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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只能以最好的態度與有經典的人民（基督徒與
猶太人）進行辯論…。向他們說我們的主和你們的主是同
一個主，我們都只順從祂。         －《古蘭經》29:46
  伊斯蘭國（IS）把台北101納入恐攻目標，這與2001年
蓋達組織納入台灣如出一轍。他們虛聲恫嚇，使得台灣在
世界上好像舉足輕重，反而有助於讓世界看到台灣。極端
穆斯林的仇恨對象其實主要是基督徒，誰能降低他們的敵
意？羅馬教宗方濟各動見觀瞻，能否請他開風氣之先，激
發這兩個宗教信徒之間的弟兄、姊妹感情？
伊斯蘭國威脅攻打台北101，這是否說明伊斯蘭教是個恐怖
主義宗教？
  伊斯蘭國打著伊斯蘭名義，這能否代表伊斯蘭教是恐怖
主義宗教？不能。奧巴馬總統評論得很好：「沒有宗教應
為恐怖主義負責，人類才要為暴力和恐怖主義負責。」聯
合國秘書長也評論伊斯蘭國「既非伊斯蘭也非國」（Un-
Islamic Non-state）。
  二月初，伊斯蘭國在利比亞北部斬首一批埃及基督徒，
揚言進軍羅馬。羅馬意指著梵蒂岡天主教教宗聖座（二月
底伊斯蘭國又在敘利亞擄走兩百名亞速基督徒）。其實教
宗方濟各對於穆斯林極端份子頗具同理心。他在巴黎《查
理周刊》遭到恐攻後表示，如果有人罵他媽媽他也會揮
拳。教宗去年還曾訪問伊斯坦堡的藍色大清真寺，在裡面
沉思禱告，顯示他有志化除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仇恨，
但是顯然沒找到要領。
  伊斯蘭國恫嚇台灣。他們引述AIT資料述說台灣罪狀：
「提供700萬美金援助、捐贈逾3000噸米，還在伊拉克北部
建350座組合屋、在土耳其東部設行動醫院等，幫助伊拉克
與敘利亞難民等」。其實這都屬於人道救援工作，數量也
微不足道。他們應該是相中台北101是世界最高建築物，具
有聳動的宣傳效果。個人不認為伊斯蘭國會攻擊台灣。他
們實力不足，也無此必要。但是台灣應與穆斯林林世界多
交流溝通倒是事實。
稱呼穆斯林為弟兄、姊妹
  個人計畫寫信向教宗方濟各，建議他以弟兄、姊妹稱呼
穆斯林，就像基督徒內部彼此之間一樣。如果來日穆斯林
也能以弟兄、姊妹稱呼基督徒，那麼兩個宗教信徒之間的
敵意必能降低（此處必須說明：基督教 Christianity 包
含天主教、抗議教、東方基督教。華人世界誤把抗議教 
Protestantism譯為基督教，好像天主教徒不是基督徒，天
主教不屬於基督教似的）。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猶太教崇奉同一位神，卻以三個名
稱稱呼這位神，形成三種不同宗教，進而互相敵對與甚至
砍殺。猶太教崇奉耶和華，基督教崇奉上帝/天主，伊斯
蘭教崇奉安拉，其實這三個神是相同的獨一真神。這三個
宗教都是源自亞伯拉罕創立的一神教，合稱為為亞伯拉罕
教（Abrahamic religions）。他們既然崇拜同一個神，且

奉亞伯拉罕為開創者，把它們合稱為亞伯拉罕教
（Abrahamism）並無不妥。
  從教義來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其實大同小異。基督教
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包含十論，而兩教之間
差異只在於基督論，其他九論幾乎都是一樣的。在基督論
（Christology）方面，基督教認為耶穌就是基督/彌賽亞
/就是主，而伊斯蘭教只奉耶穌為先知，不承認祂是上帝之
子。其他九論包括啟示論、神論、人論、罪論、救恩論、
聖靈論、教會論、成聖論、末世論。
真主至大，上帝全能
  基督徒其實也是穆斯林。去年底我在捷運車廂裡，邂逅
兩位甘比亞穆斯林留學生。我對他們說 Allahu Akbar（真
主至大）以示友善，他們問我是不是穆斯林。我說Allahu 
Akbar意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全能（God is almighty）。
「穆斯林」字意為順從（上帝）的人，我是基督徒當然也
是穆斯林。至於穆斯林不吃豬肉與每日五次跪拜等，那只
是習俗與儀式問題，不涉及信仰核心。就像漢傳佛教僧侶
食素，藏傳與南傳佛教僧尼食葷，只是習俗不同，無損於
它們都屬於佛教大家庭的事實。
  伊斯蘭教衡量一個人是否穆斯林，就看這個人能否接受
清真言（shahada）。清真言就是穆斯林的信仰告白，其命
題是「只有一個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基督徒當
然相信只有一個上帝，而上帝既然能夠派遣很多先知到希
伯來民族，豈可斷言上帝會不會派遣先知到阿拉伯民族。
英國史學家吉朋評論清真言是「結合一個真理與ㄧ則神
話」，他認為主張穆罕默德是上帝使者則是神話。 但是
在教外人士心中，整套《聖經》與《古蘭經》都是神話。
我們否定別人，就會遭到別人否定，如此就會造成宗教不
寬容與甚至敵對。奧巴馬總統說得很好 ：「不要認為神
只對我們而不對別人說話，因而以為只有自己才擁抱著真
理。」
台灣能夠調解伊基兩教衝突
  台灣遭到伊斯蘭國與蓋達組織恫嚇乃是無妄之災。我們
不妨也思考在穆斯林與基督教漫長衝突中，台灣能否扮演
公親角色？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
地球。」化除兩教仇恨的支點一直存在著，可能無人尋
找。 
  台灣在歷史上不曾發生亞伯拉罕三教之間的互相衝突，
反而能夠理性分析這三教的異同。把相同處發揚光大，激
發他們的弟兄、姊妹情感，應可降低它們彼此間的新仇舊
恨。台灣往這方面研究，或許能在這個領域裡開花結果
（2015/2/28）。
參考拙文「以亞伯拉罕教涵蓋猶基伊三教, 促進中東和
平」2015-02-19 台灣守護周刊第162期

我是基督徒，也是穆斯林─從伊斯蘭國可能攻打台灣談起

本文作者：蔡百銓

國寶級阿嬤唱南管丑角歌仔戲憶兒時

我是基督徒，也是穆斯林─從伊斯蘭國可能攻打台灣談起
我們必須多加瞭解國際局勢
台灣的外交曙光

柯文哲二二八紀念日演講稿

228大屠殺！是台灣人的「福氣」嗎？
民進黨既不反「92共識」，台灣人也沒聲音.......

