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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綠建築評估系統-舊建築改善類（EEWH-RN），將既有建築為綠建築更新標

的，讓建築物使用多年後經過改善，仍可提供給使用者高效率、節能及舒適的環

境，有助於城市生態永續發展。醫療院所是政府推動節能政策之重點能源使用對

象，但通過綠建築評估件數不多，顯示醫院執行綠建築是有它的困難度。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於 2012 年自發性的簽署「綠色健康醫院」宣言，為落實健康友善

醫院環境持續努力。急重症中心大樓逐年設備老舊，成立能源管理委員會，依能

源管理辦法汰舊換新，推行節能減碳綠色行動。依循政府實施「綠建築推動方案」，

進行舊建築之綠建築改善目標，為永續環境盡到企業社會責任，藉由本研究進行

綠建築申請標章可行性評估。 

研究結果：照明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約 256566.2 kgCO2，空調系統改善之減

碳效益約 11514.18 kgCO2，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約 16091.35kgCO2，再生能

源改善之減碳效益約 26581.30 kgCO2，減碳效益百分比ΔCRr 約 6.27%，已接近

合格級門檻 6.76%。此結果可作為未來申請 EEWH-RN 認證之參考及改善依據。 

關鍵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重症中心大樓、EEWH-RN 

 

Discussion on EEWH-RN in the Affiliated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Take the 

Emergency Center Buildi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Old Building Improvement (EEWH-RN), 

which will make existing buildings the green building renewal target, so that the 

buildings can be improved after many years of use and still provide users with a highly 

efficient, energy-saving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logy.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the key energy use targe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energy-saving policies. However, the number of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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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ssessments passed is small, showing that hospitals have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green building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pontaneously signed the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 declaration in 2012, making 

continuous efforts to implement a healthy and friendly hospital environment. The 

building of the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Center has been obsolete year by year, 

and an energy management committee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replace the old with new 

o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ergy management methods, and implement green 

action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Follow the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en Building Promotion Plan" to implement green building 

improvement goals for old buildings, and fulfil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This study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green building 

applications. 

Research results: Th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of lighting system improvement is 

about 256566.2 kgCO2, th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mprovement is about 11514.18 kgCO2, th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of hot water 

system improvement is about 16091.35kgCO2, and th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of 

renewable energy improvement is about 26581.30 kgCO2. The carbon benefit 

percentage ΔCRr is about 6.27%, which is close to the qualified threshold of 6.76%. 

This resul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and improvement basis for applying for 

EEWH-RN certifi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Emergency Center Building,  

           EEWH-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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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動機與目的 

綠建築評估系統因全球永續環境議題的重視而日趨成熟，在各國發展出

其獨立系統，但對於既有建築物後續查驗制度及改善目標尚有進步空間。近

年來，國外的綠建築評估系統有美國LEED-EB及日本CASBEE-EB、RN，同

時在其既有評估體系下，各提出了既有建築物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可供我國

學習。基於全球永續發展的CO2減量措施，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以既

有建築物的綠建築更新為目標，希望能改善龐大既有建築物之綠色環境性

能，使既有建築物能夠朝向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方向精進，更有助於

都市之生態永續發展。相較於一般新建築物之綠建築認證評估，舊建築物之

綠建築評估更新改造困難，因此另外設立EEWH-RN以獎勵舊建築物改善。

基本上EEWH-BC之評估是以發展的綠建築九大指標為藍本，而EEWH-RN則

是考量部分重點指標及節能之改善為指引。 

本次研究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重症中心大樓為例，進行舊建築物

之綠建築改善，藉由評估過程檢討各項節能做為，以貫徹企業執行環境永續

發展之決心，其目的如下：  

一、 盤查急重症中心大樓能源耗用狀況，篩選可進行能源改善的耗能類別。 

二、以急重症中心大樓為研究標的，利用「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類」 

    中之「減碳效益評估法」，計算改善效益及認證結果。 

三、藉由評估急重症中心大樓符合綠建築認證之可行性，提出醫院其他建築 

    物進行EEWH-RN認證之可行性及建議。 

1.2  範圍與對象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自2012年簽署「綠色健康醫院」宣言起，不僅為

了落實健康友善醫院環境，更全方位開展各項節能減碳工作，並積極參與國

內各項相關比賽。急重症中心大樓(地上十四層、地下二層)使用歷時將近13

年，近幾年隨著設備老舊逐年在進行汰舊換新的工程，為持續邁向綠色友善

醫院之趨，特別成立能源管理委員會，汰舊換新的項目也依擬定的能源管理

辦法施行，推行節能減碳綠色行動，期望營造出以醫院為核心的節能減碳生

活圈。為此，依循政府實施「綠建築推動方案」，進行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

改善目標，為永續環境盡到企業社會責任。 

1.3  方法與流程 

「減碳效益評估法」著眼於建築物營運中之空調、照明、熱水設備之效

率改善以及增設再生能源設備或基地內造林的減碳效益評估，但不包括產業

生產製程設施之減碳效益。由於建築設備所使用的能源種類不同，因此在計

算各項耗能量時(包含電力、燃料、瓦斯等)時，研究流程先將各類能源以碳

排係數換算成CO2排放量，再計算改善前後的減碳效益百分比ΔCRr(Carbon 

Reduction Ratio)為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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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綠建築評估系統法規認知 

