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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大學- -教育立國、教育建國、教育保國、教育救國、美藝人生 

 

俄烏戰爭、青年節的真諦與人類的未來 
(第 15屆書生革命教育救國街頭學術講壇的直播紀實) 

 

楊冀華 哲學博士（性理大學｜as98765456789as PChome ∨ Facebook） 

 

性理大學 籌備處主任（hi0327@yahoo.com.tw＆手機 0987846445） 

111.4.7 

    俄烏戰爭、青年節的真諦與人類的未來者，係 111.3.29 係拔菜總部、Roke、楊小姐、友人、謝

執行長和楊博士楊等在教育部正門前，進行第 15 屆書生革命教育救國街頭學術講壇的直播紀實： 

    一˙名稱：俄烏戰爭、青年節的真諦與人類的未來。 

    二˙時間：111.3.29。 

    三˙地點：教育部。 

    四˙參加人員：拔菜總部、Roke、楊小姐、友人、謝執行長和楊博士楊等。 

    五˙溝通重點： 

        (一)主題：俄烏戰爭、青年節的真諦與人類的未來。 

        (二)溝通內容： 

           1.人類到底應該怎麼生活比較 OK？ 

           2.現代性非常嚴重的現象：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戰。 

           3.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和社會極權共產主義的對抗！ 

           4.代理戰爭：俄羅斯代理中共，烏克蘭代理美國！ 

           5.深刻的理解：新冷戰。 

           6.美國不能代表正義，俄羅斯和中共不能代表不義。 

           7.辯證：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的思想和現實核心。 

           8.只有臺灣，才對這樣的現象，產生了一個大問號。 

           9.原因就是：書生革命教育救國的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10.禮義廉恥就是中國、中華民國的國格。 

           11.俄烏戰爭→歐洲戰爭→北約戰爭。 

           12.歷史明確的說法：勾踐劍。 

           13.勾踐劍從那一刻開始到現在沒有任何凹損、生鏽！ 

           14.這樣的科學和科技：我們中國在兩千五百年前就領先了全世界。 

           15.中國在哪裡？要往何處去？主題式的深刻教育、研究和發展：認識、充實、運用、

貢獻、服務社會人群的人生意義。 

           16.不在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意義下走而走四維八德的路。 

           17.從俄烏戰爭來反省我們自己與策劃未來：第一守住自己。 

           18.躺平：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年輕人，不願意工作，不想讀書，就想躺平的享受。 

           19.第二守住家：同樣的價值、意義、理念的一家人。 

           20.第一大苦頭：忠孝仁愛早就淘汰了。 

           21.你的言行、舉止、行動、行為、一切穿衣吃飯，全部都是從心出發，這就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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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兩顆子彈最大的疑慮：自編自導自演。 

           23.第三個就是守住工作。 

           24.第四個就是教好兒女。 

           25.我們要在家裡好好的教我們的兒女，更深刻的理解四維八德。 

           26.忠就是從自己的心出發，忠要不要順？當然要順啦！ 

           27.讓自己的創造力源源不止，這就是中國傳統思想，最重要的根本意義。 

           28.把傳統的中國文化、四維八德，教自己的孫子孫女且提點兒女、媳婦和女婿。 

           29.給兒女機會：才德兼備的人才，進入社會就是給兒女機會。 

           30.戀愛的談婚論嫁，沒有後顧之憂，就叫做門當戶對的給兒女機會。 

           31.總結：守住自己，守住家，守住工作，教好兒女，給兒女機會。 

           32.近悅遠來遠懷。 

           33.姓林，從英國的蘇格蘭來。 

           34.讓我的生命安定在蘇格蘭，我的靈魂好像不太願意。 

           35.美國不如蘇格蘭，大陸也不能讓我安身立命。最後，花蓮可以讓我安身立命。 

           36.蘇格蘭比美國好，美國跟中共差不多，中共不如臺灣。臺灣北部不如南部，西部不

如東部，最後落腳花蓮。 

           37.讓我落腳花蓮：是因為中國文化和四維八德！ 

           38.＜329 青年節與 318 新青年節＞。 

           39.林志嘉主張三一八是青年節：這些人就是變節的人！ 

           40.九十三年中共主張了：青年節是五月四號。 

           41.329 青年節是為了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奮鬥我死則國生的精神。 

           42.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九歲！ 

           43.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44.鄭成功和陳永華全臺首學，臺灣文化就是中國文化。 

           45.蔣中正帶南京政府來，臺灣一夕大翻轉，加深了鄭成功全臺首學的教育。 

           46.臺灣的人，都是國家建設的人才。 

           47.兩顆子彈，就是台灣墮落的巨大標籤。 

           48.台灣沉淪的標籤：兩顆子彈→三一八→蔡英文的論文門假博士教壞嬰仔大小。 

           49.青年節創建了中華民國。 

           50.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51.書生革命、教育救國一直主張：我們不要戰爭要和平，用中國文化統中國。 

           52.俄烏戰爭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青年節的由來和它的意義。 

           53.化學兵處，就是整體了解、規劃、執行核生化作戰的單位。 

           54.核生化戰劑，是在戰場上殺傷最快、殺敵最多、最簡單、最好的方法。 

           55.哲學真正的意義：人到底是什麼東西？如何定義？文明是什麼？文化又是什麼？ 

           56.人類未來的出路：應該是人文&人道。 

           57.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人格禮義廉恥是國格，有人格、有國格才叫做人和國家。 

           58.一個多月前爆發了俄烏之戰，證實了成忠兄、楊博士的作法是完全正確。 

           59.蔡英文搞台獨一定帶來戰爭，結果發生在烏克蘭，證實了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60.看出民進黨的錯誤：人民不相信美國會派兵支援台萬，反而把台灣導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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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我們所做的就是：救國救民。我們挽救臺灣，免於戰火。 

           62.今天的活動，非常的完美。期待下個月，第十六屆的教育部門口開講。 

           63.本活動有波濤洶湧的時候，也有水波不興的時候。但是，意義就是： 

              (1)俄烏戰爭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2)闡釋青年節的由來和它的時代意義！ 

    六˙詳細內容： 

    敬愛的國人同胞，今天是書生革命教育救國第十五屆的街頭開講。我們大約在這邊再過幾分

鐘，就正式的開始。現在，先稍微做一個簡單的預告：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是 329 青年節與 318 新

青年節，這樣的一個主要的論述。這樣的一個論述，基本上跟最近的世界局勢和台灣的命運，息息

相關。因此，我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預告。這樣的一個闡釋，對時代的人員及我們的青年，都有

