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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是人口稠密的都市。在這裡發生的任何天災人

禍一定都會造成大量的傷亡，這是可預見的危機。復興

航空編號B22816的ATR-72型班機昨日(2月4日)發生墜落

基隆河的空難事件。雖然罹難的正駕駛廖建宗在發現飛

機的引擎有異常後奮力避開建築物，將傷害降至最低，

但墜機隨時會再發生的威脅也讓松山機場是否該遷移的

議題再度引發關注。

  前總統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就打算關閉松山機場，

但是被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抵制杯葛。2003年9月

19日時任經建會副主委的張景森曾建議興建快速鐵路以

取代松山機場，將松山機場遷離台北市。但當時的台北

市長馬英九說：「不管是用什麼方案，都不應該把松山

機場遷移，因為松山機場扮演非常重要的國內航運功

能，不論是交通部或者是民航局，對這點都非常了

解。」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大力推動兩岸三通，不

只推翻了陳水扁總統將松山機場遷移的計劃，還將松山

機場列為兩岸三通的主要機場。此外，馬英九還指示將

松山機場裡總統座機的停機位置讓出來，以便成立商務

客機中心，提供給紅頂台商或陸商的私人商務飛機往來

兩岸時停泊之用。尤有甚者，馬英九還積極開闢從松山

到日本東京的羽田機場、韓國首爾的金浦機場、中國上

海的虹橋機場等機場之間的航線。顯然馬英九真的認為

松山機場很重要，想把它搞成一個空中交通的樞紐，而

不體認到在台灣首都的都會地區裡設立一個機場是一件

具有高度危險性的事情。

  民進黨的李應元在競選台北市長時曾提出一個政見，

主張讓旅客搭乘約半小時的機場捷運至桃園機場乘坐飛

機，而將松山機場原址綠化成為類似美國紐約中央公園

的園區，並開發一部分地方為社會住宅或國際會展中

心。李應元認為松山機場有兩百多公頃，是大安森林公

園的8倍，可做為城市的肺，若松山機場能夠綠化成類

似紐約中央公園的公園，再加上基隆河可以划船、玩風

帆等，就可以吸引許多遊客來台北，屆時台北的商機將

無可限量。可惜李應元沒選上台北市長，他的政見因此

沒有實現的機會。

  民進黨立委姚文智在綠營台北市長整合過程中曾推出

的3D文宣。姚立委

廢除松山機場。針對姚立委的構思，柯文哲當

時直言只有「鬼扯」二字！柯文哲強調大原則上松山機

場確實是要廢除，但討論政策時如果講不出更好的方

法，則「現在這個爛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柯文哲認

「廢機場，變公園」 認為航空史上最

嚴重的空難都是在都市中心機場發生，而後波及民宅大

樓，故應

為松機遷移以前至少須回答松山機場遷移後的國防問題

和桃園機場能否take over（接收、接管）既有運量的

兩個問題。可惜姚文智立委沒有出線，沒機會選台北市

長。柯文哲在競選時雖然對姚文智的政見提出質疑，但

也主張應該遷移或者廢除松山機場，並將現址改為大型

森林公園或者是平價、只租不售的合宜住宅。

  不只綠營的政治人物競相提出遷移松山機場的主張，

藍營也有人提出類似的主張來。例如正面臨罷免危機的

蔡正元立委就主張「新松山機場計畫」，建議將飛機跑

道和航廈分離。飛機跑道可遷移至淡水和三芝間的外

海，兩處間搭建捷運，乘客至松機 後，再

搭乘捷運至外海跑道乘機。

  復興航空飛機在墜落之前曾閃過南港經貿二路「日昇

月恆」豪宅大樓，避免更嚴重的傷亡出現。「日昇月

恆」大樓是一棟位於台北市經貿二路二百三十五巷，樓

高21層的新建大樓，還在交屋當中。根據大樓現場工作

人員的描述，失事班機先擦到一棟工地大樓的避雷針，

只差三公尺就撞上「日昇月恆」大樓。在間不容髮之

際，復興航空的機師閃開了大樓，否則後果將不堪設

想！另外根據CNN的報導，前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

監察員蘇西（David Soucie）認為機師為了避開高樓，

做了相當大的努力，試圖在河中降落，將傷害、死傷減

至最低。前美國運輸部督察長施亞佛（Mary Schiavo）

也說機師的最後操作救了許多人。復興航空殉職機師的

英勇表現打動無數人，也獲得國內外媒體的讚揚，但問

題本身並不因復興航空機師的優異表現而消失，因為松

山機場的存在對其周邊住宅及在其中生活的人們永遠是

一個不定時炸彈，隨時都會引爆。萬一以後又發生空

難，且機師無法像這次那樣避開機場附近的住宅及大樓

時，傷亡情形將非常慘重。姚文智立委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核心幕僚指出：「遷

移松山機場是北市府的既定方向，中央應盡早提出遷建

的配套方案。」既然遷移松山機場是台北市政府的既定

方向，那就應該以人命安全為核心考量，儘快將松山機

場遷離台北市。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除了鳥屎和隕石以

外，就是墜機了。請大家不要再做無謂的口舌之爭了，

要不然台北市的所有住宅及居民都將永遠面臨不知何時

會從天而降的死亡威脅，而且受此威脅的將不限於機場

周邊的住宅及居民。

原址chek-in

長期來說，

松山機場是非遷不可了！姚立委的看法應該是對的。

  發生空難後，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松山機場應儘快遷離台北市

松山機場應儘快遷離台北市

美國應與台灣建交

中國人忘了你們的好友史諾（Edgar Snow）嗎？
柯P的兩國一制VS. 習胖的一國兩制？

談談柯文哲

外交禮儀

陳俊銘死亡案之疑點及檢察官應負瀆職罪

法醫師鑑定受到干擾

為何我要支持蔡丁貴教授催生明確主張台灣獨立建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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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羅牧師觀點

