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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

2003.2.11

• 全台灣愛好正義與和平的人民聯合起來。

•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以無辜人民的鮮血換取石油。

•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以防止全亞洲陷入軍事擴張與戰爭 

陰影。

•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使戰爭國及全世界勞工、婦女與兒 

童承受最慘痛的代價。

•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使不景氣下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難。

• 我們反對台灣政府任何支持侵略的措施。

• 我們反對以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糾紛。

• 我們支持聯合國以和平手段解決伊拉克問題，同時呼籲在適當 

時機撤銷對伊拉克的經濟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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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佔領!立即撤軍!
對2003年以來台灣反戰運動的回顧與反思（代序）

唐 曙
（勞動黨秘書長、「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

1991年的反戰號角
1991年1月19日，美國等聯軍發動「沙漠風暴」行動見諸台灣報端的第二天，勞動人權協會、 

勞動黨、台灣工聯會等團體在美國在台協會前高舉「和平•反戰•反帝」的口號，要求美國當局應立 

即停止軍事行動，改採和平方案解決伊拉克和科威特爭端。這次行動被當時的一些媒體稱之為「四十 

年來第一次」的反戰示威，但它們也調侃這個活動對台灣社會而言太過於突兀。當時在野的民進黨和 

國民黨口徑一致地都表示支援美國的戰爭行動，並且指責伊拉克的「侵略行徑」。台灣一些主流媒體 

當時只是把反戰活動當成一天的新聞花絮來處理，並不重視。直到反戰星火在國際範圍燎燒開來之 

後，這些媒體才回過頭來認真看待島內的反戰活動。於是包括勞動人權協會在內的同一批團體，於 

22 日再度前往美國在台協會抗議，加入了國際反戰的行列。台灣的警察仍然和幾天前一樣，撕扯布 

條、奪取美國旗、包圍和逮捕抗議人士，作家陳映真、工運人士汪立峽和吳錦明等人都先後遭到警方 

攻擊和逮捕。

1991年1月19日和22日，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台灣工聯會等團體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發動反戰 

示威活動，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警方撕扯布條、奪取美國旗、包圍和逮捕抗議人 

士，作家陳映真、工運人士汪立峽和吳錦明等人都先後遭到警方攻擊和逮捕。

當年衛星同步連線並不如現在普遍，網際網路根本還不發達，在串連的客觀局限之下，國際間竟 

然能相互輝映地推動反戰運動，證明瞭促成國際同步反戰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技術性的即時訊息流通， 

而是更根本的歷史理解問題。

反帝史觀的歷史動能
如果我們撇開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因素，孤立地來看待1990年伊拉克出兵科威特的事件，一般 

都可輕率地在形式上得出「侵略」的結論-聯合國也是依照這樣的「結論」，做出678號及687號決議， 

允許美國為首的聯軍攻打伊拉克的。但如果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帝國主義霸佔中東的情勢來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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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我們就能清楚地瞭解當代中東的國界劃分，都是帝國主義勢力依據「分而冶之」策略、為了攫取 

獨佔利益，所衍生出來的地緣政治陰禖。為了反對這種陰謀，全世界被帝國主義勢力壓迫的人民用自 

覺的抵抗和論述，建立了一套迥異於帝國主義殖民史觀的歷史認識和行動指南，這樣的「反帝史觀」 

正是國際反戰運動的思想與行動泉源。

1991年勞動黨向美國在台協會遞交的抗議書。
由於勞動黨及勞動人權協會的成員中有不少人是自日據時代就投入反日帝運動的組織工作者，後 

來又因韓戰爆發而成為白色恐怖政冶犯－勞動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因此繫獄卅四年七個月，是台 

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所以對反帝史觀的體會也就特別深切。這項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精神資產，也 

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勞動黨及勞動人權協會延續反帝運動傳統和聲援所有被壓迫人民抵抗運動的內在  

動力。

自1988年成立之初，勞動人權協會就積極地與國際間進步的團體建立了緊密的反帝運動連繫 。 

這些組織的任務雖然各有不同，但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它們任務實現的主要障礙，都是冷戰格局以來的 

帝國主義勢力。這些勢力在冷戰結束以後不但沒有解除它們的控制，反而變本加厲地利用其單極超霸 

的優勢，著手打造一個帝國主義宰製的「世界新秩序」，並且透過這種「秩序」，全面掌控全球的政治、 

經濟、軍事及文化等各個層面，以便為它們的壟斷利益服務。這也使得各地反戰、反帝運動從在地局 

部的具體抗爭實踐，逐漸透過區域和全球運動的聯繫，體會出在全球範圍內共同鬥爭的迫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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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權協會也因此更瞭解全球反帝運動的歷史、實況和策略。這是使勞動人權協會能在2003年初， 

即時結合台灣各界共同推動反戰運動，融入全球反戰運動大潮的主觀因素。當然，光有這樣的主觀動 

機，並不能保證台灣的反戰運動能在客觀上推展開來，2003 年台灣有史以來最長、最大的反戰運動 

（和國外的反戰運動相比，當然還是相形見絀）之所以能空前的擴大，是由於顯而易見的客觀因素。 

一個廿一世紀的全球強權要以虛假的藉口去侵略一個被禁運12年、國疲民困的伊拉克，這在道德上， 

連聯合國都沒法支援。而美國強勢硬攻的霸道行徑，全球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趕到憤怒。這樣的憤怒就 

足以再次點燃反戰運動的火炬。再加上有些國家基於現實利益考慮的政策默許，使得2003年的全球 

反戰運動減少了過去經常出現的阻礙。這樣的客觀因素一開始也適用於台灣，也就是說，正義的憤怒 

情緒是空前的，但卻由於台灣政府長期的反共親美教育政策，使得許多團體和人士在反戰運動的參與 

上一開始一直裹足不前。

台灣解嚴後規模最大的反戰運動
2003年2月8日，勞動人權協會針對前一年已經星火燎原的全球反戰運動，進行了全面的討論， 

並決定要結合台灣各界有志一同的朋友開始推動台灣的反戰運動。2月11日，勞動人權協會邀請了 

台灣許多的社會團體的代表，在勞動人權協會辦公室召開了反戰討論會。會間各團體代表交換了對國 

際情勢的意見，並分別對台灣反戰運動的訴求內容表達了看法。有的團體代表表示，台灣的反戰運動 

應該在反對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的同時，也反對伊拉克的海珊政權，但大部分的團體代表卻認為反戰 

運動應集中焦點在即將發生的戰爭本身，所以否決了這樣的看法。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的主任 

高偉凱彙整了大家的意願，做出了八點聲明草案，經討論之後通過了《台灣各界團體反對美英侵略伊 

拉克戰爭聯合聲明》。這項聲明成為台灣反戰運動的共同綱領，並在綱領的共識基礎上成立了「反對 

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盟，由我本人擔任聯盟的聯絡人，統籌聯盟的團體聯絡及活動規劃 

工作。為了尊重各團體自由行動的權利，代表們決議：聯盟只推動有共識的活動，如果聯盟內部的團 

體對活動有保留意見，就不以聯盟的名義舉辦活動。會中也討論到活動節奏的問題，我提出了台灣反 

戰活動要與國際反戰運動接軌的主張，聯盟應採取「全球同步」的活動策略，聯盟同意了這項建議 ， 

當天並決定以2月15日的全球同步活動日，做為聯盟的第一場活動。由於這場活動來不及申請，所 

以變成非法集會。而3月20日傍晚的「開戰日」集會和遊行也同樣沒能及時申請，但警方卻完全不 

加以限制取締，使得3月20日的集會可以直接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的集會禁制區舉行。4月12日，由 

於反戰集會與警察發生衝突，警方逮捕了段惠民和李孔穎兩位活動參與者，經過了長時間的留置，最 

後才被釋放。這些當時並沒有干擾反戰活動節奏的所謂「非法」情節，終於在2004年的3月中旬成 

為我違反集會遊行法事證。檢察官在請求法官量刑時表示，2月15日與3月20日的「非法」活動是 

「連續累犯」行為，希望法官從重量刑。後來，我被台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兩年。 

到今年，我的緩刑期滿。

勞動人權協會結合各界所推動的反戰運動，到了3月22日的全球同步遊行達到了高潮。這個活 

動是以美英侵略聯軍開始攻打伊拉克後的第一個週末做為時間點，在全球範圍內所舉辦的抗議活動。 

這也是台灣有史以來人數最多（應有千人）的一場反戰遊行。參加遊行的人除了本地人之外，還有許 

多外國人拿著自製的標語也走進遊行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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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戰運動的思想逆流
面對當年台灣逐漸蓬勃的反戰活動和有史以來最大的反戰抗議遊行，許多的團體和人士紛紛急著 

想要為這場反戰運動定性定調，產生了許多其談怪論。這些奇談怪論在侵略伊拉克戰爭結束三年後看 

來，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但當時卻在一定程度上讓關心反戰運動的一般群眾感到困惑，後來又被伊 

拉克敗戰的結果所挫折，再加上SARS的蔓延，「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所推動的反戰運動嘎 

然而止。儘管如此，從2003年2月15日到4月12日的兩個月間，以勞動人權協會和台灣反帝學生 

組織為工作核心的「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還是籌備和組織了許多街頭宣傳與連署、定點抗 

議和遊行的活動。

2003年8月中旬，勞動人權協會邀請了美國主要的反戰團體「現在行動起來停止戰爭和終結種 

族歧視」(A.N.S.W.E.R.)、深入伊拉克進行戰爭救援的歐洲「國際解放洗行動-第三世界醫療援助」 

(Intal-MATW)、日本學生團體「亞洲反侵略學生共同行動」(AASJA)和亞洲學生協會(ASA)等團體 

的代表，來台分享國際反戰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會間這些團體還提到了在各地反戰運動中的路線分歧 

問題。這種分歧並不像台灣學者所說的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法西斯」所造成的派系惡鬥，而是 

攸關全球反戰運動路線的原則問題。除了各個國家或地區支援侵略戰爭的極右翼之外，全球反戰運動 

都不約而同的分成兩個不同的路線。一邊是堅定的反對這場侵略戰爭，另一邊則是不斷地對反戰運動 

「追加」前提，如「反戰也要反恐」、「反戰不反美」、「反戰也要反海珊」，甚至在台灣還有人指責在 

地的反戰運動「反戰而不反中」。這些奇談怪論，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都產生了分化反戰運動的 

作用。

但這些分化運動的奇談怪論，雖流行於一時，但隨著反戰運動的轉折和佔領情勢的繼續，已毫無 

任何正面作用，真正影響運動的是持續反戰的毅力。勞動人權協會在2003年舉辦的反戰運動國際報 

告會後的每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都前往美國在台協會抗議美軍佔領伊拉克，並和全球反戰運動的訴求 

一樣，要求美英的侵略聯軍立即撤軍。

反戰運動在台灣的轉型與延續
在2003年底由臺北市政府所主辦的「非政府組織論壇」上，有學者針對反戰運動的議題，評論 

說反戰運動沒能落地生根，發展出在地的運動議題。對這位學者的分析，我並不贊同。首先，全球反 

戰運動到今天都還沒結束，為反戰運動做歷史總結，根本為時過早。2003 年全球反戰運動的特色是 

它的普遍性，2003 年之後，各地的反戰運動不是落地生根地發展在地運動議題，而是相反地，將各 

地具體的運動議題，吸納進反戰運動之內。如美國的A.N.S.W.E.R.反戰聯盟將「反恐」的議題、種 

族歧視的議題、移民的議題、卡翠娜颶風的議題等都融入了反戰運動。而在台灣，勞動人權協會於 

2003年8月間就在反戰運動中提出反軍購的訴求，後來這項訴求在2004年發展成反軍購的運動，並 

一直延續到今天。沒有美英等侵略聯軍的佔領伊拉克，不足以揭露它們的殘暴，而面對這種殘暴國家 

所推銷的武器，人民透過反戰運動有了更深的瞭解，這就是台灣反軍購的民意支援度一直均高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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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

2004 年勞動人權協會主辦的五一勞動節晚間反戰燭光集會之後，宋奎汶、蘇珊玄和幸佐諺等一 

群年輕人決定在每個週末以靜默示威的方式，在美國在台協會之前，展示美英侵略聯軍佔領伊拉克的 

種種暴行圖片。這項名為「伊拉克週記」的反戰活動在台灣警察的強力騷擾之下，堅持了三個月，最 

後終於在警方的逮捕脅迫下，暫時畫下了句點。

這本文集的出版，雖然距離2003年的反戰活動已經3年，但我們仍然認為對反戰運動進行總結 

仍然為時尚早，原因很簡單，因為美英侵略聯軍對伊拉克的佔領仍在繼續，反戰運動需要堅毅地持續 

下去，所以我們這本文集現階段能做的，就是把過去幾年反戰運動的歷程紀錄下來，這就是我們這本 

文獻集出版的目的。

本文獻集除了收錄2003年期間反戰運動的宣傳文獻以及國際反戰報告會的各國代表反戰運動報 

告之外，還有由當時參與「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活動籌備工作的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成員的 

回顧文章，這方面包括了「反戰國際運動報告會」工作小組召集人蘇珊玄的文章《稀落而過癮的一天 

——『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邱向前細緻回顧2003年反戰活動的《四個AIT》文章以及宋奎汶所 

寫的《一年來的苦難——記錄佔領暴政的伊拉克週記靜默示威活動》。文獻集也收錄了原載於《左翼》 

反戰特刊中的的一些文章，如陳映真先生所寫的《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 

汪立峽先生所寫的《戰爭與和平：二種對立的具體實踐》；勞動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所寫的《阿 

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ICTA運動簡介》。林書揚先生還專為本文獻集寫了《關於廿一世紀的反戰 

運動》。文集還收錄了我在美英聯軍侵略並佔領伊拉克以後所寫的一系列文章，如：《槍口下的民主》、 

《也看美英侵伊戰爭中的國際關係》、《危城法魯加》、《帶部隊回家吧！》等。

依據在伊拉克進行醫療援助的國際組織統計，伊拉克人民在美英佔領的三年惡政下，死亡人數已 

超過十萬，侵略聯軍的死亡人數也超過了兩千六百人，受傷人數更高達兩、三萬人。布希政府在三年 

間花費了2044億美元的美國人民血汗錢，並將年度軍事預算空前提高到五千億美元，以便維持每日 

兩億美元的伊拉克軍事佔領開銷，但美國2006年度的社福預算卻被刪除了五百億美元。而美國副總 

統錢尼所顧問的哈利波頓公司卻在戰爭中賺進100億美元；在布希德州故鄉生產愛國者飛彈的雷神軍 

火公司，靠它在伊拉克的屠殺成績，贏得了346億的國家訂單，但是伊拉克人民的水電、糧食、和醫 

療設施、制度的復原，卻遙遙無期。

面對如此慘痛的情勢，伊拉克已有四萬名戰士投入了武裝抵抗的行列，全球的反戰運動仍然在此 

起彼伏地延續著。這些持續推動反戰活動的團體和我們一樣，就是反對這場帝國主義為了掠奪資源而 

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些團體根本不需要為反戰運動塗脂抹粉地帶上五花八門的面具，做作地找出自認 

為「政治正確」的安全地帶，並透過指責別人反戰實踐的「不正確」，為自己找到不實踐的藉口。從 

三年來的侵略佔領事實中，顯而易見地看到，這場仍在持續的反戰運動，與該不該反美的策略爭論根 

本無關，也與有沒有反中國的態度無關，理由很簡單，美英侵略聯軍殺了如此多人，浪費了如此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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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又私自佔領了如此多的石油，凡是有血性的人，基於對人的基本權利的捍衛，都應起來無條件 

地反對這樣的侵略佔領，這裡面沒有甚麼權謀和策略。那些指責別人無條件反對這場戰爭和佔領的 

人，才是應該被指責、被質疑的人。所以，謹以最後這句口號，獻給伊拉克被壓迫人民以及全球真心 

反戰的堅毅同志們：

反對佔領！立即撤軍！
200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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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二十一世紀的反戰運動

林書揚
（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首先，針對“戰爭”的一般性定義，做出數 

點說明。

第一，戰爭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組織性暴力 

行為。是在一定的群體意志下，在群體的制度和 

資源的強制集中運作下，所進行的相互毀滅行為 

。這是在一般社會學的基礎槪念上所做的“戰 

爭”的初步界說。

其次，“戰爭”是人類類性中的“動物性” 

的還原現象。根據人類進化史，“人”是處在最 

高發展階段的“自然物”。其基本屬性還是動物 

性。但“人”的發展型態是“社會性”的文明屬 

性。兩者（原基型態和發展型態）統一在文明時 

代的社會人性中。尙未被完全揚棄的動物性還潛 

存在生理•心理結構的基部中，即所謂的本能層 

次中。人的自衛本能在一定條件下外在化為“攻 

擊本能”，其集體現象便是最原始的戰爭。以上 

是戰爭在行為科學上的一般性論述起點。

從蠻荒到文明初萌的歷史階段，同時也是從 

自然範疇到社會範疇的思想躍進——意識活動 

的一次重大質變的過程。但因為自然力和人力的 

巨大懸殊，生存條件極端惡劣的壓力下，進化論 

者所指的“種內競爭”不但未受揚棄，在初民社 

會中，幾乎和被稱為“最根源的歷史行為”的生 

產活動合二為一，密不可分。從最原始的採集經 

濟、漁獵經濟到農耕蓄牧經濟，在集體勞動中， 

分配交換中，共同消費中，從不間斷的是各種個 

體矛盾、集團矛盾的形成和消失，再現和變則的 

過程。一個群體，是多數個體的物理的、有機的、 

心理的複合體。因而內部沖突的不斷的產生和不 

斷的解決，是群體的存在原理，也是自然律現象 

。人性中的社會自覺，不論在任何一個歷史上存 

在過的文明體系裡，最早規約化的是，防範自然 

律的必然現象一一內部沖突，及完善道德律的必 

要條件一一揚棄矛盾。

然而人們不得不承認，從矛盾的形成到矛盾 

的解消，具體而言，主要是人際關係中的暴力現 

象。多數的內部衝突，以暴力的直接使用或以使 

用暴力為威嚇手段。而當整合關係、規約行為的 

社會機制失效時，最後的，唯一的裁決者，還是 

權威化的集體暴力。歷史地看，以暴力為種內競 

爭的直接手段，在封建中世以前比較突顯。以奴 

隸生產制為基礎的古代帝國，和以農奴生產制為 

基礎的封建王朝，其統治理論中的神權思想和王 

權思想，都不過是經過修飾的，榮耀化了的暴力 

論。有關暴力的歷史性雙面作用，正是馬克思所 

指“人類史前時期”的不可缺因素。政治性的且 

組織化暴力，是“人類史前”階段的國家本質的 

一個環節。暴力摧毀反對者，消除不諧和者，但 

同時提供強制下的秩序，保證社會生活軌道包括 

有序的生產行為。這種雙面性，對歷史長流的大 

方向，是正是負如何判定？所謂的政治性的組織 

化暴力，也就是國家強權，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 

國權的掌握者是否代表社會整體的發展方向等 

等，成為問題的關鍵。（只是隨著社會組織的不 

斷分支化、細目化、層別化，對上述問題的追究 

有時候並不容易。）恩格斯在“暴力在歷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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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這一本小冊子的文首，寫下了簡單但意義 

深長的幾句話：“現在讓我們把我們的理論應 

用於今天的德國歷史，應用於它的血和鐵的暴力 

實踐。從這裡，我們將會清楚地看到，為甚麼血 

和鐵的政策暫時必然得到成功，為什麼它最終必 

然破產”。恩格斯說的是筆者在上面提到的“暴 

力的歷史性雙面作用”。暴力（這裡提的是制度 

化暴力一一戰爭）的一時成功，是因為它提供了 

秩序和軌道；然而它的最終破產，是因為它一時 

毀滅了反對者，但那反對者中有代表未來者。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 

明白指出“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便是階級社 

會。也就是因為各階段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辯 

證關係，由發育到受抑到突破的互動過程，引導 

出政治上的各種階級衝突過程。而所謂“資產階 

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 

形式”，這個對抗關係的解決即是暴力革命。這 

不是“理念”，而是經歷了每個歷史時期的歷史 

現實。馬克思說“暴力是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 

會的助產婦”，意義在此。革命暴力與反革命暴 

力的激衝難於避免，因為雙方的目標，是爭奪唯 

一能把生產關係法制化的國家政權。

有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也就是 

它的內在衝突性的特質，正是馬恩等先覺者畢生 

硏究的中心課題。而他們的時代正處於歐美等地 

產業革命後的政治革命時期。客觀形勢上，是新 

型生產關係的代表者資產階級，或有計劃或在自 

然趨勢下，與生產關係中的另一受壓者城市勞工 

階級，形成有限聯盟，向封建保守的王權進攻。 

資產階級引領政治革命，而勞工階級也自覺或尙 

未自覺地，一方面投入政治革命，一方面準備著 

積累著“社會革命”的歷史條件。而在此形勢 

下，俾土麥“鐵血政策的暴力實踐”（恩格斯 

言），和巴黎公社的抗德人民武力明顯地表現出 

前者代表反動的暴力，後者代表革命的暴力。馬 

克思在1870年普法戰爭的前夕，曾經發出反戰 

號召，警告人民不要受到反動政府的虛偽的愛國 

主義宣傳。然第一國際的法國支部在法國政府開 

始準修投降式的休戰協議時卻發表“反對投 

降・徹底抗戰”的號召。

如眾所周知，十九世紀後葉是民族主義國民 

國家的形成期。在政治型態上少數立憲君主國逐 

漸過渡到共和政體。經濟基礎結構是資本主義產 

業資本的積蓄集中到金融資本市場的獨佔趨勢 ， 

和歐洲幾個國家在經營海外植民地方面的競爭 。 

二十世紀開幕前后，軍力雄厚的國家進入了所謂 

的帝國主義階段。有關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歷史的 

形成過程，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中有全面 

深入的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部侵佔性， 

使生產關係中的生產手段擁有者得以佔有剩餘 

勞動，使他的佔有累積集中膨脹到獨佔，而終致 

結合國權，以軍事手段外擴、侵略、掠奪，且加 

以國家制度化、政治體系化。至帝國主義階段， 

暴力不再是自衛本能外在化為攻擊本能，不再是 

矛盾的解決方式，而是冷血的籌謀,冷酷的算計, 

追求超越國權空間的經濟版圖，亦即，越境的資 

本運動以武力為後盾，實現所需生產要素的有效 

組合，收奪高利潤。這中間，在多項有關的環節 

中佔關鍵位置者首推軍事力。因而帝國主義者在 

戰爭工具的投資硏發生產向不遺餘力。高效能武 

器，摧毀力極限化的努力從未停斷。武器、工具 

的進步，同時促使戰爭型態改變，對全體社會生 

活領域的影響亦嚴重化。廣大人民開始直接間接 

地體驗到戰爭危機的經常壓力，紛爭區域住民的 

災禍也漸有長期化甚至常態化的形態。

根據近世戰爭史家的論述，1789年法國大革 

命以降，主要在歐陸上發生的戰爭，顯露出三次 

轉換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構造演進下， 

在國權的階級屬性規範下，行政技術和生產技術 

的進步如何推展戰爭的時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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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轉換現象出現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 

時期，包括拿破崙戰爭在內的大小戰役。那是歐 

陸第一次脫離封建年代諸候手兵團之間的私戰 

性格的戰爭。法國大革命的強烈的政治要因，取 

代了傳統王朝之間出於歷史恩怨或領地爭奪等 

各種動機。法國軍隊不僅宣達革命口號，同時還 

擁有徵兵制下的國民兵兵源。新的兵制，新的隊 

伍編制，新的戰法等所具有的進步性質，其實也 

是上昇中的資產階級對封建舊體制的實用主義 

革新性的表現。在此期間，新興的勞工運動團體 

對勞工以國民一分子被迫承擔“血稅”一事，從 

“國家是剝削者的壓迫工具”的認識立場是表 

示反對的。但對幾次的解放戰爭、自衛戰爭是積 

極肯定的。（請參看馬恩多篇的戰爭評論）

第二次轉換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 

爭制度與社會構造之間的正負面互動上，提供了 

不少啓示。它首次突顯出參戰國家的工業力量和 

國民動員效率的重要性。因為該次大戰是帝國列 

強之間的爭霸戰爭，雙方的國力、體制都沒有太 

大差距。雖然在開戰之始，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 

說過這是專制與民主之戰，刻意指出德奧比英法 

在代議制方面的後進性，但不過是宣傳戰中的口 

號而已。雙方的戰時內閣都以獨佔資本集團對戰 

時經濟的配合支援為要件。雙方都有“總體 

戰”、“總力戰”的新槪念。“國民總動員”的 

政府號下，勞工階級剝削率被提高，被迫忍受惡 

劣的勞動條件。戰場上出現多種新武器，死傷率 

上昇，兵員補充使得農村人□大量被徵。農村發 

生飢荒，農民逃亡的情況續出，有的參戰國（如 

俄國）國內情勢的緊張甚至超過膠著化了的前線 

戰場。出現國際戰爭內戰化，內部鬥爭國際化的 

轉化現象。如列寧所指，階級內戰的思想戰線延 

伸到國家軍隊，內戰戰場出現非正規軍的人民別 

動隊戰法等。把帝國主義國際戰爭轉化為人民自 

求解放的階級內戰，其結果便是1917年俄國革 

命，列強的軍事介入，1919年第三國際的成立， 

柏林革命，波蘭戰爭，匈牙利革命內戰等。此一 

時期，以革命武力終止帝國主義戰爭，亦即，反 

帝反戰成為歐洲人民陣線運動的基本訴求。而 

亞、非、拉地區，也點燃了反帝反植民的人民解 

放運動。

第三個轉換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5 

年出現的核武戰。戰場是日本本州島的廣島、長 

崎兩市。戰爭史上首次的核武戰只是一場空中投 

彈，時間不過瞬間。但其空前的毀滅效果，使得 

20世紀後葉的戰爭型態再一度產生新樣貌。在 

美．蘇兩強的核武恐佈平衡下，帝國主義列強之 

間的爭利戰爭停息，在美國超強的軍武系統一元 

運作的“集體安全”制度下，與另一核武超強蘇 

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峙，而非核的戰爭卻局 

地化在亞•非・拉第三世界中時斷時續。在這樣 

的基本情勢下，美．蘇兩超強卻在非核武器的研 

發生產上不遺餘力。這是因為核武的空前的毀滅 

效果，同時也形成了使用上的自限條件。但美國 

為了維持經濟上、政治上的全球性支配地位，必 

須持續外擴征服的軍事計劃，或親自發動，或利 

用代理戰爭，來壓服各區域的人民反抗。於是在 

非核武器的精密，破壞力的極限化上，軍事工業 

集團的硏究從未間斷過。侵略軍隊以此對付主要 

屬於第三世界的人民抗爭，則戰場上的慘狀可想 

而知。下面引用“法蘭西戰爭硏究所”的報告文 

獻中有關的部分：近代戰爭中的人員死傷總數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便顯著增加，但死亡總數中 

的軍．民比例，也同時突顯出，平民死亡數開始 

超過軍人。且比數愈來愈大。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軍民死亡比率是95：5，戰鬥人員的死亡數佔絕 

大多數。平民死亡才佔軍人死亡的19分之一。到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比數改為52：48。平民 

死亡幾近一半。這是“總體戰”觀念中“破壞後 

方”的戰略比重增大，空軍力量增大的直接後果 

。到了 1950年的韓戰，比例變為15： 85,平民死 

12



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紀實 No Blood For Oil!

亡將近6倍於軍人死亡，到了起自1954年的越 

戰，比例更變為5： 95。平民死亡是軍人死亡的 

19倍。韓戰和越戰，具有幾個共同點：(1)侵入 

者主力是超強美國；(2)戰地不是“先進國家” 

境內。是尙未十分工業化的前植民地。(3)戰地 

住民是黃種人。在如此條件下，侵入者除了政治、 

經濟方面的利害動機和意識型態因素外，人種歧 

視心理也可能難免。因為相信強者的自由才是人 

類文化的推手的超強美國的執政者，對落後地區 

的落後人民使用高效能的毀滅性武器，為了降低 

自軍的傷亡，可能較不心軟。以上幾點，在長達 

半個世紀的中東代理戰爭及幾次在亞．非．拉地 

區執行國際警察武力干涉時，特別在九——事 

件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更有赤裸裸的 

暴露。這種強弱懸殊的戰爭，尤其在侵略與反侵 

略的戰爭中，被欺凌的弱者往往走上以恐怖手段 

反擊的路，造成了跨世紀的悲劇性歷史懸案。更 

突顯出一種嚴重的文明危機。

最後，再引用上提法蘭西戰爭硏究所的部分 

報告。來瀏覽近代三個世紀以來的，也就是，資 

本主義從潛在到顯在的社會體制的發展過程中 ， 

人類所經歷過的，主要戰爭的一些統計。用意在 

於瞭戰爭在社會中歷史中佔有不可否認的位置 

和作用，其依據和參考的一端。

自 1740 年的“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到 

1979年蘇聯阿富汗戰爭為止的239年中，在世界 

各地的重大武力衝突發生了377件。平均每二年 

發生3件戰爭。其中屬於國家之間的戰爭有159 

件(佔42% )。由內戰轉化成國際戰爭47件

(12%),由國際戰爭轉化為內戰3件(約1%)。 

這種戰爭的內外互轉現象在第二次大戰後特別 

增多。內戰和革命的件數是81件中的64件。國家 

間的戰爭才17件。內戰轉成外戰的半數,是由於 

大國的干涉。(以上法蘭西戰爭研究所文獻,載 

於1994年版日本弘文社社會學事典。)

我們知道統計所包括的時段中,發生過； 

(1)歐．美產業革命的緩慢普及。(2)激烈度 

不盡相同的政治革命。(3)具體情況不一的社會 

革命。(4)第三世界的反帝民族．民主人民革命 

。除了(1)是不流血的技術大革新外,(2)(3) 

(4)三項都是流血鬥爭。239年間377件大小戰 

爭,除了極少數屬偶發因素外,都是資本主義在 

不同發展階段中,特有的階級矛盾所引發的武力 

衝突。

資本主義的經濟剝削,需以政治統治加以維 

護,而資產階級統治的總體制,需以軍事力量加 

以保障。如此則戰爭,不論內戰或外戰,皆是一 

種結構嚴密的,在政府的政策表中必需賦給高度 

優先的國家制度。尤其是當前世界中唯一的單極 

超霸美國，其軍事費用已超越次級軍事大國英、 

法、德、日四國的軍事費的總和的兩倍。而美國 

獨佔資本集團的資產規模已經巨大化到以其中 

數家私產足以暫墊整個國家軍事預算的地步。90 

年世界冷戰終結,“勝出”的資本帝國首強美 

國,掌握了全球化資本運動的大趨勢,開始建構 

單極霸權的國家行為學。這裡只論它的價值原 

則,是所謂強者的自由主義。亦稱為新自由主義。 

在其深層心理上,有人類原基型態的攻擊本能的 

釋放,在知性作業上,有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 

有尼采的超人哲學。國際上,利用9．11事件號 

召“反恐戰爭”,有效防止後冷戰時期可能發生 

的美國軍需產業的萎縮,繼續維持美國的戰鬥部 

隊散開在全球紛爭區域,美國的武器被分送到世 

界上所有騷動地區的大局面。內政方面,新自由 

主義迎合一般市民意識中“合理抑制公權力” 

的傳統心理,針對政府(其實是獨佔資本的保護 

機關)出於社會安全考量所採的某些經營權的限 

制措施,或對低收入勤勞大眾的某種平衡政策, 

或在國際社會中對開發中國家的某種保障條款 

之類的政策,認為那是對社會優質者的不當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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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所強調的是，戰爭是制度所產生， 

也是制度本身。資本主義時代的戰爭，主要的根 

源在於資本主義本身。從全球範圍的時空背境來 

看，從資本主義的萌生到確立，發展到成熟到爛 

熟，雖然它的剝削方式還是經濟方式，卻以政治 

強制，甚至軍事支配做為必要條件。其間，就有 

戰爭，暴力的不可免的介入。二十一世紀的資本 

主義，由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現已登峰造極的 

美國所主控，而廣大的世界人民，則已變成普遍 

的受害者。美國的武力強大到可以隨心便宜行 

事，單邊主義可以不在意“意思交通”的初步文 

明行為。美國醉心於手中所握有的無比競爭力， 

逐漸變成精神自閉，行動外擴的歷史巨怪。那不 

是人種問題，而是一種制度在其身上得到快速發 

展的機會，而那個制度卻含有自毀的因子。關於 

這一點，我們可以回憶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條 

陳。

面對著全球化的戰爭威脅，人民的反戰運動 

也應該是全球化的。

但反戰不能沒有對象，也不能只以眼前發生了的 

戰爭為對象。反戰也不能是無差別的，超越是非 

判別的。只要我們還處在階級時代。只要我們阻 

擋不了侵略戰爭，也就無法阻止自衛戰爭。在美 

國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軍事力量獨步全球的 

今天，全球反戰人民應該以經濟上的反剝削，政 

治上的反壓迫，軍事上的反戰爭，做為共同反美 

目標，一齊努力！ (2004.1.23)

14



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紀實 No Blood For Oil!

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 

「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 

此次反對美帝侵伊運動的反思 

陳映真
（作家）

今年三月，美國撇開聯合國安理會的異議， 

公開踐踏國際法,不顧全世界各族各國人民的反 

對，悍然打響了侵攻伊拉克的戰爭。戰爭爆發的 

前夕開始，全球各地人民反對美國侵略戰爭的示 

威行動和輿論鵲起，透過媒體傳播到台灣來。台 

灣精英知識界，以李遠哲爲首，發表了反戰聲 

明。在「勞權會」、「反帝學生組織」、「夏潮聯合 

會」等的發起下，台灣青年學生和一些社運團體 

組織起來,發動了幾次到台北市美國在台協會的 

反美反戰示威，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到三月二十 

二日達到了高潮。一九五0年以後從來沒有反美 

意識與行動的台灣青年學生,這回才第一次張開 

了眼睛，以驚訝和憤怒的眼光注視著他們不曾認 

識過的美國——蠻橫傲慢的帝國主義美國。

主流政治的台獨派眼看反美反帝的星火在 

燒，大爲驚慌，開始在網路上寫文章滅火，流露 

出捍衛美國主子，爲美國侵略罪行辯護，高呼不 

准反美反戰，給反美反戰的人戴上親共「反台」 

（獨）的帽子，奇談怪論傾囊而出，生動曝露了 

「台獨」右派的、法西斯的、親美和反民族的反 

動本質。現在,我們大略整理了「台獨」派親美、 

反反戰論和「策略」性不反美論的幾條，逐一辯 

其謬誤。

■「適當、適量地使用暴力是正確的」。美國打 

伊拉克，使伊拉克人流血死亡，但卻得以從海珊 

的暴政下「解放」，獲得「民主」和「自由」。「相 

信」伊拉克「解放」後，伊拉克人民會過得更好， 

成為中東世界中「民主」的樣板，就如美國打敗 

日本，卻締造了戰後「民主」的新日本。

□所謂「適當」、「適量」的暴力論，意思是 

「善良的暴力」。這是標準的美國強盜邏輯和修 

辭。美國把南非黑人、巴勒斯坦人對英美支持的 

白人恐怖統治和以色列法西斯擴張的、絕望的自 

殺性抵抗稱爲「恐怖主義」，但是對其所全力支 

持的反共法西斯獨裁政權，如解放前的南非、當 

下的以色列法西斯和韓國朴正熙、全斗煥、盧泰 

愚政權、台灣蔣氏戒嚴體制、以及七0年代瓜地 

馬拉、阿根廷、伊朗親美軍事政權等由國家機器 

發動、有組織的非法逮捕、拷訊、投獄、暗殺、 

槍決、集體濫殺（動輒百、千、萬人）說成是「維 

護民主體制」所必要的「善良的暴力」（benign 

violence）。而在現實上，美國在世界各地操作的 

「善良的暴力」，其血腥、其人權蹂躪之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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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規模之眾，遠非巴勒斯坦、法帝宰制下阿爾 

及利亞、南非的小規模（諾•卓姆斯基稱為相對 

於美國操持下國家暴力的「大盤恐怖主義」 

［Whole Sale Terrorism］，弱小民族絕望的自殺攻擊 

是「零售的恐怖主義」［Retail Terrorism］）絕望性 

自殺性抵抗所可比擬。然而所謂「適當」、「適量」 

的暴力之不道德、血腥與恐怖，今日卻被台獨派 

用來美化美帝國主義侵略伊拉克暴行的「修辭 

學」！

其次，美國對外侵略、搞政變、佔領，干涉 

內政、任意組成親美傀儡政權，果真就帶來「民 

主」、「自由」的好日子嗎？光是二次大戰後，美 

國以武力侵略、干涉他國內政，推翻外國合法政 

府，恣意更換改組他國政權，至此次明言打倒海 

珊出兵伊拉克，至少有十二次以上。而這些美國 

支配下的政權，莫不是嚴重蹂躪人權的獨裁法西 

斯政權，對美債臺高築，經濟破產……此外，美 

國在戰後亞非拉世界「援助」、「結盟」、支持了 

無數反共軍事獨裁政權，荼毒其人民，造成廣泛 

傷天害理的人權蹂躪事件。一九五0〜一九八七 

的台灣白色恐怖統治只是其中一小例而已。

一九四五年，美軍軍事干預分裂東西德、南 

北韓，在南韓長期支持獨裁政權。韓戰爆發後， 

美軍當局在日本施行「軟性」的白色恐怖，將日 

本左翼從各政府、學校、機關、團體中加以「追 

放」（驅逐去職）。在韓國，美國支持獨裁政權以 

「國家保安法」和反共條例施行軍事法西斯統 

治，製造濟洲島慘案（1948）、麗水良民屠殺 

（1951）、光州大屠殺（1980）。台灣的故事就不 

必說了。五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是在美國默許 

下槍斃了四、五千人，投獄萬餘人。從六0年代 

到八0年代。美國以中情局的滲透、顛覆、暗殺、 

武裝侵略、政治干預、經濟支配和禁運，干涉別 

國內政，篡奪各地民選的政府，製造對美國言聽 

計從的扈從國家（Client States）；先後炮製了二 

十多個第三世界親美獨裁軍事政權，到處嚴重蹂 

躪人權，摧毀民主……而一直到今天，在這歷歷 

罪證之前，美國仍大言不慚地宣傳它是民主、自 

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傳播者和捍衛者。而 

相信這偽善的宣傳者，在台灣，不問是「綠」是 

「藍」，大有人在，至今還在以「適當」、「適量」 

的暴力論為美國侵略和戰爭罪行塗脂抹粉！

作家陳映真先生舉著TAISO守舉牌，與夫人向英國辦事處 
前進

■有人竟說，「對野蠻人要用野蠻的方法」！

□這也是幾百年來西方殖民主義罄竹難書 

的強盜邏輯之一。西班牙人、美國人都曾以傳染 

病菌（例如天花）數十萬百萬計消滅殖民地抵抗 

的土著民（如印地安人）。正是「文明」的西方， 

最先發明實踐了最早的生化戰，使用了非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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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殺傷武器」，在北美、中南美進行滅族性 

濫殺，而其邏輯恰恰是「對野蠻的人要用野蠻的 

方法」論。連布希都不好意思說的這種大膽無恥 

的飾辭，台灣竟有人忙著用來為它的主子洗刷侵 

略戰爭的罪愆。

而所有的自以為「文明開化」的大國在戰爭 

中所為的人道主義犯罪，莫不以此「對野蠻的人 

可以使用野蠻的方法」這個邏輯為藉口和動力。 

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暴行、慰安婦體制，莫 

不是「文明」日本對「野蠻」的「支那人」正當 

的暴行。美國三K黨對黑人的暴行，德國奧薛維 

許集中營的暴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 

動的血腥鎮壓，舊南非白人統治階級對黑人的種 

族隔離殘酷體制，各親美軍事法西斯政權對左翼 

工農、教士、學生、教授、共產黨人、社會主義 

者、社運人士的殘酷白色恐怖鎮壓，皆莫不如 

此！而不能忽視，今日少數台獨原教主義極端份 

子對外省人，對左翼民族統一派也在孕育著納粹 

式的仇恨，公開稱大陸中國為「支那共匪」，發 

散著納粹法西斯的濃重腐臭味道。

■海珊是個「野蠻」的人，他的政權是獨裁、「殺 

人無數」的「野蠻」政權，伊拉克民族「封閉、 

落後」，當然「野蠻」，所以「不配擁有現代化大 

規模殺傷性武器」，可得而誅之，為伊拉克再造 

民主、文明的政治與生活，所以美國侵略伊拉克 

堪稱「替天行道」，不能反戰，更不准反美！

□一般說來，海珊獨裁，排除異己，生活「奢 

華腐敗」，是包括許多反美反戰的輿論都同意 

的。但也要考慮到美英間諜、殺手十幾二十年來 

公言要取其項上首級，推翻其政權。而海珊畢竟 

不是毛主席，有可以信賴的億萬擁戴他的人民群 

眾以為干城；畢竟擺脫不掉傳統回教統治政治的 

極限……

但是也不要忘記，八0年代，美國和海珊的 

伊拉克有鎮壓蘇聯及中東左派革命在中東發展 

的長期同盟。一九八四年，美國為煽動伊朗和伊 

拉克自相殘殺，鼓動「兩伊戰爭」，伊拉克就對 

伊朗使用生化武器，美國視若無睹。但從一九八 

五年到一九八九年，雷根和老布希總統卻仍然批 

准包括了炭疽菌在內的幾種生化殺傷菌種和化 

學材料給海珊。一九九四年美國國會文件證明， 

在明知海珊於一九八六年曾使用以美國生化材 

料製成的生化武器殺害伊拉克北境的庫德族的 

基礎上，大批對海珊的伊拉克輸出劇毒性生化武 

器材料菌種和化學物質！事實說明，今天被美國 

及其世界各地僕從指控坐擁大量殺傷性武器和 

生化武器的海珊曾是美帝國主義的親密盟友，在 

美國生化科技支持下坐大的反共獨裁者，而一旦 

其羽翼豐滿，不聽指揮，美國就能厚顏無恥地以 

海珊「獨裁」、「野蠻」地「擁有大量生化武器」 

為藉口侵略和屠殺伊拉克。

另外，美軍在打下伊拉克後，公稱其政治任 

務是「教育伊拉克人民不再愛海珊」(to learn not 

to love Husein)，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當然，說到文明，奧土曼大帝國土耳其世界 

阿拉伯文明的中心地巴格達古文明的璀璨，是美 

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蠻子所遠不能比擬。此次 

美軍對巴格達古文明博物館的劫掠和放任伊拉 

克莠民破壞偷竊，使一切中國人回憶到八國聯軍 

侵略對中國古文物的劫難。人們哪，是誰，是什 

麼叫「文明」與「野蠻」？這問題召喚我們深沈 

的思考。

「野蠻者可以施之以野蠻」論者舉了實例， 

說孫中山倒滿的暴力，警察鎮壓匪徒的暴力，美 

國在二戰末期出兵參戰反法西斯戰爭的暴力的 

正當性。這當然可以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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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暴力」，要辯證地看，也要唯物地看。 

則「暴力」從歷史唯物論上看，自然有革命的暴 

力（巴黎公社、孫中山反滿）和反革命的暴力（美 

中情局推翻阿燕德政權、親美獨裁政權對國內進 

步勢力的鎮壓）；有正義的暴力（抗日戰爭）有 

不正義的暴力（法西斯在全世界的侵略）……

警察是國家機關（State Apparatus）強制性暴 

力機制之一，其目的在維護階級統治的秩序。當 

打擊各階級公認的不法，警察的威暴可以代表正 

義。但在白色恐怖中，偵警特務迫害政治異己， 

踐踏人權，便代表統治階級的反革命暴力了。美 

國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末期才參加 

了反法西斯戰爭，之前則大賣軍火發財。但美國 

武裝介入反法西斯世界戰爭是有功的，但在戰爭 

中坐大的美國，卻在戰後冷戰體制中依恃其強大 

武力形成世界性新帝國主義而全面反動化。到了 

今天，它公開宣言「預防性、先制性攻擊」，如 

果回憶納粹德國的擴張、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也 

莫不是由「先制攻擊」出兵侵略開端，一個比納 

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更強大、邪惡的帝國美國的 

登場，就不能不引起人民深刻的警戒！

■美國是台灣的盟國，是台灣安全所繫，要反對 

美國發動的侵伊戰爭很令人「為難」，對美國「不 

好意思」。要反戰，應該反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 

脅。可以反戰，不宜反美！

□韓戰後，美國以強權抹煞新中國，不予外 

交承認，強使國際社會以「中華民國」代表全中 

國，並令其安坐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直到一九七 

二年台灣才被逐出聯合國。一九七九年，美國承 

認中共，再也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在「台灣關係法」下，台灣充其量只是美國保護 

地區。在WTO中，台灣也只是一個與香港一樣 

的「關稅區」。一九七九年前，台灣還勉強可以 

說是美國的一個虛擬化的「同盟國」，而今「國」 

已不「國」，連美國都公開說台灣不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台灣的一些人還硬要貼上去說自己 

是美國的「同盟國」，叱止別人不准反對「盟國」 

美國和它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妾婦之情，令人難 

堪。

現在有很多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一面又 

強調「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就是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這等於台獨不能不承認台灣「主權」 

上屬「中華民國」，她絕不曾也不是自來獨立於 

中國的、獨立建過國的「國家」。否則，一八九 

五年割台時日本依據什麼以清王朝為對象訂馬 

關條約割台？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以及後來參加 

的蘇聯）又何所據而發表以「三國之宗旨在剝奪 

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 

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 

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 

還中國」為重要內容之「開羅宣言」及其後的「波 

茨坦宣言」？依據這兩個宣言，一九四五年公開 

以中華民國為對象在四川成都與台北受降書 

中，中國自日帝手中收回了台灣和東三省，正式 

將東北和台灣收回中國主權版圖。

韓戰爆發後，美國為佔用台灣為其遠東冷戰 

前沿基地，炮製了強盜式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從而與蔣氏政權訂立「協防」條約，派兵進駐台 

灣，並以大艦隊封斷海峽，公然非法佔領台灣， 

干涉中國內政，造成民族分裂的形勢。但從現實 

上，「中華民國」從此在經濟、政治、外交、軍 

事和文化上徹底從屬於美國的政策與利益，成為 

美國的附屬政權，從此而後，每下逾況，既使「台 

灣人」李登輝執政，一直到「政權輪替」後的今 

天，台灣就從來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只是一個美國的跟班小子。七0年代，日美等 

國先後撤銷對台灣外交承認，台灣在國際上因堅 

持其所沒有的身份，力主獨立於中國之外而在國 

際社會中喪失身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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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一直堅持，既使為強權玩弄於 

先，又復摒棄於後，仍然要為強權的鷹犬，甘為 

別人的戰略利益分裂中國，卻在這個分裂對峙的 

結構上任人施加軍購的訛詐，耗竭公帑，置島內 

民生困疲於不顧，唾面自乾，緊跟早已不認自己 

身份的老主子，不但背負沉重的軍購負擔，這回 

還要出來背負主子背德的侵略責任。妾婦的悲 

涼，竟一至於此！

至於大陸東南沿岸的「四百枚」飛彈，瞄準 

的主要是國外必欲分裂中國、霸佔台灣的「新保 

守派」、「鷹派」帝國主義者和少數它們的僕從。 

如果台灣一定有人一定要貼上一向分割別人的 

民族與領土，遂其分割統治的帝國主義者（中 

東、非洲悲慘的現狀就是帝國主義為分割爭奪殖 

民地的歷史結果），就要不怕成為包括台灣人民 

在內的中國反帝衛國戰爭的陪葬人，絲毫怪不得 

別人。把這次反美反戰的邏輯硬套上「中共威 

脅」，誰都可以看清擁美攻伊從而擁美反華才是 

他們的真心。

■有「政論家」阮銘說，這次國際媒體對美國攻 

伊戰爭的報導，鉅細不遺，使人能「零差距」目 

擊這場戰爭，使攻伊戰成為「透明的戰爭」，使 

反戰論説不攻自破。

□阮銘是原中共中央黨校高幹，六四前夕去 

美，從此墮落為先靠美國、後靠台灣的津貼度日 

的反共反華「政論家」，販賣反共擁美反華言論 

為生。這個轉向變節的共產黨員，根本不懂美國 

大眾傳播產業在文化和心理冷戰中起到的重大 

作用。吸取了六0年美國媒體在越戰中炫耀美國 

大量屠殺越共和越南人民的報導引發了美國和 

全世界的反戰風潮的經驗教訓，十二年前海灣戰 

爭的報導，就開始受到中情局、軍方和新聞管理 

當局的嚴格限制，開戰中禁止記者現場採訪，待 

戰事結束，美國連夜以推土機將三分之二伊拉克 

軍民屍體「清理」後，才讓記者進入現場。這次 

侵伊報導也基本如此，看到不少電腦製作的畫 

面，和少數一些伊拉克莠民「歡天喜地」向美軍 

「歡迎」、拉倒海珊銅像的畫面，人數基本上也 

不滿百。美軍搶劫伊拉克歷史博物館、民眾婦孺 

在佔領軍不予理睬下的疾病、傷亡、和人道危 

機、放任暴民搶劫以示伊人之「野蠻」的畫面卻 

絕不見於CNN傳媒畫面……都說明所謂「零差 

距目擊」、「透明戰爭報導」云云，都不過是為美 

國侵伊美化與正當化的奴才之論。

•作為統一戰線「策略」的「反戰不反美」論的 

檢討。

□網路上對這次美國侵伊戰爭的言論中，最 

醒目的、最叫人嘖嘖稱奇者，莫過於「反戰不反 

美」論，其理由也有若干不同。

台獨派有兩說，一說老美保障台灣安全，是 

台灣的「盟國」不可以反，不准反，只能依「和 

平為普世價值」之義反一點兒戰，為伊拉克戰火 

中的「兒童」（父母百姓，衛國保種的伊拉克民 

眾士兵就該死了）「祈福」……另一種說辭更反 

動，既不准反美也不許反戰。不准反美反戰，因 

為美國是老大哥、主子，而攻伊是為了「解放」 

伊拉克……這些暴言，前此都經過我們揭發批判 

了。

另外有一種「反戰不反美」論者，據說是有 

「策略」思考的。這些人是高校校園比較進步， 

比較常涉入社運的老師。他們大約以為台灣民眾 

心目中美國太「美」了，不容易有反美認識，一 

旦喊出反美口號，群眾不來；有一些人考慮到五 

0年代以降一貫反美的是左翼統派，提反美口 

號，就怕被群眾戴上「統派」帽子，而「統派」 

據說是台灣社運的「票房毒藥」。有個當過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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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領袖」當面指責一個最早發動反美攻伊的 

組織：「中國打台灣時你們反不反？」，不准統派 

鬧反美鬥爭的傲慢氣勢和架子，叫人稱奇。

他們心裡想的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 

（左統派絕對除外），打倒共同的敵人」。這叫統 

一戰線。統一戰線應該目標明確，原則正確。先 

說目標。一九三七年日本打響侵華戰爭，中共不 

久就推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抗擊日帝侵略為 

目標，拉起全民族抗日各黨派、個人、團體的共 

同戰線。如果有人在當時因為顧忌國民黨內有親 

日派，顧忌國民黨必欲「先安內（剿共）後攘外 

（抗日）」，不敢喊抗日，呼籲結成「反戰統一戰 

線」，中國抗日會是什麼一個結果？再舉一例。 

一九四五年底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運動，是以反內 

戰、民主化、和平建國為目標而團結一切和平建 

國的力量組成反對內戰、和平建國的共同戰線。 

這個共同戰線雖然沒有提及打倒、推翻國民黨， 

卻達到了團結一切非共民主黨派人士、學生…… 

的戰線，打擊國民黨堅持內戰、堅持獨裁的政 

策，取得勝利。

共同戰線要目標明確和正確，也要求有堅定 

正確的領導，否則戰線就會淪為群眾的尾巴。戰 

線的領導既要求從群眾中來，當群眾的學生。也 

要求在群眾和形勢要求上做好群眾的先生，教育 

群眾牢牢抓住正確的鬥爭方向。不能因為低估群 

眾在攻伊戰爭中對美帝的疑慮和反感，放棄教育 

群眾認識和反對美帝的方針，放棄了五十年來台 

灣民眾從來不知反美這個現狀的顛覆之機會。在 

反美又反戰問題上要旗幟鮮明，寸步不讓，認識 

清醒，在團結實踐上又要講活潑靈活。堅持原則 

卻不因而導致團結的破裂；堅持自由靈活甚至妥 

協卻不以犧牲、模糊原則為交易。這是唯物辯證 

法。

現在反思，那些咄咄逼人的「策略性反戰不 

反美」的精英，到底因犧牲或出賣原則而果真「擴 

大」了多大的戰線？他們為了爭取到一個獨派台 

灣美術史「學者」精英簽名反戰，不惜以放棄反 

美、不惜悍然排拒左統派——他們為這次台灣反 

美侵伊運動付出了大量的勞動——而為之沾沾 

自喜。這是目無民眾的、機會主義和唯精英主 

義。而歸根結底，這是島內左派怎樣看島內的結 

構矛盾——階級矛盾大於民族矛盾還是其相 

反——這個重大問題上的矛盾在此次反美反戰 

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反映。

而關於這個問題的爭鋒，已經迫切地擺上島 

內左派的議事日程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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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Afganistan, ICTA

運動簡介
譯錄自《世界》雜誌03年4月號

林書揚
（勞動黨榮譽主席、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前言：
以反戰人民的名義結合民間和平運動團 

體，組織跨國界民眾法庭，針對特定的國政掌權 

者進行戰爭犯罪的罪行論告。這種「人民法庭運 

動」最早由曾任美國司法部長的拉姆基．庫拉克 

所提倡。是前世紀歐美市民反戰運動的方式之 

一。第一次活動 1992 年在紐約開庭審判布希 

（老）1991年發動灣岸戰爭的罪行。

做為ICTA運動的第一場，是2002年12月 

15日在日本東京．新宿召開的「阿富汗事件國際 

戰犯第一次人民法庭公聽會」。會中播放庫拉克 

氏的致辭錄音帶。

為了這第一次法庭的召開，先在2001年10 

月正式成立ICTA實行委員會。在準備期間進行 

各種調查（戰場現地狀況，各種戰災統計等）、法 

規、起訴書等的製作。

正式的審判庭預定在03年12月在東京召 

開。在這一年期間，一方面在世界各地舉辦系列 

公聽會，一方面在蒐證、分析及論證理論的探 

究，有關法庭體制和委員會體制的研究和決定 

等，完成人民法庭的結構性規定。

至今為止，該實行委員會所準備的起訴書 

（草案），以喬治．布希現任美國總統為被告。內 

容大致如下：

美國布希總統，在起自01年10月7日的阿 

富汗轟炸事件中，對美國軍隊負有指揮及命令的 

最高責任。同時向英國首相和日本首相要求提供 

軍力協助，執行空襲轟炸。這種行為，可指為下 

列犯罪的共同實行。

第一、侵略罪。

布希總統針對「9.11」事件，首先提出「報 

復戰爭」論。因為反對聲浪的出現，繼而提出「自 

衛戰爭論」。但此種論理，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第 

五一條的「自衛權」應具之條件。乃最後提出「恐 

怖主義者的庇護國等同恐怖主義者」的暴論，開 

始對阿國施行空中攻擊。這是不具有國際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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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的轟炸，應被認為國際刑事法庭規章中 

的侵略罪。

第二、人道罪。

自2001年11月至02年2月間，美英的空中 

襲擊造成了阿富汗國內的大量難民。難民的大量 

出現，應被認為攻擊者犯了「大量迫害」甚至「大 

量屠殺」的人道罪。

第三、平民及民間設施攻擊罪。

美英軍隊以攻擊「塔里班」政權為名，在阿 

富汗的都市和農村，攻擊平民及民間設施。所謂 

「誤擊」的藉口應不成立。有關民間住宅、學校、 

教會（莫斯克）遭受轟炸的證據現已大量出現。這 

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犯罪。直到03年2月12日， 

美軍仍然在阿富汗南部黑爾曼托州，繼續進行平 

民殺戮。

美軍機投下多種特制高破壞力炸彈，攻擊民 

屋密集區。另外，至2002年12月底才被揭發的 

「劣化鈾彈」（另稱「貧鈾彈」，具放射能炸彈） 

的大量使用，也應屬戰爭犯罪行為。

第四、俘虜虐殺與虐待罪。

在馬熱里夏利夫近郊發生的塔里班俘虜虐 

殺現場被收錄在影帶中。曾在EU會議中放映。 

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發生的俘虜虐待實況，也被 

收錄在映像中。布希總統針對國際批評，竟然再 

三強調「我方不把他們認定為日內瓦條約規定下 

的俘虜」。

ICTA，是收集這些戰爭犯罪的證據，依照現 

代國際法，舉發其戰爭犯罪行為的人民運動。

為甚麼要有人民法庭?
有下面數點理由：

一、美國攻擊阿富汗的違法性，必須加以論 

證並予確認。繼阿富汗轟炸之後，布希總統等人 

又強行侵伊拉克戰爭。對此，出現了全球性的和 

平運動、反戰運動的遊行或集會。但，如果侵阿 

戰爭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暗默追認，則對侵伊戰爭 

的反對運動將失去法理上的說服力。因此，必須 

把同時反對兩個戰爭的國際法論據及國際法基 

礎上的和平原則，在全球人民之間再度予以確 

立。

二、在國際政治現實中，能審判布希總統的 

國際法庭是不存在的。在過去審判個人的戰爭罪 

的國際法庭，曾經有紐倫堡裁判，東京裁判（別 

稱「遠東國際軍事裁判」），舊南斯拉夫國際法 

庭，盧安達國際法庭等，但這只能受理特定時 

期，特定地點發生過的戰犯罪行。且是勝者審判 

敗者。另外，2003年3月，「國際刑事法庭」（ICC） 

成立了。但規程生效的時間定為02年7月。對 

之前的戰犯行為沒有追訴權。且因為美國政府至 

今仍不願批准該規約，即使有人舉發，該法庭也 

不具有對布希的起訴條件。既然既有的國際法庭 

無法審判，日子一久，定會變成既成事實而被國 

際社會所默認。至此，唯有經過人民大眾的自發 

救濟，來挽救事關戰爭與和平的文明規範。透過 

人民的團結、研究，成立新創意下的民眾法庭。

三、人民法庭的構想，是針對國際法本身的 

一種新的問題提起。近代國際法，是由國家執行 

的，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調整為目的的行為 

體系。因而國際法的主體，以主權國家為原則。 

如此則，國家所建構的國際法，如果國家本身不 

遵守，會如何?即只有依靠「國家群」的政治壓 

力或國際機關的監視，能使主權國家遵守國際 

法。

但即使是國際機關，也不一定會遵守國際 

法。萬一，國家也好，國際機關也好，都不遵守 

國際法，即還會有甚麼對應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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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樣的設問，不容易提出回答。但意圖 

提示一種可能性的努力，便是國際人權法分野中 

的NGO活動。我們不能說，只有國家或國際機 

關才是國際法的主體。而人民大眾也可以在人 

權、福利、人道、民主化運動、和平運動等方面， 

通過NGO活動，包括有關的事實調查，解決方 

法，甚至遊說宣傳等，提供國際法執行方面的大 

量的資訊。而在此意義上，也可以扮演國際法主 

體的角色。

人民法庭的構造：
人民法庭並沒有特定的結構模式。不過像越 

戰時期的拉塞爾法庭，灣岸戰爭的庫拉克法庭 ， 

控訴日本戰爭犯罪的亞細亞民眾法庭，控訴日本 

軍性奴隸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控訴韓戰中的美 

軍犯罪的高麗亞戰犯法庭等，都具有實際運作的 

模式，可以做參考。

拉塞爾法庭是巴特蘭．拉塞爾在1965年開 

始準備，66年6月發表法庭組織計劃案開始。受 

到拉塞爾的通知，南．北越調查委員會的活動也 

開始正規化，到了66年11月，在倫敦召開了國 

際法庭設立會議，成立了拉塞爾榮譽庭長，姜． 

保羅．撒托爾執行法官等總共20名成員的審判 

庭。

該人民法庭的第一次開庭，67年5月間在瑞 

典首都斯托克荷慕。法庭的判決，是由全體法官 

一致同意，指出美國政府違反國際法，對越南發 

動侵略行為，且犯下了轟炸民間各種設施、學 

校、水壩、醫院的戰爭罪行。

當然，美國的侵略行為一直激化下去。在第 

二次開庭時，召喚了三位美軍士兵上證人台。他 

們的證言，帶給國際很大的衝擊。拉塞爾法庭是 

由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法庭，變成了日後人民法庭 

的一種模式。

其次，談到人民法庭的存立基礎是甚麼?

國家的法庭，之所以有能力進行審判，是因 

為在主權憲法的基礎上有刑法、刑事訴訟法或法 

庭組織法等有關法律體系的存在。而人民法庭卻 

不具有這種必需的根據，因此只有以人民的名義 

執行各個環節。ICTA的章程第一條，是本法庭 

進行審判的宣言。是人民本身創設了「國際法庭 

的權限」的宣言。

同時，這個法庭不能任意代辯阿富汗的受害 

者，不能自任為阿富汗受害者的代理人。ICTA 

必須自行負責，自我規定任務，來完成法庭的目 

標。

例如：日本政府曾經對美英空軍的轟炸提供 

了「給油」的後勤支援，承擔了阿富汗轟炸所需 

的燃料的40%。利用日本社會成員所納的稅金 ， 

美英執行了阿富汗轟炸、屠殺了大量的人命。也 

就是，日本人被迫違背自己的意志，站在「加害 

者」的一方。這樣的自我糾彈，只有在人民法庭 

上才能受揭發。

審判的進行方式：
ICTA章程第18條，指明NGO對法庭的協 

助。

ICTA 的管轄範圍，亦即，本法庭能處理的 

罪行是侵略罪、戰爭犯罪、違反人道罪三項（ICTA 

章程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法庭的構成，需有檢察官和裁判官（ICTA章 

程第八條）。

人民法庭，極需知識人的協助。判決的內 

容，必需根據現行國際法的一定水準的「法理 

論」，特別需要法律專家的協助（ICTA章程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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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審判採行公開方式。上提的ICTA審判，預 

定在2003年12月在日本東京舉行。

ICTA 連續召開公聽會。這種方式學自美國 

的庫拉克法庭在美國各大城市召開的經驗。日本 

也將以同樣的公聽會活動持續下去。每一次的公 

聽會並非單純的報告會而是各項證據的收集，分 

析和記錄的場面。也就是，系統化的證據收集為 

主。我們的團體，已經派出了五個戰爭被害調查 

團到阿富汗的現場，今後也將持續下去。

2002年3月，第一次調查團訪問了巴基斯坦 

的伊士拉馬巴特及比夏華爾的難民營，向阿富汗 

難民直接取材。他們得到了幾種新型大量破壞炸 

彈的目擊報告。

到了同年9月，調查團訪問阿富汗的卡布爾 

和卡拉巴兩地，進行另一次戰爭被害調查。找到 

了所謂「誤炸」受害戶的遺族及新型炸彈下受重 

偒的少年。03年1月間，再度在卡布爾及卡利卡 

那二市進行調查訪問，特別注重平民住宅區的被 

炸情況。至今為止，美軍從未對「誤炸」事件的 

受害民眾提出賠償。

有關戰爭犯罪的證據，除了一般媒體所報導 

的資料外，我們也掌握了相當多量的，來自NGO 

方面的情報。

當前的阿富汗，對戰爭受害情況的調查，條 

件極差。因為卡爾才政權事實上是美國的「傀儡 

政權」，完全沒有進行戰災調查。即使發生了平 

民被美軍殺戮一類事件，也不會抗議，不會調 

查，更不會求償。甚至對非政府團體的調查活 

動，會做一些妨礙。

首府卡布爾，處在美軍和聯合國維和部隊的 

佔領下。即使是實際的戰爭受害人，也不能發出 

反美國或反聯合國的言論。因為，有可能受到抹 

殺（暗殺）。

如此則，在現地調查方面也有困難。不過即 

便是片斷性的資料，也有可能經過累積集中，最 

後達到一定的，平民虐殺事件的實相。例如：在 

美國方面，紐罕布夏大學的馬克．黑洛特教授， 

提出了受害平民大約三千七百人的推定數值。黑 

洛特教授並沒有親自到阿富汗，卻系統地收集報 

導，加以對照求證，達到一定的實態掌握。

也可以把受害人或遺族邀請出庭，作證。前 

提是，法庭能不能保護他們的地位或安全（ICTA 

章程第15條）。

人民法庭的判決和一般的法庭同樣，由事實 

認定和法律論告兩個部分構成（ICTA章程第16 

條）。事實認定，是經過確認證據，整理成文。 

法律論告則以此為基礎，由法律專家建構。

判決是對被告的有罪或無罪加以斷定。當 

然，人民法庭不能以此為足。因為，現實上它只 

能判決，卻不具有執行權力。ICTA是因為國家 

或國際機關不遵守國際法，才由民眾自動成立 

NGO來監視國家（國際）行為的法庭運動。

因其不擁有執行權，除了「判罪」之外，必 

須向國家或國際機構等具有執法能力者提出「執 

行」要求，以「勸告」名義由法庭發出（ICTA章 

程第17條）。

為了改變這個世界：
在第一次的公聽會上，賈利•威爾遜（IAC 

代表）介紹了90年代的美國反戰和平運動。綜結 

說：「庫拉克法庭不是追求正義的運動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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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該運動的開端」。日本的伊藤成彥（日本中央 

大學名譽教授）說：「不是9.11事件改變了世界， 

而是被稱為全球化的現代史催生了 9.11」。安藤 

泰子（茨城大學講師）則重新追踪國際刑事法庭章 

程的制定過程中的國際議論，努力闡明「侵略」 

罪的概念內容。另外，會中也出現了廣河隆一（記 

者）現地取材的照片展和綿井健陽（亞細亞出版社） 

的錄影帶報告。

第二次公聽會（1月22日，東京澁谷）中，律 

師內田雅敏指出日本對阿富汗戰爭所提供的協 

助，糾彈小泉內閣違憲。清水雅彥（和光大學講 

師）指責「有事立法」的目的不在於保護市民不 

受戰爭災禍，而是帶給日本人民軍事化體制和戰 

爭伏綫，甚至有強迫市民再度走上侵害亞洲人民 

的老路的危險性。來自韓國的一位MBC記者以 

他在阿富汗現地取材的影像作品，對那一場戰爭 

的實態提出了證言。另外一位，「駐韓美軍犯罪 

根絕運動本部」的幹事，以美軍車輛輾死女學生 

事件為例，揭發了美軍犯罪的實態，介紹了韓國 

民眾的鬥爭現況。

第四次（2月23日，神戶）、第五次（3月22 

日，八王子）、第六次（4月6日，京都），然後預 

定在巴基斯坦的伊士拉馬巴特（4月30日）舉辦第 

七次。此外，準備中的城市還有神奈川、廣島、 

千葉、名古屋、沖澠等。

最後，同人們雖然覺得，在苛酷的政治現實 

下處處有障礙，但還是堅定地相信著ICTA法庭 

運動是「改變世界」的起步。

我們吸收了至今為止的，所有和平反戰運動 

的成果和積累，向全世界發出，人民通過 ICTA 

追究戰爭犯罪者布希的刑事責任的聲音。阿富汗 

戰爭犯罪的追究，連結上伊拉克侵略戰的責任追 

究，這是運動的必然發展。在這種努力的過程 

中，每一位參與者改變著自己，也改變著朋友， 

進而改變世界--把二十一世紀變成和平的世 

紀。讓我們的嘗試帶上這樣的劃時代起步的意義 

吧！

譯後語：
後冷戰時期，美．歐．日等既開發社會的反 

戰運動中，有一種所謂的「民眾法庭運動」。構 

成員主要以高級知識分子為核心。其理念基礎， 

還是近代資本主義法制觀念中的“個人等價” 

的平等思想。因為資本主義的進路，是沿著個體 

角逐場躋向獨佔高地，然後少數勝出者，以其剝 

削權為基礎的巨大的社會權（霸權），吞噬劣勢多 

數對“平等生存”和“自主生活”的願望，以各 

種政策追求其衛權或擴權的自私目的。而當其壟 

斷勢力越境外征，形成了“全球化”大趨勢時， 

這種“全球化”便以“全球植民地化”為其必 

然的構造內涵。霸權的越境外征必定是高收獲， 

必定高到足可：（1）消化境內階級對抗的緊張衝 

突;（2）最大限吸取境外廣義的生產要素。而為了 

達成內外雙重目的，獨佔體必須重返世紀前起步 

階段的軍事帝國主義。亦即，以戰爭手段排除境 

內外的障礙，實現最大限的“佔有”。唯有戰爭 

在“民主政體”下的制度化，戰爭手段軟硬體的 

加速發展，能維繫獨佔體的“優存”於不墜。只 

有戰爭立法的至高強制權，能使勝利者擺脫社會 

結構性的，總循環中的傳統的難題--分配問題。

獨一強者的戰爭政策，內而操控劣勢的階級 

階層，外而征服弱體的主權國家，製造出植民地 

支配的雙重敵對構造。前述美．歐．日社會的部 

分知識菁英，因而對政府的侵外戰爭極力反對， 

與受侵國家的人民大眾連動，共同推出戰爭犯罪 

審判庭運動，理由和意義在此。

當然，既開發國家政權組織的緻密度和人民 

生活的平均水平，使得階級對抗總可避免昇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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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內戰的爆發性局面。但跨世紀美利堅「民主 

帝國」的有形戰力現已登峰造極，加上當權者一 

再放言“先制攻擊”和“核武使用”的戰略方 

針，使得市民社會中的進步分子，對現代文明野 

蠻化的可慮惡果，憂心不已。在尚能維繫選舉機 

制的美國社會的現實條件下，上述民間法庭運動 

的興起，還是有它的背景因素。縱令一時間無法 

撼動「帝國」的常備軍武系統，這種訴於庶民大 

眾的“說理運動”或者還能在舉發牽制美國戰 

爭手段的進一步極端化上面，逐漸喚起公民選民 

的內省和警惕，進而影響各屆政權的具體走向或 

政策變化。鑑乎此，戰犯民間審判庭的推動情 

況，還是值得觀察的。(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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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英美侵伊戰爭中的國際關係
唐曙

美國和英國為什麼侵略伊拉克？對於這樣 

的問題，經過了翻天覆地的反戰運動和宣傳之 

後，大家一般都知道，和石油脫不了關係。支持 

戰爭的人如果要幫美國政府矢口否認的話，美國 

自廿世紀九0年代中期的一些華府智庫分析（甚 

至現任的美國副總統錢尼、侵伊戰後重建的最大 

包商，也作出奪取伊拉克石油的分析結論），可 

就要狠狠地修理這些自以為在「支持正義」的一 

般人了。有趣的是，在這次的侵伊戰爭中，連老 

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像德國和法國也都反對這場 

戰爭，難道這兩個在全球經濟上也居於壟斷地位 

的國家，也是出於全球反戰運動相同的理由而反 

戰的嗎？答案恐怕不是。

法國遠在第一自世界大戰前，就和英國圖謀 

中東的豐富油藏。第一次大戰期間，英法兩國簽 

訂了一個重劃中東勢力範圍的「賽克斯－皮克 

特」密約（這個密約因為列寧成功的十月革命， 

而被公諸於世，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憤怒而群起反 

抗，因為英國曾用兩手策略答應支持它的阿拉伯 

民族得以獨立）。1918年，英法雙方協議：黎巴 

嫩、敘利亞劃歸法國，英國則得到約旦、巴勒斯 

坦和伊拉克南部的兩省：巴斯拉和巴格達（這兩 

個省，一個在這次侵伊戰爭中已首先被戰火蹂 

躪，另一個首府巴格達已在重兵的團團包圍下 

了）。但英法雙方卻對於當時伊拉克北方的摩蘇 

爾省有爭議。本來依照密約的默契，伊拉克是在 

法國的「影響範圍」之下，但英國後來卻在奧圖 

曼撤兵的時候搶先佔領，英法鬧得不可開交，新 

的衝突一觸即發。這時候美國以「門戶開放」作 

為要求，開始介入中東事務，這些國家的目的只 

有一個：石油。1925年，世界幾個石油卡特爾達 

成了瓜分伊拉克石油的共識。伊拉克的石油分成 

五份，英國、法國、荷蘭和美國各分23.75%，另 

外的5%就分給一個叫做高班奇安的石油掮客。 

當時在中東，「央格魯?－伊朗石油」（現在的「英 

國石油」） 是老大，美國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還 

未成氣候。後來這些卡特爾聯合組成了伊拉克石 

油公司（包括了「央格魯－伊朗石油」、蜆殼石 

油、摩比爾石油以及紐澤西標準石油），獨佔了 

伊拉克所有的石油，伊拉克人一滴都沒份。這種 

帝國主義的分贓格局一直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 

才改變。

二次戰後，「艾森豪威爾主義」和巴格達公 

約確立了美國在中東石油上霸主地位。英法則在 

戰後耗盡元氣，英國因為盤據頗久，還能繼續立 

足，法國則只好出局。後來美國的標準石油又經 

過幾次的合併，成為最大的石油集團 

（BP-AMOCO）。法國戰後不像荷蘭還有「皇家 

蜆殼」石油集團佔據著印尼的石油，後來雖據洛 

克菲勒說越南沿海至南沙群島蘊藏豐富的石 

油，但因為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決戰失敗，只 

好退出東南亞。

德國在兩次大戰間都站在美英法的對立 

面，當然戰後就不能分杯羹了。希特勒在二戰期 

間佔領過羅馬尼亞油田，但因不夠用，所以就覬 

覦蘇聯石油，東部戰線是這樣開闢的，但還是以 

失敗告終。由於北海油田長期一直都掌握在英國 

手裡，而西歐石油開採的成本也相較於中東較 

高，德國重建中的能源問題，只能依賴美國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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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了，因此德國一直 

以來，基本上還是支持美英的石油政策。

俄羅斯從前蘇聯開始就積極地開採石油，雖 

然還未探勘的石油蘊藏量高達將近700億桶，但 

由於開採成本昂貴，在冷戰時期也缺乏一個適當 

的出口港，所以二戰結束後，就和克菲勒暗中合 

作，透過油管整合的方式將蘇聯石油秘密地從伊 

朗出口。後來蘇聯介入中東事務，在很大的程度 

上是為了解除被圍堵的困境，以及對中東的石油 

施加影響。1990年蘇聯瓦解後，俄羅斯的經濟也 

一蹶不振，新的經濟改革需要廉價和穩定的石 

油，所以俄羅斯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勉力維 

持既有的合作局面。

這些比較先進的國家本來在1991年海灣戰 

爭的時候，對於伊拉克問題的態度還很一致，但 

隨著1995年以「石油換糧食」計劃的通過，而 

逐漸產生分歧。聯合國的「石油換糧食」計劃本 

來是要解決伊拉克在遭到聯合國制裁禁運的人 

道主義危機，這項計劃自1996年12月開始實 

施，每期半年，以20億美元的石油來換取糧食 

及藥品的民生必需品。但由於伊拉克出口石油後 

的進口清單必須呈報給聯合國的制裁委員會審 

核，美英兩國不斷擱置和杯葛這些清單，使得進 

口清單的實現率只有60%，再加上武器核查的費 

用和戰爭賠款都要以這筆錢來負擔，伊拉克最終 

還是不再接受聯合國的這項計劃。但另一方面12 

期的計劃實施後，伊拉克也透過石油合約與法 

國、德國（法德的石油合約共440億桶）以及俄 

羅斯拉近了關係，這些國家也一再地和伊拉克討 

價還價，企圖壓低原已很低的伊拉克石油價格 。 

所以當美英準備攻打伊拉克，還揚言不支持戰爭 

的國家，將在佔領伊拉克後廢除這些合約。這就 

是為什麼法國會一再揚言要動用否決權來阻止 

聯合國授權的原因之一，德國和俄羅斯也是出於 

類似的理由。至於由美英所組成的所謂「志願同 

盟」的51個國家，當然絕大部分是基於和美英 

長期的依賴關係或是極右的政權性質，相對於聯 

合國的191個會員國來講仍然是少數。這140個 

國家絕大多數都是第三世界國家，他們反對這場 

戰爭與其說是基於利益，不如說是基於被殖民的 

記憶和與其長期對抗的道德意志。

最特別的是阿拉伯世界。自從「埃及雄獅」 

納塞爾死後，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充斥著與帝國主 

義單邊媾和的思想。原先已經親美英的沙烏地阿 

拉伯和約旦，在表面的「阿拉伯團結」口號下， 

為帝國主義做了許多破壞團結的工作。在美國海 

外的廿幾個軍事基地中，在中東就有七個（沙烏 

地阿拉伯三個，卡達、巴林、科威特和土耳其各 

一個），其目的無非就是要控制石油，還有對付 

可能的阿拉伯團結局面。埃及在穆巴拉克主政期 

間，已經走出了納塞爾和沙達特的極端影響，變 

成一個在中東事務上「中庸」的力量，與伊拉克、 

敘利亞乃至於伊朗的「大阿拉伯主義」有明顯地 

區別。也難怪美英揚言侵伊後的下一個目標就會 

是敘利亞和伊朗（當然還有北韓）。

儘管國際間外交上的反戰辭令背後，有如此 

盤根錯節的歷史糾葛和利益衝突，但全球的反戰 

運動基本上卻是真誠和一致的。四月六日到四月 

十二日，全球將對美國海外的軍事基地進行全面 

地抗議活動，並在十二日當天舉行全球同步的反 

戰遊行，全球反戰運動有一個共同的想法：既然 

我們可以透過1月18日、2月15-16日的運動延 

後了戰爭的發動，替伊拉克人民爭取到更多的時 

間，那我們今後的行動就是要進快遞阻止這場不 

合法、不正義以及不得人心的侵略戰爭。所以，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全球反戰運動有沒有效，而是 

全球反戰運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多大地繼續解 

救受盡蹂躪的伊拉克人民。誠如諾姆．喬姆斯基 

所說的：「不要臆測，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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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和平:二種對立的具顧踐 

論反戰運動中的抽象“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 

汪立峽
（勞動人權協會顧問）

前一陣子的“反戰”熱潮似乎已隨著巴格 

達的被佔領和SARS的猛然來襲，轉瞬之間消逝 

的無影無蹤。

一場曾經席捲全球的空前大規模群眾“反 

戰”行動，難道就這樣彷彿從未發生過似地被遺 

忘的一乾二淨？

這個問題顯然會令許多人困惑不已，包括我 

自己。因此，在本文的起頭我就將反戰二字打上 

括號，表示“戰爭”這個槪念並非我們想當然爾 

的那麼容易理解。

和平主義、人道主義與反戰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就曾 

經相信人類戰爭必不可免，而且認爲戰爭的正面 

作用大過負面。是不是正因爲戰爭很難避免，所 

以人們不反對戰爭，嚮往和平呢？

和平這個槪念又是怎麼回事？在一般人不 

經心的想法裡，“和平”彷彿先驗的、絕對的、 

永恆的在那兒擺著，因此，戰爭就是破壞和平。 

問題這麼一來，好像變成了剖析先有戰爭還是先 

有和平的無解難題。

但是，無論從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我們都 

不難發現戰爭現象與和平狀態其實是一組相對 

的現實存在。正如同沒有黑暗就無所謂光明，沒 

有戰爭也無所謂和平，反之亦然。和平主義者和 

人道主義者的錯覺就在於以爲“和平”是形而 

上學的抽象存在，像上帝一樣，本來就在那裡。

戰爭與和平都是迄今爲止人類歷史和現實 

世界的具體實踐，這一點首先需要承認和認清。 

否則，對許多圍繞著“反戰”議題的爭辯和詭論 

將無從找到索解的起點。

美國這個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早已不止一次 

（僅僅在上個世紀，由美國直接間接或大或小發 

動的侵略性軍事行動就不下於38次之多了），爲 

什麼這一次侵略伊拉克竟牽動了無數男女的 

心、？原因當然不止一個，而且並不難一一指陳， 

但無疑地美國（姑且不討論英國等一些附和者） 

這次的種種作爲特別展示了侵略性戰爭的原始 

性和蠻橫性，逼使人們想閉上眼睛或關起心房登 

是件異常困難的事。美國把這場戰爭史無前例地 

演繹成無可爭辯的“錯誤”——無視道德、法律 

和一切價値尺度，“老子就是要打！ ”。

那麼，究竟爲什麼要打，也就赤裸裸攤開在 

世人面前——for oil!（爲了石油！）。“爲了石 

油”是一個再具體不過的物質理由，由於它抽離 

了一切抽象的價値標準，直搗人類的良知，於是 

一切回到了基本點一一不是戰爭就是和平。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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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一次戰爭打敗了和平，至少表面是如此。 

或者，回頭來看可以這麼說，具體的物質掠奪打 

敗了抽象的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

這樣說是不是略嫌悲觀了，剛好相反，這次 

全球反戰行動的受挫，正好揭示了和平主義和人 

道主義的軟弱性與消極性，以及源自形而上認識 

論的悲觀主義行動思維。

從全球（整體）視野觀察這場人類史上最大 

規模的“反戰”運動一般也是如此，縮小到台灣 

一地來觀察仍然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一些屬於本 

地的特殊現象。

是不是這項全球“反戰”行動者都是和平 

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當然不盡然，例如，阿拉 

伯世界的反戰行動可能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較 

多一點，西方世界的反佔份子中有一定比例的左 

翼反資本帝國主義戰爭者，等等。但無論如何秉 

持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群眾是這次反戰運動 

的主流和主體。在台灣大約也不例外。

從今年2月15日開始的以台北為中心的台 

灣反戰聯合行動，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它是幾十年 

來破天荒頭一遭衝著美國而來的全社會性的反 

戰表態。說它是“全社會性”，也許有點誇大， 

不過就這次運動所牽動的各種形式的關注和實 

際參與的人數來說，的確是破紀錄的。

然而，儘管如此，在前後長達二個多月的反 

戰活動期間，最耐人尋味和最値得探討的現象 ， 

莫過於“反戰也反中”和“反戰不反美”這兩 

個詭論了。這類論點同我們上面所說的和平主義 

和人道主義的親緣關係是需要挖掘一番的。 

反戰也反中？

先說“反戰也反中”。這個提法的悖論性質 

首先出在台灣的當權集團。例如，陳水扁以“總 

統”身份說的“飲水思源”論：“大家想一想， 

過去多年來是誰在幫忙我們？是誰在我們有困 

難時協助我們度過？ ”當然，答案是美國，而對 

台灣製造“麻煩”和“困難”的則非“中國”

（大陸）莫屬。於是，面對島內外一片反戰聲浪, 

台灣當局明示給民眾的一個對策就是：“戰” 

不得不反，而且正因如此，所以同樣以飛彈“威 

脅”台灣的“中國”（大陸）也必須要反，至於 

美國則被在這種論述邏輯中憑空抽離掉了。

為什麼“戰爭”不得不反呢？因為根據抽 

象的、自在的“和平主義”，戰爭是和平的破壞 

者，理所當然要反，再者，反的是戰爭本身而不 

管戰爭的原因和發動者有理沒裡。就這樣，美國 

在現實中變成了隱性的、不在場的元兇，而“中 

國”（大陸）則成爲明顯可見的在場者，儘管他 

只是站在那兒沒有任何動作。

對於另外一種政治狂熱的“知識人”而言， 

例如李喬和李筱峰，要他們“不反戰”，根本說 

不出口，因爲他們的教養告訴他們“和平主義” 

所指涉的“和平”是不容挑戰的，由此出發，似 

乎很難爲美國辯護，否則良心不安。不過，要他 

們此時不藉此說上“中國”（大陸）和中共兩句, 

更是辦不到的事。當他們這麼自認爲理直氣壯的 

左罵右批時，其實在意的已經不是“和平”，他 

們真正想要的是自我意願無障礙的，落實到政治 

現實就是指望對岸（大陸）在台灣的國家認同問 

題上毫不加以干涉――這就是此類“知識人” 

對兩岸“和平”的定義。“和平”二字對他們來 

說，是一個爲了特定政治想像而猶待努力建構的 

“主宰思維的話語系統”，只要對岸不放棄干涉 

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是威脅“和平”，不管有 

沒有實際動武；至於台灣當局依賴美國武力及 

不斷充實軍備，則都是爲了捍衛“和平”，儘管 

實際上準備戰爭。說到底，台灣當局及其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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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不是在為和平而實踐，而是在為戰爭 

而實踐，一步一步走向戰爭。在這個問題上，我 

們必須揭露的是：他們已經不再是抽象“和平 

主義”的膜拜者，而是具體的戰爭決定論實踐 

者。儘管和平也是可以實踐出來的，但他們卻以 

使人相互爲敵的傲慢，時刻都不放鬆的斬斷了兩 

岸任何和平實踐的可能性，最新的一個例子，就 

是李筱峰這類人將SARS風暴誤引到敵視和貶抑 

大陸的方向。同時，他們也沒有忘記利用常人的 

抽象“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迷思，把

“和平”、“愛”、“人權”、“人道”等等掛 

在嘴邊念念有詞，肆無忌憚的“建構”他們支配 

性的話語系統，掩飾他們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錯 

置和擺弄，而這兩個問題卻活生生存在於庶眾的 

今天和明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抽離現實的 

某種“愛”和“和諧”之中。

反戰不反美？

和平是一種動態的實踐，而不是一種靜態的 

呼喚。當和平狀態被戰爭這種實踐威脅之際，對 

抗的方法仍然必須是某種具體的實踐――那某 

種是以制止戰爭發生或繼續的具體行動，而不可 

能是無效的、被動的、靜態的、和諧的、安穩的 

任何反應。這一切已經在這次美國侵伊戰爭之中 

再次驗證了。

注意，我說的是“足以制止戰爭發生或繼 

續”的和平行動，所以，已經排除了 “先制戰 

爭”和“以戰止戰”這類非和平實踐。也就是 

說，是爲了和平這個目的而採取的非戰爭手段 ， 

它不必然沒有任何衝突和暴力，但絕不是戰爭， 

也不會是絕對的和平――絕對的和平是缺發實 

踐力的。

以上不得不插上這麼一段話，是爲了便於討 

論下面我們就要論究的“反戰不反美”這個詭 

論。

對於大多數參與這次“反戰”行動的人來 

說，“反戰”可能壓根兒就不需要理由，當眾家 

媒體都在報導反戰新聞之時，“戰爭”這事兒就 

觸動了每個人內在的抽象“和平主義”：“戰 

爭”當然是要反對，還用的著說嗎？至於爲什麼 

要“反美”，就有一點想不通了。對一般人來說 

（特別是在台灣），這次戰爭儘管是由美國發動 

的，而且沒有什麼道理，那就“反戰”嘛，幹麼 

還要“反美”？在他們看來，戰爭是戰爭、美國 

是美國，並不一定對的上號，他們反對的就是戰 

爭本身。如果一定要反美，就會連帶扯上海珊如 

何如何等問題，他們不習慣花腦筋去分辨這個是 

非，只認爲無論如何不該打仗，何況打仗會使無 

辜的老百姓尤其是老弱婦孺倒楣。就如同看見了 

二個人打架，人們先則勸和，勸不了則拉架，及 

到事後則忙著將傷者（通常是挨揍的一方）送醫 

或撫慰一番。“和平主義”加“人道主義”一樣 

不缺，至於爲爲什麼打架？是不是強凌弱？能不 

能積極阻止？則不在論究之列。

我們說和平是一種具體的動態實踐，那就意 

味著和平實踐有一個具體的對象，而不可能是抽 

象的、空洞的“戰爭”。因爲戰爭不是自己發生, 

而是人爲的，“反戰”也就不只是反對戰爭本 

身，而更是反對戰爭發動者。只有回到這個問題 

本身的源頭，我們才有可能回答反戰爲什麼要反 

美。

美國與戰爭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美國發動的大大小小戰 

爭不下38次之多，只不過這一次侵伊戰爭特別 

引人注目罷了。爲什麼美國這麼好戰？難道真的 

像美國自詡的爲了自由、民主和人權嗎？曾任美 

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利津斯基（Z. Brzezinski）說 

過：“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跟以前的帝國有 

許多方面是一樣的”，它所謂以前的“帝國”並 

不是泛指古代所有的帝國，而是特指古代雅典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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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羅馬帝國、近代大英帝國等等，依靠軍隊四 

處擴張並建立殖民地的帝國。驅使這類帝國打仗 

的最大動能是經濟慾望而不是他們口頭宣稱的 

任何道德口號。依據布利津斯基的說法，美國就 

是這一類型的現代帝國。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om Friedman 

曾這樣揭示美國軍隊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市 

場的無形之手沒有無形的拳頭是不會行的通 

的。麥當勞沒有F-15戰機在頭上飛，不可能會 

成功。而那保護矽谷高科技產業成功的無形拳頭 

就叫做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對。美 

由美軍的服務、美國生產就不會存在。”

美國國家防衛部長Roger Cohen對全美五百 

大企業的總裁更直截了當的說：“生意是跟著 

國旗走的……我們提供安全，你們提供投資。”

那位在蘇聯瓦解之時，迫不及待慶祝資本主 

義勝利並宣稱“歷史終結”的前美國政府顧問 

福山(F. Fukuyama)老早就不無幾分得意的宣 

稱：“微軟並不會派遣空軍前去轟炸賓拉登，這 

將留給美國的軍隊去做。”其實，將賓拉登換成 

阿富汗、伊拉克……，或任何一個美國資本欲染 

指的國度、道理完全一樣。

反戰爲什麼必須反美，還需要多說什麼嗎？

有人說，反美或許有理，但不反美國人。在 

一般的情況下，將“美國人”同“美國”區分開 

來，是有必要的，因爲也有不少美國人民反戰。 

但是，在許多具體的場域，硬把“美國人”同 

“美國”分開，是很困難的，例如，在美國在台 

協會前高喊“美國人(老美)滾回去！”能說成 

“美國滾回去”嗎？更何況，美國每次發動侵略 

戰爭，基本上都是得到多數美國人支持的。

和平需要冒險

美國一向聲稱愛好和平，但不要忘記它是個 

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總產値占全球總產値的 

37%,美國人的商品和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消耗全 

球二分之一的財富和資源之上，僅僅爲了維持他 

的經濟優勢地位以及資本的持續積累和擴張，美 

國就會言不由衷甚至是身不由己的在他認爲 

“必要”時發動威嚇性和侵略性的戰爭。

正因爲如此,人們如果還想要和平,就只有 

以實際的行動具體實踐和平,就如同美國爲了資 

本的擴張而以實際的行動具體實踐戰爭一樣。這 

是一種鬥爭,必須具有憤怒的勇氣和敢於承擔的 

情操,才能擊敗發動戰爭的意圖。

當美國布希總統最近針對發生在沙烏地阿 

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恐怖攻擊事件,再次高喊要以 

“美國式正義”對付向美國進攻的任何行動之 

時,我們就該知道侵略伊拉克不會是美國帝國主 

義的最後一場戰爭,全球反戰運動也不會因爲伊 

拉克被美軍佔領而從此無聲無息。緊要的是,要 

記住“和平”不能靠對著惡人作道德呼喚而憑 

空獲得,而要靠具體的和平實踐,這種“實踐” 

處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實踐的跨度與彈性雖然很 

大,策略與手段也可以因時因地制宜,但絕不是 

溫情脈脈及平靜無事的。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的哲學要旨之一是：要 

提高和保持人類文明,冒險是重要的。現在我們 

可以將這個命題引申爲：要提高和保持人類和 

平,冒險是很重要的。

2003/5/15 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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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無罪?反戰有罪?
唐 曙

7月11日，台北市地檢署對三 

名參加4月12日美國在台協會反戰 

活動的人士展開偵查。這三個人分 

別是：“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 

聯合行動”聯絡人唐曙、差事劇團 

的團員段惠民以及世新大學草根工 

作室的成員李孔穎。檢方偵查的重 

點在於“違反集會遊行法”。由於 

收到檢方傳票的只有段惠民和李孔 

穎，所以這次的偵查庭只有兩人出 

席。

7月11日， 在台北地檢署前的抗議一景。

檢方的偵查重點在於4月12日

當天行動劇演出時，演員段惠民是否知道美國在 

台協會的集會禁制區規定，以及是否有襲警的事 

實。段惠民表示，行動劇的設計本來就是美國大 

兵（段惠民飾）遭到伊拉克人民（其他劇團成員 

分飾）的反抗，倉皇逃入美國在台協會，途中如 

果遇到任何抵抗，按照美軍的慣例是一定還擊 

的，當時在行動劇演出時，警方出面制止段惠民 

逃到美國在台協會，於是段惠民就以裝有紅色顏 

料的水槍射向警方，並無襲警事實。至於李孔穎, 

由於警方並無提供任何具體資料，檢方不解爲何 

李孔穎會遭到偵查。警方表示將再蒐集資料呈報 

檢方。

從全球反戰運動的發展來看，自從美英聯軍 

在3月20日開始侵略伊拉克開始，全球因爲反 

戰的“和平脫序行動”而遭到逮捕和起訴的反 

戰人士高達數千人，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擋任 

何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的軍事運輸，遭到警 

方警棍、水柱、催淚瓦斯甚至塑膠子彈的攻擊， 

爲的只是阻止血腥的軍事屠殺發生。相較於他們 

的和平脫序行動,在台灣4.12反戰活動中所發生 

的事，根本微不足道，但台灣政府卻慎重其事地 

急著想將反戰人士入罪，效忠美國“盟友”的奴 

顏姿態，莫此爲甚！

美英聯軍在戰爭前、戰爭間以及戰爭後犯下 

了一系列的戰爭罪行，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日內瓦公約、海牙公約、國際刑事法庭條例（羅 

馬規約）以及國際人權法案，這些戰爭罪行遭到 

了全世界各地愛好和平、反對殖民侵略的反戰人 

士全面地控訴,甚至要求國際刑事法庭4517；須 

要受理這些關於戰爭罪行的控訴。美國面臨這樣 

大的國際壓力，又在師出無名（大量毀滅性武器 

根本找不到；製造核彈的證據是偽造的）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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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但不接受國際正義的裁判，反而透過威脅 

利誘要求接受它軍事援助的國家必須和它簽訂

“雙邊豁免協定” (Bilateral Immunity 

Agreement)，保證美國在簽約國當地發生戰爭罪 

行時，可以不接受審判，直接引渡回美國！要是 

拒不簽訂的國家，美國將撤銷一切軍事援助，七 

月初美國已對35個接受軍援卻遲不簽約的國家 

發出最後通牒。美國這樣的舉動是要直接地對抗 

國際刑事法庭，讓美國的戰爭罪犯不必被引渡到 

海牙受審，而回到美國逍遙法外！美國這種欲蓋 

彌彰的做法已引起國際法學界的譴責，認爲美國 

的“雙邊豁免協定”在國際刑事法庭條例的國 

際法架構之下，是無效的。

有趣的是，總統及副總統都是學法律出身的 

台灣政府，無條件地支持了美國發動的這場侵略 

戰爭，當然，也支持了美英兩國聯軍在伊拉克所 

犯下的一系列戰爭罪行。美國回報的當然是“盟 

友級”的待遇，繼續軍援台灣，換取美國戰爭罪 

行的引渡豁免權。有些人希望台灣政府能簽署國 

際刑事法庭條例，甚至在立法院批准參加國際刑 

事法庭成爲成員。但這樣一來卻直接挑戰了美國

“盟友”反對國際刑事法庭的根本立場。如果爲 

了外交上現實利益的考量，既成爲國際刑事法庭 

的成員，又成爲美國“雙邊豁免協定”的盟友， 

就以爲可以大小通吃的話，那就錯了。在國際法 

程序上，“雙邊豁免協定”與國際刑事法庭條例 

牴觸者無效；在正義程序上，美國作爲佔領勢力 

在伊拉克犯下的戰爭罪行已昭然若揭，台灣政府 

想要兩邊討好的模糊空間是不存在的。所以台灣 

政府如果真想獲得國際認同，並不是靠加入國際 

刑事法庭就能得到(現階段台灣也加入不了)。 

相反的，台灣政府唯有支持國際正義對美國侵略 

罪行的清算與審判，才能贏得肯定。問題是：台 

灣朝野各界辦得到嗎？

從這樣的對比中，我們看到：台灣政府支持 

美國在伊拉克乃至於國際上殺人放火、無法無 

天，卻在台灣島內以技術性地理由想要將那些爲 

了和平與正義挺身反戰的人入罪，這真是強調

“民主、人權與正義”是普世價値的台灣政府自 

我扭曲的醜陋寫照，台灣的當權者因爲掌握並運 

用了軍隊、警察、法院和監獄等暴力，能任意地 

將反戰人士入罪，但對全球因參與正義的反戰運 

動而繫獄的同志們而言，將引用古巴總統卡斯楚 

當年的一句話作爲回應：

“歷史終將宣判我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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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伊戰爭期間的 
各式聲明與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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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

4.12聲明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

根據來自伊拉克戰場的訊息，伊國境內的戰 

爭在美英聯軍的絕對優勢下將近尾聲。美國政府 

現已成立軍事佔領下的政治掌控機構，並著手籌 

備後海珊伊拉克臨時政府的初步組構。同時表 

明，所謂的“重建伊拉克”階段中美國將獨挑大 

樑一手專權，如聯合國或其他友邦只期望提供有 

效協助云。甚至忘形地大放厥詞，希望伊朗敘利 

亞等以伊拉克爲鑑！侵略者得逞後的軒昂意氣 

溢於言表。

有人說，世界反戰人民的呼籲，在戰爭尙未爆發 

前是“不要開戰”，而戰爭終於爆發後是“即時 

停戰！”當戰爭結束後，則“勿再有戰爭！ ”。 

但如此評語未免太過簡單化表象化，顯然不足槪 

括這一場伊拉克戰爭所具有的極爲嚴重的涵意。

蓋美英侵伊戰爭，自籌劃，決策、執行過程 

中，即暴露出下面的三大特點，而正因其三大特 

點而即使在戰爭結束後仍然必須接受全球人民 

的徹底查究。

其一、依單邊主義片面斷罪一個弱勢的主權 

國家。

其二、據其先制攻擊論明目張膽侵略一個弱 

勢的主權國家。

其三、以上的強權作爲純以掠奪資源竊佔中 

東據點爲目的。

如果這一類的反文明反社會的贖武作法，只 

因其超絕獨大的武力而不受抑制，竟以“既成事 

實”被國際社會默許，即廿一世紀的世界秩序， 

秩序中的公義與理性原則，將盪然無存。

以強凌弱，優存劣汰的自然叢林法則全面復 

權，則人類當代史將出現嚴重的倒退現象，野蠻 

役使文明，人類的未來將是一片黑暗。

爲了不致走向如此危境，全球反戰人民團體 

應針對美英侵伊戰爭繼續提出,法律的、政治的, 

道德的嚴重舉發及問責，不應因戰事的結束而停 

止。因犯罪的“罪行”縱有停止的一日，但其 

“罪責”不可能隨其行爲之終止而自然消失，直 

到接受應有懲罰爲止。當然，所謂懲罰，絕非止 

於復仇，而是罪行本質的徹底究明，與糾正或克 

服方法的共同探索，終達成全球社會新共識之意 

。非如此，歷史悲劇將不斷重演，全球人民反戰 

運動的實質意義亦將失據。

鑑乎此，對美英兩國政府，我們仍然嚴正提 

出數點質疑與控訴：

一、美英堅持爲開戰理由的“大量毀滅性武 

器”在那裏？二、依據制先攻擊論誰是下一個伊 

拉克？三、美英聯軍統帥部應負大量屠殺平民包 

括媒體記者的刑責！四、美英聯軍統帥部應負大 

量破壞人民生存基本設施的刑責！五、美英侵略 

軍隊應立刻全面撤出！六、伊拉克前途還給伊拉 

克人民！

200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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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2003年國際勞動節”

遊行活動因SARS暫緩
發起團體30日上午前往行政院召開記者會並遞交請願書

原訂於五月一日下午所舉行的“紀念 2003 

年國際勞動節，堅持五一精神，伸張公理正義大 

遊行”勞動人權協會等42多個共同發起團體， 

鑑於因應SARS疫情蔓延，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防 

疫對抗，經緊急討論後決議暫緩五一遊行活動。 

今（30）日上午十時，前往行政院前召開活動暫 

緩記者說明會，並遞交今年五一遊行訴求的請願 

書。發起團體表示，在社會傾全力對抗SARS此 

一自然災害的此刻，官方也必須停止一切傷害勞 

工人民生活的錯誤政策，讓民眾安心防疫。特別 

是，執政當局在對抗影響民眾生命健康的自然災 

害的同時，也必須針對腐蝕社會健康的“高失業 

率、貧富差距擴大化、勞動法制改惡”的制度面 

政策問題，儘快檢討，提改正措施。

包括勞動人權協會、失業勞工聯盟、勞動黨 

社運部、工黨、基層產業工會、職業工會、漁民、 

社運、婦女、學生等多個團體代表近百名，拿著 

各式各樣早已準備好的五一遊行布條、手舉牌、 

多個掛滿寫上各種人民生活苦字條的苦瓜，上午 

前往行政院以請願活動的形式，舉辦記者會，說 

明今年已籌備多時，一切準備工作，包括動員皆 

已就緒的“紀念2003年國際勞動節，堅持五一 

精神，伸張公理正義大遊行”活動，因應SARS 

疫情正蔓延中，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防疫對抗，經 

緊急討論後決議暫緩。勞動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 

表示，SARS應視同爲自然災害，我們正處在人 

與自然抗爭三階段中的第一階段，即爲生命存活 

的抗爭，在此階段，應該將其他訴求的抗爭暫置 

一旁，全力對抗自然災害。

遊行總指揮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表示，這次遊 

行動員，以“批判新政府勞工政策”、“反對圖 

利財團拉大貧富差距”爲訴求，得到勞工熱烈回 

應，動員情形出奇踴躍。因此對於是否延期舉辦, 

動員幹部曾有不同的聲音，但大家決議，爲不使 

包括政府等社會各界的防疫工作受到影響，全力 

對抗SARS疫情，而作成五一遊行延期的決定。

上午的活動，與會代表在“反對貧富差距， 

要求社會公平。反對倒退修法，保障勞動三權。 

反對歧視待遇，保障弱勢勞工。反對軍事採購， 

擴大社會福利。反對侵略戰爭，美英立刻撤軍。” 

的口號聲中，把“芭樂”（番石榴）扔向寫有陳 

水扁競選政見的大型支票上。最後，整個活動在 

前勞動黨主席羅美文唸完請願書的內文後，行政 

院第一組官員代表出來接受請願書，順利結束。

（20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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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政府嚴詞表明拒絕派兵伊拉克, 

要求美國眾院撤回提案!

要求立法院形成決議案反對支援美英 

侵略伊拉克!

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 

人互助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勞動前線》雜誌
我們強烈反對台灣派兵支援美英侵略佔領 

軍。因為第一、我們不應該派兵協助美英的貪婪 

與不義作為；第二、我們拒絕台灣的子弟充當美 

英暴行的炮灰；第三、協助美國以“反恐”爲名 

進行侵略，只會使我們更容易遭受抗美份子（被 

美國污名爲“恐怖份子”的攻擊；第四、所謂共 

同作戰可促進台美軍事同盟，如果不是幻想，就 

是台灣海峽引爆的火藥。

我們要嚴詞抗議政府至今含糊其詞而未表 

達嚴正的拒絕意思，並譴責立委李文忠、台聯黨 

團的附美賣台發言，以及深入參與眾院該荒謬提 

案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同時，我們對民進黨政府當局提出嚴正的抗 

議。在附美、親美的心態與路線下，台灣政府至 

今含糊其詞,又說沒有規劃,又說曾經開會硏討, 

總之不肯明白拒絕美方這個可能提出的無恥要 

求。坊間美台統治集團“條件交換”的傳言甚囂 

塵上，證之台灣政府所作所爲，不禁令人懷疑， 

是否陳水扁政府允諾以出兵換取美國對其政權 

的支持。當戰犯爪牙敢自信滿滿地宣稱“只要布 

希打電話，台灣的總統一定會答應”時，是否陳 

水扁唯美是從的態度已經讓美國完全看扁？

我們也譴責立委李文忠及台聯黨團對這個 

提案的肯定態度，更譴責深入該提案之提出的台 

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所謂“對美國，總是 

要表達我們願意幫忙的意願”或“只要美國答 

應協助台灣擴展國際空間，就可以答應”，難道 

美國齜牙裂嘴地啃食中東人民的血肉與資源，我 

們也要“幫忙”嗎？難道為了擴展台灣國際空 

間這種虛幻的目的，就不惜犧牲台灣人民活生生 

的血肉嗎？ FAPA甚至宣稱自己“是美國人”，

“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來考慮”。請問，FAPA所推 

動的台灣獨立主張，要台灣人“當家作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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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就是要美國總統打電話要求什麼都答應，這 

種淪喪國格的當家作主嗎？就是要協助美國橫 

行霸道、燒殺虜掠、屠城虐俘這種令台灣善良人 

民喪失靈魂與良知的當家作主嗎？就是要為了 

美國軍火石油金融營建財團的私利，讓台灣子弟 

無辜送死、喪失生命的當家作主嗎？當中國大陸 

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外力干涉內政的原則，當絕 

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願望著和平、互助、發展與自 

尊，此時侈談“台美軍事同盟”，不但自外於東 

亞人民反對以侵略和壓迫爲本質之日美、韓美、 

菲美軍事協定與美軍基地的進步潮流，更是把台 

灣置於全球抗美份子的攻擊威脅之下，以及台灣 

海峽硝煙瀰漫的危機之中。難道台灣人的當家作 

主，就是要家園殘破、無家可當的作主嗎？我們 

不禁要請問FAPA及其同流的政客與組織，你們 

所推動的主張，是基於台灣人的立場、爲了台灣 

的長遠利益作考量，還是基於美國人的立場、爲 

美國財團壟斷資本的利益作考量？一個對美扈 

從、吮癰舐痔而喪失國格自尊、喪失靈魂良知、 

喪失生命家園的國家，就是你們的理想嗎？

基於以上，我們各團體除了向美國戰爭罪犯 

及其爪牙，更要向台灣政府以及親美附美政客 ， 

表達強烈抗議，呼籲台灣政府嚴詞表明拒絕派兵 

伊拉克，並要求美國眾院撤回提案！( 2004.5.26 )

［新聞稿］反對助紂為虐，反對枉充炮灰

強烈抗議美國眾議院．要求撤回關於請求台灣派兵

伊拉克提案

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 

人互助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勞動前線》雜誌

我們強烈反對台灣派兵支援美英侵略佔領 

軍。因爲第一、我們不應該派兵協助美英的貪婪 

與不義作爲；第二、我們拒絕台灣的子弟充當美 

英暴行的炮灰；第三、協助美國以“反恐”爲名 

進行侵略，只會使我們更容易遭受抗美份子(被 

美國污名爲“恐怖份子”的攻擊；第四、所謂共 

同作戰可促進台美軍事同盟，如果不是幻想，就 

是台灣海峽引爆的火藥。

我們相信，這不只是幾位美國官員、學者與 

國會議員的偶發想法，而是代表了美國極右派保 

守勢力與軍火－石油－金融與營建壟斷資本的 

精打細算。對於美國眾議院要求台灣派兵伊拉克 

與美軍共同作戰的提案，我們在此表達強烈的反 

對，並且對於近一個月以來美方相關的發言提出 

嚴正的批判，這些發言包括要促進台美軍事同 

盟、減少美軍的傷亡與對美國家庭的傷害、相信 

只要布希打電話不管那一位總統都會同意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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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嚴詞抗議政府至今含糊其詞而未表達 

嚴正的拒絕意思，並譴責立委李文忠、台聯黨團 

的附美賣台發言，以及深入參與眾院該荒謬提案 

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美英侵略伊拉克的所有藉口，到今天都已在 

世人面前徹底破產：美英找不到任何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也找不到薩達姆（海珊）與凱達基地 

勾結的證據；美英說要爲伊拉克建立民主，實際 

是以遠離伊拉克民意的一小撮海外親美人士在 

美國的操控下竊奪政權；美英說要解放被極權 

專制統治下的伊拉克人民，實際是把油田從伊政 

府解放到美國石油財團手中；他們號稱正義之 

師，實際是屠城、虐俘、將水庫、醫院與道路破 

壞殆盡的凶手。美英說，爲了伊拉克的和平與秩 

序，美英的軍隊必須持續佔領伊拉克；這只是爲 

了掩飾美英自己是和平與秩序的最大破壞者。美 

英預言，伊拉克人民爲夾道歡迎美英的王者之 

師；伊拉克人民以蜂起的反抗粉碎侵略者自大 

的妄想。美英以打擊恐怖主義作爲正義之戰的宗 

旨，其實美英自己就是世界上頭號恐怖主義—— 

其軍力之單極超強，暴行之令人髮指，連美英所 

支持的二號恐怖主義以色列也要瞠乎其後。

現在美國霸權已經深深陷入自己所挖的泥 

淖裡了，原因當然是在於他們長於掠奪、短於治 

理，但更因爲他們侵略無名、佔領不義。聯合國 

的憲章明言禁止任何國家以武力干涉他國政治 

與主權，美英違反聯合國決議的侵略行動已經把 

自己變成犯罪國，布希、錢尼、倫斯斐所代表的 

美國極右派則是世界頭號戰爭罪犯。

然而，現在這批戰犯竟然利用其爪牙放出風 

聲，說希望台灣派兵伊拉克，“與美軍共同作 

戰”。

日本、南韓以醫療、後勤等名義派兵赴伊， 

尚且遭到其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美國戰犯爪 

牙現在竟然公然建議要求台灣派出戰鬥兵種，這 

是視台灣反戰、反侵略、反霸權的人民力量爲無 

物！而其竟然赤裸裸地說出“減少美軍的傷 

亡”此種理由，擺明了視台灣人民性命爲草芥。 

我們在此，要對這些戰犯及其爪牙提出最強烈的 

抗議，並要求美國眾議院撤回這個侮辱台灣、鄙 

視台灣、大言不慚的提案！ （2004.5.26）

附錄

［網路轉信］反對侵略戰爭、反對台灣出兵、反對美

國 干預內政問題!

