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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即日起「國史館館藏史料文物查詢服務系統」開放網際網路提供大眾查詢

檢索。

審編處陳科長憶華陞任專門委員，李專員明哲陞任科長；秘書處謝專員暉

俊陞任科長。

7/2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之「美國東亞人類

學會暨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09聯合年會」，並宣讀論文“Import
Substitution of Opium in Late Qing Period (1805-1906)：A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a's Import-Substitution”。

總統府第二展覽室「總督的故事」更展計畫書於6月23日報請總統府核
定；7月2日總統府核定支援經費，預訂於8月底完成更展。

7/3

本日至5日，林館長滿紅應邀赴日本東京一橋大學出席“Structural
Changes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the Making of the East-Asian Order”（「後冷戰時期東
亞國際關係結構變遷與秩序重建」）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Taiwan,
Manchukuo,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7/9

辦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函送馬英九總統、蕭萬長副總統活動輯要

光碟2片及目錄2份（97年12月-98年6月份）。

辦理勞務委外「總統副總統文物器物類藏品數位拍攝」案議價，由吉順隆

數位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7/10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國父紀念館，主持第八屆第三次中國近代史學會理監事

會議。

7/14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赴教育部社教司參加「中正紀念堂蔣公文物展示室展示

內涵規劃文案」簡報會議。

98年度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計畫「異人的足跡Ⅱ──影音旅遊商品
多元應用與推廣計畫」，下午於「The One兩廳院人文聚場」餐廳舉辦影
片發表會，林館長滿紅應邀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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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臺灣大學經濟系葉

教授淑貞，主講「日治時代地租高低的決定因素」。

7/15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監察院監察委員黃煌雄主持之「臺北縣土城市祖

田里媽祖田段等土地權屬爭議等問題」諮詢會議。

會計室錢專員芝陞任科長，審編處歐科員威麟陞任專員。

7/16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臺灣文獻館榮退館長謝館長嘉梁與新任館長林

館長金田交接儀式，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下午林館長滿紅為本館承辦之「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

念特展」展件更新，接受《聯合晚報》記者陳志平採訪。

審編處數位科廖科長運尚退休。

7/18
上午林館長滿紅為本館臺灣文獻館主辦「世貿中心——臺灣錢淹腳目」特

展開幕致詞。

7/2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98年7月20日北市文化二字第09831415800號函，
同意核備本館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間

整修再利用工程變更設計。

7/22
上午林館長滿紅參觀北投溫泉博物館暨該館「摩登老世代——再現鐘情」

特展，並參觀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建築。

7/25
下午林館長滿紅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持籌設「中華民國口述歷史

學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7/27
辦理勞務採購「異人的足跡Ⅱ——影音旅遊商品多元應用與推廣計畫」第

三階段驗收。

7/29
「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發布生效，原「國史館總

統副總統文物陳列館展覽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停止適用。

7/30

審編處廖副處長志明榮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本日前往履新。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第20期、《國史館館訊》第2期、《戰後初期中
國各省圖書館史料彙編——概況調查篇、籌設篇》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湖北省檔案學會、玄奘大學歷史系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

理應用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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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本日至7日，林館長滿紅受邀赴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出席「第
十五屆世界經濟史會議」，發表論文“China's Native Opium Market,
1870s-1906”。並參觀海牙國際法庭、和平宮、Mauritshuis博物館、萊
登大學及Siebold博物館等，汲取環境美化及博物館規劃等相關心得以供
館務參考。

8/4
下午假季陸樓六樓庫房舉行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審鑑工作小組第五次會

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審查李前總統登輝辦公室移轉第一批文物，計

入藏280件。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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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研究員沙教授培德主講「總論西方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新動向」。

8/12
林館長滿紅針對史學領域博士論文似有不及碩士論文之現象，函請各學術

單位重視並妥為因應。

8/15 下午林館長滿紅出席臺灣競爭力論壇兩週年慶暨莫拉克風災賑災募款晚會。

8/17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林館長滿紅召集一級主管開會彙整行政院檔

案法修正草案審查意見。

8/18

98年度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計畫上午於國科會科技大樓二樓第十三
會議室舉辦期初說明會，本館有「異人的足跡Ⅲ——影音旅遊商品多元應

