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值得懷念的Tosi,  紀念梁敏雄先生                    莊承業 

 
 Tosi，你突然走了，但是你並沒有離開阮。你帶去了真多人的悲傷，不過你留下來的是

真美的回憶和懷念。 

 

 翻開一九七五年九月份的「休士頓鄉訊」，裡面有一條合作社的消息，「每禮拜天下午二

點到四點，合作社佇東方酒舖 (5225 Bissonnet) 開始營業」，這是初期佮Tosi，來往的開始。合 

作社是六月十四日開業，需要擴大宣傳，吸收游資。當時經營「東方酒舖」的同鄉是郭鐘樑、林

振榮和Tosi，因為尹的好意，提供場所給合作社，理事輪流值班，大家士氣高昂。印象中，這個

不是辦公室的辦公室至少維持一年以上。等到合作社資產達到四萬元，可以順利貸款新車四千元

時卡結束。「東方酒舖」對初期合作社的經營有真大的貢獻，利用這個機會表示感激。一九七八

、七九年Tosi加入合作社的徵信會，負責審查貸款事項。過二、三年後，Tosi順利申請得聯邦政

府的「小型商業貸款公司」，聯邦政府以一比一的比例撥款投資。當時，我真欣慕他的成就。真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九八四、八五年休士頓房地產大破產，公司只有關門。 

 

 Tosi的交遊非常闊，他常常講起猶太人的生意經。譬如講，猶太人經常佮猶太人做生意

，既使價格比別人貴，也無所謂。猶太人的銀行界眼光深遠，經常幾間銀行撐起一個大型的企業

，慢慢由上游的企業培養下游的企業，環環相扣。猶太人精於經營餐館事業，因為餐館業可以飼

真多人。難能可貴的是猶太人的商界設立一個創業基金，無利息借給創業的猶太人，這是擴充各

行各業的幕後推手。因為猶太人有眼光，組織好，肯合作；自然雄霸美國的商界。 

 

 讓我十分欽佩的是他佇二零零四年起加入同鄉會理事會服務同鄉。以往舉辦示威活動時

，常常是我一個人去市政府申請使用擴音器的執照，這個跑腿就由他接替。二零零五年Tosi擔任

休士頓同鄉會的會長時，他將會長的職務排第一優先，全心全力投入會務，他自己的頭路排第二

。三月中旬以後，同鄉會佮台獨聯盟發動示威各一次，對中國通過「反分裂法」表達抗議，Tosi

是站得第一線指揮。七月底台灣的紅不讓隊和台中縣隊來休士頓參加「世界盲棒比賽」，這是T

osi服務熱誠的最高峰。五月起陪他拜訪休士頓盲棒隊的隊長，參加慈濟會的會議協調工作分配

等等，他實在是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十天全天候奉陪兩隊的隊員外，他親自開車載隊員去聖安東

尼遊覽。他的服務精神是值得欽佩。十二月去台灣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的年會。他馬不停蹄

的去Florida參加二零零六年一月初的台獨聯盟盟員大會會議，他被選擔任中央委員兼秘書長。這

二、三年來他為鄉會奉獻的精神及時間，給大家留下來深刻的印象。十月十五日告別式，有二、

三百位同鄉瞻仰他的遺容，來表達對他的感謝。 

 

 Tosi是一位好講故事的人，經常可以聽到他的江湖小事，非常有趣味性。二、三十冬的

作伙，不曾聽到他的怨嘆和批評，非常隨和的人。Tosi！你離開了，但是他的笑容和服務精神永

遠留佇台灣人的社區內面. (11-2006) 

 

 

 

 



 



休士頓同鄉聲援台灣入聯        台灣公論報 9-28-2007 

 

 

 

【圖與文‧莊承業】休士頓地區的同鄉一個多月前就開始籌備到中國領事館前 

進行“UN  FOR Taiwan” 

的示威活動，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有二十多位同鄉在台灣人活動中心開會，先後由郭正光和

李席舟報告有關示威的準備工作，這一次僑教中心。專門設計一面長旗，提供示威者使用 

九月十四日禮拜五下午四點過後，同鄉們就開始聚集，在中國領事館前和對面的人行道上

一字排開。五點時就有四部警車出現，筆者好奇問一位便衣警察，這一次怎麼有四部警車

到現場，他回答說這次示威超過120人以上，治安單位須要特別注意公共安全。由於是下

班時候，往來車輛很多，有一位同鄉開一輛敞篷車，車上坐了四個人，手拿著小旗子，事

後在會場按喇叭轉個四五次，增加不少熱鬧氣氛。 

 

帶隊喊口號是郭正光的拿手好戲，他不但聲音宏亮、精力充沛，同時花樣也多。 

“UN FOR TAIWAN”，“ONE TAIWAN ONE CHINA” 

的聲音都衝進到中國領事館內。有幾位中文報紙的記者到現場採訪，大紀元時報記者王詳

則採訪了許勝弘牧師，示威在六點結束。 

  



25.       休士頓人權會的回顧                   莊承業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Houston Chapter) 

 

每年十二月十日是人權紀念日，世界各國的人權團体都選擇這個時間來辦理

有關人權的紀念活動。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會長王明珠選擇十二月六日在休士頓舉

辦今年度的年會，前一次是一九九零年，這是休士頓的同鄉感覺真榮幸的一件事。 

 

二十二年前休士頓地區的同鄉對人權的關懷有相當突出的表現，現在利用這

個机會來回顧當時的大大小小的活動。當時是為了響應前立法委員周清玉女士呼籲

海外同鄉伸出溫暖的手來協助台灣政治受難者的子女教育經費。休士頓地區的同鄉

高文吉、吳真惠、楊朝諭、羅滿蘭 、李雅彥、李文雄、謝貴分等人於一九八六年

七月二十日成立休士頓人權會，重要的工作是募款設立  「政治受難者清寒子女獎

學金」。 頒發獎學金前後有四年，受益的同學由國小到大學總共有五十二位；最

後一次大學生的獎學金是一千五百元，全部發放的獎學金超過美金二萬元。一九九

零年才加入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成為休士頓分會。可惜一九九二年因無人申請，所

以結束業務。下面是這段時間的重要活動： 

 

 吳真惠主持的每年春季和秋季白象義賣 (White Elephant Sale) ，得到真多熱

心同鄉的支持。雖然收入無多，但是同鄉得到很多的快樂。 

 得到休士頓人權會關懷的政治受難者有林樹枝、吳鍾靈、吳文就、楊碧川、 

蔡有全、許曹德、施明德、羅益世、黃華、白雅燦、林宏宣、鄭自才等等。 

團体的有勞支會、台灣公報 (Taiwan Communique) 以及台灣人權促進會。 

 經常捐款的同鄉有一百位左右，蘇宏彥及李雅彥最多，李醫師超過一萬元。 

 5/1989 募得鄭南榕烈士的囝兒鄭竹梅教育基五千元，葉菊蘭女士一千七百    

                  五十元。 

 2/1990 舉辦二二八紀念會。 

 3/1990 莊峻華公佈休士頓四十二位的黑名單同鄉的詳細資料。 

 4/1990 連淑琴女士策劃的義賣畫展，募得八千元。 

 12/1990 舉辦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年會：「台灣人權獎」 得獎人是陳菊女 

              士，「鄭南榕紀念獎」 得獎人是施明德先生。兩人有事無法出席。  

 2/1991 休士頓人權會舉辦餐會歡迎施明德先生和陳菊女士來領獎。 

 3/1991舉辦二二八紀念會。 

 12/1991 今年度「台灣人權獎」得獎人田媽媽孟淑女士來本地演講。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鄭南榕紀念獎」 的得獎人林樹枝先生來本地演講，

本人利用這個机會，編印一本五十頁的「1986-1992 活動記錄」，免費贈送給捐款

人，有興趣的同鄉可以向本人接洽。 

 

最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咱需要做的人權工作還真多；但是最重要的、最大挑戰的是

台灣人的公民權 – 建立一個正常的台灣國。 打拼才會嬴，大家逗陣來打拼。  

(11-2008) 

 

 

 



照片的說明：一九九一年二月休士頓人權會設宴歡迎陳菊女士來領「台灣人權獎」 

 

 

 

 



26. 民主是什麼？什麼是民主？                          莊承業 
  

來美國四十年了，對於「民主」這二個字的認知是不清楚的，常常是表面

化，無法透徹其真諦。 

 

講一句老實話，我對於「民主」這二字的認知真模糊，沒法抓佇重點。這個

現象親像一九九零初期我對開會常識的缺乏，家已不知影。好家在佇參加「乾杯俱

樂部」(Toastmaster Club) 佮「聯合基金會」(The United Way) 的義工訓練後，得到充

分的暸解。同樣的過程，過去六個月有二項代誌的發生，給我有機會對「民主」這

二字有深一層的認識，現在提供出來給大家做參考。 

 

二零零八秋天，因為總統的選舉，共和黨佮民主黨兩方的競爭己經進入「短

兵相接、寸土必爭」的激烈階段。公共電視台常常提供政論性辯論的節目。十月

初，節目主持人邀請一對非籍美國人夫婦，兩人攏是學者；男的代表共和黨、女的

代表民主黨。在各項政策上兩黨的主張不同，所以佇爭論中必然有衝突的言論出

現，但是兩人攏有君子風度，並沒發生感情上對立的言論出現；主要原因是就事論

事。看完後，腦海中一直存在一個疑間；兩個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的人，是按呢有辦

法作伙生活？ 

 

今年是「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二百年忌日，真多雜誌

報紙攏有精彩的文章登出來。目前一般科學家同意達爾文的學說；可惜佇各州的教

育政策上常常發生爭辯，因為站佇基督教的立場「人類」是上帝創造的，不是進化

來的。個人對這個議題並沒清楚的觀念。二月五日 Houston Chronicle 刋登一篇文章

「Darwin and his wife: Can society mirror marriage?」, 引起我的趣味。達爾文年輕時，

就充分表現出他觀察自然的特殊天才。二十二歲時他開始五年的環球觀察旅行。 

轉來英國後，就陸續發表他的「進化論」的論文。這個時陣他己經有一位虔誠基督

徒女朋友 Emma，他暸解他的學說一定衝擊她的宗教信仰，但是 Emma 欣賞他的忠

厚及才華。達爾文三十歲時才結婚，四十三年的家庭生活，一共生了十個子女。他

過身時對 Emma 講「妳是一位賢慧的太太」。同樣的疑間；二個宗教立場不同的

人，有辦法作伙生活四十三年，這是表達什麼信息？ 

 

「民主是什麼？什麼是民主？」這二字「民主」親像各說各的民主，互相沒

關連；如果重親組合「什麽是民主?  民主是什麼?」時，這二字「民主」就比較親

近；互相可以讓步，可以溝通，進一步合作。 我發現「不合作」是台灣人的致命

傷，你同意這個看法嗎？ (2-12-2009) 

 

 

 

 

 



27. 討伐馬英九示威            莊承業   6 June 2009 

 
為了呼應台灣五一七大示威，休士頓地區三個社團；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台美學會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休士頓支部聯合發起示威。佇五月八日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募款餐上正

式公佈；五日十五日(拜五) 下午五點到六點佇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Greenway Plaza) 

前示威。彼日下午四點開始就有同鄉到現場，三面大布條寫着； 

 

馬英九賣國賊、馬英九下台、Condemn Traitor Ma, Jing-Jeou (譴責賣國賊馬英九) 

 

馬英九的重大罪狀介紹如下： 

1. 叛亂罪 

刑法第一零四條:「通謀外國人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他國者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馬區長去年五月上台後，積極規劃使中華民國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

別行政區，所以四項商務協議不經立法院審核；他的企圖很明顯，將台灣跟中國訂的一些

協議和條約變成中國的國內法的一部份。顯然他企圖消減中華民國，這是活生生的叛亂罪

的証據；他是賣國賊。 

 

2. 侮辱國家 

國旗是一個國家最高尊嚴的表徵。二零零八年十月中國代表陳雲林到台灣時，中華

民國的國旗被警察摧毀，而中國的國旗在街上大發揚威。 
 

3. 人權、法治、自由嚴重開倒車 

民進黨執政八年，沒有警察打過人；馬區長上台後，警察可以隨意打人，隨意關閉

商店，台灣變成沒人權，沒法治的國家。五月初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公佈全世界各國自由程度的排名，台灣由去年的第三十二名退到今年的第四十三名。香港

由自由的地區變成不自由地區。這樣下去台灣有一天會變成不自由的國家。 
 

4. 忽視國家主權 

台灣人過去五、六十年的努力，主要的是爭取國際上的地位，目前台灣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可惜馬區長上任後，故意忽略台灣是一個主權的國家，反而自降國格，向中

國投降。以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為例，同意以 Taipei China 的名義取得副會員的身份。此後 

有關世界衛生組織的業務，台灣沒有自主權，完全由中國控制；台灣正式變成中國的一個 

省份或特別行政局。馬區長，你是台灣人的國恨家仇，你是台灣人的敵人，你沒有資格當

領導人物，你應該下台。 

 

此次示威的負責人之一莊承業向中文媒体記者表示「馬區長正在出賣台灣，我們向

他嗆聲，他是一個賣國賊，他應該下台」。示威中常常聽到路過的汽車按喇叭支持。台經

文處處長陳方正於五點二十分到示威現場跟同鄉握手，他說他會反應我們的訴求。這次示

威只有三、四十位同鄉到現場，六點結束示威。除本地各中文媒体報導此次活動外，台灣

的「宏觀電子報」也特別刋出這場示威活動。(6-2009) 

