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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去蔣解殖？去儒解殖！
改變城市的魄力──我的治水經驗

扁虫之聲
台灣政治改革的困境與方向(II)
仁醫vs.權貴
從會不會裝葉克膜談我所認識的柯文哲
1107辯論逐字稿——申論

主張台灣屬日、屬美都是欺騙
蕭萬長去APEC國際場合向習近平一再哀求92共識，讓
全世界知道台灣要求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卻無反
應，這就是欺騙。因為92共識的重點意義就是台灣為中
國的一部分，若直說，必引起反彈，用「92共識」包裝
就一點也沒事。
主張台灣美屬的第1篇文章是廖亮和的「台灣畸形主
權與美國軍事佔領權的因果關係（上）」2005年2月3日
在「台灣日報」刊出，因係衝著本人的主張而來，故報
社總編先知會並送稿。我回答沒問題，真理越辯越明，
就刊吧，不過也要刊出我的回答。廖文刊出後4天，我
寫「主權正常畸形的是國家（上）」反駁，也刊出了，
開始了台灣主權保衛戰。
同年3月10日，當時被歸類為主張美屬的王雲程，在
台灣日報投稿「台灣主權筆戰」加入戰局。2月3日之後
美屬寫一篇我就也寫一篇反駁。
其實早在2003年美國人何瑞元就提倡美屬，阿輝伯甚
至把他的3本書寄給我，叫我寫1頁的書評。電話中他強
調1頁就好，他沒時間看長篇大論。因電話是阿輝伯親
自直接撥到我家中，目前正在和乳癌搏鬥的內人接電
話，看她手發抖，結結巴巴的說是李總統親自打的，這
幅場景至今難忘。順便一提。
何瑞元的這 3本書是「擺脫中共打壓走上自己之
路」、「台灣之真實國際地位被隱瞞五十多年，是美國
行政措施嚴重之疏忽」、「夏學曼女士離婚訴訟案」，
用英文寫。
收到書幾天後的2003.6.20，我給阿輝伯一頁的書評
Book Review，寫道：美國及中華民國皆為聯合國憲章
的簽字國，憲章亦經其國會通過才生效，和舊金山和約
一樣是美國法律的一部分。
聯合國憲章第77條(b)規定，從敵國分離的領土由聯
合國託管 (The trusteeship system shall apply to
… territories which may be detached from enemy
states as a resul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第
76條(b)規定，託管的目的在使之自組政府、獨立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the trusteeship system…
shall be… to promote…
self-government or
independence)。

圖↑姚嘉文演講「台灣不是日本、美國、中國的，台灣是台
灣人民的，這就是事實」！事實就是真理。

我給阿輝伯的結論是：根據舊金山和約2(b)，聯合國憲
章第77(b)及76(b)，台灣主權在台灣人手中，只欠沒有
正式宣佈獨立。
雖然上述法律條文一點不含糊的授予台灣獨立的權
利，他們還編造台灣為美國的佔領地，當然別有用心。
2007年10月，蔡同榮助理來電要我參加討論此事的餐
會。在民視10樓，席開一桌，彭明敏、游錫堃、城仲
模、陳繼盛、何瑞元及其跟班、蔡同榮、本人。陳隆志
也受邀，因人在台南不克出席。彭教授問我，美國否認
台灣是它的佔領地或屬地，有無書面。我說有，交給
他，看完傳給在座輪流看。
雖然如此，他們還繼續騙。姚嘉文受不了，要台灣人
不要被「台灣民政府」騙了！見2013.6.30 南方快報影
音。長老會的「台灣教會公報」2013-8-14也站出來，
要「戳破詐騙謊言拆穿統戰假面」。
教會公報報導：「姚嘉文指出，相信民政府的人多認
為，台灣給中國管不好，不如就讓美國管。可是從民政
府組織一變再變的過程，以及以每份新台幣1000元發售
台灣民政府身分證、5000元就可取得台灣民政府護照，
或者是捐助多少錢就可以當上原住民、台南州等州長的
種種作為，甚至民政府已被南投縣、花蓮縣、新北市等
警局列為詐騙集團，就可知道該組織實在令人存疑」。

本文作者：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 沈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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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羅牧師觀點

兩個多月前，我前往台北汐止教會參加黃姚鈴長老的
父親黃泰郎先生的告別禮拜，全場充滿莊嚴與感動，尤
其是在他的故人略歷中，特別提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前
總會議長王南傑牧師十多年前在汐止教會牧會時，有一
次主日禮拜講道中提到蘇格蘭人每晨起來，夫妻與子女
都以“It's a beautiful day and God is merciful!„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滿有慈愛！)泰郎先生聽了深
受感動，就吩咐子女每天早上起來，也要以此句話互相
問安、祝福與鼓勵。
近兩個多月來，我也就在不同的場合鼓勵大家也要學
習蘇格蘭人此一美好的早晨請安語，使我們能以充滿信
心、盼望與感恩的心開始每一天的生活。不論是上班、
上課或是在家做家事，我們都期盼滿有慈愛的上帝賜給
我們有美好的一天，使我們能把握生命的時光，充滿積
極與樂觀的態度，克服種種的困境，打拼到底。不祇有
美好的一天，使我們更有美好的人生。
當每一個人有美好的一生時，也就能使自己有美滿的
家庭，家人親友與鄰居能彼此相愛，互相幫扶，使家庭
成為「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與孩童的樂園。」(愛

邱顯洵

默森語)
有更多美滿的家庭，自然也就能建立美好的社會與國
家，人人熱愛自己的社會與國家。正如今年三月間台灣
國內數十萬青年聚集反對馬政府黑箱作業的「兩岸」服
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我們有不少教會牧師、神學院師
生與信徒也進入立法院現場和周邊，為太陽花學運的青
年祈禱，給他們鼓勵，使我們更加體認真正的愛國心就
是人人共同追求美好的人生、美滿的家庭以及真正美麗
的島國！(Formosa！)
台灣國內的太陽花學運也感動最近有數十萬香港民眾
站出來的「佔中行動」，持續堅忍地爭取特首真普選。
可見全世界真的是「四海一家」，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
人民都期盼有個真正民主自由與公義和平的人類大家
庭，更希望全世界有美好的未來！
在今年十一月感恩節的前夕，讓我們每位台灣國人開
始學習蘇格蘭人每晨起來以“It's a beautiful day
and God is merciful!„(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滿有
慈愛！)互相請安與祝福吧！！

