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張安明(臺大校史館組長) 

 

2018.10.19 (五) 

2018年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會議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校史轉譯 



一、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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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轉譯：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臺大簡史 

一、臺大創校於1928年(昭和3年)，臺北帝國大學。 

二、1945年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於1945年11月11日完成接收， 

  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三、臺大校地前身為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中興大學前身)。 

四、臺大校史可溯源至1895年臺灣病院@臺北大稻埕千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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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史館簡史 

一、臺大校史館於2005.6.22揭幕，陳維昭校長任內最後一天。 

二、選址於舊總圖書館二樓中央閱覽廳，由圖書館負責營運。 
  (文學院編修校史稿、總務處修繕舊總圖古蹟、圖書館策畫校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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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史館展示空間 

 常設展廳、特展廳、夾層書庫（學生策展）、常設展廳各角落。 

 2005年6月迄今，自辦特展約14場，下個月第15場特展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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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早期校史原件，校內主要來源 

一、圖書館特藏組 

  臺北帝大部分公文書、學位論文等；臺灣舊籍老照片 
 

二、總務處文書組檔案股(檔案館) 

  臺大完整公文檔案、 

  醫學院寄藏總督府醫學校以來的日治時期檔案。 
 

三、校史館(圖書館負責營運) 

  各界捐贈老照片、文物(證件.器材.家具)、訪談 
  

四、各院系單位留存下來的早期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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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早期校史全文，可查詢： 

一、機關資料庫 

 （國史館、檔管局、省議會、中研院、日本公文書館、臺大…） 

二、大眾媒體資料庫 

 （報紙、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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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全文資料庫(報紙、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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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轉譯：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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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內容收錄1905-1911，臺大於1928年創校，對臺大校史研究幫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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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內容收錄1898.5.6-1944.3.31。為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後被併入《臺灣時報》 
限用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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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鐸)臺灣日日新報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內容收錄1898.5.6-1944.3.31。結合前述的漢文與日文的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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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臺灣時報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內容收錄1895-1945。臺灣總督府控制。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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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臺灣民報系列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內容收錄1923-1930。蔣渭水創辦。臺灣人爭取言論自由與反殖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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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臺灣新生報 (臺大圖書館只有微捲) 

內容收錄1945.10.25- 。戰後的《臺灣時報》《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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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民報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內容收錄1945.10.11- 1947.3.7。戰後臺大教授林茂生創辦，林氏於二二八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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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民報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內容收錄1945.10.11- 1947.3.7。戰後臺大教授林茂生創辦，林氏於二二八遇難。 

【更正】……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
後，3月8日被迫停刊，發行期間未
滿17個月，合計發行了605號，可以
說是相當短命的報刊。3月13日民報
社被政府下令查封，社長林茂生失
蹤遇害，…… 



2018/10/22 17 

(中文)中央日報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內容收錄1928-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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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發行)大公報、公論報 (臺大沒訂；只可以中央研究院院內檢索)  

查詢1945.8至1950臺大校史，也應該參考《大公報》、《公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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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公論報、臺灣新生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http://lib.mh.sinica.edu.tw/wSite/mp?mp=HistM  

(剪報) 

http://lib.mh.sinica.edu.tw/wSite/mp?mp=HistM
http://lib.mh.sinica.edu.tw/wSite/mp?mp=HistM
http://lib.mh.sinica.edu.tw/wSite/mp?mp=Hi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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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國報刊索引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1911-1949年間發行的期刊數千種。上海圖情信息公司發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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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水《臺灣民報》(1924.9.21)發表「反對建設臺灣大學」評論 
 

左圖：臺灣的得泓資訊公司製作；右圖：出自《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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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訊社(新聞與老照片) (個人會員註冊)  

內容收錄1924-。國家通訊社。 
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DefaultBrowse.aspx  

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DefaultBrowse.aspx
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DefaultBrow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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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動椰林的風：中央通訊社臺大影像紀實，民國35～65年 
展期：民國101.11.14至102.2.27。46則新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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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 
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臺視於1962.10.10正式開播，研究臺大早期校史比較用不上。 
http://dava.ncl.edu.tw/  

http://dava.ncl.edu.tw/
http://dava.ncl.edu.tw/
http://dava.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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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重鎮．闈場在臺大 
展期：民國100.7.4至100.8.31。 

@舊總圖書館(民43-60) @綜合教室(民61-80) 

