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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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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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9D%A3%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9%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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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學員，為了讓營隊順利進行，敬請務必配合下列事項： 

 

1. 敬請遵守營隊作息時間，請勿擅自離開營區，並請注意個人安全。

學員因故必須提前離營(包含暫時離營)，請務必事先告知營務人員，

並填寫離營切結書。 

 

2. 上課期間，務請將您的手機關閉或調成無聲狀態。必要時請離席至

教室外通話。 
 

3. 用餐時，請依規定組別入席，並依照工作人員指示作好資源回收。 

 

4. 為講求環境保護，本營隊不提供紙杯、衛生碗筷、吸管等，敬請自

行攜帶重複使用，感謝您的合作。 

 

5. 戶外文化巡禮因行程安排緊湊，請遵守集合時間，聽從領隊之安排

與指揮，非經告知，請勿自行換隊、脫隊等。解說老師解說時請勿

喧鬧，並請注意協助維護環境。如遇緊急事件，請配合工作人員的

指示行動。 

 

 
 



   
 

2020 第 27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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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宮）
『公賣局、大南門、台北
市立大學』北一女、『總
統府』白恐紀念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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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博
物館、台博土銀、台灣省
城隍廟』明星咖啡館 
 

午餐（東一排骨） 

中山堂（前公會堂）『上
上咖啡、榮町㪚歩、合作
金庫、菊元百貨、公園號
酸梅湯、麗都日本料理-
撫台街洋樓』北門『台北
郵局、鉄道博物館、三井
倉庫』 

PS:『』表只經過介紹不進入，

景點及順序依實際調整或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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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資料轉化成步行

導覽---以在大稻埕的

經驗為例 星光夜語 

講師 王惠君 講師 邱翊 

星光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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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的行政區演變

葉高華 
 

【現任】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博士 

【著作】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2017，《十八世紀末御

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

南天書局。（第 42屆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葉高華，2017，〈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

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24(1)：125-170。 

葉高華，2016，〈分而治之：1931-1945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

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23(4)：123-172。 

葉高華，2013，〈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

定〉。《臺灣史研究》20(3)：177-206。 

mailto:kohua.yap@gmail.com


葉高華 ◎ 日治時代行政區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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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網要】 

一、路徑依賴：歷次變革的意義 

二、地方自治之濫觴：1920年的州制、市制與街庄制 

三、一變其南蠻鴃舌：地名雅化 

四、內地化？還是本土化？臺北市的町名 

【參考書目】

藍奕青，2012，《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

臺北：國史館。

《臺灣學通訊》第 116、117期



2020 第 27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11 

從書店觀察台北都市： 

百年來的讀書空間史

蘇碩斌 

【現任】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著作】 

蘇碩斌，2010《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 

mailto:ericsu@gmail.com
mailto:sbsu@ntu.edu.tw


蘇碩斌 ◎ 從書店觀察台北都市：百年來的讀書空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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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網要】 

臺北的書店樣式，在日治中期發生重大的「現代」轉折，

時間恰與臺北的都市變化同時。本講次將以 1915年為指標，闡

述讀書自由、空間自由，是臺灣人後來啟蒙開放的基本配備，

並特別著重讀書自由和空間自由的「物質形式」，亦即現代書店

和現代都市計畫，內容分成三個部分（一）現代書店的起點：

由戰後重慶南路書店街的全民記憶，回溯 1915年樓高三層的新

高堂書店開幕之歷史意義；（二）現代都市空間為書店提供的流

動自由：考察 1914年臺北城牆拆除前後的都市變遷對新式書店

的影響；（三）臺灣人的書店街及讀書史：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

灣人短暫爆發的大稻埕書店街歷史，以及臺灣知識分子的讀書

史。 

【參考書目】

1.蘇碩斌，2010，《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

2.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中心，2016，《臺北歷史地圖散步》，臺

北：東販。

3.蘇碩斌等，2019，《臺北城中故事》，臺北：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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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台北的空間建築歷史

王惠君 
 

【現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學歷】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建築博士 

【經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教授 

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審議委員 

文化部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委員 

【著作】 

1. 王惠君，2019年 7月，『台北歷史˙空間˙建築─新

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左岸文化出版

2. 王惠君，2018年 12月，『解開中山樓建築之謎』，國立

台灣圖書館出版。

3. 王惠君、二村悟，2010年 2月，『台灣都市物語』，東京

河出書房。(2011年中文版，『老建築，好故事』，台灣

東販出版社）



王惠君 ◎ 日治時代台北的空間建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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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網要】 

一、「市區改正」是什麼？ 

二、日治時代產業發展對建築的影響 

三、日治時代的民宅與商號建築 

四、公學校與小學校 

五、日本人興建的佛寺 

六、公園裡面有什麼？ 

七、空間與建築的變化 

【參考書目】

1. 『台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

山、劍潭』，讀書共和國出版

2. 『台北歷史深度旅遊』，遠流出版社

3. 戴寶村、溫振華，『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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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館與台北史研究

詹素貞 
 

【現任】 

臺北市立文獻館館長 

【學歷】 

私立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學士 

【經歷】 

宜蘭縣政府科員、代理新聞股長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科員、專員 

臺北市政府股長、專員、科長、主任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執行秘書 

臺北市立文獻館館長 

台灣口述歷史學會常任理事 



詹素貞 ◎ 文獻館與台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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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著作：《1814 至 1815 年維也納會議與歐洲均勢之重建》，碩

論，1987。 

專文： 

〈臺北市存文徵獻的實務經驗：以《續修臺北市志》為例〉，

發表於 2019 年 11 月 21 日「近二十年台灣地方志成果

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改制之說明〉，臺北文獻季刊，194 期

（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2015） 

〈用亞銀模式突破外交困境〉，台灣時報，1988,5,5。 

〈亞銀代表團表現可圈可點〉，台時，1988,5,6。 

〈在馬尼拉與中共官員和記者接觸記實〉，台時，1988,5,7。 

〈亞銀模式空間寬闊、遊刃有餘〉，台時，1988,5,8。 

〈台灣社會重要問題探討〉系列一二三四，台時，1988,7,30-

1988.8.2。 

〈東協五國巡迴採訪系列報導〉系列一二三四五，台時，

1988,12,4-1988.12.9。 

〈奧匈古國訪問〉系列一二三四，台時，1989,8,1-1989,8,4。 

【演講網要】 

一、 臺北的歷史書寫寫於你?寫於我?寫於專業?寫於熱誠? 

二、 臺北市立文獻館存文徵獻的實證經驗 

三、 歷史研究除了文獻還是文獻嗎? 

(一) 詩歌影像吟唱舞蹈吉他手遊桌遊也是歷史嗎?

(二) 政治經濟社會交通衛生教育土地文化人物很難讀嗎?

