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建議明定權責及功能說明1. 數位電
表:ICT廠商，依據營造廠商所申請之台電
電錶後設置數位電錶（供電電壓則依台
設置數位電錶、數位水錶、數位瓦斯
電公司規定供給），並能將公共區域之
錶。請明定上述設備權責。1. 數位電表
空調、動力、照明、插座設備等各幹線
，機電廠商會設置，而ICT廠商也可採表
或分路之能耗，透過傳輸訊號介面，將
後表型式設置2. 數位水錶，因自來水處
其數據資訊（含電壓、電流、實(虛)功
已設置且將資訊集中上傳至自來水公司
2.4.4 規劃設計需求6. 節能管理指標(1) 能源監視
率、功因及累積瓩數(kWh)等）提供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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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而ICT透過URL方式撈資料至中
設置數位電錶、數位水錶、數位瓦斯錶。
源管理系統監控。2. 數位水錶:ICT廠商
央監控系統整合。(廣慈公宅、南機廠公
須配合由營造廠商向臺北市自來水事業
宅皆為如此)3.數位瓦斯錶，大台北瓦斯
處申請之智慧水錶，透過URL方式，將
公司應不允許廠商介接該系統，會有安
相關水資源資料撈資料至中央監控系統
全疑慮或資料盜取疑慮，故建議無須與
整合。3.數位瓦斯錶:本案採用營造廠商
中央監控系統整合。
向瓦斯能源公司之微電腦瓦斯表，以利
達成自動讀表與洩漏偵測及自動遮斷之
功能，無須與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理平
採國際標準通訊協定，建議修改如下: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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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高/低壓配電設備3.4.1.2 低壓配電系統設備
9.馬達類負載(含自水幫浦、污水幫浦、給水幫
浦、風機、消防幫浦、鐵捲門、空調壓縮機、空
調風機、分卻循環幫浦等等)均採用低壓馬達現場
控制中心，控制盤採金屬製IP55以上之防水防塵
等級箱體，母線系統匯流排之NFB 及MS 母線系
統轉接架其設計應為不打孔與匯流排直接連接，
且銅排需配合預留，並具EMT管或PVC管等電導
管末端處理頭IP65以上之防水防塵等級，並裝設
集合式數位電錶及馬達6E保護電驛及馬達繞組不
通電絕緣監測保護及監控模組端末器，均採標準
開放式通訊協定或RS-485或CANBUS或
LONWORKS網路傳輸架構與與中央監控室(電力
自動化系統)連接。低壓馬達現場控制中心，切換
開關、選擇開關、PBL、PL採IP65以上之防水防
塵等級，控制線採PVC絞線，主幹線採105℃耐
以絞線，所有控制線及主幹線皆配至端子台上。
並置突波吸收器，以確保電源系統設備突入電
壓、電流破壞。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1.有關其三表皆為表後表型式設置，本案
無如廠商所參考公宅(廣慈公宅、南機廠公
宅)有規劃ICT控制中心，故未來廠商規劃
依建照分戶及各使用單位分區並與單位討
論後設置智慧三表與中央監控系統整合即
可；另台北市公宅針對智慧三表(電錶、水
表、瓦斯表)設置皆有案例，故維持原規
範。
2.數位瓦斯錶由瓦斯公司負責建置，無須
與中央監控系統相連，但統包單位須另行
設置瓦斯偵測器並與中央監控系統相連，
以符合智慧建築標章之「安全防災指標」
規定。

達類負載(含自水幫浦、污水幫浦、給水
幫浦、風機、消防幫浦、鐵捲門、空調
壓縮機、空調風機、分卻循環幫浦等等)
均採用低壓馬達現場控制中心，控制盤
採金屬製IP55以上之防水防塵等級箱體
，母線系統匯流排之NFB 及 MS 母線系
統轉接架其設計應為不打孔與匯流排直
接連接，且銅排需配合預留，並具EMT
採國際開放式標準通訊協定，建議修改
管或PVC管等電導管末端處理頭IP65以
如下:均採標準開放式通訊協定或RS-485
本案規範未來廠商依採市場通用標準開放
上之防水防塵等級，並裝設集合式數位
或CANBUS或LONWORKS或MODBUS
式通訊協定可與中央監控室(電力自動化系
電錶及馬達6E保護電驛及馬達繞組不通
或BACNET網路傳輸架構與與中央監控
統)連接整合即可，故維持原規範。
電絕緣監測保護及監控模組端末器，均
室(電力自動化系統)連接。
採標準開放式通訊協定或RS-485或
CANBUS或LONWORKS或MODBUS或
BACNET網路傳輸架構與與中央監控室
(電力自動化系統)連接。低壓馬達現場控
制中心，切換開關、選擇開關、PBL、
PL採IP65以上之防水防塵等級，控制線
採PVC絞線，主幹線採105℃耐以絞線，
所有控制線及主幹線皆配至端子台上。
並置突波吸收器，以確保電源系統設備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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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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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弱電系統設計原則
弱電系統需包含接地、電信網路、共同天線、安
全監視、緊急求救對講、視聽業務廣播、門禁管
制、總量容留人數管制及顯示幕、整合式中央監
控設備、4G通訊改善(同時預留5G擴充)及停車管
理(配合智慧建築要求需設置柵欄機及燈號管制，
其他停管設施屬OT廠商)等設備，各項弱電訊號
線須建立配線中樞，於水平或垂直幹線均以電纜
線分覆蓋板(WIRE DUCT)規劃，並於適當位置設
置弱電機房放置機櫃收納交換式集線器或監視錄
影主機或防盜門禁輸出、入模組..等等相關介
面。並須符合最新版智慧建築標章銅級之規劃設
計(參考下列智慧建築標章銅級取分評估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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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資訊網路設備
"電腦票務系統(含臨時售票亭)"本公開閱
建議明定相關規範及功能需求
10. 電腦票務系統(含臨時售票亭)相關資訊管線應
覽文件無此系統相關功能規範
配合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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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器不得小於55吋為原則採用彩色液
3.5.5 監視系統設備
晶監視螢幕"建議說明設置地點，若一般
12. 監視器不得小於55吋為原則採用彩色液晶監
管理櫃檯採55吋以上彩色液晶監視螢幕
視螢幕，監視器數量配合錄影管理設備設置。
，應需考量環境及空間限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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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一、整合平台系統要求說明2.智慧建築系統整合
平台須遵循開放與整合原則，可與各種子系統(不
限廠牌)進行整合，但須優先採用取得智慧建材標
章之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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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詢問機關，電子鎖之定義是否為機械式
二、系統要求說明10. 門禁保全安全監控系統(2)
電子鎖閘?
採鑰匙與電子鎖併用的門禁監控系統。

"視聽業務廣播"、"總量容留人數管制及
顯示幕"、"4G通訊改善(同時預留5G擴
建議明定相關規範及功能需求
充)"本公開閱覽文件無此系統相關功能
規範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請詳第六章主要材料與設備計畫
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視聽業務廣
播"-項次61~83,"總量容留人數管制及顯示
幕"項次27,"4G通訊改善(同時預留5G擴
充)"項次84

此說明為未來廠商依電腦票務系統空間規
劃須留設其系統必要之電話網路管線路。

1.本案配合空間需有較多監視器攝影機數
建議明定不得小於55吋監視螢幕之設置
量，故於中控室規劃大尺寸55吋為監視螢
位置。如建議採主控(中控室)設置不得小
幕設置故維持原規範。
於55吋監視螢幕；副控(服務櫃檯)一般
2.請詳第六章主要材料與設備計畫6.6.2弱
24吋屏幕等方式區隔。
電系統規格表內設備使用位置規範

"優先採用取得智慧建材標章之子系
建議刪除或修改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統。"此規範為台灣獨有規定，國際大廠
須遵循開放與整合原則，可與各種子系
皆無此規格，如西門子、施耐德、
統(不限廠牌)進行整合。
honeywell

建請機關明定。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建議優先採用取得智慧建材標章之子系統
為審查項目。
電子鎖之定義採開放式一般市場上電子鎖
型式，未來廠商配合門組自行規劃電子
鎖。

V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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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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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二、系統要求說明
11. 停車場智慧停車系統整合需配合OT施作如
下:LED車位導引指示燈（在席偵測）、各層設置
車位計數顯示器、1F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滿車燈及
汽機總車位計數顯示器以及智慧尋車等功能，以
利民眾便於了解停車場狀況，並將停車場汽機車
停車狀況訊號傳至中央監控室;本期需建置地下層
車道出入口應設置車道柵欄機、停車場紅綠燈及
出車警告燈、車牌辨識攝影機(含紅外線偵測)，
並設置e-tag感應讀卡機配合控制柵欄機之停閉
同時可由中央監控室控制車道柵欄機之停閉狀
態。3.5.9 停車場自動停車管理系統設備停管系
統設備需包含但不限於停車場紅車燈及出車警告
燈及LED紅綠燈、入口柵欄機、感應線圈，【以
下屬OT廠商建置遠距離e-tag資料讀取與車牌辨
識等雙重辨識系統、尋車系統設備、車位導引指
示燈、各層設置車位計數顯示器、停車場出入口
設置滿車燈及汽機總車位計數顯示器、自動繳費
機、繳費系統等功能】，以利民眾便於了解停車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有關停車管理系統，前後文權責不同步
，如:1. 前文:本期需建置地下層車道出入
口應設置車道柵欄機、停車場紅綠燈及
出車警告燈、車牌辨識攝影機(含紅外線
偵測)，並設置e-tag感應讀卡機配合控 建請機關明定。
制柵欄機之停閉同時可由中央監控室控
制車道柵欄機之停閉狀態。2.【以下屬
OT廠商建置遠距離e-tag資料讀取與車
牌辨識等雙重辨識系統

