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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產學園區大樓 

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 

需求說明書 

一、緣起 

        本校為邁向「產學共榮園區」目標發展，計劃於校園西側空地上，規

劃新建「產學園區大樓」基地位於創意設計大樓、機械工程館及工業工程

館之間。 

規劃設計內容包括第一期「多功能實習工廠」與「特定生產線模擬設

施」，以及第二期「產學營運中心」與「研發成果試量產測試中心」，並

依年度分期興建，透過此分期分區計劃，建構一完整之「產學園區大樓」

並依政府採構法，遴選專業技術服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以辦理委託

「正修科技大學產學園區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案」(以

下簡稱產學園區大樓新建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二、基地位置 

    位於本校西側校區（如附件一），規劃基地範圍約為 1,564 ㎡（本基地範

圍包含本次委託規劃之建築物及週邊景觀）。 

三、建築空間名稱說明  

    (一) 多功能實習工廠： 

創意設計資訊空間、包裝設計實習空間、色彩材質實習空間、設計

輸出實習室、造型創意實習工廠、創意飾品實習空間、幼兒教具設

計製作坊、幼兒教具試教實習工作坊、創意設計工作室、CNC 加工製

作及組裝工作室、研討與展示室、實習教育訓練室等。     

(二) 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 
製程品質線上分析室、多軸加工生產模擬上線室、高效能分離純化

與混合分散技術室、LED-光生物安全/EMI 量測室等。 

    (三) 產學營運中心： 

產學媒合室、產品展示室等。 

    (四) 研發成果試量產測試中心： 
試量產教育訓練室、產學研討室、電腦輔助產品設計實習室、產品

原型試製室、多軸加工試量產室、產品性能電腦輔助量測檢測室、

產品材料檢測室、產品展示空間、生產品質確保分析室等。 

(五) 其他相關附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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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期興建計畫 

(一) 興建規模 

預定新建地下層 1 層地面 6 層之綜合型大樓 

第一期及第二期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4,500 ㎡(含公共設施空間)  

(二) 樓層分配 

1.第一期工程(103~104 年度) 

A.多功能實習工廠：地上層 1 樓至 4 樓。 

B.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地上層 5 樓至 6 樓。 

2.第二期(104~105 年度) 

C.產學營運中心：地上層 5 樓。 

D.研發成果試量產測試中心：地下層 1 樓至地上層 4 樓。 

五、空間需求 

         配合上述空間計劃，並因應本校全區校園規劃現況，預定整體規劃

設計並分期興建，其空間使用需求如下： 

(1)第一期 

1.多功能實習工廠:樓地板面積為 1,300 ㎡(不含公設空間)。 

2.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樓地板面積為 550 ㎡(不含公設空間)。 

(2)第二期 

1.產學營運中心：樓地板面積為 250 ㎡(不含公設空間)。 

2.研發成果試量產測試中心：樓地板面積為 1,400 ㎡(不含公設空

間)。 

(3)第一期及第二期含公共設施空間總樓地板面積合計為 4,500 ㎡ 

六、其他需求 

1.第一期工程公共設施(廊道、樓梯間、電梯、廁所、機房及管道間等)應

可達成獨立使用，且符合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法規需求。 

2.第二期工程公共設施可與第一期共同使用，但必須符合建築執照及使用

執照法規需求。 

3.本基地之新建工程需經高雄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申請開發許可，請先行

了解建照申請流程及所需時程。[本技術服務案經費含都市設計審議開

發許可申請、建照取得、水電空調設計及地質鑽探等所有所需費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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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 

4.第一期工程應於 103 年 1~2 月完成工程發包，103 年 3 月開工，並於

104 年 3~4 月完成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 

5.第二期工程應於 103 年 12 月至 104 年 1 月完成工程發包，104 年 2 月開

工，並於 105 年 2~3 月完成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 

七、空間內容：(可參閱附件二) 

A. 多功能實習工廠(面積 1,300 ㎡{不含公設}) 

用途名稱 
需求面積

(㎡) 
空間使用需求 

創意設計實

習工廠 
600 

1.空間需有創意設計資訊空間、包裝設計實習空間、色

彩材質實習空間、設計輸出實習空間、造型創意實習

工廠、創意飾品實習空間等 6 個空間(每間約 30 坪)。 

2.造型創意實習工廠、設計輸出實習空間及創意飾品實

習空間應設置泥沙專用洗滌槽，並設沉澱池，避免泥

沙流入水溝。 

3.電力需求：規畫加設三相 220V 專用插座及迴路 

4.創意飾品實習空間內設有焊接區，需規畫燃氣氣瓶安

全放置區及焊接廢氣排氣設備。 

5.創意飾品實習空間內因工作需求會發出聲響，建議安

排於低樓層使用，再者與設計輸出實驗空間、造型創

意實習工廠安排於同一層樓，樓下同位置為創意設計

實習工廠之空間，以避免造成干擾。 

幼兒文教產

品工坊 
200 

1.空間需有幼兒教具設計製作坊、幼兒教具試教實習工

作坊等 2 個空間(每間約 30 坪) 。 

2.展示窗台 90cm 以利幼兒參與，明亮及防撞條相關無障

礙設施依法規規定辦理。 

3.需另設親善母嬰哺乳室。 

4.考量幼兒方便性，建議安排於低樓層使用。 

數位建築創

意工坊 
200 

1.空間需有創意設計工作室、CNC 加工製作及組裝工作室

等 2 個空間(每間約 30 坪)。 

2.規畫加設三相 220V 及 110V 專用插座及迴路，等離子

切割機電源為 65 安培。 

3.應設自來水供給設備。 

4.CNC 加工製作及組裝工作室內有設置離子切割機機械重

量為 5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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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NC 加工製作及組裝工作室因工作需求會發出聲響，建

