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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期末報告 

理想中的門面：清大北門總體規劃 

第六組 

葉家瑋（組長）、張仲凱、張婷、洪瑀、江淳修、張芸霈、劉羅元 

 

一、前言 

 

  本課程研究主題為邊界，而邊界乃是指一系統之涵蓋範圍。今日筆者本組研究對象為國

立清華大學，提及校園邊界，無異令人先想到一大學之門面——北大門，因此，後續研究對

象主要係指國立清華大學光復校區北大門邊界，如圖（一）。 

圖（一）國立清華大學光復校區北門周邊衛星地圖 

  然而，一個大學門面的整體規劃完善與否將大大攸關整個大學的師生權益、附近居民的

休憩空間以及外來訪客的第一印象，而又礙於目前校園北大門的無邊界校園可行性、科技、

人文、歷史與交通……等面向仍有待改善，因此，此份報告欲以北大門作為主體，進行此邊

界的總體規劃之研究探討，並對上述面向提供讀者初步概念與建議，希望能夠作為校方日後

總體規劃之參考方針。 

 

（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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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葉永（1999）曾說：「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小鎮都是有生命的。」本組也深信，每個

建築背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故事，若能夠深入挖掘這則故事，便有機會讓僵硬又死

板的建築起死回生，而非只是呆立的斗大「國立清華大學」牌榜。 

  北大門早期的歷史，早已在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前人的印象中，而這段歷史事蹟的回溯，

若不能夠見上百歲人瑞一面，現今能做的便是翻閱校史典籍來考察過去發生的事蹟。因此，

在北大門的歷史面向，本組傾向利用校史館內的資料，彙整後並依照時間的推移記錄在此報

告中，並寄望能在歷史層面上，帶給讀者不同於以往見山是山的單調視野，是希冀能直到瞭

解背後歷史故事後，再達到最後見山又是山的共思裡。 

 

（二）人文 

 

  有鑒於清大校園中遍佈著綠地，在假日常常有家長帶著小孩在清大校園中玩耍踏青，甚

至也常見在綠地中席地而坐的親子野餐露營，但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這群親子出遊的軌跡

大致上都往上走，不外乎是在鴿子廣場野餐抑或是在人社院後方的步道上散步爬山，鮮少會

停留在北大門過久。 

  這個現象的出現，引發本組想要對北大門邊界上留不住行人的關聯做探討，筆者先行假

設：人文層面上的疏失，使得大部分人群較少逗留在北大門。後續筆者會對北大門邊界上的

人文設施做觀察與考量，並提出幾項改善北大門人文層面的建議給讀者做參考。 

 

（三）交通 

 

  清大北大門座落於光復路上，由於光復路近交流道，且是連結竹科及市區之要道，因此

來自竹科、市區抑或外縣市下交流道的車輛要進入清華大學多由光復路行駛而入，進而使北

大門為車輛往來及出入的大宗。然而，在交通上，北大門出入口長期以來，皆是雇用工讀生

進行人工收費的模式來管控進出的車輛，此種模式不免在巔峰時段造成擁塞，使得效率偏

差。除此之外，在北大門邊界上的圍牆邊的人行道上，在近期引進 U-bike 後，變得相對擁

擠，對於進出北大門的行人們亦不免造成多少的不便。綜合上述現象，進而使筆者試圖想要 

釐清遠因，進而對北大門的使用者們找出一個提升效率、權益平衡的權宜方法，讓北大門目

前兩大交通問題獲得改善。 

 

（四）科技 

 

  清大在創校初期，即是以理學院及核工起家，在一番辛苦焠鍊後，清大理工背景因而小

有名望，以致於日後在學術層面較為偏重理工科系。而身為一所理工導向的大學，如何在大

門門面上利用理工背景的優勢，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技感，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價值所

在。 

 

（五）無邊界校園 

 

  近年來不管是校園或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都漸漸開放，希望能讓社區民眾走進校 

園，營造出友善校園空間，促使學校轉型成社區型的學校，讓校園裡的資源與大眾共享1，

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的變遷及價值觀的開放，許多人已開始關注校園開放的議題，如

學校社區化、學校與社區資源互享、家長參與、無圍牆學校等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日前，

                                                 
1 林思嘉、溫怡婷、蕭御華，〈國小家長對於校園開放安全之憂心程度〉， 

 http://120.101.173.14/生科小論文/upload/14/0.98200100%2013549747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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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到，欲將新竹之科技體緊密結合，欲使清大、交大以及新竹科學園區邊界模糊化，建

立一個較大的聯絡網，使學校和園區有良好、密切的互動並且望其彼此緊密合作，由此可見

將學校社區化、轉型為大科技體的學習教育改革已有新的想像空間，然而，此方案之可行性

高低，仍是一個未知的研究，因此，本組欲以在清大生活中所見資訊，做實際層面的探討。 

 

（六）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 

 

  本報告是國立清華大學通識課程科技與社會期末報告，主題是「理想中的門面：清大北

門總體規劃」，旨在從各方面重新探討國立清華大學光復校區北門的設置規劃，本組將先從

北門的歷史與人文回顧說起，再談交通及科技問題，最後探討開放是校園的可能性，並提出

總規劃的相關建議。 

  整體而言，本研究動機可歸納為三項，一是希望讓校園裡的資源與周邊（交大、新竹科

學園區）有合作共享的空間；二是希望能善用校園特色讓社區民眾走進校園，並有機會在北

大門前駐足欣賞；最後則是瞭解目前的想法和需求，以作為校園總體規劃的參考。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小組歸納出兩項研究目的，包含其一藉由適當的規劃，提

升使用者在北大門的使用效率；其二建議學校日後在校園的北大門總體規劃採取哪些相關因

應措施。 

  本報告研究方法可以歸結為三類——查詢校史館中相關歷史典籍與相關文獻、口頭訪問

路上行人、查詢相關網路資源。 

 

二、北門歷史2 

 

