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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園成長管理
4.1 分區治理原則
建立小區規劃單元

圖 4.1-1 校總區規劃小區單元圖

本校校總區、城中校區 ( 醫學院、公衛學院 ) 之
土地使用分區為學校 ( 大專 ) 用地，依「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三條規定之建蔽率為
40％，容積率不予規定。臺北市政府訂定大專學校容
積率標準，建議上述校地容積率為 240%。依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範
例，地下開挖率為 50%（法定建蔽率加百分之 10%
以下）。
小區規劃單元的劃設，是依據現行發展狀況，配
合開放空間規劃，並根據現有道路、計畫道路、相鄰
建築物等，將鄰近區域劃為同一區塊。小區的劃設，
並非重新分配各單位的空間使用，而是作為落實校園
空間治理與永續發展之依據。
在排除校內道路、綠地、廣場、運動設施、農場
後，各小區開發依建蔽率 40 ％、容積率 240 ％、地
下開挖率 50 ％為上限，使校內管制較法令規定更為
嚴格，以提供校園較多的綠地與開放空間。並使區內
的使用者瞭解，土地與空間資源並非可以無限擴張，
而是需要更有效率的使用，同時也是讓規劃小區內的
不同使用者自行達成制約與均衡狀態，一旦過度使用
建蔽與容積，也就相對剝奪其他使用者未來可發展的
權益。
新建工程規劃除以規劃小區考量建蔽、容積限制
外，亦應考量該案建築基地對周邊範圍之影響，如交
通衝擊、腳踏車停車問題、景觀影響等，將鄰近小區
併入考量。
規劃小區劃設之目的在確保校園各區域之空間品
質，若有需要檢討調整小區範圍或放寬使用強度上
限。得依本校園園規劃原則第十四條第二項辦理：
「校
總區各規劃小區如有建蔽率、容積率、開挖率之任一
比率已達本條第一項最高上限以上，而為國家或校務
重要發展、整體校園景觀風貌、空間使用需求、土地
利用經濟效益等特別需求者，使用單位應具提改善措
施、因應方案，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校務發展規
劃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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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
校園用地及建築群落，應考量各校區之整體發展
需求、道路系統、土地使用現況、建物保存價值及使
用類別競合關係等，劃定各種分區。各分區以道路、
現行街廓做為劃分原則。校總區區分為以下各區：

圖 4.1-2 校總區土地使用分區圖

1. 一般發展區：

一般供教學、研究、行政使用者及尚未指定發展
用途之可建築用地。
2. 歷史建築景觀管制區：

經政府指定之古蹟、歷史建築或具特殊人文、歷
史、景觀意義之建築物 ( 詳 6.2.2 文化資產、古
蹟與歷史建築 ) 或地區而經本校指定應予以保存
者，於滿足現行相關法律規定下，應經校內一定
公開討論程序，始得增建、改建、重建。
3. 宿舍區：

於基隆路以南、校園邊際外圍土地，提供便利、
安全、寧適、無障礙之居住環境。校總區內現有
學生宿舍配合建築物特性，規劃為一般及新生宿
舍、提高活動場地與生活設施之比率 ( 詳 5.2 校
總區住宿服務設施 )。
4. 生活機能服務區：

提供校內員工生一般生活所需之餐飲、零售的消
費場所或空間 ( 詳 5.3.2. 校總區體育、休閒與餐
飲設施 )。
5. 綠地：

綠地為校園內的綠色之肺並兼具景觀功能，提供
本校教職生休憩交誼據點，及校園動物棲息與覓
食的都市綠色跳島等重要功能，是維持美麗校園
及永續經營之重要基礎。指定綠地為禁止開發的
開放空間，基於校園安全、環境永續利用之必要
開發、建築行為不在此限。
指定綠地包括：醉月湖周邊、傅園、黑森林、新
總圖周邊綠地、社科院與電資學院間綠地、管理
學院 1 號館與 2 號館間綠地等 ( 詳 6.4.2. 校園綠
帶計畫 )。
6. 廣場：

