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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蔣鎮山計畫
大事年表

附錄一 1947年 ˙欽泰出生於高雄，父親在他出生 32天，即因參加
高雄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於 3月 6日在高雄
市政府被蔣家國民黨軍槍殺。

1956年 ˙欽泰小學三年級在料理店目睹蔣孝文配私槍到處
耀武揚威、玩弄台灣女孩。

1958年 ˙毛澤東不顧中國人民處在飢餓狀況，發展原子彈
工程。

1963年 ˙5月，欽泰大兄瑞豐帶妻小從家鄉高雄港搭船前往
日本，再從日本搭船前往巴西，後定居聖保羅市自
由區。

1964年 ˙巴西台獨組織開始萌芽，張瑞豐到巴西各地拜訪
台灣鄉親，分發《台灣青年》，宣傳台灣獨立理念。

1965年 ˙1月，欽泰高中快畢業時，因作文寫 228觸犯官方
禁忌，為了避禍，6月底前去巴西投靠大兄。
˙10月，大兄向欽泰述說 1947年 228事件如何造成
父親之死。

1966年 ˙欽泰受大兄張瑞豐台獨思想的啟蒙，啟程前往美
國讀大學前，加入以張瑞豐為首的巴西台獨秘密組
織「台灣同盟會」。

˙7月，欽泰赴美求學。

1967年 ˙張瑞豐以台灣同盟會幹部的身分，和同鄉組成聖
保羅台灣同鄉會和里約同鄉會，暗中吸收台灣同盟
會會員和台獨志工。

˙史明獨立台灣會機關誌《獨立台灣》開始寄到巴
西張瑞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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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3月，欽泰母親再度來美探望子女，欽泰陪母親一
起去巴西。

˙4月，欽泰從巴西返美前，和大兄取得共識，為了
保密，巴西的台獨組織獨自發展，與日本「台灣青
年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美國的「全美台
灣獨立聯盟」保持平行的聯絡。

˙蔣介石在台灣下令成立「國立中山科學院」，試
圖研發原子彈。

1969年 ˙巴西台獨組織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成為全美
台灣獨立聯盟的支部。

˙7月，欽泰與小學同學林吉雄在巴西重逢。
˙蔣介石責成太子蔣經國，向美國西屋公司洽談第
一座原子能發電廠整廠輸出。

˙9月，欽泰與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新任主席蔡同榮
見面，受邀加入台灣獨立聯盟，屬於「島內工作組」
秘密盟員。

˙11月中旬，欽泰輾轉接獲線報，得知蔣經國受奇
異（GE）原子能公司邀請，預計 1970年 3、4月赴
美參觀，因此籌劃了刺蔣鎮山計畫。

1970年 ˙4月 17日，刺蔣鎮山計畫執行前，欽泰與蔡同榮
主席最後聯繫，確認蔣經國來美行程。 
˙4月 19日，刺蔣鎮山計畫執行當日，因蔣經國未
如蔡同榮主席告知的行程般現身洛杉磯華埠，刺蔣
鎮山計畫未能成功。

˙4月 24日，台灣留學生「黃文雄和鄭自才」用手
槍刺殺蔣經國未遂成為國際頭條新聞。

˙4月 27日，欽泰等人在聖歐娜佛瑞原子能發電廠
展開刺蔣第二次行動，最終功敗垂成。以此為分界
點，巴西台灣同盟會不再和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合作，
轉為積極和日本獨立台灣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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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史前文化

　　透過考古、挖掘二千多個遺址，左鎮人（Tsuochen 

Man）出土於台南縣左鎮鄉菜寮溪河床，屬於舊石

器時代（Paleolithic Period）；北部的淡水河口、西南部

沿海地區的新化丘陵、鳳山丘陵的大坌坑文化人

（Tapenkeng Culture people），屬於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Period）；台灣在五、六千年前已有人類居住，台灣

史前文化和中國史前文化，平行發展、並不相干❶。

（二）荷、西、鄭、清

1、殖民地統治 

　　1557年葡萄牙人（Portuguese）船員在台灣海峽

航行，遠遠看見一座青翠的大海島，高呼「Ilha 

Formosa（美麗島）」，從此「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進入國際舞臺。1624年荷蘭人（Dutch）佔領台灣西

台灣歷史與
海外早期
台獨運動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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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1945年 8月 15日，日帝在二次大戰戰敗投

