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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覺得，選舉的過程很像騎單車環島，是體力與

意志力的考驗。每個人都希望達到終點，但是過程中如

何發現自己的不足、錯誤和迷失，然後努力修正改進、

學習成長，這可能是比抵達終點更大的收穫。

  我常說，民主的內涵不只是選舉的結果，更重要的是

過程。從宣布參選開始，我就決心要打一場跟過去完全

不同的選舉。不插旗幟、不掛看板、不讓宣傳車的擴音

器打擾市民的生活。到目前為止，因為經費有限，我也

沒有買過任何報紙或電視的廣告。過去從來沒有候選人

敢在選舉過程公布競選經費，我率先公布就是希望建立

一個公開透明的選舉典範。

  選舉進入倒數30天，我還是勉勵我的競選團隊要繼續

維持「心存善念、盡力而為」的核心價值，用正面的方

法來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和認同。未來30天，我要求競

選團隊要堅持以下的三原則：

  1.不做任何負面攻擊的文宣或廣告。首都市長的選

舉，應該維持起碼的水準和格調，應該比較的是政策、

執行力、領導力和人格特質，不應該選出一個靠負面攻

擊而當選的市長。

  2.不舉辦政治動員的大型造勢晚會。選舉不一定要聲

嘶力竭、搖旗吶喊，傳統政治動員的大型晚會耗費大量

的人力物力，現在是網路的時代，我們就儘量善用免費

的Facebook 、e-mail和Line 。

  3.不打「悲情牌」、「對立牌」，不亂開「灑錢式」

的選舉支票。台灣每兩年就有全國性的大選，如果每到

選舉就用悲情訴求或激情的政治動員，容易造成情緒性

的對立，結果經常是政黨贏了選舉，社會卻失去了和

諧，人民變成最大的輸家。灑錢式的政策買票，只是貪

圖一時的選票，影響長遠的政治發展和財政規劃，也不

是負責任的作法。

  我一直覺得，社會還是要儘量往正面、進步的方向前

進。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場選舉，還是一次改變台灣

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我會堅持這樣的信念。

莫讓政黨贏了選舉社會卻失去了和諧

本文作者：柯文哲

莫讓政黨贏了選舉社會卻失去了和諧
選票應當投給哪一個政黨？！
跳脫藍綠台灣才會有真正的安全嗎？
曹長青痛批星雲和尚詆毀台灣人/親共牧師與星雲和尚們
關於內場監票員受到刁難(請高調)/耳語抹黑的奧步
柯文哲台北市政府《透明廉政公約》
永不放棄的堅持－有呼吸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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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29日的台灣全國五都以及縣市長和議員、村

里長等九合一的選舉是非常重要的選舉，對2016年台灣

總統大選將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全體台灣公民必須

投下真正神聖的一票，給認同台灣的本土政黨候選人，

台灣才有救！

  在現代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執政是必然的，在台灣國

內，外來的「中國」國民黨執政已長達六十多年，實在

太久了。在台灣本土上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祇有八年的中

央執政。因此，只有再次政黨輪流執政，台灣才會是真

正民主自由的國家。

  長年來觀察外來的「中國」國民黨本質不公不義，包

括下列三點：

  (一)國民黨擁有龐大的不義黨產，嚴重違反民主平等

的法則。長年來因國產變黨產，國庫通黨庫，使國民黨

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加上因長年的一黨執政，政

府官員貪污腐化嚴重而且政商勾結更為厲害，如這次爆

發的頂新公司黑心油品事件，危害全體台灣國民的健康

與台灣美食王國之名。據媒體報導，頂新公司的大老闆

魏應充，曾捐款給馬英九競選團隊超過十億元。

  (二)黨國體制取代民主體制：國民黨要所有的黨員

「忠黨愛國」，效忠國民黨高於愛自己的國家。而所謂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上面還是只有國民黨黨徽，

可見這不是「國旗」，而是屬於國民黨的「黨國旗」。

到現在，國民黨執政還是黨意高於民意。大多數國民黨

籍立委還是遵從黨意勝於民意。代表民意的國會(立法

院)，幾乎已淪為國民黨「立法局」了！！

國民黨已從反共變為連共：1949年「中國」國

民黨因國共內戰敗亡來台，蔣家政權以嚴厲的「反共」

之名，施行長年的白色恐怖戒嚴統治。以前天天高喊

「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如今國民黨卻逐步向中國

共產政權傾斜，每到選舉都會利用對台灣武力威脅和統

戰分化的北京共產政權來恐嚇台灣人民。從反共變為連

共，國民黨幾乎已完全變質了！

  正如台北市長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及父親連戰與中國

政商界關係密切，許多人擔心若連勝文當選市長，是否

會加速引進中國政商勢力與人員進入台灣首都並逐漸操

控全台灣。可見我們祇有把神聖的選票投給本土政黨即

民進黨與台聯黨…，讓國民黨早日下台。如此，他們也

才會反省與改革。(

  (三)

2014年10月27日)

選票應當投給哪一個政黨？！

  中國國民黨立委吳育昇上週四於立法院質詢時表因

「兩岸同屬中國」、「台灣也是中國的土地」，因此

「如果達賴喇嘛來台，等於也是回到中國的土地。」

云云，引發輿論譁然。針對此事，台灣教授協會今天

上午特別邀請青年代表、學者、社團代表、及馮光遠

競選辦公室共同召開記者會予以譴責。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呂忠津在會上表示連美國職棒金

鶯教練休瓦特（Buck Showalter）都能明白辨別「台灣

就是台灣」、「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然而吳育

昇等中國國民黨籍立委卻仍堅持擁抱虛幻的大中國觀

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

一部份」的一貫說詞隔海唱和，令台灣人民不能接

受。

  與會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代表賴郁棻表示，我們所

選舉出的代議士已然成為中國的打手。台灣是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代議士若不能夠代表臺灣人民的利

