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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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1月30日舉行上樑典禮，
其分項建築工程預定進度79%，實
際進度76%。進行屋突結構及室外
裝修工程。

徐家偉
李明容
高龍峻

2 數位設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基地既有管路遷移完成，目前整
地中。

陳志明
黃品智

3 生物科技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30%初步設計報告業於101年8月7
日審查同意。目前設計書圖送臺
南市政府進行都市設計審議作業
中。

陳建邦
黃照仁

4 海工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101年8月1日議約決標。102年3月
1日30%初步設計報告書，由教育
部轉工程會審議作業中。

吳易儒
王正雄

5 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 已完成議約，進行規劃設計中。 楊淑媚
戴正義

6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構想書及經費已核定；契約樣稿
討論中。

賴俊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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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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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成功及勝利校區道路改善工程 預計4月17日開標。 楊順宇

2 工學大道排水系統整修工程 細部設計圖說繪製中，預計4
月底提送。

徐家偉

3 小東門殘垣修復工程 截至3月底進度，預定進度
25.657﹪，實際進度16.38﹪

徐家偉

4 市定古蹟原日軍台南衛戍病院講堂 已完工。 楊淑媚

5 格致堂屋頂整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細部設計中。 吳易儒

6 光二舍寢室及公共空間整修工程 二期工程已發包，預計9月中
竣工。

賴俊允

7 中正堂周邊東側道路改善 建築師規劃中。 陳建邦

8 自強籃球場週邊排水與地面舖整 調查規劃中。 葉家綺

9 校本部環境影響評估 4月9日完成評選，由光宇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取得優先議
約權。

楊順宇

10 敬業網球場整修 發包簽辦中。 賴俊允

11 手術室整修工程 辦理結案中。 吳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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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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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工學路景觀設計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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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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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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定古蹟原日軍
台南衛戍病院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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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二舍寢室與公共空間整修（第二期）



敬業網球場整修

衛戍病院手術室整修工程



已完工工程說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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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承辦人

1 力行校區資源回收場舖面及排水整繕工程 101年1月6日完工 賴俊允

2 核心實驗室儀器設備採購 101年1四14日完工 葉家綺

3 都市計畫系聯展工作坊實習教室整修工程 101年1月23日完工 徐家偉

4 東寧宿舍區停車場整繕(含圍籬設置)工程 101年1月30日完工 賴俊允

5 成功校區測量系館北側外牆整修工程 101年2月1日完工 劉昭慧

6 勝五舍及化學館供電備援工程 101年2月11日完工 黃品智

7 魔法學校生態園藝教學設施新建工程 101年2月25日完工 徐家偉

8 水工試驗所大型平面水池試驗鋼構油漆工程 101年3月13日完工 葉家綺

9 汰換光復校區南側高壓纜線工程 101年3月17日完工 黃品智

10 建築系屋頂防水工程 101年3月24日完工 陳建邦

11 理化大樓外牆磁磚整修工程 101年3月29日完工 陳建邦

12 台文、建築、工設系教學空間電力改善工程 101年4月23日完工 李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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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工程說明表-2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承辦人

13 數位設計教學大樓地質鑽探工程 101年4月27日完工 吳易儒

14 機械系外牆磁磚整修工程 101年5月8日完工 劉昭慧

15 化工系館屋頂空間衍架及安全防護網整修工程 101年5月19日完工 陳志明

16 儀器設備中心大樓微奈米中心實驗室空調增設工程 101年6月1日完工 高龍峻

17 規劃與設計學院協同駐校建築師創意實驗改造工程 101年6月10日完工 葉家綺

18 護理系館無障礙電梯新建及相關友善環境整修工程 101年6月15日完工 賴俊允

19 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整修工程 101年7月11日完工 陳建邦

20 工資管系東側污水設施及廁所整修工程 101年7月31日完工 葉家綺

21 研究總中心暨行政大樓中庭鋼架玻璃整修工程 101年8月20日完工 陳建邦

22 勝四舍及勝六舍冷氣設備電源增設工程 101年8月31日完工 黃照仁

23 焚化爐改為MRI設備空間結構體工程 101年9月5日完工 陳建邦

24 光二舍寢室及公共空間整修工程（第一期） 101年9月13日完工 賴俊允
莊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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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工程說明表-3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承辦人

