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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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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曾任第三屆中部共生青年組合總召，曾任第一、二屆中部共生青年組合總

務，靜宜尋根樹社長、守護茄萣濕地青年聯盟發起人、獨立青年陣線中區執

委，和 2016 中部返鄉投票專車總召等。

講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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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轉型正義何處去？從「中部共生青年組合」
的底層建構力量談起

關鍵詞：二二八、轉型正義、共生

「了解 228，才有辦法了解 1945 年以後的臺灣歷史。」已故臺灣學

學者張炎憲老師在某次演講這樣說著。
1 這句話簡單又直接的話

語，直直地打入我心底。很顯然，這句簡單的話沒有多少臺灣

人能做到，除了自身對於歷史的自外，長期身處黨國教育體制

下的臺灣人，恐怕也沒什麼機會能深刻理解 228。

就如同多數 1990 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一樣，我對於 228 與

白色恐怖的認知，永遠只停留在歷史課本上那 2、3 頁的簡略介

紹裡。以為老師唸完課本、我寫完考卷後就可以明白全部的事

件始末，殊不知課本寫的、老師教的只是非常淺層的 228 表象

而已，對於理解 228 並沒有太多幫助。我的 228 啟蒙之路其實

是要等到上了大學之後，觀看人生第一部 228 紀錄片──《尋

找幽暗角落的泣聲》才逐漸展開。自從看完這部影片之後，開

啟我以往在教科書、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裡所沒有接觸過的 228

視角。《尋找幽暗角落的泣聲》是已故 228 紀錄者阮美姝女士

所拍攝，1987 年鄭南榕先生以公開遊行方式突破禁止民間談論

1.張炎憲演講，〈苦難與再生──228感人的故事〉，臺中：中國醫藥大學，
「春寒杏林－ 228 與醫界受難人員紀念特展」，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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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的封鎖後，再加上政府解除戒嚴，社會上開始出現 228 的相

關討論浪潮。雖然如同大多數社會議題一樣，依舊只有少數人

起身進行，但由於事件封鎖討論長達 40 年之久，解禁之後便有

許多民間力量相繼投入，同時身為 228 受難家屬的阮美姝女士

便是其中相當具代表性的一位。

《尋找幽暗角落的泣聲》這部片是 228事件的入門影片，裡

面不僅淺顯地交待了 228的大致經過，也蘊藏許多觀看 228事件

的關鍵視角。首先，影片呈現出臺灣 228事件的普遍現象──殘

忍──無論是公開處決、活埋還是鑽鐵線，都曾在事件中出現，

而且並非單一個案；接下來是受害者的廣度，影片中訪問許多

受害者遺孀或家屬，呈現出其悲痛的一面，顯示廣義的受害者

其實還在事件後默默且持續地承受痛楚與不安，等待真相雪亮

的那一天；然後是事件影響的普遍性，除了我們檯面上常聽到

的律師、醫師、畫家等社會菁英受害者之外，當時也有許多庶

民被捲入事件中，成了無名的犧牲者；最後，是時間對轉型正

義的阻礙，由於國民黨長期高壓統治的緣故，許多當時的關鍵

人物早已帶著記憶老去或已然逝世，影片中多為中高齡人士現

身說法，由此可知隨著時間的推進，正義的追尋會越來越困難。

開啟新的視角後，對於 228 事件開始有另一層不同的感知，

也開始思考能透過什麼行動去實踐。當時正好發現母校靜宜大

學裡，就有鄭邦鎮老師於 1990 年代末期推動的 228 地景相關

建設，於是我便開始著手進行校內 228 地景的口述訪查，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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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初以靜宜尋根樹的名義參與臺北第二屆「共生音樂節」

