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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綠建築推動現況與未來展望報告摘要 

廖慧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環境控制組 組長 

 

因應地球暖化、氣候變遷，我國從民國 90 年左右即積極推動綠建築政策，而

內政部更從民國 89 年就開始推動綠建築標章，在各界的努力尤其是業界先進的支

持下，成效極為顯著。另外，為利用我國資通訊科技優勢，應用於建築物以提升

環境品質，政府近年來亦積極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臺灣等計畫，也已有具

體成效。 

為發揮更大之整合效益，行政院在兩年前規劃動推動之四大新興智慧型產

業，「智慧綠建築」為四大要項之ㄧ。配合該計畫，行政院於 99 年核定「智慧綠

建築推動方案」，主要目標為將智慧建築與綠建築結合，加強資通訊設備在建築的

應用，以促進節能減碳及提升建築環境品質。 

由於國內智慧綠建築之發展，係由綠建築、智慧建築分別推動，最後再整合

成為智慧綠建築，所以本報告依其演變分成四部分，摘要介紹如下： 

1. 發展背景：說明綠建築的發展源起與世界潮流。 

2. 綠建築標章及推動成效：針對綠建築定義、標章制度及發展概要與推動成效做

概要介紹。 

3. 智慧建築標章及推動成效；針對智慧建築定義、標章制度及發展概要與推動成

效做概要介紹。 

4. 未來展望與結語：介紹智慧綠建築定義、關聯產業及未來之發展遠景外，同時

概要說明目前推動中之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 

本報告針對智慧綠建築之發展沿革及未來展望作介紹，希望大家對智慧綠建

築的發展沿革、推動現況及未來方向，有較清楚的認識與了解，更期盼業界先進

可以共同參與，大家一起來推動安全便利、節能減碳、舒適又環保的智慧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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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背景-溫室氣體對全球氣候環境的影響

人類的氟氯碳化物排放使地球南極臭
氧層破洞不斷擴大的情形（NASA）

近百年來地球溫度上升與人類能源使
用量與二氧化碳排放量有密切關係 圖 0-1 近百年來地球溫度上升與人類能源使用量

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 

資料來源：『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2003年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

能源能源

時間時間

COCO22

全球全球
溫度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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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全球綠建築發展浪潮全球綠建築發展浪潮

臺灣的綠建築發展成效已獲國際肯定，並與世界綠建築潮流

 脈動一致，繼續朝向生態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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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國評估系統

 

美 
加 

綠建築 
（Green Building） 

能源效率與節約、室內空氣品質 
資源與材料效率、環境容量 

歐 
洲 
國 
家 

生態建築  
（Ecological Building） 
永續建築 
（Sustainable Building） 

多樣化的生態環境 
環境保育 
定量抑制環境負荷 
永續發展 

日 
本 

環境共生建築 
（Symbiosis Housing） 

低環境衝擊（Low Impact） 
高自然調合（High Contact） 
美質適意健康（Amenities & Health） 

 

名稱及內容未盡一致，但目標都是希望在確保健康及
 舒適條件下，節約資源、並降低對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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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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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22排放與營建產業課題排放與營建產業課題

全球暖化使災害性異常天氣發生率提高，依據統計，臺灣暖化情形比
全球更嚴重。

臺灣本土環境議題：進口能源依存度達99.3% (建築產業佔全國耗能
28.3%)、雨量豐沛卻有缺水苦、水泥用量世界第二、每年近1,100萬
噸營建廢棄物、室內環境品質惡害國民健康等。

營建產業的課題：
營建產業由材料生產、施工構築、日常使用、拆除解體到回收使
用之命週期中所產生之CO2量日增。
都市人造地面不透水化，建築物通風排氣不良，節能設計不當，
大量
使用空調加速排熱，造成都市炎熱化的的惡性循環與能源損耗。
90年代全球溫暖化及環境變遷問題日益惡化，追求永續發展形成