非常重要的提綱說法。這樣的一個意義，對於當代來講，充滿了很重要的 SNS(社群網路服務凝聚)平

臺訊息。也就是講說： 

    人類到底應該怎麼生活比較 OK？ 

現在是現代性和全球化籠罩的時刻，今天正好是青年節。也正好是我們：實際拿來作檢視現在、反

省過去及策勵未來的非常重要的表徵、內涵和現象的一以貫之闡釋。這樣的一個義涵，對於當代的

人們來說，大家都有一個深刻的和現實的真實和反省。這樣的一個真實的和現實的反省，我們到底

應該用什麼方法、什麼內容來回應，比較 OK 呢？對講者來講、來說，我認為： 

    今日世界就是現代性、現代化、全球化壟罩的一個世界！ 

我們大家都知道歷史，我們也知道世界史，我們還知道中國史。我們從這樣的一個歷史，我們來

看、來理解，現代性產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 

    那就是眼下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戰。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戰，直接就是美國和中共這兩大霸權，展現了新冷戰的代理戰爭意義。什麼叫

做新冷戰的代理戰爭呢？冷戰，那是日本、蘇聯、美國三個國家在爭世界之霸。爭到最後，日本首

先出局，再過來就是蘇聯解體。所以，冷戰到了最後，就是： 

    美國稱霸全世界！ 

這一個就是：現在我們大家所理解的狀況。那段時間，就叫做冷戰。冷戰最有名的事件格局，就是

聯島防線。那就是日本、韓國、臺灣、菲律賓這一系列，區分了自由國家和共產國家，這正好是冷

戰最直接的標誌。也就是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觀念： 

    它就叫做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抗。 

也就是： 

    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面對社會極權共產主義！ 

這就是現在冷戰的基本義涵。這樣的一個基本義涵，就是冷戰的狀況。再過來，現在叫做新冷戰。

新冷戰，就是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繼續爭霸。新冷戰我們已經看到它浮上檯面了，那就是俄羅斯和

烏克蘭戰爭。基本上，我把它叫做代理戰爭。也就是講說：它真正的意義，應該是美國和中共兩個

之間的戰爭。只是： 

    俄羅斯代理中共，烏克蘭代理美國！ 

所以，俄烏之戰，就是中共和美國的代理戰爭。如果，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來看俄烏戰爭，我們

會比較理解一點。如果，我們只從俄烏戰爭來看俄烏的狀況。也許會看不出來：它那裏面深刻的意

義。當我們從代理戰爭這個層面，來看俄烏戰爭的時候，狀況大概會比較好一點。這個就是：新冷

戰的意義。現在，我們把世界局勢、新冷戰，大家為什麼會那麼關心？因為，它們會讓我們想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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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大家說：對不對？對！ 

    大家想到俄烏戰爭：是不是會引發或觸發台海戰爭？ 

大家說：對不對？對！台海戰爭，我們為什麼關心： 

    是不是就是關心我們自己的命運？更擔心這樣的命運… 

大家說：對不對？對！也因此： 

    關心世界就是關心中華民國、就是關心自己！ 

大家說：對不對？對！所以，我們把這三個大概念串為一氣，那個也就是講說： 

    我們關心自己的生活 

    我們煩惱中華民國的未來 

    我們擔憂世界的局勢 

故，我們可以一下子對這樣的狀況，做一個深刻的理解，這個就叫做新冷戰。也許大家會問筆者：

新冷戰的結果，到底是怎麼樣呢？新冷戰，它到底要打多久？我可以跟大家報告：如果俄烏戰爭，

大概(從今天開始的)半個月內就會結束。如果是新冷戰，俄烏戰爭才正式開始。後面，我想有一個概

念，就叫做黃俊雄布袋戲：史艷文和藏鏡人大戰，大家還記得不記得？史艷文就代表正派的這一

方，藏鏡人就代表反面的那一方。那就是正反的鬥爭，這就是雲州大儒俠的故事，真正的類比。我

們把這樣的一個義涵，用到現在、用到我們剛剛講的新冷戰。我們就會問： 

    美國是不是能夠代表正義的這一方？ 

    俄羅斯、中共是不是代表不正義的這一方？ 

當我跟這樣的跟大家，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法的時候。大家全部都低下了頭，看著自己手上的資料。

那就表示： 

    美國好像不能代表正義的這一方 

大家說：對不對？對！同理： 

    好像俄羅斯和中共，也不能代表不正義的那一方 

大家說：對不對？對！我想：關於這樣的一個議題，大家沒有從這一個面向去做思考。大家全部是

用紀登斯第一條路和第二條路對抗：馬克思矛盾統一辯證法的觀點在那邊講。執政黨綠，他們把這

樣的一個觀點叫做：互相漏氣求進步！這樣的一個意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它就是辯證法，就是

辯論的辯、證明的證：辯證法。所謂辯證法，就是： 

    是非、對錯、真假、善惡 

兩個，在那個地方一直不停的辯論、一直不停的鬥爭，辯論鬥爭得沒完沒了。這一個就叫做辯證，

這一個就是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的思想和現實核心。到現在為止，這樣的一個意義，一直壟罩了全

世界。這一個就是：現代性、現代化、全球化、新冷戰、世界史的核心意義，孫文稱此為世界潮

流、浩浩湯湯。然而，我們剛才已經理解了： 

    當我們看俄烏戰爭 

    當我們看第一條路資本主義民主自由 

    當我們看第二條路共產主義寡頭社會 

這兩個之間的辯證，好像不能用是非、對錯、真假、善惡、正義和不正義來標籤。所以，這樣的一

個世界史、這樣的一個現在世界局勢和現在的一個世界狀況。對我們來講：非常的模糊、非常的搞

不清楚狀況！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是臺灣的特性。大家說：對不對？對！只有臺灣，才對這樣的

現象，產生了一個大問號。我現在就來告訴大家：這個大問號為什麼在臺灣有！離開了臺灣，就再

也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大疑問了。原因就是：書生革命，教育救國！在我的右手邊，這邊擺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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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義廉恥。 

在我的左手邊，就是你們的後方，那個叫做：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我們為什麼看不懂俄烏戰爭？我們為什麼看不懂新冷戰？因為，俄烏戰爭和新冷戰，是第一條路和

第二條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樣的鬥爭，是不是跟四維八德完全無關！大家說：對不

對？對！就因為是這樣的原因！所以，我們看俄烏戰爭、新冷戰，有點隔靴搔癢、似懂又不懂。似

懂的原因？因為，我們活在現代、我們活在當代。但是，在我們的心裡、在我們的腦海裡、在我們

的脊椎裡，全部都是四維八德。大家說：對不對？對！所以，我們用眼睛看俄烏戰爭，我們用耳朵

聽俄烏戰爭，是不是感覺得似曾相識。好像認識，又非常的陌生。原因，全部來自於這裡。我現在

就告訴大家：四維八德，對臺灣來講、對中華民國來講，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四維就叫做禮義廉恥 

    禮義廉恥就是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格 

再講一遍： 

    禮義廉恥，就是中國、中華民國的國格 

因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個是誰講的，這個是管仲。管仲是誰？管仲

是孔子認為：第二了不起的全世界大政治家。全世界第一了不起的大政治家是誰？他就是周公。因

為，周公制禮作樂，周公奠定了中國文化，周公成就了中國人。所以，我們就可以把禮義廉恥和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回歸到周公的制禮作樂。我們為什麼會談到孔子？蓋，四維八德就是周公開創、

