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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引言

本手冊提供每個台灣人在追求獨立建國的本手冊提供每個台灣人在追求獨立建國的
全民革命過程中，應該具備的常識。全民革命過程中，應該具備的常識。

本手冊鼓舞台灣人參與全民革命的行動，本手冊鼓舞台灣人參與全民革命的行動，

推翻外來赤藍人的少數統治。推翻外來赤藍人的少數統治。 ((赤藍人赤藍人定義定義
見見本手冊本手冊5.25.2節節))
歡迎海內外台灣人組織複印、分發本手歡迎海內外台灣人組織複印、分發本手
冊，把所有台灣人武裝起來。冊，把所有台灣人武裝起來。

剷除中華民國邪惡體制，剷除中華民國邪惡體制，
是台灣人的權利和使命。是台灣人的權利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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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台灣的危機台灣的危機

1.1. 「赤灣」逆流「赤灣」逆流

2.2. 「台灣問題」的本質「台灣問題」的本質

台灣人應沉著面對當前的危機，認清台灣問台灣人應沉著面對當前的危機，認清台灣問
題的本質，看破馬統幫的買辦心態，瞭解台題的本質，看破馬統幫的買辦心態，瞭解台
灣人被奴隸的歷史，掌握台灣政治、經濟和灣人被奴隸的歷史，掌握台灣政治、經濟和
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台灣民族主義團結各階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台灣民族主義團結各階
層覺醒的台灣人，掃除赤藍人反動勢力，化層覺醒的台灣人，掃除赤藍人反動勢力，化
解台灣的危機為轉機。解台灣的危機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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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赤灣」逆流「赤灣」逆流
馬統幫基於「聯共制台」的買辦思維，馬統幫基於「聯共制台」的買辦思維，20082008年年復復
辟後，加速推動把「台灣鎖在中國」的政策，辟後，加速推動把「台灣鎖在中國」的政策，急急

欲簽署欲簽署ECFAECFA，開放中國企業來台，加上「識正書，開放中國企業來台，加上「識正書
簡」、簡」、兩岸合編中華大辭典、兩岸合編中華大辭典、承認中國學歷等，承認中國學歷等，

導致導致「赤灣「赤灣 」逆流橫行」逆流橫行，，CHAIWAN CHAIWAN 是是TTAIWANAIWAN
被冠上被冠上CHCHinaina的意象，許多大企業都將主力移往的意象，許多大企業都將主力移往
中國，台灣只剩點綴性的研發中心中國，台灣只剩點綴性的研發中心 。國際社會則。國際社會則
瀰漫嚴重的錯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瀰漫嚴重的錯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
且台灣人願意被中國併吞且台灣人願意被中國併吞。。

「赤灣」逆流將把台灣捲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赤灣」逆流將把台灣捲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的
災難災難，經濟災難正在橫行，台灣人必須以防颱的，經濟災難正在橫行，台灣人必須以防颱的

毅力和決心，制止「赤灣」逆流繼續蔓延。毅力和決心，制止「赤灣」逆流繼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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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台灣問題」的本質「台灣問題」的本質

台灣問題的本質有二重點：台灣問題的本質有二重點：
赤藍人企圖維護以族群歧視為基礎的獨裁統赤藍人企圖維護以族群歧視為基礎的獨裁統
治，壓迫多數的台灣人，鞏固其源自過去蔣家治，壓迫多數的台灣人，鞏固其源自過去蔣家
暴力集團時代取得的特權和利益。暴力集團時代取得的特權和利益。

中共統治階級圖謀併吞台灣，長期欺騙、煽動中共統治階級圖謀併吞台灣，長期欺騙、煽動
中國人敵視台灣獨立運動，製造台海緊張，現中國人敵視台灣獨立運動，製造台海緊張，現
在甚至支援赤藍人壓迫台灣人。在甚至支援赤藍人壓迫台灣人。

馬統幫為了壓制台灣人的反抗，以出賣台馬統幫為了壓制台灣人的反抗，以出賣台
灣主權換取中共的支持。然而中共不可能灣主權換取中共的支持。然而中共不可能
坐視馬統幫長久享受特權和利益，必然玩坐視馬統幫長久享受特權和利益，必然玩
弄既聯合又鬥爭，逐步分化赤藍人，逼迫弄既聯合又鬥爭，逐步分化赤藍人，逼迫
馬統幫投降，以實現併吞台灣的妄想。馬統幫投降，以實現併吞台灣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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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華民國」不具合法性「中華民國」不具合法性

1.1. 台灣主權不屬中華民國台灣主權不屬中華民國

2.2. 中華民國是赤藍人的私器中華民國是赤藍人的私器

3.3. 80/2080/20的理論的理論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選舉，是赤藍人為了求助「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選舉，是赤藍人為了求助
美國而不得不擺設的「民主廚窗」。因此他們用美國而不得不擺設的「民主廚窗」。因此他們用
盡一切惡劣手段來維護有利的選舉結果，絕不可盡一切惡劣手段來維護有利的選舉結果，絕不可
能讓台灣有公平、民主的選舉。所以，咱不能因能讓台灣有公平、民主的選舉。所以，咱不能因

為有「總統」選舉而承認為有「總統」選舉而承認 「中華民國」在台灣有「中華民國」在台灣有
合法性，更不能因為「馬總統」是台灣人票選出合法性，更不能因為「馬總統」是台灣人票選出
來的，就認為馬統幫不是外來政權。來的，就認為馬統幫不是外來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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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台灣主權不屬中華民國台灣主權不屬中華民國

19511951年年《《舊金山和約舊金山和約》》中，盟軍強迫日本放中，盟軍強迫日本放
棄台灣的主權，但棄台灣的主權，但刻意不將台灣主權割讓刻意不將台灣主權割讓給給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21952年日本和蔣政權簽署年日本和蔣政權簽署《《台北和約台北和約》》時，時，
已失去台灣的主權，因此，事實上沒有、法已失去台灣的主權，因此，事實上沒有、法
理上也不可能將台灣讓渡給中華民國。理上也不可能將台灣讓渡給中華民國。

19711971年聯合國將中國代表權轉移給中華人民年聯合國將中國代表權轉移給中華人民
共和國，但並不意指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共和國，但並不意指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美國在美國在19791979年之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年之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
國，也簽了國，也簽了《《美中協防條約美中協防條約》》，但並不意指，但並不意指
承認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承認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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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中華民國是赤藍人的私器中華民國是赤藍人的私器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赤藍人流亡殖民台「中華民國」在台灣是赤藍人流亡殖民台
灣的外來邪惡政權，沒有合法性。灣的外來邪惡政權，沒有合法性。

蔣介石及其赤藍人黨羽以屠殺台灣社會領導菁蔣介石及其赤藍人黨羽以屠殺台灣社會領導菁
英來強化其獨裁統治。英來強化其獨裁統治。
蔣經國及其赤藍人黨羽以收攬台籍奴才、走狗蔣經國及其赤藍人黨羽以收攬台籍奴才、走狗
來鞏固其少數外來特權的統治。來鞏固其少數外來特權的統治。
赤藍人藉中國黨以結構性的偷、盜、搶、騙、赤藍人藉中國黨以結構性的偷、盜、搶、騙、
拗來掠奪台灣社會的資源，壯大赤藍人在台灣拗來掠奪台灣社會的資源，壯大赤藍人在台灣
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優勢。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優勢。
赤藍人傾中媚中求取中共撐腰，共同剝奪台灣赤藍人傾中媚中求取中共撐腰，共同剝奪台灣
人的政治和經濟權利，企圖維護其少數人的特人的政治和經濟權利，企圖維護其少數人的特
權和利益。權和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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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80/203.3 80/20的理論的理論

中國黨暴力專制時代，軍隊、警調、特中國黨暴力專制時代，軍隊、警調、特
務、司法和行政人員，都被塑造、訓練成務、司法和行政人員，都被塑造、訓練成
赤藍人的鷹犬，來監視、壓迫台灣人。赤藍人的鷹犬，來監視、壓迫台灣人。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在赤藍人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在赤藍人
的杯葛和破壞下，實質努力尊重自由、民的杯葛和破壞下，實質努力尊重自由、民
主和人權的改革仍有收穫，有主和人權的改革仍有收穫，有20%20%的公職人的公職人
員醒悟而回歸專業和現代社會的規範，鬆員醒悟而回歸專業和現代社會的規範，鬆
動了赤藍人掌握的公權力支柱。動了赤藍人掌握的公權力支柱。