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二、系統要求說明15.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理平
台應具備連接網路功能，並能以OPEN API 的方
式提供介接，資料交換上採用須為國際標準通訊
協定，如:ModBus、BACnet、LonWORK、
SNMP為一般乙太網路開放式通用通訊
ZigBEE、JSON、TCP/IP…等，且須採用台灣資
協定，利於整合機電與乙太網路通訊協
訊產業標準協會制訂之標準與格式。智慧建築整
定。
合管理平台需具備以備援（Hot Spare）與資訊
安全防護軟體及硬體之設備，以防不當使用及資
訊外流;各子監控系統之通訊協定均轉換成為
TCP/IP或Modbus TCP / OPC 等國際標準通訊
協定整合於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

採國際標準通訊協定，建議增加:中央監
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應具備連接網路功
能，並能以OPEN API 的方式提供介接
，資料交換上採用須為國際標準通訊協
定，如:ModBus、BACnet、
LonWORK、ZigBEE、SNMP、JSON、
TCP/IP…等，且須採用台灣資訊產業標
準協會制訂之標準與格式。智慧建築整
合管理平台需具備以備援（Hot Spare）
與資訊安全防護軟體及硬體之設備，以
防不當使用及資訊外流;各子監控系統之
通訊協定均轉換成為TCP/IP或Modbus
TCP / OPC 等國際標準通訊協定整合於
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1.本案3.5.9 停車場自動停車管理系統設備
，其以下屬OT廠商建置遠距離e-tag資料
讀取與車牌辨識等雙重辨識系統為誤植，
統需書將配合修正。
2.本案需取得智慧建築標章，於停車場出
入口需有其基本停車場紅車燈及出車警告
燈及LED紅綠燈、入口柵欄機、感應線
圈、車牌辨識攝影機(含紅外線偵測)、etag感應讀卡機設備於中央監控系統整合，
其他需預留智慧停車場管路給於未來ＯＴ
廠商進駐設置。
V
3.統需書內容配合修正為：
3.5.9 停車場自動停車管理系統設備停管系
統設備需包含但不限於停車場紅車燈及出
車警告燈及LED紅綠燈、入口柵欄機、感
應線圈、車牌辨識攝影機(含紅外線偵測)、
e-tag感應讀卡機，【以下屬OT廠商建置
尋車系統設備、車位導引指示燈、各層設
置車位計數顯示器、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滿
車燈及汽機總車位計數顯示器、自動繳費
機、繳費系統等功能】，以利民眾便於了
解停車狀況。

本案規範已說明未來廠商依採市場標準開
放式通訊協定網路傳輸架構與中央監控系
統整合管理平台連接整合即可，故維持原
規範。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2-28頁)2.2.4.4 公共空間設計需求
B.公共設施空間3.機房1)建物須設置之機電空間
，如防災中心、台電受電室、中央監控室(共3
處)、電氣室、發電機室、電信室、各樓層電氣/
弱電室、電梯機房、污水機房、污水處理設備、
日用及屋頂水箱、消防幫浦室等。
(3-45頁)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二、系統要求說明10. 門禁保全安全監控系統(6)
地下室應擇臺電受電室、電信室、資訊機房或中
央監控室設置漏水偵測設備，電自機坑或地下室
進出口截水溝設置淹水偵測設備，避免設備管線
2-28
漏水以及豪大雨或強降雨導致低窪地區淹水之情
3-45
10
況發生，並將相關設備納入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
3-48
理平台監控及智慧建築整合管理平台，並能與監
6-68
視系統敒動警報顯示即時警報畫面。
(3-48頁)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二、系統要求說明16. 中央監控室(3) 配合各單位
管理應規劃有三套中央監控系統(音樂廳棟管理中
心，圖書館棟及地下停車場管理中心)設過光纖網
路統互為備援相互敒通管理及同時可由各單位自
行管理。
(6-68頁)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36.智慧建築整合管理平台18.提供應用程式介面
(API) 、通訊協定格式及範例程式(Sample
Code)供中央監控系統進行資料存取與控制。使
3.5.8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
三、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軟體功能18.智慧建
11
3-52 築系統整合平台須採用國際標準通訊協定，如
Modbus、TCP/IP、BACnet、LonTalk或MQTT
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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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軟體功能24. 智慧建
築系統整合平台須具備以下安全機制(5) 智慧建
築系統整合平台運行環境安全防護：(須具備軟體
及硬體供審查)C.當硬體智慧鎖拔出USB埠，平台
環境防護系統將自動鎖定鍵盤與滑鼠，電腦畫面
繼續執行應用程式，鍵盤與滑鼠給法輸入任何指
令，等待再次插入硬體智慧鎖後，才可使用鍵盤
與滑鼠。藉以讓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與其所串
接之子系統所運行之主機皆得以受到防護。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本規範(2-28頁)提及，有三處中央監控
室，於(3-48頁)提及，需規劃三套中央
監控系統，且於(6-68頁)提及，智慧建
築整合管理平台需提供API供中央監控系
統進行資料存取與控制。但於(3-45頁)
提及將相關設備納入中央監控系統整合 建請機關明定。
管理平台監控及智慧建築整合管理平
台。且於弱電規格表中無中央監控系統
整合管理平台，相關內容。此中央監控
系統整合管理平台是否與智慧建築整合
管理平台相同?

SNMP為一般乙太網路開放式通用通訊
協定，利於整合機電與乙太網路通訊協
定。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此為本案需取得智慧建築標章未限定未來
廠商系統架構，分別為主平台（智慧建築
整合管理平台）與副平台（中央監控系統
整合管理平台）或合併為單一大平台之規
劃皆可。

本案規範已說明均採國際標準通訊協定網
採國際標準通訊協定，建議增加:智慧建
路傳輸架構與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
築系統整合平台須採用國際標準通訊協
連接網路功能，就已說明如未來廠商依市
定，如Modbus、TCP/IP、BACnet、
場採通用標準開放式通訊協定可與中央監
SNMP、LonTalk或MQTT等。
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連接整合即可。

1.經過訪查，本規範"當硬體智慧鎖拔出
USB埠，平台環境防護系統將自動鎖定
鍵盤與滑鼠，電腦畫面繼續執行應用程
式，鍵盤與滑鼠給法輸入任何指令，等
待再次插入硬體智慧鎖後，才可使用鍵 建議採用國際大廠標準資安防護，如賽
盤與滑鼠。"為英威康IWC符合。2.公共 門鐵克、諾頓防毒、卡巴斯基。
工程採購法，需要至少有三家廠牌可以
符合，且"鍵盤與滑鼠給法輸入任何指
令"此功能，與防毒較無關係，且圖控軟
體平台已具備權限管理。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需求,故維持原規範。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13

14

15

16

17

18

19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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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1.電話系統5.系統可提供DECT 無線基地台，基
地台與系統介面須為網路介面(LAN) ， 基地台須 目前市面上皆以WIFI或行動分機的方式 建議把規格再加入或系統可擴充內建式
能支援Qos:IEEE801.1q 及802.1p 及DiffServ， 來規劃建置,請問使用用舊式DECT方式 Softphone APP功能（須與交換機同廠
支援壓縮協定CODEC:G.711 及G.729a，有效範 的需求為何?
牌），
圍室內25 公尺室外300 公尺，支援IEEE802.3af
供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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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1.電話系統7.支援4-wire, E&M 專線 (Type I 或 E&M專線為20年前舊式介接方式,目前
V, Dial Pulse 或DTMF)。內建式外部保留音樂介 市面上已多為SIP TRUNK或E1介接且本
面、內建MODEM 介面及外線卡內建停電轉接介 案也無E&M專線介接的需求,
面。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5.為系統可提供 IP DECT無線基地台，基地
台與系統介面須為網路介面(LAN) ，基地
台須能支援Qos:IEEE801.1q 及802.1p及
V
DiffServ，支援壓縮協定CODEC:G.711及
G.729a，有效範圍室內25公尺室外300公
尺，支援IEEE802.3af供電方式。系統可擴
充內建式Softphone APP功能（須與交換
機同廠牌）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建議刪除或修正支援4-wire, E&M 專線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Type I 或 V, Dial Pulse 或DTMF)。內建
7.內建式外部保留音樂介面、內建
式外部保留音樂介面、內建MODEM 介
MODEM 介面及外線卡內建停電轉接介
面及外線卡內建停電轉接介面。
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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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1.電話系統15.具外線通話時間提醒和切斷功能
32方會談功能定義不清楚,是指語音會議
： 可於系統指定的時間內，將通話中的電話切斷
建議定義清楚
或撥入或撥出
，切斷前需發出提示音，以利節省話費。具自動
日夜切並支援32 方會談功能。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15.具外線通話時間提醒和切斷功能 ： 可
於系統指定的時間內，將通話中的電話切
斷，切斷前需發出提示音，以利節省話
費。具自動日夜切並支援32方語音會議撥
入會談功能。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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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防火牆
規格: 2. 沒有使用人數和使用裝置數量限制，可
有效彈性利用在各類環境。

