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2021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永續校園盤點分析與 SDGs 對應關係之探索-以林森國

小為例 
*傅乙晟¹ (Yi-Cheng Fu)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摘要 

    經濟發展損害地球環境及資源，我國和世界各國都掀起對永續發展議題的重

視，為維護生活環境和人類福祉，教育部以學校做為一個良好的永續發展基地，

積極推動永續校園的理念。在此一計畫背景支持下，2020年聯合大學建築學系透

過大手牽小手結合大三設計課程初步進行為期八周之探索計畫工作坊。 

    本研究進一步依基礎環境的盤點分析，藉由 SDGs3 健康與福祉、SDGs 6 潔

淨水資源與衛生、SDGs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SDGs 13 氣候行動、SDGs 15 保育

陸域生態等五項目標評估改造方案並進行更為完整深入的專題研究。 

    研究成果提供苑裡林森國小實際利用於校園環境改善，1.硬體方面-達到室內

品質的提升、水資源及夏日能源的分析、降低基礎建設對環境的衝擊、陸域生態

的保育綠化等。2.軟體方面-結合環境教育辦理冬季風場測試的教學體驗，除了基

本硬體設備外，也以學校的自然優勢與鄰里之間做整合，強化與在地之連結，而

學校師生也能參與於此計畫當中，發揮永續教育之積極目的。 

 
關鍵詞：永續校園、SDGs、硬體盤點、探索計畫 
 

Explora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ustainable Campus Inventory Analysis and 

SDGs-Taking LinSen Elementary School as an 

Example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damages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t off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gards schools as a goo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 and 
actively promotes sustainable campus development idea. With the support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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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in 2020,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f the United University conducted an 
eight-week workshop exploration projec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big hands and 
small hands combined with junior design courses. 
   Based on the inventory analysis of the basic environment, this study uses five 
assessment SDGs indicators 3 health and well-bein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7 
affordable clean energy, 13 climate action, 15 conservation of land ecology for 
complete and in-depth speci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campus environment LinSen 
Elementary School in Yuanli. 1. In terms of hardware：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indoor quality, the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mmer energy, the reduction of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ervation and greening of land 
ecology. 2. Software aspect：Teaching of handling the winter wind field test combined 
wit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basic hardware equipment, the school’s 
natural advantages are also us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neighborhoo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local area, and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als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ject and play the positive purpose of sustainable education. 
 
Keywords: sustainable campus, SDGs, hardware inventory, exploration project 
 

一、 前言 

1.1研究背景  
    人類活動行為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甚鉅，環境的問題已日漸對人類產生威脅，

成為各國積極研究的課題，1980年代國際永續意識興起，台灣在地意識與永續發

展之路也萌芽，教育部也跟上了此波潮流，自2002年起以學校作為培植基地拓展

永續校園網路，期盼打造暨環境自覺及實踐能力的永續、生態、環保、健康、省

能源的永續校園。 

1.2研究動機及目的 

    位於苑裡的林森國小民風純樸，雖然較偏鄉弱勢，但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

多元的生態系統，潛力無限。當前學校雖具有許多設施，但大多需要改善及更新

設備;藉由此永續校園計畫來提升設備使用率，也改造空間，增加學童安全，推廣

永續校園，一方面可以讓學生親身體驗永續校園的意涵，建立共識，又能往社區

永續發展之藍圖前進。 

    在此一計畫中林森國小定位發展於世代永續、環境永續、經營永續、資源永

續等面向，以時間、空間、設備教學等形式訴諸在地情感，促使人與環境的共生

關係並營造綠色校空間，在建材方面考量維護率、使用不易破壞環境的素材，建

置空間的多功能性及活化使小朋友擁有更舒適健康的學習環境。 

1.3研究範圍及對象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2 
 

Table 1、Basic information of LinSen Elementary School 

地址 苗栗縣苑裡鎮水坡里 7鄰 70號 

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使用地類別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總面積(m2) 5488 

經緯度 24°26'17.99",120°40'46.24" 

