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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山計畫推動的背景因素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盟軍太平洋戰區統帥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

「委託命令」蔣介石解除日軍在台灣的武裝（Entrust 

Chiang Kai-shek to disarmament Japanese troops in Taiwan）， 蔣

家國民黨政權趁機佔領台灣，並且開始用槍桿、情

治、特務進行獨裁威權統治。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大躍進、全民

煉鋼、人民公社」，毛澤東不顧中國人民處在飢餓

狀況，強制人民勒緊褲子，以農產品換取史達林協

助發展原子彈工程，1964年 10月 16日在新疆羅

布泊引爆第一枚原子彈。毛澤東的宿敵蔣介石，

1968年在台灣下令成立「國立中山科學院」，試

圖經由原子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再處理技術，獲取

濃縮鈾 -235來研發原子彈；1969年責成太子蔣經

國，向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洽談第一座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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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秒），熱線（原爆中心溫度達到攝氏4000度）、

放射線（產生大量的Alpha、Beta、Gamma輻射線）

催毀大部分房屋和人口，同時產生了巨大的蕈狀

雲，蕈狀雲裏含有大量原子輻射塵，這些原子輻射

塵和雲中的水氣混合，形成黑雨落在廣島一帶，造

成河川和水源污染。廣島原爆當時和之後的燒傷、

原子輻射等相關併發症，到 1950年底，總共造成

大約二十萬人死亡。

　　1945年 8月 9日 11時 2分，美軍在九州長崎

市（Nagasaki）投下第二枚鈽原子彈（Plutonium Atomic 

Bomb），這枚名叫胖子（Fat Man）、4545公斤的鈽

原子彈，釋出約為二萬二千噸的黃色炸藥的能量，

大約有四萬人民死亡、二萬五千人民受傷，約七千

平方公尺的建築物夷為平地，也摧毀了這個海港城

市。

　　原子彈爆炸後，除了幾十公里範圍立即的人員

殺傷、建築物的摧毀，隨後幾十年輻射塵造成水

能發電廠整廠輸出。

　　原子彈的殺傷力有多大？經由 1945年 8月美

軍在日本本土投下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無條件投

降就得知一二。

　　1945年 8月 6日上午 8時 15分，美軍於日

本廣島市（Hiroshima）投下人類歷史上第一枚鈾原

子彈（Uranium Atomic Bomb），爆炸威力造成廣島巿

大約有 7萬居民死亡、7萬居民受傷，原爆中心

方圓數公里內，除數棟鋼筋水泥建築殘破倖存，

全部夷為平地。此枚名叫「小男孩」（Little Boy）、

4000公斤重的原子彈，內含 60公斤高濃縮鈾 -235

（Uranium-235），爆炸過程中，一個「中子」撞擊

鈾 -235原子核後，產生兩個質量較小的原子核，

並釋出二或三個「中子」，這些「中子」又再撞擊

緊鄰的鈾 -235原子核，瞬間繼續核子「連鎖分裂」

反應，釋出相當於一萬五千噸的黃色炸藥（TNT）

的能量，能量通過衝擊波（原爆中心風速約 44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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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繼位的態勢已成，情治特務機關已全面掌控；台

灣人民將成為蔣家國民黨政權，發展毀滅性原子能

武器的墊腳石嗎？

　　為了阻止蔣介石王朝的接班計劃，並終止蔣家

持有毀滅性原子武器的美夢，在美國刺殺蔣經國將

是很好的時機和地點。然而，行動人員的調度，武

器和地點的選擇，經費的補助，以及逃脫的路線等

等，都必須詳細規劃。在此背景下，張欽泰在美國

西部主持的刺蔣「鎮山計劃」就此啟動。

鎮山計畫籌劃過程

　　洛杉磯是航太工業的重鎮，欽泰大學的實驗室

也教導飛機儀表維修的知識，觸類旁通也能維修一

般電子產品；積體電路當時才起步，欽泰在學校對

類比式（analog）線路的設計較有興趣，自己也會動

手做電源器、電子振蕩器、放大器、控制器等。

源、河川、環境的污染，更是難以估量。研發原子

彈需要龐大的資金，台灣人民怎能承受蔣家父子增

加徵稅？台灣人民怎麼能忍受蔣家父子與毛澤東互

投原子彈？

　　1969年底人在美國的台灣獨立志工張欽泰，

輾轉接獲在巴西台灣總領事館，以及在台灣司法行

政部調查局同志的線報，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

院長的蔣經國，接到奇異（GE）原子能公司邀請，

1970年 3、4月將前往美國南加州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參觀原子能發電廠，順便訪問洛杉磯市中心

的國民黨中華公所，可能到北加州舊金山看女兒蔣

孝章，然後拜訪華府白宮，再去紐約市發表台灣商

業專題演講。

　　蔣家竊據台灣後，佔了十幾所日本長官行宮擴

建為蔣家行館。蔣家父子，核心內衛由浙江人擔

任，中衛和外衛由大陳、金門人組成，然後特務、

憲兵、員警層層疊疊保護；蔣介石年老久病，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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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欽泰成人學校同學「荷西（Jose）」在

跳蚤市場（swap meet），買到一把卡賓長槍「M1 

Cabin」、附加 4 倍光學瞄準鏡，使用「點三

零」子彈；不久又買了一把雷明頓半自動長槍

「Remington 740」、附加6倍光學瞄準鏡，使用「點

三零零六」春田式子彈；春田式子彈彈殼較長、火

藥較多，有效射程較遠。此外，也買了兩把毛瑟手

槍（Mauser 635），使用「點二五（即 6.35mm）」中間

點火子彈，這是和貝瑞達 635同型的手槍，欽泰經

常借來練習。

　　欽泰在台灣時斷時續地學了 3年的柔道，只拿

到棕帶階段。來美立志成為台獨志工後，就去認真

學習日本空手道，手刀、正踢、側踢、旋轉踢等動

作練得還不錯，每天慢跑增強體力，雖然在台灣沒

服過兵役，來美 3年後，對於長槍、手槍射擊、近

身肉搏等技術，自覺已達到相當的水準。

　　1968年欽泰在洛杉磯認識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欽泰大學的美國退伍軍人同學們，有兩位跟欽

泰很要好，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他們都保有

練槍的習慣，每人都有幾把長槍，3、4把手槍，

週末兩天大都會找 1天去山邊的不同靶場練槍；他

們要去靶場 1、2天前就會通知欽泰時間、地點，

邀他一起去，欽泰會買幾盒長槍用的「點三零」卡

賓子彈（.30 carbine bullet）和「點三零零六」春田式子

彈（.30-06 springfield bullet），以及手槍用的「點二五」

子彈（.25 caliber bullet, 6.35mm）和「點三八」子彈（.380 

caliber bullet），長槍和手槍就借用同學的槍支，練習

完後去餐館吃飯，就由欽泰埋單。當時購買槍枝要

登記，但各種彈頭和火藥在槍店就能自由購買。後

來欽泰向同學學習，買了裝填長槍子彈的裝備，先

設定目標的距離，再依據目標距離選擇彈頭的重量

和類型（銅頭、鉛頭或合金），計算需要添加多少火藥

在彈殼裏，就能增加準確性；欽泰同時也學到一些

狙擊手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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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興奮，也馬上加入組織。

