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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聖⼭．台灣神信仰



追思儀式



史明歐吉桑（おじさん, Ojisan）

@大地．聖山回顧集



《台灣㆟㆕百年史》台㆗簽書會（2014新校版）2014/9 @ 大㆞講堂

㈻者黃智慧指出「史明是㆒位非㈻院出身的
作者，但所著作的《台灣㆟㆕百年史》，蒐
集跨域跨時㈹的史料素材，其目的在於針對
殖民者史觀的反論與抵抗，是最早完整討論
台灣400年歷史的研究書籍，可見作者史明
是㆒位具㈲堅定使命、超㆟意志力的實踐
家。」 把作者背景、㊢作環境、書籍等各
種的不平凡之處點出。



台灣為什麼要獨立？

和全世界的㆟平起平坐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黃善聖（教師會榮譽主席）、林書祐（10年級）

曲⽬

› 楊三郎：望你早歸

賞析
› 戒嚴令下的禁歌
› ⽩⾊恐怖家屬盼望家⼈回鄉的⼼聲

– 阿嬤施邱桂及親⼈思念史明的⼼聲
– 從史明家⼈的思念與期待出發

› ⻑達41年的通緝、流亡，被迫分離
› 台灣菁英流亡海外，終⽣不得與親⼈

團圓的遺憾
› 凸顯國⺠黨政府⿊名單的迫害 圖片來源：網路

鋼琴合作：陳巍元老師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教師會榮譽主席
／黃善聖

曲⽬
› 鄧雨賢：雨夜花幻想曲
賞析
› ⽇治時期（1934年）台語流⾏歌曲
› 史明早稻⽥大學畢業後⽣涯如「雨夜

花」
– 「雨」／悲壯

› 反抗獨裁政權壓迫
– 「夜」 ／激烈

› 41年通緝流亡的歲⽉
– 「花」 ／輕快明亮

› 傳播台獨理念、思想啟蒙
圖片來源：網路

鋼琴合作：陳巍元老師



台灣大地文教基⾦會董事⻑  
陳俊峰 醫師

致詞



史明老先生第㆒次在街頭
遇到「拜台灣神」的㈳會
運動。

2007 @ 台北



創辦㆟楊緒東㊩師和史明老先生
首次在聖山相遇，史明老先生㆒
見面就出考題，問楊㊩師如何看
待㈳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楊㊩師
的想法、觀點與史明老先生㆒
致，讓史明老先生笑笑的肯定。

