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校區未來發展說明網站－意見留言彙整
截至 04/09 為止，共有 20 篇留言，可分為以下三類：
『萬里開發方向』、『台北校區發展』、『其他』

【萬里開發方向】
留言一：1-1
時間：2010/02/04
就方案一而言，從許多地理資料分析來看，萬里校區的土地不太適合發
展，若是要發展勢必要投入許多經費去克服地理上的限制，諸如道路開發的
困難度或是坡地興建校舍的難度，但同樣的經費卻可以增加台北校區師生的
研究經費或是圖書館的採購經費。況且興建校區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情，
是好幾年的事情，中途誰又能確保經費充足或是沒有其他問題發生呢? 若真
的開發萬里校區，師生往返兩校區的車程大約是兩個小時，對部分師生來說
行程表會很趕。若是開發萬里校區，那麼又是哪些系所要搬遷過去? 目前沒
有任何系所有意願。 中間的發展利益又是一個難處理的問題。或許萬里校區
對某些能源系所來說是非常好的發展地點，但是他們人數加上行政人員會達
到約四千人嗎?
我個人認為開發萬里校區的好處是：
可以做為某些發展中心的基地，太陽能光電或是材料資源的研究，甚至
可以發展生態保留區，往後學校若是新增生命科學相關系所時，就有非常豐
厚的資源可以利用。對設計學院也能進行綠建築實驗計畫等等。又或者學校
主辦的大型會議或活動能更有體面。
但基本上我個人是支持將萬里校區繳回國有，以獲得開發東校區的補助
經費。
這是快速有效率又明確的方向，中途不會產生太多問題。對減輕學校財
務方面是有莫大的幫助。至於繳回萬里校區對居民的期望影響，或多或少是
存在的，但是那塊土地的開發與否變成落在政府上，而不是北科大了。對外，
北科大不發展萬里校區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可以是經費不足，教育部不給
予北科大補助。
留言二：1-2
時間：2010/01/14
以我現在讀到大三了,感覺現在的台北院區實在太小 而且每間系館都很
迷你,隨隨便便放個幾台機器就滿了想要做更大的實驗,放大台一點的精密儀
器根本不可能 雖然我們北科大的名氣很大也很好,但就是設備差,環境小所以
為了以後我的學弟妹著想,我認為可以先開發萬里校區的 D 區 之後再來慢慢
的將萬里校區給完整的建立起來 讓以後的學弟學妹們有個大環境可以讓他
們發揮以及有更好的讀書環境讓北科再創奇蹟
留言三：1-3
時間：2010/01/14
看完簡報後覺得那邊的地...偏遠而且颱風來可能問題很大而且學校經費也不
夠~更別談後續的維修費... 而且學校設置那邊真的很偏遠交通不便~感覺就變
成偏遠大學了結論是當初是誰決定那邊的地阿??夠偏遠且一堆地不能用 政

【台北校區發展】

【其他】

留言一：2-1
時間：2010/1/6
留言一：3-1
時間：2010/1/5
看過簡報之後，深知今日時局實已非當年獲此校地發
本人當年因自行購屋,致最後一期款無力
展之期待(當年是為了改制)。若持續保有此校地，對未來 繳交;然在發放繳款憑證時,眾人皆有獨漏我;難
校務發展並無實質幫助，反有累贅之苦(憂心其適當性)。 道之前繳的款項,就此下落不明嗎? 多年來均
何不早日割捨之而快之(最好可以賣掉作為校務基金)，全 不得其門而入,也不知找誰問? 懇請解惑
力專心發展本(台北)校區乃為最佳選擇!

留言二：2-2
時間：2010/01/07
既然開發萬里校區耗資巨大，未來尚需花費鉅額維護
費用，且目前無系所有意願遷校區。不如就放棄萬里校
區，用心耕耘台北本校區，校地雖小但應能往垂直發展，
且能得到教育部經費補助，或許方案三會令許多校友們失
望，但似乎為最合乎效益的方案。

留言二：3-2
時間：2010/01/06
北科大最大的優勢為何？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沒有這個優勢台北科大與北台科大
真的難以區分了。 萬里校區的開發是否意味
未來必須整體遷校？我們現在要發什麼聲？
式表達贊不贊成遷校？還是提供開發的意
見？
留言三：2-3
時間：2010/01/07
留言三：3-3
時間：2010/01/11
看了幾個方案，都會造成嚴重的反彈，俗話說長痛不
我希望人文社會學院跟設計學院可以搬
如短痛，那還是好好的發展台北校區，要是說校地不足， 去那!!雖然我不是英文系的,但我熱愛英文!我要
那能請問一下，附近公園以及停車場佔地頗大，是否能從 讀英文系!