綠建築發展綠建築發展之主流。

台灣面對的挑戰

(Source: http://www.keepwintercool.org/images/nrdc_earth_smal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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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年「綠建築及居住環境科技計畫」第一階段(87~90)核定實
施。

87年訂定臺灣亞熱帶氣候專屬之「綠建築評估指標系統」；
88年建立「綠建築標章制度」。

90年行政院核定「綠建築推動方案」，由公部門(中央政府)率
先實施。

91年「綠建築及居住環境科技計畫」第二階段(91~95)核定實
施。

92年「綠建築推動方案」修正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擴大辦理，地方政府比照實施。

93年「綠建築推動方案」再修正，推動綠建材標章制度、綠
建築法制化及奬助民間參與。

2.1 2.1 臺灣臺灣綠建築發展綠建築發展回顧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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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年建築技術規則「綠建築專章」發布實施，完成綠建築法制
化。

95年「建築技術規則」要求供公眾使用之建築使用5%綠建
材。

96年「綠建築與永續環境科技計畫」(96~99)核定實施，推動綠
建築分級評估制度。

97年「生態城市綠建築推動方案」(97~100)核定實施。

98年「建築技術規則」-綠建築專章更名為「綠建築基準」，並
提昇綠建材使用比率至30%。

99年「生態城市綠建築推動方案(修正案)」核定修正。

99年「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99~104)核定實施。

2.1.1 2.1.1 臺灣臺灣綠建築發展綠建築發展回顧回顧((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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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充分掌握國內亞熱帶高溫

高濕型氣候條件及本土環境議

題的需求。

－是在建築生命週期中，消耗較少

資源、使用較少能源、產生較少

廢棄物，兼顧健康舒適的建築物。

－就是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

建築物。

2.2 臺灣的綠建築定義

從體無完膚的玻璃盒子到亞熱帶綠建築風土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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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Water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Pollution

Building  CO2 
Reduction

Green Plant

Biodiversity

2.3 臺灣EEWH綠建築評估系統

Envelope design 
Air conditioning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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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臺灣綠建築評估系統(EEWH)指標及要項

指 標 內 容 大指標群 

指標名稱  評估要項 

 1.生物多樣性指標 生態綠網、小生物棲地、 

植物多樣化、土壤生態 

 2.綠化量指標 綠化量、CO2固定量 

生態 

 3.基地保水指標  保水、儲留滲透、軟性防洪 

節能  4.日常節能指標（必要） 外殼、空調、照明節能 

 5. CO2減量指標  建材 CO2排放量 減廢 

 6.廢棄物減量指標 土方平衡、廢棄物減量 

 7.室內環境指標  隔音、採光、通風、建材 

 8.水資源指標（必要）  節水器具、雨水、中水再利用 

健康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雨水污水分流、垃圾分類處理、

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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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臺灣綠建築標章制度

評定原則：至少要通過四項指標，包括
兩項必要指標(日常節能與
水資源)及兩項選項指標(其
他七項任選兩項)。

評估對象：
-

 
已完工建築物取得「綠建築標章」。

-
 

設計完成未完工建築物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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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評估：為有效區分判別綠建築的高下優劣，以
提升企業爭取良好形象與榮耀。
自96年1月1日起正式實施。

合格級合格級: 12*~26: 12*~26

 
銅級銅級: 26~34: 26~34

 
銀級銀級: 34~42: 34~42

 
黃金級黃金級: 42~53: 42~53

 
鑽石級鑽石級: 53 : 53 

and aboveand above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金級

 

鑽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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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公有綠建築管制

總造價5,000萬元以上之公有建築物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始得申報開

 工；並於取得綠建築標章後，始得辦理結算驗收。

前階段 現階段

綠建築設計管制

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

取得建築執照

綠建築設計管制

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

申報開工

取得綠建築標章

結算驗收

高雄世運主場館高雄世運主場館(98(98年度黃金級綠建築年度黃金級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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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0年10月底累計評定通過綠
 建築及候選綠建築共計3,121案。

