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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大事紀略

7/3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第九十二次學術審查工作委員會議，

由林館長滿紅主持，會中審查論文1篇，並討論「國史館學術專著編輯
作業要點（草案）」、「國史館學術審查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之修

正議題。

7/4

總統褒揚人物前海軍官校校長、駐荷蘭大使、立法委員顧崇廉將軍夫

人顧高訓鏞女士捐贈年譜、手稿、信札、勳章、軍服、證書、人事資

料、指示資料、出訪報告、海軍艦艇資料、接見外賓談話資料、電子

報彙集、論著等計15大箱，內容豐富，頗具參考研究價值。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歷史期刊評

比」會議。

完成驗收「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建置

計畫」97年度總統影音資料數位轉檔，計完成464捲，產出MPEG-2、
WMV、WAV、MP-3格式各2套，備份光碟計有1,876片。

7/14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歷史期刊評

比」會議。

7/15
朱副館長重聖偕同會計室劉主任春羚，前往行政院三樓第三會議室參

加行政院98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歲出部分）。

7/17
下午朱副館長重聖率同采集處相關同仁向總統府簡報「從總督府到總

統府」展覽計畫。

7/21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總統府月會。

7/23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第九十三次學術審查工作委員會議，

由林館長滿紅主持，會中審查論文1篇，並討論「國史館館刊編輯作業
要點（草案）」。

98年度「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建置計
畫」完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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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林館長滿紅赴金門參加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金門縣政府、金門縣

交通旅遊局及金門縣文化局合辦之「金門文化與觀光研習營」。

7/25

本館所提送的「數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異人的足跡——影音旅遊商

品推廣計畫Ⅱ」，國科會於7月21日函知核定通過，本日已上國科會網
站完成第一期請款。

林館長滿紅參加「金門文化與觀光研習營」史蹟勘考，參觀著名旅日

金門商家祖宅，並於研習營結業式致詞。

7/26
林館長滿紅參觀金門戰史館及戰地設施，於午後返回臺北，開始擬議

金廈合併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之構想。

7/29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第九十四次學術審查工作委員會議，

由林館長滿紅主持，會中修改「國史館館刊編輯作業要點」內容文

字，並討論通過相關附件如「國史館館刊論文寫作格式」等。

點收總統府機要室移轉陳前總統水扁97年4月11日至5月19日不公開活
動數位攝影圖像1,969張、公開活動數位攝影圖像1,420張，暨呂前副
總統97年4月13日至5月19日公開活動攝影數位圖像619張，計4,008
張。

7/30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五次學術討論會，由林助修正

慧主講〈戰後臺灣史學發展——以入臺第一代史學工作者為中心的探

討〉，蕭助修李居評論，薛協修月順記錄。

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本日函知，本館與臺灣師範大學合作提送之「數

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許常惠音樂資料典藏數位化計畫Ⅱ」核定通

過。

7/31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主講〈冷戰時期臺灣的建築〉。

本月計有《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簡吉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

治案件——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史料彙編》2冊以及《異人的足跡系列桌
上遊戲——築路先鋒》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王季新先生、國家圖書館館員劉瑤琪

小姐、「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蔣朝根執行長等人來館參訪史

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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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下午林館長滿紅率同采集處、秘書處相關同仁拜訪李重耀建築師，並

錄製訪談錄影帶，以辦理「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展覽計畫。

8/6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參加「國科會歷史學門

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諮詢委員會議。

8/7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系李副教授若文主講〈嘉慶年間福建的海盜家族〉。

國科會補助「數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異人的足跡——影音旅遊商品

推廣計畫Ⅱ」，第二期補助經費於本日撥入本計畫專戶。

8/8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國家電影資料館，就臺灣早期新聞片種類、典藏狀

況、目錄查詢系統等方面進行資訊交流，以充實本館相關展示資源。

8/12 辦理「採購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208冊案」驗收。

8/20
下午林館長滿紅率同采集處相關同仁赴總統府參加「臺北賓館開放民

眾參觀展場布置及開放時間協調會」。

8/21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國史館館訊編輯委員會議」，由林

館長滿紅主持，會中討論「館訊編輯作業要點」（草案）、「館訊寫

作格式」（草案）及「館訊徵稿稿約」（草案）等。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韓國延世大學

