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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平臺上的便衣員警警覺，反射性的撲向黃文

雄，右手在開槍前一剎那擋到黃文雄持槍右手腕，

子彈從蔣經國頭上約十公分高飛過，打到布拉薩飯

店入口旋轉門玻璃，蔣經國驚慌失措趴向玻璃旋轉

門前，黃文雄又開第二槍但失卻準頭，黃文雄隨即

被三、四位美國便衣員警撲倒壓制，蔣經國隨扈

四處竄逃，黃文雄仰頭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讓我像台灣男子漢地站起來！」鄭自

才見狀從隱身大門旁衝上平臺，被美國便衣員警擊

倒，左額受傷流血。兩人被押往警察局，然後送往

紐約監獄監禁。

　　黃文雄和鄭自才在 424刺蔣後，世界各地的媒

體都爭相報導，台灣人海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風起

雲湧。海外台灣人開始籌措黃、鄭兩位英雄 20萬

美金的保釋金，尤其美國各地的留學生更是出錢出

力，很多人挪出一部分的生活費贊助，最後由葉國

勢、黃呈嘉以他們的房子抵押補足保釋金，鄭自才

　　1970年 4月 24日早上 11時多，蔡同榮主席

開車載鄭自才、黃文雄和黃晴美到達，紐約市第五

街和中央公園路（當時為第 59街）交界的布拉薩飯店

前的噴水池旁，這裏是台灣人向蔣經國示威的集

合地點，鄭自才就留在此地散發示威傳單，黃文

雄、黃晴美和賴文雄往中央公園路走向布拉薩飯店

右後方，蔡同榮主席開車去找停車位，但很晚（在

黃文雄開槍被捕之後）才回來；黃文雄、黃晴美和賴文

雄從飯店後面小巷橫向走到 58街，再回走到布拉

薩飯店左前方。這時黃晴美從皮包裏取出貝瑞達半

自動手槍交給黃文雄，黃文雄向右沿著飯店走廊趕

往旋轉大門；同時蔣經國車隊已到飯店前的車道開

始下車，蔣經國步上數層台階，走向飯店大玻璃旋

轉門前的平臺，後面數步是蔣經國的隨扈們，台階

和平臺兩側各有一群美國便衣員警；當蔣經國即將

踏進玻璃旋轉門之前，黃文雄已快步到達蔣經國左

側身邊一兩公尺，舉起持槍右手正要開槍，當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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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張欽泰向鄭自才要了幾張護照大頭照，飛

到墨西哥市轉飛坎昆（Cancún），再乘小飛機進入貝

里斯城（Belize City），欽泰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

語還講得通，旅行中南美洲比較方便。貝里斯是中

美洲唯一用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小國家，濱臨加勒比

海（Caribbean Sea），海產非常豐富，人種以黑人為主。

當時已有一些台灣人移民當地，欽泰找到一位國民

黨駐貝里斯支部的幹部，跟他講說某人介紹和通關

秘語，支付了一筆費用，等了三天才拿到一本真正

的貝里斯護照，於是循著原路飛回洛杉磯，把貝里

斯護照寄給鄭自才。

　　鄭自才於 1971年 6月 26日到達瑞士（Zurich, 

Switzerland），律師分析政治庇護之路漫長，就在 7

月 13日轉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市（Stockholm, Sweden），

住在一位國際人權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工

作者家裏，住進去年彭明敏教授神秘逃離蔣經國魔

掌到瑞典的同一房間，10月瑞典政府批准他的政

於 5月 26日以 9萬美元保釋出獄，7月 8日黃文

雄以 11萬美元保釋出獄。美國聯邦調查局經由黃

文雄使用的貝瑞達（Beretta）半自動手槍序號，查到

槍主是美南路易基安娜州的陳榮成所有。鄭自才要

求陳榮成、同時也要求蔡同榮主席約束陳榮成，不

要出庭作證槍枝交給誰使用。因為陳榮成攜槍從路

易基安娜州越州到紐約州交槍給鄭自才，已觸犯聯

邦罪，如不作證槍的去向，也有共謀罪的可能。但

鄭自才律師認為，美國很多人合法擁槍，攜槍越州

也不是什麼大罪，而且鄭自才並沒擁槍或開槍，只

要陳榮成不出庭作證槍的去處，鄭自才可能罰款了

事，陳榮成閃避幾天就會沒事了。

　　因為紐約法庭預定於 1971年 7月 6日宣判刺

蔣案，且陳榮成最終還是當了「汙點證人」，作證

槍枝交給鄭自才，眼看黃文雄和鄭自才可能因此被

判重刑，鄭自才於 1971年 5月中告知張欽泰，他

準備逃亡外國、需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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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回家」，1992年 7月國府以「違反國安法」之

