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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臉書社群「堅決守護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徵詢聯盟」救台灣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20868491389261/
這是一個由台灣住民公開合作，以產生屬於台灣住民
自己的總統候選人的徵詢聯盟。本聯盟一切決策在臉書
上公開，完全沒有人秘密主導。您，就是住民決策的一
份子。
我們生命所寄託的母親，台灣，現在正面臨中國勢力
的大舉入侵，有即將亡國滅種的危機。追究其主因，固
然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傀壘黨)一
昧地聽命於中國當局，毫無節制地對中國開放，不管台
灣人的死活。另一方面是作為台灣最大反對黨的民進
黨，最近竟也瀰漫著一股極度傾中的氣氛。這，就很令
人不安了！例如有核心黨員提議「憲法共識」，或是和
他黨人士提出「大一中」的架構. 也有核心黨員說：
「未來一中是唯一選擇」、「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
民國就是台灣」等，不一而足。
台灣最大的反對黨竟然也無法堅守台灣的主權，還和
統派一樣對中國懷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著實令人擔
憂。很明顯地，目前我們的母親，台灣，同時失去執政
黨及最大反對黨的堅決守護。它，已經面臨了即將被中
國併吞的危機！而我們台灣住民，更是即將喪失自己的
主權與人權！
另一個令人憂心的發展，是陳水扁總統一卸下總統職
位後，就立刻被馬英九政治迫害，關入監獄迄今。營救
陳總統出獄是否成功，是我們台灣住民捍衛自己人權最
關鍵，也最具有指標性的工作，理由是陳總統曾經是台
灣住民經由民主制度合法選出來的最高執政者。如果大

家任由傀壘黨繼續聽命於中國當局去踐踏陳總統的人
權，則將來中國當局會更得寸進尺，踐踏所有台灣住民
的人權！可是不幸的是六年來，即使他已經罹患多重重
度疾病，各方營救人員仍然無法成功地營救他，讓他保
外就醫或居家治療。推究其原因，除了馬英九私人的政
治迫害之外，歷任民進黨黨主席或總統候選人不積極援
救陳總統，甚至有意無意地壓制眾人救扁的努力，也是
最大的因素。例如有位主席曾公開說：「不可以說阿扁
無罪」，也拒絕簽署「讓陳總統保外就醫」的連署。這
等於配合中國傀壘黨迫害台灣住民經由民主制度合法選
出來的最高執政者，也同時迫害了所有台灣住民的人
權！
由於我們正面臨國家的主權逐漸被中國奪取，以及因
陳總統持續被政治迫害而喪失人權的危機，加上不管是
中國傀壘黨或是民進黨2016年的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必然
守護台灣主權及人權的決心，因此，由台灣住民推派自
己的總統候選人，是拯救台灣免於淪亡的唯一方法！現
在距離2016年總統大選已不到兩年，情況迫切！因此，
我們開闢這個臉書專頁，希望所有關心台灣現況及未來
的住民們能一起來集思廣益，共同替台灣找出能守護台
灣主權及人權的總統候選人。也希望這位總統候選人能
在台灣住民及社會團體的支持下贏得2016年的總統大
選，帶領台灣走出一條屬於台灣住民自己的出路。

本文作者：台灣住民 郭正典

台美人 郭英仁 Allen

Kuo

2014/06/05四)

P-2-

NO.119
NO.125

推動台灣國家正名的必要性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台灣指標5月29日發表最新民調，有高達61%的民眾主
張台海「兩岸並非同屬一個中國」，與去年四月間調查
結果 48%相比，增加將近 13%，另外約有 60%民眾認為
「兩岸是國與國關係」。此一新的民調顯示經過太陽花
學運的洗禮，台灣民眾對「台灣未來走向獨立」的表態
率明顯提高。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民選
舉自己的國家元首總統，有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有國會，
更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領土與周邊海域，完完全全就
是一個「國家」。祇是還沿用外來國名「中華民國」，
而且謊稱依據過時的「中華民國憲法」其主權還及於對
岸大陸中國，而且「中華民國」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
國」兩國的名稱相似，以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
黨可藉此兩國國名與主權之混淆不清拖延下去，使台灣
在國際社會更被錯認為「中國的一省」。因之，把我們
的國家正名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是極其要緊
的大事。使我們全體台灣國民及世代子孫可以有清楚與
正確的國家認同，始能大家團結在一起，熱愛自己的國
家，我們的心靈也才能健康起來。
台灣國家正名，外來的國民黨政權不作，在現在民主
時代我們台灣國民才是真正國家的主人，自己的國家自
己救。在日常談話以及寫文章發表時，請我們人人多用
「我們的台灣國」、「台灣全國」及「台灣國內」…等
稱呼，因為在國民黨外來政權的洗腦灌輸下，許多台灣
國民與商業廣告還用「台灣全省」之錯謬稱呼。只有使

(圖/翻攝自網路)

更多人逐漸習慣說出台灣國名，也就能使國際人士更清
楚分辨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
另外，我們台灣國民不要一再沿用國共兩黨的「兩
岸」模糊用詞，而要改用台灣與中國是「台海兩國」的
正確用詞。尤其是期盼民進黨與台聯黨以及所有本土社
團人士，都能常常開口說出：「台海兩國」，來喚起全
體國民有正確的國家意識與認同即台灣與中國是國與國
的關係。
最近發現有台灣學者投共或兼任中國研究院的職
務，甚至有一些退休將領跑去中國朝共，使他們的國家
認同更加錯亂，可見推動台灣國家正名，是救我們台灣
國家的首要步驟。(2014年6月1日)

大一中是甚麼「鬼」？
莊孟學
發明「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後，台灣和中國各取
了共識和各表。這樣的歷史謊言成了台海間維持現狀的
虛幻符咒。本來就人鬼各有所歸，突然搞了一張符咒貼
在門楣上之後，好想那張符咒被撕下來之後，鬼魅就會
跑出來。結果是那張符咒到底是用來鎮人還是鎮鬼，已
經沒人去探討究竟了，反正貼著至少保心安。
如今，台灣的氣氛是支持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人
已越來越多了。「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符咒眼見就
快被起底了，幾個長期埋首台海間關係的人看見苗頭不
對，於是商定意見，想再貼一張法力更強一點的符咒。
所以他們再來一張「大一中架構」，以為法力會更高
強。結果是到目前為止，不管是人或是鬼，都仍然喜歡
舊的那張。
台灣和中國是甚麼關係？說穿了，只是一堆漢人移民
到台灣，在台灣和原住民一起開墾奮鬥，形成一個生命

