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校史館導覽解說詞概要  / 2010.7.8. 

地點 導覽內容 
【校史館大門】 

 

各位貴賓大家早安［午安］，歡迎大家參觀臺大校史館，我叫〔ＸＸＸ〕，很高興有這個機

會為您做〔20〕分鐘的校史館導覽。 

校史館拱門石柱風化嚴重，表面紋飾剝落殆盡，材料是臺北北投奇哩岸的砂岩（屬：沉積

岩）。石柱上的小圓洞以及屋頂山牆散落的破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轟炸臺北

城所留下的砲彈碎痕；現在看來，它們都是歷史史蹟的一部分。 

【老照片展】 

 

步行上二樓參觀時，您可看到樓梯牆面上陳列的臺大老照片展，這些老照片的徵集與分

享，喚起了臺大校園從 1920 年代至今的種種回憶。 

【籌館誌】 

 

臺灣大學的前身為日本的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建校於 1928 年 3 月，這是因為臺

灣自 1895 年至 1945 年被日本帝國殖民統治。臺北帝大是臺灣當時的第一所，也是唯一的

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退出臺灣，國民政府於 1945 年 11 月 15 日完成接

收臺北帝大，並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同時將接收日 11 月 15 日訂為臺灣大學的校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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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精神】 

 

校史館於 2005 年 6 月 22 日揭幕啟用，第一個展區是『臺大精神』。臺大精神主要是自由

校風、學術自主的精神，由第四任傅斯年校長所奠基。牆上六幅玻璃字板的話語，主要摘

錄自傅斯年校長在 1949 年第四校慶大會上的談話。但是這六段談話的毛筆字，是 2005 年

校史館籌設時，請土木系博士生〔李孟學〕寫的。 

【傅斯年校長塑像】 

 

這個塑像就是傅斯年校長，而「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也是在 1949 年臺大第四次校慶時傅

斯年校長對同學們講話的主題，後來成為臺大的校訓。 

【舊總圖模型】 

 

現在所看到的模型是以前的舊總圖書館，也就是校史館所在的地方，它起源於 1929 年起

造的「圖書事務室」，1998 年位於椰林大道端點之新總圖書館建築啟用後，舊總圖書館正

式卸下為本校師生提供研究教學圖書資訊服務，並於同年被指定為臺北市定古蹟。 

二樓中央閱覽室也就是我們目前主要展示區域，我們可以由模型看出以前的學生在高敞空

間及明亮高窗下愉悅的閱讀經驗，許許多多的校友回來參觀都很有感觸，大家都很懷念以

前在此讀書的點點滴滴；而閱覽室的正下方就是書庫，書庫為上下夾層，目前書庫還在使

用中，主要的是放置一些撤架書或罕用書，以及從 2009 年起，一半區域開始施工變裝為

人類學標本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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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貌重現】 

 

現在所站的地方為舊總圖中央大閱覽室，校史館在過去借還書櫃臺的老地點播放許多舊總

圖的老照片。中央大閱覽室是校友們最喜愛的校園一隅。這裡有著大家許多的回憶。 

【中央池＆橋】 

 

在橋的右側，您可看到「追求卓越」的展區標題，另一側可看到「社會關懷」標題，學術

研究是創立大學的目的，但師生不曾遺忘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在中間的橋不僅象徵著大

學不侷限在學術領域，也象徵著大學從學術的成就擴展到對社會的關懷。 

中央池和橋的設計靈感來自於臺大校地實驗林（位於中央山脈）中的著名景點—溪頭大學

池。待會，我會再向您展示大學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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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大大事紀】 

 

臺大的前身是日本統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昭和 3 年（1928 年），是日本九個帝
國大學中第七間成立的大學，校務體制為日本舊制大學的講座制。 

成立之初，僅設文政、理農兩個學部，59 位新生中，只有 6 名臺灣子弟；當時臺灣人並
不被鼓勵念大學，1931 年春天第一屆畢業生共 46 名，但臺灣籍只有 5 位。 

除了臺北帝國大學外，九個帝國大學中也不乏知名大學，包括東京大學（至今為亞洲最頂
尖的大學）、京都大學、韓國的首爾大學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學校由國民政府接
收，並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在 1928 年，只有兩個學院約 60 名學生，目前我們已經發展到 11 個學院、2 個專業學院、
33,000 多名學生。（研究所以上 15,000 名，大學部 18,000 名） 

臺北帝大的四任校長： 

  幣原 坦（史，Taira Shidehara）1928.3. – 1937.8. 

