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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用心思考的人，總是習以為常。不用心思考的人，總是習以為常。
而當面對變革，則往往聲嘶力竭地而當面對變革，則往往聲嘶力竭地
要求維護現狀。要求維護現狀。

---- 摘自美國獨立革命之父摘自美國獨立革命之父Thomas Paine Thomas Paine 
17761776年年11月出版的月出版的《《Common Sense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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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本手冊提供每個台灣人在追求獨立建國的全民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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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過程中，應該具備的常識。

本手冊引導台灣人認識自我與台灣社會及台灣前本手冊引導台灣人認識自我與台灣社會及台灣前
途的關係。途的關係。

本手冊鼓舞台灣人參與全民革命的行動，推翻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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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赤藍人的少數統治。 ((赤藍人赤藍人定義見定義見本手冊本手冊5.25.2
節。節。))
歡迎海內外台灣人組織和個人複印、分發本手歡迎海內外台灣人組織和個人複印、分發本手
冊，把所有台灣人團結起來。冊，把所有台灣人團結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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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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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危機台灣的危機

1.1. 「赤灣」逆流「赤灣」逆流

2.2. 「鬼島」異端「鬼島」異端

3.3. 「哀鴻遍野」魔咒「哀鴻遍野」魔咒

4.4. 「台灣問題」的本質「台灣問題」的本質

台灣人應慎重面對當前的危機，認清台灣問台灣人應慎重面對當前的危機，認清台灣問
題的本質，看破馬統幫的買辦心態，瞭解台灣人被題的本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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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社會的脈動，奴隸的歷史，掌握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脈動，
以台灣民族主義團結各階層覺醒的台灣人，掃除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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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中共的經濟和武力威脅，化解藍人反動勢力，抗拒中共的經濟和武力威脅，化解
台灣的危機為轉機。台灣的危機為轉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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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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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年復辟後，復辟後，
加速推動把「台灣鎖在中國」，加速推動把「台灣鎖在中國」，急欲簽署急欲簽署ECFAECFA，開放，開放
中國企業來台，加上「識正書簡」、中國企業來台，加上「識正書簡」、兩岸合編中華大辭兩岸合編中華大辭

典、典、承認中國學歷等，承認中國學歷等，導致導致「赤灣「赤灣 」」 (CHAIWAN)(CHAIWAN)逆流逆流
橫行橫行。。 CHAIWANCHAIWAN是韓國媒體創造的新字，是是韓國媒體創造的新字，是TTAIWANAIWAN
被冠上被冠上CHCHinaina的寓意。許多大企業都將主力移往中國，的寓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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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只剩點綴性的研發中心 。台灣陷入嚴重的經濟失。台灣陷入嚴重的經濟失
血和失業血和失業 ，國際社會則充滿嚴重的錯覺：認為台灣是，國際社會則充滿嚴重的錯覺：認為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份，而且台灣人願意被中國併吞中國的一部份，而且台灣人願意被中國併吞。。

「赤灣」逆流將把台灣捲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災難「赤灣」逆流將把台灣捲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災難，，
經濟災難正在橫行肆虐，台灣人必須以防颱的毅力和決經濟災難正在橫行肆虐，台灣人必須以防颱的毅力和決

心，制止「赤灣」逆流繼續蔓延。心，制止「赤灣」逆流繼續蔓延。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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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島」異端「鬼島」異端
台灣再度陷入外來台灣再度陷入外來赤藍人的絕對赤藍人的絕對掌控：他們供奉二二八掌控：他們供奉二二八
元兇蔣介石，推崇白色恐怖首腦蔣經國，草草了斷陳文元兇蔣介石，推崇白色恐怖首腦蔣經國，草草了斷陳文

成命案和林義雄家血案；他們製作成命案和林義雄家血案；他們製作ECFAECFA文宣，拿「一文宣，拿「一
哥」詆毀福佬人，用「發嫂」來挑撥離間客家和福佬的哥」詆毀福佬人，用「發嫂」來挑撥離間客家和福佬的
族群關係；馬英九自誇「把原住民當人看」，雲林族群關係；馬英九自誇「把原住民當人看」，雲林六輕六輕

周邊周邊1010公里內的民眾公里內的民眾癌症癌症發生率，比其他地區高發生率，比其他地區高33成，成，
卻不聞不問；花卻不聞不問；花1212億的貓纜啟用一年就倒塌如一堆廢億的貓纜啟用一年就倒塌如一堆廢
鐵，從鐵，從328328億追加到億追加到637637億的柵湖線捷運工程弊病叢生、億的柵湖線捷運工程弊病叢生、
人命驚險重人命驚險重重重，聯絡豐原與后里之間的后豐大橋斷了將，聯絡豐原與后里之間的后豐大橋斷了將
近一年還修不好。近一年還修不好。

難怪，難怪，赤藍人范藍欽把美麗島污蔑為赤藍人范藍欽把美麗島污蔑為「鬼島」，正是「鬼島」，正是赤赤
藍牛鬼蛇神橫行作孽之島藍牛鬼蛇神橫行作孽之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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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鴻遍野」魔咒「哀鴻遍野」魔咒

所有赤藍人所有赤藍人在在20082008年「總統選舉」中，利用媒體廣告捏年「總統選舉」中，利用媒體廣告捏
造來醜化本土政黨、詛咒台灣社會的「哀鴻遍野」悲慘造來醜化本土政黨、詛咒台灣社會的「哀鴻遍野」悲慘
景象景象 ，如今在馬統幫的主政下，都不斷真實地上演。，如今在馬統幫的主政下，都不斷真實地上演。
玩具進口商蘇宗杰、林美玲夫婦難敵不景氣及債務壓玩具進口商蘇宗杰、林美玲夫婦難敵不景氣及債務壓
力，在位於台北縣汐止市的公司樓梯間以尼龍繩面對面力，在位於台北縣汐止市的公司樓梯間以尼龍繩面對面
上吊身亡。上吊身亡。((自由電子報自由電子報 8/1/20098/1/2009))
李姓男子住在千餘戶住戶的集合式大樓，疑因房子遭法李姓男子住在千餘戶住戶的集合式大樓，疑因房子遭法
拍心情沮喪，跑到樓頂水塔用皮帶綁住脖子，另頭綁在拍心情沮喪，跑到樓頂水塔用皮帶綁住脖子，另頭綁在
水塔鋁梯最底部自殺。水塔鋁梯最底部自殺。 ((自由電子報自由電子報 7/30/20097/30/2009))
北縣土城市一對生活困頓的父女，北縣土城市一對生活困頓的父女，1919歲女兒因內分泌失歲女兒因內分泌失
調體重上百，更罹患精神分裂症，老父為照顧她無法外調體重上百，更罹患精神分裂症，老父為照顧她無法外
出工作，沒有收入又積欠出工作，沒有收入又積欠77萬多元健保費，而不敢帶女萬多元健保費，而不敢帶女
兒就醫。鄰居透露女子曾向路人下跪乞討兒就醫。鄰居透露女子曾向路人下跪乞討3030元，揚言買元，揚言買
美工刀自殺，以免拖累老父。美工刀自殺，以免拖累老父。 ((自由電子報自由電子報 7/30/20097/30/2009))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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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問題」的本質「台灣問題」的本質