益，我們應該用選票制裁。民主鬥陣的吳崢說吳育昇

委員在這個時間點如此表態，「剛好讓台灣人民看出

九二共識的虛假」，只有台灣還在使用「一中各表」

欺騙自己。雖然吳育昇想要安排達賴喇嘛與班禪會

面，但由達賴喇嘛指定的班禪其實早就被中國囚禁而

失蹤，吳育昇委員要安排中國官方指定的班禪與達

賴喇嘛見面，就是中共的代言人、馬前卒。

  北社理事范姜提昂針對吳育昇發言內容指出現行

憲法對中華民國的疆域本就模糊，就此點來說，吳

育昇此番發言並無正當性，僅是馬團隊刻意模糊焦

點、為了改善選情而對中國喊話的手段，但這是嚴

重的急統作為，意味解放軍若登陸台灣，也不過是

「回到中國」。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教授表示，從

政治上而言自李登輝時期設立達賴喇嘛基金會就是

台灣對圖博流亡政府的直接對口，台灣早已脫離中

國的中原中心主義，找一個中共指定的班禪來與達

賴喇嘛見面，就是不歡迎達賴喇嘛來台。

  代表台北市長候選人馮光遠出席的競選辦公室主

任李權哲說，如果吳育昇認為台灣就是中國領土的

話，吳育昇就應該去中國領薪水，顯然此番宣稱與

台灣社會現狀上不符，「就如同不能將薇閣的床等

同於自己家的床一樣」。李權哲也認為作為馬政府

子弟兵的吳育昇，顯然與台灣社會脫節，這樣不適

任的立委被割闌尾團隊列為第一目標十分正確，我

們也需要透過選舉來排除背離人民意志的政治人

物。

「台灣領土=中國土地？」記者會新聞稿
時間：2014年10月29日(三)上午10:00  主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 主持人：呂忠津－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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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9合1地方選舉即將在11月29日投票。其中以台

北市長的選舉最令人矚目。尤其是還不到30天，國民黨

的台北市長的候選人連勝文先生的民調輸給無黨籍的柯

文哲先生有15%的差距，以至於連勝文口不擇言的打岀

恐嚇牌岀來。連勝文說：「如果讓深綠的柯文哲當選台

北市長的話，台灣的經濟及金融業將一敗塗地，請大家

回想民進黨執政8年的慘狀」。柯文哲並不是代表民進

黨，他本人也不是民進黨的黨員，他是以無黨籍的身份

來參選台北市長的選舉。再說，誰當選台北市長，絕不

可能會影響到台灣整體經濟的起伏。他話中的意思很明

顯的指岀，如果他没有當選台北市長的話，台灣將會一

敗塗地！由此看來，連勝文真的還不曉得問題到底岀在

那裡，枉費連勝文有190公分以上的高䠷的身材，卻只

看到永遠都是別人的錯，自己永遠都不會錯。這是他天

生就有權貴的「驕傲」嗎？有錢並不是罪惡，只要是白

手起家，而且家產是一分一毫正正當當清清白白賺來的

話，那就不要怕兩千三百萬人的「閒言閒語」！

  連家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連勝文本身就是一個公子

哥兒，而且還是一個很會玩，也一直玩的一個公子哥

兒。他以前到底做過那些工作，賺了多少錢，交了多少

税，到了選前不到30天了，還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國民

黨對柯文哲的MG149發動國家整體的力量，並以覆天蓋

地的方式來全面追殺。後來柯P公開所有的工作所得資

料及報税表，從岀社會至今所辛苦賺來的每一毛錢，在

國民黨用放大鏡的嚴密檢視之下，終於讓「國家審計

部」的人在立法院公開說岀：MG149並無不法這一句話

來。台北市的所有選民現在正等著連勝文先生能仿柯

P模式來公開所有財產的來源及報税資料。泛藍的選民

更想知道連勝文先生近兩億財產是怎麼賺來的。如果連

這都不公開的話，台北市3成的泛藍選民根本就不會想

投票給連勝文。

  台灣如果想要獨立或者是想和中國統一，以當今的國

際情勢來說，完全都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不過美國歷

屆總統都曾經說過「不支持台灣獨立」。這句話的真正

含義就是不反對台灣獨立。但是請注意了，美國政府從

來就没有說過支持兩岸統一的言論過，因為美國政府本

來就是反對兩岸統一。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

後，一直到2014年的今天，美國一直不遺餘力的保護著

台灣。甚至在35年前，由美國國會公開的「台灣關係

法」更進一步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及人權，還有經濟上

的繁榮！而且台灣人民都知道，台灣經濟上的繁榮進步

完全是靠美國，而不是靠中國。反而中國才是靠台灣才

能壯大聲勢起來。不過中國並没有感恩在心頭，反而更

加快併吞台灣的腳步！過河拆橋一向是中國人的本性。

  台灣人民必須要小心謹慎。中國並不是台灣的朋友，

而是台灣最大的敵人！美國才是台灣最好的朋友。我們

要和中國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而且也要對中國永遠提

防、提防再提防。馬英九政府已經過度對中國傾斜，台

灣人民到了今天就不能再分藍綠了。不管是那一個政

黨，如果有意挑起藍綠政爭或對決的話，我們一定要對

這個人或政黨提岀最嚴厲的譴責及反對到底的決心和力

量來。從柯文哲先生開始，今後用只看人而不看政黨的

模式來選岀能對台灣人民及這塊土地有非常作為的優秀

人材來為台灣做事。同時在和中國來往的時候，也絕對

不能掉以輕心。只有跳脱及超越藍綠，才能完全保護好

台灣這塊淨土，否則就會被黑心個人及政黨分化及挑撥

離間；這樣一來，台灣就岌岌可危了。我們並不是要敵

視中國。當然可以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但是一定要非

常小心的提防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及企圖。

跳脫藍綠台灣才會有真正的安全嗎？

(圖翻攝自網路)

    歡迎來稿談論台灣事，關心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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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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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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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雲是政治和尚的說法，早已是人們的共識。尤其近

