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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決前敲著腳鐐的鏗鏘聲，感覺每一天都在被殺 

 

／林秉宜 
 

07/19-22 

參加了一個很特別的營隊~ 

營隊中邀請了近十位長輩，年約 70-90 歲上下~ 

這不是一個充滿驚險刺激的冒險營... 

也不是個搞笑歡樂的趣味營... 

這是一個沉重的營隊... 

一段深沉誨暗的過去年代，上千個不應逝去的生命..那些苦痛的年代，從在座長輩的口

中述出， 

這些涵蓋著多少的無價的生命與可敬的精神.. 

 

7/19  

忽上忽下的船隻、身體感覺不適，好像都在預告此行絕非如行前以為的輕鬆簡單~ 

而事實也是如此，當我們到了第 13 中隊墓前，獻上潔白的百合~ 

眾長輩有力混厚的嘹亮歌聲中，感覺有抹難以盡訴的哀傷... 

PM16:30，十三中隊墓前，看著墓碑上我不知道的名字，長輩們的歌聲，似乎也滲進了

我的心頭。 

回首望著山腰間各位祭拜著過去難友的長輩們，和著墓前楚楚莊然的百合，四天的營隊

在此時揭開序曲.. 

這四天三夜，三天半的課程中，鮮少有能喘口氣的機會.. 

一段又一段發生在各位長輩身上苦痛的過去，短短的時間內就把我的思緒給拉住，無法

再做更多思考~ 

心頭像是被禁錮住，鎖在各位長輩的閃閃發亮的眼光中、鎖在長輩們淺淡或憤慨的口吻

裡。 

第二、第三天，我們伴隨著長輩走過那些他們過去重複往來不知上千上萬趟的路程..新

生之門、革命之門、燕子洞....等。 

聽著他們說著過去如何在無奈中仍然勇敢的追求振奮自己的所有事物~如排戲、樂隊... 

在這裡，被困在這台灣東邊的小島上，每天早上若是氣候良好，往西邊望去不費餘力的

就可以看見那親愛土地的身影…。 

在這裡，刑期輕則 5-10 年，重則 30 餘年，甚至唯一死刑-二條一...這些人有多少是被當

時執政者隨心所欲的改換刑責而離開的生命~這些生命又帶走多少其家人四處奔走的焦

急與血淚... 

「伯伯，這麼久了，發生了這些事情，怎麼會願意再回到這裡?」我謹慎的輕輕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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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笑了笑，用淺淺眼光往回看了看在我們身後的燕子洞，再看了我說:「過去是個沒

辦法的時代...」，之後長輩沒再說太多的話..。 

陪著長輩一腳一步的走著，途中我不時往回望著...在貝殼砂灘上殘留的腳印，明天就會

不見了吧，我想。 

還記得國小時那小小的無知，班上同學總會彼此笑鬧:「你爸爸不回家就是被關在綠島

上啦~」、「綠島都是關流氓、大哥的啦~」等如此的童言童語.. 

 

7/21 晚 

晚會時都喜固的媽媽，在演唱前講了這麼一句話:「過去那些被扭曲的事實，到現在還

不是透過政府之力以後才明白...這才是白色恐怖的恐怖。」 

現在想起來，莫名的對這 26 年間，我出生至今的 26 年裡所吸收得到的所有資訊，從心

底漾起了懷疑..然後有了點莫名的恐懼。 

我是國立編譯館舊教材的最後一屆，過去到現在，課本裡頭不是沒有提到「228 事件」，

不是沒有提到「白色恐怖」 

但是就是沒有提到"何謂白色恐怖"，我想了想，這究竟是資訊的刻意扭曲呢?還是是連授

課老師也不願提及的過去?? 

年輕的一輩，若是沒有受到提點或是本身即是受害者家屬，我想可能這輩子是不會了解

那段充滿恐怖、血腥的黑白過去，且在那時的社會上究竟是發生了什麼事情。 

課程中，有位長輩所說的在牢獄中的情形:「晚上的時候，我們近 20 個人會抱著膝圍成

個小同心圓，這空間不大，但是我們盡量抱著膝，盡量區縮著身子，然後大家一起討論

著以後台灣這地方如何能夠有美好的未來...。」 

隨著長輩所說的每一個字，腦海裡一點一點的拼湊起我所惱想像的極限畫面....而這畫面

讓我鼻酸了，心也痛了。 

 

7/22 

經過上午的討論與分享，接著就是即將分離的回饋與結業式.. 

