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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校史館於2005年6月22日由陳維昭校長、前校長虞兆中先生、即

將接任之李嗣涔校長，以及中央研究院陳奇祿院士共同主持揭幕儀

式。校史館由圖書館負責營運，是校友回娘家的溫暖歇腳處，也為

各界人士提供一處認識臺大的明亮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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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

校史常設展廳約754平方公尺，前身是舊總圖書館中央閱覽室。起造於1929年的舊

總圖書館，歷經五次擴建，終至今日規模。挑高的天花以及連續的拱窗，型塑出特

殊的建築美學，過去佇立七十年呵護學子寒窗苦讀，成為出類拔萃的人中龍鳳；現

今，依然挺拔地伴隨大家細數臺大百餘年的風華滄桑。

◆臺大精神

校史館的入口殿堂揭示臺大的立校精神「學術自主、自由校風」。這股沿襲至今、

獨步國內的治校精神，是由傅斯年校長所奠基。那是個國家政局動盪的年代，

兼具學者胸懷和硬漢風骨的他，期勉校內的每一個份子，無論時局世事如何變

化，都能堅持「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這句話援引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

（Baruch Spinoza， 1632-1677），句中「宇宙的精神」則強調本校設立的目的，

在於追求宇宙間一切永恆而無限的真理。

◆大事紀要

透過大事紀展區，您可以瞭解這所臺灣土地上最早創設的

綜合型大學，如何從僅有「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兩

個學部的臺北帝大初期，逐漸茁壯成為擁有十一個學院、

三個專業學院的整合性研究型的國立臺灣大學。「大事

紀」展區有歷任校長們的畫像、大事年表、校長治校理

念、照片、檔案以及文物，歡迎您來探索。

•臺北帝國大學

臺大的前身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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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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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帝大後期，已經發展成文政、理、農、醫、工五

個學部，三個研究所（熱帶醫學、南方人文、南方資源科

學），以及預科。此外，臺大校史亦可遠溯至明治30年

（1897年）的臺北病院附屬土人醫師養成所，係本校醫學

院的前身。

臺北帝大四任校長：

幣原  坦 （1928.3. ~ 1937.9.）

三田定則 （1937.9. ~ 1941.4.）

安藤正次 （1941.4. ~ 1945.3.）

安藤一雄 （1945.3. ~ 1945.10.）

•國立臺灣大學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統治，國民政府指派中

研院植物所羅宗洛所長前來臺灣進行接收臺北帝大的工

作。1945年11月15日完成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制成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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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大學。改制初期設置文、理、法、醫、工、農六個

