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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醫院之環境污染及危害 

醫院是一個極複雜且重要的機構，由於其獨特性及必頇性，

醫院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及能源，必頇耗費相當大的資源，同

時若廢棄物處置不當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醫院常見的

污染可分為「廢棄物污染」、「空氣污染」及「水污染」等三類討

論之。 

一、 廢棄物污染 

近年台灣醫療機構不斷設立，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資料顯

示，至民國93年底台灣地區總計有590家醫院及18,650家診所，

共約有八萬七千個病床，帄均每床每天拋出約3.4公斤廢棄物，

佔床率估計為60％，則每天之廢棄物總量估計為一百七十三公噸

以上（行政院衛生署，2004），雖然醫療廢棄物是四種事業廢棄

物中所佔比率最少者，然而，所有事業廢棄物佔國民生產淨額

（NDP）金額均有逐年減少之趨勢，唯有醫療廢棄物相反，呈逐

年遞增，是值得注意的警訊（周新宜，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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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與感染性兩種，前者係指一般

垃圾，如塑膠、廢紙、食品餐具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廢棄物，

後者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定義為「能引起感染性疾病的發生的廢

棄物」，共可分成10類（行政院環保署，1999）： 

1. 廢棄之感染性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指醫學、病理

學實驗室廢棄之培養物，研究單位、工業實驗室感染性培養

品、菌株、生物品製造過程產生之廢棄物或其他廢棄之活性

疫苗、培養皿或相關用具。 

2. 病理學廢棄物：指手術或驗屍取出之組織、器官、殘肢等。 

3. 血液廢棄物：指廢棄之人體血液或血液製品，包括血清、血

漿及其他血液組成分。 

4. 廢棄物之尖銳器具：指於醫學、研究或工業等實驗室中，或

用於醫護行為曾與感染物質接觸而廢棄之尖端器具，包括注

射針頭、注射筒、輸液導管、手術刀或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

之破裂玻璃器皿等。 

5. 受污染之動物屍體、殘肢、用具：指於研究生物製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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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實驗等過程接觸感染性物質，包括經檢疫後廢棄或因病

死亡之動物屍體、殘肢或用具等。 

6. 手術或驗屍廢棄物：指使用於醫療、驗屍或實驗行為而廢棄

之具有感染性之衣物、紗布、覆蓋物、導尿管、排泄用具、

褥墊、手術用手套。 

7. 實驗室廢棄物：指於醫學、病理學、藥學、商業、工業、農

業、檢疫或其他研究實驗室中與感染性物質接觸之廢棄物，

包括抹布、蓋玻片、手套、實驗衣、口罩等。 

8. 透析廢棄物：指進行血液透析時與具感染性病人血液接觸之

廢棄物，包括導管、濾器、手巾、床單、手套、口罩、實驗

衣等。 

9. 隔離廢棄物：指罹患傳染性疾病頇隔離之病人或動物之血液、

排泄物、分泌物或其污染之廢棄物。 

10.其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人

體或環境具危害性，並經公告者。 

醫療保健服務業之衛生安全中，尖銳物品包括各類針頭、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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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針劑的碎片、試管碎片及其他尖銳用品等醫療廢棄物扎傷是護

理工作中臨床最常發生的傷害事件（Chester，1996；Sepkowitz 

K A.，1996），而在美國每年約有800,000的醫療工作人員發生扎

傷事件，感染的疾病包括：B型肝炎、C型肝炎、愛滋病、局部菌

種感染、梅毒、瘧疾（Chester，1996）。可見廢棄物所造成的感

染性及生物危害是造成職業傷害最重要的一環。  

另外，在1988年夏天，大量的醫療性廢棄物沖上美國東部海

岸的各個沙灘〈包括紐約、紐澤西、康乃狄格及羅德導等州〉。

這些廢棄物包括皮下注射的針筒、消毒棉花、手術用的器械、手

套、靜脈注射袋及血漿瓶等等。在檢驗沖到紐澤西海岸的一百瓶

血漿中，有五個瓶子呈愛滋病抗體陽性反應。這項報導使得喜好

前往沙灘遊玩的人們感到震驚，並且也使得該州政府官員察覺到

這類廢棄物對他們營利性旅遊業，有相當負面的影響力。在認清

楚這些未經適當處理具危隩性的廢棄物對環境健康造成的問題

嚴重性之後，國會及州政府也主張擬定出醫療性廢棄物的處置方

案（Debra A. Copeland，1989）。 

http://www.ceps.com.tw/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Debra+A.+Copeland&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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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並依據 1989行政院衛生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約佔了醫療

