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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 館務諮詢委員會 

112 年第 1 次會議 紀錄 

 

時間：112 年 1 月 12 日(四) 14:00-16:00 

地點：旺宏館總圖書館四樓第一會議室 及線上會議 

(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nwn-tbgw-wdp) 

主席：謝小芩主任 

出席：簡禎富副校長 

      成群傑委員、李家維委員、林登松委員、林俊臣委員(線上)、吳光庭委員、

陳健邦委員、莊慧玲委員、蔡玫芬委員、蕭菊貞委員(線上) 

請假：李威宜委員、臧振華委員、龔卓軍委員 

列席：許晶、游淑芬、張登凱(線上)、蔡維紘       (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列) 

 

 

壹、主席致詞 

    副校長及委員介紹（略） 

 

貳、前次會議事項決議及後續執行狀況 

一、 文物館館務諮詢委員會：根據 111 年 6 月 21 日校務會報通過「國立清

華大學文物館設置要點」之第四條設立館務諮詢委員會，諮議文物館各

項事務。原文物館籌備委員會委員 9 位留任，並聘新委員 4 位，共計 13

位。 

二、文物館各項辦法(要點)： 

    1.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借展作業要點(草案)已於 1110713 文物

館籌備委員會通過並公告。 

2.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授權作業要點(草案)經

1110713 文物館館務會議通過，提交本次委員會核備。 

3.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文物管理要點(草案)已於 1111227 館務會

議通過，提交本次委員會核備。 

參、業務報告(111/7/13 後之工作事項) 

一、展覽  

(一) 鬼と神遊行吧(111.08-111.10)精選微展(清大) 

 本展藉由兩件精選的館藏文物《鄭貽林／錄齋藤竹堂〈百鬼夜行圖〉》

及《鬼蓋／鍾馗圖》，探尋日本文化中遊行人間的鬼神形象，梳理台日在漫

https://meet.google.com/nwn-tbgw-w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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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歷史中交錯的鬼神觀念，提供不同的文化視角。另作文創商品鬼と神遊行

吧磁貼，作為推廣活動之贈品。 

(二)「發揚道統：孫中山時代展(111.10.07-112.01.06)」(中山大學主辦、

清大合辦) 

由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與圖資處、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與圖書館共同主

辦的「發揚道統：孫中山時代展」，於 111 年 10 月 7 日至 112 年 1 月 6 日期

間在國立中山大學校內展出，由清大文物館及圖書館借展主題展覽文物共49

件。10 月 7 日「特展開幕儀式」，由簡禎富副校長、哲學研究所楊儒賓講座

教授、文物館謝小芩主任與游淑芬專案執行長代表國立清華大學參與儀式。 

(三) 山水詩畫(111.10-111.11)微展覽(清大) 

本次展精選了兩件館藏文物，介紹「詩中有山水，山水有藏詩」的中國

書畫藝術特色。包括《後藤新平/玉山高聳行草七絕條幅》及張秋谷《山水

圖》，邀請大家一起來細品不同意境與形式的「山水詩畫」。 

(四)「烽火尺牘――1949 的戰爭記憶特展(111.11.29-112.01.18)(清大)  

本展覽以內戰時期的重大戰役為背景——遼西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

戰、海南島、舟山群島等諸多戰役串起了此時期的歷史行程，1949 的中共建

政、國府遷台是二十世紀極重要的歷史事件，此展兼具國史與世界史意義。 

特展的 37 件展品，也是楊儒賓及方聖平兩位教授於 108 年所捐贈的

1949 國府渡台文物，於 12/7 舉辦開幕儀式與座談會，正是 73 年前中華民國

政府正式宣布遷台的日期。本次展覽亦首次與本校材料系周卓煇教授合作

「無藍光燈源展覽」試驗。 

(五) 112/4 校慶大展—竹塹雅集主題展(日期與展名待定) 

