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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第 6 次）

審查會議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間：102 年 10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委 

員 

一 

1.依說明本案要求至少應取

得「銀級」綠建築標章

（p34），立意良好，但最新

版本綠建築評估手冊較以

前版本標準提高，建議再予

評估，或改為至少應取得

「銅級」綠建築標章。 

1.依委員意見修正為至少應

取得「銅級」綠建築標章。

2.無障礙環境僅為一般通用

之說明（p37-38），相對於

一般建築，身心障礙人士

「無障礙」使用運動設施更

應多加細心考量，依據所提

供游泳池平面圖已有考量

「無障礙」進出游泳池之規

畫，除此沐浴更衣等等於未

來設計時也應予考量，尤其

針對坐輪椅或雙手持柺杖

者，建議校方於設計時邀請

校內身心障礙師生檢視設

計內容。 

2.本案將於設計階段由設計

建築師依「建築技術規則」

等相關規定規劃無障礙設

計外，並邀請校內身心障礙

師生檢視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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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3.地質評估採用鄰近近 2 年

完工啟用之影音藝術大樓

資料，其中第(四)點提及評

估本建築物之重要性後必

要時可考慮採用基樁等

等，此一部分將影響工程經

費與安全，應予檢討。 

3.依據最新版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100 年 7 月 1 日施

行)，本案地層液化潛能分

析，於中大地震設計即可能

產生液化現象；以本基地地

層性質屬顆粒性砂土而

言，適合採用工法為「高壓

噴射灌漿工法」。 

委 

員 

二 

1.本案經多次審議，校方已修

正構想興建地下 1 樓，地上

6 樓，總樓板地板面積

11,730m2 ， 總 經 費 4 億

5,835 萬，校方自籌 1 億

0,835 萬，申請教育部補助

3.5 億。 

1.感謝委員意見。 

2.本案內容除解決室內 25m

溫水游泳池外，並提供羽

球、體適能、室內跑道、籃

球、排球及社團活動空間，

多功能活動相當完備，若 2

樓之兩間多功能教室可以

彈性使用，作為韻律舞蹈及

桌球使用，則本案等同一座

國民運動中心之規模，一次

解決台藝大師生之使用需

求，樂觀其成。 

2.感謝委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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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3.本案 2 樓之羽球場高度應

以 9m 為標準，構想書中之

8m 仍不足，教育部體育署

核定之運動中心，羽球場皆

是以 9m 為標準。 

 

3.依委員意見修正羽球場高

度以 9m 為標準。 

4.直接工程費 3 億 8,459 萬，

以 11,730m2( 約 3,520

坪)，每坪單價約 11 萬元

(新北市近期國民運動中心

發包參考價約每坪 10 萬

元)，仍有高估，建議調整

下列項目: 

(1)地盤改良(液化)之必

要性?(1000 萬)。 

 

(2)鋼骨部分之單價：依

102 年 標 準

27,700*1.1，為何乘上

1.1? 

 

(3) 溫 水 游 泳 池 設

備:3,838 萬，可再檢討

調整，25m 不鏽鋼池體

850 萬+「專用磁磚」350

萬=1,200 萬，是否有限

制廠商?其他磁磚相關

亦達仟萬元。 

4.本案建築物造價均依主計

處公布之預算編列規定辦

理，另規劃之公設比僅佔

22.41%，並無單價超估情

事。 

 

 

(1)地盤改良係採高壓噴射

灌漿工法(JSP)，估計改

良經費約需 1020.8萬元。

(2)規劃球場區、泳池等區域

為鋼骨構造，其中球場

區、泳池挑高分別須達

9M、6.5M，故依一般樓層

造價乘上 1.1。 

(3)游泳池設備等係依教學

訓練需求及商情訪查估

列，並無限制廠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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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4)泳池擴充設備 665 萬，

應是水療 SPA，本案為

校內師生使用，並不委

外 OT 辦理，是否有 SPA

之必要? 

(5) 智 慧 綠 建 築 也 編 了

2.5%，938 萬。 

(4)泳池擴充設備已修正為

運動水療池、適應池等教

學訓練等使用。 

 

(5)依台灣智慧建築協會估

算，以爭取智慧建築標章

為例，「合格級」、「鑽石

級」牽動的成本墊高幅

度，各為 2.5%與 7.5%。 

委 

員 

三 

1.本計畫業經第五次修正，內

容已有大幅修正，應予肯

定。 

1.感謝委員支持。 

2.本計畫經費過於偏高，以直

接工程費未含貳、其他之

二、三、四項，其平均單價

已達 10.6 萬/坪，而國民運

動中心之平均單價已含本

報告所謂之教學固定設施

工程、教學器材設備(不含

體適能訓練器材 300 萬)及

泳池擴充設備其平均造價

亦接近本工程之平均單

價，探究其原因在於大地工

程之液化地盤改良費用偏

高，以及鋼骨及鋼筋混凝土

的面積計算有偏差所致，建

2.本案建築物造價均依主計

處公布之預算編列規定辦

理，另規劃之公設比僅佔

22.41%，並無單價超估情

事；另經檢核本階段所提出

方案之面積計算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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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議整體預算再作調整，以

4.3 億元為上限，如學校堅

持則建議以學校自籌為原

則。 

3.P.34 羽球場之空調出風請

修正，不應以下方出風，因

空間高達 8M，下出風之空

調將無法有效具備空調效

果，如果要具備空調效果，

可能其噸數必需設置相當

大的空調機器方足夠，太過

於浪費資源，建議應予以修

正。 

3.羽球場大空間採用空調箱

搭配風管系統，並考量風速

對羽球活動之影響，因此建

議採用下出風及空調箱設

置變頻器方便不同球類時

可手動調整風量；另將於適

當位置採用百葉窗方式通

風，以達節約能源。 

委 

員 

四 

1.本案構想書就上次提出，

多年來首度較具說服力且

富專業之圖說，所作之修

正成果，已有超乎其他類

似案之實務內容，故宜及

早成全。 

1.感謝委員支持。 

2.為後續作業順遂，並維設

計與施工品質，建議留意

的事宜如下述各項： 

(1)本案工程侷處本校主

要建築後方，自學校正

門進入之車行動線須

經鄰棟建築間窄巷，實

 
 
 
 
 

(1)本校日後將以校園整體

規劃設計，將依校地徵收

作業分階段完整校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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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屬勉強。故宜不排除自

後巷大方進入本棟建

築的規劃，考量同時規

劃第二校門與本案建

築前廣場及巷道之整

并 本 案 建 築 規 劃 設

計，可能以綠化並退縮

部分校地，從而拓寬部

分路段之巷道，以彰顯

有容乃大，建構本校另

一面向良好風貌之意

象，並促進與鄰近社區

互動之功效。 

(2)本構想書納入上述意

向後，依例作為公開建

築競圖與提供評圖委

員之共同準據，以召公

平、公正之舉。 

(3)良好之施工品質源自

良好的設計品質，故應

採政府採購法有關技

術服務評選與服務費

用計算子法之「公告固

定服務費用」不再議減

服務費用(不用作不宜

之底價，惟不排除可能

之議約)之措施。 

(4) 經 費 預 算 概 估 算 表

中，需調整納入本案建

設；本案將於設計階段要

求設計師融入本校良好

風貌之意象，並促進與鄰

近社區互動之功效。 

 

 

 

 

 

 

 

(2)依委員意見辦理。 

 
 
 
 
 

(3)依委員意見辦理。 

 
 
 
 
 
 
 
 
 

(4)基地整建範圍內相關設

施已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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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築所附戶外廣場與臨

界巷道之有關排水、綠

化景觀等公共設施工

程專項與需費。 

(5)此外，應補充開挖土石

方，放回填後剩餘部份

之處理措施，是否可不

外運？或留局部作立

體綠化景觀或地景之

用。 

 

 

 

 

(5) 考 量 校 園 幅 員 空 間 有

限，日後剩餘土方將比照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

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

換利用作業要點」辦理。

 

委 

員 

五 

學校已針對 102 年 8 月 27 日

本案審查委員所提供建議，在

本修正版構想書中作必要的

修正與說明，本案建議通過審

查。 

感謝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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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第 5 次）

審查會議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間：102 年 8 月 27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委 

員 

一 

1.本案好事多磨久矣，就本次所提構想

書內容已較名符其實，並以學生權益

為依歸考量，理宜及早成全。 

感謝委員支持。 

2.尚宜留意改進或調整事宜列舉如下

述各項，以利後續作業順遂。 

(1)有鑑於教育部預算非寬裕，故於

本案建築面積、概算編擬以及可

能局部空間與設施以促參 OT 模

式供民間經營等層面仍有簡節之

虞地。列舉如下述情節： 

a.原無羽毛球場規劃，本次增加

專用空間淨高 6.5 公尺，縱使

供練習教學用亦屬勉強（不符

一般使用運球規範約 9公尺淨

高），不如併入上層多功能球

場，同時成全該空間淨高自

9.2 公尺，調增至 12 公尺，由

球場管理調配各別球類包括

籃球、排球（更需淨高 12 公

尺）、羽球、手球…等（就本

案規模原不宜同時供不同球

類活動，否則易互擾）。從而，

相對減少建築面積，復令實用

空間更符規範及適用。 

本案規劃之體育設施(備)以提

供學校教學為主要目的，並配

合教育部政策提供學校大一學

生游泳能力都可完成 25M之基

本要求。 

a.為達到體育教學、訓練及校內

外體育活動能發揮最大使用

效能，同一時段可提供不同

球類活動，避免產生干擾情

形: 

羽球場規劃使用二、三樓空

間，挑高高度依教育部於「運

動場地規劃與管理」研究報告

對羽球場地高度規範建議，已

將羽球場調增至 8m 淨高。 

籃、排球球場規劃使用四至

六樓空間，淨高為 9m，可滿

足排球教學及籃球場比賽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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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b.由於樓層不高，設計一座客貨

兩用附行動不便無障礙設

施，供老弱、行動不便者使用

已足，或反之加大一座無障礙

電梯及荷重供偶爾較大型體

育器材搬運上下。（本應鼓勵

學子來活動中心走動而非閑

逸惡動）。 

 
 
 
 
 

c.先考量符合市場經營的項目

整合，俾利委外經營，諒不限

於地面層之游泳池，另增兒童

池、SPA、販賣、咖啡簡餐，

甚而乒乓球與健身房…等，令

各該空間除必要水電供應外

之內裝與設施留供民間經營

者餘幅合校方規範之前提

下，如其所需投資，避免二次

施工省費。 

d.概算表中所列「教學固定設

施」及「教學器材設備」，若

將循財務採購辦理，不應列為

「直接」與「間接」工程費之

項目，而與「公共藝術設置費」

并屬非工程之「其他」項（工

程會不審），從而相關計費需

重擬。 

b.本案為六層建物，總樓地板

面積 9,340 ㎡(不含地下層)，

雖依建築技術規則昇降機之

設置規定，可僅設置電梯一

座即可；惟考量日後突發狀

況(如電梯機械故障)、活動後

大量人員疏散等問題，故除

規劃客貨梯乙座提供體育器

材、社團器材搬運外，另設

有無障礙電梯提供身障者及

年長者等使用，日後可設定

由專人管制使用，確保人員

搭乘安全與節能。 

c.本案規劃以滿足教學需求為

主，為尊重委員意見已修改

部分空間使用，如:兒童池改

為適應池、咖啡簡餐改為交

誼廳，以符合學校需求及委

員指正。 

(以上請參閱 P21、42~48) 

 

d.已按委員指導意見修正 

(請參閱 P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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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2)本案構想書一旦奉核後，應供作

建築競圖與評審委員之共同準

據，既擬部分委外營運，應將社

區鄰近互動論述清楚，建築規劃

自當有所不同。 

按委員指導意見修正。 

委 

員 

二 

1.臺藝大最新版構想書內容修正重點

有 3 項: 

(1) 新增 8 水道 25 公尺之溫水游泳

池。 

(2) 社團空間修正，分別於 5、6 樓

規劃社團辦公室 32 間及社團器

材室 1 間。 

(3)樓層多功能設計之調整。 

所提構想，基本上應屬合理。 

2.審查會委員所提供有關專業技術性

的意見，仍請學校參考並作進一步

之內容修正。 

感謝委員支持與指導。 

委 

員 

三 

1.本計畫之補助應以法定停車位為

限，超出之部分應由學校自籌。 按委員指導意見修正。 

2.游泳池應不含兒童池及天花板，應以

自然通風為主，並注意如以氯水加

溫，會危害學生的身體健康。 

游泳池區域上方不設天花板，

除與戶外空氣直接流通之窗戶

或開口，並配合設置通風設

備，符合有效通風要求。 

3.羽球場之淨高應為 9 公尺，6.5 公尺

應屬不足。 

挑高高度依教育部「運動場地

規劃與管理」研究報告對羽球

場地高度規範建議，已將羽球

場調增至 8m 淨高。 



4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4.以籃球場之教學空間，既然以比賽前

提作為定位，則應以一座標準比賽球

場為主。 

為能滿足教學流量，籃球場之

教學空間平時以兩面球場(橫

向)使用，比賽時可調整活動籃

球架為一面標準比賽球場(縱

向)使用。 

(請參閱 P42~48) 

5.以經費而言，鋼骨 1~6F 之面積數量

因樓地板並非全部，此部份之經費有

超估。 

鋼骨構造施作面積僅包含泳

池、球場區、環場跑道，其他

行政、公共、社團...等空間則

為鋼筋混凝土構造，相關經費

均依主計總處 102 年度共同性

費用編列標準編列。 

(請參閱 P51~54) 

6.籃球場之伸縮看台單價偏高，及比賽

用之籃球架應減為 2 座。 

相關設備單價已調整，籃球架

配合本校教學及訓練需求，仍

編列 4 座。(請參閱 P53) 

7.以平均造價而言，11 萬 1,604 元已偏

高。 

經將設備單價調整及「教學固

定設施」及「教學器材設備」

調整為後續將循財務採購辦

理，平均造價已調降為 3 萬

2,787 元/㎡(10 萬 8,386 元/坪)。

(請參閱 P51)  

8.請考量多功能空間如作為活動舞台

使用時，應考量殘響。 

多功能空間為體育教學訓練、

比賽及學生社團使用，非提供

音樂或舞蹈等表演空間，後續

細部設計牆壁和天花板將採可

以防止回音材質。 

9.本工程經費造價仍建議以 4.3E 為

度，超出之部分仍宜由學校自籌為原

則。 

為提供體育教學、訓練及學生

社團活動充足空間，仍懇請教

育部給予最高補助額度，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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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升學生體育教學品質，培養健

康體魄及滿足學生社團活動空

間的需求。 

10.室內裝修發包，建議仍宜以建築主

體標，合併發包。 

裝修部分已納入建築主體標發

包施作。(請參閱 P51~53) 

11.智慧型綠建築應考量那些項目必須

包含在內，且綠建築達成之項目為

何? 