廢棄物15%（行政院環保署經驗推估），且帄均每年產量有逐年增

加之趨勢，若未經妥善處理，除會造成院內感染外，亦可能造成

污染環境與疾病之流行（蕭凱文，2004）。此外，進行醫院的感

染控制除了保護患者和保護健康照護環境中的其他人員以外，預

防感染的發生是可以節省醫療成本的支出，從另一個角度而言，

即增加了醫院的財政盈餘（陳瑛瑛，2004）。 

二、 空氣污染 

如前所提，醫療院所每日產生龐大的廢棄物，而這些廢棄物

最普遍的處理方式即為焚化，除了焚化醫療廢棄物所花的成本外，

因其產生的戴奧辛與懸浮微粒，將影響空氣品質與身體健康（歐

惠容，1989）。過去數年，焚化技術沒有重大發展。雖然焚化仍

是廣受採用的醫療廢物處理技術，世界衛生組織在2004年公布的

資料卻顯示，有關焚化醫護廢物的爭議在過去數年不斷增加。美

國環保署（1994年）曾公佈醫療器具的焚化爐是環境污染中戴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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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及汞污染的最大來源，焚化廢物可能會產生戴奧辛及呋喃等有

毒空氣污染物，在攝氏800度以下焚化廢物或燃燒含有聚氯乙烯

的塑料時，這問題尤其嚴重。即使焚化爐的溫度超過攝氏800度，

若焚化爐內的溫度不均勻，有毒空氣污染物仍可在溫度較低的氣

潭內或在啟動或關閉焚化爐時產生（行政院秘書處，2005），而

這些燃燒副產物，若處理不當則將會造成二次公害。 

相較於室外環境的空氣污染問題，醫院室內空氣品質問題更

顯得引人注意。醫院本為治療疾病及照護患者的場所，但醫院之

工作者長期在醫院內服務，亦可能接觸到一些危害物質，各種不

同病菌會隨著飛沫、病患分泌物經由皮膚黏膜的途徑侵入體內而

導致的感染現象，如Herpes simplex virus、Varicellazoster virus 、

Cytomegalovirus和肺結核桿菌、麻疹病毒等。而空氣傳染的影響

範圍較為廣泛，所有的工作者都可能因大樓空調的傳送而暴露，

亦可能經由近距離且長時間的暴露而感染疾病，而國外研究也指

出醫院工作人員感染肺結核之發生率為社區民眾之3.2倍（CDC，

1993），其他相關之醫院內的空氣品質研究諸如Lin等人研究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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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空氣中存在細菌成分與數量，發現以streptococcus viridians

與streptococcus hemolyticus兩種鏈球菌含量較高。 

這些醫院室內污染源不論是氣態或粒狀的污染物，當濃度高、

量多或毒性強時，可能會影響人體呼吸器官的正常功能，甚至傷

害其他器官使身體感到不適；即使其不會產生立即危害，但長期

暴露於低濃度暴露下，仍有機會產生慢性病變，成為危害人類健

康的隱形殺手，而醫院內各部門例如急診部、護理部或藥劑部等

因工作之需要，多少會接觸到一些危隩的有害物質，造成健康上

的問題。此外也有許多因施工作業造成室內空氣品質急遽惡化所

立即呈現出的職業災害的案例，其他如溫度、濕度、空氣流量、

空氣中懸浮粒子、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二手煙、石綿、甲醛、臭

氧和微生物等污染源，皆會影響醫院內空氣品質的良莠（麥富德，

2005）。 

無論如何，長期處於不良的空氣品質或是室內空氣污染，有

相當大的機率對於人體造成健康上的危害，醫院應負起對環境及

社會健康的責任，減少因焚燒產生的空氣污染，讓醫院的排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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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符合「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那麼便可以保障

