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一０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1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楊主任委員正宏

記錄：黃俊榮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頒發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聘書
二、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業務報告：略
三、 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訂本校「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使用(實習)收費要點」，
並更名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腦與網路實習收費要點」
，本
要點修正草案、原案及修正對照表，提請審議。
列席單位：本校日間部學生會、進修推廣處學生會、進修學院學生
會學生代表 5 員
說

明：

(一) 有關本校學生網路使用(實習)費，自 98 年 12 月 9 日行政會議決議通
過後，本校自 98 學年度下學起開始收取網路使用(實習)費 200 元，
實施至今 3 年未曾調漲。
(二) 為提高校園軟硬體設備及網路服務品質，近幾年積極更新電腦教室設
備及網路基礎建設，並建置無線網路校園環境，此外，為推動使用合
法軟體，刻擬定未來將提供學生校園授權軟體使用。計網中心已無法
全數支應，故需調高費用以賡續提供優質之軟硬體設備及網路服務品
質，並為擴大改善網路使用費之支出適用範圍及學生辦理「就學貸款」
之方便性，擬將網路使用(實習)費名稱更改為”電腦與網路實習
費”。
(三) 參考友校網路使用費費用，並考量學生負擔，故擬將提高學生電腦與
網路實習費為 300 元。
決

議：原則通過，並依程序提行政會議審議。惟有關本案電腦與網路實
習費調整後之收支項目，請計網中心協調主計室以會計損益表項
列表呈現。

五、 委員建議：無
六、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15:0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一０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1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楊主任委員正宏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提案討論：
提

案：擬修訂本校「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使用(實習)收費要點」，並更名為「國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腦與網路實習收費要點」
，本要點修正草案、原案及修正
對照表（如附件三-五,p.9-11），提請審議。

列席單位本校日間部學生會、進修推廣處學生會、進修學院學生會
說

明：
一、有關本校學生網路使用(實習)費，自 98 年 12 月 9 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後，本校
自 98 學年度下學起開始收取網路使用(實習)費 200 元，實施至今 3 年未曾調漲。
二、為提高校園軟硬體設備及網路服務品質，近幾年積極更新電腦教室設備及網路
基礎建設，並建置無線網路校園環境，此外，為推動使用合法軟體，刻擬定未
來將提供學生校園授權軟體使用。計網中心已無法全數支應(計網中心近幾年經
費支出與未來規劃如附件六,p.12-13)，故需調高費用以賡續提供優質之軟硬體設
備及網路服務品質，並為擴大改善網路使用費之支出適用範圍及學生辦理「就
學貸款」之方便性，擬將網路使用(實習)費名稱更改為”電腦與網路實習費”。
三、參考友校網路使用費費用(如附件七,p.14)，並考量學生負擔，故擬將提高學生電
腦與網路實習費為 300 元。

決

議：

三、 上次會議紀錄及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如附件一,p.3-4)
提案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系統防範及緊急應變程序
決

議：原則通過，相關文辭修飾及部分內容授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與各委員確認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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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執行情形：業於 101 年 1 月 24 日公佈實施。
提案二：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流量管理辦法
決

議：1. 每 IP Address 每日對校外總流量上限改以 10G Bytes 為原則。2. 原則通過，
本提案是否改以要點或併入既有法規，授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與副校長討論確
認修正後，依程序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於 102 年 02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四、 計網中心工作報告(如附件二,p.5-8)
五、 委員建議
六、 臨時動議
七、 主席結論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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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一０一學年度第一學期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正宏

記錄：黃俊榮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頒發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聘書
二、 主席致詞：
三、 提案討論
提案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系統防範及緊急應
變程序（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針對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所屬人員、設備及各應用系統資訊在
發生資訊系統軟硬體設備異常、發生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
件時，為確保營運持續運作，並降低關鍵性業務流程受重大故障
或災害之影響，訂定本防範應變程序。

決

議：原則通過，相關文辭修飾及部分內容授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與各
委員確認後實施。

提案二：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流量管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制全校網路頻寬流
量，擬監控網路頻寬以 IP 流量額度管控，訂定本管理辦法。

決

議：1. 每 IP Address 每日對校外總流量上限改以 10G Bytes 為原則。
2. 原則通過，本提案是否改以要點或併入既有法規，授權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與副校長討論確認修正後，依程序提行政會議審議。

