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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東海大學「虛擬校史館」建置記實  

流通組  謝鶯興 

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線裝書資料庫」與「館訊資料庫」自 2011 年 5

月 9 日更新資料庫首頁與提供讀者連線上網，至 11 月 8 日上午 8 時統計，

「線裝書資料庫」有 23594 人次的點閱，「館訊資料庫」有 43839 人次的

點閱。證實了讀者想瞭解東海典藏的特藏資料內容的心情。  

2010 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配合 55 週年校慶活動，圖書館流通

組負責舉辦了「圖書館作品暨工作成果展 --傳承與創新」的活動，活動期

間請數位資訊組協助挪出兩部個人電腦，展示「線裝書資料庫」與「館訊

資料庫」，以提供讀者試用。展示期間曾有參觀者詢及校史館的設置以及

有無網頁 (或網頁 )可查詢的問題，加上典藏的諸多校史文獻 1目前亦未能全

面性的整理與展現成果，因此流通組賀新持組長指示筆者進行「虛擬校史

館」資料庫 (或網頁 )的規劃，並親自拜託林宜鈴 2校友再次義務的編製「虛

擬校史館」的資料庫 (或網頁 )。  

 
                                                 
1 東海的特藏資料約略可分為學校出版品(含圖書館出版品，如《圖書館館訊》、《館

藏李田意先生贈線裝簡明目錄》)、各類型檔案文獻、教職員著作、各種會議紀

錄、畢業紀念冊、線裝書及華文雜誌創刊號等數大類。 
2 林宜鈴校友是中文研究所畢業，曾接受流通組賀新持組長的情商，免費協助建製

東海大學圖書館的「館訊資料庫」與「線裝書資料庫」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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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校史館」資料庫 (或網頁 )初期的規劃，從思考如何將館藏各項

校史文獻的資料，逐一掃瞄或鍵檔 (有 word 檔者直接轉檔 )，以 PDF 的型

態加上「關鍵詞」的檢索方式，提供讀者檢索的構想出發。  

首頁安排有：「簡介」、「校史」、「老照片」、「文獻區」、「名人錄」、「歷

任校長」、「歷任董事長」、「歷任董事」、「校長的話」、「畫說東海」、「東海

特藏」等大項。 

各大項下再依資料性質的不同而細分成數小項，如「文獻區」，細分

為：「早期文獻」、「單位文獻」、「圖書館文獻」、「董事會議紀錄」、「校務

會議紀錄」、「行政會議紀錄」、「教務會議紀錄」、「學務會議紀錄」、「勞教

會議紀錄」、「圖書館日誌」、「管院分館紀事」、「東海學報」、「東海校刊」、

「圖書館館訊」等項目；對於「校史」，則依編製的年代區分為：十年校

史、二十年校史、三十年校史、四十年校史、五十年校史等 3。 

至於「簡介」、「校長的話」、「東海特藏」等三大類，有因資料的取得

問題(不考慮重新建製以節省人力或經費)，如「校園地圖」、「交通地圖」(此

兩項有繪圖的困難)、「校務會議紀錄」、「行政會議紀錄」、「東海大學校刊」、

「校長的話」(以上三項已見於學校的網頁上)、「東海特藏」等，是可以直

接從「東海大學全球資訊網」連結的。如「教職員著作」與「學報」等「學

校出版品」，雖有紙本可供掃瞄(近幾年的教師著作，研究處有資料印製)，

但考慮到智慧財產權的因素，只能採用編製「個人著作目錄」或只建立各

書的「目次」(篇目)。 

根據上述的構想，林宜鈴校友立即進行網頁(資料庫)的編製。 

2011 年 5 月 20 日，「虛擬校史館」的網頁與建檔程式送到圖書館，安

裝在筆者的工作電腦。筆者即抽空進行檔案的建置與轉檔，再傳送到網頁

(資料庫)，測試檢索與呈現的情形。再針對問題進行多次的討論與修改。 

剛安裝後，發現畫面的文字，會因不同電腦使用的解析度問題，有無

法對齊的現象；賀組長看完畫面後，表示希望能在首頁呈現「最新公告」

(或「最新訊息」)的欄位，以備隨時貼上新訊息；又如能將建入的圖片以

跑馬字的方式出現在首頁的畫面，可增加可看性。筆者也提出希望首頁上

                                                 
3 原本規劃是分為五年校史、十年校史、二十年校史、三十年校史、四十年校史、

五十年校史、六十年校史(參見規劃圖)。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2 期 

 64

能有連結「圖書館首頁」、「館訊資料庫」及「線裝書資料」的欄位，增加

曝光率。在林宜鈴校友逐步解決的期間，筆者即進行鍵檔與測式的工作。 

 

