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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大校園的「現代巴洛克」設計出自於日人對殖民地大學的想像，而東海大

學的「現代中國」設計是現代主義設計者賦予在台大學的理想形象，兩座校園的

原型皆涵納了多重的意義，但是它們於台灣深根時歷經整合，過程中卻逐漸顯現

出「共相」，探索牽動這個共相的發展因素為何？即是本論文的意旨。 

 何以戰後大學校園內軸線的發展會轉向中軸配置的空間模式，甚至還嫁接於

隨黨國政權登台的「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這影響軸線配置規畫的意識是值得

關注的，其中牽涉美式布雜、中國建築文藝復興等議題，它們在台灣發酵時皆與

日人植入的現代教育空間產生交流，並進一步的轉化了五零年代現代主義機能型

空間模式的思維。文中藉由戰後諸多大學校園成長的變動來觀察，發現校園內軸

線的轉化將建築文化的雜揉情形表彰無遺，其中維吉尼亞大學空間範型的詮釋扮

演極有效的角色，也將潛藏於意識形態的漢文化中軸思想顯示出來，同時也開啟

了台灣的大學校園空間範型生產的機會。 

 

 

關鍵字：中軸線、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現代主義、美式布雜、維吉尼亞大學、 

  空間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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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mpus of “Modern Baroque” NTU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colonial 

regime on what a university should be in colonized Taiwan; also, the campus of “Modern 

China” Tunghei University designed by modernist architect exhibiting an ideal image on 

what postwar Taiwan need. Though both prototypes of campuses embodied multiple 

meanings, when they rooted in Taiwan, they take the same path on their further developing. 

What triggered this consequence? This thesis intends to find out the answer. 

 The tendency toward the space mode of Central Axial Disposition on campus planning 

after postwar Taiwan emerged. It transplanted from the idea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Renaissance” which followed up KMT regime starting at Nanjing and mingled with the issue 

of “modern space producing” implanted by Japanese regime. Furthermore, during 1950, the 

space mode of functionalism had been introduced to the case of Tunghei campus but also 

transformed to fit the mode of Central Axial Disposition. Under this ideology of “Neo–

Chinese Classic Space Mode” many campuses produced. Regarding on the performing of 

cultural hybrid in architectural convention, realize that the prototype of Jefferson’s 

academicals village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factor on interpreting campus planning among 

Taiwan. Campuses established after postwar Taiwan need further checked on its axial. As a 

result that the subconscious of Central Axial Disposition of Hans architectural convention 

revealed but also release the opportunities on forming the paradigm among Taiwanese 

university.  

Key word： central axial disposition, Neo-Chinese Classic Space Mode, modernism,  

           American Beaux Art, Virgina University,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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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問題意識 第一節

 二十世紀初在台灣的大學是西方的舶來品，由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引介之下所

設立的，它的成立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是近百年來西化過程中的一環、亞洲現

代國家形成下急遽發展出來的成果。因此在台灣生產的原型對之後校園型態的發

展至為重要。而大學校園樣貌的原始動能來自何處？第一個國立大學，帝國大學，

是由日本人所開啟的。無獨有偶，第一所私立大學1，東海大學，也是由外國人

所開啟的。它們都是以“大學”的想法與規模創校，雖有著不同的創校目的與背

景，這兩個舶來品在各自的時空都做了在地化的創造，當然也都為台灣的大學校

園提供了重要的想像。現今，兩所大學都以其創核心校區為校園文化精神的象徵。

以台大來說，就是從大門口開始的椰林大道學院群至端點圖書館，對東海大學來

說就是緊鄰路思義教堂、校園中心的文理大道學院區，它也是以圖書館為結束端

點。漫步其中，前者威武後者浪漫，傳遞的環境氛圍不一樣，但兩者都有超大的

尺度，前者以傅鐘為節點，後者有校友鐘樓為節點，它們原來都是大道末端廣場

轉折處。今天，在它們之後大道軸線繼續往後延長，且以原來不在規劃中的新圖

書館作為大道的端景，兩條校園大道也都在八零年代完成，是巧合嗎？還是台灣

的大學在近一甲子的發展中，開始出現獨特偏愛的樣貌？這個想法引發了筆者繼

續思索的興趣。 

 大學的設立由日人開端，但大學的經營與數量是在國民黨執政後漸漸增長。

由於美國的援助下，在台灣漸漸站穩腳步的國民政府產生了高等教育設立的需求，

先是在台復校了諸多大學（如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後

因台灣成長的需求，將學院也升格成大學（如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此時西方

                                                 

1
 淡江大學雖在 1950 年設立，但是初期為專科學校，後改制為文理學院，故一開始就以大學的

規模來創校的是為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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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也選擇在台復校或創設大學（如東海大學、東吳大學等）。國際局勢上

一直糾結著「正統中華文化」議題的國民黨政權提供了大學校園成長的培養皿，

在五零年代開始大學接續出現，其中來自日治時期，或以復校之名或在台新設立

的公私立大學等等，可視為分別具有來自日、美或中國的大學校園基因，藉著對

它們的理解，也許就能找到大學校園在台灣實驗初期的樣貌，更重要的是，藉著

對其發展的理解，也能了解是何種因素牽動其發展，影響著台灣的建築文化。

 現今台灣大學與東海大學所呈現的校園並非是原先的格局，它們都歷經了延

長的過程。原本校園規劃的樣貌有傳承也有改變，在台灣經歷改變、形塑的新樣

貌是否被廣泛地接受，並且也出現在其他的大學中？由此意，故來探索這個“牽

動發展的因素”。校園軸線受此“牽動發展的因素”下，處處可見的“共相”元

素為何？故以日、美、中三方動能發生的時間軸上所出現的諸大學為主，橫向整

理其他同時存在或新設立的大學，看看我們現在如此熟悉的校園，是如何演變成

今天的樣貌。 

 綜觀國內知名大學「四大四中」的校園（四大：台大、清華、交通、成功。

四中：中興、中央、中山、中正），雖校園營造的歷史情境皆不同，但校園內皆

有存在著類似的軸線語彙，引導著我們認識一所現代大學的樣貌，現今由於校園

生活配合社區發展，學校生活圈與社區資源共享，又因開放空間、古蹟共構，文

化情境等空間觀念的革新，校園的生活不僅是人民受教育時所經歷的一段生活歷

程，對於非學生的一般市民來說，校園也是提供知識講學，休閒，運動的綜合活

動空間，其公共性質與社會服務的效能可見一般，這些充斥在“教育環境”的視

覺元素，正對大學城內活動的人們施以“環境教育”2，其共相形塑台灣的大學

形式，形式中的內容，除了可提供對於台灣校園建築文化的理解，更可訴說台灣

的大學校園範型形成的故事。 

                                                 

2
 蔡保田，〈學校建築研究的意義、特質、及其重要性〉《學校建築研究的發展》，台北：五南圖

書出版，1986，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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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研究的回顧 第二節

 關於第一個國立大學，帝國大學校園型態的研究已有該校城鄉所、土木所、

藝史所夏鑄九、黃世孟、黃蘭翔學者等人所探討。夏鑄九在其專書《夏鑄九的校

園時空漫步》3中說明了台大校園以東京大學為本，但在東京必須知所約束的巴

洛克軸線在殖民地上可放手盡情規劃，如同都市計畫般是隱含著更多的政治意義。

日本人為台灣大學移植的基因，夏鑄九做了批判性的解讀，視其為「殖民地大學」

的宿命，是「主體」不存在的例證，但何以空有「形式」的校園，不僅續命而且

強化了呢？至今高等教育在台灣也有接近百年的發展，姑且不論其本質為何，承

載「主體」的校園空間形式卻是值得討論的。因此黃蘭翔針對椰林大道的規劃，

指出其校園「巴洛克」範型化的移轉成形，在〈戰前日本帝國大學之籌組與校園

空間的「巴洛克」化：從東京帝國大學到臺北帝國大學〉4論文中，將來自日本

人的巴洛克式規劃做歷史性的回顧與分析，釐清創校時期的原型，有了這個基礎，

始可用來對比大道軸線的最終樣貌之轉變。 

 關於第一所私立大學，東海大學，也是由外國人所開啟的，校園內多座知名

現代建築，如路思義教堂，藝文中心等也引起近代學者對東海大學校園建築關注。

創校不久東海開辦建築系，因此東海大學校園內部的研究單位，對該校的建築研

究與規劃報告也有鉅細靡遺的分析，與台大一樣受到大眾的矚目。關於東海大學

原始創校校區的研究有郭文亮，在<中國教會大學校園建築傳承與東海大學校園>

論文中，分析了創校的兩端開放軸線的原型樣貌、發展後成定局的校園學院院落

規劃，比較其與傑弗遜的學院院落不同之處，是為院落的空間情境與院區入口。

也釐清東海大學是上海華東大學（貝聿銘與葛羅皮斯的設計5）理想再現，為五

                                                 

3
 參考夏鑄九，《夏鑄九的校園時空漫步》，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 

4
 黃蘭翔，〈戰前日本帝國大學之籌組與校園空間的「巴洛克」化：從東京帝國大學到臺北帝國

大學〉 ，《民俗曲藝》，182 期（2013），p221-301。 

5
 貝聿銘接受東海大學設計委託的因緣來自基督教連董會上海華東大學委託設計案，參考李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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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代現代主義者的原型。至於設計團隊的是否有達成委託者預想的理想校園？

依照漢寶德先生的看法6，則是認為設計三人（貝聿銘、張肇康、陳其寬）的「現

代中國」命題在當時是有達成的。但關於最終軸線大轉變的過程，筆者認為也需

要做進一步整理。如今，我們從學院區的軸線發展上，知道它有著與椰林大道的

相同命運，對台大巴洛克原型來說，相容於布雜傳統的古典幾何軸線是比較好理

解，但是東海的現代主義軸線的大轉變，則更引人好奇它的發展過程。 

 第一所國立大學，帝國大學，第一所私立大學，東海大學，它們都是以“大

學”的想法與規模創校。前者是“巴洛克”，後者是“現代中國”。古典與現代

的相繼命題之下，在國民黨執政後接續，台灣校園的發展卻是在“正統的中華文

化”的命題中茁壯。對於來自中國的基因，或者說是國民黨政府主導的動能，有

蔣雅君論述出的「倫理性建築」的脈絡，在〈中山陵之文化表徵與倫理建築思路〉

7中，藉由廣州中山陵的規劃案例，將有關「美式布雜傳統」與「中國建築文藝

復興」相互交織的設計淵源清晰的梳理出。在論文〈「中國正統」的建構與解離

–故宮博物院之空間表徵研究〉8以故宮博物院的設計說明與“中國正統”的互

為形塑，說明此設計淵源與其如何經由黨國政權續命到台灣之過程，如同外雙溪

故宮，陽明山中山樓正也說明了其規劃思路在台灣的蔓延9，這來自中國的中軸

線基因與校園內中軸線的基因是否相同？ 

                                                                                                                                            

鄭小東譯，《貝聿銘全集》，p55。 

6
 於〈情境的建築〉一文中，陳格理編《建築之心─陳其寬與東海建築》，台北:田園城市，2003，

p12-25。 

7
 蔣雅君，〈中山陵之文化表徵與倫理建築思路〉，會議論文，「亞洲藝術文化的多元核心與交作

網絡」整合型計畫「藝術與國家」主題研究工作坊，2015。 

8
 蔣雅君，〈「中國正統」的建構與解離–故宮博物院之空間表徵研究〉，《建築與城鄉學報》，2015。 

9
 該文中修澤蘭提到業主“蔣中正總統”，中山樓使用定位為國家開會，接待國賓的紀念性建築

物， 陽明山的中山樓於 1966 年 11 月 12 日落成，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晉一生日。並明訂為第

一屆中華文化復興節。修澤蘭〈建築師的話〉曾一士編，《中山樓之美》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

1998，p12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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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所大學的大道原型都歷經轉化，他們都延長了軸線並以圖書館“終結”大

道，本文將兩者視為適當的觀察樣板，在諸多學者的研究中、校園規劃報告書內，

也出現同為受維吉尼亞大學影響的論述。傑弗遜學院村落原型（prototype of 

academical village）不斷地被提及。關於維吉尼亞大學的空間範型早在 1970 漢寶

德對學校建築研究社的講稿中就出現了，是為了比對修道院式的大學建築，說明

了維吉尼亞巴洛克式大學的精神，來闡述校園建築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是以理性為高貴之目標，代表知識貴族的觀念，階級性的存在很

強····”。《建築的精神向度》p273
10 

 而有關圖書館學術權威形象，東海大學創校設計人陳其寬11在 1995 年東海

校史中的文章敘述，說明當初的設計是參照維吉尼亞大學，其中也提到了傑弗遜

學院村落原型、圖書館、人車分離的服務道路。台大的巴洛克校園與東海的學院

院落有相同的發展，它們的主軸線都搭配了端景圖書館並成為最後的校園意象，

這兩個相似的路徑在前述黃蘭翔的論文〈戰前日本建構帝國之事的容器–解讀台

北帝大校園建築樣式背後的意義〉中，解讀了兩者援用此原型的相互根據。因此

本文進一步的將東海文理大道的漸變時間點梳理出來，並與同時空的其他大學相

互比對，擴大觀察的對象，因為軸線的轉化可如實的再現一個動態的過程，說明

台灣建築文化的混血狀況。 

 大學校園的數量歷經多年發展，也出現不少針對各個大學校園空間的研究，

張樞有一文〈評台灣的大學校園規劃〉收錄於《圖說建築》12中，文中指出台灣

                                                 

10
 漢寶德，〈教育精神之象徵–學校建築所傳達的信息〉收錄於《建築的精神向度》，台北：境

與象，1971，p267~281。 

11
 在東海出版的校史中，目前有兩篇，皆是由當初三個設計者之一、陳其寬的文章與訪問整理。

貝聿銘忙於美國的事務而張肇康則反回美國且定居於香港，對東海較無涉入，反觀陳其寬則在台

灣深耕，故其屬名的發表文章，可視為設計者較正式的自述，也因為陳其寬日後除了擔任東海建

築系主任，工學院院長，校內的許多建設也皆有參與，而校外的建築活動與藝文活動皆非常活耀，

相較於貝聿銘與張肇康，本文中也時以陳其寬的視點為參考。 

12
 張樞，《圖說建築》，台北：建築情報雜誌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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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規劃時受到三個理念13的影響，其中之一是為“中央軸線的配置手法”雖有

提及其北京城的淵源但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論述。蕭百興在《依賴的現代性 —— 

台灣建築學院設計之論述形構（1940 中 ~ 1960 末）》14中，以戰後生產設計論述

之建築學院們為中心，與本文觀察的校園有所重疊，因此也提供了觀察該校在所

處時空中更深層的認識。其他綜合性的研究例如彭康健在 1985《大學校園空間

模式之研究》論文15，以國外大學提出的六種校園空間模式，亦指出我國大學校

園空間模式亦呈現出六種空間型態，空間模式的分類來解析校園，也牽引出對於

軸線在校園規劃運用上的重要16。針對大學軸線與校園規劃上的研究有黃明彥的

《大學校園軸線規劃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為例》17整理大學校園軸線的規劃方式，

影響軸線的因子，期望建築師（規劃者）進行校園規劃的同時，考量整體校園景

觀的營造，達到整體校園規劃上更趨於良好的「境教」環境，進而提升整體校園

形象，解析空間模式在實際應用上的問題。也有針對單一校園模式的延伸或修補

為主的研究，如鄭禎樺在《東海大學校園景觀空間變遷》（2001）中，在校園規

劃上以人為因子，做為主要範圍探討影響校園發展的因素。另外以解決問題導向

的論文有，袁興言《大學校園設計—以東海力行路地區為例》18（2000）和張淑

菱《大學校園邊緣空間轉化之研究-以舟山路廢巷前後台灣大學校園規劃為例》19

                                                 

13
 一是固定的教育行政體系，二是絕對區分的規劃理念，三是中央軸線的配置手法。參考張樞，

《圖說建築》P164,165。 

14
 蕭百興，《依賴的現代性 —— 台灣建築學院設計之論述形構（1940 中 ~ 1960 末）》, 國立台

灣大學土木工程所建築與城鄉組博士論文，1998。 

15
 彭康健，《大學校園空間模式之研究》，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16
 在校園空間模式方面，彭康健也在《大學校園空間模式之研究》中以國外大學為主要研究對

象進行校園空間模式的探討,提出六種形式上的空間模式,並針對不同形式以案例作空間模式、土

地使用、活動狀況、交通動線以及成長計畫的 探討,並及於該空間模式在實際應用上的問題。 

17
 黃明彥，《大學校園軸線規劃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為例》，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18
 袁興言，《大學校園設計—以東海力行路地區為例》，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00。 

19
. 張淑菱，，《大學校園邊緣空間轉化之研究-以舟山路廢巷前後台灣大學校園規劃為例》，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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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等等，這些都是針對校園發展所衍生問題的研究。因此不管是廣泛的校

園空間研究或是個案的研究，甚至是針對校園軸線性質的研究，都是以實用目的

為出發點，非以建築文化、藝術範型流變的面相加以書寫，但這些論文仍提供了

許多觀察校園的面向。 

 應用的資料與分析的方法 第三節

  根據上述的問題意識，先以倆校（台大、東海）的軸線原型校軸線轉變為

關注。始自日治時代的帝大「巴洛克」原型，以黃蘭翔論文20〈戰前日本帝國大

學之籌組與校園空間的「巴洛克」化：從東京帝國大學到臺北帝國大學〉的觀點

為主。另外進一步細讀東海大學範型的發生與移轉，創立較晚的東海大學從競圖

開啟，後來委託貝聿銘團隊設計規劃，故以當時的設計圖為主要參考資料，同時

也參考創校時期基督教聯董會史料、諸多東海大學校史、校刊、東海大學虛擬校

史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史料等相關文件為輔助。先將東海軸線的演變依時

間軸來梳理，並將其軸線漸變的關鍵點與台大比對。為了解兩者「巴洛克」與「現

代中國」原型如何符應「正統的中華文化」，而此應和「正統的中華文化」的中

軸空間模式是否有蔓延至其他校園，亦將檢視同時空其他大學校園的軸線變化，

如此藉以明白藝術範型的傳播轉化與形成的現象。 

 因此檢視的學校有與台大同期也有與東海同期的校園，先以教育部官網的統

計資料著手篩選調查的校園，選樣的學校中有歷經改制、升格、擴張、遷地等過

程，所以探查相關的校園時，以原始校區為主並做校際間的比對，因此在資料的

使用上，也蒐集各校校史、專刊、或是該校在當時配合發展出版的簡介或小冊子

來看其發展的軌跡。觀察的重點在軸線的發展，校園軸線上的視覺意象組合構成

                                                                                                                                            

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0
 黃蘭翔，〈戰前日本帝國大學之籌組與校園空間的「巴洛克」化：從東京帝國大學到臺北帝國

大學〉，p2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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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建物、廣場、步道、道路、公園、樹木等單元構成的總體，也會從當時空

的寫真紀錄中一併觀察。 

 另外進行校園現場調查時，也蒐集有關於校園規劃報告書，各校園介紹的書

籍、論文、網路資源等。許多大學的原始校區資料較缺乏，校園建設也非一次性

的完成，面對多樣性的空間模式時，每個校園時空背景與地理環境都有著差異，

但是「軸線」的決定常為設計者平面計畫的初步，因此在發展當中所規劃的預想

圖、發展規劃圖，即使沒有完全執行，也會是有用的參考資料。學校在成長時常

需拆掉原有建物、改變設計，因此也從不同時間點產生的圖面資料中，推測其規

模、位置、比例來判斷軸線的變化關係。建築為四次元的藝術，非二次元的再現，

尤其涉及人類感知的體驗，布局在起伏的地貌時，軸線上的建物具有多向性的特

質，因此走訪校園間的田調才能有較完整的感受，期望能儘量跨越空間加上時間

的距離來體驗今日大學在歷經學制的轉變、開發、基地變遷、新舊紋理的演化軌

跡。 

 台灣自身也已經發展了過半世紀西式的建築教育、景觀設計、都市規劃等學

門，故也要特別注意其移植當下與直至八零年代之間西方理論觀點的挪用、詮釋、

適應的實際過程，以期望能客觀的綜覽大學校園內的軸線特色，檢視這些學校的

目地除為了分別與上述的兩個原型加以映照，從五零年代開始，以眾校園發展的

軌跡解讀校園的空間形塑，試圖證明九零年代之前校園範型成形的假說。 

 章節介紹 第四節

 為了探索日式的「西化巴洛克」與美式的「現代中國」原型走進“正統的中

華文化”母題的過程與產生的軸線變化議題，因而檢視的重點除了台灣大學與東

海大學外還有與兩者同時期建立的其他校園的軸線配置議題。章節安排如下， 

 第貳章討論的起點是以兩校軸線發展「共相」的發現為主。台大的「西化的

巴洛克」納涵了日人消化的結果，而美式的「現代中國」是受美式教育的三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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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義者所設計的，前者不是西方正統的巴洛克，後者也不是純美式的現代主義，

它們本身都交雜了多重的意義，但在歷史的整合過程逐漸顯出發展路徑的相同。

因此以東海大學的軸線發展故事為主，台大的軸線發展為輔，是為兩校軸線在台

灣「共相」的發現。 

 第參章討論重點是為回溯與台大、東海同時代建立的其他校園，即「共相」

發生之前其他校園的樣貌。第一部分為日治時期的建置與遺留，為日治時期日人

的對高等學校的規畫，是黨國來台時就已存在的校園，受到續用與挪用的高等教

育與中等職業教育學校。第二部分為美援時代，國民黨執政初期的大學建制，他

們大都是與東海同時期的校園。當時台灣尚處農業社會的艱困時代，資源缺乏，

除了少數黨政經關係較好、易申請建校或復校的大學外，另外就是懷有宗教理想

的教會大學。這些學校不管是在台復校或者是新創立，共同特色就是需要尋求校

地的，規劃新的建築。但對校園的規畫是否也存在什麼樣的“理想形象”，這點

也與建校的資源息息相關，此章節以它們的軸線設計互為說明。 

 第肆章內容與形式互為因果，故討論重點是“強化中軸線之共相”普遍蔓延

的內容。八零年代校園自主風潮興起時，以校園規劃所呈現的形象來觀察。看校

園間所承繼下的特色有何關聯，那一些元素強化了、消失或轉化，並探究可能的

建築文化因素，其中以中字輩大學為說明，在同樣的社會氛圍下，與台大、東海

一樣出現了強化尺度的中軸配置校園改造或建制。其中也有以圖書館的學術權威

代替行政管理的威權，建物矗立於主軸線端點，但共通的是，強化軸線的手段是

一致的，這些都對現今大學校園起了深遠的作用。 

 第伍章，討論重點是“強化中軸線共相蔓延”的文化因素及淵源，是為結論。

在整理了諸多校園中軸線配置的共相後，有必要闡明其淵源。本章以台灣的大學

校園內三個相關議題來說明強化中軸配置的緣由。一，黨國政府開啟的空間規劃

議題，“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二，陳其寬中央大學井字形規劃與「中國新古

典空間模式」的軸線議題。三，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的詮釋強化中軸線在台灣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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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議題。新設大學校園中，以中軸配置的校園設計模式業已拓散，歷史較久的

大學校園在改造中漸漸將中軸線加強，「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在校園中傳播轉

化，軸線上建物的視覺組合也不斷複製於台灣新設的大學校園實例中，藝術形式

因其不斷複製而成立，而推論出大學校園範型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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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大學之道，校園軸線演變的共相 

 東海大學文理大道軸線的轉化過程 第一節

 東海大學文理大道的現代主義主義者機能型空間模型在五零年代輸入台灣，

至今經過了三十年的校園發展，最終它改變設計轉變成強化中軸線的空間模式，

探索其空間模式的嫁接淵源前，先以解構的方式細讀其轉變的時間點，以明白何

種文化背景因素影響了它。 

1 創校原型「現代中國」的理想 

 留美時期，同時進行建築與繪畫活動的陳其寬21，在接受貝聿銘的邀請下共

同具名，面對委託人對學校的要求22，規劃設計東海校園。為回應聯董會對台灣

東海大學地域化的期許，根據貝聿銘先生來台攜回美國的基地資料，善繪水彩與

彩墨的陳其寬畫出了草圖，是以水為媒介所繪製的示意圖，自然易於表現田園風

光，如寫生般的氣質，在線條富變化的用筆與渲染間，有如地圖般的準確。在說

服了聯董會後，進行施工圖的規畫並寄到台灣準備按圖施工。由示意圖檢視原初

                                                 