彭桂枝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一場原本不公義的侵略戰爭，美英等國在 對“美帝自由民主”的支持，以及龐大的重建商

2003年時不顧世界反戰聲浪貿然開戰，戰後各國 機利誘下，台灣金援美國！！

還沾沾自喜地在計算重建商機，而台灣爲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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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2003年3月至今，這場侵略戰爭已 

使伊拉克當地民不聊生，也使得國際油價連連上 

漲，其帶動的通貨膨脹效應不在話下，更使得依 

賴原油作爲原物料的石化業。化纖業。化工業生 

產成本大大幅上漲。

筆者與某一化工廠的工會幹部在上星期談 

天時，工會幹部及談到因爲油價上漲，帶動苯的 

上漲，使得化工廠寧願停產。排假，也不願賠本 

生產。工會幹部亦透露石油若再持續上漲，勢必 

會帶動廠內進行縮編。裁員的動作。而上週石油 

生產國亦對外發表減產的聲明，這一切對台灣這 

個仰賴外界原物料的國家實爲不利消息。

唯一可解決之道只有制止這場不公義的戰 

爭，制止美國帝國主義以戰爭來延續帝國生產命 

脈的行爲。

伊拉克的戰事在這一年國際傳媒的報導下 

我們看見美軍自食惡果的結果，也看見當地人民 

。和激進主義者在各地傳出的反抗行爲。或許有 

人會說我們倍受恐怖主義的威脅，但是恐怖主義 

的製造者卻是美國。

若說美國是“國際公義”維持者，從過去一 

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連連發生殘任的攻擊。侵 

略事件，巴勒斯坦人受到以色列總理夏隆策動的 

攻擊行爲失去了他們的家園。領袖，這一切美國 

卻是漠視其發生，只有在備受質疑的情況下才稍 

稍譴責以色列。

上週美國正在南北韓邊界進行軍事演習的 

消息傳出，我們不知道美國下一個瞄準的對象是 

不是北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正策動著一 

場場的戰爭！！

中東戰局是美國的侵略戰爭，台灣當局金援 

美國就已是不公義的行爲了，現今美國還大剌剌 

干預內政，向台灣當局要求出兵三萬多人，這樣 

的行爲在國際公義上就是不正義的，更何況屆時 

死亡的還是我們的子弟兵。台灣當局雖然在23日 

的回應是不予置會。

但是這卻無法遮掩政府企圖抱美國大腿的 

行爲。

在此請求各位回應及轉寄這封信件，補足這 

封信的引用數據和論點。另外，也請將您個人的 

意見一起寄送到總統府。國防部的信箱。

讓我們反對“侵略戰爭。

反對台灣出兵。

反對“美國干預內政問題”的意見傳到政 

府部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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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反戰報告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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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三年

國際反戰報告會開幕致辭
林書揚

（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各位參加反戰週活動的朋友們、大家好！我 

們很高興今天邀請到了四位異國朋友——應該 

說是，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的，全球人民反戰運 

動的國際戰友，來到台北，準備和本地的團體成 

員，關心的市民同胞，共同舉辦報告會、座談會 

。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國際連帶活動，在台灣確 

是難得的盛事！

當前在伊拉克境內，由伊國正規軍發動的反 

侵略戰事，雖然形式上結束了，但據報導，由伊 

國各階層人民一一包括宗教團體、政團成員和一 

些住民保鄉組織等，所發動的遊擊式抗美英武裝 

活動，似乎仍然不分晝夜地發生著。使得侵略軍 

隊佔領機關等繼續承受著不少的損失和傷亡。加 

上美英帝國主義政府，在政略上也犯了相當嚴重 

的錯誤。

其一：當初不顧聯合國多數會員國的公意 ， 

悍然揮軍進攻的理由——所謂的伊國政府密藏 

著大量屠殺性武器的大謊言，因爲終究無法提出 

確切証據，反而被証明是出於政策性掐造的假情 

報，以至在美國國會裡也引發出對布希政府的嚴 

厲追究。

其二：有關攻伊戰爭的真正動機，是美國石 

油產業集團的特殊利益，這種論點早巳經不是秘 

密。而在美英制壓了伊國軍隊的抵抗，摧毀了伊 

國政權之後，這個世界第二大石油埋藏量的國家 

油田，盡數落在美國企業的控制之下，自行暴露 

全球輿論曾經指出的黑暗真相。

其三：在侵伊戰事進行的過程下，登峰造極 

的美國高科技殺人技術的恐怖性和使用著這種 

軍事技術的美國決策人員的精神狀態的殘忍性 ， 

徹底地展現在全球人類的眼前。上述的這三種事 

實的綜合意義是甚麼呢，我們也希望從下面四位 

國際戰友的報告中得到進一步的啓示。這裡個人 

將自己的一點看法表逹出來，權作引言，請大家 

導正。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依靠其龐大的剝削 

體制,經過數世紀的積累集中，逹成了史無前例, 

在同時代諸大國中無與倫比的巨大軍事實力，這 

是無情而嚴肅的政治現實。卻也是今天的人類所 

面對的，文明野蠻化，人性逆反現象的一次最大 

危機。那一批手中握著空前大範圍的毁滅性武器 

的決策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擺脫文明進化中 

所逹成的知性行爲規範，認爲美國既已成爲唯 

一的超級强國，世界的各國各民族應該承認這個 

歷史事實。而美國做爲世界新秩序的主導者，應 

有權利執行單邊主義。大家一一包括美國人非美 

國人，都應同意，是美國的國家意志，而不是國 

際法，才是地球上重要趨勢的最高決定者。

這就是跨世紀歷史巨強美利堅合眾國，今天 

的真面貌。而它所擁有的巨大力量，既然是來自 

一定特質的壓迫體制的成果，則這種力量的持續 

發展，當然意味著那一種壓迫體制的持續運作 。 

也就是說，對美國而言，自我防衛也好，自我發 

展也好，只有壓迫體制的不間斷的强化，才能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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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目標。而阿富汗的土地與人民，伊拉克的土地 

與人民，便如此不幸地，被捲進美帝戰爭機器的 

巨輪下慘遭輾轣。

雖然，在歷史的長流中，這種文明逆轉的一 

時趨向並非罕見。不過一種國家組織的存續，最 

後狹窄化到只見價值意識的自閉和壓榨體系的 

外擴，則所謂的物極必反，不論其威武風光如何 

耀眼，走的卻是悲劇性的自我終結的路程。不過 

既然普世之間一時間沒有一個國家或可能的國 

家聯合，足以抗拒美國之强，則唯有以人民的力 

量從內部時時搖撼反人民贖武政權的心理支配 ， 

把國內政局儘可能往反帝反戰，和平協作解決國 

際爭端的方向去推。這就是當今世界人民聯合反 

戰運動的具體意義。

四位異國戰友，將各自提報各自的國家區域 

內部所展開的反戰活動的槪況。這一類的國際性 

討論會，有兩點意義是非常突顯的。第一：經過 

不同國情、不同社會習俗，甚至不盡一致的問題 

意識，我們將發現反戰和平運動的核心的價値觀 

是共同的。我們將超越條件上的差異，重新認識 

大多數人民對生命價値，道德價値的無盡的嚮往 

和執著。從這一種共同價値觀，我們將得到莫大 

的鼓勵和信心。第二：在各國不同的具體實踐 

中，不同的傳統因襲下的組織型態，結合要因， 

甚至挫折與成功的不同規律等方面的報告，將帶 

給大家另一種視角另一類體驗，將產生很大的參 

考價値和補强作用。換言之，互相激勵互相補强, 

是今天報告會的意義所在。下面，讓我們傾聽四 

位的精采講述。也請各位踊躍參加討論。謝謝大 

家。(2003.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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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3j.民2與美國反戰運動
莎拉•斯洛恩(Sarah Sloan)

「現在行動起來停止戰爭和終結種族歧視」聯盟 (A.N.S.W.E.R.) 全國青年與學生部門組織者

唐曙、宋奎汶譯
於 2003 年 8 月 17 日勞動人權協會座談 

會發表

謹代表美國反戰運動和 A.N.S.W.E.R. 聯盟 

感謝你們的邀請。能夠參與這次的活動，和各位 

分享彼此在組織問題與政治見解上的經驗與觀 

點，我們感到十分地興奮。

我報告的第一部份將配合Power Point，回 

顧 A.N.S.W.E.R. 聯盟自九一一事件至今所推動 

過的主要活動。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進步團體與人 

民體會到必須對布希政府急於發動戰爭的莽撞 

舉止，以及對美國國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區進 

行的種族歧視攻擊行為做出立即的回應，因此組 

織了 A.N.S.W.E.R. 聯盟。這個聯盟的全國指導 

委員會，是由幾個一直以來從事反對美國軍國主 

義，反對美國對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中東以及 

亞洲進行軍事介入的主要全國性團體，以及其他 

長期以來為美國人民爭取社會、經濟平等和民權 

的團體所組成。

2001 年 9 月 29 日

九一一事件後，A.NSW.E.R.聯盟於2001 
年 9 月 29 日組織了第一次全國性反對戰爭和 

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當天在首府華盛頓有 

25,000 人走上街頭，在舊金山則有 15,000 人。

A.N.S.W.E.R. 聯盟的活動能獲得成功並不 

是因為聯盟的分析和世界觀，而是因為聯盟在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後便於最早的時間提出了勇 

敢且具有社會運動觀的運動方向，透過群眾運動 

來組織政治性的抵抗。組成 A.N.S.W.E.R. 聯盟 

的 11 個全國性團體正是發動反全球化運動的 

團體。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人民在感到憤怒和 

悲傷之餘，還受到精心策劃的引導，使美國社會 

陷入一種想要發動戰爭的狂熱。這些團體就是在 

當時這樣艱難的情況下，無畏地展開立即的反 

抗。

聯盟從這個時候開始，便致力於建立一個反 

種族歧視、追求和平和社會正義的運動。 

A.N.S.W.E.R. 聯盟也因此真正發動了全美的反 

戰運動。

2002 年 4 月 20 日

2002年4月20日，ANSWER.聯盟發 

動了十萬人前進華盛頓的遊行，聲援巴勒斯坦。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支持巴勒斯坦最大規模的遊 

行。

這次的遊行之所以特別和具有歷史意義的 

原因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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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突破了美國和平運動與巴勒斯坦人 

民鬥爭長期對抗的禁忌。

2. 它揭示了美國的反戰運動，或至少這 

個運動的一部份，是可以成功地組織數以千計的 

美裔阿拉伯人、回教徒和南亞人民，與其他的反 

戰運動形成聯合陣線。這一點是深具意義的。因 

為眾所皆知，在美國的美裔阿拉伯人、回教徒和 

南亞人民社區現在是被隔離的。有數千人被逮 

捕，有些人被監禁，在沒有律師的陪同下接受審 

問，生活在一個卡夫卡式的狀態下，那裡根本就 

沒有人能提出控訴。

2002 年 6 月 29 日

2002年6月，ANSWER.聯盟在聯邦調 

查局和司法部大樓前舉行了一起示威活動，反對 

美國的「愛國者法案」對市民權利和市民自由的 

傷害。這項示威活動是我們捍衛市民權利運動的 

一個部分。

2002 年 10 月 26 日

A.N.S.W.E.R. 聯盟組織了第一個反對向伊 

拉克開戰的全國示威活動。聯盟的這次示威呼 

籲，得到了華盛頓超過 20 萬人以及舊金山 10 
萬人的響應。

2003 年 1 月 18 日

於 2003 年 1 月 18 日，我們發起了第一 

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全球行動日。當天華盛頓有 

50 萬人，舊金山有 20 萬人，全世界有數百萬 

人參加了這項活動。

2003 年 2 月 15 日、3 月 15 日

聯盟在 2-3 月間組織了一系列的群眾示威 

活動。

2003 年 4 月 12 日

2003年4月，ANSWER.聯盟開始發動

反對美國佔領伊拉克的運動。

2003 年 10 月 25 日

我們現在正在組織一個 10 月 25 日前進 

白宮和五角大廈的國際同步活動

說來非常諷刺，對全球運動的復甦貢獻最大 

的竟然是喬治．布希和他所領導的政府。這個政 

府從上個世紀開始就是美國政治上的極右翼。他 

們盡其所能地侵略擴張，在這個星球上進行了大 

量再殖民的活動，另一方面卻刪除了美國的社會 

福利和社會改革計畫。這使得全世界能史無前例 

地緊密團結起來，反對他們的政策。

這場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烽起決不是歷史 

的意外或偶然。如果沒有前所未有的網際網路和 

其他全球通訊方法，這樣的運動簡直不可能。雖 

然網際網路現在是我們組織和聯繫的主要工 

具，但這場全球運動的突然崛起還是有深層的原 

因，它是對美國白宮和五角大廈全球戰略的反 

應。

布希政府是依據 2002 年所提出的國家安 

全戰略架構來進行運作的，它所追求的是全球宰 

制。這個建造帝國的野心當然不是什麼新計畫 ，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他們背後的資本家集團早 

已為了促進美國的資本家利益，強取豪奪超過一 

世紀了。但是布希的國家安全戰略政策是建立一 

個快速的的戰略架構。我想特別強調「快速」這 

個字，也就是說，更快速地實現帝國的全球宰 

制。它們想在幾年之內就完成這個計畫。這是一 

場帝國主義鏟除所有阻礙帝國宰制的反抗與障 

礙的行動。以這個為立足點，布希政府的計畫便 

是要向全世界反抗它的人民開戰。因為布希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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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既富侵略性，其影響又遍及全球，因此這個團 

結的陣線並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而是 

成了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與預謀性侵略的共同 

防禦。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心中時常充滿極度 

矛盾意識形態與哲學觀點的全世界人民，都同時 

感受到手執反革命長鞭的五角大廈對革命的猛 

烈攻擊。

在美國國內，所有擔憂布希政府好戰傾向、 

將戰爭擺在第一順位的人民，以及堅決反對布希 

政府破壞所有社會服務計畫、市民自由與市民權 

利的人民，都團結一心，希望能實現推翻布希計 

畫的心願。

許多美國人民都看得出布希的對外政策與 

國內政策是互相關聯的。

未來的幾年，布希政府計畫要花費大約 2 
兆美元來增加已經十分龐大的軍事工業複合設 

施。這將耗費國庫內將近 1 兆美元的稅金，而 

主要獲益的卻是有錢人。因此，新的龐大軍事開 

銷金額使得其他預算減少，人民的稅金都進了企 

業與有錢人的口袋。這將造成財政危機：稅收將 

會入不敷出。這個危機可說是白宮蓄意造成的。 

如此一來，就可將財政危機做為除去或大幅減少 

美國在 1930、40、50 年代發展之所有社會福利 

計畫的託辭。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布希政府想 

要創造一個人類史上無人匹敵的「戰爭國家」來 

完全除去「福利國家」的虛名。

五角大廈現在承認，「在可見的未來」，美國 

計畫至少要保留 150,000 名美軍在伊拉克，而 

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以及佔領伊拉克所花費 

的金費，一個月將近 40 億美元。

人類史上最富有國家的政府卻比任何其他 

政府花更多的錢在戰爭上。美國政府在全世界將 

它的軍隊部署在超過 750 個軍事設施中，並在 

超過 130 個國家設立軍事基地。這就是布希政 

府所使用的手段，五角大廈與美國的企業正朝著 

他們的帝國目標邁進。

布希政府所推動的美國軍國主義快速地擴 

張，不僅造成全世界人民的威脅，同時也可預知 

地將迫害到美國勞動階級的生活水平和權利。布 

希、錢尼、倫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茲企圖將 30 年 

代起完成的每一項社會改革消滅殆盡。他們想要 

消滅或私有化哪些項目呢？社會福利、醫療保 

險、醫療補助、公眾教育、防止種族與性別歧視 

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市民權、婦女權、優生寶健、 

同志人權、環境保護，以及任何被認定會限制企 

業權力及利益，或是會成為極右派政治計畫攻擊 

目標的計畫或社會權利。在布希政權的掌控下， 

「國內的戰爭」(War at Home)也同時意味著對 

有色人種社區的迫害。警察在全國對待非裔美人 

與拉丁社區的蠻橫行為也日趨嚴重。

自九一一事件起，布希政府及針對市民權利 

與市民自由進行制度性的迫害。所謂的「愛國者 

法案」就是要將政治性逮捕、無限期拘留，以及 

國內的監視偵查行動合法化。布希政府鎮壓與分 

化的動作頻頻，包括明顯地侵犯人權法案、有制 

度地將有色人種罪犯的特徵歸檔，以及將獨裁權 

力向執政高層 (也就是總統) 集中。我們正在進 

行政治層面的反擊，反對美國政府迫害市民權 

利、市民自由，以及擴張鎮壓系統，也反對世界 

上其他國家採取新的國家安全法令來鎮壓人民。

自九一一事件起，在美國有數以千計的回教 

教徒、阿拉伯裔美國人與中亞人的市民權利與市 

民自由完全遭受侵犯。美國政府毫無人性地非法 

居留數千人。隨時都可以突擊檢查教育機構、家 

庭與工作場所。而聯邦調查局也針對特定種族與 

宗教的人民，大量地進行審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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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司法部長約翰•阿夏特洛夫特John
Ashcroft) 與極右派人士利用所謂的反恐戰爭， 

刻意打壓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與「人權法案」。 

在沒有國會投票、公民投票，也沒有經過司法審 

核的情況下，布希、司法部長約翰•阿夏特洛夫 

特與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 便決定授與聯邦調查局有權針對布希 

政府鎖定的人物進行無限制的偵查。這些人並非 

因為犯下罪行而被鎖定，而是因為政府認定他們 

的政治與宗教立場可疑，因此授權聯邦調查局進 

行監視、滲透，並瓦解他們的生活與組織。政府 

正在著手施行鎮壓機制，意圖阻止美國國內逐漸 

開展的運動。

阿夏特洛夫特與穆勒所採取的手段正是聯 

邦調查局局長胡佛 (1927-1972) 時代所採取的 

骯髒計倆。他著名的手段便是在 60 與 70 年代 

利用秘密警察監視工會、進步團體、婦女、同志 

人權與反戰團體、非裔美人、拉丁人與美國印地 

安人市民權利組織。數以萬計的人民因此失業、 

誤判入獄、驅逐出境，以及受到政府的騷擾。許 

多如黑豹黨、波多黎各青年黨與許多運動的政治 

運動者都因為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計畫 

(COINTELPRO，counter-intelligence) 而遭到謀 

殺。

60 與 70 年代人民運動對政府所施加的壓 

力，促使政府最後採取新的方針來控制聯邦調查 

局對人權的任意迫害。但事實上，聯邦調查局的 

濫權從未停止過。近來，聯邦調查局很明顯地將 

重心從犯罪調查轉向反情報計畫。這根本就是布 

希與阿夏特洛夫特決心要鎖定異議團體、政治及 

宗教團體，並展開攻擊的暗號。隨著讓中央情報 

局重做馮婦，重新開始從事國內間諜活動的「愛 

國者法案」，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將聯手執 

行秘密警察活動。

A.N.S.W.E.R. 聯盟堅信人民可以戰勝這些 

對市民權利與市民自由的迫害。

我們認為，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這兩場侵略 

與佔領的戰爭，其性質皆相同，都是布希政府為 

追求霸權，對全世界展現永無止盡的野心。 

A.N.S.W.E.R. 聯盟便以這樣的霸權企圖，做為聯 

盟發展反制運動的策略核心。

在美國幾個主要的反戰運動團體中 ， 

A.N.S.W.E.R. 聯盟的觀點只是其中一種，這樣的 

觀點並未被所有人接受。

2002年夏天，A.N.S.W.E.R.聯盟預估到布 

希政府已經決定對伊拉克發動侵略戰爭。那時， 

美國的反戰與和平運動基本上是分裂成兩個陣 

營：一個是我們這個陣營，認為唯有人民才能停 

止這場戰爭，唯有透過群眾運動才能改變政治氣 

候。於是我們從夏末便開始推動 10 月 26 日華 

盛頓首府和舊金山的群眾示威活動計畫。另外一 

個反戰運動陣營則認為，示威活動只是一種無效 

的表達方式，根本無法成為一股美國國內政治上 

的實際力量。他們不推動示威的計畫，而是試圖 

將反戰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向國會、政客，特別是 

民主黨提出呼籲，用投票的方式來反對布希所策 

劃的侵略戰爭。

我們並不反對人民遊說國會，因為我們知道 

有許多人想要透過選票來影響國會，而我們也一 

直明白，國會和民主黨早就變成布希政府的俘 

虜。這是因為，民主與共和兩大黨都是代表大資 

本家的利益，他們都支持帝國的目標。多年來他 

們早已同意美國必須實行伊拉克「政權改變」計 

畫，他們也想將薩達姆•海珊的政府替換成一個 

代理人政府，即便是國會裡的自由主義者，也在 

面對美國政府所主導、明顯非法的侵略計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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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他們的恐懼與懦弱。

所以，我們應該要選擇不同的運動方向，而 

非指望政客。我們必須要教育、組織和動員美國 

群眾，也唯有透過他們的努力，才能向布希政府 

和主導美國戰略的極右勢力施加政治壓力。

當時，我們並沒有具體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 

的口號，我們的口號只是一句便於進行組織的口 

號：「在開戰前阻止戰爭」。但當我們以這樣單一 

的口號盡可能團結所有人的同時，我們仍然非常 

謹慎地在所有的示威現場，透過政治性演講和口 

號來介紹反對帝國主義的概念。例如，我們會提 

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抗殖民佔領和追求自決 

的訴求。我們也反對一些和平運動對布希政府所 

提出的「落實武檢」而不要發動戰爭的訴求。當 

我們的口號是「在開戰前阻止戰爭」的同時，其 

他比較保守的和平運動則是在鼓動「繼續武檢、 

不要戰爭」這個口號。他們在文宣中呼籲要解除 

伊拉克武裝，但卻要求要由聯合國的武檢小組來 

落實這個目標。其他和平運動的口號，還有如， 

以非軍事手段改變伊拉克政權、「聰明的經濟制 

裁」策略，他們認為這樣的策略可以削弱政權 ， 

但不會使人民遭受痛苦。

我們鼓勵反戰運動的各部門應該要形成聯 

合陣線，同時在「在開戰前阻止戰爭」的口號下 

推展運動。但是我們也高度關心那些熱中於改變 

伊拉克政權和持「要武檢、不要戰爭」訴求的人。 

因為這樣的訴求很可能會誤導運動的方向，並且 

使反戰運動在戰爭開始後瓦解。

我們從來就不相信布希政府會把伊拉克視 

為一種立即而致命的危險。我們不相信他們會擔 

憂伊拉克的核武和非正規武器的能力。我們從來 

就不相信布希政府真得會希望伊拉克有個民主 

的政府。我們一直相信布希政府為了開戰而羅織 

的種種託辭和理由都是為了消耗公眾意見的謊 

言，他們以此來掩飾帝國主義的真正目的。我們 

不相信進步運動或左翼可以和戰爭製造者在目 

的上相同，而在戰術上不同。這樣的策略是不正 

確的。

戰爭只是政治的延續 （克勞塞維茨語），這句 

話被左翼甚至右翼軍事圈所接受。這並不表示我 

們支持伊拉克社會復興黨。我們相信這句話真正 

的含意是，我們必須教育美國人民，懂得分辨戰 

爭宣傳和戰爭真實目的的差異。當前最重要的並 

不僅是建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還因為伊拉 

克僅只是被戰爭製造者視為一場戰鬥，下一場戰 

爭的序曲。下一場戰爭仍然會以一些託辭和所謂 

可怕的危險做為理由，繼續嫁禍給北韓、伊朗或 

哥倫必亞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 （FARC）。

我們反戰的基本戰略是對戰爭實際發展的 

一種回應。如我們所知，布希政府將這場戰爭名 

之為「反恐戰爭」。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侵略、 

轟炸並佔領阿富汗與伊拉克。請大家務必仔細聽 

清楚。根據布希政府自己的說法，反恐戰爭將是 

一場要打上一輩子的仗，或是如副總統錢尼所 

言，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戰爭」。這樣的言論倒 

是方便了布希，讓他的政府機構 （政府的行政部 

門） 能夠不必顧忌法院 （政府的司法部門） 與國 

會 （政府的立法機構）。並讓總統能夠擁有近乎獨 

裁的權利，擁有只有在戰爭時期總統才擁有的權 

利。根據他們的說法，我們現在的生活正處於永 

無止盡的戰爭中。

永無止盡的公式，還有另外一個特徵能讓人 

看清它的意圖。這讓布希政府有一個方便的藉 

口，可以武斷地宣稱誰將會是下一個目標，並且 

很明確地，布希在他的演講中宣稱有所謂的邪惡 

軸心國。在名單中，伊拉克是第一個，韓國是第 

二個，伊朗是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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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僅可以預見在中東、亞洲、拉丁美洲 

與非洲將會有新的對峙，連美英結束在伊拉克戰 

爭的日子也將遙遙無期。伊拉克人民自始至終都 

不會認為國家被佔領、主權被剝奪是帶來自由的 

善行。我們都有責任要支持伊拉克的反抗，要求 

美國與英國的佔領者今天馬上離開，沒有明天這 

回事。

已經有數萬名伊拉克人民與數百名美軍身 

亡與傷殘。當伊拉克人民的怒火燃燒得越來越旺 

時，將會有更多更快速的死傷人數出現。伊拉克 

人民希望美國結束佔領，而在伊拉克的美國士兵 

也希望能夠回到故鄉。

當布希政府火速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時，欺騙 

了人民、國會與聯合國。而現在又想要找理由掩 

飾他的謊言與欺騙。

正如反戰運動所預料，伊拉克人民將美國軍 

隊視為殖民的佔領者，而不是解放者。受到不友 

善環境的驚嚇，又在軍中高級軍官所製造的種族 

歧視氣氛的鼓勵下，美國軍隊在戰爭中為喬治• 

布希的真正幕僚 - 美國石油壟斷企業與企業精 

英 - 正在進行殺戮或即將殉職。美國士兵與他 

們的家人現在正瞭解到，政府的高層官員 （大部 

分是億萬富翁） 將美軍當做是掠奪伊拉克石油 

資源的私人安全部隊。

在我們繼續進行反對佔領伊拉克運動的同 

時，也必須反對布希政府對伊拉克、韓國、巴勒 

斯坦、阿富汗、古巴、菲律賓、哥倫比亞、賴比 

瑞亞、辛巴威等國家所進行的威脅。

美國早已為與北韓軍事對抗埋下了根基。朝 

鮮半島已經因為人為因素被分裂長達 50 年。有 

37,000 名美軍佔據在南韓，使南韓成為全球最 

受軍事化的一塊領土。美國政府拒絕簽署禁止設 

置地雷的協定，而這個協定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已經簽署承認了，而美國政府的理由卻是，在 

未來的韓國衝突中，可能會需要使用地雷。在過 

去 10 年中，美國政府並沒有信守 1994 年與北 

韓簽定的協議，這個協議的內容是，北韓同意終 

止核武計畫，而美國要協助北韓建立核子反應爐 

來取代替換的電力供應來源。美國十分清楚，隨 

著蘇聯的瓦解，北韓損失了 90% 的石油與天然 

氣資源，而這已造成北韓的經濟陷入嚴重的緊 

縮。當布希政府入主白宮，表明要回到早年的外 

交政策，接著又發表所謂邪惡軸心國的演說之 

後，北韓政府認為這將開啟一場戰爭之路。因 

此，他們隨後也宣布要重新開始他們的核武計 

畫。雙方都想避免立即的戰爭，但對北韓而言， 

他們很明顯地想要跟美國保持正常關係。但由於 

布希政府挑釁的立場，以及在朝鮮半島進行軍事 

化的情勢，很可能雙方會在不久的將來兵戎相 

見，引發一場新的韓戰。這樣的發展對韓國人民 

來說，不僅是一場災難，也將造成亞洲及全世界 

無法預料且日益惡化的後果。

與國防部長倫斯菲爾德極為親密的五角大 

廈顧問、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詹姆斯•武賽James 
Woolsey）在最近與退伇空軍少將湯姆斯•麥克 

伊爾尼 （Thomas McInerney） 在華爾街日報合寫 

的文章中，約略提到了美國軍事計畫制定者即將 

對北韓發動攻擊行動的可能計畫。

這個計畫的目的是侵略北韓，並且在 30-60 
天內推翻北韓政府。這個計畫還包括對北韓的一 

些目標進行每天 4,000 次空襲的行動，以及讓 

美國海軍陸戰對在海岸駐紮，展開對平壤的陸上 

攻擊。美國還將加派兩個陸軍師支援南韓軍隊對 

北韓展開進攻，並且要召集國家衛隊和預備軍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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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政府裡那些需要對伊拉克戰爭負責的 

人，現在卻想要進一步推動對伊朗的戰爭。如果 

他們能在海灣的一邊製造一個伊拉克代理人政 

府，在另一邊製造一個伊朗的代理人政府，他們 

將可以成功地對中東地區進行再殖民。伊拉克和 

伊朗是這個區域的重要勢力，他們掌握了全世界 

三分之二的石油蘊藏量，建立這樣的代理人政 

權，美國就可以真正地掌握全球石油。我們不要 

忘記美國中央情報局在 1953 年所支持的伊朗 

政變，讓美國所支持的伊朗國王重回王座。而這 

個伊朗國王回到辦公室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將伊 

朗石油去國有化，讓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重新 

奪回這些不屬於他們的石油資源。

完全控制中東的石油資源能讓布希有機會 

能完全主導與德國、日本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競爭 

對手的關係。

A.N.S.W.E.R. 聯盟準備繼續推動反對佔領 

伊拉克的運動，同時也發展加強反戰意識、並反 

對布希政府對伊朗、北韓與其他國家發動戰爭與 

威脅的運動。

2003 年 5 月 17-18 日，A.N.S.WER.聯 

盟在紐約市召開了一場「反戰、反殖民佔領與帝 

國主義」的全國會議，詳細規劃美國反戰運動的 

路線，並針對國際間的團結互動提出計畫。

A.N.S.W.E.R. 聯盟團結了美國數千名的組 

織者與運動者，提出下一階段反戰運動的新口號 

-「團結起來反戰、反殖民佔領與反帝國主義」。 

在前幾年，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樣的口號太 

過誇張，但今日布希政府的極端好戰與毫不掩飾 

的全世界擴張主義策略，已將其發起戰爭的帝國 

主義野心洩露無遺。

以此口號的精神為前提，我們在今年秋天將 

發起兩場主要的活動。

9 月 25-28 日將是全美國與全世界「國際 

團結反對佔領與帝國主義行動日」。在這一天， 

從巴勒斯坦到伊拉克、菲律賓、古巴、韓國，所 

有反抗的人民將團結在一起。A.N.S.W.E.R.聯盟 

將與全世界所有反抗美國佔領與殖民他們土地 

的同志站在同一陣線。

9 月 25-28 日，各地也將會發起抗議活 

動。就目前所知，整個阿拉伯地區在這幾天中都 

會舉行抗議活動，因為 9 月 28 日正是巴勒斯 

坦人民第二次發動人民起義 (Intifada) 的三週 

年紀念日。

10 月 25 日 (星期六)，在美國將會有數十 

萬名群眾與世界各國的代表走上街頭，要求美國 

政府立刻停止佔領伊拉克，並且將美軍立即從伊 

拉克撤出。抗議隊伍將從司法部行經白宮，再到 

五角大廈，同時也將要求布希政府停止掠奪與破 

壞社會福利制度。全世界都公認，必須要團結起 

來在世界各地阻止布希的所作所為，特別是要立 

即停止對伊拉克的不正義佔領。

10 月 25 日華盛頓國際大遊行將會有來自 

世界各地的代表，這些代表將對布希政府極度好 

戰的「先制攻擊」策略提出抗議。布希政府剛剛 

獲得國會同意，建造專門針對第三世界未來衝突 

時要使用的新型戰略核武。這次遊行也將要要求 

立即結束這個新的核武裝備競賽。

10 月 25 日活動的數十萬名參與者中，也 

將會有許多老兵和士兵的家屬，以及許多學生與 

青年人。

10 月 25 日這個週末也是實施所謂「愛國 

者法案」的兩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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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 10 月 26 日，將會有一個與國際反戰 

運動代表的聚會，商討未來的規劃與策略。

每天，都有人因為非法佔領而死亡。每天， 

人們都因為帝國與企業全球化的野心而變得愈 

加悲慘。每天，保護美國勞動人民生活的社會福 

利計畫，都不斷地被削減。阻止布希對國外以及 

在國內的戰爭，絕對是攸關生死的事情。現在就 

是起來行動的時刻了。

在戰爭開始之前，全世界的人民就已經走上 

街頭進行前所未有的全球動員。10 月 25 日， 

我們也將再度走上街頭。有越來越多的士兵家屬 

與美國老兵加入反戰、捍衛市民權利、社會正義 

的運動，將可以形成有力的政治影響來結束伊拉 

克的佔領，並使軍隊立即撤回美國。正是人民運 

動的力量終結了美國對越南的侵略和佔領，而這 

次活動也將會是全球人民的反戰運動，協助終止 

美國對伊拉克的佔領。

除非人們學會去瞭解帝國主義者戰爭野心 

的特性，否則很容易被戰爭的宣傳口號所矇蔽。 

人們必須瞭解，戰爭實際上是為了滿足資本家統 

治集團永不滿足的經濟利益與政治目的而戰。此 

外，所有國際的同志也比須透徹瞭解這些特性。 

我們必須以現實為基礎來策劃行動與策略。從我 

們的觀點來說，現實是美國的統治階級自從 13 
年前蘇維埃政權垮台後，就完全掌握了控制世界 

的機會。而這個宰制世界的核心特色就是所謂的 

全球化。

布希政府的成員有軍事工業集團、大石油、 

採礦企業以及最大的工程公司。他們也代表一種 

意識形態趨勢，相信任何對資本擴張的限制都是 

犯罪，不論是反殖民革命或勞動人權，還是環境 

保護，都是犯罪。他們企圖將這整個地球都私有 

化，但並非為了全世界資本家的利益，而只是為 

了美國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想要消除任何想要維 

持獨立，或甚至希望能中立於國際貨幣基金會 、 

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控制之外的國家主 

權，就像是對待伊拉克的所做所為一樣。他們追 

求能成就帝國目的的戰爭。這些成員鼓吹美國軍 

國主義，認為這是向世界施壓的主要方式，藉此 

也勾勒出人類命運將遭受的嚴重且迫在眉睫的 

威脅。

我們對國際運動的見解是，若將反對美國軍 

隊的運動包括在內，則可以構成強而有力的力 

量。除了運動本身，這樣的力量同時也可以有效 

地傳播正確的政治意識，讓人民能夠實際瞭解到 

今日世界政治的本質。不同於其他美國的和平運 

動，我們要的並不是一個比較仁慈、溫和的帝 

國。我們並不想讓另一個新的凱薩大帝來取代布 

希這位美國帝國現任的凱薩大帝。反之，我們想 

要利用這次的世界危機，推動一次激進且有效的 

社會改革，讓全世界 （包括美國在內） 都能逃脫 

美國帝國主義的魔掌。

蘇聯與東歐陣營的瓦解，以及其政權由親西 

方的資本家政府接管後，讓白宮的極右派能毫無 

顧忌地朝向所謂極端全球化的目標邁進。也就 

是，將所有的經濟利益都私有化、解除所有對外 

國投資的限制、根除社會福利計畫、削弱或消除 

工會或勞動人權，以及摒棄所有環境保護的限 

制，一點都不妥協。極端全球化意味著倒退到毫 

不掩飾且粗暴的企業資本主義。它頂著自由市場 

的大標籤，但實際上卻是強取豪奪超級利益的不 

合理手段，特別是美國的銀行與企業更是從中獲 

益最多。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與五角大廈 

其實就是極端全球化兵工廠中不同的武器。

當蘇聯垮台時，美國的御用政治學者和學術 

機構聲稱歷史結束了。他們藉此表達人類歷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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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了不同的階段，這個活生生的社會主義實驗 

終究失敗，消失在企業資本主義中。他們爭論著 

歷史演進會帶領社會進入歷史自身發展的終 

點，而目前這個被少數跨國企業、銀行與億萬翁 

統治的狀態，即是歷史的終點。

我們 A.N.S.W.E.R. 聯盟完全有自信相信， 

我們並非處於他們聲稱的歷史終點，事實上，人 

類尚未進入可以真正稱做人類歷史的存在階 

段。直至今日，社會仍被菁英、奸商所主導。社 

會的財富與全體的生產成果都累積到少數人的 

手裡。每個帝國都夢想自己會永垂不朽 - 但從 

來都沒有一個會實現。美國帝國、美國資本主義 

與帝國主義以令人緊繃、危機與威脅的姿態展開 

其統治世界的行動，全世界的人民為了保護自身 

的利益，毫無選擇，只能組織、團結、動員並予 

以還擊。

總結以上，我們 A.N.S.W.E.R. 聯盟並不是 

為了任何政治成就、任何政客而努力。我們在去 

年所累積的經驗，將成為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的 

方針：毫無限制的全球化 - 也就是美國帝國主 

義擴展的新階段 - 是對全人類 （特別是全世界 

的勞動階級、窮人、年輕人） 的威脅。在過去幾 

個月，我們也體會到，全球也將會持續對此做出 

回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全球人民將站出來 

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戰爭侵略伊拉克。我們日以繼 

月的目標是要促進全球世界團結起來成為一股 

強大的力量，來反對並瓦解白宮的帝國主義。

從亞洲到中東，A.N.S.W.E.R.聯盟支持人民 

有權擁有真正的自由，能夠自決，並遠離美國的 

操控與侵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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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菲律賓的反戰運動
Wim De Ceukelaire

(國際解放行動-第三世界醫療援助)(International Action for Liberation-Medical Aid for the 
Third World ，Intal-MATW)

宋奎汶譯

2003 年 8 月

歐洲
歐洲與美國的反戰運動有許多相近之處。由 

於美歐同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成員，且自第二次 

世界大戰起便建立起強固的軍事及政治聯盟，運 

動性質上的相近一點也不令人感到驚訝。不過， 

在歐美兩大世界工業核心間矛盾日益加深的趨 

勢下，也有下列幾個不同之處值得思考。

• 歐美之間的關係自冷戰結束之後有相當 

大的轉變。在蘇聯垮台之前，由於意識到東歐共 

產主義對歐美的威脅，促使他們在政治與軍事上 

結合。

• 由於生產過剩危機日趨嚴重，全球經濟 

面臨前所未有的沉重負擔，歐美之間在經濟上的 

敵對越來越激烈。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企圖藉由 

打開貧窮國家的市場，銷售工業化國家過剩的商 

品以解決他們自身的危機。但是，幾年之後，就 

如同眾所皆知的 1999 年西雅圖首長會議 

(Seattle Ministerial Meeting) 的破裂以及 2001 
年杜哈會議 (Doha Meeting) 的失敗，歐美又再 

度互相攻擊。雙方皆動用龐大的公共資源在世界 

市場中競爭 (例如，美國的鋼鐵補助政策以及稅 

賦減免措施，與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 (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 歐美各有其優勢與劣勢。當歐洲似乎在 

經濟競賽中佔得上風時，美國在軍事上仍維持他 

絕對的優勢。當歐盟正緩慢地建立歐盟聯軍的同 

時，個別國家的軍隊根本無法與美國匹敵。如果 

歐洲想要與美國競爭，歐洲必須一邊從經濟與政 

治方面著手，同時也要試圖避免美國打出軍事王 

牌。

• 儘管在軍事上仍然落後於美國，但歐洲 

仍正努力嘗試在這方面趕上美國。去年，德國政 

府決定投資 20 億歐元來開發新的裝甲車，並且 

決定耗資 26 億歐元採購 "Meteor" 與 "Iris-T" 

空空導彈。法國政府於 2002 年 9 月通過了 

2003-2008 年的 5 年軍事計劃。該計劃預定以 

900 億歐元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艦以及配備巡弋 

飛彈、新型核子彈的戰鬥機，和直昇飛機。法國 

2003 年的國防預算與司法和國內事務預算相 

較，是 3 個部門中唯一一個有增加預算的部 

門，也因此犧牲了法國國內保健與教育的預算。

• 許多歐洲國家在中東地區都擁有相當的 

經濟利益。例如，德國對伊朗的出口金額從 1999 
年的 16 億元增長至 2001 年的 23.3 億 元。 

除了石油以外，德國成為全世界伊朗產品最大的 

進口國。法國石油公司 TotalElfFina 已經在戰前 

(甚至還是禁運期間) 協商讓出伊拉克境內最好 

的油田的使用權。歐洲和美國一樣，不喜歡堅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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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主權的政權，歐洲想要藉由政治手段在伊拉 

克、伊朗、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設立自己的親歐 

政權，換句話說，也就是提高這些國家內親歐洲 

對立團體的影響力，也就是所謂的「市民社會」。

• 然而，各別國家的經濟利益仍大相逕 

庭。如果英國與荷蘭支持美國，那是因為在三個 

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就有兩個屬於英資或是英荷 

合資。他們認為親向美國對他們比較有利益。美 

國軍隊重要的供應者就是英國的國防工業。這剛 

剛好就解釋了，為什麼當部分歐洲國家全力支持 

在伊拉克發動戰爭時，仍有其他國家對美英侵略 

抱持批評的態度。

• 迄今，歐洲軍隊仍處於初期階段，因此 

受美國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仍然是歐洲軍 

事侵略 (例如，阿富汗) 的唯一架構。同時，由 

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歷史上的角色，它一直是 

美國對歐洲施加控制的主要機制。歐洲菁英夢想 

擁有歐洲軍事聯盟的企圖越來越強烈，不過，那 

得是屬於歐洲自己的軍隊才行。

• 與美國之間曖昧不清的關係 — 廝殺競 

爭的同時仍需要彼此— 使得部分政府對於伊拉 

克戰爭的態度含糊不清，或是偽善。法國、德國、 

比利時與部分其他國家申明他們反對發動戰 

爭，但卻沒有任何舉動阻止戰爭。更糟糕的是， 

當戰爭準備動作一開始，這些國家即被動地表示 

支持，允許美國自由進出他們的領空運輸軍隊、 

物資，以及使用他們的軍事設施等。

下文中，我想要指出歐洲反戰運動的幾個特 

點。

• 首先，並沒有所謂的歐洲反戰運動，因 

為大家仍是在各自的國家組織活動。雖然有招集 

一些會議試圖協調將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提 

升到全歐洲的層次，但是主要的反戰運動與聯盟 

實際上都仍處於國內層次。

• 最大規模的活動動員是在支持美國侵略 

的國家：英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包括比利時 

在內的其他國家，參與活動的人數雖多，但明顯 

的少很多。很顯然地，人們相信即使他們不參與 

大型活動，他們的政府仍會真心誠意地反對這場 

戰爭，並且會試圖進行阻止。

• 在比利時，反戰團體分成幾派。許多組 

織與個人仍受到政府立場的矇騙，以許多理由與 

政府站在同一邊：例如，海珊是有問題的，他必 

須被免職、必須給武檢官更多時間等等。這些爭 

論影響了公眾的意見，他們錯誤地將希望放在政 

府身上，而模糊了主要的焦點，也就是美國帝國 

對中東的野心。

• 由於上述原因，形成了兩個反戰聯盟： 

一個是「主流」的聯盟，甚至還允許部分政黨參 

與，而另一個是較為激進、有原則的聯盟-「停 

止美國侵略」聯盟 (“STOP USA” 或稱作 “Stop 
the United States of Aggression”)。

• STOP USA 也派了 4 名醫生到伊拉 

克。其中兩位得以在戰爭開始前抵達巴格達，而 

另外兩位則是在美軍即將攻進巴格達時加入。他 

們的首要任務是要支援他們伊拉克的同僚與專 

業醫護人員，與伊拉克人民團結在一起，並記錄 

和見證戰爭造成的影響。

• 戰後，這 4 名醫生帶著幾位美國戰爭犯 

罪受害者的證詞回到比利時，並要求提出陳情， 

控訴美軍指揮官法蘭克將軍的戰罪。比利時特有 

的「普世管轄權法」(Law of Universal Competence) 
使這個陳情得以成立，就算不是比利時人，也可 

以在比利時法庭中對發生在比利時國土之外，其 

他國家人民的戰爭罪行提出告訴。最後，比利時 

不僅將此戰爭犯罪案件提交美國法院，甚至還針 

對美國修改法律，美國對此感到十分憤慨。

菲律賓
菲律賓的情況當然就截然不同。首先容我提 

出幾點重要的背景資料。

• 菲律賓曾經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經歷 

了一場浴血戰爭才得以統治這個群島。菲美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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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6 年起歷經 17 年。在 1898 年戰爭一開 

始時，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了大約 60% 的美軍人 

員。兩年之後，根據美軍估計，已經有 600,000 
名菲律賓人受難，受害者幾乎全數都是平民百 

姓。許多受害者都遭受酷刑與凌虐。老百姓受到 

行動限制且難以取得食物。近來的估計數據已達 

80 萬到 1 百萬名菲律賓人死亡 — 大約是菲 

律賓人口的 10-15%。當時反抗十分激烈，菲律 

賓農民與工人勇敢地加入游擊戰來抵抗侵入的 

強權。

• 即使在建立殖民統治之後，仍持續有地 

區性的農民起義與大型的城市工人運動起來反 

抗。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承認菲律賓形 

式上的獨立。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藉由魁儡政府 

以及與當地地主和掮客的商業利益結合來確保 

新殖民統治。

• 在如此形式上的獨立之後，1947 年更是 

以美軍基地協議讓美軍在菲律賓駐紮，再次確保 

美國的軍事存在。美軍在菲律賓一直都保有龐大 

的軍事基地，直到 1991 年菲律賓參議院迫於要 

求移除美軍基地的群眾運動壓力，拒絕延長基地 

協議為止。

• 菲律賓人民與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歷史 

十分長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形式上的獨立 

之後，這個鬥爭的傳統於 1960 年代由菲律賓的 

青年與學生復甦，在此同時，菲律賓共產黨也重 

新成立，且新人民軍也發起國內武裝民主革命。 

即使深受有美國撐腰的馬可士獨裁政權壓迫，仍 

有公開且合法的人民組織成立，並領導進步、愛 

國的人民運動。在1986年，BAYAN (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 - 新愛國陣線) 成立，成為 

跨各部門合法人民運動的中心。

菲律賓是如何成為「反恐戰爭」的第二前 

線？

• 必須以美國後冷戰策略為前提來分析菲 

律賓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策略的一個重要因素是 

在防止任何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崛起。基於這點 

考量，亞洲是一個非常有挑戰力的區域，其中包 

括資源豐沛的國家 (像是中東)，或是人口眾多的 

國家 (像是印度，特別是中國)。美國 2001 年的 

「四年期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就討論到：「從中東至北亞延伸出一條寬廣、不 

穩定的弧形地帶」，這些地區「權力的興起與沒 

落一觸即發。 (…) 維持亞洲情勢的穩定平衡將 

是一項複雜的任務。這個區域很有可能會出現擁 

有龐大資源的軍事競爭者。東亞沿岸-從孟加 

拉灣到日本海-就是一個足具挑戰性的區域 。 

(…) 美國在這個區域中軍事基地與沿岸建設的 

密度比其他關鍵區域的密度低。美國對於在這個 

區域設施的使用權力方面也比較沒有把握。」

• 菲律賓正巧在這個「不穩定的弧形地帶」 

的正中央，且由於其位置鄰近印尼、韓國、中國 

等形勢關鍵地點 (潛在的)，也鄰近全球半數貿易 

必經的航路，因此菲律賓在戰略位置上可以控至 

整個東亞地區。此外，菲律賓也是整個東南亞地 

區不論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上，受控制最完全的 

國家。

• 早在 911 以及所謂的「反恐戰爭」發生 

之前，美國就已經計劃將其軍事影響轉向東亞的 

南方世界，並在菲律賓建立其軍事影響力。「反 

恐戰爭」的宣傳提供了美國一個方便的藉口，以 

聯合軍事演習為偽裝，將美軍重返菲律賓正當 

化。利用恐怖恐慌的情緒，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 

創造的阿布．沙耶夫 (Abu Sayyaf) 組織被描述 

成蓋達組織在菲律賓當地的分支，甚至連新愛國 

陣線 (NPA) 也連帶被扣上「恐怖主義份子」的 

帽子。

• 2002 年 2 月起，美軍以「圍剿阿布． 

沙耶夫黨羽進行反恐軍事演習」為由，開始在民 

答娜峨進行軍事戰區部署，雖然「美菲共同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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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 02-1」(Balikatan 02-1) 已於去年 7 月正式 

結束，但輪調的美軍部屬也因此重返菲律賓。

菲律賓人民對美國再度干涉的反應。

• 在得知軍事干涉計畫的同時，「新愛國陣 

線」便推動「美國軍隊立刻離開」(US Troops Out 
Now) 聯盟的成立。這項運動最顯著的成就便是 

於 2002 年 7 月 24-31 日之間，促成菲律賓 

「反對美軍對菲干涉國際團結任務代表團」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ission Against US 
Armed Intervention in the Philippines)。這個團結 

任務代表團在菲律賓的調查顯示：

- 美國士兵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

並且對待在家中的非武裝平民進行襲擊與槍擊。

- 平民由於「美菲共同軍事演習

02-1」軍事演習，人權遭到嚴重的侵害。

- 美國想透過一系列的軍事演習計

畫，達到在菲律賓進行深入軍事擴張的目的。

• 團結任務代表團參與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群眾活動 -「自由、和平與主權人民車隊遊行」。 

將近一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人與專業人 

士，儘管遭到軍方的騷擾，還是歷經數日的旅程 

來到民答那峨的三寶顏市。

• 同時，在「新愛國陣線」的帶領之下， 

成立了團結的反戰聯盟 -「要正義，不要戰爭」 

(Justice Not War Coalition)。該聯盟已經積極地在 

推展運動，反對侵略阿富汗的戰爭，同時也發動 

充滿戰鬥力的群眾行動，反對伊拉克戰爭。該反 

戰運動聯盟還揭露了愛若育政府甘做美國傀儡 

的本質，並闡明美國的全球侵略行動與美軍在菲 

律賓的軍事干涉之間的關聯。「要正義，不要戰 

爭」聯盟爭取到一些其他組織與名人的支持，也 

在今年的 2 月 28 日成功地發起了一場五萬人 

的群眾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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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戰爭罪行對

伊拉克公衛體系的破壞
(U.S. and British War Crimes Ravage Public Health in Iraq)

Wim De Ceukelaire
(國際解放行動-第三世界醫療援助)

(International Action for Liberation-Medical Aid for the Third World ，Intal-MATW)

：陳真、王怡靜、李鑑慧譯
2003. 4. 30

許多研究廣泛描述了 1991 年波灣戰爭對 

伊拉克公衛狀況的影響。根據一項 1993 年的研 

究，1該戰爭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二十萬零五百 

人的死亡；其中半數以上是男人，但死者之中也 

包括了兩萬三千名的婦女和七萬四千名的小 

孩。大部分的死亡—約十一萬人—則是起因於長 

期的空襲破壞了國家基礎建設所導致的公共衛 

生之惡化。

1 Beth Osborne Daponte, M.A. "A Case Study in Estimating 
Casualties from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e 1991 Persian Gulf 
War" 1993.
2 WorldHealthReport 2002, p. 227-228.

3 "The human costs of war in Iraq"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2003.

戰爭進行時，許多醫院和診所因為嚴重破壞而不 

得不關閉，而那些得以繼續營運的醫院，工作負 

擔也因而劇烈加重。基本設施所受到的廣泛破 

壞，不僅進一步削弱了僅剩的醫療單位之運作能 

力，並且使得社會大眾生活在不良的公衛狀況底 

下，過去那些控制良好的傳染疾病於是又再度爆 

發。2

伊拉克由於自 1990 起年就受到嚴厲的禁 

運制裁，人民生活條件之急遽下降，乃是人類史 

上所未曾有過的事。她在「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排名，從 1991 

年的排名 96，下跌到 2003 年的第 127 名。3

雖然現在仍然不太可能正確評估持續中的 

戰爭對伊拉克人民福祉與健康的影響，但是，許 

多指標已經顯示出嚴重的傷害。另有許多證據顯 

示，英美之入侵與佔領，造成許多原本可以避免 

的平民傷亡以及醫療設施之嚴重破壞。這篇報告 

將許多亟需進一步調查的原始資料蒐集在此，我 

同時也引用了各媒體的報導和「第三世界醫療援 

助」(MATW)四位戰時在巴格達從事醫療服務 

的醫師一莫特(Geert Van Moorter)、毛拉特

(Colette Moulaert)、戴維(Harrie Dewitte)以及 

吉樂斯(Claire Geeraets)—之目擊見證。

平民傷亡

這場戰爭開始之前，研究者預估雙方在戰時 

及戰爭結束三個月後，死亡總人數可能會介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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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八千人至二十六萬人之間；戰後不良的衛生狀 

況，將另外再製造二十萬個死亡人數。4如往常 

一般，多數傷亡者將是平民，而且幾乎全部是伊 

拉克人。聯合國一份外洩文件「人道狀況預估」

4 MEDACT and 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IPPNW) "Collateral Damage: Th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war on Iraq" November 2002.
5 Campaign Against Sanctions on Iraq "Confidential UN 
Document Predicts Humanitarian Emergency in Event of War on 
Iraq" Press Release, 7 January 2003.
6 "The human costs of war in Iraq"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2003.
7 Bradley Graham and Dan Morgan "U.S. Has No Plans to Count 
Civilian Casualties" Washington Post, 15 April 2003.
8 "Red Cross horrified by number of dead civilians" CTV, 3 April 
2003.
9 Iraqbodycount 透過網路媒體報導與目擊報告來估算死亡 

人數。他們的方法，可參見

http://www.iraqbodycount.net/background.htm#methods.
10 "Weary Iraq counts human cost of war" The Observer, 20 
April 2003.

11 "At the gates of Baghdad" The Economist, 5 April, 2003.
12 Bradley Graham and Dan Morgan "U.S. Has No Plans to Count 
Civilian Casualties" Washington Post, 15 April 2003.
13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q. Civilians under fire" April 2003, 
AI Index: MDE14/071/2003.

(Likely Humanitarian Scenarios)估計，可能會有 

五十萬人受傷或生病。

該報告並特別指出，為數兩千三百萬的伊拉 

克人民顯得特別脆弱，那是十二年的禁運所造成 

的貧困後果，其中大約有 60% 必須完全仰賴國 

家配給來過活。5戰前的最近一次調查研究，也 

證實了這些發現，研究報告中並將伊拉克比擬為 

一個「巨大的難民營」。6 7

開戰兩週後，當時仍然存在的伊拉克政府於 

4 月 3 日公佈的平民死亡人數是一千兩百五十 

四人。7同一天，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ICRC) 

在巴格達的發言人 Roland Huguenin 則說，他們 

在巴格達南部看到讓人「難以置信」的平民傷亡 

慘況，其中包括「一卡車」支離破碎的婦女和小 

孩的屍塊。84月26日，網站 Iraqbodycount.net 根 

據各處出版資料，估算大約有兩千零二十九人至 

兩千四百八十八個平民直接死於戰爭。94 月 20 

日，媒體上另外有個估算指出，平民死亡人數高 

達兩萬人。10

讓人震驚的是，已經有人開始用這樣的平民 

死亡人數來替戰爭辯護，說什麼「依照一般戰爭 

標準，這樣的死亡人數是可忽略的」。11 然而， 

這些估算的正確度仍有待爭議，因為它們大多是 

根據西方媒體報導所計算出來。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些數字過度低估了真實狀況。

無疑地，除了死亡，一定有更多人受傷。而 

且，現在也仍然不可能預測軍事佔領和非直接因 

素將會造成多少人死亡。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永 

遠不得而知，因為美國五角大廈不斷強調他們不 

打算估計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12

殺害平民並不一定構成戰犯罪行。國際人道 

法，尤其是日內瓦公約，包括 1949年的四個日 

內瓦公約和 1977 年的兩項附加議定書，要求交 

戰國必須區分戰鬥人員和平民，盡最大可能不傷 

及後者。因此，無差別待遇的攻擊及武器使用， 

都是被禁止的。

可是，無數目擊者見證了美、英兩國對平民 

的武裝攻擊。本文所提案例並非完整的平民傷亡 

報告，而只是一些值得更進一步調查的案例。這 

些案例，引一句國際特赦組織的話，顯示英美軍 

隊「可能違反了國際人道法」。13

平民傷亡事件摘選

3 月 25 日的空襲，摧毀了巴格達一個購物 

中心，造成至少十四個平民死亡和三十人受傷。 

根據 BBC 記者 Andrew Gilligan 的報導，有兩 

顆飛彈擊中一個離軍事建築數百公尺遠的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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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區。14 3月28日，巴格達蘇拉區(Shula) 

的市場被擊中，造成至少五十五個平民死亡。15 

「第三世界醫療援助」的醫師莫特(Geert Van 

Moorter)在事發數小時後，人就在附近的一家醫 

院。他報導說：

14 "'Many dead after Baghdad shops hit" BBC News, 26 March 
2003.
15在巴格達蘇拉區(Shula)Al-Noor醫院工作的Amany 

Haroon 醫師，提到最後總共有 67 名平民死亡，46 人受 

傷。”From a hospital in the al-Shu'la district" 28 April 2003 
(http://electroniciraq.net/news/716.shtml).

16 Robert Fisk "In Baghdad, blood and bandages for the innocent" 
The Independent, 30 March 2003; Cahal Milmo "The proof: 
marketplace deaths were caused by a US missile" The Independent, 
2 April 2003.
17 Mark Franchetti "US Marines Turn Fire on Civilians at the 
Bridge of Death" The Times, 30 March 2003.

18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q. Civilians under fire" April 2003, 
AI Index: MDE14/071/2003.
19 William Branigin "A Gruesome Scene on Highway 9: 10 Dead 
After Vehicle Shelled at Checkpoint" Washington Post, 1 April 
2003.
20醫院的傷亡影像，經常因為太過於殘忍恐怖而不被報導。 

如以下的目擊報告：Robert Fisk and Justin Huggler "Children 
killed and maimed in bomb attack on town" The Independent, 2 
April 2003; Robert Fisk"Wailing children, the wounded, the dead:

「醫院有如地獄景象。完全的混亂。到處都 

是血。病人呼喊慘叫。醫師們英勇地搶救他們的 

病人。在這個擁有兩百個床位的醫院中，一共有 

五十五人死亡，其中十五個是小孩。我所見識的 

景像太恐怖，令人不忍卒睹。」

他還補充說，這市場位於巴格達最貧窮的一 

個地區，這個地區內並沒有任何軍事目標，方圓 

數公里內，甚至連一座大型建築也沒有。由於在 

轟炸殘骸中找到一個有著 HARM 飛彈序號的 

碎片，因此可以證實這個市場是美軍飛彈所轟 

炸。16

3 月 30 日，泰晤士報的記者 Mark 

Franchetti報導了納西利亞(Nasmya)附近橋段 

的戰況。  他親自可以證實，美國海軍接獲上級 

指令：「射殺接近美軍位置的所有車輛和人員。」 

Franchetti 形容那幾天晚上，他們聽到了「數十 

次機槍聲，就像射穿一張紙那樣地射穿了附近車 

輛和大卡車。」

17

隔天，他在附近 15 輛車子的殘骸中，發現 

了 12 具企圖連夜逃離納西利亞的平民的屍 

體。3 月 31 日，美國一架阿帕拉契直昇機在海 

德利亞區(Haidariya)的希拉(Hilla)附近摧毀 

了一輛小型貨車。唯一的一位生還者告訴法新社

(AFP)的記者說，他的15名家人在企圖逃離 

納西利亞的戰火時，被美軍攻擊身亡。18

同樣在 3 月 31 日這一天，當一輛平民車 

輛接近美軍在納捷夫(Najaf)附近九號公路上的 

檢查站時，美國第三步兵團的士兵開槍射殺他 

們，一共殺死 10 人，其中包括 5 名小孩。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美軍指揮官曾譴責 

這步兵團團長說：「你知不知道你剛剛把一家人 

全部殺死了？！你為什麼不及時事先鳴槍示 

警！？」19這個版本的說法與官方說法不合，美 

國政府說，美軍完全遵照上級指令行事。但是， 

很顯然，並沒有人事先鳴槍示警。

4 月 1 日早上，巴格達南部希拉這個小鎮 

也遭到空襲。根據「第三世界醫療援助」的醫師 

毛拉特和莫特所記錄的目擊者說法，大約有 20 

至 25 顆炸彈被丟在附近一個貧窮的住宅區。之 

後大約半小時，希拉的醫院就收進了 150 名嚴 

重受傷的病人。

根據醫院的一名醫師穆塔(Mahmoud 

Al-Mukhtar)的判斷，這些傷口多半是叢集飛彈 

所造成。國際媒體也證實了希拉確實受到叢集飛 

彈的攻擊。20法國新聞社計算希拉在數天內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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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3 個平民死亡；記者說，在炸彈落點附近的 

廣大地區，發現數十個叢集飛彈的未爆小炸彈。 

21

史托克(Laurent Van der Stockt)這位跟著「第 

三海軍團」(Third Marine Battalion) —起前進的 

比利時攝影家，在法國報紙 Le Monde 上見證 

說：美軍於 4 月 6 日和 4 月 7 日兩天之間， 

在巴格達郊區攻擊一座橋時，狙擊手接到上級指 

令，射殺迎面而來的任何人員或車輛。史托克 

說：「在兩天之內，我親眼見到大約有 15 名平 

民被殺」。他又說：「我經歷過許多戰爭，我知道 

戰爭永遠是骯髒的，也知道平民總是第一個受 

害，但是，在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卻簡直是瘋狂。」 

22

阿拉伯新聞台的戰爭記者 Essam Al-Ghalib 

在4月8日也寫道：「這已經不是一場對付海珊 

政權的戰爭—如果它曾經是；這已經是一場對付 

伊拉克人民的戰爭。」在薩那瓦(Sanawa)也有 

見證者告訴他美軍如何向任何可疑的目標發動 

攻擊，其中包括一些平民區。他說：「只要有一 

個伊拉克士兵進入住宅區，並且對美軍戰鬥機射 

擊，美軍就會為了殺這個士兵而不惜射殺 50 個 

平民。」

在漢姆薩(Hamza)這個城市，復興黨(Baath 

Party)黨部被空襲。22具屍體已經被移走。21 22 23 4 

月 9 日，當美軍在一個很多平民車輛流通的公 

victims of the day cluster bombs rained on Babylon" The 
Independent, 3 April 2003.
21 "Bombings kill 48 more civilians south of Baghdad" AFP, 2 
April 2003.
22 " Jai vu drectment une quizane de civS tuds en deux jours. 
Je connais assez la guerre pour savoir qu'elle est toujours sale, que 
les civis sont les premieres victimes. MaS comme，a, cest 
absurde'' Michel Guerrin "J'ai vu des marines americains tuer des 
civils" Le Monde, April 13, 2003.
23 Essam Al-Ghalib 'Mounting Iraqi civilian casualties. Is it war 
against the Iraqi people?' Arab News, 8 April 2003.

24 Robert Fisk 'We're here to fight the regime, not civilians, but I 
had to save my men' The Independent, 11 April 2003.
25 Paul Eedle 'The marines shot anything they considered a threat' 
The Financial Times, 10 April 2003.
26 'US marines kill two children in checkpoint error' ABC News, 
11 April 2003
(http://www.abc.net.au/news/newsitems/s830487.htm).
27 "US admits killing 'at least seven' in Mosul" The Times, 16 
April 2003.
28 "U.S. soldiers fire on Iraqi protesters; hospital chief says 13 
Iraqis are dead" Associated Press, 29 April 2003.

路上被伊拉克共和軍伏擊時，有 50 到 100 個 

平民就喪生在這條公路上。美軍指揮官辯解說為 

什麼他們必須射擊平民車輛：「我必須保護我的 

士兵，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車輛裏頭是不是裝滿 

了炸藥或是伊拉克共和軍。」24

4月10日，財經時報(Financial Times)記 

者 Paul Eedle 說，他們在巴格達時，親自發現， 

「美軍只要感覺有任何輕微的一點風吹草動，就 

會把它視為威脅而射殺附近所有人命。」25他在 

三小時內，就見到美軍向沒有任何武裝的男男女 

女或小孩開槍三次，一共殺了 5 人，傷了 5 

人，其中包括一個 6 歲的小女孩。

即便是在美軍完全掌控的地區，美軍也照樣 

任意射殺平民。舉例來說，4 月 10日，美軍承 

認他們在納西利亞附近的檢查哨射殺了兩個小 

孩。26 274 月 15 日，他們也承認前一天在摩蘇爾 

(Mosul)至少射殺了七名伊拉克人，當時這些 

居民正在抗議一位剛上任的地方行政長官之親 

美演說。274月28日，法路亞(Fallujah)也發生 

過類似事件：美軍對準一場和平示威的群眾開 

槍，造成 13 人死亡，75 人受傷。28

許多平民死傷，並不能以「平民受困於戰火」 

或「人為疏失」來解釋。在一些狀況下，美軍很 

顯然是故意射殺平民。而且，美軍檢查哨的政 

策，事實上就是無差別待遇地射殺所有迎面而來 

的車輛或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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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樣讓人擔憂的是，英美軍隊承認他 

們使用了叢集飛彈。29美軍甚至誇口說這是「戰 

鬥史上第一次使用」這種新型的、代號是 

CBU-105 的禁用武器。30此外，一些英國軍官和 

英國國防部長胡恩(Geoff Hoon)也都承認英軍 

在巴斯拉附近使用了新型的叢集飛彈。31美英兩 

國都使用了多種叢集飛彈，其中更包括過去曾在 

南斯拉夫和阿富汗造成嚴重人道災難的武器。32

29 Human Rights Watch "U.S. Misleading on Cluster Munitions" 
25 April 2003.
30 "US drops new high tech cluster bomb in Iraq" 
(http://www.abc.net.au/news/newsitems/s823003.htm).
31 Mark Odell "Widespread Use of Cluster Bombs Sparks 
Outrage" FinancialTimes, 4 April 2003.
32 Human Rights Watch "U.S. Use of Clusters in Baghdad 
Condemned" 16 April 2003; 英國民間組織「地雷行動」 

(Landmine Action)證實使用於希拉的叢集飛彈是BLU97。
33 有些資料來源指出，叢集飛彈之未爆率甚至高達 

15-20%，如義大利的退休軍官Fernando Termentini就是這麼 
說，參見 "Anti-landmine group slams antipersonnel mines, 
cluster bombs" AFP, 7 April 2003.
34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q: Use of cluster bombs -- Civilians 
pay the price" 2 April 2003, AI Index: MDE 14/065/2003.
35 Thomas Frank "Grisly Results of U.S. Cluster Bombs" 
Newsday, 15 April 2003; Rosalind Russell "Cluster bombs - a 
hidden enemy for Iraqi children" Reuters, 18 April 2003; Mark 
Baker "Hundreds are dying who should not die" The Age, 21
April 
(http://www.theage.com.au/articles/2003/04/20/1050777165468.ht 
ml).

36 "US cluster bombing leaves Iraqi city angry over dead, 
maimed" AFP, 29 April 2003.
37 Roger Normand "Special Report: Water Under Siege In Iraq. 
US/UK Military Forces Risk Committing War Crimes by 
Depriving Civilians of Safe Water"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April 2003.
38 Beth Osborne Daponte, M.A. "A Case Study in Estimating 
Casualties from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e 1991 Persian Gulf 
War" 1993.

雖然日內瓦公約並沒有明文禁止叢集飛彈 

的使用，一般戰爭原則卻禁止使用「不長眼睛」 

的武器，也就是那些讓使用者無法屢行戰爭義 

務，無法區分平民與戰鬥人員的武器。而且，叢 

集飛彈的未爆率至少有 5%，33這使得在攻擊結束 

後，將遺留許多未爆的小炸彈，日後造成平民不 

斷的死傷。34

除了希拉一地，美軍也曾在巴格達和其它一 

些地方丟下了叢集飛彈。根據一些報導，在巴格 

達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區，有許多小孩因為撿起地 

上未爆的小炸彈而受到嚴重傷害。35法新社在 4 

2003

月 29 日也報導說，未爆的叢集飛彈在納捷夫附 

近，陸續造成許多平民的傷亡。美國海軍也證實 

這個地區仍然有許多未爆的小炸彈散落各處，但 

他們說人手不足，沒辦法協助清除。36

基本設施的破壞，嚴重影響公衛狀況

戰爭破壞了公衛體系所造成的災難，遠大於 

炮彈本身所直接造成的傷亡；戰爭的大部份平民 

傷亡，往往就是因為攸關人民生命的基本民生設 

施遭到破壞。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就是如此。根據 

聯合國戰後第一個調查團的指證，第一次波灣戰 

爭期間，伊拉克的基本民生設施遭到「世界末日 

一般的破壞」，這使得伊拉克退化到「前工業時 

期」。37 38

1991 年戰爭大部分的平民死亡，起因於基 

本民生設施的嚴重破壞。電力系統的破壞，更加 

速了公衛、飲水和下水道維護系統等的崩潰，進 

而引發痢疾、霍亂和一些經由飲用水傳染的疾病 

之爆發。因此，一份最為完備的第一次波灣戰爭 

傷亡評估報告這麼結論說：「戰亂所造成的間接 

影響之致命性，遠大於武器本身的直接殺傷力。」 

38

舉例來說，「水」，對於預防一些健康問題是 

很重要的，比方說營養不良、腸胃道感染和其它 

傳染病。沒有安全的水源，人們—特別是小孩— 

就會受到重大的健康威脅。因此，日內瓦公約的 

第二議定書就特別聲明：「攻擊、摧毀、搬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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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品無法使用，如食 

物、生產糧食的農地、農作、家畜、飲水設施及 

輸送等行為，是被禁止的。」

聯合國戰前的「人道狀況預估」報告也早已 

提出警告：電力系統若遭受破壞，將會影響水源 

的供應和污水處理，將使得 39% 的人口無法取 

得飲水而必須依靠外界供應。報告中並補充說 

明，傳染疾病的爆發，極有可能造成眾多間接性 

的平民傷亡。39

39 Campaign Against Sanctions on Iraq "Confidential UN 
Document Predicts Humanitarian Emergency in Event of War on 
Iraq" Press Release, 7 January 2003.
40 Roger Normand "Special Report: Water Under Siege In Iraq. 
US/UK Military Forces Risk Committing War Crimes by 
Depriving Civilians of Safe Water"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April 2003.
41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Iraq is at a 
crucial stage" 20 April 2003.
42 "Iraq: Basra's pivotal issue water"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18 April 2003.

43 ICRC, Daily Bulletin, 2 April 2003.
44 UNICEF Iraq briefing note 20 Apr 2003.
45 Anthony Shadid "Blackout Increases Foreboding, Darkness 
Stills City Bracing for Chaos" Washington Post, 4 April 2003
4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The medical 
system of Baghdad totally disrupted by insecurity and looting" 12 
April 2003.
47 "Iraq at risk of cholera epidemic" AFP, 7 April 2003.
48 United Nations "UN relief agencies praised Iraqi health 
workers" 21 April 2003.
49 United Nations "UN relief agencies report slow improvement in 
Iraq, but situation still 'precarious'" 22 April 2003.

巴斯拉是英美攻擊下第一個發生人道災難 

的城市。3 月 21 日的空襲，毀壞了高壓電線， 

使得電力受損，進而破壞了巴斯拉的水源供應和 

污水處理系統，包括破壞了 Wafa’ Al Qaed 抽 

水廠。這個抽水廠負責由Shatt al-Arab河抽水給 

五個飲水處理廠；這五個水廠，負責供應巴斯拉 

一百五十萬居民的其中六成人口之飲用水。40至4 

月底，巴斯拉的水電供應量僅剩戰前的 60%。41在 

歷經一個月的戰爭後，水源十分短缺，黑市上， 

一瓶 1.5 公升的水，價格就高達 1 美元。42 43 44

很顯然地，其它城市的水電設施，也都成為 

英美聯軍的攻擊目標。4 月 2 日，紅十字會國 

際委員會報導說：「過去一星期以來，許多城鎮 

和郊區都已經完全沒有水管供水，其中包括狄卡 

(Dhi Qar)北方和納捷夫一些地區，也包括了巴 

斯拉南部城鎮如阿祖巴爾(Al-Zubayr)和薩福萬

(Safwan)。」43納西利亞的污水處理廠，據報導， 

一天只能運作 6小時—比如在 4 月 20 號這一 

天就是這樣，而且也缺乏處理水源所需的化學藥 

44品。

4月 3 日，巴格達 90% 的電力被切斷，因 

為美軍在攻佔海珊國際機場時，破壞了 Al-Doura 

電廠。45 46 47根據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的報導，一星 

期後，美軍佔領了整個巴格達，電力就從未恢復 

過。在此時，巴格達主要的污水處理廠只有平時 

的 40-50% 的運轉功能。在軍事破壞與打劫行搶 

的浪潮底下，巴格達水資源處理機構紛紛報告

說 

件 

壞

，

、

他們的所有財產和庫存物資，比如所有零 

車輛和其它物資等等，全部遭到洗劫和破 

46

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位發言人，早在 4 月 6 

日就提出警告說，由於醫院爆滿以及各地缺乏乾 

淨飲水，伊拉克極有可能爆發霍亂和其他傳染 

病。47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4月21 

日也發表類似評估，並指出巴格達的兒童腹瀉案 

例已經大幅增加。48至 4 月底，巴格達大部分地 

區雖然已經開始接受外界飲水支援，但是，大幅 

受損的污水處理系統，依然極度嚴重地威脅到伊 

拉克人民的公衛健康狀況。49 

很諷刺的是，佔領軍雖然有義務照顧平民百姓的 

基本民生需求，但他們卻企圖淡化巴斯拉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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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英國空軍總司令 Brian Burridge 否認他們 

的攻擊嚴重破壞了巴斯拉的民生設施，並且堅稱 

電力和水源供應與戰前一模一樣。50臨時行政長 

官加納(Jay Gardner)將軍的英國最高助理克羅 

斯(Tim Cross)少將，也否認民生設施的破壞引 

發了人道災難。

50 "Basra utilities 'were not bombed'" BBC News, 17 April 2003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2955623.stm).
51 Michael McDonough "U.K.: Structure Damage Won't Cripple 
Iraq" AssociatedPress, 15 April 2003.

52 "US troops fire on ambulance, two killed" AFP, 10 April 2003; 
此外，法新社 4 月 29 日的一篇報導也引述一位納亞當地 

居民的談話：「為什麼美軍要攻擊平民？他們甚至攻擊正在 

搶救傷患的救護車，而且還打死了五名醫護人員。」請見： 

"US cluster bombing leaves Iraqi city angry over dead, maimed" 
AFP, 29 April 2003.
53 "Des sodats, dsempars, disent: "Je ne suis pas prepare a ga, 
je ne suis pas venu ici pour tirer surdes civils." Le colonel oppose 
que les Irakiens utilisent les habitants pour tuerdes marines, que 
"des soldats sont deguises en civils, que des ambulances 
commettent des attentats." Michel Guerrin "J'ai vu des marines 
americains tuer des civils" Le Monde, April 13, 2003.
54 IFRC "Red Crescent maternity hospital damaged in attack" 3 
April 2003.
55 Simon Jeffery "Baghdad hospital bombed" The Guardian, 2 
April 2003.

然而，聯合國伊拉克人道援助辦公室的溫赫 

斯特(David Wimhurst)卻駁斥了克羅斯少將的 

說法。他對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說，從醫 

療觀點來看，確實發生了人道災難；「從水電供 

應的角度來看，這個人道災難更嚴重威脅到社會 

大眾的健康狀況。」他另外也補充說，「如果民 

生設施無法迅速修復，人道災難將會進一步惡 

化。」51

救護車和醫療基礎設施被當成攻擊目標

日內瓦公約中明訂醫療基礎設施和人員在 

戰時得享有特別保護，其中第二議定書第 12 條 

規定：「醫療單位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受到尊重 

和保護，不應成為攻擊對象。」第 15 條並進一 

步補充規定：「平民醫務人員應受尊重和保護。」 

此外，第 21 條也將保護範圍延伸到醫療運輸工 

具，包括救護車。

有些相當令人惱怒的報導指出，美軍故意向 

救護車開火。例如，4 月 9 日當天，「醫療援助 

第三世界」(MATW)的莫特醫師和戴維醫師等 

人在「海珊整形外科中心」(Saddam Center for 

Plastic Surgery)擔任醫療志工，該醫院當時是專 

門用來救治戰爭前線的傷患。他們目睹一輛救護 

車轉送病患到其他醫院時遭到美軍攻擊，數分鐘 

折返後，車上兩名病患死亡，正副駕駛也受到槍 

傷。

當莫特醫師向一名美國軍官責問此事時，對 

方回答說：「救護車上可能載有炸藥。」52 第四 

軍團第三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麥可上校(Bryan P. 

McCoy)在面對外界質疑美軍攻擊平民及醫療車 

輛時，也是給了類似的說法。當不知所措的士兵 

抱怨他們對射殺平民一事感到不安時，上校對他 

們表示，伊拉克會利用平民來殺我們，「因為伊 

拉克士兵假扮成平民，救護車則用來進行恐怖攻 

擊。」53

好幾家醫院在空襲中受到嚴重毀損。例如， 

4 月 2 日美軍轟炸巴格達「紅新月會產科醫院」 

(Red Crescent)對面的一棟建築物時，由於爆炸 

威力太大，導致醫院屋頂倒塌。該醫院是紅新月 

會綜合大樓的一部份；它的總部就在這大樓裏 

頭，另外也包括一棟外科醫院。54此事件造成一 

些病人以及至少三名醫生和一些護士受傷。55

目前還無法詳細評估郊區醫療基礎設施損 

害的情形，不過大略仍可預估受損程度。根據伊 

拉克和平隊伍(Members of Iraq Peace Team )表 

示，有一間靠近敘利亞邊境 Rutabh 的醫院，在 3 

月 26 日遭到轟炸。正準備離開伊拉克的反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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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說，他們在該醫院附近或該城市的其他地方， 

未曾見過大規模的伊拉克軍隊。56 57在納西利亞的 

公共保健部(Primary Health Care Department)和 

衛生部儲藏倉庫，也遭到飛彈攻擊，而這裡存放 

了六個月份的醫療補給用品，包括高蛋白餅乾。 

57

56 Charles Hanley "American Peace Activists Confirm Iraqi 
Hospital Bombed" AssociatedPress, 31 March, 2003.
57 UNICEF Iraq briefing note 20 Apr 2003.
58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 overview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s 
concerns and position on the conflict in Iraq" 17 April 2003.
59 Suleiman al-Khalidi "Agencies: US-Led Troops Must Rein in 
Iraq Looters" Reuters, 10 April 2003.

60 Brian Whitaker "Free to do bad things" The Guardian, 12 April 
2003.
61 White House Daily Briefing, 11 April 2003.
62 Human Rights Watch "Coalition Forces Must Stop Iraqi 
Looting" 12 April 2003.
63 Ravi Nessman "Franks: U.S. stays until free gov't forms" 
Associated Press, 11 April 2003.
64 "Sensing Foul Play, Iraqis Take Arms To Stop Looting" in
Islamonline, 11 April, 2003
(http://islamonline.net/english/news/2003-04/11/article13.shtml).

劫掠醫院

英美聯軍在掌控主要城市後，各地隨即爆發 

搶劫縱火事件，其所造成的傷害，比雙方交戰所 

帶來的衝擊，有過之而無不及。此現象特別令人 

感到憂慮，因為佔領國有義務維護被佔領地的公 

共秩序和安全。日內瓦第四公約也有相關規定： 

「佔領國負有和被佔領國及其地方當局合作並 

確保該佔領區內之醫療與醫院設置及公衛保健 

之義務。」此外，他們也有義務提供食物和醫療 

用品的補給。58因此，保護並修復醫療基礎設施， 

是英美聯軍的首要任務之一。

早在 4 月 9 日，聯合國伊拉克人道援助協 

調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if the Humanitarian 

Coordinator for Iraq(UNOHIC))發言人塔薇女士 

(Veronique Taveau)即譴責以美國為首的佔領軍 

對伊拉克境內違法失序的狀況之視若無睹；塔薇 

女士表示，此舉已違反國際法所明訂的佔領軍有 

義務維持安全秩序的條文。59 60一如以往，美國政 

府和軍隊，對於隨著他們佔領主要城市後所爆發 

的劫掠現象，一概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混亂，自由帶來混亂，這種事本來就會發 

生。自由的人們有選擇做錯事或做壞事和犯罪的 

自由。」這是美國國防部長倫斯匪令人瞠目結舌 

的回應。60而白宮發言人弗列瑟(Ari Fleisher)甚 

至駁斥美軍必須承擔義務的說法。他說：「海珊 

執政時期，伊拉克早已存在許多人道問題，這都 

是他加諸於伊拉克人民的，一切都遠早於美國開 

戰之前。」61

4 月 10 日，巴格達數家醫院遭到劫掠。美 

軍將領麥克里斯陀(Stanley McChrystal)說：「搶 

劫的確是個問題，但不是最主要的威脅，畢竟沒 

有人在搶劫中被殺，這表示我們還有時間和能力 

去做點什麼。」62隔天，在他第一次來到巴格達 

時，美軍最高指揮官法蘭克斯(Tommy Franks) 

明確指示部下，不要使用武力來遏止劫掠。63

美軍不願阻止劫掠，最好的說詞似乎也只能 

說他們刻意坐視不管。但是，有報導指出，美軍 

事實上還鼓勵伊拉克人到處進行暴力破壞活 

動。例如，根據 4 月 11 日 Islamonline 的報 

導，巴格達 Al-Kindi 醫院在前天遭到搶劫，醫 

療用品和兩輛救護車被偷；除了兩位醫生，其他 

工作人員都逃走了。美軍在接獲尋求協助的請求 

時卻表示，上級沒有指示他們介入。有些伊拉克 

民眾甚至指控正是美軍鼓動這場搶劫。報導中引 

述 Meshal Shahi 的話說：「他們保護石油部大樓 

和外交部大樓，可是我卻親眼看到他們鼓勵人們 

搶劫。」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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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瑞典 Lund 大學教書的國外觀察家 

貝歐米(Khaled Bayomi)說，他看到美軍鼓勵民 

眾搶劫一棟行政大樓和司法部。65英國記者費司 

克(Robert Fisk)也注意到美軍其實有能力阻止 

搶劫，因為當時數百名士兵正部署在兩伊戰爭紀 

念花園和總統宮殿的玫瑰花園裏頭。諷刺的是， 

美軍卻有能力守衛石油部，這難道不正透露了他 

們的首要目的是什麼嗎？

65 Ole Rothenborg "US Forces deliberately encouraged the 
Looting" 原文為瑞典文，見 Dagens Nyheter, 11 April 2003.
66 Robert Fisk "For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s, this is not liberation 
but a new colonial oppression" The Independent, 17 April 2003.

67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q: Looting, lawlessness and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11 April 2003, AI Index: 
MDE14/085/2003.
68 "U.S. soldiers fire on Iraqi protesters; hospital chief says 13 
Iraqis are dead" AssociatedPress, 29 April 2003.
69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報導指出， 
當小孩子仍因為無法獲得乾淨飲水而死於傳染病時，美軍 

卻在Umm Qasr建造了一座「非常上鏡頭」(“very 
photogenic ”)的遊樂場，請見 Sarah Kenyon Lischer 
"Humanitarian aid is not a military busines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5 April 2003；約旦時報(Jordan Times)擔心軍方 

的人道救援可能是無效的，因為「伊拉克人民都很清楚， 

要不是因為英美聯軍的關係，他們根本不需要援助，甚至 

不會發現他們最需要的竟然是食物、飲水和醫療。」，請見

“The militarization of humanitarian aid" The Jordan Times, 31 
March 2003.

70 Roger Normand "Special Report: Water Under Siege In Iraq.

US/UK Military Forces Risk Committing War Crimes by

Depriving Civilians of Safe Water"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April 2003.

然而，令費司克極為不解的是，他發現，伊 

拉克平民基礎建設是在有系統的計劃下被摧 

毀。他寫道：「先有搶劫，接著是有人縱火，而 

且這些人都是乘著藍白色巴士前來。」根據費司 

克的說法：「這些巴士上的乘客，顯然是衝著特 

定攻擊目標而來。」66

危害及阻撓醫務人員

民眾無法到少數仍在運作的醫療院所就 

醫，並不單純只是一般人所認為的無政府失序狀 

態所導致。有報導指出，美軍不但阻擾病人求 

診，而且還不准醫務人員救治傷患。「醫療援助 

第三世界」的莫特醫師於 4 月 11 日表示：「醫 

務人員根本不敢向檢查站的美軍請求允許載送 

傷患到醫院治療，因為只要任何一個伊拉克人膽 

敢接近美軍，他便有被當場射殺的危險。他們寧 

可要求我們這些外國人幫他們跟美軍交涉。」

國際特赦組織也說明了救護車和其他運輸 

工具無法自由前往目的地的情形:在 4 月 10 日 

當天，大約有 20 具屍體散落在 al-Doura 和機 

場間的道路上，其中一些還是小孩子。他們在幾 

天前就被殺死了，而當時美軍已經接管這條道 

路，但他們的屍體卻一直被棄置在地上。674 月 

28 日，當美軍射殺了 13 名在法路亞抗議的民 

眾後，醫療人員試圖要救治受傷民眾時，竟然遭 

到美軍開槍射擊。法路亞市立綜合醫院院長 

Ahmed Ghanim al-Ali 證實了這件事。68

日內瓦公約第二議定書第十五條規定：「在 

被佔領區內，佔領國應向平民醫務人員提供各種 

協助，使其能盡力執行其人道義務。」而且，佔 

領軍必須讓醫務人員自由前往他所必須提供醫 

療服務的任何地方。」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英美聯軍總是想藉著參 

與人道救援行動來建立良好公眾形象。此舉不但 

引起外界對其有效性和適當性的質疑，69而且更 

可能危及非政府機構的救援工作者，包括許多衛 

生醫療專家。因此，國際紅十字會明確反對軍方 

直接介入人道救援工作，因為，「不管是相關單 

位或一般人民，在人們看來，人道救援工作如果 

和政治或軍事目的扯上關係，就已經脫離了人道 

關懷的範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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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紅十字會的憂心不是沒有根據，事實上 

已經有報導指出，在佔領區內的「軍事救援行 

動」，總是在充滿敵意的氛圍下進行。71阿拉伯新 

聞(Arab News)戰地特派員 Essam Al-Ghalib 如 

此描述他在納亞(Najaf)所看到的一次軍事救援 

行動場面：

71 Burhan Wazir "Jubilation turns to hate as aid arrives" The 
Guardian, 27 March 2003.
72 Essam Al-Ghalib "Mounting Iraqi civilian casualties, Is it war 
against the Iraqi people?" Arab News, 8 April 2003.
73 Carol Giacomo "Aid groups oppose Pentagon control of aid 
effort" Reuters, 2 April 2003; Shanta Bryant Gyan "Statement on 
Military Control of Iraq Relief; Reconstruction" InterAction, 3 
April 2003.

74 Sarah Kenyon Lischer "Humanitarian aid is not a military 
busines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5 April 2003.

「一位士兵用槍指著群眾要他們遠離鐵絲 

網，並且把食物分配人員和飢餓的群眾分隔開 

來；每次他對平民或剛抵達現場的車輛下達命令 

時，總是會用那把大口徑的機關槍粗暴地對著他 

們，並低頭作勢瞄準。」

當記者向前質問為何要將機關槍對著這些 

沒有武裝的平民時，他回答說，他們之中或許有 

自殺炸彈客。72

其實，早在開戰前，美國就已明白表示，會 

將人道救援工作納入軍方管理，因此，負責監督 

伊拉克重建的「伊拉克重建與人道救援辦公室」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ORHA))必須向美國國防部報告。其成員包括 

美國設在科威特的「人道行動中心」(Humanitarian 

Operations Center)和科威特及英國的軍方人員。 

五角大廈要求所有民間救援組織都必須與「人道 

行動中心」合作，配戴軍方發給的識別標籤。

許多人道援助團體，包括醫療非政府組織， 

抱怨他們的人員之所以會面臨日漸增多的危險 

是因為，美國堅持非政府組織必須接受美國國防 

部管轄。73不過，有些救援組織卻願意跟美國妥 

協，藉以換取有價值的救援任務，來提高自己的 

國際知名度，連表面的中立性或公正性都不願堅 

持。74

全球反戰運動為了人類的健康需再復甦

儘管目前還不可能完整評估這場戰爭對伊 

拉克的公共衛生體系造成多大的衝擊，然而，事 

實顯示，伊拉克的平民百姓、公衛體系及其醫療 

保健人員承受了極大的痛苦和破壞。有大量的證 

據指出，入侵並佔領伊拉克的英美聯軍，犯下了 

許多嚴重的戰犯罪行，而且，佔領軍在佔領之後 

的諸多行徑，也一再顯示出他們根本不關心伊拉 

克平民百姓的死活。

「醫療援助第三世界」(Medical Aid for the 

Third World)因此發出緊急呼籲，要求英美聯軍 

立即無條件撤離，並依照伊拉克人民的意願歸還 

伊拉克完整主權，同時也強烈要求英美雙方必須 

賠償因這場戰爭而加諸於伊拉克人民、國家和社 

會的直接或間接傷害及痛苦。

在這同時，伊拉克人民的正義也必須獲得伸 

張。目前已有數個行動準備控告英美政府和軍 

方。各界律師和專家們，也將運用他們的專業來 

參與並監督這些控告過程，以期正義的到來。但 

是，不管有多少證據顯示他們所犯下的個別戰犯 

罪行，我們都不應忘記，這場戰爭一開始本來就 

是不公平、不道德且非法。

再者，驅使美國和英國發動這場戰爭的一種 

對金錢、權力和天然資源永無止盡的貪婪，並不 

會在佔領伊拉克之後就消失。除非世界各地更多 

的人們起身反對戰爭，才有可能阻止武器競賽所 

導致的資源剝削和社會安全及公眾健康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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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並且阻止強權發動更多的帝國主義戰爭。因 

此，如何更進一步聯合並擴展這波在侵略伊拉克 

之前就已興起的全球反戰運動，對捍衛人類健康 

而言，必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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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美軍佔領下醫院的慘況

不管美軍涉入搶劫破壞的程度有多高，保護佔領區內 

的醫療基礎設施，正是他們的義務所在。可是，就在巴格 

達落入美國手中不久，國際紅十字會(ICRC)在4月11日 

發出警告：「巴格達的醫療系統，實際上已經整個瓦解。」 

75

同一天，一個國際紅十字會小組終於可以評估巴格達 

境內醫院受損情況。75 76其中，由四家醫院組成的醫療聯合中 

心，陷入一片混亂，檢傷分類和急診單位完全無法運作， 

也無法提供救護車服務，因此無法再接收新病人。醫院內 

只有幾位外科醫生和一兩個護士，每人卻要負責照顧 600 

張病床。沒有行政人員，沒有清潔人員或煮飯的員工，可 

是卻還有著 300 個病人等著醫治。

75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The medical system 
in Baghdad has virtually collapsed" 11 April 2003.
7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The medical 
system of Baghdad totally disrupted by insecurity and looting" 12 
April 2003.
77 ICRC "Baghdad Yarmouk hospital: one hundred patients an 
hour" 6 April 2003.

78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Yarmouk hospital: 
Corpses were piled in the entrance hall before being buried in the 
hospital grounds" 13 April 2003.
79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Dire situation 
in hospitals" 17 April 2003.
80 Mark Baker "Hundreds are dying who should not die" The Age,

就在三天前，也就是 4 月 8 日，國際紅十字會協調 

員參觀該醫院的檢傷分類和急診中心，發現他們平均一次 

可以同時接納 100個新病人。他們於是受到這樣的讚揚： 

「這所醫院可以作為大量戰爭傷亡管理的絕佳典範。」

同樣地，Al Kindi醫院在4月8日前也都還能有效率 

地正常運作，現在也是一片混亂。只有一位醫生在場，沒 

有任何外科醫生。一些病人還躺在地上，醫療用品和醫藥 

庫存則散落一地。

4 月 12 日，國際紅十字會小組報告指出，在聯軍剛 

入侵巴格達時尚能平均每小時救治 100 名傷患的 

Yarmouk 醫院77 78，目前也只能充作急救站。醫院三樓被火箭 

擊中而完全倒塌，三台發電機中有兩台損壞。屍體成堆地 

疊放在醫院大門口等著埋葬。所幸醫生和同仁們在搶劫發 

生時即時搶救了一半的醫療設備。另一方面，擁有 500 個 

床位的 Al Karama 醫院，在民眾和員工的合力保護下逃過 

一劫，隨後也找回並妥善保存了一些未被掠奪的醫療設備 

和醫藥庫存用品。

巴格達首屈一指的小兒科醫院—擁有 125 個床位的 

Alwiya 兒童醫院，在員工武裝保護下免於遭到劫掠。病房 

雖已關閉，但門診部分仍可維持大約 100 個病人左右的診 

療量。國際紅十字會對這些「以勇氣和信念來保護醫院」 

的工作人員感到敬佩。在巴格達地區少數尚能運作的醫院 

之一 Ibn Nafis醫院裏，幾位外科醫生特別增加人手以保護 

醫院不受劫掠，不過，非醫療相關的服務，比如清潔方面， 

問題仍然相當嚴重。

Al Numan 醫院在民眾保護下，幸運地完好無損，不 

過，醫院裡雖然有外科醫療人員留守，但由於普遍存在的 

安全問題，病人仍然很難到醫院求診。至於 Ibn Al Haythem 

眼科醫院和 Abduker 軍醫院在歷經劫掠後已經關閉。 

Rashad和Ibn Rushad兩家精神病院也無法再收治病患。78

4 月 17 日，國際紅十字會繼續發佈巴格達醫院的慘 

況。例如，Al-Rashad精神病院突然湧進一群人，不但破壞 

院內設備，而且還縱火焚燒一切沒被偷走的物品。醫院主 

管說，有些病人甚至遭到強暴。1050 個病人逃離醫院，只 

有 300 名病人後來回到醫院，然而他們的情況卻相當悽 

慘。79

Adnan Specialist 醫院在 4 月 19 日，被迫完全關閉 25 

間手術室中在氧氣和麻醉劑用完後僅剩的 5 間手術室。資 

深麻醉醫師 Haifa Mohammed Ali 說，美軍根本拒絕保護醫 

院免於搶劫。他們只在搶劫最糟糕的情況過後，才派來幾 

個海軍陸戰隊隊員，可是，幾天後就撤離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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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4月21日 Al-Salan 第 

一保健中心只有 7% 的員工來上班，在人手不足的情況 

下，所幸有來自當地社區的義工幫忙，但醫院仍極度缺乏 

飲水、止瀉藥、口服抗生素和抗生素滴劑等，而且還必須 

忍受下水道排出的污物。

由於該地區其他醫院都已停擺，他們只得提供醫療服 

務給當地 10 萬名以上的人口，這已超過該醫院正常情況 

下所能負荷人數的兩倍以上。81還有報導指出，巴格達北方 

的海珊市立醫院停屍間停滿了屍體，卻沒有足夠電力來保 

存堆積如山的屍體。82

21 April 2003.
81 UNICEF, Iraq briefing note, 21 Apr 2003.
82 Mark Baker "Hundreds are dying who should not die" The Age, 
21 April 2003.
83 United Nations "UN relief agencies report slow improvement in 
Iraq, but situation still 'precarious'" 22 April 2003.
84 United Nations "UN relief agencies praised Iraqi health 
workers" 21 April 2003.

85 "Iraq: Conditions in Basra's main hospital still dir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17 April 2003.

86 Robert Fisk "Final proof that war is about the failure of the 

human spirit" The Independent, 10 April 2003.

一直到 4 月 22 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才發佈消息 

說，健康醫療服務狀況不再繼續惡化，同時也開始穩定下 

來。不過，基金會發言人 Geoffrey Keele 警告說，雖然情 

況已逐漸回穩，但由於恢復的速度相當緩慢，伊拉克社會 

最脆弱的部分，包括兒童，仍面臨極大的生命威脅。83

〔附錄二〕英勇的伊拉克醫療工作人員

面對著戰爭，伊拉克醫療工作人員致力於醫療服務的 

精神，恰恰和佔領軍的冷眼旁觀形成強烈對比。世界衛生 

組織（WHO）說：「伊拉克醫護人員在如此艱困的情況下， 

為醫療保健工作所做出的奉獻，令人特別感動。」世界衛 

生組織發言人 Fadela Chaib 說，伊拉克的醫生、護士還有 

相關的清潔人員、廚師、維修工人以及司機等等的奉獻， 

拯救了無數的生命。84

巴斯拉教學醫院的一位資深主管 Dahham Falih al-Musa 

醫師說：我們醫療同仁之間，有著一種很棒的團隊精神。

即使在交戰最慘烈時期，該醫院也仍然努力維持運作，儘 

管該醫院院長 Akram Abid Hasan 在一次飛彈襲擊中失去了 

10 位家人，其中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他的母親、 

兄弟和妹妹。其他兩位資深主治醫師也在這場戰爭中失去 

了太太和小孩。85

聯合國也對伊拉克醫護人員致上最高敬意。「醫療援助 

第三世界」在巴格達的醫療小組和數名記者同時見證了這 

份榮耀。例如費斯克就曾這麼描述他和巴格達 Adnan 

Khairallah Martyr 醫院院長、也是一位外科主治醫師 

Khaldoun al-Baeri 會面的經過：

「Baeri 醫師說起話來就像在夢遊一樣，因為他已經累 

到無法思考，更遑論用英文跟我交談；就在他完成四次手 

術取出四位病人腦中的金屬塊後，試著對我說明要防止胸 

部受傷的病人窒息有多麼困難。就在我要跟他告別時，他 

告訴我，他不知道他的家人目前在哪裡。他說：

『我們的房子被飛彈擊中，鄰居捎來信息說他們已經 

把我的家人送走，但我不知道他們被送到哪裏。我有一對 

雙胞胎女兒，我告訴她們要勇敢，因為爸爸必須日以繼夜 

地待在醫院救人。我叫她們要乖乖聽話不要哭。可是我不 

知道他們現在人在哪裡。』

說著說著，Baeri醫師哽咽地說不下去，接著就哭了起 

來，而沒辦法跟我說再見。」86

〔附錄三〕莫特醫師告訴你什麼是“解放”

譯者說明：在一片“解放”的“歡樂”聲中，讓我們 

來聽一點不一樣的聲音。底下是一個比利時來的醫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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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特(Geert Van Moorter)，他在巴格達醫院當志工的口述， 

口述時間是 4 月 9 號當地時間晚上六點，記錄者是 Bert 

De Belder。原文取自 < 巴格達日記〉(Baghdad diaries)，網 

址是：

http://www.irak.be/ned/missies/medicalMissionColetteGeert/t 

wo_belgian_doctors_in_baghdad.htm

這位來自比利時的外科醫師Geert Van Moorter，隸屬於 

比利時的一個第三世界國際醫療團，叫做 MATW(Medical 

Aid for the Third World ‘ s Medical Team ，網址是 

http://www.m3m.be/)，該團體目前一共有四位醫師在巴格達 

當醫療志工。

我大約翻譯一下這篇日記。“原文”在譯文後面。另 

外還有很多篇，請自行參閱該網址。所附圖片，右邊是莫 

特醫師，左邊留鬍子的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此次巴格達人道救援任務主任Carel de Rooy。

陳真 2003. 4. 11.

＊ ＊ ＊

今天，我和(同一個國際醫療團的) Harrie Dewitte 醫 

師都目擊了所謂“解放者”的懦夫行徑。今天早上，當我 

們準備把一些藥品和手術器材送到“海珊整型外科中心” 

(the Saddam Center for Plastic Surgery)時，我順便也想去看 

看我的病人—昨天我幫他治療的那個英國攝影記者。結 

果，一進去醫院之後我們就出不來了，整個醫院陷入火線 

中。

在這同時，有非常多的病人送進來，他們受傷得很嚴 

重，因此我們也忙得根本走不開。我看到大約 35 到 40 個 

嚴重傷患被送進來，其中有六個死了；這些人全部都是一 

般平民百姓。事實上，伊拉克當局早已無法統計平民傷亡 

人數，我們也一樣。

美軍甚至對著救護車連續射擊，車身留下了許多彈 

孔！當我看到救護車開進來時，它的車身凹陷了，車窗被 

打得粉碎，我差點認不出來它就是幾分鐘前才帶著三個傷 

患離開的那一輛。它的車門擠扁了，司機在方向盤後方也 

被射傷了，他的助手坐在乘客座位上，滿身是血。在這樣 

的情況下，這司機還有辦法把救護車開回醫院來，真是一 

項奇蹟。車裏的病患顯得很痛苦，其中有一位，他的胸腔 

裏又多出了一顆子彈，我看到鮮血從他胸前爆裂開來的傷 

口中一直湧出來。

我們很確定是美軍幹的，是他們把救護車打成馬蜂 

窩。這個事情發生後，我想要去找美軍理論。但是，現在 

醫院已經沒有司機來開另一輛救護車了，所以我就跟著路 

透社的記者團一起過去。在離美軍坦克車大約三百公尺的 

地方，我舉著白旗走過去，高舉雙手大叫說：“我是醫 

生！”當我靠近時，我對著他們大聲說：“你們知道你們 

剛剛幹了什麼好事嗎？你們竟然攻擊一輛救護車！”

救護車的外表應該很明顯才對，因為車身有個很大的 

紅十字標幟。一個美國大兵竟然回答我說：“誰知道裏頭 

是不是裝滿了軍火？”但是，事實上，那輛救護車剛剛是 

載著三個傷患和兩個醫院員工—在這場攻擊中，這五個人 

全部都受到嚴重傷害。如此蓄意攻擊救護車，是美國侵略 

武裝部隊在伊拉克境內多次違反國際人道法的罪行之一。

整個醫院就像一座地獄。我們已經沒有氧氣可供病患 

使用，甚至連急救時需要用到的“氣管插管”也不夠用。 

這裏的醫生們顯得很悲傷，當他們看到同伴被槍擊而滿身 

是血時，很多醫生都哭了。

半小時後，醫院來了一輛公車，也是被美軍的子彈打 

得稀爛，很多人都受傷了，他們哭喊著…，人群雜沓，一 

片混亂…。車子一輛接著一輛進來，有些人送到醫院時都 

已經死了，到處血跡斑斑。這是一場悲劇；巴格達的“解 

放”就是如此的一場悲劇。

我們“第三世界國際醫療團”的成員都很平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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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住在Sheraton旅館，“解放者”剛剛還經過這裏。…今 的平民血流成河。

天，我們都清楚地目擊了，所謂“解放”就是屠殺，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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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學生協會但32
2002－2005區域祕書處的報告

李凱倫
亞洲學生協會區域書記 

台北 2003.8.17

高偉凱譯
街道在騷動，呼聲在迴盪，夜晚在燃燒。

美國總統布希及其同夥們，正好耕耘了世界 

青年與人民暴動與反叛的土壤，來抵抗他的無國 

界戰爭。

亞太及全世界的反戰運動已經孕育出了從 

各個世代中產生的新血，包括（社會）運動者、 

和平的支持者，以及自主的公民。對和平、民主 

和主權的要求，有如在一個國家的誕生時的鐘聲 

那樣響徹天際。在這樣的隊伍中，青年與學生的 

人數激增。

我們在伊拉克與巴勒斯坦的伙伴們、同志們 

並不把他們的目標侷限在國界內。它滲透進了人 

們的良心，而且任何戰爭販子的軍事侵略或威脅 

都不能瓦解建立於平等、正義與自由的團結力 

量。

正如我們亞洲學生協會所實踐的宗旨：你的 

奮鬥就是我的奮鬥。

青年反戰行動
在這個區域內很多學生與青年組織進行了 

或參加了群眾的動員及無數的行動，來表示他們 

對布希戰爭的抗議。

在巴勒斯坦，數千名學生在校園內外遊行， 

並加入更大的反戰行動。他們和他們的父母、老 

師、農民及其他職業的人民，把哈德拉巴德街漆 

上了紅色以及標語、旗幟和海報。

數十萬的學生在雪梨和墨爾本遊行，參加?F 
可以說是太平洋甚至全亞洲最大的反戰示威。

日本，南韓和香港則有許多本地和各國籍學 

生聚集在該國政府大樓、美國大使館以及英國領 

事館。

運動以及反抗以各種形武、規模和水平進行 

著。

抗議者將他們的抗議聲明折成紙飛機丟入 

領事館內。許多人在領事館門前放置蠟燭整夜燃 

燒，並以製造火網般的噪音持續整個群眾行動。 

還有人舉行演奏會和表演藝術，閱讀朗誦詩歌， 

製造布希、布萊爾及其同夥的畫像或芻像並加以 

焚燒。

從無聲的遊行到直接的行動，從聲明、信函 

到憤怒的詩歌與演講，青年在我們所說最大、最 

廣泛並且最具戰鬥性的全球反戰運動中帶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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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震動。

現在的反戰運動和反越戰的運動相比，除了 

美國人之外還有亞洲、太平洋以及世界各地的人 

參加。不只是學生，還有其他各領域的人，各色 

人種，老人甚至兒童。

今天的反戰運動已經把帝國主義一詞變成 

嘲笑的對象。感謝美國，因為我們因此而更了解 

帝國主義的真正意義。

不是同志，就是敵人

很多其他參與到公民不服從行動的人，將紅 

色的水泥丟在美國的國徽上，在集會與自由演說 

這些基本權利遭到限制、鎮壓或違反時，辯論並 

且抵抗警察甚至軍隊的暴力。

在馬來西亞的示威者因此嘗到了苦頭，在台 

灣、菲律賓以及許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各個政府關於國家安全政策的花招來自以 

下一個或兩個方面：美國硬逼各國接受的關於恐 

怖主義的定義與國際標準，或政府立法對民主權 

利、公民自由與抵抗權的破壞 。

反恐法案在美國政府通過愛國法後立即被 

實施。反顛覆法以及更多限制移民的政策被通 

過。例如馬來西亞，就有他們自己誇耀、遵守與 

實施的規定。

一個如此限制性、封閉性並由法律與殘暴的 

人身暴力所禁錮的環境，使人們開始意識到，當 

正義與永久和平愈來愈遙遠的時候，這些規定是 

否也使得它更加遙不可及？

沒有戰爭不代表和平。只要權利被忽視，嘴 

巴被搗住而生命被剝奪，就沒有正義與永久和 

平。

恐怖政權
掌控伊拉克的恐怖政權並不只是來自薩達 

姆•候賽因，也來自於美國政府經濟制裁、食物 

與民生用品禁運的持續干涉壓力，還有戰爭的威 

脅。

薩達姆•候賽因從第一次波灣戰爭之前開 

始，就在伊拉克進行專制統治。他在任期內以及 

兩伊戰爭期間也受到美國的支持。

雖然薩達姆被認為是獨裁與屠殺的縮影、使 

整個國家與人民陷入貧窮時，體制的變革不應由 

外國人來進行，而應由人民自己來進行。

伊國人民的慘境是由於美國強加於這個國 

家的禁運與制裁。惡化了他們的狀況，也傷害了 

他們對國家主權、完整性與尊嚴的感情。

美國及其戰爭
美國現在進行他自己的戰爭，干涉與侵略的 

戰爭。這個戰爭顯示了他自身經濟體系的危機 ， 

以及為維持其世界經濟與政治主導權的無望。

旨在服務帝國主義美國及其附庸的多邊機 

構已經多次證明了他們計畫的無效，以及他們再 

次要在統治精英中分割來掠奪這個星球。他們計 

畫的無效性來自於各國人民的反對與抗爭，特別 

是通常作為掠奪性帝國主義全球化受害者的第 

三世界。

如果世界貿易組織甚至聯合國都解決不了 

七大工業國內部的問題與矛盾，伊拉克將不是最 

後－個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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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已經變成政經交易的溫床：從將持續到 

2015 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到在許多地區的 

駐軍與基地；從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的實施，到重 

新增加的反恐援助；從一個廉價原料的豐富來 

源，到一個過剩垃圾的集中池。

然後呢？

甚至當我們現在說話時，美國的和平使者已 

經佔領了伊拉克，並且強加一套在美國帝國主義 

的概念與實踐下的新秩序與民主體制。

所以現在怎麼辦？我們曾有過最強大的運 

動，動員數十萬人（如果沒有上百萬的話），包 

括全世界所有年齡、膚色與種族，來反對侵略伊 

拉克的戰爭。然而侵伊戰爭卻開打了。

我們相信反戰運動從未幻想喬治布希會因 

此再思他的策略並確認伊拉克人民也是人並且 

應有人權、他的政府所進行的戰爭是不正義、非 

法與不人道的。

反戰運動以及我們的目標是一個反帝運 

動。一個告知、啟蒙並教育人民的運動，不只是 

關於和平與民主的議題，還有關於剝削、鎮壓以 

及集體抵抗和鬥爭的合法性。

伊拉克人民不喜歡薩達姆。但他們也不想要 

美國。現在在伊拉克，戰爭仍在持續，人民仍在 

進行追求解放的戰鬥。他們伊拉克自己的兒童、 

青年以及學生，也在這場鬥爭中和戰鬥的人民站 

在一起。

戰爭尚未結束，反戰運動必須繼續，反帝運 

動仍須努力。

青年們，起來戰鬥，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立刻撤出伊拉克！

打倒帝國主義全球化與戰爭！

青年與人民的鬥爭萬歲！

國際團結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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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反戰運動與我們的課題
中村良夫

（日本反侵略亞洲學生共同行動）

曾健民譯
在此，我想向大家報告的是：日本政府對侵 

略伊拉克戰爭的態度以及最近日本軍事大國化 

的動向。同時我也想向大家報告這期間在日本的 

反戰運動的特徵和當前的課題。

一、侵伊戰爭和日本政府的動向
美英對伊拉克的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先 

制攻擊」、是?峈Z力顛覆他國政權令人髮指的侵 

略戰爭。對於這種行為，法俄德以及以阿拉伯諸 

國為首的全世界許多國家政府都表達了反對的 

態度，這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即便如此，日本的 

小泉政權從一開始便表現了全面支持美英的態 

度，並且由出兵到印度洋的自衛隊潛艇向美軍加 

油，在軍事上也實際協助了對伊拉克的侵略戰 

爭；甚且，在開戰之前，為了在聯合國通過侵伊 

戰爭的決議，日本政府背後代替美英政府，向長 

期接受日本經濟援助的非洲等在聯合國的非常 

任理事國，施壓支持戰爭，展開了大國主義的外 

交。

包括在軍事上全方位進行協助，日本政府一 

貫支持在國際上孤立的美英政府，其背後有幾個 

原因：其一，是由於八成的日本石油資源依賴中 

東地區的輸入；其二，是僅次於俄羅斯，日本是 

伊拉克的第二大債權國。日本的政府和資本，以 

支持侵伊戰爭，企圖在美國主導的伊拉克和中東 

的霸權重組中確保日本的地位，擴大權益；對日 

本政府及資本來說，這場戰爭可說是「為了石油 

的戰爭」。

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面向是，日本政府一向把 

「日美軍事同盟」置於軍事、外交戰略的主軸， 

並在這主軸下朝向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在2001 
年侵略阿富汗時，日本政府便制定了「反恐特別 

法」，為了後勤支援美軍而派兵?］自衛隊）進入 

印度洋。這自衛隊在侵伊戰爭中也繼續支援美軍 

的作戰。雖然叫做「後勤支援」，實際上是對戰 

鬥中，美軍的支援行動，是推動美軍與自衛隊的 

共同作戰，這是使自衛隊成為實際的戰鬥部隊， 

並造成日本的外派兵的事實，對日本政府而言這 

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小泉政權不但「後勤支援」美軍，還為了得 

派遣自衛隊到美軍戰領下的伊拉克而緊急制定 

了法律。7月26日，在國會強行通過了「伊拉 

克復興支援特別法」。這個法律並非在支援伊拉 

克人民，而是以自衛隊支援美軍等佔領軍的活 

動。依這法律，日本政府得在今年派出1000人 

規模的自衛隊進駐伊拉克。眾所週知地，伊境內 

仍然不斷地有包括武裝鬥爭在內的各種各樣的 

對佔領美軍的反抗。在這種狀況下，很礎巨出現 

日本軍隊從二次大戰戰敗後第一次在他國領土 

上進行戰鬥、殺殺他國民眾的事態。同時，對日 

本反戰運動來說一個重大的問題是，小泉政權把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威脅」當作支持美 

英侵伊戰爭的理由；亦即，「假若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攻擊日本，日本必須與美國共同對應 

戰爭。「日美同盟」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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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支持美英對伊作戰」這樣的邏輯。這種 

胡說的排外主義的主張，也是使在國會審議中的 

「有事法制關聯法」通過的欺騙術。

6月6日在國會通過的「有事法制」其主要 

內容在，假使日本發生異常事態時（=日本有 

事），除了自衛隊與美軍共同進行做戰外，也規 

定了勞動者和市民必須配合的義務。「日本有事」 

的假定狀況，實際是指美國在東亞發動侵略戰爭 

時所引發的事態，首先當然是假想美國鼣Q布希 

指名為「邪惡軸心」之一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 

和國的戰爭。簡言之，「有事法制」的本質在於， 

日美軍事同盟之下，以朝鮮半島為最大焦點，為 

了得遂行與美國共同進行侵略戰爭而整理、準備 

的一系列法律、體制。這與主張「放棄戰爭的日 

本憲法的改惡」又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打破「排 

外主義」的宣傳，阻止日本的「戰爭國家」的鬥 

爭，是當前日本勞動人民、民眾所面臨的最大課 

題。

小泉政權不但「後勤支援」美軍，還為了得 

派遣自衛隊到美軍戰爭下的伊拉克而緊急制定 

了法律。7月26日在國會強行通過了「伊拉克 

復支援特別法」。這個法律並非在支持伊拉克人 

民，而是以自衛隊支持美軍等為領軍的活動。依 

據法律，日本政府得在今年派出1000人規模的 

自衛隊進入伊拉克。眾所週知，伊境內仍不斷有 

包括武裝鬥爭在內的各式各樣的對佔領美軍的 

反抗。在這種狀況下，很可能出現日本軍隊?q 
二次大戰敗後第一次在他國領土上進行戰鬥、殺 

害他國民眾的事態。

同時，對日本反戰運動來說，一個重大的問 

題是，小泉政權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 

威脅」當作支持美英侵鄭戰爭的理由，亦即，「假 

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攻擊日本，日本必須 

與美國共同對應戰爭。「日美同盟」是極為重要 

的，因此，日本政府必須支持美英對伊作戰」這 

樣的邏輯。這種胡說的排外主義的主張，也是使 

在國會審議中的「有事法制」關聯法通過的欺騙 

術。

6月6日在國會通過的「有事法制」其主要 

內容在假使日本發生異常事態時（=日本有事） 

除了自衛隊與美軍共同進行做戰外，也規定了勞 

動者和市民必須配合的義務。「日本有事」的假 

定狀況，實際是美國在東亞發動侵略戰爭時所引 

發的事態，首先當然是假想美國對被布希指名為 

「邪惡軸心」之一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 

戰爭。簡言之，「有事法制」的本質在於，日美 

軍事同盟之下，以朝鮮半島為最大焦點，為了得 

遂行與美國共同進行侵略戰爭而整理準備的一 

系列法律體制。這與主張「放棄戰爭的日本憲法 

的改惡」又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打破「排外主 

義」的宣傳，阻止日本的「戰爭國家」的鬥爭是 

當前日本勞動人民民眾所面臨的最大課題。

二、日本的伊拉克反戰運動
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美英的侵略戰爭，另 

一方面煽起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排外 

主義，企圖推進日本的軍事大國化。對於這樣的 

動向，日本的反戰運動究竟有如何的進展？當 

然，其中有成果也有課題，下面想做一番整理報 

告。

在日本，反對美英侵伊戰爭的各種行動，在 

全國各地持續了好幾個月的組織和動員。特別 

是，經過今年的二月十五日國際同步反戰的行 

動，在緊迫的情勢下，參加街頭反戰行動的人數 

有了飛躍的增加。參加反戰運動已不再只是少數 

人的行動，以開戰後的三月二十一日，在東京舉 

行的五萬人的反戰集會為首，全國各主要城市舉 

行了無數次的數千人規模的反戰行動。大多數的 

參予者；都是從未參加反戰運動的勞工和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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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有許多青年學生或中學生高中生。它們的 

大多數都是通過網路而知道行動消息，自己製作 

手寫的標語牌參加了反戰示威。高中生本身的反 

戰集會也達到一千人規模。有好幾個工會組織了 

反戰示威。還有，日本有好幾十人參加了到伊拉 

境內的「人盾」行動。如此，在日本產生了自反 

越戰運動以來的另一次反戰運動高潮。確實，日 

本的反戰與歐美相比，可以說很小規模，但是， 

現在為止從未參加反戰運動的許多人，特別是青 

年?怴A能為反戰運動站出來，就這點，可以說 

對於日本民眾運動的將來蓄積了很寶貴的經驗。

同時，這些反戰行動，積極的與美國的 

ANSWER 聯盟等呼籲了世界同步行動結合，作 

為國際反戰運動的一環組織起來。這是近年未見 

的大特徵。許多人受到國際反戰運動的激勵，與 

全世界的民眾為了共同阻止侵伊戰爭而站起 

來，通過具體的同步行動，每個人的反戰行動並 

不孤立，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千 

萬以上反對戰爭的世界民眾的一分子。與迄今僅 

止於一國範圍內的日本反戰運動相比，像這樣地 

與國際反戰運動結合，與廣大的人民站在一起行 

動，這對日本的反戰運動在實質上的發展而言 ， 

是一個前進的里程碑。

上述積極的要述的另一面，在這個過程中日 

本的反戰運動全體來看顯然有幾個必須突破的 

課題。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美英的侵略戰爭，另 

一方面煽起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排外 

主義，企圖推進日本的軍事大國化。對於這樣的 

動向，日本以反戰運動究竟有如何的進展？當 

然，其中有成果也有課題，上面想做一番整理報 

告。

在日本，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各種行動，在 

全國各地持續了好幾個月的組織和動員。特別 

是，經過今年的二月十五日國際同步反戰行動 ， 

在緊迫的情勢下，參加街?Y反戰行動的人有了 

飛躍的增加。參加反戰運動已不再只是少數人的 

行動，以開戰後的三月二十一日，在東京舉行的 

五萬人的反戰集會為首，全國各主要城市舉行了 

無數次的數千人規模的反戰行動。大多數的參予 

者，都是從未參加反戰運動的勞工和市民。特別 

是有許多青年學生或中學生高中生。它們的大多 

數都是通過網路而知道行動消息，自己製作手寫 

的標語牌參加了反戰示威。高中生本身的反戰集 

會也達到一千人規模。有好幾個工會組織了反戰 

示威。還有，日本有好幾十人參加了到伊拉境內 

的「人盾」行動。如此，在日本產生了自反越戰 

運動以來的另一次反戰運動高潮。確實，日本的 

反戰與歐美相比，可以說很小規模，但是，現在 

為止從未參加反戰運動的許多人，特別是青年 

們，能為反戰運動站出來，就這點，可以說對於 

日本民眾運動的將來蓄積了很寶貴的經驗 。

同時，這些反戰行動，積極的與美國的 

ANSWER 聯盟等呼籲了世界同步行動結合，作 

為國際反戰運動的一環組織起來。這是近年未見 

的大特徵。許多人受到國際反戰運動的激勵，與 

全世界的民眾為了共同阻止侵伊戰爭而站起 

來，通過具體的同步行動，每個人的反戰行動並 

不孤立，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千 

萬以上反對戰爭的世界民?釭漱@分子。與迄今 

僅止於一國範圍內的日本反戰運動相比，像這樣 

地與國際反戰運動結合，與廣大的人民站在一起 

行動，這對日本的反戰運動在實質上的發展而 

言，是一個前進的里程碑。上述積極的要述的另 

一面，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的反戰運動全體來看顯 

然有幾個必須突破的課題。其一是分散性的問 

題：依據開戰前的民意調查，70%〜80%的人們 

表明了反對美英對伊拉克攻擊。從這方面來考 

慮，確實存在著一個客觀的條件，可以組織更多 

的人為反戰行動站起來，更有效果的打擊支持侵 

伊戰爭的日本政府；確實存在著一個客觀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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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以組織更多的人為反戰行動起來，更有效 

果的打擊支持侵伊戰爭的日本政府。然而，遺憾 

地，並沒有實現包含所有的運動和組織的廣泛的 

全國統一戰線、統一行動；結果，勞工、市民的 

反戰行動呈現了分散的局面。雖然，有許多人追 

求全體人民總結合的可能，但推動運動的主導方 

面卻無法回應這樣的要求。

另外，從政治要求的質方面來看，也有如下 

的一些課題，雖然許多人為了反戰站了出來，但 

全體的基調可說是立腳於「人道主義的觀點」， 

它含有同情，受到美英壓倒的軍力所虐殺的悲慘 

伊拉克民眾的積極內容，但其要求僅止於「反對 

戰爭」，因此，再大規模戰鬥結束而進入佔領階 

段時，雖然日本政府正開始積極準備派兵（自衛 

隊）伊拉克，但日本的反對侵伊戰爭的運動卻急 

速地縮小。同時，侵伊反戰運動與「有事法制」 

反對運動的聯繫也被切斷了。

由此可見到，運動存在著對本國政府的曖昧 

態度。也就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反戰運動，用 

民眾的力量去對抗支持戰爭且正在推進日本的 

「戰爭國家化」的小泉政權的反戰運動，兩者無 

法聯繫起來。除了少數地方，這兩個反戰運動， 

一直到最後都還是以各自的組織進行動員。結果 

是無法組織有效的共同行動，而使得6月一連的 

「有事法制」案在國會通過。

其次，是有關對抗「排外主義」的大問題。 

雖然有許多人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但同 

時也有許多人支持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的威脅」為由宣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的小泉 

政權的主張，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日本統 

治者，利用去年日本北韓首腦會議中浮現的北韓 

「綁架日本人間題」或「核開發問題」，進行大 

規模對北韓的排外主義宣傳運動，使它與日本人 

歷史上對朝鮮人的歧視差別、排外主義意識結 

合，深刻地浸透到日本的勞工、民眾之間，這再 

次顯現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這種現況下，假如有 

一天美國發動了對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的?I略戰爭，而日本也參加了戰爭，許多的 

日本勞工、民眾可能將被動員到支持侵略戰爭的 

排外主義一方，這樣的危機正擺在我們的眼前。 

因此，日本的反戰運動，必須與這種排外主義戰 

鬥，非變革到能夠與把朝鮮半島當焦點推進侵略 

戰爭的力量面對面進行對決不可。

正如上述，日本的伊拉克反戰運動，誕生了 

自越南反對運動以來從未有的盛況，同時很清楚 

地，它也內含了必須去克服的課題。當然，這幾 

個月中的運動中，包括我們「亞洲共同行動日本 

聯絡會議」在內的各種各樣的運動家，也為了克 

H 隘些日本反正運動中內含的課題而奮鬥過 

來，但這種努力現在仍處於途中，有許多困難待 

克服。但是，唯有通過正面克服，這些課題才能 

打開日本反戰運動的前進道路。

三、日本反戰運動的當前課題
「亞洲共同行動日本聯絡會議」，自成立以 

來，一貫反對日美軍事同盟和日本軍事大國化 ， 

並要求美軍從亞洲撤軍，而進行活動。並且與參 

加了 AWC （反對美日對亞洲支配侵略的亞洲行 

動）的台灣勞權會、菲律賓、韓國、印尼等民眾 

團體採取了反對美日帝國主義支配侵略亞洲的 

共同行動•針對布希政權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侵略 

戰爭以及支援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小泉政權，我 

們在各地與各種團體，個人共同組織了?狊埳 B 
動，也採取了各種獨自的對美國大使館、領事館 

的行動，和反對自衛隊派兵的限地行動。對我們 

以及對日本的反戰運動來說，當前鬥爭的焦點有 

以下幾點：

第一，在伊拉克民眾擴大對美軍的軍事佔領 

的抵抗的惰勢中，日本政府為了參加佔領軍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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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衛隊派往伊拉克。這對日本民眾而言，意味 

著自己國家的軍隊直接與伊拉克民眾為敵，把侵 

略的槍口朝向伊拉克。因此，擴大追究侵伊戰爭 

中美英軍隊的戰爭犯罪，要求佔領軍撤出伊拉克 

以及阻止日本的自衛隊派兵伊拉克的運動和輿 

論，將成為繼續推動今年春天的伊拉克反戰運動 

的日本反戰運動的課題。

第二，反對排外主義。擴大反對美日政府敵 

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政策和戰 

爭策動；同時，作為其中的一環，擴大進行要求 

日朝國教正常化的運動。布希政權口出惡言指北 

韓為「邪惡軸心」，以世界最巨大的核子國家居 

然喧嚷北韓的「核子開發問題」，並在政治上、 

軍事上施加壓力。日本政府也急著建構對應朝鮮 

戰爭的戰爭體制，每天每天不斷反覆地進行對北 

韓的排外主義宣傳中，甚至也催生了公開主張要 

求日本核武裝化的聲音。顯然地，日美政府的動 

向是與朝鮮人民追求民族統一的願望直接對立 

的。打破排外主義，反對日美對北? 瑣啋孝旭 

吽A要求朝鮮半島和亞洲的和平運動，是日本反 

戰運動的真正價值所在，極為重要的鬥爭。

第三，與亞洲民眾共同攜手鬥爭，推動反對

「美日軍事同盟」，以及其駐東亞的十萬美軍體 

制，而這同盟與體制正是支撐布希政權以朝鮮半 

島為首在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戰爭策劃的基礎。 

達四萬七千人的駐日美軍和美軍基地，是美國軍 

事介入亞洲的據點。現在，重回菲律賓的美軍部 

隊，其大部分都是從沖繩的美軍基地派出去的。 

在這現實中，通過反對美日軍事同盟，要求壓迫 

亞洲民眾解放運動的駐日美軍和駐亞洲的全部 

美軍撤出的鬥爭，與亞洲各地的民眾運動共同團 

結採取共同行動，為了日本反戰運動在國際主義 

的發展，這方面極為重要的。

最後，反戰運動窮究產生戰爭的根源，通過 

剷除其根源的鬥爭，可成為最強大的前進力量。 

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的獨占資本掌握著巨大 

財富，壓榨、壓迫勞動者和民眾，為了追求更大 

的利潤，不惜發動侵略戰爭，進行帝國主義式的 

世界制霸。通過反戰示威，把為了改變現實的世 

界與社會的民眾的願望擴大出去，在追究帝國主 

義的根源中，才可能真正阻止侵略戰爭吧！為了 

達到這樣的目的，團結世界民眾共同努力是必要 

的，把國際反戰運動一翼的伊拉克反戰運動化為 

共同的經驗，願進一步推進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和 

支配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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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伊戰爭期間的 
形勢報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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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口下的民主從包道格的一篇文章談起

唐曙
如果4月9日巴格達市區的海珊銅像被美軍 

拉倒那一天，算做是美軍佔領伊拉克的開始，那 

麼到5月9日，美軍已經佔領一個月了。但是如 

果我們把南部巴斯拉和北部摩蘇爾的領空被美 

軍劃為禁航區、伊拉克失去國土航權的那一天當 

作美軍佔領日的話，那伊拉克已經被佔領超過十 

年了。不同的只是，這次是全部佔領，英美聯軍 

佔領的不僅包括土地、石油、美索不達米亞的文 

明遺產以及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伊拉克的「重 

建計劃」，還包括了過去十二年和最近一個月伊 

拉克人民的飢餓、病痛、死亡，以及隨之而來的 

無奈和憤怒。布希信誓旦旦地說為伊拉克人民帶 

來了「解放」和「民主」，來代替海珊的「獨裁」， 

但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又締 

造了什麼民主呢？

美國所出口的民主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包道格先生在聯合報4月 

26日的民意論壇上寫了一篇名為「伊拉克 自己 

建立自己的民主」的文章。這篇文章內容的要點 

有兩個，一個是強調美國在伊拉克進行重建和實 

施「民主」的正當性和歷史意義，另一個則是「對 

台灣公開支持以及願意對戰後重建提供具體捐 

助非常感謝」。不關心美英侵略伊拉克戰事的人 

一定會不明究理地對包道格的這篇文章充滿好 

感，因為文章中對於美國政府苦心孤詣地推廣 

「民主」以及對伊拉克人民的「尊重」多所著墨， 

但這篇冠冕堂皇、歌頌「民主」的文章背後，卻 

掩蓋著許多對伊拉克人民的殖民宰制和鎮壓。

文章一開始就說：「美國和聯盟對伊拉克的 

政策向來不是以破壞為目的」。這句話是實話。

美國對伊拉克12年來一系列的政策向來是具有 

破壞性的，但破壞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12年前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後，美國除了向 