〈阿扁札記〉阿扁給「阿扁們」的一封信

市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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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研究員暨亞太安全專家饒義

2月21日在其「國家利益」專文中指出中國正以其優勢

武力威脅台灣，但台灣民意傾向反對與中國統一，尤其

台灣將於明年舉行國會議員暨台灣總統的選舉，民進黨

可能贏得總統寶座，對岸的中國可能採取更激烈的反制

行動，然而此舉將考驗美國對台灣的動向。美國若棄守

台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恐受威脅。華府應通過充

分的武器供給台灣的方式，以支持台灣拒絕被中國統一

併吞。這才是合理且有效的保台策略。

  台灣最近的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對自身的台灣國家認同

正在增加中，也有更多人傾向反對被中國統一併吞。因

之，台灣人民更需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掌握自己的命

運，不斷地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的民主自由與獨立自

主，對亞太地區的戰略與安全會更有助益。

  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都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首要。美

國與日本有其自己的國家利益。可見我們台灣國民應當

有更堅定的意志。人人站立起來維護台灣自己的國家利

益與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和平，始能喚起美國、日本等國

政府與人民的協助，共同抵拒中國強權的武力威脅與恫

羅牧師觀點

嚇。對現代國際局勢的演變，我們台灣國人也應當更多

的瞭解與關切，因為現代國際局勢也會影響台灣的前途

與命運。如台灣民視每週日晚間10時到11時，一個鐘頭

間的「全球新聞」節目值得我們更多台灣國人觀看與省

思。而且我們也要鼓勵更多台灣國人踴躍參加各項國際

活動，比如台灣基督教青年會(YMCA)經常鼓勵與安排台

灣年輕人到國外參加國際青年的活動，不祇可以廣交國

際朋友，也可以為台灣發聲。其他也有國際性的民間組

織如扶輪社與獅子會…等，也常舉辦相關的國際性活

動。期盼其社員也能積極參加，為台灣發聲，使各國人

士更能明白台灣目前的處境。惟有如此我們始能保有自

主與安全，也能對國際的和平、安全與發展有積極的貢

獻，以形塑全人類之生命共同體。

  美國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一句名言：「靠恐懼維持和

平並不比靠刀劍維繫和平更崇高和更能持久。」面對強

敵時時刻刻的武力威脅，我們台灣的政府更應強化國

防、民防與外交，以保護人民的生命與安全。(2015年

2月24日)

我們必須多加瞭解國際局勢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如果說羊年的吉祥話是喜氣洋洋，開春以來美國陸續

傳來幾件消息，令人嗅出早春的訊息。

  春節過後第一個上班日，我駐美代表處的車輛全部換

上新車牌，由美國國務院核發的「E」字頭，樣式與各

國駐處外交官相同，這是美台斷交36年以來，第一次更

新掛上外交車牌。1979年斷交時，駐美代表處車輛全部

降為普通車牌，直到1999年才准予更換為「外國機構」

車牌，再經過15年，終於爭取到「外國政府」車牌，左

上角有美國國徽，右上角有OFM (Office of Foreign 

Mission)，這是美台關係一頁漫長的滄桑寫照。

  2月27日，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冬季會議通過21項

決議案，其中與台灣有關的多達11項，獲無異議通過。

決議案盛讚台灣的民主進步，肯定「台灣社會的開放、

自由及多元已是東亞及世界的模範」。台灣密切與美國

合作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並援助伊拉克和敘利亞難

民，也參加九一一紀念基金和人道救援，「面對全球各

項挑戰，台灣扮演關鍵角色」。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

夥伴，去年環保署長訪問台灣，「重申華府與台北之間

高層諮商與交流之重要。」決議重申。美國堅定信守台

灣關係法的承諾，持續提供防衛所需，以維繫台海和平

安全穩定，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與歐巴馬政府「一道支持

美國與台灣強化、深化彼此的關係。」

 同一天，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來儀發

表「台灣在國際安全中被邊緣化的角色」專題報告，呼

籲國際社會應擴大台灣在反恐、執法、海事安全、防止

核武擴散與核子安全、交通、人道救援與救災、人身安

全及網路安全八個領域的參與，具體建議台灣積極爭取

參與。她明言指出，中國是台灣參與國際安全組織的唯

一障礙，因此美國應要求其他國家支持台灣的參與資

格，並向中國及國際安全組織表達台灣在國際安全組織

被邊際化的風險。

  另外一個有趣的消息是，哈佛大學學生組織「國際關

係委員會」舉行聯合國模擬會議，其官方手冊將台灣列

為「國家」，中國留學生抗議，被驅離現場。此事引發

中國網友激辯，有網友說：「台灣有自己的外交、軍

隊、執政黨…這怎麼不是國家？」，更有人說︰「應由

台灣人民決定台灣的未來！」這令我想起，幾個月前瑞

典正式承認巴勒斯坦為國家，瑞典網站立即出現這樣的

呼籲：「下一個該被承認的國家是台灣！」

  在台灣外交初露曙光之際，奉勸朝野各界，從外交休

克驚醒過來，突破外交孤立，積極進軍國際！

https://www.facebook.com/annettelu.vp?fref=ts

台灣的外交曙光
呂秀蓮 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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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關心二二八事件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68周年紀念日，我和許多在場的朋

友一樣，是以受難者家屬的身分出席這個紀念會。在我

的印象中，每年的二二八，我的父親總是留著眼淚從法

會回來。看著父親的眼淚，我很心痛。但是我知道，我

的父親想到他的父親內心有更多的痛苦。

  在1947那個悲傷的年代，台灣人民有不少人失去了親

人、失去了朋友。台灣社會失去了一批菁英的知識份

子，最後在台灣的歷史留下長期的恐懼、沉默和隔閡。

在人與人之間築起了一道看不見卻冰冷的高牆，直到今

天還在分裂這個社會。

  做為受難者之家屬，內心當然沉重，但也因此讓我們

更堅強。二二八的痛，有多痛？該是痛到無法言語。因

為我的父親不願跟我講他父親的故事，他不希望上一代

的痛苦，下一代繼續承擔。因此我是從照片認識我的祖

父，從歷史認識他，從我父親每年在二二八紀念會的眼

淚中認識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柯世元先生台北師範畢業之後，在新竹的小

學教書。不管是皇民還是國民，這些都不是他自己決定

的。他只是一個台灣人，一個認真做事而且安分守己的

台灣人。即使這樣也不能免於時代的悲劇，二二八事件

發生時，也許只是一名知識份子的身分，就足以被清鄉

的國民黨抓去關、抓去打，出獄後臥病3年而死，死的

時候54歲。

  祖父過世的時候，因已臥病3年，家境一貧如洗。

我父親只有足夠的錢買一套新的內衣褲送我的祖父離開

這個世界，在我祖父入殮時連一套完整的新衣服都沒辦

法，這是我父親一輩子的遺憾。二二八事件造成上一代

的家破人亡，也剝奪了我父親升學的機會，這是他的另

一個遺憾。

  二二八，傷害我祖父的生命，傷害我父親的人生，傷

害我的感情。

  一個二二八事件造成柯家三代人的痛苦，許多受難者

的家屬應該也是有同樣的痛苦。在我參選台北市長初

期，我的父親極力反對。他說：我在二二八失去了父

親，我不要以後再失去兒子。為了這句話，讓我開始思

考我們要留下甚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也因為這一句

話，我下定決心參選。

  台灣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要做台灣這一

片土地的主人！

  四百年來，這塊土地的政府一直換，但是台灣是我們

的故鄉，這個不會改變。我常說：我們改變的現在是下

一代的未來。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

有和解，才有和平。不讓歷史的悲劇再發生在我們的子

孫身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政府有公義，社會才有和諧，國家才有將來。親愛的

朋友們，紀念二二八是為了面對歷史、還原真相，讓台

灣社會重新站起、繼續前進。今天柯文哲以受難者家屬

的身分參加這個紀念會，期待台灣社會不再有遺憾，而

能充滿愛與和平。謝謝各位。

(圖/翻攝自網路)