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由內政部頒訂之『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

用作業要點』所規範，其中舊建築改善類：在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

建築證書須於五十日內完成評定，綠建築標章應於六十日內完成評定，並出

具評定書。證書有效期五年。期滿前一至三個月內，得檢具申請書於申請日

前六個月內依原標章或證書適用之評估手冊所核發之評定書，申請延續認可。 

2.2  綠建築評估系統文獻探討 

臺灣目前以『綠建築評估系統』作為研究題目之期刊或論文等文獻資料，

摘錄部分如后， 

(1)吳德憲(2006)，醫院建築設備節能評估方法之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台北市。主要針對醫院進行設備汰換獲得節能效益之研究 

(2)何明錦(2014)，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新北市。提供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類節能改善項目、手法及評估計算

基準，供申請單位依循。 

(3)陳建霖(2016)，綠建築標章精進策略探討-以公有建築物為例。國立中

央大學。桃園市。以公立大學為標的，對綠建築標章精進策略進行探討。 

(4)經濟部能源局(2016)，醫院節約能源應用技術手冊。財團法人台灣綠

色生產力基金會。新北市。提供醫療院所在執行綠建築評估時，相關能源數

據及可應用的評估技術。 

2.3  急重症中心大樓認知 

急重症中心大樓為一棟以重症醫療為主之建築物，包含急診室、放射性

檢查室、手術室、加護病房及血液透析室等高耗能空間，在進行改善評估時，

必須同時考量醫院的運作特性，在不影響醫院基礎醫療需求下進行評估。 

三、調查內容與步驟 

3.1  調查內容 

急重症中心大樓主結構為鋼骨建造，為地下二層地上十四層之建築(如圖

1、表1、表2)，整體工程歷經三年完成，九十六年取得使用執照。 

 

圖1. 急重症中心大樓立面及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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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急重症中心大樓建築基本資料表 

建築名稱 急重症中心大樓 

建築地點 台中市北區五常里學士路 2號 

發照日期 96 年 11月 

構造種類 SRC 地下 2層、地上 14層 

基地面積 

法定空地面積 4128.8m2 騎樓面積 44.35m2 

建物高度 77.6m 總樓地板面積 57132.04m2 

  建蔽率 58.07% 

表2. 急重症中心大樓建築基本資料表 

樓層 空間名稱 樓層 空間名稱 

14F 辦公室 6F 病房/健檢中心 

13F 病房/機房 5F 病房/健檢中心/化療室 

12F 病房 3F 洗腎室/檢查室/加護病房 

11F 病房/健檢中心/加護病房 2F 手術室/恢復室/加護病房/門診 

10F 病房/健檢中心 1F 

醫院大廳/急診室/放射線部/住院中心/

藥局/服務台/批價掛號櫃台/防災中心/

細胞治療中心 

9F 病房/健檢中心 B1F 門診/檢驗中心/廚房/機房/急診辦公室 

8F 病房/健檢中心 B2F 機房/停車場/資源回收室/往生室 

7F 病房/健檢中心     

3.2  調查步驟 

以下對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重症中心大樓進行「減碳效益評估

法」，針對空調系統及照明系統之減碳效益計算。 

    3.2.1 照明系統設備說明 

         針對醫療院所空間之照明系統(如圖2)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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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急重症中心大樓一樓照明配置圖 

    3.2.2 照明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針對實際改變燈具的功率來計算，其減碳效益 Ci=γ×(Lpb-Lpa)×Tli 

         其中  γ：碳排係數0.532(kgCO2/kWh)，台電2012年公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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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b：改善前照明功率(kW)     

  Lpa：改善後照明功率(kW) 

  Tli：照明使用時間(hrs) (取自表 3) 

         急重症中心大樓公共區域之照明燈具類型原使用功率與更換後使用 

         功率對照(如表4)。 

      表 3. 急重症中心大樓公共區域照明改善表 

空間所屬營運分區 營運時間 Ti 
全年設備使用時間 (hrs/yr) 

