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學校」第20回研習營：
解嚴三十年、自由化多元

【企劃書】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協辦單位：明台高中、朝陽科技大學、台灣歷史學會
研習日期：2017年7月15～18日（星期六日一二，四天三夜）

一、台灣文化協會與夏季學校的緣起：
1921 年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台灣知識菁英在內外環境刺激下，為圖謀
台灣文化啟蒙與發展，於該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市靜修女中正式成立
「台灣文化協會」
。
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是台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而其所推動的各項活動，
如：成立文化書局、讀報社，舉辦夏季學校、巡迴演講、文化劇公演、美台團電影放
映、音樂會欣賞等，並鼓勵體育活動、注重衛生等，都帶給台灣至深且巨的影響。
「夏季學校」為文化協會代表性活動之一，其原旨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之歧視、
愚民的教育政策與制度，藉以普及大眾智識，啟發民族思想。自 1924 年至 1926 年止
共舉辦過三回，均利用暑假期間，在霧峰林家花園（萊園，今明台高中校址）開辦，
雖然在文協時代只舉辦三回，後因文協分裂而停辦，但透過「夏季學校」
，召喚海外台
灣留學生返台和菁英份子傳導新知、促進台灣文明開化與台灣人意識的覺醒，扮演關
鍵重要的角色。
為承繼「台灣文化協會」前輩們的理念和精神，本會乃於 2001 年舉辦「新世紀文
化運動」系列活動，續辦「夏季學校」第 4 回，著重於台灣文化議題的研習，每年設
定不同的研習主題與內容，至今已舉辦至第 20 回，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熱烈的迴響與
肯定。希望藉由台灣文化的探研，期使國人更瞭解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熱愛與認同台
灣，進而形塑建構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二、台灣解嚴三十年、自由化綻放多元
根據 2016 年國際非組織機構「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公布年度最新報告顯
示，台灣已經連續 17 年名列「自由國家」
，在政治權利項目獲得最佳的第一級評價，
在公民自由項目則獲評為第二級，整體分數為 89 分，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僅次於
北歐五國、加拿大、日本、美國等先進國家。對照彼岸的香港列為「部分自由」
，中國
名列第三級的「不自由國家」
，自由度排行倒數第三名。如今，民主自由的台灣與獨裁
專制的中國，事實上已在不同的歷史軌跡上成為兩個體質互異的國家。
台灣民主自由度的演變發展，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脈絡中窺探端倪與對照呼應，回
顧台灣二戰後的歷史，國民黨政府雖然劫後餘生接收台灣，一面在中國應付國共內戰，
一面在台灣以征服者的心態，延續了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無不壟斷各項資源，
「接收」
變成「劫收」
，經過一年半的蹂躪，台灣社會非但沒有進步，更倒退了三、四十年，最
終 1947 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犧牲殆盡，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影響至深且鉅。
兩年後，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雖然初期進行諸多土地改革措施，減輕佃農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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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社會壓力，但也藉此影響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成功瓦解民間組織動員的力量。
同時在政治上建立所謂的「遷佔者政權」
，以「動員戡亂」的名目凍結憲法有關自由人
權的內容，並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頒布戒嚴令，嚴格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如：集會、
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等，因此有黨禁、報禁、禁歌、出國旅行禁等。
戒嚴這段期間，國民黨設立天羅密網的特務系統，用以整肅異己，發揮白色恐怖
的作用，雖然五○年代有雷震「自由中國」和「五龍一鳳」等民主鬥士為自由人權發
聲，仍遭到統治者無情的打擊，產生上千的冤案及無辜的冤魂，直到六○年代末期才
又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崛起。七○年代新一代本土精英如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
等以「黨外」名義投入選戰，但在戒嚴體制下，備受監聽滲透分化圍剿抹黑，不公平
的選舉舞弊事件層出不窮，乃至 1977 年爆發中壢事件，民眾第一次自發性街頭抗議，
揭開「街頭運動」的序幕。1979 年發生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雖然一夕間看似
瓦解了黨外政團，但這次全國性大搜捕、大規模的軍事審判，受到國際矚目，無形間
給了台灣民眾一次震撼的政治教育，也增添一些新血投入反對運動。就在解嚴的前一
年，1986 年黨外「公政會」醞釀在各地設立分會，籌組新黨的呼聲四起，民主進步黨
於焉成立。台灣自此進入一個解凍的時期，許多禁忌紛紛被突破，社會各種運動如洪
水破閘而出，統治者眼見這股時代潮流已不能再阻抑，乃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凌晨正
式解嚴，總計戒嚴時期長達 38 年之久，成為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隔年一月也解
除報禁。
時序進到九○年代，雖然政治環境已經解嚴，但仍有威權體制的遺毒未除，如箝
制言論思想自由的刑法一百條有關「預備叛亂」以及攸關轉型正義和政治改革的「萬
年國會」
，於是引發「鄭南榕事件」、「二月政爭」、「三月學運」、制訂憲法增修條文、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民主運動越發蓬勃發展，終至 1996 年舉行第一次總
統民選，人民終於頭一次真正作主人，而後在 2000、2008、2016 年先後發生了三次政
黨輪替，當選舉制度越發成熟穩健，政治回歸正常軌道，民主教育越發向下扎根，社
會與經濟乃至民生與文化方面，也同時多元、相互的影響與成長。
2017 年 7 月 15 日適值台灣解嚴三十週年的日子，今年夏季學校第 20 回研習營也
特別選在這一天，以「解嚴三十年、自由化多元」為主題，我們試著從文化各種面向
來切入，特別邀請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作「解嚴三十、文化落實」專題演講，文化主體
性的建造著實需要重視與實踐。同時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戴寶村老師首先帶領我
們回顧戰後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與發展，讓我們對戰後時空背景有個輪廓概念，李
筱峰老師接續從戒嚴時期的禁歌文化來認識台灣的歷史，並引領唱出屬於我們自己生
命的歌。馮喬蘭老師以她著墨甚深的教改經驗來談解嚴後台灣教育所衍生的問題，楊
翠和陳凱璜老師分別以文學和藝術的視界來剖析台灣文藝創作的自由與多元，另外，
我們也邀請到紀錄片《太陽，不遠》導演蔡崇隆老師，為我們娓娓道來這台灣有史以
來影響層面最廣的公民運動，如何以影像工作者的集體力量深度紀錄，呈現出有別於
主流媒體報導的人民記憶。最後一堂課邀請對媒體理論與實務皆為熟稔的胡元輝老師，
為我們檢視現今台灣媒體的生態與運動。照往例，我們來到民主運動的前輩林獻堂先
生的發源地霧峰林家花園，值得我們一探究竟，實在不能入寶山而空手歸！第三天戶
外文化巡禮將配合主題，安排一趟「人權與文化之旅」
，我們將探訪象徵台灣精神的台
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228 事件烏牛欄戰役紀念公園、造訪葛哈巫文教協會，認識並
見證原住民嘎哈巫族語言及文化復興運動。最後來到臺灣省諮議會園區，參觀議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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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員身歷其境，遙想「五龍一鳳」民主前輩們為民喉舌的光景，並導覽會史館，見
證臺灣民主政治的歷史發展。
反照歷史為鏡，台灣的民主自由能有今日的成果絕非一蹴可幾，或憑空而得，這
乃是歷經多少先賢先烈歷經多少苦難煎熬奮力爭取而來的。匈牙利詩人斐多菲‧山陀
爾曾說過一句名言：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人的天
然生命是短暫的，愛情也無法永存，唯有自由是存之無形、無價的至寶，也是人權的
基本價值與中心。當我們生活在台灣享受民主自由的果實時，是否已經遺忘這段血淚
交織的歷史？曾經為台灣民主流血賣命、犧牲奉獻的前輩，看看他們悲慘的過去，想
想自己幸福的現在，更應珍惜這份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並以史為鏡，策勵未來，為
臺灣繼續灌溉、耕耘這片文化樂園與國度。

