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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刻板印象的校園新象 

曾聽過有些本校校內成員稱呼舟山路叫做「公園路」，而這條「公園路」，也讓許多久別的台大

校友為之驚訝，總說，「台大怎麼變了這麼多！」 

在 77 年來的發展過程中，台大校園總是表現出莊嚴又硬梆梆的形象，最佳代表當然就是椰林

大道了；但舟山路以南的地區，則是一片未開化之地，呈現明顯對比。雖然機能上似乎都足夠，但

總好像少了什麼東西。而舟山路對於台大而言，是一個校園發展的新契機，因為它沒有包袱，可以

用不同的角度重建新的校園空間。 

圖１ 舟山路規劃範圍示意圖，校園藍帶與綠帶相交於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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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路一直到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以前，都是台北市的既成道路。民國六十年台北市闢建基隆

路，七十四年又興建高架橋後，舟山路車行需求銳減，成為駕駛人避免公館圓環大塞車的捷徑、或

免費路邊停車場。於是校內逐漸產生共識，市區車流宜回歸為市區一級幹道基隆路，而多年來切割

台大校園的舟山路，為儘早解決道路兩側校園發展失衡，及維護師生來往於道路二側校園的安全，

應將舟山路廢道。 

自民國八十六年起，舟山路一案就委由城鄉所陳亮全教授進行整體規劃，當時提出「綠色的生

活廊道」成為舟山路現今發展的主題，本校持續進行廢巷工作、一方面陳老師的整體規劃案也依據

現況條件陸續修正，因此舟山路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經台北市政府核定廢巷後，立即進行圍牆拆

除、綠化、機汽車退出等協調工作。總務處於九十一年夏天成立「舟山路、瑠公圳整體規劃推動小

組」加速辦理，陸續委託金石建築師事務所及皓宇工程顧問公司進行實質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因

此本校得以在舟山路回收後，立即訂下各項改善時程與目標，邁向現今的環境風貌。 

舟山路上第一個改善成果－鹿鳴廣場，就在民國九十一年四月落成，是第一個永久的改善目

標。九十二年初夏，鹿鳴廣場旁的小小福空間也完成了近期改善；在九十二年秋天完成了水工所至

圖書館段的改善，配合瑠公圳復育計畫和農場合作，亦在舟山路旁、農場邊完成了水源池；今年九

十三年春天，圖書館至生機系段及生命科學館段也順利改造完成，整條舟山路的環境改造工作可謂

已完成一半以上。其後在二年的時間內，完成了舟山路沿線一半以上地區的翻新。就像最初提案的

「綠色生活廊道」構想一般，整條舟山路沿線植樹綠化，是個隨處歡迎行人停留的人性空間。 

 

  

圖２ 民國八十八年舟山路空拍照片 圖３ 舟山路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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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路環境規劃主要構想 

 

圖４ 舟山路全區規劃方案（民國九十一年皓宇工程顧問公司修正版本） 

 

 

舟山路規劃案的基本主軸包括：以開放空間縫合破裂校園、綠帶串聯與生態機能提升、充實生

活服務機能、保留歷史記憶。首要工作從交通著手，減少不必要的車流及停車後，才有多餘的空間

留做其他用途。舟山路的車道統一為六米寬，足夠防救災車輛快速通過，但設計上蜿蜓或高低變化，

間接暗示車輛勿開快。車道縮短後釋出的空間，和原來沿線圍牆拆掉後的剩餘空間，整合成更完整、

面積更大的綠地或是人行空間，並在人潮聚集的節點設置廣場，讓原本道路兩側極少相互交流的校

區與師生，自然地跨越舟山路的界線，因此現在的鹿鳴廣場、工科海洋系與農場間的解說牌小廣場、

圖書館後方步道廣場及大草坡等等，就一一產生，沿線栽植樹苗、保留綠帶，連接周邊現有區塊綠

地，無形間彌平校園中的空間裂隙，造就校園生態綠帶的雛形。為保留舟山路的歷史記憶，瑠公圳

舊圳道重新整治、水源池旁別有意含的設施、刻意保留沿線數片舊牆和原有大樹、安排解說設施等，

希望將舟山路上原有的住民、回憶，持續延續到未來。 

國立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    3 
 



大學發展的新里程－談舟山路環境改善

 
 