  相信外地遊子並不陌生，每當客運下了交流道，一進入光復路，學校也就不遠了！因

此，想要好好了解清大北門的歷史，勢必得從它所面對的光復路開始講起。 

  光復路的現代規劃，可以從日治時期顯露端倪。1923 年，因為竹東探勘出油氣，日本裕

仁皇太子（之後登基為昭和天皇）來臺視察的緣故，總督府撥款給地方拓寬光復路，並且要

地方民眾頂禮歡迎，由此可見，這條路在交通上的重大影響力。 

  光復路演進可以從 1908 年算起（雖然當時並不叫光復路），為了新竹跟竹東之間往來

方便，當時所建的為輕便軌道。到了民國 22 年（昭和 5 年，1930 年），這條軌道更改為軌

道與汽車兩用道路。「臺灣光復後，新竹市境內路段改名為光復路，拆除軌道加鋪柏油。」

或許從現在的車水馬龍，難以想像數十年前光復路的光景，但是從存治部落格的照片中可看

到，下圖（二）為民國 43 年的光復路。「相片中只有自行車、人力拉車，當時光復路旁一

                                                 
2 關於清華大學北門及其周邊歷史，參考並改寫自： 

 〈民國 43 年（1954）台灣新竹 光復路〉（2012 年 5 月 9 日），這裡是存治部落格，

http://blog.xuite.net/li_5516882/twblog/148469711 

 清華大學，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B8%85%E8%8F%AF%E5%A4%A7%E5%AD%B8 

 清華大學校門，楊英風數位美術館，http://yuyuyang.e-

lib.nctu.edu.tw/collection/view1.asp?keywords=&SelectItem=&view_db=artWorks&no=I0268&form=%B4%BA%C6%5

B%C0J%B6%EC&workstype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ulture.tw/query.aspx?keyword=%E6%B8%85%E8%8F%AF%E5%A4%A7%E5%AD%B8%E6%A0%A1%E

9%96%80&advanced=&dobject=0&tp=0 

 國立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http://archives.lib.nthu.edu.tw/history/history04.html 

 〈從校園建築規劃今昔談北校門風貌之蛻變未來〉（2015 年 12 月 30 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97200,r427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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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紅土蔗田、茶園，入夜後便一片漆黑。」（2012.5.9；民國 43 年（1954）台灣新竹 光復

路；存治） 

 
圖（二）民國 43 年（1954 年）的光復路3 

  「民國 42 年（1953 年）工研院光復院區大門還在新竹商業高職（日據時代是賽馬場）

對面，大門還沒有開在光復路上。工研院阮鴻騫院長將原來在水源地的大門改在光復路，因

為光復路十分寬敞，交通較便利，也因為大門遷址，工研院才有今天的門面。」

（2012.5.9；民國 43 年（1954）台灣新竹 光復路；存治）由此推測，民國 45 年在臺復校的

清華大學，將大門（北門）開在光復路上，亦是青睞其便利的交通。 

  於此，我們回顧一下清華建校歷史。1956 年 1 月 1 日，在臺北成立籌備處，以陳可忠

為主任，清華在臺復校工作由此開始。清華原先計畫在臺北南港與新竹擇一選校地，但因南

港腹地較小，再加上時任新竹縣長朱盛淇的爭取（當時的新竹市仍屬縣轄市），清華選在新

竹赤土崎建校。校地由中國石油公司提撥約四十公頃的原日本海軍燃料廠土地，在原子爐開

工後，需要更多校地，因此新竹縣長朱盛淇同意再撥約三十三公頃土地，此時的清華校地共

約七十八公頃。 

  1956 年清華在臺復校後首次招生，因校舍還未完工，最初以國立臺灣大學為上課地點，

至此清華校務在臺正式運行。 

  同年，清華在新竹的教學大樓、辦公大樓、教職員工宿舍、學生宿舍等相繼完工，學生

於是返回新竹上課。1961 年原子爐興建工程完工。 

1965 年陳可忠正式擔任校長，在其任內增設了數學、核工、物理、化學系所，增長了清華

的教學組織。 

  1968 年，清華圖書館（紅樓）啟用，隨後體育館、大禮堂與新校門等相繼落成，演進

至此，我們今日所見的北門風貌，在這個時間點，也就逐漸成形。 

  一般人想到清華校門，即便是遊客匆匆一瞥，也會對北門的主視覺印象深刻。該景觀雕

                                                 
3 〈民國 43 年（1954）台灣新竹 光復路〉，這裡是存治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li_5516882/twblog/14846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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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高約 15 公尺，聳立於校門一側，作品完成於 1977 年，屬於楊英風「抽象風格」系列作品

之一。根據國家文化資料庫記載，1970 年代後期，楊英風應邀為清華大學設計一系列校園景

觀規劃，除了完成「昇華」、「鳳凰」兩件景觀雕塑作品於校園中，更參與了清華大學校門

規劃與設計。 

  「校門造型遠看為一鋼筋水泥立柱，近看則可以發現，實為三片水泥牆平行排列所組

成。每片水泥牆上皆有兩道橫飾，俐落大方，整理造型簡單而規矩，符合清華大學理工背景

講求規則的特質；但另一方面，水平排列的三片牆，卻隨著觀者觀看的角度移轉，而會產生

些許空間變化，使得整件作品在一種水平垂直的數理規則中，又透露出不規則的美感。」

（1977；清華校門設計理念；楊英風） 

  校門的設計見微知著、富含寓意，然而整體校門的規劃與建設，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蒼

老，或許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工程設計圖，窺知一二，遙想落成時的盛大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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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北門主視覺4 

 

 

                                                 
4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ulture.tw/query.aspx?keyword=%E6%B8%85%E8%8F%AF%E5%A4%A7%E5%AD%B8%E6%A0%A1%E

9%96%80&advanced=&dobject=0&t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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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圖（十一）北校門建設工程圖5 

  圖（四）為北校門府是設計圖，中間為警衛崗哨，與現今無異。圖（五）可見清華校門

主視覺與人的比例尺關係。圖（六）圖（七）可見校門主體之石頭鋪面及警衛崗哨等細部設

計。 

  楊英風設計清華大學校門及內部鐵桿門、圍牆、花臺等，利用現有美好自然環境，再 

加上隱於自然的人為景觀造型設置而成。 

 
圖（十二）北校門竣工景緻6 

                                                 
5 新竹清華大學校門設計暨校內雕塑設置案 The lifescape sculpture design for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楊

