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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討新竹地區宗教建築以最佳的空調設計，符合空間使用後能與初步設計達

成一致。空調設計並非單一選項，有著不同的場所、不同的使用空間，因此需要

透過諮詢而得到相關規畫設計條件，進而設計符合需求的空調系統。以建築物實

際使用狀況，為確保各項空調設備有效率的結合，滿足業主使用需求，並期許能

達到空調系統最佳化的運轉，亦即使用最小能耗滿足到空調要求的條件。複合式

組成的空調系統活化了在節能設計上的運用。 

本工程規劃新竹縣某佛院依其空間之特性做規劃，搭配複合式的空調系統：

(1)氣冷式冰水系統，主機8台，採集水頭型式供給冰水予19個區域室內負載(2)變

頻多聯系統4組。(3)一對一分離式冷氣12組。空調所需總噸位數638 RT，以六成

設計冰水主機數量為374 RT，預留四成264RT，可達到空調使用最佳化。 

 

關鍵詞：宗教建築、空調系統、節能設計、最佳化、複合式。 

 

Discussion on Energy-Saving Design of 

Air-Conditioning in Religious Buildings 

-Take the Buddhist Temple in Hsinchu County 

as Example 
Abstract 

Discuss the best design of air-conditioning for religious buildings in Hsinchu 

County. The design accords with the space usage and is the same as the preliminary 

design. There is not only one option for air-conditioning design. Owing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different used space, we need to get relative design conditions through the 

consultation to design the air-conditioning system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combination of various air-conditioning equipment, 

confirm the owner’s favorite, and hope to achieve the optimized operation of the 

air-conditioning system, that is, use the minimum energy consumption to meet the 



                    

conditions of the air-conditioning requirements. The multi-function air-conditioning 

system activates the use of energy-saving design based on the building's actual usage. 

This project is planned for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for a Buddhist temple in 

Hsinchu County equipped with a multi-function air-conditioning system: (1) 

Air-cooled water chiller system with 8 main engine and adopting chilled waterhead 

system to supply cold water to 19 areas interior overloads (2) 4 sets of variable 

refrigerant volume systems. (3) 12 sets of air-cooled packaged units and chillers. The 

total tonnage required for refrigerating capacity of the air-conditioning is 638 RT and 

now it covers only 60% tonnage to design the number of water chillers which is 374 

RT. The remaining 40% 264RT is reserved to optimize the usage of air-conditioning. 

Key words: Religious buildings, Air-conditioning system, Energy-saving design, 

Optimization, Multi-function 

一、緒論 

全球氣候暖化，空調於生活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設備，空調設備的多

元化，可運用於不同的場所，該如何選擇最適合的空調系統？又該如何能讓初期

所規劃設計的空調系統可以與實際使用的狀況達成一致?即是本節所要探討的。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 

宗教建築空間的使用，有別於其他產業的空間使用，它屬於部分特定性

使用，部分常態性使用，因此在規劃設計空調系統就必須特別的注意其使用

特性。空調系統有著不同的運轉模式，會有不同的運轉耗電成本。在建築物

所給予的條件受限下，如何降低空調成本，又能達到省能。建築物通常僅於

初始設置成本的多寡，忽略了設備的使用生命周期，往往能源的耗用才是真

正成本的大宗，運轉成本可能會是初設成本的 1.2～2倍，甚至隨使用年限增

長而運轉成本越高。因此希望透過合理的規畫設計及運轉操作使空調系統的

運轉效率可以達到最佳化，滿足建築物的空調需求，達到節能的目標。 

2. 研究目的 

依照建築物及空間使用特性，透過合理的規畫設計，使空調系統的轉效

率可以達到最佳化，滿足建築物的空調需求，達到節能的目標。隨科技的進 

步及建築物實際使用狀況，為確保各項空調設備有效率的結合，滿足業主使

用要求，並期許能達到空調系統最佳化的運轉，亦即使用最小能耗滿足到空

調要求的條件。 

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新竹縣某佛院宗教建築空間使用之現況。 

(2) 提出新竹縣某佛院宗教空間空調使用及節能構想。 

(3) 規劃新竹縣某佛院空調系統之設備及特色。 

 

