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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 3 夜的人權體驗／許惠慈 

 
不知我是修行幾萬年換來可貴的經驗 
就連最後分離時 
大家仍然討論著長輩及老師教授的內容 

 
在監獄中體會的日子 
在星空下談星的夜晚 
在教室內認識的歷史 

 
或許 ~ 
對某些人而言 
這是一個很無聊的議題 
這是一項無意義的話題 

 
但 .. 
身為台灣人 
真的必須了解台灣的歷史 
更何況是一段難忘的曾經 

 
我很認同蔣時代 
若不是那時的高壓統治 

哪來的台灣奇蹟呢 ? 
哪來的亞洲四小龍呢 ? 

 
但 
蔣時期所造成的傷痛 

我們又該如何補救 ? 
賠錢了事 .. no 
公開道歉 .. must 

 
但這次最感動的就是 
年老的大哥們所訴說的過去 
他們是活生生的歷史 
儘管他們面對什麼困難 
都可以勇敢的面對 
儘管在監獄裡待了不少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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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甚至是三四十年 ) 

 
每天面對嚴刑逼問 
每天面對未知未來 
而自由民主的意念 
不斷的支持著他們 

 
若不是他們的犧牲 
我們也不會有今日 

 
在今日 
我們所需要的歷史 
我們所需要的權益 
都是他們努力爭取來的 

 
那現在 
他們所喪失的人權 
他們所喪失的公義 
是否應該要還給他們呢 

 
經由這次的營隊 
讓我認識白色恐怖 
這次再也不是一個名詞 
而是一段難以忘懷的歷史 
仿佛是自己活在那個年代 

 
謝謝長輩們 
讓我們似乎活在那段歷史 
完完全全的體會那段慘痛 
我會堅持著你們的理念 
勇敢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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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人權之路青年體驗營心得 

／第一小隊  周家宇 

 

我們只是比較好運，生在這個時代而已！ 

 

 

 

 

「白色恐怖」最恐怖的地方在於──到底恐怖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巴奈．庫穗 

 

我們這個世代的孩子，一出生沒幾年就解嚴了，台灣社運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們還

小，立法委員在立法院大打群架的時候我們還不懂事，從小就接受麥當勞、披薩、

炸雞、可樂…的美式文化，學英文、出國旅行、看 Discovery 和緯來日本台，上

大學以前最大的任務就是考試考試和考試、唸書唸書還有唸書，除了課本告訴我

們的二二八事件之外，我不曉得什麼白色恐怖，也分不清楚他們兩個有什麼不一

樣，一直到了… 

 

乘船來到綠島，走一段路到十三中隊墳前， 

同樣曾為受難人的長輩唱起「千之風」、唱起「綠島小夜曲」， 

歌聲悠悠盪盪，像是青春的時候會唱的歌，像是朋友都還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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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著從台灣一起搭船來的百合花，長輩們腳步晃晃吃力爬上山坡， 

給當初一同坐監牢的夥伴獻上潔白的花朵、 

告訴他們我們還在、我們來看你們！ 

長輩們花了不少時間  憑著記憶找到認識夥伴的墳頭， 

突地拍著墓碑、然後說：「安息吧！同志！」 

 

安息吧！同志！ 

你們的鮮血不會白流，你們的故事我會告訴這些年輕人們， 

在這風光明媚的綠島上，不是只有藍天貝殼沙和清澈海水， 

這兒還有許許多多曾經跟這群年輕人一樣年輕、 

一樣等著揮灑的汗水、一樣懷抱理想的年輕生命們， 

 

只是他們的美麗夢想被槍支終結了、 

他們的汗水化作淚水了、 

他們的理想被視作匪諜、叛國！ 

 

他們有什麼不對？ 

難道愛國也錯了嗎？ 

難道希望社會變更好也錯了嗎？ 

難道獨裁政權就可以這樣跋扈、不講道理、任意羅織罪名、刑求銬鐵鏈嗎？ 

 

劊子手！你可知道你打的是台灣最優秀的ㄧ群年輕人呀！ 

獨裁者！你可知道你殺了這群人，是毀掉了台灣美好的將來嗎？ 

加害者！你別以為你能逃得過良心的譴責、即便是奉令行事！ 

 