台灣問題的本質有二個重點：台灣問題的本質有二個重點：
赤藍人企圖維護以族群歧視為基礎的獨裁統治，壓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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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力集團時代奪多數的台灣人，鞏固其源自過去蔣家暴力集團時代奪
取得的特權和利益。取得的特權和利益。

中共統治階級圖謀併吞台灣，長期煽動中國人敵視台中共統治階級圖謀併吞台灣，長期煽動中國人敵視台
灣獨立運動的情緒，製造台海緊張和對立，現在甚至灣獨立運動的情緒，製造台海緊張和對立，現在甚至
支援赤藍人壓迫台灣人。支援赤藍人壓迫台灣人。

馬統幫為了壓制台灣人的反抗，以出賣台灣主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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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不可能坐視馬統幫長換取中共的支持。然而中共不可能坐視馬統幫長
久享受特權和利益，必然玩弄既聯合又鬥爭，逐久享受特權和利益，必然玩弄既聯合又鬥爭，逐
步分化赤藍人，逼迫馬統幫投降，以實現併吞台步分化赤藍人，逼迫馬統幫投降，以實現併吞台
灣的妄想。灣的妄想。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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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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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支持，而不得不擺設的「民主廚窗」。因此，他美國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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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不可們用盡一切惡劣手段來維護有利的選舉結果，絕不可
能讓台灣有乾淨、公平的民主選舉。所以，咱不能因能讓台灣有乾淨、公平的民主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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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有合法「中華民國」在台灣有合法
性，更不能因為「馬總統」是台灣人票選出來的，就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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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馬統幫不是外來政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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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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強迫日本放棄台中，盟軍強迫日本放棄台
灣的主權，但灣的主權，但刻意不將台灣主權割讓刻意不將台灣主權割讓給中華民國給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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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時，已失
去對台灣的主權，因此，去對台灣的主權，因此，事實上沒有、法理上也事實上沒有、法理上也
不可能將台灣讓渡給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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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年聯合國將中國代表權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
國，但國，但並不意指承認台灣屬於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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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年之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
也簽了也簽了《《美中協防條約美中協防條約》》，但，但並不意指承認台灣並不意指承認台灣
屬於「中華民國」屬於「中華民國」。。

3.1.3.1.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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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殖民台「中華民國」在台灣是赤藍人流亡集團，殖民台
灣的外來政權，沒有合法性。灣的外來政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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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來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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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獨裁統治。
蔣經國及其赤藍人黨羽以收攬台籍奴才、走狗來鞏固蔣經國及其赤藍人黨羽以收攬台籍奴才、走狗來鞏固
其少數外來族群的統治。其少數外來族群的統治。
赤藍人藉中國黨以結構性的偷、盜、搶、騙、拗來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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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赤藍人在台灣政治、經濟和奪台灣社會的資源，壯大赤藍人在台灣政治、經濟和
社會的優勢。社會的優勢。
馬統幫傾中、媚中求取中共撐腰，妄想將台灣推回到馬統幫傾中、媚中求取中共撐腰，妄想將台灣推回到
赤藍人暴力統治的時代，繼續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赤藍人暴力統治的時代，繼續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
利，以安穩地享受赤藍人的特權和利益。利，以安穩地享受赤藍人的特權和利益。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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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80/20的理論的理論

赤藍人暴力專制時代，軍隊、警調、特務、司法赤藍人暴力專制時代，軍隊、警調、特務、司法
和行政人員，都被塑造、訓練成赤藍人的鷹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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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鞏固赤藍政權。來監視、壓迫台灣人，以鞏固赤藍政權。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在赤藍人的百般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在赤藍人的百般
杯葛和破壞下，實質努力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權杯葛和破壞下，實質努力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權
的改革仍有收穫，的改革仍有收穫，有有20%20%的公職人員因此醒悟而的公職人員因此醒悟而
回歸專業和現代社會的進步規範，鬆動了赤藍人回歸專業和現代社會的進步規範，鬆動了赤藍人
掌握的公權力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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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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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恢復赤藍人態，他們狂熱支持馬英九獨裁，渴望恢復赤藍人
全面剝削、壓迫台灣人的時代。全面剝削、壓迫台灣人的時代。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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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建國革命的模式獨立建國革命的模式

1.1. 行使民族自決權行使民族自決權

2.2. 癱瘓赤藍統治機器癱瘓赤藍統治機器

4.4.
馬統幫外來統治者的心態和作為，已經為台灣鋪設馬統幫外來統治者的心態和作為，已經為台灣鋪設

了隨時可以引爆革命的炸藥：了隨時可以引爆革命的炸藥：(1)(1) 選前誇張的「選前誇張的「633633」，和」，和
民眾當前所遭遇的經濟困境之巨大落差，正是民眾當前所遭遇的經濟困境之巨大落差，正是James James 
DaviesDavies著名的著名的JJ曲線所警告「革命發生的預兆」；曲線所警告「革命發生的預兆」；(2)(2) 濫用濫用
司法迫害「前朝官員」，啟動「藍色恐怖」妄想把台灣推司法迫害「前朝官員」，啟動「藍色恐怖」妄想把台灣推

回蔣家暴力政權的獨裁時代；回蔣家暴力政權的獨裁時代；(3)(3) 貓纜和內湖捷運系統弊貓纜和內湖捷運系統弊
病叢生，毒奶粉、毒蘋果、砷油等視民如草芥，暴露了馬病叢生，毒奶粉、毒蘋果、砷油等視民如草芥，暴露了馬

統幫的貪腐無能；統幫的貪腐無能；(4)(4) 出賣台灣巴結中共，導致赤藍勢力出賣台灣巴結中共，導致赤藍勢力
被中共分化，削弱馬統幫的力量。這些都是促使革命爆發被中共分化，削弱馬統幫的力量。這些都是促使革命爆發

的因素。的因素。 ---- 《《革命運動研究革命運動研究》》99，劉重義、李逢春合著，劉重義、李逢春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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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民族自決權行使民族自決權

馬英九於馬英九於20092009年年55月月1414日簽署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日簽署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
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兩項國際公約，奸詐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兩項國際公約，奸詐
地從地從《《國際人權盟約國際人權盟約》》中剃除民族自決權。中剃除民族自決權。