柯文哲二二八紀念日演講稿 (20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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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在2007年4月2日接受媒體專

訪，針對參選總統的省籍問題表示，台灣不應該再有族

群迷思，如果能夠有非本省籍總統的話，就代表台灣走

出了族群問題，這是台灣的福氣。馬英九先生在說出這

些話的第3天，卻再一次全盤的否認，說他不曾說過以

上這些話，就和他更早之前也在媒體之前公開說高鐵不

安全，根本就是一條廢鐵，所以他絕對不會搭乘高鐵。

前不久因買不到飛到台南的機票，所以馬英九只好改從

台北乘高鐵到台南。有白目的媒體記者問他，前不久信

誓旦旦的說出絕不搭乘高鐵的話語。馬英九先生竟然回

答說，他不記得有這個印像。這就是馬英九先生的本

相，自己可以完全否定自己所說過的話，而且還面不改

色，眼睛更不會眨一下。這才是馬英九先生最了不起的

地方！台灣人當總統從1988年的李總統登輝先生開始，

一直到2008年卸任的陳水扁總統為止，這長達20年的時

間，不可否認的是，這是台灣人民言論及思想最自由也

是最開放的時期，也更是有史以來台灣人民最重視人權

的時候了！

  讓我們來看一看非本省籍的中國人總統，以蔣介石和

蔣經國父子為例子，担任近40年的總統來看，究竟帶給

台灣人民什麽樣的福氣？不然，為什麼會讓馬英九敢說

出，如果能夠有非本省籍總統，就代表台灣已經走出了

族群問題，這是台灣人福氣的這麼一句話呢？從1947年

的「228大屠殺」開始，有12萬多名的台灣人民從人間

蒸發，再也没有岀現。接下來就是長達41年的白色恐怖

時期，只要說錯一句話，就會被抓去槍斃。這在2015年

的今天來說，實在是非常非常難以想像的事，甚至還會

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蔡德本先生在所著的（蕃薯仔

哀歌）的記載裡，描述他和一位還不到15歲的青少年關

在一起。蔡德本先生問了也是同鄉的這位青少年，是什

麽罪名才入獄的？原來這位青少年是在雜誌社担任排版

工人，在「反共抗俄」的檢字中，不小心把「抗」字排

上了「投」字，變成了「反共投俄」，也就只是無心檢

錯了一個鉛體字，就經軍事檢察官起訴，再經軍事法官

被判死刑確定，也就被國民黨的軍警抓去槍斃身亡。排

錯一個字就得死！如果侮辱或批評蔣介石或蔣經國總統

任何一句話，那更不用說了，也只有死路一條！從

1947年到1988年的1月13日蔣經國總統暴斃為止，在兩

位非本省籍中國人的蔣總統近40年的高壓獨裁統治之

下，一共有將近20萬的台灣人民和一部份中國籍的外省

人共同死在中國人的槍口之下！更有超過60萬人被囚禁

在黑牢裡渡過人生最精華的青春！

  基本上馬英九本人並沒有任何民主素養，我們可以舉

出兩個例子，來予以証實所言不假。其一是在20年前李

登輝總統在推動總統直選修憲的時候，也就是全台灣人

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總統。沒想到馬英九竟然跳出來，

公開反對總統直選！有記者問他為何而反對？馬英九的

回答也很直接爽快，他說在國民黨內有一部份的人在反

對，所以他就跟著也反對。馬英九口中所說的黨內有一

部份人，就是指中國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的老人，他們

一向處心積慮的就是要把李登輝總統給拉下來的人。其

二就是李登輝總統決定要推動要廢除刑法第100條。何

謂刑法第100條？就是本文中和蔡德本先生關在同一囚

室的那名15歲的青少年，不小心排錯一個字而被判死刑

的法律依據！這位馬英九先生又一次跳出來公開反對廢

除刑法第100條。他所持的反對廢除的理由是，如果真

的廢除了刑法第100條，會危害到國家安全！如今總統

直選，在台灣己經舉行了5次(1996、2000、2004、

2008、2012)，讓全台灣人民嚐到了真正作頭家的權利

和滋味。

  廢除刑法第100條到今天差不多也有20年了。大家可

有再看過或聽過，有人因為寫書或說出批評國家領導人

的話而被抓去坐牢或被抓去槍斃的事嗎？一件都沒有

了！為什麼都沒有再發生呢？就是因為李登輝總統堅持

到底，一定要廢除刑法第100條不可，這才讓台灣人民

和中國籍的外來移民真正享受到言論及思想自由！不過

馬英九先生當初所持反對廢除刑法第100條的理由，從

現在來看根本一點都站不住腳！這是因為馬英九先生從

來就不會為台灣人民著想！我們早在20餘年前就已經開

始注意、研究及分析小馬哥了。難道是馬英九先生以前

年幼無知嗎？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今天的中國國民

黨也實在太危險了！20年前的小馬哥少說也有44歲了，

尤其是女人也清楚了解這個階段的男人思維，可以說是

最成熟及最有理性的時候，這也是定型和定性的最後階

段了。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馬英九真的適不適合來

担任台灣總統呢？

  馬英九從2008年到2015年，著著實實的擔任了7年總

統的職務。事實也證明了馬英九是禍害台灣民主及經濟

的最大禍首。第一，他是真的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不

說，甚至還帶有反民主的特質。例如他監聽代表台灣人

民選岀來的國會議長及國會議員們的電話及手機的通話

內容，如果這是發生在美國的話，美國總統馬上就會被

彈劾下台入監去坐窂。馬英九先生是真的愛台灣嗎？其

實並沒有！一個真正愛台灣的人絕對不會以肯定又絕對

的語氣公開對國際媒體專訪說出和中國統一是中國國民

黨的終極目標！馬英九先生從來就沒有認為自已是台灣

人，除了在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時由李登輝總統舉起他

的右手，說馬英九是新台灣人，而註定讓馬英九選贏了

台北市長的選舉。但是在不到兩年之後，中國國民黨因

馬英九的北市長勝選，而輸掉整個中央政府的執政權！

  第二，無論是中國人或者是外省人，根本就不適合担

任台灣總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並不是在台灣本地出

228大屠殺！是台灣人的「福氣」嗎？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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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在情感上無法和台灣本土有任何牽聯。連最民

