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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選2016年美國總統呼聲甚高的前國務卿希拉蕊表

示，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她警

告：「失去經濟獨立，將會影響你們的政治獨立自主

性」。台灣經濟遭到中國綁架，到最後只有束手就擒的

命運。台灣外銷對於中國市場的依賴度究竟多少？

2008年是40%。現在呢？馬英九說39%，但是我曾在拙文

裡引述數字70%。39%與70%這兩個數字何者正確呢？

  70%這個數字是流亡美國的中國學者陳曉龍（發音）

提出的(參見VOA美國之音衛視2014/3/28「」）。

39%的質疑

  馬英九最近指出，台灣現在外銷到中國市場（大陸與

香港）只有39%，比2000年還降低了1。五月廿五日馬英

九接受《遠見雜誌》專訪，指出「2000年台灣對大陸及

香港的外銷是24%，2008年增加到40%，現在則是39%。

台灣跟大陸貿易的絕對量增加，百分比反而降低了。因

為外銷東協和穆斯林國家增加了，減少了對大陸經濟的

依賴，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聯合報2014/5/25「馬

總統談服貿爭議：理盲濫情造謠多 」)

  馬英九具有背誦數字的特異功能，但是他可能遭到誤

導。六月九日我寫信到總統府質疑。我說「2008年台灣

對大陸外銷已經增加到40%。咸認此後一洩千里，目前

數字至少應在70-80%，哪有不升反降的道理。換句話

說，台灣經濟已經遭到大陸綁架，台灣除了俯首稱臣之

外別無其他活路。」

關務署釋疑 

  總統府把我的信函轉到行政院。六月廿三日財政部關

務署回函，確認39%這個數字。我個人不通經濟。綠營

經濟學者如有疑慮，或可打電話給關務署服務專線電

話：（02）25505500分機2825請專人解說。

  關務署回我的信函共分三段如下: 「一、經查上述對

中國大陸及香港之外銷比重之計算方法，係以某期間我

國出口至中國大陸及香港之出口值合計數占同期間我國

對全部國家出口總值之比例計算而得。二、檢附2000年

至2013年及2014年1-5月我國出口總值及對中國大陸及

香港出口值統計表（附件1）及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說

明表（附件2）供參。三、前述資料除2000年至2002年

之資料外，可由本署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網址：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6）查得。」

經濟: 台灣維持獨立的關鍵

  如果台灣經濟遭到中國綁架，中國命令台灣接受一國

經濟傾向中國：39%的質疑與釋疑

兩制，台灣不從。中國對台灣經濟制裁，拒不購買台灣

外銷貨。台灣工廠一家一家倒，最後只有投降的份。

1991年蘇聯瓦解，芬蘭經濟就因為太過倚賴蘇聯而崩

潰。芬蘭失業人口超過四成，幸虧俄國自身難保且無兼

併芬蘭野心。芬蘭靠著Nokia迅速振興經濟，否則應該

亡國。 

  2000年陳水扁總統採納新潮流「強本西進」政策。

2001年召開經濟發展會議，蕭萬長擔任主席，蔡英文副

主席。他們揚棄李登輝前總統戒急用忍政策，大舉開放

西進。從此台灣經濟每況愈下。2006/7/13黃天麟在自

由時報發表「誰在終結台灣」，他說「終結台灣的將不

會是別人，而是泛綠自己」。新潮流「口唸台獨經，手

摸中國奶」！參見拙著《中國學15講》第十五講兩岸經

貿:誰在終結台灣（前衛出版社,2007）。   

  我原本認為台灣上游產業已到中國，中游產業跟著過

去，要踩剎車也踩不住。何況李遠哲教改摧毀技職教

育，工廠找不到技職員工，不遷往中國難道要在台灣歇

業？我猜想從2008年台灣外貿倚賴中國市場40%，至今

至少70-80%。馬政府提出39%數據令我大鬆一口氣。但

是我仍然要建議馬政府，服貿協議從長計議。經濟部評

估服貿協議簽訂十年後，只能提高0.025%全國生產毛額

（自由時報2014-03-26「經部曾評估:服貿10年GDP效益

僅0.025%）。為了這麼蠅頭小利而搞得天下大亂，值得

麼？

圖↑美國的前國務卿希拉蕊警告台灣，失去經濟獨立，將會影

響政治獨立自主性！ (圖/翻攝自網路)

本文作者：蔡百銓

第一夫人的一小步，台灣主權的一大步

經濟傾向中國：39%的質疑與釋疑
讓台灣青年有新希望！

台灣到底是不是真的屬於中國的？
【626行動警方暴力執法及方分局長公然說謊譴責聲明】

解析12年國教

台灣與中國的芭蕾舞

芭蕾舞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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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每當有機會與青年人談話時，我都會跟他們說：「青

年人要培養愛國心，熱愛自己的國家台灣，也要培養國

際觀，關懷國際局勢與發展，有愛國心也有國際觀的台

灣青年，才真正會有健全的心靈，而且一生有所貢

獻。」

  這次太陽花學運以「自己國家自己救」為主題，可見

已有不少的台灣青年覺醒了。台灣國家的情勢會影響他

們的命運與前途。際此台灣國家的內政、外交、經濟與

文化危機重重的時刻，台灣青年若能普遍地覺醒，大家

站出來手牽手救台灣，台灣才會有轉機，台灣青年才有

光明的前途。以前外來的「中國」國民黨教育有句似是

而非的話：「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其實，在現

代民主時代，「青年就是國家現在的主人翁」。青年受

現代的民主教育，也有投票權，可以參與政治事務，所

以青年人就是國家現在的主人翁，有權利也有責任開創

國家的未來。西方有位名詩人朗費羅說過：「青年是多

麼美麗！發光發熱，充滿了彩色與夢想，是書的第一

章，是永無終結的故事。」滿有理想、活力與純潔的青

年會為我們的國家台灣帶來發光發熱永無終結的未來。

  青年人若祇有愛國心，而沒有國際觀，那就會短視近

利，甚至一些極端狂熱的愛國者常會帶來民族主義與國

家主義結合形成的帝國主義，以武力侵凌別國，帶來恐

怖的戰禍與災難，甚至人類的浩劫。因此，我們台灣青

年要培養國際觀與國際關懷，與世人共同促進世界的公

義、和平與安全，促進現代人類文明的發展，邁向真實

的大同世界。

  為了培養我們台灣男女青年的愛國心與國際觀，台灣

聯合國協進會成立以來，已舉辦過七屆的「台灣UN(聯

合國)青年研習營」，鼓勵16歲以上的在學學生與社會

青年踴躍參加。今年7月18日(週五)晚7：00開始到7月

20日(週日)下午4：30止，將在新北市新店區的崇光女

中文翠樓舉辦第八屆「台灣UN青年營」，邀請知名的專

家學者，包括前國防部長蔡明憲、民進黨秘書長吳釗

燮、台灣國家聯盟總召姚嘉文、資深媒體人鄭弘儀、知

名教授羅致政、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以及專欄作家馮

光遠等作相關的國內與國際事務的專題演講。還有太陽

花學運代表以及參加UN、WHO宣達青年的分享。期盼藉

此達成本屆營會主題：「台灣青年新希望―自己國家自

己救、牽手邁向全世界」之目標。請台灣青年踴躍報名

參加。 E-mail： taiunanews@gmail.com或電話： 02-

27099787 讓台灣青年有新希望！(2014年6月23日)