二、空間使用之現況 



                    

本研究案例為新竹縣某佛院新建工程案，座東北朝西南。其建築結構為 RC，

主結構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寬度約 41m、深度 49m、樓高 450m(如錯誤! 找

不到參照來源。、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圖、圖 3 所示)。公共區域分佈在一

層和二層，行政區域分佈於三、四層，休息區域劃分於四層、四層夾層、五層、

五層夾層、六層。 

空間使用區分為一般性空間、特定性空間，平常使用頻繁的為行政區域為一

般性空間；公共區域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會全面使用，住宿區也是在特定的期間全

面使用，屬於特定性空間。 

(一) 地下一層為停車場/一層大殿挑高至二層、接待區、文物展示區、廚房。 

(二) 二層為前半段與大殿挑高、用餐區、VIP餐廳、烘培房。 

(三) 三層為行政層，階梯教室挑高至四層、小佛堂、主管室、行政室、財務室、

會議室、接待室、前人辦公室、國際事務室、幼兒室、青少年室、等空間。 

(四) 四層為佛堂、圖書室、講堂、交誼區、通舖室。/四層夾層為通舖室/五層

為老母大殿、羽球館、桌球室、多功能室、健身中心。 

(五) 五層夾層為通舖室。/六層為交誼廳、住宿區。/七層為屋頂層。 

建築物空調需求空間坪數約 1808 坪，空間的使用分為一般性、特定性；一般

性佔比約為 10%約為 218 坪，特定性約為 90%約為 1590 坪，其各樓層空間的使

用明細於下列明細表（如表 1 所示）。 

  

圖 1 建築物一層平面圖 圖 2 建築物三層平面圖 



                    

  

圖 3 建築物正向立面圖 圖 3 建築物剖面圖 

表 2 建築物樓層空間明細表 

樓層別 一般性 坪數 RT 特定性 坪數 RT 

一層 廚房 42 30 
大殿、接待區 

文物展示區 
474 142 

二層 VIP 餐廳、烘培房 35 18 用餐區 145 72 

三層 

主管室、會議室、行政

室、財務室、辦公室 

前人辦公室、小佛堂 

141 46 

階梯教室、國際事務

室、製服室、幼兒室 

少年室、青年室 

193 62 

四層  -- -- 
佛堂、圖書室、講堂 

交誼區、通舖室 
207 77 

四層 

夾層 
 -- -- 通舖室 44 16 

五層  -- -- 

老母大殿、羽球館 

桌球室、多功能室 

健身中心 

286 113 

五層 

夾層 
 -- -- 通舖室 132 24 

六層  -- -- 交誼廳 33 16 

  -- -- 套房區-12 間 76 22 

 小計 218 94 小計 1590 544 

 



                    