年來，他不斷對統獨問題發表談話。但這個高舉慈悲為

懷大旗的和尚，不是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不是同

情台灣人被中共飛彈威脅，而是附和共產黨的統戰。甚

至在達賴喇嘛訪台時，他也配合國共的意識形態，出來

譴責達賴喇嘛。而且在法輪功遭中國政府嚴酷鎮壓問題

上，星雲也跟共產黨一個口徑，把法輪功說成是邪教，

還呼籲全球佛教徒抵制。

  令許多台灣人憤怒的是，在中國無錫的佛教論壇會議

上，星雲竟然說，台灣哪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

人。做哪國人，是個人選擇權利，是個人自由。星雲居

然連這個最基本的民主國家的人權常識都不懂。現在台

灣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已超過六成。別說是那麼大

的一個群體，哪怕只有幾個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別人

也要尊重。佛教不是很強調寬容和尊重他人嗎？但星雲

居然如此公然蔑視和否定整個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群

體。星雲自視「反台獨」，但如果說台灣沒有一個台灣

人，那他還有什麼台獨可反？星雲為了意識形態，居然

連基本邏輯都忘了。

但星雲為什麼要這樣說，因為北京會高興。這樣，他在

共產黨那裡，就變成了愛國宗教人士了，會得到獎賞，

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和吹捧。星雲法師平時教導信

徒要懂得無念、放下、諸惡莫作、捨得等，可到了自己

身上，他做的幾乎是這一切的反面。

  星雲跟政治的關係源遠流長。早在兩蔣時代，星雲就

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擔任佛教會理事長，是台灣僅

有的幾個獲得這種高級政治頭銜的和尚之一。後來馬英

九選總統，星雲毫不掩飾地給馬背書。在大選投票前

夕，馬英九去拜訪星雲，星雲召集了眾多信徒，呼籲

「幫助馬英九找到工作，那台灣會更好」。等於明挺馬

英九當總統。馬隨後講話說：「我想星雲大師是認同我

的一些理念，因為過去我們有比較長期合作的經驗。」

不知道馬英九說的這個「長期合作經驗」是指什麼。星

雲跟國民黨是怎麼個長期合作的。

附錄：

星雲說「台灣沒有台灣人」的視頻：

http://youtu.be/Qf-rNmK3UjY

曹長青痛批星雲和尚詆毀台灣人

曹長青

https://www.facebook.com/218812861516992/photos/a.754680211263585.1073741826.218812861516992/7

96781433720129/?type=1&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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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牧師韓相烈最近到北韓演講，歌頌金家政權，結

果返回南韓後被逮捕，因他未經政府允許而去北韓，在

那裡為共產黨做宣傳，涉嫌違反《國家保安法》。

  看到這條新聞，不期然讓人想到台灣的星雲等政治和

尚。他們也是跑到中國朝拜，在那裡歌頌共產黨，最後

也是回到民主台灣。不同的是，台灣沒有《國家保安

法》，那些為虎作倀的和尚、政客們不僅逍遙法外，還

自我得意。

  跟台灣的星雲被稱為「政治和尚」一樣，韓相烈則在

南韓被稱為「政治牧師」。他是個知名的統派，有強烈

的大一統情結，擔任「全國統一聯合會」的常任委員。

他曾因觸犯《國家保安法》被判刑過兩年半，後被赦

免。

  這次，韓相烈是先去北京，在那裡跟北韓大使館取得

聯繫，獲准後進入平壤。由於韓相烈是出名的反美、反

南韓的統派牧師，所以受到北韓當局的熱烈歡迎。如同

對待外國元首，在機場被婦女獻花，鼓樂齊鳴，列隊迎

接。

  一個生活在民主富裕的南韓人到貧窮而專制的北韓大

唱其讚歌，當然讓北韓人大開眼界，驚訝不已。韓相烈

在北韓逗留了七十天，四處演講、參觀，同北韓當局的

重要人士會面。

  他不僅高度讚揚北韓體制，同時批評譴責南韓。在平

壤的群眾歡迎大會時，韓相烈稱北韓的軍事獨裁統治

「不是好戰的，而是和平的。」要求南韓政府「不要否

定、無視或玷污北韓體制」；同時把民選的南韓政府稱

為「逆黨叛賊」，說首爾「正把戰爭引向朝鮮半島」。 

  當時正是北韓魚雷擊沉南韓「天安號軍艦」的南北韓

關係緊張之際，韓相烈卻在平壤的記者會上說：「天安

艦事件的責任在韓國政府」，甚至公開指控這是韓國政

府自編自導的，雖然他拿不出任何證據。

  他甚至公開吹捧北韓獨裁者，說金正日「以他的謙

遜、幽默、風趣、智慧以及明朗的微笑，給南方同胞留

下深刻印象」。即使北韓派到韓國的特工，在他眼裡也

是「愛國統一烈士」。 

  韓相烈這樣誇讚北韓，最後還是選擇回到南韓。媒體

報導說，韓相烈在北韓成了「萬人矚目的人物」，受到

熱烈「追捧」，「連他那一身白色牧師服，都成為北韓

民眾心目中理想的愛國裝扮。不少北韓民眾被感動得熱

淚盈眶，很多人都期待一睹他的風采。」 

  但在北韓這麼受歡迎，為什麼韓相烈還是要回到南

韓？為什麼不就永遠呆在北韓，成為金正日的臣民，享

受他所稱之的「美好」呢？因為在他心裡，他清清楚

楚，南北韓到底哪一邊好，哪一邊適合他生存。這跟星

雲什麼的一樣，不管怎樣吹捧中國好，但他們絕不離開

台灣，絕不移民到他們高聲讚美的地方。整個一個偽君

子，自欺欺人。

  刻意為共產黨張目的「政治牧師」在南韓被逮，已非

第一次。一九八九年，韓國政府以同樣罪名逮捕了訪北

韓後回國的文益煥牧師，判刑七年。當年文益煥還受到

金正日「接見」。而這次韓相烈雖不斷請求，但「金偉

大」以身體不好拒絕。實際上是認為他沒有當年的文益

煥更有利用價值。

  這就是統派們的最可恥之處。在台灣，那些星雲們、

連戰們，他們也是清清楚楚，台海兩岸哪邊好。他們也

是絕不放棄民主台灣的護照，但卻不斷跑到共產黨的地

盤唱頌歌。但台灣目前的政府不僅不可能制定《國家安

保法》懲罰那些助紂為虐者，而是自己也正越來越成為

他們的一部分。

本文網址：

http://tw.aboluowang.com/2014/0610/404859.html

親共牧師與星雲和尚們
曹長青

圖↑南韓牧師韓相烈在北韓受到外國元首般的對待。

(圖翻攝自網路)