 



 
                           

                      
 

                                    討伐馬英九示威 (05-15-2009) 

  

 

 



28. 「捍衛台灣、國際發聲」休士頓演講會    莊承業 

主講人：金恆煒教授和黃慶林主委 

       由民進黨台北市主委黃慶林帶領訪美團一行四人於七月十七日自台灣出發，成

員包括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教授、市黨部執行長王祟欽、市黨部秘書廖東國。七

月十九日晚佇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一場「捍衛台灣、國際發聲」的演講會。金教授

一開始就提到 2012 年總統選擧是一場民主與極權的決戰，他很肯定說「我們會

羸」；因為馬政權沒有政績，一味討好中國；好像歷史上南宋對峙金人，採取「戰、

守、和」的「和」，意味投降，我們要防備歷史在台灣重演。馬政權贊成漢語拼音，

使用簡体字，編輯中華大辭典，打算在國民黨一百週年(2011)和中國簽定「和平協

議」。2012 年總統選擧是民進黨奪回政權的最佳機會。 

 

  台北市主委黃慶林的講題是「堅持國家─台灣」。他表示去年總統敗選，民進

黨發生內亂，中央黨部領導無方，推動「割扁政策」，造成民怨。他帶領群眾多次

拜訪關在土城看守所的前總统陳水扁，變成「挺扁」的指標性人物。今年來幾次的

大規模街頭運動，民進黨都站在台灣人民這一邊。他們四個人出來是為台灣發聲，

大家一起打拚，名灣是有前途的。 

 

  這場演講會有二百位以上的鄉親來棒場，多次的掌聲給兩位演講者熱烈的鼓勵。

金教授私下表示，這次的聽眾比上一次的人還多，他很滿意。 

後記：金恆煒教授等四位來賓在休士頓停留三天，曾参觀過猶太人的 Holocaust 

Museum，明湖的太空中心，觀賞自然科學博物舘的 IMAX。到 Tastes of Texas 品嘗

德州風味的牛排，跟阿扁的相片合照。金恆煒教授在 Newark 機場遺失的行李袋找

到了，裡面的現金可能不見了。此次演講會的總收入是$5.125，支出$2,049，淨收

入$3,076，支票己寄給民進黨美西黨部。最後我要感謝許多熱心同鄉的支持，以及

十多位義工的協助，特別感謝的是胡勝博夫婦提供他們四人的住宿，所以這場演講

會才能圓滿結束。(7-19-2009) 



 

 

 

上圖：《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先生  

左圖：民進黨台北市主委黃慶林先生 

  

 



 
 

 

29.       箱子外的想法 (Thinking out of Box)                   莊承業 
從金恆煒教授演講會談起 

 

一、前言 

金恆煒教授演講會(7/19/2009)圓滿結束了，感謝二百多位同鄉的支持。可是一些熱心參與

工作的同鄉，被人埋怨，被人批判，被人嚴重誤解，尢其是連淑琴會長和本人；我是主辦人，

我有責任來澄清這些誤解。我知道這次活動是有爭議性，因為大家的看法立場不同。你也許對

這次演講會有一些疑問，同時也聽到一些批判的話，你曾經把這些疑問和批判在腦子裡思考過

嗎？現在我把這個箱子打開，讓我們有一次溝通的機會。 
 

二、疑問 

這次來賓是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黄慶林，執行長王祟欽，秘書廖東國。這個活動應該由

民進黨美南黨部主辦，我同意這個看法。可惜美南黨部向台灣的中央黨部請示時，得到否定的

答覆。根據傳統性箱子內的想法，這個活動就不辦了。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在舊金山發生了；

經過一個半月的連繫溝通，沒有任何社團願意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引起部份舊金山台

灣同鄉强烈的反彈。金恆煒敎授等人竟然沒在舊金山演講，跑到二小時路程外的 Sacramento，

台灣人很少的地方去演講，為什麽？ 
 

如果這次來賓只有民進黨三位幹部，我也沒興趣去辦；可是多了一位受人歡迎，受人尊敬

的金恆煒教授，情况就不一樣了，我採用了箱子外的思考方式。我不應該只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去思考這件事，應該站在廣大同鄉的立場，一定有很多人樂意出錢來聽他的演講，事實證明我

的看法是經得起考驗的。 

 

三、批判 

1. 部分賣票的同鄉是民進黨黨員，我事先沒向她們說明如何應付這些難題；果然在推銷票時，

被一些保持「組織不做，你不應該做」心態同鄉的質問，甚至批判。希望這篇短文能答覆你

的質問。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部分民進黨黨員表示抱歉，所造成的誤會，希望你們能諒解。 

2. 有一位賣票的同鄉向我訴苦，有人罵她，我實在很難過。任何人可以提出任何批判的話，但

是罵人是不是太過份了？ 

3. 同鄉會理事會六月二十日開會的幾天前，我寫伊湄兒給連會長，要求開會時，給我十五分鐘

向理事們解釋同鄉會一起來合辦這次活動，可惜我沒收到回音，所以我沒出席理事會。事後

才知道那天會議場所火藥味很重。連會長是受害人，我被部分理事誤解我沒按照程序做事，

我要利用同鄉會。在這件事上，我知道我並沒做錯事，我事先提出要求向理事會說明，我問

心無愧。我寫這篇短文的目的是讓一般同鄉知道真相，避免誤會繼續擴大。 

 

四、結語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提供住宿的胡勝博，魏月英夫婦；参與賣票的連會長、林翠梅、許碧珠、

陳玉美、鄧玉庭和郭正光；參與工作的義工邱忠男、王梅子、方俊人、顏琇莉夫婦、蘇宏彥、

Helen 江、擔任拍照工作的林美慈和曾恆輝；以及來棒場的民進黨黨員和贈送飲料的同鄉會。 

              (08-2009) 

    



30. 談會議的認識  –   撤消議案、外人進入會場、棄權         莊承業 

  

下面三個問題是經常有人問起： 

第一個問題：會議時，我提出一個議案，大家正在辯論這個議案；我發覺 

                        這個議案不妥當，我如何撤消？ 

第二個問題：開會進行中，有朋友進來，是不是可以請他來參加？  

第三個問題：如何計算 “棄權票” ？ 

 

表面看起來第一及第二個問題是互不相干，其實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

是咱常常會疏忽的所在。 

 

第一個問題：一個議案複議後，主席宣佈開始辯論。這個時候起，這個議案

己經不是個人的議案；是變成「大會的共同財產」 (The property of the 

assembly)。個人己經無法可以隨意撤消。下面是適當的做法： 

 1. 主動議在辯論中的時陣，提案人可以要求撤消 (withdraw)，沒人反對， 

     撤消就過關。如果有人反對時，主席需要執行投票，多數票贊成時就 

     過關；沒通過時，就繼續辯論到投票表決。 

         2. 最簡單的做法，提出「議案 12 (Postpone Indefinitely)」, 出席者就知影提 

             案人無意再談。  

 

第二個問題：一個會議在進行中，突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進來，他不屬於

這個團体，主席如何處理這件代誌？ 如果主席有一個概念，認為這個會議是「大

會的共同財產」時，他有責任徵求大家的意見，是不是容納這個人。大家 投票來

決定是符合 「大會的共同財產」的概念；安全遵照會議程序，是合理的做法。 這

是一件對「事」不對「人」的適當處理方式。增加對會議的認識，可以減少紛爭和

誤會。 

第三個問題：對棄權 (Abstention) 的三點認識。 

            1   維護投票人保持中立的權利為原則。 

2.  若無特別規定，棄權等於沒有投票（Abstention equals non-voting) 。  

3   若無特別規定，任何議案的最後決定以現場有投票者的多數 

     為準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AND VOTING are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s on all Points of Order)。 

棄權票的計算準則: 

 1.  一般議案：若無特別規定，棄權等於沒投票所以不算有效票。舉 

      例說，有二十五人投票，其中贊成者五，反對者三，棄權者十七； 

      計票：有效投票是八，五票贊成，三票反對。贊成票過半，議案通過。 

 2.  重要議案：若明文規定議案的通過「必須在場人數一半以上贊成」   

    （MAJORITY OF MEMBERS PRESENT）時，棄權等於投反對票。以 

      前例為準，五票贊成，沒超過在場人數之一半，所以議案沒通過。 

 

對於重要的議案，章程內有需要明文規定議案通過的計算準則。 (11/1/2009)      

 



 

31. 吳國棟休城演講點滴  台灣公論報  2-23-2010 

【圖與文‧莊承業】 

 

FAPA南德州分會2010年2月14日佇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今年度的募款餐會，邀請到

「台灣尚大棟 」、台灣「大話新聞」的政論家吳國棟先生來做一場精彩的演講, 

三百餘鄉親領受得他親和的魅力。他可能有練氣功，所以演講時中氣十足、加上他的演講

有持別的風格:感受、直講、幽默。前後一點半鐘的演講攏無冷場。他的第一句話是「今

晚來參加的阿嬤最老的有幾歲？」，「 九十二歲「」 【見圖】，他馬上講出 「我愛妳」 

。短短的一句話充分表現出他的性格佮演講的風格；感受、直講、幽默。「什麼是台灣人 

的價值觀」?  他認為是正直、勇 敢、公義。公義的內涵是公道、是非分明。 

 

七冬來參與台灣的政治論述，他對台灣人的信心一直沒變，尤其這一、二冬來，台灣的婦

仁人包括阿嬤和女兒攏站出來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這是一個好的現象，婦女是未來選舉

的主力。 



最近暴露中油公司的油價包含不正常的基金八塊元，這是沒公義的代誌，咱要發聲抗議；

雖然油價有降，咱要繼續嗆聲，一直到不正常的基金退出油價的成份為止。 

馬英九做台北市長時，他欠健保局三百四十億，他想要用公家的預算來補貼，這是無公義

的代誌，他要發聲反對，給全國的人暸解有真相，可見馬是一個政治騙子。台灣不暸解真

相，所以選出他來做總統，這是不對的。 

 

咱要繼續掘出過去台灣的重大事件；親像二二八事件、陳文成被害、林義雄母女被殺佮鄭

南榕自焚種種事件，將真相講給全國的人聽。過去六十冬，台灣人被壓迫慢慢失去良知，

咱需要喚醒台灣人的良知，台灣卡有前途。 

 

他時常佇選舉時，為民進黨的侯選人站台，參與澎湖縣縣長的選舉，三立委補選時跑三十

幾場。 

 

最近每一場演講的時陣，佇聽眾的身上常常發現奇蹟；台灣人非常迷信奇蹟，相信奇蹟；

其實奇蹟是一種奇妙的感受而己。他講一個例，二冬前「綠豆逗陣工作室」佇龍山寺成立

「聽友會」時，陳師孟、王定宇、佮他本人作伙演講，試探市場；可惜聽眾只有二、三十

人而己，警察又出來舉牌警告，不可做任何的政治演講。佇這個惡劣的情況下，王定宇拿

一個紙箱，向聽眾樂捐，短短的時間內他收了三十餘萬。感受常常是互動造成的；因為他

三個人真心愛台灣，為台灣打拼，聽眾受到感動，大家出錢來贊助。反過來講他三個人感

受聽眾的慷慨，就下決心設立廣播電台，積極推動「撒豆成兵」的大計劃。目前他是「快

樂聯播網」的主持人之一，全國有七個電台聯播。 

 

他提到如何制服敵人的策略「以靜制動」。他講了一個小故事，有一位初出芧蘆的新劍客

非常傲慢，目中無人。有一日一位老劍客向他挑戰，他馬上去請教他的老師；老師提醒他

要注意劍的重量。決戰的日子來了，他舉起重重的劍等待老劍客宣戰，可惜這位老劍客遊

閒坐在地上。新劍客等不及，向老劍客宣戰時，因為劍過重消耗体力，結果他被打敗。 

最後他引用法國總統的一句話「伸手才能拿到物件」，來鼓勵在坐的鄉親。他做結論時講

出，只要台灣派各組織社團合作，2012舉行總統選統時，台灣派絕對有能力打敗中國黨。

「台灣尚大棟」的演講真正真利害，每位聽眾聽加真爽，大家精神百倍，繼續合力為台灣

打拼；「撒豆成兵」的日子早日來到，達成咱的願望。(02-2010) 



32. 台灣! 有希望了! 
  

