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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資訊指導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 年 05 月 02 日（星期三）上午 09：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C334)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列席人員：曾清義、郭文壽、謝文欽、陳立奇 

肆、 主  席：林聰明校長 

伍、 上次會議（106年11月2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提案：修正「南華大學資訊中心主機代管暨虛擬主

機與網站租用管理要點」、「南華大學資訊中

心主機代管暨虛擬主機與網站租用申請

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至行政會議審議。 

已於106/12/25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2 

提案：為建立本校網路穩定備援機制及有效運用聯

外頻寬，擬建置網路負載平衡路由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7 學年度編列該預算。 

已於107學年度編列該預算。 

3 

提案：教師研究室中道樓 3、4 樓網路共用印表機，

目前未有適當空間放置印表機，提請討論。 

決議：進行實地會勘後再議。 

已於106/11/8下午4點會同林副校

長、總務長、保管組組長、資訊中

心主任及行政諮詢組組長進行實地

會勘，選定3樓弱電機房作為3、4

樓研究室網路共用印表機放置空間

，共用印表機已於106/11/15設置完

成。 

4 

提案：擬訂定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與教務學期課

程、選課學生資料匯轉與同步的標準作業時

程，供教職員生依循，提請討論。 

決議：原則上通過，第一次轉入日期需再進行調整，

由教學發展中心主導，協同教務處及資訊中

心進行討論適當的日期。 

已於106/11/6由教學發展中心召開

Moodle資料轉入日期討論會議，確

定轉入時程，時程如下： 
 

 

學

期 

第一次

轉入日

期 

每天

同步

時間 

刪除未

開成課

程 

停止同

步日期 

一 學期開

始前兩

周 

AM 

5：00 
加退選

結束後 7

天 

期末考

結束當

日 

二 學期開

始前兩

周 

AM 
5：00 

加退選

結束後 7

天 

期末考

結束當

日 

三 學期開

始前一

周 

AM 

5：00 

 下學期

開始前

15 天 

5 

提案：擬擴增 W1011 機房機櫃、冷氣電力及相關

基礎工程，提請討論。 

決議：原則上通過，供電方面先進行處理，另空間

需求、工程設計、綠能機房及經費需求等，

納入專家意見後再進行詳盡討論。 

已聘請校內顧問及外部專家審核，

並依據建議完成修正。詳細內容於

提案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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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主席

總結 

一、 推廣各單位使用公務信箱進行公務交流，由資

訊中心於下次前瞻會報提出討論，並說明目前

使用情形及相關推廣策略。 

資訊中心於106/12/13前瞻會報提

出討論，並於107/4/30行政會議確

認信箱名稱。 

二、 教師績效系統 

(一) 非即時性：由每日上午 9 點更新一次，

改為每半小時更新一次。 

(二) 成績異動：教師績效總成績輸入截止日

後，仍會繼續開放，日後朝向只針對有問

題的教師進行開放。 

系統修改工作已排入時程。 

三、 電腦教室注意事項：請授課教師協助對學生宣

導禁穿拖鞋及保持鞋櫃上的清潔事項。 

1. 已於106-2課程調查表內加註說

明，請老師協助對學生宣導。 

2. 另於電腦教室張貼相關注意事

項宣導海報。 

陸、 業務報告： 
一、 行政諮詢組 

(一) 電腦教室 C107、C209、C210、C225、W200 環境清潔，電腦硬體檢測，每學期

依教學課程安裝教學軟體。 

(二) 106-1 學期 H107 及 C107 電腦教室更換下來之個人電腦，共 122 台，已安裝到行

政及需求單位。 

(三) 數位講桌電腦整理： 

1. 已過保固電腦進行更換成固態硬碟(50 台)。 

2. 重新安裝系統(Offices、Adobe Reader、Media Player、Google Chrome、7-zip、

Libre Office)。 

3. 有額外需求者請與資訊中心反應。 

(四) 維護軟體銀行 soft.nhu.edu.tw：更新資源下載區 iso 檔及平台常用軟體，請多利用。 

(五) 106-1 學期協助廠商及各單位辦理證照考試： 

考試日期 系所 考試科目 考試教室 

107/1/11 建景系 
Autodesk Certified Professional： AutoCAD 

2016/2017  
C225 

107/1/9 資工系 MTA-Database Fundamentals  C210 

106/12/24 終身學習學院 Adobe Premiere Pro CC 2015  C225 

106/11/26 終身學習學院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Photoshop CS6  C209 

106/11/25 終身學習學院 訊連科技 CCP 國際專業認證：威力導演創新影音剪輯 C209 

(六) 研究室網路共用印表機 11 台：106 學年(106/8/1~107/4/18)125 使用者，總列印張

數 163,663 張，已有 6 人 4,000 張/年已用完，自費增加列印額度者有 3 人。 

(七) 106-1 學期支援各單位海報輸出，共 136 筆，A0：76 張、A1：198 張。 

106-2 學期支援各單位海報輸出(107/03/01~107/04/18)，共 45 筆。 

(八) ODF 宣導：請各單位將[下載專區]檔案更改成 ODF 格式。 

1. 107/1/19 通知各單位請於 107/1/25 前完成改善。 

2. 107/1/29 回覆教育部「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執行情形調查。 

3. 107/2/6 確認各單位檔案更新完成，請各單位後續新增檔案需符合 ODF 格式。 

http://soft.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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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網頁相關： 

1. 107/1/25-107/2/5 完成網頁競賽內、外部委員評分。 

2. 107/2/22、107/3/15 與副校長討論網頁競賽相關工作。 

3. 107/3/26 完成網頁競賽頒獎。 

4. 預計於 107/5/16 辦理網頁維護經驗交流分享會。 

二、 科技整合組 

(一) 系統開發部份： 

1. 強化校務行政系統帳號管理機制，包含套用密碼原則及密碼半年強制變更新密

碼。 

2. 配合各單位建置與修改校務行政系統、網站以及持續改善校務行政系統之執行

效率及部份 bug 修正。 

(二) 硬體建置部份： 

1. 更新校務行政系統伺服器主機以提升校務系統之執行效率及資料安全性。 

2. 更新圖書館備份儲存設備。 

3. 佛光山大學系統伺服器建置。 

4. Moodle、iSite、SpeechHub 及 Adobe Connect 系統虛擬化，提升伺服器主機

整體的可用性及執行效率。 

三、 網路系統組 

(一) 107/1/31、107/2/1 進行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二) 107/3/22 執行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三) 107/4/11 進行教育體系 ISMS 資安驗證第一次追查稽核(稽核結果待外稽完成後

更新相關資料) 

(四) 上網行為及流量管理設備已完成設定上線，可管控網路流量及上網行為，提升網

路的安全及穩定性。 

(五) 進行雲水居(2F)無線網路訊號改善，提升網路涵蓋率、連線速度與穩定性。 

(六) 依據教育部資通安全管理規範之要求，本校自 107 學年度開始連結校內無線網路

皆須經授權才能使用，登入之帳號、密碼與校務行政系統相同。 

(七) 社交工程演練 

教育部為提高教育體系各學校人員警覺性以降低社交工程攻擊風險，辦理「臺灣

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服務計畫」。 

1. 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1) 第 1 次演練期間：106 年 4 月。 

(2) 第 2 次演練期間：106 年 9 月。 

2. 106 年度演練結果： 

(1) 本校參演人數：251 人： 

A. 第 1 次演練合格。 

B. 第 2 次演練合格。 

(2) 本校兩次演練皆合格，列為成績優良單位(175 受測單位，29 個優良單位)。 

3. 107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3) 第 1 次演練期間：107 年 4 月。 

(4) 第 2 次演練期間：107 年 9 月。 

4. 資訊中心進行社交工程宣導事務，包括電子郵件通知、教育訓練、協助進行

email 設定等，並定期對校內同仁進行惡意電子郵件測試，以加強同仁對惡意

郵件的警覺及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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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發展組 

(一)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於 106/11/20-106/11/21 通過教育部驗證中心驗證。 

(二) 新版年度計畫管理於 106 學年度會計年度上線使用。 

(三) 成年禮認證管理完成測試，於 106 第二學期正式上線使用。 

(四) 學生社團管理系統上學期完成開發，於 106 第二學期正式上線使用。 

(五) 107 學年度落點分析系統於 107/2/23 上線使用，至 107/3/24 服務學生約 33,700

人次。 

(六) 請採購電子簽核系統預計於 4 月中辦理教育訓練後上線使用。 

(七) 佛光山系統大學 

1. 已於 107/3/14 完成環境建置( Moodle 主機、 MS 資料庫主機、Web 主機) 

2. 目前規劃設計 Web 服務與身分整合驗證功能。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W1011 機房改善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W1011 機房於民國 85 年建置，到目前為止已將近 22 年。 

二、 W1011 機房已建置 7 個 42U 機櫃，放置 42 台伺服器主機、9 台 SAN 

Storage 及 1 台 Nas Storage，提供教職員生校務行政系統、圖書館

系統、數位學習平台、主機代管業務...等服務。 

三、 W1011 機房現況： 

(一) 機櫃空間不足，無法提供擴充服務。 

(二) 電力配線混亂且無電力監控系統，無法掌控即時電力使用情形，

無法平衡電力使用情況，用電不安全。 

(三) 消防設備陽春，遇火災時無法自動啟動消防系統降低設備損害。 

(四) 空調系統老舊，耗電且散熱效率差。 

(五) 缺乏環控系統，無法有效掌控機房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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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改善W1011機房現有問題，資訊中心研擬W1011機房改善計畫(附

件一)。 

五、 資訊中心聘請內部顧問及外部專家委員審閱 W1011 機房改善計畫並

提供意見，委員意見與回覆內容請參考附件二。 

六、 W1011 機房改善計畫、委員審閱意見、與資訊中心回覆內容，提請

討論。 

決  議： 請資訊中心分階段編列預算。 

 

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配合政府推動 ODF 開放檔案格式政策，鼓勵各單位使用自由軟體。 

