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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陳照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簡報：人文大樓籌建背景說明
一、校園空間紋理／校園規劃小組（略）。
二、現有空間使用經驗／夏長樸教授（略）。
參、 專家學者發表意見。
一、柯慶明教授
隨著台大不斷擴大，每增一系所，每增一班學生，便有國文、英文、中
國通史、中國近代史等課程。文學院不是想自求膨脹，而是被迫膨脹。
台大為一所大學，不是技術學院，應該以人文為主。從椰林大道一進來
先有一個人文的學術園區，是要提醒大家，正視人文是我們台大教育的
重要基礎。興建大樓有絕對迫切需要，而這個需要不是從今天開始，其
實是差不多 17 年前就已經迫切需要了，在 17 年前，我們已經有此規劃
和設計。當時還規劃到 12 層樓，且經學校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通過。
從更具有歷史眾生的角度來思考，希望這事情能兼顧各方面需求，另外
我自己當然有講話的權利，因為我是促成推動台大校史館的主要參與份
子，我覺得很多記憶應該設法保存在校史館。在校史館其中的一個項目
就是有我們學校歷年來所有的重要建築的模型跟數位化的典藏。假如大
學不能引領整個社會向上向前成長的話，那大學不要叫做大學，改為博
物館好了。

二、陳榮華教授
或許想像一下，如果一個人白天清醒的時候，他的眼睛永遠不可能超
過 5 公尺的情況下，對我們的心胸眼睛身體健康是多麼大的傷害。我
們全系有 20 個老師，至少有 4、5 個老師眼睛有問題。裡面空氣那麼
不好，如剛才夏教授告訴我們，裡面的廁所空氣不好，最近這幾年來
我們有 5 個老師提前退休，屆齡的不算，還有些 50 幾就退休的，因為
身體不好，他們不願在這個地方繼續熬下去，可能會短了好幾年的命，
乾脆退休就好了，我很簡短講一下目前情況，謝謝。
三、漢寶德教授
這三棟房子目前為止，據我了解並沒有變成歷史建築或古蹟，什麼都
沒有，那要如何利用這三棟房子，很可能校內有不同意見，怎麼統合
說服好像是學校行政問題。有很多價值不是只有單一角度看問題，從
保存觀點看，常覺得老的東西都要保存，是個人性向關係；有人家裏
都是破東西、舊東西，有些人家裏稍微舊一點就丟掉，所以說這個價
值很難判定。個人對古蹟保存價值採取較嚴格標準，因為我會想到絕
對需要保存，其他就要根據個別情況來判斷，因為不是單一條件，就
當古建築價值保存，如果說到一個基本共識時，那就必須要保存；當
建築物價值只是一部份價值，或有其他因素時就需要討論。因為每個
人看法不同，所以這是行政做的問題。學校整體規劃政策，外人很難
插嘴該怎樣做。碰到困難，現在時代非走民主路線不可，應擺到校務
會議或更大團體去解決。這三個房子其實是小問題，說明有幾點，第
一：文學院需要空間，但這一個問題，在我覺得，不一定要從文學院
來解決，你們要通盤去解決。第二：漏水及眼睛看不出去是小問題，
根本問題是學校發展究竟是採取什麼樣的政策。那個地方要拆，蓋新
房子在建築式樣上好像要配合，這是很重要規劃觀念，這是不是得到
一個共識了？第三：三棟房子，據瞭解，只有農業陳列館是張肇康先
生設計的，後來這兩棟不是他設計，最初陳列館是博物館性質，沒有
必要看出去，不作辦公室用，故沒有採光的問題，所以他採用當時比
較流行的一種做法。但另兩棟房子為哲學系、人類系館，基本上師生
空間不適合使用，那麼多洞洞從視覺上不是個很理想的設計，是不是
有價值還可以再做判斷。
四、馬以工教授
一、洞洞館要不要保存，如何保存這是一個獨立問題。二、國立台灣大
學入口意象是什麼？三、文學院空間不足，品質不夠，是不是應該給他
們擴建。
這三棟房子確實是當年，從漢先生講法，設計農業陳列館的張肇康先生
擺脫了台大的椰林大道上日本的形象，作了個嘗試。這個頂端跟總圖前

