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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二十週

年感恩募款餐會紀要 
 

●陳雪琴、蘇芳誼／整理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自1997年創立以來，在陳隆志董事長的領導下，以穩健踏實

的步伐，跟隨台灣社會持續茁壯與成長。基金會之所以能夠持續二十年順利發展至今，

莫過於國內外眾多熱愛台灣、認同國家正常化理念人士的支持與鼓勵，沒有他們的力挺

贊助，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無法一步一腳印成長茁壯至今。在此，向二十年來所有支

持基金會的贊助者、所有貢獻智慧參與基金會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座談會等活動與刊

物著作出版的學者專家，以及許多熱愛台灣為基金會出力不求回報的志工朋友，致上無

限的謝意。 

  基金會「二十週年感恩募款餐會」於2017年6月2日（星期五）下午六時三十分在台

北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舉行。募款餐會由立法院院長辦公室秘書蘇緯政先生擔任主持

人，除了自我介紹之外，主持人亦分享長期與基金會互動的感想，還有簡要介紹基金會

的創辦人與基金會成立的宗旨，尤其是闡述基金會長期以來倡議的台灣國家正常化理

念，還有推薦基金會已出版攸關台灣國家正常化發展、協助國人深入瞭解聯合國體系及

其組織相關議題的出版品等。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隆志董事長上台致歡迎詞，首先向當晚所有特別撥冗參加

基金會二十週年募款餐會的貴賓，表達個人衷心的敬意與謝意。其次，陳董事長暢談早

年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心路歷程，並回顧基金會創立的過程與基金會成立以來倡議

台灣國家進化論，以及戮力推動包括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鼓吹公民投票與

制訂符合台灣發展需求的憲法體制等運動，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意識、涵養與氣度，

以落實國家正常化的發展目標。陳董事長特別感謝二十年來國內外所有認同台灣國家正

常化理念人士的贊助與支持，這是促進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今日得以順利「轉大人」

的關鍵。最後，期許國人齊心協力發揮「大洋精神」，讓台灣早日成為真正名實合一正

常化的國家。緊接著民主進步黨卓榮泰副秘書長（現任行政院秘書長）與立法院高建智

顧問相繼上台致詞，兩位貴賓都表達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高度的期許，除了希望基

金會結合公民社會的力量，大家一步一腳印與政府一起努力打拚，持續穩健向台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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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的大目標前進，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表演節目是基金會感恩募款餐會的另一個重頭戲。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意義格外重

大，為此特別邀請國寶級藝師廖瓊枝女士率領的歌仔戲團隊表演台灣的傳統戲曲。廖老

師不僅上台介紹台灣傳統的歌仔戲，強調歌仔戲是台灣本土所孕育的傳統戲曲，希望台

灣傳統的歌仔戲文化能夠薪火相傳，因為更多年輕人的相繼投入，使得台灣的歌仔戲能

夠繼「日本時期」與「光復後第三年」輝煌時期之後，再步上第三度的發展高峰。同

時，廖老師領導的薪傳歌仔戲團上台表演經典歌仔戲曲《陳三五娘》，挑選其中最具代

表性精彩的「捧盆水」、「益春留傘」、「雙吃醋」三段折子戲，獲得滿堂的喝采。 

  在精彩的歌仔戲表演節目之後，第二階段首先演講的貴賓是前駐日代表、「民視顧

台灣顧問團」團長的許世楷大使，他在致詞時重申台灣人民肯定陳隆志博士的學術成

就，進而願意支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從事理論的探討與政策的研究，這是以前所少

見的情況，一個民間智庫得以持續發展，代表台灣社會的成長與進步。第二位上台致詞

的貴賓則是成功大學法律學系許忠信教授，他在致詞中特別感謝陳隆志教授的邀請，讓

他有機會為基金會服務，規劃每年的「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的課程並擔

任團長一職。「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從2006年開始招生，已經舉辦十二

屆，培育超過五百多位國際經貿談判的談判人才，希望未來這項有意義的專業訓練營能

持續推動，為台灣日後在國際經貿舞台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募款餐會結束之前，全

體賓客按往例齊唱「台灣翠青」，最後陳董事長再度上台向所有出席募款餐會的貴賓致

謝，大家互道珍重，餐會圓滿結束。 

  以下是當天募款餐會貴賓致詞的內容紀要： 

【致歡迎詞：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今（2017）年是基金會創設二十週年，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而言，其中代表的