                  莊承業 

 

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主任蔣為文教授，佇六月底來美國休士頓，為了測驗中

心募款，   佇台灣人活動中心做一場非常精彩的演講。講題是「文化釘根才有法度維護台

灣本土政權」。 

 

他講現代是一個分工精密、相當專業化的社會，各行各業都有專門機構來檢定專業

人才：  譬如醫師、 律師、會計師及工程師等等。   

 

然後他進入主題【語言能力的測驗】；譬如講台灣來美國留學時，需要考 TOEFL 。 

至於語言本身的測驗更加需要，佇台灣，目前有華語文能力測驗、客語能力認證、原住民

族語語言能力認證；分別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等三個機構負責。獨獨沒台語認證， 除了 2002 年教育部臨時辦過一遍台語認證之外，並

沒全國性的台語認證考試。2009 年 11 月台南等 13 縣市聯合委託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

中心辦理台語檢定，這是一次成功的檢定。雖然教育部今年編預算給三個委員會，可惜沒

預算給台語認證，但是台灣語文測驗中心決定今年七月開辦「全民台語認證」，以後每年

一月佮七月定期辦理，永續發展台語文。國民黨有意消滅台語，這是鐵證。 

 

接下去，他用一點鐘的時間，說明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成功發展出自己的語言

糸統，完完全全脫離中國語文。目前測驗中心使用是羅馬字系統；不但好學習，容易佮英

語接軌，外國人會真容易學台語。語言的改變常常是數百年的大工程，希望測驗中心會活

到 2012，到時陣台灣人拿回政權後，督促政府，大大推廣台語文，有一日徹底擺脫中國

語文，建立新的台灣語文。 

 

語文是文化的根，認同自已文化的根，才會建立自己的國家。台灣各地台語文社團

真儕，大家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經常樂捐給台灣語文測驗中心。早一天台灣語文取代中

國語文變是主流的語文。台灣！有希望了！(7-6-2010) 

 

(作者是退休的台美人) 



33. 三女俠轟動休城的演講報導 

報導「二二八紀念會」 

 

莊承業 

 

今年 (2011)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為了舉辧「二二八紀念會」，委託台獨聯盟

休士頓支部物色演講人選，結果邀請到三位年輕的女俠。這次三位講員的特色有三

點：第一是二二八大屠殺後出生的年輕的女性、 第二是演講內容是獨持的、吸引

人的、 第三是這三位都是傑出的草根工作人員。 

 

「二二八紀念會」佇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開始。 第一位講員是陳姿憓博

士， 2010 年秋天，她得到亞利桑納州立大學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博

士。她佇求學時，就加入台獨聯盟；四、五年前擔任學生部負責人，從事學生串聯

的草根工作。她也是亞太台灣研究社的活躍社員，研究台灣議題，同時推銷台灣文

化。 

 

她的講題是＜從 228 的女人講起＞。佇研究「二二八大屠殺」的文獻中，很

少人注意到受害者的眷屬或子女五十年久、甚至六十年久悲慘的後半生。陳博士從

這個角度切入，她深深體會到親人被屠殺後，女人的「二二八」才開始。她收集這

些受害者的痛苦經驗；譬如目賭現場的暴行尋屍、忍著心中的悲痛、別人異樣的眼

光撐起家計、引發精神病、被視為「剋失」等等。但是她們展現台灣女人靭性與堅

毅的一面；在痛苦中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或是擦乾眼淚積極的發展志趣，但她們

的名字，卻鮮少有人知道。她特別介紹四位女性：第一位張玉蟬，她是花蓮張果仁

的妻子。三位醫生張七郎佮他的兒子張宗仁、張果仁同時被槍殺。她在驚惶的生活

中養育囝仔，她不敢把這件慘事講給她的囝仔聽。第二位楊 治，她的先生是吳鴻

麒 (吳伯雄的阿伯)。 她是北一女高中的老師，苦嘗人情冷暖的生活。第三位蔡瑞

月，她是台灣現代舞之母。她的先生是詩人雷石榆，因「二二八大屠殺」一案牽

連，被流放中國。四十年後在中國見面時，雷石榆己經再婚.。第四位阮美珠，台

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的女兒。她成立「二二八事件紀念文物室」以及「阮朝日 

228 紀念館」，表達對她父親的懷念。 

 

在結論的時候，陳姿憓建議大家都能了解台灣的文化與背景，台灣是多元文

化的國家，大家期待以公義、平等的態度，和平相處，建立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第二位講員是陳尹絨女土(客籍) ，出生在苗栗銅鑼山區。目前是「苗栗文化

廣播電台」電台節目主持人、苗栗縣觀光文化解說員。2008 年 在台北迎戰 陳雲林

成為媒體焦點之一。2009 年 參加 March For Taiwan 從費城走到華盛頓 DC，前後八

日。2010 年參加客委會「薪傳師」高級認證及格。同年 March For Taiwan 佇台北街

頭走了七天 (2/22 – 2/28)， 接着是在台北故宮近距離向陳雲林嗆聲的第一人。2011

年 台灣民族同盟評議委員。她的講題是「我看台灣的現狀與未來」。第一，她講

目前的台灣是不公不義的社會。譬如很普遍的黨職兼公職、馬英九和陳水扁犯類似



的案件；馬判無罪，陳判無期徒刑、法官故意判綠不判藍、不公佈台中市翁奇楠槍

殺案錄影帶、不公佈連勝文槍殺記錄，國民黨實在是無法無天。第二，台灣的政策

是偏中，ECFA 傷害中下階層的民眾。惡法的政策造成苗栗大埔農地强制徵收，逼

死一位老婦人。18% 强行過關，偏向軍公教人員，勞工農民得負擔這筆意外的開

銷。國光案的蠻幹，後果由老百姓承擔。第三，她提到從事草根運動真多年，慢慢

建立各地的聯絡網，互相支援。目前的運動口頭語是＜台灣要建國＞，喚醒民眾，

認同台灣。過去民進黨的表現令人失望，她覺得耕耘基層，台灣才有前途。雖然做

得很辛苦，但是心情是愉快，因為她知道她做的事是有意義的。希望透過彼此的亙

動，台灣早日建國。 

 

第三位講員是劉丁妹(客籍) ，她生長在苗栗卓籣窮困的家庭，只受三年國小

教育，因家貧 16 歲時受父母之命被迫與老兵結婚。33 歲那年結束暴力婚姻後，全

心全意投入社會改革運動；擔任基層義工、協助弱勢族群、尤其是婦女受到家庭暴

力等不幸之事，她都主動積極不顧自身安危的奔走解決。2000 年她創辦台灣陽光

婦女協會，曾任第一、二屆理事長。2001 年擔位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兩屆副

會長。現任冤獄賠償金追討促進會會長以及受暴婦女輔導終身義工。她的講題是

「台灣基層的聲音」。因為她長期投入基層工作，深深暸解基層的心聲，她提出四

點；第一點是她經常遭遇的難題，因為台灣目前失業的嚴重性，家暴案件暴增。第

二點國民黨的司法不公，自稱＜法院是我開的＞。從逼害前總统陳水扁全家，一直

到基層的凡夫俗子。她提到淡水的老董之家民宿案件 被虛擬罪狀，該案造成損失

五條人命，相當痛心的慘案。第三點是台灣的領導人，無法團結，造成基層人員無

奈痛苦。第四點是一般人為生活奔走，覺醒自認台灣建國會成功的人不多，有兵無

將，不知何去何從，這是需要大家關注，共同開墾的所在 。 

 

演講後同鄉熱烈的反應 ，尤其是國小三年畢業的劉丁妹，將自己坎坷的生

涯寫了一本書「台灣的查某囝」，感動了很多人。不但十本書被槍光，同時 Q & A 

本來在五點一刻結束，結果欲罷不能，拖到五點三刻。這是一次完全不一樣的「二

二八紀念會」，給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後記: 當晚聚餐時，丁妹又賣了十六本)  

(3-10-2011) 

 



34. 危機就是轉機         莊承業      06-1-2011     寄給台灣的朋友 

 5 月 22 日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來休士頓，做一場演講：題目是＜台灣獨立運動與

國家建構＞。他講得台灣人要終止中華民國体制；建立自己的文化包括小說、電影、文學創

作；建立台灣人的新價值觀等等。迎接新國家的成立。 

5 月 24 日黄春明佇成大演講時，講台語是方言，沒必要用文字表達，以後改為閩南語；

又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場成大台語文副教授蔣為文舉牌抗議，引起爭辯。這二項代誌

的發生，引起我寫這篇文章。 

 WHO 台灣的名稱 

5 月初立委管碧玲揭露 WHO 密件證實，WHO 的文件中，台灣的名稱被列為＜中國的

一省＞，中共和馬英九陰謀做掉台灣主權。以後 WHO 對台灣的援助，要先經過北京的同意，

你覺得合理嗎？咱抗爭有効嗎？嘸。 

 UN 台灣的名稱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清楚指出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the sole and 

legitimate Government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同樣註

明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共在聯合國的席位名稱是 ＜Republic of China＞，  用 ROC 申請加入

聯合國，也沒路用。 

 228 紀念館多一身蔣介石的像 

馬英九利用裝修的机會，將一身蔣介石的像裝入去，包裝成為民主先生。馬英九己經

開始改寫台灣的歷史；萬一中共併吞台灣，一定會改寫台灣的歷史。 

 2011 年後，閩南語代替台語 

              教育部正式公佈，此後各級學校的教科書，一律用閩南語代替台語或台灣話。馬政府 

公開配合中國，消滅台語，他沒資格做台灣總統。這比六十冬前，講台灣話被罸，卡嚴重。 

看得真多壞消息，心肝攏冷落去。但是張教授的演講，看出台灣做建國運動的人，己

經体驗到台灣文化的重要性，這是給咱鼓勵的好消息。舊年蔣為文來休士頓演講時，他詳細

介紹韓國人和越南人，用幾百冬的努力，建立家己的語言，今仔日卡有韓國文化和越南文化。

台灣也需要用苦工，建立台語佮台語文。看得蔣為文佮台語文工作者，作伙打拼經營，心內

有真大的感激。 

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台灣話繼續地講；但是國民黨統治台灣半世紀，新世代的台灣

人有一半袜曉講台灣話，這是真悲哀的代誌。台灣人沒重視家己的語言，親像黄春明，台灣

沒望了。語言是文化的根，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咱需要隨時重視咱的台語、咱的台灣文化。 

              台灣目前的亂像佮危機，主要原因是國民黨用殖民政策；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來

统治台灣，台灣實際上是一個中國的殖民地，台灣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一旦台灣建國成功，

真多亂像自然消失去。咱有機會建立新興的國家嗎?  有!  2012 的立委佮總統的選舉，就是一

個轉機。2012 年 1 月選舉時，大家作伙為台灣打拼，幫助民進黨的立委當選超過國會的半數，

蔡英文順利當選總统，台灣建國就有希望了。 

 

2011 國民黨 一百歲了 

2012 台灣共和國 快出世了     



35.  【撲火飛蛾】    莊承業 

   

【Fireproof Moth】 

作者:  Milo L. Thomberry 唐掊禮牧師 

出版社: Sunbury Press, PA. USA  

出版日期: 2011 年 4 月 23 日 

  

 

這本書是描寫唐掊禮牧師從 1965 年底到台灣傳教，一直到 1971 年 3 月初被國民黨

驅逐出境；前後五冬久冒險性的經歷。你知影彭明敏教授 1971 逃出台灣的來龍去脈嗎？

這本書有詳細的說明。 

 

唐掊禮是一位德國移民的後代，出身牧師的世家；他自稱他有傳教的基因，他接受

上帝的呼召，立志做牧師。本來他想要去中國傳教，可惜當時中國沒欠缺；台灣有空位，

所以他選擇台灣。他是屬「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這個教會佇德州 Fort Worth 設

立海外傳教師的訓練所。受訓期間，教會人土常常强調傳教師的責任是傳教，不得關心或

參與當地的政治。他的專長是英語佮基督教歷史。 

 

他到台灣後，因為教會的關係，真緊就識相彭明敏教授。當時彭教授因為佇 1964

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生活被軟禁，他的行動随時有人注意。 所以佇交談

中，唐搭禮充份暸解國民黨獨裁政府的本質。彭教授請他幫忙，暴露國民黨的惡政給住佇

台灣的美國人知影。他開始私下寫稿或是轉載美國出版的文章，利用台北美國新聞處的印

刷機，少量傳播。進行沒到一年，給情報人員拿得文宣，經過調查，發現特別的紙質和印

刷格式，認定這些文宣是由美國來的。既然這件代誌，引起情報人員的注意，他就停止分

發。 

 

1965 年到 1971 年期間，台灣是佇戒嚴令的統治下，真多人因反政府的言論，被判

政治犯。當時台灣的社會環境下，政治犯的家屬是被歧視、被孤立，生活非常艱苦，無人

願意伸手協助。有一次的機會，他的朋友 Mr. J Harry Haines 講出，他如何偷運金錢，援助

東德的政治犯家屬。這件代誌引起他的趣味。透過朋友的介紹，他發現美國有一個團体名

叫「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專門支援政治犯家屬。他佮彭教授詳細討論細

節，認為可行。1968 年初，他首先佇香港設一個信箱。透過教會人士，出入台灣，傳達

消息，同時私帶美金到台灣。謝聰敏出獄後，全力負責，將金錢送到政治犯家屬的手中。

唐培禮佇書中，時常透露他對謝聰敏的敬佩。這件救援工作，一直維持到他離開台灣以前。 

 



1969 年 1 月起，唐掊禮開始佮朋友積極討論，如何幫助彭教授逃出台灣。有一日

他看報紙時，無意中看到一位東德的政治犯順利逃出東德到西德。原來這位政治犯是用朋

友的護照，改換相片，等逃出後，他的朋友去報失護照。 唐掊禮佮彭教授幾次交換意見，

認為可以如法吃泡製。首先要確定護照的來源，就鎖定日本。透過私人的管道，聯絡得日

本的台灣獨立聯盟。其次是人選，最好是鬍鬚的日本人，他願意冒這個險。真幸運有一位

資深的盟員宗像隆幸肯擔這個担。熱天的時陣，宗像來台灣討論細節，按照全盤計劃，彭

教授化裝成日本的音樂家。1971 年 1 月 3 日彭教授按照計劃順利逃出台灣，這是一個奇

蹟。警備人員不知影彭教授己經離開台灣，繼續領值班費用。 

 