  三田定則（醫，Sadanori Mita）1937.9. – 1941.4. 

  安藤正次（文，Masatsugu Ando）1941.4. – 1945.3. 

  安藤一雄（工，Kazuo Ando）1945.3. – 1945.8. 
【第一位臺籍女職員】 

 

你可看到照片中有三位女生站在校門口，很多人由她們身上的穿著誤以為她們是臺北帝國

大學的女學生，但實際上，最右邊的那位女生是臺北帝大第一位臺籍女職員—陳黃快治女

士，另外兩位是與她來校遊玩的朋友。正式入學臺北帝國大學的女同學屈指可數，但是當

時也有些女生在臺北帝大旁聽（聽講生）或是選讀（選科生）。 

【帝大制服】 臺北帝大的校長與教授都是官職，除了學生有制服，老師也穿制服。因此常常讓訪賓誤以

為臺北帝大是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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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大學生之生活】 

 

這些照片顯出臺北帝大學生的課程研讀及課外活動，其中像是馬術社和射箭社是學生的社

團活動，右上角的照片是實用的培訓課程，教授正在解剖課上進行大體解剖。 

【臺大大事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統治，羅宗洛校長於 1945 年 11 月 15 日接收臺北帝
國大學，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展板訴說著臺灣大學對應臺灣社會發展的大事紀。展櫃中
則可以閱讀到每位校長的治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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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油畫像】 

 

牆上歷任校長油畫像，是由一位擅長肖像畫的臺灣藝術大學教授戴醒凡老師所繪。名氣最
大的傅斯年校長是第四任校長。他有一個可愛的綽號叫做「傅胖子」或「傅大砲」，這個
暱稱並無惡意；反而，它喚起了傅校長總是把學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和藹可親形象。他在
1949 年 1 月間上任，自 1945 年 11 月至 1949 年 1 月，臺大更換了四位校長，可見當時中
國與臺灣時局的動盪。 

任期最短的校長是第三任莊長恭校長，約 7 個月； 
任期最長的校長是第五任錢思亮校長，約 19 年 2 個月； 
第一位由校友出任的校長是第八任孫震校長； 
第一位由公開遴選產生的校長是第九任陳維昭校長； 
臺大現在已經是第 10 任校長李嗣涔。 
現今臺大校長由遴選產生。一任 4 年，續任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可以續任兩次，因此最長
可以擔任校長 12 年。 

羅宗洛(1945.8~946.7 植物生理)、陸志鴻(1946.8~1948.5 機械與材料)、莊長恭(1948.6~1948.12
化學)、傅斯年(1949.1~1950.12 歷史)、錢思亮(1951.3~1970.5 化學)、閻振興(1970.6~1981.7
土木)、虞兆中(1981.8~1984.7 土木)、孫震(1984.8~1993.2 經濟)、陳維昭(1993.6~2005.6 小兒
外科)、李嗣涔(2005.6~迄今，電機) 

【臺視新聞】 

 

校史館向臺灣歷史最悠久的臺灣電視公司徵集約 220 則有關臺大的新聞報導；這裡選播其

中的 10 則新聞。 

有關臺大最早的電視新聞，是 1964 年 7 月教育部官員與臺大校長共同視察舊總圖的新聞，

因為當時舊總圖在暑假一開始，會扮演大學聯招闈場的角色。所有門窗貼上封條，命題教

授與印刷人員等皆深鎖闈場內工作，直到考試結束；這一切只為確保考試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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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室】 

 

常設展區兩側各設有放映室，每天播放不同的臺大名人紀錄片，供訪賓觀賞。

【川流廳】 

 

川流廳是校史館的特展廳。「川流」是水流永不止歇的意思，期勉參觀特展廳的訪賓川流

不息。目前特展主題是：臺大博物館群特展，迄今已有10個博物館，尚有其他主題博物館，

也想申請加入運作。臺大各博物館的藏品，主要是師生在各自專研領域內採集、徵訪而得

的學術標本，以及教學研究所使用的古典儀器設備。 

【博物館群位置圖】 

 

地面上是校總區地圖，紅圈各標示一個博物館的所在位置。站在紅圈上3秒鐘，可以啟動

這個博物館的短片介紹。 

【觸控螢幕】 透過特展區地坪週圍的電腦，可以瀏覽博物館群的藏品數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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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排灣族祖靈像】 

