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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還記得畢冊封面的長相？或記得自己當年的青澀模

樣？還想得起來同學們一起幹過什麼厲害的事？或是當

年暗戀過哪個學妹呢？畢業了許多年，高中的回憶也許

就因為一本畢冊，通通湧上心頭。彥辰首先提到：「畢

業後的第二年，有天回到附中圖書館巧遇一位長年旅居

海外的大學長，拜託館員阿姨想找到自己當年的畢業紀

念冊。畢業40多年的他與同學們失去連絡，試著回到母

校尋找一絲絲希望；望著大學長翻閱泛黃脆弱的畢冊，

顫抖的手抄著同學的姓名與聯絡資料。」彥辰這才知道

原來以前的畢冊上頭都有電話與地址，一個班僅有少少

幾張黑白合照而已；臨走前，學長的眼眶是濕的，還不

忘緊握我們的手，不斷地道謝...」

    2013年，透過第12屆校友會H572班黃聖富理事長及

H746班徐子雯秘書長鼓勵下，通過成立數位典藏專案，

彥辰與幾位前後期的校友在無經費奧援的情況下，開始

著手附中數位典藏專案第一階段(參見2016校友會刊)，

他們憑著一股堅持與諸多校友溫暖的支持，跌跌撞撞踽

踽前進，所幸第一階段已於2016.03.30完成校徽、校旗

、班旗、火鳳凰及小錦旗等信物的重製與數位典藏。

畢冊與文本數位典藏
    緊接著第二階段文本數位典藏跟著開始執行，並由

第13屆附中校友會H527魏遠斌、H746徐子雯兩位理事成

為專案召集人與彥辰一起承擔這項刻不容緩的重責大任

，財務上的管理由子雯學長負責，策劃、執行與相關硬

體採購由遠斌學長與彥辰推動。另外更慶幸的是，

H514-539班校友於2015.04.11首度舉辦「三十回附」活

動，活動中針對校史室硬體修繕與軟體文本數位典藏進

行募款，一共募集六十六萬元整（捐款名單如附註一）

，對數位典藏專案後續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援，大大

克服經費上的困難。

    文本的典藏，不外乎就是將紙本掃描起來以電子檔

保存，但是該如何掃描、規格如何訂定與檔案如何管理

都是大學問。其間我們參考了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政策、臺大、臺師大及文化大

學數位典藏之成果，並與母校圖書館蔡正儀主任合作，

花費3個多月擬訂出第二階段數位典藏計畫之執行辦法

，同時透過H435班黃旭田理事長（曾任臺北律師公會理

事長）與H647班黃朗倩律師、H1073班陳景筠律師的專

業協助，擬定與母校之合作備忘錄。

    史料與文本方面，我們將老照片、畢業紀念冊、新

附中、附中青年、班刊（凌韻、墾、曦華等）、附友季

刊及附中相關重要文史資料等納入典藏範圍，並依圖書

館及校史室之典藏清冊調閱保存良好之文本，缺漏部分

再向校友徵集。關於現場執行之工作人員，我們招募大

學與高中在學之學弟妹以課餘閒暇時間擔任掃描志工，

同時以母校圖書館及泰順街基地為據點，商請H1258戴

伯儒（臺大數研所）和H1280吳浩誠（臺師大數學四）

分別擔任高中部與大學部（詳細名單如附註二）之掃描

志工組長，帶領學弟妹執行掃描與審核成果；在設備與

軟體方面，透過遠斌學長請教遠於美西HP的影像設備工

程師H515陳釗沛有關掃描器選購之專業知識、研發專家

H344蔡其泰學長提供電子書製作軟體試用版及專業協助

、臺大資工資管系H690陳炳宇教授（臺大管理學院副院

長）提供網頁空間和電子書呈現上之專業建議，經充分

準備後我們採購了三部A3平台式掃描器、一部專業相片

掃描器、五顆2TB行動硬碟，未來將架設企業型網路儲

存伺服器(NAS)備份珍貴的史料，為線上瀏覽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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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腳印，開始就是往前
    統計至今，已順利完成掃描約3萬5千多頁，其中附

