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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蘇貞昌接受聯合晚報的訪問，明確表態：「…現在有
人喊『疆獨』、『藏獨』是因為新疆、西藏沒有獨立，
但台灣早已獨立，不必再走回頭路。至於何謂『法理台
獨』，他說『讓學者去講』。他認為台灣最重要的是不
要民主倒退、人權流失，國家不能虛無化。」蘇貞昌這
樣的說法很好，很坦白，好歹是一個準備追求大位者必
要的立場和表態。至少它不會讓許多台獨主義者不明不
白，而可以認真思考要不要跟隨這樣的政治人物。
蘇貞昌說法理台獨讓學者去談。如果沒意會錯誤，這
句話會讓人覺得一些學者長期對台灣主權的關注，和政
治的操作是沒關係的。所以換個立場方向來說，所謂國
際法所認定的台灣獨立建國的條件，根本跟一陣風一樣，
說說就算了。目前的民進黨，至少在蘇貞昌的領導之下，
認為中華民國和台灣之間並不存在法理上的問題；民進
黨的台灣和中華民國是重疊的，而且是密合成一體了。
如果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倒要先請
教這一個獨立的國家，其獨立或建國紀念日是哪一天？
這對一個國家的人民而言應該是重要而且必須知道的日
子？以美國而言，1776年7月4日於大陸會議中宣佈獨立
宣言當日是美國獨立建念日，也是國慶日。日本也把天
皇生日當作國家生日。台灣的國慶日是哪一天？蘇貞昌
該不會認為就是十月十日吧？
如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台灣這一個國
家的開國者是誰？是書本上寫的孫中山和黃花崗七十二
烈士嗎？這事情好像也必須釐清一下。這件事情沒說清
楚，恐怕也沒辦法清楚地了解蘇貞昌所認同的為何？這
重不重要？我們認為很重要。未來的台灣歷史如何闡述
台灣建國這一段，取決於台灣是否是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或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將是一個很重要的篇章。
如果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屬於台灣的憲
法是哪一部？如果是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那還真的有
夠荒謬。這一部憲法在1946年12月25日那一天經中華民
國制憲國民大會於南京議決通過，1947年1月1日由國民
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在那段期間，台灣都還
是日本的領土。而制憲過程沒有台灣人參與，且中國正
值內戰，根本沒能施行。把它拿來台灣湊合著用，並不
能代表台灣人的國民意志。台灣人民的制憲權利都被剝
削了，憑甚麼要台灣人遵行它。
如果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總統布希和台
灣的交情也算好，但是布希任內的國務卿柯林包爾
(Colin Powell)於接受電視專訪時為何說：「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不是獨立的。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這是我
們的既定政策，也是我們的堅定政策」？又為什麼廣大
興漁船出事情時，菲律賓總統說以一個中國原則辦理？
如果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在許多國家台