但但仍仍有有80%80%無法改變其壓迫者反動、傲慢的無法改變其壓迫者反動、傲慢的
心態，他們狂熱支持馬英九獨裁，恢復外心態，他們狂熱支持馬英九獨裁，恢復外
來赤藍人全面剝削、壓迫台灣人的時代。來赤藍人全面剝削、壓迫台灣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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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獨立建國革命的模式獨立建國革命的模式

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喚醒台灣人推翻外來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喚醒台灣人推翻外來
赤藍人的統治，追求民族獨立和建國。赤藍人的統治，追求民族獨立和建國。

以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鬥爭理念和行動，以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鬥爭理念和行動，
團結台灣革命力量，爭取社會各階層台灣團結台灣革命力量，爭取社會各階層台灣
人的支持，撼動並拉倒赤藍人的統治支人的支持，撼動並拉倒赤藍人的統治支
柱，創造有利的全民革命環境。柱，創造有利的全民革命環境。

赤藍人的倒行逆施，必然激發年輕人在台赤藍人的倒行逆施，必然激發年輕人在台
北市引爆革命，點燃全台各地的革命烽北市引爆革命，點燃全台各地的革命烽
火，全面解除各地赤藍人及其台籍走狗的火，全面解除各地赤藍人及其台籍走狗的
一切公權力，建立台灣成為新國家。一切公權力，建立台灣成為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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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

1.1. 咱是台灣人咱是台灣人

2.2. 赤藍人非台灣人赤藍人非台灣人

3.3.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4.4. 獨立建國才有出頭天獨立建國才有出頭天

5.5. 重編福爾摩沙的美夢重編福爾摩沙的美夢

民族是一群人經由共同命運和願景而鑄成共同民族是一群人經由共同命運和願景而鑄成共同

社會特質，如此結合而成的總體。社會特質，如此結合而成的總體。
----《《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by Otto Bauer, 1907by Otto Bauer, 1907

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史的產物，身為台灣人，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史的產物，身為台灣人，

咱應了解台灣的過去與未來。咱應了解台灣的過去與未來。 ---- 史明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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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1 咱是台灣人咱是台灣人

凡是長期居住或生長在台灣，認同台灣而且凡是長期居住或生長在台灣，認同台灣而且
願意為台灣打拼成為台灣國民，攏是台灣願意為台灣打拼成為台灣國民，攏是台灣
人。人。

台灣人包括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族台灣人包括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族
群以及所謂的「外省」族群。群以及所謂的「外省」族群。

這些來自不同族群的台灣住民，經過長時期這些來自不同族群的台灣住民，經過長時期
的生活體驗，嚮往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現代的生活體驗，嚮往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現代
社會價值，發展了共同的命運和願景，凝聚社會價值，發展了共同的命運和願景，凝聚
成台灣民族。成台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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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赤藍人非台灣人赤藍人非台灣人

台灣的所謂「外省」族群，事實上都不是中台灣的所謂「外省」族群，事實上都不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因此在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因此在「中華民國」被「中華民國」被
聯合國驅逐而不能代表中國聯合國驅逐而不能代表中國之後，他們不再之後，他們不再
是中國人。然而，其中卻有一部份人至今仍是中國人。然而，其中卻有一部份人至今仍
堅稱自己是中國人，這些人統稱為「堅稱自己是中國人，這些人統稱為「赤藍赤藍
人人」」 ((赤藍是赤藍是ChinaChina台語福佬話之發音台語福佬話之發音)) ，英，英
文則用文則用ChanianChanian，有別於，有別於ChineseChinese 。。

赤藍人是討論台灣政治和社會必要的群體名赤藍人是討論台灣政治和社會必要的群體名
詞，詞，稱他們為「中國人」是邏輯上的錯誤，稱他們為「中國人」是邏輯上的錯誤，
也混亂了台灣民族獨立運動的論述。也混亂了台灣民族獨立運動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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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台灣的領土包括台灣、澎湖及鄰台灣的領土包括台灣、澎湖及鄰
近島嶼：近島嶼：

釣魚台的歸屬應由台灣和日本釣魚台的歸屬應由台灣和日本
談判解決談判解決

金門、馬祖的歸屬應該分別由金門、馬祖的歸屬應該分別由
兩島住民舉行公民投票決定兩島住民舉行公民投票決定

台灣曾歷經荷、西、鄭、清、日和赤藍人的台灣曾歷經荷、西、鄭、清、日和赤藍人的
殖民統治，絕不是所謂的中國神聖領土。殖民統治，絕不是所謂的中國神聖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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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 獨立建國才有出頭天獨立建國才有出頭天

台灣在全世界將近台灣在全世界將近200200個國家當中：土地面積排個國家當中：土地面積排
名約第名約第140140；人口排名；人口排名4545；第；第1616大經濟體；平均大經濟體；平均
國民所得排名國民所得排名2323。。在赤藍人的剝削和腐敗控制在赤藍人的剝削和腐敗控制
下，仍能掙得這樣的成就，証明下，仍能掙得這樣的成就，証明台灣人絕對有台灣人絕對有
能力建立自己的幸福國家。能力建立自己的幸福國家。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即使在赤藍人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即使在赤藍人
不斷的破壞下，台灣無論就經濟發展、民主進不斷的破壞下，台灣無論就經濟發展、民主進
步、自由人權、國家建設效率和民眾幸福感受步、自由人權、國家建設效率和民眾幸福感受
都遠優於兩蔣和當前馬統的主政表現。証明了都遠優於兩蔣和當前馬統的主政表現。証明了
只有台灣人才會為台灣的永續發展著想。只有台灣人才會為台灣的永續發展著想。

只有獨立建國，消滅外來赤藍人的政治壓迫、只有獨立建國，消滅外來赤藍人的政治壓迫、
經濟剝削和文化污染，台灣人才會有出頭天。經濟剝削和文化污染，台灣人才會有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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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重編福爾摩沙的美夢重編福爾摩沙的美夢

現代國家都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價值，透過現代國家都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價值，透過
發展經濟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時還兼顧優質發展經濟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時還兼顧優質
環境、社會福利以及國土的永續發展。環境、社會福利以及國土的永續發展。

台灣人是胸襟廣闊、積極進取具有創造力的現代化台灣人是胸襟廣闊、積極進取具有創造力的現代化
民族，台灣人追求的願景是：民族，台灣人追求的願景是：

•• 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

•• 公平合理的福利社會公平合理的福利社會

•• 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

赤藍人無心也無能為台灣人謀幸福，只有台赤藍人無心也無能為台灣人謀幸福，只有台
灣民族自己才能重塑咱福爾摩沙美麗島。灣民族自己才能重塑咱福爾摩沙美麗島。



1818

66 台灣社會的矛盾台灣社會的矛盾

1.1. 台灣住民的認同矛盾台灣住民的認同矛盾

2.2. 台灣人的社會性格台灣人的社會性格

3.3. 赤藍人的社會性格赤藍人的社會性格

4.4. 台灣社會意識形態的矛盾台灣社會意識形態的矛盾

5.5. 赤藍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勢赤藍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勢

6.6. 赤藍人享受台灣人的勞動成果赤藍人享受台灣人的勞動成果

7.7. 民主人權倒退嚕民主人權倒退嚕

這個「非台灣人」政權（據云其「國家安全會議」成這個「非台灣人」政權（據云其「國家安全會議」成
員乃清一色的「非台灣人」），會拚命守護台灣和台員乃清一色的「非台灣人」），會拚命守護台灣和台

灣人民嗎？灣人民嗎？ ---- 彭明敏彭明敏 9/30/2008 9/30/2008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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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1 台灣住民的認同矛盾台灣住民的認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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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中國 皆宜 不知道

64.6% 11.5% 18.1% 5.8%

20092009年年55月研考會民調：赤藍人人數不到月研考會民調：赤藍人人數不到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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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台灣人的社會性格台灣人的社會性格

台灣人和其他被壓迫人民具有共通的對壓迫者妥台灣人和其他被壓迫人民具有共通的對壓迫者妥
協、順服性格或常被稱為「奴性」，其實協、順服性格或常被稱為「奴性」，其實並沒有並沒有
所謂台灣人特有的奴性。所謂台灣人特有的奴性。

被壓迫者為了避免導致個人或家庭的不幸而怯於被壓迫者為了避免導致個人或家庭的不幸而怯於
反抗，因此，常常會「反抗，因此，常常會「合理化合理化」壓迫者的作為。」壓迫者的作為。

