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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智慧公宅

一之一、銀髮智慧公宅座談會

• 計畫緣起

臺北市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 103年底達到 14.08%，已達高齡社會標準（>14%），正

式邁入高齡社會，104年底更達到 14.76%，而推估 111年底老年人口比率將會超過 20%，邁入超高

齡社會，再加上少子化的影響，更讓老人照護問題成為迫切的需求。

• 工作內容

為因應高齡化趨勢及加強銀髮族健康照顧服務，於 105年 11月 2日舉辦「銀髮智慧公宅」座

談會，由林欽榮副市長主持，邀集醫療、健康事業、資訊與通信科技（ICT）業、金融及保險業與

物業管理等產業界代表與會共同討論。臺北市公共住宅中 10%實驗宅部分將規劃作為「銀髮智慧

公宅」，以可自理生活的高齡者為對象，提供智慧型住宅服務平臺，兼具健康照護服務、居家安全

及緊急救助、家庭能源管理及智慧科技應用服務等功能，讓老年人生活更適意、安全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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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智慧公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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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效益

「銀髮智慧公宅」打造專為銀髮族設計的居所，並結合智慧化遠距醫療諮詢及遠距照護功

能，除了住得健康安全外，再配合現代化智慧科技應用，讓長者不用奔波醫療，可以在家中接受

遠距照顧服務，大幅提高銀髮族的生活品質。

一之二、公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手冊與採購策略說明會

• 計畫緣起

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結合智慧科技，應用於設計、興建與管理維護，除考量節能、節

水、社區安全外，也將建構智慧社區管理雲、智慧電網、智慧化高齡健康住宅等，使居民在安

全、健康及舒適便利等方面能接受到更及時與全面性的照護。

銀髮智慧公宅座談會

銀髮智慧公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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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

本府訂定「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

規範手冊」及「智慧服務建議書」，內容從智

慧社區之採購策略、設計與施工、竣工驗收到

後續營運管理階段，建構全流程的操作設計原

則，提出必須建置的項目（包括：安全防災、

資訊通信、建築自動化、節能管理與智慧電

網、智慧生活服務及物業管理），以及選擇性

建置項目（包括：智慧圖書館、智慧托育、智

慧商業零售、智慧健康照護等），並辦理「公

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手冊與採購策略」說

明會，於 7月 29日由林欽榮副市長、都發局、

資訊局、臺北市聯合採購發包中心、智慧城市

專案辦公室（PMO）等共同舉行公開說明會，

約 60家國內 ICT科技業者共同參與。

• 成果效益

臺北市率先訂定「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

區建置規範手冊」及「智慧服務建議書」，主

要是作為公共住宅發包內容的依據，並提供給

設計單位、ICT科技廠商參考遵循，考量智慧

科技應用日新月異且涵蓋範圍廣泛，其內容秉

持「開放」、「相容」、「可演進」三個原則，本

次推出的第 1.0版是臺北智慧社區的第一步，

未來將與時俱進。期望藉由本次說明會與意見

之交流，進一步瞭解廠商關切的重點，以作為

後續正式招標之參考。

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手冊與採購策略說明會

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手冊與採購策略說明會

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手冊與採購策略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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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三、東明公宅智慧社區統包工程簽約記者會

• 計畫緣起

本案統包工程契約金額為 26億 6,600萬元，並獲內政部 104年度「內政部社會住宅中長期推

動方案」補助工程費約 7.6億元。基地位於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38巷周圍 3筆土地（鄰近東明公

園），面積合計約為 8,348平方公尺，預計興建地上 21層三棟、6層一棟，共計四棟建築物，總戶

數約 700戶，預計 107年底竣工。

• 工作內容

本府辦理「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智慧社區統包工程」案，已於 104年 12月 28日決標，

由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標廠商：承龍水電工程有限公司、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承

攬，於 105年 1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由市長柯文哲親自主持及與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簽約典禮。

• 成果效益

東明公共住宅以提供高品質、高水準之智慧社區為目標，整體空間均納入通用設計，並提供

5%比例住宅自用空間以「下肢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用對象。除公宅外，本社區亦包含區民活動

中心、社會局所轄管之「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公辦民營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及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所轄管之「就業服務站」等公共服務空間，將可有效照顧弱勢團體，促

進社會公平與福祉。

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智慧社區統包工程基地位置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東明公園

東新國小 基地位置 南港高工

南港郵局 南港區公所

家樂福商圈

南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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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整體考量綠建築、智慧建築、耐震、通用設計無障礙的理念 ;都市發展局在施工階段，

