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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台灣頭、話從頭---海洋文化、基隆領航 
Heading Taiwan, Roaming Keelung! 

 

招生簡章 
 

時間：2019 年 8 月 16 日~19 日（星期五~星期一，共 4 天 3 夜） 
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指導單位：  

主  辦：   

協  辦：    

贊助單位：  

 
壹、新台灣史研習營緣起：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自 1991 年成立來，舉凡史料的蒐集、書籍的出版、活動的舉

辦、專案的推動等等，旨在使台灣歷史能真正的回歸土地與人民，茁壯發展。而巡迴全

國各縣市、結合地方文史社團研習各地民俗、人文與史蹟，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史觀，

並為以台灣為思考中心的歷史教育紮根則是我們為歷史文化播種、紮根的新嘗試，「新

台灣史研習營」便是在這樣理念下於 2000 年誕生了。 

貳、台灣頭、話從頭：打開雞籠、話基隆---海洋與港都的對話 

17 世紀的基隆，古稱『雞籠』，西班牙和荷蘭曾以現今的和平島為基地，殖民北臺

灣。這個歷經西班牙、荷蘭、鄭氏王朝、清治和日治的土地，及國民政府來台的登入口，

三面環山的基隆港是台灣最北端的深水谷灣港口，也是台灣第二大港口，具備了軍事、

商業、交通等多元功能性。基隆不僅做為貨物的吞吐口，也是北臺灣首要航運樞紐，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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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國道交通重要據點，因而有「台灣頭」、「台灣北玄關」之稱，又因氣候多雨陰濕，

亦有「雨港」或「雨都」之稱。不同於台灣其他的大城市，基隆山與海緊鄰共存的特質，

代代的基隆人在這裡學會在山海之間，找到棲居的方式。基隆港，做為基隆建設發展與

現代化的基礎關鍵，經歷各國經濟與文化殖民，走過戰亂、戒嚴；在到經濟起飛、轉型

重整，以運輸為重心的產業主軸，展現了港口城市的多元面貌。 

今年我們新台灣史研習營首次來到台灣頭—基隆，從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出發，展

開一場海洋與港都、現在與歷史之間的對話：站在今日的基隆港灣遙想昔日基隆八景之

一「鱟嶼凝煙」是何等的景觀？來到義二路，您能想像這裡曾是台灣最繁華的商業區---

基隆銀座「義重町」，供應全台的紳士淑女們最時尚高級的舶來品嗎？在遊客眼中基隆

就是廟口，似乎沒來廟口大啖美食等同沒來過基隆，但對老基隆人來說孝三路才是美食

的江湖！「三光」、「黑白馬」是什麼？北台灣最大的魚貨集散地又在哪裡？正因基隆

與海洋息息相關，課程即以「海洋文化」為主軸，一開始由專攻海洋史的戴寶村老師帶

領大家，從海洋角度切入，勾勒基隆的文化圖像。緊接著再由近代海洋史專家陳宗仁老

師，從「台灣頭」話從頭，引領我們進入大航海時代的雞籠，遙想當年港都的美麗與哀

愁。基隆港對基隆既是如此重要與關鍵，基隆港專家陳凱雯老師將探討基隆港口的建設

與都市發展，從時間的縱軸和空間上的橫軸來看港口的發展史。因著基隆港港務蓬勃發

展，基隆的漁業水產事業也日益發達，由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王俊昌老師講述對海洋生

物與資源永續利用的認識。近年來政府重視海洋事務，去年成立了海洋委員會，本次研

習特別選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由館方潘美璟老師說明海科館在海洋科學與文化的發

展及推廣，如何打造以「海洋」為主題的教育與休閒園區。 

在人文方面，從海洋大學曾子良老師的「民間文學」和吳蕙芳老師的「中元祭」窺

看基隆特殊與多元的文史風采，而基隆特殊山海人文環境也產生許多優秀人才，如礦業

起家的基隆顏家、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礦業起家的歌仔戲名伶廖瓊枝、音樂大師馬水

龍等，台北藝術大學顏綠芬老師帶我們進入馬水龍的音樂世界，也從音樂中聽見台灣人

真實的聲音！最後的綜合座談，我們也將邀請基隆市文化局長為大家描繪並擘畫基隆文

化景點和架構系統，一起為基隆把脈、重啟海洋新生命。第三天安排一趟「基隆海洋文

化巡禮」，邀請在地文史工作者導覽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中元祭祀文物館、海門天險(二