說  明： 

一、 資訊中心提供 Libre Office 軟體供教職員下載。 

二、 全校電腦均安裝 Libre Office。 

三、 建議各單位提供之可編輯文件，以 ODF 為主。 

四、 建議計算機概論及文書處理等相關課程，以 Libre Office 為教學軟體。 

五、 建議各單位逐步使用 Libre Office 取代 MS Office，降低對 MS Office

的依賴程度，進而降低 MS Office 的大量採購需求。 

六、 完成以上三點建議作法後，可取消 MS Office 全校授權合約 

七、 為提供少量仍有 MS Office 使用需求的教職員使用，建議建置雲端桌

面系統及採購少量 MS Office 軟體，供有需求的教職員連線使用。現

行 MS Offices 授權費用(目前作法)與使用雲端桌面系統及採購少量

MS Office 軟體(建議作法)等兩種方式，未來十年歷年平均費用詳列

如下(單位：萬元)：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目前作法 177 177 177 177 177 177 177 177 177 177 

建議作法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差額 
 

81 81 81 81 81 81 81 81 81 

(一) 目前作法(未考慮微軟授權費用漲價因素)： 

1. 微軟學生授權三年約 210 萬，平均一年約 70 萬。 

2. 微軟教職員授權三年約 320 萬，平均一年約 107 萬。 

3. 平均每年費用：177 萬。 

(二) 建議方案(未考慮微軟授權費用漲價及硬體費用降價因素)： 

1. 雲端桌面系統約 300 萬，6 年更新一次，平均一年約 50 萬。 

2. MS Office 50U，6 年更新一次，平均一年約 3 萬。 

3. Windows 600U，6 年更新一次，平均一年約 23 萬。 

4. 第二年後，主機維護費一年 24 萬，平均一年約 20 萬。 

5. 平均每年費用：96 萬。 

決  議： 維持現況，請資訊中心規劃 Libre Office 培訓課程及編列相關經費，待全

校教職員生熟悉相關軟體操作後，再行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緣起樓宿舍學生於住民大會反映網路卡頓，上網不順暢，需提升網路頻寬，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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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緣起樓宿舍網路分別於南北兩側使用中華電信 300M 網路線路各一

條。 

二、 目前緣起樓住宿人數為 1,366 人，每人平均可用頻寬約 0.439 M，相

對於文會樓(249 人)與麗澤樓(231 人)宿舍共 480 人(依委外合約，使

用總頻寬為 1.8G 以上)，每人平均可用頻寬約為 3.75M，差距 8.5 倍，

緣起樓網路對外頻寬明顯不足。 

三、 為維持與文會樓及麗澤樓相應之網路服務品質，參考網路實際使用情

況，建議先提升緣起樓宿舍對外網路頻寬南北兩側各 1G，後續再依

實際使用情形決定是否再次調整。 

四、 頻寬擬於 107 學年度開學前完成調整作業。 

五、 頻寬調整後，一年預計需增加 101,880 元(8,490x12 個月)預算。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經費請資訊中心上簽處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本校網頁主機維護工作接管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目前學校網頁平台維護廠商，於 4/3 後，對於各單位所反映之問題均

未能如期處理完成，已違反維護合約之要求。 

二、 為滿足各單位網站維護需求，必須確保相關服務能夠持續提供。 

三、 為避免原廠無法繼續服務，建議現階段著手接管： 

(一) 須投入相關人力、物力資源，以克服原廠技術。 

(二) 須建置網站備援機制。 

(三) 網站維護與測試所需之環境與設備。 

(四) 建議將 107 學年度編列之「學校整體網站維護」中的細項費用

「全校性網站新增及改版費用」及「全校性網站保固費用(一年

期)」轉成「網站接管及維護費用」。 

決  議：1.請資訊中心依合約規定處理廠商違約問題。 

  2.相關經費需求，請資訊中心評估初期網頁主機接管工作及後續網頁主機

維護工作所需經費後，再跟校長報告。 

 
 

捌、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文學系 

案  由：電腦教室的使用，已先申請核准的課程借用單, 會被後來課程異動單所替

代，這種狀況已發生多次，請相關單位協調處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人期初申請電腦教室的使用，5 月 2 日 C209 第 3-4 節(借用單：

1100093237)，與 5 月 24C209 第 3-5 節(借用單：1100093239 及

1100093271)。下星期就要上課，上網再作確認時, 看到讓時段教室

已被其他老師所使用。 

二、 電詢資訊中心的回覆：已申請核准的課程借用單, 會被後來課程異動

單所替代，這種狀況已發生多次，教務處在後來調整教室時沒有再做

整學期的檢查，以致後來的課程調動的教室，排擠到原先已申請好的

課程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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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申請好的教室突然被異動，原申請的老師並沒有被知會。之前曾發

生過二班學生同時來上課，業師也排好時間到校教學，但發生如同上

述的情況，臨時也找不到可授課的電腦教室，影響到學生的上課，與

業師的經費申請。目前本人的電腦教室使用，經郭文壽組長的協調，

已得到了解決。為避免相同狀況再次發生，請相關單位協調處理，排

除申請教室的衝突性，使不同班級的授課權益都可以得到兼顧。 

決  議：擬訂短期、長期措施，由資訊中心與教務處共同擬訂討論解決方式。 

 
玖、 主席結論： 

 
壹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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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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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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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何麗秋 <cho@nhu.edu.tw>

【開會通知】107/5/2(三)上午9:00於C334召開「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資訊指導委員會
會議」 

資訊中心 何麗秋 <cho@nhu.edu.tw> 2018年4月20日 上午10:31
收件者: 吳萬益 <wanyi@nhu.edu.tw>, 科技學院-簡伊汝 <blythe@nhu.edu.tw>, 林辰璋 <cclin1952@mail.nhu.edu.tw>, 郭
美伶 <mei79925@nhu.edu.tw>, 王保進 <baojinn@nhu.edu.tw>, 林瑩姿 <makiai520@nhu.edu.tw>, 尤惠貞

<you@nhu.edu.tw>, 高筱婷 學務處教卓助理 <kao917@nhu.edu.tw>, 謝鎮財 <cth@nhu.edu.tw>, 杜志勇

<tcytu@nhu.edu.tw>, 胡聲平 <sphu@mail.nhu.edu.tw>, 邱聖真 <csj12103@gmail.com>, 廖怡欽 <ycliaw@nhu.edu.tw>,
簡明忠 <meishan@nhu.edu.tw>, 劉玉璽 <carpanter@nhu.edu.tw>, 洪嘉聲 <cshung@nhu.edu.tw>, 徐淑敏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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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培鈞 <tangpei@nhu.edu.tw>, 謝明峰 <mfhsieh@nhu.edu.tw>, 陳志妃 <jhy@nhu.edu.tw>, 呂凱文

<kwlu@mail.nhu.edu.tw>, 張雅婷 <wadasewana@nhu.edu.tw>, 沈昭吟 <cyshen@nhu.edu.tw>, 許慧慧

<g801024@nhu.edu.tw>, 楊思偉 <swyang@nhu.edu.tw>, 郭瑞霞 <ek33@mail.nhu.edu.tw>, 張裕亮

<ylchang@mail.nhu.edu.tw>, 陳姵尹 <pychen@nhu.edu.tw>, 盧俊宏 <chlu@nhu.edu.tw>, 孫貫倫

<j4sgl102@nhu.edu.tw>, 陳柏青 <bcchen@nhu.edu.tw>, 謝宜蓉 <ijhsieh@nhu.edu.tw>, 林俊宏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jhlin@nhu.edu.tw>, 劉亮君 <lcliu@nhu.edu.tw>, 陳秋媛 <chiuyuan@mail.nhu.edu.tw>, 莊雅雲

<minie0126@nhu.edu.tw>, 釋永有 <you69@nhu.edu.tw>, 蔡加春 <chun@mail.nhu.edu.tw>, 邱琡雯

<swchiu59@gmail.com>, 林冠儀 <kuanilin@nhu.edu.tw>, 曾清義 <chinyi@nhu.edu.tw>, 陳立奇 <jerryclc@nhu.edu.tw>,
郭文壽 資訊中心- <wskuo@nhu.edu.tw>, 謝文欽 資訊室- <wuchin@nhu.edu.tw>, 10524206@nhu.edu.tw, 吳吳泓叡

<suk85999@gmail.com>

各位委員，您好: 
 
 107/5/2(三)上午9:00於C334召開「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資訊指導委員會會議」，於附件檢附會議議程資

料，敬請查收，謝謝您。

 
註.為利環境永續並推行無紙化會議，請各位主管將電腦設備攜帶至會場使用。

 
 
 
開會通知單如下所示。

------------------------------------------------------------------------------------------------------------------------
 
南華大學 資訊中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2日
發文字號：南華資內字第1070300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本校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資訊指導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107年5月2日（星期三）上午9時00分
開會地點：成均館C334會議室

主持人：林聰明  校長 
 
出席者：副校長、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

列席人員：資訊中心各組組長

 
備註：

1.各單位若有提案請於3月30日(五)下午5點前擲交資訊中心以利彙整。

2.為利環境永續並推行無紙化會議，請各位委員將電腦設備攜帶至會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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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機房現況(W1011) 

本校資訊中心機房(W1011)自 1996 年創校成立至今已 22 年，部份設備已不

敷使用，因此我們將依據機房現況進行設備及環境空間改善，目前機房現況

分為機櫃配置、電力配置、消防設備、空調系統與環控系統，說明如下： 

一、 機櫃配置 

(一) 機櫃空間不足：目前機房共有一排 6 櫃，空間使用率達 95.17%，已無法

再增加機器。（機櫃空間共 41U*6 個，目前可用空間 2U*3 個、6U*1

個）。（如圖一所示） 

 

 

 

 

 

 

 

 

圖一、機櫃空間實圖 

(二) 線路配線混亂，且未區分一般用電及弱電系統，各種線路於機櫃後方混

雜排列，不易維護與問題檢測。（如圖二、圖三所示） 

 

 

 

 

 

 

 

 

 

    圖二、網路配線實圖(一)        圖三、網路配線實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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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力配置 

(一) 電力配線混亂：具維修檢測風險。（如圖四、圖五、圖六所示） 

 

 

 

 

 

 

 

 

 

 

圖四、機櫃線路實圖 

 

 

 

 

