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獨政客沒有資格混跡本土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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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落日阿扁的天總是攏會光
讓台北市成為成一座會呼吸的「海綿城市」
行動勝於雄辯
卻顧所來徑：高中歲月點滴

反獨政客沒有資格混跡本土政壇
三月份，台灣在鬼門關轉了一圈，差一點點就被中
國黨強行通過服貿滅台協議，使台灣永遠淪落萬劫不
復的深淵。起因是什麼？是因為少數民進黨高層長年
主張台灣等於中華民國，所以讓少數滯台中國人能以
內政名義，在國會殿堂的內政委員會上，配合中國倉
促通過決議，開放中資與中國人口全面入侵台灣的滅
台貿易協定。而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民進黨人至今竟
猶如混然不知。
日前民進黨柯建銘、郭正亮等欺主反獨的惡奴民
代，在長年來自欺欺人，強迫台灣人認同中國流亡政
權，一個全世界都不承認它是一個國家的中國政權為
台灣人的國家之後，如今更變本加厲，不管民進黨最
死忠的15%台獨基本陣營認不認同他們的鬼話，執意在
這次的全代會之前，配合中國提議推動反獨廢台獨黨
綱的連署提案。
就我一個鐵桿獨派人所見，台灣除了這些獨派是少
數頭腦清楚、理念堅定堅持台灣唯一，絕大多數人不
是政治冷漠，就是人云亦云。而民進黨這批背骨政客
居然明以政治冷漠與人云亦云者為目標族群，實則配

中國反獨，企圖毀棄台灣自己的根本。惡奴欺主的行
徑，實在令人搖頭。
我想問問這些人，難道你們不知道，在一個腐爛的根
基之上，能蓋大樓嗎？你們現在的立場與中國北京的立
場一致，難道你們不會覺得不安嗎？今天你們可以配合
中國揚棄台獨的理想，那未來是不是也得配合中國出賣
台灣的利益？
民進黨這批投機的政客，別再自欺欺人了。台灣不是
中華民國，我們不是中國人。台灣就是台灣，「獨立建
國」才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不想獨立建國，就滾離本土
政壇，這些背棄台灣民心的人，沒有資格吃台灣人的公
家飯。
人必先自重而後人重之，背棄台灣，絕對不會讓贏得
對手更多的尊重。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沿著這條路走，
台灣只有死路一條。我不是民進黨人，希望接下來的民
進黨全代會，能聽見更多黨員要求民進黨捍衛台灣獨立
建國的聲音，甚至要求這些親中投機政客們退出政壇。

本文作者：紀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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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不斷地為台灣發聲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每年九月間聯合國大會開幕時，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以及本土社團等
組成「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飛赴美國紐約、費
城、華府各地與海外台僑一起在街道上為台灣加入聯
合國發聲。
今年9月11日(週四)下午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將再
次搭機赴美宣達，而於9月19日返抵台灣，前後一共九
天，為了我們這一代及世代子孫的命運與前途，能早
日擺脫長年來被對岸中國共產政權打壓下而陷於國際
孤立的困境，期盼我們每位台灣國人一生至少一次以
上到美國宣達我們的台灣國要加入聯合國，讓全世界
聽見我們正義的聲音。台灣國內每年都有許多人到美
國探親、旅遊，如果都能盡量在九月間，一起到美國
宣達後，才去探親與旅遊，那該多好！
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赴美宣達有兩個目的，即與
海外台僑共同宣示：
(1)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絕不是中國的一省，台
灣有光榮的權利也有神聖的責任加入聯合國，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
(2) 台灣加入聯合國可以促進台灣與中國兩國之間、
亞太地區以及全世界的公義、和平與安全，因為台灣
在東亞具有極其關鍵性的戰略地位。
從宣達團赴美宣達之行程也可以看出台灣加入聯合
國宣達團的本質是：①宣達之旅(為台灣加入聯合國發
聲)②學習之旅(參訪費城獨立宮、美國國會山莊以及
傑弗遜紀念館、林肯紀念館…等，學習美國民主自由
獨立建國的精神)③分享之旅(藉著獻唱台灣的詩歌，
分享台灣優美的文化與台灣人愛好公義和平的精神)。

(圖/翻攝自網路)

今年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也將特別請FAPA(台灣
人公共事務協會)安排在華府的美國國會山莊舉辦茶點
會，邀請友台國會議員參加，互相認識與鼓勵，前台灣
駐美國副代表蔡明憲也將隨團前往，更期待有幾位台灣
立法委員也能隨行。
在目前台灣處於馬政府外交休兵、入聯國也休克的時
刻，加上中國強權的崛起，我們必須要有更堅定的信仰
力量，即相信公義與慈愛的創造主上帝才是人類歷史的
主宰，近代史上的強權拿破崙的法蘭西斯帝國以及德國
希特勒納粹政權不是敗亡了嗎？！我們台灣國人要培養
堅定的意志，藉著信仰的力量台灣加入聯合國愛拼到底
才會贏！
期盼大家互相鼓勵，打電話02-27099787，02-27099787台
灣聯合國協進會辦公室報名參加今年9月11日－9月19日
的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吧！！(2014年7月14日)

