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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冠餿水油事件是國內外少見的大型食安風暴，其噁
心程度也是台灣有歷史以來僅見。幾乎全國民眾都籠罩
在這股食安風暴中，吃到餿水油的民眾難以估計，沒有
人敢說他(她)沒吃到餿水油。台灣這幾年來的癌症發
生率那麼高，或許和民眾吃了十幾年的黑心油有關。
  檢警查緝的結果是，除了餿水被用來製成食用油外，
死亡動物的屍體也被用來提煉食用油(屍油)，還有工
業用油也被謊稱是食用油，大剌剌地從香港進口到台灣
來。經過這幾天來的查緝及媒體報導，已發現許多知名
食品業者及一些大小餐飲業者都有購入有問題的香豬
油。包括味全、味王、統一超商、全家、奇美食品、盛
香珍、美食達人（85度C）、黑橋牌等知名企業都受牽
連。一般小吃攤、糕餅業、西式餐飲及餐廳更不用說，
也都受到牽連。許多知名台灣食品都受到汙染而被下
架，包括犁記餅店、李鵠餅店等。台灣知名的伴手禮如
秋節月餅、鳳梨酥等，都因此事件而商譽掃地。
  有網友指出這種餿水油問題若發生在美國，企業主一
定會被勒令停業，之後法院會嚴厲判賠判刑，且日後不
得再營業。在日本，負責食品衛生的官員要下台，企業
主會切腹自殺，政府會替消費者求償。在德國，黑心企
業會被勒令停業，關廠清算以賠償消費者，業主會被判
終身監禁。在韓國，負責的官員要下台，總統要道歉，
業主要關廠賠償。在英國，官員會幫助消費者集體訴訟
求償。在中國，業主會被判死刑，拿錢來換命；但消費
者活該倒楣，沒有賠償。在台灣，吃到餿水油的人會被
官員和學者安慰說那些油是沒毒的，不會死人的；廠商
呢，只要鞠躬道歉並辦理退貨即可；官員呢，全都沒
事，繼續嘻嘻哈哈當他的好官，府院照舊笑稱一切依法
辦理，結果是食安問題不定時爆發，惡性輪迴不止。
  2013年發生大統混油事件後，衛生署升格為衛生福利
部，負責食安的官員升級了，獎勵也增加了。官員們在
經過許多開會討論後，加重了處罰的罰金，檢討了
GMP標章，也推出物料登錄的履歷制度。但是經過不到
一年的時間，卻爆發了更嚴重的餿水油事件。問題出在
哪裡？黑心商人太多、官商勾結、及官員有權無責應是
台灣三不五時就發生食安風暴的原因。
  首先是台灣的黑心商人太多，且黑心廠商後面都有官
員和民代撐腰。據報導，這起餿水油事件的起因是豬油
供應商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為貪圖數百萬元的差
價，不再向美國進口豬油，改向郭烈成的地下工廠購入
餿水油來製成香豬油。據報導，強冠公司以每公升20元
的價格向郭烈成收購247公噸油品，但強冠生產豬油每
公斤的價格約50元，粗估強冠轉手賣餿水油至少可獲利
700萬元。僅僅為了這數百萬元的價差，無恥黑心的油

商竟然忍心把台灣人數十年來努力經營所贏得的「美食
王國」美譽葬送掉了，實在很可惜。不只地下油廠業者
黑心，連食品大廠也不遑多讓。例如味全公司董事長魏
應充去年說「食品是良心事業」，味全的網頁也說味全

的願景是｢成為台灣食品公司的標竿企業｣，又說味全要

「成為最具社會公益形象的公司，善盡企業公民，用心
實踐」。但去年的大統混油事件它有份，今年的餿油事
件它也有份，而且是有十多項食品是用了餿水油製成
的。莫非味全老闆的良心和我們的不一樣？味全是用混
油和餿油在做社會公益的？味全據稱有上億元的實驗
室，但那實驗室卻驗不出非科班出身的郭烈成所製的劣
質油。莫非味全的實驗室是用來和政府玩捉迷藏用的，
而不是用來替它自己的產品把關的？
  其次是政府官員有權無責。據報導，屏東當地早就有
人檢舉郭烈成的地下油廠了，但郭烈成竟然可以沒有執
照地經營他的地下油廠六年多，直到最近才被查出來。
若無地方民代的撐腰及官員的放水，郭烈成能橫行六年
多？餿水油事件發生後，中央政府官員說他們訂有標
準，執行的責任在地方；地方政府說只有中央才有能力
檢驗，地方沒錢沒人，無法負荷檢驗業務。尤有甚者，
許多業者都說他們是相信政府的GMP標章才買強冠的食
用油的，他們也是受害者。沒想到官員的答覆是GMP是
民間組織發出去的標章，不是政府單位發出去的，故
GMP標章生鏽的責任不在政府。除了是GMP廠商外，強冠
還說它也通過SGS及ISO9001的認證。即使GMP、SGS和
ISO9001的認證都和政府無關，難道政府機構就可以不
負查證那些標章的責任？如果政府可以放任廠商胡亂拿
一些國內外的標章騙人，而無一點責任可負，一點查證
工作可做，那我們納稅給這個無能的政府幹嘛？
  2013年年底爆發大統混油事件後，新加坡勒令我出口
至該國的油品一律下架，香港、日本、美國、歐盟也紛
紛拒絕我國相關產品，造成我國商譽無法彌補的損失。
今年再爆發更為惡劣的餿水油事件，餿水油中還混入皮
革的皮脂油、廚餘油、病死動物的屍油，真是噁心到極
點。已有多國媒體大幅報導台灣的餿水油事件，台灣的
「美食王國」美譽已被網友改稱為「美食亡國」了。台
灣面臨這麼大的危機，衛福部還要用簡陋的檢驗數據
說：「從廢棄回收油經過多重程序製成的全統香豬油，
檢驗結果竟全數合格」？無能又黑心的馬英九還要嘻皮
笑臉地說：「吃餿水油傷心不傷身」？若無政府的縱
容，區區幾個黑心廠商豈能如此作賤台灣人的健康，且
將台灣人累積數十年的商譽踩碎在腳底下？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誰縱容黑心油商？

誰縱容黑心油商？
台灣獨立建國才是唯一的活路
請多一點點生物學和幽默感吧！

《台北公民憲章》——柯文哲與台北市民的約定
柯文哲沒當婦產科醫師，但救了婦產科醫師和產婦全家

政治買辦掮客：邱逢甲、林維源 
語言文化之傳承與流變

超越藍綠，只問是非 

香港大學學生會罷課宣言 行義遵道 匡救香港

「和平香港行動」美國白宮網站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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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的前途一定是由該國的人民決定，甚至一個

地區的人民也可以公投決定是否要獨立，如9月18日蘇

格蘭即將舉行的獨立公投。這是現代人的基本常識。祗

有腦海中仍然裝滿了古代中國封建大一統意識型態的

人，才會說出完全相反的論調。

  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於9月3日紀念軍人節時強調「台

獨不可行，是絕路。」他腦海中完全沒有現代民主自由

及人民自決的觀念。使我們想起在他擔任行政院院長，

在立法院回答葉菊蘭立委質詢時，他說：「國軍不保護

台獨。」

  外來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在1949年因國共內戰而敗亡

來台，把「中華民國」的招牌強掛在台灣的土地上。整

個中國(大陸)則已由毛澤東的共產黨政權掛上「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招牌統治，並且於1971年10月24日的聯合

國大會中，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正式

代表。換句話說，蔣政權的「中華民國」已經不被國際

社會所承認仍代表中國，以致使台灣人民淪為國際孤兒

到現在已經將近43年了。外來的國民黨權貴竟然毫無知

錯改錯之心，到現在還宣稱：「台灣前途就是中華民國

前途，而中華民國前途就應由全體中國人決定。」如此

混淆錯亂的論調，令人憤慨！

  郝柏村之流以前一直高喊：「反攻大陸，消滅共

匪！」如今已證實「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才是真正的

「絕路」。台灣如果不獨立，強掛在台灣土地上的「中

華民國」也已經不存在了。而國民黨外來權貴們還一直

宣稱「中華民國憲法」仍然及於「中國大陸」，即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政府統治的土地上。此一跨世紀

的大謊言還要講到什麼時候呢？！以過時的「中華民國

台灣獨立建國才是唯一的活路
羅牧師觀點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憲法」來阻絕台灣人民的自決與自主，這不就是目前對

台灣認同極其薄弱的外來「中國人」權貴們之不良意圖

嗎？！

  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國家。咱台灣人要自己站立起

來，台灣獨立建國才是真正的活路。若被共產黨一黨專

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一併吞，台灣就被鎖進中國，

這才真正是台灣的絕路！唯有藉著正名「台灣國」或

「台灣共和國」，制訂台灣新憲法，使台灣成為新而獨

立正常化的國家，且積極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被國際

社會所接納與尊重，這才是台灣真正唯一的活路！

(2014年9月4日)

(圖翻攝自網路)

