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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俄羅斯13天，啟程前搜集資料並查問相關的人阿扁

有沒有俄羅斯的朋友。想乘此行，多多少少找到幫忙阿

扁的人。這些資料很豐富，給我很大的幫忙，也讓我覺

得除了旅遊外，另一方面的收獲也不虛此行。

  資料當中最受矚目的是俄羅斯《獨立電視台》

（NTV）所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與台灣本土新興勢力陳

水扁總統兩人在1995年12月都還沒有當選總統時的見面

經過。報導中說，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應俄羅斯

《普列漢諾夫經濟學院》之邀訪問俄國，普丁則是以聖

彼得堡副市長身份接待來訪的陳水扁。報導中還引述

《台俄協會》理事長張俊雄的談話，指出陳水扁總統非
常重視這段俄羅斯情誼，在民進黨執政後曾經透過多重

管道，積極推動台俄關係。新聞節目中也將普丁與陳水

扁合照的相片公開播出。俄羅斯的普丁總統，較陳水扁

總統年輕一歲。兩位同樣也是政治民主化後的第二位總

統，更同樣險勝競爭對手。 

  意外的是，這項報導卻引起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的高

度關注，緊急要求與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薩爾塔諾夫見

面。會中，薩爾塔諾夫表示，俄羅斯密切關注當前台灣

島內的形勢發展，俄羅斯政府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台灣的

當選者致賀。

  2002年俄羅斯《新聞時報》5月20日刊登了記者專訪

台灣領導人陳水扁的新聞，並配合刊登了一九九五年他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合影的相片。此事引起中國大使館的

強烈反彈。中國駐俄大使館主管新聞的參贊特別向俄國

官員表達嚴正關切。俄國官員趁機向北京方面表示，俄

羅斯是新聞媒體開放的國家，俄國政府絕對尊重新聞自

由。

  這張引起北京抗議的陳水扁與普丁合照，其實是當年

兩人擔任台北市長陳水扁與聖彼得堡副市長時的合影。

普丁在2002年5月24日美俄領袖聯合記者會上提及台灣

後，引起此間人士的議論。5月27日普丁在聖彼得堡接

見芬蘭總統時特別指出，俄羅斯在與西方發展友好關係

之餘，也不會忘記東方的伙伴，特別是中國。

  俄羅斯《獨立電視台》在2004年台灣總統選舉期間，

特別派了一組人馬到台灣採訪。三月十九日陳水扁總統

被槍擊當天，俄國採訪小組當好在永康高速公路上，他

們成為最早趕到《奇美醫院》的外國記者。動作之迅

速，連當時在醫院門口安撫群眾的台南縣長蘇煥智都感

到非常驚訝。莫斯科當天上午十時，《獨立電視台》

「整點新聞」就播出特派記者安東霍芮柯夫安（Anton 

Khrekov）發自台灣現場的越洋電話報導。而他的消息

也是一路領先，幾乎全俄羅斯，甚至於歐洲一些國家有

關台灣總統被刺殺受傷的新聞，全部都是引用《獨立電

視台》的報導。

  1989年以前，台灣與前蘇聯幾乎沒有任何交往。前蘇

聯人認為台灣是美國在遠東的半殖民地和傀儡，台灣則

認為蘇聯是共產獨裁國家，還認為讓他們丟掉了中國大

陸。蔣中正還為此寫了「蘇俄在中國」本專書，並下令

台灣全國人要念。 

  80年代末，在戈巴契夫民主化與新思維下，蘇聯開放

與台灣的限制。1990年10月莫斯科市長波波夫訪問台

灣，雙方關係破冰。1991年底，蘇聯中央銀行行長格拉

先科訪問台灣。1992年4月簽訂成立莫斯科─台北發展

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1993年7月成立了台北文化

經濟合作交流協會莫斯科代表處，雙方由此建立起了可

靠的溝通管道。1994年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前總理雷

日科夫等都先後應邀訪台。1996年6月設立首家俄台地

方級代表機構濱海邊疆區台北商務文化辦事處。1996年

12月成立的莫斯科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台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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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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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處，從而完成了兩國在各自的首都建立準大使館的工

