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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過去相關研究多已肯定綠建築溢價之存在，但臺灣推行十餘年之供
給量仍相當稀少。既然市場上有溢價，則為何供給仍然不足？係使
用者未感受到綠效益，抑或維護成本過高而難以維護？本研究以市
場角度切入，透過實地訪談釐清供需雙方及管理者對綠建築的認知
差異，瞭解使用者認同建商所提供綠特色之程度與滿意度、管理者
在管理維護上的問題，以及建商對於綠建築的態度。研究結果顯示
，多數消費者不清楚何謂綠建築，對綠建築亦沒有強烈的需求，且
供給者與使用者對綠特色的偏好具有差異，進而導致我國的綠建築
市場難以蓬勃發展。

中文關鍵詞： 綠建築、綠特色、三重底線理論、認知分析

英 文 摘 要 ： Empirical researches have repeatedly proven the presence of
premium in green building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supply of such buildings in Taiwan was sparse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promo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Since there
is a premium on the market, why is the supply still
inadequate? Does the user not feel the green benefits? Or
maintenance cost of green building is too high to maintai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gnition of green building among
suppliers, demanders and managers, and understands what
green features be satisfied with the users, problems of
maintenance by manager, and suppliers’ attitude of green
buil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of consumers not
only do not know what green building is, but there is no
strong demand for green building, and suppliers’ and
users’ preferences of green building are different, that
is why Taiwanese’ green building market is difficult to
flourish.

英文關鍵詞： green building, sustainable property, green feature, triple
bottom line, cognition analysis



I 
 

綠建築價格—供需雙方之認知分析 

 

摘要 

過去相關研究多已肯定綠建築溢價之存在，但臺灣推行十餘年之供給

量仍相當稀少。既然市場上有溢價，則為何供給仍然不足？係使用者未感

受到綠效益，抑或維護成本過高而難以維護？本研究以市場角度切入，透

過實地訪談釐清供需雙方及管理者對綠建築的認知差異，瞭解使用者認同

建商所提供綠特色之程度與滿意度、管理者在管理維護上的問題，以及建

商對於綠建築的態度。研究結果顯示，多數消費者不清楚何謂綠建築，對

綠建築亦沒有強烈的需求，且供給者與使用者對綠特色的偏好具有差異，

進而導致我國的綠建築市場難以蓬勃發展。 

關鍵字：綠建築、綠特色、三重底線理論、認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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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of Green Buildings : Cognition from both ends 

 

Abstract 

Empirical researches have repeatedly proven the presence of premium in 

green building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supply of such buildings in Taiwan 

was sparse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promo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Since 

there is a premium on the market, why is the supply still inadequate? Does the user 

not feel the green benefits? Or maintenance cost of green building is too high to 

maintai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gnition of green building among suppliers, 

demanders and managers, and understands what green features be satisfied with 

the users, problems of maintenance by manager, and suppliers’ attitude of green 

buil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of consumers not only do not know what 

green building is, but there is no strong demand for green building, and suppliers’ 

and users’ preferences of green building are different, that is why Taiwanese’ green 

building market is difficult to flourish. 

Key words: green building, sustainable property, green feature, triple bottom line, 

cogni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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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擁有綠建築認證的建築，多數文獻已證實其具有綠溢價(Miller et al., 

2008; Eichholtz et al., 2010; Chegut et al., 2011; Popescu et al., 2012; Zieba et al., 

2013)，且各類型或各等級綠建築標章相對於非綠建築亦存在溢價(Broune 

and Kok, 2011;余熙明與涂勇, 2013)，而陳奉瑤等(2015)亦於新北市的實證指

出臺灣綠建築存在溢價，惟新建建築認證後無需再次認證，目前已引起廣泛

討論。我國雖有收費減半之再次認證的機制，但實際上再次認證的建物卻微

乎其微。綠溢價在建物後續使用中是否持續存在，實應端看使用者是否確實

享受到綠建築效用，若綠建築標章僅侷限在建築完成時的查核，缺乏持續的

管理維護，以致使用者無法明顯感受綠效果，該建物充其量僅是一棟擁有綠

建築標章的一般建物，最終使用者對於綠建築的願付價格將與周遭類似的非

綠建築趨近。因此，綠溢價的關鍵在於，使用者是否能確實享受到綠建築所

帶來的利益，進而於不動產市場肯認其使用價值。 

綠價值之延續有賴建商、消費者及政府三方之共同付出，政府提供具有

公信力之綠標章、建商提供具有實際綠效果的綠建築，而消費者則肯認綠建

築的市場價值，進而表現在願付價格上，驅使建商興建更多綠建築，形成良

性的供需循環。是以，價格屬於供給方的誘因，效用則為需求方的誘因，綠

建築的供給與需求必須達成平衡，使整體綠建築市場健全發展，否則在效用

無法滿足的情形下，一段時間經過以後，成本提高帶來的溢價將消散，綠建

築於中古市場將不再具有誘因。然而，使用者、管理者、政府、建商四者所

重視的面向不同，分別為效用、管理難易、綠效果、成本，政府身為綠建築

標章的核發者，在審查方面對於綠效果可以加以把關，因此政府能有相當程

度牽制建商節省成本的行為，但由於綠建築標章的核發時間點並未考量使用

者效用，使用者所接受的綠建築是政府與建商角力後的結果，並不一定反映

使用者之需求。 

在綠特色方面，相關研究者偏好以三重底線理論（triple bottom line），

將綠特色分為經濟（Profit）、社會（People）與環境（Planet）三大面向，並

指出多數使用者對於社會面向的綠特色偏好程度較高，例如自然光、交通便

捷性、開放空間等(Lee et al., 2014)，顯示使用者著重對其自身較有影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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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特色；而對建商而言，在成本與利潤考量下，則傾向追求可以減少營運成

本的經濟面綠特色；但若從政策推廣的角度出發，則無非為了節能減碳，降

低溫室效應，並促進資源再利用，偏向環境面綠特色，凸顯了政策（公益）

與使用者及供給者（私利）之間的落差及推動綠建築可能面臨的困境，以目

前我國的綠建築數量觀察，顯然在創造市場誘因的部分有待加強。 

因此，本研究擬以市場角度切入，透過實地訪談釐清供需雙方及管理者

對於綠建築的意向，同時探討使用面與供給面對綠建築的認知差異，瞭解使

用者認同建商所提供綠特色之程度與滿意度、管理者在管理維護上的問題，

以及建商對於綠建築的態度，藉以掌握臺灣未能推展綠建築的原因，進而檢

視現行綠建築標章機制與獎勵措施是否與供需雙方的看法有所偏離，並建議

未來綠建築標章制度的發展方向，以期擴大政府認證的公信力與效果，使國

民信賴政府的保證，提升綠建築普及率。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透過深度訪談法瞭解使用者對綠特色的滿意度與偏好，並結合

管理者的管理維護經驗，以分析需求面的價格影響認知。 

（二） 探究供給者對綠建築供給的態度與展望，並探求其提供綠特色

的偏好，以分析供給面的價格影響認知。 

（三） 比較分析需求面與供給面的認知差異，並探討供需雙方的認知

與市場上的綠溢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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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綠建築溢價 

綠建築與一般建築的差異，主要在於綠建築標章的有無、綠特色數量及

內涵而有差異，Steven（2002）指出綠建築的主要價值利益在於(1)較低的營

運和維護成本；(2)節省能源和資源；(3)認證、補助和誘因等；(4)較快吸引

承租人；(5)較高的租金、投資/出售價值；(6)較低的流動率和空置；(7)減少

固定成本；(8)減少內部移動成本；(9)增加產量；(10)較快、較佳的公共過程；

(11)改善風險和市場銷售性。而推動綠建築的主要障礙則在於初期投入成本

較高，並且建商對於綠建築的經驗不足，對於建築管理、估價等並不熟悉，

加上購買或承租者對於綠建築的知識不足或不對稱，價值無法受到市場肯認，

使得綠建築在市場上的數量較少，亦可能因為資訊與成本造成折價現象。 

國外多數研究綠建築價值的文獻均指出綠建築具有溢價現象，且多集中

於商辦市場研究。Miller et al.（2008）使用 CoStar 資料庫分析 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認證的綠建築商辦確實具

有投資誘因與節能效果，且具廣泛性，其認為使用者確實為綠建築的效益而

支付更高的租金。Zieba et al.（2013）以波蘭商辦市場為例，以聯合分析法

探究波蘭商辦市場對於綠建築的需求，以線上問卷方式調查需求者其願付價

格，結果發現綠建築認證在波蘭地區有顯著需求，對當地使用者而言是相當

重要的考量因素。 

Chegut et al.（2011）研究英國倫敦商用綠建築對租金及售價的影響，

1171 筆出租案例中有 67 個綠建築案例，2023 筆出售案例中有 70 個綠建築

案例，進行特徵價格與 PSM 模型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在租金部分，租約長

短、有綠建築標章、租賃面積及為新建物有顯著正相關，售價部分則於有綠

建築標章、投資者類型（開發商、不動產投資者、法人投資者）有顯著正相

關。Chegut et al.（2013）延續前研究，指出英國倫敦商用綠建築在 2000~2009

年，供給的持續增加對於倫敦周遭地區的價格及租金有顯著的影響，但倫敦

的價格及租金減少，指出了英國綠建築的仕紳化現象，以及越來越多的綠建

築互相競爭節能效果與永續效益，最終綠建築標章認證所帶來的綠溢價將轉

變為非綠建築部分之「綠折價」，並且實證邊際效果發現每增加一單位綠建

築，將減少在租賃與交易市場分別為 2%與 5%綠建築認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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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hida and Sugiura(2014)分析東京綠建築對住宅價格之影響，共蒐集

34,862 個出售案例，其中包括 1472 個綠建築案例，實證結果發現擁有綠建

築標章的建物反而產生 5.5%的折價，該研究推論其可能原因為使用者對於

綠建築的知識上不充足，且並不了解綠建築對於節能效率的效益，或對於綠

建築之效用不信任，而於出售時無法認同綠建築的特殊價值，進而可產生折

價情形。該研究並指出綠建築長期而言有額外的維護成本，例如植栽、開放

空間維護或設備翻新等，雖然綠建築強調節省能源與友善環境，但這些設施

亦可能使維護成本提高，增加管理維護上的負擔，而為折價因素之一。  

余熙明與涂勇（2013）以新加坡綠建築為例，研究綠建築之預售與轉售

價格之差異，其認為若預售價格之綠溢價至轉售時消散，甚至折價，表示綠

建築之溢值來自於建商為反映建築成本而拉高的售價，而非來自於使用綠建

築所產生的效用。實證結果顯示，在預售階段，黃金級、超金級、白金級分

別有 10.5%、5%、28.3%，而在轉售案例中，只有認證級具有顯著的溢價，

因此該研究認為，由於新加坡多數綠建築為最基礎的認證級，且由於政策補

貼的結果，使預售階段建商將綠建築成本轉嫁至價格之現象較少，而後續轉

售時較高等級的綠建築並沒有顯著的溢價，表示綠建築已與非綠建築趨近，

購買綠建築並不能獲得更好的效果，而使溢價效果不顯著。 

陳奉瑤等（2014）利用實價登錄資料庫對新北市的綠建築進行研究，根

據特徵價格模型的分析發現，新北市的綠建築與國外研究相符，確實有綠溢

價的存在，新北市之綠溢價為 8%。該研究進一步探討標章等級、地區房價

水準差異、市區與郊區的溢價差別。實證結果發現，合格級標章溢價最為明

顯，高達 14.3%，銅級僅有 2.7%，而後逐漸上升至黃金級的 8%，顯示有無

綠建築標章的差異相當明顯，或許是較高等級標章的建物即屬於高價產品，

溢價比率較不明顯；房價水準的差異則由低價區至高價區分五分位依序為

16.8%、10.2%、8.1%、9.1%、4.5%，整體而言呈現遞減的趨勢，也呼應了前

述高房價地區的產品本身價值及品質較高，有無綠建築標章的認證影響較低，

低房價地區則因為綠建築標章而有明顯的加分效果；市區與郊區分別為

4.2%及 16.8%，如同前述二部分所提，與房價結構有所關聯性，該研究進一

步考量屋齡，發現隨著屋齡增加，郊區綠建築的價值減損較非綠建築要快，

指出郊區綠建築可能在後續管理維護上有困境，造成綠建築價值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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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文獻支持綠溢價的存在，且 Fuerst and McAllister（2011）、