　　大兄也帶欽泰去見一位台獨同志「阿輝」，他

有一位哥哥在台灣調查局工作、數月前曾來巴西，

大兄也請他哥哥吃過飯，大家有初步共識；欽泰請

阿輝向他哥哥秘密轉達，如有蔣經國出國的消息，

務必通知大兄。大兄也在國府聖保羅總領事館佈建

了一位線民。欽泰把吉雄安頓在大兄家裏，囑咐他

到大兄朋友 feirante 處賣水果、多讀點台獨刊物，

大兄有空會帶他去練槍法。

　　幾天後，欽泰就回美繼續緊湊的生活，上大

學、修攝影器材、練空手道、練射擊、睡個好覺

之外，週末就抽空和數位同鄉成立的「讀冊會」

讀台灣歷史。欽泰 1966年底在成人學校學英文的

要好同學—墨西哥人「安東尼」（Antonio）、尼

加拉瓜人「荷西」（Jose），這兩年多來家人慢慢偷

渡來美，家庭成員愈來愈多；荷西早年參加 1961

年成立的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組織部負責人林大海，從他那裏收到許多台獨刊

物，欽泰再轉寄給在巴西的大兄。1969年 7月大

兄通知，欽泰的同學「林吉雄」當完兵，馬上去遠

洋漁船當漁工，在阿根廷近海捕魷魚，最近跳船到

巴拉圭的首都亞森松（Asunción Paraguay），想要和欽

泰見面。欽泰幾天後就搭機到巴西聖保羅大兄處，

通知吉雄來邊界東方市（Ciudad de Este），欽泰坐 18

小時的公車來到巴西邊界伊瓜蘇市（Foz do Iguaçú），

越過相隔兩國的友誼橋（Ponte de Amistad）到東方市，

找到吉雄後，就帶他翻山越嶺、搭小船過巴拉圭

河，潛行到巴西，再一起回到聖保羅大兄處。

　　吉雄大欽泰 1歲，他 2歲時父母不幸過世，由

不識字的阿公、阿嬤撫養長大，至於父母如何過

世，吉雄對詳細的情況也不十分清楚。由於 228三

字是禁忌，他也是不懂什麼是228事件。見到他後，

欽泰將台灣的歷史、自己這 3年的經過，以及自己

和大兄成立台獨組織等事，一一告訴吉雄，他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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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團」返台，他在調查局的哥哥說：美國西屋公司

邀請蔣經國明年 3、4月來美國，參觀南加原子能

發電廠做重要採購；會到首都拜訪政府官員，也會

去紐約美東商會招商。欽泰長考了一天，因為時間

和地點的消息不夠，先設定一個代號「鎮山」，作

為在美國刺殺蔣經國的行動計劃大綱，細節隨今後

的消息和時間來修正。

　　從此欽泰準備好一大袋的硬幣，打電話給大兄

或蔡主席，就用公共電話；大兄或蔡主席要聯繫

欽泰，就由他們先打電話給墨西哥人「安東尼」，

只要說「Taiwan Brazil」或「Taiwan USA」就可以

了，安東尼會儘快轉達，欽泰也會馬上用公共電話

回覆。幾天後欽泰打電話給在紐約的蔡主席，請他

親自來洛杉磯見面，同時也打電話給大兄，請他向

「單幫客」兩位同志，募捐一筆錢作特別計劃用；

並轉告「吉雄」準備明年 1、2月來美；也向「巴

西朋友」訂 2把貝瑞達 635手槍和彈匣。大兄也告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與蘇慕沙（Somoza）獨裁

政府鬥爭，後來經墨西哥陸路偷渡到美國，他的妹

妹伊拉西（Iraci）也是欽泰很要好的女性朋友。

　　1969年 9月林大海打電話來說，全美台灣獨

立聯盟的新任蔡主席不久會來拜訪，請欽泰放心和

他見面。蔡主席和欽泰初次見面時，就邀請欽泰加

入台灣獨立聯盟，欽泰爽快答應，屬於「島內工作

組」秘密盟員，直接和主席單線聯絡，不能向其他

盟員暴露身分；因為大兄曾經通知過美國台獨聯盟

盟員「陳英程」最近在聖保羅市「榎本（Enomoto）」

旅館和他見面，陳英程好像負有找槍手的任務，但

當時無法確認他的背景，不知道他這人是否可信。

為了防範蔣家間諜滲透，同時危害數個具有合作關

係的組織，欽泰和蔡主席達成共識，欽泰大兄的台

獨組織自成一系統，不屬美國台獨聯盟。

　　1969年 11月中旬大兄通知，巴西同志「阿輝」

在 10月初參加領事館辦的「巴西華僑慶祝雙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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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掉，因為他會接蔣介石的班，而在美國他不可能

帶很多隨扈，因此蔡主席答應欽泰會查明蔣經國明

年來美行程。1970年 1月 4日，「安東尼」通知

欽泰「Taiwan USA」來電，欽泰馬上去公共電話

亭打給蔡主席，他很興奮地說彭明敏教授已在昨天

脫出臺灣順利到達瑞典，並吩咐欽泰準備去某地見

某教授，等某教授確定日期就出發，見過某教授

後，再去紐約市見他。

　　等到 2月初，安東尼才又通知欽泰「Taiwan 

USA」來電，欽泰馬上打電話給蔡主席，他指示欽

泰買好幾天後的機票，先去紐奧良機場（New Orleans 

Airport），在當地停留 3天，再去紐約拉瓜地亞機

場（La Guardia Airport），在當地停留 3天，並要欽泰

機票買好後，再通知他航班到達與離開時間。欽

泰的飛機提早 10幾分鐘到達紐奧良機場，在機門

（gate）旁等了 2個多小時，蔡主席約好的「程教授」

並沒現身，只好打電話給蔡主席請示下一步指示。

知欽泰：在國府領事館的秘書說明年 3、4月蔣經

國會去舊金山探望女兒，他一定會去華埠的國民黨

中華公所向孫中山行禮，宣示法統。

　　蔡主席於 12月從紐約來洛杉磯和欽泰會面，

蔡主席也說他知道蔣經國明年初會來美國，欽泰向

他分析從台灣調查局和巴西領事館得到的情報，

蔣經國 3、4月來南加參觀原子能發電廠，那只有

一個選擇，就是靠近聖地牙哥的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領事館秘書說去舊金山、見

他的女兒蔣孝章比較不可能，反而是參觀原子能發

電廠之前或之後，去洛杉磯華埠、中國國民黨中

華公所旁的孫中山銅像獻花敬禮，宣示蔣家繼承了

中國的法統，才是比較可能的行程規劃，因為他以

前來洛杉磯就曾做過類似的宣示。因蔡主席對美國

商會、政府官員等人面較廣，欽泰要求蔡主席查清

楚蔣經國明年來美行程。蔡主席告訴欽泰說：1967

年就有盟員發表文章，如果蔣經國來美，應該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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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打電話給蔡主席說到紐約的飛機改成明天。

