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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梅心怡冒險對抗獨裁政權，不惜犧牲家庭在幕

後拯救瀕危的政治犯，憑藉本身的動力與過人

的膽識，產生許許多多感動人的故事。 

 

他終生無悔，為台灣的民主與人權無私奉獻，

秉持正義感與道德勇氣，反抗暴政、主持公義

的精神與作為，是人權工作者的牧人。 

 

台灣能擁有今日民主自由的

成果，除了先賢先烈們犧牲

奉獻出的血淚與生命，更有

一群於白色恐怖時期，彷彿

天使降臨般，對台灣政治犯

伸出援手的外國友人，其中

影響台灣今日政壇甚鉅，最

關鍵的人物之一就是美籍人

士梅心怡（1943-2015, Lynn 

Miles）全名為 Lynn Alan 

Miles，1943 年 6 月 15 日出

生於美國紐澤西州，晚年在

台灣擔任教職、從事人權運

動，長居於桃園龍潭。2014

年 6 月確診罹患「間皮癌」，

於 2015 年 6 月 8 日辭世。 

 
1962 年 Lynn Miles 在大學

校園結識國民黨特務鄭介民

之子鄭心本，以交換留學生

的身分首次來到台灣。與中

國共產黨所領有的「共產中

國」相較之下，同時期的台

灣普遍被認為是「自由中國」

（Free China），在這種背景

之下，1962 年 9 月，Lynn 

Miles 搭船抵達基隆，開始

體驗「自由中國」的生活。

他寄宿於同學鄭心本家中，

鄭心本的兄弟姊妹名字為

「心」字輩，這也成為 Lynn 

Miles 取漢文名字梅心怡當

中「心」字的由來。觀察到

與鄭家往來的多是政治、軍

事、報界等要人，感受到經

濟充足與政治自由的印象，

自然體驗特權階級享有「自

由中國」豐衣足食的「美好

表象」。許多年之後，梅心怡

才瞭解鄭家的特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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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返美，編輯校刊工作

以專欄批評學校，受到保守

教會學校打壓，而首次參加

學生抗議運動，啟發他言論

自由的想法。 

 
1965 年再度來台，結識國民

黨政府認定的政治異議者，

且受到同學講述 228家族經

驗的直接衝擊，開始懷疑「自

由中國」的真貌，轉而投入

關心「台灣」。他從對言論自

由空有興趣的外國人，變成

嚴重「干預」中華民國內政

的不良份子。因屢次協助台

灣政治異議者夾帶救援信件

出國，1971 年成為國民黨政

府黑名單，繼而在日本展開

救援台灣人權之路。 

 
1972 年在日本創辦《浪人》

（Ronin）雜誌，第 8 期收

錄台灣 214 名政治犯名單，

是台灣有政治犯的消息首次

在世界曝光，突顯強人威權

統治對思想的箝制、國家暴

力對人民壓迫的事實。他除

了與國際特赦組織合作，更

於 1975 年成立「台灣人權擁

護國際委員會」，是傳遞台灣

政治犯消息的重要媒介，透

過地下救援網絡將消息傳到

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發行

通訊搶先公布消息以爭取救

援的黃金時刻，在 1977 年前

後，該會是消息流通最迅速

的國際組織，受國際媒體重

視。1970 年代是梅心怡救援

台灣政治犯最活躍的時期，

因之留下的各類書信往來與

各組織通訊、報告等，是最

重要的史料。他與救援網絡

往來的書信，填補台灣在戒

嚴時期歷史的空白，這些妥

善保存的資料，成為彌足珍

貴的人權救援史料，並將救

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收

藏留給後世。張炎憲教授認

為，這些往來書信，是對國

民黨迫害人權的控訴，記載

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恐怖、

救援過程的艱辛；唯有瞭解

當時的黑暗與恐怖，才能體

會梅心怡等人工作者的正義

感和道德勇氣。 

 
之後隨著通訊工具多元化，

加以海外台灣人力量增強，

他在 1984 年回到美國，改

變救援工作方式，以幫助台

灣人在美國召開巡迴記者會

或翻譯等事。梅心怡於 1992

年獲得台灣簽證入境，因在

競選場合上台支持民進黨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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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再度成為黑名單，直

到 1996 年才得以取消黑名

單。2000 年後長居台灣。

2004 年的「二二八手護台

灣活動」，梅心怡在桃園參加

「牽手」的歷史盛會，還自

稱是「無國籍」的老外。2005

年，他投入台灣環保的領域，

關心台灣廣泛的議題，不只

限定於政治人權，更涉及勞

工、婦女、兒童、核能等方

面。梅心怡個性低調，不愛

搶鎂光燈焦點，只是默默的

奉獻心力，街頭遊行中，常

可看到他的身影。2006 年，

梅心怡與艾琳達（ Linda 

Gail Arrigo）兩人長期致力

於台灣民主、環保運動，並

將台灣視為「第二故鄉」，被

內政部認定「對我國有特殊

貢獻」，獲准申請永久居留台

灣。 

 
梅心怡冒險對抗獨裁政權，

不惜犧牲家庭在幕後拯救瀕

危的政治犯，憑藉本身的動

力與過人的膽識，產生許許

多多感動人的故事。即使面

對死神的召喚，他仍以音樂

祭的形式（生前告別式）珍

惜與朋友相聚的時間；並交

待探視他的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一定要保護台灣人民，

不要讓人民受傷害」，在病榻

前依舊念茲在茲台灣人民。

他終生無悔，為台灣的民主

與人權無私奉獻，秉持正義

感與道德勇氣，反抗暴政、

主持公義的精神與作為，是

人權工作者的牧人。 

 
同為人權運動夥伴與兒童文

學研究者的盧千惠女士（前

駐日大使許世楷夫人），在

2015 年底出版《鞋匠馬丁》

童書繪本，特別以梅心怡的

面容繪製成主角馬丁，以感

念梅心怡將他的生命貢獻給

台灣這片土地，正像故事中

的馬丁，彰顯自己無私的愛。

台灣聖山也將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舉行梅心怡紀念碑

揭碑典禮暨 228 追思會，永

誌梅心怡的大愛精神。 

 

 
goo.gl/a7xx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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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會流程 
 
 
追思儀式 

 
恭誦心傳雅集 10 遍 

 
歌詠禮讚（台北水噹噹合唱團獻唱） 

《蕃薯不驚落土爛》、《發光的靈魂》、 

《恁是台灣的寶貝》 

 
戰鼓聲響 

 
梅心怡烈士揭碑典禮、獻花 

 
歌詠禮讚（台北水噹噹合唱團獻唱） 

《希望的花蕊》、《佇這塊土地有愛》、 

《天佑台灣》 

 
來賓致詞 

 
合照 

 

享用餐點 

（第 5 頁） 

 

 

（第 6 頁） 

 

 

（第 7 頁）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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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傳雅集 
 
 

感恩、懺悔、慈悲、包容 

 

祈禱、行願、天命、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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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詠禮讚歌詠禮讚歌詠禮讚歌詠禮讚：：：： 

蕃薯不驚落土爛 
詞：許丕龍 曲：蕭泰然 

 

願做一粒小麥仔 無聲無息落土沙  

奇妙活命起變化 結實濟濟非小可 

 

咱台灣人蕃薯仔 代代攏唱苦命歌  

忍氣吞聲四百年 歷盡委屈受折磨 

 

成全別人犧牲我 一句俗語來點破  

期待無久出頭天 蕃薯毋驚落土爛 

發光的靈魂 
詞：路寒袖 曲：詹宏達 編曲：林秀珊 

 

一枝草含一點露 每一蕊會開的花 

攏是經過風佮雨 生命著愛甲伊照顧 

芳味益佇咧的時 表示天地無袂記 

毋管隨也歹攏是共前途  

袂駛強迫伊落土 

 

血是河，血是江 血是上溫馴的歌 

拖磨的生命 流落佇暗巷  

汝我作伙伸手來甲牽 

 

血是河，血是江 血是上溫馴的歌 

拖磨的生命 靈魂咧發光  

發光的靈魂 未來看上遠   
恁是台灣的寶貝 
詞、曲：潘茂涼 

 

恁是台灣的寶貝 恁是阮尊敬的前輩 

恁留落多多美的腳跡 佇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 

 

阮欲好好珍惜 阮欲好好珍惜  

學習恁的好所行 跟隨恁美的腳跡 

 

不敢辜負恁所流的血淚 

不敢辜負恁對台灣的疼 

 

隨恁腳步 將台灣惜命命 

（＊＊＊＊反覆一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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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碑文碑文碑文：：：： 

 