 

 

 

 

 

    圖五、電力配線實圖(一)      圖六、電力配線實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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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電力狀況： 

1. 目前機房總供電盤（如圖七所示）未區分 380V 與 220V 線路，導致

線路混雜且部分線路用電已達上限，必須整理電力線路。 

2. 380V 配電箱中混雜 220V 線路，因未標示容易造成問題，也不易未來

電力擴建與施工。 

3. 220V 接線部分線路不明，必須重新配合電力管控單位重新調整。 

4. 目前共有四台 UPS 不斷電系統，一台 12KV UPS 使用率已達 75%，

另外三台 3KV UPS 不斷電系統位於 5,6,7 機櫃後方，供應 5,6,7 機櫃

電力。 

5. 承上所述，傳統 UPS 擴充不易，新增設備如超出原有電力限制，就必

須重新配置電力線路，並新增 UPS 數量，若無整體規劃容易造成電力

配電盤的線路混亂與電力超載，因此必須導入整體的 UPS 與電力規劃

（如高效能機櫃 UPS）。 

 

 

圖七、電力使用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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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防設備 

(一) 傳統消防設備：目前共有四支氣體滅火器（室內室外各兩支），所使

用的氣體為七氟丙烷，七氟丙烷雖然在室溫下比較穩定，但在高溫下

仍然會分解，並產生氟化氫，散發出刺鼻的味道。其他燃燒產物還包

括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如圖八、圖九所示） 

 

 

 

 

 

 

 

 

 

 

   圖八、機房內消防設備          圖九、機房外消防設備 

(二) 無自動化消防系統：目前機房並無自動化消防系統，一旦發生火災，

必須手動滅火。 

(三) 目前感應系統：機房內僅有煙熱感應器，連結建築物火災感應系統。

（如圖十、圖十一所示） 

   圖十、煙熱感應器實圖（一）     圖十一、煙熱感應器實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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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調系統 

(一) 傳統空調設備：機房內目前有四台氣冷式家庭用冷氣，一次運作兩台

冷氣，4 小時切換一次，有自動計時切換裝置。。（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二、氣冷式家庭用冷氣 

(二) 無冷熱通道：耗電且散熱效率差。（如圖十三所示） 

 

圖十三、機房實圖(未設置冷熱通道) 



 

6 
 

五、 環控系統 

(一) 目前環控現況：機房內有一溫濕度監控設備，超出溫濕度設定時，自

動警示發送 E-Mail 通知。 

(二) 無智慧監控系統：無法有效掌控機房狀態。（如圖十四、圖十五所

示） 

 

  圖十四、機房監視器(一)       圖十五、機房監視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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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來規劃 

針對目前機房問題，提出機櫃配置、電力配置、消防設備、空調系統與環控

系統等改善措施如下： 

一、 機櫃配置改善 
(一) 機櫃擴充：針對機櫃空間不足問題改善，將目前一排 6 櫃，增建為兩

排 13 櫃，解決空間不足問題。（如圖十六所示） 

 

圖十六、機櫃擴充示意圖 

(二) 網路線路重整：關於網路配線凌亂，在導入兩排 13 櫃時，同時建置線

路槽，解決配線凌亂問題。（如圖十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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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網路線路重整示意圖 

(三) 高效能機櫃：引進高效能機櫃（如圖十八所示）並結合智慧排插（如

圖十九所示），增加電力安全與用電監控，高效能機櫃優點在於比傳

統機櫃小，不佔空間，且強固安全；其 70%開孔率更加強排熱效果，

優於傳統機櫃；高承載結構設計，更能符合現今主機設置需求；並有

能快速組合與拆卸比傳統機櫃適合安裝主機等優點。 

 

 

 

 

 

 

 

 

 

 

 

 

 

圖十八、高效能機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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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智慧排插裝置 

(四) 機櫃配置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如附件一說明） 

 

二、 電力系統改善 

(一) 一般用電及弱電系統分離：結合線槽規劃統一線路，以利日後維修。

（如圖二十、圖二十一所示） 

 

圖二十、線路規劃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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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線路規劃示意圖（二） 

 

(二) 導入高效能機櫃式 UPS：統一機房配電規劃，提升未來用電彈性（未

來擴充 UPS，直接加入模組式 UPS，不需增建 UPS）與快速維護 UPS

（直接更換模組式 UPS）。（如圖二十二、圖二十三所示） 

圖二十二、高效能機櫃式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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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模組式 UPS 

(三) 機房接地：結合大樓電力接地系統，建置機房內部電力接地系統，加

強用電安全與雷擊防護。（如圖二十四所示） 

 

圖二十四、機房接地示意圖 

(四) 機櫃監控：高效能機櫃式結合智慧型排插，能有效監控與統計各機櫃

用電情形與明細，並且能主動警示用電異常。 

(五) 電力系統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如附件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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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防設備改善 

(一) 導入全自動消防系統：解決目前消防安全問題，採用以煙熱感應器為

觸發、全自動安全氣體（三氟甲浣）消防系統（如圖二十五所示）、

完整手動自動 SOP（如圖二十六所示）安全消防防護，於機房門口建

置遠端控制與火災相關顯示設備。 

圖二十五、全自動消防系統 

圖二十六、完整手動自動 SOP 

 

(二) 消防設備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如附件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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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調設備改善 

(一) 建置冷熱通道：建置機房冷熱通道（如圖二十七、圖二十八所示），

並結合煙囪式熱通道機櫃建置（如圖二十九所示）。 

圖二十七、冷熱通道規劃示意圖 

圖二十八、冷熱通道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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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煙囪式熱通道機櫃 

(二) 導入高效能智慧空調系統（EMC 艾默生空調），以達到節電且散熱效

率的提升。（如圖三十所示） 

 

圖三十、高效能智慧空調系統 

(三) 空調設備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如附件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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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機房監控系統改善 

(一) 建置機房環控系統：建置機房環控系統，包含機房溫濕度監控、消防

系統監控、漏水監控、門禁管制監控、電力監控，並即時顯示 PUE 值

與主動通知各項警示。（如圖三十一、圖三十二、圖三十三所示） 

 

圖三十一、機房環控系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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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機房環控系統(二) 

 

圖三十三、機房環控系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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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 LINE：建置環控系統並結合 Line 即時通訊軟體，主動通知機房

狀態（如圖三十四所示） 

圖三十四、結合 LINE 即時通知 

(三) 機房監控系統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如附件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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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智慧機房示意圖 
 

 

(詳見附檔動畫) 

  

file:///G:/SuzyData/南華工作/（重要）W1011機房相關/W1011_機房改建2018/20180201_外審規劃書/南華大學V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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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附件一、機櫃配置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 
EDA機櫃說明尺寸：19”高 41U×寬 60×深 120cm，共 13組。 

MDA機櫃說明尺寸：19”高 41U×寬 80×深 120cm，共 1組。 

(一) EDA機櫃功能規格需求: 

1. 機櫃外觀：全部組合之表面均採用熱硬化粉體塗裝，以防生銹氧化及刮

傷、脫漆。可抗強酸、強鹼侵蝕，並延長鋁材壽命。 

2. 特點： 

※機櫃需符合 ANSI/EIA RS-310-C.D 之 19”工業標準設計製作規範。 

※機櫃側板無需工具可任意拆缷，且不影響寬度。 

※前後門無需工具可任意拆缷，且不影響機櫃深度。 

3. 內部結構： 

※設備固定柱上絲印標示 RMU數，方便設備準確定位。 

※上下框具有溝槽放置定位螺帽可前後及左右滑動，適時調整位置，便

於 2段式上蓋板使用，利於上方走線。 

※可拆式側板附鎖、無需工具即可拆卸且不影響機櫃寬度。 

※機櫃前後門組及側板組附鎖，且各鎖頭之鑰匙皆可共用，便於管理。 

※地平螺絲旋入內牙之牙徑長度，不得低於 10mm，以防牙徑長度過短，

產生滑牙之危險。 

※前後門拆卸後不影響機櫃深度。 

※機櫃後門為一體成型平面雙開門組，天地栓隱藏式門鎖，以確保儀器

安全。 

※機櫃前門一體成型通風網孔門設計通風率 70%，上下四段補強，網孔

為六角型每邊長 5mm，並附有隱藏式門鎖，以確保儀器安全。 

※採圓弧(含上下框) P 煙囱為二段式組合上下可移動，以方便施工。 

(二) MDA機櫃功能規格需求 : 

1. 機櫃外觀：全部組合之表面均採用熱硬化粉體塗裝，以防生銹氧化及刮

傷、脫漆。可抗強酸、強鹼侵蝕，並延長鋁材壽命。 

2. 特點： 

※機櫃需符合 ANSI/EIA RS-310-C.D 之 19”工業標準設計製作規範。 

※機櫃側板無需工具可任意拆缷，且不影響寬度。 

※前後門無需工具可任意拆缷，且不影響機櫃深度。 

3. 內部結構： 

※設備固定柱上絲印標示 RMU數，方便設備準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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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框具有溝槽放置定位螺帽可前後及左右滑動，適時調整位置，便

於 2段式上蓋板使用，利於上方走線。 

※可拆式側板附鎖、無需工具即可拆卸且不影響機櫃寬度。 

※機櫃前後門組及側板組附鎖，且各鎖頭之鑰匙皆可共用，便於管理。 

※地平螺絲旋入內牙之牙徑長度，不得低於 10mm，以防牙徑長度過短，

產生滑牙之危險。 

※前後門拆卸後不影響機櫃深度。 

※機櫃後門為一體成型平面雙開門組，天地栓隱藏式門鎖，以確保儀器

安全。 

※機櫃前門一體成型通風網孔門設計通風率 70%，上下四段補強，網孔為

六角型每邊長 5mm，並附有隱藏式門鎖，以確保儀器安全。 

※採圓弧(含上下框) P 煙囱為二段式組合上下可移動，以方便施工。 

(三) 各機櫃功能規格需求 : 