讓台灣青年有新希望！

  繼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爆發收賄事件遭收押後，同為

中國黨黨員的基隆市議長黃景泰也涉嫌關說而遭約談偵

訊後重金交保。這兩個中國黨執政的縣市的共通點就是

於黃色小鴨展出期間醜態百出。小鴨在那裡爆斃，那個

地方的中國黨就發生爆弊！

  連同先前涉貪污收賄案的林益世、賴素如、李朝卿、

黃季敏、李朝枝、邱大展、卓伯源、蔡佰祿，遑談更久

前的王又曾、吳健保、曾正仁、劉松籓、陳由豪、王玉

雲、王志雄、何智輝、許財利、施治明、朱婉清、王令

麟、廖福本、張清堂、劉泰英、蕭登標、朱安雄、吳俊

立、伍澤元、張榮味、郭廷才，中國黨的貪腐真是罊竹

難書！

  相較於黎民百姓在馬政府執政後面臨油電雙漲、薪資

倒退、失業嚴重、政見跳票…..苦不堪言。在在證明，

中國黨倒，台灣才會好。台灣國辦公室，今天帶著標有

中國黨貪污官員的小黃們，到中國黨中央黨部前爆斃，

希望引爆更多的貪腐未爆彈，讓選民認清中國黨貪腐帝

國的醜陋面目，於年底七合一選舉時，用選票制裁，讓

中國黨的候選人全部落選，終結貪腐帝國中國黨。

小兵立大功，爆斃「貪腐帝國」中國黨

908台灣國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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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中國根本就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證明！在前一篇文章

中「中國到底有 有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據？」就已經說

得非常清楚了。不過中國永遠都不會死心。就在2014年

6月9日，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王民在針對南海爭端的同

時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文。在那份文件下卻夾帶一

張歷史文件，並宣稱中國有權收復台澎地區的主權。我

們一再強調中國雖然在東海及南海惹事生非，這只不過

是它所施放的煙幕彈罷了，但是也證實了我們的分析研

判果然是正確無誤，中國的目標及重點還是放在台灣島

上。各位請注意一件事情，中國只宣稱有權收復台灣及

澎湖群島，但是卻少了金門和馬祖，是不是中國漏掉

了？其實並不是。如果按照國際法來說的話，金門及馬

祖，還有東沙及太平島才是真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如

果日後中國要向 合國組織提出對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

非法侵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的訴訟時，中華民國是

有勝訴空間的存在。只不過中國現在認為還 走到這

個地步的時候。

  因為習近平還 有真正坐穩總書記的帝王寶座，也還

有真正掌控到黨政軍的實際大權，如果都等到習近平

坐穩抓穩了，他就會對台灣動手了。習近平是個鷹派政

客，他的崇拜偶像是毛澤東。但是這也將會把中國帶向

滅亡的道路上。現任的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是中國力挺

才上任的，所以潘基文不會像在1971年的 合國秘書處

一樣，要中國拿出擁有台灣主權的證據出來。但是潘也

不敢像前秘書長安南一樣，在任內聽中國的指示，在

合國組織大會裡，要對台灣併入中國的一部分提出表決

一案出來。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立即下令美國駐 合

國代表向安南提出抗議，並向他恐嚇說：如果你真的提

出台灣併入中國的表決一案的話，美國也會提出把你的

國家併入他國的表決案出來，你願不願意呢？當時安南

秘書長就被嚇到了，馬上回應美國代表，並否決中國的

提議表決一案。這時候的中國是不是又要故技重施呢？

潘基文是南韓人，如果他和前秘書長安南一樣，都有收

取中國的金錢賄賂的話，美國是絕對不會放過潘基文

的。

  台灣到底是不是真的屬於中國的呢？如果是真的話，

中國何苦還要每天向全世界洗腦宣傳，說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呢？就是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所以它才要每天

不停的宣傳，一直說到全世界60億的人民全部都信以為

真才會停止。中國國務院國台辨主任張志軍將在2014年

6月25日訪問台灣。張志軍之所以能被同意訪問台灣，

是馬英九批准同意的嗎？絕對不是！這完全是由美國白

宮來決定的，中華民國完全都沒有這個權利來決定。張

志軍在2013年的3月接任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辨公室主

沒

聯

沒 沒

沒

沒

聯

聯

聯

聯

任一職。經過美國對張志軍一年又3個多月的觀察，最

後才批准張志軍可以到台灣來走馬看花。在此之前張志

軍一接任國台辨主任之後，就開始在放話，他想要到台

灣來訪問，但是他又說不出確定的日期和時間出來。同

樣台灣這一邊也說不出確定的日期出來。兩岸都一直在

打太極拳，主要原因是美國白宮還沒有批准下來，馬英

九政府就不敢邀請張志軍來台訪問。大家可以想一想，

台灣的主權到底是不是屬於美國的？如果還不敢接受這

個事實的話，請接著往下看。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辨公室主任張志軍的前一任的主

任王毅，從2008年6月接任到2013年的3月為止，任職時

間長達57個多月將近5年。一直以來王毅向馬英九一再

提出希望能訪問台灣，但是馬英九卻從來都沒有答應

過。在新舊國務院台灣事務辨公室主任交接典禮上，王

毅向台灣記者表示說：我最感到遺憾的是，一直沒有機

會到台灣去走走看看；不少台灣朋友曾盛情邀請我，島

內可能還有一些人對此有不同意見。王毅對此是幹譙在

心裡，口難開，卻只能發發牢騷，向台灣媒體記者說：

「按道理我去也可以」。馬政府卻不敢向王毅說清楚講

明白，實際上是美國白宮禁止王毅訪台。馬故意把責任

推卸給在野的民進黨。馬英九什麼時候會把民進黨的意

見放在眼裡了呢？馬英九完全是一個沒有擔當及LP的

「男人」！

  王毅是在2008年的6月接替陳雲林來擔任國務院台灣

事務辨公室主任的職務。陳雲林同時也在2008年的6月

當選海協會會長，並早3個月卸任國臺辦主任職務。

2008年11月，陳雲林率海協會協商代表團訪問台北，與

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會面並互贈禮物，成為海協會成

立以來首位應邀訪台的海協會最高領導人。各位可以來

看一看並比較一下陳雲林和王毅的遭遇，就可以完全清

楚看到，到底誰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中國前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在2009年的中國11屆全國人大2次會議上

午閉幕，在一場中外記者會上，也是脫稿激情演出。他

說一直嚮往到台灣阿里山、日月潭一遊。「雖然我今年

已經67歲了，如果有這種可能，走不動，就是爬也願

意。」溫家寶在2013年的11月已經卸下國務院總理的職

務，今年也72歲了，如今溫也只是一介平民罷了，至今

他還是無法到台灣一遊。不是馬英九不允許，而是馬做

不了主。他是歡迎都來不及了，怎麼還會拒絕呢？馬英

九如果想和習近平見面的話，他只要邀請習近平到台灣

來訪問就可以見面了，但是馬英九卻連提都不敢提。這

就和前面的答案一樣，馬英九是完全都做不了主，因為

決定權是在於美國白宮的手裡！

台灣到底是不是真的屬於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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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左維新及基進側翼等團體於今日重返立院廣