人文學院歷史系白教授永瑞主講〈海洋文化與國民國家的建構〉。

「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建置計畫」完

成「98年度中程綱要計畫書」修正作業並上傳至國科會網站。

8/25 林館長滿紅參加總統府月會。

8/26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六次學術討論會，由周協修美華

主講〈日常法師與《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弘傳實踐〉，陳助修曼華評

論，葉協修惠芬記錄。

下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第九十五次學術審查工作委員會，討

論學術專著編輯作業要點及陞（調）任修纂職務學術成績認定委員會

作業要點。

8/28
上午林館長滿紅於臺灣文獻館主辦「第五屆總督府研討會」開幕式致

詞，並主持第一場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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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數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許常惠音樂資料典藏數位化計畫（與師大合

作）96年度成果展於華山創意園區展出，展期自8月30日至9月7日。

審編處配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理97年度第三
季查核作業，完成管考系統線上填報作業。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四十四期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中國大陸旅日社科學者訪臺

團、中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

情形。

9/3

林館長滿紅參加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之Workshop 
on Divided Memories and Reconciliation，專題演講“The Shift 
of the Colonial Discourse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1957 to 
the Present”。

9/4 會計室蕭專員瑞玲報到。

9/9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辦「中秋節暨9至12月份慶生聯誼及歡送采
集處沈安照處長榮退茶會」，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9/15
下午假本館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展覽規

劃設計及施作採購廠商評選會議，結果由居曄設計執行有限公司

得標。

9/22
上午林館長滿紅拜會新聞局史局長亞平，尋求展覽媒體文宣支援，並

就實施漢語拼音，及以金廈和平園區共同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等議題，

廣泛交流意見。

9/23
審編處本月點收臺北巿政府社會局移轉檔案40卷220件、高雄巿政府
衛生局移轉檔案50卷437件及中央造幣廠移轉檔案36卷304件入館。

9/24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謝研究員國興主講〈臺灣傳統產業的大陸市場經營與國際

化——以統一企業與康師傅為例〉。

9/25

本日至27日，林館長滿紅受邀赴韓國首爾參加成均館大學現代中國研
究所主辦 The 14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國際學術
會議，演講〈中華帝國晚期的商業文化特點〉，由韓國學者權宅魁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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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七次學術討論會，由葉協修健青

主講〈九世班禪返藏之路（民國24至26年）〉，薛協修月順評論，周

協修美華記錄。

本月計有《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第十一輯、《國史館學術集刊》

第十七期、《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第三十二輯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中國「湖北省中共黨史學會」、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名譽教授

矢吹晉等團體暨個人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10/1
朱纂修文原暫代主任秘書，卓纂修遵宏同時免兼該職務。

采集處張處長鴻銘報到。

10/2
本館函送「臺北賓館展覽先期規劃及研究調查計畫」至外交部，該部

於10月23日回函將所需經費全額撥付本館。

10/3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赴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101室參加「2008政府機
關資訊安全長（CISO）責任制度研討會」。

10/7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展覽迴廊及入口意象布置完成。

10/9

上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

遞信部」空間整修再利用工程採購案重新招標第三次招標開標會議，

由長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輔仁大學歷史

系林副教授桶法主講〈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機關遷臺問題〉。

10/10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參加中華民國建國97年國慶典禮。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臺北賓館參加中華民國97年國慶酒會。

10/13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本館各單位一級主管出席立法院第七屆第二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會中審查9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總統府主管收支部分。

10/16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光華雜誌》編輯朱立群專訪，暢談個人研究臺

灣史心得、臺灣定位問題、本館沿革暨業務、本館承辦總統府「由總

督府到總統府」展覽主題、該展中迴廊單元「臺灣的故事」主要內

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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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下午林館長滿紅參加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專題中

心主辦「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坊」，發表〈逐漸浮

現的太平洋〉。

10/22
上午林館長滿紅出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0週年所慶開幕式暨
講座。

10/23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臺灣省諮議會主辦「臺灣民主的興起與變遷」第

三屆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臺灣「民主廣場」的歷史背景〉。

10/28
上午林館長滿紅出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編輯

會議。

10/31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八次學術討論會，由林協修秋

敏主講〈女性與環境保護運動——以「主婦聯盟」推動垃圾減量為

例〉，由簡纂修笙簧評論，周協修琇環記錄。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參加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辦「跨國學

