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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民國三十二年(昭和十八年)台北帝國大學平面圖 1.校園規劃歷程與校務發展計畫

 

 

 

灣大學的前身係日本統治時代之台北帝國大

學，創設計畫始於一九二二年（民國十一年）

，一九二五年（民國十四年）開始編列創設準備預

算經費進行校地的收購及新校舍興建，其校舍規模

以台北高等農林學校為基礎而設立，校址即現在羅

斯福路四段之台大校總區，後來陸續歸併台北醫學

專門學校及台灣省立法商學院，及今日台大醫學院

與法學院校區。 

直到今日，台大主要教學研究區，仍由此三個

校區所組成。本文主要針對校總區整體發展之規劃

案，兼述最新歸併校地的歷史，依其發展及規劃歷

程，要點說明如下： 

1.1. 台北帝大時期 
1.1.1.  設校初期 

一九二八（民國十七年）三月十七日，台灣總

督府公佈「台灣大學官制」設立台北帝國大學，成

立之初設立文政及理農兩學部，而本部設在台灣總

督府內。總督府同時命令廢止原位於富田町的「台

灣總督府台北高等農林學校」，歸併入「台北帝國

大學附屬農林專門部」，台北帝大理農學部本部遷

至農林專門部大樓，改稱為「理農及專門部本部」

即現在的行政大樓；同時於此大樓對面興建「文政

學部本部」，即現在的文學院。 

1.1.2.  一九二八年時期 
在農林學校未被台北帝大歸併之前，即有農林

本部、農學教室、林學教室（後兩者位於現在農學

院綜合大樓與共同科目教室）。台北帝大校園在農

林學校既有之校舍基礎下規劃發展，一九二八年（

民國十七年）台北帝國大學平面圖（參見「台北帝

國大學平面圖-昭和三年（1928 年）十一月）已可看

出未來台大校園發展的雛型了。當時校舍配置關係

如下： 

a. 運動場在校園北邊，而主要教學研究區在學校

的核心地帶，南側及東南側臨靠山邊地區則為

宿舍、農場及苗圃區。 

b. 主要教學研究區的配置乃配合前農林高等學校

既存校舍，規劃為一東西方向的軸線大道。軸

線北側新規劃的大樓有文政學部本館、圖書館

、校本部大樓（但一直未興建），南側有農學教

室、理農及專門大樓、理化學教室及生物學教

室。南北建築在配置上互相錯開，形成『丁』字

路型且分別成為各條南北次要軸線道路之端景

。 

c. 興建各大樓時在建築物周邊種植白千層及樟樹

。 

d. 當時新生南路未興闢，羅斯福路為最重要的聯

絡道路，故校本部以羅斯福路為主要出入口。

依當時校舍的配置，羅斯福路的交通動線及塯

公圳的限制等因素，造成了軸線大道西側之出

入口大門，須往南彎曲連接羅斯福路的配置方

式。 

e. 當時的校舍除歸併農林學校校舍外，校區南側

有部分土地、校舍與農業部之農場（農業部所在

地即現在之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及中央研究所之

植物分科園（植物分科園所在地即傅園、今研究

生宿舍與地質系館）共同使用。 

1.1.3.  一 九 三 ０ 年 時 期  
創校後校園仍在持續興建新校舍，本時期落成

的代表建築有：一九三○年（民國十九年）四號館

（園藝系館）、一九三一年（民國二十年）三號館

（農化系館）、一九三五年（民國二十四年）五號

館（農工系館）先後落成，校園發展到一九三○年

代中期面對軸線大道的建築物已有整體規模，而且

每棟建築形式語彙相當接近，外牆十三溝面磚 RC
構造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校舍群，成為校園建

築的最大特色。（參見「台北帝國大學平面圖-昭和

十四年（1939 年）八月」） 

至於校園美化問題，是在一九三二年（民國二

十一年）學校行政上了軌道後開始注意，由園藝系

中村三八夫及大沼三郎教授，對核心軸線加以規劃

。當時在軸線上加植兩排椰子樹，而成今日的椰林

大道。另外加植些稀疏的喬木，今尚存在的有傅鐘

兩旁的鳳凰及文學院之茄苳。 

台 

圖1.1-1  民國十七年(昭和三年)台北帝國大學平面圖 

 

圖1.1-2  民國廿一年(昭和七年)台北帝國大學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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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北帝大在日本教育制度及工業日本

