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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99年1至6月份大事記

月/日 大事紀略

1/1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99年中樞慶祝開國典禮。

本日臺北賓館「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眾參觀，計3,472人參觀。

1/11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月會。

1/12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組織法專案小組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

主持，討論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修正案。

1/15
審編處接管采集處移交部分業務，包括複製史料、檔案微捲閱覽服務、微

捲閱覽機及電腦閱讀設備之移轉、總統副總統研究書目資料庫之系統轉移

與建置等相關事宜。

1/16
上午林館長滿紅以PhD College院務委員身分應邀出席「世界公民文化中
心PhD College成立記者會」，呼籲加強臺灣博士生國際溝通能力。

1/18
修纂處歐協修素瑛榮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本日前往履新。

辦理勞務採購「珍貴史料數位化」案，由和範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1/21
國采字第0990000243A號函修正「國史館志工設置要點」，擴大志工召募
範圍與服務項目及修改勤務規則等，以符本館需求。

1/27
本日至2月1日，本館參加假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館舉行之「2010臺北國
際書展」。

1/29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中國輸出入銀行224卷；（2）印模簿5
卷；（3）財政部賦稅署76卷。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訊》第3期、《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
錄》、《「關鍵的1949：蔣中正的引退與復出」特展電子書》、《「關鍵
的1949──蔣中正的引退與復出」特展VR虛擬實境》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暨大陸「王希天研究會」等團體來館參

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2/1 林館長滿紅受聘為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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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本館臺灣文獻館主辦之「99年冬令臺灣史研習
營」始業式並致詞。

臺中縣桂田文化工作室捐贈蔣中正、蔣經國總統及陳誠副總統活動照片、

報紙等文物19件，並簽訂總統副總統文物捐贈同意書一份予本館。

辦理採購「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化工作計畫」人力派遣招標案，由湧

霖有限公司得標。

2/2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參與高等教育訪

視小組召集人審稿作業。

2/3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中心出席98年度「博
士後論文工作坊」，擔任討論人。

2/5
中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歐洲商務協會臺北分會餐會，演講“Ryukyu and
Taiwan on the East Asian Seas”。

2/8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月會。

2/9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出席99年度「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指導小組會議。

2/10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召開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及臺灣省諮議會研

商合作編撰「臺灣省議會會史」文案協調會議，由修纂處吳處長淑鳳、臺灣

省諮議會李秘書長雪津共同主持，修纂處陳助修中禹、黃助修翔瑜出席。

2/11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臺博館土銀展示館」古蹟修復竣工暨開館典禮。

辦理採購「國史專題研究編撰暨國家歷史資料庫」案，由光耀科技有限公

司得標。

2/25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出席本館臺灣文獻

館與政治大學合辦之「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成果發表會並致詞。

2/26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交通部公路總局100卷；（2）國民大會
1,986卷；（3）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26卷。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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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次會議。

本月計有《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乙書驗收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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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新卸任會計室主任交接儀式。

3/3
上午林館長滿紅與吳處長淑鳳、許協修瑞浩、張協修世瑛及蕭助修李居等一

行參訪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就戴笠先生傳記與情報作戰史之編纂、軍事情報

局史料文物展覽及軍事情報資料之研閱調借等三大議題進行交流。

3/4
上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本館臺北辦公室二期古蹟再利用工程

文化資產諮詢審議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針對本案二期工程擬設

計施作工程項目及工法，提供古蹟修復專業審查意見。

3/5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參選「第二屆國家出版獎──優良政府出

版品評獎」出版品評選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3/6
本日臺北賓館「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展覽開放民眾參觀，計

1,562人參觀。

3/10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總統府開放民眾參觀展場規劃討論會議」。

下午朱主任秘書文原代表本館率領審編處相關人員至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

廳參加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舉行之「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臺」啟用

典禮並致詞。

3/11

自本日起至16日，林館長滿紅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邀請，赴英國British
Academy出席「Taiwan and the East Asian Region」國際會議，發表
專題演說 “The Neglected Taipei Treaty: Asian Pacific Powers and
Taiwan”，並拜訪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教授Hans van de Ven，
促進學術交流。

辦理勞務委外「國史影音大系」歷史主題紀錄片議價案，由馬來西亞長天

傳播製作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得標。

3/15
上午袁宗蕙女士偕夫婿魏稽生來館致送其父親袁大晉（曾任宜蘭縣官派最

後一任縣長）先生資料共3箱，包括生平大事紀要、往來信函、照片及收藏
圖書等。

3/19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舉行專題演講「民國史事與人物策展經驗談」，由國民