為迎接本校重要的校慶，強化在地連結，將以新竹書畫家為主題推出校

慶大展。此展亦為開館大展的常設展前導展。 

(六)112/10 梁啟超與林獻堂主題展(日期與展名待定)  

此展設定為開館大展的預展，將文化巨人其中的兩位——梁啟超及林獻

堂做先行展。此展將會與林獻堂博物館商洽借展文物事宜，期待此次促成兩

館在未來的開館大展更進一步的合作。 

(七) 113 年 開幕大展：新世紀的黎明-文化巨人在臺灣 策展討論(配合

開館大展) 

自 111 年 3 月開始，每月舉辦策展會議，大展主題目前訂為清末民初

1895 年 1925 年間六位文化巨人(孫中山/梁啟超/太虛/內藤湖南/嚴復/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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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足跡與對台灣現代化的影響。透過讀書會與參訪活動，持續進行六

位巨人之資料彙整、時代重大事件表與周邊資料（影片、音樂、穿著、文獻

等）收集等籌備工作。 

 

二、典藏: 目前館藏總計 3548 件。 

 (一)寄存文物盤點狀況 : 楊儒賓教授寄存於圖書館特藏組典藏庫文物，

共有七批文物約１千多件，目前已完成盤點共計 1478 件(至 12/20)。 

(二) 文物修復：挑選數件重要並劣化狀況較為緊急之文物送至修復工坊

作修復，111 年 12 月已有一批修復完成回館；另一批將於 112 年中修復送

回。 

(三)文物燻蒸/冷凍除蟲作業：111 年 8 月及 12 月各進行文物冷凍除蟲

及燻蒸除蟲作業。 

(四)藏品圖檔拍攝：已完成「和魂漢才」及「駭浪中的橋梁」主題藏品

之文物拍攝包含駭浪中的橋梁含其他館藏，與一件寄存文物，共拍攝 206 件，

以作後續數位典藏之用。 

(五)數位典藏系統（圖書館典藏系統）工作，並進行期中盤點。 

(六) 文物典藏審議委員會議: 語言所已故梅廣教授夫人張臨生女士(前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捐贈梅廣教授收藏文物 8 件，於 111 年 11 月 7 日召開第

一次文物典藏審議會議，原則上接受捐贈，待完成文物評估報告後，再送典

藏審議委員會確認納藏。 

 

三、教育 

(一)通識中心課程--打開博物館：看見在地文化(2 學分)111 學年度第二學

期起開設。 

(二)USR 計畫--新竹文史接地計畫(教育部)112-113 年 

申請教育部二年期 USR(文化永續)補助計畫，以文物館之專業為基礎，

開設相關通識課程，與新竹地區歷史悠久的高中職(新竹女中及新竹高商)合

作，協助其活化校史文物，推動具有學校視野的在地文化永續發展。 

 

四、推廣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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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圖檔授權： 

 1.徐永昌將軍文物（寄存）掃瞄作業：經由楊儒賓教授轉介徐良治（徐

永昌之孫）所提出，已於 111 年 7 月底完成。印象中還有其他授權?  

  2. 協助天下出版《今文觀止》(前台灣聯合報社長張作錦先生的著作)

授權本館館藏《葉公超/墨竹》圖檔。本書內容在漫談民國人物風采及生平故

事，將以繁體中文形式於全球範圍內發行。主要銷售地點於台灣。 

(二)圖錄出版： 

1.《毫末起雄風: 1949 渡海來台新本土書家作品集珍》已於 111 年

12 月印製出版，並將參與 112 年 1 月國際書展及舉辦座談。 

2.「駭浪中的橋梁」主題圖錄亦籌備中。 

3. 本年度亦將規劃甲午乙未主題圖錄。 

(三)官網、FB 粉絲團、YOUTUBE 頻道經營：（僅列部份）  

今年文物館的重要演講或活動都同步進行轉播，也利用 YOUTUBE

頻道持續推廣展覽與典藏內容。另外，官網進行網頁內容修改及增補，包括

典藏資源（含數位典藏）、及相關法規等。https://museum.site.nthu.edu.tw/  

(四) Podcast 製作：目前已錄製播出 13 集。內容涵括-館舍建築、文物修

復、策展/展覽、文物館定位等。https://open.firstory.me/user/nthumuseum 

(五)其他： 

文物館協助《新竹生活誌》(新竹市政府所發行之刊物)於 11 月專訪文

物館謝小芩館長及楊儒賓教授，並提供所需之館藏及展覽圖片及說明。此報

導將預計於今年 2 月出刊。 

 