場，表達不應倉促通過自經區條例的訴求，過程和

平理性。然而，警方卻在30分鐘內連舉四次牌後即

進行暴力驅離。驅離過程中，我們譴責以下警方作

為：
  1.過程和平理性，且立院廣場前應為民眾請願空間，

警方粗暴拉扯靜坐民眾，且未派出女警驅離女性民眾，

明顯與國會的民意象徵相違背。

  2.警方驅離過程中，已知有民眾頭部遭警方重擊

造成頸椎受傷且嚴重昏迷，警方枉顧傷者送醫需

求，仍執意推擠拉扯不讓出通道送醫，我們認為枉

【626行動警方暴力執法及方分局長公然說謊譴責聲明】
  3.驅離過程中，多位民眾在未有明顯攻擊行為前，即

遭警方恐嚇上銬逮補，且一原住民女性民眾在受傷倒地

後，警方不優先顧慮傷者送醫需求，甚至強制上銬留

置，造成民眾傷勢加重。

  4.方分局長在驅離指揮過程中，多次公然說謊，

在民眾未有任何攻擊行動的情況下，多次在現場散

播（群眾不要踢警察，不要打警察）的惡意栽贓言

論，我們強烈譴責方分局長公開說謊行逕，要求方

分局長公開道歉並下台負責。
聯名團體：臺左維新/基進側翼/公投護台灣聯盟

　　　　　貳樓自經區小組/民主黑潮學生聯盟

日期：6/24 星期二

時間：中午12:00

地點：陸委會門口（100濟南路一段2之2號）
  日前馬政府因故宮展覽一事對日強烈表達捍衛主權的

立場，但近年來與中國的來往卻總是自我閹割式的去主

權化，而明日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即將來臺會晤陸委

會主委王郁琦的同時，我們也未見馬政府拿出同等標準

捍衛國家主權，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此等去臺灣國家主

權化的兩黨分贓會議。對此，我們提出以下四點聲明：

  一、我們反對在一中框架底下進行內政式的政黨協商

會議，我們要求王郁琦在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談

期間，必須明確表達臺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

  二、針對臺灣正在審議極具重大爭議之兩岸經貿法案

的臨時會期間，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臺的行為，使

我們強烈懷疑此舉反映了中國派遺天朝特使來台督軍之

可議心態，有干涉台灣內政之嫌。我們同時也反對他國

人士以任何形式介入我國內政事務。

  三、民間聲望已跌至谷底的馬英九政府，一連串的傾

中政策引發大規模的民怨，馬政府無視人民對於中國統

戰的疑慮與反感，多次企圖透過不正當的程序與手段偷

渡對臺灣嚴重不利的兩岸政策，在此我們警告馬政府，

不要站在臺灣人民的對立面，否則臺灣人民將再度回到

街頭展現我們捍衛主權的決心。

  四、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任何與他國交

涉之事務皆應透過國與國之間的對等會談形式，此為國

際交流之慣例，而非透過去主權化的內政機關進行交

涉。因此，我們主張廢除陸委會此等去主權化的黑機

關。

聯名單位：公投護臺灣聯盟、臺左維新、基進側翼

          青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公投護臺灣聯盟、臺左維新、黑島青
基進側翼、青盟記者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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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教育差別知多少？正視學生有受教權，這才叫

做國家未來主人翁。

  全世界不是只有台灣在辦教育。中國人的教育說：再

窮都不能窮孩子；美國人說：再富都不能富孩子。中國

人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美國人說：天下有太多不

是的父母，沒有麻煩的孩子。中國人跟孩子說：孩子！

我不能讓你輸在起跑點；美國人跟孩子說：你不用贏在

起跑點，你只要贏在終點就好。中國人所追求孩子金榜

題名，名列前茅，永遠第一名；美國人對孩子的期待的

是品德和能力重於成績。有孩子(高中以下)在國外讀書

的台灣家長都知道。

  人類之所以和動物不一樣就是有機會受教育，尤其曾

受過高等良好教育的人，特別是從事傳授教育工作的

人，更應比受教育者文明。這是文明的國際普世價值。

越是文明的國家，對弱勢者越是加倍予以照顧與愛護。

如兒童、婦女、老人、殘障、或是行動不便的人，都應

該受到無微不至的愛護與保護。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就是全國最大的服務公司。這個全

國最大的服務公司不但必須提供人民每天24小時，一年

365天無休，且必須是最優質(The best)的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而且不論是天涯海角，都不能拒

絕、怠惰、敷衍、應付、推拖拉。因為這個全國最大服

務公司的一分一毫都來自全國的納稅人(國家的頭家)。

因此，凡是薪資來自納稅人的公共服務公司的員工

(Employee)，就是納稅人(國家頭家)的公僕。納稅人即

公共服務公司所有員工 (即全國軍公教人員) 的僱主

(Employer)。既然薪資來自您的雇主，理所當然就必須

以您的專業和經驗完成雇主交待的任務。俗語說：「拿

人錢財，替人消災」就是這個道理。

  您也可以不喜歡這樣的工作或有所束縛 (被繳械的感

覺) 選擇離職，怎能將自己沒能力勝任的怨氣發洩在您

雇主的小孩身上？您的薪資是來自納稅的家長，不是政

府，觀念一轉就通。願這樣的比喻會有助於認清自己角

色的助益。既是自己選擇的職業，敬業是受雇者基本職

責，認真工作發揮所長更是份內之事。您的表現若是超

越了雇主對您原先的期待，才是您高升的要件。

  所以，文明人只動口，絕不能動手。尤其從事傳授教

育工作的人，更加不能以不適當的語氣或暴力達到傳授

它人知識的手段。除了必須自我認知上述應扮演的角色

以外，更應不斷自我充實以更專業和更多的經驗傳承給

受教育者。絕不能以不適當的語氣，令人不舒服的言

詞，甚或以暴力相向，造成受教育者身心和心靈上的傷

害，因為受雇者沒有被授權有這樣的權利。

  一個傑出者不在於他的成就高低多寡，而是他培養了

多少比他更傑出的人。教育工作者之所以會受人尊敬，

乃他不吝將自己所學的豐富知識、專業、敬業、經驗、

愛心傳承它人。為什麼上至總統的孩子、達官顯要、各

解析12年國教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Johnny Y.C. Huang)

級民代、前五百大企業主、中小企業主、教育界、醫

界、媒體界、文化界等人的孩子都被送到受教育？因為

他們都知道美國教育理念是『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

育』。台灣則是『生活歸生活，教育歸教育』，培養了

一群沒有思考及沒有思想的書蟲。

  1.8歲隨父母移民美國的趙小蘭，連一句英語也不

會。上學的頭一天因按中國人的習俗給老師行鞠躬禮，

而遭到同學們的哄堂大笑。那時的她大概連做夢也沒有

想到，40年後自己會成為華府這個政治權力核心的中心

人物之一…...美國聯邦勞工部部長。

  2.歐美先進國家幾乎都是12年完全免費義務國民教

育，所有的家長都不用操心孩子的教育費用。教育必須

符合全民公平正義，也是政府的責任，所以不能有所謂

的排富，倒是應該對富人多扣一點稅。

  3.沒有聯考。台灣表面上已經廢掉聯考，卻換湯不換

藥，又加水變相所謂國中基測、大學推甄考試取代。

  4.文明國家的小孩從出生到高中畢業的12年強制性義

務(Compulsory)教育費用，全都由政府提供。

  5.包括來自台灣等其它各國的外國學生都能就讀外國

公立高中，除美國以外。

  6.每星期上課五天。

  7.每天上課5小時。大多數的學校都是上午9時上課，

下午3時下課放學 (中午休息一小時)。

  8.由於都是修學分制，只要修滿學分就可以提早畢

業，跳級升學。一年都有二次畢業典禮。入學亦可以分

秋季班和春季班二次入學。有些學校每一年分三個學

期，學生可以選擇在任何一個學期開學前入學，教育非

常具有彈性。

  9.上課時若遇尿急或須要上廁所，只須要向老師舉手

即可。 

  10.教室牆壁沒有國父遺像，沒有總統肖像，室內不

懸掛國旗。國旗永遠只插在教室外空地。

  11.教室裡沒有講台。

  12.運動場沒有司令台。

  13.沒有升旗典禮，亦沒有降旗典禮。

  14.沒有早自習和晚自習，亦沒有人敢把學生留在學

校作課後輔導。

  15.沒有朝會，沒有校長、訓導主任集合學生訓話。

校長都是透過麥克風向每一間教室的學生廣播。

  16.沒有穿軍服教官，軍人是保家衛國。唯獨裁國家

才有穿軍服的所謂教官長期駐校強奸國家民主幼苗。

  17.沒有硬性規定穿校服、繡學號、穿白鞋、白襪，

統一書包。每一個人穿著不一定要一樣。

  18.沒有髮禁，沒有禁止穿耳洞，或所謂奇裝異服。

這是人權亦是潮流權，沒人輕易剝奪。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P-2- NO.119P-6-