赤藍人另外也以鳥籠公投法來閹割台灣人的公民投票赤藍人另外也以鳥籠公投法來閹割台灣人的公民投票
權，做為欺騙國際社會的「民主櫥窗」擺飾。權，做為欺騙國際社會的「民主櫥窗」擺飾。

台灣人在戰後未被有效諮詢是否同意成為「中華民國」台灣人在戰後未被有效諮詢是否同意成為「中華民國」
的一部份，未曾有機會有效表達選擇的自由。因此，的一部份，未曾有機會有效表達選擇的自由。因此，台台

灣人符合在現代國際法下行使民族自決權的條件。灣人符合在現代國際法下行使民族自決權的條件。((台台
灣教授協會灣教授協會《《人權與抵抗權系列人權與抵抗權系列》》55，黃居正教授，黃居正教授))
台灣民族自決權的行使可以採用公民投票或其他革命方台灣民族自決權的行使可以採用公民投票或其他革命方
式進行，不受「中華民國」體制的約束。式進行，不受「中華民國」體制的約束。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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癱瘓赤藍統治機器癱瘓赤藍統治機器

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喚醒台灣人維護自我的尊嚴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喚醒台灣人維護自我的尊嚴
和榮譽，追求台灣獨立，建設咱美麗的島國。和榮譽，追求台灣獨立，建設咱美麗的島國。

以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理念和行動，團結台灣以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理念和行動，團結台灣
革命力量，爭取社會各階層台灣人的支持，撼動革命力量，爭取社會各階層台灣人的支持，撼動
並拉倒馬統幫的統治支柱，創造有利的全民革命並拉倒馬統幫的統治支柱，創造有利的全民革命
環境。環境。

赤藍人的倒行逆施，必然激發年輕人在台北市引赤藍人的倒行逆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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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革命，點燃全台各地的革命烽火，癱瘓赤藍統癱瘓赤藍統
治機器，治機器，繼而全面解除各地赤藍人的一切公權繼而全面解除各地赤藍人的一切公權
力，使國家權力回歸台灣人全體。力，使國家權力回歸台灣人全體。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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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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會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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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咱應了解台灣的過去與未來。 ---- 史明史明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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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是台灣人咱是台灣人

凡是生長或長期居住在台灣，認同自己是台灣凡是生長或長期居住在台灣，認同自己是台灣
人，而且願意打拼成為台灣國家主人的，攏是台人，而且願意打拼成為台灣國家主人的，攏是台
灣人。灣人。

台灣人包括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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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謂的「外省」族群。

這些來自不同族群的台灣住民，經過長時期的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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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人權的現代社會價活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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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成台灣民值，發展了共同的命運和願景，凝聚成台灣民
族，追求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族，追求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5.1.5.1.

林媽利醫師根據林媽利醫師根據DNADNA研究指出：台灣有研究指出：台灣有8585％％的福佬的福佬
人、客家人有原住民血統。人、客家人有原住民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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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藍人非台灣人赤藍人非台灣人

台灣的所謂「外省」族群，事實上都不是中華人台灣的所謂「外省」族群，事實上都不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民，因此民共和國國民，因此在「中華民國」被聯合國驅在「中華民國」被聯合國驅
逐，而不能代表中國逐，而不能代表中國之後，他們都不再是中國之後，他們都不再是中國
人。然而，其中卻有一部份人至今仍堅稱自己是人。然而，其中卻有一部份人至今仍堅稱自己是
中國人，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些人統稱中國人，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些人統稱
為「為「赤藍人赤藍人」」 ((赤藍是赤藍是ChinaChina台語福佬話之發台語福佬話之發
音音)) ，，英文則用英文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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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赤藍人是討論台灣政治和社會必要的群體名詞，
稱他們為「中國人」是邏輯上的錯誤，也混亂了稱他們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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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獨立運動的論述。

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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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台灣曾經經歷荷、西、鄭、清、日和現在赤藍人台灣曾經經歷荷、西、鄭、清、日和現在赤藍人
的殖民統治，絕不是所謂的中國神聖領土。的殖民統治，絕不是所謂的中國神聖領土。

台灣的領土包括台灣、澎湖及鄰近島嶼：台灣的領土包括台灣、澎湖及鄰近島嶼：

釣魚台的歸屬應由台灣和日本談判解決；釣魚台的歸屬應由台灣和日本談判解決；

金門、馬祖的住民在台灣獨立後兩年內，可以選擇自金門、馬祖的住民在台灣獨立後兩年內，可以選擇自
己是否要成為台灣國民。至於，其主權的歸屬，則應己是否要成為台灣國民。至於，其主權的歸屬，則應
該分別由兩島住民舉行公民投票決定。該分別由兩島住民舉行公民投票決定。

5.3.5.3.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

將熱烈支援他們爭取獨立的鬥爭。將熱烈支援他們爭取獨立的鬥爭。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這一點同樣適用於

台灣。台灣。 ---- 19361936年毛澤東和記者年毛澤東和記者Edgar SnowEdgar Snow的談話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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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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排名約第個國家當中：土地面積排名約第
140140；人口排名；人口排名4545；第；第1616大經濟體；平均國民所得排名大經濟體；平均國民所得排名
2323。。在赤藍人長期的剝削和腐敗宰制下，仍能掙得這樣在赤藍人長期的剝削和腐敗宰制下，仍能掙得這樣
的成就，証明：的成就，証明：台灣人絕對有能力建立自己的幸福國台灣人絕對有能力建立自己的幸福國
家。家。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即使在赤藍人不斷的作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即使在赤藍人不斷的作
亂破壞下，台灣無論就經濟發展、民主進步、人權尊亂破壞下，台灣無論就經濟發展、民主進步、人權尊
重、國家建設效率和民眾幸福感受都遠優於兩蔣和當前重、國家建設效率和民眾幸福感受都遠優於兩蔣和當前
馬英九的主政表現，証明：馬英九的主政表現，証明：台灣人才會為台灣的永續發台灣人才會為台灣的永續發
展著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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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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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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發展現代國家都以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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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兼顧優質環境、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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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也嚮往如此。會福利以及國土的永續發展。台灣人也嚮往如此。

台灣人是胸襟廣闊、積極進取具有創造力的現代化民台灣人是胸襟廣闊、積極進取具有創造力的現代化民
族，台灣人追求的出頭天願景是：族，台灣人追求的出頭天願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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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台灣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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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才能重塑咱福爾摩沙美麗島。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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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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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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成員乃清一色的「非台灣人」），會拚命守護台灣和台灣