議安排於低樓層使用。 

研討與展示

室 
100 可提供作品展示及上課研討功能。 

實習教育訓

練室 
200 

每間可提供約 50 人教育訓練使用(共 2 間，每間約 30

坪)。 

B. 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面積 550 ㎡{不含公設}) 

用途名稱 
需求面積

(㎡) 
空間使用需求 

製程品質線

上分析室 
50 符合一般空間及配置需求(約 15 坪)。 

多軸加工生

產模擬上線

室 

100 符合一般空間及配置需求(約 30 坪)。 

高效能分離

純化與混合

分散技術室 

200 

1.需要有排氣系統，建議安排於高樓層使用。 

2.水(含排水系統)，電力需求：220V。 

3.地面採環氧樹脂地板。 

LED-光生物

安全/EMI 量

測室 

200 

1.電力需求：單相 220V/400A，單相 110V/200A，

110kW。 

2.地面採環氧樹脂地板。 

3.溫濕度可控制之空調設施。 

4.自來水供應管路及洗手台。 

C. 試量產測試中心(面積 1,400 ㎡{不含公設}) 

用途名稱 
需求面積

(㎡) 
空間使用需求 

試量產教育

訓練室 
200 

每間可提供約 50 人教育訓練使用(共 2 間，每間約 30

坪)。 

產學研討室 100 可符合產學交流或上課訓練研討功能。 

電腦輔助產

品設計實習

室 

100 符合一般空間及配置需求(約 30 坪)。 

產品原型試

製室 
100 符合一般空間及配置需求(約 3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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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名稱 
需求面積

(㎡) 
空間使用需求 

多軸加工試

量產室 
400 

1.空間配設位置及動線不宜過遠或過長。 

2.電力需求：提供 3 相 380V 及 3 相 220V 電力電源，總

負載約為 800KW，於設備端採線槽明管配設。 

3.需額外預留壓縮空氣管路及油氣排放管路空間、切削

液及各式機油存放空間、空氣壓縮機及乾燥機置放空

間、切削屑及下料堆置空間、加工材料、夾治具、半

成品及成品堆置及儲存空間等。 

4.樓層高需挑高(6m)，設備放置處需採高抗壓基礎設計

(1.5 噸/m2以上)，需求面積初估約 200m2。 

5.多軸加工試量產實驗室需設置天車(載重設計 1 噸)。 

6.地面採環氧樹脂地板。 

7.多軸加工設備設備放置處設置空調設施。 

8.需配設給排水設施。 

產品性能電

腦輔助量測

檢測室 

200 

1.空間配設位置及動線不宜過遠或過長。 

2.溫溼度可控制空調設施。 

3.設備精度要求高，對於振動影響很敏感，建議設於建

築物底層。 

產品材料檢

測室 
100 

1.100 噸拉伸試驗機需設置防震基礎座。 

2.試驗機需設置防震基座且測試材料斷裂時所產生的振

動大，建議設於建築物底層。 

生產品質確

保分析室 
100 電力需求：3 相 220V/30A。 

產品展示空

間 
100 可提供產品展示及上課研討功能。 

D. 產學營運中心(面積 250 ㎡{不含公設}) 

用途名稱 
需求面積

(㎡) 
需求 

產學媒合室 150 符合一般空間及配置需求(1 間 15 坪、1 間 30 坪)。 

產品展示室 100 符合一般空間及配置需求(約 3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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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 
依實際需

求設置 

1. 包含廊道、樓梯間、電梯、廁所、茶水間、儲藏室、

機房及管道間等。 

2. 公共設施應於第一期完成(第二期廊道除外)，第二期

共同使用。 

附註: 

1. 設置客貨兩用電梯。 

八、規劃要項 

   (一) 整體工程綜合規劃設計理念與構想： 

       分析本新建工程各部份之條件與緊臨地區有關計畫或構想之間的各種

因應情況與配合對策，提出整體設計理念、基地環境現況調查、相關

法規檢討、融合校園建築特色、校區內聯絡道路動線、門禁區隔規

劃。 

   (二)空間規劃及結構系統構想： 

       依空間使用需求提出建築物之空間組織、全區配置、各層平面配置、

各向立面剖面、人車出入及停車動線分析（含交通、服務動線及卸貨

區）、基礎型式與結構系統分析。 

   (三)景觀及視覺設計構想： 

       配合校園現有公共設施與植栽景觀進行規劃，含色彩計劃設計構想、

視覺景觀分析、植栽綠化、生態設計構想等。 

   (四)電機資訊系統： 

       包含電力、空調（採窗型或分離式冷氣，不採中央空調）、電信、電

梯及資訊網路（僅含網路插座、配管及設備機房空間規劃，不包含網

路系統設備）等系統設施規劃構想。 

   (五)給排水系統： 

       包含給水、排水及污水處理等系統設施規劃構想。 

   (六)安全衛生系統： 

       包含消防、安全監視及無障礙系統設施規劃構想，並須考量垃圾處理

之環保問題。 

(七)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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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應考量加入省能系統及綠建築設計規劃，另未列入之項目，由