此規範並無人數和使用裝置數量授權限制
，與效能限制、系統最大限制無關，故維
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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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防火牆
規格: 4. 須提供 8 埠(含)以上 10/100/1000
因項次4與7.有相關性，若以50Gbps處
Mbps Base-T連接埠以及2 個(含)以上之 10
理效能不便情況下，建議修改如建議事
Gbps SFP+連接埠，並可自行定義每一網路埠的 項之規格。
安全區域如 WAN、LAN 或 DMZ 等。

6-56

本案防火牆並非有區分內層與外層防火
項目:防火牆
牆，因此此防火牆需要採用NAT/Route
刪除項次8規格5。
規格: 5. 須具備內建2組(含)以上硬體旁路介面。 模式運作。建議刪除，參考如建議事
項。

除了NAT/Route模式運作外,硬體旁路介面
主要應用於BRIDGE By-Pass運作模式(也
是防火牆經常應用模式之一)，故維持原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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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防火牆
規格: 6. 須具備獨立管理連接介面，提供至少
RJ45介面以及MicroUSB介面。

本項規範為一般防火牆設定管理與組態備
份用途，故維持原規範。

常見效能限制，系統最大限制等問題，
建議刪除，參考如建議事項。

管理連接介面的介面型態跟功能無關，
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刪除項次8規格2。

此規範為須提供 8 埠個以上1G-UTP連接埠
4. 須提供 8埠 1G/10GbE SFP+連接埠 加2 個以上之 10 Gbps SFP+ 光纖連接埠
(含)以上，並可自行定義每一網路埠的安 ，符合一般網路UTP及光纖兩種不同介質
全區域如 WAN、LAN 或 DMZ 等。
網路連接，且全雙功已可達成處理效能 50
Gbps (含)以上，故維持原規範。

6. 須具備獨立管理連接介面，提供至少
RJ45介面或MicroUSB介面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Flow/Stream為硬體防火牆達到低延遲
項目:防火牆
高效能之目的，在效能需求符合下且不
規格: 9. 病毒掃描防護處理效能在採用非
9. 病毒掃描防護處理效能最大須可達 7
20
6-57
影響防護，建議修最大效能值即可。因
Flow/Stream 掃描模式下，最大須可達 7 Gbps
Gbps (含)以上。
此建議刪除"在採用非Flow/Stream 掃描
(含)以上。
模式下"，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項目:防火牆
LCD模組只能看到少數資訊且容易故障
10. 須內建LCD模組或LED指示燈，可顯
21
6-57 規格: 10. 須內建LCD模組，可顯示目前系統資
，且有特定廠牌影射。建議修改如建議
示目前系統運作資訊。
訊。
事項之規格。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高速核心設備，通常不建議採用2台以上
3. 設備具備堆疊叢集功能，支援2台(含)
規格: 3. 設備具備堆疊叢集功能，支援8台(含)以
的堆疊方式，建議降低堆疊台數。依據
22
6-57 上設備堆疊能力，堆疊後的設備群可視為一台設
以上設備堆疊能力，堆疊後的設備群可
本案架構，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
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理。
備進行管理，總堆疊頻寬可達9.6Tbps (含)以
格。
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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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6-57

25

6-57

26

6-5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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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9. 病毒掃描防護處理效能最大須可達 7
Gbps (含)以上。
考量一般市場皆有三家以上具備LCD模組,
可顯示目前系統資訊,故維持原規範。

考量一般市場皆有三家以上具備堆疊叢集
功能，支援8台(含)以上設備堆疊能力，堆
疊後的設備群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理，
並支援最遠10km的長距離堆疊能力,故維
持原規範。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依據本案設計架構，透過項次3規格，採
4. 支援服務中升級不中斷(ISSU)功能或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規格: 4. 支援服務中升級不 用2台堆疊後，提供不中斷軟體升級達成
不中斷軟體升級(Nonstop Software
4.支援服務中升級不中斷(ISSU)功能或不中
中斷(ISSU)功能；提供2個(含)以上電源供應器： 最小的服務中斷時間。具體方式是針對
Upgrade)；提供2個(含)以上電源供應 斷軟體升級(Nonstop Software
需支援熱抽換、負載平衡。提供5個(含)以上熱抽 控制平面，自動先升級備用RE後完成啟
器：需支援熱抽換、負載平衡。提供5個 Upgrade)。提供 2 個(含)以上熱抽換負載
換風扇組。
動再升級主要RE，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
(含)以上熱抽換風扇組。
平衡電源供應器。提供5個(含)以上熱抽換
之規格。
風扇組。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規格: 5. 可設定32K(含)以上之MAC Address及
5. 支援96K(含)以上之MAC Address或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128K(含)筆以上IPV4路由、7K (含)筆以上IPV6 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取其最大
128K(含)筆以上IPV4路由、7K (含)筆以 5.支援 96K(含)以上之MAC Address或
路由，或 96K(含)以上之MACAddress及
值之資源型態。
上IPV6路由。
128K(含)筆以上IPV4路由、7K (含)筆以上
16K(含)筆以上IPV4路由、1K (含)筆以上IPV6路
IPV6路由。
由。
PIM-SM v2 Snooping，此功能對網路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安全、流量減量、本案架構來說，無使 9. 提供IGMPv1/v2/v3，可原機升級PIM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規格: 9. 提供IGMPv1/v2/v3，PIM-SM v2
用需求，建議刪除。另建議是否應具備 路由協定PIM-SM，PIM-SSM，PIM9.提供IGMPv1/v2/v3、Static IGMP，
Snooping，可原機升級PIM路由協定PIM-SM，
DM及PBR功能。
，而非原機擴充?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
PIM路由協定PIM-SM，PIM-DM及PBR功
PIM-SSM，PIM-DM及PBR功能。
格。
能。
VRRP-E為私有協定，若有此功能需求，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可透過多組VRRP完成相同的結果，建議 10.支援VRRP，可原機升級VRRP v3 等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規格: 10.支援VRRP，可原機升級VRRP v3 及
刪除。另建議是否應具備，而非原機擴 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力。
10.提供VRRP、VRRP v3 備援功能，以提
VRRP-E備援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力。
充?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升網路備援能力。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11.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規格: 11.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PVST、PVST+、PVRST為私有協定協寫 802.1w RSTP、802.1sMST、Per VLAN
802.1wRSTP、802.1s MST、PVST、PVST+、
法，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STP功能及至少9，216 bytes之
PVRST及至少9，216 bytes之Jumbo Frame 封
JumboFrame 封包處理能力。
包處理能力。

V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11.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802.1w RSTP、802.1s MST、PVST及至少
9,216 bytes之Jumbo Frame 封包處理能
力。

V

V

V

V

V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28

29

30

31

32

33

34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案號:1090721C0133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256個LAG數量過大，有獨規嫌疑，單台
12.支援80個(含)以上LAG (Link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設備實體介面48 port +8 port40G
Aggregation Group)；單一LAG 最多可 12.支援80個(含)以上LAG (Link
V
breakout規格下，最大值應為80，建議
支援16個 port。
Aggregation Group)；單一LAG 最多可支
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援16個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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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規格: 12.支援256個LAG (Link Aggregation
Group)；單一LAG 最多可支援16個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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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網路，對於控制器與交換器之
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13.具備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
間的控制平面協定很多元，Openflow只
規格: 13.具備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功能，支援如
是其中一，建議開放採用IETF所制定的
DefinedNetworking) 功能，支援Openflow 1.3
Openflow 1.3協定或NETCONF協定等
標準，如NETCONF、PCEP等，建議修
協定。
功能。
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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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心網路交換器
規格:14. 支援DOS 保護、DHCP Snooping 、
DynamicARP inspection、Neighbor
Discovery inspection等安全機制。

Neighbor Discovery inspection主要針
對IPv6 ND協定補強，其運作相似於IP
Source Gurad功能，建議修改如建議事
項之規格。

考量一般市場皆有三家以上有具備軟體定
義網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功能，支援Openflow 1.3協定,故維持原規
範。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14. 支援DOS 保護、DHCP Snooping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Dynamic ARPinspection、Neighbor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Discovery inspection或IP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SourceGuard等安全機制。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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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網路控制器
規格: 20.與核心網路交換器同廠牌

建議刪除，該規格具有特定廠牌影射，
有獨規嫌疑，同廠與不同廠牌並無影響
規格主要目的。

刪除項次10規格20。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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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oE 交換器
規格: 1. 獨立主機提供24 個( 含) 以上自動偵測
(Auto-Sensing)10/100/1000 Base-T乙太網路
供電(Power overEthernet) 連接埠。具備2個
(含)以上10/100/1000 Base-T網路連接埠及4個
(含)以上10GbE 光纖連接介面。

考量項次8規格4之規格(如下)，配合無
線AP具備1埠2.5G介面，建議修改如建
議事項之規格。項次8:無線AP基地台規
格4:提供 1 個(含)以上 2.5Gbps RJ-45
連接埠和 1 個(含)以上 1Gbps RJ-45 連
接埠，具備使用 IEEE 802.3at 透過網路
線供電提供全效運作能力。

1. 獨立主機提供16個( 含) 以上自動偵測
(Auto-Sensing)10/100/1000 Base-T乙
太網路供電(Power overEthernet) 連接
埠與8個(含)以上1/2.5GBase-T PoE+網
路連接埠及4個(含)以上10GbE 光纖連接
介面。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1.獨立主機提供24個(含)以上自動偵測
(Auto-Sensing) 10/100/1000 Base-T乙
太網路供電(Power over Ethernet) 連接埠
及4個(含)以上10GbE 光纖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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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oE 交換器
3. 交換容量(Switching Capacity)須達
132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98Mpps(含)
以上。

