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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月，1945年 12月 8日率領「台灣義勇總隊」

回台的李友邦將軍，被蔣介石以「匪諜」之名逮捕，

1952年 4月 22日於新店槍決。

13、1952 年

　　3月 10日嘉義人洪養散發「告台灣同胞書」

被通緝，5月 15日同案共 9人被捕，洪養、蔡賠

川、張守仁死刑槍決，林麗鋒、陳森沂、李榮宗徒

刑 15年，潘茂盛、楊溪祥徒刑 7年，蔡萬全徒刑

5年。

14、1953 年～ 1970 年

　　1950年 2月 29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地下據點被捕；1953年 1

月破獲台北縣汐止鹿窟山區中共基地，2月在彰化

縣南花壇山區捕獲中共幹部，3月破獲中共在台北

縣瑞芳山區的曉基地，5月中共殘餘在鶯歌和三峽

12、1951 年

　　1947年 3月 6日 228事件期間，謝雪紅、古

瑞雲、楊克煌在台中組成「二七部隊」，3月 12

日退守埔里，3月 16日與蔣軍整編 21師在烏牛欄

地區壯烈決戰，生還者有的遁入山區，有的潛入平

地，有的逃往海外。

　　當時古瑞雲之弟古瑞明亦曾加入「二七部

隊」，「二七部隊」解散後展開逃亡。1951年 8

月 10日，特務以虛擬的「八仙山軍事武裝基地」

罪名，逮捕古瑞明等 15人 ，古瑞明因被指為首

謀，於1954年7月27日被判槍決。同案黃金島（二七

部隊警備隊隊長）本來亦被判死刑，二審時由死刑改

判無期徒刑，被關 24年才假釋出獄，同案陳光雲

則被判無期徒刑。

　　同樣在 1951年 11月，史明、周浩、黃元、周

慶安所組織「台灣獨立武裝隊」搜集武器被發覺，

因而展開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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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收集日軍留下的三八

式步槍，沒多久藏在士林「菁礐」的步槍被特務發

現。在台灣逃亡一些時日，於 1952年 5月密藏香

蕉船偷渡日本，在神戶（Kobe）登陸被捕關進監獄，

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引渡公文上說他是叛亂第一司

令，反而證明史明是政治犯，日本政府基於人道准

予居留。出獄後就在池袋車站西口擺麵攤，五年後

有了本錢才買下池袋的「新珍味」料理店，作為台

灣獨立運動的經濟基礎。白天賣麵，晚上寫台灣人

歷史，1962年日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面世。

　　1967年史明在東京創立「獨立台灣會」，

1971年 10月 8日獨台會島內組織「台灣獨立革命

軍」設海外聯絡處，日本負責人「史明」、美洲負

責人「史清台」、歐洲負責人「鄭自才」、南美洲

負責人「申乙峰」。1972年 4月 21日國府破獲由

巴西返台的「台灣獨立革命軍溫連章小組」，以「企

圖叛亂」重判小組成員溫連章、姜啟我、柯文士、

山區的基層組織被蔣家特務消滅 。從 1954年到

1970年，蔣家情治單位所破獲（或被羅織）的叛亂案

件，屬於台共案件無幾，大都屬於台灣獨立案件。

從此台灣獨立、住民自決運動風起雲湧。

（七）台灣獨立運動紀事

1、史明�獨立台灣會

　　台獨左派史明前輩日治時代 1918年生於臺北

士林，本名「施朝暉」，1942年底於日本早稻田

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基於正義感和社會主義理念

實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入上海當中國共產黨

情報員抗日，後來調往中共華中、華北佔領區，體

驗到中共的個人獨裁主義及極權主義，見識到滅絕

人性的對地主流血鬥爭，於 1949年私自仿做路條

逃離中共佔領區回到台灣。

　　1950年在臺北召集一些反蔣介石的同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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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時，不敵肺腺癌過世。

