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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料理店目睹蔣氏子孫作亂

　　因為出生才 32天，父親就因為 228事件遇害，

刺蔣鎮山計劃的執行者張欽泰，自小由經營日本料

理店的母親撫養長大。欽泰母親的日本料理店座落

在鹽埕區最繁華的地段，緊鄰的高雄港是台灣第

一大港，報關行、台菜館、小吃店、戲院、酒吧、

商店就在四周圍。料理店的佈置是樓下前段放著十

幾張四人長方餐桌，中段是欽泰和母親的小房間、

浴室和倉庫，後段一邊是清洗台、魚池、鰻魚池，

一邊是兩個大鼎爐灶和六個中鼎爐灶，中間則隔

著大長方型料理台。樓上有六間日式紙門隔間的

榻榻米房間，一間有座椅的圓桌大廳，另有一間

單獨隱密的榻榻米房間在洗手間旁邊。欽泰家的店

當時是南台灣最大、最老牌的日本料理店，日式料

理如：刺身（Sashimi）、壽司（Sushi），鰻蒲燒（Unagi 

Kabayaki）、茶碗蒸（Chawanmushi）、壽喜燒（Sukiyaki）

逃離台灣
的緣由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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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生向導師檢舉誰講母語。欽泰和吉雄只和老師

講北京話，在學校和同學都講福佬話，因此經常

被別班同學告密，頸上掛著「要講國語」的牌子，

被捉到朝會的升旗台上，面對數百位小學同學。遇

到這種羞辱，多數同學會低著頭，只有他倆和少數

同學會昂首面對。吉雄下升旗台時總會說：「幹伊

×咧！那些老師講什麼四川話、山東話，聽也聽

不懂，他們就可以講方言母語？」；此時欽泰小小

的心靈已開始質疑：為什麼蔣家國民黨政權要消滅

台灣母語？為什麼蔣家國民黨政權扭曲小孩的人性

去學習檢舉、告密？

　　1956年欽泰小學三年級，一個夏天溽熱的午

後，忙碌的晚餐營業時間尚未來臨，欽泰伏在料理

店的餐桌上寫著功課，突然聽到「嘰」的一聲，一

輛草綠色吉普車衝到「亭仔腳」（騎樓）外緊急煞

車停下，後座的阿兵哥腰邊配著帆布槍套、套內插

著一把手槍，先行下車，料理店女服務生阿珠喊著

等，台菜如：紅蟳米糕、五柳（花）枝、紅燒魚、

皇螺、血蛤、九孔、日月貝等等遠近馳名，每日午、

晚餐是座無虛席，生意興隆。

　　因為年幼即失去父親，家人對欽泰特別疼愛照

顧，直到 4歲，外祖母還經常讓他吸「無奶的老奶

脯」。欽泰的小學導師曾講過這句話：「你們這

群小鬼必定是二次大戰的冤魂投胎，個個調皮搗

蛋」。與其他同學不同，欽泰倒是憨厚寡言、外和

內剛。因為家境富裕，飯店工人中午送兩份便當，

他便分一份給貧困的同學林吉雄吃。吉雄是孤兒，

由不識字的祖父母負責撫養，常常有一餐沒一餐

的，長得又黑又瘦小，但個性倔強，經常和同學打

架，因此常被老師打手心罰站。吉雄和欽泰十分要

好，課餘大多玩在一起。小學畢業後沒有升學，就

到果菜市場幫傭賣菜。

　　蔣家國民黨政權從 1946年開始推行「國語運

動❶」，學生在學校被聽到講母語會受罰，並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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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胸部，或是大腿深處，見人來了還不知羞恥，