會加強施工品質的管控與督導；在未來維護管理時則導入專業物業管理，以提供公共住宅優質環

境及生活服務。

項目分類 必須建置項目（摘要）

1 智慧社區

地下室電動汽（機）車充電系統

微電腦型瓦斯錶

智慧型水錶

智慧型電錶

2 綠建築 雨水回收

3 綜合佈線 光纖到府

4 貼心便利

公共區域設置無線區域網路

能源資訊顯示設備

訪客服務系統（訪客查詢接待及管理服

務、自動收發）

5 健康舒適

噪音監控

連動監控系統

水環境指標

6 能源管理 再生能源設備（太陽能發電工程）

7 設施管理
建築設備維護管理（防災中心設置／建

築設備監控及系統整合）

8 安全防災
緊急求救系統（公共區域及戶內設置）

門禁管理

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立面模擬

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項目

cloud

智慧三錶

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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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四、興隆公宅啟用入住

• 計畫緣起

本府積極推動公共住宅 4年 2萬戶、8年 5

萬戶之興建政策目標，其中興隆公共住宅 1區

建案歷經兩年半工期於 104年 8月完工，繼以達

成本府 2萬戶公共住宅存量之短期計畫目標。

• 工作內容

104年 10月 29日起公告招租，總計受理

3195件，於 104年 11月 27日公開抽籤（中籤

率僅 8.5%），104年 12月 15日辦理選屋後簽約

公證，105年 1月 1日正式入住。興隆公共住

宅 1區位於本市文山區木柵路 2段 2巷 12~50

號，本社區分為 A、B兩棟各為地上 19層、地

下 3層，其中地面層規劃有門廳、防災中心、

物業管理空間、公共活動及戶外開放空間等，

地下室設置汽、機車停車場（汽車 129席、機

車 137席），2樓至 19樓則有 272戶住宅單元作

為公共住宅（含 90戶安康戶）。本案大樓採門

禁磁卡管制，且各樓層獨立、出入單純，為維

護居住環境及提升服務品質已委託專業物公司

現場駐點提供管理服務。

• 成果效益

本社區由臺北市政府都發局辦理招租後，

承租戶於 105年 1月 1日起租入住，入住率

達 100%。本公共住宅租期為 3年，屆期時如

符合資格，可續租一次為 3年，總租期以 6年

為限，特殊身分家庭戶最長 12年，期以滿足

市民階段性居住需求，並維護合理「轉換輪替

率」，鼓勵承租戶於租期屆滿轉申請租金補貼

租住民間住宅，讓其他市民亦有公平機會接續

進住。

大樓外觀

社區庭園

社區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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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五、興隆公宅 1區智慧電網節電成效記者會

• 計畫緣起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針對智慧電網推動，與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智慧

電網主軸中心、臺灣電力公司共同合作，於文山區興隆公共住宅 1區辦理智慧電網第

零期先導示範，智慧電網建置項目包含：1.智慧建築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2.綠色公

共用電微電網。3.智慧電動車充電整合管理系統。4.智慧電錶等四大項目。

• 工作內容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主要功能為監控公共冷氣及整合各戶電源管理系統，以管理

大樓公共用電及各戶用電，提升節能意願，並可於尖峰用電時段執行需量反應，達

到節能減碳成效。綠色公共用電微電網與電動車充電設施其功能為整合太陽能發電

系統、柴油發電機、儲能系統、電動汽車充電控制等，實現綠建築具再生能源發電

及儲電之功能，並提供充電服務。家庭智慧能源管理系統可提供住戶用電資訊、用

電智慧排程管理，透過網路設定家電的啟用關閉、設定照明情境等，以提高公共住

宅電能使用效率。

• 成果效益

興隆公共住宅規劃為智慧電網先導示範，未來將逐步推廣到其他公共建設，包

括「信義區廣慈博愛園區基地」與「信義區六張犁 AB街廓基地」等 6處智慧社區建

構更具規模之公宅智慧社區電網系統，以期建立都市節能、創電規劃設計與各種節

能減碳措施整合應用推廣模式，另都市發展局辦理公宅工程興建，應持續追求「高

品質、高水準」之目標，提供優質的公宅居住環境，滿足臺北市民的居住需求。

興隆公共住宅 1區智慧電網節電成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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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服務