　　1991年5月9日，國府以獨台案逮捕「陳正然、

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數日後「安正光」被

捕；5月 15日七、八百名學生進佔臺北火車站，5

月 20日四萬餘名學生、學者、社會進步人士大遊

行，21日國府立法院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

24日通過廢除「檢肅匪諜條例」，釋放五位青年；

最後於 1992年 5月 16日修改「刑法第一百條」，

法院將五名被告判決「公訴不受理」。王秀惠於數

年後癌症病逝。

　　1993年 10月 26日，史明潛回台灣，在新營

交流道收費站被捕。2013年 1月，《史明口述史》

出版。2015年 2月 28日，史明紀錄片「革命進

行式」在全島院線上映。2015年 10月 31日，「史

明的迷霧叢林」紀錄片在高雄電影節首映。2016

年 1月《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出版。

將近百歲的史明歐吉桑，仍然在台灣獨立運動第一

林國祥等人。    

　　1974年 6月國府破獲「台灣獨立革命軍鄭評

小組」，鄭評小組進行暗殺蔣經國及國民黨高官行

動，鄭評被捕後受非人道酷刑不屈，於 1974年 8

月 12日殉難，就義前高喊「台獨萬歲」；同案黃

坤能、洪維和、林見中、柯金鐘、游進龍等，各判

重刑。

　　1975年 8月獨台會女會員「徐美」由日返台，

以叛亂罪被捕，於 1982年 4月出獄，半年後腦充

血過世。

　　1980年史明以社會主義者立場論述的漢文版

「台灣人四百年史」出版。1983年 1月，歐洲獨

立台灣會秘密會員、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盧修一，

與日本聯絡員「前田光枝」在台北被捕，歐洲秘

密會員徐雄彪負起救援工作，連絡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各國的人權組織和海外台灣

同鄉會救援；1998年 8月，盧修一在國府三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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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政權，大大打擊台灣獨立運動士氣。其兄嫂廖

蔡秀鸞台獨立場堅定，聽到廖文毅投降，於 7月 2

日傷心而亡。

3、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台獨前輩彭明敏在日治時代就讀日本東京帝國

大學，1944年在長崎遭美國軍機炸斷左臂，1948

年在台大政治系畢業，1953年取得法國巴黎大學

博士。1964年 6月，與他的台大學生、當時為政

治大學研究生謝聰敏和中研院研究助理魏廷朝，探

討如何喚醒台灣人推翻蔣介石政權，8月寫成〈台

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9月 20日付印一萬份，

尚未散發就被密告逮捕。

　　彭明敏受疲勞審問，謝聰敏和魏廷朝被酷刑逼

供；謝聰敏被判十年，彭明敏和魏廷朝各判 8年。

1966年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經由特殊管道獲

得〈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文稿，1966年底開

線繼續戰鬥下去。史明主張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台

灣人關心台灣的前途和利益，政治上要建立台灣的

獨立國家；經濟上要建立台灣國民經濟；文化上要

發展臺灣固有文化思想和行動，這就是台灣民族主

義。

2、廖文毅、陳智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50年 2月「廖文毅」和「吳振南」等，在

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1955年改組為「台

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為大統領，發行《台

灣民報》為機關報。廖文毅是西螺大地主，留美俄

亥俄（Ohio）大學化工博士。廖蔡秀鸞、黃紀男、

廖史豪、鍾謙順等為其島內成員，陳智雄為其外交

大使。陳智雄 1960年底在日本遭國民黨地下工作

人員綁架送回台灣，寧死不屈，於 1963年 5月 28

日成仁。

　　1965年 5月 14日，廖文毅從日本返台投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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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