灣設置的代表處僅能以商務、經濟、文化等名稱為之，
而不是稱為大使館？
如果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到2012年為止聯
合國共193個成員國，為何包括梵蒂岡城國在內的所有
得到國際承認的主權國家都是聯合國會員國，唯獨台灣
例外？而且，在台灣借殼上市的中華民國也被當成不存
在？以台灣這麼大的經濟體，這麼強的國防軍力，要他
國看不到台灣都難，「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每年都
到聯合國總部前訴求，聯合國竟然都看不到？
顯然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只要稍微用心瞧瞧台
灣在國際上所遭遇的困境之後，台灣人還要堅持維持中
華民國這樣的空殼子，而不去正視台灣現實上所面臨無
國家主權的問題嗎？如果連台灣人寄予希望的領導者對
台灣國家的看法只著眼在取得政權和選票的考量，則對
台灣的未來及下一代是無法交代的，遑論給下一代台灣
人希望。
在台灣守護周刊第39期，我們提出以下的提醒：『但
是對一個原本是台灣本土政黨而言，以往曾積極主張台
灣必須完成獨立建國理想的政黨，今日為了取得中華民
國政權，而放棄初衷，整個政黨被「中華民國」化，卻
是我們無法坐視的狀況。很多臺灣人認為這是民進黨的
權宜之計，是為了取得中華民國政權的必要手段，也寧
願因此和民進黨一起「耍心機」。但是，我們必須提醒
一些深愛台灣的同胞，如果不小心警覺，當民進黨為取
得政權而出賣台灣人民時，那時的痛，將不亞於被國民
黨出賣的千百倍。』
放棄台灣獨立建國的理想，無視於台灣在國際上的地
位，是台灣人無法走出困境的真實原因。一味妥協於台
灣內部的政治現況，而放棄初衷，勢必要接受人民的檢
驗。台灣是一個還是殖民地體制的地區，人權從來沒被
正視過，民主更只是被創造出來的假象。我們不能忽視
統治階級利用國家的假面具，肆意對人民使用不公義的
權力，不斷的進行經濟剝削，對環境恣意破壞，且利用
原本該是國家公器的司法來打擊異己、鞏固政治權力，
甚至罔顧國家正義欺負弱勢人民，以不公平的選舉制度
延續不義的政權，凡此都是台灣人必須獨立建國的重要
理由。
台灣早就獨立了嗎？民進黨走了一半，走不下去了，
因此，蘇貞昌認為不要走回頭路，然而事實上就是放棄。
蘇主席要放棄台灣獨立建國之路，我們沒有太多權利去
要求蘇主席堅持初衷。但是我們相信，對台灣人民來說，
這是一種選擇。台灣人何去何從？該如何跟隨？跟隨什
麼人？相信台灣人民的智慧會在必要之時展現應有的意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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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蔡英文─評蔡英文對阿扁再入民進黨的意見
李丁園
自阿扁被馬桶中國黨偷偷地從台北榮總移監到台中監
獄後，發生了包括本土派人士到醫院示威、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到醫院探視並正式定調扁案是政治迫害、以及民
進黨十餘位立委到司法行政部跳腳，發生踢破躲在裡面
的曾勇夫的辦公室的門「踹門風波」等數件事。還有，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夏波議員等也特地
越洋到台中監獄探視阿扁。這些一連串的動作使台灣民
眾進一步的了解馬桶迫害阿扁的本質，重創了馬桶集團
使中國黨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和台中市長胡志強及中國黨
媒體也不得不發表社論，同聲建議讓阿扁保外就醫。
就在扁案逐漸轉化，使民意支持率十三趴的馬桶雪上
加液態氮更為冰冷，有利於扁案變成民進黨的資產時，
蔡英文的代理人，幕僚姚人多及楊長鎮(結合親中派學
者與民進黨英派青壯世代)相繼發表有關"兩岸人權宣言"
「中國人權決議文」，主張民進黨關懷中國人權。他們
不但沒有聲援阿扁的人權，反而轉移本土派關懷救扁的
焦點。
即使如此，民進黨有識之士仍加緊腳步，為阿扁平反
作努力，向民進黨全代會提出由陳唐山領銜有近四十名
立委(包括被基層逼迫者) 及百餘位黨代表簽署「恢復陳
水扁黨籍」的提案。
然而，此時蔡英文本尊親自出面，不但在臉書，而且
也在全代會接受媒體訪問，發表她個人對阿扁回民進黨
的意見。
詳讀其臉書後，在此，我們不得不大聲的說：迷失的
蔡英文！分析如下：
第一、蔡英文迷失在她的2016第一位台灣女總統夢
有夢最美，我們也沒有資格阻擋她作第一位台灣女總
統夢。然而，我們有權利批評她的夢。一個沒作好功課、
只隨中國黨及其媒體起舞、不知扁案的本質、不救甚至
迫害阿扁的人，第一次是受騙﹐再來就是無知愚蠢的。
她幼稚地認為阿扁不在民進黨，她的夢才不會被打斷。
她迷失在2016第一位台灣女總統夢。
第二、蔡英文迷失民進黨問題的焦點
她說："對於陳前總統再次加入民進黨，我認為，這
是台灣民主發展及民進黨成長過程中很困難，但也必須
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希望黨在處理這件事時，能夠展現
出它的成 熟，防止黨的基本價值，尤其是清廉的價值，
以及對是非的判斷，被模糊掉。"
她的意思很清楚，很白。她認為阿扁再次加入民進黨，
會使民進黨的清廉的價值被模糊掉。也就是說她認為阿
扁是貪腐、不清廉。
問題是，她接任黨主席，一開始就中了馬桶中國黨的
陷阱，相信他們捏造、抹黑阿扁的一切。原來是她在阿扁
未被判刑時，就要阿扁退出民進黨，切割阿扁，以為如
此中國黨就無法抹黑民進黨。事實證明，四年黨主席下
來，她從不強力救阿扁，只能讓貪腐中國黨享受"清廉"
而一向清廉的民進黨卻一直被套上"貪腐"的外衣。迄今，
民進黨仍然被套上貪腐"，而"清廉" 則包裝在馬桶上(直