  針對羅淑蕾委員（10）日召開記者會污衊柯文哲「貪汙、洗錢、逃稅、違法亂紀」一事，柯文哲辦公室發表聲明如下：
  一、羅淑蕾污衊柯文哲醫師在台大私設帳戶，柯文哲辦公室表示，「外科加護病房醫療經費MG149研究專戶」屬於台大
醫院公設帳戶，非柯文哲私人帳戶。台大醫院、榮總醫院等公立醫院主治醫師以上的層級都可以設立研究專戶，光是台
大就有上百個研究專戶。
  二、柯文哲為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醫療經費MG149研究專戶」訂定管理辦法，是為了讓所有研究團隊成員有制度性
的規範可遵循。若沒有管理辦法，將陷成員於觸法的風險，柯文哲為了讓所有成員有所依循，才設立管理辦法，羅淑蕾
刻意斷章取義扭曲管理辦法內容。
ex：羅淑蕾惡意片段擷取「外科加護病房醫療經費MG149研究專戶」管理辦法資訊，只擷取第一、二點。
  三、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醫療經費MG149研究專戶」沒有任何一毛錢進入到柯文哲的私人口袋去，所有的經費與核
銷使用均依照台大醫院會計管理辦法及政府相關法規。請羅淑蕾指出「哪一年，哪一項研究案的哪一筆經費是違法支
用，哪一塊錢是進入到柯文哲的口袋裡面」
  四、 2012年~2013年，長達一年的時間，檢調單位針對柯文哲研究費案及MG149專戶進行大肆搜索、調查、訊問，均查
毫無不法，本案並於2013年簽結。
  五、針對羅淑蕾污衊羅織柯文哲醫師，柯文哲辦公室將委由律師針對其誣告、妨礙名譽、意圖使人不當選提起告訴。
  另外，柯文哲競選總幹事姚立明教授嚴正表示：1、連勝文是否對其PK小組成員羅淑蕾的言行背書？2、羅淑蕾的資料
是否來自於檢調機關？還是「黨政高層」？姚立明重申，類似「宇昌案」這類的負面選戰攻擊，不會獲得人民的認同。

柯文哲辦公室聲明 20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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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在對陽明醫學大學學生演講「醫學人生」中提

到婦產科醫生要在女人大腿當中討生活，引發對手的強

力攻擊。連營發言人錢震宇批說：柯文哲打從心裡歧視

女性，抹滅婦產科這高尚領域。蔡正元更加碼說：柯文

哲在「白色的力量」一書中，提到"當一個職業裡女性

的數量在上升，就代表這個行業沒落了"。還有"一夫多

妻是增加人口較有效的制度"，似乎坐實了柯文哲是沙

豬。

  做為一個資深婦產科醫生，我倒是一點也不覺得柯文

哲的說法，有任何侮辱我們這個為婦女同胞，披星載

月，浴血奮戰的崇高行業，只覺得他一語道破了婦產科

這個神祕行業的核心。

  這件事也讓我頓時想起，最近過世的羅賓威廉斯在他

主演的影片「心靈點滴」（Patch Adams）中，為了要

捉弄前來巡視的婦產科大老們，故意在醫院門口左右各

擺設了一條彎著膝蓋的大腿，腳底還踏在檢查台的腳凳

上。觀眾們看到這一幕，頓時鬨堂大笑，許多人在多年

後都還記得這一幕，也沒有人認為對女性有任何歧視之

處。我想，這就是幽默感吧！更何況人的器官都是父母

生成，有什麼不能說的！

  柯文哲是在對醫學生講述如何選科，他對婦產科的工

作做了真實的描述。當產婦發生產後出血，鮮血泊泊地

從產道流出，婦產科醫生坐在大腿之間，看不到血從何

處來，一方面擔心產婦的生死，另一方面好像看到法院

的傳單在血光中飛舞，這也確實是婦產科之所以乏人問

津的原因。柯文哲忠實地替醫學生們描繪了那個場景和

那種心情，勾勒出婦產科醫生在大腿之間討生活的職業

生涯，應該可以說是十分生動的教學。

  假若有人把課堂上的專業內容，未經同意，放在社交

媒體上，然後斷章取義地說是對女性的歧視和對婦產科

醫生的不敬，這就像在診察室偷偷放置針孔攝影機，然

後把影像放在網路上並稱之為A片，一樣地荒謬。

  「心靈點滴」這部電影其實是真人真事。這是一位名

為Patch Adams的美國醫生的生涯。他生於1945年，年

輕時因為在學校被霸凌，適應不良而染上毒癮，還自殺

三次未遂。後來決心戒毒並考上醫學院成為醫生。他是

一位醫生，社會運動家，小丑和作家。每年，他帶領一

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到世界各國，化裝成小丑，把幽

默和歡笑，帶給兒童，病人和其他人士。

  Patch Adams鼓勵醫學生用幽默和遊戲跟病人建立溫

暖的關係，因為他認為幽默和遊戲是身心健康的基本要

件。我想，那些對柯文哲嚴詞批判的政客們就是少了那

一點幽默感吧！或是政治野心讓他們的幽默感全然消失

殆盡。

  至於柯文哲「白色的力量」書中所提到的一些現象，

其實都是在敘述一些觀察。筆者曾經遇到一位印度的心

臟科名醫，他說：在印度，醫生大部份是女性，男性則

大部份從事資訊或其他可以跨國工作的行業。理由

請多一點點生物學和幽默感吧！
謝豐舟 醫師

是：在印度醫生，待遇很低，男人在印度當醫生不能養

家，所以選擇能到國外工作的行業以賺取較高的薪水，

好養家活口。女性由於要照顧家庭，只好選擇不須外出

但薪水較低的醫生行業。這種現象在蘚俄，中國亦均可

見。美國由於醫生待遇好，形成男女各半的現象。台灣

則不知是否會步上印度的後塵？我想柯文哲的說法只是

就事論事，和沙豬無關，何況，我可以確定的是：他絕

不敢動犀利人妻--陳佩琪一根寒毛。

  至於「一夫多妻有利於人口增加」也是一項自然界的

觀察，沒什麼性別歧視的問題。目前，台灣大學在科技

部贊助下，正在執行一個全國性的「人文學科旳腦部造

影研究計畫」。此計㓰是希望讓全國社會人文學科的研

究人員具有使用腦部造影於自己研究領域的能力，以進

一步瞭解社會人文學科，如經濟，藝術，哲學，法律，

語言，建築，美學....的生物學基礎。

  傳統上，這些學科的教師幾乎完全不碰生物學，不

過，近來大家逐漸領悟：人類既是生物，必有「生物

性」，研究人類的行為絕對不能忽略其「生物性」的成

份。「生物性」就是我要活下去，目的是傳宗接代，方

法是貪婪：就是盡可能攫取生活資源。子曰：「食色性

也！」其實不就是在講這回事嗎?不過一般生物的貪婪

是有限的，人類的貪婪卻因為有一個超級精密大腦，而

變得漫無止境，也造成今日世界的諸多亂象。

  現代的社會人文學者若無這些生物學的基本認知，仍

舊囿於傳統的表象觀察，只怕落伍而不自知。目前活躍

在政增上的諸公，多是社科人文出身，缺乏生物學基本

知識自不意外，是以對有關生物學之敘述，每每大驚小

怪，視為離經叛道。不過，簡單的說：明知不可而上摩

鐵，就是生物性在做怪。

  競選無好話，然而若能多一點生物學知識和幽默感，

可能才會有一場自己天天念茲在茲的"格調"吧！

  不過，最後還是給文哲兄一個忠告：社會畢竟不是醫

學院的課堂，講話請使用一般庶民大眾的語言吧！

https://www.facebook.com/fjhsieh

圖：柯文哲的直白，政壇上少見的真！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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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是當前人民的共同期待，改變台灣，就從

首都開始。柯文哲的參選，就是希望超越政黨的界

限，讓政治回到為人民服務的初衷。

柯文哲主張以「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理念來落

實為民服務，透過匯集公民力量及善用網路等先進

科技，以最少的費用達成最實用的公共服務。將企

業管理導入公務員文化，追求效率與品質兼顧；施

政績效必須在效益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

柯文哲作市長的兩大承諾：OPEN AND JOIN

OPEN： 

  【公開】消滅特權，公部門資訊充分揭露，公共

資源全民共享。

  【透明】打破黑箱，市政決策及預算執行接受全

民監督。

  【開放】革除壟斷，為民間創造優質的自由競爭

環境，提昇市府團隊服務品質。

  【無私】不分藍綠，一切政策由市民作主，從人

民需求和最大公益出發。

  【多元】價值中立，公權力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

障市民基本人權，避免獨斷。

JOIN：

  【參與】直接發聲，成立市民投入市政議題的平

台，保障公民提案權。

  【對話】持續對話，市民與市府攜手共創最大利

益，打造宜居進步城市。

  【合作】凝聚共識，落實分配正義，善用公民力

量促進社會流動。

《台北公民憲章》——柯文哲與台北市民的約定
柯文哲

【分享】關懷弱勢，縮短貧富差距，改善各區域的

經濟文化落差。

  【包容】尊重文化，客觀面對歷史及各族群、新

移民，打造城市認同與自信。

  台北屬於每個在此生活的公民，城市應有啟發並

且實現市民夢想的能量，讓每個選擇在此成家立

業、育兒養老的人，都能活得安心自信。讓我們從

現在開始攜手重建信任，讓這不只是一場選舉，更

是一場改變政治文化的公民運動。

  (新聞：柯P洞洞說姊妹們痛罵沙豬)身為婦產科醫

師，我有話要說：

  1.柯P其實沒說對，婦產科應該是看3個洞(3個洞若變

成1個洞，會變成一種先天異常cloaca malformation)