學院，迄今已發展成為十一個學院：文、理、社會科學、

醫、工、生物資源暨農、管理、公共衛生、電機資訊、法

律、生命科學；三個專業學院：牙醫、獸醫、藥學。

臺大迄今十一任校長與兩任代理校長：

羅宗洛 （1945.10. ~ 1946.7.）

陸志鴻 （1946.8.  ~ 1948.5.）

莊長恭 （1948.6.  ~ 1948.12.）

傅斯年 （1949.1.  ~ 1950.12.）

沈剛伯 （1950.12. ~ 1951.3.代理）

錢思亮 （1951.3.  ~ 1970.5.）

閻振興 （1970.6.  ~ 1981.7.）

虞兆中 （1981.8.  ~ 1984.7.）

孫  震 （1984.8.  ~ 1993.2.）

郭光雄 （1993.3.  ~ 1993.6.代理）

陳維昭 （1993.6.  ~ 2005.6.）

李嗣涔 （2005.6.  ~ 2013.6.）

楊泮池 （2013.6.  ~ 迄今）

◆學校象徵					•校樹 – 大王椰子

進入臺大校門，首先映入眼簾即是左右兩列高聳挺拔的大

王椰子，一路延伸至大道盡頭的總圖書館，精神抖擻列隊

迎接師生到校研究與學習。椰林大道自臺北帝大時期即已

成形，隨著校區擴大稍有演進。椰林大道一向是臺大的象

徵，臺大人永遠的驕傲，也是莘莘學子嚮往的目標。大王

椰子於1898年引入臺灣，是引進國內椰子類最高大壯觀的

一種，故名之「大王椰子」。

•校花 – 杜鵑

臺大人沒有不知道臺大校花為杜鵑。每年三月間，杜鵑盛

開最美麗的季節，臺大校園有個「杜鵑花節」的盛宴，一

定要來感受「杜鵑花城」的丰采。臺北帝大時期校園僅零

星栽植杜鵑；1950年底傅斯年校長積勞成疾陡然辭世，臺

大為感念哲人，向附近農家蒐集杜鵑花苗250株，廣泛植

於校園中，此為臺大大規模栽種杜鵑的開始。

•校歌

臺大歷史上存在四首校歌。第一首校歌完成於昭和15年

（1940年），中日戰爭正熾烈，因此臺北帝大校歌帶著濃

烈的軍國主義色彩。1947年國立臺灣大學第一首校歌誕

生，由中文系主任許壽裳作詞，臺灣交響樂之父蔡繼琨譜

曲；但是同學們認為歌詞過於深奧，並不普及。而後學生

代聯會向校方建請另做新詞新曲，校方於1968年公佈由文

學院院長沈剛伯填詞、中國現代音樂先驅趙元任教授譜曲

的新校歌。新舊校歌之間，近二十年臺大沒有校歌，同學

們以著名的臺語創作歌謠＜望春風＞為地下校歌。

•校訓 – 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臺大校訓八個字源自傅斯年校長於1949年第四屆校慶大會

上對師生的四項訓示：敦品、力學、愛國、愛人。1950年

12月20日傅校長猝逝後，雖有教授於校務會議提議以該訓

示為臺大校訓，但是該案被保留未通過。接著幾位校長或

親題這八字贈與畢業同學，或以紅字置於舊體育館外牆，

或納為校徽設計重要元素。總之，「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八字深植校內人心，終為臺大校訓。

•校徽

臺大校徽公佈於1982年校慶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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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鐘

為紀念傅斯年校長而鑄造，每堂上下課，鐘聲21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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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傅校長嘗言：「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

沉思的。」

◆學院榮耀與成就

本區展示十一個學院的簡史以及學術成就，在本區您可以

看到阿公級的壓力計與醫療消毒鍋向您招手；您可以閱讀

到臺大考古隊遍布全臺的足跡、臺大教授自製的水下載

具、世界首度成功飛進颱風眼進行颱風偵測的無人飛機團

隊、健康食品紅麴蛋的原理；您也可以觀看短片暸解臺大

傲人的成就：太陽能車、烏腳病防治、解開死亡細胞之

謎、同學戲劇公演等等。

◆臺大面面觀

•臺大簡介與臺大歷史短片

中央區的電視牆輪播臺大簡介以及歷史短片，駐足於此可

立即認識臺大的過去歷史、現在發展，以及未來展望。

•名人堂

臺灣自1996年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以來，迄今

2016年已選出九位正副總統，其中李登輝(農業經濟)、

連戰(政治)、陳水扁(法律)、呂秀蓮(法律)、馬英九(法

律)、吳敦義(歷史)、蔡英文(法律)、陳建仁(動物、公共

衛生)等八位女士先生，是臺大畢業的校友。目前獲得諾

貝爾獎等級的校友，有李遠哲（諾貝爾化學獎）、姚期智

（圖靈獎，計算機科學領域）、胡正明（菲爾卡夫曼獎，

電子設計自動化領域）。期待有更多優異傑出的臺大人，

能帶領臺灣，甚至引領世界，走向至善。

•名譽博士

臺大自2001年起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學術或專業上具特殊成

就、有益人類福祉、對世界文化交流與和平有卓越貢獻者，

至2015年已經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辜振甫、李遠哲、崔

琦、楊祖佑、高行健、孔德成、丘成桐、林懷民、錢煦、王

文興、林百里、李亦園、漢寶德、彭汪嘉康、曹永和、胡

佛、齊邦媛、馬水龍、張榮發、張忠謀、楊振寧、尹衍樑。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是本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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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止，數十年來中研院共選出約467位院士，而臺大校長或

