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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1940年代抗爭史田野過程中的一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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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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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３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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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１　當時地下組織的一項目標，就是在台灣島內發展小規模武裝，以配合共軍大規模軍事攻台時，能有
進行內應，並防止基礎設施為國民黨破壞的力量。因此，對於暴力或強制的使用，是當時地下抗爭的一
項重點。可參考我的一篇會議論文〈未曾兌現的島嶼戰爭（1948-1953）──戰後初期「中共台灣省工
作委員會」在台地下武裝組織的辨輕與分類〉，發表於2012年「第二屆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
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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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２　  少部份，則為1960、70年代的受刑者，於獄中接觸到老一輩政治犯所傳授的思想後，逐漸轉向此
陣營。如陳映真等案、「人民解放陣線」、「大眾幸福黨」、「成大共產黨」等案即是如此。

３　相關過程，可參考當事者陳英泰所寫的回憶錄《見證、回憶白色恐怖》，2005年由唐山出版社出版
。2009年續出版了《再說白色恐怖》，對這段歷程有更細緻的記載與觀察（此書亦為唐山出版社出版）
。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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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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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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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４　我曾先後發表兩篇研討會論文，先後介紹地下黨組織如何保密、與這種秘密組織如何進行意義生
產的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胎死的秘密革命家組織──重讀1940s-50s「省工委」發展中的似
項保密機制〉，發表於2011年「台灣社會學年會」；〈黑暗中的認知、風險、與共同體想像──省工
委（1946-1953）地下抗爭的動員模式與意義生產〉，發表於2012年「台灣社會學年會」。
  
５　1950年代被捕者中，女性的比例甚少，不到1％。同時被捕者要不未婚，要不就是與丈夫同時被捕
。故此處以「人子」稱之，實非性別盲所致。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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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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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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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是關於這幾年的田野工作中，對「訴說」的一些探索筆記。

　　我的研究，是關於一九四零年代末、一九五零年代初，在台灣曾出現過的共黨地下組織的

抗爭史（正式名稱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此，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我從一無所

知，逐漸結識、拜訪了許多曾經走過那段抗爭史，也使得人生就此分岔的長輩。在那個年代中

，走向地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只有三種命運──槍決於新店溪畔、送去火燒島或是新店的軍

人監獄囚禁、還有成為一個「轉向者」，也就是自首與自新。

　　這三種選擇，無論是哪一條路，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著多重的影響。第一種結局，當然

就是死亡，而作為後進者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接觸到這些人的靈魂了。第二種結局，有的

人比較「幸運」，只囚禁了三、五年的時間就釋放；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囚禁了十年、十五年

才回到社會；更不幸的，則是關了二十多年、甚至於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才重獲「自由」。

各位，請試想，日本傳說中的浦島太郎，少年時進入龍宮，回來時已是垂垂老者。而這些二十

多歲就入獄的熱血青年，歷經三十年後，等到將近五、六十歲才重獲自由。這樣說來，在我們

的台灣社會中，不也有一群宛若浦島太郎的人存在嗎？

　　即使是走向第三條路的轉向者，避開了牢獄之災，但是，許多人似乎一輩子也走不出六十

年前，在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牢房中，那種在「賣人」或「被賣」的焦慮揣測下，所

做的決定，還有這決定可能導致他人失去自由、乃至於死亡的沉重後果。我所遇過的自首、自

新者，幾乎有著各式各樣的心理枷鎖。有的人不斷用乖張的口氣，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地下黨

員」，並強調自己多麼遵從著Marx或毛澤東的教誨，卻又會偷偷問我有沒有聽人批評他；更極

端的，甚至在晚年得了憂鬱症與自我封閉，留著長長的鬍鬚與頭髮，不願與他人接觸，但偶然

見到在巷口苦等他的「老戰友」時，卻又老淚縱橫的抱著對方哭。

　　簡單的說，那是一條漫長的路，要不是失去了青春或性命，要不就是失去了某種作為「完

整的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

　　田野中，對談，或說訪談，是另一條遙遠的路。

　　其實，要這些老者說出那些故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幾年裏面，我與我的朋友們，

大約訪談了兩百多位地下黨的參與者或同情者。讓人驚訝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的民間

