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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目的 

數位時代來臨的重要關鍵 IoT（物聯網），指的是自動化、遠端操控、串聯其他裝置

等技術與功能應用，讓數位裝置間產生緊密的連結，也因此迎來了智慧化居住空間的發

展。而近年來更衍生在 IoT（物聯網）技術中導入 AI 系統，也就是 AIoT(人工智慧物聯

網)，透過 AI 深度學習技術，加上數據的累積與分析，便可提供更符合人性化需求之客

製化服務。 

爰此，為使國人了解國際智慧生活科技市場新脈動，本課程以「AI智慧生活應用」、

「AI 安全防災應用」、「AI 能源管理應用」以及「AI 智慧健康應用」作為主題，將其基

本概念與應用介紹予有職能培育需求之學員，以達到產業人才培育之目標。 

二、 主辦單位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三、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四、 參加對象與名額 

(一)  對智慧化居住空間或 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應用之主題有受訓需求之公司行號。 

(二)  對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有興趣之非專業一般民眾與學校師生。 

(三)  開放名額：各場次開放名額 100名，額滿為止。 

(四)   請報名者事先安裝 Microsoft Teams線上會議軟體，並確認帳號申請完成，以

利參與本課程。 

五、 主題場次、日期及舉辦地點 

今年度培訓課程雖訂定以「AIoT 智慧建築空間設計與應用實務」為主題，但考量

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涉及面向較為廣泛，規劃將透過辦理四場次不同之子主題培訓課

程進行，讓學員可依自身需求報名相關課程，亦或可同時報名參加四場次主題課程，學

習全面性之人工智慧物聯網智慧建築設計與應用實務。 

各主題場次課程擬訂規畫於下表日期： 

主題場次 舉辦日期 活動地點 

AI智慧生活應用 9月 17日(五) 不限，請報名者確保身處於網路通訊良好之

環境，事先安裝 Microsoft Teams線上會議

軟體，並確認帳號申請完成，以利參與本課

程 

AI能源管理應用 9月 24日(五) 

AI智慧健康應用 9月 28日(二) 

AI安全防災應用 10月 01日(五) 

AIoT智慧建築空間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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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智慧生活應用：一般民眾因受電影影響，對於 AI人工智慧的第一印象往往

不脫離「機器人」這三個字。然而，AI人工智慧的運用其實相當廣泛，隨著電

腦運算能力的快速推進，以及物聯網成本調降，AI人工智慧也衍生應用於建築

的運作及管理。爰此，遂辦理本子主題課程，以人機互動、生物特徵辨識等面

向為著手，使學員瞭解 AI人工智慧應用於生活空間之概念與應用實例。 

(二)  AI能源管理應用：有鑑於全球環境資源逐年耗竭，節能減碳已是各國長期以來

推動之政策；然而建築作為全球耗能的大宗之一，若能以智慧化達到建物最佳

化的能源管理，甚至於降低耗能，勢必有助於減緩全球資源損耗速度。故本課

程以建築物之節能為發想，探討在 AIoT的幫助下，建築空間設計可採取的控管

手法與應用。 

(三)  AI智慧健康應用：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65歲以上老年人口

占比超過 20%，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而勞動人口卻逐年下降，對於不論是照顧

年長者、未成年人口，人力皆明顯不足，因此，AI人工智慧科技應用將成為照

顧者的最佳利器。此外，現代人保健意識抬頭，願意花更多時間與心思環境的

舒適與自身體能的提升或維持，故以「AI智慧健康應用」為主題，分享針對健

康舒適之智慧建築空間設計理念與應用。 

(四)  AI安全防災應用：隨著 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發展，安全監控的應用已由「事

後蒐證」演變為「事前預警」，對於智慧城市、社區或家庭的安全把關，也變得

更有即時與精準。此外，5G通訊傳輸的導入將有助於提升智慧家居設備間回應

速度，加速 AIoT的應用發展。爰此，本課程遂以安全防災為主題之一，並輔以

5G概念介紹，讓學員一窺未來安全防災應用於智慧化居住空間之樣貌。 

六、 課程規劃 

(一)  智慧化居住空間介紹： 

由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團隊介紹智慧建築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概

念，以便學員課後進行智慧建築空間規劃解決方案之創意發想。 

(二)  主題講座： 

針對「AI 智慧生活應用」、「AI 能源管理應用」、「AI 智慧健康應用」以及

「AI安全防災應用」四大主題，由專業領域之講者分享各空間可發展的設計與

應用，達成我國智慧化居住空間人才培育理念。本時段將利用線上會議軟體的

留言功能，強化學員與教師的 Q&A 互動，確保參與者於遠端上課時仍可習得所

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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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議程 

(一)  < AI智慧生活應用>場次 

活動日期: 

