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封 4 合照 

 

 

 

  

 

圖書、檔案、

博物館概論與

實務課程師生

合影 

► 

 

 

◂影像閱讀看臺

灣社會課程師生

合影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2 

 
 



 

3 

 

封 2 目次頁 

 

 

 

 

 

點點滴滴的回憶 

：校史人物訪談及檔案、影音展 

展覽時間：108 年 6 月 14 日至 9 月 15 日 

展覽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一樓川堂 

□目次 

校長的話………………………………………1 

點滴話當年：校友訪談………………………2 

 校長李承嘉博士 

 馬祖瑞組長 

蔡莉屏校友 

從舊檔案來看新校史…………………………8 

隱形冠軍：你所不知道的總務處文書組……12 

臺北大學校史文獻目錄（初稿）……………14 

課程心得………………………………………16 

 

 

 

訪談 YouTube 影音 

 

 

 

展覽手冊 

 

 

 

學期報告全文 



 

4 

 

□校長的話 

大學精神，貢獻宇宙 

今年是建校七十週年，從民國 38 年行政專校借用成功高中校舍上

課，到如今能在此擁有黌宇廣廈，是一段漫長的路。在這 70 年之間，

學校經過多次的變革，從過去的檔案或是書刊之中，我們看到許多前

賢的辛苦和勞績，如今本校畢業的校友遍佈臺灣、亞洲乃至於世界各

地，貢獻一己之力；而老師們也在教學、研究和許多領域大放異彩，

這是臺北大學精神的具體實現。追憶過去的點點滴滴，既讓我們回顧

成長的不易，也珍惜眼前的可貴，更對未來充滿了期盼和鬥志。 

本次歷史系課程的成果展出具有多重意義，一是實踐的元素，也

就是學生動手作，並從作中學；二是校內不同單位，特別是教學單位

和行政單位彼此之間的合作，也就是課程和校務的結合；三是將平常

少被注意到的行政支援工作端到臺前。在學校裡，像總務處文書組這

樣的「隱形冠軍」還有很多，有待日後陸續報導。 

大學裡有許多值得探索的東西，走過 70 年的臺北大學更累積了無

數的瑰寶，等待師生一起來發掘。過去，臺灣大學傅斯年前校長曾經

借用荷蘭哲學家史賓諾莎的話，說「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臺

北大學擁有教職同仁和同學為資產，自己獨特的特色以及值得追求的

目標。我們已經，並且還要繼續貢獻臺北大學於宇宙的精神。 

校長 李承嘉 108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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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當年：校友訪談 

校長李承嘉博士                    ‧公行二，陳品秀、徐亞慈採訪報導 

校長李承嘉博士於民國 69 年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

地政學系，目前為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兼校長。 

校園風氣大不同 

關於校園風氣的不同，校長提到之前的校園雖然是在臺北市，但還是相當

偏僻，不過同學們依然是非常活躍的，平常課餘時間都會相約到市中心去吃美

食、看書展…等。在當時因為校園小，再加上有許多同學都來自中南部，大家

在課堂及課餘經常聚在一起，因此同學間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 

另外，校長也提及過去學生的凝

聚力較高，他認為造成這個現象的主

要原因是因為當時中興法商在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表現非常出眾，因此

同學們都很引以為傲。 

你所不知道的事-校長篇 

http://www.rebe.ntpu.edu.tw/zh_tw/Members/Full_Time_Faculty/%E6%9D%8E-%E6%89%BF%E5%98%89-5265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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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求學過程中一定會有些令人難忘的事出現，校長當然也不例外，

在他求學期間也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發生，其中有些是我們無法想像、可能也

沒有機會經歷的。像是以前採用外點制，學校會從外面聘人來課堂上點名，校

長說，有一次有一位進修部學長拜託他代替自己去上課，他想說反正自己也沒

事就答應了。結果，上到一半背後突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讓他嚇了一跳，轉

過頭發現原來是點名先生，他竟然認得這堂課的這個位子是哪位學生，當時他

心想這位點名先生實在是太厲害了，而在消息放出去後，進修部的同學就不太

敢翹課了，對此，他也認為說點名制的好處就是同學們都會乖乖去上課，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負責點名的先生有多麽地專業。 