作。

  台灣多次邀請俄方一些大學領導和漢學家來台灣訪

問。莫斯科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1995年12月授予時

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名譽博士學位。2000年陳水扁總統

就職儀式也邀請莫斯科普列漢諾夫經濟學院院長出席。

阿扁執政後全力加強台灣經濟部與俄科學院之間簽訂的

科技合作協定。2001年4月30日實現了俄遠東符拉迪沃

斯托克和台北間的第一次直航。2002年4月台灣莫斯科

文化經濟代表處專門成立了科技組，謀求擴大雙方科技

合作與交流。2002年8月14日又開通了莫斯科台北間的

包機直航，文化科技交流日漸活躍。我到莫斯科太空博

物館參觀時，發現台灣是與俄羅斯有衛星合作的國家。

由於其貢獻，讓台灣國旗被放在最明顯位置。

  2002年7月在台北成立了旨在促進雙方各項交流往來

的台俄協會，理事長就是總統府資政張俊雄。2002年

9月台灣前行政院長、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帶領台交通

部部長林凌三等訪俄，基本敲定了2003年4月莫斯科台

北定期直航、設立海參崴台灣辦事處及台灣海參崴直

航、台灣公司投資改造俄遠東港口等事宜。

  俄羅斯人不戴著北京眼鏡看台灣，認為台灣經驗值得

俄羅斯借鑒。俄科學院遠東所中國問題資深研究員尤·

加列諾維奇認為中國與台灣社會的現實是兩個國家，在

可見的未來看不到兩岸會有什麼變化；從各方面來衡

量，台灣都是獨立國家，俄台關係實質上是國家間的關

係。俄羅斯─中國─台灣的關係是兩個民族、三個國家

之間的關係；維持台海兩岸現狀與台海兩岸發展關係對

俄最有利。 

  在俄羅斯有一個支持台灣院外集團，包括一些議員、

前政府官員、大企業家，極力鼓吹支持台灣和發展與台

灣合作關係，說「中國是我們在遠東的敵人，台灣比紅

色中國更愛我們，我們當初為什麼要執行那樣的政策

呢？」

  阿扁主政下的台灣與俄羅斯有那麼輝煌的政績，而這

六年來呢？

(接續前頁， )阿扁總統主政下的台灣與俄羅斯

本文作者：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向中國人民表達我們的主張

  6月11日對岸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召開例行的

記者會時，被問到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中國時候提到：

「台灣前途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決定」，范麗青強硬回

應說：「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

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當今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新文明的時代了，但中國

當局的高官卻還活在古代漢民族大一統的封建思惟中，

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未曾統治過台灣半分半

秒，卻悍然宣稱台灣是屬於他們的領土，真是有夠鴨霸

的強權心態！祇有中國政府當局學會尊重台灣的主權與

前途屬於台灣國內全體人民，中國始能成為現代文明的

國家。

  在台北搭乘捷運及在一些公共場所常常遇見世界各國

來台的旅客，我就問他們從哪一國來？有的中國旅客就

回答說：「我們從上海來」，我就立即回應說：

「哦!你們從中國的上海來」，藉此表達台灣vs.中國是

一邊一國，接著我就問他們對台灣的映象如何然後把隨

身攜帶的台灣加入聯合國傳單給他們，請他們支持，因

為是他們的中國北京政府強力壓制下，台灣已經長達

42年了無法進入聯合國，期盼他們了解台灣國際孤立的

處境，也只有中國政府與人民能尊重台灣是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使台灣與中國成為和平相處的「兄弟邦國」並

能進入聯合國，可見「台灣獨立是對中國有益處」，這

一、兩年來我已經向好幾百位中國旅客表達做為台灣國

人，我對中國的期待。聽了我的這番話，大多數中國旅

客也都點頭同意，可見我們台灣國人要有尊嚴與自主地

向中國人表達自己的看法與主張，使來台灣旅遊的中國

人也可以明白我們的立場並學習民主自由，這也就是台

南市長賴清德在中國復旦大學的一場座談會中，很有尊

嚴與自主地表示：「台灣獨立是歷史發展的軌跡，…台

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

  人民自決是現代普世價值，英國國內的蘇格蘭將於

9月中舉行獨立公投，是由蘇格蘭地區的人民投票決

定，而不是由全英國國民決定，中國也應當向英國政府

學習，尊重人民自決，何況台灣並不在中國統治下

呢？！(2014年6月13日)

(圖/翻攝自網路)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889261301089627.1073742502.10000017297277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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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台灣台南市長賴清德先生在2014年6月7日訪問中國上

海和中共官員會晤的時候說出了台灣人民的心聲。不但

如此，最後他還說出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

定。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在2014年6月11日上午

舉行例行記者會，由新華社記者提問，賴清德參訪上海

時稱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中國國台辨發

言人范麗青說：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

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她還說，任何涉及中國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

國人民共同決定。這句真的是屁話中的屁話，果然是極

品級的屁中之屁！

  在十餘年以前，中國就己經對台灣宣傳說台灣前途由

中國13億人民來決定。今年則加入了台灣同胞這4個

字，其餘都沒有改變。但是我們可以非常肯定認為，范

麗青說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及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這句