、學術機關、乃至於官方，就從事過各種大小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許多我拜訪的前輩，也幾

乎歷經過一到多個單位的訪問。但是，他們所述說的故事，經常呈現極其鮮明的差距。例如說

，在以前的訪問中，許多受訪者習慣說出這樣一個故事：「我到今天，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要

抓我？把清白的人抓去監獄，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或是「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或是聽了

朋友說一句話，我就被抓走了！」但是，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長輩們，卻經常在這樣或那樣

的機緣下，開始這樣訴說：「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我這輩子都沒對人說過的故事⋯.其

實，我有參加地下組織，我當時是真正想要革命的⋯！」

　　舉個數字來講，這幾年來，我與我的朋友們，訪問了一百五十多位被官方宣判為「地下黨

參與者」的前輩，只有兩位，在跟我們訴說的過程中，自陳「真的沒有參與這個組織」。其餘

的，不但自述了這段經歷，也都細談了具體的書寫自傳、宣誓、組織生活等軌跡。而在更早以

前，這些長輩們，幾乎沒有人曾在其他訪談計畫過，承認有這段經歷。前後的版本，相差的距

離，幾乎讓所有身邊關心這段歷史，也曾閱讀過往昔的口述史的朋友，感到一陣眩然。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我才了解說與不說，其實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難題。作為與社會學研習

者分享的一份筆記，那麼，就姑且按照社會學的慣用術語，從宏觀、中層、微觀三個層次，來

說說這些「困難」何在吧。

　　在民間或學界過去的思考軌跡中，對於這些前輩，常將他們視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

者」。而此範圍的背後，則埋藏著「人權」的潛台詞。因此，發掘這些過往的歷史，被視為修

復式正義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相關口述歷史的挖掘，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除了偏向左翼史觀的一

些研究者，志在發掘「被壓抑的左翼運動史」外；更大規模的民間調查、乃至於學界的發掘計

畫，則與「民主化」過程中對壓抑經驗的重新記憶或建構，與從中思考「人權侵害」的現象，

有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又如許多人曾經驗過的一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對統獨

問題的爭辯，也成為此時期思想氛圍中的一條影響自80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生產的宏觀因素

，首先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

　　第一、以「人權」理念出發，使許多口訪計畫的規劃初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了這些

即將面對的老人，是一群「受到國家暴力侵害的當事者」。這又常推導出一項預設──這些人

本身是「無辜」且「無瑕」的，他們本身沒有做過任何威脅政權的事情，卻受到政權無理且殘

酷的侵害。換言之，從事口訪的目的，則是「替這些受壓迫者討回清白！」去除他們身上為官

方押印的「叛亂份子」污名。但這樣的良善之意，卻常造成「非意圖後果」。實際上，訪問者

渴望受訪者能親自證明的「清白」的，常是沒有抵抗、沒有作為，也就是沒有官方標準中認知

的「叛亂行動」的想像。於是乎，當受訪者實際上參與了抗爭，訪談者卻預設了抗爭的缺席時

，這種難以「互為主體」的落差，就構成許多老人選擇「不說」，或說出另一個「對方期待的

虛構故事」的理由。

　　第二、1980年代對「民主化」的想像中，許多主張發掘歷史的良善之士，對「民主社會」

的想像，多以發源於西歐與北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藍本。同時，受到台灣社會長期在KMT

長久統治下，對左翼思想路線或共黨體制斥拒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1980年代浮現的

口述歷史計畫中，確實也標榜出某些「抵抗者」的身影──如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李敖或

柏楊的文字獄、白雅燦因選舉時批評時政被捕⋯等案件，而這些想像為「抵抗者」的抵抗方式

與理想，多為溫和的時政議論，且多採取體制內改革與非暴力的手段。等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思

想日益高漲時，如廖文毅系統的案件、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等案受刑者，也開始

在相關論述中被「標示」出來，此處的重點則是「民族認同」之爭。簡言之，80年代在口述史

相關的論述中，確實也想像並標示出一些「因抗爭或改革被捕者」，但其形象，要不是「自由

主義抵抗者」，要不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少數的「左翼抵抗者」也僅止於陳映真等在