  2.柯P在演講中其實說的沒錯，婦產科醫師真的是在

女人跨下討生活。而且是24小時應召。隨叫隨到。(這

是在醫院醫師間閒聊的老梗了，大家都知道)

  3.柯P沒當婦產科醫師，但救了婦產科醫師和產婦全

家。幾年前，朋友Li-Wei Huang一大清早辛苦為產婦接

生，結果產婦發生羊水栓塞，在檯上失去意識，心臟科

緊急來，超音波一看右心擴大，斷定是羊水栓塞，馬上

聯絡台大ECMO小組。柯文哲醫師馬上把ECMO team送來

這家醫院，在大家都還沒來醫院上班時，孕婦已經送到

台大處裡好。我上班後受朋友之托，到ICU探望病人，

病人全然不知自己在鬼門關前走一回。(柯P事後幾天，

下班後都會親自打電話和我朋友交代病情進展)

  4.我有好幾個孕婦，懷孕合併原發性肺動脈高壓，是

會死人的問題，外面醫院推來推去。我照會柯P，柯P把

她們攬下來了，術後到他管的ICU去照顧。所幸最後有

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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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一個人說話，還要看那個人做的事。不要因為他說

了什麼話，就否定了他做的苦工。

  國民黨的姐妹們，打這件事也不要太大力，免得傷到

她們的少主。聽新聞說這個人去參加Playboy的派對，

花了數百萬買包包和寶石追女友，花了百萬幫愛妻辦生

日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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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講尊重女性，還需要觀察他實際的行為。

https://www.facebook.com/jinchung.shih

柯文哲沒當婦產科醫師，但救了婦產科醫師和產婦全家
施景中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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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民主國」是由一群滿清時期既得利益者之紳

士，也就是「政治買辦掮客」們，臨時起意的兒戲團

體。孫文嘗說：「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

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禍始，則政客實為萬

惡之魁。或曰：『政客不死，禍亂不止』」。

  雖說「政客不死，禍亂不止」，可是「政治買辦掮

客」比「政客」不如，尤其為人奸險的林維源。套用孫

文對時勢的說法：「維時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

氣漸餒，祇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

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來指摘林維源最恰當。其擔任台

灣民主國議院議長之職，佔缺拒不到任，致使台灣民主

國政府為之瓦解。回顧其在同治元年，陷害桃仔園(桃

澗堡)被清廷革職的官員，其情境真令人髮指！

  從「臺灣民主國」對海外各國的布告文，得知他們只

圖維護私利，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只求外國公同衛助

阻止滿清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承認臺灣自立，就要出賣

臺灣金礦、煤 ，以及可墾田建屋之地，一概租與外國

開闢。在此前提下的「臺灣民主國」，屬於臨時政府組

織。

  「臺灣民主國」布告說：「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

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

理？」。

  這麼無自主國格，隸屬於滿清政府管轄的「臺灣民主

國」，簡直是兒戲團體。因為這些「政治買辦掮客」

們，包括大總統唐景崧、劉永福，兵部主事邱逢甲、禮

部主事李秉瑞、刑部主事俞明震、副將陳季同、道員姚

文棟；林維源議長(按，當時林維源為清廷太僕寺正

卿)，拔貢陳雲林、廩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等人。

  他們在「無天可籲，無人懇援」求助無門的情況，籌

組「臺灣民主國」。他們主張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

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

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說得多麼地正氣凜然！

可是當日本進逼基隆時，「臺灣民主國」這群「政治買

辦掮客」們，除了劉永福之外，都未戰先逃的避居廈

門、嘉應等地過舒適的生活，這個說法有臺灣通史為

證。

  臺灣通史丘逢甲列傳記載：二十一年春三月，日軍破

澎湖，北洋亦師熸艦降，議割臺灣以和，…紳士群謀挽

救，逢甲為首，四月和議成，各官多奉旨內渡，而景崧

尚留誓與臺灣共存亡。逢甲乃議自主之策，眾和之。五

月朔，改臺灣為民主國，奉景崧為大總統，逢甲任團練

使，總其事，率所部駐臺北。十三日，日軍迫獅球嶺，

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

萬云。連橫曰：逢甲既去，居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

有報秦之志。

礦
 據《滿清野史‧丘逢甲傳》記載：「丘逢甲字仙號，

號滄海…臺灣者，逢甲父母之鄉。……逢甲既內渡，遂

入廣州，家於應州，買屋居焉，杜門不出，謝絕親友，

自書為臺灣之遺民，因以賦詩為事。……是時大使聞其

賢，屢招之，逢甲均婉謝不肯出，祇願擔任教育事。大

使遂聘之為廣州府中學校校長，旋又任方言學校校長，

學生出其門者千餘人。光復末年各省盡成諮議局，逢甲

為人士所推穀，遂為議員，旋舉為副議長。革命之功方

成，清命既革，逢甲以楚國之望，推為教育司長。逢甲

果病矣，支病以起，黽勉從公。……復其原姓為丘氏。

未幾，南京代表團成立，粵中推逢甲為代表。及臨時參

議院告成，復選派逢甲為參議員。…卒於廣州」。

  劉永福尚且在臺南設官票局，權發銀票三種：一圓、

五圓、十圓。票長九寸二分、闊五寸二分，為三聯式。

一聯存知府，一聯存局中，一聯執用。上列號數及年月

日，鈐蓋臺灣總兵、臺南知府及辦理全臺防務總局之

印，又有民主國之章，流行市上。又發行股份票，就是

公債。票式鈐印與銀票相同，分為一圓、五圓、十圓。

俟克復後，付息三倍，一時頗多派購，藉助餉源，是為

臺灣軍事公債。

  從劉永福所發行的銀票和臺灣軍事公債情形，及劉永

福主持「臺灣民主國」對抗日本進入臺灣之種種，來對

照未戰先遁逃的「臺灣民主國」成員，劉永福比邱逢

甲、林維源他們高尚。從劉永福的感慨中，洞悉劉永福

似乎被邱逢甲、林維源他們出賣了。

  劉永福於力不從心時感歎曰：「內地諸公誤我，我誤

臺人」！事後發給介英領事歐思納致書樺山資紀求

政治買辦掮客：邱逢甲、林維源 
楊上民

圖↑台博館展出鎮館之寶 台灣民主國黃虎旗。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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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曰：「本總兵以未奉明諭，無奈徇其所請，即以力

保臺民為己任，然非有自私自利於其間也。及見臺民自

遘戰禍以來，其苦反難言諭。為此，咨請貴督，願以全

島相交。惟尚有二事相求者：貴部兵既至臺南，不論何

等民人，宜悉優待，而不加以懲罰，一也；本總兵部下

弁兵急須內渡，乞速撥船安送回陸，不論閩、浙、粵

東，或南洋大臣處，皆隨尊意，二也」。

  再從劉永福所發求降咨文內容，知道他尚為其戰士們

求生路，不像邱逢甲、林維源他們說為臺灣「槌胸泣

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結果竟然「不戰就先遁

逃」。

  「政治買辦掮客‧邱逢甲、林維源」文章，在雅虎知

識 網 發 表 後 ， 立 即 有 網 友 小 泓 於 2010-08-29 

14:11:09作如下的回響：「再怎麼反覆小人，也比不上

鹿港某大姓人家。日本人來的時候，老爸去碼頭當引水

人，迎日本兵上岸。國民黨來的時候，父子迎國民黨人

控制政權，並取得一些開採礦權。然後共產黨要來的時

候，兒子又當了和共民間機構的董事長，兒子的姪子的

兒子，又跟新貴扁家相當的好。但是一看到扁家出事

了，又回台指控扁家。態度之豹變，讓人瞠目結舌。我

沒有講什麼哦，不要對號入座」。

  這個網友反應了臺灣人心目中的辜顯榮形象。這個形

時間：9月11日（四）下午2：28

地點：凱道台北賓館側

主辦：台灣國辦公室

參與團體:

台灣民族黨、台灣守護聯盟、台灣幸福國家連線、

台北市台灣婦女會、台灣北社、台灣醫社、台灣守

護隊、立鎮青公民行動陣線、台灣國宣示促進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投護台灣聯盟、台灣小留學

生家長協進會、台灣228關懷協會總會、臺左維

新、福爾摩鯊會社、台灣建國黨、台灣關懷中國人

權聯盟、台灣青年公共事務協會、台獨建國新世

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獨立革命軍、台灣人

民監督法院協會、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一邊

一國行動聯盟，台灣心會全國總會、台灣中社、台

北市玉蘭花婦女協會、原貌文化協會、台灣公義

會、台灣公民聯盟、黨產歸零聯盟、March for 

Taiwan、台灣新客家黨、獨立台灣會、臺灣人權文

化協會、台灣南社、基進側翼(依參與順序列

名)....陸續邀請中

象是滿清時期既得利益者之紳士，在「臺灣民主國」

150天夭壽後的國仇家恨所散布的流言。此不實的流言

經過國民黨政府透過媒體雜誌加工加料的宣揚，所以辜

顯榮形象就和汪精衛一樣，都成為仇日者的罵名「漢

奸」、「臺奸」。

  還有網友虛虛於 2010-08-29 13:38:57反應說：「所

以你的問題呢？還是你一篇文章就想推翻整個歷史」?

