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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勤樓新建工程

2. 林森校區誠樸樓新建工程

3. 教研大樓二期及多功能中心新建工程

4. 璞樓新建工程

5. 藝文中心整修工程

6. 聯合服務中心裝修工程

7. 晴雨廊道工程

8. 環校步道工程

9. 藝文走廊評估

10.南港高工5F宿舍更新工程

11.東校區男二舍壁癌改善工程

12.學生宿舍建國南路旁藝文廣場整建

13.宿舍地下室交誼廳學生活動空間改善

14.東校區足球場及籃球鬥牛場維護案

15.東校區設置機車遮雨棚

16.光華館一樓設置餐廳評估

17.智慧停車系統工程

18.共同科館演奏廳工程

19.圖書館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

20.圖書館空間整建工程

21.宏裕科技大樓電梯汰舊工程

22.土木館無障礙電梯設置

23.二教及光華館無障礙設備

24.設計館廁所整修工程

25.土木建築類預約式單價修繕工程

26.學生宿舍餐廳廁所新建工程

27.設計館照明汰換

28.四教屋頂隔熱綠化工程

29.全校監控中心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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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

已完成B4F~7F結構體工程，目前
為組立結構體8樓樑、柱、牆及樓
板鋼筋、模板。

1.精勤樓新建工程
工程概要：
地下4層(B2-B4F停車空間、B1F

商業空間)；地上14層(1-3F商業
空間、4-14F辦公空間)

總樓地板面積：約18,054m²

預計107年底完成12樓結構體工程
；108年8月完工，10月完成驗收
，並協助進駐單位進行內部裝修
發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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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

 得標廠商：偉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於107年4月25日邀集施工廠商，研商
訂出開工前所需之鄰房鑑定、高鐵禁限建、交
維、汙水管遷、剩餘資源處理等相關計畫書及
空汙費臨時水電等之辦理時程管制表。

 廠商於107年5月8日繳交履約保證金，及契約
紙本用印，預計107年8月1日申報開工，8月9

日舉行動土儀式。

2.林森校區誠樸樓新建工程
工程概要：

地下3層(停車空間)；地上11層(1-3F商業
空間、4-6F推廣教育空間、7-9F創新育成
空間、10-11F多用途集會空間)

基地面積：494m²

建築面積：280m²

總樓地板面積：4,447m²

工期：900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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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

教研大樓二期：地下3層(停
車空間)；地上13層(1F商業
空間、2-3F演講廳、4-13F教
室及研究室)，共 31,184 m²

多功能活動中心：107年5月9

日召開校園規畫及公共藝術
小組會議，體育室需求之方
案(1F~2F游泳池、3F社團空
間及體育室辦公室、4F~5F

二面球場、6F~8F二面球場)

、維持室外運動場。

俟最後需求方案確認後，將
合併重新提送規劃構想書至
教育部及國發會審查。

3.教研大樓二期及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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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

地下1層，地上5層，塔高68公尺。

建築面積 : 200 m2。

建設經費：由校友會負責興建完工後實
體捐贈本校。

預定位置：第一教學大樓東南角

目前進度：

 107年5月9日召開校園規畫及公共藝術
小組會議討論本案，建築系張崑振主任
提供建築系系務會議共同決議之書面意
見。6月7日校友會與張主任討論璞樓新
建工程相關事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107年6月25日，召
開文化景觀審議會議，尚須針對興建方
案凝聚校內共識。

4.璞樓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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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

 107年5月2日與「毫米室內裝修設
計公司」辦理限制性招標。

 107年5月8日與「毫米室內裝修設
計公司」辦理議價(約)事宜。

 107年5月30日訂約，訂約後20日提
送基本設計。

預計107年8月先行施作公共走道部
分，107年12月施作藝文中心室內
空間改善部分。

5.藝文中心整修工程

平面圖

活動隔屏示意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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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側休憩平台及步道 建國休憩平台

6.聯合服務中心裝修工程

目前進度：

 107年3月23日本校參訪中原大學維澈聯合行政中心，該校係於1F大廳
設置單一窗口，辦理學生註冊、休退學、申請成績單、繳費等學生事務
，本校擬參考該校單一窗口服務模式設置聯合服務中心。

目前成立聯合服務中心規劃小組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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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晴雨廊道工程

 

 

視
聽
教
室 

1 FL 

B FL 

打除 

共同科館 

核心建築間的共同科館、三教及圖書
館地下室之連通為第一期目標。規劃
三教地下室現有走道作為連通廊道。
貫穿打除有氧教室外牆，內隔間牆
，增作隔間牆，拆除或更換已鎖死
安全門。

後續增加照明、監視器、門禁管制
等。

外牆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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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環校步道工程