的擺攤，這也是我首度參與以 228 為主題的大型活動。回到中

部後，有鑑於各地 228 發展脈絡的殊異，以及每年北上參與共

生的成本與實質效益，便與一群中部朋友開始商討進行中部 228

在地行動的可能。正好當時 318 運動落幕後不久，中部各學運

青年開始積極回到地方從事各式行動，各學校都有新的異議性

社團的成立 2
，我們也開始著手進行中部青年力量的整合。在上

述因素下，我們最後決議以「中部 228」為關懷與行動的核心，

籌組「中部共生青年組合」。我們是一個主張以庶民和青年的

角度去看轉型正義該如何推動與落實的組織，命名為組合是希

望成員在關注 228 之外，還能回到各組織推動原有目標事務。

我們要做的，便是號召中部青年透過文獻閱讀與實地走訪，來

親身理解 228 事件在中部的狀況與影響，並藉由舉辦各式活動

及行動傳承這道歷史記憶，以期能促進臺灣本位史觀的建立和

轉型正義的落實。

首先我們針對現有議題圈來招募創始成員，當時適逢 318事

件結束，許多人迫切想將理想付諸實踐，「中部共生青年組合」

正好扮演著整合與開拓的角色，一方面聯繫中部各組織與個體

戶，另一方面鎖定過去較少被討論的中部 228 議題作為目標。

一開始成員們對於 228 事件多數只有淺層的認識，所以我們所

2.「異議性社團」即為過去所慣稱的「學運社團」。318 運動後臺中新成立
的異議性社團有：臺中科技大學日漸出社、逢甲大學手術刀社、中山醫學大
學哥吉拉社、朝陽科技大學霧罩峰川社、臺中教育大學摸索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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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閱讀」。我們廣泛蒐羅檯面上已出版的

口述歷史，如黃金島《228 戰士黃金島的一生》、鍾逸人《辛酸

六十年》、古瑞雲《臺中的風雷》等，來認識中部 228 發生的

相關脈絡與歷史背景，以及當時代臺灣人的心境。除此之外，

也邀請現代研究者如楊翠、林傳凱等老師前來針對中部 228 等

主題進行分享，從歷史、在地、轉型正義、女性的角度切入，

透過多面向的角度來認識更完整的 228事件。這也形成我們「中

部共生」的慣例，期待成員進來組織內之後，能較有別於其他

以短期目標為主的組織，來啟動知識性的培力。所以我們以「中

部」和「228」這兩項因素為基準，擴大探索的知識範圍，於是

將擴及到更多觸及的面向，納入更多觀點，例如原住民、語言

及文學等，從更多元的角度切入。

後來，我們

也開始舉辦 228

相關影展，蒐

羅國內外有關

228 與轉型正義

的電影，號召

有興趣的朋友

共同來觀賞，

並在會後進行

影片的探討，

圖一、楊翠老師〈中部青年的二二八參與活動〉，

2014 年 12 月 12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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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以「電影播映」這種較為軟性的方式，來吸引更多人的參

與。我們從較基本的《傷痕 228》、《尋找幽暗角落的泣聲》等

開始看起，先開啟認識議題的契機。接著再以國外「轉型正義」

為主題，舉辦一系列的影展，例如關於南非轉型正義議題《再

見曼德拉》，以及講述印尼過去對共產黨員的迫害《沉默一瞬》，

嘗試從國外過去或現階段正在落實的轉型正義工作，反過來思

考臺灣的未來之路該往哪個方向走去。

在舉辦讀書會、講座與影展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其實這

樣的活動形式比較沒有辦法進行產出，頂多只能達成某程度的

培力與啟蒙。所以我們從第一屆開始，便以舉辦工作坊和營隊

的方式，來達成不同成果的產出，也藉此吸引不同類型的成員

加入。我們在靜宜大學舉辦了第一次的「中部共生營」，由於

成員們與招募來的學員對於中部 228 議題依然相當陌生，所以

我們安插了關於 228

的多種課程。在建

立共同的基礎背景

知識之後，我們便

開始製作這次營隊

的主題──「228 地

景地圖」。我們將

成員依據故鄉或生

活場域分組，分別

圖二、第二屆共生營中，由黃金島歐吉桑親自導

覽「烏牛欄戰役」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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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關於臺中、南投、彰化甚至雲嘉地區的 228 地圖，將區域