意義格外重大。這不僅是一個感恩的時刻、一個回顧過去的時刻，更是一個展望未來的

時刻。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隆志董事長上台向所有出席募款餐會的貴賓表達衷心的謝

意。回溯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二十年的發展過程，個人要感謝的人真多。從最早基金

會資金的募集，或是提供基金會後續運作發展所需經費與資源的贊助，若沒有眾多來自

台灣社會各界以及海外的熱心人士源源不絕的照顧、支持與鼓勵，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無法續存至今。除此之外，我還要感謝二十年來參與所有基金會主辦各類研討會、座

談會與討論會等眾多貢獻智慧腦力的學者專家們、認同與支持基金會的熱心志工、參與

基金會運作無私奉獻的董事與同仁們，大家對基金會堅定的愛護疼惜與鼓勵支持，是促

成基金會能夠順利「轉大人」的主要原因，個人在此一併致上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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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留學美國的緣故，讓我得以接受人性尊嚴普世價值與當代民主思潮的洗

禮，同時感受並見證五十至六十年代世界人民自決獨立建國運動風潮的激勵。1967年我

與耶魯大學的恩師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著發表《台灣、中國與聯合

國》（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澈底改

變個人的生涯發展。在出國讀書之前，我是中國國民黨黨機器宣傳下眾人皆知的「三考

連中的狀元」，原本取得美國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台灣謀得官職是順理成章的代

誌。但是，我並沒有這樣作，因為我認為作為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有這個責任也要盡

一份力量，將台灣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把台灣人的苦楚、受殖民的歷史以及台灣人真

正的願望，向國際發聲！因此，當我在《台灣、中國與聯合國》書中勇敢說出台灣人民

的心聲，不僅提出台灣人民自決的政策與「一台一中」的主張，揭穿外來統治集團蔣氏

王朝的醜陋真面目，還有指出以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未來與前途。個人的所作所為與主

張，被中國國民黨政權視為首要對付的敵人。隨後，我再以滿腔的熱血與勇氣，投入神

聖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1971年於全球發行流傳《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則被蔣介石政權

列為不得公開販售的禁書。影響所及，個人名列政府通緝的海外黑名單，原本自美搭機

返台一趟只要二十多小時的旅程，沒想到歸鄉路竟然走了三十三年，直到李登輝總統將

海外黑名單解禁為止。 

  我永遠無法度忘記1993年5月27日這一日，返鄉班機平安降落桃園國際機場那一刻

起，我的內心充滿無限的喜悅與感動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在走出機場大廳之後，很自然

的我跪下並親吻家鄉芬芳的土地，充分流露對台灣母親的真心、真誠與無盡的懷念與思

慕之情。回國之初，很多人異口同聲要我趕快回來台灣拚！究竟我要拚什麼？如何來

拚？這類的問題一直存在我腦海。隔（1994）年利用回台擔任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客座教

授的機會，我對台灣社會進行觀察再觀察、思考再思考，最後決定成立一個具備歐美特

色的民間智庫（Think Tank）作為匯集台灣理念相同的社會菁英與學術界人士的知識、

智慧與才能的平台。這個民間智庫可以針對國家重要發展的政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前瞻

性的規劃與政策建言，相信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對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作出貢獻。因

此，除了我個人出資以外，同時也獲得許多親友以及企業界人士的熱情贊助，於是1997

年9月凝聚眾人之力所創立的「財團法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正式成立（2001年

「財團法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成立的主要宗旨是推動台灣成為一個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

家。我認為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必須推動國家正名、制憲、以台灣的名義加

入聯合國及其體系下各功能性國際組織為會員國，還有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心理建

設。總結而言，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成立二十年以來，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將「台

灣國家的正常化」與「聯合國相關議題與台灣在地生活的連結」視為基金會重要的核心

工作。此外，基金會作為一個民間智庫，乃是以台灣為根本，以世界為舞台，邀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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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學者專家貢獻他們的學識智慧，透過不同的角度與層面，探討國家發展建設的國

內、外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對此，基金會一方面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言，另一方面從事

社會教育、教育大眾並傳播進步的理念，主要是透過1998至2012年前後共十四年，個人

分別在「民視」與《自由時報》所發表的評論文章為代表。 

  除此之外，《新世紀智庫論壇》季刊至今已經出版七十八期，伴隨台灣從二十世紀

走向二十一世紀，這一段期間也是基金會積極運作的時刻，無論是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政

治改革或是關鍵性的歷史見證，都在這份季刊中留下生動的紀錄。基金會另一項重要的

發展成果就是「新世紀智庫叢書」與「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兩大部分。其中，我要特