2013/4/27 @ 台灣聖山



史明聖山㆒眠到㆝亮，精神舒
暢，覺得聖山㈲股「神奇」的力
量，好像是台灣神和他同在。

－楊緒東㊩師撰文
史明追思碑文—影響台灣獨立運動最深遠的おじさん

2013/4/28 @ 台灣聖山



（《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756頁）



「聖山㆟權鐵橋啟用典禮」重啟
新運。㊧起為張炎憲教授、贊酷
同修、史明老先生、阿忠先生、
松俵義博㈳長。

2013/12/29 @ 台灣聖山

照像



@ 台灣聖山祈禱室

照像



「搰⼒（kut-la̍t）」鄰⻑．快樂薩克斯風⼿
／張榮吉

曲⽬

› 豊⽥⼀雄：快樂的出帆

賞析

› 原曲為〈初めての出航〉，
曲調輕快、活潑，顯現台灣
充滿活⼒的海洋性格。

› 取其出發、起點之意。

圖片來源：網路



「搰⼒（kut-la̍t）」鄰⻑．快樂薩克斯風⼿
／張榮吉

快樂的出帆
台語詞：蜚聲、作曲：豊⽥⼀雄

天連海海連天 幾千⾥

清涼的海風也 祝阮出帆的⽇⼦

迷⼈的南洋 ⽊瓜花香味

卡膜脈 卡膜脈 卡膜脈嘛⾶來

⼀路順風念歌詩 ⼿彈著輕鬆吉他

快樂的出帆啦
圖片來源：網路

�卡膜脈：かもめ，海鷗







「搰⼒（kut-la̍t）」鄰⻑．快樂薩克斯風⼿／張榮吉
妙語如珠代書．⽇系風歌⼿／張宗賢

歌詞漢譯、
圖片來源：網路

旅笠道中（たびかさ どうちゅう）
詞：藤⽥まさと、曲：大村能章

夜が 冷たい ⼼が 寒い
渡り⿃かよ 俺らの旅は
風のまにまに 吹きさらし

風が変れば 俺らも変る
仁義双六 丁半かけて 
渡るやくざの たよりなさ

亭主もつなら 堅気をおもち 
とかくやくざは 苦労の種よ 
恋も⼈情も 旅の空                        
 

寒冷的夜晚  ⼼境寒冷
流浪的孤⿃啊  我的飄泊是
隨風⽽⾏  風吹⽇曬

如果風向改變  我也跟著改變
將⾃⼰⽣命賭上  非贏即輸
渡過江湖飄泊⽇⼦  無依無靠

如果想要好的歸宿  就找⼀般善良百姓
總之江湖浪⼦是艱辛的根源 
戀情也好  ⼈情也好 浪⼦就像飄泊的天空



毛㈺、麵龜、鳳片糕
• ㉀拜糕點
• 香蕉油
• 異香齋



史明歐吉桑與布農族的贊頻同修（㊨1）

「㈰本語世㈹」



渾然天成台灣原住⺠．布農族動感歌⼿
／Balahu （芭菈虎）

You raise me up（你⿎舞了我） 
詞：布倫丹·格雷厄姆、曲：羅爾夫·勒夫蘭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 is no life –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當我失落的時候，噢，我的靈魂，感到多麽的疲倦；
當有困難時，我的⼼背負著重擔，
然後，我會在寂靜中等待，
直到你的到來，並與我⼩坐片刻。

你⿎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頂端；
你⿎舞了我，讓我能⾛過狂暴怒海；
當我靠在你的肩上，我是堅強的；
你⿎舞了我...讓我能超越⾃⼰。

沒有⽣命 -- 沒有任何⽣命是無渴求的；
每個疲憊的⼼不完美地跳動；
但是當你來臨時，我充滿了驚奇，
有時候，我覺得我瞥⾒了永恆。 布農族綾紋，仿百步蛇

紋。
圖片來源：文化部



•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台灣給世界的禮物）
• Jared M. Diamond教授
• 2000年
• Nature《㉂然》科㈻週刊
• 南島語族發源㆞

圖片來源：Nature週刊線㆖版



› 眼睛

› Mada

› 數字5

› Lima

圖片來源：看雜誌

• 達悟族
• 拼板舟

• 「船眼紋」指引方向
• 「㆟形紋」船靈
• 「波浪紋」仿海浪形

「蔴荳」㈳為「Mattau」。
新化舊㈴「大目降」。善化舊㈴「目加溜灣」。佳里舊㈴「蕭壠」。



布農族抵抗18年
› 1915年

› Dahu-ali（拉荷．阿雷）

› 300游擊隊

› 中央山脈

㈾料、圖片來源：原住民族文獻



渾然天成台灣原住⺠．布農族動感歌⼿
／Balahu （芭菈虎）

歡迎歌（布農語版） 
詞：布農族、曲：盧靜⼦

我的朋友來我這裡玩
我的⼼裡非常非常的⾼興他來我這裡玩
就算你們家住的很遙遠
不要忘記有朋友在這裡等您來

圖片來源：
【台灣風味原住民】 ★布農族 Bunun



在聖山穿著和服
2014/9/25 @台灣聖山



圖片來源：
【台灣風味原住民】 ★布農族 Bunun

史明手稿：評烈士紀念碑文



敬稱「老先生」
おじいさん(ojiisan)60歲以㆖
おじさん(ojisan)30~59歲

做革命的㆟
要㈲時間觀念



史明老師專程到聖山，觀看剛
落成的鄭評烈士紀念碑。

2015/2@台灣聖山



栩栩如⽣媒體動畫師．無師⾃通樂⼿
／侯德隆

圖片來源：網路

雨夜花
詞：周添旺、曲：鄧雨賢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看⾒ 每⽇怨嗟 花謝落⼟不再回

