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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過度開發已嚴重破壞地球的生活環
境，如何與地球環境共生並永續發展成為近年來最
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智慧綠建築的需求應運而
生，透過智慧管理系統改善建築物運轉的效率，減
少資源消耗，同時增進大樓居住者的安全與舒適。
然而智慧建築管理系統必須協調多個子系統，進行
智慧分析以達成效能最佳化，且不同大樓有不同的
基礎設施、不同的管理政策、不同的營運需求，如
何在跨建築佈署時能夠快速客製化並保有彈性是
一大挑戰。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將說明如何應用
智慧系統服務設計智慧綠建築管理解決方案，以模
式驅動架構與共通服務平台縮短解決方案與基礎
設施間的鴻溝，支援營運流程管理及智慧分析，加
速商業服務實現與彈性客製化，並促進資產累積與
再利用，提升我國智慧綠服務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The over development of human-beings had
seriously destroyed the earth environment. How to be
sustainable with our living environment had been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n recent years. The occurrence of
smart green building requirement is to reduce the
resource waste,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building by smar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enhance the comfort and security of building dweller.
However, the smart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must coordinate the multi-sub systems and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of efficiency by smart analysis.
Besides, the different buildings have different
infrastructures, different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different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how to customize
across building deployment and maintain the
flexibility is a big challenge. In this paper, we will
introduce the Smart System Service technology for
enabling the smart green building management
solution. By Using model-driven methodologies and
common platform to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solutions and infrastructures, supporting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management and smart analysis,
accelerating the business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the
elasticity of customization, and enhancing the asset
accumulation and reuse, lifting up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our smart green service industry.

一、引言
減少建築物運轉的能源需求與溫室氣體排放
近年來成為關鍵的議題。在智慧綠建築的應用，需
同時考量大樓的節能永續與大樓使用者經驗兩大
項要素。大樓節能永續包含減少用能量、減少碳排
放、節省用能費用、提高用能效率等目標；大樓使
用者經驗包含人員便利性、舒適度、工作效率、安
全性等目標。在此篇論文中，我們首次介紹智慧系
統服務來增進資通訊科技在智慧綠建築的應用價
值與效益以及永續性，並引用智慧綠建築來實證智
慧系統服務的設計與應用。
智慧系統服務能整體運用在物聯網，雲端運
算，商業流程管理，資訊整合以及分析科技來支援
智慧綠建築達到降低能源消耗，改善能源管理效能
以及增加居住者的安全與舒適。智慧系統服務不只
是資訊系統的實踐，更是商業策略，商業運作以及
所有從商業層次到資訊層次的必備步驟都能被考
量到以達成更好的靈活度，規模度與再使用性。智
慧系統服務中的「模式驅動架構與方法」
、
「共通服
務平台」與「資產管理」的目的在縮短智慧解決方
案與核心基礎設施間的鴻溝，加速商業服務實現到
軟體實作。本文提出一智慧系統服務的方法論及共
通服務平台架構，應用於智慧綠建築領域，其中包
含六層的解決架構為智慧分析、智慧綠建築管理過
程與解決方法元件、資訊模型之整合與存取架構、
資訊基礎設施與網絡整合、控制層、實體層。不同
層次的資產能夠被靈活地再運用以及發展更進一
步的解決方案。
不同於一般系統程式開發，結合決策層的完
整規劃與 IT 層的執行，能夠適用於各式需要長期
規劃的產業政策發展。以智慧綠建築為例，運用智
慧系統服務方法所開發出的平台能適時的修正與
最適化智慧綠建築的運作；此平台具備完整的系統
架構，能靈活地調整系統開發的元件，能因應不同
產業的規劃，來進行系統服務的客製化，並能彈性
調整在決策實踐中所檢視出需要修正的決策內
涵。由於系統共同架構的完整與多層次的建構，能
夠因應動態情勢進行程式內碼的修正與調整，對於
長期策略的制定與實踐具備動態的調整因應機

