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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活動日期：109年 10月 29日(南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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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1月 12日(中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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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目的 

智慧建築標章推廣行之有年，自 102 年 7 月 1 日起，公有新建建築

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 2億元以上者，亦應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

智慧建築標章。為持續推廣智慧建築標章，加強國內產業各界對智慧建築標

章審查作業與內容的認識，並使相關單位及從業人員更加瞭解實施內容與實

務經驗，特規劃辦理「智慧建築標章推廣培訓說明會」，宣導智慧綠建築與

永續智慧社區發展與實務。 

本智慧建築標章推廣培訓說明會將於北、中、南各辦理一場次，以便有

興趣的人員前往參加，並將邀請相關專家學者以及取得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

築作品得獎人分享申請智慧建築標章前置作業、注意事項以及智慧建築系統

功能運用、維護管理等注意事項，同時為因應高齡少子化人口結構變遷，特

宣導智慧住宅高齡照護設計手法，以提供社會大眾、申請單位（如業主、機

關單位等）、規劃設計單位、施工或設備業者等相關資訊，藉以提升各界對

於智慧建築系統功能運用及維護管理之認知。 

二、 活動日期、地點、主題與議程 

本培訓說明會預定於北、中、南各區分別辦理一場次，規劃之活動日期、

地點、主題與議程如下所述： 

(一) 活動日期與地點 

地區 舉辦日期 活動地點 

南部 109年 10月 29日 

（星期四）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03A會議空間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3樓） 

北部 109年 11月 6日 

（星期五）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5樓） 

中部 109年 11月 12日 

（星期四）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中部辦公室 12樓演講廳 

 (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536號 12樓)  

(二) 活動議程 

活動議程規劃如下各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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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部場 

日期與 

地點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南部場- 

日期： 

10月 29日 

(四) 

 

地點： 

高雄國際會

議中心 303A

會議空間 

（高雄市鹽

埕區中正四

路 274號 3

樓）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智慧綠建築政策實施現況

與發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環境控制組 

林谷陶研究員 

09:50-10:50 

從國際智慧城市、社區推

動趨勢探討臺灣建築 4.0

與智慧建築發展新動向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

協會  

溫琇玲榮譽理事長 

10:50-11:5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綜合佈線、資訊通信、

系統整合」面向 

中華電信研究院 

林益全博士 

11:50-12:50 午餐時間 

12:50-13:5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設施管理、安全防災」

面向及高齡照護設計手法 

陳嘉懿建築師事務所 

陳嘉懿建築師 

13:50-14:5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節能管理、健康舒適、

智慧創新」面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

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周鼎金教授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50 

智慧建築標章案例分享: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

-工研院光復院區一館研發

大樓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 

張瑪龍建築師 

15:50-16:40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評定暨

智慧建築系統功能使用管

理維護注意事項 

內政部指定之智慧建築

標章評定專業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陳文洲經理 

16:40 賦歸 

※以上活動主辦單位保有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活動調整異動或延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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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部場 

日期與 

地點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日期： 

11月 6日 

(五) 

 

地點： 

大坪林聯合

開發大樓 15

樓國際會議

廳 

（新北市新

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5樓）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主辦單位開幕致詞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王榮進所長 

09:40-10:00 
智慧綠建築政策實施現況

與發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環境控制組 

羅時麒組長 

10:00-11:00 

從國際智慧城市、社區推

動趨勢探討臺灣建築 4.0

與智慧建築發展新動向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

協會  

溫琇玲榮譽理事長 

11:00-12:0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綜合佈線、資訊通信、

系統整合」面向 

中華電信研究院 

林益全博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設施管理、安全防災」

面向及高齡照護設計手法 

陳嘉懿建築師事務所 

陳嘉懿建築師 

14:00-15:0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節能管理、健康舒適、

智慧創新」面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

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周鼎金教授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智慧建築標章案例分享: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

品-臺中市大里光正段社

會住宅(第一期) 

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林志成 建築師 

16:00-16:50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評定暨

智慧建築系統功能使用管

理維護注意事項 

內政部指定之智慧建築

標章評定專業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陳文洲經理 

16:50 賦歸 

※以上活動主辦單位保有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活動調整異動或延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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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部場 

日期與 

地點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中部場- 

日期： 

11月 12日 

(四) 

 