五、組織制度 

(一) 文物館相關辦法（要點）核備：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圖像影

音資料授權作業要點經 1110713 文物館籌備委員會決議提交本次委員會核

備。另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文物管理要點已於 1111227 館務會議通過，

提交本次委員會核備。 

  (二) 典藏審議委員會：本校已核定文物館聘任今年度典藏審議委員，文物

館已於 11 月 7 日召開第一次典藏審議會議討論文物受贈相關事宜。 

 

https://museum.site.nthu.edu.tw/
https://open.firstory.me/user/nthu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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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館舍興建 

(一)密切配合總務處進行每月至少各一場月會及營繕工程會議，與田中

央建築師事務所討論空間規劃及工程相關硬體設施。 

(二)從去年到今年，工與料都上漲許多，原本 1 億元的經費已近 1 億 5

千萬。目前(至 12/20)興建進度為 47.5%(落後 16%)，建築預計在 2023 年 6

月竣工。後續尚有內裝標案待發包。 

七、2023 年募款計畫： 

 募款項目包括: 1 建築館舍內裝 4500 萬；2 常設展及開館大展 1500 萬；3 典

藏保存與研究 1950 萬。(詳細請見附件 1) 

 

以上部份之委員建議與討論： 

1. 簡副校長：蕭菊貞委員目前正拍攝半導體相關紀錄片，將來遇到跟

半導體產業連結發展的文物也可能可以考慮捐給清華文物館。 

蕭菊貞委員：吳泉源老師曾經收藏非常多文獻資料，若是可以有系

統的收集會很好的機會。 

2. 陳健邦委員：清華大學文物館應要有所定位及功能區隔，包括圖書

館特藏集中一起，才不致分散研究及館藏力量。 

林登松委員：圖書館的特藏已稍有規模，且所知文物館空間有限，

不過若有適合的方式，圖書館都會支持。 

莊慧玲委員：文物館最早共同與圖書館特藏一起發展出來，早期捐

贈都放在特藏，文物館的空間相對有限。另外特藏目前所收的性質

可能不見得合適，不過可以做中長期的討論。 

蔡玫芬委員：這本應在文物館成立時該想到的問題，文物可以集中

在一個清楚帳冊，分屬不同庫房。整理策展時可清楚文物在何處，

至於是否屬於文物館，學校可再做討論。 

簡副校長：可從財產管理開始，同一系統的管理做第一步。 

成群傑委員：藝文總中心應規劃創造藝術影響力，至少有未來三年

的營運與規劃，文物館的定位就會因應而生。學校場展變多，將來

如何經營的藍圖與宣傳，包括募款都應有統一的歸納與方向，不致

造成外部被募款單位的困擾。 

李家維：文物館現在的收藏主要是楊儒賓教授伉儷捐贈的書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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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會狀況很難募款支持此批儒道家的收藏文獻。文物館若能拓

