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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台灣國際孤立日」的必要
食不安心台灣人集體焦慮中怎樣進食？
台灣人對中國400年的厭惡
台灣政治改革的困境與方向(I)
「觀落陰」和「牽紅夷」
我無罪，我控訴！

(圖翻攝自網路)

崩壞的不只是食安，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人也變得跟中國人一
樣，你有多少錢，成了別人衡量你受不受人尊重的價
值
。
我在雲林鄉下地方長大，我的阿公是當地著名的中醫
師。小時候，家裡每天總是一早就排滿人龍，從鎮裡甚
至鄰近鄉村慕名而來看診的病患，排滿診間到馬路上，
日復一日。我記得當時阿公看診拿藥只收20塊錢，假如
來問診的人沒有錢，他不收錢也可以。聽阿嬤說，阿公
少年時，經常背著藥包，走大半天的路，到麥寮、四湖
去給窮苦人家義診。
小時候我給阿公、阿嬤帶，阿公退休之後的晚年，因
為哥哥姊姊都大了，赴外地唸書，由我陪伴他老人家。
記得每一次陪阿公上街，走在阿公的身邊，就像神明出
巡一樣，幾乎我所見到的每一個人，看見阿公都會很尊
敬的點頭問候，甚至鞠躬行禮。我覺得，像阿公一樣受
人尊重，才是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這些年在台北生活，很多時候，不太明白別人心中的

價值觀。不懂為什麼很多人對於有錢人，會特別尊重。
對我而言，我尊重很多人，不是因為他們有錢、不是因
為他們有名、也不是因為他們有權。而是因為他們為了
這個社會無私的奉獻，而且持續不倦。
曾幾何時，我們從尊重哪些照顧弱勢、對抗強權的善
人、義士。變成了自動尊重有錢人，很多人的價值觀甚
至成了笑貧不笑娼的錢奴。導致會有頂新、統一、台塑
這些毒害無數台灣人，卻不會受到台灣社會唾棄、排
擠，這些企業甚至至今還能受到官員、民代搶著護衛。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那些食品大廠一再下毒，卻只要促
銷，就又有一窩蜂的群眾搶著購買。
我覺得很多人都病了，在中國殖民統治教育下，已經
不知道什麼叫恥辱、什麼叫榮譽感。假如金錢的價值可
以凌駕最起碼的道德觀，這樣的民族，實在不配獨立於
世間，不配大聲的告訴世人，我們跟中國人不同，我們
是一支驕傲的民族，我們叫台灣人。

本文作者：Jimm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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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台灣國際孤立日」的必要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羅牧師觀點

十幾天前，即10月24日傍晚我走過立法院前，要去隔
壁的濟南教會禮拜堂前參加2014年台灣聯合國日「反併
吞、入聯國」燭光晚會，瞥見立法院大門口上掛著一大
木牌，上面寫著「慶祝台灣光復節」突然感觸良深，究
竟所謂「台灣光復」的真相是什麼呢？！
回顧1945年10月25日在中國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派陳
儀將軍帶兵來台佔據統治，然而過了一年四個月後，由
於陳儀政權的貪腐與專斷導致台灣民眾的抗爭，而引發
蔣介石派軍隊來台灣大屠殺的「二二八事件」，這是所
謂「台灣光復」後的黑暗恐怖事件，接續著所謂「清
鄉」，使台灣民眾害怕是否會隨時被捕入獄。又過了兩
年多即1949年因國共內戰敗亡的蔣介石帶著大批官員與
軍隊和他們的家屬逃亡來台，開始長年的白色恐怖戒嚴
統治，更使台灣民眾時時刻刻生活在恐怖中，幾乎人人
都是「有耳嘸嘴」不敢談論政治，以免被陷害，這也就
是「台灣光復」帶來的集體政治恐懼吧？！難怪有人說
「台灣光復」就是「台灣淪陷」，被中國外來政權所統
治，而蔣政權當時在國內外還自稱是「自由中國」，實
際上既不「自由」也不是「中國」！
更令台灣人民悲憤的是敗亡來台的國民黨蔣政權還一

直在國際社會宣稱它代表全中國，以致二十多年之後，
即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把蔣介
石政權的代表排出聯合國，而以毛澤東共產政權統治的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P.R.C.)取 代 了 中 華 民 國
(R.O.C.)的席位，成為聯合國裡正式的「中國」代表，
在此之前聯合國大會連續好幾年有關中國席位的討論
中，當時蔣政權的一些友邦一再催促蔣介石以「兩個中
國」，甚至「一中一台」來保住席位，但專斷的蔣介石
卻以「漢賊不兩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荒謬
主張斷然拒絕，導致把台灣人民拖下水，使台灣淪為國
際孤兒迄今已經是43年了。如今台灣更面對中國強權的
崛起，對台灣走向國際社會，加入聯合國的打壓更為強
悍與囂張！
究竟我們台灣國人每一年的10月25日還要跟著外來的
「中國」國民黨高喊「慶祝光復節」呢？還是要以悲憤
的心懷來訂定每年10月25日為「台灣國際孤立日」，使
人人記取歷史的教訓，化悲憤為力量，來突破國際孤
立、加入聯合國呢？！現在就必要做了罷！！(2014年
11月3日)

食不安心台灣人集體焦慮中怎樣進食？
陳順勝 醫師
從毒澱粉、下溝油、工業用油、假油，頂新食不安案
件搞得全台灣沸沸揚揚。
我覺得，中國要搞垮台灣很簡單；乘馬政權郵電一次
漲族，物價上漲，執政團隊失能，民不聊生，廠商乘機
想辦法壓低成本，犧牲品質，更利用兩岸鮭魚返鄉，把
中國惡質下溝油不人道招數引進台彎，招致國安事件，
台灣沒死也剩半條命了。
在台灣人，食不安集體焦慮中，我們一般百姓應該如
何怎樣進食？基本上第一下子反射性的，會儘量減少外
食、自作食物、或在自己知道可靠商家用食或叫外帶。
這段時間如要外食，選擇認識主廚的餐館，知道他的
人品、親自選擇食材的習慣，而不僅止于像過去一樣，
盲目看人氣、裝潢與價位。如有宴會外食，去不去與進
食都有高度選擇性，特別避開複雜調味與油炸食物。至
於便當，也選擇有信用的廚師，或固定品牌的餐點。
用食時，儘量選擇原味或不複雜烹煮的綠燈食物。居
家自己做菜，會使用不沾鍋，儘可能不用油，而利用魚
肉自己的油，或使用進口國際品牌橄欖油，或回鄉下定
從小看到大，我家宗親現擠芝麻油。
最近餐點選用生菜沙拉、生魚片、壽司、原燙、乾煎
與燒烤的機會增加了。
我舉個外食的例子，秋天已至，台灣澎湖海域的玳瑁
石斑、中卷、海膽等，都是當令美味可口的魚鮮，只需

