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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自才序

要逃離台灣。作者的刺蔣計劃是真實的故事，他如
何逃離台灣到巴西再到美國，然後 1970 年在美國
西部計劃及執行刺蔣行動在書中娓娓道來。因為在
當時就任台獨聯盟主席的蔡同榮沒有充分配合，致
使刺客作者無法掌握蔣經國的確定行程，刺蔣計劃

本書作者也是刺蔣鎮山計劃的執行者，由於私
人的考慮，本書作者決定不用本名來發表，同時也

終於失敗收場。要瞭解台灣的歷史以及海外台獨運
動的情況，本書是非常值得閱讀的。

把刺蔣計劃的參與者用化名來敘述。雖然如此，這

1970 年 4 月發生在美國西部的刺蔣鎮山計劃，

個被隱埋將近半個世紀的真實刺蔣計劃終於問世。

以及黃文雄、鄭自才在 Plaza Hotel, New York 的刺

有壓迫就有抵抗，壓迫愈殘酷抵抗就會愈激

蔣行動是兩個同時平行發展的計劃。蔡同榮參與了

烈。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中國佔領軍開始

西部的鎮山計劃，但卻在緊要關頭選擇失蹤與失

佔領並統治台灣，中國軍政府對台灣的殘酷統治與

連。New York Plaza Hotel 的刺蔣案，蔡同榮並沒

壓迫迄今就不曾間斷，期間從 1947 年到 1960 年代

有參與但可能知情。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也選擇失

最為慘烈。作者是生長在 1960 年代的高雄，雖然

蹤，並沒有參與當天台獨聯盟的示威遊行。

在他母親的呵護下成長，仍然感受到有形與無形的

雖然台灣人在美國西部 Los Angeles 以及東部

壓迫。父親在 1947 年被槍殺，變成受難的家庭。

New York 的兩件刺蔣計劃皆失敗，但是在 Plaza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台灣受難的家庭成員都想盡辦法

Hotel 開槍的黃文雄先生及在 Los Angeles 執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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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計劃的作者，都是勇敢的台灣人，都值得台灣人
的尊敬以及敬佩。

2016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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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雄序

一個觀點，從最近漸受重視的諸多轉型正義案件
中，除了冤錯案件之外，就不難看到有多少背景不
同的人民，曾經有多少反抗暴政的各種想像、計劃
和行動，即使未及實施就被關被殺。或如欽泰的故
事，至今不為人所知。一部富有社會史意義的戰後

欽泰（這本回憶錄的主角和作者）我早聞其

台灣人民抗爭史，尚待出土：只要想像一下，如果

名 ( 從前的運動戰名 )，卻到一年多前才有機會見

史明前輩沒有出版他的口述史和回憶錄，記錄前輩

到真人。他是巴西台灣移民台獨運動的健將，刺蔣

和他的許多同志的努力，我們對這部抗爭史的瞭

後鄭自才偷渡到歐洲時所用的護照就是他安排的。

解，會缺多大的一角。欽泰的回憶錄又為我們添增

數十年來他對台灣的關懷並未稍減。例如他那次回

一份珍貴的史料。

台，就是為了和幾位有心人一起商量，引進有益台
灣農業與生態的新科技。
也就是在這次見面，我才知道，1970 年 4 月
24 日的紐約刺蔣失敗後，27 日還有人在美國西部

此外，較之美國，巴西台灣移民的故事至今少
有人寫。欽泰也提供了不少生動的記錄。
所以，雖患眼疾又患流感，仍樂意寫這篇短序
如上。

另有苦心的計劃與勇敢的嘗試，只因蔣美官方加強
安全措施，無法真正執行到底。

2016 年 3 月 12 日

有殺戮壓迫剝削就有反抗。試舉一例：如果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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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至今仍是謎團！本書多所著墨。
1970 年 4 月，美東和美西皆有台獨運動者籌
劃、執行刺蔣行動，美東的鄭自才、黃文雄刺蔣行
動是以手槍執行，行動者必定被捕、被關。美西刺
蔣鎮山計劃是以長槍搭配手槍執行，行動者還有逃

當我在寫這篇序文時，耳邊響起「阿母的手」
這首台語歌曲。「晟養我的彼雙手，無人比伊卡幼
秀。為我操勞的彼雙手，美麗溫柔。不識為著家己
想，全部心思只有阮。親像溪水流入大海，付出無

脫的機會。但美東和美西刺蔣計劃是各自獨立的計
劃，並沒有橫的聯繫。
張欽泰準備刺殺蔣經國的數項動機中，最主要
是阻止特務頭子蔣經國接班蔣介石國民黨政權。

所求。無分日暝，無分春秋，疼子的心無理由」。

本書由張欽泰出生 32 天，父親在 1947 年 228

謹以此文，獻給一位 228 事件喪夫、撫養一大

事件被蔣家士兵槍殺寫起，透過描寫欽泰小學三年

群子女的堅強台灣女姓，我的母親。

級時，見識到蔣經國縱容寶貝兒子蔣孝文玩弄台灣

本書描寫兩位台灣獨立運動志工張瑞豐和張欽

女生；18 歲役齡出國、坐船經數國到巴西的歷程、

泰兄弟，參與在 1970 年 4 月美西暗殺蔣經國的一

在巴西的見聞；認知台灣歷史成為台灣獨立運動志

段故事，部分敘事為保護當事人略有調整。美西刺

工、從巴西去美國讀大學；之後，為了追求正義，

蔣鎮山計劃縝密籌備半年，最終沒有一槍或一彈的

籌劃美西刺蔣鎮山計劃、加入史明的台灣獨立革命

執行，這是蔣經國臨時行程改變？或是另有隱情？

軍行列，種種親身經歷，突顯蔣家獨裁、家天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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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威權的殖民統治，同時也可一窺台獨志工成
長、奮鬥的軌跡。
1945 年二次大戰後台灣出生的嬰兒潮，全是
接受蔣家國民黨政權大中國思想的扭曲教育，很多
台灣人自稱是中國人的「中國國民黨員」或是同路
人；1985 年以後出生的台灣人，很多是自稱台灣

感謝：我的同志們，出生入死的共事。台獨道
上，一路堅持。
多謝：我的三姊數十年的疼惜支持。我的內人
數十年不離不棄。
感恩：蔡高德、鄭炳全、藍士博鼓勵出書，劉
承欣、鄭清鴻協助編輯、出版事宜。

人的「天然獨」。但是多數年輕的台灣人，不太瞭
解台灣的歷史，因此本書也希望以台灣獨立運動志

2016 年 2 月 28 日

工的觀點，提供一段「台灣歷史與海外早期台獨運
動」，彌補年輕人歷史知識上的不足。
我在 2016 年 1 月回台助選，1 月 16 日投了三
張寶貴選票，三張皆中。民主進步黨再次執政，以
中華民國為名的「華獨」躍上檯面，以「天然獨」
為主的第三勢力漸露頭角，台灣獨立運動向前邁進
一步。第一代台獨志工大都仙去，第二代台獨志工
開始凋零，第三代、第四代台獨志工開枝散葉，希
望不久的將來見到真正的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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