二之一、「租事順利　好孕多更多」住宅租金加碼補貼實施計畫

• 計畫緣起

內政部整合性住宅補貼本市將調高至每月 5,000元，考量本市經濟活動蓬勃發展，住宅價格

及租金均為臺灣之最，雖然本府已將租金補貼額度提高，惟齊頭式平等對於本市弱勢族群助益有

限。爰本府擬配合內政部租金補貼方案 ,針對符合特殊身分資格者再行編列預算加碼補貼。

• 工作內容

（一）  租事順利：內政部住宅補貼方案之租金補貼申請合格，且家庭年所得低於 20分位點者，給

予租金補貼金額最高每月 5,000元；家庭年所得低於 40分位點，給予租金補貼金額最高每月

3,000元。

（二）  好孕多更多及低收入戶加碼租金補貼：內政部住宅補貼方案中，租金補貼項目申請合格且

育有 3名以上未成年子女者或具本市列冊低收入戶身份者，每戶每月各再加碼 1,000元，即

加碼後租金補貼每戶每月最高 7,000元。

• 成果效益

105年度整合住宅補貼租金補貼申請總戶數為 9,897戶，核准戶數為 8,940戶（中央經費補貼

5,412戶，本局經費補貼 3,528戶），其中符合好孕多更多條件之核准戶為 512戶，具低收入戶身分

者為 3,342戶，故整體核准比率為 90.33%。本方案除可協助中央無法補助之合格戶，具有穩定社會

安定之效，另提高租金補貼金額擴大對租屋族的協助，並使本市弱勢及青年家庭租住適質環境在

本市安居生養，進而留住青年人才提升本市競爭力。

民眾申請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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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二、105 年度 2處公宅委託物業管理公司服務評鑑

• 計畫緣起

衡酌本府積極推動公共住宅 4年 2萬戶、8年 5萬戶之興建政策，為達公宅管理

「有效委託、積極管理」目標，遂建立公共住宅委託物管公司管理成果評鑑制度。

• 工作內容

本局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設施管理維護關鍵績效指標之研究」報告

等相關資料制定物業公司管理成果評鑑紀錄表等評鑑措施，建立符合本府公共住宅需

求之物業評鑑制度，針對「社區行政事務管理」、「公共設施維護保養」、「社區安全管

理維護」、「社區清潔管理維護」、「房舍檢修維護管理」及「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等服

務，擬訂評鑑項目、評分標準、建議或改善等事項，評鑑委員組成除由本府都發局、

社會局推派外，另邀請具物業管理及社福領域專家學者擔任，進行物業行政文書等資

料及現場環境狀況等軟硬體管理查核，以評核物業服務執行社區管理品質。

• 成果效益

105年度分別針對大龍峒公宅及興隆公宅 1區進行評鑑，本局除持續追蹤物業公

司依評鑑結果進行相關服務品質改善情形，並藉由委員提出之意見修正本局監督物

管公司提升服務品質之方針，以作為精進公共住宅服務品質之參據，期能有效提升

社區住戶生活品質。

大龍峒公宅評鑑興隆公宅 1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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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 計畫緣起

本府積極推動公宅政策，配合廣慈博愛園區都市計畫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將

規劃各類設施及住宅 1,520戶。本案自 104年開始迄今已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規劃

設計等作業，陸續完成舊有 5棟福德平宅拆除、樹木調查、地質鑽探、公聽會民眾

溝通、環評程序及樹保程序，後續持續進行樹木移植及景觀工程、最後 1棟福德平

宅拆除、統包及監造標案等工作，全案預計 109年完工使用。

• 工作內容

基地約 6.4公頃，都市計畫已於 105年 4月 15日公告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規

劃內容包括社福設施（社會局）、中繼期設施（衛生局）、行政中心（區公所、福

德派出所、戶政事務所、國稅局、稅捐稽徵處、就業服務處、信義健康中心、少

輔組、民政局、清潔隊、選委會）、圖書分館（教育局）、中型巴士調度站（公運

處）及公共住宅 1,520戶（都發局）。本案法定容積率 350％，為避免過大開發衝

擊周邊，本案僅以容積率 300％規劃。開放空間部分，依照都市設計準則留設帶

狀式開放空間及廣場式開放空間，北側留設約 1.35公頃開放空間，南側留設約

1.66公頃開放空間。

廣慈博愛園區開發量示意圖

方案 1：104.07.23

350%
公宅：24F共 10棟，2800戶

信義區行政中心：14F

社福設施：全區 1~6F

方案 2：105.04.06

337.5%
公宅：26F共 6棟，2800戶

信義區行政中心：14F

社福設施：B區 1~8F

方案 3：105.08.03

300%
公宅 26F~27F共 6棟，1562戶

信義區行政中心：14F

社福設施： B區 1-8F、C區
1F、D區 1-2F

方案 4：105.09.08

300%
公宅：26F~27F共 6棟，1562戶

信義區行政中心：13F

社福社區： B區 1~8F、C區 1F、
D區 1~2F

最新方案

300%

公宅：27~28F共 6棟，1520戶

信義區行政中心：13F

社福設施： B區 1~8F、C區 1F、D區 1~2F

實設施容積率 300%，低於法定容

積率 350%。

戶數自 2800戶調降為 15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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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慈博愛園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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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慈博愛園區模擬圖

