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聲明 

104 年 6 月 4 日 

對於新竹縣於 2015年 5月 27日不當指控批評臺灣大學是「詐騙集團」，

全文刊登在自由時報〈北部〉〈台大設校再延竹縣府會擬訴訟討地〉，

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83869），顯示

議會、縣府及本校仍未對臺大竹北校區及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取得發展

共識，故原訂今日舉辦鄰里座談會暫緩辦理，俟三方達成發展共識即

擇期舉辦。本校竹北地區已發展情形及即將推動業務請見附件，本校

特聲明如下： 

 

一、 臺灣大學竹北分部、生醫園區分院及進修推廣部等各項原訂方

案計畫，均於既定期程進行規劃之中未曾變更。包括目前正積

極籌備 3 個碩士專班，其中 2 班已開始招生。 

 

二、 本校希望與縣府雙方秉持互信互重原則，共同合作之精神持續

開發竹北分部，共創雙贏。 
 

三、 將來若面臨司法訴訟，要求歸還竹北校地，臺大將依校務會議

共識，全面停止開發竹北分部與生醫園區分院等計畫。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83869


壹、臺大竹北分部發展演變及現況 

臺大自有償撥用取得竹北分部土地，歷經政府多次政策變更，臺大

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地方發展，以致竹北校區開發略有影響，但是臺大設

校腳步從未停歇，96年臺大即與縣府合作於新竹科學園區舉行產學合作

說明會，邀請半導體協會成員及園區廠商進行產學合作，鈺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生控基因疫苗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別與臺大簽訂產學合作備

忘錄，98年由校友捐贈之產學合作大樓--碧禎館興建完成。各產學實驗

室之建置、作業流程及實驗廢棄物處理均須依據本校環安衛相關標準作

業流程規定，落實生態環保校園。 

 

 



嗣再配合新竹縣政府擬於豆仔埔溪以北區域規劃為國際綠能智慧

園區，臺大依程序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於100年同意配

合新竹縣政府發展之需，縮小竹北分部範圍不含豆仔埔溪以北區域。校

地範圍配合地方發展幾經修訂，由奉核44公頃縮減為目前22公頃校區，

以塑造生態校園為發展目標。 

為友善社區鄰里，自101年3月1日起開放竹北分部臨光明六路東一

段臨路退縮20公尺綠帶，103年底復完成擴大綠帶，開放勝利七街與莊

敬北路口至新竹縣第二運動場間長約750公尺綠地供民眾休憩活動。 

 



 

 

 

近2年來，新竹縣地方士紳鄉親頻頻主動來訪，表達希臺大續留竹

北意願，期待臺大帶動新竹地區客家文化及文創產業之推展、舉辦社區

演講或短期講習活動，並與社區協會合作。101年11月30日社科學院客

家中心竹北分部揭牌典禮暨舉辦2次臺灣客家高峰論壇，103年4月15日



張副校長舉辦地方說明會，地方士紳鄉親、各里里長、民意代表、社區

總體營造、專家學者近百位參與，深切表達期盼臺大續留發展及持續建

設之意思。 

貳、開發構想與進度 

102年6月楊校長上任，8月23日與邱縣長開啟良好互動，臺大更加

速推動醫學研究園區、運動休閒園區、專業教育園區與高科技創新研發

園區等建設，目前已分項規劃進展中，臺大行政會議及校務發展規劃委

員會並決議，竹北分部與生醫園區分院將朝臺大新竹校區整體開發方向

進行。102年12月楊校長更率領新行政團隊至竹北校區展開系列活動，

迄104年6月4日已舉辦多場演講及系列講座，內容有:大學申請入學系列

講座、科普系列講座-哈雷與牛頓舞台劇活動、博物館群辦理之行動展

示盒工作坊及兒童活動體驗營、臺大北大雲大學生社會服務隊計畫-圓

夢新竹活動等，參與學子與家長反應熱烈，獲極大迴響。

 



 

 

 

 

 

 

 

 

 



   

 





 

目前除生醫園區已進行委託建築設計外，竹北分部活化系列已規劃

科普演講、展覽、藝文表演、短期班及進修推廣教育等，並具體籌建大

門、進修推廣教育大樓、足球場等，持續執行建校目標。 

 

 

 



參、 幾個常見疑問 

一、臺大竹北校區內沒有學生? 