主自由及最重視人權的美國，在憲法上也明文規定，想

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就必須是出生在美國本土的正港

美國公民。不止如此，也要生活在美國本土一定的年限

才符合憲法的標準。美國人自己也知道，只有出生在美

國本土的美國人，才會真心真意的愛美國！台灣以前遭

受 威 權 時 期 的 迫 害 及 壓 榨 ， 是 誰 在 欺 壓 台 灣

人？不就是那些中國人和外省人嗎？自從台灣籍的李登

輝先生開始担任台灣總統之後，就不再有白色恐怖的悲

慘事件再發生。在2000年的政黨輪替，也是由台灣籍的

陳水扁先生來担任總統，民主自由及人權才得以繼續延

續下去！沒有別的輝煌大道理，就只有一件事實，那就

是李登輝總統和陳水扁總統，他們倆都是出生在台灣，

而且是真正用生命及用心去愛台灣的正港台灣人！只有

出生在台灣土地上的台灣人，才會真正的愛台灣！

(接續前頁， )228大屠殺！是台灣人的「福氣」嗎？

  中國未經台灣同意就宣佈沿台海中線設航線，照

美國的說法，這是片面改變台海的現狀，是美國所

不允許。但是美國國務院在3月2號的記者會卻表示

不 管 ， 說 要 由 台 灣 和 中 國 去 談 （

自由時報）。美國既然不管，台灣抗議有用

嗎？要怎麼抗議才有用？

  去年九合一大勝之後，民進黨派吳釧燮赴美簡

報，說「92共識」可討論但不是前提。這是敗筆。

  因為去年3月白宮就丟出遵守「對台6項保證」的

信號彈，4月國務院在國會作證，強烈支持台灣自

治，並聲明繼續執行「對台6項保證」，11月歐巴

馬告訴北京，對「不支持台獨」沒興趣，可說情勢

對台一片大好，「92共識」可以否定，卻說可以討

論，美國一定大吃一驚。

  因此今年年初情況已有改變。參院軍委會舉行聽

證，談美國當前面對亞洲局勢的挑戰。別人不邀

請，卻邀請賣台的兩前國務卿季辛吉、歐布萊特提

供看法，內容不問可知。

  又，在同一天，華府智庫顧問葛來儀說，「92共

識」只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間的共識；立場

原來親台，現已偏向中國的卜睿哲卻說，它是由中

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授權機構所達成的共識，

不只是黨對黨的協議；意思是台灣人，包括柯文

哲、蔡英文都必須接受。

  卜睿哲媚中言論的前兩天，美國國務院對外籍記

者簡報，表示協助台灣確保自治，但不談「6項保

證」卻提「一中政策」，和與中國的三公報，這和

去年4月對中的強硬態度相比顯然不同。情勢又逐

漸走回2012年蔡英文被逼對「92共識」表態的嚴峻

狀況。

  3月2號美國國務院在的記者會，美國又對中國放

水，不指責中國逕設航線片面改變現狀，態度偏向

中國，台灣人皮要繃緊了。

見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 

/859816

  記得嗎，2003年阿扁提議公投，布希就當著溫家

寶的面，大罵陳水扁片面改變現狀，是麻煩製造

者，現在對中國怎不說了？很簡單，因為民進黨和

台灣人對「92共識」的內容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

意見，美國沒立場干涉。

  當時他就告訴我，美國的對台政策以1972年的

「上海公報」為基礎，「認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但我也知道「上海公報」的前一週，尼克森和

周恩來的「北京秘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美國顯

然在玩兩面手法。

  雷根的「對台6項保證」之1是，不支持中國對台

主權的主張，否定尼周「北京秘約」。所以當美國

提出「對台6項保證」的時候就是對中國擺臭臉的時

候。

圖：1994年作者和AIT官員合影。

民進黨既不反「92共識」，台灣人也沒聲音，
美國如何堅持台海維持現狀？如何逼退M503？

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 沈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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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 總統(贊凡)

