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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
案——亞洲、大洋洲設計風格審查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7/3
臺北賓館之「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眾參觀，計1,190人
參觀。

7/5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開幕典禮。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中央社採訪，暢談本館臺北辦公室古蹟修復再利用、

建築的歷史及總統副總統文物展覽規劃。

本館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間整修再利

用工程竣工總驗收通過。

7/6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間整
修再利用二期工程設計確認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家文官學院擔任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課程「經典研析」講座。

7/7

下午審編處葉處長飛鴻率歐專員威麟、吳科員俊瑩、陳科員世局赴臺泥大

樓士敏廳，代表本館出席99年度第二屆「國家出版獎」頒獎典禮。本館
98年度出版之《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獲佳作獎。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考試院關中院長新書《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發

表會並致詞。

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審鑑作業要點」刊登於總統府第6930號公報。

7/8
下午陳誠副總統家屬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先生來館拜訪林館長滿紅，並捐

贈史料文物一批。

7/9 辦理採購電話交換總機系統工程案驗收。

7/12 出版管理業務，由秘書處移采集處掌理。

7/13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通史撰寫計畫」

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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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辦理勞務委外「國史影音大系」歷史主題紀錄片案驗收。

核定歐專員威麟為審編處科長。

7/17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研習營開幕式並致詞。

7/18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

小組」會議。

7/20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同張鴻銘處長、胡斐穎科長拜訪私立辭修高級中學陳董

事長履慶，討論陳前副總統誠文物移轉事宜。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國史館「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空間整修再利用工程（二期工程）第二次設計施作確認會議，由林館長滿

紅主持。

辦理勞務委外「館藏史料文物作業管理系統」擴充案議價，由寬鼎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得標。

7/22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同許秀容專門委員、胡斐穎科長拜訪李前副總統元簇，

請益文物展覽相關事宜。

7/26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由元智大學國際語言文化中心
主任王教授潤華主講，講題為「新加坡文藝的孫中山南洋敘述：真實與神

話」。

7/27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99年預算執行檢討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7/28
上午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準教授川島真來館拜訪林館長滿紅，討

論「冷戰與亞洲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規劃等相關議題。

7/29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彰化營區，擔任警

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課程「經典研析」講座。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總統府1卷；（2）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87卷；（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卷；（4）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2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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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訊》第4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1）：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2）：民國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3）：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至六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4）：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異人的足跡Ⅰ——斯文豪、陶
德、長谷川謹介、高松豐次郎（DVD）》等書驗收入庫。

8/2

下午假302會議室舉行展場互動軟體展示簡報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自本日起，「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

案第二階段：全民寫史區、古蹟建築展、總統的禮品展（原世界之窗，含

友誼走廊）進場施工，8月31日布展完成。

8/3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開館工作進度會報，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下午假302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古蹟建築展基本設計與
細部設計審查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采集處辦理陳誠副總統家屬陳履安先生捐贈陳誠副總統圖書、視聽類等文

物一批計83件，業經審查、整理及造冊完竣，點交審編處庋藏。

8/4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公務倫理」專題演講，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院長江院長明修主講。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總統選舉」與「總統與憲法」展覽規劃簡報會
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采集處派員並委請專業公司赴辭修高中移運陳履慶先生捐贈之陳誠副總統

文物——二十五史書櫃（含書935冊），已運置臺北辦公室一樓閱覽室，
並點交審編處典藏。

8/5 上午林館長滿紅聽取《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歷史紀錄片下集簡報。

8/6

上午張處長鴻銘、黃處長秀妃率采集與秘書處相關同仁前往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洽請協助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啟用及展覽開館宣傳等事宜。

上午黃助修翔瑜、陳助修中禹奉派出席臺灣省諮議會於臺北會館八樓會議

室舉行的「臺灣省議會會史」第四次編輯會議。

8/7
臺北賓館之「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眾參觀，計1,199人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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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下午假302會議室舉行本館網站新版網頁架構說明會，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8/10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開館工作進度會報，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下午假302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一樓服務空間、一至二樓
梯間、二樓廣間基本設計審查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辦理本館「推廣紀念品服務中心」（夫人的禮品屋）委託設計施作案驗收。