人權救援先鋒── 

梅心怡（Lynn Miles）紀念碑 
 

 

梅心怡（1943-2015），美國人。在台灣戒嚴年代，

長期從事台灣政治犯跨國救援工作，為台灣留下珍

貴的人權工作檔案史料。晚年在台灣擔任教職、從

事人權運動，長居於桃園龍潭。 

 

1962 年在大學校園結識特務之子，到台灣探索「自

由中國」，體驗特權階級在台灣享有豐衣足食的美好

表象。1964年返美，編輯校刊工作以專欄批評學校，

受到保守教會學校打壓，而首次參加學生抗議運動，

啟發他言論自由的想法。 

 

1965 年再度來台，結識國民黨政府認定的政治異議

者，且受到同學講述 228 家族經驗的直接衝擊，開

始懷疑「自由中國」的真貌，轉而投入關心「台灣」。

他從對言論自由空有興趣的外國人，變成嚴重「干

預」中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1971 年成為國民黨

政府黑名單，繼而在日本展開救援台灣人權之路。 

 

他本著人道立場，追求基本的人權，只要國家濫用

公權力，做出違反人權的逮捕、判決，他即展開救

援行動，對象不分左派右派、國家立場統一或獨立。

救援途徑多為公開消息並發起救援行動，或召開記

者會引起國際的輿論救援舉動。 

 

台灣神追思牆上的捍衛

人 權 護 台 烈 士 心 怡

（Lynn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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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在日本創辦《浪人》雜誌，第 8 期收錄台灣

214 名政治犯名單，是台灣有政治犯的消息首次在

世界曝光，突顯強人威權統治對思想的箝制、國家

暴力對人民壓迫的事實。他除了與國際特赦組織合

作，更於 1975 年成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

是傳遞台灣政治犯消息的重要媒介，透過地下救援

網絡將消息傳到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發行通訊搶

先公布消息以爭取救援的黃金時刻，在 1977 年前後，

該會是消息流通最迅速的國際組織，受國際媒體重

視。 

 

之後隨著通訊工具多元化，加以海外台灣人力量增

強，他在 1984 年回到美國，改變救援工作方式，

以幫助台灣人在美國召開巡迴記者會或翻譯等事。

2000年後長居台灣，關懷台灣土地等廣泛的議題。 

 

他與救援網絡往來的書信，填補台灣在戒嚴時期歷

史的空白，這些妥善保存的資料，成為彌足珍貴的

人權救援史料，並將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收

藏留給後世。 

 

梅心怡冒險對抗獨裁政權，不惜犧牲

家庭在幕後拯救瀕危的政治犯，憑藉

本身的動力與過人的膽識，產生許許

多多感動人的故事。他終生無悔，為

台灣的民主與人權無私奉獻，秉持正

義感與道德勇氣，反抗暴政、主持公

義的精神與作為，是人權工作者的牧

人。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5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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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花蕊 
詞：張炎憲 曲：潘茂涼 

 

在山顛 在海邊 在平野 

在貧瘠的岩石沙礫 

   

只要有一線生存的機會 

台灣百合總是爆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綻開美麗的花蕊 

  

純潔高雅 堅忍芬芳  

散布在美麗島嶼 

  

象徵 Formosa 子民 

高潔的志氣 

永不褪色的理想追求 

佇這塊土地有愛 
詞、曲：鄭仁宗 

 

風輕輕的吹 吹過淡水河岸 

水筆仔 紅樹林 台灣叫阮是第一名 

 

毛蟹水鴨仔佇在此 白鷺鷥暗光鳥來作伴 

燒酒螺嘛會爬樹仔 美麗的鳥隻飛來在此

起厝住 

 

在這塊土地有痛 在這塊土地有山 

祖先的血汗 乎子孫仔有卡好的生活 

在這塊土地有痛 你我攏佇在此 

流出血和汗 攏在此勒打拼 

 

芋仔蕃薯阿督仔 平平攏是人的子 

為何在此勒拼輸贏 

 

風輕輕的吹 吹過福爾摩沙 

七股的海岸 住著國際面的鳥隻 

 

毛蟹水鴨仔佇在此 白鷺鷥暗光鳥來作伴 

燒酒螺嘛會爬樹仔 美麗的鳥隻飛來在此

起厝住 

 

在這塊土地有痛 在這塊土地有山 

祖先的血汗 乎子孫仔有卡好的生活 

在這塊土地有痛 你我攏佇在此 

流出血和汗 攏在此勒打拼 

（台灣是阮ㄟ名 台灣是阮ㄟ名） 

歌詠禮讚歌詠禮讚歌詠禮讚歌詠禮讚：：：： 

天佑台灣 
詞：李敏勇 曲：李欣芸 編曲：潘茂涼 

 

上天保庇美麗台灣 Formosa 

阮作伙倚佇此 全心守護伊 

 

綠色的山藍色的海 這是你我的國家 

美麗的 Formosa 美麗的 Formosa 

上天保庇 阮攏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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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有話（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 

2015/8/2： 

援助受害的政治人物，成為 Lynn Miles 一生的志業 

 

 

長期於台灣戒嚴年代

為台灣政治犯奔走的

人權運動人物 Lynn 

Miles，2015 年 6 月 8

日在台辭世，他認為援

助受害的政治人物，本

是微不足道的小工作，

但是開始行動就會停

不下來，成為他一生的

志業，這種工作不但得

罪國民黨，也得罪中國

共產黨，更得罪被他救

過的台灣〝統派份子〞，

雖然〝阿扁〞伸出援手

給他在台的永久居留

權，他卻惶恐不安，因

為發現其對民主、人權

無私的奉獻，只有台派

（獨派）會繼續友善往

來，而一些〝統派學者〞不但不知感恩，還會和他隔離，利

用他來解救當時被國民黨政治迫害的〝傾中人物〞，真是太

不要 face，會良心不安吧？？ 

 
失去是非判斷的台灣人民。 

跳躍的五星旗殖民教育。 

（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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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3： 

Lynn Miles 成為台灣神，在聖山修行，繼續為台灣的民主

而奮鬥 

 

 

老外 Lynn Miles 成為

台灣神，在聖山修行，

繼續為台灣的民主而

奮鬥，他的熱情比台灣

自稱為人道學者還勇

敢，經過他幫助的人很

多，李敖也是早期得到

被援救的好友，但是到

了安然無事的時刻，有

許多人成為〝哈共統派〞

的人物，立刻和 Lynn 

Miles 疏遠，其原因在

於〝親共統〞和〝台灣

獨〞的立場不同，有不

少國外政治觀察家，認

為在台灣要真正走民

主獨立建國，須有是非

判斷能力，中共政權是

什麼政權，很有人權？

很民主？這種判斷還須藍綠？ 

 
台灣民主建國最大的陰影，就是用虛假的 ROC 和 KMT 殖

民統治。 

KMT 欺騙台灣習慣自然，看台灣人民無路用！

 （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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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歷略歷略歷略歷：：：： 

 

人權救援先鋒──梅心怡（Lynn Miles） 
大地志工贊修 

 

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一、結識特務之子，探索「自由中國」 

二、學生抗議運動的啟發 

三、對「自由中國」感興趣，轉變成關心「台灣」 

四、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 

五、展開救援人權之路 

六、創辦《浪人》（Ronin）雜誌 

七、從「國際特赦組織」到創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 

八、彌足珍貴的梅心怡人權救援史料 

九、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 

1. 經費問題 

2. 政治犯家屬態度 

3. 藏在信件的密碼 

十、晚年在台灣 

十一、 人權救援先鋒的初衷 

十二、 結語 

 

梅心怡（1943-2015, Lynn Miles），美國人。在台灣戒嚴年代，長期

從事台灣政治犯跨國救援工作，為台灣留下珍貴的人權工作檔案史

料。 

 

全名為 Lynn Alan Miles，1943 年 6 月 15 日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晚

年在台灣擔任教職、從事人權運動，長居於桃園龍潭。2014 年 6 月

確診罹患「間皮癌」，1於 2015 年 6 月 8 日辭世。 

                                                       

1 謝文華，〈《聲援太陽花學運》輔大教授梅心怡罹癌 友人辦音樂會打氣〉，《自由時

報》，2014/6/15，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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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記得曾經特別下決定要走這條路、或終生致力人權工作。

會走上這條路，其實是由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特定

情況所產生的推力所促成…… 

──梅心怡2 

 
圖片來源：引自 Lynn Miles FB 

 