四、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業務報告：略
五、 委員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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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臨時動議：無
七、 主席結論
（一）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02 年重點工作如下：
1. 有關西班牙網路大學評比專案業務，請計網中心儘速提出提升名
次因應計畫，俾利本校各單位及院系所遵循辦理，以提升排名。
2. 建立行政及教學資料庫整合性平台(data Center)，並強化單一輸
入及決策資訊之功能。
3. 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加速機房電力系統及空調系統改善，徹底解
決機房電力不足之問題。
（二） 請教務處加速處內業務單一窗口及行政 e 化之檢討，並妥適安排及
檢討相關業務人員之業務職掌。
（三）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負責本校相關資訊業務推動，工作相當繁重，在
此感謝中心同仁之辛勞。
八、 散會: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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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一０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

工作報告
一、 行政諮詢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計網中心與黃淑美議員服務處合作辦理為期 8 周之「社區電腦研習營」，課程於
於 3/8 (五)下午 18:00 開課並辦理開幕儀式，5/10(五)結業，並頒發研習證書。
MOS 第一期(2013/3 月) ，共 102 人報考，平均通過率 85%。
MOS 第二期(2013/5 月)，共 198 人報考，平均通過率 95%。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簡稱 CPE)，由學生透
過線上程式設計，利用電腦自動評判，以檢測程式設計能力。本測驗一年辦理 4
次。2013/3/26 高應大首次參與辦理 CPE 考試，共 40 人報名。2013/5/28 第二次
辦理，共 42 人報名。
102 年 3 月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填報 –系統業於 4/30 截止填報，本校相關報表本
中心業於 5/3 郵寄函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本資料庫，並副知教育部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
課程資源網–協助提供遠距課程資料填列。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 9 門符合教育部遠距報部規範，擬定 6 月底前完成報部。
2013/6/6 辦理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會議，會議紀錄簽呈中。
教師教學檔案平台及即時互動式輔助教學系統平台諮詢。
英文網站資料更新、秘書室網站、學務處網站、教務處網頁、總務處等各單位網
頁製作教學…等。
持續完成首頁 Banner 更新及首頁版面、燕巢會議紀錄、校園焦點、重要訊息…。
2013/03/06 辦理提昇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實際做法共 56 人參加，並於 2013/04/23
針對各單位回傳資料辦理提升西班牙網路大學排名-網站問題修改說明會。將於
2013/6/17 針對各單位辦理活動情形辦理提升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 每月填報辦理
活動成果研習會。
50 週年校慶學校入口網站系統更換及版面換新，MOU 擬定後簽呈辦理。
協助各單位(人事室、總務處…等)跨校區視訊會議。
2013/6/3-4 資 001 開放教室主機更換，並於 6/10 驗收完畢。
為鼓勵及提振本校學生參與國際資訊證照認證，繼 MOS 國際證照認證後，業奉
准與佳魁資訊(股)有限公司合作辦理 ACA 國際認證服務推廣教育，本計畫本校
自辦部分預計辦理 2 場(102 年上學期及 102 年下學期各辦 1 場，各場 Dreamweaver、
Flash 及 Photoshop 3 認證科目)；本校高中職夥伴學校(含各科辦)以專案申請認證
者辦理 2 場以上。
「個人資料保護法」認知訓練課程:101/12/07「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律層面解析與
案例宣導」-池泰毅律師、101/12/14「資安防駭大作戰之移動式資訊應用篇」，
102/1/11「贏戰個資法！」-李烜旭老師，102/1/25「個資上路如何防護」，102/1/11
「因應個資法的準備措施、違反個資法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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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個人資料保護法」稽核事件：102/5/3「解開身體密碼」活動相關「個人資料保
護」內部稽核，102/5/30 本校自行發現「100 學年度高屏區技術校院四年制進修
部暨專科學校二年制夜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錄取學生之學
生個人資料」於「正修科技大學全校師生網」外洩個資事件，並獲正修科技大學
圖資處處長親自感謝及感謝函。