到不久前發生的林益世及賴素如兩貪污案)。
蔡英文根本不知道，迎阿扁再入黨就是要凸顯中國黨
對阿扁的政治迫害，揭開扁案真相的第一步，進而洗刷
阿扁被扣上"假貪污案" 的冤枉，重塑阿扁及民進黨政府
的清廉，如此才能再度彰顯清廉的民進黨。她自己(被)
模糊、迷失、看不出陳唐山等人提議要阿扁再入黨的重
要焦點意義。
第三、蔡英文迷失在中國黨媒體的探戈舞中，要阿扁
承認"貪污"及"道歉"
她說："社會上有很多人同情他，但也有很多人對他過
去的一些作為，是有些不能認同。...陳前總統自己也要
多作一些努力，爭取台灣社會對他的諒解和重新認同，..."
這段話有點含糊，卻很容易知道她在說甚麼。她是在
說，有很多人是跟她蔡英文自己一樣，對他(阿扁)過去
的一些作為有些不能認同。因為她及很多人相信中國黨
媒體所報導，認為阿扁"貪污"。這是第一點。
其次，她明明知道阿扁被關在無天日的黑牢，沒病被
折磨迫害而得了重病，根本不能作甚麼。所以，她要"陳
前總統自己也要多作一些努力"，是要阿扁努力甚麼？
敢有別項？她的答案就是馬桶中國黨及其媒體所教導的
方法，即要阿扁自己承認"貪污"及認罪，要向大家"道
歉"，來爭取台灣社會對他的諒解和重新認同。
阿扁何苦繼續受迫害折磨？！為甚麼不承認"貪污"及
"道歉"？蔡英文就是選擇相信中國黨，與中國黨媒體跳
探戈，就是不相信"阿扁根本沒貪污"。阿扁自認沒貪污，
寧可被關折磨，何來認罪、何來道歉！
蔡英文不但無知、迷失在中國黨媒體的探戈舞中，她
真是白目。
第四、蔡英文要民進黨拒絕讓阿扁再入黨
她在臉書最後說："我也希望黨在作後續處理時，除了
要尊重當事人的權益之外，也要讓社會體驗出民進黨是
個成熟的政黨，也能夠去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能堅持
清廉價值，對自己的信仰，也能堅信！"
蔡英文一直不會說話，也有可能故意打迷糊仗。總之，
她的話常令人不知所云。此段話與她在選戰時的名言"台
灣共識"都是例子。還好，此段話我們可以敲出她的意思。
她說，民進黨要讓社會體驗出是個成熟的政黨的方法
是在處理阿扁再申請入黨時，好話先說，說申請人阿扁
有權利申請加入民進黨。然後，對外發表聲明說，礙於
阿扁尚在服刑期間，因此暫時不處理，等出獄後當雙手
歡迎入黨云云。如此除了尊重當事人的權益之外，也使
社會稱讚民進黨的成熟。
蔡英文是時勢造出的政治人物，但到目前為止，我們
還看不出她能創造時勢。她這次對阿扁再入黨一事，以
不正確選舉的角度及自私的心態反對阿扁回黨，更顯出
的她的格局。她的代理人的傾中言論更加深本土派對她
的不信任。
她已經迷失。迷失的蔡英文！

2013/5/30(四)

P-3-

台灣守護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WEEKLY No.072

用詞要正確 才有自己的國家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經過長年的觀察與體認，國內外的台灣人對於用詞是
否正確並不在意，一直沿襲外來「中國」國民黨洗腦灌
輸的錯誤用詞，使我們的認知與判斷經常錯誤，失去了
正確的國家觀念與國家認同。
第一個我們常稱對岸的中國為「大陸」，就是掉入
「一中政策」的陷阱，無法自拔，只把台灣與「中國大
陸」視為「兩區」，對岸的中國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國
家，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與承認她就是「中國」，有國格，
有身分。我們台灣國人不能自我鎖在「一中兩區」裡面。
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到維也納訪問當地台灣教會時，被接
待在一位台僑家中住宿，在談話中，他開口閉口一直說
「大陸，大陸…」，我就問他：「您說的大陸，是歐洲
大陸呢？還是非洲大陸？…」他立即覺悟過來，改口說：
「中國，中國…」，不再稱「大陸」，至於稱對岸為
「中國大陸」也不對，因為那是「亞洲大陸」呀！
第二個台灣國人也常跟著國共兩黨用「兩岸」來形容
台灣與中國，難道海峽「兩岸」都沒有國家嗎?!最近台
灣國內有許多稱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活動愈來愈