2014/06/26(四)

NO.128

  19.暑假放約二個半月。放假就放假，沒有像台灣暑

假還被強迫暑修。每一年上課天數不超過160天。

  20.沒有暑假，寒假作業。沒有暑修，沒有寒假課

輔，沒有返校日。放假就是要讓學生輕鬆。

  21.台灣很難請假，文明國家請假是人的權利。有些

家長在學校開學後才請假帶孩子出國遊玩，避免旅遊旺

季人太多，費用亦比較高。最長有人請一個月假。因為

是修學分制，沒有跟不上的問題。

  22.沒有老師敢另外收費，在校內或校外強迫暑修，

寒假課後輔導，惡性補習。有的話一定會被送法辦。

  23.沒有老師敢以能力分班，一定是常態分班。

  24.成績單沒有分數或名次區別。

  25.沒有謝師宴。大都是一張謝卡或一小束鮮花，最

多一小盒巧克力，一般都沒有。That's their job.

  26.沒有參考書。書包永遠都是空空的，因為每一個

學生在校都有一個專用鐵櫃，書本不用帶回家。

  27.不用打掃或清潔教室、校園環境。國家編列預算

由各校聘雇清潔公司人員清理。

  28.沒有班費(因為已經由國家編列在學校預算內)，

沒有家長會費。

  台灣的小留學生目前大致分佈在28個國家，比較普及

的大約有20個國家。譬如：以英語系為主的美國、英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瑞士、新加坡、南

非、愛爾蘭、菲律賓、貝里斯等。其它如奧地利、捷

克、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匈牙利、俄

羅斯、中國大陸、香港等。還有像中南美洲的巴西、阿

根廷、多明尼加、哥斯大黎加、智利、聖露西亞等。人

數仍然以美國最多，英國第二，依序是加拿大、澳大利

亞、紐西蘭、瑞士、新加坡、愛爾蘭等。

  中國亦不少。雖然台灣政府目前不承認中國學歷，但

是，受教權乃憲法所保障，教育選擇權亦應受保障。尤

其家長自己出錢，花費遠比台灣龐大許多。家長自己作

的選擇自己承擔後果，政府憑什麼處處干涉，層層限

制？若是台灣教育品質能夠符合家長期待，有誰願意另

外花費更龐大的支出讓這些正值家庭溫暖，和親情的滋

潤的小孩離鄉背井，忍受思鄉思念家人的親情煎熬？這

難道不是政府的責任嗎？真不知人民納稅的目的和意義

何在？

  令人更覺諷刺的是台灣現狀不承認中國的學歷，卻為

了所謂加強兩岸交流互動的藉口，每年不但邀請眾多中

國學界人士來台講學，甚至正式教學。而且還包括諸多

知法犯法，從事立法的台灣民意代表，官員，乃至執行

國家法律的法官亦都趨之若鶩，絡驛不絕不恥的前往中

國修習所謂的碩士、博士學位。若真有本事，為什麼不

能在自己國家修讀？這豈不更加證明包括這些知法犯

法，立法、執法的人亦是對台灣的教育沒信心嗎？或是

中國大陸真的有如外界所傳，且言之鑿鑿的不可告人的

學位黑箱作業？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

法，如何能讓納稅人信服？

  近年來，小留學生出國的年齡明顯下降。尤其受到早

已不合時宜，老牙掉滿地數饅頭混退伍的現有所謂義務

兵役制度影響，許多而且越來越多出國後學成的人，不

是選擇留在外國工作，就是寧願選擇前往中國工作。這

種自己花大錢所培植的各種傑出頂尖具國際視野的各類

人才，偉大的中華民國政府卻有如瞎了眼睛，放任國人

自己花錢辛苦培養出來的人才去為敵國做貢獻，真是令

人不解。

  尤其台灣已屬WTO的一員，世界各國的外國學校早已

覬覦台灣教育市場這塊大餅，遲早都很難避免讓它們的

登陸。台灣教育當局卻因為考量自己教育品質經不起挑

戰，深怕一開放勢將導致泰半本國學校面臨關閉，一味

以技術性手段頑劣抗拒外國學校登台良性競爭。加上近

幾年來自然生育率逐年明顯下降，諸多本國學校無不憂

心重重。面對這種世界潮流嚴峻的挑戰，倘台灣主事者

當局，特別是教育部若是再不下定決心，痛定思痛，大

力改革，勢將面臨更嚴峻的衝擊。

  全世界又不是只有台灣在辦教育！最令人痛心和忿恨

的是，政府每年編列龐大預算供教育部這麼多官員，這

麼多各單位主管，各學校校長主任級等人，以及各級民

意代表出國考察，到底是在考啥咪碗糕？我僅一般平民

百姓，出國考察花的都是己的錢，都能蒐集這麼多各國

訊息，您們到底在做什麼？您們不覺得愧對全國納稅人

嗎？為什麼您們不覺得臉紅？良知何在？

(接續前頁，解析12年國教)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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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7月，台灣第一夫人吳淑珍女士親自赴德國柏

林主持國立故宮「天子之寶」文物展揭幕儀式。藉由開

幕後貴賓之夜的餐會與歐洲各國政要交流互動，並訪問

德國國會與副議長及十多位國會議員餐敘。之後訪問義

大利、教廷，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公開會面，攜陳總統

親筆函祝賀教宗就職25週年慶。

  總統夫人出訪的本身就代表國家，就象徵我們的主

權。第一夫人的一小步，台灣主權在國際舞臺的一大

步。維護國家尊嚴與國格不容任何侵犯忽視，必須用行

動去做，不只是用嘴巴講講。

第一夫人的一小步，台灣主權的一大步
陳致中

  我從小到大幾乎都是全校第一名的模範生，加諸身上

的只有讚美，直到大一被現在的老公追求時，首次得到

來自婆家的非讚美批評，因為我奪走了他們寶貝兒子與

寶貝小弟的心。

  1996年1月，我以先天性子宮發育不全的病人身分，

要求衛生署解禁代理孕母幫助其他病友，被許多健康且

自私的人批判，他們說我不道德不倫理，物化女性。

  2008年8月我發表文章，支持剛卸任就被限制出境，

接著被羈押關入黑牢迄今的陳水扁總統。很長一段時間

因此被許多人，包括綠營支持者，說我是挺貪腐。

2014年6月台大與其他六校校友會共推我競選台北市藥

師公會理事長。在此之前，我在藥界三十年感受讚美與

推崇，直到此時，盛名與功績開始刻意被卸除。

  當男朋友全心在我身上，我成了婆家的情敵。要求解

禁代孕時，我挑起了女性主義者的被害妄想症。我挺阿

扁總統時，拿過他政治獻金與未來想選舉的人都心中盤

算。當我競選公會理事長時，長期掌握資源者會開始不

安。

  人什麼時候會挨罵？顯然即便無意，但可能障礙到別

人的權力與利益時。

人什麼時候會挨罵？
陳昭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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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06/22之節目揭露的「台南市政府為土地開發及

