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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招待所:白色恐
怖負面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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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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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里民大家好:
前幾天有民眾投訴，從廢棄的接待室經過時，有
不明人士從裡面丟出石頭，差點打到路過民眾。
其實，這個接待室是過去政府用來偵訊犯人的地方，
已經很久沒有使用，也沒有好好管理，社區也沒有
經費來整理。
民眾晚上經過接待室，都覺得裡面陰陰暗暗，不太
舒服。加上政府捷運路線開通，搬來社區的人口
越來越多，商業活動也越來越發達，社區附近的土
地越來有投資價值。
目前，有民眾提出希望大家一起向政府陳情，希望
政府提供資源，來處理這個接待室。
今天希望透過這個投票單來了解大家的想法，請各
位民眾表達意願，謝謝!



學習單一.2



請安靜閱讀手上文本(3分鐘)

些



老師發下情節字句，小組討論如何呈現定格畫面(4分鐘)

些



舉例





些



請寫下答案

並在文本中找出該小組所展示的文字畫面，在
句子下面畫線

安康招待室
1.4.6.8

安坑刑場
2.3.5.7

學習單二.3



兩篇文章的比較:
1.這兩篇不同的文章，相同點是什麼呢?

學習單三.









2.依照臺灣目前法律制度，接待室不可以再這樣接
待嫌疑人。而依照臺灣目前執行死刑數據資料，對
於執行死刑的場地需求很低，因此安坑刑場也沒有
繼續執行死刑。請同學思考，這些地方，失去了原
先被設置的功能後，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學習單三.





學習單四.1



2.回顧文本

戒嚴時期，國家透過不正當手段及體制系統，傷害人權各種不義作為，所

發生的歷史現場。

・(1)在安康招待所文本中，找出傷害人權的各種不義行為。(在文本裡畫線)

・(2)在安坑刑場文本中，找出國家不正當手段及體制系統。(在文本裡畫線)

我說：「根本沒有發生的事，你叫我怎麼寫？」他們就教我怎麼編情節

宣讀那個死刑犯二條一，判匪諜罪



五.經過這節課，請同學思考負面遺址意義，再次投票。



1.你投的票和第一次一樣嗎?
2.你改變或不改變想法的原因是什麼?



下節預告

到圖書館空間，按照座號，
男生一排，女生一排。

走過黑暗之路--逮捕.
羈押.牢房體驗

為了讓大家有真實體驗，下節將不再多
做說明。會直接以指令方式，讓大家面
對逼真情境。你將記得過程中的感受，
體會歷史的當下；過程中有不安，但環
境是安全的。



2
行過黑暗之路--
體驗牢房生活



照號碼入座。
待會兒，我們將重回戒嚴時代。

過程中，你將會聽到一些聲響，為了保護大家
的安全，請務必遵守老師的指令，不要嬉鬧。
請大家保持肅靜，將鞋子留在座位下，戴上眼

罩，低下頭，雙手背在身後。
準備好了，我們就開始。



全體起立!搭著你右邊的同學的同學一起走。
過程中保持肅靜，不要出聲音。

帶同學走進關燈的智慧教室，圍著地墊。聽槍決音效。



把眼罩拿下。
男生三組，女生三組，請坐到押房內。
坐下後，將眼罩歸還，不要出聲。



牢房體驗

現在，請大家躺下。想辦法不超出押房範圍，
也不能重疊在同學身上。請大家睡在押房內。

(倒數1分鐘)