1. 機櫃外觀：全部組合之表面均採用熱硬化粉體塗裝，以防生銹氧化及刮

傷、脫漆。可抗強酸、強鹼侵蝕，並延長鋁材壽命。 

2. 特點： 

※機櫃需符合 ANSI/EIA RS-310-C.D 之 19”工業標準設計製作規範。 

※機櫃側板無需工具可任意拆缷，且不影響寬度。 

※前後門無需工具可任意拆缷，且不影響機櫃深度。 

3. 內部結構： 

※設備固定柱上絲印標示 RMU數，方便設備準確定位。 

※上下框具有溝槽放置定位螺帽可前後及左右滑動，適時調整位置，便

於 2 段式上蓋板使用，利於上方走線。 

※可拆式側板附鎖、無需工具即可拆卸且不影響機櫃寬度。 

※機櫃前後門組及側板組附鎖，且各鎖頭之鑰匙皆可共用，便於管理。 

※散熱風扇置於上蓋板，以達真正散熱通風功能。上下並有保護網裝

置。 

※機架式電源插座 3孔 8只式插座電壓爲 110V，並具電源開啓指示燈、

15A突波保護器，電源耐壓 120V~225V， 

※地平螺絲旋入內牙之牙徑長度，不得低於 10mm，以防牙徑長度過短，

產生滑牙之危險。 

※前後門拆卸後不影響機櫃深度。 

※機櫃前門一體成型通風網孔門設計通風 70%，上下四段補強，網孔為

六角型每邊長 5mm，並附有隱藏式門鎖，以確保儀器安全。 

(四) 冷通道快速檔板： 

1. 尺寸需求數量：1U=50 片、2U=50 片、4U=30片、8U=30 片。 

2. 兩側採用快速方型固定螺絲，固定於機櫃鋁柱上。 

3. 材質：鋁製烤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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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顏色採用與機櫃同色。 

(五) 數位遠端電源監視器 : 

1. 0U排插、可提供 24埠電源插座，總容量至少 30A。 

2. 具備 CE 或 UL安規認證。 

3. 具有之後擴充透過 IP電流監測能力。 

4. 可日後加裝監控軟體具備至少以下功能： 

※即時電力，溫溼度環境監測。 

※電力，溫度歷史資料記錄，趨勢分析及報表功能。 

(六) 機櫃防震施工說明 : 

1. 採用滑軌式防震施工法。 

2. C型鋼尺寸：厚度 2.0*孔徑 41。 

3. 機櫃左右端下方，ㄇ型骨架採用 3分膨脹螺絲，下方 C 型鋼每支膨脹螺

絲固定間距 2～2.5M、固定於 RC 地板上。上方 C型鋼每支長度約:1.8M。 

4. 機櫃前後端下方，ㄇ型骨架採用連接片及 3分螺絲固定，每支長度

約:3M、並採用 3分全牙螺桿及螺帽與機櫃底部骨架連結固定。 

(七) 整合式網路連結系統規範 

1. 機房線路需求說明：機房線路需求說明： 

※網路線路需求說明： 

※網路線路採用：4P Cat-6 UTP Patch Cords。 

※數量說明：網路機櫃至設備機櫃、各配置 24條。兩端採用 24P Cat-6 

Patch Panel 安裝及 4P Cat-6 UTP Patch Cords。數量共 26 組。 

※數量說明：MDA 網路機櫃至 EDA 儲存設備機櫃、各配置 24 條。 

2. 資格要求： 

※原廠供貨證明。 

※確保整體鍊路連結要求，開標前需檢附出貨品牌之通道第三方實驗室

認證書，其通道全系列產品與元件型號需與認證書相符。 

※所有產品皆能由官方網站查詢產品型錄及技術完整文件。 

3. 設計要求: 

佈線系統的功能要求所有設備（面板、模組、線纜和配線架等）需為同

一品牌之原裝進口產品，需提供產品廠商出具 20年(或以上)品質保證證

明，以保證最好的鏈路、系統性能。所有資訊點(資料、語音、光纖)必

須使用專業合格的測試儀器進行測試，並出具單點測試報告。機房內採

用結構化綜合佈線系統，支援語音、資料、圖像等多種資訊傳輸。整體

需求為以下幾點： 

※符合相關的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 

※能夠支援各種電腦網路設備和電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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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先進性、可靠性、可互換性和可擴充性；垂直資料主幹採用多模 

OM3光纜，符合標準：ITU-T G.651 等級之基本要求所有光纜端接均採

用熔接方式，接頭均採用 LC。 

4. 佈線彩色管理系統: 

為方便佈線系統的實施及未來的管理和維護，對佈線系統的資訊點、管

理區等，進行彩色色標管理。彩色化管理必須達到如下要求：通過視覺

方式防止人為錯誤操作，針對不同功能的區域進行不同顏色區分，以達

到網路管理及日後維護的方便。彩色化的管理系統不僅僅在安裝完成時

能區分不同的網路系統，而且在日後的運行中，能夠根據系統的變更，

在不影響正常使用的情況下做出靈活、迅速的調整，並仍然能夠保持彩

色化的管理。並且同時可運用於面板、配線架、跳線，使管理系統化。 

5. 網路資訊配建材料: 

※機房 CAT.6 UTP Cable 四對式無遮蔽雙絞線： 

a、芯線為 4對 24AWG 或 23AWG 單芯裸銅線 銅導體外具有 HDPE 

材質被覆絕緣。 

b、外被為 PVC被覆，耐燃測試(Flame Retardant)符合 IEC  

60332-1(認證證書須有標示該耐燃標準)。 

c、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EN50173 等標 

準，並須通過 UL、ETL及 Delta認證。 

d、線材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EN50173  

Category-6 標準傳輸速率可支援 1.2/2.4Gbps ATM、及 

Gigabit Ethernet 等網路傳輸標準。 

※機房 Cat 6 24 孔配線架 

a、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與 EN50173  

標準。 

b、跳線面板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 

EN50173 Category-6標準需通過國際第三方實驗室(如 UL、 

DELTA、3P、ETL 等)之 Cat.6元件認證(Connecting  

Hardware)。 

c、跳線面板後方需有理線架，導引進線避免裝置時折角過大， 

有助於纜線之整理及特性穩定。 

d、獨立模組設計，可依需求更換不同模組功能並能單獨拆卸。 

e、跳線面板傳輸速率可支援 1.2/2.4Gbps ATM、及 Gigabit  

Ethernet 等網路傳輸標準。 

f、跳線面板需有 EIA 色碼，並能提供六種不同顏色以上用以 

標示及區分電腦、電話出口或其他顏色管理用途，模組須與 

線材顏色相同以方便通道顏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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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跳線面板模組插座須採免工具(tool free)IDC端子可收容 

22AWG~26AWG 之電纜。 

h、插拔次數：最低 800次 

i、端子板打線次數：200次 

6. 機房 CAT 6 資訊插座： 

※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與 EN50173 標準。 

※跳線面板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EN50173  

Category-6標準需通過國際第三方實驗室(如 UL、DELTA、3P、 

ETL 等)之 Cat.6元件認證(Connecting Hardware)。 

※免工具(tool free)IDC 端子可收容 22AWG~26AWG 之電纜。 

※連接模組需提供標示 T568A 與 T568B 兩種打線方式。 

※資訊插座需有 EIA 色碼，並能提供六種不同顏色以上之資訊插 

座用以標示及區分電腦、電話出口或其他顏色管理用途，資訊插 

座須與線材顏色相同以方便通道顏色管理。 

※傳輸速率可支援 1.2/2.4Gbps ATM、及 Gigabit Ethernet 等網 

路傳輸標準。 

※接點接合插拔次數：最低 800 次。 

※端子板壓接次數：最低 200次。 

7. 機房 Cat.6 多股對絞線 (Stranded) 

※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與 EN50173 標準。 

※跳接線需符合 TIA/EIA-568-B.2-1、ISO/IEC 11801、EN50173 

※傳輸速率可支援 1.2/2.4Gbps ATM、及 Gigabit Ethernet 等網路傳輸

標準 

※須採用 Patch Cable 多股對絞線 (Stranded)。 

※RJ45接頭充膠處熱熔膠只有至 RJ45接頭外層纜線外被覆處，避免熱熔

膠充滿整個 RJ45接頭接觸絕緣導體(芯線)，嚴重影響跳線傳輸特性!! 

8. 佈線工程驗收： 

施工廠商需提供產品型錄、竣工圖說及圖檔磁片，並提列完整之測試報

告及必要文件會同使用單位辦理工程驗收。本資訊配線系統各條文均為

工程合約及驗收之依据。 

9. 佈線工程驗收 

※本次工程所用之整合式配線系統需符合 ANSI EIA/TIA 568-B.2或

ISO/IEC 11801。 

※2nd version Cat.5E/Cat.6 規定，通信幹纜及配件需符合交通部電信

總局建築物電信管線配線規範之要求。 

※廠商所提供之產品必需符合本規範文件所訂條款。 

※設備中所有元件、線路及電源安全需求不得抵觸本地法規(電信管線設

計規範及消防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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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必需負責本系統工程之組立、品質管理、測試、檢驗、試運

轉、人員訓練、工程保固、工程保險、勞工安全及衛生管理管理等各

項工作。 

※承包商必需接受工地監造單位之管理，配合工程進度進場施工。儀器

櫃、IDF 均必需以 60m㎡以上接地線，接至既有接地系統；電腦機房設

置 100m ㎡以上接地線及接地箱(依監造單位指示)。 

※19”機櫃內 4P電纜端配線需標誌編號。 

※所有之電纜線均不得有中間之接線，並嚴禁在管內有任何接頭。 

※儀器櫃、IDF門格上，各單體設備均必需有壓克力或相同材質之標示

板。 

※機櫃(RACK)內配線必需使用線槽、塑膠/金屬軟管及束線帶等裝配。 

※系統之配線與低壓電力線相距必需在 15cm以上或使用弱電專用電纜

架。 

※機件之固定如與建築結構有関連時，必需與現場施工單協調配合固

定。 

※廠商必需提供標示用標籤、線號環，並依編號於配線架、纜線及資訊

出口上作好標示。 

※本案資訊系統之 UTP 線材、快接端子 Patch Panel、出線口 Outlet、

電腦資訊引線 Patch Cord等需符合 Category 6規定；Cat.6 UTP線

材、Cat.6 資訊插座、Cat.6 跳接線及 Cat.6跳線面板、光纜、光纖收

容箱、光纖跳接線等需採用同一廠牌。它佈線原則依電信總局“建築

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之規定 

※MDF、RACK及資訊出口編碼必需由承商提供並經使用單位或監造單位審

核。 

※廠商於施工完畢後，應於驗收時交付完整之線路竣工圖、測試報告及

相関說明文件，俾利爾後易 

※於維護查修、轉接及跳線等管理。 

※施工範圍包括電腦機房及各樓層新增設集線中心、垂直主幹、水平佈

線及資訊插座 

※本系統為責任施工，廠商應負責本系統內相関系統設備及所需線材之

提供、敷設安裝、整合、測試、保固維修、人員訓練等，並需配合本

單位現有系統作相関整合。 

※廠商於本案全案驗收後，免費保固三年。 

※整合配線系統於竣工測試後需為一完整系統，另需提送竣工圖說及圖

檔磁片，並提列完整之測試報告。 

 