第二階段區段徵收，要求台南鐵路東移！鐵工局表示願

套圖看看！」已證實鐵路東移並非像賴清德長期放送的

「鐵路東移政策是中央主導，南市府只是配合徵

地。」、「為了工程問題所以才必需將鐵路東移」這兩

大謊言。並戳破賴清德在媒體營造的「賴沒說謊只是與

民溝通不良」的虛偽面紗。南市府對此公文書明證並無

力說明。

  二、本案土地徵收是否侵害基本民權的癥結在於「本

案土地徵收是否有其必要性」，而非在於「騰空土地使

用名目、是否安置居民、補償金額多少」等政客隨意亂

扯的旁支細節。因為「台南市政府為土地開發及第二階

段區段徵收，要求台南鐵路東移！鐵工局表示願套圖看

看！」的公文書已證實「本案土地徵收是否有其必要

性」完全不具必要性，所以賴清德傷害市民、違法濫權

行徑甚明。

  三、「98年行政院核定計畫」明訂本案土地開發將根

據「臺南市都市縫合計畫—鐵路地下化」施行。南市府

謊稱「臺南市都市縫合計畫—鐵路地下化」僅是規劃研

究參考，實屬謊言。

  四、「98年行政院核定計畫」明白估算本案土地開發

利益。其中包含騰空土地開發利益甚明，不容市府單方

憑藉今年四月才提出「新的都市計畫案」表示騰空土地

將為公園綠地來混淆視聽。

  五、南市府今年四月才提出「新的都市計畫案」表示

將騰空土地將為公園綠地的最主要原因是要「疏解火車

站前壅塞的南北向交通」。但此都市計畫書搶奪民眾土

地開闢的近40m公園道，北側在南二中前終結、南側在

民族路形成死巷。並無「疏解火車站前壅塞的南北向交

通」的達成。此草率荒謬的都市計畫僅是南市府用來試

圖漂白的工具。

  六、新店美和市200億弊案的土地徵收在開始時即以

「公共交通建設」為名，再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園綠

地」，又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建地」並賤賣給財團。都

市計畫為地方政客操弄，並不足證明該土地徵收的真正

意圖。唯一能合理檢驗的，即在於土地徵收的「必要

性」。但此「土地徵收必要性」卻一直被台南市政府避

之不談。

  七、台灣監察院的趨炎附勢多有明例。民進黨對監委

只敢打蒼蠅、不敢惹老虎也多有批評。一般民眾相對於

政黨或政客為弱勢。賴清德卻拿著一份邏輯不通、採單

方說法的監委報告來護航，既無法，也無理來依據。

  八、「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第二階段」在賴清德執政後

也已舉行多次會議。南市府若要澄清無大規模區段徵收

情事，何妨公布「台南鐵路地下化第二階段開發計

畫」？為何堅拒提供資料給民眾？

06/22新聞追追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Kna7wOLqY 

06/24南市府辯駁文 

http://underground.tainan.gov.tw/#prettyPhoto/5/

戳破賴清德對06/22新聞追追追節目辯駁之謊言
反台南鐵路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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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性喜歡開闢新天地，開授《芭蕾舞賞析》即是
一例。原本是想開授《歌劇賞析》，但是有人捷足
先登，轉而準備芭蕾舞講義與教材。這是個美麗的
錯誤。許多大專院校開授《歌劇賞析》。我曾在真

理大學開授《芭蕾舞賞析》之外，却找不到第二家

學校開授此課。或許我走在時代太前面，或許我不
是博士而被視為文盲。我拋磚引玉，但願更多人研
究與推動芭蕾舞欣賞。
藝術教育培養創意人才
  台灣最欠缺的就是人文與藝術教育。台灣到處看到的
是醜陋建築，台灣最醜陋的風景其實是沒有人文素養的
人。
  朱宗慶教授說：「藝術教育有助創意人才之養成，甚
至促進產業的創新及創意發展。當文化藝術充分地融入
教育，讓台灣的新生命力，從小開始吸取良好養分、受
到足夠的創意激發。推動藝術和美感教育，不應只著眼
於是否能培養出藝術家或藝術工作者，更應思考相關連
結及影響層面。」 (中國時報2012-09-21朱宗慶「藝術
外一章－藝術教育有助創意人才之養成」)
文化建設意義
  開授《芭蕾舞賞析》當然更深層的文化建設意義：
(一)貴族藝術平民化：芭蕾舞與小提琴常被視為貴族藝
術，彰化縣政府在國中小推廣小提琴教育，使之成為平
民藝術。如果學校與社團經常介紹芭蕾舞，芭蕾舞觀賞
也會變成平民休閒與嗜好；（二）縮短城鄉文化差距：

可以觀賞世界各國演出（參見拙文「文化建設:往下深
入紮根,往上開花結果」）； (三)有系統引入外國文
化，增富台灣文化，「營造具有世界風貌的台灣文
化」。我不空談，腳踏實地撰寫教科書，掛在網站上
《芭蕾舞魅影:附日本古典戲劇淺探介》，上網就可找
到。
最具有世界風貌的表演藝術
  芭蕾舞歷經大約五百年發展，吸收各國家各民族的舞
蹈特色與風格，採用世界文學名著與各地歷史及民間故
事編為舞劇。服飾與道具、佈景等也不斷改良，更結合
現代舞而開創現代芭蕾，美不勝收。台灣能夠貢獻甚麼
呢？
  十五世紀義大利諸城邦恢復希臘/羅馬的古典人文主
義，芭蕾舞應運而生。然後傳入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
把芭蕾舞學術化，奠立基本動作與術語。芭蕾舞也傳入
瑞典與丹麥、俄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十九世紀末法國
芭蕾沒落。1909年俄國人狄亞吉列夫率領「俄羅斯芭蕾
舞團」遠征巴黎，結合巴黎的音樂家與藝術家，把芭蕾
舞提升為最高雅的表演藝術！路易十四如果觀賞
【YouTube】法國普雷祖卡現代芭蕾舞團(白雪公主)可
能目瞪口呆，但是芭蕾舞仍是芭蕾舞。
劇情: 世界文學名著等
  現代學生是看卡通影片與A片長大的。透過芭蕾舞
劇，可以讓他們多認識一些世界文學名著。例如莎士比
亞劇本《羅密歐與朱麗葉》與《仲夏夜之夢》及《奧賽

