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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聯合國：全球已經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巴黎氣候協定：

 在本世紀季末前致力控制升溫1.5℃內
 全球在2030年必須減碳50%
 前球在2050年必須達到碳中和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全球碳排放量最大源頭仍是：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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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ippa et al. (2020)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署IEA2020年統計

全球超過1/3(接近40%)的碳排放量是由 建築物 產生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全球碳排放量，約40％由建築產業所貢獻！

世界綠建築協會WGBC倡導：

 2030 年所有新建建築必須達到淨零碳排放

 2050 年所有建築必須達到淨零碳排放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氣候緊急與淨零建築的重要性



二、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零 碳 建 築



強調建築物應該具備節能、節水、減廢、使

用再生能源以及能量測與揭露碳排放的功能，

這樣的建築，即為下一代的綠建築！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在面對氣候緊急(Climate Emergency)的
狀況下，美國綠建築協會USGBC制定了
一個新標準LEED Zero零排放認證，以表
彰極致表現的建築物，鼓勵建築物積極朝
向零耗能、零排碳、零耗水與零廢棄物的
目標邁進，以達到更永續的未來目標

零排放認證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關於LEED Zero零排放認證細節，請參考台灣綠領協會與台達電文教基金會合辦的LEED Zero免費線上課程



四大零排放認證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Net Zero Carbon: Carbon Balance
淨零碳：碳平衡

零碳建築是指在過去一年裡淨零碳排放的建築。該認
證提供了一個透明的來自於能源消耗和人員交通的碳
平衡計量準則，並且在將來將拓展至水、廢棄物、施
工及運營階段產生的碳排。

總碳排放量
Total Carbon

Emitted

總碳抵消量
Total Carbon

Avoided 0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Net Zero Energy: Source Energy Balance
淨零能耗：源能耗平衡

建築物必須達到過去一年源能源使用平衡。淨零能耗
平衡的概念，是基於建築物所產生的能源量和所消耗
的能源量抵銷。

總能源消耗
Total Source

Energy Consumed

場地內場地外
可再生能源

Total Sourc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ed

0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Net Zero Water: Water Balance
淨零水耗：水資源平衡

零水耗是指在過去一年裡達到飲用水使用平衡為零的
建築物。

飲用水消耗量
Potable Water

Consumed

替代性水源和回用水
Alternative Water

Sources and Water
Returned

0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Net Zero Waste
淨零廢棄物

零廢棄物認證等同於獲得GBCI TRUE 零廢
棄物白金級認證的建築物。

未來建築物的趨勢



三、如何達到淨零建築



正確的節能建築設計思維：

先降低建築物能源消耗

再提供所需可再生能源



Case 1

建築物全年耗電量：100個單位 (無節能設計)
全年可再生能源供應量：100個單位

Case 2

建築物全年耗電量：100個單位 (無節能設計)
經過節能30%設計耗電量：70個單位

全年可再生能源供應量：70 個單位

理由是。。。



1. 建築外殼節能 3. 照明系統節能2. 空調系統節能

夏天侵入的熱量
天花板屋頂22.8%

外壁18.2%

隔窗1.5%

地板8.2%

透氣、通風13%

屋內產生
熱能13.3%

窗23%

建築物節能三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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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外殼節能三大重點
屋頂隔熱性能 外牆隔熱性能

開窗部位遮陽
與隔熱性能

建築外殼節能



一. 屋頂隔熱設計策略

1. 利用高反射率淺色屋頂材料反射太陽熱輻射

2. 利用高性能屋頂隔熱材料提高屋頂隔熱性能

3. 設計雙層通風屋頂

4. 設置綠屋頂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1. 利用高反射率淺色屋頂材料反射太陽熱輻射

屋頂吸熱與否與材料的太 陽反射指數 (Solar
Reflectance Index, SRI值)有關係，而反射率
又與材料顏色有直接關係；顏色越深的材料SRI
值越低且越容易吸熱，反之顏色越淺的材料SRI
值越高且越不容易吸熱。

一般瀝青屋頂之SRI值為-1，混凝土地磚SRI值
約25，白色水泥地磚之SRI值則高達90，SRI值
在80以上時太陽輻射熱反射效果較明顯，因此
選擇屋頂材料時盡量選擇SRI值高於80的材料。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目前市面上已經有許多高日照反射指數的塗料產品，即俗稱的隔熱漆。
隔熱漆眼下被廣泛使用在金屬屋頂或鐵皮屋作為方便簡單的隔熱手法，
效果相當不錯，也可以用在RC構造的屋頂或外牆，作為第一道隔熱防
護(將部分太陽輻射熱先反射回大氣)。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1. 利用高反射率淺色屋頂材料反射太陽熱輻射



有塗隔熱漆的RC
屋頂 (36℃)

原始屋頂狀況
(56℃)

測量時間：7/2020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清涼屋頂示範推廣計畫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1. 利用高反射率淺色屋頂材料反射太陽熱輻射



