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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瓶頸 ，各界無不啟動下一波透過系統控制持續節

隨著單體設備效率逼近成本瓶頸 ，建築 、空

能之契機 ，故系統能效規範之概念亦隨之產生 。

調節能逐漸趨向發展系統控制與系統能效規範；

現代變頻化大型中央空調系統涉及多種設備間的

綜觀全球現況 ，以新加坡建設局在空調系統能效

熱量傳遞與水量 、風量 、冷媒量調控 ，即便個

規範之作為最為積極 ，具體做法包含：將空調系

別部件設備效率傑出 ，若部件設備間運轉協調不

統能效規範納入綠建築標章評估要項 、綠建築標

良 ，將出現系統虛耗效率不彰之問題 ，故需透

章強制化 、建築節能工程補助與綠建築標章等級

過系統能效規範強化系統整體控管 。目前 ，全

鏈結 、定期建築空調能效查核等 ，可謂開全球

球仍少有國家正視系統性能效 ，研訂空調系統能

空調系統能效規範之先例 ，值得我國參酌仿效 ，

效規範措施 ，即便全球具領導地位者 ，如美國

以呼應全國能源會議共同意見之期待 ，具體強化

冷凍空調協會 (ASHRAE) 認為未來建築部門要持

與新增建築空調節能法規與設計規範 。

續節能邁向淨零耗能 ，必須倚賴系統整合與再生
能源技術 [1]，如圖 1 所示 ，並聲稱已起草系統
性能效規範 ，但在 2016 年 ASHRAE Standard 90.1

一、前言

草案版中 ，仍未見到系統性能效規範 。

檢視國際建築 、空調節能現況發現 ，隨著技

綜觀全球 ，新加坡為其中少數積極訂有空調

術進步 ，單體設備效率之物理極限逐漸逼近成本

圖1、美國冷凍空調協會認為未來建築部門必須持續仰賴系統整合與再生節能方能持續節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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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率規範者 ，加上新加坡與我國氣候相仿 、

有 建 築 亦 有「 營 運 系 統 能 效 (Operating System

規模接近 ，其對於建築節能與空調次系統能效之

Efficiency, OSE)」規 範 ，DSE 與 OSE 概 念 類 似 ，

控管脈絡清楚 ，值得尋其法源深入研析 。

僅數值取得方式不同 ，後續詳述 )；
(3). 高等級 ( 金 + 級與白金級 ) Green Mark 綠建

Building Control Act 為新加坡建築管理之母法 ，
主管機關為新加坡建設局 (Building & Construction

築設置不給分之必要門檻指標 ，且應採建築能源

Authority)。Building Control Act 2013 年 版 揭 示

模擬 ( 非空調型建築則採通風模擬 )，強制使用建

了：綠建築標章 Green Mark 的強制化 、建築空調

築模擬工具 ，落實節能設計 。

系統強制定期能源查核等節能規管重點 ，彰顯出
新加坡對於節能控管的努力 [2]。以下 ，筆者即

表1、Green Mark 系統各指標配分…

逐一介紹之 。

(以新建非住宿類建築-第4.1版為例) [4]

細項評
分條目
總配分
數量
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
11
103~116
用水效率(Water Efficiency)
4
17
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
42
室內環境品質(Indoor Environmental
5
8
Quality)
其他綠色特徵與創新(Other Green
1
7
Features and Innovation)
註：能源效率指標分建築類型(空調/非空調)，配分稍有不
同
指標

二、綠建築標章Green Mark 的強制化
1. 新加坡綠建築標章Green Mark簡介
新加坡綠色建築標章制度「 綠色標籤 (Green
Mark) 評 價 系 統 」推 出 於 2005 年 ，系 統 針 對 5
項指標：「 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用水效
率 (Water Efficiency)、環 境 保 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室內環境品質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和 其 他 綠 色 特 徵 與 創 新 (Other Green

表2、Green Mark 系統能源效率指標細項評分條目

Features and Innovation)」分立評分方式 ，並依得

(以新建非住宿類建築-第4.1版為例) [4]

