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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聖山自由廣場開幕暨台灣英雄立碑揭碑典禮 

 

台灣聖山「民主廣場」由 2015 年完成到今曾舉辦（蔡同榮

博士、張炎憲教授、圖博英雄塔、鄭評烈士、228 與白色恐

怖受難者慰靈碑、許昭榮烈士與台灣無名戰士、林冠華烈

士、鄭正煜老師、梅心怡教授、廖文毅博士、謝雪紅烈士）

追思會暨揭碑活動，為了彰顯對台灣民族英雄的台灣民主的

貢獻，所籌建的第二大廣場，共立 50 座的台灣英雄烈士碑

文（如下 P.6 所示），做為民主教育之長久追憶，期能鞏固

台灣民主建國的基石，為全國公民教育提供具體的民主教

材，故命名第二廣場為「自由廣場」，此可容千人參與追思

的場所，建設完成，敬請各台灣國賢達，不吝蒞臨指教。 

 

新聞聯絡：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04-23723710 

活動網址：https://goo.gl/3zt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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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會流程 

 

 

自由廣場開幕追思儀式 

恭誦心傳雅集 10 遍 

歌詠禮讚 

戰鼓喧天 

台灣英雄紀念碑揭碑典禮、獻花 

來賓致詞 

合照 

享用餐點 

 

 
 

（第 10 頁） 

 

 

 
 
 



 
 

 
 

 3 

立碑誌紀沿革 

 

台灣的民主進行，充滿為公理公義付出的血淚，無數的台灣

烈士，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奉獻生命。他們生前或許

未達到預期效果，但激化一波波新生代的覺醒，用民主大愛

寫出修行的血書。 

 

園區永恆紀念豐碑，文字著重於他們的背景環境、生平事

蹟、社會角色與貢獻，其等行過的台灣之路、建構的台灣歷

史，是民主建國最厚實的教育資產。 

 

碑林彰顯台灣神信仰的精神意義在：一、歷史傳承的內涵；

二、獨立建國的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精神基礎、信

心信念、行動智慧三者合一的無窮力量，是捍衛台灣的大愛

修行之道。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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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Monu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as filled with 

countless martyrs contributed their blood and tear for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and even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striving for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lthough, 

during lifetime they may not achieve their desired goal. It has 

stimulated the waves of the awakening of new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democratic great love written by their blood. 

 

In park, the inscription carved in these eternal memorial monoliths 

describes with emphasis on their background, life story, social role 

and contribution. Undoubtedly, their historical footprint is the 

most valuable and solid educational assets for the founding of 

democratic Taiwan. 

 

These monuments manifest the belief of Taiwan gods in the 

following meaning. Firstly, the essence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is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of spirit or more precisely is to rebuild 

Taiwanese self-esteem. Secondly, the faith of independence 

founding is to uphold the ancestors’ spirit of masters of our own 

affairs. Thirdly, the willpower of practicing ideal is to constantly 

introspect oneself and to move people by actions with wisdom. A 

realization of emerging infinite strength by combining these three 

spiritual aspects together is the way of practicing the great love of 

defending Taiwan. 

 

Taiwan Tati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5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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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聖山「鐘樓園區」已立之紀念碑： 

 

林茂生博士紀念碑（圖中央） 

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碑（圖左） 

泰源事件紀念碑（圖中下） 

蘇東啟、蘇洪月嬌紀念碑（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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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聖山「自由廣場」新立之紀念碑： 

 

台獨革命先行者－陳智雄 

國際蛇毒大師、台獨領航者－李鎮源 

不當唐山客，願做開基祖－廖中山 

實踐公義、執正氣之刃的法學大師－林山田 

捨身政治改革的獻祭者－陳文成 

民主運動的思想種籽－雷震 

運轉台灣民主契機的領袖－黃信介 

始終不變其志的民主巨塔－盧修一 

突破禁忌反威權的廉能先行者－陳定南 

焚而不燬的行動思想家－鄭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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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黃昭堂 

以音樂榮耀台灣的天使－蕭泰然 

醫民醫國的台灣新文學先驅－賴和 

台灣佛教的入世革命僧－林秋梧（證峰） 

228 抗爭的火炬－王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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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天憫人的正義使者－吳鴻麒 

社會正義防線的司法使徒－李瑞漢 

進擊威權的人權守護者－林桂端 

大無畏的行俠仗義者－湯德章 

鐵血護衛公義的檢察官－王育霖 

為民喉舌．大愛無畏－阮朝日 

為「人民」做「報導」的先聲者－宋斐如 

為仁行動．為義發聲－吳金鍊 

醫界的光與熱－施江南 

上醫醫國，捨命護台－黃朝生 

慈悲喜捨．濟世名醫－郭章垣 

仁心仁術無國界的醫德典範－簡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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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台灣醫療、教育的開拓者－張七郎 

國境之南的大愛典範－葉秋木 

勞工運動的衝鋒號角－黃賜 

愛鄉愛民的勇者－林界 

為民主揚帆的海洋之子－王石定 

仁心仁術．為民請願．一生懸命－黃媽典 

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 
淌血保台的抗暴急先鋒－張榮宗 

以美術點亮台灣的油彩化身－陳澄波 

厚德仁慈．大悲無界－潘木枝 

熔鑄民主的修行者－盧鈵欽 

政改、司改的開路先鋒－林連宗 

為人民站在最前線的民主基柱－陳屋 

執上帝公義之劍．反擊邪惡勢力的基督使者－徐春卿 

急公好義．扶弱抑强．敢言敢行－李仁貴 

「言人所不敢言」的跨世代反抗者－楊元丁 

棄醫學法．公正不阿的砥柱－林旭屏 

柔情鐵漢．硬骨精神－張雲昌 

實踐上帝之道．赴義犧牲的天使－蕭朝金 

反制暴政．志行剛烈的勇者－陳復志 

無懼時代考驗的剛烈青年－許錫謙 

儒雅勇者．開拓台灣金融基石－陳炘 

教育牧羊人－陳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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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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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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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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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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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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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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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排左至右： 

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碑 

林茂生博士紀念碑 

泰源事件紀念碑 

蘇東啟、蘇洪月嬌紀念碑 

第二排左至右： 

蔡同榮博士紀念碑 

圖博英雄塔 

鄭評烈士紀念碑 

許昭榮烈士紀念碑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 

第三排左至右： 

林冠華烈士紀念碑 

鄭正煜老師紀念碑 

第四排左至右： 

人權救援先鋒梅心怡 

(Lynn Miles)紀念碑 

廖文毅烈士紀念碑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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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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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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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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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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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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聖山 附近地標與 GPS 經緯度 

緯度：23.958046  
經度：120.715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