除此之外，校長也提到，在當時

那個年代其實很少使用英文教材，但

有一門課的老師卻是用原文書來上

課。原因是這名老師來自大陸，他講

話有非常重的腔調，同學們都聽不懂

他在說什麼，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講了

個笑話，全班沒有人聽得懂，只有老

師一個人哈哈大笑。整件事好玩的地

方在於老師講中文沒人聽得懂，可是講英文時，大家卻反而比較能聽懂。其實

同學們的英文程度並不是太好，只是因為比起那濃厚的鄉音，英文至少還是能

聽懂的語言。   

以臺北大學為榮 

校長在民國 69 年，大學畢業的那年，同時考上高考和普考，退伍後既任

公職，更考取研究所，加強學習日文及德文，之後考取德國在臺灣所辦理第一

次留考，取得全額獎學金到德國深造。校長最引以為傲的是身為法商人，在畢

業多年後有機會回母校，將自己的理念以及專長奉獻給學校，盡一份心力。 

  採訪最後，校長說：「……我期待學校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大家

能以臺北大學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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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推廣組馬祖瑞組長 

公行二，梁方瑜、張晉禎訪談報導 

   我們透過北大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的組長—馬祖瑞，講述

當時就讀臺北校區的經歷，並帶領我們實際探索當地，親訪

當時便存在的老店家，一同瞭解還未搬至三峽時熱鬧的臺北

校區。馬組長選擇了三個老店家—無名餡餅攤、瑞興書局及

玉膳園江浙館。他們在當地超過十個年頭，前兩者甚至超過

三十餘年，他們經歷了北大從成立到搬遷的歲月，見證了北

大的歷史，由繁盛轉為衰落，他們既是旁觀者，也是當事者，共同歷經了盛開

與凋零的每一寸光陰。 

飄香三十載的好味道—無名餡餅攤 

無名餡餅攤便如其名，即使有了三十餘載的光陰

依然無名。這個餡餅攤位於合江街，鄰近北大的臺北

校區，過去，是許多學生滿足口腹之慾的好選擇。即

便沒有豐富多元的口味，最基本的牛肉、豬肉餡餅及

蔥油餅等，雖然簡單，卻有著最樸實的美味。在鐘聲

噹噹地響起後，總能看見一群飢腸轆轆的學生，魚貫地朝餡餅攤前進，就為了

一祭自己的五臟六腑廟。但是，這樣繁華的光景，只存在於昔日，如今，臺北

大學搬遷至三峽校區，當地的學生人數銳減，也讓餡餅攤的生意不如過去熱

鬧，剩下附近的住戶及過路客會光顧。過

去的榮華，隨著北大的遷徙而逐漸落沒，

即便如此，餡餅攤老闆依然像三十年前一

般，每天下午 2 點多從家裡載著食料出門

擺攤，只為讓客人嚐到最美好的滋味，露

出滿足的笑容。 

命運波折的書店─瑞興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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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興書局在民國七十二年開業，到現在已經三十六個年頭了，在這些年間

