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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會科學院 
社會科學院院區目前分為兩個校區，一個位於台北市

徐州路，另一個位於校總區。徐州路校區北為濟南路，南

為徐州路，東、西各為杭州南路及紹興南街，該校區目前

與法律學院共用。校區中主要建物為行政大樓、綜合大樓

、經研所、圖書館、研究大樓及兩棟教室大樓，並包含法

律服務社、警衛室、理髮廳等附屬建物。紹興南街以西為

宿舍區及體育場，北側有餐廳、女四舍、女七舍、男四舍

及男十六舍，西南側為變電室及各類球場，東南側校舍目

前則由公衛學院使用。目前本校區內建築發展狀況已達：

建蔽率34.26％；容積率85％。 

4.3.1. 社會科學院使用空間現況 

n表 4.3-1 社會科學院現有空間量統計表 
 

 

圖 4.3-1 社會科學院院用空間現況區位圖 
（徐州路校區） 

 

以下為相關建物 

H BT1004 男十六宿舍 3R(民 46) 1700.420 

I BT1006 男四宿舍 4R/1B(民 66) 5044.810 

J BT1005 女七宿舍 3R(民 49) 1706.790 

K BT1007 女四宿舍 4R/1B(民 71) 4108.450 

 保管組 
編號 建物名稱 樓層(年代) 使用面積 

(㎡) 

徐州路校區 

A BT1008 社科院行政大樓 2R(民 14) 4178.701   

B BT1009 綜合大樓 4R/1B(民 65) 2756.710 

C BT1010 經研所 3R/1B(民 57) 1030.500 

D BT1011 三研大樓 5R/1B(民 72) 4709.760 

E BT1012 圖書館(法社分館) 2R/1B(民 51) 3018.285 

F BT1013 社科院教室 2R(民 11) 2015.602 

G BT1014 社科院大教室 2R(民 11) 2351.838 

註：法社分館不計入面積 小計 17043.11 

校總區建築物 

1 AT3039 國家發展研究所 4R/1B(民 85) 6418.980 

2 AT3040 新聞研究所 4R/1B(民 85) 6125.860 

3 AT3038 社會系所 4R/1B(民 85) 7896.280 

   小計 20441.12 

  其他建物  1031.548 

合計   385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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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總區計畫圖（續） 

 

由於徐州路校總擁擠及為提供學生完整良好的學習

環境，因此 77 年校務會決議將法學院遷回校總區，一期
工程已經完工，目前於校總區之建築物有社會系、國家發

展研究所、新聞研究所三個系館。 

現行校總區社科院三系所配合未來政治系所、

經濟系所的搬遷可成為一完整院區。 

 表 4.3-1 社會科學院現有空間量統計表 

 

 

 

 

 

 

 

 

 

 

 

 

 

圖 4.3-2 社會科學院院用空間現況區位圖（校總區） 

 

 

 

 

 

 

 

 

 

 

 

 

 

 

 

 

 

 

 

 

 

 

 

 

 

 

 

 

 

 

 

 

 

 

 

 

 

 

 

 

 

 

 

 

 

 

 

 

 

 

 

 

 

 

 

 

 

 

 

 

 

 

 

 

 

 

 

 

 

 

 

 

 

 

 保管組 
編號 建物名稱 樓層(年代) 使用面積 

(㎡) 

校總區建築物 

1 AT3039 國家發展研究所 4R/1B(民 85) 6418.980 

2 AT3040 新聞研究所 4R/1B(民 85) 6125.860 

3 AT3038 社會系所 4R/1B(民 85) 7896.280 

合計   20441.1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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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教學組織概況 

台大社會科學院前身為日據時代「台北高等商業

學校」，二次大戰末期改為「台北經濟專門學校」，

光復後成立「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民國36年因省方
經費不足遂併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原台北帝國大