為供師生、民眾自由活動之人工環境的開放空
間。廣場為校園主要出入口及重要之人潮匯聚
處，是校園舉辦大型節慶與藝文活動之重要節
點。
廣場包括：大學廣場、楓香道廣場 ( 辛亥二號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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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體育館廣場、新總圖書館前方廣場、鹿鳴廣場、
行政大樓廣場、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等。未來於
東區、東南區發展過程，配合建築物拆除重建、
道路改善工程，依整體規劃設置休憩廣場。
7. 運動設施用地：

提供師生、市民體育運動、遊戲、活動等之開放
空間。
運動設施用地包含：田徑場及舊體育館周邊運動
場地。未來於東南區發展過程，依整體規劃於鄰
近學生宿舍區設置運動設施用地。（詳 5.3.2 校總
區體育休閒與餐飲設施）

8. 農場用地：

本校自建校以來，劃設廣大面積為農業實驗地，
作為生農學院課程之教學、研究、實驗地點，該
實驗綠地空間除作為教學實習使用，亦有助於維
持本校綠地與開闊視野品質，未來興建相關農業
設施，需考慮維持該環境特質。
農場用地之標本園與瑠公圳生態池區域開放供公
眾使用，其他農場區域屬教學、研究、實驗區，
管制進入。
農場用地包括：農業試驗場、農藝實驗室區實驗
農田、園藝分場等。

9. 道路╱景觀大道：

道路為供校內通行之用地；另指定校園重要道路
軸線 -- 椰林大道為景觀大道，兩側建築物及端
點訂定景觀高度管制原則，維持本校重要精神象
徵；兩側建築物若有設立管線需求，須依校總區
建築物立面管線管制要點之一級管制區辦理 ( 詳
4.3. 建築高度管制 )。

(1)《臺大校園規劃原則 第十四條》

本校校園規劃原則於 2006 年 12 月 20 日 95 學
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最近
一次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修訂。其中第十四條
規定：
「校總區每一規劃小區除特殊規定外，其建蔽
率以百分之四十為最高上限，容積率以百分之
二百四十為最高上限，開挖率以百分之五十為最
高上限。
校總區各規劃小區如有建蔽率、容積率、開挖率
之任一比率已達本條第一項最高上限以上，而為
國家或校務重要發展、整體校園景觀風貌、空間
使用需求、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等特別需求者，使
用單位應具提改善措施、因應方案，送校園規劃
小組委員會、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2) 校總區內建築發展應以既有建築拆建均衡為原

則，原使用單位之舊有空間應允諾拆除歸還或
撥做公共性使用，始得同意新蓋建物。
(3) 校總區之新開發建築，使用單位應檢討所在規

劃小區單元之建蔽率、容積率與開挖率。
(4) 部份小區為高建蔽率、但容積率偏低，於進行

校舍拆舊建新時，朝降低建蔽率、提高容積率
規劃，增加綠地及開放空間。
(5) 校總區之綠地及開放空間面積不得少於 2009

年之水準。各土地分區之建蔽率上限以 40％為
原則，其餘土地應做為綠地與廣場使用。

(6) 生活服務設施地點 ( 區 )，應考量校園人口、交

通動線、服務範圍，分散設置，避免過度集中。
(7) 基礎教學大樓、生活服務機能等公共性建築，

其相對服務距離應在步行時間 5-10 分鐘以內，
即 400-800 公尺範圍內。

2. 規劃小區單元之個別規定
校總區規劃小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的計算，含括
截至 2019.11.30 業經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核定規劃
設計書之新建案及既有建築物，核算各小區之建蔽
率、容積率如右表。
於調整小區範圍部份，考量次震宇宙館為校級研
究中心，為不影響小區 7 其他學院建築開發，於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同意將宇宙學大樓
興建基地，劃設為獨立小區 7-1。
部份規劃小區建蔽率、容積率、開挖率超過規定
上限，說明如下：

小區前通過校內審查的新建工程案或既存建築
物，建蔽率略超過 40％。

表 4.1-1 校總區規劃小區單元之建蔽率、容積率現況及個別規定
編號

建蔽率 容積率

個別規定

備註

(2) 規劃小區 5、12、13、15、16，為劃設小區後

規劃小區 01

31.5%

115.8% 應留設綜合體育館東側廣場為開放空間。

因應興建工程個案發展需求，經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討論，同意建蔽率、容積率、開挖率超
過小區規定之上限。

