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8

2022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與作品介紹

1

簡報人：蕭又仁



簡報大綱

1. 計畫緣由、目的和依據

2.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作業

3.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

4.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推廣與

頒獎典禮

5. 總結

2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計畫緣由、目的和依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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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由及目的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承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業務委託之專業服務案。
內政部為表揚獎勵優良智慧建築之建築師、相關專業工業技師、起
造人或參與智慧化相關系統整合者，每兩年特舉辦優良智慧建築作
品評選，除表彰之外，亦藉此推廣智慧建築產業的發展。

計畫依據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係依據內政部「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獎
勵作業要點」研提「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活動計畫書及評選小
組建議名單，並辦理初選、現地勘查及決選會議等相關工作。選出
優良智慧建築並舉辦頒獎典禮，由主辦單位授予獎座及獎狀。將所
評選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集結成專輯，做為相關產業參考案例，展現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廣智慧建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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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作業2.



111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法源依據及評選事項

• 依內政部108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獎
勵作業要點」辦理。

•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得共同具名申請：

(一)建築物之設計建築師或相關專業工業技師。

(二)建築物之起造人、所有權人、管理機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
立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或參與投入智慧建築智慧化相關系
統整合者。

• 申請參選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之建築物應為評選活動受理申請期限截止
前，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且仍在有效期限內之建築物。

•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每屆獎勵作品名額原則不超過六件，得予從缺。
但必要時，獎勵名額得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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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流程

2022/3/20網路公告

2022/4/1發函邀請
(標章效期內的案件-六都)

2022/5/31收件截止日

2022/7/29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

初選會議

2022/8/16～26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現地勘查

文件不符規定者

進行書審製作

通知補件

符合規定者

書面
檢核

2020/8/30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決選會議

2022/10/17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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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文件登記檢核表



效期內智慧建築標章數量統計

93年智慧建築標章正式啟動，截至111年5月止，由內政部核定資料顯示，共有890件建
築物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智慧建築標章，其中230件取得智慧建築標章，660件取得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其中仍在五年效期內之智慧建築標章共有158件。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TIBA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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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活動公告
一.整理六都地方政府轄下已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且有效期限內建築案件。111年4月1日發出邀請

參選公文並附上各縣市具參選資格建物名單，請協助轉發至各單位邀請參賽。同時發文至
所有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單位，逐一電話聯繫詢問參選意願。

二.透過網路發佈評選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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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活動截止日展延

一.截止報名時間，原訂5月31日止，因4月下旬開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
大爆發，受疫情影響，許多原有意願參選單位，紛紛來電反映因承
辦人員確診被隔離影響申請作業時間，詢問是否可展延。經發文詢
問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惠覆，同意展延一個月至6月30日截止
收件。

二.本計畫整理出截至111年5月底止，智慧建築標章效期有效案件共有
158案件，執行單位開始電話聯繫案件之申請單位、業主、建築師事
務所以及智慧系統整合者，逐一確認其參選意願。將詢問結果作成
紀錄。今年因受疫情爆發影響，參選意願普遍不高，部分有高意願
參選案件則礙於正在進行標章審查，預審意見補件往返中，尚未取
得標章而無法參加。經統計大多數不參加原因可歸納如下：

1.疫情關係，人手不足。

2.承辦人確診被隔離文件無法處理。

3.衛生福利類大多因疫情忙碌中無法參加。

4.標章申請過程百般艱難，申請者擔心參選要再面對一次審查而
不願參選。

5.業主沒有意願參加。
10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學研究
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建築類別：休閒文教類、住宿類、商業類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
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86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40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雄興建設長安東路
花見集合住宅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土城區莊園街11~51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大同莊園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6號
建築類別：衛生福利更生類、住宿類

興建營運暨移轉(BOT)案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智慧化級數：銅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7、40-8號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公共集會類、

休閒文教類、衛生福利更生類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
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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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4鄰生醫路一段2號
建築類別：衛生福利更生類、工業倉儲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00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辦公服務類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
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三重區神農街363～369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群光電子住宅大樓

臺中市南屯
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998號
建築類別：休閒文教類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花艷館、花舞臺)興建工程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7鄰馬場路18號
建築類別：休閒文教類、商業類 12

