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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學生宿舍空調、熱水、環境營造及管理系統建置工程 

 
工程需求計畫書 

壹、 緣起 

配合「多元的校園文化、溫馨的校園社會、安全的校園環境」之辦學理念，

建立學校優質特色並提供多元教學環境。本校興建學生宿舍新建工程，提供外縣

市學生更充足的住宿空間及提升住宿環境與品質。 

本工程包含傢俱、門禁系統、能資源管理系統、電器 (含冷氣及熱水器)、裝

潢(含窗簾及燈具)、公共設施及其他。 

 

貳、 需求概要說明 

一、 設置位置及基本規劃 

1. 本工程位置位於桃園市中壢區萬能科技大學校區內，如圖 1。 

 

 

 

 

 

 

 

圖 1 基地位置圖 

2. 宿舍共計十二樓，地下一樓為防空避難室；一樓為管理室、學生休閒空間、

洗衣間及店鋪；二樓至十一樓為學生住宿區空間。共計雙人房 8 間，四人

房 272 間，無障礙房 10 間。(如圖 2~圖 7) 

3. 每房皆具備門禁控制、智慧能源管理、獨立空調、獨立熱水器、乾濕分離

盥洗室、個人專屬書桌椅、衣櫃、床組、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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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地下一層平面圖 

 

圖 3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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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二層平面圖 

 

圖 5 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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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四~十層平面圖 

 

圖 7 十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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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量需求 

1. 投標商應依照需求計畫書自行編制規格數量表，並分別以每房(分為雙人

房、四人房及無障礙房)及整體工程為基準表示。 

2. 本需求書之建議數量及規格為 低數量，投標商應自行視現場及設計規劃

內容增加之。必要時得事先會同本校至施工現場勘查。 

 

三、 功能規範 

1. 投標廠商依本校之需求提供整體規劃，應包含(但不限)前項所列之基本需

求，並製作 3D 概念圖及工程圖供參。 

2. 宿舍設施設備應考量居住環境之特殊性，包含安全、舒適、寧靜、方便及

衛生等基礎需求。並以人因工程角度考量各項使用之方便性及健康性，並

必須參照政府對各項環境之基礎要求，如照度、濕度、二氧化碳含量等為

設計參考。 

3. 各項設備應優先規畫具政府認證之各項節能、環保、綠色及安全標章的產

品，並應為 新世代之產品。 

4. 除使用具政府認證標章產品外，如各項設備、設施應有之基礎功能，如防

蝕、防燄、防火、耐用度、材質種類等之功能條件，得提具相關檢驗報告

證明。 

5. 各項設備之尺寸、容量應考量居住人數而為合理之設計，避免過小、過低

以至無法符合需求，亦應避免過大造成空間侷促或資源浪費之情事。 

6. 設備、設施之尺寸應以本國人人因特性設置，並參照本需求計畫書適度調

整增加。 

7. 廠商應提供各項施工須遵循之相關法規規範或注意事項，如電氣、配線、

水電施作、高空作業、侷限空間作業(含以上但不限於)等，並據以列入合約

中做為監造管理依據。 

8. 本需求書未盡完備之處，投標商得依自行規劃設計內容增加，唯請加註說

明於服務建議書中，並得列入評選項目中。 

9. 本案中所規劃使用之各項設備應檢附原廠型錄，併同列入服務建議書附件

中。 

10. 本案中所使用之門禁管理、能源監控、網路界接等系統完整整合入本校現

行之對應管理系統內，毋需額外的界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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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項工程需求與規格 

一、 傢俱 

(一) 概述 

為新建宿舍大樓所需宿舍傢俱設施，分為四人房、無障礙宿舍、VIP 室等宿

舍傢俱單元。營造更舒適住宿環境，節省空間上的運用及住宿功能一次到位的

便利性。 

(二) 基本需求 

1. 系統床組： 

A. 四人房：272 間共 1088 組系統床組，含單人架高床組(高度不超過

205cm)、衣櫃(深度至少 60cm)、書桌(寬度至少 120cm、深度不小於

100 cm)及折合椅。 

B. 無障礙房：10 間共 20 組系統床組，含單人床組、衣櫃(深度至少

60cm)、書桌(寬度至少 115cm、深度不小於 100 cm)及折合椅。 

C. VIP 室：8 間 8 組系統床組，含床頭板、床頭櫃(寬度至少 45 cm)、五

尺雙人床 1 個或三尺單人床 2 個、衣櫃(深度至少 60cm)、書桌書桌(寬

度至少 120cm、深度不小於 60 cm)、電視櫃(深度至少 35cm)。 

D. 管理室：2 間 2 組，含單人架高床組(高度不超過 205cm)、衣櫃(深度

至少 60cm)、書桌(寬度至少 120cm、深度不小於 100 cm)及折合椅。 

2. 鞋櫃：每間應配置鞋櫃一組，供學生使用，鞋櫃應配合配電盤空間配置，

以不妨礙配電盤之高度施作，至少 4 層活動層板。 

3. 浴廁毛巾架：292 組 

4. 交誼廳餐桌椅：27 組(1 桌 2 椅)，桌子長度不低於 130cm。 

(三) 傢俱規劃說明與規格要求 

所有產品之低標需求達到如下： 

1. 板材產品以有安全標章者為優先，廠商提共符合 CNS 或國際認證公司出具

之測試報告，並保證無甲醛或無其他健康疑慮之安全材質。 

2. 五金鉸鍊/滑軌/床組，需有耐久性測試之報告。 

3. 浴廁內之毛巾架材質至少需為 SS304 等級或以上之不銹鋼。 

A、材質： 

1. 書桌桌面、書架隔板、櫃體(衣櫃門板及抽屜門板)、桌板、床尾板、鞋櫃桌

面板材，應採用符合 CNS 或 EU 級或其他國際標準之雙面防焰材料，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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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綠建材標章及環保標章，同時具有防霉抗菌的功能。廠商需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 

2. 書桌桌面板材厚度至少 25 mm(含)以上。 

3. 櫃體、門板、桌板、床尾板、鞋櫃桌、床尾板面板材厚至少 18 mm (含)以

上。 

4. 床板厚度至少 9mm (含)以上之夾板。 

5. 併排之單元櫃須有適當接合方式，櫃高 110cm 以上者至少有 3 組接合裝

置，110cm 以下者螺銓固定至少有 2 組接合裝置，櫃體與牆面應以保持穩

固避免傾倒。  

B、五金規定： 

1.鉸鏈：採用快拆式直柄鉸鏈開啟角度至少需達 110°(開啟次數至少 50000

次以上，並附規格測試及耐久證明)。 

2.緩衝滑軌：採用三節全展滑軌，具緩衝迴歸設計及避震結構 (開啟次數至

少 50000 次以上，並附規格測試及耐久證明)。 

3.把手：採鋅合金壓鑄件，粉體烤漆(powder coating)。 

4.白鐵鎖扣：使用者可隨意搭配各式門鎖，安全性增加。 

C、需依現況、規劃說明與規格要求提出設計及圖說。 

 

二、 門禁系統 

(一) 概述 

為提供學生更安全的住宿空間及提升住宿環境與品質。本系統包括監

視、門禁控制設備所需之電腦工作站階層硬體、軟體供應、網路傳輸階層設

備等之整體測試、施工安裝、試車及訓練。  

(二) 基本需求 

(1)以下所述為執行本門禁系統所需之 低需求的一般說明，其未述及而為本

工程所需之一切功能，亦包含於工程範圍之內，承包商應詳細了解本工

程之一切需求，設計符合規範且完整之控制系統。  

(2)監控制設備包括系統電腦主機、門禁設備等。提供所有必須的硬體和軟體

需求。  

(3)提供監視及門禁主控制設備之電源需求。  

(4)提供各網路傳輸階層間，現場數位控制設備和網路傳輸系統的控制模組間

及和電腦主機間之配線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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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監控、門禁設備的安裝、試車與訓練。 

利用資訊系統作為本校宿舍門禁管制進出與其他 e 化應用。 

本校門禁 e 化管理共用平台與本校資料系統整合，以獲得本系統必要的

資訊(相關資訊…例如教職員工代碼、組織部門層級、部門別、姓名、相片…

等，供系統使用)。 

  門禁系統至少需達成下列幾項工作及功能 

 卡片：與目前學校教職員證、學生證、宿舍臨時證相容。 

 門禁 e 化管理共用平台： 

 使用本校門禁 e 化管理共用平台。 

 與人員資料庫系統整合，人員群組、通行區域、通行時段管理便利。 

 由管理單位設定系所教職員工生卡片通行區域及時段。 

 即時監視模組需能提供宿舍管理人員對各卡機的狀態及進出有一整體性的

監視，可由管理電腦上，即時觀看各宿舍進出狀態，支援同時多部安全管

制站對同一部卡機的監控，支援程式權限及資料權限的管理(需能指定哪些

管理者可以監視特定卡機，可監控合法進出、非法刷卡資料及警報異常監

控，及刷卡資料，並可日後新增全校各門禁點狀態。 

 門禁管理及通行名單與權限控管，可由管理人員管理電腦，透過瀏覽器支

援 IE 10.0(含)以上、Chrome 37(含) 以上、Safari 5.1.7 和 Firefox 54(含)