 

在排灣族（臺灣14個原住民族之一）的村落裡，只有頭目家的廣場會放置石雕立柱的祖先

像，面對著頭目家。祖先像，多是左右對稱的正面像，大致上為雙手高舉於胸前，兩足直

立，腕臂有重疊鐲釧紋，腰部有束帶，或作三角紋，或作圓紋。頭頂或刻獸角，或百步蛇

一雙，或為蜷蛇一條，男女生殖器亦甚明顯。 

【動物-儒艮】 

 

這個骨骼標本是儒艮，又名海牛，俗稱美人魚，屬於哺乳動物。這隻儒艮於1937年於帛琉

海域誤入漁網。現今野生儒艮數量在2000隻以下，是瀕臨絕種動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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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臺灣櫻花鉤吻鮭】 

 

這個浸製標本是臺灣國寶魚也是臺灣特有種－臺灣櫻花鉤吻鮭，同樣也是瀕臨絕種。 

 

【昆蟲-皇蛾】 

 

皇蛾標本。皇蛾是世界上最大的蛾。 

 

【昆蟲-寬尾鳳蝶】 

 

臺灣寬尾鳳蝶模型與標本。它是臺灣國寶級保育類昆蟲，也同樣瀕臨絕種。左邊的大型鳳

蝶為模型，非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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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展示室】 

 

在水源校區的飲水樓則有台大檔案展示室。第一張複製品是台大的第一號公文，是1945

年12月5日發出的公函，這時台大的校名居然是「國立臺北大學」，而且是直接書寫在臺

北帝國大學公文用箋上，把『帝國』二字畫掉，然後在前面加上『國立』兩字。第二張展

示的公文是1945年12月25日，時隔20日，學校名字已經從「國立臺北大學」改為「國立臺

灣大學」。 
【2010.2.10.臨時增加本條目】 

【其他展示室】 

 

除了10個小型博物館之外，校園內尚有其他主題的展示室，例如：海洋研究所的珊瑚展示、

生物機電系的高坂知武紀念室、心理系的古典心理儀器、影像顯示與光機電教學展示中心。 

【校徽】 

 

臺大校徽在虞兆中校長任內制定，於 1982 年校慶大會上宣布。校徽以傅鐘為主題，大王

椰為背景，代表「敦品勵學」，而大王椰抽穗之新芽則代表臺大精神生生不息；內為梅花

圖形，代表「愛國愛人」；外圍彩雲雷紋圖案，表示校訓精神彰顯光大。 

『鐘聲 21 響』的由來：傅斯年校長曾言「一天只有 21 小時，其餘 3 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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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臺大有兩首官方版的校歌，一首發表於1947年，但是同學認為歌詞深奧，建議學校另譜新

詞新曲；另一首新校歌發表於1969年，傳唱至今。此期間，臺大近20年沒有校歌，同學聚

在一起活動，特別是合唱團演出時的壓軸曲目經常選唱臺灣歌謠『望春風』，因之望春風

遂成為臺大的地下校歌。『望春風』是一首描寫年輕女孩渴望愛情的青春歌謠。 

【校花】 

 

臺大校花是杜鵑，暱稱「杜鵑花城」。每年三月學校都會舉辦杜鵑花節活動，由各個學系

與社團向外賓（特別是高中生）介紹自己的系所與社團特色。而且同學們都喜歡拾撿落花，

在校園內排字與圖案，抒發情感。 

【學院榮耀與成就】 

 

此區介紹的是學院榮耀與成就，目前本校已經發展為 11 個學院、2 個專業學院，54 個學

系，101 個研究所；在籌設校史館初期，請各學院提出值得展出的數個歷史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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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考古】 

 

人類學有一學說：臺灣有可能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臺大人類學系在臺灣各處的考古活

動，對人類學與考古學研究，非常重要。臺大人類學的學術研究，起源於臺北帝國大學文

政學部之「土俗人種學講座」（創設於 1928 年），迄今人類學系已經累積非常豐富的出土

史前器物，以及富有臺灣本土研究特色的相關標本與材料。 

【工學院—壓力計】 

 