簡單以汆燙、清蒸等方式烹調，就能品嘗甜嫩滋味。時
序進入秋天，魚肉變得更有油脂，像刺鯧、尖梭等魚這
個時候都特別好吃。
我去這店的老闆有熟，每天下午他都親自到蚵仔寮漁
港採買，譬如刺鯧，魚俗稱肉鯽魚，平時吃到的多是些
冷凍處理的，但是8月底到12月，可以吃到從漁港買來
的新鮮刺鯧，但肉質細緻許多且較貴。剔除整排魚骨之
後，連魚頭一起裹薄粉油炸，滋味好鮮甜。尖梭魚則做
成握壽司和涼拌蔥花。尖梭魚肉灑鹽靜置10分鐘，去掉
多餘的水分後，切丁拌入蔥花，肉質紮實有彈性，滋味
鮮美。若將尖梭魚肉泡醋做成握壽司，魚肉質地顯得較
柔嫩，譬如炙比目魚側緣握壽司就是。
壽司店提供生魚片和壽司等生食美食，搭配烘、烤及
炸物，選擇的店，因採用就近蚵仔寮漁港的新鮮食材，
及提供物超所值的售價，及了解顧客的需求，和講求服
務熱誠，逐漸獲得顧客的認同。
另外請看最近簡單的早餐、午餐便當與輕食晚餐，好
多的生菜蔬果沙拉，自己燉的雞湯。最近都選用市府餐
廳便當，主廚我認識，過去是縣長宴客的主廚，每天也
自己去市場選用食材，甚至於便當菜色自己配。
不管如何，食不安心台灣人集體焦慮中，進食習慣已
大幅的改變，應該有益健康，也許因大禍而得小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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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中國400年的厭惡
沈建德
（前言）
中共4中全會本月23日發表公報，對台強調依法實施
「一國兩制」中國統一。所謂「依法」就是依「反分裂
法」，授權軍方，若台灣拖延不「統一」，先出兵攻台，
事後報備。還說要「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中國主權」，亦即
要用開羅謊言拿台灣。馬英九還搞一中，潘維剛還說教母
語是搞分裂，你對中國感覺如何？
香港被英國統治155年，換手後，被他們稱為蝗蟲的中國
竊據才17年，大學生挺身反抗；無獨有偶，台灣被中國海
盜鄭成功佔領22年，鄭亡，施琅問台灣原住民，願不願再
入中國與狼共舞？台灣人答道，寧可讓荷蘭紅毛親戚回來
管。1624年起外籍神父、學者等，見證了這段台灣人對中
國的厭惡。
中國人來台約始自400年前，西洋人以第3者的眼光，記
下了，台灣人對中國也是厭惡。做為原住民後裔的現代台
灣人，除應認真尋根之外，更應牢記祖先的遺訓。
1624年荷據起漢人就素行不良。
1624年荷蘭入台，1636年控制了約20個平埔族的村落。
1650年時擴大控制，增為350村，其中除37村屬排灣族和卑
南族的高山族之外，其餘都是平埔族。
起初，人頭稅由傳教士徵收，等到治下村社增加後，人
手不足，荷人僱用漢人收稅，但漢人素行不良，狐假虎威
勒索台灣人，造成反彈和緊張，這是台灣人討厭中國的開
始。
1661年鄭軍登陸，起初平埔族不太瞭解中國人，以為荷
時漢人造成的不愉快只是個案，所以還歡迎鄭成功。時間
一久，中國人原形畢露，台灣人開始反抗，遭到8次大剿
滅。
鄭氏政權於是找藉口，說是荷蘭人煽動，迅速殺死所有
荷蘭俘虜，嫁禍於人，但仍無法取信台灣人，最後還是利
用內奸，領荷蘭薪水的通譯中國人何賦，獻上安平港航道
地圖，鄭氏才能順利進入安平港得到台灣。
今日的台灣不是也有領台灣薪水的中國內奸，主張「統
一」，堅持中華民國國號，準備把台灣送給他們的祖國
嗎？台灣人若不知警惕，中國內奸顛覆台灣的歷史會重
演。
茲將相關西洋人著作、台灣通志、滿清檔案抄錄如下：
1683年滿清併吞台灣，施琅當時曾經詢問荷蘭人葛拉文
布洛克Gravenbroeck，荷蘭還有無興趣統治台灣，因為，根
據「民意調查」，大多數的台灣原住民，回頭再接受荷蘭
統治的意願很高。
這襯托出台灣人被鄭氏統治了22年，就對中國統治普偏
感到厭惡。今日的香港與此非常類似。香港被英國統治
155年，被中國騙去才17年，就對中國感到厭惡。
康熙對台灣，認為得之無所加，失之無所損，本想放
棄，但施琅不顧台人反對，力主殖民，不惜用殘暴手段。
故滿清佔領台灣212年，屠殺各族原住民共110次，以漢化

圖↑這是台師大施並錫教授的大作。外國人首次經過台灣大
叫Ila Formosa，若用台語譯音是「乎魔殺」，似乎是在預言
台灣400年被殺的命運。台灣自己沒文字，只能靠外籍神
父、學者的筆，記錄台灣人對中國400年的厭惡，台灣人不
知何年才能伏魔平妖。