用與整合推廣計畫」、「史地一指遊——國史檔案地理資訊系統建置與應

用計畫」兩項申請獲得通過。

8/22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召開本館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之「2009年近
代史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會中分就國際關係、黨政軍發展、文化思想、

臺灣史四項主題，發表論文16篇。

8/24
下午假志希樓一樓庫房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審鑑工作小組第六次會議，由

朱副館長重聖主持，審查李登輝前總統辦公室移轉第二批文物，計入藏

236件。

8/25

下午林館長滿紅出席行政院張政務委員進福主持之「審查檔案法修正草

案、檔案管理局組織條例第2條、第10條修正草案」會議。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第二階段驗收。

8/26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林館長滿紅召集一級主管與相關人員開會檢

討本館歷年對檔案法之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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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辦理勞務委外「史料文物作業管理系統」功能擴充建置案議價，由寬鼎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8/27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赴外交部領事人員講習所，為臺北賓館志工訓練課程，

主講「臺北賓館的歷史沿革」。

8/29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本館臺灣文獻館主持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成立大會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被推舉為理事長。

8/31

經濟部來函同意資源委員會移轉本館典藏之檔卷全數解密。

本月計有《総統府一階展示「総督府から総統府へ」：建築の物語》、
The Exhibition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rom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o Presidential Office：Architecture、
The Exhibition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rom
Governor-General's Of ce to Presidential Of ce：The Presidents、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

《贛南與松滬劄記（上）、（下）》等書驗收入庫。

9/1
自本日起一連三天，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畫數位核心平臺計畫於

世貿舉辦之「Digital Taipei」展覽展出97年度部分典藏機構與計畫的數
位化執行成果，本館執行之「異人的足跡Ⅱ」計畫作品獲選參展。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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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工程變更設計第二次議價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黃處長秀妃

及秘書處同仁、陳文龍建築師事務所及長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人員出

席，並由總統府杜專員蕾莉及本館施主任教權、劉主任獻評列席監辦。

9/3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忠烈祠出席「中樞秋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

9/7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本館「國史研究獎助頒獎典禮暨學術報

告」，由林館長滿紅主持開幕式、致詞並頒發獎助金。

9/9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召開之「文化資源系統整

合雛型開發案」期初審查會，擔任審查委員。

9/13
「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特展」假國父紀念館展至

本日結束。



國史館館訊04期

237

大
事
記

月/日 大事紀略

9/14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第一次「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預擬

文案暨展件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討論議題為國家的象徵、民

國以來政權遞嬗與重要大事。

9/15
中午林館長滿紅應東南扶輪社邀請於臺北國賓大飯店演講「臺日歷史關

係」。

9/16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二次「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預擬文

案暨展件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討論議題為行憲以來總統副總

統的歷史與文物：經濟轉型與科技發展、人權的伸張、教育普及化、福利

國家的建構及多元文化的型塑。

下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

際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23人，參觀臺北賓館及總統府一樓展覽，由朱副
館長重聖導覽，采集處張處長鴻銘、吳科長恭全、陸科長瑞玉等5人陪同
接待。

9/18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本館臺灣文獻館出席「臺灣自然災害史與災後重建學

術研討會」開幕式並致詞。

9/21
下午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來館拜訪林館長滿紅、朱副館長重聖，捐贈陳誠

副總統文物座鐘1件。

9/22
上午「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特展」假金門縣文化

局開展，林館長滿紅、金門縣李縣長炷烽及國家文化總會韓副秘書長國棟

共同主持開幕典禮；朱副館長重聖及采集處張處長鴻銘等人與會。

9/23
下午神奈川大學法學院院長吉井蒼生夫、神奈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山火、神

奈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大里浩秋、早稻田大學國際部副部長江正殷等來館

拜訪林館長滿紅。

9/24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三次「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預擬文

案暨展件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討論議題為行憲以來總統副總

統的歷史與文物：憲法的產生與施行、外交地位的演變、軍事風雲與安

定、館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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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本館第176至178次學術討論會，由歐協修
素瑛主講〈臺灣省參議會對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肆應〉、郭助修維雄主講

