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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主辦單位：城鄉發展處 

承辦單位：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舉辦時間：2017年 6月 22日（星期四）10:00-17:30 

活動地點：屏東鮪魚家族飯店 2樓海洋廳(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 2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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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宗旨 

（一）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規劃 

位於國境之南的屏東縣，擁有臺灣五嶽之一的北大武山、遼闊的屏東平原、

生態多元的恆春半島，其豐富的地景、生態及人文族群資源使屏東縣具備農業及

觀光發展的優勢，但也面臨欠缺交通與工商條件的挑戰。為創造屏東縣於高屏生

活圈區域之競爭優勢、以逐步達到區域均衡發展，依照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及2015年屏東縣區域計畫（草案）之指導，近年來在潘孟安縣長「安居

樂業」的縣政理念推動下，從基礎建設、城鄉發展、人文發展及產業發展四個面

向提出全面性的城鄉發展策略，發展低碳、觀光產業，延續幸福屏東打造安居樂

業，讓下個世代能繼承一個美好且舒適的環境。 

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規劃係以屏東市為都會核心，並以189縣道、185縣道及

199縣道構築屏東三大發展軸，另以潮州、東港及恆春等主要人口聚集的為地區

發展中心，整體形成「1樞3軸3心」之空間結構，期望以人性化的尺度空間，完

善屏東縣各鄉鎮建設藍圖，達成「安居樂業」之發展目標，並可進一步驅動屏東

之區位優勢，配合新南向政策，肩負起將在地產業鏈結南向世界的任務，成為臺

灣南部前進南向世界重要基地之一，達成資源共用、人才交流及區域連結目的。 

屏東縣政府為落實「安居樂業」之縣政目標，特辦理「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

規劃暨綠建築國際論壇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共同與會，透過直接對談

與討論屏東未來空間規劃發展課題，提出引導土地合理開發利用，促進環境永續

發展之改善建議及協調未來發展方向。 

（二）屏東綠建築推廣計畫 

為創造健康生活品質，並達到節能減碳及減災目標，屏東縣政府自中華民國

105年1月1日公告實施「屏東縣綠建築自治條例」，公有、工廠或供公眾使用的

新建物都需符合綠建築規範。造價三千萬元以上的公有新建建物、十六層樓以上

新建建物、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新建工廠、兩百平方公尺以上供公眾使用新建物

等，建物屋頂強制鋪設隔熱設施，並設太陽能發電設施或綠化設施，以及全面使

用省水便器。 

屏東縣位於熱環帶地區，為順應在地氣候在100年開始陸續推動綠色能源示

範、養水種電及高腳屋等實驗，以再生能源讓建築物自給自足，達到節能減碳及

創新產業的永續環境目標。屏東縣政府優先從具指標性之公有及公眾建築物重點

示範，並宣導推廣綠建築生活環境，讓民眾深刻體會永續家園之重要，逐步建構

專屬本縣的負碳方程式，成為減碳減災及健康宜居的綠色家園。屏東縣政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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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屏東縣綠建築自治條例」後，陸續將增訂相關配套法令及補助辦法，如：太

陽光電設施、設計回饋、立體綠化補助、既有建築綠改造、聰明基地設計、建築

綠亮點等相關辦法、計畫及活動，尋找屬於在地的風土建築，並以點、線、面漸

進式串聯出整體鄉鎮風貌，無論新舊或公私有建物皆能參與綠建築政策，落實綠

建築普及化並融入建築管理，解決既存違章、屋頂鐵皮、窳漏空間、病態建築等

問題，找到屬於在地建築之認同性、識別性、自明性與未來性，成為領先各鄉鎮

地方的綠建築潮流。 

屏東縣政府為達到推廣「屏東綠建築推廣」計畫之目標，喚起社會各界對土

地環境重新思考定位，特辦理「屏東綠建築推廣計畫：屏東綠建築國際論壇」，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探討，針對綠建築理念，以國際論壇的方式，提供國內外綠

建築設計的發展趨勢與未來展望。 

二、 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 主辦單位：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四、 承辦單位： 

【上午場：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規劃研討會】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會 

【下午場：綠建築國際論壇研討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五、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建築師公會、屏東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屏東縣辦事處、日本建

築學會、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

材科學與設計系、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正修科技大學建

築與室內設計系、中洲建設、風驊建設、屏東縣青年學院、綠

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六、 時    間：2017年6月22日（星期四） 

【上午場：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規劃研討會】10:00-13:20 

【下午場：綠建築國際論壇研討會】13:20-17:30 

七、 地    點：屏東鮪魚家族飯店2樓海洋廳(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55號) 

八、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預計200人) 

九、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請上「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規劃暨綠建築國際論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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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會議活動資訊或直接登入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Ro0Ou6kh7mvZDPbXE8v-rQM8HsexrP