被壓迫人民在民族覺醒的過程中，往往勇於對同被壓迫人民在民族覺醒的過程中，往往勇於對同
樣受壓迫的族群爭取「正義」和「權利」，而導樣受壓迫的族群爭取「正義」和「權利」，而導
至內鬥和不合作。至內鬥和不合作。

歷史上許多被壓迫人民都成功地推翻壓迫者達成歷史上許多被壓迫人民都成功地推翻壓迫者達成
民族解放，因此，掌握正確的方法和時機，台灣民族解放，因此，掌握正確的方法和時機，台灣
人也一樣能夠團結革命力量，推翻外來赤藍人的人也一樣能夠團結革命力量，推翻外來赤藍人的
統治，完成民族解放建立新國家。統治，完成民族解放建立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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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3 赤藍人的社會性格赤藍人的社會性格

赤藍人對台灣人具有統治者的優越感，但赤藍人對台灣人具有統治者的優越感，但
是面對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則顯現其被是面對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則顯現其被
壓迫者的奴性，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壓迫者的奴性，卑躬屈膝自我否定。

具特權的赤藍人，其子女大都是美國人，具特權的赤藍人，其子女大都是美國人，
大都以在台灣的貪瀆所得在外國置產，因大都以在台灣的貪瀆所得在外國置產，因
此，他們對台灣社會已經沒有長遠的打此，他們對台灣社會已經沒有長遠的打
算，只求盡可能繼續用特權營私圖利。算，只求盡可能繼續用特權營私圖利。

赤藍人從來對台灣人軟土深掘，赤藍人從來對台灣人軟土深掘，藉虛構美藉虛構美
化「中國」來壓台灣化「中國」來壓台灣，只有當台灣人不惜，只有當台灣人不惜
尖銳衝突對抗，他們才會退縮。尖銳衝突對抗，他們才會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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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4 台灣社會意識形態的矛盾台灣社會意識形態的矛盾

1.1. 赤藍人傾向右翼威權崇拜赤藍人傾向右翼威權崇拜

2.2. 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

馬統幫復辟後，以傲慢殘酷的手法，企圖摧毀兩位馬統幫復辟後，以傲慢殘酷的手法，企圖摧毀兩位
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所培養的台灣主體意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所培養的台灣主體意
識。他們露骨地迫害陳水扁全家，以「殺雞警猴」識。他們露骨地迫害陳水扁全家，以「殺雞警猴」
宣示藍色恐怖的來臨，要台灣人安份地做他們的奴宣示藍色恐怖的來臨，要台灣人安份地做他們的奴
隸。台灣人心胸再寬擴，絕不會再對赤藍人存有過隸。台灣人心胸再寬擴，絕不會再對赤藍人存有過
度的善意，族群衝突勢必升高。赤藍人和納粹黨一度的善意，族群衝突勢必升高。赤藍人和納粹黨一
樣是族群歧視者，也是製造族群仇恨的兇手。樣是族群歧視者，也是製造族群仇恨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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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6.4.1 赤藍人傾向右翼威權崇拜赤藍人傾向右翼威權崇拜

赤藍人拒絕認同台灣成為台灣人，只有為赤藍人拒絕認同台灣成為台灣人，只有為
了騙選票或詐取信任，才偽稱自己是台灣了騙選票或詐取信任，才偽稱自己是台灣
人。人。

赤藍人展現強烈非理性、傾向傳統支配及赤藍人展現強烈非理性、傾向傳統支配及
右翼威權崇拜的集體取向，和納粹及法西右翼威權崇拜的集體取向，和納粹及法西
斯黨徒屬於同類型。斯黨徒屬於同類型。

赤藍人已失去了「母國」，為了維護他們赤藍人已失去了「母國」，為了維護他們
少數人在台灣的既得利益和優勢，乃以少數人在台灣的既得利益和優勢，乃以
「出賣台灣」向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共統治「出賣台灣」向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共統治
階級靠攏，階級靠攏，妄想藉中共撐腰，來繼續壓妄想藉中共撐腰，來繼續壓
迫、剝削台灣人。迫、剝削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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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6.4.2 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

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具有海洋寬闊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具有海洋寬闊
的心胸，能夠發展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進的心胸，能夠發展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進
步價值。步價值。

台灣人以台灣為自己的國家和子孫安身立台灣人以台灣為自己的國家和子孫安身立
命之地，對台灣社會的繁榮和安定具有願命之地，對台灣社會的繁榮和安定具有願
景和責任感。景和責任感。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人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人
表現了包容赤藍人的誠意，不報復、不記表現了包容赤藍人的誠意，不報復、不記
恨，也不做針對個人的「轉型正義」。恨，也不做針對個人的「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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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5 赤藍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勢赤藍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勢

中國黨不僅以赤藍人主導政治，也強灌中國文中國黨不僅以赤藍人主導政治，也強灌中國文
史地理教育，以確保赤藍人取得優勢的學習條史地理教育，以確保赤藍人取得優勢的學習條
件。件。
北京話不但是官方語言，也是做為升學篩選的北京話不但是官方語言，也是做為升學篩選的
一道媒介，使赤藍人在教育上享有不平等的優一道媒介，使赤藍人在教育上享有不平等的優
勢。勢。
赤藍人大多聚居於都市區，且特別集中於軍、赤藍人大多聚居於都市區，且特別集中於軍、
公家機關與公營企業。其子女所享有的教育補公家機關與公營企業。其子女所享有的教育補
助，有助於降低其教育成本，而提高上大學的助，有助於降低其教育成本，而提高上大學的
機會。機會。

台灣學生被迫講中國話，學、考和台灣文化及生活環台灣學生被迫講中國話，學、考和台灣文化及生活環
境不相關的事務，排除大多數台灣學生的本土優勢。境不相關的事務，排除大多數台灣學生的本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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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赤藍人享受台灣人勞動成果赤藍人享受台灣人勞動成果

赤藍人大都進入軍公教及國營或中國黨黨赤藍人大都進入軍公教及國營或中國黨黨
營企業，相對於一般台灣人，他們屬於高營企業，相對於一般台灣人，他們屬於高
收入群。收入群。

赤藍人制度化地給軍公教階層優惠待遇，赤藍人制度化地給軍公教階層優惠待遇，
如如18%18%的退存利息，子女教育補助費，軍的退存利息，子女教育補助費，軍
人及中小學教師享受免稅，榮民領取高額人及中小學教師享受免稅，榮民領取高額
月退及房舍更新。這一切優惠待遇都是由月退及房舍更新。這一切優惠待遇都是由
台灣人被迫供給，難怪他們無恥地自稱為台灣人被迫供給，難怪他們無恥地自稱為
「「高級外省人高級外省人」」 。。

馬統幫把經濟搞得極端惡化，大部份赤藍馬統幫把經濟搞得極端惡化，大部份赤藍
人仍安享穩定的公職薪資或人仍安享穩定的公職薪資或18%18%厚利。厚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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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 民主人權倒退嚕民主人權倒退嚕

1.1. 中國黨暴力政權復辟中國黨暴力政權復辟

2.2. 馬統幫賣台媚中馬統幫賣台媚中

3.3. 馬統幫將掏空台灣馬統幫將掏空台灣

4.4. 中下階層飽受剝削中下階層飽受剝削

馬統幫復辟近一年，台灣不只新聞自由大倒退，人馬統幫復辟近一年，台灣不只新聞自由大倒退，人
權、民主同樣大失血。美國「自由之家」公布權、民主同樣大失血。美國「自由之家」公布

《《20092009年世界各國新聞自由度調查報告年世界各國新聞自由度調查報告》》，台灣大，台灣大
跌十一名，去年排名亞太第四、全球第三十二名，跌十一名，去年排名亞太第四、全球第三十二名，

今年倒退為亞太第七、全球第四十三名。今年倒退為亞太第七、全球第四十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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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6.7.1 中國黨暴力政權復辟中國黨暴力政權復辟

在公務體系及所屬非「官方」機構排除本在公務體系及所屬非「官方」機構排除本
土意識人才，啟動「土意識人才，啟動「藍色恐怖藍色恐怖」。」。

重樹威權圖像，放任檢調拘押其浮濫心證重樹威權圖像，放任檢調拘押其浮濫心證
的「嫌疑」人，並應時放話供「統媒」醜的「嫌疑」人，並應時放話供「統媒」醜
化、詆毀未經起訴的本土領袖人物。化、詆毀未經起訴的本土領袖人物。