孔子實踐的結果。孔子怎麼實踐？乃：孔子帶領著他的三千個學生。以前的講法，那個叫做周遊列

國。我的講法，那就叫做逃亡！孔子在中國、秋海棠這個地方，不斷的逃亡。就像：現在的歐洲、

就好像現在的俄烏戰爭！如果我們把俄烏戰爭，限定在歐洲，那就是標準的歐洲戰爭了。俄烏戰

爭，可能引發北約戰爭。因此，俄烏戰爭擴大就變成了北約戰爭。北約戰爭，就是標標準準的歐洲

大戰。這個是歐洲、大家擔心和全世界害怕，最重要的原因。然而，這樣的一個意義，還是在歐洲

本土。我們現在就把歐洲本土，現在即將發生的事情，把它整個移到秋海棠的春秋戰國，意義完全

一模一樣。為什麼？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這些歐洲的北約國家，就是我們中國

春秋戰國的諸侯國。大家說：對不對？對！那個時候、孔子誕生的時候，正好就是春秋戰國開始萌

芽的時候，也就是中國的亞洲大戰正在引發。就好像現在的歐洲，俄烏戰爭正在引發，完全一模一

樣。也許，大家會問： 

    中國的春秋戰國戰爭跟現在的俄烏戰爭，兩個相差了將近三千年。 

那麼長的時間：現在的科技，已經跑到外太空去了。中國的科技，怎麼能跟現在的西方科技來做比

較呢？我現在就跟大家做一個歷史明確的一個說法，那就叫做勾踐劍。春秋戰國開始之前，大家都

聽過勾踐復仇、田單復國。有沒有這個歷史故事？有沒有？有！這就是我們春秋戰國前的重要歷史

故事，勾踐就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國王。他要在那個地方，稱霸整個秋海棠、稱霸整個中國。也因

此，他就把他的國人，還有他的團隊，大家召集起來。我們大家來研究：在春秋戰國之前，我們如

何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他的團隊，就跟勾踐建議：發展科學、科技。這個時候，勾踐就問：我們

到底要怎麼樣的來發展。他們就說： 

    第一，發明戰車。 

    第二，發明火箭。(就是弓箭上面綁上火油) 

    第三，改進現在所有的刀劍。 

讓我們的刀劍，非常的鋒利。我想大家都聽說過，那就叫做削鐵如泥。那就是：兩把劍，碰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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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們看電影的時候，都會聽到鏮鏮鏮的聲音。大家說：對不對？對！但是，勾踐那個時候的部

隊，兩把劍一對撞，不會發出鏮鏮鏮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呢？一把劍斷掉，另外一把劍仍然無故。

這就是我們中國在兩千五百多年前，我們的科技和我們的科學，就那麼的進步。它的開始，就是勾

踐批可，在那個研究的那個建議文書上面。所以，他們就開始研發。這樣的武器，最後的第一個實

驗成品，它就叫做勾踐劍。因此，實驗完了以後，就直接拿給勾踐。在勾踐的面前來實驗，一實

驗：兩把劍一碰，勾踐劍毫髮無傷。我想在座的女士，都進過廚房。都拿過菜刀，都用菜刀剁過大

骨頭。不好的菜刀，那個刀刃是不是會有缺口，刀刃是不是就有傷口？是！我現在告訴大家： 

    勾踐劍從實驗的那一刻開始，一直到現在沒有任何凹損！ 

當初，創造出、鑄造出它來的樣子。現在，(筆者十年前許參觀時)擺在湖北荊州博物館，在它的大廳

正門前的展示座，第一個展示品就是勾踐劍。大家一進到湖北的荊州博物館，你們進去看到的第一

個歷史文物，就是勾踐劍。這個就是我們中國，在那個時候的科學和科技。我們來看今天的俄烏戰

爭，俄羅斯很囂張，美國更囂張。為什麼？因為，他們有核子武器。大家說：對不對？對！核子武

器，對現在來講，那是科技的頂端。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這麼一件事。我剛剛已經說了勾踐劍，

擺在湖北洞庭湖畔的荊州博物館正前方，那一把劍二十四小時餐風露宿。(不做防鏽處理)我現在問大

家：這個叫做不鏽鋼，那個叫做白鐵。大家看到：這個白鐵，生繡了沒？有！大家看到這個不鏽

鋼，是不是也生鏽了呢？是！然後，大家看看禮義廉恥的那個架子，黑色的那個叫做生鐵。是不是

已經生鏽了？我現在問大家：這三樣東西，跟勾踐劍比，哪一個時間長？當然是勾踐劍，對不對？

對！長多久？長兩千多年而且它還擺在哪裡，它擺在洞庭湖畔。擺在洞庭湖畔，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代表：非常的潮濕。大家說：對不對？對！擺在洞庭湖畔，擺了兩千多年。我問大家：那一把勾

踐劍，會不會生鏽？會不會？會！有人說不會！我現在告訴大家，擺到現在，它都沒有生鏽。我現

在再告訴大家：美國、德國、俄羅斯這些全世界頂尖的科學家、頂尖的實驗室，他們到現在對於勾

踐劍那麼鋒利、不會生鏽的原因，到現在還找不到確切的答案。到現在，仍然無解。我現在請問大

家，這樣的科學和這樣的科技：我們中國在兩千五百年前就領先了全世界。因此，用春秋戰國來比

擬俄烏戰爭： 

    到底哪一個國家的文化 

    哪一個國家的思想 

超越全世界？臺灣！答對了！這就是我今天要在這邊，跟大家做報告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講說，

我們看到了俄烏戰爭，也就跟著擔心台海戰爭。面對這樣的一個擔心和害怕，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也因此，謝兄跟我就研究：面對這樣的一個危機、戰亂的世界局勢，我們這些一個個沒沒無聞的小

老百姓，到底能為人類、國家做些什麼貢獻？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就是對這樣的一個主張，跟大家

做一個研究分享。因為，這個研究，我從小、從國一…我想在座的大家，大概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接觸一個議題。那個議題，就叫做： 

    中國在哪裡？ 

大家說：對不對？對！還有： 

    中國要往何處去？ 

大家說：對不對？對！我們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教育：從學前教育，一直到博士班。都在做這樣主

題的深刻教育、研究和發展。所以，後面就變成了： 

    認識自己 

    充實自己 

    運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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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自己 

    貢獻國家 

    服務社會人群 

這個就是我們在座大家的人生意義。大家說：對不對？對！但是，這樣的一個意義，現在已經完全

消失。大家說：對不對？對！正是這樣的一個意義，我們在這個地方： 

    首先喚醒我們的記憶 

    接著從我們的記憶推展出去 

讓跟我們相處的一群人，重新回歸我們原來的這樣的一個傳統。大家說：好不好？好！也因此，我

們在這個地方，就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介紹。因為，這樣的一個介紹，正好可以對照俄烏戰爭且從

