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

10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會議地點：

行政中心旺宏館 722 會議室

召 集 人：
出席委員：

謝小芩委員
紀錄：陳靜琦
王俊秀委員 呂平江委員 林士傑委員 林福仁委員
莊慧玲委員 謝小芩委員 蕭銘芚委員 顏東勇委員
朱廷峻學生委員
蔡宜津學生委員

請假委員：

李 敏委員

列席人員:

傅麗玉教授 馬明紀簡正 吳寶雅組長 劉興淦主任 楊美娟組長
吳立炫先生 黃鏗宇先生 陳韻宇小姐 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壹、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本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
貳、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研教四、五區設置臨時置土場」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規劃南校區研教四、五區(原生醫三館預定地)作為臨時土方堆置場以暫存校內多
項新建工程之回填土方。
二、 配合南校區目前規劃教育大樓、藝術大樓、南校區學生宿舍、美術館及文物館及
北校區文學館等工程，每棟工程均需土方開挖及回填土方，校方須規劃土方暫置
區(若外運再載回成本將提高)，故規劃階段即提出於研教四、五區(原為前生醫
大樓預定地)設置土方暫置區供各工程使用。於研教四、五區中，規劃面積約 3,000
多平方公尺，堆置約 5 米高，可容納超出 15,000 立方公尺。
三、 開始時程為教育大樓開挖至級配層，預估 110 年 1 月後開始使用。因各工程發包
決標時間未確認，故以目前置放時程為南校區宿舍回填完成為使用截止。
四、 簡報檔詳附件一。
報告人：總務處營繕組
決 議：通過，公告一周。
供業務單位修正參考意見：建議公告資料加註各棟建築預計回填土方時程及回填量。
第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郵局拆除後人行通路及研二機車場人行入口等工程」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原清大郵局舊址之整理方案於「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報紀錄」提報方案，並
經決議以綠美化為主；另近日新竹市政府因其規劃光復路及沿本校圍牆與部分校
地之景觀規劃作業，亦提出相關建議，尋求本校支持以爭取中央前膽相關建設經
費，預計 111 年完成工程發包作業。
二、 承上，故目前該基地以簡易綠美化及修繕人行道為最經濟方案。