(三) 百年世紀  事記百年

四、 臺北市的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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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臺北文獻》季刊 

二、《續修台北市志》 

三、《城市的心跳》 

四、《時光捕手》 

五、《典藏奇緣》 

六、《城內舊事》 

七、《臺灣歌謠  我聽我唱我寫》 

八、《迎神在台北》 

九、《民俗文化資產在台北》 

十、《走過寶藏巖口述歷史》 

十一、《松煙裊裊 松山菸廠工業村記事》 

十二、《堅持 陳水扁口述歷史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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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的台北州

洪健榮 
 

【現任】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經歷】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

審議會委員 

臺北市立文獻館《臺北文獻》編輯委員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文獻》編輯委員會委員 



洪健榮 ◎ 1920 的台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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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龍渡滄海：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新北：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15年。

2.《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20年。

【演講網要】 

一、前言 

二、地方行政區域調整的緣由及其重要性 

三、日治前期變動頻繁的行政區劃 

四、1920年地方行政制度改革與臺北州的成立 

五、臺北州的行政轄區與都市空間的規劃 

六、日治後期臺北都會文化的變遷 

七、結論：臺北州建州百年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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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 王世慶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 
二、 施雅軒，《臺灣的行政區變遷》，臺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2003 年。 
三、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出版公司，

2010 年修訂 1 版。 
四、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

日常生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 
五、 溫振華，〈日本殖民統治下臺北社會文化的變遷〉，《臺灣

風物》，37 卷 4 期，1987 年 12 月，頁 1-52。 
六、 溫振華，〈日本殖民統治下臺北社會文化的變遷〉，《臺灣

風物》，37 卷 4 期，1987 年 12 月，頁 1-52。 
七、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

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3 卷 2
期，1996 年 12 月，頁 5-50。 

八、 鄭梓，〈戰後北臺灣地方政制之變革——以「臺北州」到

「臺北縣」為例〉，《臺灣史研究》，6 卷 1 期，2000 年 9
月，頁 9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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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飲食文化史

陳玉箴 
 

【現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學歷】 

荷蘭 Leiden大學人文博士 

【經歷】 

台師大臺灣語文學系教師 

高餐大臺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教師 



陳玉箴 ◎ 台北飲食文化史

24 

【著作】

「台灣菜」的文化史 

【演講網要】 

一、 清代台北城的食生活 

二、 從艋舺到大稻埕：酒樓的興起 

三、 1930年代台北的美食地圖 

四、 戰後初期的新飲食版圖 

五、 多元發展的飲食景觀 

【參考書目】

1. 陳玉箴（2020）《「台灣菜」的文化史：食物消費中的國家

體現》，台北：聯經。

2. 陳玉箴（2016）〈美饌臺北－一九三○年代臺北美食地圖〉，

收錄於《臺北歷史地圖散步》，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

中心。

3. 曾品滄（2018 年 9 月）〈日治時期臺灣菜譜的演進與東亞

食文化的跨境流動〉，《臺灣史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頁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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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江對決淡水河---韓國文化在台北

陳慶德 
 

【現任】 

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韓語與文化科目講師 

【學歷】 

南韓國立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西洋哲

學博士 

【經歷】 

南韓首爾大學西洋哲學組博士、韓國文化研究者、旅韓作家、

(口)譯者。雲林科技大學應外系韓語與文化講師，長期關心青

年世代與社會議題。善用現象學方法，分析文化現象與語言；

目前活躍於「換日線-現象・ 韓國」、「關鍵評論網」等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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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 《再寫韓國：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月熊出版社）；

2. 《他人即地獄：韓國人寂靜的自殺》（逗點文創）；

3. 《背包韓語》（聯經出版社）。

【演講網要】 

近十幾年來，韓流文化強勢席捲全球，其中當然也包含臺灣。

那麼，我們好奇的是，臺灣當地是如何掀起這波韓流旋風，甚

至韓國是如何透過「軟實力」文創力量、觀光宣傳、抑或影劇

等多樣方法，擦亮國家品牌，凸顯自身韓國文化，吸引亞洲各

國與臺灣，進而建構起「韓流」現況。

除此之外，作為臺灣首善之都、國際城市的台北，於設市 100
年之際，我們藉由韓國這一「他者」，在這個美麗的城市內，

又可以觀察到什麼可以與韓國可相連結之人事物地時呢？因此

本講座將從最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的有形與無形之物觀察起，進

而希望藉由此觀察，能串起兩國歷史與情誼，重新再看一眼我

們居住的台北城，再思一次新的臺灣史。

【參考書目】

1. 《再寫韓國：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月熊出版社）；

2. 《他人即地獄：韓國人寂靜的自殺》（逗點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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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轉化成步行導覽--- 

以在大稻埕的經驗為例

邱翊 
 

【現任】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韓語與文化科目講師 

【學歷】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經歷】 

鳳凰旅遊暨玉山票務自由行經理 

易飛網旅行社國外自由行經理 

燦星旅遊東南亞暨網路行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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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台北城市散步 走過，不路過 

【演講網要】 

一、 為什麼步行導覽需要轉化文史資料 

二、 什麼是文化資產？ 

三、 為什麼要保存文化資產？ 

四、 從觀光行銷看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五、 以島內散步在大稻埕的經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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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5 

【舊城市．新發現：台北城尋記憶】

導覽解說

何良正、水瓶子、林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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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正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經歷】 

1.台北文獻館，孔廟，監察院，郷土教育中心文史志工及英

日語導覧志工培訓講師

2.接待重要外賓如斯里蘭卡僧王，瓜地馬拉副總統和建築大

師伊東豐雄等

【現任】

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講師 

【著作】

扶桑漫談，北台灣的台灣古蹟（合著） 

林志雯 
 

【學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 

【學經歷】

台北市立文獻館資深中英文導覽員 

【現任】 

台北市立文獻館資深中英文導覽員 

mailto:lcho10292@gmail.com
mailto:chihwen.lin@gmail.com


2020 第 27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31 

水瓶子（簡肇成） 

【學歷】 

台大地質系學士畢業 

【經歷】 

2006 年 8 月～2015 年   圓環文化工作室創辦人 

2008 年 1 月～2011 年 1月 精誠資訊研發中心協理 

2011 年 3 月～2012 年 1月 大安社大在地文史導覽解說人才培力老師 

2011 年 6 月～ 黃金種子（青田七六馬廷英故居）文化長 

2012 年～   台北市文獻會、文化局、社區大學文史導覽課程老師 

2012 年 6 月～ 云禾事業經營野草居食屋（陳玉麟教授宅） 

【現任】

青田七六文化長（黃金種子股份有限公司） 

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講師 

【著作】

《台北慢步》、《台北咖啡印象》、《台北咖啡時光》、《我的書

店時光》等 

mailto:darius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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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市、新發現：台北城尋記憶」行程表

2020/8/15（六）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備註

08：30～08：35 台北教師會館出發 

08：35～08：55 台博南門園區（小白宮） 不入館、合照

08：55～09：10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路經 

09：10～09：25 台北府城南門（麗正門） 路經

09：25～09：30 台北市立大學 路經

09：30～10：00 北一女 參觀、合照

10：00～10：10 總統府（總督官邸） 路經

10：10～10：25 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 參觀 

10：25～10：40 台北賓館（總督官邸）、外交部 路經

10：40～10：50 台北府城東門（承恩門） 路經

10：50～11：10 台大醫學人文舘 路經 

11：10～11：20 台大醫院舊館 路經

11：20～11：35 228 紀念公園（台灣博物館） 參觀、合照 

11：35～11：45 台博土銀（前勸業銀行） 路經 

11：45～11：55 台灣省城隍廟 路經 

11：55～12：10 明星咖啡館 路經 

12：10～14：00 午餐（東一排骨） 用餐＆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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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行程 備註

14：00～15：00 中山堂（台北公會堂） 參觀、合照 

15：00～15：20 上上咖啡、榮町散步 路經 

15：20～15：40 合作金庫、菊元百貨 路經 

15：40～15：45 公園號酸梅湯 路經 

15：45～15：50 麗都日本料理 路經 

15：50～16：10 撫台街洋樓 路經 

16：10～16：30 北門 參觀 

16：30～16：45 台北郵局、鉄道博物館 路經 

16：45～17：00 三井倉庫 路經 

17：00～18：30 晚餐（海霸王） 用餐

18：30～ 住宿者回教師會館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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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解介】