多，藉此搞文化統戰，又使台灣鎖在「一中」的框架裡。
如果要說「兩岸」，台灣與菲律賓，台灣與日本也應當
是「兩岸」關係吧?!甚至隔著廣大的太平洋，台灣與美
國也是「兩岸」呀?!在含糊的用詞中，台灣是不同於中
國的國家定位就難於確定了。
第三個海外許多台僑常稱祖國台灣為「島內」，好像
台灣島上沒有國家，沒有中央政府，沒有國會，也沒有
主權一樣，這也就容易使中國當局稱台灣為「中國的一
省」(Taiwan，Province of China)，而中國當局也稱對
台灣的統戰目的是要「入島、入戶、入心」，視台灣只
是一個「島」而已。我也常提醒海外台僑請稱呼台灣為
「祖國」(motherland)，不要只稱台灣為「故鄉」而已，
把台灣提升為一個國家，台灣人才有國格與主權。
目前台灣事實上(de facto)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只有靠著海內外台灣國人共同推展正名「台灣國」，制
定台灣國憲法並且加入聯合國，台灣始能真正成為國際
法理上(de jure)獨立自主正常化的國家，讓我們加緊
從改正許多錯誤的用詞開始走上第一步吧!!

陳水扁辦公室肯定執政研討會
呼籲民進黨中央舉辦扁案研討會
本辦公室發表聲明如下：
1.對於民進黨智庫將針對扁政府八年執政，區分民主
憲政、國防、外交、兩岸、財政、環境與能源等18個議
題，從8月底開始，每週舉辦一次研討會，智庫副執行
長游盈隆表示「舉辦研討會就是對執政正面的肯定」，
本辦公室表示肯定，認為該作法有助於還原陳水扁總統
與其執政團隊齊力打拼八年的政績全貌，亦是2016年民
進黨爭取重返中央執政的有力基礎，茲舉犖犖大者，例
如捍衛國家主權、提高台灣意識、首次全國性公投、台
灣入聯、國營事業正名、打通雪山隧道、高鐵通車、台
北101大樓、護照加註台灣、發放老人、老農年金、員
山子分洪道解決大台北水患、打消銀行呆帳1.9兆化解
金融危機、重大工程為人民省荷包（南二高省下2,500
億、桃園大潭電廠省下1,500億）等，這是真正對歷史負
責的態度，也是對台灣人民完整的交代，更能強力粉碎
國民黨所謂「八年都沒做事情」的不實指控。
2.雖然蘇貞昌主席已公開表示「扁案是政治迫害」，
中常會亦無異議通過「扁案是主政者政治操弄、迫害陳
前總統」的提案，但為了更進一步、更具體地釐清扁案
的真相，也多作努力化解部分黨內人士的誤解或疑慮，
本辦公室呼應並贊同前高雄市議員陳致中先生的建議，
呼籲黨中央應當主動舉辦扁案研討會或委請學者專家進
行更精細的扁案判決評鑑，以理性、科學、邏輯、客觀、

負責的方式與態度明確界定陳總統案件在法律、政治、
社會、道德或其他層面的解讀與意義，此舉不但有利於
舉黨上下早日跳脫國民黨所設定的司法框架，更能團結
反擊藍營以司法做為政治迫害工具的手段，重新捍衛台
灣人民所追求的公義價值，或許這正是邁向下一輪政黨
輪替的起點與契機。