共同體而已。1949年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逃到台
灣，拿著槍桿子逼迫台灣人要承認已經在西方那塊大陸
亡國的中華民國政權。中華民國的亡魂夢想有一天可以
借助台灣的軀體，以殭屍身分拿回中國的政權。台灣只
是中華民國借屍還魂的軀體。畢竟，人鬼殊途，這樣的
情境，國際上認同的越來越少。結果是，台灣在這六十
幾年來，無法擁有真正的身分去面對國際社會。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被這一個亡魂占領的軀體，
已讓台灣人的身分顯得模糊，也被搞得精神分裂。究竟
誰是誰，也弄得不清不楚。當更多人開始覺醒時，又有
幾個人跳出來說，大家不能醒。於是他們繼續硬拗下
去，搞一張更大的符咒，連眼睛都貼了。似乎這樣就能
達到催眠的效果，讓台灣社會繼續沉睡下去！這真是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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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掉「中華民國在臺灣」殖民恥辱印記，
臺灣才有璀璨未來
大旗隊 陳俊廷
是錯亂的國家認同，造成了分歧的臺灣人民。臺灣的
政黨不該負起責任嗎？
臺灣今日的中國黨馬匪之亂，導致臺灣主權危機。臺
灣的政治人物有善盡撥亂反正的責任嗎？
中華民國在臺灣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敢正面告訴中國與
美國，說中華民國在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臺灣面對中國在經濟上的蠶食鯨吞時，中華民國在臺
灣的這些政客，又做了什麼讓臺灣人民感到有信心的反
應？
更可惡的是，臺灣的執政黨，中國黨馬的政府是公然
的踐踏做賤中華民國，卻要臺灣人民奉中華民國如圭
臬！
臺灣人民呀，就別再傻下去了！只有切割、拿掉中華
民國在臺灣的這個殖民恥辱的印記，臺灣才有璀璨的未
來！
臺灣學校裡教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非法殖民體制，
那是愚民教育。中華民國自始至終都不是臺灣的國名，

臺灣更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充其量，臺灣只是中華民
國流亡後的殖民棲地。是臺灣人民，就不要再因循苟且
這非法殖民體制，更別再奉為聖經。難不成臺灣不是你
們的出生地，中國才是你們心中的目的地？
千萬別忘了，臺灣才是孕育你們的母親。要有志氣，
別讓臺灣哭泣！
無能、不負責任的執政黨，中國黨馬的政府把臺灣經
濟主權搞到非要仰賴中國鼻息不可。如此匪類還要出賣
臺灣主權，竟敢反過來要扼殺臺灣在野黨及臺灣民意。
在臺灣，這還有天理嗎？
在此正告中國黨馬的政府，別再用黨國人治思想殖
民、挾持、蹂躪臺灣的民主法治精神。臺灣主權與臺灣
民主的尊嚴，絕不容許中國黨馬的政府用獨裁、分化、
愚民的行政命令及政策來遂行其大中國主義，達到葬送
臺灣自主未來的目的！
中國黨馬的政府希望你們趕緊懸崖勒馬，否則臺灣人
民的反撲，會如排山倒海而來！

陳俊銘死亡案之疑點
楊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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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立儐儀館解剖
室，在檢察官葉建成確認無誤下，實施解剖工作。
但解剖人蕭開平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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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5月1日在彰化市立儐儀館解剖室解剖，但法醫
師蕭開平卻遲至101年7月10日具結謹本所知必為公正誠
實之鑑定，前後相差70天，這其中必然有可作弊的詐術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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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左腕有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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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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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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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推定有他人持刀要殺陳俊銘，被陳俊銘用左手抵
擋，才造成左手脘近脘關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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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深度達頸部血管損傷，
大量出血致出血性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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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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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y International says Chen Shui-bian lacks
proper treatment in ROC prison
Michael Richardson, Taiwan Policy Examiner(June 1, 2014)

Tuvala Postal Service

Chen Shui-bian, the imprisoned former president of
theRepublic of China in-exile on Taiwan, is not receiving
proper medical care said Amnesty InternationalSecretaryGeneral SalilShetty on May 31. Shetty is visiting the island
to review the human rights record of the exiled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and granted an interview to the Taipei
Times.
Shetty spoke about Chen while discussing ROC prison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use of torture. “Besides the
issue of torture, reforms should be made in giving prisoners
proper medical treatment — for instance, your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is suffering because he has not
received proper treatment,” Shetty said.
Chen Shui-bian is serving a lengthy prison sentence for
alleged corruption. Chen was convicted after a
controversial no-jury trial. Chen's trial was marred by
perjured testimony, midnight court sessions, courtroom
heckling against Chen, an illegal change of judges and an
after-hours skit mocking Chen by court personnel.
Several years of prolonged confinement in a tiny
punishment cell with no furniture and a no-flush toilet
broke Chen's heath. Chen has been followed by a volunteer
medical team of some of the best doctors on the island who
have repeatedly complained about inadequate treatment. On
May 16,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diagnosis was finally
issued and it confirmed what the volunteer doctors had said
all along.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hospital report, Chen Shui-