這件土木系提供的展示品，為臺北帝大時期使用的壓力計，雖然高齡七十歲左右，仍舊可

以使用。這件壓力計為日本製造，錶面標示有「臺灣總督府」字樣，可以看出當年日本統

治之下統一殖民地度量衡的政策。 

【工學院— 
自主式水下載具】 

水下載具「海敏一號」是1992年海洋工程學系教授的研發，採遙控方式操控，承載儀器設

備，研究海洋相關議題，可以水深300公尺。目前研發的水下載具至少可達水深6,0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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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太陽能車】 

 

太陽能是現在亟需開發的無汙染的新能源，先進國家都投注極高的心力研究與開發這個新

能源。臺大機械系師生團隊 Formosun III 於 2005 年進軍澳洲的世界太陽能車大賽（World 

Solar Challenge），在 28 支參賽隊伍中，勇奪第 5 名。現在的研究重點，則轉往燃料電池機

車、電動車及風力發電、智慧型個人載具等等。 

【理學院—無人飛機】 

 

Aerosonde 無人氣象飛機由澳洲製造，以 24 小時不落地續航能力進行颱風風暴飛行觀測。

由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李清勝與林博雄教授、中央氣象局和中山科學院共同組成的研究團

隊，於 2001 至 2005 年間進行十多次侵襲臺灣之颱風飛行觀測；2005 年 10 月初觀測龍王

颱風，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將無人飛機順著暴風圈飛入颱風中心觀測颱風，接著再順利脫

離暴風圈，締造無人飛機觀測颱風之世界紀錄。因為無法從雷達上安全操控無人飛機安全

飛回陸地，為了安全起見，通常選擇放棄將它飛回，讓它在近海墜海。 

【閱覽燈】 

 

由於這裡過去是同學們挑燈夜戰的總圖書館，所以我們保留了兩張古老閱覽桌在這裡展

示，讓校友們可追憶過往勤勉用功的Ｋ書時光，這裡也是校友們在校史館裡很喜愛的角

落。舊總圖所有的閱覽桌已搬至新總圖書館繼續使用。 

這是兩種不同款式的舊總圖原版閱覽桌，木面經過稍微整理，其中淺色燈罩是經過二次大

戰洗禮仍倖存者，尤其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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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 

 

【中研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是臺灣學術研究的最高機關，中研院院士皆選自世界各學術領域中最優秀的華

人學者。至 2009 年止，數十年來中研院共選出約 411 位院士，而臺大校長以及專任教授

則有 55 名當選中研院院士，名額之多，遠高於其他研究型大學。 

 

【名人堂】 

臺灣自1996年起，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了三位總統（農業經濟系李登輝（1949

年畢）、法律系陳水扁（1974年畢）、法律系馬英九（1972年畢）），都是臺大人，也有兩位

副總統是校友（政治系連戰（1953年畢）、法律系呂秀蓮（1968年畢））。這位是化學系畢

業的李遠哲博士，他在化學領域的貢獻（關於化學動力學的基本過程）使他得到了諾貝爾

化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臺灣人。由此可看出，臺大在臺灣社會的重要性，更

是說明了臺大在培育優秀學子的貢獻。 

【展望世界百大】 

 

從第二個表格可以看出來，臺大的學校規模以及學術成就，在臺灣各大學間，居於遙遙領

先的地位。英國泰唔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2009年臺大進入世界百大，名列第95名。上海

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臺大始終是兩岸三地名列前茅（第一或第二）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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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論文】 

 

1958 年以前，臺灣的大學畢業生要提交畢業論文（不是一般的期末報告）。圖書館蒐藏近

七千種臺大早期（1946 至 1960 年前後）的大學部畢業論文，校史館展出 10 件的論文手稿，

有李登輝總統、連戰副總統、李遠哲博士的畢業論文；也展出得分 100 分的論文，也看到

當時的大學畢業同學，已經有人嘗試用英文撰寫畢業論文。李遠哲博士很特別，當大家還

是手寫論文時，他已經是用英文打字撰寫畢業論文。 

【社會關懷】 

 

臺大對社會的貢獻，除了國內的SARS、大地震探源與重建、公共衛生等議題外，除了國

內的問題，我們也將自己的專業貢獻至中美和非洲等幾個開發中國家，特別是農業與醫療

服務。雖然臺灣在政治上是孤立的，但大學仍然致力幫助需要援助的人，在國際服務上從

未缺席。 

【校園生活】 

 