第一階段，是規劃將前幾年在負責「特藏櫥窗展示」業務時所編製的

「名人錄系列」逐一轉成 PDF 檔 4，並將封面與 PDF 檔傳送到「虛擬校史

館」，讓讀者可以瀏覽全文；再將各書的「目次」轉貼在各人物的檔案中，

提供讀者於檢索時可以獲知相關的資料，出現哪些檔案文件中。 

然而在重新整理時，發現 2000 年以前完成的「名人錄系列」，因受當

時使用的軟體、設備與排版技術等限制(當時的圖片採影印後黏貼或請陳瑞

洲先生手繪)，加上特殊字體與罕用字的因素，無法重現與紙本完全相同的

面貌。最後採重新編排，儘可能維持與原紙本的相同頁碼，再將 word 檔

轉成 PDF 檔，再上傳到該網頁(資料庫)上。然而卻產生開啟 PDF 檔時電腦

會當機的狀況。 

第二階段則進行「校史文獻」中的「校史」--《十年畫刊》與《二十

                                                 
4 轉成 PDF 檔的構想，乃參考一些資料庫所提供的文章內容全文，可免去讀者再找

紙本期刊複製，也可以避免內容的被修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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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校史》的掃瞄。挑選《十年畫刊》、《二十年校史》的考慮，完全在於頁

碼少，圖片多，尤其是建校初期的照片可以提供編輯各種專題展示的依據。 

然而在將此二本校史掃瞄的 JPG 圖片檔轉成 PDF 檔時，筆者的掃瞄器

所掃瞄出來的圖片檔，不能直接使用 Adobe 製成作 PDF，在轉檔過程中都

會出會「處理 xmp 元資料時發生內部錯誤」的訊息，使 JPG 圖片檔無法轉

成 PDF 檔。面臨無法轉成 PDF 檔與開啟 PDF 檔會當機的問題，再次與林

宜鈴校友連繫、請求支援。 

2011 年 6 月 11 日，宜鈴利用 mail 告知，經她在家裡測試，所有的圖

片檔都可以轉成 PDF 檔案，猜測可能是筆者電腦程式或掃瞄器設定的問

題，圖片轉檔的部份，建議先採用相片列印的方式逐一轉成 PDF 檔，再編

製成一個完整的檔案。 

關於開啟大檔案的 PDF 當機的問題，可能是因為使用的個人電腦，屬

小型模擬伺服器的關係，為了保險起見，於是修改了一下檔案，將原本是

點選連結後會直接開啟檔案，修改成點連結後，會先出現「對話方塊」，

詢問要「開啟」或者「存檔」，選擇開啟會先下載完暫存檔後，再開啟頁

面，就不會當機了，不管檔案多大都沒有關係，這樣只要轉成一個檔案就

可以了。 

就在有限的時間中(扣除每週四天輪值流通櫃枱)，「名人錄」僅進行曾

約農校長(首任校長)、吳德耀校長(第二任)、謝明山校長(第三任)及柯安思

教授(首任外文系主任)等四人的專輯重排、轉檔與上傳的工作。同時，為

了瞭解網頁「檢索」的功能與顯現出來的資料分佈，將前三任校長的專輯

同時置放在「名人錄」與「歷任校長」兩欄。二者間的差異，一是在「名

人錄」中鍵入該書的目次及所在頁碼，一是在「歷任校長」中鍵入各校長

的簡歷。 

「校史」則也僅進行了《十年畫刊》與《二十年校史》二書。《十年

畫刊》因為全書黑白雙色，掃瞄後呈現的影像，圖片上的網狀顆粒相當明

顯 (或許與早期的印刷技術有關)，尤其是轉成 PDF 檔之後更是如此；《二十

年校史》因為是彩色版，網狀顆粒就不是那麼明顯，但效果仍不甚良好。

考量未來圖片上傳在網頁上的美觀，與賀組長商議的結果，商請期刊組施

麗珠小姐利用下班的空暇，利用數位相機協助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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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了 PDF 轉檔與線上開啟的問題後，6 月 14 日，賀組長交待筆者

