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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物節能減碳是減緩地球暖化影響人類生存之重要課題，特別是商業建築之電

梯設備更新造價高昂且耗費大量能資源，更須要有「永續再生」之觀念。台灣高

樓建築林立，大部分建築物都已面臨電梯設備必須更新或改善的問題，但因各有

利弊造成業主難以決斷。本研究以商業大樓電梯更新為分析案例，調查營建業者

與電梯業者之製造成本數據，佐以使用者之使用狀況分析，建構 12 項選擇延壽改

善或全機更新之評估項目。並且藉由調查使用者與業主之意願，提出 10 項延壽工

程之專案管理策略，並深入探討其重要性排序，初步探討電梯延壽工程以專案管

理的角度建立標準管理系統模式，以符合商業大樓電梯更新工程之需求，確立合

適可行之管理作業程序。 

 

關鍵字：永續再生、電梯、延壽工程、管理策略 

 

Research 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Elevator Service 

Performance Extension in Commercial Building 

Abstract 

Building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mitigat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human survival. Therefore, sustainable of buildings 

should replace "new constru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 the upgrading of 

elevator equipment in commercial buildings is expensive and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There are many high-rise buildings in Taiwan, and most of the buildings 

are already facing the problem that elevator equipment must be updated or improved. 

However, due to variou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owners to 

make decision. This research uses commercial building elevator update as an analysis 

case, investigates the manufacturing cost data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elevator 

industry, and analyzes the user's usage status to construct 12 evaluation items that 

choose performance extension improvement or full update.  

In addi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wishes of users and owners, 10 proje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life extension projects were proposed, and their importance ranking was 

discussed in depth, and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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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model for elevator life extension pro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management to meet commercial building elevators Update project 

requirements and establish appropriate and feasible management procedures. 

 

Keywords：Sustainable, Elevator, Performance extension, Management strategy 

一、前言 

近年來我國建築物使用主管機關加強對電梯使用性能與管理實務之檢查，電

梯製造業也逐漸重視中古電梯維修及更新業務。中古電梯的保養市場因為歷年新

機裝置的逐漸累積，每年預估僅有3~5%成長。依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民國108

年統計【1】，新建電梯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有1,625部，既有電梯定期安全檢查取

得使用許可證有38,080部。其中運行超過十五年的升降電梯計有25,908部，雖仍

符合法規安全性，然其設計和技術性能已落後現今環保節能之要求，性能亦不及

現代新式電梯可靠，儘管相關保養廠商已作定期保養，仍不敵機件逐漸出現老化

與降低服務品質。基於業主的資產價值，在未來中古建築物「設施更新工程管理」

將是一項重要的物業管理課題。建築物「永續再生」之觀念已漸漸取代耗費能資

源之「新建工程」，依據各項經濟指數、疫情影響與政府政策等相關因素，台灣

新建案推出情形今年前三季出現緩步衰退，加上營建工料成本大幅成長的影響下 

，結構安全無虞之中古建築物，藉由裝修與設備改善更新有助於永續建築之落實。 

依據2002年日本學者巽和夫、柏原士郎、古阪秀三提出「建築物之性能與維

修效果」【2】理論中提及：建築物經年的使用下，通過修繕可以恢復其原有之性

能，但通過修繕得以恢復的性能還會隨時間的推移再次發生劣化。因此針對不同

耐用年限的建築設備需要一個長期的計劃性的修繕相對應。盡早發現建築不同部

位的問題，即時展開有計劃的修繕，對於建築物長期耐用化意義重大。依據這三

位學者的理論，日本對於建築物的耐用性能提升與永續經營主要反映在以下兩點

1.新建建築物追求長期耐用之建築物開發。 

2.既有建築物主要是透過建築物診斷後，                                           

以修改手法進行建築物整建或是使用重建

的方法拆除新建。日本在物業修繕管理

中，重視長期修繕計畫的落實執行，使建

築物的品質整體得以不斷升級，使用性能

壽命良好延長。我們借鏡日本先進建築物

長期計畫修繕理念，以專案管理策略方法      

改善建築物使用壽命與機能便利性，提 

升建築物管理人及業主重視重大修繕更 

新管理之作法，實為本項研究之動機。     

                                        圖1 建築物性能與使用期限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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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調查概要 

基於以上的背景，針對建築物隨時間發生的設備老化及物理性能衰退，必須

有計劃的修繕改良以專案管理的方式來落實，除可達到設備更新延長與增加建築

物的價值，更可降低修繕過程中對日常運作的影響。本研究將探討專案管理之策

略來執行電梯延壽工程，透過執行專案管理除發現問題進行即時修正外，並以問

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對使用者的影響與反饋意見。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先就現行法令有關建築物設備重大修繕要求之

條文分析，並以專案管理方式為主軸依序研究從計畫起始、執行、監控到專案結

束檢討，本研究依據層級程序分析法、取捨評估法、文獻調查法與訪談調查法(問

卷)，透過資料收集進行本案專案管理策略分析如圖2所示。 

 

 