臺北大學歷經最大的轉變就是日間部從臺北校區搬到了三峽校區，這當然對書

局的生意造成很大的影響，從以前甚麼書都進的

盛況，到現在只留下法律、商科相關的書籍，

順應臺北大學是法商起家的背景。但即使如

此，至今書局仍是為臺北大學的學生服務。 

隨著時間的過去，瑞興書局經歷

了不少波折，被學校要求搬遷，它沒

有因此倒下；日間部搬到三峽校區，

生意也因此大受打擊，他也沒有因此

倒下，我們實地探訪瑞興書局時，覺

得很訝異居然這麼久以前的書局現

在依然保留著，也有同學進去尋找法

商相關的書籍，這點也讓我們很高興，瑞興書局就是這樣子挺過重重困難，為

了臺北大學學生存在著。  

充滿少女心的凱蒂貓餐廳─玉膳園江浙館 

最後一個訪談地點是玉膳園江浙館，店內最吸引人的是到處都是凱蒂貓的

產品，牆上處處可見、身穿不同服飾的凱蒂貓玩偶，連壁紙、時鐘、櫃子上面

都可以看到凱蒂貓的圖樣，如此多的收藏量讓人嘆為觀止，甚至就連員工身上

的圍裙都是，究竟是甚麼因素讓這間餐廳會充滿這麼多的凱蒂貓呢？就讓我們

繼續看下去！ 

時光的痕跡 

這些地點沒有因為時間的過去

而消失，馬組長說，這樣的訪談可以

跳脫過往制式的面對面訪談，透過其

他人、其他地點的故事，去勾勒馬組

長所要傳達的想法與臺北大學的校

史，讓整個訪談都更加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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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莉 屏校友 

如果生命中有一件事值得去做，那就算做壞了也值得。（蔡莉屏） 

‧公行二黃奕儒、中文一黃主云採訪報導 

    蔡莉屏校友於民國 102 年畢業於本校公共

行政學系，同時為社會工作系雙主修系，是 Color 

C'ode 的創辦人，現在有四家店，分別為【師大

本店】、【遠東 SOGO 復興店】、【微風北車店】、

【臺中美術店】大家都稱呼她「Kelly 小姐」，目

前在「臺灣大學創新創業 MBA」進修中。 

在北大的點點滴滴 

莉屏學姊先開玩笑說與我們差距有十年

了！她來北大就讀時是在民生校區，直到大二才

搬來三峽校區，當時建築物沒有那麼多，但現在有圖書館、創新創業中心，她

覺得是學校很大的成長。而另外一方面，過去她在學時大家都說臺北大學是「公

務人員的搖籃」，但透過近幾年的辦學方式與多

元化的內容，有慢慢跳脫國家搖籃之外更多元的

學習，包含結交姊妹校、創立新社團，她覺得對

於學生來說是很棒的！ 

北大的課程對於她的創業有什麼幫助？   

       學姊認為「在整個大學生涯裡，學習的

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每一堂課，每一項作業與

報告，甚至是考試等等的過程中培養自己的能

力。「不是單就一個科目讓你有創業的能力，而是整段大學的過程，培養自己

解決問題的能力」。 

給予未來想創業的學弟妹一些提點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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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想創業的話要先思考做這件事情背後目的是什麼，創業的原

因是不是一直促使你努力下去的動力，這個核心要先自己問好自己。」不是大

家都去做什麼，而跟著去做，應該是要先問自己心裡想要的是什麼，若確立創

業目標之後，再來準備創業的準備，學習，提升自己的經驗。「創業是一連串

不斷失敗的過程，每一件事情對你來說都會是新的事情，自己會覺得沒有能力

去接受每天面對的挑戰，但它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創業對於不少人來說

是自己能力不足，做不到的事，學姐說這是必然發生的，每個人本來就會懷疑

自己，但也不要忘記要相信自己。 

愛作甜點加上社工系的學科背景…… 

對於烘焙她一開始只是有興趣，空閒的時候自己手作甜點來吃，因大學時

在伊甸基金會當社工，服務一些需要關懷小朋友，加上擔任家教老師，所以就

會考甜點，送給家教的小朋友吃，或是送給一些當時在社福機構的小朋友，之

後漸漸做出心得，便考取烘焙的執照。 

而因大學雙主修社工系，服務過程中深刻了解社福單位運作的辛苦以及資

源的匱乏，讓其團隊發現『不是等到有了才有能力付出，相信自己也擁有愛的

能力。』因此，即便創業這條路辛苦，沒有想像中那麼順遂，但 Kelly 與夥伴

們創業至今仍不定期提供義務烘焙課程，每月皆為三個社福據點的孩子們準備

慶生會蛋糕，是她們創業日子裡，都不曾改變

的習慣。  

創業之路不回頭 

如何維持創業的熱情？她說「我這五年多

來的創業歷程，我其實都一直想放棄。」學姊

覺得無論是做哪件事情，即便是興趣，也會有

消磨掉的一天。但是即使讓她遍體鱗傷，內心

很痛苦、難受，還是願意繼續奉獻她的熱情，

那就是她真正想做的事情。「即便有件事情多

累，妳都沒辦法放棄的時候，妳就知道妳應該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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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檔案精華     從舊檔案來看新校史 