光贊同修、楊董事長：您好，新年快樂！

  光贊同修2009.12.11、12.18&21日的來信，Aries寄

來的楊董事長《謝清志的生命振動──我讀我見》一

文，以及1220遊行部分活動照片都收到了。另外贊若同

修12.18的信亦已收悉。無限的感激大地同修的分享心

得及不吝指教。

  特別在蓬萊島雜誌.net週報2009.12.16第15期感謝包

括台灣大地基金會共同發行團體，228台灣神｜IMI｜奶

神、賴螢君等同修共同發行人出錢出力促成「台灣中

國、一邊一國」單曲CD的發行，並來得及在陳匪雲林來

台中時的抗議場合聽得到「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成為

最大聲的主流吶喊。同雜誌頭家心聲也有Aries的文章

《從美麗島事件到扁案，台灣人學到什麼？》，而第

2009.12.23第16期映象寫真1220台中大遊行的圖片都是

台灣大地所提供，在此致上最深的感謝之忱。

  贊若同修提到愛犬「妞妞」的離開，令尊順便帶到我

家Honey的事，真的很不捨。Honey是馬爾濟斯的小型

狗，不超過2公斤重，跟我睡了將近15年，從市長到總

統，是家庭的成員之一，我在「關不住的聲音」一書收

錄50張批，其中第44封就是寫給Honey狗狗，可見牠在

我心目中的分量。願妞妞與Honey在天上的「動物農

莊」都過得很快樂。

  贊若說「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CD封面很有質感，

謝謝您的讚美。凡事要有創意這點很重要，我在兩次市

長、兩次總統選舉都堅持新的創作競選歌曲，「台灣中

國、一邊一國」單曲是我去年12月6日在獄中所寫《台

灣歌》的第四段譜曲的。這是純運動的進行曲。

  陳青天在天上做神，大家都不敢污衊他，連他的公事

包也可以拿來做宜蘭精神、經驗、價值、驕傲傳承的信

物。林聰賢選贏了，普遍的評論是「陳定南的公事包贏

過呂國華的紅包、白包」，但大家有無想過4年前，陳

定南辭掉法務部長回鄉再度競選宜蘭縣長是如何受到黨

內派系的排擠，及基層的反彈，否則陳定南公事包自己

拿，難道會輸給別人來代拿嗎？2005年為何老縣長、部

長級的陳定南相同的公事包卻輸給宜蘭市長出身的呂國

華的紅包與白包？為什麼？贊若想過嗎？

  我完全同意楊董事長所寫《台灣神道信仰與宗教修行

不同？》台灣神的神是「精神」的神，不是「神明」的

神，信仰的是「台灣建國」的核心目標，效法的是為台

灣民主價值而犧牲的先人。

  光贊同修談及1220台灣大地及海洋之聲無容身之地可

以義賣，這是匪夷所思之事。記得1998～2000年扁帽系

列產品蔚為流行風潮熱賣的時候，眾多的小攤賣的贗品

比真品還多，有人提議採取法律行動，我作了決定，攤

販們也是混口飯吃，即使仿冒扁帽、扁衣也沒有關係，

要買真品各地有扁帽店面，要買比較便宜有流動攤販，

阿扁總統給楊緒東醫師的回信（第13封）

他們賺點蠅頭小利，也是為扁行銷，攤販愈多，代表人

氣愈旺。何況1220台灣大地、海洋之聲也是發起並動員

的本土社團，「顧飯碗」不是顧選舉有利益的飯碗，升

斗小民、本土社團的飯碗誰顧呢？

  「阿扁們」最可憐，也最無奈，為何不團結起來，

「阿扁們」不是選舉投票的工具，不是沒有獨立自主的

「黨奴」。「阿扁們」是有中心思想、政治信仰的一群

人，不是一個人，不是為了關心扁而存在的人，而是跟

台灣神道的信徒一樣，都是相信「台灣建國」終有成功

的一天，願犧牲奉獻為「台灣建國」誓死打拼的仁人志

士。

  最近有人發起成立「阿扁們」的組織，我樂見「阿扁

們」站出來，更盼望楊董事長及台灣大地的同修第一個

響應。20個人為一分會，邀集的負責人為當然分會長，

全國如有一萬個分會，即有20萬人，不輸民進黨員的人

數。

  但要成為「阿扁們」必須同意：

  「我就是「阿扁們」，我以被稱為「阿扁們」為榮為

傲，我認同並支持

  第一、反對一中，拒絕統一。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第二、推動「拒統保台」公投，凝聚台灣內部團結。

  第三、全面揚棄「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體制。

  第四、制定台灣新憲法，並向全世界宣示台灣是一個

「新而獨立」的國家。

  第五、以台灣的名義及新會員國的身分申請加入聯合

國。」

  不知光贊同修及台灣大地諸位同修以為然否？願聽聽

大家的高見。奮起吧！「阿扁們」，不要被人看輕，螞

蟻也能扛大象。

敬祝  平安順遂！

弟  陳水扁（贊凡）

2009.12.27晚19.30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

m_content&task=view&id=1753&Itemi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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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進勇縣長於選前公開宣示，並明確承諾兌現『雲林

縣內電業禁燒石油焦與煤』，但今年六輕電廠有三張石

油焦與煤的使用許可證即將到期（註1），2月24日中國

時報報導，雲林縣環保局長曾春美表示縣府正在研擬自

治條例，法令未周延之前，許可證之核發仍得依現行法

令行政（註2）。言下之意，縣政府依然不願承諾停發

許可證。

  對此，我們公開呼籲李縣長：許可證到期停發，是中

央法規賦予縣府的直接權責，請縣長切莫背信選民，罔

顧縣民健康，依該立即停發許可證，才能依法兌現競選

承諾！

停發許可證才是依法行政！

　按照環保局長的說法，在縣議會審議通過自治條例之

前，縣政府似乎對禁燒和停發許可證完全無能為力。但

事實上，現行中央法規《空氣汙染防制法》就已經賦予

地方政府「停發許可證」的直接權責，完全不必經由縣

議會審查，更無須等待自治條例通過。

  根據《空氣汙染防制法》第28條，針對生煤、石油焦

等易致空氣污染物質之使用許可證，經縣市政府『審查

合格』後始得核發；而《空氣汙染防制法》第1條：

『為防制空氣污染，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以提高

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因此許可證要能『審查合

格』的基本前提是：其許可使用不得危害國民健康與生

活環境！

縣府研究早已證實六輕危害，毫無續發之正當理由

  雲林縣政府自民國98年起委託國立台灣大學連續五年

執行『沿海地區空氣污染物及環境健康世代研究計畫』

（註3），結論指出六輕排放的氣體與危害當地民眾健

康有「顯著相關」，證實六輕污染已構成當地居民健康

風險的來源。

  隨後，又完成研究『運用汙染玫瑰圖評估二氧化硫對

石化工廠下風居民之衝擊』（註4），證實六輕發電系

統以石油焦與煤作為主要燃料，總計17根煙囪構成六輕

工業區最大的硫氧化物排放源（佔70 %）。

  而今年完成『102年度雲林縣沿海地區環境流行病學

研究計畫』（註5），更進一步證實六輕污染已造成當

地居民之健康危害，結論指出六輕營運後鄰近六輕的台

西與麥寮兩鄉與距離六輕較遠鄉鎮相比，空氣品質有顯

著惡化（註6），居民尿液中石化指標重金屬與致癌物

濃度有顯著增加（註7），居民的全癌症發生率有顯著

上升（註8）。

  意即，縣府之研究早已證實六輕污染嚴重危害國民健

康與生活環境，目前六輕電廠的石油焦與煤使用許可

證，已不符《空氣汙染防制法》中的審查合格要件。因

此，針對目前已經核發的許可證屆期後不再准許展延，

是縣府為國民健康把關的基本職責，更是中央法規賦予

縣府之法定職權，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縣府提出

要等自治條例通過後才能有所行政作為的說法，實為推

諉責任，並有欺騙老百姓之嫌！

續發許可證等於跳票毀諾！

　此外，每張許可證期限可達五年，許可證到期縣府有

權停發，但倘若縣府同意續發，李縣長在此任四年內，

則無法再用行政命令要求禁燒，這將形同縣長公然撕毀

承諾，還要讓人民繼續飽受六輕的致癌物摧殘！

許可證早該停發，李縣長切莫蘇規李隨！ 

　事實上，根據雲林縣政府於98年得到研究結論，蘇治

芬前縣長早該停發許可證，然而蘇前縣長卻罔顧居民健

康，續發許可證，不禁令人納悶：難道續發許可證，反

而對縣政府更有利？莫非許可證是縣府用來和六輕協商

交易之籌碼？

  我們嚴正呼籲律師出身、自詡正直的李縣長，切莫蘇

規李隨！停發許可證，此為是縣長立即就能實現禁燒的

行政權責！

我們鄭重提出以下訴求：

   1.李縣長應立即宣佈，自民國105年起屆期之所有雲

林縣電業設備高硫燃油、石油焦與煤使用許可證，不得

展延續發！

   2.為給予六輕緩衝時間，今年到期的三張許可證，最

多予以展延一年，展延期限須由公衛專家學者、環保團

體、在地公民團體，全程參與以公開透明民主為原則之

共同審議，（註9）。

聯合發起單位：

時代力量、國際環保組織350.org、台灣青年氣候聯

盟、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環境品質文教基金

會、看守台灣協會、PM2.5自救會、埔里PM2.5空污減量

自救會、財團法人淨竹文教基金會、山林書院、台灣中

社、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彰化

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要健康婆婆媽媽團、喚醒彰化青年

聯盟、西海岸守護聯盟、台灣生態學會雲林工作站、社

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彰化海岸保育行動聯盟、

反彰工火力發電廠聯盟、社團法人雲林縣家長協會、雲

林縣生態保育協會、荒野保護協會雲林分會、社團法人

雲林縣饗響文教協會、姊妹電台、虎尾厝沙龍、雲林縣

紫色姊妹協會、環球科技大學親境社、環球科技大學學

生議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新社會協進會、台灣培

力教育協會、<自從六輕來了>電子報、麥寮六輕公投聯

盟、雲林縣監察治理六輕自治條例草案研擬小組（持續

新增中）

聯合發起人：文魯彬外國法事務律師（台灣蠻野心足生

態協會創辦人）等數十人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請李進勇縣長依法行政
石油焦與煤許可證屆期不得展延
律師、學界、醫界、民團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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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雲林縣電業設備取得生煤及石油焦等易致空氣