111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活動參選案件-(2/2)



111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收件統計-參選案件分析-(1/2)

依等級分類依區域分類
總共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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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82%

件數：9

中部18%

件數：2

合格級

46%

件數：5

銅級9%

件數：1

銀級27%

件數：3

鑽石級18%

件數：2



111年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收件統計-參選案件分析-(2/2)

依建物類型分類

總共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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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類36%

件數：4

文教類9%

件數：1

複合類55%

件數：6



111年度第三屆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
建築類別：衛生福利更生類、

工業倉儲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三重區
建築類別：住宿類

群光電子住宅大樓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桃園市桃園區
建築類別：住宿類、

辦公服務類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
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智慧化級數：銅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建築類別：辦公服務類、公共集會類

、休閒文教類
、衛生福利更生類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
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建築類別：衛生福利更生類、

住宿類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興建營運
暨移轉（BOT）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學研究
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建築類別：休閒文教類、

住宿類商業類

智慧化級數：鑽石級
案件位置：新北市土城區
莊園街11~51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大同莊園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
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智慧化級數：銀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86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智慧化級數：合格級
案件位置：台北市中山區
長安東路一段40號
建築類別：住宿類

雄興建設長安東路
花見集合住宅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介紹3.



座落位置 : 台北市中山區 建築類型 : 休閒文教類

起造人 :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單位 : 花見社區管理委員會

建築師 : 謝仕煌
智慧化系統整合 : 上凱科技有限公司

新保科技有限公司
詮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合格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雄興花見案坐落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40號，為地上10層、地下3層，
總樓地板面積達2056.48㎡之電梯華廈。本案為台北市長柯文哲上
任後核定台北市首宗依照「危老條例」重建的基地，並在110年2

月完工取得使用執照，111年4月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花見案融合極簡建築設計與資通訊主動感知，並將智慧化主動控
制技術導入，以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
全防災、節能管理等項目建立完善的社區大樓管理機制。達到安
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營造人性化的生活空間、智慧化
社區管理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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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本案停車方式為全機械式升降停車位，相關停車狀態、故障狀態、
起停狀態均已納入智慧化整合系統內，但因停車住戶無法得知車塔

內車輛停車狀態，故由中央監控系統整合停車空間內監視器影像，
將停車空間內影像傳輸至社區大廳內多媒體系統，並且可直接提供
相關停車狀態訊息於顯示器上，提供更安全停取車空間。

 能耗效益: 藉由設施管理系統內的電力管理資料，將每月使用電力歷史資料做趨勢統計分析，
依據分析檢討社區用電的方式及時間，進而達到最佳的用電效能，並進一步再檢討社區合理
契約容量。評估依實際需求降低契約容量，一年約可降低35%的契約容量。

 降低營運成本: 利用智慧化的防災設施及軟體系統整合，提高社區大樓建築物的安全性，大
大降低傳統安全維護的人力成本。

安全方面效益: 智慧化的保全對講、門禁系統機制及完整的監視系統整合，也透過即時軟體
即時傳達住戶端，提高社區大樓的安全性

健康方面效益: 環境品質監測系統，掌握溫度、濕度及停車場一氧化碳 濃度等資訊，住戶可
即時掌握資訊，並透過監控系統即時反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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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座落位置 : 台北市北投區 建築類型 : 休閒文教、住宿、商業類

起造人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管理單位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建築師 : 華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 立固自動化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合格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本案以中央監控平台為主體，整合閉路監視、門
禁、緊急求救、家庭自動化、空調、消防、二線
式照明等系統，並以更優化之概念進行系統整合。
為符合本校建築群統合管理之理念，於資訊網路、
門禁管理、中央監控等系統，皆與本校既有網路
整合，可達校內遠端管理之效果。
於本案建築內，亦有設立完整獨立之中控室，供
本校警衛隊作為管理據點之一，並與既有警衛亭
設置管理副控站，於管理上可具備現場及遠端管
理之靈活性及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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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控平台採2.5D平面圖，可以立體概念辨識
牆面及進出口方向，且不耗電腦資源，畫面讀取
速度佳。
用電管理與課表系統整合，自動更新排程控制，
減少管理人力及有效節少電力浪費。