Eichholtz et al.（2010）、陳奉瑤等（2014）亦指出屋齡的影響，顯示綠建築

在出售後管理維護上的疑慮，因為管理維護的不足或過高的維護成本將影響

使用者滿意程度低落，亦如余熙明與涂勇（2013）之研究結果，綠溢價在預

售價格與轉售價格的差異，顯示了市場供給與使用者感受之間的落差，使得

綠建築市場在推動有所阻礙。前述提及之認知落差皆來自研究成果的推論，

本研究期待能補充此部分之不足，透過使用者、供給者與管理者等面向的實

地訪談，對認知落差分析提供有力的直接證據。 

二、綠建築價值與效用 

Elkington（1997）提出三重底線理論（3P 理論），將永續發展概念分為

經濟利益（profit）、社會責任（people）和環境責任（planet），其認為基於永

續發展的理念，當企業在追求經濟利益的同時，亦應考量其對於人及自然環

境的責任。Simons et al.（2014）立基於此理論，透過訪問建築業、物業管理、

估價師、承租人、非營利組織及不動產經紀業，瞭解不同產業對於 10 種綠

建築常見綠特色的分類，研究結果顯示，經濟面代表具有經濟價值的綠特色，

包括節省能源的空調設備及出租建物綠表現報酬；社會面代表使用者在使用

環境中能獲得效益的綠特色，包括交通便捷性、自然光、溫度的舒適性、有

效率的光源設備及室內環境品質；環境面則代表能創造環境永續效益的綠特

色，包括綠建築認證、資源回收、水循環。其以問卷調查美國七個商辦市場

的使用者，探討其對綠建築商辦中綠特色的偏好。調查結果發現，多數受訪

的綠建築使用者對於社會面向的綠特色偏好程度較高，例如自然光、交通便

捷性、開放空間等，其次才是經濟面（節能特色）與環境面（資源回收特色）

之綠特色，顯示使用者偏好對其自身較有影響性的綠特色。 

Chau et al.（2010）運用問卷調查結合次序羅吉特（ordered logistic）方

式，以使用過綠建築的「綠經驗」評估對於綠特色的願付價值，研究結果發

現不論綠建築或一般建物的使用者皆認為節能效率最為重要，其次依序分別

為室內空氣品質、減噪程度、景觀、水資源循環。而最具差異的是，綠建築

使用者對於景觀的願付價值顯著的少於一般建物使用者，或許因為綠建築已

相當綠化，以致綠建築使用者相對不重視景觀效益，而較在乎實質的居住品

質。 



6 
 

Wiencke（2013）將瑞士商辦綠建築案例分為租賃、購買、重建三種，

分析其於不同綠建築案例之願付價格差異。其對使用者進行問卷調查，再以

樣本選擇模型（Tobit model）進行分組分析，並納入綠建築面積、使用者產

業類別、經濟面、生態面、社會面、所在區域等控制變數，研究結果發現綠

建築於租賃、購買、重建情形下，平均願付價格分別有 3%、4.75%、5%的

溢價；在使用者產業類別，建築業的願付價格溢價最高，其次依序為公部門、

金融服務業、物業管理業、商貿業，該結果應證了政府與建築業者常宣稱其

為綠建築的先驅者；在綠特色方面，願付價格由高至低分別為社會面、環境

面、經濟面，顯示瑞士的商辦使用者最重視綠建築的居住品質，而在政府鼓

勵減碳投資的政策下，亦提升使用者對環境面綠特色的投資意願，反之，經

濟面的綠特色(如節省能源)，效益則須與承租人或所有人共享，導致投資成

本可能大於投資利益，故投資意願較低。 

綜上所述，綠建築的使用者多偏好經濟面及社會面的綠特色，而相關實

證研究也多著重探討此二類之綠特色，常見的經濟面的綠特色如節省能源、

減少水資源浪費或水循環等，社會面常見的綠特色則如室內的空氣、光線、

聲音、溫度與熱度等。在節省能源的部分，Lau et al.(2009)指出馬來西亞的

低能源辦公室(Low Energy Office)具有多樣節省能源的設備，如將窗戶設置

在面向南方或北方，以減少陽光直射；牆壁採用較厚、具有絕緣體的輕質混

凝土，以減少熱的吸收、降低冷卻系統的負荷。與一般建築相比，綠建築在

冷卻系統與電力設備上可以減少 55%的能源消耗。Newsham et al.(2009)以美

國 100 個 LEED 認證綠建築為對象，比較其與一般建築的能源效率，研究結

果顯示，70%綠建築比一般建築節省 18%~39%的能源耗損，但該研究也指

出有 30%的綠建築卻比一般建築需耗費更多的能源，顯示綠建築並非絕對

具有節能之綠效果。 

Devine and Kok(2015) 針對美國 LEED 及加拿大不動產商（BOMA）自

有的建物節能減碳認證(BESt)1等的商用不動產，分別做租金、出租率、續約

率、承租人滿意度及能源和水的消耗量進行比較分析。研究結果發現，綠建

                                                       
1  BOMA(Building Owners and Managers Association)為加拿大的不動產業者，對於旗下的不動產

有自有的節能減碳認證(Build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BESt)，等級分別為合格級、青銅級、

銀級、黃金級與白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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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在租金、出租率、續約率和滿意度面均顯著高於一般建築，且能源和水的

消耗量也低於一般建築。作者據此推論由於能源和水的消耗量較低，得以反

應到承租人的滿意度，同時帶動出租率和續約率，形成良性循環，進一步使

租金上升，而承租人較高的滿意度也可以減少出租人簽約時的妥協，亦使出

租人獲得較高的房租。 

隨著人們逐漸重視居住還境的健康與舒適度，室內環境品質(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EQ)及健康與生產力(Health and Productivity)方面，也

引起了諸多社會面的研究。在室內環境方面，Abbaszadeh et al.（2006）針對

180 棟綠建築與一般建築建物使用者，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詢其對室內環

境品質的滿意度，其結果顯示，綠建築在空氣品質、溫度調控及整體的工作

空間滿意度較高；但在聲音、採光及格局方面則較一般建物不滿意，其進一

步探究不滿意之原因，多為日光不足，或光線反射在電腦螢幕時過亮或過暗，

因採輕隔板，隔音效果不佳致沒有隱私權等，進而提出改善綠建築這些特色

的呼籲。而 Zhang and Altan(2011)亦針對英國的 Sheffield 共 223 位商辦的使

用者進行室內環境品質的問卷調查，其結果顯示綠建築使用者在熱環境調節

設備、視覺舒適度方面較一般建築滿意，但在聲音方面，則未有顯著差異，

表示綠建築的室內隔音效果仍有待加強。 

除商辦外，亦有不少文獻探討綠建築住宅的綠特色。Yoshida & 

Sugiura(2014)以東京的綠建築住宅為研究範圍，探討不同綠特色對價格的影

響，自變數包含了熱負荷減量、使用再生能源、環保建材、建物長壽設計、

水資源循環利用、植栽等 6 個綠特色。研究結果顯示，水資源循環利用與使

用環保建材為顯著負相關，作者推測可能是因為這二者維護成本較高，故對

價格產生負面效果；而在能源效率的方面，如熱負荷減量、使用再生能源及

植栽方面，則為不顯著負相關，作者亦推論可能是再生能源及綠化的特色維

護成本較高；長壽設計方面，如系統模板、增強水泥厚度則為顯著正相關，

原因可能為長壽設計可以減少建物的折舊，故對價格有正面影響。 

Chen et al.（2014）以新北市臺北大學特定區住宅為研究範圍，利用問卷

調查取得綠特色，並運用分量迴歸探討綠建築與綠特色對房價之影響，其實

證結果發現，有綠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在房價水準 25%以上之分量中有顯著

之溢價，在綠特色方面，則以輕隔間設計、生態建材、明管設計、陽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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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台、透水鋪面、屋頂花園最為顯著，其中前三項為顯著的正相關，後三項

則為顯著負相關，該研究亦推測是由於管理維護成本較高所致。彭逸瑋（2013）

分析管理維護頻率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管理維護次數越多、經濟壽

命較短的設施，其與綠溢價呈負相關。 

Feige et al.(2013)則探討瑞士的商辦、住宅等綠建築間，不同綠特色是否

對租金有所影響，其調查的綠特色包括建築物的彈性使用設計、對使用者的

適應性設計、能源效率、水資源效率、交通可及性、大眾運輸、使用非機動

車、注重地區自然災害、建物安全及保全設計與室內環境的健康與舒適等。

研究結果顯示，建築物彈性使用設計、水資源效率、交通可及性、注重地區

自然災害、建物安全及保全設計與室內環境皆對價格有顯著正面影響；而使

用者的適應性設計、能源效率、使用非機動車則對價格有顯著負面影響；大

眾運輸方面則沒有顯著影響。作者推論使用者的適應性設計最常見的例子即

為輪椅的無障礙坡道、戶外空間設計等，此類設計多位於一樓故租金較低；

能源效率則可能是因為瑞士的租金會包含基礎的能源費用，若承租人使用過

多的能源，出租人會先墊付，待租約到期再向承租人索取，而能源效率較高

的建物出租人可能預期能源費用較低，故於一開始的租金內就加入了所有的

能源費用，免除租約到期再收取額外能源費用的麻煩；而使用非機動車（如

自行車），則是因為瑞士的市中心多為老舊公寓，建物間之空隙十分狹窄，

較缺乏自行車的停車位，反之，租金較低之郊區則有較大的自行車停車空間，

故多具有使用非機動車之綠特色。 

有關個別綠特色的實證方面，Kholodilin and Michelsen(2014)利用柏林的

114,553 筆住宅市場交易及 183,240 筆住宅出租資料，透過特徵價格模型進

行實證，研究發現能源使用量對價格有顯著負面影響，亦即若房屋需使用愈

多的能源，價格會愈低。另外，若以能源表現分數(energy performance 

scores ,EPS)2觀之，同樣一平方公尺的房屋，EPS=300 將比 EPS=0 增加 542.34

歐元之能源費用，且價格上產生 23.7%的折價，相當於 2,284 歐元；租金則

產生 9.4%之折價，因而提出能源效率會對房屋價格(租金)產生資本化的證

據。 

                                                       
2 energy performance scores,(EPS)即每平方公尺每年平均能源消耗量，介於 0-300，分數愈低，

能源效率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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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省能源方面，除了提升能源效率外，亦有不少綠建築使用再生能源，

不但節省能源費用，亦可達到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目的。日本於近年二十年

來推動大量的住宅太陽能發電(solar photovoltaic)系統，該系統正廣泛應用於

綠建築中，Parker(2008)指出截至 2010 年該系統將產生 4.8GW 的太陽能裝

置發電容量，同時減少五百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量。 

另外，在房屋建築的過程中亦有不少綠特色，如 Dewlaney and Hallowell 

(2012)指出，飛塵可做為綠建築的結構材料，既節省能源亦減少傳統須將廢

棄物填土的問題。而 Coelho(2012)也指出綠建築使用的系統化模板(預鑄鋼、

預造混凝土板)不但使用再生材料，並可減少建築廢棄物，使整個建築過程

的資源回收率達到 90%，且以長壽設計的觀點來看，使用系統模板可在未來

房屋需要整修時，能夠快速、方便的完成搭建，有效達到節省能源、減少廢

棄物的目標。 

儘管多數文獻著重探討綠特色的效能及其對於房價的影響，亦有不少文

獻嘗試應用三重底線理論將綠特色加以分類。Alwaer and Clements-

Croome(2009)認為環境面的綠特色應包含使用環保、耐久建材、系統模板及

再生能源、並加強水循環；經濟面的綠特色則為保有建築的彈性設計、節省

營運成本等；而社會面則包含室內環境的健康與舒適、保存當地歷史建築等。

而 Mateus and Bragança (2011)則認為環境面的綠特色應包含提升能源效率、

使用再生能源、環保或有機建材、減少建築廢棄物，並使用二氧化碳減量的

建築設計、節省水資源及雨水再利用等；經濟面則為採用節省營運成本之設

計；而社會面則包含使用天然、無毒的建材及其他能提升室內環境的健康與

舒適度之設計、交通與公共設施的可及性等。二者雖然部分綠特色在分類上

有些微不同，但在主要常見的綠特色上則大致相同，如環境面之使用環保建

材、節省水資源及二氧化碳減量之相關設計等；經濟面之採用節省營運成本

之器具或設計；社會面之提升室內環境的健康與舒適等。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使用者特別偏好有感的綠特色，也就是社會面

的綠特色，例如室內空氣品質、減噪程度、自然光、交通便捷性等。以建商

角度而言，可能基於成本考量，或市場確實有特殊的綠特色偏好，較偏向經

濟面綠特色，而以政策推廣的出發點而言，無非為了節能減碳，降低溫室效

應，並促進資源再利用，偏向環境面綠特色，凸顯了政策（公益）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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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供給者（私利）之間的落差。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三大面向分別代表

了供給者、使用者、政策三者對於綠建築的偏好。 

鑒於國內綠建築研究多著重於建築面，如綠建築的建材、建築技術或建

築標準等硬體上的研究，較少針對綠建築的供給與需求市場等軟體上的研究，

故本文參考國外文獻利用三重底線理論，將台灣住宅中常見之綠特色加以分

類，如圖一所示。環境面的綠特色包含水循環設計的透水鋪面、景觀貯留滲

透水池、雨水再利用、二氧化碳減量的排水管路及電氣通訊的明管設計、每

戶隔間牆採輕隔間、使用回收再生建材等環保建材；經濟面則包括使用遮陽

板、省電燈具、省水器具等能減少能源花費的設計；而社會面的綠特色則為

中庭花園、陽台設置花台、屋頂花園、及垃圾集中室、冷藏或壓縮等垃圾前

置處理設施等，期待藉由實地訪談瞭解供需雙方對於綠特色三面向的偏好與

滿意度，並彙整分析出供給者與需求者間是否存在認知落差，檢視綠建築之

綠效能是否有被落實，藉以掌握綠特色的市場性，嘗試替我國綠建築發展之

困境提出解決方向，對現行綠建築標章制度與獎勵措施提供建議，以期擴大

民眾對標章的信任度並提升綠建築的普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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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以三重底線理論分類之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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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著重於瞭解供給者、使用者及管理者對於綠建築之綠特色之提供

偏好、使用後的滿意度及管理維護上的難易度，以歸納分析我國綠建築市場

是否存在認知落差。我國雖提供綠建築標章制度，使建商或使用者可以判斷

建物是否符合綠建築標準，但綠建築標章等級未必等於使用該綠建築所得到

的效用程度。我國綠建築透過九大指標的綜合評分決定綠建築標章等級，會

使不同綠建築間的綠特色具有異質性，即使申請相同項目審核，或通過相同

等級，其效用程度也可能存在差異。考量每個綠建築社區皆有其高度異質性，

且效用與偏好係透過生活經驗累積而得之結果，使用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較為合適，藉由與受訪者之口語交談及相關互動，並透過訪談的

過程、內容與反應，分析出受訪者的態度、信念與做法，以歸納各方對於綠

建築與綠特色之偏好與意向(袁方編，2002)。 

一、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法屬於定性之研究方法，是社會科學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蒐集

