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　方莊游林四犯應處死刑餘可如擬　075

006　王林二犯仍照原判均處死刑可也　076

008　吳梁明游成二名自首不供理應與李邱同罪併處死刑餘如擬　077

010　判處死刑可也　078

012　曲德修包庇叛徒罪應處死刑可也　079

014　除蔡耀景吳玉成兩名亦發還嚴為復審外餘均如擬　080

016　如擬應即執行　081

018　陳犯擔任匪探判處死刑可也　082

020　李玉堂應判死刑　083

022　凡已入匪黨而不事先自首者不赦免應處極刑為要　084

024　應送綠島終身監禁　085

026　侯愉一名應發還再為復審餘如擬　086

028　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呈核　087

030　除崔乃彬等十二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外餘如擬　088

032　原判主審法官至少應有相當處分　089

034　張吳劉三犯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呈核　090

036　陳榮添應一併判處死刑餘如擬　091

038　王金象一名改處死刑其餘照所擬辦理　092

油彩畫作 文件圖檔

093	 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處死刑　040

094	 于曲二犯應處死刑為何此等重案判決如此輕便　042

095	 槍決可也　044

096	 應發還嚴為復審餘如擬　046

097	 戴天強侯文銛應依法嚴審重辦　048

098	 除樊丁二犯仍應嚴為偵審重為復判外餘均准照所擬辦理可也　050

099	 應即開除交保安處處治　052

100	 此人為何不槍決　054

101	 黃溫恭死刑餘如擬　056

102	 應處死刑判決不當令彭副司令嚴加督察為要　058

103	 李犯仍發還復審呈核　060

104	 應即槍決可也　062

105	 康震判處死刑可也　064

106	 如擬（郭琇琮案）　066

107	 叛亂犯為何不送蘭嶼管訓　068

110	 照准（倪師壇案）　070

108	 如擬（湯守仁案）　072

111	 陳武鎮簡歷

112				野蠻的文字遊戲

判决書系列
油畫作品



方莊游林四犯應處死刑餘可如擬(80cmx80cm)

判決書	No.1

4



王林二犯仍照原判均處死刑可也(80cmx80cm)

判決書	No.2

6



吳梁明游成二名自首不供理應與李邱同罪併處死刑餘如擬(80cmx80cm)

判決書	No.3

8



判處死刑可也(85cmx112cm)

判決書	No.4

10



曲德修包庇叛徒罪應處死刑可也(112cmx140cm)

判決書	No.5

12



除蔡耀景吳玉成兩名亦發還嚴為復審外餘均如擬(112cmx140cm)

判決書	No.6

14



如擬應即執行(112cmx112cm)

判決書	No.7

16



陳犯擔任匪探判處死刑可也(85cmx112cm)

判決書	No.8

18



李玉堂應判死刑(112cmx112cm)

判決書	No.9

20



凡已入匪黨而不事先自首者不赦免應處極刑為要(112cmx140cm)

判決書	No.10

22



應送綠島終身監禁(112cmx140cm)

判決書	No.11

24



侯愉一名應發還再為復審餘如擬(112cmx140cm)

判決書	No.12

26



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呈核(112cmx112cm)

判決書	No.13

28



除崔乃彬等十二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外餘如擬(112cmx112cm)

判決書	No.14

30



原判主審法官至少應有相當處分(112cmx140cm)

判決書	No.15

32



張吳劉三犯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呈核(112cmx140cm)

判決書	No.16

34



陳榮添應一併判處死刑餘如擬(112cmx112cm)

判決書	No.17

36



王金象一名改處死刑其餘照所擬辦理(80cmx80cm)

判決書	No.18

38



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處死刑(80cmx80cm)

判決書	No.19

40



于曲二犯應處死刑為何此等重案判決如此輕便(80cmx80cm)

判決書	No.20

42



槍決可也(112cmx112cm)

判決書	No.21

44



應發還嚴為復審餘如擬(112cmx112cm)

判決書	No.22

46



戴天強侯文銛應依法嚴審重辦(112cmx140cm)

判決書	No.23

48



除樊丁二犯仍應嚴為偵審重為復判外餘均准照所擬辦理可也(140cmx112cm)

判決書	No.24

50



應即開除交保安處處治(80cmx80cm)

判決書	No.25

52



此人為何不槍決(80cmx80cm)

判決書	No.26

54



黃溫恭死刑餘如擬(112cmx140cm)

判決書	No.27

56



應處死刑判決不當令彭副司令嚴加督察為要(140cmx112cm)

判決書	No.28

58



李犯仍發還復審呈核(112cmx112cm)

判決書	No.29

60



應即槍決可也(112cmx112cm)

判決書	No.30

62



康震判處死刑可也(112cmx112cm)

判決書	No.31

64



如擬(郭琇琮案)(112cmx112cm)

判決書	No.32

66



叛亂犯為何不送蘭嶼管訓(112cmx112cm)

判決書	No.33

68



照准(倪師壇案)(112cmx140cm)

判決書	No.34

70



如擬(湯守仁案)(112cmx140cm)	

判決書	No.35

72



75

附檔/蔣介石的判決
感謝	台灣游藝設計公司 提供判決書原件電子檔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陳武鎮簡歷

1949	 出生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

1961	 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國小畢業

1964	 省立潮州中學初中部畢業

1969	 台南師專美勞組畢業，分發台北縣萬里鄉大坪國小教師

1969	 九月，入伍左營海軍新兵訓練中心，

	 	 在性向測驗卷上書寫反對國民黨字句，

	 	 被以「叛亂罪」移送軍法審判

1970	 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判刑二年，放棄上訴，發監台東泰源感訓監獄

1971	 出獄後，先在高雄當英文書店店員，後在板橋當升學補習班導師

1973	 補服兵役期滿退伍

1973	 台南社教館個展

1974	 回任台北縣萬里鄉大坪國小教師

1975	 調任台南縣東山鄉東原國小教師、台南縣新營國小教師

1980	 成功大學夜間部電機系畢業

1986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個展

1988	 國立編譯館國小美勞教學指引編審委員

1989	 台北市民生藝廊四人聯展

2001	 中正大學圖書館陳武鎮陳玉珠夫妻聯展

2004	 台南縣新營國小美勞教師退休，專事創作

2007	 三月，油畫作品「虛擬巨惡」十幅在總統府一樓展出

	 	 四月，文建會出版《夢回泰源》陳武鎮油畫集

	 	 十月，文建會《悲怨火燒島》曹開詩集插畫

	 	 十一月，綠島人權園區駐村三星期，創作「火燒島狂想曲」系列作品43幅

	 	 十二月，油畫作品「政治犯系列」「虛擬巨惡系列」共二十四幅在景美人權園區展出	

2008	 一月，油畫作品「虛擬巨惡系列」在台灣民主紀念館展出

	 	 二月，台南縣政府出版《虛擬巨惡》陳武鎮油畫集

	 	 三月，台南縣文化中心「夢回泰源」陳武鎮油畫邀請展

2010	 通藝國際有限公司出版《風中的名字》、《山》兩冊陳武鎮油畫集

2010	 五月至九月，綠島人權園區《風中的名字》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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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甲子