規劃小區 02

33.3%

169.8%

規劃小區 03

37.5%

78.8%

規劃小區 04

26.0%

34.6%

規劃小區 05

39.52%

141.11%

規劃小區 06

31.4%

59.1%

規劃小區 07

35.0%

218.5%

規劃小區 07-1

38.9%

239.8%

規劃小區 08

49.9%

220.92% 化學新館西側、醉月湖南側應留設綠地。

劃設小區前通過校內審查興建積學館，建蔽

規劃小區 09

45.1%

109.7%

劃設小區前既存建築物，建蔽率超過 40％

規劃小區 10

36.8%

117.2%

規劃小區 11

31.1%

88.5%

規劃小區 12

42.6%

216.4%

規劃小區 13

45.8%

168.8%

規劃小區 14

32.3%

135.5%

規劃小區 15

40.3%

170.1% 應留設社科院與電資學院間綠地。

規劃小區 16

43.1%

176.3%

規劃小區 17

36.0%

153.2%

規劃小區 18

24.6%

121.1% 建蔽率上限 25%，應留設黑森林綠地。

規劃小區 19

27.4%

92.9%

規劃小區 20

41.9%

129.9%

規劃小區 21

39.8%

131.1%

規劃小區 22

39.5%

70.9%

規劃小區 23

37.5%

95.8%

規劃小區 24

35.0%

109.7%

規劃小區 25

29.8%

167.8% 應留設中央綠地。

規劃小區 26

17.3%

43.8%

規劃小區 27

29.0%

126.4%

規劃小區 28

4.0%

6.2%

規劃小區 29

18.3%

25.9%

規劃小區 30

48.8%

84.3%

規劃小區 31

25.1%

128.2%

規劃小區 32

22.8%

112.3%

規劃小區 33

28.2%

135.5%

規劃小區 34

24.1%

38.5%

規劃小區 35

27.0%

115.4%

規劃小區 36

16.4%

65.1%

• 小區 12：拆除「志鴻館」
、「舊機械工程館」，

興建「工學院綜合樓新館」，建蔽率由 38.9 ％
調整為 40.86％。再因舊機械工程館於 104 年 6
月 23 日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為歷史建築，
為因應舊機械工程館部分保留，修正工綜新館
部分圖面，建蔽率再調整為 42.6％。相關調查
研究與修復再利用計畫報告書於於 2015 年 11
月 13 日由文化局同意備查在案，於 2016 年 2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
會報告。

• 小區 13：拆除「綜合教室及綜合大禮堂」
，興

建「教學研究大樓二期」，建蔽率由 43.1 ％調

整為 45.8 ％。經 2011 年 8 月 5 日 100 學年度
第 1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
• 小區 15：於空地興建「社會科學院大樓」
，建

蔽率由 22.9 ％調整為 40.3 ％。經 2008 年 5 月
7 日 96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

• 小區 16：拆除「農機二號館」
、「油庫」、「農具

陳列室」、「機械焚化」，興建「卓越三期 ( 鄭
江 樓 )」， 於 2014 年 3 月 5 日 102 學 年 度 第 3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建蔽率由 37.4％調
整 為 43.1 ％。 經 2014 年 5 月 16 日 102 學 年
度第 4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同意本案增
加基地開挖停車場面積，放寬彈性至基地面積
60.25%。

應維持運動設施使用功能。

校園成長管理

1. 一般原則

(1) 規劃小區 8、9、20、30 內的建築物，為劃設

4

土地使用管制

舊數學館、數學研究中心拆除後應留設為
綠地。

率超過 40％

經校發會同意，興建教學大樓二期後建蔽率
超過 40％
經校發會同意，興建社科院大樓後建蔽率超
過 40％
經校發會同意，興建卓越三期 ( 鄭江樓 ) 後建
蔽率超過 40％、開挖率超過 50％