把外省人扔到太平洋？
蔡百銓
羅榮光牧師最近說一個令他很詫異的故事。他說有
人告訴他，2000年政權移轉後，有些外省基督徒「竟
然哭成一團，認為陳水扁總統上任後，可能會把他們
趕出台灣」。他認為這些外省人不了解民主政治的政
黨輪替的意義。他說︰「這些外省人長年來在中國國
民黨黨國意識型態洗腦灌輸下，不瞭解民主國家本來
就有政黨輪替執政的必要。」（羅榮光「心靈重生才
有健康」2014/7/3《台灣守護周刊》第129期 ）
羅牧師講這個故事，使我想起一件事：黨外時期當
我還是研究生時，曾有一位助教向我展示一位外省人
寫給某位外省籍教授的信函。信上這麼說︰「二二八

事件時，台灣人說三十年後繳械，再把外省人扔到太平
洋。」他信中說得「繳械」意味著台灣人子弟當兵人數
眾多，等於把外省軍隊繳械。而從 1947年二二八到
1977年已滿三十年，這正是黨外人士把外省人扔到太平
洋的黃金時刻。
2010年我有幸返回母校成功大學演講「南島民族與太
平洋文化」。我在隨身碟的電子檔講稿裡，引述陳總統
「太平洋沒加蓋」這句話，但是我沒時間解釋。也許在
外省教授與抓耙子心裡，我是像陳總統那樣，想要把外
省人扔到太平洋，誰知道？我的原意是我研究太平洋歷
史（與非洲、中東歷史等）沒有出路，很想跳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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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只是舌尖上的唬唬唬嗎？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圖：南海爭議中的中亞島。

(圖翻攝自網路)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4年5月28日，在聞名全球的美
國西點軍校結業典禮上演講，指出美國反對大國霸凌
小國，美國會支持遵守國際準則的國家。這篇演講內
容絕大多數是劍指中國，也是擺明了就是要警告中
國。中國有意在東海及南海故意挑起爭議，這並不是
中國隨意而起的戰略作為。它想要劃出一個勢力範
圍，也是要藉著東海及南海的紛爭來實際控管台灣島
的四週。日後中國若是想侵佔台灣島的話，它會直接
從台灣的東部下手。中國2砲飛彈部隊更會直接瞄準台
灣島的西部來作為攻擊的戰略目標。我們研判中國絕
對不會為了幾個鳥不拉屎的島或礁來和美日及菲越等
國來交惡開火，除非中國眼光短淺，那又是另當別
論。否則小心別中了中國聲東擊西的計謀。
2014年到底是不是中國想要稱霸的一年呢？習近平
對內嚴打貪腐，對外還有精力來挑起國際爭端嗎？難
道是他的時間感覺到不夠用了？否則對他來說，這根
本就是蠟燭兩頭燒，除非習近平在中國嚴打貪腐的政
策上遭遇到大麻煩了，或者是習近平不想和胡錦濤一
樣，擔任10年的總書記，卻被前總書記江澤民控制得
死死不能動。而且共產黨是講槍桿子出政權為基礎的
政黨，習近平急著要實實在在掌握軍事大權。在解放
軍高層，只要是江系人馬，都是習要做掉的對象，然
後再安排自己的人來上位。習近平對外(美日菲越)強
硬，這是演出來的實境秀。原因無它，中國人民喜歡
看嘛！這是習近平在模仿毛澤東的路線。況且老一輩
的中國人更是懷念毛澤東。北韓的金正恩為了外表能
更像他的祖父金日成，不惜動刀整容。今天的習近平
的身材已經像1974年毛澤東的體形了，只要習近平在
髮形上向毛澤東的禿頭來看齊就行了。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在臉部上移植一顆帶黑毛的小痣。這樣一來，
無論是外形和內在思想系統是已經和毛澤東完完全全
的相偎相依在一起。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完全沒有任何人及單位能和毛