一年後，唐掊禮因為其他案件，被國民黨用 「沒友善的行為」 〔Unfriendly Action〕

為理由，驅逐出境。 2003 年秋天，他佮 29 位外國朋友，接受陳隆志教授創立的「台灣民

主基金會」的邀請去台灣。「台灣民主基金會」特別表揚這三十位外國朋友對台灣民主化

的貢獻。 2008 年秋天，他擱去台灣，參加「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發表 44 周年的紀念

活動。 

 

唐掊禮用小說的方式來描寫這本書，劇情曲折，變化無窮。他時常思考，他所做的

代誌，是不是符合耶穌的志意？他有正義感，他替台灣人所做的每一件代誌攏表現出【撲

火飛蛾】冒險的犧性精神。從唐牧師的角度來看，彭明敏教授、魏廷朝、謝聰敏三個人同

樣有【撲火飛蛾】的精神。讀完後，我非常感動，他對台灣的疼心佮基督徒的正義感。  

 

【撲火飛蛾】的書名是引用下面的話；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American graduate students, missionaries with both ardent view on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a willingness to conduct themselves as if they were fireproof moths〞 

By Thomas P. Shoesmith, countr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U.S. Dept 

of State。 In a communique to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Oscar Armstrong at the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on March 9, 1971 (9-18-2011) 

 

 

 

 

 

 

 

 

 

 



36. 【賽德克 巴萊】(Seediq Bale, Warrior of Rainbow) 影片觀後感      莊承業 

經歷十二年，嚐過無數的苦楚，特別是籌款的困難，導演魏德聖靠着堅定的毅力佮

使命感，完成他的理想；成功拍了「賽德克 巴萊」。「賽德克 巴萊」是賽德克原住民的

語言，意思是「真正的人」。2012 年 4 月 27 日起三 日佇休士頓公演，非常好運，有機會

欣賞這部傑作。 

一 拍片的經過 

台灣過去的歷史有真多暴動，魏導演為什麽要拍這支片 。1996 年有一群花蓮的原

住民為了獵場，去總統府抗爭示威，主要的訴求是「還我土地」。他看到這群原住民的無

奈感，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時，是要回歸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變成當時的頭條新聞；這二個事件都是和土地有關，給他真大的衝擊。經過幾年的思

考佮田野收集資料，他決定下手籌備。2003 年自已獨資二百五十萬，拍一部五分鐘的預

告片，準備籌集資金，結果沒成功 。2007 年有機會拍另外一部電影 「海角七號」，資金

五千萬。2008 年上演，轟動台灣，票房達到 5.3 億元。2009 年 10 月他提起勇氣，從新籌

備資金；先發行 10,000 張的開鏡電影交換券，每券新台幣 599 元。因為「海角七號」的

成功，2010 年得到台灣新聞局的補助，後來中影也投資 3.5 億元。 拍片的時間有 10 個月。

2011 年 9 月 9 日佇台灣正式開演上集「太陽旗」； 9 月 30 日上演下集「彩虹橋」，一共

4 點半鐘。開演三個月後，票房衝到 8.8 億元，打破台灣國產電影的最高記錄， 為電影製

作開創廣闊的大市場。這部電影的資金總共是 7 億元。為了參加「威尼斯國際電影展」，

他的國際版剪短到 2 點半鐘鐘。 

 

二 影片的故事 

這部電影的劇本是採用 1930 年底發生的「霧社事件」為主。台灣的原住民部落是

狩獵為生，各部落因為爭取了獵場，時常發生磨擦、爭鬪。影片開演時，十五歲的莫那魯

道打到一隻熊，「賽德克」原住民全族的人歡天酒地來慶祝。1895 年滿清和日本發生戰

爭，日本勝利，滿清割掉台灣。日本佔領初期受到平地人佮原住民的抵抗，日本人付出真

大的代價。然後日本總督看到山裡豊富的樹林佮礦產時，就積極開發森林，推動皇民化運

動。一方面整頓，另外一方面壓榨原住民；不准男人打獵、不准女人刺面、破壞原住民的

風俗、文化、信仰等等。雖然日本推動的文明建設，給原住民福利，可惜基本上日本人是

歧視原住民。賽德克原住民有一種信仰 － 『生前要為族人犧牲，死後才能經彩虹橋進入

的獵場繼奮鬥。這個意思是得講；生命可以失去，死後進入的獵場才是他們永遠追求的天

堂 』。三十五冬來，莫那魯道看佇眼內，心中的怨恨日日增加。他用彩虹信仰，來鼓勵

少年人，集體對抗日軍。1930 年 10 月 27 日 霧社國校舉行運動會，機會來了，莫那魯道

帶領族人，進入運動會，殺死現場的全部日本入。事後日本總督調動日軍、飛机來撲滅賽



德克原住民。五日的對抗中，殺人的鏡頭是相當恐怖的， 銀幕上是殺氣騰騰，殘不忍睹。

最後吊橋被炸，橋上的勇士全部陣亡。 

 

三 難忘的情節 

整個影片中，有三個情節，深深打動我的心。第一個情節是一位少年人和莫那的對

話。1930 年初一位年輕族內的日本公務人員，跑去看莫那魯道；他說日本人教育咱現代

人的文明，咱現在有學校、有郵局、有雜貨店等等，咱的生活程度大大提高，這不是真好

嗎？你為什麽怨恨日本人呢？莫那魯道真嚴肅回答：『你講的是事實，但是日本人沒尊重

咱、歧視咱、壓榨咱、破壞咱的風俗、文化、信仰。你死後願意去日本人的神社？或是去

彩虹橋那邊的祖靈？』。這位少年人沒回答，帶着矛盾的心情慢慢離開。 

第二個情節是莫那魯道父子的對唱。有一天，佇曝布的溪流邊，莫那魯道獨自坐下

來，回首過去的歲月，三十五冬來，族人所過的生活，心有所感，他開始唱歌了。沒賴久

銀幕出現了他的老父，然後父子二人，就對唱起來。對唱的歌辭： 

子先唱： 啊，真的啊！ 

   我來到這理， 

   我曾英勇守護的山林。 

   真的啊！  是真的！ 

 

父子對唱： 懷念過去的人啊， 

   我來到這裡， 

   我曾英勇守護的山林。 

   這是我們的山唷， 

   這是我們的溪唷， 

   我們是真正的賽德克巴萊。 

   我們在山裡追獵， 

   我們在部落裡分享， 

   我們在溪流裡取水， 

   願我為此献出生命。 

   溪流阿! 不要再吵了， 

   祖靈鳥在唱歌了， 

   請唱首好聽的歌吧！ 

   為我們的族人唱。 

   來自祖靈的歌， 

   願我也献出生命。 

   巨石雷光下， 



   彩虹出現了。 

   一個驕傲的人走來了， 

   是誰如此驕傲啊？ 

   是你的子孫啊！ 

   賽德克巴萊！ 

 

第三個情節是莫那魯道帶領族人對抗大砲、軍機的日軍的末期，佇吊橋上，抱着走

向「彩虹橋那邊的祖靈」的犧牲精神，勇敢向對岸的日軍衡剌時，幾聲砲彈的聲音，吊橋

被炸斷，吊橋上的全部族人墜落溪底。這種犧牲生命的精神，給我連想起鄭南榕烈士的自

焚，無意中目屎就滴出來。 

 

四 台灣「啓示錄」 

看完後，自已一直來探討，魏導演拍這支片的用意是什麼？他要向觀眾傳達什麼信

息？佇娛樂上來講；打鬥的大場面是相當刺激，滿足大多數觀眾的眼福。對台灣人來講，

透過電影來瞭解霧社事件，認識這位英雄莫那魯道。魏導演用這多的時間、心神、財力，

是不是有深一層的涵意?  

 

第一個情節中，暗示台灣目前的處境和 80 冬前的賽德克原住民相似。國民黨的招

牌只有「經濟牌」，不敢講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何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國民黨的底牌「一國二區」，暴露國民黨的中國人意識，未來四冬，將出賣台

灣給中國共產黨。『你死後願意去日本人的神社？或是去彩虹橋那邊的祖靈？』，魏導演

用這二句話向台灣人大聲喊『你是要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或是做福爾摩莎的台灣

人』，選擇的時間到了。 

 

第二個情節中，真明顯表達這部電影的中心思想；『献出生命，守護山林』。魏導

演用這句話，呼籲台灣人，拼生命來保護台灣。 

 

第三個情節中，魏導演鼓勵台灣人用實際的行動、用寶貴的生命，阻擋國民黨出賣

台灣，抵抗霸權中共的侵略，大家做伙來保護台灣。   

 

暸解歷史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不幸的歷史再重演。80 冬前發生的 [霧社事件] ，會

佇台灣重演嗎？這是值得台灣人深深去思考。這部電影是拍給全部台灣人看的。這是一部

台灣「啓示錄」。(05-15-2012) 

 



37. 【建國舵手黄昭堂】讀後感 

 

  台灣民族英雄 - 黄昭堂教授 

莊承業 

今年(2012)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一日，佇達拉斯召開時，會 

中看見一本書【建國舵手黄昭堂】，帶25本轉來休士頓。讀了後，對前主席黄昭堂教授高

尚的人格，廣交人缘的性格，以及一生奉献給台灣的精神，有真深的感動。 

 

這本書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佇今年2月28日出版；主要是黃主席的口逑，由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博士、陳美蓉採訪整理出來。内容是從黄主席出世到台獨聯盟遷台後

的1992年為止。黄主席佇日本的台獨運動有真詳細的說明，真可惜最近20冬發生的代誌，

介紹卡少，但是可以暸解黄主席畢生為台獨運動奉献的精神。 

 

黄主席是1932年佇日治時代的北門郡七股庄出世，他是大漢子。台南一中畢業後，

考入台灣大學的經濟系。做學生的時陣，就開始替無黨無派的省議員候選人助選；當時他

已經認識到國民黨獨裁專制政權的本質，必須推翻，建立台灣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出國前他對他的女朋友講「我去日本留學的目的是要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他的女朋友並

無反對，答應陪他去。1958年秋天去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大學國際関係研究所攻讀碩士，

他的論文是「韓戰時期美國的台灣政策」，1962年通過。1969年拿到東京大學社會學(國

際関係論)博士的學位。1970年秋天擔任聖心女子大學的講師，1975年起轉去東京大學佮

昭和大學教書，一直到1998年退休。黄主席常常對人講『做台獨運動是我的專業、教書是

副業』。他的一生確確實實是如此。 

 

黑名單解除後，他佇1992年11月25日返台歸鄉，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佇台灣做台獨

運動，完全無充足的資源下，困難重重。他扮演的角色，不是衝烽陷陣，只做在野勢力的

整合。1995年被選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主席，一直到2011年11月17日過身為止。他積

極推動草根運動，規模卡大的活動列出如下: 

 

 1998年11月 - 成立「台日安保論壇」，擔任理事長。 

 1999年4月 -  為推動公投運動參加绝食。 

 2001年9月 -  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運動。   

 2002年3月 -  511台灣正名運動共同召集人、 

 2004年2月28日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運動的總指揮。 

 2005年3月 -  參與反中國併吞遊行。 



 2008年12月 -  反黑心顧台灣大遊行的總領隊。 

 2009年2月28日 - 參加「勿忘228」千人靜坐紀念活動。 

 2010年6月 - 反 E C F A 大遊行。 

 2011年2月 - 站出來推薦蔡英文主席為2012年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他是一位手、脚、嘴並行的實踐者；詳細情形，請讀這本書【建國舵手黄昭堂】。給

我最大的敬佩是黄主席的著作；佇這本書最後部份的附錄三「黃昭堂博士著作目錄」；包

括著書、論文、書評、詩、政治外交論說、回想錄、譯文、演講、座談會等等、非常完整

的資料、一共有37頁，可見黄主席的勤寫，著作豐富。黄主席的人生是踏實、多元化、有

意義的。最可貴的是留給台灣人做人的典範佮豐富的人文資料。下面是黄主席背後種種人

生的一小部份： 

 

 高中開始勤練小提琴，大學時代没停止。李登輝總統欣賞過他的演奏。 

 去日本讀碩士的時陣，他的牽手謝蓮治已經生一個囝仔，因為台灣帶出去的錢已經

用完了，他的牽手賣掉0.6克拉克的結婚紀念鑽石，換一台洗衣機，當時的時價是

日幣六萬。 

 日本教授對他口試時，問他為什麽他的日文那樣好；他真輕鬆，回答講"我是勤寫

情書，訓練出來＂。黄主席真有幽默感。 

 黃主席一生没買厝，一直是租厝過日。 

 黃主席的成功是背後有一位賢慧的牽手做後盾，辛辛苦苦裁培三個囝仔，給他全心

全力做台獨運動。成功的男人常常有一位偉大的女性支持；黄主席是一個活跳跳的 

例。 

 他的生活真艱苦，時常向朋友借錢。有一條四十萬的日幣，借了二十冬後，轉去台 

灣卡還清。 

 佇日本的時陣，他是愛飲酒。利用醉茫茫的時陣，宣揚他的台獨思想，同時募款。 

 

1996年3月30日黄主席光臨休士頓，發表一場演講；當天我的日記是這樣寫的「下哺四

點是黃昭堂教授的演講；他是目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總部主席，他的口才好、比喻適當