劃設小區前既存建築物，建蔽率超過 40％

應留設農藝實驗室區實驗農田，農場用地
僅得就現有設施規模修建或改建。

農場用地僅得就現有設施規模修建或改建。
劃設小區前既存建築物，建蔽率超過 40％

農場用地僅得就現有設施規模修建或改建。

49

2020 年 臺 灣 大 學 校 園 規 劃 報 告 書

4.2. 成長管理
成長管理基本概念
「成長管理係土地管理單位使用種種的傳統及改
良的技術、工具、計畫與方案，企圖指導地方上的土
地使用形態，包括土地開發的態度、區位、速度及性
質。」
成長管理認為都市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機制系統，
在此系統下，土地開發與地區空間調整、實質建設、
公共設施需求、環境保護、人口預測、土地權屬形態
及土地所有權人個人之經濟目的，皆有著密切關係，
這些因素實際關係著土地開發的時機、區位、總量、
成本與品質。因此，成長管理追求土地開發與公共設
施提供之間、公共設施需求與財政能力之間、土地開
發與環境生態保護之間、發展管理與經濟成長、以及
有效之土地利用與公平之土地分配之間持續的均衡。
換言之，成長管理不是反對成長，而是在適當的時機
引導土地開發至適當的地點，以便最後能提升生活品
質。
成長管理運用管理之功能與內涵，從調整組織職
能著手，運用土地規劃之手段，採用多目標之管制策
略，來追求都市發展與生活品質的兼顧，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的平衡，土地開發與公共設施投資的並重，
同時考量開發者權利義務的平衡性，及政策導向間的
均衡性，企圖以成長管理之理念結合地方發展計畫，
引導土地開發與公共投資，達到生活品質的提升、生
產環境的維護、土地資源的永續利用目標。

總量管制概念
總量管制 (Growth Control Quotas) 係指基於容
受力觀念下，某一地區於一定期間內，在不影響其環
境與生活品質的情況下，所能容納的最大人口增量，
並就此一人口增量透過成長管理策略與發展許可制，
予以管制其土地開發之區位、時序、速度、總量及品
質之謂。
總量管制之目的在於導正過去可發展用地之計畫
供給量過大所形成之資源浪費問題。
在理念及策略上，總量管制是成長管理方案的運
用，而達致成長管理目標之總量管制方法，多基於涵
容能力之概念，在考量活動系統、開發系統及環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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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築高度管制
統均衡的狀況下，結合許可機制，控制發展總量，以
達到提昇生活品質之目標。本校以建立規劃小區之分
區治理原則方式進行開發總量管制 ( 詳 4.1 分區治理
原則 )。

本校目前對於建築高度的管制，包括容積管制、
分區高度管制、景觀高度管制等三種方式。詳述如下：

涵容能力概念之運用便是說明都市成長與土地開
發有其極限，此一極限反映都市地區在不違反自然能
力與實質條件下，所能確保生活品質與環境保育免受
破壞之最大服務人口門檻與活動量。除非涵容能力經
由技術之改變而提昇，否則涵容能力可以提醒人類對
公共資源使用方式之適宜性。換言之，涵容能力便是
提供估算限制面因素能承受人口成長及開發活動的最
大總量。

原則上應以基地面積檢討容積，以保留周遭基地
未來發展之可能性。

回顧本校校園規劃過程以及當前發展課題與挑
戰，校園就像城市為一個有機體，不斷地成長、改進，
惟在有限的校園空間要面對無限成長之發展需求，規
劃過程中的兩難矛盾自然愈加突顯。因此，未來校園
空間發展規劃，一方面應該朝向「成長管理」與「總
量管制」，考慮整體環境之開發與生態容許量，並且
優先架構或重整校園整體生態基盤、綠地系統與公共
設施、公用設備，建立教學研究空間基準，審慎公平
分配校園空間及校舍面積，滿足各學院系所中長程學
術發展需求。

容積管制

校區內之建築基地雖為整筆地號做容積建蔽之檢
討，但建築設計規劃時仍必須以工程申請之範圍做容
積建蔽之檢討，不得超過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則中大專院校之最大建蔽 (40%) 之規定，並以容積
240% 為基數計算。

