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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 27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設市一世紀•首都尋記憶 
Capital for Century; Looking for Memory 

 
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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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 年代臺北府設置與臺北城的構築，讓臺灣的行政中心正式由臺南移至臺北，也讓臺

北成為臺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日本領台之後，在臺灣總督府主導下，臺北市迅速成為全臺灣

的政教中心及日本帝國重要都市之一。1920 年，在內地延長主義的背景下，台灣總督宣稱要

扶植台灣人自治，遂有台灣地方改制的推行，台灣總督府開始進行自統治臺灣以來最重要的行

政區域畫分及地方制度改革—「地方制度改正」，實施「州廳－郡市－街庄」三級制，傳統地

名亦以地名雅化的原則開始改名，很多臺灣的舊地名也因此改變。台灣全島被劃分為 5 州 2
廳，下轄 3 市 47 郡，郡下管轄的街庄更是現在臺灣鄉鎮市的基礎和起源，而其中 3 市就是臺

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地方制度改正與真正台灣自治雖然距離遙遠，然而台灣人在自治的動

人口號之下，遂以台灣文化協會展開新時代的社會啟蒙運動，更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達到

要求台人治台的高潮，因此「地方制度改正」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地方自治的源頭。 

2020 年是台北設市一百年，百年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變為我們留下哪些歷史記憶呢？第

27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將以「台北設市一世紀、首都尋記憶」為主題，我們將探討台北市

百年行政制度的改變，對於整個台北地區城市規劃、空間發展所帶來的種種演變進行歷史回

顧：日治時代的行政區演變、同時安排一趟「舊城市．新發現—台北城尋記憶」，帶大家走讀

台北城內城外，在舊道巷弄中尋找城市記憶，述說、重現與展望台北西區的新風采和新生命，

歡迎大家跟我們進行一次台北的百年歷史時空演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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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8 月 16 日（星期四～星期日，共 4 天 3 夜） 

上課地點：台北教師會館（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主辦單位：  

活動宗旨：1、藉由講習與實地踏查方式，了解台北市百年來行政制度的歷史變遷。 
2、藉由區域特色與歷史特質的研探，別開台灣歷史的生面與文化的蹊徑。 
3、建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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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實際的土地接觸與課程陶冶，深化國民學校鄉土教育課程之實施。 

招生名額：100 人 
活動內容：請看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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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採取上本會網站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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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2 人套房(2 小床) 3 人套房 (3 小床) 
一般民眾（住宿） 6900 6300 
一般民眾（不住宿） 4200 
優惠對象：30 歲(含)以下，不論住宿與否，一律 3,000 元，由主辦單位

指定安排住宿房型（全程參與者，課程結束後退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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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後請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手續，繳費方式如下： 

1、請至全國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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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親至本會繳費，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11 樓 
 
【注意事項】： 
1、退費規定： 

取消參加天數 退費額度 說明 
活動舉辦前一個月以上 全額 2020/7/13（含）前取消 
活動舉辦前 1 個月～21

天（含） 
9 成 2020/7/12〜7/23（含）以前取消（恕不提供研習

資料） 
活動舉辦前 20～7 天 8 成 2020/7/22〜8/6 取消（恕不提供研習資料） 
活動舉辦前 6〜2 天 5 成 2020/8/7〜8/11 取消（恕不提供研習資料） 

活動舉辦前 1 天及當天

以後 
恕不退費 2020/8/12 及 8/13 取消（主辦單位事後寄給營隊

研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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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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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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 

1、活動前約兩週 E-mail 寄發「學員報到通知書」，無 E-mail 請上網或臉書查詢。 
2、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證書。恕不旁聽。本營隊無提供核發教師研習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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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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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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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屆) 海洋與歷史的對話 嘉義朴子 135 

2002 年(第 03 屆) 從「後山」回歸歷史原點 花蓮壽豐 133 

2003 年(第 04 屆) 探尋雲霧林深的歷史 嘉義竹崎 121 

2005 年(第 05 屆) 從南方看台灣－屏東的歷史與族群 屏東東港 115 

2006 年(第 06 屆) 相逢水沙連—族群關係與歷史 南投埔里 133 

2007 年(第 07 屆) 歷史與產業－雲林採訪錄 雲林斗六 120 

2008 年(第 08 屆) 普悠瑪，來去台東—族群、文化和認同 台東知本 90 

2009 年(第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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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香山 92 

2019 年(第 25 屆) 台灣頭•話從頭：海洋文化•基隆領航 基隆市 101 

2020 年(第 26 屆) 設市一世紀、台南尋記憶 台南市 103 

2020 年(第 27 屆) 設市一世紀、首都尋記憶 台北市 預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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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27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設市一世紀•首都尋記憶 
Capital for Century; Looking for Memory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2020/8/13（四） 2020/8/14（五） 2020/8/15（六） 2020/8/16（日）

 

07:30 
08:30 早           餐 

08:30 
10:10 

文獻館與台北史研

究 

【舊城市．新發現： 
台北城尋記憶】 

台博南門園區-*公賣局-*

大南門-*市立大學-*北一

女-*總統府-*台北賓館-*

外交部-*東門-台大醫學

人文舘-*台大醫院舊館-

228 公園-*台博土銀園區

（前勸業銀行）-*台灣省

城隍廟-明星咖啡館 

 

午餐（東一排骨） 

*麗都日本料理-撫台街洋
樓-*北門-*台北郵局-三
井倉庫-*鉄道博物館-中
華商埸憶舊-*西門舊址-
西門紅樓-中山堂（前公
會堂）-*上上咖啡-*榮町
㪚歩-*合作金庫-*菊元百
貨-*東方出版社-*前文星
書局-*前田園咖啡館/公

園號酸梅湯 

PS:*表只經過介紹不進入，上

列景點及順序依實際需要有所

調整或取捨 

近代台北產業文

化廊道 

講師 詹素貞 林一宏 

10:30 
12:10 1920的台北州 

綜合座談會 
10:30－11:40 

主持人：戴寶村

12:00 
13:00 報   到 講師 洪健榮 11：40－12：00

結業式 
13:00 
13:30 始業式 12:10 

13:30 午休 

賦歸 

13:30 
15:10 

日治時代的行政區

演變 
13:30 
15:10 台北飲食文化史

講師 葉高華 講師 陳玉箴 

15:30 
17:10 

從書店觀察台北都

市：百年來的讀書

空間史 

15:30 
17:10 

漢江對決淡水河---
韓國文化在台北

講師 蘇碩斌 講師 陳慶德 何良正、水瓶子、林志雯

等地方文史工作者導覽 

17:30 
18:30 晚 餐 17:30 

18:30 晚 餐 晚餐 

18:30 
20:10 

日治時代台北的空

間建築歷史 
18:30 
20:10 台北城市散步 

惜別之夜 
講師 王惠君 講師 邱翊 

星光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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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 
葉高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洪健榮／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惠君／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詹素貞／台北市文獻館館長 
蘇碩斌／台灣文學館館長 
邱  翊／島內散步執行長 
陳慶德／國立雲科大學應外系講師 
陳玉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林一宏／國立臺灣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何良正／台北市文獻館資深導覽員、中英日語古蹟導覽訓練講師 
簡肇成(水瓶子)／青田七六文化長、台北市文獻館、文史導覽課程老師 
林志雯／台北市文獻館資深導覽員、中英語古蹟導覽訓練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