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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園規劃與發展之課題與對策 

依據前述台灣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白皮

書，既有學院各系所呈現增班招生之需，並

有新增系所的發展計畫，甚至又有成立新學

院計畫...等、各研究中心及全校性共同使

用的建築計畫也逐漸增加，充分顯示校務積

極擴大，極需校地及校舍資源配合之課題。 

本章主要從台大目前擁有的校地及校舍

的資源條件為依據，探討校園規劃與校務發

展配合問題，明確校園規劃發展現況問題，

以利建立本次校園規劃工作的目標、課題及

對策。 

2.1.校園規劃 

與校務發展配合之檢討 
台大校務發展中所需配合的校地及校舍的條件

，目前台大仍擁有多少的發展潛力，已面臨到那些

發展的限制條件，以下先檢討 1995年版的校園規劃
案，並擬訂通盤檢討的目標及原則後，說明 2001年
版規劃作業內容及流程。 

2.1.1.通盤檢討 1995年版方
案之必要性 

1982 年台大首次完成校園規劃報告書(國立台
灣大學，1982)，唯該報告書並未經正式討論定案及
出版。然而其後數年，正逢台灣大學校舍建築最為

蓬勃發展時期，興建了語言中心、應用力學館、工

學院綜合大樓、農學院綜合大樓、新總圖書館、電

機及資訊工程館...等。上述諸校舍建築及校地使用
方案，均羅列於 1995 年版台大校園規劃報告(國立
台灣大學，1995)中。然而如今必要慎重檢討 2001
年版方案的諸項理由如下： 

a. 台灣大學所擁有的校地面積大、分佈廣，台大
公館地區的校本部校地，面積共 108.485 公頃。
以經明確不可能再增闢校地的局面了。同理言

之，徐州路的法學院院址及醫學院、醫院院址

的校地，均很清楚不可增減任何一分土地的局

面了。也由此產生了新闢第二校地的行動計畫

，目前已在執行。 

b. 台大校本部周邊的重要幹道公共建設將陸續完
成，辛亥路地下道及北二高叉道已經通車，羅

斯福路的新店線捷運工程已經完成，基隆路高

架道路已延伸到敦化南路口。再加上校園周邊

土地使用的改變，重大影響台大校園主要出入

校門的交通動線，事實上面臨重新調整本校新

設校門課題及人車進出入本校校園的交通問題

。 

c. 台大校本部校園基於整體完整性的需求，已經
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舟山路改為校園道路」的道

路變更程序，舟山路業已於 2000年 12月底收為
校地通道。且已完成許多改善原有道路之規劃

案，本案深遠影響 2001 年版校園規劃之檢討工
作。 

d. 本校最近數年來陸續興建了新總圖書館、生命
科學館、新體育館、凝態科學館、學生第二活

動中心、家畜醫院...等，當新建築完成後，原有
單位搬遷到新建築後的舊建築（例如：一、二號

館、舊總圖書館、研究圖書館...等），已經完成
空間重新分配使用，今後仍有屬於天文數學館

新建工程後，數學系館建築空間調整使用等問

題，均需整體規劃新校園。 

e. 本校近年來已經收回或陸續將收回的外界單位
借地建築，例如國際青年活動中心、內政部、

中央選舉委員會、聯訓部、國防醫學院以及國

立編譯館...等，上述建築將分配給何單位使用，
將如何更新整修；同理言之，該建築及毗鄰土

地將如何規劃使用，有無規劃原則，將是全校

空間缺乏單位所迫切期待的課題。 

f. 本校創校歷史悠久，早期建築使用迄今將逾五
十年的校舍甚多，定期性的建築檢查、診斷、

維護保養的制度與經費缺乏，若干校舍建築明

顯呈現漏水、管線紊亂、排水不良、地坪牆面

裂紋...等問題。基於校舍公共安全及防震防災的
考量，高齡校舍經診斷後的改造維修再使用，

亦或拆除新建再利用之課題，時時刻刻迫促校

方早日正視處理之。 

g. 雖言「高齡校舍」有其結構、設備及使用上的問
題，然而台北市政府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