一、臺灣菸酒公司（總督府專賣局～台灣省專賣局～公賣局～菸酒

公司）

1901 年（明治 34）成立專賣局，1922 年（大正 11）專賣局建築物完

工，由森山松之助設計，神戶組施工，入口設於轉角處，中央尖塔和

總督府相似。外觀最醒目的是白色橫帶和紅色磚牆形成紅白相間的裝

飾効果，紅磚牆上有許多包括「勲章飾」等精緻華麗浮雕。當時總督

府控制了鴉片，菸，酒，鹽，火柴等民生物質，戰後改名菸酒公賣局。

這座建築和總督府同屬英國 Norman Shaw 風格，日本稱為「辰野氏風

格」，乃受到第一代近代建築家辰野金吾影響。

二、台大醫學人文館

日治初期為了改善台灣的環境衛生，防止肆虐的傳染病，在 1899 年。

成立了總督府醫學校，招收台籍子弟培養醫學人才，也做了很多基礎

醫學和傳染病的研究，尢其對瘧疾，鼠疫，霍亂及鴉片，蛇毒，漢藥

的研究都有相當的成就。1917 年改制為醫專，1936 成立台北帝國大

學醫學部，戰後改名台大醫學院。近年來因醫學院改建，原本深具歷

史意義的舊校舍只保存了其中的 2 號館，現做為台大醫學人文館。建

築為仿後文藝復興樣式，山牆高聳突起凸顯入口的氣勢，造形簡潔有

力，下有牛眼窗及弧形窗拱廊及對柱等古典風格樣式。

三、台北賓館（總督官邸）

日治初期總督以清代建造的西學堂為官邸，直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

郎上任，才議定在東門一帶興建永久的官邸。1901 年初代官邸由福田

東吾，野村一郎設計；後因白蟻蛀蝕，在 1912 年由森山松之助重修

成仿巴洛克式建築，建材改用磚石和混凝土，東側角塔拉成尖頂形，

屋頂是法國曼蕯爾式上鋪銅頂，突出的老虎窗使外觀更豪華富麗。

四、總統府（總督府）

從日治到民國以來台灣最高統治機構，於 1919 年（大正 8）完工，長

野宇平治設計，再經森山松之助修改而成，風格屬後期文藝復興式；

柱頭為簡潔的多立克柱式，柱身及牆身為紅白相間飾帶，外觀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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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而華麗。平面為日字形，中央為敞廳與禮堂，四周為辦公室。中

央高塔高達 60 公尺，為當年全台最高的建築，一直是台灣的地標也

是台灣近代史之化身

五、中山堂（台北公會堂）

這地方的前世是清領時期的「欽差行臺」，現部分遺構還保存在植物

園內，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這裏曽短暫當作「台灣民主國」總統

府的所在地，之後成為日本總督府直到 1919 年。1932 年日本人拆除

欽差行臺興建台北公會堂，於 1936 年完工。 

公會堂為井手薰設計，鋼骨結構，外牆貼淺綠色面磚，為折衷主義風

格建築，是 1930 年代東亞規模最大的市民集會堂之一，也是台北市

文化活動最主要的展演場所。

六、西門紅樓（新起街巿場）

1908 年（明治 41）創建，原稱新起街巿場，是台灣最早現代化市場

之一戰後改為劇場，後改為電影院；是日治時代西門圓環附近的重要

公共建築，見証了西門町發展史。

設計者近藤十郎，他也設計了台大醫院舊館及台北醫專（今台大醫學

院前身）。主結構為磚造桁架屋頂平面呈八角形，屋頂作成八角攢尖

頂，內以鋼骨桁架支撐，壁面則以紅磚和白色横帶相間作成裝飾；在

八角主體建築之後則有十字型商場，從上鳥瞰呈十字架樣式非常特別。 

七、北門（承恩門）

國定古蹟，因牡丹社事件日軍侵台，沈葆楨覺得台北很重要而建議清

廷建立台北城；共有五個城門，城門樓約完成於 1882（光緒 8），而

整個城牆完成於 1884（光緒 10）。1895 年（光緒 21、明治 28）日軍

進城即由北門進入建築上以磚砌成外敷灰泥可以防火。城座以內湖金

面山石條交錯砌成，特別穩重窂固。屋頂是歇山單簷，燕尾起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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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變化多，増加柔和輕盈之美，和平整厚實的牆身及城座成強烈的對

比。上方的門額中題「承恩門」，落款年代為「光緒壬午年」即光緒 8
年。橫額四周雕花，上下有花草仰覆蓮紋，左右飾以寶瓶花卉。

八、鐵道博物館（鐵道部～鐵路管理局～鐵道博物館）

這裏原是劉銘傳在 1885（光緒 11）創建的「軍裝機器局」，是兵工廠

也是火車修理廠，可說是台灣近代工業的起點。1901 年（光緒 17）
首先完成台北基隆段，當年是清代中國第二條官辦鐵路，兩年後又打

通了台北新竹段，全長 106.7 公里。在日本人積極建設下，在 1908 年

完成縦貫缐基隆到打狗（高雄）全線通車，1917 年完成花蓮台東段，

1924 年完成宜蘭至蘇澳缐通車。 

在今年 7 月 6 日鐵道博物館在整修多年後終於開幕了。它也是森山松

之助完成於 1919 年（大正 8）的精典之作，為國定古蹟。屬英國都鐸

半木結構式建築，入口呈現弧狀，兩邊有衞塔聳立夾峙，而拱廊向左

右展開，尾端以角塔收尾。1、2 樓採用紅磚疊砌，3 樓則為木結構；

而衞塔屋簷採用「切角頂」，將傳統的鈄屋頂切去一角，形成屋簷角

度變化多端，使得大面積而單調的屋頂顯得較為輕巧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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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台北產業文化廊道 

林一宏 

【現任】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助理研究員 

【學歷】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建築文化資產專門）

【經歷】 

國立臺灣博物館助理研究員（2009 年迄今） 

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紀念建

築］審議委員（2016 年迄今）、［史蹟、文化景觀］審議委員（2020

年迄今）

文化部「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審查委員（2018 年迄今） 

台灣文化資產學會永久會員（2011 年迄今）、理事（2016 年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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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網要】 

近代產業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卻也是殖民經濟掠奪的手段。

自晚清洋務運動至日本統治時代，官方在臺北規劃大尺度的產

業用地，配合鐵道運輸系統、串聯資本與技術以控制產業，並

且在車站附近設置許多大型產業設施如糖廠、菸廠、酒廠、樟

腦廠等，產業設施的分佈與變遷過程，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 

與近代工業、交通、金融等相關的產業遺產，當年多為一般民

眾難以涉及的產業場域，即使如此，一般市民仍存有對這些產

業遺產的共同記憶。 

產業遺產可視為臺灣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時空座標，或因為產業

的更替消長、或生產技術的變化、或因城市空間機能的變遷，

使得產業遺產喪失了原有的機能，經由修復再利用的轉型過程，

讓人們得以親近以往無法隨意接近的產業遺產，民眾得以獲取

知識、找回記憶、體驗空間、創造回憶，達成「空間解嚴」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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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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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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電話：（02）2712-2836 （02）2514-0640   傳真：(02)2717-4593 

會址：10488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15 號 11 樓（泰伯大樓） 

※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 

 
一、成立緣起： 

        吳三連（1899～1988），台灣台南學甲人，日本東京一橋大學畢業。

日治時期擔任《台灣新民報》記者，為台民喉舌；留日時曾參與抗日運

動，為台民爭權益。戰後歷任國大代表，首屆民選台北市市長（改制

前）、台灣省議員、國策顧問等公職。卸下公職後，全力協助發展台灣經

濟，創立台南紡織、環球水泥及大台北瓦斯公司等民間企業。從政經商之

外，並致力於文教事業，經營《自立晚報》，創辦天仁工商、延平中學及

南台工專（今南台科技大學）等校，為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民族運動、社

會運動及政治運動的先驅人物。 

        吳三連先生於 1988 年逝世後，吳氏子女為延續他生前關懷台灣本土

文化之精神，於是邀請長期戮力於台灣文史界人士陳奇祿、吳豐山、吳

巖、吳知心、張炎憲、林美容、莊永明、許木柱、黃天橫、向陽等共組董

事會，1991 年 11 月「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正式成立，隨即

展開各項會務之推動。 

    