21
 此處列出雙重專業的陳其寬從 1952～58 年的個展活動如下：1952 麻省理工學院藝術館個展 / 

波斯頓卜郎畫展個展、1954 波斯頓卜郎畫展個展 / 紐約懷伊畫廊個展、1955 波斯頓卜郎畫展

個展 / 紐約懷伊畫廊個展 / 菲利浦學院萊蒙藝術館個展、1957 紐約米舟畫廊 / 波士頓大學、

卜藍代斯大學等聯展、1958 時代雜誌主辦之巡迴畫展。資料參考自陳其寬文教基金會 - Chen 

Chi-Kwan 網站 www.chenchikwan.com/foundation.cn.php。 

22
 即見於 1952 年方威廉（William P.Fenn）的<我所遇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  

中所提出來的十四點意見，節錄十四點中回應台灣地區與校舍建築是為：「第八，…一所不超過

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第十，…校舍樸實，但不是一無特色，是實用而不虛飾，此一校舍不

僅由目前的條件所決定，且希望有一天能得到本地的支持。此校舍應與周圍景觀及所屬的環境配

合。…第十三，這所大學雖具國際性，但強調國際性並不表示抹煞台灣的特性，國際性的合作在

開始的階段有其必要性，西方人士的參與也在歡迎之列，不過我們需要的是一所真正為台灣人辦

的基督教大學，所以西方人士與中國大陸人士應為從屬地位。…」特刊編輯委員會，《東海風--

四十週年特刊》，40 年校史，台中：東海大學，1995，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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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園理想，陳其寬以平遠角度的取景，他描繪了遠景連綿的中央山脈，以一百

八十度的大視角，以遊歷的視點，敘述大肚山緩坡上的梯田風光，從右（南方）

開始的學院區以樹列指向畫面中心，平坡上的教堂，望向教堂遠處（東方），地

勢較平坦，視野可推向遠處的山脈，教堂的右後側則是建物稀落分布的宿舍區。

跨過河渠道路23的兩側亦各分佈著錯落的建物，道路繼續延伸出去至中港路上。

 

Figure 貳-1 橫幅水墨東海鳥瞰圖 1954，東海大學聯董會史料 

 這個浪漫的原型24說服了聯蕫會，展開一系列的建設，直至 1959 都沒有變

動。從初期工程的發展與校史的對照下，皆本著初衷進行25。回顧創校初期，自

1955 開工以來至 1958 建物與校園美化工程各分三期，執行的結果如下圖，與陳

其寬在水墨鳥瞰圖中的預想發展是類似的，執行後的結果從 1959 的校區平面圖

可說明這一點。 

                                                 

23
 現為連接校門的約農路。 

24
 這個的原型，一方面由陳其寬手繪水墨示意圖所顯現，另一方面也由現代機能主義構築方式

所繪製的校園規劃圖與設計圖，建物的標準圖與細部圖面中看到，它們提供連董會一個現代中國

學院的想像，佐以當時的寫真如第 10 年校史《十年畫刊》、東海大學虛擬校史館早期文獻資料中

1959 出刊的《今日東大》與第一屆畢業紀念冊，在其中皆釋出的許多創校時期的珍貴寫真。之

後經歷成長，由於經費短缺，水墨示意圖中的三學院才在十二年後完成。這些資料可將現代中國

學院院落的理想原型拼湊出。 

25三期的工程別中以一年為一期，若單以學院院落區來看，執行設計的順序以建物為首要任務，

文理大道上的建物依序完成的是：一期的行政中心（1956）、文學院，二期的兩進圖書館（1957）、

理學院，三期的圖書館兩翼（1958）。校園的美化工程一、二期著重在行政、文理兩院的周圍綠

化，第三期則完成了文理大道的鋪設。《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2006，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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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貳-2 校區平面圖 1959，《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p66 

 雖然工學院因經費短缺未執行，但隸屬於工學院的舊建築系館先行完成，舊

建築系館雖在初始的規劃中不存在，但就近安排在工學院預定地後方，如空照圖

所示，可見到除了建築系館外，其他增建的外圍建物配合文理大道的軸向建造，

或隱於地勢較低處以維持原本的設計。 

 

Figure 貳-3 東海鳥瞰圖 1965，《東海大學校史》p195 

 這個原型的執行至直到 1967 年工學院到位才完成，此時聯董會的影響力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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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轉向董事會26，但早在 1964 年就出現改變原圖設計的一個契機，此時，大道

上先矗立了規畫外的紀念性建物，校友鐘樓27，原本設計中此地為露天廣場，是

為了賦予大道兩端以開闊視野，為了這個美意，連教堂都得側移幾步，可以看出

設計者原始軸線對兩端開放性的堅持28，整體上文理大道學院院落設計仍維持原

設計，即便有外圍增加的建築，也還預留工學院的基地，緩坡向上的大道上有梯

格形步道，與端景梯格造型的鐘樓相呼應，但因為鐘樓的“意外”，設計原貌出

現了改變。 

 

Figure 貳-4 校友鐘樓 1964，《五十年

校史》50 年校史，p374 

 

Figure 貳-5 文理大道上緩坡向上的梯格形步道 1958，《東

海風--四十週年特刊》p39 

2 兩個改變原始設計但未實踐的方案 

 1964 年東海創校十周年，聯董會在該年十一月提出《東海大學調查報告書》，

                                                 

26關於辦校資金的來源，聯董會拒絕增加款項，而募款由董事會進行，學校教授會的影響也漸增，

參考《東海大學校史》第四章〈爭議時期，民國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P243-297。 

27
 鐘樓的設計由當時建築系學生朱景弘所設計，經該系教師陳其寬與胡兆輝評定後採用，為第

一屆至第六屆畢業生募款籌建，，而這個由建築系學生設計的鐘樓評選，亦由陳其寬評定，鐘樓

與大道在構圖上相似，以相同漸進式的韻律美感，成為協調一體的的視覺焦點。 

28
 女生宿舍的屋頂因軸線的偏離而干擾了文理大道望向中央山脈的視線後，貝聿銘會在 1955 年

來台時批評其脫離了設計軸線忍不住提出了抱怨 “Unsightly and dubious construction merit,” 

“the central axis was thrown out of line＂.參考連董會史料。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jM6pBvShf06vJM&tbnid=2WdShTPg2KNhoM:&ved=0CAUQjRw&url=http://140.128.103.27/virthu/detail2-1.php?ar_id=3&p_id=153&ei=VtTzUYu1C4K6kgWSyYGwAg&psig=AFQjCNGY4pBva3cA-fNYSIc1R5SAKzmRUQ&ust=137502028997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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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耀也以《校長報告書》回顧以往、展望未來重申學校的教育理念，預定接下

來的十年因應台灣經濟社會結構轉變而改變方向29，七零年代的校園擴張對東海

的軸線增加了許多變數。1975 年具座標性格的四方街道構想30校園計畫圖中，出

現了一個擴張的方案，隔年 1976 大道上便加入了商學院。 

 
Figure 貳-6 校園計畫圖 1975，加繪，底圖取自《東海二十年》p44-45 

 

Figure 貳-7 未實踐的校園計畫說明 

                                                 

29
 東海大學在創校前十年的經歷中仍堅持小班制的方向，儘管固定財務來源過少，仰賴捐贈募

款的比例過重，仍希望不以增加學生人數為拓源手段，以致喪失了教學品質。接下來的十年是在

謝明山校長的領導下，一開始就面臨開拓財源的壓力，東海需轉型，變為綜合型大學為大勢所趨，

校舍需從有機地平面的拓展往高處發展，的文理大道院落群中，在他的任內商學院落完成，也還

未有端景為圖書館的想法。 

30
 隨著東海的成長，教學區的需求日漸擴大，文理大道在謝明山校長的帶領下，原來的文理工

三院落的理想下增建了商學院，中除了進行中的商學院，還預計隔出另一個方形區塊，含納規劃

中的醫學院、實習醫院、法學院和夜間部的學院院落。方形區塊中間複製文理大道，兩側各放置

二座整齊的四合院的校舍學院。這個規畫沒有實踐，但可以將此規劃視為有意推翻初期規畫者的

原設計，意圖從原本孤立出世的修道院情懷的建築，轉變為入世且具座標性格的四方街道。與上

述鐘樓的“無意”之為同為影響原設計的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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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方案在三年後 1978 年提出，此時也是面臨開拓財源的壓力，東海需

轉型31，是謝明山校長與梅可望校長交接之際。在 1978 校區平面圖中，校園已

出現四方環狀道路的規劃，以初創 1959 校區平面圖與 1978 的校區平面圖並置

比較，形成格狀的區塊、有四方環狀道路的規劃，與原來軸線設計的開放性有極

大的不同，但是其他早期校園建築區塊維持原本的設計，如南方的女舍，北方的

男舍與活動等區，都以丁字形的方式，隨宿舍量的需求以有機成長的模式擴張。

1976 加入商學院立於文學院西側，一樣方形基地，模仿前三學院的造型，但與

初創時的風物相較，故可看出商學院起了一個轉換設計的作用。多一個學院卻形

成街廓的樣貌，與原來的氛圍有所差別，商學院的加入轉變了文理大道的氣質，

也促成了文理大道延伸設計的思考，是轉折的起點。

 

Figure 貳-8 校區平面 1959 與 1978 的比較圖，底圖取自《五十年校史》50 年校史，p66,67 

3 走向強化中軸權威性的軸線 

 東海大學拓展成大型綜合大學的時期，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時完成文理大道軸

線的長度。他的帶領下學校擴張迅速。文理大道上的擴張計畫中為了增加教室的

數量，1979 第一教學大樓32完成，1981 續建第二教學大樓33。於 1980 年 11 月擬

                                                 

31
 1978 年梅可望接任東海第四任校長，台灣也正處於轉型中，他積極回應工商業發展需求，以

發展為名，很快地在他管理之下，學校擴張迅速。1979，第一教學大樓完成(位於商學院旁)， 1980

年組成「第二教學大樓興建小組」同年 11 月開工並擬定新圖書館大樓、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

學生宿舍、餐廳等，皆於於五年計劃中完成。參考馮啟人，《成長的十年》，33 年校史，台中：

東海大學，1988。 

32
 第一教學大樓位於商學院旁，在 1982 法學院成立後一稱法學院，1992 年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1995 改為管理學院第二棟，現為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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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一個「五年計劃」（1982~1986）中，期間完成位於大道高處的新圖書館高樓，

這使文理大道以圖書館為端景的主控性格更為明確。在此，擷取兩張東海大學建

物發展圖顯示學院區建物發展狀況（Figure 貳 10），圖中僅標示出文理大道上的

建物，法學院、農學院、新圖書館，從圖中的演變，可知文理大道的中軸主導性

格大致完成。這些皆是梅可望校長任內在東海學院區完成極大的轉變與拓建34。 

 

Figure 貳-9 東海大學放棄四方環狀規劃走向延長中軸的轉變流程，加繪，底圖取自東海校史 

 

Figure 貳-10 東海大學建物 1985、1988 發展比較圖，加繪，左圖取自《東海三十年》p118，右圖

取自《成長的十年》p46 

                                                                                                                                            

33
 現為農學院與景觀、法律學院的複合型環抱合院院落。 

34
 文理大道加入商學院成為四座院落不久，因發展的需求，增加現今所看到的另兩座院落，即

是上述的第一教學大樓與隔著大道相對面的第二教學大樓，它們為之後就是規劃圖中的法學院、

農學院。建物沿著增長的文理大道兩旁的地勢設計變化，大道最後以新圖書館為端景作為結束。

這些計畫在梅可望就任校長三年間規劃出雛形，並迅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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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梅校長積極的精神教育領導下，1984 新圖書館大樓終於落成，最後端景

圖書館以簡化的中華大屋頂造型加以設計35，而 1986 接著完成的農學院旁邊續

建夜間部大樓，加上景觀系而成為今日的複合院落。另外，在建築的議題上，雖

然創校時期連董會的委託命題（即為修道院式的理想），是“新型的現代中國學

院”，不是中國基督教大學「中國建築文藝復興」的樣貌，所以設計者的「現代

中國」三合院的學院模型無論執行成效如何，但是構築精神與內涵還是具現代精

神的36。但就在大道軸線轉化的同時，新的高樓合院轉向更具在地特質、具有「標

準教室」特質的合院模型37。這些在延長軸線上增加的三個學院建築，也是模仿

                                                 

35
 梅校長在與謝明山校長的交接典禮時即表明「邁向社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在中美斷交的

時空脈絡下，愛國、完美、活耀、榮譽有四大教育目標。在《東海大學校史》第六章拓展時期

(p,392~397)，促進學風的方案有了加強愛教育的內容如「愛國週」與「敬孝月」，這樣的命題下，

在刊載陳其寬第一篇文章中的《東海三十年》校史中，介紹新圖書館以「高、大、全、謙、新」

來強調特色，並以大型宮殿式建物來形容新建的圖書館，「大圖書館更是東海發展上重大的里程

碑，這幢遠在高速公路上即可望見的大型宮殿式建築物，是東海大學由小型大學邁向中型大學的

代表…」。查良鑑董主持啟用典禮後的詮釋，意為建築物高、大，收藏齊全，以服務為精神與進

步《東海三十年》p,106，《東海三十年》p,71。 

36
 創校時期建築之現代主義構築精神，被在台承包營造人的誤讀後，又因複製造型增建其他學

院故有所轉化，過程概述如下：中國思想、華裔菁英、現代主義設計者貝聿銘、陳其寬、張肇康

以現代主義構築術為實踐理想的工具，且以三段造型的東方形式為表現，在平面配置上以中軸對

稱的合院形式為主，受日本傳統建築裸露架構的影響（因其也服膺現代主義的構築原則，二者有

構築上的親緣性），在五零年代，美援的時代背景，且基教聯董會拒絕混泥土宮殿造型的命題下，

在台實踐現代中國的想像，明晰的現代主義構築原則過渡到台灣之後，經由當地營造團體的詮釋，

材質的真誠，清晰的梁柱構架，因台灣當時土木營造的習慣，染上些微的裝飾。陳張兩人親自監

工後的作品可顯示其原初的構築原則，但是早期的誤讀、或者說是因地制宜的應變，在工學院完

成後，也正式昭告原設計者的規劃告一段落。 

37
 合院學院院落建群的漸變是隨著學校的發展，台灣的需求而演變，這樣的抉擇也有對應在建

物上，後三學院院落建築演變的故事也是另一個觀察的重要對象，依著文理大道演變的脈絡，也

逐一檢視建築群的配置與特質。陳其寬第兩篇文章都強調在地台灣籍人士的幫助與互動，西式建

築教育後的三人，畢業後在美國工作不久即來到台灣，卻在台灣開啟了他們地域、傳統、的現代

思考。東海大學的創校歷程由文理大道開起，若說三個人對於棘手的中國傳統現代議題的碰觸，

始自於東海也不為過，實驗的契機來自東海則是無法抹滅的事實。東海的建築群因台灣地區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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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學院的形式，由東海大學營繕組主導且有許多的不同設計卻更符合校園的需

求，所以文理大不只道軸線改變，連新學院的建築內涵38也一併轉變了，雖然維

持表面上相同的形式。文理大道上，這些新院落的造型配合時代的氛圍39，大屋

頂造型的新圖書館成為端景，就此畫下了大道軸線的句點。 

                                                                                                                                            

技術、素材所實踐的現代性也是影響他們設計的重要因素。因此文理大道院落建築演變也許可以

幫助筆者稍稍了解與漢、日雙重影響的台灣建築傳習。因此無獨有偶有相似的形變，如大道軸線

般，也是由自由到集中，開放到圍閉的過程。早期的院落設計者以類似合院配置，在形式上起了

一個開端，但是每棟建物皆為獨立，為開放性的設計，動線以機能性為主，到了商學院，將其形

變為四合院的圍護，但是仍保持不相連的單獨性，背高面低，有明顯的次序的主樓，次序的意圖

明顯，四棟雖仍是開放通透的角落，為了管理的方便已互有聯繫。到了第一、第二教學大樓，後

繼者則是將其設計成重疊類似護龍的概念了，除了上述的中軸序位特質外，四個角落的建物交疊，

已經是封閉的合院了形式了。 

38
 雖說設計者之一的陳其寬與張肇康的參與，使得原本的設計理想得以實踐，但是之後文理大

道上的後三學院，在方威廉的退休(聯董會勢力漸失)、梅可望校長的積極經營，後三學院的營建

方式回到了台灣的營建傳習，而入鄉隨俗的陳其寬也融入台灣的營建環境中隨著發生在台灣的議

題互動，配合著台灣發展的土木工程的營建技術結果，可由陳其寬在台的版殼建築的實驗與校園

內中華宮廷樣式的中正紀念堂，來說明陳其寬入境隨俗的例子。因此五零年代的現代主義構築意

義不管當初是被誤讀、不被了解，到了八零年代後期三學院的變化，僅有屋頂山牆的造型傳承。

而構築術上，架構與補間的關係漸次模糊。雖然仍以山牆統整文理大道上建築的意象，但構築上

的意義不同，所以五零年與八零年間的變化是顯見的，即是架構與補間意識清晰的現代主義構築

特色」與「可撐、可承重、可隔的混泥土營建的方式」的不同，構築上的意義則轉化成台灣土木

工程的營建技術結果，簡言之是由「清晰」走向「曖昧」，因此現代主義的建築內涵已改變了。 

39
 對照文理大道中軸性格轉變的時間序，與學院院落形變發展的時間序，這條大道的成長過在

台灣歷經自信心受挫的七零年代，以當時的時代情境，中美斷交、中華文化復興的脈絡下，欲強

調正統的校園內，除了新圖書館，也出現陳其寬的中正紀念堂，均呈現中軸格狀的配置、強調現

代新中國的簡潔大宮殿樣式，與學院建物的東方造型一樣，皆是採取東方的大屋頂特色，將其簡

化，在這條具象徵意義的文理大道上共同呈現。校方維持中華形象的建築，在山牆面維持一樣的

視覺元素，將大道往更具紀念性的方向發展，在發展中也因需求逐漸改變更具合院性質的的校舍，

院落建築群的配置從開放到圍閉的合院性質，與文理大道軸線性格轉為中軸主控，都顯出相似的

時代因，將兩者合併兩條發展路徑是一同走向中軸配置的特質，軸線走向權威掌控，學院走向序

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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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貳-11 文理大道上成為端景的圖書館，約 1985，取自《成長的十年》p99 

 上述三個重要轉變的時間點以圖表與圖說簡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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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與東海大學的校園軸線大道 第二節

1. 兩個不同的原型  

 這個殖民地上的台北帝國大學肩負知識的生產、與在台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

需求40，是大日本帝國位處於最南端的一所大學，校園的規劃上極具特色。南北

向的理農與文政兩學部以對峙的姿態面面相覷，中間為巴洛克式的幾何形花圃，

並無賓主之分，而東西向的動線中則設計三線道的幾何形花圃，從校門開始貫接

沿路的校舍。在校園的配置中，巴洛克式花圃與三線道的視覺比例不相上下，如

同對峙的兩個學部亦無賓主之分。夏鑄九台大校園軸線表現的巴洛克幾何形式所

代表的精神有清晰的描繪，並且也批判其校園的氛圍是權力慾與控制慾的表現，

沒有開放性的校園精神。 

“巴洛克軸線統攝了仿歐中世紀古典學院中庭式院落（yard, court），表

現了殖民國家權威與知識貴族知識權威的理性精神。這裡是知識貴族與知

識理性的生產地，也是殖民國家的重要學術機構。殖民大學是殖民者的高

等教育所需要的殖民知識階級文化薰陶的空間氛圍。做為教育的地方所創

造的空間經驗，對實際的使用者（接受者）日本人言，這是確保文化再生

產的基地，是國家制度裡階層化勞動力的官僚體系一部份，也是歐洲講座

式大學研究制度與殖民國家軍事與政治要求相結合的研究性大學。而它不

經意留下的歷史破綻是，台北帝大校園做為一個學習地方，它表現的權力

慾與控制慾，其實遠大於刺激知識、啟發創新氛圍所需的開放性。” 夏

鑄九，《時空漫步 夏鑄九的台大校園》p84 

 相對的，東海大學其原始軸線性質為是為兩端開放的軸線，觀察軸線上原設

                                                 

40
 台灣工商業的發展啟蒙的早，人力的提供仰賴各式各樣的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建置起步較

晚，升學管道不得不往中國大陸或日本內地，因此台北高等學校與帝國大學相繼的成立是日本殖

民政府應實際的需求所規畫的高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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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者的配置與設計，顯示的是其五零年代受西方教育的菁英份子，貝聿銘、陳其

寬、張肇康三位現代主義設計者的規劃。針對原始軸線的設計做原型的回顧，這

是一條機能型的軸線，以游明國教授在專書中的評論是為“罕見且創新的”41， 

 

Figure 貳-12 東海大學原始規畫動線 1954，加繪，底圖取自東海大學聯董會史料 

 這個美式的創新元素須將眼光投向貝聿銘與 W. Gropius，在上海華東大學校

園規劃，現代主義設計者具機能性的軸線42設計是不具權威與中軸掌控性質的。

對比其上海華東大學校園規劃，可由軸線的功能觀察出來，是為空間中辨識方向，

讓基地的區塊出現有尺度的幾何體，使抽象的空間概念具體化。因此充滿機能性

                                                 

41
 游明國教授在<建築、空間、樹─談陳其寬在東海校園的景觀理念>中，文理大道軸線與學院

配置相關的部分。他提到以一條林蔭步道為主軸的規畫配置，在校園規劃上是罕見且創新的，《建

築之心─陳其寬與東海建築》p114。 

42
 這條開放性的軸線，先於形式，可放諸古今中外的人類各樣建設，以軸線來檢視都市設計，

大大小小的區劃與建築區域，以東海大學基地為例，發展後四處分布的軸線、互相交纏、息息相

關而顯現出主要與次要的區別，如約農路與文理大道為主軸，而通往宿舍、生活區為次軸。在這

個公共領域中，之後建築立面的面向與其形象向公眾揭示其象徵意義，並指出由何處擴張、何為

邊界與其限制。對於設計者來說，在二元的圖面中“想像”與“訂界”的過程，區塊的放置與移

動，將基地從圖面中識別出並圈選出現制的範圍，也逐漸將路徑呈現出來，由五零年代的規劃圖

中顯示，東海校園主要軸線是為開放性的聯絡道，尤其文理大道並提供前後遠看的景觀，也因此

教堂與宿舍區偏移軸線設置，雖是基督教支持的單純小型校園，但在原始設計中也不以教堂來作

為中軸的端景，反而表明校園有兩個分開的重心，即學術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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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主義設計者的軸線，這與漢文化中倫理配置的中軸性質是大不相同的。而

這種機能的軸線所營造出校園的氣質是自由、不拘束的。 

 

Figure 貳-13 貝聿銘上海華東大學校園規劃圖，〈兩所紙上大學--W. Gropius 的華東大學規劃與吉

阪隆正、林慶豐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 

 也就是說第一所私立大學，東海大學與台灣植入第一所大學，帝國大學的校

園原型截然不同。台北帝國大學是殖民地的大學，它是台灣在殖民現代化時期唯

一的一所“現代大學”代表當時空的“現代”，與五零年代東海的“現代”顯然

有別，在此比對一下台大與東海兩校軸線的原型，一為開放性，一為有起始有點

的軸線。 

 

Figure 貳-14 左右各為東海 1954 與台大 1932 軸線原型比較圖，加繪，右底圖擷取自《民俗曲藝》，

182 期，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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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的尺度來說，東海的開放性軸線是充滿浪漫自由的寓意，在陳其寬的水

墨示意圖與早期的平面規畫圖中，設計三人以開放性的視點，首先定義了文理大

道的軸線性質，一個延伸的視野，意圖互補院落區的封閉，在校園內移動、何處

立足、穿越、遮蔽、轉折等路徑的設計，也意圖使“人可感受到的尺度”中增添

趣味，協調統整空間的氛圍，優游其間如同訴說不同主題般的標誌，正如陳其寬

文中所言的，“不讓人一眼看穿的園林趣味”。軸線東邊低處的草坪有刻意避開

中軸線而北偏的路思義教堂，而軸線西邊高處則是一片樹林，原設計為一露台，

亦先由沒有向性（orientation）也沒有邊界（bordering） 的相思林填滿。可見現

代主義設計者對東方基督教學院的想像是充滿詩意的想像，這份浪漫與詩意與台

大校園車行尺度的三線道，巴洛克公園所營造的權威與理性精神，兩者完全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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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同發展的路徑  

