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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使用空間現況分為二區： 

1. 管理學院發展區(參照圖 4.7.1)： 
位於校總區西南角靠近公館圓環地區，現有民國

82 年完工啟用的管理學院大樓。完工的第二學生
活動中心，管院大樓(管理學院第二期工程)。管院
２號館於 88年 4月開工。 

2. 新收回聯訓部校舍整建使用(參照圖 4.7.1) 
本區建物群原為國防部聯訓部營區，於民國 83年
移交本校後，經空間分配小組建議，並於校務發

展規劃委員會 12屆第四次會議中決議，其中三棟
交由管理學院做為教學教室之用。並應於以上房

舍全部整修完畢時，交還現在使用國際青年活動

中心及舊院區之建物(商學館)空間。 

4.7.1.  管理學院使用空間現況 

n表 4.7-1學院現有空間量統計表 
 保管組 

編號 
建物名稱 樓層(年代) 使用面積 

(㎡) 

1.AT4025 管理學院大樓 10R/1B(民 82) 12875.374 

2.AT4025-A 原管圖分  713.540 

3.AT4029 管理學院教學

館 
 5307.789 

4.AT4029-A 原教堂  375.700 

5.AT4029-B 原餐廳  958.300 

6.AT4029-C 原會客室  110.700 

     

合計   20341.403 

 

  

圖 4.7-1管理學院使用空間現況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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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教學組織概況 

台大管理學院前身為法學院商學系，成立於民國

37年。至民國76年由工商管理、會計、財金及國貿四
系獨立成立管理學院。發展至今設共有五系五所： 

一、 工商管理學系。 

二、 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三、 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四、 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五、 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六、 商學研究所。 

4.7.3.  空間現況分析 

近年來，管理學院師生人數及新設單位維持著高

度的成長。但相對於需求的增長，由於徵地取得、預

算及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發展區各期新建計畫有

進度落後的現象。雖然校總區新大樓(第一期工程)已
於民 82 年完成，但對於教學空間的基本需求，仍有
明顯的不足。 

管理學院現有空間(以民國 89 年 11 月為基準日)
之總樓地板面積為 34466.403 ㎡（參閱上頁附表 
4.7.1），若參照管理學院單位學生所需校舍樓地板面
積標準，依管理學院現有（89 學年度）人數，所換
算出之總樓地板面積參考標準表如下： 

n表 4.7-2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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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 15 36,255 
推廣部 256 5 1,280 
研究所 943 19 17,917 
合計 3,616  55,452 

若以低標準為比較標準則可以得到以下數字： 

現 況 空 間 不 足 量 為 :55,452 － 20,341.403 ＝
35,110.597㎡ 

空間不足比例為 35,110.6/55,425＝63.31% 

管理學院空間使用現況的問題具体陳述如下： 

a. 由以上的計算可以看出在學生享有樓地板空間
量不足問題的嚴重性。 

b. 管理學院新院區附近地區，由於土地所有及使
用權的收回進度上受到各種因素延誤，仍有部份

無法利用的房舍及空地的存在。造成在連接校總

區及公館地區的的人行動線上，仍有許多不便的

地方。 

c. 目前管理學院師生通往共同教室方向時，經過
僑光堂及舟山路段，交通擁擠，宜儘速闢設人車

分道之人行道系統。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對於管理學院空間量現

況的問題，不僅在總樓地板面積需要有具体的解決方

案，在整體院區動線的整合連結上，亦是一件迫切需

要規劃執行的任務。 

4.7.4.  院務中長程發展計畫 

4.7.4.a.  院務中程發展計畫 
管理學院於中程計畫所提出計畫增設的系所單位

如下表： 

n表 4.7-3管理學院籌設單位表 
年度 單 位 名 稱 籌辦單位 

90 科技管理研究所 工商管理學系 

91 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
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92 資訊管理學系增班 資訊管理學系 

93 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博
士班 

財務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94 不動產學研究所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96 資訊網路研究所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研究所 

95 

/ 

100 

財務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不動產學系 

財務工程學系 

不動產學研究所博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而為支持本院教師從事較長期與跨科系性質之專