9月 17日 

(五)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400-1430 學員上線報到 

1430-1450 

智慧化居住空間概念介紹： 

介紹智慧建築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

概念暨展示中心全齡化 AIoT應用案

例分享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生活專案團隊 

1450-155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有效運用 AIoT打造新時代智慧生活 

歐加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林俊慧 執行長  

1550-1600 休息與換場 

1600-170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AI人工智慧浪潮下，建築空間的新

樣貌發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

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

研究所 

陳振誠 副教授 

1700 活動結束下線 

 

(二)  < AI能源管理應用>場次 

活動日期: 

9月 24日 

(五)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400-1430 學員上線報到 

1430-1450 

智慧化居住空間概念介紹： 

介紹智慧建築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

概念暨展示中心與易構住宅實驗屋

能源控管應用案例分享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建築專案團隊 

1450-155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以全球綠色能源發展趨勢探討台灣

能源多元應用方案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蘇文彬 經理 

 (邀請中) 

1550-1600 休息與換場 

1600-170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建築空間如何應用 Green BIM達到

有效率之能源管控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陳上元 副教授  

1700 活動結束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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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AI智慧健康應用>場次 

活動日期: 

9月 28日 

(二)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400-1430 學員上線報到 

1430-1450 

智慧化居住空間概念介紹： 

介紹智慧建築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

概念暨展示中心健康舒適 AIoT應用

案例分享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建築專案團隊 

1450-155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應用 AIoT技術，實踐智慧樂齡社區

健身空間 

真醫健康企業有限公司 

沈姿廷 執行長 

(邀請中) 

1550-1600 休息 

1600-170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因應後疫時代，如何以 AIoT智慧環

控系統維持建築空間環境品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

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周鼎金教授 

 (邀請中) 

1700 活動結束下線 

 

(四)  < AI安全防災應用>場次 

活動日期: 

10月 01日 

(五)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400-1430 學員上線報到 

1430-1450 

智慧化居住空間概念介紹： 

介紹智慧建築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

概念暨展示中心安全防災應用案例

分享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建築專案團隊 

1450-155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導入 AIoT人工智慧物聯監控系統，

打造安全無虞的智慧空間 

和典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林書磊 負責人 

(邀請中) 

1550-1600 休息 

1600-1700 

主題講座與 Q&A互動： 

從家庭至社區，建構 AI安全防災建

築空間的應用與挑戰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練文旭 協理  

1700 活動結束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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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報名方法 

(一)  報名及培訓費用免費。 

(二)  報名截止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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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場次 報名截止日 

< AI智慧生活應用> 9月 10日(五) 

<AI能源管理應用> 9月 17日(五) 

< AI智慧健康應用> 9月 22日(三) 

<AI安全防災應用> 9月 24日(五) 

(三)  報名受理方式： 

1. 採取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報名連結 

< AI智慧生活應用>  

< AI能源管理應用>  

< AI智慧健康應用>  

< AI安全防災應用>  

2. 洽詢聯絡人：如有報名問題，請致電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02-2930-0575(分機: 620)黃小姐 

 

(四)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為線上課程，待活動工作人員確認報名者的報名資料後，將於活動

前一週內寄發登入資訊，屆時請留意報名填寫之 E-Mail信箱。 

2. 主辦單位保留報名資格審核權，請報名者勿偽造他人身分資料以免觸犯法

律。 

3. 請報名學員務必以「真實姓名」登入參與本線上課程，以確保主辦單位提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8250321151806078053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8250543111489374839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8250621531937478632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825070121293838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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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課程相關證明之正確性。 

4. 報名學員請於電腦或行動裝置下載 Microsoft Teams 應用程式參與線上活

動；電腦版亦可選擇網頁執行 Microsoft Teams應用程式參與。 

5. 線上活動進行時，敬請參與者端先關閉麥克風，以免產生回音與干擾。 

6. 參與學員提問請善用 Microsoft Teams 文字訊息功能，將由講師統一於主

題課程結尾時回覆；如非提問，請勿隨意留言以免造成訊息雜亂無法讀取。 

7. 使用裝置必須具備輸出音效的喇叭或耳機，視訊鏡頭依個人需求。 

8. 同一空間內若有 2個以上裝置進入同一視訊活動，必須間隔 2-3公尺以上，

避免互相干擾。若必須在同空間使用，建議使用耳機，效果較好。 

9. 基於尊重智慧財產權，本線上課程全程禁止錄影，請勿於觀看同時進行影

片側錄。 

10. 主辦單位保有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課程調整異動或延期之權利。 

九、 課程相關證明(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以實際簽到為準) 

活動當日全程出席者(以實際線上簽到為準)，將可獲得研習證書電子檔乙式及換證

積分或時數認證(學員需具備公務員或技師或建築師身份方能換證積分或取得學習時數

認證)。 

(一)  參訓證明書電子檔乙式。 

(二)  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申請中)。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申請中)。  

(四)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申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