降，盟軍麥克亞瑟統帥委託命令蔣介石解除在台灣

的日軍武裝（Entrust Chiang Kai-shek to disarmament Japanese 

troops in Taiwan），蔣家國民黨政權趁機殖民統治台

灣。

　　什麼是殖民（Colony）？獨立台灣會史明有如下

註解―外來侵略者侵佔別人的領土，對本地人實施

高壓統治，掠奪剝削、甚至屠殺。台灣四百年有史

以來，就是受到外來政權（Regime，某個政治實體掌權期

間）的壓迫屠殺，就是殖民地❷。

2、唐山公，平埔嬤

　　人類學家推論台灣的原住民族，主要源於印度

尼西亞南島語系民族，分成「高山族」和「平埔族」

二大族群。高山族在大清時代叫「生番」或「野

番」，平埔族（Pingpu Tribes）則叫「熟番」或「平埔

番」❸。

南部的鹿耳門（安平）、赤崁（台南）一帶，期間發

生 1635年原住民「麻豆反抗事件」、1652年漢人

「郭懷一起義事件」，直到 1662年被鄭成功逼迫

離開，荷蘭殖民統治南台灣 38年。大約同一時期，

西班牙人（Spanish）佔據台灣北部雞籠（基隆）、滬尾

（淡水）一帶，從 1626年到 1642年，殖民統治北

台灣 17年。其後，鄭成功、鄭經、鄭克塽袓孫三

代，從 1661年到 1683年統治台灣西部 23年，把

台灣的資源作為「反清復明」的跳板。鄭氏繼承荷

蘭「王田」的殖民體制，把 10萬名台灣開拓者的

產品，送往大陸廈門等地，供應 20萬「反清復明」

的兵馬。

　　1683年 8月，鄭氏東寧王朝降將施琅攻佔澎

湖、台灣，展開大清皇朝 213年的統治，台灣本地

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反抗唐山人的殖民

虐政。1895年大清帝國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

帝國，台灣人民展開 50年的「反四腳（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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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奴隸，大都迎娶台灣平埔族女人，這就是「唐

山公，平埔嬤」的開始。

　　南明鄭成功三代王朝，數萬單身士兵在台灣落

地屯墾，只能娶平埔族婦女為妻；後來大清帝國的

統治，數次頒布渡台攜眷禁令，只有大官和將領才

能攜家帶眷來台；1728年雍正 6年，南澳鎮總兵

的族弟藍鼎元條陳清廷〈經理台灣疏〉上所說：「統

計台灣一府，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女之人民；

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千有餘里，

通共（漢人）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

瑯橋以下四五百里，（漢人）婦女亦不及數百人。

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群聚至數百萬人，無父母

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為籌畫者也。❺」

　　可見清初在台上百萬漢人男人，只有數百名漢

人婦女，造成大多數「羅漢腳」與平埔族婦女通婚。

後來清廷還對歸順的「熟番」賜予五十姓，如潘、

蠻、陳、劉、戴、李、王、錢、斛、林、黃、江、

　　原住民活動的範圍大致在中央山脈和花東平

原，共有九族，分別為：阿美族、泰雅族、鄒族、

布農族、魯凱族、賽夏族、卑南族、排灣族和達悟

族❹。

　　分布在西部平原和丘陵地帶的平埔族計有十

族，分別為：凱達格蘭族、雷朗族、噶瑪蘭族、道

卡斯族、巴宰海族、巴布拉族、貓霧悚族、安雅

族、水沙連族和西拉雅族。平埔西拉雅族（Siraya）

人口最多，活動範圍約在台南縣以南至屏東縣恆春

半島。1624年，荷蘭人在現今的台南市安平港，

開始建造「熱蘭遮城（Zeelandia，現今安平古堡）」，作

為統治台灣的中樞；1653年於現今台南市中西區

建設「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現今赤崁樓）」，作

為與中國、日本和東南亞通商基地。台灣盛產蔗

糖、樟腦、鹿皮，需要大量人力；荷蘭人的漢人買

辦到福建漳州和泉州兩地，招募流亡農民來台灣做

奴工，荷蘭人開始在南台灣平原開墾，這些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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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勞動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同，從此和中國五千年