陳致中臉書內容（2013.05.28）:
"平反"不是訴諸情緒，而是本於理性態度與知識份子
的邏輯論述。
民進黨將舉辦八年執政成果研討會，以理性、科學的
方式還原扁政府政績全貌，雖然遲了，仍值得肯定。
同樣的方式，民進黨也可以辦扁案的研討會，不預設
結論，由公正的法律專家與社會各界人士，從原始點出
發，用專業的態度來告訴台灣人民，偵審過程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政治是否扮演了特殊角色？為何社會上一直
有很強的聲音主張是迫害及追殺？
阿扁總統回黨問題的論辯核心仍是扁案，這是政治迫
害？或者你認為是罪有應得？這是違反程序正義？還是
你覺得是公平的審判？不一樣的答案會決定你對這件事
不一樣的看待。
今天的司法恐怕很難給我們解答，只有證據可以，真
相可以，事實可以，邏輯可以，我們自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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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公義是非」在哪裏？
Bill Huang, Sacramento
(1)誰在說阿扁有罪？
5/25/2013，針對前總統陳水扁申請再入黨，「蔡英
文」說："陳前總統自己也要多作一些努力，爭取台灣社
會對他的諒解和重新認同。"
很多朋友聽了都搖頭說："蔡英文的話有夠惡毒；阿
扁在國民黨的黑牢中五年來被折磨的只剩半條命，已是
半瘋垂死之人，還能怎樣「多作一些努力」？！"
蔡英文的這一席話，沒有抗議馬統幫五年來凌遲阿扁
的「國家暴力、政治迫害」，反而是用半抽象的言語在
暗示「阿扁有罪！」難怪很多朋友都一再搖頭痛心地
說："蔡英文的話有夠惡毒！"
近來，在「蔡英文臉書」和那個「想想論壇」上，又
看到一些「學者」、「教授」和「小英們」在大言夸夸、
大聲嚷嚷地說：阿扁貪污！----他們的講法和統派的紅
藍媒體幾乎完全一樣，都在給台灣人洗腦說：「阿扁有
罪！」。
現在大家終於知道為什麼「蔡英文」曾經命令黃慶林
和民進黨部的縣市主委們，曾經訓斥鄭羽秀那些民間挺
扁的人士：「不要說阿扁無罪，不能說阿扁無罪。」！
幾年來馬統幫在「國務機要費」上絲亳無法找到阿扁
貪污的証據，但是一些「小英們」卻跟著紅藍媒體狂喊：
「阿扁貪污，阿扁有罪！」。
蔡英文也明說：「不能說阿扁無罪。」蔡英文在強烈
地暗示：「阿扁有罪！」。
(2)沒有程序正義，扁案早就應該撤銷！
「違反程序正義，任何案子馬上撤銷」，這是法律上
的ABC。
名作家曹長青、金恆煒幾年來一再高喊：「違反程序
正義，扁案撤銷！」。
洪英花法官早就一再強調：「扁案自始無效！」。
鄭文龍律師也一再論述：
"----扁案，到底是不是一個貪污犯？簡單講，扁案沒
有程序正義，已不可能說他是貪污犯。因為，馬政權，
在扁案犯，先犯了重大的程序問題。而更嚴重的是，比
程序正義更嚴重的政治介入司法。
例如：
扁案政權一交出就被境管，
扁案未起訴就先逮捕，
扁案公然換法官，公然作弊，
扁案的特偵組公然教唆辜仲諒偽證作弊，
馬召見司法院長公然干預審判的嚴重問題，
及最高法院屈服馬意，違法罪刑法定主義，違反最高法
院五十幾年來的見解，
違法違憲讓阿扁入獄----"
(3)蔡英文為什麼要做「馬統幫」迫害阿扁的「幫兇」？！
12/26/2012，阿扁提出「龍潭案再審」遭駁回。
阿扁的「龍潭案再審」遭駁回這一件不公不義的事，

你想「蔡英文」會為阿扁大聲抗議嗎？？
辜仲諒被特偵組逼迫作偽證，完全違反「程序正義」
----這若是在美國或英國，「扁案」早就撤銷了！
另外「周占春法官被換」更是不公不義、政治干預、
完全違反「程序正義」，而且違憲！
「違反程序正義，任何案子馬上撤銷」，這是「司法
程序正義」的ABC、最基本的道理！---咦，「蔡英文」
不是「法學博士」嗎？為什麼黨主席四年，惦惦不講話，
從來不曾要求「扁案撤銷」？！
對不公不義的事，惦惦不講話就等於是「幫兇」！蔡
英文不但不曾要求「扁案撤銷」，還要命令民進黨的縣
市主委們：「不能說阿扁無罪。」！蔡英文這樣做豈不
像是「馬統幫」斬殺阿扁的「幫兇」？！---蔡英文的
「公義是非」在哪裏？？
還有那個「想想論壇」，裏面一大堆碩士、博士，那
些大作家們可曾強烈要求「扁案撤銷」？？
還有那個人數眾多的「蔡英文臉書」，可有「小英們」
強烈要求：「違反程序正義，扁案撤銷」？？
台灣人的「公義是非」在哪裏？？
近來當一些「小英們」在網路、在臉書上狂喊「阿扁
貪污！」時，蔡英文可曾發聲制止？？
蔡英文的「公義是非」在哪裏？？台灣人的「公義是
非」在哪裏？？
(4)別把責任推給阿扁
柯文哲5月27日接受 NOWnews《今日新聞》專訪指出，
若民進黨不儘速解決阿扁問題，民進黨2014年、2016年
就不用選了！他還說，這次恢復阿扁黨籍的事情，他沒
有簽，也沒有講話，因為時間不太對。----請柯文哲醫
師解釋一下，為什麼說"時間不太對"？？
無法同意柯文哲說：「不要再讓陳水扁成為台灣社會
上空的幽靈，造成台灣社會無法迎向未來。」----這有
點像「馬九」和「小英」的「把責任推給阿扁」的抽象
語調！「馬九們」和「小英們」把阿扁當「提款機」，
那是「馬九們」和「小英們」的下流的政治權謀，與阿
扁何干？阿扁不必為「雙英」的「政治權謀」負責！如
果說「扁案」已經「造成台灣社會無法迎向未來」，那
問題也不出在阿扁，問題是卡在：台灣的社會欠缺最基
本的「公義是非」！
「台灣社會無法迎向未來」，問題不出在阿扁，問題
是出在台灣社會沒有普遍的追求「公義是非」的勇氣和
熱情；所以「馬九們」，藍色媒体，乃至「小英們」，
才敢一再地把阿扁當「提款機」！
辦場「阿扁功過研討會」當然有助凝聚「共識」，但
這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接下去如果民進黨和台灣社
會還是不肯開始努力「平反扁案」，「馬九們」、再加
上「小英們」，就會繼續把阿扁當「提款機」！
問題還是卡在：台灣的社會欠缺最基本的「公義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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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泰源事件39周年在鳳山追思會會場。(圖翻攝自網路)