黨黨史館邵館長銘煌、國立政治大學劉教授維開主講。

上午臺灣省諮議會邀請本館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假該議會臺北會館八樓會

議室，召開「研商合作編撰『臺灣省議會會史』第一次文案審查委員會」，

由李委員雪津兼召集人主持，本館由陳助修中禹、黃助修翔瑜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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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將珍藏之「吳國楨民國34年日記」及「郭雨新
往來信函」原件兩冊借予本館複製，已於3月底掃描完成，製作光碟2片移
交史庫典藏應用。

3/22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召開「民國99年第二次組織法修正案專案小組會
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討論本館組織條例修正草案。

下午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三樓第一會議室舉行「國史館與臺灣大學合作

開發數位典藏檢索系統專案會議」，由林館長滿紅與臺大數位典藏研究發

展中心主任項潔教授共同主持。

下午本館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整修工程之

一至四樓部分空間基礎工程完工第二次部分驗收，由朱副館長重聖主驗。

3/23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出版品暨紀念品銷售服

務中心設計專案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秘書處張科員瓊月升任專員。

3/25
上午假國立臺灣大學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及推廣空間設計諮詢會

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3/27

本日至28日，王纂修正華與張協修世瑛赴馬來西亞檳城參加「孫中山與黃
花崗之役──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同盟會時期

的孫中山與胡漢民、汪精衛關係〉、〈另一種羅生門：革命黨人對黃花崗

之役的檢討與批判〉論文2篇。

3/29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忠烈祠出席「中樞紀念先烈暨春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

上午臺灣省諮議會邀請本館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假該議會會議室，召開

「研商合作編撰『臺灣省議會會史』第一次編輯會議」，由李委員雪津兼

召集人主持，本館由陳助修中禹、黃助修翔瑜出席。

3/31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0卷；（2）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60卷；（3）高雄市政府40卷；（4）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61
卷；（5）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8卷。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第23期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國防醫學院、上海市徐滙區檔案局（館）、中國新疆省社會科學

院、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

用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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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本館館訊編輯委員會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4/3
本日臺北賓館「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眾參觀，計1,075人
參觀。

4/6

上午林館長滿紅偕同朱副館長重聖、張處長鴻銘、黃處長秀妃暨采集、秘

書處業務相關人員等參訪國立故宮博物院，並請馮副院長明珠、文化行銷

處金處長士先、孫科長鴻鈴等就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禮品部室內設計及博

物館行銷提供建言。

國采字第0990001230A號函發布修正「國史館志工設置要點」第二、三點。

4/8

上午假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

規劃設計及施作第一期基本設計（閱覽室、多媒體簡報室）修正審查會

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國史館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整修工程之一

至三樓部分空間基礎工程完工第二次部分驗收（複驗）、第三次部分驗收。

4/9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

施作第二期基本設計（影音區、全民寫史區、互動區）審查會議，由林館

長滿紅主持。

4/12
總統府函請註銷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撤銷前移轉本館典藏之機密圖書一

批，本案已依規定完成機密等級註銷113冊，並提供學術研究及展覽應用。

4/13
下午假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

通局遞信部」空間整修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勞務採購契約變更議價會議。

4/16

上午假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會議室邀請米索概念設計工作室陳設計師怡

州演講「展示設計經驗案例分享」，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宜蘭市袁前市長大晉藏書《中國當代名家畫集》、《歷代花鳥集珍》、《中

國水墨藝術》等51冊，由家屬袁宗蕙寄贈到館，已完成編目典藏並提供學術
研究。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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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上午假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會議室，邀請林設計師子敬演講「展示設計

經驗案例分享」，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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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上午假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

劃設計及施作第一、二期（推廣教室、多媒體簡報室、指標系統、全民寫史

區、服務空間及二樓意象）基本設計修正審查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4/22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主持「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

施作統包工程第二期基本設計第一次修正暨第三期基本設計審查會議，由

林館長滿紅主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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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本館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整修工程之一

樓、三樓部分空間基礎工程完工第四次部分驗收、第三次部分驗收（複

驗）。

4/27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行政院出席「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

辦理勞務委外「國史影音大系」歷史主題紀錄片第一次驗收。

4/28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外交部與國防部邀請，赴國防大學為我國邦交國及友邦

政府官員所組成之遠朋國建班演講“Ryukyu and Taiwan on the East
Asian Seas”。

4/29
本日，本館擴館搬遷至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

部」古蹟大樓；下午進行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揭牌啟用典禮，由林館長

滿紅主持揭牌、本館各處室單位同仁與會，完成本館擴館搬遷作業。

4/30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副研究員美莉主講，講題為〈檔案中的孔祥熙──以胡佛研究所新近公開

