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鄉土教育中心 

《那一年，我們共同的青春記憶：國小畢業紀念冊回顧特展》 

 

 

指導單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臺北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臺北市鄉土教育中心 

                      臺北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藝文中心 

                    臺北市立大學圖書館 
 

展覽期間：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25 日止 

 



壹、特展計畫書 
展覽日期:107年1月23日(二)~2月25日(日) 

展覽地點:鄉土教育中心 二樓特展中心 

一、展覽主旨: 

  臺北在不同的時代裡，孩童是如何度過當年的校園時光？在學校的生活內容是什麼？

走進展場的時光廊道，是否能從這些泛黃的溫馨回憶中，看到不同時代反映出不同的社

會狀況和當時的學校生活？希望看到本展覽的參觀者，不論是否為那個年代的畢業學生，

在心中的那個畢業畫面會瞬間甦醒，回到屬於自己的學生時代，重溫那段有上課辛苦、

有下課歡笑的歲月。 

  畢業的離愁何時浮現?從拍畢業照開始。日治時期開始稱作「卒業寫真｣，二戰後稱

為「畢業紀念冊」，從百年前照相並不普及，到現代電腦修片加美工設計，畢業照從百

年前的一張合照發展到編訂成冊，但不管哪個年代，畢業曾是每個就讀小學的人，心中

留下最令人懷念的影像，在這展覽裡不同時代的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年代畢業照的

樣式、風格和內容，也可看到爸爸媽媽、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的年代，學校的制服、

髮型、活動和戶外教學等等影像，透過找尋這些久遠照片和當中趣味的故事，連貫出一

條臺北百年教育史的脈絡。 

二、展覽內容:分日治時期和民國時期 

(一)、日治時期:1898年~1945年 

1.畢冊內容: 

  本展覽先以日治時期公學校到國民學校的畢業照為主軸，從大正到昭和時期，早期

現代教育開始設立學校，因就學人數少，畢業照只有單一張，到中後時期學校人數破百

甚至上千，所以畢業照發展成冊。 

  日治時期的記念冊，第一頁一定是教育敕語，再來就是校歌歌詞，校旗和教職員工

合照，接著是每一班的全班團體照，旁邊是將近透明複寫紙按照片位置印上姓名，男女

是分班不會同一班級(除非是人數非常少的學校才會男女合班)，最後是校景照、運動會

照和戶外教學照，除了教育敕語在二戰後去除外，編排方式從日治時期一直沿用到現

在。 



  

 

2.趣味花絮: 

  除了展出畢冊內容外，也會介紹畢冊當中呈現的一些趣味故事，或當時一些特殊景

物或現象: 

範例: 

  在大正時期成立的是台灣較早學校，仔細觀察展覽的卒業照，從照片中的學生和學

籍資料比對後會發現，第二排的老先生不是老師而是學生，由於公校初辦時未規定學生

年齡，所以全班同學年紀常差異很大，因此照片中除了前一排是老師，後面就全都是學

生。還有創校之初因種種原因，還未規定制服，所以畢業照的服裝是個人自由穿著、正

式就好，也可看出那年代校長、老師及學生的穿著。一直到昭和時期的卒業照，這時才

有整齊的制服，和年齡相仿的學生照。 

  前期每一張畢業合照中，校長和老師穿都要穿著文官的儀典服，並非軍服，頭銜是

文官職稱非軍職稱。從昭和9年後的畢業照老師的服裝樣式才又改變。 

 

  還有一些特殊有趣的畢業照可以介紹，那是因為當時照相設備較落後，底片需要長

時間曝光，所以只有一次拍攝的機會，且不可亂動，所以同學的表情往往非常緊張和嚴

肅，但不小心有人一動，臉部就不見了，或是照相當天未能來參加而失去這寶貴的機會

怎麼辦呢？還好跟現在的學校一樣，有任何問題校方也都必須想出辦法解決，最後就是

用攝影的「分身｣技巧，將未參加的人員，不管是同學或老師，一律用大頭照剪貼於左



右兩側，如此就無遺珠之憾了。而這方法從日治時期一直使用到民國60年代的畢冊。 

 

  這時期戶外教學照片，除了制式化的神社參拜外，不約而同最受歡迎的地方應該就

是淡水沙崙海水浴場。是僅次於神社，在各校畢冊出現次數最多的照片了。 

 

日治時期戶外教學台北市日新公學校(現今台北市日新國小) 

  沒有游泳池的年代，學生想上游泳課、想玩水，大概也只能到海邊了。現在沙崙海

灘遺留的水泥柱，是否就是照片中的水泥臺呢？就由大家去考證了! 