泰源起義紀念追思會致詞
公投盟總召集人 蔡丁貴
各位泰源起義烈士的家屬、各位參加起義的壯士、各
位貴賓、各位台灣國的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好!
今日我代表所有主辦及協辦泰源起義追思會的社團先
佇追思會的開頭，歡迎及感謝各位撥時間來參加這個泰
源起義台灣民族英雄的紀念會。
有人按著問，台灣民族敢有事實存在?若無台灣民族，
哪有台灣民族英雄?當我知影泰源起義的烈士佇要乎人
槍殺那個時陣，都大聲喊出「台灣獨立萬歲！」我就知
影，台灣民族是自然存在的。當我聽到鄭南榕大聲喊出:
「我主張台灣獨立」，我更再確認台灣民族是越來越有
基礎的。當我聽到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20幾歲的林
飛帆會長，在今年4月初7鄭南榕追思會致詞結束的時陣，
伊也大聲講出：「我主張台灣獨立！」最近，屏東小琉
球洪船長不幸乎菲律賓人用槍打死，全台灣的人攏真憤
慨，咱就會知影，台灣民族已經自然無聲無碎佇在咱身
軀邊了。咱今日佇這，追思泰源起義的台灣民族英雄及
感謝濟濟參加起義的壯士，感念伊們為台灣民族的生湠
付出性命及青春，乎咱今日有這款一點點自由喘氣的空
間，非常的感謝，非常的感恩!
1981年我佇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時陣，第一遍聽到

史明歐吉尚講起「台灣民族」及「台灣民族主義」。那
個時陣，歐吉尚的主張受到真濟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者的
反對及抵制。今日回頭來看，看到濟濟台灣本土社團聚
集佇這，作伙紀念追思泰源起義台灣民族英雄，咱就會
更加了解，防衛性的台灣民族主義真正是抵抗侵略性中
華民族主義尚好的藥方。對內，台灣民族主義就是團結
的cement；對外，台灣民族主義就是台灣國民主義。所
有認同台灣、有同款政治命運、經濟利益及社會文明價
值的人攏要建立咱家己的主權國，成作是台灣國的國民。
我佇這要代表認同台灣民族的台灣人，要向咱泰源起
義犧牲的民族英雄及參加起義的壯士來宣誓，阮不但會
繼續各位的腳步「主張台灣獨立」，阮願意承擔您所留
下來的工作，阮有信心會動用「台灣民族意識」團結作
伙，共同來完成「台灣民族獨立，住民自決建國」的目
標。今日紀念會結束的時，「台灣獨立建國大旗隊台北
隊」要用整齊的隊伍在史明歐吉尚「獨立台灣會」車隊
的帶領之下，遊行前往西門町，高高舉著「台灣獨立」
的大旗，歡迎各位貴賓大家作伙來參加!
最後再一次感謝大家撥時間來參加這一個泰源起義民
族英雄的紀念會，祝大家身體健康，台灣建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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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重現臺灣」特展
陳總統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今天有三個會議，早上報告醫院教學評建議加強的事
項，看完上午門診，到天龍城出差，黃昏要代理主席主
持IRB會議，接著阿扁總統醫療小組會議。
利用下午空擋，我請假提早來天龍城，因為原住民族
委員會正在舉辦「歷史機遇─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
巴達維亞檔案重現臺灣」特展。
我曾經親自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與海牙博物館及古董
地圖店找一些當年台灣的古籍與古地圖。家裡有些小收
藏，也存有復製版與漢語版的「巴達維亞日記」。我也
曾經到葡萄牙里斯本的海事博物館找資料。得知這次展
覽很興奮，過去對類似的展覽從不缺席。

圖←手繪大員鳥
瞰圖。約翰‧芬佰
翁，〈手繪大員
鳥瞰圖〉。
(圖翻攝自網路)

檔案庫。十八世紀中，這些檔案被巴達維亞總督府幾名
僕役長期挾帶出庫賣給舊貨商，再轉售給造紙廠當作紙
漿原料；十八世紀末，總督府因儲藏空間不足，銷毀若
干檔案。
台灣向巴達維亞呈報的政情、商情報告雖有損傷，還
有一部分原始文件典藏於印尼國家檔案館（ANRI）。去
年我方獲得ANRI首肯，將三卷台灣原民史料製成電子檔
案，送給原民會運用、展示（見圖，原民會提供）。原
民會表示，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見先民的樣貌、族群的
動態、宣教師的身影、VOC的興衰；這是台灣、印尼原民
文化交流的新里程，也是「南島一家親」的見證。