 以下將以兩校不同時空的校園平面圖來說明相同發展的路徑，依照時代敘述

使用三組對照圖片來說明。第一組圖是兩校五零年代的情形，當時兩校基本上處

於原規劃的狀態，東海是初來乍到的理想樣貌，台大還是巴洛克式的軸線規劃，

要注意的是，此時台大已經發展超過二十年了，從發展概況圖中可見現況圖中可

見到校園發展是往東邊延長43了一些臨時教室的位置，但巴洛克式的原型沒有改

變，而此時創校的東海是以現代主義的機能型軸線為開端。 

 

Figure 貳-15 東海大學校舍平面圖 1954 

 

Figure 貳-16 台灣大學校園發展概況 1950 年代

加繪，底圖擷取自《時空漫步 夏鑄九的台大

校園》p89 

 再來比較的是第二組圖是七零年代的情形，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當時兩校基

本上因應發展需增建建物，都將軸線延長。台大是將規劃軸線上加建物逐漸向東

邊延長，將巴洛克式的軸線連接以“光榮草坪”而又增長，巴洛克式的氛圍更加

強，原來軸心區的外圍建物也日益增多，之後造成台大校園空間上歷史連續性的

危機，但基本是維持幾何形的區劃，但是以椰林大道來說其入口的延續性則持續

增強。而此時的東海大學現代主義的機能型軸線持續在發展中，因機能型軸線兩

端開放，方便於改變設計因而有兩個嘗試的版本（前述的兩個改變原始設計但未

                                                 

43
 根據《民俗曲藝》p288，圖面所示，於 1947 此處為臨時教室的位置，目前則是為土木工程及

化學工程學系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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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方案），都是走向都市設計的格狀區劃，但從後來的發展可知，後面學院

建築配合軸線刻意齊頭座落，不僅使軸線延長也使軸線與建物搭配得更加工整，

此時兩校的軸線依著原設計的樹列道路延長，但是也都還未出現端景圖書館。 

 

 

Figure 貳-17 兩校在 1975 年的現況，還未設計端景圖書館，右底圖為 1975 年由台大保管組印行

之校園平面圖。 

 最後第三組圖是八零至九零年代的情形，兩校基本上都在延長的軸線上加上

了端景建物圖書館，東海大學先在 1985 完成圖書館端景，而台大圖書館的基地

選定的諸多原因有位處校園地理正中心、是兩個主要教學區軸線的交點44，夏鑄

九評論大道上的大王椰子樹時，則建議以草坪替換柏油路更能符合維吉尼亞大學

的原型45，最終於八零年代末，矗立於椰林大道終端的圖書館完成，可以與維吉

尼亞大學的範型產生聯想。無獨有偶，陳其寬在 1995 年、東海大學的圖書館完

成十年後也說明了此範型的引用。在詮釋校園時因為圖書館、草陌、學院建築等

等的視覺組合而與西方的大學範型相連結，對兩校來說軸線都走向逐漸強大與端

景搭配的相同路徑，但是與維吉尼亞大學範型論述相互影響下而確立了大學範型

                                                 

44
 總圖書館的基地位置當時決定放在椰林大道終端，一則做為端景，表現總圖之於台大的重要

象徵意義，二則當時在校地未完全徵收前實在沒有其他選擇，而校方原來有舊個計劃，竟然是在

那兒放個可以集合全校學生聽講的大禮堂。那麼，把總圖至於最尊崇的位置做為共識，至少可以

避免其他方案，把校園品質弄得再惡化下去，似乎是命定而非刻意設計。《時空漫步 夏鑄九的

台大校園》P151。 

45
 參考夏鑄九《時空漫步 夏鑄九的台大校園》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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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嗎？ 

 何以五零年現現代主義的機能性軸線遭到放棄，而重拾中國中軸權威配置的

軸線?在拾捨之間這個“牽動發展的因素”為何？這兩個相當不同的原型，「巴洛

克幾何花園的形式」與「不讓人一眼看穿的園林趣味」，都走向一樣的宿命。東

海文理大道在八零年代形成了中軸紀念性的性格，台大亦是從八零年代開始總圖

的籌備委員會，而這最後的中軸權威印象就此定格，也無再次改變的可能，對於

中軸線的喜好，兩校相同的發展路徑在相互映照下更加清晰。 

 

 

Figure 貳-18 東海大學校園平面圖 1992 與大道的端景，《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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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貳-19 東海大學校園平面圖 1995，與大道的端景，臺大校園規劃小組

http://homepage.ntu.edu.tw/~cpo/map_download_ol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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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二戰前後台灣的大學校園空間生產 

 關於大學校園空間生產的面向，在上一章節以不同原型、相同發展跡象的兩

所大學改變的情形做了一些梳理，這兩個實際案例中所呈現的結果，可進一步挖

掘出空間模式所彰顯的建築文化議題。對於這些議題，以二戰前、後為分水嶺，

由以下二個方向探討，一，日治時期的建置與遺留。二，國民黨執政初期的大學

建制。  

 第一個方向，是指經由日本建築官僚，針對台灣風土地域加以實驗再造的西

方空間觀。對台灣來說是個初體驗，是公共教學空間的創造，又因為行之有年與

符合地域風土氣候的需求，已經深刻的影響我們對校園空間環境的習慣與認知。

國民政府初期統治台灣也有沿用舊校舍的，並在這一層的影響下，成了日後改造

的源頭，遂使校園內有了相同的視覺元素。第二個方向是國民黨執政初期的大學

建制，在美援時代有嫁接來自「中國建築文藝復興」所一脈相承之下的「倫理性

建築」的思路，也有由東海大學注入的現代主義的美式基因。空間模式的生產需

仰賴再注入的新血，但是東海現代主義元素沒有發揮它的最大效應，在初期十年

的建設中加入的“現代中國”的元素在發展當中有了變異，這一改變又給台灣校

園空間加上另一個強而有力的建築文化元素。 

 二戰前，日治時期的建置與遺留 第一節

 對於教育一個現代國民場域的規劃是始自日治時期，基礎教育的中小學校園

應如何規劃，殖民政府有各種研究與政策的產出。而對於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建立，

則是從帝大開始。只有國立臺灣大學是以辦理大學教育的規模為思考，在此時期

建立的高等學校（師範學院）是專門為了進入大學的高等預備學校46，其他學校

如成功、中興大學等在日治時期為專門職業學校的程度，介於高校與大學之間。

                                                 

46
 徐聖凱，《日治時期台灣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台北：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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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唯獨台灣大學是日本殖民政府是以大學教育的高度所做的校園規畫，可見得帝

大的特殊性，帝國大學校園的樣貌前面也已有敘述，而這裡以始自日治時代的學

校為觀察，不管是高校還是專門學校、職業學校，到了國民黨執政時期皆改制成

為高等教育。國民黨來台執政初期，因為仍抱著返回中國大陸的計畫，初期無設

立學校的想法，但是在台為了行政治理的需求，快速的建立專科學校來培育人才，

因而有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海事專科學校、護理專科學校、淡江英語專科學校

的設立。這些雖是國民政府新設的學校大多先使用舊校舍，除了行政專科學校與

私立的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以外。當時已存這些日本人形塑出的教育場域中，有日

人已然呈現的校園意象，是為台灣校園意象營造的初始動能，例如西方歷史主義

形式的行政校舍、幾何形的區域規劃、耶子樹等，因此用它們來檢視日本殖民政

府建構台灣現代高等教育時所營造的校園意象是否就此傳承下來，並觀察中軸配

置在當時的狀況。 

 

Figure 參-1 日治時期的建制與遺留之校園選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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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治遺留之高等教育校園概況 

台北工業學校 

 台北工業學校（台北科技大學）原為 1912 年設立的「民政局學務部附屬工

業講習所」，是台灣第一所工業學校。這所中等的工業學校在日治十七年後設立，

最初是招收台灣人為對象的實業學校47。從 1912 至 1923 歷經多次學制與校名的

更迭，知其為配合台灣當時社會需求變動，比較當時其它中學校經費，更顯示其

穩定成長的狀況，工業學校的教育經費的挹注是逐年攀升
48
，甚至超過師範學校。

反映在逐漸成形的校園建設中，可知校園內難有特別營造的軸線規劃，從 1934

校區空照圖與 1940 校區配置圖中得知其侷促擁擠的狀況，因此校園裡沒有中軸

配置的設計。 

 
Figure 參-2 校區空照圖 1934《百年風華 北科校史》p38 

 

Figure 參-3 校區配置圖 1940《百年風華 

北科校史》p42 

臺灣省立農學院 

 現今的中興大學最初是為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1919 年創建，1928 年

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在 1943 年 4 月獨立設校，10 月遷校，脫離

                                                 

47
 楊麗祝、鄭麗玲，《百年風華 北科校史》，台北：台北科技大學，2008，p34-36。 

48
 鄭麗玲，《台灣第一所工業學校》，台北：稻香，2012，p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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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帝國大學獨立，並遷往臺中南郊頂橋仔頭（現今校址），更名為臺灣總督府

臺中高等農林學校。初期東農林學校建物有兩層樓的本館（行政大樓）及講堂，

其他為十六棟木造平房，左方一大片整齊的田地為實習農場，如空照圖所示， 

 

Figure 參-4 台灣總督省立農學院時期校區(1946-1961)，《興大實錄》p331 

 另外從 1945 年的平面圖中，校舍佔地右上方區塊，校門口坐落在右上角落，

除了校門還可見一排校舍與入口底部之講堂（現存），從講堂前再轉折左方道路，

道路左右工整地配置了魚排狀的校舍。道路的設計有如與台灣大學舊校園中的規

劃一樣，整排的椰子樹列分布在舊校區的椰林路與大學路上。從平面圖得知，自

校門口開始轉至椰林路到達操場（現今大學路下方），可知此動線是一條貫穿校

區的機能型道路，以聯絡建物為主，建物工整配置兩旁，校園內並沒有特別營造

的軸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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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5 總督府農林專門學 1943 年的平面圖軸線分析，加繪，底圖出自《興大實錄》p330 

 

Figure 參-6 台灣省立農學院門口寫真，入校門後見禮堂，左彎才是校區中心，取自- 國立中興大

學校史網站 興湖紀事 

 雖然到了 1968 年時（如下圖）校園已經向左邊與下方擴張，校園內的道路

成方格狀分布。建築物錯落其中，比起舊舍的魚排狀則稍微混亂。從 1968 中興

大學平面圖中可見到校地的擴張，但校園的主要軸線沒有改變。49
 

                                                 

49
 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篳路藍縷 細訴拓地辛酸史〉《檔案中的校園變遷》，台中：中興大

學 2006，p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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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7 中興大學平面圖 1968，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變遷》p57。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即是現在的師範大學，原為高等學校。在 1922 年設立的

「台北高等學校」，初期借用台北第一中學校（今建國中學）部分校舍，1925 年

設立高等科，1926 年遷入位於古亭町的新校舍，也是今台灣師範大學本部校址。

與其他專門學校不同的是，這是一所專門為了升大學目的而設立的學校，學風自

由，是以培育高等菁英為目的的學校，一方面也是為了殖民地日本人升大學的需

求所做的準備50。 

 根據學者的梳爬，這所為準大學生而設立的高等學校與後來台北帝國大學的

設立息息相關51，戰前的高等教育以高校與大學實為一貫的過程，從校舍的舊照

片與早期的規畫圖中，雖與中小學校的配置類似，但是建築物為總督府營繕課課

長井手薰主導，校舍以哥德式的尖拱、城垛、磚石配置設計來統整校園氛圍，高

校建物的精緻度比起日後的帝大建物的設計質量則無不及之處。在入口的本館

（現行政大樓）前有圓形水池，兩方有花圃分隔道，向右延伸至禮堂處，如平面

                                                 

50
 參考徐聖凱，《日治時期台灣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 

51
 林礽乾，<台北高等學校時期〉《台灣師大百寶箱》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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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 1945 年空照圖所示，從大門口開始有貫穿主要建物的通道，是校園的主要

的軸線，校園中沒有特別彰顯的軸線規劃。 

 

Figure 參-8「台北高等學校」平面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中心 

.  

Figure 參-9 台北高等學校棟與棟間的川廊，臺北高等學校網站 

臺灣省立工學院 

 1931 年正月於台南市小東門外創立「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為日

治時期直屬總督府之三大專門學校之一。校地即為現今整體校園之成功校區，是

成大發源地。1946 年國民政府接收後台灣後，改稱為「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

學校」52。同年 10 月再升格為「台灣省立工學院」，又稱「台南工學院」。 

                                                 

52
 臺灣省立工學院 1946 年(成功大學) 彼時僅有成功校區，1956 年改制為「台灣省立成功大學」，

不久道路也更名「大學路」。1965 年 1 月，由羅雲平博士接任校長。1966 年增購光復校區。1971

年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至今，並由倪超博士接任校長；同年增購建國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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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10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平面圖，《成功的道路 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p86 

 從原始的配置圖中的介紹得知，在南半部配置建物中其中除學生宿舍配置為

座北朝南面向操場外，建築配置多為座南朝北。東南區域為個別系所館舍，西南

區域配置體健設施，包括庭球場（網球）、武道館、游泳池。北半部中間配置操

場，今已改建總圖書館；東北部野球場今已改建建物；西北部主要為教職員宿舍，

依其職位由高至低，由南而北配給宿舍，其中以校長宿舍（今新園）面積最大，

建物等級最高53。 

 

                                                 

53
 傅朝卿.《台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台南﹕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1，p24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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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11 空照圖 1960《成功的美麗與哀愁》p195 

 再從 1960 年的空照圖中顯示戰後初期格局沒有變動太多，「台灣省立工學院」

校門入口有園圃，中軸線上連續排列的本館，（原行政中心現為博物館）、格致堂

（原講堂）、舊物理系館（原理化實驗室及圖書課），排列在一條軸線上相互聯繫，

整個基地上也有一條中間的聯絡道路將其分為左右兩邊。在左側有擴建成列的系

館群，由回字型校舍圍繞中庭而成，建築配置為座東朝西，成大早期奠基於此的

3 個科（電氣工學、機械工學、應用化學）興建時程都約在 1932 年，帶動早期

台灣的工科教育與工業發展。為適應台灣地域環境氣候，其行政校舍特別重視廊

道，而幾何形的校舍配置如軍營般的工整。入口的校園配置上與前述的台北高等

學校相近，本館前也有水池與中央分隔園圃，而以中間道路將校舍做魚排狀的聯

繫也與農學院的配置相似，建物的羅馬式裝飾與色調則與台大建物相近較54，也

有建物串起的中軸，但同樣的沒有特別強化的軸線設計的入口。 

                                                 

54
 本館為學校的門面建築，左右對稱，中央最高，為一字型平面，外牆貼有十三溝紅色面磚，

牆基則是黃色洗石子。該建築門廊有三個拱型開口，上面有平臺，而二樓上有開了牛眼窗的山牆。

講堂則為長方形平面，坐北朝南，主入口正對著本館後方入口，外牆主要使用淡紅面磚，基座也

是黃色洗石子。其北邊是講壇，兩側有準備室，東西兩側設有外廊。主入口門廊與外玄關均為三

開間，主入口門廊柱子柱頭為簡化的棕櫚葉，而外玄關柱頭為籃式柱頭。正面有山牆，上面開有

牛眼窗，下面則有雙聯圓拱形窗框與長形窗。參考維基網站：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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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12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本館，維基網站：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舍 

護理專科學校 

 1947 年臺灣省立臺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成立，1953 年改為臺灣省立臺北高

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1954 年正式成立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55，目前升格為國

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56。創校初期使用他校的臨時教室，為日治時期高等女學校

的校舍57與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學生宿舍58。

 
Figure 參-13 三高女校校舍，左為配置圖，右為代本館與宿舍寫真，約 1930 年，內江街校園百年

珍藏，《刺桐老樹的故事–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學六十周年紀念專刊》p14 

                                                 

55
 武麗君編《刺桐老樹的故事–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學六十周年紀念專刊》，台北：國立台北

護理專科學校 2007，p164。 

56
 簡稱北護、國北護、北護大或臺北護大、台北護專，是一所位於臺灣臺北市的國立技職體系

大學，也是臺灣第一所護理大學，以教授護理學課程為主。 

57
 1947 年9 月政府擇定日治時期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與臺北州立臺北第四高等女學校為校址（戰後與剩餘的州立臺北第一高女、第二高女學生合併成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區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為校舍。參考；武麗君編《刺桐老樹的故

事–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學六十周年紀念專刊》。P13,14。 

58
 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時期以中正區漳州街（已併入中華路二段）3 巷 2 號為校址，原為臺灣

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校本部）學生宿舍。1959 年漳州街校舍讓與臺北市政

府設置臺北市立古亭女子初級中學（今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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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空間來說，檢視當時校地平面圖，得知學校分成兩大區域：左半部為靠西

邊的校舍區，右半部則為東邊的宿舍區；學寮本館座落於宿舍區中央59，而刺桐

則植於其西側小矩形的寮庭區域。再比較北護後來的平面圖可見得「三高女」操

場外形原來近似正方形；而北護改建時，將操場往宿舍區延伸，後來成為長方形

停車場，自 1947 年進駐後，校門實際上是原來宿舍大門之改建，1960 起將內江

街逾齡校舍改建，現在內江街校址仍為該校城區部60。 

 

Figure 參-14 改建後的護理專科學校平面配置，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官網 

 

Figure 參-15 原來三女高宿舍大門改建為

北護校門，內江街校園百年珍藏《刺桐老

樹的故事–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學六

十周年》 

 從三女高的平面圖可知基地的樣貌，知其為日治時期以建物口字型圍塑操場

的模式，而沿用三高女校地後的護理專科學校在規劃上仍見其受原規模的影響，

新建物圍塑成的空地今雖為停車場，但從仍然留下的升旗台可知其原來也做為操

場使用，因此也可判斷為日治校舍常見的規劃模式，校區內沒有強化軸線的設

計。 

行政專科學校 

 行政專校（現今國立臺北大學）成立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創校的目的是

為了協助追隨政府來臺之大專失學青年完成未竟學業，同時培育臺灣省實施地方

                                                 

59
 北護校訊電子期刊 第 102 期 2007 年 5 月 http://140.131.87.222/periodical/html/ 

60
 參考；武麗君編《刺桐老樹的故事–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學六十周年紀念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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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所需之各級地方行政幹部。行政專校初創之時，以臺北市濟南路臺灣省立成

功中學校舍授課，三十九年五月，遷往臺北市忠孝東路，暫借臺灣省立工業專科

學校（今臺北科技大學）校舍授課。三十九年八月，覓得臺北市長春路一一三巷

（今合江街五十三號）現址興建校舍，從此行政專校得以奠定日後發展之基石61。

初期行政專校校舍多為一層磚造平房，自改制以來雖增建多處二層及一層鋼筋水

泥校舍（如圖），但隨系所日增仍感不敷使用，遂更新校舍改建大樓，得以發揮

狹窄土地高度之使用價值。 

 

Figure 參-16 行政專校初期校舍，《傍昔創新，踵事增華–國立台北大學五十五年》p54 

 之後在四方型的基地中，四面皆沿著且背對街道逐漸完成，改建的校舍面向

內而形成內庭院。1955 與台灣省行政專修班合併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在合江街

五十三號東側者簡稱東院，為當年行政及教學中心，建有大禮堂、圖書館、教室、

辦公室、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等校舍。合江街五十三號西側者簡稱西院有圖書

館、社會科學館行政大樓等。當時因教育經費短絀，各項工程多須分作數次招標

始克完成62，歷年經改建竣工，校地過小，雖建物間互以中央入口貫穿，內庭內

的園圃也有幾何的對稱模式，但整個校園內沒有彰顯的軸線設計。 

                                                 

61
 司仲敖編《傍昔創新，踵事增華–國立台北大學五十五年》台北：國立台北大學 2004，p39。 

62
 司仲敖編《傍昔創新，踵事增華–國立台北大學五十五年》p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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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17 曾為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校園配置 1960 年代，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

變遷》p94 

 
Figure 參-18 增建後的平面與蕙蓀北樓，加繪，左圖取自《傍昔創新，踵事增華–國立台北大學

五十五年》p62，右圖自攝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是由張鳴（驚聲）、張建邦父子創立，張鳴63為宜蘭子

弟，曾就讀淡江中學，之後赴中國與日本就讀。其岳父，居正64和前國立中山大

                                                 

63
 張鳴(1905 年－1951 年 1 月 29 日)，字驚聲，台灣宜蘭羅東人，稚年學名鍾鈴。早年先曾於淡

江中學就讀，後因不滿日本人之統治，先到廈門讀中學後赴北平讀北平新聞學校；留學日本時，

娶國民黨黨國元老居正之女居瀛玖為繼室。台灣光復後，返台任淡江中學校長。1951 年因與岳

父居正和前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等人提議創辦一所台灣的高等學府，於是創辦淡江大學的前身

－淡江英專，居正擔任淡江英專首任董事長，邀請張鳴擔任淡江英專首任校長，不久張因病去世

參考《淡江二十年》，台北：淡江文理學院 1970，p269。 

64
 居正生於一個師塾家庭，1899 年參加院試列第一名。1905 年赴日本留學，入法政大學預備部。

在校期間，經同鄉前輩陳乾與宋教仁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1907 年光緒 33 年夏，入日本大學

本科法律部。其後，孫文在雲南省河口組織河口起義，居正歸國參加起義，為中國國內法制的整

備盡力。曾於 1948 年被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連署提名為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1949 年 11

月往台灣後，繼續擔任監察院監察委員。1950 年，居正與女婿張驚聲聯手創辦淡江英專 1951 年

（民國 40 年）11 月 23 日，居正在台北病逝，享年 75 歲。居正、張驚聲相繼去世之後，居瀛玖

 



42 

 

學校長鄒魯65等人提議創辦一所台灣的高等學府，淡江英專早在 1950 年就創立了，

第一學期開學典禮在淡江中學舉行，1964 年起由張建邦擔任淡江文理學院院長

至 1980 年淡江文理學院昇格為淡江大學。 

 1953 英語專科學校的教育辦學受肯定，淡水鎮贈送永久校舍基地，舉行淡

江英專基地奠基儀式，並從真理街舊址遷入五虎崗校本部66。1954 年間，在覺軒

花園旁興建宮殿式的單棟建築數棟作為教室，是淡水校園興建永久校舍的起點，

與其比鄰的是仿宋代庭園設計的「覺軒」。它象徵淡江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抱負與理想。這個大道是學生上課往來的主要空間，先建設宮燈教室，之後才

在校本部道路加設宮燈，稱為燈宮大道67。 

 

Figure 參-19 燈宮大道 1954，左圖《淡江二十年》p24，右圖《淡江影像 60》p18 

                                                                                                                                            

接任董事長，居浩然任校長。後淡江大學校長再由居瀛玖的繼子張建邦、繼孫女張家宜接任。淡

江大學一直以居正的生日 11 月 8 日為校慶日。參考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6%AD%A3 

65
 鄒魯（1885 年－1954 年），中國廣東省大埔縣人、革命黨人、廣東法政學堂、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博士，曾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經歷同盟會員，中華革命黨員，創辦《民國雜誌》，國立

中山大學校長，1946 年，任監察委員。1949 年，參加廣州召開之非常會議，離開中國大陸經香

港，到達台北。任中央評議委員，著《中國國民黨黨史》、《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

《鄒魯文存》。1951 年，擔任淡江英專董事（後改制為淡江大學），並為該校校歌作詞。1954 年，

病逝於台北，享年七十歲。參考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4%92%E9%AD%AF 

66
 參考〈第一篇淡江之創辦〉《淡江二十年》，台北：淡江文理學院 p271,298。 

67
 宮燈大道兩旁的宮燈教室出自該校第一任建築系主任馬惕乾之手，於 1955 年全部建成啟用《淡

江影像 60》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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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創初期，校園周邊山林圍繞尚待開發，毫無任何接駁設備，當時從淡水車