資料的方法，且適合用於質性之研究。根據文崇一與楊國樞(2000)的定義，

深度訪談法係指希望透過訪談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這些重要因素並非單純

用面對面方式的普通訪談就可以得到的結果，而林金定等(2005)亦指出深度

訪談的主要目的係為了從受訪者以本身的語言陳述他們對生活、經驗或情境

的觀點等。因此，深度訪談法可得出相較於普通訪談法更深入、更細節之結

果，以作為後續透析事實的依據。（萬文隆，2004） 

深入訪談的使用時機，參考 Minichiello et al.(1995)可歸納於以下五點： 

1. 當某一社會事件必須由參與者的角度去瞭解，但研究者本身無法感

受或直接接觸者，則必須訪談事件參與者。 

2. 個人的生活歷史研究(life-history)，又稱為個案研究(case study)，此

時則需要透過受訪者的協助以探索受訪者的生活經驗。 

3. 透過接觸受訪者，使研究者得到更廣闊的情境、人事物、或場所的

視野與情報。 

4. 醫學臨床上的應用，如諮詢病人的疾病史以作為後續看診的依據。 

5. 深入訪談法除了研究者與受訪者單獨面談外，亦可由多數受訪者與

研究者同時共同訪談，以瞭解受訪者間群體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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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行的是面對面的直接訪談方式，但訪談方式上又分類為結構性

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非結構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及半結

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三種（袁方編，2002）。 

結構式訪談又稱「標準化訪談」或「調查式訪談」，通常被用來做大規模

的市場調查或民意測驗，它是一種對訪談過程高度控制的訪問。這種訪談的

受訪者必須按照統一的標準和方法選取，一般是隨機抽樣；訪問的過程也是

高度標準化的，即對所有被訪問者提出的問題，提問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對

被訪者回答的記錄方式等是完全統一的。通常採用事先統一設計、有一定結

構的問卷進行訪問。 

非結構訪談又稱「開放式訪談」，其對訪談的過程與問題的限制最為寬鬆，

不預定問卷、表格或提出問題的標準式等，僅給予研究者一個題目，在研究

者有興趣的範圍內，由研究者與受訪者針對該題目自由交談，並透過交談的

過程中蒐集資料。即以少量的問題引導談話方向，惟因對受訪者的答覆內容

無嚴格限制，故驗證性研究不宜適用。 

半結構性訪談又稱為「引導式訪談」或「焦點訪談」，主要是研究者在訪

談進行前，根據研究的目的與問題，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的指引方針，

其用字及問題順序並未太侷限與限制，但最主要的問題必須符合研究的目的

與問題，問題的形式與訪談的過程較彈性，透過引導的方式使受訪者對於主

題進行陳述（袁方，2002）。 

考量每個綠建築社區皆有不一樣的綠特色，且多數民眾對於綠建築標章

制度內容未有深入瞭解，而各建商亦有不同的供給偏好，若使用結構式訪談

將使訪談內容過於僵硬且沒有彈性，無法針對每個受訪者生活經驗或個人背

景作調整，進而無法達到深度訪談目的；反之，非結構式訪談又過於寬鬆，

且一般民眾對綠建築較不熟悉，若僅透過引導的方式，受訪者將無法把自身

真實感受完整表述，進而導致訪談內容過於空泛；因此，本研究採取半結構

式訪談，先由研究者訂定訪談大綱，再配合各受訪者的社區情形提出不同的

問題，並由受訪者的回答或談話進度適當追問或修正問題，以從中釐清受訪

者最真實的感受。 

一般而言，半結構式的訪談的特點為：有一定的主題，研究者的問題雖

然鬆散、看似沒有一定之標準與順序，但仍有其核心議題，並圍繞著該議題

提出問題；訪問前擬定訪問大綱，但問題的描述、內容可依照受訪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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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有所變化；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不需要使用特定問題或語意，並以受訪

者的回答為主（席汝楫，1997；袁方，2002）。換言之，選擇半結構式訪談

可以解決結構式訪問的僵硬化，針對不同的個案情形給予不等程度的彈性調

整，並針對受訪者的答案，再提出更深入的問題探討受訪者之態度。亦即，

既可以針對不同社區的綠特色各自提出不同的感受問題，亦可以將受訪者的

回答限制在研究者欲瞭解的主題上，避免回答過於空泛。 

二、訪問對象 

1. 使用者 

本研究著重於瞭解使用者對於綠特色之偏好與滿意度，按其性質需居

住一定時間以累積相關生活經驗，始為適當，故本研究選取居住綠建築經

驗為三年以上，且有居住過其他非綠建築社區大樓之使用者。參考財團法

人臺灣建築中心所提供的綠建築標章通過案件資料，研究範圍鎖定住宅社

區，資料統計至 2016 年 7 月。截至目前台北市共有 47 件、新北市共有 65

件綠建築標章通過案件，其中又以新北市的三峽區與樹林區之北大特區具

有最多綠建築社區(7 件)，且屋齡為 5-8 年不等，對於使用者之生活經驗應

有一定程度之累積，此外，國內不動產市場易受次市場影響，故本研究選

擇北大特區作為主要受訪區域。 

北大特區的綠建築社區按其建築完成日期先後分別為遠雄「大學哈

佛」、遠雄「大學耶魯」、遠雄「碧連天」、遠雄「翡冷翠」、皇翔「玉鼎」。

而本研究受訪者則分別為遠雄「大學耶魯」兩位、遠雄「碧連天」兩位、

遠雄「大學哈佛」一位，另外有一位為遠雄「日光」之受訪者，共六位，

除了有一位「大學耶魯」受訪者為承租人外，其餘皆為所有權人。居住期

間為 3 年到 6 年不等，對於社區內綠特色應有一定程度之認識。整理如表

一。 

表一 受訪者一覽表 

受訪者 居住社區 居住期間 權利歸屬 個人背景 

受訪者 A 遠雄耶魯 3 年 承租人 台北大學的學生，於

在學期間居住於此。 

受訪者 B 遠雄耶魯 6 年 所有權人 家庭結構為父母及兩

子，社區公設為主要

考量，換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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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 遠雄碧連天 5 年 所有權人  在雙北地區有三房，

皆作為自用未出租，

但三峽較少居住。將

購屋作為一種投資。 

受訪者 D 遠雄碧連天 3 年 所有權人  長年居住於美國，生

活習慣深受美國影

響，以生活品質為第

一考量，價格次之。 

受訪者 E 遠雄哈佛 3 年 所有權人  家庭結構為父母及三

子，小孩年幼，生活

機能為主要考量，換

屋族。 

受訪者 F 遠雄日光 6 年 所有權人  家庭結構為父母及一

子，對生活品質較要

求，換屋族。 

 

2. 供給者 

有別於使用者係為了瞭解終端使用者對市場提供的綠特色之滿意度，建

設公司作為綠建築市場的供給者，其對綠建築的提供偏好將影響民眾的生活

品質與效用程度。同樣參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所提供的綠建築標章通過

案件資料，篩選出台北市與新北市興建較多綠建築的建商，分別為震大建設、

富邦建設及遠雄建設。然而，綜觀這三間建設公司，遠雄建設與震大建設提

供的綠建築多為同等級之綠建築，且綠標章通過的指標亦十分相似，較缺乏

差異性。反之，富邦建設不但推出不同等級的綠建築，綠標章通過的指標內

容亦較不同，考量本研究係欲釐清供給者對綠建築的提供偏好，選擇富邦建

設或許能獲得較多元的看法。 

此外，富邦建設旗下的綠建築也樹立許多標竿，自民國 89 年 9 月開放

綠標章的申請後，其所建築的「信義富邦國際館」即成為國內第一個通過綠

標章的綠建築社區，而後亦陸續推出多棟綠建築社區與商用辦公大樓的綠建

築。其中，去年剛落成的「富邦敦南大樓」更是國內極少數鑽石級的商辦大

樓，種種事蹟均可看出富邦建設對綠建築的努力。因此，選擇富邦建設為訪

談對象，應能使本研究深入瞭解供給者對綠建築市場的態度與展望。另外，

由於本研究強調的是市場面的認知，故訪談的對象除了少數的工程部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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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多著重於專案部門或物業管理部門。 

3. 管理者 

除了使用者與供給者外，管理者在綠建築市場中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由於綠建築標章的核發時間點並未考量使用者效用，使用者所接受的綠建築

是政府與建商角力後的結果，並不一定反映使用者之需求，故有訪談使用者

的需要。然而，即使使用者擔任社區管委會的委員，其對社區內綠特色的瞭

解亦不深，則遑論其他一般住戶，對綠特色的認識更是十分淺薄。甚且，諸

多綠特色屬於機電設備，如雨水貯留池、中水系統等，一般住戶不但可能從

未看過，也不清楚其實際效益如何。而物業管理者則可作為溝通的橋樑，其

專業的管理維護背景，使其相較於一般住戶更能深入瞭解每項綠特色之運作

情形與用途；而作為管理者，不但能清楚瞭解住戶的真實感受，亦能獲取許

多第一手資訊，如太陽能發電量、雨水貯留池的蓄水量等。此外，從管理者

的管理維護經驗中，也可以瞭解綠特色的管理難易度與一般建物管理維護上

有何不同，故亦有訪談管理者的必要。 

本研究選取富邦物業為訪談對象，其旗下管理的物件除了諸多高級綠建

築住宅外，亦包含許多商辦大樓，選擇富邦物業除了可以瞭解綠建築住宅管

理維護上有何困難外，亦可比較住宅與商辦在綠特色的提供與管理維護上有

何不同，同時檢視富邦物業管理的經驗是否有反應到富邦建設在綠建築產品

的規劃設計上，抑或者富邦建設僅是不斷的推出綠建築產品而未有改進。 

三、訪談過程 

1. 訪談原則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已如前述，係先擬定訪談要點，並對訪談對

象已有一定程度之初步瞭解，如該社區有什麼綠特色，該次市場有什麼特色

與共通點，或該建商興建過哪些綠建築社區，而其偏好的提供的綠特色為哪

些等，以利訪談過程中引導受訪者回答核心議題，同時在互動過程中觀察受

訪者的反應，針對受訪者的回答追問更深入的題目。 

首先，訪問使用者時，因一般住戶多對綠特色未有太深的認識，故在訪

談前須先介紹住宅主要幾項常見的綠特色，並輔以圖片介紹，再點出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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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有哪些綠特色，讓其有初步了瞭解，並簡單介紹三重底線理論，以利後

續的提問。另外，提出問題時必須具體、完整的描述問題，並針對該社區擁

有的綠特色分別追問問題，盡量避免抽樣、過於廣泛的問題提問，否則會容

易得到「我覺得都不錯。」或「我覺得沒有什麼問題。」的答案，反之，若

進一步分別追問後，則可得出住戶真實的感受。而提出問題的順序會視訪談

當時的情境，以及受訪者的回答談性調整。但須注意訪問過程是否有偏離主

題之情形，並適時的拉回主題。最後，訪談過程需全程錄音，並在事後寫下

逐字稿，做為日後分析的依據。 

另一方面，在訪問供給者前，除了要先瞭解該建設公司曾推出過哪些綠

建築，其偏好的綠特色為何，及其建案的價位、吸引客群等外，亦要瞭解其

推出建案時的廣告文案為何，以便大致瞭解該建設公司對綠建築的定位與態

度。建設公司有別於一般住戶，其對於綠建築理應有一定程度之瞭解，故可

減少對綠特色的介紹，但三重底線理論的描述仍不可減少。而在訪問時，須

強調本研究的重點為住宅大樓，而非商業辦公大樓，並注意受訪者是否將話

題拉向商業辦公大樓，若有偏離主題之情形需將主題拉回。最後，訪談過程

亦需全程錄音，並在事後寫下逐字稿，做為日後分析的依據。 

2. 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針對使用者、供給者與管理者而有不同的主要問題，

以使用者而言，主要問題為：一、選擇該社區時是否有考慮該社區為綠建築？

二、社區內有哪些綠特色是受訪者滿意的？三、社區內有哪些綠特色是受訪

者不滿意的？四、就居住經驗而言，是否有比以前非綠建築社區好？五、下

次購屋或租屋時，是否會優先考慮綠建築？六、依據三重底線理論，受訪者

認為哪一面向的綠特色最重要？七、有什麼機制會提升你購買綠建築的誘因？ 

以供給者而言，主要問題為：一、哪些是住戶會喜歡的綠特色？二、哪

些是住戶不喜歡的綠特色？三、當綠建築的建築要求與一般市場的偏好有所

牴觸時，該如何處理？四、對綠建築的溢價有什麼看法？五、對有申請綠建

築候選證書但未申請綠建築認證的看法為何？六、依據三重底線理論，若要

推廣綠建築，應從哪個面向下手？ 

以管理者而言，則主要問題為：一、哪些是住戶會喜歡的綠特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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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住戶不喜歡的綠特色？三、各項綠特色在管理維護上有何困難？四、

對於綠建築的制度有何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將跟根據不同的受訪者而圍繞在不同的主

