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101年度
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設計暨查核作業研討會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 綠建築小組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



研討綱要

1. 綠建築基準及技術規範修正說明

2. 建築基地綠化檢討及查核說明

3. 建築基地保水檢討及查核說明

4. 綠建材檢討及查核說明

5. 建築物節約能源檢討及查核說明

6. 作業流程說明

7. 綜合研討



綠建築基準及技術規範修正說明



綠建築基準及技術規範修正說明

建築技術規則第17章綠建築基準內容修正 （101.05.11公布，101.07.01施行）

1. 『基地綠化』、『基地保水』、『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之適用範圍（＃298）

（1）建築基地綠化：適用範圍—新建建築物。

個別興建之農舍及基地面積300M2以下者，不在此限。

（2）建築基地保水：適用範圍—新建建築物。

第13章之山坡地建築物、地下水位小於1公尺之建築基地、個別興建

之農舍及基地面積300M2以下者，不在此限。

（3）建築物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適用範圍—總樓地板面積達

10000M2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衛生醫療類（F-1）或其他中央主管建築機管認可者，不在此限。



綠建築基準及技術規範修正說明

建築技術規則第17章綠建築基準內容修正 （101.05.11公布，101.07.01施行）

2. 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認定（＃299）

包含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戶外教育運
動設施、工業區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卸貨空間、住宅區與商業區依規定留設
之騎樓、迴廊、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

3. 使用分區之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302）



綠建築基準及技術規範修正說明

建築技術規則第17章綠建築基準內容修正 （101.05.11公布，101.07.01施行）

4. 建築基地之保水設計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如單一宗基地內之局部

新建執照者，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或依基地合理分割範圍單獨檢討

（＃306）

5. 建築物使用綠建材之比率提高，並增加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率：

（1）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之
45％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2）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綠建材使用率應達10％以上。



建築基地綠化



建築基地綠化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新建建築物。

個別興建之農舍及基地面積300M2以下者，不在此限。

二、評估基準：TCO2＞TCOC ，以二氧化碳固定量（kg/m2）做為評估值
TCO2 ＝( ΣGi*Ai )*α
TCO2C＝0.5*（Ao-Ap）*( 1-r )* β



建築基地綠化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檢討表格說明

101.07.01起，生態複層
喬木種植間距由4.0改為3.5（m）



建築基地綠化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查核要點說明



建築基地保水



建築基地保水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新建建築物。
第13章之山坡地建築物、地下水位小於1公尺之建築基
地、個別興建之農舍及基地面積300M2以下者，不在
此限。

二、評估基準： λ＞λC ，以24小時之基地保水量（m3）比值做為評估值

λ＝開發後基地保水量 Q’/  原基地保水量 Qo ≧ λC = 0.5* ( 1-r )

Q’=ΣQi -------各類保水設計之總和

Qo ＝AO * f * t        -------基地面積 * 基地最終入滲率 * 86400

三、基地面積之認定：詳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306 （101.07.01施行）



建築基地保水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基地最終入滲率 f



建築基地保水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檢討表格說明



建築基地保水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六、查核要點說明



綠建材



綠建材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298）

二、檢討綠建材應符合之規定（＃321，101.07.01 起施行）：

（1）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
積之45％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2）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綠建材使用率應達10％以上。

三、評估基準：綠建材使用率（Rg）≧ 綠建材使用率基準值（Rgc）
Rg=Ag/A
Ag=Σ gi------建築物室內各部為所使用之綠建材面積總和
A＝ Σ Ai------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



綠建材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說明



綠建材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說明



綠建材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說明--概算法，簡化計算內部牆面總面積 Ai2＝Ai4 * K* H2



綠建材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查核要點說明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其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
樓層，供辦公廳（G-1、G-2）及其附屬空間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0M2者。

二、評估基準：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1.0  W/（m2*k）

（2）屋頂透光天窗之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 HWsc

（3）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 Gri＜0.25

（4）建築外殼耗能量 ENVLOAD＜ ENVLOADs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Σ（Ari*Uri + Agi*Ugi）/ Σ( Ari+Agi )

