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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歷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座談會紀實 

日期：2013 年 2 月 26 日(二)    地點：高雄中學藝能館(演奏廳) 

 

引言人：許雪姬 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陳仁悲 先生(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副隊長) 

         何聰明 先生(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隊員) 

         林有義 先生(高雄中學校友) 

         李敏勇 先生(高雄中學校友) 

         林靖傑 導演(紀錄片導演) 

        林秀玲 老師(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許雪姬教授 

很高興又回到高雄，自我開始對高雄二二八事件進行研究，到現在已經經過

了二十年，我今年剛好六十歲，這對我來說人生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我過去

在研究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有很多的遺憾，就是自 3 月 5 日彭孟緝決定 3 月 6

日要出兵，一直到 3 月 7 日，事件差不多都已經平息，因此事件發生的時間很短，

所以有關高雄的資料也相當缺乏。我在四、五年前從一位書商手中買到一些二二

八事件前後情治人員，向軍統臺灣站的站長林頂立(化名張秉承)，他們派相當多

的報告員在臺灣各地，蒐集情報資料，我們買了這樣的資料。我原本想說裡面對

高雄的記載應該很多，可是仔細查閱，與高雄有關的記載還是相當少，所以要研

究高雄，就必須仰賴高雄在地的歷史記錄以及口述歷史記錄。因此，我們邀請到

五位貴賓來進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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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陳仁悲先生，第二位是何聰明先生，他們兩位就是雄中自衛隊的成

員，陳仁悲先生是副隊長，而何聰明先生當時可能還是「幼齒」的，只能幫忙顧

校門口，還不能去攻打火車站，他們兩位是自衛隊中重要的人物。接下來第三位

是雄中校友，同時也是著名的文學家、評論家、詩人李敏勇先生，我們要特別介

紹他，除了剛剛他朗讀詩歌之外，他是在 1947 年出生的，在學界有一個「四七

社」，只有在 1947 年這一年出生的人才可以加入。如果有在看《自由時報》的人

就知道，李敏勇先生對於時事都有一些專評。第四位是紀錄片導演林靖傑先生，

他等會要跟我們談談他觀看舞臺劇《天若光》後的一些感想。最後一位是林秀玲

老師，她之前在高雄三民高中教書，現在在臺北中崙高中。剛剛吳榮發主任有提

到，她是針對高雄中學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深入研究的第一人。做歷

史研究的人最高興同時也是最痛苦的事就是自己所研究的成果被推翻，或是研究

成果受到肯定，但是我研究高雄中學的成果是失敗的，剛剛提到常被引用的兩本

書中有一部分都是我所寫的，但是不能怪我，因為我當時所見的政府資料就是如

此，所以歷史真跟假有時候會掺雜在一起，因此在地資料更顯得重要。我藉此機

會說幾句話，特別今天有高雄中學的學生在這裡，我想要像我這樣說一口流利臺

語的老師已經沒有幾個了，所以我今天特別秀一下給你們聽，但是我也考慮到高

雄中學有一些學生，尤其是年輕世代對我們自己本地的母語都不太會講，所以我

也會掺雜一些北京話。 

我就不佔用太多時間，首先我們就請第一位與談人，自衛隊副隊長陳仁悲先

生來回應在 1947 年的時候，他們這些學生在二二八時是用什麼心情來體會世事

的變化？用什麼樣的決心要進攻高雄火車站？我今天特別搭火車，從火車站走到

高雄中學來，確實很近，確實很適合扮演大本營這個角色。現在我們請陳副隊長

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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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悲先生 