我們這組演唱了兩首歌:「美麗島」與「國境之南」 

組裡的大姐解釋著「美麗島」這首歌的由來，然後我們輕輕吟唱起... 

 

美麗島  詞：李雙澤  

我們搖籃的美麗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不要忘記 不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路藍縷以啟山林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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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裡有勇敢的人民 蓽路藍縷以啟山林 

我們這裡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蘭花 

 

唱著的時候，我看見幾位長輩也開口一起唱著...心裡想著:這首歌也有著他們的回憶呢。 

然後為了代表世代的交替，我們唱起了「國境之南」... 

當唱到了"當陽光再次，回到那 飄著雨的國境之南.." 

心中頓時有什麼東西爆發開來，這四天停滯的時間帶，經由這首歌又開始再轉動起來，

牽引著情緒，我流下了淚。 

對這些長輩們過去曾遭受的不捨與心痛，在累積三天多來的這時候，透過淚水宣洩出來... 

嘴裡唱著輕快浪漫的「國境之南」，心底卻是不斷的映著這些天來長輩們親切可愛~漾著

笑容的臉龐...因為眼睛已經看不清眼前這些長輩們的模樣..。 

回到台灣，在涼爽舒適的辦公室裡... 

我打著這篇心得，回憶起那幾天的日子，長輩們的各種神情，還有離開時他們溫暖厚實

的手心... 

從他們有力的握著我們的那雙手，我感受到一種誠懇的期盼，我想起一位講師說的話:

我在課堂上講的方舟，其實就是你們這一代..。 

但是我好怕我辜負這活動帶給我所有一切，好怕辜負了長輩們的用心與期盼，更害怕哪

天我從長輩們清亮的眼神中看見受傷與落寞...。 

但是我也不忘我寫給隨隊長輩的感謝的話... 

 

「請原諒我ㄧ開始參加這活動的無知心態 

  原諒我以輕鬆且期待發現樂趣的幼稚.. 

  謝謝長輩你們無私的分享，讓我能夠糾正那不該的以為。 

  這活動領我初探這段苦痛的歷史過去，未來我會努力使自己更了解那過去的曾  

  經與種種..」。 

 

 

到現在，「超級大國民」中，唯一死刑-「二條一」的手勢，依舊在腦海裡，不願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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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明翰 

 

在駭客任務中，尼歐(Neo)懷疑了自己所處的世界不是真實世界，因而決定探索真實世界

的所在，相同的白色恐怖與人權對我而言原本只是個存在的名詞，馬場町、泰源監獄等

地點與我也十分遙遠，1984 年出生的我對於戒嚴時期早已模糊，過去台灣世界是如何運

作、過去到底有哪些事件曾經發生，對我來說都不甚了解，這樣的問題驅使我參加，我

想知道歷史為何，如同莫菲斯對尼歐所說的，到底甚麼才是真實，我們現在在台灣新聞、

電視、書本等媒體所得到的就是真實嗎？還是這只是一個假裝的監牢，事實上我們所體

認的都是「母體」所給予我們的。因此我參加了這次 2009 人權之路青年體驗營，想進

一步了解台灣的過去與傷痛。 

如同主辦單位所說的，在這次活動之後我對於過去的台灣有了更深的體認，還記得一開

始在十三中隊所說的，這是個沉痛的活動，一般人來到綠島是來玩樂，但我們卻是來了

解過去歷史。在活動中我們與長輩們閒聊，了解他們當時的社會型態、政府掌權的高壓

以及種種不可思議的刑罰，對我來說最令我難過的並不是入獄的嚴刑拷打，而是在出獄

後與入獄前社會所帶來的無形懲罰，當時台灣社會到處充滿著「老大哥」，對於思想不

同者即加以懲罰、甚至殺害，而台灣人民為了生存也只能將自己變成「老大哥」的一份

子，相互監視之下造就當時高壓社會，即使被害者出獄後仍然得不到社會的支持與原

諒，沒有人願意與政治犯聯絡，在當時即使只是端碗麵的關聯也會被判三年徒刑的社會

中誰又願意冒這個險呢。也難怪當時受難者在回想當時情景時會認為回到社會後又是回

到一個新的「地獄」。 

在活動的過程中我與同隊的鄭伯伯聊了許多，閒聊的過程中鄭伯伯問我為什麼會想參加

這類活動，我告訴他我想對台灣的過去與歷史有更多認知，而相同的我問鄭伯伯希望能

傳達甚麼給我們，鄭伯伯只說希望台灣不能再重回到過去的時光，相同的在我們小組討

論中我們也討論到「人人都有個小警總」的問題，即使是現在，在鄉下家長還是會以「再

吵就叫警察抓走你」的言詞恐嚇小孩子，小小的言語中卻還可看出這類威權仍然存在老

一輩的心中，在台灣政府、媒體仍然影響著我們行為與心智，藉由不斷的「貼標籤」來

影響我們認為什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例如要把青少年塑造成為不懂事、抗壓性低、沒