以上連接門禁伺服主機。 

 需具備人員進出群組預約管理功能。此功能可指定人員於指定時間進出並

記錄管理，如管理者可以事先(例如:6/15)便鍵入系統，系統到 7/1 自動將

此人員的卡號下載到宿舍卡機中，8/31 自動將卡號移除宿舍卡機，達到自

動化管理，支援人員資料自定義欄位。 

(三) 門禁規劃說明 

1. e 化門禁系統 Client License 300 套 

(1)使用本校 e 化門禁管理共用平台。功能應用可循序漸進擴充為全校性。 

(2)本校 e 化門禁管理共用平台適用於全校各系所大門及實驗室或指定特殊

教室。系所管理員管控帳號和密碼，管控權責範圍門禁點及讀卡機。 

(3)門禁通行名單，依萬能科技大學人事組織架構及人員編號建立 

(4)管制區城進出權限名單挑選由單位管理者匯入門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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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宿舍管理員以網頁方式進入系統設定通行權限 

(6)可採集中設定或依部門設定 

(7)可藉由專業版 監控軟體，管理人員可透過即時監控瞭解人員刷卡進出狀

況，與刷卡機狀態。 

(8)可同時多個安全管制站對同一部讀卡機的監控，可監控合法進出、非法

刷卡資料也可即時顯示合法刷卡人員的相片。 

(9)採用 TCP/IP 型通訊轉換器，預防門禁駭客侵入 

(10)可連接各棟宿舍進出入口,可設定人員時段進出及各個出入口進出權

限。 

(11)本宿舍門禁硬體設備須與現有本校 e 化 Web 門禁軟體專業版整合，應

以增購軟體授權安裝，不再另行安裝其它門禁控制軟體。 

(12)人員進出群組預約管理功能，此功能主要是管理者可以事先將人員預定

的日期時間鍵入系統，系統到指定日期時間時，自動將此人員的進出權

限下載到讀卡機中，指定日期時間到期後系統自動將該員進出權限由讀

卡機中移除。藉由改變人員隸屬進出群組的關係，來做到某人員允許進

入某卡機日期期間的預約，執行一排程程式，該排程程式會將今日開始

成為進出群組成員的人員加入群組，昨日結束成為進出群組成員的人員

移出群組。 

2. 硬體設備 

(1)門禁伺服主機【使用本校電算中心門禁主機設備】 

(2)門禁設備 

A. 連線控制模組:22 台十六門門禁控制器 

(A) 為伺服電腦主機與各門禁讀卡機之連接介面，必需與各門門禁讀卡

機同一廠牌。 

(B) 對上與管理系統的傳輸方式為高速 RS-485 串連網轉換為 TCP/IP 

10/100 base 高速網路；對下層讀卡機傳輸方式為 RS-485。 

(C) 上、下層連接網路為貳芯遮蔽電纜線，若中央電腦故障維修或傳輸

電纜線斷線時各門禁控制器均能獨立作業，以確保門禁設備之正常

運轉使用及避免系統陷於癱瘓，具可獨立作業（Stand Alone）之分

散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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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一組門禁控制器採 RISC 32 位元 CPU，並具 4Mbytes 以上(含)

之記憶容量以支援持卡者人數/刷卡筆數之 100,000 筆記錄數據。 

(E) 工業級規格設計，防突波、雷擊、抗干擾能力強，每一個控制器要

裝設於獨立且能上鎖的鐵箱內。 

(F) 具有 Real Time-Clock 及電池記憶功能。 

(G) 具有 RS-232/485 可切換串列式介面器。 

(H) 提供多群組式權限區分，及 256 組時段設定、64 組假日時段表設

定功能。 

(I) 可設定單門雙向讀卡防潛回，單一門禁控制器可設定多門流向管制防

潛回、一進多出或多進多出防潛回。 

(J) 每一門均可獨立設定開門時間。 

(K) 每一門均可獨立設定磁簧偵測時間，開門逾時可選擇讀卡機警報或

外部 ALARM 警報，關門後警報自動復歸；門遇外力破壞時，讀卡

機及外部 ALRAM 立即發出警報，門恢復狀態並輸入警報解除碼，

警報才停止。 

(L) 提供緊急卡功能，當發生緊急事故時，可使用緊急卡暫時通行。 

(M) 可掛接數位信號偵測器，對重要通道、門或窗進行偵測，偵測事件

可連動門禁控制器管理的門，執行警報、緊急開門、連動消防、保

全裝置、電源故障自動偵測功能。 

(N) 可接受感應按鍵讀卡機保全啟動/解除訊號，連動門禁控制器管理的

門進行門禁管控，保全啟動時該門禁控制器所有門禁讀卡機無法過

卡，直至保全設定解除門禁讀卡機恢復正常運作。 

(O) 門禁控制器及 TCP/IP 轉換器及電源供應器（須採用交換式電源供

應器：規格為 110V/220V AC 轉 DC 直流+12V  3A 輸出），需放

入於可上鎖的工業用鐵製箱體內（長 288mm* 266mm * 88mm），

廠商施作須兼顧美觀及實用 

B. 感應式讀卡機：296 台  

必須與門位控制功能整合，門位控制功能主要是接收感應按鍵讀

卡機所讀取的授權卡號，由門禁控制器去判讀該持有卡者是否經過授

權，才會由門禁控制器送出開門訊號給電鎖或閘門機開門，相關訊息

自動由門禁控制器送回門禁管理系統記錄相關門禁點使用情況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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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中，當感應按鍵讀卡機被破壞時，不影響門禁控制器，也不會開

門，並提供保全設定之功能。 

包括門位控制功能，主要是接收門禁控制器的辨識訊號做開門或

警報的輸出及保全啟動/解除設定，功能需求至少應包括︰ 

(A) 反應快，干擾少，耗電量小，穩定度高。 

(B) 可自訂讀取卡片序號或區塊資料，區塊金鑰可自訂。 

(C) 具防拆機破壞偵測功能，強化系統設備之安全。 

(D) 具 Watchdog 功能，以確保讀卡機能維持正常運作。 

(E) 可自動偵測與控制器的連線狀態，當離線時自動轉換為單機模式，

以緊急管理卡模式 或自動學習模式維持正常運作。 

(F) 提供自動學習功能，可自行記憶、更新 470 筆有效卡號，當讀卡機

與控制器離線時， 自動轉換為單機模式維持正常運作。 

(G) 符合 ISO 14443-A 國際標準，提供 Mifare / Mifare DesFire /CPU

卡等讀卡功能。 

(H) 具 IP65 防水防塵設計，方便安裝室內外環境需求。 

(I) 感應距離至少可達 3~5 公分（含）以上。 

(J) 三組數位 Sensor 偵測輸入點(門磁*1；開門按鈕*1：防拆機偵測)。 

(K) 1 組電鎖輸出，2 組擴充輸出 (電鎖/警報 可由外接的 ACU-30/90

輸出) 

(L) Relay 乾接點控制輸出，可控制電子門鎖與警報器。 

(M) ID 設定使用指撥開關。 

(N) 提供 Buzzer 蜂鳴器音頻提示。 

(O) 提供 RS485 通訊介面，可滿足長距離的佈線規劃。 

(P) 電源故障自動偵測功能，當正常電力供應恢復時，應自動完全恢復

連線操作，無需手動操作介入。 

(Q) 門禁讀卡機的繼電器開關及電源供應器（須採用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規格為 110V/220V AC 轉 DC 直流+12V  3A 輸出），需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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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上鎖的工業用鐵製箱體內（長 288mm  * 寬 266mm  * 高

