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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103學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年 9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9時 

開會地點：校總區第 2行政大樓第 4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楊校長泮池                          記錄：柯佳恩 

出席人員：楊校長泮池、陳副校長良基、張副校長慶瑞、李副校長書行、莊教務長榮輝(兼

共同教育中心主任）(周瑞仁代)、陳學務長聰富、王總務長根樹、李研發長芳仁、 

陳院長弱水、劉院長緒宗、林院長惠玲(邱榮舉代)、張院長上淳、顏院長家鈺、 

徐院長源泰、郭院長瑞祥、陳院長為堅、郭院長斯彥(陳光禎代)、 

謝院長銘洋(王文宇代)、郭院長明良、廖主任咸興、張顏暉教授、邱榮舉教授、 

顧記華教授、何弘能教授、吳文方教授、王大銘教授、劉振軒教授、 

蔡益坤教授、王文宇教授、竇松林秘書、王介鼎助理研究員、邱丞正同學 

列席人員：林主秘達德、校園規劃小組黃召集人麗玲、彭嘉玲小姐、胡皓瑋先生、 

實驗林管理處張組長維國、附設醫院江副院長伯倫、何組長元愷、吳組長三隆、 

林洦沅先生、保管組林組長春成、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請假人員：苑舉正教授、張淑英教授、陳尊賢教授、陳志傑教授、歐陽明教授、 

胡哲明副教授 

應到委員：38位    實到委員：32位    請假委員：6位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貳、報告事項 

一、校園規劃小組工作報告 (會議紀要) (103年 5月 17日－103年 9月 24日) 

本小組於 103年 5月 17日至 103年 9月 24日，共召開 3次會議 (會議

紀錄如附件 1)，報告案 1件，討論案 4件，討論通過案件 4件。茲簡述案件

如下： 

（一）報告案 

1. 卓越三期研究大樓 (鄭江樓) 新建工程規劃設計修改 (工學院化學工

程學系暨生農學院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決定：本案同意備查。 

（二）討論案 

1. 桃花心木道公共設施整修工程 (總務處營繕組) 

決議：本案通過，決議內容如下： 

(1)自行車道與人行道，請參考長興街的模式，中間加設隔離綠

帶；有關自行車道鋪面材質，採瀝青混凝土 (AC) 材質。 

(2) 楓香道北段採方案一，瀝青混凝土 (AC) 可考量部分採用彩

色瀝青混凝土。 

(3)有關門的樣式，橫移門樣式採鍛造或鑄鐵，較為漂亮的樣

式，且上端不要防衛性的尖鐵。 

2. 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 (新竹生醫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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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籌備處) 

決議：本案通過。 

3. 國立臺灣大學開放空間命名原則 (草案) (校園規劃小組)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4. 國立臺灣大學新建校舍基地臨計畫道路設計準則 (草案) (校園規劃小

組) 

決議：本案通過，續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三）通過案件簡介 

1. 桃花心木道公共設施整修工程 (總務處營繕組) 

