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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人類與生態的永續共存—
談台灣綠色建築之美
能源耗盡是目前全球面臨到的問題，也因此各種節能減碳政策與產品應運而生。而這些綠能產品
的終極目標就是要無所不在地應用於人類生活環境中，進而架構出綠色建築、綠色都市、綠色國
家，最終形成綠色地球。台灣的綠色建築起步不算晚，從七大指標再增加為更完善的九大指標，
奠定了台灣綠色建築的基礎。

台灣綠色建築的九大指標

耗、創造或維護健康的室內環境、使用永續材
料。也因此在目前的綠色建築中，我們可以看到

綠色建築的定義相當明確，指的是在其所使

幾個典型例子，包括以太陽能屋頂做為家用電力

用的建材直至建築物設計到完工的所有過程（建

來源、雨水收集系統、遮陰植物栽種、節能產

築生命週期）中，消耗最少地球資源，使用最少

品使用（LED照明、節能家電用品以及省水馬桶

能源及製造最少廢棄物之建築物。構成綠色建築

等）、低污染低揮發的塗料，淺色系牆面使用，

的主要核心思想有環保、高效節能、減少水的消

以及低導熱係數的窗戶玻璃等，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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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eartland Builders，PIDA整理，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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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內容
大指標群

生態

節能

指標名稱

評估要項

1.生物多樣性指標

生態綠網、小生物棲地、 植物多樣化、土壤生態

2.綠化量指標

綠化量、CO2固定量、綠化防排水技術和綠化防風技術

3.基地保水指標

保水、儲留滲透、軟性防洪、人工地盤貯留、滲透井與滲透管

4.日常節能指標（必要）

建築外殼、空調、照明節能、太陽能運用

5. CO2減量指標

建材CO2排放量

6.廢棄物減量指標

土方平衡、廢棄物減量、整體衛浴、營建空氣污染防制

7.室內環境指標

隔音、採光、通風、生態建材、地面與地下室防潮

8.水資源指標（必要）

節水器具、雨水、中水再利用、植栽澆灌節水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雨水污水分流、生態濕地污水處理、垃圾分類、堆肥

減廢

健康

表1

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

資料來源：綠建築資訊網，PIDA整理，2012／03

台灣發展綠色建築不遺餘力，早在1999年，

構，審核通過其中「日常節能」、「水資源」兩

政府即建立「綠建築標章制度」，以利民眾更

項指標，便可取得候選綠建築標章，被評定為綠

有效與確切掌握建構綠建築的方向。綠建築標

色建築，以下針對近年知名的台灣綠色建築做介

章從一開始的七大指標— 「綠化量」、「基地

紹。

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
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及「污水垃圾改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善」— 於2003年擴增了「生物多樣性」及「室內
環境」兩項，形成更完善的九大指標。這套評估

變身前的市立圖書北投分館（圖2）曾經是惡

系統是全世界26套的綠建築評估系統中，僅次於

名昭彰的海砂屋，2006年經過市政府的規劃，改

英國、美國及加拿大後，第四個實施具科學量化

建成符合九項綠能指標的綠色建築，並成為台灣

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同時也是目前唯一獨立發展

首座綠建築圖書館。

且適於熱帶及亞熱帶的評估系統，詳細指標如表1
所示。

北投分館原本就座落於在北投公園內，因此
周圍環境鳥語花香、綠意盎然、還可以聽到潺潺
流水聲。整個建築物的外部為木造結構，共有地

台灣綠色建築實例

下一層，地上兩層，總面積650坪。除了一般閱覽
室外，三個樓層的陽台均規劃成戶外閱讀區，讓

只要建築物經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指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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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被大量綠色植物圍繞

圖3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的二樓戶外閱讀區

資料來源：台北市立圖書館，2012／03

資料來源：台北市立圖書館，2012／03

台邊附有太陽能發電量、即時圖書館用電量以及

視野最好的地方，不但有挑簷與戶外走廊，其在

空氣品質之數據監控，而門窗採用耐腐蝕的花旗

戶外擺放的桌椅更可讓讀者在大自然的擁抱下盡

松實木，又為避免濕氣與蟲蟻，安裝木材時使用

情閱讀。

鍍鋅鐵件，或不銹鋼材來架高及組立。外牆為碳
化木雨淋板與花崗石搭配使用，呈現相互對應之
美。以下再根據北投分館所達成之綠建築指標做
分項介紹。

■ 基地保水
因為柏油路面與水泥建築都會讓高溫持續，
且地表面不透水會增加逕流造成都市水災，也使
土壤無法釋放水分以調節氣候，因此北投分館採

■ 生物多樣化指標與綠化量指標
為維持圖書館在土地、空間、綠化和水的連

用透水鋪面與木棧道，增加泥土呼吸，孕育大自
然生命的機會。

續性，原本的地面與植物拉至屋頂，延續周圍生
物多樣化的設計。室內空間則以挑空方式，讓三

■ 日常節能指標

層樓的建築視野能彼此穿越。不僅如此，北投分

建築物利用大面的開窗設計做到室內通風，

館保留了當地珍貴老樹，維持土地空間的連續

並且加裝全熱交換機，可降低室內溫度4度左右

性，也提供了閱讀時的舒適環境。尊重朝向是綠

（先將空調引入的新鮮空氣預冷，減少空調運轉

色建築的基本法則，北投分館東面有樹蔭，因此

能耗），照明方面則因東南北向都有大面的開窗

大面積開窗可讓溫暖的陽光進入室內，西面則是

設計，可充分引入自然光，而人工光源則僅為備

建築物中最小的一面，作為服務空間，阻絕西曬

用光源，充分節能。屋頂則有太陽能板，提供館

問題，讓室內溫度保持涼爽，而北面則是建築物

內10%的用電量（平均每天可發40度電），並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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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如圖4所示，而垂直木格柵，降低熱輻射進
入室內，降低耗能達到節能效果。