88mm），廠商施作須兼顧美觀及實用 

C. 網路控制器：11 台 

(A) 網路通訊介面：10/100 Base-T/Tx/ 自動 MDI/ MDI-x port 

(B) 序列通訊埠：RS232/485/422 

(C) RS232 訊號：TxD,RxD,RTS,CTS,DTR,DSR,DCD,GND , Baud 

rate :1200bps ~ 230.4kbps  

(D) RS485 訊號：2 線 DATA+/-   

(E) RS422 訊號：4 線 R+/R-/T+/T-   

(F) 中央處理器：16 Bits, 100MHZ  

(G) 記憶體：256K bytes Flash & 768K bytes SDRAM 

(H) 看門狗：不當機保護 

(I) I/O 支援:無 

(J) LED 指示燈：4 個:Power / RXD / TXD / ACT 

(K) 系統電源：DC 9V ~ 30V  

(L) 電源消耗：300mA(9V)  

(M) EMI/EMC 認證：FCC B, CE B  

(N) 系統需求:系統運作溫度 0ºC ~ 65ºC；保存室溫 -20ºC ~ 85ºC；溼

度 5% ~ 95%  

(O) 突波保護：序列埠 15KV ESD 

(P) 電磁保護：網路通訊埠 1.5KV 

(Q) 連接頭類型：DB9(Male)/RJ-45  

(R) 系統重置按鍵：有  

(S) 尺寸：94X 65.5X26 mm  

(T) 重量：1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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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陰極電子鎖：292 只 

產品規格  

(A) 本體尺寸：153 x 25 x 30 mm  

(B) 單組重量：310g  

(C) 輸入電壓：DC12V / DC 24V 

(D) 電壓輸入誤差值：±10%  

(E) 消耗功率：2.4W  

(F) 靜態電流：0mA  

(G) 動態電流：200mA (12V) / 100mA (24V) 

(H) 使用環境：溫度 -20 ℃ ~ 70 ℃ ，相對濕度 20% ~ 90% 

(I) 材質：不鏽鋼 

E. 門禁即時監控模組: 1 套 

門禁即時監控模組必須與本校目前 e 化門禁系統整合，不再另行

增加安裝門禁系統。 

此功能為 Windows 程式，主要功能為提供管理人員對各卡機的

狀態及進出有一整體性的監視。 

(A) 支援同時多部安全管制站對同一部卡機的監控。 

(B) 支援程式權限及資料權限的管理。需能指定哪些使用者可以監視哪

些卡機。 

(C) 可監控合法進出、非法刷卡資料及警報異常監控。 

(D) 可即時顯示合法刷卡人員的相片。 

(E) 支援彈跳式的警報警示。 

(F) 支援警報警示的稽核管理。 

(G) 支援副控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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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門禁其他 

(A) 門禁設備包括門禁控制器、感應讀卡機、電鎖及按鈕開關等，均需

含工帶料，裝設於指定位置門禁施工時間需配合要求，分區域作業。 

(B) 門禁控制器連接到網路所需通訊 IP，由萬能科技大學提供設定。 

(C) 門禁控制器需配置電源插座並將設備放置於鐵製上鎖保護箱內。 

(D) 工程施作方式：需配置電源線或訊號線。 

(四) 門禁設備規格要求: 

1. 錄影伺服主機 1 台 

(1) 系統功能 

A. 每台錄影主機支援的攝影機數量無上限，以錄影主機效能為準。 

B. 整套錄影系統支援的錄影主機無上限。 

C. 錄影系統不針對遠端連線使用者連線數量做限制。 

D. 系統須支援網路攝影機、PTZ 網路攝影機、影像編碼器，並支援 ONVIF

及 RTSP 串流。 

E. 系統須支援多串流錄影與應用，系統可自動判斷主機頻寬狀況自動選擇

提供主串流或次串流給瀏覽者。 

F. 系統不限制錄影儲存天數，依儲存空間而定。 

G. 系統可自動搜尋並加入區域網路內之攝影機。 

H. 操作界面須為無縫操控界面，即時影像、歷史回放、參數設定、影像匯

出等功能皆在同一界面完成，不須切換，以降低操作複雜程度。 

I. 系統可定義使用者權限，須能依權限不同給予不同功能的使用權以及影

像、版面使用權。 

J. 使用者可完全自由配置影像呈現位置，不必預先設置好版面等待使用者

配置影像， 大可同時呈現 64 個影像。 

K. 系統須支援單一窗口登入並可進行完整操作。不論架構中有多少錄影主

機，僅需登入一台錄影主機即可瀏覽並回放所有影像，亦可對所有錄影

主機做攝影機設置、調換攝影機以及重啟服務等等動作。 

L. 系統須支援智慧型備援架構，當任何一台錄影主機發生異常時，所有錄

影主機會自動依系統負載程度分工接手錄影，不需要為了備援功能而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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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閒置的錄影主機，也不需要準備備援管理主機，可大幅節省成本。 

M. 可以拖曳方式迅速將攝影機拖移至別台錄影主機改由該錄影主機接手

錄影。 

N. 系統支援多重窗口登入，使用者不論登入哪一台錄影主機皆可瀏覽到系

統內所有錄影主機所錄之影像。 

O. 錄影系統須支援 ARM 架構，以利錄影系統整合進攝影機或手機之中。 

P. 系統可支援數位電視牆上牆功能，可透過網路將影像配置至電視牆工作

站的螢幕上且不限螢幕數量。(選購) 

Q. 系統須支援 OpenGL 函式庫，運用顯卡 GPU 效能進行影像解碼以降低

CPU 負擔。 

R. 系統須具備影像廣播功能，錄影主機向攝影機取得串流後由錄影系統做

為廣播主機提供給所有使用者，不再讓使用者向攝影機取串流以避免攝

影機效能降低。 

S. 系統須可供使用者自定義界面顏色，依現場燈光環境不同，使用者可自

行切換看起來比較舒適的使用者界面顏色，亦可設定背景圖片成為操作

界面的背景圖。 

T. 系統須支援多螢幕顯示，以便同時顯示更多影像。 

U. 系統須內建全功能的圖文教學文件，操作上遇到不懂之處時可隨時點擊

幫助按鍵以取得該功能的設定方法。 

V. 系統須為完全開放式平台，可直接於軟體中下載第三方 SDK、API 整合

文件不須再向原廠提出索取文件要求。 

W. 系統須提供設定參數的匯出與匯入功能。 

X. 頻道授權不綁定攝影機，使用者可自行更換攝影機且馬上正常運作不須

額外再做任何註冊或啟用之動作。 

Y. 系統須可指定任何一台錄影主機做為校時伺服器，使所有錄影主機向該

校時伺服器校時以確保系統內所有錄影主機時間同步。 

Z. 系統須提供使用者行為記錄，可精準掌握所有使用者瀏覽或匯出過哪些

資料以及做過的設定等等。 

AA. 系統須支援數位 I/O 模組，並可直接於系統內對 I/O 模組做設定調整

埠的名稱與設定，客戶端程式上並可直接看到所有 I/O 埠的狀況。 

BB. 系統須提供詳細攝影機儲存空間使用狀況，以快速瞭解所有攝影機已

錄存天數、所佔用儲存空間以及平均佔用頻寬等等。 

CC. 系統須支援 LDAP 帳號整合，以提供帳號整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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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支援多平台，可將軟體安裝於 Windows、Linux、Mac OS 之上。 

EE. 支援行動平台，可免費下載 app 做為行動影像瀏覽之用。 

FF. 全中文界面。 

GG. 系統須提供終身免費升級服務。 

HH. 系統須支援一鍵自動同步升級功能，使用者不需先移除原有錄影系

統，只需點擊軟體上的升級功能鍵即可一次自動升級所有受使用者管

理的錄影系統。 

II. 須整合校園既有的類比高清監視系統。 

JJ. 整合緊急求救系統，當緊急事件發生時，可即時監看影像。 

(2) 錄影功能 

A. 錄影模組須以背景服務模式運行，以確保錄影不會因錄影系統程式異常

而中斷。 

B. 系統須具備全時錄影、循環錄影、位移偵測錄影、排程錄影、事件錄影、

手動錄影、加權錄影(加權錄影須可支援 H.264 串流)。 

C. 可自由對攝影機錄影工作做排程，同一支攝影可依日期或時段的不同設

定全時錄影、位移偵測錄影或加權錄影。 

D. 系統內建位移偵測判斷功能，可於同一支攝影機上設定不同靈敏度的偵

測視窗。 

E. 位移偵測錄影支援事件前錄影與事件後錄影。 

F. 使用者可自行定義每支攝影機 大與 小錄存天數以利空間配置。 

G. 錄影參數可複製至其它攝影機以節省設定的時間。 

H. 錄影格式支援 Motion JPEG、H.264、RTSP。 

I. 系統支援桌面錄影，可將電腦上的麥克風聲音一併錄製進去。 

J. 系統可錄製攝影機的聲音並確保攝影機的聲音與影像同步。 

K. 單一錄影主機須提供之語音錄製頻道總數無上限。 

L. 錄影主機的錄影路徑可支援網路磁碟以便擴充錄影空間。 

M. 支援多重儲存空間，不需事先將所有儲存空間結合成 RAID，軟體可依

剩餘空間自動配置錄影儲存路徑。 

N. 錄影解析度可依攝影機所能提供的解析度為主，系統端不做任何限制。 

O. 系統須支援 4K、8K 錄影。 

P. 系統須支援 60fps、120fps 錄影。 

Q. 系統須支援硬碟監控功能，可隨時確認目前硬碟忙碌程度以瞭解硬碟效

能是否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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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使用者可即時監看所有攝影機解析度、流量、每秒張數等資訊。 