• 成果效益

自 104年 3月 16日召開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地區說明會，有關廣慈

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共計召開 9次說明會與周邊居民溝通開發內容，列表如下：

地區溝通歷程表

編號 日期 說明會名稱

1 104/03/16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地區說明會

2 104/06/02 廣慈博愛園區都市計畫變更公展地區說明會

3 104/08/24 福德平宅拆除作業地區說明會

4 104/11/11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地區說明會

5 104/12/21 廣慈博愛園區地質鑽探案施工前說明會

6 105/04/06 廣慈博愛園區地質鑽探案成果說明會

7 105/08/03 廣慈博愛園區公宅第一次公聽會

8 105/09/08 廣慈博愛園區公宅第二次公聽會

9 105/11/01 廣慈博愛園區環評報告書編列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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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住宅委員會

• 計畫緣起

本府為執行住宅法第 6條及第 27條規定，推動本市住宅政

策與住宅計畫相關事務，於 103年 7月 30日發布訂定「臺北市

住宅諮詢審議及評鑑委員會設置要點」。俟考量公共住宅興建、

出租及管理涉及相關層面，於 104年 6月 10日修正發布為「臺

北市公共住宅委員會設置要點」，將「臺北市住宅諮詢審議及評

鑑委員會」更名為「臺北市公共住宅委員會」。另住宅法修正案

於 105年 12月 23日三讀通過，本府刻正依據住宅法第 6條訂定

「臺北市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成立「臺北市住宅審議會」。

• 工作內容

本府公共住宅委員會工作內容包含興辦公共住宅興辦計畫

之諮詢、住宅政策之諮詢、住宅計畫之諮詢及審議、社會住宅

之評鑑、民間興辦社會住宅申請案件之審議、住宅相關事務之

諮詢。

• 成果效益

（一）105年 7月 13日召開公共住宅委員會第 1屆第 2次會議。

（二）本市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經提報該次會議修正通過。

公共住宅委員會廣慈博愛園區模擬圖

公共住宅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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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住正義論壇

• 計畫緣起

臺北市房地產價格偏高，向為民眾所怨懟，為解決高房價所衍生出各種社會

問題及訂定本市住宅政策，本府地政局、財政局、都發局及社會局聯合舉辦臺北

市「居住正義論壇」，提供產官學界房地產政策公開研討平臺。

• 工作內容

本局及社會局合辦主題為「住宅政策與社福補貼」，地政局及財政局（含稅

捐處）合辦主題為「健全房市與稅制改革」。本市居住特性呈現高房價、低生育

率，同時面臨雙老議題，故本局主題著重以包代管換租公共住宅方式，提供高齡

照顧，同時運用民間租屋資源，達到提供適量公共住宅、擴大民間租屋市場、實

現居住正義的目標。

• 成果效益

透過產官學界代表人士建議，研討本市住宅政策方向與改革原則，共同交流

激盪出健全房市對策，實現居住公平、正義及合理之住宅政策目標。

居住正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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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住宅統包工程招標說明會

• 計畫緣起

本府已宣示第一階段打造 6處示範性公共

住宅智慧社區，透過智慧科技的應用，使居民

在節能、安全、健康及舒適便利等方面能接受

到更及時與全面性的照護。

• 工作內容

於 105年 11月 9日上午 11時舉辦公共住

宅招標說明會，廣邀建築設計、營造、ICT產

業等相關代表，宣告大同區明倫及北投區奇岩

公共住宅統包工程已經上網招標，總採購金額

合計達 28億元，並向與會廠商說明招標案的

內容與期程，歡迎各界組成團隊踴躍投標。

• 成果效益

因應環境氣候變遷、能源枯竭及高齡化

社會來臨等議題，未來本府所有的公共住宅，

包含奇岩公共住宅等都將配備相關智慧科技設

施，全面提升為智慧社區，期藉由本次招標說

明會面對面的交流，廣徵業界先進之意見。

北投區奇岩公共住宅立面模擬

大同區明倫公共住宅立面模擬

公共住宅統包工程招標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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