名，拘捕鄭自才，一年之內關在臺北土城、高雄燕

巢、台南山上三個監獄， 1993年 7月才刑滿出獄，

1995年設立在臺北 228和平紀念公園的「228紀念

碑」，即為鄭自才與同學設計的。

　　黃文雄在「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的文

章提出：「1970年刺蔣案後，次年 ROC就被趕出

了聯合國和安理會，蔣政權因此失去政權正當性的

一大支柱。這使得 1972年蔣經國『新人新政』的

包裝，必須面對原來的少數統治不能長久持續的問

題，其結果是開放較多本省人進入黨國權力結構。

但這只是沒有和民主化同時進行的『本土化』，其

主要目的在於憑藉加強收編、籠絡，以加強原來體

制；因此後來還是有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家

血案、江南血案和陳文成血案。真正的民主化過

程，還是要等待後來 1980年代至 1990年初的人民

抗爭、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國際壓力，以及統治集

治庇護。

　　黃文雄則在鄉親和國際友人掩護之下，隱姓埋

名前往各地打工。

　　1972年 6月美國政府向瑞典政府要求引渡鄭

自才，於是兩位瑞典便衣員警到鄭自才家裡強制拘

提，在監獄中經過 3個月的訴訟，被瑞典高等法院

裁定遣返美國。引渡幾天前鄭自才開始絕食，一群

瑞典人權工作者封鎖監獄外唯一通路，不讓載著鄭

自才的警車開往機場，兩天後警車突圍開進機場，

這群瑞典人權工作者阻擋員警把鄭自才送進機艙，

爆發激烈肢體衝突。鄭自才在飛機上昏迷，飛機在

丹麥哥本哈根迫降，鄭自才清醒後，當天搭乘另一

架飛機飛往美國，鄭自才在飛機上再次昏迷，飛機

停在英國倫敦，在倫敦監獄引發 9個月司法訴訟，

才引渡回到美國。在 1974年底服完美國刑期，返

回瑞典定居 8年多，又移居加拿大 8年，最後在

1991年6月經由陳×真、郭×宏和盧曼等協助「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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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於 1979年 7月 15日開始商業運轉。

　　位於新北市萬里區的第二座核能發電廠，1974

年 9月開工興建，第一機組於 1981年 12月 28日

開始營運，第二機組於 1983年 3月 15日開始營

運，使用奇異公司原子能反應爐與西屋公司渦輪發

電機，額定發電量為 1970 MW。

　　位於屏東縣恆春鎮的第三核能發電廠於 1978

年開始興建，1984年 7月 27日第一機組開始商轉，

1985年 5月 18日第二機組開始商轉，原子能反應

爐供應商為西屋公司，渦輪機供應商為奇異公司，

額定發電量為 1902 MW。

　　核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的鈾含量為 3%到 6%，

核武器需濃縮鈾 90%以上，天然鈾礦含鈾很低；

蔣經國的原子武器秘密計劃是：先以學術研究製作

原子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為名，向南非購買天然

鈾，向加拿大購買一座小型重水原子反應爐，安裝

在桃園龍潭的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自建重

團分裂等等因素的交互聯合作用，才產生較有實質

的結果。424刺蔣案在這一連串發展中的角色和因

果比重，顯然非常有限。但是，我還是很高興在這

個複雜的因果鏈裡扮演過某種零件的角色。」

    黃文雄於 1996年 4月順利翻牆返台，2000年陳

水扁總統聘請他為「總統府國策顧問」，2012年 5

月 18日黃文雄獲得國立政治大學「傑出校友獎」。

12、蔣經國吐血而亡

　　1970年 4月底蔣經國返回台灣不久後，行政

院核准位於新北市石門區第一座核能發電廠，1971

年開工興建，設計使用美國奇異公司原子能反應

爐，和使用美國西屋公司渦輪發電機。一號機原子

能反應爐於 1975年 5月完成吊裝，於 1977年 10

月裝填鈾燃料棒；二號機原子能反應爐於 1976年

11月完成吊裝，於 1978年 10月裝填鈾燃料棒；

這座容量 1272 MW的核能發電廠，又名金山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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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3日軍方認知張憲義叛逃，已經洩漏蔣

家核武計劃給美國，馬上報告罹患糖尿病久病在床

的蔣經國，這個威權獨裁者聞訊急怒攻心，當天

吐血而亡。1988年 1月 17日和 18日，美國官員

會同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官員，突然到龍潭核研所檢

查，軍權在握的郝伯村只得同意美國，拆除重水反

應爐，運走核武有關資料和器材。蔣家父子兩代，

擁有原子彈、禍國殃民的狂夢，就此結束。

水加工廠（在提鍊濃縮鈾時，重水用於鈾燃燒時降溫）。以

表面進行製造鈾燃料棒為幌子，讓美國和國際原子

能委員會監督；暗中另自建一座鈾化學分離廠，從

鈾中淬取鈽（Plutonium），作為原子彈核子連鎖分裂

材料。這樣同時可以「偷樑換柱」，把正式管道購

買的核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濃縮收集鈽以便製造

原子彈。蔣經國這個「明修棧道（製作鈾燃料棒），

暗渡陳倉（製造原子彈）」的極機密計劃，就與核一、

核二和核三發電廠的興建運轉、緊鑼密鼓的平行進

展。

　　張憲義於1967年在陸軍理工學院物理系畢業，

於 1969年派往美國田納西大學攻讀核子工程碩士

和博士，1976年博士學成返台，進入桃園縣龍潭

鄉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工作，1984年晉升

為該所上校副所長。1988年 1月 9日張憲義偕同

全家人出國度假，1月 12日傳出滯美未歸，並由

美國政府安排住在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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