縱容警察濫權攔阻、搜查、驅趕、毆打縱容警察濫權攔阻、搜查、驅趕、毆打
「疑似綠色的群眾」。縱容黑道對台灣人「疑似綠色的群眾」。縱容黑道對台灣人

當街施暴，鼓勵「藍色恐怖」當街施暴，鼓勵「藍色恐怖」 。。

國際媒體和知名學者包括馬英九在哈佛大國際媒體和知名學者包括馬英九在哈佛大
學的老師，公開質疑台灣民主倒退。學的老師，公開質疑台灣民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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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6.7.2 馬統幫賣台媚中馬統幫賣台媚中

不顧將近不顧將近70%70%多數支持台灣獨立，多數支持台灣獨立，否定台灣否定台灣
與中國是「一邊一國」與中國是「一邊一國」 ，把「國與國的特殊，把「國與國的特殊
關係」改稱「地區與地區的特殊關係」關係」改稱「地區與地區的特殊關係」 。。

與中共簽署「四項協議」、在中國之下加入與中共簽署「四項協議」、在中國之下加入
WHAWHA、密商、密商ECFAECFA，將台灣地位等同港澳，，將台灣地位等同港澳，
出賣台灣主權及安全，傷害台灣經濟。出賣台灣主權及安全，傷害台灣經濟。

蘊釀蘊釀與中共在與中共在20122012年連任後正式商談「統年連任後正式商談「統
一」，其實是要求中共助其連任。一」，其實是要求中共助其連任。

馬英九上任不到半年，國際社會認定「台灣馬英九上任不到半年，國際社會認定「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錯誤印象急劇嚴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錯誤印象急劇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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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6.7.3 馬統幫將掏空台灣馬統幫將掏空台灣

台商企業投資中國之上限開放到台商企業投資中國之上限開放到60%60%。。

假救股市、企業紓困之名，以黑箱作業為賣台財假救股市、企業紓困之名，以黑箱作業為賣台財
團減稅，將國庫大量倒入親中國黨賣台企業集團團減稅，將國庫大量倒入親中國黨賣台企業集團
囊中，方便「囊中，方便「錢進中國，債留台灣錢進中國，債留台灣」。」。

擴大內需方案、建設公債案、發放消費券等無不擴大內需方案、建設公債案、發放消費券等無不
舉債，再加上四年四千億「振興經濟新方案」，舉債，再加上四年四千億「振興經濟新方案」，
六個月增加了六個月增加了7,2677,267億元債務。億元債務。

因為過度傾中，美國和日本已經不願將具有敏感因為過度傾中，美國和日本已經不願將具有敏感
性的關鍵技術及產品售予台灣，將嚴重傷害台灣性的關鍵技術及產品售予台灣，將嚴重傷害台灣
未來產業技術的發展。未來產業技術的發展。

瑞士洛桑管理學院瑞士洛桑管理學院(IMD)(IMD)公布公布20092009年世界競爭力排年世界競爭力排
名，台灣排名驟降十名，並再度被中國追趕過名，台灣排名驟降十名，並再度被中國追趕過
去，落後三名。去，落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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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6.7.4 中下階層飽受剝削中下階層飽受剝削

馬統幫巧立名目濫用公帑，從中取利也安頓馬統幫巧立名目濫用公帑，從中取利也安頓
樁腳，因此一再帶動大幅民生物品上漲，以樁腳，因此一再帶動大幅民生物品上漲，以
補充部份供赤藍貪腐集團分贓之財源。補充部份供赤藍貪腐集團分贓之財源。

主計處把主計處把20092009年全年經濟成長率預估值由負年全年經濟成長率預估值由負
2.97%2.97%再下修至負再下修至負4.25%4.25%，是史上最慘。，是史上最慘。

平均國民所得平均國民所得20092009年年預估每人預估每人15,84115,841美元，美元，
較去年減少較去年減少1,2421,242美元。實質所得倒退美元。實質所得倒退1515年。年。

馬統復辟才一年，失業率已攀升到馬統復辟才一年，失業率已攀升到5.825.82％，％，
失業人數失業人數63.363.3萬，萬，失業恐慌繼續蔓延。失業恐慌繼續蔓延。 民進民進
黨民調則直指廣義失業人口超過百萬。黨民調則直指廣義失業人口超過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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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影響台灣革命的外力影響台灣革命的外力

1.1. 美國美國

2.2. 日本日本

3.3.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

4.4. 歐盟及其他民主國家歐盟及其他民主國家

台灣民族獨立的實現，台灣人的鬥爭意志台灣民族獨立的實現，台灣人的鬥爭意志
和力量才是決定性的因素。不過，台灣人和力量才是決定性的因素。不過，台灣人
必須儘力降低外國力量的干涉和反對，爭必須儘力降低外國力量的干涉和反對，爭
取國際社會的理解和支持。取國際社會的理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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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1 美國美國

1.1. 美國在台灣有長遠的利益美國在台灣有長遠的利益

2.2. 爭取美國支持台灣爭取美國支持台灣

以腐敗、欺詐、壓制異議手段來抓住政權不放以腐敗、欺詐、壓制異議手段來抓住政權不放
的務必瞭解：你們是站在歷史潮流的反面。的務必瞭解：你們是站在歷史潮流的反面。

---- ObamaObama 就職演說就職演說

自由之樹需要適時用烈士和暴君的血加以灌自由之樹需要適時用烈士和暴君的血加以灌
溉。溉。 ---- 美國開國元勳美國開國元勳Thomas JeffersonThomas Jeff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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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7.1.1 美國在台灣有長遠的利益美國在台灣有長遠的利益

美國人和台灣人具有共同的尊重自由、民美國人和台灣人具有共同的尊重自由、民
主和人權的價值觀。主和人權的價值觀。

台灣位於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島鏈上，對台灣位於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島鏈上，對
美國有戰略上的長遠利益。美國有戰略上的長遠利益。

台灣高效率的產品加值和製造能力，能為台灣高效率的產品加值和製造能力，能為
美國和日本的先進技術創造更高的價值和美國和日本的先進技術創造更高的價值和
利潤。利潤。

美國和台灣已有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美國和台灣已有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

對台灣安全事務與軍售台灣，美國不須向北京尋對台灣安全事務與軍售台灣，美國不須向北京尋

求諮詢。求諮詢。 ---- AITAIT處長楊甦棣處長楊甦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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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7.1.2 爭取美國支持台灣爭取美國支持台灣
美國目前以拉攏中國做為國際外交手段，中國美國目前以拉攏中國做為國際外交手段，中國
則相當依賴美國市場來繼續發展經濟，雙方都則相當依賴美國市場來繼續發展經濟，雙方都
不希望台灣問題尖銳化到成為改善美、中關係不希望台灣問題尖銳化到成為改善美、中關係
的障礙。美國對台灣的立場以的障礙。美國對台灣的立場以《《台灣關係法台灣關係法》》
為準則，中共目前並沒有能力改變它。為準則，中共目前並沒有能力改變它。

美國憂慮馬統幫過度傾中和民主倒退，引發台美國憂慮馬統幫過度傾中和民主倒退，引發台
灣社會的衝突和不安，給予中共插手的藉口。灣社會的衝突和不安，給予中共插手的藉口。
台灣人要不斷向美國人揭穿馬統幫非台灣人。台灣人要不斷向美國人揭穿馬統幫非台灣人。

台灣人應積極透過在美國的台美人，將台灣人台灣人應積極透過在美國的台美人，將台灣人
的想法和意願充分讓美國行政部門、國會、智的想法和意願充分讓美國行政部門、國會、智
庫、教會、媒體等瞭解，爭取他們的友誼和支庫、教會、媒體等瞭解，爭取他們的友誼和支
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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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2 日本日本

1.1. 日本人和台灣人有共同的利益日本人和台灣人有共同的利益

2.2. 爭取日本的支持爭取日本的支持

「日本已在舊金山和約的第二條放棄對台灣「日本已在舊金山和約的第二條放棄對台灣
的所有權利、權原與請求權，因此，有關台的所有權利、權原與請求權，因此，有關台
灣的法定地位，沒有獨自認定的立場」。灣的法定地位，沒有獨自認定的立場」。

----日本交流協會理事長中篤日本交流協會理事長中篤

換言之，日本清楚表達不可能在換言之，日本清楚表達不可能在19521952年的年的
《《台北和約台北和約》》將台灣的主權割讓給「中華民將台灣的主權割讓給「中華民
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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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7.2.1 日本人和台灣人有共同的利益日本人和台灣人有共同的利益

