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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支持環境保護的前提下，本文簡述教育與休閒等級之室內運動場館於自然
採光、室內裝修、室溫調節、室內空氣品質以及熱源需求等設計議題上的特殊性。
建築物綠建築標章核心精神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包含有九大評估指
標系統，設計運用工法豐富多樣。參與運動場館規劃及設計單位與人員應當優先
考量場館之功能性與安全性，充分理解運動環境之特殊性，設定合宜的等級目
標，方能契合我國推動綠建築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綠建材、綠建築標章、游泳池

13

F o c u s To p i c

近年來氣候變遷速度加劇，我國各類型運動場館也興起環境保護之潮流，冀
望透過融入永續建築之概念與手法，能夠減少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浪費 (郭哲
君、林秉毅，2009) ，在政策的引導下，新建工程造價 5,000 萬元以上之公共場
館，建物完工後獲得綠建築標章，做為規劃與設計需求之目標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2015) 。
依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 因運動場館非屬於住宿、廠房或社區，而
適用「基本型」類別。其標章制度等級自合格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石級
等區分為五等級，分級評估界線係依得分概率 (標準差分佈) 而定；換言之，指
標總分得分難度依級遞增，設計目標由銅級提升至銀級，得分難度將自 30% 提
高至 60%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5) 。
必需注意的是，在支持環境保護的前提下，規劃與設計運動場館仍有其必要
優先考量其運動空間之功能性與安全性。本文簡述教育與休閒等級之室內運動場
館於自然採光、室內裝修、室溫調節、室內空氣品質以及熱源需求等設計議題上
的特殊性。冀望各級政府機關學校與規劃設計單位，設定合宜綠建築標章目標，
不致於一味追逐政策性指標標竿。

壹、自然採光
運動場館設計利用開窗引進陽光和通風之手法，以減少人工照明、降低空調
冷卻和機械通風系統之負荷、兼顧室內溫度調節能力，但應注意避免造成使用者
眩光 (Eclipse research consultants, 2007) 。
運動場館開窗引進陽光，對如體適能中心、舞蹈教室等之高密度使用的運動
空間而言，可增加其視覺穿透性，並減少空間壓迫感，但對於其他具運動方向性
之空間採光及照明佈置，特別是在處理眩光 (glare) 現象的課題上，卻帶來更大
的難題。運動場館照明設計必須考慮空間高度、主要運動方向、目標物速度… …
等等其他因素，因為運動行為不僅只是侷限於在地面上的活動，亦須考量運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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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物 (如球框、球具、標靶… …等等) 處在一定的空間高度中之辨識需求，故對
於水平照度、垂直照度、均齊度、眩光值和演色性等物理特性，有著比一般照明
更高程度的需求 (李炳華、董青編，2009) 。
眩光被定義為「因光雜訊所引發對觀察目標物的視覺干擾，引起眩光的光雜
訊包括有一定強度以上射入眼睛環境的光和燈具的光」。光雜訊造成辨識視覺目
標物之影像對比降低，產生觀察者的不適感，嚴重地話更可能引起視覺辨識上的
降低或失能 (孫慶成、陳志宏，2011) 。而眩光的發生機制實為角膜、水晶體和
眼球內介質對光出現散射現象，使得視網膜的中央窩受入射光干擾造成明晰度的
降低 (江重致、邱顯閔、陳怡君、孫慶成，2010) 。
國際照明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 CIE) 所發布
之眩光指數 (UGR) 之計算方式，雖然也考慮有背景亮度、觀察者眼睛上方的亮
度、燈具發光單元與觀察者眼睛的夾角，以及燈具的距離等因素 (The illuminating
engineering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2015) ，但實務上運用在運動場館設計時，
因運動員、觀眾、攝影機和賽會行政人員等所處位置各異，觀察視角也截然不同，
加上太陽仰角隨著時間不停地改變，因此體育場館照明設計從未能有效將自然光
局部引入運動場地產生之影響，有效地進行評估。
太陽光照射地表能量巨大，暫無一個統一數值可以精準表示，不過依國際電
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所公佈之太陽光模擬
器標準 CEI / IEC 60904 顯示，模擬太陽輻射照度時需達 1,000 W/ m2 (施仁親、
陳震偉、吳登峻，2011) ，約當照度 1.2658*10E5 lux，相較於教育與休閒等級
室內運動場館平均照度需求數百 lux 的照明需求而言 (劉田修、周宇輝、康正
男、簡全亮，2017) ，一旦自然光直接投射至球場範圍內，必然無法透過人工照
明之補強，來解決球場照明均齊度之問題，因此開窗採光需有配套解決方案，避
免陽光直射或反射進入運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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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運動場地劃線區域之外圍為安全緩衝區域，該淨空距離係為提供運動
員跑出邊線後之安全緩衝或於邊線外重新發球之用。質量較大的球類 (如：籃
球、排球、室內足球… …等) 出界後，其動能在穿越安全緩衝區域後，仍對玻璃、
輕隔間等材質具有破壞性；以籃球場地基本設計為例，考量運動安全性，有必要
在球場緊鄰緩衝區的四周牆面裝設保護墊，對於運動員起著重要的保護作用
(OPHEA,2018; Seidler, 2011) 。運動場地周邊牆面除需維持平整、牆面高度2.7m
以下之空間不宜有突出物，出入口把手尚需設計成為內嵌式 (Sport England,
2012) ，必然也不宜做開窗。