依據2.5G介面需求變更後(詳如項次11規
格1之建議)，交換容量應增加，建議修
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項次8:無線AP基 3. 交換容量(Switching Capacity)須達
地台規格4:提供 1 個(含)以上 2.5Gbps 152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
RJ-45 連接埠和 1 個(含)以上 1Gbps RJ- 95Mpps(含)以上。
45 連接埠，具備使用 IEEE 802.3at 透過
網路線供電提供全效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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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oE 交換器規格: 5. 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802.1wRSTP、802.1sMST、
PVST及至少9KB之Jumbo Frame 封包處理能
力。

依據核心交換器的規格寫法，建議修改
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5. 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802.1w RSTP、802.1sMST、Per VLAN
STP及至少9，216 bytes之
JumboFrame 封包處理能力之Jumbo
Frame 封包處理能力。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V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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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提供Private VLANs的功能，以提升VLAN
的使用彈性及安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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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oE 交換器
9. 支援4台( 含) 以上設備堆疊能力，堆
規格: 9. 支援8 台( 含) 以上設備堆疊能力， 總堆 依據DD箱設計，4台堆疊可滿足實際應
疊後的設備群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
疊頻寬可達480Gbps(含)以上，堆疊後的設備群 用。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理。
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理。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支援 4 台(含)以上設備堆疊能力，堆疊後的
設備群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理。

V

6-59

6-59

項目: PoE 交換器
規格: 12.支援透過Web、802.1X、MAC及
FlexibleAuthentication方式間進行使用者身份
驗證， 可與RADIUS、TACACS及TACACS+ 認
證伺服器整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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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oE 交換器
規格: 13.提供IGMPv1/v2/v3、PIM-SM v2
Snooping、Static IGMP，PIM路由協定PIMSM，PIM-SSM，PIM-DM及PBR功能。

40

6-59

41

6-59

38

建議事項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項目: PoE 交換器
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刪除VLAN
規格: 8. 提供Private VLANs、VLAN
8. 提供Private VLANs的功能，以提升
Mapping、Super-aggregated VLAN
Mapping、Super-aggregated VLAN的功能，
VLAN的使用彈性及安全。
等特定廠商字眼功能。
以提升VLAN的使用彈性及安全。

項目: PoE 交換器
規格: 10.提供RIPv1/v2、RIPng、OSPFv2、
OSPFv3動態路由協定。

37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PoE交換器與本案架構中，位於核心交
10.具備基本Static Route、RIPv2，可原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換器之下接取層交換器，當核心交換器
機擴充OSPFv2、OSPFv3動態路由協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沒有的功能(原規格原機擴充)，建議應可
定。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刪除，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建議改成"或"，無影響規格主要目的，
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12.支援透過Web、802.1X、MAC及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Flexible Authentication方式間進行使 12.支援透過 Web、802.1X、MAC及
用者身份驗證， 可與RADIUS、
Flexible Authentication方式間進行使用
TACACS或TACACS+ 認證伺服器整合。 者身份驗證，可與RADIUS、TACACS 或
TACACS+ 認證伺服器整合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PoE交換器與本案架構中，位於核心交
13.支援原機擴充IGMPv1/v2/v3、Static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換器之下的接取層交換器，當核心交換
IGMP、PIM路由協定PIM-SM，PIM提供IGMPv1/v2/v3、Static IGMP，PIM
器沒有的功能(原規格原機擴充)，建議應
SSM，PIM-DM及PBR功能。
路由協定PIM-SM，PIM-SSM，PIM-DM
可刪除，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及PBR功能。
PoE交換器與本案架構中，位於核心交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項目: PoE 交換器
換器之下的接取層交換器，當核心交換 14.支援原機擴充VRRP、VRRP v3 及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規格: 14.提供VRRP、VRRP v3 及 VRRP-E備援 器沒有的功能(原規格原機擴充)，建議應 VRRP-E備援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
支援原機擴充VRRP、VRRP v3備援功能，
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力。
可刪除或修改，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
力。
以提升網路備援能力。
格。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項目: PoE 交換器
15.具備sFlow流量統計、SNMP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規格: 15.具備sFlow流量統計、SNMP
建議修改為與核心交換器相同之規格說 v1/v2c/v3、RMON網管功能，提供
具備netflow或sFlow流量統計、SNMP
v1/v2c/v3、RMON網管功能，提供 USB / RJ45
明，刪除"提供USB/RJ45雙介面"字眼， Console Port、SSH、TFTP、網頁介面 v1/v2c/v3、RMON網管功能，提供 USB
雙介面Console Port、SSH、TFTP、網頁介面支
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支援HTTP/HTTPS及Ansible等方式進行 或RS-232 或 RJ45介面Console Port、
援HTTP/HTTPS及Ansible等方式進行網管及參
網管及參數設定與更新。
SSH、TFTP、網頁介面支援HTTP/HTTPS
數設定與更新。
等方式進行網管及參數設定與更新。

V

V

V

V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6-59

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1. 獨立主機提供24 個( 含) 以上自動偵測
刪除"具備2 個(含) 以上10/100/1000
(Auto-Sensing)10/100/1000 Base-T 乙太連接 Base-T 網路連接埠"，規格本意是否為
埠。具備2 個(含)以上10/100/1000 Base-T 網路 筆誤，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連接埠及4個(含)以上10GbE 光纖連接埠。

6-59

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2. 交換容量(Switching Capacity)須達
132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98Mpps(含)
以上。

6-59

項目: 邊際交換器
9. 支援4台( 含) 以上設備堆疊能力，堆
規格: 3. 支援8 台( 含) 以上設備堆疊能力， 總堆 依據DD箱設計，4台堆疊可滿足實際應
疊後的設備群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
疊頻寬可達480Gbps(含)以上，堆疊後的設備群 用，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理。
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理。

6-59

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5. 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依據核心交換器的規格寫法，建議修改
802.1wRSTP、802.1s MST、PVST及至少9KB之 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Jumbo Frame 封包處理能力。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1. 獨立主機提供24 個( 含) 以上自動偵測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Auto-Sensing)10/100/1000 Base-T
獨立主機提供24 個(含) 以上自動偵測
乙太連接埠及4個(含)以上10GbE 光纖連
(Auto-Sensing)10/100/1000 Base-T連接
接埠。
埠及4個(含)以上10GbE 光纖連接埠。

V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交換容量(Switching Capacity)須達
128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
95Mpps(含)以上。

V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支援 4 台(含)以上設備堆疊能力，堆疊後的
設備群可視為一台設備進行管理。

V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5.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802.1w RSTP、802.1s MST及至少9,216
bytes之Jumbo Frame 封包處理能力。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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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邊際交換器
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刪除VLAN
規格: 8. 提供Private VLANs、VLAN
8. 提供Private VLANs的功能，以提升
Mapping、Super-aggregated VLAN
Mapping、Super-aggregated LAN的功能，以
VLAN的使用彈性及安全。
等特定廠商字眼功能。
提升VLAN的使用彈性及安全。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8.提供Private VLAN的功能，以提升VLAN
的使用彈性及安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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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9. 支援DOS保護、IP Source Guard、
DHCPSnooping及 IPv6 A Guard、Dynamic
ARP inspection等安全機制。

IPv6 A Guard = IPv6 RA Guard，本案
無使用，建議刪除，參考如建議事項之
規格。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9.支援DOS保護、IP Source Guard、
DHCP Snooping及Dynamic ARP
inspection等安全機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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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10.提供RIPv1/v2、RIPng、OSPFv2、
OSPFv3動態路由協定。

邊際交換器與本案架構中，位於核心交
換器之下的接取層交換器，當核心交換 10.具備基本Static Route、RIPv2，可原
器沒有的功能(原規格原機擴充)，建議應 機擴充OSPFv2、OSPFv3動態路由協
可刪除或修改，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
定。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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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12.支援透過 Web、802.1X、MAC及
FlexibleAuthentication方式間進行使用者身份
驗證，可與RADIUS、TACACS及TACACS+ 認
證伺服器整合。

依據項目12規格1之建議，其交換容量
應下修，建議修改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建議改成"或"，無影響規格主要目的，
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2. 交換容量(Switching Capacity)須達
128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
95Mpps(含)以上。

5. 提供802.3ad Link Aggregation、
802.1w RSTP、802.1sMST、Per VLAN
STP及至少9，216 bytes之
JumboFrame 封包處理能力之Jumbo
Frame 封包處理能力。

9. 支援DOS保護、IP Source Guard、
DHCP Snooping及Dynamic ARP
inspection等安全機制。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12.支援透過 Web、802.1X、MAC及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Flexible Authentication方式間進行使 支援透過 Web、802.1X、MAC及Flexible
用者身份驗證，可與RADIUS、TACACS Authentication方式間進行使用者身份驗
或TACACS+ 認證伺服器整合。
證，可與RADIUS、TACACS 或 TACACS+
認證伺服器整合

V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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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6-59

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13.提供IGMPv1/v2/v3、PIM-SM v2
Snooping、Static IGMP，PIM路由協定PIMSM，PIM-SSM，PIM-DM及PBR功能。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邊際交換器與本案架構中，位於核心交
13.支援原機擴充IGMPv1/v2/v3、Static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換器之下的接取層交換器，當核心交換
IGMP、PIM路由協定PIM-SM，PIM13.提供IGMPv1/v2/v3、Static IGMP，
器沒有的功能(原規格原機擴充)，建議應
SSM，PIM-DM及PBR功能。
PIM路由協定PIM-SM，PIM-SSM，PIM可刪除，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DM及PBR功能。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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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14.提供VRRP、VRRP v3 及 VRRP-E備援
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力。

