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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建智字第10780602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7年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座談會簡介(8060281A00_ATTCH1.pdf)

主旨：為今（107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本中心執行之

六場次「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座談會」，訂於107年6

月26日、7月5日、7月12日、7月19日、7月26日及8月2日舉

辦，敬請轉知所屬人員、會員踴躍報本活動，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為配合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動態展示區輪展

作業宣導，同時宣傳以落實創意發想發展創造能力為主旨

之「智慧化生活提案競賽」，遂邀請建築師、專業技師及

智慧生活科技相關從業人員進行座談交流，以探討未來智

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內部空間情境調整與設備擴充之應

用。

二、隨函檢送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座談會活動簡介乙份，

敬供參考。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社

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

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建築

師公會、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宜蘭縣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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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

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不動產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中心 2018-06-20
1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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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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隨著國內 ICT產業、智慧生活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與普及，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

日漸提高，依據「行政院 2005與 2006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及「2008 年科技顧問會議」

之結論，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生活空間，以居住空間為載體結合資通訊產

業，透過智慧化系統與產品讓生活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與節能，相對地帶動智慧

生活市場蓬勃發展。 

為配合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內部空間情境調整與擴充創意發想，並宣傳為落實創

意發想發展創造能力為主旨之「智慧化生活提案競賽」，本計畫擬邀請建築師、專業技師

及智慧生活科技廠商針對智慧化居住空間規畫或技術應用議題進行座談交流，透過智慧

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整體介紹，討論對展示空間應用並激發創新思考，期將創新之高科

技產業智慧化應用至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期打造一個更智慧、便利、舒適的 Living 

3.0，同時開啟活絡國內智慧生活科技產業發展之契機。 

二、 主辦（指導）單位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三、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四、 主題場次、日期及舉辦地點(暫定) 

主題場次 舉辦日期 活動地點 

<健康照護> 107年 6月 26日(二)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材料實驗

室 2樓會議廳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 102

號 2樓） 

(可容納約 40人) 

<系統整合>   107年 7月 5日(四) 

<便利創新>   107年 7月 12日(四) 

<安全監控>   107年 7月 19日(四) 

<節能管理>   107年 7月 26日(四) 

<智慧穿戴>   107年 8月 2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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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對象與名額 

 邀請建築師、電機技師、冷凍空調技師及公協會團體專業團體（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建築師公會、電機技師公會…等）。 

 對參加智慧化生活提案競賽有興趣之智慧化相關設備軟、硬體廠商等相關從業人員。 

 每場次開放報名名額 30名，額滿為止。 

107年度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座談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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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議程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針對<健康照護>、<系統整合>、<便利舒適>、<安全監控

>、<節能管理>、<智慧穿戴>主題之展示，現已規劃 Living 3.0 一樓居家間、二

樓辦公空間與動態展示區以及 EAG House展是國內智慧化生活科技產業之應用系

統、情境與設備。有鑑於業界產品發展日新月異，故擬邀請相關智慧生活產業相

關產業人員以及建築師、專業技士及相關公協會與會，除希望於意見交流中探討

國內外產業於智慧健康照護系統、設備之發展，亦希望將國內新穎、具創意之概

念、產品帶入展示中心。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30 分

鐘 
報到 

1400-1420 
20 分

鐘 

引言 

智慧化生活提案競賽與智慧化居

住空間展示中心動態展示區招商

宣導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建築專案團隊 

1420-1450 
30 分

鐘 

參訪觀摩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介紹與

展示中心參訪觀摩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建築專案團隊 

1450-1500 
10 分

鐘 
中場休息 

1500-1550 
50 分

鐘 

意見交流(各主題場次議題如下) 主持人：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健

康

照

護 

探討長照智慧化居住環境應

用發展趨勢，並打造更健康

舒適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與談人(邀請中)：科技城股份有限公司、頂

石雲端股份有限公司、瑪麗歐股份有限公

司、匯嘉健康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康

遠距健康…等及建築師、專業技師等與會人

士 

系

統

整

合 

運用智慧物聯技術，營造更

舒適健康的智慧化照護空間 

與談人(邀請中)：正識科技股有限公司、新

保科技有限公司、費米股份有限公司、新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龍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及建築師、專業技師等與會人士 