日本人和台灣人除了具有共同的尊重自日本人和台灣人除了具有共同的尊重自
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還有歷史、文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還有歷史、文
化和經濟的緊密連接。化和經濟的緊密連接。

日本和台灣同樣位於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日本和台灣同樣位於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
島鏈上，因此雙方有戰略上的伙伴利益。島鏈上，因此雙方有戰略上的伙伴利益。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和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和
日本培養了非常健康的關係，証明台灣人日本培養了非常健康的關係，証明台灣人
和日本人能夠維持共同利益。和日本人能夠維持共同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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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7.2.2 爭取日本的支持爭取日本的支持

日本為了經營中國市場，因此表面上不願日本為了經營中國市場，因此表面上不願
意得罪中共。但在日本和美國都有高達六意得罪中共。但在日本和美國都有高達六
至七成的民眾表示「不信任中國」。至七成的民眾表示「不信任中國」。

日本相當瞭解馬統幫具有仇日情結，支持日本相當瞭解馬統幫具有仇日情結，支持
台灣人才符合日本的利益。台灣人才符合日本的利益。

台灣人應透過在日本的台灣人，以及在日台灣人應透過在日本的台灣人，以及在日
本政、商界長期支持台灣獨立的朋友，繼本政、商界長期支持台灣獨立的朋友，繼
續為台灣發聲，深化日本政府、國會議續為台灣發聲，深化日本政府、國會議
員、媒體和社會對台灣的瞭解和支持。員、媒體和社會對台灣的瞭解和支持。



3939

7.37.3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

1.1. 野蠻的擴張主義者野蠻的擴張主義者

2.2. 極端不穩定的社會極端不穩定的社會

3.3. 赤藍人引狼入室赤藍人引狼入室

4.4. 搶台灣青年人飯碗搶台灣青年人飯碗

5.5. 堅定應付中共的威脅堅定應付中共的威脅

赤藍人依賴也因此鼓勵中共統治階級以武赤藍人依賴也因此鼓勵中共統治階級以武
力威脅台灣人力威脅台灣人，中共統治階級則煽動中國中共統治階級則煽動中國
人敵視台灣人的獨立建國，兩者同為台海人敵視台灣人的獨立建國，兩者同為台海
危機的麻煩製造者。危機的麻煩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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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3.1 野蠻的擴張主義者野蠻的擴張主義者

中共統治集團是典型的反民主、獨裁集團，中共統治集團是典型的反民主、獨裁集團，
為了擴張主義的野心，不顧人民死活，過去為了擴張主義的野心，不顧人民死活，過去
2020年每年以兩位數成長率增加軍費，又為轉年每年以兩位數成長率增加軍費，又為轉
移內部矛盾，以虛構的「中華民族主義」煽移內部矛盾，以虛構的「中華民族主義」煽
惑、驅使中國人充當其侵略戰爭的砲灰。惑、驅使中國人充當其侵略戰爭的砲灰。

中共統治階級篡改歷史欺騙中國人說：「台中共統治階級篡改歷史欺騙中國人說：「台

灣、圖博灣、圖博((西藏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新疆))都是中都是中
國的一部份。國的一部份。 」中共屠殺、鎮壓圖博和維吾」中共屠殺、鎮壓圖博和維吾
爾人的民族獨立運動，以爾人的民族獨立運動，以15001500顆飛彈威脅台顆飛彈威脅台
灣，煽動中國人敵視台灣民族獨立運動。灣，煽動中國人敵視台灣民族獨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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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7.3.2 極端不穩定的社會極端不穩定的社會

20082008年中國知識份子發起的「年中國知識份子發起的「零八憲章零八憲章」」
公民運動將持續發酵，民主潮流不可擋。公民運動將持續發酵，民主潮流不可擋。

近幾年中國經濟的上揚，更加速中共統治近幾年中國經濟的上揚，更加速中共統治
階級的腐敗，競相以特權掠奪經濟利益，階級的腐敗，競相以特權掠奪經濟利益，
導致導致每年平均有每年平均有90009000件件民間暴動、罷工和民間暴動、罷工和
示威等集體性的抗議行動。示威等集體性的抗議行動。

世界銀行報告指出：世界銀行報告指出：20072007年初，中國勞動年初，中國勞動
者年薪在者年薪在800800元人民幣元人民幣((約台幣約台幣372,000372,000元元))以以
下的有二億五千萬人，加上失業人口約三下的有二億五千萬人，加上失業人口約三
億人，是社會動亂的潛在主因。億人，是社會動亂的潛在主因。

整理自整理自《《不要讓中國拖垮台灣不要讓中國拖垮台灣》》---- 台大名譽教授台大名譽教授
鄭欽仁鄭欽仁20092009年年66月月1313日發表於台灣時報日發表於台灣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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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7.3.3 赤藍人引狼入室赤藍人引狼入室

赤藍人的外來本質，使他們不惜犧牲台灣赤藍人的外來本質，使他們不惜犧牲台灣
的利益去籠絡中共統治階級的利益去籠絡中共統治階級 ，奢望中共為，奢望中共為
他們撐腰，來壓制台灣人的民族和民主覺他們撐腰，來壓制台灣人的民族和民主覺
醒，以維護赤藍人在台灣的特權和利益。醒，以維護赤藍人在台灣的特權和利益。
事實上，中共統治階級是以併吞台灣為最事實上，中共統治階級是以併吞台灣為最
終目的，終目的，他們讓馬英九暫時充當「買辦區他們讓馬英九暫時充當「買辦區
長」，只不過是權宜之計。長」，只不過是權宜之計。

中共統治階級自知目前沒有實力併吞台中共統治階級自知目前沒有實力併吞台
灣，因為赤藍人引狼入室，求取「買辦」灣，因為赤藍人引狼入室，求取「買辦」
地位，中共統治階級乃得以透過中國黨插地位，中共統治階級乃得以透過中國黨插
手台灣事務，也開始分化赤藍人勢力。手台灣事務，也開始分化赤藍人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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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7.3.4 搶台灣青年人飯碗搶台灣青年人飯碗

中共政治協商會議透露，中共政治協商會議透露，20092009年中國會有年中國會有
五百萬大學畢業生就職困難。五百萬大學畢業生就職困難。

馬統幫在中共的壓力下，擬承認中國學馬統幫在中共的壓力下，擬承認中國學
歷，將使台灣青年的就業更加困難。歷，將使台灣青年的就業更加困難。

中國人將會利用探親、觀光、留學、甚至中國人將會利用探親、觀光、留學、甚至
偷渡潛入，滯留不歸。不但會使台灣青年偷渡潛入，滯留不歸。不但會使台灣青年
喪失就業機會，勢必產生「喪失就業機會，勢必產生「文化摩擦文化摩擦」，」，

造成社會不安。造成社會不安。

整理自整理自《《不要讓中國拖垮台灣不要讓中國拖垮台灣》》---- 台大名譽教授台大名譽教授
鄭欽仁鄭欽仁20092009年年66月月1313日發表於台灣時報日發表於台灣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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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7.3.5 堅定應付中共的威脅堅定應付中共的威脅

台灣人佔有國際法的優勢：台灣既不屬於台灣人佔有國際法的優勢：台灣既不屬於
中國，也不屬於「中華民國」。因此，咱中國，也不屬於「中華民國」。因此，咱
要在國際社會堅持台灣人要建立自己的獨要在國際社會堅持台灣人要建立自己的獨
立國家。立國家。

台灣人要有決心誓死保衛咱的家園，擊敗台灣人要有決心誓死保衛咱的家園，擊敗
任何外來的侵略。任何外來的侵略。

中共不是台灣人立即的敵人，台灣人不須中共不是台灣人立即的敵人，台灣人不須
對中共的言論和舉動過度反應或回應。對中共的言論和舉動過度反應或回應。

台灣人對中國人應保持理性尊重的態度，台灣人對中國人應保持理性尊重的態度，
爭取他們支持台灣獨立運動。爭取他們支持台灣獨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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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4 歐盟及其他民主國家歐盟及其他民主國家

許多歐盟及其他民主國家反而比較能夠擺脫中許多歐盟及其他民主國家反而比較能夠擺脫中
共的影響，堅持現代獨立國家的尊嚴和人類公共的影響，堅持現代獨立國家的尊嚴和人類公
平正義的價值。平正義的價值。