法定建蔽率 60% 現況建蔽率 32.35% 

法定容積率 180% 現況容積率 59.6% 

可透水面積比率 1412.5÷5488≒25.7% (未達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2020) 
    研究對象為苗栗苑裡林森國小學生與教職員，學生人數共 43人，職工人數 5

人，教職員 15人，總人數 63人，學生性別比:1:1.15，師生比:1:2.86。永續教

學層面有充足潛力，近十年來統計發現，繼入學人數不斷降至谷底後，107年後

入學率逐漸攀升，顯見校方辦學有成。 

 
     

                                           
 
 
 

 
     Fig 1、Location of the base              
Fig 2、Campus layout plan 

                                        
                                            

0

5

10

15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五甲 六甲

男 女

7 

13 

2 

9 

6 6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3 
 

Fig 3、Number of students in LinSen            Fig 4、Base aerial photo 
Elementary School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0)           (照片來源:GOOGLE地圖) 

 

二、 校園盤查分析與SDGs之對應 

 

 

 

     
 
 

Fi
g 5、Corresponding SDGs 

2.1  SDG3-室內品質檢討 

    良好的永續環境，必當確保各年齡層在校園的健康生活與福祉。多虧於現今

進步的醫學科技，人人都享有科技所帶來的基礎衛生福祉，除了平均壽命增加外,

基本的健康照護及健康追蹤等都有受到保障。好發於無形的癌症與慢性病也逐漸

受到了控制並降低死亡機率，在這樣的情況下，比起政策面及醫療面，我們似乎

可以將關注重心轉移至日常生活中的室內環境影響因子，藉此找出並排除不易發

現的危害人體病灶,從初始階段降低罹癌患病的可能性。            

    針對林森國小的室內環境品質檢討，為了有效率且公正的評估檢討，我們採

用 綠建築評估手冊 EEWH-BC,2019室內環境指標針對音、光、氣、建材評估。  

 

 (1)音環境評估 

判斷林森國小之外牆材料特性屬於單層 RC牆及部分磚造，得分 A=30 。 

評比其開窗主要為雙向推拉窗,氣密性等窗構造標準，得分為 B=10。 

 音環境之得分 X1=30+10=40分 

 加權分為 X1*Y2(0.2)=8分 

 

(2)光環境評估 

林森國小全面採用清玻璃，評比之得分為 D=20。根據自然採光公式 NL=Σ可

自然採光面積 NAi/Σ居室面積 Ai，林森國小之 NL值=1246.95/1648=0.756，得分

E=60。 

所有居室空間照明光源均採用防眩光燈罩,評比之得分 F=15。 

 光環境之得分 X2=20+60+15=95 

 加權得分 X2*Y2(0.2)=95*0.2=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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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風換氣環境評估  

林森國小位於郊區且居室空間大致

無空調，故判斷為自然通風評估法。        

自然通風潛力指標 VP=Σ(臨窗通風

面積 VAi+對流通風面積 CAi)/ Σ（居室

面積 Ai）=1188/1648=0.72，G1=80 
 通風換氣之得分 X3=[80*1648] 

1648=80 
 加權得分為 X3*Y3(0.3)=24分 

 

(4)室內建材裝修評估 

目前林森大多採用無毒且有綠建材標章之建材， 經由綠建築手冊評估為現況

良好，基礎裝修量少對人體無害。惟圖書室舊有耐磨人工木皮板，及伴讀室地板，

其黏著劑及合板材料未有標章，可能含微量甲醛; 其他裝修材則包含部分壁面夾

板以及壁面合板木貼皮儲藏櫃、上漆木芯桌，同樣多為含黏著劑之木製產品，對

人體恐有害(如 Fig7)，建議將來改用為含有綠建材標章之相關飾材裝修。 

 室內建材裝修得分為 X4=40+30=70 
 加權得分為 X4*Y4(0.3)=21 分 

 

Fig 7、Inventory analysis of decoration building materials currently in us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 

總體 IE 指標與系統得分 RS7： 

IE=ΣXi*Yi=8+19+24+21=72 分 
RS7=18.67*(IE-60/60)+1.5=5.234 分 
    林森國小現為口字型建築，故其實通風及自然採光狀況都相當良好，(如 fig6)