@普通大樓(民81-90)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民91-) 



三、各機關全文或影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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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轉譯：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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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校史相關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數位化)  

利用OCLC ContentDM平台。掃描數位化、自建後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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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數位化)  

臺大圖書館收藏的日治時期舊籍，自其中選出約37,000幅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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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繪葉書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數位化)  

臺大圖書館收藏的日治時期風景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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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 
可查：二戰前的日本內閣等文書檔案 
https://www.jacar.go.jp/ 

https://www.jacar.go.jp/
https://www.jacar.go.jp/
https://www.jacar.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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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 

臺灣帝國の大學 

臺灣の帝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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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個人會員註冊)  

臺灣總督府、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等檔案 
https://www.th.gov.tw/new_site/index.php  

https://www.th.gov.tw/new_site/index.php
https://www.th.gov.tw/new_site/index.php


2018/10/22 3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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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個人會員註冊)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  

與臺灣文獻館合作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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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職員目錄系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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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檔案 (個人會員註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www2.ihp.sinica.edu.tw/  

http://www2.ihp.sinica.edu.tw/
http://www2.ih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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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諮議會 (個人會員註冊)  

臺灣省議會資料包含臺大接收前期的檔案。目前僅限.gov.tw、.edu.tw的信箱申請。 
https://www.tpa.gov.tw/opencms/  

https://www.tpa.gov.tw/opencms/
https://www.tpa.gov.tw/open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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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資訊網 (個人會員註冊)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檔案管理局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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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 (個人會員註冊)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檔案管理局。全國公家機關聯合目錄。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rname=simp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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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臺大圖書館訂閱資料庫)  
收錄1860至1945年間具公共性，歷史上曾作社會傳播之用，或與重要歷史事實相
關的影像，從數百種書冊及數千幅繪葉書中，選出25,000幅寫真照片。 

與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
心合作，將每一幅寫真內容查找其
經緯度座標後，以軟體設計內嵌於
地理資訊系統（GIS）上。 



四、其他臺大早期校史參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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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轉譯：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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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swipe/index.aspx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swipe/index.aspx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swip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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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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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協助日本人尋親、尋根的好利器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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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荷蘭人，祖父母任教於台北市徐州路的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
住址：大安12甲208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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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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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南路一段97巷、新生南路一段103巷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美軍航照圖 
原件典藏單位： 
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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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期盟軍（主要是美軍）
對臺北實施最嚴重的轟炸就在5月31
日。根據當時移駐在臺北縣新莊充
任學生兵的臺北帝大預科生的回憶，
他們清楚看見美軍B24轟炸機群自桃
園外海飛進來，對臺北城投下密密
麻麻的炸彈，遠望城區頓時濃煙四
起，陷入火海。 
 
空襲日期：1945年5月31日 
拍攝日期：1945年6月17日 
 
資料數化及提供單位：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
研究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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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件、影音全文檢索工具 
仍有諸多遺漏… 



五、臺大校史特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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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轉譯：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臺大校史館近年校慶特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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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史館校慶特展 

 地點：校史館川流廳 約15*15公尺 (約70坪)，挑高約6公尺。 

 展期：11月校慶至隔年10月。 

 特展主題選定： 
學校年度大事、同仁“微研究”興趣、長官交辦(只有1場)。 

 策展人：幾乎都是同仁自己找資料、寫文案的「承辦人」。 

 顧問、與校內單位合作特展：藉機拓展人脈與蒐集校史文物。 

 文宣品： 
海報、邀卡、摺頁、文創紀念品。目前沒有圖錄。 
得標廠商對於滿意作品，常會免費製作形象短片相贈。 

 推廣與行銷： 
臉書、隔年3月臺大杜鵑花季進行大型活動、投稿《校訊》等等。 

 開展後製作特展網頁，包含：文案、影音、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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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校慶特展「年輪」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41105_TreeRings/index.html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41105_TreeRings/index.html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41105_TreeRings/index.html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41105_TreeRing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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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校慶特展「看不見&看得見的台大」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51112_Invisible&VisibleNTU/info.html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51112_Invisible&VisibleNTU/info.html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51112_Invisible&VisibleNTU/info.html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51112_Invisible&VisibleNTU/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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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校慶特展「臨摹斯語斯情」 
(尚未公告正式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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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校慶特展「南．洋」 
http://www.museums.ntu.edu.tw/news/2018_nanyang/index.html  