嚴竣的冬天將要完盡， 

馬場町的槍聲換成孩子的笑聲， 

歲月的流 洗刷一切是非黑白， 

無法釋懷的、不可原諒的、 

壓迫的與被壓迫的、齊受審判 

不管在生前死後、上帝面前、 

還是六道輪迴， 

 

即使歲月的流 沖淡記憶， 

我們還是沒辦法忘記， 

在這名為「福爾摩莎」的美麗之島上， 

曾經發生過的 

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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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美麗的事情！ 

 

我不會忘記， 

那些你  你  你  還有你 

告訴我的事情， 

我們只是比較好運， 

生在這個時代而已！ 

 

 

 

謹獻給為台灣民主過程犧牲的前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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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怡菁 

  這是我第一次來到綠島，初踏上這充滿歷史秘密的島嶼，便體會到他的舊稱

『火燒島』三個字把這地方形容地多麼貼切，炙熱的太陽直接扎在皮膚上，我們

可以打傘抑或用帽子遮陽，長輩們曾經在火中度過寶貴的青春歲月，不僅燃燒肉

體，心裡更是受盡了折磨。 

  對於白色恐怖一知半解的我，聽了長輩分享自己的經歷後有很深的震撼，原

來權力大的人可以用盡各種手段消滅與他對立的勢力，更可以不分青紅皂白地恣

意奪走他人的自由和性命，連腦袋裡裝什麼都想控制。 

  一開始玥杉要我們多和長輩聊天，其實我不知道要和眼前這位老先生聊什

麼，結果發現來到這他們看見熟悉的場景，都滔滔不絕地向我們陳述了起來。 

 『這是一趟療傷之旅』，這句話說得很對，越是不願提起的難過往事常常被刻

意深埋在心底，積了一層又一層的灰，這種對越親近的人越不想說的話，跟我們

這些小毛頭說，或許真是一種釋放吧。也因為他們願意說，小部分的歷史真相才

得以保留，這或許也是長輩們希望的。 

  我會想要把長輩的故事說給親友聽，一定有很多和我一樣不知道白色恐怖是

什麼的朋友。多一點人懷抱歷史、向歷史學習，說不定就可以抵擋洪水。 

  來說說隨隊長輩林先生，他是這次最高齡的長輩，今年有八十八歲了，身體

還是硬朗朗的，健步如飛，聲音宏亮。之前是學校的國文老師，所以表達能力很

好，說話也很有條理，還會唱京劇呢！我們小隊打算一起找個時間去拜訪他，能

陪長輩聊聊天，聊什麼都好，就是我們能做的最實際的事情。 

  現在的我對白色恐怖多了一些認識，一想到部分受難者不知怎麼地就送了性

命，而受難者家屬可能什麼也不知道，就覺得歷史真相的挖掘和保存真的很重

要，不知道自己土地和親人的過去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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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韻 