如荷蘭、芬蘭、捷克、克羅埃西亞等國人民，如荷蘭、芬蘭、捷克、克羅埃西亞等國人民，
都很支持台灣民族自決建立新國家的觀念。都很支持台灣民族自決建立新國家的觀念。

只要台灣人努力去接觸，咱會發現許多地區的只要台灣人努力去接觸，咱會發現許多地區的
人民包括中國人，普遍對中共在國際政治及網人民包括中國人，普遍對中共在國際政治及網
際網路上落伍的獨裁霸道心懷惡感，他們因此際網路上落伍的獨裁霸道心懷惡感，他們因此
會更支持較開放進步的台灣人。會更支持較開放進步的台灣人。



4646

88 鬥爭敵人之方法鬥爭敵人之方法

1.1. 掌握重要的鬥爭觀念掌握重要的鬥爭觀念

2.2. 爭取台灣住民的認同爭取台灣住民的認同

3.3. 認清敵人的弱點認清敵人的弱點

4.4. 分化孤立敵人分化孤立敵人

5.5. 使用強有力的共同語言使用強有力的共同語言

6.6. 採取體制內外合擊採取體制內外合擊

7.7. 動搖赤藍人的統治支柱動搖赤藍人的統治支柱

8.8. 下一步怎麼走下一步怎麼走

消滅中國黨是台灣人唯一的生路。消滅中國黨是台灣人唯一的生路。
---- 陳師孟陳師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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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1 掌握重要的鬥爭觀念掌握重要的鬥爭觀念

「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合法性。「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合法性。

赤藍人不是中國人，更不是台灣人。赤藍人不是中國人，更不是台灣人。

倒馬鬥爭是敵我鬥爭，不是內部矛盾。倒馬鬥爭是敵我鬥爭，不是內部矛盾。

中國人不是台灣人的敵人，中共才是。中國人不是台灣人的敵人，中共才是。

中共不是台灣人的主要敵人，馬統幫才是。中共不是台灣人的主要敵人，馬統幫才是。

採取合乎台灣民族倫理的鬥爭手段，堅持人採取合乎台灣民族倫理的鬥爭手段，堅持人
權、正義，不以惡制惡。權、正義，不以惡制惡。

行動就是革命，不但是自我的心靈革命，也是新一波行動就是革命，不但是自我的心靈革命，也是新一波
社會革命的開始，更是台灣獨立建國的希望。社會革命的開始，更是台灣獨立建國的希望。

-- -- 《《老年革命軍老年革命軍 》》蔡丁貴教授蔡丁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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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2 爭取台灣住民的認同爭取台灣住民的認同

既認同台灣也認同中國的既認同台灣也認同中國的18%18%住民，其中國住民，其中國
認同大都是受赤藍人長期所控制的教育及認同大都是受赤藍人長期所控制的教育及
媒體之誤導所造成，他們是台灣人要積極媒體之誤導所造成，他們是台灣人要積極
爭取的對象。爭取的對象。

另外另外6%6%遭遇認同困擾者，也是赤藍人荒謬遭遇認同困擾者，也是赤藍人荒謬
的「中國認同」教育下的受害者，也是台的「中國認同」教育下的受害者，也是台
灣人要積極爭取的對象。灣人要積極爭取的對象。

赤藍人當中以實際行動破壞台灣獨立建國赤藍人當中以實際行動破壞台灣獨立建國
運動的才是台灣人要打擊的對象，其中的運動的才是台灣人要打擊的對象，其中的
馬統幫是台灣人的主要敵人。馬統幫是台灣人的主要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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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3 認清敵人的弱點認清敵人的弱點

赤藍人是失去母國的外來流亡集團，必須引赤藍人是失去母國的外來流亡集團，必須引
進外力為它撐腰，更易突顯其外來本質。進外力為它撐腰，更易突顯其外來本質。

赤藍人必須培植台灣人走狗以供驅使，卻也赤藍人必須培植台灣人走狗以供驅使，卻也
必須駕馭這些他們極端鄙視的走狗。必須駕馭這些他們極端鄙視的走狗。

「中華民國」落伍、荒謬，台灣人唾棄它，「中華民國」落伍、荒謬，台灣人唾棄它，
國際主流社會也不接受它。國際主流社會也不接受它。

赤藍人和它的中共主子不敢冒然廢除各級赤藍人和它的中共主子不敢冒然廢除各級
「選舉」，因此它必須使出各種奧步，全力「選舉」，因此它必須使出各種奧步，全力
「贏」足夠席位來保護其外來體制。「贏」足夠席位來保護其外來體制。

赤藍人必須歌頌美化中國，壓迫台灣意識和赤藍人必須歌頌美化中國，壓迫台灣意識和
文化，因此將不斷升高族群矛盾和對立。文化，因此將不斷升高族群矛盾和對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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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4 分化孤立敵人分化孤立敵人

突出一小撮主要敵人突出一小撮主要敵人

分化敵營，孤立主要敵人分化敵營，孤立主要敵人

全力打擊、瓦解主要敵人全力打擊、瓦解主要敵人

赤藍人以消滅台灣人的領導者為鬥爭主赤藍人以消滅台灣人的領導者為鬥爭主
軸，使台灣人群龍無首而難以團結，台軸，使台灣人群龍無首而難以團結，台
灣人切勿中了敵人的惡毒分化技倆。凡灣人切勿中了敵人的惡毒分化技倆。凡
是敵人要分化的，就要更團結。凡是隨是敵人要分化的，就要更團結。凡是隨
敵人起舞的，就要受到內部的批判。敵人起舞的，就要受到內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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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 使用強有力的共同語言使用強有力的共同語言

「中國國民黨」簡稱「中國國民黨」簡稱 「「中國黨中國黨」，不要再用「國民」，不要再用「國民
黨」。黨」。

「「馬統幫馬統幫」指馬英九及其中國黨徒眾，是台灣人要打倒」指馬英九及其中國黨徒眾，是台灣人要打倒
的外來統治集團，不要用「馬政府」、「馬總統」等具的外來統治集團，不要用「馬政府」、「馬總統」等具
合法意義的稱號。合法意義的稱號。

「「台籍奴才、走狗台籍奴才、走狗」指自認為台灣人，卻附和赤藍人，」指自認為台灣人，卻附和赤藍人，
充當其奴才或走狗者。充當其奴才或走狗者。

對「對「中國人中國人」不要有敵意和藐視，敵人是「」不要有敵意和藐視，敵人是「中共統治階中共統治階
級級」」 ，為簡短方便時可用「，為簡短方便時可用「中共中共」。」。

中共企圖「中共企圖「侵略侵略」、「」、「併吞併吞」」((不是「統一」不是「統一」))台灣。台灣。

在各種公開場合，儘量使用母語發言或交談，避免用在各種公開場合，儘量使用母語發言或交談，避免用
「「北京話北京話」」 ((不是「國語」不是「國語」))除非它就是你的母語除非它就是你的母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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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6 採取體制內外合擊採取體制內外合擊

1.1. 體制內外分進合擊體制內外分進合擊

2.2. 善用選舉鬥爭善用選舉鬥爭

台灣人領導者一旦表明了公開的立場，就應該台灣人領導者一旦表明了公開的立場，就應該
站穩立場去為自己領導的鬥爭行動辯護。不承站穩立場去為自己領導的鬥爭行動辯護。不承
認「中華民國」體制的台灣人，照樣可以參與認「中華民國」體制的台灣人，照樣可以參與
選舉和被選舉，必須堅持的是：利用選舉活動選舉和被選舉，必須堅持的是：利用選舉活動
不斷撕破「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要求選民以不斷撕破「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要求選民以
選票支持剷除「中華民國」邪惡體制。選票支持剷除「中華民國」邪惡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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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8.6.1 體制內外分進合擊體制內外分進合擊

體制外的革命鬥爭體制外的革命鬥爭

號召群眾對赤藍人進行民族鬥爭號召群眾對赤藍人進行民族鬥爭

堅持主權在民對馬統幫進行民主鬥爭堅持主權在民對馬統幫進行民主鬥爭

體制內的改革鬥爭體制內的改革鬥爭

暴露「中華民國」邪惡的外來殖民體制暴露「中華民國」邪惡的外來殖民體制

揭發馬統幫假民主、假法治、媚中賣台揭發馬統幫假民主、假法治、媚中賣台
的詐騙本質的詐騙本質

滲透、佔取政治公權力，進行民主改革滲透、佔取政治公權力，進行民主改革

協助體制外的革命鬥爭協助體制外的革命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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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8.6.2 善用選舉鬥爭善用選舉鬥爭

