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義只是一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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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爆與核電不安全/台灣地位真相已大白
台灣人永遠都是二等公民嗎？
高成炎給經濟部杜紫軍部長的公開信
We are sorry, President Chen
無限感傷，無盡悲憤，終生難平
「善念」與「盡力」/「高級外省人」毒化台灣
卻顧所來徑：譯書歲月（1982~2000）
也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請不要再搞普渡大拜拜！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為梅心怡募款

公平正義只是一個屁
《壹週刊》在2009年間報導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9月
出訪帛琉期間疑以空軍一號專機載美金4000萬元，折合
新台幣約14億元，存入帛琉銀行帳戶後，再分批匯至美
國，涉及洗錢。經過5年多後的偵查後，特偵組才於
2014年8月6日，以查無不法實據為由將全案簽結。簽結
之後呢？「底下沒有了」！
依據媒體報導，為了偵查此案，特偵組特地向帛琉共
和國提出司法互助請求，且向帛琉金融情報中心要求提
出陳水扁總統涉及洗錢的相關情資。結果是陳水扁及其
家人或相關人員均未在帛琉境內的金融機構開立帳戶，
該 國 銀 行 於 該 段 期 間 亦 無 單 筆 匯 入 4,000萬 美 元 或
4,100萬美元，或多筆連續匯入同一帳戶或關係人帳戶
總金額達4,000萬美元或4,100萬美元的匯款紀錄。特偵
組說，告發人指稱陳水扁利用來進行洗錢的「帛琉國家
發展銀行」實際上未從事匯款作業，也沒有SWIFT號
碼，僅有貸款帳戶而已。
倒是帛琉有一家在2006年11月6日破產倒閉的「太平
洋儲蓄銀行」在2005年間總共有4,000萬美元的交易
量。但這是該銀行一整年度的交易量，而不是單筆匯入
的4,000萬美元或4,100萬美元，或多筆連續匯入同一帳
戶或關係人帳戶總金額達4,000萬美元或4,100萬美元的
匯款紀錄。帛琉金融情報中心除了沒有發現陳水扁總統
和「帛琉國家發展銀行」有任何交易紀錄外，也沒有和
「太平洋儲蓄銀行」有任何交易紀錄或相關疑似洗錢交
易行為。
對於這樣一件空穴來風、移花接木的誣告案，特偵組
竟然要花費5年多的時間，才能查出阿扁總統及其家人
從未在帛琉的任何一家銀行開過戶，也沒有在帛琉的任
何銀行有實際的匯兌行為，實在太離譜了。特偵組顯然
是在用「拖」字訣，能拖就拖，拖到阿扁總統受不了，
病倒了，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宣布查無實證，全案簽結。
即使這個案子已經簽結了，但當初誣告阿扁總統的人並
沒有事，不必負誣告之責，也不必讓社會知道那個痞子
是誰！當初未經審慎查證就大肆報導，讓此案演變成台
灣最大政治風暴之一，直接間接促成阿扁總統被關押到
今天的《壹週刊》也沒事，竟然不必出面為其誤報惡行
道歉，更不用賠償陳總統一家人的身心煎熬和名譽損
失，實在太離譜！台灣媒體的自甘墮落、毫無品格及可

信度，由此可見！
目前陳總統身上所揹的案件是：「國務機要費案」已
於 2011年8月26日經台灣高等法院改判無罪，但最高法
院在2012年7月26日將無罪判決撤銷，發回更審。「秘
密外交案」早已宣判無罪。「海外洗錢案」已於2014年
8月6日簽結不起訴，如上所述。唯一被定讞入罪18年的
「龍潭購地案」其審判過程的司法扭曲情形更是嚴重。
尤以特偵組教唆涉入紅火案的辜仲諒作偽證，及承審法
官用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實質影響力」說判處陳總統
18年徒刑最為惡劣。辜仲諒早已兩度委託律師公開承認
當年配合檢察官作「偽證」，以換取回台不被羈押。但
此一事關重大的自白至今未聞司法界有人起而承認判決
基礎錯誤，進而撤銷該案的判決。至於該案法官採用的
"實質影響力" 說，目前僅對陳總統適用，之後的林益
世索賄案及賴素如收賄案都不適用，雖然林益世和賴素
如都是國民黨的要員，林益世還是行政院秘書長，且都
有索賄及收賄的人證及物證！司法界為了配合馬英九打
擊政敵，即使出賣靈魂及國家名器也在所不惜，才會不
管當初假托的罪名為何，審判有無事實根據，就是要將
阿扁總統關押進去，死而後已。台灣司法人員的自我作
賤，已達匪夷所思的程度。台灣的司法沒有皇后，只有
站壁的資格！
「龍潭購地案」的司法操作至為明顯，是中華台北史
上最荒謬無道的政治迫害案件之一。然而朝野各黨及一
般民眾對此案率皆冷漠以對，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此案
對台灣政治及司法公正的深遠影響，也沒有許多人起身
營救受政治迫害的陳總統。經過六年多不人道的虐待，
陳總統已經身罹多重重症，有台北榮總和台中榮總的醫
療團隊所開的診斷書為證。即使有中研院21位院士連
署，希望政府尊重醫學專業，改變陳總統現在的照護方
式，讓他得到一個病人應有的照顧，但一心傾中，迫害
政敵毫不手軟的馬英九仍不放手。
台灣社會有公平正義嗎？當然沒有。在台支那人為達
目的不擇手段，其心可誅，其行可鄙。許多政客為求生
存而背骨求榮，毫無情理義氣，也該被唾棄。公平正義
在台灣只是一個屁，說說可以，當不得真！

本文作者：台灣醫社社長 郭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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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爆與核電不安全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在基督教信仰中，人類是由上帝所創造的靈魂體合
一之生命體，而世上各種各類的動物並沒有上帝所創
造的靈魂，因此人類的生命價值是遠高於一切的動
物。為此，聯合國早期所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第
三條就宣示：「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
全。」
7月31日晚上高雄市前鎮區發生大氣爆，導致30人喪
生及299人受傷，顯見人民應當享有的生命、自由與人
身安全。此一基本人權遭受了剝奪，令人悲痛與悲
憤！這豈非政府祗顧工業發展卻帶來人民生命安全遭
受破壞的災禍？
高雄大氣爆也凸顯台灣地下管線管理多頭馬車的問
題。此次肇事的石化管線的管轄單位就多達七個，事
權分散，造成政府部會互踢皮球的情況。行政院勞動
部與經濟部對日後丙烯管理責任仍無法達成共識。中
油、中石化、李長榮化工、華運…等公司之地下管線
的建構當年都是由中油所建，中油是否也應該對氣爆
案負責？而立法院今年一月通過總預算決議，要求行
政院在一年內對包括電信、管線在內的基礎網路建立
跨部會協調機制。但行政院卻於五月中以「並無窒

