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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大  事  紀  略

1/� 總統府第三局移轉「友邦大使呈遞到任國書座車」1輛。

1/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二二八事件辭典》��年度第一次編輯會議，

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1/1�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辦理第一六○次學術討論會，由賴協修淑卿

主講〈呂碧城傳介戒殺護生運動探源（1���-1��1）──以《歐美之

光》為中心的探討〉，高協修明芳評論，許協修瑞浩記錄。

1/�0
上午張館長炎憲前往參加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假國立臺灣民主紀念館合辦「臺灣民俗文物大觀」特展開幕典禮。

1/��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高

副館長玉珍主講〈展覽規劃所面臨的各項課題〉。

下午張館長炎憲前往參加臺灣文獻館假史蹟大樓簡報室舉行「��年冬

令臺灣史研習營」始業式，並講授「臺灣史概論」。

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古蹟結構安全檢測承攬

廠商中國科技大學提送結構安全調查研究報告，複審准予合格通過。

1/��
何纂修智霖赴亞太科技中心拜訪余傳韜先生，並攜回陳誠副總統文物

底片（文件）一批計�0捲。

1/��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清華大

學張維安院長主講〈源流與認同：臺灣客家源流與在地認同的再思

考〉。

本館��年1至�月份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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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午本館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暨原住民族運動紀錄片首映

會，陳總統水扁蒞臨致詞。

修纂處謝簡任協修培屏、王簡任協修正華、何簡任協修鳳嬌陞任纂

修；高協修素蘭陞任簡任協修；蔡助修盛琦、張助修世瑛陞任協修。

審編處郭科員維雄、采集處陳科員曼華調升修纂處助修。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四十三期、《美國總統圖書館暨博物

館參訪錄》、《楊基振日記附詩文．書簡（上、下兩冊）》、《陳誠

先生從政史料選輯──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紀錄》、《臺灣原住民族

運動史料彙編（上、下兩冊）》等書驗收入庫。

�/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二二八事件辭典》��年度第二次編輯會議，

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報告》第四次編撰會

議，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本日至1�日，參加於臺北世貿中心一館舉行之「�00�第十六屆臺北國

際書展」。

�/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古

蹟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二二八事件辭典》��年度第三次編輯會議，

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1�
采集處於本日、��、��及��日，將�00�年總統大選史料計10�件點交

予審編處。

�/��

總統府公共事務室經管陳水扁總統��年�月�0日至��年1�月�1日期間

接受媒體專訪、召開記者會等活動影帶，以及總統主持千金陳幸妤婚

禮、公子陳致中婚禮等專案影帶，共�1�捲移轉入館，隨即委外進行

數位轉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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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至��日，張館長炎憲應邀參加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假國家圖書

館舉行之〈二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or小國人權〉國際學

術研討會，擔任第一場討論會及第八場綜合座談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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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聰敏教授主講〈大租權〉。

�/��

辦理「數位典藏創意加值應用公開徵選計畫委外開發製作及授權出

版」案第二批次驗收，付款天冷公司第二批次貨款1��萬元整。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二二八事件辭典》��年度第四次編輯會議，

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何纂修智霖赴亞太科技中心拜訪余傳韜先生，並攜回陳誠副總統文物

（文件）一批計�卷��頁，供本館複製應用。

本月計有《臺灣1��0-�0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

文集》、《留越軍民訪談錄（1）（�）》兩冊、《戰後臺灣勞工運動

史料彙編（�）工運組織與工運事件》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國立臺灣民主紀念館、日本歷史教育協進會、中央造幣廠等

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
本日至�日，完成移轉總統府第三局經管陳水扁總統文物「禮品」計

���件進館。

�/�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

間整修再利用工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專題演講，邀請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

究所劉副教授婉珍主講〈詮釋與溝通──博物館展覽、教育與社區發

展〉。

�/� 采集處專員顏淑華自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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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午假臺大校友會館舉行楊基振先生文物捐贈暨《楊基振日記附書