大家好，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一天及後來幾天所發生的事，在許多的

報告中都已經有提到，所以我現在只針對我們高雄中學成立一個自衛隊以及為什

麼會去進攻高雄火車站作一個說明。第一點就是事件發生時，交通的問題，火車

不能進來高雄，所以造成物資及人口流通的問題。第二點就是我本身是來自屏東

的通學生，在民國 35 年底有發生一件學生被站務員抓去的事情，就是當時火車

站那邊有憲兵駐紮，他們叫憲兵來把學生押走，那時學生互相都知道，看到就對

我說：「陳先生，憲兵要把我們叫去，你就要幫我們想辦法，讓他們放人。」我

記得是同屏東線通學之雄商、雄工的學生。我回到學校後跟校長報告這件事，當

時我是高二生，後來就把高雄中學高二的學生全部帶到火車站去，包圍火車站，

要要回那些學生就是了！就是因為有這個事件，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就想

起高雄火車站這邊的交通問題，不管如何都要讓交通流通，不然大家要出入不方

便。第二點就是憲兵駐紮在那裡，他們只要做好軍隊的事，沒必要管我們學生、

老百姓。所以當時我們之所以要攻火車站的主要原因是要趕走憲兵，這樣高雄火

車站的交通才能流通。第三點就是我一個前輩，大我兩屆的學長蘇金生說日據時

代日本兵要遣返回去日本，在枋寮有放一架機關槍，無論如何要去拿回來，後來

有去拿，結果都已經生鏽了。所以我們決定要去攻火車站的時候，絕對不是有心

要對抗政府。為什麼當時民眾都不能進來雄中，是自日據時代開始，雄中的校長

的地位跟高雄州知事(市長)是相同的，所以學生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警察不能

直接進來學校，必須先連絡校長，所以雄中校園當時是一個獨立神聖的場所，普

通老百姓是不能進來的。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只是想保護校園，不

要讓外面的人來打擾。有些資料上有提到凃光明，有，他帶兩、三十個人帶槍來，

說要參加自衛隊，我們拒絕他們，另外就是市政府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通知希

望自衛隊派人加入一同前往壽山要塞與彭孟緝談判的行列，我們也拒絕，因為我

們學生不想管政治，所以我們不要去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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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提到我們兵分三路進攻火車站，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所以請陳啟清先生

出面調解，他當時是雄中父兄會會長，他也曾經擔任過雄中代理校長，他和憲兵

隊長有認識，所以才請他去講，他講完之後，憲兵隊就撤退，說高雄的事，雄中

的事，他們不要干涉。後來我們就趕緊把受傷的顏再策先生送到學校醫務室，不

過已經來不及了。當時的情形差不多是這樣。 

許雪姬教授 

我們非常感謝陳副隊長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接下來我們邀請何聰明先生與

我們分享他的經歷。何聰明先生不只今天要跟我們分享，他自己還寫了一本書《祖

國夢醒 中國─二二八─台灣》，這本書他之前已經送過我了，但是現在我手上這

邊是增補版，裡面有把棒球隊這篇寫進去。 

何聰明先生 

謝謝許教授的介紹。當時我不是雄中的「幼齒仔」而是高一學生，自衛隊的

主體是高一、高二的學生。我印象最深的是要攻高雄火車站的那一個早上，高二

的學生是有槍枝，高一的學生就沒有，所以我躲在牆角看他們在攻打，包括顏再

策學長被子彈打到的那個情況我都有看到。他中彈之後趴在地上，血一直流，這

景象我也有看到，那之後就如剛剛陳仁悲學長所說，由陳啟清先生去調解，憲兵

隊撤退之後，大家才去把顏學長的遺體抬回學校。 

當時雄中自衛隊的隊長是李榮河學長，副隊長是陳仁悲學長沒錯。3 月 6 日

下午高雄市政府那邊就被彭孟緝的軍隊攻陷了。當天下午我們看到有中國兵仔不

時在靠近火車站的東北角校區的軍訓用靶場牆附近出沒，我們並不確定他們是不

是會攻進來，但我們在傍晚就開始撤退，撤退時負責指揮的是楊金虎先生的兒子

楊冠傑學長，他指揮大家跨越校園西側的圍牆，走上三塊厝的巷子，然後各自回

家。有人回家後被中國兵仔抓走關起來，後來家人拿錢去才把他保出來，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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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二二八發生的理由很多，但我想不論是陳儀政府也好，軍隊也好，他們不把