(圖/翻攝自網路)圖↑台灣的星雲被稱為「政治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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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柯文哲辦公室青年粉絲專頁的管理員

https://www.facebook.com/KPYouthLab

以下是我們的最新公告，拜託各位幫忙高調。

  各位被台北市選委會遴選為投開票所「內」監票員的

朋友們大家好，這幾天我們陸續收到幾位擔任內監的朋

友們的來信，他們被區公所惡意刁難。

譬如：

  明明已經簽署放棄里長同意書，可以在內監執行工作

的投開票所，直接投票給該區的議員以及市長，卻被告

知他們將喪失投票權利。這些區公所人員並没有依照選

罷法規定，告訴這些擔任內監的朋友們，他們可以向投

開票所的主任管理員請假，回去自己戶籍所在地的投開

票所投票！市長、市議員和里長這三張選票的投票權，

完全沒有影響！

  這些區公所人員的有意誤導，就是想讓我們的支持者

為了能投柯P一票，直接放棄擔任內監的機會，這種行

為實在太惡劣了！不禁讓人聯想起1992年黃信介「元帥

東征」到花蓮競選立委所發生的「做票事件」！難道台

北市政府轄下的十二個區公所的選務人員想要在11月

29日（投票日）搞鬼嗎？

  另外，明明內監的報名表單上已經寫明，請寄件到通

訊地址，區公所人員卻將講習通知書寄至戶籍地，造成

家庭氣氛緊張、不愉快等狀況。

  這些情形完全違反當時我們跟台北市選委會的書面協

議，造成我們很大的困擾！

  在此拜託大家，希望各位擔任內監的朋友，或是有親

友報名並擔任此次內監的網友，幫我們將這個訊息傳遞

出去，若有人遇到類似刁難的狀況，請務必與我們聯

繫，我們的信箱是 kptaipeiyouth@gmail.com

  我們會在收到訊息後，與您聯繫，並向臺北市選委會

提出抗議。

  也希望所有監票員務必持續追蹤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KPYouthLab

類似重要公告，我們都會在粉絲團說明。

謝謝大家，

也請大家幫忙將這則訊息傳播出去，

更請大家幫忙加入催票串聯！提醒你的親朋好友，

1129投票日，務必出門投票！

謝謝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監票部隊全體工作人員敬上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14331776.A.1

15.html

關於內場監票員受到刁難(請高調)

  我是一位綠營支持者，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我聽到一

些對涂醒哲的批評，比方說涂醒哲不大會記人、不大認

真參加活動、親和力不足之類的。

  這些講法讓我覺得，嘉義市長選舉的主軸，好像已經

不是選能力，而是選親和力，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選舉的

奧步。

  因為我去參加掃街活動，才發現涂醒哲的行程居然這

樣多，而且涂醒哲跟市民互動的態度很親切。但還是會

看見有人要跟涂反映腰要軟、要多跑幾場、要多記人。

  我發現這種說法跟事實不符。有次，我的朋友又跟我

講這些事情，我問他這是誰講的，原來是一位朋友說

的，他說因為見過涂醒哲兩三次卻沒被記住，本來要投

涂醒哲，就不投了。但我知道這位朋友本來就是藍的，

根本不可能投民進黨。這一切原來是國民黨的奧步。國

民黨用耳語部隊，散佈涂醒哲不親切以及不認真參加活

動的訊息，把這些歸納為市長選舉應選對人親切的，而

不是選有能力的。國民黨不願意看到市長選舉是場選賢

舉能的競爭。

  想起之前高雄市選舉，吳敦義也是同樣散佈謝長廷不

會記人的謠言，但有告訴謝長廷，我知道你記不得我，

但我要你記得你的政見，因為國民黨老是跳票。

  我問過接觸過涂醒哲的人，大家都說涂醒哲很親切，

那些傳說涂醒哲不親切的，都是根本沒見過涂醒哲的

人。

  希望我們綠營支持者以後不要再為敵方宣傳，要把對

手用耳語散佈謠言的奧步說出來，不要再上當。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606497956

142315&set=a.360927080699405.1073741826.100003463

474418&type=1&theater

耳語抹黑的奧步
一位綠營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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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長每年公佈財產申報（包括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並向市民說明財產來源及變動狀況。

2、局處首長依法申報財產，並向市長說明財產來源

   及變動狀況。

3、市府政務首長行程一律登錄列管備查。

4、成立「公民參與委員會」，落實「開放政府、全

   民參與」主張。

5、修改「台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組織章程，委

   員會半數以上應由府外人士出任。委員會每年提

   出「台北市政府廉政監督報告」，並就人事任用

   考核、工程採購稽核、施工驗收查核涉嫌弊端等

   案件接受市民檢舉。

6、 引 進 國 際 透 明 組 織 「 清 廉 印 象 指 數 」

柯文哲台北市政府《透明廉政公約》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透過市

   民網路投票，每年公布市府各局處及所屬事業

   單位「清廉指數」。

7、市府約聘僱人員及職務代理人一律上網公告、

   公開招考聘用。

8、徹底落實《遊說法》規範，定期於市府網站公

   布利益團體及民意代表遊說狀況，以保障市民

   與公務員之權益。

9、警政消防主管、各機關稽查人員應定期輪調轄

   區，以杜絕弊端。

10、本公約應納入台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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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為搜集台灣醫學史資料，並探望從彰化基督教

醫院退休回英國的蘭大弼(Dr. Landsbrough)，我到倫

敦並在蘭醫師的介紹下，我前往倫敦大學亞非研究中心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uies)，在那

