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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4 (初版 ) 
2013/8/6 (新版 ) 

◎  張英哲  

洪仲丘告別安魂曲  
 

“你敢有聽著咱的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 
Taiwanese Version (第 2 版 )” (合唱管弦版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JB-Lwuzpic  

 
2013/8/4 星期日   洪仲丘先生的告別日。洪仲丘同學，一位成功大學的研

究生，也是一位勇於追求並為了實現社會正義的青年，在即將從軍伍退役

的三天前，在軍中被集體、有計劃性地凌虐，而於 2013 年 7 月 4 日殞命。

洪仲丘生於 1989 年，死時未滿 24 歲。直到一個月後的告別日，他死亡過

程的真相仍然未明，馬英九政府不但企圖掩蓋一群虐殺者的動機，不但湮

滅虐殺過程的證據，而且還藉軍檢起訴書公然污衊洪仲丘的人格。  
 
我們要向洪仲丘同學和他的家屬致深沉的哀悼與團結的敬禮。  
 
『生前不是英雄，死後要為他們追加勳榮。要像對待戰死沙場的軍人一般，

為他們舉行葬禮，在他們的葬禮上，不要面露哀戚，不要心懷憂傷，不要

悲慟哭泣，不需為他們奏哀樂。要為他們吹奏嘹亮的革命號角，戰鬥的樂

章，為他們高聲合唱國際歌。要在內心為他們吟詩禮讚，為他們合唱安魂

曲，讓他們的屍骨不再荒煙漫草，靈魂不再漂泊無靠。』  
(摘自 :  張英哲 :  為 1950 年代的台灣政治受難者唱安魂曲，手稿， 2010 年。 )  
 
--------------------------------------- 
一群台灣青年－「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兩次號召台灣人民挺身而出，為

洪仲丘討公道，並且向執政者馬英九政府要求公佈洪仲丘被虐殺的過程的

真相。 (活動的報導，載在本文底下。 )  
 
第一次，三萬台灣人民響應號召，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向國防部示威。  
第二次，2013 年 8 月 3 日，25 萬台灣人民再次響應號召，湧進總統府前的

凱達格蘭大道，呼聲嘹亮，要求廢除軍事檢察和審判的制度，要求知道洪

仲丘被虐殺過程的真相， 25 萬台灣人民齊聲唱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JB-Lwuzpi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4uWLIoMLzw%20(畫作&德文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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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有聽著咱的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 
Taiwanese Version (第 2 版 )” (合唱管弦版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JB-Lwuzpic 

(25 萬人齊唱的版本由蘋果日報錄製，載在本文底下。 )   
=================================== 
 

“你敢有聽著咱的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   
這首 Holo 漢語歌曲「你敢有聽着咱的歌」 的歌詞是精神科吳易澄醫師為紀

念洪仲丘先生而撰寫的。歌曲的旋律源自音樂劇  ”悲慘世界 ”  裡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而此音樂劇又源自法國人本主義 /人道主義 /  
Humanism 的文豪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的長篇小說巨著  「悲慘世

界 /Les Misérables  (另譯 : 孤星淚 )」。   
 
「你敢有聽着咱的歌」 這首歌的各種漢語與英語的歌詞如下 (歌詞源自 :  公
民 1985 行動聯盟號召 -2013/8/3 晚 -萬人白 T 凱道送仲丘

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p/803announcement.html )：   
 
國語 (北京語 ) 台語  (Holo 語 ) 客家語  

你有聽到我們唱歌嗎  
唱出辛苦人的苦痛  
這是我們不願一輩子  
被當成奴隸的心聲  
 
我們心跳不止息  
就如勇敢鼓聲一般  
盼望有一天活出自由的

新性命  
 
請你加入我們的革命  
我們不願再受怕  
抬頭望著天上一個  
夢中也未曾聽過的世界  
我們為民主為自由在一

起和他拚了  
 
repeat* 

你敢有聽着咱的歌  
唱出艱苦人的苦痛  
這是咱毋願一世人  
成做奴隸的心聲  
 
咱的心振動袂定  
若親像勇敢的鼓聲  
向望有一工  活出自由

的新性命  
 
請你加入阮的革命  
阮毋願閣再驚惶  
攑頭看着天頂一個世界

夢中嘛毋捌聽  
咱為民主為自由  佮伊

拚咱袂孤單  
 
repeat* 

你敢有聽到恩唱歌  
唱出甘苦人 e 苦痛  
介係恩不願一生人  
做人奴才个願望  
 
恩 e 心不斷震動  
就像介戰鼓聲咚咚  
希望有一日  爭取自由

做得成功  
 
請你加入恩介革命  
恩毋願再打著驚  
舉頭看著天頂  
一介世界發夢也毋識聽  
恩為自由為民主共下來

同佢拼  
 
repe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JB-Lwuzpic�
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p/803announc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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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決心付出一切  
團結一心一起走嗎  
不管犧牲抑是活命  
堅持做人的尊嚴  
你的血我的汗  
灌溉在 Formosa 
 
repeat* 

 
你敢有決心付出一切  
團結一心做伙行  
毋管犧牲抑是活命  
堅持做人的形影  
你的血我的汗  
沃落佇 Formosa 
 
repeat* 

 
你敢有決心付出所有  
團結一心共下行  
毋管成功抑是沒命  
堅持做人的身影  
恩兜要將血汗  
淋落去 Formosa 
 
repeat* 

英語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from "Les Miserables"– Captioned (附英文

歌詞字幕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2r_fwS5AU0 )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repeat*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 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2r_fwS5A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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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repeat* 

 
================================================= 

附錄  

2013/8/3 的活動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號召 -2013/8/3 晚 -萬人白 T 凱道送仲丘

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p/803announcement.html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2013/8/3 晚 - “公民覺醒  最後的演說 ”  (錄影與文字稿 )  

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2013/08/803.html ; http://ppt.cc/RRV2  
 
2013/8/4 的媒體報導 :  
自由時報 :  25 萬台灣人民  送仲丘  討真相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4/today-t1.htm 
蘋果日報 :  25 萬台灣人民齊唱「你敢有聽着咱的歌」 :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 icle/politics/20130803/2363
28 

 
吳易澄醫師 (2013/8/5):《你敢有聽著咱的歌》填詞感言－黑暗中搖動大鐘的

繩索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 icle/headline/20130805/35199
864/  

 
================= 
初稿寫於  2013/8/4 (星期日 ) 
補充修訂  2013/8/6 
------------------------------------------- 
本文原載於 :  

英哲部落 /Ingtek-Blog : 改變世界  
http://medphilosoph.blogspot.tw/ 
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4701 
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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