 

 

 

             

圖2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標的選取桃園市中壢區「銀座廿一商業大樓」為調查分析案例。該大

樓於1994年啟用，為中壢火車站前地標商業大樓，樓高22層地下4層，共有11部電

梯(B2~16F貨梯1部、B4~10F客梯3部、B4~22F客梯3部、B4~16F客梯2部及1F~16F

景觀展望梯2部)，匯集來來百貨、錢櫃KTV、補教業及壽險業進駐，其使用現況

如表1所示。 

表1 調查案例建築物使用概要 

棟別 A棟 B棟 

建築物樓層數 B4~16F B4~22F 

電梯數量 展望梯2部、客梯2部、貨梯1部 客梯6部 

大樓營業型態 

光南購物中心 

港式飲茶 

U2電影館 

公職補教業、網咖 

錢櫃KTV、全家便利商店 

升學補教業、壽險公司 

直銷公司、新竹捐血中心 

產後護理之家 

所有權數 36戶 

主要所有權人 南山人壽(60%)、鵬鎮實業(36%) 

使用人承租率 88% 

電梯維護單位 台灣三菱電梯(股)公司-中壢分公司 

管理單位 齊家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資料來源: 銀座廿一商業大樓管委會提供本研究彙整 

層級程序分析法 

文獻調查法 

訪談調查法 

取捨評估法 

工程管理週期 

使用人反饋 

專案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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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該建築物業管理中心保管之建築物原始設計圖說、三菱電梯公司提供

部品規格，整理出11部電梯的基本資料與現況，參考「升降梯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3】「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4】相關規定，將頂

樓機房、升降路、車廂及動力系統等設為主要工作區域，另列出四梯次安裝作業，

每梯次安裝作業中，進行6項進度管制及每項管制實施10項管理措施(含檢查點與

相對應專案管理機制)，後續就監控與管制施工進度情形，並於每梯次作業驗收交

機後，進行使用人(各層用戶)意見調查，經由該項意見反饋與影響調查，檢討改

善下一梯次電梯安裝作業管理措施(如表2)。 

 

表2 銀座廿一商業大樓電梯更新進度管制表 

進場拆機日 開始裝機日 裝機完成日 試車完成日 驗收日
預定請款金額

預定放款作業月份

實際拆機日 實際裝機日 實際完成日 實際試車日 實際驗收日
實際放款金額

實際放款作業月份

03 B4-16F

05 B4-10F

08 B4-22F

11 B2-16F

04 B4-16F

06 B4-10F

09 B4-1,11-22F

1 1-16F

07 1-10F

10 1,11-22F

110.02.18 110.02.22 110.03.19 110.03.30 110.03.31
第五期請款 360,000元

110/03月

109.11.16 109.12.10 109.12.21

更

新

梯

次

一

109.09.23 109.09.30 109.10.26 109.11.05

備註

四 2 1-16F

第三期請款1,080,000元

109/12月

第四期請款1,080,000元

110/01月

109.12.22

109.12.24 109.12.31 110.01.25 110.02.05 110.02.08

第二期請款1,440,000元

109/10月

電梯

編號

停止

樓名

1.全部工程自109/10/01起至110/03/31日止共182日須完成所有電梯更新作業。

2.60期分期款9,720,000元(每期162,000元)自110年6月起支付。

3.60期保養費4,800,000元(每期80,000元)自全部完工日起免費保養兩個月後起算。(預定110年6月起)

4.依據合約第18條逾期完工(每台造價千分之一)之規定，如施工期間逾期完工，經結算後將由第六期驗收款扣除。

1.第一期簽約款1,620,000元

  109/06月已辦理請款作業

2.第六期驗收款 900,000元

  預定110/05月辦理請款作業

管理中心作業審查

管理中心作業審查

管理中心作業審查

管理中心作業審查

議價造價

6,005,00

0

議價造價

4,466,00

0

議價造價

4,118,00

0

議價造價

1,611,00

0

二

三

109.11.06

109.11.09

 
資料來源: 銀座廿一商業大樓管委會提供本研究彙整 

 

三、建構選擇延壽改善或全機更新之評估項目 

就本項方案取捨之策略評估，由於決策之業主(管委會)及協助之物業管理公

司成員，對於電梯專業並非專長，面臨到考量何項方案較為適宜時總會難以下定

決策。如選擇全機更新工程時，優點為可提升為較高速率機種(150公尺/分)對於高

樓層使用上會較有效率，然會面臨使用執照變更、較長工期及大樓經費是否足以

支撐等問題，若選擇性能改善工程時，雖然工程經費負擔減少，但如何取捨留用

部品及材料零件，對於後續維護、無障礙電梯設置【5】及安全性上是否符合使用

人需求效益等皆有待斟酌。 

因此專案起始之初本研究建議運用「層級程序分析法(簡稱AHP)」【6】就電

梯業者提出方案內容，尋求專業協助將業主所面臨的不確定問題，應用AH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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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以下12項項目：(1)規劃；(2)替代方案的產生；(3)決定的優先順序；(4)選