內與 228 有關的地景找出來，配合故事整理成一份資料，接著

將之與先前讀書會所整理出來的人物和故事彙集成一本小冊，

並在舉辦第一屆「中部共生音樂節」時添加更多成員所書寫的

文章。第二屆辦理營隊的時候，我們更與大地文教基金會合作，

將營隊移師至南投草屯聖山舉辦，這一次我們削減講課的時數，

將參與成員帶至南投 228 個相關景點進行走訪。

中部 228 的特殊性在於其武裝抗暴的過程，當時在臺中市區

成立以謝雪紅、鍾逸人等為首的「二七部隊」，應當是全台所

有武裝組織裡面聲勢最為浩大的。當聽聞二十一師即將分別從

台北與高雄雙面夾擊時，便舉隊撤至南投埔里，除了避免在臺

中交戰引起市民不必要的傷亡以外，也是因為看中臺灣內地的

地形易守難攻，才毅然退至埔里準備展開游擊戰。所以像是烏

牛欄戰役發生的愛蘭橋上，退到埔里之後首夜駐紮的埔里國小，

轉移陣地充當部隊本部的埔里武德殿原址，以及鎮上唯一具合

法武力的場所──埔里警察局等，都是我們前往走訪的目標點。

除了帶領成員到目的地之外，也會配合導覽，在地景前帶入歷

史故事，重新將歷史現場展現在參與成員的眼前，甚至我們還

邀請當時的參與者現身說法。在這次營隊的過程中，我們也意

識到曾親身參與臺灣 228 事件的人，幾乎都已凋零，其餘的可

能也來日不多，所以我們也加強參與成員的口頭訪談能力，甚

至在其後更專門安排一整天的「口述歷史工作坊」，希望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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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訪談與紀錄，將這份歷史記憶以文字的方式繼續傳承。既然

稱為「中部」共生，第三屆的營隊我們便南移到在日治時期曾

同為「臺中州」的彰化，挖掘屬於彰化地區的 228 故事。相對

於臺中和南投，彰化的故事雖然顯得較為零碎，但依然存有相

當多故事，我們也在彰化安排實際外出田調的時間，讓參與成

員得以走出教室，親身尋找受訪者來詢問關於彰化與 228 的相

關問題。

藉由多次的讀書會與營隊課程，成員們對於 228有越來越深

的認識，這時我們意外發現中部 228地景有相當程度的密集性。

由於 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時，臺中的都市尚在發展，所以各地

圖三、邀請文史工作者陳凱邵老師培訓中部共生青年導覽員。



社會運動與觀察者筆記

121

輯二 

景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也有數處地景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在

這樣的契機下，我們發想了「走揣 228 小旅行」，將議題推廣

模式結合現下正發燒的深度旅遊，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群眾前

來參加。小旅行是中部共生青年組合一個相當重要的活動，我

們不請老師來負責導覽，而是讓成員先自行將所讀過的資料彙

整起來，再請老師安排課程進行最後補充與修飾。這樣的作法

會讓成員更能投入小旅行裡面，他會先意識到自己不是純粹當

一名聽眾而已，而是必須先將所要講的故事融會貫通，再化身

為講述者讓聽眾能夠簡單的認識整個過程與地景的意義，這是

相當複雜且困難的一件事情，但我們的導覽員幾乎都可以順利

完成這樣的任務，也都至少能完整導覽一個路線，這個是相當

不容易的成果。

我們的小旅行路線大致分為 A、B、C 三條，A 路線以「三二

事件」為中心，是最多地景也是最多人參與的路線，內容從查

緝私菸開始講起，到臺中戲院所舉行的「市民大會」以及接下

來由謝雪紅成立的「作戰本部」與「人民大隊」；B 路線強調

「二七部隊」的產生與影響，從臺中市區內唯一一場巷戰──

「教化會館之役」開始，透過楊逵、謝雪紅、中一中學生的相

關地景，漫談中部 228 最特殊的武裝性；C 路線則是以整個南投

為中心，帶領成員先至烏牛欄紀念碑聽黃金島歐吉桑講述我們

難以想像的戰爭場景，再進入埔里市區，從武德殿、埔里國小

到派出所，重現當時撤退來此最後一拚的場景。第三屆中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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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我們也開發彰化地區小旅行的路線，前往溪湖糖廠，尤

