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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全球(我們的地球村)身處於極端氣候災難頻傳，「天災」: 根據中央

氣象局-颱風(全球每年約有 80 個颱風生成)、水災(全球發生率 43%)、地震(臺灣

每年地震偵測平均約達 3 萬多，約 2 天 1 次規模 4.0 ~ 5.0，馬國鳳:米崙活體斷層

殺傷力極強，未來錯動機率 8.8 成;規模達 8.7！)、土石流、熱浪、乾旱致糧食欠

收、停電(對有限能源過度依賴與耗竭);「人禍」:疫情(臺灣染疫約 1/4)、火災、

通膨等;但人類仍無視災害，自相殘害(如:犯罪詐騙，俄烏戰爭戰爭等)，使生存

危機加劇!更重視國界安全防禦科技!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從大樓防災防疫/減碳永

續/管理維護等面向，之人、事、時、地、物、其他等實務;對大樓公/私領域之建

物/設施/軟體/設備/糸統/物業/營運等現況優缺點，供大樓日後改善規劃/設計、配

套/措施、軟/硬體、法規訂定等探討，走向符合自然生態、永續經營;透過參考文

獻回顧、分析探討、實務經驗、資料劃歸;佐以糸統思考，提供可參考之方向~ 

研究結果顯示:在大樓管理實務中，發現以情￫理￫法管理的順位最為圓滿!讓

我所管理到的大樓-管理費零欠繳、活動參與率 80%、宣導資源回收或增加使用

可重覆資源率 89%、籌辦二手市集落實減廢;在防/減災/滅災-需及早了解致災原

因，宣導規劃、人員因應與演練。大樓-軟硬體/系統/建物/設施/設備規劃設計 

，如:昇降/門禁/邊界/消防/機電/弱電/天然氣/公設/空調/供水/資源回收/污水處理/

其他-法規等，予以整併簡化減少量體，減少使用資源;讓人類的科技發展、生活

需求等與節能減碳、環境永續和諧併存!。 

 

關鍵詞：防疫與防災、智慧化設備系統、永續智慧住宅、物業管理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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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n Taipi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ke the Use of Mainten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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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orld (our global village) has experienced frequent extreme 

climate disasters. "Natural disasters":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 typhoons (about 80 typhoons are generated every year in the world), 

floods (43% global incidence), earthquakes (earthquakes in Taiwan every year) The 

average detection is about more than 30,000, and the scale is 4.0 to 5.0 once every 2 

days. Ma Guofeng: The Milun living body fault is extremely lethal, and the future error 

rate is 8.8%; the scale reaches 8.7!), landslides, heat waves, and drought caused food 

Receipts, power outages (over-reliance and exhaustion of limited energy sources); 

"man-made disasters": epidemics (about 1/4 of Taiwan's epidemic), fires, inflation, etc.; 

but human beings still ignore disasters and harm each other (such as: criminal fraud, 

Russia-Ukraine War, etc.), aggravating the crisis of survival! Pay more attention to 

national border security defense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i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focus on build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carbon reduction and 

sustainability/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Real estate and other practic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buildings/facilities/software/equipment/integration 

system/property/operations in the public/private sector of the building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in planning/design, supporting facilities/measures, software/hardware, 

regulations Deliberation and other discussions to move towards natural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rough reference literature review,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data classifi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order of management based on emotion, rationality and law is the most satisfactory! 

Let the buildings I manage - zero overpayment of management fees, 80% participation 

rate in activities, promotion of resource recycling or increased use The repeatable 

resource rate is 89%, and the second-hand market is organized to reduce waste; in the 

prevention/reduction/elimination of disasters -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disaster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mote planning, personnel response and drills. 

