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智慧綠建築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系統整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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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二、 推估期間：104 至 106 年 

三、 產業範疇 

  本次調查範疇包含智慧綠建築設計及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兩大項，分述如下。

其中，系統整合產業係以中高階人才為主要研究對象。 

(一) 行業標準分類代碼：7111 建築服務業。 

(二) 智慧綠建築設計：範疇涵蓋建築設計、機電設計、結構設計、消防設計、弱

電設計、景觀設計、照明設計、空調設計等。 

(三)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參考智慧綠建築指標內容，本次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

產業主要以整合空調監控系統、電力監控系統、照明監控系統、門禁控制、

對講系統、消防警報系統、安全警報系統、停車場管理系統等廠商為主。 

四、 產業趨勢 

(一) 智慧綠建築設計 

 以建築物為載體，導入綠建築設計及智慧型高科技技術、材料、產品之應

用，使建築物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 

 從硬體設備功能的提升轉向需求端，並結合產品、設備與服務落實於國民

生活空間，滿足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與節能減碳之生活需求，提升生活環

境品質。 

(二)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 

 智慧化系統服務應兼具監測與控制功能，可以做到省人與省能的功效，以

達降低營運成本的目的，以及系統整合操作使用與相關聯的綜合服務範疇，

展現其所涵蓋的技術領域能力。 

 以整合運作的觀念，打破水電與空調監控分別設計的傳統思維，並對於相

關軟硬體銜接界面的留設與重視通訊協定的關鍵性，提供系統整合未來發

展的可能性。 

 提供集中管理的安全環境並兼具以 web 化之便利性與多元化管理能力的操

作方式。 

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以下為智慧綠建築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惟供給面推估受限於統計資料，

僅提供未來該產業相關科系畢業生潛在供給趨勢，未能將個人能力狀況、產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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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影響人才投入因素一併納入計算，爰於供需比較分析時，應審慎解讀。詳細

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一) 智慧綠建築─建築設計產業                單位：人 

景氣情勢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640 

589 

704 

552 

776 

526 持平 320 336 352 

保守 64 64 64 

註：樂觀=前年度產值*1.10/人均產值；持平=前年度產值*1.05/人均產值；保守=前年度產值*1.01/人均產

值。 

(二)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產業（中高階人才）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319 

-- 

367 

-- 

422 

-- 持平 204 224 246 

保守 97 102 107 

註： 

(1) 因中高階人才主要由內部培訓方式晉升或透過獵人頭公司，較難取得相關資訊，爰無法進行該項推估。 

(2) 各種景氣情勢下，新增需求數之計算方法如下：樂觀=前年度產值*1.10/人均產值；持平=前年度產值*1.05/

人均產值；保守=前年度產值*1.01/人均產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3)「智慧綠建築產業發展關鍵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成果報告」 

 

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以下簡述智慧綠建築相關廠商於人才質性需求之調查結果，詳細之各別職類

人才需求條件彙總如下表： 

(一) 建築設計產業 

 基層人才 

(1) 根據相關廠商「智慧綠建築設計基層人才調查」結果顯示，於關鍵職務排

序上，依序為「建築設計」、「電機工程設計」、「系統整合規劃」、「資訊軟

硬體整合」、「能源與冷凍空調」。 

(2) 於工作職務徵才教育程度上，主要以「學士(含二技、四技)」為主，其次依

序為「專科」、「碩士」。所需科系類別上，則以「建築設計學系」及「電機

電子學系」為主，其次為「資訊工程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學系」。 

(3) 於所需基本工作年資上，以「1-2 年」為首，其次依序為「3-5 年」、「無經

驗」。 



3 
 

(4) 於專業證照重視程度排序上，顯示「電機工程技師證照」最受需求端重視，

其次依序為「建築師證照」、「機械工程技師證照」、「電子工程技術證照」、

「資訊技師證照」。 

(5) 於工作職務招募難度排序上，前三名依序為「建築設計」、「電機工程設計」、

「系統整合規劃」。招募與運用困難前三名原因分別為「人才流動率過高」、

「實作經驗不足」、「專業知識缺乏」。而於招募管道上，又以「人力銀行」

為大宗，其次為「勞動部職訓局」、「校園徵才」。 

(6) 於培訓課程開設上，以「機電系統整合」占比最高，其次為「網路系統整

合」、「智慧綠建築標章評估規劃」，第三是「智慧綠建築概論」。 

 中高階人才：含協理級以上主管及關鍵人才(研發、業務、行銷等非主管

職) 