、農業台灣的殖民地政策下，校園規劃朝三方向發

展： 

a. 教學研究區之設備陸續興建齊全：(a)文政學部

之研究室與標本室(b)圖書館之書庫、閱覽室及

事務室(c)理農學部之各種實驗室及具有各種特

殊功能設施，如動物實驗室、農業工程水利實

驗室，冷藏室等(d)全校性及各學部教室。 

b. 設立體能訓練設施及軍訓設施：如槍械室、射

擊場、武道場、棒球場、弓術場等。 

c. 其他建築物：如農場作業室、宿舍、校門警衛

室、倉庫及側門的建立等。 

在發展期間總都府農業部與台北帝大因在研究

上相互合作，所以台北帝大的昆蟲學、養蠶實驗室

、畜產學教室、附屬畜舍、氣象觀測所及部分宿舍

有與農業部共同使用的情形。 

一九三六年（民國二十五年）台北帝國大學醫學

部正式成立，將台北醫學專門學校改為醫學部校區

，總督府台北病院改為帝大附屬病院，即為日後國

立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之前身；直到光復後民國三十

六年一月以前，台大校園皆以校總區及醫學院校區

做為兩處主要的教學場所。 

1.1.4. 一 九 四 ０ 年 至 一 九 四 五

年時期 
早在一九三二年（民國二十一年）台北市的都

市計畫已經將今日辛亥路、新生南路、基隆路列為

計畫道路，配合一九四三年（民國三十二年）校總

區發展配置圖（參見圖 1-3），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三

、四十年後的台大及周圍環境的形貌。當時校總區

發展配置構想為： 

a. 以理農學部臨時教室的位置為全校環境的中心

，發展出五條輻射性的主要林蔭道，今椰林大

道即為其中之一。面對辛亥路與椰林大道垂直

方向規劃興建一主要軸線大道，路寬為椰林大

道之兩倍寬，中央有一大水池。擬將台北帝大

的主要出入口自羅斯福路改為面向辛亥路，即

原為男十三舍現在為凝態科學館之位置。 

b. 校園北側新發展區，規劃十字交叉林蔭道，分

割成方形格子狀校地，此種方形格子狀道路系

統，與椰林道兩側的舊校區以丁字路分割安排

的方式明顯不同。 

c. 當時因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當時日本國土計

畫的理念支持台灣工業化發展，帝大亦在一九

四三年(民國三十二年)設立工學部，其校舍預定

配置在校區的北側，原本預定蓋十七棟建築，

但當年開學時暫以今日工學院綜合大樓現址起

造兩棟木製校舍，同年底機械館（今機械工程館

）落成，是工學院第一棟 RC 造建築，亦是台北

帝國大學時代最後一棟落成的校舍。 

但此次規劃的執行因戰爭及台灣光復而停頓，

台灣光復之後台大未提出校園整體的發展計畫，因

此台大近三十年乃是在此階段的既成基礎上發展。 

 

1.2.  光復後迄今日 

1.2.1.  光復初期 
民國三十四年台灣光復，教育部派陸志鴻先生

等三人及台灣代表三人共計六人，以十一月十五日

（即現在台大之校慶日）接收「台北帝國大學」，

並更名為「國立台灣大學」。按我國大學法之規定

，改學部為學院，並將原有之文政學部分設為文學

院及法學院，停辦南方人文研究所及南方資源學研

究所。 

光復初期，台灣大學解除了日本帝國主義所給

予之帝大教育政策後，所面對的最大問題乃在招生

及聘師，而無力在研究設備與校舍上擴充；故基本

上台大仍維持帝大時期之規模，校園之土地面積及

既有校舍與日治末期並無大異，而醫、農之研究，

亦基於日治末期之基礎繼續發展。 

民國三十六年台大校園再一次擴展，接收了目

前位於徐州路法律學院與社會科學院現址，該處原

為日治時代的台北高等經濟專門學校，戰後改為台

灣省立法商學院，但因經費不足於民國三十六年一

月併入本校法學院。此階段的台大校區除法、醫學

院分設現徐州路、仁愛路外，文、理、工、農學院

均設於校總區內。 

1.2.2.  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 
民國三十八年隨著政府遷台的大量學者與學生

，紛紛任教或借讀於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所大學─－

台灣大學。在不穩定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台大一時

人滿為患，造成設備及宿舍嚴重不足；為解決這些

迫切問題，將日治時期以來的校地面積，向北推至

辛亥路，西至瑠公圳（現為新生南路）；東北側以

今已拆除之十一及十二宿舍為界，往東南延伸至現

有之獸醫系館為界；南側仍與前身為農業部之台灣

省試驗場為鄰。並用儘可能得到的經費，在校區邊

緣地區興建宿舍，以解決學生住宿問題；興建的學

生宿舍有女生第一、三宿舍，男生第五、六、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宿舍；在尚是稻田的校地