站通往本校的唯一交通道路，為全長約 1 公里的土石泥路，本校與淡水鎮公所共

同修建，1957 年鋪築完成，定名為「英專路」68，再往前行，是高達 132 級的石

階「克難坡」；英專路及克難坡共同成為進入淡江的入口，爬上克難坡後才到達

校園，因此校園中的宮燈大道為軸線道路。 

 

Figure 參-20 蜿蜒的英專路與克難坡，右圖為道路開通時的寫真，淡江大學秘書處淡江校史 

海事專科學校 

 四面環海的台灣「漁業人才」是臺灣漁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戰後初期時值臺

灣統治權更替之際，國民黨政府善用日治時期相關漁業基礎建設、人才培育和制

度管理經營的建構。面對日本漁業人才的陸續解除徵用遣返，所造成的漁業發展

停滯空窗期，日方所培育的臺灣本土漁業人才，此時成為了各地漁業重整發展重

要的指導主力，海事專科學校的設立迫在眉睫。1953 籌創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

校，設於基隆北寧路八尺門之濱，創校初期以祥豐校區為主及部分龍崗校區外，

其餘部分校地係自 1957 年起開始分階段填海而形成，校地陸續擴增至 1984 年方

形成現今校地之雛形。  

 創校初期與基隆水產職業學校通用校舍，校內的紅樓為行政用，是為日治時

                                                 

68
 參考淡江文理學院編，〈第二章校園與校舍〉《淡江二十年》，台北：淡江文理學院，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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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建築，於民國 53 年 5 月 10 日修建水產學校舊校舍改為行政大樓69。 

 

Figure 參-21 有車寄、兩層高的前棟是為紅樓，約 1953-1961 年代，《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成立紀念

特刊》p50 

 從創校時期校園全景可看到除了水產學校舊有校舍的後方有一條蜿蜒的道

路至高處，所引導出的第一棟兩層樓的混泥土校舍，接著嚴地形興建海事大樓甲

動。校園內的軸線為機能型，沒有特別的營造。之後乙棟，丙棟與紅樓校區相連

結，沿地形漸次完成亦形成內庭，1957 至 1973 歷時十六年，甲乙丙三棟在升海

院前後漸次完工70，因為地處海濱，早期校園內沒有彰顯的軸線規劃。 

 
Figure 參-22 創校初期第一棟兩層樓的混泥土校舍舊貌側面，《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五十周年校慶

特刊》右圖現為校史室正面，國立海洋大學校史博物館，自攝 

  

                                                 

69
 比鄰基隆水產職業學校的海專，創校初期兩校通用校舍，後協調基水將校舍及操場讓給海專，

安嘉芳〈國立海洋大學的改制與組織變遷〉《海大校史論集 首卷》, p18,19 

70
 參考《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成立紀念特刊》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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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23 海事大樓甲、乙棟、丙棟，1977，《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成立紀念特刊》p51 

2. 綜合說明 

 綜觀上述的學校是為國民黨執政初期，是日治建立的學校升格與新建置沿用

舊舍的學校。此時期的學校多為國民黨接收、改制日人留下來的學校再加以使用，

即使是新建的校舍也模仿既成校舍的特色與配置，因此校園呈現較一致的樣貌。

日本人設計的校園配置在民國時期有其延續性，中小學校舍中的慣用特色也可在

民國新設的專科學校(護專、海專、行專)見到，這些新設的學校初期規模較小，

故也依循口字型、Ｌ字型的幾何區劃配置特色，新校舍的設計也注重校舍間的連

結，惟其校舍多為混凝土造的現代主義形式，校園也有植栽耶子樹列來裝飾。因

此可觀察到同樣為兼具管理者與使用者方便的設計，如順應氣候的講求流通的雙

向入口、遮陽避雨的聯絡廊道等之建築特徵。日本引進西方新式教育藉由現代教

學的教學課程與儀式化的活動，將一般民眾改造為具有國家與現代生活意識的新

國民，亦即將思想意識、身體動作、姿勢儀態的一致化，養成秩序、規律、清潔、

衛生等符合現代生活習慣的國民。而這套規訓民眾的教育體系在日本統治時期隨

著殖民政策於台灣生根，並產生深遠影響。例如操場、升旗台、規律學舍配置明

顯有別於以儒學為主體的教育的學堂（書院的配置注重的是倫理的序位配置71）。

                                                 

71
 書院建築表現出社會組織的「主從」性質的層次，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 台灣書院實例

之研究》，台北：故鄉出版社，1986，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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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體意象的除了講求工整現代化之外，對於學校的形象也是以建物的正立

面來呈現外。以總督府高等教育為例（師範大學前身），環形園圃搭配哥德式行

政大樓、禮堂來傳達西方學院教育象徵，來表達新式現代教育的意圖。除了建築

形式之外，也注重廊道聯絡校園空間的配置方式，多採用口字、H 字、Ｌ字的校

舍建築配置，因大量實踐在學校建築的配置，也給予我們重要的校園形象。這些

校園配置的陳規（stereotype
72）也起了仿擬（mimic

73）的行為，因是來自適應台

灣風候環境所形成的共同特色，因此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也有起模仿的效應74，

如上述的行政專校、護理專校與海事專校皆是75。唯一私立的淡水英語專校在山

坡上以一條軸線，慢慢地串起了數棟復古式的建築與庭院，因創辦人的中國情懷

而與此時其他專校有所不同，在遠離塵囂山坡上有宮殿造型建築與中式庭園，但

從蜿蜒的入口開始到教室區的動線，雖教室也配置於校園主軸線的兩側，但是校

園的動線仍是以機能的功能為主。 

 台灣的現代校園建築是由日本殖民政府所建立起來，治理初期著重在國民基

礎教育的普及，對於高等教育較不重視而且以職業學校為主76。但漸漸地因殖民

地發展的需求，對台灣高等教育也漸漸重視，這些日人遺留下來的大量的校園繼

                                                 

72
 Huddart, David. Homi K. Bhabha, p55. 

73
 Huddart, David. Homi K. Bhabha, p57,58,76. 

74
 例如上節所觀察的學校有戰前日治時期的遺留，與黨國挪用的校舍，也有戰後新設立的校園，

舊制的延續是為了承接類型的功能多過象徵。以文化雜揉的理論來理解時，日本人規範出的陳規

（stereotype）是以統治管理為目的標準化，國民政府沿襲陳規也可以理解其為相同目的，為了

背後規訓管理意旨，有趣的是在使用陳規時，也可視為仿擬的行為（mimic），比較沒有其文化

背景與知識背景的限制。 

75
 全新設的行政專校處於市區街廓中，從單棟開始逐漸也形成一字形、ㄇ字型、口字型維護。

除了日治時期已存在的高等教育校園之外，國民黨來台初期也挪用戰前日治時期的學校作為校舍，

這些戰後沿用舊舍而新設立的學校，例如使用三女高校舍的護理專科學校，使用基隆水產學校校

舍的海事專科學校，校園的規劃配合舊舍，軸線沒有太大的改變，新建的校舍也依地形置宜，全

新設的行政專校處於市區街廓中，從單棟開始逐漸也形成一字形、ㄇ字型、口字型維護。 

76
 參考林天佑編，《百年教育發展》，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p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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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影響了之後的校園規劃。換言之，這些來自日本殖民政府以實用的、符合熱帶

多陽多雨的地域風候、方便訓育管理的配置已成台灣校園設計的原型，在改朝換

代後也承繼下來，並也成高等教育的校園初期的樣貌。對於日人已然彰顯的校園

意象，學者以往多著墨在歷史主義之校舍的討論、即使是建物的排列與規劃也大

多關於實體的建物上。本文的主旨在於校園的軸線與其營造出來的視覺意象，不

管是空間中的虛軸或實軸，皆是以校園主要配置為主。從上述的校園來看，我們

得知，校園視覺意象的組合來自日治時期的學校，校園內歷史建物組合的幾何形

的區域規劃所形成的軸線，與國民黨執政初期挪用或新建立的專科學校所沿襲相

同的配置特色，他們的軸線形成的模式相似，還沒有“特意”以中心軸線配置為

主題。 

3. 帝國大學的啟示 

 日本的技術官僚為大學校園所營造的形象則雷同於台灣都市公園，其現代性

的動能雖然學習自西方的國家，但是因應殖民地的風候與殖民母國的需求，消化

後轉成台灣的現代性體驗，後來日本因二戰戰敗，大學教育的發展在台灣未能接

續，所以帝大成為大學的唯一原型。台大校園以車行規模尺度來執行巴洛克式園

圃設計，使得這所唯一大學的軸線樣貌可以用當時期台北城市規劃與公園的都會

意象來比擬，日本人在殖民地上所規劃的第一所大學校園，是以西方空間觀的植

入後再造其地區性特色，因此有著知識貴族的巴洛克氣質校園，試圖以幾何理性

的高位來定位來分擔殖民母國的知識生產77。除了大尺度之外，也有上述日治時

期校園營造的視覺元素，在彰顯南方大學的特色上則也選用了馴化的椰子樹78與

                                                 

77
 黃蘭翔，〈戰前日本帝國大學之籌組與校園空間的「巴洛克」化：從東京帝國大學到臺北帝國

大學〉， p260–262。 

78
 Liao, Hsin-Tien. “The Beauty of the Untamed- exploration and Travel in Colonial Taiwanese 

Landscape Painting”, Refracted modernity: visu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Taiwan. U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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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性的綠色設施79來妝點校園，如同白幡洋三郎80在《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

所述，街路樹與公園一樣成為實踐都市歐化和都市現代化的一種裝置，在日本實

踐也是有選擇的再造。日本造園家關口鍈太郎81留學歐美學習，將德國民眾公園

的見聞與思想82介紹到日本，在日本形成了有關於現代都市中公園使命的立論83，

並且期許這些使命不限於日本的公園，還要通用於全世界，因此自然的也適用於

殖民地的都市。對於殖民地台北帝大的設計，除了一般校園的常用規範外，日本

人特意使用歐化的啟蒙裝置、現代公園意象84再加上營造南國意象的椰子樹85，

就成為台大有別於其他校園刻意彰顯的大學特色。 

 所以這些挪自於現代都市設計的想法，在台所形塑的現代南國形象同樣的也

移植到了殖民地大學的想像中。這些來自日人眼光的意象動能在改朝換代後繼續

交融。台北帝國大學時期的校園空間結構，是由椰林大道作為主要的校園幹道，

組構形成幹道南北兩側的各棟校舍建築。南國大學的校園營造的動能被軸線所主

導，校園中其他的配置如建物挑高基座、南向廊道、幾何形的區域規劃、三線路、

水池與園圃以及耶子樹的南國意象都是特意的選擇，也都是日治時期經由日本經

                                                 

79
 引用白幡洋三郎在《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的歐洲現代化公園使用詞彙。李佛 南城譯 《近

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80
 白幡，YoSaburo 1949 年出生於大阪。京都研究生院農學博士畢業生。醫生農業。著有都市文

化理論，《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 

81
 日本造園的專門教育機構誕生於明治後期，1924 京都帝大為首，開設造園學的課程，關口鍈

太郎是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講師，最早在日本的國立大學中開設造園學的課程，在學習都市公園

論的最早人物。參考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P.277。 

82
 歐洲城市拆牆的過程，係因法國拿破崙軍事行為的破壞，整建的都市本著一，將都市從城牆

中解放出來，二城牆難以再建，三維護治安確保城市安全，四積極利用現存儣場，五，猜除後變

為舒適之場所的各項積極意義，而上述課題可知公園，道路綠地的理想方案，漢堡城市出現了民

眾公園，通時也是日本人學習的對象。參考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p.64-65。 

83
 一，保健衛生。二體育運動。三，教化訓育。四，防災保安。五，鄰人親合。六，觀光經濟。

七，風致美觀。關口花了較多的篇幅論述一，二點。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p280 

84
 參考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p8-14。 

85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台北：蔚藍文化，2014，p.1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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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台灣的結果，這些特色以較小的規模普遍存在中小學校園中。本文的主旨在於

校園的軸線，與其營造出來的視覺意象。我們得知校園視覺意象的組合來自日治

的學校，而國民黨執政初期挪用日治時的學校，具有這些特色是難免的，新建立

的學校只有部分擷取，大多著重在學舍大樓的興建與改建，因此沒有如帝大般，

有著車行尺度的巴洛克視覺組合，另外從另一張未實踐的校園規畫圖中除了上述

的幾何公園的延續，甚至在端景主建物前有一個似鏡面的大水池來映照景觀與建

物，圖中預設的水池尺度不亞於理農、文政學部之間的巴洛可園圃，更可清晰見

到越來越具有雄偉的巴洛克式校園營造，往北擴展的基地大於原始校區，並以城

市街道的四方區劃來規劃未來的校園，規模與尺度上更勝巴洛克園圃的原本校區。

也就是殖民地大學形象還是接續大尺度的洛克式軸線加上現代性裝置意涵的行

道樹與公園，雖然沒有實踐，但可知台灣的第一個大學校園的原型是為日本人以

巴洛克西方空間觀的植入與再造。 

 

 

Figure 參-24 台灣大學校園發展概況 1943，加繪，底圖取自《時空漫步 夏鑄九的台大校園》

p85 

 日人對於南國大學的想像從帝大開始也以帝大結束。這也是說在接續的黨國

體制下，台灣的大學形象也從帝國大學改名的台灣大學為始。台大軸線上的現代

性裝置因其規模而彰顯出來，戰後陸續成立的大學遂有了一個大學的原型提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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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而上節所述同期的八所大學在校園軸線的設計上沒有如此重視巴洛克軸線或

特別重視校園軸線的意識，故知台灣大學的巴洛克化軸線設計在校園的配置中佔

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已然開啟其他大學在校園視覺意象營造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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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後，國民黨執政初期的大學建制 第二節

 此章節以美援的挹注作為選樣的時間點，除了東海大學之外，還有其他也懷

著西方宗教理想在台開辦或在台復校的大學，這些私立大學中，是否有因為這個

西方的因素而在台灣的校園設計上開啟了新的想法。比起日治時期以「訓育管理」

為目的校園，這些源自西方教育思想，以「人本、雅博」教育為目標的學校，以

宗教作為後盾，在台新創或復校的大學，在台灣對校園規畫的實踐情形如何？另

外同時期亦有以美援的協助為開始、戰後以復校之名在台灣開啟一波公立大學的

建置的學校86。當時國民黨政府自知回中國無望，在美國的協助下經營台灣，這

些依然在中國的大學，因政治的因素在台因復校有了分身，它們的情形又是如何？

在校園的形塑上有無明顯的不同？ 

 上一節所觀察的校園是日治下的遺留，有相似的特色，而此時期的大學（包

括學院與研究所）與日治時期遺留的最大的區別在於沒有舊的校園可以挪用，它

們共同特色都是需要尋求新的校地，規劃新的建築。因此在設立時可以有新的配

置規畫的機會。東海大學的創校規畫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其他台灣的高等教

育校園規劃在國民黨領導、美援輔助的時空下，對新校園的規劃是否有如同東海

般地開啟新的理想形象？繼日治時期的校園原型，是否有帶來另一個新時代校園

規劃的原型呢？以下觀察的大學亦關注其創始期的配置樣貌。 

                                                 

86
 戰後台灣高教的發展，第一次的擴張始於復校的措施。教育參考周愚文，〈蔣中正與民國四十

年代國立大學復校政策的推動〉《蔣中正與台灣教育文化發展》，台北：中正紀念堂，2014，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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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25 國民黨執政初期大學建制選樣 

1. 新設立大學校園概況 

東吳大學（1954 年在台復校） 

東吳大學原係美國基督教監理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於

1900 年創辦於蘇州。該教派於 1939 年與其他兩支派合併後改稱衛理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東吳成立以後，美國基督教其他教派也陸續在中國創辦大學。

到抗戰前為止已有十三所之多87。當時有一個為謀求基督教大學共同發展而成立

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88，簡稱 UBCCC，東吳於 1946 年入會。三年

                                                 

87
 從 1865 年聖約翰大學創校開始，基督新教會在中國大陸地區先後設立了 13 所基督教大學，

對高等教育有著極大的貢獻，這 13 所大學包含：燕京大學 （現址為北京大學）、金陵大學（現在

之南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現在之南京師範大學）、聖約翰大學（現在之聖約翰科技大學）、基

督教齊魯大學（現址為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之江大學（現址為浙江大學之江校區）、滬江大學

（現址為上海理工大學）、華中大學（併入華中師範大學）、華西大學（現在之華西醫科大學）、嶺

南大學（原廣州之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現址亦為中山大學）、東吳大學（現址為蘇州大學）、

福建協和大學（與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合併為福建師範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與福建協和大學

合併為福建師範大學）。                             

88
 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簡稱 UB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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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共內戰，基督教撤退，該會即改組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89簡

稱 UBCHEA，中文簡稱聯董會，並決定用原來十三所大學的經費在台灣成立一

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在台中的東海大學，因此東吳在台復校路程是坎坷的，先

於漢口街設立補習學校，其間有被併入他校的顧慮，甚至有被迫停辦的威脅90。 

從 1951 年東吳旅台同學會倡議在台復校，乃先設補習學校，暫借台北市漢

口街一段十五號為校舍91，董事會及同學會早就展開了捐募運動92，建校基地的

取得於士林外雙溪。1958 年秋，大學在台復校後的第一幢教室兼行政大樓寵惠

堂93
 落成，乃東吳大學第一棟校舍，完成以後，即將漢口街原補習學校之教學

設施，逐次遷移至此，第二棟校舍是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活動中心為一棟雙層大

廈，其中央部分於 1959 年先行完成。 

                                                 

89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簡稱 

UBCHEA，中文簡稱聯董會。參考《世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台北：東吳大學 2000，

p63。 

90
 參考《世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p62-64。 

91
 地處台北市郊士林，其中一部分由東吳購買，其餘則由鎮公所捐贈。東吳只須賠償地上農作

物新台幣三十萬元。 

92
 紐約差會經由黃會督的努力，允撥美金一萬五千元作為購買土地之用，不足之數由台灣本地

之捐款補充。至於第一幢大樓的建築費，除了在台灣所募得之款項外，其餘捐助分別來自美國衛

理公會東南轄區（The Southeastern Jurisdiction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曼格

特基金會（The Manget Foundation），艾理斯菲力浦基金會（The Ellis Phillips Foundation）及亞洲

協會（Asia Foundation）等，共計美金九萬餘元。當時折合新台幣計三百六十餘萬元。參考《世

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p69。 

93
 始建於民國 47 年，經使規劃籌建本大樓費盡心力之董事長王寵惠先生，則於是年三月不幸逝

世，因此學校乃將此大樓命名為寵惠堂以為紀念。本大樓樓高三層，原為課室大樓，現今一樓為

行政單位使用，二、三樓改作為文學院及各學系之辦公室以及研究生研討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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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26 第一棟樓寵惠堂 1958 落成，《世

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 

 

Figure 參-27 第二棟樓學生活動中心 1959 落

成，《世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 

1959 年始有兩棟校舍的外雙溪校區在困難中擴充發展圖書館安素堂的建設

直至 1964 才完工94，從當時的蜿蜒的校門望向校區，背山面溪，建物依地形立

於山坡上，因此棟立與棟之間沿著地形，依序為寵惠堂、學生活動中心與安素堂。

校園是不規則的配置難有整齊化一的規劃，除了地形外經費來源亦是主要因素。 

 

Figure 參-28 外雙溪校區校門 1964，東吳大學

校史室 

 
Figure 參-29 學生活動中心與安素堂，東吳大

學校史室 

 因此外雙溪校園的三棟建物，依序為寵惠堂、學生活動中心、安素堂，都面

                                                 

94
 校史中的敘事顯示其經費來源的不足，到 1962 年為止，復校已八年，尚無圖書館，因此多年

來都無法擴充圖書設備。這一點全校師生都很清楚。學校既有苦衷，只好暫且忍耐。安素堂及圖

書館聯合大樓之建築費即宣告籌募完竣，共得美金九萬七千餘元。這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但問

題又來了，山坡蓋屋，花費一向比平地大。安素堂的預定地是一片山丘，必須剷平並將土石運出

校外。僅僅這兩項的開支就已佔了建築費的四分之一，再加上既高且長的擋土牆，經費就只剩下

一半了。正在發愁之際，陽明山管理局因需要大量泥土填平仰德大道及至善路交叉處之窪地，乃

派遣官員來校商議，是否可以就近在東吳山坡地挖土。學校當局聞言大喜過望，立刻欣然同意，

管理局隨即派一工程隊，用了數月的時間，將山丘一一移走，騰出了建堂用地。當時為了方便運

土車行駛校區，特開闢了一條環山道路，這剛好也是東吳極為需要的。學校沒有花一文錢就把山

移走了，而且還多了一條環山道路。參考《世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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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外雙溪，由舊時的寫真中可見三建物依地形至宜、上下、前後起伏，學生穿梭

其中，與入口蜿蜒的道路一樣，所以校園軸線的配置為機能型的功能。 

 

Figure 參-30 面相外雙溪的一排排校舍，《世紀春風 東吳建校百年紀念特刊》 

中原大學 1955 年 

 篤信基督、熱心教育人士張靜愚、郭克悌、鈕永健、陳維屏、瞿荊洲、賈嘉

美牧師及桃園中壢地方士紳吳鴻森、徐崇德等人會商籌設一所農工學院，期望以

基督救世愛人的精神，為國家造就高深科學與工程人才，在歷經多次籌備更名，

於民國 44 年 10 月奉教育部核准立案，定名為「私立中原理工學院」。 

 

Figure 參-31 目前中原大學總校地，右方部位是創校時的校地，改繪，底圖取自中原大學官網 

 目前中原大學總校地在逐年的擴張成不規則的形狀，上圖中較深色部位是創

校時的校地，因此只觀察創校區域的配置情形。首先從創校校區的平面圖中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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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入口開始，是三拱門的原始位置，(舊大門目前已至移左方通道處)，從大

門的舊照可看到第一棟建物，也可看出大門與建物兩者之間沒有平行相對，但是

兩者的中介空間為一座無向性的圓形水池。 

 

Figure 參-32 創校時舊的行政大樓，1955，《中

原人的一片天》 

 

Figure 參-33 三拱門的原始位置，《中原人的

一片天》 

 圓形水池後的第一棟建物行政大樓為多功能使用，校舍建設方面，先後興建

了 1959 科學館、由校友捐贈的象徵建物，鐘塔於 1963 年開始營建，1964 年建

圖書館，基地最東邊的 1964 男生宿舍與學生活動中心也陸續完成95。  

 

Figure 參-34 校園內的兩條軸線沒有平行，中原大學 認識中原官網 

                                                 

95參考周白合，《中原大學建築系館的興建歷程及其空間型態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

論文，2013，P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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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35 曾是餐廳與學生活動中心的設計學院，《中原人的一片天》 

 前十年的建設中各棟建物沿著兩條沒有平行、條貫穿東西的機能動線旁陸續

完成，而兩條動線之間留有草地，但是於 1969 又建了新的行政大樓，與創校時

舊的行政大樓成 90 度直角，此時沒有向性的原型水池巧妙地成為兩棟樓的中央

前景，這點更加說明了在創校時期中原大學的軸線規劃視為機能型。 

 

 

Figure 參-36 機能型的動線規劃，改繪，底圖取自中原大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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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37 新建的行政大樓，1969，中原大學 認識中原官網 

靜宜大學 1956 年 

 靜宜大學是由美籍修女 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1885~1964）所創辦，「靜

宜」二字乃取自其中文名字「陸靜宜」而來。1932 年於河南開封創辦的靜宜女

中在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被迫關閉，1948 年蓋夏姆姆 Marie Gratia 來到台灣，

開始積極投入復校的事宜。她先是於來台次年在台中市籌辦「天主教英語補習學

校」，接著於 1953 年興建台中市復興路校舍，在 1956 年第一任校長何靜安教授

正式向教育部立案成立了「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於 1957 至 1959 年第二任

校長龔士榮神父籌劃改制「靜宜女子文理學院」事宜96。之後學校於 1987 年 9

月遷校至台中縣沙鹿鎮97。並於 1989 年 7 月 1 日獲准改制為「靜宜女子大學」。

因此復興路的校舍是創始校區，雖然現在靜宜大學已經遷移他處，但是在仍能舊

照中略知其樣貌，因此本文關注的是為創校光復路舊校區的情形。 

 1955 年 1 月 18 日升旗典禮是在新校區舉行，靜宜大樓是為紀念本校創辦者

的修會「主顧修女會」而命名。靜宜大樓（Providence Hall）。右圖為 1960 年 2

月，興建靜宜大禮堂，由於美國印州顧訓神父承諾贊助建築費固命名為 Goosen 

Hall。 

                                                 