方式消滅台灣人祖先，手段殘酷到不漢化活不下去。
1715年神父馮秉正表示對台漢無好感。
1715年8月，清康熙指派來台測繪地圖的西洋神父馮秉
正，發表了他對在台漢人的觀察心得，他這樣寫：
第(1)則。
漢人到台灣東部採金，受到友善的招待，原住民盡力提
供協助和方便，但漢人沒採到金，只在原住民家中看到幾
塊，便心生歹念，企圖謀財害命。於是，臨走時，以感謝
連日來的幫忙為理由設宴款待，把原住民灌醉，然後全部
殺死，把金塊帶走，恩將仇報。
第(2)則。
漢人去台灣必須領有照單(許可)才能上船，申請照單要
花一大筆錢而且要鋪保，很麻煩。到了台灣，上了岸還要
送禮數給相關的官員，否則有照單照樣遣返中國。因為中
國人天性貪婪、貪汙，三年官兩年滿。到現在還是一樣貪
汙腐敗，一點也沒改變。
第(3)則。
韃靼（滿洲）人統治下的福爾摩沙，台灣府(台南)府
城，鳳山縣、諸羅縣縣城，衛生、環境比較好，大多住著
中國統治階級，原住民只有當奴僕或奴隸的份。中國人作
威作福，台灣人當牛當馬。
第(4)則。
台灣人依規定必須向中國人完糧納稅，因語言不通，每
個台灣人村莊都有1名懂原住民語言的中國人替官員通譯，
叫做通事。這些通事殘忍貪婪，利用職權剝削可憐的台灣
人。我當面向福建巡撫反映，他卻一副不在意的表情答
道，「如果番人堅決不願漢化，很難活下去，我們設法要
化生番為熟番，化熟番為漢人，叫他們享受文明的生活，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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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願意只有由他們去，反正這個世界到處都有不滿分
子」。
針對福建巡撫的談話，馮神父評論道，中國人認為台灣
人是生番，然我卻認為，他們比大多數所謂的中國聖賢更
懂得哲學。他們不騙、不搶，也不爭、不訟，公平的分配
所得，為人正直，心地善良純潔，比滿口仁義道德，而內
心骯髒惡臭的中國聖賢強多了。
1860年英國領事說漢人陰險
1860年英國第1個駐台灣的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
學術界譯為史溫候，寫出他的親身經歷。他說，有平埔族
人告訴他，祖先是紅毛仔，是1661年被鄭成功打敗時，留
下的3,000荷蘭兵之一。
他是新港(今新市)人，居民的男祖先很多是這些荷蘭士
兵，女祖先則是西拉雅平埔族。新港村附近的村莊也都是
平埔社，北方有安定、善化（均屬目加溜灣社），佳里
（蕭壟社）、麻豆（麻豆社）等，南方則有新化(大目降
社)，莊內都住著他們的同胞。這證實了台南人確實是平埔
族或是和荷蘭的混血。
陰險的漢人，曾從中國帶來大批老虎，企圖消滅台灣
人，想不到老虎卻被台灣人消滅了。漢人因此轉求官勢，
懸賞原住民人頭，一顆10美金。
1865年長老會寧傳福音給台灣人而不傳中國人。
1865年，歷史學家莊士頓Johnston在所著「台灣與中
國」中寫到，同行的馬雅各Maxwell醫師（屬於基督教長老
會）說：和自負的中國人比較，傳福音給純樸的台灣人，
可能更有意義。
於是，莊士頓、馬雅各、必麒麟3人到了離新港15哩的
岡仔林平埔社，社人自稱是「番仔」，並且引以為傲。老
人還會說平埔語，並且懷念荷蘭人，因愛荷蘭人的緣故，
也喜愛所有的白人，還將白人認作親戚。
老「番婆」的話尤其使人感動。她們對我們說：「白人
是我們的親戚，你們不像那些薙髮的邪惡中國人。兩百年
前你們離我們而去，現在我們老了，離死不遠，沒想到我
們這雙昏花的老眼，還真幸運，能再見到我們的紅毛親
戚」。
1876年萬金楊神父說中國人太狡猾了。
1867年3月12日羅佛號(theRover)船沉船員被殺事件，恆
春龍鑾潭排灣族領袖卓紀篤，願意和美國領事李仙德等西
方人談判，但連與中國官員會面都不要。他說：「中國人
是女人，我看不起他們。我會派我的女兒去和他們談」。
「以前，我們不知道白人紳士為人高尚，現在我們知道
了，我們願意和紳士人做朋友」。
1871年。英人湯姆生JohnThomson著有「海外歷險記」記
載，1871年初來台，4月11日和馬雅各到台南拔馬，當地平
埔族人對荷蘭的統治心存感激，對洋人抱以歡迎的熱情。
可見，他們也是反中國的。
1874年。德人艾必斯PaulIbis說：「台灣人誠實又好
客，比起許多自稱文明者的人，給我留下更好的印象。不
過，陌生人並不容易取得他們的信任，因為他們的祖先和
自稱文明的中國人打交道，人人都有慘痛的經驗」。

NO.147
1876年5月在屏東萬金傳教的楊神父，寫信給菲律賓的朋
友：台灣原住民非常貧窮，因為他們不夠機警、小心，而
中國人太狡猾了，所以，他們的村莊是最窮的村莊、土地
是最不肥沃的土地。如果沒有基督教，他們早就被消滅，
就像已經消滅的原住民村落一樣，而中國人是他們的世仇
大敵。
1890年中國人殺台灣人進補。
英國駐台南領事培倫Pelham記載1890年：
(1)打狗以東25哩邊地(屏東高樹到內埔、萬巒一帶)，
中國人擄獲一原住民頭目，割下頭，傳示各村莊，最後以
這顆人頭為主菜設慶功宴。
(2)原住民不會無緣無故殺死中國人，除非中國人背信，
而背信對中國人而言，是家常便飯，當然常常被殺。中國
人不自我檢討，反而倚仗官勢殺台灣人為餐桌主菜，天理
何在？
(3)劉銘傳「開山撫番」時，打死原住民，肉拿到菜市場
賣。有外國人在桃園大溪目睹野蠻的這一幕，心、肝、腎
和腳掌被切成小塊熬湯，據中國人說，吃了很補。我聽了
卻好幾天都想吐！
(4)原住民與中國軍隊常常起衝突，而中國軍隊每次被打
敗。但是，在恆春原住民卻被中國平民打敗，用的方法是
軟索牽豬，使原住民願意和他們買賣。說到買賣，他們絕
對不是狡猾的中國人的對手。
1860至1861年間，英國就到台灣設立領事館，除了外交
事務之外，還兼調查民情風俗，對台灣「漢人」的「番
底」知之甚詳，像上述史溫候領事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228事件發生時，英國報紙報導：「600萬島民絕
大多數是中國人，歡迎和中國合併」。英外交部立刻糾
正：「台灣人是中國人，這話是中國人說的。其實絕大多
數的台灣人是原住民，自明以來不服中國」。原文如下：
only because the Chinese call them Chinese！The great
majority are aboriginals over whom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even in Ming times had little or no
control.
228之後中華民國為了穩固竊來的台灣主權，繼續白色恐
怖，槍殺政治犯，林宅、陳文成血案之外，1999年還有小
犬的血案，只因開羅謊言被老子拆穿，找小孩出氣，活活
打死，手法和陳文成案一樣，殘忍到無法辨識屍體。希望
這是台灣人被屠殺的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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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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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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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改革的困境與方向(I)
蔡吉源
Dr. Jeffrey Geer在2013年9月15日，給美國台灣政
府(TGUSA，美國軍事占領下的臺灣自治政府)幹部提出
建言，他提到：
1.根據Kondratieff經濟循環長波理論，不可低估跨
世代循環(intergenerational cycles)中，人口結構、
經濟政策與政治制度(獨裁或民主化)間的變化及相互
影響。
2.1872年，美國在Grant Administration時，成功走
向民主化改革，有賴於關注政治經濟上涉及人口結構
問題之第十四憲法修正案。然而，早期的日本、德國
以及近代中國，雖然模仿美國賦與政策完整、無限、
巨大的國家權力(plenary power)，卻反而走向獨裁體
制。
3.由於忽略人口結構的作用，KMT傾向屈從ECFA陷
阱。又因長波循環，未來台灣社會民主化將取決於
KMT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
4.若忽視KMT統制經濟大本營的存在，將錯過重塑台
灣命運的機會。
5.塑造台灣未來的契機在於舊金山和平條約第4條所
涉 及 之 財 產 體 制 (property regimes)的 政 治 轉 型
(political transition)。只有加強引進中、台以外之
外部貿易流量 (external trade flow)才能將台灣從
ECFA陷阱解救出來。
6.在 Obama護 照 浪 潮 (Obamacare Wave)來 到 之 前 ，
TIFA(台美貿易架構協定)的協商可以打開自由經濟示
範區(FEPZS)下服貿協議(CATS)自由化之門。
7.根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國家完整可無
限 擴 張 的 國 家 至 高 行 政 管 轄 權 (Plenary Power
Jurisdiction)， 要 真 實 控 制 一 個 自 由 經 濟 示 範 區
(FEPZ)，各位幹部必須特別注意經濟史的細節(details
of economic history)。
8.請重新評估各位對敵對的ROC之協調態度。你們正
在利用民主化第六波的力量對抗台灣獨裁政治的社會
根源 (social origins of Taiwan dictatorship)。因
為，根據Barrington More的見解，獨裁有可能取得連
續不斷的成功。
從以上Jeffrey Geer給我們所有幹部所做的忠告，可
以想像：美國台灣政府追求自治建國的革命性行動，
在短期內要達成革命性的目標是多麼的困難。也就是
橫陳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獨裁制度的社會文化；一個
黨國資本主義的財產體制；一個企圖繼續奴役台灣人
的ECFA陷阱；一個邪惡的，一黨獨大的KMT及其背後更
為專制的中共政權；以及鮮為台灣人熟知的KMT統制經
濟大本營之運作模式。加上有一大群尚未充分覺醒的
台灣同胞，就知道我們雙肩所負擔的責任是多麼重
大。
Jeffrey Geer 為我們開出的藥方主要有三：