兒有英治時期，台灣所有的文書與影像，我找到這張珍

貴的十九世紀末埤頭(Pi-thau，當今之鳳山)相片，應

該是澄瀾炮台與護城河的老照片，一直到上週我才完成

確定這是澄瀾炮台與護城河的古董相片。

  澄瀾炮台與護城河；清朝康熙年間開始統治台灣，在

左營興隆莊設鳳山縣城，乾隆51年(1786)發生林爽文事

件，南部莊大田響應，攻破鳳山縣城，官民死傷甚多。

乾隆53年(1788)事平後，官民協議在鳳山下陂頭街建新

鳳山城，設置6座城門，同時在城門上建城樓及砲台，

隨著歲月的流失，城門僅存東便門，砲台也僅存訓風、

澄瀾、平成等3座砲台，雖然同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

但損毀日益嚴重，重新整修重見古蹟風貌後，應是假日

休閒尋幽的好去處。

  澄瀾砲台位於位在鳳山市復興街、立志街口，也就是

鳳山國小操場左方角落。鳳山國小後門角落，屬縣城西

南隅，呈不規則八角形，牆體為二糯八糊、黑糖汁、蚵

仔殼灰等合而為一的三合土疊砌而成，花崗石匾額曰

「澄瀾」。 

  澄瀾砲台外側一段約8台尺高卵石混合疊砌的短牆，

為光緒18年重修城牆殘存的一角，但都已毀壞倒塌，只

餘下不到2公尺的城牆可供憑弔留，有數處供長槍射擊

的「銃孔」，砲台位置並不顯眼，且被一座土地公廟掩

蔽，不仔細尋找很容易忽略。

  當時曹公舊圳除了有助於農業之外，還有防禦鳳山城

的功能。鳳山的護城河，是曹公圳舊圳於縣城的一部

份。護城河分為內外兩部分，內部的護城河又稱為內濠

溝，環繞鳳山縣城外圍，現僅存火車站到澄瀾砲台段，

及訓風砲台接鳳山溪的一小段。當時主要是供農民引水

灌溉水稻等農作物，近年因家庭、工廠排放廢水，使曹

公圳臭氣四溢。慶祝鳳山建城220週年，鳳山縣城護城

河重現在世人面前。

  清代鳳山縣地區最早的書院是位於興隆庄舊城，即今

左營舊城城北文廟左側的屏山書院，康熙49年(1710)由

知縣宋永清興建，屬義學性質。雍正4年(1726)，知縣

蕭震遷移至城內重建，始成書院規模。

  乾隆51年林爽文事件引發莊大田等攻毀舊城，屏山

書院也毀於一旦。乾隆53年(1788)間，欽差大臣福康安

鑒於舊城殘破不堪，奏准將縣城遷移至下埤頭街，今鳳

山區，是為鳳山新城。

  此後，新城在地方政府和士紳的建設下，取代舊城而

為政經和文教中心。鳳儀書院即為文教中心的具體象

徵，是另一在鳳山被遺忘的國家三級古蹟。嘉慶19年

(1814)吳性誠攝理鳳山知縣，鑒於縣治遷移至新城之

後，卻遲遲未有文教組織，為了提振文風，乃向地方士

紳倡建書院。由地方官員與紳民共同籌措資金，並由張

廷欽負責整體的興建工程。書院落成時，奮社將歷年累

積資產約四千餘元，捐充書院的膏火。緣此歷史背景，

鳳儀書院初期的建築格局，前有講堂為主要授課空間，

後有廳事，祭祀文昌與奎星、倉聖等神位，並建敬字亭

於講堂左側。光緒17年(1891)曾由舉人盧德祥重修。鳳

儀書院的規模共屋三十七間，正中廳事三間、左右官廳

房各二間、兩廊學舍十二間、講堂三間、頭門五間、義

倉九間、聖蹟庫一間，乃現存全台規模最大書院。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大力推廣新式教育體制，書院

因而日漸沒落，屋舍逐年殘破。戰後，屋舍相繼被租佔

戶所用，書院格局嚴重受破壞。1985年11月13日指定

為三級古蹟，文化局取得土地使用權後，便辦理佔住戶

遷移，並於2009年年發包整修，已於2013年完工，現正

進行再利用展示策展中，待開放。

圖←平成、澄瀾、訓

風三座砲台均位於鳳

山鬧區，每座外觀都

不同，為清朝知縣曹

謹於道光卅八年（一

八三八年）修築，距

今已有一百七十五年

歷史；當時原有六座

砲台，是鳳山新城城

牆一部分，設置於護

城河旁（現曹公圳）

防禦敵寇。

埤頭曹公圳護城河澄瀾砲台與鳳儀書院

陳順勝 醫師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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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幸2012年的”世界末日”沒有來到，在周大觀文教

基金會創辦人周爸爸的鼓勵，以及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

聶惠如校長的大力支持、學校師長之扶持下，讓這本拖

延了四年，我的生命故事《活著，就是希望》個人自

傳，得以在邱長森主任的督促，與陳秋芬老師和胡懿心

老師、陸彤驊老師的協助下，順利於2013年的初春完稿

併出版。在此，我要致上敝人內心最誠摯的謝枕之意，

謝謝母校-楠特師長的幫忙和參與，讓我能夠完成出書

的夢想。我更要感謝上帝賜我一張獨一無二的《生命藏

寶圖》，讓我能有豐富精彩的人生尋寶之旅，且一路走

來恩典滿盈。祂，一直都在。

  雖然命運無情為我帶來「肌肉萎縮的震撼」，讓我如

今回顧兒時與父母、親人的互動過程：僅能依存「拼湊

的模糊記憶」，但是憑靠著－『永不放棄的堅持－有呼

吸就有希望！』的意志，一路奮鬥歷經「遙遠的大學

路」，取得「貨真價實的13個學分」，在中華民國殘障

聯盟舉辦「百年之美，我的志願－聽見夢想的聲音！」

圓夢計畫的活動中，讓我得以穿上學士服、戴上學士

帽，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一圓大學夢想，時近三十而

立之際，大學對我而言卻似愈來愈遠，遙不可及的夢

想。

  歷經「生死一瞬間」的驚滔駭浪後，使我憶起並懷念

那段在「楠特的幸福時光」，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讓我高中因緣際會來到了楠特這一塊上帝的後花園，接