96
 參考靜宜大學官網 http://www.pu.edu.tw/chi/milestone.php 

97
 1987 年秋季，靜宜大學遷至台中縣沙鹿鎮現址，新校區廣闊近達三十甲，至此具綜合大學規

模。於 1989 年 7 月 1 日 奉准升格為「靜宜女子大學」。參考靜宜大事記。

http://www.lib.pu.edu.tw/archives/history.htm 

 



59 

 

 

Figure 參-38 靜宜大樓 Providence Hall 靜宜史

官網 http://www.lib.pu.edu.tw/archives/story.htm 

 

 

Figure 參-39 靜宜大禮堂 Goosen Hall，靜宜校史

官網 http://www.lib.pu.edu.tw/archives/story.htm 

 

 從下面的俯瞰圖中，得知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時期的大門坐落於街角，從大門

往直通達的建物就是為 60 年代興建的大禮堂（Goosen Hall）。 

 

Figure 參-40 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時期之校門，

靜宜大事記

http://www.lib.pu.edu.tw/archives/history.htm 

 

Figure 參-41 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校門俯瞰圖，靜

宜大事記

http://www.lib.pu.edu.tw/archives/history.htm 

 除了從校園內的寫真可窺視校園內建物樣貌，坐落於街角的大門所引進的校

區也非為完整的區塊，由下圖可見其不規則的校地，故難有彰顯中軸線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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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42 靜宜女子文理學院，出自莊惠名，〈台灣高等教育建築發展之研究 18951-1993〉，

1995，p75 

輔仁大學（1961 年在台復校） 

 輔仁大學，又稱天主教輔仁大學，是中華民國新北市一所天主教大學。1925

年，本篤會於北京建校，1952 年一度裁撤，1961 年由聖言會、耶穌會與中國主

教團98三個單位在台共同復校，而三個單位的教學、行政、宿務、財務各自分立。

在 1962 年，董事會鑑於各地擬捐贈之土地均不適宜，且分地設校、延聘教授尚

有困難99，董事會乃重行決定中國主教團（後改名中國聖職）、聖言會、耶穌會

三單位在同一校區設院，在臺北附近購地建校。並聘請德籍林慎白神父（Friedrich 

Linzenbach, SVD）100為總建築師，各單位分別另請建築師設計，由林神父核准

                                                 

98
 1959 年，羅馬教廷將輔大復校視為「重建中國教會思想的堡壘」，受到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

靜安樞機（Cardinal Agagianian）大力支持。未幾，教廷教育部令聖言會、耶穌會及天主教中國

主教團共同主持在臺復校計畫，輔大由此形成了三單位教學、行政、宿務、財務各自分立，設置

3 名副校長的聯邦制。《熠熠生輝再現輔仁 復校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史室，

2011，p24-27。 

99自從 1960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核准輔大復校，原本預定校地由陽明山管理局士林鎮員山地區、

高雄縣市、陽明山管理局士林鎮外雙溪、臺北縣永和市等地不斷更換，復校校址最後選定臺北縣

新莊鎮的農地。參考《熠熠生輝再現輔仁 復校五十周年紀念特刊》p18-24。 

100
 Friedrich Linzenbach，SVD（1904-1981）1931-1948 年 赴中國河南省傳教，於 1962-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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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營建。從下圖中可看到三個單位的校區劃分。這個劃分奠定了後的規劃軸線的

基礎。 

 

 
Figure 參-43 三個單位校地畫分圖，

1963，《熠熠生輝再現輔仁 復校五

十周年紀念特刊》p25 

 
Figure 參-44 天主教輔仁大學校園初期規劃圖，《熠熠生

輝再現輔仁 復校五十周年紀念特刊》p25 

 

 這個主事者、經費、設計師皆為外國人的天主教學校基地，它是以一條斜線

貫穿整個校區，在過長的軸線上放置節點建物（現為圓環草埔），並從節點向左

右放射軸線，是為巴洛克式的軸線設計，是西方除了修道院是的另有一種是為貴

族學院是的巴洛克式大學。最後在軸線上或與兩旁的建築的綠地上皆設計了幾何

造型的園圃，綠化的比例極高，行走其間，巴洛克式庭園的氛圍更加明顯。 

                                                                                                                                            

輔仁大學總建築師林慎白神父乃德籍聖言會會士，來自德國，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籌建之總建築師，

在其建築構思中呈現出中國文化及現代科技與基督信仰的交融。如理工學院之建築物即以龍形呈

現，耕莘樓為龍頭，龍身依序為數學系、物理系、生命科學系，化學系為龍尾，舒德樓（自然科

學圖書館）面對耕莘樓，為龍眼前之金球。參考戴台馨、克思明，《堅持信念始終如一；天主教

在輔大》p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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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45 輔仁大學校園鳥瞰圖 1982-1984《輔仁大學七十周年校慶紀念特刊》p113 

  

Figure 參-46 軸線端景、天壇造型的中美堂 1970《熠熠生輝再現輔仁 復校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p42 

 校園在之後的發展中跟著原規劃底定的校園軸線成長，端景建築於 1970 年

完成，是為仿天壇造型、無柱、仿羅馬競技場建築的「中美堂」101，最終完成校

園軸線。 

                                                 

101
 中美堂取名自蔣中正，宋美齡的中間一字。《熠熠生輝再現輔仁 復校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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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1954 年在台復校） 

 1954 年，教育部長張其昀呈函行政院，擬先在臺恢復設置國立政治大學，

以應急需，因此政大先於臺北市的教育部大樓恢復辦學102，而後選定臺北縣木柵

鄉為臺灣校總區，並成為之後大陸時期各國立大學如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

學等在臺復校之濫觴。政大先行恢復研究部後成立大學部，由於前身是中央黨校，

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校園內建物皆以黨政要員之名來命名103，復校之初各行政單

位暫以右側小門之莒苑（即今學思樓）辦公。1957 年新辦公大樓落成啟用，各

處室移往辦公。1961 為紀念陳果夫先生（1892-1951）對政治大學的貢獻，接受

校友會建議，將行政大樓命名為果夫樓。今志希樓昔為教務處下設圖書組，先以

兩間教室，設置書庫與閱覽室，1956 年起，並分期建築104圖書館房舍，至 1977

年中正圖書館落成後，圖書才遷往新館，目前空間供教務處與教師研究室之用。

因此創校時的果夫樓和志希樓則相當於今天的行政大樓和圖書館，果夫樓與志希

樓兩兩相對，皆為左右對稱、ㄇ字型的模式，內置園圃，兩棟建物在中軸的園圃

相會，也互相形成一條十字中軸的配置。此區塊目前在校園規劃書中定義為歷史

保護區域。 

                                                 

102
 1927 年中國國民黨於軍政時期為培養黨政人才，而創立於當時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之中央黨務

學校。後隨著中央政府遷往臺灣，政治大學也是首間在臺灣復校的國立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校

史史料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室，1973，p170。 

103
 中國大陸時期的政大以陳果夫、丁惟汾、余井塘、張道藩 、程天放、羅家倫等學者及中國國

民黨相關之政治人物執掌校政，在臺復校後，政大校園建築地標即多以中國國民黨重要人物命名，

如以孫中山為名的「逸仙樓」，及以蔣中正為名的「中正圖書館」，以為紀念其貢獻，另外政大各

學術單位亦多與政府各機關部門對應，如地政學系、外交學系等，皆曾為少數政大獨有之學術單

位。《政大四十年》台北：政治大學 1967，p40。 

104
 1957 年完成 1 樓(U 字型底部部分)，先行遷入使用；1958 年完成 2、3 樓層。1957 年同時規

劃擴建兩翼，1959 年竣工。除圖書館外，部分空間為教育部與各系辦公室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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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47 果夫樓，政大校史網 

 

Figure 參-48 志希樓，政大校史網 

  

 

Figure 參-49 中心軸對稱配置的原始校區，出自莊惠名，〈台灣高等教育建築發展之研究

18951-1993〉，p75 

 由初期平面中觀察其配置，自校門入口開始至端景的四維堂結束，是一條筆

直有端景的軸線，四維堂左右延伸而形成Ｔ字形，1958 年在中美合作經費案下，

興建學生活動中心，「四維堂」105， 1959 年落成典禮大會，由陳大齊校長主持，

教育部長梅貽琦剪綵，美駐華大使莊萊德啟鑰，是從校門口入校內軸線可見的端

景建築。 

                                                 

105
 四維堂為一多功能之建築，兼具體育活動、禮堂、學生課外活動等多種用途，四周隔有若干

房間，為學生社團辦公室，亦為學校大型會考之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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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50 中軸端景的四維堂， 《政大四十

年》 

 

Figure 參-51 創始校區大門口與端景建築，政

大校史網 

 四維堂坐落的軸線道路與大門軸線形成Ｔ字形，其坐落的軸線道路也是主要

的發展幹道，校園也因校地的形狀，日後的發展也落在此軸上（今四維道），例

如新的行政大樓與中正圖書館便是立於四維樓兩旁。總的來說政大的創校校區是

其以十字中軸作為主要幹道，建物整齊的區化配置在兩旁，園圃，校舍與建築皆

對稱的設計。 

國立清華大學（1956 年在台復校） 

 1955 年「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106正式簽字，政府決定設立

原子科學研究機構，發展原子科學之研究，乃電召梅貽琦校長返國籌議。並於同

年 12 月，由行政院組設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會中決定，將清華校址設

於新竹赤土崎107。先設原子科學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開辦費及建築費請政府核

                                                 

106
 來自美方的技術支援遂促成了清華大學在台建校的契機。1955 年，中美簽訂了「中美合作研

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主要內容包括：一、美國協助我國建立研究用原子反應器，並供給所

需核子燃料；二、中美兩國隨時交換有關原子能應用於和平用途的各種資料，並且議定由美方擔

任檢查與保防的相關責任，確保原子能不會被用在發展軍事用途上。因應原子能研究人才的缺乏。

台灣急需培訓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邃讓有清華基金為後盾的清華大學在台建校，成為台灣原子

科學研究的先驅。吳泉源編，《話說清華》，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p17-20。 

107
 清華復校的校址設於新竹，土地由中國石油公司（今台灣中油公司）撥讓 42 甲，連同新竹縣

政府贈送土地約 34 甲，又陸續收購民地，總校址面積達 86 甲餘，約合 1300 市畝。吳泉源編，《話

說清華》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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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圖書儀器費由清華基金支付。從 1960 年代華泰建築事務繪製的鳥瞰圖中可

見，接近校門的校園內有幾何形的切割區塊，錯落的規畫了建物，只有大門，園

圃與通用大樓（行政大樓）連成一氣。 

 
Figure 參-52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鳥瞰圖，約 1960 謝小芩，《圖像清華》p182 

 雖以研究所為清華大學復校的開始，但校地足以開發並在 1964 年恢復大學

部。設計圖中，早期校園內的建物錯落配置，而各區域間的動線也是自由的機能

的區劃配置。大部分的校舍建築立於地勢較緩的東北邊的四方基地中，基地周圍

的東院宿舍是全校最早興建完成的建築於 1956 年落成。生活住宿區則是安排在

地勢崎嶇的西南方，校園慢慢向內部發展，軸線如樹枝狀的延伸，建物自由坐落

在草陌中，沒有強勢的幾何布局，是一條有機發展的機能型動線。 

 

Figure 參-53 校門與行政大樓，許明德，《相約

清華》p34 

 

Figure 參-54 行政大樓與前方園圃 1957，校史

官網數位展覽 

 校門前的行政大樓於 1957 年新落成，也清華最早的校園建築之一（今化學

館位置）。舊物理館於 1958 年落成今化工館位置。雖然行政大樓前也有圓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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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校園內常見配置的手法，以一條軸線貫連大門、園圃、建物。從 1969 年的配

置圖中可見到，建物雖然增加了，但是整體的布局沒有改變，更可看到清華大學

校區的有機生長。 

 

Figure 參-55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鳥瞰圖，約 1969，謝小芩，《圖像清華》p182 

國立交通大學（1958 年在台復校） 

 因清華大學已成立原子科學研究所，在交大旅美校友的倡議下，於 1958 年

新竹成立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108。1967 年電子研究所改制為工學院，1979

年恢復校名為國立交通大學。 

                                                 

108
 美國交通大學同學會的趙曾玨有鑑於核子科學已由國立清華大學成立的原子能研究所開始發

展，但是與核子研究極其相關之電子研究則尚付闕如，力倡在臺成立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於 1958 年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正式成立（設立博愛校區）。參考周愚文，〈蔣中正與國四十

年民代民代國立大學復校政策之推動〉《蔣中正與台灣教育文化發展》p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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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56 交通大學復校博愛原始校區平面圖及三Ｄ立體圖，交通大學官網 

 位於新竹市郊博愛街校區三公頃土地，以校友會捐款及美援經費補助興建第

一棟校舍，至 1973 年，全校已有 9 系 2 所，博愛校區校地已經無法容納龐大的

學生量，1980 開始學校重心從此由博愛校區轉移到了光復校區，在此以博愛校

區為主。109
 

 自 1958 年在台復校以來，交通大學博愛校區的大門至今如一，校門目前有

兩座－北大門、南大門，其中北大門是博愛校區的主要校門。今日博愛校區內為

紀念淩前校長鴻勛先生而命名之竹銘館（鴻勛先生字竹銘），在當時為教學研究、

辦公與員生住宿之館舍，直到 1960 年才興建第二棟校舍小型圖書館一座110。交

通大學的光復校區在入口的配置上是以一則中心軸線來貫穿至後門，雖然校區的

西方仍有廣大大的校區配置著院動場、草坪、圖書館、宿舍等諸多的建物，但是

以中軸配置來營造入口的意象，如下圖所示，從前門開始、池塘、竹銘館、園圃

至後門，在在都顯示了中軸配置的意圖。 

                                                 

109
 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參考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4%BA%A4%E9%80%9A%E5%A4%A

7%E5%AD%B8%E5%85%89%E5%BE%A9%E6%A0%A1%E5%8D%80 

110
 國立交通大學博愛校區，參考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4%BA%A4%E9%80%9A%E5%A4%A

7%E5%AD%B8%E5%8D%9A%E6%84%9B%E6%A0%A1%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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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參-57 貫穿南北校門的示意圖，加繪，底圖出自交大官網及自攝 

國立中央大學（1962 年在台復校） 

 在 1957 年 7 月至 1958 年的國際地球物理年的全球風潮中，中大校友會以此

為契機111呈文教育部，同樣以研究所為復校開端的中央大學請准恢復國立中央大

學設立地球物理研究所。校友會籌措三百萬元，作為復校經費，透過校友奔走，

苗栗地方人士同意捐出將軍山坡約二十餘甲，作為中大復校基地。1958 年行政

院院會通過地球物理研究所之申請；同年得到苗栗贈地以二平山校地在 1962 年

動土，建設中大地球物理所。設計圖出自校友黃寶瑜，二平山校舍尚未竣工前先

商借臺大物理館做為地球物理所辦公室與教室。1963 年 9 月，苗栗研究所大樓

等建築先後完工，中大地球物理所正式遷入苗栗112。 

 從位於苗栗的中央大學的地球物理研究所之平面圖可以看到，大門位於彎曲

的道路，而校區內的主樓與入口沒有相對，而是呈 90 度的配置，因此位於主樓

                                                 

111
 1957 年 10 月，蘇聯成功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聯合國為紀念此事，遂將 1957 年 7 月至 1958

年 12 月訂為國際地球物理年，一時間，地球物理研究蔚為全球風潮，各國大學開始發展相關科

系。就在當時國內並無相關科系的契機下，中大校友會在校友張其昀的支援下，向政府提議設立

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作為時代尖端的指標。1958 年 7 月 3 日，行政院於第 575 次院會中，通

過由中大校友會捐資籌設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之申請 。 

112
 《中大在台第一個十年 地物所 1962》，桃園：中央大學 2002，p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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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無向性的園圃起了中介的作用，連接入口道路。 

 
Figure 參-58 苗栗地物所園圃舊照 1967 與平面圖 1964，《中大在台地一個十年 地物所 1962》

左圖 p6 右圖 p4 

 

Figure 參-59 入口與校區內的主樓，

1963-1969 《中大在台地一個十年 地

物所 1962》p4 

 

Figure 參-60 中央大學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校區鳥瞰圖，

1965《中大在台地一個十年 地物所 1962》p1 

 由於苗栗校區腹地太小難以增辦大學部，於 1966 年就有了遷校的想法。而

苗栗的舊校舍在遷校後所則由聯合大學購得並籌設前私立聯合工業技藝專科學

校，今為國立聯合大學113。從聯合大學的校園平面中可進一步印證，中央大學在

創校初始的校園中是延續著地球物理所的規劃加以拓建，從大門，圓形花圃與行

政教學大樓的位置關係，可知校園配置中軸線為基本的動線功能。 

2. 綜合說明 

 歷經補習學校為開端的東吳大學（台北漢中路），漸漸成長的過程中遷入外

雙溪郊區，校舍沿著山麓、水岸，建物往山上漸次上升，面對溪邊道路的第一排

                                                 

113
 葉勝發，《回首來時路》，收錄於《中大在台地一個十年 地物所 1962》p29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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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平行於軸線校園軸線為機能性質。也以補習學校為開端的靜宜大學，位於台

中市復興路的街廓基地較不工整，入口的設計在街角，進入校區的軸線蜿蜒，沒

有特殊強調軸線的設計。中原大學與輔仁大學創校時的基地都處於農地上，基地

較大較完整，但兩相比較，狹長的中原大學雖有狹長型的軸線來貫穿基地，校地

中央留著整齊的一片綠地，動線與建物配置於草坪兩側，而鐘塔豎立於現今草坪

北側邊，七零年代校園發展後於連綿的中間草地中才矗立新的行政中心(1969)與

中正樓(1978)。因此綜觀上述三所宗教創建的大學中，都屬於機能型軸線創校的

校園中有以軸線為主，來做校園規劃的只有輔仁大學。輔大由三個不同行政單位

組織成的聯邦大學體制，一開始就以大學的規模設計，有資金、校地完整的優勢，

從校門口起就有大尺度的軸線設計，校園規劃較具規模，但是其軸線性質是屬於

西方巴洛克式的，而非東方的中軸線，因此是數理性而非倫理性質的。然而七零

年代完成的端景中美堂模仿天壇造型，又讓校園中多添了一份中國味。 

 另外觀察四所在台復校的國立大學，都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淵源114。中華民

國政府遷至臺灣後，原計畫反攻大陸，因此有“原則上中國大陸公立大學在臺一

律不考慮復校”之決議，但隨著反攻無望，黨政高層開始思索在台灣增設高等院

校之計畫，因此先於臺北市的教育部大樓恢復政治大學辦學。此四所復校之大學

中，交通大學（1896）與清華大學（1909）始自清代，而中央（1915）為民國之

後建立，在臺復校都以單個研究所為起點，但創校較晚的政治大學（1927）為中

華民國政府於訓政時期建立之學校，因黨國在臺灣執政需求下復校，因此率先設

立四個研究所115，隔年馬上就恢復成立大學部，校舍的建設也較具有規模，比起

                                                 

114
 交通大學最早是 1896 年南洋公學，於上海設立南洋公學，與北洋大學堂同為中國近代歷史上

最早創辦的大學。清華大學是 1909 年利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考選留美學生，成立「遊美學

務處」。越二年勘定校址，籌設學校，稱清華學堂。中央大學最早 1915 年在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基

礎上創建的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政治大學 1927 年在南京紅紙廊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負

責北伐期間與軍政時期黨政幹部的教育訓練。參考吳泉源編，《話說清華》。 

115
 首任校長是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心理學家陳大齊先生，初期設立行政、公民教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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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所復校的大學，都是經歷十年的發展才有大學部的恢復116。 

 因此政大的校園規劃也較為迫切，若以中軸規畫的規模來檢視四校，依中軸

表現的質量排序第一為政大，從校門開始，以筆直的中軸線道路，其上規劃了數

棟對稱的建物，中軸端景為四維堂，左右軸向外延伸，為四所中較具中軸規模的

設計。其次是交通大學，中軸的規劃集中在校門區域。從前門開始，以圓形水池，

建物，幾何花圃，到後門的道路，以中軸線貫穿。在苗栗校的中央大學的主要校

舍是面向操場空地，前有園圃，與校門呈九十度角，沒有特意強調中軸的特質，

而清華大學在其行政大樓前雖有園圃，也有均衡的配置，但廣大的校園區畫中有

機成長，沒有如政大一般，有特意的中軸配置。因此綜觀此時期的學校，針對軸

線有刻意表現的有輔仁大學、政治大學，交通大學，但是政大與交大是規模尺度

較小的中軸配置，輔仁大學的軸線雖尺度較大，但是屬於巴洛克式的幾何軸線。 

3. 東海大學的啟示 

 以上觀察了八所大學，都是設立在五零年代（1954〜1962）與東海同期，前

四所是與東海一樣是以宗教情懷興學的學校，後肆所則是在台復校，具有中國現

代教育淵源的學校。此時政治上的氛圍是詭譎的，高舉著移植來台的“中國自由

主義”117的國民政府實質上行使的是高壓的統治118。還好產業與經濟的發展逐慢

                                                                                                                                            

及國際關係等四個研究所，《政大四十年》p40。 

116
 如國立清華大學只先有原子科學研究所（1964 年恢復大學部）、國立交通大學的電子研究所

（1964 年恢復大學部），恢復招收大學部、國立中央大學的地球物理研究所（1968 年恢復大學部）

參考周愚文，〈蔣中正與民國四十年代國立大學復校政策的推動〉《蔣中正與台灣教育文化發展》。 

117
 陳芳明，〈國民意識：台灣自由主義的舊傳統及新思考〉，《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

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頁 389-408。  

118
 1950 年起（民國卅九年），臺灣實行地方自治，縣以下民意代表與行政首長及省議會議員由

公民直選產生。1950 年代起雷震等知識分子在《自由中國》雜誌上要求民主。1960 年（民國四

十九年），雷震等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但很快就被政府鎮壓。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彭

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於 1964 年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主張「遵循民主常軌，

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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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恢復軌道，尤其是在韓戰爆發美援119的挹注之下，台灣有一個發展的契機。幫

助了台灣在戰後的重建，台灣人也由哈日轉變成哈美。各個援助的項目中，校園

建築120也是當時一個重要的援助項目。因基督教聯董會在台灣只支持東海建校，

東吳大學只有校友的捐款等來幫助復校，故無法像東海一般有一個好的擘劃機會，

靜宜大學原為主顧修女會興辦的英語補習學校後在台中市區階擴建校，中原大學

是華人基督徒本著服務社會的精神創校，原本想設立的是農工學院，因此只有輔

仁大學的校園設計規模可以與東海大學比擬，兩所都是由外國人主導。輔仁是為

天主教的傳統，在校園軸線的設計上也較具西方古典巴洛克的氣質，也是屬於上

一世紀的軸線規劃，而其現代性則展現在建物的設計上。四所在台復校的大學(政

大、清華、交通、中央)皆由研究所開始，校園規劃初期較小，但有中軸配置軸

線出現，尤其是政治大學有中心道路軸線，交通大學有較明顯的建物軸線，整體

來說沒有如東海大學般為台灣的現代大學帶進新的想法。在此時期的東海大學在

台灣的設立是跟著五零年代世界潮流所規劃的，由當時的專業設計師貝聿銘團隊

所設計，因此在軸線的特質上與其他的學校有相當大的差異。也就是說只五零年

代東海大學的校園設計是極具特殊性的。這個原型在特殊的機緣下進入台灣，這

個浪漫的創校理想，由接受美國建築教育的三位華裔菁英完成，其原型維持的十

多年間，也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探討期校舍的現代基因121的淵源。本文著重在校

                                                                                                                                            

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人隨即遭逮捕、以「叛亂罪嫌」起訴、並判處有期徒刑。自由中國參考

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4%B8%AD%E5%9C%8B 

119
 因中國共產黨勢力擴張引發韓戰，在這背景下第一批的美援物資運往台灣。1954 年，中華民

國與美國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援的內容除包括民生物資與戰略物資之外，也包括基礎