臺灣人當他們祖國的人。在我的想法裡，臺灣脫離日本統治，祖國光復了臺灣，

我們要做祖國的國民，不過，來自所謂袓國的人卻把臺灣人當成半個日本人，而

日本人又是他們長年所抗爭的敵人，所以他們不把我們當正常的中國國民而發生

二二八。本來，我們想既然要當中國人就不要再說日本話，又認真學說中國話，

不過在二二八之後，我們很多同學就取消本來不再說日本話的決心，而又恢復講

起日本話了。以上是當年我對二二八事件的想法。 

許雪姬教授 

謝謝何聰明先生，接下來我們邀請林秀玲老師來與我們分享一下她的看法。

林老師是最早以高雄中學為對象，研究它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她將與我們分享

她為什麼要挑這個題目？在研究的過程之中有什麼困擾？現在她的感想是如

何？現在我們請林老師發言。 

林秀玲老師 

這一篇文章(《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是我在 2003 年所寫的碩士論文，

當時正為碩士論文題目苦惱的我詢問指導老師吳文星教授：「如果我寫高雄中學

在二二八時期的一些活動，老師覺得怎麼樣？」他回答我：「可以。」其實我問

這句話的時候，我對二二八事件及高雄中學是完全陌生的，因為在我就讀國小、

國中的經驗中是沒有提到二二八事件的。撰寫這個論文的時候，行政院的二二八

研究報告才剛出來，我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找官方檔案，可是在找官方檔案的過程

裡面其實碰到了很大的困難。除了我本身對高雄中學發生了什麼事一點概念也沒

有之外，我所找到的官方檔案資料也是相當有限，但學歷史的人必須尋找多方的

證據，才能夠去詮釋此一事件。後來我想到一個人，就是我的學長，在高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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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的吳榮發主任，不過當時其實我跟吳主任並不熟，但我還是鼓起勇氣跑來找

他，我問他說：「學長，在你們學校校史室裡面有沒有一些在民國 35 年左右留下

的檔案？」他說：「好，我幫妳找找看。」結果果然找到許多關於接收的史料，

除了這些史料外，我已經忘記是在什麼機會底下認識了何聰明先生跟林有義先

生，就是經過一些人的引薦，當時我才三十幾歲，我還是鼓起勇氣去找了這些非

常可愛的老先生們，說實在的，一來，年齡差距大，二來，我的語言主要還是以

國語為主，但我還是鼓起勇氣進行訪談。從他們的口中得到相當多的資訊，所以

那時我就再去對照一些官方以及民間已經出版的作品，才發現事實好像並不是像

這些已經有的研究資料中所呈現的樣貌，於是再請吳主任幫忙，看看是否能夠找

到一些當時參與這個事件的前輩。後來有一次機會邀請李榮河先生、陳仁悲先

生、龔顯耀先生、林芳仁先生、莊道周先生、李俊雄先生一起做一個訪談，不過

實際上我並沒有什麼訪談的技巧，所以我只是就我想要問的問題再請教他們，當

時從他們口中得到了非常多的澄清，因此我就再重新詮釋這一件事情。但我的指

導老師要求我做的不是只有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高雄中學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還要

我去做一些統計，想要瞭解在這個事件之後，雄中的學生他們未來的選擇，是繼

續就讀，還是選擇到國外去？是走臺獨路線呢，還是繼續支持國民政府？由於這

個部分必須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所以最後我無法如老師所願，這是當時我的論

文的第一個遺憾。另一個遺憾是，當時我在訪問的過程裡面，還是沒辦法在短時

間內把史實完整地拼湊出來，所以後來我再看到二二八事件中一些與學生有關的

活動的研究，並沒有把我所做的這些研究的結論引述進去，才發現好像我的影響

是非常有限的，可是其實我是自己親自接觸到這一群曾經參與歷史的人，所以我

很清楚其實外界的講法是有問題的。 

今天的座談會定名為「改寫歷史」，我覺得是有點沉重，我自己本人的心態，

覺得應該是「澄清歷史」，就是讓大家了解更真實的狀況，所以剛剛稱這兩位先

生是「可愛的先生」，是因為在訪談的過程中我所感受到的是他們對當時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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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跟所遭受到的待遇如何。因為其實我有看過一些資料，提到南京的蔣中正