圖←掛著有荷蘭東印
度公司旗幟的貨輪。
(圖翻攝自網路)

圖↑福爾摩沙、澳門及廣東地圖（約1636年）。臺灣南部的大海灣，
漢人稱之為「大灣」。
(圖翻攝自網路)

這次展覽是原民會主委孫大川訪印尼文化園區管理局
與希拉拉文化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經聯繫取得編號4043、
4450、4451三卷檔案電子擋與檔案使用權，因而可以作
此重現。
這673頁「失落的記憶」是台灣新港、華武壠、放索語
區的部落母語、外語教學調查報告，還有當時選派台灣
原民到荷蘭讀書的提議。
荷蘭曾經以「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為名，在印尼與台灣殖民統
治。荷蘭人在台灣卅八年，在印尼超過三百五十年，VOC
營運總部在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台灣分公司在台
南。
荷蘭結束統治台灣後，教會機構「大員小會」的牧師
Johannes Kruijff攜帶一批教會檔案，存放在巴達維亞

參與編輯的學者說，從國外取得台灣檔案非常不容易，
通常都要花一、兩年的時間與對方檔案館培養感情，而
且幾乎要「天天磨」。目前在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的
檔案館還有一些散落的原民史料，我方應該要爭取回來。
原民會表示，特展在原民會一樓展至六月廿一日，再
到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展到八月中，後續將安排至其他
原住民族文物館巡迴展出。
後註：荷蘭時期本來要採用為國語「放索語彙」，中
之放索，原為屏東林邊漁村「放索村」，現改名為「水
利村」，因而我的家鄉的漁村之一原為平埔族放索社。

本園地有條件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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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osa Forum

台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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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訂閱 E-mail:formosaforu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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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一中原則下的死路外交」

2013年六四燭光晚會
晚間：18：00-19：00社團擺攤
19：00-20：04六四晚會(共64分鐘)
20：04–21：30默哀自由活動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自由廣場(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晚會演講：王丹/楊憲宏/林保華/陳明章…
影帶：陳光誠/天安門母親
一年一度，請勿缺席！中國沒自由，我們年年來！

時 間：2013年6月1日(六)上午10:30
地 點：台大校友會館3B室(台北市濟南路1段2-1號)
主持人：呂忠津(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與談人：李明峻(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
黃偉峰(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賴怡忠(台灣智庫執行委員)
主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培德監獄革命」有可能嗎？
時間：2013年6月2日(星期日)下午2點 ~ 4點半
地點：台南市立圖書館3樓研習教室
(台南市北區公園北路3號)
主辦單位：台灣教師聯盟
協辦單位：台南市立圖書館、李文正議員服務處
1789年7月14日，法國人民攻克巴士底監獄，代表英
勇的巴黎人民解放被壓迫的農民一大勝利，點燃法國大
革命聖火；1970年台獨先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江
炳興、謝東榮等烈士在台東泰源監獄發動革命，不幸失
敗，旋於5月30日在新店安坑被中國黨虐殺，壯烈成仁；
2008年，陳水扁卸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總統職位後，
即被關進監獄，現因病被赤藍集團非法囚禁於台中培德
監獄，是馬英九上任後的非典型政治犯。巴士底監獄後
的法國大革命傳遞「平等、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觀
念，那台灣人該如何解讀泰源革命和陳水扁培德監獄案
呢？歡迎厭惡「中華民國」統治、熱愛台灣建國的台灣
人踴躍參加！
「世界海洋日-年年有魚護魚大會師」千人活動
時間：民國102年6月8日(六)下午兩點~四點。
地點：總統府前集會陳情
面對漁源枯竭，我們反對任何汙染、破壞海洋生態之
開發及不當捕撈，政府應積極查緝違法，嚴懲三海浬內
拖網漁船吊銷執照。我們主張台灣應有休漁、限漁及漁
民補貼。我們建議海洋國家的台灣，應有海洋資源部內
設海洋警察署，以保護台灣海洋、海域漁類資源及漁民
漁業權。我們堅持近海海域應有完整保育區(帶)，使台
灣漁源生生不息，成為永續漁業的保護區。
邀請您參與一起來關心寶貝台灣的海洋。