澤東互相制衡。表面上毛澤東是由人大選出來的，實際
上人大才是毛澤東的政治提款機。從中國有歷史以來，
領導人就是皇帝。這種想法，從來就沒有被改變過。孫
中山想要改變帝制思想，卻從來就沒有成功過。看看蔣
介石和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除了掛名不一樣之外，一個
叫總統，另一個叫總書記，實際上都是在當皇帝。習近
平想成為第二個毛澤東，黨政軍一把抓，這會把中國帶
向滅亡的道路上。習近平近來對越菲兩國採取強硬的手
段，這是要試探美國的紅線到底在那裡？如果美國會動
手的話，出手的力道會有多大？這才是中國目前最急需
想知道的事。新官上任三把火，這也是中國為官之道。
中國到底會拿那一個國家來「祭旗」呢？
2014年4月8日，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在和美國國防部
長黑格會談的時候，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常萬全甚至
還說出：「我們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把數十層樓
高的代號為海洋石油981號的中國鑽井平台往越南的兩
百海浬專屬經濟區內的120海浬的海域裡一放。更過份
的是，以海上鑽井平台為準，方圓7海浬以內不准越南
船隻靠近，否則後果自負。如果這不叫惹事的話，那要
怎麼樣才叫做惹事呢？美國從冷戰結束之後，成為全球
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也從來沒有像中國這樣狂妄自大
又囂張到無上限的地步！中國國防部長又接著說：「老
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丟」。說出這句話更是離譜
到再一次精神錯亂到無上限的地步！那在滿清政府時代
被俄羅斯強佔了3百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又是啥？
難道那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土地嗎？中國人真的是見人說
「鬼」話，見鬼說「人」話！
中國說：在南海所劃出的「九段線」是繼承前朝政府
所留下來的主權。前朝政府就是指被消滅亡國的中華民
國政府而言！是中華民國打敗日本的嗎？這是絕對不可
能，只有美國打敗了日本！而且中日大戰是由蔣介石先
對日本開火，而且還派中國軍隊強行進入日本租借地，
對無辜的日本人民燒殺姦淫擄掠，對日本公民開槍掃
射。還有中國軍隊對日本婦女輪姦，再全部殺掉。甚至
還用鐵絲貫穿日本人民的腳踝及手掌心，十人一列，全
部推下河裡淹死。以上種種暴行也在1947年發生在台灣
的228大屠殺。日後日本軍隊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百倍奉還給中國人民。這一段「史實」中華民國敢
不敢承認呢？在中華民國的歷史課本上是半字都不敢
說，但是在美國及日本都有保存這些資料及照片，甚至
還有生還者的證詞。1947年中華民國擅自作主在南海劃
出「九段線」的主權區域出來，這舉動完全侵犯了國際
法的法律，也沒有得到他國的承認及認同！南海是屬於
公共海域，任何國家都不能來劃海佔有。可見中國威脅
論，並不是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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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抑或錢坑？
年代向錢看主持人 陳凝觀
為什麼一年要從國庫補貼
軍公教年金二千多億的錢呢？

中華民國從未虧待郝柏村
因為平均一個軍公教年金總額約2000萬。不要懷
疑，這是我從銓敘部的資料整理的簡表。所謂平均，也
有高低之別。我們的高官.將官.高階軍公教退休金是
沒有天花阪上限的。他們確實拉高了部份平均數。
但未來二十年內，這一切都要破產！五十歲以下的
世代，包含軍公教，都注定要被這錢坑拖累犧牲！
（請大家分享年金圖表出去，年金制度再不改革，
將來會付出更慘痛的代價來買單！有ptt鄉民在此也請
分享給ptt網友！）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42625133766
2983&set=a.1412477102373740.1073741833.1410719299
216187&type=1

一日將官自肥要不回？！
這張表是媒體跟民代追過的一日將軍，真實資料可能
比表列的還多。這些將官為了多領月退俸，甚至可以退
休前一天升官，好讓每月退休金增加好幾萬，每年就多
領幾十萬，十年就多幾百萬！這種高官自肥行徑跟郭冠
英有什麼差別？！這樣搞，軍保怎麼能不倒？！
對照軍職基層、老兵、老榮民，這些軍官對得起同袍
嗎？何況我們還有全世界最高的將軍比！將軍數目超多
的，而這些將官還官官相護搞自肥！
這樣的年金制度，怎能不改革？
(請大家用力分享年金圖表，全民團結一起要求年金改
革！)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42625133766
2983&set=pb.1410719299216187.2207520000.1405453516.&type=1&theater