本校上述若干建築物為三級古蹟，包含羅斯福

路台大校門警亭、舊總圖書館、文學院院本部...
等。經被指定為三級古蹟的建築物之使用或保

管單位，必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明文規定的

內容及程序，進行該建築的使用及修繕責任。

台灣大學今後必需面臨永久保存維修此類建築

的責任；反之，亦應編列適足的經費維修及規

範此棟建築使用方式。 

h. 校務發展長程計畫中已落實執行新闢第二校區
，係考量今後設立新學院，轉移部份不適宜在

台北校區執行的教學研究工作，並適時適地將

低度改為較高度使用的地用方式。例如農學院

農場用地，工學院大型工程材料實驗室、理學

院海洋或工學院港灣...等研究用地。 

最後，校園內諸多師生對於校園生活的設施項

目及水準不滿，運動及休閒綠地、空間殷切需求。

如何朝國際化、資訊化、人性化的理想校園發展，

甚至落實師生參與規劃，提供明確決策過程，相關

軟體面、制度性的需求之聲，也是促成本次通盤檢

討校園規劃方案的緣由。 

2.1.2. 校園規劃之檢討原則與執行
方式 

關於台灣大學 2001年版校園規劃工作計畫之執
行情況與進度，希望校長瞭解與決策之相關建議事

項，說明如下： 

a.工作計畫書之執行與規劃團隊之組成 

依據本專案計畫書之執行進度與內容，完成計

畫團隊之組成，共有十五位教授參與。預定工作至

2001年 7月底止。 

b.請求各學院院長之協助 

為落實規劃工作之開放參與，依據 1995年版校
園規劃報告書內容為主，針對各學院院址整體規劃

方案，請求各院院長參與原規劃方案之檢討與修訂

。方式之一，具體提出修訂 1995年版的原院址整體
規劃方案後，經由本專案計劃中再重新調整規劃、

決議之。 

c.本專案規劃內容之重點 

1. 計劃之分期方式 

依據教育部營建工程小組開會經驗，各方建議

教育部要求各校提出校務發展中程計劃，依此計劃

指導與規範校舍興建計劃也應該有中程計劃。 

因此，本案近程計劃為陳校長之任期，即至

2005年 7月止。中程計劃為即至 2009年 7月止。總
言之，2001年版的校園規劃年期暫定為 2010年止。 

2. 計劃之決策程序 

（1） 由本專案計劃召集人首先向校長報告 2001 年
版校園規劃方案之執行方式。 

（2） 規劃方式與進度於行政會議、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中先向各院院長說明，詳細說明採用

修訂 1995年版的規劃原則。 
（3） 舉辦多次的公開說明會，希望全校有共識的

規劃方案，列為可以定案的規劃方案，反之

，比較無法形成共識的方案，可以「開天窗」

暫時留白，留待後期繼續再來規劃。 

3. 主要計劃內容 

（1） 完成全校(含各學院)土地使用計劃方案之基本
計劃。 

（2） 完成全校校舍與各項設施有關空間使用與分

配調整方案之基本原則。 
（3） 提案台灣大學定期通盤檢討校園整體規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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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執行程序、方式、權責等相關機制。 
（4） 提案全校性建築設施（包括會議、餐廳、停車

、住宿、、等）之規劃、興建與管理之機制。 
（5） 針對台大校務發展中程計劃需求，提案校園

土地使用計劃與校舍建築計劃等相關方案。 

4. 近程計劃之落實執行方案 

（1） 確定陳校長於 2005年 7 月底任期內，擬完成
之具體近程計劃之專案項目，列為對外公開

說明之具體計劃。 
（2） 2001年校園規劃「訴求理念」之說明。 

i. 訴求總體目標：創造優質人本學園、績效經理
教學設施、促進參與校園建設。 

ii. 執行策略方式：營造優質校園優先以回歸自然
生態與人本無障礙環境，兼顧大型工程之新建

與小規模好場所之整建，確實檢討全校既有設

施之經營績效，優先執行建築維修新用之營建

模式，積極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源依

據之台大建設。 

（3） 建議校長之具體計劃 

i. 舉辦台灣大學 2002年杜鵑花季節的「校園公共
藝術展」。 

ii. 推動台灣大學「會議展覽中心」BOT建築專案
計劃（公館校地整體規劃與建設）。 

iii. 推動台灣大學「學生宿舍」BOT建築專案計劃
。 

iv. 推動台灣大學「校園周邊停車場」BOT建築專
案計劃。 

2001 年版校園規劃擬延續此種方式，由土木工
程學系黃世孟教授擔任召集人，邀集與台大校園規

劃事務相關人士共同組成工作執行小組，其決策模

式與組織成員如下： 

（一） 基本前提：先確定規劃程序之決策模式

後，再執行校園規劃方案之研擬。 

（二） 規劃決策組織與參與人士的組成。 

（三） 規劃目標、方向及方案之決議組織：以

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為主要決議單位。 

（四） 校園規劃工作執行小組（參見下表）。 

（五） 採修訂 1995年版為主要方式。 

（六） 建議以申請計劃取代既定方案之公聽會

決策模式。 

a. 組織成員 

召集人 黃世孟 工學院土木工程系教授 

小組成員 趙永茂 總務長 

 蔡厚男 園藝系教授 

 陳益明 植物系教授 

 陳亮全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許榮輝 園藝系講師 

 郭城孟 土木工程系教授 

 許添本 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郭振泰 土木工程系教授 

 林峰田 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孫志鴻 地理系教授 

 劉志文 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林一鵬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駱尚廉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系教授 