「關注農村農陣夏至」募款茶會
日期：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下午1點至4點
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表演廳與後院廣場
（台北市徐州路46號）
茶券：每張2,000元整（農陣為立案法人，所開立正式
收據可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或列報為當年度費用）
2008年12月起集結的力量，始終堅持土地正義的在地抵
抗，加入全球捍衛糧食主權的實踐，串連農民進行草根
組織，連結青年走入廣袤田野，擴大農村美學行動。一
路走來，農陣透過農農文創運動商品義賣，以及許多夥
伴朋友以小額捐款的方式支應農陣運作與各式行動。一
直以來農陣維持著一位專職及多位志工的工作隊伍。美
好的未來累積於持續的行動，期待更充足的能量以擴大
隊伍、深耕地方。在穀物結穗、金黃搖曳的夏日，農陣
邀請關心這片土地的您，小額捐款、參與茶會、認購農
藝品，給予農陣支持與砥礪。
「農陣夏至募款茶會」將進行『農鄉藝術品＋農產品拍
賣行動』和『農村音樂表演』。並提供小農產品特色茶
點。更重要的是，將向大家分享農陣的行動進展與未來
方向。親愛的朋友，近五年來，我們或許曾在街頭齊聲
吶喊，曾在阡陌田野彎腰勞動，曾在鄉間小路微笑打氣，
點點滴滴協力同行溫暖一直在心底。讓我們在茶會彼此
看見，共同許下與小農同行的堅定承諾。
從土地出發，向農民學習，農陣夏至募款茶會，邀您
協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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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連署 衝破鳥籠公投
「2013樂享大師音樂營」
時間：101年7月8日(日)-7月13日(五)
地點：北港溪沙八渡假村
招生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國中、高中、大學、研究
所具樂器演奏能力者 (依程度分組，活動依年齡分組)
費用：19,800元整=報名費500元+活動指導費19,300元
23,800元整= 定教授費用4,000元(個別課共2堂)
+報名費500元+活動指導費19,300元
早鳥計劃：5/31(五)前報名，每位可省2000元，
共17,800元整
團體計劃：五人同行可共減免一萬(不與早鳥計劃併行)
(6/1以後，五人同時報名仍享優惠)
1.包括食、宿、平安保險、課程、活動、音樂會等
2.報到時發放紀念T-Shirt一件，結束後寄發音樂營紀
念冊
這美好的活動應該可以讓您孩子有個難忘的暑假哦~~~~

第七屆『2013台灣UN青年研習營』

我們長期來主張，核四的興建應經核災逃命圈(廠址
方圓50公里)內的人民優先同意。因此，核四公投應該
優先舉辦地方性公投，政府應視地方性公投結果，再考
慮是否要再舉辦全國性公投。但是立法院國民黨黨團提
出之全國性核四停建公投提案已於4/26逕付二讀，即將
表決通過。在公投法高投票率門檻的規定之下，此項公
投恐將扭曲反核民意而為核四續建背書。
為了提高核四停建公投的投票率，讓馬政府的計畫無
法得逞，我們要以人民提案的方式，推動全國性核四裝
填燃料公投。人民提案第一階段需要約10萬人連署，第
二階段需要約100萬人連署，才能成案。
我們呼籲各位朋友踴躍連署，讓我們衝破鳥籠公投、
停建核四。
敬請踴躍參加核四公投連署
附上
全國及台北市核四公投連署單網址下載在最後兩行
台灣反核行動聯盟
Facebook：台灣反核行動聯盟
https://www.facebook.com/TW.NONUKE
連署書文件填寫、簽名完成後請以下列方式繳回：

時間：2013年7月26日（週五）至7月28日（週日）
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9號）
招收對象：16歲以上在學學生或社會青年
有鑑於「青年」是「推動台灣入聯國」運動重要之人
力資產，也是珍貴的種籽，本會秉持「推動台灣入聯國」
之宗旨，今年再度籌辦『台灣UN青年研習營』，期盼透
過三天兩夜的研習活動、實力堅強的講師陣容、深入淺 連署書下載網址：
出的課程內涵，輔以高度密集的學員交流、輕鬆愉悅的 http://www.tepu.org.tw/wp-content/uploads/2012/02/anti_npp4.pdf
學習氛圍以及群策群力的創意發想，促使青年學員們深 http://www.tepu.org.tw/wp-content/uploads/2013/04/anti_nuclear4_taipei.pdf
刻體認「台灣入聯國」之深遠價值，同時奠定或加深學
員對於「台灣」及「國際」多元問題之重視。青年時期
培養愛國心，也有國際觀，「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始能帶來一生的祝福。
主辦單位：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合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青年事工委員會
一律採線上報名，填妥後請寄至
taiuna@taiwan-un-alliance.org.tw。
洽詢專線：(02) 2709-9787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陳聖霖先生或莊慧瑜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