1.利用台美貿易投資架構協定(Taiwan-USA.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trt， TIFA)與
ECFA陷阱外之外部貿易流量的擴張，才能脫離ECFA陷阱
的羈絆。
2.注意經濟史(發展史)細節，利用國家至高行政管轄
權(即國家高權)，模仿KMT建立台灣政府經濟運作大本
營，趁Obamacare Wave衝浪崛起，重塑台灣命運。
3.利用第六波民主化的力量對抗台灣獨裁政治社會文
化有時而窮，也可以考慮Barrington Moore所主張的獨
裁，才能締造連續不斷的成就。
由於Jeffrey Geer提出的見解是我們各級幹部所一向
疏於留意，而確實是台灣未來所面對最嚴峻的挑戰！所
以，我就不厭其煩加以解析，期能在內部形成共識，而
掌握正確方向，進行改革，實現台灣政府的願景。
在討論未來願景之前，我們須先了解我們當前所處的
環境及條件，討論台灣政府的政策方針。
台灣當前的環境與條件眾所皆知，政治上台灣長期
(1945---)被 蔣 介 石 集 團 (1945— 1949)及 流 亡 政 府
(1950--)因分配占領而受其管轄，而由美國間接控制
(indirect control)。擁有管轄權並不等於擁有主權。
ROC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日內瓦第四公約第47條，
1949)，軍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美國陸軍野戰手冊第
358則)，所以，台灣人有權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
及美國台灣關係法第4、10及15條，籌組政治團體，在
適當條件(組織健全，支持民眾眾多)時，取代ROC治理
當局(governing anthorities on Taiwan，GAT)成為自
治政府(autonomy)。
蔣介石集團進佔台灣之後，違反戰爭法，變更佔領地
台灣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措施，沒收日產成為黨產或
「國」產(註：中華民國不是國而是政府，即流亡政
府)形成黨國資本主義與統制經濟大本營(1945-1949)。
跟著在二二八大屠殺之後，雷厲風行推行強徵地主土地
的耕者有其田及三七五減租政策 (1949-1952)一石雙
雕，既消滅世族反對力量，又從中剝削民脂民膏。更讓
全體台灣人掉落貧困一族的政策則幣制改革(1949)，發
行新台幣，以一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元之舊台幣。台人財
富立即縮成四萬分之一！流亡難民人人都是軍公教，只
要月入300元新台幣，就勝過台灣人數千萬之舊台幣的
土地資產的孳息。因為在統制經濟下，農業社會舊台幣
數千萬土地資產無法每年生產3600元之新台幣﹝4萬
x3600=14,400萬元﹞淨所得。占領方與被占領方的經濟
地位高下立判，所有台人馬上位居劣勢！此一劣勢歷
68年而不變，以至於因經濟困頓而自殺者百分之百都是
本土台灣人。
接下來，流亡政府推行計劃經濟(1952--)，喊出「以
農業培養工業」的口號，重稅盤剝農民。除田賦征實，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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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台灣政治改革的困境與方向(1))
隨賦不等價收購外，又以絕對不利的貿易條件(term of
trade)實施肥料換谷（1952-1972）。極盡能事將農業
生產剩餘（agricultural surplus）擠出來，用現金補
助工業生產者（大部分是流亡難民自中國大陸遷台
者）。李登輝壓榨理論（squeeze theory）一時成為國
際農業經濟學界的顯學（1970s），就是台灣農民血淚
交織而成！
1960年著手推動促進工業進一步發展的「獎勵投資條
例」。給工業家減稅、免稅、投資抵減等手段，唯恐流
亡難民不投資工業生產。此例一開不能終止。40年後的
2000年才改為「產業升級條例」及「促進產業聲升級條
例」（2010）都換湯不換藥。以至於根據報章雜誌所述
台積電納稅之稅負（納稅額除以所得額）不如一個工
人。且在促產條例時，才納入農業投資。但農村經濟已
瀕臨破產！這些都是台灣政府必須收拾的最大爛攤子之
一。台灣人政治地位低下，軍政大權都掌握在流亡難民

手中，透過情治單位、教育系統及新聞媒體控制思想與
言論，讓台灣人生活在一個雲山居士所說的大鳥籠
（ aviary， 即 美 聯 邦 高 等 法 院 所 宣 判 之 政 治 煉 獄
﹝2009﹞），而毫無政治地位可言。
既然台灣人政治地位低下，經濟生活困頓，其社會經
濟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之低落自不待言。
然而，總有一些台灣秀異份子（social elite）確實在
各個領域出類拔萃，領袖群倫；但若在政治態度上與占
領方的國民黨蔣家遺緒有所分歧，馬上被歸為異類，予
以冷凍，令其不見天日，默默以終。即使陳水扁執政，
綠營學者之十分秀異者，也一樣被束之高閣，而藍營學
者反而更受重視。以至於扁政權八年政績反不如李登輝
時代出色。種下台灣社會急速向下沉淪的惡因。如今，
社會亂象百出，下焉者消極、悲觀、失望；中焉者軟
弱、恐懼、絕望；上焉者迷戀（權位）、迷惘（台灣前
途）、迷失（政治方向）。整個台灣社會迷漫失敗主義
的氣氛，喪失惕勵奮發的生命力！

