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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所謂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面對過去

威權獨裁體制的不正義所導致的社會裂痕，進行反省、檢討、

彌補、縫合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對遭受政治迫害者給予賠

償或補償、對從事政治迫害者予以追究、完整揭露政治迫害

的真相和歷史，其核心精神在於「體制」的翻轉，與公民社

會「信任感」的重建，亦即透過處理人權被踐踏的歷史創傷，

改造政治社會相關體制，建立公民社會對普世價值的認知。 

    臺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黨國統治、白色恐

怖，至今仍未完全走出歷史的陰影與族群間的對立，轉型正

義一直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缺漏的拼圖，隨著社會開放、民

主改革，政府與民間都在共同努力，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

正視及處理重大的歷史創傷，目前的成果有政治檔案的解密

公開、訂定言論自由日、「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

理條例」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公布施行等等，未來政府

仍會持續推動各項相關工作，讓臺灣社會迎向團結的未來。 

    臺中市政府在林市長服務這 3 年多以來，逐步建構相關

口述歷史，也在每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的言論自由日期

間，擴大舉辦人權文化季，更積極推動人權法制教育，希望

藉由教育角度，將人權理念深入到人心，並讓社會了解歷史

過去所犯的錯誤，從中加以反省檢討，避免災難再發生；另

尋求與民間團體合作方式，落實人權教育理念，合辦本次活

動之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秉持殷海光先生

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性之初衷，關注臺灣社會的脈動，正

視社會正義的議題，長期致力於協助社會發展自由開放的制

度與文化，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因此有本次機會，透過該學術

基金會得知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將邀請德國柏林

洪堡大學教授 Martin Sabrow 博士，來臺分享德國轉型正義

的歷史經驗，在三方共同努力下，促成本次國際法學學術交

流活動之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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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合辦單位之簡介 

（一）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歌德學院是德國在世界各地積極從事文化活動

的文化機構，主要工作是促進國外的德語教學，以及

從事國際文化合作，屬非營利組織及非政治團體。除

此之外，藉由介紹有關德國文化、社會以及政治生活

等相關資訊，展現一個全面的德國形象，並透過教學

與文化活動，為學術對話和文化合作提供支援，促進

世界範圍內的交流。 

          歌德學院成立 60 多年來，由歌德中心、文化機

構、閱覽室以及語言學習及考試中心等等串連的網絡，

成為了許多人第一次接觸德國的平臺，在 90 多個國

家與許多頂尖的機構和人士保持著長期合作關係，贏

得了人們對德國持續的信任。歌德學院（台北）德國

文化中心也藉由舉辦和贊助相關活動，向臺灣的朋友

介紹德國文化，促進臺德之間的文化交流
1
。 

（二）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 

          故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在 1949 年以後

的臺灣，是一位具有典範意義的知識份子。殷先生繼

承五四餘緒，半生志業投注於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

性，努力以筆的力量，對抗政治權力所散布的蒙昧與

壓制。在 1950年代，殷先生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

的主筆，撰寫大量政論文章，讓民主憲政的理想，在

貧瘠艱難的環境裡萌芽生根。到了 1960年代，殷先生

被迫退回書齋，轉而更積極地引介西方實徵哲學與自

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企圖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啟一種

合理、開放而屬於現代的新精神。雖然殷先生在政治

與學術兩方面的志業均未竟全功，但其所扮演的啟蒙

者角色，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臺灣民主反對運
                                                      
1參考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網站：https://www.goethe.de/ins/tw/cn/index.html。 

https://www.goethe.de/ins/tw/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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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象徵人物之一，因此，殷先生的一些故舊、學生

以及對他的理念有所認同的人，集結社會資源，成立

一個以殷先生為名的學術基金會，朝既定方向長期且

有系統地展開相關工作
2
。  

 

 

 

 

 

  

                                                      
2參考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網站：http://www.yin.org.tw/about_foundation.html。 

http://www.yin.org.tw/about_foun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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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artin Sabrow 教授之簡介 

 

    Martin Sabrow 教授是德國波茨坦當代歷史中心的主任、

柏林洪堡大學的近代史與現代史教授，對轉型正義相關議題

有深入研究，其簡歷如下： 

    Martin Sabrow is a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Potsdam and 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Berlin’s Humboldt University. He studied German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Kiel and 

Marburg. In 1993, he completed his doctor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Breisgau. 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d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Walther Rathenau’s 

assassination in 1922. In 2000, Martin Sabrow received his 

postdoctoral qualification at the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rom 1949 to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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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1982 and 1993, Martin Sabrow was an established 

secondary-school teacher at the Walther Rathenau-Gymnasium 

in Berlin-Wilmersdorf. From 1993 onwards, he was a research 

associate and successively a departmental director at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Potsdam, before in 2004 

he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urthermore, he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 for the 

“Future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SED dictatorship in 

Public Memory Culture” in 2005 and 2006. He has taught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the University of 

Braunschweig, and the Universities of London and Bologna. 