應徵者就規劃構想及設計理念自行選定。 

2.本工程之分期分區計畫 

3.配合本校後續發展規劃，未來可增設(建)擴充方式及區域規劃。 

九、其他： 

(一).工程預算概估 

   1.規劃內容以工程建造費用（包含利潤、空汙費、工程管理費、保險

及稅捐等）。 

第一期以新台幣 4,455 萬元為預算上限 

第二期以新台幣 4,455 萬元為預算上限 

   2.主要工程項目與規劃空間面積之經費組成應予分析列示，其單位造

價與估算基準並應合理說明。格式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頒

布之「公共工程經費編列標準」樣式填列。 

(二).工程進度分析 

請提出新建工程各標案（建築、水電…等）分項工作（如發包、申報

開工、施工履約、驗收、使照申請…等）之排程計畫，並以圖表表

示，資料可包含計畫甘特圖、網圖、一覽表等；並說明進度分析之合

理性。 

(三).監造服務方案 

請依工程標的分類及施工工法，提出品質管理與保證之監造服務構想

方案。但須含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頒布之品質管理要項內

容。 

(四).服務計畫說明 

包含本技術服務案之工作流程、工作項目（含服務實施計畫書、規

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都市設計審議圖說製作、建照申請、協助

招標及監造工作等）與相關進度分配排程…等。 

(五).履約團隊及能力 

包含團隊組織、人力配置、相關業績與專業技術能力等。 

十、投標資格：  

依法設立之建築師事務所，具備承辦本委託案所需專業工程及技術

經驗，且未受主管機關停業處分仍在案者；應附建築師證書、開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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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年度公會有效之會員證；最近一年無退票記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 
 

 

十一、期程要求： 

相關期程詳契約第七條規定，內容略述於下: 

(一) 乙方應於截止投標時間內完成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建議書，並提交進

行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之評選。 

(二) 本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決標後即進行詳細設計施工圖文資

料、發包預算書、招標文件、施工時程規劃、分項報價清單等文件等

(含磁碟)送交甲方，期間必完成校內細部設計至少一次審查。如經甲

方通知修正，乙方應於 7 個日曆天內修正完成再送甲方審核，再修

正時亦同。乙方至遲應於決標日起 30 個日曆天完成本契約規劃設計

工作並經甲方審查核可。各項規劃設計、都市設計審議開發許可、建

築執照申請、施工估價等應於 102 年 12 月 20 日前完成，並按本說明

書第六項其他需求之第 4 和第 5 條載明之時間內完成工程發包。前述

契約所定各期間，如有逾期者依本契約第十三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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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產學園區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案空間需求說明 

項目 系所 需求空間名稱 空間或名稱 面積(㎡) 

多功能實習工

廠  

時尚系 創意設計實習工廠 

創意設計資訊空間 

600 

包裝設計實習空間 

色彩材質實習空間 

設計輸出實習空間 

造型創意實習工廠 

創意飾品實習空間 

幼保系 幼兒文教產品工坊 
幼兒教具設計製作坊 

200 
幼兒教具試教實習工作坊 

建築系 數位建築創意工坊 
創意設計工作室 

200 
切割單元組裝工作室 

共通使用空間 
研討與展示室 

300 
實習教育訓練室 

合計 1300 

特定生產線模

擬設施 

機械系 
製程品質線上分析室 － 

150 
多軸加工生產模擬上線室 － 

妝彩系 高效能分離純化與混合分散技術室 － 200 

電機系 LED-光生物安全/EMI量測室 － 200 

合計 550 

103年第一期合計(不含公共設施) 1850 

項目 系所 需求空間名稱 空間或名稱 面積(㎡) 

試量產測試中

心 

機械系、

工管系 

試量產教育訓練室 － 200 

產學研討室 － 100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實習室 － 100 

產品原型試製室 － 100 

多軸加工試量產室 － 400 

產品性能電腦輔助量測檢測室 － 200 

產品材料檢測室 － 100 

生產品質確保分析室 － 100 

產品展示空間 － 100 

合計 1400 

產學營運中心 研發處 
產學媒合室 － 150 

產品展示室 － 100 

合計 250 

104年第二期合計(不含公共設施) 1650 

第一期及第二期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公共設施) 3500 

 

附件二 


	正修科技大學
	產學園區大樓
	需求說明書
	一、緣起
	配合上述空間計劃，並因應本校全區校園規劃現況，預定整體規劃設計並分期興建，其空間使用需求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