人民嗎？人民嗎？ ---- 彭明敏彭明敏 9/30/2008 9/30/2008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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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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藍人佔月研考會民調：赤藍人佔11.5% 11.5% 。。但但20082008年年
僅有僅有4.8% 4.8% ，， 因此，已有不容忽視的西瓜效應。因此，已有不容忽視的西瓜效應。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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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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順台灣人和其他被壓迫人民具有共通的對壓迫者妥協、順
服的性格，或常被稱為「奴性」，其實服的性格，或常被稱為「奴性」，其實並沒有所謂台灣並沒有所謂台灣
人特有的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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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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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常常會「合理化合理化」壓迫者的作為，以做為個人的」壓迫者的作為，以做為個人的
心理調適和辯護。心理調適和辯護。

被壓迫人民在民族覺醒的過程中，往往勇於對同樣受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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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至嚴重的內鬥迫的族群爭取「正義」和「權利」，而導至嚴重的內鬥
和不合作。和不合作。

歷史上許多被壓迫人民最後都還是成功地推翻壓迫者，歷史上許多被壓迫人民最後都還是成功地推翻壓迫者，
達成民族解放。因此，只要掌握正確的方法和時機，台達成民族解放。因此，只要掌握正確的方法和時機，台
灣人也一樣能夠跨越障礙，推翻外來赤藍人的統治，建灣人也一樣能夠跨越障礙，推翻外來赤藍人的統治，建
立屬於咱自己的國家，完成民族解放。立屬於咱自己的國家，完成民族解放。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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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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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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顯現其被壓迫者的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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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台灣的利益去巴結中性，卑躬屈膝自我否定，拿台灣的利益去巴結中
共權貴，希望分沾中國的特權和利益。共權貴，希望分沾中國的特權和利益。

具特權的赤藍人，其子女大都是美國人，大都以具特權的赤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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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對台在台灣的貪瀆所得在外國置產，因此，他們對台
灣社會沒有長遠的打算，只求盡可能繼續營私圖灣社會沒有長遠的打算，只求盡可能繼續營私圖
利，還懷有野心的則放眼建立新的中國關係。利，還懷有野心的則放眼建立新的中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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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虛構美化「中藉虛構美化「中
國」來打壓台灣國」來打壓台灣，完全經不起考驗，台灣人應不，完全經不起考驗，台灣人應不
惜與他們尖銳對抗，他們才會退縮。惜與他們尖銳對抗，他們才會退縮。

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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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意識形態的矛盾台灣社會意識形態的矛盾

1.1. 赤藍人傾向威權崇拜赤藍人傾向威權崇拜

2.2. 台灣人思想開放自主台灣人思想開放自主

馬統幫復辟後，急切地以傲慢、絀劣的手法，企圖馬統幫復辟後，急切地以傲慢、絀劣的手法，企圖
摧毀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所培養的台灣主體意摧毀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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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藍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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隸。台灣人心色恐怖的來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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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善意，族群衝突胸再寬擴，絕不會再對赤藍人存有過度的善意，族群衝突
勢必升高。馬統幫和納粹黨一樣是族群歧視者，也是製造勢必升高。馬統幫和納粹黨一樣是族群歧視者，也是製造
族群仇恨的兇手，他們將連累所有赤藍人。族群仇恨的兇手，他們將連累所有赤藍人。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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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藍人傾向威權崇拜赤藍人傾向威權崇拜

赤藍人拒絕認同台灣成為台灣人，只有為了騙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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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偽稱自己是台灣人，心底裡指票或詐取信任，才偽稱自己是台灣人，心底裡指
的是住台灣地區的人，並沒有國家意識存在。的是住台灣地區的人，並沒有國家意識存在。

赤藍人展現強烈非理性、傳統支配及右翼威權崇赤藍人展現強烈非理性、傳統支配及右翼威權崇
拜的集體傾向，和納粹及法西斯黨徒屬於同類拜的集體傾向，和納粹及法西斯黨徒屬於同類
型，是現代化社會的逆流。型，是現代化社會的逆流。

赤藍人已失去「母國」，為了維護他們少數人在赤藍人已失去「母國」，為了維護他們少數人在
台灣的既得利益和優勢，乃以出賣台灣向企圖併台灣的既得利益和優勢，乃以出賣台灣向企圖併
吞台灣的中共統治階級靠攏，吞台灣的中共統治階級靠攏，妄想藉中共撐腰，妄想藉中共撐腰，
來繼續壓迫、剝削台灣人。來繼續壓迫、剝削台灣人。

6.4.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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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思想開放自主台灣人思想開放自主

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具有海洋寬闊的心台灣人思想上較開放自主，具有海洋寬闊的心
胸，善於容納、應用新事務於追求創新，因此，胸，善於容納、應用新事務於追求創新，因此，
能夠接受並發展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進步價值。能夠接受並發展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進步價值。
這是台灣人能夠建立現代國家的重要根基。這是台灣人能夠建立現代國家的重要根基。

台灣人以台灣為自己的國家和子孫安身立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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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願景和地，對台灣社會的繁榮和安定具有愛心、願景和
責任感。責任感。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人表現了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人表現了
包容赤藍人的誠意，不報復、不記恨，也不做針包容赤藍人的誠意，不報復、不記恨，也不做針
對個人的「轉型正義」。對個人的「轉型正義」。

6.4.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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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藍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勢赤藍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勢

赤藍人不僅主導政治，也強灌中國文史地理教赤藍人不僅主導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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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育，以確保赤藍人取得優勢的學習條件。

北京話不但是官方語言，也是做為升學篩選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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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道媒介，使赤藍人在教育上享有不平等的優勢。

赤藍人大多聚居於都市區，且特別集中於軍、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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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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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上大學的機會。有助於降低其教育成本，而提高上大學的機會。

台灣學生被迫講中國話，學、考和台灣文化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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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不相關的事務，排除大多數台灣學生
的本土優勢。的本土優勢。

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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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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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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屬於高收入和生活業，相對於一般台灣人，他們屬於高收入和生活
穩定的族群。穩定的族群。

赤藍人制度化地給軍公教階層優惠待遇，如赤藍人制度化地給軍公教階層優惠待遇，如18%18%
的退存利息，子女教育補助費，軍人及中小學教的退存利息，子女教育補助費，軍人及中小學教
師享受免稅，榮民領取高額月退及房舍更新。這師享受免稅，榮民領取高額月退及房舍更新。這
一切優惠待遇都是由台灣人被迫供給，難怪郭冠一切優惠待遇都是由台灣人被迫供給，難怪郭冠

英之流無恥地自稱為「英之流無恥地自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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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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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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世年世
界各國新聞自由度調查報告界各國新聞自由度調查報告》》，台灣大跌十一名，去年排，台灣大跌十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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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四十三名。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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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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排除本土意識在公務體系及所屬非「官方」機構排除本土意識
人才，啟動「人才，啟動「藍色恐怖藍色恐怖」。」。