一一一一、、、、結識特務之子結識特務之子結識特務之子結識特務之子，，，，探索探索探索探索「「「「自由中國自由中國自由中國自由中國」」」」 

Lynn Miles 會成為台灣人權救援的先鋒，要從年輕的他談起。1961

年 Lynn Miles 高中畢業後，進入美國中部的 Central Methodist 

College 就讀，此大學除了是母親的母校，亦是一所保守的教會學校，

他在校園認識一位台灣留學生鄭心本，從鄭心本口中對台灣產生良好

的印象，1962 年 Lynn Miles 以交換留學生的身分首次來到台灣。3 

 

與中國共產黨所領有的「共產中國」相較之下，同時期的台灣普遍被

認為是「自由中國」（Free China），4在這種背景之下，1962 年 9 月，

Lynn Miles 搭船抵達基隆，5開始體驗「自由中國」的生活。他寄宿

                                                       

2 梅心怡（Lynn Miles）著、鄭純宜譯，〈My Road 一個人權救援者的自述〉，收錄

於《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台北市：玉山社，2002），頁 150-151。 
3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2-13。 
4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書

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2008，頁 9。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download/梅心怡研究案

20080716LynnMiles.pdf（2015/6/15 點閱）。 
5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台北市：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8），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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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學鄭心本家中，鄭心本的兄弟姊妹名字為「心」字輩，這也成為

Lynn Miles 取漢文名字梅心怡當中「心」字的由來。6梅心怡被當成

鄭家的一份子，並稱呼鄭心本的媽媽為乾媽。7 

 

鄭心本的父親是鄭介民（1928 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鄭介民

為侍從，從事情報工作。二戰過後擔任保密局局長，1954 年出任第一

任國家安全局局長，1959 年在任內過世）8，國民黨軍、政方面的要

人，因此寄宿於特務家庭的梅心怡，觀察到與鄭家往來的多是政治、

軍事、報界等要人，感受到經濟充足與政治自由的印象，自然體驗特

權階級享有「自由中國」豐衣足食的「美好表象」。9許多年之後，梅

心怡才瞭解鄭家的特務背景。10 

 

原訂到台灣學習中文的梅心怡，經過半年的自修奠定中文基礎，考上

台大中文系學分班學習中文，但因學習中文時間不到一年，能力不足

以因應課堂所需，1964 年 5 月決定返美，匆匆結束首次「自由中國」

的生活經歷。11 

 

二二二二、、、、學生抗議運動的啟發學生抗議運動的啟發學生抗議運動的啟發學生抗議運動的啟發 

返美後的梅心怡，回到 Central Methodist College 繼續就讀，繼高中

之後再度投入校刊編輯工作，由於他撰寫專欄批評學校，校方因而禁

止專欄的連載，並刻意壓低梅心怡的學業成績，致使他無法參與編輯

校刊的社團活動。學校的打壓干涉行為，引發梅心怡向理事會與教會

示威抗議，這是他首度參加學生抗議運動。12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

                                                       

6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台灣史料研究》29 號（2007

年 7 月），頁 212。 
7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8。 
8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29。 
9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2。 
10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8。 
11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2。 
12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

書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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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社會不公和言論自由而大開眼界，也點燃他對非美活動委員會和柏

克萊大學中言論自由運動的興趣。13 

 

這個機緣引發他再度到台灣的念頭，他考取美國國防部提供為瞭解

「中國」而設立的獎學金，經過一個暑假的中文進修，1965 年 11 月，

他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14 

 

三三三三、、、、對對對對「「「「自由中國自由中國自由中國自由中國」」」」感興趣感興趣感興趣感興趣，，，，轉變成關心轉變成關心轉變成關心轉變成關心「「「「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二次來台的梅心怡，在朋友的介紹下，陸續閱讀葛超智（George Kerr）

《被出賣的台灣》、李敖《傳統下的獨白》等著作，以及《文星》（1960

年代初，發揮文化思想啟蒙工作的雜誌15）的出版品，認知台灣過去

被隱藏的歷史。梅心怡更寫信給李敖，佩服他勇於批判政府的膽識；

結識李敖後，更瞭解到不同於在特務家庭所見所聞的台灣，與國民黨

的歷史。也藉由李敖，認識彭明敏、謝聰敏等人，這些交友經驗，使

梅心怡原本對「自由中國」的興趣，轉移成對「台灣」的關心。16 

 

另一次的突發狀況，讓梅心怡親身經驗到台灣平靜的表面之下，台灣

人受壓抑的真實狀況，他在〈從無關到涉入 我是如何擴展我的眼界〉

一文寫到： 

 

同樣是直接的衝擊，但是影響卻更為巨大的是，一名熟識的朋

友曾和我談到在 1950 年代初期，他的叔叔在半夜忽然「消失」

的事情。我就此詢問我的台灣籍室友，一名台大的林姓學生，

關於我在《被出賣的台灣》讀到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

恐怖，那本書確實引起我的好奇，為什麼葛超智用好幾頁篇幅

描寫的恐怖論述，在中華民國年鑑中卻只有一句話帶過？在每

天的互動往來中，從來沒有人提過這些恐怖故事，我又該怎麼

                                                       

13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8。 
14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

書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頁 9-10。 
15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台北市：玉山社，1999），頁 64-66。 
16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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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葛超智的所言為真？一開始林姓室友顯得有些猶豫，隨後

他向我保證葛超智所說的真實性，並開始敘述他的親人成為犧

牲者的親身經歷，然後在我們位於台大對面，朋友照相館樓頂

的租屋中，便傳出了陣陣敲門聲音，隔壁房的偷聽我們的談話，

並且對於一些負面言論提出「糾正」，我看到林姓室友的臉開

始發白，所能做的只有結巴的說著「是…是…，對不起…你是

對的…」，林姓室友對這番「糾正」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讓

我親眼見證生活中的恐怖氣氛，而正是這份高過一切的恐怖使

我有所轉變。17 

 

梅心怡當時與林姓同學聊天的房間採光不佳，周遭的房間也沒有燈光，

才以為附近沒有其他人而放心的講出家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而

來敲門的僑生因為在睡午覺而熄燈。這個事件的對談過程，林姓同學

害怕發抖的神情，讓梅心怡直擊台灣人對政治議題的禁忌與恐慌，18也

懷疑「自由中國」的真實面貌。 

 

梅心怡在台灣第一次採取秘密行動，是受李敖的請託。李敖曾寫信給

時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信中寫到「對共產黨的同情甚於在台灣的

國民黨」，信件被人發現並計畫召開記者會公開此事，以指稱李敖是

共產黨分子。李敖求助於梅心怡，希望梅心怡喬裝成美國領事的訪客，

李敖則假扮為梅心怡的司機，要到天母的美領事官邸尋求政治庇護。

計畫雖然失敗，記者會也照常舉辦，但李敖卻逃過被扣上紅帽子逮捕

的命運。19 

 

梅心怡自認為： 

 

而這趟前往天母的旅程成為我第一次積極涉入對抗國民黨政

府的冒險行為，如果被發現，將會被驅逐出境，我己跨過了盧

比孔河［破釜沉舟之意］，從一個對言論自由空有興趣的外國

                                                       

17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8-9。 
18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29。 
19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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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變成嚴重「干預」中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20 

 

梅心怡興起為台灣人貢獻心力的衝動，並發現自己美國籍的身分是一

個強大的保護傘，即使在台灣從事人權工作的身分曝光，也不致於招

來牢獄之災或死亡威脅，嚴重的狀況是成為黑名單或被驅逐出境。21會

邁向富正義感的人道救援者這條路，正如梅心怡的自述，「其實是由

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慢慢醞釀而成。 

 

幾次在唐培禮（Milo Thornberry）牧師家與彭明敏會面，讓梅心怡留

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到有人批評美國支持獨

裁政權，批評美國在越南的作為，如同其支持台灣的獨裁者一樣」。22

他不滿自己的國家支持獨裁政權，但是 1960 年代，美國籍的他卻避

免不了越戰徵兵的問題，他透過關係得知，只要在越南有工作就可以

免去被徵調入伍。1967 年 11 月，梅心怡前往越南，卻陰錯陽差的在

陸軍單位找到一份工作，六個月後才回到美國。沒想到因此而發現另

一種救援途徑。23 

 

1968 年春天，梅心怡從越南往日本途中經過台灣，24此時作家柏楊（本

名郭衣洞）正值翻譯和出版美國漫畫「大力水手」涉嫌隱含性的侮辱

蔣介石父子而藉故遭祕密逮捕，25李敖寫信給柏楊的旅美友人孫漢觀

（1940 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1959 年任清華大學原子研

究所第一任所長26）要向外界宣傳此事並發起國際的輿論救援行動，27

                                                       