團結奮鬥。我們深信，參加這個堅強運動，使這個崇高的

理想早日實現，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我們每一個

人的責任。 

（一）「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

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 

　　即使在亞洲政策上陷於孤立的美國，也只有少數保守

反動的政客，在炒「不承認主義」的冷飯，輿論主流，尤

其是知識份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

灣」，以謀中國問題的最後解決。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正在

往這個方向發展。為什麼美國還在口頭上把蔣政權當作唯

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為美國要藉此與中共討價還價，以

達成有利的妥協。美國跟中共在華沙談了一百幾十次，美

國一直強調了只要中共放棄「解放台灣」的要求，美國對

中共的門將永遠開放著。

　　（中略）

（六）台灣足以構成一個國家嗎？ 

　　國家只是為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節錄）

1964 年 9 月 20 日　彭明敏　謝聰敏　魏廷朝 

　　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

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

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

始在世界各地台灣社團廣為流傳。1970年 1月 1

日，「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盟員「宋重陽」（日

人宗像隆幸）提供護照、加上美國朋友的協助；被嚴

密監視、軟禁在家的彭明敏潛逃瑞典。1970年 9

月轉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所，1972年在美國任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1992年 11月返台，1996

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

　　閱讀 52年前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會

發現，只要把蔣介石或蔣政權改為中國國民黨政

權，其內容仍然適用於今日的台灣，茲節錄如後，

供讀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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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

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

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

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

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們的原則 

　　（一）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他不是

被萬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無所不能的領袖。更沒有不容

批評的教條。他只是受國會監督與控制，熱心為民眾服務

的公僕。 

　　（二）保障集會、結社和發表的自由，使反對黨獲得

合法的地位，實行政黨政治。 

　　（三）消滅特權，革除貪污，整肅政風，改善軍公教

人員的待遇。 

　　（四）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實行科學管理，提高行

政的效能，確立廉潔公正的政治。 

　　（五）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權的法規，嚴禁非

法的逮捕，審訊與刑罰。 

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十餘年來，台灣實際上已

成為一個國家，就人口面積、生產力、文化水準條件來看，

在聯合國一百十餘國中，台灣可排在第三十餘位。其實許

多小國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貢獻。如北

歐各國、瑞士、南美的烏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

拋棄「大國」的幻想和包袱，面對現實，建設民主而繁榮

的社會。 

　　有人說，蔣介石已成了裸體的皇帝，我們可以坐待他

的末日。但是我們不能不想，走到窮途末日的蔣政權，將

台灣交給中共。我們更不能不憂慮，台灣將被國際上的權

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說我們絕對不能等待。許多知識份子

們仍然在迷信「和平轉移政權」與「漸進的改革」。我們

必須指出，如果回顧劣跡昭昭的國民黨史，我們立刻就可

以發現，只要剛愎狂傲的蔣介石睜著眼睛，任何方式的妥

協不是夢想，便是圈套—專門用來陷害知識份子的圈套。

所以我們絕不能妄想「和平轉移政權」而妥協。我們還要

坦誠的告誡與蔣政權合作的人們：「你們應立即衷心悔悟

不再為蔣政權作威作福，不再做蔣政權的爪牙耳目，否則，

歷史和人民將給你們最嚴厲的制裁！」 

甲、我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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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蘇東啟、廖啟川��台灣獨立事件

　　雲林縣議員「蘇東啟」，1960年起結合台獨

志士「張茂鐘、詹益仁、陳庚辛、林東鏗、黃樹琳、

鄭金河、鄭正成、詹天增、陳良」等，計劃在雲林

地區奪取保警和空軍訓練中心，控制電台來號召全

台武裝起義。

　　「廖啟川」早年從日本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

1960年初在臺北市結合「蔡金鏗、利及禹、曾壬

癸、詹萬財、林森茂、孫秋源、吳耿隆、陳東川」

等發展台獨組織。

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

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兩個政

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

條路—自救的途徑。 讓我們結束這個黑暗的日子吧！讓

我們來號召不願受共產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

人們，團結奮鬥，摧毀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

土。 

　　（六）廢止特務制度，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

地位和職務，並樹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確保人民對國內外通信、遷徙與旅行的自由，

