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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要工程說明
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生物科技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於102年11月28日舉行動土典禮。施
工中，目前預定進度35.04％，實際進
度35.71％。預定105年8月25日完工。

陳君達
高龍峻

2 海工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於103年1月7日舉行動土典禮。施工
中，目前預定進度33.254%，實際進
度29.702%。預定105年9月18日完工。

吳易儒
王正雄

3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於104年3月17日辦理動土典禮。施工
中，目前預定進度0.13％，實際進度
0.13％。預定106年8月16日完工

黃喬俊
莊輝明

4 勝利校區游泳池及球類場館
於104年5月6日辦理動土典禮。施工
中，目前預定進度1.6％，實際進度0
％。預定105年12月10日完工

賴俊允
黃品智

5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本案先期規劃構想書業提報審議中。
規劃編列預算8億516萬3,800元，預
估興建面積2萬7,367平方公尺。

楊淑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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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教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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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教學大樓



6理學教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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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校區游泳池及球類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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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先期規劃示意圖



9

貳、校園開放空間及公共空間工程說明
項次 案名 進度 承辦人

1 24小時創意空間 規劃作業中。預計6月中發包。 張惟棟

2 祈禱室 規劃作業中，地點於勝六舍連接棟屋頂
層（3樓）。 陳君達

3 軍訓大樓屋頂漏水整修工程 整修中。 葉家綺

4 雲平大樓東棟7樓及西棟8樓空間整
修工程 104年1月2日完工。 吳易儒

5 雲平大樓空間配置工程 104年1月18日完工 葉家綺

6 光復校區綜合球場及其他體育設施整
修工程 104年2月2日完工。 賴俊允

7 心臟研究中心整修工程 104年2月5日完工。 黃喬俊

8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聯隊營
舍(禮賢樓) 104年4月3日完工。辦理正驗中。 張惟棟



1024小時創意空間

基地位置



11祈禱室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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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平大樓
空間整修

東棟7樓

西棟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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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平大樓空間配置工程



14

A B
C

光復校區綜合球場及其他體育設施整修工程

整修後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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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3年度完工工程案（1）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1 鯨豚搶救站施改善維修工程 103年01月06日

2 環資中心資源回收廠「焚化系統緊急煙囪更換」 103年01月16日

3 資源回收廠焚化設備更新 103年01月24日

4 海洋生物轉譯中心試驗室隔間工程 103年01月26日

5 安南校區海洋生物科技轉譯中心一樓會議室和實驗室室內
裝修工程

103年01月27日

6 成功校區資源系大樓裝修工程 103年02月18日

7 數位設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103年02月27日

8 成功及勝利校區道路改善工程 103年03月04日

9 資訊系網路配線擴充工程 103年03月04日

10 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芸青軒整修工程 103年04月29日

11 力行校區入口機車停車場工程 103年04月30日

12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研討室暨辦公室整修工程 103年05月18日

13 三系館管道間防護及地下空間銘牌工程 103年06月07日

14 交管系及統計系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103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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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3年度完工工程案（2）
項次 案名 完工日期

15 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後續工程 103年07月24日

16 醫學院E區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103年07月29日

17 資訊系綱路佈線與電源配置擴充工程 103年07月30日

18 學生活動中心B1F舞蹈室地板整修工程 103年07月31日

19 防火樓板試驗用框架 103年08月11日

20 勝四舍消防改善工程 103年08月19日

21 學生活動中心補強及梯停廳改善工程 103年09月04日

22 雲平大樓東棟3F、5F辦公室整修工程 103年09月18日

23 空氣品質改善工程 103年09月19日

24 資訊管理研究所非屏蔽式六類雙絞線材 103年10月16日

25 歸仁校區污水設備新設工程 103年10月22日

26 電機系微電腦教室終端網線材 103年11月07日

27 103年度自強校區球場周邊道路舖面整修工程 103年11月21日

28 地層下陷自動觀測站設置 103年11月26日

29 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周邊道路景觀工程 103年11月30日



18數位設計教學大樓



19成功及勝利校區道路改善工程



20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芸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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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校區入口機車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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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