不透光部位
透光部位 不透光+透光部位水平投影面積

（2）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Σ( (1.0-Khi)*ηi*Agi) /  Σ Agi ＜ HWsc (依天窗面積不同而不同)

i部位玻璃日射透過率

外遮陽或固定式內遮陽遮蔽率

（3）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 查表 )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4）外殼耗能量 （精算法）

ENVLOAD＝-20370+2.010*G+0.033*L*DH+1.079*（Σ Mk*IHk)

全年室內發散熱量 日射取得係數*冷房日射時

外殼熱損失係數 L＝（ΣUi*Ai+0.5*ΣUi*Ai）/ AFp +1.011

AFp

外殼熱損失係數及冷房度時

k方位外殼日射取得係數 Mk＝

〔Σ(Ki*ηi*Ai)+0.035*Σ*(Ui*Ai)〕+ 0.5*〔Σ(Ki*ηi*Ai)+0.035*Σ*(Ui*Ai)〕

空調區的玻璃+實牆 非空調區的玻璃+實牆

外周區空調總樓板面積

空調區 非空調區 外周區空調總樓板面積



（5）外殼耗能量（簡算法—僅計算窗面取得所產生的耗能量，鐵皮屋不適用）

ENVLOAD＝a*                                 +b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ΣAi*ki*ηi*IHki
Aen

Aen=Σ(Agi+Awi)+Σ(Agsi+Ari)    ---建築物的外殼總面積

（6）晝光利用設計優惠 及 自然通風設計優待

外周區比較為細長、可通風開窗率高

需使用晝光利用自動控制照明系統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



日常節能-辦公廳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查核重點說明：



日常節能—百貨商場類



日常節能-百貨商場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其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
樓層，供百貨商場（B-2）及其附屬空間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0M2者。

二、評估基準：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1.0  W/（m2*k）

（2）屋頂透光天窗之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 HWsc

（3）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 Gri＜0.25

（4）建築外殼耗能量 ENVLOAD＜ ENVLOADs

三、計算方式：與辦公廳類相同，但無晝光利用及自然通風優待



日常節能-百貨商場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Σ（Ari*Uri + Agi*Ugi）/ Σ( Ari+Agi )

（2）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Σ( (1.0-Khi)*ηi*Agi) /  Σ Agi ＜ HWsc (依天窗面積不同而不同)

（3）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 查表 )



日常節能-百貨商場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4）外殼耗能量 （精算法）

ENVLOAD＝-10070+1.713*G+0.413*L*DH+1.457*（Σ Mk*IHk)

全年室內發散熱量 日射取得係數*冷房日射時

外殼熱損失係數 L＝（ΣUi*Ai+0.5*ΣUi*Ai）/ AFp +2.022

AFp

外殼熱損失係數及冷房度時

k方位外殼日射取得係數 Mk＝

〔Σ(Ki*ηi*Ai)+0.035*Σ*(Ui*Ai)〕+ 0.5*〔Σ(Ki*ηi*Ai)+0.035*Σ*(Ui*Ai)〕

空調區的玻璃+實牆 非空調區的玻璃+實牆

外周區空調總樓板面積

空調區 非空調區 外周區空調總樓板面積



（5）外殼耗能量 （簡算法）

ENVLOAD＝a*                                 +b

日常節能-百貨商場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ΣAi*ki*ηi*IHki
Aen

Aen=Σ(Agi+Awi)+Σ(Agsi+Ari)    ---建築物的外殼總面積

四、檢討表格—同辦公廳類，略



日常節能-百貨商場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查核重點說明：



日常節能—餐飲旅館類



日常節能-餐飲旅館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一幢或連棟建築物，其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
樓層，供百貨商場（B-3、B-4）及其附屬空間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0M2者。

二、評估基準：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1.0  W/（m2*k）

（2）屋頂透光天窗之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 HWsc

（3）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 Gri＜0.25

（4）建築外殼耗能量 ENVLOAD＜ ENVLOADs



日常節能-餐飲旅館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Σ（Ari*Uri + Agi*Ugi）/ Σ( Ari+Agi )

（2）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Σ( (1.0-Khi)*ηi*Agi) /  Σ Agi ＜ HWsc (依天窗面積不同而不同)

