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各學院院址及建築之規劃基本構想 

 § 2001年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 §  

130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校 總 區 計 畫 圖 

4.8.  公共衛生學院 

4.8.1.  使用空間現況 

公共衛生學院成立之初，因校方並未分配建物

空間，一直沿用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第十四樓西半

部及第十五樓，總樓地板面積約 2,950.2 平方公尺，

並借用聯合教學館部份空間作為教學研究之場所，

合計使用樓地板面積約為 627.55 平方公尺。直至民

國八十五年八月校方始同意將原徐州路商學館大樓

之一部份改做為公衛學院新址，其使用之樓地板面

積約為 1161.98 平方公尺，總計目前所使用之樓地

板面積約為 5189平方公尺。 

n 表 4.8-1 公衛學院空間量現況表 

保管組 

編號 

建物名稱 

樓層(年代) 

使用面積 

(㎡) 

部份使用建物 

1 CN1004 

基礎醫學大樓 
(總樓地板面
積 41530.890
㎡，  公衛學
院使用面積為

2949.60) 

15R/3B(民 74) 2950.20 

2 CT1007 聯合教學館  627.550 

3 BT1003 
公衛學院教學

館後棟  588.640 

4 BT1003-1 
公衛學院教學

館前棟  1161.980 

5 BT1003-A 傳達室  28.000 
6 BT1003-B 車棚  54.000 

合計   5189.630 

 

 

 圖 4.8-1 公共衛生學院空間現況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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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教學組織概況 

公共衛生學院之前身為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

設立之衛生學教室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於民國四十

年成立公共衛生研究所，民國六十一年成立公共衛

生學系。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一日奉核定成立公共衛

生學院，下設公共衛生學系、公共衛生研究所及職

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逐年發展至今，本院現

有系所如下： 

一、公共衛生學系 

二、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三、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四、流行病學研究所 

五、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六、環境衛生研究所 

七、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90年度招生) 

八、預防醫學研究所（已通過教育部審查，目

前籌設中） 

九、環境及職業病防治中心 

十、衛生政策研究中心 

十一、國際衛生研究中心 

 

4.8.3. 空間現況分析 

目前公共衛生學院仍使用原有醫學院公共衛生

學系時期之空間，且係本校唯一未分配任何建築空

間之學院。在學院逐年發展情形下，空間不足情況

至為明顯。公共衛生學院現有一系五所，現有專任

教員 50人，大學部學生 168人，研究所學生 316人
。根據教育部設立各級各類公私立學校使用空間面

積標準推算：公共衛生學院每名大學部學生 13 平
方公尺，每名研究生 17 平方公尺，公衛學院所需
校舍樓地板面積最少應為 7,556 平方公尺（參見表 
4.8-2）。另一方面，目前醫學院對於空間需求亦非
常迫切，希望本院儘速歸還使用之空間。歸還後本

院祇有樓地板面積約為 900 平方公尺之使用空間，
與標準之比例祇達 12.0 %，對於公共衛生學院長期
發展而言，空間不足之解決顯然是最重要的一項工

作。 

n 表 4.8-2 公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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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13 2,184 
研究所 316 17 5,372 
合計 484  7,556 

在 89年度公衛學院學生人數 484人，使用面積
為 5189.63 ㎡，在比較使用面積為：7,556-5,189.63
＝2,366.37 ㎡。面積不足 2,366.37 ㎡，在現有空間
，空間不足比例為：2,366.37/7,556＝31.31％ 

以上述說明，公衛學院現行空間量略有不足有

31.31％。在未來新增加學生人數後，整體使用空間
將明顯不足。而在現行發展使用上面臨以下問題： 

1. 學生活動空間不足：現行與醫學院共用

大樓無專屬使用空間。 

2. 學系無獨立使用系館：因空間不足，現

行無獨立系館，未來增加學系與研究所

，在空間上則需要獨立使用空間。 

4.8.4.  院務中長期發展計劃 

4.8.4.a.  中程院務發展計畫 

就中期規劃發展而言，公共衛生學院將以建立

一個完整的教學及研究機構為目標，包含衛生行政

、醫務管理、流行病學、生物統計、預防醫學、行

為科學、環境衛生、職業醫學、公共衛生等領域，

最後將設立一個包括一系、十一所、五中心之學院

： 

一、公共衛生學系 

二、職業醫學研究所 

三、流行病學研究所 

四、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五、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 