上，建立農場實習分場制，以解決學生的實習場所

不夠的問題，當時設立之分場有農工分場、農藝分

場、園藝分場及畜牧分場，且均分布在台大校園邊

緣。 

醉月湖當年即為調節瑠公圳水量之水塘，此地

向西至瑠公圳一帶是為農工分場所在地；今管理學

院一帶原為果樹苗圃區，是園藝分場所在地。農藝

分場則位於現有之農學院農場位置及向北延伸至學

生活動中心、第五、六學生宿舍地區；畜牧分場位

於畜牧系館及現在的九號公園預定地。（參見圖

1.1-4） 

台大校園當時承受成長的壓力，除日治時期椰

林大道地區有較清楚之空間組織外，其餘地區與房

舍均混亂交錯散布在周圍與農場交界處。雖然當時

經濟匱乏，故對環境之經營較不重視，但是因為台

北都市之人口及環境壓力較低，校園內房舍之密度

亦低，故當時之校園環境及建築形式不呈激變，仍

有相當的環境品質。 

1.2.3.  民國四十一年至六十年 
民國三十八年以後政府逐年實施穩定國家基礎

的農業政策，並開始實施經建計畫，台灣也自此步

入較穩定的成長，社會也逐漸繁榮。政府陸續成立

公私立大學，大陸原有的一些大學也先後在台復校

，因而減緩台大的學生人口壓力。台大在這種安定

的背景之下，經濟來源改由中央編列（在此之前是

由省府編列），接受美援及民間的補助也甚多；因

此校園環境也隨之快速的成長，先後興建了普通教

室（民 40），普化實驗室（民 41）、工程館（民 45
－47）臨時教室、森林館（民 46）、農業陳列館（

民 50－51）、農經農推館（民 52－56）、體育館（

民 50－51）、活動中心（民 50－61）、醫療中心（

民 54）、游泳池（民 57）等，且陸續在校園邊緣處

興建宿舍。此期興建的宿舍除有男生十三、十四、

十五宿舍，如女生五、八、九宿舍外，並於零散區

塊之預定地內大量興建教師宿舍。 

民國四十五年，因陽明山道路拓寬工程剩餘龍

柏一批，陽明山管理局贈予台大，校方決定由園藝

系負責設計，種於椰林大道上。民國四十五年至五

十年之間由植物系教授于景讓、高化臣、杜賡甡考

慮台大的氣候，建議種植杜鵑花，杜鵑花遂成為台

大校園的主要風貌之一，使得台大贏得杜鵑花城之

美名。 

民國五十三年美軍購買本校之園藝分場及部分

農試所的土地成立美援軍事機構（台大在民國六十

三年美軍機構撤離時購得該地之土地所有權，其使

用設施曾由國防部接收使用，今已完全收回）。同

時本校得此經費之後於台北縣安坑地方購買農場，

此時為配合校舍的發展，廢止分場制度，集中農學

院農業試驗場於安坑與農藝分場南半部及畜牧分場

地區，其餘各農場則變更為運動場、醉月湖及椰林

大道東端之校舍與大草坪（新建總圖書館位置），

故農場僅餘現有農場之規模了。 

民國五十年以後自椰林大道東側向北延伸小椰

林道，教學研究區就逐漸往小椰林道路兩側發展。

但因其兩側土地並無預先規劃土地使用框架，且台

大校內各單位互競土地發展，又缺乏對環境形式之

共識，乃形成日後小椰林道環境混亂的情形。同一

時期，外界機構陸續與台大訂定契約，在沒有校園

整體發展規劃的台大周邊預定地上興建與台大無關

之建築物，例如鹿鳴堂、中非大樓、國立編譯館等

圖 1.1-4  民國四十年代台灣大學校園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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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外圍環境趨於複雜。 

以椰林大道為主軸的校園在日治時乃按視覺的

經驗定其長度，故僅止於園藝系館，而隨著土木館

、森林館啟用使椰林大道長度延長，而今新建總圖

書館算是完成了椰林大道的端景。台大校園自光復

後即靠著椰林大道及小椰林道為發展之框架而維持

了起碼的校園環境秩序。 

1.2.4.  民國六十年至七十年 
至民國六十年之後，台大校園環境有數項重要

的改變： 

a. 隨著台大宿舍的成長，十一、十二宿舍前逐漸

興建了附屬學生宿舍的違章建築；民國六十年

後，將之遷至校外，而闢建了橄欖球場。 

b. 台北市政府闢建基隆路，將舊基隆路改為舟山

路，學校同時興建了舟山路圍牆。從此，雖舟

山路的交通流量稍減，但對南北校區聯繫造成

阻隔。 

c. 民國六十年之前，學生主要活動範圍分布在行

政大樓及第一員生消費福利社附近，自學生活

動中心及小椰林大道綜合教室興建完成後，學

生活動區就逐漸轉移至椰林大道東側及校園北

側一帶。 

d. 校門出入口及校門廣場之變遷，隨著新生南路

及羅斯福路交通流量之增加，台北市政府建議

台大以新生南路為主要出入口，封閉日治時期

以來的羅斯福路出入口，因而有校門廣場的出

現。至民國六十八年之後因校門廣場腳踏車停

車問題及攤販停留問題，校方委請園藝系凌德

麟教授加以設計，增建了花圃及圍牆，因而對

校門廣場的形式有重大的改變。 

e. 繼續購買校區東南側的預定地，且零星興建教

職員及學生宿舍。此期校園建築物延續了前期

的現象－－各單位獨自興建大樓；或在校內與

外界單位合作興建研究大樓，例如：慶齡工業

中心、地震中心、海洋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等

；或在台大預定地上興建與台大無實質關係的

機構建築物，如：國際青年活動中心、內政部

、原子能科學委員會等。這段時期校內新建築

物雖搭上了當時流行現代主義簡潔造形風潮，

例如研究圖書館、造船工程館、志鴻館、新數

館、工業研究中心等，然而未與台大原有的風

格配合，因而影響到校園整體環境景觀。 

1.2.5.  民國七十一年至八十年 
a. 本期間台大校園規劃與發展，二位校長：虞兆

中及孫震先生，以及三位總務長：吳順昭、黃

大洲、許文富先生，諸多的決策，深遠影響校

園規劃實質建設。 

圖 1.2-1  台灣大學校園發展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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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民國七十一年虞兆中校長任內鑑於校園實質環