礙」為由斷然回絕。台灣多年來過度重視經濟發展，石
化工業之建構多在高雄地區，不只犧牲了當地的環境與
生活品質，現在連人民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脅。期盼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能夠緊密協調與合作，看重人民的
生命安全，全力改正地下管線的舖設與強化管理。此次
災區居民齊聲反對石化管線回埋，要求避開住宅區與商
業區。所幸高雄市長陳菊已公開表示：「我們受災的地
區所有的石化工業管線都不能恢復使用；接下來所有管
線，我們都會清查。」
高雄大氣爆更提醒我們要注重核電安全，尤其是核四
廠蓋在斷層帶上，萬一發生地震與海嘯，台灣北部的居
民將遭遇比高雄大氣爆千萬倍的生命安全威脅。到時候
將是呼天天不應，人人哀嚎不已。
因此，為了我們維護全體2300萬台灣人民及世代子孫
的生命安全，我們人人也要站出來堅決反對核四廠的運
轉。而且對目前核廢料超多的狀況，究竟政府有在妥善
處理嗎？核廢料的幅射線對人體的傷害不是比大氣爆更
危險嗎？！而在馬政府一再黑箱作業下的台灣政治前途
是否也會遇見「大氣爆」，值得全體台灣國民警醒又警
醒！！(2014年8月6日)

台灣地位真相已大白
諸羅山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的身份與地位一直處於紛
擾之中。近年來，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與資訊的透明化，
台灣身份與地位的真相，似更為明朗，已不再是中國國
民黨所編造的歷史謊言所能掩飾。事實上，1945年以
來，台灣人民一直受到流亡來台的「中華民國」所綁
架。基本上，台灣不屬於中國，不管這個中國是「中華
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一樣。
台灣的身份與地位一直處於紛擾之中，最該譴責的應
該是美國政府，因為它並未在戰後妥善處理日本放棄台
灣所留下的善後問題。它現在不只不承認「中華民國」
或台灣是一個國家，對於台灣真正的身份和地位，也似
乎裝聾作啞。美國的這些作為，說穿了就是最符合其國
家利益。因為美國很清楚，對於二戰戰勝國盟主的美
國，尚未決定如何處理台灣身份與地位問題，不代表它
無權處理。這可從過去台灣八八風災，馬政府憚於中國
的反對，雖悍然拒絕美國的馳援，但美國仍派遣其陸戰
隊與直升機到災區救援。說穿了，美國是在告訴馬政
府，台灣有難還是我家的事，我仍有權處理。
何以美國對台灣的身份地位裝聾作啞符合其國家利
益？因爲對台灣的身份地位不說穿，等於自己尚握有主

宰台灣的上方寶劍。1971年之前，美國和台灣雖有外交
關係，它默許「中華民國」的統治存在，它不說穿台灣
真正的身份地位，國民黨藉「中華民國」所挾持的台
灣，自然會乖乖的聽命充當反共的堡壘。1971年之後台
美斷交，美國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它一方面駁斥
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否認台灣是個主權
國家。道理很清楚，台灣的身份地位美國仍有主導權，
只是它不說穿而已。現在不說穿，面對日益壯大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可以避免立刻的衝突。現在不說穿，台灣
不管那黨執政，都會曲意配合「美」意。這當然是最最
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不是嗎？
美國雖然為了其國家利益，對台灣的身份地位長期以
來裝聾作啞，但美國究竟是個民主國家，其政策與作為
還是會受民意左右。最近的太陽花學運即對美國政府造
成震撼。過去台灣要舉行公投，美國幾乎都在反對。原
因很簡單，公投是在反映民意。
美國政府最怕的，就是真正民意的展現。台灣人民目
前雖被綁架，只能在「中華民國」的鳥籠內行使投票
權，但還是可以勇敢的展現民意，讓一直對台灣身份地
位裝聾作啞的美國，不再禁聲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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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永遠都是二等公民嗎？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是的，一點都沒有錯！今天的台灣正是外來的中華民
國流亡政權所統治的殖民「地區」。發生在2014年8月
1日零時3分鐘之前的高雄氣爆事件，馬上奪走30條人
命，並造成兩百多人輕重傷的不幸事件。馬政府面對高
雄氣爆慘狀，第一個反應竟然不是全面援助高雄人民，
而是步步心機的清算著。埋在高雄地下的管線到底是由
那一個單位負責督促檢查？原來是中央政府的經濟部。
但是經濟部長張家祝在記者會上竟然會說出，面對埋在
高雄地下的管線，根本就是無「法」可管，要各業者自
主管理。馬政府更進一步說，高雄市政府必需負全部的
責任。這正顯示出，今天的台灣「地區」也就是在無政
府狀態，更沒有法治！完全就是流亡政府統治的狀態
下。
如果今天發生氣爆的地點是在國民黨執政的縣市，中
央政府的援助款項馬上立即撥放下來，根本就不會發生
江揆的「三不二要」的指示及一張公文就要19億元的非
人性的放話。原因就是出在高雄現在並不是由國民黨在
執政，非我族群，不是同志，便是敵人，所以才會百般
刁難高雄人。中國人一向都是以政治為權謀，這並不是
台灣人民的悲哀，而是台灣人民自己一手造成的。台灣
人民請捫心自問，是不是一定要繼續這樣過下去呢？台
灣人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改變現狀嗎？我們相信這是
完全可以的，而且是沒有問題。就從自己開始做起，台
灣人民團結起來吧！如果不想再過二等公民生活待遇的
話，就讓我們一起來反抗馬政府並予以推翻，重新建立
完全是以台灣為主要觀點而出發的台灣中央政府。今天
的中央政府是由一群亡國的中國人以中國觀點為出發點
的流亡政府。它並不是以台灣人民為重，而是以對岸的
中國為重。
高雄人民和高雄市政府才是真正的氣爆受害者，馬政
府卻要把高雄市政府抹黑成加害者，最終目的就是要拉
下陳菊市長。而馬政府定下「國賠」就是要把全部責任
推給高雄市政府。這一方面正好可以對民進黨的陳菊市
長使出借刀殺人之計，另一方面，它更想要隱瞞李長榮
化工廠的責任及過失，只因為李長榮化工董事長李謀偉
是副總統吳敦義的「好朋友」及金主。在23年前也是吳
敦義擔任官派高雄市長，在其任內核准李長榮埋入管線
並設置箱涵洞。這23年下來，李長榮化工完全都沒有對
所設置的管線及箱涵洞進行任何保養及維修，這才會導
致81氣爆事件的發生！在馬政府丟出「國賠」之後，李
長榮化工卻變成一點責任都沒有，因為只要追查李長榮
化工的話，勢必會追察李謀偉和吳敦義之間的金錢往
來。這一定會燒到國民黨高層，不堪入目的「黑金內
幕」。