 

圖５ 民國八十九年舟山路景象 圖６ 同一地點，民國九十三年拍攝的舟山路景象 

 

在充實生活服務機能的方面，重心放在改善現有的小小福及鹿鳴堂地區。本來計畫中的鹿鳴堂

原地改建中央餐廳的構想，因預算問題無法推動，因此近期改以實質改善小小福的環境品質為目

標。過去小小福擁擠又衛生不佳，為此小小福和旁邊的倉庫皆來了次大風吹，並拆除現地違建，重

新安排小吃部及福利社的空間位置，把小小福原來的所在地，騰出做為可遮風避雨的半開放用餐空

間，並設置戶外小廣場，讓大量的上下課學生不再塞在狹窄的柏油路上，簡單的植栽設計和坐椅、

燈具，原本失去功能的警衛亭改裝為咖啡屋，讓小小福「鹹魚大翻身」，從以前路邊攤的形象，搖

身一變成為拍婚紗的景點，和鹿鳴廣場相互對應。當小小福外的燈具點亮的第一夜，有位同學正好

騎著腳踏車從同事身旁而過，他唸著「怎麼搞得這麼浪漫？」，引來同事們一陣帶有虛榮感的竊笑。

雖然施工和協調的過程中各方難免有情緒化的時候，但相信一切努力都很值得。 

 

 

 

圖７ 民國九十一年，小小福原貌 圖８ 民國九十三年，小小福同一地點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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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路仍然持續向前演化 

 

為什麼說是「演化」呢？因為舟山路每階段的發展並不是完全照著最初的劇本在發展，因為時

機而有所不同或達成過去認為不可能的成果。因為時空、需求、預算等條件有所改變，又參與者也

有更替，舟山路的改善成果，和最初的規劃內容略有不同，但大致上和最初的主軸相同，分階段逐

步執行的方案也終能夠順利銜接，這樣的成果其實是很幸運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台大內部漸

漸了解到前期規劃專業的重要性，因此才能讓發展主軸不致變調；但另一方面，台大成員也了解所

謂的規劃是需要按不同的時空條件加以修正才能實現的，沒有不知變通省卻麻煩的心態。綜合這二

項因素，舟山路的改造結果超出預期，卻是往好的方向自行前進。 

今年（九十三年），總務處把改善目標集中在鹿鳴堂的周邊，和基隆路四段 144 巷（通往管理

學院的巷道），延伸至管理學院的小教堂，計畫塑造為文化及展演的廊道。目前鹿鳴廣場、小小福、

共同教室松樹平台，是學生最熱鬧的地方，也是社團活動展演的主要據點，若能把既有的文化活動

拓展至閒置的鹿鳴堂、甚至是管理學院小教堂，而 144 巷也將進行更新，擴大舟山路的生活及文化

層面的內涵。 

在長興街校門旁的舊有福華餐廳，即將成為電資學院電機系新館的建築基地，此新建工程案也

將包含舟山路底三角綠地的環境改善，也提供公共設施如小餐廳、便利商店、停車場等，協助解決

此地區長期缺乏餐飲及民生購物等基本需求，並配合辛亥路校門與長興街校門連通的長期計畫，塑

造新的校門口意象。 

 

 
 

圖９ 鹿鳴廣場上有時可見學生舉辦活動 圖１０ 鹿鳴廣場和鹿鳴堂中間的空間將做聯結，

讓展演活動空間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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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協調及善用預算，打造舟山路風華 

 