選舉是獨立革命鬥爭的一環。選舉是獨立革命鬥爭的一環。

利用選舉期間，透過演講和文宣尖銳地突利用選舉期間，透過演講和文宣尖銳地突
出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宣揚台灣民族主出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宣揚台灣民族主
義和獨立建國理念，喚醒、鼓舞群眾。義和獨立建國理念，喚醒、鼓舞群眾。

嚴厲批判赤藍人在台灣的罪行，及其台籍嚴厲批判赤藍人在台灣的罪行，及其台籍
走狗樁腳的醜惡、無恥賣台行逕。走狗樁腳的醜惡、無恥賣台行逕。

堅持革命的參選者應向群眾直陳推翻「中堅持革命的參選者應向群眾直陳推翻「中
華民國」邪惡體制的必要性，不必隱藏革華民國」邪惡體制的必要性，不必隱藏革
命態度。命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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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馬統幫的統治支柱馬統幫的統治支柱

2.2. 把支柱拉向台灣人把支柱拉向台灣人

8.78.7 動搖赤藍人的統治支柱動搖赤藍人的統治支柱

所有在統治支柱內制定或執行明顯侵犯人權所有在統治支柱內制定或執行明顯侵犯人權
之法令、規章者，未來都必須面對台灣人權之法令、規章者，未來都必須面對台灣人權
法庭之公平審判和處置。依國際慣例，「奉法庭之公平審判和處置。依國際慣例，「奉
命行事」將不能成為侵犯人權的藉口。在邪命行事」將不能成為侵犯人權的藉口。在邪
惡體制下執行「公權力」，仍得持守聯合國惡體制下執行「公權力」，仍得持守聯合國
的人權規範。侵犯人權者必然遭到懲罰。的人權規範。侵犯人權者必然遭到懲罰。



5656

8.7.18.7.1 馬統幫的統治支柱馬統幫的統治支柱

1.1. 馬統支柱類型及作用馬統支柱類型及作用

2.2. 馬統支柱任務圖解馬統支柱任務圖解

3.3. 公權力支柱的結構公權力支柱的結構

4.4. 中國黨支柱的結構中國黨支柱的結構

5.5. 統派媒體支柱的結構統派媒體支柱的結構

6.6. 深入台灣社會的支柱深入台灣社會的支柱

7.7. 黑道流氓黑金支柱黑道流氓黑金支柱

剷除中華民國體制，外來政權才會消失。剷除中華民國體制，外來政權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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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18.7.1.1 馬統支柱類型及作用馬統支柱類型及作用

檢調、司法是「合法」迫害台灣人的工具檢調、司法是「合法」迫害台灣人的工具

警察、特務是監視和鎮壓反抗的棍棒警察、特務是監視和鎮壓反抗的棍棒

軍隊、海防是屠殺台灣人的暴力武器軍隊、海防是屠殺台灣人的暴力武器

黑道、流氓是執行恐嚇和暗殺的兇手黑道、流氓是執行恐嚇和暗殺的兇手

立法、監察是粉飾邪惡體制的巫師立法、監察是粉飾邪惡體制的巫師

行政體系是掠奪社會資源的詐騙集團行政體系是掠奪社會資源的詐騙集團

中國黨是赤藍人策劃運作的邪惡軸心中國黨是赤藍人策劃運作的邪惡軸心

統派媒體是混淆和打擊異己的造謠管道統派媒體是混淆和打擊異己的造謠管道

教育、考試是混亂思想的洗腦機器教育、考試是混亂思想的洗腦機器

樁腳、線民是為赤藍人護盤的奴才樁腳、線民是為赤藍人護盤的奴才

尾巴社團是搖旗吶喊護航的應聲蟲尾巴社團是搖旗吶喊護航的應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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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28.7.1.2 馬統支柱任務圖解馬統支柱任務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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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3 8.7.1.3 公權力支柱的結構公權力支柱的結構

藉著公權力來運作的有檢調司法、警察特藉著公權力來運作的有檢調司法、警察特
務、軍隊海防、立法監察、行政體系和教務、軍隊海防、立法監察、行政體系和教
育考試六根支柱。育考試六根支柱。

這六根支柱的重要關鍵位置都由赤藍人或這六根支柱的重要關鍵位置都由赤藍人或
台籍奴才把持，實質上的支撐力量絕大部台籍奴才把持，實質上的支撐力量絕大部
份來自機械化地服從、盡職的台灣人。份來自機械化地服從、盡職的台灣人。

當這些在邪惡體制裡工作的台灣人不和關當這些在邪惡體制裡工作的台灣人不和關
鍵位置的赤藍人或台籍奴才合作，這根統鍵位置的赤藍人或台籍奴才合作，這根統
治支柱就會弱化、崩裂，失去支撐力道，治支柱就會弱化、崩裂，失去支撐力道，
甚至倒塌。甚至倒塌。

公權力的主人是台灣人，不容赤藍人乞丐趕廟公。公權力的主人是台灣人，不容赤藍人乞丐趕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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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4 8.7.1.4 中國黨支柱的結構中國黨支柱的結構

決策核心由赤藍人壟斷，忠順的台籍奴才決策核心由赤藍人壟斷，忠順的台籍奴才
充當花瓶。充當花瓶。

主要的支撐力量來自過去以結構性的偷、主要的支撐力量來自過去以結構性的偷、
盜、搶、騙、拗掠奪來的龐大黨產及其後盜、搶、騙、拗掠奪來的龐大黨產及其後
衍生的特權事業及外圍相關企業。衍生的特權事業及外圍相關企業。

人力上相當部份來自出賣靈魂、追逐私利人力上相當部份來自出賣靈魂、追逐私利
的台灣地方勢力，但絕大部份是過去被吸的台灣地方勢力，但絕大部份是過去被吸
收長期機械化地服從、盡職討生活的台灣收長期機械化地服從、盡職討生活的台灣
人黨工。人黨工。

讓台灣人黨工知道中國黨是出賣台灣的黨。讓台灣人黨工知道中國黨是出賣台灣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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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5 8.7.1.5 統派媒體支柱的結構統派媒體支柱的結構

蔣家暴力統治的時代，主流媒體全由赤藍蔣家暴力統治的時代，主流媒體全由赤藍
人掌握，是獨裁政權的傳聲筒和打擊異己人掌握，是獨裁政權的傳聲筒和打擊異己
的工具。的工具。

赤藍人「聯共制台」引狼入室，也引中國赤藍人「聯共制台」引狼入室，也引中國
政治力和經濟力介入台灣的媒體，侵吞、政治力和經濟力介入台灣的媒體，侵吞、
削弱了赤藍人對媒體的控制力。削弱了赤藍人對媒體的控制力。

統派媒體已明顯受到中共及其應聲蟲的操統派媒體已明顯受到中共及其應聲蟲的操
弄影響，終將淪為中共對台灣人和赤藍人弄影響，終將淪為中共對台灣人和赤藍人
統戰和鬥爭的管道。統戰和鬥爭的管道。

提醒台灣人要把統派媒體的訊息顛倒看。提醒台灣人要把統派媒體的訊息顛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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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6 8.7.1.6 深入台灣社會的支柱深入台灣社會的支柱

嚴密的樁腳線民網絡和尾巴民間社團是赤嚴密的樁腳線民網絡和尾巴民間社團是赤
藍人深入控制台灣社會的支柱，替赤藍人藍人深入控制台灣社會的支柱，替赤藍人
監視、瞭解所屬社區和社團的基層民眾，監視、瞭解所屬社區和社團的基層民眾，
以便收集情報和操縱選舉。以便收集情報和操縱選舉。

樁腳和尾巴社團幹部一般都是貪圖利益或樁腳和尾巴社團幹部一般都是貪圖利益或
因故被迫就範的社區和社團中的知名人因故被迫就範的社區和社團中的知名人
士，中國黨籍的村、里、鄰長多屬此類。士，中國黨籍的村、里、鄰長多屬此類。

線民則多屬無知、無賴或犯案被警檢掌握線民則多屬無知、無賴或犯案被警檢掌握
者，他們是抓扒仔，往往陷害自己的同胞者，他們是抓扒仔，往往陷害自己的同胞
來向赤藍人邀功，賺取小恩小惠。來向赤藍人邀功，賺取小恩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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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7 8.7.1.7 黑道流氓黑金支柱黑道流氓黑金支柱