2. 利用高性能屋頂隔熱材料提高屋頂隔熱性能

屋頂的隔熱性能越高，屋頂下之空間就越涼爽。屋頂之隔熱性能可檢
視其構造之熱傳導係數U值(單位為W/m2.k)，U值越低隔熱性能越好。

 目前台灣法規規定屋頂之U值必須低於0.8 W/m2.k

 台灣綠建築標準U值要求必須低於0.8 W/m2.k

 台灣夏天天氣酷熱，U值最好在0.6 W/m2.k以下

 美國LEED節能設計規範ASHRAE 90.1，平屋頂構造之U值必需低
於0.27(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區)，隔熱要求幾乎為台灣法規的三倍！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傳統屋頂隔熱磚

磨石子隔熱磚 傳統隔熱磚屋頂構造U值大約只有1.3左右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2. 利用高性能屋頂隔熱材料提高屋頂隔熱性能



隔熱性能較佳之屋頂樓板隔熱構造範例

15cm RC樓板 15cm RC樓板

防水黏著層

防水黏著層

面磚(2cm以上)

U值約為0.6~0.8 U值約為0.6~0.8

防水黏著層

PS/PU隔熱層

面層/防水層

泡沫混凝土層(含點焊鋼絲網)

5cm PS/PU隔熱層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2. 利用高性能屋頂隔熱材料提高屋頂隔熱性能



常見之屋頂隔熱材有PS發泡板與PU聚氨脂發泡板等，近年來防火與
環保意識抬頭，無機發泡磚開始陸續被採用。

PU聚氨脂發泡板PS發泡板 無機水泥發泡磚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2. 利用高性能屋頂隔熱材料提高屋頂隔熱性能



PS發泡板施工實例PS板上鋪設高壓混凝土磚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2. 利用高性能屋頂隔熱材料提高屋頂隔熱性能



3. 設計雙層通風屋頂

雙層屋頂的概念是利用最外層屋頂作為抵檔日射的保護層，並對內
層屋頂產生遮陰，而且通風效果可將熱氣帶走，熱量便不容易傳導
到室內，又有擋雨之功效，可謂一舉兩得。

鐵皮屋頂為台灣最常見之雙層通風屋頂 台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但屋頂搭鐵皮基本上屬於
違建行為，法規問題不在
此討論，但建議可考慮將
鐵皮換成裝設太陽能棚架，
不僅可以發電，只要高度
在4.5m以下，法規上可
以免申請雜項執照，下面
空間也可合法使用。

取代鐵皮屋的屋頂太陽能棚架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3. 設計雙層通風屋頂



4. 設置綠屋頂

綠屋頂或屋頂花園為目前歐美國家解決屋頂隔熱最流行的策略之一，
不僅有良好的隔熱效果，亦提供景觀功能，而且尚有降低都市熱島
效應與促進生態多樣性之效果。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



二. 外牆隔熱設計策略：

1. 利用淺色外牆材料反射太陽熱輻射

2. 利用外牆內中空部份隔熱

3. 利用高性能外牆隔熱材料提高外牆隔熱性能

建築外殼節能：外牆隔熱



1. 利用淺色外牆材料反射太陽熱輻射

相同於上述屋頂材料太陽反射率原理，
淺色外牆可反射太陽輻射熱，減少建築
物吸熱，因此在高溫氣候區應盡量避免
採用深色外牆材料。

若建築設計有多種顏色之需求，則在東
向與西向牆面盡量以淺色材料為主，北
向牆面則可使用顏色稍深的材料。

建築外殼節能：外牆隔熱



2. 利用外牆內中空部份隔熱

此方法為利用牆構造單元內之中空部份，或是內外
牆體間之空氣層(雙層牆構造)的低熱傳導性，來達
到隔熱的效果，傳統上使用空心磚來砌牆，便是這
個道理。

在室內外較溫差大或是日夜溫差較大的情況，可於
中空層塞入隔熱材，以提高隔熱性能，可讓室內溫
度較為穩定而不至於隨著室外氣溫馬上變化。

傳統木構造之牆體也是屬於具有中空層之牆構造，
若再加上隔熱材隔熱效果更好。

建築外殼節能：外牆隔熱



3. 利用高性能外牆隔熱材料提高外牆隔熱性能

本方法適用於室內外或晝夜溫差大的場合，外牆隔熱材料種類繁多，
最常見的材料為發泡隔熱材，例如XPS或EPS發泡板與PU聚氨脂板，
若用於外牆室內側則可用隔熱棉，亦有廠商將外牆材料與隔熱材結合
在一起，可節省隔熱材施工手續，例如國外常見的EIFS隔熱外牆工法。

XPS發泡板 隔熱棉
EIFS隔熱外牆工法

建築外殼節能：外牆隔熱



三. 開口部節能設計策略

1. 適當開口部設計

2. 外遮陽之運用

3. 採用節能玻璃

4. 良好的窗框斷熱設計

建築外殼節能：開窗部位遮陽與隔熱性能



1. 適當開口部設計

 適當開口率(窗戶與實牆之面積比例)：
一般住宅開口率以不超過30%為佳，
辦公大樓則以不超過40%為佳。

 窗戶盡量可以開啟：最好之窗戶設計
為開口部可全部開啟，擁有最大通風
面積，例如外推窗，橫拉窗大約有
1/2的通風面積，窗戶通風面積建議
至少為開口部面積之1/4以上。