舟山路的成就是許多單位共同協調及牽成才達成的，包括台北市政府的支持、沿線原有使用者

的體諒配合、以及全校師生同仁對於施工期間行車不便的容忍。但所謂「萬事起頭難」，當改善工

作漸漸收效，沿線單位也越來越有參與配合的意願。相對於最初連拆圍牆都抗議四起的回憶，現在

沿線系所反而催促校方儘快完成該系所附近的環境改善，這樣的改變及主動參與，舟山路才有現在

的成果。另外，也因為城鄉所陳亮全老師、園藝系造園所蔡厚男老師、城鄉所同學的持續給予專業

建議，專案推動小組的各位教授的熱心參與指正，工程顧問公司及施工單位不計成本配合，及本校

相關同仁勉力協調（尤其在寒暑假期間眾人休假時，反而努力趕工程進度的營繕組同仁們），舟山

路在四年的時間，就進行到了最初規劃案中的長期方案，並符合回收舟山路時台大對於社會的承

諾，實屬不易。 

和新建工程相較，舟山路從回收起周邊地區環境改善的各項工作及配合工程，不論是臨時的或

永久的，迄今花費約三千多萬元，其中包含一千萬來自於瑠公水利會專案贊助水源池之工程配合

款，另外二千萬則來自基隆路拓寬時市府的補償款。相較於館舍新建工程而言，一棟新館舍僅就工

程費至少以億為單位，而且使用者與受益者畢竟有限；然而舟山路在四千萬不到的投資中，卻可供

全校三萬師生及台北市民共同利用，相信這樣的投資是絕對划算的。 

 

圖１１ 藉解說活動使師生深入認識校園 圖１２ 瑠公圳水源池 

 

 

● 將舟山路與校園空間整合串聯 

 

舟山路最初的改善規劃範圍僅侷限在舟山路的四周，又當時校園內亦鮮有如此大型的校園空間

改造執行計畫，因此部分環境分析或設計，也難免是從舟山路本身做為出發點，為此也在過程中儘

量嚴謹通盤考量全校區與舟山路相關的各種界面，因為台大需要的不只是一條不一樣的步道，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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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善人性的校園空間。目前舟山路的改善成果已呈現，藉由瑠公圳復育計畫的加入，校園環境

改善的範圍也南北向延伸至醉月湖，椰林大道地區、傅園、校門口廣場等空間改造作業也逐一完成，

校園環境會漸漸轉變。之後會漸進推動大學博物館及系統化的解說活動等軟體規劃，校園環境的改

善成果也可成為戶外的衛星博物館展場及環境解說的教材，提供本校成員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機

會，讓大學的教育機能延伸至更廣泛的範圍。 

舟山路的改造成功亦相當受到台北市政府注目。台北市政府與自來水處正在推動的「公館至新

店溪岸規劃案」，計畫建構新店溪畔腳踏車道，從公館寶藏巖起，經過自來水園區，直至兒童交通

博物館，沿途欣賞河面風光，也考慮跨越羅斯福路與舟山路相接，融入台大生活圈，進而連接台北

市各腳踏車道，最遠還能與大安森林公園連接，使公館與新店溪緊密聯結，成為市民休閒新去處。 

舟山路雖然變得像是公園一樣可親，但它仍然是校園空間，主要目的當然還是讓師生有戶外活

動的空間，有思考和紓解壓力的機會，能與自然環境及生命更貼近。有了身心健康的成員，才能推

動更上層樓的大學教學研究，達成追求卓越的發展目標。 

吹擂了那麼多，不妨直接撥個午後時分，到地質系庭院欣賞代表台灣各地地質特色的奇石、在

小小福廣場喝杯咖啡、向共同教室前的百年老松樹打聲招呼、到鹿鳴廣場享受一下藝術季時學生們

的創作、到水源池看看台灣濕地植物和鳥群芳蹤、在圖書館旁的綠樹下，找塊木平台或桌椅坐下，

沉澱心情看本好書、眺望重新設計的農場標本園、或在圖書館後面的大草坪上無拘無束地發發呆、

在標本園和工科海洋系交會處有個解說牌小廣場，停下腳步想像一下舟山路的古往今來，體驗充滿

歷史又活力充沛的校園生活吧。 

 

圖１３ 水源池旁一株水柳枯枝上，連著二對五色鳥

前來築巢育雛，許多鳥迷聞風前拍照。 

圖１４ 圖書館後方的大片草地，可以在夜間看星星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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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說明：藝術與生活結合的校園新地標－舟山路之鹿鳴堂與小小福地區改造案 
 