  錯誤不實的歷史必須考證還原當時的原貌，我祇在呈

現事實罷了，不想推翻忠實正確的歷史。有二個傷害臺

灣政治前途及社會治安的臺灣人，就是王得祿和廖添

丁，卻被奉為神明。這都因遭抗拒日本治臺的「臺灣民

主國」成員之怨妒，將辜顯榮貶為賣臺漢奸。仇日的中

華民國據臺後，親國民黨的媒體雜誌，把日本通緝犯塑

造成抗日英雄，把通緝犯化做與辜顯榮作對的義賊，以

醜化辜顯榮的爵位，至今深植臺灣人民的心中。

  從維基百科全書蒐羅之資料顯示，對辜顯榮之評

論，傾向於臺奸與漢奸。並貶抑其為台中縣賤民，原

為鹿港一名浪蕩子，因不容於鄉里而浪跡於台北當苦

力、轎夫。辜顯榮被誣衊為臺奸與漢奸之事跡，是從

不甚正確的臺灣割讓史而來的。

  我試圖導正此偏頗的臺灣歷史定位，將撰寫「臺奸乎

英雄乎辜顯榮」及「王得祿事跡」之系列文章，冀望能

有教化人心之作用。

(接續前頁， )政治買辦掮客：邱逢甲、林維源

2016公投建國--蘇格蘭能!台灣不能?記者會

說明：

  台灣還不是國家，是台灣人的恥辱，蘇格蘭

能！！！台灣不能？？？台灣國辦公室結合獨盟、長

老教會、公投盟、北社、福爾摩鯊會社等超過30個社

團，咸認為台灣人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人，主人決定

台灣的前途，是天經地義的普世價值，公投建國是自

由台灣唯一的生路，公投建國才能遏阻國共簽訂賣台

的「一個中國框架協議」或「兩岸和平統一協議」，

才能終止無能流亡政府糟蹋台灣亂象，確保自由台灣

的永續生存。公開宣佈，將依據聯合國憲章及二人權

公約，於2016年總統大選時，同步舉辦住民投票自決

建國，於2020年前公投一部新憲，改選國會，成立新

政府後加入國際社會與世界各國平起平坐，同時將發

表聯合聲明：

  1、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台灣住民投票決定

  2、九合一選舉，視同台灣地方治權的住民公投

  3、全力輔選認同2016公投建國的九合一候選人當選

  4、全力輔選認同2016公投建國的立委候選人當選

  5、全力輔選支持2016公投建國的總統候選人當選

  歡迎各大社團報名加入"參與團體"、並於出席時攜

帶社團旗幟以壯大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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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語言文化之前

  在沒有語言文化之前的人類，看天上發光體之圓光，

不知為何物，於是畫一個圓觠來象徵它，之後發現光體

中有精光之玄機，就在圓觠中再加注一點當作玄機，便

形成天上發光體之「符應」，就是太陽「日」之「符

應」的沿革。

  當時人類於夜晚看天上有時圓時缺的發光體，就畫個

半圓來象徵它，並在半圓之中注上一點，當作光體中精

光玄機之映像，再於其下注入一畫，象徵其時圓時缺的

部分，便形成天上夜晚發光體之「符應」，就是太陰

「月」之「符應」的沿革。由此明白天上所有的現象都

是人類的「符應」，而地上所有的現象亦莫不如此。人

類便以「十」代表「日」像樹幹乃有「十天干(幹)」，

把「十」放置在象徵地面之「一」畫上，便是「土」的

「符應」，於是併土成「地」的符應，地者眾土所聚成

者也。

臺灣歌曲誤導之文字

  臺灣人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生命的延續之說，可以舉幾

個日常用語做證明，例如臺灣人說「德行」，是沿用周

朝時河洛人說的話，漢以後被寫成「德性」；用茅草蓋

的房子當時叫「茨」，一直被臺灣人沿用，漢以後被寫

成「厝」；「給你」的臺語是「許你」，「給他」是

「許與」或「許伊」。「許」有多音，「許你」的音

「虎」，與「水滸傳」的虎同音；「擣珍」被誤寫做

(鬥陣)、「掠媾」誤寫做(抓猴)。媾字之臺語是ㄍㄠ

ˇ，與猴音同義不同，就錯把「媾」當「猴」，乃有

「抓猴」莫名其妙的寫法。

  「啊」錯以 (仔)取代：「阿」與「啊」是助語詞，

大者在前用「阿」，例如「阿公」、「阿爸」、「阿

兄」；小者在後用「啊」，例如「孫啊」、「兒啊」、

「小妹啊」、「三輪車啊」、「樹啊」、「翁啊(小的

翁仲)，現稱公仔」。

  「饞奶」則以（撒嬌）取代、「鱸鰻」以 (流氓)取

代，不勝枚舉，但基本上都是受到早期寫臺灣歌曲之誤

導。

河洛話的音韻被國語注音消滅

  今日所謂的國語，受到滿州文字及西洋拼音文字的影

響，形成了人造的語言，失去了天籟之音古河洛話的語

言，加上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於1932年公佈指定以北京音

為標準的「國語正常字彙」，由於北京音沒有「万

(v)、 (gau)、  (gn)」的語音，所以將原有的語音

「万(v)、丌(gau)、  (gn)」剔除，致失去古有河洛話

的語言，例如：傲的原音是「 ㄠ(gau)」，被改成

「ㄠ」的音；年的原音是「 ㄧㄢ(nyan)」，被改成

「ㄋㄧㄢ」的音；女「  ㄩ(nyu)」被改成「ㄋㄩ」；

文「万(v)ㄣ」被改成「ㄨㄣ」；月「丌(gea)」被改成

「ㄩㄝ」。

丌

 又在一些學者專家學習臺灣歌詞以音代字的新創字，

使得古有河洛話語言應有的字，都被新創字驅逐了。例

如「阿耨」被「婀娜」取代、「浪漫」取代「爛熳」、

「熾」驅逐「爍」、「鬥陣」驅逐「擣珍」、「皮皮

挫」驅逐「頻頻掣」，還有「掎角」、「詆讕」、「蹉

跎」不勝枚舉。

  閩南語字音，因「彙音寶鑑」著者沈富進囿於漢文的

北京音及羅馬拼音與國語注音法，致無法掌握八聲，乃

有所謂八聲七音的拼法。其與「說文解字」之著者許慎

相同，都落入漢語的泥淖中，以至於脫離臺灣文化之源

頭。彼等所留著作，當然會誤導後人學習。如同王弼注

經一般，誤導後人對經文原有之認識。

  康熙字典有些字音，在漢語的框框中作反切音，亦有

失真。所以吾認為，當今的國語（即北京語），是臺語

文之障礙，而漢語則是臺語文之瓶頸。障礙不排除，瓶

頸不突破，則臺語文在新創字不斷地產生而替代下，會

如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每況愈下。而原有的臺灣語

文，會被無知者新創文字埋沒，以致於「獦獠」與「河

洛」難分，孰為之過哉？真學者扮假專家，以後於臺灣

語文之中國的普通話為教本，誠臺灣文化之不幸！

孔子刪改詩經改變語言音韻

  語言音韻的改變，從孔子刪改詩經開始，到佛教傳入

漢朝之後更加嚴重。從劉熙的「釋名」說：「古者曰

『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人曰『車』聲近舍」，

可見古河洛話的語言與新河洛話的語言是不同的。秦以

前的河洛話由於很多書被焚燒掉，到漢朝時重拾的文字

之解讀就與古河洛話的語音有誤，例如「曳」與「拽」

都被誤讀，其意義隨著出錯。

  「曳」字之結構是「曰」和「弋」二個字形的組合，

其取音應當以「曰」為是，不該取「弋」的音。「曳」

字臺語音是「越」，取「曰」的原音，是轉彎的意思，

是擺頭或是搖尾的動作形態。

  如莊子秋水篇「曳尾塗中」的比喻詞句，形容活躍的

烏龜，自由自在地於泥塗上搖擺著尾巴走動，比那已死

了三千年的神龜，「死為留骨」的祇存美麗龜殼，被人

擺放在供桌上更為有益。這顯示莊子的人生價值觀，寧

可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不願去當大官。

  在禮記王藻有「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之句，

疏：「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

舉足狹數也」。

  「初舉足前，後曳足跟」的動作，就是雙腳併合踏在

地上，先舉足前向左平放，再移動後腳跟的越離原位，

使雙足因此而行，這就是「曳」的動作，採用這個小心

翼翼「曳」的行動之作用，是在保護龜玉不會因正常走

動時不小心摔倒而被損壞。

語言文化之傳承與流變

楊上民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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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字是「曳」、「曰」的反切(拼音)，臺語音近