展兼顧科技發展，募款將較為容易。 

吳光庭委員：從清華整體學系內容來做文物收藏概念，比較能符合

清華未來發展的意圖。 

蕭菊貞委員：文物館館舍空間小，光是目前的收藏及楊老師捐的文

物放入後幾乎已滿，如何去鎖定文物館鏗鏘有力的部份，結合清華

未來的規劃，是非常需要討論的議題。但若想將大家討論的這些主

題放入文物館，不管人力物力及空間，都會有問題。當學校出現了

文物館‧美術館‧文學館等，加上特藏組，學校要打出什麼樣的牌，

目前尚未看出清晰的規劃。交大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是做交大本

身半導體的校史區，清大著重的點在哪？隨著館舍一個個完成，該

是討論軟體標的時機。 

謝小芩委員：目前美術館以當代西洋美術為主；文物館以近代漢字

文化圈書畫為主，強調館藏的文史意涵論述，較少著墨藝術內涵，

香港中文大學是一個理想的典範。美術館及音樂廳並無自己的館藏。 

蔡玫芬委員：圖書館與文物館本質上不同。當學校要有博物館概念

(如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發揮影響力)，博物館應是一個如同系所學

院的單位，也應有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可以平時在系所教學，因為

研究人員而賦與藏品意義；圖書館的研究方向跟文物館方向是不同

的。台大多年來也希望有一個集中的博物館，並也是教育中心或是

美術中心的角色，能跟同樣語言的單位對話。此外，文物館的庫房

也不一定要跟文物館放在一起，可以另尋空間做庫房。 

李家維委員：附和蔡委員說法，既已成事實，要靠現有藏品尋求支

持的確困難。文物館需有存活之道，提出幾個辦法：1量入為出；2

學校特案支持；3半導體案子另案處理。 

林俊臣委員：文物定位很清楚，文化與政治內涵是很深刻的部份，

在兩岸漢文化傳播及東亞的地位，做為一個大學博物館來說，它具

有很高的學術高度。楊老師是以有計畫邏輯在收藏文物，未來活動

也會圍繞這些主題，編制專業研究員整理研究藏品是必然需要的。 

李家維委員：文物館為冠名建築，是否詢問曾先生是否有意願再繼

續捐助？ 

簡副校長：文物館建設已告一段落，未來的說帖應以文物館永續運

作方向說服。學校一直優化組織，所以成立藝文總中心，作有效率

的募款，典藏及宣傳，也許將來再做規劃跟定位。學校文書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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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的文件，未來可能也需要一起討論梳理方向。研究人員也可

跟學校藝術學系去整合。與外部師生的連結是藝術總中心應該一起

討論的。 

謝小芩委員：謝謝委員們的建議，我們也會好好思考，並與楊儒賓

及方聖平教授伉儷進一步討論。 

 

肆、核備事項： 

案由一：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授權作業要點（草案），提

請核備。 

說明:  

1.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基於妥善保存原件之原則，建置典藏品圖像影音資

料庫，為利於各界使用資料庫資源，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請見附件 2) 

2.本要點之內容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 版，即 CC BY 4.0 授權規範

的圖像與文字，使用時須明確標示來源為「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 

3.本案業經文物館籌備委員會及館務會議討論修正後，提交諮詢委員會議核

備。 

決議：  

1. 包括案由二所討論的作業要點條列的體例需一致。 

2. 修正後核備通過。 

案由二：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文物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為因應辦理典藏文物之保存、 維護及管理等事宜，

特訂定本要點。(請見附件 3) 

2. 本案業經館務會議討論修正後，提交諮詢委員會議核備。 

決議： 

1. 第十二點修改為「文物原件毀損滅失或無法修復者，得經典藏審議會議檢

討及核准後予以註銷」。 

2. 是否運用圖書館條碼系統後續再與特藏組討論。 

3. 修正後核備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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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4年文物館正式開館之開館大展及後續營運方針，提請討論。 