Building-software/hardware/system/building/facilities/equip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 such as: lift/access control/boundary/fire/electromechanical/weak electricity/natural 

gas/public facilities/air conditioning/water supply/resource recovery/sewage treatment/ 

other - regulations, etc., to be consolidated and simplified to reduce volume and use of 

resources; let hum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living needs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intelligent equipment system, 

sustainable intelligent housing,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 

 

一、 緒論 
本文主要探討-臺中市太平區某住宅大樓物業管理之使用維護管理為主題，分別

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流程說明如下: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研究動機 

動機(1)大樓設備/設施-使用管理維護量體很多，又多採各自設計、規

劃，這做法缺乏統整-讓管理存在著複雜性，致使管理人員無法一次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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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快速判讀出危險、故障、安全漏洞等問題來源?即時因應-在管理層

面易發生遺漏!遇緊急事件-需待其專業人員到達，時間差可能造成搶修上

的延誤;(2)隨居民需求增加也加速設備/軟體/設施/資產/保養/維護/營運/

使用等年限與資源/用電量等的耗損，也使大樓軟硬體管理使用維護與作業

量增加!(3)期探討虛實連結整併、精簡化大樓相關，全面設計規劃出更佳

管理成效可參考方向，期更有助於增進節能、減碳、防災、永續的未來。 

2.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改善缺乏全方位管理之軟硬體設計規劃，解決致使管

理者易產生疏漏與解決時效被延遲等問題。藉由探討本大樓軟硬體現況，為

大樓各獨立運作的軟硬體(虛實)與管理糸統簡化整合，提供未來具體可行的

方向，讓大樓軟硬體之使用管理，經由整併過程精簡化，涵蓋的範疇更全面 

;更有利居住的環境永續發展，增進住戶安全、健康、樂居、美好的生活品

質與良好管理成效，也利於及早防制災害或減災，甚而能滅災。 

(1) 了解大樓建物與設備採用之安全建置，如何及早因應防制災害或減災。 

(2) 探討何規劃設計與管理大樓軟硬體操運方式，對節能減碳與永續更有利。  

(3) 提出大樓現有的軟硬體、系統，如何管理、維護、使用與整合，能更具

有提昇管理效益，且符合住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與全方位之需求。  

(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 

1.研究方法： 

試以文獻回顧-探討住宅大樓公私領域、軟硬體糸統、永續營運、物業

管理等，從防災防疫/減碳永續/管理維護等三面向，檢視評估、規劃設計 

、設施設備功能糸統整併、使用管理、相關法規等，找出滿足住民生活需

求、更好管理成效，營造永續、安全、健康、和樂、美好…的居住環境! 

 2.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臺中市太平區某住宅大樓物業管理為主研究流程，從研究動機 

，探討大樓軟硬體防災防疫/減碳永續/管理維護三面向，最後提出建議~ 

      

二、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探討-臺中市太平區某住宅大樓物業管理之使用維護管理為主題，

分別針對大樓傳染病擴散管理與防制、大樓危機管理認知、災害防制管理認知: 

(一) 大樓傳染病擴散管理與防制 

1.於疫情期間之管理措施，歸納出「門禁」、「設施」、「健康環境」及「生

活」四項疫情管理構面及14小項設計重點。(徐子淇，2022)  

2.以高解析度的定位裝置分析個人行為，收集傳遞疫情資訊以及環境風險分布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開發，模擬群聚感染爆發疫情。(許景舜，2016)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jrDB4/search?q=auc=%22%E8%A8%B1%E6%99%AF%E8%88%9C%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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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殺菌燈管T8 40W UVC應用(圖1)、紫外線燈管(圖2)使病毒DNA斷裂失去複製

能力達到殺菌功能(20210607元氣網／韋恩的食農生活);為防其使人體失去生理功

能死亡，感應人來熄滅無人開啟(圖3定時器、智能插座)。(徐源德，2020) 

圖1 應用紫外線燈管殺菌     圖2 紫外燈管優點     圖3 使用感應式啟動 

 

(二)大樓危機管理認知 

        危機管理過程大致分五大管理步驟－決策者與執行者的認知及危機辨識

的能力強化，事先建構一套職司「危機管理」的應變計畫、執行、研究探討

發生起因與加強危機預防處理等學習、調適的動態過程來達到有效的危機管

理目標(設備糸統-危機初期徵兆的偵察最為重要)，完整危機糸統與因應，

有利及早準備預防損害並於發生後控制及處理、事後復原等工作(黃新福，

1992);謹慎使用延長線、接地(圖4 用電裝置規則)(圖5 電氣火災);裝設漏

電斷路器(圖6漏電斷路器)(徐源德，2020)。 

圖4 用電裝置規則59     圖5 電氣火災       圖6 裝設漏電斷路器 

 