 能耗效益: 本案學思樓(教學大樓)教室設置用電管理開關，以IoT形式，將各教室電力控制權納入中央監
控管理，並與校網內課表系統作整合，能針對有課的教室開放用電，能有效避免空教室的電力浪費，
也可減少晚間對教室的人力巡邏需求。中央空調採儲冰系統，於夜間優惠電價時段儲冰，可節省電力
消耗。

 降低營運成本: 能源管理系統，具備WEB功能，並整合於中央監控系統，可即時監看電表數值狀態，亦
可輸出整合報表、圖表等功能，並與校網結合，易掌握新建築耗能，助於降低管理成本，另可遠端監
看能耗總量，做需量管理。中控室具多畫面組合監看螢幕，採用2.5D平面圖方式繪製圖控，較BIM節
省電腦資源處理更快捷。

 安全方面效益: 北護為開放式校區，樓梯間設置具影像之緊急對講設備。完善消防警報整合，警報發生
時，連動門禁、空調、照明、進排風。重要機房設置門禁，一般公共門則是開放，電梯設置隱藏式電
梯層控讀卡機。國際會議廳設有空氣品質偵測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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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座落位置 :台北市萬華區 建築類型 : 住宿類

起造人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管理單位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師 :郭英釗 智慧化系統整合 : 林琮育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1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銀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創造生態節能的住宅建築，符合節能減碳，順應國
際潮流的現代化國際水準之公營出租住宅，樹立住
宅建築的重要地位。
打造健康自然優質的居住環境，萬華區青年段公營
出租住宅肩負國內合宜住宅的重要使命，亦為公營
出租住之重要典範，以健康為主的住宅環境，將引
起帶頭作用。
萬華傳統住居新轉化，保留文化精神新住居外型。
轉化淡水河畔及剝皮寮老街意象於建築物立面，用
不同的色彩表現在地的自然與人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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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BIM系統建置建築細部元件，從勘查到設計，
到施工，到維運管理形成一體成形的資訊流。(包
含建築細部的元件以及空調、消防、水電管線設備
、機電等等，相關管線及設備的形式與規格屬性)

 能耗效益: 多項設備皆以節能環保為前題設計，智慧照明系統可全自動化，設置時間自動切換開關。設

置晝光感知器及能源管理系統，可對即時用電、用水量視覺化管理及分析。

 降低營運成本:智能照明系統具一鍵化控制照明，能使燈具壽命延長2-4倍，有效的降低運行的費用與人

力成本。

 安全方面效益: 設置智慧型室內機及門禁，緊急求救按鈕及瓦斯偵測器。各棟重要出入口劃定警戒區域、

停車場設置防脅迫車位。

 健康方面效益: 中控室裝設全熱交換器及偵測空氣品質，引進戶外新鮮空氣，排出室內汙濁的揮發性物

質，可以有效改善室內空氣品質效果。地下室停車場安裝一氧化碳及空氣品質偵測器，連動排風機。

 其他智慧化效益: 需量負載曲線平坦化，採用最適切契約容量。R型授信總機，監測每一層的消防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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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座落位置 : 新北市樹林區 建築類型 : 辦公服務類、公共集會類、休閒文教
類、衛生福利更生類

起造人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管理單位 :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建築師 : 許伯元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 探識空間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銅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本案建築智慧化依管理及使用型態之不同，整合各系統
功能架構，以滿足使用管理需求並達到智慧建築認證標
準。
智慧人性化之系統。協助本案管理電力、給排水、空調、
空氣品質、防災、防火、門禁管制、CCTV監視、環境
清潔等工作，以達成節能減碳、節省人力管理等目的。
盤點建築物各大系統、設備，將設備履歷、表單電子化，
建立維運管理邏輯及管理流程，並利用各設備編碼，串
聯建築資訊模型（BIM），協助大樓管理者達到智慧建
築應用與管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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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BA訊號整合與空間資訊整合應用，本案場導入熱舒適模組，採用平均預測
投票(Predicted Mean Vote, PMV) 作為指標，以顏色直覺呈現各區域熱舒適度狀
態，短時間即可辨識不同空間的熱舒適程度，提供管理者客觀依據以調整送風
機溫度，並進一步達到冰水最有效率分配。未來待本建築熱舒適度歷史數據完
整後，可進一步發展為AI依據熱舒適度控制各區小型送風機，以達最佳舒適度。