【農產品】 

臺大農產品美味質佳，由我們的實驗農場生產，深受師生、社區居民以及遊客的喜愛，例

如：鮮奶、麵包、三明治、冰淇淋、冰棒等，遠近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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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 

 

1980年代以前，校園內騎乘腳踏車，女朋友常常坐在男朋友的臂彎裡。但現今大部分的女

生則是站在男孩的後方，如同「後座司機」。 

【共筆制度】 

 

某些系所班級的同學們，會合作寫課堂筆記，俗稱「共筆」。共筆經常透過班會決定，指

定每節課須專心記錄教授上課內容的同學，任務是錄音、打字或補充資料。然後，由一位

同學負責編輯並彙整成一份詳細的參考資料分享給全班同學。「共同筆記」聽起來很容易，

但事情上它是一個密集的團體工作 。同學欲撰寫共同筆記前，有些系所會先徵詢授課教

師同意，此外也有些教授會主動安排班上同學一起製作共同筆記（不屬作業，也不算成

績）。 

【社團活動】 

 

臺大橄欖球運動從臺北帝大即傳承下來，是最古老、最具傳統的球隊，也深受師生歡迎。

臺大橄欖球隊（又稱「水牛隊」）在新年時有一個特別的傳統—球員（無論是校友或在學

的學生）在新年前夕會玩裸體橄欖球運動。畢業校友也常組隊返校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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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反省】 

 

 

 

臺大是臺灣歷史最悠久、最具影響力的大學，臺大校園事件與近代臺灣社會運動環環相

扣、息息相關。這個展區提醒了每一位臺大人，謹記歷史教訓，勿負臺大校風，傳承並實

踐臺大精神。這些校園事件包括：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自由中國殷

海光、保衛釣魚臺、烽火杜鵑城、抗議聯合國排我納中共、哲學系事件、自由之愛與校園

普選、野百合學運與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以及 100 行動聯盟。 

 【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 

「四六事件」起因於 1949 年 3 月 20 日警察取締臺大、師院學生共騎一輛腳踏車而爆發肢

體衝突，並逮捕學生，軍警未經校方處理，即於 4 月 5 日開始拘捕學生並包圍兩校部分學

生宿舍，6 日軍警攻入宿舍，荷槍實彈逮捕學生，是為「四六事件」。隨後，臺大師生與

傅斯年校長開始透過自組「營救會」並以法律途徑營救被捕的學生，傅校長也盡他最大的

努力，保護無辜同學及早獲得釋放並返回校園繼續求學。 

「四六事件」後，5 月 19 日臺灣省警備司令宣佈臺灣戒嚴令，12 月 7 日中央政府播遷來

臺，全面壓制共產思想，大規模肅清匪諜，本校不少無辜師生牽扯其中。1995 年校務會

議通過組成「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1997 年提交《臺大「四六」事件考察》報告書，

並建議校方訂定 4 月 6 日為「臺大學生日」，永誌不忘，並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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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民自救宣言】 

1964 年 9 月 20 日本校政治系彭明敏教授與畢業同學魏廷朝、謝聰敏印製〈臺灣人民自救

宣言〉，針對臺灣前途提出了總統普選、政黨政治、保障人權、健全文官、革除貪汙、遷

徙自由、廢止特務、裁減軍隊的八點原則，以及「建立新國家」、「制定新憲法」、「加入聯

合國」等三大目標。豈料尚未發出，就遭逮捕入獄，後歷經牢獄、特赦、軟禁、偷渡、通

緝、流亡等生涯。 

【自由中國殷海光】 

殷先生是一位捍衛自由思想的學者，他堅決反共，早年投入國共鬥爭的思想戰場，來臺後

出自對自由的熱愛批評國民黨，然其言論都不容於當局。殷先生好學如渴、深思如井，下

筆如泉湧，著作等身，對學子探究自由真理影響極深。然其自由思想、著作、行動卻遭到

政府當局遏止與監視，甚至禁止授課。錢校長在極權壓力下，仍想方設法續發聘書、保護

殷先生。 

【保衛釣魚台】 

1971 年 4 月 9 日美國公開承認日本在釣魚台的主權，臺大同學開始不間斷的保衛釣魚台

行動，並成立「保衛釣魚臺委員會」（簡稱保釣會），集中全校力量統籌保釣行動，並展開

一連串的抗議活動。雖然在 1972 年 5 月 15 日美國還是把釣魚台行政權移轉給日本，但是

在當年嚴禁任何社會運動的政治氣氛下，臺大學生勇敢地對時局與國際現勢提出理性表達

與訴求，也埋下學生關心社會、與聞國是、校內校外政治革新呼喚的種子。 

【烽火杜鵑城】 

過去訓導處（即現在的學生事務處）對學生刊物有審稿制度。審稿制度令人詬病處不在其

審查學術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對錯，而在於箝制思想、干涉言論、控制輿情。許多同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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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的刊物，更是屢遭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修改，或面臨停刊的處分。於是 1971 年 10 月