108年將破產的軍保也非常M型化，將官不但自肥且
不設退休俸天花板！
以郝北北為例，他當閣揆的政務官一次退約領74萬，
而他軍職的月退俸每月18萬（不含18%），一年216萬，
以他退休已22年來算，總額約領走近4800萬，加上先前
21年未刪年終慰問金，光現金，郝北北至少退休後已領
走現金五千萬了！！！
這還沒算他的18%喔，也沒算他在市區的官舍或是軍
宅配售，更沒算健保，水電等補貼喔！
這樣搞，你說軍保怎麼能不倒？！
(請大家用力分享年金圖表，團結一起要求年金改革！)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42573274438
1509&set=pb.1410719299216187.2207520000.1405453516.&type=1&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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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流造神術失靈，賴清德落漆
蔡百銓
新潮流專門搞鬥爭、搞出賣、搞造神。他們善長把
自己漆金造神，看起來閃閃發光。但是這種詐騙術經
不起時間考驗。一旦落漆，人們就會發現他們本尊竟
是糞土汙泥。這個流氓集團的真面目逐漸暴露，被人
唾棄已經為期不遠。
新潮流擁有「台獨理論大師」。但是他們提出「強
本西進」，卻使得台灣經濟遭到中國綁架。他們「口
唸台獨經、手摸中國奶」，台獨理論旨在掩飾他們的
統派本質。新潮流還有賴神（賴清德）、戰略之神
（邱義仁與吳乃仁）、梁才子。而顏萬進與陳景峻不
知道哪裡去了？新潮流諸神自己落漆，原形畢露。
賴神，到中國宣傳台獨？
新潮流把賴清德造神，封為「賴神」，塑造為救世
主、準副總統與總統候選人。六月初賴神到中國宣揚
台獨，確實很神。但是很奇怪，賴神在台灣卻從來不
宣揚台獨。賴神到中國推銷台南農產品，應該小心奕
奕，怎麼故意談些中國討厭的台獨話題？這根本違反
常理。很顯然，新潮流與中國政府套招。選舉季節到
了，新潮流必須搞些噱頭，騙騙獨派選票。不要把人
民看成白癡。
鐵路東移，圖利財團
賴神「台南鐵路東移案」強迫居民遷移，圖利財
團。
早在2012年十月，成功大學學生「零貳社」就曾經
邀 請 受 害 居 民 舉 辦 討 論 會 （ 零 貳 社 網 站 「 10/11社
課:鐵路東移地下化」）。
今年六月「反台南鐵路東移團體」指出，鐵路東移
案根本不是中央政府下達的命令，而是賴清德自己勾
結財團，強逼原地居民遷移。鐵路可以在原地地下
化，根本沒有東移必要。但是賴神不談這個大原則，
故意轉移話題，在枝節問題「騰空土地使用名目、安
置居民、補償金額」上面打轉（參見本刊「戳破賴清
德對06/22新聞追追追節目辯駁之謊言」）。
徐世榮教授質疑
如果懷疑「反台南鐵路東移團體」是站在本身利益
立場，講話不夠客觀。那麼看看台南市政府「都市計
劃委員會」如何組成，就不難窺出賴神就是財團代理
人。
徐世榮教授指出，這個委員會「成員共廿三人，其
中九位為教授學者。其他（十四位）大多數皆為市府
行政官員及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市長本人並
為主任委員」。徐教授評道︰「在這種利益沒有迴避
的體制下，市府右手提出計劃書，左手進行審查，試
問這會不通過嗎？…（這種都市計劃）剝奪許多善良

(圖/翻攝自網路)

老百姓的財產權及生存權。」徐世榮是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教授，也是台灣農村陣線理事長（參見蘋果日報
2013/10/01「台南市府玩弄兩面手法」）。
賴神的「都市計劃委員會」與蘇嘉全的「椰林文教基
金會」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椰林基金會與屏東縣政府其
實是「一個機關、兩塊招牌」（參見蘋果日報
2011/10/20「蘇嘉全基金會被爆公庫通私庫」）。
戰略之神
賴神在中國說，2000年陳水扁是靠著「台獨黨綱」當
選的。這是胡說八道，不知道他是何居心。阿扁當選，
有人說是新潮流兩個「戰略之神」邱義仁與吳乃仁的功
勞。但是很奇怪，2012年這兩個「戰略之神」怎麼變得
好像是鬼（參見拙文「2012年大選誰出賣蔡英文」）。
現在「割喉戰」即將於年底展開，民進黨迫切需要「戰
略之神」輔佐，怎麼這兩個神卻神隱起來？
梁才子，澳門風流
新潮流除了神之外，還有才子。民進黨為了迎接
2000年大選，搶在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那
時候媒體說新潮流梁才子是原始提案人。我看了笑一
笑，懶得計較甚麼（參見拙文「遇鬼撞邪記：追思一位
新潮流流氓」）。
梁才子以「台灣前途決議文」提案人自誇，贏得台北
市市議員與立委選舉。既然是才子，必然靈感源源不
絕。十多年了，才子應該提出新創意，否則怎能說是才
子？怎麼從沒聽到梁才子擔任台北市市議員與立委有何
貢獻？而兩年前梁才子獲得澳門政府特殊招待，令人非
常羨慕（中國時報2012-08-02「梁文傑鄭文燦確有澳門
行林瑞圖勝訴」）。
毛澤東有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
設）。邱義仁專研毛澤東鬥爭術，新潮流也有三大法寶
（鬥爭、出賣、造神）。新潮流善長造神，如今這些神
已經自己落漆。夜路走多，總會遇鬼（20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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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落日阿扁的天總是攏會光
陳順勝 醫師
朋友常問我怎麼最近都沒看到我報告阿扁總統的狀
況。
從去年十月開始，我接受北地院當阿扁的鑑定人，
鑑定期間與地院及高院裁定之前，我當然要阻絕與外界
之聯絡，也回絕許多媒體的詢問。不過幸好他們都諒解
我的立場。
在520之前，我有期待會有機會放了阿扁，不管什麼
理由，什麼方法。我覺得在詳盡地說明之後，道義上，
應該給人家充份時間去處理，所以過去半年很低調。
無視於進行性惡化的病情，執事者鐵了心，以懷疑
阿扁裝病需澄清為由，其實在衡量放阿扁與否及何時
放，是以政黨利益為考量，置當事人的醫療人權於不
顧。
特別最近，中央研究院醫療背景院士發表聲明，希
望依醫學中心開的疾病證明讓阿扁總統可以保外就醫。
想不到相關單位相續發表不利於我病人阿扁總統的言
論。於公義，即使對我不好，我也應該站出來替我的病
人講話，無視後續的壓力。
我的老師要我應該向大眾提出科學證據與影像，趕
快讓民眾瞭解。我深思之後覺得法務單位不應該以所謂
保密具結綁住我，要我不談等於默認官方的說法，這樣
我良心會責備我。何況我的具結常加註：如果原機構違
反當事人利益時，具結無效。
所以，閉關之後，這禮拜開始我要下山了，像科學