bain is suffering from neurological degenerative disease,
mainly the presentations of fronto-temporal lobe
symptoms, seve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and a
severe depressive disorder. Chen has attempted suicide by
hanging twice since his imprisonment. Chen also has
prostate hypertrophy combined with moderate degree
urinary dysfunction which causes incontinence.
Chen's deteriorating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have left
him with a constant hand tremor, loss of memory, and an
unsteady gait that has led to several falls. Current ROC
President Ma Ying-jeou has rejected repeated calls for
medical parole for Chen.
The official Taichung Veterans Hospital report concludes
that until now, the responses of Chen's illnesses to
treatments are limited. Overall, his daily activities should
be cared by full time caretakers. Chen should not go to any
more court proceedings. From a medical point of view, the
only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the patient are: leaving the
current prison conditions and returning home to receive
family care, or other plausible ways of management.
Shetty was critical of prison overcrowding in ROC jails,
praise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and was critical of
police responses to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Shetty said
th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did not evaluate a government
by what they said, but rather what they did.
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amnesty-internationalsays-chen-shui-bian-lacks-proper-treatment-roc-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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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6日台中榮總診斷書
Official Diagnosis Report by Taichung Veteran Hospital on May 16, 2014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郭正典
【症狀】Symptoms
情緒及睡眠障礙，睡眠呼吸暫止，認知功能下降，手
抖，步態不穩易跌倒，漏尿
Emotional and sleeping disturbances, Sleep apnea
syndrome, Cognitive disorder, Hand tremor, Unsteady gait,
Easy falling down, Urinary incontinence
【診斷】Diagnoses
1.神經退化性疾病，以額顳葉症狀為主要表徵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mainly the presentations of
fronto-temporal lobe symptoms
2.阻塞型睡眠呼吸暫止症，重度，經扁桃腺摘除及懸壅
垂之整修手術治療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severe, status post
tonsillectomy and 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 surgeries
3.重鬱症
Severe depressive disorder
4.輕度攝護腺肥大合併中度排尿功能障礙
Mild benign prostate hypertrophy combined with moderate
degree urinary dysfunction
【處置意見】Managements
1.神經退性化疾患，經神經內科醫師診治，以低劑量
madopar治療，手抖情況穩定。步態不穩及漏尿 (使用
尿布輔助) 仍有逐漸惡化的趨勢。經核磁共振造影及脊
椎穿刺檢查後排除水腦的可能。上述症狀因屬退化性疾
患的部份表徵，目前無有效的治療方式。
After the examinations and managements by
neurologists, the hand tremor due to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has been improved via the treatment with low dose
Madopar. However, the unsteady gait and urinary
incontinence, assisted by diaper, are deteriorat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spinal tapping hav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hydrocephalus. The above-mentioned
symptoms have no effective treatments at present because
they are caused by degenerative diseases.
2.阻塞型睡眠呼吸暫止症經手術後，103年5月份睡眠呼
吸檢查結果顯示，對於睡眠的改善無明顯的效果，仍為
重度睡眠呼吸障礙。
Polysomnographic sleep study, performed in May, 2014,
showed that th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has not
improved after tonsillectomy and
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 The patient still has severe
sleep apnea syndrome.

3.重鬱症經多種抗憂鬱藥物及安眠藥治療，療效不佳且
出現副作用，目前以lamictal為主要藥物治療。到目前為
止，情緒狀態仍無明顯的改善，主要因心理上落差極大
造成調適上的困難，以及監獄環境仍持續造成情緒上的
壓力。
Despite the use of multiple anti-depressive medications and
hypnotics, his severe depressive disorder persists without
improvement. Some side effects of medication even appear.
At present, his severe depression is treated mainly by
Lamictal. So far, his emotional state shows no apparent
improvemen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y in mental
adaptation are the great change from a president to a
prisoner and the emotional stress caused by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jail.
4.輕度攝護腺肥大合併排尿功能障礙，經兩線的藥物治
療，仍無明顯的改善。漏尿問題經檢查後排除週邊泌尿
系統的問題，主要應為中樞性神經性問題。因無明顯改
善，目前已無泌尿系統藥物治療，建議持續追蹤。
Despite the use of two lines of medication, the mild prostate
hypertrophy combined with urinary dysfunction still show
no improvement. Urological examinations hav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disorders in the peripheral urinary system
as the cause of his urinary incontinence, which implies that
symptoms should have been caused by disorders in the
central nerve system. Because of no improvement, no drugs
for urinary system are prescribed. Continual monitoring of
this condition is suggested.
5.至目前為止，上述疾病對於治療的反應有限。綜合上
述病情，病患須全日由看護協助照顧日常生活，不宜出
庭應訊。以治療上的考量，離開目前監禁環境及居家療
養，或其他可行的處置方式，較能有效改善目前病情。
Till now, the responses of his illnesses to the abovementioned treatments are limited. Overall,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patient should be cared by full time
caregivers. He should not go to any court proceedings.
From medical point of view, the only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the patient are: leaving the current prison conditions and
returning home to receive family care, or other
plausible ways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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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ll for Immediate Medical Parole for
Former President Chen on the Principle of
Basic Human Rights for Medical Treatments.
Petition by Hsu Ling, Taiwan, Taiwan
http://chn.ge/1l7MZzz
Former President of Taiwan, Chen Shui-Bian, has been jailed for 6 years. He has health problem for all these years
and was sent to hospitals for detailed examinations. It is found that Former President Chen is suffering from various
illnesses, such as sleep apnea and loss of bladder control caused by the brain degeneration, which also lead to the
fatal dangers to his life including choking and suffocation, blow to the head due to accidental fall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convicted inmates should not be denied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for medical treatments.
Former President Chen, with serious illnesses, should receive immediate and proper medical treatments in a
specialized medical facility, not staying in jail.
基於醫療人權原則，我們呼籲盡速讓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已經被關6年多，這些年來他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被送至醫院做詳細的檢查。
前總統陳水扁被診斷出腦部額顳葉病變導致的多重功能退化，例如睡眠呼吸中止症與尿失禁，還有可能因嗆
到而導致窒息，以及意外跌倒撞到頭部等致命危險。
就算是受刑人也有接受醫療的基本人權，這是普世人權的核心價值。陳前總統罹患多種疾病，需要在專門的
醫院接受立即且合適的治療，而不是在監獄裡。
保外就醫
依監獄行刑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
(二) 受刑人衰老或殘廢不能自理生活者。
(三) 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後未滿二月者。

