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綠建築與社區系列講習

「智慧綠建築與永續智慧社區講習會」簡介
指導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一、 緣起目的
105 年度『綠建築推廣宣導計畫』係依據行政院核定「永續智慧城
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105 年-108 年)」為藍本，將原「綠建築
教育示範基地暨綠建築推廣講習計畫」及「低碳觀光綠建築知性之旅」
兩案合併辦理，並依據「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
(105 年-108 年)」分工表之「壹、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三、培養跨
領域人才及建構產學研發展平台（四）辦理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廣講習
與宣導觀摩計畫」工作項目執行，以進一步強化綠建築觀念並推廣擴展，
具體呈現臺灣綠建築政策落實之成果。
本講習會以「永續智慧城市推動方案政策簡介」、「智慧綠建築設
計與實務」及「智慧綠建築案例解說」為主，希冀透過本講習會使之更
能了解未來綠建築政策推動方向及推廣優良案例。
二、 預期效益
本次講習會之規劃及召開，預計透過北、中、南場次的舉辦，將擴
大政府綠建築政策成效與國際同步並且更有效提升國內綠建築技術以利
綠建築永續發展。
三、 邀請對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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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相關產業、公會團體及會員。
(三) 建材、營建、裝修等相關廠商。
(四) 試驗檢測單位。
(五) 相關科系大專院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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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課時間及地點
(一) 南部：105 年 06 月 15 日（星期三）於國立成功大學孫運璿綠建
築科技大樓崇華廳舉辦。
(二) 北部：105 年 06 月 21 日（星期二）於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
(三) 中部：105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二）於私立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
議廳舉辦。
五、 報名方法
(一) 報名截止時間：南部場：105 年 06 月 12 日（星期日）
北部場：105 年 06 月 15 日（星期三）
中部場：105 年 06 月 29 日（星期三）
(二) 報名費用、名額及方式：
1. 報名費用及名額：本次報名費用免費，北部場 200 人，中部場
150 人，南部場 150 人。
2.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制。至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http://www.taiwangbc.org.tw/chinese/）左側【活動報名】進
行線上報名作業，網址：
http://training.tabc.org.tw/bin/home.php(依報名收件順序，額滿
為止）
(三) 注意事項：為響應節能減碳、節省資源，本次講習會，不提供免
洗餐飲用具，請自行攜帶水杯、餐具。
六、 課程相關證明（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以實際簽到為準）
(一) 發給參訓證明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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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

2

智慧綠建築與社區系列講習

七、 課程規劃
本次課程規劃主要以介紹「永續智慧城市推動方案政策簡介」、
「智慧綠建築設計與實務」及「智慧綠建築案例解說」等議題，詳細規
劃課程表說明如下：
日期

場次地點

105 年
06 月
15 日
（三）

（南區）
國立成功
大學運璿
綠建築科
技大樓崇
華廳

105 年 （北區）
06 月
大坪林聯
21 日
合開發大
（二） 樓 15 樓國
際會議廳

105 年
07 月
05 日
（二）

（中區）
逢甲大學
丘逢甲紀
念館第九
國際會議
廳

議程內容時間

講師

09:00
09:20

報 到

09:20
09:30

開幕式

09:30
10:20

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
建築與社區政策簡介

10:20
10:30
10:30
12:00

備註

陳伯勳組長/內政
50min
部建築研究所
休息

智慧綠建築設計與實務

陳上元副教授/逢
90min
甲大學建築學系

12:00
13:00

休息時間及用餐

13:00
14:40

智慧綠建築案例解說－ 廖俊茂組長/工業
100min
經濟部中台灣創新園區
技術研究院

14:40
14:50

休息

14:50
16:30

智慧綠建築案例解說－
台積電十五廠一期
OFFICE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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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講習會位置圖
(一) 南區：成功大學孫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崇華廳
1. 地址：台南市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

2. 交通資訊：
 火車：台南站下車後，往後站方向，出口後左轉沿著前鋒
路直行至前鋒小東路交叉口即為力行校區。
 客運：前站：搭乘客運在台南火車站前站下車，可經由火
車站附近的地下道到後站出口，出口後左轉沿著前鋒路直
行至前鋒小東路交叉口即為力行校區。
 開車 (南下)：走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 於永康交流道下高速
公路 → 走中正南路(西向)往台南市區 → 轉中華東路 → 達
小東路口右轉(西向)直走，再向前直走過勝利路，右側即
為力行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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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 (北上)：走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 於仁德交流道下高速
公路 → 走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 → 直走遇長榮路右轉
(北向)可抵自強、成功、敬業、建國校區 → 或東門路過長
榮路遇勝利路右轉(北向)直走可抵光復校區、成功校區→
過小東路左轉可達力行校區。
(二) 北區：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國際會議廳（大坪林捷運站共構
大樓）
1.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5 樓

2. 交通資訊：
 捷運：搭乘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站，3 號出口樓上 15 樓
 鐵路：搭火車到臺北火車站內，再轉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
站下車，或搭公車到新店大坪林站下車
 公車：252.209.505.642.644.10.綠 5..綠 6.綠 7.綠 8→ 到新店
大坪林公車站下車
台北車站→搭乘新店客運或台汽客運→新店大坪林站
 開車：
(1)台北→公館→新店北新路三段
(2)北二高→新店中興路交流道→新店北新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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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區：私立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學思樓二樓)
1.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2. 交通資訊：
 火車：台中火車站請搭西部幹線山線。火車站轉公車：從
火車站轉車請搭仁友公車 22 號、25 號、45 號、125 號；
台中客運公車 33 號、35 號；全航客運 5 號。
 客運：搭統聯客運巴士，請在統聯客運中港轉運站下車，
換搭 79 線公車。
搭其他客運巴士，請在台中市中港路朝馬站下車，可轉搭
計程車約 5-10 分鐘至本校。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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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
◎ 中港交流道： 178.6K 處下( 台中 | 沙鹿) 交流道，
往台中市方向，進中港路，過黎明路橋，左轉進
河南路， 左轉進逢大路的「河南特約停車場」 。
再步行至逢甲大學東門。
◎ 大雅交流道： 172.4K 處下 (台中 | 大雅) 交流道，
往台中市方向，進中清路，右轉進文心路三段，
右轉進河南路，右轉進逢大路的「河南特約停車
場」 。再步行至逢甲大學東門。
◆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三號)：
◎ 快官交流道：202.1k 處下台中快官交流道接台 74
線省道，在 10.2k 處下西屯路交流道，往台中市
方向，左轉進河南路，左轉進逢大路的『河南特
約停車場』，再步行至逢甲大學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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