啓動非暴力抗爭──幫KMT找回自我行動！
涂醒哲
圓環看板又重新掛上，投給陳以真就是支持馬英
九的看板，感謝許多看不下去站出來力挺的市民朋
友。
左右台灣未來的兩場選舉的其中一場即將到來，
在今年的11/29，台灣將選出縣市議員、代表、鄉村
長跟里長。執政政府中國國民黨，黨如其名的不斷
親手將台灣送往中共政權，一連串倒行逆施的政策
毀憲亂政、違法徵收、食安風暴、威權復僻通通搬
上檯面胡搞瞎搞，大小政績真的是磬竹難書！
今年的三月十八號更爆發搶救台灣的反服貿太陽
花運動，此時此刻的中國國民黨候選人悄悄的在今
年的選舉看板上，很「不小心」的忘了放上自己的
黨籍與黨徽讓大家辨識，為了幫中國國民黨的候選
人找回自我，我們將發起這一場全民參與的非暴力
抗爭行動，將邀請全台灣願意放置貼紙的公共節點
加入貼紙索取點，並號召全台灣公民一起來將貼紙
拿去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讓

我們一起來幫這些候選人找回自己啦！！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fCUS8dmyzxjnD
Y_z8BiOba0o40w3ODRQDpEXyxukqE/viewfor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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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落陰」和「牽紅夷」
楊上民
「觀落陰」和「牽紅夷」的伎倆都是民間信仰中行騙
的法術。兩個都利用「十殿閻羅」的鬼話，說人死了之
後，其靈魂被關在地獄受種種的苦，等候閻羅王的問罪
和審判。這個「十殿閻羅」的鬼話，是從「玉曆寶鈔」
所衍生的，而「玉曆寶鈔」則是宋真宗時（998-1022）
「淡癡尊者」與其弟子「勿迷」共同捏造的偽書。「玉
曆寶鈔」是依據梁武帝時（502-549）以地獄說編出來
的愚民政策。顯然根本就沒有「十殿閻羅」和地獄這回
事。
民間信仰中「觀落陰」的伎倆，是由靈媒（乩童）作
法，使未亡人得以去地獄與過世的親人會晤，以便探究
其生前遺忘交代或未交代清楚的人情事務；「牽紅夷」
的伎倆，是由靈媒（乩童）作法，去地獄召喚已過世的
靈魂，附著於靈媒（乩童）身上，直接與其親人對話。
現在的人，不懂「觀落陰」和「牽紅夷」的媒介是不
同的，一概稱之為「觀落陰」，真是人鬼不分。
既然根本就沒有「十殿閻羅」和地獄這回事，如何去
地獄與過世的親人會晤？又如何去地獄召喚已過世的靈
魂？於是才有「紅夷承話尾」的說法。
現在將「觀落陰」的方法介紹如下：
首先唸「落陰府咒」：
天清清，月明明，請卜三姑娘媽出壇前，出壇前，也
有花、也有粉、也有胭脂，請三姑娘媽點嘴唇。也有檳
榔心、老葉藤，好吃分妳三姑娘媽親用豆藤。一條繡被
繡觀音，二條錦被繡鳳凰。鳳凰飛到美仙開，七尺紅麟
伴米胎。鳳鳥美仙牌，七尺紅麟伴半邊，灶君托妳夢，
娘媽隨妳同。三姑娘媽一路行，隨到奈何橋，腳搖手也
搖，隨到奈何橋，腳鬆手也鬆，隨到三角庄，腳痠手也
痠，隨到六角亭，腳停手也停。六角亭中六角庄，六角
中央好茶湯，六角亭下好花園，進入園中花味香，進入
酒店面帶紅，路邊看花不可採，路邊好酒妳不愛，食了
酒醉難認人。花也開，酒也開，日來燒香請娘知，夜來
燒香點火請娘來，要請大媽來聽香，要請二媽來伴壇，
要請三姑娘媽來問聖，坐得久，說得定，要說分明幾句
分，你聽三條大路記，你取一條知路去。西天一路是金
磚，陽間一路是銀磚，陰府一路是塗磚。黑塗磚、黑塗
路，黑塗路上路紛紛，要請三姑娘媽指路尋，弟子一心
三拜請，中壇哪吒三太子、三姑娘媽、本境土地，速降
來臨，神兵火急如律令！
次唸探亡魂咒
拜請本壇諸猛將，不捨慈悲降道場，靈符化做江河
海，毫光化現照天開。照起閻王天子殿，牛頭獄卒兩邊
排。手執桃枝分世界，金鎗打開陰府七路。頭七條大路

(圖翻攝自網路)

分作三路去，三條大路分作一路來。大路透陰府，小路
透陰城，有人問娘要何去？要去陰府尋親人，尋得親人
相見面，是長是短說分明。弟子一心三拜請，中壇哪吒
三太子、三姑娘媽、本境土地，速降來臨，神兵火急如
律令！
再唸脫魂咒
祖師為吾來脫魂，本師為吾來脫魂，仙人為吾來脫
魂，玉女為吾來脫魂，三奶夫人為吾來脫魂，哪吒三太
子為吾來脫魂，本境土地為吾來脫魂，來脫魂，三師三
童子，脫魂三師三童郎，脫去三魂離吾身，神兵火急如
律令！
又唸脫魄咒
祖師為吾來脫魄，本師為吾來脫魄，仙人為吾來脫
魄，玉女為吾來脫魄，三奶夫人為吾來脫魄，哪吒三太
子為吾來脫魄，本境土地為吾來脫魄，來脫魄，三師三
童子，脫魂三師三童郎，脫下三魂共七魄，降下陰府合
作一路行，弟子一心三拜請，拜請中壇哪吒三太子、三
姑娘媽、本境土地，速來降臨，神兵火急如律令！
以上是「觀落陰」的法術，從法術的咒語看，純粹是
讓人陷入精神恍惚的催眠術，魂魄根本沒有脫離人身。
其實人死後，靈魂在很短的時間就會回到「北斗」的
區域，與原生命附和，因為那裡是宇宙的中心，是生命
的歸宿。
臺灣人的老祖先才會在喪葬儀式中，設立「腳尾飯」
與「捧斗」的「生死告別式」，「捧斗」是以斗象徵
「北斗」，其作用是躬身的恭請靈魂回到「北斗」生命
的歸宿。可惜臺灣人的老祖先所制定的「生死告別式」
的固有文化，竟然遭外來的宗教破壞殆盡，臺灣若不掃
蕩外來的宗教，則臺灣人的固有文化無能復興發揚，臺
灣人一日無自己的文化，臺灣人就對不起老祖先，對不
起老祖先的臺灣人，怎會有臺灣人自己的政治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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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票選十大鴨霸政治家族
打破家族政治，推動地方議會政黨比例代表
臺灣自實行地方自治選舉以來，歷經數十
年，形式民主的條件看似齊備，但黨國體制長
年以恩庇侍從體制供養的家族政治結合地方派
系，猶如盤據於主動脈週邊的惡性瘤，不斷吸
收身體養分，其吸附之後所剩餘者，才能餵養
全身，同時也將毒素散佈全身，造成臺灣民主
體質孱弱。
提起家族政治，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多是如連
戰或吳伯雄家族等政商背景雄厚的全國性政治
人物，但事實上，盤根錯節於地方的政治家
族，才是壟斷參政管道的根源，從最基層的
村、里長、農漁會及鄉鎮市代表甚至到直轄市
議會，這些家族霸佔資源、分配利益，將公共
資源轉化為私人的綁樁工具，造成地方政治的
三大弊病：責任政治不彰；選民授權與候選人
評判資訊不對等；阻礙人才從政。
翻轉選舉運動整理了本屆六都的市議員候選
人政治家族列表，目前公布台北、新北、桃園
三都(詳見附件)，也將儘快在網路上公布台
中、台南、高雄三都。若觀察北三都的情況將
發現，台北市的政治家族成員提名比例國民黨
佔35％，民進黨20％；新北市的國民黨提名佔
33%、民進黨佔34%；桃園市(新升格)的國民黨
提名政治家族比例為8％，但民進黨政治家族
比率由現任人數的12％爆增為總提名人數的
48％，嚴重政治家族。而這些家族市議員候選
人中更不乏父母、配偶涉貪、涉黑，改由家族
其他成員披掛上陣的情勢。此一比例，已可看
出家族政治嚴重排擠無背景的青年參政可能
性。
我們公布政治家族的目的並非全面指稱所有
政治家族出身的議員均不適任，而是希望提醒
選民，即使家族成員不涉貪、黑，擁有家族資
源的市議員候選人，仍比一般人享有更低的政
治參與門檻外，且更容易將家族、派系利益優
先於選民利益與代議士的職責之上。
為了讓廣大鄉民意識到家族政治的嚴重性，
翻轉選舉運動整理出遍布台灣各地、危害台灣
民主的政治家族，展開為期一周的網路票選
(11/2-11/9)，邀請大家一起在選舉日前先票
選全台十大「鴨霸」政治家族。而為解決此一
惡象，翻轉選舉運動也試圖拋出「地方議會政
黨代表制」的想法，將在11月10日(一)上午舉
辦座談會，一方面公布票選結果，一方面也邀
請學者專家及議員候選人，討論此一制度可否
扭轉家族政治與地方派系對選舉的壟斷。