重樹威權圖像，恢復供奉重樹威權圖像，恢復供奉228228元兇蔣介石，放任元兇蔣介石，放任
檢調拘押其浮濫心證的「嫌疑」人，並應時放話檢調拘押其浮濫心證的「嫌疑」人，並應時放話
供「統媒」醜化、詆毀未經起訴的本土領袖。供「統媒」醜化、詆毀未經起訴的本土領袖。

縱容警察濫權攔阻、搜查、驅趕、毆打「疑似綠縱容警察濫權攔阻、搜查、驅趕、毆打「疑似綠
色的群眾」，縱容黑道對台灣人當街施暴，鼓勵色的群眾」，縱容黑道對台灣人當街施暴，鼓勵

「藍色恐怖」「藍色恐怖」 。。

國際媒體和知名學者包括馬英九在哈佛大學的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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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扭曲。師，公開質疑台灣民主倒退、司法扭曲。

6.7.1.6.7.1.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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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台灣與中國是否定台灣與中國是
「一邊一國」「一邊一國」 ，把「國與國的特殊關係」改稱「地區，把「國與國的特殊關係」改稱「地區
與地區的特殊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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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商商ECFAECFA，將台灣地位等同港澳，出賣台灣主權及安，將台灣地位等同港澳，出賣台灣主權及安
全，傷害台灣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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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其實是年連任後正式商談「統一」，其實是
要求中共助其連任。要求中共助其連任。

目前台灣大眾被外來政權與買辦所恐嚇，以為維持現狀目前台灣大眾被外來政權與買辦所恐嚇，以為維持現狀
可以避免中國的侵略，而不知「維持現狀論」是為虎做可以避免中國的侵略，而不知「維持現狀論」是為虎做

倀，拖延建國時間而假以敵人時日。倀，拖延建國時間而假以敵人時日。 ---- 19991999年發表，年發表，
收錄於收錄於《《台灣─破繭而出的國家台灣─破繭而出的國家》》鄭欽仁教授鄭欽仁教授

6.7.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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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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減假救股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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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中，方便稅，將國庫大量倒入親中國黨賣台企業集團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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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消費券等無不舉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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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月增加了再加上四年四千億「振興經濟新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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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關因為過度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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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嚴重傷害台灣未來產業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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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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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世界競爭力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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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落後三台灣排名驟降十名，並再度被中國追趕過去，落後三
名。名。

6.7.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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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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取利也安頓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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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充部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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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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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美元，較去
年減少年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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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人數人數63.363.3萬，萬，失業恐慌繼續蔓延。失業恐慌繼續蔓延。 民進黨民調則民進黨民調則
直指廣義失業人口超過百萬。直指廣義失業人口超過百萬。

6.7.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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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台灣革命的外力影響台灣革命的外力

1.1. 美國的立場美國的立場

2.2. 日本的角色日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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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鬥爭意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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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必須儘力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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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國際社會的理解和低外國力量的干涉和反對，爭取國際社會的理解和
支持。台灣民族自決權具有國際法的支持，對獨立支持。台灣民族自決權具有國際法的支持，對獨立
建國是有利的。建國是有利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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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的立場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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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美國繼續支持爭取美國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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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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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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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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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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價值觀。

台灣位於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島鏈上，對美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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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上的長遠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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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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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前AITAIT處長處長Stephen YoungStephen Young

7.1.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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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美國爭取美國繼續支持繼續支持

美國目前以拉攏中國做為國際反恐外交手段，中國美國目前以拉攏中國做為國際反恐外交手段，中國
則相當依賴美國市場來繼續發展經濟，雙方都不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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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係的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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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台灣的立場以《《台灣關係法台灣關係法》》為準則，中共為準則，中共
目前並沒有能力改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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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憂慮馬統幫過度傾中和民主倒退，引發台灣社，引發台灣社
會的衝突和不安，給予中共插手的藉口。台灣人要會的衝突和不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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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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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台灣人的獨台灣人應積極透過在美國的台美人，將台灣人的獨
立意願充分讓美國行政部門、國會、智庫、教會、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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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媒體等瞭解，爭取他們的友誼和支持。

7.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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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的角色的角色

1.1. 日本和台灣有共同的利益日本和台灣有共同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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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的法的所有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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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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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將台灣的主權割讓給「中華民國」。

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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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台灣有共同的利益日本和台灣有共同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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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台灣同樣位於圍堵中共擴張主義的島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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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說是生上，因此雙方有戰略上的伙伴利益，可以說是生
命共同體。命共同體。

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和日本培兩位台灣人「總統」主政的期間，台灣和日本培
養了非常健康的關係，証明台灣人和日本人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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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共同利益。

針對中共在東海活動頻繁，日本積極考慮在針對中共在東海活動頻繁，日本積極考慮在
「與那國島」駐軍，距台灣僅「與那國島」駐軍，距台灣僅110110公里。公里。

7.2.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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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日本的支持爭取日本的支持

日本為了經營中國市場，因此表面上不願意得罪日本為了經營中國市場，因此表面上不願意得罪
中共。但在中共。但在日本和美國都有高達六至七成的民眾日本和美國都有高達六至七成的民眾
表示「不信任中國」表示「不信任中國」。。

日本相當瞭解馬統幫具有仇日情結，也認知日本相當瞭解馬統幫具有仇日情結，也認知馬統馬統
幫放棄國防與外交，將助長中共盲動侵台。幫放棄國防與外交，將助長中共盲動侵台。戰略戰略
家平松茂雄認為日本必然被捲入台海軍事衝突，家平松茂雄認為日本必然被捲入台海軍事衝突，
如此，則支持台灣人才符合日本的利益。如此，則支持台灣人才符合日本的利益。

台灣人應透過在日本的台灣人，以及在日本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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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為台灣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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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媒體和社會對台聲，深化日本政府、國會議員、媒體和社會對台
灣的瞭解和支持。灣的瞭解和支持。

7.2.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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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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赤藍人依賴也因此鼓勵中共統治階級以武力
威脅台灣人威脅台灣人，中共統治階級則煽動中國人敵視台灣中共統治階級則煽動中國人敵視台灣
人的獨立建國，兩者同為台海危機的麻煩製造者。人的獨立建國，兩者同為台海危機的麻煩製造者。
中共最明智的選擇是支持台灣民族自決，貢獻世界中共最明智的選擇是支持台灣民族自決，貢獻世界
和平。和平。