To:
Republic of China ( No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ial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 No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ecutive Yuan
We Call for Immediate Medical Parole for Former President Chen on the Principle of
Basic Human Rights for Medical Treatments.
Sincerely,
[You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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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花向光性，談超越藍綠、重建是非
蔡百銓
台灣政黨惡鬥幾乎毀滅國家競爭力。而且不管誰執政，
在野一方就會為反對而反對，完全不顧慮國家競爭力及
政策好壞。朝野應該放下歧見，台灣才有未來。
── 杜道明（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院長），2014/4
太陽花學運繼承台灣人民的歷史傳統（行使抵抗
權），發揚台灣人民的民族精神（冒險犯難），重振台
灣人民的卓越能力（自我管理）。
而在是非價值觀方面，學生發出「只問是非、不問藍
綠」呼聲。學運本身未觸及國家定位問題，卻意外促進
人民更堅定台灣認同。現在就讓我們從太陽花的向光性
談起，譴責藍綠兩黨對決摧毀台灣，重建台灣人民的是
非觀與自信心。
太陽花與向光性
古人以神話故事解釋大自然現象。太陽花每天望著太
陽，從東方朝陽興起，一直望到西方夕陽西下。古希臘
人想像太陽神阿波羅駕駛著金馬車，每天橫越天際。而
水仙克莉西亞癡戀阿波羅，死後變成太陽花，繼續望著
阿波羅神。現代科學家則以植物的向光性來詮釋這種自
然界現象。
太陽花學運以打破服貿黑箱作業興起，以太陽花為圖
騰。總指揮陳為廷詮釋︰「向日葵具有向光性，代表陽
光，又稱太陽花。希望能夠照亮黑箱服貿，也期盼台灣
未來能如太陽花般，迎向太陽。」太陽花保存著向光性
與堅韌生命力，即使壓在石頭下，仍會鑽出地面，迎向
光明。
陽光包含紅黃澄綠藍靛紫七種光譜，不偏執於藍綠單
色。陽光普照天下，不偏愛富人，也澤被窮人。《聖
經》說︰「天父叫日頭照富人，也照窮人；降雨給富
人，也給窮人。」(天主教〈瑪竇福音〉5：45 )。在台
灣當前時空環境，太陽花的向光性可以用來比喻只問黑
白是非，超越藍綠對決。
邱義仁的恫嚇︰割喉割到斷
談到藍綠對決，綠營朋友說那是國民黨杜撰的。果真
如此？一個銅板敲不響。民進黨執政時，還不是一樣藍
綠對決。邱義仁名言「割喉割到斷」為歷史留下見證。
2006年10月民進黨青年部主任周奕成退黨。他發表
《寫給挺扁青年》說道：「別忘了，林義雄先生退出民
進黨，就是不希望看到人民對抗人民。」林義雄是於
2006年元月退出民進黨的。他發表《永為民主國家主人
──為退出民主進步黨告同志書》。
林義雄在這封公開信裡，指控各政黨在選舉期間舉辦
造勢大會，痛罵甚至誣蔑其他政黨及其候選人，卻缺乏
理性的政策辯論。他說「每一次選舉，幾乎都讓台灣的
族群更加分裂，階級更加對立。選後仍然互相仇視與惡

圖←真正愛台
灣，就不忍心把
台灣割成兩半。
兩個婦女帶著一
個嬰兒到所羅門
王前，自稱是嬰
兒生母。所羅門
王下令把嬰兒割
成兩半，各分一
半。其中一位婦
女放棄要求。所
羅門王判決嬰兒
歸屬這位婦女，
因為生母才會不
忍心切割嬰兒。
(維基百科插圖)

鬥，使得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紛擾不安。」古代孔子談
論射箭比賽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但是今天藍綠射箭比賽，卻經常
不射向箭靶，反而射向競爭對手。
周奕成在前述《寫給挺扁青年》以所羅門王判案為
喻，指出有愛心的母親不忍心把孩子割成兩半。他說：
「你們可能讀過《高加索灰闌記》和所羅門王判案的故
事。為了搶孩子而願意把孩子劈成兩半的，不是真愛孩
子的母親。為了搶權力而願意讓把社會分成兩半的，不
是真愛國家的領導者。」他成立第三勢力的理想，必然
會在「公民組合」落實。
真心愛台灣，就不忍心把台灣割成藍綠兩半。挑撥人
民對抗人民，最經典的名言莫過於2004年邱義仁揚言的
「割喉割到斷」。而2005年4月連戰訪問中國前夕，邱
義仁指控連戰觸犯刑法100條叛亂罪。次日有些綠營老
人前往桃園機場抗議，慘遭黑衣人打得頭破血流而入院
就醫。既然連戰觸犯叛亂罪，理應派人前往機場，以現
行犯把他逮捕歸案，豈可瀆職並且挑撥人民對抗人民？
岳思穎的控訴：國民黨洗腦人民、製造對立
太陽花學運期間，岳思穎寫了家書《媽媽不是我變成
綠的，我只是無法再相信這樣的國民黨》。她出生在深
藍家庭，從小就受到黨國思想教育，直到近年才覺醒。
她的心路歷程其實代表著許多台灣青年的共同經驗。茲
摘要如下：
我整個家族都是國民黨死忠鐵票，爺爺過世時還用黨
旗覆棺。318學運爆發時，家中大人覺得我定是交到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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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朋友，更是被民進黨給洗腦了。
國小時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大人說陳水扁要搞台
獨，他是壞人。國中時319槍擊案，我也跟著說陳水扁
自導自演。高中進入中山，紅衫軍出現了。我們激昂，
我們要打倒萬惡的扁政府。高三時馬英九當選，奶奶笑
容我記得清楚。因為國民黨再次執政，很多社會亂象好
像不見了（我現在理解為什麼了）。我有很多台大朋
友。不是他們變綠了，而是他們知道越多，就越無法再
支持這樣的國民黨。
紅衫軍時，我們自詡為正義的勇士上街倒扁。任何誇
張的抗議手段都出現過，沒換來水農砲伺候。但在這幾
個月下來，我看到的是政府不斷用暴力對抗手無寸鐵的
人民。人民想抗議，現在連路過都不行。
我真正不能接受的，是這個黨不知反省，還不斷利用
他的權力在洗腦人民製造對立。對於一個到現在還不斷
把任何事情都歸咎在民進黨身上，藉由挑起藍綠對立來
增加自己支持度的政黨，我只能說悲哀至極。從當街上
銬這件事情，我們更知道這個國家機器已經不受控到一
種喪心病狂的程度。
跳脫出藍綠思維，我們才有辦法看到事情價值的核
心。我衷心期盼著不是因為只能投國民黨所以只好投給
張慶忠這種地痞、以及人人可以不再因為是藍是綠而做
出真正的價值判斷的日子的到來。
杜道明的警告：政黨惡鬥，毀滅台灣競爭力
台灣人互相仇恨，馳名歐美。2011年9月蔡英文前往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演說。現場有人問道「為何臺灣人
互相仇恨對方？」她不知道怎麼回答。
今年4月18日杜道明教授（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院
長）訪台表示，台灣是個非常政治的國家。他說台灣
「政黨惡鬥幾乎毀滅國家競爭力。而且不管誰執政，在
野一方就會為反對而反對，完全不顧慮國家競爭力及政
策好壞。」他呼籲「朝野應該放下歧見，台灣才有未
來」(2014/4/19中國時報「IMD：政黨惡鬥 幾毀台灣競
爭力」)。
追根究柢：228與戒嚴遺毒
藍綠對決應可追溯到228與漫長戒嚴，再加上迄今仍
未做好轉型正義。如今藍綠對決不像是228攻防戰與延
長賽嗎？然而為什麼民進黨執政八年、現在國民黨執政
都不從事轉型正義？(參見拙文「228省思」)
為甚麼許多人無法擺脫藍綠綁架？因為缺乏獨立思考
能力，也因為缺乏其他選擇。過去戒嚴政府最恐懼人民
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乃透過愚民教育而摧殘人民這種能
力。洪蘭教授說：「外國高中生必須讀哲學，因為哲學
是思辨能力的訓練。缺乏這個能力，易被別人牽著鼻子
走。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在民主社會是件非常危險的
事。」
戒嚴粗暴，摧毀人文教育與人文素養，影響當前政治
品質。陳長文律師評論台灣人文素養跟不上民主腳步。
他說「台灣政治雖然已臻成熟，與先進國家相比也毫不
遜色。然而民主所必備的人文素養卻並未跟上腳步。台