我總算

終於清醒

‧從日治到國控

台灣人歷經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淪為二等國民的待遇，大多數的

台灣人選擇的是「和平共處」的方式，得過，且過，想辦法跟統治者爭頭

天，生活即使困厄，仍有掙扎的空間。持平的說，當年也有不少日本人並不

以統治者自居，他們認同台灣土地，用心建設，與台灣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1917年出生的先家父和1919年出生的先家母，都曾度過很長一段日本人

統治的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俄聯軍，台灣既為日本統治，美軍飛

機則經常到台灣上空投彈，父母親帶著家人疏散到鄉間躲空襲，物資缺乏，

公所配給有限，時而停配，三餐不繼，猶時擔心被炮彈奪命，戰爭中的生

活，自是苦不堪言。

1943年，父親已二十七歲，沒有穩定的頭路，公所召募「壯丁」若「自

願」當國民兵，家庭將可獲較多配給。

為改善家庭生活，父親乃與數十同鄉青年，在公所的榮送下，披掛紅肩

帶，成為「南方派委農業義勇隊」第四團團員，預備到南洋群島，開墾種

植，為日軍戰備儲糧。

由中南部各地集合而來的義勇隊約二千人，在高雄登上大軍艦，出海不

久，遇到攻擊，另一艘滿載糧草並有二千名台灣人軍伕和五百名高砂義勇隊

的補給船，被魚雷擊中，全船沉沒，無一倖免，而他所乘的船艦也被一顆魚

雷擦撞，艙中鐵鏽震落一大層，蓋得大家灰頭土臉，面無人色，個個膽顫心

驚，以為必死無疑。幸而大難不死，但，那還是剛出發呢！能不能活著回

來？誰也不敢有所期待。在那帛魯、蘇魯孟、卡利利島等地輾轉耕作，與掃

射的美機捉迷藏，都萬幸的得以全身。

兩年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軍遣返日本，他們被棄置

於荒島，在無盡期的等待中，父親和伙伴們憑著農耕技術，繼續墾地種植，

養活自己。

那段台灣初「光復」的日子裡，我家人則在一片愁雲慘霧中，身為長子

家庭支柱的父親音訊全無，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母親上有公婆，下有未成

年的小姑和兩小叔，還有孩子兩女一男，(次女三歲生病沒錢就醫夭折)。食指

浩繁，時局又怪異，街道上來了許多言語不通的中國人，還有橫行霸道的軍

人，民生物資嚴重缺乏，物價高漲，更時而有某人被抓或不見了的惡訊。

又隔了一年後，歷經千辛萬苦，父親終於等到聯合國派遣來的船，於

1946年冬天回到台灣。

正慶幸能够活著與家人團聚，只是，沒有料到，接著而來的管理階層，

竟然是遠遠遜於日本人的中國人。那一代的台灣人共同的感慨是：狗去，豬

來。他們曾經不滿被日本人統治，卻不得不承受，而後被中國人接管，有些

人還懷著祖國美夢，憧憬回歸祖國，手無寸鐵、本性善良的台灣人，逆來順

受的接納了中國人，從不曾想到會發生「二二八事件」那樣的慘事。1947年

2月27日晚上，爆發公賣局查緝員傷人事件，隔天事情即擴大，三月初，各

地陸續有事件發生。

‧生死關頭

父親從收音機聽到風聲，水上機場需要奧援，他抓了一根扁擔從後門衝

出，徒步想奔往水上機場。在巷口遇到一位老長輩，提醒他：「中國兵仔逐

個攏有槍，你提扁擔欲去佮怹的槍比，比用雞蛋擲石頭更較慘，你在南洋死

無去，毋甘願是毋？汝老爸老母佮某囝欲叫啥人顧？」他叫父親不要做無謂

的犠牲，從新營趕到水上機場，不過就是白白去赴死而已。

父親返家冷靜下來思考，「欲顧家人，先顧好自己」」，從此處事行為

更加謹慎。戰後他「重操舊業」，經營一個小飲食攤，常有「口齒不清」的

兵仔吃霸王餐，配槍晃一晃，「帳記牆上，改天一起算。」有一回父親不小

心發了點牢騷，兵仔恐嚇要拿手榴彈來，阿公阿媽還要父親躲了一陣子。

國民政府以綏靖、清鄉，進行白色恐怖血洗台灣，更以長達五十年的戒

嚴令鐵網牢牢禁錮著台灣人的身心和思想，人人在戒慎恐懼中過日子。家中

成員幸而都能平安，唯有曾在高雄台鋁工廠任職過的姑丈，當年感受到危機

重重，在我初二那年，不得不藉移民機會舉家遷移到巴西。

．求知學習的觀念

祖父一直不認同日本之統治，根本沒有讓父親上學的意願，加上家中沒

有穩定收入，因而父親從未接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雖自幼失學，但父親天

生好學，暗地裡想法子自習。在日語統治時代，他自修日文和漢字，「國

語」時代來臨，他也自學中文。他的看法是：學習愈多樣愈好，學英文未必

成為英國人，學日文未必成為日本人，學中文也不必成為中國人。學習則要

爭取機會。年歲較長之後，父親成為家中經濟來源的主力，在他的堅持下，

姑姑得以像叔叔一樣上學，並一直到高等科畢業，具有國校教師資格。姑姑

移民到巴西，家人都非常不捨，父親平常看似嚴肅，一提起姑姑遠渡重洋相

野蠻的文字遊戲 陳玉珠

隔萬里，還是常眼泛淚光。

我上有一姐二兄，下有兩個弟弟，四男二女共六個小孩，父母親一視同

仁，常對我們說，生活再苦，只要能有讀書的機會，也要讓每個孩子都上

學，即使必須當掉唯一的內褲也在所不惜。父母親幾乎日夜不停的操勞，他

們的辛勤，我看在眼裡，感恩在心裡。

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了日人創設的所有機關、工廠、學校，掌控一切資