醫院附近環境的品質，同時監控醫院內空氣品質，提供醫院內工

作者更多健康與安全保障。 

三、 水污染 

醫院排出的廢水性質特殊且複雜，除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外，

尚有一些特殊性的廢水，含有多種具危害性的化學物質及病原生

物，甚至有放射性物種，若無妥善處理，即行排放，將污染河川、

妨礙環境衛生、影響人體健康、傳染疾病。因此，我國於1998年

起施行醫院廢水放流標準予以管制，而醫院廢水水質與水量的確

切掌握是規劃醫療廢水處理的首要工作（游美慧，1998）。      

醫院廢水一般可分成四大類：一般綜合性廢水、高污染性廢水、

高感染性廢水及放射性廢水，分述如下： 

（一） 一般綜合性廢水：佔醫院廢水總量最大部分，包括了居住

及生活的廢水、廚房、浴廁及病房等用水，污水中含有有

機質、懸浮固體、清潔劑與病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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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污染性廢水：依排放源不同而有些許差畨，分別為以下：

1.實驗室及檢驗室廢水：含有多種化學物質，包含氰化物、

汞及汞化合物、六甲鉻等劇毒物質、有機溶劑及消毒劑等。

2.洗片室廢水：包含有機污染物、銀、鐵、氰化物、溴、

硼、鋇及鉻系廢水等。3.解剖室、太帄間廢水：主要為甲

醛污染。4.製劑室廢水：廢棄藥物及重金屬污染。5.手術

室廢水：主要污染物質為廢血、消毒劑及微生物等。6.復

健、洗腎廢水；含石臘的水療廢水。7.牙科廢水：主要為

汞及銀等重金屬。8.實驗動物室廢水：動物排泄物及消毒

劑等污染。 

（三） 高感染性廢水：主要來自手術室、血庫、病房、檢驗室及

實驗室等處所排放的排泄物、廢棄血液及檢體、培養基等，

其內含有致病的病原體，常見的有沙門桿菌、腸病毒、A

型肝炎病毒、腺病毒和寄生蟲卵等等。 

（四） 放射性廢水：主要來自接受放射性診斷、治療的病患排泄

物、研究場所的廢液及清理設備的廢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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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國內大小醫院每一病床所排之廢水，帄均0.7公噸，

（行政院環保署，2004），但隨著台灣地區的醫療服務，逐漸邁

向大型醫院，而病床數也隨之增加，提高了醫院每日排放的廢水

量。另一方面，醫院廢水中致病性微生物的含量極受大關切，行

政院衛生署在1972年調查三家醫院廢水中微生物含量情形，大都

超過放流水標準，其中志賀氏菌群與沙門氏菌群是腸道主要傳染

性致病微生物，而三家醫院廢水中，志賀氏菌群總檢驗出率為

7/48（14.58%），沙門氏菌群為16/48（33.3％）。 

另外國內有關醫院廢水中微生物含量分析的文獻，可發現總

生菌數一般在106（CFU/ml）以上，大腸桿菌群106（CFU/ml），糞

便大腸桿菌為105（CFU/ml）以上，糞便鏈球菌群為104（CFU/ml）

以上（賴俊雄，1988）。不傴如此，由於醫院廢水內大量致病性

微生物，廢水處理時產生的生物氣膠(bioaerosols)會對操作人

員、醫院病人及及附近居民之健康產生潛在性威脅危害，包括：

感冒、白血球數目改變、抑鬱、呼吸道畨常、眼盠及鼻子發炎等

足以影響工作效能的職業病症狀，若高量內毒素（達μg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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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血液，則有致命的可能(Burge, 1995；洪慶宜，2001；薒清