 
 

(二)二戰後民國時期:1945年~今 

  區分為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內容各有一些差異，但基本上和日治以

前變動不大，會以4個展櫃呈現及說明。 

 

 



趣味花絮: 

1.民國40年代畢業冊跟其它時期有何不一樣？而學生服裝儀容又是多嚴格呢? 

 

 

  因為二戰剛結束時物資缺乏，畢冊改變為迷你版，寬度是現今三分之一，厚度不到

現今畢冊的五分之一，是台灣史上最小規格的畢冊。 

  此時期學生夏季皆穿著白色上衣，男生為藍色短褲，女生為藍色百褶裙，冬天穿卡

其服，制服統一樣式沿用超過五十年。最讓現代學生不能接受的是男生髮型為五分頭，

太長未剪會被訓導處生教組長捉去，幫你把頭髮中間剃光，回去就只剩理光頭了。 

  女生頭髮長度不得超過耳根往上計算1公分，俗稱「西瓜皮」，這髮型規定一直沿

用到民國67年。 

 

2.民國50年代畢冊最大特色是甚麼？你看出來了嗎？就是人多，到底一個班有多少人? 

 

日新國民學校(現今台北市日新國小)中正國民學校(現今台北市中正國小) 

 

  此時期有一大特色不得不提，翻開畢冊第二頁一定是全校朝會的照片。因為此時期

的學生為戰後嬰兒潮，大部分學校都有好幾千人，學生人數是現在的五倍以上，一個班

往往超過五十個學生。很多學校教室不足，需採二部制輪流上學，臺北很多所學校的學



生人數甚至破萬，當時的老松國小還是全亞洲最多學生的小學。所以朝會空拍是一定要

的，全校的學生集結在操場上，看起來真是氣勢磅礡。 

 

永樂國民學校(現今台北市永樂國小)中山國民學校(現今台北市中山國小) 

 

3.民國60年代學校生活改變了什麼?你看出來了嘛!瞧男生的嘴角都笑了。 

 

男女合班的班級團照 

 

  畢冊在這時期最大的亮點是男女合班了！從日治時期到民國六十年，有將近九十年

是男女分班，在這時代終於合併為同一班級了，但新的問題也來了、你曾經在兩人式課

桌中間畫一條界線的記憶浮現了嗎？你是否也曾對越線的男生或女生動手呢？ 

  而且這時男生頭髮長度放寬到3公分，女生頭髮長度放寬到肩膀，你看照片中的男

生變帥了，女生變美了，笑容也變多了! 

 

兩人式課桌椅是很多人回憶 



4.民國70年代畢冊特色開始了美工製作，內容有不少當時最流行用語，你看出笑點了嗎? 

 

 

  從70年代畢冊變得更大更厚，臺灣經濟起飛的現象一覽無遺，格式改橫為直，內頁

由黑白開始變成彩色，最創世紀的變化就是每人都有一張大頭照，每班也有好幾頁生活

花絮照片，重點是由學生自行負責美工編輯，雖然只是簡單手繪，創意可是無限，裡面

的笑梗你看完也許不是很懂，但這可是當時最流行的用語喔！ 

  看過這些畢冊美工設計的內容，你是否重溫兒時情景，發出會心的一笑？ 

 
  民國80年代到現在民國106年，畢業冊長寬增加至前期2倍外，厚度增加到3倍以上，

個人照由造型沙龍照取代了僵硬的大頭照，生活照不但修圖還加美編，封面更是每校配

合每年的不同主題，由學生設計不同圖樣，由於年代太近，有怕個資問題，內容就不方

便多公開，相信看完這展覽後回家，你會再度翻開你那塵封已久的畢業紀念冊，重溫那

快樂的學校記憶。 



 

