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宜蘭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502 會議室 
主    席：吳中峻主任秘書                               紀錄：鄭麗寬 
出 席 者：黃桂生委員、林淑妙委員、陳進傳委員、校友會理事長楊正宏委員、

總務長吳寂絹委員、館長張介仁委員(請假) 
列 席 者：陳彥卉主任、張允瓊組長、鍾曉航組長、王秀娟組長(請假)、鄭麗寬

組長、劉金元、楊家淑(請假)、吳伊帆、楊敏雅、廖玉卿、李宗勳、
劉雅倫(請假)、鄭君穎(請假) 

 
壹、主席宣佈開會 

一、 報告出列席人數(應出席 7 人，實際出席 6 人，9 人列席) 
二、 通過議程 

 
貳、主席報告(略) 
 
參、百年校史編纂內容及進度（總策劃黃桂生）(略)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校史編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案追蹤表(請參閱附件一

略) 
 
伍、業務報告 
 

一、本校迄今將屆百年歷史，發展歷程即為台灣社會演進、農業史、產業史、
教育史發展軌跡之重要縮影，本校為完整呈現發展軌跡與重要史實，需
耗費相當人力及時間籌備及徵集百年校史資料，特於 106 年 12 月第 9 次
行政會議通過校史編纂委員會設置要點成立編纂委員會，下設校史編纂
工作小組，由秘書室及圖書資訊館同仁負責蒐集整理校史相關資料及編
輯工作，並由退休教師黃桂生、林淑妙教授負責總策劃，校史團隊以「十
年計畫」為目標，近程目標以資料篇 7 本為主題，中程期間在民國 110
年推出《百年校史前編》全一冊(電子書)，待至民國 115 年也就是創校
百年時，正式出版一部《國立宜蘭大學百年校史》及《百年校史系列叢
書》計 7 本，正式完整地對在此百年期間學校的點點滴滴向後來者作一
完整交代，見證百年榮耀。 

年度 叢書號 書籍名稱 

108 

（已完成） 

資料篇 1 蛻變與成長 (電子書)／吳伊帆、楊家淑 

資料篇 2 校園變遷 (電子書)／鄭麗寬、李宗勳 

資料篇 3 藝林文苑 (電子書)／楊敏雅、劉雅倫  

資料篇 4 校聞剪影 (電子書)／鄭君穎 

109 資料篇 5 濟濟多士 (電子書)／鄭麗寬、劉金元、吳伊帆  



（進行中） 資料篇 6 院系所•深耕與卓越 (電子書)／廖玉卿、楊家淑 

資料篇 7 百年大事紀 (電子書)／吳伊帆  

110 

（中程目標） 
前編 

百年校史前編(電子書)一部 

(百年校史系列資料篇全部 7 冊總集) 

115 

（長程目標） 

系列叢書 1-7 

校史 

7 本百年校史系列叢書(更新版)及 1 部百年校史（前編更新

版）(正式出版紙本及電子書) 

 
二、本年度已完成資料篇 1~4 冊電子書於網站上公開呈獻： 
 資料篇 1《蛻變與成長》：詳述本校由農林學制晉升至綜合大學學

制之全部歷程和各時期中教務、訓導、實習及支援教學等活動的推

展與成效，分享本校卓越辦學的豐碑。https://lic2.niu.edu.tw/files/11-
1010-2492.php 

 資料篇 2《校園變遷》：成長歲月中曾經深刻記憶、熟悉的校園場

景，隨著學校的茁壯轉變或消失，透過地景變化，一點一滴整合出

橫跨近百年校園發展歷程變遷景象。https://lic2.niu.edu.tw/files/11-
1010-2493.php 

 資料篇 3《藝林文苑》：以農立校，改制後，理工為重的本校，一

無藝術學院、二無中文系，可是近百年來，無論教師群或校友中，

却不乏藝文成就斐然者，乃特闢本園地，以增添校史文采。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4.php 
 資料篇 4《校聞剪影》：記錄著宜大的青春事蹟，以人文生活出