 能耗效益: 各樓層空調箱建置空調流量計，透過「電子維護管理系統(FM)」流量計訊號，將訊號數據統
計線性化，以利使用者及管理者直覺性的閱讀監控，進而反饋於各空間空調管理策略及費用攤繳。外
氣空調箱改為變頻，並將原有空調箱風管加裝三通閥及風門，並與FM系統連接，可雲端控制，非使用
時段，在一定二氧化碳濃度以下，外氣空調箱維持低頻運轉，在離峰期間亦能達到節能效果。

 降低營運成本: 透過雲端物管以及BIM圖資的協助，讓管理者可以更有效的就問題進行精準的分析，以
更快速的解決問題。透過資訊工具的協助，較無經驗的工程師也可做有經驗的工作，有效降低案場教
育訓練及新進人員學習成本。大幅節省使用紙張，1年12個月下來可省下816張紙

 安全方面效益: 系統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整合之功能，緊急求助系統能與監視系統連動，可
與防盜系統之監視設備連動攝錄求救。

 健康方面效益: 設置室內濕度偵測與資訊顯示裝置並與空調設備連動。
 其他智慧化效益: FM+BA = 設備即時資訊監控+異常告警。FM+BIM = 圖資互查+圖形化報案功能。

BA+BIM =圖形化顯示點位資訊。FM+BA+BIM =圖形化顯示點位資訊+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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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座落位置 : 新北市土城區 建築類型 : 衛生福利更生類、住宿類

起造人 :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管理單位 : 長庚醫院土城院區

建築師 :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富益昌智能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1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銀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近期醫療趨勢不斷持續在智慧醫療面向上有著高
度的發展，本案除了智慧建築上的發展外，亦思
考了智慧醫療的實際面向，期望未來這二部分能
夠整合，互相加乘，除了建築物的智慧化外，實
際使用及營運能有更多的智慧化的結晶。
建築外觀色彩反映醫院核心價值，引用DNA序列
轉化條碼重組融合，分別以深灰、灰白及橙黃三
色象徵醫療基石、醫者仁心及陽光生命核心價值，
回應醫療專業具備人性關懷的「人本濟世‧勤勞樸
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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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效益:大樓透過中央監控系統與各自子系統之運轉管理，能完整發揮能源監視系統、能
源管理系統(如空調、照明、動力監控管理等)，並依照過去用電歷史趨勢進行需量控制，以
達最佳契約容量。自然採光處照明設置晝光感應器，照明分段規劃，明顯發揮節能效益。

降低營運成本:除了相關設備及能源支出外，人力成本為最大項支出，智慧化設施設備有助
於降低營運成本。智慧化設備輔助醫療(電子顯示、數位白板、自助掛號繳費機、智能報到
系統、氣送站輸送、自動配送機器人等); 設施管理系統數位化實現無紙化降低人力(醫療資訊
系統、資材倉儲系統等); 智慧藥劑作業(智慧輸送系統、智慧調劑台等); 智能檢驗作業(全自
動生化免疫軌道系統...)。

安全方面效益:消防設備採用智慧型火警受信總機，提供各樓層消防火警狀態警報監視，搭
配定址式偵煙器、差動式偵測器等，以提供各空間火警偵側，當火警警報發生時，防災中心
之消防監測系統跳出對應區域圖面顯示位置，並發出火警警鈴、緊急疏散廣播與燈號顯示等
避難系統機制。

健康方面效益:環境品質監測系統確實掌握室外環境及各樓層室內環境品質，包括溫度、濕
度、二氧化碳濃度及停車場一氧化碳濃度等資訊，配合引入新鮮外氣，營造安全舒適的環境。