放水杯。



牢房體驗

睡在最外側的同學，現在突然很想上廁所，請
你起身，在不踩到別人的情況下，到達廁所，

把水杯分毫不灑地拿到前面來。



牢房體驗

你們經過了很多這樣的晚上，已經算不清日子。
夏天，這裡悶熱難耐；冬天，這裡又濕又冷。
更糟的是，半夜常有人被抓去「問話」。



刑求調查

請睡在第二間牢房的同學出列，站到步道上。
現在要帶你們去問話，請保持站立姿勢30秒，

顯示你們對國家的忠誠。

30秒



刑求調查

第二間牢房的同學表現不佳，堅持不肯說出匪
諜的名字。現在，請所有人起身踩上步道，全
部的人都要想辦法站上去，身體的部位不能超

過黑色地墊外。保持這個姿勢30秒。

30秒



刑求調查挑戰

請2號和32號同學，雙腳離開地面，你可以換
一個身體部位落地，或扶著旁邊的同學。

10秒



審判

請大家走下步道，男生一排，女生一排。



審判

請大家低下頭，閉起眼睛，想一想，這些日子
以來，你受到的待遇。

你們參加讀書會，在閱讀課上討論自由，質疑
政策，有反叛思想，所以被抓。押房很擠，這
裡不允許你發表任何意見。有時你不能睡覺，
會被抓去問話，有時你聽到別人遭刑求時，傳

來淒厲的慘叫。
你不知道家裡現在怎麼樣了?你的爸爸媽媽都

還好嗎?這樣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



現在，睜開眼睛。聽完指令再行動:
你覺得經歷過這些，你還撐得住的，
請到布面左邊；你覺得不想繼續了，

你想回家的，請到右邊。









請坐，讓我們回到2022的現在。
卸除角色，我們大家都是安全的。

剛剛我們體驗的，是白色恐怖時期，所受到的
黑暗待遇。



在過程中，你有什麼感受?



你認為那些是不義的作為?



體驗中，你覺得最不舒服的是哪一段?為什麼?
(聽逮捕音效.戴眼罩羈押.牢房體驗.步道刑求.

審判)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一開始的音效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adq8DiMWM0












恐懼，為什麼需要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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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什麼是人權?

人權有哪些?
•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 身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這些向度，
容易做到嗎?



1895-1945
日治時期

1945-1949
國民政府接
收臺灣

1947
二二八事件

1949-1987
戒嚴時期

1949(民國
38年國民
黨撤退來臺)

1895
甲午戰爭，清
廷割讓臺灣給

日本

1987-現在

臺灣歷史紀事
影片:全球瘋傳，
台灣人不告訴你
的二二八事件



你印象最深刻的
是誰的故事?為什

麼?

要永保安康，一
生平安，有沒有

祕訣?





要永保安康，一生平安，有沒有祕訣?

你雖然平安活下來了，但這是你想要的生活樣貌嗎?
在過程中，你失去了什麼?



什麼是人權?

人權有哪些?
•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 身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你還認為這
些向度容易
做到嗎?



活下來的人，還願意回顧這段歷史嗎?
忘記會比較好嗎?



在真實世界，有可能發
生記憶被改寫，或集體
遺忘的事情嗎?



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 英國BBC報導

阿富汗政府正在重
寫其歷史課本

刪除自1970年來，阿因種族和政治
而爆發的血腥政變、蘇聯的入侵和
扶植共產黨政府、美國和北約國家
組織的介入、塔利班政權的崛起。

他們說，刪除這些血腥肆虐和苦
難創傷的歷史，是為了「更大的
國家利益著想」，為了「避免國
家的長期分裂」。



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
社會失憶症（英語：Social amnesia）
是指一群人對某件事的集體遺忘。

在經歷艱難階段的時刻，社會失憶症
的發作有時能夠掩蓋過去，而逐漸消
逝的記憶則有助於令神話傳說免於質
疑和挑戰，而存留於世。

政治迫害對
記憶的壓制

無知 客觀環境或利
益的變更。



面對歷史的傷痛，恐懼，
為什麼要被記憶?

Fact:事實
Fake: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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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馬拉松----
寫一封信，改變生命



寫信馬拉松 WRITE FOR RIGHTS



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活動每年大約於世界人

權日12月10日開始進行，目標是幫助受苦受難、面臨人

權侵害的人們或社群，為他們帶來改變。

寫信馬拉松召集全球數百萬人書寫信件，讓官員被信件

轟炸，並包含其他許多行動：組織示威提高個案能見度、

透過媒體與網路曝光吸引國際關注，增加對涉案官員的

國際壓力。





寫信馬拉松—寫一封信，改變生命

什麼是寫信馬拉松
(影片5)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8CjpTSUnqc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





寫信救援有用嗎?

