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停電檢驗日期 停電時間 停電檢測之配電站 影響範圍 獨立/饋線

1 109.02.01(六) Am08:00~Pm17:00 人工氣候室站 (1)人工氣候室

(2)磯永吉紀念室

(3)農業試驗場辦公室

(4)綠房子

1站

翔安大樓站 (1)翔安大樓(單位:地質系、工科海洋系、生機系、工業研究中心 1站

男六舍及空調站 (1)男六舍 1站

下游:男八舍站

男七舍及空調站 (1)男七舍(單位:餐廳等) 1站

男八舍站 (1)男八舍 1站

長興街85巷教職員宿舍站 (1)長興街85巷教職員宿舍(單位:中研院原分所等) 1站

生技中心站 (1)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單位:動科系、化工系、材料系等)

(2)長興街85巷停車場

1站

管理學院一號館站 (1)管理學院一號館

(2)管理學院學生社團活動中心

1站

綜合體育館站 (1)綜合體育館 1站

浩瀚樓站 (1)浩瀚樓(單位:大氣科學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事務組司機

室、華南銀行)

1站

下游:地理系站

地理系站 (1)地理系館 1站

精密溫室站 (1)精密溫室(單位:園藝系)

(2)轉殖溫室(單位:園藝系)

(3)大氣系AB棟

1站

下游:大氣系站

大氣系站 (1)大氣系AB棟 1站

土木系研究大樓站 (1)土木研究大樓(單位:地下室停車場、旁邊的籃球場等)

(2)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3)基隆路三段停車場

1站

女四舍站 (1)女四舍 1站

男四舍站 (1)男四舍 1站

男二女六舍站 (1)男二舍

(2)女六舍

1站

社科學院總站

社科學院分站

社科學院三研所站

社科學院圖書分館站

(1)徐州路舊社科院校區[單位:社科院警衛室(舊址)、社科院圖書分

館、行政大樓、綜合大樓、經研大樓、研究大樓、前排教室、後排

教室、社科院學生活動中心(舊址)、諮商輔導室及理髮室(舊址)]

4站

動科系站 (1)動科系加工館 1站

畜產加工館站 (1)畜產館 1站

昆蟲館站 (1)昆蟲館 1站

明達館站 (1)明達館(單位:餐廳、計畫辦公室、地下室停車場等) 1站

展書樓站 (1)展書樓(單位:保管組動產股、計畫辦公室、駐警隊、語文中心、

高分子所、醫工所等)

1站

動物中心站 (1)動物實驗中心 1站

環研大樓站 (1)環境研究大樓(單位: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環安衛中心) 1站

海洋所站 (1)海洋研究所

全球變遷中心站(低壓) (1)全球變遷中心(單位: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地質系、貴儀中心-海

洋探勘組等)

舊體育館及室外游泳池站 (1)舊體育館、室外游泳池

普通教室站

普通教室屋頂空調站

(1)普通教學館(單位:音樂學研究所教室等)

小福樓站 (1)小福樓(單位:郵局、電腦先生、商家、小福等)

化工館站 (1)化學工程館

(2)土木館

土木系工程館站 (1)土木館

舊總圖站 (1)舊圖書館(單位:校史館、出版中心校史館書店、人類學博物館、

日文系、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中文系、外

文系、歷史系等)

(2)樂學館(單位:音樂學研究所、藝術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等)

(3)農業陳列館

新生南路停車場站 (1)新生南路停車場

(2)新月台(單位:臺大農場農產品展示中心、餐廳、地下室停車場

等)

(3)網球場

(4)運動場照明

(5)司令臺

博雅館站 (1)博雅教學館(單位:教學發展中心、共同教育中心、統計教學中

心、寫作教學中心、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等)

文學院研究大樓站(低壓) (1)文學院研究大樓、文學院

(2)全家便利商店(文學院及腳踏車旁)

(3)志雄單車店

環工所站 (1)環境工程研究所 1站

環工所室外站 (1)環工所室外實驗設備

(2)長興街收費亭

1站

工科海洋系站 (1)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1站

海工實驗室站 (1)海洋工程綜合實驗室 1站

霖澤館總站 (1)下游:霖澤饋線

霖澤館站 (1)霖澤館(單位:法律系、地下室停車場等)

萬才館站 (1)萬才館(單位:法律系、地下室停車場等)

社會系總站

社會系站 (1)社會及社工館(單位:社會系、社工系等)

國發所站 (1)國家發展所大樓

(2)辛亥路大門崗哨

新聞所站 (1)新聞研究所

計資中心站 (1)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語言大樓站 (1)語文大樓(單位:語文中心、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等)

視聽教育館站 (1)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

漁業科學館站 (1)漁業科學館、水產養殖池

社科院大樓站 (1)介宙館(單位:社科院、政治系、經濟系、地下室合作社、地下室

停車場等)

海洋饋線(12站)8 109.06.21(日) Am08:00~Pm17:00

霖澤饋線(12站)Am08:00~Pm17:0010 109.06.28(日)