(圖/翻攝自網路)

陳菊市長有權力可以下令所有廠商，如國營的中油及中
化工，還有私營的化工廠停工及遷廠嗎？如果都沒有的
話，請問馬政府，高雄市政府還需要負什麼責任嗎？根
本都不需要了！如果馬政府還執意要陳菊負全部責任的
話，因為要有權力才會有責任，若沒有權力又那來的責
任呢！如今陳菊市長也只有最後一條路可以走了，為了
大高雄1百50萬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危，她一定要下令所
有經過住宅區的管線停止輸送，也就是要全部停工，並
要求所有煉油廠及化工廠，遷離市區。這些工廠將要何
去何從呢？這問題不難解決，總公司設置在那，工廠就
設置在那！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好處都被天龍
國的人民拿盡並享盡，污染源及氣爆危險通通都讓台灣
人民來承受，這一點說得過去嗎？馬英九從來都沒有把
台灣人民當「人」來看！這一點台灣人民必須要問問自
己：這種生活，你還要再繼續過下去嗎？

2014/08/14(四)

P-2P-4-

NO.119
NO.135

全國性核四公投提案領銜人高成炎
給經濟部杜紫軍部長的公開信
高成炎
8月7日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針對以高成炎為領
銜人的全國性核四公投提案「你是否同意新北市台
電公司核能四廠進行裝填核燃料棒試運轉」，進行
聽證會。經濟部次長杜紫軍為與本人針鋒相對的擁
核陣營的正式代表。當晚，經濟部長張家祝因高雄
丙稀氣爆案請辭。八月十日晚上，行政院正式宣佈
杜紫軍接任經濟部長。
8月7日的聽證會主要有三議題：(一)是否為一案
一事；(二)提案主文是否語意不清或自相矛盾；
(三)是否為不可公投的事項，可以想見，擁核陣營
對此三議題的回答極可能是(一)不是(二)是(三)
是。此NYY(No, Yes, Yes)的立場亦為杜次長所支
持。這點我們可以理解，但杜紫軍部長當天發言時
所持的理由，卻是令人啼人皆非，我們在此提出來
讓社會大眾公開檢驗。
杜紫軍部長支持台電的論點硬將裝填核燃料棒及
試運轉拆成兩件事，我及施信民教授都發言反駁。
施教授提出試運轉階段很長，像儀控等目前進行中
的是冷機試運轉部份，而熱機試運轉的第一事項就
是「裝填核燃料棒試運轉」提案主文就是指這件
事。我則舉反美牛公投的提案主文通過公審會核
可，並進行的第二階段的連署工作的先例作為反
駁。該主文相當複雜，為：「要求否決衛生署在
98年11月開放美國30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絞肉、牛
內臟、牛脊髓之政策，重啟『美國牛肉輸台議定
書』談判」，表面上看來此主文包括：帶骨牛肉、
絞肉、牛內臟、牛脊髓等四項，而且既要否決政
策，又要重啟談判。但公審會審查時核准其為一事
項。
關於第二項杜部長沒發言，但擁核陣營則在理由
書上提到的裝填核燃料棒試運轉後，核反應爐會變
成高輻射污染而增加拆除費用的「高」字作文章，
說可用化學除輻法等。
關於聽證會的第三項議題，杜部長的主張發言就
相當離譜，他主張「裝填核燃料棒試運轉」不是政
府重要政策，而且既不是創制也不是複決，因此不
得作為全國性公投的項目。我則發言指出，2013年
3月11日以呂秀蓮為領銜人的新北市核四公投提案主
文與本次完全相同，但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
2013年5月16日的第十八次會議議決，此提案主文為
政府的重要政策，是全國性議題，因此不進行地方
性 公 投 的 連 署 。 因 此 ， 2013年 519終 結 核 四 大 遊

(圖/翻攝自網路)

行當晚，我以總指揮的身份宣佈將該主文升級為全
國性公投的主文，推動了一年多達到十二萬份後，
才有2014年7月11日的送件及8月7日的聽證會。因此
本主文為政府重大政策應無疑意，更何況江宜樺院
長於4月27日亦宣佈核四封存後，啟封前會先進行是
否裝填核燃料棒的全國性公投。
杜部長說針對政府政策或法律不存在的提案叫創
制，已存在的叫複決。因為核四已封存，目前不會
裝填核燃料棒，因此本提案主文非創制也非複決。
我認為這是玩文字遊戲與政府耍詐，根本不值一
駁。
行政院江院長於4月27日宣佈核四一號機安檢後封
存，二號機立即停工，4月28日又宣佈停工非停建。
因此創造出「封存」的暫時狀態，且台電編了三年
封存的預算。因此，一號機目前沒有要進行裝填核
燃料棒，而主文以正面表列問是否同意裝填。若政
府認為現在是「沒要裝填核燃料棒」，則主文是創
制；若政府認定以後「要裝填核燃料棒」，則主文
是複決，政府豈可用非驢非馬的決策否決人民進行
核四公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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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sorry, President Chen
Wang Chien-Ren, a Taipei Citizen with a profession in publishing and book review.
Translated by Jay Tu(Aug. 10, 2014)
This is an OP-ED letter published in Liberty Times on August 10, 2014 by a Taipei Citizen, Mr. Wang Chien-Ren,
who, upon hearing that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Unit dropped the charge against President Chen after over five
years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hantom case of money laundering, the so called 700 million Oversea Money,
realized that we, the people in Taiwan, owe President Chen a sincere apology.The original letter is listed below
with the translation as follows: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Unit recently clos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on KMT/Ma and saw no evil in the land deal
in which Ma, as the KMT chair, sold the assets KMT
admitted stolen from the people.Later on,they also
dropped a charge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which is the so called Oversea Seven Hundred
Million Case, because they could not find any evidence of
wrongdoings after over five years of investigation.Upon
hearing this, my first reaction was, "What? There was no
Oversea Seven Hundred Million?" This case was so
sensationalized that everybody believed it was true, and
now it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charade.Is it a bad dream?
(Note that this case was the main reason that the public
opinion was turned so negatively against President Chen)
As the case is now proven false,why is former
President Chen still in jail? I checked carefully and
realized that President Chen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in
prison for the Longtan land case andthe second financial
reform case.However, in fact, there is no direc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President Chen took any bribes in these two
cases and the only witness, Jeffrey Koo, Jr., had admitted
that he lied in his testimony.The High Court found
President Chen guilty based on a newly invented
argument,the so-called "de facto influence".By
speculating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would have some
influence in the land deal, the High Court sentenced
President Chen to twenty years in prison.This "de facto
influence" argument is so vague, and yet, just this
argument alone, the High Court can put away a former
President, condemning him to twenty years of
imprisonment.They even deny him the right of medical
parole despite he has been tortured to near death, while
insisting that they followed all the laws and that this is a
judicial case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persecution.Do they
really think all the people in Taiwan are idiots? Not to
mention a bunch of KMT members, who have been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are all freed on bail and are
allowed to go anywhere, everywhere.