100年10底計372件，其中民間67件。

2.3.4 綠建築標章推動成效

• 總樓地板面積合計3,730萬m2 。
• 每年約可節水4,187萬噸。
• 每年約可節電9.35億度，所固定CO2 當量6.30億公斤。
• 合計每年約可節省水電費約新台幣26.7億元。
• 其他尚有生態、保水、綠化、減廢、資源節約等環保效益。

優良綠建築－富邦福安紀念館

優良綠建築－福懋獨道

5 8

118

177

276
318 310

392
349

465

331 313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綠建築數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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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綠建築實例綠建築實例

台達電子廠房 (台南)

北投圖書館 (台北)

2009年世運主場館 (高雄)

綠色魔法學校 (台南)綠色魔法學校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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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發展綠建築家族評估系統

EEWH家族評估體系適
 用範圍涵蓋社區及各
 類新舊建築，將涵蓋
 九成以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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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綠建材標章制度

健康 Healthy                                      再生 Recycling

生態 Ecological 高性能 High-performance

生態綠建材生態綠建材

即在建材生命週期中，屬

 低加工低耗能低加工低耗能，易於天然

 分解，符合產業生態，或

 無虞匱乏危機無虞匱乏危機之材料。

健康綠建材健康綠建材

即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危

 害的建材。即為低逸散低逸散、

 低污染、低臭氣、低生理低污染、低臭氣、低生理

 危害特性危害特性之建築材料。

高性能綠建材高性能綠建材

高性能防音綠建材高性能防音綠建材即是能有

 效防止噪音的建材。

高透水性綠建材高透水性綠建材為達到一定

 滲透力之建材或其整體構造

 達一定透水率之建材。

再生綠建材再生綠建材

是利用回收之材料經由再製

 過程，所製成之最終建材產

 品，且符合

廢棄物減量廢棄物減量

 

(Reduce)(Reduce)
再再

 

利利

 

用用

 

(Reuse)(Reuse)
再再

 

循循

 

環環

 

(Recycle(Recycle)

綠建材標章制度，係參酌國際相關建材標章之精神、檢測程序及認定因子，
並依本土氣候環境、產業現況，擬定綠建材標章相關制度，提出評定項目、
規範及評定基準。

綠建材標章分為4大類：健康、生態、再生、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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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至100年10月共核發綠建材標章583件，
 

產品涵蓋4,95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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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推動臺灣綠建築國際接軌

自92年起持續舉辦10場綠建築國際論壇及2005-2007環亞熱
帶綠建築國際研討會 (SGBIC)，參加人次達1,100人次。

2005年成立臺灣綠建築發展協會(TGBC)，正式成為WGBC
會員並獲得一理事會席次，成功將臺灣推向國際舞台，同年
率團赴日本參加SB05。
2007年11月於美國綠建築協會年會(GreenBuild 07) 整合產官
學各界發表 “Greening a Country:Taiwan Goes Green”專
題。

2008年9月率團赴澳洲墨爾本參加SB08，展出臺灣綠建材，
並發表綠建築相關論文。

舉辦2009綠建築邁向生態城市國際會議(2009 Conference 
on Green Building Towards Eco-City)
2011年赴芬蘭赫爾辛基參加SB11，並與國內學者共同發表綠
建築相關論文。

WGBC04, India
WGBC05, USA

SB05, Tokyo
SGBIC06, Taipei

SGBIC07, Taipei GreenBuild 07,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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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辦理生態城市、綠建築及綠建材之講習推廣活動

生態城市綠建築講習會及優良綠建築

 參訪活動

深耕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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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化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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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

95年行政院產業科技策略會議提出「智慧化居住空
間發展之檢視與前瞻」政策。

96年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NICI)小組，在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2007~2011年)，推動智慧安
全的優質社區。

97年行政院第28次科技顧問會議提出「智慧化居住
空間發展策略」子題，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中心」正式落成啟用。

98年第8次全國科技會議，提出「在地生活系統之
規劃與設計 」子題，以規劃與推動在地智慧住居
系統重要內容。

99年「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99-104)核定實施。

100年「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2011年版」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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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慧化建築標章

建築物導入節能概念與智慧化相關產業技術，建構主動感知，及滿
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空間。目的在創造安全、健康、舒適、節能與
永續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大指標群 指標名稱 評估要項

基礎指標

1.綜合佈線指標 佈線系統之規劃設計、可支援之服

 
務、導入時機與流程管制...