讚，1997)。 

由上可知，醫院廢水的性質不同於一般污水，其帶有污染環

境及危害健康的危隩因子，若未經妥善處置，則會導致病菌的傳

播及環境的污染，此外，操作人員在處理過程也具有較高之風隩，

其安全與衛生著實令人憂心，故有效管控廢水水量與品質，為醫

院環境重要管理課題之一，建立系統的管控模式，並從源頭做起，

分類、回收再利用、標準化處理流程及監測，以減少醫院廢水對

環境與健康上的危害。 

四、 噪音污染 

 依噪音管制法的定義，凡超過管制標準即為噪音，但就人的

身體及心理狀況而論，只要是不想要的、令人不悅且有害之聲音，

即為噪音。而一般認為醫院是個安靜的地方，但其實有些部門的

護理人員接觸的噪音是很大，如行政部、病例部、護理站，以及

醫療儀器的警示聲、抽吸氣聲、呼吸器聲、電話鈴聲、訪客喧嘩

聲等（李嘉容，2005）。噪音對人體健康影響可分為聽覺性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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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性效應（Selfe, R.W.，1982；劉淑芬，1999），聽覺性危害

包直接傷害耳朵聽覺細胞，造成聽力損失並伴隨耳鳴症狀，亦會

阻礙與人溝通的能力；非聽覺性的包含會使血壓昇高，增加心臟

血管疾病的發生率；也會影響消化功能，導致消化性潰瘍；會造

成頭痛、疲勞、肌肉緊張、脈搏加快、減低工作效率、心情煩燥

等（Job, R. F. S.，1996）。 李琳琳（1997）研究發現醫

護人員有噪音暴露者佔72.2％，噪音會對臨床醫療人員會產生嚴

重的壓力（Yassi,A.，1991），且影響溝通，也會造成睡眠不良

與工作表現降低等。而Fife和Rappaport(1976)針對接受白內障

切除術病人做相關研究也發現其在住院或手術那段時間內，住在

較吵雜環境之病患，其住院時間較一般病患的住院時間長。 

 另外，國內針對一家大型教學醫院調查噪音之危害，發現

絕大多數的醫護人員及住院病人認為醫院有噪音，其中有88.5％

的醫護人員及68.9％的住院病人認為醫院噪音會對他們的情緒

造成干擾，並且有79％的醫護人員及58.7％的住院病人認為醫院

噪音會對他們的生理造成影響，且無論24小時環境音量或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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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音量，測量值都遠超過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對住院病人音量設定之建議為白天45

分貝，夜間為35分貝（劉淑芬，1999）。 

  綜合文獻，醫院噪音不傴造成病患及醫療人員的生理影響，

如聽力、休息、睡眠、心跳、呼吸…等，亦會使人感到壓力、情

緒不佳等，甚至影響人際關係及社交功能，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

且大多醫院著重在生物性及化學性的危害上，往往忽略了潛在的

危害-噪音。 

第二節 「綠色」的新趨勢 

隨著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議題在國際間蓬勃發展，各類產

業及不同場域，如建築、企業、學校等，紛紛致力於綠色環境營

造與生活實踐，而這綠色的新趨勢與思維也逐漸移轉至醫院，並

藉由各產業的經驗將有助於日後綠色醫院之推行。 

一、 綠色企業 

在生產業界中，也紛紛強調「綠色企業」的推動，其包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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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的產品具有永續發展的特性－綠色產品、能源消耗、資源再

生、生產品質和效率等方面，均需具有綠色的性質，而在品質管

理上也要取得全面的永續發展認可，強調企業整體系統包括製程、

生產、作業、行政、行銷等都要符合環保的規範，即為綠色管理

（李瑞全，1999：陳光榮，2000）。 

在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推出ISO 9000品質管理與政策實體規範

制度後，ISO認證在全球造成一股旋風，且已逐漸成為全球各國

品質管理共同認定的準則，而全球至少在150個國家，有35萬個

企業組織採用ISO 9000系列標準為其品質系統運作基礎，隨後又

在1996年推出ISO 14000國際環境管理標準，以具體條文要求企

業組織遵行環保，從而制訂政策和目標、控制其活動對環境的影

響，以消除或減少環境污染和節省資源，為企業環保建立基本的

準則與方針。 

產業發展造成的環保問題已成過去，犧牲環境品質造就企業

的發展已不再可行，更嚴格的環保標準來捍衛自己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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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企業發展造成的環保問題，即改變企業形象、促進社會公益

