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高雄市位處「環熱帶圈」，因暖化關係其氣候分區為「亞熱帶氣候」與「熱帶氣候」之分界邊緣，此

刻正面臨著「都市熱島與環境暖化」、「高碳排放」、「空氣與環境污染」、「能源與水資源缺乏」、「人口高齡社

會」等問題，有鑑於此，高雄市政府積極推動「永續綠建築政策」，在建設宜居生活環境與帶動創新產業發

展，積極發展「智慧建築、智慧社區、智慧城市」與「數位物聯網」及「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

高雄市政府在建築管理與宜居城市規劃上，由工務局整合應用，從建築物規劃設計之初，以「減

緩」與「調適」兩大方向進行「高雄厝與綠建築」之政策對應，從 2012年實施「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
例」、2014年實施首創「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並搭配「建築物設置屋頂綠化及立體綠
化」，有效降低都市熱島與調適極端氣候衝擊，更自 2014年推動「高雄厝智慧生活科技計畫」至 2018
年，在「安全防災」、「綠化綠能」、「水資源管理」、「促進健康關懷」項目上，輔導高雄厝新建築社區與

既有住宅社區，導入「智慧生活科技」與「智慧大數據聯網技術」。透過正推動已建構包括：「智慧防災

設施示範場域」（安全）、「智慧社區雲端管理示範場域」（雲端智能）、「智慧防災瓦斯雲社區示範場域」

（綠能）、「智慧綠化澆灌社區示範場域」（綠化）、「智慧水錶水保全示範場域」（水資源）及「智慧健康

促進與關懷」（長期照顧）等實證場域共 4大智慧實證社區，驗證「智慧健康全齡福祉建築與物聯網環
境設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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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與現況說明

台灣高雄市人口達 277萬人，位處北回歸線以南

之亞熱帶氣候區，面積為 2,946平方公里，地形變化

垂直高差可達 3,500公尺，並擁有港口與灣區的特色

條件，不僅具有多樣族群、地貌與在地文化，更有不

同的氣候條件（高溫炎熱）、瞬間強降雨、日射量充足

等特性。高雄市為高度都市化的城市，人口 80%以上

集中於都市地區生活與工作，鄰近多為重工業區，屬

於工業發展都市，建築物數量新建與既有建築物約為

4％（新建建築物）：96％（既有建築物），每年人工地

盤設施以 14萬平方公尺面積量增加，碳排放高雄市二

氧化碳年排放量達 9,613萬噸，相較於世界各主要城

市人均排碳量偏高，造成「都市熱島」、「澇旱交替」

與「高碳排放」及「空氣污染」等環境問題，高雄市

政府為「減緩」碳排放與「調適」都市化環境，進行

「高雄厝與綠建築」之政策對應，從 2012年實施「高

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2014年實施首創「高雄厝設計

及鼓勵回饋辦法」，並搭配「建築物設置屋頂綠化及立

體綠化」，有效降低都市熱島與調適極端氣候衝擊。

另一方面，高雄 65歲以上之高齡人口比例已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為落實建構高齡友善城市與生

態永續宜居城市，因應「長期照顧服務法」積極推動

「長照十年計畫 2.0」，並強化建立「社區為基礎」多

元照顧體系，實現在地安老、健康生活、全人關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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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未來更透過「全齡通用設計」及「長期照顧 2.0」