10. 一般之安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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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大於 45公尺及超過兩個直角曲度的管路需加裝拉線箱(Pulling 

Box)。 

※室內佈設之管路其佈放水平電纜依平面圖所示施作。 

11. 接線方式： 

※所有水平佈線需佈放於金屬管槽以符合 EMC電磁幅射防護要求。 

※機房佈放管槽內或是佈放在纜架上的電纜需加以支撐固定並符合標準

規範要求，垂直纜架(槽)上的電纜每 1.5公尺內需以束線帶固定。 

※所有光纜安裝接線盤內需以 SC 或 LC型接頭接續，其損秏需小於

0.3dB，另需注意佈放光纜之彎曲半徑不得小於 15倍纜線外徑，電纜

一有損傷需全部從頭到尾全部換新，中途不可有接續或分接。 

12. 圖檔：當安裝施工及系統測試完成後，承商需提送兩份圖檔，此圖檔詳

述系統之實際安裝情形及在安裝過程中之線路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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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電力系統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 

(一) 電力需求說明 

1. 機房採獨立電力由大樓發電機供電至 1樓機房內。 

2. 電力盤櫃說明： 

※EMP盤：電腦機房設備專用總電力盤（3Ø4W 380/220V 200A）。 

※UP盤：UPS 二次電力專用盤（3Ø4W 380/220V 125A）。 

3. 機房一次側輸入：3Ø4W 380/220V 200A*1。 

4. UPS不斷電設備：30kw ×1組+備援設計 30kw ×1組。(全載放電 30kw=10分

鐘設計容量)。 

5. UPS插座配置說明： 

※EDA機櫃設置 220V×2路獨立電源。共 26組(插座 L630A)。 

※MDA機櫃設置 220V×2路獨立電源。共 2組(插座 L630A)。 

6. UPS電力輸出供電設備：電腦設備、門禁、監視、及其他電腦設備。 

7. 市電輸出供電設備：空調設備、照明設備、維修插座、交換機設備等。 

8. NFB開關須採用富士、三菱、士林或同級品。 

(二) PDU Panel RACK 智慧型電力負載傳輸櫃： 

1. 電力櫃需求：數量：1組。 

2. 電力機櫃尺寸: 機櫃内部可使用高度：(42U) 寬度：600mm 深度為：

1200mm。 

3. 特點： 

※產品依據 ANSI/EIA RS-310-C/D 規範標準製作。 

※機櫃主框體採用工業用鋁鎂合金型材（AL6063-T5），組合式緊密結合，

外表無螺絲。所採用的鋁鎂合金型材具有耐腐蝕、導電性強、非磁性、承

載能力強的優點。 

※機櫃前後門為單開全通風網孔門。 

※機櫃側門不需任何工具可方便拆卸，材料選用優質冷軋鋼板。 

※機櫃頂部及底部，均安裝三角固定板緊密固定橫、縱框，使機櫃整體結構

更加穩固。 

※機櫃外表採用靜電粉體烤漆，不脫漆、防氧化、耐酸鹼，增加機櫃使用壽

命。 

4. 內部結構： 

※設備固定柱上絲印標示 RMU數，方便設備準確定位。 

※水平固定支柱上冲有數個安裝固定孔，方便設備固定柱前後調整。 

※機櫃頂板及底板均採用 3段式設計，開有進出線孔，方便用戶施工。 

5. 載重能力：800kg。 

6. 導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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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固定柱與水平固定支柱採用冷軋鋼板，但客戶可根據實際需要任意選

用鋁鎂合金型材（AL6063-T5）製作，從而更增強疏導化解機櫃內部靜電

干擾的能力。 

※可選配接地銅條，做專業接地設計，以加強機櫃內部靜電疏導。 

7. 功能說明與基本特性：依據電力安全考量狀況與品質監控功能、必須可與環

控主機設備連結使用。 

8. 電源淨化負載櫃包括下列配備： 

※輸入總開關。 

※多功能電錶(內建 RS485、232)。 

※顯示型 6 吋(含以上)觸控螢幕(內建 RS485、232)。 

9. 設備規格： 

※EMP輸入電壓：3Ø4W 380/220V。 

※UP輸出電壓：3Ø4W 380/220V。 

10. 開關： 

※輸入及分路總開關需具備過載跳脫裝置。 

※分路開關為無熔絲開關、並符合 CNS標準。 

※三相主通道配置採用匯流銅排配置。 

11. 電力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可獨立或透過網路連結機房環控設備連接共用功能。 

※傳送介面為 RS485。 

※電力監控系統需顯示下列數值：三相輸入電壓(L-L)。三相各迴路輸出電

流。每組分路輸出電流偵測(預定過載值告警)。 

12. 警報功能： 

※輸出電壓過高/過低。 

※輸出過電流。 

※必須透過環控設備整合。 

13. 觸控螢幕顯示功能： 

※總頁面：總開關三相:電壓、電流。 

※各迴路頁面：依照電力盤排列順序，並顯示電流數據。 

※機櫃排插頁面：依照機櫃排列順序，並顯示電流數據。 

※同時可與環控連結功能需求。 

14. PDU基本維護功能需求： 

※每分路電力維修時，可獨立修護不須影響或斷電其它分路更換設備。 

※R、S、T 三相電路銅排必須可延續擴充接點。 

(三) 電源施工規範及需求： 

1. 電源導線必須用配置於鋁制電纜架附蓋板，採全程隔離保護。 

2. 每條電源線中間接點不得超過 3個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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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源線接無熔絲開關(NFB)時，必須用 O型端子壓接，火線(F)導線壓接後，

在壓接部份必須用 VC膠帶或套管包覆。 

4. 高架地板下電源迴路必須使用活動式施工法，以方便移動插座位置。 

5. 依實際設備於每組機櫃配置 110V或 220V單獨迴路之電源插座。 

6. 線路標示：分路開關。(完工後須繪製完工圖面及黏貼於電力櫃內)。 

7. 插座面板標示：箱體名稱、迴路編號、使用電壓。電力箱與插座內容必須相

符。 

8. 承包商包含所有設備一二次側配線、電力開關、電力盤體一次側電力保護設

備…等，硬體工程，以上電力工程施工必須依照電工法規標準工法施作及線

路配置標準。 

(四) 管路安裝規定： 

1. 導管之最小管徑其稱謂口徑，不得小於 1/2英吋。 

2. 所有應依現場牆壁、平頂、地板、或地板內固定安裝。 

3. 架設明管時，務使導管置放與牆面、結構體、以及任何垂直面與天花板之直

線平行。導管應於每格隔最少 2.4 公尺處加以支承。 

4. 管路架設完成後，每支管路兩端必須暫時封閉，以免佈放電線路時堵塞。 

5. 管路變更方向時，應使用大月彎或使用標準工具施工，轉彎處不得有變形或

破裂現象。 

6. 所有電力盤必須加以固定，固定後不得有歪斜情況。 

(五) 導線裝置規定： 

1. 屋內電力及照明之分路導線，其最小線徑不得小於 2.0mm，各極之導線應以

不同顏色區別之，中性線應為白色，同極之導線應為同一種顏色。 

2. 實心線之線徑在 2mm以下時，無論為延長或分岐，均採用絞接法，絞線之接

合。無論為延長或分岐，均採用複捲法。 

3. 導線之接合部份須用 PVC絕緣膠帶纏繞，使與原導線之大小一致，纏繞時，

應就 PVC絕緣膠帶寬度之 2/1處重覆交互纏四層，並掩覆原導線之包皮

15mm以上。 

4. 導線銜接於開關上時，應將線頭壓接於適當之銅接頭中，壓接時應使二者間

保持充分接觸面使無脫若落之弊。 

5. 導線在金屬管內部不得連接，導線之連接部份不得與架設面接觸，以免發生

危險。 

6. 管內導線連接或分岐，應設裝用連接盒，且應盡量將該盒裝設於容易檢修之

處。 

7. 電話、電腦、電鈴以及直流電路之導線不得使用同一導管。 

8. 導線需以顏色區分〝相〞別，如遇截面積較大之導線，不易購得其他顏色導

線時，一律以黑色施工，但出線端一律以紅、黑、藍三種端子套管之以資識

別。 

9. 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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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電纜，電線兩端需永久標示導線之來龍去脈，以利日後查修。 