邊際交換器與本案架構中，位於核心交
14.支援原機擴充VRRP、VRRP v3 及
換器之下的接取層交換器，當核心交換
VRRP-E備援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
器沒有的功能(原規格原機擴充)，建議應
力。
可刪除，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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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邊際交換器
規格: 15.具備sFlow流量統計、SNMP
建議修改為與核心交換器相同之規格說
v1/v2c/v3、RMON網管功能，提供 USB / RJ45
明，刪除"提供USB/RJ45雙介面"字眼，
雙介面Console Port、SSH、TFTP、網頁介面支
參考如建議事項之規格。
援HTTP/HTTPS及Ansible等方式進行網管及參
數設定與更新。
本案相關網通交換器/防火牆/網管系統
等設備，案因部分規格未符公共工程採
購法，需要至少三家廠牌符合規範，與
相關特定廠牌獨規等問題，建議以符合
三家規範與標準規格或設計理念等，以
符本案規格與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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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8.防火牆9.核心網路交換器10.PoE 交換器11.邊
際交換器12.網管與資通安全系統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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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各家通訊協定，如不採用國際開放性通
36.智慧建築整合管理平台4.平台須能整合及監控
訊協定，恐會造成系統無法整合
不同廠牌的子系統。

55

6-69

53

56

57

建議事項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14.提供VRRP、VRRP v3 備援功能，以提
升網路備援能力。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15.具備sFlow流量統計、SNMP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v1/v2c/v3、RMON網管功能，提供
15.具備netflow或sFlow流量統計、SNMP
Console Port、SSH、TFTP、網頁介面 v1/v2c/v3、RMON網管功能，提供 USB
支援HTTP/HTTPS及Ansible等方式進行 或RS-232 或 RJ45介面Console Port、
網管及參數設定與更新。
SSH、TFTP、網頁介面支援HTTP/HTTPS
等方式進行網管及參數設定與更新。

建議修改規格，如下說明

V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未來廠商依採市場通用標準開放式通訊協
建議刪除或修改平台須能整合及監控不 定即可及監控不同廠牌的子系統與中央監
同廠牌之開放性通訊協定的子系統
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連接整合即可,故維持
原規範。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38.可程式智慧型處理機1.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原因:各廠牌模組特性不盡相同，建議滿 建議刪除或修改a.輸出入通道：16 點及
數位輸出入控制器a.輸出入通道：16 點可任意設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足IO表點數需求即可。
6點可任意設定所需要DIO 的點數
定所需要DIO 的點數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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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原因:建議取消RS232，因傳輸速度慢且 建議刪除或修改b.通訊介面：具有
38.可程式智慧型處理機1.數位輸出入控制器b.通
距離近，建議修改為國際通用之
RS232 ETHERNET 及RS485 通訊介面
訊介面：具有RS232 及RS485 通訊介面(RJ-45
ETHERNET。
(RJ-45可擴充)。
可擴充)。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b.通訊介面：具有RS232或 ETHERNET 及
RS485 通訊界面(RJ-45可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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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建議刪除或修改a.輸入通道:4 點具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各廠牌模組特性不盡相同，建議滿足IO
38.可程式智慧型處理機2.類比輸入控制器a.輸入
1.5KVDC 隔離保護或提供8點泛用點I/O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表點數需求即可。
通道:4 點具1.5KVDC 隔離保護。
模組。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V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項次 文件頁數
統包需求規劃書文件內容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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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意見理由

建議事項

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原因:建議取消RS232，因傳輸速度慢且 建議刪除或修改c.通訊介面：具有RS232
38.可程式智慧型處理機2.類比輸入控制器c.通訊
距離近，建議修改為國際通用之
ETHERNET 及RS485 通訊介面(RJ-45可
介面：具有RS232 及RS485 通訊界面(RJ-45 可
ETHERNET。
擴充)。
擴充)
1.經過訪查，本規範"只要將USB 硬體資
6.6.2 弱電系統規格表
安防護鎖抽出，系統即會鎖定顯示畫面 建議刪除或修改
49.電腦資安防護1.具防毒軟體及HIPS 主機入侵 無法操作，也無法進行檔案覆製或刪除 1.具防毒軟體及HIPS 主機入侵防禦系
防禦系統。2.具USB 硬體資安防護鎖，只要將
，以保護主機檔案安全。"為英威康IWC 統。2.具USB 硬體資安防護鎖，只要將
USB 硬體資安防護鎖抽出，系統即會鎖定顯示畫 符合。2.公共工程採購法，需要至少有 USB 硬體資安防護鎖抽出，系統即會鎖
面無法操作，也無法進行檔案覆製或刪除，以保 三家廠牌可以符合，且"鍵盤與滑鼠給法 定顯示畫面無法操作，也無法進行檔案
護主機檔案安全。
輸入任何指令"此功能，與防毒較無關係 覆製或刪除，以保護主機檔案安全。
，且圖控軟體平台已具備權限管理。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機電]
修正統需書
考量一般市場同功能不同文字上說明，避
免有所爭議，配合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c.通訊介面：具有RS232或 ETHERNET 及
RS485 通訊界面(RJ-45可擴充)。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統包商可採不
低於規格要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
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
可以符合要求，故維持原規範。

V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壹、 評選須知】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1

一、 評選須知p.2 項次2 第4 點「所有成員及分包廠商之投標合作協議書」，及與評選須
知p6(3) 提及的「分包廠商合作意願書」是否屬於相同文件？

2

二、 評選須知p.10 訂定簡報時間不得超過25 分鐘，統問統答時間不得超過20 分鐘；若參
與簡報廠商三家以上時，簡報時間減為20 分鐘，統問統答時間減為20 分鐘。
考量工程特性，廠商簡報時間修正為30分鐘，統問
因本案規模涵蓋兩項不同的主題，功能甚為複雜，建議將簡報時間延長為40 分鐘，統問 統答時間不得超過25分鐘。
統答時間延長為30 分鐘，以利讓評審委員清楚地接收到設計團隊所表達的設計理念。

3

三、 評選須知p.12(九)。
請問本案是否有獎勵金？

4

5

屬於為相同文件。

7

V

本案無提供獎勵金。

四、 服務建議書目前規定為A4 格式及200 頁之頁數限制，而200 頁內容中預估將有100 頁
以上為1:400 比例之A3 圖面，屆時評審委員閱讀圖面時，務必不斷地開、闔摺頁，將造成
已參考意見，修正服務建議書版面規定為A3。
極為不便之困擾。
為節省委員時間，建請報告書格式改為A3 版面。
五、 為了設計團隊能充分了解基地環境現況，包括保留樹木及倉庫桁架...等。
等標期間投標廠商依領標證明於機關規定之時間內
請允許並訂定投標廠商進入基地現場勘查之開放時間。
得進入基地進行場勘。
【貳、 公開閱覽公告及統包契約】

6

修正統需書/文件

1.本案為統包工程採快捷工法，廠商須妥為規劃安
排分段細設/分段施工時程。
一、公開閱覽公告p.3/3 附加說明，「細部設計自決標日起420 日曆天完成」。以及契約第
2.依契約書第7條規定，決標翌日起420日曆天內完
七條「履約期限」。
成最後一階段細部設計成果提送，此一時程並不包
因機關審查時非設計團隊所能掌控，建請將「機關審查時程」不計入「420日曆天」內。
含機關審查時程；反之，倘若並非最後一階段細部
設計成果提送，則包含機關審查時程在內。
1.本案為統包工程採快捷工法，廠商須妥為規劃安
二、公開閱覽公告p.3/3 附加說明，「工程於開工後1230 日曆天竣工」。以及契約第七條 排分段細設/分段施工時程。
「履約期限」。
2.施工期程規劃已有考量一例一休因素，惟廠商仍
考量基地周邊環境為安寧住宅區，週六、日不能施工，且有一例一休規定，請允許將
須妥為安排工項及工序，安排工班輪班施作，以符
「1230 日曆天」改為「1230 工作天」，以利讓施工單位有充裕的週期完成高品質的作
合勞基法一例一休規定。並避免於週六、日施作操
品。
音較大工項、或改採低噪音機具施工，以避免對周
邊鄰里居民造成噪音危害。

V

V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參、 需求書-音樂廳空間】

8

一、 經由專業顧問經驗得知，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為例，由於分包之間銜接時程
漫長，會有採購規範訂定時間點與設備採購時間點落差的問題。由於規範訂定時間點為先
，完工時間點為後，而專業設備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導致設備按裝時已經是落伍的器材， 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較優/較新之規
功能規範無法跟上設備進步的趨勢。有鑒於此，本案為統包，雖可避免前述分包時程銜接 格進行調整，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問題，考量音樂廳專業設備於本工程扮演至關重要的因素，有可能於設計階段調整需求。 理。
請問可否於工程階段後期以最新設備規範來採購，確保滿足未來的最先進的設備功能需
求？

9

1.依據108年11月25日公告之「擬定臺北市大安區瑞
安段一小段234 地號等文教用地(供臺北市音樂與圖
二、 基於本案大型空間的腹地需求較高以及建蔽率、開放空間留設的規定。
書中心使用)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準則之規定，
請問基地原有建物構件的倉庫鋼構桁架的保留與再利用，可否配置於都市設計準則規定 15公尺開放空間係提供人行通行，並規劃雙排植栽
之退縮 15 米帶狀式開放空間內？
或樹陣，塑造遮蔭空間。
2.依據上述規定，基地原有建物保留的倉庫鋼構桁
架並不適合配置於15公尺開放空間內。