七月的太陽，照亮了綠島的一切,讓人感覺到生氣勃勃的生命力，年輕的我正在

享受著視覺的美麗，殊不知這個島嶼在過去摧毀了許多年輕的夢想和希望。 

曾經，我在馬來西亞聽說綠島是監禁黑社會人物的離島監獄，甚至以為綠島小夜

曲是這些人物在反省自己罪行的過往,加上思念之情的產物。 

自己親身參加了體驗營,開始發現這些傳說背後的真相，經過了長輩們和前輩們

的記憶和知識拼湊被遺忘的歷史,我有一種深沉的痛湧上心間。 

或許，我可以利用想像去構造當時的畫面，我卻永遠都沒有辦法親身感受歷史帶

給前輩們的痛。 

前輩與我們有著隔代的緣分，大家四面八方來到這個島嶼，一起填補空白的歷史。 

長輩可能在前一個晚上，忽睡忽醒，或者想起一個以為自己遺忘的同學，或者他

們可能已經在編織一個理由,，拒絕回到這個地方。但是，他們卻懷著無比的勇

氣，和一種對歷史的使命感，促使他們再次來到這個土地,撿拾他們的過去，而

這一分責任來自對於後代自由和權利。 

我們也回應我們的熱情和活力，即使只有那麼卑微的能力，我們希望能夠多少扶

平他們的痛苦。同時，身為青年的我們，還有力量告訴世界，長輩的歷史才不至

於掩埋在青翠的離島。 

而且，通過長輩們的口述,如今的八卦樓內部的構造是經過修整的過程，牢房的

空間和設施不能呈現當初受難者監禁實況,所以，他們覺得只有保持原狀，才能

表示當局者對白色恐怖的正視態度。有人說過，一個政府必須有承擔、負責和認

錯的態度，才能為人民辦事，並且得到人民的愛戴。同時，也希望年輕人珍惜現

在的自由，親身去瞭解這一段歷史，並且思考自己的未來。 

 

{給我} 

我說    給我 

不要夜裏才來的夢 

不要咆哮的海浪聲 

在黑暗暗中衝擊那顆不安定的心 

 

我說  給我 

不要警告腦袋蠕動的那些蟲子 

也不要在我的背後  靜靜地盯梢 

吱吱喳喳的不安分 



  8

已經在我的腦中舉辦了數場演奏會 

 

我說  給我 

一個更加巨大的身體 

靈魂是不安分守己的激烈分子 

需要一個更加巨大的牢獄 

 

我說  給我 

你說  你要什麼 

至少要大片翠綠的草地 

可以放肆地與風並馳 

 

你說  你要什麼 

無邊無際的天空 

可以自由自在翱翔 

 

你說  你要什麼 

一個可以歸去的家 

即使家裏空無一人 

 

你說  你要什麼 

我說  給我 

啊!   

一口自由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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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渝婕 

頂著艷陽 

忍受著悶熱濕黏 

我們從台東出發 

港口排著人群 

充滿笑聲和歡樂的交談聲 

等待出海  前往綠島 

我們懷抱著開心的心情 

但五、六十年前 

要前往火燒島的年輕人們 

心裡卻是另一番感受 

 

白色恐怖 

熟悉又陌生的名詞 

熟悉的是我們在生活中、課本上 

都會稍稍提到 

陌生的是 

當要深入了解時 

卻發現我們什麼也不知道 

但這確確實實發生在我們的島上 

 

日本投降 

滿心歡喜投回祖國懷抱的台灣人民們 

在國民黨來台後 

徹底的失望了 

黑暗混亂的政治 

包庇官僚的作風 

讓青年們燃起改變的想法 

想要憑藉著自己的力量 

使台灣變得更好 

但執政黨容不下這些聲音 

開始逮捕、囚禁、行刑、逼供 

不論是否真有其事 

寧可錯殺一百 

也不可放過一個 

1950 年代起 

台灣便籠罩在一片肅殺之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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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無辜青年遭到冤枉逮捕 

多少無辜父母失去了子女 

多少無辜孩子沒有了爸媽 

多少無辜家庭因此破碎 

多少哀愁   

悲傷的故事 

發生在此時 

 

抱著懵懂的心情來到了綠島人權體驗營 

一踏上綠島 

看到晴空萬里和湛藍海水 

嗅到青春熱血的氣息 

然在四天的行程中 

我慢慢體會到這座島 

曾經多麼沉重 

曾經多麼殘忍 

營隊的一開始 

我們便到十三中隊憑弔在綠島長眠的難友 

整片翠綠的山壁 

卻無心思欣賞 

聽著伯伯回憶難友們 

說著如何如何 

伯伯們雖然逃過一劫 

但心裡一定是不好受的 

眼淚一滴滴的落下 

為自己 

也為白色恐怖的難友們 

 

綠洲山莊是集中囚禁政治犯的地方 

跟著伯伯們走進 

我們抱著參觀的心情而來 

而不知道伯伯們再度走進這 

吞噬消磨他們青春歲月的地方 

心裡想的是什麼 

一間小小的監牢 

關著十多個青春少年 

但關不住他們自由的心 

聽伯伯說他們如何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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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苦悶又辛苦的日子 