I do not know how many people were like me, who
might not believe that President Chen embezzled his
Presidential Discretionary Fund (the very first case against
him to place him under custody), but was convinced that
the case of Oversea 700 Million Case was true.How could
you not believe it? The accusation was so sensationalized,
so vivid, so catchy, repeated by all media, and the Red
Shirt Guard Protest Against Chen was so in fashion.How
could you not be persuaded to believe Chen was guilty of
corruption when the whole society in Taiwan was so
convinced of his guilt? (After all, by claiming Chen was
corrupted, the KMT's Ma Ying-jeou was able to handily
collect more than seven million votes in 2008'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course, I am not ready to claim that Chen was a
great president simply because he was not
corrupted.However, fact is fact, whether or not he was a
great president is irrelevant in arguing if he had committed
a crime.
We, the people in Taiwan,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to sit
on our hands and watch President Chen wrongfully
imprisoned, because we were so blind to believe in the
one-sided story, to accept the heresay, and to allow the
mocking of his children and smearing of his family,
whilerefusing to believe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was
framed.
However,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admit our mistakes.We
should find facts by reexamining all the cases against
President Chen with the same zealous that we have put in
to uncover the lies Ma told us for the sake of forcing
through the Service Pact with China.We must renounce
all the prejudiced information and seek justice for
President Chen, for which he deserves.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803327
%E5%90%91%E9%99%B3%E7%B8%BD%E7%B5%
B1%E9%81%93%E6%AD%89%E7%9A%84%E6%96
%87%E7%A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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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感傷，無盡悲憤，終生難平
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理事長、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陳昭姿
在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召集人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的
首場後援會中，接到前南社社長鄭正煜老師的電話。他
告訴我，肝癌已轉移到肺部與骨骼。他託我轉告陳總
統，他慚愧無能繼續救援。他哭了，說他很想念陳總
統。
2008年12月31日，經過12小時的盤問，蔡守訓半夜兩
點宣判繼續羈押陳總統。鄭社長和我從中午就守在庭
內，聆聽陳總統的答辯，當中他遞了一張紙條給我，寫
著「我將全力救援陳總統」。那晚，我高喊司法不公衝
出法庭。
此後，鄭社長和我定期去北所探視陳總統。我們相
約，每回探視，都隔著厚玻璃與鐵欄杆向總統鞠躬致
敬，讓總統知道，在我們心中，他是永遠的台灣總統。
後來我為陳總統參選北社社長，與南社客社進行多場救
援活動。
在北所與北監四年，陳總統被拘禁於一坪多，24小時
光照，秒秒監視，身心被羞辱凌虐，數次意圖輕生，導
致造成腦病委縮退化性病變。這些真相，民間醫療小組

已有掌握，日後將分析公布，發表於國際期刊。
二次金改案一審被判無罪後，馬先生即宴請司法院院
長副院長秘書長，幾天後龍潭案以「實質影響力」說定
(圖/翻攝自網路)
讞入監，即便涉案人辜仲諒後來兩度承認作偽證。如
今，被加上手銬的國務機要費更一審無罪，外交機密案
無罪，當年沸騰一時的所謂海角七億海外洗錢案，近日
不起訴簽結。
藍營支持者心態作為可以預期，但是綠營人士的誤會
指責，包括偏執的選民對挺扁者撻伐批判，政治人物的
冷漠切割，讓陳總統的支持者，成為馬先生執政六年以
來最痛苦委屈的一群人，也最需要被安撫與交代。
這位目前唯一的台灣總統，曾經帶領黨內同志打過美
好的一仗，如今他累了，他病了，他需要扶持，他需要
平反。陳總統不再健康傑出， 支持者也心力交瘁。
身為陳總統最堅定的支持者，如果有人無法理解看
清，陳總統的遭遇其實就是投射台灣的命運，那麼我們
和你們的身與心，就是處在兩個絕然不同的境界。如果
不願進入我們的世界，如何要求我們與你們並肩作戰？