等政策工具，以「人本關懷建築」概念，推動全人關

懷建築及生活環境實踐，輔導高雄厝新建築社區與既

有住宅社區，導入「智慧生活科技」與「智慧大數據

聯網技術」，建立韌性城市計畫與發展。

都市熱島與高碳排放環境問題嚴重

高雄面臨都市熱島效應問題，2016年 07月是有紀

錄以來最熱的 1個月，經調查研究顯示，高雄夏季日間

溫度上升約 2.1°C，夜間平均溫度上升約 2.3°C，顯示

高雄地區夏季已逐步朝向熱帶化現象，而都市熱島問題

伴隨「健康」與「耗能」等問題，高溫除影響「高齡

老人」影響生理健康外，建築物屋頂與外牆的隔熱不

良與蓄熱問題，衝擊室內健康環境，並增加空調耗能

及排碳，高雄地區「人均碳排放量」為 20.38公噸 /人

年（2014年），與全世界平均排放量 4.52公噸 /人年，

高雄平均碳排放為全世界平均值之 4.51倍。降雨水資源

與綠化不足問題，高雄降雨集中於 05月至 09月，屬於

「澇旱交替」的氣候特性，降雨過度集中於都市地區，

造成地表逕流與淹水問題，建築物的大面積人工地盤，

綠化面積不足無法有效排水與土壤保水，造成降雨資源

無法妥善應用，建築物綠化無有足夠水資源澆灌，維持

綠化。

圖 1   因地制宜高雄厝智慧全齡韌性設計（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7）

圖 2   都市建築物屋頂加蓋發熱與基地綠化不足問題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2）

高齡化社會的快速來臨

高雄市人口數為 277萬人，人口結構中 65歲以上

人口佔 14.0%，已邁入高齡社會，若以「需照顧族群」

（增加兒童、少年及身心障礙者），其人口佔 26.8%，預

計 2024年高雄邁入 20％超高齡社會，此刻正推動長期

照顧設施設置，以「里」（891里）為單位大量建置「長

期照顧」與「日間照顧」等據點，將既有空間改造成福

祉照顧空間，以因應「高齡社會」的問題，另一方面，

也建構「公共托嬰中心」來改善幼兒照顧的空間不足問

題，高齡與少子化的問題，顯示出「全齡化通用設計環

境」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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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韌性城市設計 — 建構智慧物聯網
調適行動策略

基礎建構與韌性調適：智慧 ICT基礎設施與
建築物綠化韌性調適策略

智慧寬頻與光纖佈網

高雄邁向智慧城市，在智慧基礎設施已建構 3,175

公里寬頻固網佈建，佈纜長度全台灣第一，另外透過

法令，將「FTTH光纖到府、FTTB光纖到建物」列為

「必要設置項目」，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裝設光纖通

訊，讓智慧 ICT資訊成為高雄市基礎建設。

建築物屋頂與立體綠化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率先全國訂定綠建築自治條例

中，針對「建築物屋頂與立面陽台」進行「綠化及光

電化」的創新改革手法，讓建築物屋頂翻轉有效減緩

「高雄都市熱島效應」。以「屋頂綠化」與「3 m深景

觀陽台」打造生態綠化城市、海綿城市與都市垂直森

林，高雄市目前建築物屋頂綠化面積已達約 25萬平方

公尺（相當於 39座標準足球場綠化面積），一年可減

少約 5,000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面積的綠化植栽可

以減緩都市熱島、雨水保水降溫與增進都市生態多樣

化，以綠化行動來打造宜居生活環境。

圖 3   智慧寬頻固網佈建基礎建構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7）

圖 4   建築物屋頂與立體綠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8）

圖 5   導入智慧綠化澆灌與降溫節水行動策略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福懋建設公司、翼詠科技公司，2017）

智慧物聯網行動策略：導入智慧綠化澆灌與
降溫節水行動策略

為調適「都市熱島」與「澇旱交替」問題，高雄市

打造「生態綠化城市」與「海綿城市」，透過「屋頂綠

化」與「立體陽台綠化」方式建構「建築物綠化韌性

調適策略」，面對大面積的綠化植栽，需要大量「水資

源」與「澆灌維護」植物的生長，如何以「物聯網」

導入「智慧綠化澆灌系統」至「建築物綠化」為重要

行動策略。透過「智慧澆灌物聯網」與「大數據雲平

台」方式，連結「氣象資料」進行綠化澆灌與控制，

達成降溫、節水、植物生長等目標。實際案例以一棟

「高雄厝社區（112住戶單元）」之建築物屋頂綠化，

導入「智慧綠化澆灌系統」，每棟建築物每年可節省約

72噸水資源，亟具節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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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網行動策略：
導入智慧水表與水保全監測行動策略