受愛的培栽，因為障礙類別及課程設計的緣故，雖然我

安排在啟智班與智能障礙同學一起上課，實際上同班同

學卻鮮少有一起上過課的經驗。

  因在李庭璋老師的爭取與堅持之下，我得以跨部別跟

聽覺障礙同學一起上課，諸如：電腦課程（FLASH動畫

製作、網頁設計、美工軟體學習），在徐淑珍老師的指

導下，順利考取生平第一張電腦技能專業證照（TQC電

腦技能基金會），並獲得當時陳總統的親筆簽名及頒

發，開啟我繼續專研電腦考證照的志趣，在邱長森主任

的輔導下，我又陸續考取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證和

網頁設計丙級技術士證；為了考大學而一同研習高中數

學、國文及英文甚至是會計學、經濟學…等專業課程，

在任課老師（數學　陳秋芬老師、國文　施欣玫林鴻益

老師及英文郝佳華老師和專業課程徐淑珍老師）的嚴謹

教授下，有了一定應考大學的基礎，雖嫌不足，因而有

（one by one）的教學課程；李老師甚至為我安排，心

理諮商課程及每天一次物理治療課程，兼顧我的身心靈

正常發展，讓我有個忙碌而充實的校園生活。如此豐沛

資源的挹注在我身上，在在顯示學校對我的用心和照

顧。

  補習班跌倒之後，我開刀受傷住在高醫加護病房的那

段時間，學校師長似乎是以輪班的規格，上至黃金池校

長下到工友、連沒教過我的老師，都天天輪流來探望、

關心我，給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勵。因加護病房有固定的

探病時間，用輪班乙詞來形容無不為過。取之於楠特如

此多的恩惠和栽培，如果我有一絲絲的成就，要歸功當

時學校師長對我的照顧。

  永遠記得「我的第一份工作-職場初體驗」的感動，

在博愛職業訓練中心任職時，雖然第一次就業非常艱

辛，深具挑戰，卻是我生活最充實、人際關係拓展最

速、行政能力學習最快的其中一段歲月，也是生命價值

的顯現。

  在博訓短短十個月的歲月裡，也是家人一個個得救的

開始，那時候我剛參與教會生活，毓嵐傳道和同工每週

都有一天來博訓探訪我，陪我一起禱告，上帝是垂聽禱

告的神。最初是我和表弟同受洗，接續是我哥和姪女、

舅舅，再過不久也換表哥受洗了。人生旅程，雖然艱辛

難行，但「這一生有上帝陪我同行」，也能欣然面對百

般的試煉和挑戰了。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永不放棄的堅持－有呼吸就有希望！
~一本350元，需要您的支持與鼓勵~

張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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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我獲頒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楷模金鷹獎的殊榮

肯定，為此「對社會的呼籲-關懷弱勢，由我做起：陳

情、投書為身障」，特別在頒獎典禮前，蒐集病友間對

現今社福不足、無障礙設施及制度的不全之意見，向時

任內政部廖了以部長「攔轎陳情」當面遞交萬言書外，

而後更將萬言書以陸、海、空（註：陸郵遞掛號海電話

傳真空 EMAIL電子信箱）萬箭齊發的方式，寄送至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的立法委員諸公們，唯一可惜的是，該委

員會共有14名的立法委員，卻只有管碧玲立委願意回應

我，並積極協助向政府爭取應有的權益及改善現況的不

足。如：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畫，在管

媽的努力奔走下，成功為全國罕病族群開創用電補助的

福利；或是復康巴士的增加以及戶籍設限的制度打破，

都是委員用心關懷弱勢的卓眼政績。非常幸運，我能夠

參與這辛苦的過程，進而認識這位親近人民的好委員，

且非常關照我，更成為忘年之契的好友，時刻不忘這一

段陳年往事的因緣。

  畢生難忘管媽第一次到敝人寒舍來探訪我的感動，在

委員的賞識下，我有了在民意代表服務團隊裡奉獻的經

歷；「社會公義的參與」，讓我能夠廣結善緣，結識各

方熱心公益的好朋友。因為拜賜社群臉書（Facebook）

科技發達之緣故，讓我得以認識高雄市幼兒托育職業工

會理事長郭豐仁先生，受到他的牽成和照顧，給我有回

饋社會略點微薄之力的機會。因此，我更有機會參與選

舉競爭的過程，進而認識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評鑑第一名

的立法委員李昆澤與最優質的立法委員趙天麟，在他們

的大力支持下，我更能無後顧之憂為協會發展而推行。

 特別受吳毓嵐傳道之託，協助籌設成立「高雄市基督

教哈利路亞生命關懷協會」，以「基督的心為心，榮神

益人」的精神，從事社會關懷、弱勢照顧、急難救助等

工作，決志要把這份白白得來的恩典和愛給出去，關愛

需要幫助的世人，使人人福杯滿溢，領受見證從神而來

的祝福與恩典。非常感恩的事，每每在我籌劃活動（辦

理過獨居老人中秋關懷活動、低收入戶身障朋友感恩節

愛宴餐會活動或是聖誕節關懷弱勢學子）的過程中，朋

友們都大力對我支持，讓活動都能順利圓滿成功。協會

宗旨之一是「領人歸主」，也許這些弱勢族群的朋友沒

機會走進過教會，透過弱勢關懷的活動，讓他們能因此

走進來接受更多人的關心和幫助，在耶穌基督裡我們都

是一家人，聖經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因為，「疲乏的，祂賜能

力；無力的，祂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年

輕人也必力竭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感謝上帝將協會託付給我管理，讓我有機會從受助者的