建築外殼節能：開窗部位遮陽與隔熱性能



2. 外遮陽之運用

外遮陽為最有效之開口部隔熱方法之一，通常可隔絕50%以上之日
射熱量進入室內，依型式分有水平遮陽、垂直遮陽、遮陽篷、活動
遮陽、遮陽百葉與遮陽捲簾等。

建築外殼節能：開窗部位遮陽與隔熱性能



3. 採用節能玻璃

高性能玻璃的主要有兩種功能：阻擋太陽輻射熱以及減低熱傳導能力，
阻擋太陽輻射熱必須透過為玻璃鍍上一層抗輻射鍍膜來達成(Low-e
coating)，通常度於雙層玻璃內層，亦可於兩層玻璃中夾上隔熱膜(膠
合玻璃)或於清玻璃貼上隔熱貼膜來達到；而減低熱傳導能力則必須採
用雙層玻璃來達到，通常雙層玻璃之中空層會灌注導熱性差之惰性氣
體(氮氣)，以增加隔熱效果。

Low-e低輻射玻璃 膠合(夾膜)玻璃

隔熱貼膜產品

建築外殼節能：開窗部位遮陽與隔熱性能



4. 良好的窗框斷熱設計

具有斷熱設計的窗框可避免窗戶之「熱橋」
現象，讓冷或熱透過金屬窗框傳到室內。

斷熱型窗框適用於室內外溫差大的場合，
因此對於寒帶國家的建築物保溫特別重要，
但對於亞熱帶地區的建築物並非特別重要，
主要原因是亞熱帶地區建築物室內外溫差
不若寒帶地區大，全年節能效益不明顯。

具有斷熱設計的金屬窗框

建築外殼節能：開窗部位遮陽與隔熱性能



建築物節能三大重點：

1. 建築外殼節能

2. 空調系統節能

3. 照明系統節能



空調系統節能設計原則

空調系統節能

1. 避免空調系統過大設計(搭配建築設計考量，確實確認空調負載量)。

2. 選擇高效率設備，包括變頻冰水主機、水泵與風扇等。

3. 利用自動控制系統降低空調系統操作時間，或進行最佳化控制。

4. 搭配裝設全熱交換器。

5. 善用Free Cooling(涼爽季節)。

6. 冰水管、送風管保溫周全。

7. 避免建築造型元素影響冷卻水塔效率。

8. 利用人工水體，地冷地熱進行免費熱交換。



建築物節能三大重點：

1. 建築外殼節能

2. 空調系統節能

3. 照明系統節能



主要照明系統節能方法

照明系統節能

1. 選用高效率照明器具

2. 依工作需要提供合理照度

3. 照明密度控制

4. 自然採光搭配利用

5. 人體感應控制

6. 可調亮度控制

7. 智慧照明節能系統



做好建築外殼、空調與照明系統
節能，再搭配能源監控與管理系

統，可輕鬆節能30%以上！

Case 8: (Case1 + Case 2 to Ca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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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建築、空調、照明之綜合節能效果



四、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太陽能板在建築物上的應用：屋頂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香港ZEB零耗能建築



太陽能板在建築物上的應用：外牆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天窗 遮陽板

太陽能板在建築物上的應用：天窗與遮陽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太陽能路燈 太陽能庭園燈太陽能路燈

太陽能板在建築物上的應用：基地上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BIPV太陽能雨遮案例 (LEED黃金級認證案例)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BIPV建築整合式太陽能板案例



本案辦公棟預估全年耗電量：221,511.0 kWh
規劃再生能源替代率：50%以上

BIPV太陽能棚架設計案例 (LEED黃金級認證案例)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BIPV建築整合式太陽能板案例



BIPV太陽能棚架設計案例 (LEED黃金級認證案例)

實際完工照片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BIPV建築整合式太陽能板案例



實際太陽能光電系統裝置量：60 kW
預估全年發電量：86,191.0 kWh
能源替代率：39%

BIPV太陽能棚架設計案例 (LEED黃金級認證案例)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BIPV建築整合式太陽能板案例



先用力做節能設計/改善，再補上足夠可再生能源，便可達到零耗能！

Case 8: (Case1 + Case 2 to Ca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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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補足
目標零耗能！

基地內可再生能源與建築物整合



五、給公部門推行的建議



1. Policy：制定地方能源治理政策

2. Taskforce：設立最高專職管理單位(跨部門特別推動小組)

3. Education：落實公務人員零碳意識教育

4. Action Plan：訂定地方零碳建築行動計畫與里程碑(Roadmap)

5. Standard：積極配合導入建築能源分級制度(一但制度公告)

6. Incentive：初期訂定獎勵誘因，成熟後訂定獎懲機制

7. Regulation：利用地方自治條例納入營建管理體系

8. 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逐步朝向零碳零耗能

9. Stakeholder：與業界利害關係人積極合作(資金面、技術面、工程面等)

給公部門推行的建議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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