別補充說明：最近我在美國紐約的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分別出版

兩本英文著作，第一本是2015年出版的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第二本2016年出版的《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

與政策觀點》（The U.S.- Taiwan- 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這本書是以國際法與政策觀點切入，

探討美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新世紀智庫叢書」也將《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

國際法與政策觀點》的漢文版納入其中，預計不久將要問世。 

  上述這兩本英文書都談到「台灣國家進化論」，主張台灣經過四個重要階段，從二

次世界大戰後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符合國際法要件的獨立國家。「台灣國家進化

論」是一個全新的創見，同時也是有憑有據的論述。或許這就是為何紐約的牛津大學出

版社願意接受出版這兩本書的主因。但是，我更希望藉此機會吸引更多國內外的國際法

學者專家對於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關注，同時也可以根據這一個論述，確立台灣在國際

法上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一旦具備國際法的法理基礎，自然可

以獲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並排除中國利用種種的方法與手段，想要扭曲改變台灣

不屬於中國的事實。 

  我一再重申台灣雖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因此，

我強調「台灣國家正常化」是一項攸關台灣國家正常發展的關鍵性工作，其內容應包

括：「中華民國」必需正名為「台灣」、制訂一部真正符合台灣國情與人民需要的憲

法、以台灣的名義身分爭取參與聯合國及其體系下各項功能性國際組織為會員國。另

外，還需要培養國人作為一個正常化國家國民應有的心理建設，確認台灣國家的主體

性，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台灣是台灣人的。我相信唯有澈底落實上述各項工作，台灣

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最後，我還要援引1971年在《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最終章的標題——「鴻展大洋

精神，建設台灣共和國」鼓舞大家。的確，台灣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同時也是一個政

治名詞。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台灣人民要發揮大洋精神的包容、廣大、寬宏、博愛、

融合各族群，凝聚所有認同台灣的人合力打拚，建設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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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基本人權、名實合一的主權獨立國家。在此特別的時刻回顧基金會成立二十年的歷

程，同時展望未來的發展，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工作非常重要，你我都有責任、權利與義

務，結合海內外台灣人集體的意志，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這條路一定要走、一定要加

強，相信只要持之以恆不間斷，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的美夢必定早日成真。祝福在座的

各位順利平安，天佑台灣！ 

【貴賓致詞：卓榮泰／民主進步黨副秘書長】 

  今日的台灣是一個不平靜的台灣，當中央與各縣市政府此刻成立應變中心，以因應

從昨晚到今晨一連串風雨的侵襲，個人在此看到長期疼惜支持基金會為台灣奉獻的各位

貴賓，不畏風雨出席募款餐會，特別令人感動與感恩。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創立已經二十年，這二十年來包括陳董事長以及在座的各

位，都是長期在國內外為台灣奔波、發聲的熱心人士。陳董事長是在座很多人的老師，

也包括蔡總統在內，過去經常在基金會舉辦的重要活動或各種場合，向陳董事長請教，

受益良多。所以，個人今天很榮幸代表民主進步黨以及代表蔡主席參與今晚的盛會，再

一次代表蔡總統向陳董事長以及基金會董事與同仁們這一段時間所做的努力，表示最大

的敬意。 

  民主進步黨今日再度成為執政黨，應該要做好準備為國家未來發展提出明確的方

向，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二十年來所倡議的主張與推動的會務，正是目前執政團隊努

力打拚的方向。民主進步黨這次重返執政的條件、實力與環境，都比過去好很多，台灣

人民寄望民主進步黨針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需要，做得更多、更好與更快，這是執政團隊

份內應該做到的事。此外，我要回應陳董事長致詞時一再強調的重點—— 台灣要成為正

常化的國家，必須要落實台灣正名、制憲、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會

員國等目標。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大家共同打拚的方向，但要如何努力讓它有更好發展的

空間？個人認為台灣欲走向正常化國家以前，需要一個正常的國會。因此，寄望中國國

民黨新任主席能夠多多聽取人民與民間團體的心聲，從建立一個正常化的國會著手，在

國會與執政黨進行理性的政策討論，共同朝向國家正常化的目標邁進。 

  長期以來，台灣面對中國無情的外交打壓，使得台灣今年爭取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的過程中，仍舊遭受屈辱與不公平的待遇。對此，我認為面對國際政治的殘酷

現實，台灣要跳出中國的打壓？唯有自己自立自強，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注意與尊重。