話中國只敢跟台灣人民講，也只敢以漢文來單獨發表。

中國敢跟美國講這句極品級的屁中之屁嗎？它絕對不

敢！假如台灣真的是如中國所說的，台灣真的是屬於中

國一部分的話，那為什麼這65年下來，中國的軍隊從來

就沒有踏上台灣土地一步呢？因為軍隊是一個國家的主

權延伸的像徵。從1997年7月1日的零時零分開始，1千

2百名的中國3軍人民解放軍，才開始進入香港地區駐

守。這也是中國向全世界證明，從現在開始，有駐軍在

香港就是證明香港就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那台灣呢？

  我們只看見在63年前(1951年)就有大批的美軍駐守在

台灣及澎湖群島。雖然在1979年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毀

掉美中防禦條約及撤走絕大多數的美軍，但是至今仍然

還有近千名的美軍駐守在台灣各地。在2015年台北內湖

的新A.I.T.(美國駐台辨事處)大樓完工之後，將會有大

批的美軍及不計其數的各級「專家」人員同時進入台灣

地區。大家可以來看一看新的A.I.T.可以容納多少人，

就可以完全明白美國是鐵了心，要完全的全面接收台灣

地區。從這裡大家就可以看到，台灣的主權到底是屬於

誰的了！由於中國的國台辨發言人范麗青的發言並不是

針對美國來說的，所以美方並沒有立場及理由來就此回

應。

  但是我們台灣人民就不同了，我們可以向中國來回

應。中國口口聲聲，不停的向台灣人民說，兩岸同屬一

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那麼就

請中國出示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明和證據出來。如果中國

能拿得出來的話，台灣人民才會心服口服。如果拿不出

來的話？從此就可以證明，兩岸並不屬於一個中國的絕

對事實，台灣和中國並不屬於同一個國家。請中國以後

不要再胡言亂語，像一個瘋瘋癲癲的大國一樣，語無倫

中國到底有没有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據？

圖↑舊金山和約簽署會場。 (圖/翻攝自網路)

次。而且請中國按時服藥，這樣亞洲區域才會有和平！

再說一次，請中國出示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明和證據來。

  1971年在蔣介石的命令之下，國民黨自己退出聯合國

組織，由新中國的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組織，坐上並繼

承中華民國(永久理事國)的席位。馬英九不敢用中華民

國的名義來進入聯合國組織，那是因為在聯合國組織裡

仍然還有中華民國的席位在裡面，所以不能也不可能再

有相同的國號在聯合國組織裡出現。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就是指中國的北京政府而言。那寄居在台灣的中華

民國政府才是名符其實的「流亡政府」。中國在1971年

剛進入聯合國組織的時候就立即向聯合國秘書處提出申

請，希望以聯合國組織的名義向全世界公佈並聲明台灣

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聯合國秘書處馬上答應，不過對

中國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那就是請中國拿岀擁有台灣

主權的證據出來，秘書處一定會如實照辨。中國駐聯合

國組織代表也不含糊的立即答應。

  秘書處為了表示對新會員國的體諒，給「新中國」

6個月的期限，好讓中國能慢慢找出台灣屬於中國的證

據出來。時間過得很快，6個月180天即將到期，中國仍

然没有找到台灣屬於中國的證據來。這時候聯合國秘書

處又自動延長了3個月，給中國政府繼續找台灣屬於中

國的證據來。前前後後9個月，超過2百70天，中國北京

政府始終拿不出台灣屬於中國的證據來。也許有人會覺

得很納悶及不解，為什麼中國不拿出開羅宣言及波茨坦

公報出來呢？中國敢拿出來嗎？這只不過是兩張新聞稿

紙罷了，就想要霸佔台灣？這只能拿去唬弄13億的中國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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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及2千3百萬的台灣人民罷了！中國如果真的拿這兩

張新聞稿紙給聯合國秘書處的話，立即會轟動全世界不

說，更會讓50億全球人民笑破肚皮。中國丟得起這個臉

嗎？

  那到底是那一個國家才真正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據呢？

答案就是舊金山和約！代表日本天皇的使者在1952年在

美國北加州的舊金山市，在舊金山和約上簽名。在現場

有全世界60個國家的代表見證一切，其中並沒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的代表在場。日本正式放棄對台灣

及澎湖群島的主權擁有。從那一刻起，台灣及澎湖群島

的主權由美國正式擁有！台灣主權未定論，這更是一個

大笑話。假如這是真的話，中國早就動手侵佔台灣島

了。這也就是亞洲各國包括前蘇聯在內，沒人敢對台灣

動手入侵。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是屬於美國的，而

且美國也對全世界發出聲明，也包括中國在內，若是有

他國攻擊台灣本土，將被視同攻擊美國本土一樣，美軍

將會以上千枚的核武器來作報復回應！今日美軍還擁有

1萬8千枚的核武器。今天舊金山和約的正本到底在那

裡？就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的

(接續前頁，中國到底有沒有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據？)

圖↑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刊載的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
灣的消息。 (圖/翻攝自網路)

「和約檔案室」裡，和美國獨立宣言放在同一個無塵適

溫並除溼的倉庫區域裡。

1) 賴清德不過是講老實話niâ.

  中國國民黨得著這个消息, 隨著chhiàng講「中華民

國」才是台灣共識. 

