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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分區

建築物節約能源

氣候分區 分區範圍 代表點

北部氣候區 1.北宜基金馬桃竹苗地區 臺北市

中部氣候區
2.中彰投雲地區 臺中市

3.花蓮地區 花蓮市

南部氣候區
4.嘉澎南高屏地區 高雄市

5.臺東地區 臺東市

山地氣候區 6.海拔800m以上地區



建築物節約能源

海拔 規範 檢討項目

基本門檻指標

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

屋頂透光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HWs

玻璃可見光反射率Rvi

海拔高度
800公尺以上

分項規範
窗平均熱傳透率Uaf

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

海拔高度
低於800公尺

分項規範

窗平均熱傳透率Uaf

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

窗平均遮陽係數SF

總量規範

中央空調型/Envload外殼耗能量

住宿類/Req外殼等價開窗率

學校類/AWSG窗面平均日射取得量

大型空間類/AWSG窗面平均日射取得量

建築物外殼節能設計指標與檢討項目



建築類組適用指標

建築物節約能源

類組 適用範圍 備註

空調型建築

A-2 運輸場所
B-1 娛樂場所
B-2 商場百貨
B-3 餐飲場所
B-4 旅館
C類 有空調之部分，倉儲製程納入其他類
D-2 文教設施
D-5 補教托育
E 宗教殯葬
F-1 醫療照護
F-3 兒童福利
F-4 戒護場所
G-1 金融證券
G-2 辦公場所
G-3 店鋪診所

樓地板面積>1000㎡。
(不含屋突)

耗能特性分區
1.「辦公文教宗教照護分區」
2.「商場餐飲娛樂分區」
3.「醫院診療分區」
4.「醫院病房分區」
5.「旅館、招待所客房區」
6.「交通運輸旅客大廳分區」

Envload取消簡算法



建築類組適用指標

建築物節約能源

類組 適用範圍 備註

住宿類建築
H-1 宿舍安養
H-2 住宅

取消通風修正係數fvi

學校類建築
D-3 國小校舍
D-4 校舍
F-2 社會福利

檢討行政辦公、教室等居室空
間

大型空間類
A-1 集會表演
D-1 健身休閒

檢討居室空間

其他類建築
I類危險廠庫
C-1、C-2類組之倉儲製程區
上述類組所無法涵蓋之建築物



基本門檻指標

任何適用建築節約能源設計之建築物，其屋頂部分之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屋頂透
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HWs以及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Rvi之計算值應低於建
築技術規則第三百零八條之一所定之基準值Uars、HWsc、Rvi。

建築物節約能源

基本門檻指標 標準 備註

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 Uar＜0.8 W/(㎡.K) 

屋頂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
射透過率HWs

HWs＜HWsc HWa <30 ㎡ HWsc＝0.35 

30 ㎡≤ HWa <230 ㎡
HWsc＝0.35－0.001×（HWa －30.0）

230 ㎡≤ HWa HWsc＝0.15 

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Rvi Rvi ≤ 0.2

HWa：屋頂透光天窗之水平投影總面積

HWsc：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基準值，無單位



基本門檻指標

免受規範之排除規定

依本編第三百零八條之一規定，上述Uar、HWs二指標之規範不包含樓梯間、倉庫、
儲藏室、機械室，及除月臺、觀眾席、運動設施、表演臺外之建築物外牆透空二分之
一以上之空間。

建築物節約能源



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

建築物節約能源



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

屋頂與透光天窗之計算對象及面積以投影於水平面之面積部分認定之，無水平投影面
部分不需納入計算範圍

建築物節約能源



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HWs

HWs＝Σ( Khi × ηi × Agi ) / ΣAgi 

HWs：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無單位。
Agi：屋頂透光部位水平投影面積(㎡)。
ηi：i部位玻璃日射透過率，查表2.1.1~2.1.5。
Khi：具耐久性材質之外遮陽或內遮陽對天窗部位的遮陽係數，無單位。無內外遮陽時，

Khi＝1.0。

建築物節約能源



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Rvi

i部位玻璃可見光反射率，無單位，查附錄二
表2.1.1至2.1.5，以單一玻璃產品為認定基準，
若為由雙層玻璃產品組合之雙層窗，以外層
玻璃產品為認定基準。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分項規範