我們的駐日機構經過多年努力成功正名為「台灣」，就是一個最具體的作法。若不是今

天在座的許世楷大使與羅福全大使過去的努力，我們不可能走到這一步。因此，藉由上

述的事例向與會的各位貴賓強調，執政團體知道國家的走向在哪裡，當然依循一個很清

楚的方向往前走，需要政府與人民同心協力以穩健的態度與團結的力量，一步一步向台

灣國家正常化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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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個人代表民主進步黨蔡主席，祝福今晚的感恩餐會能夠非常順利成功，我們

共同打拚，一起創造美好的將來。 

【貴賓致詞：高建智／立法院顧問】 

  今天個人很高興代表蘇嘉全院長參加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二十週年的募款餐會，

同時也要肯定基金會陳董事長過去數十年來，無論是在國外或是回到台灣之後，一心一

意為台灣付出打拚。陳董事長對台灣的貢獻，不僅在國際法學界為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

提出論述主張，確立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另外，基金會成立二十年來，舉辦各

類的研討會與座談會，提出政策建言，同時舉辦聯合國與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為台

灣培養很多經貿與外交人才。 

  中國是台灣國家安全與國際外交最大的威脅。在此，個人提出以下的觀察，中國用

盡一切的力量與手段打壓台灣，2016年以前個人曾與蘇嘉全院長共同出訪東南亞國家參

加當地台灣會館的活動，因為當時民主進步黨還是在野黨，我們出入越南、泰國等東南

亞國家絲毫不受任何限制。隨後，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後，蘇院長想要再出國參訪時，明

顯受到中國的打壓而無法成行。由此可見，中國對台灣的打壓無所不在的，假使我們的

人民無法團結，也不認同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無法團結一致在內部的問題尚未解決

之前，又如何突破中國外部的封鎖呢？因此，我們應該支持陳董事長所倡議的結合全民

之力，作為政府的後盾，力挺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這是台灣日後成

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關鍵，只要我們不放棄戮力以赴，終有一天可以達成目標。 

【歌仔戲介紹：廖瓊枝／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國立台灣

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兼任教授】 

  個人一輩子都在歌仔戲界發展，依靠歌仔戲養兒育女，等到兒女長大成人獨立自主

後，因為體認到歌仔戲是我們國家唯一的戲劇文化，決心投入教授傳統的歌仔戲發揚台

灣本土傳統戲曲。我們成立薪傳歌仔戲團主要目的在致力於歌仔戲的展演、研究與推廣

工作之外，隨後又設立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推廣傳統的歌仔戲文化，受到國外和

國內許多關懷台灣文化者的支持與贊助。此次薪傳歌仔戲團參與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成立二十週年的募款餐會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主要是因為個人過去到美國紐約台灣會館

教授歌仔戲而認識陳隆豐博士，再透過陳博士的介紹與陳隆志董事長結緣，今晚在此與

大家見面感到非常榮幸。 

  回顧民國六○、七○年代台灣的歌仔戲發展出現斷層，因為與音樂家許常惠教授認

識的緣故，受邀參與一次演出活動，當時許教授即告訴她台灣的歌仔戲發展已經走下

坡，需要有人趕緊出來做傳承的工作。等到1988年得到教育部「民族藝術薪傳獎」之

後，吸引幾位對歌仔戲有興趣的大學生來拜師學藝，當這些年輕一輩的學生學有所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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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開始帶著他們四處去表演。隨後又在曾永義、邱坤良以及林鋒雄等教授鼓勵下，

我開始進入大專院校從事歌仔戲的介紹演講並教授歌仔戲。過去有很多人說歌仔戲沒水

準，但現在歌仔戲的發展環境與以前不一樣。其實以前的歌仔戲也很有水準，只是受限

於外部環境等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才逐漸走下坡，如今有愈來愈多台灣年輕人重視台灣

的本土文化而投入歌仔戲的演出，讓我對歌仔戲文化能萬年久遠地傳承下去充滿了信

心。 

  緊接著我除了介紹表演的演員給大家認識之外，還要針對《陳三五娘》的戲目進行

說明。基本上，《陳三五娘》是一齣傳統經典的名劇，我們欣賞的重點一方面要看曲目

歌詞應答的意思，另一方面則是要看演員們走台步、身段、眼神與表情的演出，從中可

以發現其實歌仔戲文化的精髓。因為時間的限制，今晚只能表演其中三段折子戲〈捧盆

水、益春留傘、雙吃醋〉，這些是《陳三五娘》最精華的部分。 

  最後，個人非常肯定陳董事長對於台灣的用心付出，也希望歌仔戲在大家的努力

下，再次走上第三度的輝煌時期，讓社會更多人認同與支持台灣本土的戲曲。 

【貴賓致詞：許世楷／前駐日代表、民視顧台灣顧問團團長】 

  很榮幸獲邀上台致詞，個人首先恭喜陳隆志博士與夫人，對於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成立二十年獲得豐碩的成果給予肯定！同時，也向到場的貴賓長期以來對基金會堅定