不禁肅然起敬 

換做是我 

會有什麼反應呢 

大概是一下就受不了   

吃不了苦 

想要逃走或自殺吧 

想著我們住宿的地方 

只是多了點蟲  沒有熱水  沒有冷氣 

就夠我們受的了 

伯伯們當時的生活環境更艱苦 

我們真的一點都比不上 

十年  二十年  三十年的日子 

對著狹小的窗  高聳的牆 

那些孤寂和折麼 

是從小生活在自由社會的我們 

是從小習慣過著舒適日子的我們 

完完全全無法體會  也無法想像的 

 

受難者家屬 

是白色恐怖裡另一群隱形的受難者 

或失去兒女 

或失去父母 

或失去丈夫妻子 

或失去兄弟姊妹 

對家屬來說 

這麼突然  又不公正的逮捕 

是令人錯愕的 

一個完整的家因此而破碎 

甚至 

家屬們也不清楚自己的家人是 

為何而關 

為何而死 

但離去的時間無法挽回 

畫下的傷痕也會留下傷疤 

需要的不只是時間來撫平 

更是事情的真相 

尋尋覓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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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們要的不多 

是一個解釋 

是一聲道歉 

而淚水早已乾涸 

 

伯伯的陪伴 

是這次營隊最令我珍惜的部分 

每個伯伯都是如此開朗   

無法想像他們之前過的是什麼樣的日子 

受了什麼樣的委屈和折磨 

但他們都挺過來了 

在分享著過去的經歷時 

伯伯們是含著淚  帶著笑 

對自己的過去 

除了一絲的痛苦 

我知道他們更感驕傲 

是他們的努力 

讓我們擁有自由的社會 

是他們的犧牲 

把我們將牢中解放 

十幾年來的慘淡回憶 

伯伯一句句 

對我們這些素昧平生的晚輩透露 

就讓那些苦痛過去吧 

美好會留下 

敞開心胸的暢談 

或許能成為治癒傷口的一帖良藥 

 

四天的收穫  心得  回憶 

在腦中翻轉  攪和 

變得有點不清 

需要時間和多一點歷練吧 

將這些收穫和情緒整裡 

我學的是歷史 

但歷史 

到底告訴了我們什麼 

我們又學到了什麼 

在我們十幾二十歲的青春年華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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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為這個社會付出什麼 

努力什麼 

抑或 

只是每天渾渾噩噩 

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 

不會這樣的吧 

我想 

因為我們已經體驗過 

已經深深受到感動 

 

當仰頭望見滿天星斗 

我們會回想起 

這四天三夜的收穫 

回想起長輩的經歷   

帶著這些寶藏 

我們就更有勇氣 

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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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穎 

這次非常幸運地甄選上人權體驗營 
有機會成為其中的一員 
進而參與其中的所有活動 
 
事前的閱讀資料 
讓我對於這段歷史似懂非懂 
好像摸著了一些邊 
但又是那麼地模糊 
期待著這趟體驗讓我得以知曉歷史的真相 
然，又擔心深度了解後所面對的現實 
終究，我還是踏上了這段旅程 
 
第一天的行程 
＊行過鬼門關：十三中隊祭拜＊ 
感念這些前輩們在這塊土地的守護 
您們所經歷過的種種，我們不會忘記 
我們也將記取所有教訓，不讓歷史重演 
 
＊紀錄片－白色見證＊ 
透過紀錄片，讓我看到了這段歷史的人與事 
一段段的話語，一幕幕的畫面 
讓我對這段過去有了不同的看見 
 
＊五０年代的白色恐怖：省工委系列＊ 
聽見了長輩們的親身經歷與分享 
尤其朱伯伯的激動與感慨 
被關了三十幾年，這也難怪認不出自家門，雖然『恨』... 
陸續聽了好幾位長輩們的分享 
又讓我對這段過去有了不同的認識 
 