封建社會產生差異。從考古學、荷蘭和西班牙統治

台灣的歷史事實，彰顯台灣自古不屬中國。

　　1271年蒙古忽必烈大汗（Kublai Khan）在北京建

立元朝，蒙古人曾經統治中國 97年。但是中國歷

代皇帝偶而收取蒙古貢禮，偶而成為宗主國，並沒

佔領或統治過蒙古。

　　中國人妄語「台灣為中國固有領土」，以此邏

輯，則蒙古人民共和國（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有

一天拳頭又大了，也可以向中國說「中國是蒙古的

固有領土」？ 

　　二次大戰以前，領土的變遷是以武力豪取或金

錢買賣來定位，二次大戰以後，唯有從當地住民的

認同、共識和公投方能解決領土的紛爭。

4、利用分化政策，削弱、平定反勢力

　　清代台灣漢人的三大勢力，一為泉州人，二為

張、穆等，供他們選用。因此很多台灣人的族譜、

牌位或墓碑，男人有姓有名，女人只記載某「氏」，

在在證實「唐山公，平埔嬤」的事實。以此推算現

在台灣人民，80%以上，具有原住民的血統。

3、台灣為中國固有領土？

　　荷蘭皇室和資本家在 1602年於巴達維亞

（Batavia，現今的印尼雅加達）設立「荷蘭東印度公司」；

1624年派遣領事、職員、軍隊強佔台灣西南部原

住民土地，引進漢人奴隸。荷蘭人集合數十個漢人

奴隸為一小結，設小結首；數十小結為大結，設大

結首，這種制度稱為「大小結首制」。荷蘭人驅使

原住民和漢人捕鹿，設立「贌社」壟斷鹿皮交易。

漢人奴隸開墾的耕地，統歸荷蘭皇帝所有，稱為

「王田」，再以稱為「耕田輸租」的地租、田賦、

人頭稅等，層層剝削殖民地人民。所以從荷蘭統治

時代開始，移民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通婚混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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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林爽文在大里杙（台中霧峰）起義反清，其部眾漳

州人莊大田在鳳山響應，起義軍征戰三年，最後清

軍結合泉州人「義民」平定林爽文起義。

　　清廷利用分化政策，來削弱反清勢力；利用「漳

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三籍的地域歧見，策劃自

相殘殺，加速平定被壓迫者對清廷的反抗等等。這

種實行分化政策，在在顯示出大清帝國是台灣外來

殖民統治者。

5、甲午戰爭

　　1894年 7月 25日，日本艦艇在朝鮮豐島海域

攻擊清國軍艦，大清帝國和日本帝國於 1894年 8

月 1日宣戰，史稱甲午戰爭。1894年 10月底日軍

攻陷遼東半島的大連、旅順，1895年 2月 3日，

日軍攻佔山東半島的威海衛，3月 24日佔領澎湖；

台灣和大清皇廷—北京岌岌可危；1895年 4月

17日，大清帝國代表李鴻章與日本帝國代表伊藤

漳州人，三為客家人。隨著鄭氏王朝渡台者多為福

建泉州人，從鄭氏叛將施琅征台者多為福建漳州

人；台灣併入清朝版圖之初，因施琅的奏請，廣東

沿海的客家人禁止渡台，直到康熙末年禁令漸漸鬆

弛，客家人才能渡過黑水溝入台。泉州人和漳州人

先到台灣，先佔海濱平原較為肥沃、較易開墾的土

地；客家人稍慢到台灣，多佔依附山脈、較為貧瘠

的丘陵地帶。原為台灣的主人「原住民」，則被漢

人趕到山邊或深山。

　　大清帝國在台灣操縱漳州人和泉州人、福佬人

和客家人地域之見，進行分化、加深矛盾，方便其

外來的殖民剝削統治。台灣初入清朝版圖之時，各

級官員只能選用福佬人，不用客家人。1721年福

佬人朱一貴（鴨母王）揭竿反清，居於鳳山縣下淡水

溪流域的客家人自稱「義民」，協助清軍平定朱一

貴起事之後，清朝對客家人在台灣任官的限制逐漸

放寬，確立以客家人治福佬人政策。1786年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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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統治