    1963出生於臺北縣雙溪鄉，國

立藝專美術科國畫組畢業。青年

時期有幸在巴黎渡過，回國十幾

年，主動與被迫做過很多不同類

型的工作，卻始終覺得焦慮與失

落。最後發現，只有在握筆創作

時才能得到平靜。能做一個說及

畫 故 事 的 人 ， 是 人 生 最 大 的 幸

福。他的畫風極具個人特色，大

膽採用粗黑線條輪廓，構圖與賈

桂琳．威爾森一樣充滿想像力與

幽默感，為本書增色不少。

    從彭明敏參選總統開始，邱顯

洵參與歷次重大選舉文宣工作，

今年的市長選舉，擔任柯P競選總

部視覺藝術總監，文宣部門在其

帶領，創意及表現出色 成就有

目共睹。

    本刊有幸，承蒙邱總監每期提

供漫畫，用其特有藝術家觀點，

和特有筆法，以饗本刊讀者！

，

邱顯洵 專欄

  美國政府即將與斷交良久的中美洲古巴恢復外交關

係。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一月中旬的國情咨文演說中表

示：「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誼之手。」然而美國也與在台

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很久了，美國也應該「向台灣人

民伸出友誼之手」，建立與台灣新的外交關係吧！！

  美國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線上版(National 

Review Online)在1月24日發表專文「古巴與台灣」表

示，假如歐巴馬真的有意展現友好，那麼民主台灣更值

得美國發展外交關係，美國重新承認台灣的時機已經到

來了。因為台灣早已成為合法的自由國家，在選舉、媒

體、宗教與經濟上都擁有自由，更是「民主的燈塔」。

文中進一步指出美國與台灣重新建立「共同防禦條

約」，不僅實際，在道德上更有必要性，因為台灣現在

正籠罩在中國的軍事擴張陰影下，共產中國意圖統一併

吞台灣。此一專文也強調台灣與以色列一樣，都是野蠻

專制勢力環伺之下的自由國家，需要也值得美國的支

持。

  美國「國家評論」此一有良知、正義與現代觀的專

文，令我們台灣國人得到鼓舞。我們台灣既然是「民主

的燈塔」，可以照亮亞太地區，對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

與安全有極其重要的角色與功能。期盼此一有良知、正

義與現代觀的專文正論可以擴展到全美國，讓美國人民

可以為台灣發聲，促使美國政府早日承認台灣，建立新

的外交關係。

  自從美國與佔據台灣統治的「中華民國」斷交以來，

美國政府一直要台灣維持現狀，然而對岸中國卻不斷地

擴展武力威脅台灣，並且以假和平統戰的手段，滲透台

灣政治、經濟、文化與宗教各層面，企圖統一併吞台

灣。對岸中國有維持現狀嗎？！

  台灣位居西太平洋與東亞極其的重要戰略地位，如果

台灣被專制中國統一併吞之後，將成為亞太地區的民主

自由與和平安全的一個「大破洞」。中國可以藉台灣的

港口擴展其海軍勢力，威脅北邊的日本與韓國以及南海

海域諸國包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印

尼…等的和平與安全。美國政府祇會睜眼袖手旁觀而已

嗎？！

  站在維護整個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立場，美國、日

本、韓國、菲律賓以及東南亞各國應當早日承認台灣，

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並且進一步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及各種國際組織，以共同建立區域安全體系，維護真實

的公義和平，同時也能促進中國的民主自由化，對全人

類都有益處。

美國應與台灣建交

←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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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反駁柯文哲的「兩國論」說，中
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不是國與國關係，具有不可
辯駁的法理基礎和事實依據。但中國人的好友史諾不是說
毛澤東支持台灣獨立嗎？
  有證據要拿出來啊！
  （1）先來檢視所謂的「法理基礎」：習近平在人民大
會堂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說，日本公然
質疑《開羅宣言》缺乏國際法效力（見 

）。請
問習近平，「開羅宣言」在那裏？
  （2）次談「事實依據」：史諾是美國記者，1930年代
替中共做國際宣傳不遺餘力，1936年7月在延安窯洞，毛
澤東親口告訴他說：「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
義者的枷鎖，我們熱烈支持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點同
樣適用於台灣」。（亦見旺報 

）。
  「劉屏專欄－毛澤東的台獨遺願」。
  毛澤東、周恩來捧史諾，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甚至
把他請上天安門，成為第1個登上天安門的外國人，目的
在向美國表示兩國可以交往，且同意台灣獨立（照毛在
1936年對史諾所說）。但是尼克森是笨蛋，看不懂，幾個
月後卻派季辛吉去北京叩頭，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因而
種下史諾的死因。
  1971年7月9日季辛吉、周恩來對話備忘錄簡譯如下：
  季辛吉：很久就盼望來中國。
  周恩來：此事毛主席早就對史諾說了，諒必知道這篇文
章。
  季辛吉：很仔細讀過了。
  周恩來：並非史諾寫的全對，有些地方還是錯的。

  Dr. Kissinger: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I have looked 
forward a long time to this opportunity.