。一點半鐘的演講，來分析台灣未來的政情；彼的時陣台灣已經產生第一屆民選總統李登

輝先生。六點半去四川飯店聚餐，一共有三十六人參加。家已給他一點點兒有関演講時間

分配的意見，他親像聽没入去。飯後送他去旅館。隔日透早去旅館送行」。 

 

黄主席是一位文武全才的運動者：坐牢、絕食、街頭抗爭、遊說、演講、寫文章、著

作等等。同時也是一位全方位的領導人才。他是台獨運動過程中的一位典範，值得咱學習

、追隨他的脚步、繼讀奮鬥，一定要拼到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07-2012) 



38. 【牽阮的手】 - 台獨的愛情史詩           莊承業 

          這是一部電影紀錄片，導演莊益增，顏蘭權夫婦前後用五冬的時間拍成。影片中勳 

畫佮真人交义出現，時空轉變非常大，給觀眾一種好奇的期待。這部電影主要是描寫田朝

明醫師佮田孟淑女士的愛情故事，加上田醫師夫婦參與台灣近代街頭運動的過程中，從二

二八事件開始到鄭南榕自焚為止，連接起來活活的鏡頭。莊導演夫婦為了收集這多史料，

用掉相當多的金錢和心血。下面是這部電影的主題歌【牽阮的手】主要的歌辭，重覆唱岀

，真有感情的一條歌：   

牽阮的手  淋着小雨 

牽阮的手  跟你脚步 

牽你的手  走咱的路 

牽你的手  不驚艱苦 

 

雖然路途  有風有雨 

我也甘願  受盡苦楚 

希望跟你  白頭偕老 

牽阮的手  走咱的路 

 

2011年11月這部電影佇台灣正式開演，造成真大的轟動。網路上由蔡幸娟唱的【牽阮的手

】，到今仔日2012年10月31日，欣賞的人有超過26萬5千人次，可見這條歌受歡迎的程度

。Google網站上打字【牽阮的手】，就有真多相関的網站值得觀賞。看了這部電影的DVD

後，我有下面四點的感想： 

 

一    田醫師夫婦挑戰傳統的愛情史詩 

        田醫師留學日本，29歲時 (1947) 轉來台灣，佇故鄉台南縣山上鄉開業。田孟淑的老 

爸是日據時代的副庄長，家境富裕。孟淑讀高中生時，為了準備考大學，她老爸聘請田醫

師做她的家教。『近水樓台先得月』，兩個人產生羅曼蒂克的感情，但是田老爸激烈反對

這件婚姻，因為兩人同姓，又相差16歲。1950年代的台灣社會是無法接受這種婚事。孟淑

没讀大學，就與田醫師私奔；過一冬後正式結婚，建立新家庭，開始多姿多彩的人生。這

部分的劇情包括田醫師用「殉情」來表達他對孟淑的愛、早期日文情書的重閱、作伙參與

社會運動、以及後來田媽媽照顧病床上的田爸爸等等劇情，給觀眾留下真深的印象。 

 

二 詳细介紹台灣民主化的道路上，發生的有関台獨的重要的歷史事件 

 

 

 



 

 

 

【牽阮的手】是第一部用影片來介紹真多的「台獨故事」：從二二八事件、彭明敏 

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柳文卿事件、謝聰敏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母女被殺事件、戒

嚴令下的白色恐怖、陳文成事件、鄭南榕自焚事件等等二十項，每一項事件攏給台灣人非

常心疼。我印象卡深的是謝聰敏妹妹謝秀美親身來說明1970年代政治犯的救援工作，她進

一步示範將政治犯資料寫佇纸上，圈成小小的纸條，然後插入橘子内，偷喻地送去日本。

田醫師真勇敢將他的診所變成國際特赦組織人士出入的秘密所在。影片中陳菊說明救援政

治犯的危險佮艱苦。日本的人權工作者三宅清子稱呼陳菊是「台灣人權之母」；看了後卡

知影三宅清子對台灣人權的貢獻。這二位先後攏得到全美台灣人權協會頒發的「人權獎」 

 

三 田醫師夫唱婦隨參與台獨運動的熱情 

 這是這部電影的高潮。每次活動時，只要田醫師夫婦出現，二人用熱情的聲音和手

勢去帶動附近的羣眾。查某人走三、四十冬的街頭、輸人不輸陣坐輪椅參加活動，田媽媽

可能是第一位。田爸爸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平時惦惦没講話，但田媽媽則是非常外向、活

潑且熱情。有幾段劇情表達田醫師夫婦對台獨運動的支持：親像田爸爸有機會陪伴「公論

報」創辦者李萬居先生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一定是受到李萬居先生「不妥協精神」

的影響。還有田媽媽舊地重遊景美看守所，回憶當年隔一層玻璃，用手掌和獄中人的手掌

相合，傳達她的温情佮鼓勵，攏是非常感動人的一個鏡頭。 

 

四 莊導演夫婦别出心血的劇情安排：動畫佮真人輪流出現的鏡頭 

 莊導演利用動畫來描寫過去發生的代誌，常常是帶着悲傷、嚴肅氣氛的鏡頭；但是

真人出現時，通常是喜樂、熱情的場面。電影開始時，朋友替田媽媽開一個72歲生日派對

時，銀幕上的歡喜，人人攏會感受的。動畫中給我印象卡深刻的是田醫師追求田媽媽時，

替田媽媽洗脚的鏡頭。然後前立委田秋堇佇義光教會慢慢講出1980年2月28日透早，她發

見林義雄母女被喑殺的經過；樓梯幾次出現的鏡頭，增加劇情恐怖的感受。莊導演的手法

是佇表達人的真情。 

 

莊導演利用這部影片傳達他個人的價值觀 - 男女愛情的威力佮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思 

想。每一段劇情由現實的人生去配合過去發生的代誌，需要精密的思考和技巧的安排才會

呈現。這是一部給人感動、給人流目屎的好電影。田醫師佇2010年3月18日死去，我對他

一生最大的痛苦：「生的時陣是奴隷，死的時陣也是奴隸」，有真大的震撼。(10-3-2012) 

 

 



39. 誰會嬴最後一哩路？                  莊承業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在 2012 年 12 月 1 日舉辦年度募款餐會時，邀請台灣的聲樂家曾

道雄教授做一場精彩的演講。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才華、肯用心的草根工作者，他的演講

一定感動很多休士頓的同鄉。他講得年初總统選舉時，有超過一千個投票所，民進黨没派

人去監票時，我的心沉落下去。選舉過後一禮拜內，張國城教授批判民進黨時，他也提出

類似的指責，起初自已抱着懷疑的態度，現在相信這是事實。這種現象暴露出，民進黨没

認真去經營基層的工作。站在支持台灣人建國運動的立場上，海外同鄉應該要支持島內的

草根運動，來彌補民進黨的弱點。來積極從事建國運動的鋪路工程。 

 

蔡英文在落選的當天晚上，她演講時，提到台灣人要當家做主的最後一哩路，是最

困難，最需要我們攜手共同奮鬥。因為選前蔡英文的聲勢駕臨馬英九之上，全部海外同鄉

寄於厚望，可惜落選，造成許多人失去信心，甚至絕望。海外的同鄉是有必要去思考如何

參與最後一哩路的策略。我們先觀察台灣和中國目前的一些現象。 

  

一，「台灣民族」在官方文件中出現  

 

        台灣近百年來受到異族的統治，常常造成民眾的無賴感；可是李登輝執政十二年， 

陳水扁八年，已經很成功的播種下可觀的隱性台灣人意識，目前慢慢發酵出來，有一個例

子最近發生。由台灣大學政治系李亞中教授主導下的「兩岸統合學會」，於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召開的「台北會議」，主題是「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邀請幾十位中國

和台灣學者參加。下面是該學會理事長李教授會議結束前，發表總報告的前一段: 

 

今年（2012 年）10 月中旬，一個約七時左右的晚上，一份專門為馬英九做的民意

調查送到了他的手上。這份民意調查報告的第一個問卷題目是：“有人說：‘原住民以外，

大多數台灣人民來自中國大陸，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有人說，‘雖然

很多台灣人民來自中國的移民，但一兩百年來已經發展出獨立的血統和文化，是台灣民族，

而不是中華民族’。請問您比較贊成哪一種說法”？在三個不同的年齡層中，一群受過完

整同心圓史觀教育，年紀在 19 到 29 歲的年青人，他們之中有 27.78%贊同第一種說法，

有 66.67%贊同第二種說法。 

 

「台灣民族」四個字已經正式在官方的文件出現，証明長期來民間使用的「台灣民

族」，是官方不可忽疏的客觀存在，顯然「台灣民族」是對抗「中華民族」的最佳利器。 

 

二，中國的隱性危機 

 

        近三十年來，中國積極開放，全力擴張經濟；終於在 2011 年，變成世界第二經濟强

國，世界各國忙着與中國建立貿易関係。可惜在高度專制下的高度經濟發展，造成中國特

有的隱性危機，呈現國家的不穩定。 



1﹒基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太高  

      基尼係數是 20 世纪初意大利學者吉尼根据勞倫茨曲线  (Lorenz Curve) 所定義的，

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介於 0 和 1 之間。圖中的上線和中線的面積

是 A，中線和下線的面積是 B，基尼係數等於 A/(A+B) 。 基尼係數是國家貧富分配的實際

狀况，每個國家都有此種統計，以便調整財務政策。聯合國有関组織的規定： 

 若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對平均； 

 0.2 - 0.3 表示比較平均； 

 0.3 - 0.4 表示相對合理； 

 0.4 - 0.5 表示收入差距大；這是警戒線 

 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中共官方公佈的基尼係數如下；1996 是 0.375，1997 是 0.379，1998 是 0.386，1999 

是 0.397，2000 是 0.412，已經達到警戒線，此後不再公佈，基尼係數消失十年。2010 年中

國家庭的基尼係數為 0.61，表示社會貧富收入差距過大，會造成社會動盪不安，這是一枚

不定時的炸彈，隨時會爆發。  

台湾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2010 年度台灣基尼係數為 0.345，美國 2011 年度是 0.45。 

2﹒十八大前後的大逃亡風潮 

            根據「新唐人電視台」報導；一年前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調查，發現中央委員當 

中 75%的人有家人移民海外。最近的調查達到 91%，甚至入籍外國的也不少。網路消息來

自美國政府的統計顯示，中國部級以上的官員的第二代中 74.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

這些高官外逃都攜帶大批資金。單單今年 11 月份，北京地區逃亡的高官就有 741 人，進

一步照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的計算，資金外逃達 2,595 億元人民幣(約 412 億美

元)。習近平上台後誓言要偵辦貪官，此後高官外逃和資金外流一定會加據。這種現象說

明中國高官對中國的將來没有信心。 

 

        3﹒日日暴動，千人上街 

 我每天都會看「新唐人電視台」(www.ntdtv.com)的網路消息。由於中共是專制政治，

以高壓對付民眾，加上處處高官嚴重貪污，引起民怨民恨。其次勞資糾紛越來越多，工人

維護自已權利的意識高漲，任何一件不公平的案件發生時，都會造成幾百人、幾千人的抗

爭。中國社科院最近發布的社會藍皮書中，提到每年就有十萬件暴動發生，平均每天有三

十件；以徵地拆遷、環境污染、勞動爭議為多。有一天高官貪污或貧富懸殊會變成全國性

議題的抗爭。 

 

三，堅持是勝利的最佳保証 

 

       有許多同鄉在建國的道路上跑了三、四十年，在最後一哩絕對不可放棄，必須繼續走 

http://www.ntdtv./


。記得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s ,.470-399B.C.) 說過一句話「許多賽跑的失敗，都是失敗在 

在最後的幾步。跑“應跑的路” 已經不容易，“跑到盡頭”當然更困難」。那要怎麼走呢？ 

 
1﹒全力宣傳 

      全力傳送有啓發性或震撼性的文章給親友；以一傳十，以十傳百的速度傳遞信 

息。本文附帶二個圖片；中華民國墓碑和中國共產黨亡。無形的傳播，力量是鉅大的。 

譬如說大多數台灣民眾認為中華民國是亡了，只要時機一到，中華民國就走進歷史，台灣 

共和國就誕生了。 

 

 2﹒盡力捐款 

       實在說從 2008 到 2011，自己並沒有捐款，只是返台投票，這樣是不够的。從 

2013 起，決定捐出固定的金額來協助台灣的草根運動。如果每個人樂意每月捐出 30 元， 

50 元，甚至 100 元；休士頓地區只要有 100 人同意這個想法，願意捐款出來，一年就可

以收集三、四萬元。休士頓的熱心同鄉可以用這個議題來討論，做出一項決議案，共同推

動，來完成最後一哩路的使命。 

 

最後用二句話做為本文的結語： 

 

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言  “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理想而奮鬥。”      
彭明敏教授講過一句話 “咱這代的台灣人真幸運，咱會用咱的雙手建立咱自己的國家。” 

本文刊登於 2013年 1月份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的“台灣鄉訊”          (12-24-2012)           

 

勞倫茨曲線(Lorenz Curve)-中線 

 
圖中橫軸為人口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該部分人的收入佔人口總收入的百分比，三條線各表

示不同情況下後者和前者的比例。上線代表人口收入分配處於绝對平均狀態，中線代表實

際情况，下線代表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由一人獨佔）。中線和上線之間的面積越小，

則收入分配越平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Lorenz-curve1.pn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Lorenz-curve1.png


  

                                             貴州發現的   “中國共產黨亡” 的岩石 

2002 年 6 月，都勻國際攝影博覽會推薦貴州省平塘縣桃坡村掌布河谷風景區為攝影採風

點，原任村支書王國富在清掃景區時，無意中發現一巨形石壁上隱約出現酷似“中國共產

黨亡”六個橫排大字，字體勻稱方整，每字約一尺見方，筆劃突出於石面如浮雕。專家考

察得知天然“藏字石”已有 2.7 億歲。2003 年 8 月，貴州省地質專家認定“藏字石”是約五百

年前從河谷左岸陡崖上墜落下來的一塊巨石，崩塌岩體墜地后，分裂為左右兩塊巨石。

“中國共產黨亡”幾個大字就清晰地顯現在右邊巨石的內側斷裂面上 

    

            中華民國墓碑 

    臺灣人看清楚哦 !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63 年囉 ! 紀念碑在中國的南京 !!!  