各國徵集軍費外，伊拉克作為戰敗國是要進行長 

期的軍費賠償的。當禁運加上賠償使伊拉克產生 

嚴重的人道處境危機時，聯合國為解決這個危 

機，在1995年所啟動的「石油換糧食計劃」（用 

每半年20億的石油出口來換取伊拉克所需要的 

基本民生物資）卻遭到英美主導的聯合國制裁委 

員會長年來的杯葛，伊拉克所提出的進口物資清 

單有40%在美英兩國的聯合阻撓下無法實現，它 

的影響是12年來有126萬人因缺乏必要的藥品 

和基本物資而死亡，其中有六成（75萬人）是兒 

童。美國甚至於以海珊藏有所謂的「大量毀滅性 

武器」為理由，要求聯合國對伊拉克進行武器檢 

查。這些費用還要由民窮財盡的伊拉克來支付。 

當伊拉克已經被銷毀了95%的武器，而美國仍然 

堅持還有未查出的武器時，伊拉克拒絕了這種消 

耗性的外交折磨，美國便在1998年採取「沙漠 

之狐」的軍事行動，以轟炸平民的方式來回敬這 

種拒絕。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在南方邊境 

所使用的貧鈾彈造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致癌率比 

起戰前高出了 420%！對於這樣一窮二白的國 

家，布希仍然在2003年3月20日發動了侵略戰 

爭，美軍所到之處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到嚴重破 

壞！

12年來美國以破壞作為手段，對殘破的伊拉 

克進行了侵略、騷擾、消耗和再侵略，它的目的 

決不是如包道格所講的：「是為了提供伊拉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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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個機會，建立一個重視它們需求的民主社 

會」，而是相反：是為了提供美國和支持這場侵 

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壟斷集團一個機會，建 

立一個符合它們需求的「民主」社會。

少數人的民主：烏爾會議與什葉 
教徒的抗議

講到「民主」，這可是包道格此篇文章中的 

主題。他寫到：「後代史學家可能寫到，伊拉克 

人民在法制及人民的同意下實行民主的這段歷 

程，是從二。。三年四月十五日開始形成的。正 

是在那一天，近百位流亡領袖、部族族長、庫德 

族人和什葉派教士等人，齊聚在烏爾的一個帳棚 

裡，展開建立新民主的進程」。

後代持平的史家（不是為美國所御用的史 

家）一定會研究到這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至於 

這個事件是不是真如包道格所說，是「伊拉克人 

民在法制及人民的同意下實行民主的這段歷 

程」，但就和事實大大地有出入了。事實是：就 

在烏爾帳棚會議召開一個星期後的四月廿一 

日，兩百萬什葉派教徒（什葉派教徒人口數佔伊 

拉克總人口數的60%）在巴格達的巴勒斯坦旅館 

前舉行反美示威，要求美國立即撤離伊拉克。這 

場示威讓同時在五角大廈召開戰後重建記者會 

的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非常尷尬。而美國當局對 

這項具有指標性民意訴求的反應，則是布希在三 

天後的四月廿五日發表演說宣佈，美國對伊拉克 

的佔領還要持續兩年！事後，支持戰爭的美國媒 

體還做了一項很特殊的民意調查，調查顯示有近 

七成的美國人反對「原教旨主義者」統治伊拉 

克。這項調查的重要意義不在於調查取樣的偏 

頗，而在於做這項民意調查的動機和它所代表的 

意義。這項民意調查向我們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 

題：透過侵略戰爭佔領伊拉克的美國，它的人民 

可以對伊拉克的民主做出好惡的評斷，儘管這個 

國家從來在歷史上就不是美國的一部份。而當提 

克里特的伊拉克人民不畏壓力，還是在四月廿八 

日上街慶祝海珊生日時，美軍竟然對這些人開 

火，並造成了13人的死亡！如果伊拉克人民自 

己不能透過多數來決定自己的「法制和民主」， 

那由美國遴選的烏爾帳棚會議的二百五十人又 

有什麼代表性？這個「烏爾代表團」充其量也不 

過就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代理人集團」罷了！所 

以，從二。。三年四月十五日之後開始形成的並 

不是一個民主的歷程，而是一個再次被殖民的歷 

程，伊拉克只有擺脫了這個被殖民的歷程之後， 

才能在獨立自主地談民主。

由外力強行指定的民主
根據這些事實，包道格所謂：「這個（民主） 

進程必須由伊拉克人民自己來執行才會成功」簡 

直就一句空話！因為美國已經說一套作一套 

了，而更嚴重的是，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國家有能 

力指責並且制裁它的言行不一了。至於烏爾帳棚 

會議中所起草的十三個原則中「未來的政府將由 

伊拉克人民選出，不是『由外力強行指定』」的 

提法，其實是一種諷刺。一群由美國欽定的少數 

代表作成的政治原則，卻要全伊拉克人民無條件 

的接受，這算哪門子的民主？這些人為什麼能光 

評美國政府的授權，就決定伊拉克的國家體制 

（聯邦制）和政治體制？包道格先生並沒有為我 

們提供答案。但5月9日，英美兩國已經在聯合 

國發動提案，要聯合國承認它們作為「佔領勢力」 

（occupying powers）至少佔領伊拉克一年，這根 

本就是要聯合國承認美英及其同盟侵略和佔領 

伊拉克的合法性。這不是標準的『由外力強行指 

定』嗎？

強權指導下的國際民主
美國「國務卿鮑爾在烏爾會議前夕接受訪問 

時?保證，與海珊時代的情況相反，伊拉克的石 

油、財富將為伊拉克人民所用」。包道格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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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也不符事實。事實是：遠在伊拉克人民自主 

地對石油和財富做出處置之前，美國政府已經為 

伊拉克人民做了主。上述5月9日美英在聯合國 

的提案如果通過，聯合國對伊拉克石油存量進出 

口的監督體制將蕩然無存，美英兩國不必再接受 

國際監督就可以直接處置伊拉克的石油，至於原 

先透過聯合國「石油換糧食」計劃而取得許多石 

油合約的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將面臨被排擠的 

窘境。這將造成聯合國與美英聯盟圍繞著石油利 

益，在外交上的強烈對峙。聯合國面對這樣的對 

峙，充滿無力感。因為它無法阻止侵略戰爭在 

前，現在它又怎能阻止美英帝國主義直接的掠奪 

在後呢？它能爭的只是一個面子，一個假裝還能 

處理國際糾紛的面子。而這些國際外交上的縱橫 

椑闔，都是以伊拉克人民最重要的共同財 

富?/SPAN＞石油作為代價。

當然，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既然美國能 

繞過聯合國片面侵略伊拉克，為何還要在意聯合 

國的意見呢？」。美英兩國的目的有兩個。一個 

是希望聯合國能承認它們侵略和佔領伊拉克的 

合法性；另一個是希望調動聯合國的機制投入昂 

貴、龐大和複雜的重建工作，當然主導權是在美 

國手中。

美英兩國如此迫切想得到的侵略的合法性 

承認，主要是關切石油利益。1990年8月6日聯 

合國做出了對伊拉克實施全面制裁和禁運的661 

號決議。美英兩國想要掠奪石油利益，也需要聯 

合國在形式上解除661號決議的約束力。否則違 

反聯合國決議地任意賣油和用油，依國際法也是 

要受到制裁。當然，美國船堅砲利，不需要理會 

聯合國的制裁，因為美國在全球各地有廿五個軍 

事基地，沙烏地阿拉伯有五個，伊拉克還要建一 

個，光憑這些基地的武力，聯合國的維和部隊是 

沒法發揮作用的。但是對美英兩國而言，重點不 

在於它們的強大，而在於和它們做生意的對象， 

大多數的力量並沒有超過聯合國。這就像是有兩 

個流氓去搶劫，治安當局由於它們火力太大了， 

沒法制他們，但又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權力被剝 

奪，所以凡是收受流氓贓物的人，一律依法嚴 

辦。所以美英兩國才需要解除制裁和禁運，儘管 

它們過去十二年來不停的反對。

強權的外交弔詭：解除制裁禁運 
與大量毀滅性武器

美英兩國過去十二年來反對解除對伊拉克 

制裁和禁運的唯一理由就是：伊拉克擁有大量毀 

滅性武器。海珊當時為了解決伊拉克嚴重的人道 

主義危機，就說一旦證明伊拉克沒有大量毀滅性 

武器，聯合國就要立刻解除制裁禁運。結果從 

1991年到1997年，聯合國的派出150多個武檢 

小組對伊拉克進行了300多次的檢查，並且銷毀 

了95%的武器，但美國還是堅持說伊拉克有大量 

毀滅性武器。由於武檢小組的花費，必須由「石 

油換糧食」計劃中的經費支出，而經過七年的武 

檢，伊拉克的制裁和禁運在美國的刻意刁難下也 

無法解除，於是伊拉克拒絕了武檢，結果導致了 

1998年美國片面發動的「沙漠之狐」轟炸行動， 

平民遭到大量死傷。2002年11月，伊拉克的制 

裁禁運仍然沒解除，聯合國又通過的1441號決 

議，要再徹底檢查大量毀滅性武器。2003 年 3 

月20日，美英兩國以伊拉克「實質違反」聯合 

國第1441號決議，出兵侵略伊拉克。4月9日， 

美英的侵略聯軍佔領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5月 

1日布希宣佈侵伊戰爭勝利結束，但當初美英以 

「實質違反」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因而出兵的 

「大量毀滅性武器」卻仍未找到！美國過去 12 

年間，在外交上把「解除制裁禁運」和「銷毀大 

量毀滅性武器」結合在一起，作為一種策略長期 

的消耗伊拉克。現在美國佔領了伊拉克，想要解 

除制裁和禁運，它當然可以說（它也確實說了）： 

伊拉克已經沒有大量毀滅性武器了（如果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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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海珊不用在保衛戰爭中！），但美英兩國不 

要忘了，它們當初出兵侵略伊拉克的理由，正是 

伊拉克沒有全面銷毀大量毀滅性武器啊！所以 

美國在國際的法律和正義面前，面對了一個進退 

維谷的困境：你美英兩國要想解除制裁禁運，就 

必須證明伊拉克沒有大量毀滅性武器，但你如果 

證明伊拉克沒有大量毀滅性武器，那你侵略伊拉 

克的理由就完全不合法！

佔領後的全球反戰運動
當然，單極獨霸的帝國主義強權根本無須說 

道理（就像它不簽訂攸關環保的《京都議定書》 

和布魯塞爾的《國際戰爭犯罪協定》一樣），因 

為它就是道理。但當它的道理不能服人時，較弱 

的一方只有選擇接受或是反抗。絕大部份的地區 

和國家政府基於現實的利益，大都選擇了接受強 

權的道理，除了少數幾個政權還在負隅頑抗之外 

（有幾個還即將成為美國下一波的侵略目標），就 

剩下史無前例的全球反戰運動對抗的最徹底，鬥 

爭的最堅決。但我們也應認識到，自從侵略軍隊 

佔頜伊拉克後，全球反戰運動進入了一個轉折時 

期：動員的規模縮小了，運動的策略目標變得更 

在地化和多元化（如各地的抗稅運動、反軍事基 

地運動、審判戰犯運動、港口機場的干擾運動、 

抵制侵略國家商品運動等），反戰團體在侵略軍 

隊佔領伊拉克以後，遭到各地政府的監控和打 

壓，對種族和宗教的壓迫加深了。所有這些新的 

發展當然對前所未有的全球反戰運動是一項考 

驗，而參與全球反戰的許多團體也利用二0。三 

年五月反戰運動的休整時期，不約而同地召開了 

反戰運動的階段性總結會議（英國的反戰聯盟在 

4月26日召開；美國的ANSWER在5月17-18 

日召開等），也針對佔領後的新形勢做出新的運 

動方向規劃。

侵略者應對其非法侵略行為負責

在這些重要的討論中，有關重建與解除禁運 

制裁的問題，也有深入的探討。由於美國利用外 

交策略，惡毒地將佔領重建和解除制裁禁運掛 

勾，在十三年長期反對解除制裁的壞記錄之後 ， 

竟大發慈悲，義正嚴辭地要求聯合國應立即解除 

制裁，以解決伊拉克「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 

這樣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剛參與反戰運動 

的朋友們的確造成了思想上的困擾。這些困擾很 

典型地表現在美國校園的一些學生爭論上：

「美國現在不可以撤軍，這是不負責任的」
這種提法的背後反應了一種預設立埸：美國 

是一個可以依靠的、「負責任」的勢力。

這種立埸從某個角度來看並不算錯。二次大 

戰結束後，美國做為戰後的強權，以「反共」為 

已任，長年來也做了很多「負責任」的事。以中 

東地區為例，它長期以來「負責」武裝和資助以 

色列使得以色列成為該地區唯一擁有核武的強 

權；它「負責」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非法佔領 

長期化；它長年來「負責」支持過（有些現在還 

在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伊朗和伊拉克等 

國家的封建政權，來維持阿拉伯世界分裂的局 

面。

從上述這些中東歷史，我們看到了美國長年 

以來「負責」的結果。所以在侵伊戰爭後，下令 

侵略出兵的美英國家元首並不該以佔頜來表示 

「負責」，而是應該向布魯塞爾戰爭犯罪法庭自 

首，並接受公開審判。

「如果美國撤軍，伊拉克的情況將失控！」
伊拉克社會秩序的失控，正是美英發動侵略 

戰爭所引起的。美英侵略聯軍入侵近兩個月以 

來，對伊拉克造成大量毀滅性的破壞。伊拉克的 

水電供應設施至今都尚未全面恢復，由於相關的 

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加上 

聯軍草率的戰場清理工作，造成了伊拉克霍亂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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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其他傳染病從巴斯拉開始迅速蔓延。截至5 

月18日為止，據估計已有4849-6457人因這場侵 

略戰爭而死亡 （資料來源 ： 

www.iraqbodycount.net）。而美國先後指派的兩個 

伊拉克高級事務官員傑伊.加納和保羅.布雷默， 

一個是參與製造愛國者飛彈的軍火商（SY科勒曼 

公司總裁），另一個則是白宮的首席反恐顧問 ， 

從這樣的人事安排上不難看出美國所謂初階段 

「重建」政策的走向，不外是軍事鎮壓和掠奪資 

源。這場侵略戰爭和這樣的人事與政策才是伊拉 

克社會秩序失控的根本原因。

「伊拉克人民正在挨餓，難道美國不應該做 

些什麼嗎？」
伊拉克的人民，特別是兒童，在制裁禁運的 

十三年中，飽受饑餓煎熬，這都是美英兩國長期 

以來利用聯合國制裁委員會杯葛伊拉克的進口 

清單所造成的，所以，伊拉克人民的飢餓是美英 

杯葛的結果，同時也是美英侵略的原因之一。現 

在大家都知道美英出兵侵略和佔領的根本原因 

是為了石油，但除此之外，伊拉克人民在美英長 

年的「饑餓」策略壓迫之下，竟然沒有「揭竿而 

起」推翻海珊，也使得這些強權失去耐性，決定 

自行侵略。所以，用饑餓逼伊拉克人民造反的帝 

國主義強權，絕對知道它做為壓迫策略的無效 

性，至於實際的饑餓感覺，隨之而來的營養不良 

以及居高不下的兒童死亡率，美英兩國向來就是 

冷漠以對。指望這樣的國家優先解決饑餓問題， 

根本就不可能。

許多的救援團體在這次侵略戰爭中，一直在 

第一線為解救伊拉克人民而奮鬥。它們最多的抱 

怨就是侵略軍隊只允許它們隨軍救援，不淮它們 

在軍隊的監控之外進行獨立救援的工作。但由於 

侵略軍隊粗魯的佔領行動以及具有爭議性的檢 

查活動，使得救援團體根本就不想和它們為伍 ， 

但救援團體如果想要前往侵略軍隊行動以外的 

地區，光是沿路的檢查哨所，就可以消耗掉它們 

所有的精力和救援的效率（詳細實況可以參考 

www.electroniciraq.net 、 www.stopusa.be 和 

www.iacenter.org）。美英侵略聯軍用這樣方式控制 

佔領區，根本就不能解決伊拉克人民迫切的生存 

危機。

再來看看另一個佔領區－阿富汗的命運。布 

希在今年所提出的年度預算中，對於阿富汗的重 

建經費一毛也沒有編，經過一些國會議員力爭 ， 

才編出區區的三億美元，比起當初侵略阿富汗所 

花費的45億美元，真是天壤之別。三億元是無 

法讓阿富汗繁茱起來的，頂多只是維持殖民地的 

基本行政開銷，但那45億軍費卻可能造成三百 

萬平民餓死！（美國知名異議人士 Michael Albert 

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所提供的研究數據）事實 

上，絕大多數住在難民營裏的阿富汗人的確正面 

對著餓死的危險！

美國政府總共花費了 120 億美元轟炸伊抗 

克，但佔領至今卻只提供了6500萬美元來維持 

伊拉克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這筆費用花不過六 

個月，但布希政府認為已經足夠了。顯而易見 

地，伊拉克人民的處境不會比阿富汗人民現在的 

情況好到那去。而美國的「饑餓」策略將繼續綏 

持下去，做為最「古典」、同時也最殘暴原始的 

帝國主義殖民手段，無情地壓迫伊拉克人民。

以上這些問題，苦惱著許多雖熱心反戰，但 

也長期受到「霸權穩定說」洗腦的美國學生。面 

對美英侵略佔領勢力有關重建和解除制裁的外 

交策略，在2003年5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第1483號決議之前，全球反戰運動界大致有幾 

種看法：

1. 做為違反曰內瓦公約及聯合國相關決議 

而片面出兵伊拉克的美英兩國，應負侵略和戰爭 

賠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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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拉克應在聯合國的主導下，成立公正 

的國際機構，在排除侵略勢力的干擾下，積極並 

迅速地以侵略勢力的戰爭賠償以及國際援助，協 

助伊拉克人民進行重建以及解除禁運制裁。

3. 聯合國對於違法出兵的侵略勢力，應就 

其戰爭罪行進行公開的調查、逮捕與審判。

這樣的共識，在精神上仍然視聯合國為一個 

有效解決國際糾紛的機構。但1483號決議的出 

現，改變了這樣的看法。

聯合國1483號決議，是美英兩國以「解除 

伊拉克制裁禁運」的藉口，為取得侵略的完全合 

法性和佔頜的絕對控制權，向聯合國所提出的。 

5月22曰提案表決結果，美英在聯合國安理會中 

以14比0的懸殊票數，嬴得了一場外交勝利， 

也對國際情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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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1勞動節反戰燭光晚會動員文宣

危城法魯加
伊拉克人民的四月起義

唐曙

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每況愈下
2003年5月1日,布希宣佈美軍的攻伊戰爭 

結來,美軍開始對伊拉克展開全面佔領的行政布 

署。在這一年的佔領中,布希當初所承諾的「民 

主」和「自由」,並沒有實現,當初做為侵略伊拉 

克藉口的大量毀滅性武器,到現在也沒有找到,由 

美國行政長官布雷默所欽點的25人臨時管理委 

員會不但得不到伊拉克人民的支持,還曲逢佔領 

者的旨意,將伊拉克人民共同的財產-石油,透過 

「私有化」的政策,拱手交給哈利波頓等壟斷集 

團。一年來,伊拉克雖然多了手機和衛星電視,但 

失業率仍是世界第一(60%);雖然開放了所謂的新 

聞自由,但對於批評佔領政策和報導武裝抵抗運 

動的媒體,還是進行武裝查封。在侵略軍隊一年 

的佔領之下,死亡的伊拉克平民已超過12000人; 

未經審判就被囚禁的人數已逾一萬人,這些人在 

獄中遭到刑求、虐待,甚至慘死在牢裡。對於示 

威抗議的伊拉克人民,美國佔領軍直接以武器掃 

射驅散。

四月起義-人民抵抗運動進入新階段

在殖民佔領者這樣的暴虐統治之下,伊拉克 

人民從驚恐、憂傷、挫折和憤怒的情緒中逐漸覺 

悟到奮死抵抗的必要性。這樣的抵抗運動從零星 

的自殺炸彈攻擊、組織性的抗議示威,逐漸演變 

成戰術曰益精巧、協同日益擴大的游擊抵抗運動, 

這樣的運動迅速跨越教派間的歷史鴻溝,重挫美 

英佔領軍的士氣。從美國佔領軍愈來愈殘暴對待 

伊拉克平民的作法看來,他們已把現在的伊拉克 

當做當年的越南來對待,他們決定用非常的手段, 

消滅新興游擊抵抗運動背後的支持力量-伊拉克 

人民。包圍回教遜尼派大城法魯加的行動,就是 

他們殺雞儆猴的殘酷血旗!

「戰爭私有化」政策下的傭兵
2004年3月31日,伊拉克的回教游擊隊在法 

魯加處死了四名美國人,並且懸屍示眾。美國佔 

領軍當局馬上對外宣布:伊拉克回教游擊隊屠殺 

了四個美國平民。美國的主流媒體馬上在第一時 

間大肆報導這項消息。路透社雖然立即做了報導, 

但也隨即對這四名受害者進行了身份查證。查證 

的結果顯示,這四個人隸屬美國「黑水安全顧問 

公司」(BlackwaterSecurityConsult),他們雖然不是現 

職的軍人，但卻是參加軍事行動、提供軍事訓練 

的傭兵。

這樣的傭兵軍事行業早在上個世紀六0年 

代就在亞非兩洲盛行，這些傭兵部隊大多來自 

美、英及法國，目的是用傭兵介入他國內政的方 

式規避國際外交及叛亂屠殺責任，聯合國在八。 

年代特別明令禁止這樣的傭兵組織。但隨著蘇聯 

東歐瓦解，帝國主義在全球推動全球化的政策 ， 

這樣的傭兵組織又借屍還魂的出現，他們打著 

「國防工業私有化」的旗號，開始承包許多國防 

業務。藉著參與九0年代相繼出現的幾次戰爭， 

這樣的傭兵組織逐漸轉型為企業公司，並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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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事件」後，開始與軍火壟斷集團合力執行帝 

國主義政府所推動的「戰爭私有化」政策，他們 

最終成為國際壟斷集團的私人軍隊。為了捍衛國 

際壟斷集團在伊拉克的侵略利益，他們不惜以屠 

殺平民做為一種恐怖統治的手段。駐伊的美軍指 

揮官都不得不感嘆，過去是每一百名士兵有一個 

傭兵，現在確是每十名士兵中就有一名傭兵。 

危城法魯加

所以，伊拉克的回教游擊隊所殺害的是沒有 

軍職的武裝戰鬥人員，並不是平民。而類似這樣 

的傭兵被殺事件，從美軍佔領伊始，就層出不 

窮，美軍甚至都無法交代這樣的這種傭兵的傷亡 

人數。因此，美國刻意渲染這樣的事件，是有其 

政治目的的。首先，當然是藉此來轉移美國國會 

調查九一一事件聽證會的輿論焦點；其次，由於 

伊拉克回教游擊隊的戰術技巧與協同效率有了 

顯著的提高,美軍認為遜尼派的社會復興黨人在 

背後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決定藉由傭兵被殺事件, 

對遜尼派大城法魯加進行毀滅性的打擊。所以當 

事件發生之後,美軍立即派兵包圍法魯加,並且只 

給該城居民八小時進行疏散。這樣的最後通牒, 

使得恐懼的法魯加居民,紛紛逃離法魯加,前住巴 

格達避難。但巴格達的美軍卻不准他們進城。這 

使得數以千計的法魯加居民被迫困在巴格達城 

外的沙漠裡,進退不得。不久,美軍竟然出動 B52 

轟炸機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居民進行轟炸,造成 

470人死亡,一千七百餘人受傷。面對法魯加城內 

的居民,美軍則出動軍隊及狙擊手,連運送傷患的 

救護車都不放過。到四月十七曰為止,法魯加居 

民的傷亡人數,已達880人,包括86名兒童。這個 

城市已經被連續轟炸了八天,倖免的居民只能在 

房子裏,沒水沒糧食地躲著。伊拉克各地人民-包 

括什葉派在內-為了能協助圍城裏的居民堅持下 

去,將平常已經很窘困的衣食集中起來,透過一切 

管道,送進法魯加。

雙城起義的政治意義
另一方面,什葉派年青回教教師薩達爾所領 

導的游擊隊「莫西德軍」,在法魯加被圍之後,也 

開始積極活動,展開武裝抵抗。美軍於是進圍什 

葉派聖城那杰夫,並揚言要捉拿薩德爾。

以美軍的優勢兵力,要想屠城,何其容易。但 

四月起義的特殊之處在於: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先 

後起義,在政冶上互為犄角,在戰略上互為奇正,又 

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戰術行動準確精巧（遲滯美 

軍機動力的橋樑伏擊戰術）,再加上人質策略運用 

得當（制裁軍特,釋放無辜,要求撤軍）,在在都讓美 

軍體會到一年前那種悲憤的自殺炸彈攻擊行動 

己經告一段落,游擊戰爭已在戰略上展開了縱 

深。美庫如果直接屠城,法魯加和那杰夫必然一 

片焦土,死傷枕藉,但這種殘酷殺戮將進一步激發 

出抵抗的意志,而四月起義將成為前仆後繼的犧 

牲典範。

有人少不了要質疑筆者,為什麼要歌頌伊拉 

克游擊隊這種「恐怖主義」的行徑。首先,筆者 

要強調,他們的行為不是「恐怖主義」,而是抵抗。 

因為美英聯手入侵伊拉克並未得到聯合國的支 

持,這是非法侵略。美英聯軍佔領之後的倒行逆 

施,已使伊拉克人民忍無可忍,於是伊拉克人民決 

定以行動來驅逐這些非法的侵略佔領者,這就是 

抵抗,任何人指責這種抵抗,就是幫侵略佔領者犯 

罪!

團結抵抗才能爭取民心戰勝敵人

伊拉克人民最終能不能嬴得這場戰爭的勝 

利,要評估許多客觀條件,這個任務要由伊拉克人 

民去分析和實踐。但有個策略原則倒是可以在這 

裡提一下。有人認為:由於海珊所領導的遜尼派 

社會復興黨長期壓迫什葉派,所以什葉派根本就 

不該投入遜尼派所發起的武裝抵抗運動,反而應 

該冷眼旁觀或主動瓦解遜尼派的抵抗,再重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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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整合反對力量,抵抗侵略佔領者。這是一種看 

似聰明,其實奇蠢無比的幼稚想法。因為對抗侵 

略佔領者的暴政,有其歷史和道德正當性,冷眼旁 

觀或主動瓦解這稚抵抗,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等到抵抗的力量被鎮壓下去之後,侵略佔領者的 

優勢將變得更加強大,殘餘的抵抗勢力只會潰不 

成軍。所以,我們應該高度肯定法魯加和那杰夫 

雙城抵抗的歷史意義,並盡其所能地支持這樣的 

抵抗。

伊拉克新憲法-
可怕的政治危機工程

面對伊拉克人民的抵抗,布希在今年4月13 

日的年度記者會中,再次傲慢地抨擊伊拉克的四 

月起義是「恐怖主義」,說這些抵抗者是「文明 

世界」的敵人,「文明世界」（消滅他們）的意志決 

不動搖,並且強調必要時將「加派軍隊」。為了緩 

和日益激烈的抵抗,他同意在今年6月30日將政 

權移交給一個新的過渡政府。但也在侵略週年之 

際,由臨時管委會通過了過渡時期的新憲法。

這部憲法在殖民行政長官布雷默的監督下, 

由美國的法律專家和顧問起草,再讓臨管會的 25 

名委員背書通過,很明顯地,並沒有讓伊拉克社會 

各界人民共同參與討論和擬定。這部包含62項 

條款的憲法,沒有具體保障伊拉克人民的基本人 

權（如工作權,新憲法只提到保障工作的機會,這 

使得新政府不再需要承擔失業者的社會責任;言 

論自由受到壓制;婦女在政治參與上仍然受到歧 

視）;沒有處理美英佔領當局與伊拉克主權的矛盾; 

將反對佔領的抵抗運動視為恐怖主義,並要伊拉 

克軍隊負擔所謂反恐的責任。這部憲法還利用教 

派和族群矛盾,將完整的伊拉克領土和阿拉伯民 

族做了地緣政治式的撕裂,為美英佔領軍「分而 

治之」的陰謀確立了政治前提。這個可怕的政治 

危機工程,就在佔領當局「自由」與「民主」的 

響亮口號下,專制地通過了。

五月一日晚上反戰燭光集會
過去這一年來,伊拉克人民所發生的悲劇,佔 

領軍的暴虐政策以及游擊隊堅苦卓絕的抵抗,這 

短短的篇幅能道出的根本不及萬分之一,我們在 

台灣小小的反戰隊伍,也實在不能為他們分擔錐 

心的傷痛。但我們至少可以站出來支持他們,讓 

他們不再覺得是在孤軍奮戰。原本預定要在今年 

3月20日與全球同步舉行的反戰集會活動，由於 

台灣的總統大選而暫停。而去年五月一日正是布 

希對世界宣布侵伊戰事結束的日子，全球也有很 

多反戰團體選擇在這一天活動。所以今年的五月 

一日，晚上七點,帶著你的蠟燭、標語和一顆沉 

痛的心,我們一起再到美國在台協會,抗議布希侵 

略佔領伊拉克,並且要求布希政府:

一、停止一切佔領,立即從伊拉克、關達那 

摩撤軍,並無償地為戰爭破壞進行重建;

二、全面進行戰爭犯罪調查,逮捕並審判戰 

犯;

三、廢除過渡時期新憲法,儘速配合聯合國 

推動伊拉克全面選舉,建立代表所有伊拉克人民 

的新政府；

四、停止一切私有化政策,所有壟斷集團立 

即撤出伊拉克;

五、立即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非法佔領 

的巴勒斯坦土地。

六、立即撤除海外美軍基地；

七、重新檢討並刪減軍事預算，擴大社會福 

利及教育預算編列

對於支持這場侵略戰爭的台灣政府,我們要 

求：

陳水扁總統立即向伊拉克人民道歉,台灣政 

府有義務為其錯誤負責,立即無償協助重建,並禁 

止台灣企業藉侵略佔領之便,大發戰爭財。立即 

停止軍購，將預算用於教育及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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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部隊回家吧！」

記924美國華盛頓反戰大遊行
唐曙

聯合廣場的下午
9月24日下午，紐約12街和16街間的聯合 

廣場(Union Square)像往年一樣熱鬧。這裡逢週 

末就有市集，賣的是有機的蔬菜水果、雜糧麵 

包、發酵蘋果汁、舊書、風景圖片，有時候還有 

爵士樂。幾年沒來，市集還擴大到了12街，街 

道的兩旁都是亞洲風味的熱食攤，把旁邊「一堆 

書」舊書店(Strand Book Annex)逛書店的人， 

擠得有點寸步難行。廣場的中間有個小公園，樹 

葉扶疏，小孩在裡頭玩耍，大人則曬著太陽聊著 

天，還是跟幾年前一樣的慵懶。

聯合廣場的地下是14街捷運站，這裡有七 

線列車在此交會，面對著紐約最大的連鎖書店 

Barnes & Noble，是廣場捷運站的主出入口，許多 

行人都在這個出入口的階梯旁閒坐。就在這個出 

入口不遠的地方，幾個中年婦人坐在自製的大看 

板後面，耐心地整理著前一天被雨淋濕的資料 。 

一個年輕人與看板後的一位媽媽細細的聊著，年 

輕人說的多，大部分的時候顯的激動，媽媽總是 

疲倦但有耐性地聽著。

在這個寫滿「帶部隊回家吧！」(BRING THE 

TROOPS HOME NOW)、「停止強迫遷出紐奧 

良！」(STOP FORCED EVICTION IN NEW 

ORLEAN)看板的另一邊，一個坐著輪椅但衣衫 

襤褸婦女慢慢地將自己吃力地推了過來。她看著 

我，伸出露在灰色粗手套外的手指說：「麻煩你 

幫我拿份資料好嗎？」。我從看板後面拿了幾份 

受潮的的報紙遞給她，她讀著讀著，眼淚竟然被 

骯髒的粗手套擦花了臉，讓站在一旁的我有點不 

知所措。她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又舊又皺的五 

塊錢美金，要我幫她投進捐款箱，我拿出十塊錢 

一起捐了進去。她說完謝謝之後，突然問我怎麼 

沒去華盛頓參加遊行？我說我從台灣來，這次是 

與原住民代表團來聯合國控訴日本在台灣所犯 

下過的戰爭罪行，我雖然知道這場遊行，但我的 

行程讓我沒法前往華盛頓。聽完我的介紹，她輕 

聲地說了一句：「布希現在也在犯罪，而且他跟 

日本一樣，死不道歉」。

紐約聯合廣場的「凱賽營」連署 
點

「你知道一個死在伊拉克的士兵，美國政府 

會賠多少錢嗎？」她轉過輪椅來問我，我搖搖頭。

「十幾萬塊錢，」她張大擦髒的眼睛繼續問 

我：「你知道加薩走廊的以色列人被夏隆遷離 

時，美國政府付給他們多少錢嗎？」這問題觸動 

了我一條非常敏感又悲憤的神經，讓我一時答不 

上腔。

「一人一百萬元！」，她雙手緊抓著輪椅， 

整部輪椅似乎都抖了起來，「為什麼布希可以這 

樣濫用納稅人的錢去幫外國人，卻連紐奧良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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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多去看幾次？他們被迫遷離時，哪有什麼補 

償！難道我們在伊拉克喪生的子弟不如那些強 

佔別人土地的以色列人嗎？」

問得好。巴勒斯坦人也想知道答案。但我不 

禁好奇，她這樣的婦人怎麼會知道這些只有少數 

政客、教授和社運份子才會關心的事，並且還顯 

得如此激動。

「辛蒂是對的，所有死兒子的媽媽早就該走 

出來了。」說完，她推著輪椅離開，經過印有 

「CAMP CASEY」的綠色小帳棚模型時，停下來 

輕輕摸了它一下，問了另一位婦人說她能不能帶 

走當紀念，那個婦人說這是從德州帶回來，如果 

她能夠在另一個地方建立一個新的連署點，辛蒂 

會很樂意為她準備一個的。

送走了坐輪椅的婦人，剛才聽年輕人說話的 

媽媽開始用沙啞的聲音向公園裡的路人們大聲 

地說道：「送部隊回家吧！停止強迫遷出紐奧 

良！結束佔領！支持辛蒂！請參加華盛頓大遊 

行！」另外兩個婦人休息夠了，也開始起來邀請 

路人連署。這些媽媽被剽悍的紐約警察趕過、逮 

捕過好多次，但仍然頑強地守在這裡。

她們是一群紐約的母親，她們的兒子有的已 

經戰死，有的還在伊拉克，她們希望戰爭能立即 

結束，兒子們能趕快回家。她們是「凱賽營」 

(CAMP CASEY)運動的追隨者。

「凱賽營」運動
這個營帳原來只是一個死了兒子的母親，為 

了想要見到布希，而在他德州克羅福德的農場外 

搭起的小帳棚。這位媽媽名叫辛蒂•西恩(Cindy 

Sheean，她24歲的兒子凱賽•西恩(Casey Sheean) 

在2004年4月4日的一場攻擊行動中喪生。這 

位媽媽在悲痛之餘，決定從加州到德州去找布希 

問個清楚，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為麼要讓這 

麼多年輕人犧牲生命去佔領別人的國家？為麼 

不把他們帶回家？……當然，布希是不會見她 

的。於是辛蒂就住了下來。

這個在今年五月間搭起的帳棚引起全美 

國、甚至全世界的關切。許多反戰人士都來到布 

希的牧場外參加了辛蒂所發起的運動。辛蒂為了 

表示對美國佔領軍指揮部「從來不數屍體」的作 

風表示抗議，在帳棚的路邊架起了1700個十字 

架，並且寫上喪生士兵的名字。

由於越來越多人參加了這個運動，辛蒂必須 

開始和更多處境相同的母親和家庭建立聯繫。當 

她第一次結束活動返回「凱賽營」的時候，她發 

現營地來了更多人，帳棚也擴大了，令她哭泣不 

已的是，竟然有人為她心愛的兒子畫了一幅油 

畫，這幅畫促動了她一年多來越來越難排遣的思 

念，而「凱賽營」也為美國的反戰運動注入了關 

鍵的新能量。

924華盛頓反戰大遊行
正當台灣反軍購晚會在立法院前結束的時 

候，全美國各地的反戰人民開始出發向華盛頓前 

進。為了這次的遊行，美國最大的反戰團?憿 u 

行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A.N.S.W .E.R.) 

以及「為正義與和平團結」(United for Peace & 

Justice)發起成立了「9月24日全國聯盟」 

(September 24 National Coalition)，結合了各界的 

力量，全力的宣傳動員這次的活動，為了使不能 

來參加遊行的人也能在家裡一起反戰，聯盟推動 

了「在家倒掛國旗」的反戰運動。全國聯盟原先 

估計前往華盛頓的人數應該是10萬人，遊行當 

天，華盛頓的警察局長評估「遊行人數已經突破 

10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當天的估計，參加遊行 

的人數稍過3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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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聯盟所發表的宣言中強調 ：

在這場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中，伊拉克人已經死亡 

超過了 10 萬人，美國士兵死亡已經逼近 2000 

人，受傷的士兵也已超過3000人。

當初出兵侵略伊拉克的理由，如：伊拉克參加 

「911攻擊事件的策劃」、「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 

性武器」，根本是謊言，布希也知道那是謊言。 

布希政府對於各國追求自主解放的人民運動，都 

會粗暴激烈的鎮壓，這些國家如：委內瑞拉、古 

巴、伊朗、朝鮮以及菲律賓等等。

美國實際的軍事預算在「國家安全」的藉口之 

下，已達到5000億美元，超過了全世界各國軍 

事預算的總和，但因為卡翠娜颶風而全毀的紐奧 

良人民，竟然還得不到這個反對窮人、種族歧視 

的布希政府的協助。

布希政府正在打造新的核子武器，並且開始允許 

對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進行先制的核武攻擊，據 

說美國現在已有10000件核子武器。

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美國政府每天要花2億5 

千萬美金，而布希政府正在刪除教育、住房、健 

保等其他基本社福的150億預算。

美國每天要花1500萬美元來協助以色列繼續佔 

領約旦河西岸，這些土地在歷史上原本是屬於巴 

勒斯坦人的。

布希政府於2004年3月29日推翻民主選舉的海 

地政府。

所有人民都有工作、受教育、健保和住房的權 

利，提供人民的需要，而不是戰爭機器！ 

反戰就是反軍購

從2003年3月20日宣戰到5月1日布希宣 

布戰爭結束，這場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已經持續了 

三年多了。除了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以及錢尼 

的哈利波頓公司佔領了油田，賺了大錢之外，大 

部分的人都在受苦。雖然伊拉克的新憲法都頒布 

了，但侵略的美國軍隊卻仍然繼續佔領伊拉克。

美國主導下所通過的新憲法條文，持續撕裂和利 

用著遜尼派和什葉派的仇恨。

斷垣殘壁的伊拉克，被美國軍火商雷神公司 

(Raytheon)和洛克黑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當作樣板，向台灣和世界兜售在伊拉克 

戰場上命中率高達95%的愛國者三型飛彈。而飛 

在鄰近國家巴基斯坦上空的獵戶長程預警反潛 

機，正破壞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好不容易建立 

的安全平衡，因為這套反潛預警機，只要掛上了 

空對地的飛彈，就能成為供美國帝國主義差遣的 

長程轟炸機，巡弋中東和南亞。緊張的印度只能 

轉身向美國購買自保的武器，將武力提升到更恐 

怖的平衡中。不管誰贏誰輸，只要打的你死我 

活，軍火商就有錢賺。台灣現在也在玩這種恐怖 

平衡的軍購遊戲，但真正達到平衡的並不是兩岸 

的恐怖平衡，只是美國政府軍事預算的收支平衡 

而已。這裡面沒有那麼多外交學問，沒有那麼多 

戰略論述，也沒有那麼多瞻前顧後。這是一場再 

多的法令、再多的方案、再多的模擬兩可和明哲 

保身都無濟於事的鬥爭，這是一場人民力量與帝 

國主義及其附從的較量。人民運動的力量會前 

進，會後退，但在這個反覆中，人民運動的力量 

卻會得到新的覺悟和提昇，並且變得更堅強！更 

壯大！台灣的反軍購運動和美國乃至於世界的 

反戰運動是息息相關的，因為我們都在反對全世 

界真正最賺錢的行業：帝國主義的軍事工業複合 

體。沒有這個帝國主義的拳頭，又哪能叫弱勢的 

第三世界國家在貿易的剝削上俯首稱臣呢？所 

以，那些成天只想繞過堅苦卓絕的奮鬥，取巧速 

成的知識份子們，反戰和反軍購運動你們是不配 

參加的，要升官發財就趨炎附勢去吧！

至於另外一些認為反軍購與工人無關的 

人，請不要將你故意的無知，變成工人階級的無 

知！當人民的納稅錢都讓執政黨開後門挪用給 

財團，造成赤字的時候，任何對浮濫軍購預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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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耳不聞的態度，就是犯罪！

9月24日遊行的第二天，我打電話給「行動 

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A.N.S.W.E.R.)聯盟 

的青年部負責人Sarah Sloane，—方面恭喜他們 

的活動非常成功，一方面向她說明我此次到紐約 

的目的。她先是驚訝，接著惋惜我沒能參加這場

遊行。我告訴她，不必為我惋惜，因為她們的運 

動深深地感動了我，並且給了我更多的能量和意

FUND PEOPLE’S NEED, NOT THE WA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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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後：
參與者的回顧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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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AIT （節錄）

邱向前

零、有言在先
從三年後的今天來回憶三年前的反戰運 

動，首先浮上心頭的，除了許多鮮明的記憶、片 

斷的印象之外，還有兩個不斷催促自己認真反思 

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組織（勞動黨、勞動人權 

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能夠在運動的全過程 

中取得一定的領導地位？為什麼我們的組織有 

可能並在現實中召集起相當多數的社運團體，從 

二一五的反戰聯合行動開始――即便其中出現 

不少分化一一一路堅持到四一二？雖然我可以 

胡思亂想地把這兩個問題拿出來想一想，但這兩 

個問題又似乎不是這樣一個單純的小參與者所 

能解答或總結的。然若我們能充分地注意到2000 

年民進黨的上臺與2001年「9.11」事件作為台灣 

與世界在世紀之初的意義，那麼上述這兩個對於 

個人來說是問題的問題，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並化 

解了。

民進黨的上台與迅速的腐化，導致了長期依 

附於其身的（主流）社會運動力量突然真空與跛腳 

化；在民進黨只能一面倒向美國以維持執政的情 

況下，「9.11」事件更促使台灣社會運動有可能在 

民進黨勢力之外、在最根本的階級運動與民族統 

一運動之外，還能比較有效地開發出團結範圍較 

寬泛的「反帝」或「反戰」或「反侵略」運動， 

從而較好地打開一個與世界社會運動接軌的窗 

口。自美國介入海灣戰爭以來，我們組織始終在 

「反帝」、「反戰」、「反侵略」的運動上堅持街頭 

抗爭,且從未迴避以美國在台最高指揮所——美 

國在台協會（AIT）——作為必要的抗議目標。這體 

現了我們組織在對美問題上的堅定立場與直面 

問題的清晰態度。正因如此，在鍾愛「維持現狀」 

此般曖昧態度的台灣島內，近十多年來的類似活 

動大多只能落得「單幹」「人少」的結果。

就某種意義上來說，「9.11」事件可被看作是 

場帶來契機的悲劇。以美國侵阿戰爭為例，雖然 

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在國際上並無多少好名 

聲，隨後的美國侵阿戰爭仍在台灣激起了一小波 

的反戰浪花。每當想起從來只有惡名相伴的薩達 

姆政權，與迄今最大的2003年全球反戰時，2001 

的反戰活動就像是一次預示著2003年的微弱信 

號。——至於自己，彼時兩三次的AIT前抗議與 

中正廟口的反戰演唱會，加上在演唱會現場聽到 

工人邱惠貞為抗議華隆資方而服農藥自殺的事 

件，則成為這一微弱信號所僅存的內容。87這是 

2001年10月的北臺灣。

87 〔瑣言〕那場演唱會當天，正值一年一度的「馬場町秋 

祭」，所以不少人是先參加秋祭在到中正廟口演唱會現場 

的。……演唱會由於過於冗長，竟從中午拖至黃昏，後來 

不知為何，在「連結」向部落工作隊借來的戰車引導下， 

廟口群眾拉出一條不算長的隊伍前進外交部抗議。隨後放 

了兩個不知所蹤的黯淡天燈；猶記得，其中一個如垂死的 

水母般，向著西門町的方向遠去。現場的警察先生似乎不 

認得主辦人，便只好把本團體的唐曙與娟萍當成主辦人舉 

牌警告。然而，警察們的反應，卻也恰恰從反面說明了台 

灣街頭的反戰運動，始終只有我們組織敢於直接鬥爭、長 

期參與的事實。

從2001到2003年，雖然第二個犧牲於美國 

砲火之下的是伊拉克，然此卻是以2002年以色 

列對巴勒斯坦的加緊侵略作為代價而換來的。這 

一侵略行動壓縮了中東人民的生存空間與鬥爭 

籌碼。以致美國侵伊前夕，小布希竟然可以貓哭 

耗子地放出協助巴勒斯坦建國的訊息，上演一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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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作嘔的黑白臉戲。無論如何，美國與以色列 

在中東地區的蠻橫行徑，因為所謂的「恐怖主義」 

的關係，在這短短的兩三年內不斷地變本加厲。 

正是觀察到了此一趨勢，自2002年初起，勞動 

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便首先針對恐怖主 

義問題在世新大學開了場為期兩天的座談會。從 

7、8月起，則開始針對巴勒斯坦問題舉辦討論會 

與活動，88除了校園巡迴的影片、漫畫展之外， 

11月29日「全球聲援巴勒斯坦人國際日」在AIT 

前的抗議活動則是此一年度的收尾活動。一一儘 

管2002年以來，我們組織曾銳利地注意並譴責 

政府當局意圖建立以反恐法制為裝飾的新國安 

體制，但我們（乃至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卻未曾 

因此預見，恐怖主義竟意外地成為台灣在 2004 

年3月之後的主題詞。

88 〔瑣言〕猶記那年暑假正值世界盃足球賽。在週末辦完 

影片放映會或討論會後，竟就留下來看足球。英華不愧是

足球點評家，在傍晚的寧夏路舊黨部裡，大家吃著pizza， 
由英華點評賽事。這真是奇妙的時光。

除了我們團體之外，此時的台灣也自我沸騰 

了起來。同年4、5月，各大專院校社團結成了 

反智財權運動，學運一時頗振。8月27日，以反 

對健保雙漲鬥爭為信號，連續爆發了9月28日 

「教師會『團結．928』大遊行」、10月26日「台 

灣原住民族『光復傳統領域』大聯盟抗議」、10 

月30日「北海岸鄉民反核廢料抗議」、11月10 

日「『活不起．反貧窮』秋鬥大遊行」，與11月 

23日「全國農漁民團結自救大遊行」（此前尚有 

10月29日各縣市農漁會萬人陳情行動）。上述六 

大人民抗爭行動，在民進黨執政之後不到兩年的 

光陰裡便迸發出來，足見民進黨的（無能）執政是 

如何地讓社會運動力量獲得一定的解放。而我們 

團體便在中東問題的關注與島內連續性的大規 

模社會抗爭中，度過了澎湃的2002下半年，迎 

來戰爭危機籠罩全球的2003年。

2003年初，時值期末與春節寒假，才剛度過 

學校期末的關口的我，在假期來臨之後倏地鬆懈 

下來。2002年底，當11.29的AIT前聲援巴勒斯 

坦的鬥爭過去，除了試圖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機 

關誌《國際主義》第六期編出來之外，就是全心 

地投入挽救課業的鬥爭之中。一方面是一意迴避 

11.29的活動結果（這可以另文檢討）、另一方面則 

是課業壓力的無法逃避。當時的戰爭形勢一觸即 

發，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新聞媒體對於戰爭何時 

開打的幾次「死亡預知記事」。雖然報章雜誌幾 

次的預言並未實現，卻恰恰是這種發而未發的狀 

態，拉高了我自己——相信也是絕大多數歷來以 

無感見長的台灣人民――對於美國侵伊戰爭形 

勢的緊張感。特別是1月18、19日，2003年的 

第一次全球反戰聯合行動成功。即便此時台灣還 

未趕上，這次的全球行動仍給台灣帶來了相當的 

衝擊，似乎在激勵著台灣人民，也應該有些什麼 

表示！雖說11.29作為一個迄今仍無法總結的活 

動與挫敗，令人頗有無奈之感，但在個人切身感 

受到戰事張力、而組織也決議要參與這場運動 

後，精神也就恢復了起來。現在看來，11.29 無 

論如何不是一個向著下坡去的切點，而至少是把 

個人與組織的精神、熱情、的能動性維持在那樣 

一個高度的定點。那樣的定點，使得我們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有能力去面對2003年所賦予我們的 

任務、並盡可能地去勝任那樣的任務；也恰恰是 

我們組織決議要與全球連帶，發起台灣地區的反 

戰運動，這一運動才整體拉上了日程。

一、第一個厶斤：2月15日
從寒假到決定召集各社運團體參與反戰之 

間的經過，幾乎早已忘卻。只記得，由於組織上 

的交代，要為2月11日召集各反戰團體的會議 

擬一共同聲明草稿，我便草擬了一份——這是我 

僅存的、關於2003年反戰運動初始階段的殘餘 

記憶。這份底稿經過幾次的信件來回、歷經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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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更改修訂，方才定稿。89然而這份聲明稿

反對台灣支持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行動發起：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女性勞動 

者權益促進會、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

《勞動前線》雜誌社、勞動黨社運部

89 反對美英帝國主義侵略伊拉克：台灣各界團體反帝反戰 

反侵略聯合聲明（草稿、供討論）

紐約時間二月五日上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 

安理會上，針對美國對伊動武問題，提出關於伊拉克藏匿 

大量生化殺傷性武器之“新證據”的簡報之後，美國對伊 

戰爭終於走到了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的地步。面對此一形 

勢，我們與全世界反對侵略、要求和平與正義的人民群眾 

們一道，共同站出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狂妄蠻橫的侵略行徑, 

我們堅決主張：美國應該立即並永遠終止對伊侵略的一切 

軍事行動、立即解除傷害數十萬伊拉克婦女兒童的物資禁 

運！

爲了推動這場“以鮮血換石油”的戰爭，小布希、鮑 

威爾、布萊爾、小泉等戰爭販子，無視於全世界人民的反 

戰聲浪、無視於聯合國武檢小組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的事實，自去年年初小布希在《國情咨文》中 

指控伊拉克、伊朗、朝鮮爲“邪惡軸心”以來，他們用盡 

一切理由與手段，硬是將侵略的砲口首先對準了飽受禁運 

與戰火摧殘的伊拉克。截至目前爲止，美軍在伊拉克周邊 

的部署已達11萬、其中作爲攻伊先發主力的科威特美軍就 

高達5萬人，而且人數正在不斷增加；而英國也派遣了 3.5 
萬人前往備戰，其中甚至包括20年來最大規模的海軍特遣 

艦隊和陸軍4分之1的兵力。當這場衝擊世界、引起全球 

反戰聲浪的侵略戰爭走到如此“不得不發”的階段時，我 

們台灣島上廣大愛好和平的人民，難道能自外於全球正義 

的反戰潮流、漠然於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嗎？

是的！除了站出來反對戰爭、反對侵略，我們絕不再 

有別的選擇！

斷然不能忘記：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對伊的軍事 

侵略從未停止，91年至今，美國對伊拉克定期地進行軍事 

侵犯；斷然不能忘記：海灣戰爭結束後的對伊禁運，在10 
年間就餓死病死50萬伊拉克人民——原來，這就是美國的 

“民主”，爲了推翻他們眼中的“獨裁”政權，竟用餓死 

其人民的方式貫徹美國的“民主”意志！ 12年後的今天， 
美國故技重施，不給伊拉克人民任何選擇的機會，就用槍 

口對準他們的醫院、他們的學校、他們廣大無辜的兒童與 

婦女！如果這就是“守護民主”、這是“保衛和平”，那 

不過是美國軍事暴力的包裝而已。伊拉克人民、以及包括 

台灣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都有十足的權利說“不”！

就在鮑威爾在安理會的簡報講完之後，小布希在白宮 

狂妄的表示，有關伊拉克問題的“遊戲已經結束（The game 
is over） ” ——看來，爲了奪取伊拉克的石油與政權，小布 

希政權已經是勢在必得了。與此同時，從去年以來風起雲 

湧的全球反戰浪潮亦一波接著一波地在擴大推動著，1月 
18日，2003年第一場的全球反戰連帶運動勝利地在世界各 

地發動，上百萬反戰反侵略的群眾走向街頭要求和平；2 
月13-21日，今年第二波的全球反戰連帶運動將再一次地發 

動！同胞們！我們也有權利和義務要求世界的和平與阻止 

殺戮的發生！大家何不也一同站出來，將反帝反戰反侵略 

的正義旗幟在台灣高高舉起呢？我們願意這麼作，全台灣 

的每一個人也都可以這麼作！做爲地球村的住民團之一， 

世界和平、得靠我們一同爭取！

就讓我們高呼！

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伊拉克！

最終未獲採用。實際上，這是必然的，因爲這份 

草稿調性過高，不可能被我們團體以外的團體所 

接受。但就個人而言仍是一個經驗。與此稿同時 

擬定的，還有一份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的聲明稿 ， 

這份稿子經過許多同志的修改，在2月8日正式 

發出。這是台灣地區第一份反戰聲明。從組織決 

定領導反戰，到這些交代的下達，始終都是以先 

機的取得爲根本要求。這樣的心理狀態與決心一 

一並不首先是個人的，而是集體所賦予的一恰 

恰正是我們團體能夠始終在2003年反戰運動中 

取得領導地位的的先決條件之一。

2月11日（週二）上午，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在 

勞動人權協會小會議室內召開會員大會，這是台 

灣反帝學生組織成立以來第一次正式的會員大 

會。當時的勞權會辦公室還在寧夏路。每次去辦 

公室，就得跳上捷運淡水線，在民權西路站下 

車，向著台北橋方向走上一段距離。有時，繞道 

小巷是個稍能取快的方式，沿途總有一些葬儀社 

的道具擺設，還有一間大夥兒常吃的路邊小炒， 

反胃和開胃平和地並存。這天我趕著希望能早 

到，遂遁進小巷；晴日當空，陰風卻不時拂來。 

巷中一輛汽車搖下車窗向我打招呼，原來是一年 

未見的哲元，正忙著找車位。到了辦公室，陸續 

見到了英華、珊玄、桂枝、怡君、偉凱、哲元、 

珊珊、唐曙。記得當時偉凱還因錸德加班的關 

係，好幾個小時沒闔眼，但他仍然開車上台北， 

真是辛苦。當天的議程如下（根據當日大會參考 

材料）：

i. TAISO正名運動：中文與英文的

ii. 出書

iii. 與其他學生團體間的聯繫如何進一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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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如何在學生群眾中產生影響力

iv. 如何在學校中建立根據地

v. 如何做到基本的組織分工

vi. 是否形成一份基本綱領

雖說上述議程都討論到了，但現在看來，除了名 

字得到正名之外，其餘五點在日後都無法長期落 

實（換言之，並非沒有落實到，只是堅持不到； 

雖說沒有堅持實同於沒有落實）。由於一些會議 

材料還留著，其實可以另文檢討。不過，最後一 

點的討論令人最有印象：在基本綱領的底線問題 

上，哲元珊珊認為組織成員的吸收只需以反帝為 

標準，偉凱認為「成員的認識到哪裡，綱領就到 

哪裡」，兩種意見是一樣的；我與英華則認為， 

反帝與兩岸前途的認識應當同時並舉。自然，上 

述的歧異也許算不得什麼爭論，實際上也沒爭論 

些什麼。除了上述議程之外，本次大會的召集本 

身，便是為隨後即將展開的反戰運動做一組織上 

的準備,當然一一"也特別是為下午的第一次反戰 

會議作一免於遲到的準備。

TAISO會議在中午結束後，大夥兒便開始準 

備佈置勞權會的大會議廳，因為下午就要在此處 

召開各團體的反戰會議。偉凱因為太累，便跑去 

期刊室（是這樣稱呼嗎？）補眠，我們則在娟萍的 

指示下，把「11.29」（！）活動的照片放大影印成 

A3 海報，加上一些臨時製作的反戰口號，貼滿 

大會議廳的四周，立時瀰漫起反戰的氣氛。不旋 

踵，各團體的人便先後趕到，我因下午有課，遂 

先行離開。

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反對美英侵略伊拉 

克聯合行動」這樣的統一戰線組織；同時形成了 

聯合聲明與第一次聯合行動的約定。聯合聲明採 

取了綱領的形式――這是異中求同的方法―― 

透過逐條討論與議決，適應了各種政見歧異的團 

體的不同性質與狀況。而今回顧2003年的反戰 

運動時，應特別認識到：這份聲明的高度，實際 

上就是2003年台灣反戰運動的一般高度；而聲 

明的形成過程，更是值得日後借鑑的經驗。有意 

思的是，在這次反戰的全過程中，勞動黨、勞權 

會就不再有針對這場戰爭的總聲明，而只有個別 

的聲明；因此，這份聯合聲明的高度，也應視為 

勞動黨、勞權會在此次運動中的底限。茲將這份 

聲明的全文引錄於下：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

1. 全台灣愛好正義與和平的人民聯合起 

來。

2.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以無辜人民 

的鮮血換取石油。

3.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以防止全亞 

洲陷入軍事擴張與戰爭陰影。

4.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使戰爭國及 

全世界勞工、婦女與兒童承受最慘痛的 

代價。

5.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使不景氣下 

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難。

6. 我們反對台灣政府任何支持侵略的措 

施。

7. 我們反對以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糾紛。

8. 我們支持聯合國以和平手段解決伊拉 

克問題，同時呼籲在適當時機撤銷對伊 

拉克的經濟封鎖。

這份聲明的最初發起團體則是：

人間出版社、漁民勞動人權協會、新社會學 

生鬥陣、《左翼》雜誌、性別人權協會、女 

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清華大學工學社、工 

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球 

保釣行動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夏潮聯合 

會、《勞動前線》雜誌社、新竹縣產業總工 

會、中國統一聯盟、全國總工會、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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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勞動人權協會、台灣新 

社會協進會、部落工作隊、苦勞網、高中學 

生反戰會、《海峽評論》雜誌社、《遠望》 

雜誌社、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居住 

權運動聯盟、勞動黨社運部、桃竹苗勞工服 

務中心、婦女新知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中華兩岸人民文經交流促進會。

13日(週四)，勞權會更就15日(週六)早上九點半 

所即將舉行的第一次全球同步反戰行動，提出一 

份公約草案。倘先撇開這份公約草案對於其他團 

體的接受度與執行度，此稿亦應視為勞動黨、勞 

權會在此次運動中的基本行動原則 ：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行動 

公約草案(供討論、參考)

1. 本次活動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 

爭」為共同訴求，為使訴求明確、單一 

化，希望發起團體和個人共同遵守本活 

動訴求，不要涉及其他政治議題，以避 

免模糊本次活動焦點。

2. 本次在美國在台協會的抗議活動，是和 

平理性表達「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 

爭」的反戰理念，為確保現場朋友的安 

全，參與團體和朋友，請不要攜帶具有 

攻擊性的物品，例如，石頭、棍棒、雞 

蛋等。

3. 歡迎參與的團體、朋友，針對此次活動 

的訴求，自行準備活動道具、布條、手 

舉牌等標示，有助於現場氣氛的活絡。

4. 由於參與本次活動的團體眾多，為使各 

團體都能發言，請各團體事先推派發言 

代表一名，發言時間每人不超過三分 

鐘。

5. 各團體或個人如有準備表演活動，請事 

前告知聯絡處，以便進行活動流程安 

排。

6. 活動當日若發生突發狀況，將由共同發 

起團體協調解決。

因為有了順利的會議結果與聲明，我在 11 

日清晨所預先製作好的線上連署系統、反戰聯合 

首頁便展開了正式的宣傳。同時展開連署的單位 

還有苦勞網，但就迴響與反應而言，並沒有我們 

以台灣反戰聯合首頁 

(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勞動人 權協會 

(http:〃www.laborrights.net)、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http:〃taiso.laborrights.net)、夏潮 聯合會 

(http:〃www.xiachao.org.tw)為基礎的線上連署熱 

烈。從11日至15日清晨，線上連署人數便已逼 

近千人。在數據統計上，由於缺乏每份連署的填 

表時間，現在便很難分析連署的高低潮時期究竟 

分別落於什麼時段。但線上連署的最終數據是 

1562人，而連署的結束乃晚在6月5日之後。90 

換言之，僅僅在連署開始後5日，近3分之2的 

連署就完成了。這是驚人的力量，卻也是顯著的 

缺陷，網路反戰的動員力有一種突然的爆發力， 

卻總是過於急速而短暫。雖然如此，在這短暫而 

急速的連署過程中，也使我們空前地積累起一大 

筆認同反戰的電子郵件名單(更遑論日後的街頭 

連署積累起更多的名單)。這使我們得以在日後 

大大小小的反戰活動裡，有基本的宣傳通訊管道 

可運用。由於這是在自發的原則上建立起的通訊 

名單，其意義就完全不同於那些隨意以光華商場 

購買的電子郵件名錄為基礎的垃圾電子郵件― 

一無論這些電子信有多麼堂皇的名義、訴求、或 

抱負。

90 雖然線上連署是由我製作的，但我目前已記不清連署的 

確切結束時間。即便如此，仍可從反戰通訊電子報上的一 

些變化來尋得線索：6月5日發出以《［反戰!］槍口下的民主 

(II)》為主題的《反戰新聞通訊》電子報，此時還有線上連 

署的連結。但到了6月14日發出《［反戰!］台灣反帝學生組 

織2003年反戰營之線上問卷調查表!!!》時，便已取消連結。

網路工作除了連署之外，當時的規劃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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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聞剪報、新聞照片、台灣反戰文獻與論述、 

以及各種反戰材料的下載。其中，反戰材料的下 

載可以說是台灣地區的新創舉。裡面包括了傳單 

與手舉牌的電子檔（尤其是pdf檔），提供民眾下 

載後散發。又由於電子報系統的運作逐漸上手 ， 

如何使電子報與台灣反戰聯合首頁相輔相成，便 

成為相當急迫的任務。透過電子報，希望能讓網 

友進一步進入反戰聯合首頁閱讀；透過反戰聯合 

首頁，也希望能爭取到更多網友留下電子郵件以 

資聯絡。更重要的，則是同時透過電子報與網 

站，達到直接的動員效果。以往社運團體舉辦各 

種抗爭活動時，其宣傳往往只有一行白紙黑字的 

地址。而自「11.29」活動以來，我則開始嘗試在 

各種傳單、電子報上加上交通地圖與公車、捷運 

路線圖。簡單說，這其實只是個誠意問題。如果 

要讓人來，就該盡量讓人知道該怎麼來。如果我 

們把各方面的動員努力都做盡了，卻還沒有什麼 

人，除了檢討，至少也應無憾。總的來看，此時 

的網路連署引起的社會迴響是大的。如沒記錯時 

序，就連唐湘龍也在「下班一條龍」的節目裡電 

話訪問唐曙，唐曙還特別跑到相對安靜的「期刊 

室」（到底這間本名叫什麼？）去接受訪問。各種 

電子、平面媒體，也都有相關的反戰報導。這一 

切都為2月15日的活動造了相當的輿論。

在台灣形成首次的反戰統一戰線之後，島內 

外的反戰連帶也就迅速密切了起來。尤其是反戰 

熱潮正高的大陸、香港，更是有不少熱情朋友來 

函。當時正主持大陸首次反戰活動的朋友們，也 

轉來鼓勵信函，邀請台灣朋友參加大陸的反戰連 

署。在大陸首次的反戰連署上，我們可以看見尊 

敬的蘇慶黎女士的名字。3月22日出版的《中國 

與世界》2003年第1期，更全文轉載了台灣反帝 

學生組織的「02.08」反戰聲明：《拒絕「鮮血換 

石油」——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兩 

岸的反戰運動，在網路上聯合起來，這是 2003 

年反戰運動的一項特色。

在此，姑且先把反戰的視角從網路轉回現實 

世界。由於2月11日的會議決議要在15日早上 

9點半AIT旁的中央健保局大樓前舉行抗議，時 

間的緊迫性不言而喻。直到14日傍晚，我都還 

與英華、唐曙等人在勞權會作寫布條、作手舉牌 

與旗幟。本團體的手舉牌在2001年前後（？）一體 

更換為木條手把加塑膠瓦稜板的構造，不但重量 

輕，就是尺寸也統一，都是A2規格，併上兩張 

A3就可湊成一大張手舉牌。再透過WORD等軟 

體編輯列印出底稿，由影印機放大黏貼，便可迅 

速完成。在不斷的摸索中，我逐漸掌握到快速製 

作手舉牌的規律，這是一個頗具興味的體會。當 

天，老汪也在辦公室裡，給手舉牌上的標語口號 

出了不少主意；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但老汪 

最喜歡的，是「如果你是伊拉克的人民……」這 

句。隔天他拿著這支手舉牌，就順道登上了國際 

通訊社的新聞攝影。

由於「11.29」的教訓在前，面向此次活動之 

時，總會希望隔日TAISO能夠拉出一個很好的 

隊伍，展示出我們的實力。這實在是一次考驗。 

我與英華在大會議廳裡，把通常用來寫抗議口號 

的紅色大布條割成長長的細布條，預備讓TAISO 

的成員都能綁在手臂上識別。此外，並將紅色布 

條割出3 : 2的布面，做成TAISO自己的旗幟。 

這種布很鮮紅，還泛著一種膠亮，做成旗幟，就 

是一面赤旗。本來在TAISO大會前就做了一面， 

用白色水泥漆加廣告顏料寫上「台灣反帝學生組 

織」與其他口號，首掛於大會上。但總讓人不太 

滿意，便又重做了一面全鮮紅的旗。我在套上旗 

桿的白色部份寫上「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與「反 

戰」，英華則寫上「團結」——而今想來，這正 

是貫穿我們團體運作於2003年反戰運動中的最 

根本精神。

如果沒記錯，在一切工作大體就緒之後，唐 

101



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紀實 No Blood For Oil!

曙、英華、還有我，便去朝代電影院巷內的餐廳 

吃了一頓。飯後解散，英華跳上他的「沙比亞」 

小50回家，我與唐曙則同搭捷運新店線。在捷 

運上，聊起明天參加活動的可能人數。我說：

「大概4、5百人就差不多了吧。」 

唐曙說：

「林孝信說，會有一千人。」 

兩人相視而笑。其實，人數不會太少，這是確定 

了的；但如林孝信那般樂觀的估計，則實在只是 

一種觀念論的猜想。就抗議人數而言，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估計。警方與媒體的估計往往會少上 

二分之一甚至更多；但林孝信這類的算法卻恰恰 

相反。實際上，在後來幾次的聯合行動裡，這種 

如無實花一般的非現實估計，與其說是天真，倒 

不如說是一種攻擊的罪狀與標籤。批評者動輒會 

說：「如果沒有你們勞權會」、「如果你們不要這 

樣那樣搞」，人數就會「更多」。只存在於觀念中 

的群眾，竟成為了現實群眾的替代品；恐怕只有 

這樣的天兵天將或那樣的蝦兵蟹將才能滿足這 

些人的良善願望。這些人從來就不能也不敢問， 

如果這些活動沒有我們這些人或換成他們那些 

人，人數會不會更少。更重要的是，這種數字迷 

思，從來都不去考慮組織、動員的所應該下的努 

力；更不用說，在2003年的反戰運動中，組織 

與動員的形式是多麼特殊。如果不去考察這種特 

殊性，並運用、檢驗於實踐之中，又該如何搞出 

大家所幻求的群眾呢？

意猶未竟，卻已到站；唐曙先行，話別作禮 

而去。接下來，就等明天了。

爾今回想「02.15」當天的聯合行動，能想起 

的事情也不多了。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通向 

「02.15」和越過「02.15」的總過程，「02.15」則 

無論如何只是此次運動中的一塊或有起承的界 

碑而已。一早，是個大晴天，在我抵達現場之時， 

已有不少反戰的朋友到了現場，外國人與穆斯林 

（尤其是婦女）是最受人注目的一群。最高峰時， 

現場大概聚集了兩三百人之眾。由於警方不讓抗 

議民眾聚集到AIT前，大家也就只好窩在AIT旁 

的健保大樓前抗議。一排警察檔在AIT與健保大 

樓前的人行道上。沿著大樓前的信義路，停靠著 

一台巨大的板車，這就是今日的指揮中心與舞 

台。

關於這天抗議的細節，可以參見當時所留下 

的紀錄片與警方的蒐證錄影，在此就不贅述。總 

之各團體紛紛上台發表意見，盍各言爾志一番； 

又因為不能在AIT前抗議，就只好繞著健保大樓 

前的花圃喊口號（大概繞了個三四圈吧）。現場除 

了傳單的發送之外，最受歡迎的就是我們團體所 

製作的紅底白字貼紙：「No Blood for Oil」，這種 

貼紙雖在外國並不稀奇，在台灣卻是新生事物， 

也是那年反戰最受歡迎的「產品」之一，後來好 

一陣子都可在校園周遭看到這張貼紙，有些同學 

還貼在機車、自行車上（雖然後來幾位朋友因此 

而丟了車）。值得一提的是現場的文藝表演。台 

中的吳德純帶了一群朋友裝成盲人的形象，在現 

場周圍表演行動藝術「文明按摩」；作為AIT隔 

壁的延平高中學生，楊祖珺的兒子特別翹課參加 

抗議，還上台唸了一段反戰Rap，很是突出；秋 

香、桂枝所率領的新竹女工合唱團更將工運歌曲 

改編成反戰歌曲，上台獻唱：

勞動者戰歌（竹縣產總版）

台灣的勞動者啊，不要再空等待； 

為了我們的權益，勇敢地站出來。 

反抗壓迫求生存，退縮不應該； 

消滅霸權爭平等，怒潮正澎湃。 

團結不怕失敗，直到敵人垮台 

和平的種子灌溉，勝利的花兒開。

眾所周知，此曲原係韓文，是韓國工運的著名歌 

曲。雖說歌曲無國界，都是戰鬥的號角，然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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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也能寫出自己的工運、反戰歌曲，唱唱自己的 

歌，那該多好呢？

反戰活動在將近中午的時候結束。反正活動 

算是結束，此時我們幾個朋友也就開始朝著AIT 

的方向「離開」。意外的是，擋道的警察們竟然 

沒有阻止（這很有趣），於是就有更多的朋友跟著 

我們一路唱國際歌到AIT前人行道，喊了幾句口 

號，一時頗為悲壯，也許是小資產階級的神聖激 

發吧。但話說回來，既是抗議到了 AIT前，算是 

不枉此行了。

雖說「02.15」第一次的反戰聯合行動並沒有 

聚集到上千人之眾，而只有數百人。光就人數、 

動員方式、以及群眾的構成來說，便已創下了台 

灣「AIT抗議史」的空前紀錄。也因此，在運動 

一開始便掌握到領導權的我們，馬上就成為各種 

批評、攻擊、建議、與鼓勵的中心。「02.15」說 

明了正確運用網路資源所能造成的威力，這在後 

來（請注意，僅僅是後來）促成了諸如「蜂報」之 

類的網路媒體的產生（自然，如何正確運用網路 

資源那是另一回事）。至於後來在聯合報上，把 

「02.15」的動員功勞全歸功給這些當時根本不存 

在人間的網路媒體的某記者，則完全只是投機搶 

功。「02.15」的抗議仿若是一次大型的良心救贖 

（雖說救贖的可能只是欠安的良心），是大家憋得 

不能再憋的情況下迸發出來的結果。就此而言， 

「02.15」對內的意義也許是遠高於對外的，或許 

良心的拯救也就是收手的開始。然而，若要持續 

的推動反戰，那就不能只靠一時的良心，還要依 

靠理性所支持的信念、依靠相互依存的熱情與紀 

律一從而，才能在戰爭發生之前反戰、在戰爭 

爆發之後繼續反戰、在戰爭結束之後堅持反戰。 

遑論在美國要打而未打的情況下，只要是願意反 

戰的個人與團體，都還有發揮的空間，只是大家 

要如何各顯神通而已。

由於「02.15」得到了一定的成果，檢討並準 

備下一波的活動便成更為要緊之事。透過連繫， 

決定在2月25日勞權會的寧夏路辦公室舉辦第 

二次的聯合行動會議。如此，許多的意見就如「雪 

片」一般地飛來了。24日，同時有三個人寄信給 

勞權會，分別是楊祖珺、曹偉豪、林孝信。

25日（週二）的會議產生了幾個方面的決議與 

建議，（1）評估發動街頭連署；（2）透過高金素梅在 

立法院舉行記者會；（3）決議進行三八婦女節的反 

戰活動；（4）評估舉辦反戰文藝晚會（暫定於3月 

15日）；（5）透過學生團體舉行反戰照片展；（6）正 

式提出開戰日的行動方針。除了反戰文藝晚會之 

外，上述幾點可說均是3月20日開戰日當天之 

前得到落實的活動。應當注意，由於美國侵伊的 

戰爭危機已然拉高到隨時可能爆發的形勢，此次 

的會議就沒有再另行規劃如「02.15」那種規模的 

全球同步活動，而直接將下一次的大型動員集中 

在開戰日當天——這與「02.15」的形成方式可說 

是很不同的。25日的會議之後，偉凱、桂枝、英 

華等人，連夜南下台中，參加東海人間工作坊的 

反戰座談會。27日前後，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也 

開始展開了他們在大學校園中的反戰連帶，開始 

在BBS上展開宣傳。2月28日至3月1日，TAISO 

前往新竹老湖口踏青，順道開會。至此，從2月 

11日以來的反戰活動進入了第二階段。結束了第 

一個 AIT。

二、第二個厶冃：3月20日
3月1日上午，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在老湖口 

的老街的一家羅氏露天咖啡店裡召開會議，飲料 

還行，但頗不便宜。與會者還包括了28日深夜 

突然跑到羅美文主席家過夜的林孝信。在這次會 

議裡，關於反戰的最重要決策便是決定出版迅速 

而不定時的反戰通訊。在老湖口之行前，我便已 

試著發出了第一份以《「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 

爭」新聞通訊》為名的電子報（但正式出版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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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湖口會議之後）；由於林孝信在老湖口會議上 

的鼓吹與高偉凱的附議，出版紙本的反戰通訊便 

被定了下來，並最後定名為《反對英美侵略伊拉 

克戰爭通訊》（與網路版不同的地方在於「通訊」 

與「新聞通訊」之異）。最初並未嚴格區分紙本 

與電子報的反戰通訊，故在電子報第一期出版之 

後，第一份紙本的反戰通訊便直接從第二期開始 

編號。91反戰通訊是眾人集體協作之下的產物， 

桂枝、珊玄、怡君、偉凱、英華、唐曙等人都耗 

費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組織稿件，編輯出刊，而 

我則只是負責編輯電子報的部分。以下可以第二 

期為例來說明《反戰通訊》的編輯狀況。這期的

91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國際主義》第六期便已經是反戰特 

刊，是故以此為第一期。在老湖口會議上，曾有將《國際 

主義》繼續發行的打算，但後來決定另外出份刊物。詳細 

原因實在記不清了。

《通訊》首先是由高偉凱編輯的。他在3月3日 

（週一）的來信中說：（以下略有刪節）

經過反覆研究，我想一兩個小時內我要 

學會用word排出一份報紙是不可能的；我會 

分欄，但不會一部份不分、一部分分；不分 

欄則群眾閱讀不易。所以我把檔案寄給大 

家，看誰有辦法把它編完。另外我用pagemaker 

編了一份，也寄給大家，不過可能大部分人 

是沒這個軟體的，真是trouble maker。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我把pagemaker檔印 

出來拿去印（可能週二上午由羅主席帶到台 

北），小邱把word檔拿去做電子報；這兩份 

的內容幾幾乎一模一樣的。

有一個問題是，發行者是誰？有兩個選 

擇，一是taiso自己發，順便打知名度；二是生 

一個子虛烏有的團體〔……〕而且名稱沒有 

反帝字眼，可能較中性而能為群眾接受，不 

過刊頭出版者的連絡方式還是要登taiso的。

我請林孝信卅個小時內給我稿子，他說 

他今（0302）晚才會有空，結果寫到凌晨一點 

多，洋洋灑灑好多頁；可是我想要的是他建 

議的「給訊息重於給議論』（在初階段）， 

他沒給我我想要的；所以好多頁我只用了開 

頭兩段。似乎應該花精神寫得更吸引人些（更 

庸俗些？），可是我晚上才下班，早上還要 

上班，沒辦法了。

我把pagemaker列印出來的傳到寧夏路， 

希望有人有機會在週一就看到；可以參考這 

兩頁，用word重新排過；或者大家商量好發 

行者是誰，我在新埔修改就拿PM去印。

光這些日子大家傳來傳去的資料就可以 

出好多期了。發行是最困難的。也許我們也 

應該一方面確定內容與形式，一方面討論我 

們自己預定可以發行的數量，（然後再連絡 

主導派和純反戰派，看各方人等總共可發幾 

份，用word編輯的好處就是可以e-mail到遠處 

去讓他們自己影印）（會不會修改？）

大家晚安，我晚不安

打哈欠的高偉凱

高偉凱編輯出來的稿子，後由桂枝進行進一步的 

編輯，並建議加上「最新活動短波」的欄目。以 

達到提供最新消息的功能。唐曙贊成這個提議， 

他說：

各位，

我大概看過了反戰通訊，基本上很好， 

但有個問題，是關於活動短波。3月5日的活 

動在全球其實有很多，其實從228-315都有很 

多，該怎麼放變得很重要，有一些網站可以 

作為短波活動的參考。我還有個問題，215活 

動連報紙都有約略報導，人數當然比我們的 

數字少一半，但這好像是舊聞了耶。

另外，如果有新的訊息，是不是考慮在 

taiso網頁上有叫醒目的安排，當然放在頁眉已 

經很明顯了，但可不可以較大字甚至全文班 

上首頁啊？（我不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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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關於出電子報的問題.. 這要問問小 

邱的意見了. 該出還是不該出？

中央大學的全球反戰詩會是不是要做做 

email通知呢？這樣我們也就逐漸成為台灣反 

戰活動通告的平台了..

提供幾個活動訊息網站

www.unitedforjustice.org 這個網站幾乎已

成為全求反戰活動通告平台

www.casi.org.uk 反對對伊拉克制裁的英 

國網站，聯合國密件出於此

www.stopwar.org.uk 英國反戰活動通告平

台

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 美國最大的 

反戰聯合組織

日本、菲律賓、南韓澳洲及印尼就要我 

們自己來準備了

歐洲就要請敏俐幫忙了（德國有個組織 

叫ATTAC）

根據這些網站的活動通告，其實同一天 

內就有許多活動，我們如果要報導出來就要 

有個考慮；加頁嗎？

所以呢..婦女節全球幾乎也都動起來 

了. 勞動節呢？我想也是。

活動短波很好，但我想至少也要一頁。 

唐曙

唐曙關於反戰活動短波的覆議與建議，最終落實 

在《反戰通訊》的編輯，並順道引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應否發行正式的電子報的問題。在此之前， 

我們一直不定期的寄發電子報，但卻不是正式以 

反戰為名來發行，反而都是以夏潮或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的名義來寄發。關於唐曙的建議，我回應 

道：「出啊！當然啦！不過要搭配平面搞，這就 

是我們不同於。。。等人的地方。」我個人的建 

議就是《反戰通訊》必須網路搭配平面（當然這 

點後來確實做到了）。而在桂枝編好《反戰通訊》 

之後，我再協助插入頁碼，最後請珊玄送交王文 

山伯伯印刷。此間還發生一個很糗的小插曲。由 

於我的疏忽，將刊頭的口號「no blood for oil」打 

成了「no bllod for oil」，好在有怡君的提醒，才 

阻止了笑劇的發生。但也誠如高偉凱所說的，「大 

家愈做愈漂亮了。可是我還是要用中文再說一 

遍：不要求刊物有多完美，快速、頻繁地出刊最 

重要；寧願把力氣花在發行。請台北的同志們連 

絡王文山，看快速印刷和影印那一個在經費上與 

時間上較有利。」我在寄發《通訊》的修正稿時 

也順道提出我的意見：（以下略有刪節）

現在是這樣

我再把訂正過的稿子寄給大家.大家仍然 

可以選擇印A4或是印A3（我傾向於高偉凱的 

a4主張.反正多出一點就可以迅速消耗存稿）

我認為.要求一定的完美還是重要的.更 

不用說我這樣編也只花不到一個小時而已（所 

以這是我與高偉凱的比較不同的看法）

如果接下來沒人理我.我今明就拿這稿子 

去統連〔統盟〕印個我力所能及的數量.配合 

你們拿去王文山那兒印的.反正形式多一點. 

不致影響公信力吧

〔……〕

雖說我後來並沒有拿底稿去統盟，《通訊》的格 

式也不是A4，但我們最後仍然選擇了印刷，但 

不是統盟那種用印刷機的快速印刷，而是照相製 

版的印刷。當時王伯伯印刷了10000份，共計9000 

元，桂枝曾統計其中的5500份的發放狀況如下：

地點 份數 負責人 索閱情形

台中 200 東海人間

高雄 300 高雄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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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4000 羅主席.偉凱

新竹市(detail)

清大總圖書館 100 怡君

教育學程 40 怡君

人社院（圖書館.各系） 100 桂枝

水木書院 50 桂枝

雅齋 30 桂枝

交通大學 100 歆怡

青草湖社大 100 歆怡（鮪魚）

崔媽媽 50 歆怡

四海遊龍 100 歆怡

誠品新竹店 100 桂枝

金石堂 50 桂枝

玄奘大學 50

新竹師院 50

中華大學 50

其他 30

大自然野趣

園區生活館

北埔

香山社大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總計 5500

在台中地方，我們將《反戰通訊》郵寄到東海人 

間的翰樞，請他協助發放；在新竹，羅美文主席 

則載著《反戰通訊》到各級學校發放。在台北， 

《破報》願意免費協助夾報5000份，然而只剩 

3000份可提供，便全部提供了出去。換言之，共 

計有8500份《反戰通訊》在各方協助下散發， 

剩下的1500份，則在同時間（3月7日、8日） 

的街頭聯署活動中散發去了。

紙本與網路版的反戰通訊互有異同，網路版 

更訴諸於即時的通訊與動員本身。紙本反戰通訊 

一直出版到4月10日第六期為止，其中的編輯、 

組稿、發放方式有所改變，不過桂枝、珊玄等同 

志卻始終是最核心的主編。可惜因為我沒有參與 

此後的實際工作，並無法做更詳細的說明。現在 

來看，因為《反戰通訊》的出版，相當地改變了 

大家的組織方式，也擴大了我們的聯繫（除了實 

際的刊物發放之外，我們也獲得了留外學生在外 

國消息上的協助，如德國的小米與英國的陳 

真），與第一階段的反戰運動（整個2月間）相比， 

可謂有質的差異。可以說，決定出版反戰通訊的 

老湖口會議，標誌了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從 2003 

年反戰運動的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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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們組織之外，才進入三月，臺灣各地 

的反戰活動也突然顯著地多了起來。3月5日， 

為了呼應「全球詩人反戰」，中央大學英文系舉 

辦了反戰詩歌朗誦會，我們團體派了素恩前往參 

加。3月6日上午九點半，為了抗議外貿協會關 

於「戰後」前往伊拉克投資「協助重建」的言論， 

以勞權會為主的聯合行動便前往外貿協會抗 

議；同日，以高金素梅為代表的立法委員也在立 

法院召開了反戰記者會，92然而並未獲得相當的 

媒體效果。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更在3月5日至 

8日間，於東吳大學校本部展開反戰連署，這是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之外的、一個 

比較深遠的分化的開始，也是第二階段反戰運動 

異於第一階段的異質要素之一。

92 出席的立委包括了：高金素梅、林惠官、江綺雯、李桐 

豪、蘇盈貴。

3月7日（週五）與8日（週六），是個熱切的反 

戰週末。7日傍晚，勞權會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在捷運公館站3號出口（靠台大正門）展開街頭反 

戰連署。我們製作的連署單，一張單面可簽十 

人，記得當時擺了大概兩個攤位；而這個攤位架 

還是娟萍等人費心弄到的，兩個支架加上一個桌 

面，這可是攤販的標準配備，而珊玄和英華為了 

街頭連署活動的道具甚至辛苦製作到深夜11點 

多！除了連署之外，臧汝興還「發明」（其實是 

從韓國引進）了街頭反戰「投票」，那是一個立起 

來的大面板，左右分為兩區，一個是贊成戰爭、 

另一個則是反對戰爭。我們提供圓形貼紙，讓路 

過的民眾自己貼在支持的地方。這是一個很有趣 

味的街頭宣傳方式，而民眾用貼紙「投票」的結 

果，當然是反戰者居多。除了街頭連署、與反戰 

「投票」之外，其餘的工作人員就拿著新印好的 

《反戰通訊》第二期在街頭散發。當時，捷運站 

的工作人員會出站要求不要入內散發傳單，我們 

也算合作；但現在，捷運站甚至要求站口之外幾 

公尺都不能有傳單的散發，規定實在愈發苛刻。

隔天8日上午，馬上便是各婦女團體在外交 

部前的反戰活動，我沒有參加，詳情未知；但知 

90多歲高齡的革命老前輩許月里女士也前往參 

加，非常令人動容。當日下午，我們團體隨即在 

站前的大亞百貨前展開第二天的街頭連署，我們 

背靠著捷運的出站口，擺出了我們的攤子。這天 

的連署有更多社運朋友參與。苦勞網的朋友全程 

陪同；世新草根的朋友們，特地將他們在校內巡 

迴的反戰照片帶到現場展示，實在很用心。兩位 

高中生朋友更從頭陪我們抗議到尾。哲元補完 

GRE，還趕回現場幫忙；宋文揚甚至因為急著趕 

到現場，而發生車禍。

現場當然也會有支持戰爭的民眾來表達不 

同的聲音，所幸過程尚稱平和，最後整個活動就 

在《We shall overcome》與《國際歌》的歌聲中 

結束。兩天的連署積累下來，竟達一千六百多 

筆，可見反戰確實應乎民心。道具整理完之後， 

我便與道具一同搭上娟萍的新車回黨部。可能是 

我太胖，或是道具太大，我在車上幾乎頻臨窒 

息，直到下了車才喘了口氣。其它的十幾個朋友 

則在珊珊提議下，前往二二八公園旁去吃「斤餅」 

以充晚餐，娟萍與我隨後才至。在餐廳裡，十幾 

個人併桌並成一長條，共食同歡，突然讓人感受 

到，這正是反戰的熱情才使我們相聚在一起。雖 

然只是心中一點淡然的觸動，卻很深遠，那是今 

日仍能感受到的情思。這也莫怪餐後話別之時 ， 

一位高中生夥伴（男）還激動地擁抱了素恩，我是 

完全能夠體會的。而此中所付出的辛苦與努力， 

便誠如唐曙在3月4日就曾說的：（以下略有刪 

節）

〔……〕

93 〔瑣記〕略

107



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紀實 No Blood For Oil!

無論如何辛苦了

另外珊玄和英華為了街頭連署活動的道 

具辛苦製作到11點多也是應該致敬的

還有桂枝要在更晚的時候完成反戰通續 

的排版工作

素恩還在為反戰的聯繫工作進行細緻和 

耐心的溝通和聯繫

而我還在為三八婦女節的反戰聯合聲明 

腸枯思竭

各位同志辛苦了

我不喜歡有人說台灣的反戰運動是不可 

能起作用的. 一想到那些伊拉克老弱婦孺 ， 

能不振奮起來嗎？忘卻那些茶杯裡的風波， 

奮勇向前！

唐曙

12日（週三）下午，聯合行動在勞權會寧夏路 

辦公室召開會議，這應該是勞權會搬家前最後一 

次在寧夏路的會議。會中討論了：（1）中國時報的 

反戰立場搖擺問題；（2）反戰文藝晚會的時間地點 

（訂於22日晚，二二八公園）；（3）外國人要在15 

日前往AIT反戰M4）確定派人出席14日的學界 

反戰記者會。反戰文藝晚會這一事項特別值得注 

意，原來在2月25日的聯合行動會議中，曾暫 

定3月15日舉行反戰文藝晚會，此時則更改為 

22日，不過其後卻再度延期，最後竟拖到4月 

12日才辦成。由於此項工作的聯繫面與開銷太大 

太廣，本就不易避免波折，然而此一工作的進 

行，卻也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出現變化。而今看 

來，在反戰聯合行動所提議的各事項中，拖遲最 

久、變化最大的部份，或許正是這項工作。

15日（週六）下午的外國人AIT反戰活動，首 

先在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台對面小丘上的草 

坪集合，因號曰「擊鼓反戰」，故有不少外國朋 

友拿了他們的鼓到現場表演；朱力更拿了他的非 

洲鼓來表達他的抗議心聲。表演之後，在夏潮聯 

合會梁電敏會長的擊鼓（中國鼓）號令率領下，大 

家在公園內繞了幾圈便轉往AIT抗議。AIT前的 

警察陣容不小，還沒跨過AIT旁的巷子就被警察 

檔了下來。雖然主辦者是外國人，但警察在舉牌 

警告中還是叫了中國人的名字――剛好仍是唐 

曙。隔天晚上，同樣是大安森林公園，晚上舉辦 

的反戰燭光晚會。我並未參加。然而燭光似乎照 

亮不了伊拉克的前程；此時距離戰爭的發生，卻 

已不遠了。

3月16日（週一），是勞動黨、勞權會駐在寧 

夏路辦公室的最後一天、也是必須最終清空交屋 

的最後一天。由於租約到期，不擬續約，年初便 

已展開搬家的工作；換言之，我們一開始便是在 

搬家的忙碌過程中反戰的。雖說法主公廟新辦公 

室尚未整理完成，完全無法立即啟用，但我們卻 

還是如此匆匆地告別了寧夏路、告別了這個曾經 

的駐在地。然而——或許只是歷史的巧合——又 

有誰能想到，美國侵伊戰爭的腳步，竟也從這天 

起，急迫地加速起來？愈是迫近戰爭、愈是感受 

到那樣的臨近感，便愈是讓人神經緊繃、愈是令 

人希望反戰力量的湧現。這一心理狀態，在當時 

確實相當誠懇而實在。然而生活週遭的一些朋 

友，卻仍對於反戰運動頗為輕視、甚至鄙視。為 

此，我在回應一位同學的文章中這樣寫到：

遊行美國會收兵嗎？這是個好問 

題。

如果反戰的原因就是反戰本身，那 

麼美國的戰爭就已經否定了這場反戰運動自 

己；但恰恰是因為反戰不是原因，而是我們 

的結論，所以我們的反戰運動不但會繼續下 

去，而且會持續地有意義。

那麼，我們反戰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呢？簡而言之，就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反 

對美國的侵略與擴張。恰恰是因為美國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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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並無法否定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根本目 

標，所以即便戰爭爆發了，作為「反帝」結 

論的「反戰」運動仍然能夠繼續下去。因為， 

我們要反對的帝國主義勢力還沒有崩潰！ 

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終極目標，在 

於爭取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與美帝國主義的瓦 

解。只要被壓迫群眾與進步的人民聯合起 

來，其另一面的意義就是美帝的崩潰與失 

敗。說到底，這是一件事，是一體兩面。反 

戰運動要爭取的，就是群眾對美帝國主義的 

認識與覺醒。

只要群眾對美帝國主義的認識不斷提 

高，美帝國主義的好日子就絕對撐不了多久。 

是的。過去的我們曾經試圖阻止這 

場戰爭，今天的我們已經無法阻止這場戰 

爭。但是，只要這場反戰運動的代價能夠換 

來普遍群眾的覺醒與團結，我們就可以最終 

阻止下一場侵略戰爭。而這就是反戰運動的 

意義與根本內容，不因開戰與否而受影響。

其實這篇心得寫於20日與22日之間，滿左的， 

但也頗為適切地描述了開戰之前那交織著戰爭 

急迫感的思考邏輯。就在16日週一這天，薩達 

姆正式宣告伊拉克進入戰爭狀態，將伊拉克分為 

四大戰區。17日（週二），美國預定的「戰犯名 

單」曝光，薩達姆與他的兩個兒子赫然（雖亦必 

然）在列；與此同時，薩達姆厲言拒絕了小布希 

要求他在四十八小時內流亡海外的最後通牒，而 

台灣「外交部」竟然在18日（週三）呼應支持 

這份「最後通牒」。可笑的是，在美國隔日所公 

佈的同盟國名單裡，卻沒有台灣的名字。兩相對 

照，荒謬性不言可喻，然此卻是不可轉圜的荒謬 

性，一如戰爭的無以阻止一樣。

面對台灣外交部的荒謬言論，工委會的朋友 

在19日晚上九點多，臨時以電話向勞權會提議， 

要在隔日早上十點至外交部前抗議。不過勞權會 

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原本就預訂要在20日清晨 

前往二二八公園附近散發開戰日的動員傳單― 

一即《反戰通訊》第四期。

20日一早，約莫六點多，我跳上才開班的捷 

運淡水線，在中正紀念堂站下車。隨後沿著南海 

路，前往建中對面的南海學園門口等候大家。後 

來我們留了一些人在建中附近發傳單，包括我在 

內的另一些人則到了二二八公園與台大醫院旁 

的捷運站一、二號出口去發。那天，天空飄著細 

雨，大小飄忽不定。在站口，每當電扶梯有人上 

來，我們便湊過去遞上傳單。由於地近北一女 

中，故亦不少一女中的同學在此進出；只是可 

惜，她們的反應總不如其他搆不上第一志願的同 

學們熱烈。有時候，一些出站的朋友可能只是下 

意識地拿了我們的傳單，但在他們反應過來之 

後，還會回過頭來跟我們詢問抗議時間、日程， 

給我們加油。在微雨中，我們還是取了點巧，總 

是待在有屋頂避雨的站口內發傳單。一旁還有正 

在發放《大紀元時報》的法輪功學員。縱然我們 

沒有經費與能力弄出他們那種規格的宣傳品，但 

至少我們頭腦正常，而且比較會發傳單。雖說如 

珊珊留在建中發放傳單的現場效果頗不錯。但現 

在想來，選擇建中與二二八公園兩個地方發傳 

單，成效必然有限，畢竟高中生總是有升學壓 

力，就是再有一腔熱血，大概也躲不過考試的威 

逼。而我們在這一對象有限、地點有限的傳單的 

發放過程裡，說實話，首先還是在拯救自己的良 

心。

大約到8點多，上班上課的人潮開始少了很 

多。在珊珊的提議下，在建中與二二八公園的兩 

批人馬便轉移到了博愛路上的怡客咖啡吃早 

餐。在這高級咖啡店裡吃食，對我頗不習慣。但 

大家畢竟需要補充活力，十點還有外交部前的抗 

議。說起來，這短短的用餐時光也許是這天最安 

適的時候。咖啡店裡，我們傳閱報紙了解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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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形勢實已底定，但大家的緊張感卻並未在咖 

啡香味裡瀰散而去。十點，我告別了要去外交部 

的大家，急忙地趕回學校上今日唯有的兩節課。 

十五分鐘之後，布希在未獲安理會同意的情況 

下，正式向伊拉克開火；而我也開始了今天的第 

一堂課。

我在這十點至十二點的時間裡上些什麼 

課，或許是個無關此文主旨的問題。然而這天上 

課的內容卻彷若是某種預示。這是一門關於從黑 

格爾到尼采的德國觀念論史的課程。恰恰在這風 

雨飄搖的這天，老師講到了黑格爾與歌德兩人對 

於基督宗教的不同看法：前者意圖透過理性將基 

督宗教變成宗教哲學，後者卻想用人性去提升基 

督宗教；在黑格爾那裡，理性／哲學猶如鑲嵌在 

十字架上的一朵玫瑰，而歌德的十字架卻套上了 

代表人性的玫瑰花圈，見解分殊的二者都在否定 

基督宗教的超越性——其實小布希也是。只是， 

小布希所依靠的，卻是資本與槍砲；十字架不是 

被點綴的對象，而只是全然被摧毀了。

在課堂裡，竟也能聽見有些同學在討論開戰 

日行動的事，我便熱心地跑去打點動員廣告。上 

完課，離開共同大樓，馬上就在小福廣場看到正 

在宣傳反戰，散發開戰日動員傳單的大新、大論 

社同學。雖然截至中午為止，一直在上課的我並 

不知道開戰詳情，但根據反戰聯合行動的約定 ， 

今天就應去AIT前抗議。在我們印發的傳單上， 

總會顯著地註明開戰日的動員原則 ：

如果美伊開戰，我們該如何行動：在開 

戰日當天的晚上（前提是開戰為台灣時間早 

上），「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 

動發起團體響應全球同步的day after行動（開 

戰日後續行動），當天傍晚六點由民眾攜帶 

手電筒、蠟燭與0215 反戰貼紙自行前往美國 

為台北時間下午，則以上活動延至隔天下傍 

晚六點舉行。

大新、大論的同學很機動，立刻就把握住中午時 

間展開動員宣傳。我在現場，也開始散發今早沒 

發完的傳單。此時雨勢大了起來，但大家仍然堅 

持在雨中散發傳單，有時傳單發完，就立刻再 

印。雨勢想當然而地阻礙了小福前的同學聚集 ， 

實際上沒有太多人在此時經過此地。然而，也許 

是某種英雄主義的發作吧，冒著大雨發傳單，激 

發出了義憤，使得大家更加堅持在不歇的大雨中 

宣傳傍晚的動員，路過的一些同學也會向社團同 

學詢問如何前往抗議。94

我大約在下午 1 點多左右與社團朋友們告 

別。向著台大側門離去，預備搭公車到勞動黨、 

勞權會的臨時指揮中心：中國統一聯盟。會天大 

雨，氣溫異常地冷；雨勢稍歇之後更是如此。我 

快速地越過新生南路，先在對面的便利店買了個 

罐裝玉米濃湯驅寒充飢；握在雙手上轉轉、熱敷 

了一會兒雙耳、然後趁熱喝掉，霎時渾身充溢著 

暖意。隨即二渡馬路，跳上642公車，到達地處 

忠孝新生路口的中國統一聯盟。進入電梯，上了 

七樓，才進門就看到電視上正在播放著開戰的各 

種消息，看到薩達姆誓言抵抗到底的錄像。隨 

後，唐曙、臧汝興等人也到了現場。一時間，這 

裡成為了臨時指揮所，電話聯繫不絕於耳，道 

具、器材也開始集中。為了爭取動員更多人，我 

抓緊時間到了六樓的夏潮辦公室發電子報，兩點 

寄一次、四點又寄一次。隨後回到七樓，與同志 

們一同將廣播設備等道具搬下樓，第一批人員便 

先向AIT出發；我則與謝尙文大哥等到訂好的便 

當之後，才帶上這些抗議便當抵達現場，此時將 

近五點。

在台協會（AIT ）進行集會抗議。若開戰時間 ；一~
94 〔瑣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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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我們還是先窩在健保大樓之前。雨勢 

漸小，卻未曾停止。我與阿德坐在大樓前的花圃 

吃便當，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食慾，只看見楊祖 

珺在眼前晃來晃去。轉眼，微雨便隱沒於暮色之 

中。看著這雨，想起六點以後可能的集結人數， 

心中卻突然莫名地感到釋懷，似乎不再有在乎的 

理由。既然已經來到這裡，又何須在意人數多寡 

呢。才這樣想著，唐曙便叫大家開始集合，屈指 

估計，雖近六點，但人也不過三四十個吧，其中 

還不少是頂著「勞動人權」的紅帽在現場的。接 

下來的記憶便稍模糊了，只記得我們一堆人竟然 

就離開健保大樓前面，突破人數不多卻又明顯無 

心阻擋的警察陣群，進入不到數公尺之隔的AIT 

前。或許是這樣子明顯的集結，那些散佈在AIT 

四周卻沒有直接進到現場的群眾，就比較有信心 

的向此聚集。突然之間，人數竟然爆增了起來， 

堵截了 AIT前的信義路，整整一個線道。在昏暗 

的天色裡，記者的鎂光燈與其他不知何來的燈光 

集中在AIT的信義路小門前，唐曙成為聚焦點， 

AIT與他的背後則是幾排警察構成的L型人牆， 

唐曙的身旁則赫然站著警察局的頼組長，死盯著 

他；賴組長就是後來在「04.12」活動中被差事劇 

團的小段（段惠民）用水槍噴紅色墨水的那個人。 

現場的抗議活動正式開始。

由於事前的規劃，新竹上來的同志們帶上了 

由竹筒所做成的長型煤油火把，現場大約十來 

支。在煙雨之中，瀰漫起濃濃的煤油味，充溢著 

戰鬥般的氣息。這個火把陣——或曰火把牆，應 

是為了有效進行現場的糾察工作而精心設置的 

傑作。此外，我們也準備了許多白絲帶，讓現場 

群眾繫在AIT前的行道樹上，為死難的伊拉克人 

民表示哀悼；連結的朋友也熱情地自己帶來這些 

材料襄助。現場，大多是學生。台大的大新、大 

論社兩社團，從台大校園裡直接帶上許多願意反 

戰的同學步行到現場。此外還能見到各個社團的 

不同朋友。

我們準備了一個巨大的、由布希相片所構成 

的板子，95讓群眾們將一張一張的反戰圖案貼在 

這個戰犯的臉上。或是將這個戰犯踩在群眾腳 

下；或是手持布希像，大家共同喊著「布希， 

Killer！」「布希，Killer！」。不過，現場活動卻 

另有高潮。雖然陰雨不斷，路溼地滑。參與反戰 

集會的群眾、市民、同學們，在主辦單位的指揮 

下，仍然按照國際間反戰運動的「約定」，躺在 

AIT前的馬路上「模擬死亡（Die-ms）」，藉此向 

死難的伊拉克人民及國家哀悼與致敬。雖說絕大 

部分的人至少都穿著輕便雨衣，躺倒在濕硬的柏 

油路上仍讓人感覺刺骨沁涼；看著天空，隔著起 

霧的眼鏡，彷彿眼前只是一片黑，只感覺那帶著 

微粒的雨水打在臉上。在這個過程裡，其實我並 

不致激情到悲奮掉淚；但滿臉雨水的我，卻與悲 

泣無異了。在靜默中，我與幾個朋友唱起了《國 

際歌》，現場應和者不多。說實話，此舉一方面 

只是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二方面則體現了現場 

群眾的組成成分。不誇張的說，其中必然有許多 

朋友，是第一次參加抗議活動的。

本來，就活動的預告而言，活動地點應該僅 

止於AIT。又或者說，本來應該只能在健保大樓 

前，但因警察們的奇特放水，我們才集結到了 

AIT前。但不知爲何一一迄今我仍未詳其因—— 

現場的群眾竟然就在宣傳車的開道引領下，沿著 

信義路的方向，向著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外交部前 

進！在這裡，最關鍵的現象，大概還是現場的群 

眾為何願意跟著主辦單位進行如此臨時的、而且 

又是長距離的抗議行動。在行進過程中，隨著警 

察的詭異驅趕（或糾察？），加上時停時行的交 

通號誌燈調節，速度有緩有慢。大體在信義路轉 

新生南路，再從英國辦事處轉仁愛路的這段路程 

裡，大家的行進速度是較快的。在信義路，我們 

95 〔瑣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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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著師大附中那側的慢車道行進，旁邊就是 

人行道；在新生南路，我們則直接被驅趕到靠元 

祖點心那側的騎樓之內；到了轉進仁愛路，我們 

就沿著靠英國辦事處的那側慢車道推進。在路 

上，世新的小衛提議，讓大家來唱唱《華沙工人 

進行曲》。就我來說，曲調雖熟，卻不識於歌詞， 

完全無法應和。於是大家又稍微勉強地唱起國際 

歌。不過，總的來看，由於參與者大多是學生， 

大家似乎也很享受這樣的突然行進。轉進仁愛路 

之後，前導的宣傳車換了個主持人，喊起一些諸 

如「要做愛、不要作戰」之類的不入流口號。在 

戰爭開打之前，喊喊這類口號或許還頗有反諷趣 

味；但是現在戰爭已經開打，開始殺人沾血，喊 

這種毫無意義的口號不正是在嘲笑自己的無能 

紐fte智？，、八、、口 •

在描述隊伍逼近景福門，進入凱達格蘭大道 

的過程之前，我想先引用一則有趣的材料來說明 

凱達格蘭大道另一端的北一女中所發生的有趣 

事情。這是我在批踢踢BBS站上看來的：

作者: f___o （犯古/菲哥/飛狗） 看板: joke

標題: 剛剛聽到北一女的廣播

時間: Thu Mar 20 23:20:54 2003

剛剛晚上九點多在學校 聽到旁邊北一 

女的廣播

教官室報告 教官室報告

各位同學請注意 請大家趕快撤離學校

總統府一帶 民眾聚集 舉行反戰大遊行 

剛剛教官向警局求證 證實凱達格蘭大

道已封閉

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請不要往遊行方 

向回家

請多多利用捷運 請多多搭乘捷運 捷運 

不受影響

還在教室晚自修的同學 請趕快回家 不

要在逗留

以免捲入是非 另外 自修時間將於九點 

半結束

逗留教室的同學 教官也會執行撤離.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聽到的時候 就是 

想笑.

原來反戰會危急生命安全。莫怪乎早上在捷運台 

大醫院站時，沒有幾個北一的同學肯多收幾張傳 

單。現在看來，實在是過分誇張的現實笑談。實 

際上，當遊行隊伍抵達外交部前時，也沒有什麼 

更誇張的舉動。在現場，除了喊口號與「Die-ms」 

之外，最誇張的大概就是讓大家排成反戰圖形。 

雖然不能從空中鳥瞰確認最終排成的圖形，但我 

總覺得這個圖案呈橢圓狀。在夜裡，在外交部 

前，一群沒被警察阻止的快閃族竟然排出個這樣 

的圖形，大概也算是個可堪紀念的紀錄吧！最 

後，在外交部前，大家就地解散。包括我在內， 

我們團體的一些人，就在外交部門口圍成一圈唱 

《國際歌》，可惜我們總是唱給自己爽而已，對 

於那些無識於《國際歌》歌詞與意義的朋友來 

說，我們的舉動是毫無意義的。此事很值得檢 

討。另外，在我堪稱模糊的印象中，總記得我們 

抗議民眾有在外交部前插上一堆蠟燭；我是否有 

記錯？也許需要當時有攝影紀錄朋友或苦心蒐 

證的警察伯伯們來證實了。

「開戰日」行動結束後，突然隨著隊伍開拔 

到外交部前的我們並不能立即回家。我的好友阿 

貓哥與青年友人宋文揚，都還留著機車在AIT現 

場。我便與兩位朋友坐車回到AIT。到AIT，現 

場仿若戲罷散場那般冷清；在明亮的街燈下，只 

剩地面上棄置的傳單閃耀著，上面是布希的頭 

像。我與阿貓欲往一旁的便利店買點吃食，俄而 

一人與我擦身而過，向我打招呼、慰問辛苦。當 

時我還在熱情高漲的狀態裡，沒能立刻反應過 

來，只是高聲地回應、互道加油，隨即話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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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才意識到，那是台北大學青年社老幾屆的人； 

也是更事後才意識到，原來在我們團體領導反戰 

之後，無論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人是否出名或幹 

了些什麼實事，都已在大小不一的程度上成為被 

許多人所關切的對象。這種現象或許也反映了某 

種「速食」文化，似乎大家都容易被某些突然的 

現象或活動或人所吸引、所震懾，從而就把許多 

事情的本質從高估計。於是所有人只是在天上高 

來高去，評我論你，而未能真正實地去幹些什 

麼，生產些什麼

後來我與阿貓哥、青年友人宋文揚去了師大 

夜市吃滷味，用飽足感來結束一天的疲勞。與此 

同時，素恩與臧汝興去了巴黎公社。在那裡，聚 

集了包括黃文雄、楊索、錢永祥、夏鑄九、陳宜 

中、郭力昕、鍾適芳、黃孫權、康寧馨等人在內 

的學界、文藝界人士。根據後來素恩轉寄給我們 

的信件得知，在這場小聚會裡，提出了要在 22 

日的抗議行動裡增加一項「反戰標誌」噴漆的活 

動。在由楊索所組織的這場小會裡，決議要由老 

師、教授們帶頭在AIT與英國辦事處前噴上這些 

標誌。之所以要由老師、教授們帶頭，是因為在 

2002 年的「08.27」反健保雙漲鬥爭中，許多人 

參與了最後的行政院前的推門行動，但被起訴的 

卻只有唐曙、娟萍等人。有此前例，為了分擔這 

一風險，才提出由老師教授們帶頭行之。從素恩 

轉寄過來的信件串來看，要老師們上街噴漆，並 

非每人都能同樣瀟灑豪爽地接受。話說回來，這 

場「03.20」行動之後的小會不妨看作是個縮影 ， 

預示著反戰運動在美國開戰之後發生立即的變 

化。此一變化在台灣的具體反映，就是浮現出許 

多作為「雨後春筍」的反戰團體與個人；而兩天 

之後的3月22日，則是此一形勢浮上檯面的總 

開端，諸如史英、陳文茜之類的投機客，竟也出 

現在現場。可以說，「03.20」告別了第二個AIT， 

即將到來的「03.22」卻是一個眾聲喧嘩的開始。 

至於每顆筍子能否長成竹子、能否長得高拔挺 

直，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這些雨後冒出來的「春筍」們有不少曾連署 

過《反戰聯合聲明》；但直到3月20日之前，有 

過任何具體作為的團體（比方勞權會、TAISO、 

工委會），其實遠遠太少。就此而言，那些老是 

在媒體上「出頭」、「發言」的這些或那些人，並 

不總是相稱於他們所實際投注的努力；雖然媒體 

總是喜歡找那些光鮮亮麗的人講些冠冕堂皇的 

話，彼此輝映互利一下……。當然，必定有人指 

責我們這些起到實際領導作用的團體阻礙了「統 

一戰線」的開展，或認為只有這樣或那樣的作法 

與團體，才能擔任起維護、擴大統一戰線的領導 

者。但請注意，從「02.15」至「03.20」，作為反 

戰的領導團體的勞動黨、勞權會，從未發表過自 

己關於反戰的總聲明，從來沒有。如果要以「反 

戰的『統一戰線』解消了堅決主張中國統一、社 

會主義的勞動『黨』」這樣的話來指控當時的勞 

動黨、勞權會，那是絕不誇張的，因為勞動黨、 

勞權會從未提出超越包括台獨團體均有連署的 

《反戰聯合聲明》之高度的主張；反而是全產總 

抱了一顆所謂的「中國」的超長「導彈」（約3m） 

到「02.15」的現場替「中國」來「恫赫」大家（而 

我們也只是在2002的「08.27」健保鬥爭時抱了 

顆美國小飛彈參與遊行而已，約1.5m）。如果要 

說吃虧、要說容忍，我想當時的勞動黨、勞權會 

是夠吃虧、夠容忍了；但話說回來，如果要批評 

「『黨』被解消在『統一戰線』之中」，那也只有 

勞動黨內部的人才能批評。

倘要批評「勞動黨、勞權會阻礙了統一戰線 

的維護與擴張」，那就必須進一步提問，為什麼 

那些在「03.20」之前毫無具體作為的團體與個人 

有辦法在「03.20」之後搞得呼天搶地東倒西歪， 

難道勞動黨、勞權會在「03.20」之後就「幡然悔 

悟」、就認真地開始維護與擴張統一戰線？倘若 

如此，那們我們也就不禁必須感念勞動黨、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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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懺悔與反省能力，同時也必須感懷各社運團 

體與個人的肚量與不計前嫌；或者遺憾他們頭也 

不回地走出娘家卻遍地開花了。由此看來，原來 

這次的反戰運動體現出台灣社會運動充滿了溫 

情與敬意，大家都是孔孟的好學生，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的戰鬥員。倘若如此，勞動黨、勞權會等 

領導團體所進行的工作，至少也該以「03.20」為 

界，贏得五五開的評價。

然而以上所描繪的這幅年畫般的景象，恐怕 

無非也只是幅年畫而已。而「03.20」作為春筍冒 

出頭兒來的日子，並非勞動黨、勞權會等領導團 

體不再起負面作用或起了什麼正面作用，而是美 

國的槍林彈雨成為這些春筍最及時的甘霖，這才 

是實際滋潤他們的養分。換言之，勞動黨、勞權 

會，乃至整個反戰聯合行動的存在對於各個社運 

團體來說，始終就不是一個念上緊箍咒就會發作 

的箍子，而那些在美國開戰之後才良心發作的團 

體與個人，有相當部分只是在動員人數的擴大中 

才開始投機押寶。或者更應該說，那些連署《反 

戰聯合聲明》卻未曾在「03.20」及其之前有過任 

何具體作為的團體與個人，從來就在以反戰聯合 

行動為主體的反戰統一戰線之外；所以美國的開 

戰並非意味著反戰統一戰線的分化，因為他們從 

來就在戰線之外，只是現在形成了他們自己的戰 

線而已。至於他們的戰線是否反戰，是否真的反 

戰，那是其次的問題。

我的3月20日，就在這戰鬥的一天中結束 ； 

同時也可以說是3月初以來的第二階段反戰運動 

的結束。從「02.15」至「03.20」，「02.15」作為 

2003年第一個AIT前的反戰聯合行動，在二月 

底、三月初的時間點上結束，這個階段標誌著台 

灣匯入全球反戰運動的初過程；但從三月初到此 

時為止，卻是為了面向必然到來卻又不知何時爆 

發的「開戰日」而準備的過程。在第一個階段裡， 

向內紓發並向外宣示反戰民意的成分較多，力量 

的集結較為單純；但在第二個階段裡，運動的分 

化開始展開，在不可能完全阻止（而只能儘可能 

拖延）的反戰情境裡，「阻止開戰」這樣的反戰目 

標便在開戰之時宣告終結。隨之而來的，則是由 

伊拉克抵抗力量與美國侵略勢力之消長所決定 

的第三階段。

附錄：

反戰營籌備問卷整理/有效問卷：54人
Q1:請問您以什麼樣的方式參與了這次的反戰活 

動？/20人塡寫

*整理：參加反戰連署簽名（12）、集會（8）、遊行（8）、 

支持反戰但不克參加（5 ）、文藝晩會（5 ）、演講討論會（4 ）、 

麥當勞門口的反戰接力（3人反戰詩歌朗讀與創作（1 ）、 

宣傳（1）、其他（利用網路大量傳播反美.仇美訊息、轉寄 
信件.通知他人、寫聲明）

Q2:請問在此次反戰活動過程中，印象裏最感動 

的一件事或情景？/31人塡寫

1. Put Bush's poster on the ground and step on it.
2. All the people there
3. 事件本身

4. 文藝晚會表現出和平氣氛

5. 在台北總算看見有不少的青年人參加反美反戰的遊

行與示威。

6. 大家冒雨參加遊行，而且從各地而來〜
7. 美國在台協會前的衝突及警察抓人

8. 大家的熱情參與

9. 收到簡訊

10. 反戰接力

11. 聲音大雨點小全球幾乎都在反戰但反戰的結果卻造 

成更多衝突遊行 示威 到最後幾乎變成 打架 推擠 和衝 

突反戰 本於追求 和平至上但卻以衝突 做為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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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還有反戰與反美的界線始終模糊 台灣算是個反美的國 

家ㄇ??

12. 原來台灣人並不冷漠…尤其是年輕人 （或許是網路 

的關係吧）

13. 反戰遊行

14. 看到全世界的人站出來為和平而努力. 人類已經經 

歷過無數次戰爭的教訓了,為什麼還要再犯同樣的錯呢?

15. 看到許多美少女出來反戰. 讓人感覺搞運動還是有 

把馬子的希望~~~~~

16. 在AIT前面躺下,及在外交部外面躺成peace的符號
17. 我主要接觸到的是高雄的部分.跟台北或許有點不同 

的進行方式

18. 畢竟,有良知者非盡皆默然!

19. 開戰日那天的遊行,是我第一次參加集會遊行,我覺得 

那天綁絲帶,模擬死亡等和平示威方式很好,因為我們反對 

暴力侵略,就不該以暴力呈現訴求

20. 有眾多反美支持者...

21. 世新李孔穎被捕

22. 清真寺前的默哀及開戰後在AIT前的遊行
23. 全球皆有民眾聯合反戰, 同心協力.

24. 傍晚時分,臨別之時,在遊行隊伍解散的清真寺庭院前, 

剎見一群熱血紅色青年齊聚佇立,高唱國際歌,高喊打倒美 

帝國主義

25. 文藝界齊聲反戰

26. 伊拉克全國軍民.群體反抗侵略者.尤其是農民擊落美 

國阿帕契直昇機那一幕.

27. 3 月份的遊行活動, 行動劇人員被逮捕之前, 替代役

對於參與遊行人士的強烈敵意及挑臖態度. 正常人一但被 

納入國家暴力機器中運作之後, 也立即拋棄良知自省的能 

力, 享受運用暴力的快感

28. 在台大門口的晚會

29. 被警察抓走的同志歸來後的欣喜。

30. 游行隊伍中出現的大批青少年甚至兒童的身影。這在 

日本是少有的。

31. 有一次晚上在總統府前大家躺下排成反戰標誌/多次 

集會中,不時看到警察在遊行隊伍中按快門,違法蒐證的畫 

面...

Q3 :請問在此次反戰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 

反戰口號？/31人塡寫

*整理：要做愛不要作戰系列（3）、XXX for oil系列（7）、 

反戰！要和平！（2）、美國大兵滾出亞洲系列（2）

1. Sorry, can't remember.
2. Stop the nightmare before it happen!
3. 「只要做愛不要作戰」之類的

4. 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口號

5. No War For Oil.
6. 布希才是邪惡樞心！

7. 反戰！要和平！

8. who let the bomb drop
9. stop the war for oil
10. 愛,和平,搖滾樂

11. no blood for oil

12. 不記得 只記得 打架 推擠的畫面 （從新聞ㄉ觀點）

13. 反戰到底！！

14. no war for oil!
15. Shame on you, Mr Bush!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聽到的 

一句話,非常直接明白!

16. taiso 好勁啊!！
17. 唐曙說:請大家躺下,感受伊拉克人民的感覺

18. 不要戰爭.要做愛 之類的

19. 全民反戰,反戰到底!