能源效率指標細項評分條目
1.(空調型建築適用)建築外殼熱性能指標-EETV
(Thermal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Envelop EETV)
2. (空調型建築適用)空調系統能效
(Air-Conditioning System)
3. (非空調型建築適用)建築外殼-設計/熱參數
(Building Envelop - Design/Thermal Parameter )
4. (非空調型建築適用)自然通風/機械通風
(Natural Ventilation/Mechanical Ventilation)
5.晝光 (Daylighting)
6.人工照明 (Artificial Lighting)
7.停車場通風 (Ventilation in Carparks)
8.一般區域通風 (Ventilation in Common Area)
9.升降設備 (Lifts and Escalators)
10.高效能措施與特徵 (Energy Efficient Practice &
Features)
11.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分高低可獲認證級 (Certified)、黃金級 (Gold)、金
+ 級 (GoldPlus) 和白金級 (Platinum) 標章 [3]。
Green Mark 系統要求總得分 50 分為認證級門
檻 ，但 其 中 ，能 源 效 率 指 標 至 少 必 須 獲 得 30
分； 系統並針對高等級金 + 級 (GoldPlus) 和白金
級 (Platinum) 綠建築另設必要門檻指標 ( 不得分 ，
但一定要通過 ) [4]。下表 1 為新建非住宿類建築
各指標之配分概要；下表 2 為能源效率指標之細
項條目 。值得注意的是 ，Green Mark 有以下特色：
(1). 對於空調型 / 非空調型建築的能源效率有
不同的評分方式 ，空調型建築著重空調效率 ，
非空調形建築著重通風效果；
(2). 新建中央空調型建築有「 設計系統能效

30
35
20
6
12
4
5
2
12
20

2. Green Mark 強制入法

(Design System Efficiency, DSE)」規 範 ( 另： 既

新加坡綠建築標章 Green Mark 強制入法主要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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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Mark 標章認證級要求 。

循 2013 年間頒布的「 既有建築環境永續措施條

(2). 於增改建或更換中央空調系統時 ，應符合

例 (Code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easures

Green Mark 標章認證級之空調系統能效標準 。

for Exit Buildings)」與「 建築環境永續條例 - 第 3 版

上述兩套條例主要規範範疇如下表 3 所示；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
原版頒布於 2008 年 ，本文介紹 2013 年更新版內

Green Mark 空調系統能效規範數值如下表 4、表 5

容 )」兩套條例 [6][7]，此兩條例具體要求當地特

所示；摘要各表資料可見 ，無論是建築規模與空

定規模之新建 、既有建築以下兩點：

調能效標準值 ，新加坡 BCA 建設局對於新建建

(1). 於增改建或更換中央空調系統時 ，應符合

築要求皆嚴於既有建築 。

表3、新加坡兩套建築環境永續條例使Green Mark 強制入法 [3][6][7]
條例

Code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easures for Exit Buildings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

建築分類 既有建築
2013年初版，2014年於第三期綠色建築總體計畫
時間
(Green Building Masterplan-3rd)明訂執行
母法
Building Control Act
主管機關 BCA 建設局
辦公、旅館、賣場及混用型建築中：
•>15000m2且安裝或更換中央空調者
規範對象

新建、增改建建築
2008年初版，2013年第3版 (最新版)，本表內容為
最新版內容。
Building Control Act
BCA 建設局
•新建建築>2000m2
•既有建築執行增擴建後達>2000m2
•既有建築>2000m2，執行重要改修(既有建築內部
或連接處之建築外殼或建築服務機能之重大改裝)
•Green Mark>50分(認證級)
•Green Mark>50分(認證級)
規範項目 •符合Green Mark空調效率要求 (OSE/DSE，kW/ • 符合Green Mark空調效率要求 (DSE，kW/RT)
RT)
業主
•委託技師PE(Mech)
相關人員 •提送Green Mark申請，BCA核過後3年內完工
工作
技師 PE(Mech)
•規劃設計新建或改善工程，確認該建築Green Mark分數>50分
•完工後一個月內提交Green Mark as-built score(包含空調能效確認)
既有建築違反Green Mark最低分數要求之罰則
新建建築違反Green Mark最低分數要求之罰則
業主
技師
罰則
•罰金上限100,000元
罰金上限
罰金上限10,000元
•改善通過前每天最高罰 10,000元
1,000元

表4、 Green Mark新建建築空調系統能效標準 [4]
水冷式機組

Green Mark認證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白金級
氣冷式機組

Green Mark認證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白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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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非住宿類建築 - 水冷式機組
建築尖峰冷房負荷 (RT)
<500
>=500
空調設計系統能效DES (kW/RT) 低限值
0.80
0.70
0.80
0.70
0.70
0.65
0.70
0.65
新建非住宿類建築 - 氣冷式機組
建築尖峰冷房負荷 (RT)
<500
>=500
空調設計系統能效DES (kW/RT) 低限值
0.90
0.80
0.90
0.85
不適用，另採特殊案例檢討
0.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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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Green Mark既有建築空調系統能效標準 [5]
既有非住宿類建築 - 水冷式機組
建築尖峰冷房負荷 (RT)
<500
>=500
空調系統能效DES/OSE (kW/RT) 低限值
0.85
0.75
0.80
0.70
0.75
0.68
0.70
0.65
既有非住宿類建築 - 氣冷式機組
建築尖峰冷房負荷 (RT)
<500
>=500
空調系統能效DES/OSE (kW/RT) 低限值
1.10
1.00
1.00
不適用，
0.85
另採特殊案例檢討
0.78