                         台灣人要建立台灣共和國，世所少見。九十年代後

期中共官 



    40.  荒蕪沃土的耕耘者 - 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莊承業 

  回顧台灣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在一九八零和一九九零年代，台灣

的反對運動激烈、澎湃，社會民氣旺盛，社會上充滿了希望。可是

2000 年前總統陳水扁上台後，社會運動開始衰微；2008 年中國黨復

辟，社會運動未見興起，變成荒蕪。四年轉眼過去了，馬英九繼續

連任，台灣的前景每况愈下，令人擔憂。我們是不是要自我檢討？

過去四年，我們盡力了嗎？或是我們只抱着希望，按兵不動，期待

福從天降。去年看到一句話「勝利是給予有準備的人」，深受啟發。

我們很多人努力了三、四十年，有些人失望了；有些人繼續向前走，

他們認知未來三年是決定台灣前途的関鍵年。只要更有勇氣、出錢

出力，      堅持地走下去，我們才能有機會迎接勝利的來臨。 

  去年美南夏令會在達拉斯召開時，有機會和「台灣公投護台灣聯

盟促進會」(下稱「公投盟」) 總召集人蔡丁貴教授見面相談，請他

提出方案，台美人樂意協助。去年十一月三日，他組成的「救扁義

勇軍」從台北榮總醫院出發，經東岸到屏東的鵝鑾鼻燈塔，沿西岸，

十二月八日走到台北凱達格蘭大道，環島苦行 36 天，順利完成壯舉。

這個活動展示出他的高度創意、協調機巧、堅持力量、熱愛台灣等

能量，相信許多台灣人會受到感動和鼓勵。隊伍前進時，處處可以

看到「台灣民族」和「台灣獨立」的小旗子。近日特別請他提供

「公投盟」過去四年的活動記錄；長長的十一張記錄，下面是每年

活動的次數給同鄉做參考：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投盟」成立，由當時台灣教授協會

會長蔡丁貴教授擔任總召集人，活動次數五次。 

  二零零九年  活動次數五十次。 

  二零一零年  活動次數二十五次。 

  二零一一年  活動次數四十五次。 

  二零一二年  活動次數六十次，沒包括環島苦行 36 天。     

  從上面的資料看得出「公投盟」氣勢高昂的戰鬥力。在荒蕪己久

的沃土上，從新耕耘，許多嫩芽己經開始露出，等待我們去灑水、

去照顧。「公投盟」平時傳達公民權利的信息給民眾，以十人一組的

型態，結合社會各角落的力量，將來能够形成强而有力的第三勢力，

制衡民進黨的偏中危機。選舉時可以協助民進黨的選務工作，進一

步動員民眾投票。蔡教授是以「愛與非暴力抗爭」的信念去推動街

頭的反抗運動，他來過休士頓二次，部分非常熱心的同鄉私下樂捐。

為了要發揮更大的功能，本地一些積極的同鄉計劃成立「公投盟支



援會」，長期性援助「公投盟」的草根運動，盼望有一日在寶島遍地

開花。我相信休士頓的同鄉一定會全力鼎助，以每年 200 元、500 元、

甚至 1,000 元的樂捐方式來支援這項募款活動。下一次蔡丁貴教授來

休士頓時，我們可以驕傲地歡迎他，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張漂亮的成

績單。 我們只有準備，積極參與，集沙成塔，來實現我們最後一哩

路的建國夢想、來迎接我們最後的勝利。 

同鄉們，在台灣人建國的最後一哩路上，我們不能缺席，大家再度 

 齊步向目標前進吧!  (附二張環島苦行的相片) (1-22-2013) 

 

 

 
          本文刊登於 2013年 2月份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的“台灣鄉訊”  

                        請多多贊助       Mailing Address:    Mr. Phil Yeh 

                                5885 Point West Dr. Ste. 106 

                                                       Houston, TX. 77036 

                                  Paid to Cheng Y Chuang    

                                                                                       



41. 你的人生有幾度?                          莊承業 

你的人生有幾度？180度或360度？  

「許文龍：三百六十度的人生，才是幸福」。這是由陳雅慧二月十四日採訪整理出

來的文章標題。開場白時，許文龍就說：「他的經營之道是追求幸福」，跟一般人追求利

潤不一樣，相信多數的人想要暸解，他對幸福的定義是什麽？他把他的一生分成四個九十

度，一共三百六十度，簡單說明如下： 

 

第一個九十度 營利事業 - 奇美實業公司 

第二個九十度 享受人生 - 接觸大自然、釣魚 

第三個九十度 藝術分享 -  興建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第四個九十度 醫療関懷 -  佳里、柳營的「奇美醫院」 

 

許文龍的生涯是有完整的規劃；懂得賺錢、懂得花錢、懂得享受大自然；這就是他

所講的幸福。那麽凡夫俗子的幸福又是什麽呢？你的人生有幾度？你自己決定了；你有18

0度的人生，你照樣可以得到幸福。嘸够咱可以參考他的幸福涵意。 

 

2012年1月轉去台南，有機會去參觀施工中的「奇美博物館」，建築物的規模比休

士頓的博物館雄徫幾倍。這間博物館的預算是新台幣15億元。開幕後，入場券是免費 

的，住佇台南市的居民有福氣了，尤其是退休的人，可以常常去參觀一流的博物館了。台

南還有一間現代化的建築物「台灣歷史博物館 」，值得參觀。 

 

人的一生都離不了「錢」。去年有一天，自已靜下來，去思考「錢」這個字。這個

議題可以分三個層次來討論： 

 

 賺錢 - 從二十幾歲開始就做工賺錢，一直到六十五歲退休，足足辛苦四十年。收入 

多少，因人而異。收入多的人，比較容易受人欣慕，自己也覺得高人一等，

幸福的機會可能會高一點，但不是絕對的。 

 

 存錢 - 現代人存錢的習慣比較少，賺多少用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無煩無惱過一 

生。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有存錢的人，生活會比較安定，當然幸福的程度

也會比較高。 

 

 用錢 -  用錢是一門大學問，比賺錢和存錢更加要有機巧，更需要經過大腦。一般 



用錢的方式是根據自己的興趣來做選擇，進一步的照個人的價值觀或人生觀

來做決定。退休的人用錢要三思而後行，將錢用佇刀口上，提高錢的增值。

所以用錢是直接表達個人的幸福觀。 

 

假設將人的一生分為「利己人生」和「利他人生」二部份，賺錢和存錢是屬於「利

己人生」，但是用錢時有機會變成「利他人生」。許文龍的生涯是非常平衡的，他的幸福

是高人一等。人生的幸福跟人生有幾度並沒有直接関係。好像說住在台東，終生賣菜的陳

樹菊阿嬷，她的「利己人生」可能只有九十度而己，但是她270度的「利他人生」是發光

發熱，造福社區，她的人生是充滿幸福，她的作為值得咱學習。有些人的人生是六個六十

度，天天忙忙碌碌，自己過得不亦樂乎？幸福嗎？大概是吧！ 

 

我記得有句話這樣說「自己要常常聽聽自已內心的聲音」，內心的聲音是你追求幸

福的指標，你同意嗎？你有空的話，畫一畫自己的人生度數，你可以發現你的幸福在那兒

？ 

你的人生度數裡面有包括關注台灣時，你的幸福會更加充實。 (2-28-2013) 

 

 

 

 

 

 

 



42. 合作社劃下圓滿的句點                                莊承業 

這是一篇難下筆的文章，可是我必須寫出來。彷彿合作社的停業是一項爭議性的決

定，可是本屆理事會願意承擔責任去推動。三十八年前，籌備合作社，順利開幕，今天要

報告合作社停業的前因後果，心情百感交集，我為什麼要做得這麼辛苦？難道是”解鈴人

是繫鈴人”嗎？ 

四月十四日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舉行「社員特別會議」，討論「停業議題」(Liquid

ation)，有將近三百位社員參加，表示社員関心這項議題，這是一個好現象。社員親身經

歷一場活生生的公投活動，雙方各自表達對「停業議題」的看法。有18人表達意見，可是

反對者沒有針對合作社的困境提出有效的改善辦法。合作社目前的困境有三項； 

 

 1. 社員人數嚴重的流失 – 2003年社員1,598；2013年縮減至 1,207。 

 2. 貨款的需求量減少 – 2003年二百七十五萬元；2012年是十六萬五千元。 

 3. 願意擔任理事的人意願降低 - 這是現實的問題。現任全部理事不再續任。 

 

沒有人站起來說他願意承擔合作社的業務，也沒有人說三年後関門比現在好；多數

人圍着分紅不公平，以及有沒有變通辩法等等發言。不過有一個可喜的現象，發言的人都

心平氣和表達個人的意見，充分表現出休士頓台灣人的民主素養。 

 

會議中最强烈，最爭議的話題是紅利分配不公平。根據「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NCUA) 所訂的「Liquidation Policy」中明文規定，紅利的分配是根據理 

事會通過Liquidation議題時，當天 (3/27日)社員的存款作為標準來計算。社員抗議的重點 

是為何紅利分配沒有考慮年資。理事會無法回答，只有依法行事。 

 

外表看起來好好的，又不虧損的合作社，為什麽有停業的動機呢？ Simon Lin 

在會議上所說老年化問題是我們要去面對的；正如方俊人說的，問問自己有幾個人鼓勵自

已的孩子出來當義工？當後繼無人時，該怎麼辦，要等到什麽時候再處理，問題一大推。

維護社員的利益一直是我最関心的，因為社員是合作社的股東，讓股東多賺一點錢是理事

會的責任。「天助人助」是這次停業的最好寫照。美國過去四年的經濟蕭條，造成定期存

款(CD)的利息非常低，合作社沒興趣再去買CD，CD減少了，累積了可觀的現金。其次聯

邦債券也大幅縮減，抛售CD和聯邦債券時，費用就較低，社員的紅利自然增加，這不表

示老天爺在背後當推手嗎？何况末来幾年經濟也不會好轉，大環境處處表示，現在停業是

最適當的時候，社員所得的紅利也會是最高的時候。 

 

  



2012年7月，理事會開始討論停業程序，我非常小心，只要有朋友向我問起合作社

的停業問題時，我絕對閉口不談，為什麽？萬一有社員暸解紅利的分配方法時，存入大筆

的錢，這對其他社員會造成不公平。過去九個月，我的心綁得很緊，怕萬一出錯時，責任

很重大，當然心理壓力也很大。所以開理事會議時，常常提醒其他理事，Liquidation是最

高機密，不可外洩。有數據可以參考，2012年底社員的總存款是二千五百二十萬元，2013

年3月27日是二千三百六十萬元，存款減少。在本屆理事會充分合作下，我們做到了，相

當可貴。到了2013年初，理事會就密集開會，積極推動Liquidation有關事務。三月初聘請

到律師， 做為 Liquidation Agent，全面展開工作，就在三月二十七日月會時， 理事會通過 

Liquidation 議案。 

 

三十八年是一段漫長的時間，社員的協助和支持，職員的盡責，加上義工的奉獻，

讓我們合作社的業務一直成長，變成社員和社區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值得我們珍惜和回憶

。因為辦理停業過程中，給社員帶來許多不便，在此表示萬分的歉意。同時我也要向贊成

理事會提案的303位社員深深表達我内心的感激，也請投反對票的242位社員多多諒解。最

後別忘了二位最辛苦的職員 Lydia 和 Amy，她們全力投入 Liquidation 的工作，三個月後才 

能完成。 Lydia 和 Amy，多謝。 

 

合作社終於劃下圓滿的句點。多謝全体社員。(4-26-2013) 

 

 

 參考資料  2003 – 2013 的數據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社員人數          1,598  1,570  1,500  1,517  1,479  1,450  1,419  1,403  1,345  1,262  1,207 

貸款（百萬）     2.75   2.21    2.17    1.41    1.32    1.42    1.27   1.00    0.56    0.16    0.00 

社員存款             24.0   21.0    19.0     14.4    14.0    15.9   26.2   24.8    25.1    25.2    23.6   

 

 

 

 

 

 



 



43. 路走對了、就不嫌遠                       莊承業 

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參加戴京珠、戴建民的母親戴張進對女士的告別式，整個靈堂，

坐滿了親友，有些人還站在外面。告別式進行時，有一位慈濟女士回憶戴媽媽長期來如何

積極地參與慈濟事工；她說了二句話形容戴媽媽  “路走對了，就不嫌遠” ，來肯定戴媽

媽對慈濟會的付出和奉獻。所以今天有這麼多慈濟人來哀送戴媽媽人生最後的一段路。 

 