境的紊亂，成立『校園規劃委員會』及其執行工

作小組。並首次完成民國 72 年（1983 年版）的

「國立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本報告主要提

示校園土地使用及校舍建築形成諸多規劃設計

準則。依此原則陸續完成共同科目教室、語言

實習大樓、理學院大樓、電機工程館第一期建

築等。 

c. 惟上述成立的『校園規劃委員會』與『校務發展

規劃委員會』成員重疊過大的批評下，無言中取

消了『校園規劃委員會』，但將其執行工作小組

併入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下，仍繼續協助總務

處統籌校園土地使用及建築計畫之工作。 

d. 孫震校長任內由黃大洲及許文富二位總務長，

執行許多困難重大的校園規劃及校舍建築。例

如完成台大校園公共設施用地之徵收工作、確

立台大校舍高層化建築原則、新闢辛亥路台大

校門、興建台大新總圖書館、、、等。 

e. 換言之，台大校園建築本期間陸續進行或完成

總圖書館、管理學院第一期建築、生命科學館

、法學院第一期建築、資訊工程館第一期建築

以及電機工程館第二期建築、家畜醫院等。 

f. 本期間校舍建築量較多，土地變更使用方案異

於 1983 年版校園規劃方案，於是必要重新研討

校園規劃及校舍建築計畫，遂完成 1991 年版台

大校園規劃報告。 

1.2.6.  民國八十一年以後迄今 
首任選舉制誕生的台大校長陳維昭先生於八十

二年六月上任後在校園規劃及校舍建築的推展方面

，朝開放參與的執行理念，歷經王仁宏、陳益明、

趙永茂三位總務長，繼續執行並完成了下列數項重

大工作： 

a. 於校務發展規劃委員下設『校園規劃小組』，執

行全校中長程規劃構想及近程規劃方案。並於

王仁宏總務長任內，設立永久性的專用工作室

，以利日後規劃作業推展及資料的保存整理。 

b. 羅斯福路四段台大校地征收及第二學生活動中

心的興建執行中，曾遭遇部分住民極大的抗爭

阻力，終於平和落幕，並於該基地內興建第二

學生活動中心，於八十七年校慶正式落成啟用

、管理學院第二期大樓亦順利進行建築工程。 

c. 本校校地在過去政府機關長期借用下，幾經協

調陸續完成歸還的協議，在進入民國八十年代

後校產收回情況順利進行，校總區周邊用地收

回包括： 

1. 國際青年活動中心：建築面積約3892坪，84
年 8 月 23 日收回。 

2. 鹿鳴堂：土地面積約 900 坪，85 年 1 月 15
日收回。 

3. 內政部（含蒙藏委員會）借地：土地面積約

2223 坪，88 年 9 月 17 日收回。 

4. 舟山路：舟山路因為既成巷道多年，收回封

閉阻力甚大，經過多年努力終獲台北市政府

於 88 年 12 月 31 日正式公告發佈實施舟山路

廢道，89 年 8 月 5 日正式封閉成為校內道路

，計收回土地 1.9355 公頃，並於 90 年 2 月

正式成為禁行機車之校內通道。 

d. 本期間校總區高層建築校舍陸續完工，重要的

代表建築為：圖書館新館（民國八十七年）、生

命科學館（民國八十七年）、國家地震中心（民

國八十七）、凝態科學中心大樓（民國八十九年

）。新圖書館由於位於校總區幾何中心，形成椰

林大道有了延伸的端景，隨著圖書館的落成，

周邊景觀及振興草坪亦進行改善；生命科學館

、凝態中心則是校舍高層化政策後校總區完成

的高層建築，加上新體育館正在興建中，預定

90 年 6 月開始啟用。由於這些大型校舍啟用，

急需增設新變電站的規劃及節約用電問題成為

校園規劃重要的議題，目前正在規劃謀求解決

。 

e. 隨著校務的發展，新校區將陸續納入台大校園

，屆時本校除校總區及現有法、醫校區外，未

來外縣市校區計劃（位於新竹縣竹北及雲林縣虎

尾兩校區），也將在新世紀初期實現，主要詳細

的項目有： 

1. 89年 1月 10日接收原國軍八一七醫院改為附

設醫院公館院區，土地 1.889 公頃及建物 13
棟，89 年 3 月 6 日開辦門診業務。 

2. 國防部因其所借本校士林校地上國防設施無

法騰還借地，經多次協商與本校簽定以國防

醫學院原址土地與士林校地互換協議，89 年

6月 30日由國防部將該處 7.7481公頃土地及

地上建物(約五十棟)移交本校，成為台大水

源校區。 

外縣市校區包括：竹北校區（40 公頃）、宜蘭校區

（3 公頃）、雲林校區（60 公頃），目前正進行撥

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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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國立台灣大學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國立

台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1994）係

理念性、架構性、描述性的勾勒未來台大長程發展

的目標與方向。由各學院研提後編篡而成的「國立

台灣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成為影響台灣大學

規模、各學院院務發展特色以及大學校園空間及設

施使用方式的主因。反之，大學校園空間必需落實

在明確的長程校務發展基礎上，才能合理明示校園

空間及設施整體規劃之方案。 

本文擬從以上所述之與台大校務發展有關資料

取材，以探討本次 2001 年版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工作

中，所應依據的各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 

a. 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 -------第 0.章「整體大綱」 

b. 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 -------第 1.章「摘要」 

c. 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 -------有關章節摘錄 

d. 中程校務發計畫 -------------第一章「前言」 

除了上述全校性的發展計畫資料以外，若干學

院也相當關心該學院院址的整體性及長期性發展方

式，也提供給本次規劃工作小組許多寶貴資料，均

列入本次規劃工作中，屬於上位性的規劃資料。 

1.3.1 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 
1.3.1.a.「整體大綱」 

校務長程發展規畫之首要在於環境分析，內容

包括，外部環境及內部環境分析，所謂外部環境係

指總體環境（Societal Environment）、大學教育任

務環境（Task Environment）及全球趨勢，所謂內

部環境就是指，大學內部的教學研究服務、學生輔

導、校友聯絡、校園生活及大學行政。 

國立台灣大學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中，第二章

討論大學教育的環境趨勢，實則包含大學教育的總

體環境及任務環境，同時也參考全球大學教育之發

展趨勢與問題，以提供本校長程規畫之參考。 

再者第三章的討論，以台灣大學本身現況及問

題為主，實則包含了內部組織結構、活動、文化與

資源等相關議題的討論。 

經過第二章及第三章的環境分析過程，可以充

分瞭解內部環境的優點及缺點，以及外部環境的機

會與威脅。 

然後第四章討論台大的使命、理念與目標，在

於建立共識，或者說是建立一個台大共享的價值觀

，結合上述環境分析及對台大的使命、理念與目標

的共識，就可作為未來發展與策略規劃的指引。以

上所述整體大綱如圖1.3-1所示。 

1.3.1.b.「摘要」 
1.3.1.b.1.大學教育的環境趨勢 

外部環境分析在於瞭解總體環境需求的影響、

大學教育任務環境與全球發展趨勢。結論如下： 

1. 環境需求影響包括：（1）教育是國家整體發展

的動力來源，必須給予保障；（2）社會邁向「

後工業社會」，朝向多元價值發展，刺激高等教

育重新思考教育內容與提昇品質；（3）教育與

經濟發展互依互賴，但經濟成長減緩，且政府

財政緊縮，未來教育發展資源將受限制；（4）
科技創新與快速變遷，引發教育需求與教育方

式的改變；（5）政治解嚴以後，憲政改革隨之

進行，校園也要落實民主法治理念；（6）人文

與科技均衡發展，重視「多元文化教育」。 

2. 大學教育任務環境的探討則包含：教育政策、

教育資源、教育體系及校園文化等四個部份。 

（1）教育政策涵蓋：大學教育「學術自由與大

學自主的理念、目標；大學機構在人事與行政、財

務與經費、課程與教學的自主制度或規範設計；調

整公私立大學差異、均衡地方發展等資源調整與配

置的改變；及通識教育課程規劃等議題。 

（2）教育資源的投入包括：經費、教師、學生

、行政人力、空間等各項因素，國立大學一直佔有

很大的資源優勢，面對未來「財務自主化」政策，

自85學年度起將自籌20％的財務需求，國立大學應

及早健全財務管理。 

（3）從教育體系的探討發現：我國高等教育已

由「英才型」過渡到「大眾型」。從國立大學之間

的比較可知，台大經費預算在83學年度為66億餘元

，佔高等教育總預算23.4％；台大學生人數、學系

與研究所發展現模最大：整體師生比在1：10的水

準；但單位學生校地或校舍面積過低，圖書資源利

用率最低；行政支援人力仍屬中上。 

（4）校園文化是大學機構主體成員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反映在大學管理制度規劃上尊重教授意