〈招商局：國府遷臺的生命線〉、簡纂修兼處長笙簧主講〈國史館早期館

舍爭取與修建之探討──從北平路到北宜路（1957-1973）〉，分別由林
協修正慧、王纂修正華、胡纂修健國評論，由何纂修鳳嬌記錄。

奉館長核定修纂處簡處長笙簧請辭獲准，自民國98年10月1日起免兼修纂
處處長職務，並任命吳簡任協修淑鳳為新任修纂處處長。

9/25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第四次「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預擬

文案暨展件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討論議題為世界之窗、古蹟

建築。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劉

教授維開主講「從1949年的頓挫與再起看蔣中正的政治性格」。

9/26
本日至28日，林館長滿紅受邀赴澳門出席澳門大學歷史系暨北京外交學院
主辦之「第二屆東方外交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方外交與臺灣：歷史、現

實與未來」，演講「東亞海域上的琉球與臺灣」。

9/29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五次「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預擬文

案暨展件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討論議題為軍事風雲與安定、

館史室。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召開之「文化觀光入口網

維運計畫案」審查會，擔任審查委員。

9/30

辦理勞務委外採購「國家歷史資料庫」系統功能擴充案，由康大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得標。

本月計有《國史館館刊》第21期驗收入庫。

10/2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私立玄奘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變局與變遷學術

研討會」，專題演講〈檔案與歷史研究──以「中日和約」為例〉。

下午林館長滿紅於溥泉館一樓會議室主持中國近代史學會理監事會議，規

劃「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議程。

10/5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第六次「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二樓展覽預擬文

案暨展件討論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討論議題為民國以來政權遞嬗

與重要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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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奉館長核定修纂處國家歷史資料庫（第五組）主持人為林協修正慧。

下午朱副館長重聖率同采集處張處長鴻銘、陸科長瑞玉、銀科員劍玲三人

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拜會圖書文獻處李處長天鳴，洽請外交部同意存放於

該院之條約等史料電子檔，提供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應用。

10/6
辦理勞務委外「國史影音大系」民國史主題紀錄片開發製作第二階段驗

收。

10/7

下午林館長滿紅前往科技大樓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第一會議室，向行政院政

務委員兼臺灣省政府主席張進福簡報本館擬於中興新村籌設總統副總統文

物二館計畫。

辦理「珍貴史料數位化」案第三階段驗收。

10/8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立編譯館，出席財團法人高等教育中心基金會主

辦之「98年下半年度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說明會」。

10/10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中樞慶祝中華民國建國98年國慶典禮」。

10/14
上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特別顧問菊池光興來館拜訪林館長滿紅，商談館際

合作事宜。

10/15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出席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之「近

六十年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慶祝許倬雲

先生八十壽慶」。

10/19
辦理「臺馬號文物存放展示空間遮雨棚構架工程」第二次招標，由弘鎰鋼

工程有限公司得標。

10/20 下午「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特展」金門展場閉幕。

10/22

上午林館長滿紅前往行政院出席由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羅權主持之

「研商『國史館所提相關園區規劃事宜』」會議。

下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值得推薦的中國近現代史著作」座談會，

由林館長滿紅主持，與談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朋園、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

10/26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館訊第3期編輯委員會議，由林館長滿紅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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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朱副館長重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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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任獻評、施主任教權、李副處長瑞溪

等人，前往立法院紅樓302會議室出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審查99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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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張副研究員淑雅教授主講「蔣介石與八二三砲戰」。

10/31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邀出席「2009海
洋史學術研討會」，主持第五場次「臺灣外貿」。

本月計有《國史館常用法令彙編》、《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

電（上、下）》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史編纂委員會、國立臺北大學歷史

系、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11/2

上午林館長滿紅召集四處處長及相關人員，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即將舉行之「檔案法修正草案後續研商會議」，先行會商討論。

辦理財物採購臺北辦公室「典藏櫃架」案，由大進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11/4

辦理勞務委外採購「數位典藏地理資訊系統」案，由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得標。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本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市定古蹟──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整修工程工作報告書勞務採購期中報告審查會

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11/5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朱副館長重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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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任獻評、施主任教權、李副處長瑞溪