三、展覽規劃: 

(一)動線及內容規劃: 

1.入口→日治時期展室(左展覽室)→日治時期互動式拍照看板(左展覽室牆面)→民國

時期互動式看板(右展覽室牆面)→民國時期展室(右展覽室) 

2.日治時期展室:分畢冊內容區(3櫃)和趣味互動區(4櫃)，以及大型互動式拍照區。 

3.民國時期展室:分畢冊內容區(4櫃)和趣味互動區(5櫃)，以及大型互動式拍照區。 

(二)尋找回憶 

  製作各個年代畢業冊的動漫式封面和各年代畢業趣味童畫指引看板，像時光廊道一

樣，喚起每個年代參觀者的童年記憶外，並且對父執輩年代學校生活影像充滿好奇心，

隨著看版行走卻有時光倒退的感覺，隨著要找尋自己過去意念而導引至二樓展場。 

 

  本展的畢冊趣味花絮，以每一時期畢業影像故事為橋樑，向參觀者呈現出各時代學

校空間及文化，讓在每個曾經就學或正在學校求學的人產生互動和心靈共鳴。進而深化

學校生活教育與在地文化的關聯。讓任何進入此展覽空間去感受時間的人，經由各時期

畢業冊進而進入當時社會背景及學生生活的介紹，可真實觸摸到自己或上一代的歷史足

跡，沿著學校圍牆，跟著影像軌跡，彷若置身於本地時光倒流之中，並與舊時空互動，

發現原來自己就是台北歷史的一部分，這正是本展覽所要呈現的功能與內涵。 



 

(三)穿越時空 

  設置各時期仿真實照片的漫畫式互動照相區，我的畢業年代就是要有回到自己記憶

時光，每個參觀著都希望參觀後能有時空互動的感覺，當參觀者在每一照相區拍照之後，

不自覺回到自己童年畢業那一天，不但帶回去百年學校生活影像，更順手把台北百年教

育史也帶回家了。 

 

展品列表： 

編 號 品 項 名 稱 數 量 備 註 

01 畢業紀念冊 16  

02 照片、明信片、卡片 32  

03 公文、證書、獎狀 14  

04 文書(書、簿、冊、卷、報紙) 38  

05 文物(相機、勳章、衣物、桌子) 9 牛痘用具 

 

 

 

 



文宣品設計：(海報、酷卡、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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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卡) 

 

 

 

 

 

 

展場展板設計： 

 

 

 

(學習單) 



展場展板文字： 
前言: 