專欄

1963出生於臺北縣雙溪鄉，國立藝
專美術科國畫組畢業。青年時期有
幸在巴黎渡過，回國十幾年，主動
與被迫做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卻始終覺得焦慮與失落。最後發
現，只有在握筆創作時才能得到平
靜。能做一個說及畫故事的人，是
人生最大的幸福。他的畫風極具個
人特色，大膽採用粗黑線條輪廓，
構圖與賈桂琳．威爾森一樣充滿想
像力與幽默感，為本書增色不少。
從彭明敏參選總統開始，邱顯洵參
與歷次重大選舉文宣工作，今年的
市長選舉，擔任柯P競選總部視覺藝
術總監，文宣部門在其帶領，創意
及表現出色，成就有目共睹。
本刊有幸，承蒙邱總監每期提供漫
畫，用其特有藝術家觀點，和特有
筆法，以饗本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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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蔣解殖？去儒解殖！
台灣民主人權平台 沈芃岳
生為人類歷史中最獨特的殖民地，臺灣接受了各種文
化的洗禮，荷蘭、中國、日本。其中對這個世代的臺灣
人而言，荷蘭、日本的影響漸行漸遠。事實上影響臺灣
最大的，乃是課本中滿滿的「四書五經」章句。
因此臺灣人如果想重新以自己的雙腳站立在世界的舞
台上，對於中國，也就是整個儒家文化的入侵史，是不
可忽視的，因為唯有徹底了解自己所處的文化，才有反
思、反擊的可能。
遺憾的是，在現在的臺灣社會，儒家思想依舊是一種
主流。若有人提出一些批判，往往要被貼上大逆不道的
標籤。比較聰明的學者，如黃仁宇在寫作《萬曆十五
年》時，落筆也必須小心翼翼，批判的力道不能太大，
否則就要為反對的聲浪所吞沒。
指責的方向大致上不外乎：孔孟優良文化是受到統治
者的利用、儒家從未在整個文化上佔有一席之地、中國
傳統制度乃「外儒內法」、儒家也有「民為貴、君為
輕」的民本思想。
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全盤皆非，但在邏輯推理上其實有
相當嚴重的缺失。因此本文在此提供一些線索讓讀者做
更進一步的思考。
討論文化思想的時候必須認知到一個問題：是先有自
然先天環境，還是先有人文思想的薈萃？
答案非常明顯。人文思想的薈萃永遠受到先天自然環
境影響，因為文化正是為了解決現實環境而誕生，孔
子、孟子以致整個儒家也不免於此。
中國人習慣大一統、習慣定於一尊，其中的原因，和
黃河流域的自然現象有很大的關係。
商代以前出土的城牆往往都是圓形，且具有緩坡。這
樣的設計對於防範敵人來說毫無作用，豈有禦敵城牆還
設計緩坡讓敵人方便攀爬的道理？
由此可知這樣的設計是一種「堤防」的概念，可以有
效地防止黃河流域的氾濫。
而黃河流域的氾濫動則牽動數省以上的面積，要想做
出一套有效的防堵計畫絕不是一兩個部落能夠獨力應
對。這往往需要大量且集中的物資管理，所以中國為了
解決水患的問題，很早就有「大政府」的產生。
要想維持一個大政府，「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
先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這種「服從」精神是很重要
的。所以儒家重視階級、重視服從，從根本上去提倡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於人。」這樣的概念，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生而平
等」的價值。
這樣的思想是統治者樂見且可以利用，因為這等於是
奴役人民精神的枷鎖──如果你從根本上覺得自己應該
被統治，你如何會有抵抗的意識？
一個思想體系如果在根本上有了缺失，往往需要其他

外來思想的衝擊。儒家文化體系最可怕的弱點，就在於
因為習於大政府的統治，所以中國人連在文化思想上也
喜歡「定於一尊」。
可惜的是，思想需要接受批判才能進步，看看近代西
方哲學史，從邊沁重視價值的《功利主義》，到康德注
重動機的《純粹理性批判》，再到羅爾斯以無知之幕為
出發點的《正義論》，再再充滿了蓬勃創新的生機。
而在中國的思想發展史當中，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其他
流派的思想逐漸式微，接著就只剩下對儒家的盲目推
崇，以及儒家對其他學說的批判，卻看不到最重要的─
─儒家對自我的批判。
批判則有賴所謂「邏輯」，而邏輯，並不只有在推理
過程的時候需要運用。在推理過程之前，所設定的「前
提」也是要經過邏輯的檢視，否則即便推理符合邏輯，
也會因為前提的設定錯誤，而導致結果的錯誤。
為什麼儒家在中國推行了上千年，海瑞在判疑案的時
候還是會有：「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
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
刁。」這種封建思想？為什中國文化一直孕育不出一套
成熟的民法體系？為什麼中國的刑法永遠停留在以暴制
暴的應報主義？
這就是因為不管後代儒家如何批判，他們也不敢回過
頭去批判他們思想的源頭──孔孟。
提出不同看法的，遠一點的如揚雄一講：「人之性也
善惡渾。」就不被視為儒家正宗，被大肆攻擊。
近一點的，筆者有時提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這個思想有很大的缺失，就會有不少儒家擁護者不先思
考其中的利弊始末，就開始大肆撻伐。而事實上這種思
想很容易被有心人用來作為逃避責任的藉口，因為它雖
然符合人性的真實面，但卻缺少了道德的崇高性。而道
德的位階如果不高於人性、法律，就很難鼓勵人去積極
為善。君不見中國、臺灣，有多少人打算賺一筆之後移
民至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
而中國文化號稱百家爭鳴，但個人十分懷疑：到底有
多少人實際去研讀儒家以外的其他學說？又有多少支持
「法家殘害中國思想」的人有看過《韓非子》？
支持「外儒內法」者似乎沒有認真去思考：既然法家
如此好用，為何歷代執政者不獨尊「法術」，倡導全天
下人一起來讀法家經典？統治者為何獨推「儒術」？為
何統治者不害怕，甚至規定全國人民去研讀《四書五
經》？
事實上執政者當然不會推崇法家，因為讀了法家的東
西，人民就會明白統治的手段，開始洞悉人性，並且學
到了推動實際事務的方法，就此有了判斷統治者是否在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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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去蔣解殖？去儒解殖！)
誑騙社會的能力。若有不滿，也具備了推翻現有統治者
的能力。
所以統治者要人民讀《四書五經》，因為其中縱使有
些許「民本思想」，但也大量充斥著各種「溫良恭儉
讓」。而溫良順從的人民，只會乞討統治者的憐憫。統
治者只要偶施小惠，他們就會感激的痛哭流涕，直呼
「明君」。
事實上，從整個中國史來看，也唯有到了明末那種民
不聊生的生死關頭，人民才會主動革命推翻政府。
回頭看看臺灣的狀況。臺灣事實上與中國隔離許久。