等人，前往立法院紅樓302會議室出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審查99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11/10
中午林館長滿紅與來館參訪的上海市檔案館吳館長辰等一行6人餐敘，討
論館際合作相關事宜。

11/11
上午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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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修正案。



國史館館訊04期

241

大
事
記

月/日 大事紀略

11/11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國父紀念館出席「孫中山──海外華人與兩岸發展

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11/12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中樞紀念國父誕辰暨慶

祝中華文化復興節大會」。

11/16

上午林館長滿紅與朱副館長重聖赴檔案管理局出席「檔案法修正草案後續

研商會議」。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日本共同通信社臺北支局濱口武局長二度專訪，重申

臺澎主權歸屬中華民國，並介紹本館為慶祝建國百年之相關籌備活動。

11/17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主持「總統副總統文物審鑑工作小組」會議，假總統府

一樓文物庫房複審陳水扁總統89-96年禮品文物（巡迴展展品）36件，決
議入藏25件，不入藏11件。

11/18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臺灣科技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江副教授燦騰主講「戰後迄今臺灣本土佛教的開展（1945-
2009）」。

11/19
本日至20日，林館長滿紅應邀擔任高等教育評鑑委員，訪評國立臺灣大
學歷史學系。

11/23

下午本館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展覽」委託規劃設計及施作統包工程採

購廠商規格標評選會議，評選結果：本案採購依據「政府採購法」暨招標

文件相關規定，經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序位第一名廠商名匠

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為最有利標優勝廠商。

11/24
下午林館長滿紅偕同朱副館長重聖、張處長鴻銘拜會總統府高副秘書長

朗，反映「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與「檔案法」間一些待釐清問題。

11/27
辦理勞務委外採購「異人的足跡Ⅲ──影音旅遊商品多元應用與整合推

廣計畫」，由溝通之間有限公司得標。

11/30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案第四階段驗收。

本月計有《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沈鎮南案史料彙編（二）》、《國史

館館刊》第22期等書驗收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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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本月計有上海市檔案館、立法院議政博物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國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河南省史志協會等團體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

理應用作業情形。

12/1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黃所長克武、楊研究員翠華

商談「蔣經國先生年譜長編編纂計畫」合作事宜。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召開「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委託規劃設計及施

作案決標會議後需求會議」，由朱副館長重聖主持。

辦理公開招標「季陸樓四樓增設自動滅火系統設備工程案」，由桃安消防

安全設備有限公司得標。

12/3
下午林館長滿紅偕同朱副館長重聖、張處長鴻銘拜會總統府高副秘書長

朗，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朱主任委員景鵬、檔案管理局施代理局

長宗英協商有關「檔案法」修正與檔案管理局隸屬等議題。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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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專

訪，申論兩岸關係不等於國共關係，臺澎主權歸屬中華民國，並介紹本館

即將舉行之「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關鍵的1949」特展、
及「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影片首映等活動。

12/7 本日至8日為期二天之「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假臺北市中山
南路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國史館與國家圖書館合辦，中國近

代史學會協辦，會議共分9場，宣讀論文21篇，館內外參加會議者約320
人，由林館長滿紅主持開幕式並致詞。會議期間同步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休息區舉辦「關鍵的1949──蔣中正總統的引退與復出」特展。

下午林館長滿紅接受《旺報》總主筆戎撫天專訪，呼籲認清中華民國主權

與法律定位，以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12/8 下午林館長滿紅主持「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最後場次

「1949：口述座談──我的1949」暨閉幕式。

12/11
辦理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整修工程之一

至二樓部分空間基礎工程完工驗收（複驗）。

12/15
上午林館長滿紅偕同朱副館長重聖、采集處張處長鴻銘、秘書處黃處長秀妃

暨業務相關人員，赴中興新村勘查籌設總統文物館二館用地，並參訪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所，就文物修復、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設計等方面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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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下午林館長滿紅應即將卸任的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代表齋藤正樹之

邀，出席日本天皇華誕酒會。

12/17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國立政治大學出席「2008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
討會」，主持第二場次「2008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