(圖/翻攝自網路)

(圖/翻攝自網路)

小飛俠唱的：「為了正義，他要尋求真理！為了和平，
他要奮鬥到底！」
今天中午在攝氏36度高溫下從高雄到台中監獄會診阿
扁總統，ㄧ直到下午五點半。下午來的時候，在晴空白
雲越過濁水溪，黃昏六點半過後，回程遇到落日的濁水
溪。高鐵一路南下，剛好經過阿扁的故鄉官田時，夕陽
落在地平線。我想起前幾天引用印度詩人泰格爾說的：
「當太陽沒入西方之時，東方的晨曦已靜立在他的面
前。」對阿扁總統而言，天總是攏會光！

台灣 國 辦公 室記者 會

知恥近乎勇
計劃趕不上變化，蔣偉寧的偽造論文案件，在四
面八方社會壓力下，上午宣佈請辭獲准。從爆發後
不到4天就火速請辭，比國防部長楊念祖6天請辭還
快。我們送「知恥近乎勇」布條及放鞭炮慶祝，予
以肯定。希望所有政務官借鏡效法，要有為政的風
骨，尤其給施政無能的馬英九及江宜樺深思，是否
跟進，以孚人民期待？但我們也要問蔣部長是基於
學術道德良心促成請辭，或被馬逼迫為馬止血不甘
願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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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北市成為成一座會呼吸的「海綿城市」
柯文哲
最近，如果你也和我一樣，常在室外活動一整天，應該也會覺得：天啊！怎麼這麼熱。這讓我想到日前到
中部參加媽祖遶境，雖然走路走得很多，天氣卻比較舒服。
台北市就像一個水泥叢林，都市熱島效應特別顯著。尤其夏季中午用電高峰時，市區溫度比周邊地區高出
4到5度，室內只能開冷氣，室外溫度卻更惡化，熱成烤爐。
前陣子環保局宣布，當氣溫達到37度，就會出動洗街車灑水來降溫。這是治標不治本。降低熱島效應、減
少冷氣使用的策略，就是打造吸水透氣的城市。我希望當選之後，大量增加都市的透水性，逐漸將道路鋪面
改為透水吸水材質，將水分涵養在大地，天熱時即可以釋出水分降溫，讓台北市成為成一座會呼吸的「海綿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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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勝於雄辯
臺灣自治政府 蔡吉源
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們就有進駐(reclaim)中興新村
的行動計劃，在今(2014)年1月初就開始準備，並赴錫
安山取經，但因內部意見分歧，準備動作十分緩慢。
318學運大地驚雷，我們措手不及，無法配合學運遍
地開花，失之交臂，十分扼腕！學運之後，排除困難積
極備辦行動所需，原訂6月下旬採取進駐行動，因故延
至7月7日。
7月7日中午，我們已經有750個同心散佈於中興新村
各地。約下午一點四十五分，一聲令下，趁省政大樓大
門敞開之際，同心蜂擁而入，直衝三樓「省主席」辦公
室。工作人員動作熟練而迅速；搬動摺疊梯，拆下流亡
政府標誌，換上臺灣政府布條；兩個原住民迅速降下流
亡政權超大「黨旗」，另兩個台中州幹部迅速升上美國
與臺灣旗幟；用布條蓋住流亡中國「國父」銅像等。
進入「省主席」辦公室安頓妥當之後，立刻宣讀臺
灣自治政府公告，用臺語、漢語、英語、日語、客語等
五種語言發表。之後，立刻舉行記者會，由蔡明法統一
口徑向媒體記者報告臺灣自治政府的主張─結束ROC流
亡政權的非法統治，實現臺灣人民在美國軍事佔領下的
自治，進而讓臺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料，當我們依記者會程序進行一半左右，遭到斷
電的處置。不但沒有冷氣，而且連電扇也不能使用。濕
熱的天氣，揮汗如雨，又不准樓下送飲用水來現場。幸
而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以救援方式，有先送一些礦泉水來
解渴。南投縣消防局的義舉，將來臺灣自治之後，政府
將予以表揚；相對地，「省政府」內部人員及警察之惡
行惡狀，應予懲處！
五點十分，警方陸續調遣13部鎮暴車及保警人員約
500名左右，準備強制驅離進駐樓上人員(100多人)及
樓下樓外參與之同心(600多人)。
臺灣政府主席蔡明法乃指示駐美代表林德興向美國
國務院主管臺灣事務之Chris報告此一情勢。但因臺灣
傍晚時分恰好是美東清晨，必須等到上班之後才能由
Chris請示，討論，或召集會議決定，再給臺北的AIT下
指令，處理ROC流亡政權的蠻橫行為。
因為AIT不敢作主，說要等臺灣時間7月8日上午9時
以後，才能給予明確答覆究應如何處置。Chris在7月
7日臺灣時間9時，未經長官開會決定對策前的答覆則
是：要一切遵照臺灣關係法之規定。因此，要我們雙方
對臺灣關係法加強研究。
7月8日上午8：55分我們看到流亡省政府人員將昨日
我方人員在省府大樓前方草坪升旗台升上去之美國國旗
與臺灣政府旗降下，而升上流亡中國政府的「鬼旗」。