以黑道流氓執行政治任務來支撐政權是赤以黑道流氓執行政治任務來支撐政權是赤
藍人的黑暗面，過去派竹聯幫去美國謀殺藍人的黑暗面，過去派竹聯幫去美國謀殺
作家江南，現在還靠流氓偷襲、毆打台灣作家江南，現在還靠流氓偷襲、毆打台灣
本土領導人，然後賞以「總統」就職典禮本土領導人，然後賞以「總統」就職典禮
的貴賓席以示鼓勵，也向台灣人示威。的貴賓席以示鼓勵，也向台灣人示威。

為赤藍人效力的黑道流氓，有許多本身就為赤藍人效力的黑道流氓，有許多本身就
是赤藍人的後代，其幫派和蔣家的調查局是赤藍人的後代，其幫派和蔣家的調查局
或特務組織有密切關係。台灣人「總統」或特務組織有密切關係。台灣人「總統」
主政後，赤藍人不敢公開延續這種黑暗關主政後，赤藍人不敢公開延續這種黑暗關
係。但馬統幫復辟之後，這種關係再度由係。但馬統幫復辟之後，這種關係再度由
暗轉明，黑金也跟著復辟。暗轉明，黑金也跟著復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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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8.7.2 把支柱拉向台灣人把支柱拉向台灣人

針對每根統治支柱擬訂戰術和方法，以打擊行針對每根統治支柱擬訂戰術和方法，以打擊行
動搖撼統治支柱的上層執行者。基本上這些人動搖撼統治支柱的上層執行者。基本上這些人
都屬於赤藍人貪瀆分贓集團，都屬於赤藍人貪瀆分贓集團，對他們及其家屬對他們及其家屬
進行長期跟蹤，必能暴露其特權腐敗行徑。進行長期跟蹤，必能暴露其特權腐敗行徑。

針對個別馬統支柱的落伍、反動性，說服在支針對個別馬統支柱的落伍、反動性，說服在支
柱工作的中下層台灣人，同情甚至支持台灣民柱工作的中下層台灣人，同情甚至支持台灣民
族獨立運動，使統治支柱從底部潰裂。族獨立運動，使統治支柱從底部潰裂。

把統治支柱底層拉倒向台灣人這邊，而不是推把統治支柱底層拉倒向台灣人這邊，而不是推
到赤藍人那邊。到赤藍人那邊。例如讓鎮暴警察站到群眾這邊例如讓鎮暴警察站到群眾這邊
或採取中立，拒絕執行上級的「驅散」命令。或採取中立，拒絕執行上級的「驅散」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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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下一步怎麼走下一步怎麼走

1.1. 台灣民族聯合戰線台灣民族聯合戰線

2.2. 台灣守護隊台灣守護隊

3.3. 保護台灣人權網站保護台灣人權網站

4.4. 全民參與打擊行動全民參與打擊行動

不是英國人搶走我們的國家，而是我們自不是英國人搶走我們的國家，而是我們自

己印度人把國家讓給英國人。己印度人把國家讓給英國人。 ---- 甘地甘地

要推翻少數外來統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要推翻少數外來統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
拒絕和拒絕和外來統治族群合作。外來統治族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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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8.8.1 台灣民族聯合戰線台灣民族聯合戰線

本土社團應就各自屬性努力耕耘，擴大本土社團應就各自屬性努力耕耘，擴大
其團體在台灣社會之影響力。其團體在台灣社會之影響力。

本土社團應分工合作，透過定期協商和本土社團應分工合作，透過定期協商和
溝通，凝聚對時局之共識，並策劃集體溝通，凝聚對時局之共識，並策劃集體
性的行動：性的行動：

善用「台灣國民會議」體制外運動的善用「台灣國民會議」體制外運動的
協商平台協商平台

善用「台灣行動會議」體制內運動的善用「台灣行動會議」體制內運動的
協商平台協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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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8.8.2 台灣守護隊台灣守護隊

各社團組織應就其屬性和活動據點，建各社團組織應就其屬性和活動據點，建
立地區性的「台灣守護隊」：立地區性的「台灣守護隊」：

33--1010個同一地區互相信任的個同一地區互相信任的人組成一隊；人組成一隊；

經常性的在地服務，宣揚台灣民族主義；經常性的在地服務，宣揚台灣民族主義；

必要時跟蹤、包圍、打擊在地馬統幫和台必要時跟蹤、包圍、打擊在地馬統幫和台
籍走狗；籍走狗；

提供正確訊息給在地民眾，反制統媒及企提供正確訊息給在地民眾，反制統媒及企
圖破壞台獨運動者之造謠擾亂。圖破壞台獨運動者之造謠擾亂。

台灣守護隊可直屬其相關之社團組織或台灣守護隊可直屬其相關之社團組織或
獨立申請加入「台灣國民會議」。獨立申請加入「台灣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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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 8.8.3 保護台灣人權網站保護台灣人權網站

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和支持台灣的國際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和支持台灣的國際
友人和團體，活用網際網路科技將各地友人和團體，活用網際網路科技將各地
資訊串聯，鼓吹台灣獨立建國理念，發資訊串聯，鼓吹台灣獨立建國理念，發
揚台灣民族意識、強化敵我對立的鬥爭揚台灣民族意識、強化敵我對立的鬥爭
意識並介紹進步的民主、人權思潮。意識並介紹進步的民主、人權思潮。

在海外建立「在海外建立「保護台灣人權網站保護台灣人權網站」，公」，公
開馬統幫統治支柱內，高層赤藍人和其開馬統幫統治支柱內，高層赤藍人和其
台籍幫凶的反人權及貪瀆惡行。台籍幫凶的反人權及貪瀆惡行。

志同道合的網友推動如酥餅的「三分鐘志同道合的網友推動如酥餅的「三分鐘
護台灣運動」的網路鬥爭，把革命宣傳護台灣運動」的網路鬥爭，把革命宣傳
和行動透過網際網路散播出去。和行動透過網際網路散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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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8.4 全民參與打擊行動全民參與打擊行動

石頭石頭與與汽油彈汽油彈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反抗獨裁政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反抗獨裁政
權的有效武器。台灣人在陳雲林來台期間的激權的有效武器。台灣人在陳雲林來台期間的激
烈抗爭，受到國際媒體的尊敬，紛紛正面報導烈抗爭，受到國際媒體的尊敬，紛紛正面報導
台灣人的合理訴求。台灣人的合理訴求。

全民性的全民性的不合作不合作和和不服從不服從運動是反抗少數外來運動是反抗少數外來
統治的有效武器。每次行動的設計一定要讓打統治的有效武器。每次行動的設計一定要讓打
擊對象或其支持者擊對象或其支持者遭受實質的損失遭受實質的損失，如經濟的，如經濟的
損失和統治惡法被公然踐踏的威權喪失。損失和統治惡法被公然踐踏的威權喪失。

針對公開支持馬統幫的藝人或公眾人物適時採針對公開支持馬統幫的藝人或公眾人物適時採
取全面性的抵制行動，能夠迫使他們收斂。取全面性的抵制行動，能夠迫使他們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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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處理內部矛盾之原則處理內部矛盾之原則

不容敵人有發言權不容敵人有發言權

不能違背核心理念不能違背核心理念

積極、坦誠的溝通積極、坦誠的溝通

理性、正面的批評理性、正面的批評

寬容、善意的和解寬容、善意的和解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力。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力。
---- 蔣渭水蔣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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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實踐台灣獨立與建國實踐台灣獨立與建國

本土社團、組織必須團結成為聯合戰線，經常互本土社團、組織必須團結成為聯合戰線，經常互

作協商溝通。作協商溝通。

運動者必須釐清並掌握對敵鬥爭的重要觀念和方運動者必須釐清並掌握對敵鬥爭的重要觀念和方
法。法。

各運動組織踏實做好基層草根工作，或打好適合各運動組織踏實做好基層草根工作，或打好適合

各自團體屬性的群眾基礎，建立台灣守護隊。各自團體屬性的群眾基礎，建立台灣守護隊。

發揚台灣民族主義，擴大發展生命共同體的民族發揚台灣民族主義，擴大發展生命共同體的民族

感情。感情。

善加掌握時機，靈活運用台灣人社會的脈絡，針善加掌握時機，靈活運用台灣人社會的脈絡，針

對特定事件或對象發動全民性的打擊行動。對特定事件或對象發動全民性的打擊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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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不是靠別人施捨來的國家不是靠別人施捨來的

國家是用咱的血淚去締造的國家是用咱的血淚去締造的

---- 阿拉法特阿拉法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