影片6:李明哲和史諾登(4’23)



〔 ORID焦點討論法 〕

Ｏ Ｒ

I D

客觀 主觀

原因 決策

1.看到什麼？
2.聽到什麼？
3.發生了什麼事情？

1.什麼讓你的情緒波動？
2.直覺反應是什麼？

1.為什麼會有這些情緒呢？
2.這個影片想表達些什麼？
3.為什麼寫信給「他」，

對我們很重要？

1.日常中有什麼
要改變、要珍惜？

2.你會採取什麼行動？



表達自由
關鍵字聚焦

你的意見很重要；你有權利說出你的想法、分享資訊、要

求一個更好的世界；你也有權利同意或反對掌權者，你有

權利在和平示威中表達這些意見。

人民在不受恐懼或非法干涉的情況下行使這些權利是社會

邁向開放和公平的重要關鍵；這樣的社會才能讓人人實現

正義、享受人權。

政府有義務禁止仇恨、煽動的言論，但許多政府卻濫用權

力將表達自由定罪，只為了要噤聲那些和平的批評意見。

政府常以反恐、維護國安或宗教之名，限制表達自由。我

們看到近況是，當權者壓制幫助難民和移民的社運人士、

非政府組織、及個人，造成人民的表達自由受到威脅。

2021年5月25日是喬治・佛洛伊德逝
世週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者
在紐約布魯克林一場遊行中高舉標語
牌呼喊口號。



關鍵字：表達自由、結社自由、和平集

會自由、人權捍衛者

香港｜鄒幸彤
Chow Hang-tung



隱瞞真相，就能操縱無知

六四天安門事件
本來是紀念胡耀邦，後引發一連串遊行，要求民主
政治,整治貪汙.新聞自由等。學生聚在北京天安門抗

議，中共派出軍隊武力鎮壓。

之後，其關鍵字被屏蔽，
在中國境內網站上查無相
關資訊。許多人是靠著
vpn翻牆到國外網站才得
知此事。



「你紀念，他們說你有罪，他們讓你恐懼，
他們讓這個社會集體遺忘一個好人，以此
掩蓋他們的罪行。彷彿不紀念，他們所做
的一切「惡」就不存在了。害怕嗎？挺害
怕的。那還要紀念嗎？要的。因為我已經
不剩下什麼可以記住的了，唯一能做的事
情就是不要遺忘了。」

Lamwaai，回應《過去一年，他們犯下的罪叫做「祭奠劉曉波」》

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13-china-liuxioabo-mourner/


鄒幸彤決定成為人權律師與社運人士，勇敢的將人生致力於保障人們的權利。鄒幸

彤曾擔任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這個組織長期籌辦全球最大的燭光晚會來紀念天安門

鎮壓的受害者。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街道，軍隊向呼籲經濟和社會

改革的和平示威者開火，造成數百人死亡，但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數千人。

• 要求他們立即釋放鄒幸彤並撤回所有指控，因為她僅因和平行使表達自由就遭拘留。

寫信給香港當局

鄒幸彤
Chow Hang-tung

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忘記這件事，但鄒幸彤將紀念受害者視為使命。在2020年和

2021年，香港當局以Covid-19疫情相關的公共衛生理由來禁止六四紀念晚會。

2021年6月4日，鄒幸彤在社群媒體上鼓勵人們點燃蠟燭來紀念六四，但她當天就

因「宣傳未經授權的集會」而被捕。
鄒幸彤因為和平紀念受害者，目前正在監獄服22個月的刑期。她也此被認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面臨

更長的監禁。但她勇敢表示：「要說我完全不害怕，那就是在說謊，但我沒有怕到什麼事都不敢做。」

因紀念六四事件的受害者而入獄



因紀念六四事件的受害者而入獄



「我自己都有心理凖備會被捕，這就是現在香港的常態。在專政之下爭取

民主，被捕是無法避免的。要來就來吧。為爭取民主，犧牲是值得的。」

「而我們這刻要做的，就是盡我們每人的一分力，在嚴寒中守住這燭光。」

「我們能做的、與已經做了的，就是為這最後一次的維園燭光留下一個記

錄、一個說法，不讓當局壟斷所有『事實』。法庭是否接納這些說法，只

是末節，重要的是，我們絕不無聲。」

「我說不害怕肯定是假的，但害怕到不敢做，又不是。因為很多我的朋友

正在做著很多比我危險的事，處於比我更危險的境地。哪有理由拋下他們

逃跑呢？」

因紀念六四事件的受害者而入獄



同理心地圖in寫信馬拉松

為何點燃一支悼念的蠟燭，就
是犯罪?