似「ㄜ丌(gea)」。「拽」是用手上下擺動的招人動

作，與左右擺頭或是搖尾的「曳」動作顯然不同。

  「拽」、「曳」兩字到唐朝時已經混用，譬如「拽剌

河」、「曳落河」。「拽」、「曳」為同音不同字的寫

法，原為唐代「栗特人」的商業活動到達了極盛時期，

融合了古河洛話所講的武術名稱。

  「拽」的臺語音近似「ㄜ丌(gea)」音，第四聲，其

武技動作類似太極拳的「欄手」，又像螳螂拳的「採

手」；「剌」的臺語讀「六」音，第四聲，像五禽拳中

豹拳的「直拳」；「河」字是臺語「豰」字的假借字，

「豰」的臺語音「戽」，第二聲，是拿類似畚箕的器具

用抖動之紾勁把水潑出去的動作。

  「豰抵」是古時校力(角力)的武戲，史記李斯傳記

載：「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旁

(接續前頁， )語言文化之傳承與流變 縣之子，以故，是盜公行過三川，城手不肯擊，高文其

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

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

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

『豰抵』優俳之觀」。

  應劭注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

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

  上民考「豰抵」，其武技動作類似太極拳的「提手上

式」及五禽拳中虎拳的「白虎推山」和「金豹朝天」等

三個動作的融合。

  「拽剌河」是三個一氣呵成的武技連續動作，這個武

術被「昭武九姓」的胡人當作訓練精兵的武功，並將

「拽」變音讀作「曳」，於是把「拽剌河」和「曳落

河」連在一起。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0303549

4&fref=ts

  撰寫這本書完全出自意外。最初是想為自己補全

一篇短短自傳。原本無意發表甚麼高見，以免言多

必失。感覺自傳篇幅太短，才寫些雜論，湊足一本

書應有的規模。雜論越寫越多，反而喧賓奪主。

  本書應該如何取名？題為《蔡百銓自述》，讀者

可能不屑一瞥。取名《台灣之戀》，或可令人誤以

為是言情小說。其實說是「言情」並無不當，因為

通書反映的就是我對於台灣的苦戀。我把自傳放在

書末，作為第九篇《卻顧所來徑》，再與前面雜論

八篇合為《台灣之戀︰卻顧所來徑》。

藍綠一家親

  我跳開藍綠政治立場。藍綠之間存在著殺父奪母

的血海深仇，不可理喻。海峽對岸老共志在吞併台

灣，連他們都能對台灣呼喚「兩岸一家親」，難道

台灣內部不能發出「藍綠一家親」嗎？台灣就像一

艘船，一個命運共同體。誰把這艘船砸了，自己能

夠單獨逃生嗎？

  越來越多人體認，藍綠對決將會毀滅台灣。戴著

藍綠有色眼鏡，看不清楚事態嚴重。宋楚瑜感嘆藍

綠對決已從政治對立，擴大到社會對立。柯文哲指

出：「台灣近二十年來最大的政治問題是藍綠對

決」。他自稱想要做的，「就是要讓台灣人相信，

這社會還有比藍綠更重要的東西，要回歸到台灣社

會的基本價值－公平正義」。

  藍綠對決是未做好228轉型正義的遺毒。藍綠雙方

冤冤相報，復仇循環，就像228攻防戰的延長賽。好

像非洲部落戰爭，更像以巴戰爭沒完沒了。

  有人認為朝野互鬥乃是天經地義，美國也如此。

但是敝國藍綠對決已經逾乎常情，且因憲政體制凌

亂而火上添油。2011年蔡英文前往哈佛大學燕京圖

書館演講，現場有人問道「為何臺灣人互相仇恨對

方？」她瞠目以對，不知如何作答。超越藍綠不是

消滅藍綠，而是反對藍綠非理性問政態度。藍綠應

該相忍為國，互相學習長處，而非互如寇讎，互相

比爛。

  個人年輕時屬於深綠。如今年齡老大，體認凡事

應該秉持理性，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2000年

我慘遭新潮流流氓鬥爭，這使我更深刻反省過去也

曾經鬥爭國民黨。如果想為自己辯護的話，只能說

以前年輕氣盛。今年含淚離開我奉獻整個青春歲月

的民進黨，唯一效忠台灣。

想得太多？

  本書談論的議題琳瑯滿目。涵蓋太陽花學運、世

界文化、民俗宗教、台灣文化、歌子戲、憲法議

題、兩岸與外交政策、政治議題。曾有民進黨大老

嘲笑我說，「想那麼多幹甚麼，搞得頭腦快爆

炸。」

  其實想得越多，看待事情越能面面俱顧。最可怕

的是思慮不夠慎密，例如修憲造成毀憲、教改摧毀

技職教育、經濟過度傾中而遭到對岸綁架，思之令

人痛心疾首。我還嫌自己想得不夠多，例如沒有能

力專題談論經濟發展議題。

  本書分為九篇，包含100篇文章，大都曾在《台灣

守護周刊》刊登。舊文稍加修潤，補充資料，彙編

成書。（感謝很多人，在此從略。一個月後自費出

版） 

超越藍綠，只問是非 
──蔡百銓《台灣之戀:卻顧所來徑》自序 

蔡百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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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170名人大常委「充分考慮了香港社會的有關意見和建議」後，全票通過對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不作修改，而2017年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之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則按照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釐定。候選人數目限為兩至三名，均須獲過半數提委支持。北京掌聲雷動一時，香港市民義憤填膺。人大

連落三閘，戳破港人三十多年來「又傾又砌」，以期「民主回歸、爭取雙普選」的夢幻泡影。京官侈言「中

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提名委員會是塊美玉，越看越可愛」等謬論，更是挑戰港人良知和道德底線。

  去年底政改諮詢啟動，政府當時聲言「不設既定立場」，大專學界繼而舉辦公投，逾一萬五千名同學支持

公民提名，及提名委員會由一人一票而票值均等的選舉產生。同學們亦制訂學界方案，於各區擺放街站，以

闡釋信念和堅持。事隔半年，國務院卻於六月初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企圖二

次制憲，結果激起港人反撲。逾七十萬市民參與民間公投、支持公民提名，要求立法會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

的選舉方案。七一遊行中，五十一萬市民披風冒雨走上街頭，要求落實包含公民提名的真普選，無懼中共恫

嚇，捍衛港人自主。連月來，政改諮詢漸漸褪去「有商有量」糖衣，暴露「我是你非」的本相。

  港人爭取民主卅年，港大學生一直參與其中。1984年，學生會致函總理趙紫陽支持民主回歸，指出將來港

府最高行政首長應由普選產生，獲趙氏答以「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基本法》草擬期間，港大同學亦

擔任諮詢委員會學生代表。三十載彈指飛逝，當年學長如今已年過不惑，香港民主卻仍在十字路口徘徊，前

途未卜。

  七月二留守遮打道行動中，我們目睹同窗為我城未來甘願犯險，強權卻絲毫不為所動，甚至變本加厲打壓

民主。當不義成為事實，反抗就是義務。我們將以罷課承接七二留守遮打道行動，掀開一連串不合作運動的

帷幕。北京一錘定音，港府俯首領旨，蔑視港人聲音，企圖獨斷香港前程。有鑑及此，我們本赤子之心，以

罷課行動引領大眾正視社會議題，只為堅持推動我城民主進程：

一・公民提名　寸步不讓

  提委會按照選委會維持1200人，四大界別比例不變，無疑是舊酒新瓶，侮辱港人智慧。港人期盼的普選當

包括平等之提名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絕非「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任由權貴把持香港前程。若然未

來提名委員會構成一如既往，行政長官候選人經權貴篩選，再由一人一票「選出」，根本無助解決管治危

機。公民提名確保平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直接反映公民意志，消除政治特權階級，是達至真普選的出路。

二・促請立法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六二二民間公投中，近七十萬人要求立法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可是，無論是人大決定之草案

文本，抑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就草案的書面說明，均企圖淡化同樣重要的被選舉權和平等的提名

權，隻字不提2017年後特首選舉方式可再修改。所謂「袋住先」，實質是「袋一世」！方案一旦獲得通過成

普選定案，將適用於2017年以後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不義政制豈非千秋萬世，無了期延續？

三・2016年起立法會全面直選

  立法會本是代議士濟弱扶傾，彰顯公義之地。無奈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制度，令建制陣營把持議會，屢次