其是林才壽老先生由 228補償金自建的 228紀念館，更是強烈蘊

含著轉型正義的概念。上述這些小旅行路線都是中部共生成員

們共同開發出來的，也已經舉辦接近三十場的導覽，甚至有一

些是團體或學校單位來預約的，未來若有新的資訊獲得或發現，

都會再融入小旅行的行程裡面，讓內容更精實且精彩。

用共生概念來當 228 事件的呼籲主詞，以北部「共生音樂

節」為濫觴，當初因為有感於青年對於 228事件的陌生與距離，

所以透過音樂節的活動舉辦形式，重新來包裝 228 議題，讓年

輕人透過音樂與活動跟 228 事件接軌，重新認識這道島嶼上最

深的傷痕。「中部共生青年組合」也承襲這項作法，將每一屆

的最終活動設定為音樂節，將一年來經由舉辦講座、讀書會、

營隊、小旅行等成果，在音樂節裡用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例

圖四、第二屆中部共生音樂節入夜後的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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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寫成文章收錄至中部共生所發行的手冊或出版的刊物、製作

現場給予民眾觀看的故事展版或與邀請的樂團歌手反覆確認展

演內容符合主題等，都是經過一年來多種面向的訓練淬鍊而出。

中部共生音樂節為了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潮前來參加，突破

過去只有特定人才會關注 228 議題的限制，結合了由親身參與

者或研究者來面對面分享的「真人圖書館」、由故事作為主軸

的現場戲劇展演，甚至還舉辦友善小農、創意手作組成的市集，

每每創下破萬人參與的盛況。

在如此難得的場域裡，我們也積極邀請中部在地各種異議性

社團、自救會、議題 NGO 等等，期待不只是 228，讓所有關於

公民的議題都可以在這裡受到重視，開啟改變的第一步。另外，

音樂節固然重

要，但由於每

次活動的經費

需求都相當龐

大，實際上較

為像是放煙火

的短暫絢爛，

所以這只能算

是我們最終但

非最主要的活

動。在音樂節

圖五、第三屆中部共生集眾人之力正式出版的

《1947：青年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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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時間，組織是以深耕地方、充實知識的概念去累積相關

成果，所以我們非常重視書寫和產出，終於於第三屆時透過眾

人的努力，正式出版第一本書《1947：青年的吶喊》。

由上可知，「中部共生青年組合」在碰觸臺灣 228 議題時，

不只是單純呼籲倡議而已，也從自身思考如何啟動轉型正義的

工程，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單純紙上談兵，而是真正投身實踐

場域，開展行動或是進行文字的產出。這樣的思想邏輯與做法

其實有別於過去談論轉型正義的慣性脈絡，而是從庶民與在地

的角度出發，思考由下而上（Bottom-Up）的推動方式。

臺灣民間社會對於二二八的理解相當複雜，有相當多事件在

考驗著我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理解，例如事件發生主因、發生

脈絡與狀況等，自從事件發生以來就產生多種不同的說法。以

政府方所表示的死亡人數來說，當時擔任監察委員的楊亮功提

出了死亡人數 190 人的說法，但時任中統局科長的趙毓麟，卻

提出 3 萬人的數字，其他民間所自行統計的數字更不下於此。

除此之外，各地發生當下所形成的經驗差異、臺灣社會對於 228

議題噤聲 40 多年、相關檔案資料不健全甚至遭到銷毀，以及最

重要的歷史詮釋權的控制與黨國體系的延續，都扭曲著二二八

事件令世人正常理解的視野，以至於到現在已經過了 70 年，我

們甚至還無法提出一個較為客觀，並能令大眾較可以接受的版

本，這也令轉型正義工程一開始就面臨到巨大挑戰，意即「真

相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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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事件真相時，不免會先面臨到事件發生的原因。經