三、 交響樂廳與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的表演支援空間‐‐大、中、小型化妝室，依需求書分
別為2 間、4 間、10 間。
10
請明示交響樂廳與多媒體排練實驗空間兩者各別需要的大、中、小型化妝室數量，以滿
足未來實際使用單位功能上的需求。

大、中、小型化妝室係屬表演支援空間，可提供交
響樂廳與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共同使用，並未限定
各空間使用數量。投標廠商可依設計規劃，採集中
或分開方式合理配置。

四、 交響樂廳與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的表演支援空間‐‐後舞臺儲藏空間，依據標書目前總
空間量為1800 ㎡。
11
請明示交響樂廳與多媒體排練實驗空間各別需要的儲藏空間面積或比例，以利規劃實際
功能上的需求。

後舞臺儲藏空間係屬表演支援空間，可提供交響樂
廳與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共同使用，並未限定各空
間分配數量。投標廠商可依設計規劃，採集中或分
開方式合理配置。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五、 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於先規p.5‐10 建議外量體高17m，經由本團隊專業顧問評估，本
多媒體排練實驗空間屬專業小型表演空間、非黑盒
12 類型空間多以12m 高為基準。
子或排練空間。
請問主辦單位是否有演出類型的其他考量？
六、 國際會議廳目前訂定規格為鏡框尺寸至少「9.2~12m x 9.2m」，主舞台尺寸建議在
「9.2m x 21.6m x 11m 以上」，本空間除相關集會外亦供兒童劇及小型戲劇演出，依一般 1.統需書為最低需求，廠商得規劃最優方案。
13 正式戲劇表演空間，舞台上方高度為鏡框高度的2～2.5 倍始可滿足置換布景需求，目前標 2.「11m」二字為筆誤，應為「17m」，將修正統
書僅訂定「11m 高以上」。
需書內容。
請問是否應該將飛塔提高，以達至正規劇場換景功能？
1.行政辦公空間除了辦公室外，尚包含茶水、影印
、文具物品儲藏等空間，使用人數除有市交 、市
國駐團行政人員合計78人(含附設團行政不含演奏
七、 音樂廳行政辦公室1080 ㎡，為駐團及營運團隊使用，本案二駐團單位已
團員)使用外，尚考量未來樓管或營運團隊進駐的
提供行政人員人數相關資料。在營運團隊方面，經查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行政人員使用。目前行政辦公室依需求採大空間規
14 心、及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等營運單位，其營運組織人員編制皆不同。
劃設計，以因應未來使用人數增減調整。
請提供尚缺之未來營運單位之人員編制概況，以便設計團隊為行政空間做合適的安排規
2.音樂廳行政辦公室空間扣除駐團行政人員合理使
劃。
用面積外，剩餘之空間面積皆為預留供未來營運團
隊使用。投標廠商可依空間需求面積妥適規劃設
計。
1.本統包工程並未限定須採用鋼骨結構設計，投標
廠商可依設計規劃評估，採用適當之結構型式。
八、 本案需求書規定為鋼骨結構，以致建築外殼必須採用帷幕牆系統，目前市場行情為
2.本統包工程外牆材料係建議以外牆至少一至二樓
每平方公尺12,000 至18,000 元。依據109 年8 月7 日招商說明會簡報資料p.42，第3 項外牆
外牆、基座採用天然石材為原則，採乾式吊掛施
15 裝修工程預算金額僅為1 億600 萬元。經評估本案外牆總面積約為37000m2，即外牆工程預
作；其餘樓層以丁掛磚牆面搭配馬賽克為主，並以
算平均單位造價約為2817 元/ m2，遠低於市場行情價。
此做為外牆裝修工程預算之基準。
建請考量本案之合理單價，以利吸引優良團隊投標。
3.本統包工程係採總價決標，投標廠商可依設計規
劃，合理分配各工項金額。

【肆、 音樂廳特殊設備工程】

V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一、 需求書p.2‐50，國際會議廳「(1) 候演區設於舞臺左或右側，與主舞臺有門相隔，兩側
候演區的面積應不小於 3/4 主舞臺的面積，在門打開的時候可以視之為主舞臺的側臺。此
此處"門"係指活動隔屏，並應規劃適當的出入口；
區的照明需能經由演出需求獨立控制。」
16
同時應考慮活動隔屏的高度和收納空間，在做為演
國際會議廳以會議、研討、集會、兒童劇等形式的活動為主，設想應為一般的鏡框式舞
出使用時，不影響佈景的進出。
台，鏡框後的側台空間應該也足夠做為候演區，但是本段有提到「門打開」的文字，請
確認是否要求設計團隊配置分隔主舞台與候演區的隔牆與門？

二、 需求書p.2‐50，國際會議廳「(6) 考量高度限制，舞臺上方不另設置鋼棚，採用工作走
道方式，工作走道下方設置電動燈光吊桿，工作走道之間設置電動布幕吊桿。在觀眾席區
應設置外區光工作走道,鋼棚及工作走道上需能整合天花板及演出使用所需的懸吊吊具系 最低需求為工作走道即可，廠商如規劃鋼棚，亦須
17
統。」前半段說舞臺上方不設置鋼棚，觀眾席區也是設置外區燈光用的工作走道，但是最 整合天花板。
後一句說 「鋼棚及工作走道上需能整合天花板…」。
請確認，國際會議廳的上方究竟是純粹用工作走道即可？還是必須要設置鋼棚？

三、 需求書p.2‐50，國際會議廳「4. 觀眾席(1) 觀眾席須達500 席以上，且無須設置第二層
觀眾席…(2) 觀眾席區應結合內裝設置面光和包廂燈的需要，在觀眾席的前沿應設置可供
18 吊掛燈光、音響、攝影機或是顯示器等設備的把桿。」
規範設定「無須設置第二層觀眾席」，因此「在觀眾席前沿」非為第二層觀眾席前沿，
請問「在觀眾席前沿」是否意味第一層前排觀眾席上方之位置？

1.建議國際會議廳讓座位區盡量靠近舞台，所以建
議不須設置第二層觀眾席。
2.「前沿」二字為筆誤，應為「後牆」，將修正統
需書內容。

V

四、 需求書p.4‐12，該章節為說明音響設備，但出現此段文字：「在固定式設備和移動式
設備的規格和數量的規劃上取得平衡，適度規劃一批移動式燈光設備能在各演出空間(含
「燈光」二字為筆誤，應為「音響」，將修正統需
19 練習室)需要時靈活的調度使用，以避免每個廳都採購了過度的器材數量造成浪費和後續
書內容。
維護的成本。」
請確認「燈光」二字是否為筆誤？本章節是否需要適度規劃一批移動式「音響」設備？

V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案號:1090721C0133
項次
廠商問題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五、 需求書p.4‐14，「4.1.3.3…. 同時強調全系統最低的延遲時間，『一個核人多控台的靈
「核人」二字為筆誤，應為「運算核心」，將修正
20 活界面』…」
V
統需書內容。
請教這句話的意思。
六、 需求書p.4‐16，該章節為說明視訊設備，但出現此段文字：「在固定式設備和移動式
設備的規格和數量的規劃上取得平衡，適度規劃一批移動式燈光設備能在各演出空間(含 「燈光」二字為筆誤，應為「視訊」，將修正統需
21
練習室)需要時靈活的調度使用，」
書內容。
請確認「燈光」二字是否為筆誤？本章節是否需要適度規劃一批移動式「視訊」設備？
七、 需求書p.4‐21，4.2.1.1 頂棚鋼構‐B 舞台設備第一項：「變速單點吊車 500 公斤：安裝
於頂棚，懸吊鋼索穿過天花板開孔到舞台上。預計舞台區24 部，觀眾席區採軌道移動式
24 部 (天花板為48 以上的開口)」
如果合計48 部變速吊車，每部荷重500Kg，這裡的總荷載已經來達致24,000Kg，這裡面還
不包括自重。但是在該項的「預計設備自重加吊重總計」卻寫 20,000kg。請問是否應提
統需書規劃考慮實際應用時，吊具設備並不會全部
升總荷載重的規範？
22
同時滿載使用。
統需書為最低需求，廠商得規劃最優方案。
第二項：「電動定速吊桿：舞台側面及後區觀眾區包覆用，在沒有觀眾規劃時，可以用布
幕擋起來或是做為演出背景吊掛使用。預計12 道吊桿，每道吊桿荷重1000 公斤」
如果合計12 道吊桿，每組荷重1000Kg，這裡的總荷載已經達致12,000Kg，這裡面還不包
括自重。但是在該項的"預計設備自重加吊重總計" 卻寫10,000kg。請問是否應提升總荷載
重的規範？
八、 需求書p.4‐23、p.4‐27、p.4‐31，所有廳的投影機，主要規格係訂定「4K 22000流明，
雷射光源投影機X 3 台，含投影幕」。
廠商應以最新規範採購，唯應不低於統需書規劃並
23 請問優於22000 流明或以上可否？本項屬高單價設備，若施工期達4 年以上，未來市場必
經查審核可。
定會出產更先進產品，建議由投標廠商自行選擇採用同等或更佳等級及符合使用的顯像
設備之視訊會議系統。
九、 需求書p.4‐21，4.2.1.2 交響樂廳舞台上方設備，不論是「變速單點吊車」還是 「電動
定速吊桿」，都沒有特別指明其「速度」。在p4‐5 有提到「『定速』單點吊車的速度為 廠商應以最新規範採購，唯應不低於統需書規劃並
24
0.15 m/sec 以上」，也並非屬於這個類別。
經查審核可。
請問這個部分是否由投標廠商依其專業判斷建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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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需求書p.4‐25，多媒體實驗空間舞台下方設備「主舞台升降機 210 ㎡， 4座定速昇降
機。」且根據p.2‐43，「舞臺及觀眾席區無特定邊界，整體空間及舞臺設計的形式，應符
廠商應以最新規範採購，唯應不低於統需書規劃並
25 合不同表演形式的彈性設計。」
經查審核可。
主舞台升降機的數量與尺寸於本需求書已明確規定，請問可否在超越規範的前提下，由
設計團隊自由發揮，以達最佳表演效果？
十一、 需求書p.4‐22，「音樂廳的電力迴路系統，各區36 點位以上」。需求書p.4‐26，
26 「多媒體空間的電力迴路系統，各區24 點位以上」。
請問「各區」明確的定義？
十二、 需求書p.4‐27，多媒體實驗空間「對講及擴播一式，主要設備和矩陣與交響樂廳共
用。」
27
請問這個共用的原因與理由為何？照理講兩區的對講與擴播應該要完全獨立，以避免演
出或使用時互相干擾。
十三、 需求書p.4‐28，國際會議廳舞台上方設備的「定速電動吊桿 500 公斤」。特性要求
寫「速度範圍 0.01‐1.00m/s 之間」。
28
請問本段文意是否指「定速」的需求落在速度範圍 0.01-1.00m/s 之間並由設計團隊自行訂
定？