為政權保駕護航，形成少數推翻多數的畸態，近年更多次否決捍衛新聞自由等為保護香港核心價值的議案。

同時，部分已在港式微的界別如漁農界等仍於議會佔有為數不少的議席，足見功能界別劃分頗為過時。政制

改革不僅限於行政長官選舉方法，立法會產生方法亦深深影響我城命運。港人爭取落實雙普選逾卅年，功能

組別必須廢除，全面直選刻不容緩。

  我等學子本抱著簡單的願景，冀望在安定生活中求知修業；我們享受在舍堂競技體育、談文論藝，期盼透

過上莊等途徑服務同學、一展抱負。然而，我城赤霧氳氤風雨飄搖，黑白是非真偽顛倒，一直恪信的價值觀

日益動搖。港大校訓既為明德格物，時值香港命運轉捩點，我們豈能自樂於校園一隅，袖手旁觀？當公義慘

被踐踏、自由痛遭剝削，我們決心以罷課明志。

  普選細則現已被人大篤定，我等冀以罷課凝聚學生力量、喚醒社會各界奮起反抗。我們呼籲全港大專院校

學生走上街頭，反抗腐敗政權，並懇請各院校教授、講師予以學生實際支持，例如不因罷課處分學生、參與

公民講課、義務為學生補習，甚至投入罷教聲援。同時，我們亦籲請市民大眾出席集會聲援、店鋪掛起標語

支持及以各種可行方式響應，並準備抗爭。罷課是我們對政權的最後警告，若當權者仍然一意孤行，下一步

就是接踵而來的抗命行動。身負時代使命，我們別無他選，亦無法退讓。

                                                          香港大學學生會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罷課宣言 行義遵道 匡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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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31 August, 170 members of NPCSC passed a resolution and ruled out any further amendments to the electoral method of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6 and a strict complianc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selection method of 2017 Nominating Committee with those of 2012 
Election Committee for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The number of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 is restricted to two or three, each 
of whom is required to gain majority support from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The decision was welcomed in Beijing in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yet stirred up anger among Hong Kong citizens. As NPCSC imposes these three barricades, Hong Kong's dream for genuine 
democrac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simply diminish into a fantasy. 
    At the beginning of public consultation on political reform last year, the officials claim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presumed “position”. 
Local tertiary institutions thus initiated a student referendum, in which over 15,000 students voted in support of “civil 
nomination”, a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be elected based upon “one person one vote”, and “equality in vote worth”. As 
such, the Students' Proposal was premised on these principles. For half a year, we keep promoting our belief and the 
rationales behind the proposal to the general public. Despite of this,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White Paper on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in Hong Kong”, with an intention to repudiate understanding of Basic Law. What 
followed were the 22 June Civil Referendum with approximately 700,000 votes endorsing civil nomination and 1 July Protest with 510,000 
marching on the street amid heavy rainstorm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KU students have always bee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1984, our predecessors wrote to Zhao Ziyang, the late Premier of the PRC at the time, t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by democratic means” and to propose a universal suffrage to elect the government and its Chief; Zhao gav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se appeals. During the drafting of the Basic Law, HKU students were appointed as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in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hirty years elapsed, the once young activists are already in their middle age; sadly,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remained stagnated.
   Our students risked their future in the July 2 protest, whereas the government simply turned a blind eye to and even suppressed the call for 
democracy. “When injustice becomes law, resistance becomes duty”. The student strike will lift the curtain on the upcoming 
disobedience activities. A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urrenders and kowtows to Beijing, ignoring the voice of local voice, 
we students pledge to arouse public awareness on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by means of strike:
1. We insist on Civil Nomination
   The composition of Nominating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1200 people from the four sectors, resembles that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This practice is no less than putting old wine in new bottle, an insult to every local citizen. The universal suffrage that we demand must 
affirms equality of right to be nominated, to be elected and that to elect. We have zero tolerance to the idea of “partial democracy enjoyed 
only by some people”, nor that only the rich and powerful could dictate Hong Kong's future. Shal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remain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for Chief Executive in 2012, where the privileged ones will 
always screen the candidates before the general public could vote, there will never be fundamental changes to remedy the current governance 
crisis. Civil nomination ensures public will and support, while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rivileged class. This marks a step 
towards achieving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2. We urg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veto over a proposal that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 6.22 Referendum, about 700 thousand people demanded veto over an universal suffrage proposal that fails to fulfil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However from the draft resolution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the written explanation by Vice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of Legislative Affairs of the NPCSC, Li Fei, it is evident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and 
elect has been downplayed. Not even a word in the proposal mentioned that the election method can be amended after 2017. Clearly, short-
term and superficial interests should not outweigh our strong demand for true democracy. 
3. We demand a directly elected on all seat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by 2016
   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where councillors represents the unheard, serve the needy, and practice justice. It is ironic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d the existing voting mechanism allows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to manipulate the Council and protect the 
authorities. It leads to a ridiculous situation where the minority overriding majority opinion. In recent years, motions to protect core values 
like press freedom were vetoed by pro-establishment power. Many diminishing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Constituency also 
count a lot of seats in the Council, manifesting the obsoleteness 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Political Reform shall not be limited to only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but also the method selecting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that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Hong Kong's destiny. The pursuit 
for true democracy practising in universal suffrage has started thirty years ago, and we believ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hall be eliminated 
and all Legislators be directly elected. 
   We students all share a simple dream: to pursue knowledge in stability. We certainly enjoy various hall and society activities; we are as 
well, concerned about the very place that we are living in. In times of crisis when truth is distorted, our school motto 
“Sapience and Virtue” reminds us to cling onto justice, stand up for virtues we truly treasure. When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being flagrantly abused, we strive to put on students strike to show our determination. 
   Despite that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t the definitive ton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we now wish to unite all 
students and voice out for our fellows. We encourage every member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to raise against our corrupted government. We 
urge all teachers, professors and tutors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by not penalizing them for their absence, but arrange make-up 
tutorials sessions for them and even join the the strike to amplify the voice. We call for the participation from each and every 
citizen to join our assemblies, all shops to put on banners, posters or any means which shows the support to student strike. Student Strike is 
our last warning to the regime. If they continue to act against public's will, we will step up to a stronger disobedient action. We are 
determined to stand firm and hold on to our belief, for we it is not just for our time, but the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3 September 2014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Students' Strike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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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啟動全球和平香港行動。

  和平香港行動的主旨是：支持香港公民要求真普選的抗命行動，阻止天安門流血事件在香港發生。

  由於北京在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上數次失信於香港人民和國際社會，尤其是8月31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港首

普選辦法的決議實際上否決了香港市民真普選的要求，香港市民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佔中）等大規

模和平抗爭不可避免。

  自去年以來，針對占中等香港市民要求真普選的行動，中國（共）官方先後用“非法”、“霹靂手段”、

“中央政府不會坐視不管”、“派遣解放軍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 “中央會有充分準備”、“中央

是香港的堅強後盾”等說辭進行威嚇。雖然，北京尚沒有直白地說出“武力鎮壓”，而且在香港動武將要付

出的政治、經濟代價北京不可能不計量，但人們都知道相對於香港中央除了國家暴力“硬實力”以外幾乎沒

有什麼威懾力，其所謂的“堅強後盾”不可能是十三億人民也不可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軟實力”，它

只可能是中央實施暴力的能力以及人們對暴力的恐懼。鑑於中共當局暴力鎮壓異議的歷史和現實，人們擔心

香港“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我們發起和平香港的行動就是要預警國內外各界北京在香港動武的可能性，在國內外輿論界、國際外交界

形成強大的反對北京當局或香港當局武力鎮壓佔中等公民抗命行動的聲音，增加中共在香港動武的成本，避

免天安門流血事件在香港發生。

  我們期待和平香港行動能夠幫助更多的香港市民排除恐懼增加勇氣，加入到推動民主化的公民抗命行動中

來，使得公民的民主力量在與中共的專制力量的抗衡中逐漸取得優勢。

  目前，和平香港行動的具體內容是：

  一．啟動美國白宮“我們——人民”請願機制，敦促美國政府向北京當局和香港當局表達堅決反對任何可

能的對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進行武力鎮壓的立場，表明美國和國際社會將對用武力解決政爭的行為進行嚴厲

懲罰的決心。這個機制規定，只要請願人數在30天內達到10萬，白宮必須作出官方回應。這是一項艱鉅的工

作，我們必須馬上行動起來，做最廣泛的動員，爭取最多可能的人在10月5日前簽署這個請願。

  簽署請願的具體步驟是：

  1.上網 http://wh.gov/lhJ2E

  2.在右邊簽名：在First Name框裡填名，在Last Name框裡填姓, 在Email框裡填寫你的電子郵箱。

  3.點擊sign

  4.（非常重要）回到你的電子郵箱，等待大約一分鐘，你會收到白宮的自動回復電子信，點擊信中的鏈

接，完成簽署。

  二．就同一議題遊說美國國國會，促其給奧巴馬總統施加壓力，讓他就和平香港行動的訴求表態。

  三．倡議世界各地的朋友在所在國開展類似的活動。

  請集思廣益，圍繞著和平香港行動的主旨，開展各項活動。

  我們將會隨時向各界通報各地活動的情況。

https://www.facebook.com/jimmycdchen/posts/10202750344295793

「和平香港行動」美國白宮網站連署

Jimm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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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4年9月8日，14:00整。

