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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大學城」計畫初稿
⊙文 / 中文系 林仁昱教授

漫步校園！悠遊水岸！尋訪巷弄！
綠蔭微風、流水潺潺、嚶嚶鳥鳴、茶香飄、濃情漫…
我們一如往常平凡地生活，卻享受著不同以往的碧草藍天！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生活， 你心動了嗎？
這是「 中興大學城生活圈景觀環境改善計畫 」
的願景！ 在「 人本環境 」、「 親近自然 」 概念
指導之下，這「綠漾興城」的「大學城」願景，
已正式推展開來。 期盼以本校與鄰近的社區為
範圍， 建構友善環境， 營造舒適安全之人行及
休憩空間； 進而創新周邊社區商業環境空間形
象， 帶動區域發展； 推動便捷低碳交通及步道
系統， 建構慢活校園； 重塑校園閒置空間， 導
入文創概念，以提升國際文化交流。
▲發展願景圖

一、緣起與目標
本校是中台灣創校歷史最悠久的綜合大

望能藉此打破校園圍牆隔閡，進行校園與周邊

學，是此地區目前唯一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

社區整體規劃，打造地區空間發展結構重整的

畫」5 年 500 億補助的研究型大學，長久以來

契機，營造「大學城」，以落實大學與社區依

在農業科學、獸醫、生命科學、環境保護、生

附結合，媒合周邊社區商業契機活化再生，強

物科技、防災資訊、綠色科技、污染防治等方

化校園與都市之間互動關係，達成現代大學兼

面，有相當傑出的教學與研究成果，並已列入

具多元功能之理想，使本校成為形塑台中市南

「亞洲百大」之一。

區發展軸線重塑重要據點。

然而，就在學校迅速發展的關鍵時刻，也

本計畫實施方式，原則上將由政府單位與

發現校地空間有所不足，特別是無法擴展於周

本校依權責分工合力進行，有關校園內規劃，

邊，但顧及優良的校園環境，對於學生學習情

如：校園閒置空間綠美化、校舍活化再利用、

緒及教師教學績效影響甚大，也能藉此增強師

增進社區居民使用校園資源及促進文創產業發

生對學校的認同感與共同記憶。於是，檢討本

展等項目由本校負責執行；另校園外規劃，如：

校位於台中市開放系統綠園道之重要位置，過

校園圍牆移除、機車停車場之設置、興大綠園

去因此段綠園道休憩功能不彰，且校園規劃未

道與復興綠園道之景觀天橋連結、復興綠園道

著重於與都市環境鏈結之關係，致使校園與都

人行步道系統改善、拓寬及其他校園外相關規

市環境及周邊社區缺乏互動。因此，藉著市府

劃項目等，則由政府單位負責執行。希望達成

於綠園道設置休閒自行車道及廣場的因緣，盼

的計畫目標，有下列五項：

參、中興視野

（一）塑造並強化校園景觀意象，創造優質校
園學習環境。
（二）提昇都市與校園之間互動，達現代大學
兼多元功能理想。
（三）塑造興大周邊地區整體意象，提升地區
自明性。
（四）推動「大學城」理念，落實大學與社區
依附結合。
（五）魅力商圈打造，帶動南區商業發展建設。

車之廊道空間，建構興大學生通學與居民漫步
休閒之友善安全環境。其具體的作法有三：
（一）推動此區段興大路為無車人行綠廊。
（二）規劃綠川水岸景觀營造。
（三）改善綠園道環境，建構小型文創展演及
休憩兼具之空間。
二、『漾』：悠遊康河 ( 風鈴小徑、哲學花道、
民想園地 )
這個分區包括風鈴小徑、哲學花道、民想
園地等三個小分區，主要是延伸旱溪「康橋計