的支持，表達最大的敬意。 

  我在此表達感謝之意有兩層的意涵需要說明一下：第一、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說，

二十年前陳隆志博士回到台灣，當陳博士提出要成立一個「智庫」的想法時，身旁許多

朋友包括我都認為以陳博士的學術成就想要在台灣成立一個智庫並非難事。可是，設立

智庫之後如何永續經營並不容易，單靠知識是不夠的，還要有大財團的力挺配合，民間

智庫才能夠持之以恆順利運作。顯然，陳博士並沒有獲得大企業的經費奧援，這二十年來

辛苦經營並非如大家所想的那麼順利，若沒有經過一番努力打拚不會有今天豐碩的成果。

這一點值得大家給予肯定！陳博士成立的民間智庫二十年來舉辦過很多次的研討會、研

究著作出版以及針對青年學子的教育培訓等活動，實在令人欽佩。這次基金會成立二十

週年的感恩募款餐會不同於一般來吃吃喝喝的餐會，都是因為大家肯定陳博士的努力，願

意來這裡出錢又出力，基金會才能繼續運作下去。我觀察基金會二十年來的發展，可以發

現台灣人的智慧愈來愈高，願意鼓勵支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這類對政府提出政策建

言、從事國家發展研究的智庫持續運作下去，在過去是很少見的現象，實在難能可貴。 

  第二、個人和陳隆志博士有連襟關係，我的太太與陳博士的太太是姊妹，有一段小

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陳博士與夫人結婚前，我曾幫忙丈人打聽陳博士的為人，我打

聽到的消息是陳博士在學業成績的表現的確都是第一名，假使當年回台當官一定會飛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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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達。可是他很早就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也不走仕途這一條路。光憑這一點，我就向

丈人提議在所有女婿候選人中陳博士是最好的人選，可以把女兒嫁給他。所以，陳博士

與夫人結婚之後，兩人一路相挺、夫唱婦隨至今，證明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台灣人願意支持民間智庫繼續發展，證明台灣人的智慧愈來愈高，這是以前很少見

的情況。最後，重申個人與陳博士有親戚的關係，因此我們要藉此機會向在座的所有貴

賓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長期的支持表示最大的謝意。 

【貴賓致詞：許忠信／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新世紀WTO國

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團長】 

  坦白說，按照忠信個人的輩份實在是沒有資格上台來講話，但為何我能夠受到陳隆

志董事長的邀請上台致詞？我認為個人過去的學業表現可以跟陳隆志董事長做一個對

照。陳教授是我們台南一中第一名畢業的學長，他除了保送台灣大學而且是台大法律系

第一名畢業，又考上外交官，他是第一名的好學生，而他的所作所為也都是為了咱台灣

設想。至於，我的表現剛好與陳教授相反，忠信是吊車尾考上台南一中的學生，台大一

樣也是吊車尾畢業，考外交官是國文成績不及格，所以我的成績表現並不好。但是今日

我卻在成大擔任教授，又曾受到台聯黨的提拔並當選立法委員，我能有這些成就實在要

懂得回饋與付出。 

  忠信該如何對台灣社會付出呢？2000年從英國拿到博士學位回到台灣之後，2002年

開始替陳繼盛老師主持「法政論壇」時間長達四年，直到2005年至成功大學任教才結

束。過去我曾替留學德國的陳繼盛老師拿皮包提供服務，現在要換成服務留美的獨派大

師陳隆志教授，所以2006年陳隆志教授邀請我協助規劃「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

練團」至今已經十二年。這十二年來替咱台灣培養出五百多位國際經貿談判的專家人

才，其中博士班學生就占二十九位，碩士班學生約有二百五十位左右幾乎占了全數的一

半，所以每年學生報名都非常踴躍，每一屆最多只能錄取四、五十位，卻有一、二百位

學生前來報名，其中不乏有人來關說，表示這個訓練團受到許多年輕人的歡迎。陳隆志

教授邀請我來規劃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的目的，就是要培養替咱台灣打通國際經貿空