見，區別學術性與非學術性事務；重建擁有自由、

平等、尊重與法治的校園倫理；鼓勵學生建設性（

positive）的參與學生事務，保障學生學習自主自律

的教育活動；以及分區與特色的校園規劃等。 

3. 全球發展趨勢包括：（1）大學透過妥善的策略

規劃，才是達成卓越教育的最佳方式；（2）美

、日等先進國家都有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探究

高等教育理念、使命、政策的社會影響及前瞻

未來趨勢；（3）未來美國高教將出現：傳統大

學生人口（18 至 24 歲）將會減少；大學與社區

關係會日形密切；新獲博士學位者進入大學執

教機會渺茫；（4）大學因應財務危機，紛紛提

出改革計畫，發動募款運動；（5）改善教學與

研究失衡問題，提昇教學品質；（6）行政管理

革新；（7）直接參與產業活動，但學校教育的

目標凌駕於任何專利權或商業利益之上；（8）
法國、西德、日本大學經費來源主要來自政府

，英國有 32％經費來自非政府部門，美國大學

自籌約 10～15％。 

1.3.1.b.2.臺灣大學的現況與問題 

內部環境檢討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學生

圖 1.3-1  台灣大學中長程發展計畫整體大綱圖示 

理念 
文化傳承 
前瞻創新 
領導奉獻 

使命 
提供敦品勵學環境，培養

愛國愛人情操，並對社會

發揮開創性貢獻，使台大

成為國際上學術重鎮。 

環境分析 

外部環境 
總體環境 

大學教育任務環境 
   全球趨勢 

內部環境 
教學研究服務 

   學生輔導 
   校友聯絡 
   校園生活 
   大學行政 

策略 

教學 
研究 
服務  
文化 
管理 

目標 

教學與研究並重之

世界一流的 
綜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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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畢業生輔導與校友聯絡、校園生活、大學行