1、台灣人民武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從 1895年到 1915年

二十年間，為武裝反日運動的時期；從 1915年到

1945年三十年間，為政治反日運動的時代。

　　1895年 5月 25日「台灣民主國」成立，這是

台灣北部仕紳結合清軍，標榜獨立自主、等待外援

的宗旨，但 6月 6日「唐景崧總統」從淡水潛逃清

國廈門，主事者多臨陣脫逃，為期 13天的台灣民

主國就土崩瓦解、早早夭折❻。

　　日軍 6月 8日進臺北城，6月 19日從臺北出

發開始南侵，在地台灣人組成義民軍群起反抗，三

角湧（三峽）的黃曉潭、平鎮的胡嘉猷、北埔的姜

紹祖、苗栗的鍾石妹與吳湯興、頭份的徐驤等誓死

抵抗，日軍於 6月 22日攻佔新竹城，8月 28日決

戰八卦山，彰化隨之淪陷；10月初日軍再次南下，

博文，在日本本州下關（Shimonoseki）議和；大清帝

國高官稱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

義。」1895年 5月 8日，割讓台灣和澎湖與日本

帝國。

　　台灣巡撫唐景崧於 5月 25日成立台灣民主國，

就任大總統一職，苗栗仕紳丘逢甲為副總統，國號

永清，國旗為藍地黃虎旗。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

統率的七千日軍，於 5月 29日登陸北台灣澳底，

經瑞芳駐紮基隆，待機進攻臺北城。6月 6日，唐

景崧從淡水搭船落跑廈門，那些誓死保衛台灣的清

國將領和丘逢甲，一一捲款變裝逃往福建、廣東。

6月 17日，日本總督樺山資紀於臺北前清布政使

司衙門，舉行「總督府始政典禮」，展開日本帝國

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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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與台灣原住高山族、平埔族相互聯婚，我們

「雜種」的先民祖先，在同一座島嶼「台灣」共同

成長，受到共同外來政權的差別統治，遭遇共同的

經濟剝削，「台灣人」、「台灣民族」逐漸形成，

具體表現在共同反抗外來政權上。台灣人在清朝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面對日本外來殖民

統治時，同樣延續了這種反抗精神。

　　1907年 11月，蔡清琳在新竹北埔領導抗日，

是為北埔事件。1912年 3月劉乾、林啟禎等人，

率眾襲擊南投林杞埔的頂林莊員警派出所，是為

林杞埔事件。1913年 3月，羅福星在苗栗一帶，

結合同志密謀大舉起義，12月羅福星被補，隨後

七百六十多位同志相繼被日警逮捕，是為苗栗事

件。1915年春天，楊臨計劃在農曆 7月 15日中元

節晚上襲擊臺北新莊支廳起事，但為同謀者密告，

七十多人被捕是為新莊事件。

　　1915年西來庵抗日事件，主事者余清芳以台

清國黑旗軍統領劉永福在 10月 19日變裝從安平港

潛回廈門，日軍於 10月 22日輕易地佔領台南城，

於是五個月內日軍全面控制台灣。根據日本官方發

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 10月 28日，因瘧疾病死

於台南。但據台灣父老傳說，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騎馬渡過曾文溪不久，被埋伏在林投叢路徑的義民

軍，用長竹竿接鐮刀砍落馬下，身受重傷在 10月

28日死於台南。台灣在地人對日軍的壯烈抗爭，

遠非唐山清軍對日軍聞風而逃可比。

　　1895年 11月之後，雖然日本帝國已全面控制

台灣，但是北部義民簡大獅等，中部義民柯鐵等，

南部義民林少貓等，組成抗日義民軍；他們的武器

裝備與日軍大炮、機關槍相差懸殊，但是善以利用

在地熟悉的地形，和日軍進行游擊戰爭長達七年之

久，直到 1902年才逐漸被日軍滅絕。

　　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鄭氏三代、大清帝國

271年來外來殖民統治，福建和廣東的漢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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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住民武力抗日