資料為例〉。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19卷。

本月計有《異人的足跡系列──打造臺灣公共建築風貌的舵手森山松之

助》、《異人的足跡系列──為臺灣引進現代醫療的先驅馬雅各》、《異人

的足跡系列──奠基臺灣稻米育種研究的學者磯永吉》、《十大建設總統系

列歷史主題桌上遊戲》等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莊亨岱先生家屬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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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日及9日（母親節），臺北賓館「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
眾參觀，計2,539人參觀。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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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采集處梁科員翠苹升任專員。

5/4
下午假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舉行本館與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系統建置計

畫」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由林館長滿紅及臺灣大學李校長嗣涔共同簽署。

5/5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擔任「中正講座」，

講題為〈檔案與歷史研究──以中日和約為例〉。

5/6

上午林館長滿紅偕同文物收藏家張惠信先生、簡義雄先生及朱主任秘書文

原、銀科員劍玲參訪中央印製廠，會見中央銀行發行局蔡局長炎樹等，就

中華民國國璽鑄製、貨幣發展與演變、相關展示等方面進行交流，會後並

回贈該局本館庋藏國民政府檔案相關史料複製電子檔。

5/7

中午林館長滿紅主持中國近代史學會理監事會議。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本館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之「我的

1949口述座談會」，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5/8 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理監事會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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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本館組織法修正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5/12

本日，林館長滿紅偕同葉處長飛鴻飛抵南京參訪。13日上午拜訪第二歷史
檔案館，下午應邀前往南京大學歷史系演講〈1842-1949年國際貿易關係中
的中國二元經濟〉，晚間與該系主任陳教授謙平等餐敘。15至16日應邀出
席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舉辦之「中國近代經濟變遷的時空進程研

討會」，17日參觀「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

辦理總統府三局移轉陳總統水扁民國97年禮品文物63件，及馬總統英九民
國97年禮品文物10件。

5/13 辦理總統府三局移轉馬總統英九民國97年禮品文物1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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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辦理總統府三局移轉馬總統英九民國97年禮品文物46件。

辦理勞務委外「總統、副總統文物器物類藏品數位拍攝」公開招標，由吉

順隆數位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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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二階段驗收。

5/20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由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客座教

授黃教授夏年主講，講題為〈民國佛教報刊出版及其特色〉。

5/22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本館所屬臺灣文獻館主辦之「鄉土情深──柯耀東

書畫展」開幕式並致詞。隨後由該館歐副館長素瑛陪同，拜訪南投雕刻家

白滄沂、漆藝專家黃麗淑。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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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下午假副館長辦公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

協調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5/26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演講〈逐漸浮現的太

平洋〉。

5/27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驗收。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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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上午林館長滿紅偕同許協修瑞浩、王科長者香拜訪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周

秘書長彥中、國軍英雄館柯館長錫權等人，暸解該館會議場地租借與食宿

供應相關事宜。隨後並參觀鄰近之國軍文藝中心、國軍歷史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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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採購案第二次契約變更協商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總統府3卷；（2）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2卷。

本月計有《民國歷史主題（中原大戰）桌上遊戲》驗收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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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下午林館長滿紅偕同朱副館長重聖、朱主任秘書文原、葉處長飛鴻、張處

長鴻銘、林主任秋雲、許協修瑞浩，拜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魏副

主任委員國彥、檔案管理局陳局長旭琳等人，建議在政府進行組織改造之

際，為使國家檔案管理事權劃一，且尊重檔案管理的專業性，將檔案管理

局改隸國史館。

6/3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99年第三次組織法修正小組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下午假301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紀念品規劃第三次會議，由林館長
滿紅主持。

6/5 本日臺北賓館「百年回眸──臺北賓館的故事」開放民眾參觀，計937人參觀。

6/7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99年6月7日北市文化二字第09930610700號函，核
備本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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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細部設計報告書圖，准予施工。

6/10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由政治大學徐教授世榮主講，講
題為〈臺灣土地改革再審視──悲慘的共有出租耕地業主〉。

中午林館長滿紅與臺灣省政府林主席政則赴中興新村，聽取臺灣文獻館駐

村學人計畫簡報，並參觀省政資料館。

6/11
上午假季陸樓六樓庫房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審鑑工作小組會議」，由朱

副館長重聖主持，複審陳總統水扁91年度禮品文物，計入藏30件。

6/12 「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案，正式開始施作。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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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上午林館長滿紅晉見總統，報告本館擴遷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啟用