8/11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揭幕儀式籌備會議。

8/13
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

一階段部分驗收。

8/15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教育部出席「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

組」會議。

8/18 下午林館長滿紅主持「總統的禮品」展櫃地板選樣會議。

8/19
下午假301會議室召開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宣傳工作會議，由林館長滿
紅主持。

8/20
采集處派員並委請專業公司赴辭修高中移運陳履慶先生捐贈之陳誠副總統

文物傢俱一批，共計14件，已運置臺北辦公室一樓庫房，並點交庫房管理
人員庋藏。

8/22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擔任國立臺灣博物館「探索樟腦王國特展」系列講

座，講題為「臺灣樟腦國際市場的轉移」。

8/23
下午假副館長辦公室召開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

及施作案——第三次預算調整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8/24

上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森川博文專門官、大澤武彥研究

員來館拜訪林館長滿紅，討論檔案與學術交流等相關議題，並參訪臺北閱

覽室，由朱副館長重聖、葉處長飛鴻及吳處長淑鳳等介紹本館館藏管理作

業及國家歷史資料庫。

8/27
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

一階段部分驗收複驗。

8/30
上午假推廣教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由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湯研究

員德宗主講，講題為「總統憲法角色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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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總統與歷史展覽討論會議。

本月計有《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
三十年三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6）：民國三十年四
月至八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民國三十年九月至
十二月》、《美援與臺灣職業教育（1950-1965）》、《戰後臺灣佛教的
僧俗關係：以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為背景》、《蔣經國與臺灣：相關人物訪

談錄》第一、二輯等書驗收入庫。

9/1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工作進度會報，由朱副館長
重聖主持。

辦理「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內容展示與學習軟體委外製作開發」勞

務採購案驗收。

9/2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
間整修再利用工程採購（二期工程）第三次限制性招標，由朱副館長重聖

主持，由長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辦理勞務委外「異人的足跡Ⅲ——影音旅遊商品多元應用與推廣計畫」採

購案第三次驗收。

9/3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99年中樞秋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

下午「異人的足跡Ⅲ——影音旅遊商品多元應用與推廣計畫」於臺北之家

（前美國駐華大使官邸）舉行產品紀錄片發表會，林館長滿紅、美國在臺

協會貴賓裴士蓮（Sheila Paskman）女士、王珮琪女士、「數位典藏與
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主持人劉靜怡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張淑雅副研究員等人與會。

9/4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持「中華民國口述歷

史學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致詞。

本日及18日，臺北賓館之「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眾參
觀，計4,076人參觀。

9/7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工作進度會報，由朱副館長
重聖主持。

下午假三樓多媒體簡報室舉辦「國際禮儀」專題演講，邀請外交部謝前大

使棟樑擔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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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核定采集處沈科員可點陞任審編處專員。

9/8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案驗收。

9/9

上午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

購第二階段部分驗收複驗。

下午朱副館長重聖赴國家安全會議參加「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協調

會」。

本日至12日，林館長滿紅應邀赴日本出席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營運委員
會議。

9/10
下午假三樓多媒體簡報室舉行本館99年度「國史研究獎助頒獎典禮暨學術
報告」，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開幕式、致詞並頒發獎助金，頒獎後，彭琪

庭等9人分別就得獎著作進行學術報告。

9/13
「國史館史料閱覽服務須知」於本（13）日國審字第0990003473A號函
修正發布。

9/14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工作進度會報，由朱副館長
重聖主持。

下午假301會議室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夫人的禮品屋」場地公開
標租案議價，由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中華工藝館得標。

9/15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研商舉辦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65週年
紀念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

長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本館「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

部」空間整修再利用工程開工。

9/16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民國百人票選活動展間設計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
紅主持。

9/17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臺灣文獻館出席「臺灣涉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專題演

講「有關臺灣對外關係史的幾點觀察」，並主持第一場論文發表。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以專案小組委員身分赴國立臺中文華中學出席教育部