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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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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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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擴張主義的野心，不顧人民死活，過去2020年每年年每年
以兩位數成長率增加軍費，又為轉移內部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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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惑、驅使中國人充以虛構的「中華民族主義」煽惑、驅使中國人充
當其侵略戰爭的砲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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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共統治階級篡改歷史欺騙中國人說：「台灣、
圖博圖博((西藏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新疆))都是中國的一都是中國的一
部份。部份。 」中共屠殺、鎮壓圖博和維吾爾人的民」中共屠殺、鎮壓圖博和維吾爾人的民
族獨立運動，以族獨立運動，以1,5001,500顆飛彈威脅台灣，煽動中顆飛彈威脅台灣，煽動中
國人敵視台灣民族獨立運動。這是站在歷史潮流國人敵視台灣民族獨立運動。這是站在歷史潮流
的反面。的反面。

7.3.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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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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運動將持
續發酵，續發酵，20092009年香港有年香港有1515萬人在維多利亞公園紀念「六萬人在維多利亞公園紀念「六
四事件」，民主潮流不可擋。四事件」，民主潮流不可擋。

近幾年中國經濟的上揚，更加速中共統治階級的腐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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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競相以特權掠奪經濟利益，導致每年平均有每年平均有9,0009,000件件民民
間暴動、罷工和示威等集體性的抗議行動。間暴動、罷工和示威等集體性的抗議行動。今年七月，今年七月，
胡錦濤長子胡海峰的公司在南部非洲的納米比亞被捲入胡錦濤長子胡海峰的公司在南部非洲的納米比亞被捲入

詐騙和行賄調查，就是一個中共特權腐敗的案例。詐騙和行賄調查，就是一個中共特權腐敗的案例。

世界銀行報告指出：世界銀行報告指出：20072007年初，年初，中國勞動者年薪在中國勞動者年薪在800800
元人民幣元人民幣((約台幣約台幣3,8703,870元元))以下的有二億五千萬人，再加以下的有二億五千萬人，再加
上三億的失業人口，這些人是社會動亂的潛在主因。上三億的失業人口，這些人是社會動亂的潛在主因。

7.3.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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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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利益赤藍人的外來本質，使他們不惜犧牲台灣的利益

去籠絡中共統治階級去籠絡中共統治階級 ，奢望中共為他們撐腰，，奢望中共為他們撐腰，
來壓制台灣人的民族和民主覺醒，以維護赤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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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共統治階級是在台灣的特權和利益。事實上，中共統治階級是
以併吞台灣為最終目的，以併吞台灣為最終目的，他們讓馬英九暫時充當他們讓馬英九暫時充當

「買辦區長」，只不過是權宜之計。「買辦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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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卻因中共統治階級自知目前沒有實力併吞台灣，卻因
為赤藍人引狼入室，為赤藍人引狼入室，中共統治階級乃得以透過中中共統治階級乃得以透過中
國黨插手台灣事務，方便地滲透台灣社會，也開國黨插手台灣事務，方便地滲透台灣社會，也開
始侵蝕、分化赤藍人的勢力。始侵蝕、分化赤藍人的勢力。

7.3.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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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台灣青年人飯碗搶台灣青年人飯碗

中國在中國在20072007和和20082008年畢業而失業的大學生有年畢業而失業的大學生有250250
萬人。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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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00萬大學畢業生就職困難。萬大學畢業生就職困難。

馬統幫在中共的壓力下，擬承認中國學歷，將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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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年的就業更加困難。

中國人將會利用探親、觀光、留學、甚至偷渡潛中國人將會利用探親、觀光、留學、甚至偷渡潛
入，滯留不歸。不但會使台灣青年喪失就業機入，滯留不歸。不但會使台灣青年喪失就業機
會，勢必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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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若被中共併吞，台灣年輕人將像維吾爾青年台灣若被中共併吞，台灣年輕人將像維吾爾青年
離鄉背井尋找工作，甚或成為中共爭國際霸權的離鄉背井尋找工作，甚或成為中共爭國際霸權的
砲灰。砲灰。

7.3.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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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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既不屬於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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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要在國際社會也不屬於「中華民國」。因此，咱要在國際社會
堅持台灣人要依「民族自決」原則，建立自己的堅持台灣人要依「民族自決」原則，建立自己的
獨立國家。獨立國家。

中共用再多的飛彈也無法征服台灣，台灣人要有中共用再多的飛彈也無法征服台灣，台灣人要有
決心誓死保衛咱的家園，擊敗任何外來的侵略。決心誓死保衛咱的家園，擊敗任何外來的侵略。

中共不是台灣人立即的敵人，台灣人不須對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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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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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台灣人對中國人應保持理性尊重的態度，支持他
們的民主運動，爭取他們支持台灣獨立運動。們的民主運動，爭取他們支持台灣獨立運動。

7.3.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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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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影響，堅持現代獨立國家的尊嚴和人
類公平正義的價值。類公平正義的價值。

如印度、荷蘭、芬蘭、捷克、比利時、克羅如印度、荷蘭、芬蘭、捷克、比利時、克羅
埃西亞等國人民，都很支持台灣民族自決建埃西亞等國人民，都很支持台灣民族自決建
立新國家的觀點。立新國家的觀點。

只要台灣人努力去接觸，咱會發現許多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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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包括中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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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及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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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因此會更支持較開放進步的台灣人。

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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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敵人之方法對抗敵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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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搖馬統幫的統治支柱動搖馬統幫的統治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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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師孟教授陳師孟教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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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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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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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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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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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認同住民，其中國認同
大都是受赤藍人長期所控制的教育及媒體之誤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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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的對象。所造成，他們是台灣人要積極爭取的對象。

另外另外6%6%遭遇認同困擾迷失自己者，也是赤藍人遭遇認同困擾迷失自己者，也是赤藍人
荒謬的「中國認同」教育下的受害者，同樣是台荒謬的「中國認同」教育下的受害者，同樣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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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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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馬統幫是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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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要敵人。

8.2.8.2.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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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引進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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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易突顯其外來本質。力為它撐腰，很容易突顯其外來本質。

赤藍人必須培植台灣人走狗以供驅使，卻也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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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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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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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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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級的赤藍人和它的中共主子不敢冒然廢除中央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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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中國來壓迫台灣意識和文赤藍人必須歌頌、美化中國來壓迫台灣意識和文
化，因此將不斷升高族群矛盾和對立。化，因此將不斷升高族群矛盾和對立。

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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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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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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切勿中了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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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敵人要分化的，就要更團人的惡毒分化技倆。凡是敵人要分化的，就要更團
結。凡是隨敵人起舞的，就要受到內部的批判。結。凡是隨敵人起舞的，就要受到內部的批判。

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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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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再用無法突顯」，不要再用無法突顯
其外來本質的「國民黨」。其外來本質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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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外來赤藍人統治集團，不要用「馬政府」、「馬總的外來赤藍人統治集團，不要用「馬政府」、「馬總
統」等具合法意義的稱號。統」等具合法意義的稱號。