簡．詩文》新書發表會，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舉行本館「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

間整修再利用工程第二次細部設計審查會議，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召開《臺灣「白色恐怖」研究報告》��年度第二次

編撰會議，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1�

下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開��年度甄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由朱

副館長重聖主持。本次會議審議定期職務遷調案，並於1�日核定廖志

明、江鳳蘭、李瑞溪等�位專門委員實施職務遷調。

�/��

上午�時�0分，假溥泉館1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一次學術討論會，由

陳助修中禹主講〈十八世紀下半葉臺灣中部的漢人犯罪與族群力量消

長：以岸裡地域為例（1��1-1���）〉，許協修瑞浩評論，朱纂修文

原記錄。

本日至�1日，采集處會同審編處派員赴總統府機要室清點陳水扁總統

暨呂秀蓮副總統移轉文物「底片」共計��0,���張（�,��0捲）。

�/��
采集處於本月將�00�年總統副總統選舉史料分批點交予審編處，共計

完成���件。

�/��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鍾淑敏副研究員主講〈俘虜收容所──以二次大戰的臺灣

與臺灣人為中心〉。

�/�1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召開《臺灣「白色恐怖」研究報告》��年度第三次

編撰會議，由張館長炎憲主持。

本月計有《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五期、《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1�）（1�）》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臺灣獨立建國聯盟、澳洲墨爾本模納士大學臺灣研究室、日

本清心女子大學鄭正浩先生、世新大學黃麗雲女士、楊基振家屬、鍾

台利家屬等團體暨個人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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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於總統府機要室移轉陳水扁總統暨呂秀蓮副總統文物「底片」

10,���捲及總統玉照負片�張、正片�0張，計���,1�1張。

�/�
黎主任秘書中光代表館長出席於臺南縣官田鄉惠安宮舉行之《西庄陳

氏族譜》發表會，陳總統水扁蒞臨致詞並分贈1套予本館典藏。

�/10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專題演講，邀請頑石創意公司林總監芳

吟主講〈博物館的文化策略與創意行銷〉。

�/1�
本日下午，張館長炎憲應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會邀請，於日本天

理大學紀念演講「高一生與白色恐怖」。

�/��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二次學術討論會，由黃助修翔瑜

主講〈再探山東流亡師生案〉，張協修世瑛評論，歐協修素瑛記錄。

�/�0

總統府機要室移轉陳水扁總統暨呂秀蓮副總統數位照片文物計��,�1�

張。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清華大

學歷史研究所傅大為教授主講〈臺灣近代史中的性別、醫療與近代

性〉。

本月計有《臺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印順法師年譜》等書驗

收入庫。

本月計有交通部招商局、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陽明海運公司、國立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

形。

�/�
上午采集處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審議鑑定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

論本館文物審鑑標準等事項。

�/1�

采集處接受總統府公共事務室移轉陳水扁總統��年1月至�月公開活動

及出訪專案影帶、��年以前其他尚未移交影帶，以及呂副總統��年1

月至��年�月公開活動與專案影帶，共��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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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午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01室舉行「民主崛起與轉型正義座談

會」春季新書發表會，陳總統水扁親臨致詞，參與來賓約��0人。

�/1�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顧忠華教授主講〈臺灣的現代性──對臺灣歷史的反省〉。