　　大清帝國殖民統治台灣 213年間，一直未能全

面控制花蓮和台東的東台灣，更無法進入中央山

脈；但日本軍警以先進和充足的武力，進駐中央山

脈和東台灣。日本總督府為了控制原住民武力，於

1914年開始實施原住民獵槍收押政策，造成持續

的衝突、鎮壓、勦滅和安撫的抗日事件。新武呂溪

流域布農族（Bunun）、下馬穀社（Ebako She， 台東縣海

端鄉霧鹿地區）的頭目拉瑪達．星星（Ramata Sansan），

1914年率族人擊殺新武呂駐在所全部日警後，到

大崙溪上游高山深處的伊加諾萬建立基地；拉瑪

達．星星出沒八通關及附近各地，飄忽不定、勇猛

善戰，日警對他大感頭痛，最後他在 1932年與長

子、四子等一起被捕殉難。1915年，布農族大分

部落（南投縣信義鄉）的頭目拉荷．阿雷（Laho Ari）和

弟弟阿裡曼．希堅（Ariman Shiken）率領 56名族人，

襲擊大分派出所，擊斃所有日警，退守荖濃溪上游

南西來庵做抗日基地，利用宗教信仰，在各地吃菜

堂（齋堂）秘密號召抗日義士，於 1915年 6月集結

抗日頭人江定和羅俊起事，範圍自台中大肚溪以南

遍及鳳山屏東；6月 29日羅俊於嘉義東堡竹頭崎

莊被捕；8月初尚有一千多抗日義士繼續和日本員

警部隊戰鬥，但至 8月底彈盡糧絕，各自分散退入

山中。隨後日本員警部隊，號召避難山區的噍吧哖

與甲仙埔無辜民眾歸莊就業，並不分身分滅莊屠

殺，罹難者有數千人之多，是為「噍吧哖慘案」。

　　8月 22日余清芳於曾文溪支流王來莊被捕，

自 8月 25日至 10月 30日，日本「台南臨時法院」

審判了抗日義士 1957人，其中 866人死刑，後來

以大正天皇登基為名，特赦 771人從死刑減為無期

徒刑。最後，1916年 5月 1日江定等 272名抗日

義士被誘騙下山投降，227名義士終被活埋，江定

等 37名義士於 1916年 7月 2日在台南監獄處死。

台灣人民武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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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機關槍、大砲等精良武器的軍警清剿，莫那．魯

道和族人遁入深山，採取游擊戰術，埋伏各要隘襲

擊來犯的日本軍警；兩方對峙的情況持續數月，後

來日警利誘煽動傳統上與他們不和的其他部落，攻

擊莫那．魯道起義抗日的族人，再加上日軍飛機掃

射、投擲毒氣彈，最後莫那．魯道這方傷亡慘重、

乏力再戰，就下令家人集體自盡，他獨自走進深山

以長槍自殺；1933年泰雅族人尋獲其遺骸，日人

將其遺骸送到臺北帝國大學做成標本，後來遺骸標

本失蹤，一直到 1974年才再次發現，莫那．魯道

遺骸最後入土為安，葬在故鄉霧社❼。

3、林獻堂��1921 年～ 1934 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1907年台中霧峰大地主林獻堂，在日本橫濱

巧遇滿清保皇維新派巨頭梁啟超；雙方談到台灣人

受到日本政府不平等待遇，梁啟超告以厚結日本中

央政界顯要，牽制台灣總督府的政治，使其不致過

的塔馬荷；後來花蓮與台東的族人也遠來投靠，逐

漸擁有數百人的勢力，和日警展開長達十八年的反

抗生涯，最後在 1933年接受安撫，歸順日本總督

府。

　　莫那．魯道（Mona Rudao）是南投霧社泰雅族

（Atayal）的賽德克．巴萊人（Seediq Bale），15歲即以

剽悍善戰聞名，父親死後繼任為馬赫坡社（Mahebo 

She）頭目；日本總督府對他採懷柔政策，1911年

送他到日本本土參訪。1930年日本殖民政府在霧

社興建學校和宿舍，奴役賽德克．巴萊人，到祖

先發源地和狩獵場砍伐搬運木材，日警上司對泰

雅族裔的日警「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的差別橫

暴待遇，加上長子向日警敬酒被侮辱，促使莫那．

魯道結合霧社附近和馬赫坡社血盟的六社三百多名

族人，於 1930年 10月 27日清晨，襲擊霧社公學

校聯合運動會，殺死 134名日人血祭祖靈，並取得

大批日警槍枝子彈。日本總督府隨即調派數千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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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為「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發行《台灣青年》機

關誌。後來林獻堂致力於在台灣設立議會向日本政

府爭取民權，從 1921年到 1934年間，向日本東京

帝國議會提出 15次請願。

4、蔣渭水��1921 年～ 1935 年台灣文化協會

　　蔣渭水畢業於臺北醫學院，在臺北太平町（今

延平北路二段）大安醫院開業，認為有必要創立島內

民族運動和啟蒙運動的核心組織，於 1921年 10月

17日在臺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大會即

有 1022名會員參加，之後又陸續成立新竹、台中、

台南、高雄、東京分會。文化協會成立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喚醒台灣人的政治覺醒，造成民族自決的氛