台灣不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沒有「台灣不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沒有「台灣省台灣省」，中國不」，中國不
是「是「內地內地」，也不要沿用「」，也不要沿用「大陸大陸」。」。

對「對「中國人中國人」不要有敵意和藐視，咱的敵人是「」不要有敵意和藐視，咱的敵人是「中共統中共統
治階級治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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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公開場合，儘量使用母語發言或交談，避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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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當有
比溝通更重要的反抗外來壓迫意涵時，請用母語。比溝通更重要的反抗外來壓迫意涵時，請用母語。

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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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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承認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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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可以參與選舉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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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選舉活動不斷撕破被選舉，必須堅持的是：利用選舉活動不斷撕破
「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揭露赤藍人的外來本質，「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揭露赤藍人的外來本質，
要求選民以選票支持台灣民族自決，剷除「中華民要求選民以選票支持台灣民族自決，剷除「中華民
國」邪惡體制。國」邪惡體制。

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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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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中賣台的詐騙揭發馬統幫假民主、假法治、媚中賣台的詐騙
本質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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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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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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灣利用選舉期間，透過演講和文宣尖銳地突出台灣
社會的主要矛盾，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和獨立建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和獨立建國
理念，喚醒、鼓舞群眾。理念，喚醒、鼓舞群眾。

嚴厲批判赤藍人在台灣的罪行，及其台籍走狗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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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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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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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以隱藏革命態度或國」邪惡體制的必要性，不可以隱藏革命態度或
偽裝成體制內的改革派。偽裝成體制內的改革派。

8.6.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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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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搖馬統幫的統治支柱動搖馬統幫的統治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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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都必須面對國際人權法庭或之法令、規章者，未來都必須面對國際人權法庭或
台灣人權法庭之公平審判和處置。依國際慣例，台灣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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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邪惡「奉命行事」將不能成為侵犯人權的藉口。在邪惡
體制下執行「公權力」，仍得持守聯合國的人權規體制下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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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侵犯人權者必然遭到懲罰。

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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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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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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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1.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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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統支柱任務圖解馬統支柱任務圖解8.7.1.2.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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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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特務、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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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體系和教育考試這六根隊海防、立法監察、行政體系和教育考試這六根
支柱。支柱。

這六根支柱的重要關鍵位置都由赤藍人或台籍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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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來自機械化才把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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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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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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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根統治支柱就會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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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倒塌。化、崩裂，失去支撐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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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3.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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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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順的台籍奴才充當花決策核心由赤藍人壟斷，忠順的台籍奴才充當花
瓶。瓶。

主要的支撐力量來自過去以結構性的偷、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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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特權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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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及外圍相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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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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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4.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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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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流媒體全由赤藍人壟蔣家暴力統治的時代，主流媒體全由赤藍人壟
斷，是獨裁政權的傳聲筒和打擊異己的工具。斷，是獨裁政權的傳聲筒和打擊異己的工具。

赤藍人「聯共制台」引狼入室，也就無法制止中赤藍人「聯共制台」引狼入室，也就無法制止中
國政治力和經濟力介入台灣的媒體，侵吞、削弱國政治力和經濟力介入台灣的媒體，侵吞、削弱
赤藍人對媒體的控制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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弄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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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及鬥爭響，終將淪為中共對台灣人和赤藍人統戰及鬥爭
的主要武器。的主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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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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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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人嚴密的樁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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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赤藍人監視、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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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便收集情報和操所屬社區和社團的基層民眾，以便收集情報和操
縱選舉。縱選舉。

樁腳和尾巴社團幹部一般都是貪圖利益或因故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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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中國黨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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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里、鄰長多屬此類。

線民則多屬無知、無賴或犯案被檢警掌握者，他線民則多屬無知、無賴或犯案被檢警掌握者，他
們是抓扒仔，往往陷害自己的同胞來向赤藍人邀們是抓扒仔，往往陷害自己的同胞來向赤藍人邀
功，賺取小恩小惠。功，賺取小恩小惠。

8.7.1.6.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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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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人一以黑道流氓執行政治任務來支撐政權是赤藍人一
貫的黑暗面，過去派竹聯幫去美國謀殺作家江貫的黑暗面，過去派竹聯幫去美國謀殺作家江
南，現在還靠流氓偷襲、毆打台灣本土領導人南，現在還靠流氓偷襲、毆打台灣本土領導人
物，然後賞以「總統」就職典禮的貴賓席，以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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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也向台灣人示威。

為赤藍人效力的黑道流氓，有許多本身就是赤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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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務組織有人的後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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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後，赤藍人不敢密切關係。台灣人「總統」主政後，赤藍人不敢
公開延續這種黑暗關係。但馬統幫復辟之後，這公開延續這種黑暗關係。但馬統幫復辟之後，這
種關係再度由暗轉明，黑金也跟著復辟。種關係再度由暗轉明，黑金也跟著復辟。

8.7.1.7.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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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支柱拉向台灣人把支柱拉向台灣人

1.1. 打擊上層結構打擊上層結構

2.2. 拉攏中下層拉攏中下層

3.3. 抵制赤藍運作抵制赤藍運作

針對每根馬統支柱擬定戰術和方法，並確立針對每根馬統支柱擬定戰術和方法，並確立
優先順序，以打擊行動搖撼上層結構，暴露馬統幫優先順序，以打擊行動搖撼上層結構，暴露馬統幫
的反動、賣台行徑。另一方面，則要把在馬統支柱的反動、賣台行徑。另一方面，則要把在馬統支柱
中下層工作的台灣人，拉向台灣人這邊，而不是推中下層工作的台灣人，拉向台灣人這邊，而不是推
到赤藍人那邊。到赤藍人那邊。

8.7.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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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上層結構打擊上層結構

助紂為虐的檢調法官、傲慢無能的行政官員和貪助紂為虐的檢調法官、傲慢無能的行政官員和貪
腐無品的立法委員是馬英九以下的優先打擊對腐無品的立法委員是馬英九以下的優先打擊對
象，象，對他們如影隨行地嗆聲是方法之一對他們如影隨行地嗆聲是方法之一。。

公權力支柱的上層，基本上都屬於赤藍人貪瀆分公權力支柱的上層，基本上都屬於赤藍人貪瀆分
贓集團的核心，贓集團的核心，對他們及其家屬進行長期跟蹤，對他們及其家屬進行長期跟蹤，
必能有效暴露其腐敗行徑。必能有效暴露其腐敗行徑。

將這些上層特權份子的惡行劣跡，在網路上公諸將這些上層特權份子的惡行劣跡，在網路上公諸
於世，細數他們的罪狀，讓他們無所遁形。於世，細數他們的罪狀，讓他們無所遁形。