分區高度管制
原則上採用外高內低的「盆地型」發展。
1. 高層區 (12 層以上 )
(1) 臺大周邊之市區已發展成高密度之商業、辦公

用地，未來臺大邊緣地區之建築朝高層發展。
建築物設計手法儘量避免外圍噪音干擾，及周
邊交通噪音對校園內之影響。
(2) 長期而言，鄰辛亥路側之外圍建築群原則上改

建為十二層以上大樓，以更有效運用校地。建
築群之量體配置方式需視基地條件與校園景觀
協調性，並依校園規劃原則第 14 條規定如下
辦理。
「校總區每一規劃小區除特殊規定外，其建蔽
率以百分之四十為最高上限，容積率以百分之
二百四十為最高上限，開挖率以百分之五十為
最高上限。
校總區各規劃小區如有建蔽率、容積率、開挖
率之任一比率已達本條第一項最高上限以上，
而為國家或校務重要發展、整體校園景觀風貌、
空間使用需求、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等特別需求
者，使用單位應具提改善措施、因應方案，送
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
論。」
(3) 基隆路與羅斯福路交會處之公館停車場，未來

更新發展時，建築物亦應朝高層發展。

2. 中高層區 (5-12 層 )

未來小椰林道與辛亥路一號門，小椰林道與醉月
湖間，舟山路道路兩側之建築高度，及長興街兩側宿
舍群，以中層發展為原則，以銜接校園中心低層建築
與校園周圍之高層建築。
3. 中低層區 (5 層以下 )

椰林大道兩側歷史建築區之建築高度，以低層發
展為原則，並以之圍塑校園中心，承續臺大校園中心
傳統之建築風格。鄰近蟾蜍山、園藝分場周邊考量山
景、植栽生長需求，以低層發展為原則。經市府公告
為古蹟、歷史建築：農業陳列館、舊高等農林學校作
業室 ( 磯永吉紀念室 )、昆蟲館、機械工程館、僑光
堂 ( 現稱鹿鳴堂 )、芳蘭大厝所在區域；及列冊追蹤
之王大閎建築師系列建築，共 11 棟，為：考種館、
第一學生活動中心、化學工程館、地質科學館、原法
學院圖書館、女生第九宿舍、歸國學人宿舍、中央研
究院生化研究所大樓、農藝館、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大
樓、衛生保健及醫療中心，亦維持低層發展。東區及
東南區規劃為生活設施區，亦以低層發展為原則，結
合廣場提供休憩功能。
4. 重要開放空間
(1) 包括傅園、運動場、醉月湖、振興草坪、生態

池、鹿鳴廣場、管理學院間綠地、總圖後方綠
地、社科院與電資學院間之綠地、黑森林、陳
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等。東區、東南區於未來開
發時依校園發展計畫留設廣場、開放空間。
(2) 依生農學院需求所留設之農業用地及農業設施

用地，亦為校內重要開放空間。因此，建議農
場用地僅得就現有設施規模修建或改建。

4
校園成長管理

圖 4.3-1 建築高度分區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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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椰林大道軸線與端景
景觀高度管制
校總區內建築高度景觀管制建議如下：
1. 校區內一般景觀管制要點
(1) 校總區之校園建築高度以總圖、椰林大道兩側建

築群為管制基準，採內低外高之盆地狀發展為原
則。
(2) 面臨綠地之建築應考量建築物層層退縮或是視野

開放的可能性，以避免造成綠地太大的壓迫感。
2. 校園總體天際線高度管制規則

校總區之校園建築高度以總圖、椰林大道兩側建
築群為管制基準，採內低外高之盆地狀發展為原
則。天際線高度管制範圍包含：椰林大道兩側及
端點天際線，小椰林道兩側天際線，醉月湖周邊
天際線，及農化系實驗室暨周邊景觀區天際線。
(1) 椰林大道軸線端景與周邊景觀
a. 軸線端景：椰林大道為校園重要東西軸線，日治

時期以日昇方向選定此軸線，東端姆指山景，在
臺大校園為具意義之意象，於規劃興建總圖書館
時，即設定總圖中央主體高度應低於三十二公尺，
以保持遠山之可辨識性。因此，總圖後方建築物
不得於視覺消線突出總圖建築本體高度，使得自
椰林大道西端東望姆指山，可直視姆指山山景 ( 見
圖 4.3-2)。總圖書館東側新建工程應於規劃構想
書階段做視覺模擬，並依程序提送校內審查。
b. 週邊景觀：道路中心線至兩側既有建築線之間應