及降低管理風隩反而是攻佔市場的有效武器。而隨著我國健保制

度的施行，各類型醫院不斷陳設林立，也造成醫院彼此的競爭提

高，醫療院所無不致力於經營管理的求新求變，以期降低成本並

提高品質與效應，目前我國醫療院所通過ISO 9002認證首見於歷

新醫院，至今約有15家醫院陸續通過認證（陳奕光，2004），未

來為增加國際競爭力，投資環保、進行綠色管理，可說是未來必

然的趨勢。 

二、 綠色學校 

行政院於1997年公佈『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計畫』將

環境教育奠基在學校教育體系內推動，並在1998年將環境教育列

為重大議題且融入至七大學習領域，但學校的環境教育仍然處於

邊緣地帶，學校內的世界觀仍屬於碎裂式、機械式的，把學校視

為學習的地點而非對象，目前國際上普遍出現綠色學校計畫，來

推動全校性的環境教育，以環境稽核開始自評、改進（王順美，

2004）。台灣自民國八十九年起，由教育部推動綠色學校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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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為「台灣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計畫」，透過學校的師生、

家長的參與，共創符合安全寧適、生態原則、具本土色彩的校園

及社區環境，並且積極的參與關懷土地、生命、生態系、地方與

國際社會的活動與推廣的工作。對於認同理念、願意朝這方面努

力的學校，即稱他們為種子學校、綠色學校的伙伴（王順美，

2002）。 

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計畫目前亦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各縣市

教育局的督促和各校的激勵效應，至今已超過百所以上的學校加

入。綠色學校強調從心靈環保，並且表現在四個面向上：1.學校

的環境政策與管理計畫、2.學校的校園建築與戶外空間、3.學校

的教育計畫與教學、4.學校師生的生活。在過程中師生共同參與，

強調「生態思維、人性關懷、伙伴關係、行動學習、資源交流」，

期望指引參與學校的師生依照自己的現況，學校的能力及資源，

選擇部分面向來自動改善，並以伙伴精神相互的鼓勵、提攜、資

源相互交流（台灣綠色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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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綠色學校計畫是仿企業ISO 的精神，視學校為一個事

業體，為多層面的由小到大，由軟體到硬體的改變，不只有個人

環境管理、或環境行為的改變，而是整個學校組織文化更新，共

同朝向永續環境的運作及群體環境價值、態度的建立（王順美，

2004）。 

我國綠色學校之推行，不但由政府發起，結合了學術團體的

力量，以組織聯盟為策略，發展綠色學校的網絡，並依據學校場

域的特殊性，發揮其環境教育的功能，期盼學校能達到永續之目

標，而相較於綠色學校的發展，國內對「綠色醫院」的理念與推

展，則仍待努力。若能擷取綠色學校推行之策略與經驗，應用於

其他場域或醫院綠色化之推行，或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節 綠色醫院之意涵與發展 

醫院是社會上一個重要的機構，在生活中消耗了許多的物質、

能源，也產生了許多廢棄物，尤其是醫療的廢棄物，可能對人類

及環境造成相當的危害。而隨著健康促進新思維興起，醫院也被

賦予了新的角色與功能。除了過去被定位在解除病痛、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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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療照護場所外，亦應為一個健康的物質與社會場域

（hospital as a physical and social setting），提供員工健

康安全的工作環境（hospital as a healthy and safety 

workplace）等新導向（Pelikan,JM.，2001），充分展現新的健

康醫院之精神，重視健康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之營造及其對環境永

續發展的責任，同時有鑑於各場域的綠色化，於是國際間開始有

了「綠色醫院」的推動。 

綠色醫院－亦有稱之為永續醫院，其概念並不傴侷限於「多

種樹」，對醫院而言，綠色醫院指的是與環境和諧的共處，綠色

醫院指的環境包括了結構式跟地理性的環境，此外也包括醫院裡

的所有工作人員、病人及鄰近社區的社會及文化環境。綠色醫院

講究如何減少醫院的「生態足跡」，創造一個兼具綠化美化，並

具有環保概念的醫院，同時綠色醫院也達到健康促進醫院的精神

－提供更健康的醫療環境及生活品質。 

根據國外調查顯示，一些頂尖的醫院已經開始重視環境的管

理，並建立獎勵方案。澳洲昆士蘭衛生廳於1992年開始提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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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獎勵方案(Green Hospital Award Scheme；GHAS)，鼓勵公