     污染物質使用許可證清單 http://ppt.cc/JQje

註2：2015年02月24日中國時報『停六輕空汙許可 雲

     府：立法後再說』http://ppt.cc/opVn

註3：下載雲林縣政府委託台灣大學之歷年研究報告

         http://ppt.cc/xMhf

註4：下載運用汙染玫瑰圖評估二氧化硫對石化工廠下

風居民之衝擊http://ppt.cc/el7g

註5：下載102年度雲林縣沿海地區環境流行病學研究

計  畫期末報告http://ppt.cc/i3RU

註6：該研究摘要指出：『在環境污染方面，六輕營運

後，當A區之台西測站位於六輕之下風處(西北

風)時，其SO2濃度逐年上升0.33 ppb，NO2濃

度逐年上升0.11 ppb，皆較其他風向高;當B區之

崙背測站位於六輕之下風處(西風)時，其SO2濃

度也逐年上升0.11 ppb。而由台西光化測站的資

料可發現苯與石化業常有的乙烯、丙烯其高濃度

風向皆是來自六輕方向。而從空間採樣結果可發

現冬季空氣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多環芳香

烴與重金屬濃度高於夏季。冬季時，在A區位在

六輕工業區下風處之台西鄉空氣中的氮氧化物與

二氧化硫明顯高於位在上風處之麥寮鄉；夏季

時，因季節風向轉換則是位在上風處之麥寮鄉高

於下風處之台西鄉。石化製程相關的揮發性有機

物監測結果，在A區則是麥寮鄉之監測濃度大於

台西鄉。』

註7：該研究摘要指出：『在居民的生物指標方面，綜

合今年與歷年的檢測結果我們發現雲林流病世代

中35歲以上A區居民的尿中鍶、釩、砷、鉛、汞、鉈與

1-OHP濃度顯著高於C區居民。而在有尿中極高

濃度釩與1-OHP之極高暴露流病世代居民與對照

之極低暴露流病世代居民相比，在脂質、胺基

酸、碳水化合物代謝之中間產物以及糖蛋白代謝

物的表現上有著明顯之差異性。』

註 8：該研究摘要指出：『在 2009-2011年建立的

3,230人流病世代中，A區在收案時已年滿35歲以

上之居民在六輕運轉後十至十二年(2008-2010

年)的每千人年全癌症粗發生率是六輕開始運轉後

九年(1999-2007年)的2.82倍，在35歲以上的女性

居民則是3.54倍，而在35歲以上沒抽菸、吃檳榔

與C肝之女性居民更高達9.04倍;而居住在C區

35歲以上之居民在2008-2010年的每千人年全癌

症粗發生率是1999-2007年的2.04倍，在35歲以

上的女性居民則是1.70倍，而在35歲以上沒抽

菸、吃檳榔與C肝之女性居民是1.91倍。在控制

了年紀、性別、身體質量指數、是否曾經抽菸、

是否有C型肝炎與是否曾在六輕工作等相關干擾

因子後，從卜瓦松回歸分析發現到A區35歲以上

女性居民其2008-2010年的每千人年全癌症發生

率是C區居民的1.60倍(95% CI 1.07-2.39)，而

在60歲以上居民為1.55倍(95% CI 1.00-2.38)，

在60歲以上女性居民則更高達2.17倍(95% CI 

1.16-4.08)。』

註9：根據《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

販賣或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地方政府無須公

開審查即可決定是否核發，形同讓許可證淪為可

用來密室協商之籌碼，因此唯有讓一切審查全程

公開透明，方能以昭公信。

(接續前頁， )請李進勇縣長依法行政.......

  臺北市政千頭萬緒，食安則是當務之急，去年一

連串的黑心食品風暴，讓市民對食品安全產生疑

慮。因此，年後第一天上班，市政會議便通過臺北

市食品安全委員會設置條例，未來臺北市將由「醫

生市長」親自監督食品安全，讓市民能吃的安心。

  昨天市政會議後，市府公佈在勞動條件檢查制度

中引入「陪同鑑定人制度」，這是新創的制度。我

常說「專業問題，專業解決」，我是個尊重專業的

人，勞檢時若有個別行業的專業人士參與，為勞工

把關、維護權益，將會大大提升效率，也能協助突

破勞檢的盲點與漏洞。「自己的行業自己勞檢」，

希望未來臺北市的勞動環境能讓所有勞工越來越安

心

  元宵節就要到了，今年民政局準備了18萬盞小羊提

燈。「關懷分享」是我的政治理念，因此除了市民

排隊領取的10萬盞，剩餘的8萬盞，市府就提供給

孤兒院、病童等較難到場排隊領燈的小朋友，希望

這些孩子能一起同樂。臺北市府也將今年的提燈提

供給僑校的小朋友，讓他們能夠體驗元宵文化，了

解臺灣的過節特色。

  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下，臺北市民可以安心的飲

食、在好的勞動條件下安心工作，弱勢的小朋友也

能因為一點小改變，度過一個快樂的元宵節，臺北

市政府要讓各行各業的市民都能「安居樂業」。

祝元宵佳節愉快。

「市長的話」網址： http://epaper.gov.taipei 

/pu…/epaperHTML/5341513671/index.htm

市長的話
柯文哲



P-2-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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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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寶級阿嬤今天來我教學門診，看完病，教我以南管