遺憾的是，近代統治臺灣的日本也移植了大量的漢文
化。而國民黨政府來臺之後，則加深了漢文化的殖民，
用「文化基本教材」來訓練大批順從的臣民。
所以現今臺灣，只去除蔣家神話對於解除殖民影響來
說，只有表面上的作用。唯有深切理解自己其實深受極
度排外的漢文化洗禮，就此才有辦法徹底去吸收其他民
族文化上的精華，最後從根本上斬斷漢文化「崇拜威
權」的劣根性。
如果有一天，臺灣人在見到有人去拆除孔廟的時候，
心理面想的是：「喔，可惜了一個美麗的古蹟。」
而不是：「該死！大逆不道的狂徒！」。
那大概就是臺灣有機會向全世界宣告獨立的一天。

改變城市的魄力──我的治水經驗
游錫堃
「水」是生命的泉源，孕育了萬物，但在天災來臨
時，「水」亦是淹沒生靈的反撲力量。小時候的我，
體會過那恐怖的震撼，溺死的雞鴨豬，浸爛的稻穗，
及斷垣殘壁的景象我至今仍印象深刻。
過去30幾年來，大汐止地區、南港、內湖等基
隆河沿岸，每到颱風總是面臨水患之苦。每當看到鄉
親因水患而有生命財產損失時，心裡總是難過不忍。
於是我擔任行政院長時，全力推動「基隆河整體治理
計畫」，透過「員山子分洪道」工程取代過去以只築
堤、不疏濬的方式，有效的讓基隆河不再氾濫，讓大
台北地區，從此不再受水患之苦。
國民黨政府執政時，評估治水需要1000多億的費
用，且工程延宕30餘年，大台北淹水問題依舊無法解
決。當時，光是一場納莉風災，總計產業損失就超過
80億元，其中基隆河流經的汐止，五堵，台北市內
湖、南港各地都嚴重淹水，台北市內的捷運也成了地
下河流，大台北市民苦不堪言。
我上任後僅用不到3分之1的經費，在3年內徹底解
決，節省國家龐大的支出。當時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到
這裡探視居民，並視察工程進度，務必要讓這項設施
順利完工。就是用這樣的態度，一項工程及品質才有
辦法真正的落實。還記得2004年時因911豪雨的威
脅，當時員山仔分洪道工程的器具尚未撤離，部分工
程也尚未完工。但是人命關天，我想到大台北地區市
民朋友生命財產安全，毅然決定開啟員山子分洪道，
讓分洪道提前啟用分洪，更親自到場監督，成功的讓
大台北地區災損降到最低。這就是身為一個首長的決
斷力。
事實上，我過去在宜蘭縣長時代，就整治冬山河，
也積極改善武荖坑溪和蘭陽溪污染和盜採砂石問題。
一直到擔任行政院長，更是成功改善國民黨過去30多

圖片來源
海洋大學水利研究室 (
http://goo.gl/U1HpXB )
水電民生館 (
http://goo.gl/MFMV09 )

年來無法改善的大高雄水質問題，徹底解決大高雄多
年來水質不佳，民眾只能買水飲用的困擾。對於「治
水」的用心與魄力，從我一路走來的治水經驗，就可
以看出執行能力的差別。這是我的堅持，也是一個未
來新北市大家長必須具備的特質。
新北加游 ( www.ucq.tw )

https://www.facebook.com/yousikun.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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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虫之聲
Helen Lee
一位從事歷史考究的學者，他的第一考量和注重點應
該是放在事情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上，同時也必須把他個
人的成見和意見置之一旁當他在下筆或發送為公眾讀物
時。因為在真相未清以前，尖銳冷酷的控訴可變成雙面
利劍，傷他人而之後也可能嚴重的刺傷自已。從中國歷
史中看到在新朝代皇帝上寶座後是如何殘酷的用最無人
性的刑罰來折磨前任君王致死才罷休，就可預料到第一
位非國民黨的台灣人陳水扁總統在國民黨又重新掌權後
將面臨的悲慘遭遇。沒想到這悲劇來的之快且狠，而他
被慢性折磨之長和身心的被極端摧殘之致，可說在這
21世紀的文明世界是無法讓人想像到或相信的。
因此在這種非常不幸的境況下，如果台灣人還帶著一
種事不關已或幸災樂禍的心態來觀望此案件，那表示我
那長期深信是心地較單純善良的台灣人也在一個自掃門
前雪的自私文化裡在自我消滅中。但可感到安慰的是，
有許多的台灣人和外省二代從頭就可看清為何陳總統會
被陷害的原因，而乃仗義不平來為阿扁伸冤及付出實際
上的援助。沒想到這種可貴的人性溫暖的發揮卻會被辱
罵而被貶值從"人"的地位變成"虫"的屬類。"扁虫"和
"扁奴"的用詞之傲慢與殺傷力並不亞於自認是高級中國
人的謾罵那些善良來接納當初逃難來的中國人的台灣居
民。But why???
在陳水扁被突然瞬間的被扣上手銬且被展現在全世界
媒體上有意的來羞辱他，即使未經合法司法程序就將他
押壓在一個睡在最原始化的毛坑旁的一間身心的酷刑牢
房，卻有最高科技的錄像機24小時的監察每一個他的身
理運作，連最基本作人的隱私權和尊嚴都沒有了，無非
就是有意要逼瘋一位代表台灣族群而剛卸任的總統致
死…….如今也已有六年了，即使在被控訴的所有案子
皆一件又一件被宣判無罪後，陳水扁還是被"非法"的囚
禁著，他也從一位有如健壯而勤奮的台灣水牛被摧殘致
現在身心皆近殘廢的悲慘情況。如果我們眼見任何一個
人手腳被綁的被推落水裡，而有些人不但不伸出援救的
手，反而在此刻還存私心的盤算想利用這一位曾為台灣
努力打拚並犧牲家庭幸福的台灣鬥士的不幸來作為一個
政治的棋子去討好那些不區善惡的機會主義者的所謂中
間選民，如果有這般不珍惜–個生命的價值和不注重公
義的政客和群眾，這樣的族群將變成一個令人擔憂且夕
夕旦危的可悲社會。即使能重拾回政權，也無法驅除經
過這段試探考驗時期所養成而將繼續留下的投機與冷酷
心態的餘毒。
當一位教育者將有憐憫心和追求公正的群體加上一個
"國民黨的臥底"的標籤時，他無形中美化了殘酷而自私
的國民黨。他可能想藉此來恐嚇有更多有正義感的人士
來參予援救一位替代台灣人來受難的代罪羔羊。這位享
受公眾注意力的教授是否曾經靜下來沉思，如果是他不
幸處在阿扁的悲慘境況時，他將希望他的族群同胞如何