    （Martin Sabrow是波茨坦當代歷史中心的主任，柏林洪堡大學

的現代史教授。他曾在基爾和馬爾堡學習德國文學、語言學、歷史和

政治學。他於 1993年在弗萊堡/布賴斯高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他的論

文討論了威瑪共和國早期的政治暗殺問題，並特別強調了 1922 年

Walther Rathenau 的暗殺事件。他於 2000年在柏林自由大學獲得博

士資格後，分析了 1949年至 1969年德國的歷史本質與影響。 

    Martin Sabrow於1982年至1993年在柏林威爾默斯多夫沃爾特拉

特瑙體育館擔任中學老師。自1993年起，他成為波茨坦當代歷史中心

的研究助理和部門主管，並於2004年被任命為研究所所長。此外，他

曾於2005年和2006年擔任處理與東德SED有關事務的聯邦委員會主席。

他曾在國內和國際大學任教，如慕尼黑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 、

布倫瑞克大學、倫敦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 

 

    Martin Sabrow教授之研究興趣、著作與計畫概要如下： 

Research interests 

• Political-cultur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 Dictatorships in the 20th centu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culture of rememb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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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selection) 

• Die verdrängte Verschwörung. Der Rathenau-Mord und die 

deutsche Gegenrevolution, Frankfurt a.M. 1999. 

• Das Diktat des Konsens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 

DDR 1949-1969 (= Ordnungssysteme. Studien zur 

Ideengeschichte der Neuzeit, Bd. 8), München 2001. 

• Herr und Hanswurst.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des 

Hofgelehrten Jacob Paul von Gundling, Stuttgart/München 

2001. 

• Die Zeit der Zeitgeschichte, Göttingen 2012. 

• Erich Honecker. Das Leben davor, 1912-1945, München 2016. 

 

Editor of 

• Erinnerungsorte der DDR, München 2009. 

• 1989 und die Rolle der Gewalt, Göttingen 2012. 

• Die Geburt des Zeitzeugen nach 1945 (together with Norbert 

Frei) 

 

Current projects 

• Images of Potsdam - changes from a political icon to a 

historical place of remembrance 

•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s a topic of historical culture 

• Breaks in history and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 Biography of Erich Honecker (191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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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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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名單及致詞貴賓 

（一）出席名單：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 Martin Sabrow博士及夫人 

德國在臺協會 Martin Eberts歐博哲處長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羅岩院長 

口譯人員張君德先生 

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魯貴顯副教授                        

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謝嘉心執行長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吳萃芳主任檢察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黃景楠書記官長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張績寶副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陳怡成律師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李惠宗教授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葉德輝所長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江彥佐助理教授 

凃榆政律師 

鄭雪櫻律師 

劉光燿律師 

許秉燁律師 

梁徽志律師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邵正興檢察事務官 

臺中市林依瑩副市長 

臺中市張光瑤副市長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吳梓生局長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呂建德局長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呂宗學局長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曾能汀副主任委員 

各界專家學者及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主管、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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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詞貴賓： 

   1、臺中市副市長 林依瑩 

 

 

 

 

 

 

 

 

 

 

 

 

   2、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院長羅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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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德國在臺協會處長 Martin Eberts 歐博哲 
 

 

 

   4、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吳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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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演講講綱 

（一）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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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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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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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市政新聞 