9 109.06.27(六) Am08:00~Pm17:00

Am08:00~Pm17:00109.06.13(六)6

Am08:00~Pm17:00109.06.14(日)7

4 109.04.26(日) Am08:00~Pm17:00

109.05.17(日)5 Am08:00~Pm17:00

國立臺灣大學109年度全校區高壓配電站保養維護停電檢驗時程表

2 109.04.05(日) Am08:00~Pm17:00

3 109.4.19(日) Am00:00~Am6:00



地質系站 (1)地質科學館

(2)臺灣大學附設幼兒園

1站

卓越聯合中心站 卓越聯合中心大樓(單位:7-11、洗髮精店家、Zoot日式眼鏡行、丹

堤咖啡等)

1站

教育推廣中心總站 (1)推廣教育大樓(單位:台灣法國文化協會等)

教育推廣中心站 (1)推廣教育大樓(單位:台灣法國文化協會等)

(2)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三號館站 (1)三號館(單位:農化系、生化系)

(2)雜工班部份照明及冷氣用電

(3)女五舍

(4)電顯館

新農化大樓站 (1)農化新館暨第二行政大樓(單位:農化系、生化系、財務副校長

室、電信室、軍訓組、主計室、出納組、國際事務處、事務組會議

二號館站 (1)二號館(物理系、材料系、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等)

(2)植物標本館

(3)雜工班

一號館站 (1)一號館(單位:戲劇系、植微系)

(2)植物病毒室

(3)植物標本館

(4)動物標本館

(5)雜工班部份用電

(6)女一舍

(7)大門口警衛室

女三舍站、女三舍空調站 (1)女三舍

女二舍站、女二舍空調站 (1)女二舍

溫州街58巷男女單身宿舍 (1)溫州街58巷宿舍 1站

大一女舍站

大一女舍空調站

(1)大一女舍(單位:餐廳等) 1站

研三舍站 (1)國青大樓(單位:研三舍、臺灣文學研究所、中文系、外文系、歷

史系、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工工所、萊爾富等)

1站

園產加工館總站 (1)園產品加工館 1站

園產加工館站 (1)園產品加工館 1站

園藝系造園館站 (1)造園館 1站

食科所站 (1)食品科技館 1站

食科所加工館站 (1)食品科技館

(2)食品研發大樓

1站

教推饋線(10站)

Am08:00~Pm17:00109.07.11(六)13

Am08:00~Pm17:0014 109.07.12(日)

Am08:00~Pm17:00109.07.05(日)12

11 109.07.04(六) Am00:00~Am06:00



管理學院教學館站 (1)管理學院教研館

(2)雅頌坊

(3)基隆路四段144巷校門

(4)管理學院多功能生活廳

望樂樓站 (1)望樂樓(單位:學生心理輔導中心等)

(2)舊植研館(單位: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主計室綜合業務組、化

工系實驗室等)

(3)集萃樓(單位:人事室綜合業務組、校園規劃小組、玉山銀行等)

(4)行政大樓南側平房(單位:西側農化系實驗室、西側生化系實驗

室、東側洗衣部、東側理髮部等)

(5)小小福平房(單位:小小福、小吃部、飲料店等)

(6)保管組倉庫

(7)小木屋鬆餅屋

(8)行政大樓西側平房(單位:學生住宿服務組、經營管理組、營繕組

第二辦公室、資源教室、信件室等)

(9)行政大樓空調(單位: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行政副校長室、主

任秘書室、教務長室、教務處秘書室、學務長室、副學務長室、總

務長室、總務處秘書處、研發長室、206記者接待室、註冊組、課務

組、課務組講義股、研究生教務組、教務處資訊組、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僑生及陸生輔導組、文書組、事務組、保管組、

營繕組、採購組、研發處企劃組、研究計畫服務組、人事室、聯合

服務中心等)

(10)營繕組第三辦公室

(11)營繕組倉庫

(12)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3)物理系金工廠

(14)側門警衛室(綠色小屋)

農綜館站 (1)農業綜合大樓(單位:生農學院院辦、農經系、生工系、生傳系、

頂樓植物工廠等)

(2)四號館(單位:園藝系等)

(3)五號館(單位:生工系、農藝系等)

(4)四五館東側溫室(單位:園藝系、農藝系等)

(5)行政大樓(單位: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行政副校長室、主任秘

書室、教務長室、教務處秘書室、學務長室、副學務長室、總務長

室、總務處秘書處、研發長室、206記者接待室、註冊組、課務組、

課務組講義股、研究生教務組、教務處資訊組、生活輔導組、課外

活動指導組、僑生及陸生輔導組、文書組、事務組、保管組、營繕

組、採購組、研發處企劃組、研究計畫服務組、人事室、聯合服務

中心等)