  我看, 你behtī台灣講「中華民國」才是台灣共識, 咱

尊重你發言ê權利. M-̄kú請你mā-ài去中國上海大聲講出-

--來, 像賴清德按呢！tī台灣講「中華民國」,  真正是

像tī便所內家己teh暗爽若定！但是tī中華文化霸權

佔領下ê台灣, 講白賊是正常--ê, 所以咱ê政治人物有人

ê名頭前有加頭銜「白賊」! 顛倒是, 講老實話犯著禁忌, 

有罪. 

2）賴清德不過是講老實話niâ.

  十幾年從有一个美國研究生問我台灣人ê政治立場, 伊

研究ê題目是「語言kap政治」. 伊講tú訪問過林中斌先

生(彼陣應該是國防部副部長). 林先生認為主張/支持台

獨ê人無真濟. 

  我kā講：

  研究生ài注意methodology. Tī台灣, 語言是足要緊

ê方法. 若用英語問台灣人, 定著袂當有答案, 因為台灣

人聽無! 但是若用華語/客語/原住民語/台語/問, 答案就

真無仝. 台灣人對某種語言無好感, 無可能beh回答問題.

  閣來, mā-ài看你按怎問問題.

  你若去街仔路問人講「咱來hō中͘ 國統治, 好--無？」

人定著kā你講”NO!”

  你若去街仔路問人講「咱台灣來加入聯合國 , 好--

無？」人定著kā你講”Yes!”

  咱kā這兩ê問題做伙思考, 表示啥物？

  台灣人認定台灣是一个獨立ê國家, 無愛hō中͘ 國統治, 

想beh加入聯合國！賴清德不過是講老實話niâ.講老實

話mā袂使得?

3）賴清德不過是講老實話niâ.

  賴清德不過是kā台灣人政治立場用簡單ê話語, 清楚

表達hō中͘ 國了解niâ. 

  不過, 賴清德猶是有犯著兩ê禁忌：

  丹麥ê禁忌：安徒生ê國王的新衣, 講出大家攏m敢̄ 講
ê老實話

  台灣ê禁忌：自228以來ê規矩「囡仔人有耳無喙」, 會

使聽,袂使講, 賴市長講出喙.

  所以, 本官認定賴市長有罪, 社會文化罪！

  判徒刑8年：
  ……………
  ……………
  ……………

  kā關入去台灣總統府！

賴清德tī中國講台獨
台灣南社 張復聚

11June 2014本土社團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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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看似密不可分，實際上卻是兩