維護開放的社會。 

　　（八）以自衛為原則，裁減軍隊，並保障退伍軍人的

地位和生活。在經濟方面，由於國防負擔大減，我們可以

根據長遠的目標和計劃，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經濟的

成長。我們將以民主方式分配經濟權利，廢除個人和階級

經濟特權，保障機會均等。我們將建立直接稅制，加強累

進所得稅與遺產稅，消除貧富懸殊的現象。我們計劃擴大

國家的生產力，消滅失業，普遍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使人

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我們將改造農村傳

統的生產力式與維護溫飽的觀念，建設科學化、機械化、

現代化的農村社會。過去蔣政權盲目投資、無理干涉企業，

以低工資支持資本家、以肥料換穀辦法剝削農民、以消費

稅和戶稅增加一般大眾負擔所造成的各種問題，我們將予

以徹底解決。我們確信社會的目的在維護個人的尊嚴，增

進人民的福利，因此我們反對蔣政權統治下的恐怖、貪婪

與妨礙團結發展的多種措施，而要建立一個互信互助、友愛

的社會，使每一個人都能過完美積極幸福的生活。多少年

來，中國只有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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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8月 20日起蔣家國民黨政權開始收網，共

有二百四十多人被捕，幹部全被判十年以上徒刑。

6、台東泰源監獄事件

　　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蘇東啟案入獄，

四人為陸戰隊士兵）、江炳興（亞細亞同盟案入獄，陸軍官校

33期）、謝東榮（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等六人為泰源監

獄外役（在牢房外勞動）政治犯，計劃結合數十名「獨

派」政治犯、五十名駐獄台灣人充員兵警衛，與原

住民青年共一百二十餘人，內外串聯發動監獄革

命，奪取軍械庫武器，佔領台東廣播電台，聯合原

住民在山區打游擊，製造推翻蔣家政權的武裝革命

火種。1970年 2月 8日早上，六人替換監獄外面

碉堡衛兵時，被一名中國籍衛兵班長發現不對，鄭

金河等人將衛兵班長刺昏，到彈藥庫取子彈時，衛

兵班長甦醒大喊「殺人、暴動」，於是監獄大門鎖

起，所有服刑人全趕入牢房、牢門加鎖；鄭金河等

　　1961年 7月經由孫秋源牽線，南蘇東啟、北

廖啟川兩個個別的台灣獨立組織，準備同時武裝起

義。不料 1961年 9月 17日，警總破獲廖啟川組

織。隔兩天 9月 19日警總特務逮捕蘇東啟，數日

內三百多人遭到逮捕，後來兩個台獨組織重要幹部

全被判重刑。

5、林水泉、顏尹謨��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

　　「林水泉」於 1964年當選臺北市議員，1965

年起結合「呂國民、張明彰、林中禮、許曹德、陳

青山」等商議台獨組織問題，10月林水泉赴日會

晤辜寬敏（日本台獨聯盟委員長）。1966年 11月 12日

成立「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黃華」負責組

織，「吳文就」負責選舉事務。成員「顏尹謨」

12月抵日留學，1967年 5月加入「史明獨立台灣

會」後，返台進行武力行動準備。因「全國青年

團結促進會」已被調查局線民「陳光英」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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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歐洲各地台灣同鄉串聯工作。

8、陳中統事件

　　彰化人陳中統於高雄醫學院畢業後，就讀於日

本國立岡山大學醫學系，1966年 6月加入日本「台

灣青年會」，為行動委員會推展島內工作，每年數

次返台夾帶台獨宣傳單，散發給特定人士。1968

年開始在台灣發展台獨組織，不幸在 1969年 2月

22日遭到警總保安處逮捕，嚴刑逼供後，被判有

期徒刑 15年。

9、柳文卿遣返事件

　　1963年柳文卿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深造，

1966年畢業加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7年

4月獲得日本帝國大學碩士學位。1968年 3月 26

日到「品川出入國管理局」報到，遭到強制拘留。

日本政府與國府密約，每三十名毒販搭配一名台獨

人用槍械破壞監獄大門失敗，合作的警衛連長只好

叫他們攜帶槍械逃亡。直到 2月 23日全員陸續被

捕，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等五

人於 5月 30日殉難，被槍決前大喊「台灣獨立萬

歲」。因五人忍受非人刑求、仍堅持為個人行動，

沒有牽連其他同伙，且說鄭正成是被他們綁架，因

此鄭正成未被槍決，而是判刑 15年 6個月，同謀

的牢房內獨派政治犯與監獄的台籍警衛，也因此保

住性命。

7、王育德��日本台灣青年會

　　1960年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

和留學生「黃昭堂、許世楷、金美齡、廖建龍、張

國興、周英明、林啟旭、侯榮邦」等，創辦《台灣

青年》雜誌鼓吹台獨，1963年成立「台灣青年會」

台獨組織，1965年「辜寬敏」擔任第三任委員長

時，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開始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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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11月 16日，「賴文雄、張燦鍙、陳榮成」