芭蕾舞之戀
蔡百銓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圖→蒙特卡洛芭蕾舞團

《羅密歐與茱麗葉》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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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阿拉伯小說《天方夜譚》。賽萬提斯小說《唐吉
訶德》。湯顯祖劇本/崑曲《牡丹亭》。普雷祖卡現代
芭蕾《悉達多》詮釋佛陀。傑利吉利安根據日本《竹取
翁物語》創作《輝夜姬》。《紅舞鞋》故事取自安徒生
童話故事。羅蘭．貝提把歌德小說《柯拉維果》改編為
同名稱芭蕾舞劇。《淚泉》或《巴赫奇薩拉伊水泉》改
編自普希金同名稱長詩。
  芭蕾舞劇劇情也取材民間故事與傳說：例如《梁山伯
與祝英台》。柴可夫斯基《天鵝湖》《睡美人》《胡桃
鉗》。《明成皇后》與《沈清》改編韓國歷史與民間故
事。
  流行小說與電影也有改編為芭蕾舞劇的，例如俄國佩
提帕《法老王的女兒》劇情取自流行小說。中國中央芭
蕾舞團《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同名電影。
台灣本土題材
  如果韓國人能把歷史與民間故事編為舞劇《明成皇
后》與《沈清》；如果法國莫里斯貝嘉能以芭蕾舞，跳
出西班牙波麗路、日本歌舞伎、印度神祇舞蹈、甚至土
耳其回教旋轉舞；如果崑曲《牡丹亭》能夠編為芭蕾舞
劇；如果羅蘭貝提能與平克佛洛德搖滾樂隊合作，把流
行歌曲編為芭蕾舞；如果普雷祖卡能以現代芭蕾《悉達
多》詮釋佛陀；如果傑利吉利安可以根據日本《竹取翁
物語》創作《輝夜姬》、把非洲迦納擊鼓樂編為《跌落
的天使》；那麼還有甚麼題材不能編為芭蕾舞劇？
  如果俄國佩帕編導舞劇《舞姬》神殿裡的印度舞姬，
《法老王的女兒》裡的古埃及公主，加拿大皇家溫尼堡
芭蕾舞團馬丁編導舞劇《吸血鬼》的吸血鬼都能跳起芭
蕾舞，那麼還有誰不會跳芭蕾舞？梁山伯與祝英台、哪
吒三太子八家將、魯凱族巴冷公主、卑南王、鄭成功、
陳三五娘、虎姑婆、媽祖、李登輝等為什麼不能跳芭蕾
舞？
  八家將與三太子代表台灣最本土的表演藝術，紮根於
各地廟宇。讓八家將跳芭蕾舞，把傳統表演藝術芭蕾舞
化。原住民舞蹈繞著圈子轉，也可作為群舞。電音三太
子能否踮起腳尖？台灣民謠與歌仔戲已有交響樂化版
本，不難芭蕾舞化。
日本古典戲劇與神話
  台灣曾被日本統治半個世紀。但是國府剷除日本文化
遺產，使得台灣人對於鄰邦日本文化非常陌生。《芭蕾
舞魅影：附日本古典戲劇淺探介》也介紹日本能劇、狂
言、人形凈琉璃（傀儡戲）、歌舞伎。我特別著墨於搬
演鄭成功反清復明故事的《國性爺合戰》、最能反映武

士道精神的《仮名手本忠臣蔵》。書中譯介能劇《一角

仙人》與歌舞伎《鳴神》，閱讀劇本才能親炙戲劇的神
韻。我也介紹日本以雅樂譜曲的國歌《君之代》以及日
本的神話與神道教。
勵志故事：阿利西雅
  當老師的應該找機會鼓勵學生奮發有為。弱視女子可
以跳芭蕾舞嗎？古巴弱視女子阿利西雅．阿隆索
（Alicia Alonso）百折不撓，變成世界級芭蕾天后。
1921年她出生於哈瓦納，九歲學習跳舞。1937年結婚移
民紐約。1941年眼疾開刀三次，終生處於半盲狀態，但
是她不曾放棄芭蕾舞。她追憶那段歲月：「我在腦海裡
跳舞。眼瞎了，動彈不得，平躺在背上。我教導自己跳

吉賽爾」。
  當機會敲門的時候，只有準備好的人才能開門迎接。
1943年阿利西雅回到紐約後，有一天她參加的舞團公演
《吉賽爾》。女主角因故缺席，團長臨時指派她替代。
阿利西雅一砲而紅，成為全世界公認詮釋吉賽爾角色最
成功的演員。為了補償她弱視，舞台設計師以不同色彩
打出強烈spotlights，指導她活動。舞台邊緣在腰部高
度牽上一條細線。大致說來，她只在舞伴胳臂圈圍裡跳
舞。1959年元旦卡斯楚建立革命政權，致力於藝術平民
化。邀請阿利西雅返國成立古巴國家芭蕾舞團。
  1963年阿利西雅留下記錄片，如今模糊不清
【YouTube觀賞】Alicia Alonso-Giselle。《吉賽爾》
最感人的是發瘋景，演出吉賽爾發現男友竟是已經訂婚
的貴族後發瘋自戕【YouTube】Giselle Madness Scene 
(Sveltlana Zakharova & Roberto Bolle。我們不妨順
便觀賞另外兩大艷星演出【 YouTube】 Alessandra 
Ferri.Gisellle Act I Variation；【YouTube】Polina 
Seminova-Giselle (Variation)-Marinnsky 2008。

圖↑芭蕾舞劇《天鵝湖》宣傳照。 (圖/翻攝自網路)

(接續前頁，芭蕾舞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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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舞從俄國傳到日本，再從日本傳來台灣。中
國芭蕾也源自蘇聯。如今台灣與中國芭蕾都深受歐
美影響。文化沒有國籍與疆界，所有文化都是人類
共同資產。196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 《國際
文化合作原則宣言》，主張「所有文化以其豐富多
樣與相互影響，形成屬於全體人類共同遺產的一部
份。」
  海納百川，故成其大。凡是傳來台灣的有意義的文
化，融入本土，就會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芭蕾舞亦
然。唯有立足台灣，結合本土。讓芭蕾穿起台灣服飾，
芭蕾才更能走入民間。唯有建立具有台灣特色的芭蕾舞
劇，台灣才能對全球芭蕾有所貢獻。
（一）台灣芭蕾
  台灣芭蕾舞發展大致可以1979年為界：前期深受日本
影響，後期深受歐美諸國影響。日本時代，許多台灣學
子遠赴日本學跳芭蕾舞。有些人返台後開班授徒，例如
彰化辜雅琴（辜寬敏姪女）、台南黃秀峰、台中黃雅玲
等。
  戰後國府來台，台灣文化生態丕變，不再像日本時代
那麼容易接受芭蕾舞。儒家強調「男女授受不相親」，
芭蕾舞則男女肌膚相摩、熱情奔放。父母心中產生儒家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連李遠哲教改「廣
設高中與大學」都是其遺毒。學習芭蕾舞不再是一種美
學與藝術，只是洋化教育的點綴。另一方面，國府積極
提倡中國民族舞蹈。在官方眼中，芭蕾舞是「有礙善良
風俗的外來文化」，而現代舞則「毫無藝術價值」。
（我申請學校開授《芭蕾舞賞析》遭拒，可能主管認為
芭蕾舞是大腿舞，擔憂選修學生太多，有礙善良風
俗。）
  但是台灣民間舞蹈社卻越開越多。原本芭蕾舞舞鞋與
舞裙都從日本購入，但是孫晉炎開始製造芭蕾舞硬鞋用
品，韓福安製造輕飄蓬鬆的芭蕾舞裙。有利可圖，商人
才會生產。然而芭蕾舞還是趨於沒落。1974年許清誥解
散舞蹈社，重返日本終老即為明證。
  許清誥與康嘉福留學日本，向東勇作學跳芭蕾舞。   
1956年與次年先後返台投入芭蕾教學。1957年12月許清
誥在台北中山堂，舉辦古典芭蕾欣賞會【YouTube觀
賞】許清誥古典芭蕾舞欣賞會。但是不論個人如何努
力，終究無法抵擋時代潮流。康嘉福舞蹈社學生逐漸流
失，1974年許清誥回到日本。
  蔡瑞月更是個悲劇人物，她勇於創作本土舞劇。她先
生雷石榆以匪諜罪名遣送廣州，她也一度被捕入獄。