者臺灣文化研究論述」系列演講，就《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與總統

府迴廊「臺灣的故事」相關部分講述。

秘書處陳專員玉峰報到。

10/31

本月計有《國史館暨所屬機關同仁著作目錄》、《李景暘先生藏臺灣

古文書》、《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洪嘉謨訪談錄》、《菩妙法師訪

談錄》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有高雄縣政府檔案業務人員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

情形。

11/3

下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修纂處處務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

持，會中討論「國史館獎助國史研究實施要點（草案）」、「國史館

史料叢刊編輯作業要點」、「國史館學術專著編輯作業要點」及專題

討論會規劃，並鼓勵同仁以研究計畫申請國科會經費。

本日起審編處閱覽科同仁辦公室暨讀者原件史料閱覽服務正式遷移至

志希樓三樓，另由采集處推廣科負責之複製件史料閱覽服務則移到溥

泉館二樓。

11/4
下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開國史館館訊第一期編輯委員會議，由

林館長滿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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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上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

遞信部」空間整修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勞務採購招標前置會議，由

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11/6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主辦「2008海洋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專題演講〈逐漸浮現的太平洋〉。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季陸樓三樓恆溫恆濕空調工程招

標開標會議，由立麒工程有限公司得標。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季陸樓三樓室內整修工程招標開

標會議，由永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11/8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合辦「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第五

場經濟史論文發表。

11/11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季陸樓三樓自動滅火系統工程第

三次招標開標會議，由夆安企業有限公司得標。

11/12
上午林館長滿紅出席總統府「中樞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中華文化復興

節」大會。

11/14
執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理「總統文物與珍貴

史料數位建置計畫——98年度細部執行計畫書」編製及填報作業。

11/21 辦理季陸樓二樓「典藏櫃架」驗收。

11/22
上午林館長滿紅出席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第三屆傑出臺灣文獻獎

暨97年度獎勵出版文獻書刊」頒獎典禮，應邀致詞。

11/24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本館97年度數位典藏推廣公開徵選計
畫委外開發及授權出版勞務採購議價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完

成議價程序，由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得標。

本館為配合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之規劃，針對「異

人的足跡Ⅰ」的數位化成果，按照流程執行數位典藏權利義務狀態盤

點工作，並將盤點成果填入數位典藏成果盤點表格，於本日送交計畫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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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民

族所何副研究員翠萍主講〈「野人」、鴉片與「目瑙」——十九世紀

晚期以來中緬邊界的克欽與景頗社會變遷〉。

11/26

下午舉行本館臺北辦公室整修工程開工動土典禮，由林館長滿紅主

持，朱副館長重聖、朱主任秘書、各處處長、各處室主任、秘書處、

采集處、臺灣文獻館代表、陳文龍建築師事務所團隊及長太營造公司

等工作人員共同參加，完成開工動土儀式，象徵本館臺北辦公室空間

整修工程正式開工。

11/28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九次學術討論會專題演講，由

蔡協修盛琦主講〈戰後初期臺灣的流行閱讀——談上海連環圖畫的傳

入〉，由葉協修健青評論，林協修秋敏記錄。

11/29

下午林館長滿紅出席考選部97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口試委員會議。

本月計有《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1）韓僑編》、《蔣中正總
統檔案——事略稿本（30）：民國24年3月至4月》、《蔣中正總統檔
案——事略稿本（31）：民國24年5月至7月（上）》、《蔣中正總統

檔案——事略稿本（36）：民國25年3月至5月（上）》等書及《強人

政治——民國史上的蔣中正、陳誠、蔣經國》（光碟）驗收入庫。

11/29
本月計有海峽兩岸現代史料交流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越南胡志明博物館、檔案管理局、國立臺

灣大學文書人員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12/1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華東師範大學

歷史系沈教授志華主講〈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

12/2

辦理限制性招標「臺北賓館二樓中日和約簽約場景製作」勞務委外採

購議價，由劉柏村先生得標。

辦理公開招標「典藏櫃架」財物採購，由大進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得標。

12/4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之「臺灣史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研討會」，擔任第一場論文發表主持人。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本館臺北辦公室整修工程施工督導小