「各區」二字為筆誤，應為「全區」，將修正統需
書內容。

V

在兩個空間為同一使用目的時可以連線使用，數位
設備可以分設群組不致相互干擾。

將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定速電動吊桿 750公斤」
速度為「0.2m/s」。

十四、 需求書p.4‐28，4.4.1.2，「項次D 投影幕(含紗幕)一式」、「項次E 會議用投影幕一
式」，以及需求書p.4‐31，4.4.4，「項次1 視訊會議設備一式：…投影機x3 台 含投影幕」
29 請問需求書p.4-31，4.4.4，「項次1 視訊會議設備一式：…投影機x3 台 含投影幕」的投影
幕，是否指需求書p.4-28，4.4.1.2，「項次D 投影幕(含紗幕)一式」與「項次E 會議用投影
幕一式」，或是另有投影幕規範需求？

應分別規劃，視訊會議設備的投影機 x 3台含其投
影幕，為視訊會議用，投影幕含紗幕為投影效果用
，廠商應整合兩者，使達到全環繞和多層次的效
果。

十五、 需求書p.4‐28，4.4.1.2，「項次D 特性要求：舞台區及觀眾席週邊，配合視訊投影
30 系統設置，使達全環繞及多層次投影效果。」
請定義「全環繞」與「多層次」之要求。

定義說明如下：
全環繞:360度的覆蓋面；
多層次:應具備多視窗，多影像源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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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十六、 國際會議廳的舞臺配置，在需求書中有幾個相關段落，整理如下：
－觀眾席前區應保留活動座椅約40~50 席，並提供於此區座椅移除時舞台可往前延展的可
能(活動舞台區)（p2.49）
國際會議廳的舞臺配置，考慮演劇情況下舞台空間
－主舞臺尺寸建議在9.2m x 21.6m x 11m 以上，以維持演劇的便利性。（p2‐50）
不足，應設置活動舞台區，而無須前區升降舞台。
－舞台前區升降機 約70 平方米 1 座定速昇降機。（p4‐29）
31
活動舞台是由中央前側座位區的活動座椅區來替
代。「主舞臺尺寸建議在9.2m x21.6m x 11m 以上」
由於並沒有特別說明"舞台前區升降機"的作用，我們假設是作為觀眾席前區的活動座椅
，不包含這70 平方米的「活動舞台區」。
，也就是所謂的"活動舞台區"。
請問以上見解是否正確？同時也想釐清，「主舞臺尺寸建議在9.2m x21.6m x 11m 以上」
，是否有包含這70 平方米的「活動舞台區」？
十七、 需求書p 4‐10，「1. SPOT 電腦燈：電腦智能燈具，具有諸多可變換的功能，包括
投光位置、亮度、顏色、光圈大小、閃光、和圖案效果片等等‐‐‐功能。選用時應特別注意
低噪音、光譜完整和機件的穩定性。2. WASH電腦燈：電腦智能燈具，與 SPOT 相近，只
是沒有圖案片等精確聚焦的功能，選用時應特別注意低噪音、光譜完整和機件的穩定性。
3. LED 投光燈：不能自動變換投光位置和效果片，只能均勻投射和改變亮度。通常用來做
均勻光的使用。選用時應特別注意低噪音或無風扇型的、光譜完整和機件的穩定性。如為
變色型的尤需注意顏色變化期間的穩定性。4. 高亮度投光燈，以放電光源的佛氏聚光燈、
需求書P.2‐64，已說明室內機械設備空間背景噪音
電腦智能燈具為主，須特別注意散熱風扇的噪音。」
標準值，適用於舞台內部機械設備之空間背景噪音
以上文字與需求書P.2‐64，2.2.5.9 聲學設計成果對照：
32
驗收標準，並不牽涉其他空間之「燈光背景環境噪
音等級」。

請問*燈具噪音是否符合「燈光背景環境噪音等級」即可？
【伍、 需求書-圖書館空間】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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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書p.2‐19，「國際會議廳(含附屬空間)1450 ㎡，(2)含口譯室、控制室、貴賓休息
室、化妝室、浴廁及儲藏室等必要之附屬空間」。
33
請明列1450 ㎡內各需求空間面積及數量，以利設計團隊依據未來使用單位確切的功能面
積，滿足實際需求。

二、 需求書p.2‐12，經計算，公共設施空間面積與總需求面積扣除地下室停車空間面積後
之比值為29%。
34
為能確保音樂廳及圖書館之大量民眾使用的公共空間品質，建議該比值依國際成功案例
調高至36%。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1.國際會議廳空間面積應以滿足500席以上使用為
主，除化妝室及貴賓休息室已有使用人數及空間需
求數量外，其餘附屬性支援空間，請以不超過總需
求面積1450㎡為原則規劃。
2.另依據「統包工程設計需求書」第2.1.2章節規定
，空間使用需求表在總面積不減少的原則下，廠商
得依據設計概念，提出建築物之量體與樓層配置規
劃，經機關同意後可調整面積。
1.因本類型建築之型態特性，「公共設施空間」定
義較具彈性。
2.本統包工程公共空間面積及占比係依據各空間面
積需求檢討計算之結果，以作為規劃設計之依據。
3.另依據「統包工程設計需求書」第2.1.2章節規定
，空間使用需求表在總面積不減少的原則下，廠商
得依據設計概念，提出建築物之量體與樓層配置規
劃，經機關同意後可調整面積。

【陸、 圖書館特殊設備工程】
35

一、 需求書p.4‐48，「9 圖書除菌機第6 點‐‐7 吋顯示器」。
請問顯示器可否大於7 吋？

二、 需求書p.4‐55，「2 座位預約管理系統主機第5 點資料庫PostgreSQL」。
36
請問是否可採用同等品?

【柒、 機電工程】
37 一、電力工程

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求
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座位預約管理系統主機，統需書規範為建議規格，
如廠商系統所需之主機規格不合使用，可由廠商自
行準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1. 需求書p.3‐16，3.4.1.1 高壓配電設備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CNS126811,CNS14001,OHSAS18001,TOSHM 等品質
職安制度一貫作業廠為產品設備品質品管之要求，
而國家實驗室TAF認可之驗証僅為國內法規之基本
資格，本需求設置要求必需符合國內規之基本資格
，也必需要有高品質品管之要求，故仍維持原配電
盤設備製造廠家品質管理要求。
建議刪除「本配電盤設備製造廠家品質管理須符合CNS126811 或
CNS14001,OHSAS18001,TOSHM 等品質職安制度一貫作業廠」文字，符合「國家實驗室
TAF 認可之驗證」即可。
2. 需求書p.3‐17，3.4.1.1 高壓配電設備
早期火災預警系統設備為一系統性量測設備，並作
極早期的火災預警，而自動滅焰裝置設備則是直接
作動設備，當配電盤火災巳發生，直接作動設備執
行滅焰；2者執行面不同，且本案僅就變壓器及電
建議設置「早期火災預警系統設備」，不要設「自動滅焰裝置」，俾以預防事故發生。 容器盤設置自動滅焰裝置，故仍維持原設置方式。
設置地點：各變電站、高低壓配電盤。
3. 需求書p.3‐19，3.4.1.2 低壓配電設備

第7 及8 項，只會增加故障點並增加一般配電盤建置不必要之費用，建議刪除。

為避免有所爭議，將修正統需書內容為：
7. 為防止因低壓電力配電線及開關設備絕緣劣化，
應於變電站之低壓總開關盤裝設符合UL94V-0、
IEC 60664-1 等規範之電力系統絕緣及電線走火故
障保護電驛， 並提供訊號供水電中央監控系統連
接。
8. 應於高壓變電站AUX/PT盤之低壓各控制迴路裝
設非接地絕緣監視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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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4. 需求書p.3‐19，3.4.1.2 低壓配電設備