　　隔天下午蔡主席準時來紐約機場接機，蔡主席

說：「程教授本來要主持這個計劃，但臨時改變主

意。」欽泰向蔡主席回說：「將來巴西組織會獨

自進行刺蔣行動，我不會提起程教授放我鴿子之

事，除了你之外，也不要其他美國盟員知道我的計

劃。」欽泰又說：「刺客在行動中也可能有生命的

危險，這個行動計劃我自己承擔後果，萬一行動後

被捕，我只會說個人為 228冤魂報仇。我只需要你

通知我蔣經國在美國每天的行程。」

　　和蔡主席見面隔天，欽泰獨自去拜訪林大海，

他請欽泰吃飯，欽泰只說和同學來紐約參觀，並提

起蔣經國來美時應該有人做掉他，林大海說美東也

有人這樣想，大家心領意會、心照不宣。欽泰之後

到中央公園走走，又到附近閒逛一下，就回洛杉磯

了。

　　2月底通知大兄，請他轉告吉雄飛去墨西哥城

主席吩咐欽泰去「納契托什（Natchitoches）」的路易

基安娜（Louisiana）州立大學校園，找一家旅館先住

下來再打電話給他；到達校園旁的旅館已經是晚

上，蔡主席在電話上說他每小時都打給「程教授」，

但電話沒響，有可能是電話壞了 !欽泰要了程教授

宿舍地址，隔晨直接去找他，那天每個小時欽泰都

到程教授宿舍按電鈴，但都沒找到人；隔日清晨又

去按了幾回電鈴仍是沒人，眼看再不去紐奧良機場

就趕不上中午預訂的班機了 !欽泰心想既然約好了

怎麼會沒人呢？一定是避不見面，對方知我、我不

知對方，將來可能對欽泰不利，因此決定繼續等下

去。於是，打電話去飛機公司，改成隔天同一時間

去紐約的班機。果如欽泰所料，在欽泰預訂上機時

間過後不久，程教授就返回宿舍，欽泰在程教授車

子進入車庫時突然現身，使他嚇了一跳，欽泰說：

「程教授你忘了和蔡主席約定的時間嗎？」程教授

回說：「我會直接向蔡主席說明。」欽泰馬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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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蔣介石是 228大屠殺事件元兇、蔣經國

是白色恐怖元兇，制裁元兇是正義的伸張。

　　第三，蔣家父子試圖利用原子能發電廠的燃料

棒、提鍊濃縮鈾 -235製造原子彈，這還是次要的

危機。美其名原子能發電是廉價電力，但廢燃料棒

的處理是科學界沒辦法解決的難題，廢燃料棒的放

射能半衰期是十萬年，甚至百萬年，他們中國國民

黨貪官現賺，我們台灣人民子孫世代受難，這才是

首要危機。貪官之頭是誰？目前就是蔣經國！

　　欽泰和吉雄有一天晚上閒聊時，欽泰問起吉雄

他父母何時往生的？吉雄是孤兒，內公和外公的家

裏清寒，親戚間很少往來，因此他不知道家族裡有

多少親戚，家庭的往事也根本無從曉得；吉雄只記

得小時候內嬤跟他講：「你父親當時 22歲，在你

2歲時過世，你母親就去幫傭養家，沒幾年也生病

去世了 !」吉雄的話讓欽泰忽然產生了疑問與聯想，

因為吉雄 2歲時是 1947年，正好是 228發生那年；

（Ciudad de México）的日期；欽泰拜託「安東尼」早

一天到墨西哥城等吉雄，班機只有吉雄一人是東

方人很好認，再由陸路經過土桑（Tucson）美墨邊界

回到洛杉磯。3月中蔡主席也通知說：「蔣經國將

於 4月 18日到達洛杉磯，4月 19日早上到市中心

華埠中華公所拜訪，然後去孫中山銅像獻花，下午

去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參觀，24

日去紐約市商會作招商演講，27日去舊金山回台

灣」。

　　行動之前，欽泰曾告訴吉雄為什麼需要除掉蔣

經國：

　　第一，蔣家控制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控制

中華民國，蔣家等於國家。蔣介石培養蔣經國接

班，蔣經國培養蔣孝文、蔣孝武接班。蔣家是吸台

灣人民血汗的大蛇，斬斷蔣經國這個蛇腰，則蔣介

石這個蛇頭，與蔣孝文、蔣孝武這個蛇尾就會很快

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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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造成有耳沒嘴的順民，使吉雄從小到大也不知

道 228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欽泰再問吉雄：「那你家清明怎麼掃墓的？」

吉雄只記得他內公從來沒有帶他去掃墓，清明節那

天會把一個寫上他父親名字的神主牌，放在祖先神

主牌位旁，讓他點香跪拜。吉雄的外婆在他小時

候，就常帶他去壽山腳下的一間廟寺旁的靈骨塔，

祭拜他母親；小小的相片貼在骨灰罈上，這是她母

親唯一的相片，也是他唯一的留念，談到這裏吉雄

放聲痛哭；欽泰腦海中浮現大兄描述父親在 228大

屠殺時，於 3月 6日在高雄市政府被蔣軍槍殺，左

胸一小彈孔，後背一大洞，頭髮、顏面、衣褲全是

烏黑血漬，欽泰本是木訥的人，這時也不禁大哭。

　　欽泰來美不久後每週末都練習長槍，從右肩沒

頂好槍托被後座力撞得哇哇叫，到 100碼（yards）

內都能命中靶紙的黑心；短槍也練得不錯，雙手持

槍在 20碼內也能命中靶心。欽泰本來的鎮山計劃，

1947年 2月 27日傍晚在臺北天馬茶房前，橫霸的

國民黨煙酒公賣局查緝私煙人員，打傷販售公煙和

私煙的林姓寡婦；過去一年五個月來，蔣家用紙幣

換台灣民生物資到中國大陸打內戰，造成經濟蕭

條、民不聊生的亂象，以及蔣家和逃離共產黨的中

國難民來台灣成為統治階級，台灣人民淪為次等國

民等，種種累積的民怨一夕爆發，台灣人民 2天裏

在全島各地起義抗暴，3月 6日起，蔣家國民黨派

軍隊殘暴鎮壓。

　　1947年這個血腥 3月，依據當年的戶籍和衛

生所紀錄，大約有 2萬餘名台灣人民死因不明或失

蹤。欽泰的父親不幸中的一點幸運，就是他的屍體

還能找到；吉雄的父親可能是參加 228的青年隊，

或是在街上遇到見人就殺的蔣家軍隊而屍橫街頭，

然後被丟上牛車拉到覆鼎金大坑亂葬；吉雄的母親

和家人處在貧窮的家庭，再加上蔣家 10幾年的白

色恐怖和高壓統治，封住台灣人民的嘴巴，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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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造成不相干或無辜群眾的傷亡。