發，訴說發生在這個校園中的人與事，透過嘉賓蒞臨、慶典活動及

校園生活三大主軸，呼喚不同世代宜大人的校園生活記憶，描繪出

跨世代生活地圖。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5.php 
 

(一)  (二)  (三)  (四)  

 
三、資料篇 1~4 冊因印製費用甚為龐大，因印製少量分送如下表： 

分送單位 本數 

校長 資料篇 1~4 冊各 1 套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2.php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2.php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3.php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3.php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4.php
https://lic2.niu.edu.tw/files/11-1010-2495.php


主秘 資料篇 1~4 冊各 1 套 

校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黃桂生委員、林淑妙

委員、陳進傳委員、校友會理事長楊正宏委

員、總務長吳寂絹委員、館長張介仁委員 

資料篇 1~4 冊各 1 套計 6 套 

秘書室吳伊帆、楊家淑 資料篇 1~4 冊各 1 套 
校友服務中心劉金元 資料篇 1~4 冊各 1 套 

圖書館鄭麗寬、鄭君穎、廖玉卿、楊敏雅 資料篇 1~4 冊各 1 本計 4 套 
圖書館館藏典藏用 資料篇 1~4 冊各 1 套 

 
四、目前規劃最新進度表如下： 

期  程 主  題 

108 年 10 月 交稿 5.濟濟多士 6. 院系所•深耕與卓越 7.百年大事紀  
109 年 5 月 出版 資料篇第 5-7 冊美編出電子書 

110 年 5 月 出版（95 周年校慶） 百年校史前編(全一冊) 第一版美編出電子書 
115 年 5 月 出版（100 周年校慶） 1. 資料篇 7 冊更新為系列叢書 7 冊並以紙本正式出版 

2. 百年校史前編更新為百年校史並以紙本正式出版 
 

五、 黃桂生老館長與林淑妙老師本年度至今計有 5 次來館，親自指導各書
寫作方向，如下表。 

日期 指導內容 

1080221 
1.審訂資料篇前 4 冊美編、校對等事宜 

2.審訂資料篇前 4 冊最後定稿 

1080325 
1.研討資料篇前 4 冊上線相關事宜 

2.討論百年雜憶是否納入的可能性 

1080415 
1.討論資料篇第 7 冊大事紀初稿 

2.討論資料篇第 5-7 冊封面用圖 

1080520 
1.詩論資料篇第 5 冊相關章節 

2.討論引言、獻辭及版權頁 

1080610 
1.討論資料篇第 6 冊初稿 

2.討論校史前編的章節編排及相關事宜 

 
六、 上次會議提及增加百年校史系列前導篇，內容含宜蘭農校的時代意義

(陳進傳教授編撰)及回憶宜大校史編纂過程(黃桂生教授編撰)，計畫民
國 108 年委託撰述、109 年出電子書，其中，黃桂生教授繳交部份請參
閱如附件二 P.6-P.13(略)。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有關初擬百年校史系列資料篇及前編之獻辭、版權頁，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 為考量後續編纂一致性，初擬百年校史系列資料篇（百年校史

系列叢書）及前編（百年校史）獻辭、版權頁固定版型，俾利

後續工作進行。

二、 相關獻辭、版權頁全文，詳如附件三。

擬 辦：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據以施行。

決 議：

一、 修正如附件三。

二、 廖英杰館長改為在致謝中呈現。

三、 建議增聘陳旺城老師為校史前編諮詢委員。

四、 建議學校正視資料及照片保存問題，俾利後續校史紀錄。

提案二：

案  由：有關百年校史前編目次，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百年校史前編版面以全冊(上下冊)約 2,000 頁為主軸發展成

書，目次以資料篇各書為內容，資料篇各書負責人需持續進行

資料更新及美編工作。

二、 初擬前編目次詳如附件四。

擬 辦：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據以施行。

決 議：

一、 修正如附件四。

二、 建議校史團隊參考嘉農、屏農校史，檢索總督府檔案、日日新

報檔案相關公開資料、地籍資料等以充實校史內容。

三、 《蛻變與成長》部份資料建議需重新修正，並請各單位確認。

四、 《校園變遷》建議增列林場、五結校區、城南校區及金六結校

區等資料。

五、 《藝林文苑》資料略顯薄弱，建議充實補強多方資料。

六、 《校聞剪影》第二章慶典暨學術活動，建議分章呈現。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2:20) 