(1) 於關鍵職務排序上，依序為「智慧綠建築設計」、「電機工程設計」、「系統

整合規劃」。 

(2) 於工作職務徵才教育程度上，主要以「學士(含二技、四技)」為主，其次依

序為「碩士」、「專科」。所需科系類別上，則以「建築設計學系」及「電機

電子學系」為主，其次為「資訊工程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學系」。 

(3) 於所需基本工作年資上，以「3-5 年」為首，其次依序為「6-10 年」、「10

年以上」。 

(4) 於專業證照重視程度排序上，顯示「電機工程技師證照」最受需求端重視，

其次依序為「建築師證照」、「機械工程技師證照」、「資訊技師證照」、「電

子工程技術證照」。 

(5) 於工作職務招募難度排序上，前三名依序為「建築設計」、「電機工程設計」、

「系統整合規劃」。招募與運用困難前三名原因分別為「薪資成本過高」、「人

才流動率過高」、「工作態度與抗壓性」。而於招募管道上，又以「內部培訓」

為大宗，其次為「同業挖角」、「人力銀行」。 

(二) 系統整合產業(僅針對中高階人才) 

(1) 於關鍵職務排序上，依序為「系統整合規劃」、「系統專案管理」，且「具跨

領域事業之產業經驗」以及「具管理經驗」之跨界人才最受企業青睞。 

(2) 於工作職務教育程度上，以「學士」為基本需求，科系背景則多以「電機

電子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為主，並須有「3-5 年」基本工作年資。 

(3) 招募管道，多以「內部培訓」及「headhunter」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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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建築設計產業 

建築設計

(2161) 

負責建築本體規劃設計、

空間與外觀設計職務，協

助建築物各項智慧化設

計、法規檢討、送照以及

溝通協調等。 

大專／ 

建築學類

(5801) 

1. 具備在以建築物為載體，導入智

慧型高科技技術、材料、產品之

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健康、便

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之規劃

設計能力。 

2. 熟稔智慧綠建築評估系統，包含

智慧綠建築標章、建物環境、建

築成本、智慧化系統、使用管理。 

3. 具備分析整合建築法規、建築細

則、相關技術文件之能力。 

4. 具備繪製設計圖、施工圖與建照

圖之能力。 

2 年

以下 

難 無 -- 

電機工程

設計

(2151) 

負責電機控制、機電整

合、自動控制等職務，協

助建築物各項智慧化監控

系統規劃、施作及維護管

理等。 

大專／ 

電資工程

學類

(5201) 

1. 具備建築物供配電系統、變電室

設計之能力，確保供電品質 

2. 判斷建築物機電設備被監控管理

的多寡以及其監測與被控制的多

寡 

3. 具備建築物電氣系統設計與機電

整合能力，包含電信、門禁防盜、

資通訊、中央監視、中央監控、

燈光影音設備及給排水系統等，

以期達到電氣安全、節能、省電

之功效 

2 年

以下 

難 無 -- 

系統整合

規劃

(1330) 

負責整合建築物各項智慧

化系統，如空調監控系

統、電力監控系統、照明

監控系統、門禁控制、對

講系統、消防警報系統

等，期能達到提高整體管

理的效率。 

大專／ 

電資工程

學類

(5201) 

1. 判斷系統整合之程 度，包含中央

監控系統、系統整合項目、系統

整合之整合度 

2. 判斷系統整合之方 式，包含提出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及系統

整合架構圖、監控介面是否被留

設、子系統整合的技術層次等 

3. 決定系統管理方式，包含整合系

統管理操作環境、判斷建築物之

整合服務在功能面的完整度 

4. 建置系統整合平台，包含系統整

2 年

以下 

難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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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 

5. 評估整合的安全機制，包含人機

介面之管理權限設置 

資訊軟硬

體整合

(2523) 

負責軟體、人機介面、網

路系統整合等職務，協助

建築物各項智慧化系統的

資訊環境設定、系統架構

規劃等。 

大專／ 

電資工程

學類

(5201) 

1. 判斷廣域網路之接取，包含智慧

綠建築內與外部有線、無線數據

傳輸及處理運用之智慧化程度 

2. 判別數位式(含IP)電話交換，包含

智慧綠建築內數位式(含IP)電話

傳輸及處理運用之智慧化程度 

3. 建置公眾行動通信涵蓋，包含智

慧綠建築內公眾行動傳輸及處理

運用之智慧化程度 

4. 建置區域網路，包含智慧綠建築

內部有線、無線數據傳輸及處理

運用之智慧化程度 

5. 設立視訊會議，包含智慧綠建築

內外視訊會議處理運用之智慧化

程度  

6. 建置公共廣播，包含智慧綠建築

內部或週遭公共廣播處理運用之

智慧化程度 

7. 建置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包含

智慧綠建築內部公共天線或有線

電視處理運用之智慧化程度 

8. 建置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包含

別智慧綠建築內部及週遭公共資

訊顯示及導覽等處理運用之智慧

化程度 

2 年

以下 

普

通 

無 -- 

能源與冷

凍空調

(3115) 