1.智慧建築標章 

(1)政府於 2012年起優先推動 2

億以上公有建築取得智慧建

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

標區分基礎設施指標群(含資

訊通信、系統整合、綜合佈

線、設施管理)及功能選項指

標群(安全防災、健康舒適、

貼心便利、節能管理)等 2 類

8 項。 

(2)本案規劃為達到合格級：四

項基礎設施指標+一項功能

選項指標，均需達一般智慧

化。 

2.綠建築標章:本案規劃為達到

銀級。 

12.空調之出風口，仍請特別注意。 均按相關通風規定辦理，並納

入報告書內文。 

(請參閱 P33~34) 

13.拆遷戶的經費應以學校自籌為原

則。 

已按委員指導意見修正，將其

經費以「其他」項目編列。 

(請參閱 P51) 

 



 



A1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審查會議 

（第 4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年 7月 18日 

項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1 

就多功能活動中心而言，理應以

儘可能服務滿足學生閒適活動

需求為度。本案雖經一再充實些

可供學生多功能活動之項目與

空間，惟至少尚缺乏一般均考量

之約 6水道 25 米長游泳池、交

誼咖啡（或茶飲）室、撞球室、

棋藝室，甚而提供郵電、洗衣、

電腦資訊設施檢修…服務。此

外，31 個社團宜比照他校各有一

間約 16-20 平方公尺的專屬房

間，至少不宜併 5個社團共用 1

間之待遇。 

一、 感謝委員的指導，目前已於一樓

規劃8水道長25公尺溫水泳池乙

座，並於周邊空間增設水療池、

兒童池、烤箱室、蒸氣室、交誼

咖啡（或茶飲）室等服務空間；

另為增加學校教學場域之多元性

與服務品質，減少經費支出，提

高游泳池使用效率及挹注爾後運

作維護成本，本校未來將透過法

令之作業流程及方式，與民間業

者透過簽訂契約，將學校游泳池

等相關設施(備)委請民間企業代

為經營(請參閱報告書 32 頁)。 

二、 學生社團空間部分，已依社團數

量需求，分於五樓及六樓規劃社

團辦公室共 32 間及社團器材室 1

間(請參閱報告書 36-37 頁)。 

2 

有關工程規劃之問題，於構想概

念性反映需求階段，不宜圖示太

多而突顯諸多不妥的規劃設

計，諸如： 

（1）可建築基地範圍與所示規

劃圖的相對關係不明，以

致地下 2樓停車場之坡

已依審查意見簡化相關圖說內容，簡要

說明各空間用途，並重新檢視相關機能

與配置之合理性，規劃構想略以: 

一、 考量整體配置，建築量體及車道

出入口已調整相關位置，並與鄰

棟建築保持適當距離。 

二、 依使用者為量體規劃，地下一層



A2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審查會議 

（第 4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年 7月 18日 

項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道，部分有突出鄰棟建築

重疊之可能。 

（2）球場多用，羽球、排球及

籃球全配置在一起，空調

應如何設計方可全部通

用。 

（3）為需應有展演的需求，或

因規劃者缺乏經驗，徒缺 1

處有中柱的空間，加上註

示而已，未考慮相關之配

套措施與空間。 

（4）有關無障礙之規劃，除電

梯宜採客貨兩用者外，所

規劃之座梯，1座已足，且

另一端卻無電梯可用，均

不足取。 

至地上二層可為委外經營空間，

分為 B1F-停車場及機房、1F-游泳

池、大廳及服務空間、2F-羽球

場、體適能教室及多功能教室；

地上三至六層為體育教學中心、

多功能活動空間、社團辦公室等。

三、 本案依空間使用機能區分規劃

通風設備(停車場、泳池、浴廁

等)、空調設備(泳池區、球場、

大廳、行政、公共、社團...等)，

各空間配合使用或排課課表，以

智能控制方式調控空調供應時

段，以符實效及節約原則。 

四、 整體空間配置已修正，並調整電

梯為 1 座客貨兩用、1 座人員使

用(無障礙)(以上請參閱報告書

P30-P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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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審查會議 

（第 4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年 7月 18日 

項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3 

校方不納入游泳池規劃，是否為

校內師生之共識？若是下一任

校長不認同，又以長期外借之不

便為由，要求另建游泳池，則如

何處理？ 

已於一樓規劃 8水道長 25 公尺溫水泳

池乙座，日後將採委外經營方式，平時

為教學及比賽功能，課餘時間(含例假

日及寒暑假)可提供區域民眾使用，以

降低校方營運負荷，並能挹注後續維運

成本(請參閱報告書 P22、P32 頁)。 

4 

學生活動空間，僅有 6 間活動

室，是否有動態與靜態使用之區

分？需求性為如何？學生活動

之展演是否使用校方之大型展

演空間即可？ 

一、 學生社團空間部分，已分於五樓

及六樓規劃社團辦公室共32間及

社團器材室 1 間，可滿足功能區

劃(請參閱報告書 P36-P37 頁)。 

二、 本案於四至六樓規劃多功能活動

空間，並設置活動看台計 1,500

席次，以提供多功能空間使用(請

參閱報告書 P35 頁)。 

5 

本工程規模雖將經費下修至 4.4

億元，但以不含游泳池之規劃而

言，4.4 億元已足以興建 1座 3

合 1 之多功能活動中心，校方對

於「需求性」與「經費規模」之

考量，宜再作進一步評估。 

一、 依審查意見，已將校方體育訓

練、社團運作及教學中心納於規

劃設計，並於一樓規劃 8 水道長

25 公尺溫水泳池乙座，全案新建

經費為 4 億 4,538 萬 4 仟元(請

參閱報告書 P41-P43 頁)。 

二、 本工程規模之直接工程費(含建

築、教學固定設施工程及溫水游

泳池設備工程等)為 3 億 9,273

萬 6 仟元，平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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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審查會議 

（第 4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年 7月 18日 

項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11.1 萬元(請參閱報告書 P41

頁)。 

6 
學校目前所提之構想，室內的配置

動線不良，無法整體規劃。 

已依委員意見重新檢討活動中心空間之適

切性及配置動線；空間內容涵蓋多功能使

用，規劃為四區: 主場所活動空間、行政

空間、教學空間、附屬空間，並依其空間

關聯性配置規劃(請參閱報告書 P30-P38

頁)。 

7 房屋建築的數量計算錯誤。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相關數據，按使用用途

規劃結構型態，區分為鋼骨構造 1~6F(泳

池、球場區)、鋼筋混凝土構造 1~6F(行政、

公共、社團...等空間)、鋼筋混凝土構造

B1(停車場) ，重新修正面積數量，並按主

計處 102 年度公布之建造費標準估列，以

節約建造成本(請參閱報告書 P41-P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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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委 

員 

一 

1.以規劃內容而言，本案稱之為

綜合體育館較多功能活動中

心更適當。 

感謝委員意見。本校在規劃多功能

活動中心之初衷不僅希望能提供學

生更完善的體育教學空間，同時也

能改善學生社團活動空間不足之困

境，此外，亦可提供舞蹈、戲劇、音

樂等相關系所在排練及道具儲藏等有

更充裕之空間。 

因此，以「多功能活動中心」名稱將

更符合多元化之學生活動空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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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2.回應說明提及國民運動中心

規劃參考準則平均發包價

格，該價格包含游泳池及機械

式停車等費用，若扣除實無

12 萬元；另所提經費概算表

內，智慧綠建築設施工程

4,100 萬元，工程預備費約

4,241 萬元等均不符概算編列

原則；儲冰式空調系統 4,000

萬元也過高，也未說明如何估

算出，本案是否採儲冰式空調

系統也有待商榷，各空間採用

之空調系統也未說明；公共藝

術費用 520 萬元也超過標準

近百萬；若以所提總樓地面積

而言（假設不調整之情形），

工程預算應不到 4 億元，但所

估列達 5 億 2,000 萬元，實應

務實檢討。 

1.本案經費已再重新調整，直接工程

費為 3 億 8,845 萬元，平均每坪發

包價格約 11.4 萬元。（請參閱修正

版 P.46） 

2.智慧綠建築設施工程已納入景觀

綠化及綠建築設施經費範圍內，費

用調修為 1,800 萬元。（請參閱修正

版 P.46） 

3.本案工程預備費係依「機關辦理公

有建築物作業手用」按直接工程成

本 10%編估，現依委員建議將工程

預備及物調費合併以 2.5%編列，

經費為 950 萬元。（請參閱修正版

P.46） 

4.為節能考量，本案採儲冰式空調系

統，但經費已調修為 3,500 萬元（含

儲冰槽、變頻冰水主機及相關空調

設備工程及智能監控等）（請參閱

修正版 P.46）。 

另各空間使用空調系統情形如下：

（1）地下二樓除配電場所外，其

他空間未供應冷氣；（2）一樓管理

員室原則採用分離式冷氣機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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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空調；（3）其他各空間配合使用或

排課課表，以智能控制方式控制空

調供應時段。 

5.公共藝術費用依「文化藝術獎助條

例」第九條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

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

值不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

一。本案工程預算再檢討調整後直

接工程費為 3 億 8,845 萬元，建築物

造價為 4 億 4,000 萬元，故本案公

共藝術費用調整後為 400 萬元。

（請參閱修正版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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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3.需求部分所列透視圖代表之

涵義為何?地下 1 樓右側體適

能教室等區域上有採光井，實

際規劃或使用上如何處理？

平面停車位之可行性也請檢

討。 

1.透視圖係作為建築物量體於校園

整體開放空間規劃及量體高度之

參考模擬。 

2.體適能教室等區域規劃天井作為

空間中之通風採光天窗使用。 

3.本案係屬新建，依建築相關法規檢

討，需增設 72 輛法定車位。本校

目前校地現況車位已達飽和，且每

天均有違規停車現象，無法落實人

車分離校園安全，故急需將新增法

定車位設計於建築物內，以解決全

校專兼任教職員工約千餘位之停車

需求。 

4.構想書貴在需求與價格之合

理，同時能有適當之說明供檢

視，請加強。 

本校於 102 年 4 月 16 日多功能活動

中心工程構想書修訂版中，有關經

費編列為 5 億 2,000 萬元整，係因本

案工程預計於 106 年完工，考量此

期間物調通膨可能造成建造經費提

高，因此採較悲觀情形編列其經費

概算，但本案現依相關規定再檢討

調整經費為 4 億 4,000 萬元。（請參

閱修正版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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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1.校方因師生缺乏體育活動空

間而提出此計劃，教育部當該

協助支持，但本案內容卻不含

游泳池，僅包括體育館及學生

活動中心，雖然校方回復可使

用華僑高中之游泳池，校方中

長程計畫中無游泳池計畫，但

是過去也曾有學校因長期借

用他校游泳池為理由要求教

育部補助興建室內游泳池，本

案若因基地有限，為何不考慮

地下 3 層(地下 1、2 層游泳

池)，地上約 5 層(含體育館及

學生活動中心 )之三合一方

案?本案預計經費 5 億 2,000

萬元卻沒游泳池，似有花了很

多錢卻完全沒有解決問題之

疑慮。 

本校因鄰近之華僑高中、板橋高中均

設有游泳池，且為對外開放之設施，

基於資源共享，本校利用華僑高中或

板橋高中游泳池進行相關體育課程，

所以，並無將游泳池列入興建規劃之

急迫性。  

委 

員 

二 

2.目前的方案中，多功能球場還

兼作展演空間?打籃排羽球的

地板如何作展演空間?舞台燈

光呢?觀眾座椅呢?台藝大目

前的展演空間為何?2 樓的展

1.本案所規劃之表演空間為提供校

內活動或學生預備及練習彩排使

用，非正式展演空間。 

2.本案 2 樓規劃之「社團活動空間展

演及排練室」為用詞誤植，實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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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演排練室小小一間如何使

用?3 樓的社團活動展演空間

更奇怪，看起來像走廊，頂多

只能作靜態展示。 

劃為社團排練室。（請參閱修正版

P.24） 

3.本案 3 樓規劃之「社團活動展演空

間」原定位為走廊，為使空間多元

利用，因此，規劃作為社團活動成

果展演空間。 

3.本案校方僅自籌 20%，教育部

補助達 4 億以上，理應校方作

更審慎全盤之設計考量，一併

解決校方之需求問題。 

1.本案經費已調整為 4 億 4,000 萬

元，本校自籌 20%為 8,800 萬元，

另請教育部補助 80%，經費 3 億

5,200 萬元。（請參閱修正版 P.49）

2.本案工程自 101-106 年止，101-103

年前期規劃由本校自籌經費因

應，104-106 年後期施工由本校向

銀行申請貸款，但需請教育部支付

相關利息，106 年完工後，請教育

部核撥經費償還。 

委 

員 

三 

1.學校業將本多功能活動中心

重新定位，惟空間之需求並非

為最佳之構想，建議再做修

正： 

(1)請補充本建物之進出動線

(車輛與人)，及與各鄰近建

築物之動線配合。 

1.102 年 4 月 16 日內政部召開「內政

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01 次會議」，

會中決議將本校南側「體育場用地」

（2.67 公頃）變更為「大專用地兼

供體育場使用」。因此，本案主要聯

外動線將可調整為 10 米道路。（請

參閱修正版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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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2)本計畫之樓地板面積應可

再評估縮小，例藝文展演空

間之必要性(學校其他建物

已配置許多處)，教師休息

室是否需要 100m²，多功能

活動空間兼球場是否面積

太大，教室研究室只有 5 位

專任是否需 8 間，會議室是

否分兩間(150m²及 60m²)，

已有社團活動空間兼排演

室是否仍有活動展演空間

等。 

2.本案藝文展演空間已調整功能定位

為排練使用。 

3.本案教師休息室已調整為競技適能

教室。（請參閱修正版 P.24） 

4.有關多功能活動空間兼球場經檢

討其空間使用，必需規劃容納 2 個

球場以因應教學需求，因此，本案

規劃尚屬妥適。 

5.有關教師研究室由 8 間調整為 5

間，會議室由 2 間調整為 1 間，另

社團辦公室調整為 6 間，以數個社

團共用方式使用。（請參閱修正版

P.24） 

6.有關社團活動空間兼排演室已重

新定位為社團排練室，不作展演使

用。（請參閱修正版 P.24） 

2.多功能活動中心之單價不可

比照國民運動中心規劃參考

準則，因未俱游泳池及許多公

共設施之使用空間(主場地只

有一個)，仍請依主計處公佈

之預算編列規定辦理，因此本

工程之預算編列偏高。 

依主計處公布之預算編列規定辦理，

經費已調整為 4 億 4000 萬元，另直

接工程費調修為 3 億 8,845 萬元，平

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1.4 萬元。（請參

閱修正版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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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3.多功能空間之節能省電似未

考量，建議應考量日後之維護

管理，另如要作演出其噪音值

及殘響之要求為何? 

1.本案空調採儲冰式系統，含節能監

控系統以達節能原則；同時有關綠

建築部份將「日常能節及水資源」

列為必要指標；另照明計畫則因應

使用目的不同，作各種不同的考

慮，採用省電燈具，即採用具備「節

能標章」或「能源之星」之光源。

2.本案定位為排練空間，非正式演

出，因此，噪音值及殘響採一般空

間之要求。 

4.智慧綠建築之設施另編 10%

之工程費應屬錯誤，建議應由

設計中顯現，不另編列。工程

預備費及物調費合計達 12%

之工程費亦太高，建議合成 1

項以 2.5%編列即可，建議修

正。 

1.依主計處公布之預算編列規定辦

理，並將工程預備費及物調費合併

為物調費以 2.5%編列，經費為 950

萬元。（請參閱修正版 P.46） 

2.智慧綠建築設施工程納入景觀綠

化及綠建築設施經費範圍內，費用

調修為 1,800 萬元。（請參閱修正版

P.46） 



A13 
 

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3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1.本案雖經修正，卻欲蓋彌彰，

不脫其為球類體育館的特

質，而從本案籌建委員會組

成，逾一半以上為體育相關成

員，故也難怪再修正也萬變不

離其宗。 

感謝委員意見，已遵照委員建議將「多

功能活動中心籌建委員會」將加入學

生會長及學生議長等 2 位學生代表。

（請參閱修正版 P.28） 

 

2.謹再次建議若本案正名為本

校體育館兼納學生社團工作

相關空間，從而充實本校相關

硬體建設不敷體育部份教學

與學生社團等軟體運作需求

之缺口，諒理宜成全。否則反

而阻斷未來興建正典「多功能

活動中心」的機會。 

本案的確為因應學生從事體育課程、

課外表演練習及社團活動等多功能用

途之場館，未來完成後之正式名稱可

再研議。 

委 

員 

四 

3.有鑑於本校系以演藝為主的

學府，故展演、集會、音樂…

等功能的建築空間與相關設

施已較他校豐足，故為本案湊

和「多功能活動」所零星添設

於各樓層之所謂展演…等活

動空間，非但勉強，不堪用，

而且形同虛費不值的情況。 

本校囿於校地不足，因此，學生於

社團活動之使用及校慶相關活動如

創意舞劇之排練，另還有舞蹈、戲

劇、音樂等相關系所排練空間之需

求，均常面臨找不到空間之窘境。 

因此，多功能活動中心的興建，不

僅能提供學生更完善的體育教學空

間，同時也能改善舞蹈、戲劇、音樂

等相關系所在排練及道具儲藏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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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不足之需求。 

將來可提供本校每年舉辦校慶創意

舞劇及聖誕節冬吶盃歌唱比賽，還

有吉他社、熱舞社、佛朗明哥舞

社……等社團成果展有更優質的表

演場所。 

4.衡諸教育部輔助各地類「健康

中心」之新建案之空間需求，

接近本案以球類為主之體育

活動，且加上 8 水道之 25 公

尺長室內溫水游泳池（惟不含

地下停車場）之工程建造費，

約為 3 億 1,000 萬元至 3 億

5,000 萬元，故若 2 項所述正

名後，宜比照重擬以憑核辦。

因本案有興建地下 2 層之空間需求，

但經費再經檢討調整後為 4 億 4,000

萬元。 

5.此外，校方認為游泳池借外校

已足敷需求，則本案有關室內

球場，由於本校非屬體育專科

學府，當更可外借場地，而重

擬符合以學生休閒活動為主

之「多功能活動中心構想

案」。且為名實相符，本案之

籌建委員至少增加 2 位學生

1.因游泳池為單一功能之場地且學

校鄰近華僑高中及板橋高中等 2

所高中皆有對外開放借用，因此，

本校並無興建游泳池規劃。 

2.就以本案之室內球場，因校外體育

場館應屬常態使用類型，故不易配

合本校課程時間使用。因此，為提

供學生更完善之體育教學空間，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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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5 月 31 日 

委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代表，取代 2 位體育有關成

員。 

請委員支持。 

3.感謝委員建議，籌建委員會將加入

學生會長及學生議長等 2 位學生代

表。（請參閱修正版 P.28） 

1.前次審查委員所提意見，學校

已提供回覆說明，基本上尚合

理。 

感謝委員支持。 委 

員 

五 

2.對於本案無進一步意見。 感謝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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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4 月 16 日 