文學、思想上暢議的層次而已。真正與共黨有組織關係、且以武裝革命為目標的先輩 ，在當時

的氛圍中，不但難以想像，也同時是難以公開訴說的存在。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這些過去曾捲入CCP在台發展的地下組織，企圖以武裝手段推

翻國民黨政權，並因此飽受牢獄之災的老人，面對這種「聆聽者的氛圍」時，為何會選擇消極

的避談，而選擇在自我故事中以另一種形象登場。

　　第三、上述的氛圍，也常與這些受難者的認同狀態呈現緊張關係。常接觸相關歷史的朋友

，應該對「紅帽子」、「白帽子」這組名詞不陌生。在1960年代的監獄中，當不同世代的政治

犯相遇時，這組對照性的名詞，也迅速在他們之間流傳開來。簡單來說，「紅帽子」常指1950

年代被捕的一群人，他們的案情，常與CCP有著相當程度的牽連，有時候也包涵懷抱有中國民

族主義、思想左傾的非共黨案件受刑者。反之，「白帽子」多指台獨派政治犯。這些「紅帽子

」出獄後，歷經爾後的漫長歲月，思想狀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大體上來說，在政治犯中抱

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且多親向中共者，多為1950年代被捕者 。

　　因此，當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獨運動者保持著不能相互化約，卻又彼此牽連

的狀態時，許多50年代老政治犯，常懷疑主訪者是不是偏向另一種認同陣營者──無論事實上

是否如此。因此，這種基於政治或民族認同所抱持的不信任，也使得泰半當事者，於訪談中避

談了秘密革命的相關經歷。

　　接下來，我想談中層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與1990年代的平反過程，尤其是

1998年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立法通過，與同年底成立「補

償基金會」等事件。

　　在當時的民主化浪潮中，「二二八」事件的賠償較早通過。這可能與「二二八」死傷者多

為軍隊的非法屠殺，因此在大眾認知中視為情節較「純粹」者，也具有較高的平反正當性。相

對於此，1949年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犯」一詞，要不被視為「共匪」，要不是「思想染毒」，

許多人民總懷疑這群人曾經「搞政治」。加上民間社會強烈的恐共氛圍，更使得要爭取平反的

難度，比「二二八」受難者更難上許多。

　　因此，當「二二八」受難者獲賠償後，「白色恐怖」當事者也開始期望獲得一些平反。當

時的推動過程頗為複雜 ，但簡要來說，當開始進行立院遊說，希望擬定與通過「補償條例草案

」時，也開始有學界的熱心人士，提議要同時進行相關的口述歷史，藉由「受迫害真相的發掘

」，使法案通過的正當性上升。於是，當時在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中，對於怎麼面對此訪談，

便有過私下而集體的討論。

　　已過世的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陳英泰先生，曾記錄了當時私下討論的一些片斷：「

省文獻會經互助會配合依次在高屏地區（1995.6.25），嘉南地區（1995.12.17）、中部地區

（1996.9.8），桃竹苗地區（1996.7.14）做了口述歷史會⋯第五次互助會員大會1996.8.4在麻

豆代天府舉行，吳澍培（註：互助會重要幹部，亦為50年代白色恐怖當事者）對口述歷史問題

有冗長的說明⋯「吳澍培說要注意三點：（1）不要講到別人（2）不要講到組織關係（3）不

要講到自己的案情。我懷疑我是否聽錯？如此禁忌太多，怎麼說是真正的口述歷史？⋯政治受

難者們一面強調，當時是為推翻蔣講政權才參加地下組織的。但在另一種場合說是受到冤枉才

坐牢。一下子如此說，一下子又那樣子說，而兩者實是一大矛盾，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成為