S. 使用者可迅速調閱系統記錄檔以瞭解系統即時狀況。 

T. 錄影系統運行中仍可做設定變更，不會影響整個錄影系統的持續錄影。 

U. 系統須支援攝影機斷線診斷功能，可自動偵測出斷線的可能原因供使用

者做障礙排除。 

V. 系統須與攝影機做 佳整合，使用者可於系統中直接修改攝影機的參數

並回存於攝影機之中，並可透過系統直接對攝影機做重啟、更新分位等

動作。 

(3) 影像瀏覽調閱功能 

A. 使用者不須預先配置好影像版面，只須將影像拖曳至空白處或雙擊攝影

機即可自動將影像配置進版面。 

B. 使用者可自由拖曳影像調換位置、可自由縮放影像以調整佔據版面的大

小。 

C. 使用者可圈選影像版面上的攝影機，一次性快速刪除，以節省重新配置

版面的時間。 

D. 系統為聯邦型架構，所有主機皆可成為使用者登入窗口，不須指定特定

主機做為登入窗口。 

E. 系統具備登入窗口備援功能，若登入之主機發生故障，系統會自行搜尋

仍運作中之主機並自動跳轉連線至該主機，客戶不需手動重新登入至其

它主機。 

F. 系統支援 WEBM、AVI、MKV、MP4、FLV、MOV、3GP、WMV 等主

流影像格式，可將系統匯出之影像、其它軟體匯出之影像甚至所有支援

上述格式的影片拖曳進軟體中播放。 

G. 系統須支援影像數位 PTZ 功能。 

H. 使用者可自由旋轉影像，若攝影機未安裝正確，使用者亦能在影像旋轉

後瀏覽到轉正後的影像，所有攝影機皆可變成長廊模式。 

I. 系統須支援強制旋轉影像模式，使用者不僅可瀏覽轉正後影像，匯出後

即為已轉正影像。 

J. 系統可自動偵測主機效能，自動判斷須提供高畫質影像或低畫質影像供

使用者瀏覽。 

K. 使用者可快速設置即時動態系統資源圖表，可即時監控系統 CPU、RAM

以及硬碟負載程度，包括網路使用量皆可一目瞭然。 

L. 系統可同時監控架構中所有錄影主機以及工作站的即時系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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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系統提供關鍵字搜尋功能，可即時找到系統內的設備並自動配置至版面

之中。 

N. 系統支援影像強化功能，可於瀏覽即時影像或回放歷史影像時提昇影像

伽瑪值以及黑白準位(IRE)並可將影像強化後的影像匯出。 

O. 放大鏡功能可讓使用者於攝影機畫面中任意框選區塊，系統會自動生成

獨立視窗以瀏覽所框選的區塊畫面。 

P. 放大鏡功能框選出來之任意框選區塊，可跨越攝影機瀏覽框選區塊區域

的畫面。 

Q. 放大鏡功能框選出來之獨立視窗可獨立匯出 avi 檔或 mkv 檔，不需匯出

完整原始影像只匯出所需畫面以節省空間。 

R. 系統須支援智慧搜尋功能，於影像上任意框選區塊，系統可自動跳轉至

本區塊有影像變動的時間點並自動播放有影像變動的影像，同時自動於

時間軸上針對該區塊有影像變動的所有時間點做標註，以便使用者自行

選取影像回放。 

S. 支援螢幕快照功能，提供 PNG 與 JPEG 檔案格式，並支援時間戳記，使

用者可選擇將時間戳記刻印於影像的右上、右下、左上或左下。 

T. 回放模式支援縮圖預覽、日曆選取、時間軸選取、同步播放、非同步播

放。非同步播放可使同版面中所有攝影機各自設定至不同的回放時間

點，以快速尋找所需影像。 

U. 系統時間軸採用捲動式操作模式，可放大或縮小時間帶以便選取確切時

間點。 

V. 支援進階 PTZ 控制功能，除支援一般 PTZ 功能以外，點擊影像上任一

位置即可移動至該點、框選影像上任一區塊即可移動至該點並放大至填

滿窗格、雙擊影像上任一位置即可 zoom out 回原始值。 

W. 系統須支援 PTZ 預設點，且無預設點上限。 

X. 支援十組 PTZ 快速鍵，可快速控制攝影機移動定位。 

Y. 支援 PTZ 巡航功能，可自由定義每個巡航點停留時間以及移動至下個巡

航點的速度，並可自動計算出整趟巡航所需時間，每組 PTZ 巡航功能

亦無預設點上限。 

Z. 系統支援魚眼校正功能，可將攝影機提供之魚眼影像校正為 90 度、180

度、360 度影像，並可在不改變原始錄影檔案為前提之下，將校正後之

影像匯出。 

AA. 魚 眼 校 正 功 能 不 受 鏡 頭 限 制 ， 支 援 標 準 圓 型 魚 眼 鏡 頭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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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Vision 楕圓型魚眼鏡頭，也可自行調整圓型曲度支援市售所有

魚眼鏡頭。 

BB. 系統須可對魚眼校正後的影像做數位 PTZ 控制、PTZ 預設點建置、PTZ

快速鍵建置以及 PTZ 巡航設置。 

CC. 系統須支援電子地圖，且須能在電子地圖上直接呈現所有放上攝影機

之即時影像或歷史影像回放不須再切換至即時影像頁面或歷史影像頁

面。 

DD. 影像快速回播與快速播放提供 1x、2x、4x、8x、16x 等選項。 

EE. 系統須支援閒置暫停功能，使用者可設定一定時間未操作影像即進入暫

停模式不佔用頻寬。 

FF. 系統須支援影像輪跳功能並可自定義輪跳間隔時間。 

(4) 警報與影像匯出功能 

A. 使用者可選擇以拖移方式或以標記起迄點方式選取匯出影像之時間區

段。 

B. 使用者可針對選取時間段內影像做分圖預覽以確認所選取的影像為所需

影像。 

C. 使用者可選擇匯出單支影像或匯出多支影像的配置。 

D. 匯出影像須可選擇 AVI 格式、MKV 格式或帶有播放程式的 EXE 格式，

EXE 格式即可使用所有軟體具備的功能瀏覽影像，且所有格式皆可選擇

是否要在影像的左上、左下、右上或右下帶上時間戳記。 

E. 系統支援數位浮水印功能，以確認匯出之影像是否遭受過竄改。 

F. 系統內建多樣警報功能，可偵測儲存裝置故障、儲存裝置已滿、未設定

儲存裝置、系統網路異常、媒體伺服器異常、媒體伺服器啟動等狀況。 

G. 系統支援多樣攝影機偵測功能，可偵測攝影機位移、攝影機斷線、攝影

機數入信號、攝影機 IP 衝突等狀況。 

H. 警報功能偵測到狀況時，可呼叫某特定攝影機錄影、全系統自動加權緊

急錄影、傳送郵件給指定使用者、顯示通知於瀏覽頁面上、觸發攝影機

的數出信號、播放預置聲音、使主機唸出一段使用者預先輸入的文字(僅

限英文)、寫入到記錄檔中。 

I. 警報功能可設定為全時運作或是排程運作。 

J. 使用者可於系統提供之攝影機記錄中查到攝影機發生過的問題記錄。 

(5) 行動影像功能 

A. 除了透過用戶端軟體瀏覽影像之外，系統須提供 web client 以及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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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B. 使用者可透過瀏覽器連線至系統瀏覽影像。 