　　然而台灣獨立組織的志工，只選擇特定的統治

階層，做出制裁的行為；篩選替國民黨宣傳的報社，

或運輸軍火的火車等，做出爆破的行動。欽泰認為

台灣人應該思考：在一個體制內不能翻轉、不能輪

替的極權暴政之下，人民可以反抗嗎？反抗是揭竿

抗暴呢？還是當政者所謂的暴民呢？孫文的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是暴民嗎？汪精衛在 1910年謀刺大清

帝國攝政王載灃未果，是暴民嗎？蔣介石、蔣經國

父子淘空台灣的民生物資去中國和共產黨打內戰；

228事件屠殺 2萬餘名反對份子和知識份子，以利

他們家族今後的統治；蔣經國控制八大情治單位，

這位特務頭子實行白色恐怖，箝制台灣人民言論、

思想、通訊、傳播等自由；台灣人民除了稅賦外，

還有防衛捐，這是蔣家仿效中國黑社會收保護費的

做法；蔣家享受台灣民脂民膏，整個台灣就是他們

家的後花園，台灣人民就是他們家的提款機；這樣

是由欽泰做狙擊手，請吉雄來美國做欽泰的幫手。

吉雄自少年就作勞工，搬運農作物、貨物、漁鮮等；

雖然身高和欽泰差不多，但肌肉結實，體力、耐力

比欽泰好，跟欽泰去山邊的靶場練習幾次後，長槍

雖然沒有欽泰的準確，但短槍單手持槍的準確度就

超越欽泰，因為吉雄多年的勞工累積、手臂平衡感

較好。後來吉雄自行告訴欽泰由他做狙擊手，因為

行動之後，如果當場被捕或是事後能夠逃脫，他英

語只懂一點，人地又不熟，更需要欽泰在外面的協

助和掩護。

　　欽泰也和吉雄討論「刺殺，暗殺，屠殺，恐怖

攻擊」不同屬性的問題。暗殺和刺殺算是同義字，

比較針對性，目標是單一的，比較不會傷到目標之

外的人，實際操作時，一般是利用短槍或長槍。屠

殺和恐怖攻擊算是同義字，一般是以炸彈、手榴彈

或自動衝鋒槍來行動，目標較廣泛，甚至為達成最

大的宣傳效果或製造寒蟬效應，目標多選擇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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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鎮山計畫執行實況與波折

　　尼加拉瓜女孩「伊拉西」，20歲出頭、身高

約 160公分、身材微胖，黑髮、膚色較黑、面貌

端正，一眼就知是中南美洲人，來美已有二年多，

和欽泰用西班牙語及英語溝通；她在首都馬那瓜

（Managua）跟蘇慕沙獨裁政權鬥爭過，曾經幫桑定

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做情報和交通的角色；她的

家族受夠獨裁者的壓迫和剝削，瞭解欽泰追求正

義的理念，所以樂意幫助我們的行動，見過大陣

仗的她是我們行動的好幫手。她在墨西哥餐館當

服務生，欽泰請她休假到 4月底，當我們的司機；

3月底先請她去墨西哥人區租兩輛車，一輛是日產

Datsun轎車，一輛是德國人民牌廂型車（Volkswagen 

Kombi）。欽泰和吉雄把廂型車左側、右側和後側的

玻璃窗，都加貼暗色遮陽薄膜，並加裝移動式窗簾；

把車廂的中排和後排的座椅拆下，放了一座可移動

糟蹋台灣人民還不夠，還要發展原子彈和中國毛澤

東對抗。台灣人民只能永遠逆來順受嗎？對蔣介石

和蔣經國父子的制裁行動，才是伸張正義的手段！

　　刺蔣「鎮山計劃」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計劃相

關的成員、地點和設備也逐步確定：

　　1、行動人員：吉雄。輔助人員：欽泰、伊拉西、

荷西、安東尼。

　　2、地點：（1）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旁。（2）

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外停車場。

（3）紐約市旅館旋轉門內。

　　3、武器：（1）一把卡賓半自動長槍，附 4

倍光學瞄準鏡，目標 100公尺。（2）一把雷明頓

740半自動長槍，附 6倍光學瞄準鏡，目標 100公

尺。（3）兩把毛瑟 635手槍，目標 10公尺。

　　4、交通工具：日產（Datsun sedan）轎車，德製

廂型車（Volkswagen Ko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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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I-5 freeway），總共開了一個半小時，遠遠看

到左邊的高壓電線塔和右邊 2個球型巨塔，就轉

往 CA 101 公路，經過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

能發電廠的停車場，然後去聖地牙哥（San Diego）美

墨邊界，遠望墨西哥提灣娜市（Tijuana），這是將來

如需逃往墨西哥的入口小城。傍晚就循原路開回華

埠，在孫中山銅像斜前方的中餐館晚餐，再次認識

週遭環境。隔天去工人服裝店買了 2套卡其布連身

工作服，2個灰色工人塑膠頭盔，準備了 2個 4呎

長的日光燈長紙箱。請伊拉西把吉雄的西裝褲及連

身工作服，左、右內口袋的左側割開、裝上拉鍊，

也買了 1捆釣魚線。欽泰也找了蔣經國在雜誌和報

紙上的幾張照片，讓伊拉西認識，以便在行動中能

夠通風報信。

　　4月初欽泰不通知蔡主席，就帶吉雄和伊拉西

搭飛機去紐約巿。欽泰和吉雄穿西裝打領帶，伊

拉西穿洋裝，一起坐地下鐵捷運（subway）到第 5街

的長方型木桌和一個木凳，這樣可以把槍枝放在桌

上，視行動的需要，打開一點的車窗，就能在車內

射擊目標；也放了一個 5呎長加鎖長方型塑膠工具

箱，以便隱藏放長槍的日光燈管紙箱。

　　租車後的隔天早上由伊拉西開廂型車，載了欽

泰和吉雄去勘查行動的地點。先到洛杉磯華埠（Los 

Angeles Chinatown），北百老匯街（North Broadway）和西

學院街（West College St）交界的中國國民黨中華公所，

沿著北百老匯街往北走不到 60公尺有一座牌樓，

牌樓對街有一座付費停車場，往北約 40公尺就是

華埠金龍酒家。牌樓後方是一大廣場，周圍全是中

國餐館，大廣場的中間靠左邊是孫中山銅像。

　　大家選了一家在孫中山銅像側面的中國餐館

2樓吃飯，也到四周走走，再去北山街（N. Hill St.）

的「裕成昌超市」，買了一盒 20支的單支鞭炮和

一盒 10個的排炮。廂型車沿著北山街（N. Hill St.）

開進 CA 110快速公路，然後轉往南 5號快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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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優越感中國人，不認同生養他們的台灣土地，