其實是有接收到一些來自各方的資訊，包括臺灣的請願團，但是他最後卻選擇武

力鎮壓臺灣，包括這一些熱血的青年學生，這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大

的遺憾。透過這個史實的呈現，可以讓各位雄中的學生們了解你們的學長在當時

只是有著一股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熱情，我也非常謝謝我的學長吳榮發主任，

這一次又再重新把這篇文章再寫過，並增加了許多的資料，彌補了許多當時我的

論文中的一些缺陷，所以我覺得我的這篇論文在當時不算是一個成熟的作品，但

是今天重新再詮釋，我的學長真的很精準的抓住了當時雄中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學

生他們的態度及實際的作為，他們真的只是要保護雄中的校園，沒有任何反抗政

府的意思，這就是我今天所作的結論。 

許雪姬教授 

謝謝林老師，接下來我們請李敏勇先生發言，他同時也是雄中的校友。 

李敏勇先生 

我出生的那年，1947 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在將近五十年前，也就是

二二八事件發生快要二十年的時候，某次在學校的體操課前做暖身運動，體育老

師指著紅樓牆面的創痕說：「這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被機關槍掃射後留下的槍

孔。」那是我的心中第一次知道二二八事件。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先天上有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時間延後

了非常久。我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到二十年就知道這件事，不過臺灣二二八

事件的研究，大約是從八○年代開始，這已經是二二八事件後四十年了；另外一

個問題是，一直到現在為止，我並不認為臺灣已經有很充份的歷史解釋權的掌

握。我們會發現現在的國家條件、政治條件並不是都願意客觀地面對二二八事件

的真相，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片面的解釋。歷史最重要的是事實的敘述跟蘊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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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解釋，今天我們在這裡聚焦討論「雄中自衛隊」這件事，也算是一種歷史重

建，不過，這個重建仍是充滿許多問題性的不充份條件下的歷史重建。我一直覺

得雄中自衛隊的事情應該被放在二二八事件的背景下看待，它不僅是二二八事件

大歷史中的一部分，還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青年學生的角色。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歷史，在日治時代，包括在雄中及其他許多優秀的中學

生，都有遇到臺灣人和日本人待遇不同的問題。由於被殖民統治的苦悶，使得臺

灣人在戰後的光復，相當期待祖國，不過，這個祖國卻是比另外一個殖民統治還

要野蠻、腐敗。剛剛何先生提到，有許多的學生本來決心要學中文，不過後來還

是繼續使用日文，主要原因是比較在殖民統治之下與所謂祖國的統治之下，這個

祖國為臺灣所帶來的是破滅的經驗。 

我比較關心的是本來充滿熱情的雄中學生以及戰後的臺灣青年，在二二八事

件後為什麼會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樣子？為什麼不能像一九六○年代，世

界其他國家的大學生一樣，有自己的理想，出來對政治、社會表達他們的反抗。

如果我們回想一九六○年代巴黎的六八革命，戰後出生的，特別是一九四五、四

六、四七年出生的。他們大約二十歲左右的時候，紛紛走向街頭，表達他們淑世

的理想。那時代，各國青年在政治社會體制之下的不滿及反抗，這在臺灣有嗎？

我們知道在二二八之後，許多參與二二八事件的人都犧牲了，臺灣走向長期戒嚴

時期及白色恐怖，本來在臺灣扮演啟蒙性角色及帶領文化性的人，很多都犧牲掉

了，無法積極抵抗。所以臺灣人整體的心情是委屈的，可以說幾乎所有的臺灣人

在精神上都是「蹲著」的，不敢站起來，無法站起來。 

戰後的臺灣人著重發展經濟，一直到現在，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取得公平發言

的文化權利。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對這塊土地上即使有充份的意識及感情，也

無法對臺灣這塊土地表示：「我要如何！」「我是什麼人！」我認為這是二二八事

件對臺灣人最大破壞之處。並不在於許多人因此死難，而是在事件災難所影響下

的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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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戰後出生的，在世界戰後歷史的發展之中，看到其他國家戰後的發展