(三)大樓災害防制管理認知 

        在極端氣候和城市快速發展下，減災工作重點是提高防災救災效率，發

展區域抗災能力，增強災前容災能力。國家政策方向意在整合各部門，有效

推進抗災適應戰略。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效果有限，面臨災害威脅的一線

社區仍需積極應對。(李真，2020) 

 

三、大樓軟/硬體系統規劃設計 
本文主要探討-臺中市太平區某住宅大樓物業管理之使用維護管理為主題，從人 

事時地物等分別針對軟/硬體系統、大樓管理法規認知項目探討: 

(一)軟/硬體系統1.人(軟體):住戶、所有權人(屋主)、委員會(每年選任)、要有

好的管理維護成效唯有聘用合格有經驗大樓管理人-需持有內政部事務人員

證照(5年)、消防署防火人員證照(3年)、防災士(2年);具專業合格證廠商。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7VMO2/search?q=auc=%22%E9%BB%83%E6%96%B0%E7%A6%8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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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務處理(軟體):協助委員會各項使用管理維護事務-如:管理/行政/會議/服

務/遴選-建物/設備之維修/維護合格廠商-如:機電/消防/昇降/弱電/管制糸

統/建物維護，好的管理結果-都與社區經理與廠商推動力有重要的關係。 

3.時:目前專業管理人員(社區經理8H)，非上班日採責任制(針對緊急事件協調

維修人員與應變處理、大樓處理現況處理後呈報); 駐點保全採2班制24H安

全維護;廠商-採每月定期/臨時/緊急維護設備/設施，最好的規劃-是以能力

相當的輪休人員，接替休假時的職務處理，避免人員過勞，影響執勤效率。 

4.地(硬體)管理範圍-一般管理範圍是涵蓋整個基地與建物、法定開放空間、

大樓週邊相互影響等區域;但若能結合里鄰長、社造等地方相關單位來提供

專業的規劃改善等提供資源與協助，比大樓本憑靠自治會來得更完善。 

5.物(軟/硬體):光本大樓軟(電腦糸統軟體/APP)、硬體(建物/設施/設備)量體

很大-如:「建物安全」避雷針、地下室、樑柱牆、窗、樓地板、管道間、樓

梯、通道、騎樓、頂樓、屋凸;公共天線、管線;「昇降設備」電梯車廂、控

制、面板、昇降管道、纜繩、機坑、機房、機械車位等;弱電「門禁管制」

讀碼主機-搭配住戶感應扣、車輛出入-設e-tag讀取感應板或車牌辨視糸統 

感應車輛e-tag-管控車道捲門、柵欄機;「邊界守護」中央控制糸統監視器

主機/軟體搭設紅外線對照遮斷警示與16格分割畫面螢幕;「消防安全」感測

設溫感、偵煙器，警示廣播主機、消防水管、消防池、消防栓，11樓以上自

動灑水等;「機電設備」電力輸送管線、變電箱(供電公/私電錶)，因應大樓

停電-油電發電機供電，UPS不斷電糸統;「天然氣」供氣輸送管、用氣安全

管控-漏氣偵測警示器、漏氣遮斷控制主機;「空調」冷氣機與輸送管、「供

水」:水塔、蓄水池-抽水馬達、加壓馬達、中繼設備;「資源回收」垃圾、

廚餘、資源回收等設備;「污水處理」曝氣機、過濾與沈澱等池、排放管、

污水抽除排放馬達;「其他」時控器、照明、雨水回收糸統，庭園植栽自動

噴灌、景觀池循環搭過濾桶設備等。若要讓管理維護有最佳效能，需將以上

所述建物/設施/設備(昇降、建物、門禁、邊界、消防、機電、弱電、天然

氣、公設、空調、供水、…)等，以符合安全規範與習慣動線來設計規劃;結

合科技來全方位簡化與妥善整併，才利於達到節能減碳與較佳的管理成效。 

(二)大樓管理法規認知(軟體): 由內政部審查委員會作為大樓管理規範依據-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最新增修範本 1110511公布)、施行細則;另提供第7條、第