予淨空，兩側後排建築物高度以不超過前排建築
物天際線為原則，以保持椰子樹列軸線景觀。
(2) 小椰林道週邊景觀

小椰林道亦為臺灣大學重要的精神象徵，其週邊
之景觀應保持一定的開闊性。道路中心線至兩側
既有建築線之間應予淨空。兩側後排建築物高度
以不超過前排建築物天際線為原則，以保持椰子
樹列軸線景觀。後續拆舊蓋新之建築物，西側須
自道路中心線退縮 20 公尺作為建築退縮線，東側
須自道路中心線退縮 25 公尺作為建築退縮線，留
設瑠公圳計畫之腹地與人行道。( 見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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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小椰林道周邊景觀管制

(3) 醉月湖週邊景觀

醉月湖為臺灣大學重要的精神象徵，其週邊之景觀
應保持一定的開闊性。周邊建築量體配置，以南北
座向、內低外高層次，穿透開放軸線 ( 醉月湖南北
向主要路徑之視覺軸線維持開放天際線 ) 為原則 ( 見
圖 4.3-4)。
以醉月湖之池緣為計算高度比之邊界，自醉月湖畔
退縮 15 公尺為禁建範圍線，並自醉月湖湖畔依照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六十八條 ( 風景區
內建築物之高度比 ) 規定，以高度 1:1 控制線管制。
( 見圖 4.3-5)
(4) 農化系實驗室暨周邊景觀管制要點

( 圖片摘自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 1983 年 6 月版 )

圖 4.3-4 醉月湖周邊整體規劃原則

圖 4.3-5 醉月湖周邊景觀管制

椰林大道為臺北帝大校園發展之核心，農化系實驗
室暨周邊則為臺北高農校園發展之核心。此處風貌
於臺北高等農林學校設立之初即已存在，爾後經歷
臺北帝國大學、二戰美軍轟炸以及戰後國立臺灣大
學等時期皆無重大之變化。相對過往校園快速擴張
發展階段，此處保留創校初期的景觀，同時也反映
出目前校區從臺北高農校地納入為臺北帝國大學校
區時，校園由南向北擴張的過程，並呈現校園早期
建築與空間之多元風貌，因此劃設為本校文化景觀
( 詳 6.2.1 校園文化景觀 )。此區周圍未來興建新建
築物，其高度應維持在五樓以下為宜 ( 見圖 4.3-6)。

各項管制間衝突處理原則
建築高度的容積管制、分區高度管制、景觀高度管
制間若有衝突，依本校校園規劃原則第四十六條第二項
辦理：「個案執行時，各原則間發生衝突者，由校園規
劃小組提供專業意見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議決之。」

( 圖片摘自醉月湖畔整體規劃，2013 年 5 月，大元建

築師事務所 )

圖 4.3-6 農化系實驗室暨周邊景觀管制
黃色區域：5 樓以下；藍色區域：5-12 樓；紅色框線：文化景觀區劃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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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地使用已達飽和，未來新建工程須以拆舊
蓋新方式規劃，在工程期間需預為考量周轉空間，使
既有使用單位能夠維持運作。校內各項工程對於周轉
空間問題，現階段運作方式如下：若工程位置不直接
影響未來使用單位使用現況，則使用單位可持續使用
原有空間，至新空間之工程完工後再遷入，此為較理
想之方式，無空間周轉問題；但若工程直接影響未來
使用單位使用現況（如整修舊有建物，或拆除並於原
址新建），則需依該案影響規模，於規劃階段將空間
周轉問題納入考慮，由總務處協助專案找尋校內可供
周轉之空間。當轉置單位遷至新大樓後，須將轉置空
間交還學校統籌運用，提供後續轉置需求使用。

興建期間之生農學院動科系、「工學院綜合新館」
興建期間之工學院材料系周轉空間、「卓越三期
研究大樓（鄭江樓）」興建期間之工學院化工系
周轉空間。待各大樓興建完成後，遷至新大樓。
6. 生醫工程館部分樓層：本棟由多個行政單位、院