六、衛生統計研究所 

七、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八、預防醫學研究所 

九、社區衛生與健康行為科學研究所 

十、工業衛生研究所 

十一、營養及食品衛生研究所 

十二、老人保健研究所 

十三、全國公共衛生人員研修中心 

十四、職業病與環境病研究中心 

十五、國際衛生研究中心 

十六、衛生政策研究中心 

十七、社區衛生研究中心 

考慮本院中期發展計畫，假定各研究所每年招

收碩士班學生十五名，博士班五名，並以修業年限

兩年計算，則至少將有研究生 440 名，再加上大學
部學生 200名，在目前僅有空間 5189平方公尺之空
間下，公共衛生學院實難有發展空間。 

未來社科院與法學院遷回校總區後，徐州路校

區，可作為公衛學院發展。該校區中舊有歷史性建

物可作為未來育成中心發展。 

4.8.4.b.  長程院務發展計畫 

公共衛生學院將有一系、十一個研究所以及五

個研究中心，其教學及研究領域將包含衛生政策、

醫務管理、流行病學、預防醫學、環境衛生、職業

醫學、工業衛生、食品衛生、老人保健等領域。本

規劃將依據各系、所以及中心之教學空間需求量之

基本資料來檢核公共衛生學院未來之空間需求量。

並配合設置健康生活中心，以提供醫院、醫學院、

法律學院、社會學院及公共衛生學院師生活動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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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未來發展規劃建議案 

由前述空間使用情形可知，公共衛生學院空間

不足情況實乃本校現有各學院中最為不足者。依公

共衛生學院之中、長期發展規劃，公衛學院至少需

要 36,360 平方公尺之空間(根據中期發展計畫中全
院學生數所需之最低空間需求 26,360 平方公尺加上
五個研究中心所需之 10,000 平方公尺)方能滿足最
低空間需求;而現今公衛學院所使用之面積僅 5,189
平方公尺，空間不足量達 86.2 %。 

就公共衛生學院將來之發展而言，空間不足問

題之解決乃係首要之務。考量各項配合因素，公衛

學院之中程空間規劃將以爭取本校現有空間使用權

之再分配，以解決現有空間嚴重不足的困境。 

n 中程空間發展計畫 

由前述空間使用情形可知，公共衛生學院空間

不足情形實乃本校學院中最為不足者。依公共衛生

學院之中期發展規劃，公共衛生學院需要的空間為

24000平方公尺方能滿足空間需求。就公共衛生學
院將來之發展而言，空間不足問題之解決乃首要之

務。考量各項配合因素，公衛學院之中、長程空間

規劃將以爭取本校現有空間使用權之再分配，以解

決現有空間嚴重不足之困境。 

校方已提供徐州路 19 號校區之部分土地，做
為公衛學院空間規劃案興建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24,000 平方公尺之建築物的基地，而計畫於基地
內興建公共衛生學院大樓。基於目前法令對學校建

築鄰棟間距之限制以及經費有限之情況下，本案建

築量體擬朝單棟的中高層建築物規劃。因此，公衛

學院空間規劃在配置時考量各系所之需求、建築面

積、開放空間（綠地）、交通動線以及周遭環境等

因素，建築基地面積約為 2,400平方公尺，並考量
各種相關因素，獲取醫學校區最大共識的量體配置

。另一方面，受限於經費及興建時程等因素，若能

提撥部分水源校區之土地及建築撥交公共衛生學院

使用，亦可解決現有空間嚴重不足之困境。 

在未來執行方式有： 

1. 興建公衛學院辦公大樓。 

2. 興建學院教學大樓。 

圖 4.8-3公共衛生學院未來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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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公共衛生學院未來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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