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有建築節能技術與改善實務介紹 ▬ 
永續、生活、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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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漢堡市的藻能建築 



建築團隊從易北河（Elbe river）中分離出了藻類，並陪養
在長方形的大片透明薄板之間。 

自動調控系統穩定著薄版之間水溶液的養分和二氧化碳，
提供藻類生存的環境。在藻類密集成長時－尤其是在夏天
－可以提供建築物更多的陰影遮蔽，藉此幫助室內降溫（
也具有隔絕噪音的功能。） 



培養槽內溫度升高的水溶液，會被輸送到建築物下方
的高鹽水槽中儲存並留作他用。當藻類的生長達到一
定密度時，部分藻類會被回收到建築物內部的裝置，
並將這些藻類轉化成生質天然氣，於冬天時用來驅動
暖氣系統。因此，這棟建築利用了太陽熱能和天然氣
熱能來調控室內溫度，完全不需依賴石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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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問題――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大停電期間，紐約人
只得步行。沒有了電力，現代城市陷入癱瘓。  

世界夜晚太空照片：經濟發達地區
燈火通明。能源是經濟的支柱。  

能源危機 





生活居住型態思考―― 



              ――終止戰爭. 與自然和諧共生 



新世紀的環境價值由此產生―― 



     新世紀的環境價值―― 

  自我導向    生態導向 

戰勝自然    師法自然 

      ――環境共生 

與自然和諧共存 ☆ 



綠色發展趨勢――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綠色經濟倡議（Green Economy Initiative） 

21世紀的最佳投資標：潔淨能源與科技、農村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生態系基礎建設及永續城市 

 

2008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 

強有力的氣候變遷政策，可以在當下的經濟困境中給我們幫助 

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產生和大型科技創新一樣的經濟效果：使企業

在過度飽和的環境下，仍有投資於新設備和廠房的理由 

走向綠色經濟為全球趨勢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nickragone.com/storage/krugman_vl-vertical.jpg&imgrefurl=http://www.nickragone.com/home/2009/3/31/paul-krugman-is-a-permanent-poke-to-the-eye.html&usg=__Dwzfivldy4Id2MwsajUjoeHKLRQ=&h=396&w=300&sz=17&hl=zh-TW&start=7&um=1&tbnid=3NPFOho3ZHNmrM:&tbnh=124&tbnw=94&prev=/images?q=krugman&hl=zh-TW&sa=N&um=1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globalactionplan.org.uk/upload/resource/UNEP%2520logo%2520(Cyan).jpg&imgrefurl=http://www.nyecospaces.com/2008/12/un-green-economic-initiativeand-bjork.html&usg=__pqraBQWZWkTFjYiH86oqfuJCcow=&h=942&w=797&sz=212&hl=zh-TW&start=8&um=1&tbnid=lH9PlEoWivoaBM:&tbnh=148&tbnw=125&prev=/images?q=Green+Economy+Initiative&hl=zh-TW&sa=N&um=1


 2009年底召開的COP15完成之「哥本哈根協議」（  
Copenhagen Accord）中，與會各國獲得應控制全球溫度上  
升不超過2℃的初步共識。要求附件一國家應提出2020年的  
量化減量目標，非附件一國家則需提出國家適當減緩行動 
（National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  故溫
室氣體減量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課題。 

 

 世界各國因而進行能源佈局、發展綠色產業、投入綠色新
政、 創造綠色GDP；並積極發展綠色科技與低碳產品，以
帶動綠色  成長，俾能成功邁向低碳經濟、低碳社會，達到
永續發展之終 極目標。 

 

 目前國際專業投資機構已將節能減碳納入企業風險評估的
重 點。並將綠色（能）產業與綠色創新納入投資的重點標
的。 

面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 
   全球暖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 



舒適生活的建立―― 



 

The High Line    New York City 



The High Line    New York City 

http://architypereview.com/img/uploaded/projects/579/baan-gans-stair.jpg
http://architypereview.com/img/uploaded/projects/579/high-line-falcone-flyover-1.jpg


 

2000年 

The High Line    New York City 



以前販售肉品與乳製品區，已轉變為時尚
的城市代名詞 

The High Line    New York City 

http://media.washtimes.com/media/community/uploads/4057627490_bb7d0ba695.jpg


http://static.worldarchitecturenews.com/project/uploaded_files/11316_clinton3main.jpg


都心的水田 

東京都港區 



都心的水田 

東京都港區 











Populated with 

ivy(黃金葛) 