「善念」與「盡力」
柯文哲
日前參加許鷹舉辦的聽友會，節目一開始就有一個女
仕要代表她妹妹獻花給我。
原來是三年多前，她妹妹從碧潭吊橋跳水自殺，送到
醫院時生命徵象微弱。醫師要家屬準備後事，結果她要
求轉到台大醫院後及時裝上葉克膜。現在她妹妹住在美
國，特別拜託她今晚代為獻花致敬。結果節目一開始，
我更驚訝！在台上跳舞的女孩是多年前猛爆心肌炎，
CPR 4小時，強心劑100支，葉克膜9天，最後心臟加腎
臟移植才救回來，結果現在在我眼前大跳熱舞。
今天下午參加柯P女性後援會，上半場是水噹噹打擊
樂隊之表演，樂隊教練帶了太太兒子一齊前來會場致
謝。當年她太太產後猛爆性肝炎，那家醫院告訴先生他
太太大概不行了，後來將太太轉到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
房繼續搶救。現在孩子已經五歲了，父親、母親、兒子
一家和樂融融。
我當年在台大醫院工作時，遇到每個垂危之病人，只
想著盡力救活他們。當然有些還是回天乏術。至於那些
死裡逃生的病人，因為我專職於加護病房並不看門診，
所以在他們出院後，久而久之也就忘記了。這兩天突然
遇到這三個當年印象深刻之病人，感觸很深。過去作為
一個醫生，我只是秉持「善念」和「盡力」兩個原則，
盡力去救治每一個病人，也沒有多想其他。
希望我以後能繼續堅持「善念」和「盡力」兩個原則
去做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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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外省人」毒化台灣
曹長青
些省份準確無誤地背出來。可談到台灣歷史，或者玉山
多高，日月潭多大，「慈母塔」怎麼回事，他們倒不見
得談得過我。國民黨教育的核心，就是要給你一顆中國
心。
這種殖民文化毒化了郭冠英們，所以他們才會把台灣
人視作台巴子、倭寇。他們不僅自己中毒，還毒化他們
的後代。從網上可查到的郭冠英女兒在上海的講話，跟
他父親口氣一樣，也是把台灣人稱作「倭寇」。台灣的
文化教育有毒，才毒化出一代代的「郭冠英」。
為什麼這樣一種毒文化能有市場？因為背後有獨裁制
度在撐腰。不僅制度確立這種殖民文化教育，同時制度
保護其殖民統治。除國民黨人之外，只有效忠黨國意識
形態的本地人，才可能進入統治階層。考公職以35省分
配名額，佔人口80%的本地人只能分到35分之一；用這
種不合理到天邊的制度，確保「高級外省人」佔據上層
建築領域。其輝煌結果今天一目了然：司法、媒體、公
務員等階層，被「高級外省人」絕對壟斷。
所以，在人、文化、制度這三個層面，首先必須從制
度層面改變。目前台灣這種體制，遠不是正常民主機
制。只有首先把立法院中那些高級外省人心態的郭冠英
們淘汰（選）掉，新的國會才能通過制定法律，從制度
層面解決族群歧視和仇恨。而只要那種保護國民黨遺老
遺少的制度不變，殖民文化就不會變；而殖民文化不
變，人就不會變，就會有千千萬萬個郭冠英繼續在成
長。
——原載「曹長青網站」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
=1876

郭冠英事件引發人們強烈關注，因為它並非孤立事
件，而是反映出台灣在「人、文化、制度」這三個環
節，都出現了問題。
首先看「人」。據我多次訪台的觀感，「郭冠英」實
在太多了，區別只是公開或隱蔽，囂張或委婉而已。那
種「高級外省人」瞧不起、歧視本地人的心態，只要稍
加留心，就會感覺到。一名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曾對我
說，高雄到處是流氓、嚼檳榔。那種對南部人的一臉不
屑和瞧不起，至今還記憶猶新。
前華視總經理、知名演員江霞來紐約演講時說當年說
台語被罰款，還被掛上牌子。她努力學「捲舌」演戲，
最後說得一口地道北京話。再加上她人長得漂亮，終於
在外省人主導的演藝圈立足。那些外省人對她的誇獎
是：「你不像台灣人」。
再看看「聯合中國」報那些社論，高級外省人的優越
感一目了然。在泛藍報紙上，老蔣被稱為「蔣公」，小
蔣是「經國先生」，吳伯雄因投靠了國民黨，就成了
「伯公」。他們這樣稱呼過台灣綠營領導人嗎？國民黨
高官的子女，則貴為「公子、女公子」。他們這樣稱呼
過陳水扁的子女嗎？簡直就差沒直說，他們就是帝王將
相，就是台灣的「主子」。其殖民心態，好像連掩飾的
必要都沒有。
馬英九不是曾明說嗎，選外省人當總統是台灣人的福
氣；還曾對原住民賞賜地說「我會把你們當人看」。從
郭冠英到馬英九，「高級外省人」是偶然現象嗎？
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郭冠英？因為文化出了問題。
國民黨帶到台灣的是歧視、欺壓本地人的殖民統治文
化。舉個小例子，我多次訪台後發現，如果跟台灣人談
中國歷史，他們倒背如流，還能把哈爾濱到廣州經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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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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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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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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顧所來徑：譯書歲月（1982~2000）
蔡百銓
今年七月初中研院院士會議，副院長王汎森「憂心國
內人文科學後繼無人」。其實人文科學不是後繼無人，
而是本來就沒有人。人文科學首重言論與思想自由，早
在漫長戒嚴時期就已摧殘殆盡。
王振寰教授也感慨台灣漠視非西方文明的研究。他指
出「我們對於不同歷史和文明的漠視，造成了短視近
利，缺乏寬廣和長遠的視野。我們的教育對西洋文化之
外的其他地區的文明，缺乏相關的人才培育規畫。」
外交使命感
台灣對於第三世界的研究非常薄弱。可悲的是，台灣
友邦除了梵蒂崗之外，全都分佈在非洲與太平洋、拉丁
美洲。綠營有人主張攻勢外交。再怎麼攻，大概也只能
在第三世界打轉。不研究這些地區，外交怎麼打？與其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在野時好好埋首研究，做好
準備工作，執政時才能發揮所長。我藉著譯書大小將近
四十冊，研究外國歷史與政治。我在練功準備作戰，卻
有民進黨頭目嘲笑我是政治逃兵、拼命賺錢。請問我逃
了甚麼兵、賺了多少錢？
學，不見得有術；不學，永遠無術。2000年民進黨檢
到政權時，全台灣幾乎只有我一個人研究廣袤的第三世
界。不料新潮流流氓先把我鬥爭掉，然後邱義仁惡搞烽
火外交，使得台灣邦交國少掉六個。而半文盲的大嬸婆
在外交部擔任高職，忙著巴結國民黨博士/教授，認為
如此才能提高她自己身價！博士只是研究一個小題目的
專家，中文卻把doctorate翻譯為博士。這使人望文生
義，誤以為doctor學問淵博、無所不知。
學術好奇心
「非洲有歷史嗎？阿拉伯人有甚麼文化？你研究那些
落後地區是想不開！」天性喜歡走上人跡罕至的小徑，
開闢或增強冷門研究領域。冷門是在國內冷門、罕見。
在國外可能不見得熱門，卻絕對不會像台灣學術界這麼
不屑ㄧ顧。
退伍後翻譯不少歷史名著，大部分屬於第三世界。以
前讀歷史系時，我請問系主任為甚麼系上沒開授非洲
史、中東史、拉丁美洲史、太平洋史、印度史。三十多
年後台灣廣設大學，歷史系所倍增，卻仍未開授這些科
目。
三年前朋友退休，邀我到台教會某研討會上見個面。
我發現講台坐著兩位歷史博士教授。我建議他們開授非
洲史與中東史等科目，擴大學生與國人國際視野，因為
我沒機會開課。想不到兩位聽眾站起來對我破口大罵，
而這兩個博士也不維持會場秩序。他們顯然都認為我對
博士不恭敬。這是不可思議的階級封建心態！而藍營以
大中國自居，瞧不起第三世界蠻夷番邦，綠營心態也一
樣。藍綠系出同門，只是旗幟顏色不同。