專任教授則有69名當選中研院院士，名額遠高於其他研

究型大學。

•總統科學獎

總統科學獎自2001年起每兩年獎勵四名（內）對臺灣社會

有重大貢獻且提升臺灣的國際學術地位之基礎科學研究人

才，臺大專任教授年年皆有人獲獎，迄2015年有：宋瑞樓

（醫學內科教授，2001年）、劉國平（化學教授，2001

年）、林長壽（數學教授，2001年）、朱敬一（經濟學教

授，2003年）、鮑亦興（應用力學教授，2003年）、陳建

仁（流行病學教授，2005年）、陳定信（醫學內科教授，

2007年）、李壬癸（曾任考古人類學教授，2009年）、

吳成文（醫學榮譽講座教授，2011年）、彭旭明（化學教

授，2013年）、李琳山（電機工程學教授，2015年）。

•傑出校友

臺大自2006年起遴選於人文藝術、學術、工商、社會服務

等等領域有卓越表現的校友，公開表揚他們對本校及社會

的傑出貢獻。迄2015年止，共有78位校友榮獲此殊榮。

•早期學位論文手稿

本區展出多件1960年以前大學部同學的畢業論文手稿，其

中不乏臺大名人的手稿，例如：前總統李登輝、前副總統

連戰、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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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

截至2015年9月止，本校共與世界508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

計畫。其中亞洲206所、大洋洲15所、美洲104所、歐洲

181所、非洲2所，其中不乏國際頂尖名校，例如：哈佛大

學、史丹福大學、牛津大學、東京大學、北京大學。

•臺大博物館群

於2007年11月15日正式啟動的臺大博物館群，目前共計

有十個成員館，分別為校史館、人類學博物館、地質標本

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本館、農業陳列館、植物標本

館、動物博物館、檔案館、醫學人文博物館。

•臺大校史館回顧

輪播校史館自製的宣傳影片，包含英語導覽服務課招生短

片、歡迎校友回母校拍攝婚紗照的宣傳影片，以及本館年

度回顧等等。

•臺大之美

輪播於2010、2011、2014三年間臺大師生以影像發掘臺大

之美的攝影作品。

◆社會關懷

臺大人在校園內孜孜不倦地學習、兢兢業業地研究，最終

目標在貢獻所學、回饋社會。本區分別從學生、校方對社

會層面的關懷與貢獻來闡述臺大在社會的價值。就蒐集到

的資訊，策展主題如下：公共衛生計畫回顧、臺大醫院醫

學創舉、抗SARS前鋒、隔震新技術、溪頭重建、翡翠水庫

水工模組試驗、紅火蟻防治、稻米產業、農業技術團、農

業推廣手冊、系所社團的社會服務、體檢社會環境、輔具

科技研發等。

◆校園生活

校史館除了展示校務正史之外，最能打動人心，令校友找

到認同與歸屬感的，就是歷年來校園生活各層面的常民

史。本區表現出臺大人由過去至現在的食、衣、住、行、

育、樂的許多點滴，藉由一幀幀珍貴老照片、一則則代代

傳承的老故事、一件件卸下重擔的老教具，讓畢業的校友

重溫過去的時光，也讓仍在學的同學們緬懷過去生活上的

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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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願意在

校史館銘文記之，時時刻刻提醒每一位臺大人，謹記歷史

教訓，勿負臺大校風，傳承並實踐臺大精神。醒世洪鐘的

校園事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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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我納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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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

◆校園變貌與地景軌跡

臺大校區隨著師生人數成長、研究領域擴大，日漸擴充，

分布全臺；而各校區重點特色，一般人不易全面了解。藉

由圖文並茂的互動式多媒體解說系統，讓大家對臺大校區

地貌有完整的認識。

•校總區地貌

臺大校總區承自臺北帝大校本部，更早又可推至1922年

遷入的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悠久的歷史賦予校園一

種人文的深度與氛圍。時時以歷史的「過去」提醒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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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思考人類「未來」的發展，使得每一個臺大人都充滿