唱歌仔戲。她說歌仔戲表演七字仔與都馬調太通俗，以

南管唱歌仔戲是相當高難度，很多人都希望她唱或教他

們。我小時候在林邊鄉下，晚上最喜歡到街上南管的業

餘業團聽南管演奏，也略知一二。

  阿嬤問說要唱那一齣戲，我說不要悲哀哭調，要有喜

感的。她就說她就以南管唱丑角的戲。阿嬤不識字，加

上已開始重聽，唱完我逐字幫她寫詞如下：

  「手拿素白傘，待我面前去問伊，伊要知原州小娘

子，伊心裡未注意，原來攏是風吹（風鈴），風吹吹得

響叮噹，叮噹過五更，掀開紅落帳，床空，枕也空，雙

手摸無人，難怪我得相思病很重，難怪！流浪仙，流浪

仙，只得深山當憇淘仙，吹簫彈琴，拍手掌（合音），

對日相逢，擄取金雞，叮叮噹噹，流浪仙！叮叮噹噹，

流浪仙！（接著模仿彈琴打鼓聲音）」

  阿嬤說台灣傳統戲曲主要分為地方大戲與偶戲兩大

類。地方大戲包括南管戲、北管戲、歌仔戲與客家戲；

偶戲則包括皮影戲、傀儡戲與 布袋戲。

  現今台灣多以演奏南管音樂的子弟團為主，其樂器分

為上四管（即琵琶、洞簫、三 絃、二絃）及下四管

（響盞、四塊、叫鑼、雙鐘）。

  台灣所保存的南管戲專指閩南語系中最古老的劇種梨

園戲，梨園戲的角色原分為：生、旦、淨、末、丑、

貼、外，又稱為七子班，梨園戲的基本曲調為南管音

樂，宛轉悠揚。

  樂隊的樂器分為絃樂．管樂與打擊樂三部分：絃樂以

琵琶為主，還有三絃．二絃等；管樂以洞簫為主，還有

品簫、小嗩吶等；打擊樂以掌鼓為主，還有小鑼、拍

鼓、口向盞、雙音、鐃鈸等。

  阿嬤說她的南管歌仔戲是在雲林縣元長鄉學的，元長

有南北管子弟團，已把南管加入西方樂器加以現代化。

  小時候阿嬤是在我隔壁村莊的人，一出生就在戱班，

後來爸媽走了，她留在戲班成長。

  小時候家鄉有一間林邊戱院，輪演歌仔戲與電影。新

的戱班來一卡車載著全體演員連同他們的家當，遊街吟

唱廣播，我們小孩會跟在車後遊街。

  然後會轟動整個村莊好幾個禮拜，演壞人的上街會被

鄉下人丟石頭，罵說「您哪卡差不多咧！」後面再加一

句「幹」！

  下課後到戱院看「戱尾」，即最後5到10分鐘戲院會

打開所有的門，方便散埸，也讓外面的人觀賞。如果真

的好戱，假日會站在入埸外，央求疼小孩的「阿伯仔」

夾帶我們免票的小孩進埸。

  但阿嬤大我三歲而已，60年前那時後阿嬤應該還沒上

戲！一整天阿嬤的南管吟唱迴旋在我腦海裡，回想的是

兒時的回憶。

國寶級阿嬤唱南管丑角歌仔戲憶兒時

陳順勝 醫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蔡媽媽尤瑞敏對抗國防己有近七年了。在這段日子裡

實讀這本累積經驗的課程，一路來吃盡多少心酸痛苦，深

體會出國防制度出很大問題，在不戰爭國家裡軍人才會不

斷犧牲。

  我請大家和我共同努力為臺灣軍人重建國防建全制度，

改變惡俗。時代力量網路投票我也有被提名。請大家支持

我尤瑞敏進國會，讓我代表你們在國會上發言，為所有臺

灣全民創造安定，幸福日子。

  請支持臺灣阿母為臺灣仔拼將來。公民提名全國不分區

立委候選人網路投票，請按登入時代力量投票網址：

  只有痛過，才知痛苦民所苦。為子孫，我蔡媽媽會將這

七7年所學國防改革重建制度，保障軍人尊嚴，人權生命

安全。請你在3月31日前告訴你的朋友投蔡媽媽(尤瑞

敏)一票、洪舅(胡世和）一票，蔡媽媽才能為以後軍人

爭取人權、生命安全、尊嚴。敬請一起為臺灣努力。謝謝

  為役男生命、人權把關，國防改革。

http://www.newpowerparty.tw/candidates

政見：

1、推動憲政改革，主張三權憲法，落實主權在民。

2、推動加速司法改革，修訂法醫師法，掃除政治法醫。

3、鞭策經濟部規劃落實中油，臺電民營辦法。水資源保

存運籌管理法。

謝幫忙分享

蔡媽媽尤瑞敏的呼籲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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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年剛剛過去，迎接新的羊年到來之際，台灣國辦公

室團隊要向馬英九這個害群之馬清算總帳。同時敬告馬

蝗，你的親信因犯罪或其他原因，都已紛紛跳船，而你

卻仍只關心每天量三次體重。日前，馬卸任中國國民黨

主席後，先前在馬王政爭的黨籍案也遭新任朱立倫主席

拒絕承接而灰頭土臉，十足像隻無腳的毛蟹，政令難

行。而馬蝗仍剛愎自用，孤芳自賞。縱使民不潦生，他

仍只顧權力鬥爭。台灣人要馬知恥下台，以謝國人。

  自2013年林益世、賴素如涉嫌收賄，索賄請辭，接著

江宜樺、曾永權、管中閔於2014的9合1選舉慘敗後，

分別辭去在政府及黨的職務。再來葉匡時高鐵續約延長

40年一案遭藍綠立委聯手反對，惱羞成怒下台。又逢李

全教遭台南地方法院以賄選收押及王郁琦針對張顯耀涉

嫌洩密一案檢察署作出不起訴決定因而下台。而金溥聰

以健康為由辭職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甚

至有傳言說是金的去職是為了讓馬英九安全下莊，先行

安排後續事宜。馬蝗敗象已露卻仍困獸猶鬥，目前僅存

勉強可為親信的吳敦義似乎也若即若離。凡此種種承現

幾乎無政府狀態。報傳馬將出訪拼外交？台灣人民堅決

反對馬再浪費人民納稅錢出國。台灣國辦公室強烈質

疑，馬是否藉出國機會，一出國門就落跑不再回來，免

遭牢獄之災？羊年開始，馬年結束。期盼台灣人共同努

力來終止屬於馬英九的時代。(2015-02-27)

馬蟹無腳還會橫行？

台灣國辦公室新聞稿

  228事件的梗概已大致清楚，之所以發生動亂而且星

火燎原，固然有日本統治半世紀所造成（文化落差等）

的影響，但是陳儀弊政，包括用人歧視、貪污腐化、軍

紀不良而導致民怨沸騰，才是動亂的主因。至於蔣介

石，不但事先與聞台政，對楊亮功等監察委員的警告充

耳不聞，事變時迅速派兵，發生屠殺之後傲慢護短，否

決懲治陳儀的黨內決議，其他軍政要員亦只有記功，而

無人受到查辦。如今台灣民主化，紙已包不住火，政府

卻只有形式上的建碑道歉、行政上設立基金會進行賠償

作業，受難家屬等民間團體對國民黨進行的訴訟則遭遇

挫敗，顯然距離司法層次的追究責任還很遙遠。只有受

害者而沒有加害者，算是怎樣的轉型正義？多年來國民

「二二八屠殺紀念日」新聞稿
可以原諒 不能遺忘；沒有真相 如何原諒？      

黨主席馬英九時而向受難家屬道歉、時而去慈湖（向二

二八元凶）謁陵，

。造成這種錯亂的原因何在？台灣社會

對二二八的歷史認識仍然模糊，才會讓國民黨政府膽敢

如此操作。今年的二二八已是六十八週年了。今天的動

作是以揭露歷史事實為念，旨在凸顯國軍三月八日開始

陸續登陸、三月九日恢復戒嚴以後，台灣各地發生的慘

烈屠殺。希望藉著年度的紀念活動，有助於讓台灣社會

記取歷史教訓，

一方面稱頌受難者王添灯為民主鬥

士、一方面又褒揚（詆毀王添灯是騙子、是台獨的）中

研院院士黃彰健

要求落實真正的轉型正義。

聯絡人：台灣國辦公室主任 陳峻涵(Chilly Chen)手

機：0983-73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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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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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盟活動採訪通知：2016獨左政黨促