http://www.museums.ntu.edu.tw/news/2018_nanyang/index.html
http://www.museums.ntu.edu.tw/news/2018_nanya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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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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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醫學院校區建築史（網頁 “半動態” 呈現） 
http://mmh.mc.ntu.edu.tw/architecture-history/index.html  

http://mmh.mc.ntu.edu.tw/architecture-history/index.html
http://mmh.mc.ntu.edu.tw/architecture-history/index.html
http://mmh.mc.ntu.edu.tw/architecture-history/index.html
http://mmh.mc.ntu.edu.tw/architecture-history/index.html
http://mmh.mc.ntu.edu.tw/architecture-histo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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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側年代變化之間，會以「動畫」讓房舍自天而降、地面消失、祝融火吻…… 
• 需搭配大事記、老照片，才可以呈現建築史半動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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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館的AR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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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是指透過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角度精算並加上
圖像分析技術，讓螢幕上的虛擬世界能夠與現實世界場景進行結合與互動的技術。
也有對應VR虛擬實境一詞，翻譯稱為實擬虛境。(from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8D%E7%BD%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92%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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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歌王－－ 
  洪一峰的影音特藏 

(臺大圖書館AR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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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家－－ 
  桂文亞的手稿特藏 

(臺大圖書館AR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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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日然廳－－ 
  緣起與借用規則 

(臺大圖書館AR運用)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3D、VR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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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中的謎團」線上特展網址 https://test809.webnode.tw/ 
 

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利用電腦類比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
者關於視覺等感官的類比，讓使用者感覺彷彿身歷其境，可以即時、沒有限制地觀
察三維空間內的事物。(from維基百科) 

   

https://test809.webnode.tw/
https://test809.webnode.tw/
https://test809.webnod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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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策展的經費極有限、文物出庫
房稍有狀況，於是教授轉引入3D、
VR技術，與同學共同學習、建置
線上特展。 
免費的平台(skechtab)、基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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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構3D線上特展，亦可VR觀展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VR運用，文科師生自己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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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人類學博物館VR運用，文科師生自己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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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尾聲 

2018/10/22 76 

校史轉譯：臺大校史特展經驗分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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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筆記： 
 

 物件堆積不等同展覽、也不等同典藏。 
 展覽－－ 

在一定的空間內，依照特定的論述，將展品加以擺設並公開陳列予人觀賞的
行為或活動。重點在論述，說故事。 

 典藏－－ 
博物館根據定位，經過系統性編目，「永久」保存的收藏系統。重點在分類
與系統化。 

 當代博物館一般問題與數位技術－－ 
 •促進博物館的資訊公開，達成更有效的宣傳：博物館網站 
 •開放典藏的利用與研究：數位典藏 
 •改善博物館展覽與活動的一時性：數位/線上展覽 
 •促進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對話：社群媒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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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心得： 
 

 大英博物館線上藏品資料庫有些特色 (https://goo.gl/TFSb8h) 
．數百萬件藏品可在網站上瀏覽、查詢，除了提供藏品一般公開資訊之外， 
 亦載明過去限內部文件資訊：這件藏品曾經在那些特展中展出。 
．歡迎民眾透過社群媒體回饋、分享對這件藏品的心情與感觸。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https://goo.gl/gCJvFh)： 
．民眾可線上付費訂製某件館藏圖案製作專屬手機殼等文創商品。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 
．於2011年2月1日推出，Google與世界各地博物館合作，利用Google街景技術 
 拍攝博物館內部實景，並且以超高解析像拍攝館內歷史名畫，並可供用戶 
 觀看。(from維基百科) 
．Google也鼓勵創新嘗試，例如，日前推出的app「你的肖像在藝術館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授 

https://goo.gl/TFSb8h
https://goo.gl/TFSb8h
https://goo.gl/gCJvFh
https://goo.gl/gCJvFh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


2018/10/22 79 

故宮的「數位策展」探究，「社群
標籤」課題是基礎之一。 
 
今年9/25故宮博物院的OPEN DATA
上線，7萬多張圖像，若是沒有標
籤與詮釋，真的就只是一團雲。 
 

故宮博物院的社群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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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懇請指教 

敬邀參加： 

 11/15(四)15:00「出類拔粋：臺大創校90年從帝大到臺大特展」開幕 

 11/23(五)09:00-17:00 「玖拾．究史：臺大創校90年校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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