說明： 

1.捷英文物館目前(12/20)進度為 47.5%(落後 16%)，建築體預計在 2023 年 6 月

竣工。(目前進度落後 168 天)；內裝工程尚待招標。 

2.目前暫定開館大展主題為「新世紀的黎明-文化巨人在臺灣」，已進行相關

策展發想如前報告所述，目前開幕預算以業界策展預算(每坪 15 萬)估算，

約需 1500 萬。文物館所需各項募款經費請見附件 1。 

3.因開館為文物館及清華重要里程碑，希望可做到盡善盡美，建請委員提供

募款、開館展覽活動及未來營運的方向與方式之建議。 

建議： 

1. 成群傑委員：與六位巨人有關係的人可以邀請現身說法，尋線找到親屬，

開幕策展時邀請現身說法，會更生動。文物文化若可以影像呈現會生動許

多，既有的影片盡量收入在開幕時可播放。兩岸文化大探索的紀錄片，若

確認版權為大清華傳媒的話，也可捐給文物館。 

2. 莊慧玲委員：可請學生來拍一些微電影，讓學生有機會可以參與在其中。 

3. 李家維委員：開幕展不須局限在館裡，可以在整個校園裡，這才是有吸引

力的做法。 

4. 謝小芩委員：文物館會持續探討，請委員隨時給我們建議。 

5. 成群傑委員：應請簡副校長協調橫向會議，將文物館、音樂廳、美術館做

一起的盛大開幕，對於願意捐款的單位，才不致造成困擾，共同開幕才能

一次將清華的影響力展現出來！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捌、楊儒賓教授導覽「烽火尺牘: 1949 的戰爭記憶」特展。 

 

(後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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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校務基金募款計畫 

 

附件 2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授權作業要點(草案) 

 

附件 3 

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文物管理要點(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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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館未來募款需求及所需經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說明 連繫窗口 


建築館舍


內裝 


4500 萬 近年來建築原物料上漲及缺工等因素，使得


捷英館尚需 4,500 萬元以之內裝預算。 


<捐款請備註> 


捐款用途：特定教


學單位用途 


詳細用途：捷英文


物館專款 


              


 


<聯繫窗口> 


執行單位：財務規


劃室               


連絡電話：03-


5162488 


 


<捐款回饋> 


★依本校國立清華


大學捐贈回饋作業


要點之回饋 


本館依捐贈金額，


另有-- 


★VIP 貴賓導覽服


務 


★贈送館藏精選圖


錄 


★原尺寸仿真館藏


書畫 


常設展及


開館大展 


1500 萬 「捷英館」預計於 2023竣工，預計 2024開


始營運。目前已經啟動常設展之規劃與開館


大展之籌備。除靜態展示外，亦規劃動態及


互動設計與裝置。以業界策展預算(每坪 15


萬)估算常設展及開館大展所需經費。 


典藏保存


與研究 


1950


萬 


 


900


萬 


1 數位典藏及資料庫： 


為完善本館數位典藏作業，將文物以數位檔


案的形式保存，讓文物資訊的流通及使用更


為便利，擬添購： 


(1) 大型高解析文物(平面)掃描機 


(2) 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 


100


萬 


2 典藏設備： 


為保存典藏之文物，擬添購專業冷凍除蟲


櫃，以達除蟲及降低黴菌活性之效果。 


700


萬 


3 館藏系列圖錄（70 萬 x 10 冊）： 


圖錄是展覽的延續與文物研究成果的重要結


晶，本館規劃 2023-2027 年出版 10 冊圖錄。 


               （圖錄樣


本） 


250


萬 


4 文物館典藏相關主題研究獎助金： 


為鼓勵優秀學者投入本館藏品主題之研究，


擬訂研究獎助金，5 年為期 ；每年獎助 2-5


名，每名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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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授權作業要點(草案) 


                                111 年 2 月 15 日文物館內部行政會議討論 


111 年 12 月 27 日文物館館務會議通過 


  112 年 1 月 12 日文物館諮詢委員會備查 


一、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以下簡稱本館），基於妥善保存原件之原則，建置典藏品


圖像影音資料庫，為利各界使用，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典藏品：包含本館取得之典藏品、展示資源及研究成果等，包括實體物件及數


位資料等。 


（二）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指由本館攝製典藏品有關之底片、照片、數位圖檔或其


他圖像資料，包括平面圖檔及影音檔。 


（三）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庫：指由本館建置、管理，刊載本館所有部分圖像影音資