個截然不同的名詞！

  臺灣，到目前為止仍然只是一個地理專有名詞。而中

華民國，確實曾經是一個代表政府的專有名詞，如今卻

也早已漠然的轉成了歷史名詞！

  當中華民國在臺灣被臺灣的政治人物們刻意作成聯結

時，其所代表的意義也只不過是一個臺灣統治當局的代

名詞而已！

  看看時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當局向國際世界的

自我稱謂就有中華台北、金馬臺澎關貿總協、中華旅行

社等等，不下四、五十種稱謂。顯見中華民國在臺灣並

不是一個國際世界承認的主權國家名詞！

  更明顯的證明就是，美國在2014年初在電子美國簽證

中通令美國及駐在各國的美國大使館，都將中華民國在

臺灣這代名詞一律正名為"臺灣"。為避免混淆，以正國

際世界視聽！

  全世界就只有中國一直在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事

臺 實呢，全世界都認定臺灣就是臺灣，跟中國完全無關！

  中國黨馬的政府以及在臺灣的中國人，他們憑什麼跟

著中國起舞？統治臺灣的權力來自臺灣人民的選票，當

然，天經地義的就必須以臺灣根本利益為主！

  臺灣的政治文化裡充滿"騙"與"變"，正因長期的被外

來政權高壓殖民統治，造成了臺灣人民對國家認同的錯

亂，也喪失了民族自覺的自信心，導致多數臺灣人民變

成了搖擺的機會主義者！

  其實臺灣並不乏建國人才，唯只缺乏對臺灣真的能夠

成為一個國家的堅定中心思想論述！

  過多的偏頗和似是而非的臺灣建國論述造成的多頭馬

車，更讓臺灣人民對臺灣建國從組織與計畫到成員素質

完全失去信心。難怪會變成一盤散沙！

  歷史不能遺忘，鮮血不能白流。我們都知道問題出在

哪裡：溝通與整合。就從少數有此認知的能人志士開

始，也讓臺灣人民的團結從這裡再出發吧！

別懷疑，臺灣真的能夠成為一個國家
台灣大旗隊 陳俊廷

  2014台北市長在野整合協調小組召集人高志鵬今

(16)日中午邀集無黨籍市長參選人柯文哲醫師與民進黨

副秘書長洪耀福、市議會黨團總召劉耀仁、民進黨台北

市黨部主委黃承國、中央黨部組織部主任李政毅等人，

針對台北市長在野整合有關價值理念、施政方針、輔選

架構等事項進行協商。

  高志鵬會後轉述今日會議結論。他表示，雙方認為台

北市在國民黨長期的執政之下，已淪為權貴集團的禁

臠，國民黨統治的壟斷，形成台北市向前進步最大的阻

礙，為了讓台北市有脫胎換骨的機會，民進黨願與柯文

哲醫師開啟合作的大門，實現共同的理想與價值。

  高志鵬說，與會人士認為，為讓首都能夠改變、注入

重生的活水，透過在野聯盟合作的模式實現執政理想，

這樣的例子在各國所在多有，包括韓國、日本的首都市

長選舉，也都透過在野聯盟的合作成功取得執政，我們

期待2014的台北市也能第一次達成這樣的夢想。

  高志鵬說，在價值理念及施政方針方面，柯文哲醫師

承諾：(1)參與民進黨2014縣市長選舉共同政見的討

論，據以形成共同政見，納為未來柯醫師當選台北市長

後的施政方針；（2）柯醫師當選市長後，針對一些重

大議題，願與民進黨的縣市長共同討論、形成共識，採

取一致立場。

  民進黨方面承諾：(1)在柯醫師當選市長後，不會要

求柯醫師加入民主進步黨；(2)在柯醫師當選市長後，

不會介入其人事安排。

  在輔選架構方面，柯醫師承諾：(1)為俾利未來當選

市長後市政運作更順暢，柯醫師將全力輔選民進黨提名

市議員候選人，讓民進黨提名27名議員「全壘打」，統

統當選；(2)里長輔選部分，柯醫師團隊將參與台北市

黨部成立的里長提名及輔選專案小組。

  民進黨則承諾，(1)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將傾全力幫

助柯醫師打贏年底台北市長選戰；(2)民進黨將儘速協

助安排柯醫師拜會民進黨的基層幹部，傾聽他們的意

見。

(圖/翻攝自網路)

2014台北市長在野整合

 民進黨20140616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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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中午到左營高鐵武藏拉麵吃嗆辣的雷神拉麵，下

午趕往台中，大中午悶熱的天氣搭公車到培德監獄看阿

扁。在培德醫院門診診察室兩個小時。整個過程台中榮

總神經內科張主任、副典獄長、衛生科長與護士作陪。

重點在過去與現時記憶的測試與回憶(recall)或維持記

憶的方法訓練、檢查吞嚥功能與預防吞嗆、飲水與尿量

的控制、腦神經病情的解釋。

  當然也解釋與討論保外就醫的機會，讓他生活在希望

裡。整個氣氛很好。為了逗他歡笑，離開前我脫帽問他

我像不像蔣公，還學一段蔣公浙江腔念文告。阿扁哈哈

大笑：「我怎麼沒注意，像，像，像！」大家哄堂大

笑！

  落日餘暉下等計程車。望著台中監獄庭院的黃花，引

人思念情愫的黃花。高鐵南回，七點到家，沒人知道我

去了趟台中。

  早上忙碌的門診，下午趕到台北。天龍城像個火爐，

風都是熱的。前往監察院公務，俄羅斯回來後第二次。

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所以自拍了幾張像片留念。前前

後後為了阿扁的病，來了不下五次。這兩三年來，為了

做證出入立法院、監察院、台北地院、各電視公司，都

是我這一生始料未及的。

  今晚阿扁醫療小組會議。天龍城的落日裡，我趕來會

場了，希望今天大家討論順利，很快共識，晚上我就可

以十一點前回到高雄！小週末連續又是另外兩天的公義

行程，慨嘆何時了？

連續兩天的公義行程慨嘆何時了
陳總統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讓陳總統回家與夫人相聚吧!
陳昭姿

  前年十月，陳總統還住在北榮，某段時間心情不佳，

不肯遵照醫囑下床走動，夫人探視後非常擔憂，剛好知

道我過兩天會去探視總統，打電話要我告訴總統，如果

再不配合運動，她就不去醫院看他。我乖乖奉令行事轉

告總統，哪知總統不回應運動之事，反而怪我：『你應

該告訴她，要她來看我。』

  去年一月，已經確定總統還是不能回家過年。我年初

三到醫院探視時，只好很笨的安慰總統，回家常常會被

夫人唸吧。哪知總統立刻回答，『她需要有人在家被她

唸呢。』

  這幾天，夫人某項檢查疑似異常，告訴我相關訊息，

我回覆將請教專科醫師。隔日請教敝院資深醫師，了解

應有的處置建議後，請致中將訊息轉給姊夫趙醫師，方

便就近南部照顧。當我回報夫人，趙醫師已經知道建議

處理方式時，夫人向我致謝，隨即交代我：『妳不要告

訴總統這件事。』

  民間醫療小組的成員都知道，當談到或見到兩個人

時，總統會露出難得的微笑，一位是夫人，一位是孫

女。

  讓陳總統回家與夫人相聚吧。這兩位重病病人，彼此

是重要的對方療癒希望所在。

 