俄烏戰爭擴大到人的危機。俄烏戰爭和人類的危機，我們是不是可以： 

    不在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意義下繼續走而走另外一條路？ 

哪一條路？就叫做： 

    四維八德。 

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從俄烏戰爭來反省我們自己與策劃未來且從

俄烏戰爭擴大到人的危機。俄烏戰爭和人類的危機，我們是不是可以： 

    不在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意義下繼續走而走另外一條路。 

哪一條路？就叫做： 

    四維八德。 

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從俄烏戰爭來反省我們自己與策劃未來。如

果，這樣的一個講法是 OK 的、是合理的，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起步。到底該怎麼做？我現在就

告訴大家： 

    第一，守住自己。什麼叫做守住自己？就是守住自己的歷史記憶，守住自己的四維八德，守住

我們的傳統，這個就叫做守住自己。如果你不守住自己，我現在就告訴大家：你馬上就從這個地方

變節，你馬上就從這個地方： 

    變成了蔡英文 

    變成了台獨 

    變成了小孬孬 

    變成了宅男 

    變成了躺平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躺平？躺平，就是現在二十歲到三十五歲這一代的年輕人，不願意工作，不

想讀書。不願意努力勤奮，就想躺平的享受，這個就叫做躺平世代。大家還記不記得：在躺平世代

之前：叫做曾鮭魚、李鮭魚、劉鮭魚的鮭魚群。大家還記得嗎？記得！鮭魚群就是吃別人的東西，

只要改自己的名叫鮭魚，吃飯就免錢而且吃到飽。因此，那段時間《蘋果日報》調查有 331 個年輕

人改名(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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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就叫做鮭魚群。鮭魚群之後，那就叫做躺平。我現在請問大家：這些人，是不是正好就

是我們的兒孫呢？我也非常的無奈！我現在就在守住自己，我讓我自己不要離開四維八德。 

    第二，守住家。我現在告訴大家：切記守住家，家庭的家。如果你認為你自己的價值是正確

的，你要守住。同樣的，你要讓你的家人，有同樣的價值、同樣的意義、同樣的理念。所以，這個

就叫做守住家，這樣才叫做一家人。我的兒子，我在這十幾年中，就為了守住我這個家，我吃盡了

苦頭： 

    第一大苦頭，那就叫做我跟我兒子的溝通，我跟他們講忠孝仁愛的忠。大家知不知道？我的兒

子，跟我怎麼講？聽不進去啊！沒那那麼悲哀，他說它已經早就淘汰了…給人家洗腦了！它跟現在

完全無關！我就跟我兒子講：好，我現在就讓你回到歷史：爸爸書桌上有一本形音義綜和大辭典，

就是中國字。每一個字，它到底是怎麼來的、怎麼唸、有什麼意思？從最早的甲骨文，一直到今天

我們使用的文字。它的演變，就跟我的兒子講：你要跟我辯，我先不跟你辯。你先去看，你只要先

查看這一個忠字，在我們中國歷史裡面，它是怎麼樣的演變就好…我兒子看完了以後，不講話了。

然後，他就問：爸爸那你怎麼說？我就跟他講：很簡單，這一個忠字，是兩個字結合起來的。上面

那個字是中華民國的中，下面那個叫做心。中心！我現在就告訴他，你知不知道：這個代表什麼意

思嗎？那一個心，就是你的心。那個中，就是你的言行、你的舉止、你的行動、你的行為，你的一

切穿衣吃飯，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從心出發的。這一個，就叫做忠孝仁愛的忠。爸爸現在問你：

你現在跟爸爸講話，是不是你心裏面想說的話呢？他說：對！你跟我反對，是不是也是你心裏面，

反對爸爸的說法呢？他說：對。我就跟他講，你說的這個對，就是忠的本義。喔，原來是這樣喔。

我說：答對了。從一霎那開始，十幾年前，我的兒子，才對： 

    中國文化 

    中國字 

    中國思想 

有了不同想法，他所有的一些的觀念，他會先跟我溝通。他說：爸爸，你看現在的俄羅斯、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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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爸爸你有什麼看法？我就跟我兒子講：爸爸研究哲學且從學術立場裡研究出來看。所

以，看得會比較深、比較廣。更重要的，你非常的清楚：爸爸在十五年前參加了臺北的街頭運動。

什麼街頭運動？就是兩顆子彈！大家還記得嗎？就是第 11 屆總統大選，陳水扁和呂秀蓮被槍擊了。

陳水扁那邊叫做鮪魚肚，呂秀蓮那邊，你們知不知道：呂秀蓮在外貿國際會議廳，招開了一個記者

招待會，她講： 

    那一顆子彈，不是誤射，不是打我呂秀蓮。是打陳水扁，是天的結果。 

所以，兩顆子彈，我們到今天，還是抱著一個最大的疑慮。這個疑慮，用最簡單的說法，那個就叫

做自編自導自演。大家說：對不對？對！自編自導自演的編劇、導演、演員都是陳水扁。大家說：

對不對？對！那個時候的兩顆子彈，跟現在的論文門，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對！那個時候的兩顆

子彈，編劇導演演員是陳水扁。現在的論文門，編劇導演演員，是不是就是蔡英文？是！這個就是

執政黨的惡質。大家說：對不對？對！所以，這是非常可惡的一件事。因此，我在這邊就跟大家報

告： 

    第一件事情，那個就叫做守住自己。 

    第二件事情，就是守住家。 

讓你自己的家人，全部都在中國文化、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價值和真理下。大家

說：好不好？好！接下來，我跟大家報告，那個叫做什麼？那個就叫做： 

    守住工作！ 

    第一個就是守住自己。 

    第二個就是守住家。 

    第三個就是守住工作。 

所謂工作，就是我們的經濟，就是我們生活命脈的泉源。我們需要好好的工作，賺取我們生活的所

需。大家說：對不對？對！也因此，守住自己、守住家、守住工作，在公司、在工廠、在團體裏

面，我們大家共同為我們的生活集體努力。這樣的一個集體努力，就是守住工作的另外一個更重要

的意義。這一個意義，回饋過來就可以讓我們保住家。保住家回饋過來，就等於我們保住了自己。

大家說：對不對？對！所以，我們要做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守住自己。 

    第二件大事就是守住家。 

    第三件大事就是守住工作。 

    第四件大事就是教好兒女。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守住自己、守住家、守住工作，那個叫做什麼？那個叫做：家教。但是，我們

的孩子會離開家，進入社會、進入學校。因此，我們給他的價值、觀念、態度和知識，到了社會、

到了學校，就是變成了另外那一套。尤其是： 

    現在教育部主導的去中國化教育。 

也因此，四維八德是被教育部批判的對象、是被社會批判的對象。所以，我們要在家裡，好好的教

育我們的兒女。對於四維八德，要有更深刻的理解。就好像我剛剛跟他講：忠孝的孝！從忠孝的忠

來講，我兒子就問了：孝你怎麼解釋？我就跟他講： 

    孝，在字典裡面，你可以查出它的意義。 

現在，爸爸告訴你孝真正的意義，就是： 

    順，順利的順。 

所以，我們講孝的時候，一定是帶著順而言。因為，講孝的時候，有點不瞭解它是什麼意思？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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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順帶著，我們就知道孝的意義就是順。爸爸，我才不要順，我要順著我的心意走。我就跟我兒子