1999年台北市政府選定她的舞蹈社為古蹟，却被人縱火

燒掉重建。台灣第二代芭蕾舞蹈家仍與日本芭蕾舞界保
持密切關係，例如姚明麗、蔡雪惠、蘇淑惠等人。隨著
歐風美雨抬頭，日本背景的芭蕾舞者逐漸凋零，
歐美時期: 1979年以來…
  1979年以來，留學歐美的舞者陸續返國，接掌台灣芭
蕾舞壇。他們展現民間蓬勃活力與藝術潛力，也對照官
方缺乏作為與財團冷漠相待。芭蕾舞講求精緻，對於舞

台灣與中國的芭蕾舞
蔡百銓

專業發展，而觀眾則習慣欣賞國際知名芭蕾舞團演出。
本土舞團生存備極艱辛，舞者只能靠著四處教舞維生。
台灣目前七所公私立大學設有舞蹈學系，開授芭蕾舞課
程。
（二）中國芭蕾
  芭蕾舞傳到中國，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外國僑民在
上海、哈爾濱、天津等城市開班授徒。1922年俄國芭蕾
伶娜帕芙洛娃前往上海與東京演出。1940年留學英國的
千里達華僑戴愛蓮（1916-2006）前往中國推廣芭蕾
舞。1957年蘇聯政府派遣彼得‧古雪夫在北京舞蹈學校
任教，創造中國本土芭蕾舞劇《魚美人》。 
  芭蕾舞廣被中國民眾接受，必須歸功於文化大革命。
毛婆江青選出六齣現代京劇與兩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
軍》及《白毛女》，列為八齣革命樣板戲。芭蕾舞從
「大腿滿台跑，工農兵受不了」，轉變為「我的上帝，
連大隊會計的老婆也立起了足尖」。或許龍應台也可以
推廣芭蕾舞。
《紅色娘子軍》與《白毛女》
  這兩齣芭蕾舞劇仍是中國經典名劇，主題都很切合台
灣當前社會環境。《紅色娘子軍》主題是打倒地主惡
霸。追念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海南島領導的瓊崖縱隊
（女子特務連）戰功。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
時，中國上演此劇招待貴賓。1987年美國歌劇《尼克森
在中國》（Nixon in China）在休斯敦首演，也穿插

《紅色娘子軍》片段。【YouTube】[芭蕾舞剧 2010-

06-29 HQ] 红色娘子军 1/10 ；【YouTube】《舞林盛

典 》 （ 十 一 ） 《 白 毛 女 》 ； 【 YouTube】 John 
Adams:Nixon in China-Peter Sellars
  《白毛女》主題是「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
變成人」。地主黃世仁殺害佃農，帶走其女兒喜兒。喜
兒生下一子，逃到樹林裡，發愁而頭髮全白，故稱白毛
女。喜兒經常到一座廟裡偷走食物。後來共產黨軍隊打
到此處，前往樹林裡逮捕白毛女。部隊長原是喜兒舊情
人，他們公開審判地主黃世仁。【YouTube觀賞】芭蕾

舞剧《白毛女》北风吹；【YouTube觀賞】Classical 

Chiese ballet in 1968-白毛女經典舞蹈
法國《卡門版紅色娘子軍》
  文化大革命期間，1973年法國推出搞怪電影《中國人
在巴黎》。中國軍隊解放巴黎，以文教感化法國人。他
們演出芭蕾舞劇，以比才歌劇《卡門》為配樂，改編
《紅色娘子軍》故事演出。人民歡慶共產黨革命。解放
軍軍官抓著一位穿紅衣服的資產階級婦女進場，人民痛
打這位婦女。當晚軍官抓著這位婦女到桃花林，愛上了
她而把她放走。第二天解放軍開會，把這位軍官拔掉軍
階。軍官回到桃花林，發現那位婦女與美國大兵鬼混並
且飲用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象徵美帝國主義與資本主
義)。軍官回到部隊報告，部隊長命令紅色娘子軍出
征。娘子軍進攻美國大兵，軍官殺死資本主義婦女，最
後是慶祝共產黨軍隊勝利。【YouTube觀賞】Carmen 
and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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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西螺信義育幼院新院舍內部設備圓夢義賣活動計畫

活動名稱:萬分熱血萬分心、幫助蒜農做愛心

一、活動主旨：

   （一）信義育幼院遷院工程進入第六年了，結構及環境綠化陸續完成，目前內部設施設備資金尚有不足，邀請

         您成為孩子的圓夢守護神。

   （二）愛不只是一個口號，也是具體的實際行動，用實際行動喚起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改變孩子從每一個人做

         起，它是生命永續的工程，一個扭轉孩子的未來，重寫生命故事，就是現在，邀請您一起加入圓夢計

         畫。

   （三）今年蒜頭盛產外，加去年底及今年初蒜頭進口商又進口過量，以至於產出地蒜價跌破成本價，造成蒜頭

         滯銷並且低於成本價格恐使蒜農血本無歸，因此；本會推動愛心待用"蒜"助蒜行動義賣，以幫助孩子圓

         夢也幫助蒜農解凍，歡迎您一起加入愛心行動。

二、指導單位：劉立委建國服務處、雲林縣政府、李進勇律師服務團隊。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信義育幼院、雲林縣慈生愛心會。

四、協辦單位：雲林縣各機關團體及社團以及社區發展協會。

五、活動辦法：每份100元起，歡迎全台一萬熱血愛心民眾熱情認捐，認捐完成後由蒜農去黑膜裝袋，裝袋完成交  

    雲林縣信義育幼院再包裝成小網袋，再於全省各地義賣，若為自用，需運送費自付。認捐後將認捐款項匯入雲

    林縣慈生愛心會指定帳號 虎尾農分會(頂溪分部)代號:616-0610-22-02415-2-0戶名:張永新

    匯款帳號:00610220241520 (匯款後請傳帳號末4碼至E-mail)

    收到款項後由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信義育幼院開立感謝狀再寄給認捐人。

           E-mail：jyunlin@yahoo.com.tw，j84475977@hotmail.com

六、活動日期：2014年6月起

七、義賣活動日期:2014年6月起
八、義賣活動地點:北、中、南全省各地

九、義賣所得:該義賣所得用於專款專用項目(西螺信義育幼院新院舍內部設備圓夢計畫)。

十、預定認購數量:一萬份(10000份)

十一、活動期間徵求義工數名。

十二、本活動經由信義育幼院院方同意，由雲林縣政府協助，並請李進勇律師全程監督。

                                                   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信義育幼院院長 吳文輝

                                                   雲林縣慈生愛心會會長 張永新敬邀

編號    各人或公司    地址(感謝狀寄達地址)          聯絡電話 
認捐
數量
(份) 

自用
數量
(份) 

感謝狀
認捐人
抬頭

1

2

3

4

5

【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信義育幼院新院舍內部設備圓夢】活動認捐單

1、預定認捐數量10000份。
2、認捐單填妥後於2014年6月起陸續，傳至E-mail：jyunlin@yahoo.com.tw，j84475977@hotmail.com  
    (匯款後請傳帳號末4碼至E-mail)
3、匯款帳號:虎尾農分會(頂溪分部)代號:616-0610-22-02415-2-0 戶名: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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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徵專職人員一名（期間一年）
  台灣人權促進會是一個獨立的民間人權組織，以