 謝尚賢 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郭斯傑 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廖咸興 財物經融學系副教授 

 林光美 圖書館副館長、閱覽組主任 

專案助理 王姵琪  

 黃郁苓  

 劉雅琪  

 蔡淑婷  

參與實習研究生  周正明、李怡慧、盧冠文、李孟學
、 

  林家群、朱家豪 

2001 年版校園規劃作業方式，主要邀請上述規
劃專業領域人士共同參與，其負責類別與內容如下

： 

n 表2.1-1 校園規劃工作執行小組 
工作成員組織（專業／行政） 

 專業項目 教授 學校執行單位 

1 校園行政管

理 
陳益明 總務長 

2 土地使用 陳亮全 校發會：蔡厚男 

3 生態綠化 許榮輝、郭城

孟 
總務處事務組 

4 景觀 蔡厚男 總務處事務組 

5 交通 許添本 校警隊 

6 排水 郭振泰 總務處營繕組 

7 資訊 林峰田、孫志

鴻 
總務處營繕組 

8 校園機電 劉志文 總務處營繕組 

9 環保 駱尚廉 環保中心：林

正芳 

10 建築結構 謝尚賢 總務處營繕組 

11 建築營建 郭斯傑 總務處營繕組 

12 經營管理 廖咸興 總務處事務組 

13 歷史、校史 林光美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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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校園規劃之作業時間與流程 

一、 作業時間：2000年 9月至 2001年 7月 

二、 作業流程： 

n 表2.1-2  校園規劃作業流程 

時間 作業項目及內容 

9月 上旬 成立 2001年版校園規劃工作小組 

 中旬 執行 2001年版校園規劃工作 

 下旬 確定作業方式、參與人力、決策模

式、預期成果 

10月 上旬 舉辦說明會、徵求全校師生、各院

發展之意見 

 中旬 舉辦說明會、徵求全校師生、各院

發展之意見 

 下旬 舉辦說明會、徵求全校師生、各院

發展之意見 

11月 上旬 完成第一梯次草案 

 中旬 舉辦說明會 

 下旬 舉辦說明會 

12月 上旬 完成第二梯次草案 

 中旬 舉辦說明會 

 下旬 舉辦說明會 

1月 上旬 提出 2001年版校園規劃方案 

 中旬 舉辦說明會（一）：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校務會議討論 
 下旬 春       節 

2月 上旬 舉辦說明會（二）：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校務會議討論 

 中旬 確定 2001年版校園規劃 

 下旬 製作報告書圖 

3月 上旬 製作報告書圖 

 中旬 出版 2001年版校園規劃報告書 

 下旬 專案結束 

7月 下旬 修訂最終定案版 
完成規劃報告書 

 

2.2.校園規劃目標、課題與對策 
台灣大學2001年版校園規劃之工作方式，當確

定採用修正 1995年版方式進行後，首先修訂近五年
來的校園實際發展之現況，再明確校務發展之總目

標外，同時提出陳校長維昭先生擬落實執行之新課

題與方向。 

以下簡述台大校園規劃長期發展目標與檢討原

則，其次，陳述近期校園規劃與發展方向與重點，

最後提出 2001年版的校園規劃報告書主要架構與內
容。 

2.2.1.校務發展總目標 
台灣大學的發展之自我期許，最清楚表白於長

程發展白皮書。白皮書中確實勾勒出了明日台大的

藍圖，惟只以一句最高追求目標形容之： 

「....世界一流的大學.... 」 

假若說每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均有某種理想的

校園風格，自我期許本次校園規劃工作時，那麼，

明日台大所需求的校園風格與實質環境，究竟是什

麼？今日重點應置於何項呢？本次規劃工作的階段

性課題如下： 

a. 朝向最適發展規模的「成長管理與規劃」，假設
能明講且清楚知道 2010年、今後 10年間、目前
26000位師生，發展成 30000人的規模，10年間
如何分配 4000人的增加方式均有原則。 