面臨政治受難者的一個難題。大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卻沒有一貫的概念。」

　　雖然陳英泰先生說「沒有一貫的概念」，但事實上，在此種氣氛下，加上受難者團體內部

經過開會討論，使得當時生產出來的口述歷史，幾乎清一色強調「無辜受難」，而沒有人談到

當時的地下組織抗爭。

　　進一步的關鍵，則是「補償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補償基金會」所引發的問題。在今

日的網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補償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中即表明：「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

五月廿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間宣告戒嚴，固有其時空背景，但對在戒嚴期間之叛亂及匪

諜案件中，所發生冤、錯、假之個案受裁判者而言，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傷痛。」同時，在組

織架構中，更明言「本會設審查小組由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十五人共同組成，就申

請之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以認定其是否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

　　換言之，補償對象是「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也就是參與地下組織，則會排除補

償資格。

　　至少，各位大概可以想見，這種制度設計，對口述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必須進一

步說明，我所遇過的絕大多數政治受難者，一開始對於領補償金，泰半抱持著存疑、甚至排斥

的態度。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當事者感覺「國民黨用錢解決問題」；不少人也覺得，自己當

時是抱持著社會改革的理想，是自願付出性命的，若今日接受這份錢，那麼「今日之我」該怎

麼面對「昨日之我」？可是，關鍵不只是在「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上。當時的許多案件

，都有人判處死刑。判死刑者的家庭，包括失去家中支柱與長期監控，常使遺屬陷入貧窮、難

以翻身的境地。因此，許多在世者，自身不見得願意接受補償，卻渴望替「犧牲同志」的父母

、遺孀、子女，爭取一筆改善生計的費用。

　　因此，這個「說」與「不說」的難題，真正的難關，經常是在「自己若坦然說出過去，會

影響到同案的關係者，尤其是死去的人的家屬，無法領取這份補償金」的困窘上。

　　於是，這樣的補償制度，更造就了「說出口」的困難。而自1998年成立補償基金會後，這

樣的壓力與陰影，就始終籠罩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口述計畫中。這使得「不說」，變成絕大多數

1950年代受難者的惟一選擇。

　　最後，我想轉入「微觀」的層次，來討論「難以訴說」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先理解一種景況──1940年代末的那波抗爭，採取的是某種「列寧式地下黨」

的形態。他首先強調對局外人保密，包括自己的至親愛人；對內，每個人也只跟有限的人接觸

，換作他們的術語就是「單線領導、避免橫向聯繫」。這種抗爭組織，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

──在革命成功以前，這些人都是秘密活動的地下份子。只有當「革命」或「解放」成功，他

們才能夠表露自己的身分，化暗為明 。

　　但這個故事的實際結局是──1949年底，地下組織開始受到KMT察覺與破壞，共黨沒來解

放，也與台灣的組織斷絕連絡；倒是美軍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駐守。革命的計畫中止

了，而每一個被KMT知曉的參與者，分別從家中、上班場所、逃亡隱匿的鄉間草寮⋯被一一逮

捕、秘密審訊，然後送到遙遠或難以觸及的火燒島與軍人監獄中。

　　換言之，沒有「化暗為明」，只有「以暗接暗」。事實上，對於許多參與者的親友來說，

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地下組織，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逮捕。甚至，心中一份素樸的情感，

不斷告訴自己──我被捕的親人，絕對沒有做任何壞事。

　　若「幸運」的躲過槍決，經過了十年、十五年、乃至於二、三十年的囚禁，無論是海島另

一端囚禁的當事者，或在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眷屬，彼此各自對於這段日子有了想像、有了認