題上，但各個主題間互相對應，以釐清三者間是否具有認知上的落差。而訪

談大綱與預期取得資料內容與方向，整理如表二所示。 

表二 訪談大綱與預期取得資料內容及方向 

受訪者  主題大綱 預期取得資料及方向 

使用者 主題一 選擇該社區時是否有考慮該社

區為綠建築？ 

瞭解受訪者對自己居住

的綠建築的認識程度。 

主題二 社區內有哪些綠特色是受訪者

滿意的？ 

希望知道哪些是對使用

者有效用的綠特色，不論

是否知道該綠特色是綠

建築的一環。 

主題三 社區內有哪些綠特色是受訪者

不滿意的？ 

希望知道哪些是對使用

者沒有效用，甚至是厭惡

的綠特色，不論是否知道

該綠特色是綠建築的一

環。 

主題四 就居住經驗而言，是否有比以

前非綠建築社區好？ 

希望從使用者的整體居

住經驗中得知綠建築社

區是否有較一般住宅舒

適。若有，表示綠建築具

有實際的效用；反之若

否，則表示住戶未感受到

綠建築的效用，綠建築與

一般住宅並無不同。 

主題五 下次購屋或租屋時，是否會優

先考慮綠建築？ 

若使用者表示綠建築社

區較舒適，則是否會願意

將綠建築列入下次購屋

優先選擇，或僅作為加分

條件，又或具有使用者滿

意的綠特色但未有綠標

章認證者即可。 

主題六 依據三重底線理論，受訪者認

為哪一面向的綠特色最重要？

希望瞭解使用者對哪一

面向的綠特色最為重視，

是否與國外文獻或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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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者感受有所不同，並可

作為未來推廣綠建築的

建議參考。 

主題七 有什麼機制會提升受訪者購買

綠建築的誘因？ 

希望瞭解什麼樣的誘因

可以提升使用者選擇綠

建築的意願。訪談過程中

會提供既定的四項選擇

與其他供使用者自由回

答，以作為本研究後續的

政策建議參考。 

供給者 主題一 哪些是住戶會喜歡的綠特色？ 希望從供給者的角度瞭

解住戶喜歡什麼綠特色，

再比較是否與訪問使用

者的結果不同。若有所不

同，則表示供給者與使用

者間具有認知落差，並可

提供給供給者做為市場

意見參考。 

主題二 哪些是住戶不喜歡的綠特色？ 希望從供給者的角度瞭

解住戶不喜歡什麼綠特

色，再比較是否與訪問使

用者的結果不同。若有所

不同，則表示供給者與使

用者間具有認知落差，並

可提供給供給者做為市

場意見參考。 

主題三 當綠建築的建築要求與一般市

場的偏好有所牴觸時，該如何

處理？ 

希望從受訪者的答案中

得知供給者對於綠建築

的建築要求與一般市場

的偏好有所牴觸時會如

何處理。係捨棄綠建築，

抑或是仍遵循綠建築的

規範要求？另外，也可得

知供給者對於我國綠建

築的建築要求有何看法

或意見。 

主題四 對綠建築的溢價有什麼看法？ 根據過去的研究指出綠

建築具有綠溢價，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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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可瞭解研究結果

是否與現實脫鉤，又若

確實有溢價，為何綠建

築的供給數量仍不多？

係溢價不足以支持建築

成本，抑或是消費者不

買單？ 

主題五 對有申請綠建築候選證書但未

申請綠建築認證的看法為何？

市場上存在著不少建案

有申請綠建築候選證

書，爾後卻未申請綠建

築認證的情形。希望從

該主題中瞭解同樣身為

供給商為何會有如此行

為，包括可能原因及瞭

解綠建築的廣告效益。 

主題六 依據三重底線理論，若要推廣

綠建築，應從哪個面向下手？

希望瞭解供給者認為哪

一面向的綠特色最能帶

動市場供需，是否與國

外文獻或與使用者的感

受有所不同，並可作為

未來推廣綠建築的建議

參考。 

管理者 主題一 各項綠特色的使用頻率為何？ 希望瞭解綠建築的使用

者對於哪些綠特色較常

使用，藉此推論綠特色

究具有實際用途，抑或

僅是為規定而建造。 

主題二 各項綠特色的效能及維護成本

為何？ 

希望瞭解各項綠特色的

實際效能為何，是否能

充分發揮其功能，與維

修成本是否相當。 

主題三 各項綠特色在管理維護上有何

困難？ 

承接上題，若有維修成

本遠高於效用時，物業

管理人員該如何處理。

並藉此檢視綠建築法規

規定有何不實際之處，

作為未來推廣綠建築的

建議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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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對於綠建築的制度有何建議？ 從後端管理維護經驗，

瞭解綠建築的發展困

境，作為未來推廣綠建

築的建議參考。 

 

四、小結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使用者、供給者及管理者對於綠建築及綠特色的態

度及意向，藉此可釐清國內綠建築市場是否存在著供需上的認知落差，並

提出相關政策建議，盼能健全我國綠建築市場。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採

用深度訪談法累積資訊，並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針對不同受訪者設

計不同的訪談大綱，並根據受訪者的回答與反應給予不同程度的調整與追

問，使整個訪談過程更具有彈性，且全程錄音，事後做成逐字稿，以利作

為後續整理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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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根據本研究訪談的結果，我們發現大多數的使用者均不知道自己居住的

是綠建築社區，且對綠建築標章制度非常不熟悉，遑論是否會偏好綠建築。

而即便是同一社區的住戶對綠特色的使用感受上亦有不同的觀感。另外，我

們也發現使用者與供給者間確實存在著認知上的落差，包含偏好哪些綠特

色、對價格的敏感度等。更甚者，在訪談的過程中亦發現有些綠建築的綠特

色是「假的」綠特色，亦即，該項綠特色雖為綠建築標章認證的一部分，但

實際上卻無法正常運作，而僅是做做樣子而已，但多數住戶亦不知情，僅有

物業管理的人員知曉。 

一、對綠建築認識 

首先，多數受訪者均不清楚自己居住的社區為綠建築社區，且其對

於綠建築的想像僅停留在節能減碳、綠化的建築上，正如受訪者 B聽到

綠建築即問：「你是說耶魯是綠建築嗎？你的綠建築的定義是什麼？是

指它綠地覆蓋多少%以上嗎？」，或是在訪問者詢問搬進該社區後，是否

有覺得水電費較節省時，反問：「綠建築有包含這些喔！綠建築不就是

指綠化做很多，然後可以節能減碳，對地球比較好之類的嗎？綠建築還

會比較省水省電嗎？」等。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受訪者上，詢問受訪者在購買該屋時，是

否有考量到該屋為綠建築時，多數受訪者皆表示根本不知道該屋為綠建

築，並簡述自己購買該屋最大的考量點。受訪者Ｃ表示「沒有，就剛好

人家說那邊房子很便宜阿，剛好在賣，我就去買了。你不說我還不知道

他是綠建築呢。」受訪者Ｅ也同樣回答「沒有耶，原來這棟是綠建築喔，

難怪這麼熱，你看這些玻璃，真的太熱了。我當初只有想說樓下就是家

樂福，這樣買東西很方便，而且也不用淋雨就可以到。」；受訪者Ｄ則

表示「沒有，我是後來當了管委以後才開始知道這些，什麼水循環啊、

還是什麼垃圾冷藏之類的，我之前不太常住這裡，主要是因為這邊是大

四房，我覺得比較寬敞。」；而承租人的受訪者 A 亦表示「沒有直接考

慮到，但是可能因為它是比較新的社區，或是綠建築有什麼特別的規定，

讓它整體環境還不錯，感覺很舒適，所以才會選擇承租耶魯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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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僅有受訪者Ｆ對社區的綠特色有較多的瞭解，不但可以清楚

指出社區內有哪些綠特色，亦瞭解哪些綠特色實際運作情形，如在訪問

者詢問水循環綠特色時，回答「這個有，水管會接到陽台的水龍頭，可

以用雨水澆灌」等。 

另一方面，該現象亦與供給者對大多數民眾的認知想法預測相同，

如富邦建設所言「在我們的認知中，台灣多數民眾仍對綠建築認識不深，

也不瞭解綠建築認證等級…」，而該現象除了再三顯示我國民眾對於綠

建築的不瞭解外，或許也可以解釋我國合格級綠建築居多之原因，「假

設現有一棟合格級的住宅，建商只註明建物是綠建築，而不寫明是合格

級時，通常這個房子價格普通，多由中產階級購買，他不會介意綠建築

是哪種等級，只要是綠建築就好，所以合格級的溢價才會明顯高於非綠

建築。反之，銅級綠建築的價格通常與合格級類似，但對消費者而言，

在差異不大且當他們對認證內容不清楚時，就會認為較低階的綠建築就

好。」 

陳奉瑤（2015）指出，多數綠建築的銷售廣告中強調綠的程度較低，

甚至亦有未提及為綠建築者，但仍具有一定比例之溢價存在，故其推論

可能是民眾確實享有綠建築的效益，卻不瞭解該效益係源自綠建築，始

得出該結果。本次訪談結果似乎亦有此現象，多數使用者對於綠建築的

認識主要都由代銷業者當時在推銷時的說詞為主，故代銷業者強調什麼

方面，民眾就對該方面會較瞭解一些，若代銷業者未強調，則民眾除非

有擔任管理委員會的委員，否則對社區內的綠特色亦不太瞭解。 

綜上所述，多數受訪者均不清楚自己居住的社區為綠建築社區，則

遑論在購買或承租該屋時，有考慮到其為綠建築。 

二、滿意的綠特色 

使用者對於社區內的綠特色大多均給予正面的回饋，其中又以垃圾

冷藏設施最受肯定，「裡面最有感的就是垃圾冷藏設施，…，我覺得它

還滿衛生的，不太會臭，比那種一般社區的垃圾集中室好很多，我幾乎

沒看過什麼蟑螂。」、「我覺得碧連天(垃圾處理)做的比較好。那邊都弄

得很乾淨，…，廚餘甚麼的，都有分開。而且全部都冷藏起來，比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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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味道。」、「垃圾處理這個比較滿意，因為以前住公寓的時候，完全

沒有，而且現在社區這邊是集中處理，比較衛生，夏天也比較不會臭。」

等。 

另外，在日常節能的部分，如感應式照明、水循環等多數住戶也給

予贊同，認為能節省能源、減少資源浪費很好，但同時也認為這樣的節

省效果有限，如「省電燈具的話耶魯是某些部分有感應式照明，應該多

少都有比較省電吧，但感覺也不會省太多。」、「有沒有省電我沒有注意

欸，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比較節能。」、「有沒有省電我不知道耶，可

能他真的有省到電拉，但因為我們公設比較多，底下還有個垃圾冷藏室，

等於是全天候開著的超大冰箱一直在運轉，所以其實整體攤下來公共電

費還是蠻多的，所以你說的那些省電設施不知道實際效果是怎樣。就比

較無感這樣。」、「我覺得點滅式照明會有阿，…，確實會比較省電，要

不然平常沒人也亮著滿浪費的。…，自己家就沒有太多節省，因為是西

曬的房子，小孩回家都會開冷氣，但公共電費的部分多少有差。」；「收

集到的水會拿去澆花，我覺得這個就還不錯。有沒有比較省水我就不知

道了，就算它是用水循環的水去噴水(池)，多少還是會比沒有噴水池不

省水吧。雨水澆花的話可能多少有省到水，但感覺也沒有到省很多。」、

「游泳池每周換一次水，雖然是為了衛生著想，但也滿耗水的，所以就

算因為這些省電、省水器具有節省一點，但加上大公的水電費後，感覺

沒差多少。」；然而，是否有較節省水電費或許問題過於細節性，故亦

有不少受訪者表示未曾注意過是否較節省。 

綜上所述，多數使用者滿意的綠特色若以三重底線理論歸納則偏向

社會面之綠特色，如垃圾冷藏設施與室內環境品質，經濟面的綠特色如

日常節能的部分反而認為立意很好，但效果有限，與供給者之認知「住

戶滿意度較高的主要為停車場的感應式照明設計及雨水回收。…可以節

省大公的管理維護費用，所以受多數住戶喜愛」似乎沒有完全重疊。供

給者認為住戶十分重視大公的費用節省，故著重於提供經濟面的綠特色，

對社會面的綠特色較不重視，然而實際上住戶感受到的經濟效益並不如

供給者預期的如此樂觀，從而導致供給面與需求面的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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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邦建設旗下的綠建築住宅多為高價的高級住宅，與本次訪

談對象的住宅層次有所不同，亦有可能進而造成認知上的差異。如同富

邦物業管理曾提及「當客戶群是屬於高端的使用者時，他們很多都會自

己更換成更好的設備，所以我現在傾向都賣毛胚屋，住戶要裝甚麼是他

們的自由，而綠建築的設備都裝在公共空間，這樣不但可以繼續發揮綠

建築的效用，也不容易被住戶干涉。」，亦顯示出我國推動綠建築的困

境，較有能力負擔綠建築的客群，反而不願使用建商原先提供的綠特色，

導致綠建築價值延續的困難。 

三、不滿意的綠特色 

儘管多數受訪者表示社會面的綠特色較滿意，但不滿意的綠特色也

多集中於社會面，如隔音、室內溫度過高等。隔音又可分為輕隔間與窗

戶的隔音問題。本次訪談的社區大樓均為十五層樓以上建物，在考量到

建物載重的問題後，多使用輕隔間以減輕大樓重量，同時亦可達到二氧

化碳減量之目的，一舉多得，然而輕隔間亦造成許多隔音上的問題，多

數受訪者均表示「樓上從哪邊跑到哪邊都知道。但又沒有辦法，他只能

用輕隔間，怕太重，因為有二十幾層樓。所以樓上小孩跑步阿、動物叫

阿，都聽得見。」、「只要隔壁或樓上樓下講話大聲一點，或是有在吵架

的話，上下樓層都聽得到，隔音非常差」、「隔音的話，好像滿差的，以

前打電動都會有物管打電話來說有人抗議我們太吵，但我也只是講話大

聲一點而已啊。」，但在窗戶的隔音上，亦有受訪者表示窗戶減噪的功

能做的不錯，「窗戶有比較降低噪音沒錯，隔壁大樓在施工覺得沒有吵

到不能接受的地步。」，然而，輕隔間的噪音問題看似無解，只能利用

社區公約互相約束。 

另一方面，較多數人反應的問題為室內溫度過高與通風，此與採光

有一定程度之關聯，這三者皆屬於室內環境品質的部分，其涉及到的綠

特色包含熱負荷減量的遮陽板、深窗設計、多開窗以利自然通風等，惟

室內環境品質為易受其他因素影響，如房屋座向、個人生活習慣、當地

氣候等，故受訪者各有不同感受，整體而言多認為通風、採光尚屬舒適，

但因其他因素多數人仍會選擇開冷氣，以解決室內溫度之不適。如「他

有在窗戶裡面貼一層隔熱紙，所以室內有比較不熱。通風上都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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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也會開窗戶，晚上睡覺才開空調。…客廳還有主臥室的採光都不錯，