  感恩陳唐山立委的協助，終於被批准和外子林保華及

王定宇議員一同來看阿扁了。在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

見完陳總統，我更加肯定不論保外就醫或居家戒護都刻

不容緩！阿扁總統的身心狀況都到了臨界點，馬英九不

能泯滅人性罔顧事實。再不搶救真的要出大事了！

  被法務部阻擋多時不批准會面，土城探監後一別多

年，不管我準備了千言萬語，見到阿扁那一刻卻語塞

了。和陳總統兩人緊緊擁抱，我激動落淚泣不成聲！看

到阿扁乾枯的身形，一臉焦慮的神態，止不住抖顫的手

勢，和滿腹的委屈不平…，讓我萬般不捨悲從中來。

  真的要問問馬英九：對一位卸任國家元首，政治操弄

打壓多年也夠了吧！繼續折磨阿扁，真能令你那麼爽？

全球都在看，快放過阿扁送他回家吧！不論是保外就醫

或在家戒護治療，都不能等了！否則要是不幸真出了

事，馬英九，你真打算做千古罪人嗎？

寄語馬英九，莫做千古罪人
前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大紐約區創會理事 楊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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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e report which recommends medical parole for 
President Chen was released by Control Yuan, there have 
been speculations that Ma and KMT are considering 
medical parole to avoid the scenario that President Chen 
dies in prison now that his life is in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hese speculations, reported in some newspapers 
in Taiwan, likely released by Ma and his advisors to test 
the public opinions or to suppress public outcries. As 
reported, the main reason for Ma to consider medical 
parole for President Chen is that Ma does not want to 
become the one who kills his predecessor in the prison. 
After these speculations were reported, the Taichung 
Prison authority released a statement today (6-616-2014) 
that they had not received any order to release President 
Chen, and they would not release him without an order 
(see the link below).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turn of event is that 
President Chen has given a will that he would refuse any 
medical treatment if his condition becomes critical. He 
states "I refuse any tube insertion to save my life. No need 
to waste ECMO on me."
   There it is. Taiwanese collectively stand on the side line, 
except a few who worked hard to save him, and watch 
their two term president, the only one not from KMT, to 
die in front of their eyes. To this date,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in the green camp who want to pretend there is no 

Abian-ah dying issue and everything has to wait until Tsai 
IW gets elected as the new president in 2016.

   Cheng NR, who died in 1989 by self-immolation for 
upholding 100% freedom speech against KMT's arrest 
attempt, was portrayed as a terrorist for many years (even 
today by some professors at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though he is now widely considered a martyr and a 
courageous figure. Chen Wen-Chen, a professor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was murdered in 1981 and 
he, too, was portrayed as a terrorist by KMT and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his secret was exposed. Today, the 
student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alma mater, 
have proposed setting up a plaza named after Dr. Chen 
Wen-Chen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the white terror era in 
Taiwan.

   My question for all fellow Taiwanese: Do we, 
Taiwanese, always have to wait 20 to 30 years before we 
are able to restore the name of a brave Taiwanese who had 
been tortured and killed by KMT?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at this moment, President Chen is dying a painful 
and slow death, the ultimate torture of all tortures by 
Ma/KMT/CCP. 
   Not only, Ma will be indicted by history (and law) that 
he murdered his predecessor, but also DPP leaders cannot 

escape the accusation as indifferent accomplices.

President Chen: “If my condition becomes critical, 
I refuse any medical treatment to save my life...”

Jay Tu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aiwan's first (and to date, only) 
opposition president will have been held in detention or 
prison for seven years. 
   In the case of Chen Shui-bian and being tried under an 
administration of the only party allowed in Taiwan until 

the recent past, there have been allegations of what might 

be charitably called "judicial irregularity," an 
unquestionable polar politicization of the prosecution that 
has fallen broadly along party lines of Taiwan's Blue v. 
Green divide, and we have certainly found that the past 
has seen the systemic denial of complete and adequate 
medical care, sufficient to make some of his conditions 
worsen considerably or be made permanent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conditions. We once again call on the 
releas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through medical parole, a 
compassionate pardon, or a graduated release program and 
call on it to happen as quickly as is feasible for the sake of 
the future of a Taiwan wher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oth flourish in full bloom rather than flicker in darkness.
   On the question of medical support and care, there is no 

question at all. When anyone is taken into custody by the 
State, it is the obligation of the State to provide full and 
complete care of that person for the duration of detention. 
In Chen's case, while there have been notable 
improvements in such care, there were initial periods of 
surprisingly rushed and inadequate care in spite of 
repeated calls made both within Taiwan an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uch care to be granted. In 
short,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he objectivity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re is clear violation of standards with 
regard to some of Chen's care in at least the first few years 
of his detention. Chen himself has become resolute that he 
won't be kept on the edge of survival and has announced 
his intention to limit medical attempts to revive him if he is 
allowed to become more gravely ill without any real relief 
and the current medical advice is to remove him from the 
prison environment and permit him to return hom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ck-healey/chen-shui-
bian-prison-and_b_5502189.html# 