9條第1、2項、第16條第4、5項、第31、32條-供大樓依需求修訂住戶規約( 

需向主管機關報備-始成立公法約束力);因管理組織運作，存在著多樣化的

問題，營建署為輔導各種型態公寓大廈，後委託物業管理學會依(100)年11

月23日修正發布範本，再針對籌組程序、規範制定、會議基本概念、管理負

責人職務、任期等;舉以實例運作等事項，編訂「公寓大廈自治管理手冊」

推動良好的自治管理;若此法無法管，則需訴於民/刑/其他-法條規範;雖大

樓已訂有住戶規約，但為大樓居住時的各種狀況，需再另訂更細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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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執行 管理(如:裝潢/維修/生活/環境/安全/停車/搬遷/寵物飼養/管理費

繳納/公設/設施使用行為等維護規定);但在管理上-以多年大樓實務，多以

情理法先後順序為執行管理的依據，個人覺得這是最為圓滿的作法!達到管

理費零欠繳、活動參與率80%、遵法90%;在永續上-資源回收率89%(宣導籌劃

二手市集與交換贈予勘用傢俱、用品群組管道、增加免洗餐具、少用保鮮

膜、塑膠袋-改以重覆性提袋!減廢60%或增加重覆使用資源~) 

 

四、使用管理維護 
本文主要探討-臺中市太平區某住宅大樓物業管理之使用維護管理為主題，

分別針對防止大樓災害因應與防制、大樓永續管理:  

(一)大樓災害因應與防制-防疫防災層面 

目前臺灣本土對特殊傳染病之防疫為最受重視，重要影響影響傳染病疫

情傳佈範圍媒介-則是人口移動行為、人群處密閉場所空間、近距離密切接

觸，都是增加人類暴露接觸病媒傳染機會(圖8 111/10/5確診人5萬多高峰、

圖9 確診累計趨勢往上)。大樓內除自購自住，也有投資者供承租需求者，要

防制疫情擴散流竄，公共區域清消防疫措施(人以75%酒精/環境設備表面以稀

釋漂白水含氯漂白水約100cc加10公升水)，平常日-住戶未上班前清消1次、

上班後每3H清消1次、休假日-兒童遊戲室、多功能活動空間等使用率增加，

清消頻度加強至1~2H清消1次;減少人與人接觸;患者癈棄物以75%酒精消毒後

密封丟棄，防止病毒再傳染;提早篩檢、主動檢視評估可能遺漏的傳染途徑~ 

1.人-對內-於頻繁出入處設置溫感式酒精消毒器，口罩等防疫物資，供住戶

(區分所有權人，家庭、親朋、好友、承租戶等)量溫消毒，保持手部滅菌效

果;持續宣導落實防疫(圖10 75%酒正確用法)。對外-訪客/廠商/仲介/看屋/

維修/裝潢/送物品等人員頻繁出入不利防疫工作進行，作好出入管制登記，

規範戴好口罩、酒精消毒、體溫測量等防疫措施;另於大門外設置貨品放置

地點/置物架，請物流人員或外送員放置;管理服務人員 (如:專業管理、生

活服務、維安保全、清潔人員、維修廠商等)，易密集與多人近距離接觸增

加感染機率，成為移動式傳染源;除必佩戴口罩，還需加強所處空間防疫(由

天花板垂落透明塑膠布當防疫隔間);與人接觸後即以酒精全身清消。  

2.事-本大樓雖持續防疫與資訊宣導防範措施，但感染處大多是在學校、工

作、外出旅遊等大樓外區域，自我需落實健康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

38℃)、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確定或疑似感染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者，主動

早通報管理單位與相關單位異常追蹤並居家休息或特約診所視訊治療。 

3.地-公設、停車場、梯間等、居家室內環境-需防範病媒由相通管道(管道間)

傳佈，保持開窗通風良好、引入陽光(天然紫外線)滅菌。 



第二十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4.物-人員穿戴防護裝備隨時加強物的防疫，按接觸使用狀況評估清消頻率，

維持公共空間防疫工作(使用消毒藥劑避免過度影響人體健康)。三級防疫時

公告暫停開放-避免駐足接觸於公共-區域/設施/設備/(如:兒童遊戲室、多

功能活動空間等);一級防疫時無法施行不開放防疫措施，因此易被頻繁觸處

(大門、梯廳、按鈕、無障礙扶手、對講話機、公設桌椅、電腦-週邊設備

等)則以75%酒精或次氯水、稀釋漂白水加強清潔滅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社區因應指引~);於密閉空間加設紫外線燈殺菌與空氣清淨機過濾~ 

