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 簡介 

「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為促進不同世代間的交流及相互理解，並讓更多年輕朋友了解「白

色恐怖」，體會台灣「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真諦，進而反思當下身處的台灣社會，

為未竟的「轉型正義」及「族群和諧」努力。 

2009 年 7 月，我們帶著一群渴望了解白色恐怖的年輕人，前往當時白色恐怖監禁地之一的

綠島，進行四天三夜的營隊活動。透過知識性課程的講授、情感性活動的分享交流、以及

與政治受難者一起實地走訪新生訓導處、燕子洞、綠洲山莊等地點，年輕人在長輩們的故

事中進行了一次聆聽、探索、體驗的過程。除了讓年輕人更了解過去的時空脈絡與社會氛

圍，在世代間的傾聽與對話中，也讓政治受難者長輩們感受到新的希望。 

 

活動紀錄 

七月十九日 

19-01 台東集合，押解綠島 

日期 2009/7/19 時間 12:20~12:40 地點 台東火車站 

講師 楊宜靜（主持） 

摘要 

來自台灣各地的學員在台東火車站會合，在營隊總召楊宜靜同學及各小隊隊輔的帶領下，

一起前往漁港乘船抵達綠島。 

圖片 

  



  

19-02 營隊簡介 

日期 2009/7/19 時間 15:40~15:5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楊宜靜、講師 4位、長輩 11 位 

摘要 

始業式由營隊總召楊宜靜同學主持，歡迎來自台灣各地 65 位青年參加這次營隊，接受四

天三夜的人權課程洗禮。簡介本次營隊行程，說明營隊期間注意事項，介紹營隊工作人員、

隨行講師及長輩，並鼓勵學員們跨越世代的隔閡，傾聽政治受難長輩們的不同際遇故事，

理解當時時代氛圍。 

圖片 

  

  

19-03 行過鬼門關：十三中隊祭拜 

日期 2009/7/19 時間 15:50~16:30 地點 十三中隊 

講師 林世煜（主持）、長輩 11 位 



摘要 

全體學員與受難者長輩、講師一起步行前往十三中隊，進行入營儀式，在長輩歌唱、述說

埋葬在十三中隊隊友的故事之後，學員與長輩一起為十三中隊的前輩們獻上百合花。 

圖片 

  

  

  

19-04 觀賞《白色見證》影片、白色恐怖概覽、五０年代省工委簡介（本省脈絡）、五

０年代本省長輩座談 

日期 2009/7/19 時間 17:00~21:3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林世煜引言、林同學、五０年代受難者長輩 4位 

摘要 

林世煜先生引言，提醒學員帶著「同理」的心情觀看「白色見證」、進入當時的歷史脈絡，

瞭解當時的複雜性。 

五０年代省工委課程由林同學主持，簡介五０年代省工委，讓同學們對當時的時代背景有

較深入的認識後，由四位長輩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及心路歷程。 

圖片 

  

 

七月二十日 

20-01 島鎖青春：參觀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綠島監禁地 

日期 2009/7/20 時間 08:00~10:30 地點 新生訓導處及周圍地點 

講師 楊宜靜(主持)、五０年代長輩 7位 

摘要 

學員在長輩的陪伴與帶領下，重新走訪當時長輩們監禁綠島時的一個個場景，並且在長輩

的述說中，看見當時「新生」們在島上生活的點點滴滴。在步行的過程中，學員與長輩的

距離也更為貼近。 

圖片 

  



  

  

20-02 五０年代外省脈絡簡介、五０年代外省長輩座談 

日期 2009/7/20 時間 10:40~12:4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林世煜引言、林同學、五０年代長輩 3位 

摘要 

五０年代外省系列課程由林同學主持，並簡介五０年代「外省政治犯」在「離散」的現實

狀況下，與本省政治犯因白色恐怖而遭受逮捕的過程、出獄後的殊異。在學員們對當時的

時代背景有較深入的認識後，由三位長輩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及心路歷程。 

圖片 

  

20-03 六０年代白色恐怖 

日期 2009/7/20 時間 13:40~15:4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林世煜（主持）、蕭阿勤、六０年代長輩 3位 

摘要 

六０年代白色恐怖由林世煜主持，蕭阿勤老師簡介 195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台灣的社

會氛圍及面臨的文化、思想等種種挑戰，在勾勒出六０年代的大致樣貌之後，再由三位長

輩與學員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及心路歷程。 

圖片 

  

20-04 樓鎖青春：參觀六０年代白色恐怖綠島監禁地「綠洲山莊」、牢房體驗 

日期 2009/7/20 時間 15:40~18:00 地點 綠洲山莊 

講師 楊品妏（主持）、六０年代長輩 3位 

摘要 

學員在長輩的陪伴與帶領下，重新走訪當時長輩們監禁綠島時的一個個場景，並且在長輩

的述說中，看見當時「新生」們在島上生活的點點滴滴。在步行的過程中，學員與長輩的

距離也更為貼近。 

圖片 

  



  

  

20-05 「聽，他們說那些年......」：長輩夜談 

日期 2009/7/20 時間 19:00~21:3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長輩 11 位 

摘要 

每小隊與一到兩位長輩一起在星空下進行小組夜談。聽長輩們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學員

也和講師、長輩們一起用畫筆，畫出自己這幾天營隊的心得感受，並互相分享自己圖畫的

意義。 

圖片 

   



 

七月二十一日 

21-01 電影欣賞：「超級大國民」、影後討論 

日期 2009/7/21 時間 08:00~10:3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林同學、陳平浩 