※接地線一律由配電盤接地母線接出，規定以綠色導線佈設，以資識別。 

※出線端導線之連接須使用油壓或標準手壓工具作業，不得使用鐵鎚施作。 

※至各分盤之幹線相別【A.B.C】一律以低壓配電盤之所電源一次側電源標

示相別【R.S.T】為準，二次側電源標示相別【U.V.W】為準，施工者不可

任意更換。 

※總開關及分路開關應全部使用無熔絲開關，其額定容量及規格應按圖示裝

設配電箱，配電盤內各開關旁應附規格明細圖表，註明電路號碼以便於日

後之維護管理。 

(六) 電源管線配置工程： 

1. 必須與動力電源分開，最好與其他電源分開獨立，並且設置在主機房、控制

室或機電室內，才能避免閒雜人員等任意開關。 

2. 當市電斷電時，UPS 可延遲主機之關機時間，或配合發電機啟動，避免電腦

作業因此中斷，確保線上作業及資料完整與存檔。 

3. 主機房內所使用的冷氣設備、除濕機、馬達設備、電熱水瓶、照明、高頻設

備，不可使用穩壓電源，以免穩壓設備干擾及損壞。 

4. 天花板內部電源導線必須用 EMT 管或防水金屬軟管包覆，施工時總電源迴

路不得將電源線分開施工，只能配置同一管，以免電源線無法產生功率效應

而使導線發熱。 

5. 每條電源線中間不得有接點。 

6. 電源線接無熔絲開關﹙NFB﹚時，必須用 O型端子壓接，火線 F導線壓接

後，在壓接部份必須用 PVC 膠帶或套管包覆。 

7. 配管施工時，儘可能以直線施工，如果必須要彎管，每一管路不得有三處

90° 轉彎。如不得已必須轉彎，則必須外加中間拉線箱﹙盒﹚。EMT管必須

配置箱﹙盒﹚內，以免拉線時將導線外 EMT被覆割傷。 

8. 高架地板下電源迴路必須使用活動式施工，以方便移動插座位置。 

9. 總配電盤至電腦機房配電箱之配電，一、二次測必須由 NFB 保護，中間不可

有任何其他開開，即為獨立電源。 

10. NFB無熔絲開關的容量須大於分路上全部設備耗電量容量﹙A﹚之總和。 

11. 開關箱至各分路電腦插座之線徑大小負荷，不得低於分路上全部設備耗電

流之總和，每迴路必須保留 30%or15%安培數。 

12. 機房內部地板下電力分路全採用開放型梯架 30*4cm 配置。 

13. 機房設備電源座須配合原廠電源接頭規格配置。 

14. 電源線材料須採用太平洋、華新麗華或同級品。 

(七) 不斷電設備需求說明： 

1. UPS 設備容量計算： 

※EDA Rack 用電需求，每櫃 2kw共 13櫃、13kw*3=39kw。 

※MDA Rack 用電需求，每櫃 1kw共 1櫃、1kw*1=1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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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PS 設備框架標準： 

※外箱必須採用標準型機櫃 UPS框架設備。 

※主機必須採用模塊式模組設計，並可內建 N+1設計 

※電池組可內建式或外掛型設計，電池組採用開放式結構，底部必須採用框

型架架設計施工。 

※通訊模組採用 RJ45 網路卡，與環控設備連結。 

※電池組全載放電，必須滿足 30kw、放電 10 分鐘標準電池組配置。 

3. UPS設備標準: 

※標準 ON-LINE 機架式 UPS For 19-inch Rack-Mount 超大輸入範圍。 

※具有防雷擊突波，抗靜電之保護功能。 

※防止輸入諧波及脈衝雜訊干擾。 

※可防止輻射電磁場干擾。 

※採用熱抽換電池設計，能輕易更換電池。 

※具過載保護能力。 

※觸控式開關。 

※RS232/RS485/乾接點通訊介面。搭配網管卡可支援 HTTP、SNMP、Modbux 

等多種通訊協定。 

※風扇轉速隨負載大小而變化，可提高風扇壽命及降低噪音功能。 

※搭配 Winpower 監控軟體，可支援 Windows、Linux、Unix、Novell、

AS400 等多種作業系統。 

4. 設備連接施工說明： 

※主機與電盤連接電源線路，全採用 600V 105℃ XLPE絕緣軟電線。 

※線路中間不可用連接頭施工。 

※電池組與主機連接電源線路，全採用海巴龍電源線。 

※線路中間不可有連接頭施工。 

 

(八) 線路施工需求（一般用電及弱電系統分離）： 

1. 電源、信號鋼製梯架： 

※長度採 2～2.3公尺，方便運輸及電梯搬運。 

※採用長方型鋼管(4cm*1cm)鋼結構鐳射焊接成型，堅固結實。 

※表面處理採用靜電粉體塗裝，標準顏色為黑色，耐髒且不易脫漆。 

※梯架兩端預留好 M10的圓孔，方便在梯架延長時對接。 

※每 300mm 間距有橫擔便於捆紮電纜。 

※尺寸說明：寬 45cm×高 4cm。 

※邊高僅四公分可由側邊直接下線，並可用於更多狹隘空間。 

2. 電源插座需求說明： 

※機房內部 UPS 輸出插座選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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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V電源插座面板標籤：電源箱標號、機櫃排號、電壓、電流（藍底白

字）;220V 電源插座面板標籤：電源箱標號、機櫃排號、電壓、電流（紅

底白字）;每 1組機櫃預留：220V+G 插座×2只。L6-30R 引掛型插座，額

定：30A 250V，必須由 ISO9001、2000、CE認證。 

※電源排插座管理器需求說明： 

0U直立型電源排插座管理器：每支插座數量＝Ｃ13*20 孔＋Ｃ19*4孔，

電流顯示型，通信介面 RJ45 網路傳輸，數量：26組。 

※1U直立型電源排插座管理器： 

每支插座數量＝NAME-15*8孔，電流顯示型，通信介面 RJ45網路傳輸，

數量：2 組，必須與環控設備連接電流過載告警功能。 

※承包商含電源管理器頭端 HUB、兩端網路線配置。 

3. 施工方式： 

※連外電力線路使用既有線架由上而下進入電力室總盤。 

※機房內部線架全採用地板下配置走線。 

※機房內部線槽與線架交會處全採用跨橋式施工法安裝固定。 

※連接組合時，必須用連接片、轉彎，不得以垂直 90°轉彎，應用 90°月彎

形(L形接頭)。在三叉處須用 T 形接頭；在十字交叉時，使用 X形接頭；

上昇或下降處，則免拉利用ㄇ形或 U形接頭；末端須加以固定或和箱體互

相固定，以線時損壞。 

※所有配件必須同廠商，並依標準選用配件及接地銅片施工。 

(九) 接地系統規格及施工需求： 

1. 一次進機房說明： 

※等電位接地：50平方×1C。 

※大地接地：50平方×1C。 

※保安接地：8平方×1C。 

※設備接地：14平方×1C。 

2. 電力專用(大地)接地： 

※一次側線徑 50平方。 

※接至ＥＭＰ接地銅排上。 

※接地值依電工法規標準。 

3. 等電位接地： 

※依據電工法規(第三類接地)。 

※一次側線徑 50平方。 

※供給中性線路。 

4. 電力保安接地： 

※一次側線徑 8平方。 

※供給突波吸收器。 

5. 設備專用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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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側線徑 14平方 

※L型銅排接地測試箱×2只。 

※接地值依第二類電信法規標準。 

※箱體尺寸：40×35×15cm。 

附件三、消防設備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 

(一) HFC-23藥劑特性：FE-13TM是由美國杜邦公司所研發。 

1. FE-13TM為商品名稱、氣體名稱為 HFC-23， 

2. 中文名稱:三氟甲烷化學式:CHF3 

3. 滅火藥劑以液體型態儲存於鋼瓶中由碳(C)、氟(F)、氫(H)所組成，具無

色、無味、不導電、潔淨，使用後不殘留之滅火藥劑。 

4. 安全餘裕值高，適用於工作人員常駐的防護區域。 

5. 對全區放射系統而言，安全餘裕是對人員生命安全非常重要之因子。 

6. 藥劑蒸氣壓力高，不需用氮氣加壓。 

7. 沸點極低(-82.1℃)，適用於低溫場所。 

(二) 稀釋、冷卻作用: 

1. 稀釋、冷卻作用:本身為蒸發性液體滅火劑於藥劑放射時，此種鹵素化合物

之蒸發力極大，蒸發時不但具稀釋作用，同時能吸收火場中之熱量，亦具冷

卻效果 

2. 抑制作用: 在 HFC-23藥劑放射後，鹵素受熱分解，而與可燃物燃燒時所產

生 H、OH等自由基進行化學反應，而消除火場中之自由基，進而達到抑制或

阻斷正常燃燒時的之連鎖反應，並令火焰熄滅、燃燒中斷，具有抑制效果。 

3. Hα+ F HF +α 

  OH·+ HF H2O +F 

------------------------------------------ 

  淨反應:Hα+OH· α+H2O 

F 

鹵化烷滅火藥劑中之 F，捕捉燃燒過程中之自由基(H．,OH．)而成穩定化合物

及水，即中斷燃燒的連鎖反應，使燃燒無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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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1011機房消防未來設置圖： 

 

 

 

 

 

 

 

 

 

附件四、空調設備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 

(一) 變頻式空調規格及施工需求： 

1. 空調機組規格需求：室內外機型說明 

※採用 EMC 空調機組。 

※斷電復歸功能。 

※起停故障接點。 

※低周溫裝置。 

※油離器。 

2. 設備數量及溫濕度標準說明 : 

※室內外機組採用：EMC空調主機交替運轉。 

※外氣引進：當室外空氣低於機房內溫度將開啟風扇將外氣引進，已達節能

之目的。 

3. 設備防護說明 : 

※機房空調底部必須設置排水管、漏水偵測帶…等工程。 

※擋水盤必須安裝液漏偵測帶與環控連接。 

※空調設備可自動及自定交替時間、故障、過溫…等狀態交替運轉。 

4. 工作環境需求： 

※最大溫度變化率－3℃/Hr在高溫及高濕度環境下會迅速降低電腦設備之

壽命。台灣地區處亞熱帶、溫度常在攝氏 18℃以上或 27℃以下，相對濕

度則常處於 40%至 70%之間，所以有必要在機房裝設空調系統。 

※冷氣之噸位根據機房散熱量計算出來的，以下範例計算公式請參考：機器

散熱量(Btu/hr)、燈具散熱量(Btu/hr) 、人員散熱量(Btu/hr)、機房空

間散熱量(Bt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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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進出水管路重新施工，且有獨立室外機供給散熱系統提供及運

轉。 

※監視控制設備須 24小時不停運轉，但是很少冷氣系統能長時期全天候運

轉，故須考慮供用冷氣系統，也可考慮用兩套冷氣系統互相使用。 

※冷氣系統及除濕機之電源必須與穩壓電源分開，以避免干擾穩壓電源。 

※冷氣系統及除濕機之排水須特別考慮，避免機房積水造成反效果。 

 