下午假臺大校友會館�01室舉行「《二二八事件辭典》暨《二二八事

件檔案彙編》新書發表會」，行政院張院長俊雄蒞臨致詞，與會來賓

約1�0人。

采集處接受總統府機要室移轉陳水扁總統個人捐贈文物，包含西裝�

套、休閒服1�件、眼鏡1副；暨總統任內與外邦簽署聯合公報用筆��

支、友邦贈與之榮譽證書�幀、簽署首長任命令用筆1支、總統春節紅包

�款等文物，共�0件。

�/1�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一六三次學術討論會，由蕭助修李居

主講〈變調的國民政府──汪日對新政權正統性的折衝〉，歐協修素

瑛評論，謝纂修培屏記錄。

�/1�
上午假臺北市喜來登大飯店B�喜廳舉行「《李登輝總統訪談錄》新書

發表會」，邀請李前總統登輝蒞臨致詞，與會來賓約�00人。

�/1� 本日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張館長炎憲卸職歡送茶會。

�/�0 上午本館新任林館長滿紅於總統府大禮堂宣誓就職。

�/�1 核派修纂處卓纂修遵宏兼任主任秘書。

�/��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加「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遙祭國父陵典

禮」。

�/��
上午林館長滿紅拜會總統府葉副秘書長金川，討論本館承辦總統府一

樓「由總督府到總統府」常設展事宜。

�/��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專題演講，邀請臺北市立美術館吳助理

研究員世全主講〈博物館志工制度的規劃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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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處點收修纂處何纂修鳳嬌辦理李登輝總統訪談之文物（文件��

件、照／幻燈片���張、影音光碟��0片、卡帶�1�捲）一批，計1,���

件。

�/��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率本館采集處沈處長安照等�位同仁，至總統府參

加「總統府一樓開放參觀展場規劃協調會」，會中決議總統府一樓開

放參觀之展覽室由本館規劃辦理，展覽內容以「歷任總統的故事」與

「總督府到總統府」為主軸，並預定於10月10日開展。

采集處接受總統府機要室移轉陳水扁總統名章共�枚。

本月計有《郭雨新先生照片暨史料集》、《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

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白雅燦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治

案件：李武忠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李媽兜案史料彙

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陳中統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治

案件：張化民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

編（1）》、《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林日高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

政治案件：李荊蓀案史料彙編（1）（�）》、《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駱神助案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

《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二二八事件辭典（含別冊）》、

《民主崛起──1��0年代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劉

枝萬先生口述歷史訪談錄》、《人權戰士──謝聰敏訪談錄》等書以

及《一個臺灣人總統的誕生》DVD影片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柵原病院、荷蘭萊頓

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越南國家圖書館、凱達格蘭學校、日本駿河台大

學教師坂本勇先生、黃紹恆教授及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石井寬治等團體

暨個人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1

上午本館臺灣文獻館假文物大樓二樓中庭舉行�0週年慶活動，林館長

滿紅受邀致詞，並參加該館舉辦之「方志學理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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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耿副

教授鳳英主講〈懷舊與創新──�1世紀歷史展示新定位〉。

本日下午完成驗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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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統文件委外掃描案，計產出影像��,00�張，

備份DVD��1片，總容量1,��1,���MB（包含TIF及JPG檔）。

�/ � 核定許協修瑞浩為��年度模範公務人員。

�/1�
下午假重慶南路文化總會一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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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發表記者會。

�/1�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舉行第一六四次學術討論會，由周協修琇環主講

〈西風東漸──女性主義的歷史分析〉，陳助修中禹評論，葉協修健

青記錄。

�/1�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學術審查工作委員會會議，由林館長

滿紅主持，審查�篇論文，並檢討修改該會職掌與設置要點、新增「學

術專著編輯委員會」議題。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專題演講，邀請中原大學建築系薛助理

教授琴主講〈文資保存重要性與意義──以遞信部為例〉。

�/0

上午采集處點收總統府公共事務室移轉陳前總統水扁��年�月至�月新

聞活動影帶與1項專案影帶，暨呂前副總統秀蓮��年�月至�月新聞活

動與�項專案影帶，共��捲。

�/��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中研院近史所

康豹研究員主講〈殖民政權與地方社會──以西來庵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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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林館長滿紅主持本館臺灣文獻館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臺北分

部、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合辦之「文物、記憶與文化認同的建構」

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本月計有《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口述訪談錄》乙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政大公企中心「檔案管理研習班」、中華檔案暨資訊管理微

縮管理學會「檔案管理高級班」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

作業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