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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內政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協辦單位：亞太地區智慧綠建築聯盟、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及

2020亞太地區智慧綠建築國際論壇暨智慧建材展覽會

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且仍在有效期限內之建築物

參選資格



主辦單位：內政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協辦單位：亞太地區智慧綠建築聯盟、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及

2020亞太地區智慧綠建築國際論壇暨智慧建材展覽會

初選

14件

鑽石級 4件
銀 級 3件
銅 級 1件
合格級 6件

現勘

10件

鑽石級 4件
銀 級 3件
合格級 3件

決選

8件

鑽石級 3件
銀 級 3件
合格級 2件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
華碩電腦

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台積電十二廠

P4&P6&P7辦公大樓
工研院光復院區
一館研發大樓 台肥新竹TFC ONE大樓

臺中市大里光正段社會住宅
新建工程(第一期)

帝后花園

彰化市污水下水道
系統水資源回收中心
新建工程(管理中心)

馬公增建4,000噸海水淡
化廠(馬公第二海水淡化
廠第一期)一期管理中心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北投區
立德路115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新竹縣寶山鄉
大崎村3鄰園區二路168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新竹市東區
光復路二段321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新竹市光復里7鄰
公道五路三段1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商業類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臺中市大里區
健民里23鄰仁化路10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板橋區
中正路159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彰化縣彰化市
向陽里6鄰中華西路701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澎湖縣馬公市
烏崁里8鄰烏崁309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優良智慧建築貢獻獎

共26位獲獎

優良智慧建築獎

共15位獲獎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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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 初選會議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簡報說明參選案的內容

會議討論及投票統計

委員詢問參選案相關智慧化內容 委員進行討論01

委員進行討論02 與會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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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智慧化內容及成效現勘審查
*至申請案現場由申請者實際操作展示智慧化內容及成效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11

華碩電腦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賓陽帝后花園 台積電十二廠P4＆P6＆P7辦公大樓

11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109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 決選會議決議

於109年7月28日進行決選會議，8案獲得優選。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12

進行簡報說明 委員進行討論01

委員投票後進行統計

委員進行討論02

與會委員大合照 與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大合照



109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 8個得獎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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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 媒體廣宣

東森新聞台

活動報章雜誌報導(中國時報)

非凡財經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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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 媒體廣宣

    

     
    

     

工商時報 民眾日報 PChome新聞 經濟日報 LINE TODAYHiNet生活誌

共兩家電視台、八家平面媒體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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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專輯彰顯優良作品共享智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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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1/8)華碩電腦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座落位置 :台北市北投區 建築類型 :辦公服務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鑽石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起造人)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化系統整合)、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吳成榮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永盛電機技師事務所(工業技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 能耗效益: 數位水表、電表，數據蒐集、分析與追蹤，並可對異常用水、用電提

出警訊。針對空調設備監測耗電與實際製冷能力，建立能源流向資訊，追蹤設備
耗能肇因，設定能源改善目標，可精進5%~10%空調設備用電，節省1~2人力管理
資源。並採用高於一般主機能源效率5%以上空調主機。實行需量控制於契約容量
抑制尖峰用電減少5%~10%用電。採用LED照明。

➢ 降低營運成本: 提高整體效益與服務能力，預計減少人事成本10%~20%。降低能
耗與營運成本，增加緊急事件應變處理效率及能力，保有系統擴充性，

➢ 安全方面效益: R型火警主機並具定址偵煙器，自動跳圖，提高處理效率。影像
監視、防盜保全門禁，預計減少2~3人員巡邏人力。

➢ 健康方面效益: 室內溫溼度偵測可自動啟動空調系統調控，全室採用綠建材裝修，
並偵測室內空氣品質，可偵測啟動送排風機進行調節，符合法規。會議室CO2偵
測連棟空調箱引進外氣。

➢ 其他智慧化效益: 導入中央監控系統，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突發事件人為處理錯
誤，數據分析歸納再利用。

基本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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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2/8)台積電12廠 P4&P6&P7 辦公大樓

座落位置：新竹縣寶山鄉 建築類型：辦公服務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鑽石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起造人)
建伸智慧綠建築有限公司(智慧化系統整合)、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 餐廳照明藉由人數管控及分區座位管理，加上窗邊感應照明及時程管
理，降低44%能耗節省29萬電費。辦公區域照明藉由固定時間關燈及配合上班時
間調整照明時段，降低11%能耗節省395萬電費。地下室節能採用E電50%，N電50%
以及離峰節約模式，降低30%能耗節省100萬電費。動力設備節能方面有智慧電梯
調控單雙樓層停靠，尖峰只停高樓層，手扶梯則利用偵測節能。

➢ 降低營運成本: mPUSD系統紀錄各廠設備運行狀態及記錄回報，可定期檢核與檢
討，供未來優化使用降低營運成本。

➢ 安全方面效益: 員工可透過公共設施服務資訊管理系統進行線上報修及事件報案，
管理單位可第一時間依照優先順序進行處理，有效管理設施達到安全效益。

➢ 健康方面效益: 員工健康中心並每年體檢儲存生理數值為健康存摺，若員工有異
常數值，會提醒員工回診，讓員工身心達最佳之狀態。

➢ 其他智慧化效益:智慧租借系統租借相機等電子商品，園區交通車GPS定位、車位
提醒APP。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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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3/8)工研院光復院區一館研發大樓

座落位置：新竹市東區 建築類型：辦公服務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鑽石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起造人)
巨漢工程/柏拓/耘根設計(智慧化系統整合)、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張瑪龍建築師(建築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具數位水表、電表蒐集使用資訊與圖資管理。能源效率分析管理系統包含變頻器管
理、耗能統計分析、預防保養管理、空調系統統計迴歸分析等。並支援時間電價用電管理、需
量卸載分析控制契約容量、變頻磁浮離心式冰水主機全年可節電30%~40%。照明為二線式控制，
具微波、紅外線、時程控制等節電方式。停車在席偵測與照明連動。太陽能光電40.8千瓦。

➢ 降低營運成本: 工研院企業服務網站具多樣預約服務例如會議室、實驗室預約、共乘預約等，
營運僅需極少人力。並有EPM設備預防保養管理平台，可系統化管理保養設施。建置18899聯合
客服系統，可即時進行線上申告。