本校歷經省立行政專科學校、省立法商學院、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與國立臺

北大學四個重要階段。以下從本校文書組檔案室內檢出具有代表性的檔案，加

上說明並附釋文，以了解本校篳路藍縷的建校過程。各檔案除揭示其要點外，

並從公文演進的角度介紹不同時期公文的特徵及用語，藉以管窺文書處理的要

義。在此為節略版，全文請掃描學期報告全文 QR Code。 

一、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38-44）、臺灣省行政專修班（39-44） 

行政專校創校時借用成功中學校舍。後不敷使

用，報省教育廳請撥校地，以擬定建築計畫。圖為

「38年 12 月 7日呈教育廳奉電飭擬具建築計畫等

因，電請核辦」的舊檔。 

說明原公

文以黑色毛

筆字繕寫在制式公文紙，字跡工整。首

頁右半以格線分列速別、密等、受文

者、副本收受者、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

等各欄位，左半為本文，劃有紅色欄

線，以便書寫。過去凡下級機關對上級

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用「呈文」，又本

件屬於「函稿」，幕僚擬稿後經核稿、

覆核後判發。早期簽稿上蓋有關防（關

防是政府頒給臨時性或特殊性機關的印

章）。本校早期為「臺灣省立地方行政

專科學校」，受省府教育廳轄管，公文

需報廳核辦。本公文末行「（全銜）校

長左○○」(見釋文)，下級單位對上級

行文需要用全銜，另○○是敘稿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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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起見，首長職銜之下僅書「姓」，名字則以「○○」表示，正式發出時為

「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校長左潞生」。釋文如下： 

(全銜)廳長陳鈞鑒： 

一、鈞廳參捌戍養教二字第三四 O 五八號代電謹悉。 

二、查本校現係借用省立臺北成功中學校舍，每日晚間上課，今後自應另覓

地址，建築教室、禮堂、圖書館等項必要房屋，俾便遷入改為日間上課，步入

學校常軌。玆以是項地址，尚未奉撥定，擬定建築計畫，至亟無所依據。惟據

估計，最低需足容納 50 人之教室廾個，大禮堂及風雨操場各一個，容納三百

人之圖書館一個，教職員及學生宿舍二百間，連同運動場等合計，共需基地一

百三十畝。 

三、奉電前因，理合電請 

鑒核，轉呈  省府迅賜指撥校址，以便依據實際地形，擬定建築計畫，呈

報核辦。 

（全銜）校長左○○ 

二、臺灣省立法商學院（44-50） 

  行政專修班及起合併改為臺灣省立法商學

院的省府令，係本校校史重要檔案。圖為「民

國 44 年 8 月 4 日呈報改制與行政專修班合併」

的舊檔。 

說明原公

文採人工

打字繕打在制式公文紙，特徵包括蓋有發文

機關印，事由欄後有批示及擬辦兩欄，層經

核閱後供主官採行並批示。(而公文中如有

「附件」意思即「附帶的資料」)，過去在「附

件欄」寫「如文」2字，現在則寫「如主旨」

或「如說明」，以指引收文人員找到附件的

名稱及份數。釋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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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該校改制與行政專修班合併問題令希遵照辦理具報。 

一、查該校與行政專修班合併改制一案，經本府委員會第四○九次及四一○次

會議決議：略以(1)行政專修班及行政專科學校，應自四十四學年度起合併

改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2)改制後分法商兩科，法科包括行政，法律社會，

地政四學系，商科分財政合作，工商管理，會計、統計四學系(3)該校原有

各科，改為該院附設專修科，各科名稱照舊(4)行政專修班仍准在青年服務

團團員中，考收二年制合作科及社會行政科各一班，以一百名為限。 

二、上項決議情形，經函准教育部臺(四四)高字第九五五七號函應准備案。 

三、除改制後院長人選及行政專修班合併技術及招生問題俟另案辦理外，希將

改制日期辦理具報。 

四、令希遵照。     主席 嚴家淦 

批示：如擬並公告  

擬辦：一、呈報改制日期 

  二、將本校改制暨校長就職日期函各機關查照 

三、中興大學法商學院（50-89） 

  民國 50 年 7 月 1 日起，臺灣省立法

商學院與臺灣省立農學院合併為臺灣省

立中

興大

學，

這是

本校

邁向國立大學的重要過程。圖為「50 年 6

月 19 日呈教育廳令中興大學成立及各該院

歸併移交日期」的舊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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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公文速別為「最速件」，一般公文按「最速件 1日」、「速件 3日」、「普