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1.90 年以來游泳池、學生活動中

心與體育館之規劃設計內容以

滿足最多校內師生為主，三者

總預算由最初之 4.5 億元，後

隨營建物價上揚至約 6 億

5,000 萬元（含校方自籌預

算），而校方所提雖名為多功能

活動中心，但觀其內容實以比

賽專用之體育館為主，地上樓

層之規劃內容均為比賽專用之

規格，而供師生用途為主之學

生社團空間及部分體適能空

間、桌球室則設置於地下 1

樓，此種規劃內容非以滿足最

多校內師生為主，也造成預算

高達 5 億 2,900 萬元（體育館

90 年之預算以 1 億 5,000 萬元

為主，至後期約 2 億 5,000 萬

元，而本案以體育館為主，概

算達 5 億以上，不謂不高），此

種規劃內容並非適宜。 

1.多功能活動中心的興建，不僅能

提供學生更完善的體育教學空

間，同時也能改善舞蹈、戲劇、

音樂等相關系所在排練、展演及

道具儲藏空間等不足之需求。 

2.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將可提供

本校每年舉辦校慶創意舞劇及

聖誕節冬吶盃歌唱比賽，還有吉

他社、熱舞社、佛朗明哥舞

社……等社團成果展有更優質

的展演場所。 

3.為更符使用主體性，本案空間規

劃已重新調整，將師生用途為主

之學生社團空間移至地上 2 至 3

層，以符合校內師生使用之理想

性，空間安排另詳表 4-3 空間規劃

構想分配表。（請參閱修正版 P.24）

4.經費預算已依照行政院主計總處

標準重新編訂工程費用，懇請委

員支持，另詳表 9-1 經費概算總

表。（請參閱修正版 P.46） 

委 

員 

一 

2.校地面積 9.67 公頃，若為維持

好的校園環境，日間學生人數

因本校鄰近的華僑高中設有游泳

池，為對外開放之設施，基於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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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4 月 16 日 

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3,041 人，已屬高容量或極限，

報告書內以比較 3 所藝術大學

之體育設施空間來顯現台灣藝

大之不足（游泳池、學生活動

中心與體育館三館均無），但反

過來言，以校方未來之中長程

計畫為準，校方是否有評估校

園整體規劃，以印證本案基地

及需求之合適性，未來若需興

建游泳池或學生活動中心或其

他教學館舍以滿足師生需求是

否有足夠之基地或適合之基地

可以興建，此請補充。 

共享，本校利用華僑高中游泳池進

行相關體育課程。因此，本校近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並無興建游泳

池計畫。 

 

1.經前次審查意見修正後，本工

程已定位於提供師生體育活動

空間之需求。 

感謝委員意見。 委 

員 

二 

2.地下 2 樓、地上 3 樓，共計 1

萬 1,195m²(約 3,360 坪)，總工

程費調整為 5 億 2,900 萬(校方

自籌 20%)，直接工程費為 4 億

7,481 萬，平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4 萬元。 

1.有關本案空間規劃經重新檢討及

調整，同時增加展演、排練等相

關設施及設備等需求，總工程費

為 5 億 2,000 萬元(含校方自籌

20%)，直接工程費為 4 億 2,415

萬元，平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2.5

萬元。（請參閱修正版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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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4 月 16 日 

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2.本案直接工程施工費已依行政院

主計總處編列標準調整編列，平

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2.5 萬元，經

參考 100 年 8 月編製「國民運動

中心規劃參考準則」，每坪平均

發包價格約 12 萬元，雖略為提

高，但因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兼

具藝文展演及教學等功能，所以

必須規劃相關設施需求，故本案

預算單價應仍屬合理範圍內。 

3.預算編列表中，一般樓高部份

採鋼骨構造，為什麼不以 RC

之單價?又挑高 15m 之部分再

加乘 310%(三倍 )那整棟之單

價將比鋼構造還要高 !校方回

覆意見又說這棟為 SRC 構

造，並非正確，請校方澄清修

正。 

本案規劃為地下 2 層及地上 3 層建

築物，現已修正其結構構造地下層

採 RC 造，地上層採 SC 造，同時，

建造費（含挑高部分）已依行政院

主計總處標準編列經費。（請參閱修

正版 P.46） 

4.目前校方有無室內游泳池?是

否另案再向教育部申請?為何

不整合於本案中，一併解決全

校運動空間之需求? 

1.本校目前無室內游泳池。 

2.因室內游泳池造價高，且依本案

受興建體育館相關法規規定，必

須設置停車場，故囿於土地面積

不足情形下，本案無法再規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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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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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2 年 4 月 16 日 

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建室內游泳池。 

3.基於資源共享原則下，本校均利

用鄰近華僑高中游泳池進行相關

體育課程，所以，本校近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並無相關規劃。 

5.有關綠建築標章部分，請校方

先確認達成哪些項目。 

本案應達成日常節能、基地保水、

綠化量及水資源等項目，得以取得

綠建築標章。 

1.表 4-3 空間規劃構想分配表，

既經學校說明已刪除國際大型

運動賽會之場館及新北市主辦

運動賽會場館之功能取消，建

議學校應可更務實的面對本多

功能活動中心之規劃。以教育

部 3 合 1 的多功能活動中心(游

泳池、學生活動中心、室內體

育館)，應比學校要求總經費仍

少幾千萬。建議學校可參考高

應大、高餐旅或金門大學等最

近完成之學校設施。 

1.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已參考高應

大、高餐旅或金門大學等最近完

成之學校設施，但基於本校藝術

大學之屬性，多功能活動中心除

規劃體育教學功能外，另也規劃

排練、展演等用途。 

2.本案之空間規劃已重新調整，並

增加展演、排練等空間規劃及相

關設施與設備需求，總經費調修

為 5 億 2,000 萬元，請詳表 4-3 空

間規劃構想分配表。（請參閱修正

版 P.24） 

委 

員 

三 

2.有關空間規劃之構想其中 1、

2、3 樓均非學生所需求的，仍

未將學校答覆刪除之工程完全

空間規劃已重新調整，將學生之社

團空間規劃至地上 2 及 3 層，另詳

表 4-3 空間規劃構想分配表。（請參



A20 
 

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2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 年 4 月 16 日 

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刪去，建議學校重新思考定位

及空間之需求 (對學生最好的

空間)。 

閱修正版 P.24） 

3.請說明學校體育室之編制教師

(不高於 30m²/人)及行政人員

(8m²/人-編制內)之人數，以利

確實規劃學校之行政空間需

求。 

1.本校體育中心目前專任教師共

有 5 位，兼任教師 16 位，行政

人員 2 位；此外，因業務需求，

由本中心 3 名專任教師義務協助

教學及體育活動等行政工作。 

2.已依委員之建議，重新調整教師

研究室由每間 30 m²/人修正為

20m²/人，另行政辦公室由 210 m²

修正為 60 m²，請詳表 4-3 空間規

劃構想分配表。（請參閱修正版

P.24） 

4.學校所提出之經費需求仍屬太

高，依主計處頒佈之預算編列

標準，並不符合其規定，建議

學校再作討論。 

1.有關本案空間規劃經重新檢討及

調整，同時增加展演、排練等相

關設施及設備等需求，總工程費

為 5 億 2,000 萬元(含校方自籌

20%)，直接工程費為 4 億 2,415

萬元，平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2.5

萬元。（請參閱修正版 P.46） 

2.本案直接工程施工費已依行政院

主計總處編列標準調整編列，平



A21 
 

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2 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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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2 年 4 月 16 日 

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2.5 萬元，經

參考 100 年 8 月編製「國民運動

中心規劃參考準則」，每坪平均

發包價格約 12 萬元，雖略為提

高，但因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兼

具藝文展演及教學等功能，所以

必須規劃相關設施需求，故本案

預算單價應仍屬合理範圍內。 

5.所有空間需求，建議加強定性

與定量之敘述，以確定其功能

符合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審視本案空

間需求，相關空間規劃已重新調

整，將師生用途為主之學生社團空

間移至地上 2 至 3 層，以符合校內

師生使用為準則，另詳表 4-3 空間

規劃構想分配表。（請參閱修正版

P.24） 

1.本案除密閉於地下室之學生社

團辦公室外，實為「綜合體育

館」的內涵，與相關需求的論

述落差很多，故有必要「正名」

或重新充實「多功能活動」的

內涵，以資名符其實審議。 

多功能活動中心的興建能提供學生

更完善的體育教學、排練及展演等

空間，同時更能為臺藝大每年舉辦

的校慶創意舞劇及傳統之聖誕節冬

吶盃歌唱比賽，還有吉他社、熱舞

社、佛朗明哥舞社……等社團成果

展，提供優質的藝文展演場所。 

委 

員 

四 

2.有關工程經費概估達 5 億 1.有關本工程挑高 15 公尺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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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2,900 萬元，很離譜，似非工程

內行者研擬，除地下室不應採

鋼骨構造外，挑高約 15 公尺高

部份之大跨距鋼結構部份 (柱

與屋頂)也不應以每平方公尺 8

萬 7,760 元計列。應依市場行

情與相關規範計列。 

已依行政院主計總處標準，調整

為每平方公尺 2 萬 8,310 元，平

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2.5 萬元。 

2.本案直接工程施工費已依行政院

主計總處編列標準調整編列，平

均每坪發包價格約 12.5 萬元，經

參考 100 年 8 月編製「國民運動

中心規劃參考準則」，每坪平均

發包價格約 12 萬元，雖略為提

高，但因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兼

具藝文展演及教學等功能，所以

必須規劃相關設施需求，故本案

預算單價應仍屬合理範圍內。 

3.本案在空間規劃重新檢討及調

整，同時增加展演、排練等空間

規劃及相關設備需求，總經費為 5

億 2,000 萬元 (含校方自籌

20%)，直接工程費為 4 億 2,415

萬元，請詳表 9-1 經費概算表。

（請參閱修正版 P.46） 

3.基於地下室建造費較高，有關

法定停車位宜儘可能不規劃於

地下 2 層，而社團辦公、活動

1.地下室部分增加採光井之設置。 

2.依委員建議，客貨電梯改為 2 座。

3.已將空間規劃重新調整，社團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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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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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應方便採自然光與通風，以

符節能之功效。此外，電梯也

宜集中規劃，以發揮「群效」。

本案若有運動設施位於 2 樓以

上，設客貨兩用梯 1 座，另附

1 座 12 人客梯已足。 

公及活動空間移至地上 2 及 3 

層。（請參閱修正版 P.24） 

1.本構想書修訂版，已依照前次

審查委員對本案所提供意見作

必要之修正及補充內容，建議

通過審查。 

感謝委員的支持。 委 

員 

五 

2.學校要求教育部補助 80%之工

程費，實較一般情形為高。 

本案空間規劃已重新檢討及調整，

並依照行政院主計總處標準編訂工

程費用，總工程費為 5 億 2,000 萬

(含校方自籌 20%)，其中教育部補

助調整為 4 億 1,600 萬元，因此，

仍需懇請委員予以支持。（請參閱

修正版 P.49） 

 



A24 
 

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1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年 1月 23日 

項次 委員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 委員一 

學校稱目前學生社團辦公室及學

生會安置在兩只貨櫃屋內，且無讓

學生有足够的活動場所，故規劃興

建此多功能活動中心，基本上應予

支持。 

感謝委員支持。 

二 委員一 

從構想書 P30 至 P36 之建築平面

圖所示之空間用途看來此中心更

像是一棟「體育館」或「體育中

心」，因為主要的活動空間均為桌

球、籃球、排球、羽球，體適能及

有氧教室等空間，而缺 P7 所稱藝

術教學展演之空間。 

參照委員意見，有關本校藝術

展演空間將另行規劃。 

三 委員一 

P21 所述本中心完成效益有五

項。依本中心之量體及功能確僅能

達成第四項「作為學校體育教學、

活動及運動賽會之場館」以及第五

項「提供民眾多元、優質運動環境

的場所」。至於前三項功能（國際

大型運動賽會之場館、新北市主辦

運動賽會場館，及大專體育主辦運

動賽會場館）似均有不足之處，學

校似不必將預期效益加以擴大。 

參照委員意見，將本中心完成

效益之第一、二項功能（國際

大型運動賽會之場館、新北市

主辦運動賽會場館）刪除。（請

參閱新修版 P.24-25）。 

四 委員一 

P26，柒.設計規劃準則之內容，過

於簡略，除缺水電、空調項目外，

各項目應有較充實、具體的規範內

容。 

感謝委員意見，有關柒.設計規

劃準則已補充各項目之規範內

容。（請參閱新修版 P.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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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委員一 

P32 至 34，所示均為壹層平面圖，

是一個空間三種用途的規劃？這

是三擇一之規劃？宜有說明。 

有關壹層規劃平面圖主要說

明籃球、排球、羽球場地之數

量及所需空間之平面圖，而本

層之規劃乃為三合一之綜合球

場，可提供籃球、排球、羽球

體育課程之教學及學生活動、

競賽等需求。（請參閱新修版

P.38-41） 

一 委員二 
本案構想書部份論述似很離譜，致

內容需符不實，有必要實事求是多

所修正。 

已依委員意見作務實修正，詳

細修改內容如下，請委員指

正。 

二 委員二 

比較其他國立藝術學校，學校確屬

委屈，籌建多功能活動中心不算奢

求，惟扯到「…作為國家主辦國際

大型運動賽會之場館」、「為新北市

政府主辦運動會之場館…」，則有

必要提出符合各該主辦單位所提

的設計需求準據類如；出入場交通

動線(本案只有 6 公尺寬的狹道)與
最低的觀眾席數，分配作哪一類的

賽場？抑或僅做暖身用練習場？

方有意義。(此外，出入地下停車

場之車道寬僅 6M 實很難過) 

感謝委員意見，已將本中心完

成效益之第一、二項功能（國

際大型運動賽會之場館、新北

市主辦運動賽會場館）刪除。

（請參閱新修版 P.24-25）。 

三 委員二 
第 10 頁所述用作開學或畢業典禮

場地，不如再校方刻正整修之演藝

廳較佳。 

已將相關內容刪除。（請參閱

新修版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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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四 委員二 

圖示籃球、排球、羽球運動的樓層

高度只要 6 公尺，有必要釐清係符

合什麼標準？ 

籃球、排球、羽球多功能運動

空間因考量其結構及設備，故

規劃為 15M 挑高之空間，以

符合正式賽事(排球 12.5M、籃

球 12M、羽球 7M)各項運動空

間淨高之規定。（請參閱新修

版 P.38-41） 

五 委員二 

依第 43 頁所示作業進度，已詳選

妥建築師，本構想書是否為其作

品？宜澄清。 

本構想書所委託之建築師僅

提供本案諮詢，將來仍依政府

採購法作遴選。 

六 委員二 

概估經費類如景觀綠化 1,100萬元

(可供綠化面積不大)，內裝、體育

教學器材的主要內容應明示，何以

需費龐大？ 

1.本項景觀綠化經費修正為

「景觀綠化及綠建築設施工

程」，經費縮減為 750 萬元，

詳如表 9-1：經費概算總表。

（請參閱新修版 P.49） 

2.有關內裝、體育教學器材其

中包含木地板、籃球架、桌

球台、桌椅等設備，分別編

列於「體育教學固定設施工

程」及「體育教學器材設

備」，經費共計 3,000 萬元，

詳如表 9-2：體育教學設備

經費概算表。（請參閱新修版

P.50） 

七 委員二 此外，使用建築各部空間之「定性」 已調整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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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與「定量」需明晰，即結合 3-3 與

表 3-4，就各房、室之空間面積，

累積得合計之面積。 

規劃構想分配表，詳如表

4-3。（請參閱新修版 P.23） 

一 委員三 

學校提出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

程之申請，依目前國家財政拮據之

情況，是否政策上同意興建？建請

貴部予以考量。 

懇請同意本校規劃構想書經

費預算，藉以解決本校校內活

動空間不足之窘境。 

二 

 
委員三 

一般而言，教育部近幾年來同意補

助學校興建之多功能活動中心，除

依教育部規定比例補助學校經費

外，其規模大都限以滿足學校內之

學生活動為主，如學校有特殊需

求；例如超出法定停車位，或本報

告中提出之國際賽會之高標準等

部分，請學校自行再籌措經費辦

理。 

相關內容已刪除。（請參閱新

修版 P.24-25）。 

三 委員三 

學校提出主辦國際大型運動會之

場館標準訴求，其必要性學校雖已

提出說明，但日後之維護管理及使

用頻率等必要性，建議學校再妥為

評估。 

相關內容已刪除。（請參閱新

修版 P.24-25）。 

四 委員三 

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各單元需求

之定性定量(例：辦公室容納人

數、每個社團之空間…等)，請再

提出詳細補充說明，因規劃構想書

一旦獲核定，將做為未來甄選建築

師之主要文件之一。 

已調整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

規劃構想分配表，詳如表

4-3。（請參閱新修版 P.23） 

五 委員三 
請說明活動舞台與活動看台之需 有關規劃內活動舞台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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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2年 1月 23日 

項次 委員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求，以利了解其必要性。 看台之設置乃依本校屬性之

