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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醫 療大樓 建 築 聳 立在中山南

路、青島西路口，這一棟像彩色城堡的高

樓，就吸引了許多人們的目光與期待。當初是由美國

NBBJ建築事務所與國內許常吉建築事務所設計，到後

來許常吉建築事務所執行建築設計與監造，根基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從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開工，中

間克服諸多施工困難、原物料價格飛漲與多次更改設

計，歷經五年施工，終於落成啟用。建築外觀的主題是

「天空之城」，分為方形開窗量體、帶狀開窗量體、玻璃

帷幕量體，以及圓弧形變化量體四大區塊。淺藍的顏色

象徵天空，淺綠象徵環保，鵝黃色象徵溫暖調和，並利

用有色線條與小色塊帶入活潑朝氣的感覺。高樓設置幾

處大小不一的屋頂花園，以四樓的露台設計成有植物及

沙坑的戶外空間為最醒目。頂樓設置成將來可以啟用的

直升機停機坪，並預留小型緊急救護站的空間設計。

室內設計當初是由光理設計做初步規劃，之後

由許常吉事務所執行與調整設計。現在以四個色系

藍、綠、黃、橙來設計，以一個主色，配合一個輔色，不

同樓層交錯配合，創造豐富活潑的氛圍，同時帶入有趣

的圖案。地下室以海洋為主題，波浪狀的天花板，船艙

的會議牆面有圓圓的窗戶，地上踏著通道進入視聽講

堂。二樓門診區地板有月亮的陰晴圓缺，三樓地板帶著

天空裏的彩虹、閃電與雲朵。病房護理站附近還有烏

龜、毽子童玩等等有趣的地板圖案。門診與病房門口

有可愛圖案，住院病房的天花板還有創新有趣的素雕

花，讓躺著的病童也可以欣賞圖案。

公共藝術是由理繼文化來規劃與執行，邀請了國

內外多位不同年齡與專長的藝術家、雕塑家、兒童繪

本繪者，設置十七組公共藝術作品，合力打造「健康森

林」這個主題。大樓入口有色彩鮮豔醒目的大型鋼板

雕塑《愛的彩色城堡》，配合著眼睛與手的意象，迎接

蒞臨的朋友。一樓設置滾球樂園的聽覺動力雕塑，是

引起大小朋友矚目的作品，隨著球的滾動，帶領大家

經過驚喜的動態旅程，裡面還有許多台灣知名動物陪

伴，增添台灣的豐采。藝術家以拼布布偶，搭配手繪插

圖、木屋、陶板等材質創作了《我是莊士多》、《布囉唆

廣場》、《布囉唆精靈》三組作品，非常有童趣。大樓中

有許多地點以及病房護理站前方充滿著精采的公共藝

術作品，令人驚豔。

遊戲空間則有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所捐贈成立的

「台大瑞信兒童天地」。由於基金會很重視兒童醫療環

境對於孩子的影響，因此這個專案首次匯集與號召國

內頂尖建築設計界、醫療界、公益團體和企業界跨界通

力合作，創造出八個別具特色，融合趣味、學習、探索的

遊戲與候診空間。門診區（一至三樓）有四間，分別是奇

樂森林候診區、動物嘉年華候診區、奇幻旅行健康體驗

區，巴弟歷險記醫療體驗區。住院區（十二至十三樓）還

有四間，玩具窩玩具遊戲室、彩色天洞藝術遊戲室、感

動共和國感覺統合遊戲室，以及青春部落格青少年休

憩室。這些會帶給孩子許多嶄新與發揮創意的揮灑空

間，讓他們在生病時也能依然快樂學習成長。

吉祥物則是我們的代言人，經由激烈的評比與票選

出來，綠色小豆苗形象，圓圓臉蛋、QQ短髮，還有可愛

眼睛的「希望種子」脫穎而出，並經院內同仁提名票選

「Q比」的名字，獲得大家的喜愛，象徵我們衷心盼望每

位孩子具備強韌的生命力，健康、快樂與充滿希望的成

長。 

值此開幕時間，我們衷心感謝所有推動兒童醫療

大樓成立和關懷我們未來主人翁的所有機構、團體與

人員。未來還有許多要繼續努力挑戰與突破的方向，我

們會繼續加油。將來還會成立信誼家庭資源中心，還有

比劃比畫畫廊等諸多企業捐贈的藝術品，我們會持續

經營兒童醫療大樓的兒童親善空間，支持我們國內最完

整的兒童醫療團隊，與病童和家屬一起合作，進行整合

的診斷與治療，努力讓孩子獲得理想的健康照顧。

Q比說：                   開幕囉！兒童醫療大樓

小兒部　呂立醫師



經過多年的努力，臺大兒童醫療大樓終於在去年底

正式開幕。這段時間以來，有許許多多的民眾及團體出

錢出力，讓兒童醫院更美好，更貼近兒童想要的環境。生

病的小朋友的心是什麼？是恐懼？是孤單？是灰色的空