獻  辭 

獻給  在這一百年裡，曾經在校園裡 

諄諄教誨過 

辛勤奉獻過 

和 

努力學習過的全校教職員生 

校史編纂委員會 全體人員 敬獻 

附件三資料篇獻辭



獻  辭 

這部百年校史是在此期間所有教職員工和歷屆在

此就學的學生們共同累積的歷史紀錄。每個時期都有

他們特殊的成就與貢獻，也展現了各個時期大家努力

付出的點點滴滴。 

謹以這部百年校史呈獻給在這一百年裡，曾經投

入、奉獻與付出的人，並向他們致上最高的敬意。 

校史編纂委員會 全體人員 敬獻 

附件三前編獻辭



需印製於 7.5×12.5 公分的方框中，大小可視實際情況按比例放大或縮小，方框的周圍有一

定的預留空間：上下各留 0.5 公分，左留 2 公分，右留 1.5 公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多層次療育活動設計手冊 / 柯平順計畫主持. -- 
臺北市 :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2014.03  
面 ;  公分  

ISBN 978-986-88724-4-8(平裝) 

1.早期療育 2.教學活動設計

529.6 103002544 

國立宜蘭大學百年校史系列資料篇 VI 

《濟濟多士》 鄭麗寬 劉金元 吳伊帆編纂

發 行 人 吳柏青

召 集 人 吳中峻

副召集人 張介仁

指導委員 楊正宏 黃桂生 陳進傳 林淑妙 吳寂絹

總 策 劃 黃桂生

總 編 輯 林淑妙

副總編輯 鄭麗寬

編    纂 鄭麗寬 劉金元 吳伊帆

出 版 者 國立宜蘭大學

地 址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電 話   （03）9357400 
印刷製版   ○○  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民國一〇九年四月 
定    價 新台幣    元

附件三資料篇版權頁



需印製於 7.5×12.5 公分的方框中，大小可視實際情況按比例放大或縮小，方框的周圍有一

定的預留空間：上下各留 0.5 公分，左留 2 公分，右留 1.5 公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多層次療育活動設計手冊 / 柯平順計畫主持. -- 
臺北市 :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2014.03  
面 ;  公分  

ISBN 978-986-88724-4-8(平裝) 

1.早期療育 2.教學活動設計

529.6 103002544 

國立宜蘭大學百年校史•前編 

發 行 人 吳柏青

召 集 人 吳中峻

副召集人 張介仁

指導委員 楊正宏  黃桂生  陳進傳  林淑妙  吳寂絹

總 策 劃 黃桂生

總 編 輯 林淑妙

副總編輯 鄭麗寬

編纂小組

壹、吳伊帆  楊家淑《蛻變與成長》        貳、鄭麗寬  李宗勳《校園變遷》

參、楊敏雅  劉雅倫《藝林文苑》          肆、鄭君穎《校聞剪影》

伍、鄭麗寬  劉金元  吳伊帆 《濟濟多士》 陸、廖玉卿  楊家淑《院系所•深耕與卓越》 
柒、楊敏雅《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活動》      捌、吳伊帆 《大事紀》

出 版 者 國立宜蘭大學

地 址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電 話   （03）9357400 
印刷製版   ○○  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民國一一〇年四月 
定    價 新台幣      元

附件三前編版權頁



百年校史•前編 
目次

校長序

校友會理事長序

引言

源遠流長——校史摘要 

壹、 學制變革《蛻變與成長》 吳伊帆、楊家淑
第一章 綜合陳述

1.1 本校各時期的印信 
1.2 幾次重要的蛻變 
1.3 歷任校長及其任內重大興革 
1.4 各時期的校訓、校旗（校徽）、校歌 
1.5 校區校園規劃概況 
1.6 各時期畢業人數統計 