有競爭力的族群，只要不斷的貼上「草莓族」的標籤即可，透過不斷的「草莓族」報導，

所有的人幾乎都得到相同的知識。 

相同的在綠島，在綠島旅遊網站中不會出現十三中隊、流麻溝、貝殼沙灘等等跟過去有

關的景點，相反的只有「哈巴狗」、「睡美人」等等景點，一開始我驚訝的地方在於即使

我綠島已經去過三次了，但是對這些景點我依然是一無所知，如果綠島要轉型成為娛樂

用、浮潛用的觀光景點，為何要將一些與過去歷史相關的地方掩埋呢？難道只有綠洲山

莊有其歷史意義與價值？社會與駭客任務的母體相當接近，母體讓人群認為事物該有的

樣子，例如牛排的味覺。而社會也是如此，週遭的年輕人對於白色恐怖的認知很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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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綠島的認知也很少，對於我身邊的朋友而言白色恐怖只是一個過去的名詞、一個時代

的錯誤、但是很少人想知道當時的情景或是受難者出社會後的情景，甚至是第二代、第

三代的影響，這些對他們來說都是「過去」的事件。藉由貼標籤青少年對於這類事件感

到麻痺、或者不願意接觸。對我來說這次的旅程讓我了解了更多過往，也讓我了解到年

輕人應該擔負的責任。年輕人應該要多了解政治與社會、在面對抗爭遊行時不能只是冷

漠，而應該了解後再作決定，如果年輕人對於社會冷漠不關心，最後還是有可能走回威

權統治的時代，如同鄭伯伯說的，他想傳達的不只是過去，而是希望年輕人能夠用理性

去判斷，防止過去重演，這也是我在這趟旅程中所得到最重要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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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涵文 
 

來參加這個營隊，我抱持著的不是

一個抗爭者的心，也不是一個爭取

者的心。不持意見，沒有過多的激

情，專注的將凝視眼前的一切，眼

見為憑。比較起來，這樣子的我更

像是一一個文學家的心情來參與這

個活動的。活動結束之後依舊，有

些人被挑起了什麼，有些人陷入了

什麼，而我一就只有一個單純不過

卻也遙不可及的期望-----希望，人能

夠變得更加溫柔。 

 
這四天以來，我用心的傾聽，睜大

眼奮力的看，從方下船時綠島藍天

碧海的景色一直到每一個憶起往事

時縹緲卻又清晰的眼眸。多年之

後，這一切都將成為我筆下陳舊的

風景，永永遠遠地存在下去。 

 
關於生活，這四天以來我有了相當

不同的看法。那些主流價值所追求

的，在綠島的藍天碧海之下都黯然

失色。營隊結束之後我提著行李走

在人來人往的車站，隨著人潮流

動，但是聽覺和視覺依就凝滯在綠

島那一個月明星燦的夜晚。突然城

市的面貌變得有點不大相同，雖然

喧囂同樣，擁擠依舊，但我的聽覺

和視覺突然被放大了數倍一般，情

不自禁想要伸出說多給這個灰白色

的城市一點愛。這四天，我變得更

加地溫柔。過往的殘酷，在現今想

要化解開來也只有以溫柔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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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雯婷 

 

 

 

 

 

踏著不安的心情，來到這座島嶼。一直以來，只是了解有這段歷史的存在，卻不了解「白

色恐怖」背後所代表了意義，複雜的心情、人性、權力、金錢綜合交錯的背景。直到踏

上這塊土地，走過血染的貝殼砂灘、苦悶的獨居房，看著用汗水換成的圍牆，在艷陽高

照下試著去體會當年，隔了半個世紀的歷史。 

我聽著那些前輩一個又一個精彩動人的生命故事。先前，我以為我不會感受太深，因為

我太年輕、因為它太遙遠，相隔五十年的記憶早已被這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物所抹去，