倡導、散播和提升人權標準，建立、維繫和加強人

權保護機制為目標。台權會的工作區域以國內人權

為主要的關懷焦點，但也努力和其他區域與國際人

權組織針對全球人權問題分工合作。近期我們擬展

開有關台灣網路社群言論自由與隱私保護專案，故

對外招募執行人員一名，負責以下工作任務：

工作內容

1倡議及研究資訊自由與隱私、個資保護相關議題

2執行網路透明計畫、網站管理

3訪談相關人士、召集相關會議

要求

1需有資訊相關背景

2對於政府資訊公開、網路自由、隱私與個資保護  

 等相關議題有基本認識

薪資依本會敘薪方式，含年終及勞健保。

工作時間:

2014.8.1-2015.7.31。 週 一 ～ 週 五 10:00-18:00

上班地點: 台權會台北辦公室。

歡迎有意者請在７月６日前，將您的履歷寄給本會

信箱: 

（合適者另行通知面試，恕無法一一回信） 

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61巷22號2樓

   (捷運民權西路站9號出口 )
2F., No.22, Ln. 61, Tianxiang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FAX：(886)-02-25968545

官網 /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tahr.org.tw

臉書粉絲頁 /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tahrfb

推特 / twitter @tahr1984

「台灣生死書」演講簽書會
時間：2014年06月28日（六）下午 02:00-05:00

地點：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6樓之2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主講：袁紅冰教授  主持：吳錦發先生

電話：04-23723710

直播： 直播

主辦：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tahrwebmail@gmail.com

USTREAM Live

週四讀書會：「如何拍好照片」
時間：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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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武城老師

  生活中常常有令人感動的故事、美麗的畫面產

生，若能透過相機的鏡頭將之留下，將是美好的回

憶與經驗。攝影千篇一律的要素，不外是取景、角

度構圖、光線、焦點解析度、色度，好的作品都是

出自於攝影師的用心，主體與其他物體之間的呼

應，環境光線能突出物體的質感。但到底要如何拍

出好照片？讓我們細細聆聽專業柯武城攝影師數十

年來的經驗談。

第八屆「台灣UN青年營」
時間：7月18日~7月20日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9號崇光女中文翠

樓

mailto:tahrwebmail@gmail.com
http://www.ustream.tv/channel/twt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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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陪審團制度的推動與民主法治的改革
時間:7/3/2014 星期四 6PM ~ 9PM
地點:台灣會館 

     (4413 Fortran Ct., San Jose, CA 95134)
主辦:舊金山灣區台美人社區團體

費用:入場免費並提供免費晚餐

  有田秋堇立委和太陽花學運青年小組以及陳水扁

總統辯護律師鄭文龍等等共23人參訪團演說，歡迎

大家踴躍來參加，討論如何來改變台灣過時的司法

制度。

慈林講座
講師：

苦苓/台灣作家、雪霸國家公園解說志工，著作50餘

種，暢銷逾百萬冊，曾獲《中外文學》現代詩獎及

吳濁流文學獎。

題目：和昆蟲大師學功夫

慈林教育基金會、宜蘭縣教育會 / 共同主辦

地點：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路339號慈林文教中心

  苦苓本名王裕仁，出生於宜蘭，曾任中學教師、

廣播主持人、作家，著作五十餘種，暢銷逾百萬

冊。現為雪霸國家公園解說志工，走進山林，穿起

解說志工制服的他，幽默風趣的本質不減，一開

口，仍充滿精彩動人的無窮魅力。本會將於2014年

7月12日（六）下午2：30－ 4：30，特邀苦苓先生

來與大家分享。歡迎各界朋友一同前來參加！

  毅然放下光環，沉潛八年，山水草木成了苦苓的

工作場域，每天被蟲鳴鳥叫輕輕喚醒，與大自然為

伍。然而越是接近自然，苦苓越加發現人的無知與

渺小，讓他開始重新思考何謂真正的快樂與富足，

或許真的就是一句簡單的「快樂做自己」。

  對於解說工作，他付出許多心血，彷彿也找到了

生命中最重要，苦苓說「我是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

一天，所以不願浪費生命在任何無趣的事情上。」

因此過程中的種種痛苦與挫折，換個角度想，都是

我們達到快樂人生的富足之鑰。

講座活動地點在慈林文教中心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路339號)，宜蘭縣教師可於宜蘭

縣研習中心網站報名。詢問相關活動訊息，歡迎於

週二至週六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來電03-9650515，或

上慈林網站查詢。（ ）http://www.chilin.org.tw

青年佔領政治選戰培力營南台灣場
  各位夥伴，抱歉久等了！「青年佔領政治」首場選

戰培力營將於 6/28─29 兩日假台灣圖書室(嘉義市

中山路255號)舉辦，歡迎各位南台灣的夥伴鬥陣來

摻政治！一起翻轉台灣！

【南部場課表】

第一天(6月28日/週六)

09:00~10:00 報到，相互認識

10:00~12:00 座談一：青年為何佔領政治

與談人：

魏揚 /學生運動參與者

馮光遠 /國寶級白目

姚立明 /中山大學教授

黃正雄 / 台南市後壁區里長

12:00~13:30 分組午餐、休息

13:30~15:30 座談二：社運議題如何扎根地方

與談人：

能源管理：林學淵

樹木保護：潘翰疆

動物保護：黃泰山

15:30~16:00 休息

16:00~17:00 第一次選舉就上手

與談人：

潘翰聲 /2012立法委員參選人（松山、信義）

第二天(6月29日/週日)

09:00~10:00 選舉相關法規Q&A

與談人：

邱柏瑋 /青年佔領政治共同發起人

10:00~12:00 分組討論，選舉計畫實作

12:00~13:30 分組午餐、休息

13:30~15:30 座談三：地方政治與選舉實務

與談人：

蘇煥智 /前台南縣長

蔡坤龍 /嘉義市里長

15:30~16:00 休息

16:00~17:00 分享、檢討、行動

=====報名細項=====

前去報名：

報名費：500元；帳戶：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余國

信；帳號：052118014208 (萬泰銀行代號：809)

※如果需要實體報名及繳費地點，可以直接至台灣圖

書室(嘉義市中山路255號)！

完成繳費後，請傳簡訊至 0912263228 註明姓名與末

五碼供查證，感謝您！

【確認費用入帳後，才算報名完成】

(報名費係為講師交通費用相關支出，若近日有募足

款項，將於兩日活動後退還，若不足則按原定支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908c9OHMpn677EO

EkkjizLBPO2mmdl5gJTkFzGMlI34/viewform?c=0&w=1

http://www.chilin.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docs.google.com%2Fforms%2Fd%2F1908c9OHMpn677EOEkkjizLBPO2mmdl5gJTkFzGMlI34%2Fviewform%3Fc%3D0%26w%3D1&h=FAQFYJoxk&enc=AZMVgITEEgSvyRZgjToFDyhibR9-40rgnwjsWQEhn8wrU3w1qi3nepQ-yRxQ3vnbeA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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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2014貢寮小森林樹屋群」活動，即日

起接受報名，至7/28截止
報名連結：https://goo.gl/OxAF7J

  今年續辦活動的願望，希望帶領參與的學員，造

就貢寮山海玩咖，進而成為開疆闢地，熟諳場域環

境掌握糧食主權，建立家園無往不利的悍將！！！

是不是很有台灣島國的氣勢，呀！這是累積貢寮在

地生活的堅毅軟實力，我們一起加油。。。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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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