建設所需的物資，例如建築道路、橋樑、堤壩、電廠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種類繁多。參考林炳炎，

〈第一期四年經濟計劃〉《保衛大台灣的美援》，台北：林炳炎 2004，p146-182。 

120
 美援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臺灣的大學興建校舍，包括東海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館、臺

灣師範大學樂群堂、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等。參考陳國棟，《台灣營造業

百年史》，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p136-139。 

121
 雖然設計活動是在美國，但因現代設計者三人的華人背景，而將「現代化傳統」的形式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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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軸線呈現，因此以學院區的軸線為關注對象，探討其不同時空的演變（從五

零年代到八零年代），三十年的變遷中著眼在虛空間122的變化，而虛空間正是攸

關日後校園發展的機會與限制的關鍵，因此了解到東海大學在創校設計圖中的學

院區的軸線，因其現代主義的機能主義開放兩端、建物配置錯落，但卻提供了後

繼者重新設計的機會。最終軸線性質產生改變，更能顯示出外來原型在台灣雜揉

的環境中在地融合的現象。 

 

                                                                                                                                            

「日本、中國唐朝」，也有將「傳統」眼光轉向為地域性的構築文化傳習，大多是以建物為主的

討論進而解釋其所呈現的現代性。 

122
 虛空間的配置，軸線所引導出的非實用建物等，例如紀念性建物、人車行道、操場、庭院、

花園、綠地、造林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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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八零年代大學校園強化中軸線的共相 

 除了文理大道與台大椰林大道有強化軸線的大道，另外也以國立的「中字輩」

大學的入口大道軸線發展輔以比較說明。在校園自主的社會環境下，台灣的校園

在不同的時代所營造出的校園中可看到有趣的漸變歷程。打著是「文明開化」與

「自由民主」的旗竿在台灣島內所涵構的建築文化都交雜了倫理性中軸配置的建

築文化，校園裡對於中軸線規劃的適應情形也就引導出台灣的大學校園設計範型

的生產。 

 時序進入八零年代，比起前兩組的選樣，除了發展時間較長，也較單純的在

中華民國政府的諸多政策影響之下發展出來，美援的影響結束到解嚴開放前，執

政者在配合黨、軍隊、特務的結合掌控，政治與社會上的強勢壓制在八零年後漸

漸面臨改變。此時以台灣為「復興基地」大力發展的經濟建設，也使「中華民國

在台灣」從依賴農業的發展中國家轉型為已開發國家。八零年代，黨禁報禁的解

除、校園內自主風潮興起前123，校園的營造上又是如何？在國民黨執政之下台灣

做了多年美國夢與中國夢後，台灣的主體性也在漸漸形成當中、大學形象又是應

如何呢？前述兩個重要的原型台大與東海在此時也將原軸線的設計完結，（在此

意味原型的軸線設計因端景的設計而停止了再發展的可能）這是台灣理想的大學

形象嗎？台灣大學新圖書館建設於 1988 到 1998 年間，東海大學新圖書館建設於

1983 到 1985 年間，與黨外運動與民主改革的時程上並進。另一方面，八零年代

著實也是國民政府在台灣一連串文化、教育政策的結果呈現的總體檢。因此以

“中字輩”大學來加以比對，看這些校園的軸線設計是否也與台大東海一樣，對

於校園主軸線有再強化的改變或設計，也試圖找出它們之間的“共相”。 

                                                 

123
 1990 近六千名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三月學運），1994 修正公布《大學法》，明

訂「大學生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此外，大學校長由遴選

產生，學生可餐與校務會議，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保障學生權益等。凡此總總均使大學的校園民

主、學術自由、校務自治的精神，更向前一大步。林天佑編，《百年教育發展》p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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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肆-1 解嚴初期，強化中心軸線意象的校園選樣 

 中字輩大學校園軸線概況 第一節

 這四所大學中，因為中興大學的歷史悠久，前章節已經說明過中與大學創校

時的校園軸線特色之「相異」，此章敘述其發展過程的變化中入口大道軸線之「相

同」特色，因此可彰顯校園中軸線再造及擴張的意圖，而中央大學則在七零年代

因遷校而有再規劃的機會，在此以中壢校區為主（前章節描述的是為復校時期的

苗栗校區）。另外也以八零年代設立、具鮮明黨國色彩的中山大學與中正大學的

軸線設計輔以說明，此四所國立的中字輩大學，也都以大尺度的入口道路軸線營

造校園意象，分述如下： 

1. 國立中興大學之中興路 

 中興大學自 1967 年起開始，陳請都市更新，將校區南面的忠明南路起至旱

溪河邊變更為校地，著手進行校地重整拓寬道路美化校園124。在四方格狀的工整

實習農場上整地，初期以開闢道路為先並植樹，再遷移農藝系試驗田興建人工湖。

在八零年間與省市政府聯合開闢興大路北側園道(1983 年道路竣工)、另立新大門，

而國光路的舊大門則改為側門。  

                                                 

124〈校園篇 疆域〉《興大實錄 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年校史》，台中：中興大學 2009，p3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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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肆-2 自日本時代接續下的農學院時期大

門樣貌，約 1943，《興大實錄 國立中興大學九

十年校史》p339 

 

Figure 肆-3 改制為大學後的大門樣貌，目前

為東一號側門，自攝 

 整個校園形成方正的格狀區劃後，正門（新大門）於 1977 年開工，新校門

為德國柱式兼含中國牌訪造型125，校門完成後校區以中興路為南北向中軸，從農

林專門學校既存在的大學路向西延伸，並且兩端皆設側門。下圖為 1981 年中興

大學校園配置126
 

 

Figure 肆-4 校園內的中心道路軸線與入口，加繪，底圖取自中興大學校園配置 1981，國立中興

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變遷》p76 

 格狀配置中以整個校園基地中間為主軸線，雙線道的中興路終於出現了，除

了是車行尺度的大馬路規模外，中軸線上加上雄偉的新大門相互輝映，這是原本

在街角的舊校門無法呈現的氣派。 

                                                 

125
 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變遷》台中：中興大學 p71。 

126
 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變遷》台中：中興大學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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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肆-5 完工後的新大門與入校區的軸線大道中興路，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

變遷》p71 

  雖為格狀區劃但是從街道的規畫尺度仍可分出賓主。中興路為四線道，貫穿

四個區塊，自第二個區塊起中央設立分隔島，區劃中，以中興路為軸心，在西邊

的區塊建設新的行政大樓與圖書館，兩建物中間是 1977 開始興建，以中華民國

的秋海棠造型來設計的中興湖127，共同強化校園景觀中的中華母題。 

 

Figure 肆-6 中興湖 1995 與紀念碑石，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變遷》P72 

2. 國立中央大學之中大路 

 1962 年 7 月，中央大學在台復校，在苗栗二平山設地球物理研究所，之後

為了大學部的籌備，1967 年 6 月由苗栗遷校中壢，中央大學的中壢校區是一個

新設計的校園，是遷校而非擴張128。同樣的中央大學的新校園是商請校友黃寶瑜

                                                 

127
 中興湖 1977 年開工，為該校勞作指導組任時騰芳先生設計執行，以中國大陸的壯圍欄圖，旁

邊還有台灣和海南島。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編《檔案中的校園變遷》P72。 

128
 在地球物理所成立五週年，戴運軌所長有意進一步成立理學院，因苗栗校地偏僻狹小，實不

足以發展為綜合大學，戴所長萌生遷校念頭，最後決定遷校中壢。1968 年 5 月 18 日，教育部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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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其寬設計，1968 動土，同年秋天第一屆大學部新生，暫借省立中壢中學教

室上課，1969 年科學館落成（此即現今之地球科學院「科一館」大樓），學校正

式遷入現今校址129。1971 年落成的理工館是工學院所在大樓，今稱「工程館」

或「工程一館」。此時校門外的中大路成形130，校門口的園圃未綠化，道路也未

植樹，仍光禿禿一片。 

 

Figure 肆-7 剛完工的中大路 1972 年，《中央大學七十年》p21 

 將陳其寬的原初設計圖與 1972 年的校園概況圖兩相並置，可得知基本上原

設計中，井字型區化加上外環道圍繞的概念持續著，學院建築是以合院為形塑，

且出入以面向外環道為主，而在 1972 年的校園概況中，可見到配置在九宮格狀

內的建物更注重了內部彼此的聯繫。位於九宮格的正中心是中正圖書館，創始於

1967，初始為臨時圖書室，1971 竣工啟用至 1994 年。之後新圖書館於 1993 年

也建置在中軸上，位於第一進（行政大樓）與第二進（中正圖書館）之間，1994

                                                                                                                                            

行政院核准，中央大學恢復大學部，改校名為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參加 1968 年度全國大專聯

招。戴運軌〈中大遷校中壢前後〉《中央大學七十年》，桃園：中央大學 1985，p152-155。 

129
 1973 年 7 月 1 日，戴運軌奉准退休，李新民繼任院長。此時，中大理學院已有一個研究所、

七個學系，分屬於文、理、工三大領域，校園建設、圖書設備粗具規模，足以恢復大學名稱。1979

年 7 月，正式恢復「國立中央大學」校名，李新民為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後第一任校長。參

考中大八十年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中大八十年》，桃園：中央大學 1995，p32,33。 

130
 中大初期僅有側門一條寬三公尺、長二公里之泥土路（即今之宵夜街）可對外通往雙連坡。

此路夜間無燈，雨天泥濘，甚是不便，戴運軌校長與市公所多方交涉，舖建一條可供計程車通行

的柏油路，暫時解決對外交通。至於，目前正門二十公尺寬的大學路（現今中大路），則在 1971

年完工，其舖建經費由中壢市公所與中大共同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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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館啟用之後，舊館完成整修規劃為視聽資料室131。另外，原本座落九宮格外，

外環道上的第三進的建物，在後來的計劃圖中的也有些改變。從最後落成的體育

館依仁堂，可見其獨棟面向中軸的端景景性質，九宮格內的中央三進為主導的縱

軸，後來在二、三進中間的草地上也又規劃了禮堂132（目前已新規劃為教學研究

綜合大樓暨多功能演藝廳133），如前述，在一、二進中間加上的是新圖書館，因

此九宮格上的中央縱軸變成連串了數棟建物的中軸線，校園內建物中軸的氣勢已

然形成。 

 

                                                 

131
 參考：中央大學圖書館舊版網站，本館簡介 http://www.lib.ncu.edu.tw/94www/cmain.htm 

132
 1983 年興建中大大禮堂，直到 1999 年 921 強震，致使梁柱出現嚴重裂痕，自此後，各式慶

典僅能移往容納有限的依仁堂籃球館或校史館大講堂進行。於 2009 年發包，2010 年開始動工，

目前尚未完成，依據中央大學主任秘書：因承接的廠商因為他公司的財務不良，最後宣告倒閉，

而後續接手的廠商，他也沒有依照合約施工，所以很多進度嚴重的延宕。參考：中央大學校務基

金募款網站 http://give.ncu.edu.tw/web/donatedetail?ID=18 

133
 將於大禮堂原址打造一棟全新「教學研究綜合大樓」，於 2014 年啟動本計畫。整體設計將以

「松」為出發點，展現松所代表出的挺拔中大精神，並打造具未來感、實用性以及環保的設計，

提升中大之整體形象。參考：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募款網站

http://give.ncu.edu.tw/web/donatedetail?I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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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肆-8 校園概況中顯示出中軸線上的配置計畫 1972，《中大在台第一個十年 地物所 1962》

p2 

 由中央大學遷校中壢的發展中可如實的看到中軸主控路線在校園中的強化，

也利用校外的專用道路來一併加強校園內的中軸意象。1975 年校門環狀園圃134完

成與校外道路中大路連成一氣，校園的中軸的元素日益強烈，從空照圖中清晰可

見，而當初圍繞井字校區的的外環道，現今校園擴張135後已經變成內環道了。2002

                                                 

134
 李新民校長十分重視校園美化，在任期間大量植樹，1975 年植樹節於正門圓環內種植黃榕編

成「中央大學」四個大字，同時廣植松樹、闢建苗圃，以栽培花木。參考七十周年特刊委員會《中

央大學七十年》P158。 

135
 1982 年，李新民任期屆滿，余傳韜接任校長，時逢臺灣經濟起飛期，因應社會人才之需求，

中大增設系所，成立管理學院，陸續開發學校北端及西側，增購鄰近土地，擴大校地至六十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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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大路上矗立的中大門門樓有「中大凱旋門」的美稱，道路兩旁的木棉花也矗

立了二十多年。中大路上的凱旋門、列樹、圓環與高聳的新圖書館因地勢而步步

高起，如今已成為中央大學最直接的校園形象。 

 

Figure 肆-9 越來越重視中軸線上的建物配置 1996，加繪，底圖取自中大校園導覽圖

http://www.ncu.edu.tw/~ncu7006/ch/about_24.html，右圖取自《中大五十》  

 

 
Figure 肆-10 相反角度所見的中大路，左為由校區望向中大路，右為中大路路口望向校區《中大

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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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中山大學之蓮海路 

 1980 年，中山大學在臺復校，首任校長為李煥，具有黨國體制色彩，以立

國精神立校136，該校為產官學智庫重鎮，密接政府幕僚部門，也是側重新興應用

科學的小型大學。  

 

Figure 肆-11 黨徽造型亭下的蔣公與國父銅像，中山大學官網，中山之美 校園景觀

http://www.nsysu.edu.tw/files/132-1000-509,r85-1.php?Lang=zh-tw 

 位高雄市鼓山區於中山大學，1980 年，在高雄市西子灣，校園自成天然要

塞，蓮海路是沿著海邊的彎曲道路，但是進入校區內的蓮海路（操場旁）時，除

了道彎曲的道路變為筆直之外，它也與教學區的景觀中軸連成一氣。中軸上的建

物為行政大樓，第二進即為軸線末端的圖書館，中間的內庭配置著幾何園圃與蔣

公與國父銅像（如上圖），三者皆位於在中軸上，彼此之間形成「進」的節奏137。

雖位於山上，但是主要教學行政區坐落在環狀道路的四方區塊中，克服地形立於

                                                 

136
 皆由黨國大老出任首屆校長。廣州的初期學生大多加入中國國民黨，信仰三民主義黨綱。高

雄的初代教職員皆為黨員，大多具有官僚·事務官與政府幕僚部門背景，是臺灣奇蹟時代的產官

學智庫濫觴。參考：中山大學數位檔案館，30 周年校慶校史回顧展

http://gap.oga.nsysu.edu.tw/files/11-1217-6873.php?Lang=zh-tw 

137
 負責規劃設計的山耘建築師事務所喻肇川說明，其設計是套用中國禮教制度中尊卑秩序及觀

念，參考莊惠名，〈台灣高等教育建築發展之研究 18951-1993〉p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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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的基地上，學院建築整齊的環伺立於軸線兩側，建築群以合院為組成單位138。

四方中庭由行政、圖書、學院建物圍塑出來，其內是明顯的中軸對稱景觀造景。 

 
Figure 肆-12 主校區的建築立於刻意整平的基地上，加繪，底圖出於中山大學平面圖，黃友良，

《大學校園規劃之過程與準則》p66，右圖自攝 

 壽山邊沿海的蓮海路出了環狀道路又回復成蜿蜒的形狀，綜觀校園的營造，

此設計克服地形困難，實踐中軸配置的設計營造儀式性與紀念性來紀念孫中山。

中山大學是八零年代設立的新學校，從校外道路至校內建築的配置與整體校園的

造景中可以清楚的看見中軸線的特意營造與運用。 

 
Figure 肆-13 蜿蜒的蓮海路玉在中山大學校園中的中軸線的設計，加繪，底圖出自中山大學官網

以及 google 地圖 

                                                 

138
 黃友良，《大學校園規劃之過程與準則》，台北；正揚出版社 1986，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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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立中正大學之中正大道 

 國立中正大學，簡稱中正或中正大，校址位於嘉義縣民雄鄉。為紀念已故的

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及兼顧高等教育之南北平衡。1986 年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後，

中央政府於 1989 年 7 月 1 日正式創立139。中正大學校園也是以競圖的模式徵求

校園規化，在台北籌備處時期，因沈祖海的設計則較為「平均」140，符合當時校

方所要求的一間大學該具備的風格，故將整體校園規劃交由其負責。十字中軸的

規劃以行政大樓及圖書館為中心，五個學院環繞在其動線周圍，無論從何處至圖

書館與行政大樓，都是差不多的距離，各條道路都能相通。 

 

Figure 肆-14 中正大學十字中心軸的設計，加繪，左底圖取自中正大學官網。右圖取自榮工網站

http://www.rseaec.com.tw/engineere03.asp 

 從平面圖可知，主要的入口道路軸線是中正大道，是東北西南的縱軸向，校

門開始至校園的中心是為另一軸線的十字的交點，有噴水池造景建物，從空中鳥

瞰可知橫向的西北東南軸線為景觀軸，以方形草陌，列樹，圖書館端景圍塑而成

                                                 

139
 參考：中正大學校史館網站 http://www.lib.ccu.edu.tw/history/born.html 

140
 中正校園的規劃，在台北壽德大樓籌備處時，廣向各建築師事務所邀稿，並商借了中央圖書

館（今國家圖書館）做為評選的場所，邀集專家學者，如臺灣大學城鄉所的夏鑄九教授及漢寶德

教授等為評選委員，選出了李祖原、沈祖海、喻肇川、藍之光、王秋華等五大建築師共同設計中

正大學校舍。沈祖海的設計則較為「平均」，符合當時他們所要求的一間大學該具備的風格，故

將整體校園規劃交由其負責。楊宇勛、楊維真編《話說從頭：國立中正大學創校廿十週年專輯系

列之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9，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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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鳳凰大道。圖書館雖背對景觀草陌，但位處於中央高處端景，從末端望向圖書

館，景觀軸在草陌與樹列的襯托下，視覺上益顯開闊壯觀。與中山大學一樣實踐

中軸配置的設計，營造儀式性與紀念性來紀念蔣中正。至九零年代漸次完成的新

學校，從校外道路至校內建築的配置與整體校園的造景中可以清楚的看見中軸線

的特意營造與運用。 

 

Figure 肆-15 景觀軸線上的圖書館端景以及草陌，加繪，底圖取自 google 地圖及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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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相的形成與蔓延 第二節

1. 中軸空間意象在台灣高等教育校園內的營造 

 歷經國民黨執政後三十年的政經轉變，其中 1967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41可謂

與校園活動息息相關。從教育改革，學術整理，文藝研究等一連串的實際做法，

也使得漢本位思想更加固著於校園生活中，校園內以“中字＂命名的體育館、禮

堂、圖書館等教育設施則處處林立，而全台校園中上萬座的領袖銅像142更可為之

見證，國立的中字輩大學都以強化軸線的設計來展現校園的氣氛。上一節觀察的

中字輩大學皆是明顯的例子，針對“中華文化復興”復興的母題，校園中都有呼

應中華文化的景觀營造。 

 首先在台設立最早的中興大學是日治時代遺留的農業學院校，在本章第一節

已討論過，原本的校舍為工整的排列，校舍西方工整的實驗田提供了學校發展的

腹地，八零年代與省市合作的都市開發也引導了格狀區劃的開端，也在新興校園

中營造中國主題，發展中的中興大學，新闢了中正紀念圖書館與復古造型的行政

中心，兩建物中間的中興湖是按照中國的秋海棠地形所設計的，沿線為四線道的

中興路，然後與之配合是新大門的位置，中興路底雖沒有端景建物，但德國柱式

兼含中國牌訪造型的大門樓視覺意象強化了中華文化的主題。 

                                                 

141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為保護中

華文化，並與中國共產黨之文化大革命運動分庭抗禮，以顯示中華民國為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

1966 年 11 月，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啓天、孔德成、張知本等 1,500 人聯名給行政院寫信，

建議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要求規定每年 11 月 12 日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

節」。1967 年 7 月 28 日，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總會）發起大會，總統蔣中正任會長，運動即在臺灣和海外推行。參考：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87%E5%8C%96%E5%BE%A9

%E8%88%88%E9%81%8B%E5%8B%95 

142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頁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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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樣的時間點，中央大學中壢校區也是以中心配置為主的井字中軸設計143，

之後在原來九宮格的里坊區劃中的中心線上增設建物，使得原本校園內的井字設

計的中軸線，漸次的因為其上建築的增加而更加的強化，而校園入口斜側的花圃

圓環與校園外中大路連接，並以筆墨紙硯144為其配置命名，八零年代於中大路兩

旁植樹，中大路口又加入了雄偉的門樓將軸線尺度延長至校外道路，強更加化了

道路軸的中心意象，現今行政中心後面高大突出的圖資館已變成中大路上的端景，

有統攝校園意象的中軸權威氣勢。 

 就在中央大學的中大路漸漸成形之時，中山大學也創建在此時空，由蓮海路

的彎曲與筆直變化可見其中心軸線的強化特質，中山大學的軸線與中央大學一樣

都是由校外的道路開始，並與校內的主要建物中軸線連接，建物之間的虛空間亦

有其他的景觀建物，如國父、蔣公銅像亭子是坐落在和院型校舍的中軸線上並與

校外道路軸線連接，來引導至校園的核心區使得校園的中心性更加強烈。

 另一個例子是中正大學，比起中山大學稍晚，從校門口起開始就是主要軸線

的中正大道，一路經過橋、活動中心、文學院、社科院才到達校園十字中軸中心

點的景觀噴泉145，噴泉兩端端景建物則是禮堂與圖資館。然後軸線繼續往前，串

連其他復古造型的學院建築，如教育學院、法學院與理學院，中正大道更是以大

尺度與貫穿全校的方式來強化中心軸線。因此在八零年代建校的中山大學與中正

大學是一開始就可以明顯地看到刻意的中軸配置展現，而中興大學與中央大學則

                                                 

143 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 導覽手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1995，

頁 29。 

144名聞遐邇的「中大筆墨紙硯」是指中大校門入口景觀，利用地形高低，並結合附近建築賦予文

房四寶的意象。修剪成「中央大學」校名的綠色花圃是硯台，在台復校紀念碑如參天入雲的筆，

對面的警衛室彷彿一塊石墨，而外牆設計為鏤空方格的行政大樓，是繪有九宮格的宣紙，迎接松

濤學子，一同刻劃中大故事。參考中大官網 http://www.ncu.edu.tw/~ncu7006/ch/about_10.html#2 

145
 校園中央的中央噴水池也是其特色之ㄧ，為一具有報時功能之噴水池,於整點及半時噴出美麗

水霧約 15 分鍾,而中央廣場噴水池燈柱有其造型上之意義,十二支柱子代表一年,十二個活水源頭,

而噴出之水全表示由上而下生生不息的生命動態，為中正大學最富代意義之精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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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慢慢改造成強化尺度的中軸大道。 

 這些都是直接以中軸線為規畫重心的實例，中軸線不僅主導了入口的門面，

也主導了校園內對稱配置的各類建物單元，中軸空間意象在台灣高等教育校園內

的營造模式已經受到廣泛的應用與喜愛。 

2. 中軸線配置組合與其意義的轉變 

 中字輩大學以外，其他前述的大學發展至八零年代，關於校園中普遍存在的

中軸配置越來越具有特意營造的意識，漢建築文化中的中軸配置在台灣校園建築

傳承的樣貌，因為校園數量的增加而累積了校園範型形成的能量，第參章中已經

以校園配置與軸線變化為主軸，對二戰前後台灣的大學校園軸線的空間生產整理

出校園間「共相」發生前其他校園的樣貌。而本章八零年代校園自主風潮興起時，

特意強化校園的中軸線更能作實了「共相」的普遍蔓延。以這些高等學校之視覺

意象來檢視，也就是說以校園軸線上的視覺意象組合構成的各種單位建物、廣場、

步道、道路、公園、樹木等觀察，將其細分為三個關鍵時期，更可明白其視覺上

組合的變化，因為形式與內容互為彰顯，故有了視覺元素普遍蔓延的輔助，軸線

的形式也能更具體，分別以二戰前、二戰後、八零年代，校園中視覺元素出現的

背景加以闡述，在分析其視覺元素意涵的轉變，說明如下： 

 二戰前，第一個時間點觀察的學校大多是以建築物的中央通道串接中軸建築

動線，是為日治時期校園的常用作法（如高等學校，工學院），一方面也符合台

灣的風土氣候的需求，要盡可能將建物連接以減少多陽多雨的不便。但這樣的中

軸線在與校門配合時才容易彰顯出來，是屬於較隱形的不容易一眼就望見。新設

立初期的職業專科學校，行政專校以建築物的中央通道串接中軸動線，私立的淡

江英專有中央軸線的宮燈大道，校園校舍也在道路左右配置仿古建築的校舍，雖

有的道路，但是規模較小，主要是為營造仿古中國樣式的校園氛圍，還沒有以強

勢的中軸線來彰顯校園設計。因此在二戰之前，台灣高等教育並沒有以營造中軸

大道的意象來設計校園的習慣，經常是以實用性為主，配合基地中軸配置。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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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形象的任務以實體建物來彰顯，如師大的西方歷史主義形式校舍，或淡江