舉辦「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中區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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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出席《臺灣史研究》編輯會議。

下午林館長滿紅率本館同仁赴國立臺灣博物館參觀「探索樟腦王國」特展

與土銀展示館，並與該館研究組黃淑芳組長等人座談，就博物館各項業務

進行交流。

下午朱副館長重聖率張處長鴻銘赴總統府參加「研商舉辦抗日戰爭勝利暨

臺灣光復65週年紀念活動第二次籌備會議」。

9/21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總統與貨幣」展示設計討論會議。

上午假302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工作進度會報，由朱副館長
重聖主持。

下午假302會議室舉行民國百人票選活動展間設計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
紅主持。

9/24

上午林館長滿紅為來館服務替代役男專業課程訓練講授「認識國史館」。

上午黃助修翔瑜、陳助修中禹奉派出席臺灣省諮議會假臺灣省諮議會臺北

辦公室會議室舉行的「臺灣省議會會史」第五次編輯會議。

9/27
下午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

二階段部分驗收複驗。

9/28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99年中樞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典
禮」。

9/29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
語言文學研究所林教授淑慧主講「文化想像與邊陲敘事——清治時期采風

詩文研究的詮釋」。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竹苗
區就業服務中心47卷；（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98卷；（3）財政
部關稅總局9卷。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第25期、《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11）：曲銘
訪談錄》、《政府遷臺與臺灣女性修行者：18位 「出家人」訪談錄》等
書驗收入庫。

10/1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中山堂出席「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碑

文委員會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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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教育部出席「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

組」會議。

10/4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
間整修再利用工程（一期工程）工作報告書勞務採購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軍英雄館出席「全球華商經貿聯誼總會第十屆代

表大會」開幕式並致詞。

10/5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主任記者王銘義專訪，

暢談本館即將推出之紀錄片「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與總統副總統文物

館展覽。

10/6
上午假301會議室及二樓展場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
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二階段部分驗收（再複驗）。

10/7
上午林館長滿紅接受《書香遠傳》記者耿詩婷專訪，暢談總統副總統文物

館展覽。

10/8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
包工程採購第三次契約變更議價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總統聽取「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65
週年特展」工作簡報會議。

10/9
下午「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三階

段部分驗收。

10/10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九十九年國慶大

會」。

下午林館長滿紅主持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典禮，邀請馬總統英九與

五院院長（行政院吳院長敦義、立法院王院長金平、司法院謝代院長在

全、考試院關院長中、監察院王院長建煊）共同揭幕並參觀展覽，蕭副總

統萬長、總統府廖秘書長了以、外交部楊部長進添、七國駐華使節代表等

貴賓亦親臨會場。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臺北賓館出席「中華民國慶祝九十九年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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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時報周刊》總編輯郭崇倫、總主筆吳典蓉等人專

訪，暢談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

辦理勞務委外「國史影音大系」歷史主題《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紀錄片

案驗收。

10/15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本館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合作「薪傳專案」開幕典
禮暨第一次工作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辦理勞務委外「館藏史料文物作業管理系統」擴充案驗收。

10/17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教育部出席「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

組」會議。

10/18
上午假多媒體簡報室舉辦專題演講，邀請銓敘部退撫司吳簡任視察俐澐主

講「退休撫卹法制變革」。

10/19

上午林館長滿紅接受軍聞社「莒光園地」節目專訪，暢談總統副總統文物

館展覽。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行政院新聞局《今日臺灣》雜誌專訪，暢談總統副總

統文物館展覽。

10/20 辦理「總統副總統文物器物類藏品數位拍攝」案驗收。

10/22

本日至24日，林館長滿紅應邀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出席「超越國民國家的歷
史認識」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宣讀論文。

上午假新店辦公室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上

線前說明會，由審編處葉處長飛鴻主持，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

發展中心系統開發人員介紹系統功能。

10/23
本日與24日，本館《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
華民國》、《驟變1949：關鍵年代的陳誠》等紀錄片受邀於2010臺灣國
際紀錄片雙年展播放。