Populated 

with 

ferns(蕨類) 

The system can be populated with foliage 

plants like ferns, or with crawling plants 

such as ivy or moss  



Assembled modules are placed in a testing chamber to measure 

the air-cleaning power of different plant species and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植物降低空氣中二氧化碳 



節能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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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都市熱島現象 

（最大溫差4.5 ℃) 

夏季氣溫上升1℃，空調耗電增加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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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節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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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評估 

建築外殼節能評估 

 1. ENVLOAD之強化20%；大型空調空間之適   

用辦公類基準。 

 2. 開窗率40%以下。 

 3. 開口部外遮陽設計。 

 4. 方位因素影響空調耗電12%。 

 5. 屋頂隔熱性能 

 



正確的外殼設計可達到50～60%的 

節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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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郭柏巖教授綠建築標章與建築節能指標規範概說 



減少建築外殼不當設計浪費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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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郭柏巖教授綠建築標章與建築節能指標規範概說 



節能法規適用之建築類型 

先判斷建築物適用之法令規範條文 

 以下各類建築若地面層以上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屋頂突出物） 

超過1000m2以上均要依照技術規則規定 

住宿類、學校類、大型空間類 

以及其他各類建築（辦公類、旅館餐飲類、醫院類、百貨類）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免適用節能法規 

 機房、作業廠房、非營業用倉庫 

 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突物）之樓地板面積在500m2以下之農舍 

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用溫室、園藝設施、構造特
殊 

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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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款 

 



受節能管制的建築物都應遵守的規定 

（308條之一） 

A.屋頂平均熱傳透率應低於0.8[W/m2.k] 

B.對水平透光開窗的日射遮蔽要求 

 若僅需依「建築技術規則」送審 
 則只要針對室內空間的天窗來審查（1/2以上外牆之空間視為室內
空間） 

 若送審「綠建築評估」時 
 對涼亭、地下通道出入口、月台候車亭、球場看台、表演台等大
量聚集 

人員活動之半戶外空間的所有屋頂天窗部位進行規範 

 但非聚集人員活動的半戶外空間：遮雨棚、陽台、屋簷、通廊可
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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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評估 

空調系統節能評估 

   管制中央空調型建築物，防止主機超量設計、
鼓勵高效率主機、獎勵空調節能設計。 

 1. 空調分區規劃 

 2. 熱負荷計算 

 3. 選擇高效率主機 

 4. 節能設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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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評估 

照明系統節能評估 

    30W/㎡為上限，高效率燈具之使用、局部輔
助照明 

 1. 高效率燈具 

 2. 省電燈泡之誤解。 

 3. 自然採光設計。 

 4. 局部加強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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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節能是為了
舒適效率  

玻璃大樓是能源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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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玻璃無法應付個別空調 

出處：歐文生教授  生態城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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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遮陽是 

熱濕氣候的建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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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室內的感受? 

出處：歐文生教授  生態城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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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電密度相差2.6倍的圖書館 

電密度28.75 kWh/（m2.月）  電密度11.08 kWh/（m2.月）  

出處：歐文生教授  生態城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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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情人碼頭 

開口率高、忽視遮陽 

出處：歐文生教授  生態城市課程 



永續建築設計案例介紹―― 



波特蘭港(Port of 

Portland)為著名高
科技綠建築之一，
於建設之初，即表
明要利用建設與設
計的方式，藉由天
然資源及自然水資
源的使用，讓所建
設的商業大樓對環
境衝擊降到最低。
不僅保護水質，而
且還減少用水量，
以幫助保護這自然
資源。 

綜合評估概念  



綜合評估概念  

施行的方式包括，使用非飲用的水進行澆灌，此滴灌
系統至少減少57％的灌溉水量。兩個工業園區中，皆
安裝使用即時氣象監測，藉由數據來判斷是否需使用
澆水灌溉控制系統，達到雨水資源最大應用，此努力
方式已經減少了30％的灌溉用水使用。 



綜合評估概念 
波特蘭港(Port of Portland)建築大樓設
計包括節能窗與適當外遮陽設施，
10000平方英尺的生態屋頂，並以超過
兩百條管路地冷/熱使用，減少空調依
賴，節省能源、水和金錢。與同樣規
模大小的標準建築相比少75％的水和
能耗降低36％。  