來反應？他說是因為綠營中有不同的意見在救扁這事
上，所以馬和他的團隊更藉此繼續將阿扁拘留在黑牢
裡。事實是，有一顆冰凍的心的當前執政者，他從來不
會在乎台灣人怎麼想或怎麼作；他的政治野心是繫在對
岸和當初逼他父母离鄉背井的共產黨身上。當他在和敵
人親熱擁抱時，是那些被他欺壓的台灣老百姓而原本和
中國無恩怨的無辜台灣人在替他摃起他所代表的中華民
國宣稱的"反共"重擔！而更難以理解的是，台灣如果是
一個健康有人性的正常社會，怎麼可能在救扁之舉上會
有不同的意見？這似乎在一個文明的社會是難以相信會
發生的。何況，台灣人早就應該有覺醒而認知到，關在
牢裡等著慢性死亡的那位受難者，在他頭上的三個字是
寫著"台灣人"，你不救，誰來救代表你自己的這個族
群？
在大家還在驚愕的大茫霧中，眼見一位曾替台北市然
後又為台灣帶來多年繁榮安定的陳總統極速的被關進黑
牢中連偵查都沒作時，這位頗具影響力的台灣人教授立
即標出駭人的私人定罪"陳水扁一家比國民黨更惡劣"。
不但將已被推入在洶猛深水的阿扁的頭壓入水裡，並同
時也把多年來像受傷的野獸處處被追趕追殺的阿扁妻
小，因著這教授的厲語一起把陳家送葬在無情的冰冷之
大海中，要讓他們一起溺斃。這種用言論而可致人於死
地的過度論斷可能是出於一時的氣話謾罵，也或許是有
何私人恩怨，我們則不得而知了。
但那句重話同時也太對不起所有228大屠殺及白色恐
怖的受難者及他們的家屬了，因為那樣的講法無形中淡
化了國民黨的惡行和暴虐，蔣介石在中國殺了上百萬自
已的同胞又帶走了無數的國寶和黃金，來到台灣後又繼
續他的殺害和盜取。而這位從未傷害過任何寶貴生命，
且曾主動減薪一半在他兩任總統任期內，又在建設許多
國家重大工程中為政府省下無數億的陳水扁卻被戴上貪
污的帽子並被立即押禁，也同時被這位教授封上是台灣
史上最惡劣的頭銜。而讓長期凌虐殘殺百姓的國民黨彷
彿瞬間變成了無關痛癢的小巫。在這位歷史學者的眼中
和腦海裡，真理和正義突然已完全被模糊了。
多年來我也讀過不少這位學者的文章，也對他的寫作
有深的敬意和感謝。只可惜在這過去的六年，他似乎變
成一位我不熟悉的突然轉行成兇厲的專權大法官，批判
的不只是他不喜歡的當事者本人，也殃及周遭關懷的人
士和親友，一網打盡，皆被眨為被他渺視的成為在地下
爬的虫類。在夜深人靜只有我們的良心良能不被外物或
利/害關係干擾的時侯，我深信在我們每位內心的深處
都了解那位貧民子弟靠著自身不懈的奮鬥吃苦卻又經常
遭岐視欺凌的本土首位非國民黨的陳水扁總統是一位有
愛心而不貪的善良台灣人。只是他卻也得替不幸的台灣
人來背最沉重的＋字架。他的妻子是當初鼓勵陳水扁參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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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扁虫之聲)
予早期的台灣民運，結果她得到的報償是一台終身需用
的輪椅。他們的孩子們連如一般人可在美國深造的机會
都被削奪掉，那有像那兩位美國公民的馬公主所受到的
禮待和保護。而還住在鄉下純樸八十多歲的扁媽，歷經
長期的憂傷也已哭瞎了眼睛!啊，可憐的台灣人，你們
裡外都有要加害你們的敵人，如果你們不懂得保護先前
勇敢犧牲者爭取來的人權和作一位台灣人的尊嚴，那些
珍貴的基本作人的權利也將從你們眼前消失。是的，世
上有許多不公平的事，但上帝說"伸冤在我"，衪有衪的
時刻，不管是在今世或是在審判曰，我們每一位都必須
面對祂的最後審判，無人可倖免!!有天堂就也有地獄，
那將是永恆的。
也願在台灣的軍公教人員記得你們子孫的自由和人權

是價值100%而不是只值18%，有道德的身教遠勝過留下
的遺產。太陽花學運是因為先前一些只有貪心而掩蓋著
良心的父母輩所作選擇的惡果而讓這些無辜的青少年如
今必須勇敢站出來摃起來保護家園和人權的艱辛運動。
也盼望這位有寫作才華的歷史學者把那不必要的肩膀上
長期掯著對一位過去曾對台灣多少有貢獻而如今已無力
氣的一位你的同胞所懷的怨氣放下而丟棄那也傷你自己
的沉重包袱，而以憐憫的愛心並藉著你的影響力來繼續
為歹命的母親台灣出力，就如你近日所寫奉勸台灣選民
的幾個革新觀感是頗有見解的。只是如果你能不每次定
要把已沒反抗力的阿扁和這些辛苦支持基本人權的志願
人士再度拖出來用你的文字來鞭打他們一番，那將是台
灣人真正能團結來捍衛多災多難但是最美麗的寶島，福
爾摩砂，我們所珍愛的故鄉！！