本校校總區內部分道路每逢大雨來襲，相對地勢低窪、區域嚴重積

水；另部分道路損壞、路面高低不平、路樹竄根，嚴重影響人車通行及

景觀。總務處委託辦理「公共設施改善工程案」，改善範圍含括小椰林

道、桃花心木道、楓香道及舟山路部分路段，擬分期逐段施工改善校園

道路設施，降低對校園交通之衝擊。第 1期工程以桃花心木道暨楓香道

北段為整修範圍，同時改善辛亥二號門之動線與鐵門配置，計算機中心

周邊環境改善依前期設計併案發包施作。 

本案將遮蔭良好之桃花心木道定義為串連醉月湖區至社會科學院

與辛亥二號門 (楓香道門) 之延伸綠軸。將桃花心木道規劃為行人優先

道路，縮減車道寬度由 6米為 4.5米，並改為由西向東單向通行，藉由

道路設施與鋪面配置，減少車輛進入；並將楓香道北段規劃為廣場，僅

供公務車及緊急車輛使用。藉由桃花心木道人行優先道路與人行道寬敞

之楓香道，串連總圖人行徒步區、醉月湖區至辛亥二號門之動線，提供

上下學、中午用餐之師生優良之步行環境。 

在解決區域積水議題上，從本校在周邊市區中為最大之綠地空間，

應在都市防災中扮演救援與收納之角色，思索雨水資源如何有效利用。

依此建議於道路側邊設置透水井分散滯洪、增加基地透水性及保水性等

小額投資、積少成多、廣納百川的概念進行校園排水系統綜理，同時兼

具景觀加乘與環境教育意義。 

本案共召開 4次工作會議，邀集相關行政單位及周邊使用單位參與

討論，並提 103年 5月 2日本校交通管理委員會討論決議：「本案原則

通過，其桃花心木道車輛行車動線由西向東行駛，另請事務組未來觀察

該區域自行車停放狀況，必要時進行調整。」。 

本案於 103年 5月 28日 102學年度第 14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決

議：「本案通過，決議內容如下」： 

(1)自行車道與人行道，請參考長興街的模式，中間加設隔離綠帶；有

關自行車道鋪面材質，採瀝青混凝土 (AC) 材質。 

(2)楓香道北段採方案一，瀝青混凝土 (AC) 可考量部分採用彩色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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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 

(3)有關門的樣式，橫移門樣式採鍛造或鑄鐵，較為漂亮的樣式，且上

端不要防衛性的尖鐵。 

2. 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 (新竹生醫園

區籌備處) 

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以「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

要任務，並兼具急重症功能」為使命，定位為國家醫院，並朝向「帶領

生醫科技發展的最佳醫學中心」的願景邁進。為「愛台十二建設」列為

重大國家建設目標，也是落實「台灣生技起飛行動方案」之重點規劃，

園區分院由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興建及經營，可望帶動生醫園區之臨床

轉譯研究，提升新竹地區急重症醫療服務能量。 

本案開發將分為兩期，第 1期工程興建地下 2樓、地上 8樓之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為 76,852㎡，建築面積為 10,365㎡；第 2期工程興

建地下 2樓、地上 12樓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 33,650㎡，建築面

積為 4,400㎡。1、2期工程之建蔽率為 18.8%，容積率為 119.09%。因

經費財源考量，將分期興建。興建工程費約 42.29億元，醫療設備約 12.69

億元，合計 54.98億元。第 1期約需 34.25億元，包含工程費 26.24億

元，設備費約 8.01 億元。經費來源包括衛生署經行政院核定之籌建預

算 14億元挹注，其餘經費以成立臺大醫院作業基金分基金方式，向金

融機構貸款或對外募款。考量籌建之初該分基金向金融機構貸款或對外

募款之相關問題，將由臺大醫院負責該分基金第 1期建設經費 20.25億

元之籌措。 

本案規劃構想書前經 102年 11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4次校規小組

委員會討論決議：「本案原則通過，財務計畫請提案單位進一步評估」，

並提 102年 12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通過。 

本案規劃設計書業經 103年 9月 10日 103學年度第 1次校規小組

委員會討論通過。 

3. 國立臺灣大學開放空間命名原則 (草案)  (校園規劃小組) 

本校「開放空間命名原則」 (草案) 曾於 99年 9月 8日提送 99學

年度第 1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該次提案緣於社會科學院擬將未

來圖書館南側廣場命名為「辜公亮廣場」，以感念捐贈者辜振甫先生之

貢獻。校規小組依 99年 3月 30日第 2617次行政會議決議：「先提校規

小組考量」 研擬草案，並提 99年 9月 8日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決議：

「參酌委員意見，開放空間的命名最好自然形成，本案必須再研議。」。 

後於 103 年 6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

102212案(陳文成紀念廣場命名) 決議：(1)紀念廣場原則同意。(2)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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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小組就非館舍開放空間命名原則及辦法草擬後提行政會議訂定，再提

