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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  
基金會 ‧ 紀念館  
 

為了自由的紀念館 

《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左翻(攝影集)時間、地點說明 

頁 位置 時間 地點 說明 攝影家 

2-3 跨頁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15 上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15 下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16-17 跨頁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18 下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19 上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0  1986/5/19 龍山寺 陳水扁 宋隆泉 

21 上 1986/5/19 龍山寺 尤清 宋隆泉 

21 下 1986/5/19 龍山寺 李勝雄 宋隆泉 

22 上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2 下 1986/5/19 龍山寺 田朝明 宋隆泉 

23 跨頁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4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5 上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5 中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5 下 1986/5/19 龍山寺  宋隆泉 

26  1987/4/18 金華女中 鄭南榕 潘小俠 

27 上 1987/4/18 金華女中  潘小俠 

27 下 1987/4/18 金華女中  潘小俠 

28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29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潘小俠 

29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江鵬堅 邱萬興 

30-31 跨頁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宋隆泉 

32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33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潘小俠 

34 跨頁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宋隆泉 

35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35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36-37 上跨頁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36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37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38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38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39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潘小俠 

39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40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40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宋隆泉 

41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41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42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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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43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宋隆泉 

44 跨頁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民進黨第一

任主席江鵬

堅（站立車

上左 1） 

潘小俠 

45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45 中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民進黨第一

任主席江鵬

堅（中 1） 

宋隆泉 

45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46 上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46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47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黃子明 

48-49 上跨頁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宋隆泉 

48 下 1987/5/19 孫文紀念館  邱萬興 

49 下 1987/5/19 台北市光復國小前  潘小俠 

50-51 跨頁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52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53 上 1988/2/28 台北內湖  宋隆泉 

53 下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54-55 跨頁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56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57 上 
1987/2/15 台南市 鄭南榕、林

宗正 
宋隆泉 

57 下 
1987/2/15 台南市 鄭南榕、林

宗正 
宋隆泉 

58  1987/2/15 台南市 鄭南榕 宋隆泉 

59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60-61 跨頁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62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63 上 1987/2/15 台南市  宋隆泉 

63 下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64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65 上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65 下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66 跨頁 1987/2/26 嘉義市  宋隆泉 

67  1987/2/26 嘉義市 鄭南榕 宋隆泉 

68 上 1987/2/28 台中市  宋隆泉 

68 下 1987/2/28 台中市  宋隆泉 

69 上 1987/2/28 台中市  宋隆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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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下 1987/3/7 彰化市  宋隆泉 

70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1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2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3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4 左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4 右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5 左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75 右 1987/2/28 台北市  潘小俠 

76 上跨頁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6 下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7 上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7 下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8 下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8-79 上跨頁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9 下左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79 下右 1987/3/7 彰化  宋隆泉 

80 上 1989/2/28 台北 陳永興 黃子明 

80 下 1989/2/28 台北  黃子明 

81 上 1989/2/28 台北  黃子明 

81 下 1989/2/28 台北  黃子明 

82 上 1988/2/28 高雄岡山  謝三泰 

82 下 1988/2/28 舊高雄市政府    謝三泰 

82-83 跨頁 1989/2/28 台北龍山寺  黃子明 

84-85 跨頁 1987/2/28 台中市 張溫鷹 宋隆泉 

85 上 1988/2/28 台南市  謝三泰 

85 下 1988/2/28 台南市  謝三泰 

86 上 1989/2/28 台北市  謝三泰 

86 下 1989/2/28 台北市  謝三泰 

87 上 1989/2/28 台北市  謝三泰 

87 下 1989/2/28 台北市  謝三泰 

88 上 1987/2/28 台北市永樂國小  潘小俠 

88 下 1989/2/28 台北市艋舺教會  潘小俠 

89  1988/2/28 台南市  謝三泰 

91 跨頁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總編室 鄭南榕 邱萬興 

92  1989年 2月 自由時代雜誌社 鄭南榕 潘小俠 

93 上 1989年 2月 自由時代雜誌社 鄭南榕 潘小俠 

93 下 1989年 2月 自由時代雜誌社 鄭南榕 潘小俠 

94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總編室  謝三泰 

95 左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總編室  謝三泰 

95 右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總編室 葉菊蘭 謝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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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7 上跨頁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 雜誌社時鐘 謝三泰 

97 上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 總編輯室外

觀 
邱萬興 

97 中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大樓入口  邱萬興 

97 下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一樓門口  邱萬興 

98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總編輯室  黃子明 

99 上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大樓外  謝三泰 

99 下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大樓外  謝三泰 

100 上 1989/4/7 自由時代雜誌社大樓外  謝三泰 

100 中 1989/4/8-4/15 自由時代雜誌社大樓外  邱萬興 

100 下 
1989/4/8-4/15 自由時代雜誌社鄭 南榕自焚現

場 

 
邱萬興 

101  
1989/4/8-4/15 自由時代雜誌社鄭南榕自焚現

場 

 
邱萬興 

102 上 
1989/4/8-4/15 自由時代雜誌社鄭南榕自焚現

場 

 
邱萬興 

102 下 1989/4/14 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交叉路口 台大校門口 邱萬興 

103 上 1989/4/14 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交叉路口 台大校門口 邱萬興 

103 下 1989/4/14 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交叉路口 台大校門口 邱萬興 

104 上 1989/4/14 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交叉路口 台大校門口 邱萬興 

104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潘小俠 

105  1989/5/19 入殮儀式(士林廢河道)  宋隆泉 

106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07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08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09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10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陳菊 邱萬興 

111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12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12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13 左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陳水扁 邱萬興 

113 右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潘小俠 

114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  邱萬興 

114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黃子明 

115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15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  邱萬興 

116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黃子明 

116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  邱萬興 

117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黃子明 

118-119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20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黃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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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潘小俠 

121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宋隆泉 

121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潘小俠 

122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黃子明 

123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24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宋隆泉 

125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潘小俠 

125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士林廢河道-總統府)  邱萬興 

126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黃子明 

127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黃子明 

128-129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潘小俠 

130-131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邱萬興 

132-133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劉振祥 

134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黃子明 

135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潘小俠 

135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黃子明 

136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黃子明 

136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邱萬興 

137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黃子明 

138-139 跨頁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邱萬興 

140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劉振祥 

140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劉振祥 

141 上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劉振祥 

141 下 1989/5/19 出殯遊行(總統府前凱道)  劉振祥 

142-143 跨頁 1989年秋 高雄 新國家運動演講會  曾文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