把台灣當成他們轉回故鄉的跳板，反賓為主欺凌台

灣人民，他們的頭頭就是蔣家父子，打蛇打頭就是

正道。欽泰、吉雄和伊拉西中午就在麗池飯店吃大

餐，3家飯店再次走走熟悉門路，傍晚就搭機回洛

杉磯。

　　欽泰為了不讓人起疑，上課照常，儘量壓縮維

修攝影器材的時間，準備行動前的工作。也請伊拉

西帶吉雄去華埠、到聖地牙哥路過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發電廠的停車場，再走了 2趟。自從 3月底

以後，每 2、3天欽泰就會打電話給蔡主席，查詢

蔣經國的行程有沒有變動；1970年 4月 17日為最

後通話，蔡主席告知蔣經國的行程是「4月 18日

到達洛杉磯。4月 19日上午 11時在華埠孫中山銅

像前行禮獻花，11時 30分在華埠金龍酒家午宴國

民黨駐洛杉磯人員，下午 3時參觀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4月 23日晚下榻紐約市麗

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站，沿第 5街到麗池（Ritz-

Calton）飯店、布拉薩（Plaza）飯店、希爾頓（Hilton）

飯店喝咖啡，大廳、會議室、前門、後門、側門走

走看看，這 3家飯店是蔣經國最有可能下榻和演講

的地方。欽泰注意到紐約的飯店使用旋轉玻璃門，

以阻擋冬天的風雪。欽泰計劃如果需要來紐約執行

刺蔣行動，吉雄就要身穿西裝，裝成參加蔣經國在

飯店演講的來賓，手槍插在右腳襪子裏，坐在大廳

喝咖啡。當蔣經國進入旋轉門時，衝到門口、堵住

旋轉門才開槍。隔天清晨欽泰帶吉雄和伊拉西，去

曼哈頓最南端的砲台公園（Battery Park）遠望自由女

神像（Statue of Liberty），從歐洲來美國的很多移民都

是經過自由女神像，進入這自由民主的國家，這

些移民不講「血濃於水」的故土意識，而是選擇來

到新天地「落土生根」，尤其新移民第二代以降，

只認同美國為其國家，父祖先人的故鄉只是他鄉，

只是觀光、懷舊的景點。很多戰後害怕中共逃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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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飯店。4月 24日中午在紐約市布拉薩飯店作招

商演講。4月 27日從舊金山飛回台灣」。1970年

4月 18日欽泰和吉雄把租屋整理清潔，重要的文

件和東西暫時存放到安東尼家裏。刺蔣「鎮山計

劃」正式進入執行階段！    

　　4月 19日上午大約 8時 30分，欽泰和吉雄身

穿連身工作服，吉雄將一把毛瑟 635手槍配備八

顆「點二五」子彈的彈匣，隱藏插在右腳襪子裏，

槍柄綁了一條釣魚線，另一頭綁在右內褲袋左側的

拉鍊上，萬一被搜身內褲袋裏找不到手槍，這樣站

著、坐著都能把右手伸進右內褲袋、拉開拉鍊扯起

腳襪子內的手槍，左腳襪子裏藏了 1個裝滿子彈的

備用彈匣。欽泰開了日產轎車，在後車廂裏放了 4

呎長的日光燈紙箱，裏面藏著 1把卡賓半自動長

槍、附加 4倍光學瞄準鏡，配上裝有 6顆「點三零」

子彈的彈匣，用兩條暗紅色大浴巾包著，另有 2個

裝滿子彈的備用彈匣。

　　伊拉西穿著襯衫加牛仔褲，開廂型車載吉雄，

在車廂內的 5呎大工具箱內，藏著 4呎長的日光燈

紙箱，裏面放著一把雷明頓 740半自動長槍，附

加 6倍光學瞄準鏡，配上 5顆「點三零零六」子

彈的彈匣，另加 2個裝滿子彈的備用彈匣；欽泰也

製作 4個 3英呎乘 2英呎的手持廣告紙牌，2個用

中文寫著「歡迎副院長蔣經國」，2個用英文寫著

「Welcome Vice Premier Chiang Ching Kuo」，這

是蔣經國車隊到達時，偽裝歡迎他的到來之用；一

把 6英呎長的木梯就橫放在車廂地板上。

　　大約 9點 30分，2台車到達華埠牌樓對面的

北百老匯街，伊拉西將廂型車右轉開進停車場，找

到牌樓對面的停車位倒車停好，這樣要離開停車場

比較快；後車窗面對牌樓，把後車窗的窗簾稍微打

開，人坐在小板凳上就能看到對街孫中山銅像附近

的動靜。欽泰把日產轎車繼續往前開，在前面第 1

條街往左轉，再往前的路口左轉進入「裕成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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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旁邊的停車場，找了 1個較近出口的停車格倒

車停好。

　　欽泰身穿卡其色連身工作服、頭上戴著灰色塑

膠工作帽，打開後車廂，把包在暗紅色大浴巾的卡

賓半自動長槍的日光燈箱提在右手，左手提著放有

水、咖啡、餅乾和電工工具的小塑膠箱，前往金陵

街（Gin Ling Way）中段的水池旁；吉雄也穿著卡其

色連身工作服和灰色塑膠工作帽，偽裝成修冷氣的

電工，提著 6英呎木梯從牌樓那方走來會合。水池

左邊的小巷盡頭有一座掛在半空的黑色鐵梯，通往

這座北面和西面各有 4個店面的大樓的 2樓屋頂，

欽泰和吉雄把木梯架到鐵梯上，把日光燈紙箱和小

工具箱搬到屋頂，屋頂是平坦的四方型，中間有 3

座大型冷氣散熱箱和 2座小型冷氣散熱箱，左方臨

金陵街是矮牆，前方矮牆的後面是暗紅色的中國式

屋瓦，孫中山銅像就在約 90公尺正前方；吉雄把

工具箱的螺絲起子、鉗子等工具，放在冷氣散熱箱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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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星期天早晨，華埠的中餐館只有幾家廣東式