地下室

開
放
自
習
區

步道動線

目前進度：

忠孝東路側大門至生態池木棧道
約為135公尺

 107年6月完成環校步道第一期工
程361公尺(忠孝東路大門建國
南路側石叢林)

第二期工程規劃210公尺(石叢林
八德路與新生南路口)。

建國側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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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藝文走廊評估

評估將一大川堂歷史建築中，7-11、體育室辦公室、材
資系實驗室及影印店等空間規劃為本校之藝文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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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校於107/4/19、107/4/26至南港高工現勘及107/5/23 開會，預計更新項目如下：

一、南港高工負責部分：(一)屋頂防水工程。(二)一樓及側門出入口改善工程

二、本校負責部分(26間4人房、洗衣曬衣間、交誼廳)：

(一) 26間4人房：

1.更新臥舖(長度僅180cm)、書桌櫃 2.安裝窗型(或分離式)冷氣

3.更新廁所馬桶、蓮蓬頭及導擺隔間 4.室內粉刷

5.增設熱水鍋爐 6.電梯保養 7.電信網路、電話

(二) 洗衣曬衣間：

1.檢修洗手台水龍頭及晒衣場 2.購置(租用)洗衣設備：

(三)交誼廳：研議辦理使用空間變更為4人房，需辦理結構耐震評估及室內裝修審
查。

三、107/5/23本處與學務處至南港高工高洽商公有房地租用契約事宜，南港高工將契
約稿函本校審閱，本校刻正回復契約稿修正事宜，預定自108年8月1日起租用。

10.南港高工5F宿舍更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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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港高工5F宿舍更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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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東校區男二舍壁癌改善工程
第二宿舍油漆及壁癌處理，已上網
公告招標，訂於107年7月26日開標
，採開口契約複數決標(分B1F-5F

及6F-RF等2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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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學生宿舍建國南路旁藝文廣場整建

已完成網球場背面5座櫥窗型公佈欄及連鎖磚鋪面整平。

與學務處研議設置木棧平台及增加照明設備方案，預計暑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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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宿舍地下室交誼廳學生活動空間改善
宿舍餐廳地下室交誼廳分區辦理整修

有照明部分牆面補土粉刷

無照明部分原為鴻廚自助餐之廚房，另案請建築師規劃為學生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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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東校區足球場及籃球鬥牛場維護
足球場維護：
考量東校區進行教研大樓二期及多功
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避免球場二次
施工

與體育室溝通後，將採簡易施工方式
（以小額採購方式辦理，預計7月動
工），足球場補足坑洞外，另從億光
大樓地下室配置水管至球場旁，上體
育課前，進行場地灑水，避免塵土飛
揚等現象。

籃球鬥牛場維護：

體育室於107年5月17日簽核整修籃球
場

採公開招標，預計今年8月發包，10

月初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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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東校區設置學生機車綠能遮雨棚

需配合檢討設計需求、東校區建蔽
率及東校區新建工程興建期程辦理

傳統機車棚
(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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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光華館一樓設置餐廳評估
光華館原使用執照登記用途為圖書館(使用類別:D-2)，現
實際為教學使用，類別:D-4。變更用途為餐廳(使用類別
:B-3)。

檢討變更後之使用強度及危險指標皆提升下，需整層及
規定項目全部檢討。

本案使用分區為文教區，依據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則規定，若採附條件允許使用 (17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仍需上簽市府同意，惟本案屬 (21組:飲食業，不得超過
150m2或22組:餐飲業，不得超過300m2)，在附條件允許
使用類組下若超過允許面積；則不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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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車牌辨識、機車eTag辨
識之停車場管理系統

 車輛車位在席偵測系統

 停車導引指標系統

 影像辨識照明調光系統

 空氣品質監控系統

17.智慧停車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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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共同科館演奏廳工程

規畫舞台地板及牆面為木板構造，已請本校有關建築環境專
長老師提供建議，於107年6月14日營繕組、通識中心主任將
與莫國箴建築師會勘，後續將辦理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事宜

輔仁大學懷仁廳(音樂廳)共同科館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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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

於107年4月10日正式開幕

正驗複驗符合規定，進入保固階段。

19.圖書館空間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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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圖書館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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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照片2

整體工程分三期，第一期電梯之替換已於3月30日完工開放使用。

第二期汰換宏裕科技大樓1號電梯、第六教學大樓5、6號電梯已於107

年5月7日開始施工，將全力要求開學前開放使用。

第三期汰換宏裕科技大樓2、3號電梯，預計於107年9月12日至12月8日
汰換完成。

21.宏裕科技大樓電梯汰舊工程



25

22.土木館無障礙電梯設置
承包(造) 廠商：富陽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預計107年9月竣工，107年12月取得使用執照