0ZBa2ZuBScY8/edit 

十、 參加對象：縣府機關單位、鄉鎮公所、產業公協職業團體、學校單位、一

般民眾均可報名參加。 

十一、 活動聯繫窗口：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 

楊智凱 先生 0988-121463 、 張育瑋 先生 0976-289128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Ro0Ou6kh7mvZDPbXE8v-rQM8HsexrP0ZBa2ZuBScY8/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Ro0Ou6kh7mvZDPbXE8v-rQM8HsexrP0ZBa2ZuBScY8/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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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論壇流程表 

時間   議程 

10:00-10:20 來賓報到與入席 

上午場：屏東縣城鄉發展總體規劃研討會 

10:20-10:40 

貴賓介紹與致詞 

張桂鳳 處長(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處長)、池田耕一 博士(日本大學理工學部建

築學科特任教授)、Dr. Benson Lau,(英國西敏斯特大學建築系) 

10:40-11:50 

(70分鐘) 

【專題演講】屏東12次元城鄉發展與屏東縣綠建築自治條例 

主講人：張桂鳳 處長(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處長) 

【專題演講】屏東綠能推動的經驗與建言 

主講人：何紹康 主任(屏東縣政府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主任) 

引言人：丁澈士 博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學院院長) 

11:50 合影 

11:50-13:20 午餐 

下午場：綠建築國際論壇研討會 

13:20-13:30 貴賓介紹與致詞 

13:30-14:50 

(80分鐘) 

【專題演講】日本建築學會微生物相關環境基準之訂定經緯與目標 

主講人：池田耕一 博士(日本大學理工學部建築學科特任教授) 

引言人：李俊毅 理事長(屏東縣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翻  譯：黃琳琳 博士(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14:50-15:40 

(50分鐘) 

【專題演講】創新溫室節能技術設計 

主講人：Dr. Benson Lau,(英國西敏斯特大學建築系) 

引言人：黃啟倫 前理事長(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前理事長) 

15:40-16:00 Coffee break 

16:00-16:50 

(50分鐘) 

【專題演講】淨零能耗貨櫃屋 

主講人：李訓谷 博士(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副研究教授) 

引言人：黃名義 博士(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 系主任) 

16:50-17:30 

(30分鐘) 

【綜合座談會】 

主持人：邱黃肇崇 秘書長(屏東縣政府 秘書長) 

與談人：池田耕一 博士、Dr. Yi-Chang James Tsai、李訓谷 博士、 

張桂鳳 處長(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處長)、何紹康 主任(屏東縣政府綠

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主任)、黃名義 博士(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 系主

任)、徐弘宇 理事長(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會 理事長) 

翻  譯：黃琳琳 博士(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17:30 合影與賦歸 

*本活動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保有視現況做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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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講者介紹 

 

池田耕一 

現    任   日本大學理工學部建築學科   特任教授 

主要經歷   前日本國立保健醫療科學院建築衛生部   部長 

主    講  日本建築學會微生物相關環境基準之訂定經緯與目標 

 

Dr. Benson Lau  

現    任   西敏斯特大學建築系教授 

主要經歷   WSP Environmental Ltd 

主    講  創新溫室節能技術設計 

 

張桂鳳  

現    任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處長 

主要經歷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系〈所〉副教授兼總務長 

           屏東大學永續建成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屏東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屏東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主    講  屏東 12次元城鄉發展與屏東縣綠建築自治條例 

 

李訓谷 

現    任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副研究教授 

主要經歷   綠建材標章 委員 

           智慧建築標章 委員 

主    講   淨零能耗貨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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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康  

現    任   屏東縣政府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主任 

主要經歷   屏東縣政府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主任 

主    講  屏東綠能推動的經驗與建言 

 

丁澈士 

現    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學院院長 

主要經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副教授 

     國立屏東農專 講師兼總務處工程顧問 

     高雄港務局過港隧道工程處 

           工務組穀倉工程規劃小組 工程司 

 

李俊毅 

現    任   屏東縣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主要經歷   李俊毅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黃啟倫 

現    任   中洲建設 董事長 

主要經歷   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前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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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名義 

現    任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 系主任 

主要經歷   屏東縣不動產經紀人公會顧問 

     屏東縣都市設計委員會委員 

屏東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委員 

屏東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委員 

屏東縣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黃琳琳 

現    任   正修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主要經歷   高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助理設計師 

長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師 

般若室內裝修設計公司 設計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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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論壇場館平面圖 

十五、 午宴位置 

 

 

 

 

 

 

 

 

 
鮪魚家族飯店 屏東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 255號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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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晚宴位置（若氣候不佳則採雨備方案，配合縣府6/19決議辦理） 

 
屏東縣青創聚落(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 7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