我覺得（深窗）可能是有影響一些採光拉，但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這邊全部都是落地窗的開窗，雖然採光很好，但是他沒有考慮到面向

問題，到下午的時候，太陽非常大，不管冷氣怎麼開，還是會覺得很熱。」、

「我覺得通風的部分還是滿吃空調的，只要有開空調就還滿 OK 的；採

光的話，公共空間採光都還滿好的，但是在自己住的地方的話就很吃座

向跟是不是邊間」、「白天通風還好，到下午的時候因為整個Ｃ棟都有西

曬的問題，就會很熱，所以我下午就會開冷氣。」、「我自己本身使用的

話，只要一下雨我就關窗，天氣很熱也會關窗。…而且相較於美國，台

灣真的很熱。」等。與供給者表示「他們因為過去的使用習慣（在美國

的生活習慣），更無法接受空調不夠冷的問題，故大多都是空調全天候

24 小時開著，更是與綠建築的建築理念背道而馳」不謀而合。 

其實，室內環境、通風、採光、空調彼此環環相扣，正如供給者所

言「目前綠建築對於空調節能的規定太過嚴苛，除了限制機型與節能效

率外，還限制空調的噸數。按照法定空調噸數去建設的話，冷氣會不夠

冷，導致人體舒適度不足時，進而造成建築內加裝更多分離式冷氣」、

「又，台灣大都市的空氣品質較差，想要透過開窗來自然通風，只會引

入更多灰塵，容易造成住戶反彈」，因此，當多數住戶都透過開空調以

調節室內溫度，並將冷氣運作產生的大量熱氣排出，開窗只會引入更多

熱氣，又再導致其他人也開冷氣，如此惡性循環，間接加深熱島效應之

問題。對此，供給者亦提出全熱交換器作為解決辦法，雖然無法像開窗

一般提供大量自然風，但亦可在未開窗的情況下與室外空氣交換，夏天

可以降低空調排出的廢氣溫度，冬天亦可直接引入室外 10 度的風，連

空調都不用開，亦可達到節能的目的。除此之外，供給者也點出綠化量

對熱島效應的重要性，除了可以加速二氧化碳的代謝、調節氣溫外，亦

可美化環境、提升市容。 

四、購買綠建築之意願 

購屋除了深受個人偏好與效用影響外，亦受預算之考量，尤其房屋

價格動輒幾千萬、幾億。一般而言，購屋的決策會因區位、生活機能、

交通可及性、社區內公共設施、室內格局、建材、景觀等影響，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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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加入購屋決策之主題，試圖從購屋決策中找出民眾提高購買綠

建築之誘因，並從價格角度切入，瞭解民眾對於綠溢價之接受程度。 

從訪談結果來看，多數的受訪者對於綠建築社區的整體居住經驗均

認為相較於其他非綠建築住宅還更好，然而進一步追問下次購屋時是否

會優先考量綠建築時，意見卻有很大的歧異。有受訪者認為持肯定之態

度「之後應該會把它納入購買條件，為了節能省電跟環保。」、「會。跟

你這樣聊下來我覺得綠建築真的很棒。」；也有受訪者認為綠建築僅作

為加分條件，但實際狀況仍要看其他房屋條件，如「我覺得主要還是要

看它的其他條件啦，如果它是綠建築，但是 location 不好、沒有我要

的公設，或是 view 不好的話，我也不會想買。」、「主要還是會看建築

物本身的設計，社區的公設，還有外在環境什麼的，但如果有綠建築的

因子在裡面的話，會比較加分這樣。」、「可能會考慮吧，因為這幾年的

居住經驗還不錯，但不會是必要考量，就像剛剛提到的，價格、位置、

居住環境那些可能才是優先考量的點。」；但亦有受訪者明確指出不會

考量綠建築，「不會耶，我現在住的內湖那邊，是 12 年買的，就算不是

綠建築，也都有這些設施阿。我也不怎麼知道甚麼叫綠建築。只要有這

些都好了，有沒有綠標章對住戶來說沒甚麼差啊。」顯示出受訪者只在

意實質效益，而不在意是否有經過認證；而「以承租的角度而言，如果

價格還在可以負擔的範圍內，然後這個社區有因為綠建築而可以明顯帶

來很好的居住環境的話，我是願意的，但就是不能太高，要在我能負擔

的範圍內。」則點出了價格的重要性。 

更進一步詢問受訪者有哪方面的綠特色時，會提高選擇綠建築之誘

因，多數受訪者均指出較偏好社會面的綠特色，經濟面次之，環境面為

最後。部分受訪者亦指出經濟面的綠特色較無感，且容易自行加裝，而

社會面的綠特色較難以自行加工。 

「以我而言當然是經濟面和社會面較重要，因為這兩個跟生活上比

較有關，像是減少開支或是提供生活上的便利性，但是環境面感覺比較

像是大方向的東西，為了整體都市或是整體環境而去做的東西，會不會

對周遭產生影響比較感覺不出來，所以個人而言會選擇後二者。如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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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選一個的話應該是社會面吧，因為這是居住在那裡面最能直接感受

到的部分。」 

「社會面吧，居住上的感覺。那經濟面影響不大，你真的知道你會

省了多少電嗎？我覺得很難評估，跟個人用電量比較有關。像是感應式

燈光，能省多少電？我是覺得沒有差別啦。」 

「我會比較在意社會面的吧，像植栽這種，是我直接可以看到的，

然後室內環境品質、垃圾處理設施什麼的也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這

些感覺比較會吸引我去買；但經濟面的這些都是可以住戶住進來以後來

再補強的，也不是什麼需要動大根基的東西，像我們這些感應燈也是後

來管委會自己裝的，所以就還好；那環保面的就更不用說了，房子這麼

貴的東西，應該很少人會因為它很環保就去買吧，而且我也看不到它在

哪裡，感受不到它的效益。」 

「應該是社會面吧。因為考量到這裡有垃圾分類以及汙水處理這些，

然後室內環境品質，他也有涵蓋到。經濟面的話，雖然效益可能有，但

實際感受到的部分比較無感，就想省水電那些，可能垃圾冷藏的電費就

全部打平了吧。社會面對居住環境比較有感，所以社會面比較重要。」 

「社會面或者經濟面吧。如果真的要選應該是社會面，因為經濟面

這些東西，像是點滅式照明、省水器具這種，都是可以事後自己裝的，

但是社會面的東西就比較吃原本建商給的，像是通風、採光還是垃圾處

理設施，自己比較不能加工。」 

其中僅有受訪者 D表示「我覺得都很重要。環境很重要，如果環境

不好的話，我們住起來也會很不舒服吧，如果綠建築可以讓環境更好，

那我覺得他就很重要；社會面就是你說我住起來的那些最相關的對吧，

所以他們也很重要，經濟面的話就還好，我從來都不去看帳單的。」，

認為環境面與社會面同樣重要，究其原因，應與受訪者人生經歷中較無

經濟壓力且已習慣美國式的生活有關。 

綜上所述，多數受訪者均認為社會面的綠特色較有實質上的效益，

且較會提升民眾選擇綠建築的誘因，此與供給者認為「經濟面的效益是

建商與住戶的雙贏，且多數的高端客戶群也較在意綠建築是否能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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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帶來經濟效益。」有所落差，而該認知落差可能導致供給者在設計產

品時沒有切中使用者的偏好，進而導致在消費者的眼中，現有的綠建築

商品與一般住宅並無不同，而無選購的意願。 

五、綠建築溢價 

除了效用外，價格亦是購屋決策的一大考量。過去的研究指出新北

市的綠建築具有 8%之綠溢價，若以綠建築等級劃分，則溢價由高而低

則為黃金級、銀級、合格級、銅級(陳奉瑤，2014)，若以價格的角度切

入，則民眾對於綠建築的溢價接受度為何？根據本次訪談結果，除了受

訪者Ｃ完全不考慮綠建築外，有受訪者認為「3-5%左右比較能接受。再

高應該就不會考慮。」、亦有受訪者認為 10%以內皆為可以接受的範圍，

而承租人的受訪者 A 則給予最高的溢價範圍「10-15%，但就是要在我

可以負擔的範圍內就是了。像這些普遍租金是一層是 18,000~19,000，

15%就是 21,000 左右吧，這都還可以接受。」，究其原因，應為租金相

較於房貸的金額較小，故接受的範圍較高。民眾可接受的溢價範圍與實

證結果大致相符，表示市場上的溢價確實有反映出「綠效果」，而非由

建築成本推升而致。 

而供給者同樣也認為綠建築的溢價除了受綠建築本身條件影響外，

亦受民眾認知影響。「在我們的認知中，台灣多數民眾仍對綠建築認識

不深，也不瞭解綠建築認證等級，假設現有一棟合格級的住宅，建商只

註明建物是綠建築，而不寫明是合格級時，通常這個房子價格普通，多

由中產階級購買，他不會介意綠建築是哪種等級，只要是綠建築就好，

所以合格級的溢價才會明顯高於非綠建築。」且為合格級溢價高於銅級

溢價提出看法，「銅級綠建築的價格通常與合格級類似，但對消費者而

言，在差異不大且當他們對認證內容不清楚時，就會認為較低階的綠建

築就好。」，儘管綠效果支撐了溢價，但對綠建築的認識不足卻也侷限

了綠建築市場的發展。 

六、綠建築的實用性 

除了民眾普遍對綠建築認識不足外，民眾對綠標章沒有需求亦是我

國綠建築市場難以發展的原因之一。「高價住宅通常已配備綠建築的綠



30 
 

特色，且建物有沒有申請綠建築認證，也不是那個購買族群最在意的點，

而只要社區環境、建物設備符合其要求即可。」供給者的這段話與受訪

者 C 的想法「我現在住的內湖那邊，是 12 年買的，就算不是綠建築，

也都有這些設施阿。我也不怎麼知道甚麼叫綠建築。只要有這些都好了，

有沒有綠標章對住戶來說沒甚麼差啊。」不謀而合。既然民眾對綠標章

沒有需求，則建商也沒有誘因申請綠標章的認證，只要提供相當之配備

即可，究應如何提升民眾對綠標章的信心與需求亦是需要克服的一大難

題。 

另一方面，本次訪談中也有受訪者提出綠建築實用性之質疑，「我

覺得耶魯的綠建築有點像是噱頭，並沒有從根本上為了綠色而思考，像

前面的花圃，它的排水其實很差，或是有些地方會照不到太陽，所以這

些花草我們定期都要鏟起來換掉，要不然就會死掉，根本就養不活，所

以我覺得遠雄的綠建築有點像是做好看的而已，沒有真的很實用。」；

綠特色無法正常運作似乎不是個案，碧連天的物業管理單位也私下透露

「其實那些雨水滲透池、雨水澆灌的水循環系統沒有在用，那時候交屋

太混亂，清點的時候也沒有清點到這麼細，我們接手後有請機電人員來

看，他們說那個系統設計不良，水抽不上來，所以根本沒辦法用，現在

的澆灌還有噴水池的水都是自來水。」。 

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商辦，太陽能板、風力發電等的設備會因為

建物外觀的設計或會取得最高容積率而犧牲了最佳的擺放地點，又或者

是使用者的習慣與設計無法互相配合，造成設備無法完全發揮。「這個

太陽能板本身來說，因為朝向的問題，效用並沒有那麼大。你看這邊是

面南邊，不是最好的面向，但建築師在設計大樓時，還是要顧慮到其他

美觀、或是面向道路的問題，所以西邊的立面沒辦法做太陽能板，這是

比較可惜的。」、「風力發電最可惜的是高度受到屋突影響，屋突會擋住

中間跟右邊那台，只有左邊沒有被擋住，它的發電量就會比較高。其實

如果不要裝風力發電，裝太陽能板會比較好。但是為了綠建築的規定才

說用風力發電。」、「綠色的頭是風力的偵測，如果室外風太大會關掉，

窗戶會自己打開關掉。…不過我們現在都是在中間控制那邊都把它關掉

了。因為開了窗戶以後會有噪音，所以上班很少開，設計的原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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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好使用。而且一旦開了，只有窗邊有風吹進來，中間通常會隔成會

議室，這樣會議室就會吹不到風。」綠標章根據各項指標給予不同程度

的規範，並提供容積獎勵作為誘因，希望促進建商提供各式各樣的綠特

色，以提升綠效益。然而，立意良善的制度卻也因為其他現實面的考量

而導致了沒有效率的結果，十分可惜。 

再者，綠建築使用的建材、設備等的成本均比普通住宅較高，若其

效益與成本不相當，市場自然難以發展，如同管理者所言「以福安紀念

館為例，近期更換了一組太陽能發電的設備，一組五萬多元，但一年才

發一萬度的電，效益遠低於這筆費用，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住宅，管委會

會同意更換嗎？而中水系統也是如此，家庭廢水中含有洗碗精、洗衣精

進入中水系統容易破壞水中的菌，導致中水系統難以發揮，但更換一套

中水系統卻要十萬元，如果你是住戶，你會同意更換嗎？…若換成住戶

在現行的情況下，很難想像他們會同意更換。如果未來台灣一度水漲到

40 元可能住戶就會願意使用中水系統了。任何綠建築的設備皆是如此，

成本效益才是住戶最大的考量點。」。我國水、電費相較於其他已開發

國家相對便宜，卻意外成為了我國難以推動再生能源與經濟面綠特色的

障礙，而費用較低似乎也成為許多使用者認為經濟面綠特色無感的原因

之一。 

同樣以成本效益觀點切入，亦可以解釋為何我國綠建築接受再次認

證的案件少之又少。「後續綠建築認證的經費是由管委會出，住戶不想

要花自己的錢，前面也有提到，有錢人十分強調錢要花在刀口上，斤斤

計較後才能有現在的有錢，所以大公的水電費、中庭花園的管理費等要

能省則省，只要居住環境適宜，他們並不在乎是否有綠建築認證，所以

多數的綠建築社區認證過期後都沒有重新認證。」儘管我國提供再次認

證費用減半的獎勵措施，但申請再次認證的建物仍然寥寥可數，究其原

因，即是使用者認為「沒有效益」所致，該問題與綠標章沒有需求性質

相同，現行提出各種獎勵措施僅是治標不治本，從民眾的認知推廣著手，

使民眾瞭解綠建築的效益、綠標章之必要性，才是治本之道，綠建築才

能走得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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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國的綠建築市場存在著許多結構上的問題，除了民眾