➢ 安全方面效益: 定址式智能侷限型差動火警偵測器、光電偵煙探測器、定溫探測等等，並可監
控防火門，整合至中央監控系統，連動門禁、空調、照明、電梯等。B1設置漏水偵測，智慧門
禁、外牆電子圍籬、緊急求救連動監視系統跳圖，中央監控系統除了UPS外並具主機雙套熱備
援於光復院區

➢ 健康方面效益: 室內溫溼度與CO2偵測並與空調連動，大廳設置心跳、血壓量測，可傳送至雲
端儲存個人紀錄。

➢ 其他智慧化效益:全棟配置無線網路AP、觸控螢幕導覽及訪客登記、QRcode雲端門禁系統供未
帶卡同仁申請一次性密碼使用。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20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4/8)台肥新竹 TFC ONE 大樓

座落位置：新竹市公道五路 建築類型：辦公服務類、商業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1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銀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起造人)
建伸智慧綠建築有限公司/吳建興電機空調技師事務所(智慧化系統整合)、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高力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吳建興電機空調技師事務所(工業技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 具能源監視與管理系統並可將過去用電力歷史資料與出租率做趨
勢統計分析，進行需量控制，達最佳契約容量。採高效冰水主機。大樓採用
複層Low-E玻璃可有效阻絕熱對流與傳導。燈具照明具人體感應、室內光源強
度感測及時程規劃控制，達到節能效益。電梯具節能控制開關，可節省離峰
時段使用量。

➢ 降低營運成本: 年度電費減少約37.7%，水費減少22.9%。人力雖未節省但平均
辦公區人員服務面積增加6.5%。

➢ 安全方面效益: 採智慧型複合式授信總機，搭配極早型偵煙及定址裝置，會
整合至中央監控系統。具門禁管理系統，停車場有e-tag辨識，並設置防火牆
保護資訊安全。

➢ 健康方面效益: 偵測室內溫濕度、CO2及停車場一氧化碳濃度，配合引進外氣。
➢ 其他智慧化效益:高力國際引進專業CRM系統，提供高品質物業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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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5/8)臺中市大里光正段社會住宅
新建工程(第一期) 

座落位置：台中市大里區 建築類型：住宿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1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合格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起造人)

優良智慧建築：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高鼎/鎧鉅工程顧問(工業技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 即時需量預測卸載功能。具數位電表並可將主能耗即時視覺化顯

示於電能管理系統，電能管理系統可依用電需量，即時進行用電設備卸載。

設置太陽能替代能源。動力設備智慧化節能。

➢ 降低營運成本: 系統監控及設備維護由軟體主動偵測及管理減少人力查修及

維護。影視對講內建社區公告功能。中央監控系統可主動告知機電設備、油箱、

水箱水位及電梯運轉狀況，節省人力。

➢ 安全方面效益: 防災中心設置、火警自動探測、圖控軟體自動顯示火警位置。

重要出入口、通道設置門禁及防盜警報。E-tag辨識停車，停車場具一氧化碳

偵測及啟動風機。緊急求助與監視系統連動跳圖。二段式下降防火鐵捲門

➢ 健康方面效益: 室內溫濕度及空品偵測與資訊顯示。

➢ 其他智慧化效益:提供社區住戶免費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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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6/8)帝后花園

座落位置：新北市板橋區 建築類型：住宿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合格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賓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起造人)
中華電信新北營運處(智慧化系統整合)、帝后花園管理委員會(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廖慶樺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詮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業技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 通風、照明、空調可自動控制並排入時間程序，定時運轉，降低
不必要開啟，達到節能效益。具數位水表、電表蒐集使用資訊與圖資管理，
結合能源管理套件，可提供需量卸載功能。

➢ 降低營運成本: 導入之系統整合及中央監控系統，可遠端及時控制照明、通
風、空調，不須人員至現場，加上時間排程功能可減少人員成本及負擔。

➢ 安全方面效益: 消防系統可火警連動門禁、照明、通風、電梯。
➢ 健康方面效益: 停車場設置CO偵測連動風機。
➢ 其他智慧化效益:獨立的設施管理主機以及專屬設施管理之資訊管理軟體，將

本建築之有關設施管理之資產、庫存、維護、人員等行政業務表單、作業流
程、派遣、訊息通報等功能等以電子化資訊管理，並保存所有本案所有施工
竣工圖資，與整合式中央監控系統、智慧型門禁安全管理整合系統資訊互通
於網路平台上，提供有關節能與計費作業與記錄，達到省人、省能、便捷之
營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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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7/8)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資源
回收中心新建工程(管理中心) 

座落位置：彰化縣彰化市 建築類型：辦公服務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銀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彰化縣政府(起造人)
山林水環境工程(智慧化系統整合)、彰化縣政府(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銘華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高旭銘(工業技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 動力設備智慧化節能(如:幫浦。排風扇、電梯及熱泵等動力設備具有
自動控制技術之節能效益); 照明設備智慧化節能(如:採用晝光利用、時程控制、人
员感知控制、情境模式控制、調光控制、APP 或ICT 雲端應用管理等智慧照明技
術);能源管理系統可依用電需量,即時進行用電設備卸载,以達電力能源管理之功效。

➢ 降低營運成本: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計畫(含預算)，包括:年度各项設備的維護方
式、週期及計畫內容與預算經費等。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
的作業管理(e化整合)，包括:各項設備系统單獨的智慧化程度，各項設備系統相互
間的系統整合程度等。

➢ 安全方面效益:防災中心或各監控主機與子系統操作、管理之集中處所內，設置系
統主機、監控主機、火警廣播設備控制裝置及消防專用通信設備系統對火警自動
探測設備提供可靠監測數據和警報資訊。

➢ 健康方面效益: 於大型會議室等使用者可能聚集處，設置CO2濃度偵測系統與資訊
顯示裝置並與空調系統連動提供必要換氣量。

➢ 其他智慧化效益: 主體佈線採用光纖化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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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8/8)馬公增建4,000 噸海水淡化廠
（馬公第二海水淡化廠第一期）

一期座落位置：澎湖縣馬公市 建築類型：辦公服務類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銀級

優良智慧建築獎貢獻獎：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起造人)
金點企業有限公司(智慧化系統整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優良智慧建築：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工業技師)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

基本資料 :