12/19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臺北市新舞臺出席「葉明勳先生追思紀念會」。

下午林館長滿紅主持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12/21

上午馬總統接見林館長滿紅，聽取本館現階段重點工作與發展願景簡報。

下午假臺北辦公室二樓會議室舉行「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委託規劃設計及施

作案」初步設計簡報會議，由林館長滿紅主持。

12/22
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舉行館外學者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教授力主講「美國學界對軍事史研究的省思」。

12/24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出席「戰後社會與經濟變

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主持第五場次。

辦理臺北辦公室購置高效率省能分離式冷氣機案驗收。

12/25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總統府出席98年中樞慶祝行憲暨總統府月會。

上午林館長滿紅應邀赴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出席「羅家倫先

生逝世40週年紀念座談會」。

下午假「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辦「百年民國──民主的歷

程」紀錄片發表會，由林館長滿紅主持，另邀請該片諮詢委員中央研究院

張院士玉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研究員朋園、張研究員力及本館

一級主管與修纂同仁等出席。會中除放映「百年民國──民主的歷程」紀

錄片精華版外，並請張院士玉法、張研究員朋園致詞。

下午林館長滿紅拜訪檔案管理局新任局長陳旭琳。

「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網站」更新改版竣事，即日起正式上線運作，繼續

提供大眾閱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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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上午朱副館長重聖赴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101會議室參加由行政院國家
資通安全會報所舉辦的「2009政府機關資訊安全長（CISO）責任制度研
討會」。

本日假溥泉館一樓會議室舉行館內第179至191次學術討論會，主講人與
講題分別為王正華〈蔣介石與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葉惠芬
〈胡景冀西安拘囚與南北和議下之陝局〉、何智霖〈江西剿共時期蔣中正

與陳誠關係之探討──以往來函電為例〉、蕭李居〈中日會談與防共問題

（1935-1936）〉、高素蘭〈盛世才主新時期新蘇關係之演變〉、吳淑鳳
〈宋子文與戰後的東北問題（1945-1947）〉、周美華〈蔣經國與宋美齡
的互動關係──以國史館典藏蔣宋「往來函電」為中心的探討〉、陳中禹

〈戰後臺灣山地警備的重建與整肅（1946-1954）〉、林秋敏〈戰後臺籍
婦女菁英探析──以謝娥為例〉、賴淑卿〈1960年代臺灣推動「親仁愛
民」社會教育的探討──以「保牲愛畜」運動為例〉、薛月順〈美國洛氏

基金會補助臺灣水產養殖研究〉、歐素瑛〈臺灣省參議會與職業教育之改

造〉、黃翔瑜〈教育部文化局的設置及其裁撤（1967-1973）〉，共計13
篇論文宣讀。

辦理臺北辦公室「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空間整修再利

用工程採購第二次變更設計議價。

12/29 下午假總統府辦理「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展覽志工講習，由朱副館長重聖

主講。

12/29

辦理「國史影音大系」民國史主題紀錄片開發製作勞務委外第二階段

驗收。

辦理勞務委外「珍貴史料數位化」第四階段驗收。

國人字第0980005050號令，修正「國史館辦事細則」第7條、第8條、第
9條、第10條、第11條、第12條、第13條、第14條、第24條條文。

12/30

上午林館長滿紅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出席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98年12月工作小組會議暨劉翠溶總主持人卸任歡
送會。

辦理公開招標「季陸樓門禁及視訊安全系統設備工程」案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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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上午林館長滿紅率朱副館長重聖及一級單位主管赴立法院出席第七屆第四

會期財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審查中華民國97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案，有關總統府所屬部分。

辦理「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史料光碟微捲櫃架」案驗收。

辦理臺北辦公室「典藏櫃架」驗收。

辦理「典藏櫃架」驗收。

本月計有《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34輯、《戰後遣送外
僑返國史料彙編4德僑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9）民國
25年10月（下）至12月》、《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農林編》、《陳
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三）》、《存

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DVD）》、《百年民國──民主的歷程
（DVD）》等書驗收入庫。

本月計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省揚

州檔案學會、湖北省檔案學會、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研究員森川博文及

大澤武彥、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圖書館蘇主任孟芬、計安邦、計

安琪等團體暨個人來館參訪史料典藏與整理應用作業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