二、宗旨： 

1、 設立「台灣史料中心」。蒐集台灣歷史文物、資料等，讓流落的得以

回歸，塵封的得以重見天日。透過有系統地分類整理，呈現台灣史料多

元而豐富的原貌，進而促進史料的整合，提供給一般社會大眾及研究者

使用。 

2、 舉辦與台灣歷史相關之講座、研討會等活動，並推動專案計畫，促進台

灣史與台灣史料的的整理研究風氣。 

3、 出版機關刊物《台灣史料研究》；重印覆刻重要史料，如書報雜誌期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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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大事記（1991~2017.06） 

 

 

11 月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

料基金 會」正式成立，隨

即展開各項會 務之推動，

設立「吳三連台灣史 料中

心」 

12 月 主辦「台灣史料評析講座」 

 

 

 

08 月 由張炎憲董事推動執行「基隆八堵二二八

口述史計劃」 

 

 

 

01 月  舉辦「台灣文學研討會」（與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文學研究所共 同舉辦） 

02 月  展開「台北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計劃」 出版《台灣史料

研究》創刊號 

03 月 舉辦《台灣史料研

究》創刊座談會 日

本台灣史學者若林正

丈先生來訪 

06 月 王昶雄、三田裕次、

魏德文三位先生來訪 

10 月 「吳三連台灣史料中

心」更名為「台灣史料 

中心」 張炎憲董事偕工

作人員探訪高屏地區本

土社團 

1993 

199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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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舉辦「台灣醫學史研討會」（與台灣醫界聯盟合辦）

「台灣史料中」、 

             「吳三連先生紀念室」開幕典禮 

 

 

03 月 日本天理大學塚本照和教授來訪 
04 月 宜蘭縣史館人員來訪 
07 月 國史館人員來訪 
11 月 「台灣人物與歷史講座」政治社會人 物

系列一（與中央圖書館

台灣分館合辦） 

 
 

 

01 月 《台灣史與台灣史料》（一），獲台灣筆會推薦為 1994

年年度十大本土好書 

03 月 「台灣人物與歷史講座」 台灣研究先驅人物系列（與中

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合辦） 

06 月  協助台大醫院婦產科舉辦「台大醫院 

百週年慶典活動暨婦產科同門會」之 

歷史文物展 

08 月  接辦「鹽份地帶

文藝營」（自 17

屆起），往後每

年暑 假期間舉辦

主辦「台灣近百

年史研討會（1895-

1995）」 慈林基金會林義

雄先生、河原功先生來訪 

09 月 美國紐約大學校長及教育

部人士來訪 

10 月 師大地理研究所蔡文彩教

授率研究生來訪 

11 月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所長有信宗先生及學 者

1995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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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久明宏、檜山幸夫、國分良成、岩野宏諸位先 生來訪 

賴永祥教授來訪，並在本會演講「台灣教會史料」 

 

 

 

01 月 主辦「台灣人物與歷

史講座」—政治社會

運動人物 系列二 

05 月  日本學者向山寬夫先

生來訪 

07 月 省文獻會主委謝嘉梁先生來訪 

08 月 舉辦「北美洲第一屆台灣文化歷史研討

會」 出版《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 

09 月 受台北市政府正式委託，進行「台北市二二八紀念 館主

題展示內容規劃及史料文物徵集規劃」 

12 月 「非常文化‧另類論述－台灣文化觀察系列」座談 會」

（與台灣歷史文化研究會合辦） 日本學者河原功先生來

訪 

 

 

 

01 月 《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獲台

灣筆會選為 1996 年度 十大本

土好書 

02 月 舉辦「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與 台北市政

府、台灣歷史學會合辦） 

11 月  舉辦「台灣人物與歷史講座．

台灣研究先驅人物Ⅱ」（與中

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合辦） 

12 月  富邦文教基金會贊助「楊肇嘉

先生計畫案」 

 

 

199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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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月 與「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

商談美麗島事件資 料合作事宜 

02 月  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

集》 

04 月 「楊肇嘉與文化贊助展覽」於

臺北誠品畫廊展出 

07 月 提供「霧社蕃害事件」錄影帶給國家電

影資料館 與「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

會」洽談，關於保存美國台灣 之音錄

音帶及其光碟化等事宜 

10 月 本會提供部份資料並與傳文出版社合作

的戰後舊雜誌史 料覆刻出版，共有七

種雜誌 

 

 

03 月 《台北南港二二八》及《台北都

會二二八》兩 書獲得台北市政

府評定為第一屆台北書單優 良

讀物協辦「認識中國史」學術

研討會 

08 月 提供「228 事件」相關照片一批

供國立台灣歷 史博物館展示 

10 月 出版《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 莊紫蓉老師採訪之

「台灣文學家訪談錄」整理完畢並刊登於本會網站 

12 月 出版《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史》（上、下）冊 舉辦

「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研討會 

 

 

02 月 於台南縣鹽水鎮武廟主辦「第一屆新台灣史研習 營」，

往後每年寒假期間巡迴各縣市舉辦《台獨運動的先聲—

台灣共和國》出版 

04 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師生蒞會參觀 舉辦「重建台灣

2000 

199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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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4‧24 刺蔣事件』30 週年與台灣」座談會 

05 月 本會副董事長吳樹民先生獲聘總 統府國策顧問、董事張

炎憲先生 榮任國史館館長 舉辦「國家認同」研討會 

    

    

 

 

 

02 月 《蔡培火全集》出版 

05 月 舉辦「新世紀文化運動—紀念台 灣文化協會創立八十週

年系列活 動」記者會 陳水扁總統蒞臨本會，並參觀台灣

史料中心舉辦新世紀文化運動—紀念台灣 文化協會創

立八十週年系列活動開幕式、「文化診斷‧世紀反省」

座談會以及本會成立十週年慶祝茶會 

06 月 開始拍製「榮耀與寂寥—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紀 錄片

舉辦「暗頭仔，相招看影戲」 舉辦「美台團活動寫真

隊—電影、戲劇與歷史研習營」 接受延平昭陽文教基金

會委託執行「延平學院史料徵集、口述歷史採 訪專

案」，將其成果編成《不滅的暗夜螢光－承先啟後六

十 年的延平學院奮鬥史》一書 

07 月 舉辦「讀報社」—媒體與歷史 研習營舉辦「夏季學校」

研習營，往後每年暑假期間舉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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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月 舉辦「白話字研習會—母語、文學與歷史研習營」 

10 月 主辦「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晚會既榮 耀與寂

寥—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紀錄片首映會 主辦「20 世

紀台灣新文化運動 與國家建構」研討會，邀請前 總統

李登輝專題演講 

11 月  主辦「新世紀新高山，攀登玉 山、放眼台灣」，組隊攀

登台 灣第一高峰—玉山《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 

家》論文集出版 

12 月 辦理「翻翻阿公的老相簿」—徵集 1920〜1930 年代老照片

活動 

 

 

10 月 出版發行「榮耀與寂寥—台灣文化

協會的 年代」DVD 紀錄片 購置「台

灣政治犯救援運動史料」一批 

 