圍，最後爭取台灣獨立，但因日本總督府凶惡的鎮

壓政策，只得以台灣文化發展的啟蒙運動為掩飾。

　　當時的文化協會，隨著農民運動的活躍、日本

本土與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的擴張、無政府主義思

份壓迫台灣人；這番談話影響林獻堂日後甚鉅，導

致其從事台灣民族運動採取溫和路線。

　　林獻堂 1914年在日本，資助明治維新的功

臣—日本人板垣退助所倡導的「台灣同化會」，

板垣退助主張「應廢除人種差別，而授予台灣人

與日本人同等待遇」。1914年 12月 20日林獻堂

呼應板垣退助在臺北成立同化會❽，隨後在台中、

台南成立分會，有三千多名台灣人參加；這個台灣

人向日本人爭取平等待遇的運動，日本總督府在

1915年 1月 26日以「妨害治安」為由，下令立即

解散。

　　1918年夏天，林獻堂在東京召集留學生林呈

祿、黃朝琴、陳沂、吳三連等二十人，研討台灣解

放的推行辦法，於是成立「啟發會」。1920年 1

月擴大為「台灣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副會長蔡

惠如，延續「六三法撤廢運動」（六三法為「特別律令

權」，即台灣總督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軍事絕對權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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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機械公會聯合會」成立大會。高雄台灣鐵工

廠工頭王風（又名王春風，史明獨台會乙峰和清台的祖父），

於 1928年 4月 3日召集高雄台灣鐵工廠工人 160

人及淺野洋灰工廠等各單位工人，一共六百餘人，

組成「台灣機械工友會」，王風被推舉為會長❾。

因成立工會，王風被廠方革職，導致 1928年 4月

7日工人開始罷工，全島農工團體響應，總共 1443

人參加，造成日治時代的第一次大罷工。

　　1930年 1月 7日，「台灣民眾黨」擬修改綱

領為：

　　（1）解除政治經濟社會的束縛，

 　　（2）擁護民眾利益，

 　　（3）反對總督專制。

　　但隨即受到日本總督府的嚴厲警告。1931年 2

月 18日，蔣渭水主導修改新綱領為：

　　（1）爭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

民眾的政治自由，

想的衝擊，於是台灣文化協會三個派系在暗中形

成：

　　（1）林獻堂、蔡培火等「民族主義派」，是

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立場，只想依賴合法的文化啟蒙

來達到民族自決。

　　（2）蔣渭水、石煥長等「新興知識分子派」，

認為以右翼工會為組織基礎，結合工農大眾來達成

民族自決。

　　（3）連溫卿、王敏川等「社會主義派」，認

為以農民組合與無產青年派為組織基礎，來爭取台

灣民族解放，最後達成階級解放。

　　從 1923年到 1926年，文化協會在台灣辦抗日

演講會高達 798次。1927年 1月 3日台灣文化協

會正式分裂，發展為民族左派的「新文化協會」；

1927年 7月 10日在台中，民族右派的蔣渭水和林

獻堂等又另外成立「台灣民眾黨」。1928年 1月 1

日，連溫卿和各地工會代表等 78人，在臺北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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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皇民化運動� 

　　1937年到 1940年，日本總督府在台灣進行第

一階段「皇民化運動」，「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

化國民意識」。隨著大東亞戰爭的擴張，日本軍方

急需殖民地人力，1940年到 1945年在台灣實行第

二階段「皇民奉公運動」，鼓勵台灣人民說日本

話、改日本姓氏、穿日本服裝、為日本從軍或為日

軍勞役。台灣人投入日本大東亞戰爭，直接參戰

軍人（1942-1945）八萬名，服役軍伕和軍屬後勤人員

（1937-1945）十二萬名，總共為日本帝國死於戰場的

共三萬名。

6、蔣介石以德報怨？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

降那天，蔣介石在當時的陪都重慶發表「抗戰勝利

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文稿：「……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答

　　（2）擁護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

民眾的日常利益，

　　（3）努力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

民眾的擴大組織。

　　在場的日本員警一聽到修改案表決通過，立即

宣布禁止結黨，並當場逮捕蔣渭水等 16名幹部。

　　蔣渭水不幸於 1931年 8月 5日因傷寒病過世，

享年 43歲，留下遺言：「台灣社會運動既進入第

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

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

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見證人羅萬俥、

杜聰明、賴金圳、李友三、蔣竹南、蔣渭川。

　　台灣民眾黨痛失領袖，主要幹部紛紛出走中國

大陸，「台灣民眾黨」逐漸自然消失，日治時代台

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在 1935年終告沈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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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之二，蔣介石早有兵敗逃難台灣之準備，