   PM Chou: As Chairman Mao Tse-tung has already spoken 
about this to Edgar Snow, there is no need to elaborate. I 
believe you have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is article by now.

    Dr. Kissinger: I read it with great attention.

  PM Chou: Of course not all his works were so accurate, 
because  they were written in the manner of conversation. 
Certain points were  not so accurate, and in individual places 
were wrong. It is basicallycorrect.

  按：周恩來講的是史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要點簡譯
如下：

  書名：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 by Edgar 

Snow史諾

  史諾問毛澤東：中國抗日是要恢復所有失土，或把日本
從華北趕走而已？
  毛澤東回答：是要恢復所有失土，包括滿洲在內。朝鮮
若要掙脫日本，我們將盡力協助其獨立，台灣也一樣。

  Question（Edgar Snow）:“ Is it the immediate task 

http://news.xi 
nhuanet.com/politics/2012-09/…/c_113137558.htm

http://ssl.want-daily. 
com/ENews/Content. aspx?nid=14369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gain all the territories lost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or only to drive Japan from North 
China, and all Chinese territory above the Great Wall？”
    Answer（Mao Tse-tung）：”It is the immediate task of 
China to regain all our lost territories, not merely to to defend 
our sovereignty below the Great Wall. This means that 
Manchuria must regained. We do not, however, include Korea, 
formerly a Chinese colony, but when we have re-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st territories of China, and if the 
Koreans wish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ha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we will extend them our enthusiastic help in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The same thing applies for 
Formosa.

  季辛吉、周恩來繼續談：
  周恩來說：台灣曾被日本拿走，但在開羅和德黑蘭宣言
以及日本降書，台灣歸還了中國。美國國務卿艾契遜的白
皮書，及總統杜魯門的聲明證明了此事。（事實上，開羅
和德黑蘭宣言以及日本降書並未把台灣交給中國，日本也
否認把台灣交給中國）。
   PM Chou: Taiwan was temporarily grabbed away by Japan 
when China was defeated in the war. It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Cairo and Tehran Declarations, and by the Japanese 
surrender. Both Acheson's White Paper and Truman's 
statement serve as evidence to that.

  季辛吉靜靜的聽周恩來說謊，不表示異議，就像現在的
民進黨，不反對「開羅謊言」也不反對「92共識」，因為
外傳該黨公職很多在中國有投資。所以游錫堃建議該黨清
查黨公職在對岸投資狀態
（ ）
  1971年7月9日季周第1次祕談，周恩來向季辛吉否認史
諾所說的毛澤東支台灣獨立之後才7個月，1年前看來還紅
光滿面的史諾（見下圖，1970年10月1日所照），就在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抵達北京之前6天（2月15）因「癌
症」死了。
  據報導，史諾「患病」時，周恩來派頂尖的醫療小組前
往瑞士，專給史諾治病。這恐怕是史諾死得這麼快的原因
－－不能讓他活到尼克森到達北京之前，以免美國賣台尷
尬！
  好朋友歸好朋友，阻礙中國拿台灣者照砍不誤。這應是
史諾留給後世的教訓。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49562

https://www.facebook.com/TPGOF/posts/1602082866693279

圖：一九七○年10月
1日，毛澤東與史諾
（圖左）在天安門城
門上。

來源：中國共產黨
新聞網
http://history.people.c
om.cn/BIG5/205396/
13801409.html

中國人忘了你們的好友史諾（Edgar Snow）嗎？
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 沈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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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P早晚都要面對中國蠻横霸道的一國兩制及憑空橫

出的92共識。柯P上任的滿月之後，在美國媒體的專訪

之下，提岀「兩國一制」的政策來。美國和中國的反應

將會如何呢？中國除了自己的一國兩制政策之外，其它

絕對一概不接受。那美國呢？除了一國兩制絕對不能接

受之外，只要台灣人民絕大多數都能接受的政策，美國

白宮也都能接受。因為中國對台灣所提岀的一國兩制是

一個要完全併吞台灣的外包糖衣的致命毒藥，看看今日

香港因實施一國兩制而遭遇到悲慘的下場，就可以明白

而易懂了。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人民絕大多數對一國兩制

會採取反抗及反對到底的原因了。

  美國為什麼絕對不會反對柯P的「兩國一制」呢？因

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就是要幫助台灣變成一個主權獨立

的民主自由重人權的「國家」。所以柯P的兩國一制政

策絕對會讓美國白宮樂意接受而認可的。尤其是兩國一

制的制度絕對不會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而是像美國式

的民主制度。今天是中國要來併吞台灣，而不是台灣去

跪求中國來統一的，所以中國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的政

策若台灣人民都無法接受的話，那就聽聽台灣人民日後

都會贊成柯P的兩國一制的政策吧！

  今天台灣人民有8成以上的民意都反對中國的一國兩

制政策。那中國敢用武力來霸佔台灣嗎？絕對不敢！因

為台灣是完全受美國核子傘保護的地區之一。另外，接

受核子傘保護的國家還有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星加坡

等國家。尤其是台灣還有另一道保命符，那就是「台灣

關係法」，這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請勿小看台灣關係

法。可以去問問美國總統歐巴馬，如果台灣地區遭受他

國攻擊，你如果不出兵援救的話，有違反任何美國的憲

法及法律，因此會受到制栽嗎？歐巴馬一定會以非常肯

定的語氣來告訴你，就是「台灣關係法」了，因為「台

灣關係法」本身就是美國的憲法及國內的法律條文。

  每當美國白宮或是國務院及國防部在召開記者會的時

候，都會說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及三個聯合公報；最

後一定會說的話，就是還有一個台灣關係法。如果了解

美國官方習慣性用語的話，美方是一定會把重要的文字

放在後面而不是在前面。舉例來說，發生在1996的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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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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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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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文啟事