第二天的行程 
＊島鎖青春：五０年代現址＊ 
一路上，聽著長輩們說著以前的故事 
有些感人肺腑，有些激勵高昂 
看著長輩們回想過往事，仍然情緒激動 
想必，一定有很深的感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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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０年代的白色恐怖：外省系列＊ 
林伯伯的不怨恨、心胸寬大 
聽著他的故事分享，好是感動！ 
「５０年來，不去多想它，因為，想起來是種『負擔』阿...」 
「被邀請來這之前實為衝擊，前一晚都睡不好...」 
 
張伯伯的謙虛與思路清晰值得我學習 
他分享：「詩比歷史更真！」 
 
毛伯伯的親身經歷讓人動容！！ 
 
＊樓鎖青春－六０年代現址＊ 
獨居房的震撼，仍讓我難以忘懷 
試想自己若身處此地，會有何種感受？ 
說真的，我實在難以想像，也不敢想像 
更難以相信這些長輩們，花了大半輩子的時間處在這裏 
又悶又熱又潮又擠又... 
我似乎能體會到他們的感受... 
 
＊長輩夜談＊ 
聽到了林伯伯的故事 
我以圖畫來表示我的心得 
 
第三天的行程 
＊紀錄片－超級大國民＊ 
連兩天的刺激，加上影片的奏效 
理性的我，竟然哭了... 
原因有三： 
1.論及親情 
2.論及昔日舊友的情感 
3.有伯伯坐在前面也在拭淚 
感觸很多的一部片，數度讓我落淚 
觀看後有影片的討論 
有長輩分享著劇情 
其實，獄中對於死亡的恐懼 
不像電影中那般平靜 
而是會感到不安、害怕，甚至會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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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的受難者：政治受難者家屬的世界＊ 
聽到了受難者家屬的真誠分享 
發現家屬要調適其實也很困難 
然～他們願意分享出來 
也是希望我們可以和長輩多交流 
好好珍惜身邊的一切 
 
＊如何處理歷史遺緒＊ 
吳老師的講解，深獲大家喜愛 
也讓我從中了解何謂『轉型正義』 
喜歡吳老師的上課風格！ 
 
＊穿越時空的延續＊ 
長輩們的表演，造就了晚會的精采 
最後的蠟燭ＨＯＰＥ，相當感動！ 
 
第四天的行程 
＊综合討論＊ 
大家都非常珍惜最後的時光 
踴躍提問與分享 
長輩們也非常樂意解答 
互動密切又融洽 
 
＊結業式＊ 
最後的表演與卡片，希望長輩們感受到我們的心意 
這短短的時間內，因為您們的經歷 
讓我們得以瞭解與透視這段歷史的真相 
感謝您們這幾天來的陪伴 
讓我獲益良多！！！ 
 
最後～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也謝謝第一小隊的夥伴們 
期待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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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彥廷 