制，也能提供我國增進產業國際競爭力可協助衡量
的系統機制。
二、促進環境永續之智慧綠建築
面對全球暖化、都市化等關鍵趨勢，建築物
的「智慧化」和「永續」將是未來城市永續發展的
兩大必要條件。如何擴大智慧綠建築(Smart Green
Building)觀念的空間尺度，讓既存不環保、不永續
的城市，以及未來新建的城市，成為生態永續的系
統，是世界各國目前共同的討論核心。
如何在既有綠建築基礎上，導入資通訊應用
科技，發展「智慧綠建築」產業，成為領先國際之
典範，為台灣建立低碳島之政策目標。智慧綠建築
在提高員工生產力、節約能源成本、節約營運成
本、增加租金收入、改善空間品質等層面上是否均
能產生實質的效益，是智慧綠建築的各利益關係人
其所關切的目標。如大樓企業主希望能夠提高員工
生產力，大樓經營者希望能夠節約能源成本、營運
成本，大樓管理員希望能夠即時進行大樓運作的管
理，大樓擁有者希望能夠增加租金收入。因此我們
在導入智慧系統服務在綠建築管理解決方案上，希
望能夠全面顧及大樓企業主、承租戶、管理員在節
能節費的關切，大樓使用者舒適與安全的需求以及
IT 人員能系統性與彈性化的進行大樓的管理。整
體而言，我們希望運用資通訊高科技軟實力的成就
與節能減碳之綠建築結合，落實推展智慧綠建築產
業，以滿足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與節能減碳之庶民
生活需求，為全面提昇生活環境品質與開創產業發
展的新利基。
三、智慧系統服務
國內產業普遍缺乏系統整合方法與能力，導
致國內產業無法快速且彈性因應全球市場動態環
境，缺乏國際競爭力。而智慧系統服務可協助國內
產業在面對全球資通訊產業發展趨勢下順利轉型
或發展新事業，並提升產業創新事業模式擴散以及
複製的能力。
國際上的商業流程工具大部份有良好的商業
流程塑模能力，然而缺乏商業流程與 IT 資源的對
應機制或技術，導致有良好的商業流程塑模結果，
卻難有良好的商業流程執行結果。模式驅動架構提
供企業規劃事業解決方案之整體框架，透過可搭配
模式驅動架構方法的開發工具，將有助於提升企業
的敏捷度應變能力。
模式驅動架構是軟體系統發展利用事業與 IT
關注分離(separation of concerns)的分工方式，以模
型來定義事業能力與 IT 功能，再透過設計與實作
的專注分工，轉換至可於特定平台執行模型的設計
方法，使應用系統可跨越實體平台的邊界，不再受

到以往事業與 IT 技術之間的牽制。而對於事業與
IT 關注分離的方法，便是以結合開放的模式驅動
架構及服務導向架構之基礎，將智慧系統服務所需
具備的四項核心能力依模式屬性區分為：(1) 事業
抽象層次的策略模式(2) 事業實際運作層次的作
業模式(3) IT 抽象層次的執行模式及(4) IT 實體運
作層次的實施模式四個類型，區分上下層次分工，
再透過策略模式由上而下串連驅動，達到事業驅動
服務運轉執行的目的。
以模式驅動架構設計方法，在各層模式之間
須有對應之轉換以承接上層模式進行驅動，現有工
具主要是以作業模式直接轉換到實施模式運行為
主，並無法達到相同解決方案可跨實體平台運行之
需求，因此，本分項模式驅動分析與發展工具雛
形，在模式驅動與服務導向架構基礎下，以協助作
業模式與執行模式之模型快速建構與輔助不同層
間模型的轉換為主要研發內容其目的除可提升轉
換速度和效率外，並確保轉換的品質，整體上可協
助企業敏捷應對商業環境的改變，並引導企業的 IT
可確實地實現商業策略和目標
四、智慧系統服務開啟智慧綠建築解決方案
由於全球暖化，能源危機等永續性議題，使
得智慧建築成為近年來重要的研究主題。智慧建築
藉由提供更舒適與安全的居住、工作與遊戲的場所
來改善生活。基本上，有兩個主要的關切驅動智慧
建築管理科技：
1.
改善使用者經驗：來使使用者感到更加
便利，舒適，適合工作生產與安全。
2.
維持建築物的永續性：降低能源消耗，
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最小化資源的浪費。
然而，這兩項因素通常會彼消此長，智慧綠
建築管理因此需要來綜合平衡此兩項因素以達到
不同的商業目標。建築物的生命循環包含：設計，
建構，施工，運作以及優化到拆除。因此，我們需
要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供能在其每一個生命階段
都能達到最適化的生命流程。有了資通訊科技，我
們能夠提供真實情況能源使用以及溫室氣體排放
的能見度，並發現改善建築運作的機會。
圖一為運用智慧系統服務模式驅動架構設計
方法所產出之智慧綠建築管理之系統參考架構範
例，其主要將資訊技術層面產出物依據其與實現事
業目標之直接相關程度分層歸納。在智慧系統服務
中，第一階段之策略模型發展為起始點，企業將透
過策略分析工具進行市場機會與內部資源盤點等
工作，從而擬定適合自身發展之智慧綠建築領域解
決方案與研發策略藍圖，同時設定階段性之發展目
標與績效評估準則，作為其未來之重要指導原則；
其對應到圖一的內容為，最上層 (Lv5) 為最能體