但仍有人記得，他們的生命、青春、他們大半的歲月都在那度過，我想那種心情是無法

形容的出來的，也不是可以用簡單的幾句文字就可以拼湊的出，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卻

覺得離他們好近、好近…這是我第一次那麼仔細地聽著別人的人生，這幾天我們所走的

路，大家口中常說的景點，卻是他們受難的地方，如馬場町一般的過去，上面覆蓋著的

笑容，相對較之下是如此的對立。 

有句話一直讓我印象深刻：擦乾你的眼淚，別再為我們的過去而哭泣。我無法想像這是

要帶著怎麼樣的心情才能說的出口的話。每一位睿智的長者，他們的心經歷了幾十年的

沉澱、轉換，他們懂得寬容、知道諒解，也將歷史的真相告訴我們，讓我們懂得如何去

做價值判斷，如何對事物有自己的立場。我懂得還不夠多，經歷的事還太少，很多很多

的感謝都要給營隊，不論是伯伯們、工作人員、或是相處在一起的學員們，這幾天我學

到很多，不只是對歷史的認識，還有與人的碰觸、談話，都讓我有不同的見解和感受。

那些感受到的一切，卻也無法確切的向別人表達我的感受，只能任海浪拍打著，隨著一

波又一波的浪潮過去。 

綠島的星空很美、天很藍、很寧靜，從國小門口眺望盡是無盡的海，隔著這一方的是座

小島，是他們思念的台灣，是陌生又熟悉的台灣，是怎樣的島嶼會讓人如此思念，讓人

盡心盡力只是為台灣好。不過這些我想已不重要，景物會變、人事已非，剩下來的也許

是那一抹美麗的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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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丹妃 

綠島很漂亮 

 

墓地 

第一天過得還好，因為我的身體不舒服，天氣那麼熱，太陽

很大，還有從台東到綠島的時候我們乘得船很多搖動 

我希望休息可是馬上上課所以很累,當然我上課的內容聽不

太懂,可是我們同一組的一位姊姊我的旁邊一直說比較容易

說明 

我很感謝他如果沒有他因為我聽不懂所一直打瞌睡, 我來綠

島才有一點知道對 228 跟綠島的歷史,可是還在不太了解,歷

史很難 

 

 

 
洞窟 
第 2 天也天氣很熱,太陽很大而且那天大部分外面活動,韓國比台灣不太熱所以不習慣,可

是我覺得直接看比較了解很容易, 我們去監獄跟其他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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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作還有買賣的地方 

 
 
監獄 

 
我們去監獄的時我看房間裡面廁所，好像他們沒有人權 

 
其他綠島漂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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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綠島很漂亮，這漂亮的地方沒想到有很困難的歷史 

 
可愛的爺爺 

 

 

那天都是上課，所以有一點無聊，因為聽不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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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位爺爺是四川人，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台灣的原住民他們唱得很好 

 

 



 12

最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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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組的表演 

 