b. 朝向師生好教與好學的無障礙學習環境。 

c. 研究生產成果的資訊化，開創國際交流的舞台
。 

d. 大學與社會互動的專業參與及校園開放。 

e. 改善校園生活及休閒設施品質，開創人性化的
受教環境。 

茲為達成上述總目標及各項課題，對應的相關

對策中，比較重要項目說明如下： 

a. 落實能解決中程計畫的課題。 

b. 確實能立刻解決當前 1～2年內的問題。 

c. 長程發展的構圖只提校地及校舍發展潛力及限
制條件。 

d. 各學院院址校地規劃及校舍規模計畫，原則上
以教育部所訂標準為準。 

e. 新建築計畫需緊密配合學校預算及進行中的建
築完工時間。 

f. 既有校舍朝診斷評估後的整修再利用原則。 

g. 校園規劃及發展資訊宜更多管道開放師生參與
。 

h. 新學院增設原則之一是必需明確校地使用方式
的共識。 

2.2.2.校園規劃目標與發展重點 
台灣大學校園規劃之總目標，經由規劃小組與

陳校長維昭先生的討論後，明確下列所提示之新方向

： 

校園規劃總目標：創造優質學園、落實品質發展

、績效經營設施、營造卓越領先之台大 

說明： 

a. 目標一：營造卓越領先之台大 

重點：整合全校資訊與資源，總體營造台大校

園 

1. 結合各院各系所教師專長，積極規劃籌辦各類

型之大型公益與教育活動，例如暑期夏令營、

大學選系博覽會、、 

2. 整合善用各院系所之教學研究資源，開創展示

教學研究績效之博覽展覽空間設施，例如就總

圖書館之台大博物館。 

b. 目標二：創造優質學園 

重點：改善學園教研設施、落實無障礙人本環

境 

1. 改善台大各校門空間之環境意象 

2. 改善校園停車設施，減少校園道路路邊停車 

3. 改善校園主要人行道路之地坪鋪面， 

4. 校園植栽總體規劃建立配合環境教學之自然生

態園 

5. 完成全校無障礙環境 

6. 改善傅鐘中心廣場環境、打通通往醉月湖綠帶 

7. 舉辦校園公共藝術展、充實校園公共藝術 

c. 目標三：落實品質發展 

重點：建立總務採購新制度、提昇公共服務新

品質 

1. 強化各單位熟悉執行政府採購法之能力 

2. 提昇接電話禮貌對話之水準 

3. 總務行政主動服務 

4. 建立校舍建築設施定期用後診斷調查制度 

5. 培訓申報工程需求營建新制度 

d. 目標四：績效經營設施 

重點：績效經營校產設施、獎勵民間參與建設 

1. 宿舍設施：關於學生宿舍不足約二千床位採獎

勵民間參與建設模式，逐年逐棟建立長假清床

制度，改善各棟宿舍公共空間及公用設備提昇

設施水準。 

2. 餐廳設施：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方案，分區設置

各類型各等級師生餐廳，餐廳供餐方式之經濟

化、環保化，建立中央廚房制度、主要餐廳結

合學校服務社經營、、等。 

3. 會議設施：全校院務會議以上層級之會議空間

設施資訊總登錄與管理，對外開放經營之會議

空間校方與各院系所共同經營管理，提昇會議

空間之設施利用率，建立台灣學術會議中心興

建方案 

4. 校地：舟山路收回、汀洲路部分新校地與銘傳

國小校地等面積交換、積極開發竹北校地。 

2001年台大校園規劃之分項目標與課題條件如下： 

1、發展目標與規劃課題 

（1） 土地使用計畫方案之定案（校長曾表示能定案

者儘量定案） 

（2） 著重全校性設施的配置與新建 

（3） 全校公用、公共設備之整體規劃與更新計畫 

（4） 新收回校地併入整體規劃 

（5） 各學院應該有院址基地整體規劃使用方案 

（6） 全校停車系統、設施規劃與管理辦法 

（7） 師生宿舍興建計畫方案 

（8） 提出教育部需求之各校中期校務發展計畫 

2、上位的規劃條件、限制條件、可以發展條

件 

（1） 分期分區發展方案 

（2） 依中期校務發展計畫之營建經費概估 

3、設施績效使用與經營 

（1） 檢討全校餐廳、會議室的使用績效與經營成

果 

（2） 體育設施委外經營管理 

（3） 週轉設施與土地之規劃 

4、校園教材化與藝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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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園各學院教學設施、展示設施、教材教具