英風數位美術館，http://yuyuyang.e-lib.nctu.edu.tw/collection/view5_image.asp?no=N0013&choose=&view_db=l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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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十二）當時竣工所拍攝的照片來看，清大北校門的整體形象及構成，並未做太

大的改變，甚至連警衛亭都未曾改建。當時的美好，保存到現在，除了古風的樸美，還有一

點歲月所畫上的顏色。 

 
圖（十三）臺灣省政府公文7 

  民國 63 年（1974 年），臺灣省政府進行清華大學校門至新東院路面一段拓寬以及大坑

北屯線○Ｋ＋○○○-５Ｋ＋１８２工程測量等兩項工程，所以才有了今日的道路雛形，如

圖（十三）公文所示。 

  近年來，屢有校門改建的建議。在民國 104 年，也就是屆臨建校一甲子之際，校友會即

廣邀各界重塑清華門面，至於成效如何，想必此時閱覽資料的我們，已有定見，以下為當時

校友會本文8： 

 

 本校自民國 45年在新竹復校以來，即將邁入建校一甲子，清華人印象中的北校 

 門點滴風華，始於民國 66年張明哲校長任內雕塑家楊英風先生所設計崗亭之濫 

 觴，歷近四十年來的繼往開來，已成為無可取代的無二意象。 

 然伴隨外在光復路市容與交通之變遷，與校門內研發大樓將於 106年底拆除退役 

 ，如何在這片每日師生、訪客、外賓必經之路，重塑清華下一個甲子應有表彰氣 

 度，是亟待所有清華人一同面對與共創的未來。 

 校友會希望能夠為這光輝而又關鍵的一刻盡上心力，計畫為此區域募資進行嶄新 

 規劃為清華賀壽，也敬邀 諸位專業先進們，一起跨界集思廣益、攜手眾創，協同 

 勾勒出要傳達給下個世代的願景雛形，以提供校友會與建築師續行規劃方向，並 

 廣邀全校關心師生並肩參與。 

 校園風貌下一個甲子的未來，不能沒有您的支持與出席，校友會誠摯的邀請您蒞 

 臨與惠賜卓見。 

                                                                                                                                                                  
6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ulture.tw/query.aspx?keyword=%E6%B8%85%E8%8F%AF%E5%A4%A7%E5%AD%B8%E6%A0%A1%E

9%96%80&advanced=&dobject=0&tp=0 
7 典藏臺灣，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d/00/67.html 
8 〈從校園建築規劃今昔談北校門風貌之蛻變未來〉，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97200,r427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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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一所大學必有其傳達的願景，也有不能抹滅的時代記憶；清華校門的發展，需要

更多人的投入與共思，而我們所提出的規劃，不失為一種參考與選擇。 

 

三、北門人文 

 

  我們可以先以體制分析北門的人文景致，如圖（十四）。 

人 

學生 老師 管理員 路人 駕駛 

建築維修工人 藝術家 街頭藝人 參賽者 評審 

物 

校門 地標 收費亭 人行道 圍牆 

汽車 機車 樹木 機車塔 腳踏車 

公車站 天橋 舞臺骨架 裝置藝術 藝術創作材料 

知識 

斑馬線 停車格 公車站候車 標誌 對藝術的了解

與解讀 

制度 

校規 汽車收費規則 機車停車規則 競賽規則 舞臺使用規則 

圖（十四）北門人文體制分析 

  什麼是人文呢？從西方文藝復興到啟蒙與浪漫主義的歷史脈絡來看，人文最重要的價值

與意義是對人的尊嚴的重視，強調人在世界的角色不是主宰者，力主與萬物和諧方是人類生

存的法則，其下又涵蓋了與人的價值、意義相關、精神表現、創造力等相關的知識與領域，

在之下又可分為廣義與狹義的人文精神。廣義的人文精神或人文主義涵蓋了以人為中心的人

類所有的活動，如此一來，則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都在其範疇之內，舉凡人類的所有知識、

活動等。9
 

  所以可以得知，在北門的一切人類活動，舉凡學生相約出校門吃飯、人們在公車站等公

車、駕駛人經過校門繳費、學生將機車停入機車塔乃至行人在人行道租借與期程 Ubike，都

包含在人文的範疇裡。 

  我們可以從藝術的角度切入，較能輕鬆與人文連結。 

  仔細觀察北門的邊界，幾乎沒有一個藝術品或裝置藝術，最能跟藝術有所牽連的就是門

口的地標了，上面有著「國立清華大學」幾個斗大的字，周圍有花圃圍繞，相約校門口的學

生們可以坐在底下的椅子休息談天，跟一旁繁忙的光復路形成對比。再者，就是人行道上變

電箱的彩繪了，最初的立意應該是為了美化原本醜陋的外觀，還算是跟藝術扯得上邊，如圖

（十五）。 

  再遠就是清大學生從北門出去會經過的赤土崎公園，但赤土崎從嚴格上的定義並不算是

清大的邊界了，但卻可算是清大北門周圍的人文景致，如圖（十六）、圖（十七）的裝置藝

術。 

                                                 
9 關於人文的定義擷取自〈麻煩各位大大可否提供人文一詞的定義？〉（2008 年），Yahoo！奇摩知識+，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923000015KK07141&p=%E4%BA%BA%E6%96%87%E7%9A

%84%E5%AE%9A%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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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彩繪變電箱 

 
圖（十六）赤土崎公園——梅花鹿10 

                                                 
10 取自網路，http://www.ckps.hc.edu.tw/site/cyberfair/2012/pic/new/305deer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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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赤土崎公園——節節高升11 

