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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營繕工程說明



校內重要工程說明表
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
新整建工程(材料、資源及
資訊三系館)

於102年11月26日舉行啟用典禮
整體工程進度95％。資源系已遷
入使用，材料系、資訊系驗收完
成。

陳建邦
李明容
高龍峻

2 數位設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施工中，預計103年4月完工 賴俊允
黃品智

3 生物科技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施工中，目前進度0.1％，預定進
度0.8％。

陳君達
黃照仁

4 海工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12月13日工程決標，預計103年1
月7日動土典禮，1月12日辦理開
工。

吳易儒
王正雄

5 勝利校區游泳池及球類場館 已提送修正完成30％初步設計報
告書送教育部審議中。

楊淑媚
戴正義

6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基本設計本校同意定案。進行細
部設計中。

楊淑媚
莊輝明



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
(材料、資源及資訊三系館)



數位設計教學大樓



生物科技教學大樓



海工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量體模擬示意圖



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成功及勝利校區道路改善工程 廣場舖面已完成，預計

103年2月完工。
楊順宇

2 工學大道排水系統整修工程 第一期工程正在施工中。 葉家綺

3 小東門殘垣修復工程 12月9日已完工，排定初
驗中。

賴俊允

4 光二舍寢室及公共空間整修工程 12月11日驗收完成。 賴俊允

5 自強籃球場週邊排水與地面舖整 調查規劃中。 葉家綺

6 校本部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說明書於12月20日校
內審查。

楊順宇

7 敬業網球場整修 驗收確認中。 賴俊允

8 光復校區歷史系及中文系周邊景觀
工程

規劃設計中。 葉家綺

9 東寧校區學生宿舍興建計畫 已送第一期先期規劃構想
書於教育部審議中。

楊淑媚

校園開放空間及公共建築工程說明表



成功及勝利校區道路改善工程

成大校鐘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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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工學路景觀設計
工
科
系

資
訊
系

資
源
系

區域配置(以工科系、資訊系、資源系為例)



小東門殘垣修復工程



光二舍寢室與公共空間整修（第二期）



A方案 –方圓
方形水面，圓形島，呼應校園及榕園

B方案 –飄帶

原有水域延伸，依池岸弧形，創造不同空間

光復校區歷史系及中文系周邊景觀工程



校內整建工程說明表
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國定古蹟工設系整修工程 已完成發包作業，施工中。 葉家綺

2 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高
等工業學校校舍之格致堂
修復工程

已完成技術服務委託評審，辦理
設計作業中。

吳易儒

3 禮賢樓屋面及天花板緊急
修復

辦理變更設計中。 張惟棟

4 芸青軒整修工程 施工中，預計103年3月17日完工。 吳易儒

5 軍訓室屋頂漏水整修工程 已完成工程採購書圖簽辦。待取
得經費，辦理採購公告。

葉家綺



芸青軒整修工程



已完工工程說明表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承辦人

1 MRI設備空間裝修及機電工程 102年1月5日完工 陳建邦

2 市定古蹟原日軍臺南衛戍病院講堂(臺文系多
功能教學講堂)修復工程

102年1月14日完工 楊淑媚

3 勝一舍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102年2月5日完工 葉家綺

4 光復餐廳抽排油煙設備改善工程 102年2月8日完工 莊輝明

5 管理學院演講廳整修工程 102年2月8日完工 葉家綺

6 醫工系教學研究空間增建工程 102年2月12日完工 賴俊允

7 儀器設備大樓地下室1樓無塵室氣體管路工程 102年3月1日完工 高龍峻

8 醫技系滲水整修工程 102年3月3日完工 吳易儒

9 歸仁校區校名指標二期工程 102年3月4日完工 黃品智

10 動物中心更換高效率燈具 102年3月18日完工 莊輝明

11 成功校區地下停車場整建工程 102年3月19日完工 賴俊允

12 力行校區友善校園古蹟防護設備 102年3月27日完工 王逢祺



已完工工程說明表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承辦人

13 管理學院廁所整修工程 102年4月9日完工 葉家綺

14 建築系創意走廊建置工程 102年5月20日完工 吳易儒

15 袋式集塵器整修工程 102年5月21日完工 陳建邦

16 批次式廢水氧化處理模組系統及廢水還原處
理系統

102年5月29日完工 莊輝明

17 土木系結構材料實驗室屋頂滲漏水整修工程 102年7月4日完工 賴俊允

18 學生活動中心廁所整修 102年7月13日完工 李明容

19 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緊急用電系統增設工程 102年7月14日完工 李明容

20 航太系頂樓防水隔熱工程 102年7月19日完工 吳易儒

21 統計系調統中心高架地板整修工程 102年8月5日完工 葉家綺

22 航太系污水管路改善工程 102年8月12日完工 莊輝明

23 成杏校區職能治療系無障礙坡道及階梯改善
工程

102年8月13日完工 賴俊允

24 學人宿舍93巷48-1號整修工程 102年8月31日完工 葉家綺

25 光三舍浴廁整修工程 102年8月31日完工 莊輝明



歸仁校區校名指標二期工程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承辦人

26 力行校區排水溝整修工程 102年9月2日完工 賴俊允

27 海洋生物科技轉譯中心3F實驗室儀器設備 102年9月5日完工 黃品智

28 工資管教室暨研討室整修工程 102年9月8日完工 葉家綺

29 勝四舍外牆及寢室整修工程 102年9月11日完工 賴俊允

30 纜線及管道定位器 102年9月22日完工 王逢祺

31 安南校區改善消防設備工程 102年10月24日完工 莊輝明

32 化工系館外牆及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102年11月26日完工 賴俊允

33 雲平大樓西棟四樓會議空間整修工程 102年12月13日完工 葉家綺

已完工工程說明表



市定古蹟原日軍
台南衛戍病院講堂



成功校區地下停車場
整建工程

管理學院演講廳整修工程



土木系結構材料實驗室屋頂

管理學院廁所整修工程



雲平大樓西棟四樓會議空間整修工程



營繕組‧2013

節能政策成效

類別 100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用電部分 73,780,504 度 71,123,902 度 70,883,146 度

用水部分 871,002 度 922,338度 1,020,677度

成效說明

1、用電部分：101年度較100年度減少2,656,602度；102年度較101年度減
少 240,756度；節電成效顯著。

2、用水部分：101年度較100年度增加51,336度；102年度較101年度增加
98,339度。

備 註 本統計含校本部、歸仁、安南校區及台達大樓；不含醫院及東寧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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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園未來展望

成大校
園規劃

安全
校園

文化
校園

數位
校園

友善
校園

創意
校園

永續
校園



Thank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