摘要 

在第一天與第二天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有了初步的認識，也對長輩們所經歷的種種有了些

許了解之後，學員與講師、長輩一起觀看萬仁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超級大國民」，透過電

影中政治犯許毅生出獄後尋訪昔日難友的過程，及其所面臨的種種衝突，讓學員融入政治

受難者的情感及生命經驗當中，並且將前兩天聽聞的種種，沉澱。 

電影放映後，由林同學及陳平浩同學帶領學員更進一步認識這部電影的表現手法及內涵，

長輩與學員並進行討論及分享。 

圖片 



  

21-02 那個時代 

日期 2009/7/21 時間 10:30~12:45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李禎祥 

摘要 

李禎祥先生透過歌曲、影片等多種不同的媒材，帶領學員深刻體會戒嚴時期台灣社會所籠

罩的氛圍，生動的介紹及特殊的表現方式，引起學員的熱烈迴響。課程並回歸當下的社會

環境，思考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與未來。 

圖片 

  

21-03 隱形的受難者：政治受難者家屬的世界 

日期 2009/7/21 時間 13:45~15:0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林世煜（主持）、家屬 3位 

摘要 



這堂課將視角從看得見的受難者──受難者本身，轉移到了隱形的受難者──受難者的家

人，邀請到的受難者家屬們上台分享他們作為政治受難者的兒孫輩，經歷的心情轉折以及

開始投入追尋真相之工作的過程。 

圖片 

  

21-04 受難者的記憶拼圖：拼湊長輩記憶中的白色恐怖 

日期 2009/7/21 時間 15:30~18:0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楊品妏（主持）、長輩 10 位 

摘要 

這堂課將焦點放在長輩被抓前後五年所看到的社會景象以及所感受到的社會氛圍，長輩在

這堂課中彷彿都回到年輕時候，與學員進行了一場「年輕人」與「年輕人」的對談。在這

堂課中，每小隊的學員都被打散，在思考與討論之後，分別與不同的長輩進行類似訪問的

談話；談話結束後，學員們回到原本的小隊，將自己所聽到的長輩的事情與小隊其他成員

分享，氣氛熱烈，透過彼此分享的過程，學員們也拼湊、體會了那樣一個交織而繁複的時

代圖像。 

圖片 



    

  

21-05 如何處理歷史遺緒 

日期 2009/7/21 時間 18:30~20:3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吳豪人、巴奈、那布 

摘要 

吳豪人老師由「轉型不義」的角度切入，佐以近年來台灣社會出現的某些現象，向學員說

明「轉型正義」之意義與重要性，以及當下我們所面臨的難題，最後並期許學員作為「時

代的方舟」、「社會的方舟」。巴奈與那布在吳豪人老師之後，也上台與大家分享他們參與營

隊以來的心情。 

圖片 



   

  

21-07 穿越時空的延續：藝文晚會 

日期 2009/7/21 時間 20:30~22:0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李涵茹（主持）、梁尚慧（場控）、童智偉（場控）、長輩 11 位、

講師 5位 

摘要 

晚會在安息歌的音樂與一張張受難者長輩們被槍決前的影像中，開始。第一位長輩與梁尚

慧同學一齊朗誦詩作「我們不再哭泣了」，接下來長輩們一一上台演唱「幌馬車之歌」、「雨

月花」、「綠島小夜曲」、「我們一起來唱歌」等對長輩們而言別具意義的歌曲，並與學員分

享歌曲故事與心情，講師們也一一與學員分享參與營隊的心情；蔡思怡同學上台演唱歌曲

「反璞歸真」之後，那布與巴奈為大家演唱了幾首歌曲，並與大家分享他們「飽滿而難以

用言語述說」的種種心情轉折。晚會的最後，學員、長輩、講師、工作人員都點起蠟燭，

在地上拼出了「ＨＯＰＥ」的形狀，牽起手，圈起希望。 



  

  

   

  



 

七月二十二日 

22-01 綜合討論、年輕人可以做什麼 

日期 2009/7/22 時間 08:30~11:00 地點 公館國小 

講師 呂嘉耘（主持）、長輩 10 位、講師 5位、李涵茹、黃亭喬 

摘要 

綜合討論首先由各隊推派出代表上台分享參與營隊以來的心得，每個上台的學員都誠懇地

說出他們心中的想法以及種種感受、困惑；學員發表完畢後，長輩與講師們一一回應學員，

不同世代在那個當下彼此交流、匯合，激盪出令人感動的火花。綜合討論之後，由工作人

員向大家報告，關於追求歷史真相與和解，後續的可能工作計畫，包括工作人員的心得分

享、讀書會、訪談計畫、與影像工作，讓學員們在營隊的課程啟發與感動後，瞭解到透過

這些一點一滴的行動方式，每個人都能夠在自己的位子盡一份心力。 

圖片 



  

   

  

 

22-02 我以青春為你護航：學員與長輩的結業式 

日期 2009/7/22 時間 11:00~12:30 地點 人權紀念碑 

講師 楊宜靜、楊品妏（主持） 

摘要 



營隊接近尾聲，各隊學員一一上台呈現精心準備的小節目，並向各隨隊長輩獻上寫滿學員

對長輩隻字片語的明信片，表達歷經這四天三夜的課程洗禮，對過去那段白色恐怖歷史的

心得、感受，以及在營隊的種種收穫。各組呈現之後，由各隊長輩頒發給小隊員結業證書，

營隊副召楊品妏同學頒發長輩及講師感謝狀，林世煜先生頒發工作人員感謝狀；最後，全

體學員、長輩、講師及工作人員一起在紀念碑留下大合照。 

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