政等。 

1. 教學是大學功能的重心，本校教學有以下現象

：（1）近年來研究所大幅成長，而過去的發展

現劃方式，偏重於系所數目的擴張，缺乏總體

目標及規劃發展的準則。（2）夜間部教育的定

位，過去幾年甚為模糊，必須重新檢討。（3）
各學院師生比差異甚大，管理學院（1：23.3）
、法學院（1：16.8）與整體比例（1：9.9）差

距最大。（4）當前教師聘任普遍強調學位與論

文，很少主動聘任已有學術成就的學者。（5）
本校對於多元文化的通識教育推展太晚，而多

元發展的學程輔導與規劃則困難重重。（6）圖

書資源分散，利用率太低，視聽圖書館無法提

供全校更開放的服務與技術支援。（7）影響教

學品質的因素很多，包括：教員負擔太重，學

期日程安排不足，教學空間不夠，環境維護管

理不善。 

2. 本校的學術研究需要新的推展與整合，包括：

（1）個人為主的研究體制要調整。（2）是否設

置主管研究或研究所之學校主管？（3）教師研

究空間不足。（4）研究經費來源緊縮，應加強

建教合作模式，促進產、官、學、研各機構的

合作，並籌募研究基金，增設研究講座。（5）
各學院研究成果缺乏完整的評估。（6）實質的

學術交流活動內容有待加強。 

3. 社會服務與推廣：（1）台大設有的附設機構多

達二十餘個，各機構性質及功能繁多。有關設

立或存廢問題，也面臨審核制度的不完善。（2
）推廣教育中心是一個提供服務的行政支援單位

，也是校內與校外機構之間的介面，同時扮演

學校社會服務功能的角色。（3）建教合作實際

的業務運作，分別在總務處、會計室及出納等

行政系統中執行，造成現有行政體系相當大的

負荷。是否研擬獨立的行政支援中心？（4）本

校積極投入各項社區服務，包括：社會服務（如

：學藝、醫療、漁村、農村、自然保育及愛心

服務等）、基層文化及學術研究隊。 

4. 學生輔導是教育的歷程，從生活輔導加強師生

互動，從課外活動促進同學之間交流、自我實

現，同時透過輔導促進學生學習成長的社會化

過程。目前問題有：（1）學生人數眾多，需要

更積極的導師制度設計。（2）目前僑外學生約

佔學生總數的 10％，但僑外學生之生活輔導未

受重視。（3）學生心理輔導中心專業人員明顯

不足。（4）如何防範與處理學生校外生活問題

，學校缺乏足夠的防患教育，以及校外意外事

件處理的支援中心。（5）課外活動輔導尚未完

成學生自治法規（社團委員會組織辦法）。 

5. 畢業生輔導與校友聯絡：（1）從民國 34 年至民

國 82 年畢業人數共計 111,164 人。（2）畢業生

輔導功能發揮有限，畢業生資料的建立仍有缺

失，追蹤輔導之效果也不甚良好。（3）雖然各

地區校友會逐漸恢復運作，仍缺少完整的校友

聯絡體系。 

6. 校園生活問題：（1）由於校園充斥功利主義、

師生關係疏離與缺乏對台大的認同，校園倫理

亟需重建。（2）學生、教師與行政人員之間，

各有不同的次文化系統，彼此之間溝通不夠，

交流太少。（3）校園安全與福利，應重視人性

尊嚴，積極的提昇校園生活品質與校園福祉。

（4）校園安全體系尚未完備。（5）學生及教職

員宿舍仍嫌不足。（6）重新檢討學生宿舍管理

制度。 

7. 大學行政現況：（1）行政體系人力不足，已經

侷限了本校的發展與整體的品質。（2）行政革

新，尤其是“公文旅行＂，應該持續檢討。（3
）本校缺乏財務結構分析，經費預算配置政策及

原則不明確。（4）建議公務預算制度變革，走

向作業基金管理。（5）校內各學院的空間資源

配置與使用差異很大，尚未落實校園規劃整體

方案。 

1.3.1.b.3 使命、理念與目標 
1. 使命：提供敦品勵學環境，培養愛國愛人情操

，並對社會發揮開創性貢獻，使台大成為國際

上學術重鎮。 

2. 理念：（1）文化傳承：敦品勵學、愛國愛人。

（2）前瞻創新：遠見、開創力、國際觀。（3）
領導奉獻：走入社會、領導性貢獻、關懷本土

、人文與自然環境協調。 

3. 目標：教學與研究並重之世界一流的綜合大學

。 

1.3.1.b.4 未來發展的策略 

經過前述外部環境趨勢分析並檢視內部面臨問

題後，接著分別就教學、研究、服務、文化及管理

等五方面提出未來發展策略，以作為本校長程規劃

之指引。 

 1.教學方面 

（1） 訂定更為嚴謹之增設調整教學研究單位

審核標準 

本校為嚴格管控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調整案，於民

國八十六年六月七日通過「國立台灣大學教學、研

究單位之增設、變更、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

辦法」，取代原有之「增設系、所、中心作業要點

」，新辦法對於教學研究單位增設均要求能符合本

校總體目標之要求，並明列規劃發展之原則。 

■ 夜間部轉型 

夜間部自八十六學年度起已轉型為專攻在職人員或

社會人士進修之教育，為終身學習回流教育之一環

。 

（2） 共同及通識教育之推廣 

本校自八十五年四月成立專責之共同教育委員會負

責共同及通識教育之協調和推動後，對於通識教育

理念之宣導、課程之規劃、審核均有長足之進展，

至未來若能賦予該委員會自聘師資之權利，可能使

通識教育師資之運用更臻理想。 

（3） 學程之開設 

本校為鼓勵學生有系統的學習跨領域課程，增加多

元學習之機會，於八十七年四月十七日訂定「國立

台灣大學跨院系所學程設置準則」，作為各院系（

所）中心開設學程及學生修習之依據，迄今本校已

開設有醫學工程學程、教育學程、婦女與性別研究

學程、地球系統科學學程、永續資源學程、生物技

術學程、農業自動化學程、食品科技學程、基因體

醫學學程、農業環境污染資源保育學程、休閒事業

經營管理學程等十一個學程。 

（4） 提升教學及研究品質之配套措施 

i. 於八十五年十二月十七日制訂「國立台灣大學課

程評鑑辦法」，並自八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起利

用網路進行教學意見調查，調查結果供系所主管

及授課教師參考，從學生參與問卷調查之比率，

由第一年的 31.30％提高到目前的 64.25％（八十

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為 71.3％），可看出其成效頗

為大家所肯定。 

ii. 自八十六學年度起辦理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迄今

已有八十八個單位接受評鑑（含本學年度正展開

評鑑之九個單位），評鑑結果之改善建議事項，

除校方應支援事項，函請各相關單位參辦外，各

受評單位應辦事項，並逐年追蹤辦理成效。 

iii. 於八十七年元月經校務會議通過，制定本校「教

師評估準則」，除符合免評資格者外，應定期就

教學、研究、服務等各項接受評估。 

iv. 於八十七年三月十日制定「國立台灣大學優良教

師遴選與獎勵辦法」，藉以肯定優良教師在教學

上之努力與貢獻。 

v. 每學年初舉辦教學研討會，提供教師教學技巧觀

摩及意見交流之機會，以提升教學品質。 

vi. 為養成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與互助合作

之美德，本校已於八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制定「

國立台灣大學服務課程施行辦法」，並自八十七

學年度起正式實施，目前每學期均有近四千名學

生選修服務課程。 

vii. 與計資中心合作，自八十六學年起推展非同步網

路教學課程，至目前為止已有 349 門課程上網，

成效相當良好。 

（5） 教學空間之問題 

本校學生上課所需教室空間，除修課人數過多之大

班課程，受限於單一教室之容量（目前最大為 300
人），安排上有所困難外（短期內增建大容量教室

成共同必修科上課教室可能性極小），其餘課程上

課之空間尚勉敷所需，俟水源校區各教室整修完畢

作為部分共同必修科上課空間後，可稍微抒解上課

空間擁擠之情況。 

2.研究方面 

（1） 建立研究行政體系，推動群體研究 

i. 設置研究發展單位，直屬校長室。 

ii. 設立基金支持研究講座、補助成立重點研究室，

鼓勵群體研究。 

iii. 擬定「鼓勵教授研究，並酌予減少教學授課時數

」之辦法。 

（2） 建立研究評鑑制度，以提高研究成果。 

（三）服務方面 

（1） 建立附設機構之評鑑制度 

針對機構的設立、調整、變更、裁撤或合併，以及

如何發展、定位與管理，加以規劃。 

（四）文化方面 

（1） 重建校園倫理。 

建立法治化的校園環境、透過校園日常活動提昇師

生人文素養。 

（2） 改進導師制度並充實心理輔導工作。 

（五）管理方面 

（1） 重整行政體系，推動行政革新 

擴充人員編制、健全人事升遷制度、改善職工素質

、積極推動校園電腦化並實施績效改善措施。 

（2） 重建校園安全福利體系 

注重校園環保、落實環保觀念、加強實驗室安全；

建立無障礙環境；擴大警衛人員編制；傳授學生正

確的安全教育；加強餐飲衛生檢查；改善學生宿舍

品質、建立舍監制度、重新檢討宿舍管理辦法。 

（3） 建立校友聯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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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統籌機構負責整合全球各地區校友會、加強全