（3）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 查表 )



日常節能-餐飲旅館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4）外殼耗能量 （無簡算法及優待）

ENVLOAD＝（ΣENVLOADx*AFPx) / ΣAFPx

依建築物內各類空調時間分區計算
ENVLOAD值與面積之加權平均

ENVLOADx=a0x+a1x*Gx+a2x*Lx*DHx+a3x*(ΣMKx*IHkx)



日常節能-餐飲旅館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

本類之ENVLOAD無簡算法及優待



日常節能-餐飲旅館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查核重點說明：



日常節能—醫院類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一幢或連棟建築物，其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
樓層，供百貨商場（F-1）及其附屬空間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0M2者。

二、評估基準：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1.0  W/（m2*k）

（2）屋頂透光天窗之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 HWsc

（3）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 Gri＜0.25

（4）建築外殼耗能量 ENVLOAD＜ ENVLOADs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Σ（Ari*Uri + Agi*Ugi）/ Σ( Ari+Agi )

（2）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Σ( (1.0-Khi)*ηi*Agi) /  Σ Agi ＜ HWsc (依天窗面積不同而不同)

（3）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 查表 )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4）外殼耗能量（精算法）

ENVLOAD＝
（ENVLOAD24*AFP24+ ENVLOAD10*AFP10) 

（AFP24+AFP10）

依建築物空調時間分區10小時、
24小時，分別計算ENVLOAD值
與面積之加權平均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精算法需先分別計算10小時區與24小時區之外殼耗能量，其公式如下：

ENVLOAD24=-20947+ 0.200*G24 + 0.027*L24*DH + 1.127*(ΣMk24*IHk)

ENVLOAD10=-20370+ 2.010*G10 + 0.033*L10*DH + 1.079*(ΣMk10*IHk)

（4）外殼耗能量（簡算法—僅計算窗面日射取得產生之耗能量）

ENVLOAD＝（ENVLOAD24*AF24+ENVLOAD10*AF10）/（AF24+AF10）

ENVLOAD24= a24* +b24

Aen24=Σ(Agi+Awi)+Σ(Agsi+Ari)    ---24小時區的外殼總面積

ΣAi*ki*ηi*IHki
Aen24

ENVLOAD10=

Aen10=Σ(Agi+Awi)+Σ(Agsi+Ari)    ---10小時區的外殼總面積

ΣAi*ki*ηi*IHki
Aen10

a10* +b10

24小時與10小時區之樓板面積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四、檢討表格：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查核重點說明：



日常節能-醫院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五、查核重點說明：



日常節能—住宿類



日常節能-住宿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建築技術規則所定義之H-1、H-2類。

二、評估基準：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1.0  W/（m2*k）

（2）外牆平均熱傳透率 Uaw＜3.5  W/（m2*k )

（3）屋頂透光天窗之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 HWsc

（4）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5）外殼等價開窗率 Req＜Reqs



日常節能-住宿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三、計算：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Σ（Ari*Uri + Agi*Ugi）/ Σ( Ari+Agi )

不透光部位
透光部位 不透光+透光部位水平投影面積

（3）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Σ( (1.0-Khi)*Ksi*ηi*Agi) /  Σ Agi ＜ HWsc (依天窗面積不同而不同)

i部位玻璃日射透過率

外遮陽或固定式內遮陽遮蔽率

（2）外殼平均熱傳透率

Uaw＝Σ（Awi*Uwi）/ ΣAwi

不透光部位

傾斜外殼日射量修正係數



日常節能-住宿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4）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 查表 )

（5）外殼等價開窗率

Req=Aeq / Aen

Aeq=Σ Agi*fk*Ki*fvi + Σ Agsi*fk*Ki*fvi----外牆等價開窗+屋頂等價開窗

Aen=Σ Aewi + Σ Aeri + Ab

外殼等價開窗面積
建築物外殼總面積

原透光面積*k方位日射修正係數*外開口遮陽係數*開口通風修正係數

0.3*ΣAbj 連棟透天分戶牆面積



日常節能-住宿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6）外殼等價開窗率的簡算法

符合下列A、B、C三類條件可直接令 Req＜Reqs 即可
A. 開窗不大之透天住宅--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西向立面開窗率低於20％
2.各向立面平均開口率低於25％
3.所有開窗除電梯、窗型冷氣部位外，每樘可開啟均達該樘1/3以上