胡適的勉勵
胡適說得很好：「與其在課堂誤人子弟，不如翻譯一
本世界名著貢獻大。」有人問我為甚麼不讀個博士學
位？我說我沒空，也沒很大興趣。台灣不稀罕多一個博
士，但是可能很需要另類人物。這主要是價值觀的問
題。攻讀學位是個人事情。人生苦短，攻讀博士研究一
個小問題，必須花費四、五年光陰。而翻譯一本史學名
著大概一年，卻可造惠許多學子與民眾，甚至開闢一個
研究領域。台灣還有很多研究領域等人開闢。
我以為翻譯教科書，相關教授應該感謝我提供教材。
想不到有些教授視我如寇讎。他們沒有能力譯書或寫
書，學生被迫閱讀我翻譯的教科書。原因不難想像︰學
生如果缺乏中文教科書，老師最容易鬼混。野獸以屎尿
圈圍自己的勢力範圍，闖入者格殺勿論。這就是我翻譯
《現代拉丁美洲》遭到的命運。
我是工作狂，拼命買書與選擇翻譯。晨昏顛倒，積勞
成疾，差點一命嗚呼。以前還未使用電腦，右手長期執
筆而得了富貴手。先父母看到我不眠不休，可能認為我
中了邪。英國學者吉朋描述史學家窩在閣樓上奮筆疾
書，體力不支而倒地。他媽媽聞聲，上樓收屍。我不知
道他在鬼扯甚麼。
秀才遇到兵
天性擇善固執，不肯屈服於惡勢力。翻譯《現代拉丁
美洲》向官方出版社申請出版，遭到外行審稿教授謾罵
與否決。我如果順從他們的錯誤意見修改，可以順利領
到大約三十萬元翻譯稿費。但是我據理反駁，書沒出
版，反而賠款七萬多元。現在台灣學生想要閱讀中文的
拉丁美洲史，必須求助中國學者的著作或翻譯。我翻譯
此書前後四個英文版本，長達十多年，花費大約兩年多
工作天。
台灣是個封建階級社會，博士或教授永遠是對的。王
汎森憂心國內人文科學後繼無人，我說台灣人文學科還
沒開始而非後繼無人。學術研究第一個條件是追求真
理，否則免談。審稿教授的意見令人噴飯，且舉四例：
（ 一 ） 過 去 錯 的 ， 必 須 繼 續 錯 下 去 。 我 把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翻譯為「取代進口的
工業化」。他們要求改譯為約定俗成的「進口取代工業
化」，我回辯說那剛好完全顛倒原意「工業化取代進
口」；（二）豬腦袋一團醬糊，不知所云。南美洲人認
為美國人（Americans）只住在北美洲，應該自稱為北
美人，不應該自稱為美洲人（ Americans）。這裡的
Americans在前後文裡有美國人與美洲人的微妙差異，
審稿教授答覆說北美洲還住有加拿大人；（三）沒學
問，又缺乏求知精神。我把Mesoamerica翻譯為美索美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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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卻顧所來徑：譯書歲月)

利堅，摹仿Mesopotamia翻譯為美索不達米亞。審稿教
授說應該改為中美洲，我說Mesoamerica包含中美洲與
北美洲的墨西哥，不能譯為中美洲；（四）我把
viceroy譯為副王，對方要求改譯為總督。我反問那麼
Governor (總督)應該怎麼翻譯？他們說譯為州長。我
說 vice-president譯為副總統，viceroy翻譯為副王，
天經地義。英國殖民統治印度時，派遣viceroy去統
治，中國學者也把這個名詞譯為副王。豬如彼類例子不
勝枚舉。
最後審稿教授下不了台，惱羞成怒，罵我不懂西班牙

文與社會科學，反對此書出版。我翻譯英文書，他們怎
麼知道我不懂得西班牙文？更可怕的是，我翻譯過一大
堆書，才懂得以真正的中文翻譯英文書籍，他們卻要求
我翻譯為不中不西的句子。
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這款教授繼續在校園裡培
育人才，令人嘆為觀止！譯書是把外國學術橫植台灣，
屬於應急性質。學術必須本土化，從台灣角度研究世
界。以後我只寫書。前年我完成《廟簷下的沉思：台灣
民俗宗教回顧與現況、前瞻》，某家書店的年輕編輯群
非常喜歡書稿，但是依據書店規定必須交給一位博士
/教授審核。我敬謝不敏，我最害怕博士/教授。

讀 者來函

也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美國大學教授 不平

今天，我很震驚地在134期“台灣守護周刊”看到
曹長青寫的文章“阿拉伯女性痛批伊斯蘭──由此
理解巴以衝突”。作為一個關心台灣的知識份子，
多年來參與台灣獨立運動，反核示威，抗議國民黨
利用司法對異議份子及阿扁等人的迫害，折磨；和
大埔農民ㄧ起坐在凱道上抗議政府奪取人民的房
屋，農地，，等，等。希望能在台灣建立一個公
義，平等的新國家。同時，我關心其他地方執政當
局對人民的迫害，希望能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不
幸的是台灣離公平的社會還很遠。在遙遠的巴勒斯
坦土地上，巴勒斯坦人民也渴望建立他們自己的國
家，脫離以色列幾十年來大規模的迫害。
在美國與西方國家的默許和支持下，以色列政府
和以色列人炸毀了多少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房屋，掠
奪了多少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淪
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多少人被以色列政府逮捕或殺
害。長久以來，以色列的監牢中關著超過三十年的
巴勒斯坦政治犯比比皆是。不過無論製造多少這類
政治犯，巴勒斯坦人總是輕易地被西方媒體加諸
「恐怖份子」的罪名，或以刑事理由污名化；（曼
德拉當年也是被南非政府及西方國家當做“恐怖份
子”逮捕）。猶太人可以從巴勒斯坦原住民手中搶
來的土地建游泳池，但不讓後者過著有自來水的生