不但不縮手，還國罵女服務生三字經。然而，到了

1956年年底，卻突然不再見到此人來飯店了。

　　1957年初，欽泰聽到店內的會計暗地裡傳說，

此人是蔣經國的寶貝兒子「蔣孝文」，因為被「衛

武營」官校開除了，所以才不再出現。幾年後，欽

泰在高中三年級時聽左營眷村的同學說，他哥是蔣

介石金孫蔣孝文在鳳山陸軍官校的學弟，1956年

蔣孝文沒經過考試就來讀陸軍官校，晚睡晚起，還

嫌餐點不好吃，經常蹺課也不出操，開著校長的吉

普車、配著私槍，帶著隨扈到處亂竄。年底在高雄

市第一舞廳和人爭奪紅牌舞女開槍鬧事，還毆打、

訓斥到場處理的警總、憲兵、警察等情治人員。事

情鬧得太大，1957年被陸軍官校開除，蔣經國只

好下令教育部特設法條，將蔣孝文送去美國舊金山

避風頭。

　　當時欽泰心裡開始思考：是誰給一個平民可以

日語「伊拉雪馬雪」（歡迎），帶他往樓上日式榻

榻米座，他快速巡視一下，急忙下樓恭請前座開車

的人。此人高大年輕、身著便服，身旁依偎一個妖

嬌女孩，身後又緊跟著另一個面貌較清秀的女孩，

他右腰旁也配著一把黑色手槍、套在棕色的刻花牛

皮槍套，就像西部電影牛仔那樣。他們點的都是最

高檔日本料理，冰啤酒叫個不停，阿珠跑上跑下忙

著服侍他們。

　　這天之後，每隔四、五天的傍晚時分，都可在

飯店看到此人的蹤影。經常是不同的女孩陪著，阿

珠還認識他所帶的幾個女孩，是瑞城舞廳或第一舞

廳的紅牌舞女；此人最喜歡樓上那間隱密的房間，

日式榻榻米房間的紙門底層不糊紙，一是通風，

二是怕客人在內胡搗；後來聽說，此人頤指氣使、

霸道惡劣，操著字正腔圓的台北國語❷，言語粗魯

三字經不離口，女服務生送菜都是先喊「上菜了」

就拉開紙門，數次撞見此人「鹹豬手」撫摸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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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盒接著說「謝謝××先生的照顧」，然後又

再趕下一攤的「送紅包場」。這些年節固定的送禮

和紅包，欽泰母親還能預料要進貢多少；但是三不

五時，督察、台北的長官或某個官員親友持名片來

到店裡，欽泰母親還得陪著笑臉，任由他們白吃白

喝。真是黑道無事，白道難纏，這就是當年台灣商

家，受蔣家國民黨政權欺壓的真實寫照。

　　除了收紅包的陋習之外，國民黨政權的特務統

治，也讓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很大的侵擾。以

欽泰家來說，每月例行的戶口檢查，一般家庭是管

區警察持著戶口名簿白天檢查；欽泰家因為是列管

的黑名單家庭，警察和三、四個特務往往在半夜

二、三點才來不定期臨檢。我們小孩被挖起床後，

倒回床舖馬上可以入睡，但是欽泰母親身兼家長，

臨檢之後經常輾轉反側不能入眠，每日工作 16小

時之餘，還得忍受這群特務欺凌，不得好好休息。

　　欽泰母親是一位很堅強的女姓，228起義時丈

配私槍到處耀武揚威的特權？是哪個「清廉的公務

員」能讓兒子到處揮霍、玩女人？是哪個人有那麼

大的權力，可以使國家的軍校屈服在他的淫威之

下？誰正在培養蔣家第三代接班人？而這些也是我

們面對國民黨所塑造的「偉人」假象時，可以思考、

檢視的問題。

書寫 228 遭受戒嚴體制壓迫

　　欽泰母親的日本料理店，從來沒發生過黑道來

鬧事、敲詐或恐嚇的事情，倒是白道的警察、稅捐

處、衛生局、警備司令部、調查局等等，在每年的

農曆年、端午節和中秋節三大節日，給他們的禮盒

裏面，加藏一大紅包則是必要的。欽泰在家裏排行

最小，10歲以後經常代表母親去送禮，陪同店裏

的會計坐三輪車到某某大人的宿舍或家裏，大多是

官太太開門一臉笑容，會計講幾句場面話，欽泰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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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全是說「囝仔人有耳沒嘴」，並未告知細節，