(圖/翻攝自網路)

但是到了10：00時分，流亡省政府警察就自動將流亡
中國「鬼旗」降下來。當千楓電視台主持人李茂玄去請
教原因時，流亡中國人員以剛剛在下雨為由搪塞之。一
直到下午4：00，我們離開現場前調侃流亡中國人員
時，才又將那面「鬼旗」升上去。為什麼會這樣呢?莫
非是美國方面說話了?
7月9日上午10：00至下午16：00，我們又聚集90多
人在921紀念公園的大樹下。雖然今天聚集人員大約只
有昨天的一半，但是到場者都是此次行動的中堅幹部。
我們就趁機檢討此次行動的成敗與得失。
從宣傳效果來看，我們是非常成功的。「進駐」行動
進行得非常順利。在預定15分鐘之內完成樓內樓外的旗
幟更換與標語張貼，並由資訊傳播組之影音即時對全世
界播散出去。大約下午2：00時分「進駐」成功，下午
3：00時分，三立就已經有新聞廣播出去，而引起許多
臺灣人的關切！也招來許多臺灣政府的同心到現場來參
與行動。
美中不足之處是因為「省府」正在大搬傢俱，無法如
沙盤推演，立即關閉大樓各個進出門口，致使許多警察
混入大樓，阻礙我們記者會之進行。尤其一個通達派出
所的側門竟缺少人力加以阻塞，以至於讓警察輕而易舉
佔據上樓的樓梯口，阻擋我方人員的自由進出。
我們的結論是：行動勝於雄辯！有道是：一公克的行
動勝過一公噸的理論！的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從行
動中吸取經驗與教訓，從行動中尋找方向與對策，從行
動中啟發愚妄與頑劣！只有正確的方向，正確的對策，
與正確的行動，才能拯救臺灣於危急存亡之秋！
願我臺灣有志之士，踔勵奮發，遍地開花，積極參加
臺灣政府驅逐非法ROC流亡不義政權的偉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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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顧所來徑：高中歲月點滴
蔡百銓
高中時代是我的思想狂飆期，深切關懷外交與憲法、
教育問題，型塑我日後的一生。廣泛閱讀課外書籍，囫
圇吞棗，包括孫中山《演講本三民主義》（因而關切政
治）、《胡適文存》（因而關切教育問題與成為自由主
義者）、雷震《監察院之將來》（因而懷疑五權憲法，
關心憲法）、沈剛伯翻譯與增潤《世界通史》、威爾斯
《世界史綱》（因而平等重視全世界各種文化，日後偏
重國內最忽視的第三世界史）、文星雜誌、莎士比亞劇
本、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等。喜歡藝術，合唱團成員。
胡適自由主義薰陶
深受胡適自由主義薰陶與其「於不疑處有疑」精神感
染，使我無法成為教條主義者，也應是如今我能跳脫藍
綠對決的主因之一。胡適批評中國沒有一所大學超過百
年，這在加上我就學期間的感觸與不幸經驗，激發我關
心教育。胡適以烏鴉自況，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
生」，這鼓勵我喜愛批評。但是批評在台灣社會是自殺
行為。古希臘人喜歡辯論，產生詭辯學派（sophist
s），而台灣很少人願意聽到或是講出不同聲音。台灣
講究的是以和為貴、察言觀色、揣摩上意。台灣是把中
華文化的缺點發揚光大。
基督教信仰
胡適激烈批評中華文化，近乎主張全盤西化，深刻影
響我。當時我以為西方國家進步是因為信奉基督教之
故，經常上教堂摸索教義。也因而疏離台灣民俗宗教與
習俗，甚至疏離父母親友。我想像著只要台灣人都改信
基督教，台灣就會像西方國家那麼進步。大學時終於受
洗，一度幾乎在信仰上精神崩潰，差點報考神學研究
所。
高中時代經常到基督教堂聽教，偶爾也上英文查經
班。當時正值越南戰爭，台中市假日經常出現美國大兵
摟著吧女，也有大兵到教堂開英文查經班。我說他們一
首持槍，一手持聖經。查經班使用1611年詹姆士國王版
本的修訂本（KJRE）聖經，屬於中世紀英文，把我的英
文學習搞得昏頭走向。
那時候政府高喊反攻大陸。我經常跑操場鍛鍊身體，
有點像阿甘，因為想到將來要攻到喜馬拉雅山頭很不容
易。大學時代仍然常跑操場，可惜上了研究所之後中
斷。但是這已經練就我每天抽兩、三包香菸還不會死的
本錢。有人說我只會抽空煙。
外交狂的誕生（1967）
西方人說，一個人如有理想，三十歲以前就會發作。
我顯然在高中時代就已經發作。去年遇到台中市立二中
高一同學蔡智信（世界柯蔡宗親總會秘書長）。他提醒
我說，1967年高一時我曾經參加救國團徵文比賽第二
名。我才想起當年我以自選題目，抨擊當時國府「敵來