源。在教育方面，積極推行國語政策，傳播中國新文化。初期並未禁止台

語，但厲禁日文日語。國民教育推出六年義務教育，我七歲上學讀書時，學

校已經變成禁止說台語了。由於在校說台語會受罰，因而國語更快學會。我

在國校六年的成績都是名列前矛，在班上是龍頭人物，國語演講比賽總是代

表班級，經常被老師指定帶唸國語課文。成績單評語不是「品學兼優」，就

是「領導有方」。童年時代的我，在家人的呵護下，過的是無憂無慮的生

活，雖然不算富裕，倒也衣食無缺，因淘氣被大人打罵的情況，從不會發生

在我身上，父母親讓我自由發展，加上與電影院、唱片行等為鄰的住居環

境，使我完全浸浴在「幸福」中。

．無知的幸福

父親了解我的另一個性：一副大姐頭樣，愛打抱不平，比男孩子更具俠

義氣概。童年玩伴扮家家酒遊戲，男孩扮「頭家」，女孩扮「媽媽抱布娃

娃」﹔男孩扮「醫生」，女孩就扮「護士打針」……我全然不顧那些常規，

通常我最愛扮演老師，其他的玩伴全扮我的學生，我更愛當導演，分派大家

各種角色，演出我即興編的戲碼。年歲漸長，更突顯個性，善惡分明，心直

口快，父親很擔心我會口無遮攔而闖禍，我總是認為，就算跟玩伴吵架，最

嚴重的話也不過是「不跟你好了」，那會有什麼禍好闖呢？警察要抓的壞人

「偷竊、搶劫、打架、殺人、放火」等等，離我們的日常生活遠得很呢！ 

而所謂「二二八」，在當時我是全然無知的。我想那也不僅僅我，在當

局的高壓下，任誰都無從知道什麼，連當事人的家屬也一樣。唯一有一點點

關連的訊息來自我的初中同班好友，我常到她家去，無意中瞥見她鎮日愁容

的母親打開半扇衣櫃門，埋首哭泣，原來衣櫃裡藏著她父親的遺像。我原以

為她的父親是因生病去世，可是為什麼遺像要藏起來呢？小孩子們不知道，

也不能問。我的家人警告我，到人家家去，絕不可亂問，祖母還再三叮嚀：

「囡仔人有耳無喙，恬恬較無事志」。不論是長輩或是老師，只要有所交

代，我都很聽話，我只默默的關心好友，歷經許多年後，我才了解她的父親

死於二二八，那是時代的禁忌。

原先我叫母親「阿母」，父親「阿爸」，上學不到兩年，我改口叫「媽

媽」「爸爸」，在家也漸漸羞於說母語。當我以標準國語背誦「偉大領袖」

的課文時，完全台語環境的家中長輩們，並不知道我已被洗腦成台語不輪轉

的「中國人」了。我熱心的企圖教家中長輩們說國語，他們只是苦笑，而堅

持要我以台語跟他們交談。許多年後，我感嘆，幸好有如此的堅持。

要繼續升中學的小學生，在四五六年級時即沒日沒夜的「補習」好參加

聯考，這是教育史中有名的惡補歲月。聯考以總成績分數高低分發學校，報

考時就填志願表。我把表格帶回家，父親指示我，在「第一志願」欄填「南

新初中」，原因是省中裡面都是外省老師，縣中則都是台籍老師。父親不希

望我進那全是外省人的學校。級任老師氣極敗壞的衝到家裡找父親溝通——

哪有人把錄取分數較低的縣中放在第一志願？

父親的顧客中有一位常客林桭木老師，看見父親在工作之餘認真自習

時，很感動，常義務指導他。當時林老師正好來店，告訴父親，純台灣人的

他是省中的數學老師，父親就同意改志願表了。我因而在以外省人居多的環

境悠遊了三年。

．阿媽的睿智

我的祖母是個綁過一點小腳的大腳婆，我對她的稱呼沒有改變過，從來

都是「阿媽」。她和阿公都很堅持，只能叫阿媽和阿公，我用從學校學回來

「爺爺奶奶」的時髦稱呼，喊他們應也不應。

在國校只惡補國語數學，到省中增加許多科目，我有大開眼界的感覺。

唸書期間，我在家常會說些外省老師的事給阿媽聽，她說過一句話，我倒是

一直沒忘記：「外省人裡面嘛有真濟好人，本省人裡面嘛有不少壞人。」

我仍記得阿媽說話的神情。她對當時周遭混雜的環境觀察透徹，並沒

有排斥外省人的心結。許多年後確實證實，很多事不關外省本省，而是認

同與否。

．我們都是中國人

初中時期的我，以外表土直的本省女孩身分，獲外省導師的欣賞當學藝

股長、班長等職務，初中三年中，同學都和睦相處，我因功課好，常當考前

的小老師﹔我人緣好，沒跟任何同學吵架過﹔我美術好，課餘常幫同學畫

像﹔我作文好，初二起就常投稿成某週刊的小作家……總之，我是生活在沒

有任何壓力感之下的。中華民國有三十五省、十二院轄市和西藏、蒙古兩地

方，所以，不論是台灣、福建、湖北、四川……都是一家人啦！

初中三年以優異成績畢業，考進台南師專讀了五年。公費的師專可說是

為貧窮而聰明的大多數台灣孩子設立的，學校的領導階層幾乎清一色是各不

同省籍的外省人，台灣籍老師的人數，單一手就可數完。

不過省籍在師專也沒成為問題，我們最敬愛的王家誠老師是東北遼寧

人，趙雲老師是海南的華僑……他們對本土學生的愛護，就像自己的弟妹

一樣。

歷經十四年的黨國教育，由於「聰慧過人」，記憶力尤佳，當時的國語

文、歷史地理等教科書所教，全都牢牢誦記，滿腦子的「英明領袖」、「時

代舵手」、「世界偉人」、「民族救星」……英雄活生生的在教科書、報紙、

電視等各種媒體出現，我只能看到歌功頌德的一面，我只能相信我的眼睛所

能看到、耳朵所能聽到的資訊。教科書灌輸我「仇日」的觀念，父母親只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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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不表贊同。教科書說，萬惡的共匪竊據中國大陸，大陸是「我們的」領