身份轉化成幫助者。

  這是我的第一本拙作，希望不會是最後一本遺作。回

首來時路，往事歷歷在目，內心充滿許多的感動和感

謝，無時不熱淚盈眶，謝謝在我生命中出現的每一位貴

人。我會更努力地“呼吸”，雖然有時“喘氣”也悲

傷，以回報取之社會的恩惠，因為有呼吸就有希望，這

是我永不放棄的生命堅持！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20943

05357675&set=a.1649539416877.67222.1788743330&typ

e=1&comment_id=10202094470041792&offset=0&total_c

omments=4

(接續前頁，永不放棄的堅持－有呼吸就有希望！)

日期：10月29日（週三）

時間：早上10：00

地點：統一企業總部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聲明：

    黑心油事件引起全民公憤，但這不只廠商唯利是

圖而已，更牽涉政府及民代的包庇及縱容。從頂新

到統一，黑心商以不適合人類食用的油品運用在食

品製造上，喪盡天良。

    從大統黑心油、餿水油到黑心豬油及牛油，接二

連三的食安問題，馬政府卻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主

動做出針對性的實質懲罰作為，我們合理懷疑內藏

重大官商黑心勾結之情事，置全台灣人民安危於不

顧，更視法律如無物。

    我們要求統一企業公開跟全台灣人民：

    1. 說明是否透過強冠進口非食用豬油及其流向？

    2. 列明從北海油脂進口的香港寶源工業用豬油的

流向？

    3. 釐清是否曾經在製造食品中運用非食用豬油？

    4. 解釋既然富士香烘焙專用油及奇華烘焙專用油

在九月份早就被香港退貨，為何拖到10月的現在還  

未告訴台灣相關下游食品製造者及廣大消費者？

    5. 說明為何得悉頂新油品出包後，依然製造及販

賣運用非食用油製成的產品？

    我們對政府的要求：

    1. 重申馬江兩人立即下台，為過去的食安問題、

當黑心商門神及所有包庇行為負責，

    2. 中央及地方政府儘速主動積極調查統一是否牽

涉不法行為，

    3. 將黑心商完全趕出台灣所有市場，並代民眾求  

償。

民間針對統一企業黑心油及
中央／地方政府不作為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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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所周知，中國器官移植用之器官來源不明被國際社

會詬病多年，中國政府屢屢向國際社會表示將尋求改

善，並且於去年十一月在世界移植醫學會 (The 

Transplant Society)理事長見證下，公開宣示不再使

用死刑犯器官，同時至少有四十家中國醫院表態遵守，

進而簽署了「杭州決議」。孰料，世界移植醫學會嗣後

發現中國醫院非但未遵守不使用死刑犯器官之承諾、繼

續招攬國際病患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旅遊，並企圖將

死刑犯器官來源合法化，凡此種種明顯違反國際承諾。

世界移植醫學會理事長因此以公開信向中國國家主席表

達關切。

  不僅如此，這兩年來，歐洲議會、美國國會外交委員

會相繼通過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之決議案，聯

合國酷刑特專之人權報告及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也相繼

提到中國器官移植濫用及活摘器官暴行之指控，國際著

名之移植專家及法律專家更將相關調查結果撰書「國家

掠奪器官」。然而，嚴重違反移植醫學倫理，更涉及重

大國際犯罪的器官移植濫用及活摘器官並未獲中國政府

實質上的重視及改善。

 我們身為同文、同種、同醫療專業的同胞對於中國正

發生違反移植醫學倫理的器官移植濫用及醫界參與活摘

器官的惡行所導致難以確實統計的無辜生命的死亡深表

痛心及憂心；而本協會依據成立宗旨更有責任譴責中國

器官移植的濫用及非法強摘器官之行為。

  在中國大陸真正終止使用死刑犯及良心犯器官之前，

本協會呼籲世界各國移植醫學專家、國際社會各界與此

次受邀參加中國器官移植大會之人士，本著人類的基本

良知及遵守醫學倫理之原則下，共同抵制中國的器官移

植!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不參加、不支持中國器官移植大會及中國器官移

植相關之交流活動。

  二、不與中國進行任何形式的器官移植專業上的合

作。

  三、知情者將中國器官移植濫用及活摘死刑犯及良心

犯器官的真實案例通知世界移植醫學會、世界醫學會、

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期共同維護人類

尊嚴及生存權利。(2014.10.27)

中國器官移植大會召開前夕
呼籲社會各界抵制中國器官移植濫用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聲明

各位參與守護東海岸行動的朋友大家好，

  還記得2012年12月在台東縣政府補辦美麗灣第七次環

評審查會，火速讓美麗灣再度有條件就地合法。2013年

當地居民再次向法院提起撤銷環評行政訴訟，歷經高等

行政法院一年多審理，今(10月28日）下午4：30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以環評審查結論既有應迴避而未規避之委