政府掩蓋事實，不允許人們
紀念六四……

政府說她危害國家安全的指
控

為何做對的事，要被這要對待





伊朗｜瓦希德・阿夫卡里
Vahid Afkari

關鍵字：表達自由、集會自由、恣意拘

留、強迫失蹤、不公平審判、酷刑和

其他不當對待、非法監禁



瓦希德與家人們的關係非常好，很喜歡在家裡與兄弟們哈比卜還有納維德一起跳舞。

在2016、2017和2018年，瓦希德、納維德和哈比卜在家鄉設拉子和平參與示威，

抗議伊朗的不平等和政治壓迫，卻在2018年9月先後被逮捕。

• 要求他們釋放瓦希德・阿夫卡里，因為他被恣意拘留，並要求當局撤銷毫無根據的定罪和刑責。
• 在釋放他之前，應結束單獨監禁並給予適當的醫療照護。

寫信給伊朗當局

瓦希德
Vahid

當局將3兄弟分別單獨監禁、施以酷刑並強迫他們對已否認多次的罪行「認罪」。

由於司法巨大的不正義，3兄弟參與和平示威卻因政治動機而被定罪。瓦希德和納

維德也因涉入謀殺一名安全官員被定罪，但這個指控毫無根據。當局不當判處納維

德死刑，而哈比卜和瓦希德則須入獄數十年再加上74下的鞭刑。
2020年9月，3兄弟被移至單獨監禁牢房。9月12日，當局祕密處決納維德，燃起了伊朗和世界各地民

眾的怒火，為哈比卜和瓦希德發起的倡議行動更因此升高強度。2022年3月，哈比卜在經歷550天的單

獨監禁後終於從獄中獲釋。從2020年9月開始，當局殘忍的持續單獨監禁瓦希德，將他和其他囚犯完

全隔離，以此處罰他。

因示威而遭受酷刑和不公正監禁



因示威而遭受酷刑和不公正監禁



「2018年9月17日，我被捕之後，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銬腳鐐並用金屬鏈

拴住，然後送入單獨監禁室。單獨監禁期間，我無法判斷外面是白天還是

黑夜，牢房小到幾乎無法睡在裡面。」

「我被單獨監禁了一段時間，但正如案件檔案所示，我沒有簽任何文件，

在警察的刑事調查單位和檢察官辦公室都沒有簽。即使遭受辱罵和酷刑，

我都沒有向他們（審訊人員）屈服。他們（當局）逮捕了我父親和姐妹的

丈夫，並威脅逮捕我其他的家人。沒有人理會我的無罪聲明。」

「現今，邪惡的上限已經改變了。為了表現出當局有維安的能力，他們沒

有證據就逮捕、拘留、起訴並判刑清白的人。現今⋯⋯我不知道我可以怎

麼替自己辯護，也不知道我可以怎麼告訴別人我需要他們幫助。我能做的

因示威而遭受酷刑和不公正監禁



同理心地圖in寫信馬拉松

為何參加和平抗議就要遭到酷刑?

兄弟納維德被秘密處決單獨監禁，無法得知外界消息

我不知道怎麼替自己辯護，我
只能繼續援引法律，維持理智



寫信給伊朗
當局or瓦希
德

伊朗是宗教敏感
地區，請不要使
用酒與宗教的圖
片.畫像.符號或文

字。



俄羅斯｜亞莉珊卓・史科奇連科
Aleksandra Skochilenko

關鍵字：表達自由、和平集會、人權捍

衛者



亞莉珊卓（綽號莎夏）的生活充滿音樂和藝術。日子好的時候，她熱愛演奏鋼琴、

吉他、曼陀林和長笛，並為任何想一起表演的人舉辦即興演奏會。亞莉珊卓對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感到擔憂，因此在2022年3月31日採取了行動。她將聖彼得堡當地