C. 系統支援 Android 與 iOS，使用者可透過 Play 商店或 App Store 下載

app 連線至系統瀏覽影像。 

D. 系統採用帳號密碼登入模式供使用者登入瀏覽。 

E. 使用者瀏覽影像方式採樹狀或縮圖預覽，點擊即可自動播放。 

F. 使用者在播放過程中可自由選擇影像播放之解析度大小。 

G. 使用者可透過日曆或錄影資料樹狀表選取回放影像時段。 

H. 使用者在回放模式中可點擊跳轉下一段或上一段影像。 

(6) 原廠保固證明 

A. 提供原廠連帶保固證明文件。 

B. 為確保品質得標廠商於設備功能查驗時應附原廠證明設備功能型錄相同

加蓋原廠大小章 

2. 網路攝影機 48 組 

(1) 支援雙碼流。 

(2) H.264 / MJPEG 壓縮格式。 

(3) 200 萬畫素影像擷取。 

(4) 夜視有效距離可達 60M  

(5) 內建機械式濾光鏡片。 

(6) 防水設計 (IP66) 。 

(7) 支援 3G 手機監看功能 (iPhone / Android) 。 

(8) 支援 3D 數位雜訊抑除及數位寬動態功能內建 POE。 

(9) 支援影像解析度到 1920 x 1080。 

(10) 浮水印錄影格式。 

(11) 支援 ONVIF。 

(12) 攝像元件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13) 低照度 0.01 lux (F1.2 & 自動增益開啟) 

(14) 傳輸頻率 32 kbps ~ 16Mbps 

(15) 警告通知區域入侵偵測 / 跨線偵測 / 位移偵測 / 動態分析 / 鏡頭遮

蔽 /    

(16) 網路斷線 / IP 位址衝突 /  儲存裝置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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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通訊協定 TCP / HTTP / DHCP / DNS / RTP / RTSP / PPPoE / SMTP / 

NTP 

(18) SNMP / HTTPS / FTP / 802.1 x Qos (SIP / SRTP / IPv6 Optional) 

 ※為確保品質得標廠商於設備功能查驗時應附原廠證明設備功能型錄相同加

蓋原廠大小章 

 

三、 能資源管理系統 

(一) 概述 

本校自政府機構開始宣導節能減碳目標開始起即開始著手建置全校能源監

控系統，主要目的用以監視校區用電狀況，完整的紀錄分析學校用電狀況及供電

品質，並進行電力需量控制，執行負載切離或卸載的動作。全校能源監控系統建

置後之資料收集、自動抄錶、趨勢記錄統計、資料庫管理、報表管理、警示管理

等機能，更可做為管理單位決策的重要依據。 

為降低學校用電成長及養成學生節能減碳的觀念，建議於新建宿舍建置能資

源管理系統，並將使用狀況整合至原總務處能源管理監控系統中。 

(二) 基本需求及硬體設備 

本系統包含下列子系統並應具有支硬體設備如下： 

 電力資訊管理系統。 

 水資源管理系統。 

 能資源管理分析系統。 

 硬體設備 

1.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2組。 

2. PLC盤(含無熔絲開關、端子台) 2組。 

3. 數位電子式水表3組。 

4. 液位控制器3組。 

5. 電力監控系統工作站(含Server作業系統，24吋液晶螢幕)1組 

(三) 系統規劃說明 

為既有 IC 卡機系統持續擴充工程，系統軟體必須依既有系統程式擴充為一

套完整的圖控軟體，建置的範圍如下： 

1. 系統硬體建置方式 

(1) 能源管理系統主電腦畫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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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含忠孝樓及仁愛樓 178 組既有 IC 卡機系統及新建宿舍 IC 卡機系

統 318 組，於負責管理單位辦公室之電腦主機整合宿舍相關冷氣管理資訊畫

面，藉由校園網路接收各站資訊，經由管理軟體處理整合後將相關資訊呈現

於畫面上。 

(2) 計費系統軟體建置： 

A. 原忠孝樓58組和仁愛樓120組之電子表及讀卡機用電資訊及讀表狀況

應整合回原能源管理系統。 

B. 新建宿舍：共建置318組電子表及讀卡機並將用電資訊及讀表狀況傳回

原能源管理系統。 

(3) 資源管理系統 

新宿舍自來水及回收中水，增設智慧型電子式水量計監視、補水馬達

狀態監視及水池液位監視等功能，並透過通訊連線能資源管理系統電腦，

以完備水資源系統管理。可透過各種統計分析技巧，追蹤分析流量計的準

確度是否發生偏移或是計量不確定度擴大，再據此提供適時的校驗與誤差

修正。可當用水異常情況發生時，透過警報聲響及 e-mail 方式即時通知管

裡人員進行後續處置，以提高水資源的管理效益。 

(4) 能資源管理系統 

高壓電盤及宿舍房間數位電表至少應有 321 迴路，藉由內部網路將電

表資訊傳回能源管理系統電腦。為了更瞭解宿舍電力使用狀，首先應收集

重大能源設備用電資料以及空調設備能源使用情況，而電力監控系統之目

的即在於取得各項所需資料，以供後續管理政策之決定。 

2. 系統軟體建置： 

能源系統工作站主要規劃功能及操作畫面如下： 

(1) 電表總覽畫面及功能： 

即時顯示各房間的---累積用電度數(kWh)、卡機使用狀況、即時顯示---

電表連線數量統計、即時卡機使用數量統計、即時電表斷訊數量統計 

(2) 宿舍卡機使用狀態即時平面示意圖： 

(3) 即時水資源資訊系統示意圖： 

     用水量顯示、水池液位顯示、馬達運轉狀態 

(4) 用電量分析(圓餅圖分析)： 

 系統內各電表用電所占比例分析 

(5) 用電增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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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2 個月及去年同期之用電量比較分析 

(6) 用電尖峰分析： 

過去 12 個月及去年同期之用電尖峰時間分析 

(7) 統計報表： 

自訂用電區間度數統計，可不分段、二段式、三段式呈現，並將報表運算結

果匯出為 excel 檔案 

(8) 熱點分析： 

用電度數超量值與超量比例分析 

(9) 警報總覽： 

顯示 近警報紀錄 

(四) 系統設備規格要求 

1. 硬體功能 

(1) 電源管理介面伺服器 

A. 中央處理單元 FA100〔FATEK 32位元硬體運算處理器(HLS)〕。 

B. 主記憶體：SRAM 128KB,ROM 256KB ,唯讀記憶體:128KB bytes 

C. 可擴充數位I/O處理容量: 512點,數值I/O 處理容量:128 通道。 

D. 運算速度: 330ns/LD指令。 

E. 支援MODBUS RTU-MASTERR、SLAVER及使用者自行定義之通訊協定

。 

F. 主機可同時支援通訊埠5組以上，速度可達921.6Kbps，可接RS232、

RS485、USB、Ethernet、GSM等介面。 

G. 運轉環境溫度範圍：5℃~55℃。 

H. 運轉環境溼度範圍：5~95%RH。 

I. 主機、通訊以及I/O模組，為個別獨立模組。 

J. 乙太網路通訊介面模組: 

a.通訊速率 10M以上。 

b.可連接網路節點（Network Node）32個以上。 

c.通訊距離100m。 

 控制器內建功能: 

A. 主機記憶體內資料程式之備份方式具：鋰電池(LITHIUM BATTERY)保護。 

B. 運轉、編程及故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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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即時時鐘（萬年曆Real Time Clock）具有”年月日時分秒”時鐘功能。 

D. 擴充功能模組化設計，具有系統自我診錯功能。 

E. 定時排程控制功能，可設定特定日期、星期、時段之定時控制。 

F. 國際標準之品質系統CE認證。 

G. 可擴充式資料存取區，具記憶匣插槽PACK，容量可達1M位元FLASH 

ROM。 

H. 可將暫存器內資料記錄到記憶匣內，並具寫入保護功能。 

I. 可將運行程式複製到記憶卡內，可以新的程式內容運轉。 

J. 提供4組32bit 0.1ms 時基高速計時器。 

K. 提供視窗中文操作環境以編輯、監視、除錯程式並能具備,RUN中連線編

輯下載程式功能。 

L. 具看護時鐘(Watch Dog Timer) 

M. 偵測CPU使用電源異常(Low-Voltage Reset)。 

N. 當軟體及韌體(Firware)程式進入死迴圈或未定義的位置時，程式控制系統

停止運轉且ERR 燈亮。 

(2) TCP/IP 網路通訊模組 

1 埠乙太網路(Ethernet)之擴充通訊板 

(3) RS-485 通訊模組 

2 埠 RS485(Port3+Port4)之擴充通訊模組 

(4) 電力監控系統工作站 

含 Server 作業系統，24 吋液晶螢幕 

Intel® Xeon E3 1220V5，3.0GHz 

DDR3 1333 8GB Memory 

1TB x 2 SATAIII HDD 

2. 軟體功能 

(1) 離線模式：軟體具有模擬模式，可離線模擬，方便人員教育訓練。 

(2) 圖控基本功能：具物件導向圖形，網路連線，排程，應用程式編輯，安全管

理，曲線記錄，警報處理及報表等功能。 

(3) 控制點數：監控軟體具備無限點數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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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援平台：完全支援 Windows 7/10 中文作業環境(包括顯示，報表，資料庫

