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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跨校辦理『創校與前瞻 ~
2016 全國大學檔案聯展』

革 新 事 項7

為建構大學檔案交流合作互動平

台，提升我國高等教育檔案文化展示，

彰顯大學檔案應用價值，擴大檔案教育

功能及民眾參與，本校檔案館與全國 50

餘所公私立大學文書組及校史館合作，

訂於 105 年 8 月舉辦「創校與前瞻 -2016

全國大學檔案聯展」。本聯展於 104 年 4

月向教育部秘書處提案陳報獲得支持，

7 月完成北中南說明會三場，9 月發出

意願調查表，10 月召集各校進行聯展議

題討論會，11 月前往教育部協談高教司

與技職司合作資料提供，並於 104 年 12

月邀集聯盟三校總務長進行檔案聯合高

峰會談，進一步達成核心成員共同推動

全國檔案聯展的高度共識。

檔案館為保存高等教育重要檔案，

促進大學校史文物徵集應用及交流，創

新規劃發起「創校與前瞻 ~2016 全國大

學檔案聯展」活動，經向教育部提案獲

得全力支持後，立即召開北中南聯展說

明會，並邀集 56 所公私立大專院校積

極參與，籌辦近一年多，8 月 5 日於本

校校史館舉辦盛大開幕式，現場貴賓雲

集，18 位學校首長蒞臨、各校一級主管

數十位皆熱情參與聯展開幕式，留下難

得的歷史相片並獲聯合等多家數位媒體

報導。 2016 全國檔案聯展策展討論會

聯盟三校總務長檔案聯合高峰會

召集各校啟動檔案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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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規劃分別以大學歷程、文物地景、立校精神、春風化雨、檔案尖兵、卓越

前瞻等六大主軸展出，另結合珍貴手稿檔案與文物，以實體及數位方式多元呈現及

突顯大學檔案重要徵集議題，並建置網頁資料平臺以利互動交流及國際行銷。從呈

現個別機關學校特色人文歷史，到整合推論國家階段歷史，皆有賴恆久而專業之檔

案史料分類保存工作，本活動透過各項主題，呼籲保存重要校園檔案文物。本特展

為國內高教首次跨校聯手之校史檔案交流合作，活動吉祥物「紀鹿」首次亮相，將

巡迴各處宣導珍視歷史檔案紀錄之重要性，從教育進行延伸至各領域之檔案史料文

物，共同保存及拼湊臺灣歷史地圖。

未來希望進一步促進各校校史文檔交流，提升各校歷史人文精神，並持續向全

國師生及民眾宣導檔案基本觀念及保存應用價值。

特展全體工作人員合照楊校長主持開幕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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