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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興建具機密性與時間性之建築物，在不影響作戰要求及戰備任務，免向

內政部申請綠建築評定審查。然而為提升國軍營區生活及居住品質，在其建築設

施全生命周期中，按照綠建築評估要求，進行標章申請與取得，更可充分展現國

軍落實生態維護及永續節能之成效。 

   本案例依照國軍建築設施照明節能改善基準進行設置與評估，地上 1樓為冷

凍庫、大宗雜貨區、辦公室、檔案室等空間。照明評估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準

之供公眾使用之空間為限,至於儲藏室、停車場、倉庫、樓梯間、茶水間、廁所

等非居室空間不列入照明節能評估。針對供公眾使用之空間設置高效率燈具以及

電子式安定器,期望能有效減少照明耗能,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 

    

 

 

 

 

 

 

 

 

 

關鍵詞：國軍建築設施、綠建築、照明節能 



一、前言 

    軍事建築設施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之新建工程，數量與日俱增，

而軍事工程使用類型廣泛，包含營區住宿、辦公、廠庫及其他等建築物，故本研

究以EEWH-基本型(2015年版)為主要探討工具。基本型之綠建築評估手冊，適用對

象為空調型建築、學校、大型空間等其他或多樣複雜的建築類型，也可為其他專

用評估體系之發展平台，故可符合軍事建築設施特殊類型之評估特點。 

二、研究理論與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法、訪談調查法，進行相關資料歸納與整理，及分析與研究，

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1.文獻回顧法：透過蒐集整理國軍建築設施定義、國軍綠建築相關規定、國軍建

築設施照明節能改善基準，相關之著作、期刊、論文等資料，歸納與整理，於本

文概述以作為論述與探討之參考。 

 2.訪談調查法：蒐集軍事建築設施綠建築標章評估與評定相關資料作為研究參考，

據以整理國軍營舍綠建築相關議題，彙整訪談題庫及做法，訪談對象以本研究對

象之相關業務主管部門、未來使用者為主，透過多次討論與互動，得出對軍事建

築設施綠建築標章評估之照明節能之需求與建議。 

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國軍建築設施定義 

依據「國軍營繕工程教則」於 92年修訂時，將國軍相關工程業務名詞統一律

定，摘述軍事工程相關定義如表 1所示。 

表 1國軍建築設施定義一覽表 

名詞 解釋說明 

一、國防設施 
為建立國防武力，達成保衛國家安全，所設置、建造之設施及

附屬設施(備)。 

三、國軍營繕工程 

依「營造業法」第三條之定義。國軍營繕工程包括建築物或設

施及其附屬設備、固定式陣營具等工程及其建造、設置或其他

相關業務。 

四、工程 
指依「政府採購法」第七條之定義及主管機關所認定之工程均

屬之。 

五、國軍工程 軍事機關所屬營區之各類軍事設施建造工程。 

二十一、建築物 依「建築法」第四條(*1)所定義。國軍之房屋及建築物稱之。 

二十二、建造 
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

設備及改建自然環境之行為。 

二十三、修繕 指設施、設備之修理或變更之行為。 

二十四、維護 指設施、設備之保養 



二十五、設施 
包括土木、外水電等非建築類與建築類及其附屬設施之建造完

成工程項目。 

二十六、設備 

(一) 建築物設備：指依建築法第十條規定，為附設於建築物之

電氣、煤氣、給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防空避難

及污物處理等設備。 

(二) 非建築物設備：指非供應該建築物專屬附設之設備，為營

區各項設施之公用設備，包括室外之營區變壓站、輸配電站、

抽排水站、消防栓等共用器物之設置或配備。 

*1：「建築法」第四條：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

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國軍之房屋、各項軍事設施及建築物稱之。 

*2：「建築法」第九條規定如下： 

(1)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2)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廊與原建築物連接者，應視為新

建。 

(3)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份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

者。 

(4)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

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資料來源：國軍營繕工程教則 

(二) 國軍綠建築相關規定 

    依據國防部98年3月4日國備工營字第0980002862號行政函釋第三點說明：「考

量前述綠建築要點之綠建築指標要求，國軍興建具機密性與時間性之建築物，在

不影響作戰要求及戰備任務下，應儘量納入規劃設計及驗收，免向內政部申請綠

建築評定審查，並確實自行審查，以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即國軍興建具機密性

與時間性之建築物，免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惟國軍為提升營區生

活及居住品質，在不強制要求申請候選與指標，配合政府環保節能減碳政策，依

據行政院與內政部綠建築推動相關方案與執行，在不影響國防安全與軍事作為前

提，將綠建築規範要點納入「國軍生活營舍建造原則」、「國軍營區設施建造原

則」並完成修訂；經統計自97至101年期間，計有133項軍事工程符合綠建築要求，

可充分展現國軍落實生態維護及永續節能成效。  

 