20. 美國軍隊滾出亞洲

21. no blood for oil
22. 布希.等著瞧吧.我們會挖好你的墳墓

23. war is not the answer
24. 美國大兵滾出亞洲

25. Make Love, Not War
26. 反對歧視穆斯林穆斯林加油

27. No Blood For Oil
28. 無

29. No blood for oil
30. 反戰，要和平！

31. 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大兵 滾出亞洲

Q4 :這場美國侵伊拉克戰爭後，您對美國的印象

/5 3人塡寫

*整理：一直都很好（1人一直都很壞（30）、變好（1人 

變壞（21）

【言論照登】

1. 一直都很壞，十五歲以前…以爲「麥當勞叔叔」、「米 
奇老鼠」和「史特龍先生」代表正義、和平、開明的美國 「九 

一一」之後的今天，才看到“整個的”美國…不是三言兩 

語能說明的

2. 一直都很壞, 小布希害我被甩

3. 一直都很壞, 美國一直是一個沒有文化 現實 又粗 

魯的流氓他可爲了利益跟你做朋友 爲的是賣東西給你沒 

賺到你的錢 她就假立法之公用反傾銷來強打壓你看人家 

家裡有錢有石油 也可以栽贓人家是恐怖份子再去打家劫 

社

4. 一直都很壞, 美國以是世界的大哥自居,不段打壓反 

對他的政權,還自以爲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5. 一直都很壞, 美國政府向來如此 但不可等同於美國 

人

6. 一直都很壞, 美國造成中國百年的積弱不振

7. 變壞, 自從布希政府當權, 許多社會福利和民生方面 

的預算都被刪減, 很明顯是個支持大型商業組織機構和武 

力的混蛋, 這次的戰爭代表美國淪喪爲警察國家的結局.

8. 變壞, 沒想到布希在美國的支持度竟然升高

9. 變壞, 這是赤裸裸的侵略 --- 套句老布希的話"這是 

赤裸裸的侵略“，活像Discovery中上演的掠食活動.戰爭還 
沒開打, 重建的大餅就已經發包給親親布希的財團, 英美 

還爲分贓不均而起摩擦, 這好比是圖謀另一個活人身上的 

器官, 隨便扣個帽子, 把人殺了, 拿他的器官來牟利, 更可 

惡的是誰拿什麼器官都先分配好了!

先殺人再找證據 --- 如果警察說某甲是殺人兇手, 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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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槍斃了. 兩個月後還找不到任何證據, 沒有證人, 證物, 

甚至找不到受害者. 不知道美國人能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 

先殺人再找證據!

神也是他鬼也是他 --- 當年給伊拉克化武的就是美國 

人, 現在要用化武當藉口攻打伊拉克的也是美國人. 如果 

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應該被攻擊, 第一個該被打的國 

家就是美國自己, 更何況伊拉克沒有!

規矩是美國人定的, 美國人隨時可以改 --- 常有國家 

質疑美國人有雙重標準, 可是美國人從不承認. 事實上美 

國人還真是 “吾道一以貫之”, 那就是 “規矩是美國人 

定的, 美國人隨時可以改”, 昨天給伊拉克化武去對付不 

親美的伊朗, 那是對的; 今天伊拉克不親美了, 擁有化武就 

是不對的, 就算沒有化武也是不對的, 還是該打! 當年說用 

國家的力量去謀殺敵國的領導人是不對的, 今天卻對其高 

科技武器的斬首行動沾沾自喜. 這在在都顯示了一個事實, 

美國人沒有雙重標準,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標準!

放幾個屁也沒人聞得到.

Q6 :您會希望收到後續的世界各地反戰活動消息 

的相關信息嗎？/54人塡寫

*整理：不希望（3）、希望（51）

【言論照登】

1. 希望， 希望知道台灣近來的新反戰活動.

2. 希望， 希望知道更多台灣本島的「進步」活動

3. 希望， 特別希望知道:歐洲方面的

4. 希望， 特別是世界各國如何動員美少女出來反戰的

經驗總結

5. 希望， 國際情勢

Q5 :您對政府發言積極支持戰爭，認為應表示贊 

成？反對？還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53人

填寫

*整理：反對（48）、沒有什麼大不了（3）、贊成（2）

【言論照登】

1. 反對, 人有人格, 國有國格 --- 如果連基本的正義感 

都沒有了, 我們如何教導我們的孩子? 看到惡霸欺凌弱小, 

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阻止或沒有勇氣阻止. 至少我們可以保 

持沉默. 怎麼可以為虎作倀, 為惡霸幫腔做勢呢? 好一句 

“不挺美國難道要挺伊拉克嗎?” 一國總統說出此等言論, 

真可謂國恥!

2. 反對, 太狗腿了不過也是現實因素

3. 反對, 台獨的都得這樣的 但我這樣說並不代表他們

沒有其他的選擇

4. 反對, 我可以同意政府為了台灣生存的理由 公開支 

持美國的立場只是台灣又撈到任何好處了嗎 別說好處了 

連個參加 who 都沒門至今依舊沒名沒姓 真不知道主事者 

竟可以卑弓屈膝至這個程度尾巴搖的都快斷了 連個骨頭 

都沒分到

5. 反對, 那十足是一種「白痴」的行為

6. 反對, 美國違反國際共識，師出無名

7. 反對, 現政府這種無恥,沒骨頭的作為,早已見怪不怪!

可是一想到當全球反戰人士都群而捲起追求正義,和平浪潮 

的同時, 政府仍然罔顧人民的意願,還夢想著發戰爭財（戰後 

到伊拉克招商），用一些邏輯不通的"偉論"，模糊大眾焦點（e.x 
中共反戰,難道我們也要跟他們一樣嗎?）打自己的小孩給美 

國政府看!（驅散反戰群眾並污蔑其為失控暴民!）便不由得要 

更大.聲.的.反.對!

8. 反對， 無恥

9. 反對， 愚蠢的政府發言完全悖離民意， 平常侈言主體 

性， 但是此番極惡劣的發言簡直是殖民地對宗主國的宣示 

效忠.

10. 反對， 龍捲風下一個就掃總統府

11. 反對， 雖然我們都應該將心比心，想想政府立場， 但 

是中華民國一味的支持美國，沒有判斷能力.

12. 沒有什麼大不了， 台灣小小一塊地， 根本無足輕重，

Q7：如時間許可，有否意願參加「學生反戰營」？

/5 0人塡寫

*整理：不願意（12）、願意（38）

【言論照登】

1. 不願意， 8/14~17 剛好要去參加聯合報的新聞營.

2. 不願意，希望可以降價.and有美女報名
3. 不願意， 我已不是學生了， 如何參加所謂的"學生反 

戰營"?

4. 不願意， 沒有錢

5. 願意， 一定很有趣 我好想參加喔

6. 願意， 不過沒有時間

7. 願意，可是…我太老了@_@
8. 願意， 時間金錢許可都沒問題

9. 願意， 嗯，不知道耶，就是想參加.

Q8 :您認爲「學生反戰營」，最應被提出的討論 

題目爲何？/2 8人塡寫

1. 如何展現執行力， 讓大家的努力開花結果?

2. How to make a difference instead of just chatting.
3. How to do anti-war with a "intellect".
4. 反戰的利與弊。

5. 如何建立民主的伊拉克，如何趕走美軍……
6. 戰爭國家的目的

7. 如何改變台灣民眾親美的態度

8. 如何讓社會大眾知道學生反戰的原因，並且如何做才

能使其他還認爲事不關己的人們（包括其他的大學生與一 

般社會工農大眾），能關心並認同。當然要再強化大家對於 

美國過去的「侵略史」的認識。

9. 全球經濟政治變遷與戰爭的關連 非洲局勢

10. 政府應有的態度

11. 不光是人家的家務事，我們海峽兩岸的事更需要深思 

熟慮!

12. 爲啥 我要反戰 我將如何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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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何讓多數人都聽到反戰的聲音（特別是無能的政 

府）

14. 伊拉克戰後美國對世界的影響

15. 認清侵略戰爭的本質,面對企圖混淆事實的"反反戰言 

論"

16. 我們可以做什麼

17.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

18. hoe to fuck US and UK
19. 主要:反戰運動和反帝的脈絡相連 2.國內外反戰運動 

的連結發展... 3.問題集的討論:例如.處理中國的爭議性--走 

資.新帝國?

20. 後 帝國主義的形式 與演變

21. 民主的崩壞虛偽和愛國主義的各種形式

22. 為何不戰

23. 反戰就是反戰,既然貴營對要以此為理言中心,就是肯 

定反戰運動為基進民主實踐的一環,堅持反戰的意識形態便 

應為本體,但可跨體系與其他社會運動連結,如工運,環保,後 

現代性別運動等等

24. 如何抵制美國帝國主義及老大心態

25. 要求政府.了解自己的條件與立場!

26. 作為學生的我們,究竟應以什麼樣的觀點或態度面對 

這樣的國際局勢以及牽連至自身的意義究竟在哪裡,我們究 

竟能做啥,改善現狀呢

27. 台灣的反戰到底是什麼樣子?到最後絕大部份的人似 

乎只用心在經營另一個口水戰,卡位戰..我想說的是,台灣的 

反戰遠遠不夠,所有爭論根本搆不上是討論,在幹什麼阿!!??

28. 台灣統獨兩派人馬,到底誰在真心反戰?

Q9:如要在台灣本地社會繼續推動反戰活動，您 

認為應該關注那些議題？譬如：/24人填寫

【按得票數高低排列】

1. 扺抗支持戰爭的政府，拒絕高昂國防預算，要求把預

算改做爲社會福利之用（14）；

2. 反對美軍佔領下的包商重建工作（12）

3. 反對支援美軍的後勤及配（聯）合作戰，反對美軍事基

地駐留當地（12）；

4. 扺制推動戰爭的美國軍火商，拒絕購買美國武器 

（12）；

5. 投入統計伊拉克人民真實傷亡數字，拆穿所謂「小傷 

亡的乾淨戰爭」的謊言（11）；

6. 展開各種問題討論，總結檢討包括自911事件以來的

這一波反戰運動，醞釀更大規模的反戰示威…（11）；

7. 反對美軍佔領下的國營事業私有化政策（10）
8. 美國下波攻擊目標（如古巴、北韓、伊朗等）的國際 

和平自衛運動（11）
9. 接力舉辦國際「人民法庭」戰爭犯罪全球巡迴聽證會

（7）
10. 發起「人民法庭運動」進行審判戰犯布希、布萊爾等 

人（6）；

11. 國際刑事法庭陳情和訴訟運動（包括了具體戰爭犯罪 

以及侵略藉口非法等訴求）（6）

【言論照登】

1. 國際和平運動

2. 怎們沒人要幫助伊拉克 或國際難民 因爲宗教 種族

或利益造成剝削 （這還包括同時發生的非洲種族屠殺）

3. 發起十年內拒買美國貨運動 --- 美國雖有人也反戰,

但誠屬少數, 每次民調贊成攻打伊拉克的美國民眾都居多 

數, 這場不義之舉是受到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支持的, 美國 

人理應受到懲罰! 如果讓他們嚐到甜頭, 這種事情會一再 

發生. 只有讓他們知道, 用武力搶奪來的, 絕對比起他們將 

會失去的東西多. 美國人才會覺悟!

4. Make it like a students' national fashion. Pull more stupid 
and indifferent students in to make the voice louder.
5. Tell the truth,this century,it is the time of information war.
6. 戰爭對環保的迫害。

7. 口號最好能切合實際，避免將斗爭提到過高的高度，

否則民眾可以接受不來……

8. 馬克思說過不能消滅家庭,除非你拿什麼東西代替它,

美國武器,包商重建,私有工業等也是同樣的道理.消極的反 

對不如積極的面對,如果你不能保證中共應派不會對台鴨霸 

動武,脫離美軍種種掌控陰霾下的伊拉克能真正朝普羅民主 

之路邁進,我們爲什麼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級端

9. 國際事務應由聯合國處理.我國無權也不能干涉. 政 

府的當務之急.是兩岸關係!

10. 注意美國「石油帝國」、「軍產複合體」＆日本右翼財 

閥（軍國主義亡靈）的活動

11. 組織邱士杰徵友後援總會（簡稱邱士杰"國際歌"友會）

Q10 :經過這次反戰活動後，您認爲威脅東亞和 

平與安全的國家或地區爲？（可複選）/ 2 7人塡

寫

*整理：美國（14）、日本（8）、大陸（6）、台灣（4）、北韓 
（4）

【言論照登】

1. 應該要把北韓從問卷選項中去除

2. 論國力與背景等成因,這兩國有足夠的實力引起東亞 

區域的局勢變動

3. 衝突無所不在

4. 對於國族資本的累積會使他們不惜以戰爭來換取發 

展經濟的機會

5. 現在全亞洲都在拼經濟只有台灣在拼政治. 由其針 

對中共.不斷挑釁.又不願和談.戰爭的到來.將是無可避免的. 

而且戰場一定是在台灣.乞求上帝美國幫助.將是台灣悲哀 

的開始!

6. 美國不停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及互動問題,可能會再 

度引發大戰,甚至造成世界大戰. 例如美南北韓及以色列問 

題.

7. 中共應該比海珊政權緊要

8. 以美國爲首的附庸國家

9. 台灣…金權政治&民粹主義
10. 美日戰前架構的反恐法案.在戰後更用武力確立"先制 

攻擊" 他們對南.北韓,中.台的關係關注將是下波焦點.

11. 很簡單,一個主人屌不了,一隻狗吠不響,一個主人加 

上四隻狗就可以當街頭霸王了.（意思是就算美帝想在哪個 

地區興風作浪,也要那裡的當權者肯配合演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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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前沒有, 亞洲人比較狡獪陰險, 不會笨到招惹惡霸. 

唯一可能是美國自行來煩人.

13. 未來最有可能威脅美帝地位的應屬大陸了。美帝應會 

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而拉攏日本、牽制大陸。台灣， 

不用說，不用美國拉，她自個兒就會往美帝那兒靠。美帝 

及其盲從者自是威脅各地安全的。

14. I do not think China will get in war with Taiwan.

Q11：關於這份問卷，您覺得我們應該再問些什 

麼問題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同學們的想法？/2 

0人填寫

1. Ask them: are you willing to bleed for justice?
2. En...sorry, I do not know 
3. 「覺得加入反戰是否有被『清算』的危險？」我想很 

多人會怕表明立場，因此能挖出沉默大眾的意見才是重要 

的。

4. 要學生想想如果把伊拉克換成台灣,家人朋友全亡,要

作何感想?

5. 這問卷經版站主的努力勞動後，簡直脫胎換骨，太好

太神奇了！

6. 可能需要問一下大家接收你們訊息的來原以便幫助 

你們判斷何種方式傳播訊息最有力

7. 就南京大屠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越戰,日本偷襲珍 

珠港,911,伊拉克戰爭,228 等我們對人權的保護和維持世界 

和平做的還不夠?反之人的心態都是貪婪的?

8. 問的面向 都粉奇怪反戰的面向 是針對美國ㄇ其他 

的紛爭造成的壓迫 我想是更大 更深遠ㄉ那些就無人管無 

人問 你們推動這些東西 不如去推 如何讓原文書降價 智 

產公開這樣對美國而言 比較會得到重視!! （以上是對學生 

而言）

9. 日常生活中關於美國（好萊塢）、日本（動漫畫）娛樂產 

業挾帶的「意識形態」對自己的影響

10. 目前無意見

11. 對於美國處理南北韓及以色列問題的態度. 其他可 

以用來從事反戰的媒體.

12. 您支持反戰的原因

13. 你對反戰運動的疑惑? （寫下來可能會很多）

14. 人類活了幾年的歷史時代 得到了什麼

15. 很好了

16. 台灣反戰具體成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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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落而過癮的一天

「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
蘇珊玄

報告會召集人

我確定很少人知道2003年8月17日的國際 

反戰運動報告會。因為在台灣，整個反戰是大多 

數人眼中的〝無關緊要〞－－從活動參與的人數 

跟媒體版面比例就可窺知，更遑論八月中正值 

SARS疫情方興未艾、美國大兵早已揮軍佔領巴 

格達之際。報告會〝依慣例〞沒有獲得太多關愛 

的眼神，參與人數是100上下，放在台大法學院 

近兩百人的場地更顯疏落。

但是，我何其幸運可以經歷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很過癮！過癮的來源有二：一是工 

作團隊的默契。一夥人約10個，來自各別的學 

校台大、政大、台南藝術學院、北京大學、世新、 

東吳等學校，我原先也許對問題的認識和掌握還 

不甚完整，但在過程中憑著對反戰的堅持，手邊 

軋著課業跟事務性工作，不管怎樣還要湊齊大家 

的時間辦兩天一夜的學習會培養工作默契、加深 

反戰的體會和意識的重整；臨到報告會前一晚趕 

翻譯文件時，一起熬夜印刷、裝訂等具體工作， 

雖然事情已經過了近三個月，現在重憶當時的場 

面，「同志」的溫度仍沸騰！

二是因為報告人的精采與用心。閱讀報告人 

的書面文件或許已經讓你目不暇幾（見資料），那 

你真該到現場的！ Wim生動的power point帶給 

現場觀眾綜觀這場戰爭的歷史源起、深入淺出， 

讓我得以更清楚認識這場戰爭的本質；Sarah才 

是大學生的年紀，已經是ANSWER青年部負責 

人（美國這次反戰活動有一大部分是中學生），呈 

現的資料或圖片每一筆資料動輒數十萬或數百 

萬的人民上街頭、包圍白宮、佔領街道，學生甚 

至還走出校園、集體罷課一天表達抗議不滿。你 

不相信僅只是因為沒在台灣電視看過這些報導 

嗎？ Sarah就是一個活脫脫的美國人，她親口向 

大家陳述美國人民如何在政府宣布開打的第一 

時間動員反戰！各州的活動如何風起雲湧、遍地 

燎燒！

我必須承認，我是掛著召集人的名號邊理解 

反戰的。在這場戰爭發生之前，我跟大多數人一 

樣是個對很多事沒特別感覺、拒絕視聽的大三學 

生，自以為對未來的焦慮就是生活的全部。整個 

反戰的過程不但助我看清美帝國主義的荒謬與 

野蠻，更讓我得以重新整肅自己、認識台灣社 

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完這篇文章會同意我的 

看法，但是,我仍要說：我慶幸自己得以經歷並 

且全程參與了這次反戰活動。

執筆的同時，海珊落網了！在我還來不及思 

考海珊總統被捕的後續情勢跟可能結果時，單面 

訊息迅速再度霸佔各頭版頭條－－海珊的藏身 

住所超乎想像的髒臭狹小、身邊帶了多少逃命 

錢、整個人如何蓬頭垢面、雄風盡失、、這些畫 

面在各媒體從早到晚重複播送，相信大家都不陌 

生。我已經不再特別憤怒！因為我清楚記得 

Norm Chomasky 一語道破的:「媒體都是為權力服 

務。」但是，良知永遠清醒！一個人若喪失良知 

將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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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來的苦難
記錄佔領暴政的伊拉克週記靜默示威活動

宋奎汶

伊拉克週記活動從2004年勞動節過後開始，維持了三個月

對一個六年級的上班族而言，勞動人權協會 

與台灣反地學生組織從 2003 年 2 月美國攻打 

伊拉克起持續不斷的反戰活動著實令人熱血沸 

騰，也因為這群工作人員與青年朋友們的堅持， 

而開始關心這場侵略戰爭。

2004年五一勞動節反戰燭光集會

每天都會看到許多有關伊拉克的報導，每天 

都有很多人死亡、很多不正義的事發生。面對這 

些再也明顯不過的罪行，做一個上班族可以選擇 

把它當作不順心的事，嘴上講幾句讓自己心安的 

話就好，或是著手做些事情，用行動去反對。正 

是因為每天看到這些殘忍的報導實在是太生氣， 

氣到沒辦法只是坐在辦公室的螢幕前咒罵，因此 

呼朋引伴開始了每週六下午在美國在台協會前 

「伊拉克週記」的抗議行動。

活動是以靜默的方式在美國在台協會前展示 

新聞圖片和大字報，內容以每週在伊拉克所發生 

的新聞為主。由 2004 年 5 月初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和英國鏡報披露美英聯軍在伊拉克虐囚事 

件開始，歷經 6 月底美國將政權移交給傀儡總理 

阿拉維 （長期受 CIA 在背後支持的伊拉克流亡 

人士，在哈珊時期曾在伊拉克境內安排數起爆炸 

事件，並支持英美聯軍在伊拉克多次的屠城行 

動），到 8 月底美英聯軍在伊拉克那傑夫、法魯 

加大舉屠城為止。期盼能有多一點人知道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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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的惡行表達抗議。除了這個活動之外，還 時進行。

正在發生什麼事，並以行動持續向美國政府違反 有一個討論中東問題的讀書會與活動檢討會也同

儘管是和平的圖片展示活動，抗議者卻經常遭到警方騷擾、甚至逮捕的脅迫。

儘管我們是以最平和的方式表達對這場侵略 

的長期關注與抗議，既不邀請媒體，也不大聲喧 

譁，但警察和美國在台協會安全人員仍不斷地阻 

擾活動。從活動一開始，便說我們人數超過三人， 

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動用警力將兩位手舉看板的 

夥伴團團圍住；而後則不斷對我們進行威嚇、錄 

音、盤查、蒐證，指控我們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對美國在台協會和路人造成威脅，企圖將 

我們架離美國在台協會，甚至差一點將我們一位 

男性夥伴押回警局偵訊。在活動期間，我們除了 

詳讀《警察職權行使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 

以了解如何與警方應對外，對警察和美國在台協 

會的反應也感到十分憤怒。我們是一群發自內心 

想對這項惡行表達關注的公民，安安靜靜地站在 

美國在台協會前展示新聞圖片，美國在台協會卻 

腦羞成怒，要求中華民國的警察對我們施壓，實 

在是霸道。

過往群眾也有許多不同的反應。有人覺得戰 

爭已經結束了幹麻還出來作秀、有人覺得年輕人 

應該多認真讀書或工作，不應該出來製造社會動 

亂，浪費社會成本、有看到我們就想要衝過來打 

人的阿桑、也有外國人對我們大喊：「共匪要打 

來了」。最常聽見的反對理由就是，告訴我們應 

該要多關心台灣本島的事情，不要管別人的閒 

事。當然也有贊同的聲音。有人會對我們豎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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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有人會和我們站在一起，對我們表達支持、 

拿飲料請我們喝、告訴我們美國人真得很壞、她/ 

他也很討厭布希，最令人開心的是，走到我們的 

看板前逐條仔細地閱讀上面的新聞並對我們點頭 

微笑。

在台灣，瘋迷 HBO 影集、韓劇大長今、追 

逐國際名人時尚並不會被指責為愛管別人的閒 

事，但關心這場侵略和佔領卻不會受到相同的認 

可。我們反對美國的行為更是令許多人不能理 

解。但，要是能多一個人開始覺得這些事情應該 

去關心、去了解，甚至應該起身去譴責，這便是 

我們「伊拉克週記」行動的期盼。

美國佔領伊拉克已超過三年。2005 年 1 月 

30 日由美國一手推動的伊拉克國民議會選舉，在 

媒體的報導下似乎為伊拉克帶來了「民主」，同 

時美國媒體也藉由宣傳伊拉克選民的「高」參予 

率，企圖表現對伊拉克持續佔領與軍事行動的合 

法性。但真的是這樣嘛？

根據 1907 年的海牙公約 （美國為簽署國之 

一），禁止佔領勢力對佔領地的政府做出永久性的 

改變。這次的伊拉克國民議會選舉是根據伊拉克 

新頒布的選舉法來執行，而該法正是由佔領勢力 

在背後支持的選舉委員會所制定。不僅如此，選 

舉期間的伊拉克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選民甚至連 

候選人的姓名都不知道。選舉前後的三天，還進 

行了全國性封鎖，許多地方都在執行格殺勿論的 

宵禁，同時也封閉了機場、邊境與道路。在選舉 

當天，國際記者也只能在五個投開票所進行採 

訪，且沒有任何國際監察員在伊拉克監察這場選 

舉。

近數十年來觀察全世界選舉的美國卡特中 

心，便拒絕參予這次的伊拉克選舉。

該組織曾提出能判定選舉是否具合法性的幾 

項必要條件，包括:

――投票人能夠在自由且安全的環境投票 

――候選人能夠向投票人進行競選宣傳 

——獨立且自由選定的選舉委員會，以及 

――投票人能夠不受恐懼與恫嚇 

卡特中心的發言人在選舉前一天表示，這場選舉 

完全不符條件。

儘管已選出伊拉克國民議會代表，美國對伊 

拉克的掌控仍持續不變。美國佔領勢力制定的「過 

渡行政法」仍在伊拉克強制執行。若要修改此法， 

不但需要近乎全數的議會成員同意，還需要總統 

委員會無異議通過，這幾乎是比登天還難。而包 

括監察長在內的各個委員會 （如廉正、交通、媒 

體...等） 首長，都是由前美國駐伊拉克臨時執政委 

員會行政首長鮑爾•布雷墨欽定，皆享有五年任 

期，除非有「正當原因」，否則不可解職。再者， 

法院委員會、法官與檢察官都是由美佔領勢力調 

查、選定和訓練的，並且由美國在背後長期支持 

的流亡人士所掌控。調派至伊拉克各部會與所有 

公共機構的 40,000 多名平民和軍事「顧問」（包 

括私人承包商和美政府官員） 仍繼續擁有實權。 

鮑爾時期便開始的私有化計劃也將持續進行。 

2004 年 12 月 22 日，伊拉克經濟部長 Abdel 

Mahdi 還在華府國家媒體俱樂部公開表示，伊拉 

克計劃頒佈新的石油法令，將伊拉克的國營石油 

工業全面私有化。

醫學期刊「The Lancet」於2004年10月29 

日發表了一篇引人爭議的報告，內容是有關 2003 

年美入侵伊拉克前後 14.6 個月間的死亡率研 

究。這篇報告是第一篇針對該議題以科學方法進 

行調查的報告。該調查隨機抽樣了伊拉克 33 個 

群體 （包括法魯加在內），其結果顯示，伊拉克在 

美國入侵後，如將法魯加排除在外，保守估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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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0,000 人死亡。若將屢遭美英聯軍大肆屠城 

的法魯加包括在內，入侵後的死亡人數則將超過 

200,000 人。而且，這個隨機抽樣結果並不包括同 

樣遭受美英聯軍強烈攻擊的那傑夫、拉馬蒂和塔 

拉法等地。同時，這篇報告也指出，入侵後最普 

遍的死因為暴力死亡，而因暴力導致死亡的比 

率，入侵後是入侵前的 58 倍。其最主要的暴力 

因素便是美英聯軍的空襲攻擊。附圖為抽樣的 33 

個群體，自 2002 年 1 月 至 2004 年 9 月獲報 

的死亡人數。

Vldent

I | NDn-vident

Imruinn

伊拉克境內目前仍駐紮了超過十五萬名美 

軍，並已設置了四個永久的美國軍事基地，佔領 

還沒有結束。

「伊拉克週記」行動的夥伴們為「要如何在 

台灣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些什麼」提出了一個想 

法，並著手去實行。反帝當然不單只有伊拉克這 

件事，需要關注的事情還有很多。這個活動得以 

推動，承蒙了許多朋友的幫助與指導，也期盼未 

來能有更多的夥伴，一起繼續關注與推動台灣的 

反帝運動。最後，誠心感謝不論晴雨都堅持參予、 

支持活動的朋友們 - 幸佐諺、梁英華、蘇珊玄、 

關晨引與勞權會的朋友王娟萍、唐曙、葉翠蓮和 

張増榮，以及製作網路宣傳的邱向前。

資料來源：

1.  - “What They’re Not Telling You About the 

“Election” (1 Feb., 2005)”

Electroniciraq.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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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Lancet - "Mort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03 invasion of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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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反戰時期主要刊物列表

邱向前編
刊物名稱 出刊日期 出刊形式

《國際主義》第1號 2002年7月27日 二張A3對折，共八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國際主義》第2期 2002年9月9日 二張A3對折，共八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國際主義》第3期 2002年10月19日 單張A3對折，共四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國際主義》第4期：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八 

十五週年特別號

2002年11月7日 三張A3對折，共十二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雙色套印

《國際主義》增刊號；總第5期 2002年11月26日 二張A3對折，共八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國際主義》第6期：215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 

爭聯合行動特刊！

2003年2月15日 二張A3對折，共八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2期 2003年3月4日 單張A3對折，共四版；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3期 2003年3月12日 單張A3對折，共四版；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4期 2003年3月19日 單張A4，共兩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5期 2003年3月30日 單張A4，共兩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6期 2003年4月10日 單張A3對折，共四版；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2月27日 晚間21點46分 創刊發出（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6日 晚間12點52分 信件主旨：《［反戰!］全球反戰人 

民3月6日起發動電子信件提案活動》（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8日 下午14點51分 信件主旨：《［反戰!］聯合國二 

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攻打伊拉克的人道主 

義影響》/近期反戰活動短波》（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8日 上午1點45分 信件主旨：《［反戰!］"打死我也 

不要去，不爲德州石油去買命"一一3月5日美國 

學生反戰罷課活動報導》（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8日 下午22點11分 信件主旨：《［反戰!］攻打伊拉 

克戰爭的IQ測驗》（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16日 下午24點52分 信件主旨：《［反戰!］不要臆測， 

行動起來！辛西亞•彼得斯訪問諾姆•喬姆斯基 

/3月16日抗議活動日程》（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18日 下午14點13分 信件主旨：《［反戰！］化開戰 

的悲憤爲具體行動，聯合行動和全民再走上街頭》 

（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20日 下午13點59分 信件主旨：《［反戰!］戰爭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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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胞們，行動起來（今晚六點美國在台協會前 

抗議行動風雨無阻！）》（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20日 下午16點06分 信件主旨：《［反戰!緊急動員通 

矢叫 戰爭開打了!同胞們，行動起來（3月20日晚 

間六點美國在台協會前抗議行動.風雨無阻！）》

（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21日 下午19點48分 信件主旨：《［反戰!］3月22日 

反侵略遊行再上街頭！》（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23日 下午16點16分信件主旨：《［反戰！］ 3月20 

日台北AIT前的抗議開戰示威行動（Day After）新 

聞圖集》（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25日 上午2點25分 信件主旨：《［反戰！］新民主 

論壇3.30集會/台大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反 

戰座談會》（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3月27日 下午19點52分 信件主旨：《［反戰!］ “不准以 

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一一再動員！ 3月28日立 

法院前抗議集會！》（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4日 下午15點05分 信件主旨：《［反戰!］ 412全球同 

歩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5日 下午4點56分 信件主旨：《［反戰中的全球!］全 

球反戰新聞通訊+新聞圖集!!!》（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6日 下午19點16分 信件主旨：《［反戰中的全球!］反 

擊小布希的12大謊言/全球反戰新聞+圖集!!！ 

（4/6 編輯發出）》（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8日 上午9點12分 信件主旨：《［反戰！］反戰新聞 

+M反戰接力行動+反戰歌曲下載+活動託播!!！（4/7 

編輯發出）》（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10日 上午7點21分 信件主旨：《［反戰!］ 412反戰遊 

行路線圖+最新反戰評論+全球反戰新聞通訊&圖 

集!!! （4/10編輯發出）》（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28日 上午3點03分 信件主旨：《［反戰!］"五一"反戰、 

再上街頭！紀念五一勞動節，反剝削、反壓迫！》 

（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4月30日 下午13點34分 信件主旨：《［反戰!］紀念國際 

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延期緊急新聞稿》（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6月5日 上午7點02分 信件主旨：《［反戰!］槍口下的民 

主（II）》（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6月14日 上午1點07分 信件主旨：《［反戰!］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2003年反戰營之線上問卷調查表!! !》（寄 

件者：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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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7月5日 下午22點08分 信件主旨：《［反戰!］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開始招生囉!!!》（寄 

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7月21日 上午1點58分 信件主旨：《［反戰!］在412反戰 

活動的衝突之後：《戰爭無罪？反戰有罪？》（唐 

曙）》（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7月23日 下午24點03分 信件主旨：《［反戰!］ 2003青年• 

學生反戰營講師簡介（1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8月8日 下午20點20分 信件主旨：《［反戰!］最新反戰 

活動：8月17日，2003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

（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10月15日 上午4點39分 信件主旨：《［反戰］向薩伊德致 

敬一一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唐曙）》（寄 

件者：z___ @yahoo.com.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10月21日 上午5點06分 信件主旨：《［反戰!］ 1024全球反 

佔領國際行動日•讓我們行動起來！》（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10月23日 下午24點57分 信件主旨：《［反戰!］最“富有” 

的窮人一一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失業勞工（唐 

曙）》（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 2003年11月25日 上午2點44分 信件主旨：《［反戰!］「向薩伊德 

致敬——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佔領與反抗」校 

園影片放映會（11/28~12/17）》（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勞動前線》第39期（2002年10月〜2003年3月） 2003年3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勞動前線》第40期（2003年4月〜2003年7月） 2003年7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勞動前線》第41期（2003年8月〜2004年2月） 2004年2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勞動前線》第42期（2004年3月〜2004年7月） 2004年7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勞動前線》第43期（2004年8月〜2005年1月） 2005年1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勞動前線》第44期（2005年2月〜2005年6月） 2005年6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勞動前線》第46期（2005年9月〜2005年11月） 2005年11月 B4對折，騎馬釘；由王文山同志製版印刷。

《左翼特刊》 2003年7月2、3日 10張厶4對折，共40頁；透過統盟印刷機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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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反戰時期主要文章列表

邱向前編
「＊」號代表重複刊登的文章

「@」號代表只有標題的超連結

文章名稱 作者署名 發表刊物

尼泊爾蹂躪人權的國家緊急事態體制 A SEED-Asia/尼泊爾 

加得滿都

《國際主義》第1號

人民戰爭下的戰火與和談——從2001年7月到現在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

《國際主義》第1號

關於巴以衝突之心得 阿貓 《國際主義》第1號

TAISOnLine :民族解放鬥爭與帝國主義干涉——巴以衝突問題討論學 

習會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

《國際主義》第1號

《國際主義》編後手記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

《國際主義》第1號

什麼是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國際主義》第1號

〔社論〕必由之死路■——帝國主義全面包圍下的全民健保制度 《國際主義》第2期

我在八•二七健保鬥爭的六小時 嗜者如斯夫 《國際主義》第2期

一堂“真實的”公民教育課 蛋塔帥男 《國際主義》第2期

只因這是之所以爲人的一點僅存的質感！ 蘇珊 《國際主義》第2期

運動的失敗 拓爾 《國際主義》第2期

民進黨用不實言論惡意抹黑工人群眾，民主倒退走！ 冷對 《國際主義》第2期

827反健保漲價大遊行有感 清大社會所硏究生彭 

桂枝

《國際主義》第2期

〔緊急特稿〕：反恐個屁！台灣絕對不能支援美國的侵伊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國際主義》第2期

美軍坦克壓死韓國女學生，駐韓美軍拒絕移交審判權，鬥爭愈趨升級！ 《國際主義》第2期

艾若育正在準備戰爭 菲律賓人民第一黨 《國際主義》第2期

飛彈不買、健保不漲！ 《國際主義》第2期

青年學徒們，前途無量！劉進慶教授返台座談會略記 《國際主義》第2期

「假反恐、真侵略」，這就是美帝國主義！

台灣絕對不能加入這場荒謬的反恐大合唱！絕對不能作帝國主義侵略 

戰爭的幫兇

《國際主義》第3期

國際連帶使節團（ISM）反對美國對菲律賓軍事介入的聲明 

2002年7月24日〜31日

《國際主義》第3期

釣魚台、我們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附庸走狗！

［圖文報道］現場直擊1025光復節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的抗議行動！

《國際主義》第4期

［時事學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從未停止！ 咧嚀 《國際主義》第4期

日本“1021國際反戰示威全國統一行動”活動照片 《國際主義》第4期

絕不允許布希擴大反恐戰爭!!！

——參加阻止有事法制一修憲10.14集會遊行！

文/反侵略亞洲學生 

共同行動（AASJA） • 
東京

《國際主義》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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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Ugly

用和平埋葬正義——巴以衝突的台灣觀點？ 兆征 《國際主義》第4期

思想與大砲（1）——紀念十月革命八十五週年 拓爾 《國際主義》第4期

十一月七日

勝利節日的頌歌

〔智利〕巴勃羅•聶魯 

達

《國際主義》第4期

〈運動中的全球〉10月一11月重點新聞 阿貓 《國際主義》第4期

粉碎帝國主義反恐戰爭!台灣不能成爲侵略幫兇 ！

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真侵略假反恐的反恐戰爭、奮力爭取

全世界的和平

《國際主義》第5期

誰才是真正的邪惡軸心？ 《國際主義》第5期

美軍基地幹什麼用的？ 《國際主義》第5期

美國國內究竟如何反恐？ 《國際主義》第5期

現在，歐洲國家又該如何反恐：北約轉型 《國際主義》第5期

美國的反恐成績單 《國際主義》第5期

《反恐怖行動法》草案相關內容 《國際主義》第5期

1129全球同步聲援巴勒斯坦

一起站出來、去伸張正義、去堅持真理、去爭取和平！

《國際主義》第5期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 《國際主義》第6期

* 拒絕“鮮血換石油”、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國際主義》第6期

亞洲學生協會（ASA）與香港地區等團體的反戰聲明（2月15日） 《國際主義》第6期

* 美國布希政權爲何一定要打垮伊拉克海珊政權？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 

會長）

《國際主義》第6期

《運動中的全球》——2002年11月至2003年1月 政大第一帥的阿貓哥 《國際主義》第6期

［活動報導］聲援巴勒斯坦，譴責反恐法案 現場報導/蘇珊 《國際主義》第6期

* 聯合國二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

一《攻打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影響》

「一旦攻打伊拉克戰爭發生，超過一百萬的兒童將死於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編譯

《反戰通訊》（紙本） 

第2期

『伊拉克薩默德-2型』導彈開始銷毀，美英等主戰國仍緊咬不放 《反戰通訊》（紙本） 

第2期

『你知道已經有2300萬人走上街頭了嗎？』

二月十五日，台北市的美國在台協會附近聚集了幾百名愛好和平人 

士，抗議美國政府宣稱即將攻擊伊拉克。

《反戰通訊》（紙本） 

第2期

* 近期反戰活動短波！ 《反戰通訊》（紙本） 

第2期

* 對於攻打伊拉克的合理說法，你知道的夠多了嗎？ 

一攻打伊拉克戰爭的IQ測驗

文/Charles Sheketoff/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

《反戰通訊》（紙本） 

第2期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紙本） 

第2期

三八婦女節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一） 

女人反戰，女人要和平

文/勞權會新聞組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三八婦女節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二）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署活動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新聞組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 《反戰通訊》（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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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外貿協會藉戰爭大發不義之財 第3期

* 「打死我也不要去，不爲德州石油去賣命」

（Hell no we won't go, we won't fight for Texaco!）

一3月5日美國學生及青年「走出來」反戰罷課活動報導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編譯組編譯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3月15日包圍白宮反戰緊急集會行動積極展開！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庫德人抵制美國的操弄 作者:Greg Butterfield
編譯：台灣反帝學生組 

織編譯組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近期反戰活動短波！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如果美伊開戰，我們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紙本） 

第3期

如果美伊開戰，我們該如何行動：

全球發動「開戰日後續行動」反戰聯合團體齊集AIT抗議

全球同步大遊行

反美英侵略伊拉克文藝晩會

《反戰通訊》（紙本） 

第4期

不分膚色國界以鼓音敲響反戰

——315大安森林公園反戰集會報導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新聞組

《反戰通訊》（紙本） 

第4期

全球同步齊爲和平握燭首頁

——0316大安森林公園守夜報導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新聞組

《反戰通訊》（紙本） 

第4期

WOMENINBLACK 'CAMPEACE 的堅持

——英國反戰團體介紹

文/陳真/3.13訊 《反戰通訊》（紙本） 

第4期

近期反戰活動短波 《反戰通訊》（紙本） 

第4期

* 反擊小布希的12大謊言 出 處 ：International 

ANSWER Coalition 

翻譯：黃國治校稿：林 

怡君

《反戰通訊》（紙本） 

第5期

台灣活動預告： 《反戰通訊》（紙本） 

第5期

要求立即停戰！真正的反戰活動現在才要開始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以下爲本週在台灣的行動：

412全球同步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

412反戰之夜文藝晩會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都開戰了，幹嘛還要反戰？ 文/臧汝興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戰火下的伊拉克平民 文/章永林整理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乾淨的外科手術戰爭？美國防部承認使用貧鈾彈 文/TAISO蘇珊玄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國際週末反戰行動：「收回基地」運動在全球25個美英軍事基地展開 文/反戰聯合行動唐曙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徵求「412全球同步阻止侵略大遊行」義工 《反戰通訊》（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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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

全球反戰活動短波！ 3月31日--4月7日全球反戰運動報導 TAISO編譯組/整理報 

導

《反戰通訊》（紙本） 

第6期

@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 215台北反戰行動新聞圖集（1）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 215全球反戰示威新聞圖集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 全球反戰示威各地人數統計 

伊拉克：我們究竟認識多少？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 關於反對美國侵伊的相關聲明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 0215台北反戰集會相關新聞報導整理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 《國際主義》第六期要目 《反戰通訊》（網路） 
2003/2/27

阻止美英戰爭決議在聯合國通過！ ！ ！全球反戰人民3月6日起發 

動電子信件提案活動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編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6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6
* 聯合國二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攻打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影響》“ 

一旦攻打伊拉克戰爭發生，超過一百萬的兒童將死於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 

譯組編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7
* 近期反戰活動短波！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7（本篇同時 

刊登於《反戰通訊》 

紙本第2期）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7

* 「打死我也不要去，不為德州石油去賣命」3月5日美國學生罷課總 

決起！一一 3月5日美國學生及青年「走出來」反戰罷課活動報導

勞動人權協會編譯組 

（唐曙）編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8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8
* 攻打伊拉克戰爭的IQ測驗--對於攻打伊拉克的"合理"說法，你知 

道的夠多了嗎？

文/ Charles
Sheketoff/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8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08
不要臆測，行動起來！辛西亞•彼得斯訪問諾姆•喬姆斯基 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TAISO） 
共同編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16

全球108個國家、3700多個城市

在3月16日晩上七點同步舉行全球爲和平守夜燭光集會 

台北、中壢與台東加入守夜行列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16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16
[新聞活動通知2003/3/18]
化開戰的悲憤爲具體行動聯合行動和全民再走上街頭！

只要美英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開打，請愛好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朋

友同胞們一同參與！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18

在3月16日晩上七點同步舉行全球爲和平守夜燭光集會：新聞圖集 

⑴/（2）/（3）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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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18

美國侵伊戰爭開打了 ！同胞們，行動起來！ 0月20日晩間六點美國 
在台協會前抗議行動。風雨無阻！）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0
3月22日反侵略遊行再上街頭！第二波抗議行動（再動員！再反 

戰！）全球同步大遊行！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2
3月20日台北AIT前的抗議開戰示威行動（Day After）新聞圖集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3
* ［活動託播］新民主論壇三月三十日第八屆討論會 

美國侵伊戰爭和亞洲區域情勢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5
［活動託播］台大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反戰座談會 

反戰的政治經濟學&反戰的另類視野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5
［新聞活動通知2003/3/28］“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

同胞們，同學們！到立法院去！反對台灣政府支援美國侵伊戰爭！保 
衛全世界的和平！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7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立法院、要反戰」共同聲明： 

人民的立法院，堅守反戰的意願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 

戰爭聯合行動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7
* ［反戰活動預告］新民主論壇三月三十日第八屆討論會 

美國侵伊戰爭和亞洲區域情勢
《反戰通訊》（網路） 

2003/3/27
* 412全球同步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主辦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4
反戰中的全球！一一全球反戰新聞整理&相關新聞圖片剪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5
反戰中的全球！一一全球反戰新聞整理&相關新聞圖片剪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6
@ 
*

反擊小布希的12大謊言！ ！ ！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6
反戰中的全球！一一全球反戰新聞整理&相關新聞圖片剪輯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8
反戰接力行動即將進入第15天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8
@ 
*

反戰歌曲下載：黑名單工作室王明輝先生製作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8
［活動託播］輔大黑水溝社小論壇

「誰的戰爭？誰的利益？侵伊戰爭後，台灣會不會成爲下一個目標？」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08
* 412全球同步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412反戰遊行路線圖）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主辦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10
@ 

*

反戰歌曲下載：黑名單工作室王明輝先生製作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10
反戰中的全球！一一全球反戰新聞整理&相關新聞圖片剪輯 

3月31日—4月7日全球反戰運動報導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10
反戰接力行動持續進行中！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10
全球反戰，再上街頭！ 2003年國際五一勞動節！反戰的同胞同學們！ 
請熱情參與！！

堅持五一精神伸張公理正義反剝削！反壓迫！ 2003國際五一勞動 

節反對貧富差距！反對倒退休法！反對歧視待遇！反對軍事採購！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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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侵略戰爭！

@ 紀念2003年國際五一勞動節大遊行總說明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28
2003年的台灣工人，我們要做什麼？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28
* 紀念國際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延期緊急新聞稿 勞動人權協會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30
請願書 勞動人權協會 《反戰通訊》（網路） 

2003/4/30
* 槍口下的民主（II）

佔領後的全球反戰運動/侵略者應對其非法侵略行爲負責
文/唐曙 《反戰通訊》（網路） 

2003/6/05
@ 
*

槍口下的民主（I） 文/唐曙 《反戰通訊》（網路） 

2003/6/05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2003年反戰營（籌備中）線上問卷調查表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學 

生反戰營」籌備工作組

《反戰通訊》（網路） 

2003/6/14
2003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青年•學生反戰營開始招生!!！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反戰通訊》（網路） 

2003/7/05
2003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反戰營課程表！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反戰通訊》（網路） 

2003/7/05
@ 佔領下的抵抗——爲什麼你應該參加2003反戰營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反戰通訊》（網路） 

2003/7/05
* 《戰爭無罪？反戰有罪？》 文/唐曙 《反戰通訊》（網路） 

2003/7/21
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講師簡介⑴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反戰通訊》（網路） 

2003/7/23
最新反戰活動：8月17日，2003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反戰通訊》（網路） 

2003/8/08
向薩伊德致敬一一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

活動預告：10月24日上午10點，台灣反戰團體將與全球同步進行 

「終結佔領國際行動日」，就在美國在台協會！

文/唐曙 《反戰通訊》（網路） 

2003/10/15

反對帝國主義軍事侵略與殖民佔領

活動預告：10月24日上午10點，台灣反戰團體將與全球同步進行 

「終結佔領國際行動日」，就在美國在台協會！

《反戰通訊》（網路） 

2003/10/21

最“富有”的窮人一一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失業勞工

活動預告：10月24日上午10點，台灣反戰團體將與全球同步進行 

「終結佔領國際行動日」，就在美國在台協會！

文/唐曙 《反戰通訊》（網路） 

2003/10/23

「向薩伊德致敬——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佔領與反抗」校園影片放 

映會（11/28~12/17）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台 

大大學論壇社反戰組

《反戰通訊》（網路） 

2003/11/25
* 美國布希政權爲何一定要打垮伊拉克海珊政權？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 

會長）

《勞動前線》第39 
期（2002年10月〜 

2003年3月）

*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 《勞動前線》第39 

期（2002年10月〜 

2003年3月）

*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聲明稿

拒絕“鮮血換石油”、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SO）

《勞動前線》第39 

期（2002年10月〜 

2003年3月）

人民的力量！ 《勞動前線》編譯部綜 《勞動前線》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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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1100萬人反戰示威 合報導 期（2002年10月〜

2003年3月）

小心“恐怖份子”就在你身邊；檢舉“恐怖份子”人人有責 臧汝興（勞動人權協 

會）

《勞動前線》第39 

期（2002年10月〜 

2003年3月）

* 戰爭無罪，反戰有罪 唐曙（“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戰爭聯合行 

動”聯絡人）

《勞動前線》第40 

期（2003年4月〜2003 

年7月）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4.12聲明 文/反對美英侵略伊 

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勞動前線》第40 

期（2003年4月〜2003 

年7月）

美國欠世界一個公道 彭智文（中國大陸學 

者）

《勞動前線》第40 

期（2003年4月〜2003 

年7月）

* 阿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Afganistan” ICTA運動簡介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 

會長）

《勞動前線》第40 

期（2003年4月〜2003 

年7月）

* “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遊行”延期•緊急新聞稿 勞動人權協會 《勞動前線》第40 

期（2003年4月〜2003 

年7月）

“紀念2003年國際勞動節”遊行活動因SARS暫緩 勞動人權協會 《勞動前線》第40 

期（2003年4月〜2003 

年7月）

3.30新民主論壇第八屆討論會•“美國侵伊戰爭和亞洲區域情勢”致詞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 

會長）

《勞動前線》第41 

期（2003年8月〜2004 

年2月）

3.30新民主論壇第八屆討論會•美國霸權主義和朝鮮半島的南北危機 

（新民主論壇發言稿）
陳映真（作家） 《勞動前線》第41 

期（2003年8月〜2004 

年2月）

關於二十一世紀的反戰運動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 

會長）

《勞動前線》第41 

期（2003年8月〜2004 

年2月）

二。。三年國際反戰報告會開幕致辭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 

會長）

《勞動前線》第41 
期（2003年8月〜2004 

年2月）

呼籲政府嚴詞表明拒絕派兵伊拉克，要求美國眾院撤回提案！ 

要求立法院形成決議案反對支援美英侵略伊拉克！
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 

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 

難人互助會、女性勞動 

者權益促進會、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勞動前 

線》雜誌

《勞動前線》第42 

期（2004年3月〜2004 

年7月）

［新聞稿］反對助紂爲虐，反對枉充炮灰

強烈抗議美國眾議院•要求撤回關於請求台灣派兵伊拉克提案
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 

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 

難人互助會、女性勞動 

者權益促進會、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勞動前

《勞動前線》第42 

期（2004年3月〜2004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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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雜誌

【網路轉信】反對侵略戰爭、反對台灣出兵、反對美國干預內政問題！ 彭桂枝（台灣反帝學生 

組織）

《勞動前線》第42 

期（2004年3月〜2004 

年7月）
一顆人頭落地之後 林深靖（民主行動聯盟 

執行長）

《勞動前線》第42 

期（2004年3月〜2004 

年7月）
2004年5.1勞動節反戰燭光晩會宣傳文宣 

危城法魯加一一伊拉克人民的四月起義
唐曙（勞動人權協會政 

策組召集人•反對美英 

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 

聯絡人）

《勞動前線》第42 

期（2004年3月〜2004 

年7月）

悼念阿拉法特（一）一一阿布•阿瑪爾暴風：1929-1965 唐曙（勞動人權協會政 

策組召集人•反對美英 

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 

聯絡人）

《勞動前線》第43 

期（2004年8月〜2005 

年1月）

反佔領！反世貿！反軍購！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國際勞動節反戰抗 

議聲明
《勞動前線》第44 

期（2005年2月〜2005 

年6月）

“帶部隊回家吧! ”記924美國華盛頓反戰大遊行 唐曙（勞動人權協會國 

際聯絡部主任）

《勞動前線》第46 

期（2005年9月〜2005 

年11月）

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 陳映真 《左翼特刊》
戰爭與和平：兩種對立的具體實踐 汪立峽 《左翼特刊》

* 槍口下的民主——從包道格的一篇文章談起 唐曙 《左翼特刊》

美伊戰後世局管窺 林宗理 《左翼特刊》

石油的利益與文明的衝突 老甘 《左翼特刊》

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倫理 呂正惠 《左翼特刊》

* 阿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ICTA運動簡介 林書揚 《左翼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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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反戰時期相關事件列表（初稿）

邱向前編
2003 年
1 18 活動 2003年第一次全球反戰聯合行動，此時台灣並未參加。

1 27 活動 41位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發表反戰聲明，其中包括李遠哲與崔琦兩位華人

1 29 形勢 29日上午［台北時間］布希發表國情咨文，指控伊拉克未遵守聯合國解除武裝的決議，美軍即將 

採取行動

2 8 新聞稿 下午24點45分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發出電子新聞稿，信件主旨《［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聲明稿］ 
扌拒絕“鮮血換石油”、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寄件者：taiso ［taiso@mail2000.com.tw］）

2 11 會議 上午10點整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假勞動人權協會（寧夏路）小會議室召開會員大會
會議 中午開始 在勞動人權協會（寧夏路）大會議廳，集合台灣各界反戰團體與個人，召開討論會， 

決議形成「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發表〈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決 

議在2月15日上午九點三十分於AIT旁中央健保局公保大樓前集合抗議。形成第一次反戰聯合 
行動。活動聯絡人：唐曙、黃素恩。

最初發起團體：人間出版社、漁民勞動人權協會、新社會學生鬥陣、《左翼》雜誌、性別 

人權協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清華大學工學社、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全國產業總 

工會、全球保釣行動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夏潮聯合會、《勞動前線》雜誌社、新竹縣 

產業總工會、中國統一聯盟、全國總工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勞動人權協會、 

台灣新社會協進會、部落工作隊、苦勞網、高中學生反戰會、《海峽評論》雜誌社、《遠望》 

雜誌社、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居住權運動聯盟、勞動黨社運部、桃竹苗勞工服務 

中心、婦女新知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中華兩岸人民文經交流促進會。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連署及0215行動〉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46398
工作 下午23點整 英華（sonicfilm ［sonicfilm@yahoo.com.tw］）發信。主旨：《TAISO開會通知》： 

「同志們好!明天（0212）下午12:30，就“0215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中，討論有關TAISO於當

天的活動內容，以及準備工作.雖然今天（0211）大部分的同志都出席了年度大會大家又各有各要忙 

的事,但由於活動時間緊迫，還是希望同志們能盡量出席!握手!英華」

2 12 活動 上午 新黨台北市議會黨團舉行「和平反戰救台灣」記者會，並發起反戰連署活動。「希望美伊 

的緊張關係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也避免中共循此模式，輕啓台海戰端。」

參考：詹三源，〈美伊緊張新黨黨團連署反戰〉，《聯合報》第18版「綜合新聞」，2003-02-13
電子報 上午2點18分 苦勞網發出電子報，信件主旨《苦勞電子報-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連署及0215 

行動》（寄件者：苦勞網系統管理者［coolloud@mail2000.com.tw］）
電子報 下午17點袋虹敬仁勞工中心發出電子信，信件主旨：《敬邀您參與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 

連署》（寄件者：Ching-Jen 敬仁［cjlhassc@ms39.hinet.net］）
電子報 下午17點17分 中國統一聯盟發出電子信，信件主旨《0215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 

動》（寄件者：OneChina ［onechina@ms19.hinet.net］）
2 13 電子報 下午13點48分 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以《夏潮網「反戰」電子報》爲刊頭發信，信件主旨《如 

果台灣是下一個伊拉克》（寄件者：夏潮網［chinatide@maychin.myftp.org］）
2 14 活動 宜蘭冬山鄉珍珠社區發展協會風箏工藝師製作一批與眾不同的「反戰祈福天燈」，天燈上寫著「N

0 WAR」英文字句，希望這些天燈能讓美國與伊拉克等國家了解，美伊戰爭不要開打。

參考：陳積碩，〈反戰祈福天燈冬山製作完成——珍珠社區風箏工藝師盼美伊戰爭不開打 

頭城迎春今晨登場〉，《聯合報》第18版「宜蘭縣新聞」，2003-02-15
2 15 上午3點33分96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出無刊頭電子報，信件主旨：《如果台灣是下一個伊拉 

克》（寄件者：夏潮網［無電郵位置］）
刊物 《國際主義》第六期出刊，並於AIT現場散發。

96 無系統寄信時間，故此處以收信時間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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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與全產總發表，「以愛之名」反對一切戰爭與暴力〉新聞稿。 

全文可見:http://www.peace.org.tw/activity/2003activity/20030215.htm
活動 AIT前第一次反戰聯合行動

相關報導：廖家敏〈反戰•台北〉，《成大公共衛生硏究所「硏究生電子報」》，2003年2 
月 28 日，可見：http://mychannel.pchome.com.tw/channel/class/show_preview.php3/?d=2003-02-28 
&enname=nckuph&t=.htm&fn=main&view=1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反對鮮血換石油，0215行動盛大舉行〉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46774
2 17 電子報 下午24點35分 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出無刊頭電子報，信件主旨：《全球反戰在台北》（寄件 

者：部落工作隊［watahope@maychin.myftp.org］）
新聞稿 全產總發表〈戰爭是世界最大的麻煩！一一全產總呼籲美國不要成爲世界麻煩的製造者〉聲明。 

全文可見：http://www.tctu.org.tw/article.php?sid=240。

2 18 電子報 上午11點12分97《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一百三十七期刊出「南方一隻熊〈傳播學生鬥陣 
成員〉」的文章〈反戰運動之中的陰影，等待另外一場的反對運動〉

全期原文：可參見 http：//enews.url.com.tw//archiveRead.asp?scheid=17377。

活動 韓德強等四位大陸著名學者領銜，向美國駐華大使館遞交近五百多人聯署的《中國各界反對美國 

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畫的聲明》

2 20 連帶 下午21點53分 學生搖滾樂隊「半導體樂團」吉他手「廢星」來信支持反戰。信件主旨：《反 
帝學生組織你們好！》

2 24 連帶 上午2點24分 楊祖珺寄建議信給TAISO。信件主旨：《RE:關於2/1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 
戰爭」後續活動開會通知》，信中著重指出「反對中國大陸曖昧支持英美的侵略行爲是必要的」， 

並批評勞權會等團體連絡不夠週密。

連帶 下午14點16分 曹偉豪寄建議信給TAISO。信件主旨：《偉豪對反戰行動的一些建議》，副檔： 
「素恩與勞權會的朋友們：.doc（23KB）」。聲稱將代表居盟、新學鬥中部、新社會協進會、南投酒

廠工作小組、部落工作隊與高金素梅辦公室出席25日反戰討論會。

連帶 下午14點45分 秀曼轉寄林孝信建議信給TAISO。信件主旨：《Re:關於2/15日反對「美英侵 
略伊拉克戰爭」後續活動開會通知》，信中建議成立聯絡中心、寫作小組、邀請國外反戰學者、 

發行電子報，爲團結更多人，「宜求同存異，反戰不反美。反帝的主張，則適時提出，暫時不強 

求，但要設法展開討論。」

連帶

2 25 二 會議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會議

活動 晚間 東海人間工作坊邀請高偉凱前往講演，清華工學社陪同（英華是否也有去？）

2 26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戰爭陰影未消，積極準備後續反戰行動〉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47826
2 27 電子報 晚間21點46分 電子報《［反戰!］“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創刊發出（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
活動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開始在網路BBS上聯繫大學社團進行「反戰」，指出：「只要美英一日不放 

棄以武力攻打伊拉克，反戰的活動就一日不會停息。尤其台灣面對中國的飛彈威脅，對於戰爭威 

脅的感受應有更深刻的體驗，台灣人民更應該站出來反對戰爭。」

2 28 會議 本日至次旦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在新竹老湖口羅美文主席寓所召開工作會議，順便郊遊。

預告 美國紐約兩位劇場演員發起的「The Lysistrata Project」反戰讀劇計畫，在全球43個國家引發串連， 
台灣劇場界也由戲劇學者汪其楣等人發起，決定在3月3日與全球同步

參考：紀慧玲，〈反戰讀劇台灣增添本土意涵一一劇場人呼應全球串連，3月3日與世界 

同步，拒絕冷漠，也不盲從〉，《民生報》第A12版「文化風信」，2003年2月28日；王凌 

莉，〈身邊中國飛彈不聞問，台灣劇場雙重標準〉、〈男人要戰爭，女人性趣缺缺一一紐約 

劇界反戰，莉絲崔坦計畫，台灣跟進〉，《自由時報》「藝術特區」版，2003年2月27日。

3 1
3 3 —■ 活動 下午 由紐約兩位劇場演員發起的「利西翠坦國際反戰讀劇計劃」同步於全球四十多國、八百個 

地點舉行。台北Fnac B1藝文空間、台南「台南人劇團」、高雄文藻外語學院戲劇社、成大施懿 

琳教授的課堂，都同步舉行反戰文本宣讀

參考：紀慧玲〈今天反戰讀劇一一全球串連台灣同步在地文本更添深意〉，《民生報》 

第a6版「文化新聞」，2003年3月3日；紀慧玲，〈劇場人反戰讀劇跫音寥寥不減熱情一一 

發現不少思考文章應發掘更多創作與文本對話〉，《民生報》第A10版「文化新聞」，2003

97 時間據《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網站 http://enews.url.com.tw〃archiveRead.asp?ScrollAction二Page+18 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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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4日〈反戰讀劇，台灣宣讀〉，《星報》第16版「天玩爭霸」，2003年3月4日； 
黃俊銘，〈反戰讀劇「要上床可以，先放下武器」—一五十九國連線頌讀「利西翠妲」台 

灣加上古今華人名家詩劇「聲」援〉，《聯合報》第14版「文化」，2003年3月4日；法 

新社紐約三日電、田思怡編譯，〈［國際藝聞］反戰讀劇響應廣 好萊塢明星入耳者眾〉，《民 

生報》第A10版「文化新聞」，2003年3月5日。

3 4 刊物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二期編成（實際出刊：3月6日）。98
本期文章：■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編譯，〈聯合國二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攻打 

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影響》〉；■〈「伊拉克薩默德-2型」導彈開始銷毀，美英等主戰國仍緊 

咬不放〉；■〈「你知道已經有2300萬人走上街頭了嗎？二月十五日，台北市的美國在台協 
會附近聚集了幾百名愛好和平人士，抗議美國政府宣稱即將攻擊伊拉克」〉；■〈近期國際 

反戰短波〉；・Charies Sheketoff/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關於攻打伊拉克的合理說法， 

我們知道的夠多了嗎？——攻打伊拉克戰爭的IQ測驗〉；■〈如果美伊開戰，我們該如何 

行動〉
刊物 晚間20點23分 電子報《［反戰!］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1）》發出（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
預告 以下預告來自於《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2期：

■3月5日（三）：呼應「全球詩人反戰」，中央大學英文系將於中午舉辦詩歌朗誦會。・3 
月7日（五）傍晩17點：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在台北公館發動「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 

署。・3月8日（六）早上8點：各族群婦女團體聚集外交部，共同宣讀《反戰宣言》；早上 

11點：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在台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廣場發動「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 

署。・3月9日（日）：夏潮聯合會將前往台北電影節《九一一事件簿》電影撥映現場散發反 

戰傳單與活動通知。■開戰日行動要則：若美軍於台北時間早上開戰，則民眾可攜帶手電 

筒、蠟燭、與0215反戰貼紙，於當天傍晩六點前往AIT抗議；若爲下午開戰，則延至隔 

天同一時段抗議。

3 5 三 活動 本日至8日 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硏究中心、東吳大硏社主辦，在 

東吳大學校本部綜合大樓2樓展開「反對戰爭，和平至上」連署活動。

活動 中午 「全球詩人反戰日」，中央大學英文系在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114舉辦「反戰主張與詩
歌朗誦會」，黃素恩代表本團體參加。

相關報導：游文寶，〈中大學生反戰，演英語行動劇一一扮演軍人，朗誦詩歌，反映美伊 

開打帶來浩劫〉，《聯合報》第18版「桃園縣新聞」，2003年3月6日；成漢，〈［文教圈］ 

林文淇，反戰詩歌朗誦會〉，《民生報》第CR2版「桃竹苗新聞」，2003年3月12日；徐乃 

義，〈全球詩人反戰中大行動支持〉，《中央日報》第14版「教育•藝文」，2003年3月6 
日

3 6 四 活動 上午9點半 包括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夏潮聯合會、台大 
大論社等「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參與團體，針對經濟部國貿局及外貿協會意圖在 

五、六月間與台商組團前往中東地區，尋找重建商機，藉機發戰爭財，前往外貿協會抗議。

相關報導：〈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反對外貿協會藉戰爭大發不義之財〉，《反對英美侵 

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3期（3月12日）；穆學理編譯/綜合報導，〈美數千學生反戰，台灣 

人權團體赴外貿協會抗議發戰爭財〉，《聯合晩報》第4版「話題新聞」，2003年3月6日； 

許昌平，〈擬赴中東覓商機，國貿局挨批一一勞動人權協會：不應該發戰爭財〉，《民生 

報》第A2版「新聞前線」，2003年3月7日；黃義書〈反戰，更反「黑心」〉，《聯合報》 

第1版「要聞」，2003年3月7日。

活動 立院立委反戰記者會，江綺雯（國）、林惠官（親）、李桐豪（親）、蘇盈貴（臺聯）、高金素梅（無） 

都到場聲援表達反戰立場。曹偉豪事後來信表示此事甚爲失敗，並總結其原因。

相關報導：李亦社，〈民團與在野反戰獨缺民進黨〉，《中央日報》2003年3月7日：
http://www.cdn.com.tw/daily/2003/03/07/text/920307d2.htm。

連帶信件：曹偉豪，〈唐曙、素恩與其它反戰團體的朋友們〉

電子報 晚間12點52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全球反戰人民3月6日起發動電子信件提案活動》（寄件者：taiso@mail2000.com.tw）
3 7 五 活動 傍晩5~9點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等團體在捷運公館站台大出口外發動反戰街頭連 

署活動。

電子報 下午14點51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聯 
合國二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攻打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影響》/近期反戰活動短波》（寄件者：

98 本刊以電子報為第一期，故紙本刊物自第二期開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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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o@mail2000.com.tw )
3 8 活動 今日南投暨南大學同學發起反戰連署。

相關報導：侯乃榕，〈［校園快報］反戰，暨大校園發起連署一一要把想法傳出去，盼少點傷 

亡、多點和平〉，《聯合報》第18版「南投縣新聞」，2003年3月8日

早上9點 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女工團結生產線、婦女新知、婦女救援基金會、台灣國際勞 
工協會'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工殤協會、終止童妓協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等婦女 

團體，約一百多人在外交部門口抗議。

相關報導：勞權會新聞組，〈三八婦女節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一）：女人反戰，女人要 

和平〉，《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3期（3月12日）；林怡婷，〈台北街頭，婦 

團反戰〉，《聯合報》第2版「要聞」，2003年3月9日

早上11點〜傍晚17~18點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等團體在台北車站大亞百貨前發 
動反戰街頭連署活動。

相關報導：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新聞組，〈三八婦女節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二）：反對美 

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署活動，《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3期（3月12日）

新聞稿 今日〈台灣學界反對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聲明〉發表，據聲明所言，預計於3月14日完成連 

署，14日下午對社會公佈（公佈在網址：http://www.bamboo.hc.edu.tw/~peace/）。並僅限於在台 

灣學術機構供職、或與台灣學術機構有學術合作的人士連署。要求連署書以電子郵件向 

antiwarintaiwan@yahoo.com.tw匯集。最初計41人連署，並透過電子郵件於3月9日發出連署徵求。

聲明原文:http://www.bamboo.hc.edu.tw/~peace/sign/declair.html
相關報導：台灣立報社論，〈台灣學界站出來反戰了〉，《台灣立報》，2003年3月11日； 
徐國淦，〈反戰，學界政界動起來一一李遠哲等數百學者連署，立委聯名盼勿扮美國馬前 

卒〉，《聯合報》第2版「要聞」，2003年3月12日。

電子報 上午1點45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

打死我也不要去，不爲德州石油去買命"一一3月5日美國學生反戰罷課活動報導》（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
電子報 下午22點11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攻 

打伊拉克戰爭的IQ測驗》（寄件者：taiso@mail2000.com.tw）
3 9 活動 夏潮聯合會在台北電影節《九一一事件簿》電影撥映現場散發反戰傳單與活動通知。

活動 台灣和平基金會主辦「戰爭與和平：美伊戰爭與朝鮮衝突」座談會，總統府副秘書長吳釗燮表示， 

台灣已向美表達願意在美伊戰後提供援助，並評論反戰運動是：「如果脫光衣服就可以停止戰爭， 

大家一起來做，但這樣是沒有辦法達到和平」，吳指出，臺灣一直是美國的好朋友，美國也是臺 

灣在防衛上的好朋友，臺灣沒有第二個立場，應該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 消滅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切斷恐怖組織的財經與情報聯繫管道，同時他也強調，美伊與北韓問題不會讓臺灣的權益受影 

響。國策顧問邱垂亮表示，美國打伊拉克不需聯合國同意，也不需要聯合國同意才派兵幫臺灣協 

防臺灣海峽，所以臺灣一定要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與會者還有張錫模（中山大學政治系教授）、 

帥化民（前國防管理學院院長）、廖宏祥（臺灣和平基金會硏究中心主任）。同日還有台灣新世紀文 

教基金會舉辦「由北韓看亞太安全」硏討會。

相關新聞：劉寶傑，〈總統府副秘書長吳釗燮：美伊戰事，我向美表達願戰後援助「如果 

脫光衣服就可以停止戰爭，大家一起來做，但這樣是沒有辦法達到和平」〉，《聯合報》 

第4版「政治」，2003年3月10日；林巧雁，〈我再申支持美攻伊〉，《中央日報》「要聞版」， 

2003年3月10日；黃忠榮、項程鎮，〈北韓核武危機，衝擊台美中關係〉，《自由時報》「政 

治新聞版」，2003年3月10日。

評論 賴香伶（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事），〈憂心孩子成砲灰，女工反戰一一阿扁傳真中歌頌婦女的偉大 

情操，任勞任怨，其實最重要的是政府尊重人權的口號應化爲行動〉，《聯合報》第15版「民意 

論壇」，2003年3月9日

3 12 三 刊物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三期出刊

活動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所推動的反戰連署，已獲得立院朝野44名立委連署。

相關新聞：陳民峰，〈反戰，已有44立委連署〉，《民生報》第A2版「新聞前線」，2003年
3月12日

活動 屏東市界舟法師拖著載有阿彌陀佛佛像的的板車，以跪行方式繞行市區，以血書「no war」 

「peace」掛於其上，十餘信眾則隨行佛車後方，雙手合十禱唸。他認爲世間貪嗔癡太重，希望 
能夠喚醒好戰的布希。

相關報導：林順良攝影，〈反戰：血書「no war」〉，《聯合晩報》第19版「南台灣」，2003 
年3月12日；郭漢辰，〈法師反戰，跪行祈和〉，《民生報》第A2版「新聞前線」，2003年 

3月13日；林順良，〈界舟法師血書反戰一一拖佛車跪行，希望布希停止干戈，《聯合報》 

第17版「屏東焦點」，2003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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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 以下預告來自於《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3期：

■3月14日（五）：學界舉辦反戰記者會。・3月15日（六）下午13點半：在台北市大安森林 

公園舉辦「反美英攻伊開戰前音樂會及遊行」，活動並設計遊行至AIT時會同時遞交抗議 

信。・3月22日（六）：「暫定遊行及藝文活動」。■開戰日預告。

3 13 四 形勢 陳水扁召開國家安全高層會議，聽取各部會報告因應美伊開戰最新準備情況

相關報導：劉福奎，〈總統明召開國安會議一一美密傳我國的恐怖分子名單已增爲2500 
人〉，《聯合晩報》第2版「話題新聞」，2003年3月12日；鄭秋霜，〈總統今開國安會議 

聽取美伊情勢因應〉，《經濟日報》第4版「綜合新聞」，2003年3月13日

活動 下午 「10歲自閉症兒童陳暘反戰，他的爸爸陳炎輝爲了圓兒子的夢，從一個月前就積極計畫 
籌組『圓夢勇者世界和平車隊』。今天下午陳炎輝父子帶著數百隻紙鶴騎著腳踏車，來到美國在 

台協會，呼籲全世界兒童共同寫信給布希總統不要戰爭。」

相關報導：李孟蒨，〈自閉兒圓夢組反戰車隊，陳暘靦腆說出和平願望〉，《聯合晩報》第 

19版「都會」，2003年3月13日。

活動 下午 在勞權會寧夏路舊辦公室舉行「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反戰後續行動會議。

形勢 晩間23點（台北時間）布希在白宮記者會中宣佈，美國將公布已延宕很久的中東和平計畫，支持 
巴勒斯坦建國，並以強烈措詞要求以色列停止在佔領區屯墾行動

3 14 五 下午15點整 依照〈台灣學界反對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聲明〉的計畫，於今日召開學界反戰記 
者會。包括中硏院正副院長、大學校長等學者在內，迄今共達512人連署。出席記者會的有瞿海 

源、楊寧蓀、錢永祥、馮建三、郭力盺、林孝信及劉源俊；並有高金素梅、二一五日台北遊行發 

起人黃素恩及反戰人士出席。（至4月8日爲止，連署人數達846人）

參考文件：瞿海源、林孝信、楊寧蓀等，〈邁向千人連署〉，2003年3月17日，可見：

http://www.bamboo.hc.edu.tw/~peace/sign/1000.html ；〈台灣學界反戰連署名單〉（至 4 月 8 
日止），可見：http://www.bamboo.hc.edu.tw/~peace/sign/sign-up-list.html。

相關報導：韓青秀，〈500學者反戰一一籲政府別當美國哈巴狗〉，《聯合晩報》第2版「話 

題新聞」，2003年3月14日；林志成，〈台灣學界近五百人連署反戰〉，《中國時報》「國 

際新聞」版，2003年3月15日

3 15 六 活動 下午13點半 以外國民眾爲主體，從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開始，在園內遊行後，前往AIT抗議。 
相關報導：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新聞組，〈不分膚色國界 以鼓音敲響反戰一0315大安森 

林公園反戰集會報導〉，《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4期（3月19日）

3 16 日 活動 嘉義縣長陳明文與國民黨嘉義縣黨部主委翁重鈞，分別在義竹鄉的西過村與後鎮村主持「鴿笭」 

開籠式。後鎮村的「鴿笭響義竹」民俗活動，由村長張耿豪領著群眾一起放飛和平鴿，腳綁著鴿 

笭和「反戰爭」、「愛和平」等標語的鴿子高飛發出嗡嗡聲響，令在場群眾鼓掌叫好。

相關報導：黃宣翰，〈鴿笭響義竹，反戰飛上天一一和平鴿高飛發出嗡嗡聲，傳統民俗增 

添世界關懷〉，《聯合報》2003年3月17日第9版「社會話題」；葉長庚，〈義竹賽鴿笭， 

開籠鬧雙包？一一陳明文與翁重鈞先後分別主持儀式，大眾解讀爲別苗頭，縣府否認心 

結，強調眾樂樂，求之不得〉，《聯合報》第18版「嘉義縣市新聞」，2003年3月18日。

活動 晚上19點 一百多人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與國外「Move ON」反戰組織連帶的燭光守夜活動。 
台灣地區計有台北、中壢、台東、彰化、新竹城市參與。

相關報導：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新聞組，〈全球同步 齊爲和平握燭首頁——0316大安森林 

公園守夜報導〉，《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4期（3月19日）

報導 趙慧琳，〈反戰攝影，她光身走遍金門一一標語、碑文、戰車、坑道…董振良想藉製造荒謬情境， 

刺激人們思考戰爭本質〉，《聯合報》第14版「文化」，2003年3月16日

民調 聯合報民意調查：五成五台灣民眾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四成六認爲政府不應公開表明立場。有 

七成一民眾關切美伊戰事發展，一成八不關心。

相關報導：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本報民調］逾半數國人，反對美攻伊一一僅二成一贊 

成，八成認爲開戰會對台灣經濟造成負面影響〉，《聯合報》第5版「話題」，2003年3月 

16日

電子報 下午24點52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不 

要臆測，行動起來！辛西亞•彼得斯訪問諾姆，喬姆斯基/3月16日抗議活動日程》（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

3 17 —■ 活動 女書店舉辦「做愛，不要作戰：女人反戰」主題書展，即日起到四月十日止。

相關報導：陳宛茜，〈做愛不要作戰，女人反戰書展一一女書店即日起展出戰爭與反戰的 

相關書籍〉，《聯合報》第14版「文化」，2003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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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紀實 No Blood For Oil!

電子報 上午11點50分汐《反戰快訊》電子報第1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317⑴》

（寄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電子報 下午16點0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2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317（2）》（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電子報 下午22點10分 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出《蜂報》電子報，信件主旨：《蜂報創刊號》（寄件者： 

蜂報［bee@abo.hopto.org］）。本信信件內容為無法正常顯示的亂碼。

3 18 二 電子報 下午14點13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化開戰的悲憤爲具體行動，聯合行動和全民再走上街頭》（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電子報 下午22點3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3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318（3）》（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並有附檔一份，是 3 月 20 與 22 日的動 

員通知（見―一）。

3 19 三 刊物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四期出刊

預告 以下預告來自於《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4期：

■3月20日（四）晩上18點整：如果美伊開戰，將於AIT前舉行「開戰日後續行動」抗議。

■3月22日（六）下午13點半：將於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信義新生交叉路口）集合，舉行「全 

球同步大遊行」，行徑路線：大安森林公園—AIT-復興南路-仁愛路-英國文化辦事處（新 

生仁愛交叉路口）一新生南路清真寺前一遊行結束。・3月22日（六）晩上19點整：台北市 
二二八和平公園音樂臺舉行「反美英侵略伊拉克文藝晩會」

以下預告來自於楊昇儒，〈一旦開打，台灣反戰團體要臥路抗議〉，《聯合晩報》第4版「美伊戰 

雲」，2003年3月19日。

「台灣反戰聯合團體上午表示，將配合全球反戰運動同步進行的「開戰後續行動」（Day 
After），一旦美伊明天開打，他們將在明晩6時動員前往美國在台協會，以在馬路躺平、 

癱瘓交通的方式，表達抗議。」

電子報 下午16點13分 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出《蜂報》電子報，信件主旨：《蜂報創刊號》（寄件者： 
蜂報［bee@abo.hopto.org］）。本信信件內容空白。

電子報 下午19點28分 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出《美國一旦開戰，我們可以做什麼？》，信件主旨：《部 
落工作隊電子報》（寄件者：部落工作隊［watahope@abo.hopto.org］）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開戰日行動緊急通知〉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fce/detailstander.asp?ID=49472
3 20 四 活動 早上7〜8點 勞權會在二二八公園、建國中學附近散發反戰動員傳單。會天時雨。

活動 早上10點整 由於工委會19日晩21點的提議，勞權會等反戰聯合行動前往外交部，抗議台灣 

支持美國侵伊。

活動 晩上18點整 開戰日，AIT前第二次反戰聯合行動

相關報導：本報綜合報導，〈AIT、外交部前抗議一一反戰情緒激昂，平和收場〉，《民生報》 

第A4版「美伊戰爭特別報導」，2003年3月21日；徐國淦，〈反戰團體，抗議美帝〉，《聯 

合報》第13版「美伊戰爭國內應變」，2003年3月21日
刊物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五期出刊

電子報 下午13點59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戰 
爭開打了!同胞們，行動起來（今晩六點美國在台協會前抗議行動風雨無阻！）》（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
電子報 下午16點06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緊急動員通知!］戰爭開打了!同胞們，行動起來（3月20日晩間六點美國在台協會前抗議行動. 
風雨無阻！）》（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預告 以下預告來自於《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5期：

■3月28日（五）：「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將前往立法院要求各黨團表態反對 

戰爭，「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在立院的後續抗議活動將視議案是否排入議程決 

定，若排入，則「極有可能定於四月四日早上十點於立法院大門口」舉行，「請民眾密切 

注意動員時間及地點。相關訊息請上http://taiso.LaborRights.net查看」。

3 21 五 活動 上午 台北清真寺教長馬孝棋在上午的回教徒「主麻」禮拜中，公開譴責美國總統布希，他呼籲 

國人踴躍捐款，濟助伊拉克人民。

相關新聞：陳中光、楊濡嘉、劉開元，〈反戰，高市20團體吶喊一一明晩，愛河畔祈福燭 

光會；今早，台北清真寺譴責布希〉，《聯合晩報》第9版「美伊開戰」，2003年3月21 
日；徐國淦，〈［台灣現場］清真寺，湧入祈福人潮—-回教人士籲勿倒果爲因盼望家鄉平

99 由於收到日期或寄發日期疑因雅虎信箱系統問題，而有時間錯亂的矛盾（如寄信日期晚於收信日期），《反戰快訊》的發 

行時間便以其刊物刊頭所自行註明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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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合報》第8版「美伊戰爭反戰怒潮」，2003年3月22日

活動 上午10點整一11點15分 高雄反戰聯盟籌備小組在高雄市好書店（成功一路239之1號二樓） 
召開「反戰！反惡！記者會」，隨後於10點45分至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高雄市中正三路2號 

5樓）遞交抗議書

參考網址：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3/antiwar/aw2003_12.htm
活動 晚間 梁朝偉、李心潔、張震等人在小雨中參加華納威秀中庭的「奧斯卡時尙派對」，張震在左 

手臂上寫上「反戰」二字。

簡竹君，〈偉仔雨中亮相，就是「紅」；張震臂上寫「反戰」，李心潔一路怕滑跤〉，《聯合 

報》第28版「發燒星樂園」，2003年3月21日

形勢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表示，美國非常感激陳水扁在國安高層會議中宣示支持美國 

反恐行動的立場，也歡迎陳的聲明，希望未來共同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相關新聞：本報訊，〈包道格：感謝台灣支持反恐一一他不瞭解台灣爲何未列名四十五國 

名單，認台灣可提供人道援助〉，《聯合報》第13版「美伊戰爭國內應變」，2003年3月22 
日

電子報 下午15點3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4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321（4）》（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電子報 下午19點48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3

月22日反侵略遊行再上街頭!》（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連帶 通信：《反戰需要老師來噴漆》

3 22 活動 開戰日，AIT前第三次反戰聯合行動

相關報導：廖瑞宜，〈台灣群眾的零星自發反戰活動：林正修站出來個人反戰〉，《中國時 

報》「地方新聞」版，2003年3月22日；鍾蓮芳、吳明娟，〈當遠方有戰爭…台灣昨與全 

球同步反戰遊行〉，《民生報》第A4版「美伊戰爭特別報導」，2003年3月23日；黃尙智，

〈［台灣反戰大遊行1 ］哭喊和平，力爭到底一一抬棺、行動劇、肢體衝突…火爆上街頭〉， 

《星報》第4版「台上一條龍」，2003年3月23日；陳怡靜，〈［台灣反戰大遊行2］教師激 

情，學生冷漠〉，《星報》第4版「台上一條龍」，2003年3月23日；朱淑娟，〈反戰全球 

化，到底還要死多少人一一北台灣默哀：不要傷害無辜的人民；中台灣憂慮，回教徒一天 

祈禱五次；南台灣高呼：這世界缺的不是炸彈〉，《聯合報》第14版「美伊戰爭反恐/反 

戰」，2003年3月23日

活動 凌晨2點起 台大學生李鎮邦在AIT前發起「AIT前接力靜坐」，後遭警察驅離。 
http://www.cyberbees.org/calendar/archives/2003 03.html
梁玉芳，〈反戰校園寧靜之火〉，《聯合報》2003/04/13 :
http://www.coolloud.org. tw/ current/antiin/Detail.asp?ID=51462

活動 上午 中華教授協會舉行成立一周年活動並發表〈拒絕作戰爭的共犯！——中華教授協會反戰聲 

明〉聲明。

全文可見：http://myweb.hinet.net/home3/china-fung/prof association/bi weekly/920328.html#2
相關報導：顏振凱，〈學者聲明反戰〉，《聯合晩報》第5版「美伊戰報戰爭效應」，2003 
年3月22日

活動 晚上19點整 高雄反戰聯盟在愛河旁的電影圖書館外露天電影院廣場與草地舉行「燭光反戰之 
夜」。現場有反戰宣示、演講、反戰影片放映、南風劇團反戰獨幕劇、鄭智仁醫師演唱反戰歌曲， 

反戰人士並朗誦詩人余光中在越戰期間的作品「如果遠方有戰爭」，及作家傅孟麗的反戰詩歌。

相關報導：陳中光、楊濡嘉、金武鳳，〈［台灣現場］愛河畔，今晩燭光祈福一一高市20多 

團體，向美在台協會高雄分處遞交抗議書〉，《聯合報》第8版「美伊戰爭反戰怒潮」，2003 
年3月22日；地方新聞中心記者連線報導，〈［EASY遊］國際假面藝術節，苗栗揭幕一一高 

雄露天電影院廣場，今夜反戰燭光晩會；宜蘭綠色博覽會，活動熱鬧進行〉，《聯合報》第 

19版「雲嘉南生活圈」，2003年3月22日；100程啓峰，〈高雄反戰聯盟舉行反戰之夜祈求 

和平〉，《中央社》，2003 年 3 月 22 日。http://www.twblog.net/archives/000167.html#more
形勢 陳水扁說，「大家想一想，過去多年來是誰在幫忙我們？是誰在我們有困難時協助我們度過？」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支持美國，難道要支持伊拉克嗎？」

相關報導：金武鳳、楊羽雯，〈［官方說法/台灣］扁：不挺美，難道要挺伊嗎？辯護政府立 

場：和對岸說一樣的話，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聯合報》第14版「美伊戰爭反恐/ 

反戰」，2003年3月23日

3 23 日 電子報 下午16點16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100聯合報的［Easy遊］各地方版均刊登高雄燭光反戰之夜的新聞，本處僅選擇標題有涉及此新聞的地方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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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台北AIT前的抗議開戰示威行動（Day After）新聞圖集》（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新聞稿 台灣童軍界青年學生共同發表〈台灣童軍界青年學生反對美國發動攻打伊拉克戰爭連署聲明〉並 

號召連署「將於戰爭結束前無限期進行連署」；麗山高中童軍學生王正並發表聲明〈各位童軍伙 

伴們，讓我們停止面對戰爭的沉默吧！〉

活動 上午 反戰人士夏學曼等人在美國在台協會前以反戰行動劇、大提琴、跳舞、舉布條等形式反對 

美國攻打伊拉克。

相關報導：楊正海，〈［反暴力］AIT前，柔性控訴一一拉大提琴、跳舞，反戰人士表達理念〉， 

《聯合晚報》第5版「焦點新聞」，2003年3月23日；台北訊，〈你們大人…為什麼要打

仗〉，《聯合晚報》2003年3月23日第5版「焦點新聞」

活動 星雲法師呼籲美國能夠打一場慈悲的戰爭，以減少無辜傷亡；聖嚴法師希望戰爭早日結束、傷亡 

減到最低；；慈濟功德會證嚴法師發表名為〈戰爭一起萬民傷，力行三好弭災難〉公開信；長老 

教會聚集在全台教會祈禱世界和平。

相關報導：邵冰如，〈慈濟，反戰；長老會20萬教友祈和平；伊甸發起「送愛伊拉克」救 

援勸募〉，《聯合晚報》第5版「焦點新聞」，2003年3月23日；鍾麗華，〈祈禱和平，宗 

教界籲愛和慈悲消弭干戈〉，《自由時報》「國際新聞」版，2003年3月24日。

3 24 —■ 電子報 下午19點59分 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出《蜂報》電子報，信件主旨：《戰爭的真相》（寄件者： 
蜂報［bee@abo.hopto.org］）。（共計 4kb，86 字元）。

連帶 上午11點48分 曹偉豪寄信，信件主旨：《開會通知》，稱其「代巴黎公社社長范振國先生向大 
家發出反戰後續會議通知」，要於當晚20點於巴黎公社召開會議。收件人為：蘇偉碩、戴瑜慧、 

鍾榮峰、柳琬玲、楊汝樁、黃素恩、黃國治、徐國淦、郭盈靖、李俊憲、沈婉玉、王俊凱。本信 

由黃素恩轉寄給團體內同志。

會議 晚上20點 巴黎公社召開反戰會議，決議進行麥當勞前的「反戰接力」

3 25 二 電子報 上午2點25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新民主論壇3.30集會/台大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反戰座談會》（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會議 上午10點30分 台權會招集女學會、王蘋-性別人權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促進和平基 

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在台權會辦公室召開「反戰靜走會議」。王蘋將 

此事之通知信轉寄給黃素恩，素恩再將此信轉寄給團體內同志。

活動 下午14點 由台灣社會硏究季刊主辦，在台北NGO會館舉辦「從全球反戰聲浪中反思台灣座 
談會」，邀請了馮建三（主持人，政治大學新聞系）、王拓（立法委員）、伍維婷（婦女新知）、王 

蘋（性別人權協會）、黃素恩（女性勞動權益促進會）、陳宜中（中央硏究院社科所）、夏鑄九（台 

灣大學城鄉所）、陳光興（清華大學外文系）參與座談。會後，素恩寫出精采的實況紀錄心得轉 

寄給團體內同志，鄭村棋在會中指控我團體「反戰不反中」。

活動 下午17點整〜19點整 「反戰接力」行動正式在台大新生南路麥當勞前舉辦定點定時示威，首 
次活動，現場只有四人。

http://www.twblog.net/archives/000188.html#more
活動 傍晩:台大大論、大新社於台大綜合大樓403教室舉辦反戰座談會，邀請「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 

戰爭聯合行動」代表唐曙、《勞動前線》硏究員臧汝興以「反戰的政治經濟學」爲題，到場參與 

座談。

3 26 活動 華梵大學特將每年舉辦的創辦人盃越野賽，改成「爲和平而跑」越野賽，全校師生將繞行位於山 

間的校區路跑五公里，校方並在各路跑定點設置祈求和平簽名連署點，更帶領師生敲和平鐘、放 

天燈，爲世界祈福。

陳亦偉，〈台灣群眾的零星自發反戰活動：華梵大學明辦越野路跑，祈求和平〉，《中央社》 

2003年3月25日4點24分。

會議 下午13點半 反戰聯合行動於夏潮聯合會舊辦公室（新生南路）召開會議。曹偉豪於25日來信 
表示：「宋楚瑜曾透過蔡豪向高金素梅傳話暗示，反戰要適可而已•可見得台灣所有的資產階級 

政黨都是美國狗•高金素梅面對此一傳話，只回答一句話，面對屠殺，我不能坐著看！」

3 27 四 電子報 下午19點52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不 

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再動員！ 3月28日立法院前抗議集會！》（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

新聞稿 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等團體發表〈反戰爭，要和平！

——展現台灣人的道德勇氣〉聲明與連署。

全文可見：http://www.eshare.org.tw/more.asp?name二hef&id=825
3 28 五 活動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到立院前抗議台灣支持戰爭，發表：「立法院、要反戰」 

共同聲明：人民的立法院，堅守反戰的意願》

電子報 下午20點0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5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328（5）》（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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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 日 電子報 上午5點3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6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330（6）》（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活動 下午13點半〜17點半 新民主論壇以「美國侵伊戰爭與亞洲區域情勢」為題，在台大法學院國 

際會議廳舉辦第八次討論會，會中邀請南方朔、陳映真、夏鑄九、石之瑜、唐曙、臧汝興、汪立 

峽、林哲元參與座談

會議 晚間 唐曙、臧氏夫婦、娟萍、宋文揚、英華、珊玄、武郎、素恩、珊珊、哲元在新民主論壇會 

後，於林森南路4號的一家店的飯局開會。

3 31 —■

4 1 活動 傍晚6點30分:台大大論、大新社於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104室。座談會分三主題舉行，分 

別是：一、女性主義談反戰（黃長玲）、二、阿拉伯民族與文化（鄭慧慈）、三、從環保運動看侵 

略戰爭（賴偉傑）。本活動原擬以「反戰的另類視野」為題，於台大綜合大樓403教室舉辦反戰 
座談會。

4 2 會議 下午13點半 反戰聯合行動在勞權會新辦公室召開會議，有新社會協進會，夏潮聯合會，全球 
保釣行動會，全國總工會，工委會，苦勞網，勞動人權協會，勞動前線雜誌，左翼雜誌，輔大黑 

水溝，台大大論社，台大大新社，連結雜誌，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出席。原議決4月4日舉行兒童 

反戰活動，後因兒童節不再放假，故取消。

4 3 四 電子報 上午3點10分101《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一百四十二期刊出，本期專題：「看不見的戰爭」。
全期原文：可參見 http：//enews.url.com.tw//archiveRead.asp?scheid=18381，並收錄於馮建三 

編，《戰爭沒有發生？ 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台北：台灣社會硏究季刊社， 

2003），144~157。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一》誰記得麥納瑪拉？〉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0493
4 4 五 電子報 下午15點05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412 

全球同歩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4 5 六 電子報 下午4點56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中

的全球!］全球反戰新聞通訊+新聞圖集!!!》（寄件者：xiachao@giga.net.tw）

4 6 日 活動 世新大學草根工作室在校內舉行爲期一週的伊拉克兒童畫展

相關報導：陳亦偉，〈台灣群眾的零星自發反戰活動：世新學生社團辦伊拉克兒童畫展， 

傳達反戰〉，《中央社》，2003年4月7日4點48分
電子報 下午19點16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中

的全球!］反擊小布希的12大謊言/全球反戰新聞+圖集!!!（ 4/6編輯發出）》（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4 7 —■ 會議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在勞權會會議廳舉行工作會議。計有台灣促進和平基金 

會、楊祖珺、部落工作隊、NGO SoFo、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敬仁勞工中心、台大大學 

論壇社、工委會、全球保釣行動會、TAISO、台大大新社、全國總工會等團體派員參加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二》侵略者指鹿爲馬 醜態百出我們該這麼隨之起舞 

下去？（下）〉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0926
4 8 二 電子報 上午4點0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7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480（7）》102（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電子報 上午9點12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反 

戰新聞+M反戰接力行動+反戰歌曲下載+活動託播!!! （4/7編輯發出）》（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活動 傍晩18點半 輔大黑水溝社在聖言樓聊齋（敦煌書局1F）舉辦「輔大黑水溝社小論壇『誰的戰爭？ 

誰的利益？侵伊戰爭後，台灣會不會成爲下一個目標？』」

參考信件：4月7日01:29:41，潘欣榮寄給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的信件：〈反戰小論壇的文宣， 
麻煩以最速件處理〉

4 9 三 電子報 上午3點17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8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409（8）》（寄

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活動 晚上18點30分 台大大論社在政大資訊大樓140106教室（原資訊1115）舉辦座談會，邀請楊 

偉中談「反戰的政治經濟分析」、鄭慧慈談「美伊的歷史文化情結&中東視野」。

101 時間據《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網站 http:〃enews.url.com.tw//archiveRead.asp?ScrollAction二Page+17 所載。

102原信即「20030480」，應為「20030408」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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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台灣人權促進會發表〈美伊戰爭中，應保有反戰的自由〉聲明。

全文可見：http://www.tahr.org.tw/index.php/article/2003/04/09/281/
4 10 四 刊物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六期出刊

電子報 上午7點21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412
反戰遊行路線圖+最新反戰評論+全球反戰新聞通訊&圖集!!! （4/10編輯發出）》（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預告 以下預告來自於《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通訊》第6期：

■4月12日（六）中午12點整：「412全球同步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將在AIT集合一建國 

南路-仁愛路-凱達格蘭大道一總統府（解散）。現場並舉行「兒童反戰繪畫活動」；晩間 

19點整：「台灣反戰文藝聯盟」將在台大校總區校門口舉辦「412反戰之夜文藝晩會」。

4 11 五 電子報 上午9點30分 《反戰快訊》電子報第9期（最後一期）寄出，信件主旨：《AntiWar
Message20030411（9））（寄件者：AntiWar Messenger ［antiwar_taiwan@yahoo.com.tw］）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戰爭尙未結束，反戰的行動當然也沒有結束！！ ！ 412同步阻止侵 
略戰爭大遊行將盛大舉行〉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1261
4 12 六 活動 AIT前第四次反戰聯合行動，定點活動，與警察、替代役警發生衝突，差事劇團成員段惠民、世 

新學生李孔穎被捕。抗議民眾一度癱瘓現場父通

活動 傍晩：台大正門口舉行反戰文藝晩會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文化反戰、警察抓人！〉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1323
4 13 日 活動 下午15點半〜5點 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性別人權協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台 

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等團體，召開40餘人參與的記者會，發表〈反戰靜走爲和平■——五團體反戰 

靜走聲明〉，在西門町區域展開每日定時定點的「反戰靜走」（中華路一段成都路口，捷運西門站 

六號出口），訴求一種「以一種近乎宗教情操的肅穆心情來表達意見或立場的方式」，要求參加者

「不敲鑼打鼓，不眾聲喧嘩」，每日靜走一小時，「到戰爭結束爲止」。台社雖未參與，卻有派員 

到場發言；原訂六團體參與行動，但基督教長老教會「歷經十餘天內不往返討論及辯論，議決暫 

不參與」。自14日起，時段調整爲5點半〜6點半，地點移至中華路人行道。

參考文獻：■〈四、We Shall Overcome :靜走、控告戰犯到學生反戰營〉，收錄於馮建三編， 
《戰爭沒有發生？ 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166~169。■台灣人權促進會等， 
〈反戰靜走爲和平——五團體反戰靜走聲明〉，原載於《自由時報》19版「自由廣場」（4
月12日），同文並收錄於馮建三編，《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 

170~173 。

4 15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三》戰爭與全球自由民主體制的危機（上）〉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1510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三》戰爭與全球自由民主體制的危機（下）〉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1583
4 17 四 活動 上午10點半 由差事劇團、勞動人權協會、破週報、蜂報、反戰接力小組主辦，抗議警察執法 

不當的「行動設限警察暴力」記者會於紫藤廬舉行。邀請當事人：段惠民（反戰接力小組）、李 

孔穎（世新草根社學生）、王娟萍（全國總工會副秘書長）、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硏究所 

教授）、康寧馨（破週報記者）出席。並請學者專家：趙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郭力昕（政 

大新聞系教授）、陳宜中（中央硏究院助硏究員）、夏鑄九（台大城鄉所教授）、錢永祥（中央 

硏究院副硏究員）、唐曙（勞權會政策組召集人）、黃孫權（破週報總編輯）參與座談。本活動 

原擬於4月15日上午10點半於同地點舉行。

4 18 五 活動 下午14點整 台灣社會硏究季刊舉辦台社論壇：「從侵伊戰事反思台灣與世界」，在台北市清大 

月涵堂（台北市金華街110號）舉行。由錢永祥主持，邀請于治中、夏鑄九、陳光興、陳宜中、 

陳信行、趙剛）、鄭村棋、錢永祥、瞿宛文等人與談

4 19 六 活動 中午 宴請鍾喬、小段、李孔穎、國治等人

下午17點整 反戰接力第26日，在麥當勞舉行最後一次抗議行動，在差事劇團的帶領下，與參 
與群眾共同演出「戰爭結束了嗎？」行動劇，發表聲明〈反對隱形戰爭！反對殖民侵佔領！〉

活動 晩間 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舉辦「社運演唱之夜」，唐曙、王娟萍等人到場表演薩克斯風，帶口 

號，並有影片播放活動。

4 22 會議 晩上18點整 反戰聯合行動在勞權會辦公室召開「反戰運動檢討會」。本活動原擬於4月21日 

下午13點半於同地點舉行。

4 24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四》不只是石油一談戰爭與貨幣體系強權的矛盾（下）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2314
24 會議 下午16點整 勞權會召開五一準備會（有無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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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8 電子報 上午3點03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 
五一"反戰、再上街頭！紀念五一勞動節，反剝削、反壓迫！》（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4 30 電子報 下午13點34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紀 

念國際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延期緊急新聞稿》（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4 刊物 《誠品好讀》第31期（2003年4月號）刊出以「反戰啓示錄」為名的專題。

本刊刊登的反戰文章：■編輯室，〈反戰啓示錄〉；■編輯室，〈戰爭的罪行〉；■〈廿世紀 

戰爭大事紀〉；■張貝雯，〈反戰，台灣並未缺席〉；■張貝雯、蔡筱穎，〈他們反戰，你呢？〉； 

■張瓊如，〈反戰的美國知識分子〉；■耿一偉，〈廿世紀的和平主義者〉；■張瓊如，〈身 

爲女人，我反戰〉；■李怡道，〈反戰，以音樂、以歌聲！〉； ■南方朔，〈新戰爭，野蠻的 

復歸〉；■南方朔，〈誰的戰爭？誰的記憶〉；■郭力昕，〈戰爭攝影，反戰思考〉；■編輯 

室，〈閱讀戰爭〉等文章。

刊物 《連結》第九期（2003年4月號）出刊。
本刊刊登的反戰文章有：■楊偉中，〈面對戰爭，台灣人民怎樣選擇〉；■洪家寧，〈波瀾 

壯闊的世界青年反戰運動〉；■楊偉中，〈做一個反戰的勞動者〉；■楊偉中，〈美國怎樣操 

縱聯合國——以91年海灣戰爭爲例〉；■劉慧敏，〈黑鷹計劃的真相——聯合國如何在索 

馬里亞「維護和平」〉；■李言城，〈有商戰必有兵戰——資本主義與戰爭〉等文章。

5 1
5 2 新聞稿 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性別人群協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工 

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發表〈飛彈已經不再穿刺伊拉克的天空，爲什麼我們還要靜走反戰〉聲明。行 

動團體表示，雖然布希已於同日宣布美國攻伊的主要戰鬥行動已經完成，他們仍要繼續進行反戰 

靜走，至6月1日滿50天爲止。地點：中華路一段成都路口錢櫃KTV前人行道，靠近捷運西門 

站六號出口

參考文獻：台灣人權促進會等，〈飛彈已經不再穿刺伊拉克的天空，爲什麼我們還要靜走 

反戰〉，收錄於馮建三編，《戰爭沒有發生？ 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176~178。 

據本書所記，本文是同日於AIT前散發的傳單。

5 5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五》操縱戰爭的工業巨獸（一）〉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3032
5 12 評論 苦勞網發表〈［苦勞評論］《戰爭現形記系列五》操縱戰爭的工業巨獸（三）〉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3744
5 13 新聞稿 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性別人群協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工 

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發表〈暫停反戰靜走，祈願和平久久〉聲明。宣稱反戰靜走的發起團體於此前 

兩週投入了抗SARS的工作，組成「社會安全防疫聯盟」，宣佈即日起停止每日下午在西門町進 

行的反戰靜走。

參考文獻：台灣人權促進會等，〈暫停反戰靜走，祈願和平久久〉，收錄於馮建三編，《戰 

爭沒有發生？ 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179~180。

5 27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民主已死一加州將反戰抗議者等同於恐怖份子〉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fce/detailstander.asp?ID=5 5264
5 刊物 世新大學草根工作室發行社團刊物《送報伕》。

本刊刊登的反戰文章：■許孟祥，〈［草根觀點］武力「解放」伊拉克〉；■〈［反戰延伸閱讀］ 

美國向來不是最強調民主與人權〉；■〈［反戰延伸閱讀刀台灣沒有資格反戰？〉；■羅珮姗， 

〈［反戰活動報導］這些日子以來…〉等文章。

6 5 電子報 上午7點02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槍

口下的民主（II）》（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6 10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國際短訊〉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承認進攻伊拉克是爲了「石油」〉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6443
6 14 電子報 上午1點07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2003年反戰營之線上問卷調查表!!!》（寄件者：taiso@mail2000.com.tw）
6 26 會議 本日午至27日午 反戰營籌備合宿於烏來迷你谷舉行。

7 2、3 刊物 當晩至隔日 《左翼特刊》印製完成，同時夾附學生反戰營招生廣告。

本期的反戰文章：■陳映真，〈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 

■汪立峽，〈戰爭與和平：兩種對立的具體實踐〉；■唐曙，〈槍口下的民主——從包道格 

的一篇文章談起〉；■林宗理，〈美伊戰後世局管窺〉；■老甘，〈石油的利益與文明的衝突〉； 

■呂正惠，〈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倫理〉；■林書揚，〈阿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 

ICTA運動簡介〉。

7 5 電子報 下午22點08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開始招生囉!!!》（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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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活動 早上9點15分 反戰人士於台北地檢署（博愛路131號）外抗議，並入內聲援，李孔穎、段惠 
民出庭應訊。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警方移送反戰行動劇聯合行動地檢署外批判國家暴力〉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58684
7 21 電子報 上午1點58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在

412反戰活動的衝突之後：《戰爭無罪？反戰有罪？》（唐曙）》（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7 23 電子報 下午24點03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2003

青年•學生反戰營講師簡介（1）》（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8 8 五 電子報 下午20點20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最 

新反戰活動：8月17日，2003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8 17 日 活動 早上8點半至下午6點半 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的「2003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 

在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

10 15 三 電子報 上午4點39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向 
薩伊德致敬一一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唐曙）》（寄件者：z―@yahoo.com.tw）

10 17 五 活動 上午10點 勞動人權協會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諸團體在日本交流協會（靠捷運南京東路站）外 

抗議。

活動 下午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夏馨前往政大演講《當前美台關係》，遭到學生與工運團體抗議

10 21 二 電子報 上午5點06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1024 
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讓我們行動起來！》（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10 23 四 電子報 下午24點57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最 

“富有”的窮人一一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失業勞工（唐曙）》（寄件者：labor.rights@msa.hinet.net）
10 24 五 活動 上午10點 勞動人權協會等團體在AIT旁的健保大樓人行道舉辦全球同步反對佔領巴勒斯坦、 

伊拉克、古巴的關達那摩，反對軍事干預朝鮮半島和菲律賓的抗議行動。

11 25 二 電子報 上午2點44分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電子報發出，信件主旨：《［反戰!］

「向薩伊德致敬一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佔領與反抗」校園影片放映會（11/28~12/17）》（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2004 年
4 29 評論 苦勞網發表唐曙，〈［苦勞論壇］危城法魯加伊拉克人民的四月起義〉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90936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台灣不能只看自己肚臍誰知伊拉克法魯加圍城已一月 大批平民慘遭 

美軍殺戮〉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91020
5 1 活動 傍晩 勞動人權協會於五一勞動節晩間，在AIT前舉辦反戰燭光集會，除邀請多人演講之外，並 

運用投影機將抗議標語投射在AIT上。

5 22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台灣出兵伊拉克？！反戰團體齊聲反對〉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93534
5 26 聲明 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勞動前線》雜誌發表〈呼籲政府嚴詞表明拒絕派兵伊拉克，要求美國眾院撤回提案！ 

要求立法院形成決議案反對支援美英侵略伊拉克！〉與〈［新聞稿］反對助紂爲虐，反對枉充炮灰 

強烈抗議美國眾議院•要求撤回關於請求台灣派兵伊拉克提案〉

6 19 活動 「619反軍購、全民發聲」遊行，於上午10點整在台北火車站大亞百貨前集合，12點整結束。 
遊行路線：台北火車站大亞百貨前一忠孝東路右轉公園路一二二八紀念公園

報導 苦勞網發表〈［苦勞報導］土地是我們的從現在就要學挖地619反軍購遊行展反戰文化新契機〉 
全文可見：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95678

2005 年
5 1 活動 AIT前反戰集會

2006 年
5 1 活動 AIT前反戰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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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ED-Asia是位於尼泊爾的一個區域性環保組 

織，也是亞洲學生協會（ASA）的組織下的三個中心之 

一（這三個中心分別是：媒體中心：印度；環境中心：尼泊爾； 

運動工作者訓練中心：菲律賓）。同樣作為亞洲學生協會的 

會員，我們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特別翻譯了這篇關於目前 

尼泊爾形勢的文章，除了向各位朋友介紹目前的尼泊爾 

局勢之外，我們也應該特別注意，尼泊爾政府為了對付 

毛派游擊武裝勢力而實施的國家緊急事態體制，是911 

事件之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加強對付國內反對 

勢力的幌子，不只尼泊爾有，諸如日本近年來極力推動 

的“有事法制"，也是以反恐之名大搞國家恐怖主義的 

現實例子。而這也是在台灣的我們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2002/6/A SEED-Asia/尼泊爾加得滿都

■人民戰爭萬歲!

