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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農曆1/15接財神法會

03/10  海洋之聲建國學院「台灣的媒體與政治」講座，　

　　 　主講人：民視頭家開講主持人童仲彥 

03/10  台灣志工靜坐研習班(1)

03/16  拜訪曾界老師&贊昱同修家中親和

03/17  大地電腦研習班

03/17  台灣志工靜坐研習班(2)

03/18  中國醫藥大學校友會 會議 

03/18  海洋傳播協會第二次會員大會

03/24  台灣志工靜坐研習班(3)

03/27  台灣國政講座-「世界/海洋e台灣」副總統呂秀蓮

03/29  花蓮講堂施工情形

03/31  大地電腦研習班

04/07  海洋之聲建國學院「台灣、中國關係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講座，主講人陸委會副主委游盈隆

04/14  台灣志工靜坐研習班(4)

04/15  宣揚台灣神－－真堅定-游錫　「挺台灣、拼公義」

　　　 台中造勢大會 

04/15  海洋之聲建國學院講座「與謝長廷談總統之路-過去

　　　 、現在與未來」，主講人謝長廷

04/17  農曆3/1南屯法會

04/20  宣揚台灣神－－台灣維新-謝長廷「挺台灣、拼預算

　　 　」大里造勢大會

04/21  海洋之聲建國學院講座-「228的台灣價值觀」，　

　　　 主講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

05/01  農曆3/15北台中法會

05/05  大地小朋友珠算班 

05/05  宣揚台灣神－－908台灣國運動北屯聯誼會成立大會

05/11  宣揚台灣神－－908台灣國運動彰化聯誼會成立大會

05/12  海洋之聲建國學院講座-－「零八年總統大選和台灣  

　　　 前途」，主講人旅美專欄作家 曹長青

05/13  母親台灣之夜園遊會

05/19  台中自治街新講堂清理

05/20  汐止大地講堂遷入

05/23  汐止大地講堂開光

05/26  908台灣國運動埔里聯誼會成立大會 

05/26  花蓮大地講堂開光

05/27  花蓮大地講堂開光

06/01  查封違憲NCC中區監裡處

06/02  基金會搬遷至自治街

06/07  許醫師母親飾終典禮(梧棲)

06/09  大地講堂搬新家

06/15  農曆5/1南屯大地講堂last法會

06/16  大地講堂連續假期搬家第一天

06/17  廣播研習營開課

06/17  大地講堂連續假期搬家第二天

06/18  大地講堂連續假期搬家第三天

06/19  大地講堂新址讀書會

06/21  大地講堂新址安座開光大典

06/23  海洋之聲建國學院講座-「與民為敵的台灣畸形媒體

　　　 」，主講人台灣角社秘書長 林永沛

06/24  大地搬家兼整理

06/24  宣揚台灣神－－908台灣國運動霧峰聯誼會成立大會

06/26  大地講堂總部讀書會

06/27  清理講堂舊址大型廢棄物及新址洗手間

06/28  台灣農努聯盟成立大會

06/29  農曆5/15北台中講堂法會

06/30  七月份志工團會議 

06/30  宣揚台灣神－－908台灣國運動北斗聯誼會成立大會

07/05  大地講堂總堂看板吊掛作業

07/08  大地講堂總堂開光大典

07/12  『台灣解嚴紀念日』車隊遊行

07/14  宣揚台灣神－－908台灣國運動台中市南屯區聯誼會

　　　 暨海洋車隊成立大會

07/14  農曆法會(六月初一) 

07/14  宣揚台灣神－－908台灣國運動台中市西區聯誼會成

　　　 立大會

07/14  台灣神座搬移至北台中作業

行事曆

保護台灣大聯盟

主席楊緒東

違憲黑戶
保護台灣大聯盟

主席楊緒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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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2 抗議NCC中區監理處