其他智慧化效益: BIM整合設備營運管理維護。專屬各部門雲端NAS系統儲存空間。

26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資訊設備空間採浮動防震地板



座落位置 :新北市土城區 建築類型 : 住宿類

起造人 :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單位 : 大同莊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建築師 : 徐維志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 遵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1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鑽石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以人為本建築智慧化設計。讓建築物透過自動偵測設
備、IoT控制設備等，連動周邊關聯設備自動運行及
停止，讓建物來服務人，讓建物活起來。
在此建案規畫，我們也希望打造一個跨平台架構智慧
建築整合系統，透過WEB化的建置，讓人員可以進
行移動式管理，透過手機、平板電腦等手持式裝置，
即可查看社區各項IoT整合訊息，讓[你]就是社區的
智慧管理中心，透過高度的整合，讓建物與人對話，
提升管理效率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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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效益: 安裝太陽能板; 日照計連動窗簾; 照度計連動二線控照明; 土壤溼度偵測器連棟噴水; 數位電錶及智慧水錶，
監控水電資源; 中央監控系統整合水溫偵測及熱泵來加熱游泳池水溫，取代傳統電能鍋爐加熱方式;各戶安裝智慧電
錶監看各迴路用電，顯示於智慧型主機，住戶可自行監看檢討用電狀況。

 降低營運成本: 透過建置門禁系統、車道入口車牌辨識及eTag系統，降低保全警衛人力成本; 建置物管系統及多媒體
公播系統，降低秘書服務成本，減少作業人力;建置社區財務系統，降低收管理費之人力成本及記帳紙張成本; 建置
設備設施管理，設備維護狀況透過大數據分析判斷，做到極早期告警、預測與維修預測，降低維護營運成本。

 安全方面效益: 格柵圍牆設置電子圍籬; 設置IVS攝影機於車道入口; 停車場設置一氧化碳感測器，連動導流風機; 水
箱機房設置漏水偵測器; 游泳池機房設置氯氣偵測器，當氯氣過量時警報並啟動排風機; 緊急求救對講機及緊急壓扣
設置連動攝影機，讓保全人員即時進行因應處置。

 健康方面效益: 公區安裝二氧化碳偵測器，當濃度超標時，啟動熱交換器進行空氣對流; 各棟民生用水處安裝水質偵
測器; 3.健身房放置生理量測設備。

 其他智慧化效益: 車道口建置電動防水閘門使用淹水偵測連動; 物管系統(包含掛號包裹收取系統)整合電子信箱系統;

物管系統整合戶內保全警報，戶內保全警報時，住戶於物管APP可即時收到告警訊息。

游泳池安裝無線水波偵測器,當游
泳池非使用使間有人進入時,透過
水波偵測器感測發報與中央監控系
統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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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座落位置 : 新北市三重區 建築類型 : 住宿類

起造人 :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單位 : 群光之星社區管理委員會

建築師 : 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 建伸智慧綠建築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鑽石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本社區由群光電子投資建設,初期建置目標既以建造安全、
節能、舒適的智慧宅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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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效益: 照明採自動控制及排成照度保持恆定值，能夠
充分利用自然光實現節能;太陽能發電系統，降低社區用
電費用支出。事先將需量負載曲線平坦化, 降低“最大需
量”! 避開尖峰。智慧插座(具通訊、偵測、控制)

 降低營運成本:智能照明系統能使燈具壽命延長2-4倍，
有效的降低運行的費用與人力成本。能源管理系統，即
時用電、用水視覺化管理，並提供設備運轉可靠度分析。

 安全方面效益: 智慧型門鎖(指紋，觸控式螢幕，卡開啟
門鎖，並具語音互動及遠端控制); 影像辨識(空間人員偵
測、車牌辨識、電子圍籬、人臉辨識)。i-key(求救及防
脅迫)。

 健康方面效益: 不同的應用場合，可自動調整燈光照明度。
不會造成眼睛負擔。地下室停車場安裝一氧化碳及空氣
品質偵測器，連動排風機。一樓大廳與各公區(健身房,

閱覽室,交誼廳)均設置室內空氣品質偵測與溫溼度感應,

連動空調控制維持社區環境的健康舒適。

本案採用群電智慧建築整合管理平台服務,可串接各
子系統於中央監控統一管理進行數據分析、資料彙
整､連動､與異常告警等，透過大數據與智慧演算
提供社區各項智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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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座落位置 : 桃園市桃園區 建築類型 : 住宿類、辦公服務類

起造人 :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管理單位 :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建築師 : 陳章安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銀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整體規劃說明：
 都市紋理與綠帶串聯
 力行路側行政軸線塑造(沿街

住宅處、消防隊、警察局構
成公務行政軸線)