從小欽泰也很納悶「明明是 224」怎會變成「228」

呢？

　　隔天，欽泰被叫到教官辦公室，教官、訓導主

任、國文老師、班導師四個大人圍著欽泰逼問同樣

問題，欽泰也是同樣回答。欽泰警覺情況不尋常，

下課回家馬上告訴母親這件事，欽泰母親馬上叫二

兄騎摩托車請「黃先生」快來店裡。這位黃先生是

調查局派駐在果菜批發市場的某主任，下班經常來

店裡坐坐，他是福建人，講的福佬話腔調跟我們有

點差異；黃先生聽了欽泰的敘述，馬上打電話給「胡

先生」請他趕緊過來，這位胡先生是浙江人，在

警總上班，也經常來店裡走動。當晚，欽泰母親、

二兄、黃先生和胡先生細密的商量了一會；二兄當

晚告誡欽泰：「絕對不能再提 228，你的事情搗大

了會送去火燒島。」隔二天晚上，教官著便衣和訓

導主任一起來店裡，黃先生、胡先生的長官和同事

夫被蔣家彭孟緝黨軍殺害，當時欽泰才剛滿月又過

兩天，她獨自負起一個 12人大家庭的生計，從不

在人前掉一滴眼淚。但有時在戶口臨檢之後，撫著

欽泰尚未入睡的頭，也不禁紅著眼眶說：「這群豬

狗畜生，那一日才甭糟蹋咱。」

　　欽泰在省立中學初中喜歡柔道，和各中學的柔

道學友組成小組合，跟眷村的小混混幹了幾次架，

高一下學期只好轉到私立高中。1965年初，欽泰

高三再五個月就畢業了，國文作文課出了「我的父

親」這個題目，欽泰的國文還不錯，洋洋灑灑寫了

一大篇，自認得個「甲」沒問題，沒想到隔天卻被

國文老師叫去辦公室，指著那句「我的父親在 228

被壞人槍殺了」，問欽泰「什麼是 228？」、「誰

是壞人？」，欽泰回答說：「從小阿公、阿嬤和阿

姑、阿姨就這樣告訴我。」欽泰長到十八歲真是不

知道什麼是「228」，教科書上沒有、小說上也沒

見過；父親的往事和死因是家裏的禁忌，問起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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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滿目瘡痍，經濟瀕臨崩潰。1950年 6月 25日，

韓戰爆發，盟軍以日本為軍需修補基地，加速日本

工業復興，日本政府也進行農業移民巴西計劃，

到 1960年代，日本再度躍居亞洲第一大國。張瑞

豐全家在日本東京獲得巴西移民簽證，從橫濱港

（Yokohama Port）搭荷蘭籍的日本移民船，足足二個

月才抵達巴西聖多士港口（Santos），隨即前往聖保

羅市（São Paulo）市中心自由區（Liberdade）居住，並

以日本 Nikon相機技術員在巴西總代理公司上班

謀生。

　　1965年欽泰在台灣無意間觸犯蔣政權禁忌時，

大兄一家已在巴西定居，欽泰母親因此安排幼子前

去避禍。母親與欽泰夜談隔日，就派店裡會計開始

申請出國證件，第一關是申請戶口謄本和良民證；

第二關是出境證，第三關是護照，第四關是巴西簽

證，關關都是欠東風過不了的難關，缺一不可。

　　當晚欽泰母親就帶欽泰乘三輪車往哨船頭的一

也來了，12人座的圓桌除了欽泰母親和二兄外，

全是蔣家特務；眾人吃吃喝喝，聚會進入下半場的

時候，二兄叫欽泰來桌旁行禮，二兄舉杯說：「我

代表我母親感謝各位長官光臨，我家小弟年少不懂

事，請各位包涵照顧。」欽泰母親也在散席時，送

每位長官一盒禮品，當然，裏面也依職權大小分別

裝著不同金額的紅包，這恐怖事件才平息下來。

　　隔幾天晚上夜深人靜時，欽泰母親悄悄的向欽

泰說：「我們是黑名單家庭，你又在作文寫 228闖

了禍，現在事情暫時壓下來，將來你當兵難保被探

出來，事情很大條，你已不能留在台灣，準備去巴

西大兄那裏。」

　　欽泰大兄張瑞豐年齡大欽泰 14歲，1963年夏

天、瑞豐 30歲時，帶著妻子和二子一女，從家鄉

高雄港搭船前往日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侵

略中國、韓國和東南亞諸國，作大東亞共榮圈的

美夢；戰敗無條件投降之後，日本本土也是廢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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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欽泰不是蔣家高官權貴之後，哪能有「走後門」