25 醫學中心基礎醫學大樓動物實驗室空間整修工程 101年9月16日完工 楊淑媚

26 綜合大樓耐震補強工程 101年9月27日完工 陳建邦

27 文學院外語中心超媒體語言學習室裝修工程 101年10月8日完工 黃品智

28 中正堂耐震補強工程 101年10月10日完工 陳建邦

29 歸仁校區衛星推進系統實驗室新建工程 101年10月12日完工 賴俊允

30 會計系講堂整修工程 101年10月17日完工 李明容

31 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周邊景觀整建工程 101年10月19日完工 劉昭慧

32 能策中心實驗室儀器設備搬遷組裝測試及裝修工程 101年10月23日完工 陳志明

33 綠建築多功能教室裝修工程 101年11月5日完工 徐家偉

34 成功校區格致堂東西側景觀及排水改善工程 101年11月19日完工 劉昭慧

35 藝術中心空間整修工程 101年11月19日完工 葉家綺

36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電力增設工程 101年11月30日完工 莊輝明

37 自強南校區新增污水幹管暨路面改善工程 101年12月18日完工 黃品智

38 管理學院演講廳整修工程 102年2月8日完工 葉家綺



魔法學校生態園藝教學設施新建工程

理化大樓外牆磁磚整修工程



焚化爐改為MRI設備空間結構體工程▼

▲醫學中心基礎醫學大樓動物實驗室空間整修工程



文學院外語中心超媒體語言學習室裝修工程

歸仁校區衛星推進系統實驗室新建工程



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周邊景觀整建工程



成功校區格致堂東西側景觀及排水改善工程



護理系館無障礙電梯新建及相關友善環境整修工程

規劃與設計學院偕同駐校建築師創意實驗改造工程



會計系講堂整修工程



自強南校區新增污水幹管暨路面改善工程

藝術中心空間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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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建築、工設系教學空間電力改善工程



勝
四
舍
及
勝
六
舍
冷
氣
設
備
電
源
增
設
工
程

勝四舍

勝六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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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作業說明表-1

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國定古蹟工設系整修工程 已發包完成，待空間調度完成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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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總圖耐震補強工程 已完成技術服務委託評審，辦理設計
作業中。

陳建邦

4 資訊理化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洽辦技術服務委託作業中 陳建邦

5 芸青軒整修工程 細部設計作業中。 吳易儒

6 禮賢樓屋面及天花板緊急修復 發包預算已核定 賴俊允

7 禮賢樓整修 發包預算已核定 賴俊允

8 學生活動中心廁所整修 發包簽辦中。 葉家綺
戴正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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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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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作業說明表-2

項次 案名 進度 承辦人

10 土木系結構材料實驗室屋頂滲
漏水整修工程

已開工，預計6月中旬竣工。 賴俊允

11 航太系頂樓防水隔熱工程 已簽辦經費來源，預計102年4月10日
公告。

吳易儒

12 化工系館外牆及屋頂防水隔熱
整修工程

已完成工程採購書圖，待取得經費辦
理採購公告。

陳志明



芸青軒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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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政策成效

類別 100年度1-11月 101年度1-11月 成效說明

用電部分 73,780,504 度 71,123,902 度 節約用電2,656,602度
節電成果顯著，惟因6
月份起調漲電費，總計
增加電費支出538萬
5,584元。

用水部分 795,180 度 822,149 度 用水量增加29,969度
其增加水費支出約新台
幣291,532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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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生命價值與意義的 安全校園

共生共榮、尊重人權之 友善校園

落實節能減廢之綠環境 永續校園

致力於重現歷史紋理之 文化校園

提供適合學術活動產出之 創意校園

建構足以提高行政效能之 數位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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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繕組‧2013



Thank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