面王大閎先生所設計的學生活動中心呼應，是台大在過去歷史上的一個
重要的痕跡，而且是優秀的建築師在這地方所展現的作品。到底是保存
一棟還是三棟，這是可以討論的。文學院增建，勢在必行，聽起來這是
台大內部的問題，應可以找到適合基地來完成任務，外人不便於多表示
意見。個人曾為台大學生的一份子，我認為校園入口意象是最重要的，
實在不希望這些很醜的，像沒有靈魂的稻草人式的建築物放在最重要路
口的地方，以上淺解，謝謝。
第二次發言：房子如果保存，後面怎麼用是另一回事，不是現在考量的，
我們現在考量比較重要的是校園意象，進來第一眼，尤其軸線是這樣，
斜的 45 度陷進去，視點可能立刻落在此區塊上，對台大來講是最重要
考量點。其次才是要不要保存，當然我們也絕對尊重文學院要有更多空
間，三個建築物若保存一至三個，若是古蹟，台北市不是就要編一點經
費來整修？
五、李乾朗教授
1、文學院長期空間不足，其師生令人同情，一樣是繳學費，一樣是拿
國家薪水，但他們的空間受到不公平待遇，我們也深表同情。台大
應公平對待文學院，不能獨厚理工學院。台大要恢復文政學部掛
帥，掛帥也是有價值判斷，尊重他應該要替他找好的位置來滿足空
間需求。
2、這三棟房子是不是普通房子，見仁見智，我也不希望置入式的說這
三棟房子有怎樣的了不起，但是剛剛講過日治時期，1929 年建台大
時，他們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思想在支配校園規劃，所以有很清楚
的椰林大道，左邊一棟右邊一棟，幾乎是標兵式的軍隊在踢正步，
他的形式是 11、12 世紀仿羅馬式，我們不予置評，那年代有那年
代的想法。但戰後 1960 年代初當時由張肇康先生設計了中間這一
棟展覽館，稍後由虞曰鎮先生，這兩位建築師是建築文化的掌旗
者，不是一般市面上以賺錢為業的建築師。這三層樓的三個館整個
天際線很謙遜，未來若有新的建築物在這裡，希望繼續保持這個精
神，不能太突兀。能不拆掉建築是上策，拆掉一部分是中策，能夠
共構還是中策。這需要一點技巧，有難度，因為要共構，反而能刺
激建築師一個較好的成就，夷為平地再設計不難，應朝此方面去
想。若確實沒有適當地點，文學院無容身之地的話也只好用這塊地。
六、夏鑄九教授
1、建議在興建過程利用目前這幾月的時間，儘快委託對台大校內有一定
程度了解的學者或專家，完成建築計畫書的工作，將文學院的需要，
校園規劃的需求，尤其是校園各類型使用者的期望，納入考量，完成
未來建築設計者能依憑的空間內容與營造準則，才會事半功倍，執行

過程才能把握時間，減少困擾。
2、哲學系與人類系兩館的保存與否，建議多尊重兩系所師生意見。
3、農業陳列館為 1963 年完工，由虞曰鎮建築師負責，實際設計者為日
後居港華人張肇康，與當時王大閎設計的學生第一活動中心類似，都
為昔日錢思亮校長看重，委託設計，兩者都具備 1960 年代現代建築在
特定歷史脈絡下移植台灣的有代表性作品，有里程碑意義，值得校方
校園規劃過程仔細斟酌。若校方決定農業陳列館改變功能或遷移他
處，該建築物保存後亦可提供為文學院所需的文化與藝術相關展示空
間，以及其他相容的活動，該建築物一樓外牆的清水磚、室內結構體
所裸露的清水混凝土，日後使用不當的電線、管線等，需一併修復。
4、本基地為進入校門後抬頭所見的第一印象，昔日觸發台大哲學系事件
的保釣運動，學生即在目前哲學系建築物上懸掛白布條，因此未來建築
量體高度、退縮與否、建材、顏色表現的意義，對周圍既有環境有所反
映，須謹慎為之，建築計畫書與建築設計都得由一流好手為之，千萬小
心。
5、提醒文學院同仁，對未來的新建築物的要求與期望，要把握規劃與設
計過程，主動表達各位對空間的需要，這才是確保未來好的新建築的條
件，因為文學院的使用者才是建築的真正主人。
七、辛晚教教授
一個是個別建築；一個是功能問題，文學院在學校發展地位；另一個是
校園的景觀紋理的問題。農業陳列館比較具有其意義，其他建築物功能
以作為人類學、哲學功能較不彰，相對意義而言，這裡比較有處理的彈
性。台大不僅是台大人的，也是台灣全中國的台大。台大的問題演變成
也是我們所關懷的問題，從歷史發展來說，經過人文上的加強，無論在
功能或硬體建設上，一定都是必要的，有沒有替選方案來解決，不過入
口意象跟軸線端點兩個端點不能放一起，這從都市計畫觀點來看是非常
好的思維，謝謝。
八、金光裕建築師
實際面來講，我覺得這個基地比較敏感，位於捷運道路之頭，從另一角
度來看，很多學生從新生南路進來，那個動線對學校形象來說是非常重
要的。在我個人來看，農陳館的設計大概跟李老師感想一樣，農陳館比
較有他的原創性，因為他是第一棟，內部的設計也比較高明，後來那棟
也是從善如流跟他做的差不多。農陳館較具有保留價值，進一步若還有
保留價值或許是面對校門的人類系系館，無論如何，這個基地，我認為
夠大，若說只保留農陳館，另外兩棟拆除，作個 U 字型建築，也就可以
滿足文學院目前空間需要。據我瞭解，雖然台大地很大，但也沒有什麼
地方可以用，可以用的地方都小小的，都有重要建築物或空間在那裡，