這一次綠島行，讓我收穫很多，不是知識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獲得了一些無

法用言語形容的感覺，讓我想活的更真，開心就大聲的笑，生氣就直接罵，難過

就任由淚水從眼框中走出，順從著自己的心。 

這一年多來，我曾經失落、迷失了自己，不懂自己都在做些什麼，我茫然、不知

所措，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卻像失了根的浮萍一樣，隨波逐流。 

然而這次的綠島行，讓我找回了自己，連身邊的朋友都說我像是回到了大二大三

時的活力。 

在這邊真的很感謝我們那一個可愛小隊，身兼攝影手的萬能隊輔玥杉、什麼都沒

有就是錢很多的林伯伯、擁有三次元背包的小叮噹、男友是日本帥哥的小馬、一

直要我踢箱子的暈眩、永遠都是對的大哥、看起來是姊姊的小菁、笑容超可愛的

娃娃、因為外號所以很嘻哈的嘻嘻哈哈、常常搞失蹤而且寡言的家偉、眼睛跟我

比小的家宇、家裡很窮所以衣服布料很少的大采，都是如此的可愛，以至於讓那

四天略嫌哀傷的人權營隊，有了許多歡樂的元素，讓大家在沈重之中，仍能保持

淡淡的淺笑。 

我說過，在這裡所獲得的，是我無法用言語所形容的，當林伯伯最後說出了他被

關真的不冤時，我的心真的多跳了一下，當年努力著為了『更美好的未來』而努

力的人，就真實的站在我的面前，那與政治人物述說著他為了人權被關的感受是

完全不同的，林伯伯顯露出的，是如同你我一樣的小人物的夢想，那種努力，著

實讓人動容。 

而朱伯伯則是另一個讓我幾度想落淚的人，那個充滿了時代悲劇的故事，讓人感

受到身陷時代洪荒時，不論什麼事情，都不是你我所能決定的。 

而當最後一天小隊表演時，其實我完全沒有把心思放在表演上，我完全的被那一

面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給吸引了，我就像是發了瘋的一樣，努力的尋找著我爺爺

的名字，而當我在隊友的幫忙下，找到爺爺的名字時，那種震撼是難以言喻的，

我呆立在名單前，就好像喪失了說話的能力一樣，一句話都說不出口，在當下我

多少可以理解我們的隊輔玥杉，在看到她爺爺名字時的震驚。 

營隊結束後，很落寞，但卻讓我對生命有了另一番的體悟，這個體悟直到現在，

依舊讓我無法明確的用言語表達出來，但是我卻貨真價實的受到他的影響，想活

的更真，更勇於面對自我、面對挑戰，而這個收穫，是我在參加這個營隊之前所

始料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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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炫毅 

儘管周遭不了解營隊性質的朋友認為這是一個洗腦之旅，我還是認為這是一個非

常特別的營隊，工作人員非常熱情，長輩們在他們還是青年的時候就來到這個地

方，沒有家人陪伴，沒有希望甚至沒有未來，一個年輕人就這樣將最精華的青春

浪費在這個地方，在綠島的燕子洞、新生訓導處、流麻溝、大象岩…在在都有長

輩們的身影，長輩們舊地重遊，想必心中有無限的感慨吧！ 

所幸透過這個營隊，讓想說的人可以盡情的說，讓想聽的人可以盡量的了解，那

個時空下在綠島所發生的點點滴滴。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如果週遭的朋友

想了解人權的相關事宜，我會推薦他們加入這個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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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緯 Gawi Jyu 

 

當我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揮灑著自己的青春時，對這個民主、多元的國家，感

到習以為常時，可曾想過，所謂的自由，曾經不是與生俱來，亦非理所當然；這

個苦悶的島嶼，刻畫了多少難以承受之痛......。 

出生於「解嚴」與獨裁者消亡後不久的我，乃至於我的平凡而「忠黨愛國」的家

族和許許多多的師長、朋友們，認為(或至少曾經認為)過去的黑歷史，與我何干，

那些在大街上、來自各處的吶喊，只是一陣無理取鬧與政治喧囂罷了。但是，當

我進一步接觸到各式各樣文獻與論點之後，發現了那許多離我們其實一點也不遠

的驚人事實，以及長久以來 dominate 這個社會的共犯結構和漫天謊言。想起這

些，心情只有沉重；「能夠做些什麼呢？」相信當年的前輩們，心中也都有這類

似的問號吧？ 

 

 

今年夏天，第一次來到這個人稱火燒島的所在，其實帶著幾分從日常學業壓力暫

時解放的心情；難得的山海絕景，確實令人舒暢。但我更清楚，這次的旅行，是

為了解開帶著一些悲情與憤慨的疑問。 

尋求答案的道路？那就是「人權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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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卻曾是獨裁者與其同路人禁錮肉體、「改造」靈魂的煉獄，

探訪園區，心中無比沉重。入口處清晰的印記，以前是莫名加諸於台灣人的不可

承受之重，今日卻靜靜地為令人不安的政局做了絕佳的諷刺。 

 

 

這個號稱民有、民治、民享的「民國」，卻以鐵絲網和機關鎗圍困了人民，不正

是名副其實的「鐵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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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難著長輩們的對話，是絕無僅有的難得體驗，極為撼動人心的過程，給了我