間加上臭臭的藥味？到臺大兒童醫院來，小朋友們不再

感受到害怕，觸目所及是遊樂場、是多彩的天地、是藏著

小動物的健康森林。這一切的一切…感謝有您

兒醫籌建經費多年來接受許多來自企業的愛心、退

休同仁的發心、小太陽信用卡的用心，但最重要的是許許

多多民眾的熱心奉獻。這些小金額的捐款讓我們感到如

冬日暖陽般的窩心，500.1000.2000.3000如雪片般的每

個月飛入兒醫籌建經費。其中有如李先生一家五口，每

個月每個小孩一起認捐，由1500.2000.3000一路加碼持

續兩年多；有好幾個月都固定寄來數萬元的善心人士；有

公司同仁一同認捐的愛心款；更有許多不具名的無名氏。

在此，我們要謝謝支持臺大

兒童醫院一路走來的每一顆

愛心。

健保的保障只能

讓我們的小朋友得到

醫療上的照顧，但生

病小天使的”心”需要我

們額外的用心愛護，所以未來的路上我們更需要您的支

持。

一路走來…感謝有您

捐款專戶
戶名：台大醫院社會服務部

帳號：00145791

（請指定兒童醫院營運專用）

兒醫籌備處



醫療服務特色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以病人為中心，特別考量兒童

之需要進行規劃，具備之特色如下：

一、整合一流兒童醫療團隊
兒醫大樓整合本院優秀的兒童醫療團隊，含兒童

內科系、兒童外科系、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兒童復健

科、臨床心理中心、兒童營養科等科部進行整合性服

務。兒童病友將不必像以往在本院西址不同棟、不同

樓層間奔波看診。

二、加強兒童重症醫療服務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除設有兒童一般病床175床

外，另規劃設有各類兒童加護病床多達173床，顯見

本院對加強服務兒童重症醫療之決心及準備。

三、婦產部、基因醫學部進駐，提供全方位照護除小

兒部各次專科外，兒醫大樓已規劃婦產部、生殖醫

學中心及基因醫學部遷入，將提供更完整且一系列

性（從母親、基因、胎兒、生產、新生兒、嬰兒到兒

童）的醫療照顧。

四、設置早期療育中心
兒醫大樓4樓規劃設有早期療育中心，除由相關

科別醫師提供臨床診斷，另由心理師進行神經心理

學、發展智能評估，社工師進行家庭功能評估，職能

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語言治療師提供復健課程等。

五、專為兒童考量，打造專業空間設計
兒醫大樓室內設計理念特以親近兒童、活潑明亮

為主，利用顏色、幾何圖形及搭配可愛景物圖案發揮

設計主題之特色，讓兒童的就診經驗充滿趣味性及認

同感。

六、公共藝術作品點綴   專屬兒童候診遊戲空間
兒醫大樓各樓層空間尚有17組公共藝術作品設

置，另結合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及信誼基金會等熱心

捐贈遊戲區、等候區、病房日光室及家庭資源中心

等，希望讓每一位來就診的兒童都能忘卻病痛且充滿

驚喜。

服務項目與規模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位於青島西路、中山南路

口，總樓地板面積約22,346坪，為地上22層樓、地下

4層之鋼骨結構建物，總高度約100公尺；提供本院進

行門診、住院、手術及教學研究之功能。

目前兒醫大樓每日門診服務量平均約逾1,000人

次；住院服務則設有總床數460床：一般病床共287

床（含兒科及婦產科一般病床）、特殊病床共173

床。

兒童醫療大樓簡介
兒醫籌備處

表一  兒童醫療大樓樓層及單位一覽表

樓  層 空間功能用途說明

20~21F 暫為保留空間

16~19 F 基因醫學部、小兒部、兒童外科系、婦產部研究空間

15 F 小兒部、婦產部行政空間及醫師辦公室

14 F 婦科病房（50床）
12~13 F 兒科一般病房（108床）、外科一般病房（36床）
11 F 產科病房（48床）、嬰兒室（20床）
10 F IICU嬰兒加護病房、ICN新生兒中重度病房、IM-ICU嬰兒中重度病房、NICU新生兒加護病房
9 F 產房（4間）、待產室、生殖醫學中心
8 F 門診手術區（3間）含恢復室（6床）、心導管室（含恢復床2床）、PICU兒童加護病房（20床）
7 F 供應室、手術室服務區、祈禱室、禮佛室