2.資訊通信指標 廣域網路之接取、數位式(含IP)電話

 
交換、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共構) ...

3.系統整合指標 系統整合程度、整合方式、管理方

 
式、整合平台...

4.設施管理指標 使用管理、建築設備維護管理...

功能指標

5.安全防災指標 建物防災、人身安全...

6.健康舒適指標 空間環境、視環境、溫熱環境、空氣

 
環境、水環境...

7.貼心便利指標 空間輔助系統、資訊服務系統、生活

 
服務系統...

8.節能永續指標 能源監視系統、能源管理系統、設備

 
效率、節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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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認證：至100年10月底累計評定通過智慧

建築及候選智慧建築共計28案。

3.3 智慧建築標章推動成效

推動綠色便利商店分級認證

為協助與輔導業者節能改善及訓練正確用電習

慣，以省減能耗，樹立企業節能典範，100年
預定完成2,000家綠色便利商店分級認證。

預期效益：以通過最高等級（3星級）認證估

算，每家店每年約可節電1.8～2.5萬度，每年

平均節省電費約6萬元，2,000家每年總共可節

電約1.2 億元。

經濟部嘉義創新研發中心

Crystal House 

台科大研揚大樓

士林電機仰德大樓

泰安連雲接雲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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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智慧建築標章後續推動方式

預定2012年1月開始實施

總經費2億以上之公有建築物須申請智慧建
築標章。

比照綠建築分為智慧建築候選證書及標章二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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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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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
【產業發展】

綠建築
【環境建構】

安全監控

健康照護

便利舒適

節能

 管理

生態

減廢

健康

節能

 設計
節能

智慧綠建築之定義

以綠建築為基礎，導入智慧型高科技技術、材料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更
安全健康、便利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

4.1 智慧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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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99年12月16日核定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智慧綠
 建築推動方案

4.2
 

智慧綠建築推動方式

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安全、健康、便利、
舒適、節能、永續

安全健康、便利舒適、
節能減碳又環保

智慧綠建築

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安全、健康、便利、
舒適、節能、永續

安全健康、便利舒適、
節能減碳又環保

智慧綠建築

在考量國際發展趨勢及現行國內各項法令、制度，現階段推動
 方式將採「智慧建築標章」與「綠建築標章」2項評估系統並行
 同步推動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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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愛臺灣十二建設藍圖，所揭露之智慧臺灣、智慧生活

產業與環境的營造列為十二項優先基礎建設。

行政院 吳院長揭示政府除了推動六大新興產業外，也將發展

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包括雲端運算、智慧綠建築、智慧電

動車及發明專利產業化。

在推動智慧綠建築方面，將以考量落實庶民生活為前提，運

用資通訊高科技軟實力的成就與節能減碳之綠建築結合，落

實推展智慧綠建築產業，進而提供安全健康、便利舒適及節

能環保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以達成符合庶民生活需求，促進

科技產業發展之目標。

爰由內政部會同經濟部研擬「「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報奉行

政院於99年12月16日正式核定實施。

4.3 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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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略四

辦理示範應用推廣帶動產業發展

推動策略四

辦理示範應用推廣帶動產業發展辦理示範應用推廣帶動產業發展

推動綠建築導入智慧型自動感測、居
家安全、能源監控、省水、保全、消
防及健康照護等高科技產品設備之情
境概念與試辦建置等示範應用推廣，
以普及智慧綠建築，促進智慧生活需
求，帶動產業發展。

推動綠建築導入智慧型自動感測、居
家安全、能源監控、省水、保全、消
防及健康照護等高科技產品設備之情
境概念與試辦建置等示範應用推廣，
以普及智慧綠建築，促進智慧生活需
求，帶動產業發展。