全台十大「鴨霸」政治家族候選名單

政治家族挑選標準：
1. 家族主要成員先後繼任公職。
2. 家族主要成員擔任公職時發生弊案或重大爭議。
3. 同一時期壟斷當地唯一或重要公職。
4. 本次有家族成員參選。
前往投票：http://goo.gl/aI8x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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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並存的城市
柯文哲
前次出訪，因為行程緊湊，在紐約市沒有太多時間停留。但是在車程途中，我卻看到城中仍有許多古老建
築、教堂，令人印象深刻。
這讓我想起，有次我受邀到中山長老教會演講〈生死的智慧〉，這座教堂也蠻像是我在紐約看到的老教
堂，在林立的高樓中獨樹一格，為繁忙的工商社會留下一個平靜的角落。它的大門拱柱上刻著落成的時間：
「主後一九三七年三月奠基」，據說那時是台籍、日籍基督徒共同募資籌建，因此落成後也成為少數台、日
兩個族群共同作禮拜的地方。
戰後這裡成為長老教會，儘管建築年代較久、維護費用高，教徒仍努力保存建築原貌，算是相當難得的成
果。
紐約市還是當代最進步的城市之一，但這並非犧牲各種歷史的遺跡而來，而是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文化
中，找出新跟舊可以並存的方法。過去，台灣在歷史建築的保存上還有很多進步空間，我希望未來的台北
市，是一座追求發展過程中，也不遺忘歷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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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錫方方
土 的六大政見
游錫堃
今晚，新莊體育館「全國旅新北同鄉團結之夜」，感
謝現場滿滿的市民前來相挺，也非常感謝民進黨蔡英文
主席、台聯黃昆輝主席、雲林縣長蘇治芬、高雄市副市
長李永得、立法委員吳秉叡為我站台，情義相挺。
新北市是台灣最大的都會，在這塊土地上，除了有美
麗的山海河港、薈萃的人文，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鄉
親，在這裡奮鬥、落地生根，才能造就今日新北市的繁
榮成果。但過去四年，雖然從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我
們卻沒感受到任何實質升格帶來的進步。因此，若此次
選舉勝選，我將透過「六大政見」，讓新北在各方面建
設都能夠實質升格。
首先，我要貫徹「非核家園」的決心，讓座落在新北
市的核四真正停建，核一、核二不得延役，並發展以
「綠能取代核能」。
第二，我要和柯P合作，在4年內完成「大台北捷運環
狀線」，暢通新北捷運路線，讓各地往來不用再繞進台
北市轉車，並在新北打造三蘆、新莊、板橋、雙和、新
店五大新都心，讓新北子弟可以在地就業、在地消費、
在地休閒。
第三，我要「實現居安計畫」，維護市民的居住正
義，我承諾在4年任期內，將廣建青年與社會住宅，讓
新北市買不起房子的青年與弱勢，可以用一坪300元左
右的合理的租金，入住離捷運不遠的青年與社會住宅，
讓年輕人一輩子都不用煩惱買不起房子的問題。
第四，我要推動「公辦都更」，改善市民的居住品
質。新北市有許多老舊公寓，在居住品質、安全和消防

上，都有很大的疑慮，市民想要改善居住環境，但又找
不到可以信任的建商，我承諾，都更交給市府做，政府
完全不賺錢，老舊房舍都更的所有利益，都全歸住戶分
享，要替市民實現「舊厝翻新厝、免費送車位、實坪換
實坪，厝邊有公園」的優質生活環境。
第五，我要「實施社區托育」，讓新北成為媽媽與孩
子的城堡。朱立倫的公共托育中心，推行得很不理想，
效率也差，且嬰幼兒集體托育，感冒一起感冒、發燒也
一起發燒，托育令人不安心。市長我來做，我將訓練合
格社區保姆，由市府審訂發放專業證照，並結合中央資
源，讓新北市2歲前幼兒每月都能享有8000元托育津
貼，而孩子無論是自己帶、或就近請社區合格保姆帶，
都能幫助年輕父母安心托育、輕鬆成家。
第六，我將創辦「新北國際戲劇節」，讓新北市成為
國際文化創意之都，打造新北市成為國際品牌。透過戲
劇節，我將創造藝術人才的就業機會，為新北打開世界
的舞台，用文創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並藉由傳統藝術文
化的發揚，來開拓新北觀光和經濟效益，提高城市的國
際知名度。
最後，我也向各位市民承諾，政見保證不跳票，也決
不以假動工欺騙市民，請新北市民放心將新北市交給錫
堃，我將拚盡全力，為新北市民服務，用心為新北打造
國際品質的一流城市。
游‧新政 ( http://goo.gl/QMemva )
https://www.facebook.com/yousikun.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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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支持林佳龍擔任台中市長連署聲明
我們是一群長期關心台中發展，希望台灣更美好的學
者。選舉不能是盲目的藍綠或個人對決，身為知識分子
的我們期待在台中能夠選出真正認真、用心的市長，為
民眾帶來幸福，讓政治更清明。
林佳龍在台中十年的苦心經營，展現出堅持、深耕、
關懷、遠見等正面價值，體現我們所認同的理想政治典
範。如果佳龍當選台中市長，對於台灣的政治文化與價
值的提昇將有重大意義。這是我們願意公開支持他的主
要原因，以下是我們發起連署的說明：
1.台中亟需有新願景與執行力的領導人。台中縣市合
併後，面臨原市區空洞化，原縣區邊緣化的危機；而且
台中治安滿意度為全國最低，公共建設不足，人民薪資
低落，房價愈來愈高不可攀。該是換人執政，開創台中
新氣象的時候了。
2.林佳龍真誠、執著，是兼具理想與行動力的實踐
者。佳龍在台中深耕，勤跑基層，探訪民情，並針對台
中的問題與出路，下苦功去研究與找出解決方案。這種
紮實的投入態度，值得肯定。
3.林佳龍所提出的台中發展願景與政策，具遠見且切
實可行。佳龍強調以人的幸福為基礎之城市治理，打造
台中成為「創意城市」與「生活首都」為主要目標；並
以搭起台中山手線、開發兩個國際海空港、打造兼顧各
區域發展的三大副都心、中彰投形成經濟發展共同體、
建造食安模範城市…等具體政見，作為實現的手段。如
此對城市發展的全方位規劃，讓我們願以各自的專業來
加以推薦。