空調 Taci 照明 Tli 

24 小時空調型住宿類空間 8760 8760 3650 

24 小時間歇空調型住宿類空間 8760 1132 2920 

24 小時間歇空調型常住型住宿類空間 8760 2508 3285 

24 小時營類設備間歇使用類空間 8760 8760 8213 

24 小時營類設備穩定使用類空間 8760 8760 8213 

24 小時無空調類空間 8760    0 4380 

18 小時交通運輸類空間 6570 6570 5913 

15 小時視聽娛樂空間 5445 5445 3052 

12 小時營業類空間 3756 3756 4288 

12 小時間歇使用類空間 2288 2288 2716 

10 小時行政辦公類空間 2540 2540 2876 

     表 4. 急重症中心大樓公共區域照明改善表 

改善前類型 改善後類型 原使用功率(W) 更換後功率(W) 數量(盞) 

T5(14W×4) LED T-Bar燈具(10W×4) 56 40 2099 

T5(28W×2) LED T-Bar燈具(20W×2) 56 40   25 

T5(28W×2) LED 吸頂式燈具(20W×2) 56 40  886 

T5(28W×1) LED 吸頂式燈具(20W×1) 28 20 1028 

T5(14W×1) LED 吸頂式燈具(10W×1) 14 10  583 

         改善前照明功率總計：205506W 

     改善後照明功率總計：146790W 

     所以照明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Ci=γ×(Lpb-Lpa)×Tli =0.532 × (205.51-146.79) × 8213 = 256566.20 kgCO2 

    3.2.3 空調系統改善之設備說明 

         急重症中心大樓空調系統有 500RT 主機四台，冷卻水塔五座(如圖 3) 

 
圖 3 急重症中心大樓空調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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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空調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空調系統之改善措施可分為主機、送風風機、送水水泵、冷卻水塔 

         等設備效率改善以及引進節能控制技術等措施，其減碳效益 Ci簡單以 

         全負載功率×負載率×運轉時間之邏輯來計算（如表 5）： 

     Ci = γ× Taci× [(HSbi×Rsb - HSai×Rsa)×Lsi +(CTbi×Rtb –  

          CTai×Rta)×Lfi + Σ(Fbi×Rfb – Fai×Rfa)×Lfi + Σ(Pbi×Rpb 

          - Pai×Rpa)×Lpi] 

      表 5. 空調系統改善減碳效益評估表 

改善前空調設備耗能量 Eb計算 

區域 
運轉時間 

(hrs/yr) 
系統 

功率 

(kW) 
負載率 耗電量(kWh/yr) 

醫療空間 Tac=8760 
主機 HSb=384 Ls=0.41 Tac×HSb×Ls=1319174.40 

冷卻水塔 CTb=55 Lf=0.69 Tac×CTb×Lf=332442.00 

 
改善前總電量 b=1651616.40 

改善後空調設備耗能量 Ea計算 

區域 
運轉時間 

(hrs/yr) 
系統 

功率 

(kW) 
負載率 耗電量(kWh/yr) 

醫療空間 Tac=8760 
主機 HSa=368 Ls=0.41 Tac×HSa×Ls=1321708.80 

冷卻水塔 CTa=51 Lf=0.69 Tac×CTa×Lf=308264.40 

 
改善後總電量 a=1629973.20 

空調改善之減碳量 Ci=0.532×（b-a）=0.532×21643.2=11514.18kgCO2/yr 

3.2.5 熱水系統改善之設備說明 

         急重症中心大樓未設置太陽能，熱水主要由熱泵提供約 83%熱源 

     及柴油鍋爐供應 17%熱源；擬於頂樓增設太陽能熱水系統，熱水熱源 

     供應調整為熱泵 65%、柴油鍋爐 5%、太陽能 30% 

3.2.6 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熱水系統減碳效益 Ci=Qh×(Chb×Irb–Cha×Ira) 

     其中      Qh：全年熱水使用量(m3) 

         Chb、Cha：改善前後熱水量碳排標準(kgCO2/m
3) 

           Irb、Ira：改善前後熱水管保溫係數，無保溫時為 1.0 

     急重症中心大樓由二樓至十四樓的總病床數共 706床，全年熱水使用量 

  Qh=0.07[m3/(床.日)]×706床×使用率 0.75×365(日/yr)=13528.72(m3/yr) 

     (1)熱源設備調整使用比率改善前： 

     熱泵熱水器使用量占熱水總使用量約 83%，全年熱水碳排=13528.72× 

  83% ×3.10(kgCO2/m3)=34809.41kgCO2/yr 

     柴油鍋爐供應熱水占總熱水使用量約 17%，全年熱水碳排=13528.72 × 

  17% ×5.29(kgCO2/m3)=12166.38 kgCO2/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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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熱源設備調整使用比率改善後： 