(圖/翻攝自網路)

灣的公共討論對於與自己不同立場者，少了就事論事的
雅量。公共討論應該是在『自己可能錯、對方可能對』
的心態下進行，而非將政策看法不同者貼上不正義的標
籤。」(參見拙文「台灣：人文胎死腹中，科技淪為代
工」)
太陽花的覺醒：跳脫藍綠惡鬥與利益交換
太陽花學運以太陽花為圖騰。借用太陽花的向光性，
期盼台灣未來能如太陽花般迎向太陽。就在學運結束後
不久，五月初有些學運幹部成立「民主鬥陣」。他們發
出獅子吼：「我們渴望成為一股全新的力量，跳脫藍綠
政黨惡鬥與利益交換，喊出屬於這個世代的聲音，重新
建立一個『只問對錯，不問顏色』的價值。」
當今天下非藍即綠，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誰以易之？
柯文哲請教前總統李登輝如何化除藍綠對決，他說要用
比藍綠更高的「公義」。馬英九總統則強調理性。他說
「理盲和濫情是我們很大的憂慮，根本沒辦法理性討
論」。他們都應該以身作則。
林義雄「友黨論」主張政黨「對於他黨都應視為友
黨，不應為了爭奪政治地位及權力而捨棄國家的利益，
更不應互相仇視與敵對。」他勉勵黃國昌教授：「不需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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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翻攝自網路)

要罵人。只需要把理念與價值講清楚，做該做的事就
好。」綠營謾罵馬英九二十年，卻沒做好該做的事，害
得他每選必贏。
何榮幸的期勉：從選民，邁向公民
《天下雜誌》總主筆何榮幸認為，台灣民主歷經太陽
花學運而深化。台灣只有藍綠政黨的「選民」，而「公
民」則必須能夠掙脫藍綠兩極對立且能監督公共政策。
他說「台灣民主被認為只具形式、未能深化，一大原因
是社會只有選民、缺少公民。選民多以意識型態及藍綠
政黨為依歸，但公民才有能力掙脫兩極對立而監督公共
政策。」
何先生認為太陽花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開創自己
的太陽花世代。他說這些學生「一舉超越意識形態與藍
綠黨爭的泥淖，創造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新時代，
形塑了屬於他們的太陽花世代。」（《天下雜誌》
544期 2014-04-02 何 榮 幸 「 太 陽 花 世 代 開 創 民 主 契
機」）
提升台灣認同
太陽花學運未談及國家定位問題。但是人民歷經學運
洗禮後，台灣認同更為高漲。5月29日「台灣指標」發
布兩岸關係民調，61.0%民眾認為兩岸不同屬一個中
國。太陽花學運石破天開，學生展現優秀自我管理能
力，令民眾對於草莓族深具信心，連帶著也對台灣產生
更堅定的自信。
太陽花學生的國家定位應該屬於獨台（中華民國模式
獨立）。學生領袖帆廷耍酷，高喊「我主張台灣獨
立」。但是聽他們在立法院議場裡發言，滿口漢語。對
比蔡丁貴在台南市拆除孫中山銅像，學生團聚在議場裡

的孫中山肖像下。這都不符合深綠老台獨口味（台灣國
模式獨立）。學生倒插國旗，表示抗議馬政府，不見得
是反對中華民國。陳茂雄教授說「太陽花學運雖然有後
續運動，只是運動的範圍已退到深綠版圖」。這不正
確。學生並未主張更改國號，他們不屬於深綠。
就太陽花世代來言，台灣認同是與生俱來的。二月底
蔡丁貴拉倒孫中山銅像。他在網路上說︰「我可以跟各
位報告我在台灣各地的觀察：台灣獨立青年世代已逐漸
興起，風起雲湧，越年輕越台獨。我只是不願意落在他
們之後太多而已。」五月底施明德說：「幾乎所有解嚴
後出生的年輕人，每一個人都是自然天生的台獨頑固份
子」，他也提醒年輕世代「小國能存活於世，永遠不是
靠熱情，都是仰仗智慧」。
開創太陽花世代： 迎向光明
中國六四民運學生領袖封從德評謂，李登輝開啟藍綠
對決時代，現在台灣進入太陽花世代。前者有其歷史背
景，後者仍待觀察。台灣人民唯有加強獨立思考能力，
超越藍綠制約，不被政客牽著鼻子走。先作自己的主
人，才能作國家的主人。
太陽花傳奇還未結束。學生出關播種，遍地開花。陳
為廷自勉「希望陽光能夠照亮黑箱服貿，也期盼台灣未
來能如太陽花般迎向太陽。」民主鬥陣揚言「我們渴望
成為一股全新的力量，重新建立一個『只問對錯，不問
顏色』的價值。」
何榮幸勉勵這些年輕人「帶著獨立思考，在人生路途
中，繼續跌撞與探索。而這個太陽花世代已開創台灣民
主深化的契機。」民主深化之餘，但願台灣各行各業綻
放太陽花，讓台灣全面迎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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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大聯盟首場台北市長辯論：柯文哲逐字稿
完整辯論影片請點此觀看（壹傳媒提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YZMd_0UH0
發佈日期：2014年6月4日
逐字稿請見：http://kptaipei.tw/archives/posts/132
柯P官方網站：http://kptaipei.tw/
柯P粉絲專頁：http://www.facebook.com/DoctorKoWJ
柯文哲發言部分逐字稿：
一、申論
電視機前的觀眾、台北市市民、主持人、姚委員，大
家好。謝謝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我來說明一下，我參選
台北市長的一些看法。
讓我們想一下，過去二十年，台灣政治上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不過就是藍綠惡鬥，而且有時候鬥到完全沒有
道理、沒有是非，有人說這是只問藍綠、不問黑白，也
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造成整個國家社會的空轉。
以松山機場遷建為例，姚委員的3D動畫做得很精彩，
但是事實上，在阿扁當市長的時候就已經提出可行性的
評估，2002年李應元選台北市長、2006年謝長廷選台北
市長，這都是他們重要的政見，但是藍營從來不會考
慮。
為什麼？因為它是綠營提出來的。
在這個國家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其實大家都知
道，可是最大的問題是，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做、而錯的
事情一直在做，也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造成國民
黨在台北市長期一黨執政。美河市案、太極雙星案，這
種弊案是怎麼發生的？不過就是因為藍綠惡鬥的結果
嘛。如果我們不改變，這種弊案在將來還是會繼續發生
的。
為了解決這種藍綠惡鬥的狀態，我提出了庶民、鄉
民、公民的所謂新三民主義。這並不是蔣家時代的舊語
言，這是一個新時代，它有它的新意義。
什麼叫做庶民主義？我知道人不可能生而平等，但是
起碼機會要平等。庶民主義的精神是，一個人如果他有
興趣要參與政治，如果他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想要參加的
話，他應當有一個平等的機會去參與。我的參政就是庶
民主義的實踐。
什麼叫做鄉民主義？鄉民主義就是俗稱的網路鄉民。
事實上，代議政治在過去三百年是整個民主政治的主
流，但是網路時代的來臨，直接民主是可能的。在開放
政府的概念之下，開放資訊、網路投票、參與式預算，
透過這些方式直接民主是可能實現的。
什麼叫做公民主義？謝長廷曾經提出社區主義，陳水
扁也曾經提出市民主義，其實他們講的就是主權在民的
公民社會，政治為人民所共有，這就是公民主義。