臺大總務處 2005/4/15 

來年，舟山路附近的環境改造，一直是總務與校園規

劃工作的重要目標；原本就人聲鼎沸的小小福和鹿鳴堂地

區，如何成為師生員工在研究或課餘，得以輕鬆一下的開

放場所，更是近來最受注目的焦點。今年四月，鹿鳴堂將

以更年輕的機能及風貌重新出發，一樓提供更多餐飲選

擇，二樓則為藝術氣息濃厚的實驗劇場。新的鹿鳴堂，和

鹿鳴廣場、小小福、共同教室前的松樹平台，將緊密交織

成一個活潑生動的校園空間。 
 

 
鹿鳴堂－古典卻又過於沉靜的建築 

鹿鳴堂的前身是僑光堂，始建於民國 56 年，為現代造

型兼具古典傳統風格之建築，反映當時台灣建築特色。僑

光堂原為行政院僑委會所使用，做為每年雙十國慶接待歸

國僑胞的主要場所，直至民國 85 年僑委會遷出，才由本校

收回使用。之後建築經過整修，並引據詩經小雅「鹿鳴篇」，

將僑光堂更名為「鹿鳴堂」。在中國也有以鹿鳴為名的餐宴

「鹿鳴宴」。鹿鳴宴始於唐代，是當時的州縣長官為考中的

舉人而設的宴席，因為在宴席中必須奏「詩經‧小雅」裡

的「鹿鳴」之曲，誦「鹿鳴」之歌而得此名。本校鹿鳴堂

取名為此，除了有邀請眾人分享美食之意，也有恭賀考生

金榜題名、未來發達的含意。 
圖１ 鹿鳴堂夜景 

 
鹿鳴堂多年來，一樓為中菜餐廳、會議室、貴賓招待

室，二樓則為挑高的禮堂，可供會議或集會使用，又近年學生人數眾多的通識教室，也常借用鹿鳴堂二樓

的禮堂來上課，惟皆已老舊。多年來平價的小小福提供便宜的餐點供學生利用、而看似高貴的鹿鳴堂，則

是教職員聚餐或宴客的地方：像這樣的印象似乎已經根深蒂固，因此所有的活動聚集在擁擠的小小福，過

了舟山路，鹿鳴堂附近就成了嚴肅、喧嘩不得的古板空間，舟山路兩側彷彿是二個不同世界。 
 

 
 

舟山路推動環境改造漸顯成果 
隨著鹿鳴廣場於民國九十一年春天落成後，鹿鳴堂外部

原有的圍牆也隨之拆除，變成清爽的綠地和綠籬。之後於民

國九十二年的春天，小小福也重新整修成為現在的風貌，新

增可以遮風避雨的半室外用餐區，因為更多的師生喜愛在此

研討、用餐或休息，室外桌椅也不斷增加，形成如今的規模。 
 

另外，原本閒置的警衛崗亭活化再利用成為咖啡店，農

場所經營的農產品展示中心也逐漸做出口碑，整個小小福及

鹿鳴廣場周邊，儼然成為台大校園內最受歡迎的用餐及課餘

休閒地點。在午后時分好友相約來此喝杯咖啡偷閒、或是社

團同學在此聚集為活動宣傳造勢，百分百的人氣指數，也讓

鹿鳴堂漸漸走向新生的道路。。圖２ 小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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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活化的鹿鳴堂 