系所與校級研究中心共同使用，部分空間由總務
處管理，作為校內新建工程周轉空間。現階段為
「卓越三期研究大樓（鄭江樓）」興建期間之生農
學院生機系周轉空間。待鄭江樓興建完成後，遷
至新大樓。

校園成長管理

4.4. 周轉空間計畫

圖 4.4-1 周轉空間位置圖

本校目前可供周轉空間為：
1. 水源校區行政大樓：由學校統籌運用，現階段作

為「人文大樓」案興建期間文學院人類系、哲學
系的周轉空間，待「人文大樓」興建完成後，將
遷至新大樓。
2.（舊）數學館：於原使用單位數學系遷入天文數

學館後，交由學校統籌運用，未來規劃拆除作為
綠地，拆除前先作為新建工程周轉空間使用。現
階段為「工學院綜合新館」興建期間工學院機械
系、材料系、化工系之周轉空間，待「工學院綜
合新館」興建完成後，遷至新大樓。
3. 翔安大樓：本校購置民航局翔安大樓現址，規劃

拆除舊建物興建癌症研究中心，現階段暫時作為
校內新建工程周轉空間，為「教學大樓停車場」
興建期間之慶齡工業中心、工學院工科海洋系周
轉空間、「卓越三期研究大樓（鄭江樓）」興建期
間之生農學院生機系周轉空間。
4. 數學研究中心部分樓層：於原使用單位數學系遷

入天文數學館後，交由學校統籌運用，部分樓層
暫時作為校內新建工程周轉空間。現階段為「工
學院綜合新館」興建期間之工學院機械系周轉空
間、「卓越三期研究大樓（鄭江樓）」興建期間之
工學院化工系周轉空間。待各大樓興建完成後，
遷至新大樓。
5. 生技中心部分樓層：生技中心由研發處管理統籌

運用，部分樓層暫時作為校內新建工程周轉空
間。現階段為「生物資源研究大樓（發揚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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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再發展區域
目前本校校總區內土地開發已近飽和，未來校總
區的再發展需透過部分地區之更新改建，以符合學校
發展需求。
校總區再發展計畫詳述如下：

本區特色：交通便捷、近新店溪水岸、市政府於
周邊投資聚集創新研發中心。
於「水源校區整體規劃」定位本校區為生態校園，

1. 公館停車場區：
本區特色：交通便捷、近商圈、近大馬路。
於 2010 年 6 月 19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校務會議之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專案報告：「本校校
舍更新暨文創中心開發評估案」，擬以文創中心方向
規劃本基地，包含：更新老舊校舍，改善教學設施品
質；停車地下化，串連校內開放空間，改善校區景觀；
新建藝文中心，滿足本校與周邊社區對藝文表演場地
之需求；推動設置文創中心，培育一流知識創意人才。
本計畫之財務籌措規劃以不影響本校校務基金穩
定之前提下，爭取多元的途徑投入資金，包括公部門
出資、募款或爭取民間參與之方式，均不排除。惟應
以整體規劃 / 設計 / 施工為原則。
總 務 處 分 別 於 2013 年 6 月 3 日 至 9 月 2 日 及
2014 年 1 月 2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1 日期間辦理「校
舍更新、藝文中心暨產學合作大樓興建營運移轉案」
政策公告，徵求民間自行規劃投資，2 次政策公告皆
無民間投資人參與投標，目前重新檢討規劃內容中。

2. 舟山路底學人宿舍區：
本區特色：交通便捷、近大馬路。
於「校總區東區規劃調整案」，將本區長期發展
規劃為教學研究區及生活設施區。提供校總區教學研
究發展空間，以及興建公共服務設施，滿足校總區東
區生活機能。

3. 長興街芳蘭路舊宿舍區：
本區特色：位在次要道路，寧靜社區環境。
於「校總區東南區空間發展計畫」，規劃為學生
宿舍區、綠帶、開放空間（運動設施用地）。提供學
生宿舍用地，並提升宿舍區環境品質、滿足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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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源校區

圖 4.5-1 校總區再發展區域圖

西區已新建卓越研究大樓，其他老舊既有國防醫學院
建築群尚待更新，以提供教學研究、創新育成發展空
間，並留設大型開放綠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