23學生活動中心B1F舞蹈室地板整修



24雲平大樓東棟3F、5F辦公室整修



25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周邊道路景觀



26

肆、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一）
類別 97年度 103年度 節能量

用電部分
用電量 EUI 用電量 EUI 用電量 EUI

74,108,387度 102.41 70,182,266度 89.91 減少3,926,121度 下降 12.5

成效說明
1、用電部分：103年度較97年度減少3,926,121度；節電成效顯著。
2、教育部97年度EUI基準值為98.2，本校97年度EUI為102.41，本校高出基準值4.21。

103年度EUI基準值為124，本校103年度EUI為89.91，本校EUI基準值下降34.09；EUI成效更顯巨。

備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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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台電於102年11月起調漲電費，電費成本增加18,000,000元。
3、103年校部電費為228,831,609元，醫院電費為182,491,336元，總計411,322,945元
4、103年冬季平均月電費為17,000,000元，夏季(6~9月)平均月電費為23,000,000元

各系所節能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加裝風扇增加對流及提高舒適度 冷氣機電源定時自動切斷冷氣電源5分鐘 校園路燈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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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二）
類別 97年度 103年度 節能量
用水部分 1,101,976度 971,893度 減少130,083度

成效說明
1、用水部分：103年度較97年度減少130,083度。
2、榮獲經濟部水利署「103年度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暨國營事業節水評比」

優等獎。

作 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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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推動工作有幾項方式：
（1）用水管理-水錶清查…等
（2）用水減量-節水器具
（3）雨水貯留利用-筏基蓄水池清查
（4）推廣綠建築
3、管路清查檢漏成果：勝利校區用水量下降約3,024度，一年即可省下約726,000元節水費用。

水龍頭螺牙省水起波器二段式省水馬桶筏基清查 系所管理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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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三）節約用水策略

節約用
水策略

用水管理

減少漏水

節水設備

回收水再
利用

中水系統

教育宣導

合理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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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四）積極查漏
自建置用水資訊管理系統以來，發現水錶異常之位置，常有漏水發生，
漏水問題為本校耗水源頭。因此，總務處營繕組自102年10月開始進行
勝利校區自來水管路基礎資料建置及查漏作業。其成果顯著，一年約節
省用水量232,000噸，節省水費支出2,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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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五）

宣導學生宿舍區停水管制措施：

（一）游泳池停止開放，作為宿舍區備援蓄水池，
直到正常供水。

（二）分三給水時段：
每日07：00-09：00、11：00-13：00、
18：00-22：00供應自來水，
晚間熱水供應時間縮短為18：00-22：00，
以因應自來水公司夜間減壓。

（三）學生宿舍區廁所之馬桶水箱加置磚塊，請學
務處協助學生置放。

（四）宿舍各層公用區之地下水可提供清廁所之備
用水源。

用水速率＞蓄水池
進水速率＝無水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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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性別友善校園成果
年度 改善項目 總經費

100年度

中正堂及光復二舍的無障礙坡道

626萬

光復二舍及雲平大樓西棟的電梯改善及樓梯
增設無障礙扶手

光復二舍、耐震擴建大樓、成功廳、護理系
及地科系的無障礙廁所

耐震擴建大樓、歷史系、中文系及護理系的
無障礙電梯

101年度 耐震科技大樓的無障礙電梯 140萬

102年度 職能治療學系的無障礙坡道 49.6萬

103年度
雲平大樓東棟電梯增設無障礙設施

94.5萬
改善光復校區友善廁所空間

104年度
改善國際會議廳廁所空間（性別友善廁所）

11萬
建置力行校區台文系館哺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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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堂無障礙坡道 光復二舍增設無障礙坡道
光復二舍電梯增設語音系統、

點字及無障礙扶手

光復二舍樓梯增設無
障礙扶手(1~10樓) 光復二舍增設無障礙廁所

雲平大樓西棟電梯增設輪椅乘坐者
操作盤及增加語音系統、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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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增設無障礙電梯

雲平大樓西棟無障礙扶手 護理系無障礙廁所

地科系增設
無障礙廁所

耐震擴建大樓增設無障礙廁所

耐震擴建大樓增
設無障礙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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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增設無障礙電梯 中文系增設無障礙電梯

成功廳增設無障礙廁所

耐震科技大樓增設無障礙電梯 職能治療學系無障礙坡道改善 職能治療學系無障礙坡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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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平東棟電梯增設無障礙系統

改善光復校區友善廁所空間



36改善國際會議廳性別友善廁所空間

設置婦幼優先停車位改善力行校區台文系哺乳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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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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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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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