需求：一為藝術表演活動所

需、二爲舉辦競爭活動所需。

六 委員三 

本報告之經費需求偏高，未符主計

處頒布之預算編列標準，請再依實

際做修正。 

1.依 101 年度主計處預算編列

標準，按照樓層挑高之高度

差異，加乘相當比例估列，

經費概算總表請參閱新修版

P.49。 

2.另空調工程為因應節能需求

改為儲冰式系統，經費修正

為 3,000 萬元。 

一 委員四 

摘要說明校地擴增至 6.01 公頃，

而表 3-1 顯現校地總面積約 9.67
公頃，請釐清本案基地所在之校地

面積大小。 

現校地總面積為 9.67 公頃，已

修正摘要說明。（請參閱新修

版 P.1） 

二 委員四 

基地說明請補充，包括基地面積、

基地現有建物情形（以表 2-1 為準

包括哪些建物）等，而非單純之照

片。 

基地現況補充說明，包含基地

面積、基地現有建物及地質評

估等請參閱新修版 P.6-15。 

三 委員四 

學校現有社團及運動空間位於哪

些館舍請補充，依據表 3-2 體育設

施面積 2,764 ㎡，但現況使用情形

或位置等未見說明，又若本案完成

並啟用，原有社團及運動空間將作

1.本校現有社團空間為鐵皮屋

4 座。（請參閱新修版 P.19）

2.本校現有運動場館空間請參



A29 
 

教育部部屬學校館所營建工程（第 1次）審查意見回覆表 
單        位：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工程名稱：多功能活動中心 

時        間：102年 1月 23日 

項次 委員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何使用也應一併釐清。 閱新修版 P.21-22。 

3.本案完成並啟用後，室內部

份將歸回學校做整體規劃，

而戶外場地仍須繼續因應體

育課程教學之用及學生活動

與假日開放社區民眾運動。

四 委員四 
本案設有社團辦公室，學校社團情

形應一併說明，以了解需求之合適

性。 

學校社團數量及性質說明，詳

如表 4-1：社團數量及性質種

類。（請參閱新修版 P.20） 

五 委員四 

預期效益應再檢討，大學體育場館

實無肩負國家主辦國際大型運動

賽會或地方政府主辦運動賽會之

場館任務，且大學體育場館一般在

用於大學教學及校隊所需後，已幾

乎無多少時段可供外界使用。 

相關內容已刪除。（請參閱新

修版 P.24-25） 

六 委員四 
空間需求明細表應明列各空間面

積，表 3-3 過於簡略。 
已調整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

規劃構想分配表，詳如表

4-3。（請參閱新修版 P.23） 

七 委員四 

構想書階段應就可能配置作方案

評估，本案基地特殊，進入動線更

較一般狹窄，更應做不同方案評

估，以減少構想書與後續設計在經

費與推動期程差異太大。 

本案構想書活動中心動線出

入口規劃不只一處，並已同時

考量觀眾聚集及避難之廣

場，動線分析圖請參閱新修版

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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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名稱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八 委員四 
基地地質情形請補充。 有關基地地質評估請參閱新

修版 P.15。 

九 委員四 

經費概估請依主計處標準做比較

評估。 
1.依 101 年度主計處預算編列

標準，按照樓層挑高之高度

差異，加乘相當比例估列，

經費概算總表請參閱新修版

P.49。 

2.另空調工程為因應節能需求

改為儲冰式系統，經費修正

為 3,000 萬元。 

十 委員四 
進度期程（p43）請依現有進度修

訂。 
已修訂構想書之進度期程。

（請參閱新修版 P.51） 

一 委員五 

校方擬以自籌 20%，申請興建多

功能活動中心，以提供學生社團活

動、籃排羽桌球之體運空間，以國

立大學而言，缺乏體育館及學生活

動中心確有不妥以處，校方在需求

上確有合理性。 

感謝委員支持。 

二 委員五 

目前全校學生約 3,000 人（不計進

修部），已有樓地板面積達

81,293m2，平均每學生 27.96m2，
雖比另二所藝術大學為低，但卻也

是許多其它國立大學所難以比擬

的，校方構想書亦不宜認定學生之

空間嚴重不足。 

1.感謝委員指導，本校體育及

活動空間確有不足之處，懇

請委員支持。 

2.在體育館樓地板面積部分：

各校每位學生使用體育館樓

地板面積之平均值為 1.17平
方公尺，而本校為「0」，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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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體育館，顯示本「多功能

活動中心」之興建實有其必

要性及迫切性。 

三 委員五 

構想書擬興建地下二層，地上三層

之建物，總樓地板面積 11,195m2
（約 3360 坪），工程預算總計達 5
億 6,850 萬，僅以發包總工程費約

5.3 億元計算，平均每坪造價約 16
萬元以教育部所屬其它大學，此一

金額可以蓋三合一體育館（含游泳

池），請校方檢討預算編列之合理

性，並依主計處公佈之建造費標準

標列。 

依 101年度主計處預算編列標

準，按照樓層挑高之高度差

異，加乘相當比例估列，經費

概算總表請參閱新修版 P.49。

四 委員五 

地上物（佔有戶）是否均已清除？

請校方確認。 
有關佔用戶已於 101 年底清

除，惟有一戶希望展延至 102
年 10 月搬遷，目前正在協調

中。（請參閱新修版 P.10） 

五 委員五 

本案為 RC 或鋼構？大跨度屋頂

構造為何？請說明。 
本案為 SRC 造，大跨屋頂採

用鋼桁架。（請參閱新修版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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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校自民國44年創校迄今，從藝術學校、藝術專科學校、藝術學院至藝術大學，學生人數從幾百

人至今五千多人，校地從4公頃擴增至9.67公頃，而唯一不變的就是學生活動空間，其每位學生活動空

間平均0.94(㎡/人)，相較於其他二所國立藝術大學，臺北藝術大學7.09㎡/人、臺南藝術大學15.29㎡/

人，為其中平均面積最小之。 

另沒有田徑場、游泳池、體育館，亦無學生社團活動中心，在全國163所大專校院中相當罕見，且

僅以四只貨櫃屋(55.48㎡)組合成為學生會暨學生社團辦公室之情景，更為大專校院之奇景，雖然如

此，但本校對體育運動之推展不遺餘力，除每年招收籃球、網球運動績優生之外，並參與大專校院各

項事務及運動賽事從不缺席，成績優異(100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公開一級男生組冠軍)。 

近年來，本校校務發展快速，師生人數急遽增加、社團數量膨脹、教學、訓練空間需求加上各種

運動競賽、活動頻繁，卻無法擁有一處專屬運動場館暨學生活動中心；本多功能活動中心之計畫興建，

除可提供學校例行體育教學使用外，亦為學生課外活動、社團活動、運動代表隊訓練之重要場所；而

本中心興建完成後將可彌補因氣候不佳而無法正常於戶外上課之問題，也可做為大型集會、舉辦各式

運動競賽或是開放作為校外人士、社會團體使用之場地，期能與鄰近社區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 

為此綜合上述，為提供學生多元化運動教學及活動空間，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實有其重要性及迫

切性。 

 

若獲得 鈞部協助完成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之興建，將可解決： 

一、 運動教學空間嚴重不足之困境。 

二、 學生社團營運及活動空間缺乏之困境。 

三、 學生運動代表隊訓練場地缺乏之困境。 

四、 舉辦全校性活動與競賽場地缺乏之困境。 

五、 彌補因氣候不佳而無法正常於戶外上課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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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校區現況建築配置示意圖

SITE

 
 

 
 

 

 

 

 

 

 

 

 

 

 

 

 

 

 

 

 

 

 

 

 

 

 

 

 

 

 

 

 

 

 

 

 

 

 

 

 

 

 

圖 2-2 原校區建物天際線示意圖

教學研究大樓 

基地預定地 

音樂大樓

影音藝術大樓 

貳、校地現況 
 

本校成立於民國44年，目前校地雖從4公頃擴增至9.67公頃，校地使用配合五大學院教學需求空間

之質與量來分配，各教學及行政大樓的完成亦宣告校地之使用趨向飽和，然學生活動空間卻沒有因此改

變，每位學生活動空間平均只有0.94(㎡/人)；因此雖教育目標為培育藝術人才，提升藝術人才的競爭

力，惟提供學生更多元之運動教學及活動空間實有其刻不容緩之迫切必要性，亦為本校校務近程發展計

畫中之重點工作。 

一、校區土地使用現況 

本校校地範圍包含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114等43筆地號土地(另詳表2-1校區土地一覽表)，校地面

積合計為96,700.3㎡。土地使用分區屬大專用地，其法定建蔽率為50％，法定容積率為250％。目前校

內建物建蔽率為22.67％，建物容積率為87.76％，經評估尚有空地可作為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之用。

興建基地範圍擬位於校園之東南角，其使用面積約為7,634㎡，北邊為音樂大樓，東邊為影音藝術大樓，

西邊為綜合大樓，南邊臨工藝大樓空地(另詳圖2-2)基地現況目前有部分民宅佔用之情況(另詳表2-2)，

預計民國102年可收回，原址提供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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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預定興建地點 

圖 2-3 校區既有建物使照字號及配置圖

多功能活動中心預定興建地

圖 2-4 樓層高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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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土地權狀 

登記日期 土地標示(坐落/地號/地目) 面積(㎡) 

1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4-0000/旱 14246.52 

2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4-0011/旱 417.74 

3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4-0012/旱 134.57 

4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4-0013/旱 1542.40 

5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5-0000/建 2123.46 

6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6-0000/建 7780.34 

7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6-0001/建 3702.77 

8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6-0002/建 110.69 

9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7-0000/建 194.56 

10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7-0001/建 31.20 

11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8-0000/建 10.28 

12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9-0000/建 68.07 

13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9-0001/建 308.17 

14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19-0002/建 21.47 

15 77.09.21 板橋區大觀段/120-0000/建 518.63 

16 77.09.21 板橋區大觀段/120-0001/建 50.44 

17 77.09.21 板橋區大觀段/120-0002/建 12.09 

18 77.09.21 板橋區大觀段/120-0003/建 10.34 

19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1-0000/建 155.79 

20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2-0000/建 794.89 

21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2-0001/建 72.00 

22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2-0002/建 2.18 

23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2-0003/建 27.90 

24 77.09.21 板橋區大觀段/123-0000/建 63.39 

25 77.09.21 板橋區大觀段/123-0001/建 14.65 

26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4-0000/建 525.28 

27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4-0001/建 203.42 

28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24-0002/建 290.15 

29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0-0000/建 633.84 

30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0-0001/建 6.07 

31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1-0000/建 5291.39 

32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1-0001/建 18.05 

33    

34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4-0000/旱 3389.02 

35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4-0001/旱 2.45 

36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5-0000/旱 47676.60 

37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5-0001/建 41.91 

表 2-1:校區土地一覽表（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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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號 

土地權狀 

登記日期 土地標示(坐落/地號/地目) 面積(㎡) 

38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5-0002/建 6.88 

39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5-0003/建 4.95 

40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5-0004/建 1606.26 

41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5-0005/建 313.40 

42 73.06.06 板橋區大觀段/136-0000/建 335.89 

43 96.10 板橋區大觀段/140-0001/建 3919.47 

合計 96700.30 

表 2-2: 預定地上佔用戶遺留之建物(大觀路一段 29 巷) 

編 

號 
實際收回日期 佔用人姓名及土地或房地

戶數(以

門號計)
面積(㎡) 地上物處理情形 

1 77.05.27 12 弄 4 號吳培樑 1 101 

102/12/31 前辦理拆除 2 101.12 12 弄 6 號魏岱墩等 7 人 1 85.02 

3 101.06.30 12 弄 8 號魏菊 1 299.36 

4 101.12.31(估) 12 弄 10 號魏黃梅等 3 人 1 530.91 
預計 102/10/31 收回，102/12/31 前

辦理拆除 

5 101.12.31 
上 2 戶之既成巷道(大觀路

一段 29 巷 12 弄及其空地)
 300 待上一戶搬遷後收回 

6 98.11.30 12 弄 12 號魏順孝房地 1 852 已於 100 年 2 月拆除 

7 100.08.04 14.16.18.20 號簡金發等 5 915 已於 100 年 8 月拆除 

8 101.12.15 簡德培之繼承人 1 525.51 尚遺留建物併本工程拆除 

9 101.10.11 楊榮輝 1 162.19 
現已收回交事務組供清潔班暫用併

於本工程拆除 

10 101.10.11 
上 1 戶之既成巷道(大觀路

1 段 29 巷 22 弄) 
 150 已收回 

11 97.02.01 28 號鄧任榮房地 1 116.16 

業於 102 年 8 月辦理拆除完成 
12 101.01.19 30 號藍明宗藍順連 2 65.69 

13 101.11.21 32 號藍文進房地 1 713 

14 98.11.30 藍榮華房地 1 131 

15 100.08 40 號黃聰吉房地 1 674 已於 100 年 8 月拆除 

合計 5620.84  

 

表 2-1:校區土地一覽表（接上頁） 

二、校區內樓地板面積統計 

學校原校區校舍建築包括：行政大樓、雕塑大樓、綜合大樓、工藝大樓、美術大樓、教學研究大

樓、國樂大樓、演藝廳影劇大樓、美印大樓、影音大樓、圖書館、女生宿舍、男生宿舍、大漢樓等，總

計樓地板面積約為91206.8㎡，防空避難室面積為2014.03㎡。(依據101板建字第396號建造執照，詳

如表2-3及表2-4)。 



 

 

CH2
校地現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

PAGE  
8

 

 

編 

號 
原有建物名稱 

原有建物 

使用執照 
發照日期

總樓地板

面積(㎡) 

原有防空避難室

(㎡) 

1 研究發展室(原行政大樓) (71) 板建字第 1310 號 71.01.05 1338.60  

2 美印設計科大樓 (74) 板使字第 1066 號 74.06.15 4884.09  

3 美術學系專業教室 (75) 板建字第 0873 號 75.05.21 2241.82  

4 廣電大樓 (71) 板建字第 1319 號 71.01.05 704.52  

5 
綜合大樓(原共同系及專 

業教室) 
(74) 板使字第 1613 號 74.09.04 7797.90 

1076.48 ㎡ 
(72)板使字第 1613

號 

6 版畫中心大樓(原美術大樓) (71) 板建字第 1403 號 71.01.05 472.98  

7 女生宿舍 (72) 板使字第 0502 號 72.03.23 5122.08 
466.90 ㎡ 

(72)板使字第 502 號

8 男生宿舍 (73) 板使字第 1455 號 73.08.10 2047.14  

9 
行政大樓，音樂大樓(原音樂

館，學生活動中心) 
(74) 板使字第 1961 號 74.10.28 6342.70  

10 演藝廳 (74) 板使字第 1614 號 74.09.04 8357.26  

11 國藥系教室 (70) 板使字第 2456 號 70.07.13 1619.27 
287 ㎡(70)板使字第

2456 號 

12 圖書館 (78) 板使字第 0305 號 78.02.14 2721.47  

13 雕塑係專業教室 (75) 板使字第 1400 號 75.08.18 2876.76  

14 工藝學系大樓(原實習工廠) (72) 板使字第 2256 號 72.12.23 1859.38 
158.49 ㎡(72)板使

字第 2256 號 

15 教職員宿舍   9062.09  

16 
學生餐廳 

(80)板建字第 468 號 
(82) 板使字第 1522 號 82.11.24 2721.30  

17 佈景製作室(原倉庫) (83) 板建字第 18277 號 83.06.03 177.82  

18 警衛室 (83) 板使字第 0543 號 82.12.28 482.74  

19 
教學研究大樓 

〔(86)板建字第 1559 號〕 
(91) 板使字第 359 號 91.08.04 13888.84 

237.843 ㎡ 
(91)板使字第 359 號

20 
變電室 

〔(72)板建字第 503 號〕 
(73) 板使字第 0327 號 73.02.14 284.6946  

21 
單身宿舍 

〔(70)板建字第 2442 號〕 
(72) 板使字第 042 號 72.01.10 622.30 

74.32 ㎡ 
(72)板使字第 042 號

22 
學生戶外立體機車停車棚 

〔88.11.4(88)板建字第 757
號〕 

(91) 板使字第 187 號 91.04.08 621.71  

23 
美術學系專業教室增建 

〔80.6.22(80)板建字第 854
號〕 

(82) 板使字第 400 號 82.03.15 534.92  

24 
演藝廳增建電梯 

〔94.7.4(94)板雜字第 021
號〕 

(94) 板雜使字第 054 號 94.14.28 0  

25 
綜合大樓增建電梯 

〔(88)板建字第 758 號〕 
(89) 板使字第 991 號 89.11.30 83.01  

26 
傳統工藝學系工廠 

〔71.1.5(71)建字第 1315
號〕 

(95) 北板建字第 9544 號 74.01.05 338.88  

27 眷舍 (95) 北板建字第 9552 號 71.01.05 385.22  

28 
已拆除 

教職員宿舍 

〔3 2 7 1 ( 壹、15) 
-3179.22(附表) =91.78〕

 -91.78  

表 2-3 原校區各建築、校舍使用，總樓地板面積（使用執照或權狀）統計一覽表（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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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原有建物名稱 

原有建物 

使用執照 
發照日期

總樓地板

面積(㎡) 

原有防空避難室

(㎡) 

29 
影音大樓 

(97.1.28(97)板建字第 144
號) 