通件 6日」之時限辦理。(機關內部送會公文按傳遞速別卷宗「最速件 1 小時」、「速

件 2 小時」、「普通件 4 小時」之時限辦理。)而如果是「通知」則為其他因辦理公

務需要之文書，但現在多以「書函」格式來取代。釋文如下： 

事由：令為省立中興大學成立及各該院歸併移交日期一案，令仰遵照。 

一、查本省本年成立省立中興大學一所，將省立農學院及省立法商學院歸併該

校，業由省政府報奉教育部五十年二月二十日臺(50)高字第一九八九號函核

准在案。 

二、茲省立中興大學校長已奉省政府核派林致平擔任，其籌備工作，亦已完成，

該校定於本年七月一日成立，各該院應自同日起歸併省立中興大學，同時

移交，除令案報請教育部核備外，仰即遵照辦理。 

三、本件副本抄送省立中興大學林校長致平。      廳長 劉真 

四、國立臺北大學（89- ） 

三峽校地處理為臺北大學成立的關鍵

因素，李建興與侯崇文兩位前校長用力至

深。 圖為「民國 99 年 9 月 23 日臺北縣政

府同意國立臺北大學辦理土地無償撥用案」

的舊檔。部分釋文如下：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99 年 6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 0990046245 號函辦理兼復 貴校 99 年 7

月 1 日北大總校字第 0991200479 號函。 

二、旨案 14 筆土地係依土地法第 26 條及平

均地權條例第 55 條之 2 規定辦理無償撥

用，若有其他適法問題，再行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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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冠軍：你所不知道的總務處文書組 

你所不知道的總務處文書組 

這次展出校史檔案的原件存放在本校總務處文書組，課程特別針對文書組

拍了一支短片，介紹全體成員和業務內容。《隱形冠軍》這本 2017年的暢銷書

報導了被忽略的頂尖中堅企業獨特的制勝策略，接著《天下雜誌》和經濟部也

找出那些點亮臺灣的隱形冠軍，他們是島嶼活力的泉源。圖書館馬祖瑞組長建

議用這四個字作為介紹本校行政單位的單元名稱。（歷史系辛法春） 

我們 8 個學生，來自不同科系，其中一位還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交換生，因

為共同修習辛法春老师所開授的通識課程「影像閲讀-看臺灣社會」而組成了一

個團隊。老師給了我們一個挑戰，想讓我們拍攝—部短片，介绍學校裡的行政

單位-文書組，並且以此片配合慶祝臺北大學建校七十週年校慶活動。 

 

總務處文書組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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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告訴我們，影片有—個很酷很炫的名字《隱形冠軍》，是圖書館馬祖瑞

組長的構思。這原本是一本書的名字，介紹台灣企業的暢銷書，敘述—些隱姓

埋名不太為人知曉的中小企業，却缔造了堅靭的企業生命力。這個發想，真的

深具意義，在我們生活週遭，有許多「隱形冠軍」，像學校裡的文書組，對我

們這些學生而言，真的很陌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樣的行政單位？初步了解

之後才依稀知道今天的公文，會被放入檔案庫，成為明日的校史。 

文書組每天担負著全校公文的收發、存檔，是一個不太為人知曉的單位，

却為校務黙黙耕耘著，用「隱形冠軍」來形容，不僅貼切，又別具一格。經過

多次訪査、了解、構化劇本、分鏡，再加上老師在課上為我們請來金穗奬導演

王慧君女士，及專業配樂林呈擎老師，教我們分鏡、運鏡、拍攝、剪輯、寫歌、

配樂。對我們這 8 個學生而言，這都是勇敢且極具挑戰性的嘗試和學習，是一

種自我的突破。                  

你所不知道的文書組           詞：張翊宣 

   曲：Media Right Productions cc 公共創用 

你不知道的文書組  在行政大樓的角落頭 

身為隱形冠軍的他們  今天終於曝光了 

 