人文精神的關懷。本區以時間縱軸劃分四個時期介紹校總

區的變貌：臺北帝大時期、臺大建校草創時期、社會參與

時期、校園自主時期；此外亦介紹四個深具歷史意義的校

景： 公圳、舟山路、椰林大道、新總圖書館。

•校區分布

臺大校地總面積（35,000公頃）約佔臺灣總面積之百分

之一。本區一一解說各校區的歷史與特色：校總區、醫學

院與醫院校區、徐州路校區、水源校區、實驗林、山地農

場、安康農場、文山植物園、宜蘭臨海工作站、竹北校

區、雲林虎尾校區。此外亦介紹2005年校園票選出的臺

大十二景：新總圖書館、醉月湖、椰林大道、傅鐘、大門

口、傅園、溪頭大學池、臺大醫院舊館、生態池、舟山

路、農場、共同三松。

◆跨世代座標記憶

時光遞嬗，臺大校園也不斷變化著她的妝扮。臺大校史館

試圖以問卷票選方式，調查臺大人心目中「K書討論」、

「戀愛約會」以及「社團活動」的最佳地點；再透過故事

採集，訴說發生在這個校園中的人與事，以校園地景為座

標，呼喚不同世代臺大人的校園生活記憶，描繪出跨世代

臺大人的生活地圖變遷。延續2011年11月校史館舉辦「在

校生篇」特展，2012年6月「校友篇」特展以嶄新的面貌

於校史館再度登場，呈現真正的「跨世代」對話。

◆舊總圖特色、舊貌重現

漫步臺大校史館，離去前別忘了欣賞這座由圖書館改造而

成的臺大校史館。藉由舊總圖書館模型與說明，細細品

味古蹟建築之美；瀏覽舊總圖時代的老照片，愈益觸發

思古幽情。

◆放映室	 •口述歷史DIY

走過臺大記憶長河，激發您回想起多少輕狂的少年往事。

校史館告訴您許許多多封塵的臺大史，現在校史館請您留

下記憶中的臺大。不要猶疑，邁步進入「口述歷史DIY」

錄影室，談古論今就是現在。

•臺大人談臺大事

校史館邀訪歷屆的臺大人暢談臺大事，歡迎您停下腳步，

聽聽不同世代、真真切切的臺大話當年。

•臺大人紀錄片

臺大培育出臺灣社會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大家認真堅守自

己的工作崗位，不斷創新求變，精神足堪所有臺大人的

表率。放映室選播優秀臺大人的紀錄片，例如：斯人斯

事（傅斯年）、臺灣醫學之父（杜聰明）、自由思想者

（殷海光）、當代作家映象（林文月）、老技師的物理世

界（許玉釧）、發現臺大紀錄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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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廳