從一九九零年以來， 

過去長期處於地下活動形 

式的各政黨之聯合勢力 

（包含左翼以及右翼的）， 

通過在全國展開的非暴力 

鬥爭，恢復了在尼泊爾的 

多黨民主制。今天，我們正 

在尼泊爾實施多黨制，國 

會更由七個黨派所組成。

第一號

公元2002年7月27日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輯發行
地址

台北市寧夏路155號2樓

電話：（02）2553-1842 
傳真：（02）2550-0060

然而一個叫做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 （ Nepal 

Communist Party ［Maoist］）的左翼派別，卻從一九九 

六年開始展開人民戰爭。他們認爲,只有通過武裝鬥爭, 

廣大的尼泊爾人民才能從不平等、社會不公之中解放出 

來，從而在一個由無產階級政黨所執政的政府之下，廣 

大群眾的人權以及和平才有可能得到實現。爲了達成此 

一上述之目標，他們提出三項最主要的先決條件，分別 

是：（一）建立人民共和國、（二）召開立憲會議、（三） 

成立過渡政府。

網路上的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

《反帝線上TAISOnLine》：

http://taiso.ccarchive.org 
我們的電子郵件：

taiso@mail2000.com.tw

從而在這六年之間，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逐 

漸地成長茁壯,而且發展成爲一個擁有相當影響力的政 

黨。在最近這段日子，他們更成爲目前尼泊爾多黨體制 

的最大威脅。因此，目前的尼泊爾政府同意同這個毛派 

組織進行協商以解決眼下國內不斷發生的衝突。就在二 

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加德滿都Godavari村的第三 

回合談判之後，政府以及毛派共同發表了一項共同聲 

明，其中，反抗勢力的“人民共和國”的訴求被擱置不

http://taiso.ccarchive.org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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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毛派武裝勢力

提；而政府方面則拒絕接受他們關於召開“立憲會 

議”的訴求以及在十一月最後一週原來所預定舉行的 

另一次交涉。

我們知道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是徒然無功的。在沒 

有任何預警信號的情況之下，反抗勢力領導人 

Prachanda （ Puspa Kamal Dahal）發表了另一■篇以宣示 

停火、以及同政府之間已經終止的對話和會談之重要性 

的聲明。而就在此後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派反抗勢力 

的中央人民議會卻公佈了其最高領導人 Baburam 

Bhattarai博士就職的消息。與此同時，毛派武裝部隊攻 

擊了二十五個地方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其中包括了在 

Dang地區的軍營而且還殺死了數十名軍警人員。

爲了防止在國內更進一步的傷亡，就在這場恐怖的 

攻擊之後三天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府勢力宣布進入國 

家緊急事態體制。在國家緊急事態體制開始實施之後， 

政府動員軍隊在全國展開同武裝起義勢力之間的戰鬥。 

此後它不斷地強化，而警察、武警、以及政府軍更同時 

被動員起來鎮壓起義。

僅僅在緊急事態體制開始實施之前，大約兩千八百

人已經在過去六年之中因這類的武裝衝突而被殺，然而 

這樣死亡數字卻逐日逐月地不斷增加中。謀殺、綁架、 

逮捕以及殺戮變成了政府與反抗勢力之間日常可見的 

行爲。因此，暴力在驚人的各種狀況下逐次被升級。人民 

在政府以及反抗勢力之間成爲這種二重壓迫下的受害 

者

在緊急事態體制之下，死亡人數急遽升高。每天早 

上的早餐時間,總會從國家電台或是電視節目裡聽到國 

內人民的死亡數字。目前國家的形勢正趨於嚴峻，而以 

下幾項數據資料更能證明我們國家正在不斷惡化的人 

權狀況。在緊急事態體制之下，這個國家裡所敲響的喪 

鐘同樣爲這幅人權的真實圖景所證實。（從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 

國家緊急事態體制下政府軍屠殺人數總數（11月2

6日至6月8日）

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 2304人
農民 370人
平民 67人
學生 59人
勞動者 28人
官員 10人
商人 7人

其他 3人

總數 2848人

國家緊急事態體制下武裝反抗勢力殺害人數總數（1 

1月26日至6月8日）

警察 724人
政府軍 101人
政治人物 146人
農民 170人
學生 22人
官員 21人
平民 14人
教師 25人
商人 9人

其他 1人
總數 12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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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急事態體制之下,即便是普通的農村百姓也被 

反抗勢力動員起來，或是去搬運爆裂物、或是去向警察 

單位抗議、又或是展開反政府示威以及同警察進行鬥 

爭,甚至學童也組成了兒童軍以及兒童間諜。另一方面， 

國家的武裝部隊則以嚴刑烤打以及屠殺的方式,對付與 

這場人民戰爭沒有任何關係的反抗勢力份子的親戚、妻 

子兒女。在武裝衝突的影響區域，學校成了反抗份子的 

避難所或是軍隊的駐紮區。當孩子們聆聽老師的講課 

時，他們的小手卻無書可翻、無筆可寫、無寫字本可供 

練習，唯一有的，卻是滿懷著恐懼的心與眼睛，以及聽 

到交火的爆裂聲響。

緊急事態體制的影響

總的來說，女性與兒童在武裝衝突中是更爲主要的 

受害者。而我們同時也可以觀察到政府與毛派反抗勢力 

之間的衝突直接影響了女性以及兒童。國家緊急事態體 

制已經造成了一個悲慘的生活以及對於尼泊爾女性以

及兒童基本人權之侵犯。

女性必須去承擔所有的家庭責任而且必須去面對 

經濟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挑戰。還有因政府以及非 

政府武裝勢力所帶來的性別虐待以及剝削。

在緊急事態體制之下，兒童得到很壞的影響，從而 

造成孤兒的數量因此而急遽增加。因此，我們觀察到大 

量流洛在街頭上玩垃圾的兒童，被迫在飯店、餐廳、以 

及在家庭裡幫傭工作的兒童，而且童工也以驚人的數字 

在上升中。大批的兒童遷徙以及兒童被買賣到印度。因 

武裝衝突而受到影響的人民被剝奪了區域發展的權利。 

在這些地區,因爲衝突裡可預期的危險導致區域發展開 

始逐漸被取消,而現有發展出來的公共設施又被摧毀了 

。解決衝突的唯一途徑就只能是與反抗勢力之間的對話 

以及透過適當的發展活動強化各地社區,才可能成爲向 

被捲入武裝衝突裡的人民呼籲宣講的途徑。⑥

人民戰爭下的戰火與和談
——從2001年7月到現在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毛派的起義：人民戰爭！

自1996年以來，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Nepal 
Communist Party ［Maoist］,以下簡稱“毛派”或“尼 

共［毛］”）在尼泊爾國內發動了迄今尚在進行的大規模 

武裝起義,照他們說法,這是一場與中國革命相同的 

“人民戰爭”。他們認爲，現在的尼泊爾是一個以半殖 

民、半封建爲其主要社會性質的社會，必須以一場全面 

的人民戰爭推翻目前以“君主立憲”面貌出現的半封 

建政府,建立“人民共和國”,以立憲會議以及形成過 

渡政府爲其目前的主張。1996年以來，全尼泊爾估計大 

約有三分之一較爲偏僻和貧窮的地區受到了這樣的人 

民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毛派與政府之間的談判：200 1 /8/30

■尼泊爾首相德烏帕

［德烏帕的競選承諾］

歷經將近六年以來的 

國內戰亂。2001年7月，尼 

泊爾新任首相謝爾•巴哈杜 

爾•德烏帕在全國期待之下 

上台,他在競選時就宣示要 

在其首相任內解決國內風 

起雲湧的戰爭狀態。因此就 

在7月23日,政府軍和毛 

派武裝勢力同時宣佈停火。

德烏帕在聲明中表示,政府會創造談判的氣氛,他宣布 

政府將無限期停火,而毛派武裝勢力也應該結束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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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行動。因此，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主席普拉 

昌達(Prachanda)宣佈，他們將暫時停止所有針對政 

府的武裝行動。但即便就在雙方都在口頭上擺出了呼籲 

和平的姿態，7月23日當天，毛派武裝仍然在首都加 

德滿都西北 600 公里靠近新首相德烏帕的居處的地方 

與員警發生武裝衝突。；

〔史無前例的談判：2001/8/30〕

但無論如何，就在2001年8月30日，尼泊爾政府 

終於與毛派展開了六年以來第一次實質性的談判。而就 

在這次談判之前，成千上萬的民眾舉行了歡迎三位毛派 

領導人到加德滿都的大型集會。這三人是1996年毛派 

展開武裝鬥爭以來在加德滿都公開露面的最高級的毛 

派武裝勢力領袖。率領毛派談判代表團的馬哈拉對這些 

舉行集會的支持者們說，如果這次談判失敗，他們將繼 

續從事武裝鬥爭。

■

毛
派
談
判
代
表
在
加
德
滿
都
受
到
熱
烈
歡
迎

因此，尼泊爾 

政府同毛派代表 

在首都加德滿都 

郊外舉行了四個 

小時的談判。會後 

發表的聯合聲明 

中表示雙方都有 

以和平方式解決 

彼此分歧的決心， 

而未來兩周內還 

會再次會晤。 毛派的談判代表在一次公共集會上明確表

示，他們希望建立新的憲法體制，成立一個臨時政府, 

並結束尼泊爾的君主立憲制。但是首相德烏帕在一次各 

方都參加的會議中卻再次表明他擁護君主制和現行憲 

法，而所謂的立憲會議是政府絕不可能接受的。然而尼 

共［毛］的解放區在過去幾年中卻不斷的在擴大。對於政 

府來說，他們當然是希望能以談判的方式將尼共［毛］拉 

回他們所認可的政治環境。但是政府卻也仍然在部份衝 

突不斷的地區部署了部隊。

［談判的破裂］

但是，毛派關於重新制憲以及廢除君主立憲制、建 

立人民共和國的訴求，卻終究無法讓政府以及毛派真正 

的走向和平的道路。因此，就在經過3輪沒有結果的談 

判之後，毛派武裝勢力單方面退出未來的和談。2001年 

11月23日晩間，毛派武裝勢力在多個地區重新發動襲 

擊，從而結束了從談判開始以來將近4個月的停火。但 

23 日晩間的攻擊行動也讓人隱隱感覺反叛力量中似乎 

有兩個派別，一派想重新對政府發動遊擊戰，另一派則 

傾向於與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最嚴重的襲擊事件發生在 

尼泊爾西部的“當”地區(Dang),警察局、軍營和其 

他政府目標遭到攻擊。而這是尼泊爾的軍營在反叛活動 

發生以來第一次遭到襲擊。在此前，尼泊爾的內政及地 

區發展部長卡德卡曾表示,如果毛派武裝勢力終止停 

火，尼泊爾政府將重新部署武裝員警對付他們。因此， 

在襲擊事件的兩天前,尼共［毛］的主席普拉昌達說,已 

沒有理由維持與政府的停火,因為尼泊爾的領導人缺乏 

誠意。

■尼泊爾毛派武裝勢力與政府軍交戰，導致數千人喪生

全國進入緊急事態體制：200 1 / 1 1 /26
〔緊急事態體制的內容：針對性的對付毛派〕

在這個體制之下,過去用警察或保安部隊來對付游 

擊隊的狀況，將轉由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而且尙未同 

毛派交過手的尼泊爾皇家軍隊來剷除毛派武裝勢力,因 

此,據說尼泊爾軍隊在發動進攻前堅持要政府宣佈緊急 

狀態,從而為尼泊爾政府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剿滅毛派 

鋪平了道路；此外在緊急事態體制之下,集會和行動的 

自由等法定民權將暫時失效、新聞自由受到限制。

［緊急事態體制對尼泊爾政治形勢的影響〕

這個使尼泊爾進入作戰情況的命令,需要在三個月 

之內，獲得尼泊爾議會的批准。雖然官方表示此一立法 

的用意只是為了打擊毛派武裝勢力,不會影響到主流的 

民主政黨。但對於只有十年歷史的尼泊爾民主制度來 

說，這無疑是一大威脅。只要國家全面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就有權逮捕或者拘留任何涉嫌支持或者鼓勵“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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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義”的人――這是尼泊爾政府首次將毛派武裝勢 

力歸類為恐怖份子。

〔緊急事態體制的形成：200 1/ 1 1/26〕

因此，就在武裝衝突重新爆發後的第三天，尼泊爾 

國王賈南德拉採納了尼泊爾首相德烏帕的建議，26日 

晩尼泊爾王宮秘書處通過國家電視臺向全國宣佈,即日 

起全國進入緊急事態體制。

［緊急事態體制的延長：2002/2/21〕

2002年2月16日，尼泊爾的毛派遊擊隊在距離首 

都加德滿都以西數百公里的阿恰姆地區向政府機關同 

時發動兩起攻擊。同時他們向全尼泊爾人民發出在2月 

22日和23日舉行全國罷工以紀念起義六周年的號召 。

然而這起攻擊事件的發生卻正值尼泊爾議會針對 

是否延續從去年11月開始，爲打擊毛派遊擊隊而宣佈 

的緊急事態法案而舉行的投票表決。對於德烏帕來說， 

這場攻擊對他個人顯得相當不利,雖然媒體上的宣傳總 

是讓人覺得政府軍處於優勢地位，然而這起攻擊事件卻 

讓黨內、黨外、軍方對他以及緊急事態法受到批評。但 

無論如何,尼泊爾議會絕大部分的議員都支持政府延長 

去年年底宣佈的全國緊急事態體制。2月21日，尼泊爾 

下議院以194票贊成、7票反對，4票棄權(共205票) 

的結果，同意首相德烏帕將全國緊急事態體制延長到5 

月25日之議案。

［緊急事態體制的再延長：2002/5/22〕

■圖為尼泊爾前國王比南德拉。比 
南德拉在1990年因為“人民運動” 
而被迫廢除無黨派評議會制、實行 
多黨制，2001年6月1日，尼泊爾 
王室發生血案之後，比南德拉國王 
及其兩子去世，而由其弟賈南德拉 
繼位，成為沙阿王朝第12代君主。

5月22日，德烏 

帕政府為了有效延 

長全國的緊急事態 

體制，首相德烏帕便 

請求國王賈南德拉 

解散議會。對於德烏 

帕來說，不是沒有其 

他延長這種事態體 

制的方法，只要獲得 

議會的支持，取得三 

分之二多數議員的 

同意，事態體制就可 

以延長。但是尼泊爾 

執政黨大會黨(Nepali Congress)以及最大反對黨-

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Nepal Communist Party 
［United Marxist-Leninist］)的議員都表示將投反對票以

5
尼泊爾自2001年以來的談判過程及重大事件:—

2001/7 尼泊爾新任首相謝爾•巴哈杜爾•德烏帕上台，表示將

以和平方式解決毛派武裝勢力問題

2001/8/30 尼泊爾政府與毛派展開開戰六年以來第一次實質性的

談判。

2001/11/23 毛派武裝勢力在多個地區重新發動襲擊,結束了從談判 

開始以來將近4個月的停火。

2001/11/26 尼泊爾政府宣佈，即日起全國進入緊急事態體制。

2002/2/16 毛派武裝勢力在阿恰姆地區向政府機關同時發動兩起 

攻擊。並向全尼泊爾人民發出在2月22日和23日舉行 

全國罷工以紀念起義六周年的號召。尼泊爾議會也投票 

決定延續緊急事態法案。

2002/2/22〜23 尼泊爾爆發全國罷工

2002/2/21 尼泊爾下議院以194票贊成、7票反對，4票棄權(共

205票)的結果，同意全國緊急事態體制延長到5月25 
日。

2002/5/9 據傳毛派武裝勢力將從5月15日開始的一個月之內自

動停火。首相德烏帕表示拒絕接受

2002/5/10 毛派武裝勢力的政治局高層成員夏爾馬表示,所謂毛派 

方面的單方面停火是尼泊爾政府的陰謀。他們不但不會 

停火，與政府軍的戰鬥將逐漸勝利。

2002/5/22 首相德烏帕請求國王賈南德拉解散議會,延長全國的緊 

急事態體制。同時預定11月13日重新舉行國會大選。

阻止緊急事態體制的延長。因此，德烏帕不是必須要求 

國王解散議會、就是他自己必須請辭。而德烏帕選擇了 

前者——解散議會，在今年的11月13日重新舉行國會 

大選，從而從5月底到11月初之間，德烏帕將領導過 

渡政府繼續執政，而且，在沒有議會阻撓的情況下，他 

可以更大規模的全面圍剿毛派武裝勢力。

同時運用和戰兩手策略的

毛派武裝勢力以及政府：2002/5/9
特別値得注意的是，在緊急事態體制之下，無論是 

政府軍或是毛派武裝勢力，在雙方死傷上都不斷的上 

升，在國會裡，對於緊急事態體制對付毛派的有效性以 

及此一體制對民主的危害性也受到相當多議員的質疑。 

因此，無論是廣大的基層人民或是各黨各派，普遍都不 

把和平的希望寄託在這個緊急事態體制之下,最多的呼 

聲，都還是希望交戰雙方能盡快展開和平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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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在2002年5月9日，加德滿都的報社收 

到一份未簽名的電子郵件，信中表示，從5月15日開 

始一個月，毛派武裝勢力將會自動停火，除了促進和平 

談判，信中同時警告，拒絕這個建議就意味著衝突會升 

級。。由於過去這類電子郵件中所寫的內容都陸續在事 

後得到實現，而且僅僅在一周前，毛派武裝勢力的確提 

出重新與政府恢復和談的要求,加上與他們有密切聯繫 

的印度安德拉邦的武裝勢力“人民戰爭組織”也同時 

發表了類似的停火聲明，因此可信度相當高。

〔毛派方面：各種估計〕

但是這種消息的傳出也讓人估計到，如果這個消息 

是真的的話，毛派武裝勢力的目的大槪是：（一）爲了 

休養生息所做的緩兵之計、（二）用爭取和談的方式讓 

尼泊爾的主流政黨分裂,比方議會中最強大的反對黨一 

一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的部分強硬派議員就可能 

跳出來要求政府和談。

但反面來看,這消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游 

擊隊的戰鬥力以及士氣可能有所下降。

〔政府方面：沒有投降、就沒有和談〕

但是對政府來說呢？當時正在紐約訪問的德烏帕 

說，不能信任叛軍，只有在叛軍投降後才能展開和平談 

判。由於從去年開始的和平談判終歸泡影，因此德烏帕 

說，他覺得他本人被毛派武裝勢力出賣了，他不會再相 

信叛軍。

〔毛派方面：沒有停火，只有不斷的勝利〕

很快的，就在隔天的5月10日，毛派武裝勢力的 

政治局高層成員夏爾馬說,所謂毛派方面的單方面停火 

是尼泊爾政府的陰謀。不但他們不會停火，而且他們正

關於尼泊爾的多黨民主制
尼泊爾原來是一個君主封建制的國家，1950年的群眾 

運動讓專權長達一世紀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拉納家族黯 

然下台，從而還政於國王，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同時通過 

尼泊爾第一部憲法。然而統治者從未被撼動過的封建性，終 

於讓尼泊爾王室不可避免的走向反動，因此，就在I960年， 

馬亨德拉國王解散當時正在執政的大會黨內閣，實行王室 

專政的無黨派評議會制，次年更全面禁止一切政黨活動， 

1962年更重新頒布第二部憲法確定這些措施。但是人民反 

封建的鬥爭並未因此澆熄。尼泊爾最主要的反封建民主力 

量一一尼泊爾共產黨，雖然因爲種種因素而在幾十年間分 

裂成不同的派別。但就在1990年，尼共七個派系重新共同 
組成“尼泊爾共產黨左翼聯合陣線”，並與大會黨合作， 

終於迫使國王比南德拉解散全國評議會，重新組建民主聯 

合政府，制定了尼泊爾第三部憲法，從而開始了至今長達 

十二年的君主立憲多黨制。①

在與政府軍的戰鬥中逐漸勝利。尼泊爾政府稱，有數百 

名叛軍在該國西部的戰鬥中喪生，夏爾馬則說：“我們 

的人員平安無事。只有11人死傷，而政府卻說成是500 

人。政府的聲稱沒有真實性可言。”但這些傷亡數字無 

法得到證實,因爲傳媒機構和人權團體被禁止進入衝突 

地區。

〔主流黨派方面：停火、談判、和平！〕

與此同時,尼泊爾主要政黨在加德滿都組織了數萬 

人的示威遊行，除了抗議毛派武裝勢力的進攻、同時呼 

籲政府和毛派武裝勢力應該積極通過談判解決當前的 

混亂局勢。

簡單的總結：至2 00 2/7/ 1 2
-~緊急事態體制的實施可以說是2001年底談判破裂 

以來左右尼泊爾形勢的關鍵，在這個主旋律之下，毛派 

武裝勢力以及政府成爲兩個最爲主要的對立面、而政府 

內部、執政黨內部、乃至毛派武裝勢力內部，又成爲了 

其他較爲次要、但卻舉足輕重的因素。

以政府內部來說，德烏帕解散議會的粗暴舉動，實 

際上就是緊急事態體制失敗的最佳證明。從2月的第一 

次延長到5月的第二次請求延長，議會的態度也從多數 

贊成轉爲多數反對，如果這個體制可以有效的對付尼共 

［毛］,那麼國內的和平就應該是指日可待的才對。然而, 

這個體制下的尼泊爾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以及血 

腥之中。而且，德烏帕解散議會之後，馬上在政府內部 

就出現反彈聲浪，財政大臣、教育大臣以及婦女、兒童 

和社會福利大臣先後遞交辭呈以示抗議。因此，我們不 

但可以說德烏帕藐視議會、甚至可以說他根本就是藐視 

尼泊爾好不容易才得來的民主制度。

此外，首相德烏帕所屬的大會黨內部的權力鬥爭 ， 

更因德烏帕延長緊急事態體制而愈加激化。由於德烏帕 

解散議會的舉動並未在其所屬的執政黨大會黨內取得 

同意，大會黨主席柯伊拉臘（Girija Prasad Koirala）便 

呼籲所有內閣成員立即停止支持德烏帕，並在3日內集 

體辭職。5月26日更宣佈開除德烏帕黨籍三年。

但是黨內形勢急轉直下，就在6月18日，大會黨 

黨代會竟然罷免現任主席柯伊拉臘，並在19日選出了 

德烏帕爲新任主席。從而，在黨政一體的條件下，德烏 

帕的權利更爲擴大了。

因此，德烏帕終於在本（7 ）月10號重新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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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派武裝勢力重新談判的訊息。他表示，他準備 

與毛派武裝司令塔帕（別名巴達爾）進行談判，但不會 

與毛派武裝政治領導人進行會談，包括其最高領導人普 

拉昌達及其副手巴特拉伊。這無疑是對毛派內部既有的 

矛盾所進行的分化。之前我們提到，從和談後馬上爆發 

的攻擊行動到疑似5月9日至10日和談形勢之急轉直 

下。讓很多人都懷疑毛派武裝勢力內部存在著和戰兩派 

。德烏帕此一舉動無疑是意圖藉此進行招安。然而戰鬥 

中的尼泊爾各方進步勢力會如何堅持下去，同時維護並 

推進現有的民主成果呢？臆測無益，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吧！⑥

巴以衝突問題討論學習會/同學們的感想

《關於巴以衝突之心得》
文／阿貓

正如我們所能看到的，在以色列得到西方帝國主義 

的大力支持後，便開始為實現其宗教理想和歷史仇恨， 

展開大規模的屠殺、壓迫與之對抗的伊斯蘭人民及國 

家，實在是非常不人道的，這樣的行為在國際社會中自 

然應該是大家所共同譴責而無異議者，而在各人民甚至 

國家的反應中，也確實證明——人類的基本道德價値觀 

仍然是人類社會中穩定的主要動力，即使是在物質文明 

如此發達的今天。

然而，不幸的是，美國及一些為獲取中東利益的國 

家政府，竟然違背了其國家內部人民之意向，支援以色 

列對巴勒斯坦群眾進行不人道的行為，相信這亦表示 

著，國際間利益的現實面總是高出不可長久依恃的道德 

面。

對於巴以分治以來的巴以衝突，造成了中東地區長 

久以來的動盪，而國際間亦遭受兩者互不相讓、以牙還 

牙的波及。這樣惡性循環之下，往往造成了更多的衝突 

點，我以爲這應當由下列等方面談起：

（一） 宗教

猶太和伊斯蘭本來並非對立，只是其教義本來就具 

有引發衝突的地方，而二次大戰後，在後來復國主義的 

驅使之下，兩者展開白熱化的鬥爭。猶太教的偏狹世界 

觀和伊斯蘭一些具征服性的教義，兩者經過帝國主義的 

從中催化，自然一發不可收拾。

（二）歷史
也就是巴勒斯坦地方的所有權問題

這真的是很荒唐的爭議，但是欲助以國的國家卻在 

這上面大作文章。

要是過去猶太人沒有那樣無用，那怎麼會被新巴比 

倫征服呢？而就在他們被滅國之後，發展出一神教的嚴 

密組織，並排斥其他宗教的存在，雖說他們反省自身的 

信仰不堅定，但依然還是有歸咎於其他宗教的從中蠱 

惑！

從世紀初滅國，到了二十世紀，從中改朝換代、物 

換星移，最後成爲巴人的領土，而猶太人還有資格說這 

片奶與蜜的土地是屬於自己的，而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 

上復國嗎？

（三）國際現勢
巴以衝突的主因是英美帝國主義運作下的一齣歷 

史的悲劇。

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已無力控制其殖民地，不過，在 

這即將日落的國家，卻爲了阻止其殖民地內的反抗運 

動，乃積極從事內部分化的工作。

和對付印度的印巴分治計劃頗爲類似，英國在巴勒 

斯坦也實施了以巴分治的措施，來達到削弱殖民地內部 

的團結，而它亦確實達到預期的效果，而藥效到了今日， 

仍在國際中持續發燒著。

二次大戰後，英國的退出所造成中東的權力真空 ， 

爲繼起的全球性帝國主義的美國所接手，披著民主外衣 

下的帝國主義者似乎更具有淺在的威脅性，加上其在二 

次大戰中、後的豐功偉業，更是讓各國唯命是從，於是 

得以藉著以色列這顆好動的棋子，將其觸角伸向中東。

http://taiso.cc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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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史以來最具規模的共產國家蘇聯，亦藉著 

中東問題來和美聯盟相較量。

但是，不管如何，這個三個大陸的交叉路口，最後 

必然是列強相互鬥爭下的犧牲品吧？

＊ ＊ ＊

在對巴以衝突的形成情形有初步的了解後，我“個 

人”對於國際事件的產生有相當的感觸；行爲的本身並 

沒有真正的對與錯,而人類本來也沒有批判對與錯的能 

力和權力，因爲人類感情的成分，絕大多數的的時間並 

非處在絕對理性的狀態，也因爲如此，人才是人而有別 

於機器。再加上，人類們與其所依附的時間和空間形成 

密不可分的共同體，當在人們擴大眼界去看時，便會和 

其他集團有區別的意向，而這正是大大小小的 

人類社會中處理問題的基本定位，是以，衝突 

通常是人類社會最直接的溝通模式。

國際社會間最基本的單位是國家，而現在 

國家的組成又是以種族、經濟、意識型態…… 

等的，來強化此單位穩固的存在性，而使得國 

際問題更加的複雜，衝突也是最簡單的宣洩方 

式。

國際現實則是完全超脫人類所強調的道 

德人性的標準，國家的決策往往在意識型態、 

當權者的抉擇、國家利益（物質或精神上）的 

干預下而超出人類的想像。正如同我前面提到的，沒有 

對與錯，當人站在相對的立場，對於相同事物的評論常 

常是完全相反的。

而我們常常會以國家之名詞來看待這國家裡面的 

人民，必然會導致相當程度的悲劇。不過，很不幸的， 

人就是這樣才只是人。一個國家的行爲，往往都是以其 

國民的生命爲籌碼和靠山，國家這個名詞不會痛，它只 

是暴力機關罷了！而真正痛到的，是在“人”身上吧？

毀
滅
性
的
全
球
戰
爭
再
度
爆 

發

，
那
豈
不
悲
哀
！

西
方
帝
國
要
是
再
度
錯
估
人 

類

忍

耐

的

限

度

，
必
然
導
致

其實，真的很感慨，不過這就是人類的歷史，古往 

今來皆然，我們正活在歷史中，不可避免的會接觸到現 

實的一面。有時想一想，會想要罷手，不再批判下去， 

但又因爲理性和人性的驅使，想要發出一些聲音；明知 

道是沒有意義的，但仍放不開身爲人的包袱。

有時，我們會有一種理念或理論，而想要發表出來 

來改造這世界，但是，現實是否會容許呢？不管是個人 

因素或實際實行，不管這套理論多完善、多科學，我相 

信現實社會不是理性及科學的，儘管它是現實的，但它 

確實反映出人類的各種非理性面,有時我們會因爲一些 

社會現象而感到可笑，不過,它真是實實在在的反映出, 

人類經常是在看到非理性的事物時,才會用理性的眼光 

來看待、批判這個自己製造而不知道這是自己製造的產 

物。

這是我們的課題，也是全人類甚至宇宙的 

大問題，相信總有一天，“標準”答案將出現, 

而世界真會擁抱和平？

但是，無論如何，今天談論到巴以衝突的 

問題，不可否認的，正是以色列及其所依恃的 

帝國主義勢力向中東進軍的後果，而在世界各 

地，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亦運用同樣的手法來進 

行顛覆的工作。相信大部分的群眾必然不會認 

同此等的做法，只是爲其正義的外衣所蒙蔽， 

而將其殺戮之行爲認爲是正當的。

今天，巴勒斯坦的恐怖主義攻擊行爲只是 

對西方帝國提出小小的控訴,這個微弱的呼聲相信只是 

所謂的指標，在世界各地受到壓迫的國家民族，也會因 

爲這一拋磚引玉的行爲所鼓舞、覺悟。西方帝國要是再 

度錯估人類忍耐的限度,必然導致毀滅性的全球戰爭再 

度爆發，那豈不悲哀！①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信息網站

《反帝線上TR5%Line》
iso.ccarchive.org 弟曲士書 t

Organization, TAISO!測斜闹烟！

iso.cc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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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OnLine：民族解放鬥爭 

與帝國主義干涉
――巴以衝突問題討論學習會

7/13、7/27、8/10 8/24、每隔週星期六下午一點半到 
五點•就在勞動人權協會

*活動代引言：
-植根於“聖域”巴勒斯坦歸屬問題的兩個民族主義--猶太民族 

主義及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是現代史中一向被認為 

對立最深刻，解決最困難的民族紛爭。

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恐怖襲事件及後續的美英版 

“世界反恐”政、軍風潮的發展情勢，表現出該項民族紛爭在西方帝 

國主義宰制下的全球權力結構中，是處在嚴重被扭曲，被絞搾，被工 

具化，被去人性化的可悲狀態中。在亞洲中部的那一塊地上，歷經半個 

世紀的連年烽火，我們常看到岩屑和屍塊混雜一堆，血染黃砂，礫土 

掩骨的慘景。正如一位猶太裔的哲學者所言，“當死亡日常化了之後， 

我們還會有哲學疇？ ”。但哲人面對的生死極限的虛無主義，現實上還 

是虛化不了場場鏖戰（六次中東以.阿戰爭）後勝利者的昂奮和敗北者 

的刻骨錐心。以及，在距離戰場很遠的繁華國度裡的石油大亨們的低語 

私議。

因此，當死亡日常化之後，遭到捨棄的固然是個個的生命體，但 

遭到揚棄的卻是死亡本身。記得1 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大舞台上普 

受民眾敬畏的雅各賓黨鬥士丹頓，常在演講結尾中喊出一句話一一諸 

君！死亡是永生之始！竟然變成了巴黎的群眾恐怖的一面血旗。

但願911事件，及前前後後的所謂的“以血洗血”的恐怖事件 

中那些受族群的哀誓叫喚投入自我捨棄的年輕人，及受累而犧牲的無 

數生命體，能及早喚起世界共同的深切關注，儘速消除現代族群關係 

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野蠻主義--亦即現代帝國主義，好讓世界進入 

真正的和平與發展的新紀元。果能如此，死是永生之始，這一句話才能 

取得這一代歷史的新的驗証……

--摘錄自林書揚：《跨世記的中東以一阿民族紛爭（導語）》

*我想更深入的知道更多！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絕對不僅是遙遠的中東所發生的 

遙遠的事情。在帝國主義勢力以及以色列軍事法西斯干涉強佔之下的 

巴勒斯坦地區，恰恰是帝國主義侵略與民族解放鬥爭之間的矛盾激化 

得最嚴重的地方，而這種激化到自殺攻擊、激化到種族屠殺的矛盾，

■在以軍槍口下喪生的巴勒斯坦6歲小女
孩薩勒瓦•哈桑

■ 4月7日，在加薩地帶的拉法市，人們

姐姐在葬禮中痛哭。
為薩勒瓦・哈桑舉行葬禮，這是薩勒瓦的

■ 一群待埋的巴勒斯坦人遺體。

■手裡拿著殺人武器的以色列士兵,
重複60年前納粹希特勒對他們所做的慘 
事，把痛苦強加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

http://taiso.ccarchive.org


10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恰恰就可能是其他同樣處於此種矛盾（帝國主義侵略與民族解放鬥爭之矛盾） 

下其他國家之縮影。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造成了各國 

家各地區不同的分裂以及衝突：在朝鮮半島、在中國、在越南，他們讓這些 

國家與地區陷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分裂；在印度半 

島，他們挑撥宗教衝突，導致印巴分裂；在中東，巴勒斯坦人民捍衛自己家 

園的鬥爭則成為這五十年以來中東問題的主旋律－－那麼巴以衝突的問題與 

歷史因素爲何呢？不同體制、不同陣營的國家對待巴勒斯坦問題的態度又是 

如何呢？而著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及長期僵持不下的中東和談又是什麼 

呢？勞動人權協會的國際部主任唐曙先生將針對這些問題，分項逐次地爲我 

■勞動人權協會的國際部主任唐曙

們進行深入的硏究與探討。

時 間：星期六下午一點半到五點（7/13.7/27.8/10.8/24）

地 點：勞動人權協會

主辦單位：勞權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唐曙帶讀，四次的主題

1. 巴勒斯坦的問題和歷史根源

2. 蘇聯與各帝國主義與對巴勒斯坦的態度

3. 阿拉伯世界各國對巴勒斯坦的態度

4.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人民與中東和談⑥

勞動人權協會：北
路
三
段 E 蚯聯西

標 口西

地址：台北市寧夏路155號2樓

電話：（02）2553-1842 傳真：（02）25500060 
如何到我們這兒呢？

民
防癆協會站：26、266、280、290、指南客運（淡海〜北門） 

承德路口站：41、63、211、225、226、227、261、617、民權幹線 

防癆協會站：39、46、226、266、290、292、304、指南客運（淡 

海〜北門）、台汽、三重客運（北門〜林口、台北〜新竹）、汎航 

通運（林口長庚〜北門）、新竹客運（台北〜新竹）、首都客運

（三峽〜圓環）

承德路口站：41、63、211、221、225、227、261、618、636、638、 

617、民權幹線、616
21、41、民權幹線、台汽、首都客運（三重〜圓環）、新竹客運（台 
北〜新竹）、三重客運（台北〜新竹、公西〜北門）、飛狗巴士（台 

北〜中壢）

大同分局站：63
涼州街口站：47、223、302、304、601、9、41、215、274、306、 

704
＊當然－－搭上捷運淡水線到民權西路站之後再走路到勞權會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i am a witness to the sufferings of my struggling people and

i shall bear witness to their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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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義》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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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就在經歷長期的醞釀準備之後，《國際主義》出刊了！

就如諸位讀者朋友們所見，這本小小的刊物是由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而由 

各方同學們共同供稿撰寫而成的。在此之前，我們的文章或是相關訊息都是藉由網際 

網路、或是在活動中散發新聞稿等宣傳品以傳達我們的立場以及看法。但在6月份的 

時候，我們嘗試印刷了小量的台灣反帝學生組織通訊，希望能在配合台灣反帝學生 

組織參與發起的各種活動場合裡，我們“反帝”的立場能夠因此而逐漸地讓一般的 

同學們知曉、了解。因此，就在7月的當下，我們更進一步地嘗試將這份平面刊物精 

緻化、豐富化、定期化，並且，就將這份刊物的名稱正式定名爲《國際主義》。我們 

希望，透過《國際主義》這份小刊物，將世界各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新形勢以及理 

論，介紹給關心帝國主義擴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台灣同學們。從而，團結起全台 

灣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同學，共同抵抗帝國主義全球化、共同消滅帝國主義勢力對 

海峽兩岸人民的恫嚇以及訛詐！

關於這次“第一期”的出刊

目前您所看到的這份《國際主義》第一期，是以7月28日在新民主論壇集會上 

所散發的《國際主義》第一期之基礎上，加以擴充、修改而來的。當時由於出刊倉卒, 

幾篇文章都有不少訛誤以及錯漏字。在這份修改過的版本裡，我們更仔細地訂正了這 

些錯誤，同時新加上了一些可堪補充的小東西一一但總的來看，兩者內容大體一致, 

所以已經拿過7月28日版本的朋友，較此二者、應該不會吃驚；而第一次看到這份 

刊物的同學，您也不必遺憾，因爲這份“修改版”的第一期，內容只會更多，而不 

會更少。無論如何，面對這份新生的刊物，我們竭誠的希望諸位朋友能給我們指教以 

及批評，因爲，文章總是越改越好、熱情總是愈發愈出的，我們下了決心要將這份 

刊物弄到好，所以也請各位朋友不吝指正，給予我們進步、向上的動力！

第一期的內容概述
最後T我們必須簡單的介紹本期的《國際主義》在本期裡T我們著重地將尼泊 

爾的內戰問題作爲主題提出來與各位朋友分享，尼泊爾的毛派武裝勢力，顯然已經 

在尼泊爾政治環境裡曲得一定的主導性地位，但是官方的緊急事態體制卻讓整個尼 

泊爾的各方勢力出現消長，同時讓廣大的尼泊爾人民也因此陷入更爲激烈恐怖的戰 

亂之中，A SEED-Asia的文章指出了這些方面，同時我們也整理出了尼泊爾從去年 

（2001年）以來和談與戰事發展的資料，在此提供給大家作參考；而在我們長期關 

心的巴勒斯坦問題方面，我們則刊載了我們讀書會成員阿貓同學的心得；阿貓是才 

加入不久的新同學，但在巴以問題的學習以及思考深度上，都表現出了相當的成果。 

眼下我們這個巴以問題讀書會也還在繼續，對於巴以問題有興趣的同學，我們竭誠 

的歡迎您也來參與。在下一期，我們除了會深化本期所探討的各項問題以及心得交流 

之外，巴以問題以及日本有事法制的發展將是我們探討的主題，希望各位朋友也能 

持續予以關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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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 
公元2002年7月31日出版

第一版

尼泊爾蹂躪人權的國家緊急事態體制

文/A SEED-Asia譯/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第三版

人民戰爭下的戰火與和談

——從200 1年7月到現在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第㈦版

巴以衝突問題討論學習會／同學們的感想

《關於巴以衝突之心得》
文/阿貓

第㈨版

TAISOnLine：民族解放鬥爭與帝國主義干涉

一—巴以衝突問題討論學習會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第㈩一版

《國際主義》編後手記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亞洲學生協會(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SA) 
台灣地區會員

iaiso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什麼是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wan Anti 
-Imperialism Student Organization,TAISO) 是 

由台灣各大專院校學生組成，旨在反對帝國 

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於政治上、經濟上、軍 

事上以及文化上的侵略。環顧全球，在全世 

界的範圍裡，尤以美國帝國主義是當前所有 

帝國主義勢力的領導者、支持者，對拉丁美 

洲以及亞洲地區造成了最爲惡劣的影響；其 

透過各種經濟協定、會議組織、軍事條約、 

留學政策，在第三世界國家扶植獨裁政權、 

滲透經濟利益、摧毀當地民生經濟與建設、 

破壞環境生態。

同時，作爲亞洲學生協會的會員(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SA ),我們完全擁護亞 

洲學生協會反帝、反侵略的進步立場，堅決 

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勢力介入亞洲事務，徹底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勢力在東亞復辟， 

爲爭取一個民族解放的二十一世紀而繼續努 

力！

而在我們主要的活動地——台灣，甚至 

還有著日本帝國主義勢力迄今長達百年的侵 

略以及威脅。因此，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現階 

段的主要目標，即在這個帝國主義全球化日 

趨成熟的歷史關頭，聯合台灣以及全世界反 

帝的學生群眾，打倒美國日本帝國主義霸權 

勢力，希望能在台灣這塊反美沙漠中，捲起 

跟上第三世界的反帝風潮、共同努力將美帝 

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 ！

(我們與全世界各國各地各民族的反帝人民 

運動站在一起：菲律賓KMU、巴勒斯坦解放 

組織、南韓韓總連、日本AWC與AASJA、 

尼加拉瓜前桑定政府、格瑞那達前民選左翼 

政權、利比亞反帝領袖、智利前阿葉德政權、 

古巴卡斯特羅政府、巴西咖啡農、墨西哥 

ZAPATA民族解放陣線、尼泊爾尼共馬列、 

切•格瓦拉支持者、祕魯共產黨(光明之路))

歷年大型活動

1993年反北美貿易自由協定、支援墨西哥 

Zapatista解放軍活動

1996年反對美國尼米茲艦進入台灣海峽侵犯 

中國主權抗議行動

1996年參與反APEC會議、並首次參與亞洲 

學生協會年會(在菲律賓舉辦)

1999年首屆反帝國主義學生營隊 

2001年第二屆反帝國主義學生營隊 

2002年第三屆反帝國主義學生座談會並參與 

發起“新民主論壇”集會

網址： http://taiso.ccarchive.org 
電郵：taiso@mail2000.com.tw

http://taiso.ccarchive.org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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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社論〕必由之死路一一帝國主義全面
包圍下的全民 * 包圍下的全民健保制度

Pgf I / N. p.2我在八•二七健保鬥爭的六小時

上 >1上p.5 〔緊急特稿〕：反恐個屁！台灣絕對不

能1支援美國的 n 能 能支援美國的侵伊戰爭！
.司公. ■ . P.7艾若育正在準備戰爭

一■ — m p.8青年學徒們，前途無量！劉進慶教授返
. ■ % 台座談會略記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主辦 ■《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出版日期：公元2 0 02年9月9日

[9月8日緊急特稿]：反恐個屁！台灣絕對不能支援美國的侵伊戰爭！ （全文請見第5版）

■本期專題：八二七健保鬥爭前後

〔社論〕必由之死路
全面包圍下的全民健保制度

帝國主義1。.2
公元2002年9】

8
月27日，為了當朝 

政府的健保雙漲政 

策（調漲健保費率、 

部分負擔費用），全 

台三萬多名工人被逼著走上街 

頭，抗議陳水扁政權極其不負 

責任的修法改惡。大家都知道， 

全民健保是為了全民的健康而 

推出的社會保障制度，最大的 

目的就在於讓社會上的財富重 

新分配，好讓大多數的民眾都 

能在自己的生活水平裡享受到 

較好的醫療服務。

抗，政府仍然繼續推動消極性 

的改良措施。在這其中，“藥價 

黑洞”突顯出外國藥商與台灣 

大型醫療體系長期相互勾結的 

問題，而健保本身不可避免的 

破產危機則預示了健保“私有 

化”的灰暗前景。而在台灣處 

於美日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當 

下，這種私有化，只能是以人 

民的健康為代價的！

僅僅以大型醫療院打擊本 

土藥商的藥品採購機制為例， 

大型醫院的藥品採購長期以來
□速寫：827健保鬥爭，在行政院廣場外，群眾用實力要推倒

這道礙眼的大鐵門（小Yeah構圖/咧陣繪）

然而，今天由於醫療資源 

浪費過甚，全民健康保險危在 

旦夕、瀕臨破產。對於政府來 

說，積極性的手段除了以“健 

保雙漲”、“保險費公平負 

擔”來擴大資金來源以外，別 

無他途；消極性的措施也只能 

以盡力彌補藥價黑洞、推動總 

額給付制度、查核不法院所、 

向職業工會開刀、以及刪除教 

學醫院教育訓練補助來解決燃 

眉之急，在現有的財政大餅裡 

盡量減少浪費。

現在，政府的積極性手段 

隨著827健保鬥爭的失敗而得 

到貫徹，但為了安撫群眾的反 

就是“裡外”有別。採購進口 

的專利藥品時，往往以議價方 

式向跨國藥業壟斷資本採購； 

然而一旦面對起自己“土產” 

的藥品，卻用公開招標、壓價 

錢的方式對付本土藥商。

本土藥品的價格、利潤一 

般都比外國藥品低，所以對於 

本土藥商而言並沒有可議價的 

空間，與其議價不如乾脆死死 

算了。大型醫院爲了牟利就捨 

近取遠，向跨國藥業壟斷資本 

採購品質相同、價格昂貴、不 

過可以議價的藥品——既然可 

以議價，跨國藥業壟斷資本就 

可從醫院先撈一筆、醫院再從 

健保給付中給它撈回來、甚至 

更多！而真正看病吃藥的我 

們，就只能是這種高價藥品的 

具體承擔者（別忘了，現在看 

病拿藥民眾還是要部份負擔其 

費用的），從而，健保緩步走向 

掏空破產的不歸路。

現在政府宣傳調降藥價之 

後可在明年多爭取到46億元， 

但是，這種“調降”措施究竟 

是降誰的價錢呢？ “調降”老 

早就在搞了，但結果呢？健保 

還是照漲啊！面對利潤本來就 

不高的本土藥品，如果不強制 

規定同類藥品以相同價格、或 

是採用差額給付措施（藥品超 

過一定價錢就要病患自付），客 

觀上，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降 

價，無論如何只能是服務於跨 

國藥業壟斷資本、服務於帝國 

主義勢力的！。

看看韓國對抗跨國藥商壟 

斷資本的實例，就可以知道帝 

國主義的侵略是如何險惡。美 

國從去年5月起六次向韓國施 

壓，反對韓國原在去年8月要 

推動的“醫藥品參照價格制” 

（相當於差額給付制），在此期 

間，美國藥商在美國政府撐腰 

之下以行賄等方式干涉韓國內 

政，甚至逼使韓國保健福祉部 

部長李泰馥下台――一個國家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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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長因爲他國藥商而下台,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而韓國因 

試行參照價格制泡湯,一年內 

的健保財政竟損失1600多億韓 

元。韓國況且如此，長期依附於 

帝國主義勢力的台灣更是前途 

堪慮！

必須注意到，現在的健保 

雙漲政策不過是延緩健保破產 

的救命丸而已。在整體醫療保 

健支出於GDP中的比例開始下 

降，政府部門在健保費中的負 

擔比例隨著健保雙漲而變相縮 

減的今天，健保破產危機重複 

發生的狀況是不可避免的，而 

私有化是唯一可以挽救、但也 

同時消滅健保的雙刃劍。

《全民健康保險法》制定 

之初其實就暗打這個算盤了， 

《健保法》規定，目前的保險 

人是中央健康保險局，第85條 

裡清楚寫道：“主管機關應於 

本保險實施二年內、提出執行 

評估及全民健康保險改制方 

案；改制方案應包括各項財 

源、被保險人負擔方式及保險 

人組織等建議。”緊接著，第89 

條就說： “本法實施滿二年 

後，行政院應於半年內修正本 

法，逾期本法失效，”——作 

爲落日條款，89條保證了85條 

得以透過修法，而將現有保險 

人從政府轉讓給財團醫院的可 

能性，也就是所謂的“多元保 

險人”政策，從而，全民健保 

財富重分配、合理分配醫療資 

源的精神，就會轉向一般商業 

保險以追求利潤爲目標的方 

向；而且全民被強迫納保、無 

疑就是讓財團吸全民的血、賺 

全民的錢，醫事工作者也會更 

加墮落成財團的工具― 若是 

考慮到跨國壟斷資本的加入， 

那就是把人民的健康交到帝國 

主義手上，前景更加不可設 

想！前幾年這項爭議曾經浮出 

檯面，但終究因爲健保危機在 

現實上的被刻意延緩而未成焦 

點。只是、在健保不得不以雙漲 

措施緩解危機的現在，這看來 

仍然是將來必由之死路。

古巴總統卡斯特羅（F. 

Castro）這麼說道：“一個人生 

命的價錢是多少呢？世界上已 

經建立的這個不公正的、難以 

忍受的經濟秩序讓人類付出多 

大的代價呢？”（《舊病未除、 

新病又至》1998.5.14）我們在古 

巴的身上看到對“不公正的、 

難以忍受的經濟秩序”的另一 

種選擇，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 

家，在長期與帝國主義（主要 

是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環 

境裡，竟然能將社會保障制度 

所該做到的一切做到最好，試 

想，90%的人口都有家庭醫生、 

每176人就有一位醫生（共6.4 

萬名）、90%的藥品可由本國生 

產、死亡率低於7%、平均壽命 

75.2歲，而且結核病、白喉、 

麻疹、黃熱病等常見病完全根 

除――這些甚至是西方國家都 

還做不到的！一一反觀台灣， 

姑且不說公醫制（醫生成爲公 

務員）無法實施，我們誰又有 

自己的家庭醫師？什麼時候可 

以自己生產90%的藥品了呢？ 

展望未來，只有完成徹底的社 

會變革，將帝國主義勢力從台 

灣驅逐出去，全民健保才能在 

真正可能的基礎上得到實現。 

恰如卡斯特羅說的："注意人 

類現在的生活的時刻，你們就 

會看到，一個了不起的時代正 

在臨進！”（《古巴和自由世界 

的區別》1998.5.1 ） ®

■本期專題：八二七健保鬥爭前後

的
六
小
時

文/
嗜
者
如
斯
夫

我
在
八•

二
七
健
保
鬥
爭

為了反對民進黨政權服務 

財團醫院、掩蓋健保積弊的 

“健保雙漲”（調漲健保費 

率、部分負擔費用）吸金政策, 

在全台八個大型總工會、各縣 

市產業、職業工會以及數個工 

人運動團體的號召下,8月27 

日,全台三萬工人群眾頂著烈 

日、齊聚台北、爲了民眾的權 

益走上街頭。工人群眾訴求的 

是什麼？工人群眾訴求的是 

“反調漲費率．要拒繳調漲 

0.3%的保費”、“反部分負 

擔•要照顧弱勢民眾”、“反 

醫療浪費•要公布相關財務”、 

“反政府失職．要全民參與監 

督”。這次的工人大型集會，不 

但在規模上是台灣近年來最大 

的工人示威遊行；對民進黨來 

說,這更是民進黨執政之後所 

首次遭遇的大型抗議活動。民 

進黨過去長期塑造的“工人階 

級代言人“的虛偽形象終於遭 

到一次痛擊,而全民健保長久

□“社會福利GO!健保漲價NO!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的同學

們在827健保鬥爭的隊伍裡（小Yeah攝）

以來的問題,也首次在這一次 

的抗議行動裡得到全國性的注 

目。

27日中午,從全台各地來 

的工人群眾,在中正紀念堂集 

結之後,分成五個大隊,沿著 

中山南路、濟南路、杭州南路 

行進,整個隊伍浩浩蕩蕩,綿 

延達數公里之長,首先就到北 

平東路上的民進黨中央黨部抗 

議,緊接著就直接到行政院遞 

交陳情書並與政府進行最後談 

判。然而行政院藐視群眾、玩弄 

陳情代表,最後不但談判在 

“沒有談判”的情形下破裂,9 

月1日健保雙漲的政策更因此 

無從挽回,整場活動竟就失敗 

以終！

PM2:00：抗議第一現場： 

群眾在民進黨中央黨部集結；



3
陳水扁躲在層層保護的大樓裡 

開會

（小Yeah構圖/咧哮繪）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為了

“保護”陳水扁的安全，在陳 

水扁中午 12 點進入華山大樓

（民進黨中央黨部所在地）之 

後，便在大樓周圍架起了層層 

拒馬、部署了大量的替代役警 

察，用這種“陣勢”迎接群眾。 

這種部署表現出來的，恰恰不 

是名義上的保護“總統”，說 

到底，骨子裡就是害怕群眾！ 

就是不敢面對自己用完就丟的 

工人階級！午後兩點左右，在 

民進黨中央黨部進行第一階段 

集結抗議的當頭，憤怒的遊行 

群眾向華山大樓丟擲雞蛋、寶 

特瓶；群眾大喊：“政府騙騙 

騙、口袋扁扁扁！ ”、“健保 

雙漲，反對反對反對！”等口 

號，然而民進黨方面卻只有副 

秘書長李進勇、社發部主任卓 

榮泰躲在雞蛋打不到、寶特瓶 

傷不著的一樓玻璃後面“觀看 

遊行”，比較起爲了新聞傳播 

而屢遭工人群眾誤擊的SNG直 

播人員，民進黨重要幹部的此 

種舉動簡直窩囊至極。如果不

；一堂“真實的”公民教育課 !

（ 文/蛋塔帥男1
827健保鬥爭當天，總的來說，是一堂不打折扣、貨真I

價實的公民教育課！三萬群眾在持續六小時的街頭教室中，1 
I我們清楚認識到比昔日國民黨的手段更無恥、更卑劣、更棄.

民眾於不顧的民進黨政權！我們看到所謂與民眾站在同一 1 
陣線，實則只懂曝光造勢、爭功諉過的民意代表！當然，我I 
們也理解到作為勤勞大眾的權益，在這樣不負責任的政府面1 

|前如何被犧牲、踐踏！雖然我們被迫帶著憤恨離去，但當虛 
.偽與謊言一再被撕破下，我們會同樣的被迫著回來！ |

1只因這是之所以為人的一點僅存的質感！ I
1 文/蘇珊I
I 只是參與遊行前的種種準備，就讓我深深感覺到“我要

跟大家一起完成這件事”是人生一個多麼艱辛的堅持！但1 
1是，非做不可！只因這是之所以為人的一點僅存的質感！ |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敢面對群眾，站到一樓看遊行 

有什麼意義呢？

PM3:00：抗議第二現場： 

群眾在行政院廣場大鐵門外集 

結；游錫堃避不見面，替死鬼 

出面被噓

□群眾與警察在行政院廣場外鐵門的兩側相互推擠（小Yeah構

圖/咧陣繪）

（蛋塔帥男構圖/咧哮繪）

遊行隊伍隨後便馬上到了 

同樣也是由層層替代役警、正 

規警察“保護“的行政院大門 

口。行政院大門口腹地小，三萬 

人很難塞進這塊小地方。然而 

行政院門口的群眾氣勢沖天， 

嘉義工會的宣傳車三度衝撞大 

門，雞蛋與寶特瓶攻擊更是未 

曾間斷。但是，向行政院游錫堃 

的陳情卻由同樣參加遊行的二 

十二名國親兩黨立委以及工會 

代表領銜拜會，這種形勢，便 

爲這場活動的失敗埋下伏筆。 

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以及下台 

當替死鬼的衛生署長李明亮曾 

在行政院門口出現亮相，但他 

們的出現不過是希望能夠藉此 

消解群眾要游錫堃出來的要求 

。因此，他們很快就被群眾驅趕 

回去。在行政院大門裡的行政 

院廣場，劉世芳、李明亮、健 

保局總經理張鴻仁與二十二位 

抗議代表進行協調，最後甚至 

進入行政院貴賓廳等游錫堃出 

面談判。結果，游錫堃放大伙兒 

鴿子，協商終於在沒有協商的 

情況下失敗，國親兩黨立委則 

揚言關閉協商大門。

PM5:30：還是抗議第二現 

場：談判宣告破裂，群眾衝撞 

行政院廣場大鐵門；警察痛毆 

學生

既然政府毫無談判誠意， 

群眾也不需要對政府客氣了！ 

民進黨政權看準了三萬遊行群 

眾在行政院大門口外集會的遞 

減規律，當行政院大門口難以 

容納三萬群眾、而來自全台的 

遊行群眾又爲了趕回家而逐漸 

散去的時候，游錫堃就越有不 

出面的本錢。但是我們豈能讓 

他們稱心如意呢！因此，在確 

定談判破裂之後，剩下的工人 

群眾、工運團體在5點半前後 

開始集結衝撞行政院大門，群 

眾與替代役警、正規警察各自 

形成人牆，在行政院的大門兩 

邊相互推擠，鐵門搖晃宛如薄 

紙，但是警察卻不斷的搞小動 

作，用盾牌或棍子向群眾挑釁。 

在這其中，尤其可憐的是替代 

役警，在群眾與警察的推擠中， 

替代役警卻往往被迫站在第一 

線、直接站在人民的對立面，5 

點50分左右，群眾曾經喊道： 

“替代役、退下去！替代役、 

退下去！”，結果，他們真的 

退了下去，然而，鎮暴警察卻 

換了上來、鎮暴水車更在後頭 

等著上陣；尤其可笑的則是想 

要透過這場遊行謀取利益的立 

委諸公，當群眾開始推門之後， 

大家才赫然發現，那些整天叫 

東叫西的立委們竟然沒一個下 

來推，當大家把他們逼下來之 

後，卻又象徵性的推了兩三下、 

意思意思，這種猴樣兒真是讓 

人想笑都笑不出來。

最後，警察乾脆對群眾殺 

雞儆猴，兩名學生與一位工運 

人士被警察拖進行政院大門的 

另一端，用警棍、盾牌痛毆一 

頓，其中一位同學甚至頭破血 

流滿面是血― 看看！這就是 

爲了“全民福祉”而讓保費上 

漲的政府、這就是爲了 “保衛 

全民”而大搞軍事採購的政 

府，今天，爲了這個政權的面 

子、爲了打擊群眾，竟然用這 

種流氓般的暴力行徑對付學生 

。學生上街頭支援工人，爲的是 

社會的進步與公平；政府用暴 

力打擊學生，則是從側面阻礙 

學生對工人階級的支援。就在 

這場暴力攻擊之後，幾次的警 

民對峙逐漸平息，群眾在6點 

之後漸漸散去，而這場鬥爭， 

最後仍然失敗以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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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827健保鬥爭仍 

然給予我們許多啓示、仍然能 

夠引發我們省思。首先，我們看 

到了工人群眾在民進黨執政之 

後展現出來的巨大力量，讓大 

家都看到，民進黨是無法繼續 

欺騙、玩弄工人階級下去的； 

其次，面對這次活動遊行的失 

敗，那些同樣當權的國親立委 

之流要負一大半的責任。我們 

可以看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 

頭的，不是工人，卻是號稱總 

指揮或總領隊的林惠官、侯彩 

鳳這些人。這些人站在前面幹 

什麼？爲的不就是造勢嗎！我 

們又可以看到，跑去當協商代 

表然後又被游錫堃玩弄的是 

誰？還不仍然是這堆立法委員 

嗎！正是這些人，盲目的相信 

他們自己可以代表工人進行政 

院談判、正是這些人，自以爲 

自己有多崇高的地位可以讓游 

錫堃出來見他們。事實上，真正 

的實力恰恰不在他們身上，而 

在這次參加遊行的三萬工人群 

眾，如果不是這些立委不斷地 

要求群眾冷靜、要求大家等候、 

相信他們的談判成果，整場活 

動會需要等到 5 點半再來衝 

嗎？當在場群眾氣勢正高的時 

候，把人氣當放屁、把實力變 

無力的正是這群立委。當時侯 

彩鳳曾經在宣傳車上呼籲大家

“要有紀律”，然而，她是怎 

麼描述這種紀律的呢？她說，

“那些亂丟寶特瓶的人都不是 

她與林（惠官）委員帶來的群 

眾。”一一她是這樣地劃清自 

己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界線、是 

這樣地把自己的地位與工人階 

級的利益對立起來。恰恰就是 

有她這種人，才變相消解了工 

人階級的實力。試想，如果在3 

點群眾正多的時候發生5點半 

的衝撞，她會怎麼說呢？就算 

人是她帶來的，她大概還是會 

指責工人是暴民吧！其三，在 

這場遊行之前就聲明“聲援” 

但是“退出”遊行的部分醫療 

改革團體，客觀上同樣背叛了 

整次活動，他們以“影響病友 

健康”等一系列的理由跳出遊 

行，實際上，這也不過是爲了 

掩飾他們已經滿足於衛生署三 

個月後召開“醫療改革會議” 

的承諾而已。但是尤其可惡的， 

是向來號稱進步的台灣醫界聯 

盟，爲了與當朝政權一致，在 

整個反健保雙漲的運動中，竟 

完全看不到他們的影子！

民進黨對於這次活動的污 

衊更是陰險，除了政府在遊行 

之前就進行反動員之外，事後 

民進黨副秘書長李進勇竟然說 

這整場遊行被“少數政治人物

運動的失敗
文/拓爾

除了很少的幾個零星的事件外，2000至2002年台灣的 

工人運動編年史中每一較為重要的篇章，都題名為工人運動 

的失敗！

但是，在這些失敗中陷於滅亡的不是工人運動。陷於滅 

亡的是過去影響工人運動的傳統的殘餘，即那些尚未發展到 

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係的產物；陷於滅亡的是工人運 

動在2002年以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 

這些都不是工人運動的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 

失敗才能使它擺脫。

總之，工人運動向前進展並為自己開拓道路不是由於它 

獲得了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而是相反，由於它產生了一 

個團結而堅強的反革命，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政 

黨只是在和這個敵人的鬥爭中才發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黨。

而反對健保漲價運動的失敗，就是這樣的失敗。

策動”，而且跑去創世基金會 

道歉，創世基金會設在民進黨 

中央黨部附近，被遊行所干擾 

那是在所難免，但群眾爲什麼 

要遊行？不就是爲了民進黨倒

行逆施的反動政策嗎！今天李 

進勇這樣幹是意欲爲何？說穿 

了，就是要轉移一般民眾對此 

次抗議的目光，更可笑的是， 

實際上，創世基金會最近甚至

I民進黨用不實言論惡意抹黑工人群眾，民主
I倒退走！
（ 文/冷對

1 827 “全民反健保調漲大遊行”動員近三萬名來自全省

I的勞工群眾，不畏烈日，走上街頭抗議民進黨政府錯誤的健 

保調漲政策。民眾發起針對官方不當政策抗議活動，這原本 

就是民主政治之下不足為怪的事情。但是，民進黨副祕書長 

李進勇惡意抹黑工人群眾，竟然叫壤“工會群眾在少數政治

|人物策動下走上街頭”。當日發起遊行的工運團體就曾對此 

發表譴責聲明，要求民進黨不但應當收回此言論、而且應立 

即向全台勞工道歉。（見勞動人權協會828新聞稿）
]

| 然而，我們更應警覺到：民進黨高層會有這種不實的言

論，不但反映出民進黨政府嚴重漠視真實民意，更意味著長
1期號稱“民主” “進步”的政黨，已經大跨步地走向“反民 

I主”、“擁抱財團利益”的金光大道。所以，打造一個真正 

|屬於勤勞大眾的、持續“民主”或“新型民主”的體制號 

召，讓社會有真正意義的“進步"，業已刻不容緩地擺在每 

一個關心社會的人們的面前了！加油吧！

I
I 827反健保漲價大遊行有感
| 文/清大社會所硏究生彭桂枝

827當天近三萬人走上街頭，我也是當中的一份子。望 

I著從全台各地來到台北街頭的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學生以 
|及眾家媒體，心裡想著這真是浩大的陣勢，台灣已經好幾年 

沒有這麼龐大的人群齊聚在街頭了。

I 遊行的前後一直被那些專家學者、中立政黨、不想參與
|政黨惡鬥的人民，渲染成“政治化”，遊行的過程中也真的 

.如其所預料的，出現了候選人的旗幟、宣傳衣著，甚至過程 

中也有在野政黨批評執政黨的作為，帶著群眾高喊“阿扁下

I臺”的口號的情形出現，也有遊行民眾近傍晚時刻就準備收 

|拾旗幟回家。但是827近三萬人的遊行可以就這樣輕易用 

“政治化”來解讀嗎？

I 猶記得2001年核四宣佈要復建的那一次反核大遊行與 

2000年沉浸在核四停建的勝利氣氛中那次遊行，兩次遊行 

相較，第二次群眾明顯減少了許多。原因除了勢在必行的核 

四復工案之外，還有夾雜年底立委選舉的敏感時機，許多在

I 2000年走上街頭的人，認為這次上街頭的意義性不大，所 

以他們選擇不上街頭。結果那次遊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草草

1結束，最後徒留核四在地居民無奈、孤單地在反核。

從反核大遊行的前後發展，我們再來看827的遊行，827 
|的確有它的不完美之處，但是他們表達的聲音和訴求，他們 

願意走上街頭的心，卻是值得被尊重和肯定的，“政治”是 

什麼呢？是表層的政客之間的鬥爭，還是每個人民都有機會 
|表達自己的意見呢？近三萬人攜家帶眷，放棄一天的工作所 

|得，用上百台的遊覽車、透過各種交通方式，從各地來到台 

北街頭，這樣的經濟成本豈是“不理性”、“政治化”可以 
1來解釋的呢？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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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尋求讓街友（遊民）免 

費辦健保，天曉得李進勇有什 

麼臉去創世！又如行政院秘書 

長劉世芳在活動結束之後，刻 

意對媒體低估本次參與遊行的 

人數以及誇張遞減狀況，這種 

無聊的手段，現在民進黨政權 

也開始用得順手起來了！

最後，我們必須要看到， 

我們絕對不能期待國親等政治 

勢力可以爲我們爭取到福利， 

如果我們相信他們，那就真的 

是在相信“少數政治人物”， 

我們也將真的變成被少數政治 

人物“策動”的一群，他們所 

謂的“關閉協商大門”不過是 

自尋被動地位，是不會有好下 

場的；而工人運動是不是能擺 

脫這些“少數政治人物”的陰 

影，讓工人階級直接站上自己 

的舞台，這則是大家所要共同 

努力的！至於我們學生，只有 

堅決地依靠工人階級，才能在 

未來社會變革裡起到更爲積極 

的作用！這次健保鬥爭的失 

敗，不見得是壞事，但要讓失 

敗也能有正面的效應，只能有 

賴於我們的努力了！ ©

想要看更多關於827健保鬥爭的相關圖片嗎？馬上上網，就到：http://taiso.LaborRights. net

■帝國主義反恐動態：美帝反恐戰爭再起硝煙

.伊拉克人民的生命就不是命 
嗎？伊拉克國家的前途難道 
需要美國來決定嗎？美國大

［緊急特稿］

/反恐個屁！台灣

兵在世界各地屠殺的人民還 
不夠嗎？ 絕對不能支援美國的侵伊

台灣絕對不能當美帝國 
主義侵略戰爭的幫兇！

戰爭!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B
僅在9月6日（台北 

時間）美英戰機全面 

空襲伊拉克之後兩 

天，9月8日上午，陳水扁所召 

開的“三芝會議”竟就馬上通 

過台灣全力支持美國的“反 

恐”行動。一個長期自稱“主 

權獨立”的小朝廷，今天，爲 

了向美國主子哈腰示好，竟將 

全體台灣人民的尊嚴與帝國主 

義侵略戰爭掛勾在一起，讓台 

灣人民變成帝國主義的幫兇！

以支持美帝國主義反恐 

戰爭爲前提的“三芝會 
議”到底開出了什麼結 
論？

其中，“三芝會議”的 

“十點結論”這麼提到：“一 

年前的‘911’恐怖攻擊事件 

讓美國人民及政府付出慘痛的 

代價，也讓國際社會對全球安 

全的思維有了新的視野，更充 

分體認反恐是追求和平的積極 

手段。我們堅定支持美國政府 

的反恐行動，並願意繼續以具 

體行動參與。”接著又說：

“今天的恐怖主義已經是無孔 

不入，所以全世界幾乎都籠罩 

在它的威脅之下。包括：中國 

加速發展類似於恐怖主義攻擊 

手段的超限戰方式，已嚴重威 

脅我國家安全及台灣人民福 

祉，我們嚴加譴責，也呼籲國 

人應提高警覺。”。

台灣人民沒有選擇嗎？台 

灣人民不能選擇嗎？難道，台 

灣人民就只能站在帝國主義這 

邊而讓全世界反帝、反侵略的 

戰鬥人民所亂笑嗎？恰恰相 

反！我們有選擇、我們能選 

擇！一一我們的選擇不是別

口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 ） 

與伊拉克國旗。我們應當知道，薩 

達姆是伊拉克人民“一票一票”選 

出來的，就算他眞的很可惡吧，只 

要美帝國主義不中止對伊拉克的侵 

略，他仍然會是伊拉克人民的不二 

選擇（天曉得爲什麼台灣會翻成與 

原發音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海珊或哈 

珊/咧嚐繪）

http://taiso
http://taiso.Labor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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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反對民進黨以反恐之 

名阻礙中國反帝統一、反對美 

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軍事侵 

略、反對民進黨當局讓台灣人 

民加入這場荒謬的“反恐”大 

合唱。

所謂的“反恐戰爭”，其 
實關鍵在於反恐“戰 

爭”、而不是什麼“反 
恐”戰爭――這就是美 

帝的侵略邏輯！
從去年的911事件以來， 

民進黨當局不斷地透過各種宣 

傳管道，向台灣人民灌輸“支 

持美國=反恐戰爭”的侵略邏 

輯。我們固然承認“反對任何 

形式的恐怖主義活動”在總方 

向上是正確的，但我們同時必 

須要知道，。對於恐怖主義活動 

的界定是有傾向性的，如果不 

分清楚這些恐怖活動的後台， 

盲目的“反恐”，無疑就是為 

帝國主義造橋鋪路，最終被踐 

踏的，只會是我們自己！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垮台之 

後，形形色色的“反恐戰爭” 

也在全世界不同角落開打：從 

日本、菲律賓、尼泊爾、甚至 

到眾所週知的伊拉克、巴勒斯 

坦――美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反 

恐戰爭，不斷地暴露出恣意指 

控、無的放矢的狼子野心；而 

每個號稱支援反恐、或者“正 

在反恐”的美帝附庸國，更趁 

機讓國安體制在現實或法律上 

得到復辟。

台灣反恐？恐怕是意 

在言外吧！
從“大溪會議”討論反 

恐、到“三芝會議”決定支援 

反恐和美軍侵伊行動，民進黨 

政權幹的一切勾當全都是服務 

於美帝國主義的利益。“三芝 

會議”的最終目的其實絕非反 

恐，說穿了，其實就是找藉口 

來阻礙中國的反帝統一，他們 

搬出 “類似於恐怖主義攻擊 

手段的超限戰”的說辭來界定 

彼岸武力，這種行徑就跟美帝 

國主義把伊拉克、巴勒斯坦、 

菲律賓新人民軍定義成“恐怖 

主義”是一樣的道理，無聊至 

極、了無新意。以色列對於巴勒 

斯坦的長期侵略是被聯合國清 

楚定義為“國家恐怖主義”的 

例證，沒有帝國主義撐腰、國 

家恐怖主義不會存在；今天， 

長期爲美帝國主義搖旗吶喊、 

狐假虎威的台灣當局，竟然用

“恐怖主義”、“類似於恐怖 

主義”來指控彼岸武力，這種 

說法根本就是自打嘴巴、笑人 

大牙！如果真要說誰搞恐怖主 

義的話，可以隨意認定他國侵 

略行爲、限制國民自由、復辟 

國安體制的日本“有事法制” 

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那麼民 

進黨當局爲什麼不但不去反對 

這種以鄰爲禍的體制，反而還 

甘於這種體制的“保護”、在 

帝國主義主義的撐腰之下與大 

陸唱對台戲呢？

“國安會秘書長” 邱義 

仁在“三芝會議”結束後表 

示，在外交戰略上，如日本因 

爲反恐而有法律修改，東南亞 

國家也因此有所調整，美軍一 

到六月甚至還在菲律賓合辦反 

恐演習，“國安會並從戰略角 

度來談反恐在外交與戰略上及 

人力配置與組織的調整。” 一 

一這種談話是什麼意思？難道 

台灣也要像日本一樣大搞反恐 

立法、讓美軍重回台灣、讓台 

灣從裡到外徹徹底底地依附於 

美國、置於美帝國主義的血腥 

濃霧之中嗎？不！絕對不行！

台灣人民當然應該站 

在正義的一邊――但 

這絕不是指美帝國主 

義！
2001年2月16日，美軍利 

用高新技術導彈對伊拉克發動 

攻擊，當時，巴格達方面就宣 

稱，十年來伊拉克從未屈服，

伊拉克不是台灣，美國帝國主 

義更不必夢想要把伊拉克台灣 

化――姑且不論台灣的依附地 

位早已在國際上被各國看透的 

事實，我們仍然要看到，台灣 

現在正是帝國主義的幫兇，而 

伊拉克則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 

受害者；十年前老布希用中東 

人民的鮮血染紅了波斯灣洋 

面，今天，嗜血的小布希竟還 

要再殺一次！然而，只要美帝 

不停止侵略，全世界被壓迫人 

民的鬥爭就不會終止！美國的 

反恐戰爭是蚍蜉撼大樹，鎮壓 

不了人民的反抗的！爲此，我 

們強烈呼籲：

打倒帝國主義反恐侵略戰爭！ 

反對美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軍 

事侵略！

反對台灣支援美國反恐行動！ 

聲援伊拉克人民的正義鬥爭！ 

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民族， 

聯合起來！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公元2002年9月8日®

■人民反抗鬥爭：韓國反美氣勢高漲

美軍坦克壓死韓國女學生，駐韓 
美軍拒絕移交審判權，鬥爭愈趨 
升級！

今年6月，在韓國京畿道的一條公路上，美軍坦克壓死 

了兩名女中學生。由於駐韓美軍擁有治外法權，審判權便只 

能由美國政府操控。因此，雖然韓國法務部在7月10日要求 

美軍將審判權移交給韓國方面，駐韓美軍卻仍然在 8 月 7 
日，以“未有先例”的理由，通報韓國法務部，拒絕將兩名 

肇事美軍的審判權移交給韓國方面。

此後，全韓示威抗議不斷， 150多個社會團體因此組成“女 

學生死亡事件泛國民對策委員會”，展開更爲廣泛的全國性鬥 

爭，八月中旬，首都漢城的學生們發動了反美示威。約1000 
名韓國人參加了示威活動。®

□ 8月13日，進步的韓國學生們發動示威集會，要求駐韓美軍應 

當尊重韓國主權，調查事情眞相，要駐韓美軍滾出韓國去！（新 

華社圖片）



風停i 7uo Ji Zhu Yi / The Internationalism
http://taiso LaborRights. net

■帝國主義反恐動態：菲律賓反恐戰爭箭在弦上

[2002/8/19新聞稿]

艾若育正在準備戰爭
文/菲律賓人民第一黨(Bayan Muna )

艾若育奪權之後，先是表面上是以 

清剿阿布沙耶夫大開殺戒，但實際上卻 

是要掃蕩長期反抗菲律賓反動政權的新 

人民軍。現在，當阿布沙耶夫暗中受美、 

菲政府扶植的消息被揭發之後，他們乾 

脆直接說新人民軍是恐怖份子，要把反 

恐戰爭的矛頭指向新人民軍——更激烈 

的戰火馬上就要展開了！

今天，人民第一黨(Bayan Muna) 

發表了一篇關於譴責艾若育總統(Gloria 

Macapagal-Arroyo, GMA )造成政府與民族 

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之 

間的談判破裂的聲明。聲明中表示，一切 

和平前景的終止，都是政府當局的法西 

斯軍事體制、以及企圖以此解決上升中 

的革命動盪之結果。

人民第一黨的副秘書長羅伯特．

德•卡斯特羅(Robert de Castro )表示， 

這場和平談判是“艾若育當局在美國全 

力支持下的第一個戰爭犧牲品”，他們 

意圖藉由這場戰爭，打擊他們想像中的 

共產主義組織。他補充說：“爲了支持 

她對美國所有命令的盲目服從、以及在 

她遊說之下對各種反對意見所造成的種 

種鉗制，艾若育已經爲此犧牲了菲律賓 

人民對正義以及持久和平的嚮往與追求

0

他斷言，艾若育在增加軍事預算上 

的意圖“只是暴露了她的法西斯軍事性 

格，從而更進一步地透過其嗜血之癖好、 

美國訓練且資助下的傭兵、以及將菲律 

賓的軍事力量而替代之0”

“政府爲2003年所提出的預算實際 

上就是戰爭預算”德•卡斯特羅這樣說。 

儘管基本的社會服務基金的需求實際上 

更爲急迫，這項預算卻也證實了關於下 

個年度已經相當貧乏的預算將會撥出相 

當大的部分到軍事開銷上的新聞報導0 

德•卡斯特羅又說：“正當廣大的群眾 

正在要求增加工資、學校建築、住宅供 

應、以及其他以服務導向爲主之方案的 

時候，政府卻總是往反面去做0這根本就 

是對於人民利益的徹底背叛！”

他更進一步的揭露：“這會兒很像

是馬可仕(Marcos)那個時代的光景，當 

獨裁者逐漸感受到孤立的時候――艾若 

育――就在她絕望地意圖維繫其權力的 

同時，她卻只能更加依靠軍隊！”德• 

卡斯特羅說0

他補充說：“就在執政聯盟的政治 

崩潰不可避免、艾若育執政期間黨派衝 

突的尖銳化、以及她甘願充當美國傀儡 

而全面地拋棄所有的菲律賓人民的時 

候，這一切都迫使她只能以確保軍隊以 

作爲她的救命草0”

“在這個政權斷然地致力於以爭取 

美國支持爲藉口而不斷地向美國示好的 

背後，他們所不斷的吹捧而且曲解誤導 

的反恐戰爭，其實全都是艾若育事先計 

畫好並不顧一切地維繫其權力直到2004 

年的手段。”德•卡斯特羅表示，花在 

“炸彈與子彈” 上的預算“顯然無法 

解決這個國家眼下正遭遇的危機，反倒 

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爲這個政權邁向 

軍事支配以及槍桿子統治鋪好道路0” 

他警告，假使我們絲毫不發出反對的聲 

音，艾若育的鎮壓運動將會繼續，而且 

將導致公民自由被公開的限制與削減0 

(本文由菲律賓人民第一黨提供；呢・

噢嘶吐咯啸噺時同志翻譯)

飛彈不買、健保不漲！
8月13日，爲了反對陳水扁當 

局所謂“一邊一國論”的荒謬論 

調，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與勞動黨、 

勞動人權協會等團體，到民進黨中 

央黨部抗議0我們認爲兩岸必須在 

反帝的基礎上實現民族的自主統一 

0只要在美日帝國主義支配下，任何 

形式的“台灣獨立”都只能是“帝 

國主義依附”0台灣當局如果有錢 

繼續買飛彈對抗大陸，爲什麼不把 

這些錢拿來補貼健保呢？ ©

http://ta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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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交流：劉進慶教授返台特報

□劉進慶教授與與會同學們合照，中立者為劉教授、左起 

第四位是勞動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同時也是台灣 

被關最久的政治受難者，長達34年）

―青年學徒們前途無量/

劉進慶教授返台座談會略記
劉進慶教授，台灣省雲林縣人，1972年獲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攻後進型國家發展與中國經濟硏究。當時，爲了他的博士論 

文，台灣政府指控其“叛亂”，不但吊銷了他的護照、更讓他因此長期不能回到故鄉台灣。他這篇讓台灣政府驚恐至極的論文，就 

是現在硏究台灣史者必讀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中譯本由人間出版社出版）。

然而，即便劉教授長年旅居日本，他卻仍然致力於台灣的民主化與祖國再統一運動。今年的7月28日，應台灣“新民主論壇” 

之邀，劉進慶教授特別回台，向台灣的同胞們闡述其關於兩岸三通與台灣經濟發展的看法。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有幸，在7月31日的時候，邀請到劉進 

慶教授在勞動人權協會與青年學子們對談，除了暢談台灣目前的 

經濟形勢與三通之必然性外，劉進慶教授更特別針對“反帝”的 

議題，向同學們發表他的看法：

劉教授認爲，今天不管怎樣談中國大陸跟台灣的發展道路， 

重點都必然還是在“反帝”。兩岸關係後面總是壓了一個美國， 

不管是政治或是經濟，兩岸現在會處在這麼不平等狀態底下的原 

因，都是因爲背後有一個美國帝國主義勢力在作祟。

所以我們台灣人民真的要爲自己做著想，替自己作一點事情 

。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有兩個力量：民族主義跟社會主義。到底是 

哪一個力量在抵抗帝國主義呢？劉教授認爲，起碼在二十世紀的 

經驗法則裡面，民族主義的力量在反帝的鬥爭中是最有效的。至 

於社會主義的力量是另外一個層次，換句話說，就是看二十一世 

紀了！

劉教授表示，兩岸三通是不可不由的趨勢，因爲，台灣與大 

陸之間的經貿關係在這十年以來，透過台灣對大陸非常不平衡的 

貿易順差，台灣才因此完成了 90年代的經濟轉型，而這種順差 

實際上就已經意味著在經濟上，兩岸“已經是一國兩制” 了。所 

謂“大陸倂吞台灣”是台灣當局的虛嚇、只有“台灣經濟依靠 

大陸”才是實像；單靠意識形態掛帥與美國帝國主義撐腰是養 

不活全台灣2300萬人的；相較之下，大陸經濟的發展卻有能力 

再次推動台灣經濟轉型升級。因此，兩岸在政治上的統一會是利 

於台灣人民、挫敗帝國主義野心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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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慶教授為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與致力於反帝運動的同 

學們題字：“青年學徒們，前途無*! ”

國 際主義公元二0二二年九期
Guo Ji Zhu Yi / The Internationalism No.2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 口《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本期撰稿人】嚐者如斯夫、蘇珊、蛋塔帥男、冷對、彭桂枝、拓爾 【攝影】小Yeah、蛋塔帥男【插畫】咧嚐 

【特約翻譯】呢•噢嘶吐咯咈嘶暗 【綱址】http://taiso.LaborRights.net【電子郵件】taiso@mail2000.com.tw

Kiso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 peri a 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亞洲學生協會（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SA）中國台灣地區會員

http://taiso.LaborRights.net%25e3%2580%2590%25e9%259b%25bb%25e5%25ad%2590%25e9%2583%25b5%25e4%25bb%25b6%25e3%2580%2591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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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國際主義 解放・民族统一！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主辦 ■《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出版日期：公元2002年10月19日

“假反恐、真侵略”，這就是美帝國主 

義！台灣絕對不能加入這場荒謬的反恐 

大合唱！絕對不能作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的幫兇

國際連帶使節團（ISM ）反對美國對菲律 
賓軍事介入的聲明

No.[3]
公元2002年10月

■本期專題：恐怖攻擊再起與帝國主義的“反恐”侵略戰爭：菲律賓形勢介紹

“假反恐、眞侵略” 這就是美帝 主義!, 或
台灣絕對不能加入這場荒謬的反恐大合唱！絕對不能作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幫兇

1
0月12日晩間，印尼 

巴里島發生180多人 

炸死、300多人受傷 

的大規模爆炸案，國際社會彷 

彿又陷入了一陣恐怖攻擊的陰 

影之中。而也不過就幾天，菲律 

賓地區便發生了連續且頻密的 

炸彈攻擊事件：在17日，南部 

港市三寶顏發生兩起造成至少 

6人死亡、149人受傷的強烈爆 

炸；18日，馬尼拉郊區的馬卡 

蒂鎭則發生手榴彈爆炸事件。 

但是，僅僅在印尼以及三寶顏 

17日的爆炸事件之前，三寶顏 

在10月2日便已發生過爆炸， 

而且由於使用的炸彈與17日 

的炸彈同型，所以更確定是同 

一幫人幹的攻擊行動。

在印尼，被指控發動攻擊 

的組織是傳說與“基地”組織 

有關係的激進武裝團體一一 

“伊斯蘭祈禱團” （Jemaah 

Islamiyah）；在菲律賓，被指 

控與爆炸案有關的，則是名爲 

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的土 

匪。這兩股勢力，在各自的國家 

有其發展方式與目標，但共同 

的是，他們都是帶有強烈伊斯 

蘭色彩、或是打著伊斯蘭旗號 

的武裝團體。因此，在以美國爲 

首的反恐戰爭開打之後，他們 

所認定、所塑造的反恐對象， 

往往就是一種以狂熱的伊斯蘭 

教徒面貌出現的形象。

姑且不論美帝國主義及其 

最堅定的“盟友”（英、日） 

過去是怎樣定義他們迄今還沒 

能“除掉”的老敵人（最明顯 

的就是小布希恣意指控的“邪 

惡軸心"：北朝鮮、伊朗、伊 

拉克）。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 

美日英等國所訂出的敵人新定 

義，忽而又適用於這些老敵人 

了！

或者這樣說：對於美帝國 

主義而言，不存在定義中的敵 

人、只存在對敵人的定義—— 

他們可以用任何藉口去誣陷所 

有妨礙他們利益的政府、組織、 

乃至個人（所以盟友同樣也能 

變敵人），從而劇除跨國壟斷資 

本面前的一切障礙，至於理由 

是否過時，那不重要，因爲， 

反正過時了就換一個——而這 

恰恰正是對美國所有侵略戰爭 

的最佳定義。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美 

國所帶動的“反恐”歪風正在 

全世界吹起。像阿富汗、伊拉克 

這樣的國家，因爲被指稱與恐 

怖主義組織有關，所以被美國 

亂打一通。在尼泊爾，長期與政 

府對抗、廣受被壓迫人民歡迎 

的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 

游擊隊，則在去年年底被尼泊 

爾官方定義爲恐怖主義組織； 

在日本，《恐怖對策特別措施 

法》的通過更讓日本自衛隊轉 

化爲侵略性軍隊、日本法西斯 

國安體制也透過“反恐”名號 

而借屍還魂，整個日本正在急 

速向右傾斜。

菲律賓的狀況則有値得我

□國際連帶使節團（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ission） 7 月 24 日 

至31曰的活動主題海報，以美國國旗為底色的鷹爪，在帝 

國主義發動的陣陣黑雲濃霧中伸向菲律賓，而抵抗美帝國主 

義勢力將軍事武裝重新部署在菲律賓，正是當前菲律賓以及 

全世界反帝反侵略的戰鬥人民所堅決支持的！

們在此一談的現實性：1991 

年，美軍基地（克拉克空軍基 

地、蘇比克海軍基地）迫於菲 

律賓人民的鬥爭而撤出菲律 

賓，其後美軍始終想要用各種 

手段回到菲律賓，對於當權的 

菲律賓政府當然也一樣。因此，

《美菲軍事參訪協定》（VFA, 

Visiting Force Agreement）的簽 

訂，就讓“全”菲律賓變成美 

軍基地。911之後，美國以“反 

恐戰爭”的名義，派軍進入菲 

律賓呂宋島中部和民答那峨打 

擊阿布沙耶夫；然而這群土匪 

實際上卻是美國中情局所培養 

的一一換句話說，這是假敵 

人；美菲軍隊所要打擊的真正 

目標，是阻礙美國跨國壟斷資 

本在菲律賓獲取商業、軍事利 

益的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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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族民主解放陣線――這 

不但是美帝國主義長期的老敵 

人、更是現在菲國政府已經定 

義為“恐怖份子”的“新”敵 

人。

因此，下面我們所刊載的 

《國際連帶使節團(ISM)反對 

美國對菲律賓軍事介入的聲 

明》就是揭露美帝國主義反恐 

侵略戰爭真面目的一篇精采報 

告。菲律賓有強大而進步的人 

民運動，而帝國主義勢力與菲 

國政府的勾結，讓反恐戰爭的 

本質在人民鬥爭與反動勢力之 

間的矛盾中更顯突出。

固然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 

恐怖主義活動，然而美國所謂 

的反恐戰爭，是帝國主義的侵 

略戰爭，是用人命換金錢、主 

權換霸權的險惡陰謀，這種掛 

羊頭賣狗肉的侵略戰爭，我們 

斷然不能支持！

千萬不能忘記，現在台灣 

的當權派也很想把台灣拉進這 

場反恐鬧劇，就像85年前北洋 

政府的段祺瑞要把中國拉進一 

次大戰藉以借款擴軍一樣。無 

論是大溪會議還是三芝會議； 

無論是定義大陸“類似恐怖主 

義”或是台灣支持美國打伊拉 

克――台獨反動派為了滿足其 

獨立美夢，甘作美帝國主義的 

走狗，拉台灣人民淌這種渾水。 

我們應當從菲律賓“反恐”戰 

爭血淋淋的現實中看到台灣可 

能的前景。然而，只要我們覺醒 

了、團結起來了，這種悲哀的 

前景是可以避免的。

多說無益，就讓我們直接 

開始吧！ 9

助 際連帶使節 (ISM)反對美 次 對菲律賓
軍事介入的聲明 2002年7月24日〜31日

m們,68名來自菲律賓、 
二PC澳洲、奧地利、比利時、 

」人荷蘭、加拿大、中國(台 

灣)、日本、韓國、美國，參加 

國際連帶使節團的團員自今年 

7月24日至31日參訪了讚巴安 

峋(Zamboanga)、巴西蘭、三 

多斯將軍市(General Santos 

City)以及馬尼拉等地。

我們此行的任務是：收集 

事實、評估美軍進駐所造成的 

衝擊以及支持菲律賓人民反對 

美軍軍事介入的鬥爭。我們見 

到了來自兩方面的數幾百人， 

一方面是在發動美軍所主導的 

“並肩作戰 02-1” (balikatan02 

－1)行動開始前及行動期間人 

權受到嚴重侵害的那些人，另 

一方面則是支持美軍進駐的支 

持者。

在此期間我們聽到了令人 

震驚的證言，並已看到了足夠 

的證據，使我們得以提出以下 

結論：

1. 美國士兵直接地參 

與了突襲和射擊一 

位在家中非武裝的 

平民；

2. 在艾若育的政權之 

下的人權侵害並沒 

有減少，美軍並且 

教唆這樣的暴行

3. 美軍支持驅離和侵 

害回教徒及其他菲 

律賓人(包含女性 

及孩童)權利的作 

戰行動。

其中最重大也最吸引國 

內外媒體注目的，是發生在巴 

西蘭島土布蘭鎮(Tubulan) — 

個小村落裡，一個美國士兵槍 

殺非武裝平民晡庸晡永

(Buyong Buyong )的事件。

晡庸晡永．伊斯尼加

(Buyong Buyong Isunajaru) 的 

母親與妻子站在數百民市民以 

及國際連帶使節團(ISM)的成 

員前提出告發時表示，7月25 

日午夜，菲律賓與美國士兵的 

混合小隊連搜查狀都沒有，就 

擅自入侵她們的家。負傷的被 

害者在事後被軍方帶走，但他 

的家人至今仍不知他的下落。 

其他的親戚、鄰居和醫務人員 

證實了這個消息。

□ KMU (五一工聯)為了 8月

2曰在美國大使館前抗議而 
準備的艾若育道具

ISM 的代表們對美兵直接 

參與入侵民宅、槍擊、逮捕一 

位平民的事實提出譴責。這種 

不問被害者是否犯罪即採取行 

動的做法，甚至於都明顯違反 

了現有進駐美軍徒具虛文的

□ISM行前活動報告會

《參考準則》(Terms of 

Reference)。美國士兵似乎已經 

繞過了菲律賓的政府機關，於 

自由授權下，甚至在地方事務 

上扮演了軍隊與警察的角色。 

這是建立另一個越南的前兆。

菲律賓與美國的軍方及政 

府的行為及充滿矛盾的聲明， 

更證實了我們代表團所看所聽 

到的證言。他們先是全盤否認 

發生過任何事件，再慢慢逐步 

承認其中一些，在面對無法反 

駁的鐵證前，企圖用叫ISM代 

表團是“猴子”的方式來破壞 

我們的信譽，並將敢於揭露這 

個重大事件的我們污衊為阿布 

沙耶夫(Abu Sayyaf)的支持者

O

我們得知美軍參與人權的 

侵害已不止於地面上。根據目 

擊者的證言，他們在菲律賓軍 

人闖入民宅逮捕無辜民眾之 

前，看到美軍的間諜飛機盤旋 

空中數小時之久。也有報告指 

出，由於美軍間諜飛機提供消 

息，導致三名蘭它萬

(Lantawan)沒有武裝的漁民 

被屠殺。美國飛機也在巴西蘭 

及蘇露(Sulu)諸島的沿岸水 

面上丟棄有毒廢棄物鐵桶。

這個期間我們訪問了一些 

社區並聽到了許多家庭和受害 

者人權遭到嚴重侵害的證言。 

如兒童被槍殺的案件、對好幾 

十位回教徒及其他菲律賓人恣 

意的逮捕、拷問和監禁。僅僅因 

為得到100萬披索的匿名消息 

人士指控，他們就變成了阿布 

沙耶夫的成員，關進擁擠的牢 

房，其中最年輕的只有14歲。 

一小部分的被囚者告訴我們， 

他們遭到菲律賓軍人嚴刑拷打

O

來自於Zamboanga市、巴 

西蘭(Basilan)、山多斯將軍市 

(General Santos)的漁民、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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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婦、村議會的成員、甚 

至包括警察在內的好幾十人不 

顧軍隊、警察隊始終都伴隨身 

邊的壓力以及沉重的個人風 

險，為了與ISM參加者會面撥 

出時間，甚至招待他們至家中 

作客。他們告訴我們今年1月 

美菲聯合軍事行動開始之後， 

他們遭到騷擾、傷害以及心愛 

家人慘死的故事。

□在Zamboanga體育場內的

反美軍活動

有時他們會因為因壓抑不 

住憂傷的情緒而流淚。有一位 

女性證人，她11歲的孩子被菲 

律賓士兵強行拉走，她說到後 

來他的孩子與其他三個據說是 

阿布沙耶夫同黨的人一同被處 

死，之後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菲律賓軍隊總是四處編造荒謬 

的故事來對付被害者。例如一 

個穆斯林男性囚犯就解釋說， 

儘管他的兄弟就是被阿布沙耶 

夫所殺，但他仍然被控告是阿 

布沙耶夫的成員。

還有女性和未成年者受到 

欺凌和被逮捕，在沒有醫療設 

施的情況下無罪入獄等令人毛 

骨悚然的事情。至少有一位拘 

留中的女性造成流產。他們和 

其他被殺、被逮捕入獄的人唯 

一的“罪過”，似乎就因為他 

們是住的這個地方的回教徒， 

讓數千名菲律賓軍隊與數百名 

美軍以最先進的武器在他們之 

間製造恐怖。

□ISM民達那正卜組調查討論

會

我們這些ISM的成員也聽 

到了阿布沙耶夫與菲律賓軍隊 

及地方政府密謀的證詞。西里 

羅•那寇爾達(Cirib Nacorda) 

神父，這個被阿布沙耶夫綁架 

長達2個月人質的可靠消息來 

源指出，。他在被囚禁時聽到了 

阿布沙耶夫與軍隊和地方政府 

官員之間的談話，也目擊到他 

們會面時的情況。

在這明顯的共謀當中最令 

人震驚的就是2001年6月2日 

阿布沙耶夫的成員和首領從巴 

西蘭拉米坦(Lamitan )的荷西• 

扥列斯(Dr. Jose Torres)醫院 

所謂的“逃脫”事件。根據目 

擊者證實，和人質一起佔領這 

棟醫院的阿布沙耶夫成員，雖 

然被菲律賓軍隊層層包圍，但 

菲律賓軍隊卻給他們機會在毫 

髮無傷的情況下在大白天大步 

從醫院大門走出去。

眾所週知，阿布沙耶夫的 

創始者們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直接招募和訓練，用以 

參加1980年代美國所支持的、 

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許多 

報告指出，阿布沙耶夫從一開 

始就由菲律賓軍隊所操縱，在 

回教徒和惡名昭彰的合法團體 

間製造恐怖和爭端。而這些事 

件為美軍干預菲律賓內政提供 

了方便的藉口。所以美國的軍 

事介入根本無法終止這群盜匪 

與菲律賓國軍狼狽爲奸。

在巴西蘭，我們看到了貧 

困與飢餓正席捲這個省。美軍 

所發動的包括醫療派遣或基礎 

建設整備作業等的市民行動， 

根本沒有解決人民的基本問題 

。相反地，他們不過是依照古老 

的反叛亂策略，藉此來收集情 

報、緩和人民的反彈，藉此使 

他們服從、依存。

ISM 參加者了解到美軍 

並不會如約定般撤離。據消息 

指出，160名美軍特種部隊在7 

月 31 日之後也將繼續駐留巴 

西蘭與蘇祿。在這些地區，空襲 

與大量的軍事行動造成數以百 

計的房屋被破壞焚毀，居民被 

驅離。

另外我們也知道了美軍也 

插手菲律賓其他地方的事情。 

現在有1400名美軍在呂宋島中 

部，特別是曾是美軍基地的克 

拉克空軍基地與蘇比克灣周圍

□人民之子(Anak BAYAN)的集會演出

活動，進行軍事演習或保養。 

在這些地方已傳出賣春的增 

加、對孩童性虐待以及阿依塔 

(Aeta)原住民社區遭到驅逐 

等事件。

□明明鮪魚漁源早已枯竭但卻 

不但擴建的漁港，實際上是 

在為美軍建設軍港

在山多斯將軍市，ISM的 

成員對當地的機場、馬卡爾 

(Makar)貨櫃碼頭、漁港及一 

個豪華旅館在內的一些設施進 

行調查後，得出結論，這些設 

施遠遠超過當地民眾實際需要 

。事實上，這些大型的基礎建設 

是最近由美國資助建立的。這 

不禁讓人懷疑這些設施具有未 

來供美軍使用的戰略的軍事價 

値。同樣令人難以了解的是，今 

年4月24日，3名無辜的穆斯 

林組織者在一次粗暴的診所突 

擊之後，非法地遭到逮捕拘禁， 

而這個診所與新愛國陣線 

(BAYAN)及人民第一黨 

(BAYAN MUNA )有組織聯繫

JSM成員到山多斯將軍市立 

拘留所訪問了這三人，得知警 

察指他們個別地與阿布沙耶 

夫、穆斯林伊斯蘭解放戰線

(MILF)、新人民軍(NPA)有 

來往。他們藉著暗示這些團體 

之間互有來往在人們之間製造 

恐怖，將國家暴力正當化並加 

強軍隊在這個地區的部署。

□旅館內可疑的軍用機械

ISM 了解到美軍協助菲律 

賓軍隊進行訓練與軍事演習只 

是藉口，實際上這是布希政府 

虛假的“反恐戰爭”的組成部 

份。美國政府利用911攻擊事件 

作為藉口，加強了其國內的壓 

迫政策，取消了市民實際上的



4
自由權，並特別以回教徒作爲 

打擊的目標。在海外，華盛頓則 

用與日劇增的侵略和無國界的

“反恐戰爭”攻擊那些維護主 

權、反對美國經濟及政治宰制 

的各民族人民。

當ISM通過公開集會分享 

他們的所見所聞時，巴勒斯坦、 

伊拉克、哥倫比亞、阿富汗、 

古巴及其他國家人民卻已經受 

到與日劇增的戰爭攻擊。另一 

方面，贊同布希政策的美國及 

其他國家，美國等國家正在進 

行以韓國及日本的移住勞動 

者、移民、有色民族、勞動者 

和組織者爲目標的“國內戰 

爭”。然而，他們的壓迫政策也 

證實了這些國家各民族的奮勇 

抵抗。

美軍進駐菲律賓是向反對 

美國支配與壓迫，包括新人民 

軍(NPA),回教伊斯朗解放陣 

線(MILF八回教民族解放戰 

線(MLNF)的各派，甚至合法 

的民主人民運動在內的組織開 

戰。在過去數月間，作爲合法政 

黨的人民第一黨(Bayan Muna) 

的黨員中有23人被殺、6個人 

失蹤。

同時，華盛頓軍事介入菲 

律賓的是美國強化其世界霸權 

地位的動作之一。它意圖保障 

和加強美國公司在民答那峨 

(Mindanao)、菲律賓的其他部 

份以及亞洲的土地、市場、資 

源的控制。它的目標是建立永 

久性的軍事基地及駐軍，把菲 

律賓當作攻擊亞洲及其他各族 

人民的據點。

美國國務卿包威爾在8月

2日至3日的菲律賓訪問之行 

中，希望對新的《美菲相互後 

勤支援協定》(MLSA)進行最 

後確認。這項協定將延長、擴大 

並鞏固美軍在菲律賓列島的進 

駐，並保障美軍及其戰爭的進 

駐物資。

ISM的參加者認爲，艾若 

玉政府應該要爲其屈從於布希 

政權虛假的“反恐戰爭”計劃 

並將其輸入菲律賓領土，以及 

給予美軍自由干預國內事務的 

權力負責。同樣地，她還必須爲 

嚴重的侵害人權及侵害菲律賓 

人民的主權與民主權利負責。

就在10年前，菲律賓民眾 

勝利地將美軍及美軍基地趕出 

他們的土地。得到世界人民的 

支持的菲律賓人民，有能力、 

也終將再次將美軍趕離他們的 

國土，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因此，我們，ISM的代表 

們在2002年7月30日的今天 

決議：我們必需維持並強化已 

經建立的連帶關係，，並發展出 

一致的行動倡議來終結美國的 

軍事介入。我們要在菲律賓、乃 

至於全世界、升高對美國帝國 

主義的全球抵抗。我們將團結 

起來爲下述的目標團結戰鬥：

――所有的美軍部隊需立 

即、全面並永遠地從菲律寶撤 

離；

――要求審判美軍和菲律 

賓軍隊對菲律賓人民，及所有 

人權受侵害的被害者所犯下的 

暴行；

――驚止美國所主導的侵 

略和介入，不論其藉口為何；

己美軍h殺巴西蘭住民，ISm對0所招開的記百會

基於以上我們共同的信 

念，我們已經採取了下述的行 

動計劃：

要求起訴在土布蘭 

(Tuburan)槍擊並違反人權的 

美軍士兵；

發起運動要求無條件釋放 

被拘留的73名巴西蘭島居民 

及山多斯將軍市的三名回教 

徒；

組織抗議行動反對即將到 

來的“並肩作戰計劃”

(Baligatan)；

反對批准及履行《美菲相 

互後勤支援協定》(MLSA)；

在各國各地一致地展開廣 

泛的控訴運動(如討論會、出 

版品及其他基層活動等)，來揭 

露及反對美國對菲律賓的侵略 

與軍事介入；

製作人民網頁及發行出版 

物，用以監控在非美軍的相關

消息；

強化與巴西蘭(Basilan)、 

讚巴安 (Zamboanga)、蘇祿 

的人民及從屬於新愛國陣線 

(BAYAN)的人民組織和以 

服務人民為宗旨之機構的連帶 

與團結；

建立各連帶組織、國際連 

帶組織特別是國際民眾鬥爭同 

盟(ILPS)、人權組織、教會機 

構、及基督徒、有色人種、進 

步政黨、國際會議、反戰、反 

種族主義的聯盟，以及其他為 

巴勒斯坦、哥倫比亞、伊拉克 

等地區努力的連帶組織之間的 

網絡；

領導並組織戰鬥性的人民 

行動在美國大使館前譴責美國 

的軍事介入行動；

針對美國對菲律賓的軍事 

介入及對其他各國的侵略行 

爲，發動國際聯合行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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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八十五週年特別號 
釣魚台、我們的！

［時事學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從未停止

絕不允許布希擴大反恐戰爭!!！

用和平埋葬正義——巴以衝突的台灣觀點？

思想與大砲（1）

十一月七日勝利節日的頌歌

〈運動中的全球〉10月 11月重點新聞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主辦 ■《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出版日期：公元2002年11月7日

■活動現場：1025曰本交流協會前抗議行動！ ！！

釣魚台、我們的!
No.[4]
公元2002年11月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附庸走狗!
〔圖文報道〕現場直擊1025光復節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的抗議行動!

1
0月25日上午，就在 

這個台灣光復57年 

的日子裡，漁民人權 

協會、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勞動黨社運部等 

團體單位，前赴日本交流協會 

前抗議。抗議的訴求很簡單，但 

其內容卻恰恰是現在台灣當權 

派碰都不敢碰的一塊——不是 

別的，正是抗議日本戰敗之後 

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歷史問題、 

以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動派 

正急欲復辟的軍國主義！ ！ ！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的同學正

在代表發言（小Yeah攝影）

正是因爲日本政府不 
反省其所犯下的各種 
侵略罪行、歷史責任， 
我們才要站出來反 
對！

這些歷史問題包括了：慰 

安婦、靖國神社、釣魚台列島 

被日本強行佔領、日美安保條 

約與有事法制等一系列問題一 

一眼下提到的這些“問題”， 

其實僅僅只是一部份，但是每 

個都跟台灣有關係。正是因爲 

如此，選在台灣光復、擺脫日 

本殖民統治的光輝節日裡走上 

街頭，抗議日本恬不知恥、不 

知反省的傲慢態度以及軍國主 

義復辟，就有了更爲重大的意 

義。

日本運用國家暴力欺 
負我們台灣的漁民！

在25日的活動裡，長期在 

釣魚台海域捕魚生活的東北海 

岸漁民弟兄們是最重要的主角 

。激動的漁民弟兄們相當憤怒 

地說，我們台灣的漁民在海上 

長期受日本人欺負，日本軍艦 

有事沒事就到處驅趕台灣漁 

民、限制捕魚，更過分的，日 

本軍艦還時常驅逐在公海上捕 

魚的台灣漁船；而在東北海岸 

沿岸漁業資源被核能電廠污染 

破壞之後，沿岸漁業更加蕭條, 

加上日本人在釣魚台這個漁獲 

最豐富的海域放肆猖狂，漁民 

弟兄們的生計更是陷入極大極 

大的困境！

最可惡的就是那些美 
化日本侵略者的皇民 
化餘孽！全台灣的人 
民都被他們出賣了！

然而，本來就是台灣漁民 

長期捕魚避風的釣魚台列島以 

及釣魚台海域，現在卻出現了

□在1025向日本交流協會抗議的現場，漁民、工人、學生、以

及廣大的市民群眾們舉起了憤怒的旗幟：抗議日本侵占釣魚 

台列島、反對美軍在亞洲各地的軍事基地、反對日本有事法 

制、反對《菲美相互後勤支援協定（MLSA）》（小Yeah攝影）

像李登輝這種正牌台奸，竟然 

狂妄叫囂“釣魚台是日本 

的”，甚至謬發議論曰：“現 

在要爭取的是漁民的漁權” 一 

一荒謬！荒謬！荒謬呀！這種 

鬼話竟然有“人”講的出來！ 

敢講這種“鬼”話的還會是

“人”嗎？

漁民弟兄們清楚地說，沒 

有主權哪有漁權；主權先於漁 

權的道理，難道會因爲漁民以 

捕魚爲業、四海爲家，就不知 

道漁權需要主權來保護嗎？恰 

恰相反！漁民弟兄們表示，正 

是我們漁民弟兄切身的生活體 

驗與悲慘遭遇，才讓大家都很 

清楚地認識到，釣魚台列島絕 

不能讓！如果這種“主權”問 

題都可以讓，我們憑什麼去跟 

人家談漁權？而李登輝之流的 

皇民化敗類，說這種親痛仇快、 

資敵養奸的叛賣言論，從根本 

上就是幫著日本反動派欺負我 

們的漁民弟兄，我們斷然不能 

接受！不能接受！

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 
國主義的相互勾結，讓 
全亞洲、全世界愛好和 
平的人民都陷入的重 
重的戰火之中！

我們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的 

同學們則強烈表示：釣魚台問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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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漁民弟兄們用他們從釣魚台海域捕回來的魚砸爛這面

代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旗幟！ ！ ！（小Yeah攝影）

題恰恰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的 

侵略野心從未澆息，而日本帝 

國主義在戰敗投降後的 57 年 

間，與美帝國主義相勾結，我 

們廣大的亞洲人民（包括日本 

人民）只能任他們宰割。同學們 

說，現在美國為了打他這場充 

斥著侵略野心的“反恐戰 

爭”，在全世界各地亂轟亂炸， 

炸掉一個阿富汗不算，現在他 

們要炸伊拉克，而且已經開始 

轟炸菲律賓等地區。

在1991年的時候，菲律賓 

人民趕走了美軍基地，現在， 

美國人為了讓美軍基地重回菲 

律賓，每天都派轟炸機去炸菲 

律賓的老百姓――這飛機從哪 

裡起飛的？沒錯，就是日本的 

沖繩美軍基地！爲什麼日本現 

在還有美軍基地？正是因爲日 

本反動政府與美帝簽訂了所謂 

的“日美安保條約”，而且這 

個條約管天管地、專門管別的 

國家地區的事情——因此，台 

灣、菲律賓這些與日本風馬牛 

不相及的地方，竟然還被劃在 

“安保條約”的有效區域裡頭

。而日本這兩年以來所積極推 

動的“有事法制”，就是這個 

玩意兒的加強版，他們現在甚 

至在國內用立法的方式，讓和 

平憲法裡的自衛隊變相成爲侵 

略軍，讓政府得以限制國民自 

由！這種集國際侵略、國內壓 

迫於一身的反動體制！我們絕 

對不可妥協！絕對不能姑息！

而台灣的皇民化餘孽 
對曰本侵略者的姑息， 
就是把台灣人民的尊 
嚴丢在地上踩！

暑假期間，原住民族的同 

胞去日本靖國神社迎祖靈回台 

失敗，讓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繼 

續玷汙位原住民族的祖靈；這 

兩個月，赴日向日本政府求償 

的慰安婦阿媽們敗訴回台，這 

種結果其實不難預料，因爲缺 

乏歷史反省的日本當權派從沒 

讓多少這種關於戰爭罪行的訴 

訟有好結果——同胞們！你們 

可曾注意到日本當權派從未對 

歷史進行認真反省的現實、可 

曾關心過現在繼續同日本帝國 

主義鬥爭的台灣同胞呢？張開 

你們的雙眼瞧瞧吧！台灣人民 

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及 

支持它的美帝國主義呀！

25日的活動的高潮則是象 

徵性地用魚把日本國旗以及日 

本海軍軍旗砸爛――這些魚大 

有來頭，正是漁民弟兄從釣魚 

台海域冒險捕回來的！用我們 

台灣的魚砸向日本侵略者的旗 

幟，這不但是漁民弟兄們表達 

抗議的方式，更是宣示我們擁 

有釣魚台列島以及周邊海域的 

主權，不是我們的土地，我們 

一寸也不要；但是，屬於我們 

的士地，我們絕對一寸也不能 

讀！我們絕對不能讓日本侵略 

者在我們的土地上橫行霸道！ 

而 25 日的抗議活動就在最後 

這象徵性的動作之後告一段 

落！

［時事學習］日本帝國 

主義侵略從未停止/

文／咧嚀

那好吧！既然我們在前面不斷地說日 

本正在搞軍國主義復辟－－那麼所謂的

“軍國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要知道，軍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種 

表現，是把國家全面置於軍事控制之下， 

把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 

納入軍事侵略和戰爭的軌道，向人民灌輸 

侵略戰爭的思想，實行軍事獨裁的恐怖統 

治；對外則推行霸權主義、殖民主義、侵 

略和戰爭政策，掠奪、奴役、控制和顛覆 

其他國家，乃至發動干涉戰爭！

——在日本，這樣的定義直到現在都 

還沒失效，同胞們！同學們！我們一定要 

看到，僅僅以日本國內糾纏幾十年的“歷 

史教科書問題”來說，我們就很清楚地可 

以看到戰後日本當權派極力掩蓋日本侵略 

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的行徑。

［注］歷史教科書問題

2000年4月，日本“扶桑社”出版了 

極力掩蓋日本侵略史、甚至美化侵略戰 

爭的新編歷史教科書――雖然現在已經 

沒有國定教科書的規定，但是，日本進 

步人士關於歷史教科書的抗爭，現在還 

在持續進行著！

而在台灣，台獨反動派不顧史實，以 

扶桑社版歷史教科書照顧到台灣“真實 

歷史”爲由，竟認爲誰加入抗議日本扶 

桑社版右翼教科書，就是“分化和破壞 

台日國際關係新發展的殺手”（最好的 

例子請見台獨聯盟網站：黃爾璇《立足 

台灣，政府應揚棄大中國史觀》）。面對 

這些日本右翼法西斯的台灣應聲蟲，我 

們愛好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廣大台灣 

人民，一定要全面、徹底地剷除他們！

（請參考本文後面關於“家永三郎”教 

授的解說。）

歷史教科書問題正反映了日本政府不 

敢直面歷史的態度，其內容包括否定南京 

大屠殺、否定慰安婦的存在、否定七三一 

部隊的細菌戰罪行、否定日本強抓中國人 

到日本作奴工（尤以花崗暴動最爲著名） 

——這一切，就是在其本國的範圍裡，向 

人民灌輸侵略戰爭的思想、麻痺日本人民 

對於和平的知覺！

［注］花崗暴動
1945年6月30日，被強掳到日本秋田

縣花岡，被迫進行奴隸勞動的中國勞工， 

在無法忍受鹿島組（現鹿島建設公司） 

的殘酷奴役和虐待之下，發動了舉世聞 

名的花岡暴動。暴動遭到日本軍警的殘 

酷鎮壓，加上起義前後被迫害致死者， 

986名勞工有418人先後死亡，死亡率高 

達40%以上！

關於花崗暴動的訴訟從1980年代一直 

延續到今天，由於日本政府拒絕反省的 

態度，所以始終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

加上日美安保條約以及“有事法制” 

的推動，更是得以在現實上，對外進行再 

侵略、對內復辟以反恐爲名借屍還魂的國 

安體制。

［注］有事法制
“有事法制”包括以下法案：其一是 

作爲修正法案的《武力攻擊事態法案》； 

另二者則是作爲新設法案的《自衛隊法 

修改案》以及《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 

改案》。

日本在2002年對有事法制三法案的推 

動，實際上是延續911事件以來所新增 

修正的《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新）、 

《自衛隊法修改案》（修）、《海上保安廳 

法修改案》（修）一一透過這些法案，讓 

自衛隊轉化爲侵略性的正規軍隊，對內 

則確立現行憲法所否定的“國家緊急 

權”，使日本人民的人權受到進一步的 

限制。

911之後，日本藉由向阿富汗的派兵， 

突破了武器的使用限制、突破了戰時不

http://ta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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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派遣自衛隊之先例、同時也擴大自衛 

隊的活動範圍。因此，從去年開始，日本 

人民連續發動數十次的抗議行動，僅僅 

在前一陣子的10月21日，日本各界又 

進行了一次全國統一行動！

而且，日本有事法制的“有事”二字， 

正是指自衛隊的防衛範圍在什麼情況下 

才是有效的，所以我們就看到日本竟然 

將台灣、菲律賓都劃進他們“有事”的 

防衛範圍內——這種干涉他國內政、阻 

礙中國自主統一的帝國主義侵略陰謀， 

我們中日兩國人民一定要徹底粉碎它！

還記得,主張中國對釣魚台擁有主權、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最力的，就是日本 

的進步學者一一井上清教授。井上清教授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就在包括《人 

民日報》等中日報刊上闡述解釋何以釣魚 

台屬於中國——像這樣秉持良心、與中日 

愛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的進步學者，當 

然會被人民尊敬、當然會被人民懷念！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於今年四月底突

襲性地再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充分暴 

露這就是他爲推動“有事法制”、"曰 

本核子武裝化”而搬出的小丑戲碼；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會於今年五一國際 

勞動節走上街頭，除了反對以色列法西 

斯軍隊屠殺巴勒斯坦人之外，我們同時 

抗議小泉嚴重傷害亞洲人民感情的無 

恥參拜行徑！

教授這樣的學者，又更是一個代表著正義 

日帝國主義魔掌之下而動彈不得；而安於 

現狀、承認美日支持下的分裂現實，或是 

急欲追求名實相符的台獨反動派，則繼續 

在我們台灣勞動人民的面前幹下一件又一 

件抱美日帝國主義大腿而沾沾自喜的醜 

事！

因此，在台灣光復、回歸祖國57年紀 

念的節日裡，我們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的抗 

議，就是要突顯現在日本從未放棄其侵略 

野心，只有中日兩國人民聯合起來、團結 

起來，才能打倒這個侵略體制！

同胞們！同學們！我們一定要團結起 

來，打倒美日帝國主義、打倒依附這些侵 

略勢力的反動派！我們一定要徹底完成唯 

一能讓台灣人重獲尊嚴的台灣再光復、一 

定要奮力爭取唯一能夠排除美日帝國主義 

的民族再統一！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 

民族，聯合起來！ ！ ！

［注］井上清
井上清教授何許人也？他曾是李登輝 

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時的老師。井上清 

教授在1997年二月間來台參加“東亞冷 

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硏討會”時，李登輝 

花了很大的工夫想要見他一面，然而井 

上清教授拒絕見他這個“不肖門徒”。

井上清教授這麼說：“李登輝，我不 

太認識。但由於他很熱衷於利用京都大 

學訪問日本，所以不能說他不認識我。我 

認爲一個政治家，只爲自己的權位去仰 

瞻外國政權的鼻息，用人民的血汗錢去 

遊說收買外交承諾的話，那他絕對不會 

是一個爲人民服務的好政治家，你可以 

由這種標準去衡量我的看法「井上清 

教授於2001年11月23日過世，享年87 
歲。

而像控告日本政府竄改歷史教科書的 

家永三郎教授，爲了維護真實的歷史，與 

日本政府纏訟長達三十二年——家永三郎

與和平的偉大典範!

［注］家永三郎
1965年，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 

爲了歷史教科書的問題，控告日本政府， 

這不但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樁歷史教育 

的官司，也是日本政府首次站在被告席 

上。此後歷經32年、三次提訴之後，終 

於在1997年得到勝訴。而他這場32年的 

訴訟，史稱"家永訴訟（家永裁判）”。

然而，那些幫著日本帝國主義反動派 

四處狂吠、叫囂釣魚台屬於日本、污曬慰 

安婦阿媽、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李登輝、金 

美齡等皇民化餘孽，只會被丟進歷史的垃 

圾堆，被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所唾棄！
□反對美軍基地的口號：“美國軍隊馬 

上滾出去！ ！ ”這個口號不但在日本、 

朝鮮這些有美國駐軍的地區被廣爲導 

用，就是在台灣、菲律賓等地有也同樣 

現實而急切的意義！（小Yeah攝影）

台灣光復已經57年了，然而，今天我 

們卻還必須這樣走上街頭，抗議日帝及其 

走夠，原因無他，就是台灣現在正處在美

■活動現場：1021曰本國際反戰示威全國統一行動!

□日本“1021國際反戰示威全國統一 
行動”活動照片

10月21日，日本各地的反帝、反戰運動團體，在 

東京澀谷,再度發動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活動訴求除 

了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擴大“反恐戰爭”之外， 

更著重反對日本對美國侵略戰爭的支援、反對有事 

法制的立法。

從去年以來，爲了反對“有事法制”的通過，全日 

本各團體都開展了極爲廣泛的鬥爭，而在911事件 

發生、日本宣布支援反恐戰爭之後，阻止“有事法 

制”與“反恐戰爭”的結合更就成爲廣大日本進步 

團體所要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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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曰本1014反對有事法制、阻止修憲抗議行動！ ！！

絕不允許布希擴大反恐戰爭！！！
——參加阻止有事法制一修憲10.14集會遊行！

文/反侵略亞洲學生共同行動(AASJA) * 東乐
譯/Ugly

美國的布希政權，在美國議會通過容 

忍戰爭的決議之後，便逐漸鞏固並準備發 

動對伊拉克戰爭的國內體制。與此同時，在 

東京的澀谷展開了與國際間高昂的反戰運 

動形成連帶的集會遊行。主辦者是“阻止 

有事立法與改憲 反帝國際連帶 反戰鬥 

爭實行委員會”。我們反侵略亞洲學生共 

同行動從全國召集同伴參加了這項反戰一 

日行動。

"布希該停止對伊拉克發動載 
爭！”向美國大使館發出憤怒的 
吶喊

□在惠比壽公民館，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 

帝•反戰鬥爭進行到底！

倒或眼鏡被打飛。這一切完全是不可原諒 

的鎭壓行爲。

團體們齊聚一堂，大家共同討論如何將反

早上10點多,在門窗緊閉的美國大使 

館門前聚集了數十位反戰的同伴們。表明 

反對侵伊戰爭、聲討美國擴大反恐戰爭的 

訴求。

雖然大使館的警衛一直大喊著“把旗 

子收起來”，但似乎是完全沒有用。由於對 

戰爭的憤怒而怒火中燒的同伴們不僅不顧 

警衛們的威脅,氣勢還越來越盛。我們的代 

表親手將要求終止對伊戰爭與美軍從東亞 

撤退的抗議信交給了大使館方。

□同學們與機動隊發生肢體衝突，機動隊

鎮壓學生!

聚集的團體也各發表了它們的訴求。

但是機動隊的指揮官突然大喊一聲

“推過去！”機動隊就推著盾牌開始妨礙 

我們在人行道上的正當抗議行動。有人跌 

［注］機動隊
機動隊是隸屬於日本警視廳的特殊部 

隊，相當於鎮暴警察，但又有各種不同 

的分類，在日本過去的安保鬥爭時期， 

機動隊扮演的就是鎮壓學生，維護統治 

階級利益的角色！

我們斷然不能姑息連抗議活動都要鎭 

壓的警察暴力，我們一定會持續不斷地向 

美國大使館抗議下去！

"我們要與全世界的民眾共同阻 
止帝國主義載爭”；反載集會是 
相當重要的！

中午，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和同學 

們，則一起參加了在惠比壽公民館舉行的 

集會。在司儀致詞之後，便是代讀來自菲律 

賓的BAYAN (新民族主義者同盟)、韓國 

的民主勞總的團結信息。BAYAN聲討了美 

國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當作反恐戰 

爭“第二戰線”的無恥行徑，並同時贈送 

給“粉碎日本有事法制”鬥爭一份團結信 

息。民主勞總在其團結信息中，不但批判了 

持續製造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美國政府， 

更憤怒聲討在前一陣子用坦克車輾斃女 

中學生的駐韓美軍。

［注］BAYAN與民主勞總
前者是菲律賓相當進步的人民組織； 

後者則是韓國最大的自主工會。

［注］坦克車輾斃女中學生事件
今年6月，在韓國京畿道的一條公路 

上，美軍坦克壓死了兩名女中學生。由於 

駐韓美軍擁有治外法權，審判權便只能 

由美國政府操控。駐韓美軍以"未有先 

例”的理由，拒將肇事美軍的審判權移 

交給韓國方面。

此後，全韓示威抗議不斷，150多個社 

會團體因此組成"女學生死亡事件泛國 

民對策委員會”，展開更爲廣泛的全國 

性鬥爭。

關於這個事件，您可以參閱《國際主 

義》第二期，內有相關的圖文報道！

接著，是來自沖繩的一坪反戰地主北 

部分會的人，述說駐在名護市的美軍，無 

視市民反對，在意圖強行建設直昇機基地 

的同時，爆發了美軍肇事事件，燃起了民 

眾的怒火。同時更第一次在北部地區單獨 

舉行了遊行抗議活動！還有成功地進行巴 

勒斯坦連帶活動的同志們則表示，希望在 

這個成功的基礎之下持續更進一步的連帶 

活動。亞洲共同行動日本連(AWC-Japan) 

的共同代表齊藤一雄正面批判了可以將民 

眾動員到戰爭上的有事法制與對生活進行 

破壞的“構造改革”。

［注］一坪反戰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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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反對戰爭、反對服務於戰爭的軍 

用設施，日本人民發展出以將土地所有 

權分散的方法，讓政府想要徵用的大塊 

土地為更多地主所共同擁有――著名的 

例子正如沖繩縣人民將土地分成一坪一 

坪以對抗建造美軍基地的行動；上個世 

紀六十年代，日本爲了幫助美國打越南 

戰爭，在日本的三里塚以及芝山，興建 

大家所熟知的“成田機場”，而當地農 

民便是用這樣的方法阻礙政府徵收土地 

的。

另外，有來自反資本主義行動ACA 

（Anti-Capitalism Action, ACA）與反侵略亞 

洲學生共同行動（Anti-invasion Asian 

Student Joint Action, AASJA）的人代表青年 

學生進行連帶活動。對國際貨幣基金會日 

本事務所展開過直接的抗議行動的 ACA 

同學們們表達了要同全球化的反人民本質 

戰鬥、要同全世界的反全球化運動更進一 

步團結在一起的決40AASJA的同伴們也 

更為堅定的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 

盡一切力量阻止布希政權侵略伊拉克。而 

且，日本的同學們還更應以“515 沖繩現 

場鬥爭”、8月份“菲律賓國際連帶使節 

團（ISM） ”的組織化形式作爲基礎，把 

日本反戰反全球化鬥爭發展成亞洲學生運 

動中具有戰鬥性的一翼做爲一項重要目標 

0

［注］菲律賓國際連帶使節團
今年8月，68名來自菲律賓、澳洲、 

奧地利、比利時、荷蘭、加拿大、中國

（台灣）、日本、韓國、美國，參加國際 

連帶使節團的團員，爲了收集事實、評 

估美軍進駐所造成的衝擊，以及支持菲 

律賓人民反對美軍軍事介入的鬥爭0自 

今年7月24日至31日，參訪了三寶顔

□群眾遊行隊伍在溫谷街頭行進!

（Zamboanga）,巴西蘭（Basilan ）、三多 

斯將軍市（General Santos City）以及馬 

尼拉等地0而這個參訪團，就是“國際連 

帶使節團”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ission, ISM）0

關於這次參訪，您可以參閱《國際主 

義》第三期，內有相關的圖文報道！

集會的後半段，則是各個團體分別發 

表宣言0

主辦的六個團體（SYN、反對派兵實 

行委員會、全國勞政、勞動－勞活評、安 

保－沖繩共鬥委員會、沖繩文化講座）之 

外，與侵略反革命並肩作戰的殘障青年聯 

盟等也紛紛發表了反對戰爭、阻止戰爭的 

強力宣言。（原本預定是以《巴勒斯坦連帶 

與反全球化》爲題請到一橋大學的鵜飼哲 

教授前來演講，但因故只發表簡短談話， 

實在非常可惜！）

集會的最後，總結出“堅決阻止帝國 

主義的侵略戰爭”、“阻止日本的參戰、 

粉碎有事法制－修憲”、“進一步加強亞 

洲－全世界的勞動者、民眾的國際連帶、 

反對民族排外主義的煽動與激化、阻止建 

構戰爭總體動員體制”等具體事項，並以 

全場鼓掌的方式通過決議0

會後參加者立即走上街頭開始向澀谷 

方向進行遊行抗議0前頭的宣傳車大聲播 

著“我們要阻止布希對伊拉克發動攻 

擊！”，遊行隊伍就同聲喊出呼應口號0 

壓倒性地吸引了沿途路人的目光0形成了 

假日熱鬧非凡的澀谷街頭與世界反戰運動 

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遊行活動0

各位！現在帝國主義以“反恐”爲由 

將侵略與壓抑持續擴大到全世界了！我們 

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具體的行動0我們要認 

真討論戰爭真正的原因是什麼，要如何才 

能阻止戰爭，再採取行動0我們反侵略亞洲 

學生共同行動雖然只有微薄的力量，也要 

盡全力戰鬥、同大家一起戰鬥到底！

■本期專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鬥爭、反對台灣支援美國以色列的戰爭侵略！！ ！

用和平埋葬正義
一―巴以衝突的台灣觀點?
文/兆征

於“巴以衝突”這個 

議題，是近半年以來出 

現在媒體上所能閱讀 

到的新聞中，頻率最高的國際 

消息0但在台灣社會所引起的 

關注，卻遠低於一般的國內新 

聞0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是一種 

媒體生態的再驗證？抑或是對

911事件以來，我們對於被污名 

化的阿拉伯國家的持續漠視？ 

對於生活在台灣的大多數民眾 

而言，中東問題所代表的，僅 

只是一種“遙遠的恐怖主義” 

嗎？在布希祭出的反恐大憲 

下，就其所謂“邪惡軸心”國 

家進行一連串武力干預計劃的 

同時，阿拉伯世界有關政治、 

經濟、種族、宗教、領土等問 

題，已經關係到新一輪我全球 

權力平衡，以及西方霸權對第 

三世界進行帝國主義侵略等課 

題0

針對巴以衝突的問題，主 

要落在領土的歸屬權上0雙方 

所堅持的理由，在一開始就難 

有交集0肇因於以方根據宗教 

理由（這是上帝許諾以色列之 

地）、而巴勒斯坦所抱持的則是 

先來者的態度以互設立場0這 

其中牽涉到的就不僅只是領土 

問題本身，而是交纏著宗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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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矛盾。當雙方所堅持 

立場的標準有根本上的差異 

時，矛盾日益深刻化的結果也 

就不難想見了。在聯合國有案 

的紀錄中，雙方無論是從戰爭 

衝突、到所謂的斡旋和談，大 

大小小的爭論與妥協，都抵不 

過再度引發對立的一記槍響。 

問題是，到底是誰想要撕破協 

議2

這些原本就牽涉眾廣的問 

題，隨著巴以雙方衝突不斷升 

級而更形複雜。要進一步了解 

這樣綿延超過半個世紀的問 

題，除了必須對中東歷史有所 

理解以外，當中所涉及有關 

“第三方”（美英爲首的西方 

國家、巴以鄰近的阿拉伯世界） 

的因素也相當重要。

□這場“經驗分享會''的現場

當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 

正忙著爲這場世紀之爭找尋註 

腳的時候，急欲成爲國際社會 

一員的台灣朝野人士，以“和 

平使者”的身份，興高采烈的 

走訪巴以地區，以滿懷感動的 

心情，舉辦了一連串的和平活 

動。本文就是針對9月11日於 

台大校友會館，由台灣促進和 

平基金會主辦的“Peacetime以 

巴和平之旅經驗分享會”，與 

會後的一些看法。

是次分享會，主辦單位聲 

稱主要目的是與台灣民眾分享 

其組織於八月下旬前往“衝突 

火線”巴以地區的經驗。出席 

者計有其執行長簡錫增、總統 

府副秘書長吳剑燮、作家平路， 

淡大公行系教授施正鋒、政大 

國關中心硏究員徐斯儉。以上 

人士就這次到訪巴以地區分別 

發表看法。整個分享會圍繞著 

以和平、人道的觀點去分析他 

們在巴以地區的所見所聞。但 

奇怪的是，當中所觸及有關巴 

以的歷史背景內容非常有限， 

甚至連領土問題也“忽略” 

掉，我們不禁懷疑，這樣的台 

灣觀點，到底是真正的關心國 

際事務，還是另有所圖。針對其 

中較有問題發言重點，略整理 

如下：

一、“戰爭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不能支持美國攻打伊拉 

克……我們同意陳水扁總統所 

提出的一一反對攻擊惟的戰 
爭”（簡）

我想這段話大多數人都不 

會反對，但巴、以間的衝突可 

能被視爲國與國、或種族之間 

的戰爭嗎？ 1987爆發的弟一次 

因蒂法達（Intifada）人民起義， 

是在完全被以色列佔領的情況 

下所發起的平民抗暴，而2000 
年再度爆發的人民起義，則只 

在一小塊自治區上作反抗。而 

以軍用衝鋒槍、坦克，甚至直 

昇機等正規裝備去攻擊、圍堵、 

屠殺手中只拿著石塊與彈弓， 

或土製炸彈的巴勒斯坦婦孺百 

姓，這能叫做戰爭嗎？這是一 

場徹頭徹尾不平等的對抗！難 

道這樣的種族侵略還不夠具有 

攻擊性嗎？民進黨政府無條件 

支持小布希反恐，難道美國攻 

打（侵略）伊拉克不是攻擊性 

戰爭嗎？（或許在山姆大叔心 

中這般規模只算是懲罰性的）

二、“911週年紀念的是平 

民受難，阿富汗被攻擊也是， 

這和敵意無關。我們要分清楚 

誰是受害者，誰是得益者。巴以 

之間的衝突，得益者是地位穩 

固的夏隆與阿拉法特”（平）

911事件的發生之前，中東 

地區對美國而言，是和敵意無 

關，只和美國的本國利益相關 

（無論是軍事上或經濟上的）。 

而美國長期對中東地區的軍事 

壓迫與經濟侵略，難道對阿拉 

伯人民而而言，連激起一點點 

的反感也沒有嗎？ 911發生後， 

旅居紐約的阿拉伯人受到多起 

攻擊，以及布希政府出兵阿富 

汗的民意支持度高達百分之 

八、九十，這些都跟敵意無關 

嗎？

□命喪以軍槍口之下的嬰兒

□抗轟的巴歸斯窮要

至於誰是受害者？如果我 

們同情被人肉炸彈襲擊的以色 

列平民，是否應該用同等態度 

去對待終日置身死亡邊緣的巴 

勒斯坦人。而誰是得益者這個 

問題，從事件的發展演變上來 

看，以夏隆爲首的以色列鷹派、 

以及猶太復國主義者，用軍事 

侵略手段血腥鎭壓巴勒斯坦難 

民營，想當然可以確保其在佔 

領區的優勢，和有效壓制其宣 

稱的恐怖主義力量（巴勒斯坦 

解放運動），雖然爲此錯誤決策 

造成以色列多起平民流血事 

件，但對早被被聯合國裁定爲 

國家恐怖主義組織（ 1976）的 

以色列而言，似乎並不在乎。 

反觀阿拉法特，除了幾個月以 

來被圍困在拉馬拉的巴勒斯坦 

總部，忍受著炮火攻擊和與難 

民營同胞同樣斷水斷電之苦以 

外，他實質上並沒有得到什麼。 

但對於阿拉法特寧死不屈的抵 

抗，反而促使巴勒斯坦人民對 

反侵略更堅決的支持。而真正 

的最大得益者一美國，一方面 

除了利用以色列爲其中東代言 

人角色，繼續對此地的控制外, 

另一方面卻以和平推手的姿 

態，淹蓋其慣用“不戰不和” 

的兩手策略。

三、“戰爭並沒有誰對誰 

錯，雙方都有責任，巴以因為 

誤解容易使雙方陷入其中，造 

成惡性循環，先承認自己是問 

題的一部分，才可能解決問 

題……沒有像美國這樣的列強 

介入，不可能有和平”（徐）

誠如（一）所陳，巴以雙 

方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質上都不 

能視爲一場戰爭。雖然構成衝 

突的原因十分複雜，但在民族 

立場上是非常清楚的。數十年 

來，巴勒斯坦在雙方實力懸殊 

的情況下，對以色列多次違反 

聯合國通過的決議案一再讓 

步，爲的只是尋求巴勒斯坦基 

本並且應該得到的民族尊嚴而 

已。如果連這樣僅有的追求都 

被認爲是造成衝突的問題的 

話，那末，是否所有一切的民 

族壓迫與侵略，都應該被視之 

爲理所當然呢？

造成今天的種種紛爭與衝 

突，如果不是美國爲了本身利 

益，而對以色列過分偏袒和支 

持的話，巴勒斯坦所遭受到的 

壓迫，相對之下必定會減小！ 

雖然在中東地區，西方列強就 

其殖民政策而對此地區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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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迫與剝奪，並非自美國始。 

但以美國自冷戰後相繼取代英 

法等傳統殖民大國，迅速躍升 

成世界超強，其睥睨天下的國 

力，以及自詡爲世界警察的使 

命感，絕對有能力影響雙方， 

進而帶來真正的和平。可見問 

題不在於美國的能力，而在於 

它的意願，在於其是否願意放 

棄在中東的利益。在此一前提 

下，我們能期待美國帶來什麼 

樣的和平嗎？而徐斯儉先生會 

得出如：“……沒有像美國這 

樣的列強介入，不可能有和 

平”這樣的觀點，在於其沒有 

看清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本質， 

或是對這種本質的事實視若無 

睹，我們不得而知。但對於這種 

閉上雙眼、尋找和平的看法，

我們必須堅決的反對!