➢ 能耗效益: 管理中心監控系統依據即時用電量，即時卸載空調及照明，減少人為操作

不必要的浪費，動力設備能於用電離峰時間運作，例如全熱交換器於晚上離峰時間將

二氧化碳濃度先行降低，自來水加壓泵於晚上離峰時間將水塔先行補滿，減少白天用

電尖峰時運作機會;另外於屋頂設置即發即用太陽能設備，在正中午尖峰時刻發電量最

大，可降低需量超標的機會。

➢ 降低營運成本: 需量卸載及時間用電管理，輔以太陽能設備，可控制管理中心電量使

用，減少不必要浪費，降低電費。提供設備運轉時數及次數，提醒設備維護，以達設

備延壽，減少不必要的運轉損耗，降低耗能。

➢ 安全方面效益: 車牌辨識管控車輛進出。廠區內重要區域出入口設置門禁及攝影機，

管控出入並記錄，若作動可連動跳圖。

➢ 健康方面效益: 設置CO2偵測維持室內空氣品質。

➢ 其他智慧化效益: 人員採行動裝置(Any Glass)巡視管理中心，除確認現場設備運轉狀

況外，可即時調出現場設備基本資料。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手冊改版方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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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執行內容與產出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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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工作小組

•評定專業機構行
政業務查核

•標章案例評定查
核

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評定委員、評定
專業機構技術及
專任行政人員培
訓課程
•標章審查講習課
程

•2020智慧城市展
-智慧建築專區
成果展示
•2020亞太地區智
慧綠建築國際論
壇

•規劃設計技術彙
編增修

•2016年版智慧建
築評估手冊指標
檢討增修訂

提出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成果報告書

查核 增修 培訓 展示

2場查核會議4件
北南案件查核

•評選優良智慧建
築作品

•頒獎、製作專輯
草案

評選

優良智慧建築作
品評選

1場增修會議1場
標章檢討會議

1場教育訓練
1場審查講習

1場展覽推廣
1場國際論壇

通知評定機構提出改善策略



93~100

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0月

智慧建築標章 6 6 2 4 12 14 28 29 29 31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21 11 9 18 45 35 54 68 87 77

合計 27 17 11 22 57 49 82 97 11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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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TIBA 彙整）

總計

161

425

586

智慧建築標章歷年評定件數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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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版之225件中，58%合格級，15%銅級，12%銀級，4%黃金級、11%鑽石級

2016年版之311件中，58%合格級，10%銅級，23%銀級、4%黃金級、 5%鑽石級

2011年版及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等級佔比

合格級

131, 58%

銅級 34, 

15%

銀級 28, 

12%

黃金級

8, 4%

鑽石級

24, 11%

合格級

181, 58%銅級 32, 

10%

銀級 70, 

23%

黃金級

13, 4%

鑽石級

15, 5%

2011年版申請等級分布比例圖 2016年版申請等級分布比例圖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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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109年10月
案件數58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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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10月

公有 民間 合計

公有, 436, 

74%

民間, 150, 

26%

公有 民間

歷年智慧建築標章公有建築與民間建築佔比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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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使用狀況評定專業機構追蹤查核

序號 案號 名稱 評定版本 等級 查核日期 查核結果
1 108IB003 新北市三鶯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2016 合格級 （排定中）
2 108IB004 高雄市林園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主體工程) 2016 合格級 （排定中）
3 108IB006 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統包工程(丙基地) 2016 銀級 109.10.30 符合
4 108IB010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興建工程 2011 合格級 109.11.13 符合
5 108IB01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具機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2011 合格級 （排定中）

6 108IB014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2011 合格級 109.11.13 符合

7 108IB016 嘉義市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統包工程(管理中心) 2016 合格級 （排定中）
8 108IB020 華碩電腦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2016 鑽石級 109.10.27 符合
9 108IB023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2016 銅級 109.11.04 符合
10 108IB024 臺中市社會住宅豐原安康段新建工程 2011 合格級 （排定中）
11 108IB026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興建工程 2011 合格級 109.10.13 符合
12 108IB030 MOXA八德廠興建工程 2016 黃金級 109.10.23 符合

13 108IB033 國立臺灣大學宇宙學中心大樓新建工程 2011 合格級 109.10.12 符合

查核案件數：108年度共計128件通過評定，依10%進行抽查，故本年度抽查13件(詳下表)。

取得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建築物-109年度追蹤查核

抽樣原則：抽樣方式以108年取得標章案（共計37案），抽樣原則採尾數取樣，依據阿拉伯數字隨意挑選指定尾數
（0、3、4、6）抽取，選取之樣本不可重覆，若相同者該樣本作廢，選取下一順位者為其樣本，直到樣
本數足夠為止，共計13案安排抽查及現場勘查，查核時間將視擔任查核之評定小組成員時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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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案件查核

1. 行政程序查核(含基本資料查核)

2. 指標評定查核

3. 評定會議及現勘流程查核

評定機構業務查核

1. 查核受理業務情形

2. 查核評定會議召集情形

3. 查核相關作業之標準化、制式化及表格化

4. 確認服務滿意度調查及客戶訴願

5. 查核專業機構人員訓練計畫

6. 確認追蹤查核機制

智慧建築標章評定查核歷年統計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精進計畫歷年查核共51件
智慧建築標章各等級案件比例

鑽石級13件

25%

黃金級3件

6%

銀級9件

18%
銅級7件

14%

合格級19件

37%

31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評定專業機構評定業務查核

查
核
項
目
內
容

評定機構作業程序查核

申請案件行政程序查核

申請案件指標查核

邀請TAF機構張滿惠委員執行

精進計畫執行團隊執行

邀請4-5位評定委員執行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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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綜合佈線 資訊通信 系統整合 設施管理 安全防災 節能管理 健康舒適 智慧創新

預審1次 60 39 25 52 8 24 105 17

預審2次 86 108 47 74 69 75 50 22

預審3次 48 51 82 67 75 59 24 8

預審4次 17 13 51 20 46 30 11 0

預審5次 3 3 7 1 8 8 0 1

預審6次 0 0 1 0 2 1 0 0

預審7次 0 0 1 0 0 0 0 0

總預審數 214 214 214 214 208 197 190 48

預審次數3次(含)以上
案件數量統計

68 67 142 88 131 98 35 9

預審次數3次(含)以上佔總
預審次數之比例

31.8% 31.3% 66.4% 41.1% 63% 49.7% 18.4% 18.8%

33

預審次數過多之案例與項目分析(108/01~109/10)
總案件數：214案

• 申請者對指標基準內涵不清楚 • 申請者與評定委員意見相左• 補件內容不足或錯誤 • 指標敘述不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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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申請案件都應該要有一份完整評定資料，以便內部查詢或是提供
資料閱覽時，有完整清楚易讀的版本。