講：這個就是孝的本義。爸爸，你怎麼講： 

    孝就是順著我的心意走呢？ 

因為，孝就是在講順嘛！順的第一個出發點，在哪裡？就是忠，沒有忠就沒有孝。大家說：對不

對？對！為什麼沒有忠，就沒有孝？因為，忠就是自己的心，忠就是從自己的心出發。從自己的心

出去，要不要順？當然要順啦！如果： 

    你自己的言行 

    你自己的思想 

    你自己的講法 

你施發出去，一開始就受到了阻礙。你邁步出去了，一起步就受到了阻擋。爸爸現在問你，你爽不

爽？不爽！你餓不餓？餓！你氣不氣？氣！這個就叫做：孝！哇，這個孝，好重要喔！喔，這個

孝，好了不起呀！我說：答對了。那我現在問你：你要不要孝順爸爸？好像：還是不要喔！我就跟

他講：如果你不孝順爸爸。我現在就告訴你，你出去絕對沒有辦法孝順任何人。爸爸，為什麼？我

跟你是父子關係，你跟你個哥哥、你跟你的堂姊妹，那是兄弟姊妹的關係。這些關係，你在家裡都

處理不好。你出去以後，還能順著什麼東西啊！大家說：對不對？對！我兒子，那個時候馬上就跟

我講：喔，爸，那個忠孝真的那麼重要啊！我今天才知道，你應該經常跟我談這些學問。我說：沒

有問題，我會跟你講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他的思想精義、他的真諦，還有他的未來成效。這些東

西，就是當初周公制禮作樂的思考起點。周公制禮作樂，超越了三千多年。五百年之後就是孔子，

他把它挖掘出來，這就變成了四書五經。爸爸研究的學問，就是四書五經。所以，今天我才能用今

天的話，把傳統的思想，跟你用今天的這個方式來說給你聽。讓你在知識、讓你在學識、讓你在智

慧上面，找到最了不起的思想泉源。讓你的內在、內動力，可以源源不止。那個叫做什麼？那個就

叫做創造力，讓你的創造力源源不止。這個就是我們中國傳統思想，最重要的根本意義。所以，它

叫做經典。經典的意義，就是在這個地方。周公制禮作樂三千多年前，孔子的四書五經，兩千五百

多年前。今天，三十多年前，我研究它。現在我跟你分享，我跟在座的大家分享。也是三十年後，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理解、溝通與傳授。三千多年前，現在、未來我們一樣把它擴大三千多年，可不

可以？可以！這一個，叫做數學的外推。這個三千多年，這個是一個道理。我們把這個道理，移到

這邊來。同樣的道理，那個地方是不是也是三千年後。前面的三千多年，後面的三千多年，合起來

是不是就是六千多年。從現在到未來的三千多年，是不是非常的重要。我們今天學會了這樣的一個

知識、學會了這樣的一個智慧，注入到我們的心裡、注入到我們的腦裡。因此，我們的心和我們的

行為，就有了經典做根據地。未來，我們就比較不會像現在：我們看俄烏戰爭，有個大問號，卻能

夠一目瞭然。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個，就是《易經》的根本精神。這一個，就是我們中國文化

最了不起的意義。這個，在世界就叫做未來學。未來學，就是在講人類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

人類未來可能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意義？我們今天就要為未來做一個規劃，我現在就跟大家報告：你

今天把我們傳統的中國文化、四維八德，在今天你們聽到的內容與意義。回到家以後，你們自己回

憶一下，今天聽到的內容。然後，再把以前讀過的書、到圖書館或上網，把它們拿過來自己複習一

遍、看一遍。再好好的教你們的孫子和孫女，再好好的提點你們的兒女，再好好地提點你們的媳婦

和女婿。讓他們回到我們的傳統，這個就叫做教好兒女。因為，當你把這樣的東西交給你們的兒女

的時候，他們就是才德兼備的人。大家說：對不對？對！最後，我再跟大家報告，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叫做： 

    身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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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當戶對 

    給兒女機會 

守住自己、守住家、守住工作、教好兒女！就此，大家的兒女，就是才德兼備的人才了。大家說：

對不對？對！當你們的兒女是才德兼備的人才，進入社會，是不是就表示給兒女機會了。大家說：

對不對？對！也就是講，他們將來進入職場，他在任何地方，都有發揮的餘地、都有機會展現他自

己。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個，就是進入職場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再過來，也就是我們的兒女。

長大了，要不要組織一個小家庭？他們要不要談戀愛？他們要不要到對方家庭去說親、說媒、提

親？如果要，我現在請問大家： 

    如果我是陳進興，到你們楊家來提親。你的女兒長得美、長得漂亮、又賢淑，我的兒子娶你的

女兒，OK、不 OK？不 OK！為什麼？他品德不好啊！他走出去，大家會指指點點，對她的家庭有影

響！講得對不對？對！我現在介紹一下陳進興：陳進興就是白曉燕命案的第一兇手而且已經槍斃

了！白冰冰，每一次提到這件事，就是她人生最大的痛。陳進興綁架白曉燕，向白冰冰勒索。告訴

白冰冰：她的女兒還活著。結果那個時候，白曉燕就已經被撕票了。所以，我陳進興的兒子，到他

家去提親，他絕對不答應！為什麼？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大家說：對不對？對！也就是講說，

有這樣的老爸，他的兒子。我們還是：公共汽車，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大家說：對不對？對！這

個就叫做門當戶對，這個也叫做給兒女機會。也就是講說：將來兒女出去找到戀愛的對象，出去談

婚論嫁，他們沒有這樣的後顧之憂。這個就叫做門當戶對，這個也叫做給兒女機會。要不然，大家

庭、大家族在提親、說媒，媒人就要合八字。一合八字，他們就會追述祖宗八代。當對方追溯祖宗

八代，如果有這樣不良的紀錄。這一個八字，就合不起來。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就是我為什麼

告訴大家：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這樣的一個意義，非常重要，原因就在這裡。這就是我跟大家報

告：在現代的詮釋下，我們做什麼…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特做一個總結： 

    第一，守住自己。 

    第二，守住家。 

    第三，守住工作。 

    第四，教好兒女。 

    第五，給兒女機會。 

這一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做的事情。當我們做到了這些事情，這就是： 

    在世界史 

    在世界局勢 

    在俄烏戰爭 

的當下，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我們也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守住自己、守住家、守住工作、教好兒

女、給兒女機會。我們這一群人，大家就都是好人了。同樣的道理，大家的家庭，都是好人。整個

台灣兩千三百萬的同胞，也都是好人。大家說：對不對？對！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意義，向大公雞