(三) EEWH綠建築家族評估系統概述 

    EEWH家族評估體系並未以高科技為取向，而是重視在地氣候與實用技術的評

估工具，其評估方法簡便而實用。 

 

 

 



1.EEWH綠建築家族評估系統與適用對象 

表2 評估系統與適用對象 

  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 適用對象 建照與評估範圍 

一 
綠建築評估手冊- 基本型，

又稱 EEWH-BC(本研究) 

除了下述二～四類以外

的新建或既有建築物 

同一建照範圍內建

築物必須全數納入

評估範圍(軍事設施

免建照) 

二 
綠建築評估手冊- 住宿類，

又稱 EEWH-RS 

供特定人長或短期住宿

之新建或既有建築物

（H1、H2類） 

三 
綠建築評估手冊- 廠房類，

又稱 EEWH-GF 

以一般室內作業為主的

新建或既有工廠建築 

四 
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

善類，又稱 EEWH-RN 

取得使用執照三年以

上，且經更新改造之建 

築物或面積達一百平方

公尺以上之室內空間 

全區檢討或合理分

割基地為評估範圍 五 
綠建築評估手冊- 社區類，

又稱 EEWH-EC 
任何合法之複合建築群 

 六 
綠建築評估手冊- 境外版，

又稱 EEWH-OS 

適用境外建築案件申

請，並依其建築物特性

自上五類手冊中合理選

用版本搭配評估 

2. EEWH家族共用指標部分 

                         表 3共用指標部分 

範疇 九大指標 EEWH-BC EEWH-RS EEWH-GF EEWH-RN* EEWH-EC EEWH-OS 

生態 

1.生物多樣性指標 ◎ ◎   ◎ ◎ ◎ 

2.綠化量指標 ◎ ◎ ◎ ◎ ◎ ◎ 

3.基地保水指標 ◎ ◎ ◎ ◎ ◎ ◎ 

節能 4.日常節能指標 ◎     ◎   ◎ 

減廢 
5.CO2減量指標 ◎ ◎ ◎ ◎   ◎ 

6.廢棄物減量指標 ◎ ◎ ◎ ◎   ◎ 

健康 

7.室內環境指標 ◎     ◎   ◎ 

8.水資源指標 ◎ ◎ ◎ ◎   ◎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 ◎   ◎   ◎ 

 



(四) EEWH -BC型之分級評估 

    EEWH綠建築分級評估法具有「合格容易，而高得分難」之特性，2003年開始

以 82~12分(最高、最低分)區間之「對數常態分佈」來建立分級評估制度， EEWH-

BC型本為 90~20分(最高、最低分)之區間來制訂分級界線如圖 1所示。分級制度

(以得分概率)分為五個等級：鑽石級(95％以上)、黃金級(80％~95 ％)、銀級(60

％~80％)、銅級(30％~60％)及合格級(30％以下)，各等級之 RS 得分範圍，及計

分方式得到總分後，即可判定其等級。 

 

 

 

 

 