超市的價格標籤，換成寫了入侵相關資訊的小紙條。

• 要求他們立即釋放亞莉珊卓並撤回所有指控，因為她僅因表達反對戰爭的觀點就遭受拘留。

寫信給俄羅斯當局

亞莉珊卓
Aleksandra

2022年4月11日清晨，警察逮捕亞莉珊卓並指控她「向大眾傳播關於俄羅斯聯邦

武裝部隊相關的假訊息」，這是俄羅斯政府於2022年3月緊急制定的新刑法條文，

試圖阻止人民批評此次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已有數十人因這項新罪名遭受拘留。
此後，亞莉珊卓一直被拘留在惡劣的條件之下。她患有乳糜瀉，但拘留中心並未提供她需要的無麩質

食品，因此大部分時間都被迫挨餓。亞莉珊卓也遭受拘留中心員工和她的獄友騷擾。如果她被定罪，

將面臨最高10年有期徒刑。

她反對戰爭，現在卻面臨監禁



她反對戰爭，現在卻面臨監禁



「無論指控我的人想要對我做什麼，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地將

我踩在泥濘之中、貶低我或將我置於最不人道的處境裡，我

只會從這樣的經驗中帶走最明亮、最不可思議和最美的東西。

這就是藝術家的本質。」

「指控我的人擁有權力和財力，但我比他們有的多更多：善

良、同理心、真實的愛，和來自世界各地人們的大力支持。」

來源：波蘭媒體Belsat

她反對戰爭，現在卻面臨監禁



同理心地圖in寫信馬拉松

說出事實也犯法嗎?

他們在獄中對我的騷擾
俄羅斯不顧人民意願入侵烏克蘭

即使囚禁，也不能奪走我的同理
心和愛



寫信給俄羅斯當
局or亞莉珊卓



寫信範本









請利用寫信範本，或畫圖方式，表
達你的想法。注意勿使用暴力言語
或圖片，有些國家政權較敏感，要
先閱讀注意事項再進行書寫。



5
轉型正義重要嗎



同個時代，兩個人的故事

接下來，你會聽到兩個人的故事，
其中，被屏蔽的詞彙，會用

表示。你可以猜猜看，被屏蔽的究
竟是什麼呢?



同個時代，兩個人的故事

阿東

• 阿東出生於有錢人家。因為共產黨佔據，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他
們家必須放棄家鄉的產業，搬到台灣。定居新家後，他們重新開
起了紡織廠。而且因為那地區的棉花便宜，成本低，因此他們家
的產品很有競爭力。

• 他們家的事業越做越大，產品開始售往全世界。
• 此時，只要能賺錢的，或國家想發展的，阿東家全都把握機會投
資，他也成了大人物。



阿恭

• 阿恭是村長的小孩，他不僅會讀書，也是全村的希望。
• 在中學讀書時，他常常感到日本人的歧視，有一天，在
衝突中，他還把日本學生打傷了，因此被退學。

• 爸爸將他送到日本學醫，他學成歸國後，發現時代不一
樣了，他也成了村裡唯一的一個牙醫師。他和小學老師
結婚，育有三名子女。

• 阿恭發現，自己雖然過得不錯，但在通貨膨脹之下，大
家的生活卻越來越辛苦。他覺得是國民政府的管理方法
錯了，因此他讀了很多書，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