從洛杉磯開車出發北上再東行，「羅福全」從波士

頓南下，到各地串連留學生，宣揚台獨理念，吸收

台獨盟員，進行八千哩路自由長征（Freedom Trail）。

1967年 3月中文的《台灣通訊》（Formosa Gram）

移交給洛杉磯的同志負責編輯，工作人員包括黃

根深、賴文雄、王秋森、許和瑞、王天龍。1969

年 11月 2日，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日本台灣青年

獨立聯盟、全歐台灣獨立聯盟、加拿大人權委員

會、台灣自由聯盟（島內），五個台灣獨立團體整

合為「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名稱「World United 

Formosa for Independence」。

　　首任主席蔡同榮、副主席張燦鍙，以紐約市作

為聯絡中心。1970年中，鄭自才指出蔡同榮和張

燦鍙為了保護台獨聯盟組織，未能約束陳榮成，不

要到紐約法庭作證 424所使用槍枝的去向，造成一

批台獨盟員出走，後來與獨立台灣會史明結合。

份子，國府接受毒販遣返台灣。3月 27日晨，台

青聯盟幹部攔截入管局載柳文卿的車子失敗，柳文

卿在羽田機場被十名警官押送前往華航登機梯，黃

昭堂、許世楷、戴天昭、宗像隆幸、林啟旭等聯盟

幹部，衝入機坪搶人與日本警官扭打，柳文卿試圖

咬舌自盡，最後滿口鮮血被強押上機。知名的日本

「讀賣新聞」作了詳細報導，引起國際的重視，國

府警備總部將他居家軟禁 。

10、3F、UFAI、WUFI

　　1955年底「盧主義、林榮勳、陳以德」等

留學生，在美國費城（Philadelphia）發起 3F（Free 

Formosans' Formosa）台獨組織。1958年 1月改組為「台

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發行

《美麗島》（Ilha Formosa）英文刊物，全美各地獨立

組織風起雲湧。1966年 6月全美九個地區代表，

在費城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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鈾 -235來製造原子彈與中國相抗衡。於是，派遣

太子蔣經國在 1970年 4月 18日，來美國與奇異和

西屋兩公司，洽談採購原子能發電廠事宜。

鄭自才策劃暗殺蔣經國

　　鄭自才於 1936年在台南市出生，1962年 8月

到美國匹茲堡（Pittsburgh）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建築系研究所進修，1963年加

入台灣獨立聯盟，1964年與黃晴美結婚，1965年

搬到紐澤西州，並在鄰近的紐約市聞名建築師事務

所工作。

　　時任台獨聯盟秘書長的鄭自才，不知蔡主席已

經和美西巴西島工已有初步計劃；鄭自才認為聯盟

不做，就由他個人策劃暗殺蔣經國行動。鄭自才告

知黃晴美、賴文雄和黃文雄行動計劃，賴文雄曾是

台獨聯盟組織部幹部，黃文雄是黃晴美的大兄，於

1971年鄭紹良擔任全美台獨聯盟主席，10月 18日

聯合國大會開始討論中國代表權當天，台灣獨立聯

盟在美國、日本等國，舉行「鎖鍊示威抗議活動」；

鄭紹良帶領十幾位鄉親，將自己銬在聯合國來賓入

口處，表達台灣人建國的願望；日本本部數名盟員，

也同時在東京銀座鎖銬自身，向媒體說明台灣人的

心聲。1971年 10月 26日聯合國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取得中國代表權，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台