二、分區發展與構想

畫」之規劃概念，透過校園圍牆之移除，進行
球場、牧場、獸醫館周邊綠地，進行整體景觀

「中興大學城」的規劃範圍，主要位於台

營造 ( 如景觀橋、堤岸公園、賞景平台、入口

中市南區，有部分擴及大里區。中興大學校區

廣場 )、步道、自行車道系統之規劃等，共同

是整個計劃的中心，而延伸的城市區域：西起

建構一兼具休閒遊憩、生態環境教育之療癒性

五權南路，東至正義街及南門路 59 巷，南達

環境。此外，河岸保留部分空間供為市民農園

旱溪，北迄建成路，另亦包含國立公共資訊圖

使用，結合中興大學農業相關學系之專業，提

書館街區，規劃面積總計約為 1,261,500 平方公

升學生與居民之交流機會。因此，這是結合水

尺，共有四個大分區，其下再有十個小分區，

岸與園林、社區與學校、民眾與師生、休閒與

其規劃理念與具體建設，分述如下：

產業的區域，而有三項具體措施：

一、『綠』：綠漾森林區

（一）配合康橋計畫，移除校園圍牆，進行臨

這個分區是以興大園道、復興園道、校園
綠地、文教綠地為主要規劃空間。在此將結合
綠川河川景觀與綠園道、綠地等藍綠帶資源，
推動綠帶景觀空間之營造。透過步道、自行車
道及小型展演空間等之規劃，結合中興大學相

旱溪沿岸空間景觀營造。
（二）完善校園至水岸空間之步道及週邊自行
車道系統。
（三）結合校內農業系所資源，推動水岸市民
農園計畫。

關系所之文創、學術成果展演，提供學生與社
區民眾之交流機會，建構兼具文學藝術景觀休
憩空間。另擬定推動興大路部分區域發展為無

▲水岸空間示意圖

三、『興』：興漫書城、興憶國際村
這個分區的範圍，就是目前的校區與鄰近
的宿舍區，將分為興漫書城、興憶國際村兩個
小分區。其中「興漫書城」是針對校區進行校
▲分區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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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相關文創產業進駐緊鄰興大路之校
舍。
（六）移除校園圍牆，提升社區居民使用校園
空間之便捷與機會
四、『城』：覓徑興城 ( 水岸興賦、興創小舖、
興中食區、咖啡覓徑 )
這個分區的規劃發展空間，正是本校週邊
▲綠園道步道環境示意圖