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故事很多，
大家都是腳踏實地，認真生活的

普通人。



同個時代，兩個人的結局
阿東

• 阿東家在越來越多投資，以及合理的商業決策下，逐漸
站穩了腳步。

• 配合著政府的政策，以及經濟的快速成長，阿東家帶領
台灣成為亞州四小龍。

• 在多角經營與良好政商關係下，即使其他家的紡織廠開
始沒落，阿東家也絲毫不受影響。

• 到現在，阿東家成立了遠東集團，養活許多的員工，甚
至連政府都希望跟他打好關係，藉此得到金援。



同個時代，兩個人的結局 阿恭

• 阿恭發現，有一種社會體制，似乎可以讓社會貧富差距消失，叫做
「共產」。但是這樣的體制和思想是被政府禁止的。甚至看相關書籍
就會出事。

• 但是，阿恭懷抱著對改革社會的理想，他還是決定加入了共產的潮流。
• 越來越多參加共產的人被政府抓了，阿恭不想連累家人，決定出面自
首。

• 在法官的判決中，因為阿恭自首，所以被判15年有期徒刑。但當時總
統看到判決書後，大筆一揮，將阿恭改成了死刑。

• 阿恭臨刑前，寫了五封遺書給家人，其中包括老婆和未出世的小孩。
但這些遺書都沒有送到家人手上。



如果你是阿東，這無疑是個實現
夢想，經濟起飛的年代。
恪守本分，歲月靜好。



• 如果你是阿恭的女兒，你不知道父
親為什麼死去，只知道父親是個
「不能說」的人。

• 同學的爸爸媽媽告訴他，不能跟你
玩；教官常常請你去「喝茶」；警
察一天到晚來你家裡查戶口；你想
出國留學，政府不肯核發簽證……

• 同樣的年代，不一樣的故事，決定
了你看歷史的角度。

• 但他們都是真實的故事。



阿東

徐旭東

•阿東出生於有錢人家。因為共產黨
佔據中國，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他
們家必須放棄家鄉的產業，搬到台
灣。
•配合著政府的政策，以及經濟的快
速成長，阿東家帶領台灣成為亞州
四小龍。
•到現在，阿東家成立了遠東集團，
養活許多的員工，甚至連政府都希
望跟他打好關係，藉此得到金援。



阿恭

黃溫恭

• 阿恭是村長的小孩，他不僅會讀書，也是全村的希望。
• 在中學讀書時，他常常感到日本人的歧視，有一天，在
衝突中，他還把日本學生打傷了，因此被退學。

• 阿恭發現，自己雖然過得不錯，但在通貨膨脹之下，大
家的生活卻越來越辛苦。他覺得是國民政府的管理方法
錯了，因此他讀了很多書，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

• 阿恭發現，有一種社會體制，似乎可以讓社會貧富差距
消失，叫做「共產」。但是這樣的體制和思想是被政府
禁止的。甚至看相關書籍就會被槍斃。

• 但是，阿恭懷抱著對改革社會的理想，他還是決定加入
了共產的潮流。

• 越來越多參加共產的人被政府抓了，阿恭不想連累家人，
決定出面自首。

• 在法官的判決中，因為阿恭自首，所以被判15年有期徒
刑。但當時總統蔣中正看到判決書後，大筆一揮，將阿
恭改成了死刑。



56年後，黃溫恭的外孫女張旖容，在
2008年「再見，蔣總統」特展中，發現了
爺爺的遺書。直到2011年，黃家終於取回
遺書，但黃溫恭的太太已經不在，永遠不
知道先生在最後有什麼話想對她說。

• 在這個故事裡，誰是真正的受害
者?

• 當威權時代結束後，政府需要做
什麼，來賠償這些受害者嗎?



麥來亂!放下過去吧!都
已經是那麼久以前發生

的事了!

就是你們一直在撕裂這
個社會!

政府不都賠錢了嗎?到
底要講多久?



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
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
這些工作包括：
1.賠償受害者:被沒收的財產必須歸還；遭受肉體、自由和生命
損失的人或其家屬，必須加以賠償。
2.追究加害人:對從事政治迫害的人，必須在法律上或道德上予
以追究。
3.呈現歷史的真相。

什麼是轉型正義



1 宣示社會價值：
從賠償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的實際行動中向所有人民宣示，
社會所崇尚的價值：民主、正義、和人道。
2 警惕後代：
透過真相和歷史的呈現，一個社會提醒它的後代，獨裁政治
對人道的催殘。民主文化才可能真正建立。
3消除社會分裂：
從消弭社會分裂而言，政治迫害經常造成社會大規模的分裂。
如果我們不賠償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社會裂痕不可能真正
的彌補，也沒有真正的原諒。