2. 申請案件時，若評定委員間溝通與認定基準不同，專業評定機構應該
盡速成立技術小組擬出技術說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布於網站上。

3. 評定機構的專業承辦以及行政人員，應具備初審的能力，請盡速建立
起制度。尤其是資料的完整度、以及資料錯誤位置的更正，甚至評定
委員審查要求的規範等，都應該要建立起制度，將每次會議的決議進
行詳實記錄，並做成案例供評定會議討論過程中的參考，日久可累積
做成評定規範，也讓申請者了解評定的依據，才不會造成申請方多次
的來回補件，減少民怨。

4. 評定機構內部要有分案受理的制度，每位承辦人員針對自己受理的案
件進行詳實的資料確認，以及申請人針對評定委員意見的回覆內容作
初步的確認。

精進計畫案件查核結果重點說明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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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查核會議照片

第二次查核會議照片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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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會議

評定現勘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37

現勘紀錄(1/4)
順序 紀錄事項 照片圖示 現勘場次

1

現勘簡報應由業主方進行簡報內容，
而非由廠商(設備商)進行現勘會議
報告，亦或是由管理單位進行現勘
簡報，才會瞭解其智慧化內容。

109/03/1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電子資訊教學
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2

現勘簡報內容須說明智慧化理念、
預期達成之目標及未來營運持續收
集之相關DATA，以利委員了解智
慧化內容及效能。

109/03/1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電子資訊教學
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3

現場提供之資料應包含查核程序、
現場流程圖、案件基本資料及平面
圖，以利委員了解案件資訊並較易
進行評定。

109/03/1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電子資訊教學
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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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紀錄(2/4)
順序 紀錄事項 照片圖示 現勘場次

4 中控室環境與設備需保持整潔。

109/09/28
109IB031冠德建設新店區行政段
三十一層辦公室、運動中心、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5
辦公棟的介面網路訊號有問題，會
後請申請單位用攝影與截圖方式補
正，並把操作流程的畫面回傳。

109/09/28
109IB031冠德建設新店區行政段
三十一層辦公室、運動中心、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6

現勘後請評定機構應把委員查核之
項目現場拍照，並在項目後附上該
項目照片，包含現勘簡報以及現勘
流程圖做成完整的現勘資料。

109/09/28
109IB031冠德建設新店區行政段
三十一層辦公室、運動中心、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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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紀錄(3/4)

順序 紀錄事項 照片圖示 現勘場次

7

1. 此案CO感測器未與誘導式排風機
連動，並未在中央監控同一畫面
顯示，建議納入新版評估手冊修
訂。

2. 此案CO感測器為類比式，無法於
現場或是中控平台顯示CO數值，
現場人員也不知道發報的臨界數
值，雖連動排風機，但是否為誤
動作或是已超過臨界值都無法判
斷，建議以目前新建建物應採用
數位式可顯示數值之感測器為佳。

109/10/13
109IB024臺北市大龍社區及市場
重建工程

109/11/26
109IB03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8
社會住宅案件，對於將收集哪些
Data進行維運管理分析，大多不明
確，將對社宅的管理優化造成隱憂。

109/11/26
109IB03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CO sensor裝置於
天花版上，維護
不易，建議高於
150cm位置即可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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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紀錄(4/4)

順序 紀錄事項 照片圖示 現勘場次

10
目前現勘只能確認設備是否到位，
建議評定機構未來五年標章使用查
核時須確認各項目之智慧化效益。

109/11/26
109IB03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11

1. 現勘委員建議，將保固期內、
可預約空間等資料納入移交資
料項目。

2. 物管公司必須多次教育訓練熟
悉平台操作。

109/11/26
109IB03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12
建立現勘查核SOP流程，以免造成
測試意外發生。

109/11/26
109IB03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銅級

9,12%

銀級

14,55%

黃金級

10,14%

鑽石級

14,19%

智慧創新設計手法歷年統計分析

➢ 至109年10月底總共73件申請智慧創新指標，佔2016年版本總案件數310件(109年
10月底)的24%。

➢ 73件的申請案件中，106年(11件)；107年(21件)；108年(23件)；109年至10月底
至(18件)。

➢ 73件的申請案件中銅級(9件)；銀級(40件)；黃金級(10件)；鑽石級(14件)。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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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IM做為智慧創新設計手法歷年統計(1/3)

➢ BIM相關技術導入為最多案件所採用，推廣有成

➢ 初期僅BIM即可得分，但到近期需結合其他應用才易取分，109年5月以後BIM僅做設計衝突檢討不給分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42

No. 智慧創新申請項目
106年

分數*案件數
107

分數*案件數
108

分數*案件數
109

分數*案件數
件數

1 BIM導入設計衝突檢討
3.2 3 1 1.3

19
(3*4+4*1) (3*1) (1*7) (2*1+0*3+3*2)

2
BIM導入設計衝突檢討並
應用於營運管理平台

5
1

(5*1)

3 BIM資訊系統
2 1

2
(2*1) (1*1)

4
BIM導入應用(衝突檢討及
竣工後之維運管理)

3
1

(3*1)

5
BIM導入設計衝突檢討及
循環經濟之建材護照作業
標準

3
1

(3*1)

6
BIM導入設計衝突檢討及
設備資訊查訊

3 1.5
3

(3*1) (2*1+1*1)

7
BIM導入衝突檢討並應用
導入設施管理系統

3
3

(3*3)

8
BIM導入衝突檢討及協助
營建管理

2
1

(2*1)

BIM 申請案件數合計 6 3 13 9 31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智慧創新設計手法歷年得分及件數統計(2/3)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 除了BIM的申請項目外，其他幾乎都為單一案件，重複性不高
43

No. 智慧創新申請項目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件數
1 安全梯火警連動機械加壓送風產生正壓效應 1 1