B.方位良好者--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所有居室除開向陽台、露台或通達基地地面之落地門窗外之開窗，窗高接在160

公分內
2.所有開窗除電梯、窗型冷氣部位外，每樘可開啟均達該樘1/3以上
3.建築物配置之東西軸向投影長度與南北向之比值Rs高於2以上

C.遮陽良好者--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所有開窗除電梯、窗型冷氣部位外，每樘可開啟均達該樘1/3以上
2.除冷氣部位外之各層透光門窗，高度達於200公分者皆有100公分以上水平遮陽深度

，高度160～200公分者，皆有40公分以上之水平遮陽深度，高度小於160公分者，
皆有20公分以上之水平遮陽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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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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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表格--Req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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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節能—學校、大型空間及其他類



日常節能-學校、大型空間及其他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一、適用範圍：
學校類—技則定義之D-3、D-4、D-5、F-2、F-3類
大型空間類—技則定義之A-1、A-2、B-1、C-1、C-2、D-1、D-2
、E類
其他類—技則＃298管制標準內，未含於＃308～312規範之其他建
築物

二、評估基準：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1.0  W/（m2*k）

（2）屋頂透光天窗之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 HWsc

（3）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4）AWSG（學校及大型空間類用） AWSG ≦ AWSGs



三、計算：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Uar＝Σ（Ari*Uri + Agi*Ugi）/ Σ( Ari+Agi )

（2）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

HWs=Σ( (1.0-Khi)*ηi*Agi) /  Σ Agi ＜ HWsc (依天窗面積不同而不同)

日常節能-學校、大型空間及其他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3）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

Gri＜Rvi=0.25 ( 查表 )

屬其他類的建築物檢討以上三項即可



（4）AWSG—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 學校類精算法 )                          

AWSG＝ ≦AWSGs

日常節能-學校、大型空間及其他類 設計案件檢討及查核

Σ IHki*Ki*ηi*fvi*Ai

Σ Ai

依技則＃311

AWSG( 學校類簡算法 )                          
若外殼所有窗面之外遮陽係數Ki均低於簡易外遮陽係數Kis(查表)
及令AWSG ＜AWSGs，不需再計算。

冷房日射時*外遮陽係數*玻璃日射透過率*通風修正係數*窗面面積

（4）AWSG( 大型空間類 )                          

AWSG＝ ≦AWSGs

AWR＝ΣAi / ΣAwj (平均立面開窗率)＝X 帶入＃312公式，得到AWSGs

Σ IHki*Ki*ηi*fvi*Ai

Σ Ai



四、檢討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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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核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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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說明



組織

宜蘭縣政府

本公會

(協同)主持人

分派查核
人員1人

查核人員完
成查核報告
書(草案)

召集人召開小組審核
會議審核已查核案件
通過

宜蘭縣政府

綠建築設計計
算書簽證人

作業單位 作業說明

宜蘭縣政府送交應查核案件
之圖說資料

時程1天

時程5-10天

時程3天

時程1天

宜蘭縣政府得將本公會
完成之查核報告書轉知綠建築設
計計算書簽證人, 如有不服
得於收到查核報告書後十五
日內提出答辯書申請複查

本會查核案件作業流程

本公會綠建築審核抽查小組
■ 具內政部綠建築研習相關證書資格（22名）
■ 負責查核及複查，採一案一人

綠建築委員會（綠小組）
■ 負責彙整查核報告
■ 針對有疑問之案件審理
■ 製作成果報告書

查核流程說明



查核流程說明



查核流程說明 建築基地綠化 查核/複查結果

有關查核（或複查）表中各項查核項目不符之說明如下，
建築物基地綠化計算書簽證人如對查核（複查）結果異議時，
得於收到查核（複查）報告書後十五日內，提出答辯書申請複查（審議）

1. □符合規定

2. □不符規定內容如下：

查核（複查）人簽章：



綜合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