活。眾所周知，許多猶太人根本就看不起巴勒斯坦
原住民，就像住在台灣的“高級中國人”ㄧ樣。以
色列不僅對巴勒斯坦人施行殘酷的迫害，對非猶太
人的以色列公民也毫不猶豫地進行種族隔離。
巴勒斯坦人民受到的迫害和委屈，他們的血淚痛
苦遠遠超出曹長青們，那些盲目支持美國及以色列
的人，所能理解的。那些人也不知道什麼是公平和
正義。有些台灣人也支持猶太人，看不起巴勒斯坦
原住民。在現實中，台灣同巴勒斯坦一樣是被欺
負，被忽視的。台灣的未來的處境可能更類似於巴
勒斯坦，而絕對不可能像以色列。所以我們與巴勒
斯坦人更應該相互理解和支持。同時以下所列的文
章也許可以幫助你去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
衝突：
1.“旅人告訴你不知道的真相，以巴的醜陋血淚”
即時新聞 _ 20140730 _ 蘋果日報.htm
2.“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鯨魚影音網
http://video.hi-on.org.tw/view.jsp?id=2167
3.http://www.csmonitor.com/World/Latest-NewsWires/2014/0420/Do-West-Bank-IsraelisPalestinians-live-under-different-set-of-laws
4.以國驅逐 7萬貝都因人英國人抗議 (自由時報
201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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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再搞普渡大拜拜！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Johnny Y.C. Huang)
(2014-8-3 寫在中元普渡前夕)
台灣人每年為了各種不同節慶的拜拜，大量製造空污
(圖/翻攝自網路)
染，破壞生態環境，浪費地球資源不知凡幾。和大自然
作對，違反節能減碳的國際環保公約，為各國所詬病，
實在是太缺德。
根據經濟部過去一份統計，台灣每年燒掉的冥紙超過
685億。燒掉的數量，如果用40尺貨櫃車裝，可以從基
隆延著1號高速公路，排到新竹的頭份。台灣人每年花
在宗教拜拜的錢居全球之冠。理論上，最懂得向神明行
賄的國家是台灣，那麼台灣應該是最獲得眾神的保佑，
應該是最安全的，最富有，最沒有天災，最平安，最幸
「守護憲政價值，追究國家暴力」記者會後新聞稿
福的國家。請問有嗎？
(圖翻攝自網路)
如果普渡、拜拜若是有效，為什麼工安、空安、各種
因此，部份台灣人雖然有錢，但鮮少人會把錢花在買
公共安全的安全比率都高居世界之冠？這跟拜拜怎麼會
書和看書。特別是受到長期愚民和洗腦教育的關係，花
有關係呢？這跟人的教育，以及做事的態度有密切的關
在買經書的錢，比花在能夠增添新知識和新常識的書還
係。不是嗎？
要多。比起一般開發中國家，看書的人口數肯定偏低。
明明是人禍居多，可是在中國國民黨近70年愚民洗腦
尤其是迷信鬼神可以幫人升官發財，念經的人自然比念
之下，這些人禍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都被誤導為不同類
書的人還多。殊不知迷信使人無知。荷蘭人說：狂熱的
別的天然災害。甚至變本加厲，逐年燒得更多冥紙和香
宗教是執政者的春葯（Religious fanaticism is the
枝。被灌輸燒得越多，就會越旺。可憐的台灣人，教育
ruler's aphrodisiac)。君不見所有的政治人物，上至
普及率高居全球第一，看似書讀得比別人多，卻多半沒
總統、五院院長、各級部會首長、縣市長、中央民代、
有自我獨立判斷的能力。
地方民代等，也都甘願長期被各地寺廟神棍要脅綁架。
防制空氣污染法通過後，包括飛機上、公車上、餐飲
神棍說拜就拜，神棍叫跪就跪，因為，只要勤走寺廟，
業的室內都禁止吸菸。理由是每一個人都不能因為個人
縱使沒讀書，肚子裡沒有學問，一樣都能當選。夠悲哀
的嗜好，任意造成他人呼吸不適。可是，每年農曆七月
吧！
普渡，幾乎家家戶戶、許多公司行號，包括公家機關，
每年農曆七月號稱開鬼門，意思是讓陰間的孤魂野鬼
都任意在馬路邊、自家門口，公然焚燒大量冥紙、香
放假一個月，各自去討吃。一個月後就會再關鬼門，意
枝。搞得烏煙瘴氣，造成左鄰右舍、過路的人、樓上住
思是所有放假的鬼都必須收假，回到陰間。這實在是非
戶有許多人呼吸不適。如果神明有知，神還會保佑嗎？
常荒繆。當過兵的人都會有經驗，軍中的阿兵哥每遇放
尤其每年燒掉的那麼多假的錢，都是紙漿做成的。而
假後，收假時總會有少數幾個不肯準時回到軍隊。那些
紙漿都是來自大量砍伐樹木和竹枝。那些大量的樹木和
專門跟陽間凡人作怪的孤魂野鬼，會準時回到陰間嗎？
竹枝是地球產生氧氣和芬多精的來源，是我們世代子孫
這種自欺欺人的愚民把戲，卻一年接著一年舉辦，每況
賴以生存的必備天然資源。根據高雄市環保局指出，每
愈盛。花在迷信的冤枉錢，一點都不手軟，可是經濟卻
燒一公斤的紙錢，就會產生1.5公斤的二氧化碳，而且
每況愈下，這合乎邏輯嗎？也沒達到起碼的對價關係，
還會產生一氧化碳等揮發性物質。等於是製造了對人無
怎會有這麼無知的人民？
比的戕害，只有百害而無一益的廢氣，這是非常缺德
明知拜拜求神明無效，卻仍然只會拿香跟拜，寧願自
的。
慰信其有，也不敢信其無的心態，遇廟就拜，遇神就
2013年3月22日，文化部長龍應台在立法院答詢時表
跪，拜什麼？為何跪？拜的神是誰？神的背景是什麼？
示，國人閱讀風氣及買書意願低落。台灣人每年平均閱
連自己都不知道。這和明明知道政府是無能，施政不得
讀2本書，遠低於日本的8.4本，新加坡的9.2本，韓國
民心，甚至巳近乎獨栽專制，也不敢起來反抗，又有何
的10.8本。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的高官，可以把加入政
兩樣？
黨的黨齡變成公僕服務年資，很多的學歷可以花錢購
台灣人讀書受教育的目的，只為文憑學歷，不求能
買，論文可以輕易抄襲作假，讀書的風氣自然低落，因
力，更不求是否有自我判斷和思考的能力和目的！不禁
為沒必要那麼辛苦。這就跟拜神一樣，以為花錢可以換
要問，怎麼會有這麼無知的人民？
平安，投機的心理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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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為梅心怡募款