的條件？

　　1965年欽泰 18歲，已屆兵役年齡，怎麼能拿

到警備總部的出境證呢？欽泰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的

戶籍謄本，一個星期就拿到；向警察局申請的良民

證，一般是二、三星期才知准不准，但是一個紅包，

十天就下來了。再來向台北警備總司令部申請的出

境證於二星期後被駁回，理由是「台端已屆兵役年

齡，所請不准」；然而，欽泰知道去年某高官的兒

子，滿 18歲才去美國，蔣家一定有其他條款給高

官權貴的兒子。

　　當晚欽泰母親和欽泰帶著一盒禮品加紅包、一

簍紅蟳，去到警總胡先生長官的宿舍，請教出境證

役齡的問題，這位長官就拿出兵役法規的書本，指

出「役男屆役年之翌年後，不得出境」條款，這個

文字遊戲老百姓是看不懂的，白話文的意思就是

「滿 18歲的役男，在明年 1月 1日前，可以出境」。

條小巷，停在一雜貨店口，店門前三個年輕人圍著

方桌抽菸閒聊，一見到欽泰母親，三人隨即起身，

一人恭敬地說：「歐巴桑請坐，我馬上去叫洞伯」，

洞伯是欽泰父親生前的好朋友，每年農曆年必來店

裡向欽泰母親拜年，是哨船頭一帶的角頭老大，知

道台灣漁船從日本走私洋煙的管道。欽泰母親認

為，假如正常管道不通，欽泰不能坐以待斃，只好

冒生命危險偷渡去日本。

　　1950年韓戰爆發，蔣家國民黨的高官權貴，

已經開始流傳「反攻大陸無望論」，這是不能明講

的，抓到會被冠上「匪諜」槍斃或送往火燒島當政

治犯；但是高官權貴紛紛將子女送往海外，以行動

來挑戰「消滅朱毛，反攻必成」的神話，蔣介石只

好明令 18歲役男不能出國。皇孫蔣孝文於 1956年

底在高雄舞廳開槍肇事，皇子蔣經國令教育部於

1957年特別舉辦「高中畢業菁英公費赴美留學考

試」，為蔣孝文量身訂作赴美逃避風頭的管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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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高雄北上臺北，隔晨請了計程車去野柳（Yeliou）

參觀，野柳地處基隆西北方，是伸出海中的岬角；

因海浪侵蝕切割和岩石風化，造就了鬼斧神工的洞

溝和奇石；尤其優美細頸的女王頭石，真是大自然

的神奇佳作。

　　荷蘭籍客貨輪「居家蘭加號」（Tjitjalengka）停

靠在基隆碼頭，這是二次大戰盟軍的醫療運兵船，

艦長 145公尺、噸位一萬一千噸、時速 15海浬，

兩舷漆黑色，前後兩段是貨艙，中段是四層樓高的

白色客艙，一個黑色煙囪聳立在最高層。這條大船

的船首和船尾，由數條大索緊緊的套綁在岸上的圓

短粗實鐵柱上，兩條船梯繫在前後客艙旁邊，前段

和後段的貨艙各有兩支高聳的起降吊架，碼頭工人

正在忙碌的操作吊架，鋼索垂降框架到船邊，放進

貨物再升起，吊架再左右旋轉，緩緩的把框架降下

貨艙口。船邊堆積如山的貨物，正迅速的送上貨

艙。

於是，欽泰重新申請出境證，附上兵役法規的役齡

條款，於三星期後收到警總的出境證。巴西大兄

的依親證件也已寄到，後續的護照和巴西簽證也在

1965年 5月中順利獲得。

　　剛好荷蘭籍的日本巴西移民船「居家蘭加號」

（Tjitjalengka），因為有二百多名台灣旅客要前往巴

西和阿根廷，將要首度停靠基隆港載客；欽泰母親

心疼幼子出遠門，就決定和欽泰一起去巴西。欽泰

在 5月底考完高中畢業考試，6月初拿到臨時畢業

證書，匆忙的準備出國事宜。

　　因為作文寫 228引來災禍的欽泰，此時對於什

麼是 228、父親是如何死的 ?其實尚不清楚，帶著

種種謎團，他就這樣前往巴西。

逃離台灣、航向未來

　　1965年 6月下旬，欽泰和母親在開船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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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母親抱，妳專心在包包找找。」，在旁人的協