回家途中，慢慢去体會這句話深遠的涵義。人生是什麽？人生是包羅萬象；為什麽

會造成包羅萬象？簡單的說人生是有「選擇性！」的。有的人喜歡多姿多彩的人生，有的

人樂於平平淡淡的人生，都是自我選擇。如何選擇對的路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既使是選

對的路，並不表示他的人生一帆風順，可能反而坎坷不平，有些人甚至為了履行他認為對

的理想，最後付出生命。 

 

這二句話“路走對了，就不嫌遠” ，讓我想起一位扮演美國劃時代的人物： 

 

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 – 1882) 是美國著名的思想家和演說家。1776 年

美國脫離英國獨立，可是到了 1835 年，美國的文學界還沉醉於英國文學。他勇敢提岀每

個人是宇宙心靈的化身的主張，強調每個人需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是「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的啟蒙者。1836 年愛默生出版處女作「Nature」，1840 年後，他為了推廣他

的理論思想，就開始到全國各地演講，主要是紐英格蘭(New England)地區。在四十年的演

講生涯裡，他一生演講了 1,500 次的；最多一次他一年演講了 80 場，可見他的用心良苦。

從此新的美國文學開始萌芽、成長、 發揚光大。奠定美國人「個人主義」的思考模式。

下面是他時常掛在嘴邊的三句話： 

 

The purpose of life is not to be happy 

It is to be useful, honorable, to be compassionate 

To have it make some difference that you have lived and live well 

 

人生的目的並不單單在於快樂 

而是在於活得有用、活得尊嚴、活得慈悲 

証明自己實實在在、健健康康地活過 

 

愛默生抱著  “路走對了，就不嫌遠” 的精神，化費四十年的努力，他成功地塑造

了美國的新文化，打好了以後美國變成世界強國的基礎，他的功勞是真偉大的。 

 



最近收到一件郵件，提到宇宙的九大定律，其中有一條是「80/20 定律」。人在達

成目標前 80%的時間和努力，只能獲得 20%的成果，80%的成果在後 20%的時間和努力獲

得。這條定律是適用於台灣人從事建國運動中的思惟。我們過去三、四十年的努力就是

在累積能量，我們終於看到這個能量在 2013 年開始釋放，這一年台灣的公民運動非常

澎湃。最近的一件民調可以証明 80/20 定律，我們的努力開始看到成果。如果這個民調能

够再維持二次，我們是勝利在望了； 

 

ＴＶＢＳ民調中心於十月廿四日至廿八日晚間進行民調，針對兩岸關係，六十

四％台灣民眾認為應維持現狀，廿四％傾向獨立，僅七％傾向統一；當進一步詢問民

眾，若兩岸關係只有一種選擇，高達七十一％民眾希望台灣獨立，僅十八％傾向統一 

，十一％沒有表達意見。七十八％的人自認是台灣人。 

 

今年八月十日陳永興院長來休城，鼓吹認股明年春天發行的「台灣民報」，一般同

鄉認為平版媒體己經過時，很困難經營，而躇躊不前，不敢認股。不過有一點共識是可以

確定的，我們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媒體來凝聚獨派的能量，主導台灣議題，喚醒民眾，帶

動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來打嬴 2014 年的灘頭堡七合一的選戰。個人覺得我們應該全力

支持。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本著“路走對了，就不嫌遠” 的精神 ，做最後 20%的努力，

我們一定會勝利，我們一定會實現台灣人當家做主的願望。（2013 年 12 月份台灣鄉訊） 

 

備註：請瀏覽 www.rwe.org，這個網站收集愛默生的著作，包括 Nature 的全部散文。 

            2005 年以來，己有五百萬人上網。 

  

  

  

 

  

 

  

 

  

 

 

  

 

 

 

 

 

 

http://www.rwe.org，這個網站收集愛默生的著作，包括


44. 鄭南榕烈士殉道 25 週年紀念活動的報導   莊承業 

今年 (2014) 四月七日是烈士鄭南榕自焚殉道 25 週年的紀念日。 

四月六日 (禮拜日) 下午四點半鐘左右，有三十幾位熱心的鄉親聚集佇休士頓的台

灣人活動中心，做伙來追思鄭南榕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做出驚天動地的自焚，

來犧牲家己。活動中心的牆壁上懸掛 11 張”鄭南榕的生與死” 和 1 張”詹益樺生平” 的

海報，很顯目呈現在大家的眼前。首先台獨聯盟休士頓支部前任支部負責人葉世亮介紹這

個活動，他講這個活動已經舉辦二十四年了，咱要學習鄭南榕為了台灣，奉獻自己的精神，

一位值得咱永遠懷念的人。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蔣為志上台後，介紹他第一次認識鄭南榕的經過。他佇清華

大學讀書時，邀請當時的風頭人物前立委朱高正來學校演講。朱立委常常佇開會時，站在

桌上鼓吹廢除萬年國代，一砲而紅，變成大學生的崇拜偶像。沒多久以後，鄭南榕開口罵

朱高正台奸，引起他對鄭南榕的強烈反感。慢慢地大家發覺朱高正只是表演個人秀，開始

認識真正的鄭南榕精神。 

 

筆者講出對鄭南榕的認知。他腦頭裡常常思考三項代誌；如何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

自由、如何推動台灣獨立的活動、如何落實理想佇行動上。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採取最有效

果的行動，因為他的堅持，他用犧牲自己來完成他的理想。1999 年「鄭南榕基金會」成

立，每年舉辦活動；出版刊物和開討論會，繼續來宣揚他的理想。14 年後，就開花結子，

發生了劃時代的「太陽花運動」。筆者相信「鄭南榕基金會」是幕後重要推手之一。最後

講到「太陽花學運」的主角林飛帆，舊年佇鄭南榕殉道 24 週年紀念活動中演講的二句話

「對，擱來，就是我們的事情了！」 ；「我叫作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2013 年

鄭南榕的接班人正式上任。 

  
放映 DVD 「 島嶼天光」 和 「 南榕大道」 前，張哲群先介紹家己。他佇台灣時，

雖然時常注意台灣議題，但是沒正確的觀念。來美國後，住在 Ann Arbor，佇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讀書時，有機會接觸台獨聯盟的盟員，受到啟發，然後加入。「 島嶼天光」是

「太陽花學運」的主題曲，受到青年人的喜愛。今年四月七曰，台南市長賴清德宣佈台南

市政府大樓前二條路改名為「 南榕大道」。這日也是台南市的「言論自由日 」。這二片

DVD 的放映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也是這個活動的最高潮。 

 

幾位同鄉分享他/她們的感想。郭正光記得 25 年前的示威活動時，他做了一面 30 

呎長的抗議布條；謝慶輝講葉菊蘭當交通部長時，向她建議發行鄭南榕郵票；葉錦如佇輔

仁大學上課時，請鄭南榕來補習「邏輯學」，這是轉學到台灣大學的必要課程之一；許勝

弘院長回憶 20 年前和紀元德牧師做伙唱歌來懷念鄭南榕的情境。 



六點活動結束後，大家簽名，寄一張卡片給葉萄蘭女士，表示慰問和感激。 

 

副件 

歌詞：島嶼天光 

 

作詞：楊大正              作曲：楊大正                編曲：滅火器, 阿雞老師 

 

親愛的媽媽 請你毋通煩惱我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 

歹勢啦 愛人啊 袂當陪你去看電影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 

 

天色漸漸光 遮有一陣人 

為了守護咱的夢 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光 已經不再驚惶 

現在就是彼一工 換阮做守護恁的人 

 

已經袂記哩 是第幾工 請毋通煩惱我 

因為阮知影 無行過寒冬 袂有花開的彼一工 

天色漸漸光 天色漸漸光 

已經是更加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一直到希望的光線 照著島嶼每一個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日頭一(足百)上山 就會使轉去啦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一直到希望的光線 照著島嶼每一個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日頭一(足百)上山 就會使轉去啦 

 

現在是彼一工 勇敢的台灣人 

(05-2014) 

 

 2002-2016 期間每年四月七日起二週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懸掛十張海報介绍鄭南榕烈士生平  



 

 



45. 蔡丁貴教授演講的內容              莊承業 

﹙分享公投盟和太陽花學運的互動經過﹚                   

     

     長期佇立法院前蓋棚值班、行動力強、主張非暴力抗爭的「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

進會」（簡稱公投盟），從 3 月 18 日到 4 月 30 日的這段改變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自始

至終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並肩作戰、合作無間、發揮團隊精神，給人真感動和敬佩。 

 

公投盟總召蔡丁貴教授佇 5 月 29 日 (2014) 來休士頓做一場演講，分享公投盟與太

陽花學運互動的經驗。他首先感謝 2013 年休士頓佮洛杉磯同鄉大力的贊助，給公投盟有

氣力支援這次的學運，所以休士頓的同鄉，只要你 2013 年贊助過公投盟，實際上也是這

次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 

 

蔡教授將這次運動分三個階段來說明： 

3/18 - 4/10︰大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抗議反黑箱作業、反服貿協議。稱呼太陽 

                   花學運。 

4/11 - 4/22︰警方驅離公投盟和群眾，引起學生伸張正義，捍衛公投盟的集會遊 

                    行權利。可稱呼是草根公民社會運動。 

4/22 - 4/30︰公投盟及其他社團號召響應林義雄先生禁食的兩大訴求，反核四續建 

                            佮修改公投法門檻，民眾包圍立法院、路過忠孝東路佮林森南路口， 

                             癱瘓交通。這是反核四佮修公投公民權利運動。 

 

然後蔡教授用 Power Point 介紹十幾張太陽花學運期間關鍵性的相片，重點如下：  

 

3 月 18 日晚 9 點，公投盟包圍立法院正門，牽制大部份的警力；學生包圍後門。

深夜時，學生衝破後門，佔領議場，要求公投盟對正門的警力加強壓力，內外合擊，換來

警方不再攻擊的承諾，至此成功佔領立法院。 

 

3 月 23 日佔領行政院行動時，公投盟配合學生進攻後門。24 日凌晨，警方岀動水

車，加上大批武裝警員，強迫驅離在場的學生和群眾，真多人受傷。 

 

3 月 30 日學生不滿江宜樺和馬英九十幾天來鴕鳥式敷衍的態度及警察 324 暴力攻

擊學生，號召五十萬人走上凱道，震撼江馬集團；提高海內外的台灣人建國的士氣。 

 

4 月 10 日學生退場，結束 24 天佔領立法院 (國會)的世界記錄。但是公投盟主張

「議場可讓、廣場死守」，公投盟繼續佔領廣場。 



 

4 月 11 日清晨警方毀約「不驅離的承諾」，對廣場民眾強迫驅離。蔡教授打算用

肉体癱瘓交通，結果身體受傷，送去病院。因為這件事，網友發動 “路過” 中正一分局

行動，替公投盟討回公道。 

 

  4 月 20 日是公投盟佇立法院前蓋棚做基地抗爭的第 2000 天。公投盟是 2008 年 11

月成立，所以前後有五年半的時間。這日由台灣公義行動教會鄭國忠牧師主持一個祈禱會，

同時介紹各旗隊代表，大概有 2000 人參加，百分之 80 以上都是年輕人與學生。 

 

4 月 22 日蔡教授為了搶救林義雄先生，當日早上下大雨，群眾都穿雨衣靜坐，晚

上蔡教授與一些民眾翻過立法院旁之拒馬而被捕。 

 

4 月 29 日清晨警方再一次用水車，強迫驅離中山南北路及忠孝東西路交叉口靜坐

的學生和民眾。 

 

教授透露這次學運的抗爭，出現了許多小台獨，也出現了很多由藍轉綠的台獨，台

獨這個長期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及中國共產黨汙衊的名詞，突然間竟然變成了時髦，鄭南

榕前輩過去空谷足音吶喊的「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句話現在變成學生演講的請安問候語

或是結束的致謝詞。 

 

蔡教授深深体驗到這次學運的洗禮，給許多大學生有機會認同公投盟的主張和活動，

此後和學生團軆合作的空間無限，公投盟也需要調整活動策略。蔡教授講出未來的三個工

作重點： 

 園的演講：透過學生團體的安排，和學生對話，宣揚台灣獨立的思想。 

 下鄉巡迴演講 : 到處宣揚台灣成為一個新興獨立的國家 。   

 創辦音樂季 :  配合本土樂團，全台灣分北、中、南、東等區域，定期舉辦音

樂會，吸引少年人來參加。 

演講會中有一個小插曲，蔡教授知影謝慶輝的女兒 Janet 在台灣的電視台主持節目

後，請他遊說 Janet 公開說出「我主張台灣獨立」，整個大廳爆笑一場。 

 

演講會佇九點半結束，參加的同鄉攏帶著一顆『 希望的心』 離開台灣人活動中心。 

 

這次募款總共收到$7,300。非常感激來參加的 90 位同鄉，以及今年己經捐款的同 

鄉，大家需要繼續贊助公投盟，為台灣的前途盡一點點心力。(05-2014) 

 



46. China Hands Off Taiwan 示威記                 莊承業 

 今年(2015) 十月初,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訪問美國的消息傳出來後,就想到中國領事館

前示威, 表達台灣人的心聲; 撤 1,600 枚飛彈、反對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示威海報的通知一