知性的定位。可是，兩者的認知，卻經常有著難以對話的差距。

　　被捕的當事者，泰半對於眷屬懷抱愧欠感。在當時KMT的治理術下，不但要把參與者送到

火燒島，同時也會監控他們在台灣地區的家屬、親友。因此，坐牢的人在裡頭受苦，不坐牢的

人也在外頭受苦。這通常構成了一份在當事者心中常見的愧疚感。尤其，當人子 深陷囚籠，而

至親在外頭卻積勞成疾，乃至於傷心過度辭世；又或是丈夫被捕，只仰賴妻子辛苦拉拔剩下的

孩子長大時，那種愧疚之情，往往更根深蒂固的結在心裡。

　　家屬這一端，對於當事者，也經常有著複雜的情感，包括思念、疼惜、怨懟、責怪、懷疑

、冷漠⋯攪和在一起。我曾在幾次訪談中，見過妻子突然插入話題，大罵當事者「愛多管閒事

、去管政治，才會害得一家如此淒慘。」也遇過當事者的孩子私下告訴我，他們怨恨爸爸，因

為他「自私」或「英雄主義作祟」，才害得媽媽與自己的童年如此淒慘。甚至，我遇過有的父

子，這六十年來，孩子始終無法開口叫一聲「爸爸」──因為孩提時的記憶中沒有父親，彼此

缺乏親密感，因此即使人子善盡供養之責，卻始終叫不出那親密的兩個字。

　　朋友們，你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了，在這樣的親屬網絡中，一位當事者要「勇敢的說出自

己當年的心境」，常捲入到複雜的情緒之網，而與親密網絡中的人們有著各式的糾葛。有位當

事者告訴我，他越想到自己當年義無反顧的心境，就越想到自己造成妻子的痛苦，想到「自私

」的罪名，他什麼話都很難說出口了。還有好幾位當事者拜託我，要我細細記下他們的故事，

但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孩子的道，怕引起各種情緒波動。自然，這些糾葛，也經常影響了當事者

「訴說」的意志。

　　「微觀」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自己」與「自己」無法和解的難題。從前面的介紹，各

位可以想見，在青春之際被捕，到中年或垂老才釋放出獄，對人生軌跡是多麼大的斷裂！自然

，有些人確實抱持著「不悔」的心境，認為「路是自己選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但也有不少

當事者，曾偷偷思考著「如果當時不這樣選擇，我的人生際遇會如何」的問題。確實，當時不

少被捕者當中，以前曾是社會各面向的菁英，這種「反事實」的想像，常使當事者陷入複雜、

乃至於「後悔」的情緒。

　　但是，對於這群受難者來說，要訴說「後悔」，乃至於面對自己心中「後悔」的情緒，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後悔」常是私密而孤獨的感受。這些在漫長刑期中「相濡以沫」的

受刑者，常在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帶有些許「教條化」的英雄主義氛圍──無悔、為人民而奮

鬥、先鋒、堅定、黨性堅貞、怯除小資產階級情調⋯等術語，既是獄中人們相互檢視時的文化

概念，甚至出獄後的歲月中，這些關係緊密的難友，也常用這些標準檢視、期勉彼此。這種帶

有「革命鬥士陽剛氣質」的標準，常使這些「難友」間對柔軟的、模糊的、難以名狀的、消沉

的私密情緒的訴說變得困難，遑論容易被貼上「動搖份子」標籤的「後悔」了。

　　這種情緒，實際上也很難跟家人紓發。很大程度上，就變成當事者必須「自己」跟「自己

」解決的問題。

　　在許多訪談情境中，我接觸過許多「不甘」或「後悔」的情緒，比方──後悔自己當時沒

想清楚、草率答應參加組織；不甘自己所信非人，結果被自己信任的上級或同志出賣；後悔失

去了大好青春與似錦前程；不甘失去了珍貴的愛情⋯.甚至，當有些長者認定中共治下的發展，

並不如當年期望的美好；或對「資本主義終將衰亡」的信念喪失信心；甚至認同狀態由「統」

轉「獨」時，對自己過去曾投入共黨組織的地下革命，並因此喪失了的各種事物，複雜的情緒

，常成為訴說時難以克服的情緒糾結。有長輩曾告訴說：「也想要對你提起過去，但一開口，

那些複雜的感受湧上來，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對我來說，我常把這種狀況，稱為「與自我和解的難題」。「老年的自己」面對「當年的

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甘與不甘、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得「兩個自己」彼此交戰，使訴說變

得更加困難。

　　簡單來說，在這次的筆記中，我主要想分享「他們為什麼不說」的各種原因。許多受難者

不願意說「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常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在此，我區分了宏觀／中