圖→胡適和他的日記。
(圖翻攝自網路)

我逃」外交政策。這是我關切外交之始，日後貫穿我一
生。
研究歷史，才能了解政治。退伍後我翻譯與研究世界
各國歷史，除了學術興趣之外，就是準備與世界各國逐
一建交。至於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我還高攀不上。想要打破外交孤
立，必須腳踏實地好好研究，光喊口號、裝腔作勢是毫
無益處的。很遺憾台灣外交遭到中國「鬼打牆」無從突
圍，而我研究台灣最歧視的第三世界歷史，卻因為缺乏
博士學位而如今無法在學術界發揮光熱。高中讀了四
年。1971年高三時繪製《釣魚臺是我們的》壁報，自行
張貼於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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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獨立論壇】
七一遊行前後香港的變化
時間：2014年7月19日(六)上午10時~12時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台大校友會館3樓B室
主講：梁文韜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
主持：張炎憲台灣社社長
主辦：台灣社、台灣北社
2014年七一大遊行，主題為「公民直接提名、廢
除功能組別、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今
年正值2017年特首普選討論如火如荼，在佔領中環
蓄勢待發之際，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引起
港人極大反彈，面對中國恫嚇及網攻，「香港和平
佔中全民投票」仍有80萬人投票。另一方面，備受
爭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前期撥款，引起議會內外
的抗爭，最終粗暴通過。香港人忍無可忍，今年七
一大遊行，51萬人走上街頭，遊行人數創十年來新
高。來自香港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梁文韜教授，特地
返港投票、參與遊行，在現場第一手觀察，將與您
分享「七一遊行前後香港的變化」。梁文韜教授呼
籲，面對強大的中共壓力，台港民間力量必須加強
聯繫，奪回不受宰制的未來！

2014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
日期： 2014年7月16日下午12:23
主旨：2014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開跑囉！
敬愛的人權種子教師您好：
感謝您過去參與了我們的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
一起為人權教育扎根做努力。今年，我們即將再次
舉辦2014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並擴大舉辦為四個
梯次，將在嘉義、臺北、綠島以及苗栗，今年將人
權場域踏勘的行程增加，將探訪綠島、景美兩處人
權文化園區，以及原住民族白色恐怖政治受難場
域、宜蘭慈林紀念館以及白色恐怖英烈紀念碑等。
信末附上今年簡章與報名方式，詳情請上官網
http://www.nhrm.gov.tw 及報名系統
http://sign.coolorz.com.tw。歡迎各位老師再次參
加我們的活動。若有重複收信請見諒。有任何疑問
歡迎老師隨時來信或電聯。謝謝老師
2014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鐘先生敬上 0986377697

週四讀書會：「都會週遭常見蜂類I」
時間：7月17日(四)晚上7:00~9:00
地點：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5巷9號
士林長老教會活動中心
主講：李振輝老師
所有的蜂都以花蜜和花粉為食物，並在為蟲媒花
授粉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口器是尖針狀，以便吸取
花蜜。有一對觸角，其中雄性蜂的觸角有13節，雌
性有12節，有兩對翅膀，後翅較小，腿部多毛可以
搜集和承載花粉。腹部末端有一毒刺。各種蜂的生
活習性不同，有的是獨居生活的，有的是有各種群
居形式，發展最高形式是社會性分工聚居等。

台灣國辦公室決勝七合一感恩餐會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016739085530
1/?ref_dashboard_filter=upcoming
7/20(星期日)18:30
晶宴會館(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2號)
台灣國辦公室創辦人王獻極敬邀您參加決勝七合一
感恩餐，餐券有一張3千元及一張1萬元。
郵政劃撥專戶：50115755；戶名：許茂盛
收到劃撥餐款，即會用掛號郵寄餐券
連絡人：台灣國辦公室主任陳峻涵 (ChillyChen)，
0983-73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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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不會忘記-718大埔強拆周年紀
念系列活動交通資訊】
主辦：捍衛苗栗青年聯盟
時間：7月18日(星期五)18:00-21:00
地點：苗栗縣竹南鎮公義路與仁愛路交叉口
「張藥房」原址
位址：google地圖街景http://ppt.cc/w1hI
前往方式：
一、客運：台北到竹南，時刻表：
http://ppt.cc/zQxq。在終點站-竹南火車站下，並
搭任何一班往新竹的公車，在「中大埔」下車（車
程約10分鐘）。
二、火車
於竹南站下車，並搭任何一班往新竹的公車，在
「中大埔」下車（車程約10分鐘）。竹南往新竹公
車時刻表http://ppt.cc/Vuis竹南西站就在火車站前
三、開車：
北二高在香山交流道下，往公義路走。北一高由頭
份下交流道經市區（張藥房門牌為仁愛路894號，旁
邊朱家門牌是公義路958號）。
導航可定位為「竹南鎮公義路仁愛路口」
活動緣起
因大埔事件，徵收之惡引起全國重視，也因去年
718強拆引起之爭議，讓全國幾個縣市決定在爭議獲
得解決之前，不再進行任何徵收與開發行為。去年
七月至今，「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聲音不
曾揮去，強拆也將屆滿周年，這一年來，大埔居民
未曾放棄，就如甫收成的稻米，在各個地方重新站
起。
大埔事件，已經成為一個人民抗爭奮起的象徵。
此次音樂會的舉辦，我們將於張藥房原有之牆面彩
繪上新的意象，在7月18日這天匯聚來自各地的力
量，讓這土地上原本的悲情能夠轉化，成為帶給大
埔與社會正向的能量。我們相信這股能量會持續，
持續著使人們記著大埔，記著公義。
當然，紀念不只是紀念。718的紀念活動，我們要
提醒當權者，在沒有人為此事道歉，並歸還土地之
前，人民絕對不會忘記政府是如何凌遲百姓，而我
們也會繼續堅定的與大埔四戶站在一起。直到原地
原屋重建為止。
二、活動時間：
(一)、《公義，不會忘記》拍照串聯：7/11~7/18
(二 )、 《 公 義 ， 不 會 忘 記 》 劉 宗 榮 牆 面 創 作 ：
7/15~7/18
(三)、《公義，不會忘記》紀念晚會：
7/18(五)18:00~21:00