百丽、列軍隊夷為武墟的杰

寧難民營

四、“台灣能做什麼？台 

灣對國際事務的關注有多 

少？……透過可信的NGO聯 

繫、轉介，對巴勒斯坦難民提 

供技職訓練”（施）

“台灣以往只知道賺錢， 

現在要以NGO突破外交困境， 

像慈濟、路竹會等團體建立國 

際名聲”（簡）

一直以來，台灣對於國際 

事務的參與，大多只聚焦於外 

交領域。自國民黨執政，到民進 

黨當權，都難脫“金錢外交” 

惡名而爲民眾所詬病，而對苐 

三世界（亞非拉）的關注極爲 

有限。以往對於邦交國的援助， 

除却“銀彈政策”外，大部分 

是所謂輸出技術團：例如農技 

團。對於這些被台灣政府視爲 

相對落後的非洲國家，可能有 

一定的幫助，但如果認爲用同 

樣的方法，能實際的幫助在水 

深火熱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話， 

是昧於現實。我並不十分清楚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此行的詳 

細情形，但據報導在加薩與約 

旦河西岸的多個難民營，除了 

在行動上受到以軍日以繼夜的 

嚴密監控外，還不時的被攻擊， 

包括破壞巴人的房舍和水塔， 

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難以維 

持下，對施正鋒先生所提出的

“對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技職訓 

練”，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讓 

我們看看以下的統計數字，或 

許我們仍然不清楚台灣能做什 

麼，但應該可以有助我們理解 

到，今天，巴勒斯坦人民最迫 

切的需要。

□ Intifada 的事實：
※在2000年九月28日到2002 

年七月之間的Intifada,有 

1,700名巴勒斯坦人被謀殺。 

死者中85%爲平民，其中 

22.4%是小孩，345人是被重 

型武器殺害，1,039人被塑膠 

子彈的彈藥所危害。

※超過30000人受傷，33%被塑 

膠子彈所傷，36%是小孩。

※根據數次調查顯示，以色列 

軍隊（IDF）對巴勒斯坦平民 

的攻擊行動中，傷亡人數爲 

零。

※在西岸有七十萬人受到宵禁 

戒嚴；兩百二十萬人的移動 

受到嚴格的限制。

X65%的巴勒斯坦成人失業； 

75%生活在貧窮中（每天生 

活費低於美金兩塊錢）。

X30%的巴勒斯坦小孩正處於 

慢性的營養失調中或發育遲 

緩；21%的小孩正處於嚴重 

的營養失調中。

※自從2002年五月29日， 

15,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拘 

留，至今仍有7,500名的人留 

在監獄中，其中1,700名沒有 

經過任何審判、任何指控就 

無限期的拘留（稱爲行政拘 

留），另外有170位小孩也被 

監禁中。

※在去年以色列移民到戈蘭高 

地和西岸人數增加5.2% （不 

含東耶路撒冷的移民）。十四 

個猶太人移民村莊，已經在 

加利利（Galilee巴勒斯坦北

□兩萬巴勒斯坦人湧上加沙街頭支持阿拉法特！巴勒斯坦青年

武裝起來了！為了民族的生存、國家之存亡，一批又一批的巴

勒斯坦青年投身民族解放鬥爭之中!

部）和內吉夫（Negev巴勒 

斯坦南部）相繼建立起來，

“以便確保後代的土 

地”一一阿里爾•夏隆（以 

色列總理）
樊梅蒂譯自《反帝報》（/7加 

RACISM! FIGHT IMPERIALISM! 

2002第9號）英國革命共產團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Group ） 
發行

除了以上這些可能導致我 

們誤解巴以問題的觀點外，會 

中對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看 

法，仍然値得我們深思：其中 

一位與會學者問及一名想成爲 

炸彈客的巴勒斯坦青年，爲什 

麼如此仇視以色列？難道他不 

覺得被傷害的人是無辜的嗎？ 

學者稱其如何費盡唇舌告訴他 

和平的重要，却仍然無法說服 

這名青年。這樣的一場對話，凸 

顯出幾個對於巴以衝突十分重 

要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問：到 

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和平？接著 

我們要問：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求和平？最後，和平作爲一種 

手段，還是目的？

如果和平只是一種被視爲 

追求“和諧的秩序”的話，正 

義往往會被犠牲。就如同大部 

分人認爲巴勒斯坦的人民抗暴 

是破壞和平的行爲一樣，難道 

我們應該要求被以色列長期壓 

迫、剝奪，與侮蔑的巴勒斯坦 

人民捨棄生命財產、犧牲民族 

自尊，來滿足這種不公平、不 

正義的和平嗎？假使我們仍然 

堅持這種帶有“潔癖”的和平 

的話，我們是否應該同時反對 

政府一切以國家安全爲由的作 

法（包括兩岸人民條例的修惡、 

反恐法案，以及永無止境的軍 

購）；我想，如果可以選擇的 

話，所謂的恐怖分子（被美國 

定義爲恐怖份子的武裝團體， 

大部分只是美國以反恐爲由， 

爲肅清各國反美勢力下的犧牲 

品），是否仍然會走上這樣的 

路？誰又願意在背負這種惡名 

下，還要付出生命危險。在無法 

以政治解決的情況下，被壓迫 

的群眾採取激進手段，在一定 

程度內是可以被理解的，至少， 

它沒有比偽善者創造出來的 

“和平”更邪惡!

會議以一位與會學者的一 

句話作結：“沒有正義，就沒 

有和平。”，在領教過美國所代 

表的“正義”，以及與會人士 

所宣稱的“和平”後，我們以 

爲：歷史沒有被清理，就沒有 

真正、徹底的和平！才是真正 

値得我們追求的。

戰鬥的伊斯蘭各國人民及巴勒斯坦人民，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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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85週年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眼間，十月革命竟已過去了 85個年頭。85年前的11月7日，俄國工人以 

及士兵，推翻臨時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今，雖然蘇維埃俄國（1917年成立）以及蘇聯（ 1922年成立）均已 

瓦解，但是，十月革命的精神與歷史意義迄今仍然不朽！値此嚴峻的時刻，面對偉大的十月革命，我們特闢專題紀念它！

思想與大砲（1 ）
——紀念十月革命八十五週年
文／拓爾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與列寧的思想相結合的大砲 轟垮了往昔的圍牆 打開了歷史的大門） ”

——巴勃羅．聶魯達

孤獨的列寧

□列寧在1918

威格在他著名的傳記文章《火車》
，次中，描寫了流亡國外十年的列寧， 

搭上德國當局為他安排的火車返

回俄國的情景。文章回憶了列寧在柏爾尼

和蘇黎世低調的流亡生活：“……他們衣 

服舊，伙食簡單，平時沒有朋友，也沒有 

什麽生意或遺産、特別是那個小個子，好 

像有意地讓生活不被周圍的人注意。他幾 

乎沒有人來往，甚至不和鄰居們的目光相 

遇。他的日常生活只有一項內容：去圖書 

館，而且是全天都在圖書館裏。……假如在 

當時那些以飛快的速度穿梭於各個使館之 

間的高級轎車中有一輛車，偶然在大街上 

撞死了這個人，那麽世界上的人都不會知 

道他是誰……。”

這篇傳記像一把搖晃的火炬，在即將 

開幕但還漆黑的歷史舞台上，向想要觀看 

這齣世紀大戲的觀眾們，火光微弱地介紹 

這個全世界仍然陌生的“小個子”。但這 

篇剪影式的傳記卻沒有描寫這個“小個 

子”在回俄國的前幾年，首先和第二國際 

的領袖考茨基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鬧翻 

了。波蘭的盧森堡，甚至蘇黎世的布哈林都 

不支持他有關“民族自決”的論述，連發 

回俄國的《遠方來信》文章，也音訊杳然 

。二月革命之後他就沒有好好闔過眼,以前 

還能透過從俄國發出的報紙、資料以及朋 

友,來了解俄國的情況,但二月革命後的 

俄國一夕數變,所有的流亡者都已先後奔 

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焦慮的等待和煩躁 

的心情煎熬著他明快的思想,這使得他神

經衰弱的毛病更加嚴重。後來，儘管他搭上 

了火車，儘管他準備好了《四月提綱》，他 

仍然沒有估計到策動下一次革命的阻力是 

那麼的巨大。立憲民主黨敵視他,孟什維克 

習慣性地不信任他，社會革命黨人疏遠他, 

連布爾什維克和高爾基都不贊成他的《四 

月提綱》。他甚至一度在布爾什維克的內部 

會議中揚言要辭去中央委員的職務,只保 

留對基層進行鼓動宣傳的權利！

為什麼 1905 年已經爭論過的革命策 

略,到頭來還是讓孟什維克佔了上風！

不是早就說過俄國的資產階級太軟 

弱,資產階級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來完成 

嗎？

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才將“變帝國 

主義戰爭為內戰”口號打響啊！

我們的覺悟性和組織性真是不夠啊！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嗎？

一個25年的革命傳統,一個經受15 

年革命及運動鍛鍊的黨,為什麼還會不自 

覺的輕信資產階級呢？

滿腹的情緒和挫折並沒有停止列寧前

http://ta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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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他頑強的到處奔走，從“不支持臨時政 

府”到“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他對每個 

階段的事變做出估計，不斷地快速調整他 

的行動方針和口號。終於，他在1917年的 

六月爭取到布爾什維克多數的支持，但他 

反對自發的七月起義。可是群眾革命的情 

緒已被鼓動，而柯爾尼洛夫將軍的反革命 

鎮壓也受到了鼓動。鎮壓的結果,證明了列 

寧驚人的歷史直覺 ——革命的時機已經 

成熟,克倫斯基剛改組的政府已回天乏術, 

一切政權真的歸蘇維埃了！ ！

回顧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努力，並不 

是要建立另一種自由主義的英雄史觀。相 

反的，這樣的回顧是在證明：唯有經受過 

15年運動及革命鍛鍊的黨，才能在這麼短 

的時間內發現自己的徬徨，糾正自己的錯 

誤，並依靠鋼鐵般的紀律，完成歷史所提 

出的嚴峻任務。

鋼鐵般的紀律

［注］《遠方來信》
列寧在1917年3月底至4月初在瑞士 

得到俄國發生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後寫 

的，一共包括五封信。而列寧在《遠方來 

信》中所規定的原理就是著名的《四月 

提綱》之基礎，除了第一封信發表在1917 
年3月21日的《真理報》第14, 15號 

之外，奇遇四封信都在1924年發表。

［注］二月革命
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發 

生於1917年俄曆2月（公曆3月）而得 

名。3月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 

迫退位，統治俄國長達 300多年的羅曼 

諾夫王朝徹底覆滅。革命期間，彼得格 

勒工人和士兵建立新的政權－工兵代表 

蘇維埃。同時，資產階級得到孟什維克 

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支持，利用人民革命 

的勝利，成立俄國臨時政府，形成了兩 

個政權並存局面。臨時政府沒有給人民 

帶來和平,土地,麵包和自由，同沙皇 

政府一樣，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府。

主義勢力對蘇維埃政府進行武裝干涉。 

1917年12月11日，蘇維埃政府逮捕了 

立憲民主黨領導人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代 

理人。1924年該黨內部分裂後消亡。

［注］社會革命黨
俄國小資產階級政黨，1902年由若干 

分散的舊民粹派小組和團體初步聯合而 

成， 1905年12月正式宣告成立，首領是 

克倫斯基等人，該黨自命爲社會主義政 

黨，反對專制制度。1917年二月革命期 

間，同孟什維克一起篡奪工兵代表蘇維 

埃領導權，組成以克倫斯基爲的臨時政 

府。1917年夏，分裂出社會革命黨左派。 

十月革命期間，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公開 

反對蘇維埃政權，被革命所清除。1917 
年12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形成獨立的 

政黨，承認蘇維埃政權，但後來策劃富 

農叛亂，並同外國帝國主義聯合，武裝 

反對蘇維埃政權，國內戰爭結束後被取 

締。

十月革命三年之後，列寧在經歷過兩 

年的帝國主義陣營圍攻和“戰時共產主 

義”的極端政策之後，總結革命成功的首 

要原因竟然是：鋼鐵般的紀律。這樣的結 

論一定會讓許多左派的知識分子洩氣。竟 

然不是高明的策略或獨到的分析！僅僅只 

是呆板的“鋼鐵般的紀律”！也莫怪一些 

知識分子會牽強附會的說“不能為紀律而 

紀律” 了。1917年莫斯科的區聯派不也告 

誡扥洛茨基，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沒有民 

主作風，只有派別息氣”嗎？但區聯派除 

了幾個“孤家寡人”的政治明星外，還有 

什麼群眾？還有什麼組織？正是這些“派 

別息氣”的布爾什維克以鋼鐵般的紀律， 

承擔起十月革命的重責大任。這使得列寧 

在1903年《怎麼辦？》中所堅持的組織原 

則，得到了無法駁倒的證明。忽略“鋼鐵般 

紀律”重要性的知識分子，等於放棄了組 

織！放棄了革命！只能和 1917 年莫斯科 

區聯派“孤家寡人”的知識份子一樣，成 

爲革命的尾巴，歷史的負擔！（待續）

注釋：

［注］《四月提綱》
1917年 4月16日，列寧回到彼得格 

勒。第二天，列寧出席布爾什維克黨代 

表會議，發表著名的《四月提綱》，給黨 

和無產階級規定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明確路線。由於 

階級力量對比有利於無產階級，武器掌 

握在人民手中，列寧認爲當時革命有可 

能和平發展。在1917年 5月召開的布爾 

什維克黨第7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列寧 

的主張得到大會的熱烈擁護。列寧提出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作爲黨的主要 

口號，目的是將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代表 

驅逐出政權機關，結束兩個政權並存的 

局面，在《四月提綱》和黨的四月代表 

會議決議的基礎上，布爾什維克進行大 

量工作來爭取,教育和組織群眾，爲新 

的革命作準備。

［注］立憲民主黨
俄國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政黨。又稱 

人民自由黨。1905年10月在莫斯科成 

立。成員少數是地主和資本家，大多數 

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06年 1月修訂 

的立憲民主黨綱領主張俄國應是立憲的 

和議會的君主國。二月革命後，轉而主 

張共和制，操縱臨時政府，支持科爾尼 

洛夫叛亂。十月革命勝利後，勾結帝國

［注］高爾基
俄羅斯作家。1868年 3月16日生。 

1892年開始發表作品。1898年，兩卷集

《隨筆與短篇小說》出版，轟動俄國文 

壇，成爲馳名歐洲的作家。1906年寫成 

劇本《敵人》和長篇小說《母親》。在1917 
年十月革命的準備,進行過程中，高爾 

基低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革命的 

力量和貧苦農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積極 

性，誇大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作用， 

因而否認在即將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 

工農聯盟的可能性，反對在二月革命後 

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918年初，高 

爾基開始改變對革命的錯誤態度。1931 
年起，定居國內。高爾基於1936年 6 
月18日逝世。

［注］柯爾尼洛夫叛亂
1917年 8月底，原沙皇將軍,臨時政 

府前線最高總司令科爾尼洛夫發動叛 

亂，企圖消滅蘇維埃，建立反革命軍事 

獨裁。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工人,士兵堅 

決抵抗，很快粉碎科爾尼洛夫叛亂。布 

爾什維克在群眾中的威信空前提高，進 

而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許多城市 

和工業中心的蘇維埃選舉中獲得多數。

［注］鋼鐵般的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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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這項論述出於《共產主義運動 

中的左派幼稚病》，其中第二章〈布爾什 

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中這麼寫 

道：“大概，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能看 

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 

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整個工人階 

級全心全意的擁護，就是說，沒有得到 

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考、正直、 

有自我犧牲精神、有威信並且能帶領或 

吸引落後階層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擁護， 

那麼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 

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再 

說一遍，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 

經驗向那些不善於思索或不曾思索過這 

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實現 

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 

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十一月七日 

勝利節日的頌歌 
［智利］巴勃羅．聶魯達

這具有雙重意義的週年、今天、今晩，

難道人們會看到一個空洞的世界，會看到痛苦的心靈被愚蠢地 

刺穿？

不，這一天不僅是二十四小時的連續，

更是明鏡和利劍的步履，

是一朵具有雙重意義的花，它打擊著黑夜，

直到將黎明從夜的根中拔起！

西班牙的節日，你來自南方，

勇敢的日子，羽毛如鋼，

你來自最後倒下去的人，

他的前額被打碎，

可你火紅的號令卻還在他的口中迴響！

你在那裡走著，

帶著我們永不磨滅的記憶；

你曾經是節日，而現在是鬥爭， 

你支撐著無形的柱石和翅膀―― 

它將和你一起飛翔！

十一月七日，你生活在哪裡？

你的花瓣在哪裡放射光彩？

你的哨音在哪裡向弟兄們說：衝啊！

向倒下去的人說：起來！

Pablo Neruda
(1904〜1973)

巴勃羅•聶魯達，智利詩人。1904年7月12日生於帕拉爾城。 

早年喪母，父親是鐵路工人。16歲進入聖地亞哥智利教育學院 

學習法語。曾任駐外領事、總領事和大使等職。1945年當選為 

國會議員，並獲智利國家文學獎。同年加入智利共產黨。1946 

年被迫轉入地下、流亡國外，從事世界和平運動，到過歐、美、 

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1950年完成的《漫歌X Canto 
General）是她最重要的詩歌總集，同年並獲加強國際和平列 

寧獎金。1952年政府宣布取消對他的通緝令，返回祖國。1957 

年任智利作家協會主席。197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金。1973年9 

月23日在聖地亞哥去世。

你的勝利在哪裡形成？

從血液開始，通過人們可憐的肉體

昇華爲英雄？

聯盟，

世界人民的姊妹，

純潔的蘇維埃祖國啊，

豐碩的種子又回到你的懷裡 

就像樹木的枝條飄灑在大地！

人民啊，在你的鬥爭中，沒有哭泣！

一切都像鋼鐵一樣，一切都會行走和殺傷， 

一切，包括摸不著的寂靜，甚至懷疑—— 

他用冬天的手尋找我們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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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它凍結和淪喪，

姊妹和母親啊，

為了幫助你們取得勝利，一切的一切，包括快樂，都該像鋼鐵

一樣！

今天，讓叛變者受到唾棄！

讓卑鄙者時刻受到

沾滿鮮血的懲罰

讓膽小鬼回到黑暗中，

讓桂冠屬於勇敢的英雄，

勇敢的道路，勇敢保衛世界的

雪白和鮮紅的艦艇！

在這樣的日子裡，

蘇維埃聯盟，我虛心地向您致敬：

我是個作家和詩人，

父親是個鐵路員工：我們一向貧窮。

昨天，在我的小小的多雨的國度裡，

相距遙遠，我卻和你在一起

你的名字在那裡熱烈地傳誦， 

燃燒在人民的胸中， 

直衝我國的高空！

今天，我懷念他們， 

他們都和你在一起， 

從家庭到家庭，從工廠到工廠， 

你的名字像紅色的鳥兒在飛翔！ 

願你的英雄受到稱讚，

你的每一滴血都受到表彰，

它在保衛著純潔、自豪的家鄉！

願滋養你的英勇、苦澀的麵包受到讚揚, 

與此同時，時代的大門為你開放， 

讓你那人民的鐵軍高歌前進 

在荒野和灰燼中

踏著劊子手的身軀

將一棵宛如明月的巨大的玫瑰 

種在勝利、純潔、神聖的大地上！

＜運動中的全球＞ 10月一11月重點新聞（整理評述/阿貓）

印尼政府針對印尼峇 
里島爆炸攻擊之反應 

與行動
12日晩發生的系列爆炸事 

件。印尼總統梅加瓦蒂13日

“強烈譴責”這起明顯針對外 

國人的系列爆炸事件，並聲稱

“恐怖主義應負起完全的責 

任，它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 

脅”。梅加瓦蒂表示，“印尼政 

府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密切合 

作，共同對付已對全球構成威 

脅的恐怖主義活動”

梅加瓦蒂並於10月19日 

簽署了兩項緊急政令，擴大政 

府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的權力。

這項法令規定，有關部門 

將根據情報部門提供的線索， 

逮捕制造恐怖事件的嫌犯，并 

對嫌犯實施3天以內的拘留。 

在拘留期滿後，司法部門可以 

在不指控的情況下，對嫌犯實 

施不超過6個月的監禁，然後 

依法對其進行審判。倘若罪名 

成立，罪犯將面臨至少4年有 

期徒刑直至死刑的處置。

然而，這項立法顯然違背 

這些資產階級當權派所最喜歡 

宣傳的世界人權潮流，這樣一 

種立法程序非但不能達成其

“反恐”的本來目的，而且實 

際上有利於國家暴力的無限擴 

大，完全是一種獨裁體制再現 

的準備，我們不得不對此打上 

一個大問號！

全球針對美國侵略伊 
拉克之反對聲浪與人 
民反抗鬥爭!

對於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 

不屈服，美國歷年來皆以戰爭、 

恐嚇為手段來進行支配的工作 

。2002年,布希對於伊拉克的態 

度更是強硬，欲聯合各國力量 

來瓜分美索不達米亞的豐富資 

源和重要位置。不過相對於美 

國的強勢，大部分的國家和人 

民皆不以為然，甚至有人巧妙 

地將布希之行徑比喻為希特 

勒，似乎再適合不過！

□這才是眞正的“邪惡軸心”

—10月6日，成千上萬的

示威者聚集美國紐約中央公 

園，反對美國對伊動武

美國黑人穆斯林領袖路易 

斯.法拉漢8日在底特律針對 

美國總統布希7日晚發表電視 

講話，稱伊拉克已經成為美國 

“獨特的”威脅之演說而議 

論：如果美國使用武力解除伊 

拉克武裝，美國人和伊拉克人 

將會因錯誤的判斷而喪失生命 

。他並表示：對世界和平最大的 

威脅是薩達姆還是美國總統？

法國總理拉法蘭10月8日 

嚴厲批評美國要對伊拉克動武 

的“簡單主義立場”，強調應 

該全力以赴尋求外交解決辦 

法，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只 

能“作為最後手段” ，而且

“必須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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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的一句名言，不點名地批駁 

了美國總統布希所說的“以正 

義反對邪惡的戰爭”。他說：

“乾淨的戰爭、輕鬆的戰爭是 

不存在的。戰爭不是一個集市， 

而是一種災難。還是替平民百 

姓想一想吧，想想戰爭將會給 

2400 萬已經飽受苦難的伊拉 

克人民造成的後果吧。”

12日近萬名巴黎市民在法 

共、綠黨、社會黨青年運動等 

政黨、工會組織和其它社會團 

體的帶動下走上街頭。他們舉 

著“反對向伊拉克發動戰 

爭”、“爭取中東正義與和 

平”等大幅標語，高呼“不要 

侵犯伊拉克，布希住手”、“反 

對用鮮血換石油”等口號。

而在法國的雷恩、里爾、 

魯昂、波爾多和勒阿弗爾等城 

市當日也舉行了反對美國好戰 

政策的示威游行。

□在英國工會組織大會上，一

名代表手舉印有反對攻打伊 

拉克醒目標題的報紙。

不用鮮血換石油組織
在聯合國第 57 屆聯合國

大會上，13名“不用鮮血換石 

油”組織的成員以游客的身份 

進入聯合國大廈後脫離旅游團 

組，隨後闖入聯大會堂，高呼

“不要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結束制裁不要襲擊”等口號

。並發表書面聲明，指出過去 

10年來，聯合國對伊拉克的經 

濟制裁已造成幾十萬伊拉克人 

死亡。因此，聯合國應結束對伊 

拉克實施的不人道政策。聲明 

還指責美國對聯合國安理會成 

員國施加壓力，以達到其對伊 

拉克發動罪惡的侵略戰爭的目 

的。

日本

□在東京舉行的示威集會上， 

三名示威者分別戴上面具假 

扮布希（左）、布雷爾（中） 

和小泉（右）。

憤怒聲討以色列對巴 

勒斯坦人的屠殺行動
較新的以軍屠殺行動是10 

月7日凌晨，以軍以坦克、裝 

甲車、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向加 

沙地帶的汗尤尼斯北部發動巴 

以流血沖突爆發以來最大規模 

的進攻。大約4小時後，以軍坦 

克開始撤離，四處躲藏的當地 

居民紛紛上街準備回家，但以 

色列武裝直升機卻向人群發射 

了導彈，造成十多人死亡，數 

十人受傷。死傷者中有數名婦 

女和兒童。

□“攻擊伊拉克？不！ ” 一個小女孩在華盛頓反誠示威的集會

現場

針對這樣殘酷的屠殺手 

段，歐盟輪值主席國丹麥當天 

即發表主席國聲明，強烈譴責 

以色列當天屠殺無辜平民的野 

蠻行爲。

哈馬斯
哈馬斯高級領導人馬哈茂 

德.扎哈爾說：“每個罪行都 

要得到相應的懲罰。對今天屠 

殺的回應將以巴勒斯坦土地上 

所有地方的反抗和襲擊的升級 

為表現形式。”

法塔赫
巴主流派別法塔赫運動下 

屬軍事組織阿克薩烈士旅也發 

誓要對以軍的暴行進行報復。 

當天，汗尤尼斯城遭以軍襲擊 

地點附近的揚聲器廣播了阿克 

薩烈士旅的誓言，他們表示要 

“繼續反抗并在以色列繼續實 

施自殺性襲擊”。

加沙走廊
加沙伊斯蘭大學的數百名 

學生也走上街頭舉行游行，呼 

籲巴所有武裝派別協調行動報 

復以軍。

以色列軍隊這樣的屠殺行 

動，自牠發動連串的侵略戰爭 

後就不斷的發生這樣令人髮指 

的情形。當今日在台灣的人們 

正在搖頭、狂歡、家人團聚…… 

之時，身在巴勒斯坦殖民地的 

人們正在做的是以石頭投擲荷 

槍實彈的以色列警察、以身體 

掩護炸彈來進行抵抗。這樣微 

弱的呼聲竟被形容爲恐怖主 

義？真是太恐怖了！

今日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都有大量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們 

起身來譴責美以狼狽爲奸的醜 

態，然而今日的寶島底下又是 

如何？我們不能要心中反帝， 

更要以行動來摧毀其思想和實 

體，把他們永遠拋到歷史的廢 

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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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2年11月 活動速報：11月29日“美國在台協會（AIT）”
增刊號 總第5期 前抗議行動（詳情請見最後一版）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主辦 ■《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出版日期：公元2002年11月26日1

・ 1129“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國際曰”抗議活動特別企劃!

粉碎帝國主義反恐戰爭!

台灣不能成為侵略幫兇!
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真侵略假反恐的反恐戰爭、奮力爭取全世界的和平！

你們說11月29日是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但在台灣的 
我們爲什麼需要去參與這樣的節日？

是的，在台灣社會裡，所謂的“巴 

以問題”似乎總是離我們相當相當遙 

遠，即便在電視上可以常常看到有關於 

巴勒斯坦或是以色列的新聞，大概也只 

是知道有衝突發生、或是又死了不少 

人；而且，在台灣，政府高官或是新聞 

媒體，往往都喜歡把台灣比喻成以色列， 

所以，就算真要關心，大概也要首先關 

心關心以色列人才對，爲什麼還要台灣 

人去關心一天到晚出現自殺攻擊的巴勒 

斯坦、甚至去“聲援”他們呢？

實際上，巴以問題，正是整個中東 

問題的核心，巴以問題不解決，中東問 

題就沒有解決的一天；其次，在“911” 

恐怖攻擊之後，美國以“反恐戰爭”之 

名所進行的報復行動，雖然從未宣示打 

擊的對象就是伊斯蘭（回教）或是穆斯 

林（回教徒），但就戰爭所鎖定、以及實 

際上打擊的對象來說，幾乎等同於伊斯 

蘭以及穆斯林，而 “反恐戰爭”進行的 

過程中，伊斯蘭世界也被迫自我深化爲 

反恐戰爭、或是美帝國主義的對立面， 

廣大的穆斯林對美國的仇恨日漸加深， 

幾乎就要成爲文明之間的對抗――在這 

個層次上，“反恐戰爭”的核心，又正 

是中東問題。

當然，從巴以問題、中東問題、直 

到反恐戰爭這樣的脈絡來看，我們或許 

仍然會認爲這樣的發展至多只是西方資 

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與中東之間 

的問題——但事實遠遠不只如此！現在 

來看，“反恐戰爭”的發展，大大地超 

過了西方與中東之間、或反恐怖主義與 

恐怖主義之間的矛盾；在美國的主導 

下，不可避免地成爲了全球性的戰爭。

而台灣，作爲人類世界的一部分， 

當然應當關心巴勒斯坦、應當關心中東、 

應當關心反恐戰爭的發展――特別是， 

“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是聯合國 

所訂定的節日，是爲了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重大節日，全世界每 

年到了這個日子都會向巴勒斯坦人民表 

達聲援之意。

一―如果說，執政當局意圖參與聯 

合國、參與所謂的“國際事務”、讓台 

灣有“國際空間”的這種想法能爲一般 

台灣民眾所接受，認爲這樣可以讓“台 

灣走出去”的話，那麼，我們廣大的台 

灣人民起來聲援備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 

民，那不就更爲合理、更有意義了嗎？

（更何況這日子還是聯合國訂定的 

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現實生活裡， 

雖然這樣的邏輯是對的，但是執政當局 

只想參加聯合國，至於聯合國的相關事 

務，往往都是件到有利可圖才會有所參 

與。可以想見，執政當局絕不會在這樣的 

節日去關心巴勒斯坦人民――但他們不 

做我們做！我們台灣人民應當要積極參 

與，這才是讓台灣人民在國際上不缺席 

的正面做法！

既然要聲援巴勒斯坦，那就聲援巴勒斯坦就好啦，爲什麼還要扯到反恐 
戰爭？

是啊！就像上個問題所回答的，既 

然光就“這是聯合國訂定的日子”這樣 

的理由，我們就該參與這樣的節日、聲 

援巴勒斯坦人，那我們何不就這麼做就 

好了，爲什麼還要扯到反恐戰爭呢？

首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關

係，本身就是微觀的“反恐戰爭”

我們當然知道，巴勒斯坦人的自殺 

炸彈攻擊是很有名的，當然大家也知道， 

這正是一種恐怖攻擊，所以美國或以色 

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攻擊與指責，在 911 
之前就已經形成一種“反恐戰爭”的態 

勢。但是，巴勒斯坦人所進行的這種“恐 

怖行動”是一個民族被逼到走投無路的 

時候所不得不採用的絕望手段――與 

賓．拉登那種純粹爲了報復美國的行徑 

不同――巴勒斯坦人的自殺攻擊正同巴 

勒斯坦人用石頭打以色列法西斯的坦克 

槍砲一樣，展現出弱小民族對抗強權的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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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魄！而以色列人長期對巴勒斯坦人民 

的滅絕與屠殺，甚至被聯合國決議爲

“國家恐怖主義” 一一僅僅從這邊，我 

們就可以看到，打著反恐旗號的以色列 

被聯合國譴責是“國家恐怖主義”，而 

以恐怖行動爭取民族解放的巴勒斯坦 

人，卻能贏得聯合國一個聲援他們的節 

日。而如此“微觀”的反恐戰爭中所暴 

露出來的矛盾，同樣在目前的全球反恐 

戰爭中不斷展現出來！

其次，巴以戰事在全球"反恐戰 

爭”下的不斷升級，正反映出"反 

恐戰爭”的本質

更進一步，我們會看到，巴以問題 

被美國以及以色列拉進了反恐戰爭陰影 

之下，簡單講，巴以問題被迫成爲當前 

反恐戰爭的一部分，反恐戰爭也缺不了 

巴以問題這一塊。

反恐戰爭的開打與擴大，讓巴以雙 

方“以土地換和平”的和平進程（換句 

話也就是影響到中東和平進程）受到阻 

礙。我們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巴勒 

斯坦爆發第二次反抗以色列法西斯的 

“人民起義”（阿語：Intifada）,此後, 

巴以雙方戰事重新升級。

而在911之後，以色列法西斯搭上 

反恐順風船,對巴勒斯坦展開更爲殘酷 

的進攻。從去年12月到今年9月，阿拉 

法特連遭以軍圍困在官邸中達四次。去 

年12月1日,耶路撒冷發生連環爆炸案, 

以內閣宣佈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 

民族權力機構”爲“支援恐怖主義實 

體”,指責阿拉法特爲“賓．拉登第 

二”,更首次派坦克包圍了阿拉法特官 

邸；今年春天，以軍再次包圍了阿拉法 

特官邸長達一個多月；今年6月18, 19 

日耶路撒冷再次發生連環爆炸案,以軍 

第三次包圍阿拉法特官邸,以軍不但炸 

爛阿拉法特官邸,甚至還用推土機去堆, 

其行徑野蠻可見一斑一一從而，即便阿 

拉法特多次宣告他們“反對恐怖主義” 

的決心,但以色列法西斯卻仍然繼續屠 

殺巴勒斯坦人――而這正是以色列的

“反恐戰爭”。

如果“反恐戰爭”長的就是這副德 

行,我們難道不該站出來譴責這種野蠻 

行徑,反對這種侵略戰爭嗎！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撇開美軍在阿 

富汗所犯下的暴行不管,僅僅在巴勒斯 

坦,反恐戰爭就已經打得血淚斑斑,生 

靈塗炭。今年6月9日，小布希甚至公然 

拒絕提出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時間表,還 

要阿拉法特下台；又比方阿拉法特9月 

份再度被圍困在官邸中的時候,聯合國 

安理會通過了一項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 

對阿拉法特官邸圍困的決議,然而安理 

會14個理事國都投了贊成票,只有美國 

投了棄權票――這種明顯偏袒以色列的 

做法,反映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也 

凸顯了反恐戰爭的本質就是侵略！所 

以,既然我們要聲援巴勒斯坦,就一定 

也要關心當下這種喝人血,吃人肉的反 

恐戰爭！

然而，難道反恐戰爭不對嗎？爲什麼你們還要反對呢?
如果我們僅從巴勒斯坦在“反恐戰 

爭”下的悲慘處境這方面來看,或許已 

經可以充分的說明我們反對反恐戰爭的 

理由,但是,反恐戰爭不只在巴勒斯坦 

開打,反恐戰爭實際上正在擴大中,而 

且越來越不只是“反恐”。現在來看，反 

恐戰爭的侵略性已經遮掩不住了！

“邪惡軸心”說的提出，徹底暴露 

出反恐戰爭的侵略本質

當反恐戰爭僅僅止於美國對阿富汗 

塔利班政權的軍事打擊之時,或許我們 

還是看不出什麼,但在小布希的“邪惡 

軸心” 說提出之後,反恐戰爭向全世界 

其他地區的擴大的趨勢就更加明顯,而 

伊拉克等國,就成爲“反恐戰爭”擴大 

後的下一批犧牲品。

去年12月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之 

後,小布希在今年年初（1月29日）發 

表的《國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邪惡 

軸心”說,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指 

控朝鮮（北韓）,伊朗,伊拉克暗中支持 

恐怖份子,而且這三個國家將是“反恐

小布希2002年1月29日在國會冉庄發表的《國 

情咨文》中關於“邪惡軸心”的I ：落

……諸位聽好了 ：如果他們不採取行動，美國將行動了。

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阻止那些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使用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美國或我們的朋友。

9・11之後，那些國家一直相當地安靜，但我們知道他們 

的本質。朝鮮努力用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武裝自己，同 

時卻讓它的國民被餓死。

當伊朗未執政的少數派仍在激勵伊朗人民自由希望的同 

時，伊朗卻在積極尋求硏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出口恐怖。 

伊朗仍在炫耀它對美國的仇視，仍在支持恐怖主義。

在過去的十年中，伊拉克一直密謀發展炭疽、神經毒氣 

和核武器。這個政權曾使用毒氣謀殺了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 

死去的母親懷裏還抱著孩子的屍體。這個政權曾經同意接受 

國際核查人員的調查，但他們又將調查人員趕出國門。這個政 

權隱藏了許多不能爲文明社會所知的秘密。

就是這些國家，以及他們的恐怖盟友構成了邪惡軸心， 

他們武裝自己危及到世界的和平。他們尋求硏發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對世界安全的威脅越來越大。他們可能會向恐怖分子 

提供武器，爲他們的仇恨計畫提供方便。他們可能會襲擊我們 

的盟友、敲詐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不理不睬的代價將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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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所要進一步打擊的目標

在韓國，這種言論大大地打擊了金 

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成爲阻礙朝鮮半 

島自主統一的絆腳石，並引起了韓國民 

眾的憤怒！在伊拉克、在伊朗，現在我 

們則已清楚看到，美國軍事力量的威脅 

即將讓戰火重新在波斯灣點燃……簡單 

講，“邪惡軸心”說的提出，讓反恐戰 

爭的侵略性在全世界的面前徹底暴露出 

來，在阿富汗戰爭開打之前，我們頂多 

看到各國人民舉起反戰的旗幟阻止戰爭 

的發生；但在“邪惡軸心”說提出之 

後，就連全球絕大多數的政府也表示反 

對與質疑，而“反恐戰爭”就出現了兩 

個矛盾的方面：一方面，反恐戰爭從中 

東問題轉而擴大化、國際化，反恐戰爭 

的打擊範圍明確地擴張到了全世界；另 

一方面，美國在反恐戰爭中的主導性更 

爲明確，而原本支持反恐戰爭的各國， 

也都紛紛對這樣的反恐戰爭產生更大的 

質疑。

反恐W戰爭W反恐戰爭：我們堅 

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但這 

並不意味著戰爭或侵咯可以解決 

恐怖主義問題

現在，美國已經準備要打伊拉克了， 

他們仍然打著“反恐戰爭”的大旗揮舞 

著，美國敢在全世界主要國家都反對開 

戰的情況下還要對伊動武，就已經充分 

說明了一種形勢：首先，在最一般的意 

義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支持 

“反恐”戰爭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家 

就同樣支持反恐“戰爭”——關鍵在於 

反恐，而不是戰爭，然而美國卻野蠻地 

將“反恐”等同於“戰爭”，所以才會 

橫生戰火。我們非常堅決地反對任何形 

式的恐怖主義，但解決恐怖主義的方法 

難道就是戰爭嗎？我們當然不否認戰爭 

或軍事行動往往是“反恐”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甚至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支 

持“反恐”戰爭。但“反恐”的關鍵只 

有一個，那就是找到恐怖主義形成的根 

源並且解決它，解決的方法可以是和平 

手段，不見得非要戰爭！美國或以色列 

之所以不願意去面對恐怖主義形成的根 

源、不敢直面歷史，正是因爲他們自己 

就是催生恐怖主義成爲自己對立面的助 

產婆。

帝國主義在兩個方向上催生恐怖 

主義

——以賓•拉登的基地組織而言， 

它的實際上就是1980年代美帝國主義爲 

了對付蘇聯而扶植起來的組織，目的就 

是服務於美帝國主義，總的來看，他們 

的產生與中東的苦難毫無關係。所以，現 

在他們以捍衛阿拉伯勢力、反對帝國主 

義侵略的名義，從反蘇的一端走向反美 

的另一端，完全是可以設想的狀況！

——至於巴勒斯坦部分派別所進行 

的“恐怖主義行動”，則完全是讓以色 

列法西斯以及美帝國主義“逼”出來 

的，“當戰事一起，巴勒斯坦人面對當 

今世界上強大，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 

他們毫無防衛能力。以軍在美國提供的 

坦克、裝甲車裏，在直升飛機上開火，

屠殺了大■的巴勒斯坦老人、婦女和兒 

童，對反對壓迫的抵抗者而言，與其聽 

由以軍任意屠殺、殘民以逞，不如站起 

來抗爭，和侵略者同歸於盡，在面對這 

場不平衡的戰爭中自殺炸彈成為巴勒斯 

坦人唯一有效的反擊措施。”（《［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五一聲明］強烈抗議美帝國主 

義的幫兇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人民的 

野蠻侵略暴行！》）比起賓•拉登這種職 

業恐怖份子來說，這樣的恐怖行動，更 

令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感到理解與 

同情。

所以，“911”事件發生後不久，阿 

拉伯國家（包括巴勒斯坦）都發表譴責 

這種極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所進行的恐 

怖攻擊——換言之，只要我們正視各種 

恐怖主義行動或是組織的形成背景、深 

入了解歷史了，我們就會知道恐怖主義 

是有區別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理解到， 

對一個“恐怖主義”下確切的定義有多 

難！更不要說想要在全球打一場規格一 

致的“反恐戰爭” 了！

長年來，美國以及西方列強對中東 

的軍事以及經濟侵略、加上一個從天上 

掉下來的以色列（可不是禮物喔！），讓 

中東人民、甚至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對此 

憤恨不已，身處絕望中而無以自拔，從 

而才讓恐怖主義得以生根發芽。只要這 

些侵略者一天不正視他們的暴行，繼續 

以戰爭手段解決他們眼中的恐怖主義， 

我們相信，恐怖主義將難以根絕、這場

“反恐戰爭”恐怕也是永遠打不完的！

但無論如何，不是有很多國家都派兵協助反恐、或是在自己的國家內展 
開反恐行動嗎，那這些反恐行動又是如何呢？

關於這個問題，就讓我們看看我們 

的鄰國：日本以及菲律賓的狀況吧！

日本的反恐：《恐怖對策特別措施 

法案》

如我們所附圖表（請見下一頁），日 

本從1992年以來就不斷地推動日本擴軍 

以及自衛隊“軍隊化”。從去年911發生 

之後，日本政府逮到機會，竟然在25天 

內，讓《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從審 

議走到國會通過（這點和美國或現在台 

灣《反恐怖行動法》的立法速度都一樣） 

。然而，日本的這項《恐怖對策特別措施 

法案》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

1992年的PKO法規定，日本自衛隊 

只能向聯合國授權進行維和行動的國 

家和地區派兵，而且只能參與聯合國 

主導下的維和行動。到了 1999年8月 

制定的“日本周邊事態法”，則將自 

衛隊的對美軍的支援活動區域規定爲 

日本領土領海和周邊地區的國際公海 

及其上空。比較起PKO法與周邊事態 

法，前者首先實現了日本從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向日本海外的第一次派兵， 

後者則透過模糊的“周邊”定義，將 

自衛隊的防禦與支援範圍進一步擴 

大，但無論如何，仍然嚴格限定在“遠 

東”地區（畢竟日本的“周邊”再怎 

樣任意解釋，也不能說德國或巴西算 

是日本的周邊吧！）。

但《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卻更

美實基地弹冴廃用步
駐韓美軍撞死女學生獲判無罪 
歸理力然胃體搞濫鹽礬載縣嵋髀和感醫髀辭包 
和心溜驟結髀盤體麗聽輔然請露龍體制弊禍的離糧
「网鄒漢浦賦鮮職齡躲歸'將體州瞭瓏聯 
盛疆颱缴臓賑總吐過號踰賦撫審 

把比昨雙睛踪闇 機載鼎公體麗鳳歸開計擺抑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由時報）

今年6月，在韓國京畿道的一條公路上，美軍 

坦克壓死了兩名女中學生。由於駐韓美軍擁有 

治外法權，審判權便只能由美國政府操控。駐 

韓美軍以“未有先例”的理由，拒將肇事美軍 

的審判權移交給韓國方面。此後，全韓示威抗 

議不斷，150多個社會團體因此組成“女學生 

死亡事件泛國民對策委員會”，展開更爲廣泛 

的全國性鬥爭。11月25日，學生們到美軍基 

地發動大規模抗議，發動大規模武裝衝突，此 

種悲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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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地將活動區域的“周邊地區” 

限制取消，也就是，就算不是日本周 

邊的地區，只要其他國家“同意”， 

而且是“非戰鬥地區”的前提下，就 

可以把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擴大到外國 

領土。表面上《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 

對於此項限制的解除，是為日本自衛 

隊在印度洋和巴基斯坦活動開闢道 

路，但實際上卻取消了對自衛隊活動 

範圍的所有限制。

第二，開開戰時派遣自衝隊的先 

例：一直到現在，日本若想要參加聯 

合國維和活動，都必須以“戰爭當事 

者的停戰協議”為前提條件，但由於 

恐怖行動與反恐怖戰爭，根本就不可 

能讓交戰雙方簽定停戰協議，因此， 

《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通過之後， 

日本就能實現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第 

一次在戰爭時期的派兵。

第三，新法對自衛隊放寬武器使 

用標準：周邊事態法規定只許在保護 

自己和同僚隊員安全時使用武器，而 

恐怖對策法則將“自己管理下”的難 

民、美軍傷病員納入保護範圍之內，並 

放寬使用武器的種類範圍。

第四，該法案是無限期的“限時立 

法”：由於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強烈要 

求，條文中規定法律自成立之日起有效 

期兩年，但美國多次聲稱打一場長期的 

反恐怖戰爭，因此法案中又規定必要時 

可以延長兩年。

美國國內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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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支援這場反恐戰爭，2001年10月25日， 

美國參議院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反恐怖授權法案》， 

這種不經詳細討論，只爲服務於報復戰爭的法案， 

僅僅用了六週就以“驚人的速度”從眾議院、參議 

院、直接走到總統簽署實施的階段。同時，美國司 

法部門逮捕拘禁1100多名嫌疑人士（實際上就是 

阿拉伯裔移民）、上百人被遞解出境、凍結153個 

涉嫌組織的資產。

甚至，在國內進行白色恐怖：美國總統發言人 

竟然警告美國人民必須“小心言論”、壓制反對聲 

浪、並以所謂的“愛國者法案”給予警察搜索、扣 

押的權力，而且不必受公開法庭程序的監督。

就是在去年11月13日，布希簽署命令，在未 

經國會批准下，授權美軍方成立特別軍事法庭，代 

替民事法庭審理製造911事件和其他恐怖事件的 

外國恐怖分子嫌疑人。總統將決定疑犯是否應受到 

軍事法庭的審訊。軍事檢察官和法官將向他彙報審 

訊結果，就像向指揮官彙報一樣。布希認爲，軍事 

法庭審理會更迅速、更保密。而這項行政命令一經 

出台，立即引起美國媒體和人權組織的強烈反對。 

美國前總統卡特就說：“布希下令成立秘密軍事 

法庭審判恐怖分子會威脅到美國的司法公正，以及 

美國促進和平的能力「

最扯的就是，為了反恐，竟然連反戰歌曲也不 

能聽，這難道就是美國的自由民主嗎？

□10年來日本擴軍大事年表:
1992： 《向海外派兵法案》（PKO法）：日本就借美國發動波斯灣戰爭之機，發起了對憲法 

的第一次衝擊，以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名義，實現了日本二戰後首次向海外的派兵
0
日本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5項原則是：（1）在發生衝突地區停戰之後；（2） 
要事先得到當事國的同意；（3）在維和中保持中立；（4）在不具備上述三點時撤出自 

衛隊部隊；（5）自衛隊的武器使用限定在自衛所需的最低限度內。

1999： 《周邊事態法》：日本借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之機，發起對憲法的第二次衝擊，雖未 

實現派兵支持美軍行動的願望，但卻通過了《周邊事態法》，將亞洲大部分地區劃入 
了日本的所謂“周邊事態”範圍，使得日本可以在認爲周邊“有事”時，出兵進行干 

預——朝鮮、台灣以及菲律賓就被日本劃爲其周邊，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變相干涉他國 

主權，實現帝國主義侵略支配野心的手段

2001： 《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海上保安廳法修改案》：日本又借 

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即阿富汗戰爭之機，發起了對憲法的第三次衝擊：

1. 《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一舉突破制約日本發揮軍事作用的“地區限

制”、“行爲限制”和“國會限制”三大禁區，使自衛隊首次遠赴印度洋配合 

美軍行動。此舉實際上已經突破日本憲法“專守防衛”（放棄戰爭主動權）的 

範疇，等於變相實施“集團自衛權”

2. 《自衛隊法修改案》：自衛隊可以進行治安出動，也可擔負對駐日美軍設施和

自衛隊設施的警衛。

3. 《海上保安廳修正法案》：可對可疑船隻進行警告射擊，甚至向船體發動攻擊

O
2002 《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

日本反恐的重大破綻！

然而，日本依據《恐怖對策特别措 

施法》進行海外派兵之後就嚴重暴露出 

其破綻：首先，他們不救助難民；其次, 

他們不撒出阿富汗，日本防衛廳長官中 

谷元在2001年11月26日的眾院反恐怖 

特別委員會上發言時表示，即便“911恐 

怖事件”的主謀——賓．拉登被逮捕或 

被擊斃，自衛隊的活動未必就立即停止， 

何時撤出還要慎重地加以判斷。一一如 

果這種就叫做反恐，或者反恐就長的這 

副德行，難道台灣還需要追求這樣的法 

制嗎？

而且，去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 

保安廳出動25艘艦艇和14架戰機（其 

中包括宙斯盾驅逐艦和反潛預警機）在 

公海上對一艘國籍不明的可疑船隻進行 

圍追堵截，可疑船隻沉入大海，15名船 

員全部死亡。這是日本軍艦在二戰後首 

次向外國船隻開火並將其擊沉，日本首 

相小泉純一郎稱此為“正當防衛”―― 

雖然這次攻擊援引的規定是《船舶檢查 

活動法》，但實際上，就是替《恐怖對策 

特別措施法案》以及《海上保安原修正 

法案》背書——像這種充分暴露其侵略 

野心的“反恐”，我們難道能夠接受 

嗎？

“有事法制”三法案，就是暴露日 

本假反恐之名行壓迫、侵略之實的 

最佳例證！

最後，到了今年4月中，日本通過 

了被稱爲“有事法制”三法案的《武力 

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以 

及《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其最 

終目的，就是要確立“國家緊急權” 一 

一換句話說，就是在國家遭受戰爭、內 

亂、大規模災害之際，政府可以暫時中 

止國民自由和權利的權力。在過去的大 

日本帝國憲法中，天皇有發佈戒嚴令， 

戰時停止人權的權力。現在的日本憲法 

之所以沒有，一方面是爲了防止日本重 

新走向法西斯、另一方面就是爲了保衛 

人權與國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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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自衛隊法修改案》中, 

竟然規定自衛隊可以徵用民間土地以展 

開軍事陣地建設，民間人士倘若違犯物 

資管理法，以及道路交通法和醫療法的 

話，還要接受制裁；同時，甚至允許自 

衛隊員在自我防衛、保護同僚、或從事 

職責範圍內的工作時使用武器（換句話 

說，自衛隊員可以據此對一般民眾使用 

武器）。——這些規定都是首次在自衛隊 

法案中出現，而且對拒絕配合者制定了 

嚴格的制裁措施，實際上正限制和損害 

公民所應享有的人權和自由！

最嚴重的是《武力攻擊事態法案》， 

這項法案正如同《周邊事態法》或《恐 

怖對策特別措施法》一樣，就是爲了干 

預朝鮮、台灣、菲律賓這些國家或地區 

的內政！

面對這樣的形勢，正如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致日本反侵略亞洲學生共同行動 

的團結信息中所說的：“•“•“他們串通 

好的行動不僅正意圖去壓迫反抗他們的 

群眾，而且正在鞏固這樣的邪惡聯盟以 

支配從壓榨全亞洲勞動人民而獲取的利 

益。而打倒這個惡魔才是我們爭取生存 

的唯一出路“““現在的台灣人民已經逐 

漸的覺醒，同時也開始了解到他們自身 

的解放只能以全亞洲人民反帝國主義的 

緊密團結為基礎。而這也是爲什麼你們， 

包括AASJA在內的我們的同志，不斷地 

鼓舞我們去關心並支持你們在六月十六 

日將於東京所舉行的反對有事法制全國 

集會的原因。”（《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致

關在，歐洲國家又該如何反恐:北約3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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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是西方國家進行集體防禦的軍事同盟組織，在冷戰時 

期主要針對當時以蘇聯爲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國家。20世紀90年 

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對西方國家來說，遭受大規模武裝 

進攻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因此不少人認爲北約失去了存在的意 

義。爲了生存，北約開始更新概念，轉變職能，爲自己尋找新的 

角色。近10多年來，北約的工作有兩大重點，一是維和，二是東 

擴，它所表現出的主要功能是處理危機和進行多邊安全合作。這 

種角色使北約的軍事色彩減少，政治色彩增加。

隨後，“911”事件再次使北約的角色受到質疑。以應對常規 

戰爭爲目標的北約指揮和情報系統，並不適應於反恐的需要。美 

國在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就拒絕讓北約參與，理由之一 

就是北約過去的假想、計畫和能力都過時了。

11月2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會議中心舉行的北約首腦會 

議，是北約在“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召開的首次首腦會議。 

會議開幕後作出的第一項重要決定是同意邀請羅馬尼亞、保加 

利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 

等7國加入北約，這將使北約成員國增至26個，實際上，這正 

是爲美國的反恐戰爭拉統一戰線，無論如何，北約反映了歐洲 

在軍事上的處境，在往後的日子裡，顯然只會是美國的傀儡以 

及工具了！

日本616反對有事法制全國集會的團結 

信息》）

菲律賓的反恐：用清剿“假”恐 

怖份子的名義，藉機消滅反對勢 

力、屠殺人民、讓美軍基地重回菲 

律賓

1991年時，菲律賓的美軍基地（克 

拉克空軍基地、蘇比克海軍基地）迫於 

菲律賓人民的鬥爭而撤出，其後美軍始 

終想要用各種手段回到菲律賓，對於當 

權的菲律賓政府當然也一樣。因此，透過 

兩國所簽署的《美菲軍事參訪協定? 

（VFA, Visiting Force Agreement）,便讓 

“全”菲律賓變成美軍基地。以使對於 

我們中國的圍堵防線不致出現缺口。現 

在美菲雙方甚至簽署了新的《美菲相互 

後勤支援協定》（MLSA）藉此擴大並鞏固 

美軍在菲律賓列島的進駐，並保障美軍 

及其戰爭的進駐物資。

911之後，美國以“反恐戰爭”的名 

義，派軍進入菲律賓呂宋島中部和民答

美國的反恐成績單
2001 年

10月2曰：美國陸軍第十山地師向毗鄰阿富汗的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派遣了一支1000多人的部隊。“9，11”事件之前，中 

亞5國都沒有美國駐軍。“9，11”以後，美國通過多種手段進入中亞。

10月7日：美國和英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實施大規模軍事打擊。兩個多月後，塔利班政權垮臺。12月22日，以卡爾紮伊爲主席的阿 

富汗臨時政府宣告成立。

12月13日：美國政府單方面宣佈退出美蘇1972年簽署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此舉爲美繼續發展以至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 
掃除了法律障礙，將有助於美國率先實現外空武器化，從而在新世紀贏得制太空權。這一決定立即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京更 

認爲這一決定是“錯誤的”。

2002 年
1月29日：布希在國會發表國情諮文，宣佈美國將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打擊恐怖主義，同時將伊拉克定爲“邪惡軸心”國。此後，美國不斷 

爲攻擊伊拉克做輿論宣傳和行動準備。

4月17日：美國防部宣佈對美軍作戰指揮系統進行調整，組建新的“北方司令部”，負責美國本土防禦。

6月12日：布希簽署防止生物恐怖襲擊法案，使之成爲美國的正式法律。

6月24日：美國政府宣佈新的中東和平計畫。布希在講話時指責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鼓勵恐怖主義”，要求巴方選舉“新的、與以往 

不同的領導層”。

6月26日：美國防部長宣佈，五角大樓將把美軍負責導彈預警和軍用通訊網絡保護的航太司令部與負責戰略打擊的戰略司令部合併成一個 

新的司令部。

7月16日：布希正式公佈美國國土安全國家戰略。

7月23日：美眾議院批准289億美元反恐撥款法案。

7月26日：美眾議院通過布希6月6日提出的成立“國土安全部”的法案，這一新部門將負責保衛美國土安全及相關事務。

8月1日：美國和東盟簽署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宣言。

9月3日：美國防部宣佈設立太空通信辦公室，加強軍方和情報部門在太空的通信工作。

9月5日：美參議院通過法案，允許商業飛機飛行員攜帶武器。

9月10日：五角大樓提高正在華盛頓進行的防空演習級別，在華盛頓周圍部署地對空導彈。這是自1961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美國首次在華 

盛頓地區部署導彈防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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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峨打擊恐怖份子集團：阿布沙耶夫 

（Abu Sayyaf）；然而這群土匪實際上卻 

是美國中情局所培養的——換句話說， 

這是假敵人；美菲軍隊所要打擊的真正 

目標，是阻礙美國跨國壟斷資本在菲律 

賓獲取商業、軍事利益的菲律賓共產黨、 

新人民軍以及民族民主解放陣線一一這 

不但是美帝國主義長期的老敵人、更是 

現在菲國政府已經定義爲“恐怖份子” 

的“新”敵人。

阿布沙耶夫就跟早期的賓•拉登一 

樣，是美國所豢養的恐怖份子！台灣反 

帝學生組織在今年參加的國際連帶使節 

團（ISM）會後所發表的《國際連帶使節 

團反對美國對菲律賓軍事介入的聲明》 

中曾經這樣寫到：

"我們這些ISM的成員也聽到了阿 

布沙耶夫與菲律賓軍隊及地方政府密謀 

的證詞。西里羅-那寇爾達（Cirilo 

Nacorda）神父，這個被阿布沙耶夫梆架 

長達2個月人質的可靠消息來源指出，

他在被囚禁時聽到了阿布沙耶夫與軍隊 

和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談話，也目擊到 

他們會面時的情況。

在這明顯的共謀當中最令人震驚的 

就是2001年6月2日阿布沙耶夫的成員 

和首領從巴西蘭拉米坦（Lamitan）的荷 

西•列斯（Dr. Jose Torres）醫院所 

謂的"逃脫”事件。根據目撃者證實，和 

人質一起佔領這棟醫院的阿布沙耶夫成 

員，雖然被菲律賓軍隊層層包圍，但菲 

律賓軍隊卻給他們機會在毫髮無傷的情 

況下在大白天大步從醫院大門走出去。

眾所週知，阿布沙耶夫的創始者們 

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直接招募和訓 

練，用以參加1980年代美國所支持的、 

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許多報告指出， 

阿布沙耶夫從一開始就由菲律賓軍隊所 

操縦，在回教徒和惡名昭彰的合法團體 

間製造恐怖和爭端。而這些事件為美軍 

干預菲律賓內政提供了方便的藉口。所 

以美國的軍事介入根本無法終止這群盜

匪與菲律賓國軍狼狽爲奸。”（《國際主 

義》第三期）

各位，如果反恐就意味著同恐怖份 

子掛勾以傷害無辜的人民，難道我們能 

支持這樣的“反恐”嗎？

我們在這篇聲明中曾明確地表示：

“ISM的參加者認為，艾若玉政府應該要 

為其屈從於布希政權虛假的“反恐戰 

爭”計劃並將其輸入菲律賓領土，以及 

給予美軍自由干預國內事務的權力負責 

。同樣地，她還必須為嚴重的侵害人權及 

侵害菲律賓人民的主權與民主權利負責

O

就在10年前，菲律賓民眾勝利地將 

美軍及美軍基地趕出他們的土地。得到 

世界人民的支持的菲律賓人民，有能力、 

也終將再次將美軍趕離他們的國土，這 

只是時間的問題。”（《國際主義》第三 

期）

但是，反恐戰爭似乎總是離著台灣很遠很遠呀！ 
既然台灣沒有參戰，爲什麼你們還要說台灣不能 
成爲侵略幫兇？

反恐法草案擬定
蕭白雪/台北報導 個人或公眾安全之行為•即被
法務部上午完成「反恐怖行視為恐怖份子行動，除犯罪行 

動法」草案，明定三人以上、為者加重刑期二分之一外’參 
有內部管理結構•基於政治' 加恐怖組織者■也要處五年以 
宗教'種族、思想或其他特定上有期徒刑'併科一憶元以下 
信念目的，從事計審性' 組織 新台幣罰金。
性足使公眾心生畏懼，而危害

（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時晚報

在“反恐戰爭”擴大化的今天，台 

灣也被拉進來淌這場混水

而台灣呢？台灣在這場反恐戰爭中 

是怎樣自處的呢？

正如同我們在菲律賓或是日本所看 

到的——如果各國人民在面對這種“假 

反恐、真侵略”的戰爭以及“假反恐真 

迫害”的法制時都能挺身起而反抗，我 

們台灣人民豈能裝作視若無睹、不站出 

來反對呢！講得近一點，現在台灣都快 

要窮死了，政府一天到晚說要拼經濟， 

可是拼出來的卻是胡亂搞軍購、全民上 

街頭，如果政府眞的在乎百姓的死活， 

就不應再浪費政府資源搞什麼反恐法 

制、參與什麼反恐戰爭，人一旦吃不飽， 

也是會變成恐怖份子的啊！

應當看到，在11月11日，“法務 

部”推出了《反恐怖行動法草案》，其中 

（二。。二年九月九曰•聯合報）

的多項條文，充滿著挑戰人權、迫害人 

民的意味。首先，恐怖行動如果是犯罪的 

話，依靠現有的法律難道就不能解決 

嗎？沒有犯罪的人當然不是罪犯，同樣 

的，沒有進行恐怖行動的人難道會是恐 

怖份子嗎？特別制定這樣的專法實際上 

就是疊床架屋，但是如果政府的用心放 

在“如何認定恐怖份子”上頭，那麼這 

種法案，就必然會淪爲政府可以恣意指 

控任何人是恐怖份子而不須犯罪事實佐 

證的迫害工具。

這可以從這項法案賦予情治首長對 

任何嫌疑份子進行監聽、甚至在海關留 

置嫌疑份子的幾項規定了解到，這種法 

案根本就別有用心。

要知道，對於恐怖份子的認定並非 

易事，對於清朝政府來說，孫中山算不 

算恐怖份子呢？興中會或同盟會又算不 

算恐怖主義組織呢？對以色列人來說， 

巴勒斯坦人可能都是恐怖份子，但對於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草
案
相
關
內
容

反恐怖行動法草案共有廿條， 

第一條明定立法宗旨；第二條定義 

恐怖份子、組織及行動；第三條規 

定反恐專責單位由行政院召集相關 

部會成立，統籌規畫執行反恐的任 

務及事項；第四條規定由國家安全 

局統合反恐怖行動的情報；第五條 

規定國軍須適度整編部隊能力，支 

援反恐行動。

第六條賦予國安局長在處理重 

大恐怖攻擊事件時，可以阻斷或限 

制相關通信，並得核發境外通訊監 

察書，涉及跨境的通訊監察，原則 

上應經最高檢察署同意；第七條爲 

網際網路跨連線通信紀錄的保存及 

提供規定。

第八條到十一條則規定對疑爲 

恐怖份子之留置檢查（不得逾廿四 

小時）、所在交通工具及建築物檢查、財 

產的扣留及禁止處分以及資金流動的凍 

結（原則上不得超過一個月，最多延長一 

次，延長期間不能超過兩個月）。

第十二到十八條是相關處罰及獎勵 

規定，以恐怖行動犯本法以外之罪，可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不適用告訴乃論；犯 

罪所得所用之物一律沒收，中華民國人民 

在我國領域外的恐怖行動犯罪，也適用我 

國刑罰處罰；恐怖份子自首白自，可減輕 

或免除其刑；舉報恐怖份子者，應發給檢 

舉獎金。



7
全世界的穆斯林來說，解讀可能卻恰恰 

相反！那麼，現在執政當局堆動這種界 

定不出(而且肯定永遠界定不出)恐怖 

份子定義的法案，究竟用意在什麼地方 

呢？在動員戡亂時期，白色恐怖不也就 

是這種恣意指控、未審先判的東西嗎！ 

難道，現在他們還要再搞一次嗎？

當我們在三芝會議的十點決議中看 

到他們指控大陸搞“類似於恐怖主義攻 

擊手段的超限戰”時，我們就該清楚地 

認識到，這是刻意要把兩岸關係拉進與 

之風馬牛不相及的反恐戰爭；而這一個 

多月來，執政當局對社運人士的無端抹 

黑與指控，更有將統派人士等同於中共 

同路人、再等同於恐怖份子的意味在。台 

灣是這樣的號稱“自由民主”，我們難 

道能忍受打著民主招牌上台的民進黨對 

無辜的台灣人民做這種迫害與攻擊嗎？

再遠一點，在這場擴大化的反恐戰 

爭中，台灣執政當局透過“大溪會議”、 

“三芝會議”，公然宣示台灣支持必須 

支持擴大化的反恐戰爭，甚至歡迎日本 

“假支援反恐之名、行軍國主義復辟之 

實”的“有事法制”，妄言要台灣也納 

入日本防衛的範圍，讓台灣重新陷入日 

本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中！三芝會議十點 

決議中寫到：“反恐是追求和平的積極 

手段，我們堅定支持美國政府的反恐行 

動，並願意繼續以具體行動參與”，近 

日“駐美代表”程建人甚至表示“為繼 

續加強台美關係在反恐方面的合作，我 

們應採取新思維及新作法再思考台美雙 

方在反恐議題上可以合作之處，包括一 

旦伊拉克戰爭爆發，我們應如何配合美 

方。”一一像這種陷台灣人民於不義、讓 

台灣人民成爲迫害中東、侵略伊拉克、 

屠殺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我們難道能 

夠支持嗎？

這種假反恐之名行恐怖之實的法 

制，不只台灣，所以我們更應與全 

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反對到底！這 

就是聯合國全球聲援巴勒斷坦日 

的重要意義！

反過來說，如果現在的執政當局執 

意支持這場反恐戰爭，他們就同美帝國 

主義一樣，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 

對立面！那麼，台灣人民與巴勒斯坦人 

民、與伊拉克人民、與廣大受帝國主義 

壓迫的人民之間，不但相隔並不遙遠， 

我們甚至更應團結在一起，台灣人民必 

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戰爭，我們才能 

爭取到真正的和平！正如同台灣反帝學 

生組織在三芝會議結束後所發表的聲 

明：“從去年的911事件以來，民進黨 

當局不斷地透過各種宣傳管道，向台灣 

人民灌輸“支持美國=反恐戰爭”的侵 

略邏輯。我們固然承認"反對任何形式 

的恐怖主義活動”在總方向上是正確 

的，但我們同時必須要知道，對於恐怖 

主義活動的界定是有傾向性的，如果不 

分清楚這些恐怖活動的後台，盲目的

“反恐”，無疑就是為帝國主義造橋鋪 

路，最總被踐踏的，只會是我們自己！ ”

(〈反恐個屁！台灣絕對不能支援美國 

的侵伊戰爭〉，《國際主義》第二期)

爭取和平，斷非一蹴可及，只有團 

結起來，才能夠爭取更大的勝利！

就讓我們高呼：
反對帝國主義復怒“優婚書爭/
反数美涛威三囊侵够A惠/
反對r美獎丿帝嚴主義優幣伊友兒7
美帝國主義立即停止軍援軍售以色列!
美軍基地全面撤出亞洲!
反對実請後診根互支薦協定(MLSA )、 
反對美國鎮壓國內反戰運動!
反對台灣町反秒燈确爭！ 
反對“假反欲處趙害“的反恐法制！ 
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道民族，㈱合超來！！！

國 際主義公元二oc五二年十一期
Guo Ji Zhu Yi / The Internationalism No.5 

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國際日增刊號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 口《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本期撰稿人】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責任編輯】咧嚀 【綱址】http:〃taiso.LaborRights.net
【電子郵件】taiso@mail2000.com.tw

Kiso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亞洲學生協會(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SA)中國台灣地區會員

%25e3%2580%2590%25e7%25b6%25b1%25e5%259d%2580%25e3%2580%2591http:%25e3%2580%2583taiso.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8 / The Internationalism
http://taiso LaborRights. net

1129全球同步聲援巴勒斯坦
一起站出來 去伸張正義 去堅持真風 去爭取和平/

11月29日，是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曰、是支持巴勒斯 
坦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節日。巴勒斯坦人百年來所受到的 

侵略、壓迫、滅絕，在帝國主義反恐戰爭全面開展的當下來看，正 

是整個中東的歷史縮影、更是整個第三世界的現實寫照——而台灣, 

作爲第三世界的一部分，難道可以自絕於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正義 

鬥爭，麻木不仁地支援這種以鮮血換金錢的侵略戰爭、默許台灣陷 

入反恐泥淖之中嗎？我們要堅決地說：不！絕對不行！

自去年911事件以來，全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以美國爲首的 
侵略集團假借反恐之名，在中東地區發動了直接而血腥的侵略行 

動；不但藉此剿滅了阿富汗政權、更大規模地支援以色列法西斯對 

巴勒斯坦人的屠殺——現在，他們更把侵略的砲口對準了伊拉克、 
意圖再次血染波斯灣。這一切，在面對眾口齊聲、以美國政府的意志 

爲意志的台灣社會，我們更加不容沉默！

陳水扁政府在“三芝會議”、“大溪會議”中所揭示的反恐目 

標、乃至在台灣社會經濟日衰之下，仍然動用國家資源來支援的反 
恐戰爭，以及現今民進黨政府所急欲通過的《反恐怖行動法》，目的 
是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再搞一次動員戡亂、再搞一次白色恐怖！像 
這種陷台灣人民於不義、不幸的法制，同樣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目 
標！
小我們必須鄭重表示：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同時 

我們也譴責傷害無辜人民的一切恐怖行動！但我們也應同樣理解， 

像巴勒斯坦人民爲了爭取民族解放、反擊美國及以色列法西斯侵略 

而作出的絕望舉動，我們必須予以理解與同情。

所以我們懇切的希望，

在1129當天，

能與你一同聲援苦難中的巴勒斯坦！
時間：2002年11月29曰上午10 ： 00
地點：美國在台協會（A.I. T.）信義路三段

“1129聯合國聲援巴勒斯 
坦人國際日”美國在台 
協會（AIT）前抗議行動

仁愛路

信義路三段

大安森林公園

如何到現場?

建
國
南
路(

建
國
高
架
橋)

師大附中

美國在台 

協會

坐捷運：捷運木柵線於“大安 

站”下捷運，沿信義路三段往 

“建國高架橋”向步行約三分鐘

到 AIT。

坐公車；到“復興南路口站”或 

是“建國南路口站”下車：

信義幹線、20路公車、22路公車、 

38路（正線）（副線）公車、204路公 

車、209路公車、226路公車、 

294（正）路公車、294（正）路公車

坐公車：到“捷運大安站”或是 

“大安高工站”下車：74路公

車

其他活動：12月2日〜12月5日 
除了^9當天的抗議活動外~接下來的一週還有下面的系列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2 月 2 曰 P. M. 7：00 紀錄片聖地悲劇'放映及座談 

巴勒斯坦、伊拉克圖像展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N202室

12 月 3 曰 P. M. 7：00 紀錄片巴勒斯坦日記“放映及座談 

巴勒斯坦、伊拉克圖像展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A202室

12 月 4 日 P. M. 2 ：00 紀錄片聖地悲劇放映及座談 

巴勒斯坦、伊拉克圖像展

世新大學R202室

12 月 5 日 P M. 7：00 紀錄片聖地悲劇放映及座談 

巴勒斯坦、伊拉克圖像展

台灣大學綜"樓 

地點行公布）

主辦單位：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請參考：http://taiso丄aborRights.net

http://taiso
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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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台灣各界反戰聯合行動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
全台灣愛好正義與和平的人民聯合起來。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以無辜人民的鮮血換取石油。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以防止全亞洲陷入軍事擴張與戰爭陰影。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使戰爭國及全世界勞工、婦女與兒童承受最慘痛的 

代價。

我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使不景氣下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難。

我們反對台灣政府任何支持侵略的措施。

我們反對以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糾紛。

我們支持聯合國以和平手段解決伊拉克問題，同時呼籲在適當時機撤銷對伊拉 

克的經濟封鎖。

行動發起（按首字筆劃排列）：《左翼》雜誌、《海峽評論》雜誌社、《勞動前線》雜誌社、《遠望》雜誌社、 

人間出版社、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中國統一聯盟、中華兩岸人民文經交流促進會、台 

灣反帝學生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新社會協進會、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總工會、全球保釣行 

動會、居住權運動聯盟、性別人權協會、苦勞網、夏潮聯合會、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高中學生反戰會、婦女新 

知基金會、清華大學工學社、部落工作隊、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社運部……、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新 

竹縣產業總工會、新社會學生鬥陣、漁民勞動人權協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擴大連署中！ ！ ！）

■2月8日：台灣反帝學生組織聲明稿

拒絕“鮮血換石油”、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

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烏雲籠罩 

下的全球

長達數月的聯合國對伊武 

檢結束，同時證明了伊拉克 

並不具有美國所指控的大 

規模殺傷武器之後，2月5日的聯合國安 

理會上,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以只有美國才 

收集得到的“新證據”，全面指控伊拉克 

欺騙聯合國、並進一步要求伊拉克全面 

“解除武裝”。隔天，美國總統小布希進 

一步宣稱，“遊戲已經結束”。到了7日，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更直接放言,國際社 

會在敦促伊拉克解除武裝問題上所作的 

外交努力“已告失敗”――種種跡象均 

顯示，揮之不去的戰爭烏雲正在加速聚 

集，而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勢必就要 

開打。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秉持一貫“反 

帝”、“反戰”、“反侵略”的堅定立場, 

向全台灣的同學以及同胞們發出號召： 

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奮力保

衛全世界的和平！堅決地站出來、與全世 

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起阻止戰爭的發 

生！

作為“反恐”戰爭一環的侵 

伊戰爭,將全世界拉到了戰爭 

與壓迫的邊緣!

我們知道，911事件以來，“支持美 

國=反恐戰爭”的侵略邏輯，用戰火以及 

殺戮的形式，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一次又 

一次的化成血腥與哀嚎交織的現實。而美 

國在搞垮疑似為 911 幫兇的阿富汗塔利 

班政權之後，竟想更進一步地吞下整個中 

東！於是，在小布希明確地以“邪惡軸 

心”說爲朝鮮、伊朗、伊拉克“定性”之 

後，侵略與戰爭訛詐就以這些國家為中 

心，讓形形色色的“反恐戰爭”在全世界 

各個角落開打、弄得四處烽火、遍地開 

花！

我們堅決認爲，美帝國主義的侵伊戰 

爭，所牽動者，不但將是伊拉克國家及其 

民族不可避免的崩潰與殺戮，更多的，將 

是扈從於美國的各國各地區政府將進一 

步地對內限制人權、復辟白色恐怖國安體 

制的開始！ “從日本、菲律寶、尼泊爾、 

甚至到眾所週知的伊拉克、巴勒斯坦一 

美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反恐戰爭，不斷地暴 

露出恣意指控、無的放矢的狼子野心；而 

毎個號稱支援反恐、或者'正在反恐'的 

美帝附庸國，更趁機讀國安體制在現實或 

法律上得到復辟” （TAISO聲明稿： 

《反恐個屁！台灣絕對不能支援美國的 

侵伊戰爭！》，2002/9/8 ）。就在中東戰 

事日趨吃緊的當下，美國對朝鮮的訛詐也 

進一步升高，而日本所推動的“有事法 

制”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美國侵略朝 

鮮，但是“有事法制”的內容又是什麼 

呢？不是別的，正是廢棄日本非戰憲法、 

讓政府竊聽合法化、自衛隊職能擴大化， 

進一步形成戰爭機器的侵略動員體制！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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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日本現在的形勢,更是台灣明日 

可能的寫照，同學們！同胞們！我們務必 

要警醒啊！

反對美國侵伊戰爭,伊拉克人 

民有爭取生存與和平的權 

力！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去年11月29日曾 

赴美國在台協會進行抗議,當時我們就明 

確指出了伊拉克目前的悲慘光景：“僅 

僅在上次波灣戰爭中，就有12萬伊拉克 

士兵和15萬平民死亡，而此次戰事開打 

前竟就已經估計會有50萬人死亡！倘若 

動用核武器，死亡人數甚至會達400萬人 

—然而，伊拉克被禁運的10年中，石 

油輸出上就已損失2000億美元，並同樣 

導致50萬名伊拉克無辜人民死亡一一就 

算海珊眞的非常可惡吧，這種以伊拉克人 

民爲刀俎的做法，難道就撼動了海珊 

嗎？” （TAISO聲明稿：《粉碎帝國主義 

反恐戰爭！反對台灣成為侵略戰爭幫 

兇》，2002/11/29 ）

同學們！站出來！台灣絕對 

不是反戰沙漠！

在美國這個頭號恐怖份子的淫威之 

下，台灣也沒有倖免於難。從五o年代開 
始,美國就支持並協助著在台的獨裁政權 

對台灣人民進行鎭壓、逮捕、拷問、刑殺 

。時至今日，不論是台灣關係法，各項軍 

售案，軍事演習介入程度的升高，都顯示 

美國企圖將台灣變成像菲律賓一樣的美 

軍基地、以及鉅資狂購美國垃圾的大頭 

（為什麼一定要先賣紀德、過幾年再賣神 

盾？），還有美國跨國企業最方便賺取利 

潤的所在（為什麼米酒必須漲價、核電廠 

必須興建？）。唯一和東亞及世界各地不 

同的是一一台灣沒有今天在全球如火如 

荼地展開的、強大的反美運動。

我們認爲“沒有一個民族的解放可 

以靠著充當帝國主義打手而完成,任何壓

亞洲學生協會（ASA）與香港地區 
等團體的反戰聲明（2月15日）

亞洲學生協會是亞洲地區各國各地區學生的聯合組識，爲了這次2月15日的全球 

反戰日，秘書處設在香港的亞洲學生協會，與香港地區包括反戰委員會、綠色和 

平、亞洲專訊（AMRC）在內的團髄，特別發表了聯合聲明，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作爲亞洲學生協會的會員，特別將此反戰聲明轉錄如下，供台灣的同學們參考！

今天我們在此與全球各地數以百計的人民集會，共同反對隨時發生的伊拉克 

戰爭。在過去12年來，該國人民已飽受不可想像的苦難。

波斯灣戰爭以後，超過50萬名5歲以下的伊拉克兒童已因禁運而死亡。根據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禁運導致每月至少有五千名伊拉克兒童死亡。我們可以想 

像到這些慘劇對他們的至親帶來何等悲痛。伊拉克人民所面對的暴力與苦難，實非 

筆墨所能形容。作爲人類一份子，我們不可以撒手不理，我們呼籲他們的苦難必須 

要終止。

我們今天的集會是要將全球的聲音匯合起來，向受苦的伊拉克人民顯示團結， 

因爲他們正生活在另一次攻擊的陰影底下。過去12年，伊拉克人民每天與死亡爲 

伍。我們在此清楚地說『死亡已經夠』，不要戰爭，不要向伊拉克人民動武。

美、英政府的主要論點是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武器。但是，此指控至今並無 

實質證據。更甚者，美國本身正是擁有全球最多核子、化學及生化武器的國家。美 

國亦退出，甚或嚴重地阻撓，國際反彈道導彈，地雷、化學武器、酷刑、及核子 

武器試爆的國際協議，與及弱化全球性防止環境污染的措施。

甚麼才是對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

我們認爲對伊拉克進攻只是以美國爲主的軍事擴張的一部份。現今已是企業 

與軍事一體化的時代，這情況使地球上數以千計亞洲（包括伊拉克在內）人民喪 

失他們的生命。

我們呼籲美、英兩國政府立即停止任何導致對伊拉克戰爭的軍事部署。我們亦 

呼籲中止軍國主義及全球性清除所有大規模殺傷武器。

禁運本身亦是大規模殺傷武器之一。自從武器調查團進駐伊拉克以來,大約有 

一萬名兒童已經死亡。禁運定必要中止。伊拉克人民維護生命的權利及生活權利應 

被保障，而他們亦應獲權利與機會去決定他們自己的將來。

今日全球各地群眾紛紛上街，包括美、英兩地，去支持和平與公義。我們站在 

，起只爲支持兩項基本原則，爲了伊拉克人民、爲香港人民，與及爲了全世界人

民，讓我們同聲反戰。

放的可能的”（TAISO聲明稿：《強烈抗 

議美帝國主義的幫兇以色列政權對巴勒 

斯坦人民的野蠻侵略暴行！》， 

2002/5/1 ），不論政府當局對於美帝侵伊 

戰爭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台灣人民都應堅 

決地站在和平的這邊，換句話說，就是站 

在反帝、反戰、反侵略的這一邊，美帝國 

主義亟欲將台灣人民變成美國在亞洲的 

侵略馬前卒,但我們絕對能夠粉碎這樣的

打倒帝國主義反恐侵略戰爭！

反對美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軍事侵 

略！

反對台灣支援美國反恐行動！

聲援伊拉克人民的正義鬥爭！

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 

來！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2003/2/8

美國布希政權為何-定要打垮伊拉克海珊政權?
文/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國時報二月十二日登有一篇 

「反美有理嗎？」的短評。

卒讀之余，令人相當驚訝。

號稱台灣第一大報竟然在此 

反戰反美的全球浪潮中有此論調（有朋曰: 

此人比布希更布希），雖說論說自由，其 

中的一些「事實判斷」也不對。下面是我 

們的不同想法和理解。

美國布希政權,爲何一定要打垮伊拉 

克海珊政權？表面的理由是:海珊保有大 

量屠殺武器一包括核武、生化武，爲了本 

身的政治野心，可能使用它，也可能交給 

國際恐怖組織使用，聯合國通過決議案要 

求其廢棄，但海珊卻拒不照做，對聯合國 

所派遣的武器檢查工作人員，儘作阻擋， 

刁難不合作，隱蔽等動作。如今海珊政權 

的危險性已經不容忽視,聯合國安理會應 

及時作成二度決議，包括以軍事手段強制 

廢絕。美國即使聯合國不克達成決議也必 

以單獨軍事行動達成上項目標云云。爲了 

宣傳上面的「理由」，至今發佈了大量的

「調查資料」或「硏究文件」。

但真正的理由並不在此。美國決意在 

新世紀初毀滅伊拉克現政權的真相，至今

http://ta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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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公開的祕密了。世界各國的政府無 

一不知。世界各國的人民，知道的也愈來 

愈多了。下面是有關的幾點重要的事實， 

有助於一般人接近那個可佈的「真相」。

2001年5月，華盛頓發表一件「國 

家能源政策報告」（「National Energy Policy 

Report」，主要執筆者是美副總統錢尼。 

因而媒體也稱其爲「錢尼報告」內容指出, 

美國所耗用的石油對境外石油的依賴度 

愈來愈大。2000年已經達到50%，據估計, 

到了 2020年，會超過三分之二。因此，該 

項報告主張，美國政府必須加強阿拉伯石 

油來源的確保政策。報告初出，有些石油 

戰略家們，也有人動了俄羅斯或裏海石油 

帶的亞日拜然；喀沙夫斯坦等的腦筋，但 

多數還是認爲阿拉伯石油的進一步的掌 

握才符合政治現實。

本來美國的最大的供油國是沙烏地 

阿拉伯，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埋藏量，在 

外交上是長年的美國盟友。如果沙烏地阿 

拉伯的供油一直穩定且能隨著美國的需 

要而增加，則美國政府也不必發表上述的 

報告書。但因爲沙烏地阿拉伯近年來在國 

內政治經濟方面發生了相當的動盪，王室 

的統治地位有所不穩。具體地說，在政治 

方面沙國是嚴格的政教合一體制。離民主 

化階段還很遙遠。經濟方面雖有龐大的石 

油收入，都集中在統治階級手裡。失業率 

達30%。民怨漸大。民間的反美情緒也不 

小。沙國政府爲了疏解民間不滿，企圖以 

提高其在阿拉伯世界的聲望來回復人民 

之間的威望。沙國王儲於是在911事件發 

生後連續幾次向美國提出建議及早解決 

以巴間的長年宿仇，因此也引發布希政府 

的一些不快。再加上錢尼報告公佈後四個 

月發生了911事件，而據美國情報部門所 

提的19名嫌疑犯中竟有9名是沙烏地阿 

拉伯籍。這些都是讓老美感受到沙烏地阿 

拉伯的可靠性値得警惕！台灣媒體也報 

導過當美國發聲將對伊拉克採行片面軍 

事行動時，沙烏地阿拉伯也曾經表示過反 

對，甚至明言沙國無法同意由境內的美軍 

基地發動攻伊戰爭（雖然後來也不得不接 

受美政府的要求）。

以上是傳統的最大供油國沙國的問 

題。其次，爲何美國還是鎖定伊拉克？除 

了海珊政權的長期反美抗美政策，侵科戰 

爭的「前科」，所謂「大量毀滅性武器」 

的祕密研發等可資利用爲藉口外，讓世界 

多數輿論判定美國的真正動機在於石油 

的「真相」是甚麼，下面是有關的幾個數 

據和情況。

1.伊拉克石油埋藏量僅次於沙國，既 

經確認者有1120億桶（相比下，俄羅斯 

490億桶，裏海沿岸150億桶）。

2.伊國境內尚未經調查確認的部分 

超過沙國甚多。

3.海珊政府爲了抗拒美國壓力，至今 

與俄、法及中國等簽訂開採合同的產油量 

估有440億桶（「世界能源展望2001」

（World Energy Outlook For 2001 ）發表）, 

約等美、力加、挪威三國的總埋藏量。

4.美國支援下的伊拉克國民會議（反 

海珊政權）駐倫敦辦事處的代表近日發表 

聲明，凡不協助伊國人民推翻海珊政權的 

諸外國和海珊政府所簽的石油合同，伊國 

新政權將一概不予承認。

以一桶25美元的時價算，440億桶 

油價約1兆1千億美元。如果美國算盤打 

對，打通了的話，可能會流進布希政權有 

關的美國石油企業的口袋裡（據報導，在 

一次美．西歐諸國的伊拉克問題爭論中， 

有位美國高官一時心急，脫口說，「你們 

的石油需要，我們也會考慮」，造成了笑 

話云）。

以上表明攻伊戰爭是「近代史上最大 

規模的資源掠奪戰」（美國罕布夏大學

麥加厄爾．布列亞教授文章載在日本 

「世界」雜誌，前面數據分析皆引自該篇 

投書「點油在戰爭的車輪上」（「Oiling the 

Wheels of War」）。

最後，全球反對美英攻伊戰爭的聲浪 

之所以有那樣的空前規模，最關鍵的一點 

是美國公開宣示出來的「先制攻擊正當 

論」

需知，若以此爲新世紀的國家行爲準 

則，則無異斬斷了「叢林原則文明化」的 

人類進化過程。國家與國家之間（族群與 

族群之間），「有力者取之」的叢林原則 

取代了一切文明法的約束。那時，沒有一 

個國家會有安全感，大家都爲了避免受到

「先制攻擊」而去「先下手爲強」。這是 

獸性全面復活，人性儘滅的可怖狀況。猶 

記台灣有句打架時的狠話:「你叫我活不 

成，我還不敢叫你死嗎！」想想當美國點 

出三個「邪惡」國家的名字後，北韓宣佈 

將要恢復核武計劃，伊朗則公佈該國新發 

現很大的「鈾礦」，北韓領導者還說過「先 

制攻擊不是美國的特權」。如果超強的「先 

制攻擊有理論」竟能貫徹下去，不論攻伊 

戰爭的實際規模的大小，它的歷史負面意 

義將遠超過韓戰、越戰。說得嚴格一點， 

人類的未來將只有「共滅」，也就是，人 

類將沒有未來！ （2003.2.12）

《&運動中的全球》
——2002年11月至2003年1月

整理評述/政大第一帥的阿貓哥
“誰能告訴我，除了 “運動” （Movement/Exercise）之

外，活著的意義到底是啥？ “——《阿貓哥嘉言錄》

2
003年的今天，世界群眾運動最 

大的反對目標，仍然是從上個 

世紀二次大戰以來自視爲“世 

界警察”，進而獨霸、壟斷全球資源、秩 

序、利益的美帝國主義及其政府。而當前 

各種最新的群眾運動相關消息就是圍繞 

著美國侵伊戰爭等主題而產生的：

美國侵伊戰爭的作戰準備
害 對於除掉海珊（薩達姆）這個 

中東的“麻煩製造者”，以小布希爲首的 

美國政府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及；11/25 

日，美國突然宣布，堅持“石油換食品” 

計劃最多延長3個月，並將對貨物清單進 

行嚴格審查。但安理會多數成員國表示反 

對，主要是因爲這樣的行爲完全是站在軍 

事考量上，而它將造成絕非單單如此。

根據1996年12月開始實施的聯合國 

“石油換食品”計劃，伊拉克可以進口食 

品、藥物和其他一些人道主義物資。而美 

國卻指責伊拉克借進口人道主義物資爲 

名，進口大量可用於製造生化武器解毒劑 

的藥品。
国 2002年11月份，日本自衛隊 

已開始陸續派出戰艦、人員至中東駐防， 

以配合美軍事行動。本來其國擁有的美製 

和平憲法，是不允許如此的行動的，而 

911後，日本透過《恐怖特別措施法》， 

正式授權日本自衛隊向印度洋水域派遣 

軍艦，協助和支持美國相關的軍事打擊。

全球反戰、反全球化
比利時 布魯塞爾11/10日發生反戰

游行，至少1500人走上街頭高舉“制止 

美國”的標語，抗議美國計劃對伊拉克發 

起軍事打擊。
国 11/13日反全球化人士在雪梨 

組織一場針對世貿組織、澳當局對非法移 

民的強硬態度和美國可能對伊的戰爭之 

游行。

義大利 11/16日羅馬和那不勒斯當

天分別有上萬名群眾上街游行；佛羅倫斯 

也有5000多人，抗議意大利警方於15日 

在義大利各地以政治陰謀、陰謀顛覆、煽 

動名義逮捕的20多名反全球化的人士。

加拿大 同日，加拿大多倫多和哈密

爾頓、金斯頓等的城市相繼舉行和平示威 

敘利亞

游行，反對制裁伊拉克和美國可能對伊拉 

克發動的戰爭。其訴求乃“不要戰爭” 

“我們反對戰爭，是因爲戰爭將給廣大無

辜的伊拉克人民帶來可怕的影響。”

敘利亞常駐聯合國大使

說：“坦率地講……（安理會）至少14 

個成員國都感到不滿，因爲這使安理會的 

工作變得復雜化。”

頃國1/11日大約3000名反戰人士 

在洛杉磯市中心，舉行反戰遊行，抗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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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準備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並呼喚 

世界和平。

整個遊行在坐在輪椅上的作家、越戰 

老兵勞.科維奇率領下，舉著反戰標語牌, 

高呼反戰口號。標語牌上寫著“戰爭不是 
答案I ” “停止戰爭I ”等。

遊行者中還包括流行歌星傑克遜.布 

羅尼和政治電視連續劇《白宮風雲》中扮 

演美國總統的馬丁.西恩。小布希自然成 

爲了這次抗議活動的主要標靶，稱其爲 

“戰爭販子”的字樣實在是名符其實！
距1/12日上萬名德國群眾雲集 

柏林東部的弗里德里希斯菲爾德社會主 

義公墓，悼念84年前遇害的國際工人運 

動活動家、德共創始人羅莎.盧森堡和卡 

爾.李卜克內西。並對美國正在醞釀的對 

伊拉克戰爭表示強烈反對。

摩洛哥 同一天，摩洛哥近萬民眾及 列等國的商品等，來聲援伊拉克和無辜的

50 多個政黨和民間團體的代表在首都拉 

巴特冒著嚴寒舉行反美侵伊示威遊行。其 

以“世界不需要戰爭”、“各國人民團結 

起來，共同建設一個沒有帝國主義的和平 

世界”、“反對佔領伊拉克”和“不要掠 

奪伊拉克財富”等字樣的標語和橫幅，高 

呼反對美國準備發動對伊戰爭和抗議以 

色列殺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口號。

乃這場戰爭的罪惡目的是“佔領伊 

拉克領土、掠奪伊拉克資源和奴役伊拉克 

人民”。聲明強調，摩洛哥人民“拒絕任 

何針對阿拉伯民族的戰爭”。

此外，本次示威遊行活動的總協調人 

貝卡利指出，美國對戰事的緊鑼密鼓，摩 

洛哥人民是不會袖手旁觀，將透過一切合 

法手段，其中包括抵制美國、英國、以色

伊拉克人民。

伊斯蘭世界 1/17 日埃及各界群眾

1000 多人在開羅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 

高呼口號，譴責美國侵犯伊拉克主權和干 

涉伊內政，呼籲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中東 

政策採取堅定立場，並敦促聯合國、歐盟 

和國際社會採取實際行動阻止美國對伊 

動武。

另外，數十名埃及婦女當天身著黑色 

服裝，舉著寫有反對對伊動武字樣的標語 

牌和點燃的蠟燭，在美國駐埃及大使館門 

前舉行靜坐示威，反對美國軍事打擊伊拉 

克。

1/2.3日，巴基斯坦、巴林、土耳其 

也分別爆發了反美侵略的行動。

■ 11月29日：台灣反帝學生組織A IT前抗議行動

［活動報導］聲援巴勒斯坦，譴責反恐法案
現場報導/蘇珊

抗議現場：就在1129的AIT!
1月29號對一般人來說也許很 

陌生，這一天是聯合國聲援巴 

勒斯坦人民的國際日。去年的 

這個時候，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集 

結了各方的學運及社運團體到美國在台 

協會（AIT）進行抗議，主要訴求是：全 

球同步聲援巴勒斯坦、粉碎帝國主義反恐 

戰爭。

當天早上10點，成員在建國花市門 

口集合出發，以高舉白布條及沿街喊口號 

的方式沿信義路三段朝美國在台協會前 

進，預定在美國在台協會側門停留。一到 

AIT現場，警察已經將AIT四周及對面的 

師大附中校門口前重重包圍，粗估有三四 

百位警力。抗議團體一到，警察便以此處 

屬禁治區爲由嚴厲將之驅趕，趕到路中間 

還不算，堅持要團體成員退到師大附中校 

門前，雙方發生激烈口角及拉扯，活動過 

程混亂不已。然而團體仍堅持原先訂定的 

設計進行：開頭先宣讀聲明稿、接著演出 

行動劇、最後喊口號作結，活動前後歷時 

約三十分鐘。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的新聞聯絡人 

Sushan 表示：美國自九一一事件以來便 

假反恐之名藉各種武裝侵略或背後支援， 

無所不用其極要消滅反對勢力。這次的活 

動，不但要表達對帝國主義反恐戰爭的不 

滿、更要嚴重譴責台灣政府急欲通過的 

《反恐法》。抗議團體喊出的口號是：反 

對台灣加入反恐侵略戰爭！反對『假反恐 

真迫害』的反恐法制！

行動反思：就在AIT的1129
''叫你退後聽到沒有！〃再憶起這 

件事，警察先生厲聲斥責的高分貝清晰依 

舊。恰如正在翻閱這份刊物的讀者對這個 

抗議行動充斥的各種疑問一般。我同樣有 

著無法盡述的問號。

我困惑：只因爲巴勒斯坦離台灣很 

遠，就可以名正言順搗起耳朵嗎？

我不安：人若可以麻木、漠然至此， 

台灣人民的種種不幸恐怕才是前奏！

說什麼義無反顧是騙人的，然而在一 

次次巨大的挫折中，真相劇烈難擋的鞭撻 

著自己的良知和勇氣。不站出來說說話， 

連身爲人的一點點自尊都不會默許自己。 

如果真有「好運氣」這件事，但願我衷心 

獻上的祝福得以飛奔到無辜善良的巴勒 

斯坦人民身邊！

國 際主義 第 六 期 Guo Ji Zhu Yi / The Internationalism No.6
公元二。。三年二月 215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特刊 ！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 □《國際主義》編輯小組編輯製作

【本期撰稿人】215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發起團體、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亞洲學生協會（ASA）等、林書 

揚、蘇珊、阿貓 【攝影】小Yeah【責任編輯】咧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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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二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

《攻打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影響》
「一旦攻打伊拉克戰爭發生，超過一百萬的兒童將死於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編譯
在2月15-16日全球 

同步反戰運動發動的一 

個禮拜前，聯合國一個內 

部機密文件悄悄的完 

成。「反對對伊拉克進行 

制裁運動」（CASI）於2月13日公佈了這 

項密件。根據聯合國的這個內部機密文件 

顯示，一旦攻伊戰爭開打，估計將有30% 

的五歲以下兒童--約126萬人--將因營養 

不良而有死亡的風險。

這個名之為《伊拉克及其鄰國統合的 

人道主義事件計劃》（"Integrated 

Humanitarian Contingency Plan for Iraq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的文件是由聯合 

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於 2003 

年2月7日提出的。這項文件的出爐，使 

得許多援助單位和各國政府代表於日內 

瓦展開緊急協商，討論攻伊戰爭開打後的 

人權救援行動。

這份文件包括了以下幾項主要的評 

估：

「在這場戰爭事件的危機下，30%的 

五歲以下兒童--伊拉克五歲以下兒童共 

420萬人，這個比例的人口約126萬人-- 

會因營養不良而有死亡的風險。」（見文 

件第3（5）頁）

「伊拉克的基本服務機制將全面崩 

潰...因此而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情況將 

超過聯合國各機構及其他援助團體的解 

決能力。」（見文件第4（6）頁）

「聯合國所有的機構為了要保護這 

些兒童免於最低戰備的影響，已經面臨了 

嚴重的資金限制」（見文件第1（3）頁）

「由於超過12年制裁影響，即使在 

戰爭開打前，伊拉克人口以大量銳減。」 

（見文件第3（5）頁）

「世界糧食計劃（WFP）估計有超過 

一千萬的人遭受嚴重飢荒、被迫四處遷居 

或直接受軍事行動影響」（見文件第 11

（13）頁）

「在本次危機中，僅有百分之三十九 

的人口能得到合理的水供應」（見文件第 

2（14）頁）

「聯合國難民局 （UNHCR） 估計， 

此次的軍事衝突將造成高達145 萬的難 

民與尋求庇護者會離開伊拉克」（見文件 

第9（11）頁）

「除了原先已無家可歸的 90 萬至 

110萬人之外，將再增加90萬人流離失 

所」（見文件第10（12）頁）

這場戰爭將使521 萬的五歲以下兒 

童以及懷孕和哺乳的婦女將極易受到傷 

害；將有50萬潛在的、直接和間接的傷 

亡人數；302 萬人有嚴重營養不良的風 

險；1824萬人需要水的供應；871萬人需 

要公共衛生設施。（見第12（14）頁附表）

『伊拉克薩默德-2型』導彈開始銷毀，美英等主戰國仍緊咬不放
拉克總統顧問薩阿

/ 卜迪27日晩在致監核會
的一封信中表示，伊原則 

上同意監核會要求其銷 

毀射程超出限制範圍的 

導彈和相關配件的要求。

據悉，監核會正在與伊官方積極接 

觸，並通過其在巴格達的高級官員證實伊 

方的意圖，確認伊方是否就銷毀違禁導彈 

採取實質性行動。

聯合國監測、核查和視察委員會主席 

布利克斯在2月14日向安理會提交的 

核查報告中稱，伊方提供的資料顯示其擁 

有的“薩默德－2”型導彈的射程超過 

了安理會決議規定的150公里的範圍。他 

于21日致信伊政府，要求伊方最遲於3 

月1日起開始銷毀所有射程超過150公里 

的導彈及相關配件。

伊拉克新聞部3月3日透露，伊拉克 

當日正在銷毀至少7枚“薩默德—2型”導 

彈。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稱，伊拉克將在 

一個星期內向聯合國遞交一份有關伊拉 

克已經銷毀的生化武器情況的新報告。

據報導，伊拉克新聞部官員稱，伊拉 

克已經從當地時間早上 9 點開始銷毀更 

多的“薩默德—2 型”導彈，預計伊拉克 

在3日將銷毀7至9枚薩默德導彈。

3月2日，在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 

監督下，伊拉克銷毀了6枚薩默德導彈。 

此前，他們已經在3月1日銷毀了4枚薩 

默德導彈。同時，伊拉克還摧毀了2個用 

於生産另一種導彈引擎的設施。

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發言人植木安 

弘3日對此間媒體說：“他們（伊拉克）已 

通知我們將在一個星期內向聯合國遞交 

一份有關炭疽和VX神經毒氣的報告。

美國白宮發言人弗萊舍2 8日對當 

地記者說，伊拉克同意銷毀“薩默德－ 

2 ”型導彈是美“預料之中的欺騙手 

法”，美所要求的是伊拉克“完全和徹底 

地解除武裝”。

弗萊舍重申，美國仍希望“率領一個 

自願參加的聯盟來解除薩達姆（海珊）的 

武裝”。

美國總統布希日前在會晤到訪的阿 

富汗過渡政府總統卡爾紮伊時說，他已預 

料到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海珊）會改變 

主意，銷毀這些違禁導彈，但是薩達姆（海 

珊）這樣做並不能挽救他自己和其政權， 

美軍赴海灣的使命是："徹底解除薩達 

姆（海珊）的武裝，這將意味著政權更 

迭”。（資料節錄整理自新華網）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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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已經有2300萬人走上街頭了嗎？』
二月十五日，台北市的美國在台協會附近聚集了幾百名愛好和平人士，抗議美國政府宣稱即將攻擊伊拉克。

這個集會與台灣許多街頭抗議活動 

相比，參與人數並不特別多，也未引起台 

灣媒體足夠的重視。但事實上在這同一 

天,全世界至少有六百個以上的城市都進 

行與台北這場示威具有相同目標的遊 

行，總人數估計有兩千三百萬人以上。僅 

僅在英國倫敦，便有兩百萬人上街頭；美 

國紐約與洛杉磯，五十萬，義大利一百 

萬，德國、澳洲墨爾本各廿萬，菲律賓、 

日本、香港等地也都有一千至數千人。人 

類歷史上，還很難找到有這麼多人爲了相 

同的目標，在世界各個角落同時站出來吶 

喊。

這還只是二月十五日當天而已;從去 

年九月義大利的一百萬人開始，每個月都 

有動輒幾十萬的人上街遊行。這些膚色、 

性別、職業、宗教各異的千萬民眾，都爲 

了一個共同的立場： 

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戰爭！

迈期反戰活動短波/

國際

英國方面：
1. 三月八日由婦女團體發動一場“WOMEN NO

WAR”的遊行，活動口號爲「反對爲殺戮而投資」。

2. 三月八日於曼徹斯特的亞伯公園有一場反戰遊行與

嘉年華會。

3. 三月十二日在倫敦聖詹姆斯公園有一場「和平人民集

會」，此活動定位在相對於布萊爾國會的人民會議， 

當天將選出會議代表，並敲定相關議程。

4. 三月十三日英國倫敦有一場反戰文學之夜。

5. 三月十五日當天若干反戰團體集會在貝爾摩公園，遊

行前進至艾斯特高中。

6. 三月十六日當天英國學生團體Lib dem於當天下午五

點到七點發動第二次抗議，目標是英國駐美大使館。

7. 三月二十二日各反戰團體聚集菲爾佛，包圍該地的隱

形轟炸機空軍基地。

8. 英國藝術團體在一月二十三日到三月十五日舉行一

系列『Art No War』的帶狀反戰活動。

9. 每週六中午十二點半到一點半舉行單車車隊遊行活

動。

美國方面：
10. 三月五日全美學生爲表示反戰立場罷課一天，當天並 

同時呼籲各界主動停止上班一天。

11. 三月八日婦女團體發起「前進白宮」遊行活動。

12. 三月十五日名爲「反對對伊戰爭華府緊急集會」活動 

同步在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舉行。

德國部分：
數千名德國民眾人於上週末再度爲美國侵略伊拉克走 

上街頭。三月一日在漢堡有七千名反戰人士聚集，哥廷根 

的和平抗議由 DGB Sudniedersachsen Organisationen 發起，亦 

聚集近2000人。對於外界質疑把抗議路線的終點站定在聯 

邦政府與民粹主義有關，SPD秘書長Olaf Scholz週六於漢 

堡提出反駁，表示當民眾與政府都有一致的觀點時，這就

不是民粹。（Es ist kein Populismus, wenn Bevolkerung und 

Regierung einer Meinung sind）
此外，爲使德國聯邦政府主張和平解決伊拉克問題的 

明確態度能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發揮實質作用，Olaf Scholz 

採集會方式號召SPD、綠黨以及工運團體。Olaf Scholz表 

示，『德國一定不會因所持的立場在國際上被孤立』、『德國 

政府的反戰立場並不代表全然不施行武力。』

綠黨黨團會議主席Krista Sager緊接著號召後續的抗 

議。Krista Sager表示，或許能避免戰爭的機會已經非常渺 

茫，但是在還有一絲機會（原文：在機會還沒降到百分之三 

以下之前）的時候，我們絕不放棄。她強調，現在的伊拉克 

已經受到空前的嚴密管控，美國沒有發動戰爭的理由，而 

且先發制人的戰爭只會使這個世界更危險。

台灣部分
1. 呼應「全球詩人反戰」，中央大學英文系於3月5日 

（週三）中午舉辦詩歌朗誦會。

2. 三月八日早上八點各族群婦女團體聚集在外交部，共

同宣讀「反戰宣言」。

3. 三月七日晩上五點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於台北公館發

動「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署活動。

4. 三月八日早上十一點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於台北新光

三越站前店廣場發動「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 

署活動。

5. 在開戰日當天的晚上（前提是開戰為台灣時間早 

上），「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發起團體 

響應全球同步的day after行動（開戰曰後績行動）， 

當天傍晚六點由民眾攜帶手電筒、蠟燭與0215反戰 

貼紙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AIT）進行集會抗議。 

若開戰時間為台北時間下午，則以上活動延至隔天下 

傍晚六點舉行。另外，三月九日夏潮聯合會將前往台 

北電影節「九一一事件簿」的電影播映現場散發反戰 

相關宣傳單及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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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ism (Guo Ji Zhu YI)

台灣學生反戰應該如何反戰？請看《國際主義》 

您也反對美英對伊侵略戰爭嗎？請到《國際主義》 

上網閱讀、反戰連署：http://taiso.LaborRights.net

對於攻打伊拉克的合理說法，你知道的夠多了嗎？
——攻打伊拉克戰爭的田測驗 文/Charles Sheketoff/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一問：美國人口在全世界佔多少比例？

答：6%
二問：美國擁有的財富佔全世界多少比 

例？

答：50%

三問：那一個國家的石油蘊藏量最多？

答：沙烏地阿拉伯

四問：那一個國家的石油蘊藏量佔第二 

高？

答：伊拉克

五問：全世界一年的軍事花費有多少？

答：9000多億美元

六問：其中美國的花費佔多少？

答：50%

七問：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美國軍費抽出 

幾成，就可以供應全世界人民的基 

本生活所需？

答：一成，即大約400億，這是當 

初美國報復性攻打阿富汗的費用

八問：二次大戰後有多少人死（於戰 

爭）？

答：8600萬
九問：伊拉克從何時開始擁有生化武 

器？

答：自1980年代開始

+問：伊拉克是自己發展這些生化武器 

的嗎？

答：不是，材料和技術是由美國、 

英國政府及其私人公司提供的。

+一問：當伊拉克以毒氣攻擊伊朗（兩伊 

戰爭時，1980-1988），美國政府有 

沒有譴責？

答：沒有

+二問：1988年，薩達姆（海珊）以毒 

氣攻擊哈拉比亞鎮的庫德族人，殺 

死了多少人？

答：5,000 人。

+三問：這次有多少西方國家對伊拉克 

提出了讀貴？

答：0

+四問：美國在越戰時使用了多少加侖 

的橙劑（含有245-T或245-三氯 

苯氧乙酸之除草劑，曾在叢林戰中 

用作脫葉劑，英國在馬來亞和美國 

在越南戰爭中都使用過。名稱源於 

在越南所用容器周圍塗的橙色 

環。對人有毒，因含有微量二戴奧 

辛英，可引起嚴重皮疹（氯痙瘡）， 

以及實驗動物的嬰兒畸型和癌症 

——譯註）？

答：1700萬

十五問：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伊拉克和 

911事件的攻擊者有勾結？

答：沒有

十六問：1991年海灣戰爭中，估計有多 

少平民死亡？

答：35,000 人
+七問：在海灣戰爭中，伊拉克造成了西 

方國家多國部隊多少人死亡？

答：零

十八問：美國用裝有推犁的坦克車，活埋 

了多少撤退中的伊拉克士兵？ 

答：6,000人

十九問：海灣戰爭後，多國部隊留下了多 

少蝕乏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

答：40噸
廿問：根據聯合國的估計，1991-1994年 

伊拉克人的癌症罹患率增加了多 

少？

答：700%
廿一問：美國宣稱在1991年摧毀了多少 

伊拉克戰力？

答：80%
廿二問：是否有證據顯示，伊拉克的武器 

除了自衛之外，還預備作其他用 

途？

答：沒有

廿三問：伊拉克是否比十年前對於世界 

和平更具威脅性？

答：不是

廿四問：五角大廈（美國防部）指出，在 

2002-03年對伊拉克的攻擊中，有 

多少平民因而死亡？

答：10,000 人
廿五問：這其中有多少是兒童？

答：超過一半

廿六問：美國對伊拉克實施空襲了多少 

年？

答：11年

廿七問：從1998年十二月到1999年九 

月，美國和英國是否和伊拉克處於 

戰爭狀態？

答：沒有

廿八問：在上述期間內美英對伊拉克投 

擲多少炸彈？

答：2,000萬磅

廿九問：聯合國（安理會）第661號決議 

案決議對伊拉克實施嚴格的制裁

（禁止進出口）以來已有多少年？

答：12年

卅問：在1989年，伊拉克每出生一千名 

嬰兒中，死亡率是多少？

答：38

卅一問：1999年，估計嬰兒死亡率又是 

多少？

答：131 （增加率345%）

卅二問：到1999年+月為止，伊拉克有 

多少人因為聯合國的制裁而死 

亡？

答：150萬

卅三問：自1997年開始，據估計有多少 

兒童死於聯合國的制裁？

答：乃萬

卅四問：薩達姆驅逐了聯合國的武檢團 

嗎？

答：沒有（在前三百次沒有，後 

1998年因薩達姆認爲過於耗費伊 

拉克「石油換糧食」的經費而拒絕 

武檢員入境——譯註）

卅五問：從1998年11月到12月，聯合 

國進行了多少次武檢？

答：300次

卅六問：有幾次武檢團遭遇到阻礙？

答：5次

卅七問：武檢團是否被允許進入復興黨 

中央黨部？

答：是

卅八問：誰在1998年12月時說：「伊拉 

克實際上已經解除武裝到現代社

%25e4%25b8%258a%25e7%25b6%25b2%25e9%2596%25b1%25e8%25ae%2580%25e3%2580%2581%25e5%258f%258d%25e6%2588%25b0%25e9%2580%25a3%25e7%25bd%25b2%25ef%25bc%259a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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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所未有的程度」？

答：聯合國武檢團主席Scott Ritter

卅九問：1998年聯合國武檢員宣佈發現 

並銷毀了多少伊拉克在1991年後 

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能力？

答：90%

四+問：伊拉克是否同意武檢員再回到 

伊拉克？

答：是

四+一問：直到1992年以色列違反多少 

聯合國決議？

答：超過65個

四十二問：從1972-1990年，在聯合國有 

關制裁以色列的決議上，美國動用 

了幾次否決權？

答：30次以上

四+三問：目前已知有多少國家擁有核 

子武器？

答：8個

四+四問：伊拉克有多少核子彈頭？

答：0

四+五問：美國有多少核子彈頭？

答：超過一萬個

四十六問：至今唯一曾經使用核子武器 

的是那一國？

答：美國

四+七問：以色列有多少核子彈頭？

答：超過400個

四+八問：是誰說過「如果我們對於重大 

的事情保持沉默，我們的生命就完 

蛋了」？

答：馬丁路德金博士

作者：美奧勒岡州公策中心執行總裁 

Charles Sheketoff

地址：PO Box 7, Silverton, OR 97381 

U.S.A.