校性的校友聯繫。 

（4） 落實校園空間規劃，提昇校園生活品質 

校方應配合各院系所發展及整合之需求，對於校園

空間使用之規劃，應注重分區特色與人文素養之提

昇，並且兼顧美觀與環保，以樹立台大獨特的風貌

。規劃完成後，提校務會議通過，賦予法定地位，

作為執行依據。 

（5） 提出台大經營管理策略，以因應財務自

主化 

i. 成立經營管理委員會，以有效經營學校。 

ii. 廣徵財源。 

iii. 重新制訂合理的經費分配方式，使制度合乎公

平性。 

（6） 建立科技化的基礎環境。 

充分運用新科技的發展，建立完善的資訊化基礎建

設先進的教學研究環境，重點包括：成立應用等先

導系統進而引發更先進的研究及成果促進研究整合

做為全國表率。 

1.3.1.c.有關章節摘錄 

1.3.1.c.1.校地與校舍 

校地與校舍需求是師生教學、研究、學習所必

備的實體資源需求。空間限制直接影響大學所能發

展之規模。目前國立大學平均單位學生校地及校舍

面積為：118平方公尺及49平方公尺；而私立學校

則分別為45平方公尺與15平方公尺；公私立差異明

顯。就台大本身而言分別為：60平方公尺及30平方

公尺，容積率(校舍建築面積／校地面積］也已達67
％高居國立大學之首，顯然需要整體妥善規劃。 

1.3.1.c.2.校區規劃 

大學校園環境是大學主體成員在此教學、研究

、學習、工作與生活的地方，對於大學的學風有相

當的影響。久而久之，形成一所大學獨特的校園文

化。它可以傳之久遠，也會隨著社會與環境的變遷

而緩慢演化。一所大學的校園文化其實是「物質、

制度與心理三種文化融匯而成」。 

所謂「物質文化」就是「大學校園的建築環境

景觀、設施及整體印象」等空間實體。應該有完善

、安全、潔淨分區與特色的空間配置，並能滿足大

學教育整體需求的規劃。 

「制度文化」的理念，就是建立大學制度規章

。以落實大學教育理念與目標，發揮大學教學、研

究、服務等多重功能。 

「心理文化」是大學主體成員的價值觀，表現

在獨特的「知識性社會」是大學成員行為與生活方

式的動力，也是大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1.3.1.c.3.空間配置 

校地與校舍是大學的實體限制，從上述國立大

學的比較分析可知，本校在單位學生校地面積及校

舍面積均不如其他學校。雖然學校有空間分配及校

園規劃小組，但長久以來，整體政策仍停留在紙上

談兵的階段，根據本校校園規劃報告書（80年10月
20日）內容，所檢討的問題是土地的使用計畫圖、

建築管制計畫、建築分佈、交通動線；校地校舍規

劃方案及經費預算案例說明。 

但是，對於校內各學院的空間資源配置與使用

差異，以及如何妥善規劃各院的基本需求，做最適

當的配置；並且評估各院、系、所使用效率二改善

在規劃與使用上無法做整體配合、協調的現況等等

問題，仍無良好對策。 

從各院資源規劃分析資料可知，均以空間需求

迫切為第一優先。如文學院的人文綜合研究中心大

樓，法學院遷院的二十三億預算，理學院部份老舊

的館舍必須重修，工學院的第二綜合大樓，農學院

的農學大樓計畫，醫學院的第二院區，管理學院的

第二綜合大樓，公衛學院的學院校舍工程、、等。

然而，校舍老舊以及學生宿舍（缺額約一千床）、

教職員宿舍（學人宿舍待配414戶，一般宿舍待配

577戶），客座教授宿舍（缺額100戶以上）等超額

需求，一直無法取得足夠的改建或增建的經費。 

1.3.1.c.4 落實校園規劃 

校園空間是師生教學、研究所必備的實體資源

需求。就本校單位學生校地面積及校舍面積而言，

均不及其他學校；另外，各院對於資源需求亦均以

空間需求迫切為一優先，校方應配合各院系所發展

及整合之需求，對於校園空間使用之規劃，應注重

分區特色與人文素養之提昇，並且兼顧美觀與環保

，以樹立台大獨特的風貌。規劃完成後，提校務會

議通過，賦予法定地位，作為執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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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本次 2001 年版校園規劃基本資料收集了「國立

台灣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報告書（國立台灣大

學，1998）以及 1995 年版國立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

告書為主要藍本，根據民國 86 學年度至 90 學年度

全校各學院發展需求，以下首先列述校務發展計畫

預估教師、學生人數（參見表 1.3-1），以及校務發

展計畫籌設院、系、所預估（參見表 1.3-2）。 

經由上述的分析後，對於本次規劃工作中的最

大一項挑戰：即台灣大學預定於何年後，發展成為

一所「規模」多大的大學？若此項問題及條件未能

明確，是不利於本次的校園規劃工作。因此，本案

不得不提案1.3.3節的暫時性假設，提供校務發展規

劃委員會參考。 

 

 

 

 

 

 

 

 

 

 

 

 

 

 

 

 

 

 

 

 

 

 

表1.3-1  校務發展計劃教師、學生人數預估 
        學年 86 87 88 89 90 

文 238 242 236 236 240 

理 285 290 289 282 282 

社科 142 145 107 105 105 

醫 382 388 354 355 356 

工 249 235 258 231 237 

農 251 256 254 248 248 

管理 88 87 85 87 87 

公衛 42 44 42 41 41 

電資 55 62 63 91 96 

法律 -- -- 39 40 40 

共同教育

委員會
80 75 71 68 68 

教 

 

 

 

師 

教育學程

中心 1 3 3 3 5 

總計 1813 1826 1801 1787 1805 

文 2205 2264 2347 2444 2516 

理 2763 2786 2950 3143 3264 

社科 3112 3129 2299 2383 2458 

醫 2523 2593 2681 2771 2806 

工 3819 3956 4143 3761 3811 

農 3349 3409 3604 3778 3843 

管理 2849 2974 3170 3412 3452 

公衛 421 441 482 514 537 

電資 1334 1431 1533 2224 2244 

法律 -- -- 995 1000 1010 

學 

 

 

 