聞梅心怡(Lynn Miles) 因呼吸困難全身無力無法工作，經診斷確定是間皮癌（mesothelioma cancer）。
間皮癌是一種原發性的肋膜惡性腫瘤，發生在胸腔與腹腔間，它與石綿的暴露有高度的相關性，只能以手術
切除再用化療診治。
梅心怡，1943年出生於美國。於1962 年到台灣學中文，當時還不知台灣有白色恐怖。直到1965年第二次
來台認識彭明敏、李敖後，才徹底認清台灣的黑暗面與蔣介石政權的本質。1971年初，李敖、謝聰敏、魏廷
朝被逮捕。不久之後，梅心怡就被國民黨當局驅逐出境，名列黑名單25 年，直到1996 年才解禁。
梅心怡被驅逐之後，先在日本大阪待了10 年。他竭盡所能，把有關被監禁的台灣人的書面資料，交到記
者及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之手。救援政治犯的圈子逐漸擴大，形成一個救援網路。
1975年開始以「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名義展開救援活動，並與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美國司馬晉
（James Seymour）教授等合作，公布台灣人遭受政治迫害的實況。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他回美國與
台灣所有社團共同進行救援工作，功不可沒。
1986年協助許信良「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工作。1996年在美支持彭明敏、謝長廷競選總統、副總統的活
動，並以絕食方式抗議中國在總統大選期間，向台灣試射飛彈。梅心怡對台灣的關懷，不是空談言論，而是
以實際行動救援政治受難者，抗議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這些動人的事蹟不可勝數。
他結合美國與日本人士，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縱使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被列入黑名單而無法來台。至
2006年台灣內政部終以「對我國具有特殊貢獻」的榮銜，准予梅心怡在台永久居留權，給予他遲來的肯定。
2010年與2011年，他兩度被推薦為「台灣人權獎」候選人，但他都親切地婉拒，他認為他的「在台永久居
留權」就是台灣人對他的最高肯定，他願把這人權獎讓渡給其他對人權有貢獻者。
2014年太陽花學運時，他也積極的參與，並且也衝進了行政院，發掘行政院的不合理規定每個科員每天須
上「政院ｅ點通」至少點擊50次的公文，他認為這是一種行政上的自慰，不應該在上班時作，由於這行動，
他尚在被搜證與偵訊中。
台灣由威權走到民主，是許多人辛苦努力的成果，包括國際友人的無限奉獻與幫忙。這位台灣友人，長期
為台灣人權奮鬥的正義之士，現正與惡劣的病魔纏鬥中，他正需要我們的贊助，即時伸出援手，敬請諸位慷
慨解囊，祈讓這位人權鬥士克服這險峻的難關，完全康復，請將捐款寄往下列住址：(支票請寫FAHR並請註
明 Treatment Fund for Lynn Miles)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2149 West 182nd Street
California, CA 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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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連署文
我(我們)全力支持以台灣國家的名義加入聯合國，因為：
(1) 加入聯合國是 2300 萬台灣國民的基本人權，台灣加入聯合國始能成為名實合一正
常化的國家，有益於台灣內政、外交、經濟與文化…各方面之發展。
(2) 台灣加入聯合國始能享有國際安全體系的保障，確立台海兩國即台灣與中國兩國
之間能互相尊重，以公義和平相處。
(3) 台灣加入聯合國始能積極參與和貢獻亞太地區以及全世界的公義、和平與安全。

I (We) Support Taiwan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I (We) fully support the position that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Nation” and should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1. Joining the UN is a basic human right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When Taiwan joins the
UN, it will be recognized as a normal country in reality as well as in name; this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for all aspects of political,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2. Once Taiwan joins the UN, its people can contribute to, and enjoy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countr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e. Taiwan
and China) can live in peace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justice.
3. Once Taiwan joins the UN, its people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justic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hole world.

連署人(Petitioner)
˙姓名(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籍(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籍(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籍(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籍(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籍(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公元(A.D.)

年(Year):

請 E-mail:taiuna@taiwan-un-alliance.org.tw
或郵寄:台灣 10667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173-1 號 6 樓-1,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收

網路連署：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40701201439

月(Month):

日(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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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
《聯合國人權兩公約》新書發表座談會
時間：2014年8月23日(六)上午10:00〜12:00
(9:45報到)
地點：台北市松江路69巷8-1號三九四根源創想館B1
主辦：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世界人權宣
言」，將聯合國憲章的人權條款具體化，1966年通
過「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公民與政治權
利」兩項國際公約，三者合成一般所稱的「國際人
權法典」。為強化國際人權法典所強調的特定權
利，聯合國更通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國際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以及「禁止酷刑與其他殘忍、不
人道或侮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保護所有遷
徙勞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人權條
約。除了透過國際人權法典與重要國際人權公約的
制訂，成為促進、保護與監督基本人權的標準，聯
合國於1993年通過「巴黎原則」，鼓勵各國政府設
立超然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以確實執行國際人
權的標準。
2000年民進黨政府提出「人權立國」的施政目
標，強調設立監督及調查政府與民間違反人權事件
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提升台灣的人權意識與人權
保護，隨後行政院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
案」與「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但因
為立法院朝小野大政治環境的影響而受到擱置。人
權保護是普世價值，不應該受到政權輪替的影響，
中國國民黨目前有執政與立法的優勢，有責任早日
通過法案，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世界人權宣言經過六十多年的演進，被普遍認為
是衡量各國政府保護人權進展的標準，而設立超然
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則是國家落實人權保護的見
證。制度化保障人權的社會，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
的象徵，也是一個優質化民主社會的前提。在台灣
設立超然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引導台灣走向「人人
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的人權之
路，正是保障人權制度化的具體作法，對台灣的民
主法治與多元社會的發展會影響深遠。
（作者：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第14次「阿扁聯誼會」
時間：2014-08-17 (星期日)下午14:00-17:00
地點：北市議會(北市仁愛路4段507號)一樓交誼廳
來賓：黃育旗，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社運健將
葉柏祥，台灣人俱樂部政治評論家、望春風
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