對綠建築認知不足、對綠標章沒有需求外，從成本效益的觀點來看，亦

難以說服民眾選擇綠建築。因此，如何提升民眾對於綠建築的選擇意願，

亦是推廣綠建築必須面對的課題，本次訪談內容亦加入何種獎勵措施才

能增加民眾選購意願之主題，盼能找出民眾最有吸引力之措施。 

七、對綠建築的建議 

在瞭解使用者對於綠建築的認知後，我們也進一步探詢使用者對獎

勵制度的態度。並提出了降低房屋稅賦、給予較高的購屋貸款成數、給

予較低的貸款利率優惠、提供金錢補助（如節能補助）或其他等方案，

希望瞭解何種措施能提高民眾選擇綠建築的意願。惟這方面沒有較一致

的結果，除了提高購屋貸款成數沒有人選擇外，其他均有受訪者支持。

而其中又以金錢補助與降低房屋稅這二種方案，受訪者有較多之看法。 

選擇金錢補助者，多認為金錢補助是最直接的辦法，如「我覺得金

錢補助是最直接的，但要限定民眾買了以後然後再拿單據去跟政府申請，

不要讓民眾先申請，這樣補助款比較不會被挪為他用，購屋的話就是購

屋補貼，租屋的話就是租金補貼這樣。」、「節能補助比較好，因為比較

能直接反應，如果每個月少花多少電，你就給多少補助。」等。 

而選擇降低房屋稅者則多認為該方案是所有方案中最可行的，如

「降低持有稅像是房屋稅或其他跟建商有關的稅賦的話也可以，一方面

鼓勵民眾選擇綠建築，另一方面也可以鼓勵建商多蓋一些綠建築。但其

他像是利率或是貸款成數什麼的，還是要看銀行吧，看個人的還款能力

什麼的，政府應該沒辦法干涉吧。」、「貸款利率跟貸款成數很難吧，這

跟銀行有關，我不相信政府會貼補利息。我覺得政府做得到的大概只有

降低房屋稅吧，但那是一年還是永久的？如果你說金錢補助，能補助多

少？房子這種這麼貴的東西，你補助個十萬有差嗎？根本有補助跟沒補

助一樣，我對政府沒甚麼信心拉。」。 

另外，受訪者 D因為其個人背景較無經濟壓力，故其也認為「這幾

個對我來說都沒有影響，因為我買東西最重要的是喜歡，如果今天就算

他是綠建築，但是如果他不好我不喜歡，那就算有這些補助我都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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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也點出了要提升民眾選擇綠建築的意願，產品本身的條件亦是

很重要的一環，如果產品不好，再多的獎勵措施也是枉然。 

而在供給者的方面，他們也對現行的綠建築制度提出許多看法與建

議。如前面已提過的空調限制。「住戶最無法接受的就是空調節能的部

分，這也是我們想要反應的，老師希望您們能幫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目

前綠建築對於空調節能的規定太過嚴苛，除了限制機型與節能效率外，

還限制空調的噸數。按照法定空調噸數去建設的話，冷氣會不夠冷，導

致人體舒適度不足時，進而造成建築內加裝更多分離式冷氣，反而本末

倒置，無法達到節能的目的。」、「我認為通風與外殼設計應該要占較高

的比重，才能相呼應，當外殼節能做的不好，空調就要進來補充，綠建

築的評分條件想的太樂觀，原本很好的東西，卻因為規則訂的不好而無

法得到很好的結果。」點出了空調限制噸數，卻反而導致舒適度不足而

本末倒置的不合理之處。 

而供給者也認為政府應提倡陽台、迴廊設計，以解決遮陽與漏水的

問題，加強外殼節能又可提升市容。「台灣是個多雨的國家，許多建商

為了蓋滿建蔽率、容積率，都會把窗戶裝在邊界，緊貼著外牆，但接縫

又沒有做好，導致一下雨，水就容易滲透進來，久了就會漏水。反之，

若我們在建物的北面或西面加入深窗、陽台或迴廊的設計後，東、西曬、

東北季風甚至滲水等問題都可以解決。我們建議應該使陽台、迴廊不計

入坪數並結合容積獎勵，如此一來，不但建商有誘因蓋陽台或迴廊，建

築師也可以拚命設計美美的陽台，不但解決遮陽與漏水的問題，建築物

也會較美觀，可提升市容。」 

除了綠建築硬體的規定外，供給者也認為若要促進建商提供綠建築，

或許可以直接從使用執照核發時著手，並簡化規範上的繁瑣與複雜，以

加速綠標章的核發。「(綠)標章大多都在獲得使用執照後半年才取得，

會有時間上的落差，我們建議這邊可以從法制面去推動，在審核使用執

照時直接由公部門來檢查是否有達到標章的要求，有則可直接發放證書，

且不要像智慧建築認證一樣設立一堆必、選修的項目別，直接規定有哪

些要求就好。」。在加強建商提供綠建築誘因的部分，也有受訪者提出

不一樣的看法，「政府可以改成『假如它不是綠建築的話，它就不能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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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怎樣』從這邊去推，那建商可能就會盡量去蓋綠建築。」認為用較強

制的方式去推動，或許能促進建商提供更多的綠建築。 

而管理者則針對綠建築的維護提出一些見解。「住宅這種私人空間，

我們是無法干涉的，尤其當客戶群是屬於高端的使用者時，他們很多都

會自己更換成更好的設備，所以我們現在傾向都賣毛胚屋，住戶要裝甚

麼是他們的自由，而綠建築的設備都裝在公共空間，這樣不但可以繼續

發揮綠建築的效用，也不容易被住戶干涉。」同時也解答為何許多遮陽

板、深窗設計都裝在公共空間。然而，這與使用者的認知卻有些許矛盾，

供給者為避免綠特色被換掉而選擇在公共空間提供，或改提供經濟面綠

特色；而室內環境品質卻占社會面綠特色很重要的一部分，不管供給者

選擇不提供或是僅提供於公共空間，將使該綠建築對使用者缺乏吸引力。 

綜上所述，使用者認為提供金錢補助與降低房屋稅或許能提升民眾

選擇綠建築之意願，然而提供好的綠建築產品亦同樣重要，而其中又以

社會面的綠特色較受使用者喜愛。在法制面的部份，若能提倡迴廊與陽

台設計，減少規範上的不切實際與複雜，簡化審核手續與時程，或許能

增加建商提供綠建築產品的意願。建商提供好的綠建築產品、政府提供

深受民眾信任的綠標章制度，民眾確實感受到綠效果，並在價格上給予

支持，建商更有意願提供綠建築，良性循環，如此一來綠建築市場將循

環不息，正向發展。 

八、小結 

整體而言，供需雙方都同意綠建築是很好的產品，但從訪談的過程

中可以發現，從滿意與不滿意的綠特色、購買意願、綠溢價、實用性等，

綠建築的使用者、供給者與管理者間或多或少均有些許的認知落差，而

其中又以綠特色的偏好差距最大。將使用者與供給者認為使用者對三面

向綠特色的看法，以顏色深至淺表示滿意度高到低，整理如圖二與圖三

所示。由圖中可清楚發現，供給者認為使用者偏好經濟面的綠特色，如

能節省大公水電費的省電燈具、雨水再利用的澆灌設施等；但實際訪談

後，使用者多認為這些綠特色省能效果有限，不如社會面綠特色來的有

感，如垃圾冷凍回收設施、垃圾集中室與室內環境等。而最不滿意的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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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供給者認為綠建築對空調節能的規定會導致空調不夠冷，但根據

訪談結果，使用者多表示沒有冷氣不夠冷的問題，反之，輕隔間則會帶

來程度不一的隔音問題，故給予不滿意的評價。另外，雖然綠建築現階

段在使用者心中僅是加分條件，但使用者也表示若有社會面的綠特色，

並搭配金錢補助或是房屋稅減免的話，或許能增加使用者選擇綠建築的

意願。 

然而，綠建築的實用性亦被部分使用者與管理者質疑，縱設計立意

良善，但實際上可能會因為施工技術、使用者使用習慣、其他現實考量

等而無法發揮其真正效用。而在綠建築硬體與審核方面的規定，供給者

亦提出不少建議，如廢除空調噸數限制、提倡迴廊與陽台設計，在核發

使用執照時一併審核綠建築等，以簡化審核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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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使用者對三面向綠特色滿意度 圖二 使用者對三面向綠特色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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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供給者認為使用者對三面向綠特色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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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綠建築是未來的都市發展趨勢，亦是許多已開發國家追求的目標，我國綠建

築認證制度(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Health,簡稱 EEWH 系

統)為全世界第四個推動的綠建築評估系統，推廣至今已十六餘年。然而，自民

國 89 年 9 月開放申請，截至民國 105 年 8 月，全台公、私有不分使用類別之綠

建築共有 1919 筆，對照這十六年的使用執照核發件數約 39.3 萬筆，僅占 0.4%，

比例相當懸殊。多數文獻均指出綠建築具有多項好處與溢價，但綠建築在台灣並

不普遍之原因究竟為何？是綠建築政策之推動不積極？還是使用者沒有享受到

實質的綠色效果，進而無法肯認綠建築標章的價值，以致市場無法呈現綠建築應

有的價值？如何兼由供給面、需求面及市場面分析認知落差，探究我國綠建築標

章或綠建築獎勵措施是否有改進空間，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 

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民眾普遍對綠建築認識不足是綠建築難以發展的主要

原因。除了不知道自己居住的社區為綠建築外，對綠建築的認識僅停留在「節能

省碳、環保、使用再生能源」等偏向環境面綠特色之印象，甚且，亦有部分民眾

聽到綠建築的第一直覺為「很熱、通風不佳」的負面觀感。實際上，綠建築除了

有環境面的綠特色外，亦具有節省能源費用的經濟面與提升居住品質的社會面綠

特色。其中又以社會面的綠特色最深受使用者滿意，此看法有別於供給者認為使

用者偏好經濟面綠特色之認知，此認知落差將可能導致供給者提供之產品不被需

求者欽賴。進一步探討為何有此認知落差，可解釋為「使用者認同經濟面綠特色

之效益，惟我國水電費較低廉，故能節省的費用有限，相較於社會面綠特色較無

感」，故整體而言較偏好社會面之綠特色。 

瞭解使用者偏綠特色偏好後，若能加強該方面的廣告與綠建築宣導，或許就

能提升民眾對綠建築的選擇意願。否則在房屋市場上，需求方居於弱勢的角色，

對房屋的資訊僅得由供給方做單方面的介紹而取得，故當銷售人員未對該社區的

綠特色做介紹時，住戶即無法得知該類資訊，而供給者可能也錯失了潛在消費者。 

市場上，效用屬於需求方之誘因，而價格則屬於供給方之誘因，綠建築的供

給與需求必須達成平衡，使整體綠建築市場健全發展，否則在市場無法支撐價格、

廠商無利可圖的情況下，建商將停止提供綠建築產品。對此，過去研究已指出新

北市的綠建築具有 8%的綠溢價，而該溢價與本次訪談中獲得民眾的回饋相當，

顯示不論使用者是否知曉其居住的社區為綠建築，但其確實有感受到綠效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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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表現在價格上。雖然多數受訪者表示現階段綠建築僅為加分條件，仍須考量房

屋整體的其他條件與預算，但若具備社會面的綠特色，並額外提供金錢補助或減

少房屋稅等優惠政策，則民眾將提高購買綠建築的意願。 

然而，綠建築價值的延續仍需仰賴後續的管理維護，否則在逐年折舊的情形

下，綠建築將與一般建物並無二異。對此，管理者也坦言，綠建築的維護成本較

高，導致相關節能綠特色難以被採用。如太陽能發電與中水系統等，其維護成本

遠高於設備所能帶來的效益，因此除了部分企業的商辦大樓，秉持著社會責任而

繼續使用外，難以想像會有其他住宅願意持續使用。 

另外，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有部分綠建築設備未有實際運作，其可能是因

為施工技術不良、與使用者使用習慣不符等，導致無法發揮其效用。然而，在某

些個案中亦不排除僅是為了取得綠標章、相關容積獎勵而做，實際上該綠特色根

本無法使用。此種「假」綠建築，充其量僅是具有綠標章的一般建物，並無任何

綠效益。惟假綠建築的存在將使民眾質疑綠建築的實用性，並破壞其他優良綠建

築的信譽。對此，政府應更加嚴格審核綠建築，除了須具備一定之硬體設施外，

亦須通過使用測試，以遏止此類假綠建築的出現，提高綠標章的公信力與效果，

減少民眾對綠建築的不信任，進而提升綠建築的普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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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Y04 