情形，我也曾讀到一個日本詩人的論點：「經過太平洋戰爭(二次大戰)，你覺得

人死了是最大的災難嗎？你覺得許多都市及建築燒毀，這是最大的災難嗎？不

是！而是經歷過戰爭時代的人們他們的思想和感情受到戰爭的影響，而發生的語

言和想像力的破壞。」許多的意義破壞後造成的不信。 

我們看雄中自衛隊的歷史，等於是回顧本來我們的青年是有熱情、有理想的

這段歷史。最重要的是要重建每一個臺灣青年的心靈，這不是說只要追求光明、

幸福，譬如說在臺灣很流行的一句話：「升官發財。」如果臺灣人沒辦法重建心

靈，沒有在失去的當中找回再生的精神。不管賺再多的錢，不管你的地位如何崇

高，臺灣人永遠都會被世界，甚至於殖民統治者看輕，這是我的一點感想。 

2005 年，我陪一個德國導演來雄中，在司令台後面教室的牆壁前，朗讀了

一首我的詩〈血腥記憶〉，提及烙印在磚壁上的 228 事件彈孔。臺灣的國家重建

及社會改造，都要從生活在臺灣的每一個人做起。不只是被害者，甚至是加害者，

被害者沒有得到救贖，加害者缺乏轉型正義，而心生恐懼。我們都要面對這段歷

史，好好去思考，才能夠重建我們的心。一代過一代，從經歷二二八事件的那一

代，一直到現在我們的青年學生的這個時代，唯有從歷史中找到重新站起來的關

鍵，才能讓後來的世世代代擁有一個自由、幸福的國家。在此與大家共勉，謝謝。 

許雪姬教授 

謝謝李老師，接下來我們請林導演發言。 

林靖傑導演 

首先，非常感謝蕭議員，大約在一年半前就邀請我參與二二八雄中自衛隊的

故事，他當時跟我說想將這個故事拍成電影，一直到現在，三不五時還會打電話

給我，很怕我跑掉。事實上以我這一代來說，一開始蕭議員跟我提起這個題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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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我心裡想：「二二八，又講到二二八了。」我從雄中畢業到現在差不多過

了二十多年，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民國 76 年解嚴之後我們才開始認真地去認識