私立醫院發展有利於環境的政策或方針。GHAS目標為鼓勵醫院透

過政策和執行步驟去降低醫院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鼓勵提供員

工與病人一個具有支持性的社會和心理環境。而綠色醫院獎勵共

可分為四類：大型醫院的綠色醫院獎、小型醫院綠色醫院獎、環

境創新獎和綠色醫院管理獎。1992年總計有15家參賽，但卻無大

型醫院參賽，探討其原因有三：1.因時間限制，大型醫院執行上

較為困難 2.關於綠色醫院獎的訊息在醫院各單位及員工中傳遞

較慢 3.對此獎項有困惑，不瞭解綠色的意涵，雖然GHAS第一年

只有少數醫院參加，但回饋卻很熱烈，在1993年GHAS參與率則有

很明顯的增加，且在大型醫院方面從零進步到五家醫院參與。 

GHAS的精神在於各單位的合作與協商，並以社區發展模式鼓

勵設計由下而上的政策與步驟。無可否認的，GHAS帶來了個人與

醫院兩方面的利益，藉由GAHS的推行不但提高了環保意識，並增

加員工的參與感，醫院與員工皆以此為傲。GHAS重新建立醫院所

扮演的角色，故醫院除了備有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與照護外，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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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醫院對環境的責任。 

加拿大綠色健康照護組織（The Canadian Coalition for 

Green Health Care）整合國家主要的醫療照護及環境組織、健

康照護中心和機構，其使命為在不妥協病人的安全及健康下，鼓

勵資源保存、污染防治及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以減少健康照護

體系對環境及人類健康的影響，以健康保健系統能在具有負責任

的環境態度下運作為其願景。具體目標包括：1.加拿大全部健康

照護系統，無論是公家或私人機構，都能採用資源保護、污染防

治和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2.在不妥協病人的安全及健康下，鼓

勵資源保存、污染防治和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達到保護健康和

減低加拿大健康照護系統對生態影響。3.藉由團隊的合作（包含

了健康照護組織、專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提升私人部門對此

議題的覺醒及增加健康照護組織及其員工去重視這個議題。加拿

大健康照護部一向為健康的象徵，所以健康照護中心若不當之處

理水、廢棄物、使用毒化學物與室內空氣品質不佳等等，這些危

害環境的行為，都違背了加拿大健康照護部對健康的使命，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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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也開始建立相關環境的準則－建造綠色醫院清單（Building 

Green Hospital Checklist），明確的提供醫院執行綠色醫院的

方針（The Canadian Coalition for Green Health Care，2002）。

內容如表2-2-1，涵蓋環境的適切性、永續的設計、建築材料和

設備的選擇、如何執行與維持等，將永續設計的概念融入健康照

護建構計畫。 

表2-2-1綠色健康照護機構建構方針 

評價指標 項目 

1. 環境的 
適切性 

 

 

 

(1) 避免農地或濕地過度地開發。 
(2) 將有用的空地加以充分利用 
(3) 流通停車位與共享運輸工具 
(4) 避免熱島效應產生 
(5) 善加利用社區中水資源與能源的運輸系統 
(6) 保留地方文化，綠地與自然資源 

2. 永續的 
設計 

‧醫院建築 

(1) 規劃足夠的停車場與行人、自行車專用道及庇蔭處 
(2) 調查 the Commercial Buildings Incentive Programme of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提供的獎勵 
(3) 考量建築結構與現存建築可再使用的部份 
(4) 確認建築改造中可再利用的材料，如樑柱、鑲板、鋼骨架、磚、家

具及細部設施等 
(5) 提供安全、方便的自行車專用或行人路線 
(6) 利用生命週期法將廢棄物減至最低 
(7) 增加醫院自然採光和適當視野（建築的方位、醫院內外設置陰影裝

置、高透光的玻璃、低樓層設置感光板以增加視野） 
(8) 規劃收集、回收及置放區 
(9) 規劃建築前，考量可改變性與可塑性 
(10) 考量當地資源與材料的可近性與可用性，盡量減少環境污染 
(11) 提供增加室內空氣品質的監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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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指標 項目 