沙灣砲台)、清法戰爭紀念園區（法國公墓)、正濱漁港產業聚落等，這次特別規劃從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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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快樂的出航」搭船遶行基隆港灣，體驗海天一色、與かもめ（海鷗）同行，「一路

順風念歌詩」！ 

乘著風，向著海洋，基隆正引領台灣航向世界！邀請您一起來遨遊並親身體驗基隆

豐富的海洋歷史與文化。 

活動宗旨： 

1、藉由講習與實地踏查方式，了解基隆地區古往今來的歷史文化。                     

2、藉由區域特色與歷史特質的研探，別開台灣歷史生面與文化蹊徑。 

3、建構以台灣認同為主體的新史觀，為以台灣為思考中心的歷史教育紮根。 

4、透過海洋文化課程種子培育和陶冶，強化海洋教育課程之實施。 

活動內容：請參閱課程表 

※報名＆相關資訊：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依報名繳費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網路線上報名。※報名網址：www.twcenter.org.tw 

※報名額滿之後候補遞補原則：以第一次參加者及 30 歲以下者優先遞補。 

【研習費用】： 

住宿房型選擇 一般民眾 青年優惠 

2 人房 (1 人 1 床 2 大床) 7,800 元 X 

4 人房 (2 人 1 床 2 大床) 6,700 元 X 

6 人房 (上下舖 1 人 1 床) 6,300 元 3,000 元 

不住宿 4,800 元 3,000 元 

※優惠價限 30 歲（含）以下者。 

※以上費用均含食宿、保險、紀念品等，不住宿者恕不提供早餐。 

【繳費方式】：報名後 3 個工作天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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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完成繳費，以下方式可擇一繳費： 

1、臨櫃繳款：自行填寫「兩聯式存款憑條」至全國華南銀行臨櫃繳款，銀行代碼：008，

帳號：112-20-062897-7，戶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http://www.tw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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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櫃員機(ATM)轉帳：華南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碼：008，帳號：112200628977 

   ※ 利用自動櫃員機及網路銀行轉帳繳費之學員，請以Ｅ-mail 或來電告知您的姓名

及轉帳帳號的後 5 碼資料，以便確認轉帳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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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親至本會：本會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11 樓」。 

5、全家便利商店繳費：FamiPort 機台→點選「繳費」→規費代收→吳三連基金會→收

款密碼請輸入〔27122836〕→輸入您的資料→列印繳費單→持繳費單至櫃檯繳費。 

注意：※持劃撥單至郵局繳款，不需負擔任何手續費。 

※若至銀行匯款或自動櫃員機及網路銀行轉帳，則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退費規定】： 

1、完成繳費後若無法參加，可找他人代替參加（最遲研習前三天告知）退費標準如下： 

取消參加天數 退費額度 說明 

活動舉辦日起 30 天前 全額 2019/7/16（含）前取消 

活動舉辦日前 21 天~30 天 9 成 2019/7/17〜7/26（含）以前取消（恕不提供研習資料） 

活動舉辦前 6~20 天 8 成 2019/7/27〜8/10 取消（恕不提供研習資料） 

活動舉辦前 2~5 天 5 成 2019/8/11〜8/14 取消（恕不提供研習資料） 

活動舉辦前 1 天及當天 恕不退費 2019/8/15 及 8/16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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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結束後只補寄研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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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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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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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地點為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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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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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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mail.twcenter.org.tw  

 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 

 

【師資簡介】： 

戴寶村：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陳宗仁：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陳凱雯：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王俊昌：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助理教授 

潘美璟：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研究人員 

曾子良：國立海洋大學兼任教授 

吳蕙芳：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教授 

陳靜萍：基隆市文化局局長 

黃裕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mailto:sea@mail.twcenter.org.tw
http://www.wusanli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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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頭、話從頭：海洋文化、基隆領航 
Heading Taiwan, Roaming Keelung! 

