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102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    間：103 年 05 月 05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地  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黃校長煌煇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黃總務長正亮、王研發長鴻博（陳教授建富代）、利財務長德江、
王院長偉勇、柯院長文峰、曾院長永華（江孟學老師代）、游院
長保杉（請假）、林院長正章（林技士彥廷代）、林院長峰田（請
假）、何院長志欽(蕭教授富仁代) 、羅院長竹芳（劉教授景煌代）、
張院長俊彥、楊院長俊佑 

教師委員─楊教授名（請假）、李教授德河、陳教授彥仲、鄭教授泰昇、賴
教授光邦、林教授慶偉（請假）、孔教授憲法、李教授俊璋、戴
教授佐敏（請假）、謝教授文真（請假）、楊教授宏澤（請假）、
許教授育典（請假）、林教授漢良(請假) 、廖教授國媖 

職員委員─洪副總務長國郎、劉組長俊志、臧組長台安、杜簡任技正明河 
學生委員─楊同學曜徽、賴同學正偉、張同學書睿 

列席人員：斗六分院吳東科主任、體育室林麗娟主任、郭嘉民先生、理學院陳副院長淑
慧、中文系葉海煙主任、歷史系葉秀玉小姐、建築系徐明福教授、永續環境
實驗所張祖恩所長、龔東慶先生、蔡元良建築師、石昭永建築師、境群國際
規劃設計顧問（股）公司、營繕組楊技正順宇、營繕組楊技正淑媚、營繕組
林紋容小姐 

會議記錄：營繕組 蔡惠玉 

 

壹、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在成大校園規劃中，校方希望校園一定要保持充足的
綠地量。在重大建設政策方面，盡量利用舊地改建，將環境改善的更優質。
近來校內整修例如廣場、工學路，都是舊地環境改善計畫；而最近的成功湖
改造也是。其實成功湖記憶仍會保留，校方主要考量成功湖環控條件，改造
重點及目的在「活水」。另外部分新建案，行政單位的行政腳步也要加快，
例如醫學院新建案、國際學舍中心等。總務處在建設上已經作得很用心了，
但在校內師生溝通上需要再請總務處多費心。 

 

貳、報告事項 
一、校規會工作小組業務報告(附件一) 
二、上次會議執行情形(附件二) 

三、主席提示事項： 

1、請總務處費心處理工學路停車問題。 

2、學生宿舍先期構想書請總務處與財務處再留意行政程序的速度。 

 

參、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醫學院「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興建計畫，提請  備

查。(附件三)  

說  明：醫學院擬於成杏校區新建「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

程」，原「臺灣生醫卓群中心計畫」已於 98 年 3 月 10 日獲得校園規

劃及運用委員會通過。然而，原計畫未取得補助經費，經重新規劃修

訂縮減建築規模及預算，該計畫「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新

建工程」已經醫學院院務會議及校規會工作小組、校務發展委員會提

案討論通過。今提請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備查。 

其規劃時程進度如下：  

98.03.10 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通過「臺灣生醫卓群中心計畫」。 

102.06.12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原「臺灣生醫卓群中心計畫」縮減

建築規模及預算後，重新修訂為「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

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102.11.06 校規會工作小組通過 

102.12.11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103.05.05 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簡報。 

 

委員意見：  

1、 我們應以第一期 8億 4,000 萬預算費思考，因為工程需要相關的設計規劃，

第一期大概建設仍須 2 至 3年時間，若由醫院角度觀之大概最多可配合 3

億經費。（楊俊佑院長） 

2、 若醫院願提供計畫第一期 3億預算，校方也配合 3 億預算，另外 2 億多由

醫學院張俊彥院長這裡就負責募款及教育部經費。這樣就可盡快提出規

劃報告書，完成教育部程序，就可以編列預算儘速動工。（校長） 

3、 建議將「台灣生醫卓群中心」，＂台＂字正體用＂臺＂字。（王偉勇院長） 

 

決  議：本案同意，第一期由校方逐年編列提供 3 億預算、醫院楊俊佑院長答

應配合逐年編列 3億預算、其它 2.4 億預算由醫學院張俊彥院長募款

及爭取教育部經費。 

  

第二案                            <提案單位：建築系徐明福教授研究室> 

案  由：總務處委託建築系徐明福教授執行校園規劃案第四階段「安南校區及
斗六校區規劃」，提請  審議。(附件四)  