需要能征慣戰的日本將領訓練台灣軍隊保衛蔣家。

1950年岡村寧次頭號戰犯，派遣以「富田直亮」

少將為首的 58人日本軍官，來陽明山訓練將校級

的台灣軍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他的日本

軍事顧問團稱為「白團」。軍頭郝柏村還曾經接受

該團訓練。這「白團」直到 1970年代才解散。

7、舊金山和約

　　1951年 9月 8日，同盟國各國和日本簽訂

的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48個國家的代表（包括日本，但不包括中國和

俄國）在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戰爭紀念歌劇

院（War Memorial Opera House）簽訂這份和平條約，和

平條約的起草人為美國國務卿杜勒斯（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和平條約於 1952年

4月 28日生效。

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

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

軍民同胞所應該特別注意的……」。何以蔣介石對

日本「以德報怨」、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這有兩

個原因，原因之一，當時不得中國民心的蔣家國民

黨軍隊眾叛親離，只剩長江以南地區，朱德的共產

黨軍隊已控制大部分華北地區。8月 15日盟軍統

帥「麥克亞瑟」指示日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

寧次」（Yasuji Okamura），除中國東北以外，日本軍

隊向蔣介石及其代表投降。朱德共軍也命令岡村寧

次的日軍向其投降，日軍不理。8月 23日蔣介石

經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向岡村寧次下令，要求日軍

維持佔領區，還命令日偽軍（汪精衛的四十萬日軍）收

復新近被中共佔領的區域。日軍當時只能服從天皇

和麥克亞瑟投降的命令，不能作戰，蔣介石用「以

德報怨」來交換 128萬日軍「原地駐守」回擊共軍

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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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甲午戰爭後，再度爆發戰爭；1941年 12月 7日，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最後

日本天皇裕仁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對日軍發布「一般命

令第一號」軍事命令的第一條甲項規定，台灣的日

軍應向蔣介石投降。1945年 10月 25日上午 10時，

台灣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今臺北市中山堂）舉行，

降方為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

（Rikichi Ando）將軍，受降方為蔣介石的代表陳儀。

國民黨外來政權訂每年 10月 25日為「光復節」，

但日軍只是向蔣介石投降，不代表蔣政權之後可以

合法統治台灣，那又何來「光復」呢？

2、戒嚴令

　　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從 1949

年 5月 20日起，台灣實施戒嚴，包括本島、澎湖

及其他附屬島嶼，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

　　該和約主要是為解決日本戰後地位問題，和釐

清戰爭責任所衍生的國際法律問題，和平條約第

二條聲明日本放棄台灣和澎湖的主權權利（Chapter 

ll Article 2(b)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但是該和平條約並沒有聲明台灣和

澎湖歸屬何國，所以「台灣地位未定」，只有不久

的將來由台灣住民公投解決一途。

（四）蔣家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

　　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日軍是向同盟國（Allies 

of World War II）投降，蔣介石只是代表同盟國，對台

灣和澎湖受降並實施軍事佔領。

1、何來「光復節」�？

　　1937年 7月 7日在北京附近的盧溝橋，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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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戍、保安、出入境管理、郵電檢查、文化審核等，

全面控制台灣大眾。

5、嚴重的貪汙和經濟的掠奪

　　盟軍太平洋戰區統帥麥克亞瑟，委託命令蔣介

石解除日軍武裝，蔣介石的代表陳儀，於 1945年

10月 25日來台執行。同日，蔣家國民黨外來政權

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行政長官陳

儀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四權於一身，權力之

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而無不及。

    長官公署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只有一位副

處長是本土台灣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台

灣「半山仔」❿，其餘的是逃避共產黨的中國大陸

人。台灣人與中國大陸人「同工而不同酬」的差別

待遇、中國大陸人牽親引戚的佔有公家高層職位，

以及外行領導內行、將日本人戰後遺下的私人房產

私下佔有等行為，引起台灣人的不滿。中國國民黨

罷工、罷市、罷業，並審查新聞報導、雜誌、圖書、

標語、音樂、播放、影片，包山包海的限制人民自

由、控制人民的思想，直到 1987年 7月 15日蔣經

國才宣布解除長達 38年又 56天的戒嚴，是為世界

第一長久記錄的「戒嚴令」。

3、連坐保證制度

　　1949年 7月 9日開始實行省政府員工的連坐

保證制度，未有具保者不予雇用，不久該制度全面

推行到台灣所有公私機構、單位、行號，再以「人

二」、「安全室」、「政風」特務，考核評審人事

的升遷、調動。

4、八大情治系統

　　蔣家國民黨政權的特務分布在：警備總部、國

民黨大陸工作會、總政戰部、國安局、軍情局、調

查局、憲兵司令部、警政署等八大情治系統，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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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掠奪，所得絕大部分進入官員的口袋，導致民不