的復古中國形式校舍。因此二戰前的高等教育的校園中，不管是建物串起的中軸

還是校地區劃中的道路中軸都是具有實用的目地；只有台大，除了實用的目的之

外，在巴洛克式範型的現代公園與三線道的動線的現代性裝置中，利用景觀軸線

或道路軸線上來營造大學氛圍。 

 二戰後，初期的學校軸線與戰前的學校，在機能上的配置也相似，在台復校

的大學於初期的校園配置中，以均勻對稱的配置來規劃主校區，有以十字動線為

主的政治大學，有以中軸線的建物與造景配置貫穿南北校門的交通大學。而中央

大學（苗栗校區）與清華大學則是屬於機能性的動線。在台復校的大學在當時並

沒有提出校園營造的願景的特殊想法。軸線機能規劃或建物配置上以東西方常見

的均衡配置傳習為大宗，都是中規中矩的沿用舊有建築傳習，同期的私立學校例

如東吳從校門起因地形而蜿蜒的動線，中原也是從校門起轉彎的動線，這些以宗

教精神為名的學校，是為校友與信奉基督的華人所創建與復校的。而由西方基督

教教會發起與主導的學校有天主教的靜宜與輔仁。但是只有輔仁大學與東海大學

一樣，有規劃的藍圖。而輔仁的校園規劃是巴洛克軸線，軸線的規劃上以古典的

數理路線，彰顯幾何秩序的美感。因此在五零年代創校初期，以“現代主義”規

畫的校園只有東海大學，是繼台大現代性裝置後，又一次在台灣針對大學所提出

源自西方新的規劃想像，但兩者也同時是以“現代”為相同的命題，但兩者也在

同樣的八零年代時有中軸強化的改變，而軸線上配置的組合建物在漸變的過程中

也起了意義上的轉變。 

 八零年代，這個時間點放在國民黨執政三四十年後，日式與美式的校規畫動

能同時都歷經中式的轉化。代表日式動能的台大與美式動能的東海在校園為主要

的軸線上都完全改變了，椰林大道與文理大道在這個時段中除了軸線強化拉長之

外，又配置了一個雄偉的圖書館端景建物來終結軸線的發展，且轉化成強化端景

的中軸配置。幾何性的軸線轉化成倫理性的軸線。與其相同時間點發展出或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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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大學中，以國立中字輩大學校園最能說明具黨國思考的校園發展痕跡。校園

規劃中可持續的動能被轉化了，例如長尺度的大道、門樓、樹列、端景，而草陌

或草圃也成為強化中軸的一部份視覺語言。而這些繼續成長與新設立的大學校園，

在同一情境的歷史社會氛圍中，也演化出另一段在台灣獨有的校園建築故事。依

照三個時空背景所觀察出的校園，軸線的視覺搭配上，與圍繞在中軸議題之下的

發展與配置，以簡圖表示三個時代的轉變，歸納整體視覺組合的特色； 

 

一，因校園區域化分時的動線所彰顯的軸線從功能取向逐漸增加其權威感 

 

 

 

二，利用校園建物與空間軸線的關係，逐漸加強軸線的中軸主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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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樹列與軸線的搭配關係與意涵的轉變 

 

 

四，綠地從人工與有機的自由搭配，變為營造中軸空間的景觀元素 

 

 

 

 換言之，戰前校園的視覺組合特色是，幾何區劃、建物為彰顯的主體、營造

南國意象的椰子樹、幾何配置庭園的草圃。這個“現代性”裝置來自與日本，而

在校園的規劃的特色，與此時台北城的都市改造有雷同處，而三線道的產生146、

防災火的行道樹、公園的意象等的現代性裝置，至於椰子樹列都是有意的選擇，

而最後這些皆成為高等教育大學形象營造時的手法。 

 戰後校園的視覺組合特色是，配合基地的機能型動線、建物為實用的配置、

彰顯校園精神的椰子樹列、虛空間營造的綠地。國民黨統治初期標榜自由中國的

現代性是隱含有美式的基因，尤其是具美援色彩的校園。但在官方引導的社會氛

                                                 

146界線的崩壞與再生是意指台北城的拆除與三線道的產生，參考邱函妮〈界線內外–日治時期台

北圖繪中的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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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下，反映在學校的建築上則是一脈相成的由既成建築之特徵延續下來，即便就

是與東海同期的時間其他宗教學校的建立，也以美援援助在台復校的大學也入境

隨俗。五零年代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節點，以實用性為主的軸線設計，也在不自

覺中轉換成中軸線，這個來自於西方的國家現代性的動能，只有默默地發揮它的

效應。 

 八零年代校園的視覺組合特色是中軸大道的動線、建物為強化的端景、強化

中軸空間的列樹、營造中軸空間的四方草陌，從國家的形成中慣用意識形態與動

員的角度來爬疏也許較能適切地說明此時文化動員的情形。在後期民主意識漸興，

與大學軸線息息相關的議題，或由台灣大學開風氣之先的許多校園規劃報告書中

都設立許多規畫設計的準則，這些努力的結果與上述的三個時間點所凝結下來的

視覺形象卻不衝突，這些梳理後總結的視覺組合，也被各個大學在為校園拓張後，

成為該校園文化意象所重視保留的資產。 

 

Figure 肆-16 大學校園內軸線上視覺組合在不同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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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所顯示的八零年代所累積的成果都是強化中軸線的視覺組合（例如中軸

大道的動線、建物為強化的端景、強化中軸空間的列樹、造中軸空間的四方草陌），

他們是否有延續至九零年代甚或兩千年之後的大學軸線設計呢？若這些視覺元

素有承繼，那麼強化中軸線的共相儼然就成為校園範型形成的重要元素了，下一

小節試圖以九零後的校園加以映照。 

3. 八零年後其他大學校園的映照 

 因此大學校園內除了有強化中軸設計的共相，還有軸線上的視覺組合配置來

說明形式的重複。近年來，新的大學相繼成立，大多擁有完整廣大的校地，因此

能事先詳細規劃，預留發展空間，校能塑造大學整體性與一致性，1980 年起，

高雄中山學的復校開啟了新大學設立的契機，之後一連串的中正大學，國立台北

藝術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相繼成立。這些新設的大學，

如 1994 東華大學、1995 暨南大學、2000 高雄大學，或者是由老學校因發展另闢

出的新校區，如台北大學三峽校區，皆為校地逾百公頃的大校園，因此在規劃上

的校園軸線可謂是為了表現大學應有的樣貌所做的設計，台灣新世紀大學校園範

型以強化中軸設計的共相，還有軸線上視覺組合的重複形式檢視，會發現這些慣

用元素的存在，以新世紀的新式大學規劃來說，強化中軸設計外，八零年代出現

的視覺組合例如中軸大道的動線、建物為強化的端景、強化中軸空間的列樹 

、造中軸空間的四方草陌也屢見不鮮。譬如 1995 年創校的暨南大學，圖中為暨

大全景鳥瞰圖。軸線大道從半圓形草圃與校門開始，接續行政大樓，有列樹彰顯

筆直的軸線直至正對面建物，也就是圖片最頂端的圖書資訊館。又如 1994 年創

校的東華大學，軸線大道從半圓形草圃與校門開始，中間以四方草陌為中軸線，

筆直的列樹於道路於兩側強化，入口軸線的端點為行政大樓，行政大樓後草陌軸

線繼續延伸，軸線左右同樣配置學院，與行政大樓相對的建物為圖書館，也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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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校區的中心147。 

 

Figure 肆-17 暨南大學全景鳥瞰圖 

 

Figure 肆-18 國立東華大學鳥瞰圖 

 新的大學校園內除了建築本體與工程的創新外，對於軸線規劃的逐漸重視，

甚至成為各個大學彰顯大學精神，藉由建築與超大尺度的軸線配置來創造校園文

化。尤其是以接近校園的入口處的動線最為明顯，不管連接的是行政區或圖書館

教學區都成為從入口開端的中軸線設計上的景點配置，也強化中軸的中心性。高

雄大學與三峽的台北大學除了有大尺度的中軸線，更以縱深寬廣四方草陌、與兩

邊三排列數來襯托圖書館。這也與八零年代初成型的意象組合吻合、反映在這些

新式的大學上，成為九零年之後新興大學建立校園意象的淵源，新設立的大學也

將八零年代所凝結下來的視覺形象承繼下來，成為有意識建置的形象。 

                                                 

147
 國立東華大學校史文物管理委員會，《東之皇華–國立東華大學創校十周年特刊》花蓮：國立

東華大學，2004，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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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肆-19 台北大學草陌後的端景圖書館，自攝 

 

 

Figure 肆-20 高雄大學營造草陌後的端景圖書館，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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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為符合現代社會多樣的功能需求，新建築的型態也因應而生，校園建築是其

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是攸關公領域的營造。尤其是台灣國家建構中特殊的殖民現

代性，這些公領域的建築亦隨著殖民統治者的的國家意識形態與培育現代國民的

多重目地起舞。台灣教育場域的形成是從基礎、實業目的發展至高等教育、大學，

校園空間漸進的發展有一定相關聯。本文探討戰後大學校園在台灣發展的脈絡，

從日治時期發展出高等教育校園的原型開始，到民主時代成為一個已開發國家之

間，大學校園的空間生產，是否已然有固定的模式產生？這發展的期間在 KMT

黨國政治高壓統籌下，因工商業急速發展，大學擴張、數量倍增，在台灣諸多大

學校園裡存有許多相同的形貌，是可以提供探討大學原型的引進與校園範型形成

的過程。 

 因此觀察日治時代帝大巴洛克式校園原型，美援時期現代主義校園原型，兩

者在承襲美式布雜的中國建築文藝復興脈絡的培養皿中，漸漸發展出台灣校園中

大學的範型。在成長的過程中，以此兩所大學原型的輸入為基礎，從其發展的演

變中，與其他大學陸續設立的活動相以比對。其中對校園入口、行政學術區的軸

線規劃，都普遍的逐漸重視強化中心軸線的營造，甚至是取代或改變了原始輸入

的原型。而從這個形式的發展與之所搭配的視覺單元，漸次的型塑了獨特於台灣，

並且為眾人視之為當然的校園形象。台灣現今的大學是由兩個非民主的統治實體

先後建立的，以文化傳承為有機不間斷的觀點，來自日本的累積，美式與中式的

植入，它們的形式受後任政權承繼，但在內容上則重新詮釋。即便有著不同的原

型，如日式巴洛克的台灣大學、美式現代中國的東海大學或是七零年代井字配置

的中央大學，在中軸線的逐漸強化上是一致的，當時標榜「現代中國」的國民黨

更迫切向全世界行銷的概念「正統的中華文化」，經政權主導的母題，預埋轉換

了漸變的方向，這些校園在關鍵的七零年代開始注重中心軸在校園內的規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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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軸空間觀的正統中華的基因，經由國民政府政權在台灣續命時而強化，這

一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強心針，將中國建築樣式復興系譜在台灣先從公共

建築承繼下來，這些公共建築對社會大眾施予環境教育，也默默改變校園環境的

氛圍。若將兩個相繼政權所建置的學校比較之下，明顯的見到國民黨政權在其政

權穩固之後，更加注重校園內倫理性空間觀的建置。發生在東海與台大的延長軸

線就是在兩蔣政權的尾聲之中完成的，此時台灣島內因應現代化的發展，跟隨世

界潮流，在土木、建築、景觀與都市規劃的教育也卓然有成，這些專業工具皆應

用在校園規畫上，從實務上校園整建規劃書中或新建校園的競圖中可見到其涵構

東西方建築文化的嘗試，不論是傑佛遜維吉尼亞大學的學院院落的探討還是凱文

林區（Kevin A. Lynch）148五大元素的規劃研究也常見其中。這個因應新時代產

生的“古典空間模式”，適應諸多論述、隱藏交融，不但沒有式微且有強化的跡

象，與中國建築的文藝復興在南京的適應149前期相似，這個“中國新古典空間模

式”以中軸配置的秩序來表現。從上述調查學校中的校園文化與意象保存、改造

的議題、或新校園設計的競圖中，皆關注中軸線配置倫理性空間觀的營造，可覺

察出大學校園在發展是朝向特定的理想形象發展，在此稱為「中國新古典空間模

式」。目前，以強化尺度的中軸配置成為現代而十一世紀新校園中慣用的空間模

式，而這個過渡的形成歷程接近五十年，終將這個來自中國的中軸觀意識，適應

                                                 

148
 Lynch's most famous work, 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 is the result of a five-year study on how 

observers take in information of the city. Using three disparate cities as examples (Boston, Jersey City 

and Los Angeles), Lynch reported that users understood their surroundings in consistent and 

predictable ways, forming mental maps with five elements: 1,paths, the streets, sidewalks, trails, and 

other channels in which people travel; 2,edges, perceived boundaries such as walls, buildings, and 

shorelines; 3,districts, relatively large sections of the city distinguished by some identity or character; 

4,nodes, focal points, intersections or loci; 5,landmarks, readily identifiable objects which serve as 

external reference points. In the same book, Lynch also coined the words "imageability" and 

"wayfinding". Image of the City has had important and durable influence in the fields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vin_A._Lynch 

149民國初年墨非倡導的適應性（adapt Chinese architecture for modern use）在美式布雜的影響下，

主要是形式的模仿 與中軸配置上以的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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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需求、成為我們意識中新校園的符碼，八零之後新型校園規畫的相似性，

更加證明了八零年代所形成的校園範型的有效性。藝術範型傳播的脈絡如下，是

為結論。 

 黨國政府開啟的空間規劃議題“中國新第一節

古典空間模式” 

 以中國建築的角度來看，漢寶德在其所著作的〈中國人的空間觀〉《中國的

建築與文化》中，以玉石工藝與天壇的配置，論述了中國人軸線與正負空間觀。

根著於“人”的中國文化在空間的觀點也採取以“人為中心”，他說明中國的計

畫觀就是一條長長的軸線，軸線的長短視其城市的重要性，這條軸線可以沒有具

體的功能關係，另外一個觀念就是對稱，是人體形態裡左右的想法，“中軸線”

加上“對稱”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概念了。西方人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才有以數理

為理想美的對稱概念。郭文亮教授對中西「建築」體系上的認知比較150後，也強

調西方的建築文化上數理性是多了一種「致知」的形上功能，擁有超脫世俗的超

越性，相反的在中國的傳統中建築是為偏向為“人”服務的功利主義，是協調倫

常與天地之間趨吉避凶的媒介，因此在空間觀與建築觀都是以“人為中心” 的

觀點，到了執政者的手中就是以“統治人”為中心的思想，是“統治者”可便利

使用的軮象徵工具，這個來自中國禮制建築的中心軸線傳統，若以統治者之心與

城市規畫尺度來看是可從北京城的規劃清楚的看到。 

                                                 

150
 郭文亮 ＜認知與機制：中西「建築」體系之比較＞。《建築學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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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伍-1 左、中圖為整套玉珮與中國天壇的中軸配置，《中國的建築與文化》p70，71 右圖為

北京城的中軸空間組織，《空間母語–中國建築的體驗與人文內涵》p109 

 

 
Figure 伍-2 Leon Battista Alberti, Façade of Santa 

Maria Novella, 1458.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57 

 

Figure 伍-3 Filippo Brunelleschi, San Lorenzo 

Church in Florence,1419.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42 

 

 以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角度來看，戰後由黨國政府嫁接至台灣的空間規劃

議題，要追溯自國民政府在中國成立的初期，它西方的布雜教育承自古典傳統，

二十世紀初期與中國近代建築交會時由中西方的建築專業者通力合作。中國第一

代建築師們多來自美國的布雜教育系統，與西方建築師的合作所引導的「中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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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文藝復興」議題，也是當時建立現代化國家時受統治者關注的手段之一。151外

籍建築師墨非（Henry Killam Murphy）152與中籍建築師呂彥直153倡議的「現代乃

對過往的重新詮釋」將現代的原創性屈居次位，而將手段性的“復古”美化成

“新生”與“再造傳統”，以適應性（adaptive）為中西匯流的主要手段，於是

乎新國家、中華民國的樣貌與傳統建築形象有了連結，中心軸線的傳統也更加固

著，新型態的原創樣貌因此難以產出。同樣的，在二十世紀初全球化交融的時空

中，日治時的台灣也已經有不少東西文化匯流的經驗。發生在台灣的植入是建築

文化的雜揉154，與發生在中國的東西元素的匯流在意義上是不同的，前者的“現

代化”具台灣庶民味155後者的“現代化”是中國宮殿形式追求。二戰後，後者的

新中國的現代形象跟隨黨國政府來台，嫁接在台灣建築的中國古典新式樣遂有此

淵源，但這個元素在台經過一段時間的傳播，也就慢慢地自紀念性的建物蔓延開

                                                 

151
 參考蔣雅君，〈精神東方與物質西方交軌的現代地景演繹–中山陵之倫理政治實踐及意象化意

識形態意涵探討〉，《城市與設計學報》，2015。 

152
 An American architect noted for his design of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During his career Murphy made eight trips to China, the first for a few 

weeks in 1914, the last and longest from 1931 to 1935. In the early 1920s, Murphy designed several 

landmark buildings fo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including The Grand Auditorium and the Main 

Library. He was an advoca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yles, adapted to modern uses. 

153
 呂彥直（1894 年 7 月 28 日－1929 年 3 月 18 日），字仲宜，別古愚，生於安徽省滁縣（今滁

州）1911 年，呂彥直考上清華學堂留美預備部。1913 年清華學堂畢業後考取公費留學美國，就

讀於美國康奈爾大學。1918 年獲康奈爾大學建築學學士學位。後進入紐約亨利·墨菲（Henry 

Murphy）建築師事務所工作。1921 年夏，呂彥直返回中國，進入墨菲事務所上海分所工作。曾

設計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及中山紀念碑等建築。 

154
 發生在台灣的東西方匯流有清末傳教士的建築與日治時期西方空間觀的植入等等。日本政府

當時在台灣以西方歷史主義為主的現代國家建築樣貌是一種新型態的植入，但是有因地域化而改

造（如挑高台基、南向廊道等），而更早的基督教徒如馬偕等人融合在地的傳統元素的嘗試的建

築（山牆入口、擬洋裝飾等）則是為文化的雜揉。 

155
 漢寶德說明，西洋基督教在宣教時，興建學校教堂醫院等雖都「是西式的建築與西式的功能，

但柔和當地建築的形式是一種收拾民心的方法…因此往往會站在民族主義或鄉土主義的一邊…

台灣的教會就是一個例子」，因此有台灣味，《建築 歷史 文化》，台北：暖暖書屋，2013，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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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中國建築文藝復興」為主軸的東西方空間觀嫁接從二、三零年代的開始，

有關於黨國主導的建築規劃的活動，在蔣雅君教授的諸多論文中已清晰的疏理，

她以中山陵的建設為例，闡明了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論述發展了其內涵與操作手段，

並深深地影響了台灣建築主體性的塑造。文中藉由呂彥直的設計自述，個案分析，

從中山陵基地的規畫圖中，以明陵基地的相近來表彰漢文化的正統性。在手段的

操作上是挪用紐約大公爵墳（Grant’s Tomb）與拿破崙陵墓（Napoleon Tomb）的

原型來設計孫中山的現代墓室，並以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來供奉孫

逸仙的座像來說明其移植現代化的經驗。三零年代在中國正統的倫理政治的論述

過程中建立起「倫理建築」的思路，參與的產、官、學界角力中各方，有新傳統

的國粹派，南京首都計畫的領導者，美國布雜經驗的建築專業者156等人，落實“民

族建築”「國粹」、「國性」時，將技術形式西化，以精神的東方與物質的西方為

疑旨，轉換後由國民黨的新傳統主義者（國粹派）所吸收，成為國族認同論述中

的主軸。之後的南京首都計畫157、與大上海計畫等158，皆可看到美國布雜學訓練

                                                 

156
 第一派系為右翼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成員，同時也是孫中山的治喪委員會，屬於「民族主義」

與「復興王道文化論」之新傳統主義國粹派，如戴季陶。第二組人馬是蔣介石在政治正統性當中

的政敵，如孫科，汪精衛，胡漢民。第二組人是「南京首都計畫時期」之政權領導集團，國喪儀

式的要角＜蔣介石及黃埔軍系，ＣＣ派以及經濟建設官僚體系。第四組人馬是美國布雜學訓練之

建築專業者秉持的「中國建築文藝復興」創造民族形式，成員包括呂彥直，莫非，梁思成，黃玉

瑜，朱神康等人。參考：蔣雅君，〈精神東方與物質西方交軌的現代地景演繹–中山陵之倫理政

治實踐及意象化意識形態意涵探討〉。 

157
 《首都計畫》對建築形式作了明確規定：要以「中國固有之形式」，提出「本諸歐美科學之原

則」、「吾國美術之優點」的原則，宏觀規劃鑒於歐美，微觀建築形式採用中國傳統建築。城市布

局「同心圓式四面平均開展，漸成圓形之勢」，避免呈「狹長之形」，避免「一部過於繁榮，一部

過於零亂」。道路系統以美國矩形路網為道路規劃的理想方案。引進了林蔭大道、環城大道、環

型放射等新的規劃概念與內容，規定中央政治區建築當突出古代宮殿優點，商業建築也要具備中

國特色，總之，國都建築，其應採用中國款式，可無疑義。參考：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E8%AE%A1%E5%88%92 

158
 1927 年，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上海設立為特別市，其中原屬於江蘇省寶山縣的引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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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築專業者創造的民族形式，都是秉持「中國建築文藝復興」的精神所做的中

軸對稱配置的規畫。總而言之，是黨國業主與布雜專業者所作的“類都市規模”

的擘畫。Jeffrey W. Cody
159

 在研究中國建築與布雜藝術的專書160中表示，東西兩

方的差異在經過匯聚到範型的形成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to influence to 

paradigm） 是不得以單棟建築的委託來看，更應擴大尺度以城市規畫的角度視

之，故觀察校園間軸線的規畫配置也是同此理的。因之內容也觸及了折衷主義涵

構下的現代主義，民族主義下的建築實踐與超越布雜的都市主義的範圍161，而黨

國政府開啟的空間規劃議題“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以規劃的樣態驅動校園的

設計與再造，故範型的形成應可從校園規劃的特色中顯現出。 

                                                                                                                                            

鎮和殷行鎮劃歸上海市，成為引翔區和殷行區。當時上海市中心大部分是租界區，包括公共租界

和法租界。而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卻在偏遠的楓林橋地區（近徐家匯）。故市政府為了能與市內

的國外租界相抗衡，從而改變市府處於局外楓林橋一隅之困境，提出了《大上海計劃》，藉由市

府搬遷有效連接閘北、上海縣城等華界區域。 1929 年 7 月，中華民國上海特別市政府第 123 次

會議正式通過了《大上海計劃》。8 月，上海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成立進入了實施階段。參考：

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8A%E6%B5%B7%E8%AE%A1%E5%88%92 

159
 Jeffrey W. Cody is senior project specialist i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at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in Los Angeles. 