助下，年輕媽媽終於在乳瓶、乳罐、尿布的大袋子

中，找到出境證。

　　輪到欽泰和母親查驗出境證和護照，那個警總

官員仔細的端詳了出境證和欽泰的臉許久，轉身向

身後的長官報告，又拿起電話向上級請示；欽泰見

過的蔣家情治單位的特務可多了，加上幹架的場面

也見識過，手中雖冒出了冷汗，一臉還是氣定神

閒。等了一會，那個警總官員把欽泰和母親的出境

證蓋章驗收，將護照交回給欽泰，並恭敬的問說：

「請問令尊在何處高就？」欽泰回答說：「家父已

經過世。」欽泰馬上意會到此特務前倨後恭，一定

是看到他的出境證已屆役齡怎能出國？當時沒有台

灣人平民、滿 18歲沒服兵役還能出境，必是蔣家

國民黨權貴高官之後。接著到海關大廳檢查行李和

所帶美金，有些人還被叫到個別室脫衣檢查；欽泰

和母親倒是順利過關。大型行李拖到貨艙區，小型

　　晴空無雲，豔陽高照，中午的基隆港仍是潮溼

悶熱；二百多位台灣的旅客在出境大樓，開始辦理

查驗出境證和護照的手續；男女老少的隊伍緩慢的

移動，肅穆的氣氛加雜幾聲嬰兒的啼哭，和父母輕

輕的撫慰聲音。一位年輕媽媽抱著大約週歲的男

嬰、左肩斜背著嬰兒用品的大袋子，排在欽泰和母

親的前面。

　　「出境證！」欽泰和母親剛通過第一關檢驗船

票後，突然聽到前面第二關冒出一句嚴厲的國語，

只見那位抱在年輕媽媽手上的男嬰、驚嚇到放聲啼

哭；她的護照攤在那個身著卡其中山裝、一臉嚴肅

高傲的警備總部官員面前，年輕媽媽輕聲的回答

說：「我夾在護照裏呢！」，那個警總官員臉色更

壞又喊：「出境證沒在護照裏，快找出來！」，嬰

兒更是聞聲大哭，年輕媽媽漲紅了臉，一面要安撫

兒子，一面又要騰出手去大袋子找出境證，真是驚

慌失措。欽泰連忙上前幫忙，向她說：「先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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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帶互相連在一起。「嘟、嘟、嘟、嘟、嘟」十幾

聲急促的船螺聲響起，數條固定位置的大索慢慢拉

起，大船緩緩離岸。

　　「身體保重」、「趕緊返來」，旅客和親友大

都淚流滿面、互相嘶喊道別；欽泰母子只是默默的

向親友揮手道別，紙帶斷了，親友的臉孔漸漸模

糊，大船開往東方明珠—香港。

行李就送到隨身區。所有旅客查驗過的行李，集中

到船邊的框架，然後由吊架吊升船上。

　　「嘟、嘟、嘟」船螺聲音緩慢三鳴、響徹雲霄，

催促旅客開始登船；欽泰母子扶著欄杆，緩步踏上

微晃的船梯時，太陽西斜已近黃昏。先到迎賓大廳

拿到房艙鑰匙，找到隨身行李，欽泰帶母親到房艙

安頓行李；因是移民船，台灣的旅客全部安排在一

樓，大部分是上下舖的四人房艙，和少數上下舖二

人房艙；大家共用男女分開的廁所和盥洗、淋浴室。

欽泰母子是二人房艙，欽泰母親睡下舖，欽泰爬小

梯睡上舖。

　　欽泰母子隨即到大船後段甲板，憑著欄杆向

下目尋親友；此時船梯已吊起，碼頭己解除禁制，

旅客的親友可以靠近船邊。二百多位的台灣旅客，

擠滿了靠岸邊的甲板欄杆；欽泰母子也是和眾人一

樣，手裏各拿著數個紙彩帶筒的一頭，然後將紙彩

帶筒丟往親友，旅客和親友的心，用約三樓長的紙

�

❶�為了達到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目標，國民黨政府戰
後初期即開始積極發展國語教育，1946 年 4月 2日「臺灣省國語
推行委員會」設立，負責輔導國語教育、編審國語書報、訓練工
作人員等事務。參考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
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247。

❷�相對於當時高雄人的「台灣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