第10 項，將會增加故障點並增加不必要之費用，建議刪除。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消防馬達平時為待機狀態，並不會啟動，但當火災
發生必要啟動時，因此不能有絕緣不良無法啟動的
狀況，故設置馬達絕緣偵測電驛，以在待機狀態確
保馬達的絕緣無異狀，在緊急起動時，能正常運轉
，且設置設備不會增加故障點增加之費用。

38 二、弱電工程
1. 需求書p.3‐1，3.1 機電系統設計需求相關法令依據
本案建築類別為音樂廳與圖書中心，為提供未來使
用單位更靈活運用及擴充之餘裕，需有較高預留擴
充量
請問30%預留擴充量是否太多?一般為10%。
2. 需求書p.3‐2，3.2 機電設計需求說明
有關電錶、水表皆為表後表型式設置，未來承包商
規劃依建照分戶及各使用單位分區並與單位討論後
設置電錶、水表與中央監控系統整合計費
上述文字為「依用途空間」設置水電錶，請明確定義分層設表或哪些空間要設表計費。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3. 需求書p.3‐5，3.2 機電設計需求說明(三)第18 點‐辦公室空間機電設備需求

本案各系統皆有獨立子系統主機再以標準開放式通
訊協定網路傳輸架構與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管理平台
連接，為避免主系統故障後影響緊急求救系統運作
，因此有設置獨立系統主機之必要性。

(9)緊急求救系統可併入中央監控系統，可不需獨立系統主機
4. 需求書p.3‐16，3.4 電氣設備工程設計原則
變電站空間設置感溫型數位攝影機以感測空間溫度
變化，於感溫型數位攝影機量測不到之高壓盤體內
則採表面溫度偵測元件方可達成最佳化早期火災預
警功能。
表面溫度偵測元件與感溫型數位攝影機可不需重覆設置，建議取消表面溫度偵測元件，
變電站設置早期火災預警系統設備已有提早預測故障之功能。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5. 需求書p.3‐18，3.4 電氣設備工程設計原則3.低壓設備

高壓變壓器二次側開關盤設置電力能源分析儀，作
為主要供電回路之電力能源分析，如諧波分析、負
載評估、電力品質；而分電箱則裝設數位電表，可
作為電力計費及系統供電狀態之統計兩者設置皆有
其必要性；故仍維持原設置定義。

二次側需增設高階數位電錶及各分電盤設數位電錶，將造成設置成本大幅提高。建議設
置一般集合式電表即可。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6. 需求書p.3‐29~ p.3‐32，3.5.3 資訊網路設備

本案為統包案件機房CFD動態模擬能效計算為承包
商設計機房配置能耗依據，其提供資料方可供專案
管理單位分析審查是否設計無誤，故需為後續驗收
依據。

CFD 模擬僅供參考，建議不可當作後續驗收之依據。
7. 需求書p.3‐33，3.5.5 監視系統設備

本案配合空間需有較多監視器攝影機數量，故於中
控室規劃大尺寸55吋為監視螢幕設置。請詳第六章
主要材料與設備計畫6.6.2弱電系統規格表內設備使
用位置規範，故維持原規範。
請問一般超大螢幕在40~50 吋之間，55 吋監視器尺寸是否過大？請考慮中控室空間是否
足夠。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經檢討，修正統需書內容為：出入口設置環境感溫
型數位攝影機需現場警示並同步整合至中央監控室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警示。 監視儲存硬碟所需
容量為需滿足180天以上亦需達成30張/秒以上為驗
收標準(見P3-33、P3-34及P6-70)。

V

8. 需求書p.3‐34，3.5.5 監視系統設備

感溫型攝影機及溫度顯示螢幕會置放於入口管制處，不會在中控室的智慧建築整合平台
螢幕顯示，不符合使用的合理性。
檔案儲存除畫素外，亦須考慮FPS30。
9. 需求書p.3‐53，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參考廠牌。

p.3-53~p3-55 硬體智慧鎖功能，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案號:1090721C0133
項次
廠商問題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39 三、資通訊設備
1. 需求書p.3‐27，3.5.3 資訊網路設備第1 項「…，主幹光纖設計蕊數需可滿足當層使用與
其他弱電系統所需數量，再分別以12 蕊以上光纖線路(環狀佈纜)鋪設各區域DD 箱內收
本案光纖設計方式採環狀佈纜，其網路通訊連線架
V
容」；又p.3‐28「網路通訊連線架構圖」中所示是以星狀放射方式鋪設光纖纜線，與環狀
構圖為誤植，將修正統需書內容。
佈纜方式不同。
請問本案是否以星狀放射網路架構為設計方式？
2. 需求書p.3‐28，3.5.3 資訊網路設備第7 項「…；由資訊機房配12 蕊(含)以上的單模光纜一
條(環狀佈纜)，至全區各棟資訊機房等資訊配線機櫃」，與前一點問題相同。
本案光纖設計方式採環狀佈纜。
請問本案是否以星狀放射網路架構為設計方式？
3. 需求書p.3‐28，3.5.3 資訊網路設備第3 項「於公共區域設置無線區域網路使用大樓之網
路…」。
需求書p.3‐37，表3.5.7‐1 弱電設備設置表內針對無線網路的空間需求不只公共區域部分。
請問此部分的需求設計方式是以何者為準?
無線AP 位置建議定義清楚。

無線AP 位置設計需求方式請依弱電設備設置表
3.5.7-1。

4. 需求書p.6‐55，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3 項無線AP 基地台設備規格第3、4、5、項要
求特定規格情形，又第8 項要求該設備通過鐵道震動與醫療電磁耐受認證。
請問本工程非車站與醫療院所，是否有此需求?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1.考量避免有所爭議，將修正統需書內容。
2.統需書規格修正後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
以符合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
不提供參考廠牌。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5. 需求書p.6‐57，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9 項核心網路交換器設備規格第5 項「可設定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32K(含)以上之MAC Address 及 128K(含)筆以上IPV4 路由、7K (含)筆以上IPV6 路由，或
理。
96K(含)以上之MAC Address及 16K(含)筆以上IPV4 路由、1K (含)筆以上IPV6 路由」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6. 需求書p.6‐57，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9 項核心網路交換器設備規格及第10 項「…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可原機升級VRRP v3 及 VRRP‐E 備援功能，以提升網路備援能力」
理。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修正統需書/文件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7. 需求書p.6‐58，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10 項網路控制器設備規格第3 項「…支援3 +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1 叢集模式的備援，叢集模式下可擴充控管基地台數量6,000 台或1,200 台交換器及120,000 理。
台(含)以上終端設備」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參考廠牌。
8. 需求書p.6‐58，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10 項網路控制器設備規格第18 項「可整合穿 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隧至電信閘道器，支援 GRE / SoftGRE 及 IPSecTunnel。」
要求，惟避免投標廠商誤會只可選購參考廠牌，因
本案屬性並非電信商需求?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此不提供參考廠牌。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10. 需求書p.6‐59，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12 項邊際交換器設備規格第2 項「交換容量 理。
(Switching Capacity)須達132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98Mpps(含)以上」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參考廠牌。
9. 需求書p.6‐58，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11 項PoE 交換器設備規格第3 項「交換容量
(Switching Capacity)須達132Gbps(含)以上，交換能力須達98Mpps(含)以上」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11. 需求書p6‐60，表6.6.2‐1 弱電系統規格表第13 項網管與資通安全系統。
請問能否提供三家參考廠牌？

40

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不低於規格要
求之材料設備，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2.統需書規格已有多家廠商(3家以上)產品可以符合
要求，惟避免誤解有限定廠牌之情形，因此不提供
參考廠牌。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全案均依最新規範為準。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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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較優/較新之規
格進行調整，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42

1.2.5kN/m2 以上及法規/標準需要的最低要求
2.廠商依法令及專業特性規劃計算經審查後確認

43

請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工作走道活載重規定及依使
用特性(包含人員活動、未來單點吊掛等設備應用)
規劃。

44

1.廠商應依整體建築空間，設備特性位置，機房等
訂定噪音防制計劃，以確保達到空間內符合噪音要
求，而非以單一設備噪音指標做為唯一要求。
2.以使用特性規定為定速吊桿，而非以元件命名；
揚程要求廠商依整體空間規劃經審查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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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較優/較新之規
格進行調整，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2.廠商應依整體建築空間，設備特性位置，機房等
訂定噪音防制計劃，以確保達到空間內符合噪音要
求，而非以單一設備噪音指標做為唯一要求。
3.以使用特性規定為定速吊桿，而非以元件命名；
揚程要求廠商依整體空間規劃經審查後確認。

修正統需書/文件

案名: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7樓（西南區）
項次
廠商問題

案號:1090721C0133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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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需書規範是最低需求，廠商可採較優/較新之規
格進行調整，並依契約書第21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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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商依相關消防法規要求考量
2. 廠商得依法令標準，設備使用特性規劃
3. 統需書規範是基本要求，未來廠商得採符合需要
之說明方式送審，經機關同意後採用。

48

修正統需書/文件

1統需書規範是基本要求，未來廠商得採符合需要
之說明方式送審，經機關同意後採用。

49

1.廊道 250 kg/m2 扶手 100kg/m
2. 廠商依法令標準，設備使用特性規劃
3. 500公斤為筆誤, 應為 1000公斤，將修正統需書內
容。

50

統需書規範是基本要求，未來廠商得採符合需要之
說明方式送審，經機關同意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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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廊道 250 kg/m2 扶手 100kg/m
2. 廠商依相關法規標準，設備使用特性規劃
3. 廠商應整合揚聲系統依需求規劃

52

統需書規範是基本要求，未來廠商得採符合需要之
說明方式送審，經機關同意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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