學文政學部分設為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即為目前

徐州路現址。民國76年工商管理、會計、財金及國貿
四系獨立成立「管理學院」。民國88年法律學系獨立
成立為「法律學院」。目前社會科學院現設有三系五

所一館： 

一、 政治系暨研究所。 

二、 經濟系暨研究所。 

三、 社會系暨研究所。 

四、 國家發展研究所。 

五、 新聞研究所。 

六、 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 

相關單位包括社會科學院教務、學務及事務等行

政分部。 

4.3.3. 空間現況分析 

徐州路校區現有空間之總樓地板面積為 18900 ㎡
（參閱上頁附表 4.3-1），與法律學院共用。參照社會
科學院學生所需校舍樓地板面積標準。依社會科學院

現有（89 學年度）人數，所換算出之總樓地板面積如
下： 

n表 4.3-2 社會科學院單位空間量標準計算表 
學生別 學生人數 標準(m 2

人 ) 總樓地板面積(㎡) 
大學部 1,695 10 16,950 
研究所 630 13 8,190 
合計 2,325  25,140 

比較標準可得以下數字： 

現況空間為：38,515.778-25,140＝13375.778 ㎡ 

現行空間使用上足夠，社科院現在總樓地板面積

共需 18900 ㎡。徐州路校區及校總區的社會學系、國
家發展研究所、新聞所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為

38,515.778㎡。 

社科院有獨立的行政單位如教務、學務、事務、

會計人事單位等及獨立的圖書館及醫務室諮商輔導室

學生活動中心等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基本上應屬全校

性建築，其總樓地板面積共約 7200 ㎡。至於校總區之

三棟建築，其中包括全校性共同使用空間如教室、停

車場及外借本校其他單位，其總樓地板面積約 10000
㎡。扣除以上這些建築，相對於其他學院(或教育部之
新標準)，社會科學院學生平均單位使用面積是嚴重不
足的。在未來社科院二期遷建完成此情況可大幅改善

。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院空間使用現狀問題主要在

於徐州路校區空間使用方面，陳述如下： 

a. 徐州路校區現址狹小，不易發展新建或擴建。 

b. 徐州路校區自成一區，與校總區區隔，與其他學
院學生很少交流，在學生們跨系選課、輔系和雙

學位的需求日漸強烈的趨勢下，此種空間的區隔

同時也阻隔了部份學習與交流的機會。 

c. 大學作為一個學習場所，其提供的不只是知識傳
授與發展，更是文化創造生成的環境。在學術界

普遍要求科技合的呼聲下，校總區在社會科學院

師生有限的參與下，使得校園文化在內容與形式

上都稍欠完整。 

綜合以上的描述似乎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對社

會科學院來說，重點並非只在於量的新增，更重要的

是在於區位的調整及與校總區的整合，因此遷回校總

區是目前最為重要的工作，目前遷院已經進行一半，

期望遷院二期工程能夠盡數順利進行。 

4.3.4.院務中長程發展計畫 

4.3.4.a. 院務中程發展計畫 
社會科學院於中程發展上將積極推動下列各項工作： 

1. 遷院計劃：85 年一期工程完工，二期工程必須儘速進
行。 

2. 為加強對公共政策暨大陸問題之科際整合取向研究，
擬設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大陸問題研究中心

」；加強財經政策的研究擬設立「經濟研究中心」。 

3. 加強發展研究所，現有之研究所碩士班分組，並增設
財經法學研究所、社會工作系所，以培育專業化之高

級研究人才。 

 

 

 