 
01 月 出版《吳三連全

集》， 並 舉 辦 新 

書 發 表 會 暨 「 跨

世紀个人格者─三 連

仙个一生」座談會 

05 月   慶祝《台灣史料研究》創

刊 10 週 年，舉辦「台灣

史研究與《台灣 史料研

究》」座談會 

08 月 舉辦「西仔反—清法戰爭

與臺灣 特展」系列活動：

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合

齊來打「番」—『西仔反

200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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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週年』教師研習營（與台灣歷 史學會合辦） 

11 月 舉辦「尋訪『桃仔園』—桃園台地歷史文化研習營（與台

灣歷史學會合辦） 

12 月 出版 2003 年世界人權日系列之《台灣人權 之旅學習護照》 

舉辦「自覺與認同—1950～1990

海外台灣 人運動研討會」 出版

《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 

 

 

02 月 出版《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04 月 舉辦「追懷台灣獅—楊肇嘉與台

灣」座 談會暨留真集新書發表會 

09 月 協助舉辦「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四十週 年歷史省思座談會 

12 月 舉辦 2004 世界人權日活動之「2004 人權 文物展」舉辦

2004 世界人權日活動之「2004 人權與文化公 民權研討會」 

 

 

01 月 國家台灣文學館委託辦理

《吳新榮日記全 集》整理編

輯計畫 

02 月 出版《王添灯紀念輯》並舉

辦新書發表座 談會 

06 月 出版《自覺與認同—1950〜

1990 海外台灣 人運動專輯》 

12 月 出版《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 灣文明開化的進

程》 

 

 

05 月 開始執行「海外台灣人運動口述歷

史訪談出版計畫」 

11 月 協助舉辦「轉型正義：台灣歷史問

2006 

200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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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系列座談會」 

12 月 承辦「科學工業園區

歷史調查研究暨展覽

策劃」承辦「從美國

史料看中華民國與聯

合國的 關係：兼論對

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意

涵」研 究案出版《見

證關鍵時刻‧高雄事

件 －「台灣 之音」

錄 音紀錄選輯》（附

CD） 

 

 

04 月 出版《面對作家－台灣文學家訪談錄》 共 3 冊 

05 月 協助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舉

辦「民主的腳 步－台灣

選舉史料展」活動 

06 月 出版《辜顯榮傳》 

08 月 參與文建會舉辦之「2007

總統府文化台 灣特展」文學‧園遊

會 

11 月 出版《吳新榮日記全集》第一及第

二集，並舉辦 新書發表會 完成「從

美國史料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

表權 問題：兼論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意涵委託研究報告

案」 

12 月 承接執行文建會委託之「台灣人

權景美園區展示之文物史料授權

案」 

 

 

01 月 協助辦理「走過報風雨——報

禁解除 20 週年特展」 

200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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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與吳三連獎基金會合辦「戰後台灣媒體

與轉 型正義研討會」 

09 月 承接執行「特展『二戰下的台灣人』戰

爭 記憶口述歷史資料整理案」出版《戰

後台灣媒體與轉型正義》論文集 

12 月 舉辦《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相關

書信 集－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新書

發表會暨 座談會 

 

 

01 月 鄭美華、王圭雄捐贈海外台灣人運

動史料 一批承辦「二二八國家紀念

館常設展展示內容 規劃案」參與國

立台灣文學館所主辦之「心事誰人 知」

戶外書展 

02 月 舉辦《青春．逐夢．台灣國口述歷史系

列 1：一門留 美學生的建國故事》新書

發表會暨座談會 出版《我的母親續篇－

雷震回憶錄》 

03 月 在紀念雷震逝世 30 週年暨「雷震、反對

黨與社會運 動」研討會上，發表新書並

贈送雷震家屬雷美玲 

05 月 舉辦「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研

討會」 

08 月 舉辦「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全美台灣

人權協會的 故事座談會」 

11 月 協助高雄市政府舉辦 2009 高雄市人權活

動之「美麗 島 30 週年暨世界人權影像

展」 

12 月 舉辦「美麗島事件 30 週年」紀念研討會

（高雄市政 府合辦） 出版《戒嚴時期白

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出版美麗島雜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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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復刻（1－4）—美麗島事件 30 週年紀

念版 

 

 

08 月 舉辦「第 1 屆公民 媒體學院」 研習營 

11 月 舉辦青春逐夢台灣國系列 2－《掖 種》、系列 3－《發 

芽》新書發表會以及 座談會 

 

 

03 月 出版《悲情車

站二二八》、

《基隆雨港二

二八》、《嘉 

義北回二二八》 

04 月 舉辦「綠色執政實錄新書發 表會暨座

談會」，共發表： 實錄 1—《蔡明憲

與捍衛國防》以及實錄 2－《吳釗 燮與外交突圍》等二

書。 

05 月 秘書長張炎憲教授著作《花蓮鳳林

228》獲頒 2011「第 17 屆巫永福文學

獎」 

10 月 協助舉辦《揭穿中華民國百年真相》

新書發表會暨 座談會 

11 月 承接執行文建會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之「艾琳達與台 灣人權

發展史料整理計畫」 

12 月 出版新書《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 4—海內外的呼應

（1978-1981）》 

 

 

 

01 月   舉辦「《台

灣公論 

報》創刊

30 週年座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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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會」 

02 月   舉辦《建國舵手黃昭堂》＆《黃昭堂追思文集》聯合新書

發表 暨座談會 

05 月   出版《吃果籽‧拜樹頭—廖述宗的人生

回憶》 出版綠色執政實錄 3－《羅福全

與台日外交》 承接執行「霞海城隍廟、

艋舺青山宮與靈安社祭典 暨遶境紀實與

編輯案」 

08 月 舉辦綠色執政系列 3－《羅福全與台日外交》專題 演講暨

新書發表座談會 

12 月 舉辦綠色執政實錄 5－《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專 題演

講暨新書發表座談會 協助舉辦「台灣近代戰爭史」

（1941~1949）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02 月 舉辦綠色執政實錄 4－《台灣

主權與 攻勢外交》新書發表

會暨座談會 出版《噶瑪蘭二

二八－宜蘭 228 口述 歷史》 

06 月 協助舉辦「20 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 研究」研討會 

07 月 出版「青春‧逐夢‧台灣國」系列 6

－《釘根》 

10 月 舉辦「人、土地與正義」－《台灣史

料研究》創 刊 20 週年紀念座談會 協

助舉辦「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

1949）第 三屆學術研討會 

 

 

02 月 出版《新竹風城二二八》 

05 月   協助舉辦「20 世紀人物評 價

與歷史研究（Ⅱ）」研 討會 

09 月 本會董事吳逸民先生（1929

〜2014，吳三連先生長子）

201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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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去世 

 

10 月 本會董事張炎憲教授（1947〜2014），9 月下旬赴美國 進

行持續多年的台灣獨立運動口述歷史訪問工作，在 費城因

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本會董事長陳奇祿先生（1923〜

2014）因病去世。 

 承接執行「臺灣電視廣告音聲史料資料建置案」 

11 月 出版《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02 月 舉辦《傳染病與 228》發

表暨座談會 

03 月 舉辦《治史起造台灣

國：張炎憲紀 念文集》

發表暨座談會 

10 月  舉辦《逆風蒼鷹—辜寬

敏 的台獨人生》新書

發表暨 座談會 

11 月   舉辦「福爾摩沙的天

使─ 陳奇

祿、吳逸民、

張炎憲 紀念

音樂會」 

12 月 出版《風中的哭泣—五 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上）、

（下）本會董事黃天橫先生獲頒 第 4 屆「台南文化獎」 

 

 

 

02 月 舉辦《王添灯紀念輯》發

表會 

04 月 本會董事黃天橫先生（1922

〜2016）因病去世 

05 月 舉辦青年署專案「青年壯遊台灣」系列活動 

協助台灣歷史學會舉辦「歷史‧轉 型‧正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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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學術研討會 