中市府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分享經驗 盼助台灣推動

「轉型正義」 

    台中市政府積極推展轉型正義，今(14)日結合歌德學院

（台北）德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

會共同主辦舉辦《歷史如何看待轉型正義：追憶民主體制》

國際法學學術交流活動，邀請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 Martin 

Sabrow 來台分享德國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藉此深化台灣民

主自由價值。副市長林依瑩表示，「歷史永遠是帶給大家智慧

的學習方式」，期盼透過活動重新認識並面對國家發展，將有

助於台灣推動轉型正義。 

    《歷史如何看待轉型正義：追憶民主體制》國際法學學

術交流活動今日在台灣大道市政大樓舉行，吸引許多關注轉

型正義議題的政府機關、律師及學術界代表出席；包括林副

市長、法制局長吳梓生、社會局長呂建德、衛生局長呂宗學、

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等人也到場共襄盛舉。 

    林副市長表示，每年 228 是提醒大家民主發展的重要時

刻，回顧台灣近百年歷史，歷經日治時期、戒嚴解嚴到民選

總統，轉型正義一直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缺漏的拼圖，因此

市府持續推展轉型正義，尤其去年在市府中庭舉辦 228事件

刑求現場資料展示，感受到當年許多人面臨的牢獄之災，也

為此身心受傷。 

   「歷史永遠是帶給大家智慧的學習方式！」林副市長說，

歷史走過不能重來，如何讓現在及曾走過當時事件的世代，

重新認識並面對國家發展，期盼透過今天德國 Martin 

Sabrow教授的德國經驗分享，對推動台灣轉型正義有所幫助。 

德國在台協會歐處長表示，德國與台灣有非常良好的發展，

也有許多共同點，不只是頻繁的經貿往來及文化交流，還有

民主與人權的共同價值觀。德國在 20 世紀面對 2 次黑暗歷

史，在推動轉型正義過程很艱苦，德國經驗雖不能套用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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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樂意分享，他認為推動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必須誠實

面對歷史，才能建立健康的認同感。 

   法制局長吳梓生表示，台灣已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轉型正義不再只是概念與口號，而是落實成為法律制度來執

行。德國有 2次轉型正義經驗，非常值得台灣借鏡，透過本

次的學術交流，希望能夠汲取德國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幫

助台灣民主自由更加深化。 

   法制局表示，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面對

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不正義所導致的社會裂痕，進行反省、

檢討、彌補、縫合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對遭受政治迫害者

給予賠償或補償、對從事政治迫害者予以追究，及完整揭露

政治迫害的真相和歷史。 

    隨著社會開放、民主改革，政府與民間都在共同努力，

來正視及處理重大的歷史創傷，市府也逐步建構相關口述歷

史，在每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的言論自由日期間，擴大

舉辦人權文化季等活動，希望藉由教育角度，將人權理念深

入到校園，更期盼中央進一步制定人權教育法，讓人權觀念

深植人心，達到落實人權教育的目的
3
。 

  

                                                      
3臺中市政府網站：http://www.taichung.gov.tw/8868/8872/9962/829132//post。 

http://www.taichung.gov.tw/8868/8872/9962/829132/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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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語 

    回顧德國現代史，德國有兩次轉型正義經驗，第一次是

對引發二次世界大戰、迫害人權之納粹政權的反省，第二次

是德國統一後，處理東德共產政權所造成的不公不義。

Martin Sabrow 教授指出，對柏林圍牆倒下一事不斷高漲的

歌頌，證明了自由對於推動改革始終具有吸引力，然而在德

國紀念民主是一件困難的事，最能顯現於德國嘗試在柏林的

宮殿廣場上建立「德意志自由及統一紀念碑」，該紀念碑第一

次籌建時失敗了，2007 年德國國會決定要在 2014 年和平革

命 25 週年時落成揭幕，不過時至今日仍無法完成，其中的原

因不在於建築技術，而是在於歷史政策。 

    Martin Sabrow 教授認為，紀念民主是德國偉大的、道德

的、政治的以及整個社會的成就，持續地探究納粹獨裁，更

加致力於揭發德國統一社會黨的不法行為，並紀念歷史中的

反抗及傳統，皆屬於德國社會成就的範疇。進一步有意義的

作法是去談論光明與黑暗的、榮譽與不榮譽的紀念。德國自

1989年迄今有著一股翻新的狂熱，這影響了德國人處理過去

兩次的獨裁歷史，這個狂熱的動力在於不要重蹈先前聯邦德

國在重新處理納粹歷史時的無能。 

    從 Martin Sabrow 教授精闢的演講中，得以清楚瞭解現

今歷史文化的主要思想是，我們要從歷史中學習，俾使未來

更加美好，若我們綜觀歷史的全貌，便可證實光明的記憶是

處在黑暗的陰影之中，這樣的文化要求社會帶著批判意味去

處理過去，只有用較負面的角度告別過去，且中斷與過去的

連續性，才能迎向燦爛的明天。歷史作為生命的導師，不再

僅憑飽滿的經驗指引未來的方向，而是要從錯誤中記取教訓

及警告。 

    德國勇於正視其黑暗過往，不斷透過公共參與，讓轉型

正義融入以「民主」與「人權」為基底的國民教育，並成為

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因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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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值得作為其他國家社會的借鏡。Martin Sabrow 教授透過

歷史鏡頭探討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及紀念民主的方式，該如

何紀念民主又不會失去批判或變得無趣？應該致力挖掘被

掩蓋的歷史真相，當接近相關歷史人物的敘事傳記時，可進

行批判性的指認，這種指認可作為紀念民主的模式，這也是

臺中市政府正在努力做的事，本次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使

各界與會人士滿載而歸，並助益於深刻反思臺灣歷史定位及

爭取民主自由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