飛彈試射演習中，美軍太平洋軍區司令部擅作主張並下

令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援並保護台灣島的安全。這時

候，一個中國政策還有三個聯合公報在面對台灣關係法

的時候，都變成了一個「屁」了，而且還化為青煙升上

天了。

  柯P的兩國一制政策不但是台灣人民絕大多數都會接

受，美國白宮也會樂意接受的。雖然還要顧及中國極容

易受傷的臉皮及脆弱的心靈，美方還是會派出一個小芝

麻官出來說幾句不痛不癢的外交辭令語言來。然後國民

黨的立委及深藍媒體單位照慣例就會被放出來對柯P吠

叫一番。國民黨非常贊同中國的一國兩制。它之所以會

在1129大屠殺中形成被滅門的血案，不是沒有道理和原

因的。因為國民黨完全是以殖民統治的手段來治理台灣

人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國民黨才會選擇跟所有的台灣人

民對著幹。就算1129大慘敗之後，國民黨仍然執迷不悟

的想要再硬幹下去！我們倒是樂見其成。以前有人對馬

英九稱讚說：他是百年以來難得一見的奇葩，而且還是

天上没有，人間少有的「極品」。這一點，我們是贊同

的。馬英九不但是奇葩和極品，而且他更是全球惟一能

讓國民黨從內部被摧毀的「奇人異士」！

(圖/翻攝自網路)

柯P的兩國一制VS. 習胖的一國兩制？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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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下半年，面臨即將到來的2000年總統大選，當

時的台大外科主任張金堅教授擔任醫界後援會的總召，

柯文哲是他的學生。有一天，柯文哲跑到我服務的醫院

找我，告訴我張教授希望我們醫院也能成立「扁友

會」，這是我第一次認識柯文哲。我當然是義不容辭地

接下這個任務，從此也沒有再與柯文哲有接觸。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印象中柯文哲就不曾出現