2 智慧ICT會議撥放系統 1 1

3 門禁系統連動梯廳照明 1 1

4 電子信箱 1 1
5 智慧信箱 1 1
6 門禁系統反脅迫 1 1

7 智慧化互動語音袐書 2 2

8
智慧化電動窗簾(整合窗邊環境偵測設備及照明與空
調系統

1 1

9 出入口體溫量測系統 1 1

10 RFID智慧藏書管理 1 1
11 智慧圖書APP 1 1

12 Beacon 即時服務推播 1 1

13 園區交通車GPS定位 1 1

14 地震偵測儀監控 1 1
15 車位提醒APP通知 1 1

16 停車場車位預約及導引系統 1 1

17 光纖偵溫預警系統 1 1

18 整合智慧三錶及APP使用者介面 1 1

申請件數 0 4 12 3 19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智慧創新設計手法歷年得分及件數統計(3/3)

➢ 除了BIM的申請項目外，其他幾乎都為單一案件，重複性不高
➢ 4年總共73件申請智慧創新指標，佔2016年版總案件數310件(109年10月底)的24%
➢ 申請「智慧創新指標-智慧創新設計手法」4年共47件佔2016年版總案件數15.5%
➢ 申請案件皆依各自使用特性規劃創新應用，智慧建築顧問大多熟捻得分要領，不重複較易取分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44

No. 申請單位未再回覆補充資料

1 二氧化碳感測器具專利技術

2 小型送風機與人員偵測或門窗磁簧連動提供節能效益

3 人流計數系統

4 人臉辨識系統

5 空調系統及節能控制系統優化

6 客流人數及人臉分析系統

No. 評委沒給分
1 PHILIPS Dylnalite智慧照明 (107年案件)

2 導入「建築生命週期」管理維護，進行「碳足跡盤查」(107年案件)

3 冰水主機：冰水重力輸送 (107年案件)

4 人臉辨識系統 (107年案件2件:1件沒給分,1件未回覆補充資料)

5 車位在席顯示 (107年案件)
6 監視系統雙向語音功能 (108年案件)

7 現場配線採色系管理施作及QR Cord管理 (綜合佈線指標1.4.1鼓勵項目)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之歷年統計(1/5)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45

No. 智慧創新申請項目
106年

分數*案件數
107

分數*案件數
108

分數*案件數
109

分數*案件數
件數

1 智慧尋車系統
2.8 2.3 1 1

11
(3*3+2*1) (3*1+2*2) (1*2) (1*2)

2 消防極早期系統
2

1
(2*1)

3 智慧化訪客臨時停車服務
1

1
(1*1)

4 虛擬圍牆系統
1

1
(1*1)

5 電子圍籬
1 1

4
(1*2) (1*2)

6 地冷系統
2

1
(2*1)

7 儲能系統
1

1
(1*1)

8 智慧接待系統
1 1

2
(1*1) (1*1)

9 BIM導入設計衝突檢討
1 1 0

12
(0*1+1*4+2*1) (1*2) (0*4)

10 BIM結合建築物管理
2

1
(2*1)

申請案件數小計 7 14 8 6 35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之歷年統計(2/5)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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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智慧創新申請項目
106年

分數*案件數
107

分數*案件數
108

分數*案件數
109

分數*案件數
件數

11 BIM圖資應用
0

1
(0*1)

12 Beacon室內定位系統(智慧手環)
1

2
(1*2)

13 智慧信箱 (包裹櫃)
1 1 1

5
(1*1) (1*2) (1*2)

14 電動汽車充電
2

1
(2*1)

15 SMART KEY（門禁系統）
2

1
(2*1)

16 風速計連動屋頂門禁設備
2

1
(2*1)

17 智慧停車導引
1

1
(1*1)

18 臨停倒數計時系統
1

1
(1*1)

19 智慧餐廳服務
1

1
(1*1)

20 辦公空間人流偵測設備
1

1
(1*1)

申請案件數小計 0 8 4 3 15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之歷年統計(3/5)

➢ 申請「智慧創新指標-應用創新設備系統」4年共49件佔2016年版總案件數(310件)15.8%

➢ 智慧尋車系統與BIM導入衝突設計檢討，兩項採用案件數較多，委員給分也逐漸趨於保守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47

No. 智慧創新申請項目
106年

分數*案件數
107

分數*案件數
108

分數*案件數
109

分數*案件數
件數

21 晴雨看板系統
1

1
(1*1)

22 智慧化租借系統
2

1
(2*1)

23
智慧型長照管理系統(離床偵測、尿溼偵測、翻身提

醒)
2

1
(2*1)

24 噴灌系統結合土壤濕度偵測自動控制
1

1
(1*1)

25 智慧化電動窗簾
2

1
(2*1)

26 人臉追蹤系統
2

1
(2*1)

27 防(反)脅迫車位
1

2
(1*2)

28 智慧照明系統
1

1
(1*1)

29 員工自動點餐系統
1

1
(1*1)

30 住戶手機APP整合節電系統
1

1
(1*1)

31 極早期偵煙系統
1

1
(2*1)

32 訪客服務系統(影像通訊及門禁發卡)
1

1
(1*1)

33 社區住戶包裹服務及管理平台
2

1
(2*1)

34 智慧整合型門禁感應卡系統
1

1
(1*1)

申請案件數小計 0 0 10 5 15
總計件數 7 22 22 14 65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之歷年統計(4/5)
No. 

1

2

3

4

5

通風換氣量優化控制

融冰低出水溫度特性應用

車位剩餘數量顯示，與市政府停車場管理系統整合

申請單位未再回覆補充資料

極早期煙霧偵測系統

採用高效率磁浮變頻離心機

48

No. 評委沒給分

1 車位在席顯示 (已於安全防災鼓勵項目取分) (107年4個案件)

2 中控系統手機APP (107年案件)

3 電動汽車充電站 / 系統 (107年案件,2個案件沒給分，一個案件給分)

4 VIP車位引導 (107年案件)

5 管理app服務 (107年案件)

6 電梯能源回昇系統、熱泵系統 （已於節能管理鼓勵項目得分）(107年案件)

7 反脅迫車位 (107年1個案件沒給分，但108年2個案件給分)

8 PHILIPS Dylnalite智慧照明 (107年案件)

9 自動噴灌系統 (107年案件)

10 變頻磁浮離心式冰水主機 (107年案件)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之歷年統計(5/5)

➢ 電動汽車充電站/系統、反脅迫車位以及電子圍籬等三項的給分標準較不一致。

➢ 對於智慧創新不予給分的理由應述明，並記載於審查意見中。

No.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19自動通報系統 (108年案件)