  臺北在不同的時代裡，孩童是如何度過當年的校園時光？在學校的生活內容是什麼？

走進展場的時光廊道，是否能從這些泛黃的溫馨回憶中，看到不同時代反映出不同的社

會狀況和當時的學校生活？希望看到本展覽的參觀者，在心中的那個畢業畫面會瞬間甦

醒，回到屬於自己的學生時代，重溫那段有上課辛苦、有下課歡笑的歲月。 

  從百年前照相並不普及，到現代電腦修片加美工設計，畢業照從百年前的一張合照

發展到編訂成冊，但不管哪個年代，畢業曾是每個就讀小學的人，心中留下最令人懷念

的影像，在這展覽裡不同時代的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年代畢業照的樣式、風格和內

容，也可看到不同年代，學校的制服、髮型、活動和流行等等影像，透過找尋這些久遠

照片和當中趣味的故事，連貫出一條臺北百年教育史的脈絡。 

1.卒業記念冊 

  日治時期1895年設置六年制公學校作為臺灣的初等教育機構，是臺灣西式教育發軔

期，因建立在殖民政策上，雖然和日本國內教育制度相似，但教育目標和內容均有特殊

性。(小學校為日本人就讀)。 

  日治時期的記念冊，第一頁一定是教育敕語，再來就是校歌歌詞，校旗和教職員工

合照，接著是每一班的全班團體照，旁邊是將近透明複寫紙按照片位置印上姓名，男女

是分班不會同一班級(除非是人數非常少的學校才會男女合班)，最後是校景照、運動會

照和戶外教學照，除了教育敕語在二戰後去除外，編排方式從日治時期一直沿用到現

在。 

2.修了記念冊 

  日治時期1941年，將臺灣的「公學校」和「小學校」改為「國民學校」，宣傳日臺

平等，加速「皇民化」教育政策。 

  修了記念冊內容漢卒業記念冊大致上相同，但在學校生活照裡皇民化教育處處可見

痕跡，後期更加入擊落美國飛機、歡送出征臺籍日本兵等戰爭事件，強化愛國是這時期

畢冊特點之一。 

3.校長是軍人嗎 

  日治時期校長和老師畢業照的穿著為何像是軍服，難道校長老師是職業軍人來教育

學生嗎？ 

  日治時期每一張畢業照，校長和老師好像穿著軍裝，還佩戴軍刀，難道是用軍人來

教育學生嗎？其實那並非軍服，而是文官儀典服，而獎狀上的頭銜也非軍職，而是當時

文官職等。 

4.誰是老師 

  日治初期剛實施新式教育，公學校內，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呢？請你來分辨！ 

  日治時期最早成立的學校，因為剛推行現代化教育，公校初辦時未限制入學年齡，

所以全班同學的年紀有時差異很大。新式教育推行時常可見好學的老先生，形成所謂的

「老學生」。 

5.戶外教學 



  日治時期畢冊中，除了制式的神社旅遊外，最常出現的戶外教學地點是哪裡？沒捷

運沒遊覽車，能到多遠地方呢?又要是郊外，又要有教育意義，又要很好玩，你看出來

是大台北哪個地方! 

  這時期戶外教學照片，除了制式化的神社參拜外，不約而同最受歡迎的地方應該就

是淡水沙崙海水浴場。是僅次於神社，在各校畢冊出現次數最多的照片了。 

  沒有游泳池的年代，學生想上游泳課、想玩水，大概也只能到海邊了。現在沙崙海

灘遺留的水泥柱，是否就是照片中的水泥臺呢？就由大家去考證了! 

6.拍照缺席怎麼辦？ 

  日治時期到民國60年代，拍畢業照都是團體照，因為照相技術很難再重拍和延期，

萬一有同學生病或臨時有事無法參與怎麼辦？什麼辦法讓全班都在照片裡呢?你想到了

嗎？ 

  當時照相設備落後，而且價錢不便宜，所以沒有個人照，只有一次拍攝團體照的機

會；拍攝時底片需要長時間曝光，同學們的表情往往顯得緊張木訥。但拍攝團照當天未

能參加怎麼辦呢？未到者不管是老師或學生，需到拍攝畢業照的相館補拍大頭照，並將

個人補拍的部分合成於團照兩側，如此就沒有遺珠之憾了，這個方法一直沿用到70年畢

冊使用大頭照前，也有超過80年以上歷史。 

7. 40年代畢業紀念冊 

  民國34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考量實際狀況，雖然改變了教學內容，但學制沿用日

治時期方式，所以初級教育仍然稱為「國民學校」。 

  民國36年到49年，因為二戰剛結束時物資缺乏，畢冊改變為迷你版，寬度是現今三

分之一，厚度不到現今畢冊的五分之一，是台灣史上最小規格畢冊，但內容可一點都沒

減少。 

8. 50年代畢業紀念冊 

  50年代的教育採取六年一貫精神，並且在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使

就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加上剛好為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學童適學年齡，學校學生

人數達到高峰，是臺灣教育史邁入新的里程碑。 

  50年代畢冊為因應人數增多，相對的加大加厚，空拍朝會、多元學校生活照，是這

時期特色，學校建築處處看到愛國標語，也是畢冊照片背景一大亮點。 

9. 60年代畢業紀念冊 

  60年代雖然教育普及和人民素質提高，但教育內容還是非常保守和制式化，加上世

界性經濟風暴，畢冊內容反而比之前年代更加簡單，只剩下校長校門、老師員工合照、

每班團體照，是畢冊內容最簡樸的時代，唯有紙質和照片解析度提高，也算是部分進步

吧! 