地點： 

財團法人台

灣建築中心

中部辦公室

12樓演講廳 

(台中市西

區臺灣大道

二段 536號

12樓)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智慧綠建築政策實施現況

與發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環境控制組 

林谷陶研究員 

09:50-10:50 

從國際智慧城市、社區推

動趨勢探討臺灣建築 4.0

與智慧建築發展新動向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

協會  

溫琇玲榮譽理事長 

10:50-11:5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綜合佈線、資訊通信、

系統整合」面向 

中華電信研究院 

林益全博士 

11:50-12:50 午餐時間 

12:50-13:5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設施管理、安全防災」

面向及高齡照護設計手法 

陳嘉懿建築師事務所 

陳嘉懿建築師 

13:50-14:50 

智慧建築標章實務解析與

應用說明- 

「節能管理、健康舒適、

智慧創新」面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

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周鼎金教授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50 

智慧建築標章案例分享: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

-帝后花園 

中華電信 

北區電信分公司 

黃琪漢 業務經理 

15:50-16:40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評定暨

智慧建築系統功能使用管

理維護注意事項 

內政部指定之智慧建築

標章評定專業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陳文洲經理 

16:40 賦歸 

※以上活動主辦單位保有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活動調整異動或延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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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方法 

(一) 參加對象 

1. 相關政府單位(包括縣市政府建管、工務、營繕及教育人員等及受公

共工程委員會列管工程之機關承辦人員)。 

2. 邀請政府機關（構）、建築開發商、建築師、電機技師、室內設計師、

專業團體（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建築師公會、電機技師公會…

等）、建築、機械、電機設備商等相關人員。 

3. 建築、機械、電機、室內設計等相關科系大專院校學生。 

4. 北部場開放名額 100名；中南部場次開放名額 80名，額滿為止。 

(二) 報名及研討會費用免費。 

(三) 報名截止日如下： 

地區 報名截止日 

<南部場> 10月 23日 (五) 

<北部場> 10月 30日 (五) 

<中部場> 11月 06日 (五) 

(四) 報名受理方式： 

1. 採網路報名制，請至「Ａccupass活動網站」進行線上報名。 

地區 報名網址 

<南部場>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80751339482400930 

<北部場>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80838361359079919 

<中部場>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80911417660018700 

2. 洽詢聯絡人：如有報名問題，請致電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02-2930-

0575(分機: 620)黃小姐。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8075133948240093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80838361359079919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80911417660018700


智慧建築標章推廣培訓說明會簡介 

6 

 

(五) 注意事項： 

1. 為響應節能減碳、節省資源，本次培訓說明會，不提供免洗餐飲用具，

請自行攜帶水杯、餐具。 

2. 活動會場不提供停車服務，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請自行安排停

車位。 

3. 主辦單位保有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活動調整異動或延期之權利。 

四、 課程相關證明 

活動當日全程出席者(以實際簽到為準)，將可獲得研習證書乙紙及換

證積分或時數認證。 

(一) 參訓證明書乙紙。 

(二) 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 (申請中) 

(四)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申請中) 

五、 會場位置圖 

(一) 南部場：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03A會議空間 

 

1.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3樓 

2. 交通資訊：可參考下方資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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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路線 

高鐵 

搭乘高鐵至左營站，轉乘高雄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搭至鹽埕埔站 02號出口，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火車 

搭乘火車至高雄火車站，轉乘高雄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

線，搭至鹽埕埔站 02號出口，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捷運 搭至鹽埕埔站 02號出口，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二) 北部場：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國際會議廳 

 

1.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5樓 

2. 交通資訊： 

(1) 自行開車： 

周圍臨時停車場 

1 江陵禮大樓停車場 距離會場約 300m。 

2 玄梅日本料理停車場 距離會場約 350m。 

3 乾隆坊停車場 距離會場約 400m。 

4 建國公有停車場 距離會場約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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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眾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路線 

台北捷運 搭乘臺北捷運新店線，在大坪林捷運站下車，由 4號出口。 

公車 

新店郵局站 
648,642,644,綠 5,650,252,綠 7,綠 8,綠 10,紅 10,

綠 5,棕 2,252,臺北-蘇澳 

民權路口站 綠 13,254,290 

大坪林站 

綠 13,290,644,647,650,綠 5,642,252,648,254,棕

2,綠 7,綠 8,綠 10,紅 10,綠 15,綠 3,松山-臺南,臺北

-臺中,臺北-新竹,新店-基隆,臺北-坪林,臺北-烏來 

民權路口站 綠 5,647,綠 7,綠 8,綠 10,綠 15,綠 3,烏來-坪林 

 

(三) 中部場：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中部辦公室 12樓演講廳 

 

1. 地址：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536號 12樓 

2. 交通資訊： 

公車：科學博物館(臺灣大道)站公車:48、70、70A、77、323、324、

325、326、6268B，步行至活動會場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