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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焦點

Beyond Excellence

致租戶
各位親愛的台北 101 租戶夥伴，新春愉快! 今年的
農曆年節，台灣並不安穩，面對台南震災，全台人民
無不掛心於受災戶的安危，以及災區的重建。台北 101
身為台灣地標，在當天晚間，便即時透過燈光屏幕點燈
，為台南震災民眾及救災人員祈福、打氣。在 2014 年
因樓層出租而宣告停止外牆點燈系統後，台北 101 便
不斷地找尋能夠在不影響租戶區域的點燈方式。隨著
2015 年底燈光屏幕工程完工，台北 101 又得以重
新在特殊的日子，為全台灣的民眾獻上祝福的字樣。除了讓世界看見台灣，台北 101 也冀望
透過自身的影響力，凝聚全台民眾的心，一起愛上台灣。
繼 2015 年底的煙火秀(已拍攝十年煙火記錄片)，台北 101 年度重大活動已緊鑼密鼓進入籌
劃階段了。上半年的登高賽將於 5/1 舉辦；年底的燈光煙火秀也進展至廠商邀約階段，精彩
可期。
除了年度活動以外，101 大樓不忘給予租戶的承諾，攸關建物營運的投資不間斷。訪客系
統更換穩定後，緊接著是電梯門禁系統軟體更新、防颱工程、公共空間的監視器 CCTV 架設，
中控室的更新等工程皆已展開，準備迎接七月的 LEED 白金級頒證盛事。
台北 101 大樓事業處總經理 蔡清徽 Freda

台北 101 新年煙火幕後紀實

掃描 QR CODE 立即觀賞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406451069453817/posts/903928056372780
Youtube: https://youtu.be/n7bNLCWt_ck
同場加映
2016 台北 101『返璞歸真 迎向自然』新年煙火多機完整版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406451069453817/posts/903911443041108
Youtube: https://youtu.be/UbFwA-lqB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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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介紹
碳足跡為活動或產品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在於從消費者端出發，破除
有煙囪才有汙染的觀念。企業及產業溫室氣體的排放，一般是指製造部分相關的排放，而產
品碳足跡是從產品原物料開採、製造、組裝、運輸、使用到廢棄物處理回收所產生溫室氣體
排放量。

英國政府於 2006 年所推出產品碳足跡標籤、是一種顯示公司、生產製程、產品及個人碳排放
量標示方式，透過制度施行能使產品各階段碳排來源透明化，促使企業調整產品碳排放量較
大製程，碳標籤建立是從永續生產及消費觀點出發是對環境溫室氣體減量盡一分心力。
目前台灣有標示有碳標籤產品有 2400 多種、
包含的種類很多，民眾可以透過
行政院環保署＞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查詢。
企業透過分析產品碳足跡可了解產品在各階段
產生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比例，經由採用對環境
有益之原料、產品包裝、提昇運輸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得到降低成本，也實踐了
企業社會責任；而民眾若能優先選購有標示碳標籤產品，也能影響企業自身減量活動。
02.25 大樓租戶環保講座剪影
環保講座共有 53 人參加，邀請了達人柯明村教授與
租戶分享省電撇步。台北 101 重視公共安全與環保
議題，每一季都規畫邀請講師在 36 會議室舉辦租戶
講座。

本月省電小撇步
改採高效率省電燈具，減
少能源消耗；定期進行燈
具清潔保養，提高亮度、
延長使用壽命
用電即時報
2016 年 1 月大樓租戶平均用電量 216.19
度，較去年同期減少 15.88 度
若有用電相關疑問，歡迎向大樓服務中心
詢問

服務中心專線: 8101-8888
LEED 白金級再認證 需要您的一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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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叮嚀-公眾場所的安全
白天離開家門進入車站、銀行或夜晚上餐館、電影院，身處在不同公眾場所各種危害風
險隨時有機會發生，真實生活中，您很難知道駐留場所的安全設備與管理維護狀況，幾個
原則能避免憾事上身或遇到時降低損害。
在場所的選擇部份，避免處於地下層的場所，意外發生自救及外援都極為困難，減少午
夜後駐留電影院、夜店、KTV，23-03 時為國內外刑事案高發生佔比時段。當進入一個場所
您須清楚自身所處與出入口相對位置，可以的話選擇接近且面對主要出入口的座席，較易
觀察空間異常訊息，聽到騷動、叫喊、警報聲響盡可能告知場所管理人並請先離開該場所，
確認自身安全後即刻報警亦通知親友自身狀況。
若不幸無法及時離開該場所，盡速離開事件源尋找暫留空間，一個能隔絕(無開口、金屬
門)事件源的空間是最好的選擇，刑事暴力事件就算沒隔絕空間也要找到能遮蔽全身的物體
或拉長與事件源間的距離，手機切靜音或震動代替聲響即刻報警，告知所處位置尋求、等
待外援。
最後提醒，幾個小細節能讓您避險保命：身處公眾場所尤其置身國外不過於顯眼的
穿戴、言語動作不輕挑，進入陌生場所先觀察環顧四周，相信自己及親友的直覺，感覺不
舒服盡速離開，急迫性的情境進入公署、銀行或人多燈光明亮商家門市尋求協助，遇公安
事件(火災、爆炸…)避走方向原則往下(除非位於地下層)。