■ 減廢
建物所使用之木材為高緯度永續林業生產之
木頭，主要結構則採用鋼骨與木樑（非鋼筋混凝
土），而室內磚塊為工業廢料回收壓制而成，不
但可減少建材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且
圖4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的屋頂上設有太陽能板，
以及大量植栽

資料來源：台北市立圖書館，2012／03

均可回收再利用，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破壞。

■ 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北投圖書館與一般圖書館相較可減量約4.5倍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室內健康與環境舒適指數
館內眼前所及的所有木材都塗了天然的護木
油，不但可防治蟲害亦散發芬多精，又因未經過
防腐處理，所以不含甲醛，且木材能自動調節室
內溼氣，抵抗硫磺氣的腐蝕。除此之外，館內書
架的高度不高，不但讓讀者能隨時觀看到戶外的
圖5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的藝師，學員宿舍外觀

景色，更做到內部通風，採光一流。

資料來源：綠建築資訊網，2012／03

■ 水資源指標雨水回收再利用
圖書館設有小水庫，利用屋頂之斜坡，蓄積
雨水，最多可儲存340公噸的雨水，而這些回收與
水可用作沖洗廁所（可沖洗約26,000次）與澆灌植
栽，達到綠化與減少水資源浪費。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的第四期工程包括藝師、
圖6

區內水池設置濕生植物，與區外綠地連貫，
形成連續生態綠網

資料來源：綠建築資訊網，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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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宿舍及招待所建構，區內水池設置濕生植
物，與區外大片生態透水綠地連貫性佳，亦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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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間
屋頂樹穴(九重葛等)
雙層樓板作為隔熱層
作為隔熱層
有效開窗增加通風採光量
足夠的
半戶外空間

雨庇

標準剖面圖(一)---以學員宿舍甲圖為例
自然光線
Pc板採光照

木構屋質

自然通風

半戶外檯梯
自然通風

灌木叢
基礎內填土成為植栽區
鵝卵石(多孔隙作為生物棲地)
標準剖面圖(二)---以學員宿舍甲圖樓梯為例

圖7

藝師，學員宿舍剖面圖

資料來源：綠建築資訊網，2012／03

連續生態綠網。宿舍內有多面向開窗達到良好通

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水資

風效果；屋頂為PC板採光罩，可大量讓自然光進

源指標以及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等。

入，最上層樓栽種植物，可達到良好隔熱效果，
如圖7所示，地面亦使用填土栽種維持保水性，搭

乳山遊客中心

配鵝卵石作為生物棲地。
綜合上述，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第四期合乎了

乳山遊客中心位於第六座國家公園— 金門國

九大指標中的六項指標，包括生物多樣指標、綠

家公園內，不同於前五座國家公園以保育生態與

光 連 雙 月 刊2 0 1 2年 5 月 ‧N o . 9 9

37

特別企畫
Special Report

人類與生態的永續共存—談台灣綠色建築之美

(左) 圖8
(右) 圖9

乳山遊客中心利用建築物的高低落差達到通風與自然光採用
透水鋪面增加基地保水功能

資料來源：綠建築資訊網，2012／03

沈澱分離接觸曝氣式，高效率污水淨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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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沈槽第二室

流入

初沈槽第二室

接觸曝氣槽第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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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曝氣盤

乳山遊客中心的污水淨化流程

自然景觀為訴求，金門國家公園主要以維護歷史

沈澱槽

放流泵浦

資料來源：綠建築資訊網，2012／03

結語

文化資源為主。配合周遭歷史景觀，遊客中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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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特別設計出高低不同層次，以利自然光進入，

綠色建築不但減少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

減少室內額外照明之需求，亦可增加空氣對流，

也為人類生活帶來健康舒適與美感，台灣對綠色

降低室內溫度，減少空調使用，如圖8所示。入口

建築的定義明確，以綠建築標章作為對節能建築

處的廣場以花崗岩間隔縫隙植草舖設，而基層為

的最佳認證，台灣出色的綠色建築除了市立圖書

透水性佳的砂石級配構，大幅增加基地保水性功

館北投分館、宜蘭傳統藝術中心、乳山遊客中

能，如圖9所示。入口處兩旁的貯留滲透生態池可

心，還有台北市萬華運動中心、台南紅瓦厝國小

儲存雨水，回收再利用。此外，更有針對浴廁，

等。多年來，這些綠色建築讓人類恣意倘佯在盎

廚房污水設計的汙水處理設備，如圖10所示。

然綠意與新鮮空氣中，與週遭的生態環境和平共

綜合上述，乳山遊客中心亦達到了綠化量指

存，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並利用節能與資源再利

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CO 2 減量指

用的方式，適度的維持生活中的便利。隨著綠能

標、廢棄物減量指標、水資源指標以及污水垃圾

科技的發展，未來的綠色建築將亦步亦趨地建構

改善指標。

出整個綠世界、綠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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