土，我們要反政大陸，解救成千上萬水深火熱中苦難的同胞……

藉由我所受到的師資教育，1970年起我成為國小老師，經分發到縣內鄉

下小學服務，我教小朋友「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要好好的學會「說

國語」，在學校裡、在公共場所、「不能說台語」等等，配合學校政策，對

不小心說了台語的學生我也做出一些處罰。我按照課本教學，教小朋友從國

語課文朗朗唸著「偉大的  蔣總統」——啊，記得，中間要空一格。

．熱血青年

「時代改造青年，青年創造時代」，這樣亮麗的口號打動了我的心，我

全然以時代青年自居。每逢寒暑假，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青年育樂活

動中，帶領來自海內外參加活動的大專青年學子，教他們唱唱跳跳、盡情歡

樂。「蔣委員長經國先生」是救國團的靈魂人物，他一手創立救國團。十八

歲以上的年輕人會被誘導加入國民黨，尤其是需當兵的男孩。未滿十八歲的

高中學子們，就被救國團網羅了。號稱最平民化的總統接班人蔣太子，我也

以為他是屬於了解年輕人、能接納青年心聲的偉大人物。

1975年，「偉大的  蔣總統」「駕崩」，全校師生都配戴黑紗，在學

校禮堂設靈堂，哭靈數月。我也傷心哪！一唱起「蔣公紀念歌」就不由得

流淚。

其實我的矛盾一直隱藏在內心深處。

．矛盾‧錯亂

記得小時候曾在家門前的街路上，看到一群人「遊行」，高舉著「反對

蔣政權」「還我聖山」之類的布條、木牌等，邊走邊呼叫。父親說，那些人

是被迫害的錫安山教會教友。小鎮上出現那樣的遊行，很引人側目，跟「國

慶日遊行」喜洋洋的氣氛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充滿了悲憤。街路很短，人

群走過去，很快就不見了，卻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為什麼？他們敢駡

政府，敢批評偉大的人物，甚至大聲呼叫「蔣介石是魔鬼」？他們又會有什

麼樣的下場呢？

國校時代，叔叔經營舊物商，我在舊書堆中，翻閱了無數各式各樣的書

報雜誌。看到了什麼？相信了什麼？懷疑了什麼？當時那些資訊只是雜七雜

八的堆積在腦中某個區域裡，在後來的歲月中，偶爾出現印證某些事。

．菜鳥黨員

師專入學新生訓練期間，白天課程滿滿，晚上也要到教室「晚自習」。

某個晚上，教官拿了一大堆表格分發給大家填寫，每一張表格都有姓名、出

生年月日、家庭住址、家人資料、學歷……等等各欄。新生入學，來什麼填

什麼，不知其中還摻有一份「入黨申請書」，在完全不知的情況下，我就成

為國民黨員的黨員了。事後我還以為，只要是師專生，成為國民黨員是一種

「必然」。學生黨部經常要開「小組會議」，指導員要精神講話……對那些所

謂黨務工作，我實在感到非常厭煩。可能我無意中或者透露出一些勞騒話，

竟被點名要加強思想改造。

．禁書的魅力

學校附近開山路的天主教堂有個清靜的閱覽室，我常去那兒自修，角落

有個開放式的書架，陳列著「課外」書籍。我第一次意識清醒的看到反對

政府、駡偉大領袖的文字——李敖、柏楊等先生的文章。當時極為震驚。

但是我知道，那些都是禁書，在學校圖書館和坊間書局都不可能出現的。在

那兒的發現，我也不敢告訴任何人。我覺得，在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度，處處

有人注意行動、處處要寫「報告」、處處貼標語要「小心匪諜」、「反共抗

俄」……那些確實都令人很不自在。我一面「守法」留意莫去碰到周遭的電網

和地雷，一面又忍不住去翻閱文星等黑名單書局所出版的書，思考反對者的

立論，然而李敖等人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偉大的蔣總統大加撻伐，導至引

來牢獄之災，那是不是「咎由自取」呢？如果他們真的沒有錯，難道是一向

自以為「有正義感的好國民」的我，其實是駝鳥心態嗎？

可是我總還覺得，那些人、那些事，似乎都離我很遙遠。

．文字獄

師專男生在畢業後，得先服完兵役，才能正式成為老師。專四那年暑

假，聽說美勞組繪畫成績最優異的學長出事了，入伍不久，在軍中性向測驗

卷中，書寫幾個反對當局的文字，被視為叛亂行為。軍方有人到校「調查」

他在校中平常的行為，也查問其他學生。這在保守的南師校園掀起一陣大風

暴，校務會議中有人建議開除他的學籍，劃清界線，好保護學校。王家誠老

師則不斷的替他陳情力保，還帶領美勞組的學弟妹們到左營看守所去探望

他，為他加油打氣。

我可以想像，一個剛二十歲懷抱畫家夢的單純少男，乍遇那樣的事，會

是多麼的惶恐。心中起了大漣漪，我懷疑：1970那樣的年代，還會有「思想

犯」的罪名嗎？公平、正義，何在？自由、哪有？民主、是嗎？ 

得知學長被判刑兩年，關在中央山脈那邊，遙遠的台東山谷裡。路途遙

遠，窮師專生們也無法多做些什麼。在校園裡，有關此事，不能多談。氣氛

凝重，訓導處對在校生管得更加嚴厲，不只從頭髪到拖鞋、男女同學講話，

無所不管，連腦袋裡有什麼想法，教官們都更殷殷關切了。 

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不過是發表在本班的班刊中罷了，也勞輔導處關

切我「思想有問題」，叫我去「心理輔導」。可見小小的班刊，也被仔細的

檢查每一個文字。文中有一段「……雖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但父母也是人，

難免有犯錯的時候，如果父母有錯，為人子女的應該委婉提出指正……」的敍

述，「大人」認為我小孩子「犯上」，我說明原意是，若父母對子女有錯誤

的教導如「大人排隊叫小孩搶先」、「在車上以行李占位」之類不當行為，