二、 軟體發展組
(1) 全校性 e 化
 高應大 捐款系統(捐贈興學網) 已於 1/3 正式啟用，截至 6/10 已經累計
3,305,444 捐款金額。
 高應大 教育儲蓄戶平台已於 4/18 正式啟用。
 高應大 學生線上請假與審核平台自 2/1 起，推廣至全校使用(日間部 + 進修推
廣處 + 進修學院)，目前累計有 15245 件申請量。
 高應大 活動訊息平台已於 3/18 正式啟用。
 高應大 50 週年校慶活動網站目前進行首頁美編改版，並與活動訊息平台整合
中。
 配合二代健保實施，協助各單位相關系統的整合，針對系統缺失進行程式修正。
(2) 教務處 e 化
 因應舊平台將停止支援，新版全校課程地圖平台開發中，將分三階段完成，預定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正式啟用(開放第一階段的功能)。
 配合教務處新版的教學評量制度(於 101/5/23 教務會議通過)，本學期開放的 101-1
期末教師評量統計改採新版的加權方案計算。
(3) 學務處 e 化
 因應舊平台將停止支援，新版學生歷程平台(EP 平台)開發中，已於本學期陸續開
放新功能上線， 預定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正式啟用。
(4) 進修推廣處 e 化
 推廣教育中心開課班級學員查詢系統(例如土木系工地主任班)，已於 4/19 正式
啟用。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建立樂齡大學活動報名網站，活動已於 5/31 圓滿結束。
(5) 校友中心 e 化
 開發校友管理資料庫，自 1/23 起正式啟用，並已多次改版，以符合各系實際運
作之所需。
 協助教務處、進修推廣處、進修學院，針對已畢業的校友進行資料庫清查，針對
短缺或不正確的資料進行補強與修正，目前進行全校學生學籍資料複查，本校共
有 94,845 名畢業校友。
(6) 圖書館 e 化
 開發行動圖書館 (iKuas Lib) 手機 App，自 5/31 正式啟用，可於 App Store 與
Google Play 下載安裝，為配合 50 週年校慶，App 啟動畫面採用 50 週年校慶宣
傳圖片。
 開發圖書館簡訊通知服務，可利用簡訊主動提醒同學借還書相關事宜，自 5/31
正式啟用。
 協助圖書館與圖書館配合之資訊廠商，整合校內單一帳號整合(SSO)。
(7) 人事室 e 化

p.6

 開發校務基金人員平時考核系統，並與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系統進行整合。
 公務人員單位互評系統改版。
(8) 南資計畫 e 化
 因應舊平台已經停用，新版跨校選課公共平台已於 2/18 開發完成並正式啟用，
提供 30 於所夥伴學校跨校選課使用。
(9) 教育部體育署委託之行政協助案
 教育部體育署委託的行政協助案，目前已完成規劃並送交計劃書，預定 7/1 正
式啟動。

三、 網路系統組
1.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要工作執行成果：
(1) 2/15 利用建工校區高低壓電氣定期保養時機，在停電期間完成更換機房 DMZ 網
路交換器，提升網路介面速率。更換作業以先建後拆方式進行，作業期間網路僅
中斷約 2 分鐘。
(2) 4 月進行建工校區資訊大樓與活動中心無線網路建置，於 4/9 完工。配合活動中
心 1 樓餐廳裝潢工程，於 5/9 完成餐廳無線網路建置。總計資訊大樓已安裝有 44
個 AP、活動中心有 10 個 AP。
(3) 4 月進行燕巢校區管一大樓無線網路汰舊換新，新 AP 提供更大的訊號涵蓋範圍，
共更換有 44 個 AP，於 4/19 完工。
(4) 4 月進行燕巢校區宿舍無線網路建置，共安裝有 69 個 AP，於 4/19 完工。宿舍室
內訊號涵蓋率達 100%，各寢室內皆可以使用無線網路。
(5) 5/18（六）進行計網中心機房柴油引擎發電機汰換施工，當日順利完成汰換作業，
機房緊急用電容量由 50KW 提升為 125KW，舊發電機移轉財產給營繕組再作利
用。
(6) 6 月進行建工校區宿舍無線網路建置，共安裝有 46 個 AP，於 6/10 完工。
(7) 本學期共計處理 8 件教育部資安通報、24 件中毒電腦攻擊，16 件中毒電腦寄發
垃圾信、11 件信箱遭入侵等事件，皆已做緊急處置，並通知使用單位。
2. 現階段重要執行工作：
(1) 持續改善校園無線網路，評估增設 AP 或調整 AP 放置位置，以提供更好的使用
品質。
(2) 持續清查與整理計網中心機房內部電力迴路，以提供新增伺服器設備電力使用。
(3) 持續清查行政單位 IP 使用現況，以利後續規劃與管理。
(4) 持續進行網路組主機虛擬化，汰除舊伺服器，提升運作效能與減少機房電力消
耗。
3.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1) 計網中心機房伺服器區防火牆汰換。
伺服器區防火牆 Juniper-ISG-2000 於 93 年採購，硬體已超過報廢年限，及韌體
老舊不足以應付現行作業需求，規劃於近期汰換，及一併整理防火牆規則。防火
牆更換作業採用先建後拆方式，將新防火牆先設定完成後再排定切換時程，更換
時伺服器區網路斷線時間約 1 分鐘。
(2) 計網中心機房空調系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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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空調系統效率不佳，擬以建立冷熱空氣對流方式改善，規劃以隱藏式分離式
冷氣機來作為主要空調，箱型冷氣改作為備用空調，並將分離式冷氣機接在有發
電機供電的迴路，停電時可維持空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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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使用(實習)收費要點-(原案)
99.05.12 行政會議通過
99.04.19 中心會議通過
99.03.10 行政會議通過
99.01.20 中心會議通過
98.12.09 行政會議通過
98.11.12 中心主管會議通過
95.12.28 計算機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貫徹執行教育部 87.03.21 台(87)電字第
87019503 號函之電腦資源使用之使用者付費理念，加速更新本校網路相關設備，以
提高服務品質，特訂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使用(實習)收費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網路使用」係指學生在校園內各單位以及校外連接而使用校園網路，及
其週邊之軟體及硬體設備等。
三、凡本校在籍學生(含日間部、進修推廣部、進修學院)每學期註冊繳費時，同時繳交網
路使用(實習)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本要點所收之費用，依教育部函專款專用原則，全數應用於本校校園網路相關軟體及
硬體之建置、維護與更新。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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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腦與網路實習收費要點-(修訂草案)
102.6.19 計算機指導委員會審議
99.05.12 行政會議通過
99.04.19 中心會議通過
99.03.10 行政會議通過
99.01.20 中心會議通過
98.12.09 行政會議通過
98.11.12 中心主管會議通過
95.12.28 計算機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貫徹執行教育部 87.03.21 台(87)電字第
87019503 號函之電腦資源使用之使用者付費理念，加速更新本校網路相關設備，以
提高服務品質，特訂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腦與網路實習收費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電腦與網路實習」，包括下列三項：
（一）本校學生在校園內各單位，因課業及研究需要使用校園網路之費用。
（二）本校學生之電腦校內、外使用由學校取得授權使用之軟體。
（三）校園電腦設備及網路資源之建置、管理與維護。
三、凡本校在籍學生(含日間部、進修推廣部、進修學院)每學期註冊繳費時，同時繳交電
腦與網路實習費新台幣參佰元整。
四、本要點所收之費用，依教育部函專款專用原則，全數應用於本校校園電腦與網路相
關軟體及硬體之建置、維護與更新。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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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網路使用(實習)收費要點
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網路使用(實習)收費要點