(6)農產品展售中心

(7)農業綜合大樓東側平房-生工系實驗室

(8)土壤環境化學研究室

森林館站 (1)森林館

(2)林產館

(3)航空測量館

(4)水工試驗所

(5)保健中心

水工所站 (1)水工試驗大樓

花卉館站 (1)花卉館

研一男舍站

研一男舍空調站

(1)研一男舍

研一女舍站

研一女舍空調站

(1)研一女舍

共同教室站 (1)共同教學館

總配電站 (1)中研院原分所

化學系積學館站 (1)化學館、積學館(單位:化學系、貴重儀器中心等)

(2)新生教學館

(3)數學研究中心(單位:機械系、化工系、數學科學中心、國家理論

科學研究中心、計畫辦公室等)

(4)數學館(單位:機械系、化工系、材料系等)

(5)下游:生化所站、電機一館站

凝態物理館站 (1)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單位:物理系、計畫辦公室、地下室停車場

數學中心站 (1)數學研究中心(單位:機械系、化工系、數學科學中心、國家理論

科學研究中心、計畫辦公室等)

(2)數學館(單位:機械系、化工系、材料系等)

(3)醉月湖咖啡屋

中研院原子及分子研究所 原分所自行委外保養(需提早一個月發出停電通知)

應力所站、3B站 (1)應用力學館

(2)女八舍(單位:餐廳等)

(3)女九舍(單位:餐廳等)

(4)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北館

工綜館站 (1)工學院綜合大樓(單位:工學院院辦、機械系、材料系、城鄉所

心理系館站(南、北館) (1)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北館

生化所站 (1)生化科學研究所(單位:中研院生化所、生化科學研究所等)

電機一館站 (1)電機一館

思亮館站 (1)思亮館

生機系總配電站 (1)發揚樓工地

生機系站 (1)生機一號館

(2)知武館

(3)鄭江樓(單位:化工系、農機系、事務組、綠能中心)

中非大樓站 (1)中非大樓(單位:昆蟲系、植微系、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等)

總圖書館站 (1)總圖書館

電機二館站 (1)電機二館

博理館站 (1)博理館

資工館站、德田樓站 (1)資訊工程館、德田館

(2)機械系臨時工廠

獸醫一館站、獸醫三館站 (1)獸醫一館、獸醫三館

第一學生活動中心站 (1)第一學生活動中心(單位:含餐廳等)

(2)圖資系

(3)綜合教學館

農藝館站 (1)農藝館

Am08:00~Pm17:00109.07.19(日)15 管院饋線(11站)

總配饋線(12站)

生機饋線(12站)Am08:00~Pm17:00109.08.01(六)17

Am00:00~Am08:00

Am00:00~Pm17:00

109.07.26(日)16



生命科學館站 (1)生命科學館(單位:生科系、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地下室停車場 1站

生醫中心大樓站 (1)永齡生醫工程館(單位:永齡健康基金會、保管組、機械系、生機

系、醫工所、生醫電子所、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地

下室停車場等)

1站

男一舍總站、男一舍站 (1)男一舍(單位:餐廳、全家便利商店、地下室福利社等) 2站

男三舍站、男三舍空調站 (1)男三舍 2站

男五舍站 (1)男五舍 1站

動物醫院站 1站

獸醫二館站 1站

20 109.08.09(日) Am08:00~Pm17:00 天文數學館站 (1)天文數學館(單位:數學系、物理系、中研院數學所、中研院天文 1站

水源校區總站

水源卓越研究大樓站 (1)卓越研究大樓(單位:地下室停車場等)

飲水樓站 (1)飲水樓(單位:文書組檔案股、圖書館倉庫等)

水源校區理化大樓站 (1)澄思樓(單位:出版中心、計畫辦公室、文書組、採購組、機械系

等)

(2)思源樓(單位:研發處產學合作總中心等)

(3)育成中心C棟

電機館站 (1)臺大先進動力研發中心

(2)臺大光電所-固態雷射晶體與元件實驗室

行政大樓站 (1)行政大樓(單位:哲學系、人類學系等)

育成中心地面站

育成中心地下一樓站

(1)育成中心A棟

(2)育成中心B棟

(3)水源校區崗哨

學生第二活動中心站 (1)學生第二活動中心(單位:商家、地下室停車場等) 1站

管院二號館站 (1)管理學院二號館 1站

備註

109.08.08(六)19

(1)因應政府法規每年需停電檢驗一次，檢測資料需送主管機關及所在地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

(2)建物名參考臺大校園地圖網站http://map.ntu.edu.tw/ntu.html?

(3)各單位聯絡窗口有變更、建物單位有遺漏、應注意而未注意之大型考試活動等請致電33669831#27楊子玄技佐，以利納入爾後年度排程考量

Am08:00~Pm17:00109.08.15(六)21 水源饋線(8站)

Am00:00-Am06:00109.08.22(六)22

Am08:00~Pm17:00109.08.02(日)18

(1)動物醫院(單位:動物醫院、獸醫系)

Am08:00~Pm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