在綠營的造勢活動，只有在昭姿當北社社長時的募款餐

會，會收到柯文哲一兩千元的小額捐款，但也從未出

席。2008年陳水扁總統卸任立即落難後，我們一路辦活

動聲援陳總統，也未見柯文哲的蹤影，那段時間，他應

該是專研在台大醫院的白色巨塔內，扮演專職優秀的醫

師。

  2012年3月，陳總統病情惡化，法務部拒絕保外就醫

訴求，昭姿等人發起對陳總統的「特赦連署」，並到處

請名人簽署，包括紀政、南方朔與許信良都參與連署。

當時柯文哲在醫界已經小有名氣，且因為身為「重症專

家」，媒體曝光度很高。昭姿打電話給柯文哲請他同意

連署，然而卻被柯P拒絕，他說他主張「公平審判」。

通常遇到被拒的情況，昭姿就會請對方去探視陳總統，

希望對方去為陳總統打氣。他當下同意，但幾分鐘後，

回電給昭姿說，病歷呢？昭姿沒想到柯P以為是要他探

監當醫師，順著他心意請致中送陳總統的病歷到台大醫

院給他。由於陳總統八年任內都在台大做健康檢查，認

真的柯醫師真的去比對前後的病歷，然後告訴昭姿，陳

總統身體真的有問題。他同時問了昭姿一句我們從未想

過的事：你們怎麼沒有為陳總統組「醫療小組」？昭姿

立刻同意，但隨即問柯P，誰要當召集人呢？柯P建議我

來擔任，顯然昭姿並不滿意這個建議，隨即問柯P，你

的媒體關注度較高，可不可以擔任召集人？據昭姿回

顧，柯文哲一口就答應。昭姿問他其他成員呢？柯P對

昭姿說，妳去處理就好了，於是2012年4月【陳總統民

間醫療小組】就這樣誕生了。

  從此，醫療小組每周二晚上都在扁辦開會，柯文哲都

會騎腳踏車來開，從不缺席，直到有一天必須與律師談

話。2012年8月監察院針對前一年爆發國內首宗的誤植

愛滋器官案，通過對柯文哲彈劾，且全案只有他一人受

罰。移送公懲會後，更對柯文哲做出「降2級改敘」的

懲處。事實上，柯P曾主動將某些資料給昭姿看過，我

們都知道他是在替台大醫院揹黑鍋。

  2013年1月爆發「教授研究費案」，全國涉案教授數

百人，全台大醫院只有柯文哲的辦公室被搜索，而且是

兩次。5月10日他被檢調約談，當晚參加扁辦餐會時，

他告訴我們，他掉了眼淚，覺得很丟臉，但隨後很堅定

的說，不會有下一次了，I will fight back！（我將

反擊）。沒有多久以後，醫療小組成員比任何人都早已

知道，柯P決定參與台北市長選舉，而且連競選口號都

想好了。 

一開始，我還很擔心柯P政治素養不足，然而，「318太

陽花學運」掀起了「白色的力量」，也掀起了「柯文哲

旋風」，柯P不但在初選中逼退民進黨，更在大選中打

垮原先大家認為「提名一隻豬或一隻狗」躺著選都會贏

的中國黨。選舉過程中，他一再強調「政治並非如此困

難，就是重新找回良知，並且做對的事」，還說「從現

在開始，由我來重新定義何謂政治人物」。柯文哲認

為，整個國家被他激勵起來，他只是做他自己，因為我

們社會沒有人敢做自己。他也認為，「做對的事」比

「把事做對」來得重要。因為台灣政治環境有太多謊言

和虛假。如今，他很自傲的對媒體說：我已實現！ 

  柯文哲在選戰過程中，由於高舉「在野大聯盟」的旗

幟，對於「國家定位」模糊不清，一度讓獨派的人很不

爽，甚至要杯葛他。醫療小組成員由於跟他長期相處

過，了解他的思維，都願意幫他背書，希望獨派，尤其

是陳總統的支持者，能夠堅定支持他。 

  選後的柯文哲市長，不但快速有效率的做他認為「對

的事」，拆除忠孝西路的大違建，以及沒用而妨礙市容

的陸橋，更進一步對16年來中國黨圖利財團的案件成立

「廉政透明委員會」從新檢視，甚至對大財團不假辭色

的嗆聲，讓台灣社會掀起一片叫好聲，也讓民進黨新執

政的縣市效尤跟進。

  許多人曾經質疑的「國家定位」，柯文哲日前接受美

國媒體《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專訪，直

接拋出『兩國一制』的主張。這個主張與陳水扁總統所

發表「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論，足堪比擬。相對於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的「和而不同」，前者清晰明

瞭，後者含混不清，無法相提並論。

  柯文哲，這位曾經深居白色巨塔內的素人醫師，只因

為基於醫師立場而接受邀請參與救援陳水扁總統的醫療

人權與健康狀況而被中國黨追殺，進而被逼上梁山參選

首都市長，沒想到因而改變了台灣的政治氛圍。絕頂聰

明的柯市長，學習能力超強，就像一塊海綿，不斷的吸

收新知，並以他的特質讓台北市帶動全台灣的進步。或

許有一天，「上醫醫國」這句話將會成為事實。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9%83%AD%E9%95%B7%E8%B

1%90/%E8%AB%87%E8%AB%87%E6%9F%AF%E6%96%87%E5%93%B2-

%E9%83%AD%E9%95%B7%E8%B1%90/921081187926131?pnref=lhc

談談柯文哲
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秘書長 郭長豐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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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禮儀？這係啥咪碗糕？

  這種碗糕，就像放拜拜桌上的供品。看是一桌飛禽走

獸，耍的都是雞同鴨講，拆穿了，全是黃豆香精混充的

技倆，鮮少有人拿它來吃下肚。香灰飄裊之際，聊表心

意之餘，僅供參考就好......

  外交的真諦在國力擴張和利益的掠奪，其它的，都是

鼻屎般的小事。一直拿外交禮儀修理他，會不會太無聊

了？？

  在這個自卑感處處橫流而不自覺的國度裏，送禮的人

和收禮的人己經肯定彼此誠意，並互相表示歉意了，我

們國內這些拿著雞毛當令劍的小囉囉還一直在嚷嚷他丟

臉丟到外國去....，這是什麼樣的心理因素？

  這讓我想起當年，我正忙著補習托福，在南陽街口，

遇見國中時代的國文老師。他得知我有出國念書的計

畫，點頭讚許的同時，接著又叮嚀我，別忘了去學習幾

招國術….

  「學國術？都己經是帶刀帶槍的時代了，拳腳功夫還

派得上用場嗎？」我問道。

  「不是啦，你堂堂一個中國人到人家國家去，萬一洋

人要你表演幾招中國功夫，你連個屁都不會，那豈不是

太失禮，太丟臉了？？？」

  從國文老師殷切的神情裏，我可以理解他是真心替我

設想，身在異國如何圓融處事的方法。但是，我不是中

國人，誠懇踏實做人處事就好，「堂堂」，是什麼意

思？又有什麼必要？

  「呵，我倒是想要將來的洋同學，跳西部牛仔舞給我

欣賞咧！」

  老師聽我這般回嘴，無奈地搖頭，直嘟噥，這臉會丟

到國外去………

  出社會後，我一直在外商公司服務。我深刻地了解，

那些白人，母語是英文的人，甚至只是中文講得洋腔洋

調的人，在我們這個自己號稱是已開發國家裏面，占了

多少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便宜與優勢…

  歪國人才蹦出一句：「泥好罵？」接話的人就迫不及

待地讚歎：「哇，你中文說得好好喔！」我若在場，肯

定補上一句：「喂，那不是中文，那只是打屁！」

  看看那些我們每天不得不看到的媒體在論處某些議

題，隨口就有這種邏輯：「這口味道地，用料實在，連

老外都說好喔……...」

  高級人都說好棒，那我們這些土人還猶豫什麼？

  「路面挖了又補，補了又挖，連老外都看不下去

了….」

  嘖嘖，我們跌到吐血，自己回去塗牛屎，老外說了，

才算數嗎？

  我所知道的老外，本來就沒有這種天外飛來的優越

感。我的認知，這都不是什麼國民外交。這只是長期對

自己沒信心之後的心理投射，一旦逮到機會，再用它來

  

羞辱異己。但很不幸，繼續這樣誇張下去，羞辱到的，

常常都是自己…….。

  你們如果這麼懂外交，地球上一共有兩百多個國家，

中華民國建國，也已經104年了，你們怎麼只有二十二

個邦交國？還全都是一些烏漆抹黑，專制獨裁，吃相難

看的黑黑小人國咧！

  連外交，也在鏡子裏找朋友嗎？我哩咧.............