地點：台南市樹林街一段153號

     （自救會成員江太太家門口前）。

  「中秋節人團圓，沿線居民要團圓」對臺南市政府之

三點控訴與訴求：

  一、拒絕黑箱程序，請召開聽證解爭議！

  二、重啟環評，中央地方勿聯手欺負百姓！

  三、東移非唯一版本，末再失焦談安置！

  從2012年中秋節前收到掛號信開始，反台南鐵路地下

化東移自救會的居民們已歷經兩年的抗爭，除多次至台

南市政府陳情，北上民進黨部，甚至立法院、總統府與

高等法院皆有住戶的身影。原本應該含飴弄孫的年紀，

卻因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黑箱程序，讓這兩年的每一場的

會議，居民只有被「告知」與「強跑程序」的份，毫無

實質溝通的功能。

  長期得不到政府的正式回應，臺南市政府與交通部鐵

工局的官員總是互踢皮球，官僚式地敷衍，漠視百姓的

聲音。自救會所提出的「聽證會」，也僅是卑微的提出

解決爭議前應停止所有程序，回到原先「原軌施作不東

移」之版本，總是被以「核定版」的文字遊戲，避而不

談根本的東移問題。為捍衛原本沿線中秋烤肉的團圓文

化，自救會中秋發起沿線導覽與烤肉，希望讓更多人親

身走訪，了解沿線住戶與生活圈的緊密關係，絕對不是

官方未與住戶討論過就擅自改版將軌道往東移，再扒兩

層皮的照顧方案所能照顧的。請正視根本的東移問題，

未符合徵收的合理性、必要性之前，談補償或照顧方

案，都是違反程序正義的！

  賴清德市長日前表示他將「不計毀譽完成地下化」，然

在這個看似果斷地宣稱背後，卻是踩在三四百戶的住

戶身上往上爬的政治考量，這樣的政治路，賴清德市

長真的走得心安嗎？

  有居民在這段期間罹患憂鬱症，以吃安眠藥來迫使

自己不去重複想著自己用一生心血換來的避風港即將

面臨被拆遷的事實；也有居民中風住院成為植物人；

甚至因過於擔憂拆遷而已辭世。長期抗爭下所累積的

精神壓力已經超過身體所能負荷，今年中秋，原本一

家團圓的喜悅，對許多家庭而言已經成了遙不可及的

夢。

  我們認為賴市長是一個失格的市長，是一個沒有能

力解決問題的市長。也因此，在這個錯誤政策下導致

許多居民的生活愈過愈苦，這不是我們對於大臺南美

麗的想像！

  沿線一位已過世的居民在離世前最後一刻，書桌前

還放著憲法。他堅信：我們必須為了捍衛自己家園奮

戰到底。9月8日便是中秋節，月餅是在過去人民因為

受不了元朝的暴政，而將起義的時間塞在裏頭紛紛傳

遞出去，希望可以在中秋節這天起義將暴政推翻。我

們將延續那位居民「必須為了捍衛自己家園奮戰到

底」的精神，在中秋節這天，沿線將發送「反東移」

月餅給沿線民眾，除了宣誓抗爭的決心，也預祝大家

中秋佳節平安。屆時也會舉辦沿線導覽及烤肉，歡迎

大家共襄盛舉！

  另，9月15日上午10點，在臺北高等法院將會開庭，

義務律師詹順貴將持續為「未重啟環評」的東移案，

持續奮戰。自救會將發車前往法院，邀請大家一同北

上為正義的一方，加油打氣！

中秋節人團圓，沿線居民要團圓

<南鐵青年臨時決議重新招開記者會>

「想得美III-綠經濟」系列講座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想得美III-綠經濟」系列

講座，帶您發掘台灣在地兼顧環境、人民福祉的永

續經濟模式。9月13日的講座，將帶您從全球經濟

歷史的角度重新認識台灣。精采內容，敬邀您的蒞

臨參與！

講題：全球經濟歷史教我們的事

講者：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

時間：2014/9/13 (六) 14:00-16:00

地點：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

http://www.wutong.org.tw/tw/calendar.html?

task=view_event&event_i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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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進側翼座談會：跨世代談「蔣經國---

破解黨國政績神話
【時間】 2014/9/12(五) 下午四點至晚上六點

【地點】慕哲咖啡館地下室(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3號)

【與談人】馮光遠(台北市長候選人)

          基進側翼五位市議員候選人

  轉型正義未成的台灣，「蔣經國」仍未蓋棺論

定；因而，在台灣社會，總有政治人物嘗試將「蔣

經國」與自己綁在一起，似乎過去那些針對蔣經國

「勤政愛民」、「開明專制」、「落地深根」等讚

揚，就會落在自己身上。

  這不是一件新鮮事。政治人物去追捧某些性格鮮

明的、過去的政治人物，確實能吸引台灣民眾目

光，甚至會召喚關於這些政治人物的記憶。

  但如果追捧的政治人物，其實是劊子手？或追捧

的安定時代，其實是以高壓統治作為安定的代價？

又或者緬懷所謂的經濟奇蹟或對「大有為政府」的

宣傳，其實是當時國際分工體系底下的必然而不全

然訴諸於技術官僚的才能論？對整體台灣人民的和

解，怎又能建立在刻意失憶的政治宣示上呢？

  本場講座邀請「基進側翼」政團的幾位市議員候

選人，與台北市長候選人馮光遠先生，來就「論

『蔣經國』」這個現象，與聽眾分享自身觀看的方

式，嘗試尋回記憶政治的立場，為己定位；也從這

個回顧的過程中，試圖尋找出當下台灣政治、社

會、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的根本性原因。

臉書活動頁面：http://ppt.cc/BhIG

「傳承信念，未來就是我們的事了」記者會
時間：9/12 （五）早上10：00舉行記者會

地點:台北市青島東路（立法院前）

主辦單位：基進側翼青年政團/基進側翼議員候選人

  基進側翼政團推出的五位市議員候選人，在高雄

市聯合競選總部開幕的前一天，親自上台北接受長

期在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道路上打拼的前輩授旗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南天、世界台灣人大會

秘書長王康厚、前駐日大使許世楷、台灣安保協會

理事長羅福全、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呂忠津以及台灣

國家聯盟副總召周福南），代表我們將承擔起台灣

獨立的意志，成為政界中一支堅決徹底主張台灣獨

立的勁旅。

  我們也將演出一齣行動劇，透過具有極強張力的

演出，凸顯國民黨人打壓獨派的歷史經驗，而獨派

戮力反抗，宣示擊潰中國國民黨的決心。

與會人士：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南天

世界台灣人大會秘書長王康厚

前駐日大使許世楷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羅福全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呂忠津

台灣國家聯盟副總召周福南

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理事長楊月清

獨臺新社副社長葉宥辰

台灣維吾爾之友會理事長林保華

台灣維吾爾之友會常務理事楊長鎮

基進側翼青年政團推出的五位候選人

（候選人詳細資料請至基進側翼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adicalwing）

高雄市（4位）+新竹市（1位）

高雄市（前鎮/小港）陳信諭-醫師

高雄市（鳳山）楊承翰-律師

高雄市（左營/楠梓）黃若桓-教師

高雄市（旗津/鼓山/鹽埕）劉哲宇-牙技師

新竹市（香山區）黃彥儒-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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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哲政經塾 

青年公共事務人才培訓學校招生簡章
一、宗旨

  太陽花學運之後，許多青年了解到關心公共事務

的重要性，並各方尋求參與的管道。有鑑於此，青

平台期待成立青年公共事務參與人才培訓學校「慕

哲政經塾」，作為共同學習、實踐、成長的共學

團。期待以參與者為主體，透過價值思辯與審議民

主的模式，省思台灣發生的政經情勢，挑戰既有思

考框架，搭起與行動者的橋樑，產生行動力量，提

供人生實踐理想的基礎。

二、招收對象

  具社會使命感，有意願參與公共事務之青年

三、學員人數：40名

四、上課日期、時間、地點

  1.上課日期：2014年8月16、17、30、31日 ； 

9月12、13、27、28日(皆為全日)

  2.上課地點：東吳大學城區部

五、報名方式

  1.報名截止時間：自即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

  2.網路報名：http://www.ystaiwan.org/

  3.傳真報名：(02)2311-1565

 4.洽 詢 電 話 、 信 箱 ： (02)2311-5229轉 204、

206school@ystaiwan.org

  5.報名經審核通過後，將會以e-mail寄發報名確

認信，並於8月8日寄發開課通知與資料。

六、費用

  1.每人繳交報名費用1000元，待課程完成後，全

勤者可全額退費。

  2.匯款資訊將於報名成功後以e-mail通知。

七、結業後規劃

  當學員結業後，可繼續向青平台提出實踐行動方

案或進一步參與審議式民主培訓專班。

八、其他注意事項

  1.如遇颱風等天災，經人事行政局公佈台北市、

新北市不上班、不上課則比照辦理，另行通知補課

時間。

  2.戶外參訪將為所有學員保旅遊平安險。

  3.若想對本學校有更清楚了解，可洽青平台專員

宋 致 誠 ， 電 話 (02)2311-5229#204， 或 e-mail：

school@ystaiwan.org

徵求11/29柯文哲監票部隊
  臺北市目前只有國民黨連勝文有派監票員。中選

會日前才同意民進黨可派監票員，共需約一千三百

多位。民進黨已經找到六百多位，但是還差六百多

位。在星期五(9/12)中午期限前要送件出去。拜託

大家支持參加，也幫忙詢問邀請其他夥伴一起來參

加，感謝您。 

9/9~9/11 09:00~21:00 & 9/12 09:00~12:00 第一

梯次設籍於臺北市，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朋友，可

報名監票

10/30前 第二梯次不限定臺北市戶籍支持無黨籍候

選人朋友報到時，請攜帶您包含身分證在內的雙證

件，以便確認您的身份以及呈報，為確保個人權

益，本活動僅接受本人報名，不便之處請您見諒。

身份相關資料我們將謹守法律規範堅決不作他用，

並且於選後即銷毀，請您放心。

聯絡人：李佳翰 0988-011961

《台灣社會觀察》系列（二）：
文學心影，社會鏡像—戰後台灣文學的精神史考察

時間：2014年9月13日（六）7:00 PM - 9:30 PM

地點：台北市臨沂街25巷15號地下室 台灣教授協會

主持：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與談：李敏勇（詩人）

  二戰後，台灣從日本殖民地變成國民黨中國類殖

民統治之地，「國語」從日本語而中國語，經歷二

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嚴統治長時期。解嚴後，進

入大眾消費社會時代，政治公害被商業公害取代，

文學在台灣，有特殊的歷史際遇和發展情境。怎麼

看戰後台灣文學的精神（意志和感情）的歷史？文

學作為民族的脈動，新的聲音，戰後的台灣文學如

何跳動？如何與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互動？戰後的台

灣文學面對政治和經濟的社會條件又如何？

  從批評和反思的視野，一位見證者與參與者的戰

後台灣文學的精神史考察，勾勒我們國度、我們時

代的文學與社會。

2014年海台會9月文學台灣研討會
時間：9月17日 (拜三下晡2點)