案、臺灣歷史文化園區籌設案、檔案管理局改隸國史館案，及慶祝建國百

年本館其他籌辦活動。

上午假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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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建築展示設計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出版品管理業務由秘書處移交采集處掌理，預定7月10日前交接完畢。

6/15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國史研究獎助審查委員會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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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國家文官學院邀請，赴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擔任薦

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課程指導「經典研析」講座。

6/19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擔任教育部主辦「社會學習領域

新興議題研討會」主題演講。

6/22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總統府月會。

下午林館長滿紅偕同臺灣文獻館林館長金田，拜會行政院吳院長敦義、研

考會朱主任委員景鵬，說明檔案管理局改隸國史館提案。

6/24 上午假301會議室舉行臺北辦公室二期工程設計確認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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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驗

收、第四次部分驗收（複驗）。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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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於副館長辦公室主持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

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案之預算調整會議。

6/30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國家文官學院，擔任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課

程指導「經典研析」講座。

本月審選入館典藏檔案包括：（1）總統府2卷；（2）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80卷；（3）清史稿（中華民國16年刊線裝本）131冊。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第24期、《異人的足跡旅遊書Ⅰ──遇見斯文
豪》、《異人的足跡旅遊書Ⅰ──平行線.27哩：長谷川謹介》、《異人的
足跡旅遊書Ⅰ──光影歲月：高松豐次郎》、《異人的足跡旅遊書Ⅰ──轉

角的風華：陶德》、《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再版）》、

《國史館館訊》第4期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美國在臺協會「美國文化中心」、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等團體來館

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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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曲銘：

國際漁業合作的推手》，簡笙簧、林秋

敏訪問，林秋敏記錄整理，2010年9月

出版。曲銘先生生於1923年，1947年

來臺，自1965年開始經營近海及遠洋漁

船漁業，至今已四十餘載。除了經營遠

洋漁船漁業之外，曲銘先生先後擔任臺

灣區鮪魚公會常務理事、理事長以及中

國水產協會理事長等職，對於促進我國

漁業之發展不遺餘力；為我國漁業對外

貿易爭取商機，推動國際漁業合作貢獻

卓著，晚近更對兩岸之漁業交流著力甚

深，堪稱我國國際遠洋漁業之推手。

◎《國史館館刊》第25期，國史館

館刊編輯委員會，林滿紅主編，朱文原執

行編輯，周琇環、蔡盛琦、郭維雄編輯，

2010年9月出版，本期計收錄〈革命加暗

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暴力的初步

考察〉、〈日治後期臺灣技術協會的成立

及其島內調查事業──以《臺灣技術協會

誌》為中心（1936-1940）〉、〈戰時體

制下的兩岸貿易（1941-1945）〉、〈戰

後臺灣公產管理審議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

（民國38年11-42年9月）〉等4篇論文。

◎《政府遷臺與臺灣女性修行者：

十八位「出家人」訪談錄》，釋見曄訪

問，釋見曄、釋見寧記錄整理，2010年

9月出版。本書旨在探索戰後臺灣女性修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行者對「出家」定義詮釋之變遷，藉以觀

察戰後臺灣佛教初期發展之特色。本書案

例多來自女性修行者之底層世界，藉著這

次口訪，請她們現身/獻聲，揭示一定的

時代（戰後臺灣戒嚴時期）和某一族群

（女性修行者）的時代精神、風氣和宗教

生活風貌，發揮小歷史「以小喻大、見微

知著」的功能；也藉由她們落髮的脈絡，

來說明「齋教式」信仰的臺灣佛教轉化成

「中國式佛教」的過程。

◎ 《 民 主 路 上 的 中 華 民 國 》

（DVD），本館修纂處、審編處策劃製

作，2010年10月出版。本片藉由時代思

潮、歷史事件與體制演進的交纏互動，

呈現源自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如

何在中國大陸躑躅前行，並在匯聚多重

歷史經驗的臺灣開花結果。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5）德僑篇》，謝培屏編輯，2010年11

月出版。本書為《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

料彙編》套書第5冊，第一冊韓僑遣送，

第二至四冊德僑遣送，已先後出版。本

書為第三次德僑遣送續編，主要是關於

南京、漢口、濟南、青島、北平、天

津、東北等地的德僑遣送情形。內附各

項遣送名單的光碟片。本書資料豐富，

對於戰後遣送居留中國的德僑返國，提

供了相當珍貴的史料，值得參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