10. 70年代畢業紀念冊 

  70年代除了政治上解除戒嚴，經濟和社會結構巨大轉變下，自主意識抬頭，教育內

容和學校風氣也因應改變，從70年代畢冊變得更大更厚一覽無遺，格式改橫為直，內頁

由黑白開始變成彩色，最創世紀的變化就是每人都有一張大頭照，每班也有好幾頁生活

花絮照片，此時畢冊愛國教育一樣存在，但活潑的花絮設計是學校開放的一大步。 



11. 西瓜皮與五分頭 

  什麼髮型是西瓜皮？什麼髮型是五分頭?40年代制服又是穿甚麼樣子? 

  40年代時期學生夏季皆穿著白色上衣，男生為藍色短褲，女生為藍色百褶裙，冬天

穿卡其服，制服統一樣式沿用超過五十年。 

  最讓現代學生不能接受的是男生髮型為「五分頭」，何謂五分頭，就是頭髮長度0.5

公分，嫌太醜不剪會甚麼下場，當時未剪到規定長度，是會被訓導處生教組長捉去，幫

你把頭髮中間剃光，回去就只剩理光頭了。 

12. 教室擠不下了 

  50年代一個班有多少同學?你猜得出來嗎!你聽過學生多到要輪流來上學嗎? 

  50年代時期有一大特色不得不提，翻開畢冊第二頁一定是全校朝會的照片。因為此

時期的學生為戰後嬰兒潮，大部分學校都有好幾千人，學校學生總人數是現在的五倍以

上，一個班往往超過五十個學生。很多學校教室不足，需採二部制輪流上學，臺北地區

很多所學校的學生人數甚至破萬，當時的老松國小還是全亞洲最多學生的小學。所以朝

會空拍是一定要的，全校的學生集結在操場上，看起來真是氣勢磅礡。 

13. 喔~男生愛女生! 

  60年代畢冊照片最大特色是什麼呢?就是當初最流行口頭禪「喔~男生愛女生」。 

  60年代畢冊在這時期最大的亮點是男女合班了！從日治時期到民國六十年，有將近

九十年男女分班，在這時代終於合併為同一班級了，但新的問題也來了，你曾經在兩人

式課桌中間畫一條界線的記憶浮現了嗎？你是否也曾對越線的男生或女生動手驅離

呢？ 

14. 誰是母老虎?誰又為什麼牛糞呢? 

  70年代的學生用語又要立志、又要幽默、又要用成語，從畢冊花絮設計，你看到了

哪些! 

  70年代畢冊有好幾頁生活花絮照片，是由學生自行負責美工編輯，雖然只是簡單手

繪，創意可是無限，裡面的笑點你也許不是很懂，母老虎、牛糞等等，但這可是當時最

流行的用語喔！ 

  看過這些畢冊美工設計的內容，你是否重溫兒時情景，想起班上眾人喜歡的女生、

大家暗戀的男生、還有每天逗全班哈哈大笑得那位同學呢!當這些人在出現腦海中時，

你的嘴角是否已經會心一笑了呢？ 

15. 教育的搖籃臺北市立大學 

  臺北市立大學是臺灣最早的師範學校，前身最早可溯源1896年創立之「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在日治時期歷經數變，1919年改名為「臺北師範學校｣，1927年因新設立「臺

北第二師範｣(今國立臺北教育大學)，學校更名為「臺北第一師範學校｣，1943年臺北兩

間師範學校合併，回復為「臺北師範學校｣，但無論名稱如何改變，培養臺灣基礎教育

師資一直是學校的宗旨。 

  1945二次世界大戰後，臺北市立大學的校名歷經1945年臺灣省立臺北女子師範學校、

1964年臺灣省立臺北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7年臺北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79年臺

北市立師範專科學校、1987年臺北市立師範學院等名稱更替。2005年升格為臺北市立教



育大學，2013年隨臺北市立體育學院及臺北市立教育大學整合，包含兩個校區（天母校

區、博愛校區），一個嶄新的校名臺北市立大學，繼續延續臺灣教育的使命。 

16. 留住永恆回憶 

  在50年代，沒有錄音機也沒攝影機，當然更沒有現在智慧型手機，但無法留住畢業

典禮現場氣氛和實況，是當時大家心中的遺憾，要如何才做得到呢? 