(101) 板使字第 146 號 100.04.02 10002.62  

30 
圖書館增建 

(97.4.30(97)建字第 399 號) 
(99) 板使字第 506 號 99.11.08 2070.30  

31 
演藝廳增建 

(101.8.20(101)板建字第

396 號 
 101.08.20 1635.17  

合計 91206.80  

表 2-4:原有建物建築面積及防空避難室統計表 (101.8.20(101)板建字第 00396 號建造執照)(接次頁）

編 

號 
原有建物名稱 

原有建物 

使用執照 

校區原有

建築面積

(㎡) 

使用原有

建築面積

(㎡) 

原有防空避難室

(㎡) 

1 研究發展室(原行政大樓) (71) 板建字第 1310 號 450.33 450.33  

2 美印設計科大樓 (74) 板使字第 1066 號 1712.27 1712.27  

3 美術學系專業教室 (75) 板建字第 0873 號 538.54 538.54  

4 廣電大樓 (71) 板建字第 1319 號 216.53 216.53  

5 
綜合大樓(原共同系及專 

業教室) 
(74) 板使字第 1613 號 1384.74 1384.74 

1076.48 ㎡ 
(72)板使字第 1613

號 

6 版畫中心大樓(原美術大樓) (71) 板建字第 1403 號 472.98 472.98  

7 女生宿舍 (72) 板使字第 0502 號 1147.32 1147.32 
466.90 ㎡ 

(72)板使字第 502 號

8 男生宿舍 (73) 板使字第 1455 號 475.40 475.40  

9 
行政大樓，音樂大樓(原音樂

館，學生活動中心) 
(74) 板使字第 1961 號 1577.22 1577.22  

10 演藝廳 (74) 板使字第 1614 號 3264.54 3264.54  

11 國藥系教室 (70) 板使字第 2456 號 409.89 409.89 
287 ㎡(70)板使字第

2456 號 

12 圖書館 (78) 板使字第 0305 號 784.67 784.67  

13 雕塑係專業教室 (75) 板使字第 1400 號 607.15 607.15  

14 工藝學系大樓(原實習工廠) (72) 板使字第 2256 號 398.36 398.36 
158.49 ㎡(72)板使

字第 2256 號 

15 教職員宿舍  3271 3271  

16 
學生餐廳 

(80)板建字第 468 號 
(82) 板使字第 1522 號 660.54 660.54  

17 佈景製作室(原倉庫) (83) 板建字第 18277 號 88.91 88.91  

18 警衛室 (83) 板使字第 0543 號 105.62 105.62  

19 
教學研究大樓 

〔(86)板建字第 1559 號〕 
(91) 板使字第 359 號 1349.55 1349.55 

237.843 ㎡ 
(91)板使字第 359 號

 
20 

變電室 

〔(72)板建字第 503 號〕 
(73) 板使字第 0327 號 99.2074 99.2074  

表 2-3 原校區各建築、校舍使用，總樓地板面積（使用執照或權狀）統計一覽表（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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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原有建物名稱 

原有建物 

使用執照 

校區原有建

築面積(㎡)

使用原有建

築面積(㎡) 

原有防空避難室

(㎡) 

21 
單身宿舍 

〔(70)板建字第 2442 號〕 
(72) 板使字第 042 號 181.7  

74.32 ㎡ 
(72)板使字第 042

號 

22 
學生戶外立體機車停車棚 

〔88.11.4(88)板建字第 757
號〕 

(91) 板使字第 187 號 621.71 621.71  

23 
美術學系專業教室增建 

〔80.6.22(80)板建字第 854
號〕 

(82) 板使字第 400 號
0 

(第五層

467.94) 
0  

24 
演藝廳增建電梯 

〔94.7.4(94)板雜字第 021
號〕 

(94) 板雜使字第 054
號 

0 
(原樓板敲除

改為增建電

梯) 

0  

25 
綜合大樓增建電梯 

〔(88)板建字第 758 號〕 
(89) 板使字第 991 號 12.88 12.88  

26 
傳統工藝學系工廠 

〔71.1.5(71)建字第 1315
號〕 

(95) 北板建字第 9544
號 

338.88 338.88  

27 眷舍 
(95) 北板建字第 9552

號 
192.62 192.62  

28 (已拆除)教職員宿舍 

〔3 2 7 1 ( 壹、15) 
-3179.22(附表) 

=91.78〕 

-91.78 
(拆除) -91.78  

29 
影音大樓 

(97.1.28(97)板建字第 144
號) 

(101) 板使字第 146 號 1308.16 1308.16  

30 
圖書館增建 

(97.4.30(97)建字第 399 號) 
(99) 板使字第 506 號 340.71 340.71  

31 
演藝廳增建 

(101.8.20(101)板建字第

396 號 
 0 0  

合計 21919.7374 21919.7374 2014.0330 

表 2-4:原有建物建築面積及防空避難室統計表 (101.8.20(101)板建字第 00396 號建造執照)(接上頁）

鑒於本校教育目標在培養藝術人才，全校空間也都配合五大學院教學需求空間之質與量來分配。綜

合而論，現有校園空間針對社團活動及學生運動空間顯有不足，為增加學生空間使用機會，亟需增加多

功能活動中心等大型空間因應。目前學生會及社團辦公室皆因為空間受限於嚴重不足，不但無法讓學生

有足夠的活動場所，且侷限於四只貨櫃屋的狹小空間(社團現況另詳構想書第18頁)，對於臺藝大學生的

權益深受影響。經查國內各公立大學院校體育館或活動中心建置之實際情況，未設有體育館或活動中心

之學校相當稀少。更凸顯本校建置多功能活動中心之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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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現況照片 

圖 2-5 照片位置示意圖 5. 基地內目前有部分民宅佔用

4. 音樂大樓後側校內通路及現金社團辦公室

7. 校內通路及社團辦公室6. 基地內民宅佔用現況 3. 校內通路2. 音樂大樓背立面與基地關系

1. 新建影音藝術大樓側面入口廣場，可供作為日後多功能活動中心之一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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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照片位置示意圖(8-13) 12. 校內仍有部分停車未規劃於基地上，停車未實際使用仍有不足，多功能活動中心停車空間之規劃有其必要性

10. 教學研究大樓前廣場及校內僅有之事外球場

9. 教學研究大樓旁往興建基地之車道出入口

13. 基地內現況規劃停車位以滿足使用8. 教學研究大樓旁往興建基地之車道出入口 

8 9 

10 

11 

12 

13 



 

 

PAGE  
13

CH2
校地現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構想書 

圖 2-7 照片位置示意圖(14-22) 19. 基地範圍內民宅佔用，仍有部分建物尚未拆除

17. 基地範圍內民宅佔用，仍有部分建物尚未拆除

15. 基地側邊鄰接現有巷道

18-22. 基地範圍內部份規劃為停車位，以滿足校內使用14. 教學大樓南側有車道可供通行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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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照片位置示意圖(23-37) 35-37.  基地現況

38.  藝術博物館前廣場

30.  基地現況俯視照片

26.  宿舍區及圖書館前廣場府視照片

24.  通往基地校內通路23.  基地現況俯視照片 25.27.28  基地現況俯視照片

34.  基地入口 233.  基地入口 129.30.32.  基地現況俯視照片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35 

36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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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質評估 
 

本案基地位置鄰近影音藝術大樓旁，故將「影音藝術大樓新建工程地質鑽探及試驗分析工作地質鑽

探調查報告書」內容作為後續工程參考之用，其鑽探報告書結論如下： 

(一)綜合整理鑽孔資料，推知本鑽探範圍內之地質約可分為7個層次：回填層、粉土質細砂層、中細

砂層、粉土質黏土層、粉土質細砂層、粉土質黏土層。 

(二)常時狀況或臨時性假設工程設計地下水位可採地表下4.5公尺，永久性設計高地下水位可以定在

地表下2.5公尺。 

(三)在中小地震(0.09g)來襲時推估本基地應不致發生液化，對本基地不致造成影響。在設計地震

(0.3g)及最大考量地震(0.4g)來襲時，建物基礎底之液化抵抗率FL小於1，需針對液化之採取相應之

對策，設計時應依液化抵抗率FL值折減其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 

(四)經評估基地之地層概況及結構物之荷重情形，建議本工程可採用筏式基礎。但本基地可能在設

計地震及最大考量地震來襲時有液化之虞，且基礎完成後可能沉陷量較大，設計單位及業主評估本

建築物之重要性後必要時可考慮採用基樁，並將樁底承載於卵礫石層之中。 

(五)若基地四周有足夠可利用之空間，採用自立式明挖工法最為經濟；若四周可利用之空間狹小或

鄰接道路及鄰房，則建議採用鋼鈑樁做為開挖之擋土壁；若是依現場實際情況將鋼鈑樁及明挖工法

混合使用。採鋼鈑樁時當開挖4.5公尺，最下階支撐位在約地表下1.5公尺左右時，擋土結構物總長度

超過9公尺時可滿足規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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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別 
校地總面積

(㎡) 

樓板總面

積(㎡) 

學生人數

(日間) 

學生人數

(進修部)

校地平均

值(㎡) 

樓板平均

值(㎡) 
資料時期 

台灣藝

術大學 

97,400.7 
(含租用

760.4m²) 
71,073 3,041 2,244 32.05 23.37 

教育部統計

處 100 年 12
月資料 

台北藝

術大學 
370,501 107,863 2,398 151 154.50 44.98 

教育部統計

處 100 年 12
月資料 

台南藝

術大學 
575,797 94,441 1,476 113 390.11 63.98 

教育部統計

處 100 年 12
月資料 

註： 

1. 校地平均值(㎡)＝校地總面積÷學生人數（日間） 

2. 樓板平均值(㎡)＝樓板總面積÷學生人數（日間） 

3. 本校租用地號為板橋區大觀段 140-2 地號。 

表 3-1:三所藝術大學校舍建築樓地板面積比較表

參、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之急迫性 

 

一、師生所佔樓地板面積現況調查 

本校成立於民國44年10月31日，歷經藝術學校、專科、學院、大學等校務發展，無不以培養優秀

藝術人才為教育目標。為因應全球國際化與e化社會的變遷，提升藝術人才的競爭力，教學發展策略訂

定以培育「藝術家」與「藝術工作者」兩種藝術人才為宗旨，著重於培養「多元、跨域、人文、創新」

的精神，追求不同領域的知識，實踐學科跨領域的整合。不僅在師資提升、課程規劃都有具體的呈現，

同時藉由多元跨領域的學習，更能培育出更具創造性、獨特性的藝術人才，使藝術的創作能具有多樣

性的豐富內涵。 

(一)101學年度校舍樓地板面積為91206.8㎡，日間學制學生數3,041人。單位學生所佔校樓地板校舍面

積為29.99㎡/人。 

(二)依據教育部統計處100學年度資料：本校現有學生平均使用校舍樓地板面積：日間部為23.37㎡/

人，雖符合教育部大學部17㎡/人、研究所21㎡/人之要求標準，但在同類級藝術專業大學中，明顯偏低

(另詳表3-1)。然此平均數的面積實已包括男、女生宿舍，行政大樓，餐廳，圖書館及其他展演場所。

如純粹以教學空間來計算，本校各系學生使用校舍樓地板面積，僅能符合當前所需之下限，因應未來

之校務發展仍需大量增建樓地板面積，方能彌補一些缺憾。同時本校獨有的藝術類進修推廣部學士班

及其他學制上課人數亦有2,244人之多，教學課程亦需自午後起排課方能勉強消化，在在顯示校舍空間

仍有擴增之強烈需求。 

(三)三所國立藝術大學校舍樓地板面積之比較，如表3-1所示之情況(100學年度資料)：臺灣藝術大學校

地平均值為32.05㎡/人，樓地板面積平均值為23.37㎡/人﹔較之於臺南藝術大學校地平均值為390.11㎡

/人，樓地板面積平均值為63.98㎡/人﹔臺北藝術大學校地面積平均值為154.5㎡/人，樓地板面積平均

值為44.98㎡/人，臺灣藝術大學的人均面積皆為殿後，何況在現今學制中也是三個學校之最，其擁擠

與不足均可想見一斑！又據表3-2所示之臺灣三個藝術類大學學生使用體育設施之人平均面積，其中又

以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數最多(3041人)，但體育設施之面積為最小(5619㎡)，換算成每學生使用平均面

積為1.85㎡/人，也是三校之末，成為教育主管單位須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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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寬廣、多樣的空間選擇 

對於修習藝術教育學生，不只是知識的傳授與藝術技能的養成，更建立豐富的人文素養與健全的

身體心靈。「多功能活動中心」更肩負身心健康形塑的重要角色。「多功能活動中心」規劃、設立之

目標在於協助全校師生在表演藝術創作的同時，有更寬廣的空間、多樣的選擇使專業學習之餘也能兼

顧健身及其他必需的活動，養成更大的堅毅性與精力來完成其所追求的目標。 

 

三、發揮藝術創作的多元學習空間 

隨著學制科系之增設及學生人數之增加，卻無一處適宜之「運動場館」，尤其在校務蓬勃發展與

競爭激烈的年代，以現今臺灣藝術大學的大環境如何來協助各系所發展，以滿足藝術教育品質、發揮

藝術創作的多元，提供學生更完善的學習空間已為現階段當務之急。 

 

四、校務發展計畫之「近程計畫」首要重點工作 

為增加學生休閒活動空間、學生社團發展及社團活動機會，「多功能活動中心」之興建列為學校

校務發展計畫中的「近程計畫」之首要重點工作，不只可以解決各學院之院週會，更可以滿足學生課

外活動多元學習之需求，不再去借用他校之禮堂，甚至是野外搭帳篷等權宜措施，對一個全臺灣歷史

最悠久的藝術大學而言，是應該積極且正面去看待。 

 

五、標準訓練及競賽場館 

本校籃球校隊自民國76年成立迄今，球隊歷年成績表現著實在各大專校院間有目共睹，在二○一

二年更首度奪得大專籃球聯賽（UBA）男子組冠軍。在無體育專項學系及無專屬運動訓練場所，仍能有

此佳績實屬不易，媒體大篇幅報導可見端倪。為期能再創佳績、永續經營，爭取學校曝光率，進而提

升校譽，興建標準訓練及競賽場館，乃不容遲延的當務之急。 

 

六、團隊合作向心力之凝聚 

多功能活動中心的興建包含多功能空間、游泳池、社團辦公室等，不僅能提供學生更完善的體育

教學、社團活動及運動休閒等空間，同時，透過運動競技及社團互動，並可增進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及凝聚彼此的向心力。 

表 3-2:藝術類大學學生使用體育設施面積對照表 

校別 
體育設施面積(A) 

(㎡) 
學生人數(B)  

(日間) 

學生平均使用面積(A/B) 
(㎡/人) 

台灣藝術大學 5,619 3,041 1.85 

台北藝術大學 19,004 2,398 7.92 

台南藝術大學 17,586 1,467 11.99 

註： 參考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之 101 年網站資料。

表 3-2:藝術類大學學生使用體育設施面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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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學生社團現況照片

肆、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需求分析 
 

一、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需求分析 

(一)為培養學生健全的身心發展，吸引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產生運動意念並參與活動，並提供學校師

生及社區民眾從事各項運動空間使用。 

(二)各項校際運動競賽、球類及游泳等場地，凝聚校內團結且達到學校宣傳之目的。 

(三)作為平常運動教育課程使用，並傳播及提供完善運動保健資訊。 

(四)提供校內運動選手平日訓練之用。 

(五)提供社團活動空間，增加學生社團集社、活動空間及機會。 

(六)配合各項運動項目之實際需要，規劃設計實用安全之運動空間及環境。 

(七)考量多功能活動中心後續之管理維護，規劃設計行政管理空間，並且改善校內教學、社團活動等

使用空間不足之現象。 
 

二、學校現有社團與各項活動空間情形及位置 

(一)學校社團空間及使用情形目前現有社團位置為音樂系後方龍門學徑前貨櫃屋，20呎貨櫃屋共計四

個（前、後各乙座，內有門可通行），兩個為社團使用，另外兩個為學生會使用。多功能活動中心完

成後將移除此四只貨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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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教室 

有氧教室 

重量訓練室

瑜珈教室 

網球場(大觀路)

排球場

籃球場 

表 4-1:社團數量及性質種類 

序號 類型 社團名稱 

1 自製性 學生會 

2 

服務性 

慈青社 

3 崇德志工社 

4 兒童美術教育研究社 

5 國際紅豆社 

6 

康樂性 

吉他社 

7 搖滾樂府社 

8 佛朗明哥舞社 

9 熱舞社 

10 肚皮舞社 

11 DJ 社 

12 

學藝性 

陶瓷工藝研究社 

13 極風漫畫研究社 

14 攝影社 

15 聖經真理研究社 

16 廣播社 

序號 類型 社團名稱 

17 

學藝性

玻璃工藝社 

18 國境之外語言社 

19 如來實證社 

20 ART59 數位匯流媒體出版社 

21 桌上遊戲社 

22 MOTO 研究社 

23 聯誼性 僑外生聯誼社 

24 

體能性

武風國術社 

25 內家武學社 

26 登山社 

27 排球社 

28 網球社 

29 籃球社 

30 羽球社 

31 法輪大法社 

   