修正後條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腦與網路實習收費要點

說明
要點名稱修正，
網路使用(實習)修改為電腦
與網路實習

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 一、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以下 第一條
稱本校)為貫徹執行教育部
簡稱本校)為貫徹執行教育部 內容修正，
87.03.21 台(87)電字第
87.03.21 台(87)電字第
網路使用(實習)修改為電腦與
87019503 號函之電腦資源使
87019503 號函之電腦資源 網路實習。
使用之使用者付費理念，加
用之使用者付費理念，加速更
速更新本校網路相關設備，
新本校網路相關設備，以提高
服務品質，特訂定「國立高雄
以提高服務品質，特訂定「國
應用科技大學網路使用(實習)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腦與
收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網路實習收費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網路使用」係指 二、本要點所稱「電腦與網路實
學生在校園內各單位以及校
習」
，包括下列三項：
外連接而使用校園網路，及其 （一）本校學生在校園內各單
週邊之軟體及硬體設備等。
位，因課業及研究需要使
用校園網路之費用。
（二）本校學生之電腦校內、外
使用由學校取得授權使用
之軟體。
（三）校園電腦設備及網路資源
之建置、管理與維護。

第二條
內容修正，
「網路使用」修改為「電腦與
網路實習」
，並增加三條目（一）
（二）（三）說明。

三、凡本校在籍學生(含日間部、進 三、凡本校在籍學生(含日間部、 第三條
進修推廣部、進修學院)每學 內容修正，
修推廣部、進修學院)每學期註
期註冊繳費時，同時繳交電 網路使用(實習)費新台幣貳佰
冊繳費時，同時繳交網路使用
(實習)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腦與網路實習費新台幣參佰 元整。修改為電腦與網路實習
元整。
費新台幣參佰元整。
四、本要點所收之費用，依教育部 四、本要點所收之費用，依教育
部函專款專用原則，全數應
函專款專用原則，全數應用於
用於本校校園電腦與網路相
本校校園網路相關軟體及硬
體之建置、維護與更新。
關軟體及硬體之建置、維護
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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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內容修正，
「網路」修改為「電腦與網
路」
。