我第 1 天的時候去綠島後悔，因為上課的事不太懂，還有很累等等。可是現在我覺沒有

後悔，本來沒有興趣的部分，去綠島以後有興趣。本來不知道的東西就知道了，還有交

很多朋友很高興。 

台灣學生跟伯伯看起來好朋友，韓國不太多這樣子，我很感動還有伯伯的故事。台灣學

生一直注意聽，我覺得台灣學生也很累，可是不太多打瞌睡，伯伯也很累可是看起來不

累很認真說。 

以前伯伯很困難，可是現再看起來很高興、很幸福，他們都很放心。 

韓國也有這樣子(綠島的事情)，如果韓國也有這樣子的活動，我一定會參加。 

雖然我中文不太好，可是我覺得這的活動很值得，所以我希望下次還要參加這樣的活動。 



 14

幸好！我不是那個時代的人！--寫在綠島人權體驗營之後          ／楊佳馨 
  
跟在「颱風尾」後面前進，搖搖晃晃地到了綠島，我不知道綠島是不是真的像一隻船，

但是我已經可以完全體會了！很難跟人家說，我來綠島不是來玩的，四天來也確實只穿

梭在學校、監獄、宿舍前的一條路，最遠只到燕子洞，誠如耆老所說，營隊之後，就會

知道我們與在溫泉區的遊客，有著截然不同的體悟…  

  
白色恐怖自 50 年代起到 80 年代逐漸平息，加害者就是蔣氏父子政權，從最早「跨越族

群」清算共產黨員、到以本省籍為主的住民自決與台獨思想、外省籍為主的統派，甚至

只是對時政不滿的異議份子，幾乎一網打盡，只要是可能危害政權者，寧可錯殺一百，

不願放過一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雖是以本省籍居多，且加害者是外省政權，因而也

正當化台籍受難者控訴不義的合法與合理性，然而在 1950 年代初期「大逮捕」的政治

犯中，有 40%是外省的新移民，1949 年大遷徙後，外省族群比例佔全台灣人口的 13%，

這段時間的外省籍政治犯的比例很高。  

   
這些外省族群的受難者，各有不同的原因與故事，最可憐的是一群是來台外省人，聽聞

家鄉淪陷，僱船準備回中國保衛家園，在登船前被捕；也有一些人是因為發現國民黨政

權的昏庸無能，而發現相較之下，寧可相信共產黨；有些人莫名其妙加入共黨或是偏共

組織；當然也有的就是共產黨。  

   
這些受難者多半是隻身在台，被槍斃以後，客死異鄉，至今也無人憑弔…；被判刑的出

獄以後，語言不通、文化不同、舉目無親，而且社會上經歷從 228 開始以後的族群仇視，

他們出獄後的生活，更為辛苦。還有政治受難者，1950 年代中葉出獄之後，還被抓去金

門打 823 砲戰。  

   
因為各種原因逃難到台灣的外省人，不管幾歲，非自願性的從一個地方被連根拔起，去

適應一個風俗文化都不同的地方，是很殘忍的。當時以為過幾個月或是幾年就可以回到

故鄉，沒想到卻是天人永隔…下一次的相遇，是在整整 38 年之後，夢中的故鄉，景物

依舊，人事全非…  

   
中研院的蕭阿勤老師，用世代的觀點去剖析外省族群六十年來在台灣的生活，這樣的分

享，對我來說，都是新的反思與檢討。若說這四天來，讓我成長最多的，其實就是這門

課。省籍情節，有很多歷史的成因，還有政客的操弄，如果大家多一點包容，社會會更

美好！ 

 
我們在綠島的第一站，來到許多受難者長眠的十三中隊，前輩吟唱日文版的千風之歌，

憑弔守候這片大海、山丘的伙伴…一株台灣百合，放在斑駁的墓前，深深一鞠躬…我看

到年逾八旬的長輩，輕輕撫摸墓碑，悠悠地說…這是我的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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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失去自由的人，無法體會失去自由的痛苦，最早一批綠島監獄的受刑人，還要自己

去海邊打石，蓋圍牆把自己圍起來，真是十分荒謬！但是當受刑人說，在監牢裡是人間

天堂的時候，我不禁疑惑…被捕的時候，屈打成招的場景，彷彿人間煉獄；等到判刑確

定，不論多久，至少不用再被打了…即使幾坪大的監獄，關著將近 20 位的犯人，連睡

覺都無法平躺，生活條件惡劣， 但是在監獄的日子，相對而言是天堂…  

  
在偵訊中，有許多人因為受不了酷刑而供出其他夥伴，甚至是不相干的第三人，因而這

些人除了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背負著「加害者」的罪名，一輩子受良心譴責。這在

「超級大國民」一劇中，男主角的詮釋至為傳神。這真的是很弔詭，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卻主觀上讓自己變為加害者之一。對於能忍受刑求而未供出其他人的受難者，真的是應