校務會議報告。(3)有關紀念陳文成校友之相關問題，依前項空間命名

原則所訂辦法之程序辦理。 

經查本校歷來開放空間名稱有經校方同意而正式立牌者 (如：鹿鳴

廣場)，亦有師生慣用而自然衍生者 (如：醉月湖、黑森林)，然尚未有

一全校性指導原則。校規小組依校務會議決議研擬本案，內容以開放空

間為全體師生所共享為精神，建議命名應參酌歷史紀念意義、自然人文

地景 (含植栽、地貌、公共藝術等)、使用特性、規劃理念等，經校內

程序通過後命名之，並由秘書室公告。 

本案經 103年 9月 10日 103學年度第 1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決

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4. 國立臺灣大學新建校舍基地臨計畫道路設計準則 (草案) (校園規劃小

組) 

本案係因本校「教學大樓停車設置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案經 102

年 6 月 5 日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第 355 次專案委員會議決議：(1)本案

建議由建築線向內退縮 10公尺設置為原則，退縮部份之標準斷面設計

應提出模擬方案。(2)請考量將停車場部分量體地下化。(3)後續臺大校

舍新建工程基地範圍臨計畫道路側應有相關設計準則，請臺大整體考量

後，提送都審委員會討論。 

本案依上開會議決議第 3點辦理，並參考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校

園規劃原則及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內容，主要包含建築物立面與景觀、

建築物附屬設施、需退縮人行道部分、植栽、圍牆等。 

本案經 103年 9月 10日 103學年度第 1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通

過。 

二、實驗林管理處報告：表列單位原使用本校實驗林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 0.1693公頃，契約期限至 104年底，惟日前辦理「鹿林小屋及周邊環

境改善工程」進行部分修繕，並考量依建築法第 11條規定「建築基地包含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來函申請增借使用面

積續用。經現勘實測後，使用面積擬增加為 0.1944 公頃，案經本處評估其

繼續使用尚不影響林地之經營管理，報請同意換續約，經校產維護專案小

組 103 年第 3 次會議決議同意續約 5 年，檢具受理林地供公共設施續約案

件如下 (計 1筆契約)，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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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使用單位 
營林區林班地 

契約編號 

面積 

(公頃) 
用途 

原約使用期間 

原約之管理維護費
(元/年) 

續約期 

續約管理維護
費 (元/年) 

1 
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 

對高岳31林班
地 

449號 

0.1994 (原借用面
積 0.1693，為符
建築法令規範，
增加為 0.1994) 

鹿林山地區研
究解說木屋、公
廁、貯水塔、貯
藏室及道路設
施用地 

1000101~1041231 

(38,451) 

續約 5年 

(46,072)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擬使用本校實驗林內茅埔營林區 23林班531

號土地，面積計 0.05 公頃，作為自強村崁腳寮灌溉水圳災後復建工程

設施用地案，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實驗林管理處 提) 

說  明： 

一、該局表示灌溉水圳因 101 年 6 月泰利颱風受災損壞，經向經濟部水利

署第四河川局申請河川公地同意使用後，於原址辦理災後復建工程，

修復既有排水設施並改善排水溝下方保護設施，為保障該區鄉民農業

用水需求，擬請使用上開土地提供灌溉水圳災後復建工程設施。 

二、本案業經校產維護專案小組 103 年第 3 次會議討論通過，檢附土地使

用契約書草案如附件 2，請 參閱。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南投縣信義鄉公所擬使用本校實驗林內茅埔營林區第 21林班532號 (愛

國段 151、205地號，坪瀨段 47、53、55、56、114地號) 土地，面積

計 0.14公頃，作為刺蔥林一線天步道設施用地案，是否同意，提請討

論。 (實驗林管理處 提) 

說  明： 

一、該所表示為修繕舊有步道，擬於上開土地辦理「天空走廊暨觀景台興

建工程」及「坪瀨水濂洞瀑布群暨羅娜布農園區修建工程」，以利民眾

通行、農產品搬運及社區簡易自來水飲水管查修。 

二、本案業經校產維護專案小組 103 年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檢附土地使

用契約書草案如附件 3，請 參閱。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本校經管臺北市學府段 4 小段 230 地號土地上社科學院大樓地下一樓

部分空間擬提供有限責任臺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使用，檢附合作協

議書草案如附件 4，提請討論。(總務處 提) 