組第一次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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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辦理限制性招標「美加地區數位化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數位化檔案170
本」財物採購議價，由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12/9
上午立法院假紅樓302會議室舉行「朝野黨團協商」，由朱副館長重聖
率領張處長鴻銘、黃處長秀妃、劉主任春羚、李專門委員瑞溪及王科

長者香等人參加。

12/12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展覽，完成第一、二展覽室布展。

12/13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聘至國家試院擔任高等考試口試委員。

12/14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之「全球

化時代東亞研究的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Taiwan and the 
Epistemoligical Neglect of the Asia-Pacific World”。

12/15
本館採集故前總統府資政趙耀東先生史料，由其公子趙董事長國棟自

臺中專程送生平資料及視聽資料計7箱到館。

12/16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雷副研究員祥麟主講〈主權與顯微鏡：由滿州鼠疫

（1910-1911）談國家與醫療的關係〉。

12/17
「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助實施要點」、「國史研究獎助申請審查意見

表」、「國史館學術專著初（複）審查意見表」及「國史館史料叢刊

初（複）審查意見表」，奉館長批核後發布實施。

12/17

辦理總統府第三局移轉陳總統水扁96年度禮品文物100件入館。

辦理總統府第二局移轉廢舊之「總統之章」、「總統府秘書長」兩枚

入館。

12/18

本日起至19日，林館長滿紅應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邀擔任評
鑑委員，赴私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進行評鑑。

辦理總統府第三局移轉陳總統水扁96年度禮品文物97件入館。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展覽，完成第三、四展覽室布展。

12/19
辦理何纂修智霖轉交陳履潔先生寄存「陳誠副總統家書（信函）」文

件一批。

12/20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韓國瑞南論壇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之「透過在地性重構本土文化」研討會，擔任論文講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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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審編處採集科陳科長憶華及賴科員淑珠前往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楊教

授儒賓處借回其珍藏之徐永昌相關資料、蔣介石與湯恩伯來往書信及

錦瀋作戰計畫、敵軍侵華作戰傷亡超過百萬之鐵證、臺灣兵要地誌概

說、三十五年度陸軍整編實施方案等軍事小冊乙批，已交由數位科掃

描後原件歸還。

12/23
本館與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合作提送之「數位典藏公開

徵選計畫——異人的足跡——影音旅遊商品推廣計畫」三年期計畫，於

本日完成國科會網路申請作業。

12/24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國史館館刊第十九、二十期編輯委員

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辦理總統府第三局移轉陳水扁總統文物「臺馬號」木船乙艘入館。

12/25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總統府月會。

本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提送之「數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許

常惠音樂資料典藏數位化計畫Ⅲ」於12月25日奉核後傳送該校音樂
所，並於12月29日完成國科會網路申請作業。

12/26
林館長滿紅主持本館與日本東北學院大學渡辺昭一教授聯合主辦之
「1950-60年代亞洲國際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The 
Neglected Taipei Treaty: Asia-Pacific Powers and Taiwan”。

12/26
本館與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亞灣文具有限公司合作提送「數位典

藏公開徵選計畫——史地一指遊——國史檔案地理資訊系統建置與應用

計畫」三年期計畫，於本日完成國科會網路申請作業。

12/27
朱副館長重聖參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所舉辦「開

拓或窄化？：蔣介石日記與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擔任引言人並

報告〈蔣中正總統檔案的數位化及整合與出版〉。

12/29
辦理外交部移轉臺北賓館典藏之日治時期傢俱11組共17件至本館臺北
辦公室。

12/30

審編處執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理97年度第四
季查核作業，完成管考系統線上填報作業及繳交「97年度第四季成果
效益報告」。

辦理「美加地區數位化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數位化檔案170本」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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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辦理「季陸樓三樓增設自動滅火系統設備」案驗收。

辦理「季陸樓三樓室內整修工程」案驗收。

辦理「季陸樓三樓恆溫恆濕空調工程」案驗收。

本月計有《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八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

稿本（32）：民國24年7月（下）至9月（上）》、《蔣中正總統檔

案——事略稿本（33）：民國24年9月（下）至10月》、《戰後臺灣政
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

發案史料彙編（二）》、《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廖一久訪談錄》、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吳振和訪談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鄭紹良、簡明仁訪談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林曜松、徐國士

訪談錄》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山東省棗莊市運河文化促進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

研究所、臺北縣立文山國民中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與語言文學研究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裝訂人員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