高雄面對「缺水」、「高齡人口」與「獨居老人」

居住等複合型問題，與社會局共同合作，針對安置獨

居老人居住之「支持型住宅」輔以「智慧物聯網科技 -

智慧水表與水保全系統」，藉由「每日生活用水量」來

監測「獨居老人之生活安全」，以「每日用水量、用水

頻率、異常警示、用水監控、節水管理等」，監測獨居

老人是否有生活異常，並紀錄生活用水作息，作為異

常警示通報照顧人員，未來可有效以 AIoT方式整合雲

端大數據，預防與管理獨居老人生活用水。

智慧物聯網行動策略：
全齡福祉設計與導入智慧健康關懷科技行動
策略

高雄面對高齡社會，為落實建構高齡友善城市與

通用無礙設計，市政府廣設「長期照顧據點」，以「全

齡福祉設計與導入智慧健康關懷科技」導入「社區照

顧日托據點」，包括全齡（Age Free）通用設計與智慧

健康關懷科技，並建構「全齡福祉設計教育中心」培

育人才。
（資料來源：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福懋建設公司、欣高瓦斯公司

、中華電信公司，2017）

圖 6   導入智慧瓦斯雲通訊系統落實智慧防災社區

智慧物聯網行動策略：
導入智慧防災瓦斯雲安全行動策略

自 2014年高雄氣爆事件發生後，高雄市政府積極防

範與對應，透過「導入智慧防災瓦斯雲安全行動策略」，

防止「瓦斯氣爆」災害發生，並可以智慧物聯網與數位

瓦斯表整合，監控瓦斯用量與安全，裝設「智慧防災瓦

斯雲系統」，於建築物 RF屋頂、一樓及中繼層裝設通訊

主機，藉由微電腦瓦斯表偵測，可以監控與自動遮斷瓦

斯，系統並具備「即時資通訊傳輸」，作為「安全監控」

之重要設施，住戶每戶節省瓦斯用量約達 4％，節省 1.8

立方公尺瓦斯氣體量，亦可取代人工抄表之人力成本。

圖 7   支持型住宅導入智慧水表與水保全監測行動策略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弓銓企業有限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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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高雄未來面對氣候變遷下之減緩與調適，必須學習

導入智慧科技強化建築對應之靈活性，配合市政具體推

動與執行，尤其是關懷全齡族群生活場域（特別是銀髮

長期照顧與幼兒托育場域），作為優先推動「智慧建築與

社區」之執行策略，在民眾智慧安全有感與誘導智慧科

技產業發展，持續推動智慧生活與建築及社區整合。

智慧科技導入創新應用，解決都市面臨問題

高雄市政府積極推動「永續綠建築政策」，在建設

宜居生活環境與帶動創新產業發展，積極發展「智慧建

築、智慧社區、智慧城市」與「數位物聯網」及「大數

據與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導入後創新解決「都市熱

島與環境暖化」、「高碳排放」、「空氣與環境污染」、「能

源與水資源缺乏」、「人口高齡社會」等問題與需求。

全齡福祉關懷與韌性設計行動策略

高雄市面對快速人口高齡化的問題與少子化托育

問題，以產官學研合作方式建立「全齡福祉關懷示範

據點」，以此作為跨領域合作環境設計原型，並進一

步作為實驗驗證場域，透過「全齡福祉設計教育中

心」培育跨界多元專業人才，共同推動「全齡福祉關

懷與韌性設計行動策略」。

物聯網與大數據的城市治理分享平台

藉由「智慧科技、物聯網、大數據雲端資料庫」

等開放資訊，進一步分享予市政府各部門水平連結

使用，以「科學數據」之參考，未來搭配 AI人工智

慧，協助城市治理並建構數據資料分享平台，作為政

策擬定與推動參考。

圖 8   全齡福祉設計與導入智慧健康關懷科技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福樂多醫療事業有限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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