水冷式機組

Green Mark認證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白金級

氣冷式機組
Green Mark認證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金+級
Green Mark白金級

而 Green Mark 所 謂 的 空 調 系 統 能 效 Design

能 kWh+ 冷 卻 水 泵 耗 能 kWh+ 冷 卻 水 塔 耗 能

System Efficiency(DES)、Operational System

kWh)÷( 時間內累積之空調負荷 RTh) --------------

Efficiency(OSE) 定 義 範 圍 採 中 央 空 調 之 水 側 系

-------------------( 式 1)

統 ，亦即空調主機 、空調水泵 、空調冷卻水塔
之系統綜合效率 ，採下式 1 計算 ，兩類指標定義

此 外 ，表 6 中 ，最 右 欄 提 及「 定 期 建 築 空

則各詳如下表 6 所示 。Green Mark OSE 採現場量

調系統能效查核 」為新加坡建設局因應「 既有

測方式取得數據 ，於建築正常營運時間採每分鐘

建 築 環 境 永 續 措 施 條 例 (Code on Environmental

為間距 ，取值一週 [9]； DES 則採建築能耗模擬

Sustainability Measures for Exit Buildings)」強制要求

計算全年平均空調系統效率 [4]。

既有建築符合 Green Mark 空調系統能效標準 ，所
延伸訂定的空調系統查核辦法 ，將於後續詳述 。

空 調 系 統 能 效 =( 冰 機 耗 能 kWh+ 冰 水 泵 耗

表6 新加坡兩種空調能效指標定義 [4][5]
Green Mark空調系統能效指標
營運系統能效
Operational System Efficiency
(OSE，kW/RT)

定義：
冰水系統於正常營運時間(實際量測1週，每天量多少時數另有定義，
每1分鐘取一筆資料)之量測系統效率值。
The measured system efficiency of the building’s Chilled Water
Plant during its normal operating hours.
設計系統能效
Design System Efficiency
(DSE，kW/RT)
定義：
以能耗模擬軟體計算一整年的設備運轉累積耗電(kWh，包含冰機、
冰水泵、冷卻水泵、冷卻水塔耗能)除以空調累積負載(RTh)，得到總
kW/RT，即「系統輸入功率÷整體建築模擬營運設計負荷」。
Total kW/RT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ystem power input
(kWh) over the total building simulated operational design load
(R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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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取得方式

適用

現場量測

•既有建築-Green Mark
•既有建築-定期建築空調系
統能源查核
•新建建築-定期建築空調系
統能源查核

模擬計算

•新建、增改建建築-Gree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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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een Mark 與既有建築改善補助措施鏈結