附件六
一、 本校 99 年~101 年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設備及維護經費統計表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電腦與網路花費總額
22,780,748
14,864,360
15,214,418

網路使用費收入
5,010,082
5,094,084
4,701,553

中心支出費用
20,983,669
11,261,665
11,291,435

二、 102 年網路使用費（資本門設備費）已動支項目（總計 3,581,321 元）
1. AirCheck 測試儀，金額 90,000 元。
2. 計網中心機房 125KW 柴油發電機建置，金額 657,300 元。
3. 資訊大樓與活動中心無線網路 483,125 元。
4. 燕巢管一大樓無線網路，金額 863,541 元。
原舊有 Aruba AP 訊號強度不足，以新購 Ruckus AP 汰換，訊號涵蓋範圍較大。替換下
的 Aruba AP 仍堪用，改安裝在建工宿舍。
5. 燕巢宿舍無線網路，金額 723,209 元。
6. 網路組伺服器 1 部，金額 199,670 元。
7. 軟體組刀鋒伺服器 4 部，金額 440,000 元。
8. 建工宿舍無線網路，金額 124,476 元。
因經費不足，所以安裝原燕巢管一大樓替換下的 Aruba AP。
三、 102 年剩餘網路使用費（資本門設備費）（剩餘 418,679 元）預計動支項目
1. 網路交換器備品數台，金額 90,000 元。
2. 計網中心機房空調改善，金額約 277,000 元。
規劃以建立冷熱空氣對流方式改善，以隱藏式分離式冷氣機來作為主要空調，箱型冷
氣改作為備用空調，並將分離式冷氣機接在有發電機供電的迴路，停電時可維持空調
運作。
原規劃在 102 年一次完成改善，因經費不足，改為分次改善。
3. 網球場與游泳池戶外型無線網路，金額約 51,000 元。
四、 102 年剩餘網路使用費（資本門軟體費）（剩餘 400,000 元）預計動支項目
1.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 10 套，金額 48,020 元。
2. WhatsUp 網管系統軟體主程式與模組，金額 361,786。
五、 103 年預計採購項目
1. 頻寬管理設備，金額約 680,000 元。
加強學校網路頻寬使用分析，對特定服務做 QoS，並啟用帳號認證功能，統一全校無
線網路認證機制，達成全校可無線網路漫遊。
原規劃在 102 年採購，因經費不足，延後至 103 年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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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計網中心機房空調改善，金額約 240,000 元。
原規劃在 102 年一次完成改善，因經費不足，改為分次改善。
計網中心機房 60KVA UPS 電池更換，金額約 156,000 元。
UPS 是在 99 年 12 月建置，電池每 2~3 年就必須做更換。
虛擬化平台異地備援架構建置，金額約 4,396,000 元。
項目

金額

頻寬管理設備
計網中心機房空調改善
計網中心機房 60KVA UPS 電池更換
虛擬化平台異地備援架構建置
總計

680,000
240,000
156,000
4,396,000
5,472,000

六、 104 年預計採購項目
1. 燕巢新建圖資大樓計網中心機房建置，金額約 7,972,000。
大樓營造工程中，計網中心機房只有包含高架地板與機櫃，其餘皆要由使用單位自行
建置。以 20 座機櫃的規模來規劃與估算。
2. 燕巢新建圖資大樓有線網路建置，金額約 974,000 元。
網路佈線點數需依大樓竣工後實際現況計算。
3. 燕巢新建圖資大樓無線網路建置，金額約 762,000 元。
AP 佈放數需依大樓竣工後現場實際量測計算。
4. 燕巢新建行政大樓無線網路建置，金額約 648,000 元。
AP 佈放數需依大樓竣工後現場實際量測計算。
5. 燕巢新建人文學院大樓無線網路建置，金額約 1,344,000 元。
AP 佈放數需依大樓竣工後現場實際量測計算。
項目
燕巢新建圖資大樓計網中心機房建置
燕巢新建圖資大樓有線網路建置
燕巢新建圖資大樓無線網路建置
燕巢新建行政大樓無線網路建置
燕巢新建人文學院大樓無線網路建置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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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7,972,000
974,000
762,000
648,000
1,344,000
11,700,000

附件七
各校網路使用費對照表
學校名稱

收費標準
通學生

宿舍生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00 元

450 元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300 元

同通學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500 元

800 元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300 元

同通學生

南臺科技大學

800 元

1000 元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400 元

1000 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85 元

同通學生

國立中山大學

300 元

同通學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500 元

同通學生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300 元

300+宿舍網路費(含在宿舍費裡)

註：以上的費用收費方式是以學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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