答: 竹北校區已陸續開班招生: 

1.工業工程所跨領域整合創新碩士在職專班自100年招生，迄今招

收近百名學生。 

2.104年新設進修推廣部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報考人數

217人，新竹縣、市共計72人報名，進入60人口試名單有29位有

新竹地緣關係。 

3.105年將開設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班，計畫書業經

104年5月6日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將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二、除了碧禎館，為何一直看不到新建築物? 

答: 政府高教政策是不補助大學分部經費的，大學必需自謀財源，台

大98年已耗資3億元興建碧禎館，經過多方與業界接觸，已有規

劃近期進行較大範圍開發，本校也評估將貸款自籌經費儘速興建

進修推廣教育大樓及台大校門復刻於十興國小對面，實際上建設

作業一直推進中。  

三、報載本期議會開議有議員質詢時要求縣府提告台大還地，台大

將如何處理校地問題? 

答：台大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前已慎重討論過此事，竹

北分部係與生醫園區分院整體規劃開發，一旦縣府無意共同努



力發展，並對台大採取訴訟程序，台大將立即停止建設竹北分

部與生醫園區分院。 

肆、結語 

秉持校務發展與地方繁榮相輔相成目標，臺大仍持續戮力推動生醫

園區分院與竹北分部，生醫園區分院第一期經費(含設備)須34.25億元，

政府僅補助14億元，台大須自籌20.25億元；竹北分部及進修推廣部等

都已規劃並依照規劃進度進行，資金也陸續到位，不含人事及其他投資，

僅硬體投資未來5年2地將再投入新台幣25億元，希請新竹縣政府與中央

多方協助，同舟共濟，協助順利推動。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

2 

1  

–促進我國生物醫學產業及科技研究發展 
–帶動生醫園區之臨床轉譯研究 
–提升新竹地區急重症醫療服務能量 
–提供新竹地區高品質人性化醫療服務 
–落實「愛台十二建設」重要建設計劃 

2 

使命訂為「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務，
並能兼具急重症功能」。 

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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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院病床分類 

籌設構想書 設計規劃 

第一期 第二期 合計 第一期 

一
般
病
床 

急性 

一般病床 250  225  475  250  

精神病床 0 25  25  0 

小計 250  250  500  250  

特
殊
病
床 

加護病床 80  40  120  60  

嬰兒床 0 20  20  0 

急診觀察床 20  18  38  38  

血液透析病床 20  20  40  40  

手術恢復床 10  0 10  10  

小計 130  98  228  148  

合計 380  348  728  398  

第一期病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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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醫療服務中心 

第一期 

滿足新竹地區急重症醫療需求 

臨床試驗中心 

心血管中心 

腦血管與神經醫學中心 

急診及重症創傷中心 

腫瘤醫學中心 

第二期 

考量新竹地區潛在醫療需求 

老人醫學中心 

婦女醫學中心 

復健醫學中心 

微創及機器人手術中心 

環境及職業醫學中心 

社區健康中心 

遠距照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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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層 用途 

RF  生活水箱、電梯機房 

8F 行政區及醫師辦公室、備用空間(病房二期施作) 

7F 備用空間(病房二期施作) 

6F 醫護宿舍(病房二期施作) 

5F 病房、共同實驗室、備用空間(臨床研究、病理科保留空間) 

4F 病房、ICU(20)、婦幼中心備用空間(二期:產房、嬰兒室、留
觀、NICU 、PICU 、MICU ) 