貳、室內裝修
運動場地周邊牆面所塗佈之顏色，須與白色羽毛球有足夠的對比度，又不致
因選擇太深的牆面顏色而產生視覺壓迫性，採用反射率40 ~ 50%之塗料應是較好
的選擇 (Sport England, 2012) ，所以不宜選用較高明度顏色，以及較高反射率之
塗料，為了提高室內照明之效能。
此外，運動面層是運動場館主要的地坪施工材料，也是運動場地確保運動安
全的重要設計內涵之一。日前已取得環保標章之聚胺酯運動場所用舖設材料 (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較適合選用做為教育和休閒等級運動設施之PU運動面
層。教育和休閒等級運動場館若兼具培訓縣市代表隊選手，應有必要鋪設符合國
際單項運動總會 (IFs) 認可之運動面層 (劉田修等，2017) ，惟我國目前尚未有
通過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認證、且已取得我國「綠建材標章」之運動面層製造廠
商，可供規劃設計單位選用。
國外進口之運動面層倘提出我國綠建材標章申請，則需依內政部頒定 「綠
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 通過綠建材性能規格評定。其評定內
容第六款載有：「必需符合國家標準規格、品質及安全性等規定……」，但檢視
現行國家標準 (CNS) 仍未有對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運動面層之試驗方式，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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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完成適宜的物性標準，致使國際單項運動總會 (IFs) 認可之運動面層暫不能
通過我國綠建材評定，無法供運動場館規劃設計單位選用獲得綠建築評定得分。

參、室溫調節
運動時肌肉收縮產生大量的代謝熱能，透過心血管系統循環，很快地全身的
溫度均開始上昇，而身體細胞及其代謝途徑易受溫度變化產生影響，所以體內核
心溫度調節是非常重要的機制 (黃新作、黎俊彥，1997；蘇忠信，1997) 。體表
幅射散熱以及汗水、呼吸的水分蒸發是身體調節溫度最重要的兩種方式，幅射散
熱須是在體熱與環境溫度有著足夠溫度梯度 (thermal gradient) 時，才能有效地
進行 (蘇忠信，1997) ，否則皮膚將大量出汗以維持身體散熱效率。
大量出汗帶來疲勞與不適感，但並非真的與運動的熱量消耗有著直接關係，
在相同負載之下更大量的出汗狀態，其實更高程度突顯出運動環境中溫度、溼度
與對流較差的背景條件。尤其是對於如體適能中心、舞蹈教室等高密度使用的運
動空間，不足的室內溫度調節能力，使用者大量出汗更容易衍生出空氣品質不良
的問題。因此，運動場館空調設計必須充分考慮場館內不同屬性空間的室溫調節
能力。