(圖翻攝自網路)

外交禮儀
劉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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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銘生前於101年4月24日12時14分寄簡訊父母「爸

媽保重」，却於101年4月24日13時55分在成功嶺營區發

生身中13道刀傷倒臥在血泊中。經營區派駐醫師劉永輝

現場急救，並送至彰化基督教醫院仍不治。

  其給父母請安之簡訊與事發時間相差1小時41分。這

請安之簡訊却被法醫師蕭開平解釋作「最後遺言」，而

認定陳俊銘係「自為」，即「自殺」，實在是很不合邏

輯的說法。

  民國101年5月1日14時30分許，彰化市立殯儀館解剖

室，在檢察官葉建成確認無誤下，實施解剖工作。

  101年5月1日在彰化市立殯儀館解剖室解剖。但法醫

師蕭開平却遲至101年7月10日具結謹本所知必為公正誠

實之鑑定，距離陳俊銘死亡時間(101年4月24日14時

許)，已經過77天。

  依法醫師蕭開平解剖及組織病理學切片觀察結果及解

剖結果，發現左脘有至少4道猶疑性淺嘗試平行切割

傷，及6道較深之平行切割傷，傷口排列精緻密集狀。

以上均非致命傷，其在右頸部有「z」型3道幾乎連續之

深切割傷，其深度達頸部血管損傷，大量出血致出血性

休克死亡。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由法醫師蕭開平於101年7月10日開

給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的《鑑定報告書》中「死亡

經過研判」記載：「(二)外傷證據：1.右側頸有刺傷，

Z字型呈斷裂連續性，分別為9公分、3公分、7公分，深

達頸動脈，靜脈有深層組織切割傷，深達4公分。2.左

手腕近腕關節2.5公分處有平行的深淺切割傷6道深達

2.5公分，另有4道淺猶疑傷」。

楊上民對陳俊銘傷口分析：

  從法醫師蕭開平的鑑定報告書所記載，陳俊銘是先用

右手持刀刃猶疑地切割左手腕近腕關節2.5公分6道傷

口，再用左手持刀刃刺傷右側頸3刀。如陳俊銘先割右

側頸3刀，則不可能再有餘力割左手腕近腕關節2.5公分

處有平行的深淺切割傷6道深達2.5公分，另有4道淺猶

疑傷」。

  照說人一旦有自殺的意念，其在頸部有「z」型3道幾

乎連續之深切割傷，這時人已經完全無知覺意識，不可

能再舉刀連殺10道割傷。就算陳俊銘先舉刀連殺10道割

傷，這時自殺的感情意志已經遭傷痛所喚醒，不可能再

在頸部有「z」型3道幾乎連續之深切割傷。所以陳俊銘

之刀傷純粹是外力所造成，不是自殺。

  一個無刀柄的5公分刀片、要深切4公分、然後手掌無

傷痕、要如何握刀片？要從那個角度？傷口的切痕方

可判定右手或左手握刀？然而，先傷左手後再傷右手，

試問在左手傷後手掌手指不會沾血嗎？沾血後濕滑的手

掌手指如何握穩無刀柄的刀片由左手的手掌、手指去傷

害右頸？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事。

  試想，陳俊銘蓋着棉被做此自殺動作，不覺得礙手礙

腳嗎？陳俊銘他棉被蓋到脖子、肩膀處，其血跡還能噴

射到離他睡的地方往外數第四個床位的牆壁上嗎？本案

的關鍵，陳俊銘根本不是自殺。

  顯然陳俊銘不是自殺。首先推定，陳俊銘起床時，是

兇手在1點40分，拿帶把之美工刀刺殺陳俊銘，被陳俊

銘以左手擋掉八次，才造成左手腕近腕關節2.5公分處

有平行的深淺切割傷6道深達2.5公分，另有4道淺猶疑

傷。然後兇手再持刀砍向陳俊銘之右頸部3刀，血跡噴

射到離陳俊銘睡的地方往外數第四個床位的牆壁上。兇

手見陳俊銘倒在床舖上，於是把刀柄與刀刃分離，留刀

刃在床上，並蓋上棉被後，迅速衝進樓梯轉角處逃離。

檢察官洪瑞君及鄭智文涉嫌觸犯瀆職罪

  臺中地檢署洪瑞君檢察官及彰化地檢署鄭智文檢察官

不起訴處分，顯然涉嫌觸犯刑法瀆職罪。

  瀆職罪條文

  刑法第124條：

  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25條：

  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為左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

  二、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者。

  三、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

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

  檢察官涉嫌觸犯刑法第124條「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

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及刑法第125條第

1項第3款後段「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

或處罰者」。

  因為陳俊銘自殺之刀刃，鑑驗無陳俊銘指紋，故陳俊

銘沒有持美工刀刃自殺。該刀刃係兇手在殺害陳俊銘之

後把刀柄取走，留下刀刃，才鑑驗無陳俊銘指紋。而檢

察官依自殺處分，致使兇手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

檢察官顯然涉嫌觸犯刑法瀆職罪。

向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

id=1703035494&fref=ts

陳俊銘死亡案之疑點及檢察官應負瀆職罪

楊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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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領袖 家族其他成員曾、現任公職 公職期間涉及弊案或重大爭議 家族本次參選者 