【冤獄六年，含冤莫白】搶救阿扁總統聲援大會
各位朋友，原定於11/16（星期日）所舉辦的鄭新助競選造勢晚會決定取消，更改為聲援阿扁總統大會，因
為我們不希望搶救阿扁、聲援阿扁總統的聲音被選舉熱潮所埋沒。
10/17《台灣民主人權平台》在台北發起的「捍衛基本人權促請准許陳總統保外就醫、居家治療」活動，讓
我大受感動，不希望這樣的聲音隨著活動結束後就消失，所以取消了造勢大會，決定要在高雄發起「搶救阿
扁總統聲援活動」，要讓政府持續看到我們的決心與毅力，希望各界朋友都能來參與。
高雄市三民區市議員 鄭新助
===========================================================
【冤獄六年，含冤莫白】搶救阿扁總統聲援大會
2008年11月11日，是台灣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黑牢至今近六年，阿扁總統持續背負著台灣十字架...
﹡陳水扁一上任自動減薪一半（這可不是政見），八年他少領4000萬。
﹡奉天專案一年孳息一億，八年八億，總統可自由使用，不受任何規範，他取消專案、繳回國庫。
﹡選票補助一票30元，兩次總統大選，共得三億多，全數給民進黨中央黨部。
﹡八年任期，募款政治獻金贊助黨內及友黨同志大小選舉，約14億。
﹡侵占機密案，2014年8月29日，特偵組查無犯罪事證，全案簽結。
﹡海外洗錢案，2014年8月06日，特偵組查無不法實據，全案簽結。
﹡教唆幕僚偽證案，2012年08月18日高院改判，逆轉改判扁無罪。
﹡國務機要費案，2011年8月26日高院改判，無罪定讞。
﹡機密外交案，2011年4月28日駁回上訴，無罪定讞。
﹡南港展覽館案，2010年11月11日高院撤銷，發回更審。
﹡被定讞入罪的「龍潭案」，涉案人辜仲諒委託律師兩度公開承認當年作「偽證」，但法官不採信。而且此案是
因為"實質影響力"說而判刑，相反林益世有人證物證的情況下，因"無影響力"（P.S.應該是「非法定職權」）
而不適用此條(林當時為國民黨大黨鞭，你認為他有沒有影響力呢...??)
﹡停審中的二次金改案，涉案人杜麗萍說特偵組要她作違心證詞，否則要羈押她，她甚至害怕而企圖自殺....。
（以上是公開已知資訊）
在"直接性貪汙"方面的指控，法律上已全部無罪
而會做出裁自己薪水事情的人，道德上也不該認為他會貪汙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法律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如果你還認為台灣是的話））
阿扁總統病情嚴重惡化，9/14 凌晨發生腦病變，呼吸中止的現象，前後呼吸困難歷時數分鐘，而這個情況
還是三個月內發生第二次，如此嚴重惡化，卻無法保外就醫，人權何在？人權何在？
===========================================================
日期：2014/11/16（星期日） 時間：15:00-18:00
地點：三民公園（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250號）
（P.S.一邊一國行動聯盟陳昭姿理事長也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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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改革的困境與方向(II)
臺灣自治政府 蔡吉源
貳、臺灣自治政府政治改革的方向
正在這個令人絕望的時刻，美國台灣政府根據國際法
與美國台灣關係法，公開合法正式宣佈成立
（ 2013.4.25） ， 並 立 即 成 立 總 部 於 美 國 洛 杉 磯
（ 2013.4.29）成立台灣分部於台灣台中（ 2013.8.1
7）。並於2014年7月7日進駐南投中興新村行政大樓，
針 對 全 體 臺 灣 同 胞 發 表 和 平 解 決 臺 灣 懸 案 (Taiwan
Question)， 要 求 軍 事 占 領 權 國 -美 國 (Taiwan
Aauthority)-結 束 中 國 流 亡 在 臺 灣 之 治 理 機 構 (ROC
government-in-exile，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讓臺灣澎湖住民在臺灣高度自治!
我們的主張是：拒絕支持ROC流亡政府的憲政體制。
我們的策略是：加強法理協商（與美國、與日本、與
ROC流亡政府）。
我們的目標是：請ROC流亡政府結束分配佔領，離開
台灣、澎湖，回到金門、馬祖，及福建的平潭，由臺澎
住民自主組織自治政府，實現台灣自治。
台灣自治以後，台灣政府要做的事非常多：
第一，我們須要進行轉型正義工作，以實現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因為
社 會 正 義 是 社 會 制 度 的 最 高 價 值 （ Phillip
Roseberry）。我們要讓每一個台灣人都受到尊重，每
一個台灣人都有做人的尊嚴。為維護社會正義，我們台
灣政府一定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的
國家。在這樣的國度裡不會有洪仲丘虐死案，不會有大
埔不等價土地徵收與抗爭的事件發生。
第二，我們要以極大的決心去除流亡政府所帶來的最
為落伍的政治文化：關說、特權、貪瀆與賄賂。希特勒
說：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雜草。我們台灣土地上必須
除去這樣落後的文化雜草，讓歐美文化根植在美麗的寶
島上，才能使台灣脫胎換骨，與先進國家並列齊驅！
第三，我們要進行廣義的教育改革。包括學校、家庭
與社會教育體制改革，新聞媒體監督體制改革，解除情
治警察對合法的個人思想、言論與行為不合法的干預與
干擾。讓每一個國民的思想活潑化、創意化，讓每一個
人充滿生命力，得以在公平競爭的社會追求自我，完成
自我的人生目標。其中，學校教育改革將是賦予最具系
統性的領導部門（leading sector），所以，我們主張
要有一套教育福利措施來提升國民素質：
1.全盤引進美式教育內容，培育社會菁英，扶持中等
人才，保護弱勢學生學習成長的權利。每一個幼兒滿兩
歲起即可免學費進入公立幼稚園接受幼兒教育（課程以
語文教育為主），直到高中或高職為止。
2.由於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台澎仍是美國的軍事占領
地，學生上課的內容將以美國同等年級的教科書為主。
所以兩歲以上兒童必須開始免費施以英語課程。
3.為了長遠的立國目標，去除中國文化對社會文化不
良的影響，台灣政府將逐步取消漢文教育，所有對中文

有興趣的年青人，只能進入大學的中文系去深造。但
為培養中國通，我們對中文系學生應該寬籌經費，給予
獎學金以利其深造。
第四，我們要進行社會改革，加強社區意識及共同體
觀念，增進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良性的互動，以
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讓善良、正直、誠
實、樂於助人的人得到鼓勵；讓邪惡、滑頭、謊騙、自
私自利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才能匡正社會風氣，進而
移風易俗、增進人際間互信、互助與關懷，減少互斥、
互害與冷默。
第五、我們也要進行宗教改革，提升國民的宗教意
識，使身心靈充實圓滿。由於流亡政府透過宗教進行社
會控制，放縱非法寺廟到處設立，神棍騙財騙色時有新
聞，成為社會亂象之一。我們將起草宗教法，以規範寺
廟的管理，規範教主、教義、信徒、宗教師及寺廟定期
教義宣導，鼓勵合法宗教活動，禁止迷信，以提昇國民
靈修水平，進而提昇國民素質，豐富國民宗教生活內
涵。
蔣介石集團本身就是一個貪腐的、黑道政商相互緊密
勾結的黨、政、軍、特、商綜合體(請詳下圖)。少數
統治多數的訣竅就在於善用政治獨裁高壓手段，施行其
恩寵—效忠的控制與回饋；建立連續不斷及綿綿密密的
情治網絡，偵查民眾思想言行，以遂行白色恐怖統治；
進而滲透分化民間組織，瓦解反抗力量。
蔣家政權獨裁－恩寵（Patronage）體制下黨政軍幫會
特商綜合體統治結構圖