三、活動目的與特色：
（一）活動目的：
1. 以「解嚴三十年、自由化多元」為主軸，認識台灣的歷史，尤其戒嚴前後的時
空背景，以及解嚴以後三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乃至文化各層面的變遷與發
展。
2. 邀請對各領域內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及工作者，透過研習的方式，帶我們解構二
戰後台灣的歷史及文化，並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期使台灣往
正常的國家方向發展。

（二）活動特色：
1. 重返台灣文化協會重鎮、夏季學校的發祥地---林獻堂的故居，霧峰林家花園（現
今明台高中），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上課，尤能感受歷史與文化氛圍。
2. 除了邀請歷史與文化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配合這次「解嚴三十年」
主題，安排一趟「人權文化巡禮」
，尋訪人權的歷史軌跡，並拜訪相關與民主人
權有關的機構或景點，讓學員不但在書上讀到歷史，並在實際生活中體驗歷史與
親近這塊生長的土地。
3. 課程方式務求活潑化，為強化學員之間的互動，安排座談會及小組討論，期使大
家針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分享心得，提升學員的興趣和參與意願。
4. 鼓勵中小學老師參加，面對台灣少子化的衝擊，教師如何因應教育改革衍生的各
項問題，讓新世代的民主自由的種子更加向下扎根與茁壯。

四、活動時間：2017 年 7 月 15～18 日（週六日一二；四天三夜）
五、上課地點：台中霧峰明台高中（台中市霧峰區萊園路 91 號）
＊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萊園/林家花園】的學校上課喔！

六、住宿地點：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第二宿舍朝陽之星（台中市霧峰區草湖路 62 號）
七、招收對象：教師、中學以上及大專院校學生、一般民眾，預計招收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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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習費用：一般民眾 4500 元（不住宿 4000 元），青年（限 15～30 歲者*，無論住
宿與否）一律優惠價 3000 元，費用包含師資、講義、住宿、伙食、保險、研習證
書、紀念品等。*優惠價僅限 15～30 歲之青年，凡出生日期介於 1987 年 1 月 1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範圍者視為青年。