府不補助我想怎麼開發都沒經費吧!?感覺最後此案會胎死腹中 而且未來學
生人數會一直下降~開發下去是否符合效益? 我覺得整併其他學校變成綜合
型大學是一個選項~不過難!!或是維持現狀!發展出學校的優點!!EX:電資學院或
是工程類的. -----------------------------------------------我覺得無論如何應該都要保留校地，就算現在無法開發... 只要還保有校地未
來就還會有未來能夠發展的希望, 畢竟現在市區的校地發展已經接近飽和了,
未來如果我們學校 能夠拿到五年五百億之類的...或許就有機會發展下去吧..
-----------------------------------------------我是覺得以自然環保教學為研究基地最好
將生物科技系獨立到那裏，像台大森林系一樣 用來當觀測實習站，可以避免
大建設。而且可以跟北醫北大合作北醫有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不
清楚）北大有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環境生態組）校名為北聯大校區
多多利用結盟關係
我認為如果三方同意，會有 1+1+1>3 的力量
-----------------------------------------------最後一則是我的看法，我再總結一下：
1.珍惜重視大地裡的一花一草，不要為了建設就把綠地挖起來，最好選擇廢棄
水泥地、寸草不生的地方用環保材料做最少的動工，以簡單為主。
2.善加利用結盟合作學校的力量。
3.倘若真的要開發，也要參考台南大學七股新校區以及他們的生態學院作
法，以環保教育為主的綠色學校。
4.若會破壞環境不如不要開發。
5.多聽些環保人士的建議。
留言四：1-4
時間：2010/01/18
原因如下 1.避免像台北大學全校日間部都遷走導致學生流失 2.北科大錄取分
會大降導致百年招牌黯然失色 3.繼續保留該校地難保不會被強迫多開發 4.行
政責任鄉民反彈等風波過就沒新聞了!不用太擔心!早日丟了燙手山芋才是上
策 5.低密度開發未達鄉民所期待帶來人潮還是會有反彈存在!!開發該校區沒
有太大作用只是浪費人力及校務基金
留言五：1-5
時間：2010/03/16
我認為現在這個時代還在開發處女地的行為大約只有落後的國家才會再做，
且之前才發生小林村的事件，我們當時看那些災民痛哭流義正言詞的說著山
坡地開發的不是，而我們現在卻還要去開發山坡地，是要成為人眼中的笑柄
嗎，到時又惹來民間環保團體之類的抗議，問題只會像雪滾球一般的越來越
大，還回去一勞永逸，百年的學校，真的就跟不上最新的環保思維嗎，若是
還回土地產生非議，那北科才是正真的贏家，最好再讓媒體大肆報導「北科
樹立生態環境典範」「北科不惜放棄利益也要維持生態環境」到時會有多少
附加的價值產生，我們失短利甚至損已，最後贏得的是正義，我們北科不知
道會得到多少肯定，雖然這只是我的臆想，但那份榮耀肯定是會留在每一個
北科人的心中，我畢業後想以那樣子的學校為榮，我好多好多同學都說來唸
才知道北科多令他失望，唸完就完全不想再唸研究所，每次聽到我就覺得很
痛心，為什麼學校不好好的把現在的系所、校地好好的發展，偏要去別的地

這方面進行協商，而且第六教學大樓似乎有些殘缺，前人
的美意造成後人的負擔，這也是大家無法預知的吧。

留言四：2-4
時間：2010/01/11
不然賣了萬里校地然後來台市買地蓋個可遮風避雨的停
車場，造福學校師生比較實在。不然學校附近車子亂停弄
壞就算了，還三不五時的發生小車禍，規劃上實在有待改
進。

留言四：3-4
時間：2010/02/01
請參考台科大選擇竹北重劃區,近交流道近高
鐵,近科學園區, 較易招到優秀學生,也與業界較
接近,也較易有優秀在職生就讀.選擇偏避地點,
部分優秀學生,可能會放棄.

留言五：2-5
時間：2010/02/02
1.關於萬里校區學校所需支出之龐大經費(98.10 教育部來
函要求重新評估萬里校區開發方向,明確說明萬里校區開
發經費無法補助,須由校務基金自籌)部分,學校是否因自籌
資金困難方面等問題而轉向(間接)把欲原用於現在或未來
北科大校園開發學校環境,維護與發展相關之設施及學生
宿舍(北科大宿舍)之品質,設備,環境之提升問題方面相關
的基金鑒於為興建萬里校區需龐大的經費等相關之理由
延遲,保留或提用原欲用於上述之項之經費,間接影響學生
在校(及學生宿舍)使用之權益。
2.鑒於本人現在已在北科大住宿一學期,見於學生向學校
提出宿舍改善意見,如:學生宿舍浴室設備(水龍頭.水量等)
設計瑕疵衛生環境改善等問題,及宿舍整體環境與宿舍餐

留言五：3-5
時間：2010/02/02
萬里校區解套方法:
1.成立餐旅管理學系,合乎時代潮流,擴大學校規
模.
2.萬里校區成為生態旅遊園區,請縣政府及萬里
鄉協助開路,及開發步道.
3.BOT 的方法蓋實習旅館及餐廳.