他們長期以來被忽略  一直默默的在服務 

他們對學校來說很重要  是不容小覷的單位 

 

文件處理資訊系統  有問題啊 就找他們 

收發信件和蓋印   也是由～他們來處理啊 

 

你不知道的文書組  在行政大樓的角落頭 

身為隱形冠軍的他們  今天終於曝光了 

 

你不知道的文書組  今天終於現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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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校史文獻目錄（初稿） 

一、圖書、多媒體 

1. 行政專修班第一屆二年制教育行政科全體同學,大時代的血淚與

歡笑，臺北市,冠順數位, 2010,。記載第一屆二年制教育行政科同

學們求學之心路歷程及對學校之感念。 

 

2. 李建興,汗水與掌聲:國立臺北大學成立前後, 2000,臺北市,商鼎文

化,。再經歷臺北大學成立前後之種種狀況後,撰寫之大學歷史紀

錄。 

 

3. 李建興,驀然回首, 2001,臺北市,商鼎文化,。李建興校長對於教育的

理想、熱誠、耕耘，以及感觸，藉由文字留下之點滴。 

 

4. 李建興,大學小事, 2003 臺北市,師大書苑,。描述李建興校長所目睹

耳聞的臺北大學趣事，以及如何創立及經營大學。 

 

5. 林裕山,國立臺北大學采風, 2013 新北市,國立臺北大學。透過照片

紀錄國立台北大學三峽校區及民生校區。 

 

6. 侯崇文,校園中的愛:臺北大學校長七年, 2013,臺北市,商鼎數位。侯

崇文校長經歷校園初創、三峽校地的取得、課程改革等，總結治校

經驗，將他的心路歷程編寫於本書。 

 

7.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概況,臺北市,編者。介紹中

興大學法商學院，從改制前至改制後的狀況。 

 

8. 國立臺北大學籌備處,國立臺北大學設校概況,臺北市,國立臺北大學籌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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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世安,國立臺北大學 60 週年特刊:追求真理服務人群, 

2009,臺北縣, ,. 

 

10.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編,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改制國

立台北大學發展計畫書,1992。 

 

11. 興大法商三十年編輯委員會編 ,興大法商三十年, 1981。透過師長提詞及同

學抒懷，一探國立台北大學之前身。 

 

12.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改名國立台北大學計劃書,

版 1991。 

 

13. 國立台北大學籌備處 (1993),國立台北大學發展計畫書。 

 

14. 國立臺北大學[錄影資料(2015).]:許我一個未來-走過歷史展望未來.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 國語發音,中文字幕 

二、期刊文章 

1. 廖國誠建築師事務所 (2014). "臺北大學圖書資訊大樓" ,建築師 479 期。 

2. 魏翊庭 (2019). "校園交流站／台北大學體育館 開放居民共享." 聯合報。 

三、網路資源 

1. 國立臺北大學 (2000). "北大校訊."https://www.ntpu.edu.tw/ntpuNews/. 

2. .國立臺北大學 (2010). "國立臺北大學校史

館.”https://www.ntpu.edu.tw/ntpuhistory/. 

3. 國立臺北大學 (2019). "北大校訊.回首七十，台北大學是這樣來

的......"https://www.ntpu.edu.tw/ntpuNews/files/2019011694920.pdf . 