  看得出來北門的人文藝術氣息的確跟赤土崎公園差了一截，其實清華大學校園內是不乏

裝置藝術及藝術展覽或演講的，但一到北門，就連邊界內邊的附近清大範圍也沒有，可見北

門作為一個國內頂尖大學的門面，確有空間改善增加其人文氣息，以免看來冷冰冰毫無學術

氛圍。 

  既然缺乏，那改善方法當然是增加藝術的設置，我們大致整理可提升北門人文藝術氣息

的具體作法大致有，其一公共藝術的設置；其二以北門為主題的藝術競賽；其三街頭藝人表演

與自由表演舞臺設置。 

  公共藝術的設置負載了藝術的政治功能及社會作用，擴張、延伸或是跳脫了藝術、空間

與觀眾的單純相對關係，更重要的是，公共藝術的存在有著許多積極意義，包括了溝通傳達

訊息、改造環境氛圍、激勵藝術涵養、散播人文情境、和諧美化社會。12 

  在人的部分就是負責創作的藝術家或團隊以及所接觸互動的大眾，物是作品使用的材

料、北門景物，知識方面是對藝術的了解與解讀，藝術家們選擇使用何種材料做成藝術品以

傳達自身理念，人們從與藝術品的互動中接收訊息加以解讀，透過藝術品形成心理的交流，

達到人文提升的效果。 

                                                 
11 取自網路，http://www.hcccb.gov.tw/file_art/%E7%AF%80%E7%AF%80%E9%AB%98%E6%98%87(4).jpg 
12 〈請問公共藝術的歷史和意義〉（2011 年），Yahoo！奇摩知識+，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111022000010KK0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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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北門為主題的藝術競賽，人主要為參賽者、評審與大眾，物為藝術作品的材料、畫筆

等和北門景物，知識方面是對藝術的了解與解讀，制度則是比賽規則。 

  透過藝術競賽的舉辦，吸引參與者報名參加，讓大家在參加比賽的過程，更加了解北門

的歷史、建築，再以每個人眼中的北門出發看到其不同面貌，最後將優秀作品展出，讓大眾

們對北門有更深層的認識，加深北門與人文間的連結。 

  街頭藝人表演與自由表演舞臺設置，人有表演者、觀眾，物有表演道具、舞臺骨架、麥

克風與北門景物，知識方面是對藝術的了解與解讀，制度是街頭藝人管理制度與舞臺使用規

則等。 

  街頭藝術表演不同於前兩者，是屬於表演藝術的範疇，藝術家不須透過實體作品，可以

直接與閱聽者進行互動交流，能較有效完整表達表演者的意思，透過表演內容以北門為背景

舞臺加以融合，不只提供表演者舞臺，也使北門的人文氣息有顯著的提升。 

  清大作為一個學府，並且擁有人社院，整體人文素養應該頗足夠，唯北門似乎看不太到

藝術人文的蹤跡，作為學校正門，應該給外人甚至在裡面的我們再進入校園時就能感受到這

是一個充滿文藝氣息的環境，因此，北門有必要對這個方面進行改造提升，事不宜遲，現在

就可以開始規劃，甚至每年五月的阿特梅藝術季也能跟北門有連結，讓我們的北門不再是只

有功能性、冷冰冰沒有溫度的「清大邊界」。 

 

四、北門交通 

 

 再來是清大北門周遭的交通問題，我們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校內交通量大及下

班時間人工收費亭之增設問題；機車違停，人行道出現機車、腳踏車、行人共道的現象；北

門前紅綠燈之時間調配衍生出的交通堵塞問題。 

  先來談談校內交通量大及下班時間人工收費亭之增設問題。上述歷史方面提到光復路在

日治時期便已出現，從一開始的輕便軌道，至後來軌道與汽車兩用到路，再到臺灣光復後，

拆除軌道加鋪柏油。從時間軸來看，光復路出現在前，清大校園復校（1956 年）在後，再過

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才在此設立（1980 年）。因此，在交通的規劃上，並未隨著這些劇變

而跟進，導致衍伸出需多交通問題。除此之外，也因為科學園區的設立，吸引大量人口進入

新竹地區，使得這一帶的交通規劃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交通量。 

  談到交通問題首當其衝便會提到科學園區與光復路連接之問題，過去要從光復路至園區

開車的話可以選擇走中山高，再下交流道到新安路。至於騎機車至科學園區上班的人，則可

能選擇走園區一路接到新安路。但在尖峰時段，這些道路卻不敷使用，導致尖峰時期交通堵

塞問題嚴重。 

  政府曾於民國 88 年規劃了一條道路，名稱「新竹市特二道路13」，如圖（十八），這條

道路的用意是在清交大之間開闢一條道路連接寶山路與光復路，目的是舒緩園區周遭的交通

堵塞問題，但最後並未實施。正因為尖峰時段交通堵塞的問題，有些園區工作者選擇利用清

交大兩校的校園作為光復路與寶山路之間連結，進而導致校園內在上下班時段的交通量較

大，可能影響學生在校園內行走的安全與權益。也因為這樣清交大改以收費的方式來抑制這

樣的行為（同門進出半小時內免費，若從不同門進出則須付費 20 元），但效果有限。早上

八、九點校園內的車輛異常的多，從這個現象可以推測，早上從光復路（清大北門）進入校

園的車量很多，而許多車輛便是為了要到科學園區。此外，倘若在五六點期間在北門裡面有

時可以看到會多一個人工收費亭，會有兩個工讀生在這裡幫忙收費，以加速要從北門出去的

車子。這也說明了車流量之大。 

                                                 
13 有關特二道路之議題，詳見〈新竹市特二道路探討〉（2013 年 12 月 12 日），風林火山，

http://fongthinger.blogspot.tw/search/label/%E7%89%B9%E4%BA%8C%E9%81%93%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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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特二道路工程示意圖14 

  第二個交通問題便是清大旁邊的客運轉運站，因為學生還有很多民眾都是搭這裡的客運

回家或去各地，導致北門外側一直連接到交大的人行道上，停滿了無數輛違停的機車，為了

搭乘客運的方便性，發生人、腳踏車、機車同時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狀況發生，進而發生人行

道上的磚塊常常被壓壞產生裂縫等問題，影響行人的權益，亦增加人行道的維修費用。從新

竹市過去幾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新竹市的總機車輛約為二十七萬輛左右，如圖（十九）所

示。清大北門延伸至交大一帶的機車格數量不多。因此，即便校門口放了許多告示牌，上面

寫著本區禁止停車，機車限停放在停車格內，違者拖吊，但這一帶會有拖吊車來拖吊的頻率

其實並不高。詢問新竹當地居民關於這一帶違停的事，居民表示說有很多人去檢舉，但仍無

法杜絕此現象的氾濫。原因就在於停車位的不敷使用，最近的停車場位在赤土崎公園，離轉

運站有一段距離，再加上用戶大多是當地居民長期占用停車位，所以位置並不多。15 

 
圖（十九）新竹市登記之機車數量統計圖表16 

    在此我將行動者區分成下列幾種人，清大師生、來清大夜市觀光的人、來清大轉運站搭

乘客運的人、園區工作者、校友，對不同的行動者而言都各有各的行動模式，針對這些行動

模式探討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如果拒絕外人進入學校，不歡迎園區工作者借道上班，入校車輛只能同門進同門出降低