間的人才，尤其是智慧財產權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商標權、專利權或著作權等。

因為個人曾經在萬國法律事務所擔任律師，在陳傳岳律師底下學習專利權、商標權、著

作權以及營業秘密等專業的法律知識，如今，我協助陳隆志教授規劃WTO國際經貿法菁

英訓練團的課程則是著重在教授智慧財產權，讓我們的青年學子有國際競爭的知識。 

  當我陸續協助留學德國及留學美國的獨派大老做事之後，留學日本的獨派大老辜寬

敏資政2009年也來找我。辜資政告訴我2008年馬英九上台當選總統後施政一再向中國傾

斜，台灣快要不保，於是打算籌組「三一九搶救台灣行動聯盟」，邀請忠信於每週五與

六的晚上跟隨辜資政及王美琇總策劃到全國各地巡迴演講，直到2011年底總共跑了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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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以，從我自英國回台灣到擔任立法委員，都在為國內獨派大老效勞，才能獲得許

多國人的肯定，把當時台聯黨的政黨票推高到一百一十八萬票，比以往增加了九十萬

票。其實，增加九十萬的政黨票並不簡單，因為大多數政黨票都是從民主進步黨支持者

那邊得到的；反觀，宋楚瑜當時從中國國民黨搶到的政黨票，也不過是七十萬票而已。

台聯黨之所以能從民主進步黨的支持者搶走九十萬的政黨票，表示我們所作所為符合台

灣人的基本價值。我非常高興有此機會服務本土社團，擴大本土政黨的版圖。 

  為何我要來做這些回報呢？表面上，大家看我的學歷不僅是台灣大學畢業、又從英

國劍橋大學得到一個博士學位，會以為我是有錢人家出身的小孩。事實上，剛好相反，

我來自台南市的安南區，安南區的土地並不適宜種植農作物。我阿公只有六分地可以耕

作，同時又有七個小孩要養，我父親是家中長子，當時的社會普遍是婆媳同時都會生小

孩，所以我母親生下我兄長時，我祖母才剛生出我的最小叔叔沒多久。大多數安南區的

人因為無法種田，從日本時代就開始騎牛車到高雄、到玉井去挖路取土。原本我父親退

伍後也打算騎牛車，但我母親就建議說：公公騎牛車，你也騎牛車，僅有六分地來耕

作，根本沒有辦法養活這些弟弟、妹妹甚至於小孩。於是，我母親就賣掉她的嫁妝換來

一輛鐵牛三輪車，然後搬到新市租房子工作賺錢。我阿公騎牛車，我父親開鐵牛比我阿

公進步多了。但我父親的運氣不好，可能老天爺要考驗他，第一次出車從新市送貨到新

化經過鹽水溪時，五十年前交通很不方便沒有橋可過，所以我父親一掉進鹽水溪馬上翻

車，不僅鐵牛車壞掉，他的左腳還被壓傷被送去台南市的醫院治療。醫師說我父親受傷

很嚴重恐要截肢才行，但我母親堅持不同意醫師截肢，因為我父親一旦殘廢，她不識

字、家中有三個小孩又要付房租，實在沒有辦法養家。所以，我父親從台南市的醫院轉

送到台南縣的新市，拜託一位接骨師將我父親嚴重骨折的左腳硬是接回去。在我父親腳

受傷之際，我們家是做竹簍，就是外地來的竹子送到新市，然後我們將其剝成一片一片

做成竹簍，所以我小時候家裡是以做竹簍為業。我在這種刻苦的環境下，吊車尾進入台

南一中就學相當不簡單，後來又進入台灣大學，雖然我們家很窮，但是我的運氣很好考

上公費留學。 

  記得我參加公費留學考試，是在一間只有兩位考生的大教室，所以只要我考贏對

方，就得到四年的公費留學得到近六百萬元的生活補助，這不僅要感謝台灣人也要感謝

神明的護佑。我的指導老師對於我通過公費留學考試的表現感到高興，於是親自為我寫

推荐函幫助我到劍橋大學讀博士，而這位教授就是蔡英文教授，所以我是總統的大弟

子。因此，當我回國之後，我認為必須回報台灣人讓我有這麼好的機會到國外拿到博士

學位，所以我回報給台灣社會是理所當然的。 

  陳隆志教授成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宗旨與我的使命完全符合，我甘願為他效

勞規劃這個培養專業人才的訓練團，到現在為止已經十二年，我希望各位能繼續支持，

幫助基金會的會務更加興旺發展。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