一、參加會議經過 

今年會議由美國不動產和都市經濟協會(AREUEA) 和阿利坎特大學(Alicante 

University)聯合舉辦，此次會議相當具學術性，報告人和評論人都有備而來，對主題的

討論、研究成果的後續發表助益很大，且可藉以了解新方法以及不斷變化的趨勢，和全

球發展的房地產和都市經濟領域，對掌握現今不動產學術發展之脈動，相當有助益。此

次會議於西班牙阿利坎特舉行，參加的專家學者約 300 名，為不動產學術研究人員、實

踐人員和政策決策人員提供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  

第一天的重頭戲是提供博士生張貼研究成果，並由投稿中選出三位進行口頭報告與

討論，此外由 Edward Coulson, David Ling, Piet Eichholtz 等三位教授分享其研究、簡報與

投稿經驗給即將畢業的博士生，例如:主題必須有趣、慎選合作作者、簡報需移動並目視

聽眾、投稿失敗後往上/下投稿等，雖然見解與經驗未必一致，但這對未來學術界新人的

發展影響很大，可以減少摸索、碰壁的時間，此可供國內辦理相關學術研討會的參考。 

後續兩天主要是三位 keynote speakers 的演講與 169 篇文章的發表，keynote speaker

的演講內容分別是: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教授 Christine Whitehead 演講 “Is social 

and affordable housing in jeopardy?”；CBRE 兼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教授 Richard 

Barkham 演講“Where are we in the current cycle?”，以及 Ohio State University Don Haurin 

教授分享“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homeownership and home equity extraction by senior 

households” ，顯見社會住宅、銀髮住宅是現在必須正視的課題。 

兩天共有 35 個分組議程，在投稿的 169 篇文章中，有 128 篇排入分組議程，此次

跨學校或跨國合作的文章非常多，平均一篇文章有 2.4 位作者，可見國際溝通合作在當

今普遍盛行。 

會議一共有80個場次，主題包括：Green Value and Housing Markets、REITs 、 

Land Market and Zoning Issues、Spatial Analysis、Urbaniz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ADBI 

SESSION)、Housing Afford-ability、Housing Price Dynamics and Risk 、 

Search Analysis and TOM、Housing Issues、Corporate Real Estate、Macro and Housing 

Prices、Commercial Real Estate、Credit and Housing、Risk、Housing Price Reactions、Real 

Estate Miscellaneous、Mortgages、Market and Arbitrage、Leases and Rents、Housing Prices 

and Neighbourhood Influences、Home-ownership、Real Estate Investment Vehicle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Capital Markets、Housing, Retirement and Demo-graphics、Housing 

Needs and Public Policy、Housing Debt and Crisis、Home-ownership and Segregation、

Revealed Housing Preferences、Housing Market。藉此機會可與全球相關學者互相切磋，

對本研究之成果發表，將有深層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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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Y04 

二、與會心得 

參加國際研討會藉由文章發表可吸引國際學者對台灣制度、不動產市場的興趣，

本次發表文章的場次由Piet Eichholtz教授主持，Eichholtz教授在綠建築方面的研究與

發表經驗豐富，個人發表的文章亦由他進行評論，他指出以台灣為名的主題必須與國

際文章有所連結，以凸顯其”有趣”；另外一些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敘述，但就國外學者

而言是陌生與不了解的部分，需要強化描述，例如:資料的篩選、台灣與其他國家綠

建築特色的差異性、文獻回顧不能只限於住宅類型等等，個人收穫頗豐富。此外也獲

得Professor Ben-Shahar Danny, Tel Aviv University、Professor Devine Avis, University of 

Guelph以及Mr. Odilon Costa提供具體建議，他們對台灣綠建築中的垃圾冷凍儲藏設備

感到好奇，這些疑問事實上呈現了國度間對綠建築的需求差異，提醒文章定位的重要

性與方向，對後續發表有很大的幫助。 

三、建議 

AREUEA相對其他國際會議屬於較為嚴謹的學術會議，大會主席、各場次主持人

在會前會確認論文報告人是否已提供文章給評論人，也確認評論人已收到，大家在有

所準備的情況下參與討論，而且聚焦在如何使文章變得更有可看性，這對國際發表而

言很有效益。個人以為，後續舉辦學術研討會，確認文章已完成才接受發表，比發表

或參與人數的多寡更值得重視。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2016 AREU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GRAM會議手冊及會議文章的隨身碟。 

keynote speaker Christine 演講   keynote speaker Barkham 演講 

報告人簡報    報告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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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Energy deple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re two global-wide issues most 

countries are solemnly concern about,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takes a big sha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therefore, the promotion of green 

buildings becomes the trend and leads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policy. EEWH, the 

Taiwanese green building certific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serve this purpose.  

This research is an on-going inspection on the effect of EEWH system and the green 

building trend in Taiwan. Most foreign literature shows promising premium and fast 

advancement in this global-wide green building trend, but looking back these past 

fifteen years only 113 EEWH certified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s were conducted in 

Taiwan. We took a closer look at the data in New Taipei City and ran regression 

model on over ninth thousand condominium transaction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EEWH certified buildings gains an average of 6.2% premium and it varies at different 

rating levels: 4.2%, 5.5% and 10.4% for qualified, bronze and silver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location, the buildings in downtown obtain higher green premium than 

those in the outskirts. Thirdly, Low-price transac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mium of 18% comparing to High-price transactions of 1.4%. We believe higher 

premium is seen in low-price transactions due to the extra marketing green 

certification have for these buildings. We then utilize our past method to analyze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green buildings based on triple bottom line concept and 

found that users do see their property excel in “planet” aspect but not “people” or 

“profit”. This finding hinted that support for premium is in a less-desired way and 

could very possible be the reason behind low EEWH penetration rate seen 

throughout cities in Taiwan. We conclude with a suggestion to the policy makers to 

reform EEWH system and regulations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advanced 

countries in sustainability. 

Current Version: June 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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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Energy deple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re two global-wide issues that most 

countries are solemnly concern about. Numerous research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construction industry one of the main causation for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Therefore, the promotion of the green building gradually 

becomes the trend and leads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policy. EEWH (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and Healthy), the Taiwanese green building certific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to combat this global issue. However, despite its 

early establishment, only 113 residential buildings were certified with EEWH by June 

of 2014. Besides new-built public buildings that are require to obtain EEWH and the 

luxury apartments incorporating concept of green desig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residentials for general public is not popular in Taiwan. 

Eichholtz et al. (2010) pointed out that Green Building, Energy Star label and LEED 

certification show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ice. The three respectively increased sales 

price of office buildings by 13.3%, 12.9% and 11.1%. RICS (2010) indicated green 

buildings were sold at an average of 16% premium. Pivo (2010) found that buildings 

with Energy Star labels could increase rent by 5.2% and occupancy by 1.3%. Aroul 

and Hansz (2012) studied city of Frisco and McKinney and found that green buildings 

receive a 2% premium on sales price. In addition, Andrea et al. (2012) also showed 

that buildings with BREEAM label received 30.5% premium on sales price in London. 

Chen et al.(2014) first had an empirical study in Taiwan and found green premium 

exist in high-end housing. 

Most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green buildings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bring a premium. Is this the case in Taiwan? Would the green premium b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geological location? How would the market react if bonuses are given to 

green buildings?  

 

2. Literature Review 

2.1 Green premium 

Reviewing literature, there are positive effect and negative impact on real estate 

price. RICS (2010) indicated green buildings were sold at a 16% premium. Fuerst and 

McAllister (2011) also found a price premium of 25% for LEED rated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26% for ENERGY STAR buildings. Ramya and Andrew (2012) showed 

2% premium for transactions with green residential building characteristics. Aroul 

and Hansz (2012) also found sales price increase 2% on urban buildings. Eichholtz et 

al. (2010) pointed out that green building, Energy Star and LEED certification show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ice. The three certification respectively increased sales price 

by 13.3%, 12.9% and 11.1%. Yongheng et al.(2013) studied Singapore’s green 

6



4 
 

buildings and found that the market premium of GM-rated units is about 10% at the 

resale stage, compared to about 4% during the presale stage. It showed that green 

building effectiveness is significant and accepted by consumers so that it could 

reflect the energy-saving utility on the sale price. 

Most of the researches have a positive premium result. However, Yoshida and 

Sugiura (2012) pointed out green-labelled buildings resulted in a 5% discount. Zheng 

et al.(2011) indicated that greenest building in Beijing hit premium of 17.7% at 

presale but a 11% discount at resale. 

In Taiwan, Chen (2011) investigated 120 appraisers to their awareness of green 

building prices by questionnaire. It shows 87% appraisers agreed green build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ale price theoretically and 66% believed they will react 

positively in the market but the impact less than 10%. Chen et al. (2014) conduct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 Taipei University District from 2009 to 2012. However, 

the empirical result was not significant. 

 

2.2 Green features 

Green premium is based on green features. Simons et al.(2014) examined how green 

building attributes are considered by office building tenants in terms of 

economic(profit), social(people), and environmental(planet) benefits which basic 

concept of the triple bottom line was coined by Elkington (1999).  

“Profit” is defined as economic values created by green building feature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save operating costs, such as use of LED light and energy-saving 

central air-condition etc. Federal Facilities Council (2012) pointed out that the 

operating costs about 60% to 80%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cost, and energy-saving 

design takes only 5% to 10% of the co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st savings for the 

help in the long run. Lewis (2004) compared the energy-related operating costs of 

green building and non-green construction. He found a reduction of approximately 

25% to 40%, while also reducing waste, sewage treatment and other expenses. 

“People” is defined as social benefits created by green building features, such as 

lighting, air quality etc. The features of “social” is to increasing operational benefits 

efficiency while “economy” focuses on operating costs reduction. Kats (2003) found 

employee’s productivity was up by 1% over those of other non-green building, and 

the greener label the higher productivity. Furthermore, the better and the more 

types of green features, the more value is receptive to users because of their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of users’ willingness to pay to green building and 

non-green building features was carried by Chau et al. (2010). They adopted the 

order logit analysis and found that both parties believe that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llowed by indoor air quality, noisy reduction, landscape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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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Wiencke (2013) investigated to green building users in Swiss. He used tobit 

model and the findings pointed out that the highest price users willing to pay for is 

“people” features. Simons et al. (2014) had a questionnaire to office user, the results 

also pointed out that “soci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green feature users care about. 

Above researches indicated social green characteristics give users direct and 

substantial utility. 

“Planet” is defined a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reated by green building features, 

such as water content, Use of renewable building materials, etc.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s a consensus, but less price related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Simons et al. (2014) survey found that users were mor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green features, followed by the “economic”, and less for “environmental” aspect.   

Green premium maybe be due to developer’s rising costs, maybe from theusers’ 

green cognitive or experience. Conversely, if developers provide green 

characteristic and only green to green and unable bring utility to users; green 

premium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in the long term.  

 

3. Methodology 

3.1 Model 

We exams the price effect of the green label with hedonic regression model in New 

Taipei City. The basic empirical model is as following, 

Ln(Pi) = α0 +∑βj

m

j=1

Xji + ∑ βkDki + βgGi + εi

n

k=m+1

 

Where Ln(Pi) is ith per unit price; α0 is intercept; βj is coefficient of jth factor, and Xji is 

jth physical characteristic of ith. Dki is ith sample of kth virtual characteristic; βg is 

coefficient of green building variable; Gi is dummy variable for green building, and 

𝜀𝑖：residual of ith normal distribution. 

We consider property characteristics from literatures and the information Actual 

Price Registration supported in hedonic regression model. Dummy variables include 

green building variables (Eichholtz et al, 2010;. Yongheng et al, 2013;. Reichardt et al, 

2012), the building materials rating (Leopoldsberger, 2011; Pivo, 2010), frontage 

condition, presale or not (Yongheng et al, 2013), compartements, transaction year 

(Reichardt et al, 2012),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Continuous variables include 

property age (Reichardt et al, 2012;. Aroul and Hansz, 2012), transfer floor (Lorenz 

et al, 2006.), property floor, and location factor (Eichholtz et al, 2010.). Green 

building variab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bservation variable and the others are 

contro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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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ata 

As of June 2014, there are 113 EEWH buildings in Taiwan. Most of the green 

buildings are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Taiwan (69.9%), especially in New Taipei 

City(46.8%). Due to regulations bonus, silver level buildings are more seen than 

other levels. There are 32 buildings with EEWH in New Taipei City, including 11 

Qualified, 6 Bronze, 12 Silver, and 3 Gold buildings. We refer to Eichholtz et al.(2010) 

and gathers transactions within 500 meters from green buildings as comparable 

properties. Totally of 9414 transactions in high-end condos, with 2,916 EEWH 

(32.33%) and 6,104 non-EEWH (67.67%) within 500 meters and property age in 3 

years,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We adopt cluster analysis to separate 

transactions into 11 groups to control spatial difference. The transaction data 

description is as Table 1. 

Average transaction price of EEWH building is NT$377,840 per ping and non-green 

building is NT$329,100. If we only focus on the aspect of price, average price of 

EEWH buildings is around 14.8% higher than non-EEWH buildings. If we subdivide 

EEWH buildings into different levels as Qualified, Bronze, Silver and Gold, the 

average transaction prices are NT$328,640 thousand, NT$378,850 thousand and 

NT$444,220 respectively. It seems that higher green level result with higher 

transaction price. The price distribution is shown in Table 2. 

 

4. Empirical results 

4.1   The impact of EEWH label on housing price 

The result shows an average premium of 6.2% for EEWH certified buildings in New 

Taipei City (see Model 1 in Table 3). In Model 2, we find that average premium of 

Qualified, Bronze and Silver level are 4.2%, 5.5% and 10.4%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was as expected that higher level of EEWH does yield higher premium. The EEWH 

Gold and Diamond level was an exception as we excluded it from our research due 

to lack of samples. Besides the high premium, building silver seems to be optimal 

because of the 6% FAR incentive for the urban renewal developers in New Taipei 

City.  