協助思考「100 學年大學入門」課程中，圖書館可配合辦理的事項。筆者

藉由此次機會，一方面報告「虛擬校史館」目前完成的項目，並提及若能

在現有的工讀人力或學期結餘的工時，請工讀同學協助掃瞄校史文獻，當

能加速進度 (或縮減時程)，增加在 56 週年校慶前掛上網頁提供校友檢索的

機會。 

賀組長立刻交待流通組負責工讀業務的陳健忠先生，將到目前為止所

使用的流通組工讀時數(包含學期中工讀生因故未能到班所結餘時數)精算

出來，將剩餘的工時由工讀同學在暑假的前期(7 月)開始協助校史文獻的

掃瞄；亦安排從新學年的 8 月開始，每週挪出少數的工時，持續進行。於

是藉由這些有限工時，再向館長室的林幸君小姐商借掃瞄器後，著手進行

《成長的十年》、《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特刊 --東海風》、《五十年校史》

的掃瞄 5，再由筆者進行轉檔的工作。 

在轉檔過程當中，發現商借的掃瞄器所掃瞄出來的 JPG 檔圖片，可以

透過筆者電腦的 Adobe 軟體直接製成作 PDF 檔，真是喜出望外，強化了

加速處理校史文獻的念頭，「校史」掃瞄之後，預計直接進行歷屆畢業紀

念冊的掃瞄工作。  

同時，筆者亦利用暑假業務空檔，進行老照片的掃瞄，企圖藉由邊掃

瞄，邊將相關的照片分類放置，除了便於上傳到「虛擬校史館」外，能以

「主題」或「專輯」的方式編輯成單元，可以藉由這些景象的變化，呈現

時光的流轉與景物的變遷。  

在編輯老照片時，忽略了「老照片」現有的架構，雖然是規劃成「人

物篇」、「建築篇」、「街道篇」三類，其實是有「假三層」的設計。建檔後

的老照片，檔案夾中明白的顯現有此檔案資料，但在網頁上卻看不到這些

檔案。當然還是向林宜鈴求援。經她的說明之後，才發現也已在 6 月 11

日 mail 提出：配合希望將老照片分成四階層，我想到一個方法，將原本的

分項名稱「建築篇」，改命名成「建築篇－文理大道」、「建築篇－教堂」，

由第二層名稱「○○篇－」（固定只有三個字＋破折號）加上第三層名稱

（在破折號之後）組成一個單元名稱，後台和目前一樣只有三層，即大類、

                                                 
5 暑假期間由進修部法律系許桂鄉同學協助掃瞄校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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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標題：「老照片」＞「建築篇－教堂」＞「夜晚的教堂」，但是我會

在前台網頁做處理，讓它顯示成：「老照片」＞「建築篇」＞「教堂」＞

「夜晚的教堂」，形成假四層的現象。  

 
9 月 13 日，新學期開始，館長室曹繼英小姐聽賀組長與陳健忠先生兩

位提及缺少工讀協助處理校史文獻的掃瞄工作，即表示她負責的轉學勞作

生有就讀的科系與資訊相關 6，或許可挪調給流通組協助掃瞄；陳健忠先生

同時接到勞教處告知有共助生需補完工作時數者，所就讀的科系亦與資訊

相關 7，也可以挪來協助掃瞄校史文獻。雖然他們的工作時數有限，但總能

加速工作的進行，真是求之不得。在上述三位同學的協助之下，目前已完

成七本校史的掃瞄，畢業紀念冊也完成了第一屆到第十二屆 (缺第六屆)。  

配合組長希望能在五十六週年校慶前夕將「虛擬校史館」上網，供校

友們檢索使用。10 月 14 日，將「虛擬校史館」目前鍵好的檔案，交給數

位資訊組王鑫一組長，請他協助掛上館內的伺服器，以便繼續進行鍵檔與

                                                 
6 指資訊工程系的李宗熙同學。 
7 指資訊工程系的鄭凱云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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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工作。  