三、空調使用及節能構想 

此案例之建築物畫分為前後區及左右兩區，一年會舉辦兩次大型法會，屆時

參與人數多達 200 人次，暑假期間會開設幼兒青少年營，約 60 人，提供住宿，平

時行政辦公人員，約 15 人。 

(一) 設計條件 

1. 空調空間：多數空間的空調使用並不頻繁，僅少數空間需長時間提供。 

2. 主機位置：置放空調室外機之空間受限。當初規劃建築，並沒有考慮

到空調的問題，因此喪失了最佳的系統規劃。所以只能屈就現有的條

件來設計，盡量達到更省成本又節能的空調系統。 

3. 經費考量：預算有限，採用階段性支付經費採購完整設備，故本案配

合業主經費採用階段性安裝空調設備為最佳化的方案。 

4. 節能考量：降低空調耗電量，集中控制有效管理使用狀態，主機不要

過大設計，盡量讓主機可以達到完全運轉，不要有閒置的情況發生。 

5. 維修保養之考量：簡單的保養，是節省開銷的一環，盡量可以由業主

端來執行，例如：室外機鰭片清洗。設備的維修也是列入考量之重，

零件取得容易、維修簡易且費用不要太高，例如：主機採用氣冷式而

不要採用水冷式，可減少冷卻水塔的保養及維護 (如表2所示)。 

表 3 空調設備保養表 

設備 保養型式 施作對象 

水冷冰水主機 年度保養 需由專業人士進行藥水清洗。 

冷卻水塔 每季保養 
業主自行以清水清洗，必要時

再請專業人士進行藥水清洗。 

氣冷冰水主機鋁鰭片清洗 
年度保養 

視污穢情形 

業主可視污穢情形自行以清

水清洗，必要時再請專業人士

進行藥水清洗。 

室內機風鼓、鋁鰭片清洗 
年度保養 

視污穢情形 
需由專業人士進行藥水清洗。 

室內濾網清洗 
年度保養 

視污穢情形 
業主可自行清洗 

(二) 空調規劃:此案例的空調使用，室內負載並不會同時啟用，將其同時使用之空間區分，劃分

多個區域。多個單獨使用空間劃分為一個區域。依建築物空間使用表分析規劃出以下三個方案(如 

 

表4 空調系統比較表所示)。 

方案一：採變頻多聯系統，住宿區採一對一分離式冷氣。分劃26區，計26組

系統，26組室外機，12組一對一變頻分離式冷氣，造價約4500萬元。 



                    