立面之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 Uaw ＜ Uaws

窗平均熱傳透率Uaf Uaf ＜ Uafs

窗平均遮陽係數SF SF ＜ SFs 

此三指標，依其立面開窗率WR之條件，必須同時限制於表4所示Uaws、Uafs、SFs等
三項基準值以下之水準

住宿類建築物每一居室之可開啟窗面積OWRj應大於開窗面積之15%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分項規範

立面之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

Uaw ＜ Uaws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分項規範

窗平均熱傳透率Uaf

Uaf ＜ Uafs

Uaf＝｛ΣUfi×rfr×Agi＋Σ〔Ugi×(1.0-rfr)×Agi〕｝/ΣAgi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分項規範

窗平均遮陽係數SF 

SF ＜ SFs 

SF＝Σ（Ki×ηi×Agi）/ΣAgi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分項規範

住宿類建築物每一居室之可開啟窗面積OWRj應大於開窗面積之15%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立面之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 Uaw ＜ 3.5W/(㎡.K)

外殼等價開窗率Req Req ＜ Reqs

若同一申請建造執照內同時混有空調型建築、住宿類建築、學校類建築、大型空間類
建築、其他類建築等二類以上建築物時，應依各類用途建築物之指標與基準檢討。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立面之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

Uaw ＜ 3.5W/(㎡.K)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外殼等價開窗率Req Req ＜ Reqs

Reqs：外殼等價開窗率基準值

北部氣候區=13%

中部氣候區=15%

南部氣候區=18%

Req＝Aeq／Aen

Aen＝ΣAewi ＋ ΣAeri ＋ Ab
(立面外殼面積)              (屋頂外殼面積)      (修正係數)

Ab＝0.3 ×Σabh

Aeq＝(ΣAgi×fk×Ki ＋ ΣAgsi×fk×Ki)  ×Vac
(外牆開窗部位)                               (屋頂開窗部位)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Req＝Aeq／Aen

外殼總面積Aen

Aen＝ΣAewi ＋ ΣAeri ＋ Ab                    Ab＝0.3 ×Σabh
(立面外殼面積)              (屋頂外殼面積)      (透天連棟住宅分戶牆之修正係數)

住宿類建築物之住宅單位及其公共空間（含大廳、各層梯廳走廊、室內樓梯間、屋頂
突出物、室內停車場）包括地上層及地下層之所有臨接自由流動外氣之外牆、門窗等
部位均視為外殼，以實際包覆室內樓地板面積之外殼為計算認定基準（如圖9）。外殼
面積以牆中心線與樓地板面為起算基點，不含屋頂或陽台女兒牆。

為緩和連棟透天住宅分戶牆（共同壁）對開窗之限制，其外殼總面積Aen之計算，可
計算分戶牆修正係數加入外殼總面積Aen中。但獨棟透天住宅、集合住宅或其他住宿
類建築物不得採用此修正係數。

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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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Req＝Aeq／Aen

外殼等價開窗面積Aeq

Aeq＝(ΣAgi×fk×Ki ＋ ΣAgsi×fk×Ki)  ×Vac
(外牆開窗部位)                               (屋頂開窗部位)

Agi：i外牆透光部位之開窗面積(㎡)
Agsi：i屋頂部位之玻璃窗水平投影面積(㎡)
fk：k方位日射修正係數，查表
Ki：i開窗部位之外遮陽係數，為了簡化計算，亦可不予處理，此時即逕令ki為1.0即可
Vac：自然通風空調節能率，為了簡化計算，或無自然通風設計時，亦可不予處理，此

時即逕令Vac=1.0即可。

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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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fk：k方位日射修正係數，查表

建築物節約能源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

總量規範

Ki：i開窗部位之外遮陽係數
為了簡化計算，亦可不予處理
此時即逕令ki為1.0即可

外遮陽係數Ki包括立面遮陽板與鄰棟（幢）建築物
二者對對窗之綜合遮陽效果，此二者計算時常會產
生重疊，必須審慎處理。同一開窗同時存在Ksi與Kbi
之遮陽時，Ki僅能採用二者間之較小值（即遮陽效
益大者）。鄰棟（幢）建物遮陽係數Kbi之計算頗為
繁複，為了簡化計算，亦可省略之，此時之Ki＝Ksi。

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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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住宿類建築物

總量規範

Vac：自然通風空調節能率，為了簡化計算，或無自然通風設計時，亦可不予處理，此
時即逕令Vac=1.0即可。
參閱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 附錄三 建築物自然通風空調節能評估法

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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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建築物節約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