n 表 4.3-3 社會科學院五年內擬籌設單位表 
單位名稱 籌辦單位 備註 

社會工作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大陸研究中心 國家發展研究所 跨院系 

經濟研究中心 經濟學系  

調查研究中心 政治學系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政治學系 跨院系 

社會工作系 社會學系  
註：增班、組單位未列 

4.3.4.b.院務長程發展計畫 

社會科學院近年來致力於教學、圖書設備之充實，

師資與學術研究質量之提高，以發展研究所教育培育高

級研究人力為主要目標。今後除配合校內外資源，繼續

發揮高等教育之教學研究功能外，將加強推廣教育及社

會服務工作。社會科學院之遷院、科技整合性、社工系

及新聞學研究所之籌設、各種專門性研究中心的規劃、

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加強，以及各類推廣教育的興

辦，均為社會科學院未來發展的工作重點。 

社會科學院長程發展計劃內容如下： 

a. 政治學系暨研究所設置專題研究中心－「國際事務
研究中心」、「開發中國家研究專案課程」、「公共

事務研究中心」、「中國政治研究中心」，並成立「

政府出版品中心」暨「聯合國資料中心」。 

b. 經濟學系暨研究所擬建立，「世界貿易組織 WTO
研究中心」。 

c. 社會學系暨研究所擬成立「社會學研究中心」及「
都市社會研究中心」。 

d. 執行社會科學院遷回校總區計劃第二期工程。 

為配合未來發展計畫及整合零散使用單位區位，社會科

學院於是提出以下中長程建築興建計畫： 

n表 4.3-4 社會科學院營建工程中長程計劃表 
計劃名稱 緣由 優先順序 

社會科學院遷院

計劃 
社會科學院院址遷回校

總區 
最優先 

徐州路五十號校

地收回改建十二

層教學研究大樓 

校地侷限，以紓解本院

困境 

最優先 

駐警室改建 值勤室過於老舊，值勤

警員無適當休息場所 
最優先 

一般校舍維護專

案整修 
日式建築文化瓦、平頂

陽台翻修 
次優先 

 

社會科學院遷院計畫二期建築空間需求如下： 

n 表 4.3-5 社會科學院二期遷院計畫空間需求表 

項次 名稱 空間需求(㎡) 

1 院共同使用 2881 

2 政治系所 3525 

3 經濟系所 3976 

4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調查研究中心 2365 

小計 12747 

全校性建築 共同使用教室 9177 

全校性建築 停車場、圖書館、
國際會議中心等 40297 

小計 49474 

4.3.5.未來發展規劃建議案 

如前述各節所論，空間量的增加和院區區位的調整

為社會科學院空間規劃的兩大課題。為有效配合社會科

學院之長期發展，遂於 79 年籌組「社會科學院遷院建築
計劃研究小組」，依社會科學院教務發展需求，配合全

校校園規劃構想，擬訂「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遷院建築

研究計劃書」。 

依據該遷院計劃書，社會科學院院址與法律學院院

址預定地位於台大校區東北角邊緣，北側臨辛亥路及復

興南路底，東北角為國際青年活動中心，東南角為學人

宿舍區，南為電機系館，西南角為資訊系館，西為工學

路。基地佔地 61,160平方公尺。其規劃原則如下： 

1. 創造適合師生「多樣性」的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之生
活環境 。 

2. 融合自然的人性化空間與運動休閒環境。 
3. 強調台大社會科學院建築風格意象與自明性。 
4. 塑造開放性的校園與學校建築。 
5. 順應資訊化、自動化之設施計劃。 
6. 配合社會科學院長期發展之有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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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校 總 區 計 畫 圖 

4.3.5.a. 中長程空間發展計畫： 

「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院）遷院建築研

究計劃書」對社會科學院遷建後之空間需求之擬訂

，是以未來20年的需求為準。從中長程發展的觀點
來看，未來社會科學院於完成整個遷院計劃後，空

間規劃將不至有太大之變動。 

目前一期工程已經完成，社會學系、國家發展

研究所、新聞所已經遷入。未來空間發展以完成第

二期工程為主。二期工程興建政治及經濟兩系所暨

教室大樓，及全校性公共建築。由於建築基地係包

含法律學院，而法律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又密不可分

，因此未來法律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將於目前建築基

地上興建兩院共同所需之建築，以節省經費有效使

用稀有校地。 

 

■以下係原則性之規劃 
預定規劃計畫區位： 

A.政治學系、經濟學系、院辦公室。 
B.機械系臨時工廠基地： 
待機械系臨時工廠及焚化爐遷移，依社會科

學院遷院計畫，將保留為綠地，塑造社會科

學院院區、電資學院、法律學院整體公共空

間。 

C.原幼稚園： 
此區預定規劃為法學院遷建校地或公共建築。 

圖 4.3-3 社會科學院空間調整計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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