4.林佳龍關心弱勢，以民為本，重視市民參與。林佳
龍在台中積極參與及主辦各項關懷弱勢的活動，更提出
選後將設置「志工銀行」、「食物銀行」及「青創銀
行」，實質地照顧市民，並且縮短城鄉差距。他也承諾
將積極進行健康改善工程、推動住宅與幼托政策，營造
水與綠的生活環境，打造台中成為「幸福的城市」。如
此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深深贏得我們的讚許。
台中需要林佳龍來治理。如果他當選市長，我們願意
持續提供市政建言，俾帶來進步的政治與施政。如果您
認同，為台中，也為台灣，請您加入我們的連署！
發起人：
李明亮（醫學教授、前衛生署署長）
王俊雄（台灣農業推廣協會理事長、前中興大學農推中
心研究員）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吳茂昆（中研院物理所特聘研究員、前國科會主委）
呂忠津（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周昌弘（中研院院士、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陳世雄（明道大學講座教授）
陳全壽（前台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前體委會主委）
楊 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廖運範（長庚醫院／長庚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angzhengmiannengli
angj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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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罪，我控訴！
鄭雅苓
如果你還不認識他，你應該要開始認識他。
2002年1月5日臺中豐原十三姨KTV發生槍擊案，有兩名
死者，一名是豐原派出所的警員蘇憲丕，一名是在包廂內
開槍射擊高粱瓶助興的羅武雄。有傷患兩名，一名是梁漢
璋，一名是鄭性澤，他左小腿因為被流彈波及導致開放性
骨折。
2002年1月6日凌晨，鄭性澤在醫院檢查及包紮完傷口後
隨即被帶回警局，在警方問訊時坦承犯案。在檢察官及七
名員警的陪同下到案發現場，準備模擬犯案時，鄭性澤突
然翻供，說他沒開槍。在檢察官嚴厲質問為什麼說謊時，
他只說了「我怕，我怕，因為沒遇過這種事」。
原來在審訊的過程中，警察用鼻子灌水、電擊生殖器毆
打等方式來訊問他。而看守所體檢表載明鄭性澤身上有在
醫院檢查中沒有的新傷「左眼內瘀血、左眼浮腫、左大腿
外側瘀青」。
就是這份「非任意性自白」，以及法官在審判時，也沒
有用「無罪推定原則」，讓鄭性澤死刑定讞。
刑法規定自白時應不受任何干擾，其干擾應包含脅迫、
利誘、刑求，若有不法取得的自白皆屬非任意性自白。無
罪推定則意指「未經審判來證明有罪確定之前，優先推定
被控告者無罪」。
或許這樣的說法在臺灣就跟鄭性澤的父母只能用：「我
兒子很乖、很孝順。」這句話來為他伸冤一樣疲軟無力，
無法取得公眾認同。有許多人在心中已經做了心證：從案
發到死刑定讞共歷時了四年，怎麼可能會誤判？
以下是關於本案的六個疑點，值得任何一個關心司法正
義的台灣人省思：
疑點一：鄭性澤因受傷致舒張壓僅為42mmHg之情形下疲
勞訊問，違反自白任意性法則。
疑點二：事發現場有兩把制式克拉克手槍在羅武雄身
上，有兩把改造手槍在鄭性澤身上。刑事警察局鑑識蘇憲
丕身中三槍以及高粱瓶的彈口皆是制式克拉克手槍，而手
槍上面並無鄭性澤的指紋。
疑點三：射擊蘇憲丕手槍彈殼均在羅武雄位置附近，而
鄭性澤並非坐在羅武雄旁邊。
疑點四：有三個人坐在羅武雄和鄭性澤之間走道狹窄僅
有三十八公分。若說鄭性澤在槍戰時走到羅武雄的位置上
開槍，那麼走道應該會有鄭性澤開放性骨折而留下的血
跡，然而走道上並沒有鄭性澤的血跡。而且對於已經開放
性骨折無行動能力的人來說，要在狹窄的走道上迅速穿越
三個人開槍，說法太過牽強。
疑點五：與本案相關現場位置、射界，甚或槍械位置均
未依鑑識標準作業程序為之。警方在採證時居然將最重要
的證物──槍枝，移動了位置。案發時有三位警察曾經指
出羅武雄開槍射擊，但在不久後三位員警均翻供。
疑點六：沒有證物可以證明羅武雄在中槍時不具開槍能
力。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槍戰發生時，一直跟鄭性澤緊緊靠
在一起也受到流彈波及的梁先生出庭作證，鄭性澤沒有離
開座位過，直到他被逮捕被壓在地上。