Chen Shui-bian, Prison, and the Human Rights 
Choice Facing Taiwan

Jack Healey, Founder,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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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9時致電郭正典醫師了解陳總統的狀況，得知正

在照MRI(核磁共振)。心中默默祈禱祝福阿扁總統渡過

一切難關，早日重獲自由安返家園。想到他遭遇馬政府

的種種迫害和羞辱，真令人悲憤不忍！

  相對我和保華早期在土城看守所和他隔著玻璃相會，

那時的阿扁依然健康開朗，3人談到一些事還曾大笑不

止，雖然臨別我還是忍不住留下淚不捨的向他告別！但

近年來看到他的狀況急速退步，健康出現危機，甚至生

命都受到威脅，馬英九的狠毒冷血暴露無遺！忍不住要

質問：“馬英九，你真不怕有報應嗎！”

  任何一個台灣人，即便有不同的政治思維，對阿扁總

統不公不義的悲慘遭遇都不應該無動於衷！

  我和保華在2004-2008五年當中，有幸幾度和陳總統

在府裏相會，特別是入獄前在館前路辦公室，有較長時

間的對談。雖然他太有自信相當堅持，不輕易接受不同

的看法，但總括我所接觸過的幾乎包括所有藍綠兩黨的

領袖及政治人物，論對人的親切毫無架子有情有義，陳

總統還是排列第一的。記得2007年在某個場合，他離場

前向大家握手道別。行經我們面前，他喊了我們一句

(不論台上或台下他總是不忘喊我們”保華兄”“大

嫂”)。我向他說：“報告總統，保華已辦好身份拿到

護照，是台灣人了！”他面露開心笑容，隨即冷不防伸

出拳頭向保華肩上重擊一拳，把身邊各人都嚇到了！這

就是阿扁的真性情！也看出他的赤子之心。即便對扁家

在某些事處理上有保留，但我仍要大聲肯定，陳水扁總

統是個好人！我相信他的清白。

  “釋放陳總統，立即住院醫療，還阿扁自由人權，重

啟公平審判，停止政治報復”，應該是今日全民的共

識！！

  讓我們真誠的為阿扁總統祝福！！

天佑台灣！天佑阿扁！

政治迫害該停止 立即釋放陳水扁
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常務理事 楊月清

  監察委員黃煌雄說，陳水扁從去年4月移監台中監獄

培德醫院後，出現容易跌倒、漏尿和嗆咳等三項新的症

狀，他和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說，根據台中榮總近期的

醫療報告，現階段最好的處遇做法，就是讓陳水扁採取

「居家療養」。讓他和家屬自主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

  而顏清標因在議長任內，用公款喝花酒案，服刑一年

三個月後，假釋出獄，出獄時神清氣爽，春風滿面.平

平是被關!怎會差這多?

  扁案雖然有5大荒謬如下，但台灣人願意暫時放下對

於司法人權的堅持，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只要求馬英九

立即落實醫療人權 。

  1.史無前例，檢察官：「辦不出來就走人」

  2.為關而關，台北地方法院審判中途換法官

  3.檢察官脅迫，證人辜仲諒、杜麗萍作偽證

  4.「國務機要費案」高等法院改判無罪。

  5.所謂「扁四大案」大多已判無罪定讞

  馬英九透過關押陳水扁總統，企圖羞辱，打壓阿扁總

統一向主張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同時，希望透

過此舉警告所有認同此主張的台灣人。

主辦：台灣國辦公室

出席：台灣國辦公室創辦人 王獻極

      扁醫療小組 郭正典醫師

      前台北市議員 陳淑華

      ……

請馬將心比心，平平是被關，怎會差這多？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今晚舉行第八十七次會議，原本

忙於選舉行程不預期出席的柯文哲醫師出現了，與我們

討論了許多陳總統的事情，也做了一些指示，包括設法

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陳總統最近兩次的診斷書內容，以

及詢問未來的治療計畫安排，後者是由神經學權威陳順

勝教授挑大樑。柯P特別提到，不少人還認為陳總統裝

病，他一直反問：我講的話你們不相信嗎?

  兩年多前邀請他擔任陳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台大同

事們多認為這件事和後來的愛滋器捐案及研究費案處遇

有關。去年柯P曾經兩度說我害死他了，我還向他道

歉。但是現在，有一位台大醫師，也是他的麻吉告訴

我，我治好了柯P的"憂鬱症"。

  對於綠營進行民調前一天，他參加黃煌雄委員記者會

大談陳總統，身邊人都曰不宜或感到不安，但是竟然還

獲得超高民調，柯P似乎覺得意外且開心，尤其在天龍

國。我說，你有情有義，很多扁友挺你呢！

  柯P，充滿信心的準備應戰了。他的身分很特別，兼

具『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召集人』與『台北市市長參選

人』。祝福劈腿在醫療與政治之間的柯P，一切順利。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召集人』＋『台北市市長參選人』= 柯文哲醫師