展現臺灣的如是意義。當我們在秋海棠、大公雞展現我們這樣的一個意義時，六個字： 

    遠近的近 

    喜悅的悅 

    遠近的遠 

    來來去去的來 

    遠近的遠 

    胸懷的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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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悅遠來遠懷 

我再講一遍，近悅遠來遠懷。什麼叫做近悅遠來遠懷？近悅，在家裡面，大家都在四維八德裡，和

平相悅的在一起，這個就叫做近悅。我們現在這一群人，也是在四維八德裡，這個也叫做近悅。遠

來，就像經過我們這裏的一些路人，他們來到這個地方。會在我們的看板前面，來看我們的資料。

他們也會用耳朵來聽：我們講的內容。在我講的這段時間裡，我大約統計有六個人，他們在這個地

方看、聽、照相，也來拿這個書面資料，這個就叫做遠來。更重要的意義： 

    近就是秋海棠、就是中國大陸 

    遠就是朝鮮、日本、越南、緬甸、環中國的四周 

這都就叫做近。在那之外，就到了俄羅斯，就到了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他們，對於中國，若有嚮

往。所以，他們會看到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思想，對中國就有了嚮往。就會有很多人，想要來到臺

灣。我現在就舉一個例子，去年的國慶日。我在景福門圓環，在那邊擺禮義廉恥四個大字。英國的

蘇格蘭人，他說他在這個地方，看我講這些東西，已經看了大約有兩個多鐘頭。他問我： 

    你為什麼會對這樣的一個議題，一直闡述個不停且很引人入勝？ 

我就問他：你是誰？他說：他姓林，雙木林。你從哪裡來？我從英國的蘇格蘭來。你既然是蘇格蘭

人，那你來到臺灣，你為什麼把自己叫做姓林呢？因為，我在蘇格蘭的家，那邊就是一片森林。所

以，我不姓森，我就姓林，來紀念我的祖籍。因為，我在蘇格蘭誕生後，我發現蘇格蘭雖然美。但

是，要讓我的生命安定在那邊，我的靈魂好像不太願意。所以，我就在那個地方就開始尋尋覓覓： 

    首先我就到美國留學！但是，我發現美國還不如蘇格蘭。所以，我就從美國再到內地、再到中

國大陸，我就到中國大陸的清華大學去讀書。然後，在內地待了六年。我發現：大陸也不能讓我自

己安身立命。所以，我就從大陸飛到了臺灣。三年前，我在臺北市，我發現臺北市不 OK。因此，兩

年半前，我從臺北市來到臺中。我在臺中待了三個多月，我也不喜歡臺中。所以，我再跑到屏東、

高雄。然後，我在屏東、高雄，大約待了一年。然而，我也不喜歡高雄和屏東。因此，我就坐南環

迴鐵路，從屏東到了臺東，再從臺東到了花蓮。最後，我落地花蓮。我發現：花蓮可以讓我安身立

命。所以，我現在就住在花蓮。我就問他：花蓮地震那麼多，颱風也多，你為什麼要還要住在花蓮

呢？他跟我說：花蓮的人、花蓮的人文，是我走過地球這一圈最好的地方。故，我決定，我要栽定

在花蓮。我說：你談戀愛沒？他說：有。你打算結婚嗎？我要結婚，我就要住在花蓮。我再問他：

你做的這個最後結論，你知道他的意義嗎？他告訴我： 

    蘇格蘭比美國好 

    美國大約跟中共差不多 

    中共不如臺灣 

    臺灣北部不如南部 

    臺灣中部西部不如東部 

因此，到了最後，我就到花蓮去了。因為，花蓮可以讓我一天 24 小時安身立命。美國和北京，讓我

像電線杆上的電線，上面停歇的驚弓之鳥。我沒有辦法安心的落在哪根電線上，讓自己時時刻刻都

要擔心、隨時要振動自己的翅膀逃開，無時無刻的擔心受怕： 

    臺北是這樣 

    北京也是這樣 

    美國、俄羅斯還是這樣 

    整個世界，好像只剩下了花蓮… 

我這就問他：花蓮為什麼會這樣呢？他說：剛開始的時候，我是用我的生命跟花蓮相戀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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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從開始： 

    聽你介紹四維八德 

    聽你闡釋中國文化 

    聽你分析現代性和全球化 

我已經找到了原因，讓我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落腳在花蓮： 

    那就是因為中國文化和四維八德的原因！ 

我就跟他講，你是一個聰明人，你是一個明瞭的人。因為，人跟人之間的相處，最重要的就叫做八

德。留在花蓮那個地方，最重要的另外一個意義就叫做四維、國格。有國格、有人格，我們的生命

才能安身立命，我們的靈魂才能夠得到安全的安。這一個安，就是孔子講的安： 

    汝安則為之 

安，就是儒家思想的第二個最重要的義涵。安，講的就是讓自己的身心同時安定下來。這一點，也

就是我們今天能夠回應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意義。這也正是我們大家，能夠在俄烏戰爭的意義

下，我們能夠施上一些意義最重要的原因。也因此： 

    守住自己、守住家、守住工作、教好兒女、給兒女機會！ 

就是我們今天，在教育部門口，所做的第一個專題報告。也就是：面對俄烏戰爭，我們這些沒沒無

聞的小老百姓，到底該做些什麼的最重要意義。下面，我們請大家拿出書面資料，就叫做： 

    ＜329 青年節與 318 新青年節＞ 

這樣的一個反省和思考。這樣的一個議題，在前些日子，有人特別來跟我報告：希望我對這一個議

題，能夠做一個簡單的闡釋。他們就講：林志嘉在今年三月十八號主張，青年節改成三月十八號。

我想：對這樣的一個議題，我們有必要把它做一個簡單的說明，深入淺出的做一個說明。在主張三

一八是青年節的林志嘉這一群人，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這一些人就是變節的人！ 

大家說：對不對？對！為什麼呢？因為，林志嘉他是河洛人、他是台灣人、他是漢人、他是中國

人。但是，他不認同中國！所以，他就變節了。正因為是這樣的一個原因，我們才有這個必要，對

於這樣的一個議題，做一個說明。然而，在九十三年的時候，中共他們也主張了一個新的青年節，

他們定青年節是五月四號。也就是講說是，新文化運動。他們把五四運動，改成他們的青年節。我

想：這個就是中共第二次的去中國化。我想大家非常的清楚，五四運動就是： 

    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 

    白話文運動 

白話文運動，絕對不是青年運動，絕對不是青年節。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首先回到九十三年中

共的異化青年節。再過來，我們就回到我們傳統的青年節、傳統的青年節，是為了紀念黃花崗精

神、為了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他們的犧牲、奮鬥的精神 

    他們我死則國生的精神 

這一個，就是青年節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今天在這邊講的是俄烏戰爭，臺灣或每一個人。能為人

類未來，貢獻出什麼力量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因此，有另一位外國朋友，從這邊經過，我給他書面