方案二：全區採水冷式冰水主機系統，住宿區採一對一變頻分離式冷採區域

泵浦分送各區所需之冰水，共計19區。造價成本約3500佰萬元。 

1. 氣冷式冰水系統：設計多台主機串聯至集水頭，以區域泵浦傳送冰

水至所需空間提供冷房，增加系統的靈活性。一層至四層室內所需

冷房為400RT，五層至六層室內所需冷房為180RT，設計二台主機

共400RT，二台冷卻水塔計600RT劃分十九個區域，以變頻泵浦傳

送所需冰水。 

2. 變頻多聯系統：四層及四層夾層之通舖區。因室外機無處放置，無

法使用一對一分離式冷氣系統，又因管線過長，故採用變頻多聯系

統，共計四區設計四台主機。 

3. 一對一分離式冷氣：六層住宿區因有置放室外機空間。計十二組。 

4. 規劃監控系統：將所有的控制併到中央監控，隨時管控使用狀態。 

方案三：全區採氣冷式冰水主機系統，通舖區採變頻多聯系統，住宿區採一

對一變頻分離式冷氣。造價成本約參仟萬元。 

1. 氣冷式冰水系統：設計多台主機串聯至集水頭，以區域泵浦傳送冰

水至所需空間提供冷房，增加系統的靈活性。一層至四層室內所需

冷房為400RT，設計五台室外主機200RT，為一個系統。劃分十二

個區域，以變頻泵浦傳送所需之冰水。五層至六層室內所需冷房為

180RT，設計三台室外主機120RT，為一個系統。劃分七個區域，

以變頻泵浦傳送所需之冰水。 

2. 變頻多聯系統：四層及四層夾層之通舖區。因室外機無處放置，無

法使用一對一分離式冷氣系統，又因管線過長，故採用變頻多聯系

統，共計四區設計四台主機。 

3. 一對一分離式冷氣：六層住宿區因有置放室外機空間。計十二組。 

4. 規劃監控系統：將所有的控制併到中央監控，隨時控管使用狀態。 

就以上規劃空調系統三個方案(如表3所示)，業主評估：設置設備之

彈性度，主機設置時可就先以最主要的空間進行施作，室內機可以先施

作，室外機部份等實際運作後，再視實際空調使用情形來增加室外機台

數。 方案一及方案二無法分期施作，方案三可以。主機放置空間有限，

僅二樓戶外平台及屋頂層可以放置。方案一與方案三可以就其條件設置，

方案二需再設置機房提供冰水主機放置。設備耗電量，方案一為

563.29kW，方案二為591.29kW，方案三為465.49kW，就維護保養部份

方案一及方案三少了方案二冷卻水塔，保養內容一致，方案二的主機必

須由專業人士進行保養，且費用較高。造價成本方案一為約4,500萬元，

方案二為約3,500萬元，方案三為約3,000萬元。業主考量後選擇方案三，

其方案三所規劃之內容(如表5 方案三空調系統所示)。 

 



                    

 

表 4 空調系統比較表 

型     式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主機數量 
26 組變頻多聯 

12 組分離式 

2 台(水冷)主機 

4 組變頻多聯 

12 組分離式 

8 台(氣冷)主機 

4 組變頻多聯 

12 組分離式 

空調噸位數 562RT 454RT 374RT 

總耗電量 563.29kW 591.29kW 465.49kW 

冷卻水塔 無 2 台/15kW 無 

區域泵浦 無 22 台/117kW 19 台/83.2kW 

主機放置空間 
戶外 

無需另設主機房 

須設室內主機房 

戶外水塔的空間 

戶外 

無需另設主機房 

造價成本 約 4,500 萬元 約 3,500 萬元 約 3,000 萬元 

表 5 方案三空調系統 

系統 樓層/空間 RT 

氣冷式冰水系統

5 台主機 

4 壓縮機 

200 RT 
12 個區域 

一層/大殿、接待區、文物展示區 142 

二層/VIP 餐廳、烘培房 18 

二層/用餐區 72 

三層/主管室、會議室、行政室、財務室、辦公室、

前人辦公休息室、小佛堂 
46 

三層/階梯教室、國際事務室、製服室、幼兒室、

少年室、青年室 
62 

四層/佛堂、圖書室、講堂、交誼區 61 

合計 431 

氣冷式冰水系統

3 台主機 

4 壓縮機 

120 RT 
7 個區域 

五層/老母大殿、羽球館、桌球室、多功能室等 113 

五層夾層/通舖室 24 

六層/交誼廳 16 

合計 153 

水冷箱型系統 

30RT(既有) 
一層/廚房 30 

一對一分離式 

12 組 
六層/套房區共計 12 間 22 

變頻多聯式/2台 四層/通舖室 16 



                    

變頻多聯式/2台 四層夾層/通舖室 16 



                    