(圖/翻攝自網路)

我知道在這場選舉，國民黨會千方百計地把整個選戰的
主軸，往藍綠的方向拉過去，而我要盡我的最大力量，
讓台灣能夠脫離藍綠惡鬥的泥淖。事實上，以歷史的眼
光來看，這場選舉是台灣社會要選擇向後退或向前進的
選擇。為了要讓台灣脫離藍綠惡鬥的局面，我提出了在
野大聯盟的觀念。什麼叫作在野？沒有權力的人民叫做
在野、不是權貴階級的就是在野。在野大聯盟的精神在
於，首先整合政黨，再來整合公民團體，最後團結全部
市民。
我柯文哲參選，它的意義並不是我去當選當市長，而
是把市長的職務拿回來，再交還給全體台北市民，我當
市長，就是全民當市長。
連李敖都說：「不可以讓台灣再變成北韓」，難道我
們要讓世襲的權貴繼續把持台灣的政治嗎？參考東亞的
現況，日本的東京、大阪，南韓的首爾都是用在野大聯
盟的形式去打敗執政黨的，台灣沒有理由可以超越世界
的潮流之外。
民進黨作為台灣在野最大的力量，沒有民進黨參與的
在野大連盟，他只會變成在野小聯盟。在此，我非常感
謝民進黨願意以開放的態度，讓我來進行在野大聯盟整
合的可能，我也知道辯論不是我的專長，但是為了整
合，我都願意三場的辯論。只要有利於台灣歷史的未
來，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都盡量去做。
作一個外科醫師，我救治病人實事求是，台北市民，
台北真的病了、台北需要醫療，我當醫生救人不分藍
綠，邵曉玲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去幫忙，連勝文需要急救
的時候，我就是去急救，阿扁有病我也一樣去看，我當
醫生不分藍綠，同樣地，如果我當市長，我也是不分藍
綠的。
請大家冷靜地想一想，誰能打破藍綠、結束這種對
立？誰能超越政黨、還政於民？誰能團結在野最大的力
量、結束國民黨在台北市長期一黨執政，讓美河市案、
太極雙星案這種弊案不會再繼續發生？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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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去半年的民調，也很清楚這是一個方向，也
是唯一是可以打敗國民黨的方法。以前我常常講：「我
們要留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我現在有一句更
積極的一句話：「我們如何一起努力、創造台灣歷史的
未來？」台北市民，如果你對未來還有期望，如果你對
未來還有冀望，那我們應該一起努力，謝謝。
二、提問與回應
提問一：太陽花學運後，藍綠政黨的民調支持度皆創下
歷史新低，市民對政黨及政治人物不信任。若當選市長
將如何連結政黨以外的力量？將如何重建市民對政府與
民主制度的信心？
柯文哲回答：
代議政治是過去三百年來民主政治的主流，但是很清
楚地，在過去這段時間代議政治失靈了。在台灣，超過
七成的民眾是反對核四的，可是它還是在立法院卡了很
久。也因為代議政治的失效，連帶的政黨政治也失效，
最後造成人民對兩黨的不信任。
我們認為解決的方案，是以更民主的方法，來解決目
前民主失靈的現象。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是我基本的政
治理念。我認為，唯有訴諸更直接的民主，才有可能重
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因此，我有個具體的想法：一、
資訊開放，我們甚至可以把市政府所有的會議紀錄、把
政府所有各局處的各樣的使用項目，全部在網路上供全
民來檢閱。我相信，在陽光底下，黑暗面會減少。
網路投票：網路投票是這樣，在目前的時代，我們使
用手機、使用電腦，就可以進行網路投票。我們可以對
於政務官任免、局處所長的年終考核、甚至政治預算的
審核，可以聽人民的意見。郝龍斌要辦世大運有問過你
們的意見嗎？他搞花博有問過你們的意見嗎？我認為全
民參與是解決政治黑箱最好的方法。
第二個講參與制預算：讓老百姓參與的制定跟審核，
這才能夠達到全民參與的意義，在網路時代，開放資
訊、網路投票、參與式預算，這是造成一個直接民主最
好的方法。
我認為，唯有更民主的方法，才能解決目前民主失
靈；也只有更開放的態度，才能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
任，謝謝。
提問二：太極雙星開發案是郝龍斌市長任內最大的弊
案，牽扯到多位藍綠政治人物的涉入，如果您當選市
長，將如何處理這個開發案？
柯文哲回答：
從最近的新聞，官二代的吳志揚，也是一堆弊案；官
二代的郝龍斌，有一個太極雙星案；官二代的馬英九，
有一個美和市案。你們真的要讓官三代的連勝文繼續再
搞下去嗎？我柯文哲沒有政治包袱，最能夠收拾這個爛
攤子。
關於太極雙星案，我的主張是這樣：中止立約、收回
開發主導權，重新規劃。我們來想一下，施振榮先生所
提的微笑曲線，事實上在研發跟行銷是有最大的利潤。
臺北市並不需要再多一棟或兩棟的商業大樓，台北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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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一個創新創業的大樓。
台北市作為台灣的領頭羊，太極雙星又是位在台灣交
通的樞紐，我主張，讓太極雙星變成台灣創新創業的中
心、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樞紐、BOT案能夠收回的空
間。
我主張在這個地方設立一個創新創業中心，臺北市政
府要做的是，我們要建立一個平台，包括律師、會計
師、管理團隊、秘書、甚至創投基金，我們希望可以在
這個地方吸引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創業團隊在這個地
方發展，我希望，透過太極雙星的重新規劃，讓太極雙
星變成台灣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也讓臺北成為一個創業
城市。
因此，只有我這種沒有政治包袱的人，才能夠中止過
去的弊案，重新規劃，讓太極雙星重新開始，適合台北
市的需要，去成為一個創新創業的中心，謝謝。
提問三：柯醫師曾經說過，如果講不出更好的方法，那
麼現在這個爛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柯醫師也說過，未
來當選台北市長之後，要將每年一千七百億元的預算刪
除掉一百億，把它撥給社區團體和傳統市場的自治會，
請教柯醫師，要如何匡列預算？要刪除哪些預算？而這
種方法，到底是您口中所指的爛方法、還是最好的方法
呢？
柯文哲回答：
我們要為成功找方法，不要為失敗找理由。傳統的政
治人物常常告訴我們，這個不可能、那個不可以，但是
政治新人會一直替臺北市民找出個新方法、新的
solution。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這是我的基本政治理念。試
問，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不過就是為人民服務，老
百姓喜歡的送給他，老百姓不喜歡的把它拿掉。我在過
去在台北市所謂的城市小旅行當中，不管我去五分鋪市
場、去士林夜市、去師大龍泉里商圈，我慢慢發現，地
方這個夜市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停車場、公共廁所、
攤販的規範、甚至一些招牌的管理。
請問，台北市政府會比當地的里長，比當地的自治會
更清楚嗎？不會。倒過來，郝龍斌的臺北市政府，常常
在挖馬路在挖人行道，挖了再補、補了再挖，這是我們
要的嗎？也就是說，常常是我們要的他不做，我們不要
的他拼命做給我們。
我的想法是這樣，如果我當市長，我會匡列一定額度
的預算，請公民來提案，經過專家或是市民的網路投
票，通過以後，我在把這個預算編到各局處去作為他們
的預算去執行。倒過來，各局處自己編的預算，也要有
外部審核的機制，讓市民讓專家來審核，以減少弊端。
我的想法是這樣，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方式，市民對預算
有提案權、市民對預算有審核權，可以達到一個全民參
與的境界，你們在問我這是好方法還是壞方法，我的回
答是這樣，這是目前最好的方法，謝謝。
三、結論
親愛的台北市民，我來向大家說明一下我對台北市政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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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念，透過資訊公開，把政府的會議紀錄，把政府的
經費使用全部上網公告，讓人民來審查。網路投票：透
過電腦、手機可以對政府的政策進行選擇。參與式預
算：公民可以對預算的審核，提出自己的想法，達到公
民參與的境界。
台北市六大願景：公義社會、二、文化城市三、健康
安全四、關懷分享五、社區營造六、公開透明。我，柯
文哲，最適合帶領台北市民，追求這六大願景，因為我
真誠、熱情、講究科學、勇於負責。
我是一個很真誠的人、講話很實在。2013年台灣社會
的代表字是甚麼？「假」！我希望在2014年，我可以帶
領大家進入一個真誠的社會。我雖然有缺點，但我都不
會去掩飾，而且很努力地去改進，相信這段時間你們也
看到我的改變。
我對人、對事都充滿了熱情；我作一個醫生，一切講
求科學證據、而且以數據來回答問題。我個人非常不喜
歡虛偽造假的文化。
我是一個勇於負責的人，我相信，台北市的公務員非
常優秀，他們只是缺少一個勇於負責的長官來帶領他
們。臺大醫院的葉克膜團隊全部都是公務員，可是我們
仍然建造了世界第一流的醫療團隊。我來當台北市長，
台北市政府一定會變成一個最優秀的執政團隊。我，勇
於負責。我當市長，絕對不會再出現像余文這種事情。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
始。」這是一場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我要打一場
改變台灣政治、文化、歷史的選戰。
如果你選擇冷漠放棄，這個國家會繼續爛下去，如果
你選擇一個機會、一個期望、台灣還是有未來的，台北
市民，如果你心中還有期望，如果你心中還沒有放棄，
讓我們一起努力，謝謝