肆、空氣品質
考量室內運動場館維持空氣品質設計因素，除了通風換氣之外，尚有溼度控
制之需求；特別是室內游泳池相關空間，其空氣之溫度與溼度和細菌活動與繁殖
具有密切關係，相對溼度維持於40 ~ 60%之間，有助減緩細菌活動能力 (Dectron
Internationale，2015) ，故建議室內場館之空調系統設計原則，應具備將空氣溼
度控制於 60% 以下之能力 (ASHRAE，2001; Sport England, 2013) 。依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1981 ~ 2010 年資料顯示，全國各地區全年度平均溼度均在70% 以
上，受南方熱帶系統影響，6 ~ 9月份之台灣北部處於乾季，儘管其平均相對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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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於台灣南部和東部地區，但仍高達75 ~ 78%，其他月份則反之，此時南部平
均溼度亦達70 ~ 78% (辛在勤，2011) 。故設計方案若意圖透過利用自然通風，
達到控制運動場地空間合宜的溼度條件，實質成效恐怕並不佳。
維持游泳池相關空間良好之空氣品質有著特殊的設計需求；游泳池水主要污
染源 (如：汗水、尿液、微生物… …等等) 即來自泳客本身，且游泳池水及地面
即恰巧為微生物繁殖所需之溫暖潮濕環境，公共游泳池 (Public swimming pool)
之池水過濾循環速率標準約需6小時方能循環1次 (ANSI，2014) ，故池水須添加
長效型之消毒藥劑 (舊型換水式游泳池亦同) ，使池水具備基本的自潔能力 (簡
全亮、周宇輝，2005) 。消毒劑可與水中的其他化學物質反應，部分作用後會產
生不良的消毒副產物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飄散在游泳池空間之空氣中不
良的消毒副產物主要為三鹵甲烷 (trihalomethanes) 和氯胺 (chloramines) (WHO,
2006) ，因此游泳池相關空間的通風系統，必須隨時維持足夠的換氣能力。
除了氯化物作為游泳池池水長效殺菌藥劑之外，對於承載人數較高之游泳池
館，有時會配置臭氧輔助殺菌系統，以加強水質處理系統的殺菌能力 (ANSI,
2014; Sport England, 2013) 。臭氧的活性非常高，既使非常低的濃度也會危害呼
吸道組織引起支氣管發炎，其傷害的嚴重性視暴露的濃度與時間而定；暴露於臭
氧濃度0.35 ppm下1小時，即會引起支氣管反應至少18小時，急性暴露於臭氧濃
度1.0 ppm 濃度下，將引起肺部功能降低、極度疲勞、皮膚泛青等嚴重症狀。此
外，臭氧亦會導致慢性毒性反應，可導致肺部功能損害和肺部結構改變之健康危
害 (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2000) 。依據美國國家標準公共游泳池及水療
池水質標準 (APSP-11) 所公告之標準，臭氧可接觸的暴露極限安全值為0.1 ppm
8小時 (ANSI, 2009)，世界衛生組織考量世界各國不同之環境衛生維持條件，也
僅放寬室內空氣臭氧濃度標準至0.12 ppm (WHO, 2006) 。為此，游泳池空間不可
僅依賴自然通風，尚須配置並啟動常時機械通風系統，亦不宜因採行自然對流節
能設計，便貿然減少機械通風的換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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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能源需求
近年來，管理單位為了提高客戶滿意度，在營運休閒功能導向的溫水游泳池
時，有逐步提高游泳池水溫的趨勢出現 (Sport England, 2013) ，故如何避免池水
熱能散失即成為能源管理的一項重要議題。於溫水游泳池中舖設保溫毯，可減少
熱量和水分之流失，以降低能源消耗 (Eclipse research consultants, 2007) 。
國際游泳總會 (FINA) 要求競賽與訓練用游泳池水溫維持在 25 ~ 28 度之間