方弄的滿頭包，真心希望北科能讓我抬頭挺胸的說「我是北科人」，支持不 廳環境老鼠出沒等嚴重影響身體健康問題...等,學校回覆皆
開發萬里校區。
已"目前學校沒有多於相關經費"等推辭,終止,暫緩學生本
應該擁有乾淨健康舒適之環境之權益及權利;學生意見權
益及權利在還尚無興建(或已興建中,本人尚位了解全部相
關進度之前提下)萬里校區之下,已無法做到整體學生建議,
要求,希望本應享有之乾淨健康舒適之環境等要求及無法
得到學校明確在未來改善之方法之進度與計畫(這應該也
是中長期計畫中必要提及及重視的),所以擔憂學校為興建
萬里校區而間接影響忽略第 1.項的權益及第 2.項學生宿舍
及校園乾淨健康舒適之環境之學生本應享有之權益及權
利。
留言六：1-6
時間：2010/03/16
留言六：2-6
時間：2010/02/26
會議內容提到很多學校都有第二校區,可是那些學校的第
1.萬里校區,區位環境獨具特色，富利用價值，得來不易，豈可輕言放棄?
2.萬里和台北兩校區，若能互相搭配，作開創性的整體整合發展，將可相輔 二校區,不是在那邊偏遠的地方,全球知名的大學,好像沒有
幾所是在偏僻的鄉下吧~而且北科是以工學院著稱,工學
相成，益增北科大的特色。
3.兩校區作開創性整體整合發展的基本原則是，既要確立建校的理想，尋求 院的資訊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遷移到萬里,不是自己毀了
實質環境，教育制度與校園文化三者的平衡，也要各都適地適所，各都地盡 自己的招牌嗎?而且萬里的地,實際能開發面積也一直在
縮小,這跟當初選那塊地的理念,誤差很大.如果第二校區最
其利。
4.為符應當前高倡知識經濟和生態環保的新時代，北科大首要注重研發的科 後開發面積,跟北科本部的面積差不多的話,那選第二校區
技，宜聚焦在分成兩類的六個核心領域上，第一類為 3i，創新(innovation)，智 的意義是什麼?何不好好規劃本部,本部好好規劃,利用率
能(intelligence)，資訊(information)，第二類為 3e，能源(energy) ，生態(ecology)， 可以很高阿..當然條件是要整體規劃,不是蓋ㄧ棟大樓,就規
劃一棟..
環境(environment)。
5.台北校區，位於都市中心精華區，居捷運交通之樞紐，毗鄰光華商場資訊
商圈，適合以 3i 為核心領域的科技研發。萬里校區位處鄉野高地，依山傍海，
適合以 3e 為核心領域的科技研發。
6.台北校區的發展策略是，拆除低矮老舊校舍，改建新高樓，地面留設大量
綠地開放空間，建築物地面層大量挑空，闢建多層地下空間。在滿足教學需
求及呈顯生態校園特色的前提下，沿新生南路及忠孝東路盡可能的廣設國際
會議中心及創新智能資訊產品商展廣場，以地下街的型式，便捷的直接連通
捷運車站。
7.萬里校區的發展策略是，在永續環保的基地利用前提下，採用最順應氣候
及地形的營建形式，設置能源科技園區及生態環境科學園區，闢建風能、潮
汐能、太陽能、地熱能等的發電場與實驗教學空間，兼亦設置教育展示觀光
性質的能源博物館及生態旅遊園區。
8.爭取經建會、國科會、教育部
留言七：1-7
時間：2010/04/01
教育部網頁有公布各大學之校面積，例如：東華大學有 2,618,654 平方公尺，
屏東科技大學有 11,295,746 平方公尺，台灣科技大學有 328,343 平方公尺，
雲林科技大學有 581,447 平方公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有 1,201,678 平方公
尺，本校有 2,020,172 平方公尺，其中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己在高雄縣燕巢完成
部分新校區建設。本校萬里校區土地是前輩千辛萬苦好不容爭取得來的，各
校均以保護校地為最高原則，本校若將萬里校區部分或全土地歸還國有財產

留言六：3-6
時間：2010/04/01
萬里校地很大很好 可是誰會願意過去那邊?
鳥不拉屎雞不生蛋烏龜不靠岸的 整個系遷移
過去 換句話說所有師生都要跟著過去 那宿
舍怎麼辦? 提供老師免費宿舍 那學生呢?

局，本校之校地面積立即轉變為國立科技大學校地面積最小者。目前校地面
積 2,020,172 平方公尺，具有非常大的宣示作用。台灣大學努力爭取而將舟山
路轉成校內道路。為本校長遠發展，應採取保留目前萬里校區全部土地，並
採最有效之開發利用，所需部分經費可商請校友募款。
留言八：1-8
時間：2010/04/05
支持零方案，發展萬里校區本來就不可行，即便是成立實驗室。學校一直想
擴展第二校區，但何不將其經費，投入教學研究或是現有硬體設備的改善，
反而想在那麼偏遠的地方，成立第二校區，成立後難道會吸引更多人想去嗎？
依現行可言，萬里校區這議題，不應該是存在的，也不需要過多的探討，因
為這是不可行的。學校應該，快刀斬亂麻，將其資源放在更有意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