灣人民仍然被蔣家國民黨政權統治。1972年彭明

敏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鄭紹良兼任第

一副主席，繼續處裡 424刺蔣案延伸的法律問題，

和聯盟分裂的安定。

11、黃文雄、鄭自才�1970 年 4月24日刺殺蔣經國

　　1964年中國毛澤東擁有原子彈，蔣介石於

1969年風聞中美可能建交、國府在聯合國席次

難保；妄想利用原子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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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幾個星期。他甚至把自己的論證寫成文字。論

證的要點如下：

　　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

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

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找別人做或遠距離狙

擊步槍之類的匿名攻擊，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

和美國傳達這個訊息：台灣人既不接受蔣政權的少

數統治，也不接受蔣家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設計。

　　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

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

（甘迺迪被暗殺後，詹森馬上接任，國家機器依舊持續運作）。

但台灣不同，ROC形式上仍是共和國，為了取得

正當性，蔣家父子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為小蔣的接

班舖路。除去了蔣經國，國民黨雖然不會就此崩

潰，但黨內的權力鬥爭必將再起，這就可能鬆動當

時「超穩定」的家天下黨國統治結構，替台灣的政

治社會發展打開某些可能性。

是四人以個人名義組成美東刺蔣小組。

黃文雄刺蔣的考慮

　　黃文雄於 1937年在新竹出生，1964年來美

就讀匹茲堡大學的社會研究所，參與校內和校外

的民權運動、反越戰活動和反核武運動，後來轉

學到紐約州北部綺色佳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他認同「世界人權宣言」的前言所說，「鑒

於為使人類無須迫不得已而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

迫進行訴諸最後手段的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和法治

受到保護」。人權和法治在蔣政權之下既然不獲保

障，自然會有人民想行使其反叛權（right to rebel），

而暗殺正是行使該權的方式之一。

　　那時不少活躍份子都多少左傾，黃文雄兩位美

國朋友最初都反對他的計劃，認為這是一種個人主

義的行為。依照那時運動者之間的習慣，他們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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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蔣經過、拘禁與同鄉的救援       

　　美國各州槍械彈藥登記法令不同，人在紐約市

的鄭自才知道，住在路易基安娜州的聯盟幹部陳榮

成，用聯盟公費購買了兩把手槍，1970年 4月他

要求陳榮成把手槍送到紐約。當時在美國小州的當

鋪或跳蚤市場輕易可以買到沒有登記的槍械，鄭自

才認為陳榮成兩把手槍是沒登記的黑槍，所以也沒

有用砂輪把槍枝號碼磨掉。美東刺蔣四人組，最後

黃文雄決定由他開槍，因為賴文雄和妹夫鄭自才都

已有子女，而黃文雄還是單身沒有家累；而且他在

馬祖東犬島服兵役時，配有一把四五制式手槍，經

常在坑道的土壁前點支蠟燭，在一、二十公尺前以

燈芯為目標打靶。陳榮成提供的貝瑞達「點二五」

半自動手槍輕巧、適合防身，但並不適合暗殺用

途，但時間緊迫已沒有管道再找槍枝，只好設定盡

量接近目標才開槍。

　　第三，對當時相對沈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

程度的鼓舞作用。

　　第四點則和他作為反對越戰運動的一份子有

關。美國政府口口聲聲自由民主，卻在全球各處支

持殘暴的獨裁政權，包括蔣政權。如果不合美國的

利益，第三世界國家即使極為溫和的政經社改革（如

1950年瓜地馬拉的土地改革），也會招致華盛頓的干預

和顛覆。相反的，為了建設台灣為其反共前哨，卻

可以鼓勵國民黨土改。這使得第三世界的國家除了

依附美國或蘇聯之外，沒有在兩大帝國之外獨立探

索自己的道路的空間。越南（就像革命初期充滿多元活

力的古巴），就是這種陷阱的犧牲品。蔣政權在越戰

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凶，他也希望任何有削弱蔣政

權可能的動作，有可能（即使只是可能）有助於越南

人民的獨立戰爭。

　　他就這麼以上述的論證說服了自己和那兩位朋

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