為什麼需要轉型正義



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

• 1941-1945年，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對猶太
人進行迫害，將猶太人送入集中營，執行種
族清洗。又稱納粹大屠殺。
•當時全世界有1500萬猶太人，而歐洲總共有
近900萬猶太人，其中近三分之二被害，包
括近150萬的兒童。
• 1945年同盟國在二戰後進行紐倫堡審判，審
判了23名納粹高層，並取締納粹符號，展示
納粹符號，被各國視為一種違法行為。



2016.12.25如果對歷史無知，你就會……



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
• 德國進行的第一次轉型正義，肇始於二戰之後西方盟軍對納粹
戰犯的審判、以及推動德國公部門與企業高層「去納粹化」的
工作。但因不久後冷戰爆發，這波轉型正義只持續到1948年。

• 1970年代，西德社會才又重新踏上轉型正義之路。為了回應
過去各國受難群體施加的壓力，西德對納粹戰犯的追訴也改為
不受效期限制；對納粹時代所犯過錯的反省，也透過聯合國對
教科書的規範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的制定，有明確而恆久
的遵循理路。



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
• 德國第二次的轉型正義，還包括了公開秘密檔案。因為很多人當
時莫名其妙就進了監獄，包含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她出身東德，
曾在觀看一個民主示威活動後，被學校開除。疑問放在心頭多年，
直到當了總理，有作家訪調她的人生，才知道是室友打小報告，
說她去參與抗議活動。

• 德國在合併之初，對於檔案是否應該公開，曾經過激烈討論。政
治領袖擔心檔案曝光會造成社會動盪。現在，每個當事人都可以
免費申請自己的相關檔案，從開始解密到交付檔案，中間要花上
兩年半的時間——儘管耗時費力，德國還是將真相還原放在第一
順位。



你認為，公開檔案(3’20)，找出
加害者，是還原真相還是撕裂

社會?

難題一

https://www.youtube.com/embed/ownosU8f1u4?start=25


找出加害者，不是為
了咎責，而是為了理
解真相。

找出加害者，會加深
社會的對立，彼此的
不信任。



難題二:威權的象徵要拆除還是保
留?



臺灣的轉型正義之路



臺灣的轉型正義之路還很長，
只有了解真相，我們才有獨立

思考與對話的能力。



6
每個時代，都有隱
瞞真相的人



你相信記憶可以被改寫，或遺忘嗎?

主角艾連，因為媽媽被巨人吃掉，
加入調查兵團，斬殺巨人。所以，
這是一個升級打怪的故事嗎?

但劇情跟你想的不一樣!原來，巨
人都曾是人類。這是國家鬥爭的

故事。

來說一個進擊的巨
人的寓言故事……



• 艾爾迪亞人獲得了巨人之力，擁有龐大力量，但也因此爭權奪利，殺
人無數。其中，出現了一位不一樣的統治者——弗里茨王。他回顧千
年來的恐懼與災難，感到罪孽深重，他和實力最強的戰錘巨人達成
「不戰協議」。

• 停戰的條件是將族人一分為二，由弗里茨王帶領其中一半逃到帕拉迪
島上，剩下的一半交給戰錘巨人統治。



• 逃到島上的艾爾迪亞人，被巨人之力洗腦，
築起了三道城牆，相信自己是世上唯一倖存
的人類，外面的世界很危險，出去就會被巨
人吃掉。

• 然而，不確定的因素還是不停出現，總有人
想要探知真相。於是王族只好採用大量秘密
警察監視民眾，隨時清除不確定因素。

• 他們堅信，這是真正的和平，也是保護人民
最好的辦法。



• 另一方面，留在大陸上的艾爾迪亞人呢?
為了控制這些巨人，戰錘巨人編了一個故
事，塑造了一個打敗巨人的人類英雄—馬
萊人。藉此扶持馬萊政權，打壓艾爾迪亞
貴族的叛亂。

• 從此，戰錘開始通過馬萊之手控制留在大
陸的艾爾迪亞人，條件是允許馬萊人奴役
艾爾迪亞人，使巨人之力成為國家殺人武
器。

• 馬萊人開始對艾族實行高壓統治和洗腦教
育。因為艾爾迪亞人殺害了許多人，因此
是惡魔的後代，必須用一生來贖罪。



他們最大的敵人，就是島上弗里茨王的子民，因為這派
人馬，不知道何時會攻打大陸，運用巨人之力毀滅世界。
於是，兩邊的艾爾迪亞青年都一心想要拯救自己的民族，
卻不得不陷入同族相誅的境地。他們其實是在重複著和
前人相同的歷史——互相仇恨、互相廝殺，並與其他民
族進行同樣你死我活的對抗。