20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9-10。 
21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11。 
22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8。 
23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5。 
24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9。 
25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39。 
26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28。 
27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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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信即是委託梅心怡搭軍機出入台灣之便不受海關檢查的機會，將

信轉寄給孫漢觀，這種公開消息並發起救援行動的模式也成為日後梅

心怡的救援人權工作方式之一。28 

 

四四四四、、、、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 

時序走到 1969 年，梅心怡與日本女友ふじこ（Fujiko 藤子）婚後在

日本定居，年底來台灣度蜜月，經由李敖的引介，為彭明敏攜帶一封

不知內容為何的信件回日本轉寄。291970 年 1 月，彭明敏成功從台灣

「逃亡」（彭明敏教授於 1964 年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等人起草〈台

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一中一台」言論主張。宣言尚未發出即遭

逮捕，30彭明敏在國際間擁有高度聲望，雖避免牢獄之災，卻遭情治

人員隨時監控行動，他自覺處境惡劣而計畫逃離「台灣監獄島」31），

事後梅心怡才知道自己與「逃亡」計畫的關連性，就是成功把信件帶

到國外寄出。32 

 

1971 年 3 月，李敖被捕、刑求，國民黨得知梅心怡這號人物的角色，

33李敖被捕之前，梅心怡因日本居留簽證到期來台拜訪李敖 2 個月，

梅心怡與國民黨政府所認定的政治異議者往來加上之前為彭明敏寄

信一事，他於 1971 年 5 月離台，341972 年台灣簽證被註銷，35接著他

有相當長時間無法來台灣，36對朋友的解救，改從國外著手。救援對

                                                                                                                                      

頁 34。 
28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5。 
29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10。 
30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74-75。 
31 彭明敏，《逃亡》（台北市：玉山社，2009），頁 47-48。 
32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3。 
33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10。 
34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10。 
35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277。 
36 梅心怡於 2006 年接受《愛與重生 2》主持人訪問時，說明這段細節，1971 年 5

月離台時，「這次離台不算驅逐出境，而是簽證期滿，你得走了，他們不會給你

延。……1972 年年末，我決定再去台灣，申請簽證下來了，直接在大阪發給我。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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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從朋友擴張到所有台灣政治犧牲者，之後目標轉向其他美國支

持的獨裁政權國。37 

 

（梅心怡於 1992 年獲得台灣簽證入境，因在競選場合上台支持民進

黨候選人，再度成為黑名單，直到 1996 年才得以取消黑名單。38） 

 

五五五五、、、、展開救援人權之路展開救援人權之路展開救援人權之路展開救援人權之路 

1970 年下半葉，國際局勢改變，美國對中國北京政府的關係將調整為

「正常化」，美國希望以「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模式處理中華

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問題，蔣介石則死守「漢賊不

兩立」的思維，終於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蔣介石政權代表被逐出

聯合國。39面對外交情勢的變動，國民黨政府不思反省而以更高壓的

手段整肅國內異議者。梅心怡在這樣的時代背景，成為傳遞國際人權

資訊的媒介，留下重要的人權工作檔案史料，填補戒嚴體制下，台灣

島內外人權工作的真實互動。40 

 

六六六六、、、、創辦創辦創辦創辦《《《《浪人浪人浪人浪人》（》（》（》（Ronin））））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1971 年 7 月，梅心怡獲得簽證回到日本，因擔心台灣朋友的情形，開

始寫稿給國際媒體要引起他們對台灣人權問題的關心，而結識一位正

在韓國進行救援工作的英國人 David Boggett（大衛．巴格特），兩人

有共同關懷他國人權狀況的理念，開始合作並於 1972 年創辦《浪人》

（Ronin）雜誌（名稱由來，是梅心怡認為失去武士階級身分與封地

的浪人，和自己在日本的處境雷同，也有向濫用公權力的政府挑戰的

                                                                                                                                      

知到了松山機場，他們卻不讓我入境，……回日本後，找亞東關係協會的官員，問

為什麼他們發簽證卻不讓我入境？他們起先也莫名其妙，後來拿到辦公室裡面，再

出來時，我的簽證就取消了，他們說：『對不起，沒辦法。』原來我已列入他們的

黑名單。」引自 2011 綠島.和平.對話／你是一個人權工作者：梅心怡（Lynn Miles）

訪談紀錄，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5/12/17/你是一個人權工

作者：梅心怡（lynn-miles）訪談紀錄/(2015/12/21 點閱)。 
37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10。 
38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279。 
39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88-90。 
40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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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41，報導東亞的人權消息，David Boggett 負責韓國方面，梅心

怡則聚焦於台灣的面向。42 

 

其中在 1972年 12月出版的《浪人》第八期首頁標題為〈“State of Siege” 

in Taiwan, the 23rd year〉（台灣「戒嚴」，第 23 年），內容是台灣邁

入第 23 年戒嚴時期的特輯，以「柏楊事件」為報導主軸，43並且在該

期雜誌中收錄台灣 214 名政治犯名單，是台灣有政治犯的消息首次在

世界曝光，正面粉碎「自由中國」統治下的「美好」謊言，也突顯強

人威權統治對思想的控制、44國家暴力對人民的壓迫。 

 

214 位政治犯的名單，由服外役的政治犯蔡財源蒐集（各監獄政治犯

名單）、謝聰敏整理攜出，45梅心怡以〈a documentary underview: 

Suppressing the Rebellion〉（一則文獻的另類解讀：鎮壓叛亂）為標

題刊出，就內容加以分析，以名單裡的籍貫、年齡、職業、逮捕日期

和機關、起訴法條等類別解析。46就「年齡」的項目綜合「省籍」資

料，結果有趣的否定 1971 年 4 月 6 日《China Post》報導「台灣土生

土長的青年，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過去的日本統治仍留有一絲懷念」的

說法，名單上的年輕政治犯，在二次大戰結束時只有 5 歲，這樣的小

孩還沒有辦法比較兩個不同政權統治上的利弊，47怎麼可能會出現「台

籍青年懷念過去日本統治」的狀況呢？梅心怡與眾不同之處，是除了

公布名單，還仔細的就資料加以分析，讓數據說話，可見他投入力道

之深。 

 

                                                       

41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29。 
42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6。 
43 清華大學機構典藏／"State of Siege" in Taiwan , The 23rd Year， 

http://nthur.lib.nthu.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43103（2015/6/28 點

閱）。 
44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11。 
45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321。 
46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330。 
47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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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期國際間有救援政治犯的力量，台灣內部由於消息封閉，

無法獲得國民黨政府與政治犯家屬的回應，人權團體苦無救援的施力

點。48第八期《浪人》雜誌報導，開始瓦解國民黨在台灣圍堵的政治

犯消息，使人權團體能進一步站在人道立場關切人權。 

 

  

第八期《浪人》雜誌封面 第八期《浪人》雜誌第 8 頁，台灣政治犯名單（部分） 

圖片來源：引自清華大學機構典藏 

 

這期雜誌對梅心怡（當時使用Marcel Valance馬塞爾．巴朗斯的筆名，

不希望因雜誌工作的關係而身分曝光，49以降低取得消息的阻礙50）

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期，因為打開梅心怡在國際的知名度，他開始收

到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的詢問信件，希望透過他取得訊息或救援

的施力點，51繼而透過雜誌的工作，擴大救援政治犯的圈子，成為台

灣地下聯絡網與海外協助網的中介。52 

                                                       

48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321。 
49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24。 
50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

書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頁 18。 
51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

書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頁 18。 
52 梅心怡（Lynn Miles）著、鄭純宜譯，〈My Road 一個人權救援者的自述〉，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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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從從從從「「「「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到創立到創立到創立到創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由英國的潘納森（Peter 

Benenson）律師於 1961 創立，強調國際性的保護人權，各國小組將

政治犯的消息回報給國際秘書處，經審議認定為組織的「良心犯」

（Prisoner of Conscience），再指定小組救援。53組織成員不得以國際

特赦組織的名義行動，需表明個人身分，並得同時採納民主、共產、

第三世界國家各一名政治犯，以符合行事中立原則。54梅心怡即是該

組織的日本關西支部成員之一，55訊息通訊管道為三宅清子──梅心怡

──國際特赦組織。56這條傳遞訊息的線路，在 1976 年因三宅清子身

分曝光而中斷，在 1977 年改由艾琳達扮演在台灣蒐集傳遞資料的角

色。57 

 

（關於三宅清子身分曝光一事，她在〈我能為他們做什麼〉文章的詳

述，能從中看出當時的驚險過程： 

 