目前進度：
A.為結構體建管處樓層勘驗
B.電梯設備進場安裝

基礎版施作

鋼構吊裝

施工架組立



26建國側步道

23.二教及光華館無障礙設備

承包(造) 廠商：永大機電

主要改善：第二教學大樓(無障礙升降平台)及光華館(資
源教室)電梯車廂、馬達等設施更新改善計劃。

於107年5月4日無障礙替代方案審查會議

本案需於107年10月31日結案。

目前進度：

A .光華館電梯由永大機電設計中，分成兩大部分：

機械系統及電氣控制系統，機械系統依據現場保留

導軌的位置特殊設計並重新繪圖中，控制系統設計

中尚未備料，PM主機已備料。整機預定7月初暑假

期間先拆舊機，隔天出貨至現場安裝。

B.  第二教學大樓無障礙升降平台，廠商已勘查現場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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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設計館廁所整修工程

含設計館8樓及9樓屋頂露台防水整修

目前進度：

本案於107年5月22日完成與陳威安
建築師事務所簽訂合約。

 107年5月底設計團隊拜會設計學院
系所意見交流。

預計107年9月初完成細部設計圖說
（初版）。

預計108年寒假、暑假發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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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參考臺灣大學及臺北大學土木建築類預約式單價修繕工程實際執行情
形，修訂符合本校土木維護類零星修繕之常用工項單價及標準圖，於
107年6月12日上網公告招標，107年7月4日第二次開標決標。

預定於107年8月1日~108年7月31日推動此採購案。

25. 土木建築類預約式單價修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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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新設廁所位置

學生宿舍餐廳

26.學生宿舍餐廳廁所新建工程

一舍及二舍平面圖

為改善學生餐廳及東校區操場使用需求增
設廁所工程。

辨理情形：
已委託設計單位完成設計圖說及預算表
，預定於7月底發包施工並於8月底完工

完工前由事務組租用臨時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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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設計館照明汰換
改善範圍：建築系一樓大廳照明、1-8樓走廊梯廳及樓梯間、14間老師
研究室、1間電腦教室

將此單位原有燈具換成LED平板燈，做為LED燈具示範性案例

30

改善前 改善後 節能
效益燈具類型 燈具數量 總功率 燈具類型 燈具數量 總功率

T5 56W 168 9408 LED LFS 4呎 27W 直板燈 4 108

50%

T5 42W 33 1386
LED LFS 4呎 27W 直板燈

(迴廊省電模式及智慧調光控制系統)
73 197

T5 28W 44 1232 LED LFS 2呎 14W 直板燈 9 126

E27 23W 67 1541 LED LFS 2呎 14W 直板燈(迴廊省電模式) 14 20

T8 80W 2 160 LED 30W(60cm x 60cm)平板燈 124 3720

T8 40W 3 120
LED 30W(60cm x 60cm)平板燈

(迴廊省電模式及智慧調光控制系統)
43 129

LED 30W(120cm x 30cm)平板燈 49 1470

小計 13847 小計 5770

更替老舊失效紅外線感應器
並更動電器迴路延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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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四教屋頂隔熱綠化工程

• 屋頂現況：第四教學大樓整棟皆為一般教室，屋頂無隔熱措
施，欲改善面積為480m2。

31

改善前熱傳透率：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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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隔熱節能
面磚-真空射出隔
熱磚 示意圖

30cm 屋頂綠化示意圖
(新北市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盆栽式屋頂綠化示意圖
(淡水商工園藝科頂樓菜園)

60cm 屋頂綠化示意圖

複合式隔熱節能面磚
156.92㎡

30cm屋頂綠化
151.52㎡

盆栽式屋頂綠化
89.90㎡

60cm屋
頂
綠化
30.76
㎡

屋頂防水隔熱 39.23㎡

• 隔熱節能面磚
• 屋頂綠化

• 日式碎石造景
• 自動澆灌及雨水回收系統

28.四教屋頂隔熱綠化工程

• 改善方案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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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四教屋頂隔熱綠化工程

33

問題診斷 改善方案

設計館
室內照明

原有燈具及紅外線感
應器老舊或失效。

原有燈具換成LED平板燈，做為
LED燈具示範性案例，改善效益
約50%。

第四教學
大樓屋頂

第四教學大樓整棟皆
為一般教室，屋頂無
隔熱措施，改善面積
為480m2。

以156.92m2 鋪設隔熱節能面磚，
272.18m2 屋頂綠化(土壤厚度30cm、
土壤厚度60cm及盆栽式)，做為屋
頂隔熱及綠化的示範案，改善效
益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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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全校監控中心

目前進度：

 總務處於107年3月5日參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安
全監控室。

 該校系設置跨校區校園安
全監控系統，超過1200部
監視系統，結合門禁系統
、保全系統及排課系統，
提供全方位校園安全及照
明空調等節能管制措施。

 本校將參考其安全監控室
規劃設置本校監控中心。



35

29.全校監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