需要去作某種程度保存或已經在利用的。文學院在這裡也有很好的角色，
校史館只有一層樓是校史館，都還是文學院在利用，包括校史館後面的
樂學館也是文學院，連同現在文學院在校口處成為一個園區也是一件很
好的事。
九、陳清泉教授
1、原則上贊成在基地上蓋人文大樓，這是台大很好的機會，在很好的地點
蓋一個有文化氣質的大樓。
2、洞洞館是可以拆的，忍痛拆。原因有，第一點，結構安全的理由，結構
很難符合耐震新規定。第二點，洞洞館外牆是不安全的，在安全理念
上他不是用安全式結構形式安裝起來。其他理由如消防、人心理上的
障礙，使用上的不適合。我個人贊成，用數位典藏法，科技進步，以
立體照相方式保存。
3、樓高不一定限制 3 層樓，只要能融合人類文化特色，表達人文典雅、源
遠流長意象，與台大校園融合，能符合人文大樓的需求和現代科技能
表達的機能。新大樓要有電梯。
十、李斌副局長
要強調我沒有預設立場，如果人文大樓最後選擇此地，保留或拆除洞洞館
有三種情況：第一，沒有人提出說他是文化資產。第二，有人或團體提出。
第三，建築物所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古蹟。
第二次發言：關於古蹟補助案，按執法規定，還是由使用人或管理人所有
人來維護，事實上，台北市政府也有編對古蹟維護經費，但更多是注意在
私人古蹟上面。
十一、許阿雪副局長
人文大樓需求是必須的，但對洞洞館保存部份能否分開思考？洞洞館現有
建築物缺點是可以透過修繕改善或再利用，就建築物再利用而言，端看使
用者怎麼用，可以化腐朽為神奇。今天台大問題是：在空間利用下必須使
用這塊地，是否可透過整體校園規劃。建議：先做建築設計，看需求多少，
透過設計模擬把必要空間（如入口意象）部份先納入，而非必要量體（如
停車場）是否不要放在這裡。台大交通管理規劃部份，停車場空間不一定
要放這棟建築物下面，可透過規劃設計解決相關問題，建議能保存就盡可
能保存，沒有辦法保存的時候，可透過設計結合解決。
十二、陳院長保基
農陳館是蠻特殊的歷史背景的建築，它不是台大必然的建築，是農復會時
代為了要宣揚我們農業國威，特別撥錢蓋在那塊地上。要拆時本院有兩派
意見，跟今天一樣，都是沒有在裡面用過的同仁要保存，用過的同仁都說
要拆。包括我們一位大老，農推系的教授包括也當過院長，他說：農陳館

從來沒有對農學院教學研究作過貢獻，雖然辦過很多活動，它從來沒有館
藏。為什麼沒有館藏？因為一下雨，大概要溼 15 天左右，展覽借來的雕刻
品就非常的擔心。我並不是說一定要拆掉，但農學院得到一個共識，我們
希望要離開這地方，讓它變成一個文學部落。建議未來發展上，一定要看
到 30 年以後狀況，而不只是要解決現在空間不夠的問題，如可以這樣想的
話，大概比較能釋懷，個人沒有特別立場要保存或怎樣。不管怎樣，我們
農學院都想離開這個地方。
十三、謝世忠主任
剛剛聽到幾位前輩意見，好像文學院要找新大樓跟要拆這兩三棟，理論上
是兩回事，但客觀環境變成是一回事。文學院目前空間分散在十幾間樓房，
主要在文學院及舊總圖樂學館，包括三棟洞洞館的兩棟，所以已經呈現準
帶狀人文學區，今天拆掉蓋新大樓，那些文學院流落在他處的孤兒就會回
來，準帶狀就成了帶狀人文學區，與台大入口印象關係密切，因入口看到
人文學區的帶狀，可以強調台大的人文精神。台大人文精神一定要在帶狀
很嚴密緊湊的地點才能充分展現，這人文學區帶狀趨勢，應該是台大展現
的重點，把準帶狀變成帶狀，從客觀環境看，人文大樓拆掉是唯一選項。
從內部來看，因為我們系館沒有逃生口，我們很幸運 40 年來很安全，曾鬧
過兩次水災，但若發生火災是非常可怕，當然不希望因歷史美學文化因素
就留下來，有一天發生不可收拾的後果時，那些建築歷史文化美學都變成
次要的。內部使用問題，的確維護整修技術可以做到很好，但其實沒有想
像中容易。從內外考慮下，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人文大樓的興建。
十四、曾漢塘主任
1、對文化保存，值得保存的地方要保存，且應該不只是保存。
2、做整體而有特色的開創，要型塑出何種文化特質，是所有市民的責任。
期待藝術、文化等因子可注入新建人文大樓，不因為保存或不保存問題阻
礙了人文大樓的興建。
洪總務長結語：感謝各位熱心的參與，及對於文學院及台大的關懷，相關寶貴
意見將彙整作為後續參考。本案除於 6 月 30 日召開校內外人士
座談會，8 月 16 日召開人文大樓籌建小組第 1 次會議，及今日
之校內外專家學者座談會外，亦將於 9 月 22 日召開說明會，對
人文大樓未來意像、入口及文化塑造，尤其是學生觀點，做一
溝通，接著將召開第 2 次籌建小組做一基本決定，規劃建築計
畫書，經校園規畫小組審查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做最後決
定。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