聊生。許多公共建築、工廠的生產器具、學校的設

備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中國大陸謀

取私利。台灣人原本期待日本殖民地控制的結束，

卻沒想到蔣家國民黨政權不只延續日本殖民統治的

方式，而且比日本人更加惡質嚴厲。

　　蔣家國民黨政權透過其最高經濟部門「資源委

員會」所管轄的許多公營企業（如銀行、肉品、果菜、

農林、工礦、輪船等），無償地將大量台灣物質（如米、

鹽、糖、布等）捐輸給「台灣貿易局」轉運中國大陸，

資助國民黨打國共內戰；然後國民黨政權又要求台

灣銀行擴大放款，給予被掏空的公營企業作為週轉

金，台灣銀行不斷的加印紙鈔因應，鈔票爆增、物

質掏空，蔣家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一年後，台灣糧

食短缺、物價飛漲，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台灣人民

生活比日治時代更加困苦。

政權的官員嚴重的貪汙和官僚，營私舞弊、中飽私

囊常為報章媒體所報導；與日治時代日本官員紀

律嚴明、高行政效率、不收紅包，形成強烈對比。

蔣家國民黨軍隊軍紀敗壞、吃飯不付錢、乘車不買

票、軍車壓死人逃跑、低價強買、酒醉胡鬧、開槍

傷人，與台灣人民衝突不斷。更受台灣人民詬病的

是中國紅包文化，任何公家證件都要紅包，進公家

機關服務更是依紅包大小來分等級，但台灣人不能

當主管。

　　蔣家國民黨政權將戰後日本人留下的二百三十

七家公私企業及六百多個單位，納入長官公署各處

各局所設置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又延續日本殖

民政策的專賣制度，設置「台灣省專賣局」壟斷煙、

酒、糖、鹽、樟腦等產品買賣，憑藉公權力與民爭

利。又設置「台灣省貿易局」壟斷台灣的進出口貿

易和配銷管道，以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獲得

暴利。這種「統制經濟」（政府部門專賣、壟斷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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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被冠以中國的一省，新外來統治者是「外

省人、阿山仔」，台灣人就自稱「本省人、蕃薯

仔」。「阿山，阿山仔」就成為吃錢、貪汙、腐敗、

枉法、陰險、詐欺、掠奪、無恥等等的同義詞。有

一群人叫「半山」，在台灣出生，在二次大戰前移

住中國大陸，戰後倚仗著中國國民黨殖民統治者的

權勢，自認衣錦還鄉回台灣；初期的半山代表為劉

啟光、林頂立、王民寧、丘念台、謝東閔、連震東、

黃朝琴、蘇紹文等等。另一群人是「識時務者為俊

傑」，投靠中國國民黨殖民政權的「靠山」，如蔡

培火等人。半山和靠山本質是一樣的，仗勢施虐、

代統治者壓迫剝削、造謠分化等等，經常是「走狗

比狗主凶」，為了獻媚表現忠誠，更是橫霸。

6、豬去狗來，狗去豬又來

　　1946年底台灣人民的憤怒愈來愈深，大家流

傳著這句名言「豬去狗來，狗去豬又來」，第一個

「豬」代表清朝的官僚，「狗」就是代表日本人，

第二個「豬」代表壓迫台灣人民的蔣政權中國人。

從荷蘭、西班牙、鄭氏東寧王朝、大清帝國和日本

帝國的殖民地統治，到 1945年底日本戰敗，95%

的台灣六百萬人口的結構裏，漢人（閩、客）混合原

住民（平埔族、高山族）的血統，約有五百七十萬人，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人。由於知識的蒙蔽，雖然大多

數台灣人知道「有唐山公，沒唐山嬤」的經過，但

沒有思考「沒唐山嬤何能生育？」不知我們先民祖

先混血原住民的事實，我們就是「蕃薯落土生根的

混血雜種台灣人」，卻迷惑於「祖國、同胞」的迷

思，台灣人民很多熱烈歡迎中國國民黨政權從空而

降的到來，不久就認清其剝削、差別、利益捐輸本

國的殖民統治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