說明：圖上越是內圍，其恩寵程度越高，而成為權力
菁英的一份子，得以享受許多特權；越是外圍的人，
恩寵程度越低，不但沒有特權，還要受到剝削。因為
特權橫行，司法枉斷曲直，是非不分，善惡不明，貪
瀆成風，賄賂公行；以至於社會亂象愈益惡化。
(本文未完，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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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都要吃飯的。需要食衣住行育樂，需要
柴米油鹽醬醋茶。那就需要經濟生活。流亡政府乃建
立一個經濟大本營，透過政治實力控制糧食；透過國
營或黨營事業控制一切生產原料；透過黨政一體，控
制每一個人的經濟生活；透過經濟大本營發號施令，
利用抽緊銀根、查緝逃稅、司法審判等手段控制工商
企業。政治與經濟是無法分家的。經濟控制與政治控
制互為運用正是發揮獨裁威權體制威力的極致。
李扁執政二十年，未能打破恩寵--效忠控制體制，
也未能破除經濟大本營對人民經濟生活的控制，一切

NO.119
NO.148
改革都只是虛晃一招，甚至讓台灣更為危殆。政治
上，讓本土台灣人深陷中國化的陷阱，換來更重大的
政治危機。經濟上，讓台商與台灣經濟面臨中國政治
經濟崩潰的極大風險。
我們認為未能進行「轉型正義」工作，未能雷厲風
行懲治貪瀆，未能追究過往六十多年冤錯假案的元
兇，還給受害人一個公道；是李扁政權無法破除恩寵
體制，無法打破國民黨經濟大本營，以至於無法進行
真正政治經濟改革的主因。有鑑於此，美國台灣政府
主張優先設立轉型正義法庭，積極進行轉型正義工作
之後再循序漸進，進行其他的政治改革工作。

柯文哲黑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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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醫vs.權貴
北美政治評論家 廖東慶
台灣人民對醫生的觀感及態度是十分尊敬，醫生在台
灣民間的地位也是十分崇高，尤其是柯文哲醫生在行醫
救人的長達30年的一萬零九百五十天的行醫中，没有收
受紅包的這種陋習。柯P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醫
生，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也是一名仁醫。如果没有仁心
的話，又怎麼會成為「仁醫」呢？！台北市真的是生病
了，經過馬市長的8年及郝市長8年，總共16年的國民
黨的執政，最後只落得原地踏步，没有前進就是落後。
台北市居民現在只知道台北市的房價是全球第二高的
「天價」居住城市，除此根本就不知道馬郝兩位市長在
台北市還有什麼豐功偉業了。至少台北市居民還知道捷
運是黃大洲市長的功績，101大樓是陳水扁市長的功
績，那馬郝兩人的功績，您想到了嗎？
通通都没有，因為没有功績就是馬郝二人最好的「功
績」！連勝文先生本身的特質及權貴的身份，加上中央
無能的貪污腐敗的執政，再加上現任郝市長的無能，才
會造成國民黨在台北市的民調低迷。尤其是台北市居民
已經在國民黨身上「被浪費」16年了，難道還要再被騙
8年才會甘心絕望嗎？請問台北市民，您有多少個24年
來「被浪費」呢？國民黨一再拿藍綠決戰的模式來騙取
選票及掩飾無能執政的事實。尤其每次選舉都會拿藍綠
及統獨來恐嚇台灣人民，說什麼只要票投民進黨，必定
會發生戰爭及戰亂。台南及高雄已經被民進黨執政8年
了，宜蘭也有近20年被民進黨執政的歲月年代了，請問
各位，台灣有發生過戰爭嗎？台灣人民如果還看不清這
事實的話，台灣永永遠遠都不會再進步了！國民黨從來
都不會檢討及反省自己，因為它已經1百03歲了，是一
個奄奄一息的古老政黨。
連勝文在2010年的11月26日發生槍擊事件之後，立
即被送到台大醫院進行急救處理。由柯文醫生來負責指
揮調度，把最好的內外科及麻醉科的醫生群及護士組成
一支團隊。另外還有美容整形醫療團隊，也來為連勝文
緊急醫治。事實上也證明連勝文的槍傷恢復得非常快，
當時也被在野人士質疑，這一顆子彈是假造的。當時柯
文哲先生也立即跳岀來，為連勝文來澄清作證並指岀槍
傷是真的。柯文哲先生並没有加入民進黨，如果以黨政
分級分類來看的話，他並不是泛綠陣營的人。柯文哲應
該是屬於中間選民，他的身家背景包括父母都是屬於軍
公教。民進黨放棄台北市長的選舉，就是已經看岀，國
民黨只會拿藍綠決戰的模式來騙取選票，來鞏固政權。
民進黨為了能讓台北市能再繼續再進步，所以禮讓柯文
哲以無黨籍的身份來岀馬競選台北市長的選舉。這也是
台北市民的福氣。
連勝文先生受到槍擊之後，受到由柯文哲所率領的醫
療團隊的頂級醫療及照顧。今天大家所看到的連勝文

(圖翻攝自網路)