附件五、機房監控系統改善，規格及施工需求 

(一) 監控系統涵蓋 : 

1. 設備控制連結說明：機房。 

2. 環境監控：電腦機房溫度、電腦機房濕度。 

3. 冷氣系統監控：電腦機房之冷氣系統運轉狀況。 

4. 冷氣系統動作：自動復歸、24H交替運轉、漏水關機切換。 

5. 電力系統：一次側電力，如電壓過高/低告警、電流過載告警、記錄。 

6. PDU電力櫃：一次側三相電壓電流、220V分路每迴路電流過載記錄、告警。 

7. U.P.S.設備：運轉狀況及故障告警。 

8. 門禁管理系統：異常告警、記錄。 

9. 數位監視設備：位移告警、記錄。 

10. 告警系統設備：網路平台、e-mail 發報信息。 

(二) 圖控軟體特性說明 : 

1. 作業平台︰ 

※軟體:XP professional 或 Windows 2003/2008 server、Windows7等作業

系統。 

※硬體：Intel P4 3.0GHz 處理器等級以上、1024MB記憶體、硬碟 160GB、

螢幕解析度 1024*768以上。 

2. 軟體基本要求︰ 

※圖控軟體應為全中文化 Browser-Based (包括 Menu bar, Title Bar, 

Dialog Box, …等等)操作界面，且為市售標準發展版軟體 。 

※圖控軟體可遠端監視控制，並包含資訊安全之及管理權限規劃，依不同之

操作、管理人員權限分發及管控現場作業員或遠端管理人員可得監視、操

作之範圍。 

※圖控軟體應可提供各項作業歷史紀錄及查詢功能，包含登入紀錄、操作紀

錄、異常紀錄、警報紀錄、回報及交班紀錄等，並提供報表及列印功能。 

※圖控軟體除中央控制室現場人員之操作管理外，不需架設額外 Web-

server 硬體即可提供 web-based 遠端管理之功能，包括圖形及資料庫建

置、系統啟動/停止、現場即時資料之監視與控制及遠端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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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控軟體於各項警報、回報、異常等事件發生時，除控制螢幕畫面之顯示

外，並可以語音模式提示作業員處理，同時可設定自動語音電話通知、

EMAIL 等模式通知相關人員。 

※圖控功能規範︰(以下須為標準內建功能，不需額外付費。) 

需為全 Browser-Based界面的圖控軟體（SCADA/ MMI），可以透過

Internet進行遠端監控，並可在遠端修改、建構圖形及修改數據。同時可

在任何解析度下建立與顯示畫面. 

(1)可為分散式 SCADA網路架構 (Distributed SCADA Architecture)。 

(2)需具集中式資料庫管理功能 (Central Database Server)。 

(3)用戶端(Client)–具有 100%與 SCADA節點同步的監控能力，它所顯示

的每張圖面都爲擁有即時資料的動態圖面，並且可以通過瀏覽器查看

即時和歷史趨勢圖，警報記錄以及報表等，而且允許線上管理員更改

點值，確認警報和即時控制。 

(4)可提供輕薄型用戶端(Thin Client)，於 Windows CE 作業系統，無須

安裝任何圖控相關軟體，透過 IE 瀏覽器以點陣圖格式檢視監控圖面

並以文字介面改變資料值、確認警報和監控。 

(5)遠端診斷、維護功能全部的工程專案、資料庫設置、圖面製作和軟體

管理都可以透過 internet 或 intranet 在異地使用標準的瀏覽器完

成，當現場出現異常狀況或需要即時修改時，工程維護人員無論身在

何處，都可以透過網路即時的做出相應的調整。 

(6)多層次安全管制：防火牆安全管制機制，遠端存取代碼管制，使用者

類型可分等級，監控點(tag)亦可分區域和等級作管制之多層次安全

管制。 

(7)SCADA 備援 (SCADA Redundancy)：主要 SCADA節點通訊失敗，備份

SCADA 節點自動與硬體設備通訊，用戶端在主要 SCADA 節點通訊失敗

後應立即自動連結備份 SCADA 節點，監視即時動態資料，資料記錄和

趨勢圖，所有監控資料不能有中斷情形發生。 

(8)需提供免費開發授權及免費版本更新。 

(9)Web伺服器軟體不需額外付費。 

(10) 提供向量繪圖格式及 Run time 圖形自由放大 (Zoom Graphics)。採

用向量繪圖格式，容量小、自由縮放，不失真，網路傳輸時可以實

現更高的即時性，並可在 Run time任意圖形區域自由放大至 8倍 

(Zoom Graphics) 。 

(11) 可匯入 AutoCAD DXF,BMP，JPEG和 GIF標準圖檔格式。 

(12) 提供開放性編程語言，如微軟的 VBScript。 

(13) 整合視訊影像 (影音嵌入)：允許使用者使用圖控之客戶端監看網路

型之攝影機所攝影之監控設備，即時之完全動畫影音及視窗媒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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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同一圖面上如同趨勢圖，警報，按鈕，及即時製程資料一般展

現 

(14) 萬年曆時序排程：提供預設時間及萬年曆，使設備的 I/O 點可以按

事先設定的假日、工作時間和開關週期工作，實現定時啟停和控制

功能，還可以隨時線上修改設定內容。 

(15) E-mail 模式發送警報訊息和報表：警報發生時，能發送警報訊息到

事先設定的電子信箱，也可以透過回覆郵件進行警報確認。還可以

透過 HTML 模式將報表資料發送到指定信箱，並且該報表資料可以

被複製和粘貼到 EXCEL、WORD 和其他一些通用 office 應用程式中，

亦可搭配電信服務或其他硬體來發送簡訊。 

(16) 資料記錄和歷史趨勢：一個視窗最多可以瀏覽 12 個點(12條曲

線)，採樣頻率可以 1秒為單位，並允許在線上調整點的顯示範圍及

新增測點，及提供以日期時間快速查詢的功能，亦可自己定義即時

趨勢和歷史趨勢顯示的樣式。 

(17) 即時趨勢圖：趨勢圖表可自行設定其背景、樣式及每支畫筆之顏

色，也可在運轉模式調整點的顯示範圍及新增測點。 

(18) 警報處理：警報的種類應包括最高、高、低、最低、偏差、變化率 

(HH、H、L、LL、DEV、ROC )等等，另外類比點警報應具有暫留界限 

(Dead band)。警報特性包括目前的警報總覽，警報過濾，警報等

級，警報排序，所有歷史警報的警報記錄，警報值即時調整，警報

抑制功能，警報聲，警報狀態。警報延遲時間為標準內建功能，不

需撰寫程式。 

(19) 設備驅動程式：提供眾多驅動程式與自動化設備通訊而無須第三方

軟體的支援，至少包括 Allen-Bradley、Siemens、Modicon、GE、

Omron、Echelon等全球知名廠商的設備驅動程式及 BACNET驅動程

式。 

(20) 配方檔案由一組配方和與這些配方相關聯的單元組成，可提供將所

有的配方全部組成一個配方檔案或將他們分別保留多個配方檔案。 

(21) 不同設備間的資料傳送(Data Transfer)：不需另外撰寫程式轉換，

需提功簡易設定即可於不同通訊協定設備間的傳送資料。 

(22) DDE 介面可作為 DDE Server 及 DDE Client。 

(23) 支援 ODBC與 SQL Query，無需撰寫程式，用戶就能簡易將資料庫切

換為 SQL server或 Oracle。 

(24) 報表功能：不需另外撰寫程式，即可直接以“表格填充”方式建立

包含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最後值的日和月報表。 

(25) HTML 報表：可以選單查詢日期，時間，偵測點，監控節點方式選擇

趨勢圖，中央開放式資料庫來產生 HTML報表，包含類比資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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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料記錄，系統紀錄，警報紀錄以及操作動作紀錄，複製及貼

上 HTML報表至 Excel檔，Word檔等。 

(26) 報表排程：報表排程包含由及實資料自動產生之日報，週報，及月

報，使用者及操作員可使用網頁瀏覽器瀏覽目前及先前之報表，在

監控節點可選擇性地設定報表是否自動傳送電子郵件或印出。 

(27) 全域型資料庫：在同一工程專案之所有監控節點之偵測點與即時資

料都可在所有節點上顯示。 

(28) 複聯式之 SCADA通訊埠：應提供複聯式通訊埠提供與動化設備之複

聯式通訊介面。 

(29) 具自動簽退時間功能。 

(30) 監控系統包括規劃工具，皆完全需為中文畫面、功能表、及線上操

作介面也都為中文化。 

(三) 環控系統硬體 : 

本案之現場訊號收集器採用可程式控制器(簡稱 PLC)。硬體需求如下： 

1.  CPU 模組：內一組 USB 周邊埠。可控制實體 IO 輸出入點數達 2500點(含)

以上；程式容量達 50K STEP(含)以上；資料記憶體容量 150kWord(含)以

上；LD 指令處理速度達 0.04μs(含)以上。 

2. 電源模組:輸入電壓 AC100-AC120或 AC200-AC240。安全標準認證符合 UC1、

CE、N、L規範。 

3. 數位輸入模組：輸入點數 16點(含)以上，輸入電壓可為 DC或 AC電壓。 

4. 數位輸出模組：輸出點數 16點(含)以上，輸出接點採繼電器輸出。 

5. 類比輸入模組：輸入點數 8點(含)以上，解析度為 1/4000 或 1/8000。輸入

訊號可接收 4-20mA、0-5V、0-10V、1-5V、-10V-10V 等。 

6. 通訊模組：可擴充一組 RS232埠與一組 RS485埠。可編輯各種式樣之通訊協

定(PROTOCOL)，如 MODBUS、J-BUS、C-BUS 等。 

7. 遠端 IO控制模組：可連接 IO點數達 2000點(含)以上。 

8. 乙太網路模組：須與 CPU 為同ㄧ品牌，不可為串列埠轉乙太網路介面，避

免造成通訊不協調及不穩定之現象。Ethernet/IP通訊速度為 100Mbps，需

具備 TCP/IP、UDP、ARP、ICMP、BOOTP、FINS、CIP、POP3、SMTP、SNTP、

DNS、FTP與 CIP通訊服務之標籤資料連接等功能。 

9. CIP 通訊服務:利用非程式方式，即可與 ETHERNET/IP網路上的裝置進行週

期性資料交換。 

10. 線上通訊軟體主控制機： 

※即時通信軟體採用手機 APP功能，並以線上通訊軟體環境作為環控系統告

警傳遞平台、可以透過查詢機房各項即時數據、如溫溼度、負載數據、機

房內部環控設備狀態資訊、可以聊天視窗中及時問答查詢之功能。 

※整合環控系統：整合現有環控系統及資料庫，當告警發生時，線上通訊軟

體聊天機器人自動發出告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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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查詢功能：可透過線上通訊軟體對話視窗查詢機房溫濕度及其他數據