該給予最高的敬意，但是對於因為無法忍受的人來說，你們也已經為台灣民主化過程，

盡最大心力了！因為懦弱無法操控國家，卻手握國家機器，對手無寸鐵民眾無情的殺

戮，這個政權才是唯一的加害者！  

  
中研院社會所的柯志明老師，臉上總是一抹濃濃的憂鬱…他的父親英文法巨擘-柯旗化

老師第二次入獄的時候，柯志明老師只有五歲，在家人善意的謊言下成長，一直以為父

親在美國唸博士，十歲那年，面對的是「傳說中」的父親從準博士的地位變成階下囚，

而且還要去理解原來「良心犯」是好人的代名詞之一…父親服刑期滿後，再被感化三年，

父親回到家裡，柯志明老師已經唸大學，然而，這才是苦難的開始…對於受難者面對生

活的調適，好像又進入地獄…  

   
父親被母親過度神格化，在獄中 15 年，與社會嚴重脫節，與家庭也需要適應與磨合…，

父子關係因而緊繃，多年之後，才體會父親內心不可承受的痛…但父親也已經垂垂老

矣… 柯志明老師平靜地陳述，詼諧中帶有悲傷，笑中帶淚…回憶過往，眼眶有點泛紅、

語氣有點哽咽…讓人動容… 

 
至於受難者第三代，從出生到 20 幾歲，沒有見過早逝的祖父，甚至在家裡「阿公」一

直是個禁忌，無人提及…終於在一些蛛絲馬跡中，知道了這超過半世紀不能說的秘密…

他們勇於揭發真相，從史料、中拼湊出輪廓，祖父因為年輕時候的理想，背負叛國罪名

走向生命的終站，對家庭、牽手與子女的不捨，幾十年後意外曝光的家書，字字血淚…  

  
受難者的屍骨已經靜靜躺在地底、家屬的淚水已經流乾，但這並不表示歷史可以遺忘！

誰說死人不會說話？字字句句，鏗鏘有力！  

   
人權營的一位長輩，是我的同鄉，我們因而多一些共同的話題，原來他還認識我的祖父，

我出生前祖父就已經離開人世，只能從影像與親戚的陳述中了解我的祖父。第一次聽到

外人說到的祖父，真是奇妙的緣分…對我從未蒙面的祖父，我似乎跨越時間空間，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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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這是一段營隊意外的插曲。  

  
語言是大地的迴響，歌謠是時代的聲音，白色恐怖時期，不敢說的，寄情於音樂，透過

旋律，將內心的語言外化成樂聲。結訓前一晚的晚會，雖然沒有營火，卻有著點點星光

陪襯…受難長輩的分享以及演唱當年獄中一些經典的歌曲，可能是安慰獄友、排解思鄉

或是送同學最後一程…今天，我們在夜空下吟唱，在那白色恐怖的年代，卻是無限的哀

傷…  

   
不是第一次聽巴奈的歌聲，卻一次比一次動人，夏日的微風中，端坐小學的集合場，幽

幽的聲調，聽得好舒服…真是天籟，巴奈抱著吉他拭淚說：剛才有人說，雖然在台灣出

生成長，卻不知道白色恐怖，這才是恐怖…巴布走向前，準備下一首合唱的歌，巴奈止

不住的淚水，巴布深情地看著她…娓娓地道出…我想幫你擦眼淚…  

    
一個眼神，一句看似平凡的話語，卻撼動人心，那種震撼，並不遜於巴布接下來中氣十

足的演唱…貫徹天際，好像連十三中隊的長輩都可以聽到…我突然想到，當年，這些受

難者或是他們的家屬，到底是誰幫他們擦眼淚？  

   
綠島監獄再往海邊方向過去走到底就是燕子洞，雖名為燕子洞，卻只見燕子在空中盤

旋，不見燕子入內。或許連燕子都不想被剝奪自由，只想靠近窺探一下吧！這裡有一個

平台，是排戲的舞台，算是他們在獄中苦中作樂的地方。  

 
依山傍水，秀麗的火山地形，湛藍的海洋，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對岸漸層的海岸

山脈與中央山脈，風景如畫。夜幕低垂，蛙叫蟬鳴，是仲夏綠島的交響樂章。我在給友

人的卡片中寫到…青山、碧海、藍天與滿天繁星，這一眼望去盡是美景的人間仙境，竟

是諸多長夜漫漫的泣訴…如果綠島不是「流放」政治犯的地方，可能就是個單純的觀光

景點，也就不會有柏楊筆下：「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

子，長夜哭泣」地悲壯。  

   
我的交友廣闊、集會結社參加各種組織與活動、對政府的不滿不僅表現在言語上、常常

寫文章批評、還參加讀書會，這其中任何一件事，若是發生在 50 年代，我的遭遇可能

至少是十年以上吧…幸好！我不是那個時代的人！  

  
承擔的苦難、悲劇的歷史，終於會在時間的流裡，重新封裝與定位； 
內心的苦痛、悸動的生命，終於會在歲月的風中，逐漸淡忘與平靜。 

  
五十年，雖不致於讓滄海變桑田，藍天、青山、海洋依然圜抱著綠島，然而看到這些「無

罪的罪人」，談起往事的辛酸，更應該珍惜我們擁有的自由空間。民主的果實得來不易，

不要輕忽自己的力量，人人都是超級大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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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威漢 

 