10 月 27 日，接獲「虛擬校史館」已掛上館內伺服器的訊息，隨即試

將「老照片」中的「第一期校門」 (見第五屆畢業紀念冊 )檔案上傳，發現

該圖片的 JPG 檔，在「虛擬校史館」的首頁無法顯現影像 (僅能出現框架

有間有打叉 )，但點該標題進入時，卻可以呈現，而同一圖片的 PDF 檔亦

能顯現影像。經連繫林宜鈴校友後，才知筆者遺漏轉告王鑫一先生：「因

為虛擬校史館網頁，有用到 imagick 產生縮圖，所以資料庫主機的 php 必

須要支援 imagick（ ImageMagick），如果主機沒有支援，要請他加裝，以

免發生錯誤，無法產生縮圖」的交待。  

10 月 31 日，接獲數位資訊組王組長的 mail，告知圖書館購買的製作

電子書軟體已交貨，待驗收。等驗收後會通知，即可進行電子書的試作。 

11 月 3 日，獲悉製作電子書的軟體已驗收，即向王鑫一組長商借軟體

的 Key，試將現有的「名人錄」的「吳德耀校長專輯」與「校史」的「十

年畫刊」與「二十年校史」轉成電子書。 

日前採購的電子書製作軟體，不論在將 word 檔的文件或 PDF 檔案，

都可以直接轉成電子書，但轉檔所花費的時間，與檔案大小 (頁碼的多少、

word 文字檔或圖片檔的轉檔 )有絕對的關係。但轉好成電子書以後，要掛

上「虛擬校史館」的檔案時，卻發生了幾個問題。一是電子書的檔名限制

使用英文檔名，用中文檔會產生亂碼。二是目前的「虛擬校史館」的檔案

夾找不到可以掛上的方式。三是掛上檔案 (目前僅能掛上執行檔「 .exe」 )

後，發現在網頁上無法打開，必需先存在電腦後才能打開，而且因為可以

存在使用者的電腦上，我們花費眾多心力掃瞄轉檔成電子書的辛苦，使用

者可以直接儲存，將會降低「虛擬校史館」被使用的機率。四是電子書的

執行檔的檔案太大，利用 word 文字檔轉成的電子書，在翻頁上還算正常，

但將掃瞄的 JPG 檔或 PDF 檔轉成的電子書，在翻頁上就相當的慢，平均

翻一頁需花費 10 秒以上的時間，實在不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在「虛擬校史館」的檔案夾無法掛上的問題，經過林宜鈴校友的說明，

知道在比照一般檔案的上傳方式後，已經可以上傳 (檔案超過 126MB 則無

法上傳 )；但在檔案的連結上，則需利用「連結」的模式才能掛上，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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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資料時，必需另設一個檔名，如原有「吳德耀校長專輯」的檔名後，再

另設「吳德耀校長專輯電子書」的檔名，點選進入後，再以「前往吳德耀

校長專輯電子書」的文字點入，即可呈現該電子書的檔名。  

 
至於掛上每本電子書的執行檔 (.exe)在網頁上無法直接打開，以及存檔

後的翻頁速度慢問題，目前還在等待該電子書廠商的到館協助、說明以及

解決。  

雖然「虛擬校史館」已於 10 月 27 日掛上伺服器，但尚未在圖書館的

首頁上公開訊息，筆者也僅將網址告知少數人士，請他們協助測試。因此，

原本希望在五十六週年校慶期間能上網，提供校友們檢索利用的構想，還

未能實現。加上已經上傳的 PDF 檔，因不懂得加密的保全設施，使用者隨

時可以將該檔案複製甚至是修改內容；電子書的上傳、打開檔案以及翻頁

時速度慢的問題，也還未能解決，只能等待這些問題都處理後，再正式上

網，提供讀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