層／微觀三個層次。宏觀者，涉及到民主化過程中對「受難者／抗爭者」形象的想像或預設，

還有統／獨認同的糾結，這是一種瀰漫於社會各處的文化氛圍；中層者，則與1990年代「補償

條例」推動過程中的事件過程與制度性限制有關；微觀者，則是與家庭與親友的親密人際網絡

中，所承載的各種複雜情緒，還有自我和解的難題。諸此種種，都使「說出自己當年地下抗爭

經驗」的故事，變成極為困難的事情。

　　下回，我希望反過來分享──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當事者比較願意、或比較有能力，向

他人訴說自己當年投身地下抗爭的記憶與經驗。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有些讀者看到這邊，會不免驚訝或懷疑的想著：「這些人員

來參與了地下組織，難怪當年KMT要逮捕他們！」甚至比較認可當年恐怖鎮壓的正當性。但我

必須強調，如果馬上浮現這種聯想，很可能就與我在「宏觀」層次談的文化氛圍，有一定的共

謀關係。首先，我們似乎暗示「抗爭，所以被鎮壓是應該的」，合理化國家鎮壓的決策。次者

，我們太快落入合理化國家行動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為什麼要抗爭」的歷史謎題。而實際

上，抗爭是艱難與危險的──他們的生命軌跡更直接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真正面對的難題，則

是這種「記憶的闕漏」──即使當事者的肉身延續著，真相，或「他們認知中的真實經歷」，

卻始終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與公共聆聽中缺席。

　　因此，在這篇筆記中，我無意讚頌哪一個政黨、哪一條政治路線，才是正確或偉大的。反

過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喪失一種「記憶與訴說的自由」，在展開一切的評價或思索前，我

們已經失卻了某些聲音，這使得任何的評價或思索只會是殘缺的。而怎麼通過田野工作，把這

些聲音找回來，才是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或探問者，必須思考的真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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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第一張照片，是1956年「火燒島ABCD組織叛亂案」 判決後，死刑者於槍決前拍下的照片。這些受難者，一

如一九五零年代各案卷宗的紀錄一樣，即使知道稍後就要處死，面對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攝影師，仍灑脫或不大

自然的擠出微笑。我們也永遠無法知道，這些人犧牲前，是怎麼想像日後這些照片，將會流向何處、被誰觀看、

怎麼評價….。但對於當時目送這些人赴死，然後茍延活至今日的老人來說，如同這些人離開時的微笑，還有託負

自己的重擔，都是「難以言述之重」。在80年代民主化軌跡下所發展出的「人權」與「轉型正義」論述，還有相

關的冤／假／錯案的認知框架，常常無法承載這些老人的「地下經歷」之重，也無法理解那些即使面對死亡也要

微笑的靈魂後面，所承載的「反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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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第二張照片，是生於廣東陸豐的黃賢忠（1920-1952）寫下。他在「二二八」後來台，進入中壢的「義民中學

」擔任教員，並娶了桃園女教師楊環為妻。官方描述他「於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參加匪黨組織」，同時「於三十八

年六月」介紹妻子參與地下黨，隸屬於桃園市委會中壢支部。他於1951年遭上級出賣被捕，於1952年宣判，宣判前

，他留下了多封遺書給親人，同時亦寫下了絕命詩。其中，除了表明心跡外，還嘆息「獨有一事情未盡，寡妻孤兒

問誰憐」。楊環，判刑五年，其幼女亦跟著她入獄生活五年。出獄後，楊環改嫁，至今安居於台北城一隅。

 

　　至於幫黃賢忠畫下側臉素描的，則是台大學生石玉峰。石玉峰，台南市人，於1949在台大校內參加了地下黨，

隸屬於工學院支部，並「偶然」的與廣東來的黃賢忠成為「牢友」。可以想見，黃賢忠於1952年6月18日叫出槍決

時，石玉峰應該是其中目送他離去的一人。而隔年的3月3日，石玉峰亦判死刑，並於清晨槍決於與黃賢忠同樣的一

處刑場。自80年代後流傳的訴說「白色恐怖」的敘事中，也鮮少留給當事者、提問者、與聆聽者，去理解這種「魂

兮歸去亦快哉」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