2002年因罪入獄，歷經一審、二審、更一審、更二審，
2006年5月25日死刑定讞。
兩位律師吳文虎律師、宋永祥律師都在死刑定讞後提出
非常上訴，無奈被駁回。由羅秉成律師組成的鄭性澤義務
律師團提出了三次非常上訴，檢察總長顏大和已於今年
9月4日為鄭性澤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已分
案審理。
為鄭性澤發聲的民間團體有增無減，甚至今年十月十日
在臉書上發起了《鄭性澤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的活動》活
動開始前，已有民眾先偷跑。在活動開始不久後，鄭性澤
的臉書好友人數已破上限五千人，三天下來打卡次數超過
三千則，活動直至現在不曾間斷過。民間團體更在十月二
十二日於寧夏夜市舉辦了《鄭性澤的夜市人生》，百位民
眾冒雨參加。
主辦單位解說：會辦類似活動是因為鄭性澤在獄中十二
年，不曾用過臉書，希望可以透過臉書的打卡標記功能讓
更多人知道鄭性澤的故事，同時也希望大家能將鄭性澤當
做自己的朋友時不時的tag他，時時想起他。
作家張娟芬曾表示這活動效應：「標註活動最真實的效
應，就是讓人『把鄭性澤放在心上』。吃到好吃的東西記
掛他，在最家常的時刻，或者絕美的海景之前，想到有這
麼一個人，被冤枉了，失去了十幾年的青春與自由。標記
他，表示自己記得與在乎，並且把這個心念釋放到網路世
界裡。這個溫暖的念頭就像一束光線，不斷地反射、折
射，引來更多人奇怪地問：鄭性澤是誰啊？於是那一道光
的照耀範圍，就往前又推進了吋。」
十二年的歲月流逝了，應該是最輝煌的青春在四面牆內
渡過。我們不會因為他是個善良孝順的人就認定他沒罪。
但是只因一份非任意性自白，就做出死刑判決的司法符合
公平正義嗎？
如果在疑點重重未能釐清的情況下都可以判處死刑，那
麼「死刑」就只是一個殺人的程序罷了。
在這樣的司法下，我們隨時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鄭性澤。
與其說我們在挽救鄭性澤的生命，倒不如說我們正在挽救
臺灣漸漸死去的司法，甚至是可能受到威脅的──我們自
己的生命。
參考資料
《我無罪，我是鄭性澤 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O6ER7FhY&list=
UUnTFdXUY5Xih01JqJ7ZxEYA
《鄭性澤部落格》
http://toomuchdoubt-cheng.blogspot.tw/2014/09/ blogpost_16.html?m=1
《監察院全球資訊網 鄭性澤殺警案偵辦過程重大違法瑕
疵 監察院要求法務部轉請最高法院檢察署等研提非常上
訴及再審 》
http://www.cy.gov.tw/sp.asp?xdURL=./di/Message/messag
e_1.asp&ctNode=903&msg_id=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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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
【2016公投建國行動）全國巡迴造勢說明會
敬邀媒體記者蒞臨採訪
時間：11月8日（六）下午3：00 ~ 5：30
地點：台東市光明路123號東社演講廳
時間：11月9日（日），下午2：00 ~ 5：00，
地點：花蓮市府前路23號花蓮縣縣議會
出席：袁紅冰教授、王獻極創辦人、顧秀賢社長、
余文儀醫師、江淑君主委、
盧博基委員等在地公職及社團代表等
主題：決戰2016，台灣公民自主公投《創建台灣共
和國》運動
子題：
1、為什麼必須《創建台灣共和國》-台灣人民有
權走出歷史謊言，活在真實中
2、為什麼必須決戰2016，《創建台灣共和國》這是自由台灣的唯一出路
3、《創建台灣共和國》戰略和策略-讓創建台灣
共和國成為台灣政治主題
4、台灣公民自主公投建國運動的意義-轉型正義
的起步和主權意志的直接體現
5、《台灣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國家-自由
的理念和「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應當成為台灣
的共識

11/16(日) 史明老師《台灣民族建國論》
分享會
歡迎大家來參加！
時間：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下午13:00-15:00
地點：天主堂玫瑰堂（高雄市五福路151號）
主講：史明老先生
主辦：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費邊社文創有限公司

史明歐吉桑ㄟ生日大家作伙來鬧熱─暨
《台灣人四百年史》簽書會
時間：11月9日（日）14：00-17：00
地點：彰化市旭光西路39號
彰化市成功社區活動中心
主持：張淑玲、黃人修、楊筑鈞
主辦：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台灣中社、彰化縣活力
旺企業協會、908台灣國、彰化縣二二八關懷協會、
趙宗宋畫室、周至祥先生、巫容圖牙醫診所、黃人
修牙醫診所
協辦：獨立台灣會、史明教育基金會、台灣大地文
教基金會、喚醒彰化青年聯盟、彰化市公所
「感謝黑公雞餐廳老闆葉明杰先生提供三百顆紅
蛋（300~500顆土雞初生蛋），現場發送，送完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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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Events
建國舵手黃昭堂逝世三週年追思紀念會
時間：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
下午2：30 ~ 4：10（2：00入場）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1室
（台北市徐州路2號401室）
主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現代文化基金會
司會：李勝雄律師
各位先進﹑同志﹑好朋友：
平安！時序歲末，敬祈平安如意。
轉瞬匆匆逝去的三個年頭，不夠淡忘，卻只能加深
那無盡的思念…
追求國家獨立的詩篇，不是無趣呆板的教條，卻
總是瀟灑豁達的燃燒與悸動。那側身漫漫建國之路
的身影，那高大俊朗的容顏，總在歷史記憶的追尋
中邂逅，沈醉。那始終如一的，是益發堅定的意
志……。
多年來的民主逆反，台灣的價值正在面臨崩解的
威脅，經濟不僅陷入停滯，也陷入自主的失卻。社
會分化日趨嚴重，世代與群體間的對立則日益嚴
峻。深陷於政府失能失靈的今日，緬懷先賢先烈為
台灣所堅持的理想、擘劃的願景，此刻，益發彌足
珍貴。其錚錚之言，猶能起暮鼓晨鐘之效。
本盟訂於 11月 16日 (禮拜日 )下午 2： 30~4： 10
（2：00入場）舉辦「建國舵手黃昭堂逝世三週年
追思紀念會」，隨函附上活動程序表，邀請所有關
心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同志共聚一堂，除了感懷更
為承繼黃昭堂主席畢生推動建立新生國家台灣的信
念與意志努力前進。
恭候您的光臨！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敬邀
2014年10月28日

決 戰 2016， 台 灣 公 民 自 主 公 投 《 創 建
“台灣共和國”》行動
簡稱（2016公投建國行動）全國巡迴造勢說明會 採
訪通知
時間＆地點：
第六場：11/8（星期六）下午3:00～5:30，
台東市光明路123號（東社演講廳）
第七場：11/9（星期日）下午2:00～5:00，
花蓮市府前路23號（花蓮縣縣議會）
出席：袁紅冰教授、王獻極創辦人、顧秀賢社長、
余文儀醫師、江淑君主委、盧博基委員等在地公職
及社團代表等。
說明：
主題：決戰2016，台灣公民自主公投《創建台灣共
和國》運動
子題：
1、為什麼必須《創建台灣共和國》-台灣人民有
權走出歷史謊言，活在真實中
2、為什麼必須決戰2016，《創建台灣共和國》這是自由台灣的唯一出路
3、《創建台灣共和國》戰略和策略-讓創建台灣
共和國成為台灣政治主題
4、台灣公民自主公投建國運動的意義-轉型正義
的起步和主權意志的直接體現
5、《台灣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國家-自由
的理念和「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應當成為台灣
的共識
敬邀媒體記者蒞臨採訪
聯絡人：主任 陳峻涵
手機0983-739-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