四、空調系統設備及特色 

空調系統主要由空氣側、冰水側、冷媒系統及冷卻水側四部分組合而成。主

要工作原理(如圖 5 所示)： 

(一) 空氣側：透過風機循環使風與冰水的熱交換吸收室內熱量，將冰水泵

輸送的冰水送水溫度，透過熱交換後回水溫度上升。 

(二) 冰水側：利用冰水泵作循環動力，將冰水回水輸送入冰水主機蒸發器

內，讓水與冷媒產生熱交換，使低壓低溫液態冷媒蒸發，而冰水送水

溫度降低，送至空氣側。 

(三) 冷媒側：冷媒發生在冰水主機壓縮、冷凝、降壓及蒸發循環。低壓低

溫液態冷媒在蒸發器蒸發為汽態而進入壓縮機，壓縮成高壓高溫汽態

冷媒進入冷凝器，冷凝器內冷媒與冷卻水熱交換後變成高壓高溫液體，

經束流降壓後冷媒變成低壓低溫液體而流回蒸發器內形成一個循環。 

(四) 冷卻水側：利用冷卻水泵作循環動力，將與冷凝器熱交換後的高溫冷

卻水輸送入冷卻水塔中，經由冷卻水塔冷卻風機吸入外氣與高溫冷卻

水作熱交換使冷卻水降低流回冷凝器，冷卻風機熱量排放至大氣中。 

 
圖4 中央空調系統組成圖 

以上系統說明為一般常用的中央空調系統，對於特殊應用或非機械式冰水機

組並不完全適用。本案例依建築物所給予的條件與空間特質規劃。採用方案三，

複合式空調系統所組成，其空調系統 (如圖 5 中央空調系統昇位圖、圖 6 多聯系

統昇位圖所示 )。 

(一) 氣冷式冰水主機：採用多台主機並聯，以集水頭型式分區供應冰水。

當多台主機運轉的同時，在低負載時一台主機即可滿足很多房間空調

的需求；即可關閉多台主機，維持主機在高效率下運轉。 

本案例將空調空調所需總噸位數638 RT以六成考慮設計冰水主機數量

374 RT，預留其餘的四成264RT，以備爾後使用上如果出現室內負載

過大的情況，足以增加補足其冷房。採用分區供應冰水，解決了當室

內側的負載不高而需開啟過大噸位數主機的情況，室內側不會同時使



                    

用空調的狀態下，室外側主機亦可輪流運轉，減少閒置的情況，讓所

有主機充份達到其效能。降低初設成本和維護成本，提高系統安裝效

率和整合性，增加操作和維護效率，提高能源節約效果，保持系統的

擴充能力。 

(二) 變頻多聯：具有節能、舒適、運轉平穩等優點，各房間可獨立調節，

依據室內負荷，在不同轉速下連續運行，減少了因壓縮機頻繁啟停，

降低了啟動電流，達到節能。本案例使用於同時使用空調的通舖區。 

(三) 一對一變頻分離式冷氣：適用於獨立使用空調之空間。 

現場空調工程施作進行至局部空間之室內送風機按裝及送風機風管完成，其

施作成果(如圖7 室內送風機按裝圖、圖8室內送風機風管圖所示)。 

 

  

圖5 中央空調系統昇位圖 圖6 多聯系統昇位圖 

  

圖 7 室內送風機按裝圖 圖 8室內送風機風管圖 

五、結論 

此案例經多次與業主討論空調使用狀態，選擇方案三，將空調總噸位數以六

成考慮設計冰水主機數量，再預留其餘的四成，以備爾後使用上如果出現室內負

載過大的情況，足以增加補足其冷房。採用分區供應冰水，解決了當室內側的負

載不高而需開啟過大噸位數主機的情況，室內側不會同時使用空調的狀態下，室



                    

外側主機亦可輪流運轉，減少閒置的情況，讓所有主機充份達到其效能。降低初

設成本和維護成本，提高系統安裝效率和整合性，增加操作和維護效率，提高能

源節約效果，保持系統的擴充能力。 

(一) 探討新竹縣某佛院空間使用之現況：空間總坪數為1808坪，90%的特定 

性空間約為1590坪，10%的一般性行政空間約218坪。使用空調時間不一 

以至空調負載變動性大。 

(二) 提出新竹縣某佛院空調使用之構想：依建築物所給予的條件與空間特 

  質，以(1)預算(2)節能(3)維修保養，三個考量點進行規劃。 

(三) 規劃新竹縣某佛院空調系統之設備及特色：採用空調系統的選擇：(1)氣 

冷式冰水主機系統有8台(2)變頻多聯系統4組。(3)一對一分離式冷氣12 

組。空間特性做規劃，搭配複合式的空調系統。空調所需總噸位數638 RT 

以六成考慮設計冰水主機數量374 RT，預留其餘的四成264RT，達到空 

調使用最佳化。 

(四) 採用分區供應冰水，解決了當室內側的負載不高卻需開啟過大噸位數主 

機的情況，室內側不會同時使用空調的狀態下，主機亦可輪流運轉，減 

少閒置的情況，讓所有主機充份達到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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