不過到後來，我的救援行動因某家族的密告，及協助我的一位

美國女性朋友莽撞未經考慮的行動，而被國民黨當局查知。有

個特務假借願意協助人權救援而接近我，半夜我家遭到憲兵、

便衣闖入、搜查；也曾為辦理延長簽證到外事警察處，卻被留

置在地下室，並強迫我更改國籍為中華民國等。連我和政治犯

的家族見面、電話聯絡所用的暗號等諸如此類的事，也都為當

局所知悉。 

 

我擔心如果被捕，將牽連許多協助我的人，向海外傳達政治犯

訊息的管道也將中斷，還有保護幼女生命的義務等，經再三考

量，我決定在 1976 年搬回日本。回國前，審慎選定我的繼任

人，也慎重決定往後的聯絡方法。58） 

                                                       

53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7。 
54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28-29。 
55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217。 
56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24。 
57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78-79。 
58 三宅清子著、陳孟和譯，〈我能為他們什麼 救援台灣政治犯的心路歷程〉，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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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特赦組織由於行事風格與步調不同，梅心怡於 1975 年自行成

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 on Taiwan，簡稱 ICDHRT），主因有兩點： 

 

梅心怡接到台灣的政治案件消息後，第一時間向國際傳遞訊息，要求

國際特赦組織派員來台調查，目的在發揮即刻救援的時效性，另一方

面也告誡國民黨政府，國際的人權組織正注意此政治案件。以謝聰敏

的案例而言，他在獄中健康惡化卻不得保外就醫（因 1971 年被國民

黨羅織牽涉爆炸案而被捕59），國際特赦組織礙於謝聰敏被捕理由與暴

力犯罪有關，不符合良心犯的救援規定，只能關切。對於救人分秒必

爭的梅心怡與三宅清子而言，國際特赦組織自訂的行政程序，其實已

失去救援的黃金時間。60 

 

再者是國際特赦組織在發起任務前會先行文當地政府，要求配合調查，

此舉反而給執政當局準備時間，造成組織代表到訪時被帶到不相關的

他處，而無法取得第一手資訊（比如日裔美籍的關西小組成員 Jack 

Hasegawa 於 1973 年 10 月代表國際特赦組織來台觀察「謝聰敏案」

就是一例61）。反倒是經由梅心怡提供的名單，實際與政治犯家屬聯繫，

才能獲取重要的一手消息。也顯示梅心怡等人的地下救援網路存在的

必要性。62 

 

成立 ICDHRT 後，與國際特赦組織仍會互相合作，只是改以 ICDHRT

的名義速行人權工作，例如 1975 年公開蘇東啟健康狀況的記者會，

即是以此名稱進行救援。631977 年前後，ICDHRT 成為台灣消息流通

最迅速的國際組織，而為了保護冒險到台灣蒐集政治犯資料的特派員

身分，梅心怡是 ICDHRT 唯一的對外代表，他是傳遞台灣政治犯消

                                                                                                                                      

於《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台北市：玉山社，2002），頁 153-154。 
59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156-157。 
60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8。 
61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219-229。 
62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19。 
63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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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重要媒介，透過地下救援網絡把消息傳到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

也自己發行通訊搶先公布消息以爭取救援的黃金時刻。64完全以梅心

怡等人認為的步調與積極性在進行救援工作。 

 

 

梅心怡以 ICDHRT 的名

義，為「吳泰安案」在香

港 召 開 記 者 會

（1979/6/7） 

 

圖片來源：引自《從梅心

怡（Lynn Miles）往來書

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

與台灣民主化》 

 

八八八八、、、、彌足珍貴的梅心怡人權救援史料彌足珍貴的梅心怡人權救援史料彌足珍貴的梅心怡人權救援史料彌足珍貴的梅心怡人權救援史料 

碩士論文以研究梅心怡從事人權工作史料的研究生沈亮歸納，1970

年代是梅心怡救援台灣政治犯最活躍的時期，因之留下的各類書信往

來與各組織通訊、報告等，是最重要的史料。又以 1975 年為分期，

                                                       

64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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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之後梅心怡漸漸累積人權救援工作的名聲，合作範圍也擴展，他

在 1975 年成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台灣相關的資料不但大

增，書信往來的保存更加完善，可以完整觀察救援網絡工作的進行。

65 

 

加上 1975 年蔣經國為追念蔣介石過世，指示於 7 月 14 日（蔣介石過

世百日）辦理全國性的減刑，隨之發生因減刑特赦的第一起政治案件

「白雅燦案」；66年底《台灣政論》遭停刊；1976 年底蔣經國慶祝行

憲 29 週年致詞首度承認台灣有 254 名叛亂犯，但否認違反人權67（此

事梅心怡認為把「叛亂犯」解碼，就等同於國際特赦組織的「良心犯」

68），等等的消息傳出，梅心怡的台灣消息管道普遍受到國際記者媒體

重視。69與國際媒體合作，即是梅心怡工作方式之一。70有些記者甚

至成為梅心怡工作網絡中的一員，願意擔任信差的角色，協助梅心怡

攜帶資料或救援物資進入台灣，記者也因而面臨被列為黑名單的危機。

71 

 

1977 年梅心怡在美國旅行，由當地台灣人團體安排行程，請他講述台

灣人權問題，由於他參與救援工作，自然就化身為此方面的權威與專

家，為不便出面曝光的人發聲。72 

 

沈亮的研究發現，1980 年代區間應以 1984 年為分期。1979 年美麗

島事件，主要的資訊來源艾琳達遭驅逐出境，在台灣的外籍人士不敢

有所動作，美麗島大審採取公開審判的方式，人權組織和媒體記者可

                                                       

65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21。 
66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3）：國際救援力量的成長（1975-1978）》

（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0），頁 2-3。 
67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

書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頁 24。 
68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8。 
69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69。 
70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67。 
71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70。 
72 2011 綠島.和平.對話／你是一個人權工作者：梅心怡（Lynn Miles）訪談紀錄，

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5/12/17/你是一個人權工作者：梅心

怡（lynn-miles）訪談紀錄/(2015/12/21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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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來台灣進行調查與採訪，吸引更多組織進而關心台灣的人權，

不需要經過梅心怡的管道。73通訊工具多元化，從傳統信件變成傳真、

敢用電話通訊，74加以海外台灣人力量增強、梅心怡本身的家庭因素，

使他在救援工作的活動也跟著改變。1984 年梅心怡回到美國，改以幫

助台灣人在美國召開巡迴記者會或翻譯等事。75 

 

一路人權工作的點滴資料，梅心怡妥善保存著，他最關切台灣，與台

灣相關的資料也最豐富。這些難得的珍貴史料，在 2001 年送抵吳三

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現已出版的《梅心怡 Lynn Miles 人權相關

書信集》系列有三冊。第一冊「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在 2008 年底

出版，以台灣人與梅心怡往返書信為主，內容包括影像紀錄、書信往

來、附錄。第二冊「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在 2009 年

底出版，以梅心怡書信整理彙編而成，以個案為分類項目，對象有：

陳玉璽、柏楊、謝聰敏、魏廷朝、李敖。第三冊「國際救援力量的成

長（1975-1978）」在 2010 年底出版，依梅心怡保留的書信資料，區

分為六個政治項目，減刑特赦、《台灣政論》遭查禁副編輯黃華被捕、

謝聰敏二次入獄醫療計劃、陳明忠與人權聽證會、《選舉萬歲》遭查

禁、逮捕陳菊。 

 

這三冊書信集，都是以手稿的型式出版，信件往來使用的文字有英、

日、華文。第二集與第三集不同於第一集之處，即是「譯文」，除了

原稿的呈現，英、日文的信件會翻譯成華文，方便閱讀；另外對於不

同的個案有更詳盡的解說，讓讀者對案件背景先有基本瞭解，閱讀信

件能更快速進入狀況。從信件的解碼、備註、判讀、譯文等，能看出

主編所下的苦心，因之戒嚴時期難得的人權檔案，得以問世。 

 

（第四冊「海外的呼應（1978-1981）」已編輯完成，原預計於 2011

年 11 月出版，後因經費問題，至今尚未出版。）76 

                                                       

73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64。 
74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253。 
75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72。 
76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回覆《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4）：海外的呼應

（1978-1981）》」出版狀況，2015/7/9，蕭奕泉電話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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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梅心怡保存的人權工作檔案，還包含自由人權奮鬥之士雷

震的回憶錄手稿《我的母親續篇》，文稿於 1978 年經梅心怡謹慎的接

洽之後，交由香港的《七十年代》出版。77這批梅心怡保存的手稿，

於 2009 年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整理以手稿型式出版《我的母親

續篇：雷震回憶錄》（內容為雷震對雷案的看法，及對蔣家統治的徹

底批判。78取名《我的母親》，有雷震向在天之靈的母親報告，證明自

己清白之意79），選在雷震逝世 30 週年之際出版，目的在比較國民黨

政府前後政策的矛盾，雷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精神，與追求社

會正義、維護國家尊嚴的意義。80 

 