07 月 承接執行「民進黨 30 週年黨慶黨員 口述歷史專案」 

10 月 舉辦「總統直選 20 週年學術研討會」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

金會成立 25 週年 

 

03 月  舉辦《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募印記者會。 

05 月  主辦解嚴 30 系列活動：【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學術研討會】。 

06 月  承辦解嚴 30 系列活動：【解嚴三十人權落實—人權歷史講堂】共 9 場。 

                           

07 月  於台中市霧峰區明台高中舉辦「夏季學校」第 20 回研習營：「解嚴三十      

年•自由化多元」。 

08 月  於屏東縣東港鎮大潭保安宮舉辦第 21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國境之

南•領航台灣—屏東歷史文化研習營。 

09 月  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聽舉辦《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發表會。 

12 月  出版《台灣史料研究》第 50 期。 

12 月  出版《陳英泰回憶 2、3、4》 

                                           

 2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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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月  舉辦陳英泰《回憶 2•3•4》新書發表會。 

02 月  舉辦神佛眾教盡在府城—台南信仰歷史文化研習營 

05 月  舉辦《征臺始末》解讀日人眼中的乙未之役：一場台灣社會的鄉土保衛

戰新書發表座談會 

06 月  舉行《海洋台灣歷史論

集》新書發表會 

舉辦青春•逐夢•台灣國

9—《濁水囝仔去美國》

（吳明基）新書發表會 

 

 

 

01 月  舉辦 2019 第 24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台

三線上•竹史尋跡。 
02 月  舉辦《台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莊萬壽及其文

化學術》新書發表座談 
會。 

03 月 舉辦【三連講堂】之【張炎憲台灣史新銳學

者講座】。 
04 月  舉辦「不可遺忘的自由之路—吳三連先生紀

念碑揭牌儀式」。 
05 月  承辦：歡迎客籍台美人作家黃娟歸國暨《活

出愛：黃娟傳》新書發表座 
           談會。 
06 月  出版《台灣史料研究》第 53 期。 
            
07 月  舉辦「夏季學校」第 22 回研習營：天災考驗•強韌創生 
08 月  舉辦 2019 第 25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台灣頭•話從頭─海洋文 
          化•基隆領航 
10 月  出版【張炎憲教授逝世五週年紀念特刊】張炎憲教授最後訪談錄： 
           從「獨台會案」談 1990 年代前後的台灣民主化運動 
11 月   舉辦吳三連先生 120 年紀念音樂會—【樂揚吳園•追憶三連】故 
            事•音樂•會＆【吳三連 120 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12 月   出版新書：《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 4—海內外的呼應（1978- 
           198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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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出版《美麗島》雜誌創刊 40 週年復刻版 
12 月    出版《台灣史料研究》第 5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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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舉辦：2020 第 26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設市一世紀•台南尋記憶 
3 月 舉辦：2020【三連講堂】：張炎憲台灣史新銳學者講座 
6 月 出版《台灣史料研究》第 55 期 
7 月 舉辦 2020「夏季學校」第 23 回研習營：設市百年•台中容顏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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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連獎基金會簡介 
 
壹、緣起 

 

1978 年，吳三連先生八秩華誕，其親友及各關係企業負責人，有感於先生

平日在文化的推動與文藝創作人才培育的努力，決定籌設「財團法人吳三連先

生文藝獎基金會」，每年定期頒發文學獎及藝術獎，藉以獎勵文藝人才。1989

年，因獎項擴增到人文社會科學、數理生物科學、醫學等，故更名為「財團法

人吳三連獎基金會」。 

 
貳、吳三連獎簡介 

 

「吳三連獎」屬於「終身成就獎」，本獎獎金一個獎額由一人或一個團體

獲得，但同一獎項之致贈，得獎人或團體以一次為限。每年頒贈之獎類與獎金

金額由董事會決議之，得獎人將獲致獎金、獎狀、獎章、獎牌及評定書等。茲

列以下幾點加以說明： 

（一）徵選方式及時間：自行申請或由有關院校或團體推薦申請皆可，另

經提名委員會提名者，亦為徵選對象。每年五月公佈徵選說明，五～六月受理

收件。 

（二）徵件獎項及件數：依當年發佈徵選說明為主，自1995年第18屆起取

消社會服務獎及實業獎，2009年第31屆起取消數理生物科學獎、人文社會科學

獎及醫學獎，目前以徵選文學獎與藝術獎為主。自2013年（第36屆）起，不特

別指定某一獎類，文學獎與藝術獎所列各獎類皆可徵選送件，另外，每年提名

名單和備取名單亦得列入當然候選人之一，件數規定如下： 

1. 文學獎：文學作品五冊以上，並自行指定其中一冊為代表作。 
2. 藝術獎：藝術作品十件以上，並自行指定其中二件為代表作。 

（三）評審標準：評審以候選人或團體在各獎項領域內之成就及其繼續創

造發展潛力且認同台灣為標準。 

（四）評審工作：由本會設置的評審委員會每年由召集人綜理之，聘請學

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負責吳三連獎徵件之評審，文學獎與藝術獎分別評審，

各獎初審依獎類分組，每組委員若干人，選出若干名進入複審後，最後從文學

獎與藝術獎各決審兩名為得獎人。如經評審後，認為候選人皆無符合標準者，

得由分組評審委員會以全票通過方式主動甄選得獎者，但仍需經過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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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會議出席委員投票五分之四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始能確定獲獎名單，

若評選結果未達評審標準時則從缺。評審工作祕密進行，評審名單不公開並長

期保密。 

（五）贈獎獎金：每年頒贈獎金金額由董事會決議，除獎金外，並致贈獎

狀、獎章、獎牌及評定書。贈獎以來，獎金金額逐年增加，第1、2屆為20萬

元，第3至6屆提高為30萬元，自第7至20屆為40萬元，至第21至35屆為六十萬

元，自第36屆起提高獎金為80萬元。 

（六）贈獎典禮：於每年吳三連先生誕辰紀念日國曆11月15日或其前後正

式公佈得獎名單並舉辦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叁、本會活動成果 
 

一、贈獎活動 

自 1978 年至 2016 年止，共贈與了 39 屆，共有 143 位得主，自第一屆舉

辦以來，拔選傑出人才，提升文學藝術，影響深遠。得過本獎的如：第 1 屆姜

貴、陳若曦、吳隆榮，第 2 屆鍾肇政、許常惠、廖修平，第 3 屆的黃春明、田

原、林懷民、馬水龍…等等，他們都是國家的文藝菁英，其中絕大多數正值盛

年，得獎後正以最好的智慧在為我國的文藝創作不斷作出卓越的貢獻。自 1989

年開始增加人文社會科學獎、醫學獎與社會服務獎， 如第 12 屆的陳五福、釋

證嚴，第 13 屆的劉俠，第 16 屆的郭芝苑，第 17 屆的中華民國消費者保護基金

會，第 19 屆的曹永和，第 20 屆的李泰祥，第 22 屆的羅曼菲，第 23 屆的郭婉

容，第 34 屆的李國修，第 35 屆的李昂等等，這些得主在自己領域中貢獻卓

越，可謂社會的中流砥柱，也因而使獎的觸角延伸到學術與社會基層的領域

中，更豐富了吳三連獎的內容。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文學、藝術創作的鼓勵，

能提昇文化品質；透過對社會服務、醫療科技乃至學術著作的獎掖，能帶動社

會關懷，並進而使我們的國家社會安和樂利，身為文化大國。 

  依本會章程規定：「本獎於每年吳三年先生誕辰紀念日 11 月 15 日或其前

後致贈。」贈獎典禮地點自第一屆起即選擇在台北國賓飯店國際聽舉行（按：

考量離基金會距離較近，且自 1962 年起吳三連先生任國賓大飯店董事之

故）；在首屆贈獎典禮中，會場擠滿了觀禮的各部會首長、文藝界、工商界及

新聞界領袖均參加了贈獎典禮，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先生與蔣總統經國

先生先後蒞臨了會場給予得獎人祝賀與嘉勉，可見吳三連先生文藝獎的創設與

頒贈深受各界矚目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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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贈獎典禮主席原則上由當年的董事長擔任，第 1 屆至第 5 屆為侯雨利