許多解答，而這些解答，又帶出了更多令人深思的疑問。為了自己的理想，又或

者是無端受牽連，他們受盡了一切難以想像的折磨苦痛，被奪走了數十年的青

春，就在如此的斗室，最終堅強的活了下來，告訴「生為自由人」的我們那些苦

悶的故事。 

獨裁者對付異己，視同眼中釘、肉中刺，在「寧可錯殺一百，不可放過一人」的

「保險鐵則」下，多少人莫名其妙被奪走生命；若沒有被送上刑場，也要徹底地

摧毀這個人的精神與靈魂。當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基被如此地掏空時，究竟還

有什麼樣的力量，支撐著他們呢。 

如今，恐怖已遠，長輩們以帶著自信和期許的爽朗微笑，和我們侃侃而談，勉勵

我們勇敢克服人生的挫折，為更美好的國家而努力。我感到一股源源不絕的正向

能量，正是這個能量，讓我們能在這美麗的大地上，擁有珍貴的民主自由和開朗

的笑容，無憂慮地朝向自己的理想和大眾的幸福邁進。我卻也感到不捨，因為這

究竟是累積了多少前人的犧牲奉獻而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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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們似乎都同意為惡之人終須受懲的理論，可是我們的「正義」呢？「轉

型正義」未竟其功，「轉型不正義」卻大行其道。終究沒有一個加害者受審，其

頭目更在台灣的各個角落繼續接受著膜拜；而對黑歷史的探索與判明，卻被有意

無意地化約成了政治的光譜。「正義」居然是可以「選邊站」的嗎？這是我至今

最大的疑惑，相信也是台灣人民在面對若隱若現的威權幽靈時，一道難解的習題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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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念碑前，我只能對生命或青春為我們護航的前輩們，致上最深的敬意。我必

以我所能，繼續守護著那與我同樣年輕的民主、自由、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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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筠絢 

之前一直覺得白色恐怖跟二二八好像是差不多的事件，經過這次的人權體驗營才

發現原來兩者有著天壤之別。 

第一天抵達綠島時熾熱的陽光讓我有點後悔，但是經過四天我反而不想回家了！

該知道的歷史真相太多，但有時究竟什麼是真相也還在五里霧中看不清楚。 

其實四天三夜的時間真的過得很快！還記得拿著百合花在十三中隊前致敬的哀

傷；觀看白色見證與超級大國民的沉重；參觀新生訓導處與綠洲山莊的震撼；體

驗獨居房與監獄的不安；了解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時的憤怒；聆聽受難者與家屬

們遭遇時的不捨；參加藝文晚會時的興奮與感動；與伯伯和隊員道別時的離情依

依……營隊圓滿結束，留下的不只有對白色恐怖的知識，更重要的是對歷史的追

思與不能遺忘的過去。 

聽到伯伯們說起以前的景況，不禁為他們感到難過與悲哀。在專斷獨行的統治之

下，個人失去了獨立性與獨特性，連最基本的各種自由都受到剝奪。屈服是最輕

鬆簡單的路，但是他們並沒有如此選擇，而是為了更加民主開放的社會而努力，

他們為台灣奉獻寶貴的青春歲月，現在台灣可以如此自由如此多元，都是踩著前

輩們的血與淚前進的。很喜歡在營隊中不時聽到的一句話：「為著更美好的未

來」，因為有所期待有所希冀，所以願意付出願意犧牲。期許自己也能有這樣的

精神，能夠為了更好的明天而努力。 

印象很深的是朱伯伯跟我說他覺得綠島是他的第二故鄉，剛聽到時我非常驚訝，

這座傷心的小島不是應該滿佈著不堪回首的過去嗎？朱伯伯說，即使是這樣，因

為三十多年的時光都在這裡度過，慢慢地也產生了感情，聽了真的覺得很難過，

禁錮他們的土地反而變成了故鄉，這真的是我無法體會的情感。另外，林伯伯也

承認他以前的確有參加有關於共產黨的組織，但是難道就因為這樣而必須付出喪

失自由的代價嗎？那真是個不可理喻的時代。 

綠島美麗壯觀的景色承載著晦暗沉重的歷史包袱，過去與現在兩個不同的時空因

為記憶的串連而結合，時間長河緩緩向前流動，我們既不會忘了這段過去，也不

會讓長輩們的犧牲白白耗費，留住記憶緬懷歷史，都是為了更美好的未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