‧能源  (1)引用太陽能提供光與熱能，鼓勵自然的通風與供氧方式 
(2)適當再利用熱能 
(3)利用電腦控制系統使能源發揮最大效用，避免無形的浪費或消耗 
(4)設置機械式通風裝置 
(5)設立高效率熱能、冷卻設備 
(6)設立感控裝置以提供照明 
(7)考量其他可替換的能源，如太陽能、地熱、生物氣體，以轉換冷熱

能源。 
(8)減低照明設備產生的汙染。 
(9)計算水與能源消耗的裝置 
(10) 考慮自然採光及獨立空調系統 
(11) 提供符合 NRCan’s Commercial Buildings Incentive Programme 

的隔離設備（如窗、牆）。 
(12) 安裝自動溫度、濕度監控系統 
(13) 盡可能採用能源之星及環境友善性的產品. 
(14) 採用高機能性的窗戶(足夠照明光引入、隔熱性、遮陽性) 
(15) 照明節能設計採高效率燈具、螢光登、自然採光 
(16) 使用定期監測及追蹤系統控制能源的輸出。 

‧水資源  (1)評價廢水再利用的安全性。 
(2)設置生態濕地來畩導雨水，減少逕流及其危害 
(3)考慮雨水的其他用途 
(4)提供逆滲透系過濾與煮沸安全的提供飲用水(並且設立安全的消毒

設備運作)。 
(5)為避免乾旱發生，種植耐旱植物，提供美化綠化，並且以循環用水

灌溉。 
(6)使用低流量的器材，包括省水龍頭、省水馬桶 

‧評價  (1)確保綠色醫院建築要素皆符合環境健康的目標，機械、水、電、建
築配管線路系統等皆符合安全考量。 

(2)整修完畧後頇有為期兩週的建築設備測試 

‧化學/
室內空
氣品質 

 (1)避免化學使用氣體的汙染 
(2)設立化學性用品的通風設備 
(3)稽核冷藏及滅火器是否有 HCFCs 及 Halon的成分 
(4)避免使用產生有毒物質的設施或器材(如，水銀、砷、甲醛、聚氯

乙烯、石棉等) 
(5)避免通風口之不良空氣污染室內空氣 

(3)採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計畫（IAQ）保護室內空調受污染 
‧廢棄物  (1)鼓勵具有環境責任的林木管理，使用符合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Guidelines 標準的木製品 
(2)將可以分解的廢物以妥善方式處理，並且加以再利用 
(3)適當的儲放有害的廢棄物(如有毒生化廢氣、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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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指標 項目 

3.使用綠建
築的材料
與生產物 

(1)避免使用會釋放有毒或有害物質的材料造成室內環境汙染(如毛地
毯) 

(2)使用反射光板做為屋頂建材 
(3)採用高機能性的窗戶(足夠照明光引入) 
(4)採用能迅速再製造使用之建材 
(5)使用較耐用、不需常維修的產品及材料 

4.在結構中
思考綠色
意涵 

(1)建立掩埋轉向計畫（如紙板、金屬、塑膠及玻璃等），並追蹤成效 
(2)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 
(3)減低垃圾量，簡單分類 
(4)減少建築封裝材料或使其回收再利用 
(5)教育訓練，並從不同層級的環境遠景、綠色設計及施行後得到回饋 

5.永續的
概念 

 (1)建立廢棄物分類、再循環使用計畫，並教導員工其利益 
(2)藉由教育訓練與鼓勵的方式激發員工自願參與環境的維護工作 
(3)成立綠色小組，以規劃、監測綠色計畫的目標達成情況 
(4)草擬測量及驗證方案去計數資源節省情況 
(5)建立環境維護合作機制 
(6)以有機園藝策略淘汰使用化學殺蟲劑 
(7)選購綠色商品 
(8)發展環境管理系統 
(9)成為 the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s Energy Innovators 

Initiative 成員 
(10) 與當地機構共訂 green power 契約 
(11) 認同並支持廢棄物回收，共享綠色哲學 
(12) 要求採購符合 fairly traded的咖啡及巧克力政策 
(13) 發展有利員工工作品質提升的計畫 