等，以及校園各項地景設施（包括全校植栽規

劃、、等）之校園教材化 

（2） 舉辦台大校園公共藝術展，適當作品展後留

置為永久性地景公共藝術 

5、營建制度與資訊系統 

（1） 建立各類建築新建、增建、修建之申請、審

核規範與作業流程 

（2） 建築學校設施資訊管理系統 

（3） 建立校園規劃制度之定案與通檢機制 

6、預定完成的成果內容 

（1） 明確有共識、無共識的校園土地使用方案，

有共識方案優先定案 

（2） 規劃方案（開會定案） 

（3） 報告書（印刷出版） 

（4） 網路系統（上網公告） 

（5） 相關出版 

2.2.3.校園規劃報告書架構及內容 

依據前述目標、課題及對策後，2001年版校園
規劃報告書的內容及架構特色，可劃分三部份說明

之： 

a. 歷史與現況篇 

 主要回顧台大校園發展歷史，並明確當前發展
現況事實，內容包括： 
台北帝大、光復後迄今之校園規劃歷史，以及

台大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b. 規劃及發展篇 

 將校園規劃內容劃分為台大全校基本構想計畫
，各學院院址及建築之基本構想之二大部份。 

c. 制度及執行篇 

 對於校園土地及設施資源建議建立管理資訊系
統，並針對中短程內所面臨的各項問題，提供

處理方式的作業流程。 

本報告劃分此三部份係基於整理規劃資訊並

建立規劃檔案；著重全校整体發展，並以各學院

別為單元討論；必需落實協助短程內的各項預定

執行或現已進行計畫的整合工作。詳細章節內容

可參表 2.1.2 2001年版內容之負責人級單位。 

n 表2.1.-3 2001年版內容之負責人士及單位 

 

 

負責人士及單位 章節名稱 
修訂執筆人 對口單位 

前言（本冊校園規劃報告書之用法）  

第 1篇：歷史與現況 

1.  台大校園規劃及發展歷程 

1.1 台北帝大時期 

1.2 光復後迄今日 

1.3 台大校務發展長程計畫 

 

黃世孟、林光

美 

黃世孟、林光

美 

陳益明 

 

圖書館 

圖書館 

教務長 

2.  台大校園規劃與發展之課題與對策 

2.1 校園規劃與校務發展配合之檢討 

2.2校園規劃發展現況之課題 

2.3校園規劃目標、課題及對策 

 
蔡厚男 
蔡厚男 
蔡厚男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第 2篇：規劃與發展 

3.  台大校園規畫之基本構想計畫 
3.1校園空間結構及土地使用計畫 

3.2台大校園交通整體計畫 

3.3全校性大型建築計畫 

3.4校園開放空間及植栽計畫 

3.5校園環保與防災計畫 

3.6校園基盤設施計畫 

3.7教職員及學生宿舍區計畫 

3.8校園空間量規劃原則 

 
黃世孟 
許添本 
黃世孟 
許榮輝 
駱尚廉、陳亮

全 
劉志文、郭振

泰 
郭斯傑 
黃世孟 

 
校發會、研發會 
事務組校警隊 
總務處總務長 
總務處事務組 
環保小組 
總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長 

4.  各學院院址用地及院館建築之基本規劃 
4.1文學院 

4.2理學院 

4.3社會科學院 

4.4醫學院 

4.5工學院 

4.6農學院 

4.7管理學院 

4.8公共衛生學院 

4.9電機資訊學院 

 
文學院院長 
理學院院長 
社會科學院長 
醫學院院長 
工學院院長 
農學院院長 
管理學院院長 
公衛學院院長 
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負責人士及單位 章節名稱 
修訂執筆人 對口單位 

第 3篇：制度與執行 

5.  校園土地及設施規劃與管理資訊系統 

5.1系統目標 

5.2現況分析 

5.3系統架構 

5.4發展策略 

5.5結論與建議 

 

黃世孟、蔡厚男 

黃世孟、蔡厚男 

黃世孟、蔡厚男 

黃世孟、蔡厚男 

黃世孟、蔡厚男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校發會、研發會 

6.  校園營建流程規劃 

6.1流程規劃之目的 

6.2流程規劃之構想 

6.3作業之流程內容 

6.4新建建築工程專案計畫 

6.5結論與建議 

 

郭斯傑 

郭斯傑 

郭斯傑 

郭斯傑 

郭斯傑 

 

總務處 

總務處 

總務處 

總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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