三、活動地點：大埔張藥房原址(公義路仁愛路口)
四、活動內容：
(一)拍照串聯：
將於明日發布公版，邀請全國民眾共同拍照串聯。
(二)劉宗榮牆面創作：
由藝術創作者劉宗榮於張藥房原有牆面進行創作
(二)紀念晚會：
○邀請詹順貴律師、藝文界等一路協助大埔抗爭人士
分享
○【蕭紫菡舞蹈劇場--土地計劃】之《拾愛》首映
○黃連煜與農村武裝青年演出
附記：雖本次紀念活動由捍苗青負責籌劃，但，大埔
抗爭能夠至今，一切因四戶與自救會居民的堅持。因
臺灣社會許多力量不斷的支撐，才能夠讓大埔成為一
個對抗不公義政府的象徵。因此，我們不認為我們足
以代表作為主辦者，還誠摯邀請各位仍惦記大埔、關
懷大埔的朋友一同參與，讓更多的社會力量與大埔居
民作為此次紀念活動最重要的主辦者。

一生奉獻於台灣民主、人權運動的二位
美國人，艾琳達和林麥爾，值得台灣人
給予尊敬與感佩！
http://hre.pro.edu.tw/download/essays-ch-91162214864/15Arrigo.pdf
台美人消息，更是全台灣人都應該知道的：
梅心怡（LynnMiles）罹癌，台美人社區關心，艾
琳達過境洛杉磯，簡述梅心怡病情，期盼台美人朋
友伸援手！06-24-2014(07-08updatedwithvideo)
http：//taiwanjustice.com/?p=32169
希望台灣人也能夠慷慨解囊，協助這位長期為台
灣自由民主，人權奮鬥一輩子的美國人好朋友，臺
灣人權志工鄭丞宏由衷的感恩！

台灣國辦公室推出新款POLO衫
7/20（日）晚6：30台北晶宴會館（民權東路、建
國北路口），「決勝七合一」餐會現場有賣。每件
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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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青年領袖工作坊-領袖招募報名簡章
今日的西拉雅，是一本承載古老的智慧並融會新
時代知識的書冊，社會日新月異不斷地前進之時，
更要不斷去擁抱它、閱讀它、熟悉它，讓族群堅立
於這片土地上。同時，勾起青年對社會議題的熱
度，從中形塑族人認同再造的使命感，並為西拉雅
注入年輕的活力與創意，激盪出西拉雅新契機。
透過URM及OST(開放空間會議)一套組織成長與改
造的技術，設計互動式的學習參與，協助工作者具
備對話性的思考，應用探討如何得到後續的策略，
進而達成共同的體認或願景，並以嶄新的方式活化
組織精神。以『重回西拉雅－西拉雅正名運動』為
課程核心，探索五大領域「正名，你我同行」、
「國內外族群及人權案例分享」、「國際關係尋求
西拉雅發聲的途徑」、「西拉雅的解殖與自我解
放」、「衝突與和解」作為探討主軸。
課程簡介
請點入影片觀賞課程大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s6sTAlf2c
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
2014年8月1日（五）～8月4日（一）
活動地點
臺南市新化區虎頭埤風景區青年活動中心
報名程序
報名資格：年滿16歲，疼愛西拉雅的夥伴。報名費
用：免費報名方式：(網路報名)請至下方點擊"繼續
"按鈕，並依指示操作。報名期間：即日起至7月
25日止。額滿截止。
主辦單位
臺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任何問題歡迎致電洽詢臺
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蔡佩蓉專員 0988-765-910 /
musuhapa@hotmail.com或至臺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
Facebook粉絲專頁發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sirayatainan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