第二章  農林學校時期（民國 15 至 34 年） 
2.1 創校背景 
2.2 學制與教學活動 
2.3 學生活動 
2.4 二戰末期對本校衝擊情形 

第三章  農業學校時期（民國 35 年至 56 年） 
3.1 戰後學校的艱困情形 
3.2 教學活動 
3.3 學生活動及其他 

第四章 農工職校時期（民國 56 年至 77 年） 
4.1 教學活動 
4.2 學生活動 
4.3 辦學績效及其他 

第五章 專科學校時期（民國 77 年至 87 年） 
5.1 綜合陳述 
5.2 教學活動 
5.3 學生活動 
5.4 實習與輔導 
5.5 行政支援 

第六章 技術學院時期（民國 87 年 7 月至 92 年 7 月） 
6.1 教學活動 

附件四 前編目次



6.2 學生活動 
6.3 研究發展 
6.4 行政支援 

第七章 大學時期（民國 92 年至 110 年） 
7.1 綜合陳述 
7.2 教學與就學 
7.3 學生學習與生活 
7.4 研發交流 
7.5 圖書資訊 
7.6 體育活動 

第八章 附設高職進修學校 
8.1 沿 革 
8.2 高職重要里程碑 
8.3 活動集錦 
8.4 歷任主任 
 

貳、 校園變遷                                 鄭麗寬、李宗勳 
第一章 青青校樹 

1.1 小葉南洋杉 
1.2 白千層 
1.3 象牙樹 
1.4 玉蘭樹、第倫桃 
1.5 菩提樹 
1.6 楓 香 
1.7 茄苳（重陽木） 
1.8 黑板樹 
1.9 榕 樹 
1.10 小葉欖仁樹 
1.11 台灣欒樹 
1.12 校園風景明信片（專科時期——民國 77 年至 84 年間） 

第二章 美麗庭園 
2.1 消失的地景 
2.2 新建的庭園工程 
2.3 藝術景觀 

第三章 巍峨黌舍 
3.1 台灣光復以前（民國 15 年至 34 年間）的舊有建築 
3.2 光復後至改設專科學校（民國 35 年至 77 年間）的建築物 
3.3 改設專科學校以後（民國 77 年至今）之建築物 
3.4 校園風景明信片（農工職校時期——民國 35 年至 77 年間） 



 
參、 藝林文苑                                 楊敏雅、劉雅倫 

第一章 金石書畫 
1.1 金石書法 
1.2 國畫 
1.3 西畫‧雕塑 

第二章 古典詩詞 
2.1 曹以松校長論詩詞 
2.2 樂雅翁評曹詩詞 
2.3 曹校長詩詞作品欣賞 
2.4 萬斌小傳 
2.5 萬斌詩作欣賞 

第三章 深耕鄉土 
3.1 一顆帶芒的亮星——陳麗貞 
3.2 寺廟文學的耕耘者——林淑妙 
3.3 蘭陽兒童文學之父——邱阿塗 
3.4 全方位文學大師——黃春明 

 
肆、 校聞剪影                                        鄭君穎 

第一章 嘉賓蒞臨 
1.1 總統、副總統蒞臨 
1.2 院長蒞臨 
1.3 省府主席蒞臨 
1.4 諾貝爾獎得主蒞臨 

第二章 慶典暨學術活動 
2.1 慶典活動 
2.2 學術活動 
2.3 研討會 

第三章 校園生活 
3.1 農林時期（民國 15 至 34 年） 
3.2 職校時期（民國 35 至 77 年） 
3.3 專科時期（民國 78 至 88 年） 
3.4 學院暨大學時期（民國 88 年至今） 
3.5 教職員工活動 
3.6 附設進修學校 
3.7 可愛的小校友——附設托兒所 

 
伍、 濟濟多士                         鄭麗寬、劉金元、吳伊帆 
 



陸、 院系所概況《深耕與卓越》                    廖玉卿、楊家淑 
 
柒、 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活動                          楊敏雅 
 
捌、 大事紀                                          吳伊帆 
 
後記（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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