  民國55年太平國民學校開創首例，在畢業典禮時如電視節目錄音般現場收音，在後

製成黑膠唱片，以當時技術來說是工程浩大並且非常困難，相信費用也不少，當然啦!

這張畢業典禮唱片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今天展出這張留住剎那間變成永恆的畢業典禮實

況紀念唱片，因保存不易，是難得一見收藏。 

 

貳、展場實況 

 

 

 

 

 

 

 

 

 

 

 

 

 

 

 

 

 

 

 

 



參、開幕茶會 

開幕紀實影像： 

 

 

 

 

 

 

 

 

 

 

 

 

 

 

 

 

 

 

肆、教育推廣活動 

一、專題講座 

時間：10：30到11：30 

講座：許佩賢 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講題：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 

地點：臺北市鄉土教育中心二樓會議室與特展室 

二、座談會 

時間：11：30到12：30 

主題：【傳承與創新：臺灣百年教育面面觀】 



主持人：詹素貞 館長（臺北市立文獻館） 

 與談人 與談內容 

1 高傳棋 執行長 

(臺北水窗口) 

萬華地區老畢冊裡的歷史文化 

2 康鴻裕 教師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國民小學校史檔案之管理與運用 

3 莊佳穎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學校制服的流行與演變 

三、座談會與談概要： 

【主持人：詹素貞 館長】 

學經歷：臺北市立文獻館 館長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學士 

 

【與談人一：高傳棋】 

學經歷：臺北水窗口 執行長 

        謬思林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負責人 

        臺灣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 碩士 

 

與談概要：萬華地區老畢冊裡的歷史文化 

  萬華地區最早的畢業紀念冊，可上溯至百餘年前，日治明治時期，由當年艋

舺公學校，今老松國小所存留至今的畢冊。 

從日治，戰後至今，各時代所存留的畢冊裡，除了可明顯看見某個學校所在的庄

頭（生活圈）裡，其世居家族的主要姓氏外，也可窺見不同年代下，學校裡的校

園空間配置，教學設備，文化景觀，以及學生們的服飾，畢旅，校外見學，校內

運動會，家長觀摩會等點點滴滴的生活故事與時代變遷。 

 

【與談人二：康鴻裕】 

學經歷：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講師 

   臺北市中山區中正國小 教師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博士生 

 

與談概要：國民小學校史檔案之管理與應用 

  校史研究重要性：可從研究中探索學校經營方式和重心，可尋找面臨相同問

題或情況時的解決辦法，掌握學校所在地歷史文化與傳統脈絡，有利於各校特色

的塑造與發揮。 

  校史的檔案管理：校史資料來源大多是校史室和檔案室中的照片、獎狀、文

書檔案等。學校圖書館的資料有畢冊、校刊、周年發行紀念刊物等。數位化所有

檔案是最好，但工程浩大，實施不易，需花時間消化。一般處理方法應分類整理，

歷史久遠物品或紙類檔案，應用夾鏈袋保存，並建立詳細資料紀錄，方便使用時

找尋物件，可在學校成立相關社團，除了培養學生歷史涵養，也可訓練幫忙整理

和解說。 

  校史的應用：可從學校紀錄，學生資料研究出地方發展和社會關聯性。校史

延伸到地方發展，可以將學校和在地文化資源結合，讓萎縮老校和沒落地方注入

新的生命。 

 

【與談人三：莊佳穎】 

學經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及國際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東亞流行文化學會理事長（President, East Asian Popular Culture 

          Association）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社會學 博士 

與談概要： 

當代台灣高中制服的集體記憶、規訓/反叛與美學品味 

    制服不僅是台灣社會不同時期之時代精神的展現，也是不同世代的集體記憶

與青春印記。同時，制服文化更是從髮式、服裝到舉止等各層面，展現在學生身

體政治上的戰場。而在當代台灣消費社會的脈絡裡，制服除了做為國家教育機制

規訓個人、和學生盜獵並奪回身體自主進行反叛的空間之外，更在流行文化裡被

再現為特定的美學品味。在今天的討論中，我希望以當代台灣高中制服為例，討

論上述幾個面向所呈顯的，制服的集體記憶、規訓/反叛與美學品味。 



四、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