友季刊1-49是首先全數完成電子化的系列。未來計畫製

作成電子書，在合法範圍與保障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同

時存放在母校與校友會網站供全球校友隨時瀏覽查詢。

掃描，其實是一件機械化單調又無趣的工作，特別感謝

高中與大學部掃描志工的努力，從掃描、校正、建檔到

最後完整校閱與數位化修補破損，細心地呵護這些得來

不易的文本，許多畢冊的年紀甚至是志工學弟妹年齡的

兩倍啊！幾次與大家在工作中相聚，心情總是複雜，感

謝大家花費這麼多時間投入，做這個短期看不出具體成

效，而僅有些許誤餐費補助的工作。

    身為專案執行人與召集人，有時接到學長們來電關

心進度，對話的起頭總是抱歉，雖然學長們總是說：「

不急、不急！只要開始總比原地踏步好。」，對我們來

說卻是更加提醒在執行進度的要求。2016年8月彥辰入

營服替代役一年，許多事情將由遠斌學長與伯儒及浩誠

處理，有些進度可能因此延宕。有時更反思著，這樣的

任務對彥辰來說是否過度沉重而無法負荷？2016年7月

初開工掃描的第一天，在前往附中的路上彥辰發生車禍

送醫，所幸沒釀成重傷害，但彥辰仍不免掛記著，若真

是不幸倒下，那麼典藏計畫將會如何？而我們，就是很

想完成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回首這一路走來
    2016年7月完成了第一批志工的招募與訓練，第一

部掃描器的啟用，第一顆硬碟存下資料，在2016年8月

完成第一本電子書測試版，2017年3月第一批防潮櫃進

駐母校校史室與圖書館，緊接著第一台企業級網路伺服

器的安裝，每項都是數位典藏專案往前走的里程碑，對

我們來說更是莫大的鼓勵，確認我們往前推進的方向！

為了這批約莫近7萬頁的重要文本資料，今天不做數位

典藏，明天就等著歷史文本散裂破碎，我們也清楚知道

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間感謝H108 劉京山、E25 

王燕翔、N26 魏兆奎、H155 郭廷銘、H297 王志盟、

H359 王智鴻等學長熱情提供畢冊原件等歷史資料或電

子檔，感謝胡天爵老師提供新附中五週年校慶特刊供掃

描備份，並忍痛提供45、50、55、60、65等週年特刊個

人收藏供裁切裝訂後逐頁掃描，掃描後再妥善復原成冊

收藏，感謝H465鄭正權學長(曾任視聽服務社社長，畢

冊攝影組長)，提供民國69-72年間精彩正負片百餘張做

數位典藏之用，並協助號召前後屆相關校友齊力為之，

感謝H317陳乘風學長不時越洋關注，最後感謝H432洪仁

進校長、圖書館蔡正儀主任及附中校友會H435黃旭田理

事長大力支持，也感謝這一路上陪伴我們的每位好友，

這綿延的故事還未了！

    一路走來，我們不停地嘗試...就如同夢想造一架

飛機，我們都希望它順利起飛，但是總要先有原型機的

誕生才行啊！

    由於文本數量龐大，必要的掃描人力與設備支出，

就目前所餘約十多萬經費而言，恐不足以支應，若再加

上電子書後製及網路上架等等費用，未來勢必要再集眾

力支持才能完成。但我們相信，完成附中歷史文本保存

不只是專案，而是一項使命。認同、共鳴與感動將源源

不絕！

涓滴匯流成江河，數位典藏專案渴望您的肯定與協助。

↑團隊執行掃描及校正工作中 ↑H515陳釗沛及陳美如自美返台
    指導與掃描志工小組合影

↑H108劉京山返校致贈畢業紀念冊 ↑H155郭廷銘提供珍貴歷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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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甘苦談
    很慶幸我可以幫上忙，從中看到了許多我不知道的歷