等等)。 

(5) 硬體支援介面：支援 I/O 介面技術,可連接各種廠牌之 PLC 控制器。 

(6) 軟體支援介面：支援多媒體介面,可整合聲音(Audio)與影像(Video)。 

(7) 修改設定：可直接修改或編輯控制流程之參數,不需停止系統作業。 

(8) 密碼管理：至少提供 2 個使用者能同時使用本系統，並維持資料一致性。 

(9) 系統整合：將各個子系統整合成單一介面，方便管理者操作。 

(10) 資料庫管理：人機介面軟體可同時扮演 ODBC 客戶端(Client)與伺服端

(Server),可讓其它報表軟體如 VB,Access,Excel 等透過 ODBC 介面驅動程式

直接取得圖控資料,相反之,人機亦可透過 ODBC 介面驅動程式取得關聯資料

庫資料。 

(11) 歷史資料及閱覽： 

A. 能源管理系統軟體能將歷史資料每月備份並加上密碼，且刪除已備份資料

以將即時動態資料庫保持在 精簡狀態。 

B. 當使用者欲查詢歷史資料時，監控軟體本身能調出任何已備份期程內之歷

史資料，並具圖形化(趨勢圖)及將選取資料獨立另存之功能。 

C. 歷史資料須含： 

D. a. AI資訊：所有資料收集設備回傳之資訊。 

E. b.事件紀錄：警報、提示、設備運轉狀態及多階權限使用者登入狀況。 

F. 歷史資料儲存周期時間需可視需求變更設定。 

(12) 將來擴充性：提供監控軟體完整原始程式碼。 

四、 電器設備工程(冷氣、熱水器) 

(一) 冷氣設備(307 台) 

1. 概述 

本空調設備應以符合 新 2017 年 CSPF3.4 國家能效標準為優先選擇。

以低分貝噪音、人性化的介面使本校學生操作上更為省電便捷簡單。 

2. 基本需求 

A. 梯廳管理室(4 台)：至少 6300Kcal 以上/台。 

B. 管理休息室(2 台)：至少 2500Kcal 以上/台。 

C. 弱電機房(10 台)：至少 4500Kcal 以上/台。 

D. 主機室(1 台)：至少 6300Kcal 以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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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房間(290 台)：至少 4500Kcal 以上/台。 

3. 規格需求 

(1) 可依需求,於出廠前設定使用溫度範圍。面板數字顯示代碼。 

(2) 固定螺絲需採用不銹鋼螺絲搭配螺母墊片。 

(3) 室外機需採用鍍鋅鋼材及粉體烤漆設計。 

(4) 需有冷媒異常保護裝置。 

(5) 低噪音 20 分貝以下。 

(6) 使用高密度抗菌濾網。 

(7) 擺頁擺動可依需求自行調整角度。 

(8) 採用線控遙控器。 

(9) 採用高效散熱內螺紋速冷管。 

(10) 應採用環保冷媒，至少應為 R410A 或以上。 

4. 安裝注意規定 

(1) 應設置高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 

(2) 牆壁鑽孔時，室外側需稍向下，保持斜度鑽孔，以避免室外水滲入室內。 

(3) 保護管需按照安裝牆壁厚度尺寸來切斷。 

(4) 連接電線上需載有 220 V 電力，配線作業時請特別留意。 

(5) 排水口的規格須為 MPT3/4”。 

(6) 請務必將室內機之排水管以隔熱材(10mm 厚以上)包覆。 

(7) 連接電線安裝時，請勿與牆壁內之金屬網相碰觸，且在通過中空的牆壁時，

務必使用保護管。 

(8) 冷氣旁溝槽封矽酸鈣板(290 間)。 

(二) 電熱水器設備(292 台) 

1. 基本需求 

(1) 具環保或節能標章。 

(2) 使用儲熱式電熱水器，預計安裝浴室上方，空間 W115*L85*H90cm。有部

分空間不足，需安裝於廁所上方，廠商於投標前應考量是否至現場勘查。 

(3) 使用電熱水器時，當打開水閥而沒有出水時，要立即斷開電源，防止因故障

使電熱水器在無流動水的情況下工作而損壞。 

(4) 開關及溫度顯示，需連結至浴室外。 

(5) 按照國家標準，電源的三線-火線、零線、地線連接正確且與外標示相符合， 

接地良好，絕緣保護完好，電線線徑粗細滿足容量負荷要求。  

(6) 出水管道 好要小於三米，務必在進水端安裝角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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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裝有地漏和導流管。 

2. 設備規格要求   

(1) 至少儲熱式熱水器儲熱空間至少 35L。 

(2) 熱水器 38 度至 65 度加熱時間需小於 20 分鐘。 

(3) 熱水器 40 度溫水連續供應量需達 130 公升以上。 

 

五、 裝潢 (窗簾、燈具)  

1. 概述 

考量宿舍照明、遮光與學生生活隱私及窗簾耐用程度，將選擇防焰遮光性

佳之捲簾及省電燈具，做為每間房間窗戶之基本設備。 

2. 窗簾 (292 個) 

(1) 基本需求：廠商需隨出貨時附上防焰證明，材質符合規範才可進行安裝。 

(2) 設備規格要求： 

A. 四人房窗戶尺寸為 150*220cm，VIP 室落地窗尺寸為 150*280cm 室，廠

商需依每間房間窗戶實際尺寸丈量製作之。 

B. 顏色採牙白色或近似牙白色為佳。 

C. 材質以全防光防焰為主。 

3. 燈具 

設備規格需求 

(1) 房間書桌燈：至少使用 T5 燈管 14W(含開關面板)，110/220V，1118 組。 

(2) 崁燈：12W LED，色溫-5000K (白光) / 2700K (黃光)，124 組。 

(3) 吸頂式日光燈：至少使用 T5 燈管 28W(220V)，172 組。 

(4) 走廊照明：輕鋼架 LED 平板燈 60*60cm(220V)，210 組。(需配合鋁格柵

天花板施作)。 

(5) 以上照明數量為 低數量，廠商需依現場照明數量調整增加之。 

          

六、 公共設施及其他 

1. 概述 

需於 2~11 樓，每層曬衣間內設置固定式曬衣架，便利學生們清洗衣物後曬

乾，避免房內過度潮濕導致霉菌滋生、物品亦受潮後不堪使用。走廊天花板採鋁

格柵天花板，加強美觀與維修更換便利性。 

2. 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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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樓 10 間曬衣間，每間至少裝置 4 組固定式曬衣架(含撐衣桿)，長度不

小於 390cm。至少使用材質 SS304 不鏽鋼，固定於合適之高度與位置，方

便使用者曬掛清洗後衣物。 

(2) 2~11 樓走廊天花板裝設 10cm 明架鋁格柵，採鋁烤漆格柵材質，需配合燈

具施作。 

(3) 1 樓大廰管理室櫃台及置物櫃(含座椅)，一座 L 型長度至少 425cm+210cm

雙層櫃台(4 人座位)，一座長度至少 240cm 櫃台(2 人座位)，置物櫃長度至

少 360cm，廠商依現場尺寸訂製之。 

七、 其他 

1. 服務建議書之所有規劃提案屬初步構想，本校保留規劃提案之修改權利。得標

廠商應與本校充分溝通，掌握基地屬性規劃設計，同時應配合本校意見調整修

改，所提出之設計提案與施工圖，應經本校確認後始得施作。 

2. 廠商得標後需提出施工計畫書，訂定施工日期與期程，避免影響宿舍開舍時程。 

 

肆、 施工規範及工安環保注意事項 

一、 門禁系統 

（一） 基本施工要點 

1. 管道施工：於室內部份，應依照經濟部頒佈之「室內線路裝置規則」；於室

外部份，應依 照經濟部頒佈之「室外線路裝置規則」；  

2. 佈線系統應依照 ISO/IEC 11801「GENERIC CABLING FOR CUSTOMER 

PREMISES CABLING」國際標準。 

3. 於管道間安裝設備、網路線路、光纖線路、其他設備等皆須安裝於機櫃內，

並於安裝前與本 校討論確認細節方始施工；考量散熱與管理一致性，不得

在機櫃四周圍(包含機櫃本體上方) 擺放設備或雜物。 

4. 所有網路節點、線路、資訊面板等的標示務必吻合和一致性，以供簡化後續

維護管理。 

5. 若依據設備廠商功能及壓力測試測出線路品質不良，則施作廠商須重新佈線

。 

6. 以下規格之字義，依開立此規格之校方詮釋為主，施作廠商有任何疑問，須

於投標前或標案 結束前諮詢清楚，否則視同同意本規範書規範，之後驗收

及保固期間任何相關之網路問題，一律由得標廠商/施作廠商負責解決。 

（二） 施作廠商要點 



 