4. 國立臺北大學 (2019). "北大校訊.台北大學在三峽

"https://www.ntpu.edu.tw/ntpuNews/files/20190225110740.pdf . 

https://www.ntpu.edu.tw/ntpuhistory/
https://www.ntpu.edu.tw/ntpuhistory/
https://www.ntpu.edu.tw/ntpuNews/files/2019011694920.pdf
https://www.ntpu.edu.tw/ntpuNews/files/201902251107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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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心得     

上學期開始籌畫這門課，沒想到這學期忙到昏，幾乎天天都在「策展」，

和太太的話題也都在展覽中打轉。感謝洪健榮主任、陳國華組長、馬祖瑞組長、

林裕山簡秘、孫翠莉組長、王美淑助教，還有太座辛法春。(歷史系顧力仁 圖

書、檔案、博物館概論與實務課程) 

校長訪談組（公行二，陳品秀、徐亞慈）：隨著時間的推移，終於迎來展覽的

這一天，還記得當初選修這堂課時，根本不知道原來策劃一個展覽花費需

要這麼多的心力與時間，不同於以往上的課，這堂課跳脫了既有的傳統框

架，給了我們不一樣的課堂經驗與所學。 

馬組長訪談組（公行二，梁方瑜、張晉禎）這門課讓我們獲益良多，從學習如

何訪談及剪影片，再到親自上場操作，這個過程雖然很辛苦，卻也讓我們

跳脫了自己的舒適圈。以前，不曾體會籌備佈展的繁重，如今才體會，一

個好的展覽，需要大家的配合及努力，方能有好的收成。 

蔡莉屏校友訪談組（中文一黃主云、行政二黃奕儒）：我們都覺得非常幸運可

以訪談到莉屏學姊，學姊教導我們面對困難、心境的轉換和如何追求自己

真正喜歡做的事情，感謝學姐帶給我們的啟發，與這堂課帶給我們的挑戰。 

校史檔案組（公行二，羅玉芷、曹芷菱）：這是我們第一次如此真實、直接地

接觸到本校的歷史。透過這些檔案，逐漸勾勒出臺北大學的點滴，也希冀

能藉由這些檔案，呈現出本校悠長的歷史當中，一些頗為重要又意義非凡

的面貌。 

校史文獻組（公行二程鈞華、財政二謝孟婷）：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書目是什麼，

更不瞭解書目如何製作。後來我們才知道 endnote 這個書目管理軟體，在

學期末甚至運用其做出成品。在圖書館挖出封塵已久的珍貴資料，……都

是非常實務的體驗，真的是非常有意義的課程！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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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課程 8位同學有幸參予這次展覽，看臺灣社會前，先看自己每日生活

的學校，用鏡頭探知陌生的行政單位-文書組，感恩日常中有許多無名英雄用

心、用力於臺北大學的校務運作，也用此影片祝賀我們所愛學校的 70週年校

慶。(歷史系辛法春 影像閱讀看臺灣社會課程) 

（張翊宣 經濟一，導演）這次拍攝《隱形冠軍-文書組》，體會到當導演的不易，

是個很有挑戰性的位子，但這個寶貴的經驗也讓我有所成長，學會去勇敢

的表達自己，推著我繼續努力向前走。 

（許  筠 金融一，編劇）拍攝隱形冠軍的過程中，讓我接觸到了許多新奇的

事物，絕對是大學生涯中非常值得且意義非凡的經驗。 

（樊佳淳 統計二，攝影）透過這次的拍攝過程，提高了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增進了我對集體的參與意識與責任心，絕對是我大學生涯最難忘、最特

別的一堂通識課！ 

（張競文 經濟一，攝影）在製作影片的過程中慢慢找到拍攝的訣竅、摸索到

製作影片的流程，還有和團隊的大家一起解決遇到的困難⋯收穫的不僅僅有

知識還有難忘的回憶！ 

（林慧筑 行政一，攝影）透過無數次的腦力激盪，看著隱形冠軍團隊一步步

成長，內心充滿了無數感謝，也誠心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能讓更多人認識

學校中默默付出努力的文書組。 

（蔡昀庭 行政一，場記）這個拍攝活動讓我獲得實際的技能，讓我有開發其

他職業方向的可能性。 

（方沛緹 金融一，剪輯）這堂通識課讓我學到了平常課堂不會知道的技能，

讓未來有更多不同選擇！ 

（葛 雨 財政四，剪輯）後期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十分有意義，可以學到很多

東西，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們一起努力的作品。 

 

http://lms.ntpu.edu.tw/course/46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