臺灣的歷史、文化，再過了差不多二十年，在我的記憶中，我對二二八的概念一

直到現在都還茫茫然，我本身是一個對臺灣歷史很認真、很有感觸的創作者，但

是二二八這件事好像變成了政治符號，要如何深入去了解二二八事件中一些人物

的事蹟，當時的臺灣到底發了什麼事情，我都相當茫然。所以今天我能在這裡，

我覺得相當感動，也相當激動，因為在這個地方，在座有還在讀雄中的學弟們，

還有六十幾年前的老學長坐在舞臺上，我畢業二十幾年，比我早十幾年畢業的學

長，詩人李敏勇老師也在這裡，我們聚在這個地方討論二二八，那到底二二八是

什麼？對大家而言，二二八到底是什麼？對我而言，二二八到底是什麼？我一直

到這兩年，尤其蕭議員不時打電話給我，如果他要叫把這個主題拍成電影，我覺

得戒慎恐懼，不過我又覺得這個題目非常重要，所以我只好先做功課，在這段過

程中，尤其是我閱讀了吳主任所寫的文章，帶給我一個重要啟示。那時是一個最

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為什麼說是最壞的時代，因為我們被殖民那麼

長一段時間，被視作二等國民，在經濟上又很貧窮，又一天到晚遇到戰爭，好不

容易等到祖國接收，結果還是把我們當成二等國民，心裡實在是非常痛苦，但另

一方面，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在社會動盪不安的時候，知

識份子心裡就會去想：「我要有一個願景：要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高雄中學

在高雄算是高雄的第一學府，所以我想在學生的知識上應該都有在思考這件事，

這些事都發生在他們的生活之中，一下看到阿兵哥去搶店，為非作歹，我相信我

們的老學長雖然那時候才十幾歲，但心裡一定都有在想：「臺灣到底應該要如何

變更好。」甚至在那個時代，全世界的左派思維可以說是相當蓬勃，提出一個理

想的時代：照顧弱勢，讓整個社會福利制度更好。另外一方面，在 1921 年，臺

灣文化協會成立，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在臺灣發起臺灣文化啟蒙、自覺運動，我

相信這些思潮都有衝擊到。但我比較好奇的是除了剛剛老學長他們說的那幾天軍

民如何對戰之外，那個時代的思潮對年輕人造成什麼影響，他們在想些什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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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們希望這個社會可以變成怎麼樣，在那個時代除了成立雄中自衛隊，保護校

園及外省人之外，在事情發生的那關鍵的三天之內，他們大家是否有討論，甚至

辯論：「我們該怎麼做才對？」「這個社會應該往那個方向走才對？」 

為了要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探討雄中自衛隊這個主題，所以我閱讀了由許教

授所訪談，中研院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厚厚的三本書，一開始我還不太想看。但

是看完之後，我覺得相當感動，深深覺得口述歷史真的相當重要，我們可以從中

看到當事人對當時事件的描述，這些可能比一些所謂學者所寫的研究成果更為真

實、可貴。今天還可以看到當事人跟見證者，我真的很感動。一些口述歷史，像

許教授在民國 81 年所做的口述歷史，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年左右，這在當時仍有

許多限制，如果可以的話，我認為應該繼續做下去，因為口述歷史是相當重要的。

最後再說我們這些創作者，臺灣文化在創作中是相當可憐的，不論是在戲劇或是

電影，一旦談到歷史都相當簡化，有時候會弱智化，為什麼會如此，簡單講，就

我自己的理解，在二二八之後，政府大力壓抑臺灣的文化。知識份子，不是屠殺，

就是噤聲不語，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意識型態，全面進入電影界、文

化界、出版界、戲劇界，幾十年來一直如此，到了我這一代，我從小在觀看的電

影、戲劇，就是臺籍菁英已經噤聲不語了，成了國民黨當時高壓統治的喉舌。他

們所宣傳、散佈的一些思想，我們視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們從小就是看那些少數

外省權貴或既得利益者，譬如說現在賴聲川、王偉忠，他們都在拍一些眷村故事，

對我們來說那好像就是主要的臺灣文化。所以到我們這一代就要有反省的能力，

重新回到歷史現場，爬梳真相是什麼，到學弟妹這一代，你們差我二十幾年，我

不敢想像，如果我們這一代沒有辦法把歷史真相貼切地還原，一代接著一代，到

最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變成說我們在講二二八雄中的故事，我們理所當然就

會借用王偉忠、賴聲川他們《寶島一村》的戲劇模式、角色設定，歷史就是這樣

被扭曲、簡化。我覺得戲劇跟電影是一個相當危險的東西，同時也是一個相當具

有力量的東西，所以我面對這樣一件事，既害怕又恐懼。我很感謝給我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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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入歷史的真相，同時我也提醒我們的學弟妹，當你們在觀看戲劇或電影講到