子女應拒絕「聽話」，父母有小錯時指正他們以免成大錯，那是「護長」。

我正義凜然的濤濤雄辯，女教官鍾業仙倒是為我護航。後來她私下提醒「指

點」我，會造成誤會的文章，就不要寫。真要計較「在校園中的表現」的

話，我這「赤巴巴」的女生，比那斯文秀氣的學長更叛逆吧！

．與愛同行

畢業後，我在教學上的熱忱使我成為教育界的新星，處處活躍，因為愛

跳土風舞，跳得很出色，也被救國團提拔為帶領康輔活動的紅人。

某一天，聽到學長已出獄在高雄一家書店當店員的消息。家住高雄的同

學知道書店位置，帶我去探望他。我為一個優秀人才的埋沒，心疼不已，一

再的鼓勵他，不管遭遇如何，絕對不要放棄畫筆。我告訴他，我愛畫畫，巴

不得全世界的人都一起畫畫。

就如此，我跟他，漸行漸近，我那混沌的政治腦袋跟他的政治犯身分並

不相悖。

曾經有一次，同窗好友以為我沒有告訴家人「真相」，偷偷的向我父親

透露。我躲在牆柱後聽到父親的回答：「他被關又不是做賊殺人，那有什麼

關係？」我從不怪罪好友的行為，我想她也是基於為我好，怕引發家庭革

命。既然家人都包融，一家之主都見怪不怪，自然一切都不成間題了。

．眼不見為淨

那時的我，如果說對國民黨會有什麼微言，那就是覺得：學長運氣太

差，遇到軍中某一個壞痞子，硬要寃枉他。他沒有什麼大錯，小小的淘氣而

已。錯的是那個握有一點點小權力就使壞的小人。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

黨，他們痛恨日本人，可以理解，因為日本人在七七事變中殘殺不少中國

人。不過，國民黨也在五0年代對台灣人展開大屠殺的行動，台灣人痛恨國民

黨也有理。日本人屠殺中國人是戰爭中的行為，國民黨血洗台灣卻是在台灣

人「迎接祖國」的心態下，真是情何以堪！這是我認為國民黨大錯特錯的地

方。而這些錯，也都是那些小人物所犯的啊！

服務教職十幾年間，即使換了服務學校，「黨」一直如影隨形的跟著追

著，消極的以不交黨費、不參加會議抗議也沒用。直到我公開正式向「小

組」宣布退出國民黨，以失聯黨員結束所有瓜葛。我具備「政治犯家屬」身

分，在黨部檔案中必然記錄，也許他們終於覺得「這個傢伙不要也罷」而放

棄了我吧。

．抗議信

之前，我為了學長的事曾上書蔣經國：學長被關兩年後，原分發服務的

學校要求必須有退伍令才能復職。他從軍中被抓到監獄去，離開後部隊也不

再管他。他像個遊民，得自己找生活的路子。我覺得這是非常不道德的「雙

重處罰」。我認為他已為他犯的錯付出兩年牢獄之災的慘痛代價，不應再剝

奪他教書的權利。信件寄救國團總部，我也不知是否能到達上司手中，反正

姑且一試。後來兵役課就通知他去補服役。他重新當兩年的海軍大頭兵，直

到1974年秋終得回復教職，徵得雙方家長同意，我們訂婚了。

那年冬天，不幸他的父親心肌梗塞驟逝，遵照民間習俗，我們於喪禮的

同時結緍。

1975年，我以懷孕之身及政治受難者家屬身分為「蔣公」之死痛哭。雖

然我漸漸得到一些有關二二八的、白色恐怖的資訊，我仍然以為，所有壞事

都是層級不高的分子所為，慈祥和藹的「蔣公」和「蔣總統」都是被不肖部

屬矇蔽的。

2000年政黨輪替後，執政的民進黨推動人權之路，許多人把陳封的往事

攤開來，或接受訪問，在或報章發表、出版書籍，我得以蒐集更多資料。有

些事，當事人只能陳述發生的情形，至於評論發生的原因或決策者為誰，因

為採訪作者的「立場不同」，造成各說各話的現象。

．完美女人的崩解

 訂閱TIME週刊的台灣讀者，解嚴之前，所收到的刊物常有內容被塗黑或

整頁被撕掉的情形，甚至某期「收不到」，也是屢見不怪的事。TIME週刊具

有國際公信力的地位，內文報導不容出錯，而有些真相卻是國民政府不願讓

台灣人民知道的。直到解嚴後，大家才有完整的雜誌可看。

November 3,2003 Vol.162,No.17，這一期的報導中有一篇文章，使我

大為驚駭。而這篇文章能够面世，恐怕也是因為當事人已去世且台灣政權已

轉移的關係。一個獨特的女人，文章大標題如此寫著。「亮麗迷人和巨大權

力，蔣介石夫人是二十世紀諸多最具魅力的女人之一……」

坊間也有不少關於蔣夫人宋美齡的傳說，當然我認為那些既都是道聽途

說，也就不足為信。我所被教導認識的「唯一的蔣夫人」，不只是高貴美

麗，她聰慧賢淑，畫得一手好畫﹔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慈祥而博愛﹔她

是國際公認的完美女人，周旋於世界最強美國的國會眾議員之間——能成為

白宮的貴客，世間少有哇！

然而——

1942年，她因患皮膚病到美國紐約就醫，出院後，應羅斯福總統和夫人

之邀，到白宮住一個星期。有一天晚餐時，總統問她，如何應付像美國勞工

領袖那樣的麻煩人物？

賢淑的蔣夫人當場不假思索，以她的手指往脖子一劃，劃過喉嚨——

羅斯福總統夫人後來說：「那優雅、像小花瓣般的手指——你可以想像

那些可憐人的脖子，被捏斷。」(註1)

那一個動作，以纖細蘭花指，輕鬆、優雅、輕輕一劃，卻令我不寒而

慄，也把我的心劃破了。我腦海中浮現的影像是童年看過的電影「蛇髪美

人」……那不就是「蛇蠍美人」嗎？教會學校的教養、富裕家庭的家教、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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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的外交能力、高雅氣質的藝術表現……全在那一個動作中崩潰。

原來權勢在握的人，完美外表的底下，是那麼的殘酷。原來大人物揉捻

百姓的生命，是視人命如蜉蝣、視人命不如草芥。那樣的權力是怎麼來的

呢？女人都如此狠毒了，男人呢？ 

 