擇最佳方案或政策；(5)資源分配；(6)決定需求；(7)預測結果與風險評估；(8)系

統設計；(9)績效評量；(10)確保系統穩定；(11)最適化；(12)衝突的解決。 

提供業主取捨之前，專業規劃單位必須先確定每項更新方案性質與成本，讓

管委會或業主據以評估進行取捨。先藉由電梯製造商與專業施工單位提供數據給

規劃單位進行層級分析程序，獲得各項工程性質對於大樓永續貢獻的相對程度，

亦即其對大樓影響程度，再將其轉換為取捨之成本，也就是取得各項工程考量時，

所必須付出之代價，據此業主也能從層級分析後之得失中，選擇最好最有利於建

築物之更新或改善決策。 

四、延壽工程之專案管理策略 

電梯延壽工程專案管理規劃如何降低對建築物內使用人之日常影響。專案管

理大師必須排定時程去設法解決問題。本項目在本專案管理規劃下，除應配合法

規相關的各項要求外，在日常的使用與工程並行作業下，將衍生噪音、工區區隔、

料件進出、人流動線與確保安全等相關問題情形，勢必影響大樓日常運行，也考

驗物業管理團隊專業能力。 

電梯更新改善工程進行期間，本研究在面對各項影響問題上，特依現況提出

10項專案管理策略，對使用者進行滿意度調查分析，調查項目彙整如下:(1)人流進

出管制專案管理；(2)施工工區安全管制專案管理；(3)施工工區環境清潔管制專案

管理；(4)料(廢)件進出管制與儲藏專案管理；(5)車廂附屬設施施工專案管理(6)吊

車管制作業專案管理；(7)施工人員勞工安全衛生專案管理；(8)突發事件緊急應變

專案管理；(9)電梯竣工檢查專案管理；(10)電梯延壽工程財務作業專案管理。 

上述各調查項目是依據規劃時程與工程進度設定，過程中也會依據承租商戶

及相關使用人員反饋意見，進行項目及作業程序調整。本案電梯更新率已達63% 

(更新7部電梯)時，在所進行意見反饋調查中發現，就工程影響、施工品質及管理

措施等項目進行滿意度調查，各項敘述性統計平均分數如表3所示，由此可知使用

人對於延壽工程期間日常觀感及滿意度較低項目依序為「等待電梯時間過長」、「施

工噪音」、「樓層間施工環境」及「車廂內裝」等。這些事項之精進與改善對於進

行電梯更新的使用滿意度之提升，並可減少人為阻礙完成更新改善效果。 

 

表3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分析 

序號 調查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電梯等候時間 3.78 1.1160 10 

2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動線規劃 4.53 .752 5 

3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工區安全管制 4.61 .697 3 

4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施工噪音管制 4.22 .959 9 

5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物管服務人員表現 4.56 .741 4 

6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安全服務人員表現 4.66 .6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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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梯更新工程期間環境清潔整理情形 4.43 .749 8 

8 電梯更新工程完成電梯乘坐情形 4.66 .613 1 

9 電梯更新工程完成電梯內裝情形 4.48 .752 7 

10 電梯更新工程完成電梯外觀情形 4.51 .686 6 

 

五、 結論與後續研究 

以桃園市108年統計運行超過十五年的升降電梯計有25,908部數據所示，在未

來第十年間建築物業主(管理委員會)、使用者及物業管理單位，必然面臨年限更

新與延壽決策問題，更遑論其他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設備上 (空調系統、

緊急電力及高壓供電設施)，因此，在諸多不確定情況及具有多數個評估準則的工

程決策問題上，運用層級分析法(AHP)理論，藉由營建專業團隊專業角度，將複

雜的問題系統化，由不同層面給予層級分解，並透過量化的運算，找到脈絡後加

以綜合評估提供決策，後續在執行過程中加以導入專案管理作法，「應用知識、技

能、工具與技巧於專案活動」將能更切合實際需求，未來在其他類型建築物同樣

面對重大設施更新工程時，也可延伸探討與研究。 

本研究藉由探討商業大樓在電梯更新延壽工程，從規劃、決策、管理規劃、

拆除施工到竣工驗收階段，均與建築物永續經營、建築物價值及日常生活品質息

息相關，其中特別是電梯設施涉及高度專業性與技術性，如何讓不具備專業知識

的建築物業主及物業管理團隊，藉由專業營造人士與電梯製造公司交涉與探討，

將各項數據與優劣性先行分析後，獲得各項工程性質對於大樓永續貢獻的相對程

度之影響，轉換為取捨之成本數據，讓業主能從合理專業分析中，做出最有利之

決策，也讓物業管理團隊，依據建議，提出更妥適、更合宜的專案管理策略。為

確保施工品質、降低日常使用影響及確保公共安全，本研究透過建構選擇延壽改

善或全機更新之評估項目及藉由調查使用者之電梯更新檢討延壽工程之專案管理

策略，期望能對建築設施「永續再生」之更新與改善作業之進行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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