圖8 111/10/5確診人數高峰圖9 111/8/25~9/7累計趨勢圖10 酒精消毒正確用法 

 

5.時防疫期間-大樓持續加強關注指揮中心公布之疫情，視需求發布警示;自覺

若出現呼吸道症狀者;請其先返家、協助立即就醫，直到確認非為特殊性傳

染病時取消管制。 

6.其他-大樓節日集會活動群聚防疫-視疫情調整防疫措施研判活動形式、參與

人數，集會地點或延期或取消;2.大樓安全-消防/公安檢查(圖11)、消防編

組演練、消防局宣導、加入防災士團隊(圖12);設置AED、大樓與居家為集合

體-宣導用電安全;設自動檢測斷電與通報糸統，避雷針、建物避震初評與維

護建物強度、宣導以避難指引判斷基準表 (圖13) 逃生、坡道止滑、設置窗

戶安全鎖、兒童或老人防墜、承保公共意外險，安全醫療連網通報與救助!   

(圖11) 公安/消防檢查 (圖12) 加入防災士團隊 (圖13) 避難指引判斷基準表  

 

(二) 大樓減能減碳永續管理 

       台中市政府特別注重樂居金獎評項-管理維護、友善設施、社區營造、社區 

綠化、節能減碳之理念 (圖14樂居金獎-圖15評項)以獎勵傳承對美好生活的想 

像，安居進而樂居!(照1 帶領評選榮獲親頒-盧市長-節能/都發局局長-特優~) 

從人、事、時、地、物、其他，小地方注意起至大面積;來探討大樓減碳永 

續面，將節能減碳、永續共好等融入在管理維護中共創健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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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台中市樂居金獎傳承獎圖15 台中市樂居金獎評項照1 節能減碳/樂居特優 

 

1.人-對內:區分所有權人、家庭、親朋好友、承租戶等(以私約管理與宣導)。 

對外:訪客/廠商/仲介/看房/工作服務人員等，以需社區規定、各項SOP來執 

行環境使用維護、推動真善美與行為;帶動大家落實環境永續、共榮共好! 

2.事-公共性定期維護維修-以延長使用年限;行政、會議、公告、宣導、管理

費、住戶規約、使用管理辨法等無紙化;其他服務:代收信件(包裹/寄物)掛

網通知、勸導落實回收分類;訂私法罰責約束個人行為，避免影響公共環境

與危害其他人安全-如:製造高分貝或持續或間斷性噪音(施工、搬移)等(圖

16 噪音來源與危害分貝數表);產生空污(抽煙、燒金紙等(圖17 日空氣品質

指標 日AQI)、製作標語提醒避免浪費公設資源(請隨手關燈、水、電、冷氣

等)與環境維護衛生與秩序、防火-安全門常閉、禁丟易燃物-煙蒂~ 

3.時-春夏季節，氣候較易嚴熱，以自然方式節能減碳-打開上窗運用熱氣上昇

排除室熱，打開下窗引入較低處戶外較冷空氣或善加運用循環扇產生對流效

應，減少室溫，避免因高熱-狂開冷氣，空調調至27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與消耗更多電，加劇全球暖化。 

4.物-國際能源署（IEA）《冷卻排放和政策綜合報告》（Cooling Emissions and Policy 

Synthesis Report）未來40年全球使用高效率冷卻系統，約可減4-8年全球碳排

量（2100-4600億噸碳）。定期檢修室內冷藏空調系統、替換交通工具內的

老舊空調設備(1年4.2億噸碳排，70%來自燃料，30%來自冷媒);使用節能產

品及設計;蓋綠建築;在2050年前空調系統效率翻倍及改用友善環境的冷媒，

年碳排量減少20%，全球將可減少1.3兆度電，省下 2.9兆美元花費！ 

5.地-2022年8~9日82%電力來源為火力(增加二氧化碳/空氣污染)，使雨水成弱

酸性，土壤生物呼吸的二氧化碳再增強水的酸性，水流過地表岩、土體在此

作用下陷，地面形成塌陷坑現象(地面巨大天坑-可使建物、人、車等陷落) 

圖 16 噪音來源與危害大約分貝數表 圖 17  日空氣品質指標(日 AQI) 

https://www.iea.org/reports/cooling-emissions-and-policy-synthesis-report
https://www.iea.org/reports/cooling-emissions-and-policy-synthesi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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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人節電與改善發電來自可循環能源，有助於減緩此災害 ! 