用水綜合評估概念 
稱為生活機能(Living Machine)
系統，此系統主要進行處理建築
的浴廁及冷卻塔所排出的生活廢
水。 

波特蘭港(Port of Portland)建築大樓室內看起來像
一個大型的花園空間，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室內濕地
(Constructed Wetland System)運作。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1/Living_Machine_at_Port_of_Portland-interior.jpg


自給自足的永續建築概念  
美國城市與建築設計公司所設計幾乎100％的自給自足的永續建築，
利用特殊設計之屋頂方式增加太陽光線反射面，提升太陽能板的執行
效率。於建築周圍選擇三口井施行地熱資源應用，於冬夏季保溫及冷
卻牆體，在熱交換方式之下節省空調負荷，提升市內舒適度。屋頂的
特殊構造利於雨水收集，雨水用於景觀植栽澆灌，於庭院前設置噴水
方式，增加儲存水流動，減少微生物孳生。室內中水回收則主要用於
洗衣及浴廁沖排作用，減少水資源過度使用。  



自給自足的永續建築概念 

英國倫敦南方貝丁頓
生態社區，原為荒蕪
頹敗的污水廠遺址，
在政府及研究單位的
大力改造下，發展出
象徵未來低碳社會的
生態社區。此零耗能
生態社區，充分利用
自然環境條件，誘導
式建築設計展現在太
陽能相關系統。 



自給自足的永續建築概念 

貝丁頓社區重要施行策略主要在於永續環境設計，包
括藉由沼氣、陽光、空氣及水的永續環境設計理念，
構成系統性、可再生的節能低碳建築群，完成社區內
的熱與電能的需求自給夢想。 

 

BedZED的住戶比起一般英國家庭，可省下超過60％的
能源消耗。就連水也用得更省，一般英國人平均一人
一天要用上150公升的水，而BedZED居民只要90公升
，省下40％。之所以用水省很大，是因為設有雨水回
收裝置，雨水沿著管線進到儲水缸中，然後可用來沖
馬桶、灌溉園圃。  

 



Bed ZED－陽光 

為了讓生態社區能夠真正符合零耗能的理念，除了發電則幾乎完
全靠廢舊木材燃燒的在地汽電共生站，所有的房屋都是朝南。屋
頂的流線型設計，是為了夠取得最豐足的陽光。家家戶戶都裝上
太陽能光電板，家中的熱水和電車充電都來自暖暖的陽光。 



Bed ZED－空氣 
BedZED善用設計，沒有使用任何天然氣中央暖氣系統。所有房
屋都採用高質量的絕緣材料，每座房屋有將近三百厘米厚的牆壁
，保證吸收的熱量在五天內不會消散；窗戶的玻璃有三層，盡可
能多地吸收熱量，而屋頂花園的植物，不僅有助於防止冬天室內
的熱量散失，夏天開花時，整個生態村就成了一個美麗的大花園
。 



Bed ZED－水 
水資源也妥善規劃利用。除了家戶都有雨水收集設備，每次降雨結束時
，生態村的大儲水池裡便蓄滿了雨水。而在進入儲水池之前，雨水還要
經過自動淨化過濾器的過濾，居民就可以用這種簡單過濾的雨水，直接
清洗衛浴、灌溉樹木以及公園水景，而社區的廢水也經過社區的生態濕
地和溫室等的淨化作用，才排入鄰近的河川之中。 



雨水再用與基地保水觀念 
目前已出現許多概念，包括利用綠屋頂的方式，使雨水由屋頂流
下時，經由植物作用，自然淨化降低懸浮微粒與空氣中的化學污
染物質，再經儲存槽收集後應用。 

或者利用將雨水經由引流進入草地及濕地。 



善用自然資源  
克朗廳為耶魯大學低碳建築計畫，其主要特性包括節能
(利用地熱資源)、提升牆體及屋頂的絕熱性能、增加照
明及空調效率等等，其中雨水再利用及污水淨化也是此
設計的強調項目之一。 



廢水零排放概念 
此系統並利用水生植物來進一步淨化，同時也為整個空間提供舒
適與親水區域。水經由過濾和濕地淨化後，用於建物的沖廁及景
觀澆灌，此系統配合節水管道之裝置，預計每年節省50萬加侖的
水。 



「如果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居住在普
通房屋內，過現在我們過的生活方式，
那麼我們需要三個像地球那麼大的星球，
才能維持我們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我
們只有一個地球」。 

 

創造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設計一個高
生活品質、低耗能、零碳排放、再生能
源、零廢棄物、生物多樣性的未來。 

結 論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