點心早茶餐館開店，大部分的中餐館和禮品店在

11時後才開始營業，孫中山銅像四周沒有幾個人

走動。欽泰趕緊從屋頂爬下走到對街的廂型車，把

連身工作服褪下，換上白色長襯衫黑色西裝褲；欽

泰和伊拉西走下廂型車，欽泰斜背著一小皮包在右

腰部，內有一打火機、一盒火柴、5個排炮和 5個

單支鞭炮；伊拉西的隨身皮包也有備份火柴、5個

排炮和 2個單支鞭炮；因為當時也沒有看到示威或

歡迎蔣經國的人群，因此事先準備歡迎蔣經國的紙

牌就留在廂型車裏；大約在 10時 15分，欽泰和伊

拉西就在牌樓外面的百老匯街人行道上，等蔣經國

一行人到來；牌樓外面的路邊漆著紅色，不准停車，

但是外交禮遇車輛，員警就不會管。

　　欽泰的執行計劃是：當蔣經國的車隊停在牌樓

前，欽泰將會點燃幾個排炮歡迎他，排炮聲即是通

知吉雄準備行動，炮聲可以掩蓋或紛亂槍聲來處；

旁地上，偽裝成在維修冷氣機的樣子；然後把包在

暗紅色大浴巾的卡賓長槍架在前方的矮牆上，暗紅

色的大浴巾一條作槍墊，另一條準備掩蓋槍管和瞄

準鏡來用，浴巾的暗紅色和屋瓦相似、是很好的掩

護色，吉雄快速地瞄準孫中山銅像前 2公尺，並微

調 4倍光學瞄準鏡的十字焦距，數秒後準備工作完

成，再把卡賓長槍放回日光燈紙箱。

　　照欽泰的推演，蔣經國 11時向孫中山銅像獻

花，他的車隊應該在 5分鐘到 10分鐘前停到牌樓

前，他大概會走到孫中山銅像 2公尺前肅立，然後

三鞠躬，隨扈會奉上花圈讓他放在銅像底座前；當

蔣經國肅立在孫中山銅像前，應該是 11時前後 2

分鐘，這 4分鐘就是開槍的黃金時間，吉雄預計最

多3槍6秒鐘就結束了。等待行動開始的這段時間，

吉雄就靠著面對孫中山銅像的矮牆休息。

　　時間是 1970年 4月 19日上午 10時左右，洛

杉磯華埠初春天氣宜人，天空有些雲層、陽光不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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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舉了幾次左手，通知吉雄停止行動；吉雄遵從

行動準則，不常探頭免得引人注意，也就沒有看到

欽泰肢體和手勢的通知；大約 12時正午，欽泰就

走回到金陵街魚池旁小巷，爬上鐵梯、未到盡頭就

大喊吉雄幾聲，以免吉雄做出任何反射動作，上了

樓頂立刻吩咐吉雄趕快收拾，馬上到金龍酒家；欽

泰沒放單支鞭炮，也是避免突然的舉動引起注目。

欽泰和吉雄把藏著卡賓長槍的日光燈紙箱和小工具

箱搬下樓頂，一併把木梯拿到停在牌樓前停車場的

廂型車裏。吉雄仍身著連身工作服，褲子右內袋的

拉鍊已打開，隨時可以把右腳襪子裏的毛瑟 635手

槍拉到右內袋裏面，準備如果在餐廳見到目標，不

管能不能從現場逃脫就馬上用手槍執行任務；吉雄

隨即跟著欽泰步行往 40、50公尺前方的金龍酒家。

　　到達金龍酒家大約是 12時 35分，餐廳裏將近

滿座，幾輛點心小車子繞著客人桌子服務，看得見

的桌子並沒有蔣經國在座；欽泰就向櫃檯服務生訂

單支鞭炮聲是通知行動馬上終止，排炮的聲音是吡

吡叭叭連聲，單支鞭炮聲音較高較大，可以容易辨

別；另一識別信號是，當欽泰將小皮包斜背在左腰

部或高舉左手，即通知吉雄終止行動馬上離開現

場。

　　等待蔣經國來孫中山銅像前獻花的時間特別

長，10時 50分左右有一輛轎車停在牌樓前的紅線

路邊，欽泰本來準備馬上要點燃一排炮，但是警覺

蔣經國到來一定是 3輛以上的車隊，不可能只是 1

部車；欽泰安然不動繼續注視，果然是 2個附近餐

館工作人員提著食材下車，司機也馬上開車離開；

到 11時 30分前，陸陸續續有些食客下車，車子也

都沒有久留；蔣經國會不會先去中華公所而時間延

遲呢？欽泰當下向伊拉西吩咐繼續監視，如看到蔣

經國車隊馬上放排炮；欽泰就走到中華公所，也大

方地走進大廳察看，並沒有蔣經國的行蹤；欽泰回

到牌樓旁，把斜背的小皮包從右腰部移到左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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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不上蔡主席，只能從側面探聽消息。洛杉磯只有

台灣獨立聯盟當地負責人李教授，知道欽泰是直屬

台獨聯盟主席的島內工作組，因為不能洩漏身分，

所以不必參加盟員的聚會或活動；刺殺蔣經國是天

大地大的大事，絕對要保密、也絕對不能讓人有任

何聯想；欽泰預知蔣經國來美時，台獨聯盟一定有

動員盟員的計劃，在已知的各地機場和所經過場所

示威抗議；欽泰就打電話給一位台獨聯盟的好朋友

陳先生，此人半年多來數次邀請欽泰加入聯盟，欽

泰不能表明秘密盟員身分，只能用「拖」字訣應付。

　　欽泰就問陳先生：「今天怎麼沒有找我去參加

蔣經國的示威活動？」陳先生回答說：「昨天有找

你去示威，但是你的電話打不通，今天李教授沒

有通知要示威，蔣經國去美東後，回程會再來美

西參觀發電廠，隔幾天有正確日期再通知你參加示

威。」

　　聽起來美西台獨聯盟也不知蔣經國今天的行

燒賣、蝦餃、炒河粉、叉燒包等點心外帶；欽泰和

吉雄就借用廁所，到後面的 2間包廂檢查，沒有發

現目標。欽泰回到櫃檯付點心錢時，順便問服務

生，今天領事館有沒有人訂位？服務生答說沒有。

欽泰馬上意識到蔡主席 2天前告知的蔣經國行程不

正確，也可能蔣經國今晨改了行程？那下午 3時蔣

經國會不會去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發電廠參觀

呢？時間已近中午 1時，開車從華埠到聖歐娜佛瑞

（San Onofre）大約要 1小時 30分鐘，欽泰得趕快決

定下一步。欽泰把點心交給吉雄，吩咐他回廂型車

和伊拉西先吃。

　　欽泰就到牌樓旁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欽泰

隨身帶著 1張只有數個電話號碼的紙條，電話號

碼 7個位數有簡單的加密，紙張上電話號碼要減

掉 228再加一個位數，即是第一個電話號碼要減掉

2281，第二個電話號碼要減掉 2282，以此類推。

首先打給蔡主席，試了 3次都沒人接電話。既然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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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的行動只好放棄，選擇等待蔣經國由美東回洛