推動策略三

培訓專業人才滿足產業發展所需

推動策略三

培訓專業人才滿足產業發展所需培訓專業人才滿足產業發展所需

藉由進行講習培訓、產業技術應用輔
導及產學研合作等，以促使相關領域
範疇人員能有更進一步認知，並將所
學得之專業知識與技能運用於實務上
，將有助落實政策及滿足產業發展所
需。

藉由進行講習培訓、產業技術應用輔
導及產學研合作等，以促使相關領域
範疇人員能有更進一步認知，並將所
學得之專業知識與技能運用於實務上
，將有助落實政策及滿足產業發展所
需。

推動策略二

健全法制規範消弭產業發展限制

推動策略二

健全法制規範消弭產業發展限制健全法制規範消弭產業發展限制

進行檢討評估相關法制、規範、機制
及措施內容，針對有危害、限制產業
發展之部分，或對於推動產業發展有
不足之部分，均進行研修訂以健全法
制規範環境，將更有利於推展智慧綠
建築之產業。

進行檢討評估相關法制、規範、機制
及措施內容，針對有危害、限制產業
發展之部分，或對於推動產業發展有
不足之部分，均進行研修訂以健全法
制規範環境，將更有利於推展智慧綠
建築之產業。

推動策略一

進行創新技術研發提升產業競爭力

推動策略一

進行創新技術研發提升產業競爭力進行創新技術研發提升產業競爭力

為進行智慧化之節能創新科技技術及
相關產品研發，並研擬制訂相關系統
及設施標準與規格，以期能研發出更
具智慧化、節能效率更佳之系統技術
及設備產品，以促使建築環境能更符
合節能減碳之目標。

為進行智慧化之節能創新科技技術及
相關產品研發，並研擬制訂相關系統
及設施標準與規格，以期能研發出更
具智慧化、節能效率更佳之系統技術
及設備產品，以促使建築環境能更符
合節能減碳之目標。

4.3.1 智慧綠建築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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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發智慧化節能新科技
2.辦理住商智慧化節能網路系統技術開發
3.辦理智慧綠建築基礎研究與調查分析

1.研(修)訂智慧綠建築相關法制作業
2.研(修)訂智慧綠建築相關獎勵機制
3.研修公有建築物智慧化綠能節能措施
4.管制公有建築物進行智慧綠建築設計
5.研訂智慧綠色工廠之評估系統及制度
6.研訂用電器具之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草案
7.建立綠色便利商店分級認證

一.進行創新技術研發以提升產業競爭力

二.健全法制規範以消弭產業發展限制

三.培訓專業人才以滿足產業發展所需

1.辦理智慧綠建築推廣宣導計畫
2.辦理智慧綠建築講習觀摩計畫
3.辦理智慧綠色工廠之教育訓練計畫
4.辦理便利商店業者之智慧綠建築教育訓練
5.推動智慧綠建築產學研合作機制

4.3.2  智慧綠建築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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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理推動辦公室與展示中心營運
2.辦理獎勵或補助既有建築物智慧綠建築改善
3.辦理公私有新建建築物綠建築設計管制與督導
4.推動智慧綠建築標章評定制度
5.辦理優良智慧綠建築設計評選，表揚優良業界或建築師
6.指定機關或個案於方案核定後先行試辦
7.推動智慧家庭應用
8.推廣選用節能家電產品
9.推廣智慧化省水產品
10.協助商品零售業者（便利商店）導入智慧綠建築之設計與改善
11.推動智慧綠色工廠之清潔生產環境
12.推動智慧綠色科學園區之規劃與建置
13.推動智慧綠色校園－智慧綠建築計畫與示範案例規劃

四.辦理示範應用推廣以帶動產業發展

4.3.3 智慧綠建築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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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人民需求回應人民需求