成說明會
  此活動欲請貴單位幫忙宣傳，或邀請訪問蔡丁貴

教授以及活動現場採訪。讓地方鄉親有機會來聽聽

獨左政黨於台灣的必要性，主講者為蔡丁貴教授，

若能幫忙的話非常感激！

台北市議會B1大禮堂；

我們將先舉辦四場促成台獨政黨說明會：

台北場 3/7(六) 19:00-21:00

地址：11073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7號

台中場 3/8(日) 19:00-21:00中區再生基地

地址：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9號2樓

台南場 3/14(六) 19:00-21:00

台南政大書城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120號B1

高雄場 3/15(日) 19:00-21:00

高雄玫瑰教堂；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51號

【台獨左派政黨促成說明會】

  台灣需要立場堅定主張獨立及政治思想左派的政

黨，公投盟蔡丁貴教授推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多

年，尤其三一八運動後對風起雲湧的台灣青年站

出，讓我們更對獨立運動又更加深熱情與信心。

  觀察2016年台灣政局版塊移動，為避免獨立的力

量與聲音在立法院中被消音，我們將邀請全台灣人

民作伙來促成主張獨立政黨參加2016年立委選舉爭

取不分區立委席次，爭取台灣主權確立。

聯繫人：公投盟執行長-吳濬彥0931530191

2015新年快樂 劉黎兒廢核演講
主題：我們不能再賭了，台灣廢核條件世界第一

題綱：

１）福島核災還是現在進行式--福島核災悲劇日漸

發酵，兒童112人致癌，有家歸不得的悲哀。

２）台灣無處逃生，怎能繼續運轉全球最危險核

電。

３）核廢料無解，核電正在污染寶島。

４）全力阻止老朽核電延役。

５）最昂貴核電，是經濟不良債權，沒有核電日

本能發展，台灣更能。

６）台灣廢核條件為什麼是世界第一？

７）終結核電才能維護台灣生存，用綠能奪民心。

活動內容詳情如下：

８）讓孩子及家人免遭核災及輻射污染--今天起1

天1測。

演場及廣播場次：

3/3 (二)19：00～20：30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9號(蠻野講堂主辦)

3/4 (三)18:00～19:00 寶島客家電台

"寶島論壇"節目現場，大台北FM93.7

3/4 (三)19:00～21:00 (劉黎兒19:30開始演講)

地點：立法院紅樓101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號

（臨門一腳志工團、田秋菫立委辦公室、台灣環

境輻射走調團合辦）

3/5 (四)16:00 News98

"張大春泡新聞"現場，大台北FM 98.1

3/6(五)19:30～21:30 

地點：台南社大節能綠建築-鸚鵡螺小房子-小廣

場（需防寒防蚊）

地址：公園路750號（延平國中校內）。

(台南社區大學、台灣環境輻射走調團合辦）

3/7 (六) 10:00~11:30 

請洽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04-7610518

（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台灣環境輻射走調團合辦）

3/7　(六)14:00~17:00 

2015台中反核活動演講(中台灣廢核行動聯盟主辦)

地點：台中市雙十路一段123號維他露基金會館

3/7 (六)19:30～21:00　

地點：新竹市東區公園路86-1號，03-5618255

(新竹荒野、勞動黨高偉凱、綠黨周江杰、台灣

環境輻射走調團合辦）

3/8 (日)10:00～12:00 新竹縣竹東鎮

竹東廢核遊行造勢行動--劉黎兒演講、阿淘說唱

地點：新竹縣竹東鎮大林路104號，03-5952625

(勞動黨高偉凱、綠黨周江杰、瓦當人文書屋、

台灣環境輻射走調團合辦）

http://www.facebook.com/linjui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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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議會：拆車輪計劃（step1）
時間：3/8日週日下午3:00開始

地點：台北市民生西路119號2樓（近捷運雙連站）

  318退場後，公民意識藉由現代傳播方式，迅速散

布臺灣各地並且萌芽茁壯。回顧2014年，是個各家

理念的碰撞與抗爭方式的多樣的一年，硬性的抗爭

如華隆關廠工人，軟性的抗爭如割闌尾，也有如我

與其他夥伴投入選戰的方式。大家用各自的方式直

接性的影響政府，影響九合一選舉，但中國國民黨

並沒有真正被打倒。

  今年2月14號，割闌尾罷免蔡正元行動的失利，除

《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追思紀念文

集》發表暨座談會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時間：2015年3月7日(六)下午2:0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室 

(台北市徐州路2號3樓)

了凸顯臺灣現行法律制度無法反映民意及保障人權

的不公義外，也意味著偉大的理想只存留在街頭上

遠遠不夠，其必需結合更強大的政治力量，方有徹

頭徹尾改革不公義體制的可能。

  這一次，我邀請大家一起來討論，或看看我的方

案，再透過輔選與反輔選，將三大目標實踐。

１，讓大家共同期待的候選人能進國會。

２，讓國民黨國會不過半。

３，讓國民黨失去執政。

  我將分享我與夥伴們目前整理的情報與資源，期

望能夠聽聽大家的意見，將這些目標在今年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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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專書推廣專案
各位親愛的朋友，您好：

  本會致力於228事件相關口述歷史訪談與出版，逾

20年，追求歷史真相與公義，20多年來不曾間斷。

  今年2015是二二八事件68週年，為了讓更多人瞭

解歷史的真相，本會特別推出228口述歷史系列優惠

專案，購買全套者除享優惠價2500元外，另贈送新

書《傳染病與228》一本。本推廣專案優惠至2015年

5月31日止，邀請大家一起來見證聆聽這段台灣人不

可不知的歷史！

※書籍內容詳細介紹請上本會網查看

，http://www.twcenter.org.tw/。

3月7日頂八煙、金山生態一日遊 
集合時間：3月7日 上午7:20

集合地點： 士林捷運站2號出口

  7:20am士林捷運站2號出口集合、出發à冷水坑

à擎天崗(冷擎步道)à頂八煙(午餐、溫泉)à八煙聚

落導覽à金山老街à北海觀浪(燭台雙嶼)à台北。

  八煙舊名「三重橋」，海拔約為320公尺，深受東

北季風及地形影響。八煙之名出現在清代至日治期

間，因為區內擁有多處硫氣孔，磺煙昇起時形成壯

觀，加上位在陽金公路8公里處，合稱「八煙」。地

下水位高、水質清澈、生態豐富，霧氣長年迴繞，

加上的八煙溫泉源頭、水生植物和土馬騌，綠絨絨

如地毯般。早期居民順應地勢開闢梯田、聚落、灌

溉水圳，原始生活的風貌，豐富的人文與生態特

色，成為當地獨特的資產，山谷中靜謐之處猶如世

外桃源。

原貌文化協會 (Tel :02-28836419)

購買方式：

郵撥戶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郵撥帳號：1671-8551

受款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 帳號：112-20-062-897-7

※利用自動櫃員機轉帳購買的朋友，請於轉帳之後

務必以Ｅ-mail或親自來電告知您的轉帳資料，我們

才能確認轉帳者。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敬上

會址：10488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1樓

電話：02-27122836

網址：www.twcenter.org.tw

E-mail：juventus@mail.twcenter.org.tw

http://E-mail�Gjuventus@mail.twcenter.org.tw
http://E-mail�Gjuventus@mail.tw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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