的面貌和在被槍擊前的面貌完全没有兩樣。大家可以親
眼見到柯文哲先生的「仁心仁醫」的事實了！不過來看
看連勝文先生是怎麼樣來誣陷抹黑柯文哲醫師。連柯二
人絕對不會想到竟然會在台北市長的選舉之中成為競爭
對手。羅淑蕾女士首先對柯文哲發動攻擊，竟然說柯文
哲醫生不會開刀也不會裝葉克膜。葉克膜還是柯文哲率
先引進台灣的醫療界，別人都尊稱柯文哲是葉克膜之
父。而且羅淑蕾還說柯文哲並没有幫連勝文開刀！柯文
哲是負責調度並指揮前期開刀治療及後期醫學整形美容
的修補。柯的工作重要性遠比他親手對連開刀還要來得
重要。如果這醫治的過程稍有不慎，會造成連勝文的臉
歪一邊，或者是造成臉龐兩邊不對稱，那連勝文今天還
會有一張正常的臉能出來競選台北市長的選舉嗎？
羅淑蕾奉命狂打MG149專戶，並誣衊柯文哲貪污腐敗
等等。連勝文接受多家電視媒體訪問，竟然說：「柯文
哲是台大醫院的敗類」！同時國民黨也發動立法院，司
法院和行政院及監察院，共同來打擊柯文哲的MG149帳
戶，在立法院並傳召台大醫院的院長來問話。國民黨還
指揮審計部來嚴厲檢視MG149帳戶，當天晚上行政院長
還和國民黨的立委一起來舉酒杯慶祝，終於擊倒柯文哲
了！第二天爆發了黑心食用油事件，讓馬英九政府及整
個國民黨垮了下來。從這一天開始，連勝文的民調到今
天還是無法突破3字頭，而柯文哲的民調已經是要從坐
4上5字頭了。這真的是應了「人在做，天在看」的永恆
不變的道理！從連勝文公開說「柯文哲是台大醫院的敗
類」這句話之後，這句話絕對不是政治術語，也更不是
選舉語言，這根本就是一句「過河拆橋」的實實在在的
成語！連勝文都能對他的救命恩人昧著良心說岀「你是
台大醫院的敗類」這一句話來，更何況所有的台北市民
們，大家都没救過連勝文，那他又會如何來對待台北市
民呢？審計部己經在10月15日2014年在立法院報告說：
「MG149帳戶並無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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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會不會裝葉克膜談我所認識的柯文哲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認識柯文哲是在2010年，當時我擔任國家品質標章
SNQ生物科技評審團隊的委員。這委員會都是各醫療機
構的院長、副院長擔任。當時柯文哲提出「體外膜氧合
維生系統」，經初審成績斐然，榮獲複審前來簡報報告
以競爭金、銀、銅牌獎。國家品質標章SNQ醫療院所類
銅獎是申請的領域已達全國第一者，銀獎是亞洲第一，
金獎是全世界第一。當時台大醫院柯文哲副教授前來報
告，我們頗為驚豔。複審成績達90分以上，也就是坐銀
望金，也列入實地訪查主題之一。
評審團隊到臺大醫院柯文哲申請的團隊實地訪查，特
別印證結構、過程與成果，也了解他們成果的論文發
表、社會貢獻、與倫理規範。其實ECMO醫學上稱為「體
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縮寫ECMO，音譯俗稱「葉克膜」）」，所以他們申請的
題目叫做「體外膜氧合維生系統」。這是一種醫療急救
設備，用以暫時協助大部份醫療方法皆無效的重度心肺
衰竭患者進行體外的呼吸與循環。葉克膜除了能暫時替
代患者的心肺功能，減輕患者心肺負擔之外，也能為醫
療人員爭取更多救治時間。
臺大ECMO醫療小組當然一定是一個團隊。當年申請時
由團隊負責人柯文哲醫師代表，當然貢獻度是院內外超
然認定。評審結果是達世界第一水準。但是當年優秀主
題有三個，柯文哲團隊高分排第二順位，因而金獎頒給
現為中研院院士的林口長庚魏福全教授整形外科的主
題。柯P的葉克膜雖屬世界水準屈居銀牌獎。

這樣客觀認定過的地位，怎會有人為了政治目的昧著良
心，否定科學與專業認定過的地位與貢獻？還敢懷疑柯
文哲會不會裝葉克膜！
2012年9月17日我開始義務加入為阿扁看病的醫療事
工，也加入柯文哲領導召集的陳水扁醫療小組。這團隊
是由陳昭姿發起，而邀柯P領導的。而後每週一個晚上
參加醫療小組討論會。他總是那麼親切，平易近人。平
常都尊稱叫我日文的「先生」。這是醫界傳統尊重老師
與長輩的稱呼。他真誠、不做作、有效率，講話儘量講
結論，不清談丶不囉唆的人。
此後除了醫療小組的討論會，我們也數度一起前往立
法院、監察院、電視節目為阿扁的病情作證與醫療人道
救援，甚至於與國際人士與機構說明爭取救援機會，也
為他公義之心感動。
2014年7月31日黃煌雄委員卸任前的歡送惜別感言，
柯P特別提到阿扁執政時他與黃委員都努力提建言，保
持距離，也從未進過官邸。阿扁入獄落難後，他們才不
顧一切出來奮力拯救。
我們這點都很像，不像有些人執政時入閣，特別某些
DPP的人，落難時切割，甚至落井下石，令人髮指！
而後在很多醫療機構或社團邀請演講時，我們會見
面，但我跟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但當我的朋友遇到
他，談起我，又對我稱讚有加。我們就是這樣的君子之
交，也是他慣有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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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辯論逐字稿——申論
柯文哲
主持人、在場的公民團體、連先生，及電視機前
的市民朋友，大家好，蔣渭水醫師是日治時代民主
運動的先驅，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在錦西
街的蔣渭水紀念公園有他的銅像，他一手拿著醫生
的看診包，代表醫病、醫社會、醫國家；另一手抱
著書本，則代表新文化、新知識、新觀念，我繼承
蔣渭水醫師的精神，來打這場台北市市長的選戰，
因此，我的競選口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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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也是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以
「改變政治文化」為訴求的選戰。
蔣渭水醫師為我們留下一句話「同胞需團結，團
結真有力」，我主張的在野大聯盟，就是期待台灣
社會脫離藍綠對立造成的內耗，從整合政黨開始，
進而整合公民團體，最後團結全部台北市民，讓台
北市的每一分力量都能夠為我們的下一代共同努
力，因此，這場台北市市長選舉，不應該再有恐嚇
牌、悲情牌、危機牌，畢竟台北市真正的危機在於
台北市這座城市失去了城市的競爭力，要解決這個
問題，就要建立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
新城市，我率先公開財產清單、所得清單、競選經
費，甚至我在台大醫院帳戶的細目，這是中華民國
選舉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清廉政治的開始。
我是素人，所以沒有包袱；我本來就是是平民，
所以不須再包裝自己是平民；我生活簡樸，所以光
明磊落。我打這一場選戰，不插競選旗幟、不設大
型看板、不買公車廣告，當然也不像對手買一堆電
視和報紙廣告，而且是負面抹黑的廣告。
我公布未來台北市政府的《透明廉政公約》，市長
公布財產申報，並向市民說明財產來源和財產變動
的原因，局處首長比照辦理。我是一個有擔當的市
長，實行廉政公約重建市民對市政府的信任感，也
為優秀的市府公務員帶來榮譽感和成就動機。官商
勾結的權貴政治，會從未來的台北市政府消失，進
而影響整個台灣政壇。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政治理念之下，重大
政策先透過公民論壇來討論、預算編列開放市民參
與、充分揭露政府的資訊，保障市民對市政議題的
提案權和監督權。把一切攤在陽光下，讓市民來檢
驗。在「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理念下，追求
「公義社會、文化城市、健康安全、關懷分享、社
區營造、公開透明」的六大願景。未來的台北市政
府「施政做到效率創新、市民得到健康安心、台北
創造光榮復興」。
三十多項「柯P新政」，您可以到柯文哲的網站去
參考。除了政見之外，更重要的，我們來談價值和
理念。