表 4-1 社團數量及性質種類

(二)學校各項運動空間情形 

    目前學校運動空間計有八處，規劃於網球場3面、排球場2面、籃球場2面、運動休閒中心（桌球

教室12球桌、瑜珈教室、韻律教室、體適能教室等），供全校師生使用。另若本計畫啟用後原有運動

空間中，室內部份將歸回學校做整體規劃，而戶外場地仍須繼續因應體育課程教學之用及學生活動與

假日開放社區民眾運動。詳如表4-2、圖4-2。 

圖 4-2 本校運動空間位置圖

序

號 
場地名稱 

面積

(㎡) 

數

量 

經營

模式 

1 籃球場 1,229 2 自用 

2 排球場 750 2 自用 

3 網球場 2,600 3 自用 

4 有氧教室 219.33 1 自用 

5 瑜珈教室 143.83 1 自用 

6 重量訓練教室 297.89 1 自用 

7 桌球教室 378.95 1 自用 

8 中心辦公室 58.96 1 自用 

校內運動場地總面積 

(未含中心辦公室) 
5,619 ㎡ 

表 4-2 本校運動場館空間（含校外租用）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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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運動空間現況照片 

瑜珈教室 排球場 籃球場

三、多功能活動中心空間量體規劃 

(一)建築規模---地下一層，地上六層 

(二)總樓地板面積---地上六層合計9,340㎡，地下一層合計2,390㎡，總計11,730㎡。 

(三)空間需求明細及規劃構想---另詳表4-3空間規劃構想分配表 

重量訓練室

桌球教室

網球場(大觀路)

有氧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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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空間規劃構想分配表

表4-3:空間規劃構想分配表（接上頁） 

 地下層 室內使用面積合計  2,390m2 

 地上層室內使用面積合計: 9250+90=9,340 m2  

(其中走廊、梯廳、樓梯及屋突等公共空間面積為1,710 m2 ，僅占22.41%；若公共空間以30%評估

應為7,630X0.3=2,289  2,289-1,710=579，尚不足579 m2公共空間) 

 使用面積總計2,390 m2＋ 9,340 m2＝11,73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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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目的即預期效益 
 

一、目的 

本校校地長久以來嚴重不足，隨著科系增設，學生日益增多，活動空間更相對不敷使用，尤其在

校務蓬勃發展的現今，甚為期盼能為學生建構一個完善的藝術教育環境，使學生身心能均衡發展。 

多功能活動中心的興建，不僅能提供學生有完備的體育教學空間，同時也能改善目前學生社團活

動等空間不足之需求，未來，對於大型學生室內活動之舉辦，更能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生活動場所。 

二、預期效益 

(一)作為本校藝術教育、體育、社團及集會活動之多功能場館 

本校自1955年創校迄今，尚無一處專屬體育館或學生活動中心，來滿足體育教學、學生社團活動及運

動代表隊訓練之需求。近年來，本校校務快速發展，師生人數急遽增加，各項教學、訓練空間需求及

各種社團、競賽活動頻繁，但囿於空間不足，致使許多體育課程及社團活動均需向外借用場地，對學

生之教學及課外活動等發展實深受影響。為此，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含體育館及游泳池)作為本校體

育教學，活動及運動賽會之場館，將可解決本校長期以來場館不足之窘境。 

(二)提供民眾多元、優質運動環境的場所 

學校提供運動空間及透過學校教育、學生、運動代表隊來拉近與民眾之間的互動，並提供寒暑假的運

動訓練營隊，讓社區孩童在放假期間有更多元的運動與學習選擇。相信在此建立完善的運動場館與優

質運動環境，將能為當地社區居民帶來更大身心健康與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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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原校區原有建物配置圖 基地空照圖

 陸、計畫執行與實施時程 
 

一、計畫執行 

(一)拆除計畫 

本預定基地位於校園之東南角，北靠音樂大樓，東臨影音藝術大樓，西倚教學研究大樓，南鄰工藝

大樓空地預計增建工藝教室，基地現況目前有部分民宅佔用之情況(另詳表2-2)，預計民國102年可

收回，原址提供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之用。 

(二)興建計畫 

本校成立籌建委員會，負責本案之推展，全案經由校園規劃委員會研議選定預定位址，並經籌建小

組確認構想書後，依程序向教育部提報構想書。經核可通過後，由本校辦理遴選設計建築師，再提

報規劃設計書送教育部轉公共工程會審查，經核定後，辦理營造廠商招標工作，執行本案興建事宜。 

一項完整的計畫執行工作，需經眾人的群策群力，並對計畫執行過程詳加規劃，與密切的協調與合

作。茲將依據本計畫的動機、目標，並參酌相關規劃設計之理論方法，考慮學校未來的發展，擬定

計畫的實施方法及計畫擬定主要作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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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計畫擬定主要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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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時程 

中華民國102年度至106年度(另詳表9-6:經費編列期程表)。 

姓名 單位職稱 

藍姿寬 副校長兼召集人 

曾慶裕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秘書長 

陳光復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副會長 

邱啟明 總務長 

劉榮聰 學務長 

林伯賢 研發長 

呂青山 體育教學中心主任 

沈里通 總務處營繕組組長 

林宗賢 體育教學中心副教授 

李伯倫 體育教學中心講師 

○○○ 學生會長 

○○○ 學生議長 

表 6-1:籌建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

二、籌建委員會組織 

本計畫特設立多功能活動中心籌建委員會，研擬各項細部事宜以求完備，其組織成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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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設計規劃準則 

本校計畫將運動活動空間、相關行政空間及社團空間等使用性質相似之建築合併規劃興建，以期

能節省投資成本，並提高各項空間之使用效率；本工程預計興建總樓地板面積為11,730平方公尺；玆

將本工程步之建築規劃構想概述如下： 

一、設計規劃準則 

(一)量體配置計畫 

建築量體主要為南北座向，基地內開放空間盡量留設於南側，並需考量相鄰建築棟距問題；多利

用校園內通路將其他活動串連結合成帶狀空間，多功能活動中心開放部分時段供社區居民使用促進社

區交流，讓此空間成為一個活動重點。 

塑造親切入口廣場，以清楚之量體分區加強空間之自明性及可辨性意象。 

(二)空間計畫 

1. 基本原則 

(1) 本空間以學術教育為原則設計規劃相關場地規格。 

(2) 配合未來經營管理及使用需求，各空間與設施應盡量朝多功能使用設計，並需考量對外開放時段之

動線區隔與安排。 

(3) 設計考量除空間供給應滿足學生使用需求外，在建築配置上亦應考量附近社區居民使用之方便性。 

(4) 節能減碳健康綠建築/智慧建築。 

(5) 無障礙空間設計。 

(6) 需有頻繁進出或特殊載貨車輛需求，則應設置裝卸空間；此裝卸服務動線應與一般使用者動線隔

離，以避免干擾及保障安全性。裝卸空間不得佔用人行、車道空間。 

2. 空間配置原則 

因應活動中心空間內容涵蓋多功能使用，依各功能空間規劃為四區: 主場所活動空間、行政空間、

社團空間、附屬空間，並依其空間關聯性配置規劃，另詳表4-3。 

3. 與鄰棟關係 

新建活動中心與鄰棟校舍留設至少6米以上之棟距，作為校園內通路及綠帶開放空間使用。並讓彼此

皆有足夠通風採光，符合建築法規規定。 

(三)動線計畫 

1. 考量師生、民眾、球員及公務出入口動線，避免交錯造成不便。 

2. 停車空間原則設置於地下室，在基地內設置車道出入口，減少廣場空間車輛穿越機會。 

3. 無障礙動線規劃需依照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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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觀計畫 

1. 景觀設計將綠地集中留設，輔以與地景結合之空間。 

2. 應在景觀及造型規劃上，設法營塑及強化本建築之地標意象，並將公共藝術品與景觀結合，營造整

體藝術景觀環境。 

(五)建築外觀構想原則 

1. 建築體應單純，且能反映建築之用途。 

2. 屋頂形式應用以塑造戲劇性之室內空間，引進自然光為主，並能表現結構設計及構成有趣之建築輪

廓。 

3. 立面應能反映結構體之韻律和整體性。 

4. 雖自然光運用可符合綠建築潮流，但自然光應經足夠的過濾及漫射過程，以避免刺目之強光、強烈

陰影及反射等足以影響體育活動之情形發生。 

綜合以上觀點，塑造一校園新地標建築，使整體舊建築與新建築間達成和諧協調之美感，營造整

體校園之風格，形成整體校園特有之建築風貌。 

(六)建築材料及色彩原則 

1. 外牆 

(1) 金屬板、噴(或刷)塗料處理及清水混凝土均為輔助性材料，可使用於立面局部或小面積視覺上次要

之牆面，不得全面施用。 

(2) 玻璃帷幕牆等高度反光材料僅可使用於立面局部，或用以強調某特殊空間，禁止大面積使用。 

(3) 材料的使用應考慮到耐候性與持久性，避免需經常維護更換之建材。 

(4) 應確實檢討本工程之空間設計，並利用適當吸音及防振材料之規劃與選用，減輕運動及相關活動產

生之噪音與振動。 

(5) 屋身色彩，頂部色彩以接近水泥本身之淺灰色為主，不得用強烈色彩，基座色彩應較屋身及頂部為

暗。建築牆面顏色應採單色，有色彩變化時應為漸進方式。 

(6) 雨遮窗框、屋簷下方及開口可使用較強烈或明亮之色彩。窗框顏色以深棕色及鋁料本色為原則。 

2. 內牆 

(1) 室內隔間牆以乾式牆刷漆為原則。 

(2) 室內材料或塗料應以高明度之淡色系為主，且彩度不宜太高。 

3. 門、窗開口建材 

(1) 應以清玻璃、淺色(棕、灰、淡綠)玻璃、毛玻璃為主，輔以低反射度玻璃(反射率30%以下)及玻璃磚。 

(2) 禁止使用高反射度玻璃(反射率30%以上)及深色玻璃。 

4. 地坪建材 

(1) 地坪應選用具耐磨、耐衝擊及抗滑特性之建材；若以磁磚為地坪材料時，需特別注意雨天之抗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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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用於任何供使用之斜坡面地坪的材料均應為粗糙面。 

(七)結構設計 

1. 多功能活動空間使用用途主要為游泳池與籃球場、羽球場等空間，其為大跨度結構系統，考量空間

需求，大跨度梁版規劃採用重量輕、勁度大之鋼構桁架系統，以有效減少大跨度構架所需之斷面及

其自重。較小跨度部分可採用RC或SRC構造。地下室部分為RC構造，採用梁柱抗彎矩構架系統。 

2. 結構系統建議採用梁柱立體特殊抗彎矩構架系統(SMRF)。以承受包括靜載重、活載重等垂直載重及

地震力、風力等側向載重。結構系統耐震以「強柱弱樑」為耐震設計原則，讓桿件降伏點產生在梁

端，而不產生在柱端，樑、柱接頭區為一具有高韌性的區域，在大地震時，藉由材料本身的塑性行

為，使梁端產生塑性鉸，吸收大部分地震能量。 

3. 設計規範 

(1) 新版建築技術規則（內政部） 

(2)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內政部） 

(3)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解說（內政部） 

(4)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內政部，民國100年7月1日版） 

(5)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內政部，民國96年1月1日版） 

(6) ACI 318-05 

(7) 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內政部，民國96年7月1日版）。 

4. 設計方法：結構分析完成後，配合相關設計規範內容進行載重組合及設計。其中鋼筋混凝土採用USD

方法設計，鋼結構部分採用LRFD方法設計。 

5. 大跨度鋼構桁架系統須特別注意樓版振動問題，確保使用者之舒適性。結構系統須針對立面及平面

不規則性加以檢討；並針對各樓層極限層剪力檢核，不得有顯著弱層存在。挑空部分梁、柱亦須加

以檢討。 

6. 基礎設計建議採用筏式基礎，並須考量基地液化問題，檢核基礎承載力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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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空間規畫原則 

1. 游泳池及附屬空間 

(1) 游泳池 

游泳池規劃為「不銹鋼池體」作為主結構體之淨長度為25公尺的標準水道8道(建議深度:140cm)，

樓高須達6.5M以上；泳池兩端需設置溢水溝、排水溝等，並規劃教學示範及暖身區；另考量泳池周邊

空間依據教育訓練使用需求，除更衣室、淋浴間、廁所(上述均依男女分別設置)等空間外，將運動水

療池、適應池、…等亦納入規劃之設施。 

(2) 更衣與浴廁規劃 

更衣及衛浴設施為游泳池規劃設計之重點區域，應依據男女性別分別設置更衣室，如空間許可建

議更衣室可分別設置梳妝區、更衣區、置物櫃區等，以利泳客之使用。 

A. 所有更衣室及浴廁空間均需採用防銹、防腐、防潮、不透水且吸水率低之材料，游泳池濕區走道

並應舖築止滑材料。 

B. 為避免沙土、灰塵等外來污染源，所以泳客從入場、更衣、淋浴、洗腳、入池等順序應做適當之

動線安排，尤其更衣室與淋浴間為乾濕空間之交界點，動線更應妥慎規劃設計安排，以維持設施

內之清潔及游泳池池水清淨。 

C. 水龍頭宜採用省水水龍頭，照明光源宜採用高效率之燈管器具，以提高照明效率並減少未來之營

運成本支出。 

D. 應有男女分開之空間，且設置屏風、轉角等，必須阻絕由外往內之視線穿透。 

E. 更衣區應有適度之隔間，以確保泳客之隱私，並至少設置一間輪椅可方便進出之殘障更衣室，供

身心障礙泳客使用。 

F. 置物櫃應妥善固定，並可利用置物櫃引導使用者動線、阻隔視線穿透等，置物櫃應可上鎖，以確

保使用者之財物安全。 

G. 廁所內應設緊急求救系統或警鈴，並於廁所外走道設置監視錄影系統。 

(3) 設備空間 

相關過濾機房、鍋爐機房、消毒機房及空調機房，其空間規模須依據泳池規模等需求因素進行細

部調整；其設備儲存空間或機房彼此需具有關聯性，在給排水管路之流動次序上亦有其優先順序，並

注意區域之動線管制措施，儘量避免泳客進入機房區域，以確保設備及人員之安全；游泳池機房之設

計應考量池水循環與處理之程序，以進行各項機房之空間配當，並考量機房環境之散熱、排水、除濕、

通風、耐候防蝕、止滑等機能需求，進行規劃設計。 

(4) 消毒殺菌系統規劃 

游泳池建議採用電子自動監測加氯殺菌系統，其設備必須能持續、有效且有足夠殘留以進行殺菌、

除藻與水質維持；游泳池應使用殘留量可輕易檢測之殺菌劑，以利水質監控，並應針對游泳池尖峰用

量需求，設計可有效殺菌的設備或系統。 

(5) 過濾循環系統設計 

過濾系統之設計必須確保過濾系統可以完全隔絕任何被攔截之雜質，不讓雜質再從循環管路中回

到游泳池中。過濾系統所設計之循環泵浦必需能維持供給濾桶設計的運轉水量及逆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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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羽球場 

羽球場規劃為13.4M X6.1M 共四座，兩球場間距離至少2M，球場上方淨高度為8M，以供教學練習

使用。 

3. 多功能空間 

多功能空間以滿足籃、排球場空間使用，需滿足籃球2座(標準球場X1)、排球3座及1500活動座椅

使用；其淨高需達9M以上，並設置球場專用楓木地板。 

(九)電氣設備計畫 

1. 供電方式 

自既設校區總變電站地下配電引接3∮3W  22.8KV電源至地下一層高壓變電站，降壓至 3∮4W 

220/380V，供動力及照明負載使用, 再引接二次負載至各層開關箱使用，供應本大樓之各單位全部用

電，配電幹線採電纜架配置XLPE電纜線，以增加用電可靠度及彈性，另於各層加設低壓模鑄式變壓

器供應一般插座及小型電器之用電。高壓變壓器二次側均裝設電力電容器含自動功率調整電驛

(APFR)，以提高功率因數至95%以上。 

電源電壓總類區分如下： 

P: 3∮4W 220/380V  S: 3∮4W 220/380V 電壓系統。供應器具種類:  空調設備、熱泵、游泳池設

備、污廢水清水泵、消防動力設備、照明燈具設備及其它1∮ 220V小型器具用電等。 

S: 3∮4W 110/190V 電壓系統。供應器具種類:  一般電器插座設備、通訊設備、機房UPS設備。 

2. 緊急供電系統 

基於安全考量及緊急事故應變處理之需要，於地下一樓發電機室設一組發電機組，設置一緊急電源

盤，內設自動切換開關(ATS)均採4極(POLE)，當一般市電停止供電時，能由自動切換開關，自動切

換為緊急發電機供電系統。 

發電機採用引擎水冷式冷卻系統，散熱系統採氣冷式風扇系統，室內並設隔音及吸音措施，並採用住

宅專用消音器以達靜音效果，避震系統選用效果高之彈簧式避震器吸引90%以上之震動及噪音，以降

低發電機引擎及共振等之噪音。發電機安裝黑煙淨化器，且將排煙管延伸至一層空曠處，並施與綠化，

以達環保電氣設備排放標準。 

發電機主要供應對象: 

(1) 消防防災設備 

(2) 給排水動力設備 

(3) 主要通道照明設備 

(4) 監控管理室電源插座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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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壓變電系統 