弗里茨王的島

馬萊人與剩下的艾爾迪
亞人的居住地



每個時代，都有隱瞞真相的人



光州事件
韓國獨裁總統朴正熙遇刺後，實施戒嚴，由全斗煥發動政變，
國家民主制度。
全斗煥派出軍隊進入光州鎮壓，造成大規模死傷。全斗煥對
外壓下報導，塑造光州民眾暴徒的形象，隱瞞事實，直到德
國記者于爾根·辛茲彼得拍下許多照片，帶回第一手消息，
此事件才得以在國際媒體曝光。
也由於于爾根·辛茲彼得的曝光報導，引發後續效應，八年
後，全斗煥下台。此事件間接促成了韓國的民主之路。



先猜猜劇名，再觀察這兩個男孩有什麼不同?

穿著條紋睡
衣的男孩





拒用新疆棉的國際品牌 反抵制的藝人

經濟與人權的難題



維護人權，我們
可以怎麼做

#這件事不能只有我知道

廣泛
閱讀

深層
思考

查證
資料

對他人
產生影
響力



每個時代，都有挖掘真相的人

只有知道真相，你才有了選擇的權利。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

如果能預測未來，你會讓暴行繼續發生嗎?

唯有記得過去，才能讓我們每一次的選擇，
都成為更好的人。



7
那些正在發生的事



他們怎麼了?發生了
什麼事?

2022世足賽



• 德國、英格蘭及其他5個歐洲球隊曾計劃在世界盃
配戴印有One Love字眼的彩虹臂章，以支持
LGBTQ（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權利。

• 但由於FIFA揚言針對此事祭出懲戒行動，上述球隊
已放棄這項計畫。在本屆世足主辦國卡達，同性戀
屬於違法，彩虹臂章被視為抗議卡達法律的象徵。

• 事後，德國足球協會在推特上以英文寫道：「這不
是要發表政治聲明--人權不可以討價還價。不讓我
們配戴臂章，如同使我們噤聲。我們堅持自身立
場。」



德國隊長配戴「禁
止歧視」徽章

德國內政部長費瑟
（Nancy Faeser）
到場觀賽時，則是
替球隊戴上了彩虹
臂章

比利時外交部長拉碧（Hadja 
Lahbib表示，「我的心與我們紅
魔同在。」替原先計畫在賽前配
戴One Love臂章的國家隊發聲。



他們怎麼了?發生了
什麼事?

2022上海烏魯木齊路









白紙革命

「舉白紙」源自一個著名的蘇聯
政治笑話：一個人在莫斯科廣場
上高舉白紙，警察要將其逮捕，
前者反問「我什麼都沒寫！」後
者駡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寫
什麼嗎？」有關這樣的逮捕行為，
也出現在反對俄烏戰爭的俄羅斯
示威當中，有民眾高舉白紙，寫
上「這是一張紙」結果被警方逮
捕。



中國的審查機制

「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
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2022.10.13北京四通橋



#四通橋

#北京橋

#孤勇者

#勇敢的人

#北京橫幅

#勇士

#勇者

#Bridge Man

#北京抗疫

#北京抗議

中國的審查機制



中國的審查機制



白紙運動—清華
大學的神祕公式



你不知道的台灣名人





1989年，鄭南榕被控涉嫌叛亂遭
法院傳喚，但他拒絕被警方拘捕。
鄭南榕認為臺灣獨立的主張也是
《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
自由的一部分，並表示「你們不
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
體。」隨後將自己關在《自由時
代周刊》雜誌社內，並準備汽油，
彰顯抵抗意圖；是年4月7日清晨，
在警方強行向雜誌社發動破門攻
堅行動時，不願被逮捕的鄭南榕
於總編輯室點燃汽油，自焚身亡，
終年41歲。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






每一步路都得來不易，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