地點：台中市民生北路91號(向上教會)

主講：林紹良

歡迎蒞臨研討會現場，共同探討臺語四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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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讀書會：「尋找臺灣文化的主體意識」
時間：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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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煌勝老師

  今日絕大多數的台灣居民認同這個島嶼。但是，如

果要說出台灣文化是什麼，想要對外國人介紹我們自

己的歷史發展與今日生活的關係，腦海可能會呈現一

些古老而複雜的訊息，幾乎舌頭就此打結，說不出自

己的生活信仰與這塊土地的歷史發生血脈相連的直接

聯繫。不知道怎麼舉出代表性的東西來說明台灣文化

的特色！更難以明白自己的生命與台灣歷史發展的關

聯性。出生在台灣，彷彿就注定了這一種宿命：每個

人的生命歷程在認知世界的發展上，似乎都會走進一

種對於台灣歷史文化認同錯亂的困境。

戶外活動：深澳坑總督嶺/東方桌形高地

戰役
集合時間：9月13日上午8:30

集合地點：劍潭捷運站1號出口

  1884年8月5日法軍砲轟基隆港，8月6日劉銘傳的

部隊反攻，而退回海上！10月1日孤拔採雙面夾

攻，讓劉銘傳放棄基隆，退守淡水！之後法軍軍力

不足，只好等援軍到來！1885年1月亞非利加大隊、

外籍兵團來援，1月10日發生的穆勒伍長事件，法

軍知道紅淡山易守難攻!而轉向深澳坑前進。1月

25日久攻月眉山不下，又遇連綿不斷的雨勢，直到

3月4日天氣轉晴，再向五坑山總督嶺進攻。3月5

日、7日接連攻下月眉山、紅淡山，而佔領整個基

隆！

2014年9月扁聯會兼「送進黑牢的愛心

餐」新書發表會
時間：9 月14日(日) 晚上18:30~21:30

地點：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7號)

來賓：葉柏祥、王明哲、陳昭姿、郭長豐、贊郎、贊

      儀、一邊一國行動聯盟推薦候選人

《台灣代議民主之困境與出路》系列論

壇報名開始!!!
  近年來風起雲湧的社運及學運，直指台灣當前最

嚴峻的問題在於政府悖離民意，專斷自為；而國會

亦因為行政權獨大，致使立法權無法反映民意，有

效制衡政府。代議體制的失靈導致民主失能，使得

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長期所累積的問題

與矛盾，無法經由民主運作得到妥適回應，更無法

引領國家社會的進步。民主轉型的成功，曾經是台

灣人民共同的驕傲，而如今台灣面臨代議民主的失

能與困境，我們也應共同嚴肅地面對。

  青平台基金會特舉辦「臺灣代議民主之困境與出

路」系列論壇，邀請各界朋友進行廣泛的對話與討

論，包括對憲政體制、國會結構的再檢討、以及經

社發展是否偏離公平正義的價值等課題，並想像下

ㄧ階段的改革議程，以回應台灣來自內部民主危

機，以及全球化競爭對經濟社會所帶來的諸多衝擊

與挑戰。

  青平台基金會將於10月份開始連續舉辦「這是我

們要的民主嗎?」、「我們的國會出了什麼問

題?」、「公民好忙」、「誰的民主?誰的經濟?」

等四場論壇來探討台灣代議民主的困境以及出路。

其每個場次的主持人、與談人都是一時之選，歡迎

有興趣的朋友們點此報名goo.gl/wrkIFb (座位有

限，請盡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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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4《穿透黑暗的天光》《送進黑牢的愛心餐》

台北發表會
早場 記者會暨座談會

─苦難真情的對話與愛心餐tsiɔk-kam`-sim足感心

【時間】2014年9月14日（週日）上午10時~12時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樓B室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之1號）

【主持】張炎憲│台灣社社長

【與談】周淑瑜│《送進黑牢的愛心餐》編輯

郭怡伶│備送餐志工媽媽

張嘉麟│《穿透黑暗的天光》編輯

盧玉萍│大地志工

葉柏祥│費邊社文創總編輯

【主辦】台灣社、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凱達格蘭

基金會、台灣北社、費邊社文創有限公司

晚場：新書發表暨會分享會

【時間】2014年9月14日（週日）上午10時~12時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樓B室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之1號）

【主持】張炎憲│台灣社社長

【與談】周淑瑜│《送進黑牢的愛心餐》編輯

張嘉麟│《穿透黑暗的天光》編輯

陳孟絹│《台灣神信仰》作者

葉柏祥│費邊社文創總編輯

多位大地志工

一邊一國行動聯盟推薦的北市和新北市議員候選人

【主辦】扁聯會、一邊一國行動聯盟、台灣大地文

教基金會、凱達格蘭基金會、台灣北社、費邊社文

創有限公司

《穿透黑暗的天光－與阿扁總統的書信往來》內容

簡介：

  記得2008年11月1日，在一場「拒絕中國、祈福台

灣」的晚會上，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

在台上說阿扁總統不久後會被抓去關。當時台下有

人很大聲的喊「無可能啦！」，楊董事長說：「除

非我們全部一起被抓去關」。

  後來；2008年11月11日經過11小時的羈押庭，於

12日上午7點陳前總統被上手銬羈押。次月（12月）

13日台北地方法院審判長周占春認為無羈押必要，

裁定無保釋放。之後無視法官法定原則，裁定無保

釋放的周占春法官被換成以「大小水庫」理論判馬

英九特別費無罪的蔡守訓，自由17天後陳前總統再

度被羈押，此後就不斷延押。2010年12月2日，因龍

潭購地案及陳敏薰人事案定讞，由土城看守所移到

位於桃園縣龜山鄉的台北監獄。而後身體狀況急遽

：

惡化，即使移到台中監獄仍無法獲得保外就醫。

2014年4月23日中時刊出阿扁總統投書，每一筆劃都

抖得厲害，與之前就算趴在地上，握著筆芯寫字也

字字力透紙背，筆劃流暢相比，無須專業也可判斷

他健康狀況很糟。

  在監獄加上看守所至今將近6年，隨著馬英九施政

滿意度下滑到個位數，「無能」名揚國際，救援投

手「扁維拉」也救不起來後，陳前總統似乎漸漸被

遺忘在黑暗的角落。2008年楊董事長率先寫信給在

「鬼所」（土城看守所）的陳前總統，2009年開始

呼籲大家寫信給「鬼所」裡的阿扁總統；大地志工

們沒想到，竟會收到阿扁總統親筆回信。回顧這些

收錄的書信往來就像在回顧過去幾年發生過的事

件。

  阿扁總統雖人在所中，資訊有限，但對選情分

析、選舉策略、政治判斷卻仍然犀利無比，他驚人

的超強記性更讓人印象深刻。雖然自由被限制了，

可是仍在字裡行間看到他關懷人民、關心台灣前

途、DPP前途......

《送進黑牢的愛心餐－阿扁總統送餐日記》內容

簡介：

  從2008年11月阿扁總統被收押後，次年起大地志

工們寫信給阿扁總統，幫他加油、打氣，與阿扁以

書信真情交流，起初沒人想到會收到阿扁總統的回

信，之後大家更沒想到阿扁被粗暴移監台中監獄

後，而與阿扁總統有更密切的關係。原本書信的

「精神食糧」，變成每餐實質的「營養口糧」。

  去年(2013)4月，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大家長嚴肅

的跟志工們討論為阿扁總統備、送餐的事，志工們

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任務雖然內心忐忑，卻也覺得義

不容辭，便接下為阿扁總統準備三餐的任務。這是

項繁瑣而長期的任務，單一個人是無法長期處理

的，考量許多客觀因素之後，也就捨我其誰的接了

下來，誰叫阿扁是個這麼愛護人民的總統；幸好大

地有許多廚藝高超的媽媽們。

  大地志工做事向來秉持低調的原則，沒想到即便

如此外界仍開始有流言，甚至冒名募款。為了保護

辛苦的大地志工與阿扁總統的清白，於是大家長開

始要求送、備餐人員寫下心情日記。這下子可把志

工們嚇壞，平時大家習慣默默做事，要把心情白紙

黑字寫出來，真的拿筆比鍋鏟還重啊！

  如今2013年份的送餐日記要出版成書，阿扁總統

還關押在黑牢裡，現在繼榮總醫療小組、繼監委之

後，中研院士也站出來呼籲讓阿扁總統居家治療，

法務部、阿九的「依法行政」還要硬ㄠ到幾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