Fig 6、Solar angle of winter solstice  
and summer solstice of section diagra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0) 
(橘色:夏天;黃色: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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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冬夏至日照角度對居室空間妥當適宜,提供學童充分自然採光。唯有音環境

得分較低,因當前全使用橫拉窗為主，而一般之橫拉窗氣密性及隔音性能較差，建

議可採用 8mm 以上玻璃或 6mm+6mm 之膠合玻璃便能較快的改善隔音問題。另

有關生態建材也建議可使用在已達 50年限校舍改善上，除能提升室內環境之外，

也對環境友善。 

 

2.2  SDG6-水資源檢討 

    水是支撐日常生活的基石，然而因為台灣地狹人稠、山坡陡峭、雨勢集中，

再加上河川短促，種種原因使我們的地表不易留下珍貴的水源，這樣的事實更使

我們排名為缺水國家之一。因此珍惜水資源勢必重要，從水的入帳與支出，延伸

到到水循環與（雨）水資源再利用都是永續校園必須重視檢討的部分。以收入來

看，參考 綠建築評估手冊，雨水利用系統檢討其日集雨量 Wr=(日降雨量 R*集雨 

面積 Ar) =(3.85*1030.92)= 3970公升/日。 

 

(1) 水資源支出 :由 Fig8 可得知，林森國小內

的雨水系統現況主要利用於水生池及中庭澆

灌、清潔三部分，雨水使用量預估為水生池 100

公升/日+澆灌面積 449 m²*每日 1次*6公升每

m²=2794公升/日。除清潔外，取最基本自來

水替代水量 Ws=Wd=2794 公升/日=2.79噸(m
³/日)。 

(2) 建議之自來水替代量 :林森國小總樓地板

面積為 3203 m²,根據「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

LPCD 參考值」單位面積用水量為 28公升(m³

/日); 

全棟用水量 Wt=3203*28=89684公升，其自 

來水替代率應為:Rc=(自來水替代水量 Ws) 
/(總用水量 Wt)= 89688.2*5%=4484.4公升。 

現為: 2794/ 89688.2=0.0311=3.11%<5%,不 

合格。 

(3) 改善方案 :考量林森國小若要符合標準，建議可改善並發揮既有水塔容量

(Fig8)，增加 1.69噸之自來水替代量使自來水替代率達標 5%。抑或是採行另一

彌補措施以中庭每 100 m²設置 0.5*儲水倍數 Ns(11.69)之雨水儲集設施至 23.38

噸二方案;前者為增加 1.69噸自來水替代量達到 5%替代率,後者加裝設置儲集設

施至 23.38噸。 本研究建議採用前項較經濟措施即可達到更良好的水資源再利用

情形。  

2.3  SDG7-夏日能源檢討 

  在工業革命之後，由於大多使用非永續性的化石燃料等能源，能源使用是影

Fig 8、Inventory analysis of decoration 
building materials used in condition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6 
 

響及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近十年來，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量增加除了成功降低了每單位國內生產毛額中能源相關的花費外，也

使碳排放減少；在未來，提高能源效率及增加永續能源的使用率將成為應重視的

課題。  

  檢討當前林森國小2020年(如Table3)日均瓦數116度，如果開源的方面考量設

置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能夠使林森的用電更為永續，以發電量扣除日均瓦數 

還享結餘;此外改善生活習慣或依照晝光利用率修正電器迴路的安排等節流方式

也是應被評估實施的部分。 

           Table 2-1、Lamp model diagra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 

(總計用電量:10560W/每小時) 
Table 2-2、Lamp power calculation 

 

 

 

 