本高壓變電系統基於上述設計原則，於自設高壓變電室設高壓變壓器，經降壓後供應低壓用電設備連

接。高壓斷路器採用無環保問題之VCB（抽出型），24KV級，無感電之虞。 

一次側電壓設計為22.8KV，保護電驛、儀錶等採用電子式並提供通訊介面供中央監控系統銜接。 

高壓盤之操作電源採不斷電系統（UPS）。 

設置自動復閉電驛（79）防止供市電停電，復電自動復歸。 

配電盤採自立閉鎖型，高壓變電站室內設通風系統調節室內溫度。 

高壓電纜採用交連聚氯乙烯（XLPE）電纜25KV級。 

 (十)弱電系統設備計畫 

1. 電話資訊系統 

由既設校區電信外線及內線系統地下引進至地下室電信機房再由各層配線箱接至各電話及資訊插座

插座。 

2. 電視系統 

於建物屋頂設置UHF/VHF/FM數位電視天線系統，並預留隨選視訊及第四台引進輸入；辦公室、教室、

監控室等設置共同電視系統插座。 

3. 避雷系統 

於建物之 高點設置放電式避雷針，其數量及保護半徑以能達保護建物各角落為原則。 

4. 資訊網路系統說明 

針對資訊網路系統架構，規劃往後應用於高效能穩定性主機系統、高可靠性光纖網路主幹系統、安全

廣域網路系統等，做全盤式各系統整合，以期達到資料存取傳遞所須的速度，建置高效能網路系統、

架構高穩定性系統主機，發揮整體系統效能。 

(十一)照明計畫 

室內空間照明的配光、裝置間格、裝置高度、光源的種類、大小及均勻性皆須因應不同場地需求

而有所調整，其照明基本要求應考慮如下: 

A. 足夠水平、垂直照度 

B. 有均勻的輝度分布及良好的均勻度 

C. 有適宜的色溫和良好的演色性 

D. 考慮眩光影響程度 

E. 適宜的配光位置 

F. 燈具應有一定的防護設施 

G. 多套可適應不同活動型態的照明控制系統 

H. 具備便於維護和檢修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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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泳池 

游泳池之照明系統大致可區分為兩部份，第一部分為游泳池水域之夜間照明或室內照明規劃，第

二部分為室內服務空間之照明規劃。 

(1) 游泳池水域之照明 

A. 游泳池水域之照明應考慮水面對光線反射之特性，對光照之角度做特殊之考量；設計時必須考量

燈具之高度、光源之投射角度、水面產生之光線反射程度、環境之明暗光差等因素，以免影響救

生員及工作人員之安全維護與管制。 

B. 游泳池之正上方區域如裝設燈具時，於日後將產生維修與更換燈具之困難，除大型游泳池因水域

範圍較廣大、屋頂結構設計有維修貓道等，適合於游泳池之水域上方設置照明燈具外，一般游泳

池多採用側面投光之設計。 

C. 游泳池照明設計時，燈光之投射角度不宜過小，以免水面產生反光或炫光，影響救生員觀察水底

之視線穿透性及泳客之視覺舒適度；建議照明燈具之設置高度以不低於6公尺為宜，燈具所投射之

光線應平均分布於游泳池之水域面積中，游泳池水域之照度以不低於500Lux為原則。 

D. 游泳池之照明系統 好採雙迴路設計，讓游泳池之管理者可以依據游泳池之使用需求，開啟全區

照明燈具或僅開啟二分之一燈具，以節省能源消耗與營運支出。 

E. 游泳池水域燈具須投射較遠之距離，一般採用複金屬投光燈作為主要之照明燈具。 

F. 照度需求:全區範圍600Lux以上 

(2) 室內服務空間之照明 

A. 辦公室、管理室、大廳及走道等區域，一般屬乾燥之環境，可採用一般節能之照明燈具，以節省

能源消耗及降低日後營運成本之支出。 

B. 淋浴間、更衣室、廁所等空間，屬於游泳池高度使用及活動之區域，環境潮濕多水氣，在燈具之

選用時應採用防潮之燈具為宜，在配線時亦應考量潮濕環境之特殊性，避免燈具受潮銹蝕或線路

受潮短路，以維護燈具之壽命與用電安全。 

C. 淋浴間、更衣室、廁所等空間因有使用之隔間，燈具之設計應考量設置之位置與分布之合理性，

避免淋浴間、更衣室及廁所之隔間影響光線之投射，造成隔間內光源照射之不足，造成使用者之

不適或恐懼。 

D. 淋浴間、更衣室、廁所等空間之照明電源開關應設置於門之外側，讓使用者進入使用前可以於門

外開啟電源，增加使用者之便利性，廁所環境平均照度應達300 lux以上。 

E. 機房之照明設計應考慮機器設備之位置、高度以及燈具之相對位置，避免光線因機器設備之位置

與高度產生照明之陰影或死角；消毒機房、過濾機房及化學藥劑儲藏室應採用防潮燈具，以避免

燈具受潮銹蝕或受化學氣體腐蝕，電源開關應設置於門外，增加使用管理之便利性。 

F. 對較長之走道或較寬闊之空間，照明系統 好採雙迴路設計，讓游泳池之管理者可以依據使用需

求，開啟全部照明燈具或僅開啟二分之一燈具，以節省能源消耗與營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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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羽球場 

燈光配置應於球場上方之外圍，採用側邊垂吊照明或間接照明方式設計，以減輕眩光產生的問題；

若以直接式的投光則以斜照方式以避免眩光；其燈具排列方式與羽球飛行方向平行。 

照度需求:350Lux~700Lux 

2. 多功能空間(籃、排球) 

考量多功能空間為籃、排球場共用之需求，其照度、均勻度要求須以高規格標準設計；球場上方不

得有高輝度之光源。 

照度需求:1000Lux以上 

頂棚反射率:不得低於60%， 佳為80%。 

3. 照明控制方式 

整棟之照明設備，採二線式控制方式，集中於服務台及警衛室，配合不同時間所需之照度，可設定

為定時控制、順序控制、程序控制及手動控制，可節省不必要之人力及電力能源浪費。 

4. 插座設備 

插座皆採用接地型雙聯插座，辦公區設置一般市電用之接地型雙聯插座，及緊急發電機用之接地型

雙聯插座,分別以不同顏色區分。 

5. 接地設備 

接地系統依設備及系統的不同區分: 

A. 電力系統及設備接地系統 

係配電系統各種設備及系統接地使用，以台電內規之接地方式為規範，接地電阻小於10歐姆。電

力系統與設備接地線分離設置。 

B. 弱電及訊號接地系統 

做為弱電及訊號系統接地使用，以防止各系統因干擾而產生誤動作或雜訊。接地電阻小於10歐姆。 

C. 避雷針接地系統 

為避免雷擊產生時，對建物內部機電設備造成損害，故於屋頂 高點位置設置放電式避雷針並單

獨接地，以使雷擊發生時能迅速導至大地。接地電阻小於10歐姆。 

(十二)空調設備工程 

規劃設計以考量分層、分區、分時段及省能原則。規畫設計原則如下: 

(1) 空調系統採用複數台冰水機並聯運轉，搭配熱泵及冰水主機熱能回收做泳池加熱及淋浴熱水之預熱，

達節能及廢熱再利用之規劃，冰水主機及熱泵配置於地下室機房內，冰水主機需採高效率型，冰水主

機之COP需符合經濟部能源局之標準。 

(2) 冰水系統採用一次側定流量及二次側變流量方式配置，分區方式採B1F一區、2~3F一區、4~6F一區，

依據使用樓層分區供應冷氣，冰水泵及區域冰水泵需有50%之備援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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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卻水塔採用共用方型冷卻水塔之配置方式，冷卻水管採用共用管線方式配置，冷卻水泵需有50%

之備援考量，冷卻水塔配置於屋頂層適當位置，冷卻水水系統需設備化學加藥系統防止退伍軍人菌之

危害。 

(4) 地下一層 

停車場通風採用進/排風風機搭配擾流式風車配置，風機需搭配CO感測器及時程控制達到節能考量，

排風量依建築技術規則採每平方米25CMH風量規劃，進/排氣由排風管道經由排氣墩進/排氣。 

(5) 一層 

A. 游泳池除濕採用空調箱搭配冷/熱盤管作溫濕度控制，冷氣風管採用防蝕處理材質，泳池區需採相

對負壓方式規劃防止泳池濕氣四溢。 

B. 游泳池排風採用當樓層排出方式配置，游泳池進風及排風需做熱能回收，游泳池排風風管需採防

蝕處理材質。 

C. 大廳及交誼廳採用小型冷風機系統。 

(6) 二至三層 

羽球場大空間採用空調箱搭配風管系統，其它小空間採用小型冷風機系統搭配預冷空調箱系統，羽球

場需考量風速對羽球活動之影響，建議採用下出風及空調箱設置變頻器方便不同球類時可手動調整風

量；如採用百葉窗方式通風，也應考量安裝位置。 

(7) 四至六層 

A. 多功能活動空間採用空調箱搭配風管系統，其它小空間採用小型冷風機系統搭配預冷空調箱系

統，建議空調箱設置變頻器方便不同球類時可手動調整風量。 

B. 小空間採用小型冷風機系統搭配預冷空調箱系統。 

(8) 社團辦公室採用各間獨立之分離式冷氣做規劃，分離式冷氣至少為4級能源效率以上節能之機種。 

(9) 各樓層浴室及廁所採用當層排放規劃，排風換氣次數採用每小時25次。 

(10) 空調進/排風需作熱能回收，室內空氣品質需符合IAQ法規之相關規範。 

(11) 需設置空調中央監控設備達 佳化運轉。 

(12) 施工前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完工後取得綠建築標章。 

(13) 完工時需由第三公正單完成測試平衡調整(TAB)及性能確認(CX)。  

(十三)綠建築規劃原則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檢討綠建築相關法條，並依綠建築九大指標系統研擬本案可採取之綠

建築及省能措施，並依綠建築各項指標進行規畫設計，本建物至少應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並依

行政院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新版本之綠建築評估手冊檢討相關指標。 

(十四)綠建材使用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建築物戶外

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份，其地面材料之

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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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智慧建築 

為迎合現代化建築管理目標，本案之設計施工須能符合2011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與分級制度之合

格等級。 

1. 錄影監視系統 

採用網路型監視系統，主要設置於大樓外圍安全防護及大樓內部停車場、主要出入口、梯廳、梯間、

走廊、泳池、運動場等公共區域，並與門禁安全系統結合，平時監看人員進出情況，當現場警報發生

能立即顯示現場畫面，提醒管理人員注意，以便管理者迅速處理。 

2. 門禁安全系統 

於辦公室等場所設置門禁管制系統，並於停車場、廁所、走廊等公共區域設置緊急求救押扣。並與

錄影監視系統結合，當門禁非法入侵或緊急求救信號觸發，管理中心能立即以電子地圖顯示警報發生

位置，監視系統立即警報跳台鎖定現場畫面以便管理人員了解現場狀況，迅速處理。 

3. 整合式監控系統 

本系統以TCP/IP開放式平台以及透過OPC通訊機制做為資料交換，整合建物內電力、空調、照明、

動力、門禁、消防、監視等系統，並採各個系統獨立運作，再透過資料交換的方式達到整合之目的，

如此便可以使用各系統之專業軟體監控各系統設備，又可以達到資源共享及整合之目的。 

(1) 電力契約容量控制(需量控制)：監測整體負載KW 值，並做超過契約容量警報。 

依據卸載規範，針對空調主機及次要設備作卸載或停機控制。 

電力功因改善：監測高壓側PF值。確認電力負載是否保持在90% 

以上，作為改善依據。 

(2) 電力品質監測：監測各迴路及重要設備負載之電壓，電流值等，並依運轉條件設定警報上、下限及

趨勢圖作為系統分析依據。 

(3) 發電機供電品質及運轉狀況監視：電壓、電流頻率監視、日用油箱儲油監視。 

(4) 冷卻風扇台數控制：監測冷卻水塔出/回水溫差，當出/回水溫度值低於設計值(32℃/37℃)達1℃時，

依序停止各組冷卻水塔風扇馬達台數。 

(5) 冰水主機台數群控：監測冰水出/回水溫差及流量，當出/回水溫度值低於設計值(5.5℃/13.3℃)時, 依

主機實際輸出容量值做開關控制。 

依加/卸載規範對各主機加卸載控制。 

(6) 工作環境控制：利用周圍溫度和設定舒適偏差或於一時間區隔內做循環控制設備on/off。 

外氣進氣量控制：根據外氣溫度值。 

空調箱溫度與壓力控制房間溫溼度控制：根據風溫，以其設定值控制冰水閥出水量，使一般房間溫

度維持設計值。 

(7) 中央監控整合消防排煙火警系統：監視各區域火警訊號。 

監視消防設備動作狀態，確認滅火動作。 

配合火警相關樓層，控制空調排送風，人員逃生時自動送風、供應新鮮空氣，通過後自動停止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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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助燃。 

監視火警排煙狀態，確保人員疏散動線，排煙運作狀態。 

(8) 照明設備監控主要以整合二線式照明設備，針對景觀公共區域、辦公室區域(上下班)、停車場等做

自動開關及照明控制。 

(9) 給排水系統監控：蓄水池：水塔高低水位控制，自動啟動泵浦、警報及水質PH 監控。 

污水池高水位警報，自動控制污水泵排水。 

契約容量預期超出前，優先停止給水泵浦。 

4. 停車場管制系統 

於停車場車道出入口設置柵欄機搭配感應讀卡機設備管制車輛進出，利用車輛偵測器調整感應線圈

靈敏度控制號誌，確保車輛進出安全。 

5. 智慧型行政消防廣播系統 

(1) 建築物消防系統應符合內政部消防署公佈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CNS 10522消防用緊急廣播設備及相關CNS規定。 

(2) 配合國際化潮流，火警警報語音應有多國語言輪替播放，至少包含中文及英文語音，並具火警多點

鳴報功能。 

(3) 緊急電源：消防廣播系統應具備緊急電源供應系統，避免發電機室之發電機於市電中斷及自動啟用

之間有供電不及之危害。 

(4) 緊急廣播系統及行政業務廣播系統應互相連結，並提供開放式通訊協定可與其他弱電系統、中央監

控系統整合成完整的智慧型廣播系統。 

(5) 緊急廣播系統揚聲器，依法規要求配置。業務廣播系統揚聲器考量業務廣播音量及清晰度，平面空

間之揚聲器距離以8米為間距配設。 

(6) 每層樓廣播回路至少分兩回路，各機房及辦公室區域獨立一回，游泳池/球場等大型空間獨立一回。 

(7) 大廳服務台設置數位式遙控麥克風，具備選區廣播功能及音樂播放控制功能。 

(8) 各機房及辦公室區域之揚聲器以嵌頂為主，無天花板之處以吸頂方式安裝。球場大型活動空間之之

揚聲器以陣列式為主，游泳池需考量防水需求，其防塵防水等級至少應符合IP65(含)以上。 

(9) 緊急及行政廣播系統應具備網路遠端監控功能，被授權的使用者可查詢緊急及行政廣播系統狀態，

如廣播時間、廣播區域等。 

(10) 行政廣播系統提供數位語音定時自動播放功能，可對不同區域播放不同語音及定時輪流間隔播放不

同音樂及防颱/宣導等語音。 

(十六)給排水系統 

1. 供水系統 

(1) 本工程於地下層設自來水蓄水池，由自來水公司幹管引接至地下層蓄水池，再由揚水泵浦送至建築

物屋頂自來水水塔，利用重力給水原理分接至建物各層用水點，水壓保持在1.2㎏/c㎡。水壓超過

3.0㎏/c㎡以上設置減壓閥減壓，各器具均採省水標章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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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飲用水系統：於各適當位置設置冰溫熱飲水機供應飲用水。 

(3) 給水器具  

A. 馬桶採用省水馬桶，小便斗採電感沖水閥式，公用廁所洗手台龍頭採用省水龍頭。 

B. 管道間：立管設於管道間內，並預留維修孔，各層分水管獨立設置止水閥。 

C. 揚水管裝設水錘吸收器，以減少水錘效應對管路設備造成損害。 

(4) 淋浴間須有熱水系統供應。 

2. 排水系統 

(1) 排水系統採分流系統設計，分為生活污水、生活廢水、及雨水。建築物內污廢水連接排至污水下水

道，污廢水幹管轉彎及入口處均加設清潔口或陰井以防堵塞。 

(2) 雨水回收系統 

(3) 利用雨水回收系統供壹層景觀澆灌及各層馬桶、小便斗使用。 

(十七)消防系統 

1. 按內政部所頒 新『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規劃設計。 

2.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如下：滅火設備、警報設備、避難逃生設備、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3. 消防水池、消防栓、泡沫等泵浦集中設於一處。 

4. 規劃採用R型受信總機具液晶顯示面板(主機設於監控室)。 

5. 緊急廣播可與一般業務廣播主機共用乙套設備，唯在火災時應能遮斷緊急廣播設備以外之廣播。廣

播系統規劃除了符合消防法規外並應兼容業務廣播之功能(主機設於監控室)。 

(十八)無障礙環境 

1. 設計規範 

無障礙環境規劃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以及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2. 無障礙空間設計原則及安全管理維護 