4.2   The premium effect in different housing price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EEWH impact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price level. We 

adopt the quantile model; 10 quantile, 25 quantile, 50 quantile, 75 quantile, and 90 

quantile of the price level; to estimate green premium (see Table 4). It shows that 

the premium of EEWH building is 18.0%, 12.5%, 4.7% and 1.4% respectively fro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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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le to 75 quantile. They are at significant level of 1% to reject the non-null 

hypothesis that green label has no impact on housing prices. There is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mium and price level. The lower price level is, the higher 

green premium. In the 90 quantile price level is even negative but not significant. 

We suggest price is mo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location in high-price level property 

and the impact of EEWH on building is relatively small. On the contrary, EEWH effect 

is more useful at low-price level property. 

4.3   The premium effect in different location 

The EEWH buildings in New Taipei City has the average premium of around 6%. To 

analyze location effect of EEWH we grouped properties into two groups: downtown 

group with cluster 1 to 4 are drawn from Banqiao and Xinzhuang District, and 

suburban group with cluster 8 to 11 are drawn from the Tamsui, Sansia, Shulin, 

Linkou and Yingge Distri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5. The average 

premium of EEWH buildings in downtown is 7.6%, while suburb average is 5.4%. It 

shows that green buildings in downtown have slightly higher competitive edge 

comparing to the effect in the suburbs.  

4.4   Feature analysis by the triple bottom line 

The empirical result of feature analysis is as Table 6. We conclude green features’ 

price impact by standard coefficient from Triple Bottom Line. It shows as Table 6. 

Environmental (Planet), social(People) and economic(Profit) standard coefficient are 

0.203, 0.081, -0.046. Both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green features produc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rices, but the economic features on the price are 

negative. 

We speculate that exposed pipework and light steel frame a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environmental side, these two features are a tendency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presents significant energy saving light and balcony garden to rate negative impact, 

for this reason as mentioned above, may be they are almost standar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nd it’s easy to be replaced on their own modification. Although the 

empirical results more approach to the green policy objectives, however we cannot 

include all of the features. Green building policies should be more focused on 

features’ virtual function and marketability in the future. If we could connect more 

with users’ preference, it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green buildings. 

 

5. Conclusion 

Most foreign literature shows promising premium and this paper affirmed that 

green certification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ransaction price as most literatures 

suggested. It shows that EEWH certified buildings gains an average of 6.2%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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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varies at different rating levels: 4.2%, 5.5% and 10.4% for qualified, bronze 

and silver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location, the buildings in downtown obtain higher 

green premium than those in the outskirts. Thirdly, Low-price transac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mium of 18% comparing to High-price transactions of 1.4%. 

We believe higher premium is seen in low-price transactions due to the extra 

marketing green certification have for these buildings.  

However, it contradicts with the market condition in past fifteen years only 113 

EEWH certified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s were conducted in Taiwan. we analyze the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green buildings based on triple bottom line concept and 

found, again, that users do see their property excel in “planet” aspect but not 

“people” or “profit”. It implied that, to obtain EEWH certifications, developers 

designed building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the environment but focused less on 

features that are social-friendly or resource-saving. Transaction price was 

reasonably risen as developers passed down additional cost of building green for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urchase. However, low penetration rate hinted the 

developers’ lack of faith in absorption of the planet-focused sustainable buildings. 

They are not to be blamed as they are merely reactant to the EEWH certification 

rul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Transforming the system to focus on encompassing 

features that are resource-saving would support the transaction price increase 

fundamentally and might be the long-term solution to low EEWH buildings 

penetra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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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 description 

Variables EEWH Transactions Non-EEWH Transactions 

EEWH Variables Samples Percent Samples Percent 

EEWH 2,916 32.33% 6,104 67.67% 

Qualified 1,504 51.60% - - 

Bronze 302 10.40% - - 

Silver 1,110 38.10% - - 

Other Variables         

Construction 686 23.50% 173 2.80% 

Main Road 2,916 100.00% 5,886 96.40% 

Compartment 2,913 99.90% 6,074 99.50% 

Management 2,716 93.10% 5,761 94.40% 

Time Variables         

2012 935 32.00% 1,623 26.60% 

2013 1,370 47.00% 3,125 51.20% 

2014 611 21.00% 1356 22.20% 

Location Variables         

Cluster 1  236 8.10% 161 2.60% 

Cluster 2  199 6.80% 456 7.50% 

Cluster 3  66 2.30% 121 2.00% 

Cluster 4  331 0.114 1085 0.178 

Cluster 5  96 0.033 272 0.045 

Cluster 6  24 0.80% 248 4.10% 

Cluster 7  145 5.00% 114 1.90% 

Cluster 8  753 25.80% 1,819 29.80% 

Cluster 9  762 26.10% 1094 17.90% 

Cluster 10  220 7.50% 734 12.00% 

Cluster 11  84 0.029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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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description- EEWH labels and transaction price 

 

 Samples  Price(NT$1000)   

Certified Quantity % Mean SD 

 Non-EEWH  6,104 67.67% 329.1 122.1 
 

EEWH   Total 2,916 32.33% 377.84 173.73 
 

Qualified 1,504 16.67% 328.64 180.18 
 

Bronze 302 3.35% 378.85 153.22 
 

Silver 1,110 12.31% 444.22 145.84 
 

 

Table 3  Impact of EEWH on transaction price 

Independent Variable 
 

Model 1 
  

Model 2 
 

Intercept 
 

10.438 *** 
  

10.465 *** 
 

EEWH 
 

0.062 *** 
     

Qualified 
     

0.042 *** 
 

Bronze 
     

0.055 *** 
 

Silver 
     

0.104 *** 
 

2013 
 

0.141 *** 
  

0.141 *** 
 

2014 
 

0.226 ** 
  

0.225 *** 
 

Area  -0.014 **   -0.014 **  
Age  

 
-0.020 *** 

  
-0.020 *** 

 
Construction 

 
0.016 *** 

  
0.018 *** 

 
Main Road 

 
0.126 *** 

  
0.135 *** 

 
Transfer Floor 

 
0.005 *** 

  
0.004 *** 

 
Total Floor 

 
0.004 *** 

  
0.003 *** 

 
Compartment 

 
-0.034 

   
-0.039 * 

 
Management  

 
1.408 *** 

  
1.405 *** 

 
Cluster 1 

 
1.151 *** 

  
1.128 *** 

 
Cluster 2 

 
1.351 *** 

  
1.339 *** 

 
Cluster 3 

 
1.155 *** 

  
1.129 *** 

 
Cluster 4 

 
1.131 *** 

  
1.103 *** 

 
Cluster 5 

 
1.087 *** 

  
1.069 *** 

 
Cluster 6 

 
0.998 *** 

  
0.959 *** 

 
Cluster 7 

 
0.612 *** 

  
0.588 *** 

 
Cluster 8 

 
0.508 *** 

  
0.499 *** 

 
Cluster 9 

 
0.411 *** 

  
0.393 *** 

 
Cluster 10 

 
1.408 *** 

  
1.405 *** 

 
Adj. R

２
  0.880       

Note 1：Independent variable is Ln transaction unit price  

Note 2：***、**、*indicates significance at the 1%、5%、10% levels, rejects null hypothesis with 
two-tail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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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Impact of EEWH on transaction price –Quantile result 

      Model    
Variables  

  0.1   0.25   0.5   0.75   0.9 

Intercept 
 

10.632 *** 
 

10.464 *** 
 

10.390 *** 
 

10.417 *** 
 

10.405 *** 

EEWH  
 

0.180 *** 
 

0.125 *** 
 

0.047 *** 
 

0.014 *** 
 

-0.001 *** 

2013 
 

0.134 *** 
 

0.135 *** 
 

0.131 *** 
 

0.132 *** 
 

0.130 *** 

2014 
 

0.234 
  

0.225 *** 
 

0.217 *** 
 

0.206 *** 
 

0.197 *** 

Area  -0.087 ***  -0.031 ***  0.007   0.009   0.028 ** 

Age  
 

-0.029 *** 
 

-0.022 *** 
 

-0.022 *** 
 

-0.020 *** 
 

-0.011 *** 

Construction  0.038 **  0.027 ***  0.034 ***  0.047 ***  0.033 ** 

Main Road 
 

0.099 *** 
 

0.123 *** 
 

0.144 *** 
 

0.128 *** 
 

0.112 *** 

Floor 
 

0.005 *** 
 

0.004 *** 
 

0.004 *** 
 

0.004 *** 
 

0.004 *** 

Total Floor 
 

-0.003 *** 
 

0.000   
 

0.004 *** 
 

0.007 *** 
 

0.007 *** 

Compartment 
 

-0.013   
 

-0.026   
 

-0.054 *** 
 

-0.030 ** 
 

-0.014   

Management 
 

0.033 *** 
 

0.045 *** 
 

0.051 *** 
 

0.055 *** 
 

0.025 ** 

Cluster 1 
 

1.479 *** 
 

1.435 *** 
 

1.405 *** 
 

1.386 *** 
 

1.384 *** 

Cluster 2 
 

1.175 *** 
 

1.129 *** 
 

1.158 *** 
 

1.216 *** 
 

1.213 *** 

Cluster 3 
 

1.407 *** 
 

1.381 *** 
 

1.333 *** 
 

1.354 *** 
 

1.341 *** 

Cluster 4 
 

1.263 *** 
 

1.193 *** 
 

1.142 *** 
 

1.136 *** 
 

1.118 *** 

Cluster 5 
 

1.231 *** 
 

1.180 *** 
 

1.144 *** 
 

1.136 *** 
 

1.094 *** 

Cluster 6 
 

1.087 *** 
 

1.063 *** 
 

1.080 *** 
 

1.133 *** 
 

1.133 *** 

Cluster 7 
 

1.027 *** 
 

1.003 *** 
 

0.957 *** 
 

1.019 *** 
 

1.030 *** 

Cluster 8 
 

0.713 *** 
 

0.650 *** 
 

0.608 *** 
 

0.596 *** 
 

0.565 *** 

Cluster 9 
 

0.525 *** 
 

0.517 *** 
 

0.507 *** 
 

0.510 *** 
 

0.502 *** 

Cluster 10   0.459 *** 
 

0.419 *** 
 

0.419 *** 
 

0.438 *** 
 

0.422 *** 

Pseudo/Adj. R
２

   0.594   0.628   0.687   0.712   0.694 

Note 1：Use Ln transaction unit pric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 Model 

Note 2：***、**、* indicates significance at the 1%、5%、10% levels, rejects null hypothesis with two-tail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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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Impact of EEWH on housing price –Spatial result 

Variables Model 3  Model 4  

Intercept 10.912 *** 10.914 *** 

EEWH 0.060 *** -   

Downtown 0.654 *** 0.648 *** 

Downtown *Green -  0.076 *** 

Suburban*Green -  0.054 *** 

102 0.108 *** 0.108 *** 

103 0.171 *** 0.170 *** 

Area -0.013 
 

-0.013 * 

Age -0.009 *** -0.009 *** 

Construction 0.060 *** 0.052 *** 

Main Road 0.116 *** 0.117 *** 

Transfer Floor 0.005 *** 0.005 *** 

Total Floor 0.009 *** 0.010 *** 

Room 0.003 
 

0.004  

Compartment -0.029 
 

-0.029  

Management 0.032 *** 0.031 ***  

Adj R-Squared 0.803  

Note 1：Independent variable is Ln transaction price each ping  

Note 2：***、**、*indicates significance at the 1%、5%、10% levels, rejects null 
hypothesis with two-tail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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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mpact of green features on price 

Variables Coefficient Standard Coefficient 

Intercept 10.832  ***  

EEWH 0.076  *** 0.243  

balcony garden -0.025  

 

-0.079  

permeable paving -0.002  

 

-0.006  

infiltration ponds -0.002  

 

-0.007  

sun visors -0.018  * -0.039  

energy saving lights -0.023  *** -0.049  

exposed pipework 0.026  *** 0.091  

light steel frame 0.036  *** 0.125  

recycle materials 0.020  ** 0.062  

natural materials 0.027  *** 0.081  

water-efficient appliance 0.014  * 0.042  

garbage room 0.012  

 

0.030  

refrigerated garbage device 0.004  

 

0.013  

2013 0.136  *** 0.477  

2014 0.231  *** 0.622  

Area -0.057  *** -0.146  

Age -0.007  *** -0.125  

Shape 0.050  *** 0.161  

Transfer floor 0.003  *** 0.141  

Ln land area 0.058  *** 0.166  

Bus stops in 200m 0.000  

 

-0.029  

1/Dschool 2.156  

 

0.018  

Adj. R
２

 0.500   

Note 1：Independent variable is Lntransaction price per ping  

Note 2：***、**、*indicates significance at the 1%、5%、10% levels, rejects null hypothesis with 
two-tail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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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Green features’ price impact by Triple Bottom Line 

View Features 
This article  Chen et al.(2014) 

Standard Coefficient Sum  Standard Coefficient Sum 

Environment 

permeable paving -0.006 

 

0.203 

 -0.044 *** 

0.196 

infiltration ponds -0.007 

 

 0.022   

exposed pipework 0.091 ***  0.102 *** 

light steel frame 0.125 ***  0.138 *** 

recycle materials 0.062 **  0.015   

Social 

balcony garden -0.079 

 

0.081 

 -0.067 *** 

0.025 

natural materials 0.081 ***  0.092 *** 

garbage room 0.030 

 

 -0.017   

refrigerated garbage 

device 

0.013 

 

 

-0.002   

Economic 

sun visors -0.039 * -0.046  0.013   

- energy saving lights -0.049 ***  0.001   

water-efficient appliance 0.042 *  0.014   

 

 
Figure1  Cluster groups of EE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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