資訊。 

※安全通信：所有通信皆走 HTTPs 加密傳輸通道。 

※系統基本說明：CPU-Dual core*1、RAM-2GB、HDD-32GB、Ethernet Port-

GBE port、OS-Ubuntu/CentOS Linux。 

(四) 環控系統功能需求 : 

1. 空調： 

※偵測空調之運轉狀態、故障狀態、遠端啟停之功能。將其狀態顯示於圖

面，並紀錄於環控電腦。 

※空調定時交替運轉，故障時，強制啟動備源空調。並發出異常警訊，通知

相關人員。 

2. 溫溼度偵測： 

※偵測機房溫溼度數值。並可設定溫溼度之上下限數值。 

※溫度高於 27度時，啟動備援空調，當溫度下降至 23度時，備援空調停

止。 

※溫溼度高於所設定之上限數值時，系通須做異常紀錄，並發出警訊通知相

關人員。 

3. 電力偵測： 

※可偵測市電三相電壓電流數值、過電壓、過電流、欠相，發生異常時，系

統須做異常紀錄，並發出警訊通知相關人員。 

※系統需可設定電壓與電流之上限值。 

4. 消防系統： 

※偵測消防煙霧狀態。 

※煙霧告警發生時，發出警訊通知相關人員。 

5. 漏水偵測： 

※偵測空調漏水狀態。 

※空調漏水告警發生時，須做異常紀錄，並發出警訊通知相關人員。 

※偵測機房內四周圍漏水狀態，環控系統可顯示漏水之位置。 

※異常發生時，系統須做異常紀錄，並發出警訊通知相關人員。 

6. UPS偵測 

※偵測 UPS 異常狀態與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UPS溫度等。異常

發生時，系統須做異常紀錄，並發出警訊通知相關人員。 

※可偵測各迴路機櫃電流值，並可設定電流上限告警值。 

7. PDU電力管理櫃： 

※可偵測輸入三相電壓電流數值、過電壓、過電流、欠相，發生異常時，系

統須做異常紀錄，並發出警訊通知相關人員。 

※系統需可設定電壓與電流之上限值。 

8. PDU網路型電力排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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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可設定電流之上限值。 

(五) 圖控畫面處理器*1組: 

1. 高度採用高度 1U伺服器。 

2. 作業系統：Windows 7。 

(六) 現場感測及控制元件： 

1. 室內型溫度感測器： 

※顯示型。 

※Output：4~20mA。 

2. 室內型濕度感測器： 

※顯示型。 

※Output：4~20mA。 

3. 漏水偵測器與檢知帶說明： 

※電源電壓：AC 100、200V 50/60Hz。 

※電極間電壓：AC 24V。 

※動作電流：AC3mA以下。 

※消耗電流：3.2VA以下。 

※感度設定：可變(0~50kΩ)。 

※誤差：全刻度 0(+ 10 kΩ)、全刻度 50(±10 kΩ)*。 

※接點仕樣：2c接點 AC 250V 3A cosψ=1/ AC 250V 1A cosψ=0.4。 

※外型尺寸：49.4*38*70。 

※顯示：有(動作)。 

※警報：無。 

※使用周圍溫度：-10~+55°C。 

※使用周圍濕度：45~85%RH。 

※檢知帶的供給電壓採用 AC24V，不必擔心電蝕現象的電極小化。 

※可取出接點信號，在遠處相隔的場所也能監視。 

※符合 UL,CSA,CE規格。 



南華大學智慧機房規劃書 委員審閱建議

審閱期間：107/02/21(三)～107/03/15(四) 

審閱委員： 

1. 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蔣榮先主任

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王永鐘主任

3. 國立中正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李新林主任

4. 南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蔡加春教授

審查建議： 

項目 審閱委員 審閱建議 審閱建議回覆 

機櫃配置 

蔣主任 可考慮搭配機櫃式水平空調，使冷空氣更平均，減少上熱下冷的狀況。 請廠商重新規劃。 

王主任 二排機櫃在動畫中是 3格地板(180公分)，後排機櫃離牆只有 1格地板(60公

分)太窄，建議在規格書中確認所需距離。 

請廠商重新規劃。 

李主任 無 

蔡教授 1.機櫃量為何由 6個擴充到 13個，有何評估與配置？是先期使用 10個及 3

個擴充用？

2.預留測試空間，方便檢修與維護。

1.目前機房機櫃可使用空間已成滿載

狀態，已無法滿足未來主機擴充及主

機代管之業務，因此需要即時擴充機

櫃，未來不會一次擴充 13櫃，逐步

建置。

2.未來機櫃擴充後將預留檢測與維護

備援空間。

電力配置 

蔣主任 無 

王主任 在機櫃啟用前，需確認機櫃內立柱間的距離，太寬，則設備後端會太靠近 0U

排插，造成散熱不良；建議 70公分以上，依貴單位所需去調整，在機櫃出廠

前先溝通設定，可避免二次作業。 

請廠商重新規劃。 

附件二



李主任 一、不斷電系統輸出電壓 3相 4線式 380/220V(p.26)與機架式電源插座 3孔

8只式插座電壓爲 110V(p.20)、每組機櫃配置 110V或 220V單獨迴路之

電源插座(p.28)、電源插座需求 110V電源插座面板標籤(p.31)不匹配宜

再釐清說明。 

二、目前資訊機櫃是否考量接地需求，建議消除靜電以保護人員及設備安

全。 

1.將跟廠商協調處理。 

2.目前機房規劃，採全面接地並消除

靜電。 

蔡教授 機櫃量擴充為兩倍，當某天放置 RACK滿載時，所需總電量容量宜預做評估。 總電量有估算過，當 RACK滿載時仍

可滿足需求。 

消防設備 

蔣主任 藥劑 HFC-23屬強烈溫室效應氣體，建議可改採惰性氣體，較符合環保綠能效

益。 

關於此點，將與廠商再進行確認，必

要時將改採其它惰性氣體。 

王主任 無  

李主任 無  

蔡教授 1.機房配置煙熱感應器，如何評估其平均分布與交叉感應不遺漏？ 

2.機房可附加緊急維護罩供使用化學粉末滅火器者。 

1.請規劃廠商提供煙熱感應器分布

圖，以確保感應不遺漏。 

2.因為機房均為精密設備，滅火系統

均採用氣體式滅火，不使用化學粉末

滅火器，以確保不毁損設備的情況下

進行滅火。 

空調系統 

蔣主任 同機櫃配置，可考慮改採機櫃式水平空調或是與下吹式混合使用，冷空氣將

可更有效利用。另外，引外氣時，應注意空氣乾淨度及濕度是否合宜。 

請廠商重新規劃。  

王主任 空調設備改善未提恆濕溫、高顯熱等規劃，建議使用這類型的機房專用空調

設備。 

根據委員建議，與規劃廠商協調。 

李主任 一、下吹空調系統(p.7圖十六)，對於原地改建機房須移除舊網路線、電力線

及管路，施工難度較高宜再評估。 

二、冷熱通道平面圖(p.13圖二十七)之冷通道與熱通道宜再釐清說明及標

示。 

三、空調設備改善之冷卻方式宜審慎評估及釐清說明(若採水冷式：水冷卻效

根據委員建議，與規劃廠商協調。 



率容易受水中碳化鈣濃度影響)。 

四、機房監控系統改善宜再釐清說明設置漏水監控之範圍及數量(例如水管正

下方之需求、偵測機房內四周圍漏水狀態(p.38))。 

蔡教授 外氣引進時，長時間下來是否同時帶進灰塵及影響機房空氣品質？ 外氣引進時，空調設備會自動處理空

氣乾淨度及濕度。 

環控系統 

蔣主任 需注意用戶端瀏覽器圖控軟體是否支援行動裝置及跨瀏覽器支援度

(HTML5/CSS3)，無須外掛 ActiveX元件或其他 Plug-in，以免產生相容性問

題。 

目前主監控系統不支援手機及其它行

動裝置，如有需要可透過遠端登入進

行查看，也可透過 Line進行即時訊

息監控。 

王主任 無  

李主任 建議新增規範：空調設備正常情況下，不會因為環控系統故障（例如：PLC電

源模組故障而無法運作）時，造成全部空調停擺。 

空調不會因為環控系統故障時，造成

全部空調停擺，此點在參訪北科大時

已證實。 

蔡教授 注意 PLC作業平台系統使用 Win XP 或 Win 7，未來恐有面臨 Windows不再維

護問題？ 

根據委員建議，與規劃廠商協調確

認。 

其他／綜

合建議 

蔣主任 目前規劃書大致符合一般大學使用之規模，無其他建議。 

惟內文的空調說明部分，有提到採用的空調公司，建議可以詢問貴校採購單

位，是否合宜。 

依據委員建議，將更改空調系統為機

櫃式水平空調。 

王主任 第 37頁 第 10點，第三行，如溫濕度(錯別字) 根據委員建議修改。 

李主任 網路系統: 整合式網路連結系統規範，定義了光纜之規格及施工方式，宜再

進一步提出光纜需求數量。 

根據委員建議，請廠商提供。 

蔡教授 機房改善與機櫃量擴充，除了環控的穩定與智慧管理外，對全校校務行政系

統之使用效率有哪些正面影響或提升，宜附加說明。 

主要可掌握系統運作情形及用電量、

提高機房及資料安全性、增加系統擴

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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