資料，他說不用。就此，他就擦肩而過。人類未來、未來學，跟他就擦身而過了，這就是失之交臂

了。我們今天在這裏主張青年節，就是要回到青年節當初誕生的原始意義。它的原始意義，就是為

了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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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崗的犧牲奮鬥和我死則國生的意義和精神！ 

這樣的一個意義和精神，對我們大家來講，都有非常深刻的義涵。為什麼？我們請大家翻開書面資

料第二頁，從上面數下來第二十一行：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九歲！ 

所以，說他們是青年，一點都不含糊！大家說：對不對？對！我們再看：非常有名的林覺民，那個

時候他只有二十四歲。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我們現在就唸這一段話，讓大家來聽： 

    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

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

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信短情長。 

這一段話，就是林覺民從容就義，跟他二十一歲的妻子和兩個兒子說再見，最重要的一段話。我們

今天，看起來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感動。這就是：青年報國、青年救國最重要的意義。今天是青

年節，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原始精神，將它找回來。讓這樣的精神，在今天的意義下，重新展現。

所以，我們這邊就叫做書生革命、教育救國。前面，是教育建國。現在，我們是教育救國。我們都

用我們傳統的教育，用臺灣現在流失的教育。也就是講說： 

    臺灣從鄭成功和陳永華，兩位建立全臺首學以來，臺灣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再過來就是一九四

九年，蔣中正帶領南京政府來到臺北，把中央研究院、把國家一級研究單位，從南京搬到臺灣。也

因此，臺灣在一夕之下，整個文化大翻轉，加深了鄭成功全臺首學的教育。因此，蔣經國執政的時

候： 

    就變成了臺灣錢淹腳目 

    就變成了臺灣經濟奇蹟 

那是因為，造就了臺灣的人才。臺灣的老百姓，能讀書的就努力讀書，不能讀書的就勤奮工作。把

臺灣，從赤貧一下帶出了經濟奇蹟。然後，十大建設，就建立了現在的臺灣。這一個意義，就是我

們今天談青年節的意義。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臺灣的人，都是國家建設的人才。臺灣的人

都是國家運作的基本人才，不是台灣墮落的原因。臺灣墮落，是誰講的？他就是：李遠哲。他標籤

陳水扁，就是臺灣墮落的根源。兩顆子彈，就是台灣墮落的巨大標籤。李遠哲和李登輝都站出來

說：跟陳水扁劃清界線。因為，陳水扁被李登輝標籤為不義的人，禮義廉恥的義。因為，李登輝也

認為兩顆子彈，就是陳水扁自編自導自演的結果。所以，他不跟不義的人站在一起。同樣的，李遠

哲雖然站出來講。但是，他沒有李登輝的智慧。他認為：陳水扁出來選總統，不是台灣墮落的根源

而是臺灣向上提升的動力。然而，當李遠哲講出向上提升，台灣就在李登輝的意義下了，整個的向

下沉淪，一直到現在。沉淪的標籤： 

    就是兩顆子彈 

    再過來就是三一八 

    還過來就是蔡英文的論文門假博士 

教壞嬰仔大小，台灣整個的墮落了。到了蔡英文，是到了最深淵的地步。因此，我就把蔡英文叫做

賊頭！賊頭賊腦的賊，她就是賊頭，她帶領整個台灣，向下徹底的墮落。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青年

節，就把這樣的一個意義，向大家做一個深刻的表露。建議： 

    青年覺醒 

    青年救國 

    青年回到家庭 

    從家庭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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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回到自己的心 

    從自己的心出發 

這一個，就是我們今天青年節在這邊闡述，最重要的意義。我們現在，請一位貴賓，來跟我們做一

個分享。好，我們歡迎這位貴賓，請問您貴姓…我姓劉！喔，劉先生：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我有這個機會發言。因為，今天是青年節。青年節，在過去是一個很

重大的日子。因為，青年節創建了中華民國。所以，我們應該重視這個日子。但是，今天在作孽的

民進黨之下，把台灣弄得不堪言論。今天是三一九，我們今年到教育部。因為，今天是我們第十五

次的教育部開講，我們講： 

    時代考驗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這是我們為什麼到教育部來的目的，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朋友，再加上現在年輕人。台灣跟中國可能

有一些問題，尤其恐怕是戰爭，殘忍的像現在的烏克蘭跟俄羅斯。傷亡的這些老百姓，真的是很可

憐！我們希望：重點是兩岸能夠和平的統一。但是，現在執政黨搞的台獨問題，是我們書生革命、

教育救國一直主張的： 

    我們不要戰爭 

    我們要和平 

這也是大多數的臺灣人民的心聲！所以，我們在這一段時間，所有的活動，我們希望： 

    用我們的中國文化 

    來統一我們的中國 

這個是我們活動的宗旨，是不可磨滅的神聖使命。希望能夠：在 

    未來的世界裡面 

    能夠走到大同世界 

    我們要恢復 

    優秀的傳統文化 

我們今天在教育部舉辦的第 15 屆街頭論壇，大部分的剩餘時間，就請我們的楊博士，做一個最後的

結論。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闡釋兩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俄烏戰爭，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能夠為國家、為人類到底能做些什麼？ 

    第二個就是講青年節的由來和它的意義。 

現在，有一位日本的國際友人，在收看我們的節目，她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請謝兄說明一下。因

為，日本朋友，比較關心烏俄戰爭，尤其有關生化戰劑、生化實驗室，它已經開始在全世界浮上檯

面了。她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想要了解一下。我就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大約的跟大家談一下生化

戰劑。我大學是中正理工學院，我讀的是化工。研究所，讀的是哲學。中正理工學院是軍校，所以

我畢業以後，就分發在部隊裡面。我在中正念的是化工，所以被分配為化學兵。因此，我在部隊裡

面服務一共二十四年，我的專業就是化學兵，化學兵就是在講核生化戰劑： 

    核，就是原子彈或核子彈。 

    生，就是生物戰劑。 

    化，就是化學戰劑。 

我們國家在陸軍總部，有一個單位叫化學兵處。化學兵處，就是整體了解、規劃、執行核生化作戰

的一個單位。我那個時候，就是在陸軍總部化學兵處，專門負責核生化的訓練。我想當過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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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熟悉的一個裝備，就叫做防毒面具。防毒面具，就是每一個阿兵哥，必須隨身攜帶的一個基本

裝備。那個時候，我當訓練官，就是跑全國所有單位的核生化訓練。每個禮拜，都要到各個部隊去

考察。考察完畢，回到總部，要向總司令和參謀總長彙報： 

    這一個月，部隊核生化訓練的結果！ 

核子訓練，那是化學兵部隊的專業。一般的老百姓，就沒有辦法回應這樣的一個問題了。所以，只

能在國家的規劃之前，教大家離開爆炸現場，或者是躲到地下室、深厚的地下室。那個時候，我在

陸軍總部，就在做這樣的全國規劃。生物戰劑，就是把病毒、細菌當成炸彈。把病毒和細菌，裝在

炸彈裡面。拋射到敵區，在敵區引爆。讓生物戰劑或化學戰劑，在一霎那間引爆散發。這個就是在

戰場上，殺傷最快、殺敵最多、最簡單、最好的方法。這樣的一個歷史淵源，就來自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歐洲戰場和日本 731 部隊。然後，再移轉到美國。最後，美國變成他們的發祥地。然後，臺