29 

1. 施作廠商於驗收及保固期間，支援工程師須全力配合校方所提出的合理需求

，並於合約期間完成。 

2. 施作廠商須提供管理層級的服務專線，若支援工程師無法滿足校方的合理需

求，則校方可透 過此一服務專線，要求替換支援工程師。 

3. 施作廠商以具有承攬政府機構或學術單位之網路建置案經驗為佳，並請提出

相關之書面證明文件。 

（三） 線路施工要點 

1. 為確保網路品質，所有線材與零組件(包含 panel、RJ-45、資訊插座、跳接

引線 Patch Cord… 等)必須使用同一廠牌之進口品牌(如 AMP)，不得以二

手貨品取代，須提供原廠保固書 與購買證明；配線系統設計依 EIA/TIA 568 

配線系統標準，TSB-40 連接硬體標準及 TSB-36 電纜標準，符合 CAT.6

水平配線，垂直主幹纜配線以光纖為主。 

2. 因施工需進行牆壁穿鑿時，必須先取得使用單位及總務處營繕組同意，不得

私自開鑿；施工 後須將缺口補平，並恢復顏色至原狀，施工所造成之環境

污損髒亂，廠商須負責清理乾淨。 

3. UTP Cable 佈放細項: 

（1） 網路佈線長度應小於 90 米(含二端 patch cord 總長度不得大於 

100 米)、佈管時應避免大於 90 度、整段線路須完整。 

（2） 網路佈於天花板上方採用塑膠管保護，牆內垂直部份採用暗管或白色

全密式塑膠線槽施作。 

（3） 所有網路佈線時，如有高架地板，需於高架地板下使用線槽進行佈線

，若無高架地板可 供走線，則需配置有蓋線槽，並依性質或佈設位置

加以成捆束結。 

（4） 所有線路不得裸露在外，如線路須走管道間或資訊專用管線，不得與

其他非資訊網路線 路與電力系統併用管線，若因建築物實際狀況無管

道間時，須使用 PVC 或金屬材質管 線包覆固定，並註明資訊網路，

管線轉角處均須使用分線盒處理。 

4. 光纖佈放細項 

（1） 光纖佈放時，如須整線，應以 8 字型盤整，光纖彎曲半徑不得小於光

纖外徑之 25 倍， 彎折及剪接絕對禁止。 

（2） 拉引光纜應以細尼龍繩綁住光纜凱弗拉線部份以尼龍繩拉送，不得以

鐵絲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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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纜牽引至定點後，依規定尺寸預留適當長度之光纜後，以剪刀截斷

，接頭部份並以防 水膠布綁緊。 

（4） 管道數量至少二支上，管徑以四吋為主，而拉線箱距離以不超過 15 公

尺一個為限。 

（5） 施工人員於配管時應註明「光纖網路管路」以警示。 

（6） 佈放之光纜不可與電力配線共同放置於人孔內或同一管道中，而且間

隔應在  0.5 公尺到 1 公尺之間。 

（7） 光纜佈放時原則上由中間手孔或拉線箱向兩端佈設，如遇特殊狀況必

須反應。 

（8） 搬運光纜時，必須注意不得使纜盤受到激烈衝擊；距離移動時，禁止

纜盤作翻滾式移動 並照盤上標示箭頭方向轉動。 

（9） 佈放時 大牽引速度以每分鐘  15 公尺為限；而 大牽引力應在規定

之 大承受拉力之內且均勻移動，並應留  5 公尺長度於引進端手孔

或接線箱內，以備再接續或測試之用。 

（10） 小允許彎曲半徑，應保持至少為纜線外徑 20 倍以上，如果靜止放

置之情況下，容許彎曲半徑為纜線外徑 10 倍以上，並不得有扭絞或

施以機械強度以外之外力。 

（11） 佈放光纜後，須在各管道口做防水止滑處理；其發泡止水材料須為 

4416 Duct Sealing Kit 或同級產品，而止水材料之施工方法請參閱

電信施工規範 CLC-CC2002-2 。 

（12） 主配線架（MDF）與次配線架（IDF）之連接光纖均使用  PVC 管做

外層被覆，光纖材質 若含有導體時需有接地措施，防止設備遭受意

外之損壞。 

（13） 光纜末端處須配製置光纖終端箱，將光纖熔接處收容於箱體內並將光

纖色碼排例整齊。 

（14） 光纖終端箱內要有必要接頭(可於施工前與電算中心確認)及收容盤，接

線對照表等。 

5. 光纖終端箱(Fiber Termination Box)細項  

（1） 光纖收容箱(機櫃式) 規格。 

（2） 裝載方式：19 吋機櫃式 1U 高度。 

（3） 接續容量：12，24 等不同容量芯數光纖接頭。 

（4） 接頭型式：可於施工前與本中心確認。 

（5） 需內提供光纖收容盤及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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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光纖收容盤可完整收納 250μm~900μm 規格光纖。  

（7） 所有近出線口皆以橡膠保護套覆蓋，防止鼠蟲進入。 

（8） 箱體鋁合金結構並經烤漆及防繡處理及左右各有2只進出線口，提供光

纖接續收容盤 及繞線輪組以便收容與整理光纜餘長。 

（9） 托盤固定盤可由前方拖出以利施工。 

（10） 符合 RoHS 規範。 

6. 跳線面板(Patch  Panel)細項 

（1） 跳線面板應為模組式設計，適用於19英吋機櫃，容量為24埠/1U。 

（2） 需通過 TIA/EIA-568-B.2-1、Category 6、ISO/IEC 11801 Class E 標

準及 UL、ETL、 3P 等測試，必要時提供證明書。 

（3） 資訊模組傳輸速率可支援10Base-Tx、100Base-Tx、155Mbps、

622Mbps、1.2/2.4Gbps,ATM及Gigabit Ethernet等網路傳輸標準。 

（4） 跳線面板需有EIA色碼，並能符合EIA/TIA T568A 及 T568B 兩種打線

方式。 

（5） 配線架為鋁合金材質，為減輕整體重量，後方需有一體成型的托線盤

設計以固定線材，導引進線避免安裝時折角過大，有助於纜線之整理

及特性穩定。 

（6） 跳線面板需由機櫃下方開始安裝，安裝時需距離電力設備 3U 間隔，

與其他設備間隔 1U，若下方無裝置電力設備，則安裝至機櫃 下方

，距機櫃底層需間距 1U。 

（7） 跳線面板(Patch Panel)順序一律由下往上遞增。 

（8） 跳線面板(Patch Panel)編號順序一律由左往右遞增。 

（9） 第一隻跳線面板(Patch Panel)作為 uplink 之用。 

（10） 插拔次數： 低 800 次以上；端子板打線次數：200 次。 

7. 跳接引線(Patch Cord)細項 

（1） 得標廠商需提供符合現場環境之跳接引線(Patch Cord)， 低長度不

可低於3米。 

（2） 需符合 TIA/EIA-568-B 2.1 Category 6、ISO/IEC 11801 Class E 等

標準。  

（3） 跳線有模組化護罩 (Moduled boot)以確保不會超過 小彎曲半徑。 

（4） 傳輸速率可支援 10Base-T，100Base-T，155Mbps、622Mbps、

1.2Gpbs,ATM 及 Gigabit Ethernet 等網路傳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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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跳線接頭需以充膠押出生產製作，以達到堅固、防潮之需求且充膠處