花落⼟ 花落⼟ 有誰⼈倘看顧
無情風雨 誤阮前途 花蕊哪落欲如何

雨無情 雨無情 無想阮的前程
並無看顧 軟弱⼼性 乎阮前途失光明

雨⽔滴 雨⽔滴 引阮入受難池
怎樣乎阮 離葉離枝 永遠無⼈倘看⾒



栩栩如⽣媒體動畫師．無師⾃通樂⼿
／侯德隆

圖片來源：網路

流浪到淡⽔
詞曲：陳明章

有緣 無緣 大家來作伙
燒酒喝⼀杯 乎乾啦 乎乾啦

扞著風琴 提著吉他 雙⼈牽作伙
為著⽣活流浪到淡⽔
想起故鄉⼼愛的⼈ 感情⽤這厚
才知影癡情是第⼀憨的⼈

燒酒落喉 ⼼情輕鬆 鬱卒放棄捨
往事將伊當作⼀場夢
想起故鄉 ⼼愛的⼈ 將伊放抹記
流浪到他鄉重新過⽇⼦

阮不是喜愛虛華 阮只是環境來拖磨
⼈客若叫阮 風雨嘛著⾏
為伊唱出留戀的情歌

⼈⽣浮沈 起起落落 毋免來煩惱
有時⽉圓 有時也抹平
趁著今晚歡歡喜喜 鬥陣來作伙
你來跳舞 我來唸歌詩

有緣 無緣 大家來作伙
燒酒喝⼀杯 乎乾啦 乎乾啦



詳見大㆞網站
taiwantt.org.tw



史明老師㆖課！課程為「㆟類進
步過程㆗的台灣獨立運動」。
桌㆖冰冰涼涼的雪碧是他喜愛的
飲料之㆒。 

2014/3/22 @台灣聖山



聖山養生週 Day 5，早餐。
 2014/9@台灣聖山

食物剪



228網路電台台㈺
張嘉麟構思/口白



百變⽣活管理師．空靈療癒系歌⼿／張嘉麟

何⽇君再來 
詞：⾙林（黃嘉謨）、曲：晏如（劉雪庵）

好花不常開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淚灑相思帶

今宵離別後 何⽇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 請進點⼩菜

⼈⽣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來來來 喝完了這杯 再說吧）

今宵離別後 何⽇君再來

停唱陽關疊 重擎⽩⽟杯
殷勤頻致語 牢牢撫君懷

今宵離別後 何⽇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 請進點⼩菜

⼈⽣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哎……喝完了這杯 乾了吧）

今宵離別後 何⽇君再來

．史明與㆔妹林翠雲常合唱
．阿雲1943年逝
．思念她就唱這曲
．重感情的革命家

圖片來源：《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p.127



史明老先生趁活動空檔，拉著
楊緒東㊩師，開心的聊㆝。

2014/2/28 @ 台灣聖山



史明追思碑文—影響台灣獨立運動最深遠的おじさん
／楊緒東醫師撰文

› 史明是務實⾏願的⼈，不會迷信各種「靈異」事
相；他開始研究死亡之後的路，體會聖山眾神續
存的無形應化之妙。他曾問到：⼈死後，還能影
響⼈間嗎？他希望回天還可以繼承完成台灣⺠族
獨立建國的使命。

› 我向他解釋，宗教修⾏或是靈修皆須⾏願，你在
⼈間，歷經各種⽣死關頭，願⾏具⾜，⾛天命⺠
主大愛的修⾏，證道之後透過「靈體鍛煉」可以
以無形之精神⼒延續未了⼼願。天命修⾏，不必
參加宗教組織，但必須有「⺠主大愛」的實踐。
你的道名「贊主」代表上帝給你的印記，可以放
⼼於此修煉，仍然駐世顯化，⽤無形精神⼒，影
響國運，效果更為強大，妙不可⾔。



大㆞董事會前，史明老先生㆖午
先到聖山參觀改裝後的台灣英雄
殿，以及甫完工的史明銅像，留
㆘珍貴的本尊與塑像合影。

2018/12 @ 台灣聖山



到聖山充電小憩。隔㈰㆒早靜靜
觀看民主廣場紀念碑。

2017/12 @ 台灣聖山



㊧派台獨教父－史明
紀念碑 & 塑像

@台灣聖山



百變⽣活管理師．空靈療癒系歌⼿／張嘉麟
You‘ll never walk alone
詞：Oscar Hammerstein II、曲：Richard Rodgers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the lark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Though your dreams be tossed and blown

Walk on, walk on
With hope in your heart
And you'll never walk alone
You'll never walk alone

當你穿越暴風雨
昂⾸前⾏
別畏懼⿊暗

在風雨過的盡頭 
便是⾦黃⾊天空
和雲雀甜美悠揚的歌聲

穿越風，繼續前⾏
穿越雨，繼續前⾏
即使夢想因風雨⽽飄盪

繼續前⾏，繼續前⾏
⼼存希望
你永遠不會獨⾏
你永遠不會獨⾏

圖片來源：網路

（你永遠不會獨行）
只要我們繼續努力，無論
風雨，㆒定㈲意志超堅定
的歐吉桑陪著我們。



史明前輩㊢給大㆞的墨寶，
「做㆟要㈲夢」。

2015/9/10



贊主同修史明歐吉桑參加聖山法會
2014/9/24 @台灣聖山



史明教育基⾦會董事⻑
黃敏紅 女⼠

致詞



大㆞第7屆董事會議
2014/4@大㆞講堂

拐杖





㊧：〈史明醉心㈳會主義 刺蔣事敗流亡㈰本41年〉，《㉂立早報》，1993/10/27，3版。
㊨：〈台灣史導師 史明〉，《㉂立晚報》，1993/10/31，2版。



打拼學徒囝仔．
活動總監
／陳世明

歌譜來源：《獨立台灣會的唱歌曲》 音符圖片來源：網路



觀看攝影展
與攝影師黃謙賢 先⽣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