電子圍籬 (109年1個案件沒給分，之前年份都有分)

車位在席導引 (109年案件)

人臉辨識 (109年案件)

中央監控之遠端診斷 (109年案件)

水箱蓋警報功能 (109年案件)

空調系統：馬達設計使用「IE3 馬達」 (107年案件)

家長千里眼(幼兒所雲端監視平台) (107年案件)

「窗簾控制模組」搭配光/人體感應器進行光線調節 (108年案件)

紅外線對照電子圍籬 (108年案件)

評委沒給分

49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分析從未被申請或鮮少被申請的評估項目

1.針對2016年版各項指標項目之被申請次數進行整理與分析，了解從未被申請或
較少被申請之評估子項，並將其與案件規模及申請之建築類型進行相關性分
析，找出該子項之所以不常被申請之原因，以進一步討論評估內容之適切性。

58件 16件 14件 12件 16件

94.29% 100.00% 88.89% 80.00% 100.00%

91.38% 93.75% 100.00% 91.67% 81.25%

96.55% 100.00% 100.00% 91.67% 93.7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5.65% 100.00% 100.00% 100.00% 87.50%

1萬~3萬㎡ 3萬~5萬㎡ 5萬㎡以上

5.2.3 設置防水閘門：建築物之地下入口設置防

水閘門並與監控設備連動

建物規模(單位:㎡)

案件數量(單位:件)

2.7.3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

所有案件

平均值
1萬㎡以下

未申請

子項佔比

項目

評估子項內容

6.3.1 建築外層智慧化節能(如：建築外殼、屋

頂、樓梯間、通風管道等設置具有可感知室內外

環境，可以自動調整之遮陽、窗戶、通風管道、

追日型BIPV等降低室內耗能)

7.2.2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至遠距照護服務系統

7.3.3 利數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取得

數位教材，進行線上或離線學習活動之設施設備

(如電子圖書館、遠端教學系統等)

平

均

未

申

請

子

項

佔

比

90%

|

100%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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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8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評估子項 說明 檢討 修訂處理

5.1.2 可自動啟動
滅火設備及防止火
災擴大：二段式下
降防火鐵捲門。

此評估子項僅適用「衛生福
利更生類」、「商業類」及
「公共集會類」，「衛生福
利更生類」9案中僅1案申請。

兩段式下降防火鐵捲門，規劃單位均
以符合消防法規為主，沒有弱電商敢
控制防火鐵捲門。另外，兩段式下降，
第一段下降後的停留時間無法確認，
且實務上須另外客製化，因此申請案
件少。

(暫無修訂)

5.1.3 火災發生後
能自動並即時有效
引導人員避難：系
統採用具有聲響的
避難方向指示燈。

從建築物類型來看，「工業
倉儲類」、「衛生福利更生
類」、「公共集會類」皆無
申請案例。從規模上來看，
規模越小的案例越不會去申
請此評估子項，申請規模與
申請比例呈正相關。

聲響型避難方向指示燈建置費用高，
且設置數量必須能實際達到『引導』
作用，需投入相當多的成本。

(基本項目已刪除)

考量與5.1.13重
複評估，且與現
行法規衝突，建
議刪除

5.2.3 設置防水閘
門：建築物之地下
入口設置防水閘門
並與監控設備連動

有九成以上的案例未申請此
評估子項，「公共集會類」
五件案例中有三件申請，是
所有類別中申請此子項比例
最高之建物類型。從規模來
看，以超過五萬㎡之大型規
模案例居多。

審查委員會要求必須為『電動』防水
閘門，如無電動功能則無法得分，實
務上很少有電動的，大雨中關門時需
確認無人。有案例採用磁扣式防水閘
門，截水溝偵測到滿水位就可以連動
磁扣釋放關閉防水閘門，但委員認為
一定要電動才行，審查認定問題導致
申請者較少。

(修訂文字)
5.2.3配分原則：
防水閘門連接淹
水偵測裝置可自
動或電動開啟與
關閉。

未申請率達80%-100%之評估子項分析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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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8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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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項次 修改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技術說明 頁碼

第一篇第三
章

系統整合
及

第二篇
系統整合指

標
第二節

11 (無修改) 3.1.4提供各監控主機
操作、管理之集中處所。

評 定 機 構
新 增 技 術
說明文件。

泛指可提供各監控主機設置之
處所，不需獨立空間。

p.15、
p.16、p.61

12

3.2.1中央監控系統須採Web
化操作環境，並採用國際或
工業標準化整合平台，且具
可明確顯示設備處所相關位
址之圖資視覺化操控、遠端
緊急通報之機能。(如：透
過簡訊方式即時主動通報管
理者緊急訊息功能等)

3.2.1中央監控系統須
採Web化操作環境，並
採用國際或工業標準化
整合平台，且具可明確
顯示設備處所相關位址
之圖資視覺化操控、遠
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新 增 範 例
說 明 ， 供
申 請 者 參
考。

遠端緊急通報應具備透過用戶
行動電話手機簡訊或手機應用
程式(App)通報整合功能，即
時主動通報管理者緊急訊息功
能，管理者可透過行動載具即
時得知緊急訊息。發報機制及
發報項目依使用管理需求為主。

p.16
、p.61、
p.62

15 (刪除)
3.2.6公共共用電表耗
電狀況需與空調、照明、
動力設備整合連動。

考量與6.4
重複評估，
建議刪除

(無) p.16
、p.62

第一篇第三
章

安全防災
及

第二篇
安全防災指

標
第二節

27

5.5.1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
防範管理之需要，如通行
門、出入口通道、昇降機
等位置設門禁管制設備。

5.5.1依據建築物公共
安全防範管理之需要，
在通行門、出入口通
道、昇降機等位置設
門禁管制設備。

文字修改

本項設置自動門禁管制設備
範圍，如通行門、出入口通
道、昇降機等位置，依據建
築物公共安全防範管理及場
所使用管理需求設置。

p.22、p.79

2016智慧建築評估手冊修改對照表與
評定機構的技術說明 (例舉)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智慧建築效益評估基準四大面向