．看見苦難的人

許多有關二二八的口述歷史書籍紛紛出籠，二二八受難者本人仍存活的

已非常少，多數是採訪受難者的家屬。

2004年，我們認識了兩位跟二二八有關的人士，一位是高齡已八十的歐

陽文老師，他是嘉義二二八受難的畫家陳澄波的學生，原本在二二八事件中

逃過一劫，不料在後來的清鄉、白色恐怖中，又被抓去，判刑十二年，關在

插翅難飛的綠島。他是第一個我「親眼目睹」的二二八受難者本人。

歐陽文老先生現身說法，他被關在綠島時，有一次彭孟緝陪同蔣經國去

視察，集合全部犯人，彭孟緝大吼：「誰敢不聽話，我就一個一個的殺！

殺！殺！」邊說邊揮手比出以刀砍人的姿勢。

老先生回憶起來猶充滿恐懼：「好像我們的頭都是一顆顆的西瓜一樣，

殺！殺！殺！真恐怖！」

而當時蔣經國微笑著站在殺得痛快的人魔旁，滿意的點著頭。

曾被放逐到蘇聯，他卻學會最狠的一招回來，用在台灣人或跟他不同

路、不同思想的人身上。他的特務網無所不在，爪牙自然會替他行事，而

他，便服一襲，深入民間，到處留下「與民同照」和樂親民的形象，瓦解所

有人的戒心。

我半談心半採訪的，從他口中得到不少有關嘉義二二八事件時的情況

和有關陳澄波的資料，在後來撰寫前輩畫家陳澄波的故事時，又訪問了陳

澄波的兒子陳重光老師，得到很多第一手資料，我腦海中的舊觀念不斷的

被翻新。

．二二八小水牛
    

另一位是高雄地區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林黎彩女士。她的父親林界本是苓

雅區的區長，應市長之請一起到壽山要塞司令部談判，要求彭孟緝約束軍人

勿再對百姓開槍，不料被詐誘慘害。當時林女士才十個月大。她遺憾一生從

未享受過父愛，且得背負「父親是叛匪」的惡名。

林女士多年來一直為追究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平寃而努力。她指出應

負責的是彭孟緝，而整個事件的元凶更直指蔣介石。經由她的口述、提供的

文字資料、檔案等，我對二二八事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在她的邀約下，我們也參與了二二八紀念畫展。 

我在兒童文學創作方面有多年的努力，在研究過有關二二八事件後，

覺得應該讓我們的小朋友認識台灣重要的歷史事件，於是以繪本方式創作

《二二八小水牛》，參與二二八紀念美展。

在新書發表會時，有人問我，是否有家人或親戚是二二八的受難者？我

回答「沒有」總引起一片訝異聲：那為什麼會特別關心二二八，還出繪本

呢？有些人成為「受難者家屬」是不得不然，他們無法選擇，而我家沒人受

難，我為什麼敢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共結連理，成為「受難者家屬」？

回想起來，從小我就是不怕邪惡的個性，不信鬼神，不吝對受害弱者伸

出援手，我總是相信書上的教導：見賢思齊、為民除害。路見不平，出手相

助，不是很自然、很應該的嗎？我想那是一種天生的正義感吧！任何人都不

應沒有正義感，減少正義感，或把正義感隱藏起來。而對一個值得我愛的

人，擕手共度一生，有何可疑慮的呢？

抱著從不刻意隱埋的態度，我坦蕩蕩的生活著。那時我猶以為對更上層

的追究，僅是一種連帶責任的說法，就像小孩有錯，家長應連帶負責、老師

出差，校長應連帶負責，那般。有時聽到「蔣家父子是劊子手」的批判，

唉，我還會加以辯駁呢。

．轉型正義

從1950年代，國民黨根據1949年違憲公佈的戒嚴令藉軍事審判，屠殺數

以千計的百姓，那些檔案，國民黨一直秘藏著不敢公開，在2004年秋天，新

政府推動的轉型正義終於迫使檔案管理局解密，公開了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直接或經由國防部呈給總統府的部分資料。