6.其他-找出能使大樓軟/硬體全方位虛實連結整併精簡化來節電，與更佳管理

成效!達減碳、防災、永續等(圖18、19節電從我改變;圖20節能家電補助)。 

圖18  節電從我改變       圖19  小小節電家      圖20 節能家電補助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大樓軟硬體系統規劃設計: 若能在軟/硬體系統方面妥善整併，將建物/設施

/設備/人員等(如:昇降、機電設備、門禁管制、邊界安全、消防安全、天然

氣、公設、空調、供水、資源回收、污水處理、其他設備等，可節能/電、

減碳並減少使用資源~。 

2.大樓管理法規認知: 在我多年大樓管理實務中，大多以情理法為執行管理的

先後順序，個人覺得這是最為圓滿的作法!讓我所管理的大樓，都達到零欠

繳管理費、活動參與率約達80%、持續宣導-得到資源回收率達89%、日常落

實減廢或增加使用可重覆資源。 

3.大樓防疫使用管理維護:平常-每天早上未上班前、上班、假日增加頻率兒童

遊戲室、多功能活動空間等2H清消一次75%酒精1H清消一次; 儘量減少人與

人接觸; 防止患者病毒傳染-以75%酒精消毒癈棄物後密封丟棄;提早篩檢已

為必要-主動檢視評估可能的遺漏的傳染途徑。必需增設的防疫設備-溫感式

消毒器、空氣清淨機、紫外燈感消毒(無人時)、如無法避免人與人接觸時

(如:溝通/會議)等，改採遠距視訊/LINE通訊等方式。 

4.大樓節能減碳永續管理: 要節能減碳-建物/設備/設施/軟體等，定期維護維

修更新-延長建物設備使用期限;會議、公告、宣導、管理費、住戶規約、使

用管理辨法等-行政無紙化;其他服務:代收信件(包裹/寄物)以今網通知住戶

手機; 訂定私法罰責約束或勸導落實回收分類、避免個人行為對公共或個人

等影響與危害-如:製造持續或間斷性高分貝噪音(施工、搬移等) ，減少空

污(抽煙、燒金紙等)，讓空氣 (臭氧 (O3)、細懸浮微(PM2.5)、懸浮微粒

(PM10)、一氧化碳 (CO)、二氧化硫 (SO2) 、二氧化氮 (NO2) 濃度等數值) 

維持正常範圍，避免對人體身心靈健康影響;避免浪費公設資源(製作提醒標

示 -隨手關電、冷氣、燈、水)、資源再利用、環境安全維護-禁丟煙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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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將大樓軟硬體(虛實)作全面串流整合簡化;來增進操作便易性，利於管理者

能更快速正確判讀發生問題來源，及時因應與解決防/減災、甚至滅災。 

1.自動偵測大樓各設備問題，提示現場人員並連網至相關設備維護單位，1鍵

提供權限，以遠端控制維護與處理問題，加速處理的時效與量。 

2.以75%酒精防觸摸感染外，建議增設防疫設備-溫感式消毒器、偵測污染空

氣空氣清淨機、紫外燈感消毒(無人時)或引入自然紫外線(太陽)防疫(可於

密閉空間上天花板裝設吸入通風管經過濾淨化、能量轉化，再重新注入回

大樓各個空間的設備;在無法避免人與人溝通時(如:會議)等，為防氣(氣溶

膠)沫感染源，改採遠距視訊/LINE通訊等方式來達到防疫。 

 3.專家推估:氣候異常成為常態，現僅環保局積極輔導大樓節能減碳，但尚未

在了解災害的源頭與形態後，將及早避/減災的正確作法，放入法規中去因

應，因此加修制定法規;提供大樓準備與對應措施基準，並連線政府防災與

相關單位，加強了解災害來源?發生原因?如何防範?來提前預/偵測、及早

通知，提供更多些的時間來防制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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