三、 南校區研教二區機車停車場設置人行入口，係多數師生請求，預計打開 2.8 米寬
圍牆並設置僅供人行出入之步道串聯既有寶山路人行道(因植栽及圍牆外用地係
屬科管局所管，目前已函請該局同意)。
四、 簡報檔詳附件二。
報告人：總務處營繕組、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決 議：依委員會意見修正後通過，公告二周。
供業務單位修正參考意見：
一、 舊郵局空地綠美化區域請考量汽機車無法騎上人行磚道之設計。
二、 舊郵局旁原有人行道上之ㄇ型欄杆建議拆除，以改善無障礙人行動線。
三、 研教二區新增之對校外人行出口因穿越機車停車場，請注意人行通道劃設之顏色
做明顯之區隔。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
案由：有關「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原民廣場位置及規劃構想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建築工程案於 108 年 5 月 21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會議全票通過該預定地（A 區）
。
二、 「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建築工程計畫預計將基地旁約 300 坪（B 區）納入整
體規劃為原民廣場，作為原住民農夫市集及原住民展演活動空間，業經本校 109-1
校務發展委員會同意(詳附件三-1)，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並核定補助。
三、 B 區現況有一鐵皮屋(生物碳研究中心)、四座貨櫃屋及設備，建議拆除鐵皮屋及
貨櫃，進行設備及周邊圍牆之美化，規劃為原住民族農夫市集及原住民族相關之
學習活動與展演活動空間。
四、 簡報檔詳附件三。
報告人：教務處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決 議：依委員會意見修正並經委員書面復閱後通過，公告三周。
供業務單位修正參考意見：
一、 星光大道竹子面材圍牆區隔感過強，建議不做，可以綠籬或植栽取代。
二、 原民廣場地板鋪面使用高壓混擬土磚，相較於本廣場主題過於生硬，建議以格子
狀透水磚等材質取代。
三、 建築師建議於廣場中栽植喬木遮陰，請慎選喬木種類及位置，以及與地板鋪面材
質搭配。
第四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有關「校園染褐根病喬木移除及防治」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經委外調查及後續現勘，對於喬木感染褐根病需進行移除及防治統計資料如簡
報。
二、 為維護校內公共安全，避免損害人員人身及財產之損失，提請委員會審議並於通
過後進行相關作業。
三、 檢附本案防治計畫簡報檔詳附件四。
報告人：總務處事務組
決 議：通過，公告一周。
供業務單位參考意見：目前所調查已染褐根病或被蔓延已有安全疑慮之樹木，若不是名貴
樹種，建議移除，以保障師、生及民眾人身與財產安全。
第五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有關「行政大樓前及昆明湖綠美化」
、
「綜四館前綠美化」規劃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考量本校植物多樣性、花期常久，可以讓清大師生一年四季到處都有吸引注目的
景觀，可以欣賞不同的花開，達到校園綠美化。
二、 「行政大樓前及昆明湖綠美化」規劃案，主要係本校行政大樓前二處杜鵑花生長
狀況不佳，經評估擬更換種植天堂鳥(秋冬開花，花期長達 100 天以上)；昆明湖
小紅橋二側沿岸草地，經評估擬新種植野薑花(花期為夏天到晚秋（5-11 月）)，
除可美化校園，亦可水土保持，形成天然的安全綠籬。
三、 「綜四館(舊研發大樓)前綠美化」規劃案，主要係配合研發大樓整建，前方廣場
草地，經評估擬在瓊麻周邊新種植杜鵑花(花期為春天 3-5 月)、廣場邊緣種植厚
葉石斑木、石板步道兩旁種植地毯草。
四、 檢附「行政大樓前及昆明湖綠美化」
、
「綜四館(舊研發大樓)前綠美化」規劃簡報
檔詳附件五。
報告人：總務處事務組
決 議：通過，公告一周。
供業務單位參考意見：
一、 天堂鳥先依目前所提方案範圍試植，若生長情形良好，可擴大種植範圍增加視覺
效果。
二、 校園內既有杜鵑花叢區逐漸稀疏，建議能加以照顧或補植。
第六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綜二館及綜三館東側(含兆豐銀行區域)冷氣室外機美化及周遭樹木修整之整體規
劃，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08 學年度第 9 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辦理(詳附件六-1)。
二、 簡報檔詳附件六。
報告人：總務處營繕組
決 議：通過 A 案，公告一周。
供業務單位參考意見：冷氣室外機附近選種之樹木，請考量熱氣因素選植。
第七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校園植栽現況、未來林相規劃及綠地保留管制計畫，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08 學年度第 9 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辦理(詳附件六-1)。
二、 紀錄中決議:請總務處於「校園植栽現況、未來林相規劃及綠地保留管制計畫」
報告中參考相關討論意見，提擬未來哪些雜木林區域可供重新規劃林相，以容納
未來移樹、植樹或創造特色林相區域之需求，另請提擬現有綠地保留管制範圍，
於下學年第一次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及討論。
三、 計畫書詳附件七。
報告人：總務處事務組
決 議：時間不足，下次再議。
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校園規劃組
案由：
「1920 級校友捐獻日晷」基地移址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日晷」位於清華校園－台達館旁，為 1920 級校友於 1970 年 50 年值年校慶時
捐獻。此禮物係校友對本校遷至新竹建校之肯定，具歷史傳承價值與意義。現址
位於台達館建物旁，周圍建物高聳，以致多數時間無法接收陽光，建議移至臨近
原址、且有日照地方。

二、 日晷石體量體長約 90 公分、寬約 90 公分、高約 120 公分，石材選用文化石。日
晷底作有三度臺階，最大臺階長約 300 公分、寬約 300 公分，現況範圍約 15 平
方公尺。
三、 建議移址於「昆明湖旁草坪」
，當行經松林區映入眼簾為清華美麗的昆明湖，沿
著小紅橋後，右手邊為校友所捐建之大理石桌，
「日晷」可規劃設至於位於左側
低矮植栽內，透過周邊環繞步道近距離觀賞，且與台達館相為呼應，迎面開闊的
昆明湖。需用綠地面方圓約 1.5～2 平方公尺，建議臺階規劃約 1 臺階，並鋪設
碎石板串連人行道。
四、 報告詳附件八。
報告人：總務處校園規劃組
決 議：通過方案 3，公告一周。

參、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散會（14:05）
1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