校友、園區工作者、居民的便利性，那民眾便會認為清大不懂得回饋給附近居民一個方便

性。再者，我們終將成為校友，也不會想被清華拒絕在外吧?若是剛好又到了竹科上班，也

                                                 
14 取自網路，http://4.bp.blogspot.com/_--

goJNSBVeg/TQMtfXtGhEI/AAAAAAAAATA/L6La93OExxo/s1600/%25E7%2589%25B9%25E4%25BA%258C%25E9

%2581%2593%25E8%25B7%25AF.jpg 
15 TVBS NEWS，不敷使用！新竹光復路機車誇張佔人行道（2017 年 5 月 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2O2c05yU0&feature=youtu.be 
16 新竹市機動車輛登記數，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node/3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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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利用這條不太會塞車的捷徑吧？所謂的行動者，隨著不同的年紀在這裡都會有不同的需

求，也就是說在考慮自身時，不是只把現在自己的角色放入來考量做為考量。 

    了解各行動者的需求及行為模式後，或許可以在停車位劃分上及新增一條道路來緩和光

復路上複雜的交通，像是類似特二路的地下隧道。在北門左側停放 U-bike 的地方旁邊那一帶

既然無法杜絕機車使用，那或許亦改以收費的方式，使用者付費，多少可以減少使用者數

量，亦可以利用這筆錢來進行人行道之維修，又或者在客運轉運站附近在建立一個立體停車

場，可能透過清大與政府合作，增加能停放在此區域機車數量。總言之，對於機車格的位子

規劃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另外，在交通號誌規劃上或許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時間調整，如果

稍微注意一下的話，不難發現清大北門一出去的紅綠燈及往右的建功路之間的紅綠燈規劃會

出現以下狀況「紅燈—綠燈—紅燈」或「綠燈—紅燈—綠燈」的情形，想想便能了解其不便

利性，再加上交流道一下來接光復路，光復路在尖峰時段大塞，使在清大站搭乘公車的民眾

及學生，必須等很久，藍一線也因為這樣常常沒照時間到達各站，產生等待時間比原本預計

等待時間（15 分鐘）兩倍以上的時間。 

     理想中的清大北門應該是沒有圍牆的校園，在圍牆之間設立機車道及人行道，可以在

人行道上種樹，類似成大的校園兩個校園之間隔著一條柏油路，兩側人行道可以直接進出，

也比較不會有與世隔絕的感覺，再者沒有圍牆可以增加空間鋪設一條機車專用道，以此減少

機車與行人共道的狀況發生，也減少人行道的磚瓦損壞的頻率。若是再多一條連結光復路與

寶山路的通道的話，減少校園內在尖峰時段的車流量，尖峰時段大多也是學生在校園行走最

多的時候，以保障在校園行走之安全。或許增設的該條路可以從光明新村為起點，舒緩清大

北門在尖峰時段排隊等著進出校門的車輛，也進一步拿掉多增加的人工收費員。 
 

五、北門科技 

 

  什麼是科技？有道是「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科技不但是人類為了適應環境所主要工

具，更是一種歷程，是人類運用科學、材料和人力等達成文明發展期求目標的歷程。17 

  由此可知，科技與生活已經密不可分。舉凡消費如申辦信用卡、悠遊卡加值、使用蘋果

支付、使用三星支付，或是透過腳踏車、公車、計程車來去各地等等，都屬於科技的範疇。 

  清華大學北校門位於光復路，左接馬偕醫院與新竹市區以及火車站，右接清大客運站、

國道一號新竹交流道與新竹科學園區，前後還有交通大學以及清大夜市，人潮車潮眾多，實

屬交通要道，也因此光復路經常出現塞車或是車流緩慢的現象。 

  然而，經常有竹科工程師開車上班，從光復路穿過清華大學，再開到新竹科學園區；或

是下班時間，從竹科開往光復路上國道一號或是開往新竹市區的時候，也會開車經過清大或

是交大。因此清華大學以及交通大學明文規定收費標準，分別收費 20 元以及 30 元。 

  上班時段光復路塞車情況嚴重，若從清大進入，從南大門出去可接通寶山路，對於前往

竹科園區上班的眾多通勤民眾來說相當便捷，起碼省時十到十五分鐘，18也因此，上班時間

以及下班時間的清華大學北校門一直是車滿為患，除了經過的車潮很多，一大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要排隊人工收費、索取發票等等。為了實現科技化的校園，加速收費以及車潮的流動，

我們認為的解決方法包含二種——使用國道的 etag 系統的電子收費或悠遊卡以及一卡通刷卡

付費模式等。 

  使用國道的 etag 系統的電子收費，需要門架、電力、網路等設備建置，同時必須獲得

etag 公司的授權。 

                                                 
17 什麼是科技，web.thu.edu.tw/chen802/www/technologycourse.ppt 
18 徐養齡，〈清、交大捷徑 竹科車絡繹不絕〉（2013 年 8 月 13 日），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13000615-2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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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悠遊卡以及一卡通刷卡付費，需要建置刷卡機以及通訊系統，若還要考慮人們是否

會有逃票的疑慮，可能還要加裝閘門，同時必須獲得悠遊卡公司或是一卡通公司的授權。 

  以上的方法皆可以使用電子發票，可以儲存在載具內，比較環保，以實現收費自動化。 
  根據《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明文規定，凡鄰近工研院、交通大學、科

學園區之員工等汽車須經由本校大門、南門或西門借道 穿越校區但不停放校區者，得申請穿越校區

專用通行證（限 300 張；通行時段限每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22 時），每張每年新臺幣 5000 元，車主