說  明：本案於 102 年 1 月由總務處委託徐明福教授團隊進行校園規劃第四階

段計畫，執行內容包括安南校區及斗六校區規劃，規劃項目包括：1. 建

構安南、斗六兩校區就全校發展上之定位機能、2. 制定安南、斗六兩



校區空間使用機能與發展準則。 

        其規劃時程進度如下： 

102.12.04 安南校區校規會工作小組通過。 

103.01.08 斗六校區規劃第一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3.04.10 斗六校區規劃第二次校規會工作小組通過。 

103.05.05 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簡報。 

委員意見： 

一、安南校區 

1、 安南校區規劃案中，永續環境實驗所另外提出 「環境地工試驗場建置」，

其主要是需要使用 3 公頃土地作中鋼煉鋼爐石於工程材料的應用研究。

我們有主要四點建議： 

（1） 此現地實驗未來應有足夠污染防制的措施，將來若發生環境污染事

件時，中鋼公司必須無條件將實驗區中填築的爐石移除，並負起污

染整治責任。 

（2） 在實驗爐石中包含高爐石跟轉爐石，因為轉爐石鉻含量會超出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如果是永久填築將來會面臨與整個土壤融合在一

起。以過去文獻研究觀之，若作土壤填築，土壤中的鉻含量可能會

超出標準，那這塊土地會被變成為土壤污染的場址，那對學校較為

不利。我們建議希望在填築試驗時，能針對高爐石、轉爐石或其它

爐石之材料混合比例，盡量降低將來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疑

慮。 

（3） 若 3 公頃全作為地工試驗場，作為爐石永久填築，將失去試驗場之

意義，希望能夠提出明確的填築時間及期程，將來試驗結束後應該

移除。 

（4） 將來必須要有完整的環境監測計畫，其監測數據隨時提供學校作污

染監測依據。 

以上請永續環境實驗所補充說明，謝謝。（李俊璋主任） 

（永續環境實驗所補充資料：附件五） 

2、規劃報告書中，安南校區有 73.8 公頃，但可使用空地非常少，成大未來發

展仍須由安南校區來作彈性使用。應思考若未來有建築基地使用需求時，這

塊基地填築之爐石移除之空間及土地運用性質。（賴光邦委員） 

  3、過去與中鋼歷次討論中，對於環境建設及其它相關承諾都僅有會議紀錄，這

些應該要納入合約條文中。另外，若將來地工實驗沒有環境污染疑慮時，就

可轉移到如同賴光邦老師所說的作為公園及綠地之運用。不過這要看學校整

個土地利用規劃，納入未來土地利用及規劃之考量。（李俊璋主任） 

二、斗六校區：無  



   

決  議：本案同意。 

1、安南校區請依規劃成果推動，部分已有建設經費之單位可進駐。另

有關安南校區中鋼公司填築爐石問題，請在與中鋼公司簽約時，必

須納入李俊璋主任所提之建議清楚表達於合約中。其細部計畫中，

對於預定實驗區應明確提出未來清除計畫。未來土地運用規劃可依

循賴光邦委員之意見作最好的土地利用。另外，必須提出完整的環

境監測計畫，以維護校園土地安全。 

2、斗六校區請依照規劃成果逐步推動。 

                                                

第三案                            <提案單位：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案  由：有關勝利校區「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提請 報告。(附件六)  

說  明：本委託監造設計服務案經 101 年 12 月 21 日評選，由石昭永建築師事

務所承攬，經多次提出外觀方案於工作小組討論，今建築師提出相關

簡報資料提請報告。 

        其規劃時程進度如下： 
         98.03.10 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通過興建構想提案。 
         99.10.0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興建預算財務計畫。 

102.01.16 第一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2.02.27 第二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2.04.11 第三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2.05.23 第四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決議草案定案，但仍請規劃

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規劃細節亦與使用單位確認清楚，
再行提案。 

103.02.20 第五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決議要點原則同意外觀立面
修正，但有關細部設計部分仍須與營繕組討論。 

103.05.05 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簡報。 

 

決  議：本案同意備查，請總務處與主計室協商於今年度提前動支，儘速發包

動工。 

附帶決議：請建築師慎重思考附近機車停車問題，以維持良好景觀之方案。 

 