便

利

舒

適 

如何運用創新技術打造舒適

之智慧化居住空間 

與談人(邀請中)：有福機械有限公司、權信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碁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宜眾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等及建築師、專業技師等與會人士 

安

全

監

控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安全防

災之強化與挑戰 

與談人(邀請中)：英威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新逸股份有限公司、翊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安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及建築

師、專業技師等與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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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能

管

理 

結合物聯網控制之能源管理

與應用 

與談人(邀請中)：臺灣自來水事業處、和泰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智邦股份有限公司、上

德利科技實業有限公司、達碩智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及建築師、專業技師等與會人

士 

智

慧

穿

戴 

智慧穿戴裝置與智慧化居住

空間之結合應用 

與談人(邀請中)：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標竿創意、意法半導體、華碩健康股份有限

公司、宇恆精密有限公司…等及建築師、專

業技師等與會人士 

15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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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報名方式 

 免費報名，律採傳真或 E-Mail報名，請填寫「智慧生活研習參訪課程報名表」後回

傳： 

傳真號碼：(02)2930-0528； E-Mail: vedette@tabc.org.tw  黃小姐收 

 洽詢聯絡人：請致電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02-2930-0575(分機: 620)黃姿嬑小姐 

八、 報名截止日期： 

 <健康照護>：107年 6月 20日（星期三）。 

 <系統整合>：107年 6月 29日（星期五）。 

 <便利創新>：107年 7月 6日（星期五）。 

 <安全監控>：107年 7月 13日（星期五）。 

 <節能管理>：107年 7月 20日（星期五）。 

 <智慧穿戴>：107年 7月 27日（星期五）。 

九、 會場資訊 

 

 

 

接待區&Ｃ服務台 多媒體視聽室 入口玄關 

mailto:vedette@tabc.org.tw


4 

 

   

植栽區& F 廚房及餐廳 客廳 

   

居家健康室 書房 兒童房 

   

孝親房 浴廁 主臥室 

1F展場空間照片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材料實驗室 2 樓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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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台北捷運：搭乘臺北捷運新店線，在萬隆捷運站下車，由 1號出口出站，於羅斯福路六 

段步行約 5分鐘後右轉景福街，走到底即可到達。 

公車：搭乘公車，請參考以下路線： 

站名 可搭乘公車 

萬隆站 
251.252.253.278.290.290(副).505.642.643.644.648.648(綠).650.660.棕

6.綠 13,在萬隆站下車，步行前往 

  

http://www.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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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座談會報名表 
                               編號：        (本欄勿填) 

 

注意事項: 

1. 下表報名資料各欄請詳細填寫，並以正楷書寫。 

2. 本課程將辦理共 6場次，請於密切注意各場活動公告之報名截止日，並於截止日前完成報

名，以免喪失課程參與權利。 

3. 本課程報名順序以收到學員報名表日期為主，開放名額 30名，額滿為止。 

4. 本單位收到報名表後，將會以 E-MAIL通知是否報名成功。若開課前三天仍未收到通知，請

自行來電詢問，以確保上課權利。 

5. 為響應節能減碳、節省資源，本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紙本講義(課後會提供電子講義下載連

結)、免洗餐飲用具，請自行攜帶水杯、餐具。 

6.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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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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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暨洽詢聯絡人資訊 

1. 課程費用：免費 

2. 開放名額：開放名額 30名，額滿為止。 

3. 報名方式：一律採傳真或 E-Mail報名 

傳真號碼：(02)2930-0528 智慧建築專案小組 黃小姐收 

E-Mail: vedette@tabc.org.tw 黃小姐收 

4. 洽詢聯絡人：請致電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TEL：02-2930-0575(分機: 620) 黃姿嬑小姐 

 

 

 

報名資料: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別：□男 □女  

電    話：(公)                       (宅)                    手機：                  

就業狀態：□學生     □待業中   □工作中   □已退休 

就讀學校/科系(已就職不需填寫)：                             科系：                          

公司/通訊地址：                                                  

E-mail Address(以正楷書寫)：                                                            

服務公司：                                 部門與職稱：                           

公司/通訊地址：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電話：            

mailto:vedette@tab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