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19 

  清大北校門的行人穿越道只有一側，然而學生經常無視於腳下是否有斑馬線，穿越沒有斑馬線

的那一側，鋌而走險，即使有交通警察在一旁指揮勸阻也無動於衷。原因主要是因為沒畫斑馬線的

那一側距離清大夜市比較近，學生往往為了趕時間吃飯而抄捷徑。為了實現科技化的校園，重視學

生以及汽車駕駛的安全，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建議兩側都畫上斑馬線，並且加設行人專用時相，

以確保學生的安全。 

  清華大學作為一間頂尖大學，且是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理工學院，學校的基本建設照理

來說可以更加先進、有效率，然而清大的北校門似乎有待加強，作為學校正門，應該給學

生、教職員、甚至是觀光客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作為理想中的清大北校門，照理來說不會

發生人車爭道，除了帶有科技感與實用性，還要兼具一些歷史的風情以及人文的素養。沒有

人工收費，車子只需要刷卡感應就能通過，不用擔心前面一位駕駛還在繳費但是交通號誌已

經顯示綠燈的窘況；沒有圍牆的校園可以減少與附近居民的隔閡，彷彿知識的殿堂一直是對

外開放的；附近的紅綠燈以及斑馬線也要妥善規劃，以保障行人與駕駛的安全，尤其是光復

路的車流量大，且大多是遊覽車與客運，乘客多是清大交大的學生與竹科的工程師，因此，

北門還可以更加進步、方便、安全，更加科技化。 

 

六、開放式校園的可能性 

 

近年來臺灣的校園掀起了一陣開放式校園的浪潮與呼籲，最根本的議題在於大學校園究

竟該不該開放呢？其意義又為何？撇開私立大學不說，國立大學由國家建立，以納稅人繳納

的稅金支撐其教學與研究等校務運作，自然應是「全民所有」，既然是全民所有，那麼開放

就是最基本的條件，國立大學特有的「公共性」的屬性決定了「開放性」的本質。具備了

「開放性」，大學才能稱之為「大學」。20那麼大學校園開放性問題長期以來一直以來都是

在「開放」或「不開放」這兩個選項討論，然而我們該著重的點應是「怎麼開放」的問題—

—如何兼顧校園安全與開放性？這是最直接被追問的問題。 

  「開放性」可以有許多層面的解釋，校門口是否建有圍牆，這是對一般民眾來說最直觀

的判斷方法，多數人覺得把圍牆拆除，更能讓人有親切感。國內大學，不論公私立，幾乎都

有圍牆，但反觀國外許多大學，比如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劍橋（University of 

Cambridge），基本上就沒有圍牆，此外，校園是否會對除了校內的教職員工及學生外的遊

客開放，也是重要指標。21 

  依照目前臺灣國內大學的運作模式，要在短時間內拆除圍牆的可行性不高。若拆除圍

牆，車道將接軌校外的商店街、住宅區，會否讓大學校園不再清凈，破壞校園環境，干擾學

                                                 
19 《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國立清華大學駐警隊，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5-

1023-3626,c341-1.php 
20 龍敏飛，〈不對外開放的大學不算是真正的「大學」〉（2016 年 4 月 12 日），一點資訊，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CypR7mn 
21 龍敏飛，〈不對外開放的大學不算是真正的「大學」〉，一點資訊，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CypR7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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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讀書，學生的安全該如何保障又是另一個問題，對於這些新問題，當然不應無視。國外對

於校園安全從不馬虎，早已制訂管理方法。除了門禁與機械式的身分確認外，校方對於學生

校園開放性的風險也嚇了一定心血建立風險意識，建議學生要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建立遍

布校園的緊急電話和監控系統密布，夜間亦有駐警隊在校園例行巡邏警戒，這些公共安全機

制使得即便是周邊社區的治安不理想，仍能保證大學校園的治安能夠相對安全，在校園安全

這點，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便值得我們借鑑，除此之外，像是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等校，雖然開放校園，但一旦到了校慶、畢業典禮等重要日子，仍會

派遣有佩戴手槍的警衛站崗，以確保校園安全。22 

  其實，大學的開放性，是不是一定要「拆牆」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風氣與治安的情況

與脈絡和歐美各國畢竟有著差異，大學的牆是不是就可以說拆就拆，務必要做好配套措施，

同時也要尊重各大學的不同情況和意願。23 

若大學校園對外開放，另一個所面臨到的問題便會是遊客。國內大學在規劃開放性時，

通常只把圍牆拆除或矮化重建，卻沒考慮到遊客的管制，導致流量大增，時常在事後才想辦

法「限客」。美國知名的哈佛、史丹福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遊客總是日

夜不絕，但這兩間大學在一開始設計校園安全系統和開放校園時，就考慮考慮過許多問題，

在「開放性」的配套相當完善，所以很少遇到需要「限客」的情況。24 

以下對比牛津與清華大學之比較，來說明。 

  牛津大學為一所「都市大學」，其並沒有一個主校區，學校的各個學院、學系部門以及

設施均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此外，牛津更沒有所謂的主要的校門口，校園內的學院幾

乎都是用圍牆或欄杆圍起來，如圖（二十）與（二十一）。 

  學院在週末或是假日時通常都不對外開放，如圖（二十二），甚至有些道路還會規定車

輛能夠通行的時段，圖（二十三），不僅是學院有圍牆，學生宿舍的門口也有設置矮牆，如

圖（二十四）。 

  牛津大學擁有高達七十英畝的大學公園，坐落於城市的東北部，除了花園之外，還有數

個體育場以及科學園，包括用以研究演化過程的「基因園」。公園在日間開放給公眾使用，

有時亦會用作舉辦官方活動。公園用欄杆區隔民眾及車輛，最內側是人行道與腳踏車道，接

著是分隔用的樹，再接著才是汽車道，落實人車分道、分流的規劃，如圖（二十五）。25 

 

                                                 
22 龍敏飛，〈不對外開放的大學不算是真正的「大學」〉，一點資訊，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CypR7mn 
23 吳江，〈大學開放不只是拆牆這麼簡單〉（2016 年 7 月 28 日），華聲新聞，

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1607/201607280753455680.html 
24 龍敏飛，〈不對外開放的大學不算是真正的「大學」〉，一點資訊，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CypR7mn 
25 關於牛津大學的歷史與校園介紹，詳見牛津大學，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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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圖（二十五）牛津大學街景 

