您一起來《看見台灣》
時間：2014/06/21 (六) 18:30-21:00

      (17:30開始入場) ….入場前100名有獎品….

地點：在鹿港統一文創會館 /集會堂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588號)

《看見台灣》

  耗資總計9000萬新台幣的金額完成，可說是台灣

紀錄片影史以來，拍攝成本最高的電影。導演齊柏

林花了將近3年的時間拍攝，在全台灣的上空飛行，

總計累積了400小時的直升機飛行時數。全片皆以空

拍壯闊鳥瞰的視角，將台灣以一種你從未見過的角

度與姿態，呈現在大銀幕上。由吳念真擔任旁白，

《賽德克‧巴萊》金馬獎最佳原創音樂得主何國杰

Ricky Ho配樂，其中音樂更是前往布拉格和布拉格

交響樂團合作完成。

《看見台灣》拍攝緣起

  在2009年的88風災，台灣山林受到極為嚴重的創

傷，齊柏林乘著直升機飛入災區拍照，看見滿目瘡

痍的景象，齊導演深深感受到，只有平面的影像不

足以讓觀眾真實地感受到台灣正在面臨的危機。雖

然之前不久已繞著台灣飛行一圈，但齊導演仍然認

為還有更多的地方是值得被記錄下來的，因此下定

決心，將房子抵押，以及透過朋友的借貸、支持，

把近3000萬台幣的專業空拍設備給買進台灣，開始

了拍攝台灣首部空拍電影紀錄片《看見台灣》的計

畫。

《看見台灣》導演的話

  是我二十多年空中攝影生涯的第一部樂章。這些

年來，我深深地被台灣的美麗大地所震撼、感動，

同時，也對台灣地貌的轉變而感到憂心與不捨，我

看見的，也很想讓您看見。

  在這趟「飛行旅程」中，您將看見台灣，我們的

家，有點熟悉卻又陌生。每天生活在其中的我們，

理應與「她」最親近才是，但您將發現，透過飛行

鳥瞰的方式，台灣所展現出來的千姿百態，全都是

您前所未見，值得您反覆思量。她的美麗，她的傷

痕，在我的鏡頭下將壯闊的呈現給您。

  今年6月21日，在鹿港  期待與您一起飛翔。

共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緯創人文基金會、台灣護

聖宮教育基金會、鹿港鎮公所、彰化縣環境保護聯

盟、阿部電影

社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http://cepu49.webnode.tw/ (2013/03起異動) 

「新台灣史研習營」招生：

菜宅、石滬、媽宮城－澎湖

歷史文化研習營
時間：2014年8月22日~ 25日

     （星期五～星期一，共4天3夜）

地點：救國團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主辦：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贊助：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協辦：台灣歷史學會

宗旨：

1、藉由講習與實地踏查方式，了解澎湖地區古往今 

   來的歷史變遷

2、藉由區域特色與歷史特質的研探，別開台灣歷史

   生面與文化蹊徑

3、建構台灣認同為主體新史觀，為以台灣為思考中

   心的歷史教育紮根

4、透過實際的土地接觸與課程陶冶，輔助學校鄉土

   教育課程之實施即日起接受報名，依報名繳費先

   後順序，額滿(100人)為止

報名方式：

1、電話報名：(02)2712-2836   

2、傳真報名：(02)2717-4593

3、E-mail報名：juventus@mail.twcenter.org.tw

費用：一般6500元，學生優待價6000元，不含台澎

   來回交通，但含馬公機場/港口至活動中心接送

*另見注意事項、食宿、保險、紀念品、研習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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