 多層次植栽綠化延伸
 都市天際線
 整合各種機能屬性與空間特

性

室內規劃：
 減少非必要裝修、回收/健康

綠建材、系統化家具
 效率簡潔，減少不必要裝修
 現代化人性公務辦公廳舍
 空間挑空，提升空間品質
 自然光引進與風的流通
 彈性的空間使用，減少不必

要空間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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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效益: 公區採用二線式燈控及梯廳紅外線偵測，減少電力浪費情況’太陽能板提供地下室照明、利用能源管
理系統追蹤高耗電項目即時改善。

 降低營運成本: 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監視、門禁、消防系統等功能減少管理人力; 智慧尋車、車牌辨識系統及剩餘車
位顯示; 雨水回收利用，用於景觀噴灌使用，減少用水: 雲端物業管理平台，提供線上報修APP，加速設備維護效
率; 智慧水電錶、提供即時數據管理分析，避免契約容量與用電量超約。

 安全方面效益: 各戶客廳、主臥及公廁設置緊急壓扣，各戶預留1個緊急供電插座，各層逃生梯間及屋頂室外設置
對講系統; 停車場設置一氧化碳偵測器並與排風系統連動; 門禁管制各區域大門、電梯、地下室; 地下室及低窪地
區設置水位偵測。

 健康方面效益: 機械通風供臥室、起居室、廚房、廁所新鮮空氣、辦公室設置變頻系統獨立空調; 辦公室室內居室
天花板淨高>2.7M。

 其他智慧化效益: 物業管理APP、門禁市民卡結合、維管標準化作業流程

1.浮空投影提供各社會住宅BIM模型及BIM元件檢視討論，供決策者參考。

2.BIM智慧營運數據分析平台分析各社宅營運數據
1)提供各社會住宅用電、用水資訊比較
2)分析各社會住宅出租率
3)分析其智慧建築及綠建築效益

智慧管理中心，打造
社會住宅統一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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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座落位置 : 新竹縣竹北市 建築類型 : 衛生福利更生類、工業倉儲類

起造人 : 國立臺灣大學 管理單位 :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師 : 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智慧化系統整合 : 建伸智慧綠建築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版本 : 2016年版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 : 合格級

 智慧化設計理念 :

關注綠色議題與物聯網的精神，病房層立面以病人為中心，充分引入自
然採光及全景視野，西向及南向外殼以垂直遮陽為概念，設計可節能的
遮陽系統，並導入智慧建築設計與智慧型高科技技術、材料及產品之應
用，串連各個物件間的關聯性，除規劃適合院內用途之機電、消防、停
車、門禁、監控系統外，也將加入智慧化的元素，以安全、舒適、便利、
節能、永續、智慧為目標。利用智慧建築設計手法導入網路型自動化設
備，以系統整合為整體設計考量，營造一個具有智慧化的醫院。同時為
了爾後院內之永續維護，在設計上針對各項機電設備與智慧化系統整合
介面，院內物業管理亦可事先安排設備修繕及維護方案。力求各系統標
準化、可變性及可擴充性。藉由智慧化系統設備導入，使此案具備有聰
明大腦、彈性有效率及友善人機介面，讓「人」能輕鬆工作而有智慧，
並以「安全、健康、節能、管理」四大面向，提升醫療服務水準與工作
效率，創造更加便利的醫院園區環境，設計符合環境永續發展的智慧醫
院（Smar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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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效益:針對醫院園區即時用電及累計記錄，以系統圖示化顯示機制，管理者可輕易比對不同時段的用電情形，
可作為提升用電效能的輔助決策; 公區、梯廳照明採二線式燈控、臨窗走廊設置晝光感應開關、有些區域設置紅
外線感應關閉。

 降低營運成本:院內中央監控系統已整合電力、空調、照明、衛生給排水、通風換氣、室內環境品質、保全、消防、
能源管理等系統，提供管理人員圖資化顯示操控介面，提升管理效率，實現無紙化的設施管理。

 安全方面效益: 建置具備設備流量統計、遠端操控功能的網路管理系統及其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院內重要的藥品室
與金庫皆建立嚴密的保安系統和進出管制，防止有心人事竊取或濫用藥物; 建置偵煙及差動探測器，以提供各空
間火警偵側。