正因為看上這個地區人氣滿點，按陳亮全教授的「舟山

路環境改善規劃」之構想，在總務處同仁與校規小組成員合作

下，委請金光裕建築師事務所巧手打造，鹿鳴堂的一樓設置大

面積的木平台和遮簷，一方面呼應共同教室前的松樹平台之元

素，一方面也是連接鹿鳴廣場綠地及鹿鳴堂室內用餐空間的轉

折點，是一個凝聚人潮、使人潮停留的設計元素。另外，經結

構技師完成耐震評估、在結構安全無虞的前提下，於鹿鳴堂建

物的側牆上開門，使鹿鳴堂室內更容易進出，活化鹿鳴堂內部

空間。但鹿鳴堂的外觀則予以保存，僅重新粉刷白牆、去除髒

漬、清除露台欄杆上已風化不穩固的部分，還以素淨的面貌。 
 

鹿鳴堂外部的廣場舖面、木平台等部分，由三和順營造

有限公司承攬，全案於 93.11.23 開工，94.2.28 順利完工。同

時總務處營繕組為提升供電品質亦配合本案進行電力設施更

新、二樓露台防水、老舊污水管線更新等作業，致力提供完善

的環境供師生利用。 
 

原蘇航餐廳業者業契約到期結束營業後，乃將一樓全部

空間（約 388 坪）委外經營，採委外模式引進民間專業及資金，

改善一樓硬體，引進更多元服務，以因應日增的鹿鳴廣場人

潮，及未來戲劇系搬至鹿鳴堂二樓後所帶動本區之各項生活需

求。鹿鳴堂一樓的餐飲服務項目，原則上是和小小福相互區隔

的，但仍保有部分低價商品，以符合師生的不同需求。委外規

劃時為兼顧校內日常用餐及傳統宴席需求，招商業種要求至少

應包含平價餐飲、中式宴席，本案於 93.11.5 公開招標，共有

4 家廠商投標，由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共引進鹿鳴宴中

餐廳目前進駐的包括鹿鳴宴中餐及素食餐廳、牛筋學院牛肉麵

專賣店、7-11 便利商店、DEAR VITA 果汁吧、山崎麵包、羅

多倫咖啡簡餐等。這些廠商多為連鎖企業，本校師生員工在此

消費均享 9 折優惠，目前已陸續試營運中，94.4.29 前可全面

營運。廠商也投入經費改善一樓廁所及公共設施，讓鹿鳴堂不

論裡外都能耳目一新。 

圖３ 鹿鳴堂新增木平台 

 
 

圖４ 鹿鳴堂二樓「臺大劇場」 
鹿鳴堂二樓大禮堂，以表演藝術創意與活動企劃，為鹿

鳴堂找到新的定位。鹿鳴劇場將重新定義為一個「黑盒子劇

場」，意即劇場本身不限定舞台及觀眾席的相互關係，提供

演出者及使用者最大的可能性，是個大約可容納觀眾 200～

300 人的劇場空間。配合此一構想，戲劇系師生自 2004 年暑

假開始積極投入鹿鳴劇場規劃作業；從場地測量、展演空間

規劃、裝置設計製作都一手包辦；讓創意校園空間改造有更

多師生的參與。。 

圖５ 鹿鳴堂二樓戶外露台經整修後可供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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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系原本借用舊圖書館後棟二樓的中央閱覽室，做為排練展演的場所。然而為配合大學博物館及校

史館即將座落於該處，劇場將隨之遷到鹿鳴堂二樓。劇場遷至鹿鳴堂後，可以和戶外表演空間－鹿鳴廣場

及共同教室松樹平台－加以結合，成為一個更活絡的表演空間；又鹿鳴堂二樓的露台、戶外樓梯也於整修

後，可供觀眾停留、也賦予表演舞台向外延伸的可能性。因為空間的聯結方式改變了，加上周邊環境品質

一併提升，可以想見未來的鹿鳴堂和鹿鳴廣場、小小福是充滿創意和各式集體創作的活力空間... 
 
 
交通規劃 
 

因為預估鹿鳴堂周邊將有大量人潮，鹿鳴堂周邊皆為

緊急救災動線，為避免妨礙行人或救災車輛通行，腳踏車

務必停放在鹿鳴堂與管理學院中間的腳踏車停車場，該停

車場距鹿鳴堂僅需一分鐘的步行時間，請勿隨意停車破壞

此地的悠閒意緻，會被拖吊哦！ 
 
 
打造創意校園 
 

鹿鳴堂的整修不僅是一件土木工程而已，這是一個綜

合餐廳規劃招商、劇場經營、環境營造、建築活化再利用

的個案，期待藉由戶外表演及本地區既有的社團表演、各

式活動等，與劇場、餐廳、廣場密切串聯。機能更完整的

生活及餐飲服務，可吸引更多師生同仁在此聚集，而這些

使用者同時也可成為活動或表演的參與者或觀賞者。一個

好的環境可以因為人潮及創意，使它有更多可能產生。 

圖６ 鹿鳴堂旁邊就有個大型腳踏車停車場，

請勿隨意停車以免誤人又不利己！ 

 
按後續規劃，未來將有計畫地拓展小小福、鹿鳴堂地

區，延伸至管理學院旁荒廢的小教堂，使小教堂成為另一

處藝文展演空間，打造舊有的「基隆路四段一四四巷」（即

鹿鳴堂至管院教學管之巷道，廢巷前的路名）成為臺大校

園的文藝特區。希望藉本次鹿鳴堂及小小福地區的營造案

例，能為本校帶來更多的空間創意。 
 圖７ 鹿鳴堂及鹿鳴廣場形塑創意校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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