雷震的女兒雷美琳回憶，在恐怖的氣氛之下，雷震為防止手稿再次被

蔣家沒收，將稿子隱密的分藏在床下舊報紙中、衣櫃、衣服堆裡，後

經母親向筠託友人送到海外，81經英、美、日等國際人權工作者接續

傳遞，輾轉被梅心怡保存，可以想像高壓統治下的風聲鶴唳。82 

 

張炎憲教授認為，這些往來書信，是對國民黨迫害人權的控訴，83記

載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恐怖、救援過程的艱辛；唯有瞭解當時的黑

暗與恐怖，才能體會梅心怡等人工作者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84 

 

九九九九、、、、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 

資訊傳遞便利的今日，透過各類通訊軟體，消息輕易就傳播全世界，

但在箝制思想的年代，信件遭到嚴密審查，以書信往來傳遞政治犯的

消息，傳遞者一經發現，往往被污名化的戴上紅帽子、或叛亂罪起訴，

                                                       

77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83。 
78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雷震回憶錄（上冊）》（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

基金會，2009），頁 7。 
79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雷震回憶錄（上冊）》，頁 3-4。 
80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雷震回憶錄（上冊）》，頁 9。 
81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雷震回憶錄（上冊）》，頁 11-12。 
82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雷震回憶錄（上冊）》，頁 4。 
83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3）：國際救援力量的成長（1975-1978）》，

頁 6。 
84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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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羅織的罪名。85工作者勢必得面對的問題，不僅如此，有更現

實的狀況等待考驗。 

 

1. 經費問題經費問題經費問題經費問題 

同為救援工作者的許世楷（時為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東京小組成員

86）回想，梅心怡本身的生活並不富裕，仍盡力想幫助別人。87梅心

怡在日本的活動地區之所以選擇大阪，其中一個重要的考量原因就是

經費的問題，他需要負擔委託特派員到台灣出任務的機票與食宿等花

費，與東京到台北的機票相比較，大阪到台北的機票較為便宜。88而

在 1979 年與黃昭堂的往來信件，可看出梅心怡赴美從事人權工作所

需要的款項及募款的難處。89甚至在 1981 年寄資料給台灣公論社時，

還請對方在收到郵件後退回郵票，以節省郵資，減低倚靠借錢支付郵

資的負擔： 

 

On anything we send you, please return the postage stamps.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package of fliers, but also goes for this letter. 

If you do so you will be helping us cut down on postal expenses. 

Postage is costing us a terrible amount, much more than printing of 

US$9 per 500 copies. If you make a contribution for both printing 

and postal expenses, that would be very appreciated, as we are 

extremely short of funds (weare［we are］ borrowing money to 

cover the postage).90 

 

不難想像他為人權工作的付出與犧牲。即便如此，家人仍是以他為傲，

                                                       

85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7。 
86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11。 
87 【寶島有意思】前駐日代表許世楷與妻子盧千惠談梅心怡，

https://youtu.be/I2gcKuD6J90（2015/6/10 點閱）。 
88 沈亮，《梅心怡（LynnMiles）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1984）》，頁 168。 
89 梅心怡致黃昭堂（黃有仁）的信件（1979/5/5）。黃昭堂（黃有仁）致梅心怡的

信件（1979/5/9）。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

士篇》，頁 104-105、109。 
90 梅心怡致台灣公論社的信件（1981/2/15）。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

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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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田台仁曾投書〈懷念梅心怡〉寫到： 

 

在台灣時，曾經一兩次再度碰到他，那時阿扁執政，所以 Lynn

的生活條件有些改善。有一次因為阿扁邀請白色恐怖時期曾為

台灣民主奮鬥貢獻或幫忙過的國際人士來台旅遊，當做一個致

謝，Lynn 那時也讓全家一起到台北。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全家，

陰盛陽衰，但全家都以這位不會賺錢的爸爸為豪。91 

 

2. 政治犯家屬態度政治犯家屬態度政治犯家屬態度政治犯家屬態度 

有時梅心怡託人將好不容易募到的款項、藥品拿給政治犯家屬，在那

個驚悚的年代，家屬不敢接收，也不敢將政治犯的資訊外傳；反而在

黑暗時代見證女性的勇氣與韌性（相較於事業有成的政治犯家屬否認

與政治犯的關係），92例如謝聰敏的妹妹謝秀美協助救援之事，也可以

從梅心怡致 Peter Harris（國際特赦組織亞洲研究部門研究員）的信

件（1973/9/14）看出端倪。 

 

三宅女士前天回到日本，我昨天和她見面，了解她在台灣停留

三天的調查，她得以和魏廷朝與謝聰敏的家人見面，並得到可

能是他們兩人最可靠的資料，…… 

 

謝聰敏 

家庭：居住在彰化，在台灣中部，離台中約一小時，家裡有七

個小孩，四男二女，謝聰敏排行第二，謝聰敏未婚，他的哥哥

在台北經營診所，父母親在彰化有自己的房子，現在沒有經濟

困難，不需國外的援助，三宅女士的接觸全部都是和妹妹謝秀

美，她和她的大哥同住，並於小學任教，打電話到學校比到家

中要來的好，家中可能遭到竊聽，三宅表示，家人中，謝秀美

對哥哥的案件比較有興趣，甚至在 1971 年 3 月 15 日（謝聰敏

被捕兩週），在《自立晚報》刊出聲明（見附件），表示秘密警

                                                       

91 田台仁，〈懷念梅心怡〉，《自由時報》，2015/6/11，A15 版。 
92 【寶島有意思】前駐日代表許世楷與妻子盧千惠談梅心怡，

https://youtu.be/I2gcKuD6J90（2015/6/10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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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在未獲許可的情形下到家中搜查，查禁了幾千美元卻未留下

收據，三宅女士的印象是大哥對案件不感興趣，或是他害怕被

牽扯在內，或是他認為要幫助他弟弟遠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外，

所以最好「忘記」他，父母仍住在彰化，家人並沒有告訴他們

謝聰敏真正的情形。 

 

逮捕後的案件發展：……無論如何，根據三宅女士的說法，謝

聰敏的家人相信這是謝聰敏自己「罪有應得」，因為他曾經從

高度戒備的監獄走私信件出去［指攜出政治犯名單，後刊載於

第八期《浪人》雜誌一事］，才導致當局如此嚴厲的對待，自

從 1972 年的一封信和兩次面會之後，家人又不被允許探視，

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但應該要留意的是，與謝聰敏同時被捕，

判刑的魏廷朝，他家人每週都可以前往探視。93 

 

謝秀美因哥哥謝聰敏的原故，後積極投入政治犯救援工作，94幫忙打

聽家屬口中的政治犯消息以傳遞訊息給人權救援組織，也幫忙發送物

資給政治犯家屬。在人人自危的年代，謝秀美主動正面的作為，是政

治犯家屬中難得的特例。 

 

而從過往的史料，可看出有時人權組織的回應，讓梅心怡失望；95或

募款方式不同、經費援助對象有異議，曾讓梅心怡有所氣餒；96或對

方組織過於鬆散、不積極的回覆，讓梅心怡失去信心。97這樣的反應，

對於一位充滿熱情和理想的人，多少有傷害。 

 

                                                       

93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205-209。 
94 臺灣故事島／一生努力關懷受難者，

https://storytaiwan.tw/Story_Detail_c.aspx?s=8430D947FDFEE1DF&n=56A0
D6AF207EA8D8（2015/7/10 點閱）。 
95 Marguerite Garling 致梅心怡的信件（1974/11/22）。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

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頁 315-316。 
96 梅心怡致司馬晉的信件（1975/12/23）。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

（3）：國際救援力量的成長（1975-1978）》，頁 66-72。 
97 梅心怡致許信良等人的信件（1986/11/17）。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

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24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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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藏在信件的密碼藏在信件的密碼藏在信件的密碼藏在信件的密碼 