史，也保存了許多即將消逝的記錄。

    我一直很好奇，到底以前的附中是長什麼樣子？在學

時只能從社團的學長口中略知一二，隱隱約約感受到以前

的狂狷。剛好在去年時，周彥辰學長問我說要不要來幫忙

做數位典藏專案，一項將舊書籍數位化的偉大工程。我覺

得這是一個適當的時機點，已有適宜且成熟的科技處理典

藏，而許多紙本的壽命也所剩不多，同時亦可以從典藏的

書籍中看到學長以前走過的路，便就決定和大家一起著手

保存即將消逝的記憶。

    於掃描附中青年的時， 藉由學長姐的深刻文字，一窺

附中人在戒嚴時期的人文生態，雖然當時的內容似乎要接

受言論審查，但附青卻也沒有因此變成純粹的官方傳聲筒

，更驚訝地發現當時內文的主題範圍居然如此多元， 還有

我的社團電算社的資訊知識文章呢！

    接續著附中青年，下一階段即是最大的工程-畢業紀念

冊掃描。早期的畢冊大多是小小一本黑白的，照片不多，

但也看得出來當年校園繽紛多彩的生活與許多消失的建築

物。我想那些學長應該沒有想過，幾十年之後，會有一群

學弟妹被他們在畢業紀念冊上擺的動作逗笑吧？說不定連

當事人自己都不敢看了。

    書本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損毀，但是學長姊當年的

歷史不該跟著書本一起消失。我期待數位典藏計劃最後可

以成功的保存每個世代的回憶，讓我們可以總覽附中的過

往、現在與未來，並傳承歷史的記憶，留給尋根者一把不

朽的鑰匙，開啟我們那些年酸提苦辣、洋溢青春年華的時

光隧道。

   在計劃其中，要感謝魏遠斌學長經常幫助我們這群後進

；要感謝附中圖書館蔡正儀主任與各位阿姨（劉惠雲幹事

、徐厚鈴幹事）的協助，讓數位典藏計畫有容身之處；要

感謝周彥辰學長給我了這把歷史寶庫的鑰匙，讓我窺見附

中悠遠的歷史長流； 最後，要感謝中間我請來幫忙的學弟

妹，希望大家也有承接到這把鑰匙，看到以前的學長姊如

何在壓抑的年代中活出風采，並且從中學習不畏的精神，

勇敢向現今的強權挑戰，不要放棄。

附註一：校友捐款芳名錄(共募集陸拾陸萬元整)

1.泰順街基地：

  H1344 王思涵、H1344 葉  臻、H1346 林沛紘、H1363 鄧宇辰

2.附中圖書館：

  H1396 王婷宜、H1404 孔佩笙、H1404 林家妤、H1407 陳奕先、

  H1407 陳品絜、H1407 林郁淳、H1408 郭乃瑜、H1409 熊薪婷、

  H1413 高啟軒、H1422 蔡大研、H1422 李浩廷、H1445 王啟豪

附註二：掃描志工成員名單

H1258 戴伯儒
H514 全體同學

H515 李鈺琴

H515 簡立欣

H516 陳松檀

H516 馮曾文

H517 林志鴻

H517 李永嘉

H518 郭鴻均

H518 鄭俊祥

H520 張登貴

H520 全體同學

H521 黃斌洋

H521 王宏仁

H523 胡平良

H523 于緒洋

H523 陳正忠

H523 莫與震

H523 呂青峯

H523 吳俊億

H523 林志鴻

H523 陳義栓

H523 何時昆

H523 陳志雄

H523 楊志光

H523 顏立永

H523 劉  麒

H523 黃肇明

H524 嚴健誠

H524 李銘儒

H524 周世育

H525 張慶光

H526 張孜多

H526 徐忍川

H526 薛德成

H526 謝佩岑

H527 魏遠斌

H527 葉繼煌

H528 陳重銘

H528 王充宇

H528 許長山

H529 李光中

H530 丘中明

H530 錢震亞

H531 趙混本

H532 宋舜偉

H532 高志強

H533 楊弘道

H533 龐立仁

H533 黃奕欽

H533 張坤榮

H534 江俊盈

H534 簡錫欣

H535 王友邦

H535 施龍銘

H535 陳國泰

H535 邵文峰

H535 夏健騰

H535 林傳欽

H535 孫崇修

H535 洪于智

H535 吳欣叡

H535 張其賢

H536 高玉山

H537 林裕斌

H537 洪恭誠

H537 洪旭逸

H537 高泉豪

H537 陳佳興

H537 徐培正

H537 蘇高賓

H538 謝勝彰

H538 胡迪福

H538 林忠義

H538 林明功

H538 張啟豐

H538 黃皓陽

H539 蘇育範

H539 許火鍊

H539 官彥均

H539 黃天賜

H539 申博文

H539 曾煥章

H539 戴鴻恩

H539 王廣達

↑掃描志工群達成暑假進度慶功聚餐 ↑514-539捐贈66萬元整供專案使用 
第十二屆師大附中校友會理事長 H572黃聖富(右)
捐贈代表 H538謝勝彰(左),附中校長 H432洪仁進(中)

校友會理事長

H435 黃旭田

專案執行人

H1232 周彥辰

專案召集人

H527 魏遠斌

掃描組長(圖書館)

H1258 戴伯儒

專案召集人

H746 徐子雯

掃描組長(泰順基地)

H1280 吳浩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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