2006年起，我們以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身分多次應邀參加綠島人權藝術季

活動，認識更多受難者本人和家屬。像：張珏女士提起當年家中五六個大男

人全被殺，她是一個才十來歲的小女孩，必須到一個滿是福馬林的大池去認

屍，雖事隔多年，猶忍不住再度嚎啕痛哭。歐陽劍華校長和張常美女士都是

「綠島壞人」，惺惺相惜，出獄後共結連理，歐陽先生用畫筆把當年親眼所

見受難者所受的酷刑畫出來。聽他們親述遭難的情形，雖是陳年往事，總是

令人同悲不忍而共泣。

規劃活動的人權團體用心的把受難者的訪談記錄、事件調查記錄、檔案

資料等，一一以簡報、手冊、光碟等各種方式，在現場播放、贈送來賓、向

遊客宣導，要讓「真相」呈現在世人面前。這是許多人、許多單位共同的努

力，我常見到像陳銘城先生、曹欽榮先生、洪隆邦先生……等，在台灣頭尾不

停的奔波，他們所發揮的超級正義感，實在令人感佩。

我也終於看清國民黨醜陋的真面貎，尤其是「判決書」檔案的出現。

這年「二二八事件記念基金會」發佈一份對二二八事件責任的研究報

告，結論是：蔣介石是大屠殺的元凶。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當然並不認同，且

大力反辯，蔣家後代甚至對該份報告的作者提出毁謗的控訴，他們反覆強辯

整個事件都是一些當地官員造成的，國民黨高官也不斷在他們所掌控的媒體

和公開場合消毒，另提出一份扭曲事實的報告和記錄片，偶爾裝模作樣的向

受難者及家屬略表歉意，「如果造成不舒服的話……」那般委曲的「道歉」。

其實真相都在面世的判決書中。我想起年輕時曾寫過：「……雖說天下無

不是的父母，但父母也是人，難免有犯錯的時候……」——判決書中，蔣介

石的「墨寶」赤裸裸呈現真相，他的後代子孫亦可以親眼目睹，難道還能昧

著良心「護長」嗎？

．隻手遮天的判決書

判決書上的文字，一個個字體工整，可見書

寫者具有高深的功力。黑色的主文，文字密密麻

麻，敍述詳盡，可見審判者是多麼的「專業」。

細讀其內文，不由得令人喟歎！唉！生命不如蟻

螻，在此又歷歷呈現！

國民黨豢養的大批幕僚，如軍法處的審判

官，他們的重要職務就是在判決書上大作文章，

費盡腦筋，字字計較，想辦法把案情擴大、杜撰

情節、捕風捉影、利用不同的案件互相牽聯，亂

引條文，使無罪的變成有罪，小罪變成大罪。

呈文經過保安司令吳國楨、彭孟緝過目簽

章、呈主管軍法局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桂永清等

裁示、再上呈參謀總長周至柔、再到總統府參軍長黃鎮球、黃杰、總統府秘

書長張群、孫立人等，最後到達總統蔣介石手中。

有關「白色恐怖叛亂案件」，幾乎是每一件每一個人的判決都由蔣介石

做最後的決定。從層層上呈的過程中，很明顯的，每一關都覺得前人判得

「不够重」，而一再的加油添醋，東拉西扯，從第一關的「無罪開釋」，到

最後一關的中正裁決，一個無辜的生命就「罪無可赦」了！

．凌駕一切的巨魔

最令人儍眼的，莫過於：紅色的句讀、側

線，猶如一篇篇沒有標點的古文被「詳細研讀」

過一般，最後更有「總評」，不論前文如何細膩

斟酌幾年刑期，大都明顯的直接批示：

「死刑可也」「應處死刑」「槍決可也」

「應即槍決」等大上數倍的字體。

身為「總統」，國事如麻，他該關心的大事

應該很多，怎麼會有時間對文字長篇累贅的判決

書詳加批示呢？

他在一判決書上詳批一大段文字，竟然是對

一個十八歲被無由判刑而導至氣憤到精神錯亂的

大學生，批示「不論是否精神分裂，只要已年滿十八歲，就要處死刑。」 所

謂的「叛亂」，不過是「不檢舉匪諜」「與某嫌疑人談話」「參加讀書會」

「留宿某人」「曾資助某人」「曾為共產黨員」，甚至只是「向某人借書」

等等，所謂「匪諜」絕大部分都是對政治一如白紙、毫無牽扯的小老百姓，

卻會讓他視如大敵當前，大費周章的批示判死！

    而那些幕僚何以會愈判愈重？看了「總評」也讓人了然於心——

「此人為何不槍決」

「均應發還嚴為復審」

「保安司令部二次判決俱屬不當令彭副司令嚴加督察為要」

「原判主審法官至少應有相當處分」

「為何此等重案判處如此輕便該審判人有無

差池內容應注意」

恐怕幕僚們在斟酌判決文字時，也是戰戰兢

兢的，怕判得不够重，禍及自己吧！於是他們成

為膽怯自私的殺人共犯。

他掌握江山(即使僅有一隅)，神化自己，為

追求美人，改捧聖經。用來批示死刑的同一枝紅

筆，也用來眉畫聖經。

．確實執行

沒有一個孩子會錯過「白雪公故」的童話故事。狠心的後母皇后命令

武士把白雪公主帶到森林去，「把她的舌頭帶回來」、「把她的心臟帶回

來」那樣，要證明那可憐的女孩確實已被殺死。蔣介石同樣的，冷血的要

求，把被處死的人刑前和刑後各拍照片一張，併貼呈上，讓他看到死刑已

確實執行。

我只感到一隻嗜人巨魔，張開血盆大口，把一個一個無辜的小老百姓抛

進嘴裡，有的掉進黑喉深淵中，有的還血淋淋的卡在銳利的齒縫間，而他卻

露出喜悅的、滿足的表情……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而威權統治集團以臨時條款架空憲法，其首腦

更凌駕於一切法津之上，可以大筆一揮，否定法官的判決，加刑、處死。

那是教科書裡歌頌的，英明領袖、民族救星、世界偉人。

唉！從前我一直像個「聰明的儍瓜」，把頭埋在沙裡，不敢讓「傳聞」

的真相戳破被洗腦多年的兩蔣形象。受難者的見證、那些檔案，使我豁然如

夢初醒！

 

．心碎的母親

 在綠島人權園區的垂淚碑上，鑴刻著政治受難者作家柏楊先生的詩句：

「在那個年代 有多少母親 為他們 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

而我更覺得：

「在判決書上 有多少母親 為他們 被死刑獵走生命的孩子 心碎

囚禁，猶能等待﹔守候，總有希望﹔紅筆一揮，死刑可也，

語氣如此輕蔑，生命毫無重量，母親啊，無淚可流……」

我痛恨教科書那麼深深的欺騙我，把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裝扮成偉人。

精神分裂--死刑

一線間

生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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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悔悟自己，竟然會天真那麼長的時