門研究；目前在院內已設立航空管理、證券期貨、台

灣產業、流程管理等十三研究中心、未來在中長程計

畫擬設有： 

一、研究中心 

1.供應鏈與運籌管理研究中心 

2.企業營運決策支援管理研究中心 

3.非營利組織管理研究中心 

4.華人企業研究中心 

5.知識管理研究中心 

6.產業資訊研究中心 

7.網路行銷研究中心 

8.網路教學研究中心 

9.台灣產業管理研究中心 

10.服務業研究中心 

11.稅務會計與政策研究中心 

12.政府及非營利事業研究中心 

13.管制事業會計制度研究中心 

14.上市（櫃）公司財務報告研究中心 

15.策略成本管理研究中心 

16.人工智慧在投資上之應用研究中心 

17.財務工程研究中心 

18.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中心 

19.金融研究中心 

20.住宅與不動產研究中心 

21.中國大陸投資研究中心 

22.資訊網路與系統研究中心 

23.資訊發展與科技策略研究中心。 

二、實驗室 

1. 電子化企業實驗室 

2. 行為實驗室 

3. 電子化教育實驗室 

4. 網路行銷實驗室 

5. 消費者行為實驗室 

6. 策略模擬實驗室 

7. 財務預測實驗室 

8. 會計資訊系統實驗室 

9. 電腦審計實驗室 

10. 投資模擬實驗室 

11. 財務資訊系統實驗室 

12. 新金融商品設計實驗室 

13. 國際市場／經濟發展資料庫實驗室 

14. 國際財務工程設計實驗室 

15. 國際合資聯盟談判模擬實驗室 

16. 電子商務實驗室 

17. 知識管理實驗室 

18. 多媒體網路系統實驗室 

19. 資訊行為實驗室 

20. 電子企業與供應鏈管理實驗室 

21. 組織轉型與策略實驗室 

4.7.4.b.  長程院務展計 

在以前述單位成立後，管理學院預估長期發展穩

定後，學生及教員總人數如下表：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合計 
學生

人數 240 821 3840 4910 
教師

人數  246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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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管理學院周邊環境整體規劃
說明 

4.7.5.a. 基地區位及範圍 
基地是由舟山路、基隆路、羅斯福路四段及基隆路

144 巷所圍塑出之街廓。包含學生第二活動中心、
管理學院一、二號館、僑光堂、國立編譯館、原子

能委員會、台大附設幼稚園、銘傳國小以及未來本

校之創新育成中心之預定地。 

4.7.5.b. 發展規劃構想說明 

(一)分區配置說明 

1.尊賢館區 

由於尊賢館內部配置包括校友會館、教職員聯誼餐

廳等，故後方宜規劃精緻庭園供視覺饗宴。 

2.共同教學區 

未來增闢之行人便道旁可利用老舊宿舍拆除後之土

地整體規劃，設置共同教學大樓，改善共同教室不

足之問題。未來鹿鳴生活廣場竣工後，亦有擴大學

生生活圈域之功能。 

3.創新育成中心區 

以 BOT 方式辦理，集中設置台灣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擬培育之企業範圍包括資訊電子、光電、半導

體、通訊、軟體、精密機械及生物科技產業等。 

4.管院教學生活區 

管理學院教學研究生活空間集中配置，結合管理學

院一、二號館，以中庭串聯，成為管理學院教學生

活區。 

5.鹿鳴廣場區 

拆除管理學院旁老舊房舍後可留設部份空間設置小

廣場，與目前辦理設計中之鹿鳴生活廣場成一雙星

廣場，空間機能可以互相補足，並與共同教學區相

互搭接，使學生於課餘活動有休憩空間外，並有多

樣化之可能。 

(二)動線系統 

舟山路與基隆路 144 巷封道後，除禁止摩托車通行
外，一般車輛亦受到管制，故基地內未來主要動線

將以腳踏車行及人行為主。原舟山路上幼稚園學童

之接送車輛與迴轉區域需求將來擬於國立編譯館歸

還本校後，於其前闢設迴車圓環及車道以為因應。

此外，服務動線與緊急狀況可由國立編譯館與地質

系間臨棟間隔通道以為替代出入動線。停車場配合

未來創新育成中心之設立，設置大型地公共停車場

解決現今地面停車需求。 

 

 

           

圖 4.7-2管理學院建築計畫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