15 日法代會舉辦「言論自由在臺大」的演講，受到校園內外熱烈的迴響，因為學生雖然

只是訴說校園的不自由，卻很清楚地是抗議籠罩在整個社會上的威權壓迫。隨後接連舉辦

演講或辯論活動，再再展現師生追求落實自由民主理念的殷切。 

【退出聯合國】 

1971 年 10 月 26 日我國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在聯合會大會上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自此中華民國步入國際孤兒的坎坷道路。消息傳抵校門，師生莫不義憤填膺。校園除數張

不很顯眼的海報外，一切尚稱平靜。悲憤的心情藏於內，冷漠的表情行於外，這就是當時

的臺大人。但是校園內仍有力量默默地覺醒，同學們提出不少主張，例如：強化中央民意

機關、革新從革心做起、全民良心自覺、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掃除貪墨奸商懲治資金

外逃、只有臺灣人民有權決定臺灣的命運……等等。 
【哲學系事件】 

發生在 1972 年底至 1975 年夏的哲學系事件可以說是殷海光事件的延伸，因為在情治人員

眼中，哲學系教師不見容於『當局』的言論自由主張，受殷海光先生的影響很大。事件肇

因於官派系主任，流於行政干預學術、政治力介入校務的棋子，陸續編造系內多位教師「為

匪宣傳」、「赤色份子」等罪名，不予續聘，導致多位教授去職。此一事件對校內其他教師

或學生造成了寒蟬效應，在發言或實現人格的過程中，作自我節制，以免惹出同樣的麻煩。

事件中陸續以政治理由解聘多位教師。1993 年立法院要求調查，本校校務會議通過決議

調查本校哲學系事件，組成調查小組，於 1995 年 5 月 28 日完成調查報告，校方再於 2003

年 12 月 24 日完成受害人賠償事宜，陳維昭校長代表學校公開致歉，期待這類事件千萬不

要在大學校園內發生。 

【自由之愛與校園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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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起，某些學生社團開始推動「代聯會」主席由學生直接選舉運動；1984 年 10 月，

更有社團以「自由之愛」為名，開始了一系列對抗校方審稿制度，以及持續推動普選運動。

在往後一系列的學生運動下」，擴大學生參與校園改革的影響層面，終於在 1988 年 3 月

16 日，代聯會更名為學生會，會長由學生直接選舉產生，藉由選舉制度變革，學生組織

的建構程序更符合民主精神。 

【野百合學運與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 

1990 年 3 月臺灣學生也展開了「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的抗議活動。學生們將精神象徵

物「臺灣野百合」樹立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外界因而以「野百合學運」名之，臺大學

生社團在其中的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野百合學運最終開啟民主進程的臺灣。 

 

1990 年 5 月間總統提名軍人郝柏村組閣，因違反憲法第 140 條「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學術界發動「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行動」，本校多位教授參與發起並擔任召集人，郝上將

終於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前除役，也確保國家憲政體制不被破壞。 

【100 行動聯盟】 

1991 年社會各界鑑於長期以往對國體有不同主張的人民，政府可以《刑法》一百條任意

拘捕並判刑之，根本違背憲法有關基本人權及基本自由的保障，於是由本校教授為核心宣

布成立了「100 行動聯盟」。聯盟雖然以「廢除刑法 100 條」為訴求，但真正的重點是在

去除屬於思想迫害的部份；而政府也終於 1992 年 5 月修正公佈刑度內亂罪的刑法一百條，

臺灣人民的言論與思想自由更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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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總區地圖】 

 

此區為臺大校總區的模型，而校總區空間的形塑過程，將依時代的脈動分為臺北帝國大

學、建校草創、社會參與和校園自主等四個時期(可看觸控式螢幕)，探索每一時期校園空

間的真實樣貌與其形成之原因與過程。 

【一般說來，導覽者會直接在地圖上指出訪賓曾經走過、或是即將前往的地點。同時選按

『椰林大道』，讓賓客看到地圖燈亮起，相關老照片一一播放，以及聆聽椰林大道的歷史。】 

【全臺各校區】 

 