杉磯，去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參

觀時再行動。 

424 刺蔣案與其後的決定

　　4月 24日下午 5點多，陳先生打電話來，欽

泰剛說：「陳先生呷飽未？」，他就很興奮的回說：

「甲你講 1個好消息，蔣仔給我們在紐約的 2位同

志打槍，聽說沒受傷，詳情不是很清楚，但明天報

紙一定會登，蔣仔回到洛杉磯，我們一定要去示

威」。

　　隔天早上欽泰買了 1份紐約時報，台灣留學生

「黃文雄和鄭自才」在 4月 24日將近中午，用手

槍刺殺蔣經國未遂成為國際頭條新聞。「黃文雄」

昂首被 2名員警兩邊壓制，和「鄭自才」被員警打

傷額頭、用手掩傷的英勇相片，傳遍全世界。欽泰

程，沒有安排示威活動，欽泰決定下午不去聖歐娜

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等稍晚再向別的

朋友探聽消息，才來決定下一步。欽泰就通知伊拉

西開廂型車載吉雄、自己開日產轎車，沒達成目的

垂頭喪氣的回家。

　　傍晚在離家稍遠處的公共電話亭，再次打給

蔡主席，又是沒人接聽；是蔡主席忙著開會？還

是蔣經國今天的行程臨時變更？或是故佈疑陣的

消息？欽泰於是打給在馬利蘭州巴地摩（Baltimore 

Maryland）的一位好友，他也是台獨聯盟的盟員，他

說他準備在後天 20日參加白宮前示威，24日去紐

約參加示威隊伍。當晚欽泰告訴吉雄，為了保密只

靠蔡主席的消息，但是蔡主席現在沒法聯絡上，現

在時間的安排只剩兩個機會，一個是紐約市，一個

是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兩人商量是否要去紐

約？但因為欽泰對紐約逃脫路線不熟，而且蔣經國

到達紐約布拉薩（Plaza）飯店的時間欽泰沒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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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蔣鎮山計劃第二次行動

　　欽泰的行動計劃是以「長槍搭配手槍」、

「行動後能逃脫」為考量。本來聖歐娜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的行動計劃是：當蔣經國的車

隊，來到原子能發電廠圍牆外的崗哨前，一定要按

下車窗接受發電廠警衛的盤察，埋伏在 40到 60公

尺外的吉雄，用雷明頓 740半自動步槍配合 6倍光

學瞄準鏡，從廂型車裏射擊，大概有 30秒到一分

鐘的行動時間。但紐約行動之後打草驚蛇，蔣經國

維安層級一定升高，欽泰和吉雄的輕武器很難發生

作用。可是蔣經國當晚就要回去台灣，事到如今，

也只好見機行動。

　　4月 27日早上 8時，欽泰和吉雄身著長襯衫

和長褲，吉雄把毛瑟手槍插在右腳襪子裏，由欽泰

開廂型車載吉雄，伊拉西則開日產轎車，尾隨欽泰

在後方，往 5號高速公路南下。那把雷明頓 740半

很羨慕黃文雄和鄭自才能夠拔到行動頭籤，敬佩他

們明知在白天短槍行動中可能被隨扈殺害，且行動

後一定會被捕、被關，仍然義無反顧去行動。尤其

黃文雄被美國員警壓制在地上時，他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讓我像台灣男子漢地

站起來！」這就是台灣人民世代反抗壓迫的寫照。

　　欽泰把黃文雄和鄭自才刺殺行動，不幸沒能完

成而被捕，簡單的告訴伊拉西，並決定刺殺蔣經國

的行動，仍然繼續進行。其實 1個刺殺行動，「保

密、時間、地點」是最主要的 3個因素。在華埠孫

中山銅像前行動，我方佔了「保密和地點」的優勢，

但是我們敗在「時間」這一要素上，因蔡主席沒有

提供正確的時間，但我們還保有「保密」這要素，

所以還有機會進行第 2次行動。26日下午，陳先

生打電話來說：「明天早上 10時 20分，在聖歐娜

佛瑞（San Onofre）原子能發電廠外的停車場集合後

示威，蔣經國大概在 10時 40分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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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巾作掩蓋用，選擇棕色是跟方桌顏色相似；後車

窗打開約 2吋，槍管在車窗後，因為預估蔣經國將

會坐在第 2輛車司機的後座，吉雄以崗哨後面 3公

尺為目標，微調 6倍光學瞄準鏡。吉雄準備就緒

後，就坐在小凳上靜靜等待，伊拉西則坐在日產轎

車駕駛座聽拉丁音樂；隨後欽泰把日產轎車停在面

對 101公路、要右轉進入停車場的入口處，車停在

這個位置視情況有兩個作用，一是容易衝撞蔣經國

座車，二是行動後比較容易脫離現場。因是週末，

整個停車場就只有 10幾個台灣人來示威抗議，也

沒有別人進出停車場；只有 2輛原子能發電廠的警

車，監視示威人群。

　　陳先生 10時 20分前到達，開始忙著和聯盟同

志們準備舉牌示威事宜，示威群眾排在入口小路

左面，在日產轎車附近；欽泰上前和陳先生打個

招呼，就回到廂型車；因為廂型車的窗簾都拉上，

外面沒人注意到廂型車後座裏面有人。由於後車窗

自動長槍和 6倍光學瞄準鏡，用兩條棕色大浴巾包

著，放在 4呎長的日光燈箱裏，再放進廂型車大

工具箱裏；雷明頓 740半自動步槍，用春田式（點

三零零六）子彈，比卡賓子彈長、速度較快、殺傷力

較大。因是週末早晨，高速公路車子暢通，欽泰在

廂型車快到原子能發電廠時，就停在路肩，請吉雄

從前座爬到後座的地板上，從外頭看廂型車就只見

到欽泰在駕駛座上。不到 10時就到達聖歐娜佛瑞

原子能發電廠外的停車場，已有 2、3位台獨聯盟

盟員在場。

　　101公路是雙向車道，從洛杉磯來是右轉，從

聖地牙哥來是左轉，進入 1條 100多公尺長的雙向

小路，就會遇到原子能發電廠圍牆前面入口和出口

的橫阻桿，警衛崗哨在小路中間橫阻桿之後。欽泰

將廂型車停在發電廠崗哨左方約 50公尺遠處，後

車窗朝向崗哨；把長方桌調整好位置，吉雄取出雷

明頓長槍，1條棕色大浴巾當槍墊，另 1條棕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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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通訊器材不比現代的電腦和手機，