10/26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國史館館訊第五期編輯委員會議」，由林館長滿
紅主持。

中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席雕塑學系舉辦「禮物：第一

屆袖珍雕塑展暨競賽」開幕式並致詞。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中央研究院曹院士永和九十壽誕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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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朱副館長重聖、修纂處吳處長淑鳳、審編處葉處長飛

鴻、采集處張處長鴻銘、秘書處黃處長秀妃、人事室林主任秋雲、政風室

劉主任獻評、會計室陳主任瑞美，及國會聯絡人李副處長瑞溪、呼科長瑞

娟、錢科長芝、陳秘書欣宏等赴立法院紅樓302會議室出席第七屆第六會
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

10/28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大學出席「東亞海域與臺灣——慶祝曹永

和院士九十壽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第六場次主持人。

下午假301會議室與二樓展場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
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三階段部分驗收（複驗）。

10/29
辦理勞務委外「縱橫山林間——日籍人類學者在臺踏查成果應用與推廣計

畫」案議價，由天冷科技有限公司得標。

10/30

本館與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學會

假中正紀念堂演講廳合辦「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遷臺初期的蔣中正

（1949-1952）」學術討論會，由林館長滿紅開幕致詞，會中就外交、政
務、黨務、軍事四場發表論文及評論。

10/31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教育部出席「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

組」會議。

總統副總統文物館自10月10日正式開幕，至31日止，共計1,819人參觀。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6卷；（2）高
雄市政府97卷。

本月計有《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展圖錄（中、

英、日文版）》、《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DVD等驗收入庫。

11/1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預算執行檢討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第一階段臺北閱覽室空間工程複驗通過。

11/2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中央研究院學術交流中心出席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

理學會主辦之「2011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並致詞。

下午林館長滿紅出席考選部高考典試委員會議。

11/3
上午交通部觀光局劉副局長喜臨帶領旅行業者、旅遊媒體等共五十餘人參

訪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林館長滿紅於歡迎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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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學術諮詢委員會」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下午臺灣省諮議會李議長源泉等來館拜訪林館長滿紅。

11/8

上午林館長滿紅拜訪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林校長天祐、歷史與地理學系郭主

任大玄等，商談本館與該校合作事宜。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案驗收。

11/11

上午假多媒體簡報室舉行「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發表會，由林館長

滿紅及國立臺灣大學李校長嗣涔致詞，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

心項主任潔及審編處葉處長飛鴻簡報系統使用及資料庫內容，並邀請專家

學者介紹特藏史料。

11/12 上午林館長滿紅出席總統府月會。

11/13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出席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共同主辦之「戒嚴

時期政治事件衝擊與回顧研討會」並致詞。

11/15

辦理辭修高中陳履慶先生代表家屬捐贈本館陳誠副總統暨夫人文物14件。

辦理總統府公共事務室移轉98年度馬英九總統新聞活動錄影帶146卷暨蕭
萬長副總統新聞活動錄影帶26卷，共172卷。

11/17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
間整修再利用工程（二期工程）變更設計確認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下午假301會議室及展場現場舉行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
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三階段部分驗收（再複驗）。

11/18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臺灣省諮議會會史文稿第三次審查會議」，由林
館長滿紅主持。

11/19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臺灣文獻館出席「臺灣歷史文化與觀光研習營」始業式

並致詞。

11/22
下午假多媒體簡報室舉辦「國史館頒贈周聯華牧師感謝狀暨獎座典禮」，

藉此活動表達對周牧師贈予本館珍貴史料及接受口述訪談事宜致意，並由

林館長滿紅頒贈周牧師感謝狀及「為國存史」之獎座。

11/25
上午假推廣教室舉行「99年度館務回顧與前瞻會議——修纂處」，由林館
長滿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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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出席「2010年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史地學術研討會」並致詞。

上午假推廣教室舉行「99年度館務回顧與前瞻會議——采集處」，由林館
長滿紅主持。

11/28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考試院出席高考二級口試會前研討會暨講座。

11/29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大學出席「2010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
際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講題為「數位化：當代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