位於校史館後棟東側，佔地約302平方公尺的廳堂，在

2007年校慶日啟用為「川流廳」，為校史特展廳。「川

流廳」的命名，係源自於藥學系校友李華林先生「川流基

金會」慨然捐款設置校史館特展廳，為感謝李先生捐款美

意，因此取其基金會名稱命名，同時藉以期勉校史特展以

及參觀人潮「川流不息」之雙重意義。

導覽解說

校史館提供兩種導覽服務：

(1)團體導覽預約：一律採網路線上申請

http://bookings.lib.ntu.edu.tw/

(2)自主式語音導覽系統：

歡迎利用Andriod行動裝置免費下載校史館語音導覽

應用程式，或是使用QRcode掃描器，立即在校史館內

獲取中、英雙語之導覽資訊。

婚紗攝影

校史館樂於見證臺大人的囍事。欲在校史館留下婚紗

影像紀錄的臺大新人，敬請於拍攝日前3個工作天，

上網向校史館提出申請。

校史館婚紗攝影申請

http://bookings.lib.ntu.edu.tw/

徵集與典藏

檔案談史、文物傳情……

許多見證臺大歷史的文物，在不經意之間，隨著使用年限已

過而報廢，或隨著使用者離開臺大而散逸。校史館設立後，

以妥善保存與臺大有關且具張力的歷史物件為職志。例如，

校史館收有臺北帝大創校總長幣原坦先生的書法捲軸、臺北

帝大時期的老儀器、臺大早期教職員識別證章、在臺大教授

鼓勵下而打造的臺灣第一或第二把自製大提琴等等。

照片記憶

什麼樣的記憶，可以從青絲到白首……

什麼樣的景物，可以由彼岸思念回故里……

大家手邊珍藏的臺大老照片，承載臺大人對母校的青春眷

戀，也細數分布於全臺灣的臺大各校區不斷蛻變的風華樣

貌。校史館為臺大老照片與老故事打造永遠不孤寂的家，也

歡迎大家將手邊具有特殊意義、高趣味性的臺大老照片（主

題：臺大風景與建築、臺大人物側寫、臺大生活與社團、臺

大逸事點描、臺大鄰舍與環境變遷），隨時交予臺大校史

館，照片經數位化重製後，將完整奉還原件。

臺大記憶募集(老照片) http://photo.lib.ntu.edu.tw/Memory/

口述歷史

臺大已近九十歲了，除了官方公文書之外，許多過去的關鍵時刻與生活點滴，都隨

著臺大人畢業、離職、退休、凋零而散逸。撿回失去的記憶、追循淡漠的足跡，就

是校史館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作業。只要願意去拾回漸逝的歷史記憶，未來面

對每個重要的關鍵點，我們不擔心變成失根的臺大人。

臺大人話當年(口述歷史)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Oral/

校史館自主式導覽
應用程式下載

臺 大 博 物 館 群 導
覽登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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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聲

Q01： 臺大校史館成立於什麼時候？

(1)1928年

(2)1945年

(3)2005年

Q02：臺大的前身為？

(1)東京帝國大學

(2)臺北帝國大學

(3)北京大學

Q03： 日治時期臺北帝大最初的兩個學

院，以下何者為非？

(1)文政

(2)理農

(3)醫工

Q04： 臺大的立校精神為何？

(1)溫良恭儉讓

(2)學術自主、自由校風

(3)禮義廉恥

Q05： 臺大的第一任校長是誰？

(1)幣原坦

(2)羅宗洛

(3)傅斯年

Q06： 臺大的校樹為何？

(1)鳳凰木

(2)大王椰

(3)麵包樹

Q07： 臺大的校花為何？

(1)杜鵑花

(2)木棉花

(3)梅花

Q08： 臺大的校訓是：

(1)宇宙精神

(2)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3)追求卓越邁向頂尖

Q09： 臺大傅鐘是為紀念傅斯年校長而

鑄造，每節上下課皆敲鐘幾響？

(1)18響

(2)21響

(3)24響

Q10： 臺大校地分布全臺近35,000公

頃，約佔臺灣總面積       ？

(1)十分之一

(2)百分之一

(3)千分之一

答案：(3) (2) (3) (2) (2) (2) (1) (2) (2) (2) 

臺大故事

除由官方編修而來的臺大校史之外，臺大亦存在許多有趣的

常民史，其中不乏傳頌數代的校園老故事。校史館開闢校史

漫談部落格園地，分享蒐集到的溫馨又饒富趣味的校園故

事，抓緊不同世代間臺大人的感情與向心力。另外，校史館

累積的老照片與有趣故事，已彙編出版了兩本書籍《青春･記

憶･老臺大：臺大老照片的二十個故事》、《有人要我寫一首

關於臺大的詩：校園、生活、社團以及其他》，歡迎至臺大

出版中心書店購買

校史漫談(部落格) http://gallery.lib.ntu.edu.tw/

推廣活動

校史館在常設佈展之外，對於許多校園史事與生活動態的呈現，仍有遺珠之憾。於

是藉由豐富多樣的活動、特展、校史學術演講、出版等等推廣活動，以展現綜合性

大學的研究多面向與旺盛活力，也吸引更多人士參觀校史館、認識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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