灣接受美援。也因此，我們也成立了化學兵處和核生化部隊。在陸軍總部，它就叫做化學兵群，一

共有三個單位。北部化學兵群、南部化學兵群、中部、東部和外島化學兵群、排。一個群，就是一

個旅的部隊。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核生化預測與消除。也就是講說，我們國家只要受到核生

化作戰的時候，化學兵部隊就出來消除核子、生物和化學的輻射和病毒。這一個就是消毒連的工

作，另有兩個煙幕連，作戰的時候施放煙霧，掩蔽我軍的。再過來，就是火箭連。也就是說，大家

在外面看到的火箭炮。以前是一管一管的發射，火箭連是一群一群的發射，一群就是四十發。陸軍

總部，還有一個單位叫浸染連，就是讓軍服有預防核生化的作用。因此，化學兵群、浸染連等這樣

的部隊，就是近代戰爭以來的新編裝。然而，這樣的一個編裝，我那個時候在化學兵總部、化學兵

處和化學兵群，當參謀和排連長的時候，我就感覺到這樣的意義，不太 OK。因此，我從那個時候就

在思考： 

    人類的未來，到底該怎麼樣比較 OK 呢？ 

所以，一邊當兵，一邊讀書。後來，不再研究化學、化工、生物而從哲學下手。也因此，到後來就

轉業變成了哲學專業。轉到了哲學以後，我才發現哲學真正的意義，就是主張： 

    人到底是什麼東西 

    人到底如何定義 

    文明真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文化真正的意義到底又是什麼 

這個就是哲學最重要的標籤，就是在講： 

    我是誰 

    我是什麼 

    自我到底是什麼 

這個就是哲學，這個就是我從化工轉到哲學最重要的意義。這一項，也就是那位日本朋友，她看俄

烏戰爭比較不關戰爭本身而關心生化戰劑，原因就在這個地方了。又譬如：花蓮的林先生，他為什

麼？世界走了一圈，走到了最後，栽定在花蓮，原因也在這裡。也就是講說： 

    科學 

    戰爭 

    經貿 

    經政 

大概都不是人類未來的出路，人類未來的出路： 

    應該是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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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人道 

如果人類未來的出路是人文和人道，講人文、講人道最好的就是中國文化。大家說：對不對？對！

既然中國文化是最好的人文，我們又該如何來看中國文化呢？那就叫做： 

    四維八德 

    禮義廉恥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就是： 

    中國文化的內容 

    周公的制禮作樂而成就中國文化 

    孔子把他裁定在四維八德的內容上 

我們今天才能這樣的闡釋他，我們就用兩個方法來說： 

    一個叫做國格 

    另外一個叫做人格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就是我們共同的人格。 

大家說：對不對？對！ 

    禮義廉恥，就是我們的國格。 

有人格、有國格，那才叫做人和國家。大家說：對不對？對！正因為是這樣的一個意義，人類未來

的出路，就是有國格、有人格的中國和中國人。大家說：對不對？對！今天，我們演講的兩個主

題： 

    第一個俄烏戰爭，我能為國家和人類能做些什麼？ 

那就是： 

    一˙守住自己。 

    二˙守住家。 

    三˙守住工作。 

    四˙教好兒女。 

    五˙給兒女機會。 

    第二個就是青年節的時代意義，既不是林志嘉的三一八青年節，更不是中共的五四青年節，而

是傳統的三二九青年節。大家說：對不對？對！三二九青年節就是： 

    犧牲 

    奮鬥 

    我死則國生的青年節 

大家說：對不對？對！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邊演講的兩大主題。這兩大主題，我們今天就演講到

這個地方。下面，我們請周教授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請： 

    感謝楊博士，還有成忠兄，還有我們這位搖滾哥吧？不是不是，你是網紅吧？是幫各群組拍一

些資源吧？喔！今天，我們很高興，有位新朋友楊小姐來參加。我很喜歡讀第三帝國興亡史，希特

勒講過一句有趣的話：他說一個政治團體，有一些女性參加，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氣。參與希特勒政

治活動的女性，其實並不少。於是希特勒讓他們扮演比較屬於這個台下的角色，比較沒有浮到檯面

的活動。成忠兄辦這個活動，已經有一年多了。這個論述的主題，通常都跟我們的生活並存。一個

多月前，爆發了轟動世界的俄烏之戰，證實了成忠兄、楊博士的作法是完全正確。今天的蔡英文政

府，今天的教育部。他們幹的事情，就是俄烏之戰時，烏克蘭幹的事。烏克蘭在過去幾年，就是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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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俄羅斯化。然後，就搞加入北約。(這有點像台獨、皇民化、搞 51 州)當時，我們在這邊講過許多

次了，是以臺灣舉例講教育部去中國化。蔡英文政府，這種搞台獨，最後一定會帶來兩岸的戰爭。

當時我們做這樣的預言，結果這個故事發生是在烏克蘭。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俄烏之

戰發生以後，臺灣會不會豁免於戰爭呢？不一定、很難講，大家都在看。民進黨政府，到現在為

止，嘴巴已經軟了，腿也軟了。但是，他們還在那邊硬凹死凹。不幸中的大幸，臺灣民眾，在短短

的幾個月之內，已經有百分之三十的選民。換算成人口，大約是七百萬人。有七百萬人，在這一兩

個月內，看出來民進黨政府政策的錯誤： 

    他們不相信美國會派兵 

    美國就是要把 

    台灣導入戰爭 

    淪為冤魂 

當美國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削弱中國大陸，它的做法非常的清楚。昨天，美國有個民主基金會的秘

書長到了臺灣。今天，還到立法院。下午，鐘琴在那邊有個抗爭。我們要繼續的戰鬥，同時我們對

成忠兄、楊博士、網紅哥，還有今天新來的這位美麗賢淑的女性，給予大大的肯定。我們所做的就

是：救國救民。我們挽救臺灣，免於戰火。我向大家，奉上最大的敬意，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很感謝剛剛周教授，還有我們志毅兄，還有楊博士！今天現場的活動，非常的完

美。我們下個月，期待下個月是我們第十六次的教育部門口開講。我們除了要監督教育部，還有我

們未來青年學子的教育。今天，我們的活動，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謝謝大家，謝謝楊小姐！感

謝劉先生，感謝周教授！ 

    註：今天，臺北街頭有很多的活動：首先就是本活動，其次是立法院門口的拔菜總部、天朝抗

議活動及中正紀念堂前的 333 誓師行動，我們大家相互聲援與支持。因此，本活動會有波濤洶湧的

時候，也會有水波不興的時候。但是，意義就是： 

    俄烏戰爭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闡釋青年節的由來和它的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