昂貴的長途電話還是以秒計費，如果當時的資訊透

明，蔣經國的行程能夠掌握，美國對區區國府行政

院副院長的維安不高，在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前

的第一項鎮山計劃，以長槍狙擊成功的機會很大。

台灣獨立革命軍

　　吉雄於 1970年 5月由安東尼帶到墨西哥市，

簾只開了一小口，吉雄的視線僅能觸及崗哨附近的

景物，因此欽泰站在車子後側方暗中偵查，給吉雄

打暗號，吉雄只要一聽到輕敲車身聲音或外面示威

喊聲，就準備狙擊。欽泰一直注意 101公路從洛杉

磯方向右轉的路口，到 10時 40分蔣經國的車隊還

沒有出現。將近 11時，崗哨前入口的橫阻桿突然

昂起，一隊 5、6台同款式的轎車突然出現，沒有

任何減速就直接開進原子能發電廠；吉雄剛聽到：

「台灣獨立萬歲！ Down with KMT!」示威群眾的

喊聲，車子就一輛一輛從長槍瞄準鏡閃過，緊閉的

暗色車窗看不清車內的人頭，連蔣經國坐哪輛轎車

都不能確定。經歷 424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飯店的

2槍，蔣經國維安層級升高，原本國府領事館的轎

車車隊，應該在原子能發電廠崗哨前停車安檢，改

為美國警方同款車輛快速通過崗哨，吉雄完全沒有

機會以長槍刺殺，半年來刺蔣鎮山計劃至此完全失

敗了。

台灣獨立革命軍
倒蔣貼紙



184 185刺蔣，鎮山

話總有不足之處，希望欽泰去日本和他見面。 

　　1971年秋天，欽泰到達東京羽田機場後，乘

坐單軌電車（Monorail）到終站，史明已在站內等欽

泰。當年他 53歲，欽泰 24歲，他人比一般日本

人高大，欽泰穿著約定的服裝、肩背約定的行李

包，一下子就相認了；隨即轉乘 JR山手線（Yamanote 

sen）到池袋站西口（Nishi Ikebukuro），步行不到 7分

鐘就到史明的「新珍味中華料理店」。記得當時，

史明套上白色的廚師袍，親手做了一碗他拿手的大

滷麵和一盤煎餃，滋味道地，這是他在中國華北學

到的手藝。當時日本景氣不錯，這個三角窗料理店

生意興隆，樓下、二樓、三樓經常滿座。晚上 11

時多，還有人客小飲、宵夜。 

　　新珍味四樓是史明的書房和臥房。欽泰住在離

「新珍味料理店」二十多分鐘地下鐵車程的大樓公

寓，早上 11時到達新珍味直接上四樓，史明停下

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寫作，開始一對一

再自行搭機到巴西聖保羅市張瑞豐處。

　　以張瑞豐為首的台灣同盟會幹部，認知台灣獨

立運動主戰場在島內，一直低調保持秘密。1970

年 4月美西刺蔣鎮山計劃失敗後，張欽泰於年底回

到巴西聖保羅市和張瑞豐深入檢討，因為無法掌握

蔣經國的確定行程，美西刺蔣計劃終於失敗收場。

於是，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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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聯繫。今後回

台潛伏或行動的台灣同盟會島內工作者，全部隸屬

台灣獨立革命軍。台灣獨立革命軍的目標是：打倒

蔣家外來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

初次與史明前輩見面

　　1971年 6月 26日，欽泰幫忙鄭自才離開美國

前往瑞典尋求政治庇護。黃、鄭兩位志士離開美國

之後，史明認為欽泰雖然和他聯絡數年，書信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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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elaria）。1970年結識張瑞豐，溫連章在巴西受

張瑞豐一年多的台獨思想薰陶後，1971年 8月從

聖保羅市來洛杉磯欽泰處培訓，再到日本史明處受

訓，然後回台從事台獨工作。1972年 4月 21日，

警備總部逮捕溫連章，重判 15年送往綠島服刑。

　　吉雄於 1972年 1月從巴西經歐洲直接回台灣

潛伏，行前欽泰請他牢牢記住，台灣獨立革命軍的

島工，不能為名為利，一切以台灣獨立為中心思

想，發展組織的工作由別組去做；吉雄在台灣默默

地配合欽泰的島內工作，因為沒有和別組橫的聯

繫，所以沒有被國府查獲。

　　1988年 1月 13日蔣經國吐血而亡的隔幾天，

全台灣被國民黨下令守喪，吉雄藉高雄好朋友女兒

的婚禮大放鞭炮，還迎來管區員警的關切。1988

年中，欽泰返台執行史明的「國民黨內部工作」第

一步計劃，吉雄負起在台灣暗中保護欽泰的任務。

欽泰要他低調行事，因為蔣經國雖已身亡，但國民

上課。內容是荷蘭、西班牙、東寧鄭氏王朝、大清

帝國、日本帝國、蔣家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四百年外

來殖民統治、台灣人民要求出頭天的血淚抗爭歷

史、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等；其中也談到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等，就是史明所說

的台獨志工的台灣歷史學習和思想整理。

　　下午 1時和晚上 7時左右，就一起到新珍味二

樓或附近的日本、韓國料理店吃中飯和晚飯。飯後

不久又開始上課 1、2個小時，大概每天都要學習

5、6個小時。每 2、3天下午，史明會去游泳池游

泳，有時欽泰會跟著去；沒跟史明去游泳時，就經

常去秋葉原（Akihabara）找新電子產品。 

　　這次在日本 2個多月向史桑學習，見到幾位台

灣和日本的同志，曾經和傳奇人物台風與萬華 12

生肖幫大哥老鼠同桌暢談，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溫連章是台南下營人，1966年 8月底到達巴

西，在聖保羅市郊外開了一間小本經營的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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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再攻碩士學位一年多，期間因為往來巴

西、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串聯各地的台灣獨

立運動志工，所以旅行的時間多於唸書。1974年

回到巴西就業，1976年申請到聖保羅州立大學全

額獎學金，這時才真的比較有時間認真的唸書。

1978年底修得電子及通訊碩士學位後，再讀兩學

期的博士班課程，又忙著到中南美洲各地聯絡台獨

志工，最後只好放棄學業。

　　綜觀台灣獨立運動的志工，「歡喜做，甘願

受」；為了追求正義，大都妻離子散，生活溫飽難

求。何其不幸生為台灣人，世代為外來政權統治！

何其有幸，生為台灣人，為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犧

牲奉獻！

黨外來的殖民體制仍在，台灣沒有獨立建國之前，

同志們就得努力不懈；大家約定在台灣人第一位民

選總統上任之時，一起去大貝湖的蔣家行館前大放

鞭炮、煙火。

　　1988年底，張欽泰在 UCLA台灣學生會上，

遇到當時正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班的

陳正然，經過半年多共同學習台灣歷史的時光，陳

正然返台時順道前往日本，於 1989年 7月在東京

池袋「新珍味料理店」，與史明歐吉桑探討台灣歷

史數日，返台設立「無花果資訊公司」，並以研究

台灣文化和歷史為名在各地成立「讀書會」。

　　1991年 5月 9日，調查局清晨同步逮捕台大

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生陳正然、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在學碩士生廖偉程、社會運動者王秀惠、長老教會

牧師林銀福，數日後逮捕教會傳導師安正光，是為

「史明獨台會案」。

　　張欽泰在美國勉強於 1972年唸完電子工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