火燒島，人權。  

大學時前往綠島，就一直想要前往綠島人權園區，親自去了解那段被政府遺忘，埋藏於

火燒島的黑暗過去。這次參與了人權體驗營，在整種程度上就是為了彌補當年的遺憾。

為什麼是遺憾？因為同行的朋友們，對於我好不容易到了綠島卻要去人權園區，探索那

些黑暗地點的行徑感到全然的不解。  

這次人權體驗營的經驗心得，我覺得想由兩部份寫起，一部分是人權園區「物」的部份，

一部分則是「人」的部份。  

   

「景」依舊，「物」已非。  

一直以來我心中的疑惑，保留一段歷史，應該保留的部份是什麼？人的記憶？空間的記

憶？建築的記憶？抑或？  

坦白說這次看到園區的情形，心情非常的糟糕，因為政府將綠島人權園區的「人權」兩

字去掉，改為綠島「文化」園區後，整個新生訓導處與綠洲山莊已經邁向的毀滅。以文

化園區、觀光地點的思維進行修繕，剝離了當年此地是政府迫害人權的記憶後，已經很

難讓人透過參訪這些地點去思考人權為何，剩下的只有空洞的景觀建物。新生訓導處的

兩個大門、各中隊的宿舍、克難房、綠洲山莊、獨居室......等等的建築，無論是新建或

是修繕，都已經不復當年記憶，一個個新建的建物，雖然仿造了當年的建築外觀，但是

嶄新的建築，無法保有當時的印記，實在難以讓人與過去克難的環境相互連結。克難房

也是，由長輩們的口述，我們得知當年克難房是由他們到海邊開採牯咾石、茅草與少量

的水泥等克難建成的，但是今天我們所見，經過修繕的克難房，壁面已被水泥塗抹的較

當年平整，屋頂的茅草也早已替換為防水氈，不復當年。  

新生訓導處或許是因為他當初的建築較為克難，加以時間過久難以保留，但是綠洲山莊

呢？已經是鋼筋混泥土的建物，應該較容易保留當時的歷史印記了吧？但是結果一樣是

讓人心寒的。在經歷由國防部軍法處移交法務部，在移交文建會改為文化園區的過程

中，歷史是不斷流失的被再建構的。移交法務部時為了改善當時國防部時期的幽暗與壓

迫，已經歷了改建，移撥文建會後，整個展覽區的整建改造，更是大量抹除了歷史。原

本狹小的氣窗改為大窗，髒污簡陋的囚房鋪上了木頭地板，廁所鋪上了磁磚與充水馬

桶，原本讓人恐懼發瘋的獨居室窗戶加上的紗窗......，讓長輩都不禁諷刺的說：「當年的

環境哪有這麼好啊」。的確，綠洲山莊目前改造後的情況，跟我不久前到新店軍人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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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人權園區）的實際體驗比起來，真的是具有嚴重的差距。  

過程中我有和其他參與者討論過，目前這種保留方式，到底能不能讓人去思考反省當年

政府侵害人權的錯誤？這種已經被過度改造美化過的園區，真的能讓人透過參觀去體悟

那段火燒島的黑暗嗎？空間的保存本身或許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要保留歷史的印記，

只是單純的留下了一個空間而抽離了原本所具有的歷史意義與味道真的是正確的嗎？  

   

「人」的記憶  

空間的體會是我兩度前往後所的觀感，「人」的體會則是實際參與後透過和長輩們的對

話才有辦法得到的經驗。  

這次人權營請到的長輩涵蓋了本省與外省籍，50 到 60 年代不同時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他們彼此都有著不同的故事與對這段歷史的詮釋體悟。這段發生在他們年少時期的經