160
 Jeffrey W. Cody, Nancy S. Steinhardt and Tony Atk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U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161
 “…modernism in the context of eclecticism, racism in the context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urbanism beyond the Beauzx-Art”，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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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伍-4 中山陵與故宮的中軸配置，《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左圖 p116,右圖ｐ234 

 

Figure 伍-5 拉丁十字的中軸強調規劃，《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左圖 p126, 右圖 p148 

 國民黨統治者來到台灣也建立起倫理建築的思路，尤其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發

生之時，在台灣與其對照的是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將「中國建築文藝復

興」影響的觸角延伸至台灣。除了故宮之外，還有陽明山中山樓。陽明山中山樓

建築師修澤蘭在《中山樓之美》專刊中稱蔣中正為業主162，而專刊中收錄的〈中

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也顯示了業主對中國建築樣式上的要求。 

                                                 

162
 〈建築師的話〉《中山樓之美》1998。p12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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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復興基地之台灣省，實為匯集我中華文物精華唯一之寶庫，且又為

發揚我中華民族化使民富且壽之示範也！所惜者，台灣久經割讓之痛，雖已

光復逾二十年，既霑既足，而居室之陋，建築之隘，無以見我中華侖奐之美，

與文化之盛！今者國際人士來台觀光者，與日俱增，嘗以其僅見中華文物之

豐富，而未一睹我中華文物傳統建築之宏規，引為莫大缺憾！去歲 國父百

年誕辰，政府於陽明山起樓建堂，且乞以樓顏之曰「中山樓」，以堂顏之曰

「中華文化堂」，意在紀念 國父創民國之德澤，亦以發揚中華文化之潏

皇。…” 《中山樓之美》1998， p143 

  因此紀念性公共建築規劃就變成承繼國民政府在台灣接續東西空間嫁接的

主要場域。來自中國的古典新式樣是源頭，但在台灣除了紀念性建築的類別，大

學校園的規劃也是實踐中國建築文藝復興的另一個場所，也是除了建築形式之外，

發展中軸平面規畫精神的開端。這個由黨國政府開啟的空間規劃議題，繁衍出諸

多具有相似視覺意象組合的元素的校園軸線。戰後初期，在台復校的校園雖未有

強調中軸線的大型擘劃，但是較小規模的中軸配置163，也已預備了「中國新古典

空間模式」在校園內發展的開端。 

                                                 

163
 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美援時代，國民黨執政初期的大學建制（戰後）〉中的調查中所

梳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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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伍-6 戰後初期在台復校之四所研究所的“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規畫，取自本論文第三章 

 「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與陳其寬中央大第二節

學井字形規劃 

 因大學數量的增加與校園規模的拓建，不斷複製與強化「中國新古典空間模

式」，形成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中中央大學的遷校的重新擘劃即是一個顯例，從

1968 年的設計圖開始，與故宮配置類似的「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首先提出，

井字型的中軸配置從校門口的園圃開始，1972 中大路成形，校門口的園圃雖未

綠化，道路也未植樹，但「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已經初具模型了。至於到了由

新圖書館掌控中大路端景與天際線，則是與東海大學在八零年代強化中軸的情形

一樣漸次完成，因此也是觸發校園範型（paradigm）形成的重要模型，故以中央

大學中壢校區與故宮兩者之間的相同因緣來說明「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蔓延至

校園的情形。 

 這個由黨國政府開啟的空間規劃議題在台灣有中山樓與故宮為其續命，它所

繁衍出諸多具有相似視覺意象組合的元素已經出現在校園的軸線中，故宮的規劃

者黃寶瑜在接受故宮的委託時，也規劃了中央大學地物所 1962 年在台復校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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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的設計藍圖，但後來因中央大學大學部恢復而遷往中壢校區。1968 年校方

再商請中央校友陳其寬與黃寶瑜來設計中壢校區藍圖，在檢視中央大學的井字形

規劃前，從在兩人來台灣前建築相關事務回顧，可說明兩人布雜訓練的相同淵源

164，藉此說明設計者對「中國建築文藝復興」與“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的熟悉。 

 1960 陳其寬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1960 黃寶瑜擔任中原工學院建築系

主任165，兩人在台活動初期正值中國台灣、兩岸隔海對峙的局面，兩個政權都忙

著緊控各自的文藝政策166。自 1960 起，行政院成立國立故宮博物院遷建小組覓

定台北外雙溪後，針對故宮的案例至共同設計中央大學中壢校區，兩人之間的交

流時間表如下： 

                                                 

164陳其寬於 1940 年就讀中央大學建築系，先從軍，二戰後鮮魚基泰建築師事務所工作，1947 於

進入內政部營建司任技士，與都市計畫專家陳占祥從事南京首都行政區之計畫，並與劉敦貞共同

研竟和院住宅改建計畫。黃寶瑜於 1941 就讀中央大學建築學系，畢業後於留校擔任四年的助教，

並跟隨中國營造學社文獻主任─劉敦楨教授學習。陳其寬 1948 年留美，接受美式現代主義者的

薰陶，從他在美國得獎的作品與東海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規畫圖，可以看出是以機能配置為主不拘

泥於對稱的中軸規畫，而之後在東海大學的混泥土薄殼設計的建物與路思義教堂的完成，在設計

活動上則趨向多樣性，更顯示現代主義者理性以及機能取向的務實，可見其適應力與設計能力極

強。 而黃寶瑜於來台先任教後從事公職，自 1949 年隨教育部以南來教員身分疏散來臺後，先在

臺南工學院（成功大學）開設「中國建築史」和「中國營造法」兩課程，此為臺灣的建築系有中

國建築相關課程的開始，並任臺灣電力公司工程師兼建築課長、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工程

組長、教育部建築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土木系兼任教授、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研究所主任等 。參考鄭惠美，《空

間。造境 陳其寬》，台北：雄獅，2004，p34,35，與中原建築 50 週年網站

http://www.arch.cycu.edu.tw/50arch/index.html 

165
  1961 年黃寶瑜受中原理工學院謝明山院長之邀擔任中原建築系系主任，任期自 1961 年至

1973 年，計 12 年。 

166
 王曉玨，〈道德魅惑、殖民身分與現代性焦慮：1949 年中國大分裂前後，《台灣及其脈絡》，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頁 1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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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伍-7，兩人在設計中央大學前的建築活動年代彙整，資料參考自陳其寬文教基金會 - Chen 

Chi-Kwan 網站 www.chenchikwan.com/foundation.cn.php 與中原建築 50 週年網站

http://www.arch.cycu.edu.tw/50arch/index.html 上表顯示兩人在設計中央大學之前各自的建築事物，

此彙整著意在故宮設計案的交流， 

 中國國民黨領政的台灣正值宣揚正統中華文化的教育議題，台灣在觀光與外

交的多重需求167，傳統中國樣式建物的具象模仿較符合當政者的心意168，而黃寶

瑜的設計作品則與當時黨國政權的需求相近。另外，在 1960 至 1970 之間，台北

市除了故宮之外，以傳統中國樣式為造型的建物有 1961 圓山飯店（和睦）、1964

的歷史博物館（永利）、1966 陽明山中山樓（澤群）、1969 台北圓山忠烈祠（石

城）、1971 圓山飯店二期工程（和睦）、台市立棒球場（有巢）等169，它們共同

妝點了台北城市的樣貌。 

 而中央大學中壢校區藍圖設計的時期是在七零年代末期。當時兩人的建築相

關事務沒有間斷170，雖中央大學中壢校區藍圖出自陳其寬之手，但由於兩人共同

                                                 

167
 六零年代初期，全球形勢正處於冷戰思維的狀態，維持聯合國的席位及對美關係是台灣外交

戰場上的主要工作重點。在兩岸關係各方面都是處於完全隔離與極端對峙的狀態。在文教方面，

1961 年兩院文物赴美巡展，宣揚中華文化，獲得巨大成功。1965 年代表正統中國傳統文化的國

立故宮博物院在外雙溪正式成立，美援也在是年停止。1966 年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中華文化

遭遇浩劫。隔年台灣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為相應反制。 

168
 參考陳仲彥，〈蔣中正與社會教育〉《蔣中正與台灣教育文化發展》p214-273。 

169 石國宏《戰後台灣建築競圖中「建築樣式」與「文化表徵」關係之研究－－以公共建築為例》

碩士論文 p20。 

170
 陳其寬先是於 1967 當選為台灣十大建築師、1969 赴美設計舊金山中國文化貿易中心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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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故宮案件與中央大學委託案的交流淵源下，故檢視黃寶瑜的故宮平面設計與陳

其寬的中央大學藍圖。 

 

Figure 伍-8 黃寶瑜故宮平面與中央大學平面相似的配置, 《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p234 

 黃寶瑜在說明故宮空間設計時，提出以主要空間串接四個角落的次要展示空

間形成次序，平面的設計上如“器”字形，由中心點來統攝四周的空間觀，以組

成的結構來說，不管是“器”字形“井”字形“亞”字形都能容易的應用在此配

置上。這以中心軸為主四周為輔的對稱配置多見於中國王城宮殿中，若放置於一

個四方的基地則形成九宮格狀，不管中心軸是虛是實，在兩旁對稱元素的映照下

皆能很明確的感覺其中心軸線的應用。在上個章節中說明黨國政府開啟的空間規

劃議題中，有關於布雜手法配置的南京首都計畫，其中莫非在 1927 年也有如“器”

字與“亞”字形的配置形態，1947 年陳其寬任內政部營建司技士，在跟隨陳占

祥
171

之時也有繪製一張以中軸線為主的配置圖， 

                                                                                                                                            

而黃寶瑜於 1966-1972 之間則是忙碌年擔任宜蘭復興工專（今蘭陽技術學院）創校首任校長。 

171
 陳占祥，高級工程師。祖籍浙江奉化，生於上海。1943 年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建

築系，1944 年獲該校都市計劃碩士學位。1945 年至 1947 年任第一屆世界民主青年大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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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伍-9 墨非參與南京計畫競圖，加繪，底圖自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p258 

 

Figure 伍-10 中軸配置的南京市規劃圖，陳占祥設計，陳其寬繪製，取自《空間。造境 陳其寬》

p35 

 而陳其寬在中央大學的設計圖中就是以“井字三進”172來說明其原始設計。

因為有外環道路的設計，學院區有如九宮格一般，四個角落放置合院型建物，正

中間為中正圖書館，十字手臂為虛空間，中軸前後端配置端景建築行政中心及體

育館，這些其實都巧妙地納涵在中軸的空間觀中。在黃寶瑜爭取故宮建案時，陳

其寬也擔任故宮博物院遷建工程顧問，兩人又於 1968 年共同受中央大學委託，

因此兩人的設計觀點互為影響也不無可能。 

                                                                                                                                            

曾任上海市建設局都市計劃委員、總圖組組長。建國後，歷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

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副總建築師，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北京大學名譽

教授，中國建築學會第五屆常務理事。1950 年與梁思成合寫《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

置的建議》，一文。撰有《中國建築理論》、《古代中國城市規劃》等論文。參考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08.htm 

172
 “他規劃母校時，採用中國周代「井田制度」架構，以天地人三進觀念，將行政大樓、中正紀

念館(舊圖)、大禮堂坐落於景田三進的軸線上"。書引《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 導覽手冊》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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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伍-11 陳其寬繪中央大學中壢校區的井

字規畫圖，加繪，攝自中央大學校史室 

 

Figure 伍-12 陳其寬繪製中央大學校園，《中央大

學校史室 導覽手冊》 

 早在 1968 年，陳其寬與黃寶瑜共同規劃的中央大學就有格狀 （Grid），與

四方外環道（Service Road） 規劃想法，東海在發展中也有相似的規畫選項，陳

其寬在中央大學的設計雖沒有完全被如實的執行，在校園的擴張下，中間排的軸

線空地，陸續加入建物而成為實軸。七零年代開始到八零年代，環狀道路延伸至

校外的中大路在環境營造上的重視173，使得校內外虛實的軸線連成一氣，由中大

路望向校園，更顯出中軸線的權威感。因此井字形的配置在之後校園建設中漸漸

強調中央軸線，第一個由陳其寬設計的東海大學也與中央大學相同，曾有過環狀

的構想174但最後都走向強調中軸線的發展，選擇了以中軸端景的圖書館完成了校

區新形象，東海大學與中央大學一樣漸次的加重了中軸線主控校園的形象，此現

象也與台大椰林大道延長的情況相映照，因此「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中軸空間

觀在校園中漸成普遍的現象，由三個175陳其寬參與設計的案例來看，其中都有外

                                                 

173
 目前正門二十公尺寬的大學路（現今中大路），則在 1971 年完工，其舖建經費由中壢市公所

與中大共同分擔。校園內舖設環校柏油道路。為建造氣勢雄偉的校門，而將正門斜坡設計成橢圓

形花園，並在周圍建築緩步升高的柏油路，至 1972 年時，中大已植樹十餘萬株，從荒曠野地蛻

變為美麗校園。 

174在七零年代的東海大學也面臨轉型的抉擇，正處於轉型期（1972~1978）的東海 有兩個對未來

的規劃，1975 的格狀街道規劃（Grid），與 1978 具四方外環道（Service Road）的校區平面圖，

在 1976 商學院落成後 1978 出現的四方外環道（Service Road）的想法在 1979 華中樓（第一教學

大樓）1980 第二教學大樓相繼完成後，直到 1985 新圖書館完成，文理大道已然走向中軸延長的

方案。 

175
除了中央大學與東海大學之外，同時期，還有另一個陳其寬參與的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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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道的概念導入校園規劃中，進而也與維吉尼亞大學原型中的服務道路概念發生

關係。 

 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詮釋「中國新古典空第三節

間模式」 

 台灣的高等教育的校園發展背景是處於政治處境動盪但經濟發展迅速的時

空中176，台灣以技術密集取代勞動密集的產業來提升經濟的結構，在這經濟的黃

金年代中大學負責培養所需要的人才，因此校園規模跟著擴張。同時黨國的精神

教育也進入發展中的校園，其中以 1966 中華文化復興，1970 復國建國教育綱領

等最為具體。尤其因應「正統」情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僅當時重要的

公共建築以儀式性的中軸設計來表態，許多大學的校園規劃都跟著受影響。在這

個整體氛圍的影響之下，陳其寬與後繼者等人，也將東海這條機能型串連的步道

改變為中軸紀念性走向的中軸主控路線，並也轉換了建築的配置內涵。而這個「中

國新古典空間模式」在九零年代卻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來解釋，這東西方範型的

詮釋交融以東海大學的例子可加以細讀出來。 

 1995 年，文理大道完成的十年後，設計者陳其寬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來詮

釋成型後的學院區，此時大道的空間情境因為“圖書館端景”的設立而相似，回

                                                                                                                                            

1977 年他與宗邁建築事務所聯合規畫了交通大學光復校區175第一期的計畫，依圖面顯示，交通

大學的光復校區基地較不規則，但可仍見主要的校園軸線串聯整個教學館並且有端景建物，教學

區的周圍則有環外道路，雖然非工整四方形的環狀道路但以(Service Road)人車分離來包圍學院區

的觀念是一致的，可視為相同概念的形變。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第一期規劃的軸心區與人車分離外

環道路 1977，參考百年樹人–交大世紀之慶特刊編輯委員會，《百年樹人 交大世紀之慶特刊》，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07，p154。 
176

 1965 美援結束、1971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9 台美斷交與黨外的美麗島事件。面對政治

處境的危機，國民黨一方在經濟建設，「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推出四年

經濟計劃、1973 十大建設、1979 十二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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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之前東海校史中，有關文理大道的紀錄都沒有提及此原型的挪用177，期間這個

「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已然漸漸形成，但是以此原形詮釋的濫觴從 1995 年出

版的特刊開始178。原設計中，一個離群出世的校園院落還存有著傑弗遜的學院院

落情懷，但最後轉變成圖書館軸線端景的相似，設計者說明校園受維吉尼亞原型

影響。以下為文中的敘述， 

  “水墨畫的中間有個草坪，是受了美國傑佛遜總統的影響，他是一位

建築師，西元 1818年他設計了一所大學，就有一個很大的 mall，在的兩

旁有兩排大樹，最後面是一座圖書館，那張水墨畫的校園全景圖，事實上

                                                 

177校史中對創校軸線的紀載與其轉變的詮釋如下：在東海大學文理大道中軸線完成前後的十年之

後，創校特刊中專訪了創校設計者陳其寬，在該文中暢談設計理念建設過程等等，目前東海文理

大道已定義為歷史保護區，這歷經三十年的成長才定下最終的軸線樣貌，在這歷年的校史紀錄是

如何介紹的呢？在校史中的紀錄中，綜覽創校開始以來刊物以及校史中，原初的文理大道先是有

“大學之道”的描述，回顧校史的脈絡，第一本校史為創校十年校史，1964《東海大學創立十年

畫刊》，為一本校園的寫真圖版集，當時的文理大道還稱為“大學之道”，第二本為 1975 東海大

學建校二十年特刊《東海二十年》在謝明山擔任校長出版，內容僅為系所介紹，兩者皆提供了許

多創校時期的古老圖片。但要到了 1980《東海大學校史》，東海創校 25 周年的校史，才由該校

的歷史學系師生，負責正式書寫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校史，故其中的文字敘述為詮釋的“先

行”。在《東海大學校史》中，說明建校進展的敘述中，即有轉述陳其寬對於校園設計的日後說

明。他介紹校舍在造型上的來源是參考的唐代建築造型形式，在校園佈局上說明兩個中心。這是

校方對於校園設計的正式說明。五年之後出版的《東海三十年》中，署名陳其寬的文章，在說明

校園規劃的內容上與先期的校史有一致性。也沒有為維吉尼亞大學等說法，兩篇有陳其寬屬名的

文章（分別是《東海三十年》與《東海風–四十週年特刊》，因為出自創校設計師的詮釋，特別

受到重視，故也是開啓了東海校園詮釋的濫觴。第一篇是陳其寬的文章〈參與東海生命的醞釀，

規劃東海景觀的成長〉，據文表示學校的組成內容一開始就由設計者自由設計，除了簡述規劃經

過，並回應第一屆畢業同學紀念冊上對東海校園「不中、不西、不日」的批評。“這些形式對當

時同學而言都是一種新的事物，習慣上，人都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而多年過去，東海已自成獨

特的風格，建築物整個融合到環境中，這是最初許多同學所不能想像的得到的，但就設計者而言，

在設計之初就早已看到學校後來的願景，五十四年我曾在紐約畫了一張橫幅水墨東海鳥瞰圖，為

長期的發展的情況做了展望。”《東海三十年》p26。他所作的回應是並不是對於建物混血的特

色所作的解釋，而是建築與景觀是會自然成長，同學們對於尊重「新事物」的態度。一直處於建

設中的規劃與成長是其欲意回應的重點，當時正是圖書館興建的時期。 

178於《東海風–四十週年特刊》中，以陳其寬的專訪為主，在中軸線完成十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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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了他的影響。中間有一個大草坪，旁邊則是學院、教室。維吉尼亞大

學的那個 mall兩邊就是學院，還有老師宿舍，老師跟學生是住在一起的，

維吉尼亞大學可以說是美國最早的一個大學模式，後來很多大學都是受這

個模式影響。＂《東海風–四十週年特刊》p180 

 陳其寬在美國繪製的水墨圖中只有“中間有個草坪”與維吉尼亞大學的

mall 相似，而水墨圖中的草坪是現今路思義教堂周圍的草坡，與維吉尼亞大學的

人工草陌氣質上也有所不同，但是這個草陌的影響卻帶出了陳其寬對維吉尼亞大

學範型的介紹。原型中“老師跟學生是住在一起的”的學院村落（the academicals 

village）概念在東海的設計中是以散落在學院周圍來呈現，但是因為其他建物的

加建，離原型的本意漸遠。之後學者們重視的反而是圖書館、草陌、學院群的挪

用，例如台大在“沒有整體發展規劃的不自覺中”於七零年代因增建新建物而延

長了軸線，自從圖書館端景完成後，詮釋校園時圖書館、草陌、學院群也出現在

專書中。圖書館對一個大學的重要是不可言喻的，在學校的持續建設中，圖書館

因應新時代的需求也須不斷地擴張。各校對於校園的規畫、校園未來發展計劃書

或校園文化的專書中，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論述，提供了相當便利有效的說明，

尤其以中軸配置加上“圖書館端景”來彰顯知識權威可以比擬日治以來的行政

本館的權威。尤其在標榜民主自由，學術自由的校園內，更需著力在權力的轉換

上。這樣的矛盾形成，另一種權威崇拜的心理已然進入淺意識中，以知識權威、

學術自由的圖書館形象替換行政本館的治權本質，也成功的轉進民主自由的台灣

社會。  

 維吉尼亞大學原型軸線是為古典的中軸型態，與「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的

軸線相似，是因為詮釋方便之目的，還是為初創時期的設計所做的補述179，因此

                                                 

179東海大學強化中軸線的完成是先於維吉尼亞大學原型的詮釋的，而詮釋的擴散也可從九零年後

看到，該校校園的發展規畫書 與校園介紹專書 中都有以維吉尼亞原型的校園設計案例來詮釋校

園，且直接說明設計來源是來自維吉尼亞原型的是為創校設計者陳其寬九零年代所回溯的設計自

述，所以依據東海的諸多校史將有紀錄文理大道的設計的說明與介紹加以比對，說明設計論述是

於文理大道中軸線完成之後被提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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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創校時期本質不相同的學院院落相提並論180。但不管維吉尼亞大學原型是設

計時的初衷、還是轉變後的結果，陳其寬的敘述卻也成為現今研究、欣賞文理大

道的資料來源。因此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來詮釋強化中軸「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

的文理大道甚至是椰林大道都是有效的。 

 陳其寬另一段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詮釋的內容，則可印證於中央大學的九宮

格設計，節錄如下，  

 “還有，這個 mall的外邊有個外環。傑佛遜的時代還沒有汽車，所以

還沒有外環道路的想法。外環道路的出現是有汽車之後的事，目的是中間

不讓汽車走，人車分道。外環道路的作用是運東西，都可從外邊進去，建

築上的術語是「服務道路」這是最早的規畫，後來我們就是用這個模式來

做。” 《東海風–四十週年特刊》p180 

 陳其寬所提的模式與東海大學 1978 校區平面圖的版本較相似，這個“應用

的模式”在文理大道強化中軸的完成時也被取代了。而如此的抉擇也可由另一個

由陳其寬重新規劃的中央大學來檢視。早在 1969，他就有將此概念放置在中央

大學中壢校區的規劃中，外環道的設計與維吉尼亞的服務道路相輝映，但環繞著

的是井字三進的中國式配置教學行政的綜合院區。與東海大學一樣，中央大學在

之後的發展強化了“井字三進” 基地上的建物中軸，並與校外的道路軸相連貫，

校外的道路，中大路軸線以高起的圖書館為天際端景，兩旁有列樹、路口加設門

樓。以維吉尼亞大學原型組合元素來符應校園中的配置，這樣的挪用與融合，可

用於藝術範型移轉的論述，也可將「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藏於淺意識中。 

                                                 

180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 的原始設計理念中的軸線,以仿帕拉底歐 Rotonda 形式的圖書館起頭，

領頭式的以中央主控的姿態俯視「學院聚落」（the academicals village） 並且有工整的形式規畫，

雖同為學術院落設計但闡述的是東西方不同的和院內涵。創校時東海的圖書館是與其他院落一樣

分布在文理大道上，雖也有以圖書館代表知識的象徵，但是它也與行政院大樓和文、理、工學院

院落一樣，配置在大道上，並無權威感。因為東海大學的創校原型是由三人所作的現代主義機能

性軸線，但最後在發展變更了設計，陳其寬於 1995 年提出的的設計自述內容作為依據，這顯然

與現代主義不同的古典巴洛克性質的維吉尼亞大學範型，在台灣校園發展三十年之後在九零年代

後才“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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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受到廣泛注意的維吉尼亞大學原型論述已經受到台灣校園規畫者的應

用。尤其近年來，新的大學相繼成立，大多擁有完整廣大的校地，因此能事先詳

細規劃，預留發展空間，能塑造大學整體性與一致性。1980 年起高雄中山大學

的復校開啟了大學設立的契機，之後的中正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等相繼成立。這些大學中，如 1994 東華大學、1995 暨南大學、2000

高雄大學，或者是由老學校因發展另闢出的新校區，如台北大學三峽校區，皆是

為校地逾百公頃的大學城校園，因此在規劃上的校園軸線可謂是為了表現大學應

有的樣貌所做的設計，它們的校園以強化中軸設計的共相呈現校園入口意象，「中

國新古典空間模式」續存於新世紀大學校園中。 

 台灣從帝國大學建制至今，高等教育學府的數量已達到一百多所，如今大學

校園在數量上的成長也已告一段落，因少子化的衝擊面臨整併。但這些為數不少

的大學校園們，已可道出的一段在台灣獨有的校園軸線變化的故事，於在高等教

育的校園中演變出來的台灣建築文化，是為台灣的大學校園範型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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