現營運效果之視覺化呈現、營運績效分析與優化等
功能模組；以智慧綠建築為例，報告由表層服務提
供的應用程式介面可以有良好的使用者介面設
計；由決策服務提供的模式工具能夠被應用到建構
運作與優化表現的模式架構；由企業流程管理服務
提供的工作檯與架構能夠被利用在過程/規則/事件
的設計；由資訊服務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與方法能
夠被利用來創造資訊模式；由保留整合服務提供的
函式庫與功能能夠被利用來實現驅動資料與設備
使用上。
而於運轉模型設計階段則必須依據上一階段
所制定之策略模型為發展方針，運用智慧系統服務
所提供之各項工具，進行相關之事業流程、事業規
則、事件關聯、事業績效評量方法與事業分析優化
機制之設計；其對應到圖一的內容為，次一層 (Lv4)
則為支持建築營運之各項流程管理、事件處理、規
則等功能模組，例如在智慧綠建築管理中，我們需
要進行即時的節能因應管制；透過用電收集，我們
可以立即知道用電的情況，進行即時的分析，對於
不正常的用電情況進行狀況的偵測，然後進行狀況
的排除。
於運轉模型設計階段完成後，其各項產出物
將作為資訊技術層面之實作規範，而智慧系統服務
於此階段可提供事業層面與資訊技術層面無縫接
軌之重要轉化工具，協助開發執行模型階段之各項
產出物；其對應到圖一的內容為， (Lv3) 則為貫
穿系統邏輯層面運行之資訊架構、資訊模型等功能
模組。例如在即時節能因應管制中的流程中，每一
步驟皆須與不同的 IT 系統互動，這些互動需有共
用的流程，把這些互動整合成一個服務。而於最後
之實作模型階段，我們利用智慧系統服務的共通平
台來設計與實踐我們的智慧綠建築管理方法。圖二
給予使用智慧系統服務共通平台的實例。智慧系統
服務的共同平台包含以下的服務：表層服務，決策
服務，企業流程，規則以及事件管理服務，資訊服
務，保留系統與應用的整合服務。有了這些服務，
我們因此能發展特定的服務部分在我們的智慧綠
建築管理解決方法中。例如報告由表層服務提供的
應用程式介面可以有良好的使用者介面設計；由決
策服務提供的模式工具能夠被應用到建構運作與
優化表現的模式架構；由企業流程管理服務提供的
工作檯與架構能夠被利用在過程/規則/事件的設
計；由資訊服務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與方法能夠被
利用來創造資訊模式；由保留整合服務提供的函式
庫與功能能夠被利用來實現驅動資料與設備使用
上。運用此一解決方案參考架構，企業將可依據需
求調整架構以加速客製化，並達成各層次智產累積
與再利用之功效。

圖 1 智慧系統服務運用在智慧綠建築管理解決
方法的架構圖
由以上範例可知，智慧系統服務的研發將提
供國內產業於事業轉型或發展新事業時，能夠及時
且有效地將事業策略落實於資訊平台執行。同時，
國內產業也能藉由模式驅動架構之設計方法與工
具，快速客製化事業需求與回應市場變化，有效提
升資訊平台的投資效益並降低維運成本，讓國內產
業得以更專注於事業創新研發，提升整體競爭力。

圖 2 運用智慧系統服務共通平台在解決發展的實
例
五、結論與未來工作
在此篇論文中，我們提出智慧系統服務技術
並引進智慧系統服務的細節功能。智慧系統服務包
含模式驅動方法論，共通平台以及資產管理以能設
計商業解決方案來因應不同的領域。此外，我們使
用智慧綠建築管理為實例來使讀者更能方便了解
如何運用智慧系統服務技術來設計以及實現智慧
建築管理解決方案在不同的建築生命循環週期
中。有了智慧系統服務科技，我們的智慧綠建築管
理解決方案更為靈活與更能簡單地進行優化。
我們目前實踐智慧綠能管理解決方案立基在
此設計上。在今年年底，一個原型系統將會完成與
真實佈署在台灣的商業大樓。我們將會在近期分享
一些此原型系統初步的結果以及從其學習到的實
際回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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