     熱泵熱水器使用量占熱水總使用量約 65%，全年熱水碳排=13528.72× 

  65% ×3.10(kgCO2/m3)=27183.16kgCO2/yr 

     柴油鍋爐供應熱水占總熱水使用量約 5%，全年熱水碳排=13528.72 × 

  5% ×5.29(kgCO2/m3)=3578.35kgCO2/yr 

     (3)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Ci=(34809.41＋12166.38)– 

(27183.16＋3578.35)=16091.35kgCO2/yr 

3.2.7 再生能源系統設備及改善效益 

         急重症中心大樓頂樓約有 900 m2，可設置 270 片屋頂型太陽能板， 

     一片太陽能板約 1.95m2，總計容量約 52.65kW。 

         太陽能光電板每年發電量 

         =每日平均日射量×修正係數 0.8×太陽光電設置容量×365(天) 

         =3.25×0.8×52.65×365 

         =49964.85(kWh/yr) 

     抵碳量=49964.85×0.532=26581.30(kgCO2/yr) 

     備註：台中地區每日平均日射量為 3.25kWh/(m2•day) 

           抵碳量換算係數為 0.532kgCO2/kWh 

四、調查結果與分析 

4.1  減碳效益計算 

     總結 3-2 章節各項減碳效益措施： 

 (1)照明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Ci = 256566.20 kgCO2/yr 

 (2)空調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Ci =  11514.18 kgCO2/yr 

 (3)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      Ci =  16091.35 kgCO2/yr 

(4)再生能源改善之減碳效益      Ci =  26581.30 kgCO2/yr 

 

     減碳效益百分比 ΔCRr=ΣCi/(0.7×CEb)   CEb= γ×AFI×EUIc 

     EUId=Σ(EUIij×Aij) ÷ΣAFIij=13306574.33÷57132.04 

     =232.91(kWh/m2·yr) 急重症中心大樓 107年用電度數：22398800 度 

     EUIt=22398800÷57132.04=392.15(kWh/m2·yr) 

     由上得到 EUIt>EUId，所以 EUIc=EUId 

     CEb=γ×AFI×EUIc=0.532(kg-CO2/kWh)×57132.04(m2)×232.91(kWh/m2·yr) 

        =7079123.67(kg-CO2/yr) 

    ΔCRr=ΣCi/(0.7×CEb) 

         = (256566.20+11514.18+16091.35+26581.30)/(0.7x7079123.67)  

         =0.0627 

     減碳效益百分比為 6.27% 

 



                     第十八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4.2  減碳合格標準判定 

         利用修正係數 β 來調整其分級評估之門檻值， 

     β=α2×α3 

    α2=1.0- 0.000005×AFI，唯 0.5≦α2≦1.0 

    α3=1.0- 0.002×（EUId-100），唯 0.5≦α3≦1.0 

     所以 

    α2=1.0-0.000005×57132.04=0.714 

    α3=1.0-0.002x (232.91-100) =1.0-0.002×132.91=0.734 

     β=α2×α3=0.714×0.734=0.52 

   調整後，合格級門檻為 13%×0.52=6.76%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對於以急重症中心大樓建築物進行 EEWH-RN認證試算得到以下結果： 

(1)、照明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經改善燈具照明功率後，演算出減碳效益  

     Ci = 256566.20 kgCO2 

(2)、空調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經改善冰水主機及冷卻水塔之運轉效率後， 

     演算出減碳效益 Ci = 11514.18 kgCO2/yr 

(3)、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經改善熱泵主機之運轉效率後，演算出減碳 

     效益 Ci = 16091.35kgCO2/yr 

(4)、再生能源改善之減碳效益，經增設 270片太陽能光電板後，演算出減碳 

         效益 Ci = 26581.30kgCO2/yr 

    (5)、減碳效益百分比 ΔCRr 為 6.27%，結果已接近合格級門檻 6.76%。 

5.2  建議 

(1)、本研究是以醫院系統為例進行 EEWH-RN認證，針對「減碳效益評估法」

的分級認定計算結果。因急重症中心大樓整體建築物是以重症治療為主，包

含急診室、手術室及放射線檢查等高耗能之設備，使用電量龐大，在節能減

碳措施下，呈現的改善效益已相當接近合格級門檻，如再進行其他能源設備

改善，如評估增加太陽能再生能源設備數量、汰換高效率變頻式冰水主機，

將有機會能通過綠建築評核。 

(2)、藉由急重症中心大樓進行綠建築評估計畫為範本，可做為醫院對其他醫

療棟別建築物進行 EEWH-RN評估之參考。醫院為配合政府年度節能減碳政

策，每年會進行設備節能之汰舊換新檢討及改善，所以在進行綠建築標章認

證前，已陸續完成設備更新，導致無法一次達到大幅度的改善成效。因此建

議在實施認證前應先行完整規劃，先試算是否可達到理想值，再評估需要施

作的項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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