說  明：  



 6 

一、為照顧所屬教職員工生日常生活之需，擬提供旨揭空間面積約 300 ㎡

供合作社經營相關業務，有關雙方權利義務事項，業經本校 103 年 8

月 6 日校產維護專案小組 103 年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並決議：前次會

議之附帶決議亦同適用。 

二、校產維護小組 103 年第 2 次會議有關合作社續借本校小福地下室及一

樓部分空間、小小福及公教福利品部 (農業綜合館地下室) 房地附帶決

議如下： 

(一)考量照顧本校師生日常生活所需，本校業已提供合作社以相對優惠

費用使用房地，建議該社適度公開財務狀況，以釐清外界疑義。 

(二)該社下次申請續約時，應提供經簽證之財務報表資料，俾供評估費

用之調整。 

決  議：通過。 

 

案由四：檢具本校「開放空間命名原則」草案 1份 (附件 5)，提請討論。 (校園

規劃小組 提) 

說  明：本案依 103年 6月 14日校務會議 102212案決議二：「請校規小組就非

館舍開放空間命名原則及辦法草擬後提行政會議訂定，再提校務會議

報告。」辦理，並經 103年 9月 10日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修正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案由五：檢具本校「新建校舍基地臨計畫道路設計準則」草案 1份 (附件 6)，提

請討論。(校園規劃小組 提) 

說  明：本案依 102 年 6月 5日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第 355次專案委員會議有

關本校教學大樓停車設置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案決議三：「後續臺大校舍

新建工程基地範圍臨計畫道路側應有相關設計準則，請臺大整體考量

後，提送都審委員會討論。」辦理，並經 103年 9月 10日校園規劃小

組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請依與會委員意見修正後於下次會議確認。 

 

案由六：有關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案，茲檢具規劃

設計書 1份 (附件 7)，提請討論。(醫學院 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3年 9月 10日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依行政院 103年 5月 15日「研商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相關事宜」會議結

論略以：「新竹生醫園區醫院係由臺大醫院負責興建及經營，故經營主

體為臺大醫院，為確保園區醫院後續興建經營順利完成，園區醫院定

位為臺大醫院之分院，以利臺大醫院內部人力、系統支援及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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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宜。」。 

三、本案基地面積為 78,522平方公尺，第 1期工程規劃興建地上 8層、地

下 2層之醫療大樓，經費約需 34.25億元，包含工程費 26.24億元，設

備費約 8.01億元。除行政院 14億元挹注，營運開始後前 5年每年補助

8千萬元維持營運費外，其餘經費由附設醫院負責籌措。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臺大法學院博物館」籌設之相關事宜，提請討論。(社會科學院 提) 

說明： 

一、社會科學院已於 103年 8月 26日遷回校總區，該日先在社會科學院徐州

路 21 號院區舉辦「惜別會」，接著回校總區在社會科學院新大樓頤賢館

舉行「入厝典禮」；又於 9月 18日在社會科學院新大樓舉行「揭牌儀式」。

感謝楊校長所領導團隊蒞臨指導及支持，使社會科學院一系列活動順利

圓滿，並留下美麗的紀錄。 

二、原臺大法學院徐州路 21號院區，已獲楊校長表示原則同意創設「臺大法

學院博物館」，此事得到各方(特別是臺大法學院校友)的肯定與讚許，正

積極準備進一步籌設「臺大法學院博物館」。 

三、為順利推動「臺大法學院博物館」之籌設，及早日促成「臺大法學院文

教基金會」(暫定名稱)之籌組，請校方支持與協助儘速促成「臺大法學院

博物館籌備處」之成立。因已有熱心教職員工生及校友自動自發組成「臺

大法學院學術文化教育志工團」（簡稱臺大法學院志工團）和「臺大法

學院文史工作坊」。未來將先後組成「臺大法學院博物館籌備小組」、

「臺大法學院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並同時推動「臺大法學院文教基金

會」之籌設。 

決議：由社會科學院主導，召集法律學院及管理學院，組成籌備小組後，提出

計畫書。 

伍、散會（上午 11時 1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