由黨國教育去脈絡化的手法，我們常常會將 228 事件的原因歸

咎於「查緝私菸」，但這充其量只是導火線而已。真正 228 事

件會發生的原因，其實在於 1945 年國民黨政府來台接管之後到

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前，這一年多的時間以來，臺灣這塊土地

上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這段期間被總歸為一句話：「狗去豬來」。

意即嚴厲如狗的日本殖民者戰敗走了，而散亂如豬的中國軍隊

隨之而來。當時臺灣人對於打敗日本、前來接管的中國政府有

著莫大的期望，沒想到實際上卻令臺灣人大失所望。1945 年前

來臺灣接管的這批外省人，雖然人數少，但幾乎都掌握著政治

大權，集所有權力於行政長官公署，縣市首長也是由政府官派。

一群從來沒在台灣住過，語言文化都與臺灣人相異的統治者，

掌握權力後便是一場災難。當時的臺灣人受夠了殖民者的牽親

引戚、貪汙腐敗，所以累積的民怨才會在 2 月 28 日當天行政院

的掃射後全島爆發。

除了理解不一的限制之外，時間的稀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

一。現在社會上的主流意識並非以「轉型正義」為優先處理對

象，不僅民間社會這樣想，受制於選票因素而順應民意的政治

人物通常也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放下過去」、「停止撕裂」

的呼聲開始充斥於檯面，令轉型正義的建構工程越來越難行。

所以我們無法得知加害者與被害者究竟有誰，無法冀望國家處

理道德與法律的相關問題，無法翻轉補償與賠償的用字遣詞，

更重要的，是無法清理威權遺毒，也無法還給受害者該有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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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隨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動，臺灣於 1987 年解除戒

嚴開始，漸漸地從政體、制度與價值觀上實踐民主化的價值與

思維，但是一直到 1996 年才第一次由全民直選總統，到 2000年

才首度由非威權時代的獨裁政黨──民進黨上任執政。期間雖

然亦有推行「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相關政策，例如

向全國人民道歉、賠償條例、名譽回復等，但依然只停留在「撫

慰受害者」，尚未處理到「處理加害者」的階段。直到 2016 年

民進黨再次執政，由於民間對於「轉型正義」的討論聲浪越來

越大，政府祭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兩道政策，踏出處理加害者的第一步，此次立法也是首度將「轉

型正義」納入正式法條名稱中，象徵意義重大。

在國際轉型正義中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定義的轉型正義四元素中，包含了刑事追訴 (Criminal 

prosecutions)、賠償 (Reparations)、機構改革 (Institutional reform)

和真相和解委員會 (Truth commissions)。以上這四個元素都需要

政府運用整個行政體系和國家的力量來加以推動，轉型正義工

程才得以漸次運行。但是很可惜的是，臺灣在這四項定義裡面

都沒有做到，唯一擦上邊的賠償甚至以「補償」的名義處理，

意圖規避自己犯錯的責任，再加上真相不明，現今的「補償」

對象當真是全部了嗎？更何況，為何是拿納稅人的財產來補償，

而不是將該負責任的人物先確立之後，再行索討？種種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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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況至今仍在臺灣出現，不免令人感到憂心與疑惑。面對這

樣的困境，不禁讓我們思考除了政府角色非常吃重的這四個元

素之外，廣大的民間能做的又是什麼呢？在臺灣政府公權力不

彰導致轉型正義的未竟工程裡，類似我們這種民間力量可以扮

演什麼角色？又能達成什麼目標？而這樣子由下而上建構的轉

型正義中，是否可以作為一種選擇，為臺灣的未來指出一條明

路呢？這些疑問與辯證總是在我們開會討論時反覆出現。

如上所述，ICTJ 所定義的轉型正義四要素要完成必須有很

大一部份的政府力量推動才可行，這也反應至現在社會上普遍

的討論焦點，幾乎都放置在政府該如何由上而下（Top-down）

地從政策面來推動轉型正義。但由於臺灣民主化發展特殊，傳

統轉型正義的作法無法完全回應現況，國外諸多案例也無法完

整移接，所以造成目前進度緩慢、正義難尋的結果。而進度緩

慢所引發的立即危機便是經驗者的消逝導致真相的難尋，以及

此份歷史共感無法順利傳遞至下一代手中，使正義無法被實現。

所以我們希望能站在由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去思考做

什麼才能幫助這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能比較順利被推動，甚

至思考如何親身參與建構這個龐大的工程。

目前臺灣對於 228 與白色恐怖的認知與感受尚稱淺層，連

帶地對於轉型正義的認知亦然，中部共生青年組合從由下而上

（Bottom-up）的概念出發，便是希望可以透過貼近庶民的角度，

來探討這艱深又複雜的議題。國家的力量絕對無法萬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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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事情，更無法妥善處理所有細節，尤其是在轉型正義這種

長遠又重大的文化價值觀工程裡，唯有透過民間力量的自發整

合，轉型正義工程才得以細緻的深入每個角落，期望透過我們

的持續行動，喚起政府沉睡已久的意識，使之積極行動，並讓

所有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早日走到公平正義落實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