的鄰近社區，也就是與本校師生日常生活 ( 如
飲食店、百貨店 )、學術支援 ( 如影印店、書

園環境規劃設計，重點在於營造舊校門歷史文

店 )、生活交誼 ( 如簡餐店、咖啡店 ) 密切相關

化空間，配合移除現有的圍牆，並規劃適當出

的區域。因此，將參酌區域內店家聚集特色，

入口，以促使校園空間與周邊綠帶更能緊密結

再細分水岸興賦、興創小舖、興中食區、咖啡

合，提升周邊居民使用校園之便捷度及接觸機

覓徑等四個小區，以透過周邊社區的景觀營造，

會。另外，將透過推動完善校園安全人行步道

推動周邊商圈街區形象重塑，包含道路、街道

系統，結合校園空間景觀營造，提供學生課餘

景觀等，使綠美化之後的社區景觀，更能吸引

休憩空間。另規劃推動校園「興 BIKE」，減少

店家進駐，帶動區域發展。其具體作為如下：

學生課間移動時之機車使用率，引導學生漫遊
校園，體驗校園空間。

( 一 ) 推動社區營造，進行整體商圈街區整
體形象圍塑計畫。

( 二 ) 凝聚周邊社區居民意識，推動社區閒
興憶國際村，則是舊有閒置校舍空間的再

置空間綠美化。

利用，包含興大一村、興大二村、興大五村等，
除提供校內國際學生住宿，更在展現各國文化

三、計畫階段與推動方式

風情的概念下，推動文創商店進駐、平日有機
市集等，建構一個兼具臺灣文化與國際文化兼

本計畫將制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以有效

容的國際村。另於男、女宿舍部分，則檢討現

運用資源、適切投入經費。確實達成興大園道

有宿舍管理系統，擬定部分宿舍圍牆移除及綠

綠地空間系統整合建置、興大周邊社區改善商

美化策略，結合週邊社區綠美化，共同推動街

業環境計畫、旱溪整治及環境營造、興大人本

區景觀營造。而整合本分區的規劃，其具體的

永續校園規劃等項目，並在友善空間、環境調

作法有下列六項：

適、綠色基盤、軟體配套的理念之下，制定推
動階段：

（一）以學生使用率較高之大樓為主要據點，
推動興 BIKE 系統。
（二）推動校園閒置空間綠美化，營造提供學
生課餘休憩之空間。

第一階段：「友善環境」興大人本永續校園規劃
本校校園道路系統多半以車行為主要考
量，近年來雖建設許多人行專用步道，但因數

（三）配合校園人行步道系統計畫施行。

量不足，仍有人車動線互相干擾之現象，而在

（四）推動舊有校舍活化再利用計畫，建構國

建立樂活空間的概念下，營造便利、舒適的行

際學生宿舍。
（五）擬定招商計畫，透過 ROT、OT 之策略

動環境的概念下，未來除了持續改善校園人行
步道系統，並將於校園重要節點（如校門口、

參、中興視野

男女宿等）導入 U-bike 系統，提供一個全面性

校園圍牆移除綠美化，促進市民與學校之互動；

使用的興 BIKE。此外，本校校園過去是漸進發

進而透過景觀天橋連結興大綠園道與復興綠園

展而成，故缺乏整體規劃考量，景觀意象上較

道，且復興綠園道人行步道系統將拓寬改善，

為紛亂，除影響師生對校園認同感，同時也造

此外，還將推動興大路部分路段無車及地下停

成校外人士對於興大缺乏整體觀感及印象，因

車場計畫。盼望能有效鏈結興大園道、鄰里及

此，在此階段將藉由校園整體空間規劃，掌握

社區公園綠帶，創造園道生態社區景觀新風貌，

校園開放空間及與鄰近社區互動特性，發掘潛

特別是導入藝文、商圈、美食及觀光等整體包

力空間增進校園自明性，活化舊有校舍 ( 如興

裝行銷，建立綠園道特有之文化新風貌，同時

大一村 )，加強各分區及空間之間聯繫及便利

凝聚周邊社區對於園道管理維護之自治意識，

性，展現融合師生、市民與社區生活之效能，

帶動南區整體建設新風貌。

以及豐富多元的文化內涵。
第四階段：「軟體配套」興大周邊社區改善商
第二階段：「環境調適」旱溪整治及環境營造
計畫

業環境計畫
面對「區域行銷」的時代，原本於校園周

這是擴展校園與社區空間聯結，透過難能

圍的商業區，更應結合商家力量，建立具有優

可貴的水岸風情與文教氛圍之結合，達成美化

質形象的商圈，這也將是「中興大學城」中、

相乘效果的計畫。首先，將改善旱溪於興大排

長程規劃的重點之一。首先，應建立周邊社區

水渠段的整體視覺景觀，解決左岸遭人為墾植

自發性的管理機制，有效解決攤販管理、環境

占用，整體排水路環境不佳等問題。然後，依

整潔維護等問題，進而提升興大周邊商圈能量，

據旱溪排水路特性及自然生態保育觀念，在保

整合南區當地人文特色，進行整體包裝及景觀

持防洪需求目標之下，顧及生態環境維護，營

形象之改善，建立口碑及知名度，同時利用周

造排水路岸邊之綠帶休閒景觀。進而與興大園

邊開放及閒置空間，積極協助改善交通設施及

道之藍綠帶進行串連，營造出排水路周邊多功

系統，並規劃停車場相關事宜。此外，更將推

能優質環境，提升水路藍帶的美感與生命力，

動招商計畫，主動引進相關文創產業進駐商圈，

且結合校內農業系所資源，推動水岸市民農園。

展現特有風貌。而由此產生本校師生與社區居

而隨著旱溪河岸空間營造計畫逐步完成，推動

民共同參與空間改造，也將具有凝聚記憶與認

完善水岸步道及自行車道系統。

同，共生與共榮的意義。

第三階段：「綠色基盤」興大園道綠地空間系
統整合建置計畫
開放性綠地空間，是提供都市居民接近自
然珍貴資源的場域，也可能是保護生態敏感區
域或提供生物物種遷徙之廊道，進而淨化空氣
改善都市之微氣候，因此，透過這個計畫將使
校園與都市環境鏈結，強化校園與周邊社區之
互動，使興大園道的休憩功能更能發揮。而這
個階段將力促綠帶之連結及交通系統的改善，
包括由政府單位辦理興大廣場與綠園道接軌工
程，並連帶進行機車停車場之設置；接著推動

▲綠園道步道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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