陳昭姿

台灣國辦公室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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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讓陳前總統保外就醫

連署訴求：

  陳前總統屈伏於獄中1.3坪的狹小囚房已歷四年，長期監禁於不人道的環境之下，在身、心方面皆出現嚴

重的問題，已然有接受全面性治療的迫切需要。邇來，各界要求讓陳前總統保外就醫的呼聲不斷，然而，

馬政府始終充耳不聞，無視於此問題的嚴重性。

　6月中旬，美國人權醫師團特別來台灣，對陳前總統的現況進行探視與評估。醫師團的報告結論指出，陳

前總統因為長期密閉監禁和壓力，有嚴重身心問題，必須立刻接受全面性治療和改善監獄環境，否則健康

會持續惡化下去。

　以醫師團的報告為基礎，7月中旬美國眾議員安德魯斯和龍格聯名向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提交調查報告，

要求美國國會敦促台灣總統馬英九基於人道考量，儘速讓陳水扁保外就醫。

　對於社會各界發起讓陳前總統保外就醫的呼籲，馬政府的處理態度充分表明了一個事實：國民黨只知道

「強權」，對於「人權」一無所知！向馬政府進行任何關於人權的訴求，無異是緣木求魚！

　因此，我們要進行再一波「讓陳前總統保外就醫」的連署活動，訴求的對象是美國國會、所有世界重要

媒體和人權組織等，尋求他們的關注與協助，透過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向麻木不仁的馬政府施壓。

〈星期專論〉1.3坪的總統套房 ◎李美綉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ul/22/today-p1.htm?Slots=BP

  Crying out for humanitarianis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2/08/02/2003539220

發起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社│搶救台灣行動聯盟

相關連結：相關連結一　相關連結二附件下載：　

　

已加入連署的單位（按加入先後次序排列,僅列出前十筆）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設計所OB聯盟，阿扁俱樂部（高雄分會），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溫哥華台裔協會，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民進黨之友會，改變苗栗竹南長工之友會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彰化縣台灣心會

目前連署團體數：42 個　 看完整名單

目前連署人數：30806 人　 看完整名單

　[加入團體連署] 　[加入個人連署]

　　

請注意, 連署視同個人或團體的正式表態,因此會以真名顯示,若您身份敏感,

或有可能前往政治敏感地區時,請避免使用真名或改以英文名字連署, 此外, 連署平台方面絕不會

與您連繫要求核對資料或更新資料,請務必注意避免受騙.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20722222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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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硬幹，人民迎戰：

服貿週年忌，人民不忘記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臺灣與中國政府在上

海簽署了「服貿」協議，引發強烈的不滿，更激起

了持續近一個月的三一八佔領立院行動。

  如今，轉眼間又到了六月二十一日，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簽署即將屆滿一年。臺灣人民用具體行動表

達對程序黑箱、棄守主權，以及罔顧經濟正義、分

配正義之服貿協議的憤怒，也即將邁入一週年。還

記得當時馬政府囂張放話「三十天內通過服貿，否

則自動生效」嗎？如今十二個「三十天」都過去

了，服貿協議還是無法如馬政府的心願而順利通

過。可見，我們擁有改變的力量！

  然而，馬政府依然試圖強推服貿，甚至挾帶了比

服貿更危險、更不正義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

例」，打算在短短幾天的臨時會當中，一次通過！

這是蔑視民意的粗暴行為！

  「服貿協議」挑起了台灣的根本問題，包括：國

家定位、憲政危機、錯誤的經貿政策，以及過於貧

乏、單一的國家總體發展想像。

  因此，我們選擇在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服貿簽

署一週年之際，舉辦「政府硬幹，人民迎戰：服貿

週年忌，人民不忘記」的晚會，宣示人民仍然堅守

戰場，隨時準備迎戰！

  我們訴求：

  一、拒審且退回服貿協議！並先妥善完成「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立法。

  二、形同「自盡」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

例」，不該在臨時會進行討論與審查！應全面重新

檢討。

  三、提出對反服貿運動的反思，並希望將運動論

述提昇到「新國家」、「新憲政」與「新社會」的

另類想像。

  民主鬥陣、民主黑潮、黑島青誠摯的邀請各位參

與這場晚會，繼續我們對政府的監督，和對目前國

家各種問題的反思。六月二十一日，「政府硬幹，

人民迎戰：服貿週年忌，人民不忘記」，我們不見

不散！

主辦單位：民主黑潮學生聯盟、民主鬥陣、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協辦單位：激進陣線、公投護台灣聯盟、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

時間：2014年6月21日晚上6點

地點：濟南路立法院群賢樓旁

「島國的旋律」陳文成博士逝世33周年

紀念音樂會
日期：2014年7月5日(六)晚上7:30

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憑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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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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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

2014/06/19(四)

NO.127

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島國前進人民當家」夥伴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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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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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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