間，甚至在自己即將為人母的年紀時，還儍

笨到為一個以殺人為樂的屠夫之死而流淚。

我要懺悔啊！我曾那麼認真的誤導學

生，真的是誤人子弟啊！

不久前我遇到幾位現職老師，話題不由

得轉到白色恐怖，她們口口聲聲護衛「蔣

公」，我告訴她們有關檔案的事，只見她們

仍是一臉狐疑。

「現在學校裡都還在教小朋友唱蔣公紀念歌呢！」

也許「口說無憑」吧！如今的小朋友仍被謊言教育著，而教導者仍被真

相矇蔽著，我怎樣讓更多人了解呢？我能如何更有效應用那些檔案呢？

．五封遺書的故事

 2010年5 月，出席台東美學館參加2010綠島‧和平‧對話——尋找風中的

名字「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揭幕暨人權藝術季系列活動的記者會，我遇見擔

任主持人的張旖容小姐。她是判決書中「黃溫恭」的外孫女。

1919年出生的黃溫恭，在日治時代從台南二中畢業，赴日本東京習醫，

取得牙醫師執照。畢業後至1945年間在哈爾濱的日本關東軍中任軍醫。二

次大戰後，國共內戰期間，他被共軍俘虜，為了想回台灣，不得不加入共產

黨。回台後，他於1951年自首，並取得1952年所發給的「自首證」。

當局宣稱「匪諜自首，既往不究」，但政府在清查台灣共黨地下組織

時，以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案，把任職屏東春日鄉衛生所主任的黃溫恭帶

走，判刑十五年。

「我的母親黃春蘭出世才五個月，外公就死了，我小時家人從不提外

公。」張旖容唸高中時，看到舅舅書上有一句話「我爸爸被國民黨槍斃」，

驚嚇之餘，問母親，也只得到「就死了」三個字。她決心自己查資料、找答

案，2007年政府舉辦「再見，蔣總統」的展覽中，展出一些文件，網友發現

「黃溫恭死刑」的判決書檔案，立刻通知她，她向國家檔案局調資料，才得

知死刑的由來。

原先她的舅舅也以為是軍事法庭審判官梅綬蓀一人，枉顧國家法令和事

實(自首證)以一己錯誤認定所造成的悲劇(註2)，但層層上呈的判決書則清楚

的現出，原「黃溫恭以曾據自首處徒刑十五年」，而最後另加的批示則是中

正手書「黃溫恭死刑」，那才是真正的劊子手啊！

黃溫恭被槍決前，留下五封遺書，都還在檔案卷裡，當年政府沒有交給

他的家人，如今已開放供調閱的檔案局也表示只能借閱。其中最重要的自然

是「給妻子的訣別書」。黃家人原本希望政府發還遺書，讓九十高齡的老母

親黃楊清蓮看到，能感受到丈夫臨終前對她的不捨與愛憐，沒想到老母親等

不及，在取得複印本前去世，成了永遠的遺憾。

人「看得見」，尤其是那些令人怵目心

驚的大字。

我的話，他聽進去了，開始構思。

這也是他應該做的事。

在畫室嘗試幾次表現方式後，第一

幅正式的《判決書系列》作品選在綠島

人權園區綠洲山莊——從前監禁政治犯

的牢獄完成，這是極具歷意義的人權畫

作。當遊客好奇的在監獄前張望，見到

受難者本人、看到剛出爐油彩仍會流動

的畫作上醒目的判決書，心中受到的衝

擊會是如何？從他們的表情，我可以感受某種力量在發酵。

述說「磒落的青春——丁窈窕的故事」使我心酸悲泣不已的政治受難

者郭振純先生，原被判無期徒刑，「幸而」托蔣介石之死撿回一命，減刑成

二十二年兩個月，他來到畫室看到他的判決書在畫作上，也不禁動容。郭先

生在畫作前留影，為歷史留下見證。

已有不少受難者蒙主恩召，而大多數也都年事已高，甚至其家屬也已步

入老年，他們擔心的是在「加害者」仍不肯認錯而一昧糢糊事實的心態下，

真相將因時間的流逝而竟至無法大白，後代的人豈不永被欺瞞？因此陳英泰

先生花了數十年時間寫了「回憶，見證 白色恐怖」上下兩冊(2005年)和「再

說白色恐怖」(2009年)近百萬字的歷

史見證﹔陳孟和先生以八十高齡仍數

度重返綠島為人權園區的展示規劃奮

力。

陳武鎮自己雖也是受難者，但他

要做的事其實是為更多廣泛的受難者

發聲，把判決書的原貌融入畫作，藉

畫作讓檔案永不被煙滅，這是可以期

望的。

 

我藉這篇文章反省，懺悔，願能贖罪。

曾經被我錯教的學生們，請能原諒我，如果有機會，我要訂正。

許多年前聽過的白色恐怖案件中，有一位小學老師在出考題時，出了一

道是非題：

(    )蔣總統不是中華民族的偉人。

     這題是要讓小朋友畫(×)的。為此「反」向思想，他被抓被關了。

     現在可以再重來一遍，就用力的在(  )裡畫個○吧！

     這樣說，已經非常客氣，過於寛容了。

．遲來的父愛

「親愛的春蘭，妳還在媽媽肚子裡，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識，嗚

呼！世間再也沒有比這更悽慘的了，雖然我沒有看過妳、抱過妳、吻過妳，

但我一樣疼愛著妳。慚愧的很！我不能盡做爸爸的義務，妳能不能原諒這可

憐的爸爸啊？」

「活了五十六年，第一次感到父親關心我、愛著我。」張旖容第一次聽

到母親講出對外公的心內話。她說，從前，母親對從未謀面的「父親」有著

難言的怨恨，她從未體會過一絲絲父愛。在五十六歲的生日時看到遺書，她

總算解開心中的怨，她說，這是她這一生，最好的生日禮物。

在給兒子的遺書中，他訴說著對兒子的疼愛，深情地表達對兒子的期許。

希望他將來成為土木工程師。「要像鋁一樣有用。」卻又擔心給兒子不

必要的壓力，再寫：「這是爸爸的夢想，不必勉強。」「我沒有什麼遺憾，

唯一的是不能親眼看到兒子成器。」「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不能和你話

別，甚感遺憾，傷心真是達於極點。」「不可因失了爸爸而灰心，自暴自

棄，走入歧途。」

「不可馬飲牛食，要保護胃腸，多吃魚肝油，好好鍛鍊身體。」「時常

反省錯誤，樂於接受他人批評，需要充滿著求知渴望的精神。」

他曾動手打過兒子，在遺書中，希望兒子原諒他。

「我的死屍希望寄附台大醫學院或醫事人員訓練機關，增進他們的醫

學知識。以前寄回的兩顆牙齒，就當它是我的死屍。」黃溫恭的遺書中如

此寫著。

行刑後他被草草葬在六張犁，慈悲寛宏的遺願終究無法達成。

年輕的張旖容，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由於她的積極，家人受困於陰鬱

暗處的心靈，得以釋放，被隱沒的外公也得以在家族中重現。她親自造訪外

公在日本就讀的齒科大學，並南下高雄燕巢，拜訪與外公同案九人中唯一在

世的難友陳廷祥，從而了解外公的點點滴滴，讓外公三十三年的生命重新發

光。

「綠島的一天」這張光碟裡，記錄了她挖掘到的新資料，她對歷史的新

認識。

看著容光煥發的張旖容，我感覺到新生的力量在滋長，公理的種子在發

芽，正義的小天使正展翅飛翔。

．判決書系列

 陳武鎮在解嚴後，開始蘊釀《政治犯系列》的畫作，接著又進行《虛擬

巨惡》系列。為二二八受難者發聲，他畫了《風中的名字》系列。然後，他

說，有關人權的創作資源用完了，他不想再畫類似的題材。但是，判決書對

我的震驚之大，我思索：如果它可以驚醒我，應該也可以讓更多人覺醒。我

建議他，好好的運用那些檔案。那些檔案如果融進畫作放大呈現，會讓更多

[註1]

Fame in America came to Mei-ling in a more serendipitous fashion. 

In late1942, a painful skin disease brought her to a New York hospital. 

Upon her release, she was invited by 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his wife, Eleanor, to stay at the White House for a week. Yet even as 

his guest was enthralling his nation, Roosevelt was wary of Mei-ling’s 

formidable charm. One night at dinner, the President asked in passing 

how she would deal with a troublesome labor leader like John L.Lewis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 Without missing a beat, Madame Chiang 

passed her hand across her thoat. Eleanor Roosevelt later said:“ Those 

delicate, little petal-like fingers-you could see some poor wretch’s 

neck being wrung.”

(摘錄自TIME   November 3,2003  vol.162,no.17  P.41) 

[註2]

＜高雄縣二二八暨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第225-6頁：

1.   軍事法庭審判官梅綬蓀錯誤認定陳廷祥入黨為黃溫恭所吸收。

2.  軍事法庭審判官梅綬蓀否定黃溫恭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向國民黨屏東縣黨

部申請自首，領有保安司令部一九五二年一月廿三日所發之「審字第零

四三八號」自首證。

3.  因此，軍事法庭審判官梅綬蓀判定：黃溫恭於參加匪黨之後，復先後吸收

黃金清、馬玉堂、陳廷祥等參加其組織，顯已達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

府而著手實行之程度。

陳武鎮在八卦樓牢房做畫

郭振純與判決書畫作

畫家和政治受難者
(由左而右)郭振純、施並錫、陳世鑑、洪文慶、陳武鎮

殞落的青春--丁窈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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