1956 年在臺復校的清華大學，將大門（北門）開在光復路上，其後校內的主體建築紛紛

成形，而現今民眾所見的校門風格是由楊英風先生在 1977 年所設計的，至今無太大的變

化。也可由早期的規劃中得知，因工研院做落在光復路上所帶來的交通便利，所以也將清華

大學得大門建於此道路。 

清大校園是在城鎮出現後才築於此，沒有像牛津大學那樣任一條路皆能與校外接通，但

依然有從北門延伸至南門的主要幹道，很多於竹科上班的人會開車經過這條校內捷徑。另

外，有通向西門，也就通往是水源街的道路，那裡住了不少清大教授，附近亦有清華會館提

供外地人士入住，於是那條道路也是有不少汽機車進出。 

校園內觀察到像牛津大學一樣有圍牆的建築只有女生宿舍區和原子爐。另外，人車分道

的措施也規劃得不完善，除了在主要幹道以及學餐附近之外，幾乎都有行人與車輛共道的問

題存在。 

大略比較這兩所學校的校園後，發現兩邊的規畫還是有落差。不僅是城市以及校園發展

上的順序不同，生活習慣以及東西方思想的差異也大大影響著我們的社會。也因為英國與臺

灣腹地大小差距甚大，所以國外的人行道、腳踏車道是幾乎不會和汽車道有衝突到。這一方

面，清大的規畫還有待加強，很多時候便是因為無法明確地分道，導致了許多意外。 

校園雖已對行人開放，仍尚未落實全面的開放，不僅校門無任何改變，汽機車的管制依

舊要人工收費來監督。也是因為校園安全無法得到保障，所以管制車輛的方法始終無法突

破，明明是所理工背景的大學，不僅位在全臺灣科技最發達的縣市，校內還有許多厲害的教

師和學生，卻還得靠人力來彌補現況的不足。 

若能拆除校門的圍牆，並把學生活動範圍擴大至赤土崎公園，大學的「開放」先由校內

的學生做起，不論是音樂、藝術或科技相關的活動，我們必須主動推廣清大獨有的特色並與

校外的人、事、物做連結，這樣不僅是視覺層面或是心理層面，真正理想中的「開放性校

園」才會實現。 

 

七、結語：對北門總體規劃的建議 

 

  以上我們如同體檢一般分析了北門的各個面向，以及開放式校園的可能性，我們不難發

現北門目前存在的幾個等待改善的問題。 

  其一，清大北門的特色並不突出，北門的主視覺和周圍景色格格不入，缺乏總體的規劃

和設計，無法凸顯清華大學在新竹的特殊地位與歷史。 

  其二，人文氣息，清大北門周邊主要都是聯外道路，少有藝文空間與景致，使得本就以

科技為主導的清華大學更添上了科技冷漠的氛圍。 

  其三，交通問題是北門最為詬病的缺點，由於鄰近科學園區，以及許多學校，導致北門

光復路的交通情況難見改善，甚至成為許多通勤族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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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則是科技，清大北門至今仍採取最普遍的人工收費，相關設備也是非常陽春，彷彿

還停留在七○年代，令人不敢恭維，對比為臺灣孕育出無數理工人才的清華大學校史而言，

實在是令人汗顏。 

  對於以上諸點，我們提出兩套總體規劃解決方式，一套是比較天馬行空的，一套則是比

較務實的。 

  在天馬行空的解決方法方面，我們認為這一套方法雖然實施的可能遙遙無期，但也不失

為一種理想，也許當事者可以透過這套天馬行空的解決方法，啟發一些靈感，從而嘗試解決

清大北門長期以來的問題。 

  這套規劃包括以下幾點。 

  其一，將清大周邊自食品路到建功一帶的所有道路高架化，利用高架連結高速公路與科

學園區，除了可以解決道路狹窄問題外，同時解決車輛通勤穿越校園的問題，亦可以空出大

量的土地進行綠美化使用。 

  其二，一旦道路高架化，圍牆的必須性也就消失，可以將原本的道路柏油刨除，進行綠

美化與公園化，並和周圍的校園與公園連結，形成一片綠色走廊，同時禁車（但可開闢一條

雙向小路讓公車與貨車進入，以連結對外交通），把校園回歸給學生，而不是車輛。 

  其三，配合綠美化以及公園化，現今北門的大門當然已經不符需求，也更加格格不入

了，也因此，我們認為可以將北門拆除，改設公共藝術設施，以清大紫荊為主體意象，作為

一個標誌，告訴來訪者，這裡是清華大學。 

  其四，既然北門部已綠美化，自然可以將整個綠美化向校內延伸，除去醜陋的柏油路，

連結北門大草坪、成功湖畔甚至後門大草原，形成龐大的綠美帶，校園公園化。 

  最後，我們認為這個龐大的綠美化開放式校園還可以擴大到交通大學，拆除清交邊界，

甚至擴張到十八尖山、科學園區，形成龐大的綠色校園。 

  以上這個帶有理想性質的方案，不能估算需要多久才能完成，其中也牽扯到經費、土地

等許多爭議性非常高的問題，不知何年何月可以達成，也因此我們提出了另一套務實性的方

案，希望可以解決前敘所提到四項問題。 

  其一，重新設計北門主體視覺，融入清華元素，如校徽、紫荊等等，同時重新打理校園

門面，使其整潔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其二，加設相關公共藝術裝飾，或是定期舉辦相關藝文活動與展覽，為冰冷冷的邊界添

加人文氣息。 

  其三，加強取締違停，落實使用者付費，抑制過多的車流，重新妥善規畫停車位，增進

交通效率。 
  最後，廢除人工收費亭，改以機械式的讀卡、刷卡或是密碼機（如 etag 系統等），控制出入校

園車輛，同時縮減人工成本，並且在北門門口兩側都畫上斑馬線，並且加設行人專用時相，以確保

學生的安全。 

  從結論來說，清大北門的弊病仍多，校方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北門的問題並不是只關

於清大校方的內政問題，而是關於地方政府甚至教育部要一起來研議的問題，畢竟清大作為

臺灣學術界的門面，和臺灣大學與交通大學並稱頂尖大學中的頂尖大學，在國內享有盛譽，

一個理想的校園不但可以幫助學術的發展，也可以讓來訪的賓客都能了解清大的學術成就以

及校園風氣，不可謂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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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組內報告撰寫分工與課程心得 