安全 健康

預測、防止及控制自然或人

為災害的建築

• 偵知安全環境資訊

• 蒐集分析安全環境資訊

• 提升安全環境品質

具自我調適能力的優化管理

建築

• 提升及優化管理效能

• 降低及優化營運成本

• 強化資安及運營可靠度

可提升空間環境健康舒適及

貼心便利的建築

• 偵知健康環境資訊

• 蒐集分析健康環境資訊

• 提升健康環境品質

管理節能

優化
維持舒適降低能耗的建築

• 偵知能源使用

• 連動系統運作

• 顯示能耗狀態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智慧建築效益評估架構及評估基準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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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綜整國外智慧建築評估基準，彙整台灣優良智慧綠建築暨系統產品獎(TIBA AWARD)營運類得獎作品之

效益評估項目，及2016年版智慧建築評估手冊八大評估指標與評估基準項目之效益。初擬智慧建築效益

評估質、量化基準面向，包含：安全、健康、節能、管理等四面向。



辦公類智慧建築量化效益評估方法彙整 - 效益評估架構

『管理』面向效益評估項目
• 管理成本

• 管理效能

• 優化管理

『節能』面向效益評估項目
• 能源管理

• 設備效能

• 節能技術

『健康』面向效益評估項目
• 環境健康

• 人身健康

• 設備健康

『安全』面向效益評估項目
• 環境安全

• 人身安全

• 資訊安全
安全 管理

健康 節能

顯示

偵知 連動

54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辦公類智慧建築量化效益評估方法 -安全效益量化評估

人身安全

資訊安全

偵知
災害偵測涵蓋率：依據各類型災害分別評估：防火、防水、防震、防坡地災

害、防犯、資安共計6大類

【提供可即時偵測災害種類(項)/評估總災害種類(項)】＊100%

即時緊急事件通報率：依據各類型災害分別評估：防火、防水、防震、防坡

地災害、防犯、資安共計6大類

【提供可即時通報災害種類(項)/評估總災害種類(項)】＊100%

顯示

災害智慧連動處理率：依據各類型災害分別評估：防火、防水、防震、防坡

地災害、防犯、資安共計6大類

【採用可抑制災害的系統連動作為(項)/評估總災害種類(項)】＊100%

連動

安全

環境安全

提高資訊安全控管率(%)：資訊安全總管理種類包含組態管理、故障管理、

安全管理、效能管理或頻寬管理共計5大類

【提供資訊安全可管理種類(項)/評估資訊安全總管理種類(項)】＊100%

資安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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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量化效益評估方法 -健康效益量化評估

環境健康品質控制率：聲環境、光環境、熱環境、空氣環境、水環境及其
他環境等6項
【採用智慧化環境感測、顯示、連動之環境類別(項) / 可感測之環境健康
總類別(6項)】＊100%

環境健康

人身健康品質控制率：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2項

【採用智慧化人身建康對應設計類別(項) / 可對應設計之人身健康總類別(2

項)】＊100%

人身健康

設備健康

設備健康品質控制率：空調設備、照明設備、給排水設備、動力設備、昇
降機設備及消防設備等6項
【落實智慧化設備健康對策設備類別(項) / 可對應具智慧化對策之設備健
康總類別(6項)】＊100%

健康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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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量化效益評估方法 -節能效益量化評估

耗能設備採智慧化連動控制率：空調設備、照明設備、給排水設備、動力

設備、昇降機設備及消防設備等6項

【耗能設備採智慧化連動控制設備類別(項) /總耗能設備類別(6項)】＊
100%節能技術

節能管理

節能

設備效能

57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效能提升率：

發生故障的設備數量/【使用的設備數量 * 時間範圍】

辦公類智慧建築量化效益評估方法 -管理效益量化評估

管理成本
勞動人力智慧化取代率：

【1-(配置管制人力出入口數(處)/總管制出入口(處))】* 100%

優化管理
管理可靠度：

平均故障間隔/ (平均故障間隔+平均復原時間)

管理
管理效能

共享服務提供率：

【共享服務的數量 / 可提供共享服務項目數】* 100%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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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

•案例一：自用型辦公類智慧建築

•案例二：出租型辦公類智慧建築

•效益模擬試算案例比較

59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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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

案例一：自用型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

基本條件

1. 座落位置：台北市

2.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約30,383.4平方公尺

3. 建築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4. 建築樓層：地下2層，地上15層

5. 空間使用類別：地下1、2層用途為機房及防空避難室兼汽機車停車空間，1樓

以上用途為辦公空間及空調、資訊機房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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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

案例二：出租型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

基本條件

1. 座落位置：新北市

2.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29,783.6 平方公尺

3. 建築構造：地上SS，地下SRC

4. 建築樓層：樓高181.6米，共地上39層、地下4層

5. 空間使用類別：4F-16F為出租樓層

6. 室內可使用坪數 : 約344坪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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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安全效益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安全效益評估式：

⚫ 災害偵知：【提供可即時偵測災害種類(項)/評估總災害種類(項)】＊100%
註：災害種類：防火、防水、防震、防坡地災害、防犯、資安，共6項

⚫ 災害通報：【提供可即時通報災害種類(項)/評估總災害種類(項)】＊100%

註：災害種類：防火、防水、防震、防坡地災害、防犯、資安，共6項

⚫ 安全連動：【採用可抑制災害的系統連動作為(項)/評估總災害種類(項)】＊100%
註：災害種類：防火、防水、防震、防坡地災害、防犯、資安，共6項

⚫ 資安控管：【提供資訊安全可管理種類(項)/評估資訊安全總管理種類(項)】＊100%
註：資訊安全管理種類：組態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效能管理、頻寬管理，共5項

案例一
⚫ 災害偵知(S1)：【4/6】＊100%＝67%

⚫ 災害通報(S2)：【4/6】＊100%＝67%

⚫ 安全連動(S3)：【2/6】＊100%＝33%

⚫ 資安控管(S4)：【2/5】＊100%＝40%

安全智慧化程度【S=(S1+S2+S3+S4)/4】

S=(0.67+0.67+0.33+0.40)/4=0.52

案例二
⚫ 災害偵知(S1)：【5/6】＊100%＝80%

⚫ 災害通報(S2)：【5/6】＊100%＝80%

⚫ 安全連動(S3)：【4/6】＊100%＝67%

⚫ 資安控管(S4)：【3/5】＊100%＝60%

安全智慧化程度【S=(S1+S2+S3+S4)/4】

S=(0.80+0.80+0.67+0.60)/4=0.72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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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健康效益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健康效益評估式：