 父連震東前內政部長(已逝) 家族財產來源不明 
國共合作推手 

連戰子連勝文(台北市
長) 

 祖父吳鴻麟前桃園縣長 (已逝) 
父吳伯雄前國民黨主席 (國) 
弟吳志剛台北市議員 (國) 

力推航空城 
副縣長葉世文合宜住宅弊案 
吳伯雄國共合作推手 

吳志揚(桃園市長) 
吳志剛(台北市議員) 

 父朱樟新桃園縣議員 
岳父高育仁台灣省議會議長 
妻弟高思博立法委員(親) 

高育仁兼營軍火事業 
高育仁與中共統戰部門推動兩岸和平論壇 

朱立倫(新北市長) 

? 萁  炒股案判決有罪上訴中 
任命妻徐榛蔚為花蓮縣副縣長 

傅焜萁、徐榛蔚(共同登
記花蓮縣長) 

 
兄蔡文景前花蓮縣議會議長(國) 曾涉公園工程貪污弊案判決無罪但下屬出面控訴為蔡

背黑鍋 
蔡啟塔(花蓮縣長) 

 妹張麗善前立法委員 (國) 
7 女張嘉郡立法委員 (國) 

張榮味林內焚化爐弊案判決有罪上訴中 張麗善(雲林縣長) 

 父黃鏡峰前台東縣長(已逝) 藥商回扣案遭起訴 黃健庭(台東縣長) 

 子張淵翔中正區長潭里里長 酒駕關說案判決有罪上訴中 張通榮子張淵翔(基隆
市議員) 

 妻薛凌立法委員 (民) 
子何志偉台北市議員 (民) 

薛凌去年房地產買賣97筆立委第二多 
民黨人頭黨員爭議 
迫陽信銀行員工入黨，並涉勞資糾紛訴訟 

何志偉(台北市議員) 

 父陳兩傳前台北縣議會議長 (國) 
舅林榮三前監察院副院長 (國) 
女陳怡潔立法委員 (親) 

宏福集團案判決有罪更審中 陳政忠(台北市議員) 

 妻陳錦錠新北市議員 (國) 30 秒通過服貿協議引發318佔領立院行動 
去年房地產買賣82 筆立委第二多 

陳錦錠(新北市議員) 

 父黃忠信前台北縣議員 黃俊哲樁腳賄選遭判當選無效確定 
黃忠信涉三峽土石場與鶯歌發包弊案、板橋大樓呆帳案 
黃忠信妨害自由、傷害、偽造文書判決有罪確定入獄 

黃俊哲(新北市議員) 

   鎮長任內收賄判決有罪確定 妻林裔綺(新北市議員) 

 妻呂玉玲立法委員 (國) 恐嚇一審判決有罪 陳萬得(桃園市議員) 

 子顏寬恒立法委員 (國) 槍砲、教唆頂替、喝花酒報公帳判決有罪確定 顏清標女顏莉敏(台中
市議員) 

 
 喝花酒報公帳判決有罪確定 張清堂弟張清照(台中

市議員) 

 公公謝言信前省議員 (國) 
子謝典霖彰化縣議會議長 (國) 

支持中科四期 謝典霖(彰化縣議員) 

 
 曾文溪疏浚工程盜採砂石判決有罪確定 

職棒假球案判決有罪確定後人間蒸發未到案 
子吳禹寰(台南市議員) 

 妻宋麗華屏東縣議員 (國) 蔡豪賄選案判決有罪確定入獄 宋麗華(屏東縣議員) 

 
父陳民雄前台北縣議員(國) 家族土地十萬坪、個人土地申報465筆，號稱新店土

地公 
陳鴻源(新北市議員) 

女劉純婷嘉義縣溪口鄉長 (民) 貪汙判決有罪確定入獄 劉純婷(溪口鄉長) 

 大伯魏木村前花蓮市長 (國) 
父魏東河前花蓮縣議員 
母林? 慧前花蓮市民代表 
姊魏如薰前任花蓮市民代表 
兄魏嘉賢現任花蓮縣議員 
弟魏鈺晟現任花蓮市民代表 
弟魏嘉彥現任花蓮市民代表 

魏木村、魏東河1992年立委選舉作票、賄選判決有罪
確定入獄 
魏如薰涉嫌對夫林銘雄性侵的受害少女動私刑 

魏嘉賢(花蓮縣議員) 
魏鈺晟(花蓮市民代表) 
魏嘉彥(花蓮市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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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醫師鑑定僅止於屍體解剖之鑑定，不受死者生

前個人生活因素干擾。如今法醫師蕭開平對陳俊銘

之死亡鑑定，却在經過77天的蒐集訊息研判，受其

生前打簡訊給父母之干擾，與陳媽媽對軍中人權協

會黃媽媽的陳述：「死亡前兩週陳媽媽帶他去恩主

公廟拜拜，抽籤後，解籤的說他慢慢的會比較順

利，解籤的人問他會不會自殘，他說不會」。而判

斷是自殘因素，實屬主觀上之偏見。又加之隨著在

死者覆蓋棉被發現一支約7公分長之美工刀刃，遂牽

扯到以此美工刀刃自殘，並且發表牽強的邏輯謂：

「由刀片之長度深刺、切割即可達頸部血管之深度

吻合為刀片自殘之結果」。

  事實上此美工刀刃並非陳俊銘所有，也鑑驗無陳

俊銘指紋，故陳俊銘沒有持美工刀刃自殺。

  法醫師蕭開平並不是在兇殺案現場，無從理解事

發經過，但必須把留在現場之兇刀，做傷口比對，

看是否刀刃與傷口吻合，法醫師蕭開平並未做此比

對，僅憑陳俊銘生前給父母請安之簡訊，就斷定陳

俊銘是「自為」，超出法醫對屍體鑑定之範疇，而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相字第351號之偵