先生（侯董事長自謙國語不流利，由吳副董事長尊賢代表致詞），第 6 屆至第

19 屆為吳尊賢先生，第 20 屆起則為陳奇祿先生。另外歷屆得獎人的得獎理由

（即評定書）原則上由評審委員會召集人發表，第 1 屆至第 20 屆為陳奇祿先生

擔任，但自第 21 屆起則改為由司儀宣讀。歷屆邀請致詞的主要貴賓有：嚴前

總統家淦先生（第 1 屆至第 9 屆）、謝前副總統東閔先生（第 10 屆至第 19
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秘書長黃石城先生（第 18 屆至第 23 屆）、中央

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第 21 屆至第 23 屆），自第十九屆起則邀請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主委，包括了林澄枝女士（第 19 屆至第 22 屆）、陳郁秀女士

（第 23、24 屆）、副主委吳密察先生（第 26 屆）、陳其南先生（第 27、28
屆）、邱坤良先生（第 29 屆）及翁金珠女士（第 30 屆）。第 23 及 28 屆陳水

扁總統兩次親臨會場致詞並贈獎，第 25 屆呂秀蓮副總統及第 31 屆蕭萬長副總

統，第 32 屆彭明敏先生也親臨會場。自第 33 屆開始，改邀請各贈獎類領域的

前輩：黃春明、張照堂、馬水龍，第 34 屆李魁賢、黃美序、廖修平、李義弘，

第 35 屆鄭清文、林懷民、黃光男、陳維德，第 36 屆孫大川、吳晟、莊靈、范

儉民，第 37 屆李喬、李昂、黃光男、平珩等蒞臨贈獎與致詞，象徵著文化薪火

的傳承與啟後。 
歷屆贈獎金額方面，首屆吳三連先生文藝獎每位得獎人可獲得二十萬元獎

金，這算是當時台灣各文藝獎項中獎額最高的；根據當時侯董事長雨利的說

法，決定提高獎金限制得獎人數目的在於，希望對得獎人的創作生涯能有實質

的幫助，同時得獎人已達成的水準和熱忱的工作態度，能夠作為啟動文藝工作

者的楷模，俾鼓舞整個文藝界，共同創造民族文化的光輝。 
其實，獎金金額多寡嚴格來說並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吳三連獎的獲得

不僅是對得獎人過去成就的肯定，更是得獎人與後輩未來繼續創作與研究的動

力，最重要的是吳三連獎代表的是一種榮譽，和其他獎不同的是，它同時象徵

著吳三連先生的精神，無論在待人或處事上都值得我們去學習、效法，並將與

我們長在。 
吳三連先生對本獎寄予無限的厚望，當第 1 屆吳三連文藝獎舉行贈獎典禮

時，他在致詞時即語重心長的指出：「我自求學時代即看到台灣同胞在日本統

治之下，飽受日人的壓迫和歧視，不能充分發展每個人的才能，但在文藝方面

卻能堅忍奮發，有大成就，連帝國主義者也無法阻止，我遂意識到文學和藝術

最能表現人類自由心智的一面。…所以文學與藝術不僅是人類的自然生命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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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生活所融匯表現的園地，更是人類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命為追求其理想境界

所寄託的心靈王國。」 

 
二、推廣文化活動 

本會除了每年固定舉行吳三連獎徵件與贈獎活動外，為使文化活動扎根於

日常生活當中，多次不定期舉辦邀請訪問及相關藝文活動： 
 1980 年邀請旅美作家陳若曦女士回國訪問。 
 1982 年邀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於台北市中山堂發表演講，講

題為「給自由中國」。 
 1986 年 10 月，假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吳三連文藝獎得主美術品聯

展」。 
 1987 年邀請大提琴音樂家愛琳‧夏佩，並安排一場「夏佩提琴之夜」公

開演奏會。 
 1994 年邀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來訪。並於台灣大學與中央

研究院，發表「制度與經濟發展」、「制度理論與制度變遷」等講題。 
 1997 年 12 月 11 日至 1998 年 1 月 18 日，假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藝廊，舉

辦「陳永森紀念展」。 
 1998 年 7 月 24 日，假國家音樂廳，舉辦「吳三連先生百年冥誕紀念音樂

會」。 
 1998 年 11 月 28 日至 1999 年 1 月 10 日，假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藝術與

文化贊助：吳三連獎藝術成就展」。 
 2001 年 10 月 19 至 21 日，假國家圖書館與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合辦

「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研討會」 
 2003 年 3 月 20 日，假台北國賓飯店舉辦《吳三連全集‧光碟》新書發表

會暨「跨世紀个人格者：三連仙个一生」座談會 
 2005 年 6 月 7 日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假桃園縣長流美術館舉辦「台灣前

輩藝術大家---陳永森紀念展」。 
 2008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18 日假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藝象台灣---吳三連

獎藝術成就展」。 
 2008 年 7 月 18 日至 21 日四天三夜，假台南南鯤鯓代天府木康榔山莊舉辦

「第三十屆鹽分地帶文藝營---吳三連文學獎得獎作家專題」。 
 2008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6 日，假鳳甲美術館舉辦「氣韻森動---陳永森

紀念展」。 
 2008 年 11 月 16 日，假台北國賓大飯店舉辦「守護台灣的藝術：第卅一屆

吳三連獎贈獎典禮暨陳永森義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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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2 月 10 日，假國家音樂廳舉辦「音象台灣：吳三連獎基金會成立

三十週年音樂會」。 
 2009 年 10 月 23 日，舉辦「生命的膠彩‧台灣的驕傲：從陳永森看台日兩

地膠彩畫百年來的發展與蛻變」座談會。 
 2012 年 10 月 21 日，假上古藝術館舉辦「異數 VS.藝術：當代膠彩教父陳

永森」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2014 年 6～10 月舉辦「文鼎台灣、藝錦還鄉---2013 吳三連獎得主巡迴講

座」在台中、台南、高雄、澎湖、台東、台北、新竹等地共八場。 
 2015 年 7～9 月舉辦「文化行動力、改變台灣 ING---第 37 屆吳三連獎得

主文藝講座」，在台中霧峰明台高中、台北北師美術館舉辦，共八堂。 
 2016 年 5 月 6 日～5 月 13 日舉辦「台灣視界、文藝饗宴：第 38 屆吳三連

獎得主文藝講座」，在 MoNTUE 北師美術館，共四場。 
 2017 年 4 月 29 日、5 月 6，13 日，24 日舉辦「照亮台灣文藝的夜空：第

39 屆吳三連獎得主文藝講座」，假 MoNTUE 北師美術館、紀州庵文學森

林、賴純純工作室，共四場。 
 2018 年 5 月～7 月舉辦「打開心房、看見台灣：第 40 屆吳三連獎得主文藝

講座」假 228 國家紀念館、紀州庵文學森林，共四場。 
 2019 年 4 月 19-20＆26-27 日分別假台北思劇場＆台南兜空間，舉辦「連結

台灣 離海沒有浪 讀演會」。 
 2019 年 10 月 26 日～2020 年 02 月 09 日假台南市立美術館 一館(原臺南州

警察署)，舉辦四十週年系列活動：藝術聯展。 
 原訂 2020 年 5～6 月假 MoNTUE 北師美術館，舉辦第 41 屆吳三連獎得主

文藝講座共四場，因新冠狀疫情影響延至年底。 

 
肆、未來規劃與發展 
一、 持續獎勵與贊助台灣文學與藝術的創作 
二、 深耕本土文化，改造台灣藝文環境 
三、 推動各項文藝活動，鼓勵國人積極參與 
四、 加強台灣與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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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歷屆吳三連獎得獎人名單 
 