以上各題，每題一分；以下是最後一題， 

佔52分：

最後一問：你願意、並且即將 
持績參與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的各種行動嗎？ 
答：

◎你/妳對本期的內容感興趣嗎？歡迎來信索取，並協助發放刊物!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在開戰日當天的晩上（前提是開戰爲台灣時間早上），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發起團體響應全球同 

步的day after行動（開戰日後續行動），當天傍晩六點由民 

眾攜帶手電筒、蠟燭與0215反戰貼紙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 

會（AIT）進行集會抗議。若開戰時間爲台北時間下午，則 

以上活動延至隔天下傍晩六點舉行。另外，三月九日夏潮聯 

合會將前往台北電影節「九一一事件簿」的電影播映現場散 

發反戰相關宣傳單及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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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婦女節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一）

女人反戰，女人要和平 文 / 勞權會新聞組

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 

界「反對美、英發動侵略伊 

拉克戰爭」的婦女同步走上 

街頭，為和平發出吶喊！

台灣，包括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 

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 

婦女救援基金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工作傷 

害受害人協會、終止童妓協會、日日春 

關懷互助協會等十多個婦女團體，也在 

這一天和世界同步發起反戰活動；呼籲 

政府不要支持侵略戰爭。

三月八日早上九點多一百名來自各 

團體的「查某」和支持查某的查普們在 

凱達格蘭大道的外交部門口，穿上團體 

的背心、拿出旗幟並高舉「反侵略、要 

和平」、「女工反戰」、「NO BUSH」、 

「女人要和平」、「反對支持侵略戰爭」 

等標語陸續集合。

十點活動開始，主持人女性勞動者 

權益促進會總幹事黃素恩，首先介紹曾 

被戰爭迫害的幾位阿嬤：在二次世界大 

戰時被日軍強擄去作「慰安婦」的阿嬤， 

及二二八事件與五0年代白色恐怖受害 

的阿嬤，並邀請受難人代表談戰爭對女 

性所造成的傷害。其中以從日據時代就 

投入社會運動的許月里阿嬤的發言最令 

人印象深刻。許月里阿嬤鏗鏘有力地批 

判美國以世界超級霸權的姿態，在聯合 

國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伊拉克擁有所 

謂毀滅性武器的武檢報告下，仍執意要 

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大聲表示「美國 

真是個壞東西」！

接下來由楊祖珺老師、勞權會王娟 

萍、女勞權會（竹縣產總）黃秋香、二二八 

受難家屬、五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 

原住民女性、客家女工、失業女工、移 

住（外籍）勞工，分別代表不同族群的女性 

共同宣讀反戰宣言，表示「…我們來自 

台灣各界的女人反戰，不只是因為過去 

戰爭中所帶來的痛苦與傷害。…不忍有 

更多的伊拉克婦女與兒童，因為戰爭而 

死亡。…我們對於台灣政府當局，支持 

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的行為表示憤怒。 

我們要求政府，應明確向國際社會，表 

達反對美英兩國侵略伊拉克戰爭的立 

場…」宣讀完反戰宣言，大家熱烈地高 

呼「女人要和平」、「反對美英侵略伊 

拉克」的口號。

世新大學草根社製作的十二年來因 

禁運而死傷的伊拉克婦女、兒童相片的 

大幅海報，這時被整齊的排列起來。不 

同族群的代表手拿百合花，在雲力絲吟 

唱高亢而嚴肅的古調中向因禁運而死傷 

的伊拉克婦女、兒童相片前一一獻花， 

現場氣氛頓時凝結了起來，默哀時不少 

人眼框都濕了。

接下來主持人黃素恩要求現場每位 

婦女手執玫瑰花，在大型保力龍板上排 

出「NO WAR」的字型。當NO WAR的 

字型在美麗的玫瑰花粧點完成後，大家 

高舉著緩步向總統府前進，要求台灣政 

府不要支持這場戰役，卻引起警方一度 

緊張而發生推擠衝突；婦女新知秘書長 

伍維婷這時帶著大家高喊「女人要和平」 

並請警方不要反應過度，最後由全體婦 

女通力合作將飛彈模型擲出，並請警方 

將婦女們製作的「NO WAR」花牌送進 

總統府，請阿扁聽聽婦女們反戰的心 

聲！活動就在大家高喊「女人要和平」、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的口號中結束。

三八婦女節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二）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署活動
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勞 

動人權協會，繼2月15日外貿 

協會外發動的反戰遊行，分別於 

3月7日晚上在台大公館夜市及3月8 
日台北車站大亞百貨前發動反戰街頭連 

署活動。連署過程中台灣反戰發起團體 

（例如：台大大論社、世新草根社、楊 

祖珺教授等）也在第二天參與其中， 

TAISO成員同時也在街頭透過看版、街 

頭小型演說傳達反戰的理念，現場並發 

放反戰通訊，提供更進一步的反戰資 

訊。短短的兩天就累積有一千六百八十 

位民眾連署，名單整理後將在近日送交 

至英國國際反戰聯盟，表達台灣反戰的 

聲音。民眾在連署單上寫著反戰的理由 

有「World Peace」、「Bush is tyrant」、

「經濟會更糟」等理由。同時也有民眾 

質疑連署的功效有多大？戰爭如果註定 

會進行，反戰的意義又何在？

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新聞組
其實連署最大的意義在於化關心為 

具體行動，並且將台專反戰運動和國際 

反戰運動連結，對意欲開戰的英美施加 

輿論和道德譴責壓力，並於此過程中更 

加認識帝國主義國家的蠻橫。

下一階段反戰行動將在近日開會後 

公佈，TAISO也將持續積極參與反戰！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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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戰系列活動報導

反對外貿協會藉戰爭大發不義之財
三月六日上午，「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針對外貿協會將在五月間戰事正熱的時候，組團前往中亞和中東「爭取貿 

易機會、大發戰爭財」，台灣商人這樣的行徑，根本就是把自己的貪婪建立在伊拉克人民的滅絕上。行動團體的主要訴求是：「我們 

抗議外貿協會在外交部和經濟部的支持之下，不顧受苦受難的伊拉克人民，還去當地大發戰爭財、賺取黑心錢。」

到達抗議現場的各團體計有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台大大論社、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等多個「聯合行動」 

發起團體。各代表先後發言表達反戰團體一致反對外貿協會這種不顧戰爭傷害，枉顧伊拉克人民資源極度短缺的情況只顧自己利 

益、大賺黑心錢的行徑提出嚴正抗議。況且，伊拉克瀕臨戰爭邊緣，最需要的正是無償的人道救援。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於二月七日發表了一份名為《伊拉克及其鄰國統合的人道主義事件計畫》報告，對於每英侵 

略伊拉克戰爭可能造成的人道主義危機作出評估。評估中強調：「這場戰爭危機將造成30percent的126萬五歲以下兒童會因營養不 
良而有死亡的風險。伊拉克的基本服務機制將全面崩潰？因此而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情況將超過聯合國各機構及其他援助團體的解 

決能力。」

在活動最後，外貿協會派員出面否認組團至伊拉克招商一事，表示並沒有此活動安排。但是抗議團體仍呼籲外貿協會不應趁火打 

劫，應該鼓勵廠商將這些用來賺錢的物資作為無償人道援助的物資，儘速送往伊拉克。唯有伊拉克人民繼續生存下去，台灣才有長 

期的貿易機會。短視近利的掠奪式貿易將遭到全世界反戰和平人士的唾棄。

「打死我也不要去，不為德州石油去買命」
(Hell no we won't go, we won't fight for Texaco!)
一3月5日美國學生及青年「走出來」反戰罷課活動報導文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編譯

以千計的美國人3月5日「走 

出來」抗議美國對伊拉克發動 

戰爭。青年人、學生離開了高 

中、國中；離開了學院校園；離開了他 

們工作的場所；在他們個自的社區裡、 

在全美國各地同時發起了數以百計的反 

戰活動。這一天從各社區發動起來的反 

戰運動，已經變成了想要停止布希政府 

戰爭機器的強大力量。

「現在行動起來反對戰爭和終結種 

族歧視」聯盟(A.N.S.W.E.R. Coalition) 
參加了許多這樣的活動，以下是一些學 

生活動的初步報告：

華盛頓

今天哈佛大學有大約200名學生從 

教室走出來，提出「將錢用在教育而不 

是戰爭」的口號。這個走出教室的活動 

是由A.N.S.W.E.R.的青年與學生部、國 

際特赦組織(哈佛大學分部)以及哈佛 

大學學生會共同發起的。這些學生在上 

午11點45分在校園中心舉行集會、喊 

口號和演講。

在北維吉尼亞，阿靈頓的約克鎮公 

立高中反戰學生在ANSWER.的青年 

與學生部協助下，從教室走了出來。根 

據約克鎮高中的主要學生組織計算，全 

校800名學生中有140人走出來參加示 

威。校園示威結束後，這些學生參加了 

由伍德蘭國中生所組織的大型活潑的遊 

行，當遊行的隊伍衝過了人行道上的阿 

靈頓警察，佔領了他們學校的大廳，並 

且在學校的廊廳間到處奔跑，大聲地喊 

著口號：「Hell no we won't go, we 
won't fight for Texaco!」(打死我也 

不要去，不為德州石油去買命！)， 

許多老師參加了這個活動，A.N.S.W.E.R. 
的青年與學生部也加入了這個活動。

加州

舊金山州立大學學生在校園裡集會 

後，就在中午的時候阻絕了第19大街的 

交通，數百名舊金山高中的學生走出教 

室並且在舊金山市區內遊行，並為3月 

15日的全美華盛頓反戰緊急集會散發傳 

單。在奧克蘭，數百名學生也走出教室 

前往市政府集會。

艾若約中學的高年級學生走出教室 

準備發動反戰活動時，他們的校長決定 

取消他們的「特權」，並且不准他們走 

進畢業典禮的現場。佩特陸瑪高中學生 

走出教室並且佔領了校門口的馬路。「走 

出來」的活動同時也在柏克萊高中、舊 

金山市立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加州 

的薩克拉緬都州立大學、南加大以及其 

他 12 洛杉磯的學校以及聖塔巴巴拉等 

地。

紐約市

紐約市的許多學院和高中學生在中 

午的時候走出教室，擠滿了聯合廣場。 

許多學生走到紐約市立大學的杭特學院 

參加杭特學院數百名學生的「走出來」 

活動。學生們舉著旗幟站在建築物前聆 

聽演講者們的演講。演講成員包括市議 

員 Charles Barron，A.N.S.W.E.R. 聯合代 

表 Larry Holmes 以及許多位學生。

3 月 15 日包圍白宮反戰緊急集會行動積極展開！
戰活動擴張如此迅速的原 

因在於，全世界都認知到布 

希政府不僅是計劃發動一 

次非法、無理的攻擊，也讓全世界認清 

布希政府意圖使用的手段足以構成戰爭 

犯罪與違反人權。布希政府恐怖與暴力 

的統治不再是秘密，其政策與策略也都 

公諸於世。由於害怕大量的美軍傷殘人 

士將會造成國內強烈的反彈，戰爭主事 

者正公開地承諾將計劃對伊拉克人民極 

盡可能地進行最強的恐怖行動。

紐約時報今天的頭版文章即報導， 

五角大廈計劃「在戰爭的前 48 小時 

內，將發射 3,000 枚導航精準的炸彈與 

飛彈。梅爾將軍提出警告，美國的攻擊 

將會造成伊拉克平民百姓傷亡...他說 

道：「但我們別忘了，戰爭的本質就是

httP:%25e3%2580%2583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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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儘管我們盡最大的努力試著 

減少人民的傷亡，傷亡仍就無法避免。 

我們必須讓人們認清，這就是戰爭。有

人或許會認為這種行為將會變得冷血無 

情。但，並不是所想的這樣。」

3 月 15 日當天將會有幾十萬人集 

結在華盛頓白宮前。「包圍白宮反戰緊 

急集會」的計劃是於當天正午 12 點在 

華盛頓紀念碑前舉行集會遊行 （白宮的 

南方，介於 15 與 17 街之間的憲法大 

街）。如需知道搭乘前往華盛頓之巴士、 

貨車與汽車車隊的資訊，以及索取您所 

在城市所有之交通工具資訊的表格，請 

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 
s/m 15/m 15transp.html

您可輕易地從 A.N.S.W.E.R. 聯合 

網站下載 3 月 15 日包圍白宮反戰緊 

急集會的 PDF 格式傳單，取得華盛頓示 

威活動的資訊，同時也可以在這個網站 

下載居住在紐約市但想要到西岸參加這 

次活動的相關傳單，網址為： 

http://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reso 
urces/index.html。

如果您無法下載或列印傳單，您可 

至全國 A.N.S.W.E.R. 辦公室索取，或致 

電 202-544-3389 索取郵寄傳單。

如需其他相關資訊 （每日更新） - 遊 

行區域的地圖、指示、華盛頓的大眾運 

輸工具、不便人士的資訊、停車、旅館 

等資訊，請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intem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m1 
5/logistics.html。

如需進一步詳細資訊，請到以下網頁：

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
http://www.VoteNoWar.org 
info @ internationalanswer.org

紐約 212-633-6646
華盛頓 202-544-3389
洛杉磯 213-487-2368
舊金山415-821-6545

庫德人抵制美國的操弄

德人及其同盟對外發表反 

對美國計劃中的戰爭及其 

對伊拉克的佔領。他們同時 

也譴責土耳其派遣數以千計的部隊進入 

伊拉克北部，封鎖難民的進出道，並且 

徹底根除庫德人的革命組織「卡達克」 

（Kadek）--庫德斯坦自由和民主代表大 

會，它的前身即是知名的「庫德斯坦工 

人黨」（PKK）。

1月28日數百名庫德人在聯合國巴 

格達總部外的廣場舉行抗議，誓言要做 

抵抗美國炸彈和飛彈的人肉盾牌。他們 

說美國對伊拉克人民的戰爭對庫德人的 

解放，只有傷害，沒有幫助。

二月底，曾支持1991年海灣戰爭並 

且對華盛頓懷有善意的一些庫德人團體 

提出警告，指伊拉克北部的庫德人將會 

抵抗五角大廈的土耳其盟邦對這個地區 

的任何介入。他們提到美國部隊會在雙 

方交火時被逮捕。

3月1日，隨著土耳其全國數週以來 

反戰聲勢的擴大，數以萬計的土耳其和 

庫德人在安卡拉鄰近國會的市區聚集。 

而國會裡，國會議員正在表決要延遲允 

許美國在土耳其部署高達6萬2千人部 

隊的議案。

五角大廈的計劃是以土耳其作為從 

北面侵入伊拉克的跳板，同時也從南面 

侵入。數千人的美國部隊已經長期駐紮 

在土耳其的基地。

布希當局本來十分自信，認為順從 

的土耳其政權會投贊成票，所以數以千 

計的美國部隊和數噸的戰爭物資都暫時 

放置在近海岸的船上，隨時準備投票結 

果公佈就展開部署。

作者：Greg Butterfield

然而，100 名執政的正義發展黨員 

卻打亂佈局，投了反對部署的票。雖然 

國會投票結果以稍微多數的264票同意 

對251票反對，但是土耳其的憲法規定 

需要267票才能立法成案，所以投票失 

敗。

反戰抗議的力量，庫德人的抵抗， 

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公民反對戰爭的激 

波，全面地衝擊著土耳其國會和華盛頓。

土耳其工會聲稱3月1日的示威， 

是左派，庫德人及其他反戰勢力所支持 

的。反戰者在寫著「人民會終止戰爭」 

的大旗幟下喊著口號：「不要戰爭，不 

要讓人民死亡」。庫德人的運動組織者 

及其支持者也同樣高舉著反對土耳其計 

劃插手伊拉克北部的標語；並要求釋放 

被拘禁的卡達克領袖阿布都拉．厄乍蘭

（Abdulah Ocalan）；並和土耳其及庫德 

人的政治犯的死亡絕食抗議進行運動連 

結。從絕食抗議至今已有105個政治犯 

在土耳其死去。

西方媒體報導群眾的規模有一萬，但 

是在安卡拉當地的電視站認為至少有五 

萬名，除了有數百名的鎮暴警察出現， 

裝甲車也出動封鎖住通往國會的主要道 

路。

布希政府在宣稱可以從其他幾個中 

亞基地對北方展開猛烈攻擊後，馬上開 

始要脅土耳其的執政圈，揚言要斷絕對 

土耳其的股市和不穩定的通貨的財政援 

助。

紐約時報3月3日報導，在美國的強 

大壓力下，土耳其的外交部指出今天政 

府將會要求國會第二次對「是否同意美 

國部隊以該國作為攻打伊拉克的基地」 

進行投票。

編譯：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

美國背叛的歷史

庫德人是中東地區擁有獨特的語 

言、文化、歷史的民族。庫德斯坦地區 

包含南土耳其、北伊拉克、部分的伊朗、 

敘利亞、黎巴嫩。歷史上的庫德斯坦百 

分之四十位在土耳其邊界。

從1984年到1999年，庫德斯坦工 

人黨--卡達克的前身，為了庫德人的權益 

和獨立，在南土耳其展開革命的武裝抗 

爭，並且和土耳其共產黨運動是有緊密 

的聯盟。

直到最近，土耳其仍然宣稱沒有庫 

德人，只有「土耳其山胞」，他們的語 

言被禁止。透過庫德工人黨及其同盟激 

烈的爭戰，他們終於贏得土耳其政府對 

庫德人公民權的一些讓步。

藉由美國軍事和經濟的援助，土耳 

其政權繼續對庫德人的抵抗進行殘酷的 

戰爭。超過三萬人死亡，大部分的庫德 

人平民被指控同情庫德斯坦工人黨。

美國一方面協助土耳其屠殺境內的 

庫德人，一方面跨越了伊拉克邊界，與 

兩個庫德人的中產階級團體-「- 庫德斯坦 

民主黨」、「庫德斯坦愛國聯盟」玩著 

令人氣憤的把戲。

那些政黨支持美國1991 年所領導 

的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華盛頓當局允 

諾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支持庫德人在北 

方和巴格達政府的對抗。對抗失敗後， 

當時主政的老布希收回支助。類似的劇 

本在柯林頓主政的1994年時又上演。

當華盛頓當局持續向巴格達施壓，並 

且侵犯伊拉克的主權之際，敵對的庫德 

斯坦民主黨和庫德斯坦愛國聯盟，已經 

在美國以及英國掌控下北方禁航區，名 

義上統治著伊拉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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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reso
http://intem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m1
http:%25e3%2580%2583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http://www.VoteNoWar.org
internationalansw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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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團體一起譴責庫德斯坦工人 

黨，並且攻擊它的成員。然而一些卡達 

克隊成功地跨越邊界，並且在北伊拉克 

山區找到庇護地。

「信任華頓？」「決不！」，卡達克說 

到。

為了呼籲庫德人團結對抗美國侵略 

伊拉克的戰爭以及土耳其對北方地區的 

佔領，2月23日卡達克在聲明中宣佈：

「庫德人必須為自己在春天準備一場人 

民起義。人民起義將會從3月8日開始 

直到5月底結束，而它將會在歷史上佔 

有重要的地位。」「庫德愛國聯盟及庫 

德民主黨;常常是習慣反對庫德人運 

動」，卡達克的聲明持續說到。「現在 

是採取步驟解決庫德人問題的時候，土 

耳其會以所有的庫德人勢力為目標，我 

們需要計劃來解決庫德人在北方和南方 

的的問題」，「每個人都需要採取步驟， 

避免戰爭。」

＊關於庫德人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背景 

資料可以參考Sam Mercy在1991年的文 

章：「庫德斯坦：在歷史面向的抗爭」 

在網站 http://www.workers.org/marcy/ 
cd/sam91/1991html/s910418.htm

（原文為Workers World Service每個人都 

可以轉載但不允許更動文字，需要進一 

步消息請絡我們）

近期反戰活動短波/

◎英國方面

1、三月十二日從早上十點至下午五點全英國市民集合在詹姆士公園步 

行抗議

2、三月十三日在英國倫敦有一場主人帶寵物遊街反戰的活動

3、開戰當天，he communication wofkers union將發動全英國每一個城 

市的勞工朋友從自己的工作地點走上街頭，用具體行動聲援抗議行 

動

4、四月二十二日發動全面圍堵福斯蘭核子基地

◎美國方面

1、三月十五日當天，舊金山、華盛頓、洛杉磯三處同步有人民聚集在 

街頭反戰的活動，分別包圍該地市中心，巴士車隊同時分別在上述 

三個城市繞街響應。

2、美國黑人社區的37個領袖將發表聯合公開信表達要和平不要戰爭的 

訴求

◎義大利三月十五日發動總罷工

◎德國方面

1、3/10在柏林布蘭登堡門前聚集了約30民綠色和平運動人士位美國侵 

略伊拉克而抗議。並在布蘭登堡門的雙輪馬車底座繫上“老歐洲： 

反戰”的標語，同時他們請求聯邦總理施若德（SPD）在決定性的安理 

會會議上盡可能的堅持反對武力侵略伊拉克，別在美國政府的壓力

下屈服。“這一場戰爭違反國際法，是違法行為！”綠色和平組織 

的發言人Wolfgang Lohbeck說道。“無論如何聯邦政府決不允許共 

擔像這樣違法侵略伊拉克的罪行！”另外綠色和平組織提出，西方 

國家曾資助海珊資金、武器，甚至是生化武器，這也已是無須爭論 

的事實

2、德國反戰反全球化社運團體ATTAC為反對美國政府武力威嚇伊拉 

克，每個星期一傍晚在德國各大城市（柏林、漢堡、漢諾威等）舉行 

例行反戰遊行

3、「女性們站起來，監督這個世界，改變這個世界！」。德國媒體 

mdymedia於3/6提出一篇以反戰為主要訴求的全球婦女節聲明，文 

中強調“我們要對戰爭以及暴力說不！我們不想要戰爭！我們不想 

要威脅婦女的不正義與政治！”

◎台灣方面

1、三月十四日學界舉辦反戰記者會

2、 三月十五日下午一點半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有「反 

美英攻伊開戰前音樂會及遊行」，活動並設計遊行至 

AIT時會同時遞交抗議信。

3、三月二十二日暫定遊行及藝文活動

◎ 你／妳對本期的內容感興趣嗎？歡迎來信索取，並協助發放刊物！

如果美伊開戰，我們該如何行動：
在開戰日當天的晩上（前提是開戰為台灣時間早上）「反對美英 

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發起團體響應全球同步的day after行動 

（開戰日後續行動），當天傍晩六點由民眾攜帶手電筒、蠟燭與 

0215反戰貼紙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AIT）進行集會抗議。若開 

戰時間為台北時間下午，則以上活動延至隔天下傍晩六點舉行。

The Internationalism (Guo Ji Zhu YI)

台灣學生反戰應該如何反戰？請看《國際主義》 

您也反對美英對伊侵略戰爭嗎？請到《國際主義》 

上網閱讀、反戰連署：http://taiso.LaborRights.net

httPWtaiso.LaborRights.net
http://www.workers.org/marcy/
%25e4%25b8%258a%25e7%25b6%25b2%25e9%2596%25b1%25e8%25ae%2580%25e3%2580%2581%25e5%258f%258d%25e6%2588%25b0%25e9%2580%25a3%25e7%25bd%25b2%25ef%25bc%259a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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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擊小布希的12大謊言
出處international A.N.S.W.E.R Coalition 翻譯：黃國治 校稿：林怡君 

謊言一：美國有權對伊拉克進行先制攻擊(preemptive war) 0 
先制攻擊是侵略戰爭。在國際法上，只有存在真正且立即的實質攻擊威脅時，先制攻擊才能被視為具有自衛的正當性。 

而布希對伊拉克發動的先制攻擊，甚至連像是要預防實質攻擊的樣子也沒有。它宣稱要對付的那個威脅，既沒發生， 

也不像會發生。伊拉克並沒有揚言要攻擊美國。只有美國在威脅說要打仗。一直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伊拉克有能力攻擊 

美國，更別說有進行這種攻擊的意圖了。

謊言二：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合法授權進行先制攻擊。
聯合國安理會不能授權有核武能力的美國，進行先發的侵略攻擊與戰爭，這違背聯合國憲章、國際法，以及對破壞和 

平與人道的戰爭罪行的禁令。聯合國憲章創設了安理會並賦予權責，要求「安理會的行動應符合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 

(第24條)。聯合國憲章要求要透過和平的手段，解決國際上的爭端或任何可能破壞和平的狀況(第六章第1條)。換 

句話說，一個國家不能因為宣稱說要預防戰爭，便發動戰爭。只有「當它遭到武力攻擊」時，才能單方面的使用武力 

自我防衛(第51條)。

謊言三：美國國會可以合法地授權對伊拉克進行先制攻擊。
美國憲法第六條規定，像聯合國憲章這樣的經過批准承認的條約，是「本國法的上位法(supreme law of the land)」。 

聯合國憲章既經美國批准承認，則美國國會的行動便不能違背聯合國憲章，包括進行侵略戰爭在內。侵略戰爭，即便 

只是揚言說要進行侵略戰爭，都違反了適用於每一個國家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則。不管是美國國會還是總統，都無權讓 

美國進行侵略戰爭，也無權投票背書、認可世界上的任何戰爭罪行，即使戰爭計劃尚未合法化或合理化。

謊言四：美國政府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
2002年10月11日的紐約時報透露了美國真正的計劃：「華府的高級官員今天表示，白宮正在研擬一個詳細的計劃， 

如果美國推翻了薩達姆•海珊，將以二次大戰後佔領日本的模式，在伊拉克建立一個由美國控制的軍事政府……在初 

期階段，將由美國的軍事指揮官統治伊拉克，這個人將擔任如麥克阿瑟在日本1945年投降以後的角色，人選可能是波 

斯灣戰爭時的美軍指揮官湯米•福蘭克思將軍(Gen. Tommy R. Franks)，或他的某位下屬」【官員指出美國有計劃要 

佔領伊拉克】)。

美國政府的真正企圖，是把伊拉克再次變成殖民地。在1960年代以前，美國公司海外利潤的總額，有50％來自於在 

這裡的石油投資。伊拉克的石油資產占全世界供應量的10%，布希政府希望將其去國有化(denationalize)。這場戰爭 

的用意就是要征服伊拉克及其所有然資源。布希政府想要把中東重新洗牌，並毀掉過去六十年來各民族解放運動的所 

有成就。它們想要撤銷中東地區所有國家的獨立地位，遂行其支配與控制，不是為了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而是為了取 

得石油。

謊言五：伊拉克對世界構成軍事威脅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說法。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美國以重炮組成火網轟炸了伊拉克至少11萬次，但伊拉克 

連一架美國的坦克或飛機都沒有擊毀。據聯合國武檢人員調查，沙塵暴摧毀了伊拉克80%的軍備。武檢報告接著說， 

伊拉克剩下的軍力，90%都被摧毀了。自1991年以來，伊拉克一直在付賠償金給科威特與美國的石油公司，已經沒有 

財力去蓋兵工廠了。此外，伊拉克並沒有以任何方式威脅任何國家。

謊言六：伊拉克驅逐武檢人員
伊拉克並沒有命令武檢人員離開。1998年12月武檢人員之所以撤離，是美國下的命令，好讓它們可以轟炸巴格達。 

隔天，1998年12月16日，美國發動了沙漠之狐行動，對伊拉克投下了1100枚炸彈和巡弋飛彈。轟炸過後，華盛頓 

郵報證實了武檢人員接受防衛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指揮，進行情報蒐集工作。五角大廈利用所謂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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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檢人員蒐集來的資訊，設定投彈的座標。此事被揭發之後，伊拉克當然不讓武檢人員再來。

謊言七：要對付伊拉克，禁運是一個較仁慈、較溫和的方法
對伊拉克實施禁運的計劃，出自五角大廈，而不是健康與人權部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它是 

五角大廈對付伊拉克的戰略核心部份。禁運比波斯灣戰爭本身更具破壞性。1998年10月，丹尼斯•哈絡德(Denis 
Halliday)在國會的聽證會上表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證實，每個月有5000至6000名伊拉克兒童毫無 

道理地死去，而且這可能是最保守的估計」。哈絡德剛辭去聯合國副秘書長與聯合國的伊拉克人道行動的負責人的職 

務，他曾說，「禁運與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絕不相容」。

謊言八：聯合國允許美國與英國轟炸「非航區」。
1991年二月，美國與伊拉克同意停火。在波斯灣戰後，美國、英國與法國強把伊拉克三分之二的區域劃為非航區，持 

續18個月。聯合國並沒有對非航區實施禁運，法國自始便對此提出譴責。所謂的非航區是違反國際法的。在國際法與 

其他公認的法律底下，伊拉克完全有權在美國所宣稱的非航區裡進行自我防衛。根據聯合國憲章地51條，伊拉克有權 

在它的全部國土上進行自我防衛，包括這些「非航區」。

謊言九：人民支持攻打伊拉克
連民意調查都不支持這個謊言。民意調查證實了普遍的反戰態度。一般來說，一個準備發動戰爭的美國總統會得到美 

國人廣泛的支持。可是，國會的正式報告卻顯示，反對片面攻打伊拉克的選民占壓倒性多數。在全世界，反對者還更 

多。英國首相布萊爾為布希伴唱，但英國卻少有人支持這場戰爭。在倫敦，反戰的遊行已有40萬人。在羅馬與馬德里 

也舉行了類似的示威遊行。希臘的發展部長(Greek Development Minister)概括了歐洲一般人的感受「我們完全反對 

任何武裝衝突……即使有聯合國的決議」。這樣的感受在世界各地並無二致。紐西蘭政府反對這場戰爭。中東沒有任何 

國家支持攻打伊拉克。黎巴嫩、約旦、巴林、科威特、安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反戰。法國、 

俄國與中國也是。

謊言十：戰爭將對經濟有益
為了維持美國在波斯灣區的武力，美國納稅人每年要花500億美元。攻打伊拉克估計要花200億美元，這些錢將直接 

從社會安全、醫療保險、醫療補助、教育和福利預算中支出，由一般的工人階級納稅人買單。上層階級要繳的稅已被 

大幅削減，所以他們只負擔其中的一小部份。

謊言十一：這場戰爭將很快結束且少有傷亡
戰爭很難迅速結束，且絕不可能少有傷亡。新的戰爭也不例外。巴格達的480萬人所面對的，是世界上裝備最先進、 

最具殺傷力的軍隊。伊拉克國民有2200萬人。他們將承受戰爭帶來的創痛與死亡。

謊言十二：波斯灣戰爭症候群是虛構出來的
退伍軍人福利處(Veterans Benefits Administration Office)指出，36%的沙塵症患者被證實引發了相關的傷殘。主因是 

美國所使用的貧鈾彈(Depleted Uranium)。1990年七月「美國陸軍軍需和化學指揮部(U.S. Army Armaments Munitions 
and Chemical Command)承認，貧鈾彈使當地人與退伍軍人長期處於危險之中……少數已經因而致癌」。波斯灣戰爭症 

候群患者，得到魯蓋瑞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之比例是一般人的500%。女性沙塵症患者生育的小孩，有天生 

的生理缺陷的比例比一般人多300%。男性患者則是200%。

台灣活動預告: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於3月28日前往立法院要求各黨團表態反對戰爭，他們提 

出的訴求是「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NOT IN OUR NAMES)。聯合行動聯絡處唐曙表示， 
一但反戰的相關提案排入議程，將進一步到立院發動靜坐抗議，要求立院不得通過任何和戰爭有關 

的預算或議案。

立院抗議活動視議案是否排入議程決定(極有可能定於四月四日早上十點 

在立法院大門口)，請民眾密切注意動員時間及地點。相關訊息請上 

http://taiso.LaborRights .net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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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亜盤座蕪譲鹳孝礬靂箍
专加過3月22日反戰遊行的朋友記得嗎？我們有過再遊行的約定，記得除了你自 

己還要動員你身邊的兩個朋友嗎？為了阻止這場不正義、不合法以及不得人心的戰 

爭9為了阻止伊拉克的無辜人民再無端的死傷，讓我們在4月12日的中午在美國在 

台協會集合9和全球的反戰同志一起救救伊拉克的兒童吧i不見不散i
編按：美英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從3月20日開打至 

今已經三週。全球的反戰運動並沒有因爲美英霸道的悍 

然開戰而沮喪和頓挫。相反地，美英攻伊之後，更多的 

反戰團體成立了，更多非暴力和暴力的反戰活動在全世 

界各個角落每天在進行，反戰運動的抗爭形式更是空前 

的升高，現在所有反戰團體的目標只有一個：如何儘快 

地阻止這場不合法、不正義且不得人心的戰 

爭。美英兩地的反戰運動更是以“將監獄塞滿”作爲目 

標。各地抵制美貨的運動也在烽火燎原的展開。

目前巴格達已進入圍城階段。美英聯軍準備在完成 

世且後璽强本斷糧的殘酷戰術，爲的只是讓巴格達 

以下爲本週在台灣的行動:

城內的人民喪失保衛家園的鬥志。我們不知道我們能不 

能體會伊拉克人民噫著淚水堅持戰到一兵一卒的堅決， 

但我們能用反戰行動支持他們的鬥志。讓伊拉克的人民 

知道他們在死傷的同時，全球有2300萬人和他們流著同 

樣的眼淚，懷著同樣的憂憤，努力地制止著進一步的傷 

亡。

全超現在進一步要在4月12日對美英的軍事基地展 

開圍堵行動* （註），爲的只是別讓他們再屠殺那些又餓 

又病的無辜人民！“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也將於同一天再次舉辦反戰遊行活動。讓我們4月12日 

與全球反戰的同志一起來解救伊拉克的人民吧！

坎註：詳細報導請見下文「收回基地」運動。

* 爲 4 纵 龜 事 * hnp:/7taiso ^aborRhghtS.net

412翎同步阻据號爭大新 
短對美葵優賂傑皎寬識爭聯會營粵主辦stag ； s得製聶蓄起亂者事時間：以加 

遊行路線：美國在台協會（集合）T建國南路T仁愛路T凱達格蘭大道一總統府（解散） 

活動預告：兒童反戰繪圖募集（須自備色筆及畫板）、本土反戰歌曲教唱、小劇團行動 

劇演出、、、

412反戰之夜文藝晩會 台灣反戰文藝聯盟主辦 

聯絡人：楊 索0928626444 
林深靖 0910091666

時間：2003年圖月12 0 19 ： 00地點：台大校總區校門口

ttp:%25e3%2580%2583taiso%25ef%25bc%258cLaborRights.net
aborRhghtS.net


■«ii> 夕 亨

石 E果我們根本不關心伊拉克人民正在一批批地死去，也不 
以 關心他們的未來處境，更不關心反戰運動對台灣社會的 

八 I正面意義，只關心反戰與主戰間的攻防、勝負，那麼我 

們確實該停止反戰了，因爲美英已經開打了！
戰爭其實只是美國侵略伊拉克的第一步而已，接下來還有 

對伊拉克實施軍事統治（外來政權）、扶植美國的傀儡政權、掌 

握油田、建立美軍基地做爲美國侵略中東地區的橋頭堡、以及 

透過重建過程使伊拉克成爲美國的經濟從屬國。所以，站在真 

正關心被侵略者伊拉克人民的立場，我們的運動理應從開戰 

前、戰中的反侵略戰爭，到戰後（一旦伊拉克戰敗、被佔領） 

反殖民軍事統治、美軍退出伊拉克運動、反對美軍基地（聯合'

文/臧汝興
整個亞洲的反美軍基地運動）、到反對經濟殖民運動。 八

從台灣社會來看，在我們的社會裡充斥著不問是非，一味 

挺美的「不支持美國難道支持伊拉克」論、亂扣帽子的「反戰 

=賣台」論；有把「天道盟」（美國）當成「替天行道」使者的 

被愚弄的民眾、有視屠殺爲電子遊戲的嗜血群眾、有把景氣恢 
復寄託在伊拉克人民的屍體上的企業主，你可以想像這樣的社 

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嗎？

台灣需要反戰運動！我們不但要抵抗美國對伊拉克的侵 

略5更需要透過反戰運動的過程，改造台灣社會，重新建立公 

平、正義的台灣社會價値。

iir下党裁la呼n 文/章永林整理

Em從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巴格達 

a居民在美軍飛機導彈呼嘯聲和 
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陪伴下，度過 

了一個個不眠之夜。每天早上，人們打 

開家門，經常會看見觸目驚心的鮮血和 

新增加的廢墟。飽經美軍高技術武器蹂 

蹒和驚嚇的伊拉克人，特別是500萬巴 

格達居民將永遠無法忘記那血肉橫飛的 

悽慘一幕。

戰前，美英方面一再聲稱將對伊拉 

克軍事目標使用精確制導的"聰明”炸 

彈，以儘量避免發生傷及平民的意外事 

故並竭力散佈伊拉克戰爭將創造人類 

歷史上“用精確制導武器避免平民傷 

亡”的神話。然而，嚴酷的現實打碎了 

這一神話。

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平民傷亡的 

慘劇不斷發生：3月28日，首都巴格達 

的一個市場遭美英聯軍導彈襲擊，62人 

死亡，50多人受傷，其中多數是婦女和 

兒童；3月31日，在伊南部城市納傑夫， 
一輛滿載婦孺的伊拉克民用車輛遭聯軍 

亂槍掃射，7名婦女和兒童當場死亡；4 
月2日，巴格達一個醫療機構大院遭到 
轟炸，其中的伊拉克紅新月會總部、婦 

產醫院和外科醫院受到嚴重破壞，3人死 

亡，27人受傷。這是自戰爭爆發以來第 

四起伊醫療機構遭襲擊事件……

頻頻發生的平民傷亡事件證明，美 

英聯軍的“聰明”炸彈並不“聰明”， 

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擊中平民目標和 

民用設施。據統計，迄今已有千餘伊拉 

克平民在戰火中被聯軍的“聰明”炸彈 

炸死或開槍打死，約6000多平民受傷。 
隨著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傷亡數位還將 

節節攀升。

如今滿是傷患的伊拉克醫院中最缺 

少的是基本的醫療藥品。原因是：美國 

在過去12年中,通過對聯合國，、石油換食 

品計畫”的控制，有系統地剝奪了伊拉克 

人民對藥品的需要，美國堅持認爲甚至 

像抗生素和注射器這樣最基本的藥品供 

應都可以在生物戰中發揮作用，應當被 

視爲軍民兩用品而被禁止。

死亡、鮮血、廢墟，女人的哀號、 

兒童的慟哭、老人的傷痛，這些鏡頭讓 

全世界嚮往和平的人們爲之悲痛和不 

安。這場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的戰爭正 

在吞噬著伊拉克兒童和平民的生命。印 

度詩人泰戈爾說：「孩子的眼睛裡找得到 

天堂」。透過戰火下孩子們的眼睛，人們

看到的是驚恐，是哀怨，是絕望無助的 

淚水。

這些幼小的受害者就是目前這場戰 

爭的紀錄。伊拉克的兒童長期遭受痛 

苦，它的嬰兒死亡率是世界最高的。根 

據國際救援機構的統計，在伊拉克的總 

人口中，近50%的人年齡在15歲以下， 

其中營養不良的兒童佔30%。由於戰爭 

的影響，食品極度匱乏，這種狀況將會 

隨著戰事的持續而更加惡化。

戰爭不是出路，因爲屍體鋪不平和 

平的道路。最慘烈的攻擊，往往只能帶 

來更爲悲壯的抵抗。為了包括伊拉克在 

内的天下安寧與所有孩子燦爛的微笑， 

爲了全人類的長遠利益，美英聯軍應該 

立即停止這場不公不義的侵略戰爭！

赣淨的錦糕季爾舞學？美國随部最認優用貪鑽彈
根據俄羅斯俄通-塔斯社的報導指 

出：美國國防部於3月28日承認在伊拉 

克戰爭中使用了貧鈍彈（BDU）的事實。 

美國國防部負責衛生事務的科佩特利克 

沒有說出精準數字，不過他表示：V-8 
鶴式戰鬥機、A-10地面攻擊機和艾布拉 

姆斯坦克等使用了貧錮彈。

韓國中央日報的消息稱，貧蝕彈是 

從天然錐裏濃縮核電原料U-235過程中 

産生的廢棄物5238爲材料製造出來的 

炸彈。鋪比鋼鐵和鋁密度將近大2倍， 
所以用它製造的炸彈具有很強的穿透裝 

甲等功能。

美軍曾在1991年海灣戰爭中也使用 

320噸貧鈍彈，攻擊了伊軍坦克。但是， 
海灣戰爭後伊拉克南部地區癌症患者猛 

增50%以上，參戰的相當多美軍中更出 

現癌症、生産怪胎等「海灣戰爭症候

文/TAISO蘇珊玄 

群」，「造成近7000人死亡。

美軍一再宣稱這是一場精確無疑的 

戰爭，甚至還公佈了所謂“乾淨的外科手 

術式”轟炸的衛星圖片，澄淸並未攻擊平 

民。但是？美國國防部28日的談話與 

血淋淋的傷亡數字讓我們很難相信美軍 

信誓旦旦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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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週末反戰行動：

「收回基地j運動在全球25個美英軍事基地展開

'『收回基地」運動"是什麼？
文/反戰聯合行動唐曙

f 后回基地」運動是由英國一反戰團體

（www.FedaimthebasesQrg.uk）所發起 
I人的週末抗議運動，這項運動以非暴 

力的市民脫序行動爲主，於2003年4月 

5日和6日，在全英國15處基地所在地 

展開，4月12日和13日還要再增加2個 
地點。「戰爭對抗者國際」（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並向國際提出週末反戰行動 
「收回基地」的呼籲，目前已有10項活 

動在美國、德國、希臘、義大利和德國 

展開。

這些行動是由軍事基地附近的團體 
所組織推動的。本次週末行動是由英國 

一個叫做「D10」的團體所提出的。「D10」 

團體的代表理察•拜恩表示：「我們要 

找人到那些正在計劃並且演練屠殺伊拉 

克平民的基地大門口抗議，來阻止這場 

戰爭，我們也呼籲遠在中東的英國軍隊 

現在馬上回家」

英國朋布魯克郡的和平組織發起人 

伏瑞德♦拉克曼-和平包圍威爾斯布勞迪 
皇家空軍基地的組織者-表示：「這是伊 

項攸關和平、同時也是支持在軍隊服役 

男女的活動，由於政客的短視，這些人 

正處於可怕和危險的境地।，「我們的 
活動已受到很多部隊服役者的愛人支 

持，他們希望能阻止這場戰爭，讓他們 

的愛人早點回家。我們在本週日活動所 

要傳達的訊息是：

「和平包圍，不要戰爭」。

獭向篡蛆」…運動函免在，英國以.下據點展開！ |

h倫敦諾思伍德英國聯軍總部。該總部是英國所有軍事行動的 

計劃中心。4月5日週末將進行行前訓練，4月6日將展開圍 

堵、基地圍籬裝飾、敲打鍋壺、拆除圍籬等行動。

2 .葛勞斯特郡菲爾佛德美國空軍基地。4月5-6日日夜全天活 

動。這項活動是由獨立的武器調查團進行，並由「停車搜查」

（STOP & SEARCH 英國反對警察歧視少數民族的組織）贊 
助的一項有獎調查活動。本項活動所募集到的錢將用於慈善 

事業與解除伊拉克戰爭。這兩個團體將援引2000年所通過的 

恐怖主義法案第44節的規定，對菲爾佛德基地展開「停車搜 

查」，該單位自3月8日起不斷地對數百名無辜、合法的反 

戰抗議者進行搜捕行動。如果在基地附近活動、拜訪和平觀 

察團的營區或是觀察轟炸機的活動，都將被警察搜捕。菲爾 

佛德美軍空軍基地是歐洲最大的轟炸機基地，也是英國直接 

對伊拉克進行轟炸的跳板。菲爾佛德美軍空軍基地最近已經 

成爲許多抗議活動的焦點。

3 .柏克郡魏爾佛德皇家空軍基地。4月6日下午2點。魏爾佛德 

皇家空軍基地是歐洲最大的炸彈貯存場。這個貯存場的武器 

現在正被運往菲爾佛德，將要裝在美國B52轟炸機上，用來 

轟炸巴格達。魏爾佛德和菲爾佛德目前都以恐怖主義法案第 

44節的授權，處在英國特警部隊的戒護之下。該條文主要是 

對和平的反戰抗議者進行搜捕和挑釁。

4 .約克郡北部摩爾斯，菲林達勒斯美國太空指揮基地。4月5 
日中午12點。該基地是對瞄準美國的彈道飛彈進行警戒的基 

地。活動要求參加者帶布條、口號和鼓，身著銀色衣服，拿 

著銀箔的風箏和汽球前往基地大門進行和平行動，這些東西 

會干擾基地通訊。

5 .普利茅斯丹佛港。4月5日下午1點。

6 .丹佛港是西歐最大的海軍基地，也是英國皇家海軍最大戰艦 

的基地港（很多戰艦都被派往波斯灣）。普利茅斯停戰聯盟 

在4月5日組織了武器檢查的活動。
7 .史丹佛德皇家空軍基地。4月5日下午1點。該活動在中12 
點於史丹佛德市場廣場開始燭光集會，1點遊行前往基地， 
並在基地圍牆前進行詩歌追悼活動。史丹佛德皇家空軍基地 

主要是對波斯灣進行戰術的支援活動，已派出三的部隊前往 

伊拉克。史丹佛德皇家空軍基地也是侵伊攻擊的補給站，對 

運動中的各軍事單位進行運輸的協助。

&薩利斯伯力的威爾頓總部，4月6日下午12點4點進行和平 
集會。

9 .薩利斯伯力的威爾頓總部是僅次於倫敦諾思伍德英國聯軍總 
部的第二大總部，其主要的目的是對軍隊的行動能力進行物 

資傳遞和補給。

10 .普茲茅斯海軍基地。4月5日下午2點港口鐵路非暴力活 
里，當晚進行燭光集會。普茲茅斯海軍基地是英國皇家海軍 

三分之二海面艦隊、三艘航空母艦以及海軍總部艦隊的停泊 
港。

11 .南威爾斯聖阿然斯皇家空軍基地。4月6日下午1點。當 

地反戰組織將進行大量毀滅性武器的檢查。南威爾斯聖阿然 

斯皇家空軍基地是英國最大的空軍基地，也是英國最大的戰 

機單位。（待續）

"军M12全球同歩阻止侵略大遊行贈義工！ 
乙八/7 一場遊行從發起到走上街頭是需要許多人的心力投入才能順利走出來，目前我們急需要義工來幫忙製作 

y 道具、發放文宣、、、，歡迎參與這場運動的朋友一起加入我們的工作行列。

有意者請電梁英華02-25596233 / 0930936052蘇姗玄09262662 1 8
或寄信到 taiso@mail2000.com.tw

全球反戰活動短波!怎月夠日。鹏月7日全球反戰運動報導 T盒ISO編譯組/整理報導

土耳其：本週由於土耳其總理違背土耳其民意，擅自同意從 

土耳其轉運美軍軍備到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人民憤怒進一步 

升高。當地的一些媒體報導美國方面暫停了軍備的輸送，因 

爲憤怒的反戰土耳其人用石塊和雞蛋丟擲運輸卡車，打破了 

許多卡車玻璃。4月2日，安卡拉大學生於美國國務卿包威 

爾訪問土耳其時，進行了示威抗議。4月4日也有另一場數 

千人反戰遊行。4月6日星期天，數千民群眾集合在伊斯坦 

堡廣場，進行反戰集會。

http://taisoX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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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4月4日，數千名的巴勒斯坦人抬起了諷刺聯合 

國和阿拉伯聯盟的兩具棺木，佔據了加薩走廊的街道進行反戰 

活擊。那不勒斯也有數千人的抗議，努瑟拉特難民營同一天也 

有示威活動。4月4日，拉馬拉的婦女抗議英美聯軍的侵略惡 

行，並支持伊拉克，希望自衛戰爭能獲得最終勝利。4月3日 

在加寧舉辦了一場抗議活動，悼念一年前因以色列「防衛盾 

牌」上軍事行動而造成53名巴勒斯坦人和23名以色列人死亡 

的悲劇。甚至連特拉維夫在4月2日也出現反戰示威活動。

黎巴嫩：4月4日，在貝魯特的科威特大使館前有多起反戰 

抗議。4月2日，10000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塞頓進行 

示威，他們的訴求包括消滅美英侵略軍隊，並焚燒了美國國旗： 

埃及：4月4日，開羅警方禁止反戰抗議群眾在週五禱告過後 

的淸真寺外抗議。4月1日在亞歷山大，數千名的群眾在體育 

館進行了反戰集會。

約且「4月4日在安曼發生了多起的反戰示威活動。

敘利亞：4月1日，在包威爾要求敘利亞停止支持恐怖主義 

後，數百名婦女在大馬士革進行示威活動。

E卩尼：全印尼的許多城市每天都有反戰的示威活動在進行。4 
月6日在雅加達，反戰群眾在美國大使館前焚燒了布希的肖 

像。上週稍子，在蘇陸、中爪哇發生了示威群衆用蕃茄丟擲美 

國領事館的示威抗議。4月1日，示威學生也向大使館丟擲爛 

蕃茄。上週日在雅加達、東爪哇、萬隆和南加里曼丹都有許多 

的反戰示威活動。

菲律賓：在馬尼拉，有3000人遊行前往金融特區。他們擊鼓、 

高喊反戰口號，並且腳踢一隻戴有總統愛若玉面具的假狗芻像。 

泰國：4月4日，8萬人遊行前往曼谷，焚燒布希肖像和美國 

國旗。3萬人在回教城市帕他尼的街道進行反戰祈禱。

馬來西亞：在首都南方的--個小鎭田朗加努，有反對黨的 

2000名群眾進行反戰遊行。

孟加拉：4月3日，數萬名群眾佔據達卡街道，焚燒布希肖像。 

有人目擊美國人壽公司大樓被人縱火。

E卩度：上週，德里和阿拉哈巴德都有多起反戰示威活動。

南韓：由於南韓政府最近宣佈要派遣軍隊與英美聯軍一起作 

戰，與南韓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相違背，4月4日，漢城的學 

生嘗試前往美國大使館抗議，但遭到警方的阻擋。在城市的另 

一邊，爲悼念被美國軍車撞死的兩位南韓女孩的每日燭光活 

動，轉變成一項反戰集會。

澳洲（：二個反戰的小型船隊在總理約翰。豪爾德居住區的雪 

梨港進行聚集。在街道上示威人士焚燒美國國旗，不久被以 

「破壞」的罪名遭到逮捕。

希臘：抗議示威的活動幾乎每天發生。4月3日全國幾乎陷入 

停頓。全希臘進行一日總罷工，所有的公家機關全部關門，所 

有的班機停飛。10000名示威者在雅典的美國大使館外高喊反 

戰口罩，帖薩羅尼迦有15000人遊行前往美國領事館。民意調 
查顯示，"希臘有95%的人反對這場侵略戰爭。

愛爾蘭：今月7日，來自全愛爾蘭的群眾（包括愛爾蘭共和 

國和岁國殖民地北愛爾蘭）聚集在貝爾法斯特反對布希和布萊 

爾的高峰會。這次高峰會主要是討論違背人民利益的北愛和伊 

拉克問題。

英國：全國各地都有多起抗議示威活動。倫敦數千人前往美 

國大使館抗議，當反戰人士試圖封鎖大使館周邊街道時，遭到 

警方逮捕。「收回基地」的行動在普茲茅斯和普利茅斯軍港展 

開。英國國防大臣吉歐夫。胡恩遭到數千名反戰群衆追逐，因 

爲他最近宣稱爲了保護英國軍隊，同意使用集束炸彈。

德國：本週全國許多城市都有抗議活動。反戰團體將海德堡 

的美軍總部作爲抗議焦點，要求德國政府停止一切對美國侵略 
戰爭的支持。

保力口利」亞：在索菲亞2000人遊行抗議政府支持美國侵略戰 

爭的立場，這項政策遭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90萬人連署的反 

戰提案已提交政府。

波士尼亞由黑賽哥維那：賽拉耶佛學生向美國大使館的圍 

牆丟擲雞蛋和紅色油漆。

西班牙：4月1日，巴賽隆納學生進行反戰遊行。4月6日， 

約50萬人參加了馬德里的反戰抗議活動和音樂會。在聖地牙 

哥，至少20000人進行反戰遊行，在蔭拉曼卡的兩個城市也有 

好幾萬人的示威活動。執政黨超過四個辦公室被示威者投擲垃 

圾。

義大利:納布勒斯示威者遊行前往美國領事館。

迦納：阿克拉的居民第一次進行反對侵伊戰爭的示威活動。 

南非:大約1000名開普敦居民遊行前往國會要求政府終止與 

美英和其他支持戰爭國家（像以色列和澳洲）的軍購合約。

阿根廷：2000名失業的工會會員和退伍軍人進行反戰抗議活 

動。活動的一個標語是：「同樣的敵人：昨日的馬維納斯，今 

日的伊拉克」（馬維納斯指的是1982年阿根廷試圖收回的英 

國殖民地，後來英國爲此發動侵略戰爭，英方稱此地爲福克 

蘭）。

巴西：一千名示威者在里約•熱內盧進行抗議，焚燒布希肖 

像。

祕魯：利馬居民舉行集會譴責戰爭。

薩爾瓦多:10000民群眾集合在首都聖薩爾瓦多進行反戰活 

動。

哥斯大黎力口：聖荷西的街道到處都是染血的骨頭，反戰示威 

者譴責他們的總統支持布希的侵略戰爭。

美國：抗議示威活動在奧克蘭、芝加哥、華盛頓，匹茲保和 

底特律進行。底特律郊外住了許多來自葉門、巴勒斯坦、和黎 

巴嫩的阿拉伯人，他們都反對美國侵伊戰爭的政策。在波士頓， 

一場法院的鬥爭開始，18位在3月20日反戰抗議活動中被捕 

的人士開庭。「和平鎖鏈18j組織，用人鏈封鎖納提克實驗室 

的出口，他們表示該實驗室硏發生化武器。被告的這些抗議者 

努力的要把這次起訴轉變爲對戰爭的控訴。再18個人當中的一 

位63歲前海軍陸戰隊員諷刺的說：「美國政府才剛侵入伊拉 

克，我們就被以非法入侵的罪名起訴！」。

◎你/妳對本期的內響應興趣嗎？歡迎來信泰

®，並協助發放刊物8

風a i
The Internationalism (Guo Ji Zhu YI)

台灣學生反戰應該如何反戰？請看《國際主義》 

您也反對美英對伊侵略戰爭嗎？請到《國際主義》 

上網閱讀飞反戰連署：http://taiso.LaborRights.net

http://tais%25c2%25a9BLaborRightsBnet
mailto:toso@maiI2000x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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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反戰!］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

■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后叫常芈/让政用地古肿斗I" 雑間1留到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擲央夫悅廟1門旦兄戰爭利同烟訊［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疫况進X連客麦數持續連署中!!!）

〉215台北反戰行動新聞圖集（1）（2月23日上傳）

〉215全球反戰示威新聞圖集（2月24日上傳）

〉全球反戰示威各地人數統計（2月25日上傳）

□伊拉克：我們究竟認識多少？ （2月24日上傳）

伊拉克背景資料：

伊拉克概況［連至它站］

伊拉克問題大事記

伊拉克的國防真的那麼強嗎?［連至它站］

伊拉克與美國

歷史回顧：美國20多年來對伊拉克的立場變化

美軍在海灣地區的軍事部署圖［連至它站］

聯合國與伊拉克問題：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有關伊拉克問題決議

聯合國安理會第1441號決議（全文）［連至它站］

關於武器檢查：

國際資料：伊拉克應對武器核查大事記

聯合國對伊拉克武器核查大事記

關於伊拉克武器核查

□關於反對美國侵伊的相關聲明
• 台灣各界團體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聲明

•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拒絕“鮮血換石油”、全力粉碎美帝國主義侵伊戰爭!

• 亞洲學生協會等

亞洲學生協會（ASA）與香港地區等團體的反戰聲明

215反對英美侵 
略伊拉克戰爭 

聯合行動特刊

□《國際主義》第六期要目

美國布希政權爲何一定要打垮伊 
拉克海珊政權？（文/林書揚）

《運動中的全球》——2002年11月至2003
年1月（整理評述/政大第一帥的阿貓哥）

［圖文］11月29日：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AIT前抗議行動/聲援巴勒斯坦，譴責反

□0215台北反戰集會相關新 
聞報導整理
TAWAN NEWS：［剪報影像］ 

（2月25日上傳）

TAIPEI TIMES：［剪報影像］

（2月25日上傳）

獨立媒體中心勿亦Media Center）:詩 

人莫那能在0215反戰集會上［詳細內 

文］

TAIWAN NEWS : Hundreds in Taipei 
join world to protest war ［詳細內文］ 

CHINA POST中國英文郵報：Locals 
protest against possible U.S.-led war to 
oust Saddam ［詳細內文|剪報影像］ 

中國時報:全球反戰遊行連線台灣百 

餘團體連署聲明［詳細內文丨剪報影 

像］

聯合新聞網：濃郁反戰氣氛台北重回 

六0年代［詳細內文丨剪報影像］

在抗議現場，台灣反帝學生 

組織所舉之紅旗

□0215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聯合行動首頁 
抗議行動日程/台灣各界團 

體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 

聯合聲明/抗議現場路線圖

恐法案（現場報導/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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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反戰!］全球反戰人民3月6日起發動電子信件提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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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反戰人民3月6日起發動電子信件提案活動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編譯

國際反戰組織「繼續前進」（MoveOn.org）呼籲全球2300萬和平的反戰人士，在3月6日透過電子郵件的 
方式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全球反戰人民和平提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否決美英攻打伊拉克的戰爭提 
案。由於下週聯合國安理會將針對美英侵略伊拉克的議案進行表決，「繼續前進」組織認為全球反戰的人 
民應立即動員起來，否決美英這項戰爭動議。「繼續前進」組織另在網站
（http://www.moveon.org/emergency）上有否決動議的連署活動，歡迎所有反戰的人士踴躍參加。

「繼續前進」組織表示，如果這項和平動議能使美英的提案不能得到多數的話，這將是布希政府侵伊 

戰爭的重大挫敗。該組織認為只要透過聯合國嚴格的武檢就能解除薩達姆•侯賽因的武裝，本週末將是不透 

過戰爭而取得勝利的最後時刻。侵伊戰爭一旦開打，超過一百萬的伊拉克兒童將快速死亡。根據現在已經 
提出的攻伊戰爭計畫，美國將佔領伊拉克許多年而遍地烽火的慘狀將難以想像！

聯合國安理會15個會員國的Email addresses:

1.  （法國）france@un.int
2.  （中國）Chinamission_un@fmprc.gov.cn
3.  （墨四哥）mexico@un.int
4.  （安哥拉）ang-un@angolamissionun.org
5.  （智利）chile@un.int
6. contact @ germany-  （德國）un.org
7.  （巴基斯坦）Pakistan@un.int
8.  （四班牙）spain@spainemb.org
9.  （俄羅斯）rusun@un.int

10.  （美國）usa@un.int
11.  （保加利亞）IPRD@mfa.government.bg
12.  （敘利亞）syria@un.int
13.  （幾內亞）Guinea@un.int
14.  （喀麥隆）Cameroon@un.int
15.  （英國）uk@un.int

讓我們一起參加這個全球人民反戰的聯合國提案運動！全力阻止美英侵略伊拉克的戰

爭！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根據2003年2月2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活動會議決議，如果美伊開戰，我們將採取的行動如下：

如果是白天開戰，當日的晩上六點，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 

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如果是晩上開戰，集合時間順延到隔天晩上六點。希望廣大的市民同 

胞踴躍參與！

%25ef%25bc%2588http://www.moveon.org/emergency%25ef%25bc%2589%25e4%25b8%258a%25e6%259c%2589%25e5%2590%25a6%25e6%25b1%25ba%25e5%258b%2595%25e8%25ad%25b0%25e7%259a%2584%25e9%2580%25a3%25e7%25bd%25b2%25e6%25b4%25bb%25e5%258b%2595%25ef%25bc%258c%25e6%25ad%25a1%25e8%25bf%258e%25e6%2589%2580%25e6%259c%2589%25e5%258f%258d%25e6%2588%25b0%25e7%259a%2584%25e4%25ba%25ba%25e5%25a3%25ab%25e8%25b8%25b4%25e8%25ba%258d%25e5%258f%2583%25e5%258a%25a0%25e3%2580%2582
mailto:france@un.int
mailto:Chinamission_un@fmprc.gov.cn
mailto:mexico@un.int
mailto:ang-un@angolamissionun.org
mailto:chile@un.int
un.org
mailto:Pakistan@un.int
mailto:spain@spainemb.org
mailto:rusun@un.int
mailto:usa@un.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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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捷運：捷運木柵標於“大安站”下 
捷運，沿著信義路三段網建國高架橋 
方向歩行約三分鐘到AIT
坐公車：到“捷運大安站”或是“大 
安髙工站”下車：74路公車

如果美伊開打，你要如何到抗議現場“美國在台協會”

坐公車：到“遠興南路□站”或是“ 
建國南路□站”下車：信義善諒' 20 
路公車 ' 四路公車、記路並）偽冷公車 
' 2。4路公車' 2四路公車'協公車 
'如4底）區心路公車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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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二月內部機密文件曝光
——《攻打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影響》

“一旦攻打伊拉克戰爭發生，超過一百萬的兒童將死於戰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編譯組編譯

就在2月15-16日全球同步反戰運動發動的一個禮拜前，聯合國一個內部機密文件悄悄的完成。“反對對 
伊拉克進行制裁運動”（CASI）於2月13日公佈了這項密件。根據聯合國的這個內部機密文件顯示，一旦攻 
伊戰爭開打，估計將有30%的五歲以下兒童--約126萬人--將因營養不良而有死亡的風險。

這個名之爲《伊拉克及其鄰國統合的人道主義事件計劃》（"Integrated Humanitarian Contingency Plan for 
Iraq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的文件是由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於2003年2月7日提出的。 
這項文件的出爐，使得許多援助單位和各國政府代表於日內瓦展開緊急協商，討論攻伊戰爭開打後的人權 
救援行動。

這份文件包括了以下幾項主要的評估：

“在這場戰爭事件的危機下，30%的五歲以下兒童一伊拉克五歲以下兒童共420 
萬人，這個比例的人口約126萬人一會因營養不良而有死亡的風險。”（見文件第3 
（5）頁）

“伊拉克的基本服務機制將全面崩潰...因此而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情況將超 
過聯合國各機構及其他援助團體的解決能力。”（見文件第4（6）頁）

“聯合國所有的機構為了要保護這些兒童免於最低戰備的影響，已經面臨了嚴 
重的資金限制”（見文件第1 （3）頁）

“由於超過12年制裁影響，即使在戰爭開打前，伊拉克人口以大量銳減。” 
（見文件第3（5）頁）

“世界糧食計劃（WFP）估計有超過一千萬的人遭受嚴重飢荒、被迫四處遷居 
或直接受軍事行動影響”（見文件第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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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危機中，僅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口能得到合理的水供應”（見文件第 
2（14）頁）

“聯合國難民局（UNHCR）估計，此次的軍事衝突將造成高達145萬的難民與尋 

求庇護者會離開伊拉克”（見文件第9 （11）頁）

“除了原先已無家可歸的90萬至110萬人之外，將再增加90萬人流離失所”
（見文件第10（12）頁）

這場戰爭將使521萬的五歲以下兒童以及懷孕和哺乳的婦女將極易受到傷害 ； 
將有50萬潛在的、直接和間接的傷亡人數；302萬人有嚴重營養不良的風險；1824 
萬人需要水的供應；871萬人需要公共衛生設施。（見第12（14）頁附表）

近期反戰活動短波/

國際
呼應「全球詩人反戰」，中央大學英文系於3月5日 
（週三）中午舉辦詩歌朗誦會

英國方面：

1 .三月八日由婦女團體發動一場 

“WOMEN NO WAR” 的遊

行，活動口號爲「反對爲殺戮 

而投資」。

2 .三月八日於曼徹斯特的亞伯公 

園有一場反戰遊行與嘉年華 

會。

3 .三月十二日在倫敦聖詹姆斯公 

園有一場「和平人民集會」， 

此活動定位在相對於布萊爾國 

女性勞動者權益促反戰古詩朗誦

進會總幹事黃素恩
在會上的發言

到場參與的同學反戰短劇的演出 負責這次活動的中

央大學的師長們

圖片提供：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會的人民會議，當天將選出會議代表，並敲定相關議程。

4 .三月十三日英國倫敦有一場反戰文學之夜。

5 .三月十五日當天若干反戰團體集會在貝爾摩公園，遊行前進至艾斯特高中。

6 .三月十六日當天英國學生團體Lib dem於當天下午五點到七點發動第二次抗議，目標是英 

國駐美大使館。

7 .三月二十二日各反戰團體聚集菲爾佛，包圍該地的隱形轟炸機空軍基地。

8 .英國藝術團體在一月二十三日到三月十五日舉行一系列『Art No War』的帶狀反戰活動。

9 .每週六中午十二點半到一點半舉行單車車隊遊行活動。

美國方面:

1 .三月五日全美學生爲表示反戰立場罷課一天，當天並同時呼籲各界主動停止上班一天。

2 .三月八日婦女團體發起「前進白宮」遊行活動。

3 .三月十五日名爲「反對對伊戰爭華府緊急集會」活動同步在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舉 
行。

德國部分：（本訊息由德國特派員小米翻譯提供人人）

數千名德國民眾人於上週末再度爲美國侵略伊拉克走上街頭。三月一日在漢堡 

有七千名反戰人士聚集，哥廷根的和平抗議由DGB SUdniedersachsen Organisationen 
發起，亦聚集近2000人。對於外界質疑把抗議路線的終點站定在聯邦政府與民粹主 



義有關，SPD秘書長Olaf Scholz週六於漢堡提出反駁，表示當民眾與政府都有一致 

的觀點時，這就不是民粹。（Es ist kein Populismus, wenn Bevolkerung und Regierung 
einer Meinung sind）

此外，為使德國聯邦政府主張和平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明確態度能在聯合國安理 

會中發揮實質作用，Olaf Scholz採集會方式號召SPD、綠黨以及工運團體。Olaf 
Scholz表示，『德國一定不會因所持的立場在國際上被孤立』、『德國政府的反戰 

立場並不代表全然不施行武力。』

綠黨黨團會議主席Knsta Sager緊接著號召後續的抗議。Krista Sager表示，或許 

能避免戰爭的機會已經非常渺茫，但是在還有一絲機會（原文：在機會還沒降到百 

分之三以下之前）的時候，我們絕不放棄。她強調，現在的伊拉克已經受到空前的 

嚴密管控，美國沒有發動戰爭的理由，而且先發制人的戰爭只會使這個世界更危 

險。

台灣部分

1 .呼應「全球詩人反戰」，中央大學英文系於3月5日（週三）中午舉辦詩 

歌朗誦會。

2 .三月八日早上八點各族群婦女團體聚集在外交部，共同宣讀「反戰宣 

言」。

3 .三月七日晩上五點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於台北公館發動「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街頭連署

活動。

4 .三月八日早上十一點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於台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廣場發動「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街頭連署活動。

5 .在開戰日當天的晩上（前提是開戰爲台灣時間早上），「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 

合行動發起團體響應全球同步的day after行動（開戰日後續行動），當天傍晩六點由民眾 

攜帶手電筒、蠟燭與0215反戰貼紙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AIT）進行集會抗議。若開戰 

時間爲台北時間下午，則以上活動延至隔天下傍晩六點舉行。另外，三月九日夏潮聯合 

會將前往台北電影節「九一一事件簿」的電影播映現場散發反戰相關宣傳單及活動通 

知。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抗議行動地圖製作:

http: //tsdso. LabcctRights. ne t

■美國在台協會如T）
■大安高工
■台北市立圖寺館紡館
■捷運大安站
■師大附中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5
坐捷運：捷運木柵編族“大妄站”下 
揮運，沿著信義路三段網建國高架橋 
方向歩行約三分鍾到AIT
坐公車：到“捷運大安站”或是”庆 
安高工站”下車：M路公車 _ 
坐公車：到“復英南路□站”或是“ 
建國南路□站”下車：信莪辟編' 20 
路公車 ' 龍路公車 ' 兜路00劇出車 
'如4路公車、如9路公車' 2配賭公車 
'四4 aB區力路公車

根據2003年2月2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活動會議決議，如果美伊開戰，我們將採取的行動如下：

如果是白天開戰，當日的晩上六點，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 

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如果是晩上開戰，集合時間順延到隔天晩上六點。希望廣大的市民 

同胞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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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我也不要去，不為德州石油去買命」

反戰!3.05美國學生寵課徽起!
3月5日美國學生及青年「走出來」反戰罷課活動報導

勞動人權協會編譯組(老唐)編譯

3月5日，數以千計的美國人「走出來」抗議美國對伊拉克發動 
戰爭。青年人、學生離開了高中、國中；離開了學院校園；離開了 
他們工作的場所；在他們個自的社區裡、在全美國各地同時發起了 
數以百計的反戰活動。這一天從各社區發動起來的反戰運動，已經 
變成了想要停止布希政府戰爭機器的強大力量。

「現在行動起來反對戰爭和終結種族歧視」聯盟(A.N.S.W.E.R. 
Coalition)參加了許多這樣的活動，以下是一些學生活動的初步報 
生• 口 ：

這是在芝加哥參與反戰的高中生與大學生 
的抗議集會，約有數千人參加！

華盛頓

今天哈佛大學有大約200名學生從教室走出來，提出「將錢用在教育而不是戰爭」的口號。這個走出教 
室的活動是由A.N.S.W.E.R.的青年與學生部、國際特赦組織(哈佛大學分部)以及哈佛大學學生會共同發起 
的。這些學生在上午11點45分在校園中心舉行集會、喊口號和演講。

在北維吉尼亞，阿靈頓的約克鎮公立高中反戰學生在A.N.S.W.E.R.的青年與學生部協助下，從教室走了 
出來。根據約克鎮高中的主要學生組織計算，全校800名學生中有140人走出來參加示威。

校園示威結束後，這些學生參加了由伍德蘭國中生所組織的大型活潑的遊行，當遊行的隊伍衝過了人 
行道上的阿靈頓警察，佔領了他們學校的大廳，並且在學校的廊廳間到處奔跑，大聲地喊著口號：「Hell 
no we won't go, we won't fight for Texaco!」(打死我也不要去，不爲德州石油去買命！)，許多老師參加了這 
個活動，A.N.S.W.E.R.的青年與學生部也加入了這個活動。

力口州

舊金山州立大學學生在校園裡集會後，就在中午的時候阻絕了 

第19大街的交通，數百名舊金山高中的學生走出教室並且在舊金山 
市區內遊行，並爲3月15日的全美華盛頓反戰緊急集會散發傳單。在 
奧克蘭，數百名學生也走出教室前往市政府集會。

艾若約中學的高年級學生走出教室準備發動反戰活動時，他們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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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學生們在紐約的華盛頓廣場公園 
舉行反戰燭光晚會

的校長決定取消他們的「特權」，並且不准他們走進畢業典禮的現 
場。佩特陸瑪高中學生走出教室並且佔領了校門口的馬路。「走出 
來」的活動同時也在柏克萊高中、舊金山市立大學、聖荷西州立大 
學、加州的薩克拉緬都州立大學、南加大以及其他12洛杉磯的學校 
以及聖塔巴巴拉等地。

紐約市

紐約市的許多學院和高中學生在中午的時候走出教室，擠滿了 
聯合廣場。許多學生走到紐約市立大學的杭特學院參加杭特學院數 
百名學生的「走出來」活動。學生們舉著旗幟站在建築物前聆聽演 

講者們的演講。演講成員包括市議員Charles Barron，A.N.S.W.E.R. 
聯合代表Larry Holmes以及許多位學生。

3月15日包圍白宮反戰緊急集會行動積極展開

反戰活動擴張如此迅速的原因在於，全世界都認知到布希政府 
不僅是計劃發動一次非法、無理的攻擊，也讓全世界認清布希政府 
意圖使用的手段足以構成戰爭犯罪與違反人權。布希政府恐怖與暴 
力的統治不再是秘密，其政策與策略也都公諸於世。由於害怕大量 
的美軍傷殘人士將會造成國內強烈的反彈，戰爭主事者正公開地承 
諾將計劃對伊拉克人民極盡可能地進行最強的恐怖行動。

紐約時報今天的頭版文章即報導，五角大廈計劃「在戰爭的前48小時內，將發射3,000枚導航精準的 
炸彈與飛彈。梅爾將軍提出警告，美國的攻擊將會造成伊拉克平民百姓傷亡…他說道：「但我們別忘了， 
戰爭的本質就是暴力」，「儘管我們盡最大的努力試著減少人民的傷亡，傷亡仍就無法避免。我們必須讓 
人們認清，這就是戰爭。有人或許會認為這種行為將會變得冷血無情。但，並不是所想的這樣。」」

3月15日當天將會有幾十萬人集結在華盛頓白宮前。「包圍白 
宮反戰緊急集會」的計劃是於當天正午12點在華盛頓紀念碑前舉行 
集會遊行（白宮的南方，介於15與17街之間的憲法大街）。

如需知道搭乘前往華盛頓之巴士、貨車與汽車車隊的資訊，以 
及索取您所在城市所有之交通工具資訊的表格，請至下列網址查 

詢：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m15/m15transp.html

您可輕易地從A.N.S.W.E.R.聯合網站下載3月15日包圍白宮反 
戰緊急集會的PDF格式傳單，取得華盛頓示威活動的資訊，同時也 
可以在這個網站下載居住在紐約市但想要到西岸參加這次活動的相 
關傳單，網址為：

http://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resources/index.html。如果您無法下載或列印傳單，您可至全國 
A.N.S.W.E.R.辦公室索取，或致電202-544-3389索取郵寄傳單。

如需其他相關資訊（每日更新）-遊行區域的地圖、指示、華盛頓的大眾運輸工具、不便人士的資訊、 
停車、旅館等資訊，請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m15/logistics.html
如需進一步詳細資訊，請到以下網頁：

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
http://www.VoteNoWar.org
info @ internationalanswer.org

紐約 212-633-6646
華盛頓 202-544-3389
洛杉磯 213-487-2368
舊金山 415-821-6545

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m15/m15transp.html
http://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resources/index.html%25e3%2580%2582%25e5%25a6%2582%25e6%259e%259c%25e6%2582%25a8%25e7%2584%25a1%25e6%25b3%2595%25e4%25b8%258b%25e8%25bc%2589%25e6%2588%2596%25e5%2588%2597%25e5%258d%25b0%25e5%2582%25b3%25e5%2596%25ae%25ef%25bc%258c%25e6%2582%25a8%25e5%258f%25af%25e8%2587%25b3%25e5%2585%25a8%25e5%259c%258b
http://internationalanswer.org/campaigns/m15/logistics.html
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
http://www.VoteNoWar.org
internationalanswer.org


坐捷運
坐捷運木柵線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三段在建國高架 
橋的方向歩行約三分鐘可到AI T

坐公車：到“捷運六安站”或是“大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到“復典南路□站”或是“建國南路□站”下車：
信羲幹線 ' 如路公車 ' 後路公車、38路公車证）值（］） '如4路公
車' 2的路公車、2北路公車、四4路公車证）圓）

■美國在台協曹阳7）■大安高工・師大附中■台北市立图音館♦捷運大安站 □地图製作：台灣反帝學生組離（TAKq

根據2003年2月2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活動會議決議，如果美伊開戰，我們將採取的行動如下：

如果是白天開戰，當日的晚上六點，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如 

果是晚上開戰，集合時間順延到隔天晚上六點。希望廣大的市民同胞踴躍參與！

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寄件日期：2003/3/8 （星期六）下午10:11

收件者： @yahoo.com.tw
主旨： ［反戰!］攻打伊拉克戰爭的IQ測驗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雅导騎蓄至聞吹反貼古酷W 幸l!明弓讲却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国却天夫悅厢/及兄救世 科闻過訊［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taiso news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攻打伊拉克戰爭的IQ測驗
一一對於攻打伊拉克的"合埋"說法，你知道的夠多了嗎？

文/ Charles Sheketoff/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1 .問：美國人口在全世界佔多少比例？

答：6%

2 .問：美國擁有的財富佔全世界多少比例？

答：50%

3 .問：那一個國家的石油蘊藏量最多？

答：沙烏地阿拉伯

4 .問：那一個國家的石油蘊藏量佔第二高？

答：伊拉克

5 .問：全世界一年的軍事花費有多少？

答：9000多億美元

6 .問：其中美國的花費佔多少？

答：50%

7 .問：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美國軍費抽出幾成，就可以供應全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答：一成，即大約400億，這是當初美國報復性攻打阿富汗的費用

8 .問：二次大戰後有多少人死（於戰爭）？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答：8600萬

9 .問：伊拉克從何時開始擁有生化武器？

答：自1980年代開始

10 .問：伊拉克是自己發展這些生化武器的嗎？

答：不是，材料和技術是由美國、英國政府及其私人公司提供的。

11 .問：當伊拉克以毒氣攻擊伊朗（兩伊戰爭時，1980-1988），美國政府有沒有譴責？

答：沒有

12 .問：1988年，薩達姆（海珊）以毒氣攻擊哈拉比亞鎮的庫德族人，殺死了多少人？

答：5,000人。

13 .問：這次有多少西方國家對伊拉克提出了譴責？

答：0

14 .問：美國在越戰時使用了多少加侖的橙劑（含有245-T或245-三氯苯氧乙酸之除草劑，曾在叢林戰中用作脫葉劑，英國 

在馬來亞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都使用過。名稱來源於在越南所用容器周圍塗的橙色環。對人有毒，因為含有微量二 

戴奧辛英，可引起嚴重的皮疹（氯痙瘡），以及實驗動物的嬰兒畸型和癌症）？

答：1700萬

15 .問：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伊拉克和911事件的攻擊者有勾結？

答：沒有

16 .問：1991年海灣戰爭中，估計有多少平民死亡？

答:35,000人

17 .問：在海灣戰爭中，伊拉克造成了西方國家多國部隊多少人死亡？

答：零

18 .問：美國用裝有推犁的坦克車，活埋了多少撤退中的伊拉克士兵？

答：6,000人

19 .問：海灣戰爭後，多國部隊留下了多少鈾乏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

答:40噸

20 .問：根據聯合國的估計，1991-1994年伊拉克人的癌症罹患率增加了多少？

答:700%

21 .問：美國宣稱它在1991年摧毀了多少伊拉克戰力？

答:80%

22 .問：是否有證據顯示，伊拉克的武器除了自衛之外，還預備作其他用途？

答：沒有

23 .問：伊拉克是否比十年前對於世界和平更具威脅性？

答：不是

24 .問：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指出，在2002-2003年對伊拉克的攻擊中，有多少平民因而死亡？

答：10,000人

25 .問：這其中有多少是兒童？

答：超過一半

26 .問：美國對伊拉克實施空襲了多少年？

答：11年

27 .問：從1998年十二月到1999年九月，美國和英國是否和伊拉克處於戰爭狀態？

答：沒有

28 .問：在上述期間內，美英對伊拉克投擲了多少炸彈？

答：2,000萬磅

29 .問：聯合國（安理會）第661號決議案決議對伊拉克實施嚴格的制裁（禁止進出口）以來已有多少年？

答：12年

30 .問：在1989年，伊拉克每出生一千名嬰兒中，死亡率是多少？

答：38

31 .問：1999年，估計嬰兒死亡率又是多少？

答：131 （增加率345%）

32 .問：到1999年十月爲止，伊拉克有多少人因爲聯合國的制裁而死亡？

答：150萬

33 .問：自1997年開始，據估計有多少兒童死於聯合國的制裁？

答：75萬

34 .問：薩達姆驅逐了聯合國的武檢團嗎？



答：沒有（譯注：在前三百次沒有，後1998年因薩達姆認為過於耗費伊拉克「石油換糧食」的經費而拒絕武檢員入 

境）

35 .問：從1998年11月到12月，聯合國進行了多少次武檢？

答：300次

36 .問：有幾次武檢團遭遇到問題？

答：5次

37 .問：武檢團是否被允許進入復興黨中央黨部？（譯注：目前伊拉克執政黨）

答：是

38 .問：是誰在1998年十二月時說：「伊拉克實際上已經解除武裝到現代社會前所未有的程度」？

答：聯合國武檢團主席Scott Ritter

39 .問：1998年聯合國武檢員宣佈發現並銷毀了多少伊拉克在1991年後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能力？

答：90%

40 .問：伊拉克是否同意武檢員再回到伊拉克？

答：是

41 .問：直到1992年以色列違反了多少聯合國決議？

答：超過65個

42 .問：從1972-1990年，在聯合國有關制裁以色列的決議上，美國動用了幾次否決權？

答：30次以上

43 .問：目前已知有多少國家擁有核子武器？

答：8個

44 .問：伊拉克有多少核子彈頭？

答：0

45 .問：美國有多少核子彈頭？

答：超過一萬個

46 .問：至今唯一曾經使用核子武器的是那一國？

答：美國

47 .問：以色列有多少核子彈頭？

答：超過400個

48 .問：是誰說過「如果我們對於重大的事情保持沉默，我們的生命就完蛋了」？

答：馬丁路德金博士

49 .最後一問：你願意、並且即將持續參與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的各種行動嗎？

答：______________  

作者：美國奧勒岡州公共政策中心執行總裁Charles Sheketoff。 

地址：PO Box 7, Silverton, OR 97381 U.S.A.

Charles Sheketoff, Executive Director Oregon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PO Box 7, Silverton, OR 97381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抗議行動地同製作：

kttp:港忌g. LahijiFLights .ne t

■美國在台協會（AIL
■大安商工
■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捷運大安站
■師大附中

台灣反帝學生粗線CT邮O）
坐捷運：信運木柵棍於' “大安站”下 
捷運，沿著信義路三段網建國高梨植 
方向歩行約三分鐘到AIT
坐公車：到“掙運大安站”或是’天 
安高工站”下車：74路公車 _ 
坐公車：到“復典南路□站”或是“ 
建國南路□站”下車：信義幹線' 20 
路公車、22路公車、3E1路证）倒風車 
'如4路公車 ' 如9路公車 ' 後6路公車 
、294底）劇路公車

根據2003年2月2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活動會議決議，如果美伊開戰，我們將採取的行動如下：

如果是白天開戰，當日的晚上六點，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 

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如果是晚上開戰，集合時間順延到隔天晚上六點。希望廣大的市民 

同胞踴躍參與！



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寄件日期：2003/3/16 （星期日）上午11:37
收件者： xiachao@giga.net.tw
主旨： ［反戰!］不要臆測，行動起來！辛西亞•彼得斯訪問諾姆•喬姆斯基/3月16日抗議活動日程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畴常芈1自收用玷古映k'相:幽弋留創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外夫悅附1丹旦兄恨爭利回道秋［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taiso news http:wtaiso.iaborRightS.net
I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共同編譯

不要臆測，行動起來!
辛西亞•彼得斯訪問諾姆，喬姆斯基

不要臆測，行動起來！辛西亞•彼得斯訪問諾姆•喬姆斯基 

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共同編譯

2003年3月9日

1 .您對於我們所期待的下一周情況有什麼預測？

如果說戰爭的歷史有什麼特別之處，那正是難以預測。但即將 
要發生的並不是戰爭，雙方力量的懸殊是如此特別，根本就超出了 
「戰爭」這個字眼的涵義。如果世界拳王冠軍在擂台上的對手是一 
個幼稚園小孩，我們根本就不會說這是一場拳擊賽，而這一點是可 
以預測的。就像以前去預測塔利班一定會輕易被打敗是一樣的。.

我想那些超級強權所說的，基本上是對的，這場戰爭將是毀滅 
性的一擊，伊拉克的社會將會瓦解，接下來伊拉克要發生什麼狀 
況，大家也只能臆測。但有一點幾乎所有人都會毫不懷疑的判斷地 
出：恐怖主義的威脅與發展和大量毀滅性武器的使用將會大大的增 
加。這樣的威脅是非常嚴重的，遠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前好多年就 
是這樣了。也許只要引用美國外交事務會議所支持的「哈特-陸德 
曼」特別小組的主要結論（譯註）就夠了 ：美國一仍然沒有準備 
好，仍然處在這樣的危險中：「在美國本土上的災難性恐怖主義攻 
擊的致命威脅」。所以，「反制這樣威脅的立即行動是必須的，緊 
迫的，特別是在美國即將對伊拉克開戰的這件事情上」。這些理由 
已經一再的被拿出來解釋過了，而這些理由顯然也沒有專家的證 
實。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喬姆斯基簡介
http://web.mit.edu/afs/athena.mit.edu/ 
org/l/linguistics/www/biography/noambio.html  
（連到麻省理工學院）

http://www.eslitebooks.com/cgi-bin/eslite.dll/ 
search/people/all_people.jsp?PEOPLE_ID= 18 
（連到誠品網路）

麻省理工學院喬姆斯基首頁
http://web.mit.edu/afs/athena.mit.edu/org/ 
l/linguistics/www/chomsky.home.html

（美國前參議員華倫•陸德曼和蓋瑞•哈特於2001年向白宮提案建立一個新的反恐機構，這個機構的 
主要責任就是要對抗攻擊美國的恐怖主義。根據他們所提出來的報告評估：美國在未來25年會遭到恐怖主 
義者核子和生化武器的攻擊。）

2 .布萊爾有沒有可能從現在的立場上倒退？如果會的話，你認爲布希還會獨自打這場戰 
嗎？

布萊爾現在面對許多內部壓力，其他一些「贊成開戰聯盟」的成員國也的確面臨到同樣的問題。與華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wtaiso.iaborRightS.net
http://web.mit.edu/afs/athena.mit.edu/
http://www.eslitebooks.com/cgi-bin/eslite.dll/
http://web.mit.edu/afs/athena.mit.edu/org/


盛頓緊密站在一起的一些政府，已經很難對二月規模空前的示威活動視而不見了。西班牙、英國和義大利 
的人民反戰立場是強大的。在義大利，將近90%的民意無條件的反對戰爭，西班牙的民意反戰支持度也很 
接近。國際蓋洛普在一月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布希-包威爾戰爭的只有差不多10%，這表示這種支持 
幾乎不存在。就算是極權國家也必須要注意公眾意見，更民主的社會甚至應該更注重才是。如果布萊爾從 
現在的立場倒退--這有些不太可能，但也不是不能想像--布希政府將面對一些困難的抉擇，對他們而言不開 
戰是絕無可能。但是，人類的事務沒有一樣是能預先就完全確定的。

3 .如果戰爭開打了，反戰運動會不會因為它的無效性而消沉呢？

這種提法就好像是說，捍衛勞動人民或婦女的權益、或是有關自由和正義議題的追求者，是該爲他們 
無法達到他們的目的而消沉呢，還是應該在更長的一個時期裡，前進的更遠。正確的反應應該是強化我們 
的鬥爭，在這個事情上，我們應該認識到當前的反戰運動規模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可以前進 
的更遠的基礎，而那些目標應該是更長期的。

反對布希這場戰爭的人，有一大部分是認爲攻打伊拉克這件事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真正該譴責和害 
怕的是「帝國野心」。這樣的想法是形成這種史無前例反對力量的核心。即使是主流媒體，現在也會報導 
一些從全世界美國大使館發回華盛頓的緊急訊息，這些訊息警告：「世界上越來越多人認爲布希總統」， 
比薩達姆•侯賽因「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更大」。

這樣的情況好像回到柯林頓的年代，但今天事情卻變得更有意義。威脅是的確存在的，而對抗它最好 
的地方，也正是這裡。不管伊拉克發生什麼事，這裡的人民運動應該生機蓬勃的對抗這個持續地在擴大的 
威脅，這樣的威脅的確會採取一些新的形式，它也的確會牽動到一些攸關各民族命運的議題。除此之外， 
人民運動應該動員起來支持伊拉克人民運動最好的結果，當然不只是伊拉克那裡而已。有許多工作要作。

4 .美國的戰爭進程還包伊拉克的民主和其他議題嗎？

如果把伊拉克交給華盛頓，最好地、最現實的指望，也只是那種由現在的這些重複雷根政策的政治領 
導階層所主導的「民主」。這樣的「民主」在其他如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領土也運作著，他們從1980年代 
開始--其實是一個世紀以來--在這個地區的控制策略提供了大量的證據。但在人民的影響之下，也可能有其 
他的結果，我們畢竟不是在軍事獨裁下生活。從很多相對的標準來看，我們算是很有特權的，我們還是很 
有機會能左右「美國的戰爭進程」的。

5 .對於反對這場戰爭的美國傳統盟友，將影響美國推動上述戰爭進程的能力一事，您有什 
麼看法？

很難說。我相信他們會極不情願地爲美國的攻擊善後的，這對伊拉克或這個地區而言都不是好事。但 
對這樣的事情作推測並不是我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更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我們能如何的左右那樣的進程。

6 .您是否可以談談，當美國採取單邊行動時，各國之間的權力關係會出現什麼變化？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如何的介入？

美國對於歐洲的統合，一直以來都有矛盾的情結。，美國在經濟和戰略上的力量一直都使歐洲獲利 ， 
但歐洲又總是有機會就會朝獨立自主的道路邁進。此外，歐洲的社會市場制度都被美國視爲一種威脅，比 
加拿大的健保制度更讓它恐懼。這些「病毒」有可能「感染」美國人民，特別是當美國的當權者破壞了整 
個第三世界獨立自主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時候。

上述這些考慮都影響了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對歐洲（還有日本）的政策，並且透過許多新的形式表現出 
來。譬如說1973年，亨利•季辛吉在他的名爲「歐洲年」的演講中就指示說，歐洲有的只是區域的責任， 
這個責任是放在美國政府所主導的「全球秩序架構」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實是美國爲了落實對歐洲的 
全面控制而設想出來的。這樣的構想也得到了一些歐洲菁英的支持，這些菁英也鄙視那種社會市場制度， 
它們也害怕歐洲的獨立自主，他們的理由幾乎和他們的對立者美國一樣。美國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才強 
烈地支持東歐國家納入歐盟。華盛頓希望能盡量對他們進行控制，以降低歐洲的獨立自主發展傾向。而東 
歐廉價又易於被剝削的勞動力將在整合的過程中削弱歐洲的福利國家和勞動人民的權利，對此美國非常得 
意。美國認爲這樣一來將使得歐洲和美國一樣，變成一個低工資、高勞動量、福利和就業安全有限、財富 
高度集中的美國式制度。而現在歐洲總的經濟表現已經和美國極爲相似，這種情形很明顯地表現在歐洲的 
公司部門。這些都是長期的因素。至於這些因素如何表現出來，以及如何地受到人民運動的影響，沒有人 



能有自信地評估。這只是歐洲，不是全世界。三十多年來，世界經濟被三個強大的權力中心所「三極 
化」，包括以日本為主的亞洲和逐漸壯大的中國。這種情勢將會產生許多複雜的問題，已經超過了討論的 
範圍了。

7 .當我們進入這個新的後伊拉克時代時，廣泛的全球和平正義運動在做法上會有什麼不 
同？

我想，這個運動首先該做的還是跟過去一樣。我認為所謂「新的後伊拉克時代」的提法有點誇張。除 
了關於那個地區之外，還有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影響全世界的「帝國野心」因素存在。

8 .如果布希政府和它的「開戰同盟」繼續推動戰爭計劃，這對聯合國的未來有什麼意 
義？

就像其他的問體一樣，這真的要靠我們去決定。臆測是沒什麼用的，答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我們 
能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強的國家內部能作什麼。聯合國從來就無法在強權的限制下，作出超出限制的行動。 
當然這些強權首先是指美國。美國現在這個政權在遠在雷根時代就已經非常明白地宣稱：聯合國、國際法 
庭、國際法和其他的世界秩序機構是不恰當的，除非它們支持華盛頓訴諸暴力。美國國務院解釋說，由於 
其他國家不贊成我們，所以我們只得透過美國「國內的裁判權」來確保我們的決定。在這方面問題最顯著 

的例子，就是華盛頓對尼加拉瓜的恐怖主義攻擊。當然雷根政府當時的粗暴作風並不是空前的，但卻是那 
種封建君王逆我者亡的無恥行徑。這些在官方的歷史中被抹掉（當時也沒有報導出來）的事實，並不會因 
此就不真實。如果自由和民主被這裡的菁英認為是價值，那所有的小學就會教導這些價值觀。而幾乎一樣 
的政治領導階層又重新掌權，在他們們現在這個階段，它們甚至更加極端和直率地告訴這個世界：要不你 
們就授權我們去做我們想要作而也是「恰當」的事，要不你們就拒絕授權，那我們就會作我們想做的事 
情，然後你們就會被踢進歷史的垃圾堆。它們的態度非常明顯，全世界對這樣的情勢應該也是非常了解--- 
所以這要由我們來決定，臆測是沒用的。

9 .如果高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獲勝了，你認爲我們還會看到相同的政策嗎？

這難講。拿美國自由主義的顛峰時期，甘迺迪-詹森政府時期來講，他們在進行全球毀滅的冒險時，難 
道比起他們的前任和後繼者，會比較不暴力和不侵略嗎？很難做出這樣的結論。我想對現在這件事來說， 
會有些不同。特別是在國內政策方面。布希政府對一般大眾的攻擊，比起他們在1980年代時期是有增無 
減。當年他們可以靠恐嚇人民來把持政權…這在80年代屢見不鮮。他們現在差不多還是按著老劇本在演 
出。

這使得他們的政策更加的暴力、更具侵略性，而且對於國際事務採取一種對抗的立場。高爾的國內的 
「新民主」政策會有些不同，他不會那麼嚴厲的控制人民。但另一方面，他們較不會抵抗反動的國家主義 
因素（政治修辭學稱爲「保守勢力」）。這也會使他們因爲無法抵擋長篇大論的缺乏愛國主義的攻擊，而 
採取侵略性的政策。所以，很難說。

我要再次強調，問題答案的很大一部份是由我們的行動來決定，而不是臆測。

全球108個國家、3700多個城市

在3月16日晩上七點同步舉行全球爲 

和平守夜燭光集會

台北、中壢與台東加入守夜行列

在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德•土圖（Desmond Tutu，反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領袖之一）與美國一些團 

體的共同呼籲下，由「繼續前進組織」（MoveOn.org）和「全球守夜組織」（www.GlobalVigil.org）於 

3月13日發起的「全球為和平守夜燭光集會」，經過三天的全球募集，已經有108國家的3700多個城市 

加入了這場將在3月16日晚上7點全球同步舉行的反戰燭光集會。台灣將分別在台北市、中曬市和台 



東縣舉行這場燭光集會。

由台灣卅餘個勞工、婦女、學生和專業者組織所共同組成的「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 

動」反戰團體決定在3月16日晚上七點於信義路和新生南路交叉口的大安森林公園旁，舉行這項全球 
同步的「為和平守夜燭光集會」。該反戰團體的聯絡人、勞動人權協會的政策小組召集人唐曙表 

示：由於決定對伊拉克出兵的美國和英國在全球反戰運動的壓力下，正面臨嚴重的外交孤立局面， 

全球反戰運動一致認為應該繼續對美英施壓，直到美英放棄不正義的開戰企圖為止。因此，「反對 

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依照全球同步的協議，要求參加燭光守夜的成員攜帶蠟燭和手電筒 

前往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參加集會。

一、活動名稱：「全球爲和平守夜燭光集會」

二、活動地點：臺北市信義路與新生南路路口大安分林公園

三、活動時間：2003年3月16日晩上七點
四、主辦單位：「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五、活動內容：爲和平守夜• NO WAR ON IRAQ

歡迎記者女士先生踴躍採訪

聯絡人勞動人權協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唐曙0932036294 02-25531842
黃素恩 0916751783

■美國在台協官如T) ■大宏高工・師大附中■台北市立圖書館♦捷運大安站 □地圖製作：台灣反帝學生組織9也00)

坐捷運木柵親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三段往建國髙架 
福的方向歩行約三分鐘可到AIT 

坐公車：到“捷運六安站”或是“六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到置复與南路□站”或是“建國南路□站”下車： 
信義幹锦、如路公車 ' 龍路公車、38路公車证)區U) '如4路公 
車、2四路公車、226路公車、如4路公車征)區心

根據2003年2月2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活動會議決議，如果美伊開戰，我們將採取的行動如下：

如果是白天開戰，當日的晩上六點，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如 

果是晩上開戰，集合時間順延到隔天晩上六點。希望廣大的市民同胞踴躍參與！

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寄件日期：2003/3/18 (星期二)下午01:14
收件者： xiachao@giga.net.tw
主旨： ［反戰！］化開戰的悲憤爲具體行動，聯合行動和全民再走上街頭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叫帮芋後政用地古險球“戟阳弋雷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外夫悅产也兄粒承利间選机［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 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 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化開戰的悲憤爲具體行動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www.xiachao.org.tw


［新聞活動通知2003/3/18］化開戰的悲憤為具體行動，聯合行動和全民再走上街頭

美英兩國侵伊戰爭箭在弦上！三月十六日美、英、西三國在葡萄牙亞速爾群島舉行了一場「和平峰 
會」，會後美國小布希總統即對外宣布，美國時間三月十七日將是解決伊拉克問題所做的外交努力的最後 
期限。聯合國安理會必須在這一天在是否使用武力解決伊拉克問題這件事情上作出最後決定。這種公開發 
言在在顯示出主戰國準備開打的態勢。

從二月十五日的全球反戰集會活動至今，反戰聲浪如排山倒海般在全球各大小城市被點燃，沒想到美 
英等主戰國還是對這些聲音充耳不聞，如今更企圖繞過安理會的決議直接宣布開戰。無疑地，這種舉措只 
會激起全球各地的反戰人士用更激烈的手段來表達自己堅決的反戰意志。

在台灣，三十幾個團體所共同發起的「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爲了具體將台灣人民反戰 
的憤怒表達出來，結合社會各界舉行兩場開戰後行動，行動內容如下：

-行動一、DAY AFTER活動（開戰日當天的後續活動）

集合時間：選在開戰日當天晩上。若是開戰時間爲台灣時間白天或下午，晩上六點前往指定地
0 點集合；若開戰時間爲台灣時間晩上，則活動順延至隔天晩上六點同一地點集合 。

。集合地點：美國在台協會（信義路師大附中正對面）
。活動內容：透過各種活動形式來表達台灣人民嚴重抗議美國斷然開戰的霸道行爲。

・行動二、全球同步大遊行

。集合時間：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一點三十分
。集合地點：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新生南路跟信義路交叉口）
遊行路線：新生南路出發--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復興南路--仁愛路--新生南路

。 （英國文化辦事處）--新生南路（清真寺）--遊行活動結束

歡迎記者女士先生踴躍採訪

活動聯絡人：唐曙0932036294/黃素恩0916751783
梁英華0930936052/蘇珊玄0926266218

全球108個國家、3700多個城市在3月16日晚上七點同步舉行全球爲
和平守夜燭光集
台北、中壢與台東加入守夜行列：新聞圖集（1）/新聞圖集（2）/新聞圖集（3）

如果美伊開戰，你該如何行動：

如果您願意為這次反戰活動宣傳或到抗議現場參與活動，您可以怎麼做？

1 .抗議手舉牌第一波下載：No War On Iraq/No Blood For Oil/全力粉碎美英侵伊戰爭/War is not the 
Answer/No War/停止禁運、拒絕侵略/停止一切對伊禁運、轟炸、侵略行動
假如美英侵伊戰爭爆發，而您願意參與我們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的抗議行動的話，歡迎您下載以下幾個抗議標語，自己列印、 

影印之後，帶到抗議現場，讓我們反戰反侵略的聲音共同傳達出去

2 .反戰傳單第一波下載：《美國一旦開戰•我們可以做什麼？⑴》/《美國一旦開戰•我們可以做什 
麼？⑵》（包含最新抗議地圖• PDF格式）歡迎大量印製散發!



坐揮運
坐捷運木柵線在“六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三段往建國高架 
福的方向歩行約三分鐘可到AIT 

坐公車：到“健運大安站”或是“大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到“復興南路□站”或是“建國南路□站”下車： 
信義韓線 ' 四路公車 ' 以路公車、38路公車QE）區U） '如4路公 
車 ' 如9路公車、2頭路公車' 294路公車证）區心

■美國在台協盲（AIT） ・大安高工・師大附中■台北市立圖書館♦捷運大安站 □地圖製作：台灣反帝學生組織CTAISQ）

根據2003年2月25日「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後續活動會議決議，如果美伊開戰，我們將採取的行動如下：

如果是白天開戰，當日的晚上六點，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自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如 

果是晚上開戰，集合時間順延到隔天晚上六點。希望廣大的市民同胞踴躍參與！

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寄件日期：2003/3/20 （星期四）下午03:51
收件者： xiachao@giga.net.tw
主旨： ［反戰!緊急動員通知!］戰爭開打了!同胞們，行動起來（3月20日晚間六點美國在台協會前抗議行動.風雨無阻！）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為后騎常至奪败印玷古酷耳低明《雷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火夫悅「母兄救爭 制關過制［大家-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 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 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美國侵伊戰爭開打了!

同胞fl,行魏來!
戰爭已經開始，你該如何行動！ ？

美國於今天早上入侵伊拉克，

今晩（20日）晩上6點，AIT集合。信義路上師大附中對面

各團體、個人等自行攜帶照明用具（手電筒、火把、蠟燭等），自行 
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希望廣大的市民同胞踴躍參與！

坐後運
坐健運木柵梯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三段住建國高架 
橋的方向歩行钓三分鐘可到AI T

坐公車：到“捷運六安站”或是“六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到“遠興南路□站”或是“建國南路□站”下車：
信義善諒' 2口路公車 ' 龍路公車' 38路公車证）值U） '如4路公 
車' 2四路公車、如6路公車 ' 如4路公車证）區［ft

■美國在台協會（AID ・大安高工・師大附中■台北市立圖春館♦捷運大安站 □地图製作：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仃歷。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寄件日期：2003/3/21 （星期五）下午07:32
收件者： xiachao@giga.net.tw
主旨： ［反戰!］3月22日反侵略遊行再上街頭!

第二波抗議行動（再動員！再反戰！）

全球同步大遊行
集合時間：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一點三十分

集合地點：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新生南路跟信義路交叉口）

遊行路線：新生南路出發--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復興南路--仁愛路--新生南路（英 

國文化辦事處）--新生南路（清真寺）--遊行活動結束

活動發起：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活動聯絡：唐曙0932036294/黃素恩0916751783
蘇珊玄0926266218/梁英華0930936052

請特別注意：原定之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文藝晚會延期! 

請大家告訴大家！

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寄件日期：［反戰！ ］ 3月20日台北AIT前的抗議開戰示威行動（Day After）新聞圖集

收件者： xiachao@giga.net.tw
主旨： 2003/3/23 （星期日）下午04:00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的帮至危£政用玷古肿家“此阳弋后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來夫悅廟沙位兄叔于初阅週就［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3月20日台北AIT前的抗議開戰示威行動

（Day After）新聞圖集

320抗議美國開戰，在美國在台協會（AIT）前的行動（Day After），聚集了600多台北市民以及學生參 

與，其中，悲憤的青年學生們，更是當天晩上抗議行動的主力，反映了台灣學生即便是在世界的範圍 

裡，也不落於人後！

現場群眾將白絲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帶繫在AIT旁的 
樹上，爲死難的 

伊拉克人民表示 
哀悼

在現場，主辦單位所準備的火把，

踩在群眾腳下的群眾將布希像致於地上 

布希像

群眾手持布希 

像，共同喊著 

“布希， 

Killer!”

群眾將一張一張的反戰標誌貼滿在布希的頭像上 徹山鹽 

即便陰雨不斷，路溼地滑，參與台北反戰集會的群 

眾、市民、同學們，仍然按照國際間反戰運動的

“規格”，躺在AIT前的馬路上“模擬死亡('Die-
ins' )”，向死難的伊拉克人民及國家哀悼與致敬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xiachao@giga.net.tw
2003/3/25 (星期二)上午 02:21
xiachao@giga.net.tw
［反戰！］新民主論壇3.30集會/台大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反戰座談會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叫常芈/让政用地古肿斗I" 雑間1留到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擲央夫悅廟1門旦兄戰爭利同烟訊［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活動託播：新民主論壇3.30集會/台大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反戰座談會

新民主論壇爲縣疆會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www.xiachao.org.tw


3.30新民主論壇第八屆討論會

總題目：美國侵伊戰爭和亞洲區域情勢
分題：一、美國霸權與伊拉克大浩劫

講者：王杏慶（南方朔）先生（《新新聞》週報發行人兼總主筆）

二、美國霸權與朝鮮南北險局
講者：陳映真先生（知名作家、《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三、美國霸權與台海兩岸困境
講者：夏鑄九教授（台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四、世界總危機中檢討台灣社會的冷反應
講者：石之瑜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還有唐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

臧汝興（《勞動前線》研究員）

汪立峽（勞權會顧問）

林哲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代表）

議程主持人：王娟萍

說明與緣起

有關美國布希政府指控伊拉克抗拒聯合國決議，長時期開 
發屯積「大量毀滅性武器」一節，雖然

1 .經過聯合國技術單位臨場調查多日，而仍難發現確切證據；

2 .安理會多數國家一方面嚴辭警告伊拉克，應充分協助武檢人員進一步 
的調查，且限期自行廢棄違規武器，一方面則勸阻美國不可獨斷獨行 

蔑視聯合國；

3 .已有全球數十國家上百萬上千萬反戰民眾，焦心急切的發出「勿有戰 

爭！」呼籲聲浪；

美政府卻仍舊揚言，不論武檢最後報告如何，無論安理會 
能否達成任何決議，美國將單獨（或與志同國家聯合）發動攻伊 
戰爭，消滅哈珊政權。

形勢之急，令我們擔心，當本月份論壇活動的預告送到各 
位朋友手上時，已經是萬噸爆彈炸得伊國山野變容，毒焰吞噬 
了兩河城鄉，婦孺老幼死傷無數，一付活地獄展現在人類古文 

明的發祥地！

美國挾其舉世無雙的，人類史上空前的巨大武力，以順我 
者生逆我者死的單極超霸威勢，喊出「先制攻擊正當論」，準 

備投入三十萬地上武力，數十萬噸戰艦，千架戰機，誓言將一 
個開發中國家摧毀。這種曠世暴舉，其實，主要是美國石油戰 
略家們的運籌結果，迄今已經是無人不知的事實。而當這種 
「有力者取之」的叢林原則取代了一切文明法規範後，我們極 

難想像，二十一世紀的地球將是如何的新蠻荒景像 。

一場侵伊戰爭，將在亞洲各區域點燃多少火嘴-—朝鮮半 
島的核武危機；日本以其世界第二經濟體所推動的重整武裝（也 
包括核武）的「國民運動」的暴漲；以至台海兩岸歷年對峙的危 
困情勢等。

我們不欲變成高科技屠殺場的目擊者，無論其發生在地球 
上任何地方。更不願從此生活在核塵掩天，物種瀕絕的黑暗恐 

【新民主論壇】第八次討論會議程安排

13:30~14:00報到、領取參考資料

14:00~14:15主辦團體開場致詞
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14:15~16:15分題（1）⑵⑶⑷

1 .美國霸權與伊拉克大浩劫

講者：南方朔先生

2 .美國霸權與朝鮮南北險局

講者：陳映真先生

3 .美國霸權與台海兩岸困境

講者：夏鑄九教授

4 .世界總危機中檢討台灣社會的 
冷反應

講者：石之瑜教授 

16:15~16:25休息十分鐘點心時間自由交談 

16:25~17:05 與談人報告⑴（2）（3）（4）

1 .美國霸權與伊拉克大浩劫
唐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 

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

2 .美國霸權與朝鮮南北險局
臧汝興（《勞動前線》硏究 

員）

3 .美國霸權與台海兩岸困境

汪立峽（勞權會顧問）

4 .世界總危機中檢討台灣社會的
冷反應

林哲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代表）

17:05~17:20綜合討論開放與會參加者

17:20~17:30 結語
吳榮元（勞動黨主席） 

散會

怖中。



在全球沸騰的總危機中，台灣社會的朝野菁英，大小媒體，似乎有志一同投進04年大選前哨戰的泥巴 
戰中。執政者且輕描地表示：「我們雖不支持戰爭，但還是支持美國朋友」，甚至準備提供軍費捐款。

重重的危機感，層層的疑惑，困惑著社會大眾，也警惕著社運朋友們。新民主論壇今決定邀請幾位素 
有研究的學界運動界人士，於3月30日（星期日）下午二時起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徐州路21號） 
舉辦第八屆新民主論壇，請朋友們光臨共同討論。

時 間：3月30日（星期日）下午1時30分起報到

地 點：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徐州路21號）

主辦單位：新民主論壇

發起團體：勞動人權協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勞動前線》雜誌社、勞動黨社運部…

聯絡人：王武郎：
電話：0912981961;02-25596233/傳真:02-25594984/laborwwl@ms31.hinet.net

［活動託播］

反嚴座談會鑑認調蠹證無社
，人干府，工口人日 反載的另類視野如1.週二）台桢合孤6403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美國甘冒全球的反對，硬是要發起這場戰爭？
海珊又是個怎麼樣的統治者?
反恐戰爭真的能消滅恐怖份子嗎?
一場戰爭對資源生態又造成了多少浩劫?
伊拉克的平民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全球反戰運動的現況是？

在反戰的政治經濟學.

☆ 3/25 （二）台大綜合教室403

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切入，徹底解析英美發動戰爭的利益所在，分析國際情勢與批判霸權。讓你見識到戰爭 
醜惡的真面目。

主講者：唐 曙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

臧汝興（《勞動前線》硏究員）

♦反戰的另類視野♦

☆4/1 （二）台大綜合教室403

我們將會邀請到著名的學者與運動界人士，一起來談談從性別、環保、族群等等不同的觀點來看待這場戰 
爭。讓你認識到另類的反戰論述。

我們譴責不正當的戰爭心痛戰火中苦難的人民
更對在國際中橫行無阻的霸權感到憤怒
爲弱勢發聲是我們的期許與使命

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邀您一同來反戰！

聯絡人：大論）徐沛然0926390737大新丿姚光祖0952127020

mailto:laborwwl@ms31.hinet.net


寄件者： xiachao@giga.net.tw
寄件日期：2003/3/27 (星期四)下午06:59
收件者： xiachao@giga.net.tw
主旨： ［反戰!］ “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一一再動員！ 3月28日立法院前抗議集會！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叫常¥母或用玷古酷 聿的到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火夫悅M1P也兄慑于利间遇制［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 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 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Not In Our Names!!! 新聞活動通知 2003/3/28

“不劇擲1的铺支持载聚 
同胞M，同學M!到立法院去！反對杵圏政府支援美国侵伊戰爭！保衛全世界的和小！

要求立法院表態反對戰爭
抗議AIT立法院遊說活動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28日前往立法院要求各黨團表態

美國爲了打破它侵略伊拉克所造成的外交孤立處境，現在紛紛在國際上活動尋求支援。陳水扁總統雖 
然一再表態支持美國侵伊的不正義戰爭，但美國在台協會(AIT)顯然還不滿意，現在要轉向立法院施壓， 
要求立法院能通過支持美國攻伊戰爭的決議。但美國在台協會(AIT)有一點並沒有搞清楚：台灣從總統到 

立法委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在攸關世界和平和伊拉克人民的重大議題上，台灣人民的反戰意見才具有決 
定性。台灣政府不顧世界和平、現有的聯合國機制和枉顧伊拉克人民的生存權力，盲目地支持這場戰爭， 
反戰的人民一定會抗議到底。至於立法院在這場侵略戰爭已經開打一個星期之後還遲遲未對這場戰爭作出 
譴責的決議，這根本就是枉顧人命的犯罪行爲。由台灣卅幾個勞工、婦女、學生及專業者團體所組成的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將依照全球反戰活動的口號「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NO IN 
OUR NAMES)作爲訴求，於明(28)日前往立法院要求各黨團針對美國的侵伊戰爭作出明確回應。

1 .活動名稱：「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NO IN OUR NAMES)立法院活動

2 .活動時間：2003年3月28日上午9點30分集合，10點開始。
3 .活動地點：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口
4 .主辦單位：「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5 .活動內容：

a. 「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NO IN OUR NAMES)活動背景說明。

b.立法院各黨團遊說活動。
c.公佈後續行動。

6 .活動聯絡：勞動人權協會
唐曙 0932036294 02-23214125 02-25596233
黃素恩 0916751783
梁英華0930936052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立法院、要反戰」共同聲明：

人民的立法院，堅守反戰的意願
立法院的模糊立場

三月二十日，伊拉克人民遭受到無情的炮火摧殘，成千上萬的人民無家可歸。而在戰爭剛屆滿一週的 
今天，代表台灣各界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反戰群眾站出來，表達對於伊拉克無辜人民最沉痛的哀悼；並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xiachao@giga.net.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www.xiachao.org.tw


對長期以來，由台灣民意選出的、但卻對這場戰爭迴避表態的立法院，提出反戰人民最嚴正的質疑。同 
時，我們也對支持英美聯軍殘殺行動的台灣政府表達最沉痛的抗議。為了援救這些遭到美英戰火蹂躪的人 
民，我們要求台灣政府立即停止支持這場不正義的戰爭，並要求立場模糊的立法院，明確站在人民的立場 
反對這場戰爭。

我們的決議
我們反對立法院通過任何幫助戰爭進行、促進殺戮的法案。並且要求立院負起監督職責，拒絕台灣政 

府利用人民的血汗錢，來協助英美等國用鮮血換取石油的手段，賺取邪惡的利益。我們和伊拉克的絕大多 
數的人民都是工農大眾、無辜百姓，都在烈日下為了生存辛勤勞動，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服貧苦大眾彼此 
相殘。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利益只有一個，就是捍衛伊拉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立法院必須堅守人民的反戰 
決定。

我們要求：
1 •反對任何支持戰爭、促進殺戮的決議
2 •立法院負起監督職責，堅決反對任何支持戰爭的法案通過
3 •要求台灣政府實踐人民的決議，不要拿我們的血汗錢，謀殺伊拉克人民。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2003/3/28

［反戰活動預告］

新民主論壇韻后疆會

親聊驚耶酬甌翩
78K俞朔/陳龌■/石之瑜'

時問：3月川日,: ♦斯日J下午1畤4U号
地貼：台灣大學法學院国際會議*：忆：達州路門看：

3.30新民主論壇第八屆討論會

總題目：美國侵伊戰爭和亞洲區域情勢
分題：一、美國霸權與伊拉克大浩劫

講者：王杏慶（南方朔）先生（《新新聞》週報發行人兼總主筆）

二、美國霸權與朝鮮南北險局
講者：陳映真先生（知名作家、《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三、美國霸權與台海兩岸困境
講者：夏鑄九教授（台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四、世界總危機中檢討台灣社會的冷反應
講者：石之瑜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還有唐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

臧汝興（《勞動前線》硏究員）

汪立峽（勞權會顧問）

林哲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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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節動主辦 集合時間：額用年月12曰1士口0 出發時間：14:00 
集合地點：童北市信藝路美國在君協會

美英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從3月20日開打至今已經兩週。美軍宣稱 
他們已經在南線進行巴格達的攻堅行動(北線由於土耳其反戰運動的壓 
力，使得英美聯軍無法利用土耳其作爲前進基地，一直遲遲未能開闢 
戰場)。根據美軍中央指揮部宣稱，美軍陣亡人数51人，伊拉克軍人陣 
亡500餘人。此外，美軍中央指揮部還宣稱雖然轟炸行動「可能」對平 
民造成影響，但仍公佈了所謂「乾淨的外科手術式」轟炸的衛星圖 
片，澄清並未攻擊平民。可是堅守巴格達的伊拉克的外交部長卻表示 

美英的轟炸已造成了6000多人的傷亡，伊拉克北方的人民也因爲全面 
地毯式的轟炸造成大量的伊拉克人淪爲難民，專家還指出這樣的轟炸 
將會造成嚴重的地震災害。此外，儘管美軍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 
間，由於使用貧鈾彈造成了伊拉克兒童的死亡率和癌症罹患率提高了 
160%，也使得部份美軍罹患「海灣症候群」，造成7000人的死亡，可 
是這次美軍仍然再次使用貧鈾彈！

但是全球的反戰運動並沒有因爲美英霸道的悍然開戰而沮喪和頓 
挫，相反地，美英攻伊之後，更多的反戰團體成立了，更多非暴力和 
暴力的反戰活動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每天在進行，反戰運動的抗爭形式 
更是空前的升高，現在所有反戰團體的目標只有一個：如何儘快地阻 
止這場不合法、不正義且不得人心的戰爭。美英兩地的反戰運動更是 
以「將監獄塞滿」作爲目標。各地抵制美貨的運動也在烽火燎原的展 

開。

新的全球反戰同步活動也已經明定在4月12日舉行。「反對美英侵 
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也將於同一天再次舉辦反戰遊行活動 。

由台灣卅幾個勞工、婦女、學生及專業者 

團體所組成的“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 

聯合行動”以全球反戰活動的口號“不准 

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爭” (NoIN OUR 
NAMES)作爲訴求，於28日前往立法院要 
求各黨團針對美國的侵伊戰爭作出明確回 

應。

3.28“不准以我們的名義支持戰 

爭!”行動/3.30新民主論壇“美 
國侵伊戰爭與亞洲區域形勢”新 

聞圖集Click!!!

3.22台北反戰全球同步大遊行新 
聞圖集Click!!!