大契機」。

11/30

總統副總統文物館自11月1日至30日止，共計1,854人參觀。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教育部80卷；（2）財政部關稅總局
10卷；（3）交通部公路總局11卷。

本月計有《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戰後遣送外
僑返國史料彙編5德僑篇》、《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1972-2004
年）》驗收入庫。

本月有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12/1

上午假推廣教室舉行「99年度館務回顧與前瞻會議——審編處」，由林館
長滿紅主持。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修正會議，由朱副館長重
聖主持。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出席「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與國史館及國立臺灣大學合作影音資料數位化計畫合作

同意書」簽署儀式，由婦援會正式授權本館及臺大圖書館，共同保存臺籍

慰安婦史料。

12/2
下午假推廣教室舉行「99年度館務回顧與前瞻會議——秘書處」，由林館
長滿紅主持。

12/3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圓山大飯店出席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共同主辦之「《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

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擔任第六場次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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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上午林館長滿紅於推廣教室主持中國近代史學會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臺北賓館「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展覽開放民眾參觀，計2,056
人參觀。

12/6

上午行政院經建會邀集各相關主管機關召開本館機16地號「臺灣歷史文
化研究園區綜合發展」中程個案計畫審查會議，由黃處長秀妃、謝科長暉

俊、曾科員幼龍，臺灣文獻館林館長金田、劉主秘澤民、王秘書富斌參加

爭取本案中程個案計畫。

下午假推廣教室舉行「99年度館務回顧與前瞻會議——人事室、會計室、
政風室」，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12/8

上午林館長滿紅與朱副館長重聖、吳處長淑鳳、葉處長飛鴻、張處長鴻

銘、黃處長秀妃、林主任秋雲等人，赴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出席「國史館潘

故前館長振球追思會」。

下午假推廣教室召開民國百人網路票選活動爭議記者會，由本館發言人朱

副館長重聖接待記者。

12/11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考試院國家考場出席高考二級口試會議。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赴張榮發基金會出席「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

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

12/13 令派何纂修智霖為修纂處處長，吳處長淑鳳調派為秘書處專門委員。

12/14
辦理勞務委外「史料整編典藏閱覽工作計畫」人力派遣招標案，由亞克晟

企業有限公司得標。

12/15

上午9時，林館長滿紅率朱副館長重聖、黃處長秀妃、陳主任瑞美等人赴
立法院出席財政委員會99年度決算審查會議，立法委員管碧玲、羅淑蕾等
就民國百人網路票選活動質詢林館長。

令派秘書處吳專門委員淑鳳為修纂處簡任協修。

林館長滿紅為平息民國百人網路票選活動爭議，承擔政治責任提出辭呈獲准。

12/16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共同主辦之

「2009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擔任第二場次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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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下午國史館新舊任館長交接典禮，由總統府廖秘書長了以監交，劉副秘書

長寶貴接任代理館長。

12/22
下午假301會議室及展場現場舉行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
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四階段部分驗收。

12/24
上午劉代理館長寶貴出席總統府「99年中樞慶祝行憲暨宣誓典禮」。

本日假推廣教室舉行修纂處學術討論會，共有5場19篇學術研究論文宣讀。

12/28

辦理勞務委外「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化工作計畫」人力派遣招標案，

由和範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

四階段部分驗收（網頁建置、虛擬博物館）。

12/29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案驗收。

12/31

總統副總統文物館自12月1日至30日止，共計1,565人參觀。

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第

四階段部分驗收（複驗）。

辦理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購總

驗收。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臺北市政府資訊處10卷；（2）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5卷。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第26期、《董翔飛大法官回憶錄》、《製造戰
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
傳記史料彙編第35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8）：民國
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上）》、《國際明星王玨先生演藝生涯訪談錄》、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0）：民國
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等書驗

收入庫。

本月計有日本記者松尾文夫與岩波書店馬場公彥、「華僑協會總會」理事

長伍世文、中國大陸「新疆社會科學院」、「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團

體與個人來館參觀臺北數位資源閱覽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