查，竟然採信此超出法醫對屍體鑑定之範疇之報

告，而認定陳俊銘是「自為」，實在有違檢察官偵

辦調查之職責。因此，陳俊銘是「被殺」之事實，

檢察官葉建成應該從新偵辦，以昭雪陳俊銘之冤

魂。

法醫師鑑定受到干擾

楊上民

  台灣需要"解殖抗侵、公義維新"~解放殖民，住民自

決，建立主權國，加入聯合國，以抵抗中國外來的侵

略。經濟、社會與文化層面，我們主張實踐社會公義，

照顧社會弱勢，以防衛性的台灣民族主義凝聚台灣共

識，以對抗中華民族主義的洗腦與侵略。我們主張法治

維新，建立民主體制的運作。

  簡言之就是：政治/國家認同上要獨立建國，經濟/社

會/司法上要公平正義！

  怎樣才能做到能呢？

  我們必須選擇直接面對挑戰流亡政府殖民體制，不再

陷入現有政黨誤導的統獨、藍綠之爭的泥淖中。

  首先必須取得"發聲管道"，因為「存在的條件在表

述，沒有表述即不存在」！我們無需好高騖遠，夢想一

夕變天。衡量自己實力，幾經思量後蔡教授認為最為可

行的一條路就是~擁有一個由三席不分區立委組成的立

法院黨團就能將台獨聲音帶進立法院，進而向國際發

聲！用旗幟鮮明的台獨之表述來構築台灣共和國建國之

路！

  達成這個目的不二法門就是~~~「組黨」！

  目前選舉辦法的立委兩票制規定選民可以投兩張票，

一張選區域立委，另一張選不分區立委。只要朝向爭取

10%的政黨票支持，即可取得2016年至少三席不分區立

委，組成一個正港台獨的立法院黨團，在國會發揮杆桿

效應。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說一丈，不如做一尺！

  以下是怎麼做：

  第一步：徵求各地的支持志工，也就是建立群眾基

礎！我們成立這網路平台就是執行該階段之工作，志工

分(1)「隱性靜態志工」~網軍：負責網路宣傳工作；及

(2)「顯性動態志工」~即透過參與「台灣獨立革命軍

TIRA的101大旗隊」之活動來參與組黨實際之活動，欲

加入者請參考：TIRA官網及粉專：

)

  第二步：徵求不分區立委的推薦 (隨時注意官網公告)

  第三步：徵求有號召力的黨主席 (隨時注意官網公告)

  台獨左派要守護台灣不應淪為空談，決不可再寄望不

可靠的既有政黨！非要成立一個堅決主張台獨的政黨以

便左牽制賣台腐敗的國民黨，右制衡矯情墮落的民進黨

不可！做關鍵少數，發揮樞紐功能，在重要時刻發揮臨

門一腳將台灣推向獨立建國大道！

  我志願擔任「顯性動態的志工」~組黨志工兼101大旗

隊隊員，妳呢？你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FirstoriginTIRA/

https://www.facebook.com/TIRAFANS

為何我要支持蔡丁貴教授
催生明確主張台灣獨立建國政黨？

台灣獨立革命軍/TIRA發起人兼101大旗隊隊長  郭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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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活動訊息 Events

時間：2月7日（六）0930-1200

地點：台大校總區法律學院霖澤館1302教室

     （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近科技大樓站）

主持：張政雄(律師、前中選會主委)

與談：徐永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黃帝穎(律師、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委員)

　　　顧立雄(律師、永社理事)

　　　顏大和(檢察總長)（邀請中）

主辦：永社、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正副議長選舉亮票到底有沒有違法？這是議會自

頂八煙、金山生態一日遊 
集合時間：3月7日(六) 7:20am

集合地點：士林捷運站2號出口

費用 : 同好者950元，會員每人850元；含車資、午

       餐、保險、導覽及八煙溫泉(大眾裸湯)、每

       人一罐礦泉水；請自備雨具、防曬

繳費帳號 : 台北市原貌文化協會 

           郵局代號 700帳號00017390814041

出發->冷水坑->擎天崗(冷擎步道)->頂八煙(午

餐、溫泉)->八煙聚落導覽->金山老街->北海觀浪

(雙燭台)->台北

歡迎來電報名(02)2883-6419

座談會：「亮票有罪？議會自律或妨礙秘密」

律的範疇，或是構成刑法洩密罪？目前台灣高等法

院、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三個確

定判決，一致認定議長選舉「亮票無罪」，但最高

檢察署卻大聲疾呼亮票違法，這明顯與法院見解分

歧，人民應該相信法院，還是檢察官？

  從世界民主國家代議士的議事主席推選，到刑法洩

密罪的理論及現行地方制度法第44條規範面向，永社

及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特別邀請專家學者舉辦座談會，

以2014年縣市正副議長選舉為例，探討議長選舉亮票

的法律問題，結合學界及實務界的不同觀點，期能為

台灣民主憲政的永續發展建構基礎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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