的看法。我以前常常說，有想法才有作法。慈濟證嚴法
師說過：「如果方向對，慢慢走還可以走到目的地；如
果方向不對，走得再快也沒有用。」
所以在這裡，我先提出台北市政的六大願景，也就是
六大目標：一、公義社會；二、文化城市；三、健康安
全；四、關懷分享；五、社區營造；六、公開透明。
一、公義社會：建構一個可以做對的事情的社會，這
就是公義社會，也就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二、文化城市：有歷史感才能夠建立一個文化城市，
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尊重自已的文化，先產生一
個歷史感，才有可能去建構一個文化城市。
三、健康安全：在這段時間我慢慢發現，其實老百姓
關心的是甚麼？就是他的健康，還有食衣住行育樂的安
全，而不是統獨、藍綠這種問題。像食安、捷運的安
全，這不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嗎？所以建構一個可以
安全居住的環境 建構一個健康的環境這是我的第三個
目標。
四、關懷分享，台灣貧富懸殊越來越厲害，這需要處
理，但最起碼教育、醫療要平等，給窮人留下最後一個
翻身的機會。關懷分享，並不是有錢人的施捨，當一個
社會有太多的窮人、太多的弱勢，即使你住在帝寶都不
會安穩的。
五、社區營造，我們常說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
自己的社區必須自己營造，我不希望台北城市變成一個
水泥叢林，我希望我們能夠結合里長、里幹事、自治
會、社區發展協會、甚至社區大學、社會企業，建構一
個人與人之間可以充滿互動的社會，這是我的第五個目
標。
六、公開透明：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是我的基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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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文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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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Forum