    依中華民國憲法五權分立，各部會行政

各有依循，然立法院中國黨獨大，掌控立法

權，進而侵蝕行政權，製造諸多有利中國黨

，不利台灣人民的烏龍法案。

（一）違憲的三一九真調會通過案。

（二）違憲的NCC成立案。

（三）違憲凍結監察院監察委員的任命。

（四）違憲阻軍購案與總預算案。

（五）違憲的烏龍公投案。

（六）違憲的中選會組織法草案。

（七）違憲的農漁會黑金條款。

（八）違憲的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擴權案。

（九）違憲的種種立法侵蝕行政案例。

   立法院於中國黨過半情況之下，製造許

多違憲案件，戕害中華民國憲法甚巨，而影

響深遠，故違憲NCC擁權自大，獨厚中國黨

，打壓言論自由，違憲行法，圖謀消滅本土

民主發聲。

    於言論平台無法持衡論述的當下，不但

無法執行公開、公平的發言空間，竟

然因循中國黨的黨國體制，循私作弊

，自以為清明行法無天之舉，儼然為

新興『戒嚴組織』，現階段，黨國體

制產生的中華民國憲法，法律無法依

台灣人民的民意與現況行事，中華體

制不亡，台灣憲法無法建立，於尚未

合乎台灣人民的憲法與法律之時，所

有違憲組織必須全面下架。  　　

NCC馬上滾蛋，於台灣國憲法體制未

創建之時，至少給中華民國一些『門

面』，以免貽笑大方，成為國際笑柄

，給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正確學習的

機會。

    愚昧至極的行政團隊，居然協助

違憲NCC執法，給付薪資，甘心做乖

兒子，送給二千三百萬人的法制教育

，就是違憲可行政，違憲可違法，違

憲還可以執法，真是龜孫子到底啦！

試問？台灣人民皆是瞎了嗎？

    違憲可行使公權力，台灣人民何

需守法？台灣人民必須全面抗暴，抵

制所有違憲的怪獸，先打倒NCC吧！

反中國黨戒嚴，還台灣人民真正的解

嚴。

    228事件是什麼?一直到2003年，由於關

心總統選舉，要了解總統選戰所討論的議題

，才開始對228事件有接觸，在此之前，只

是黨國教育下的教科書描述，一句「2月28

日因查緝林江邁販賣私煙引起」帶過，在那

個無人告知真相的時代，我一直以為因林江

邁買賣私煙的原故，所以被抓，而她被抓的

那天正好是2月28日，所以稱228事件，當時

根本不曉得背後是存在著自國民黨竊取台灣

之後引起的政治、民生、族群的霸權殖民統

治問題。

    2003年起，由於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曾接

受授權，發行「二二八慘案紀實」紀錄片，

身為志工的我，理所當然接觸到此紀錄片及

李筱峰教授的「228節錄本」，自此，228事

件開始在我心中產生有如學會九九乘法表般

的深刻印象。2004年起，台灣大地文教基金

會開始宣揚這些在228事件中為民主、人權

、公義而犧牲的英靈們不是所謂的鬼魂(見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第23期會刊，

http://taiwantt.org.tw/books/book23/)，而

是人人都需敬仰的大菩薩，世界各國亦然，

因此正名為台灣神，其中以耳熟能詳的228

犧牲者為代表。此時，在協助整理製作活動

紀錄片的過程中，對228事件犧牲者有了更

進一步的了解，他們的背景為何、如何遇害

、最後有無找到遺體或從人間蒸發，整個過

程中，讓我非常驚訝的發現，他們都是當時

台灣社會的菁英，有律師、民代、醫師、教

師、優秀的學生⋯等，想必他們知道台灣當

時的狀況是被國民黨竊取一事，這些菁英足

以組成一個讓台灣實實在在存在於這世界上

的獨立國家之民主政府，但事實的結果是，

他們這一世代的知識份子幾乎被屠殺滅絕，

倖存者也流亡於海外成為黑名單，不得歸國

，這是一個令人心痛的結果。

    2004年2月28日，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的

活動，相信更加深了像我這個世代的人去了

解228事件，為什麼有這個活動?這個活動背

後代表的義涵是什麼?當時周遭的朋友開始

討論，大家都很開心228這個數字化悲憤為

力量，象徵族群大團結的開始。說也奇怪，

自2004年宣揚228英靈為台灣神後，當年的

總統選舉正義的一方即以0.22857險勝對方

，0.22857代表228事件在當年剛好是57週年

，或許有人認為這是巧合，但我相信冥冥之

中，台灣神開始在運作了。

    接下來，2005年2月28的全球光護台灣

活動，順理成章的每一年都要有個紀念228

事件的活動，今年2007年，是228事件60週

年，是一個新的開始，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推廣的台灣神活動也在今年邁向推廣信仰台