員參與表決，以及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之瑕疵，被告台

東縣政府所為之環評審查結論有違誤，再度判決美麗灣

度假村開發案應予「撤銷環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

三點判決理由如下：

  1.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台東縣政府於2012/12/22所

做成之環評審查程序，實際影響在地居民程序參與權，

且旅館興建與營運過程可能造成空氣品質、噪音、水

質、廢棄物等環境影響，確有影響當地居民之生命、身

體、財產權可能性，從而認可當地居民具有訴訟權能，

原告林淑玲等14人適格提起環評撤銷訴訟。

  2.美麗灣開發依據促進產業發展條例辦理，台東縣政

府為此促參案件之主辦單位，無論是否為「開發單

位」，就代表或監督開發案件主辦單位之環評委員均應

迴避。因此環評過程中扣除台東縣政府環評代表3人

（環保局局長、建設處處長、農業處處長）後，環評委

員未過半數，不得為決議。

  3.此案於第一階段環評審查以有條件通過為審查結

論，然只要開發案對於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

繼續進行二階環評審查。

  針對法院的判決，我們振奮守護杉原灣遲來的正

義，欣慰司法判決還予環境正義，同時感謝詹順貴和

許嘉容律師一路走來的義務辯護。

  我們也強烈聲明請台東縣政府與美麗灣集團尊重司

法，不要再上訴。美麗灣先建後環評的違失已滿10

年，造成各方傷害無數，浪費公帑無數。我們籲請黃

健庭縣長就此終止美麗灣事件，讓它成為判例，終結

未來財團如法炮製，破壞台東好山好水。

  司法已認定美麗灣就是實質違建，籲請台東縣府按

違建相關程序，拆除美麗灣。我們也會依判決，邀請

大家一起來發想拆除美麗灣的創意，成為守護東海岸

的環境教育範例。

  美麗灣規避法律在先，無關信賴保護原則，請台東

縣民不用擔心國賠問題。同時也呼籲美麗灣記取教

訓，不要再做不必要的司法浪費。

  瞭解更多，請見環境資訊中心報導<美麗灣環評再遭

法院撤銷環團籲台東縣府停止上訴>、新頭殼<美麗灣

開發案台東縣府再吃敗訴>、反反反行動聯盟聲明稿<>

感謝大家一同守護東海岸！：）

                           反反反行動聯盟  敬上

10/28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美麗灣開發案應予「撤銷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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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聯誼會暨阿扁總統黑牢六年紀念日
  每年的11月11日是台灣人的苦難紀念日，因為陳

水扁總統在2008年11月11日被特偵組羈押後一去不

復返，到現在已經被關在牢中達6年之久，還無獲釋

或保外就醫或居家治療的跡象。為了紀念這個台灣

苦難日，謹訂於 2014年 11月 9日(星期日)晚上

18:30~21:30在台北市議會(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

507號)舉行「扁聯會暨阿扁總統黑牢六年紀念

日」。歡迎阿扁總統的支持者前來相聚，同時替阿

扁總統祈福。              江志銘、郭正典敬邀

【打鬼除魅！去蔣解殖！2014轉型正義

晚會】
時間：10月31日(五) 18:30正義開始

地點：自由廣場

  世界各個地方與國家的轉型正義，為一個曾經獨

裁的政權或國家逐漸民主化後，清點威權殘餘並促

進族群和諧，進而深化民主的重要工程！雖然

1990年台灣民主化以來，許多民間組織長年致力於

真相調查及和解工作，政府也曾針對二二八及白色

恐怖道歉立碑，以及提出不甚完備的補償方案..

  然而，大多數的檔案仍不曾解密，威權象徵仍充

斥於我們的生活場域，威權時期取得的不當黨產尚

未清查歸還，足見我們的轉型正義仍有待努力。現

在，年輕世代深切了解台灣的現況及困境，也了解

落實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提升的重要關鍵！因

此，許多團體將要在10月31日，舉行轉型正義的晚

會，宣示年輕世代未來將投身民間轉型正義此巨大

工程之決心

敬邀參加環盟27周年感恩餐會
    有意購買者請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處林炯如

聯絡電話：(02)2363-6419 (02)2364-8587

學術研討會-從特偵組濫訴現象談檢察官

之究責
時間：11月2日（日）09:30-17:30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21號
      台大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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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建國論－與史明相遇在聖山》
新書發表會
時間：2014年11月08日（星期六）下午02:00-04:00

地點：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6樓之2）

主講：史明老先生

電話：04-23723710

直播：USTREAM Live直播

主辦：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費邊社文創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創設於公元1996年7月8日，

其宗旨在於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建

立台灣社會文明，做全方位的全民教育。

  自2004年開始發展台灣神信仰，以228做為信仰標

的，透過49位台灣神典範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

灣歷史的活教材，以期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

的勇氣，並深耕文化基礎。信仰根據地「台灣聖山

－生態教育園區」，一個以信仰為出發點的228紀念

場域，園區是以教育、歷史傳承為核心訴求。期望

強調「信仰建國」的台灣神信仰者，能從這個園區

出發，學習教科書沒有教的事。

  2013年至2014年史明老先生多次到訪聖山開課演

講，2014年3月史明皈依「台灣神道」，並受邀擔任

大地董事，大地特此留下珍貴影像與文字記錄，期

望為史明保存畢生思想精華，啟迪台灣新生代。

  史明前輩，他信仰台灣神，道名"贊主"，乃要台

灣人民能勇敢當家做主人的意義。

  史明前輩，一生中，皆以冒險患難的精神，追求

人類真正的理想國，他不計代價，探求人生價值的

方式，不是用誦經、禮佛、信教或宗教修煉，他很

務實的用生命，來跨越自我修養的潛修課程，檢視

生命的世界，實踐真正修行的大愛，用敏銳的觀察

和身體力行，去感受政治最殘暴的一面。沒有刻意

，文化中心斜對面

做作，沒有虛偽假相，秉持大愛的內在，看穿政客們

奪權的政治大屠殺；血淋淋…..醜惡地獄，冰火煉

獄，邪惡的政治謀殺，不斷在他的身邊出現，為了追

求台灣人生存之道；看清國民黨的騙術，也看破共產

黨邪惡本質，其不辭辛勞說教，只想為台灣找真正的

活路。

  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很高，得到了政權，卻只會

殺人，坑無知的人民，手段兇殘至極，無辜中國人死

亡之多，乃全世界之冠。

  國民黨在中國想學西方的民主建國，卻造成貪污妖

孽殃民的醜陋政權。史明現在找到根本救台的方式，

就是昇華全民建國教育，用台灣民族主義來喚醒台灣

人失去的靈魂。

精彩要目：

第一章人類進步過程中的台灣獨立運動

第二章認識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入門篇

第三章史明老師隨行日記

第四章我眼中的史明歐吉桑

第五章道心長存－史明老前輩在台灣聖山的傳承論述

附錄

歐吉桑養身同修補腦－贊主之聖山授課假期

革命家的身影

推薦序

楊緒東醫師：

  2014年史明前輩在聖山系列講座，點出台灣人民覺

醒的重要性；要有台灣神的信仰，找回台灣人獨立建

國的自信；提倡台灣民族主義，成為二千三百萬人的

生命共同體，用全民的力量監督執政，建立屬於台灣

人民的獨立國家，方是唯一的續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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