改造之誘因 。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對於既有

除了 Green Mark 強制入法之外 ，新加坡當局亦

建築「 業主 」之節能改善的補助方式 (GMIS-EBP

針對符合 Green Mark 認證之新建 、既有建築物

(Existing Buildings and Premises))，將 補 助 額 度 與

提供對應的獎助措施 ，依建築類型 、補助對象

Green Mark 特定等級 、空調改善後系統能效值鏈

給予信用貸款 、現金獎勵 、工程成本補貼 、容

結 ，補助符合規定之既有建築 ，詳如下表 7 所

積獎勵等 ，以加強建築物投入永續設計或節能

示。

表7、Green Mark 對於既有建築改造之獎助措施 [3] [8]
補助名稱

補助
時間

補助對象資格

補助方式與額度

須為2000m2以上既有建築，其他要求
包含：
1.單棟建築為單一中小企業業主
工程補助。針對業主或租戶各有不同，如
2.租戶至少有30%為中小企業之建築業
下：
主
3.中小企業租戶
之既有建築，資格規定如下所列：
建築採水冷空調
GM金級，OSE<0.7
水冷式
GM金+級，OSE<0.65
依等級補助改善成本35%~50%
業 GM白金級，OSE<0.6
(最高上限150萬~300萬新幣)
GMIS-EBP (Existing
業主
主 建築採VRF空調
2009
VRF
Buildings and
GM金級，OSE<0.7
起
依等級補助改善成本35%~50%
Premises)
GM金+級，OSE<0.65
(最高上限50萬~70萬新幣)
GM白金級，OSE<0.6
辦公租戶
GM合格、金級，LPD<10
辦公租戶
GM金+級，EEI<75，LPD<9
依等級補助改善成本40%~50%
其他類型租戶(超市/量販)
租
(最高上限1.5萬~2.0萬新幣)
GM合格、金級，LPD<25
租戶
戶
其他類型租戶
GM金+級，LPD<23
依等級補助改善成本40%~50%
其他類型租戶(超市/量販)
(最高上限1.0萬~1.5萬新幣)
GM合格、金級，LPD<15
GM金+級，LPD<13
表中簡寫說明：
GM：指Green Mark評估系統
LPD：指照明密度(W/m2)
EEI：單位為kWh/m2.yr，類似我國常用之EUI

三、強制建築空調系統定期能源查核

央空調系統進行能效查核 ，其查核對象 、查核

配合前述「 既有建築環境永續措施條例 (Code

頻率 、查核方式 、每次空調設備量測時間 、罰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easures for Exit

則 、空調效率規範等細節詳如表 8 所列 。當局將

Buildings)」之強制性空調能效規範 ，且為了確

查核制度與能效規範鏈結 ，能確保空調維持高效

保建築物營運期間 ，空調 ( 冷房 ) 系統能源效率

率運作 [9]。

維持如同設計之初高效率運轉 ，新加坡建設局
於 2013 年起頒佈了「 建築冷房系統定期能源查
核 條 例 (Code on Periodic Energy Audit of Building
Cooling System)」，每三年一次 ，由工程技師或
建設局認證的能源查核員 (Energy Auditor) 針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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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既有建築環境永續措施條例 (Code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easures for Exit Buildings )內容
摘要表 [2][9]
既有建築
新建建築
既有建築已有重大能源使用變更(指新設、大幅改
設有中央空調，於2010年12月1日以後取得規劃
規範對象 動更換建築水冷式/氣冷式冰機)，而須符合Green
許可的新建建築
Mark最低標準要求者
排除對象 住宅、工業建築，鐵路處所(premises)、港口服務和設施、機場服務和設施
自取得 Green Mark As-built Score 後，每3年1 自取得臨時許可證(TOP)或法定竣工證明(CSC) 後
查核時機
次
始執行，後續視為既有建築，每3年1次
建設局(BCA)提醒業主，業者有義務委託技師PE(Mech)或BCA認證的Energy Auditor (目前有43人)
相關人員
進行量測、製作報告、查核申報
Minimum Operation System Efficiency (OSE, kW/RT)，規範如下：
效
新建建築-- 建築冷房負荷
既有建築-- 建築冷房負荷
率
<500RT
>=500RT
<500RT
>=500RT
規
範 水冷式機組
0.80
0.70
0.85
0.75
值 氣冷式機組
0.90
0.80
1.10
1.00
有罰則，業者必須設法進行空調調整、修改工程至符合效率規範
業主
未達規範值 罰金上限20,000 元，改善通過前每天最高罰500元
技師
罰金上限10,000 元
1. BCA通知單掃描檔
2.冰機機房竣工設備與儀器詳圖
3.冰機 (空調系統) 示意圖面
須提交文件
4.能源查核報告 (訂有範例)
5.一週量測raw data (excel檔) 應包含各量測時間點之：(1).冰水出水溫; (2).冰水回水溫; (3).冷卻水出水溫; (4).
冷卻水回水溫; (5). 冰水流量; (6).冷卻水流量; (7).冰機、冰水泵、冷卻水泵、冷卻水塔耗功

且其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能效規管措施相當具體完整；

四、結語

再加上我國全國能源會議共同意見有「 強化 、新增建

綜觀新加坡空調系統能效規管方式 ，可發現其
系統能效規範 、改善補助 、確效措施皆備 ，配

築 、空調節能設計規範 」之期待 ，因此 ，筆者認為 ，

套完整 ，計有以下四項規管重點 ，值得我國參

我國有仿效新加坡規範中央空調系統能效之潛力 。惟

酌：

考量我國氣候冬夏有別 ，與新加坡四季皆夏之氣候仍

1. 新加坡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能效以 kW/RT 為

有差異 ，全年空調部分負載狀況可能不盡相同 ，故未

指標 ，為新加坡綠建築評估系統 Green Mark 評估

來宜配合長期研析本土化空調能效數據 ，以訂定合理

中央空調型建築之重要評分項目 。

規範值 、量測查驗方法等配套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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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經濟部能源局提供研究經費得以完成 ，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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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並符合其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能效規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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