 

（一）組內報告撰寫分工 

 

葉家瑋（組長）：結語：對北門總體規劃的建議、統整格式 

張仲凱：北門交通 

張婷：開放式校園的可能性 

洪瑀：北門科技 

江淳修：北門歷史 

張芸霈：前言 

劉羅元：北門人文 

 

（二）課程心得 

 

葉家瑋（組長）： 

  我本身在人社是主修政治經濟學，副修社會學，輔系中文系的，所以社會學算是我的興

趣領域之一。 

  在這堂課中學到許多新的知識和概念，是之前不知道的，像是物的政治性等等，也讓我

對於社會的結構已經我們日常習以為常的事物有新的認識，原來這些事物背後都有更大的結

構性力量，而非表面那樣如此簡單，也讓我可以重新思考未來在面對田野或是相關議題的時

候能看得更深入、更透徹。 

  感謝這學期和我同組的所有人，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領域，但是都能共同努力，我們一

起走完了這學期的旅程，完成了這份報告。 

張仲凱： 

      從小在新竹長大的我，雖然不是住在光復路這一帶的新竹人，但由於父母都在科學園

區工作的關係，再加上國中和高中的位置在學府路上，從家裡出發到學府路會經過寶山路，

所以時常看到往園區的交通量之龐大。上下班時段，寶山路和食品路的交叉口一個紅綠燈可

能是七八十輛的摩托車通行，蠻恐怖的。將那裡的景象比對到清大北門前面的光復路，即便

沒看過也能想想交通壅塞的情形，附近除了清交大，還有建功高中、光復高中等學校，學生

人數、園區上下班人數把這些人數加起來就是一個蠻可觀的數字了。透過這次的報告，更實

際的去了解人行道上為甚麼甚多為停的機車為甚麼會放在這了，也重新看了許多光復路上交

通相關問題。未來若前瞻計畫開始實施，那光復路絕對會是一個及麻煩規劃的地方，希望增

設輕軌不是把這條路上的交通變得更紊亂，增加這一帶同型者的便利性。 

張婷： 

  這學期修了這門課學到了不少東西，從一開始的科技物、替代物，到後來的體制圖分

析，甚至還運用在文本及實地勘查上，更由此了解到可以從很多不同行動者的觀點去切入，

並探討同一件事情。另一個大收穫當然就是須要事先閱讀文本，雖然有時候偷懶只讀了一

半，但是每份主題不相同的文本，有中醫、工廠以及新科技，真得從中獲得不少知識，也了

解了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 

  這次的報告，讓我對邊界又有了不一樣的看法，該如何界定、觀察，以及該如何讓邊界

變得更好，這些東西都是在修這門課前完全沒有想過的問題。也因為自己這次是負責北門的

「開放性」的部份，才充分了解國外大學與清華大學對於大門口的界定有很大差別。 

洪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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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與科技與社會的課程，讓我學習使用不一樣的觀點來看待問題，透過方法卡上多元的研

究方法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讓我了解到簡單、習以為常的科技、事物是不簡單的。 

在清大北門生活、路過、走過了兩年，從來沒有用一個不一樣的觀點來看待北門，此次作報告有機

會為清大北門提出更有建設性的規劃以及方向，非常的開心，也希望清大北門可以更加地完善貼

心。 

江淳修： 

  科技與社會這門課，對我來說是重新認識了生活，許多習以為常的事，因為多了分析，

多了探討，而把簡單的事變得不簡單，從中可以發現未曾注意的事情，這些都是額外的風

景，所謂社會科學的分析，可以是很理性規則，而有鉅細靡遺的。 

  這次本組的主題是北門的總體規劃。其實說實話，我大學讀了三年，走過北門無數次，

怎麼也不會想去細細地了解它，像是畫它的體制，讀它的歷史，細思它能有什麼改變，我們

想要什麼改變。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新的腦袋吧！新的想法進來，看的東西也就不一樣了！ 

  我本身負責的部分是北門的歷史，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在找資料的過程中，我

也了解了赤土崎這塊土地的歷史，日本殖民文化、軍隊文化、國民政府、眷村文化，多種文

化的交織，畫成了清華校地的背景。有了背景，就要有主角的骨和肉。清大校門的骨是規

劃，肉是建築，給它靈魂的是設計者楊英風先生。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幾乎整個清大的規畫都和楊英風有關，相是低矮的燈，因為他認為

高亮的燈只該放在交通要道，人跟自然要契合，所以走路時不刺眼，看到的都是低矮的燈

花。另外，當時的建設與規劃，像是校門的石牆、圍牆，成功湖的石頭砌湖岸，至今似乎都

沒變，與老照片一對照，時間彷彿靜止了，而我們就生活其中，這是我這次做報告，很大的

樂趣。 

張芸霈： 

  在這堂科技與社會的課程中，若沒有學會體制圖的分析，對整篇文本的重點拿捏就會是

一大問題。因此，最大的收穫大概是能夠在這堂課中學會體制圖分析，不管是在寫這篇報告

上，或是上次的上臺報告，都蠻有幫助。當然，能夠安然度過這堂課，要非常感謝同組組員

們，大家在這堂課中都很盡力的做好自己該做的事；若有小疏失，彼此也盡可能的互相幫

忙，所以整學期的課還蠻愉悅自得的。 

劉羅元： 

  對「科技與社會」這堂通識課，我覺得這是堂很不錯的通識課，雖然它不怎麼輕鬆。一

開始的教我們尋找關鍵字，以及畫混亂體制分析圖，之後又經過幾堂課後，比較可以將分析

圖的東西分類為四個面向，每堂課要求看的文本，每個都很好，都可以從中學習到許多東

西，而且利用一開所教的東西，可以從中找出問題在哪，或是可以深入了解部分。第一堂課

時，老師要我們圍成兩圈和對面的人自我介紹間聊天幾分鐘，當下我是很緊張，特別是和不

熟的異性講話時，畢竟以前讀的學校，女生都很少，不過到第二個的時候就不太會緊張，而

且越講越順。老師在課堂的分組方式，我覺得很好，因為很多課的分組方式都是要自己找，

老師則是把同系的都分開，讓我們能認識更多外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