雖然過程中有些不盡如人意，但書信中看到更多的，是梅心怡與國民

黨政府的對抗、鬥智，寄、收件人的姓名，不時會以化名或密碼取代，

或不寫姓名的方式；寫到敏感人物的姓名會以匿名或代碼稱呼。98例

如三宅（Miyake）清子常用的名字是「岡田（Okada）京子」，她寄

給梅心怡的信收件者姓名多為「中野靜子」（中野為梅心怡太太的本

姓），而梅心怡回給三宅清子的信件，多署名ミロ（Milu，為 Miles

的簡稱）；另外敏感的姓名，會以代號的方式出現，比如「謝聰敏案」

中，「大哥」指謝聰敏，「小弟」指魏廷朝，「Shirley」是謝秀美，國

際特赦組織台灣任務稱為「農團」；除此之外，梅心怡也曾用英文字

母拼寫日文發音的書寫。再者，梅心怡為了確保每封信能夠安全抵達

對方手裡，信件中會出現「A」ble、「B」etsy、「C」andy、「D」avid

等英文署名註記，以英文名字的開頭字母作為順序，收信同時可從順

序得知是否有信件在檢查時被攔截，機密信件是否有遺漏等細節。99 

                                                       

98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281， 
99 總統府委託研究，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受託，《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

書信看 1970 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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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清子致梅心怡的信件（ 1974/9/2），右下角註記

「BETSY」的署名順序 

三宅清子致梅心怡的

信件（1974/9/12），右

上角註記「CANDY」

的署名順序 

圖片來源：翻拍自《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他更自行發明一套以數字代替英文字母的編碼方法，閱讀時，需使用

姓名對照表或解碼的方式解讀。100他用心的留意細節，為的就是保護

人權救援工作聯絡網的每個人，盡量使他們遠離可能遭遇到的危險與

迫害，以及訊息能不遭識破、安全抵達彼此手中。救援工作的進行，

除了要有冒險的勇氣，細膩思維與聰明才智更不可或缺。 

 

十十十十、、、、晚年在台灣晚年在台灣晚年在台灣晚年在台灣 

梅心怡個性低調，不愛搶鎂光燈焦點，只是默默的奉獻心力，101街頭

遊行中，常可看到他的身影，102以下就 2000 年後梅心怡的新聞報導

加以整理，輔以瞭解他晚年在台灣的概況。 

 

                                                       

100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29。 
101 蕭文婷，〈請為梅心怡打氣、祈福〉，《自由時報》，2014/6/18，A15 版。 
102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梅心怡（Lynn Miles）與台灣人權運動〉，《台灣史料

研究》45 號（2015 年 6 月），封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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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後，梅心怡再度來台，一直到最後。1032003 年，他站在人權

立場而反對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於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前，燒掉自己的美國護照，他認為「我愛我的

國家，但我害怕我的政府；現在具美國公民的身分成了沈重的負擔及

恥辱，所以我宣布放棄美國國籍」，104成為「無國籍」的外籍人士。

2004 年的「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梅心怡在桃園參加「牽手」的歷

史盛會，還自稱是「無國籍」的老外。1052005 年，他投入台灣環保

的領域，106關心台灣廣泛的議題，不只限定於政治人權，更涉及勞工、

婦女、兒童、核能等方面。107 

 

2006 年，梅心怡與艾琳達兩人長期致力於台灣民主、環保運動，並

將台灣視為「第二故鄉」，被內政部認定「對我國有特殊貢獻」，獲准

申請永久居留台灣。1082008 年，因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馬

政府使用暴力侵犯人權，引發「野草莓學運」，梅心怡在自由廣場關

切靜坐者。109他也在當年的國際人權日，邀來美、日、加、台灣等關

心人權議題人士，以音樂的方式唱出人權的理念。110 

 

2009 年，陳水扁總統卸任後被政治迫害關押在台北看守所，梅心怡

到北所傳達海外對台灣人權、「扁案」的關懷，同時也討論台灣人權、

法律等未來應注重的方向。1112012 年，有人在參加「反媒體壟斷大遊

行」時，看到一位「在路邊拿著一面貼著抗議文字的保麗龍的老外，

                                                       

103 田台仁，〈懷念梅心怡〉，《自由時報》，2015/6/11，A15 版。 
104 廖瑞宜，〈具有美國公民身分成為恥辱 梅心怡燒掉美國護照〉，《中國時報》，

2003/3/22，10 版。 
105 楊宗灝等，〈手護台灣 交通打結 桃園 老外看傻眼 高喊 Party〉，《中國時報》，

2004/2/29，C2 版。 
106 許伯丞，〈我所認識的梅心怡〉，《台灣日報》，2005/1/13，9 版。 
107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梅心怡（Lynn Miles）與台灣人權運動〉，封面裡。 
108 黃忠榮，〈對台有特殊貢獻 艾琳達、梅心怡可永久居留〉，《自由時報》，2006/7/6，

A5 版。 
109 胡清暉等，〈美國人權人士 聲援野草莓〉，《自由時報》，2008/11/25，A5 版。 
110 陳宣瑜、胡清暉，〈野草莓音樂祭 人權樂團聲援〉，《自由時報》，2008/12/10，

A3 版。 
111 楊國文等，〈扁公設辯護人 再增一人〉，《自由時報》，2009/5/27，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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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搶著拍照的鬍子老外」，後來才知道是人權工作者梅心怡，112由

此可看出梅心怡身體力行參與活動但不高調的行事風格。 

 

2014 年，因立法院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黑箱服務貿易協議」，激發

大學生發動「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在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任

教的梅心怡，以實際行動響應學生號召的「全國罷課」，向學校「罷

工」一週，認為「服貿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課可以再補，台灣的未

來亟需師生共同守護、把關」，113也直指「學生佔領立法院，讓全世

界都注意到這個問題［指黑箱服貿］，是此次學運的最大成果」。114 

 

他更在當年的「323 佔領行政院行動」時，衝進行政院，拍攝行政院

內部公文，即梅心怡認為的「自慰公文」，此為行政院「資編科」的

「重要公文」要求該科的 15 名人員，每天要上「政院 e 點通」新聞

資訊網至少點擊 50 次，並且造冊管理，點擊完還需在名字旁打勾，

他嘲諷「這是『自慰』公文！找自己人衝點擊率跟自慰一樣，我（人

民）是主人，你（官員、公僕）是佣人，佣人上班可以自慰嗎？要自

慰，用下班的時間吧！」115結果梅心怡這朵「最老的太陽花」，在 2015

年，被檢察官認定不涉犯罪，但被起訴「侵入他人建築物」。116 

 

即使面對死神的召喚，他仍以音樂祭的形式（生前告別式）珍惜與朋

友相聚的時間；117並交待探視他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一定要保護台

灣人民，不要讓人民受傷害」，118在病榻前依舊念茲在茲台灣人民。 

                                                       

112 李建榮，〈鄭南榕是誰？梅心怡是誰？〉，《自由時報》，2012/9/3，A13 版。 
113 謝文華等，〈林飛帆號召全國罷課響應〉，《自由時報》，2014/3/24，A8 版。 
114 謝文華、陳慧萍，〈政院上班衝自家網站點擊率〉，《自由時報》，2014/4/6，A1

版。 
115 謝文華、陳慧萍，〈政院上班衝自家網站點擊率〉，《自由時報》，2014/4/6，A1

版。 
116 蕭博文、楊舒媚，〈政院：寬容對待但不撤告 占領政院 百餘人遭起訴〉，《自由

時報》，2015/2/11，A2 版。 
117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嬉皮俠骨梅心怡：最後音樂祭，與想對台灣人說的話，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6/08/嬉皮俠骨梅心怡：最後音樂祭，與想對

台灣人說的/（2015/6/15 點閱）。 
118 蘇芳禾，〈生前緊握小英手︰一定要保護台灣人民〉，《自由時報》，2015/6/9，

A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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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人權救援先鋒的初衷人權救援先鋒的初衷人權救援先鋒的初衷人權救援先鋒的初衷 

 

站在人道立場，人權工作者相當注重政治犯在獄中是否遭受非

法待遇，是否有辯護律師、審判是否公開公平、是否准許親人

會面，是否可對外通訊、是否心理與生理受到虐待，以及家屬

是否受到跟監等。119 

 

人權工作者本著人道立場，追求基本的人權，只要國家濫用公權力，

做出違反人權的逮捕、判決，120梅心怡即展開救援行動，不分左派右

派、國家立場統一或獨立，121朋友也沒有區分，他甚至認為媒合外省

人與台灣人一同為台灣的人權奮鬥（In thin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ainlanders and Taiwanes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122台灣的將來會更美好，他單純站在外國

人的想法，認為團結力量大。但同為人權工作者艾琳達遺憾的在〈梅

心怡與台灣的終身情緣〉文章點出： 

 

令我們不解的是，為什麼在 Lynn 的最後一年裡，不論李敖、

陳鼓應或任何傾心中國的朋友都未曾表達他們對梅心怡的關

懷呢？李敖的不相聞問尤其令梅心怡心傷不已。123 

 