驗，對他們原本平凡的人生到底產生多大的影響，或許不是我們所能了解的，但是在觀

察中我發現了兩種截然不同的改變。多數長輩這經歷了這段漫長時間後，所呈現出的是

一種豁達與豐富的的人生歷練，但另一種面貌則是抑鬱與默然沉思。  

當年到底是什麼驅使改變了他們？讓他們被迫承受了這段恐怖印記？是什麼讓他們與

社會產生的巨大的斷裂？二次大戰的結束、陳儀來台佔領接收的貪腐、228 的無差別清

鄉屠殺，到國共內戰......，台灣這個島國承受了太多外來政權的佔領與剝削，社會民心

的失望，讓人期盼能有一種改變的力量，一種使台灣社會進步的希望火苗，試圖找出不

同的出路，但是在國共內戰的陰影下，任何期盼改變的動作，都會被政府視為顛覆，視

為需要被處理或是改造的對象。  

坦白說，這次和長輩的對話我幾乎沒有什麼發言，因為我還是無法整理思考應該用什麼

樣的態度面對，因為當初在閱讀 228 受難者的回憶錄或是一些文獻時，我就已經被那股

龐大的痛楚所震撼影響，所以當時際和長輩們面對時我恐懼了，無法確定我應該詢問什

麼？應該如何面對，深怕一句不適當的話語會造成長輩們不悅或是勾起痛楚。在看「超

級大國民」時這種感覺尤其強烈，一種龐大難以承擔的壓迫感不斷壓迫我的內心，最終

只能偷偷掉淚。  

每個長輩都有著一段他們的歷史，戰爭中莫名來到台灣、參與省工委、追求台灣獨

立......，他們心中有時只有一個單純的想法，希望能有一個改變未來的契機，或者只是

簡單的希望能夠出獄和妻子子女重逢，過著平凡沒有恐懼的生活。但是從被捕入獄後，

只有不斷在地獄之中輪迴。軍法處的酷刑逼供、監獄中的苦難生活，到了出獄後依舊活

在地獄之中。因為出獄後要面對的，除了軍警單位無時無刻的監控干擾，旁人的指指點

點、長期獄中生活後和社會產生的脫節，都是另長輩們感覺這種地獄的輪迴持續不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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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紀錄片「白色見證」中呈現的是一群能夠坦然面對過往，願意走出黑暗面對大眾的長輩

們對於那段歷史的證言，但是另一群呢？像是電影「超級大國民」中的那一群，只能默

默的承擔痛苦的那群，在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我們實在不該遺忘他們。  

   

混亂的記憶，實在很難用文字把心得記錄下來，但是我只能衷心的希望，在大部向前邁

進，追求進步的同時，我們也不能遺忘過去這段黑暗的歷史，唯有正視面對過往，才能

去思考反省過去的錯誤，避免悲劇的再度產生。  

   

在最後一晚的活動中我們畫下了一幅幅的圖像，我畫中的是一幅由監獄牢籠中望出去的

豔陽大海與自由之島，當時我說話中的意含是無論政府怎麼樣的壓迫，都無法阻止大家

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渴望。在目前政府急速傾向威權統治、抹煞過去民主化努力的情

形下，殷切的希望這些希望未來能夠好的聲音，不要再度囚禁於那堵高聳的牢籠圍牆內。  

   

   

   

   

2009/07/28 綠島人權營後記 第二小隊 李威漢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嚴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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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眉 
 
 過去，我對人權只有模糊的概念，知道它很重要，但說不出為何重要，與對我而言

的意義。我會為了電影「美麗人生」或「盧安達飯店」的故事感到難過，也會為了中國

鎮壓西藏感到不平，遙遠的「六四天安門」也曾在國小時的我心裡留下淡淡的記憶。但

是，難過常隨著新聞不再上頭條版面而漸漸被我忘去，情緒回復後，事件似乎只是一則

與我無關的新聞。帶著想多了解人權，也想找到對我而言的意義，我報名了人權營。 

 
 藉歷史現場的重回與受難長輩的重述，一段不曾被過去課堂提及的歷史，躍然紙

上。在長輩們搭起的橋樑上，我見到的是灰暗、斑駁、人權與自由載浮載沉的台灣。歷

史急湍淹沒了青春靈魂的理想，親情友情成了不可承受之重，然而，過那麼久了，打撈

起的是悲苦人們的殘破且殘忍的記憶。因為看到了過去的苦難與失去人權的痛苦，眼框

隨著長輩的故事好幾次盈滿眼淚。年屆七旬的長輩說著他們的故事時眼神時而悲傷，但

大多時候很堅定。走過苦難後，他們深信只有不再讓錯誤重演，這段歷史，甚至是他們

的受難，才有意義。兩個世代在歷史長流裡交會與對話，包容心和同理心讓我們更體會

了人權的普世價值。現在擁有的自由與人權，是前人的努力，而我們的責任，便是更努

力地爭取與細心地維護它。  

 
第一天，乘著令人暈眩的大浪來到綠島。營隊即將結束之時想起，踏上綠島也同踏

上歷史，經歷驚濤後，更感受到走上這裡的可貴。知道更多台灣的過去，是為了釐清前

進的方向；對我而言，人權不再遙遠，我其實時時觸碰的到它，但一不小心就可能成為

人權的加害者。這四天在綠島的收穫，除了歷史，更多的是人，那些溫柔而堅定的伯伯

們，還有感性但包容性可能性都很大的伙伴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