促進經濟成長促進經濟成長

促進產業升級促進產業升級

創新技術研發創新技術研發
智慧綠建築
推動方案

智慧綠建築
推動方案

落實節能減碳落實節能減碳

建構安全便利與節能永

 續之人性優質生活環境

促進產業前瞻科技

 研發的創新與突破

有效管理能源使用與碳排

 放，落實永續生活環境

促進建築、建材及ICT等產業

 轉型升級

創造高效率經濟價值，

 帶動新一波經濟成長

4.3.4 滾動檢討調整



36

4.4 智慧綠建築關聯產業

智慧綠建築 智慧建築＆綠建築

【外部服務】

CLOUD

［智慧建築］

綠建築

資訊通信配線、寬頻匯流網路

關聯產業 認證標準

［綠建築標章］
生物多樣性指標
綠化量指標
基地保水指標
CO2 減量指標
廢棄物減量指標
室內環境指標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日常節能指標
水資源指標

［智慧建築標章］
綜合佈線指標
資訊通信指標
系統整合指標
設施管理指標
安全防災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
貼心便利指標
節能永續指標

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安全
健康
便利

 
舒適

 
節能
永續

佈線
系統
佈線
系統RSP

綠 建 材

內部設備

智慧家電
智慧家具
智慧建材

［+α］

通信

 
業者

 

通信

 
業者

水電

 
瓦斯

 

水電

 
瓦斯

健康

 
照護

 

健康

 
照護

遠距

 
醫療

 

遠距

 
醫療

影音

 
娛樂

 

影音

 
娛樂

居家

 
保全

 

居家

 
保全

公共

 
資訊

 

公共

 
資訊

網路

 
銀行

 

網路

 
銀行

網路

 
購物

 

網路

 
購物

物業

 
管理

 

物業

 
管理



聰明住家→
智慧建築→

智慧社區→

智慧都市→ 智慧臺灣

1.未來生活環境情境

 模擬

2.室內舒適環境控制

3.安全環境營造

4.資訊取得與傳遞

5.家務代勞功能

6.家戶智慧控制平台

7.資訊家電發展

1.資訊通信系統

2.安全防災系統

3.健康舒適系統

4.設備節能系統

5.綜合佈線系統

6.系統整合

7.設施管理

1.安全門禁系統
2.住戶及訪客辨識系統
3.掛號信函收取系統
4.垃圾自動分類收集系統
5.社區公共空間監視系統

1.都市資訊網路基盤建設

2.都市機能管理中心建置

3.智慧型交通系統導入

4.智慧型防犯罪系統導入

5.電子化政府行政電子化

6.都市智慧控制平台建置

智慧綠建築
 
智慧城市

 
智慧臺灣

G I -

 

Taiwan

U -

 

Taiwan

M -

 

Taiwan 

E -

 

Taiwa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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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國人生活習慣與文化特性，並考量建築節能、環
境永續議題，善用台灣現有ICT優勢，就電子化、數位
化、資訊化科技技術，提出人文與科技兼顧的智慧綠
色生活願景。

創造安全、健康、節能永續、舒適便利與人性關懷的
智慧綠建築，開創21世紀新生活。

考量國人生活習慣與文化特性，並考量建築節能、環
境永續議題，善用台灣現有ICT優勢，就電子化、數位
化、資訊化科技技術，提出人文與科技兼顧的智慧綠
色生活願景。

創造安全、健康、節能永續、舒適便利與人性關懷的
智慧綠建築，開創21世紀新生活。

4.5 智慧綠建築發展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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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 語

1.綠建築、綠建材標章對於節能減碳、生態環保皆有顯著效
 益，推動綠建築家族評估系統，擴大綠建築評估範圍，對
 促進建築及環境永續發展將有更大效益。

2.智慧建築過去雖然推動績效較不顯著，未來參考綠建築推
 動方式以公有建築為示範引導民間業界，相信也可以有很
 具體成效。

3. 建置安全健康、便利舒適及節能環保人性化的生活環境，
 並促進建築與科技產業發展，為未來推動智慧綠建築之目

 標，期望與業界先進一起努力，共同建設智慧永續新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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