李敖算是梅心怡早期在台灣認識的老友，梅心怡會步入人權的工作，

李敖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立場傾中的友人對梅心怡後來的

不聞不問，答案相信眾人皆知，艾琳達在該篇文章的末處疑問著： 

 

難道他們要讓人權與民主價值變成為台獨陣營的專利嗎？這

                                                       

119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6。 
120 梅心怡致許信良等人的信件（1986/11/17）。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

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5。 
121 沈亮，〈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工作檔案介紹〉，頁 220。 
122 梅心怡致司馬晉的信件（1975/12/23）。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

集（3）：國際救援力量的成長（1975-1978）》，頁 68-69。 
123 艾琳達，〈梅心怡與台灣的終身情緣〉，《蘋果日報》，2015/6/23，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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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傾中人士是要表達什麼樣的原則呢？是中國民族主義與人

權概念有著無法相容的衝突嗎？還是說，人權本身根本無法見

容於中國政府呢？124 

 

把這些問號轉碼成肯定句，答案呼之欲出。有人形容外國人士挺身為

台灣人民爭取人權、自由，就像是「一群耐燒的撲火飛蛾」，125對於

願意伸出援手的人權工作戰友，梅心怡在〈視人權為結果，而非過程〉

一文提出他的看法： 

 

回顧過去的人權發展，從 1970 年代謝聰敏在孤寂牢籠中想要

對外訴說案件事實仍充滿阻礙，到現在大眾出版品的自由流通，

事實上是逐步經過無數次如史詩般的行動才能換得這般成果，

享受今日自由民主的我們，對於願意跳出這最初的一步，在同

伴屈指可數時就開始與國際組織聯繫的人權先鋒們，心中都應

存有一份感謝，也都留有一份虧欠。126 

 

這段話，正是人權工作者一路走來不為人知的寫照，地下工作網路屬

於幕後工作，其中的辛酸與感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份謝意，

也獻給人權救援先鋒的梅心怡，感謝他為台灣民主、人權無私的奉

獻。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梅心怡，「從一個對言論自由空有興趣的外國人，變成嚴重『干預』

中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127雖然他認為成為人權工作者，只是由

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促成，但一路走來從年輕時結識特務之

子來探索「自由中國」，在學生抗議運動得到啟發，對「自由中國」

感興趣轉變成關心「台灣」，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繼而展開救

                                                       

124 艾琳達，〈梅心怡與台灣的終身情緣〉，《蘋果日報》，2015/6/23，A13 版。 
125〈維護民主人權 拒絕傾中政黨〉，《自由時報》，2011/12/10，A2 版。 
126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頁 9。 
127 張炎憲、沈亮，《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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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人權之路。 

 

自行創辦《浪人》雜誌，首次揭露台灣政治犯名單，與「國際特赦組

織」合作到自創「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保存彌足珍貴的人權

救援史料，將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收藏留給後世。若不是他願

意冒險對抗獨裁政權，不惜犧牲家庭在幕後拯救瀕危的政治犯，憑藉

本身的動力與過人的膽識，不會產生這些感動人的故事。 

 

梅心怡終生無悔，為台灣的民主與人權無私奉獻，他的正義感與道德

勇氣，反抗暴政、主持公義的精神與作為，是台灣神的典範。 

 

  

梅心怡（Lynn Miles）的名字，鑲嵌於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台灣神追思牆上，供後

世瞻仰。 

 

（撰於 2015/7/10，2016/1/1/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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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事島／一生努力關懷受難者，

https://storytaiwan.tw/Story_Detail_c.aspx?s=8430D947FDFEE1DF&n=56A0

D6AF207EA8D8。 

 



 

 

 

 

 41 

 認識我們  
 

一、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由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楊緒東醫師於 1996

年創辦，宗旨在於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

世價值，並聚焦於推行台灣的文化與教育。 

 

自 2004 年開始推廣「台灣人拜台灣神」運動，

背後的精神意義有：一、歷史傳承的內涵；二、

獨立建國的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主張

簡言之即是追求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此

運動以 228 做為代表性的抵抗符碼，透過 59

位台灣神典範所歷經的時代背景、面臨的問題、

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灣歷史的活教材，建

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的勇氣，深耕文化基

礎。 

 

推動方式是運用台灣傳統信仰祭祀禮拜的習俗，

強調信仰的神聖性，第一階段從2004-2010年，

運用社會運動方式宣揚台灣神的事蹟，以做為

記憶的召喚。第二階段由 2007 年底至今，建

設「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信仰根據地，

以扮演記憶場域中界（連結、喚起記憶）的功

能，透過莊嚴的儀式來強化 228 台灣神的神聖

性。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方式，

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

taiwantt.org.tw 

 

 

「台灣神信仰」是一項進行

中的社會運動，獨特性在於

強調公義和台灣主體文化

內涵。 

 

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是以

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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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園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佔地 9 公頃，自

2007 年底開始設置，是一個以信仰為出發點的紀

念場域，園區以教育、歷史傳承為核心訴求。期望

從這個園區出發，學習教科書沒有教的事，從最簡

單的生活周遭環境開始，以最基本的鄉土單位著手

而往外擴的同心圓方式學習。 

 

信仰空間信仰空間信仰空間信仰空間 

228 台灣神聖碑所使用的素材為一重約 12 噸的台

灣原石，是台灣東部海岸山脈的斑狀安山岩（俗稱

麥飯石），原石的素材，不但見證過火山噴發，更

是在炙熱艱困的環境中產生，象徵台灣神信仰的力

量如同石頭般無堅不摧、屹立不搖，所遭遇的種種

逆境，是要讓信仰更加穩固的試煉。 

 

近 5 公尺高聳的台灣神追思牆，是一道以花崗石片

砌造而成的高牆，雕刻有 59 位台灣神典範的姓名

與生平年表在色系不同、深淺不一的花崗石片上，

排列成凹凸不一的牆面，陽光照射下呈現自然的紋

理及陰影的變化，代表台灣在民主路上的坎坎坷坷，

建國之路不會是一路順遂，也必需要有努力不懈的

心理準備。 

 

 

228 台灣神聖碑 

 

 

台灣神追思牆 



 

 

 

 

 43 

 

紀念活動紀念活動紀念活動紀念活動 

自 2010 年開始在園區舉辦 228 追思活動，追

思台灣神的犧牲奉獻，喚起台灣人的民主意識。

2013 年開始，舉辦各類的紀念活動，除了把園

區當成教育場所，更舉辦象徵性的儀式，強調

儀式的文化現象，及其背後保存記憶的莊嚴性

與文化抵抗，以台灣主體的觀點來詮釋歷史事

件與創造新的意義。 

 

永恆紀念豐碑 

 

 

 

主儀人帶領儀式進行 

（2013 年） 

 

 
為大地董事&治史起造台灣

國的張炎憲教授立碑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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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點滴生態點滴生態點滴生態點滴 

豐碩的生態物種，是園區的另一特色。有些物

種的生態習性或棲地環境，需要無污染的大自

然或人為干擾較小的棲地，尤其是能提供豐富

的食物來源之處，聖山除了符合這些綜合的因

素，尊重一草一木，與自然共存的環境態度，

並以相信自然之中另有一個世界的「道在自然」，

秉持以平常心欣賞萬物、尊重生命，當可以自

由來去的蛙類和鳥類等動物逐漸現身，顯示生

物安心居住於園區。 

 

台灣擬啄木台灣擬啄木台灣擬啄木台灣擬啄木（（（（五色鳥五色鳥五色鳥五色鳥）））） 

台灣特有種，留鳥。常

駐於聖山聖殿前大草坡

的大樟樹樹幹。 

 

 

 

雞肉絲菇雞肉絲菇雞肉絲菇雞肉絲菇 

又稱蟻巢傘，野生食用

菌，無法人工栽培，與

白蟻有共生關係。常出

現於 4-6 月的大雨過

後。常見於聖山離農田

不遠的草地。 

 

紅艷天牛紅艷天牛紅艷天牛紅艷天牛 

天牛界第一妖姬，特徵

為鮮紅色的外表，多出

現於中部。以荔枝的枯

枝為食，生態地位是清

除者。不定點出現於聖

山。 

 

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攀蜥 

俗稱肚定（台語），台灣

特有種，台灣攀蜥中體

型最大的種類。特色是

領域行為明顯，藉由持

續做出伏地挺身動作，

將喉部擴張來宣示領

域。聖山全山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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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路線圖 

南投縣草屯鎮坪頂里股坑巷 30 之 57 號 

（舊名匏仔寮，近南開科技大學） 

049-256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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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山 附近地標與 GPS 經緯度 
緯度：23.958046  

經度：120.715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