九、報名＆繳費方式：一律採先報名後繳費方式，請上本會網站
http://www.twcenter.org.tw/線上報名。煩請您報名完成（線上報名成功時，會有
顯示繳費通知）後，後將儘速通知您於三個工作天內依下列之一方式繳費，以
免影響您報名的權益：
1. 親至本會繳費。(本會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11 樓)
2. 郵局劃撥：郵政帳號：16718551，戶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3. 至華南銀行臨櫃繳款，自行填寫「兩聯式存款憑條」。
帳號：112-20-062897-7，銀行代碼：008，戶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4. 全國繳費網繳費：
https://ebill.ba.org.tw/CPP/DesktopDefault.aspx?TabIndex=12&TabId=54
註：全國繳費網站機關名稱請點選：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夏季學校，銷
帳編號共 14 碼：98510+身分證字號後九碼。例：某生身分證字號 A123456789，則銷
帳編號即為：98510-123456789
5. 自動櫃員機(ATM)及網路銀行轉帳，銀行代碼：008，帳號：112-20-062897-7
註：因 ATM 轉帳無身份字號得以識別，請轉帳後務必再來電告知您的姓名及轉出
帳號的後 4 碼資料，確認款項是否轉帳成功。
※請注意：
1. 持劃撥單至郵局繳款，不需負擔任何手續費。
2. 利用全國繳費網、自動櫃員機及網路銀行轉帳繳費之學員，手續費皆需自付。
3. 經催告仍不繳費者視同棄權，本會將取消其報名資格。
4. 三個工作天自本會在報名系統完成登錄時起算，國定及例假日不包括在內，
例：5/5 週一中午報名，請於 5/10 周三中午前繳費，例假日 5/6 及 5/7 不計算。

十、退費規定：
1. 繳費後若於活動7天以前(含7/8日前)取消者，退還八成報名費。但於7/9以後取消者恕不
退費及保留，惟可找他人代替參加（最遲研習前一天告知，否則無法辦理保險）。

2. 因天災（如地震或颱風）因素致營隊無法如期成行，除宣布延後舉行，否則退回全部
報名費用（不預扣任何費用）。

3. 無故未到或個人因素未參加或中途離隊者，視同自願放棄，不得要求退費、部分減免
及保留至下次研習。

4. 謊報年齡或資格者，經查屬實，本會有權取消報名資格或要求補差額。
十一、注意事項：
1. 活動前兩週E-mail寄發「學員報到通知書」，無E-mail將傳真或寄紙本，或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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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證書。恕不旁聽。本營隊無擔保提供教師研習時數之義務，
依申請各縣市教育局是否核發及時數不同，若在意研習時數者，請慎重考慮之。

3. 課程安排原則上以「學員報到通知書」公布的課程表為主，本會保有最後修正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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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師資介紹及課程表（請見下表）：
◎講師/導覽員簡介：按課程順序


吳文慧：北一女中、淡江高中音樂班老師



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鄭麗君：文化部部長



李筱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



馮喬蘭：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楊



陳凱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兼教授



蔡崇隆：導演，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胡元輝：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傳播學系教授

翠：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報名請洽：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電話：（02）2712-2836或2514-0640
 傳真：（02）2717-4593
 地址：10488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1F
 E-mail：jackchen@mail.twcenter.org.tw
 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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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學校」第20回研習營：
解嚴三十年、自由化多元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7/15 (六)

7/16(日)
07:30
08:30
08:30
10:00

解嚴前後台灣教改
面面觀

講師

馮喬蘭

10:30
12:00

12:00
13:00

報到

講師

13:00
14:00
14:00
14:30
14:30
16:00

「夏季學校」校歌
教唱/吳文慧

12:00
13:10

講師

戴寶村

早

文學的解放與綻放

楊翠

16:30
17:50

7/18(二)
餐

0800~1800
【人權與文化之旅】

多元鏡頭下的台灣
媒體生態與運動
胡元輝

10:15~11:15
南投草屯台灣聖山－
生態教育園區（228
「解嚴三十」
台灣神聖碑、追思
綜合座談
牆，台灣精神、歷史
主持人：戴寶村
文化與生態的結合）
與談人：林芳媖
林垂益、林承俊
午餐
（南投埔里酒廠）

午餐/午休
228 事件烏牛欄戰役
紀念公園

始業式
跨越荊棘禁錮
綻放自由民主

7/17(一)

13:10
14:40
講師

台灣藝術創作
多元文化的交融
陳凱璜

14:40
17:10

拜訪埔里嘎哈巫文教
協會，瞭解原住民嘎
哈巫族語言及文化復
興運動
臺灣省諮議會紀念園
區（議事堂＆會史
館）

專題演講
解嚴三十、文化落實

霧峰林家花園
文化巡禮

鄭麗君

明台高中師生導覽
分組活動

地方文史工作者

晚餐

18:00~19:30 晚餐

《太陽，不遠》
紀錄片欣賞＆座談

19:30~22:00
星光夜語

蔡崇隆

自由交流

賦

歸
講師
17:50
19:00
19:00
20:30
導演
21:00
22:00

晚餐
歌曲與台灣史—
從禁歌說起
李筱峰

導覽
17:10
18:15
18:15
21:30
導演

星 光 夜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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