第四案                            <提案單位：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案  由：有關成功校區「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提請 報告。(附件七)  

說  明：「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已於 102 年 09 月 26 日評選，遴選出設計

監造單位，由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承攬，今建築師提出相關簡報資

料提請報告。 

  其規劃時程進度如下： 



100.05.18 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同意興建構想提案。 

100.09.26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興建預算財務計畫。 

102.10.09 第一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2.12.18 第二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通過規劃設計草案。 

103.01.08 第三次校規會工作小組通過部分空間維持在現址。 

103.05.05 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簡報。 

 

決  議：本案同意備查。請建築師思考機車出入口規劃及安全問題之解決方案，

再作詳細檢討。 

 

第五案                   <提案單位：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有關「光復校區歷史系及中文系周邊景觀工程」規劃事宜，提請 討論。
(附件八)  

說  明：一、「光復校區歷史系及中文系周邊景觀工程」規劃設計案係依建築

系徐明福教授執行之『成功大學校園規劃第二階段計畫』報告書

中第四章全校性空間計畫 p.4-87∼88，「榕園及成功湖發展原

則」進行成功湖及周邊景觀之改善。其計劃報告書於 98 年 3 月

10 日提請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審議，會議決議同意備查。另於

98 年 6月 24 日校務會議決議，相關規劃內容提供總務處作為校

園規劃執行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相關光復校區歷史系及中文系周邊景觀工程，總務處已於 102 年

10 月委請「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規劃，今提出

規劃 構想以供討論。 

        其規劃時程進度如下： 

         98.03.10 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通過。 

98.06.24 校務會議通過。 

102.11.06 第一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2.12.18 第二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 

103.01.22 第三次校規會工作小組簡報，決議要點乃希望規劃單位彙

整出更完整簡報，辦理全校公聽會廣納意見。 

103.05.05 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簡報。 

103.05.07 訂於力行校區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崇華廳辦理公聽會 

 

校長建議： 

1、建議讓湖水可以流動，讓其成功湖可風生水起，產生優質氣場。應以改善環

境氛圍及讓湖水優質活化、可自淨、可流動為原則，來思考規劃方案。 



2、湖島中植栽太密，可思考增加樹木豐富度，並讓人可進入。橋體需保留，但

應改善。 

3、建議在公聽會上，多聽聽文學院及校友觀點。另增加 3D 示意圖讓大家可以

更瞭解規劃構想及情境。 

 

委員意見： 

1、歷史系是具有歷史價值及美感的建築，其立面外觀具有觀賞價值，但需要一

定的距離才能欣賞。若水域加大，另種植一排樹木，會讓人沒有足夠的距離

可以完整觀賞整體建築之美。（楊俊佑院長） 

2、樹高樹種會影響文學院及歷史系之觀賞條件，應慎重思考。水岸應減少阻絕

物。湖島敷地不大，南洋杉在中間之比例不是很適宜，應考量是否要增植南

洋杉。（孔憲法教授） 

3、校園中有一棵在城市中很珍貴的老樹一直未納入紀錄，它依附在文物館旁邊

的那顆榕樹，屬攀延性植物與榕樹長在一起，城市中無法提供其生長環境的

植物。 它是見證成功湖邊跟文學院曾經作為被廢棄的東門城牆野放環境才

孕育出的攀延性植物。（孔憲法教授） 

4、成功湖有別於其它建築物。它有太多人的回憶了，是極為重要的標的，相對

文學院、中文系、歷史系及工學院老師都非常關注。以下幾點建議：第一、

活水處理好；第二、這裡是教學區域，非課外活動及親子活動空間，仍要考

慮其寧靜度；第三、停車空間是否有解套方式；第四、植被的多元性、高低

層次、四季變化；第五、保留成功橋的回憶，其空間弧度不要太低。以上是

文學院的建議，希望設計師可以注意這五個向度。（王偉勇院長） 

5、植栽上是否要增植須考量清楚，另要保留小島則須處理中間之植栽。建議將

成功湖問題找出來，再規劃其水域範圍。橋體須要再思考。（賴光邦委員） 

 

決  議：請慎重參酌各位委員建議及蒐集公聽會意見，並跟校內師生好好溝通。 

 

肆、臨時提案：無 

 

伍、散會(下午 16 時 5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