(1) 節流部分:照明耗電盤點分析 

當前多採用舊式較為耗電的燈管，建議改採 LED 燈

能節省用電量;此外，除視聽教室更改電燈迴路之後可使

省電效益更高之外，建議圖書館也可更改迴路至直向，

依照日照情形開燈能更省電。 

(2)開源部分:太陽能設置分析 

    經過苑裡日射量評估，苑裡地區的平均日設量為 

1214kWh/ m²，年平均發電量為 1143度瓩，日平均為 

3.13度/日/瓩，高於全台平均值 3.06度/日/瓩，為 

適合太陽能發電地帶。林森國小目前還未有大面積的 

太陽能發電設施,以下提出三種設置方案之可能性並 

型號 長度 流明 瓦數 數量 

LED-T8-2
呎 

580mm 1050 9W 183個*4 

LED 吸頂

燈 

595mm 1350 18W 27個 

T5-14W 559mm 1275 14W 7個*4 

T5-28W 1149mm 2400 28W 38個*2 

LED 燈管 1149mm 1700 18W 27個 

LED 崁燈 1149mm 1700 18W 26個 

圓形投射

燈 

- - 3W 4個 

Fig 10、Evaluation of solar 
radiation in Yuanli 

(資料來源:氣象資訊綠能虛

擬營運中心,2018~2020) 

 

Fig 9、LinSen Elementary 
School Lamp Configuration  
Diagram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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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 

 
2.4  SDG13-冬季氣候檢討 

   苗栗苑裡位於靠海之地，常年冬季受海風所擾，而位於此的林森國小便面對

著此氣候課題，因此勢必要藉由風速風向的盤點檢討冬季季風之影響，藉此機會

透過實際的教學帶領學童體驗氣候變異(Fig13)，對學童培養永續教育的素養也同

樣重要。 

Table 3、Possible solutions and analysis of solar panel installation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位置 廚房屋頂,與北側

屋頂 

現有斜屋頂面 操場新設屋頂 

面積(坪) 403.5m²=122 1030.9m²=311.85 692.6m²=209.5 
發電量(瓩) 40.6;134.7度/日 103.95; 345度 /日 69.8; 231.7度/日 

年售收益 34,154元 434,580元 218,957元 

裝設成本 2,233,000元 5,717,250元 3,839,000元 

優點 較易配置向南傾

斜太陽能板,效益

較高 

面積較大,且無鄰房

遮蔽效應問題 

廠商贊助無需考慮

成本,可兼做風雨球

場使用 

缺點 廚房上方早上需

承受建物陰影遮

蔽,屋頂皆有突出

物 

考量屋頂斜度,可能

需額外安裝成本 

 

有影響操場整體觀

感疑慮,並讓不及格

之可透水率雪上加

霜 

 

   

Fig 11、Winter wind pressure 
map of LinSen Elementary 

School 

Fig 12、Wind rose chart 
of LinSen Elementary 

School 

Fig 13、Campus wind 
speed sustainable cours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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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森國小包含著複層式植栽的中庭口字型校舍與操場,提供了良好的測試 

風場供我們測試及檢討不同測點的風向變化，希望能藉此比對冬季風場與提出冬

季不同地點的活動適宜性。冬季的風壓模擬(Fig11)結果大致顯示出，除了苑裡冬

季的氣候較為嚴峻外，口字型校舍也明顯起到了緩衝風壓用途。 

2.5  SDG15-陸域生態檢討 

    生物多樣性涵蓋了從個體到族群更到生態系等各種層次的生命形式，亦是人

類永續發展的基礎，位於苑裡鎮郊區水坡里的林森國小也富含了豐富的生態多樣

性，我們將藉由基礎盤點及EEWH-BC之綠化量指標檢討林森國小現有綠地環境

情形，提出建議以建立保護本土生態多樣性的永續意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       (資料來源:參照綠建築手冊整理,2021)    
(1)檢驗覆土深度及最小樹穴面積 

   林森國小內綠化範圍內的覆土深度均為 1M 以上，且綠地均為連貫並保有最小

樹穴面積，符合規定。 

(2)檢驗植栽間距 

   林森內部大部分為高密度種植(間距小於 4m)，故視種植面積為喬木面積計算。 

(3)總固碳當量 TCO2 計算 

   林森國小內扣除中庭總計有大喬木 42棵，小喬木 36棵，灌木 3棵，草花花圃

21.3 m² ，TCO2=42*232.45*1.5+36*70*1+3*13*0.5+21.3*0.3=17190(kgCO2/yr)                                        
 中庭為複層式植栽 TCO2=449*2=898(kgCO2/yr)  
 總固碳當量為 17190+898=18088(kgCO2/yr) 
(4)系統得分 