3F 病房、手術室(13間)、心導管室(2間)、ICU -20  

2F 綜合檢查區、復健中心、血液透析-40、牙科、門診、化療
中心、ICU -20  

1F 急診、大廳、接待櫃檯、影醫、藥局、門診、美食商店區 

B1  腫瘤中心、核醫、檢驗科、藥劑、消毒中心、營養室、 
機電中心、總務後勤、社服、病歷室、抽血站、往生室 

B2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水箱間、機電空間 

使用空間用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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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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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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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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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規劃及籌設進度 

10  

3  
–103.01 修訂設立計畫函報新竹縣衛生局 

–103.06 衛福部醫審會審查設立計畫書 

–103.11 原則同意生醫分院設立可計畫 

–104.01 公職員額併同設立許可函報教育部 

–104 .03  教育部覆請本院需敘明總院及分院
人員運用情形，再行審議公職員額 

–104 .05  本院已擬妥相關函覆說明 

 
協助爭取生醫分院公職員額案553人(第一期331人、
第二期222人)，續陳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總處審議 

設立許可 



11  

3  

–102.10 申請入園，啟動基本設計規劃 

–103.04 建築師提報基本設計報告書 

–103.06 本院完成基本設計報告書審查 

–103.09 大學核定基本設計報告書 

–103.10 基本設計必要圖說函報教育部 

–104.01 教育部函報工程會審議基本設計 

–104.02 工程會完成基設必要圖說審議 

基本設計 

12  

3  
–104.02.11 科管局召開都市設計預審說明會 

–104.03.02 向新竹縣府掛件申請審議 

–104.03.24  經 縣府承辦初審通過 

–104.04.02 付印30本報告書提送新竹縣政府， 

–104.04.23 召開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 

(原則通過，請本院就委員意見補充說明) 

–104.07   預定向科管局申請建築執照 

後續協助取得建照及通過5大管線審查(電力、自來
水、電信、污水及瓦斯)。 

都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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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10 學校核定基設後，即進行細設規劃 

(本院每週定期召開生醫行政會研議) 

–104.04 建築師提交細部設計規劃書 

–104.04-07  本院正進行細部設計書圖審議 

–104.04-07 成立工作小組同步研訂招標文件 

–104.10 上網公告招標 

–104.12 決標簽約 

 
如104.12順利決標簽約，預定107.08竣工 

細部設計 

14  

3  
–103.06  函報教育部爭取土地無償移撥 

–103.08  函報科技部爭取土地無償移撥 

–103.11 研擬以盈餘比例繳交土地租金 

–104.02 科技部召開生醫指導小組決議 

免繳公共建設費及管理費、醫療專一區全區使用、
以有盈餘當年度公告地價單價×3%×45267M2×41% 

–104.04 行政院秘書長已核定該決議 
 

 

土地租金 

後續將依該決議與科管局研商相關作業執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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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年  核撥約0.48億元 

–104年  核定約1.60億元  

(5月已撥入0.8億元及9月預定撥0.8億元) 

–105年  衛福部暫編列7.566億元 

(國發會尚未完成審議) 
 

 

補助經費 

政府僅補助14億元，第一期建院經費及儀器設備，
本院需自行籌措20.25億元，建請爭取提高補助 

16  

4  結論：目前籌設及後續進度 

完成設立計畫書、規劃總結報告書、鑽探及交評報
告書、基本設計必要圖說及細部設計報告書 

完成都市設計報告書 

正依4/23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意見修訂報告書 

建築師提送細部設計及預算書圖 

本院正審查細部設計圖及預算書 

本院正研擬本案工程招標文件 

後續預定進度 

104.10   辦理招標 

104.12  決標簽約 

107.08  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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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待中央及地方協助事項 

協助取得建照及5大管線審查 

通過5大管線審查(電力、自來水、電信、
污水及瓦斯)。 

爭取新竹生醫分院公職員額案 

553人(第一期331人、第二期222人) 

續陳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總處審議 

提高補助，降低本院資金負擔 

第一期經費(含設備)須34.25億元，政府僅
補助14億元，台大須自籌20.25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