(1) 無障礙空間設計原則 

A. 無障礙環境設計應視為整體空間環境設計的一部分，並強調其安全性與便利性。 

B. 無障礙環境設計應讓行動不便者在功能上能直接使用所有的空間與設施。 

C. 無障礙空間 重要的是強調所有空間與動線系統的可及性、安全性、便利性與舒適性。基地設

施的設計和施工上應避免讓使用者產生心理與身理的不適，亦不應太刻意強調無障礙設施的存

在，所可能對行動不便者心理造成的負面影響。 

(2) 安全維護 

A. 無障礙設施及無障礙設備均應依規定定期安全檢查及維護。 

B. 戶外人行步道、階梯或廣場之舖面應避免使用植草磚或表面光滑之材料，且須平整無障礙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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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排水，以確保行人之安全。 

C. 無障礙通路應設置照明設備，以在黑暗時確保使用者安全，尤其在坡道起點和終點更應有明亮

的照明以加強安全。 

D. 無障礙通路應保持良好的維護以加強其使用的安全性；無障礙通路表面應隨時清理去除雜物，

扶手應定期檢查以確保堅固及安全。 

(十九)防災避難設計原則 

1. 都市防災避難 

蒐集基地所在地區之防災避難場所設施、逃生路線、綠帶、開放空間等現狀，並將整體規劃方案納

入考量，配合設計。 

2. 建築防災避難 

(1) 建築構造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三章建築物防火之規定。 

(2) 建築物室內應有適當防火區劃及內部裝修設計，裝修材料防火時效應符合規定。 

(3) 因本建築具多功能供公眾使用特性，於緊急逃生疏散上需以高安全性來做為標準，並考量下列原則： 

A. 樓梯及出入口須平均分散配置。 

B. 需有兩個以上之避難路徑設計。 

C. 避難層需有足夠之開放空間供集散。 

D. 逃生動線系統清楚標示。 

E. 緊急救援車輛之動線考量。 

F. 依規定設置消防栓箱設備，供應室內/外滅火使用。 

G. 消防栓(箱)設於方便使用場所並配合室內裝潢。 

H. 消防水源應可供應30分鐘滅火用。 

I. 游泳池應設置業務廣播系統、各空間之獨立廣播設備系統，各服務空間可獨立使用背景音樂及

廣播使用。 

J. 有關防災避難之空間設計、設備配置、空間裝修、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消防法」、「消防法施行細則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標準」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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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構想圖說 

 (一)基地動線分析 

校內動線分析

校園大門 

車輛動線 

人行動線 

停車空間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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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區配置圖 

全區配置圖

本案基地範圍 

入口

車行動線

人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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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平面圖-地下一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樓地板面積:2390 ㎡ 

樓高:需滿足停車空間及泳池等設備機房需求 

停車空間 

空
調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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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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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平面圖-地上一層平面圖 

地上一層平面圖

樓地板面積:2215 ㎡ 

樓高:6.5m 

交誼廳 大廳 

機
房 

行動不 

便廁所 

男廁 女廁 

管理室 
監控

室 

救生員室 

 
辦公室 

 男更衣 

淋浴 
男廁 女更衣淋浴 

女廁 洗腳池 

 

 

適應池 

運動水療池 

游泳池 25mX8 道 

儲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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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平面圖-地上二層平面圖 

地上二層平面圖

機
房 

體適能教室 

女廁 男廁 
器
材
室 

梯廳 

多功能教室 1 

羽球場 

多功能教室 2 

樓地板面積:2215 ㎡ 

淨高: 2～3F 以滿足羽球場教學空間，其高度需達 9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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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規劃平面圖-地上三層平面圖 

地上三層平面圖

女廁 男廁 

機
房 梯廳 

 

體育教

學中心 

教師研究室 X5 

 

視聽教室 

兼會議室 

兼任教師休息室 

 

檔
案
室 

環場跑道 

 

休
憩
區 

樓地板面積:1265 ㎡ 

淨高: 2～3F 以滿足羽球場教學空間，其高度需達 9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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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規劃平面圖-地上四層平面圖 

地上四層平面圖

控
制
室 

女廁男廁  

 

機
房 

 運動員休息室 

 梯廳 

 

社團排演室 

 

器材室 

 

多功能活動空間 

1500 活動看台 

樓地板面積:2215 ㎡ 

淨高:4～6F 以滿足籃球教學空間，其高度需達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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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規劃平面圖-地上五層平面圖 

地上五層平面圖

社團辦公室 女廁 男廁  

機
房 

 

梯廳 

 

社團 

器材室 

社團辦公室 

樓地板面積:670 ㎡ 

淨高: 4～6F 以滿足籃球教學空間，其高度需達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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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六層平面圖

(九)規劃平面圖-地上六層平面圖 

社團辦公室 女廁 男廁  

機
房 

 

梯廳 

 

社團辦公室 

樓地板面積:670 ㎡ 

淨高: 4～6F 以滿足籃球教學空間，其高度需達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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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剖面圖 

量體透視圖

(十一)量體透視圖 

量體示意圖

剖面圖

游泳池及附屬空間 
大廳 

交誼廳 

停車及機房空間 

羽球場+體適能教室 

多功能空間 

多功能教室 

教師研究室 會議室 

器材室 運動員休息室 

社團辦公室 

社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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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法規檢討 

一、基地位置 

板橋區大觀段116-1、117、118、119、119-2、120、121、122、124-1、130、131、134、135、135-4

等14筆地號土地，使用面積合計64,266.99㎡。（退縮無遮簷人行道174.5×3.25﹦614.24㎡，其他

6,3652.75㎡）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 

(一)大專用地:建蔽率40％、容積率250％(為全校統一檢討） 

三、停車空間 

(一)依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章第14節停車空間規定檢討。 

四、裝卸車位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第167-6條規定檢討。 

五、樓梯構造檢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33條檢討：本工程屬學校校舍建築物，樓梯及平台淨寬≧1.4公尺，級高≦18

公分，級深≧26公分，樓梯高度每3公尺內應設置平台。 

六、步行距離檢討 

(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93條檢討步行距離 

(二)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95條檢討重複步行距離 

七、直通樓梯數量檢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95 條第一項檢討。 

八、防火區劃檢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79條檢討：防火構造建築物或防火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1,500平方公尺

以上者，應按每1,500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樓板及甲種防火門窗區劃分隔，

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九、安全梯檢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96條檢討：通達六層樓以上，14層樓以下或通達地下2層之各樓層，應設置安

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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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緊急用昇降機檢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55條第一項檢討：六層以上之建物應至少設置一座昇降機通達避難層，建築

高度超過十層樓，依第106條規定，需設置可供緊急用之昇降機。 

十一、建築配置，方位與設備 

(一)臨接應留設法定騎樓之道路時，應自建築線退縮騎樓地再加一‧五公尺以上建築。 

(二)臨接建築線或鄰地境界線者，應自建築線或鄰地界線退後三公尺以上建築。 

(三)教室之方位應適當，並應有適當之人工照明及遮陽設備。 

(四)校舍配置，應避免聲音發生互相干擾之現象。 

(五)建築物高度，不得大於二幢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水平距離一‧五倍，但相對之外牆均無開口，或有

開口但不供教學使用者，不在此限。 

(六)樓梯間、廁所、圍牆及單身宿舍不受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十二、建築面積 

原建物之建築面積：21,919.74㎡ 

新建建物建築面積：2215㎡ 

合計建築面積：24,134.74㎡ 

十三、容積面積 

原建物之容積面積：84,864.24㎡ 

新建建物容積面積：9340㎡ 

合計容積面積：94,204.24㎡ 

十四、原建物建蔽率 

22.67％＜40％（法定） 

十五、原建物容積率 

87.76％＜250％（法定） 

十六、法定空地面積 

96,700.3-24,134.74=72,565.56㎡＞96,700.3×50％=48,350.15 

十七、防空避難室面積檢討 

0.75㎡/人×2,575人（教職員127人，學生2,488人）=1,931.25㎡＜2,014.03㎡（原有防空避難室

面積） 

十八、地下室開挖率 

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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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壹

一

(一) 大地工程 式 1 10,000,000 10,000,000 地盤改良(液化處理)

(二)
一般房屋建築費鋼骨構造

1~6F(泳池、球場區、環場跑道)
㎡ 5,070 30,470 154,482,900

依主計總處102年度共同

性費用編列標準編列(鋼

骨構造-教室，挑高

27700*1.1)

(三)

一般房屋建築費鋼筋混凝土構造

1~6F(行政、公共、社團...等空

間)

㎡ 4,270 21,460 91,634,200

依主計總處102年度共同

性費用編列標準編列(鋼

筋混凝土構造-教室)

(四)
一般房屋建築費鋼筋混凝土構造

B1(停車場)
㎡ 2,390 22,180 53,010,200

依主計總處102年度共同

性費用編列標準編列(鋼

筋混凝土構造-路外停車

場)

(五) 空調工程 式 1 24,200,000 24,200,000 包含空調及通風

(六) 電梯工程(12人份無障礙電梯) 部 1 1,500,000 1,500,000

(七) 2.5噸客貨梯設備工程 部 1 2,000,000 2,000,000

(八) 溫水游泳池設備工程 式 1 38,382,000 38,382,000

375,209,300

(九) 智慧建築設施 式 1 9,380,233 9,380,233
依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達合格級，採小計*2.5%

384,589,533

二

(一) 工程管理費

1 500萬元以下部分(3.0%) 5,000,000 3.00% 150,000

2 500萬元至2500萬元部分(1.5%) 20,000,000 1.50% 300,000

3 超過2,500萬元至1億元部分(1%) 75,000,000 1.00% 750,000

4 超過1億元至5億元部分(0.7%) 284,589,533 0.70% 1,992,127

小計 3,192,127

(二) 委外規劃設計監造費

1 500萬元以下部分(8.8%) 5,000,000 8.80% 440,000

2 500萬元至2500萬元部分(7.7%) 20,000,000 7.70% 1,540,000

3
超過2,500萬元至1億元部分

(6.6%)
75,000,000 6.60% 4,950,000

4 超過1億元至5億元部分(5.5%) 266,275,745 5.50% 14,645,166

小計 21,575,166

(三) 水電外線費 式 1 600,000 600,000

(四) 地質鑽探分析費 式 1 900,000 900,000

26,267,293

三 物調費、預備費 式 1 9,615,000 9,615,000 直接成本*2.5%

420,471,826

直接工程成本

合計【(一)~(九)】

間接成本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

管理費支用要點計算

小計

按直接工程成本(不含

稅)乘以機關委託技術服

務廠評選及計費辦法附

表一百分比費率編列(第

三類)

合計【(一)~(四)】

合計【一+二+三】

工程建造費

 

 玖、經費編列 

一、 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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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一 公共藝術品設置費 式 1 3,846,000 3,846,000 約直接成本*1%

二 教學固定設施工程 式 1 14,247,020 14,247,020

三 教學器材設備 式 1 6,400,350 6,400,350

四 泳池區擴充設備 式 1 6,650,000 6,650,000

五 拆遷修繕工程(含廢棄物處理) ㎡ 2,154 500 1,077,000
預定地上佔用戶遺留之
建物

32,220,370

計畫總金額    合計(壹+貳) 452,692,196

元整肆億伍仟貳佰陸拾玖萬貳仟壹佰玖拾陸總工程經費約：新台幣

合計【一 ~ 五】

其他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壹一(五)

1
通風設備(停車場、泳池、浴廁
等)

式 1 2,900,000 2,900,000

2 空調-泳池區 RT數 72 55,000 3,960,000
含溫、濕度控制，風管
採不鏽鋼抗蝕處理

3 空調-球場 RT數 255 50,000 12,750,000
一般中央空調(含挑高
設備)

4
空調-大廳、行政、公共、社
團...等空間

RT數 102 45,000 4,590,000 小隔間採分離式空調

24,200,000

空調工程

小計

表 9-2 空調設備經費概算表

備註： 

1. 延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落實節能減碳執行方案之精神，採用符合節能減碳設計原

則，營造綠色環境之綠色工法或綠色能源、環保等相關產品、設備，不低於工程預算(不含土地、地

上物補償及勞務採購等非工程經費)之10%。 

表 9-1 經費概算總表

表 9-3 溫水游泳池設備經費概算表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壹一(八)

1 不鏽鋼池體25m 式 1 8,500,000 8,500,000

2 25泳池空間池體專用磁磚工程 式 1 3,500,000 3,500,000

3 運動水療池專用磁磚 式 1 1,785,000 1,785,000

4 泳池周邊空間池體專用磁磚工程 式 1 4,651,000 4,651,000

5 25m標準游泳池相關設備 式 1 5,476,000 5,476,000

6 熱水鍋爐 式 1 5,050,000 5,050,000

7 三合一除濕熱回收及熱泵 式 1 9,420,000 9,420,000

38,382,000

溫水游泳池設備工程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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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貳‧二

一 多功能活動空間(籃球、排球)

1 籃球球場專用楓木地板 ㎡ 1,500 3,500 5,250,000 國際籃球總會認證

2 伸縮看台座椅 席 1,500 3,000 4,500,000

3 牆、柱面防撞墊 式 1 452,800 452,800

4 籃球場劃線 面 3 10,800 32,400

5 排球場劃線 面 3 7,200 21,600

二 緩列

1 專用楓木地板 ㎡ 155 2,800

2 明鏡 式 1 800,000

3 扶手 式 1 130,000

三 緩列

1 專用楓木地板 ㎡ 130 2,800

2 明鏡 式 1 800,000

3 扶手 式 1 130,000

四 室內慢跑道

1 室內慢跑道專用合成橡膠跑道 ㎡ 555 2,400 1,332,000

2 柱面防撞墊 式 1 474,420 474,420

五 羽球

1 PVC運動地墊 ㎡ 1130 1,500 1,695,000

2 牆、柱面防撞墊 式 1 460,000 460,000

3 羽球場劃線 面 4 7,200 28,800

14,247,020

多功能教室二

教學固定設施工程

小計

多功能教室一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貳‧三

1 電動機械式活動籃球架 座 4 650,000 2,600,000 FIBA level 1

2
不銹鋼製活動式排球柱(含套
管、保護墊、球網、標示竿)

組 3 150,000 450,000

3 不銹鋼製排球裁判椅 張 3 80,000 240,000

4 不銹鋼製活動式羽球柱含網 組 4 20,000 80,000

5 多功能記分板(含控制盤) 面 2 350,000 700,000

6 24秒計時器(含控制盤) 組 2 85,550 171,100

7 活動舞台 台 40 32,000 1,280,000 每台2㎡

8 活動舞台收藏車 台 5 30,000 150,000

9 活動舞台階梯 個 4 16,000 64,000

10 地板保護墊 ㎡ 1,861 250 465,250

11 地板保護墊電動收藏車 台 2 100,000 200,000

12 體適能訓練器材 式 1 3,000,000 緩列

6,400,350小計

教學器材設備

表 9-6 泳池區擴充設備經費概算表

表 9-5 教學器材設備經費概算表

表 9-4 教學固定設施經費概算表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貳‧四

1 運動水療池相關設備 式 1 5,000,000 5,000,000

2 適應池相關設備 式 1 1,650,000 1,650,000

6,650,000

泳池區擴充設備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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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補助

5-8月 計畫書送審

9月 計畫書修正

10-11月
計畫書核定及
經費核定

120 - - -

12月
建築師評選前
置作業

140 - - -

1-2月 建築師評選 250 - - -

3-5月
規劃設計
(30%)作業

150 2,158 - 900

6-7月
30% 細設圖說
及概算審查

200 - - 1,077

8-10月
30% 細設圖說
及概算修正及
審定

225 2,158 - -

11-12月 設計圖繪製 125 - -

1-4月
都審、結構外
審

209 - -

候選綠建築證
書

- -

建照取得 - -

8月 工程發包 300 - -

9-12月 施工階段 150 1,079 38,459 -

105 1-12月 施工階段 350 4,315 192,295 4807 201,767 40,450 161,317

1-9月 施工階段 200 3,236 76,918 4808

10-11月 使用執照取得 248 - - 600

11月 驗收 100 2,158 76,918 27,297

11-12月
公共藝術品設
置

100 - - 3,846

3,192 21,575 384,590 43,335 452,692 108,692 344,000

106

9,380

經費來源(千元)

月份年度 合計

100 - -

學校自籌

小計

合計 452,692

5-7月
46,894

225 6,473
104 37,514

196,429

直接工程
成本

102

103

工作項目

經費預估(千元)

工程管
理費

設計監造費 其他

-

51,260 145,169

-

7,242 7,242 -

360 360

 

表 9-7 經費編列期程表

二、經費籌措及年度分配 

經費擬由校務基金提撥新臺幣1億869.2萬元，再配合教育部補助，提供本校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

新臺幣3億4,400萬之協助經費，合計新臺幣4億5,269.2萬元整，以此經費作為本案之興建預算。 

備註: 

1.施工階段需視工程預算核編之年度調整期程。 

2.本案經費1億869.2萬元由本校自籌, 3億4,400萬擬請教育部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