 健康方面效益: 室內空間平均天花高度達2.7公尺，提供民眾與醫護人員舒適的活動空間; 室內空調區域設溫度偵
測裝置，連動空調系統; 地下室停車場設置一氧化碳濃度偵測器，連動送排風機。筏基污廢水坑、消防蓄水池/水
箱、雨水蓄水池、民生用水水箱設置液面水位計監視，並納入管理系統，確保水質的穩定品質。

空調系統為醫院主要一大耗能設備，本案空調工程設計原則以「避
免人員之交叉感染」、「符合室內環境品質規定(溫、濕度，噪音及
空氣品質等)」、「節能」、「系統簡單，易維修」、「使用彈性大
能因應未來之改變」為五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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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之效益：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推廣與

頒獎典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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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智慧建築作品專輯編撰-(1/2)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係依據「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獎勵作業要點」將所評
選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集結成專輯，內容包含：序、評選心得、作品介紹（簡介、
得獎感言）等作為產業參考案例，展現本計畫推廣智慧建築的成果。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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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智慧建築作品專輯編撰-(2/2)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優良智慧建築貢獻獎

共29位獲獎

優良智慧建築獎

共14位獲獎

109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111年度第三屆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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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

日期： 2022年10月17日(一)
上午九時

地點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樓國際會議廳

39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優良智慧建築得獎獎狀及獎座設計

(資料來源：TIBA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彙整)
40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展板設計-(1/3)

41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學研究
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
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雄興建設長安東路
花見集合住宅



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展板設計-(2/3)

42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
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興建營運暨移轉(BOT)案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大同莊園



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展板設計-(3/3)

43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
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群光電子住宅大樓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及論壇議程

44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主持人

09：00~
09：30 報到

09：30~
09：45

長官及貴賓致詞

內政部吳堂安次長、監察院李鴻鈞副院長、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呂正華署長
司儀

09：45-
10：45 頒獎典禮 內政部吳堂安次長

10：45-
10：50 全體貴賓和得獎作品相關人員合影

10：50-
11：10 休息

11：10-
11：30

優良智慧建築作品

評選說明

社團法人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温琇玲理事長
王榮進 所長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11：35-
12：30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

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新北市政府 新建工程處

李仲昀 副處長

12：00-
13：30 中午用餐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主持人

13：30-13：50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宅

新建工程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林琮育 機電經理

羅時麒 組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3：50-14：10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

社會住宅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住宅服務科 王基政 科長

14：10-14：30 群光之星住宅大樓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專案整合處

林俊昌 經理

14：30-14：50 大同莊園
遵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臧家樑 總經理

14：50-15：10
雄興建設

長安東路花見集合住宅

上凱科技有限公司

邱信堯 總經理

15：10-15：30 休息

15：30-15：50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興建營運

暨移轉（BOT）案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王文棋 協理

温琇玲 理事長

社團法人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15：50-16：1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新建工程

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陳中和 經理

16：10-16：3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及第三學

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立固自動化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何松霖 經理

16：30-17：00 綜合討論及摸彩活動

17：00 會議結束



2022.10.17 111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邀請到內政部吳堂安次長頒獎、監察院李鴻鈞副院長、數位發展部呂署長致詞



iBT數位建築雜誌

111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頒獎典禮媒體廣宣-總計9家媒體報導

電視媒體報導_八大新聞 臺灣郵報

中廣新聞

風傳媒經濟日報

民眾日報 LINE TODAY

雅虎新聞
波新聞



總結5.



111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計畫總結

48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得獎作品共有9件作品，有5件為住宿類，4件為複合式使用類型
建築物

優良智慧建築獎有14位獲獎，優良智慧建築貢獻獎29位獲獎

獲獎作品以住宿類占大多數並樣態多元，與前兩屆有較大差異

住宿類案件中，民間建案占多數，公有與民間智慧化方面的展現
也各具特色

期盼未來能藉由智慧化的設施設備資料分析進而優化管理模式，
減少物管人力，節省營運成本

已有管委會願意支付智慧設施維護費用來維持正常運作，顯見智
慧設施已為住戶帶來效益，這將會是趨勢及另一生態系的形成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與您共創美好的智慧生活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