412全球同歩阻止侵略戰爭大遊行

集合時間：2003年4月12日1200出發時間1400
集合地點：台北市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
主辦單位：「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遊行路線：美國在台協會(集合)一建國南路一仁愛路一凱達格蘭大道一總統府(解散)
活動預告：遊行當天有兒童反戰繪畫現場活動，如果您有子女一起參加，熱烈建議您的子女參加這場兒童 
反戰繪畫活動。請自行攜帶畫筆及繪畫工具，繪圖紙漿由主辦單位提供。我們將把這些圖畫在當收集完成 
後，作爲遊行展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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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反戰人士與員警發生衝突

(2003-03-25 ) 3月25日，反戰示威的韓國人在漢城議會大樓 
前，與防暴員警發生衝突。員警強行把他們從議會大樓的大門前 

帶走。韓國議會當天將就政府一項關於派遣700名軍隊醫務人員和 

工程人員支援伊拉克戰爭的決議，進行投票表決。3月25日，反戰 
示威的韓國人在漢城議會大樓前，與防暴員警發生衝突。員警強 

行把他們從議會大樓的大門前帶走。韓國議會當天將就政府一項 

關於派遣700名軍隊醫務人員和工程人員支援伊拉克戰爭的決議， 

進行投票表決。

3月24日，在約旦首都安曼的一所教堂裏，幾名參加和平祈禱 
的兒童點燃蠟燭。當天下午，數百名安曼各界人士聚集在這所教 

堂，共同爲世界和平祈禱。

抵制美貨：反戰人士第二戰場

3月31日，一名伊拉克婦女在巴格達一家醫院幫助受傷的女兒輸

液。
(2003-03-25 )伊拉克戰爭在全世界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 

浪潮。現在，憤怒的抗議者發現，最好的抗議手段是經濟上 

的……

早在印度獨立運動期間，非暴力主義的“聖雄”甘地就號召人民不要購買和使用英國貨。到了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行動就不 

僅只有象徵意義了。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從阿拉伯世界、歐洲到北美和澳大利亞的各國反戰人士，都希望通過抵制美國貨，以經濟影 

響政治，迫使美國政府改變戰爭政策。美國公司首先感到了這種壓力。

不發抗議，休做生意

德國漢堡的許多法國餐館把美國的威士忌酒、美國大米、可口可樂和 

番茄醬從菜單中剔除。這既是對美國戰爭政策表示抗議，也是爲了回應美 

國一些地區對法國產品的抵制。被問及餐館抵制美貨問題，法國大廚布隆 

解釋說：“美國人爲了抗議法國拒絕戰爭的態度，不也是不買我們的乳酪 

和葡萄酒嗎？ ”

德國的自行車廠家利瑟和米勒公司在聽到美國炸彈投向巴格達時，決 

定立即停止從美國繼續訂購自行車部件。經理米勒希望受到抵制的美國廠 

家抗議美國政府進行的這場戰爭。他說：“只要他們寫信告訴我們，他們 
反對戰爭，並表示了抗議，我們就會重新購買他們的部件。”

3月22日，一名伊拉克男子在巴格達走過滿目瘡痍的家 

園。

在埃索加油站前舉行抗議，張貼“不爲石油流血”的標語。

義大利的左派、綠黨、綠色和平組織和教會人士說，他們不能只是進 

行靜坐、示威或舉火把遊行，他們還通過手機短信呼籲抵制美國貨，並要 

求每個收到短信的人把短信轉發給其他十個人。美國埃索石油公司也上了 

被抵制的黑名單，反戰人士指責這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推行使美國更 

爲依賴中東石油的方針，從而促成了戰爭政策。義大利一些城市的示威者

“肯德基”變成代罪羔羊

在一些阿拉伯國家，抗議者要求人們不要吃“肯德基炸雞”。摩洛哥報界要求商人放棄美元結算，改爲歐元結算。埃及醫生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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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出了歐洲的藥品清單，以取代美國的藥品。一些地區，抵制美貨的活動甚至演變成暴力行為。開羅大學的學生點燃了一家肯德基 

速食店，巴基斯坦和利比亞也發生了襲擊肯德基連鎖店的事件。

當然，抵制美貨運動在有替代品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效果。去年，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生產的“明星可樂”僅三個月內銷售量就增加了40%，伊朗 
的一種飲料可以替代美國的可口可樂，但生產供不應求，為了滿足整個阿 

拉伯地區的需要，正在加班生產。

在美國，反對布希政策的美國公民也支持其他國家抵制美貨的活動， 

參加過朝鮮戰爭的美國空軍老兵羅瑟爾說，他也開始抵制任何寫有“美國 

製造”字樣的商品。

營銷萌生危險信號

但實際情況也不可一概而論。就相當一部分人而言，購物習慣並不受 

政治因素干擾，這些購物者似乎已把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品牌喜好區分開 

來。最新資料顯示，儘管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歐洲和亞洲的多數消 

費者並沒有疏遠美國品牌。但是，仍有相當比例（雖然占少數）的消費者表 

示他們不願購買美國貨，而且這個數字在擴大。

3月29日，在巴格達舒拉居民區一個市場內，憤怒的伊拉 
克市民在聲討美英聯軍對該市場的轟炸。據伊拉克新聞部 

透露，有58人死於這次轟炸。

法國一家市場研究公司在全球9個國家中進行的一項類似調查發現，很多受訪者表示他們不願購買美國品牌。在接受調查的人 

中，有21%的人基本同意如下說法：“我目前不願購買美國產品。”這項調查在2月28日至3月8日之間進行，美國、英國、法國、德 

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俄羅斯以及西班牙各有1000人接受了調查。該次調查的誤差率為正負3%。

營銷專家稱，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它顯示出，即使是最具活力的品牌也不能忽視反美情緒持續存在所帶來的潛在影響。美國麻 

塞諸塞州布蘭代斯大學的國際營銷學教授陳施芬（音）說：“只要有一枚炸彈扔錯地方，消費者對美國品牌的態度就可能迅速改變。" 

（王學永）

世界各地繼續進行反戰活動

3月22日，兩名伊拉克人攜帶鋪蓋逃離自己的家園。他們 
的背後是兩輛正向巴士拉進軍的英軍坦克。

（2003-03-26）隨著伊拉克戰事的深入和無辜平民傷亡數量的激增，一 

些國家的領導人、政府高官和各界群眾25日繼續發表談話或舉行聲勢浩大 
的反戰遊行示威，譴責美英未經聯合國授權對伊拉克發動戰爭，要求立即 

停止戰爭並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伊拉克問題。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25日在同英國首相布萊爾通電話時表示，希望布萊 
爾和美國總統布希26日在美國大衛營舉行會晤時就結束戰爭作出決定。穆 

巴拉克強調說，美英領導人應當考慮世界輿論和阿拉伯輿論反對戰爭的立 
場。到目前為止，在國際法框架內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機會依然存在。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25日分別與巴林國王哈馬德、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沙特王儲兼副首相阿卜杜拉等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通了電話，他呼籲阿拉伯 

國家加大力度，努力促使伊拉克戰爭儘快結束。他當天還同西班牙首相阿 

斯納爾通了電話，對伊拉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遭受的苦難深感不安，並再 

次強調應儘快結束戰爭。同日，約旦外交大臣馬阿謝爾也表示，約旦將竭 

盡全力爭取通過外交努力，尋求政治解決伊拉克危機的途徑，使美英儘快 

結束對伊戰爭。葉門總統薩利赫25日在議會發表講話時首次明確表示，對

伊拉克發動的戰爭是毫無道理和違背國際法的。他認為，攻打伊拉克的戰爭將點燃中東地區動盪的烈火，本地區將陷入災難之中。

委內瑞拉副總統蘭赫爾日前在結束對智利訪問時表示，美國及其盟國 
對伊拉克展開的軍事行動是對以聯合國為主解決國際爭端框架的沉重打 

擊，是對現行國際體制的公開挑戰，也是對沒有反抗能力的弱小民族的侵 
犯。他警告說，今天在伊拉克發生的戰爭明天也許就會發生在其他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外交大臣費薩爾2 5日晩在利雅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重 

申，沙特要求立即停止打擊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採用和平努力使伊拉克問 

題重新回到聯合國，並在合法的國際框架內得到解決。他說，應當用此種 

辦法維護伊拉克的國家安全，保護伊拉克的民用設施和人民及財產免遭戰 

爭的破壞。

蘇丹首都喀土穆25日爆發了美英攻打伊拉克以來第4次反戰遊行，一 
百萬示威者從市中心的烈士廣場出發，朝伊拉克駐蘇丹使館進發，沿途不 

斷高呼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口號，並焚燒了布萊爾和布希的畫像，聲援伊拉 

克人民。阿富汗東部楠格哈爾省的2000多名大學生25日在該省首府賈拉拉 
巴德舉行遊行示威，抗議美英對伊動武。他們用石頭攻擊兩輛美軍車輛， 

迫使其繞道行駛。示威者還與警方發生衝突，7人受傷，1人被捕。

由於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韓國國會朝野兩黨25日決定推 

遲審議政府提出的向伊拉克戰爭派兵的動議案。在國會2 5日開會審議派



兵動議案前，數千名各界反戰人士聚集在國會議事堂前舉行示威，要求國 
會停止討論這項動議案。示威者指出，美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沒有得到 

聯合國授權的非法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當天，韓國13所大學的學生會 
會長團也發表聲明，要求韓國政府取消派兵的決定，並要求美國立即停止 

對伊拉克的戰爭。

不喝可樂不抽萬寶路德國人民反戰抵制美貨

不喝可樂、不抽萬寶路、不用美國運通。據路透社報導，德國人反對 

美向伊拉克開戰，於是發動了抵制美國商品的活動。

該報稱，在美國不顧世界人民的反對，一意孤行的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後，越來越多德國餐館決定不再向顧客提供可口可樂、百威啤酒 

(Budweiser)、萬寶路(Marlboro)香煙或者拒用美國運通卡(AmericanExpress)。

據悉，在漢堡、柏林、幕尼黑、波恩和其他德國城市的數十家飯店的 

服務員告訴他們的顧客：“對不起，鑒於當前的政治局勢，我們不再提供 

可口可樂了。”

3月21日，巴格達一家醫院的工作人員為一名在轟炸中受 
傷的伊拉克兒童療傷。

tai審立 news httpiso.laborRightS.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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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反戰者拒絕美貨：“對不起，沒有可口可樂”

(2003-03-27)據聯合早報援引路透社消息稱，德國人的反戰情緒越來

■International A.N.S.W.E.R Coalition參考資料：

反擊小布希的1大謊言!!
越高漲，他們開始拒絕購買美國的汽水、啤酒、香煙、烈酒，甚至拒絕使用 

美國信用卡，一些德國餐館更取消所有的美國功能表。

瑞士、英國、韓國和印尼也相繼發生抵制購買美國產品的示威行動。漢 

堡、柏林、慕尼克、波恩和其他德國城市的酒吧和餐館侍應生也告訴顧客： 

“對不起，在目前的政治情勢下，沒有可口可樂”，以進行象徵性的抗議。

據悉，這個抵制美國貨的行動是一項新興的全球性運動。幾個網站呼籲 

杯葛從微軟到柯達等27種美國貨物，即抵制“美國品牌”。

德國裏澤與米勒腳踏車製造公司，也因此取消所有美國供應商的訂單。 

其總裁米勒說：“談到錢美國人才會注意些。”據瞭解，他的公司每年向6 
家美國公司購買30萬美元材料。

在倫敦近郊的米爾頓凱恩斯，綠黨呼籲抵制330種美國貨物，從Mars巧 

克力條到Gap牛仔褲，以及美國電影、數碼光碟和錄影光碟。

而在瑞士的巴塞爾，大約50名學生在麥當勞門前展開“靜坐示威”，阻 
止顧客進入，並揮舞和平標誌，呼籲人們吃椒鹽圈餅(布希曾吃此餅險些噎 

死)，不要吃漢堡包。此外在蘇黎世，一些旅行社說，一些常去美國的遊客 

決定改變旅行目的地。

1 .謊言一：美國有權對伊拉克進行先制攻擊

(preemptive war)。
2 .謊言二：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合法授權進行先制攻 

擊。

3 .謊言三：美國國會可以合法地授權對伊拉克進行 

先制攻擊。

4 .謊言四：美國政府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

5 .謊言五：伊拉克對世界構成軍事威脅

6 .謊言六：伊拉克驅逐武檢人員
7 .謊言七：要對付伊拉克，禁運是一個較仁慈、較 

溫和的方法

8 .謊言八：聯合國允許美國與英國轟炸“非航 
區”。

9 .謊言九：人民支持攻打伊拉克
10 .謊言十：戰爭將對經濟有益

11 .謊言十一：這場戰爭將很快結束且少有傷亡

12 .謊言十二：波斯灣戰爭症候群是虛構出來的
［按此進入全文］

出處：International A.N.S.W.E.R Coalition 

翻譯：黃國治/校稿：林怡君

4月1日，美軍轟炸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南的希拉鎮後，

一名伊拉克男子在他的孩子們的遺體旁痛哭。

墨西哥中小學開展伊拉克戰爭反思教育

(2003-03-27)據此間媒體26日報導，墨西哥公共教育部從本周起開始 
在中小學中廣泛開展“讓我們爲和平而教育”爲中心議題的伊拉克戰爭反 

思教育。

墨西哥公共教育部指出，開展反思教育的目的在於通過圍繞美國軍事 

打擊伊拉克的討論，使中小學生懂得寬容、尊重、相互幫助、支持和信 

任，珍視人的多樣性；瞭解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是人們和睦共處不可或缺 

的條件；懂得反對暴力，反對戰爭的意義。

反思教育內容包括情感控制、珍視多樣性、提倡尊重與信任、樹立批 

評與創造性思想、提倡合作與幫助、瞭解自我、自我評估、交流思想、解 

決問題和衝突等。據墨公共教育部介紹，在開展反思教育的第一階段將吸 

引首都墨西哥城的教師、學生家長和學生參加，隨後反思教育將逐步在全 

國更多的中小學推廣。

反戰駭客向美英網站發動大規模攻擊

(2003-03-27)芬蘭一家網際網路安全公司26日說，自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全世界範圍內的反戰人士用駭客手段攻擊了美英數以 
萬計的網站，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官方站點也未能倖免。

這家名爲“F-Secure”的高科技跨國公司說，針對伊拉克戰爭的駭客行 
動從戰爭爆發前兩天就開始大量增加。最近一周來，這家公司每天都記錄 

了成千上百的駭客攻擊行動。駭客的主要攻擊目標是美英兩國中小企業和 

非贏利機構的網站。這些網站的防駭措施相對簡單，駭客們可以比較容易 

地把反戰圖片或標語安插在這些網站的網頁上。這家公司舉例說，25日駭 
客們篡改了幾百家美國公司的網站，將一張死亡兒童的血腥照片放在這些 

網站的首頁上。

除了篡改網頁內容，駭客們還大量地採用了 “拒絕訪問”攻擊手段。 

他們向一些網站的伺服器發送大量請求資訊，使這些伺服器因爲資料堵塞 

而陷入癱瘓。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官方主頁“唐寧街1。號” 2 3日遭受這 
種攻擊，出現短時間癱瘓。

此外，一些新的電腦病毒如“伊拉克石油”等目前也開始在網際網路 

上流行。

這家公司說，大規模的電腦駭客攻擊行動在1999年北約和南聯盟的戰 

3月3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東南15公里的一個村莊，
一位伊拉克老人在家門口痛苦不已。老人的老伴和三個孩 

子在最近的美英聯軍的轟炸中喪生。

爭期間首次引起世人注意。在目前的駭客攻擊浪潮中，一些好戰分子也向各自選擇的網站進行了攻擊。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25日稱其 
網站遭受駭客攻擊。



韓反戰示威:"布希"射殺"婦孺"

(2003-03-27) 3月26日，漢城再次爆發反美反戰示威。三名示威者更加爬上一間美國速食店的招牌上，扮演美國總統布希手持機 
關槍向一名穆斯林婦女開槍的情景。韓國警方後來出動消防員強制將這三個人押下來。韓國國民就韓國準備派遣一支後勤部隊支援美 

英攻打伊拉克的事項憤慨不已。

澳大利亞35名婦女全裸曠野擺字示威反戰

(2003-03-27)3月25日，在澳大利亞亞塔斯馬尼亞島東南岸港口城市霍巴特。35名婦女全裸在曠野擺出“NO WAR(不要戰爭)”的 
字樣反對澳大利亞政府支持美英聯軍對伊發動戰爭。

被炸約旦留學生魂歸故里葬禮變成反戰遊行

(2003-03-28)27日中午，約旦北部伊爾比德省上萬名居民懷著悲憤的心情，為在美英對伊拉克的轟炸中喪生的4名約旦留學生舉 
行隆重的葬禮。葬禮上，莊嚴肅穆的祈禱儀式變成聲討美英侵略罪行的示威遊行。

在伊爾比德市巴蒂阿公主醫院前，遇難學子艾哈邁德的父親加利卜說：“艾哈邁德是摩蘇爾大學護士學院二年級學生。他們幾個 

學生原打算留在伊拉克，一邊參加伊拉克人民抵抗美英侵略的戰鬥，一邊繼續完成學業。但我們實在不放心他的安全，催促他儘快回 

國。在轟炸開始後的第三天，他和同學一起離開摩蘇爾，但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盼來的竟是他的遺體！”加利卜幾乎痛不欲生。

艾哈邁德和他的3個同學22日乘同一輛汽車離開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 

爾，取道敘利亞回國。不幸在路上遇到美軍空襲，4名學生和一名伊拉克司 

機當場被炸死。4名約旦學生在伊拉克遇難後，約旦政府與約旦駐巴格達使 
館、敘利亞當局進行密切聯繫，先用汽車將遺體運到敘利亞邊界，然後約 

旦國王阿卜杜拉親自派一架軍用飛機於26日將他們的遺體從敘利亞運回約 

旦。

4輛裝載學生遺體的靈車緩緩駛出醫院，靈柩上覆蓋著約旦國旗。當天 
中午，4個學子各自家鄉都在清真寺舉行了祈禱儀式，然後人們肩抬靈柩， 
高呼支持伊拉克抵抗鬥爭、譴責美英對伊侵略的口號，在大街上舉行了示 

威遊行。

“我們今天到這裏來，一是為我們年輕的兒子送行，二是為了支持伊 

拉克人民的抵抗鬥爭，反對美英侵略。” 一位小學教師氣憤地對記者說。
4月1日，由於病床緊缺，一名受傷的伊拉克兒童躺在南部 
巴比倫省希拉一家醫院的地板上。這名兒童和她的家人 

在美英聯軍的轟炸中受傷。世界反戰呼聲持續高漲

(2003-03-28)隨著伊拉克戰爭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的反戰呼聲也日益高漲。27日，又有一些國際組織、政府或群眾組織發表聲明 
或舉行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制止戰爭，早日結束伊拉克人民遭遇的人道主義災難。

4月2日，在伊拉克南部巴比倫省希拉鎮的一所醫院裏，一 

名伊拉克平民抱著他受傷的孩子。4月1日，美英聯軍的戰 

機對巴比倫省進行轟炸，造成包括多名兒童在內的3 3名 

平民喪生，3 10人被炸傷。

道共同反對這場戰爭。

伊斯蘭教科文組織27日在拉巴特發表聲明，指責美英聯軍正在動用國 
際法禁止使用的武器對伊拉克實施狂轟濫炸，不僅給伊拉克人民造成了重 

大傷亡，也對伊拉克眾多的文化遺產帶來了災難性的毀壞。聲明呼籲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立即採取行動，保護正在遭受美英侵略的伊拉克人民和拯救 

正在被美英炮火毀壞的伊拉克文化遺產。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紅新月會代表團27日在伊拉克啓動4項人道主義緊急 

救援計畫，以減輕處於戰火之中的伊拉克人民的痛苦。這些救援工程包括 

向伊拉克各地的醫院及孤兒院等緊急提供包括藥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 

品在內的各種救援物資。

吉布提政府日前發表聲明，譴責美英對伊發動的這場戰爭不符合合法 

防衛的原則，認爲它將導致聯合國和國際法邊緣化。聲明呼籲國際社會施 
加影響，儘快結束對伊拉克人民的毀滅性戰爭，要求在聯合國框架內以和 

平、合法和公正的方式解決伊拉克問題。

約旦藝術家27日在首都安曼發表一項聲明，強烈譴責美英對伊拉克發 
動的這場戰爭違反了國際法，呼籲阿拉伯和世界藝術家們與伊拉克人民一

敘利亞數百名藝術家和藝術學校的學生27日晩在首都大馬士革舉行燭光示威遊行，抗議美英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

巴林王國首都麥納麥27日晩舉行了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反戰遊行示威，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制止戰爭，並向伊拉克人民提供物 
質和精神的支持與援助，維護伊拉克的統一，反對肢解伊拉克。



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27日再次舉行反戰集會，參加者譴責美國一面到處宣揚“民主和人權”，一面又粗暴地違反有關維護 
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國際法準則，悍然向主權國家伊拉克發動戰爭。他們呼籲聯合國及全世界採取實際措施，制止戰爭。

tmis* news http Ma iso. la borRig h tS. net 

m得賭耻闕鮮大斯 
反對報侵略伊拉克戰報合行動主辦認題:響倖黑聶贏說一響時間,及血 

click!!!

寄件者： labor.rights@ 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4/8 (星期二)上午09:16
收件者： labor.rights@ 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反戰新聞+M反戰接力行動+反戰歌曲下載+活動託播!!！(4/7編輯發出)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叫帮芋後政用地古險球“戟阳弋雷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外夫悅产也兄粒承利间選机［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最新反戰聯合網站：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關心反戰運動的朋友，請時時閱讀這個反戰聯合首頁，網頁每天更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蹒反戰中的全球！
松杂田 一一資球反戰新聞整理關新聞圖片開轉

編按：圍城的巴格達，我們能做什麼？

巴格達已進入圍城階段。美英聯軍準備在完成包圍之後 
進行斷水斷糧的殘酷戰術，爲的只是讓巴格達城內的人民喪 
失保衛家園的鬥志。我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體會伊拉克人民 
噙著淚水堅持戰到一兵一卒的堅決，但我們能用反戰行動支 
持他們的鬥志。讓伊拉克的人民知道他們在死傷的同時，全 
球有2300萬人和他們流著同樣的眼淚，懷著同樣的憂憤，努 
力地制止著進一步的傷亡。在美國和英國，反戰人士的口號 
是：「讓我們把監獄塞滿吧！」，全球現在進一步要在美英 

的軍事基地展開圍堵行動，爲的只是別讓他們再屠殺那些又 
餓又病的無辜人民！真正的反戰活動現在才開始，讓我們4月 
12日與全球反戰的同志一起來解救伊拉克的人民吧！

參加過3月22日反戰遊行的朋友記得嗎？我們有過再遊行 
的約定，記得除了你之外還要動員你身邊的兩個朋友嗎？爲 
了阻止這場不正義、不合法以及不得人心的戰爭，爲了阻止 
伊拉克的無辜人民再無端的死傷，讓我們在4月12日的中午在 
美國在台協會集合，和全球的反戰同志一起救救伊拉克的兒 

童吧！不見不散！以下是全球反戰同志過去一週來的努力：

當巴格達入火海時， 
我們在哪裡？在電視銀幕前。

收看如戰似幻的戰爭影片?
或者按指示，換上星條旗的被單， 

安枕入眠……。
我們是誰？我們在哪裡？

反戰接力行動

即將進入第15天
時間★每日17:00~19:00
地點★台灣大學新生南路側麥當勞前 

讓我們用持續的行動表達我們反戰的立場 

@自發的...個人的...平和的...

@公佈美英侵伊戰爭，至今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

msa.hinet.net
msa.hinet.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25e6%259c%2580%25e6%2596%25b0%25e5%258f%258d%25e6%2588%25b0%25e8%2581%25af%25e5%2590%2588%25e7%25b6%25b2%25e7%25ab%2599%25ef%25bc%259a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http://www.xiachao.org.tw


國際週末反戰行動：「收回基地」運動在全球25個美英軍事@現場散發反戰相關宣傳單

基地展開 @以及用你破除無力感的歌聲或想爆發的種種方 

式...........

「收回基地」運動是由英國「收回基地」運動

(www.reclaimthebases.org.uk)所發起的一項週末抗議運動，這項運動以非暴 

力的市民脫序行動爲主，於2003年4月5日和6日，在全英國15處基地所在地 

展開，4月12日和13日還要再增加2個地點。「戰爭對抗者國際」(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並向國際提出週末反戰行動「收回基地」的呼籲，目 

前已有10項活動在美國、德國、希臘、義大利和德國展開。

捐出2小時，為和平盡一份心力！!

備註：現場接受反戰接力行動登記

E-mail:antiwar_marathon@yahoo.com.tw

這些行動是由軍事基地附近的團體所組織推動的。本次週末行動是由英 

國一個叫做「D10」的團體所提出的。「D10」團體的代表理察•拜恩表 
示：「我們要找人到那些正在計劃並且演練屠殺伊拉克平民的基地大門口抗 

議，來阻止這場戰爭，我們也呼籲遠在中東的英國軍隊現在馬上回家」

伊拉克人口二千七百萬

48%是兒童
一千三百萬左右的孩子

每一刻都在死亡的威脅中顫抖 
你聽到他們的哭聲了嗎？

停止屠殺!!保衛生命!！

英國朋布魯克郡的和平組織發起人伏瑞德•拉克曼-和平包圍威爾斯布 

勞迪皇家空軍基地的組織者-表示：「這是伊項攸關和平、同時也是支持在 

軍隊服役男女的活動，由於政客的短視，這些人正處於可怕和危險的境 

地」，「我們的活動已受到很多部隊服役者的愛人支持，他們希望能阻止這 

場戰爭，讓他們的愛人早點回家。我們在本週日活動所要傳達的訊息是：和 

平包圍，不要戰爭」。

「收回基地」運動將在英國以下的地點展開：

美伊戰爭還在進行中…..

無辜伊拉克人民死傷人數還在暴增中！

伊拉克的孤兒、寡婦人數還在激長中！

家園與公共設施的摧毀殘破還在擴大中！

伊拉克國土與地球生態破壞還在加劇中！

愛好和平、關懷生命、捍衛人權與保育生態的台灣人能 

做什麼？

1 .倫敦諾思伍德英國聯軍總部。該總部是英國所有軍事行動的計劃中 

心、。4月5日週末將進行行前訓練，4月6日將展開圍堵、基地圍籬裝 
飾、敲打鍋壺、拆除圍籬等行動。

你想知道更多關於反戰接力的訊息嗎?請 

到: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2 .葛勞斯特郡，菲爾佛德美國空軍基地。4月5-6日日夜全天活動。這項活動是由獨立的武器調查團進行，並由「停車搜查」 

(STOP & SEARCH，英國反對警察歧視少數民族的組織)贊助的一項有獎調查活動。本項活動所募集到的錢將用於慈善事業 

與解除伊拉克戰爭。這兩個團體將援引2000年所通過的恐怖主義法案第44節的規定，對菲爾佛德基地展開「停車搜查」，該單 

位自3月8日起不斷地對數百名無辜、合法的反戰抗議者進行搜捕行動。如果在基地附近活動、拜訪和平觀察團的營區或是觀察 
轟炸機的活動，都將被警察搜捕。菲爾佛德美軍空軍基地是歐洲最大的轟炸機基地，也是英國直接對伊拉克進行轟炸的跳板。 

菲爾佛德美軍空軍基地最近已經成爲許多抗議活動的焦點。

3.

柏克郡魏爾佛德皇家空軍基地。4月6日下午2點。魏爾佛德皇家空 
軍基地是歐洲最大的炸彈貯存場。這個貯存場的武器現在正被運往 

菲爾佛德，將要裝在美國B52轟炸機上，用來轟炸巴格達。魏爾佛 

德和菲爾佛德目前都以恐怖主義法案第44節的授權，處在英國特警 
部隊的戒護之下。該條文主要是對和平的反戰抗議者進行搜捕和挑 

釁。

4 .約克郡北部摩爾斯，菲林達勒斯美國太空指揮基地。4月5日中午12 
點。該基地是對瞄準美國的彈道飛彈進行警戒的基地。活動要求參 

加者帶布條、口號和鼓，身著銀色衣服，拿著銀箔的風箏和汽球前 
往基地大門進行和平行動，這些東西會干擾基地通訊。

5 .普利茅斯丹佛港。4月5日下午1點。

6 .丹佛港是西歐最大的海軍基地，也是英國皇家海軍最大戰艦的基地 

港(很多戰艦都被派往波斯灣)。普利茅斯停戰聯盟在4月5日組織 

了武器檢查的活動。

(2003-04-02 15:54:38)
4月2日，在韓國漢城議會大樓前，反戰示威者與員警發生 

暴力衝突。他們反對韓國派遣非作戰部隊參加伊拉克戰 
爭。週三，韓國總統盧武鉉呼籲國會以國家利益爲重，儘 

快就政府提交的向伊拉克派出非作戰部隊的動議案進行表 

決。

7 .史丹佛德皇家空軍基地。4月5日下午1點。該活動在中12點於史丹佛德市場廣場開始燭光集會，1點遊行前往基地，並在基地圍 

牆前進行詩歌追悼活動。史丹佛德皇家空軍基地主要是對波斯灣進行戰術的支援活動，已派出三的部隊前往伊拉克。史丹佛德 

皇家空軍基地也是侵伊攻擊的補給站，對運動中的各軍事單位進行運輸的協助。

8 .薩利斯伯力的威爾頓總部，4月6日下午12點-2點進行和平集會。

9 .薩利斯伯力的威爾頓總部是僅次於倫敦諾思伍德英國聯軍總部的第二大總部，其主要的目的是對軍隊的行動能力進行物資傳遞 
和補給。

mailto:antiwar_marathon@yahoo.com.tw
%25e5%2588%25b0: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10 .普茲茅斯海軍基地。4月5日下午2點港口鐵路非暴力活動，當晚進行燭光集會。普茲茅斯海軍基地是英國皇家海軍三分之二海 
面艦隊、三艘航空母艦以及海軍總部艦隊的停泊港。

11 .南威爾斯聖阿然斯皇家空軍基地。4月6日下午1點。當地反戰組織將進行大量毀滅性武器的檢查。南威爾斯聖阿然斯皇家空軍 

基地是英國最大的空軍基地，也是英國最大的戰機單位。（待續）

反戰歌曲下載：黑名單工作室王明輝先生製作

［按此下載歌曲］1.01mb（mp3格式）
詞、曲：王明輝

歌詞：請愛的朋友站出來站出來（領唱），反戰！反戰！譴責布希（口號），請愛的朋友請站出來（領唱），要 

求和平！立刻撤軍（口號）；現在就要阻止他（領唱）；前進前進反戰反戰前進（合唱） 

［活動託播］輔大黑水溝社小論壇

「誰的戰爭？誰的利益？侵伊戰爭後，台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322，人類文明受挫的一天，英美聯軍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出軍攻佔伊拉克 
這場戰爭，到底爲了什麼？

是爲了「世界」正義？「人民」解放？還是「？？」利益？

而代表多數國家、支持和平的聯合國，爲何無法阻止這場無情的殺戮？

過去深受美國影響的東亞國家，怎麼看待這場即將蔓延的戰爭？

美伊戰爭對台灣經濟有何影響？

藉由論壇的討論，除了深入淺出的認識這場戰爭，
還會介紹世界各地的反戰行動（人肉盾牌、大學生街頭教室...）

更重要的是邀請你我一起討論對戰爭的不同看法 

時 間：4月8日（星期二）晩上6 : 30
地 點：聖言樓聊齋（敦煌書局1F）

tai審立 news httpiso.laborRightS. net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嘱含行動主辭館態：勁倖墨热蘇說一響時間，及血
click!!!

寄件者： labor.rights@ 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4/10 （星期四）上午07:24
收件者： labor.rights@ 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 412反戰遊行路線圖+最新反戰評論+全球反戰新聞通訊&圖集!!！（4/10編輯發出）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叫常至楂政带地古驗豆I" 戟眼】油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烹I外夫悅产也兄粒季利同選制［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最新反戰聯合網站：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關心反戰運動的朋友，請時時閱讀這個反戰聯合首頁，網頁每天更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msa.hinet.net
msa.hinet.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ar.LaborRightS.net


Sis。news httpiso.laborRightS.net

反對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節動主辦飽體:密標屢聶晟幻舞時間

click!!!

忠孝東路

1二愛路

信義路

矣國在台協自

和平里路

集合時間： 2003年4月12日1200出發時間1400

集合地點： 台北市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

主辦單位：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

遊行路線： 美國在台協會（集合）一建國南路一仁愛路一凱達格蘭大道一總

統府（解散）

活動預告： 遊行當天有兒童反戰繪畫現場活動，如果您有子女一起參加，熱烈

建議您的子女參加這場兒童反戰繪畫活動。請自行攜帶畫筆及繪畫 

工具，繪圖紙漿由主辦單位提供。我們將把這些圖畫在當收集完成 

後，作爲遊行展示之用。

■£■ 園 httpJ/AnliWar. Labo （Eights, nel
周

如何先抵達美國在台協會集結現場：
坐捷運

唐曙（勞動人權協會）

也看英美侵伊戰爭中的國際關係
全球反戰運動有一個共同的想法：既然我們可以透過1月18日、2月15-16日的運動

坐捷運木柵線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三段延後了戰爭的發動，替伊拉克人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那我們今後的行動就是要 

向建國高架橋的方向步行約三分鐘則可達美國在台儘快地阻止這場不合法、不正義以及不得人心的侵略戰爭。所以，現在的問題並 

協會（AIT） 不是全球反戰運動有沒有效，而是全球反戰運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多大地繼續解
救受盡蹂躪的伊拉克人民。誠如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不要臆測，行動起

坐公車：到“捷運大安站”或是“大安高工站”下來！」

車:

74路公車 鍾喬（差事劇團團長）

坐公車：到“復興南路口站”或是“建國南路口 反戰，不僅僅爲人道
站”下車： “帝國野心”轉而爲文化表現時，便是霸權的輸出。這是引發美國以“正義”之

信義幹線、20路公車、22路公車、38路公車（正） 名入侵伊拉克的主因。從而當藝文界以人道呼籲反戰時，“人道”便像一粒記憶
（副）、204路公車、209路公車、226路公車、294路公的岩石，撞擊著自身內心深處的帝國之眼。我的意思是說：反戰是站在伊拉克人 
車（正）（副） 民的一邊；也同時清洗我們內化已久的帝國思惟。否則，又和執政黨依附美國的

政治需求，備好米糧“人道救援”伊拉克，有何實質的差異呢？

反戰歌曲下載：黑名單工作室王明輝先生製作

［按此下載歌曲］1.01mb（mp3格式/mp3製作：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詞、曲：王明輝

歌詞：親愛的朋友站出來站出來（領唱），反戰！反戰！譴責布希（口號），親愛的朋友站出來站出來（領

唱），要求和平！立刻撤軍（口號）；現在就要阻止他（領唱）；前進前進反戰反戰前進（合唱）

——＞按這裡看簡譜（手稿！）

馳反戰中的全球！n杂着 一一資球反戰新聞整理關新聞圖片開轉

3月31日—4月7日全球反戰運動報導

上週全球反戰運動仍在怒火燎燒。反戰的活動從反戰教學、詩歌朗誦、文藝活動到大小型的各項抗爭都 
有。抗議活動的目標包括了支援侵伊戰爭各個不同的軍事設施以及美英的各地大使館。還有些地方的活動 
每天持續不斷。以下是本週的反戰活動：

httpiso.laborRightS.net


4月2日，印度新德里舉行了反戰示威運動，要求美國停止 
對伊戰爭。一名示威者戴著“布希面具”，拿著玩具槍和 

玩具劍。新華社發

土耳其：本週由於土耳其總理違背土耳其民意，擅自同意從土耳其轉運美 

軍軍備到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人民憤怒進一步升高。當地的一些媒體報導 

美國方面暫停了軍備的輸送，因為憤怒的反戰土耳其人用石塊和雞蛋丟擲 

運輸卡車，打破了許多卡車玻璃。4月2日，安卡拉大學生於美國國務卿包 

威爾訪問土耳其時，進行了示威抗議。4月4日也有另一場數千人反戰遊 
行。4月6日星期天，數千民群眾集合在伊斯坦堡廣場，進行反戰集會。

巴勒斯坦：4月4日，數千名的巴勒斯坦人抬起了諷刺聯合國和阿拉伯聯盟 
的兩具棺木，佔據了加薩走廊的街道進行反戰活動。那不勒斯也有數千人 

的抗議，努瑟拉特難民營同一天也有示威活動。4月4日，拉馬拉的婦女抗 

議英美聯軍的侵略惡行，並支持伊拉克，希望自衛戰爭能獲得最終勝利。4 
月3日在加寧，舉辦了一場抗議活動，悼念一年前因以色列「防衛盾牌」軍 

事行動而造成53名巴勒斯坦人和23名以色列人死亡的悲劇。甚至連特拉維 

夫在4月2日也出現反戰示威活動。

黎巴嫩：4月4日，在貝魯特的科威特大使館前有多起反戰抗議。4月2日， 

10000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塞頓進行示威，他們的訴求包括消滅美英 

侵略軍隊，並焚燒了美國國旗。

埃及：4月4日，開羅警方禁止反戰抗議群眾在週五禱告過後的清真寺外抗 
議。4月1日在亞歷山大，數千名的群眾在體育館進行了反戰集會。

約旦：4月4日在安曼發生了多起的反戰示威活動。

敘利亞：4月1日，在包威爾要求敘利亞停止支持恐怖主義後，數百名婦女 
在大馬士革進行示威活動。

印尼：全印尼的許多城市每天都有反戰的示威活動在進行。4月6日在雅加 
達，反戰群眾在美國大使館前焚燒了布希的肖像。上週稍早，在蘇陸、中 

爪哇發生了示威群眾用蕃茄丟擲美國領事館的示威抗議。4月1日，示威學 
生也向大使館丟擲爛蕃茄。上週日在雅加達、東爪哇、萬隆和南加里曼丹 

都有許多的反戰示威活動。

菲律賓：在馬尼拉，有3000人遊行前往金融特區。他們擊鼓、高喊反戰口號，並且腳踢一隻戴有總統愛若玉面具的假狗芻像。

泰國：4月4日，8萬人遊行前往曼谷，焚燒布希肖像和美國國旗。3萬人在回教城市帕他尼的街道進行反戰祈禱。

馬來西亞：在首都南方的一個小鎮田朗加努，有反對黨的2000名群眾進行反戰遊行。

孟加拉：4月3日，數萬名群眾佔據達卡街道，焚燒布希肖像。有人目擊美國人壽公司大樓被人縱火。

印度：上週，德里和阿拉哈巴德都有多起反戰示威活動。

南韓：由於南韓政府最近宣佈要派遣軍隊與英美聯軍一起作戰，與南韓絕 

大多數人民的願望相違背，4月4日，漢城的學生嘗試前往美國大使館抗 
議，但遭到警方的阻擋。在城市的另一邊，為悼念被美國軍車撞死的兩位 
南韓女孩的每日燭光活動，轉變成一項反戰集會。

澳洲：一個反戰的小型船隊在總理約翰•豪爾德居住區的雪梨港進行聚 

集。在街道上，示威人士焚燒美國國旗，不久被以「破壞」的罪名遭到逮 

捕。

希臘：抗議示威的活動幾乎每天發生。4月3日全國幾乎陷入停頓。全希臘 

進行一日總罷工，所有的公家機關全部關門，所有的班機停飛。10000名示 

威者在雅典的美國大使館外高喊反戰口號，帖薩羅尼迦有15000人遊行前往 

美國領事館。民意調查顯示，希臘有95%的人反對這場侵略戰爭。
4月2日，在伊拉克巴比倫省南部的希拉鎮醫院，一名伊拉 

克男子正在等待治療。據伊拉克醫院1日提供的數位，美英 

聯軍在過去24小時內在巴格達以南80公里處的希拉鎮共打
愛爾蘭：4月7日，來自全愛爾蘭的群眾（包括愛爾蘭共和國和英國殖民地 
北愛爾蘭）聚集在貝爾法斯特反對布希和布萊爾的高峰會。這次高峰會主

要是討論違背人民利益的北愛和伊拉克問題。

英國：全國各地都有多起抗議示威活動。倫敦數千人前往美國大使館抗 

議，當反戰人士試圖封鎖大使館周邊街道時，遭到警方逮捕。「收回基 

地」的行動在普茲茅斯和普利茅斯軍港展開。英國國防大臣吉歐夫•胡恩 

遭到數千名反戰群眾追逐，因爲他最近宣稱爲了保護英國軍隊，同意使用 
集束炸彈。

德國：上週全國許多城市都有抗議活動。反戰團體將海德堡的美軍總部作



為抗議焦點，要求德國政府停止一切對美國侵略戰爭的支持。

保加利亞：在索菲亞，2000人遊行抗議政府支持美國侵略戰爭的立場，這 

項政策遭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90萬人連署的反戰提案已提交政府。

波士尼亞一黑賽哥維那：賽拉耶佛學生向美國大使館的圍牆丟擲雞蛋和紅 

色油漆。

西班牙：4月1日，巴賽隆納學生進行反戰遊行。4月6日，約50萬人參加了 
馬德里的反戰抗議活動和音樂會。在聖地牙哥，至少20000人進行反戰遊 

行，在薩拉曼卡的兩個城市也有好幾萬人的示威活動。執政黨超過四個辦 

公室被示威者投擲垃圾。

一 義大利：納布
行動。 勒斯示威者遊

行前往美國領 

事館。

迦納：阿克拉的居民第一次進行反對侵伊戰爭的示威活動。

南非：大約1000名開普敦居民遊行前往國會要求政府終止與美英和其他支 

持戰爭國家（像以色列和澳洲）的軍購合約。

阿根廷：2000名失業的工會會員和退伍軍人進行反戰抗議活動。活動的一 

個標語是：「同樣的敵人：昨日的馬維納斯，今日的伊拉克」（馬維納斯 

指的是1982年阿根廷試圖收回的英國殖民地，後來英國爲此發動侵略戰 
爭，英方稱此地爲福克蘭）。

4月2日，兩個男子在巴基斯坦西部城市基達看伊拉克總統 
薩達姆的海報。週三，實踐團結聯邦（六個穆斯林強硬派 

宗教政黨的聯盟）到達基達，領導一場反戰集會。該集會 

是實踐團結聯邦領導下的巴基斯坦國內主要城市舉行第5 
個大規模反戰集會。

巴西：一千名示威者在里約•熱內盧進行抗議，焚燒布希肖像。

祕魯：利馬居民舉行集會譴責戰爭。

薩爾瓦多：10000名群眾集合在首都聖薩爾瓦多進行反戰活動。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的街道到處都是染血的骨頭，反戰示威者譴責他們的總統支持布希的侵略戰爭。

美國：抗議示威活動在奧克蘭、芝加哥、華盛頓、匹茲保和底特律進行。底特律郊外住了許多來自葉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阿拉 

伯人，他們都反對美國侵伊戰爭的政策。在波士頓，一場法院的鬥爭開始，18位在3月20日反戰抗議活動中被捕的人士開庭。「和平 

鎖鏈18」組織，用人鏈封鎖納提克實驗室的出口，他們表示該實驗室硏發生化武器。被告的這些抗議者努力的要把這次起訴轉變爲對 

戰爭的控訴。再18個人當中的一位63歲前海軍陸戰隊員諷刺的說：「美國政府才剛侵入伊拉克，我們就被以非法入侵的罪名起 

訴！」。

反戰接力行動持續進行中/

時間★每日17:00~19:00
地點★台灣大學新生南路側麥當勞前

讓我們用持續的行動表達我們反戰的立場

@自發的…個人的…平和的…

@公佈美英侵伊戰爭，至今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

@現場散發反戰相關宣傳單

@以及用你破除無力感的歌聲或想爆發的種種方式...........

捐出2小時，爲和平盡一份心力！！

備註：現場接受反戰接力行動登記

E-mail:antiwar_marathon@yahoo.com.tw
你想知道更多關於反戰接力的訊息嗎?請到：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mailto:antiwar_marathon@yahoo.com.tw
%25e8%25ab%258b%25e5%2588%25b0%25ef%25bc%259a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寄件者： labor.rights@ 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4/28 （星期一）上午03:06
收件者： labor.rights@ 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五一"反戰、再上街頭！紀念五一勞動節，反剝削、反壓迫！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叫常¥母或用玷古酷 聿的到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火夫悅M1P也兄慑于利间遇制［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全球反戰，再上街頭！ 2003年國際五一勞動節！反戰的同胞同學們！請熱情參與！ ！

堅持五一精帥
張公理正義

剝削!反壓迫!
風五一勞動節

反對貧富差距！反對將退修法！反對岐視待遇！反對軍事採購！反對侵略戰爭!

忠孝東路

仁建路

信義路

美國在台協會

和平東路

報到時間: 

集合地點: 

遊行路線:

報名專線:

共同發起

單位:

http;//An1iWar. LaborRightS. nel

五月一日下午一點整

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口（台北市中山南路） 

中正紀念堂集合一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外交 

部一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

勞動人權協會

tel:02-25596233 fax:02-25594984
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

tel:03-5556505 fax:03-5556516
勞動人權協會、資訊科技產業工會籌備會、桃竹 

苗勞工服務中心、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漁民勞 

動人權促進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清華大學工 

學社（歡迎各團體加入共同發起單位）

紀念00年國際五一勞動節大遊總說明click!!!
200年的台灣人，我們要做什麼？

國際五一勞動節的由來：

• 1886年5月1日，芝加歌數萬名工人遊行，要求八小時工作 

制。5月3日（麥克考密克農具製造廠）、4日（乾草市 

場），芝城警方開槍射殺集會工人。

• 1887年11月11日，集會遊行工人領袖帕森斯等人被絞死獄 

中。

• 1888年美國工人聖路易大會，決議要求於1890年5月1日起 

實施八小時工作制。

1889年國際工人協會巴黎會議，決議各國各地區工人於 

1890年5月1日舉行遊行示威。

• 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地工人共百萬人以上集會遊行。

• 1891年5月1日，百萬工人再度遊行。

• 1891年8月，國際工人協布魯塞爾會議，阿根庭、波蘭、法

各國第一次五一活動：1889年墨西哥、古巴；1892年巴西；1893年 

希臘；1898年保加利亞；1904年南非；1907年智利；1908年中國

（哈爾濱中東鐵路工人）；1918年印度尼西亞；1920年土耳其； 

1922年日本•••（ 1922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廣州召開第一 
屆全國勞動大會，議決每年五一召開大會，會後一萬多名工人遊

行）

台灣的五一：1926年文化協會演講會；1927年文化協會、農民組 

合各地共15演講會，聽眾六千多人；1928年台灣工友總聯盟、文 

協、農組計畫集會遊行，遭日方禁止；1929年農組遭到大逮捕； 

1930年工友總聯盟四工會40餘名會員、文協一農組2,300人各自舉 

行集會遊行，共15人遭日警拘禁；1931年文協、農組、各工會因 

發動五一相關行動而於四月29日被捕。台灣在戒嚴體制下，被禁 

止的五一活動，經過五十多年後，重新在1988年展開，由工黨策 

劃遊行，超過3,000人、150輛車參加…

msa.hinet.net
msa.hinet.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國、英國及愛爾蘭等代表宣布已定五一為例行抗爭、紀 

念、慶祝的日子。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4/30 （星期三）下午01:36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紀念國際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延期緊急新聞稿

勞動人權協會原訂依往年慣例，於五月一日以「堅持五一精神、伸張公理正義」及「五反、五要」為 

訴求走上街頭。因為SARS疫情蔓延，需要全體人民共同對抗，勞動人權協會今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將五月 
一日大遊行延期，並於四月三十日上午在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進行說明。

遊行總指揮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表示，這次遊行動員，以「批判新政府勞工政策」、「反對圖 

利財團拉大貧富差距」為訴求，得到勞工熱烈回應，動員情形出奇踴躍。因此對於是否延期舉辦，動員幹 
部有不同的聲音。

勞動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表示，SARS應視同為自然災害，我們正處在人與自然抗爭三階段中的第一階 
段，即為生命存活的抗爭，在此階段，應該將其他訴求的抗爭暫置一旁，全力對抗自然災害。

會議經過冗長的討論後，大家決議，為不使政府防疫措施受到影響，能全力對抗SARS疫情，而作成五 
一遊行延期的決定。遊行延期的緣由，四月三十日早上十點在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說明。（活動通知稍晚 
送出）

並決定於五月一日由幹部帶著鮮花，到和平醫院為護理勞工打氣。這些護理勞動者的職場，最易遭受 
職業災害，而他們在堅守崗位的同時，還要忍受來自各界不同的要求及苛責。SARS感染不同階層的人，而 

護理被感染的病人，是在巨大壓力下默默付出的受薪勞工。而在現實的勞動立法下，護士甚至仍不被允許 
擁有勞動三權，在勞動節的前夕，我們不但要向護理勞動者說一聲「你們辛苦了」，我們承諾願意為爭取 

護理勞動者的勞動三權繼續努力！ 2003/4/29

勞動人權協會

聯絡電話：02-25596233 
聯絡人：王娟萍0932028601

請願書

一、事由：依據請願法第2條，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 
主管行政機關請願。並根據行政程序法第168條，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 
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二、受理請願機關：行政院院長游錫堃
三、請願所基之事實：

「紀念2003年國際勞動節，堅持五一精神，伸張公理正義大遊行」勞動人權協會等共同發起團體，鑑 
於因應SARS疫情蔓延，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防疫對抗，經緊急討論後決議暫緩五一遊行活動。發起團體表 
示，社會傾全力對抗SARS此一自然災害的此刻，官方也必須停止一切傷害勞工人民生活的錯誤政策，讓民 
眾安心防疫。特別是，執政當局在對抗影響民眾生命健康的自然災害的同時，也必須針對腐蝕社會健康的 
「高失業率、貧富差距擴大化、勞動法制改惡」的制度面政策問題，儘快檢討，提改正措施。

尤其是，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與總統陳水扁執政三年期間，造成政府公債赤字倍增，其原因乃大筆花 

費於填補金融財團的呆帳，補助財團BOT案，地方建設補助款不實浪費，減免富人的資本所得稅…等等。 
但反觀多數受薪家庭可支配所得大幅縮水，還推動健保雙漲案，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化，今日高失 
業率的陰影依然存在，人民生活質量日益惡化苦不堪言，失業者自殺等家庭悲劇，屢屢發生。人民之生存 
權保障，猶形同虛設。

且，行政院多項勞動政策，均力促勞動力市場更加彈性化，造成勞工普遍覺得雇用不安定與失業的威 
脅加劇，勞工之工作權備受打擊。而包括勞基法改惡；勞動三法倒退修法，大幅限縮勞動三權，禁止教師 
組織工會等等，與基本工資多年未調等的政策，讓台灣的勞動人權並無實質內容的改善進步，反呈現惡化 

狀態。而產業勞工、農民、漁民近幾年更遭受自資本全球化、自由化和加入世貿組織（WTO）的種種規範的 
苦果。特別是弱勢勞動者其島外地區的配偶（大陸地區配偶與外籍）的基本人權和工作權保障最近都明顯被設 
限，實為歧視待遇。

而稍早前，當局亦明白表態與實際物資支持美英侵略伊拉克的這一場踐踏國際法，破壞世界和平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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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戰爭。更接受美國軍火商獅子大開口的推銷，年年購買過時的軍火，不僅耗費巨額的政府預算，造成 
社會福利資源的緊縮，更加深兩岸間的對立，掉入美國霸權橫行全球的佈局，絕非人民之福。

以上之事實，表明總統陳水扁執政期間，其施政內容非但破壞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且競選期間所 
提之勞工、社會福利政見也多有跳票，更遑論所謂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等虛辭。

四、請願之訴求：
一、反對貧富差距，要求社會公平。
二、反對倒退修法，保障勞動三權。

三、反對歧視待遇，保障弱勢勞工。
四、反對軍事採購，擴大社會福利。
五、反對侵略戰爭，美英立刻撤軍。
請願團體：紀念200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大遊行共同發起單位

勞動人權協會、失業勞工聯盟、勞動黨社運部、工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夏潮 
聯合會、漁民勞動人權促進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工人民主協會、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中國國民 
黨中央黨部產業工會、桃勤工會、福特六和工會、花王工會、立益紡織工會、亞洲化學工會、宏洲化學工 
會、豐裕工會、南順工會、建成機械工會、寶利得工會、養樂多工會、華隆桃園廠工會、華隆頭份廠工 
會、台灣厚木工會、中興化纖工會、台灣山葉機車中壢廠工會、寶馨實業工會、寶順工會、台灣康寶工 
會、碧悠電子工會、優美家具工會、大魯閣纖維工會、大同三峽廠工會、南港輪胎新豐廠工會、台灣日光 
燈工會、台灣富美家工會、橡樹產業工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清華大學工學社、資訊科技產業工會籌備 
會…（繼續連署中）

勞動人權協會 2003.4.30 （TEL:0225596233 ； 0932028601）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6/5 （星期四）上午07:05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槍口下的民主（II）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环导却蓄坐世政用贴古艷ML" 鞋唱弋语却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以掛央夫悅廟枕也兄窺中秘囘烟制［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http://AntiWarXaborRightS.net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 
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 
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戰爭還沒結束！反戰還要繼續!

AntiWar news 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廳爭還沒結束'反雜還要龍績I

和^口下的民主11
繼心紀力占領後的全球反戰運動/侵略者應對其非法侵略行為負責V7 -、•文/唐曙《勞動人權掘會政策組召集人' 反對美英傑晤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

［參考文件］唐 曙（勞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集人、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槍口下的民主（I）

佔領後的全球反戰運動

當然，單極獨霸的帝國主義強權根本無須說道理（就像它不簽 

訂攸關環保的《京都議定書》和布魯塞爾的《國際戰爭犯罪協定》 

一樣），因爲它就是道理。但當它的道理不能服人時，較弱的一方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AntiWarXaborRightS.net
taiso.LaborRights.net
http://www.LaborRights.net
http://www.xiachao.org.tw
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只有選擇接受或是反抗。絕大部份的地區和國家政府基於現實的利 

益，大都選擇了接受強權的道理，除了少數幾個政權還在負隅頑抗 

之外（有幾個還即將成爲美國下一波的侵略目標），就剩下史無前例 

的全球反戰運動對抗的最徹底，鬥爭的最堅決。但我們也應認識 

到，自從侵略軍隊佔頷伊拉克後，全球反戰運動進入了一個轉折時 

期：動員的規模縮小了，運動的策略目標變得更在地化和多元化 

（如各地的抗稅運動、反軍事基地運動、審判戰犯運動、港口機場 

的干擾運動、抵制侵略國家商品運動等），反戰團體在侵略軍隊佔 

領伊拉克以後，遭到各地政府的監控和打壓，對種族和宗教的壓迫 

加深了。所有這些新的發展當然對前所未有的全球反戰運動是一項 

考驗，而參與全球反戰的許多團體也利用二。。三年五月反戰運動 

的休整時期，不約而同地召開了反戰運動的階段性總結會議（英國 

的反戰聯盟在4月26日召開；美國的ANSWER在5月17-18日召開 

等），也針對佔領後的新形勢做出新的運動方向規劃。

侵略者應對其非法侵略行為負責

在這些重要的 

討論中，有關重建 

與與解除禁運制裁的 

問題，也有深入的

倫敦五一反戰

5月9日，在蘇聯戰勝納粹紀念日上，俄羅斯的 
布爾什維克青年在莫斯科發動大規模反戰活動

探討。由於美國利用外交策略，惡毒地將佔領重建和解除 

制裁禁運掛勾，在十三年長期反對解除制裁的壞記錄之 

後，竟大發慈悲，義正嚴辭地要求聯合國應立即解除制 

裁，以解決伊拉克「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這樣的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剛參與反戰運動的朋友們的確造成了 

思想上的困擾。這些困擾很典型地表現在美國校園的一些 

學生爭論上：
5月2日，在加州聖塔巴巴拉矽谷，大批群眾聚集抗議布希

抵聯合防衛科技集團演講 「美國現在不可以撤軍，這是不負責任的」

這種提法的背後反應了一種預設立埸：美國是一個可以依靠的、「負責任」的勢力。

這種立埸從某個角度來看並不算錯。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做爲戰後的強權，以「反共」 

爲已任，長年來也做了很多「負責任」的事。以中東地區爲例，它長期以來「負責」武裝和資 

助以色列使得以色列成爲該地區唯一擁有核武的強權；它「負責」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非法 

佔領長期化；它長年來「負責」支持過（有些現在還在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伊朗和伊拉 

克等國家的封建政權，來維持阿拉伯世界分裂的局面。

從上述這些中東歷史，我們看到了美國長年以來「負責」的結果。所以在侵伊戰爭後，下 

令侵略出兵的美英國家元首並不該以佔頷來表示「負責」，而是應該向布魯塞爾戰爭犯罪法庭 

自首，並接受公開審判。

「如果美國撤軍，伊拉克的情況將失控！」

伊拉克社會秩序的失控，正是美英發動侵 

略戰爭所引起的。美英侵略聯軍入侵近兩個月 

以來，對伊拉克造成大量毀滅性的破壞。伊拉 

克的水電供應設施至今都尙未全面恢復，由於 

相關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遭到戰爭的嚴重破 

壞，加上聯軍草率的戰場清理工作，造成了伊 

拉克霍亂疫情和其他傳染病從巴斯拉開始迅速



蔓延。截至5月18日為止，據估計已有4849- 
6457人因這場侵略戰爭而死亡（資料來源： 
www.iraqbodycount.net）。而美國先後指派的兩 

個伊拉克高級事務官員傑伊.加納和保羅.布雷 

默，一個是參與製造愛國者飛彈的軍火商（SY 
科勒曼公司總裁），另一個則是白宮的首席反恐 

顧問，從這樣的人事安排上不難看出美國所謂 

初階段「重建」政策的走向，不外是軍事鎮壓 

和掠奪資源。這場侵略戰爭和這樣的人事與政 

策才是伊拉克社會秩序失控的根本原因。

5月19日，伊拉克兩百萬什葉派教徒發動大規模反美抗議 
集會，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伊拉克

「伊拉克人民 

正在挨餓，難

道美國不應該做些什麼嗎？」

反戰的熱潮吹到了亞洲，5月15日，日 
本反戰團體舉行要求美軍基地撤出琉 

球的大型示威活動

伊拉克的人民，特別是兒童，在制裁禁運的十三年中，飽 

受饑餓煎熬，這都是美英兩國長期以來利用聯合國制裁委員會 

杯葛伊拉克的進口清單所造成的，所以，伊拉克人民的飢餓是 

美英杯葛的結果，同時也是美英侵略的原因之一。現在大家都 

知道美英出兵侵略和佔領的根本原因是為了石油，但除此之 

外，伊拉克人民在美英長年的「饑餓」策略壓迫之下，竟然沒 

有「揭竿而起」推翻海珊，也使得這些強權失去耐性，決定自 

行侵略。所以，用饑餓逼伊拉克人民造反的帝國主義強權，絕 

對知道它做為壓迫策略的無效性，至於實際的饑餓感覺，隨之 

而來的營養不良以及居高不下的兒童死亡率，美英兩國向來就 

是冷漠以對。指望這樣的國家優先解決饑餓問題，根本就不可

許多的救援團體在這次侵略戰爭中，一直在第一線為解救 

伊拉克人民而奮鬥。它們最多的抱怨就是侵略軍隊只允許它們

隨軍救援，不淮它們在軍隊的監控之外進行獨立救援的工作。但由於侵略軍隊粗魯的佔領行動 

以及具有爭議性的檢查活動，使得救援團體根本就不想和它們為伍，但救援團體如果想要前往 

侵略軍隊行動以外的地區，光是沿路的檢查哨所，就可以消耗掉它們所有的精力和救援的效率 

（詳細實況可以參考www.electroniciraq.net、www.stopusa.be和www.iacenter.org）。美英侵略聯軍用 

這樣方式控制佔領區，根本就不能解決伊拉克人民迫切的生存危機 。

再來看看另一個佔領區一阿富汗的命運。 

布希在今年所提出的年度預算中，對於阿富汗 

的重建經費一毛也沒有編，經過一些國會議員 

力爭，才編出區區的三億美元，比起當初侵略 

阿富汗所花費的45億美元，真是天壤之別。三 

億元是無法讓阿富汗繁茱起來的，頂多只是維 

持殖民地的基本行政開銷，但那45億軍費卻可 

能造成三百萬平民餓死！（美國知名異議人士 

Michael Albert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所提供的硏 

究數據）事實上，絕大多數住在難民營裏的阿富 

汗人的確正面對著餓死的危險！

美國政府總共花費了120億美元轟炸伊抗 

克，但佔領至今卻只提供了6500萬美元來維持 

伊拉克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這筆費用花不過 

六個月，但布希政府認爲已經足夠了。顯而易 

4月30日，南韓反戰團體要求美國空軍基地立即撤出韓半 
島



見地，伊拉克人民的處境不會比阿富汗人民現在的情況好到那去。而美國的「饑餓」策略將繼 

續綏持下去，做為最「古典」、同時也最殘暴原始的帝國主義殖民手段，無情地壓迫伊拉克人 

民。

以上這些問題，苦惱著許多雖熱心反戰，但也長期受到「霸權穩定說」洗腦的美國學生。面對美英侵 

略佔領勢力有關重建和解除制裁的外交策略，在2003年5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483號決議之前，全球 

反戰運動界大致有幾種看法：

1 .做爲違反曰內瓦公約及聯合國相關決議而片面出兵伊拉克的美英兩國，應負侵略和戰爭賠償的責 

任。

2 .伊拉克應在聯合國的主導下，成立公正的國際機構，在排除侵略勢力的干擾下，積極並迅速地以侵 

略勢力的戰爭賠償以及國際援助，協助伊拉克人民進行重建以及解除禁運制裁 。

3 .聯合國對於違法出兵的侵略勢力，應就其戰爭罪行進行公開的調查、逮捕與審判。

這樣的共識，在精神上仍然視聯合國爲一個有效解決國際糾紛的機構。但1483號決議的出現，改變了 

這樣的看法。

聯合國1483號決議，是美英兩國以「解除伊拉克制裁禁運」的藉口，爲取得侵略的完全合法性和佔頷 

的絕對控制權，向聯合國所提出的。5月22曰提案表決結果，美英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以14比。的懸殊票數， 

嬴得了一場外交勝利，也對國際情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件］唐 曙(勞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集人、反對美英侵略

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代表)槍口下的民主(I)

寄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寄件日期：2003/6/14 (星期六)上午01:09
收件者： taiso@mail2000.com.tw
主旨： ［反戰!］台灣反帝學生組織2003年反戰營之線上問卷調查表!!!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坂對英美闕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為反慧生組織Ri勞%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LaborRights.net)勞動人權協會(www.LaborRights.net)夏潮聯合會(www.xiachao.org.tw)

爲什麼我們要做這份反戰營問卷呢？

［按此見本文全文］……參與推動這次「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之後，台 

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最近收到不少學生的建議表示，能否在暑假期間發起「學生反戰 
營」的活動齊聚共同討論，讓台灣的校園中，反對這場非正義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進步 

新生力量，能夠從萌芽到生根、成長。

爲了更好推動「學生反戰營」(目前定於8月14日~17日)，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學生反 
戰營」籌備工作組準備此電子問卷，除希望能提供意見讓「學生反戰營」的工作準備的更 

好外，亦誠摯的邀請妳(您)們的參加！［見全文］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www.xiachao.org.tw


直接填寫反戰營問卷吧！

厂，faisgx口學生反戰營間卷-----------------------------------
關於填寫的方式：親愛的同學、朋友們，如果可能的話，希望填寫時能盡量完整，好讓我們能汲取更多寶貴的意見與 

想法；詳細填寫問卷的朋友，我們將致贈台灣反帝學生組織主辦的刊物《國際主義》以及此次同樣參與反戰聯合行動 
的勞動人權協會機關刊物《勞動前線》，在這份問卷最後還有一些簡短的通訊聯絡填寫格，要填寫這部分的資料我們 

才能將致贈的刊物寄到您的府上喔”限

Q1：請問您以什麼樣的方式 
參與了這次的反戰活動？ c參加反戰連署簽名 c集會 c反戰詩歌朗讀與創作

c演講討論會 c遊行 匚支持反戰但不克參加

c文藝晩會 c麥當勞門口的反戰接力丨 其他

Q2 :請問在此次反戰活動過 
程中，印象裏最感動的一件 

事或情景？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
Q3 :請問在此次反戰活動 
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反戰 

口號？ 色
Q4 :這場美國侵伊拉克戰爭 
後，您對美國的印象

變好j 變壞j 一直都很好j 一直都很壞j
希望您寫下更詳細的說明：

-J
_d

Q5 :您對政府發言積極支持 
戰爭，認爲應表示贊成？反 

對？還是沒有什麼大不了 

的？

贊成j 反對j 沒有什麼大不了 j
希望您寫下更詳細的說明：

_J
色

Q6 :您會希望收到後續的世 

界各地反戰活動消息的相關 

信息嗎？

希望j 不希望j
希望您寫下更詳細的說明（比方哪方面的消息是您特別希望知道或是沒興趣的）： 

w
色

Q7：如時間許可，有否意願 
參加「學生反戰營」？

願意j 不願意j
希望您寫下更詳細的說明（比方您爲何願意或不願意參與「反戰營」的原因）：

色

Q8 :您認爲「學生反戰 
營」，最應被提出的討論題 

目爲何？

希望您寫下更詳細的說明：

_J
色

Q9 :如要在台灣本地社會繼 

續推動反戰活動，您認爲應 

該關注那些議題？譬如：

c發起「人民法庭運動」進行審判戰犯布希、布萊爾等人；

c反對支援美軍的後勤及配（聯）合作戰，反對美軍事基地駐留當地；

c抵抗支持戰爭的政府，拒絕高昂國防預算，要求把預算改做爲社會福利之用；

c抵制推動戰爭的美國軍火商，拒絕購買美國武器；

c投入統計伊拉克人民真實傷亡數字，拆穿所謂「小傷亡的乾淨戰爭」的謊言；

c展開各種問題討論，總結檢討包括自911事件以來的這一波反戰運動，醞釀更大規 
模的反戰示威…；

c反對美軍佔領下的包商重建工作

c反對美軍佔領下的國營事業私有化政策

c美國下波攻擊目標（如古巴、北韓、伊朗等）的國際和平自衛運動



c接力舉辦國際「人民法庭」戰爭犯罪全球巡迴聽證會

或者您自己的構想：

Q10 :經過這次反戰活動 
後，您認為威脅東亞和平與 

安全的國家或地區為？（可 

複選）

美國c日本c北韓c大陸c台灣c

希望您寫下更詳細的說明或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答案：

Q11 ：關於這份問卷，您覺 
得我們應該再問些什麼問題 

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同學們的 

想法？

按下預覽I重新填寫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學生反戰營」籌備工作組設計/文宣組責任製作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7/5 （星期六）下午10:11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台灣反帝學生組織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開始招生囉!!!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六鹤常芋担用玷古酷qI" 亚明十语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 反到央美侵昭伊现兒戰讚 耕間週誕共同製作: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2003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

青年•學生反戰營
-主辦單位: •報名資格：三十歲以下大專高中青年、學生。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 •招收名額：40人，額滿爲止。錄取先後以繳費爲標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25e8%2580%2595%25e9%2596%2593%25e9%2580%25b1%25e8%25aa%2595%25e5%2585%25b1%25e5%2590%258c%25e8%25a3%25bd%25e4%25bd%259c: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o 網址：http://taiso.LaborRightS.net；

o 電郵：taiso@mail2000.com.tw。

■ 活動時間：

8月14日至8月17日。
■ 活動地點：

新店女童軍訓練中心（新店市梅崗三路 

一號。即“花園新城”）

。交通方式一：搭捷運到新店終站，改搭往花 

園新城公車到終點站，往上走15分鐘即到童 

軍活動中心；

。交通方式二：另有專車於報到時段接送。

準。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7月30日止。

•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欲報名者請至台灣反帝學生 

組織機關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 報名費用：1,500元整。

• 繳費方式：完成線上報名程序之後，我們會再另行通 

知繳費方式。

• 講師名單：鍾喬、黃孫權、余陽洲、唐曙、黃素恩、

杜繼平、Cekelaire Wim De、Sarah Sloan °

• 受邀團體:美國International A.N.S.W.E.R.、日本反侵 

略亞洲學生共同行動

2003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反戰營課程表!

8/14 8/15 8/16 8/17

A.M.9:00~12:00 報到 世新大學

新聞系講師/金陽洲

媒體識讀

人大經濟學博士、 

世新大學講師/杜繼平 

霸權主義&帝國主義

綜合討論

P.M.12:00~2:00 用餐 用餐 用餐 1 .反戰企劃案

戰爭還沒結束、反戰 

還要繼續，讓我們在 

這堂課裡一起思考如 

何將反戰運動在台灣 

繼續推進下去！

2 .結業式

P.M200~5:00 差事劇團團長、

資深劇場工作者/鍾

喬

形象劇場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 

聯合行動聯絡人、勞 

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 

集人/唐曙

美伊戰爭始末：背景 

與現況

⑴比利時醫師，長期 

投入協助第三世界醫 

療重建、工農運

動/Wim De Cekelaire

⑵美國著名反戰團體 

International ANSWER 
代表/Sarah Sloan 

國際反戰運動報告

P.M.5:00~6:00 用餐 用餐 用餐

P.M.6:00~10:00 1 .反戰問題蒐集與討論

2 .台灣反戰運動回顧 

破報總編輯/黃孫權（影 

片部分）

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 

會

總幹事/黃素恩

遮蔽的天空：“女

人、工人與戰爭”

國際團結之夜

佔領下的抵抗一為什麼你應該參加003反戰營0力如！

漢堡王都在巴格達機場開張了，但是伊拉克人民到現在都還沒濾淨的水源。戰前的糧食配給制被取消後，美國的 

佔領區行政長官布雷默不但未具體解決曰益嚴重的糧荒問題，反而不斷減少過渡政府委員會的人數，並且一再延 

後伊拉克人民選舉的曰程……

按此進入反戰營報名表山

活動時問：
8. m it
活
新■

中

動
店n
心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http://taiso.LaborRightS J 

2/静,學生反韓開始盘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http://taiso.LaborRightS.net%25ef%25bc%259b
http://taiso.LaborRightS.net%25ef%25bc%2589%25e3%2580%2582
http://taiso.LaborRightS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taiso@mail2000.com.tw —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7/21 （星期一）上午02:00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在412反戰活動的衝突之後：《戰爭無罪？反戰有罪？》（唐曙）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六鹤常芋担用玷古酷qI" 亚明十语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
反到央美侵昭伊现兒戰讚 耕間週誕共同製作: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戰爭無罪？反戰有罪?
文/唐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

7月11日，台北市地檢署對三名參加4月12日美國在台協會反戰活動的人士展開偵 

查。這三個人分別是：“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唐曙、差事劇團 

的團員段惠民以及世新大學草根工作室的成員李孔穎。檢方偵查的重點在於“違反集 

會遊行法”。由於收到檢方傳票的只有段惠民和李孔穎，所以這次的偵查庭只有兩人 

出席。

檢方的偵查重點在於4月12日當天行動劇演出時，演員段惠民是否知道美國在台協 

會的集會禁制區規定，以及是否有襲警的事實。段惠民表示，行動劇的設計本來就是 

美國大兵（段惠民飾）遭到伊拉克人民（其他劇團成員分飾）的反抗，倉皇逃入美國 

在台協會，途中如果遇到任何抵抗，按照美軍的慣例是一定還擊的，當時在行動劇演 

出時，警方出面制止段惠民逃到美國在台協會，於是段惠民就以裝有紅色顏料的水槍 

射向警方，並無襲警事實。至於李孔穎，由於警方並無提供任何具體資料，檢方不解 

爲何李孔穎會遭到偵查。警方表示將再蒐集資料呈報檢方。

從全球反戰運動的發展來看，自從美英聯軍在3月20日開始侵略伊拉克開始，全球 

因爲反戰的“和平脫序行動”而遭到逮捕和起訴的反戰人士高達數千人，他們用自己 

的生命去阻擋任何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的軍事運輸，遭到警方警棍、水柱、催淚 

瓦斯甚至塑膠子彈的攻擊，爲的只是阻止血腥的軍事屠殺發生。相較於他們的和平脫 

2003年4月12日當天現場的段惠民 
（左）和李孔穎（右）

序行動，在台灣412反戰活動中所發生的事，根本微不足道，但台灣政府卻慎重其事地急著想將反戰人士入罪，效忠美國 

“盟友”的奴顏姿態，莫此爲甚！

美英聯軍在戰爭前、戰爭間以及戰爭後犯下了一系列的戰爭罪行，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日內瓦公約、海牙公約、國 

際刑事法庭條例（羅馬規約）以及國際人權法案，這些戰爭罪行遭到了全世界各地愛好和平、反對殖民侵略的反戰人士全面 

地控訴，甚至要求國際刑事法庭4517;須要受理這些關於戰爭罪行的控訴。美國面臨這樣大的國際壓力，又在師出無名（大 

量毀滅性武器根本找不到；製造核彈的證據是偽造的）的窘境下，不但不接受國際正義的裁判，反而透過威脅利誘要求接受 

它軍事援助的國家必須和它簽訂“雙邊豁免協定” （Bilateral Immunity Agreement）,保證美國在簽約國當地發生戰爭罪行 

時，可以不接受審判，直接引渡回美國！要是拒不簽訂的國家，美國將撤銷一切軍事援助，七月初美國已對35個接受軍援卻 

遲不簽約的國家發出最後通牒。美國這樣的舉動是要直接地對抗國際刑事法庭，讓美國的戰爭罪犯不必被引渡到海牙受審， 

而回到美國逍遙法外！美國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已引起國際法學界的譴責，認爲美國的“雙邊豁免協定”在國際刑事法庭條 

例的國際法架構之下，是無效的。

有趣的是，總統及副總統都是學法律出身的台灣政府，無條件地支持了美國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當然，也支持了美英 

兩國聯軍在伊拉克所犯下的一系列戰爭罪行。美國回報的當然是“盟友級”的待遇，繼續軍援台灣，換取美國戰爭罪行的引 

渡豁免權。有些人希望台灣政府 能簽署國際刑事法庭條例，甚至在立法院批准參加國際刑事法庭成爲成員。但這樣一來卻 

直接挑戰了美國"盟友"反對國際刑事法庭的根本立場。如果爲了外交上現實利益的考量，既成爲國際刑事法庭的成員，又 

%25e2%2580%2594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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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美國“雙邊豁免協定”的盟友，就以爲可以大小通吃的話，那就錯了。在國際法程序上，“雙邊豁免協定”與國際刑事 

法庭條例牴觸者無效；在正義程序上，美國作爲佔領勢力在伊拉克犯下的戰爭罪行已昭然若揭，台灣政府想要兩邊討好的模 

糊空間是不存在的。所以台灣政府如果真想獲得國際認同，並不是靠加入國際刑事法庭就能得到（現階段台灣也 加入不

了）。相反的，台灣政府唯有支持國際正義對美國侵略罪行的清算與審判，才能贏得肯定。問題是：台灣朝野各界辦得到 

嗎？

從這樣的對比中，我們看到：台灣政府支持美國在伊拉克乃至於國際上殺人放火、無法無天，卻在台灣島內以技術性地 

理由想要將那些爲了和平與正義挺身反戰的人入罪，這真是強調“民主、人權與正義”是普世價値的台灣政府自我扭曲的醜 

陋寫照，台灣的當權者因爲掌握並運用了軍隊、警察、法院和監獄等暴力，能任意地將反戰人士入罪，但對全球因參與正義 

的反戰運動而繫獄的同志們而言，將引用古巴總統卡斯楚當年的一句話作爲回應 ：

“歷史終將宣判我無罪！”

2003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 必

青年學生反戰營!島
按此進入反戰營報名表山

活動時間：
8.1-F8-17

活
新■

中

動
店»

心

台灣反帝學炜組織| http://taiso.LaborRightS J

2峡青年,學生反繼開始攫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 taiso@mail2000.com.tw —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7/23 （星期三）下午12:05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 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講師簡介（1）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六鹤常年/让政用玷古酷毛沙 就因《语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 
反到央美侵昭伊兒戰爭WMmmt共同製作: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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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帝學生紐鐵（tz i 3口）http /Asnso.LaborRightS net

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講師簡介⑴
2003青年•學生反戰營講師簡介(1)

203青年-學生反戰營，期待您的參亂〃 ！

C
 莎拉*斯洛恩(Sarah Sloan)

莎拉•斯洛恩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反戰聯盟「現在行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 

視」(A.N.S.W.E.R.)青年學生部門的全國主要組織者，也是911事件後美國大型反戰 

和反種族歧視示威抗爭活動(目前累積的動員人數已超過100萬人)的主要領導人之 
--0

1998年二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轟炸伊拉克，當時還是大學生的莎拉就開始參與反對美國軍國主 

義介入的運動。在2001年九月成立A.N.S.W.E.R.聯盟之前，莎拉擔任了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青年學生部的負責人。莎拉代表A.N.S.W.E.R.出席了許多國際會議與活動，最近幾次 

的國際活動是參與了在法國和日內瓦舉辦的反對八國高峰會議的抗議活動以及在日本和菲律賓所舉 

辦的大型國際會議。

「現在行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A.N.S.W.E.R.)聯盟
「現在行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A.N.S.W.E.R.)聯盟是在911事件發生以後，美國的進 

步團體和人民體認到必須盡快的行動起來回應布希總統的戰爭意圖和對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人社區的 

歧視而成立的組織。這個組織成立後的第一個反戰反種族歧視的全國性的示威活動，於9月29日在 

華盛頓(25000人)和舊金山(15000人)同步發動。此後，聯盟就致力於建立反種族歧視、和平和 
社會正義的運動，包括了2002年4月20日(全美支持巴勒斯坦運動)遊行、2002年10月26日(全美反 

對侵略伊拉克)遊行以及2003年1月18日全球第一次反對侵略伊拉克同步反戰活動(華盛頓有50萬人 
參與)。此後，在三四月間還組織了大量的示威活動，並且從今年四月開始，進行反對美國佔領伊 

拉克的運動。

「現在行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A.N.S.W.E.R.)聯盟的執行委員會包括了許多大型的 

全國性組織，這些組織長年以來反對美國軍國主義對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中東以及亞洲的軍事介 
入。還有一些組織則長期努力於保障美國人民的社會以及經濟權益。

網站：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

維姆•德•希克萊爾 (Wim De Ceukelaire )
維姆•德•希克萊爾1968年5月8日生於比利時的阿爾斯特(Aalst)，1993年從醫 

學院畢業，成爲藥劑和產科醫師。1993-1995年間在比利時「人民醫生」組織擔任家 

庭醫師的工作。1996年開始，在菲律賓全國性的社區健康計劃組織擔任顧問的工作。 

2000年起擔任菲律賓「國際解放行動」(International Action for Liberation)的協調

人，負責與比利時非政府組織合作計劃的協調工作。

此外，維姆醫生在1994年參加了伊拉克團結代表團，針對伊拉克在海灣戰爭後遭到破壞和禁運 

的影響進行調查工作。1994年10月參加代表團，針對盧安達的種族滅絕殺戮的實況進行調查與評 

估。1996年至今，針對美軍在菲律賓的軍事介入情況，參加了國際團結代表團的調查工作。

杜繼平

1956年生於台灣嘉義，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台灣大學歷史硏究所碩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 

博士。曾任《夏潮論壇》編輯、《海峽》雜誌與《五月評論》總編輯、《自立晩報》政治經濟硏究 

室硏究員兼記者、《工商時報》記者、《美洲時報週刊》副主任、《中國時報週刊》採訪主任、世 

新大學社發所講師、台灣社會硏究季刊論文評委。

著有《五四時期的反傳統思想》、《從世界體系觀點論東亞經濟模式》、《階級、民族與統獨 

爭議》，另在海內外報刊雜誌發表時評、政論、歷史文章都數十萬言。

%25e7%25b6%25b2%25e7%25ab%2599%25ef%25bc%259ahttp://www.internationalansw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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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厂
2003台灣反帝學牛組織(taiso)

青年學生反戰營!
按此進入反戰營報名表山

活動時間：
8.1-F8-17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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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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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帝學炜組織| http://taiso.LaborRightS J

2峡青年,學生反繼開始標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 taiso@mail2000.com.tw —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8/8 (星期五)下午08:17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最新反戰活動：8月17日，2003國際反戰運動報告會！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六鹤常年/让政用玷古酷毛沙 就因《语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 
反到央美侵昭伊兒戰爭WMmmt共同製作: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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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 30〜09 : 00
09 : 00〜09 ：15

2003年世紀侵略之戰讓全球反戰怒潮如火山般噴發，但在台灣似乎只09 ：15〜10 : 45

是曇花一現。台灣人民只知道軍事行動告一段落；卻不知美在伊拉克的殖 

民佔領已經開始！台灣人民只看到反戰人士的抗議行動；卻不知國際反戰

報到

主辦團體開場致詞
林書揚
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美國反戰運動報告 

為「愛國」反恐？為 

和平反戰！
莎拉•斯洛恩

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rTi.tw
http://taiso.Labor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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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仍持續不斷！全球各個反戰團體還在籌措下一波反戰行動，「2003國

際反戰運動報告會」將讓你跟上這一波行動！ 10 : 45 〜11： 00
11： 00〜12 : 30

想知道美國反戰運動是怎樣開始的嗎？讓莎拉告訴你，她是如何帶領 

美國本土學生為和平反戰。

想知道歐洲是如何看待美國這次的軍事行動嗎？讓WIM告訴你國際團 

結調查團中看到的實際情形，還有美國想在菲律賓發動的另外一場戰爭。

12 : 30〜13 : 30
13 : 30〜15 : 00

想知道日本學生又是如何在軍國主義復辟的日本鼓動反戰風潮嗎？讓 

中村告訴你AASJA如何在日本發動反戰的共同行動。
15 : 00 〜15 ：15
15 ：15〜16 : 00

想知道亞洲各地進步的學生組織是如何起來捍衛和平的嗎？讓亞洲學

生協會書記李凱倫告訴你，全亞洲進步學生組織在伊拉克佔領後決定如
16 : 00 〜16 : 15

何行動！ 16 ：15〜18 : 00

18 : 00 〜18 ：15

A.N.S.W.E.R學生部負責人 

休息 

歐洲與菲律賓反戰運動報告 

彩虹的歐洲與黑色的 
菲律賓

維姆•德•希克萊爾 

比利時「人民醫生」 

中餐

日本反戰運動報告

太陽旗下的反戰縱隊
中村良夫

A.A.S.J.A代表 

休息 

亞洲學生反戰運動報告 

從西貢到巴格達
李凱倫

A.S.A代表 

休息 

綜合討論 

總結
陳映真

作家/人間出版社社長

◎時 間：8月17日（星期日）早上8時30分起報到

◎地 點：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徐州路21號）

◎費 用：酌收100元（午餐、茶水費）【採現場報名】

◎主辦單位：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相關訊息請上http://taiso.LaborRights.net 查看 

聯絡人：蘇珊玄

02-25596233/taiso@mail2000.com.tw

受邀之國外反戰友人介紹

莎拉•斯洛恩

莎拉•斯洛恩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反戰聯盟「現在行 

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A.N.S.W.E.R.）青年學生 

部門的全國主要組織者，也是911事件後美國大型反戰和 

反種族歧視示威抗爭活動（目前累積的動員人數已超過 

100萬人）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98年二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轟炸伊拉克，當時還 

是大學生的莎拉就開始參與反對美國軍國主義介入的運 

動。在2001年九月成立A.N.S.W.E.R.聯盟之前，莎拉擔任 

了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青年學生部 

的負責人。莎拉代表A.N.S.W.E.R.出席了許多國際會議與

「現在行動起來阻止戰爭和種族歧視」聯盟 

（A.N.S.W.E.R.）是在911事件發生以後，美國的進步團體 

和人民體認到必須盡快的行動起來回應布希總統的戰爭意圖和對 

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人社區的歧視而成立的組織。這個組織成立後 

的第一個反戰反種族歧視的全國性的示威活動，於9月29日在華 

盛頓（25000人）和舊金山（15000人）同步發動。此後，聯盟就 
致力於建立反種族歧視、和平和社會正義的運動，包括了2002年 

4月20日（全美支持巴勒斯坦運動）遊行、2002年10月26日（全 

美反對侵略伊拉克）遊行以及2003年1月18日全球第一次反對侵 

略伊拉克同步反戰活動（華盛頓有50萬人參與）。此後，在三四 
月間還組織了大量的示威活動，並且從今年四月開始，進行反對 

美國佔領伊拉克的運動。

活動，最近幾次的國際活動是參與了在法國和日內瓦舉辦的反對八國高峰會議的抗議活動以及在日本和菲律賓所舉辦的大型 

國際會議。

維姆•德•希克萊爾

維姆-德•希克萊爾1968年5月8日生於比利時的阿爾斯特（Aalst），1993年從醫學院畢業，成爲藥劑和產科醫師。1993- 

1995年間在比利時「人民醫生」組織擔任家庭醫師的工作。1996年開始，在菲律賓全國性的社區健康計劃組織擔任顧問的工 

作。2000年起擔任菲律賓「國際解放行動」（International Action for Liberation）的協調人，負責與比利時非政府組織合作計劃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的協調工作。

此外，維姆醫生在1994年參加了伊拉克團結代表團，針對伊拉克在海灣戰爭後遭到破壞和禁運的影響進行調查工作。 

1994年10月參加代表團，針對盧安達的種族滅絕殺戮的實況進行調查與評估。1996年至今，針對美軍在菲律賓的軍事介入情 

況，參加了國際團結代表團的調查工作。

中村良夫

中村良夫畢業於京都大學，是「反侵略亞洲學生共同行動」（Anti-invasion Asian Students Joint Action）的成員，該團體在 

日本近期致力於反對日本有事法制、阻止美軍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抗議活動。近年來的幾項大工作如下：

1999年反對安保新指針相關法案

2000年抗議G8沖繩高峰會

2001年反對美軍入侵阿富汗戰爭

李凱倫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州大山腳，1997年到馬來西亞 

工藝大學修讀資產管理系，1998年參與馬來西亞青年學 

生民主運動（學運）組織工作，1998年12月以工大學生 

前進陣線（學運外圍組織）參加工藝大學學生代表理事 

會競選，落敗。1999年12月再次以前進陣線參加工藝大 

學學生代表理事會選舉，成功進入內閣。2000年2月因呈

亞洲學生協會（ASA）於1969年成立，是一反越戰的亞洲太 

平洋地區學生團體的連帶團體。目前有來自32個國家地區的團體 
參加。該團體主要訴求是從第三世界學生的觀點，以連帯・人 
権・民主主義等核心訴求推動國際會議、相互支援或資訊發信。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也是亞洲學生協會的一員，自2002年 

起從觀察員轉為正式會員。

交備忘錄抗議學生活動被腰斬而遭到大學當局發出警告信。2001年1月推選為學運組織秘書2001年4月與其它組織代表成立全 

國大專廢除內安法令運動聯盟（GMMI）2001年7月畢業于馬來西亞工藝大學資產管理系學士，如今為學運組織秘書和新希望 

工作室成員之一，現為亞洲學生協會（ASA）書記處書記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Taiwan Anti-Imperiali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TAISO!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 taiso@mail2000.com.tw —

寄件者： @yahoo.com.tw
寄件日期：2003/10/15 （星期三）上午04:39
收件者： @yahoo.com.tw
主旨： ［反戰］向薩伊德致敬一一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唐曙）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畴常芈1自收用玷古映k'相:幽弋留創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對外夫悅附1丹旦兄恨爭利回道秋［大家一起來!］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線上連署活動Click!!!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人間網（www.Ren-jian.com）

taiso news http://taiso.laborRightS. net

向薩伊德致敬 從反對奧斯陸協定
到以巴共治

活動預期：w上午1通，自測反戰圍馆將與全球阿步進打「經粘站額樹際行軌11 「載任mI

向薩伊德致敬一一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

文/唐 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勞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集人）

%25e2%2580%2594http://taiso.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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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底，在報上讀到彰化高中台文社的英文老師竟然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學者薩伊德到台灣來演講，非常驚訝。當然連邀請薩伊德 

來台訪問的英文老師也很驚訝。據這位英文老師說，薩伊德原先是答應要來的，後來因為SARS的關係順延了行程，但接著他血癌的 

病情加重，不久就在9月25日逝世，享年67歲，距離巴勒斯坦人民反佔領第二次人民起義（Intifada）三週年，還有三天。

The Politics of 
Anti-Semltisni

耐* by
u>4 leifrej Sl.tlilr

The Politics of Anti-Semitism 
Edited by Alexander Cockburn 

and JeflreySt ClaJr

反猶太主義政治學

薩伊德如果能來的確是好事，但依筆者的了解，薩伊德近年由於血癌的折磨（他已罹患血癌長達十年）， 

已經鮮少活動。從收錄在《反擊》（CounterPunch）雜誌所編的《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學》文集裡的幾篇文章來 

看，這些文章反應了他病中寫作的情況。其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去年三個月間不斷地進出醫院，數不清的檢 

查和治療令他感到身心俱疲，但思想卻格外清晰的情況。他提到了病間看到電視上播放著以色列飛機轟炸機加 

薩走廊，造成九名巴勒斯坦兒童死亡的新聞（事件發生在2002年7月23日），悲憤不已。他嚴辭批判西方社會總 

是不厭其煩地去注意自殺炸彈的攻擊事件，反而扭曲了造成這種攻擊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以色列總理夏隆常 

年以來用美國所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殘酷無情的屠殺壓迫，使得巴勒斯坦人民在絕望、無 

力的情況下，而做出的反應。他進一步地提到如果不從歷史的脈絡中來追尋事件的真相，而只是挑出孤立的事 

件來加以指責，這是一種人性的失敗，了解這樣的歷史脈絡不一定能減輕暴力，但至少可以還原歷史和地理。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薩伊德生命垂暮之時清晰的思路。

所以，當我在新聞中讀到這位彰化高中的英文老師說薩伊德之所以會來，是因為他將台灣和巴勒斯坦做了 

比較，引起了薩伊德的興趣，因此薩伊德才會來的時候，筆者不禁沉思許久。

我不了解這位英文老師是如何比較台灣和巴勒斯坦的，但從新聞的上下文看來，似乎這位老師的比較之所以引起薩伊德的興趣， 

是因為台灣和巴勒斯坦有相似之處。如果是這樣，筆者恐怕無法同意。

我們來看看這張相片。

熟悉巴勒斯坦人民鬥爭歷史的朋 

友，都會知道這是兩次巴勒斯坦人民起 

義的典型照片。兒童和少年向以色列的 

正規軍隊投擲石塊，誓言抵抗以色列軍 

隊的佔領暴力到底。一般人都會問，這 

些小孩向坦克丟石塊有用嗎？這不是一 

種無效的行為嗎？對我們這些安逸的、 

講求效率的資本主義都會市民而言，這 

的確是一種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行動，和 

我們在台灣「玩」的政治有極大的差 

別。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以色列人是 

如何向世界宣傳說他們的屯墾區是從無 

到有，在無人的沙漠開墾綠洲，根本不 

關巴勒斯坦人的事時，我們也許就會理 

解這種抵抗。真實的歷史脈絡是：遠在 

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人就世居在這，以色列人為了強佔世居者的土地，用戰爭和推土機把他們趕到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成為難 

民，強說他們的佔領合法（這種行為，聯合國1967年安理會的242號決議已指為違法）。由美英帝國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媒體，也在 

美國的指使下，對這樣的暴行悶不吭聲。巴勒斯坦人民為了對抗國際的忽略，證明自己的存在，於是採取了抵抗的運動。這樣的抵 

抗，就如同阿拉法特1965年尋求中國軍援時，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說的：「我們的抵抗並不是為了軍事上的勝利，而是證明我們政治 

上的存在」。但我覺得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把巴勒斯坦圍成大監獄的「和平路線圖」第二階段圍牆計劃（按此見相關全圖）

台灣的軍購世界有名（特別是對美軍購），曾經高居全球軍購榜首，但巴勒斯坦人近百年來卻幾乎都在用老式的來福槍在和先進 

的以色列軍隊對抗（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核武強權）。台灣靠著台灣關係法，長年來接受美國保護，巴勒斯坦卻在美國支持以色列的 

情況下，因為《奧斯陸協定》和所謂的「和平路線圖」而不斷遭到美國的孤立，便成一座大監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 

1991年海灣戰爭的時候甘冒大不諱的支持伊拉克，而我們台灣的總統卻在美英侵伊戰爭中公開支持這樣的侵略戰爭?.。我想兩個地方 

的反差之處太多了，以薩伊德思路的明晰以及對中東的關切，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差別。何況同是語言學家和關心中東問題的學者喬 

姆斯基（Noam Chomsky）還曾經為文批評過台灣支持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根本就是一個「恐怖」國家。而喬姆斯基有關這方面的論 

述，薩伊德不可能毫無所悉，所以，筆者認為薩伊德如果只因英文老師的一封台灣與巴勒斯坦的比較信件就對台灣「心嚮往之」，恐 

怕言過其實。可惜現在薩伊德已過世，我i 97;也無從查證了。

薩伊德在他1991年的著作《認同•權威-自由：君主與旅人》中曾經提到他的三重身分：「我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 

美國人，這所賦予我的雙重角度即使稱不上詭異，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當然是個學院人士。這些身分中沒有一個是隔絕的；每 

一個身分都影響、作用於其他身分。因此，我必須協調暗含於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與矛盾。」1988年，他在一篇有關美國知識分 

子與中東政治的訪談錄中也表示：這種有關身分和認同的設定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一方面你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要有自己的民族 

性；但另一方面，除非這些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也就是我所謂的解放），否則我是完全反對的。」



薩伊德在台灣學術界廣為所知的是他的後殖民理論、他的跨學科的理論整合論述，的確一時蔚為顯學。可是有關他對中東問題、 

乃至於巴勒斯坦的政治實踐活動，不知為何卻被忽略，也許因為這樣的政治實踐有違學術中立吧，特別是這種政治實踐一定會觸怒台 

灣長期親美的社會價值觀。也許由於這種特殊的考量，使得薩伊德所強調的複合身分被割裂，在台灣我們只看到了「後殖民」的薩伊 

德，卻忽略了「巴勒斯坦」的薩伊德。因此，站在向薩伊德致敬的立場，我們必須強調他的「巴勒斯坦」身分，以便還原他的複合身 

分。

會讓很多「利用」薩伊德後殖民理論的人洩氣的是，薩伊德反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邊一國」。他力排眾議的堅持：巴勒斯坦 

人和以色列人應該在統一的巴勒斯坦上共治，因此他反對1993年《奧斯陸協定》中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分治的計劃，為了堅持他的意 

見，他不惜要求阿拉法特辭職並且於1995年辭去了他在巴勒斯坦國會的議員席位，來表達他的抗議。他認為簽訂《奧斯陸協定》根本 

就是向以色列投降！他這樣的看法，在當時阿拉法特和拉賓因《奧斯陸協定》而獲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氣氛下，顯得異常落寞，但 

2000年所發生的巴勒斯坦第二次人民起義，卻還給了薩伊德一個公道。因為1993年《奧斯陸協定》後的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違反規 

定、變本加厲的佔領，而2000年以色列總理夏隆為了選舉，挑釁地走訪巴勒斯坦回教聖地阿克沙清真寺，終於觸發了第二次的巴勒斯 

坦人民起義。

2000年9月30日，以色列軍隊屠殺了年僅12歲的巴勒斯坦兒童穆罕默德•阿度拉（Muhammad Al-Durra）之後，使得更多的巴勒斯 

坦兒童投入了反佔領的第二次人民起義。

挾著侵伊戰爭的勝利，布希提出了三階段「和平路線圖」的計劃，表面上是爲巴勒斯坦的最終建國進行過渡性的準備，但由於對 

於第一階段以色列非法擴充的定居點的遷移計劃語焉不詳，所以根本沒有如期完成（期限原本是在2003年6月前）。至於第二階段的 

「創造一個巴勒斯坦國」計劃（這項計劃原定要在2003年12月完成），卻因爲所謂「暫時性邊界」（也就是以色列在所謂的暫時性邊 

界建圍牆，進行種族隔離的措施）的問題，引發了巴勒斯坦人越來越激烈的抵抗的，第三階段當然更遙遙無期。

依據第二階段計劃所要建立的「暫時性邊界」圍牆從北到南全長共347公里，其 

中已經完成了120公里。這堵圍牆有25呎高、10呎厚，每公里的造價是160萬美元，這 

些經費當然是由美國支出。薩伊德在今年六月間的文章提到此事，痛心疾首到了極 

點。他當然嚴詞抨擊了布希、包威爾和夏隆的虛偽與殘酷，但他也毫不留情地譴責 

阿拉法特和阿布•馬贊（協商《奧斯陸協定》的主要巴勒斯坦代表）的因循苟且和 

無能。在他臨終前三個月，他把解放巴勒斯坦的希望，寄託在由穆斯塔法•巴格胡 

蒂（這位前共產黨員曾在莫斯科接受醫療訓練）所建立的「全國政治行動」（NPI） 
上。這位醫生以他的「鄉村醫療委員會」的服務網絡爲核心，建立了一個涵蓋以巴 

和全世界各地聯繫的組織，用訓練計劃和失業者的社會服務來作爲對抗以色列壓迫 

的武器。

就在薩伊德去世前一個半月，他再度爲他的《東方主義》（1975年）一書寫下 

廿五週年的紀念序言（Al-Ahram周刊第650號， 
http://weekly.ahram.org.eg/2003/650/op11htm ）。這篇序言和他1994年時回應各方的詰難 

的序言相比在內容上可以說非常的不同。在這篇週年紀念的序言中，他以《東方主 

義》的論述架構來闡明他對具體歷史和政治的整體理解，這可以看做是他終身志業 

的最後總結。他除了強調文化的「異質」性並應加以接受外，也談到了《東方主 

義》的目的是要「解除心靈枷鎖」的人道批判（humanistic critique）核心，以歷史和 

理性的態度來清理類似「東方主義」或「反猶太主義」的論述，並以此來反對一切 

的不正義、歧視和壓迫，當然還有在現實政治上的帝國主義佔領。

薩伊德在台灣學術界的受歡迎程度，和台灣學術界對當前政治上「去中國化」 

政策的冷漠，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薩伊德如果真的如期前來台灣，看到這樣的情勢，筆者真的可以想像他筆間慣有的傷痛將會如何 

憤怒地傾瀉而出。

廿五年後的序文中，薩伊德雖然提到了當前蓬勃發展的網路資訊有日趨「片段化」和「簡單化」的趨勢，但他也對透過網際網路 

而成功凝聚的全球反戰運動給予高度的肯定。他認爲不同的地區、文化與民族透過反戰運動中的互相了解，進一步促進運動的發展， 

對抗強勢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佔領，是和他的理想一致的。

所以，對薩伊德最高的致敬，應該就是繼續參與和發動這個仍在持續的全球反戰運動，特別是薩伊德終身念茲在茲的終結帝國主 

義殖民佔領的理想，這也是全球反戰運動當前的新任務，10月24日上午10點，台灣一些勞工和反戰團體將與全球同步 
推動「終結佔領國際行動日」活動，在美國在台協會前表達「停止佔領•立即撤軍」的訴求。雖然筆者無法全 

盤接受薩伊德的理論，但向薩伊德的理想致敬卻是無庸置疑的。

由衷理解並敬愛薩伊德的朋友們，請支持他終結佔領的理想！

http://weekly.ahram.org.eg/2003/650/op11htm


如何抵達美國在台協會集結現場：
坐捷運

坐捷運木柵線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三段向建國高架橋的方向步行約三分鐘則可達美國在台協會（AIT）
坐公車：到“捷運大安站”或是“大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到“復興南路口站”或是“建國南路口站”下車：

信義幹線、20路公車、22路公車、38路公車（正）（副）、204路公車、209路公車、226路公車、294路公車（正）（副）

活動托播：10.26第十次新民主論壇
10.26第十次新民主論壇
——大選年剖視中•美•台關係一一本質與實況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2003/10/21 （星期二）上午 05:06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 1024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讓我們行動起來！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戰爭"新聞通訊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人間網（www.Ren-jian.com）

反對帝國主義軍事侵略與殖民佔領T024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

■無償重建審判戰犯

在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夏馨訪台之際，我們要正告布希總統：

1 .美國與英國的侵略伊拉克戰爭嚴重的影響了世界和平，這個只圖利壟斷集團的戰爭和佔領必須立即結束，美英及其他各國士 

兵必須立即撤出伊拉克，各壟斷集團必須無償歸還一切伊拉克資源。

2 .實行侵略戰爭的美英兩國要對此不義的戰爭進行賠償及無償重建，重建的工作將由伊拉克人民自由選舉的政府主導。

3 .美英兩國應立即對戰爭犯罪進行調查，並逮捕和審訊犯罪當事人，以釐清侵略戰爭罪責。

4 .立即停止派遣軍隊前往他國進行軍事干涉。

5 .立即停止藉「反恐」名義，對國內的人民運動進行鎭壓。

6 .立即撤除美軍在全球的軍事基地。

■ 1024全球反佔領行動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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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全球的反戰及反佔領團體將再次發動國際聯合行動，以「停止佔 

領！立即撤兵！」作為共同訴求。台灣的反戰團體將於當天上午10點，在美國在 
台協會前進行反戰示威活動，希望有志一同的反戰同志們共襄盛舉！

■布希訪問全亞抗議

今天，在亞洲的漢城、東京、台北、馬尼拉、雅加達、曼谷以及雪梨的各個 

反戰、反殖民佔領的團體，發動了抗議布希訪問亞洲的同步行動。布希這次的亞 

洲訪問活動，是在他窮兵黷武造成美國國內民生凋敝的惡劣情勢下，試圖扭轉頹 

勢的一次訪問。布希這次出訪的目的，是要受訪各國提供資金和人力，協助美軍 

繼續非法殖民佔領伊拉克，並以「反恐」的名義繼續支持各地政府鎮壓在地的進 

步人民運動。全亞洲真正愛好和平、反對侵略佔領的人民此刻正共同行動，極盡 

所能地展開抗議活動，不讓布希的反動目的得逞。

■美國反恐台灣買單

台灣雖然未在布希此次亞洲訪問行程之內，但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夏馨卻也在 

這個時機抵台。陳水扁政府不顧台灣債台高築的赤字，每年還付給美國高昂的 
「反恐」費用（每年六億六千萬台幣），並且支出龐大的軍購開銷（十年內將花 

費一兆三千億），來滿足美國帝國主義的野心（在伊美軍每日軍費開銷六十億美 

元）。這樣的揮霍，造成了台灣中下階層人民飽受福利削減、失業高漲、社會動 

蕩和政治混亂的痛苦。我們將堅決反對這種出賣人民利益，充當強權傀儡的卑劣 
行徑。

■反對軍事基地反對佔領反對軍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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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盲

和平東路

hnpJ/AniiWar.LatwrRightSnel

美軍在亞洲的軍事基地，是亞洲動亂的根源。日本和南韓的美軍軍事基地， 

長年來一直是分斷朝鮮半島和大陸、台灣統一的主要障礙，也是協助日本軍國主 

義復辟的幕後黑手。此外，透過這些軍事基地所派出的軍隊，近年更以「反恐」 

爲名在各個國家進行違法的監控、逮捕和軍事干預。菲律賓的中呂宋、民達那峨 

以及巴西蘭島的許多無辜人民及進步運動力量，就在美軍的軍事干預下遭到了無 

情的殺害。美國帝國主義透過這樣的亞洲戰略，試圖要消滅亞洲各地的進步人民 

運動，並且達到它圍堵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目標。亞洲乃至於台灣的陳水扁政府 

都充當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打手，支持侵略佔領，換取美國默許其鎮壓人民運動。

最後，我們也呼籲南韓的盧武鉉政府、菲律賓的愛若玉政府、澳洲的霍華德 

內閣、印尼的梅嘉瓦蒂政權，泰國的他信政府乃至於台灣的陳水扁政府：你們犧 

牲人民利益、充當帝國主義傀儡的卑劣行徑，根本破壞了亞洲區域的安全與和 

平，你們的倒行逆施將遭到全亞洲真正愛好和平人民的反對。（2003.10.17）

活動托播：10.26第十次新民主論壇
10.26第十次新民主論壇
——大選年剖視中•美•台關係一一本質與實況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10/23 （星期四）上午12:57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最“富有”的窮人—一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失業勞工（唐曙）

如何抵達美國在台協會集結現場：
坐捷運

坐捷運木柵線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 

三段向建國高架橋的方向步行約三分鐘則可達 

美國在台協會（AIT）
坐公車：

到“捷運大安站”或是“大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

到“復興南路口站”或是“建國南路口站”下
車：

信義幹線、20路公車、22路公車、38路公車（正） 

（副）、204路公車、209路公車、226路公車、294 
路公車（正）（副）

「1024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台灣發起團體:

勞動人權協會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夏潮聯合會
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

勞動黨社運部（TEL:02-25596233）

「1024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網址：

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電子信箱：

taiso@mail2000.com.tw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夜對英美闕伊拉克戰爭”綱通訊行豔來學生組織戰勞磊權協會 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人間網（www.Ren-j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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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新的窮M殖民佔領下的
伊拉克失業勞工

活動茂密：10JJ24H上午1喝，自網反戰萬憶將與全丽岡F演結術國舞行制1不獄在其亩在制而
最“富有”的窮人一一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失業勞工

文/唐 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勞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集人）

台灣人民痛苦

台灣這幾年的失業率突破了5%，隨之而來的是台灣一些沒良心的資本家和政 

府用這些產業後備軍作爲威脅的籌碼，不斷地將勞動條件壓低、搞壞（勞委會最 

近又進一步公佈了新的變形工時政策）。自由貿易港區的設立，破壞了原先既有 

的、但也低得可憐勞動基準（自由貿易港區內的勞動條件是和勞動基準法脫勾 

的），我們經常看到工人自殺的新聞，失業工人鋌而走險的更不在少數。我們的 

政府儘管拿出杯水車薪的失業救濟金來應急，但另一方面卻動手加速民營化，公 

營事業工人在失業的陰影下焦慮地尋找著出路。

10月24日上午10點
「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抗議行動

忠孝東路

仁建路

信義路

美國在台協會

台灣債台高築，失業率居高不下，但政府還是花大錢交給美國「反恐」保護 

費（一年六千六百億），還準備在未來十年買一兆三千億的軍火（台灣沒錢，美 

國政府還能找銀行提供貸款）。花了這麼多錢孝敬美國，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終 

於得到了美國的默許，放心地炒作「公投」、「制憲」的議題，轉移了台灣社會 

人民生活每況愈下的焦點。總之，經濟不好，百業蕭條，工人失業，政治混亂， 

這就是台灣這幾年的寫照。就我們這幾年的生活經驗，我們很理所當然的會覺得 

日子不好過。但有人比我們還不好過。

說有人比我們日子難過，並不是要為現在的統治者開脫（他們如果以這樣的 

理由來自我開脫，根本就是犯罪），而是用我們的痛苦來將心比心的體會別人更 

深沉的痛苦。

伊拉克人民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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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今年4月9日巴格達的海珊銅像被拉倒之後，美國和英國開始了他們的軍事 

佔領。10月上旬，美國在伊拉克負責殖民佔領工作的行政長官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做了佔領半年的經濟情勢報告，他說經過了半年的佔領，經濟已經逐漸恢

復，商店紛紛又重新開張，「街上滿是車，商業的輪子正在轉動」。他重申了半

年前他所強調的重建原則：只有自由的市場才能帶給伊拉克繁榮。這也是他過去

如何抵達美國在台協會集結現場：
坐捷運

坐捷運木柵線在“大安站”下車，沿著信義路 

三段向建國高架橋的方向步行約三分鐘則可達 

美國在台協會（AIT）
坐公車：

到“捷運大安站”或是“大安高工站”下車：

74路公車
坐公車：

到“復興南路口站”或是“建國南路口站”下
車：

信義幹線、20路公車、22路公車、38路公車（正） 

（副）、204路公車、209路公車、226路公車、294 
路公車（正）（副）

半年來工作的重點。

*保羅•布雷默

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報告外，伊拉克人 

民卻在殖民佔領下痛苦地生活著。有多痛 

苦？

佔領半年後，伊拉克人民的失業率是 

70%，這還是美國支持的過渡統治委員會 

的勞工部長諾里•加佛（Nouri Jafer）所提 

供的數字（官方所公佈的失業率通常都比 

實際數字來得低），據他估計現在伊拉克

「1024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台灣發起團體

勞動人權協會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夏潮聯合會
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

勞動黨社運部（TEL:02-25596233）

「1024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網址：

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電子信箱：

taiso@mail2000.com.tw

的失業人口是1千2百萬人！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到的畫面是：巴格達炎熱的上午，滿街的伊拉克人都在排隊，等著打一天工資2塊錢美 

金的建築臨工，沒排到工作的人則在那個已經沒有海珊銅像的廣場上枯等，還有工程師在街上擺個小桌伺候茶水，希望能換點小費。 

幸運一點的人可以掙到一個打掃巴格達街道的工作。失業率爲什麼這麼高？因爲布雷默在伊拉克展開了全面私有化的政策。戰爭期 

間，所有的公家機關都被搗毀，戰後公營事業全部被解散，連同石油都被交給美國和英國的壟斷集團，連軍隊和警察都被全面解散。

伊拉克失業率70%

那希爾•阿里•阿貝德說（Nasir Ali Abed） :「解散軍隊這件事讓我嚇了一 

跳！」。那希爾以前是一個上尉軍官，要養活一家17口人，現在只能到巴格達公園填單 

http://antiwar.laborrights.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子等著「工作中心」的義工分配工作。阿貝德希望能找個警察的差事，但看來不容易， 

他失望地說：「情況沒有好轉」。殖民佔領至今，布雷默建立了一支有4萬人的警力， 

但軍隊的重建卻鮮少進展。

現在有一些過去由政府經營的企業再開張，但重工業還是不能開張，因為布雷默怕 

這樣的工業會讓伊拉克人民有機會能製造武器。布雷默透過過渡統治委員會向伊拉克人 

民提供了34萬個日薪3塊錢美金的工作機會，其中18人是在全伊拉克境內打掃街道，另 

外16萬人則是在鄉間清理岌岌可危的灌溉渠道，最好的工作是在政府部門工作，月薪60 
美元。這些，對一個有1千2百萬人失業的國家來講，根本微不足道。

有計劃沒預算

過渡統治委員會想推動一個關於就業和職訓的計劃，但現在正在等布希的2004年 

203億美元的重建經費。沒錢辦事，但布雷默卻又在今年七月對於政府招募職工的政策 

喊停，布雷默說：「因爲我們沒有錢」。但如果連政府部門的員工都招募不齊，這個 

「商業的輪子」要怎麼轉動呢？原來的住宅與建設部重新開張了，但整棟大樓在戰爭期 

間被燒成一個黑殼子，一位21歲的女職員拉巴德•侯賽因說辦公連張桌子都沒有。

要找好工作只能賄賂

一位28歲的失業工人亞希爾•法吉•哈密德(Yasir Fawzi Hamid )說，要找工作還要 

向招工單位賄賂一通常的價碼是100美元一，這些「守門員」看賄賂的價錢來決定工作 

的安排，從警察到衛生部都可以安排。沒錢賄賂的哈密德感嘆說「這些招工政策根本都 

是假的，騙人的。」連那些在街頭招工的小工頭都會向殖民政府虛報名額，並且回過頭 

來壓低臨時工的工資，兩邊榨錢。

*伊拉克失業工人在美國佔領總部前展開長 

期的抗議

*到目前爲止，伊拉克的供電系統仍然沒有 

全面恢復

*布雷默命令實施新聞管制措施後，「解放伊 

拉克最高委員會」爲了抗議機關報《民族回 

聲》被禁，在那迦夫發動示威活動。

伊拉克失業工人工會

今年七月初，伊拉克失業工人工

會(The Union Of Unemployed In Iraq)在美國殖民行政總部前，展開了一項每天24小 

時的馬拉松式的靜坐抗議，這項抗議持續到現在。他們的訴求是：要工作，對於失 

業者要提供至少每月100美元的津貼，盡快完成公、私部門各工廠的重建以及恢復公 

共秩序。從殖民佔領之後，像這樣大型的示威活動已經辦了八次了，但所有的訴求 

都得不到回應。

馬拉松式的抗議活動

伊拉克失業工人工會有15萬名失業工人會員，這些成員中有軍人、戰俘和各部 

門的失業工人。在靜坐抗議的頭11天，有些示威者被逮捕監禁24小時至少兩次，理 

由是他們違反了宵禁的規定。第一次逮捕行動一共抓了19人，8月2日星期六的第二 

次逮捕行動又抓走了56人。他們在囚禁期間，殖民當局竟然沒有提供水和食物，有

些人還控訴美國士兵對他們進行性騷擾，要不然就是整晩的製造噪音，讓他們睡不了覺。8月2日當天，美國士兵其實嚴陣以待，不但 

上了刺刀，連步槍的保險都關了，還口出穢言的謾罵這些示威者。但也有一些士兵會鼓勵他們繼續抗議下去。

殖民當局敷衍推託

伊拉克失業者工會的領袖卡希姆•哈地先生說：「我們從5月22日就開 

始和統治當局的代表協商，到現在除了迴避就是一些空話。他們跟我說了 

一些計劃，但也沒見他們實施，還叫我們回地方議會去解決問題。問題是 

地方上現在根本就沒議會，那些議會的辦公室裡連家具都沒有，他們怎麼 

解決失業工人的問題？」

過渡統治委員會不能代表失業工人

哈地認爲過渡統治委員會並不能代表伊拉克窮人和失業工人的利益。 

「我們沒法等到那些本地和外國公司開張，以現在的社會脫序和不安全情 

況來看，那可有得等。這些人都急著拿錢回家，還有人走了12公里來這裡 

抗議呢！」

*這是伊拉克人民表達政治異議的下場



雖然伊拉克媒體網(kaq Media Net)宣稱政府將發一些錢給每個伊拉

克人，但抗議的失業工人說，要是美國殖民當局沒有提出一個包括時間、金錢、分配方法的具體方案，他們不會相信伊拉克媒體網的 

報導。在這樣的抗議活動中有許多不同的政治口號，像是「只有靠伊拉克人的手才能完成重建！」；「承諾在哪裡？」等。伊拉克工 

人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撒密爾-阿第爾(Samir Adil)說這樣的口號已經有點政治性了，「美國殖民當局協調勞工事務的代表史蒂芬• 
斯皮爾斯告訴我說，他絕對不會給這些失業者一毛錢，因爲這將意味著正式地承認他們，承認他們以後，他們就會要求成爲統治委員 

會的一個部分。」阿第爾質疑說：「爲什麼不可以承認他們？現在統治委員會裡頭的25個代表所代表，有哪一個代表的團體有他們這 

樣多的會員人數？」。

*美國竟然拒絕承認這麼多失業工人應有的政治地位

美國殖民當局爲了對付抗議者，還散發了海報說只有和平示威者的聲 

音，當局才會傾聽，如果用暴力對抗，將堅決地處置。海地說他們的活動 

都是和平的，連塊石頭都不准拿，要求警察和美國士兵保護示威者，但他 

們非但不聽，還恣意逮捕。

失業的伊拉克人面臨嚴重的經濟、社會和心理問題。在今年3月27日那 

西亞戰爭中被美軍射到左肩因而殘廢的前伊拉克士兵亞西亞•伊斯馬爾 

(Yahia Ismael)說，他的太太要求和他離婚，並且要分家產，「這當然是 

她的權利，不然跟著我，現在什麼也沒有」。

這些都是伊拉克失業工人的實況。

伊拉克擁有全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蘊藏量，由於地皮薄，開採的成本也 

非常的低。這些屬於伊拉克人民共同財產的石油，足夠他們安穩的生活好 

幾輩子。現在卻被美國和英國殖民當局佔爲己有，伊拉克人民變成了「最 

富有的窮人」。錢尼副總統旗下的哈利波頓集團承包了所有的油田的建設 

工程，埃索/摩比爾石油(Exxon/Mobil)集團壟斷了伊拉克北方摩蘇爾省 

的豐富石油，這些人向強盜一樣侵占了人家的財產，還去僱用外國人來管 

理這些伊拉克失業勞工的救命錢，一毛都不給這些伊拉克人民。石油私有 

化政策是布雷默上任以後的第一要務，他做得不錯。人民連吃飯都有問題 

的時候，他只管石油！碰到這樣的事，成天在美國人槍下捱日子的伊拉克 

人民肯定是憤怒、恐懼和焦慮。所以當美國假惺惺地指控那些炸油管的伊 

拉克人是破壞環境的時候，請他們先搞清楚因果關係。

殖民當局才是恐怖主義者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夏馨來台訪問的時候，曾到政治大學演講，當時，世新大學草根工作室的同學們曾到現場向夏馨抗議，說 

布希是劊子手。夏馨反問他們：那海珊又殺了多少人？夏馨女士，你模糊了問題的焦點，海珊就算殺了很多人，那也並不表示布希就 

可以和他比賽殘暴！布雷默這個殖民行政長官，指控伊拉克的汽車自殺炸彈攻擊事件是恐怖主義的行爲，用的是同夏馨一樣的策略。 

伊拉克被美英兩國侵略、佔領和瓜分，已經違反了國際法，被軍事殖民佔領下的伊拉克人民對抗這種侵略與佔領的恐怖，是天經地義 

的，真正的恐怖份子是殖民佔領的當局。

*8月19日自殺炸彈攻擊 
聯合國巴格達辦事處，造 

成了聯合國代表德梅洛重 

傷不治。這起攻擊暴露了 

聯合國長年對伊拉克實行 

制裁和對美國侵略的無能 

立場等問題。



台灣的勞動大眾這幾年過的苦日子，大家都點滴在心頭。將心比心，我們一定要反對這樣霸道的佔領和殖民。10月25日，全 
球所有進步的人民團體將發起「全球反佔領國際行動日」的運動，台灣的一些勞工和學生團體也將於10月 
24日上午10點，在美國在台協會前舉辦聲援伊拉克人民、「終結佔領！立即撤軍！」的行動。只有全世界 
的勞動者團結並行動起來，才能阻止這些霸道的殖民者繼續侵略！

活動托播：10.26第十次新民主論壇
10.26第十次新民主論壇
——大選年剖視中•美•台關係一一本質與實況

寄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寄件日期：2003/11/25 (星期二)上午01:35
收件者： labor.rights@msa.hinet.net
主旨： ［反戰!］「向薩伊德致敬——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佔領與反抗」校園影片放映會(11/28~12/17) 

■請轉寄！請傳閱！請將反對美英侵略戰爭的聲音傳播出去！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mail2000.com.tw

“后鹤常至在用地古肿豆I“ 林明＜南到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共同製作 
反到央关惊贻伊拉兄戰爭 WlSImnK “向薩伊德致敬”校園影片放映會：台大、政大、東吳

■您可以到以下站點閱讀瀏覽最新反戰信息：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人間網(www.Ren-j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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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知名學者 
薩伊德〔Edward W. Said )九月二 
十四離開了我們，離開了每一位 
尊敬他的朋友一一學生、教授、 
讀者、理論愛好者、反戰人士、 

中東民族、世界各地的左派人 
士、學運/社運份子……，爲我 
們留下了無限的惋惜和思念。

但你也許還不知道，薩伊德 
除了是台灣學界所熟知的「後殖 
民理論家」之外，他還是一位積 
極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美 
國/西方霸權的行動家，終其一 
生投入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為 
巴勒斯坦的民族尊嚴奮力反抗， 
也為伊拉克、阿富汗等許許多多 
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出不平之鳴， 
向美國的全球霸權一一用自己的 
人生歲月——勇敢奮戰！

愛德華•薩伊德

我們相信，向薩伊德致敬的最佳方式並不是熟讀他的「理論」， 
背誦似懂非懂的名詞，大談薩伊德先生的「學術成就」；而是認真地 

了解他一生的理想與執著——巴勒斯坦的解放，第三世界的反抗，反 
西方帝國主義，反戰。西方霸權從興起到肆虐、佔領弱勢民族的家 
園，是薩伊德一輩子的椎心之痛；承繼他的靈魂與情感，才是對他最 
真誠的敬意！

這一系列的影片放映會，我們特別為你準備了平常沒機會看，在 
其他影展也看不到的珍貴影片，訴說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真實處境， 
控訴/批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霸權。

除了「學術的薩伊德」，我們將和你一起看見『政治的薩伊 
德』！！

【活動名稱】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mailto:labor.rights@msa.hinet.net
mailto:taiso@mail2000.com.tw
http://www.Ren-jian.com


放映日程表/影片介紹/來賓簡介/放映場地『向薩伊德致敬——帝國 

主義與第三世界：佔領與 
反抗』校園影片放映會

【主辦單位】

大學論壇社反戰組

台灣反帝學生組織

【收費情形】

。一【台大】

11/28 （五）
台大總圖書館

聖地悲劇
歷史的，民族的，豐富而震撼，只因證據確鑿。揭穿政 

治迷霧，片中受訪的薩伊德、喬姆斯基（chomsky）用銳/睿 

利的視野直搗史實。

不收取任何費用

【開映時間】

晩上06點30分準時開映 

（12月17日爲晩上06點
正）

【活動網頁】

12/01 （一）
電影筆記台北放映室

（羅斯福路四段56號4 
樓）

與談人：唐曙
• 勞動人權協會（LRA）政策組召集人

• 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聯合行動聯絡人

• 【聖地悲劇】與【巴勒斯坦日記】譯者

• 因領導反美示威而遭起訴，目前等待判決中

巴勒斯坦日記
掙扎求存，平凡的權利也諷刺般地奢侈。家破人亡太真 

實，所以他們連哭泣的力氣也乾涸了。小人物痛徹心扉的控 
訴，看看那以色列的暴戾……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聯絡信箱】

collegeforum@yahoo.com.tw

【聯絡電話】

23690313派脆克

0910212969佩瑩

12/03 （三）
台大總圖書館四樓多媒 

體中心418室

與談人：楊偉中
工人民主協會執委

馬 斌
三立電視台新聞部國際編譯組副主任

伊拉克制裁啓示錄

來目中國人陸的新聞影片 我們目以爲是 《沒有新聞 
自由」的地方，對聯合國經濟制裁政策的重新思索。標榜客 
觀中立的台灣媒體在平衡報導的迷思裡喪失了正義，這部片 

子則在批判的立場中找到人性！

與談人：黃素恩
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總幹事 

馬

0二【政大】
12/05 （五）
藝文中心視聽室

聖地悲劇
與談人：唐曙 

郭力昕 
政大廣電系教授

12/08 （ —）
藝文中心視聽室

巴勒斯坦日記
與談人：臧汝興

〈勞動前線〉雜誌硏究員，旅韓社運工作者

⑵10 （三）
藝文中心視聽室

0三【東吳】 
⑵12 （五） 
綜合大樓教室

⑵15 （ 一）
綜合大樓教室

911事件簿
影片，你也許看過，也許錯過；阿富汗的故事總是讓人 

想再回味思索一次。美國夢，你還在堅持嗎！？不（只）是 
為了想像力，或偽善可恥的「和平學」——你來，就是為了 

從夢中被狠狠搖醒…… 

與談人：唐曙

聖地悲劇
與談人：唐曙 

巴勒斯坦日記 
與談人：黃素恩

馬孝棋
台北清真寺教長

http://taiso.laborrights.net/
mailto:collegeforum@yahoo.com.tw


⑵17 （三） 
綜合大樓教室

〔06點正開映，中場不休息〕

伊拉克制裁啓示錄/911事件簿
與談人：唐曙

（邀請中）鄭慧慈
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主任

銘謝:.......

電影筆記(http://cinemaliu.myweb.hinet.net/ /http://myweb.hinet.net/home1/rogerliu/ )
勞動人權協會(http://www.LaborRightS.net)
政大種子社

東吳大研社

http://cinemaliu.myweb.hinet.net/
file:///http://myweb.hinet.net/home1/rogerliu/
http://www.LaborRigh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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