6 F 手術室（8間）、恢復室（8床）、SICU外科加護病房（16床）
5 F 兒科一般病床（31床）、移植加護病房（8床）、資訊室、聯合行政辦公室
4 F 復健部治療室、兒童門診40~43診(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早期療育中心、臨床試驗中心、社工室
3 F 兒童生理檢查區、影像醫學部（X光、CT、MRI）、門診治療中心、兒童門診38～39診（兒童骨

科）、遊戲室

2 F 兒童門診6～37診（兒童內科系、兒童外科系、基因醫學、兒童牙科、營養諮詢）、遊戲室
1 F 大廳、兒童門診1～8診（兒童耳鼻喉科／眼科／皮膚科、兒童復健科／臨床心理中心）、門診藥

局、門診住院聯合服務櫃台、家庭資源中心、兒童抽血登記及檢體受理處

B1 F 美食商場、視聽講堂、會議室、住院藥局、成人第二抽血站

B2~B4 F 訪客及員工停車場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位於青島西路、中山南路口，總樓層地板面積約2萬2千餘

坪，內部空間以「健康森林」概念為兒童量身打造專屬空間，讓醫院有如兒童樂園，並結

合眾多藝術創作，使藝術融合於醫院環境中，儼

然醫院中存在著美術館；希望能為門診及住院治

療中的小朋友加油打氣，帶給孩子們健康、快樂

與希望。

5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歷經16年的醞釀及籌建，其中

軟硬體設備共約花費新台幣40億元，終在97年12月27日

上午9時30分舉行開幕啟用典禮。由副總統蕭萬長、司

法院長賴英照、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教育部長鄭瑞

城、衛生署長葉金川、台灣大學李嗣涔校長、本院陳明豐

院長、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陳定信教授、謝博生教

授、戴東原教授及呂鴻基教授等人聯合主持剪綵暨揭牌

儀式，現場同時安排了多位孩童及兒醫大樓吉祥物「希

望種子─Q比」一同參與儀式。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身心健康，國家未

來才能充滿希望。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97年1-9月我

國嬰兒出生人數為14.3萬，較上年同期減少2.6 ，出生

率僅6.2 （參考84年出生率約15.5 ）。隨著人口結構

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轉變，對於兒童健康品質的期望也越

來越高，因此臺大醫院成立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期望

能提供最佳的醫療照護與疾病防治。

副總統蕭萬長於開幕啟用典禮致詞時指出，兒童死

亡率十年來從6.7％降至5.5％，雖已有進步，但與其他先

進國家相比仍偏高，政府仍有責任提供更好的環境，讓

家長安心生育，突破「少子化」問題。台大醫院兒童醫療

大樓開幕，提供小朋友更完善的照護環境，也代表著政

府逐步實踐對兒童照護的承諾。

衛生署長葉金川則表示，兒童醫療大樓誕生不

易，未來要「養活」兒童醫療大樓，仍是政府要擔憂之

處；例如光是大樓一年的水電費用就高達了五、六千萬

元，如何開源節流，讓收支平衡，有待台大醫院來努力。

台大校長李嗣涔進一步指出，在少子化衝擊下，台

大經營兒童醫療大樓不可能會賺錢，但做為國內第一家

西醫醫院，提供更完整且優質的兒童重症醫療，是台大

醫院必須承接的社會責任。

兒醫籌備處兒醫大樓開幕典禮花絮報導

圖片說明：

1.	副總統蕭萬長於典禮中致詞勉勵。

2.	當天由各界貴賓聯合進行剪綵及揭牌(本圖左至右順

序：行政院邱正雄副院長、台灣大學李嗣涔校長、本院

陳明豐院長、副總統蕭萬長、司法院賴英照院長、教育

部鄭瑞城部長、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

3.	貴賓與共同參與揭牌的可愛小朋友於剪綵揭牌儀式後

合影。

4.	兒醫大樓吉祥物「希望種子-Q比」，大人小孩的最愛。

5.	兒醫籌建回顧感恩茶會上，小兒部呂鴻基教授細數籌建

心路。

6.	各界長官及本院教授同仁一同慶賀：「兒醫大樓開幕成

功，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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