.                          圖 1分級得分概率及得分區間  

(五)國軍建築設施照明節能改善基準 

1.照明功率密度基準 

（1）辦公室、教室、會議室、演講廳、閱覽室、體育館、游泳池等照明功率密度

應小於 8.5（W/ｍ２）  

（2）走廊、大廳、廁所、檔案室、機房等照明功率密度基準應小於 3.4（W/ｍ２） 

（3）停車場、儲藏室、樓梯間、機房等照明功率密度基準應小於 2.6（W/ｍ２）   

註：(a)照明功率密度（W/m2），即照明區域內之所有燈具(作業面輔助照明除外)之

總耗電功率 (W)，除以照明區域內之樓地板面積(㎡)。(b)改善空間性質不在上述

所列，則以 CNS12112 室內工作場所標準，室內、作業或活動種類所規定之平均照

度乘以 1.7（W/ｍ２）/100lx，為照明功率密度基準值。 

2.照明方式 

辦公室、閱覽室等照明方式，宜採用環境與作業面局部照明並用方式(TAL，

Task and Ambient Lighting），環境照明之平均照度 300lx，適合主要以電腦螢

幕工作的作業環境。 

3.燈具 

（1）室內燈具 

(a)整組室內燈具汰換應採用 LED 燈具，且具有室內照明燈具節能標章認證之燈

具，原則上不需送測。但是在工程發包階段尚無獲得節能標章認證之產品，以及

配合空間機能需求、室內裝修、節能示範之需要，採用調光型 LED 燈具、特殊規

格 LED燈具、LED桌燈等，亦無獲得節能標章認證之燈具，則須將整組燈具送測，

並符合「室內照明燈具能源效率基準」之規定。 



(b)室內燈具若僅汰換螢光燈管為 LED 燈管，須將 LED 燈管搭配原有燈具整組

送測，並符合「室內照明燈具能源效率基準」之規定。 

（2）檢驗標準：節能標章之驗證，出具之證書應在標章使用期限內。前項其他燈

具應出具有 TAF認證之實驗室，所出具之測試報告。 

4.照明節能控制 

 (1)照明回路與燈具點滅可以配合使用區域、使用時間、晝光利用等要求。 

 (2)走廊、大廳、廁所、檔案室、書庫、停車場、儲藏室、樓梯間、機房等空間，

應配合智慧照明控制等裝置自動熄滅燈具。  

5.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 

（1）符合內政部消防署頒佈之『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並得

到型式認可驗證登錄。 

（2）產品需通過『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個別認可，並貼附個別認可之

合格標籤。 

四、國軍建築設施照明節能評估過程 

(一)基地環境說明 

    本基地南側為鄰文三一街為大湖國小，基地西側鄰復興街 10m 巷道，其餘東

向及北向接鄰憲兵慧敏營區，如圖 1所示。 

               

 

 

                               圖 2 基地配置圖 

(二) 施作工項說明 

    1.新建副供大樓乙棟。 

    2.新建理貨鋼棚乙棟。 

    3.整修原有糧秣庫房改建為零售中心 

    4.新建營區土木景觀道路及附屬設施（含二級廠乙座）。 

 

 

 

 

                       圖 3 外觀示意圖 



(三) 節能省電原則 

 1.本案位屬北部氣候區，建築物外殼耗能檢討副供站大樓採辦公 ENVLOAD         

應低於 115kWh / (㎡ 年)，理貨及零售中心依大型空間類檢討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低於 1.2 W/㎡ k，且窗面平均日射取得率低於 200KWh/㎡年。 

 2.降低屋頂熱傳透率：本案斜屋頂採 RC 構造屋頂設計，屋頂熱傳透率為          

0.60 W/㎡ k，減少屋頂層日射取得量，並具雙重防水功效，適應林口地區多雨氣

候。 

 3.遮陽設計：本案特別注重建築物開口之遮陽效果，採利用複層深色玻璃設計，

可兼採光明亮與阻隔熱傳導效應，具節能效果。         

 4.建築物照明設備節能採用高效率燈具、盡量採自然採光設計及考慮利                 

用自動晝光節約照明控制系統。 

 5.採用太陽能 LED 景觀燈，其使用太陽能光電板及蓄電池，平均日照 2.5小時即

可放電 6~8 小時，並具感應器可自動於夜間點燈，不需人力，具有壽命長，故障

率低之優點。 

 6.建築室內牆面及天花板以明亮的顏色設計。 

(四)國軍建築設施照明節能評定 

1.2015版綠建築標章評估總表 

    日常節能指標 RS43值為 4.20， 

              表 42015版綠建築標章評估總表 



2.使用照明節能效率 



IER =l.05 

IDR=0.53 

EL=IER*EDR*(1.0- Bl- B2)=0.56 

由於本棟建第物並沒有使用特殊的再生能源，因此距β=0 

EL=IER*IDR* (1.0- β1-β2- β4)=0.56≦ELc=0.8 

子系統得分RS45" =9.00x【(0.80-EL)/0.80 】+1.5=4.20 ,( 0.0≦RS435"≦

£6.0) 

棒統得分 RS43=9.00x【(0.80-EL)/0.80 】+l.5=4.20 

IER:實際總用點功率與設計總用點功率基準比 

IDR:主要作業空間之設計照明功率密度與照明功率密度基準比 

3.使用燈具與規格 

 

 

 

 

 

 

 

 

 

 

 

 

 

 

 

 

 

 

 



五、結論與建議 

綠建築在台灣已經推廣了這麼多年，如今一般新建建築是必要取得綠建築的

合格標章，而此案例則是極少數需要綠建築標章軍事建築，而軍事建築與一般建

築雖然表面採用同個規格的綠建築標章中的足項指標進行規劃設計，但本質上卻

與一般建築截然不同，軍事建築需要不影響作戰要求及戰備任務為首要考量，但

又要充分展現國軍落實生態維護及永續節能之成效，此研究是以照明為例，如何

在符合綠建築照明指標的情況下也確實地讓建築符合軍事建築該有的隱蔽性與辦

公的舒適性，採用何種設計手法與採用何種燈具，因此希望藉由此研究報告提供

往後新建軍事建築之範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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