從事空調、節能等設計規

劃、繪製空調工程圖等職

務，負責建築物各項智慧

化冷凍空調節能工程等。 

大專／ 

其他工程

學類

(5299) 

1. 建置能源監視系統，要求空調或

動力或照明等設備具有之能源監

視功能。 

2. 建置能源管理系統，要求空調或

動力或照明等設備具有能源監控

或需量管理功能。 

3. 採用高效率設備之能力，採用高

效率之冰水主機或冷氣機等空調

2 年

以下 

普

通 

無 -- 



6 
 

所需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設備，高效率之螢光燈管或燈具

等照明設備，採用高效率之泵等

電氣設備 

4. 具備節能技術措施，包含智慧外

層節能措施、空調設備節能措

施、照明設備節能措施、動力設

備節能措施 

5. 建置再生能源設備，包含採用產

生電力或熱能等替代能源之設

備，以達節能減碳效益。 

系統整合產業(中高階人才) 

系統整合

規劃

(1330) 

負責整合建築物各項智慧

化系統，如空調監控系

統、電力監控系統、照明

監控系統、門禁控制、對

講系統、消防警報系統

等，期能達到提高整體管

理的效率。 

大專／ 

電資工程

學類

(5201) 

1. 判斷系統整合之程 度，包含中央

監控系統、系統整合項目、系統

整合之整合度 

2. 判斷系統整合之方式，包含提出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及系統

整合架構圖、監控介面是否被留

設、子系統整合的技術層次等 

3. 決定系統管理方式，包含整合系

統管理操作環境、判斷建築物之

整合服務在功能面的完整度 

4. 建置系統整合平台，包含系統整

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 

5. 評估整合的安全機制，包含人機

介面之管理權限設置 

2-5

年 

難 無 -- 

系統整合

專案管理

(1322) 

1. 負責擬定系統整合專

案計畫、專案追蹤與執

行管理、專案變更管

理。 

2. 負責系統整合專案完

成結案、專案完成後之

評量。 

大專／ 

電資工程

學類

(5201) 

1. 具備理解系統整合專案計畫書的

本質與需求的能力。 

2. 維持整體專案進行時的平衡的能

力 

3. 適當評量專案變更需求的內容的

能力 

4. 預估完成品的完成狀況的能力 

5. 收集對專案完成時的評量之有效

資訊的能力 

6. 能夠描述專案整體流程的溝通能

力 

2-5

年 

難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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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代碼分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分類」及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年以下、2-5年、5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

人才能力需求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3)「智慧綠建築產業發展關鍵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成果報告」 

 

 

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智慧綠建築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結果，摘錄報告所擬之人才問題與其因應

對策，彙整如下：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建築設計產業 

缺乏跨領域

人才 

智慧綠建築所需之人才，不僅要了解可提高智慧綠

建築附加價值的相關設備，也要了解建築設計的規

劃，方能將提高智慧綠建築附加價值的相關設備適

切的整合在建築主體中，以達到智慧綠建築的目的 

 推廣學校成立「智慧綠建築跨領域學程」

來鼓勵建築、室內設計、電機、資管、企

管、物業管理等相關科系學生跨領域學

習，培養跨領域人才。 

 讓建築設計相關科系學生了解資通訊之

技術與產品應用，讓資通訊相關科系學生

了解建築設計的規劃，以培養跨領域人

才，符合產業需求，縮短新進人員訓練時

間時間成本，提高企業聘用應屆畢業生之

意願。 

系統整合產業 

大專畢業生

所學無法及

時與產業需

求接軌，造成

學用落差問

題 

(1) 運用此調查結果，進一步透過深度訪談系統整

合相關企業與相關科系教授，規劃適宜產業需

求之系統整合人才課程內涵與大綱，培植跨領

域專業人才，以期縮短學用落差，強化產學連

結 

(2) 透過智慧綠建築課程規劃，以及智慧綠建築學

程制度，廣邀電機、電子、機械、電通、資訊

工程、自動控制、冷凍空調等各科系學生共同

參與，培養學生的第二專長及提供跨領域學習

機會，彌補產學落差，強化未來職場就業能力 

 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規劃之智慧綠建築

系統整合相關課程的開設，納入科系選修

課程，並提報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取得課

號，以最後一哩課程之方式開課。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3)「智慧綠建築產業發展關鍵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成果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