臺大校地總面積約三萬四千餘（34281.42）公頃，接近全臺總面積的百分之一，而校總區

總面積為 112 公頃，校區面積最大為實驗林共 33,000 公頃，想知道哪個校區亦可按下觸控

式螢幕便有詳盡的介紹。 

臺大校地佔全臺面積百分之一，主要是因為擁有實驗林、山地農場。實驗林在日本統治時

期，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演習林；山地農場則是臺北帝國大學的實驗農場。臺大實驗林有五

個氣候帶，從亞熱帶到寒帶氣候，非常適宜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實驗林順著臺灣最長的河流（濁水溪）的上游逐漸深入山區，實驗林海拔高度自 220 公尺

爬升到 3952 公尺，停在玉山山頂。玉山是東北亞地區的第一高峰，因此臺大也是東北亞

地區海拔最高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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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分布圖旁邊散落的 12 張照片是 2005 年臺大票選出來的校園十二美景。這張照片（紅

圈）就是臺大最美麗的校景之一：實驗林裡的溪頭大學池。溪頭大學池座落於實驗林區內

的「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是一處對外開放、提供食宿，兼具學習與休閒的大眾化遊憩區。

您可以安排至溪頭度假三天兩夜，在心靈與知識上將很有收穫。 

【附註】： 

羅宗洛校長在接收臺北帝大時期，原臺北帝大農學部部長奧田彧教授建議應接收五所日本

帝大在臺的演習林或是山林農場，將對臺大未來的農林實習、研究非常有幫助。【見：羅

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之p.31-32、218 等】 

臺大於 1949.7.1.（傅斯年校長時期）於南投竹山設立實驗林管理處，使森林學系的研究與

教學實習更臻完整。【見臺大校史稿之p.357】 

【口述歷史 DIY】 

 

回首大學時光，每個人總有充滿樂趣的回憶。校史館參訪者，無論是校友或是訪賓，都可

以在這個角落，自行操作資料建檔與錄影，講述3分鐘以內的臺大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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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臺大校訓】 

 

1975年，臺大60週年校慶，有14國的外籍生同學以母國語文寫下「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

臺大校訓作為禮物敬贈臺大。 

【博物館視窗】 

 

 

世界各著名大學皆成立大學博物館，一方面展出成果及收藏文物，一方面作為教學教材，

藉由有系統的導覽活動與展示教育，將學術殿堂的知識內涵，分享給更多的民眾，這樣除

了能夠提升大學本身的知名度與學術地位，更增加了校園的公共性與影響力。 

臺灣大學的學術研究成果為臺灣學術發展之先驅及縮影，自 1928 年成立迄今，在師生共

同努力下除完成傲人的研究成果外，亦累積了無數具高度學術價值之博物館級收藏珍品，

足堪代表臺大的學術成就及社會貢獻。為支持本校師生教學研究並提供專業研究者參 

考利用，這些珍貴的藏品分別由各相關系所成立陳列典藏空間妥善保存，於臺大校園內構

成綿密的博物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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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 
這個人骨的原件收藏於人類學系。它是 1988 年在臺灣東南部小馬遺址的海蝕洞穴發現

的，推測為 6000 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是目前臺灣發現最古老的完整人骨。 

【植物標本館】 
臺大植物標本館代碼是 TAI，在植物學界非常有名。重要的是它收藏的 1000 件的模式標
本(type specimen)。模式標本就是發現新物種時所作的標本。有類似的新物種發現時，都
要比對模式標本，以確定是否為新物種。世界上許多植物學家，都會向臺大植物標本館商
借標本，或實際來訪問。如果發生戰爭時，這批模式標本也會是第一個被疏散到安全地方
的臺大資產。 

【訪賓簽名】 

 

【臨去前，可以邀請訪賓簽名或是留言勉勵，但是不能強迫。】 

ｘｘ教授，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您能為我們寫幾句勉勵的話，或是請您簽名。 

 
 

校史館導覽已經接近尾聲，感謝您的配合，也歡迎您提出問題，我會盡量解答。如果沒有

問題詢問，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也歡迎您以後再度來訪並給予指教。謝謝，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