台灣人對於敢於鬥爭馬統幫的行為，應予鼓勵和台灣人對於敢於鬥爭馬統幫的行為，應予鼓勵和
支持，以培養台灣人維護正義的民族精神。支持，以培養台灣人維護正義的民族精神。

8.7.2.1.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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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攏中下層拉攏中下層

針對馬統幫的無能和反動、中共的獨裁和殘暴以針對馬統幫的無能和反動、中共的獨裁和殘暴以
及台灣人應該作主人，說服並拉攏在馬統支柱工及台灣人應該作主人，說服並拉攏在馬統支柱工
作的中下層台灣人，同情進而支持台灣獨立建作的中下層台灣人，同情進而支持台灣獨立建
國，使馬統支柱從底部鬆動、潰裂。國，使馬統支柱從底部鬆動、潰裂。

塞爾維亞塞爾維亞(Serbia)(Serbia)人民在人民在20002000年成功地拉下獨裁年成功地拉下獨裁
者米洛索維茲者米洛索維茲(Milosevic)(Milosevic)，因為在關鍵的時刻，，因為在關鍵的時刻，
鎮暴警察都站到群眾這邊或採取中立，拒絕執行鎮暴警察都站到群眾這邊或採取中立，拒絕執行
上級的「驅散」命令。上級的「驅散」命令。

台灣人佔了中下層軍官和士兵的絕大多數，在關台灣人佔了中下層軍官和士兵的絕大多數，在關
鍵的時刻，台灣人軍隊是保護家園安全、抵擋外鍵的時刻，台灣人軍隊是保護家園安全、抵擋外
來侵略及擊潰賣台陰謀的重要力量。來侵略及擊潰賣台陰謀的重要力量。

8.7.2.2.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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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赤藍運作抵制赤藍運作

在民間暴露中國黨各地方組織及其樁腳的運作，在民間暴露中國黨各地方組織及其樁腳的運作，
鼓勵台灣人和中國黨劃清界線，規勸台灣人不要鼓勵台灣人和中國黨劃清界線，規勸台灣人不要
支持或參與他們的活動。而支持或參與他們的活動。而以台灣人自力去辦如以台灣人自力去辦如
旅遊、健身、烹飪等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活動，拉旅遊、健身、烹飪等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活動，拉
近台灣人的感情近台灣人的感情。。

在民間暴露赤藍人的尾巴宗教、社福及職業團在民間暴露赤藍人的尾巴宗教、社福及職業團
體，規勸台灣人體，規勸台灣人不要去參與他們的聚會，更不要不要去參與他們的聚會，更不要
捐款給這些團體捐款給這些團體，削弱他們在民間社會運作的經，削弱他們在民間社會運作的經
濟力，以及對台灣人的控制力。濟力，以及對台灣人的控制力。

鼓勵台灣人拒絕收看中資及赤藍媒體節目。鼓勵台灣人拒絕收看中資及赤藍媒體節目。

8.7.2.3.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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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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們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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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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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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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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其團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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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之影響力。

馬統幫為了掩飾其無能，必然加緊摧毀兩位台灣馬統幫為了掩飾其無能，必然加緊摧毀兩位台灣
人「總統」時代所建立的言論自由，全世界的台人「總統」時代所建立的言論自由，全世界的台
灣人社團必須聯合起來，善用海外的言論自由。灣人社團必須聯合起來，善用海外的言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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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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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台灣行動會議」體制內運動的協商平台善用「台灣行動會議」體制內運動的協商平台

8.8.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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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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地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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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守護隊」：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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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走狗；必要時跟蹤、包圍、打擊在地馬統幫和台籍走狗；

提供正確訊息給在地民眾，反制統媒及企圖破壞台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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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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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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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台灣國民會議」。

8.8.2.8.8.2.

敢反對暴政，而且敢反對暴君的人，請站出來！敢反對暴政，而且敢反對暴君的人，請站出來！

---- 摘自摘自《《Common Common SenseSense》》byby Thomas PaineThomas P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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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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和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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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串聯，鼓吹台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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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台灣民族意識、強化敵我灣獨立建國理念，發揚台灣民族意識、強化敵我
對立的鬥爭意識並介紹進步的民主、人權思潮。對立的鬥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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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馬統幫」，公開馬統幫
統治支柱內，高層赤藍人和其台籍幫凶的反人權統治支柱內，高層赤藍人和其台籍幫凶的反人權
及貪瀆惡行。及貪瀆惡行。

志同道合的網友推動如酥餅的「三分鐘護台灣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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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革命宣傳和行動透過網際網動」的網路鬥爭，把革命宣傳和行動透過網際網
路散播出去。路散播出去。

8.8.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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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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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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抗的有效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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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正面報導台灣人爭，受到國際媒體的尊敬，紛紛正面報導台灣人
的合理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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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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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對治的有效武器。每次行動的設計一定要讓打擊對
象或其支持者象或其支持者遭受實質的損失遭受實質的損失，如經濟的損失和，如經濟的損失和
統治惡法被唾棄的威權喪失。統治惡法被唾棄的威權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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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迫使他們收斂。取全面性的抵制行動，必能迫使他們收斂。

8.8.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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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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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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台灣獨立與建國實踐台灣獨立與建國

本土社團、組織和網站必須團結成為聯合戰線，經本土社團、組織和網站必須團結成為聯合戰線，經

常互作協商溝通。常互作協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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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團體屬性的發展基礎，建立台灣守護隊。自團體屬性的發展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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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發揚台灣民族主義，擴大發展生命共同體的民族感

情。情。

善加掌握時機，靈活運用台灣人社會的脈絡，針對善加掌握時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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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事件或對象發動全民性的打擊行動。

10.10.



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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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用咱的血淚去締造

----前前巴勒斯坦民族權力機構主席巴勒斯坦民族權力機構主席
阿拉法特阿拉法特(Yasser Arafat)(Yasser Ara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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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民會議台灣國民會議

「台灣國民會議」英文名稱是「台灣國民會議」英文名稱是Taiwan National Taiwan National 
Congress (TNC)Congress (TNC)，是追求台灣獨立建國的團體或個人對建，是追求台灣獨立建國的團體或個人對建
國理念和行動尋求集體共識及合作方案的協商平台：對外國理念和行動尋求集體共識及合作方案的協商平台：對外
堅持「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住民」，主張以「住民自決」確堅持「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住民」，主張以「住民自決」確
立台灣的國際地位，反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對內主立台灣的國際地位，反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對內主
張以「直接民主」貫徹「主權在民」的理念，排解台灣社張以「直接民主」貫徹「主權在民」的理念，排解台灣社
會對重要議題之爭執，掃除實踐獨立建國的障礙。會對重要議題之爭執，掃除實踐獨立建國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