⚫ 環境健康：【採用智慧化環境感測、顯示、連動之環境類別(項) / 可感測之環境健康總類別(6項)】＊100%

註：環境健康類別：聲環境、光環境、熱環境、空氣環境、水環境及其他環境，共6項

⚫ 人身健康：【採用智慧化人身建康對應設計類別(項) / 可對應設計之人身健康總類別(2項)】＊100%

註：人身健康類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共2項

⚫ 設備健康：【落實智慧化設備健康對策設備類別(項) / 可對應具智慧化對策之設備健康總類別(6項)】＊100%

註：人身健康類別：空調設備、照明設備、給排水設備、動力設備、消防設備，共5項

案例一
⚫ 環境健康品質控制率(H1)：【3/6】＊100%＝50%

⚫ 人身健康品質控制率(H2)：【1/2】＊100%＝50%

⚫ 設備健康品質控制率(H3)：【5/6】＊100%＝83%

健康智慧化程度【H=(H1+H2+H3)/3】

H=(0.50+0.50+0.83)/3=0.61

案例二
⚫ 環境健康品質控制率(H1)：【3/6】＊100%＝50%

⚫ 人身健康品質控制率(H2)：【1/2】＊100%＝50%

⚫ 設備健康品質控制率(H3)：【6/6】＊100%＝100%

健康智慧化程度【H=(H1+H2+H3)/3】

H=(0.50+0.50+1.00)/3=0.67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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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節能效益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節能效益評估式：

⚫ 【耗能設備採智慧化連動控制設備類別(項) /總耗能設備類別(6項)】＊100%

註：耗能設備採智慧化連動控制類別：空調設備、照明設備、給排水設備、動力設備、昇降機設備及消

防設備，共6項

案例一

⚫ 耗能設備採智慧化連動控制率：

【4/6】＊100%＝67%

節能智慧化程度0.67

案例二

⚫ 耗能設備採智慧化連動控制率：

【6/6】＊100%＝100%

節能智慧化程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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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管理效益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管理效益評估式：

⚫ 效能提升率：發生故障的設備數量/【使用的設備數量 * 時間範圍】

⚫ 勞動人力智慧化取代率： 【1-(配置管制人力出入口數(處)/總管制出入口(處))】* 100%

⚫ 管理可靠度：平均故障間隔/ (平均故障間隔+平均復原時間)

⚫ 共享服務提供率：【共享服務的數量 / 可提供共享服務項目數】* 100%

註：共享服務種類：停車位共享服務、會議室共享服務、上下班共乘服務、設施設備以租代買服務、學習資訊共享服務，共5項

案例一
⚫ 效能提升率(M1)：【100-(72+35+5+0)/4】/100＊

100%= (100-28)/100＊100% =72%

⚫ 勞動人力智慧化取代率(M2)：【1-(1/2)】* 

100%=50%

⚫ 管理可靠度(M3)：資料無法取得

⚫ 共享服務提供率(M4)：【2/5】＊100%＝40%

管理智慧化程度【M=(M1+M2+M3+M4)/4】

M=(0.72+0.50+0.40)/3=0.54

案例二
⚫ 效能提升率(M1)：【100-(42+23+3+0)/4】/100＊

100%= (100-17)/100＊100% =83%

⚫ 勞動人力智慧化取代率(M2)：【1-(2/5)】* 

100%=60%

⚫ 管理可靠度(M3)：資料無法取得

⚫ 共享服務提供率(M4)：【1/5】＊100%＝20％

管理智慧化程度【M=(M1+M2+M3+M4)/4】

M=(0.83+0.60+0.20)/3=0.54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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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智慧建築使用維運效益模擬試算-案例比較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說 明 案例一 案例二

綜合效益

⚫ 安全智慧化程度0.52

⚫ 健康智慧化程度0.61

⚫ 節能智慧化程度0.67

⚫ 管理智慧化程度0.54

綜合智慧化效益

=(0.52+0.61+0.67+0.54)/4=0.59

⚫ 安全智慧化程度0.72

⚫ 健康智慧化程度0.67

⚫ 節能智慧化程度1.00

⚫ 管理智慧化程度0.54

綜合智慧化效益

=(0.72+0.67+1.00+0.54)/4=0.73

綜合比較結果

⚫ 安全智慧化程度比較：案例二 > 案例一

⚫ 健康智慧化程度比較：案例二 > 案例一

⚫ 節能智慧化程度比較：案例二 > 案例一

⚫ 管理智慧化程度比較：案例二 = 案例一

⚫ 綜合智慧化效益比較：案例二 > 案例一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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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手冊的修訂朝向效益評估的方向執行
1.不同類型智慧建築效益評估架構、基準訂定：建築類型不同其展現的效益也各有差異，

必須從不同建築類型的智慧建築進行調查研究，以建立評估基準。

2.與標章手冊制度結合：標章申請階段，建築物均無法提出營運數據，因此，目前擬定

之效益評估方式，仍應可依據申請計畫書中之規劃設計圖說，即可進行智慧化程度評

估。未來，期待可結合建築數據中心資料庫，以累積之營運數據進行實質效益評估，

並藉由數據中心資料分析，提供該建築定期精進營運策略(與自己比)，及同類型建築

效益評比結果(與別人比)，持續優化智慧建築之營運效能。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效益研究團隊

建築階段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階段
取得標章後，

已累積一年以上營運數據階段

評估重點
確保具備達成效益的設計、空間、設備、
系統等條件

依據營運數據，量化效益的達成效益

評估方式
依據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書內容，始可進行
評估

需提供一年以上之營運數據，始可進行評
估

資料來源：温琇玲、游璧菁等，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性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建築類型分類架構

智慧建築類型

休閒、文教類模
組

宗教、殯葬類模
組工業、倉儲模組

工業、倉
儲類

休閒、文
教類

宗教、殯
葬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辦公、服
務類

住宿類
危險物品

類
舊建築改
善類

辦公、服務類模
組

住宿類模組 危險物品類模組 舊建築類
模組

衛生、福利、更
生類模組

商業類模組

商業類

公共集會
類

公共集會類模組

基本型BC版 休閒文教類版

商業類版 住宿類版衛生、福利、更生類版
68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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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智慧建築評估項目簡化

資訊通信

安全 健康 管理

綜合佈線

節能

系統整合 設施管理

基礎設施指標 智慧
創新

(加分項)

資料來源：溫琇玲等，109年度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與您共創美好的智慧生活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