生 

進修推廣

部 1435 1314 1362 1326 1350 

總計 23811 24297 25566 26756 27291 

備註：本表教師員額之預估不包括兼任教師，學生人數不含夜間

部。 

 

■表 1.3-2 校務發展計劃籌設院、系、所預估 

86學年度 87學年度 88學年度 89學年度 90學年

度 

文

學

院

●人類學系

博士班 
 ●戲劇學系 ●藝術史博

士班 
 

理

學

院

●漁業科學

研究所博士

班 

    

社

會

科

學

院

  ●法律學院

（原法學院

改名為社會

科學院） 

  

醫

學

院

●物理治療

學系碩士班

●護理學系

博士班 

●口腔生物

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醫學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班（與工學

院合設） 

●癌症醫學

研究中心 

 

●臨床藥學

研究所碩士

班 

 

●醫學工

程學研究

所博士班

（與工學

院合設）

工

學

院

 ●醫學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班（與醫學

院合設） 

●土木系碩

士班增設「電

腦輔助工程

組」、「營建

工程管理組」

●機械系碩

士班「固體力

學及設計製

造組」調整設

立「固體力學

組」、「設計

組」、「製造

組」，並增設

「系統控制

組」 

●宜蘭臨海

實驗站 
 ●材料科

學與工程

學系 

●醫學工

程學研究

所博士班

（與醫學

院合設）

農

學

院

 ●原「植物病

蟲害學系」調

整設立「植物

病理學系」、

「昆蟲學系」

●對高岳營

林區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醫療機構

管理研究所

博士班 

●環境衛生

研究所博士

班 

●職業醫學

與工業衛生

研究所博士

班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光電工程

學研究所博

士班 

●電信工程

學研究所博

士班 

  ●資工系增

班 
●電子工

程學研究

所碩、博

士班 

跨

學

院 

  ●生物技術

研究中心 

●水源校區 

●雲林校區 

●竹北校區 

 

 

◎因填表時已為 89 年 11 月 3 日，固原 86 至 90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中各單位所提擬增設而目前未能遂行之部分以加以刪

除。 

  

由表 1.3-1 本校於 86 學年所提校務發展計畫之

人數預估得知，學生人數發展年成長率預估由 83 至

85 學年度為： 

學年度 86～87 87～88 88～89 88～89

成長率 2.04％ 5.22％ 4.65％ 2.00％

成長率有下降的趨勢，若以88～89學年度的成

長率 2.00％預估西元 2005 年的本校學生人數，則

預估值為27836人。而若以86～89年度之平均年成

長率 3.48％預估西元 2005 年的本校學生人數，則

預估值為 28240 人，然而中程發展計畫中，又明述

如後： 

「在學生組成方面，本校希望增加研究生之人

數，減緩大學部學生人數之增加；最理想的情形是

不增加大學生之總數，以提高研究生在學生總人數

之比例....」 

若再確查民國86、87年度的實際本校各學院人

數後，發現本中程發展計畫預定過於樂觀，確實發

展狀況不如發展計畫的進度及人數（詳見表 1.3-3）
。若就此狀況修正原中程發展計畫的預測學生人數

時，可暫訂本校於 2010 年發展為學生人數 28000
人的大學為理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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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 本校學生人數實況表 
學年度 86 87 88 89 

學生人數 23,811 24,297 25,566 26,751 

資料來源：會計室網頁 

若確定此 28000 人學生人數後，各學院應分配

到的發展名額及新增加的教師人數就可依序確定。

然而如此邏輯性的推理固然合理且重要，但執行技

術上仍存在若干困難待克服。舉例如下： 

a. 2010 年台大發展成 28000 名學生人數的大學

規模時，從 2001 年起，每個學院可分配到多

少發展人數？如何形成共識議決之？ 

b. 每個學院所分配到的發展名額，如何確定「大

學部」及「研究所」的分配比例？ 

c. 若有新設立的學院時，如何決定其新設系所師

生人數？這些人數與上述 1.2.兩項所分配到的

發展名額有無互相配合調整的必要？還是完全

專案另增學生數提高超過 28000 人？ 

d. 上述 1.～3.項的發展在時程上，如何配合各學

院發展需求，確定各年度發展人數，也是相當

重要課題。 

換言之，上述的四項問題若能有明確決議，本

次校園規劃的依據及執行就較容易。反之，若四項

問題均無法得到校方正式的決議內容，校園規劃又

需提示未來長程 10 年發展構想時，就只能以此假設

性的條件，當做校園規劃中作業的依據了。 

 

 

 

 

 

 

 

 

 

 

1.3.3.  校務發展需求校園規劃

配套之分析 
a. 台灣大學於 2010 年的學生人數為 28000 人。 

b. 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學生比例，依各學院的特性

需求而異，至西元 2010 年時分別如下： 

■ 表 1.3-4 89 學年（2000 年）台大教職

員及學生人數組成 
研究所 

 教師 職員 大學部 
碩士 博士 

文學院 236 16 1,856 386 139

理學院 289 74 1,802 811 392

社科學院 107 32 1,695 526 104

醫學院 354 97 1,891 481 288

工學院 258 65 1,618 1,452 531

農學院 254 70 2,317 868 403

管理學院 85 9 2,417 784 159

公衛學院 42 7 168 209 107

電資學院 63 14 1,019 740 411

法律學院 39 3 803 152 29 

共教會 71 4 -- -- -- 

教育學程 
中心 3 52 -- -- -- 

進修推廣

部 -- 6 1199 -- -- 

其他 0 395 -- -- -- 

全校 1,801 838 16,785 6,409 2,563

資料來源：教務處、研教處及會計室 

 

 

 

 

 

 

c. 2010 年台大各學院的學生人數預估概況

如下： 

■ 表 1.3-5 2010 年台大教職員及學生人數

預估 

研究所 
 教師 職員 大學部

碩士 博士 

文學院      

理學院      

社科學院      

醫學院      

工學院      

農學院      

管理學院      

公衛學院      

電資學院      

法律學院      

共教會      

教育學程

中心      

進修推廣

部      

其他      

全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