2015 台北 101 大樓燈光屏幕工程
辦公大樓通訊層燈光照明系統，最初大樓通訊層燈光照明由
LUTRON 系統控制四色 T8 燈管(R.G.B.Y)播放，於 104 年進行更換為
LED 燈串，可做多樣燈光效果變化。籌備與施工期間遭遇了許多困
難，除了超高大樓的空間限制與高空作業施工不易，在換燈期間
仍需保持原本的燈光明亮。燈光改善工程重點如下：
1. 建置樓層於97F~100F
2. LED燈串建置，共計約10,000個燈點，最大可控制250,000個燈
點
3. 遠端操控系統建置，在中控室或辦公室即可操作位在99F的燈
光控制系統。
4. 可設定燈光展演排程，展演出每日一色的光效，也可預設特殊
節慶燈光表演節目
台北101秉持「全球10大創意跨年建築」之美名，特別委託具國際知名照明領導品牌台灣飛利
浦承攬打造全球最高的LED螢幕，除了讓101通訊層呈現豐富的色彩外，也能播放動態色彩及
文字影像，不同於僅能播放靜態圖像的螢幕，燈光屏幕控制系統擁有全台唯一整合『控制』
與『燈具』全方位方位服務及專業照明應用程式，更能以飽滿的色彩與動態光影變化，提供
高規格的燈光設計概念，達到所需要的光效，創造出國際規模的高空燈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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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藝廊「情感與形式─平面與立體的抽象藝術對話(Feeling & Form)」藝術特展
由王仁傑, 黃秋月, 詹喻帆, 董明龍等
Gallery 101 最新展覽
四位中生代藝術家領銜的藝展，將本地藝
情感與形式-平面與立體的抽象藝術對話
術的精神反映在作品內。
2016.03.01 - 04.01 9:30-18:30
黃秋月的作品將台灣的景色與時光痕跡
開幕酒會暨藝術家座談會

作為她創作的元素；王仁傑完整保留的中
華文化內涵，轉化油彩如彩墨一般的揮
灑；當代藝術家詹喻帆，在作品當中就以
細膩的色彩與筆調，藉畫中人物遊歷空想

2016.03.01 (二) 15:00

島嶼景物，傳達對台灣的關懷。出身花蓮
玉里的藝術家董明龍以幾何造型加上石
材的肌理層次，保留下屬於土地的記憶與
思想。

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
與
台北101租戶有約

Rendez-vous
at 101 36F

信義計畫區 2.0
三月份的與租戶有約活動，由台北市
政府林欽榮副市長，與租戶來談談信
義區在未來的規劃、突破與改變。也
會提及如何藉由商圈的營造，加強商
業活力等議題。

2016 / 3 / 17 (四) 19:00 ~ 21:00
@台北101 36F 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 101 好康搶先 GO

北北基桃聯合災害防救演練
台北市(各機關學校公司團體)與基隆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及桃園市政府將同步進行地震避難疏散演練，並
將演練實況於網路即時轉播。台北 101 被選定為東區
演習據點之一，當日上午十時由柯市長親自率隊，於
101 展開逃生演習。詳細內容屆時將由大樓服務中心
於事前通知各租戶窗口。演習項目有各機關學校公司
團體地震避難疏散演練、三軍總醫院接收大量傷病患
後處置作為及臺北車站特定區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練。

台北 101 強烈推薦限量 101 X Hello

相關大樓活動詢問，請洽大樓服務中心

會難得，不買可惜!!

服務中心專線: 8101-8888

*歡迎至 B1 紀念品販售部選購

Kitty 系列聯名商品，是相當受歡迎
的熱銷商品，送禮自用兩相宜 !!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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