歷史的時候，千萬不要理所當然地全盤接受，好好的回到當時的史料去理解，是

什麼樣人的去創作這樣的戲劇或電影，他們的編導的意識形態是不是夠周延，是

不是對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有一種深愛，你在看的時候要去理解，不要再只要是那

個時代的題材你都熱情擁抱。當然題材是重要的，如何去詮釋是更為重要的，剛

剛李老師提到關於歷史詮釋權、話語權，將臺籍菁英也壓抑得很重，所以我們現

在看到的詮釋歷史的文化藝術作品很多是有問題的，包括我這一代。那這樣的事

情延續到你們這一代，你們該怎麼做，這應當是一個該好好思考的課題。 

許雪姬教授 

謝謝林導演，說了那麼語重心長的話，讓我聽了也非常感動。跟這些前輩談

話，讓我們回到歷史的現場，李敏勇先生是一個詩人，他談到怎麼樣看待現在的

學生，在社會變遷之下，學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從林導演角度，看看

他們這一個世代如何面對歷史的重要過程，就是說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經過了

六十六年，但是政府還是沒有完全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來解釋二二八這個事件，有

太多的資料都是透過情報人員透過軍統、中統、憲兵隊及在地方駐防的人員，一

層一層地報告給中央蔣介石當局，讓他從南京發號司令，派兵來臺灣鎮壓。他們

所報告的這些細節我們真的是不能完全相信，我們應該要有宏觀的精神，仔細的

思維去找比較關鍵的史料來看。我們今天的座談會其實還有幾位參加者，我也想

邀請他們上臺講幾句話，我想請林有義先生，因為他的父親就是戰後高雄中學第

一任校長林景元先生，就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才離開高雄中學。因為他也參

與其中，所以我請林有義先生上臺講幾句話。 

林有義先生 

我住在臺北，今天早上搭高鐵下來，高雄這裡是讓我感覺到非常悲傷的地

方。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我是高雄中學高中部一年級的學生，這個自衛隊我也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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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當時我的父親林景元是高雄中學第一任的校長，以我所了解，他是不贊成學

生去參加各種的校外活動，他認為學生應該以課業為重，其他的事不要去管，因

為太複雜。那時要成立自衛隊，但我父親是不贊成的，不過當時情況混亂，最後

自衛隊還是成立了。關於高雄中學成為國民政府在說的「大本營」這件事，是他

們捏造的，絕對沒這個事情。事後我跟我父親也被國民政府派來的阿兵哥抓走，

用鐵線捆綁住，我父親被關了八十幾天，我被關了二十幾天。事後官方文獻中所

記錄的有兩項我非常不同意：第一、高雄中學的校印遺失；第二、高雄中學內的

物理、化學儀器全數遺失，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當時我們成立自衛隊的任務就是要保護校園的安全，絕對沒有讓外面的人入

侵，當時用車子送一些外省人進來，我們都保護他們，絕對沒有用暴力打壓，但

是在官方文獻中都記載，包括自衛隊都去破壞校園，這我不認同。另外一點我要

再補充的，剛剛提到在高雄車站的二樓有一些憲兵，憲兵用機關槍掃射，結果打

死了我們的一個前輩(顏再策)，倒在地上，但是大家都不敢靠近，因為機關槍會

繼續掃射。我想補充的是在之後不知道是由誰發起的，說要把憲兵趕出來，所以

準備一臺消防車還有一些汽油，想說要用消防車的力量將汽油噴到火車站，讓火

車站燒起來，好讓憲兵從裡面跑出來，有這樣的計劃，但還好是幾個前輩去阻止，

所以最後這個計劃沒有執行，不然高雄火車站可能在當時就付之一炬了。總而言

之，我們要把歷史的真相拼湊出來，希望知道當時情形的人都可以站出來，重述

當時的情形，讓歷史的真相還原，謝謝大家。 

許雪姬教授 

非常感謝林有義先生今天撥空來參與座談會，今天的座談會即將結束，非常

感謝大家的參與，特別是高雄中學的學生們，藉由這次座談會的討論，讓你們了

解在看待二二八事件這一段歷史時應該要站在臺灣的立場來看，而不只是站在中

華民國的立場來看，我想這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們要向前輩們學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