與 Plug 需有品牌 字樣，需有 RJ-45 彈片保護設計，防止彈片斷裂

。並需為工廠製作，不得為現場製作， 以確保整體傳輸品質。 

（6） 所有跳接引線需依據本校編號規則編號並完成機櫃內所有跳接引線

(Patch Cord)的重整。 

（7） 依據跳線面板埠數決定使用之垂直理線槽，例如跳線面板為 24 埠，

則前 12 埠跳接引線使用機櫃左方之垂直理線槽，後 12 埠跳接引線

使用右方之垂直理線槽。 

8. 資訊插座(Outlet)細項 

（1） 須與線材同品牌，符合 ANSI/TIA/EIA 568B.2-1、ISO/IEC11801 

Category 6/ClassE 標準，並提示 UL 或 Delta EC 認證證明書。 

（2） 為了使通訊與資訊能夠共用插座，資訊插座需可同時相容 RJ-11、

RJ-12 與 RJ-45 接頭。 

（3） RJ-45 端子接點採用銅合金材料，電鍍上 100u Inch 的鎳再鍍上 

50u Inch 金。觸點承 受壓力 少 100 公克，插頭保持力 15 磅。 

（4） 接點接合插拔次數: 低 800 次以上；端子板打線次數：200 次。 

9. 續接規定細項 

（1） 不可續接線路: 跳接引線(Patch Cord)、uplink 線路、光纖線路、骨

幹線路、設備使 用之電源線。 

（2） 續接網路: UTP 線路新建置網點原則上不得續接，若因例外狀況需續

接時，應與電算中 心聯繫討論，許可後記錄線路編號方始進行；線

路接續點應採取適當保護措施避免鬆脫，並固定於明顯處方便後續維

護查修。 

（3） 若因續接線路影響網路服務品質，保固期間接獲校方報修通報後須重

新佈線，以便排除 因續接衍生的問題。 

10. 所有線 路 需以專 業 網路儀 器  CAT.6(FLUKE DTX-1800 以 上等級 ) ，

CAT.5E(FLUKE DSP-4300 以 上等級)進行測試，該工具需從 Core 

Switch、Edge Switch、Patch Panel、資訊插座測試至 Client 端點，完

工驗收時需檢附下列之電子檔： 

測試報告書：包含既有線路及新增網點，同時必須附上原始測試資料檔(

非文字檔)，以及解讀原始資料檔的軟體。 

11.所有網路線路(包含跳線面板 Patch Panel、資訊插座、跳接引線 Patch 

Cord 等)皆須依本 校要求給予編號，並彙整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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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道間與機櫃施工要點 

1. 管道間施工細項 

（1） 管道間內部佈線時，均須由管道間內部設置之垂直理線槽下線至管道

間內，不可隨意下 線或洗洞，其中光纖線路需增加適當保護並佈置於

明顯可見處，禁止其他線路堆置於光 纖線路之上。 

（2） 線路佈線進入機櫃前均須預留長度(不得少於 3 米)以利後續維修和

線路遷移。 

（3） 本校管道間機櫃乃作為網路線路、交換器、跳線面板(Patch Panel)安

裝之用，所有交 換器、設備、網路線路等必須符合機架安裝。 

2. 機櫃施工細項 

（1） 機櫃設置需考量以後施工維修作業，預留施工作業空間、機櫃前後門開

啟活動空間、線 路走線空間，並於施工完畢後將其固定，避免滑動。 

（2） 電源線路(包含排插、電源線等)走線為機櫃左後方，資訊線路外部進線

(包含網路線、 光纖)走線為機櫃右後方，不得使用前方理線槽。 

（3） 機櫃內同性質網路線路請使用適當之固定材料將其整束處理，並將多餘

線路整理後放置 機櫃外部後方，不可將過長線路放置機櫃內部。 

3. 光纖施工細項  

（1） 光纖交換箱一律安裝於機櫃 上層，距機櫃頂層需間距 1U，並請注意

安裝完畢後不可 影響機櫃門開閉。 

（2） 光纖端子若無使用，請勿拿下保護套，使用中之光纖端子，保護套請放

置於箱中。 

4. 其他設備施工細項 

（1） 其他設備安裝位置須為電源供應交換器下方，間距 1U，若該機櫃無光

纖交換箱、路由器、交換器與電源供應交換器，則其他設備需安裝於機

櫃 上方，距機櫃頂層需間距 1U。 

（2） 其他設備裝置必須具有機架安裝套件方始安裝至機櫃。 

（五） 標籤編碼要點 

1. 基本標籤編碼事項： 

（1） 線路需有標籤標示。 

（2） 光纖線路、光纖跳接面板、光纖機箱則需按照電算中心要求做明確標示

。 

（3） 標籤需使用標籤套管或標籤環進行標示。 

2. 標籤標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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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跳線面板後端之外部 UTP 線。  

（2） 跳線面板正面。 

（3） 跳接引線二端。 

（4） Uplink 線路二端。 

（5） 光纖線路、光纖面板。 

（6） 特殊、其他 UTP 線路或由電算中心指定須標示的線路。 

二、 能資源系統 

（一） 施工需求 

1. 裝設，除設計圖及本說明書另有規定外，均須依照經濟部 近頒訂之屋內線

路裝置規則有關之各項規定辦理，已訂有 CNS 標準之器材，均須採用符合

CNS 標準之產品。 

2. 設備及監控箱須接地，應按經濟部所頒布之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一章第八節

地線工程，接地線可就近接至既設之接地系統。 

3. 所有監控電線需永久標示導線之編號，以俾將來查線。 

4. 對於進行施工前須先記錄及照相存證，如有任何損壞或影響，須以原材料、

原造型復原。 

5. 施工區域避免粉塵污染其它非施工區域，並應注意噪音控制。 

6. 施工動線經過之非施工區域須以保護板舖設，避免損傷非施工區域之裝修，

如因管線施工之需求須經非施工區域者，須以原材料、原造型復原。 

7. 所有器材必須在運輸前、運輸途中及抵達工地安裝前應適當防護， 避免損

壞、變質或影響壽命。 

8. 施工人員及機械設備在通道必須做必要之管制，以免影響人員之通行權利。 

9. 工程期間若須停電，須先徵得校方主辦人員及相關單位或人員同意後，才准

予進行停電施工。 

（二） 系統擴充及維護保養 

系統軟體需考慮未來增設時，不會因程式容量不足而造成無法擴充。

系統具備有強大介面整合能力，可整合多種系統(電力、水、空調、教室計

費、課表管理、消防系統...等)不同之介面。 

軟體部分則於竣工時提列一份備份程式光碟，如監控電腦損壞或需更

換時，校方可自行安裝程式及設定。 

（三） 系統測試及驗收說明 

1. 完工交付文件，竣工文件中須包含下列文件，以辦理驗收結案： 

（1） 系統操作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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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使用合法授權證明及系統保固證明。 

（3） 硬體設備型錄。 

（4） 現場施工前後相片。 

2. 保固服務 

保固期至節能效益驗證期滿為止，廠商將負責此期間設備之無償維護

與更新。後續將逐年編列預算進行系統例行維護保養，並長時間監視系統

運作於 佳效率，避免系統異常發生。 

三、 其他工程 

1. 接地線勿裝於下列位子：如水管、瓦斯管、配電箱內未接地之中性線、電

話線之接地線及避雷針…等。 

2. 在完成連接電線的接續作業後，請務必拉一拉電線，確認是否接續無誤，

避免不良事故發生。 

3. 電線之安裝方式需按電氣設備有關之技術基準。 

4. 機體安裝前須與其他工項協調安裝介面於每樓層完工後，逐一檢測冷氣機

之冷度、排水、噪音…等。 

5. 室外機安裝人員須一律穿戴安全繩索，以防止墜落發生。 

6. 確定電熱水器安裝的位置在哪裡， 以鉛筆標記出來。 

7. 固定熱水器可以採用衝擊鑽打孔安裝膨脹釘固定。 

8. 連接水管：安裝固定好熱水器之後，將進出水管一併安裝好，旋緊並固定

住，然後放水充滿容器中。 

9. 準確連接電源火線、零線及地線，確定好插頭、插座連接方式。 

10. 安裝完畢之後要對電熱水器水電進行檢測， 確保無漏水漏電的現象發生，

測試正常即可通電使用。 

11. 燈具或燈泡絕對避免以布或紙覆蓋，以避免燈具的散熱受到阻礙。 

12. 須檢查玻璃、塑膠等部品是否有裂痕變形。 

13. 天花板和其安裝部分是否有不穩及鬆弛的現象。 

14. 注意是否有異常的臭味、噪音、過熱等。 

15. 安裝曬衣架及鋁格柵天花板若現場使用合梯時，兩梯腳間應採用堅固之繫

材扣牢，並應有踏板寬度在 5 公分以上之安全梯面。 

16. 合梯應具有堅固之構造，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合梯之高度

不得超過 2 公尺。一人於合梯上從事作業時，另一人於梯旁監護及協助。 

17. 嚴禁利用合梯兩梯腳開合方式從事橫向移動。 

18. 施作人員必需配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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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捲簾兩側需先將固定螺絲鎖緊，避免鬆脫。 

 

四、 教育訓練 

所有設備及系統安裝、測試調整後，為使本系統運轉順暢，廠商需對本單

位有良好教育訓練之責任，將由專業技術人員以簡報方式與現場實際操作講

解，讓使用者更能全盤式了解設備如何運轉與簡易故障排除。若其單位人員有

所異動時，將可再另行通知做教育訓練之工作，並於完工驗收後提供系統維護

操作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