禮拜前才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貼出來,時間有一點緊湊。 

當天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四點半前到達領事館,蘇宏彥幫忙卸下示威道具,自已先把抗

議傳單從大門底下的隙縫塞進去。鄉親陸續來到,長長的布條「Hands Off Taiwan」,

「Taiwan China Are Two States」,「要和平 要民主 反飛彈」等等全部打開。鄉親每人拿一

張標語。五點左右 Mr. William H Piodela 跟我打招呼, 他是 State Department 的 Special Agent,

只聊了幾句話就走開; 十分鐘後又回來, 他要知道示威的抗議主題和主辦社團, 並瞭解何時

結束。根據以往二次的經驗,示威活動開始時, Special Agent 就走過來跟我聊天,為何此次慢

了半小時;回家後思考這個問題時,自己猜測可能是這樣;以往我都是一禮拜前到市政府申請

Sound Permit,可是這次是前一天下午三點才去申請,可見領事館和警察單位事先完全不知。 

 有一張標語寫著「Honk For Taiwan」, 很多過路的車子就拼命按喇叭, 增加不少熱鬧的氣

氛。世界日報的記者郭宗特別來採訪李席舟,活動報導和照片在九月二十七日同時刊登出

來。不要忘了,媒體的宣傳力是很大的。這次示威活動在五點半結束。下次示威時,請記得

來捧場、來參加。 

最後感謝當天去休士頓中國領事館前參加示威活動的四十位鄉親,特別感謝 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來的廖英博和她的先生,隨行者還有一位貴賓豬頭皮,董事長樂

團團長朱約信。(10-2015) 



 

 



 

 

47. 【從對話到共識】－  張燦鍙博士的演講           莊承業 

張燦鍙博士是二零一六年全美台灣人權協會頒發的「王康陸人權獎」的得獎人。他

佇十二月十日接受頒獎後，從洛杉磯出發開始他的第二次「八千哩路自由長征」，這一次

是坐飛機到美國各大城市拜訪老朋友，同時發表演講他的新書【從對話到共識】，給同鄉

有機會分享他過去十幾冬的心路歷程。 

今年（二零一七）一月八日張博士專程來休士頓拜會鄉親﹐六點到台灣人活動中心

以前，先去 Rice University 參觀他的母校，舊地重遊，讓他回憶五十五冬前的學生生活，

和觀察校園的變化。 

張博士踏入活動中心後，馬上受到黃和義﹑郭鐘樑﹑呂理順﹑吳勝吉﹑謝慶輝﹑莊

勝義﹑郭正光﹑呂劍石等老同鄉的熱烈歡迎﹐有將近百位同鄉参加這場座談會﹐他同時簽

名﹐贈送同鄉四十幾本新書【從對話到共識】。下面是他演講的重要內容： 

張博士一九六一年來萊斯大學深造，一九六五年夏天完成博士論文後﹐就離開休士

頓去洛杉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他擔任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組織部的秘書時，和陳榮

成﹑賴文雄開一隻中古車，展開串聯全美各地台獨熱潮的第一次「八千哩路自由長征」﹐

收集各地熱心人士的名單。他們從洛杉磯出發、先到舊金山﹑鹽湖城﹑丹佛市﹑愛荷華

州﹑明尼蘇達州﹑威斯康辛州﹑南下到芝加哥。然後直飛去波士頓和羅福全會和，二人再

開車經過美東各大城市；費城﹑紐約﹑華府。最後飛到堪薩斯市和陳榮成﹑賴文雄做伙開

車去美中和美南；羅倫斯﹑奧克拉荷馬市﹑達拉斯﹑休士頓。最後由休城開車轉去洛杉

磯﹐前後二個月的寒冬﹐完成艱難的任務。﹙筆者補充：一九七零年前後全美各大城市的

台灣同鄉會和台獨聯盟支部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展開對國民黨三﹑四十年久的全面抗

爭。 

一九六七年張博士定居纽约市﹐一方面在 Copper College 執教﹐另方面積極策劃台

灣獨立運動﹐擔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有十八冬久。一九九一年聯盟遷台被抓﹐受監獄之苦。

一九九七到二零零一年擔任台南市長。卸任後﹐他换了跑道﹐不走政治路線﹐反而積極走

入民間﹐拜訪許多企業家、各行各業和台商﹐探討經濟間題和解決方案。 

 

 

 

 



 

 

 

張博士說台灣因為藍綠嚴重對立﹐常常為反對或是為了選票而反對﹐造成嚴重內

耗﹐經濟不振。這種現象需要改善﹐不然台灣無救﹐所以他願意扮演中間人土﹐協調双

方﹐找出一條可以溝通的途徑。首先他從藍綠比較可以溝通的經濟層面着手﹐他舉辦多次

的經濟座談會﹐並在二零一二年期間提出四次的工作報告﹐針對經濟問題提出諍言。他進

一步參於台商回流的政策討論﹐主張活絡勞力市場﹐制定可行的外勞政策。這是一條漫長

旳道路﹐必須持之以恒﹐放棄藍綠的偏見﹐徹底改善台灣的經濟環境﹐鋪設一條康莊大

道﹐有利於經濟重建。張博士相信有更多的人參於對話﹐有一天就會產生共識﹐為台灣人

的福利共同奮鬥﹐建設一個新台灣。(1-26-2017) 

 

 



48. 真相很重要嗎？             莊承業 

 一件事情的發生、演變和結束通常只有一種真相。可是事情有意外的變故時﹐就会

發生幾種真相﹐每個人的論述就根據他個人認識的真相去發揮﹐讓讀者去判斷。所以能找

出真正的真相就變成很重要﹐不是嗎？ 

 四月份的鄉訊刊登四篇文章描述同鄉會江前會長辭職一事﹐讀完後﹐有一奌霧剎

剎﹐想提供筆者的看法﹐讓讀者有機會去瞭解另一種真相﹐大家可以討論﹐然後確定真實

的真相面目。對爭議性的議題﹐從另一角度去瞭解。 

 進入主題以前﹐想介紹同鄉會的正常運作。一九七０年代初期的同鄉會是採取「會

長制」﹐會長有全權處理一切會務﹐他一個人說了就算了﹐這是建立在「人治觀念」上。

運作幾年後﹐發現這種制度爭議性和危險性都太高﹐所以改用「理事制度」；任何議題要

經過多數理事表決通過後才算﹐也就是建立在「民主觀念」上。這個制度沿用到今天。 

 今年（2017）新理事會上任後﹐我參加過二次理事會議﹐我常常強調會議的二個基

本觀念； 

 1﹒遵守「遊戲規則」–會議程序要按照「會議規範」去進行。 

 2﹒會議過程要「完全透明」(Full Transparency)﹐ 避免「黑箱作業」。 

 

 一般議題上﹐只有理事参與投票﹐會長不投票；除非正反兩方平手﹐會長才投票﹐

所以理事的權力大於會長。會長的重要工作是負責執行通過的議案。萬一有一位會長没遵

照「遊戲規則」﹐我行我素﹐任何理事有權力質間﹐這是一種制衡作用。 

  

 現在言歸正傳﹐我所看到的真相。我參加二月十一日的同鄉會年會﹐聽了江會長說

明﹐她沒完全瞭解同铆會的正常運作﹐自己決定代表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去参加台灣的僑

務委員會的會議﹐她承認自己的過錯﹐這是反方的說明。接着一位理事上台位說明同鄉會

運作過程中﹐除了僑委會會議外﹐分配同鄉參加總統蔡英文的宴會一事﹐理事會也完全不

知情﹐她嚴重違反「遊戲規則」﹐所以理事會要她辭職﹐這是正方的說明。根據「會議規

範」﹐理事會的決定錯誤了嗎？如果是錯誤﹐錯誤在什麽地方？大家可以提出來討論。筆

者認為理事會的決議是正確的。難道我們要回去「人治觀念」的「會長制」嗎？(05-2017) 

 

 

 

 



49.           漫談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的濫觴                       莊承業 

  一九七零年夏天聚居休士頓的台灣人正式成立「休士頓台灣同鄉會」（Houston 

Formosan Club），以聯絡鄉情的活動為主。慢慢地會員人數逐漸增加，開始有人關心故鄉

的事務。一九七五年五舉辦大型的「美國南區民眾大會」，三年後台美斷交前夕，一九七

八年年底又舉辦「美南台灣獨立民眾大會」，場面相當踴躍，此後同鄉會就經常舉辦小型

的政治活動。 

第一次鄒型美南台灣人夏令營是由葉國勢主辦，時間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到十

八日，地奌是 Hilltop Reservoir, 離休士頓三點鐘的路程，參加人數接近一百人。第二年也

在原地舉行，議題是以生活關注為主。此後年年舉辦，只是慢慢地轉變為基督敎活動。 

一九八零年「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郭榮桔會長來休士頓召開世台會年會，接着

一九八二年世台會會長陳唐山也決定在休士頓再辦一次年會，參加人數三百人左右。上面

二場活動都在 Huntsville 的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舉行的，離休士頓一點半鐘的路程。 

 

一九八零年以後，美國各地區經常舉辦夏令會。美南地區起步較慢，逐漸累積經驗

和加强各地同鄉會的連络網，一直等到一九八四年，謝英敏擔任會長時，認為休士頓地區

有足够的人力、財力和熱心同鄉的參與，就正式舉辦第一屆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日期是六

月八日到六月十日，主題是「台灣人應有的信仰與使命」，主講者是黃彰輝、廖述宗、陳

南天，參加人數有三、四百人，地點也是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美南地區是包括休

士頓、達拉斯、奧斯汀、大學城、聖安東尼、紐奧良、巴頓魯治、奧克拉荷馬等城市。一

九八六年後每年都輪流舉辦一次，由休土頓和達拉斯挑重擔，夏令會的活動是經各地同鄉

會協調安排的，最精彩的常常是晚會「台灣之夜」。夏令會的舉辦對於凝聚台灣人意識貢

獻很大。(10-17-2017) 



50.         來! 來! 來! 來寫你自己的故事           莊承業 

         
           感恩節過了!  2017 年已經快接近尾聲了，這是又忙碌、又有收穫的一年。 

 

            上半年忙着收集有關「休士頓台獨運動的故事」的資料，得到一些熱心同鄉的協助 

，剪剪貼貼打打印印六個月，七月完成二百七十頁的稿件。因為要尋找房子，隨後搬家到

奥斯汀，整整忙了三、四個月，暫時擱置出版此書。 

 

          感謝郭正泉，林翠梅夫婦、邱忠男等三人的熱誠，於十一月四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

為我們夫婦舉辦一場「歡送會」。多謝八、九十鄉親來棒場，十幾位同鄉上台唱歌、吟詩、

講話、尤文芳老師贈送的油畫等等，這一切的一切，讓我們內心感到很温暖。過去三 

、四十年的鄉會服務，得到許許多多同鄉的合作、支持和鼓勵，筆者幸運地才能一路安安

穩穏地走過來，心中感到無限的感激。最近一次活動時，一位同鄉說了一句話：「休士頓

是福地福人居」，這句話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休士頓的的確確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

地方，何况又和許多鄉親共渡人生一段美好的時光，要離開實在是依依不捨。利用這個機

會向所有幫助過筆者的鄉親說一聲：「多謝、後會有期」。 

 

            「歡送會」中提出一點構想；仿照芝加哥王文隆博士二年前出版的「台美人西遊足

跡」，來編輯休士頓地區部份台美人的共同回憶；留下故事，讓後代的台美人瞭解這段時

間我們所走過的點點滴滴。 
 

 王博士二年前的這個時候，専程來本地，說明這本台美人故事的编輯用意和過程，

希望本地的同鄉也能出版一本類似的書。這本書「台美人西遊足跡」是由十位住在芝加哥

地區的同鄉集體創作出版的，每個人寫自己的故事，字數一萬字左右；中、英文都可以；

附一，二張相片，底稿整理後，以數位檔案 (Digital File) 寄給網路出版社排版，這是免費

的。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訂購任何數目，再付錢。方便又經濟，值得一試。  

  走過的路，必有足跡。每個人的生涯都是很獨特的，有的人可以自己單獨出版自

傳，但有的人是有困難的，所以提供這個平台，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至少得到九位同鄉的

迴響和支持，以合作的精神發行此書，算是休士頓台美人的共同記憶和共同歷史的一部份。  

2018 年目前設定的重要日期如下，以供參考： 

同鄉會年會：自願登記裁止，超過十名時，抽籤決定十名。不足時，筆者私下接洽。 

2 月 28 日：十位作者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討論相關議題，開始下筆寫作。 

4 月 30 日：決定書名。 

8 月 30 日：各位作者自已打字或請人打字，完成初稿，最後請專人編輯 Digital File。 

9 月 30 日：各位作者過目，同意這本書的編輯，然後送到網路出版社。 

10 月 30 日：知道這本書的價格後，各位作者決定購買的數量，集中訂購。 



感恩節：分發這本書。 

 

許多同鄉都是七、八十歲的人，也可以說邁向「與時間競爭」的最後人生階段。目

前精神和體力都能勝任這些書寫工作，盼望同鄉能够多多考慮，最好能把握時機，留下自

已一點點的人生記錄，加入寫作的行列。有意參與出版此書的同鄉，請在 2018 年同鄉會

年會以前寫信到筆者的電子信箱：chengchuang@yahoo.com。多謝! (1160 字，12-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