屆別 年度 獎 別 類 別 姓 名 筆 名 

1 1978 

文學 小說 王林渡 姜貴 

文學 小說 陳若曦  

藝術 西畫 吳隆榮  

2 1979 

文學 小說 鐘肇政  

藝術 音樂 許常惠  

藝術 版畫 廖修平  

3 1980 

文學 小說 黃春明  

文學 小說 田原  

藝術 舞蹈 林懷民  

藝術 音樂 馬水龍  

4 1981 

文學 小說 李能棋 李喬 

藝術 國畫 周澄  

藝術 音樂 溫隆信  

5 1982 

文學 散文 林清玄  

藝術 西畫 陳景容  

藝術 書法 杜忠誥 研農 

6 1983 

文學 小說 楊貴 楊逵 

文學 報導文學 馬以工  

藝術 國畫 李義弘  

藝術 雕塑 陳正雄  

7 1984 

文學 散文 余光中  

文學 戲劇 黃美序  

藝術 音樂 賴德和  

藝術 攝影 郭英聲  

8 1985 

文學 小說 劉武雄 七等生 

文學 報導文學 楊憲宏  

藝術 國畫 涂璨琳  

9 1986 

文學 散文 陳冠學  

文學 新詩 莫洛夫  

藝術 西畫 吳炫三  

藝術 攝影 林吉基  

10 1987 
文學 小說 鄭清文  

文學 報導文學 林日揚 古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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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音樂 潘皇龍  

11 1988 
文學 戲劇 姚一葦  

藝術 國畫 張伸熙  

12 1989 

文學 小說 張大春  

藝術 西畫 賴傳鑑  

自然科學 物理 胡進錕  

醫學  陳五福  

社會服務  釋證嚴  

13 1990 

文學 散文 王靖獻 楊牧 

藝術 國畫 顏聖哲 目希之 

人文社會科學 經濟學 張漢裕  

社會服務  劉俠  

14 1991 

文學 小說 林文德 東方白 

文學 報導文學 劉魏銘 劉還月 

藝術 西畫 蕭如松  

自然科學 生物 廖日京  

醫學  陳幸一  

15 1992 

文學 散文 陳輝煌 陳煌 

藝術 國畫 林文珊  

藝術 舞蹈 原舞者  

人文社會科學 社會學 葉啟政  

社會服務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北市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 

天主教會台北教區

附設善牧修女會 

16 1993 

文學 報導文學 劉克襄  

文學 戲劇 汪其楣  

藝術 音樂 郭芝苑  

自然科學 化學 李遠鵬  

醫學  張文昌  

17 1994 

文學 小說 李明駿 楊照 

藝術 西畫 鄭世璠 星帆 

藝術 攝影 林柏樑 五木 

人文社會科學 教育學 蓋浙生  

社會服務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18 1995 

文學 散文 張放  

藝術 國畫 廖俊穆  

藝術 書法 董開章  

醫學  黃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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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96 

文學 小說 廖偉峻 宋澤萊 

文學 新詩 何錦榮 白萩 

藝術 西畫 林智信  

人文社會科學 歷史學 曹永和  

20 1997 

文學 散文 張曉風  

藝術 國畫 陳榮輝 牧雨 

藝術 音樂 李泰祥  

人文社會科學 教育學 詹棟樑  

21 1998 

文學 報導文學 徐仁修  

藝術 西畫 王國禎  

人文社會科學 公共行政 施能傑  

醫學  黃水坤  

22 1999 

文學 小說 黃瑞娟 黃娟 

藝術 舞蹈 羅曼菲  

人文社會科學 人類學 莊英章  

23 2000 

文學 新詩 陳膺文 陳黎 

藝術 攝影 柯錫杰  

藝術 雕塑 高燦興  

人文社會科學 經濟學 郭婉容  

24 2001 

文學 散文 許文雄 許達然 

藝術 書法 陳維德  

人文社會科學 社會學 柯志明  

醫學  吳華林  

25 2002 

文學 小說 楊青矗  

藝術 國畫 許文融  

藝術 音樂 柯芳隆  

人文社會科學 歷史學 王世慶 龍逸 

26 2003 

文學 報導文學 翁台生  

藝術 西畫 陳銀輝  

藝術 攝影 莊靈  

人文社會科學 教育學 林生傳  

27 2004 

文學 新詩 李魁賢  

藝術 舞蹈 武山勝  

藝術 雕塑 郭清治  

28 2005 

文學 散文 鍾文音  

藝術 音樂 蕭泰然  

藝術 書法 林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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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 人類學 臧振華  

29 2006 
文學 小說 廖輝英  

藝術 攝影 張蒼松  

30 2007 

文學 新詩 吳勝雄 吳晟 

藝術 西畫 潘朝森  

藝術 水墨畫 林清鏡  

人文社會科學 公共行政學 江大樹  

31 2008 
文學 散文 從缺  

藝術 雕塑 林良材  

32 2009 
文學 小說 姚嘉文  

藝術 舞蹈 古名伸  

33 2010 

藝術 音樂 楊聰賢  

藝術 攝影 劉振祥  

文學 散文 楊敏盛 阿盛  

34 2011 

藝術 水墨畫 吳正義 吳繼濤 
藝術 西畫 鐘有輝  

文學 戲劇劇本 李國修  

文學 新詩 趙天儀  

35 2012 

文學 小說 施淑端 李昂 

文學 報導文學 楊南郡  

藝術 雕塑 劉柏村  

藝術 書法 蕭世瓊 路遙 

36 2013 

文學 小說 林二郎 巴代 

文學 新詩 閻鴻亞 鴻鴻 

藝術 音樂 曾興魁  

藝術 攝影 張詠捷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2_b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2_c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3_d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3_c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3_b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3_b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4_e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4_e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4_d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4_c00.htm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4_b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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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4 

文學 小說 蔡素芬  

文學 散文 林文義  

藝術 水墨畫 陳炳宏  

藝術 舞蹈 組合語言舞團  

38 2015 

文學 小說 胡長松  

文學 散文 廖玉蕙  

藝術 西畫 黃銘哲  

藝術 攝影 沈昭良  

39 2016 

文學 小說 路平 平路 

文學 新詩 江自得  

藝術 雕塑 賴純純  

藝術 音樂 蘇顯達  

40 2017 

文學 新詩 林亨泰  

文學 小說 夏曼藍波安  

藝術 西畫 梅丁衍  

藝術 影像 潘小俠  

41 2019 

文學 散文 廖鴻基  

文學 報導文學 江元慶  

藝術 西畫 林惺嶽  

藝術 舞蹈 林麗珍  

 



 
 

 

 

 

 

 

 

 

 

 

 

 

 

 

 

營主任：吳樹民 
秘書長：戴寶村 

工作團隊：吳文芳、吳文慧、陳義霖、陳朝海、溫秋芬、沈亮、林詩綺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E-mail：wslf@mail.twcenter.org.tw  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11 樓 電話：02-2712-2836 

※本手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感謝各界熱情贊助！ 

mailto:wslf@mail.twcenter.org.tw
http://www.tw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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