料之資料庫。 


（四）使用者：指依本作業要點規定取得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庫之內容，並對其利用


之自然人、法人或團體，包括依本要點授權使用者再轉授權利用之人或團體。 


（五）衍生物：指依本要點所提供之圖像影音資料，進行後續重製、改作、編輯或為


其他方式利用之修改物。 


三、 授權方式及範圍： 


甲、 本要點之內容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版，即 CC BY 4.0 授權規範的


圖像與文字，使用時須明確標示來源為「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 


乙、 本館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庫所刊載之影音資料，其得受著作權保護之範圍，以


無償、非專屬、得再授權之方式提供公眾使用，使用者得不限時間及地域，重


製、改作、編輯、公開傳輸或為其他方式之利用，包括但不限於開發各種產品


或服務型態之衍生物。 


丙、 使用者利用前項之影音資料及衍生物時，應明確標示出處及係依本作業要點利


用；未盡標示義務者，視為自始未取得授權。 


四、 相關說明： 


甲、 本作業要點所授權範圍僅及於著作權保護之範圍，不及於其他智慧財產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專利、商標、及機關標誌之提供)。 



https://data.gov.tw/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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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使用當事人自行公開或依法令公開之個人資料是否得被蒐集、處理及利用，使


用者須自行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規劃並執行法律要求之相應措


施。 


丙、 經本館特別聲明須經同意方可利用之部分的影音、圖像、專人專案撰文或其他


著作，不在本作業要點所授權範圍，其後續使用應事先申請並取得本處書面同


意，始得為之。 


五、 使用者義務： 


甲、 使用者應注意不得侵害第三人之著作人格權(包括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


權)。 


乙、 使用者依本作業要點使用典藏品圖像影音資料庫之影音資料時，不得惡意變更


其相關資訊，若利用後所展示之資訊與原資料與素材不符，須自負民事、刑事


上之法律責任。 


六、 本作業要點並不授與使用者代表本館建議、認可或贊同其加值衍生物之地位。 


七、 本作業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館務諮詢委員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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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文物管理要點(草案) 
                                            111年 3月 15日文物館籌備委內部行政會議討論 


111年 12 月 27日文物館館務會議通過 


     112年 1月 12日文物館諮詢委員會備查 


一、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辦理典藏文物之保存、維護及管理等事宜，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典藏文物，指依「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文物受贈要點」第二條所定義之項


目。 


三、本館藏品，業務單位初步判斷認為有珍藏價值時，應建立清冊，簽報館長召開本館典藏


審議會議，必要時，得委託專業機構、學者專家審查保存價值。經會議通過者，納入典藏。 


四、典藏文物納藏後，進行清潔等相關清理工作，並視文物狀況，簽報館長進行修復。 


五、典藏文物應登錄建檔，並標記登錄號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六、文物之典藏環境應依藏品性質及價值，由本館進行妥善規劃，以維護其完整性。 


七、文物應依下列方式定期進行清點檢視：  


(一)清點前應擬訂清點檢視計畫。 


(二)清點檢視項目包括數量、儲位之清點核校以及狀況評估。 


(三)依據清點檢視紀錄更新文物之檔案。本館得視清點檢視結果，進行文物之維護修 


        復。 


八、典藏文物的持拿、包裝與運送過程，應小心謹慎。並遵循相關規定辨理。 


九、文物得考量其現況、使用頻率、典藏價值及經費狀況，進行數位影像拍攝或複製。 


十、文物依「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品借展作業要點」交付館外單位修復，應報請館長同


意，始得與館外單位訂立修復建議書後進行。 


十一、典藏文物納藏後，若有研究需求，需提出研究計畫向本館申請調閱，並於本館人員陪


同下，限於本館內查閱文物，並遵守典藏管理相關規定。 


十二、文物原件毀損滅失或無法修復者，得經典藏審議會議檢討報備及核准後予以註銷。  


十三、本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館務諮詢委員會議核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