    本基地綠化量之法定基準值 TCO2c=1.5*(0.5*2195.2*0.83)=1367kgCO2/yr)  
與指標設計值 TCO2 之權重系統得分 RS2=6.81*((18088.2-1366.5)/1366.5)+1.5=84
分。 

    可知為現今林森國小的綠化量指標其實已遠超過法定基準，以量來看植栽充

足且環境良好。 

但是如果以質來檢討生態多樣性方面，其實本土樹種只占 32%(如 Fig14)，遠低於

外來之中小喬木，且植栽密度太高，我們建議還可以降低密度讓喬灌木獲取日照

機會,以及替換外來樹種建構本土之多樣化永續環境，期望如此的陸域生態能讓每

一個學童在認識本土植栽的同時也可瞭解永續及本土保育的重要性。 

 

 
Fig 13、Inventory of plants and trees 

 
Fig 14、Inventory of plants and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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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綜合前述SDGs分析，目標3健康福祉室內品質面向而言，期望未來改造時多

以綠建材裝修和家具取代目前使用含微量甲醛的材料，帶給學童更健康的環境；

目標6淨水衛生的水資源節能方面，分析林森國小自來水替代率及提升方法，建議 

使用儲水設備和雨水沖廁系統可帶來的效益；目標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方面，可透

過永續環境教育達成永續生活模式，並藉由不同電器迴路的安排及太陽能發電建

議帶給林森國小更好的能耗環境；目標13氣候行動，則是透過冬季風場試驗來完

備減緩調適行動，除了激起極端氣候的危機意識外，更重要的是達到人與環境共

生，使人類可因應變遷及影響；最後，指標15保育陸域生態使用EEWH-BC之綠

化量指標檢討陸域環境，讓師生們了解所處的校園並培養保育生態的永續意識。 

    建議校方思考BIM跟建築物生命週期之永續循環概念，建構一個可負擔、安

全、對環境友善以及具韌性、可永續發展的基礎設施。林森國小各校舍建造時間

不一，歷經時代遞進才逐漸成形為口字型建築，經歷時間的洗滌後部分新校舍可

能才進入使用週期的年輕階段，舊校舍則似乎已準備汰舊換新（已使用50年）而

逐漸退場，在這樣的過程中希望藉由考量生命週期的期程，提出永續發展的意圖，

藉以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也減少後續設備維護及管理的成本。 

 

四、參考文獻 

1. 教育部，「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台灣指南」，2020。 

2.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19 台灣永續發展目標年度檢討報告」，2020。 

3.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2019。 

4. 黃柏軒，「永續校園實踐在地化課題之研究-以小班小校為例」，碩士論文，銘傳

大學建築學研究所，2015。 

5. 陳正宏，「宜蘭縣永續校園環境改造過程之探討—以育才、深溝、七賢國小為

例」，碩士論文，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2010。 

6. 沈祈廷，「永續校園維護與管理制度改善之研究-以雲林地區國民小學為例」，碩

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與物業管理研究所，2010。 

7. 周德清，「利用綠色通學步道整合永續校園與學校社區化之探討-竹仁國小為

例」，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2010。 

8. 未來城市 Future City 天下雜誌，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837 

9. 教育部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https://www.esdtaiwan.edu.tw/ 

10.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 

11. 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附表二-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之人均用水量

(LPCD)參考值，2020。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837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837
https://www.esdtaiwan.edu.tw/
https://www.esdtaiwan.edu.tw/
https://maps.nlsc.gov.tw/
https://maps.nlsc.gov.tw/

	2.1  SDG3-室內品質檢討
	2.2  SDG6-水資源檢討
	2.3  SDG7-夏日能源檢討
	2.4  SDG13-冬季氣候檢討
	Table 3、Possible solutions and analysis of solar panel instal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