灣神道，由讓民眾了解什麼是台灣神，在二

到三年的傳揚時間，轉而變成一種民主建國

的信仰，身為人類在世上必須追求公義、民

主、人權的信念，此種追隨台灣神守護台灣

的精神，跟基督徒追隨耶和華「神愛世人」

的信仰完全一致，只是目標和方式不同。

    2007年台灣每個角落都有追思228的活

動，在台中228紀念和平公園，一個不被媒

體注意的地方，舉行萬人追思大會。在這裡

，只有追隨台灣神守護台灣的信徒，只有感

恩、懷念、追隨，我們用歌聲、用紀錄片、

用內心虔誠的信仰，發願要追隨台灣神守護

台灣。

    節目由自1947年來到2007年228追思紀

錄片開場，片中的槍殺紀錄影像和英靈們一

張張出現的照片，帶領民眾緬懷這消失的台

灣世代菁英。在e世代的告白下，喚醒年輕

人認識並了解自己國家的重要歷史，以活力

的行動力來為推動台灣意識而努力，並帶領

民眾做感恩大合唱。接下來由台灣大地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帶領的「台灣神追思感恩法會

」做為追思晚會的壓軸，神聖的儀式感染全

場產生對台灣神的天人互動，震撼人心，民

眾的情緒達到感動的熱點，並由民視董事長

田再庭先生代表誦唸感恩文，願生生世世追

隨台灣神的腳步，為台灣建國盡一份心力。

大地聖樂團在唱誦台灣神道的音樂時，引發

全場參與者的共鳴，使得許多人眼眶泛紅。

追思會上，不但有追思法會，同時有不同宗

教的長者一一上台以各種儀式為感恩台灣忠

烈英靈而禱告，顯然台灣神是超越宗教派別

，是身為台灣人的精神中心。接下來，在一

連串的小提琴演奏、合唱、獨唱歌聲中，為

另類的萬人追思大會畫下一完美的句點。

    台灣神不僅是在每個人的心中紮根，使

台灣建國意識茁壯，也是台灣人精神信仰的

基礎，希望2,300萬的台灣人要做有民主信

仰的民族，不做虛幻迷信的無根之民。

－台中228公園的一場盛會

    台灣號稱為民主國，卻長期受到中國黨的

媒體壟斷，談台灣獨立建國的聲音，比不上中

國黨聯共制台的大鳴大放，制定中華民國憲法

的中國黨，大如太上紅色共產黨，明的在立法

院，坐擁多數，無法無天，亂台資匪，暗的在

國共之間拼命勾結紅潮，欺侮執政黨，現在又

要出賣台灣人民，養一批違憲的黑官員NCC。

    海洋之聲為微弱生存的台灣國發聲傳媒，

歷經15年受到中國黨地下媒體的蓋台，勉而行

之，民進黨執政之後，以為可以透過申請成為

中華民國的合法電台，但不幸的事一再發生，

凡主張海洋之聲可以合法申請的新聞局長，一

一短命下台。阿輝伯時代，地下台與地上台和

平共存，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來，中國黨大反

撲，本海洋之聲FM95.9遭到空前洗劫8次，損失

慘重，幾乎無以為繼，而以違憲NCC掌權之後第

9次（2007.5）最嚴重，本盟忍無可忍，與海洋

之聲後援會會員，為續存本土民主聲浪，決定

為台灣人的民主傳播，做公義建國的犧牲，

以免中國黨坐大，伐斷台灣訴求海洋建國的

民主浪潮。

    未來本盟將結合台灣國志工，以中華民

國體制內做可能的民主運動，以反擊憲政不

法的組織，藉之疏解民怨，果若該等違憲黑

官組織，不思反省之道，刻意違憲行公權力

，則『和平的抗衡』勢必成為全民抗暴的流

血事件。此非大幸之事。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志工陳美津
228追思活動報導228追思活動報導

兒童珠心
算班

■費    用：

1.學費每月$1,500元--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補助

2.教材費每月$300.元
■上課時間：每週六上課，上午班（北屯）

　　　　　　　　　　　  下午班（西區）

■報名專線:04-23723710、0921-355626

■招生對象：幼稚園大班~~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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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仍在戒嚴戒嚴戒嚴戒嚴戒嚴戒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