(FINA, 2015) ，高齡者和障礙者對於水溫需求較高，則應提昇至 29 ~ 30 度 (APSP,
2009) 。人體在持續運動時之體表溫度約為 37 度，故人體及環境之溫度梯度達
到 7 ~ 10 度，人數眾多的使用者從事游泳運動時，也處於為游泳池水加熱之狀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全國氣溫紀錄資料顯示，1981 ~ 2010 年 30 年間臺南與高
雄地區 5 ~ 9 月份平均氣溫超過 28 度，全國平地地區暑季時 (7 ~ 8 月份) 氣溫亦
均達 28 度以上，此時雖日照最為強烈，而泳池設施對熱能需求相對其他月份卻
較低。再者，全國平地地區 11 月份至隔年 4 月份期間，平均溫度均低於 24 度，
僅臺南、高雄和恆春地區 4 月份平均溫度略高於 24 度 (+0.1 ~ 1.5 度) ，在宜蘭
地區 10 月份平均溫度便低於 24 度，此時日照不足，而泳池設施對熱能需求相對
暑季月份卻更高。可知若欲透過設計太陽能集熱器達到節約全年度能源之目的，
除了暑季期間外大抵多僅能運用於原水預熱之用，故不宜貿然刪減加熱系統。
淋浴熱水是游泳池主要的能源消耗因素。水質管理良好的游泳池，池水為循
環過濾消毒後再利用模式 (APSP, 2009; Sport England, 2013) 。為節省水資源並
維持水質品質，在游泳池管理維護計畫中，有必要鼓勵使用者使用游泳池之前先
行淋浴 (Eclipse research consultants, 2007) ，從事游泳運動後，基於個人衛生維
持需要，使用者亦須再次進行淋浴。
淋浴龍頭數量若以泳池空間「安全使用人數」之 1/8 計算，教學和休閒導向
之游泳池淋浴設施，使用頻率為每間隔 2 小時轉場乙次，熱水系統供應能力須能
提供每支淋浴龍頭 2,839.06 BTU (升溫 50 度*60 gal/hr) 。因營運使用時間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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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時間熱能需求巨大，所以不論游泳池是否設計有熱泵、空調 (或除濕) 熱回
收系統，尚須設計鍋爐 (林逸群、林慧忠，2006，以避免氣溫降低時，體育館因
停止使用空調而無法回收熱源進行池水加溫，且此時熱泵加熱效率亦因氣溫較低
而降低，因而出現熱水系統供應能力不足之窘境。

陸、結語
以節能對策與投資報酬率之角度來看，簡單的綠建築設計方案，通常也是經
費較為節約的方案 (林憲德，2014) 。不論室內運動場館之興建或後續之維護管
理，若需更多經費的投入，同時意味著，須要消耗更多其他經濟上的生產活動，
對於全球環境將會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
建築物綠建築標章核心精神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包含有綠化量、
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污水垃圾改善、生
物多樣性及室內環境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設計運用工法豐富多樣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2015) ，運動場館規劃及設計之單位與人員，應優先考量場館之功能性
與安全性，充分理解運動環境之特殊性，再設定合宜的綠建築標章之等級目標，
方能契合我國推動綠建築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最後，提出以下建議，期能助益運動場館永續發展課題之後續發展：
一、建議相關單位積極研擬我國對應銜接國際 (或區域) 性標準的各項運動設施
與器材設備國家標準，除有助提升我國運動設施與器材設備製造業之國際競
爭力外，亦有助推動綠建材標章制度與綠建築政策。

二、運動種類多元豐富，運動場館也多樣多級，建議建立運動場館規劃設計與新
(整) 建交流平台，應有助於促進實務經驗分享、資訊紀錄與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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