台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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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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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義外環道工作坊
活動時間：6/7（六）、6/8（日）
集合時間：6/7（六）下午13:00三義麥當勞對面
集合時間：6/8（日）早上07:30建中國小石階
活動地點：苗栗縣三義鄉上湖38號(育英國小旁)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6/5（四）24:00
活動聯絡人：許典甲 0952 050 893
*此次工作坊為兩天一夜行程，兩天費用暫定酌收
250元 (多退)
工作坊講師介紹 part 1 潘翰聲老師
黑面琵鷺、白海豚、石虎，全部加起來也不超過
1000隻，不論是空中飛的、海裡游的、陸上逃的，
我們可以不斷的看到潘老師的身影，不是因為物以
稀為貴，而是有牠們的存在，是人類生活環境的安
全保障。
松菸反巨蛋、文資普安堂、內湖保護區、反核
四，為了無法說話的環境？為了不被重視的文化資
產？其實都是為了你我的陽光空氣水。
6月7日 13:30 義外工作坊，由石虎保育聯盟召集人
潘翰聲老師為我們揭開序幕，敬邀蒞臨，一同愛這
塊土地。
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
0120104160154Q5D
臉 書 ：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潘 翰 聲
/289170577766745
部落格：http://panhan3.pixnet.net/blog
愛石虎不愛外環道：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042d866-846847f1-a646-a6aa5f4ab431

文鼎台灣、藝錦還鄉
2013吳三連獎得主巡迴講座一
主題：從書房到街頭──我的文學與劇場參與之路
時間：6/10（二）晚上6：30~9：00
地點：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台中中興大學圖書館3F多媒體中心
2013吳三連獎得主巡迴講座二
主題：我詩，故我在
──鴻鴻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創作
時間：6/15（日）下午 2：00~4：00
地點：台南市中正路1號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B1國際會議廳

新書分享茶會：
路寒袖《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
時間：6月7日(六)15:00-16:30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3號B1，
Cafe Philo慕哲咖啡地下沙龍
遠景出版公司邀請作者路寒袖至現場分享他的生
命經歷與土地之間的故事，還特別安排讀者一同朗
讀詩、享受精緻點心，感受詩的韻律隨著抑揚頓挫
的節奏在齒舌間迴盪。

2014原貌鐵馬文化尋根活動
活動T恤義賣
預計時程與停留地細部計劃：
第一天2014/06/23(一)台北士林官邸→草漯
第二天2014/06/24(二)草漯→南寮
第三天2014/06/25(三)南寮→後龍
第四天2014/06/26(四)後龍→苑裡
第五天2014/06/27(五)苑裡→龍井南寮里
第六天2014/06/28(六)龍井南寮里→溪湖
第七天2014/06/29(日)溪湖→崙背
第八天2014/06/30(一)崙背→口湖
第九天2014/07/01(二)口湖→嘉義
第十天2014/07/02(三) 嘉義→台北
六月23日(一)開始的原貌鐵馬文化尋根活動，期
待和各處在地文史工作者聯結，共同編織台灣美麗
圖騰及內涵。歡迎原貌之友與在地文史工作者參與
一日騎鐵馬共同巡廻當地市鎮等深耕文化之活動。
目 前 印 製 的 活 動 T恤 義 賣 每 件 300元 (made in
Taiwan)，歡迎訂購和贊助此文化尋根活動(另外贈
送活動T恤)

2014/05/29(四)

P-14-

NO.124

活動訊息 Events
地方監督力量共識匯聚工作坊
壹、緣起
公督盟去年舉辦「地方公民監督論壇」，首度串
聯各地地方公民監督團體，建立交流平台。有鑒於
年底選舉，正是促進地方議會改革的重要契機，公
督盟擬藉由「地方監督力量匯聚共識工作坊」的舉
辦，凝聚各地監督力量，共同倡議改革訴求，祈使
人民能有效監督議會、落實國家主人的權力。本工
作坊將邀請各地監督團體參與，以實際的監督經
驗，提出監督工作上遭遇之困難，共商解決之道，
並提出具體可行之改革倡議方案，以利共同向各選
區候選人要求採納為參選政見。我們更希望藉此機
會，促進各地伙伴的交流與合作，一同為落實民主
而努力，期使地方監督工作獲得更多人民的響應，
讓監督能量能夠持續壯大，成為影響地方施政的重
要力量。
貳、目標
一、促進地方監督力量發展。
二、凝聚地方監督團體共識，建立共同監督願景。
三、提出可行方案，排除地方監督阻礙。
四、針對年底選舉提出聯合倡議聲明，改革地方議
會。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二、協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台灣自由選舉觀察
協會、新竹竹掃把聯盟、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和平草根聯盟、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桃
園在地聯盟、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
肆、時間地點
一、時間： 2014/6/7 09：00－16：30
二、地點：義美大樓
三、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88號6樓
(捷運東門站3號出口)
伍、參加對象
歡迎全國各地監督團體幹部或志工、對地方監督
有興趣的人皆可報名參加。
陸、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http://goo.gl/w24jbM
二、傳真報名：於http://ppt.cc/FZwa下載報名
表，填寫完畢後請傳真至 02-2364-1694
三、聯絡窗口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組織部 張先生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3號10樓
電話：（02）2367-1571
E-mail：organize@ccw.org.tw

守護石虎99 T恤義賣
活動期間：5/23~6/23
本次石虎T義賣將和「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合
作。台灣瀕臨絕種的石虎，因開發造成棲地的減少
和劣化，而路殺、獵捕的情況頻傳。除了政府學術
單位各自發揮長才與功能外，急需民間各界的關心
支援。無論可以參與NGO(非政府組織)的宣導或協
同雞農的監測，當捐款購置石虎T恤，將幫助苗栗
縣自然生態學會在石虎保育上，有莫大的幫助。
T恤推出了三種款式的石虎T恤，讓大家參與義賣活
動，一件訂價 399元。您買一件，就等於捐99元給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做為保育基金，代表「守
護石虎久久」。款項將交由「苗栗縣自然生態學
會」管理運用，專款用於石虎保育相關議題的活
動。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FB http://goo.gl/x5x6xA
T恤樣式在訂購單裡都有照片喔~

我們提供兩種寄貨方式，一個是寄到家裡，另一個
是便利商店取貨。
http://goo.gl/T6vVmx 詳細活動介紹
http://goo.gl/IdtYKp 『守護石虎99』T恤訂購單
http://goo.gl/cy16LP 『寄到家』匯款通知單
http://goo.gl/t95OEi 『寄到便利商店』匯款通知單
交貨方式與運費
一律掛號郵寄，訂購數量若是1~2件，運費都是
60元。達3件就免運。匯款時請記得加上運費喔！
匯款資訊
僅接受事先轉帳匯款，恕無其他方式，請見諒。
戶名：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郵政劃撥：22303675
因一星期與學會結單一次，與學會對款完成之後
才出貨，因包含捐款事宜，牽涉到開立證明等流
程，所以時間上無法非常快速，還請見諒。
有問題請寄信至：weiteng7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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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海上煙波
時間：2014.06.06（五）∼2014.07.06（日）
地點：上海市浦東新區上南路號205號中華藝術宮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