親愛的市民朋友，我們曾經相信「只要努力就會成
功、只要耕耘就有收穫」。我們相信認真打拚，窮
人可以翻身。我來自新竹，我的父親是小學老師，
我的太太陳佩琪來自於澎湖，她的爸爸也是小學老
師，我們都靠著苦讀出身，學醫救人，在這個社會
中力爭上游。同樣的，由於各行各業的同胞認真打
拚 ， 台 灣 曾 經 是 亞 洲 四 小 龍 之 首 ， Made in
Taiwan的品牌曾是我們的驕傲。
曾幾何時，這美好的時光已經消失，血統出身決
定了社會階級。我們勤勞打拚疼愛小孩，卻無法避
免他們吃到黑心食品；我們的孩子畢業後領著22K，
房價高漲，年輕人買不起房子、物價飛漲，年輕人
也不敢生小孩，我們擔心卻無能為力。大部分的市
民和我一樣，就算買了房子，沈重的房貸也讓我們
變成屋奴。
「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價值觀在我們這個社會
消失了，我們不僅替自己擔心、也為下一代擔心。
這場選舉的關鍵在於柯文哲主張實現公平正義，而
對手卻主張少數壟斷的台北控股公司。我要向市民
朋友呼籲：政治應該為人民所共有，這個城市屬於
你我的下一代，我們要找回過去的美好時光。
我始終相信：「市長有任期，而市民沒有任
期」，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市民的夢想就是城市
的願景。親愛的市民，柯文哲當市長，不是他去當
市長，而是把市長的權力拿回來，交還給全體的台
北市民。我們才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任何人只要努
力，就可以有機會。這個城市不應該繼續被權貴壟
斷、這個城市也不應該因為藍綠而無法進步。市民
朋友，請您和柯文哲一起努力，讓改變成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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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國家暴力‧犧牲體系：
「311之後：從福島與沖繩現狀談起」
11月16日(日)下午2-5 台北月涵堂
11月17日(一)晚間7-10 台南瑪莎羅芙咖啡
11月18日(二)晚間7-10 高雄InOurTime
11月19日(三)上午10-13 新竹交大人社二館
從小我們就認識到「不要損人利己」、「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別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
上」等普世價值。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誰還敢坦
然要求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甚至為自己可有
可無的利益而犧牲？從這最樸實的角度出發，確實
難以想像為何還會有人被犧牲，甚至有人膽敢公然
要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但是，福島核電廠的
慘劇卻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被犧牲的一群人。而看著
福島，很容易想起台灣……
人類的知識，不，人類的存在本身，即帶有光明
與黑暗兩面。在這個晦暗中必須力求光明，是製造
出黑暗的我們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福島出生的高橋哲哉教授專程來台，邀請全台公民
來對話，讓我們來思考國家暴力如何創造它的犧牲
體系，讓台灣反核運動與後殖民的思考與東亞問題
對話。

《台灣民族建國論－與史明相遇在聖山》
台北．高雄發表會
時間：11月15日（六）下午18:30-20:30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3樓
台大校友會舘3A室
主講：史明老先生
時間：11月16日（日）下午01:00-03:00
地點：高雄市五福三路151號高雄市天主教玫瑰堂
主講：史明老先生
史明前輩，一生中，皆以冒險患難的精神，追求
人類真正的理想國，他不計代價，探求人生價值的
方式，不是用誦經、禮佛、信教或宗教修煉，他很
務實的用生命，來跨越自我修養的潛修課程，檢視
生命的世界，實踐真正修行的大愛，用敏銳的觀察
和身體力行，去感受政治最殘暴的一面。沒有刻意
做作，沒有虛偽假相，秉持大愛的內在，看穿政客
們奪權的政治大屠殺；血淋淋…..醜惡地獄，冰火
煉獄，邪惡的政治謀殺，不斷在他的身邊出現，為
了追求台灣人生存之道；看清國民黨的騙術，也看
破共產黨邪惡本質，其不辭辛勞說教，只想為台灣
找真正的活路。
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很高，得到了政權，卻只
會殺人，坑無知的人民，手段兇殘至極，無辜中國
人死亡之多，乃全世界之冠。國民黨在中國想學西
方的民主建國，卻造成貪污妖孽殃民的醜陋政權。
史明現在找到根本救台的方式，就是昇華全民建國
教育，用台灣民族主義來喚醒台灣人失去的靈魂。

2014/11/06(四)

NO.145
NO.132
NO.143
NO.146
NO.147

P-13P-15P-12P-14-

活動訊息 Events
[ 柯文哲競選總部-公民廣場 ]節目單

2014年海台會11月文學台灣研討會

活動名稱：鷂婆(客家愛藝風情)
活動時間：11月14日(五)19:00~20:00
活動內容：來點客家風味，享受愛藝風情
活動名稱：即興演出
活動時間：11月15日(六)14:00~16:00
活動內容：幸福有感劇團將大顯身手
活動名稱：紀錄片—刪海經
活動時間：11月15日(六)16:00~18:30
活動內容：金門后豐港填海造港過程如何影響當地生活
活動名稱：魔術表演
活動時間：11月15日(六)19:30~20:00
活動內容：變化莫測、驚艷您的視野
活動名稱：印象派鉛筆
活動時間：11月15日(六)20:30~21:30
活動內容：清新的現代民謠帶給你秋夜的印象歡愉
活動名稱：咖啡教學
活動時間：11月16日(日)14:30~16:30
活動內容：秋日的午後，教你做出香醇濃郁的咖啡
周一至周五下午三點半還有午後音樂會喔!
週一至週日，每天8：30-22：00，歡迎一起來談談
你的想法、聊聊你的願景，一起擘劃台北市的未來
藍圖。
電話：(02)2562-5959 地址：台北市吉林路24號

會程：

時間：
11月19日(拜三下晡2點)
地 點：台中市民生北路91號(向上教會)
部分內容：
(歡迎蒞臨11月研討會現場，共同探討臺語四字詞)
▲掠龜走鱉。(liah8-ku1 tsau2-pih4)。
▲掠鬼掠怪。(liah8-kui2-liah8-kuai3)。
▲佛公掠童。(hut8-kong1 liah8-tang5)。
▲掠着勢面。(liah8-tioh8 se3-bin7)。
▲跕腳匿手。(liam1-kha1-bih4-tshiu2)。
▲腳骨斂力。(kha1-kut4 liam2-lat8)。
▲臭腳鼻臁。(tshau3 kha1-phinn7-liam5)。
▲歡迎上網【海台會】參觀 www.haitai.org=>學會
資訊。
【海台會】係台中市海洋台語文研究學會簡稱以研
究臺灣語文為主軸，致力推廣、發揚語言之美，定
期舉辦研討會，並與學術界充分交流，廣納百家之
言。
林紹良 (行動電話：0920-498095)
網 址：www.haitai.org
電子批：haitai.org@msa.hinet.net

台灣電影《太陽・不遠》紀錄片
播映日期：11月15日(週六)下午3：00～4：00開演
團體票價：200元
播映地點：欣欣秀泰影城（台北市林森北路247號）
請支持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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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文啟事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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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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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論壇

歡迎來稿談論台灣事，關心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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