2019 年第 25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8/16（五） 8/17（六） 8/18（日） 8/19（一） 

 

07:30 
08:30 早餐 

08:30 
10:10 基隆的漁業水產 

 
【基隆海洋文化巡禮】

Roaming Keelung 
 

陽明藝術文化館 
中元祭祀文物館 

海門天險 
(二沙灣砲台) 

清法戰爭紀念園區
（法國公墓） 

 
Maritime Lunch 

 
正濱漁港產業聚落 

 
【快樂出航】 

搭船導覽基隆港灣 
（上光華塔） 

歷史記憶的療癒與
創新--從歐洲到暖
暖的轉型正義故事 

講師 王俊昌 王瑜君 

10:30 
12:10 

探索海洋文化底
蘊—從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談起 

綜合座談會 
10:30－11:40 

主持人：戴寶村 
12:00 
13:00 報到 講師 潘美璟 11：40－12：00 

結業式 
13:00 
13:30 始業式 12:10 

13:30 午休  
自由參觀海科館 

（含門票＆劇場） 
 

賦  歸 
 
 

13:30 
15:10 台灣頭、話基隆 13:30 

15:10 
民間文學看基隆

文史 

講師 戴寶村 講師 曾子良 

15:30 
17:10 大航海時代的雞籠 15:30 

17:10 
基隆中元祭裡的

主普壇 

講師 陳宗仁 講師 吳蕙芳 文史工作者 

17:30 
18:30 晚餐 17:30 

18:30 晚餐 晚餐 

18:30 
20:10 

台語流行歌中的音
樂與文學研究 

18:30 
20:10 

基隆港口建設與
都市發展 星光夜語 

講師 黃裕元 講師 陳凱雯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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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史研習營」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自 1991 年成立來，舉凡史料的蒐集、書籍的出版、活動的舉辦、

專案的推動等等，旨在使台灣歷史能真正的回歸土地與人民，茁壯發展。而巡迴全國各縣

市、結合地方文史社團研習各地民俗、人文與史蹟，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史觀，並為以

台灣為思考中心的歷史教育紮根則是我們為歷史文化播種、紮根的新嘗試，「新台灣史研習

營」便是在這樣理念下於 2000 年誕生了。 

歷屆「新台灣史研習營」簡表： 

時 間/屆次 主   題 地 點 
參加 

人數 

2000 年(第 1 屆) 豐盛的台灣文史巡禮•瘋狂的鹽水烽炮嘉年華 台南鹽水 80 

2001 年(第 2 屆) 海洋與歷史的對話 嘉義朴子 135 

2002 年(第 3 屆) 從「後山」回歸歷史原點 花蓮壽豐 133 

2003 年(第 4 屆) 探尋雲霧林深的歷史 嘉義竹崎 121 

2005 年(第 5 屆) 從南方看台灣－屏東的歷史與族群 屏東東港 115 

2006 年(第 6 屆) 相逢水沙連—族群關係與歷史 南投埔里 133 

2007 年(第 7 屆) 歷史與產業－雲林採訪錄 雲林斗六 120 

2008 年(第 8 屆) 普悠瑪，來去台東—族群、文化和認同 台東知本 90 

2009 年(第 9 屆) 探源尋幽菸樓鄉－高雄縣的歷史、產業與人物 高雄美濃 135 

2010 年(第 10 屆) 走尋青番公的故鄉－蘭陽風土、歷史與價值 宜蘭冬山 110 

2011 年(第 11 屆) 山與海的對話－苗栗的歷史、族群與人文 苗栗南庄 100 

2012 年(第 12 屆) 聽風來唱歌－新竹的歷史與文化 新竹香山 135 

2013 年(第 13 屆) 從半線到彰化－走訪 Babuza＆Hoanya 的故鄉 彰化市 100 

2014 年(第 14 屆) 追尋濱海山城的流金歲月－Ketagalan 原鄉紀行 新北瑞芳 105 

2014 年(第 15 屆) 菜宅、石滬、媽宮城－澎湖歷史文化研習營 澎湖馬公 80 

2015 年(第 16 屆) 尋訪「千塘之鄉」－桃園歷史文化研習營 桃園龜山 110 

2015 年(第 17 屆) 重訪台南－再探「噍吧哖事件」百年研習營 台南玉井 105 

2016 年(第 18 屆) 首都臺北 show 歷史 台北市 135 

2016 年(第 19 屆) 日出龜山•見學宜蘭 宜蘭礁溪 95 

2017 年(第 20 屆) 洄瀾東台•歷史風采 花蓮壽豐 127 

2017 年(第 21 屆) 國境之南•領航台灣—屏東歷史文化研習營 屏東東港 100 

2018 年(第 22 屆) 神佛眾教盡在府城—台南信仰歷史文化研習營 台南市 95 

2018 年(第 23 屆) 記憶雲林•遊驛農都 雲林西螺 70 

2019 年(第 24 屆) 台三線上•竹史尋跡 新竹香山 92 

2019 年(第 25 屆) 台灣頭、話從頭：海洋文化、基隆領航 基隆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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