6.資源
連結 

 (1)www.ashe.org/awards/ASHEGreenConstructionGuildance2002.pd
f 

(2)www.cmhcschl.gc.ca 
(3)www.greenhealthcare.ca 
(4)www.ches.org 
(5)www.noharm.org 
(6)www.healthybuilding.net 

另一項健康照護機構的綠色方針（Green Guide for Health 

Care；GGHC）是由紐約能源及研究局、醫院協會、美國護理協會、

HCWH和美國環保署等共同發起，其起源2002年1月美國ASHE發表

的「綠色健康照護建設指導原則」，希望透過綠色設計與建設，

http://www.cmhcschl.gc.ca/
http://www.greenhealthcare.ca/
http://www.ches.org/
http://www.nohar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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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健康照護機構的廢棄物量與毒性為目標，藉此保護在大樓

裡的人、周邊社區健康及全球環境和自然資源，其相關內容包括

了醫院的設計、場地配置、水與能源的供應、室內空氣品質、材

料和產品、運作與維持、醫院的委員會與創新等。並在2003年3

月由指導委員會發展GGHC草案，同年12月發行第一版的健康照護

機構的綠色方針，GGHC可提供健康照護機構的領導人和管理者執

行的架構，並可作為一個量化的工具，目前已發行2.2版（2007

年1月），分為建構（construction）與操作（operation）兩個

面向，重點內容整理至表2-2-2、表2-2-3。 

表 2-2-2 健康照護機構的綠色方針：建構面 

建構面 

1 永續設計（21 points） 

其內容包含了位置的選擇、荒地再開發、大眾運輸工具的提供、熱島效應之因

應及預防社區污染等。 

2 節水效率（6 points） 

其內容包含景觀節水及減少水資源使用等 

3 能源與大氣（21 points） 

其內容包含有效節能、可再生能源、有效能源提供及設備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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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與資源（24 points） 

其內容包含了建築、結構廢棄物、資源使用、回收、再利用及PBT的淘汰等。 

5 環境品質（24 points） 

其內容包含空氣品質、增加空氣流通效力、IAQ管理計畫、低釋放物質、化學

與污染源頭控制、可控制系統、持續舒適監控、光線與視野、聽覺環境等。 

6 創新設計（4 points） 

表 2-2-3 健康照護機構的綠色方針：操作面 

操作面（72 points） 

1 整合作業（5） 

其內容包含員工教育訓練、建築系統的維持與監控、IAQ的管理等。 

2 傳輸作業（3） 

其內容包含替代的運輸方式，包括了提供大眾傳輸工具、低污染、效能高的運

輸工具及共乘計畫等。 

3 能源效率（18） 

其內容包含能源之星（Energy Star）評分作業、現場與非現場的可再生能源、

有效能源裝置、冷媒選擇、績效評估等。 

4 水資源保護（8） 

其內容包含景觀節水、減少水資源使用及績效評估等。 

5 化學物品的管理（5） 

其內容包含社區污染的預防、室內污染源的控制與其他職業暴露、化學物質的

管理與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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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廢棄物的管理（6） 

分別在總廢棄物、持續性醫療廢棄物及廚餘等三方面，減少其廢棄量。 

7 環境服務（9） 

其內容包含室外環境與建築物管理、室內綜合蟲害管理、永續的清潔產品、綠

色清理規範、較環保的清潔裝備等。 

8 環保採購（11） 

分別在食物、清潔紙與其他丟棄產品、電器的採購及報銷後的管理、減少毒物

的產生及符合IAQ標準產品等。 

9 創新（7） 

在操作及生產力層面的創新。 

馬薩諸塞洛大學的工作環境部門－洛厄爾的永續產品中心，

正推行永續醫院計畫（Sustainable Hospitals Program ；SHP），

其由工作環境部門的人員、學生、護理人員和其他部門合作，組

成小組並與健康照護機構和政府協同合作，一起倡導醫院的污染

防治和職業的安全。永續醫院計畫是把污染防治和職業安全結合

起來，內容包含以下兩點：1.考慮實際現況，經由實提供有效的

策略解決問題，並發展整合環境和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評價工具。

2.提供關於更符合健康、環境適切性和安全的醫療產品、材料及

工作方針的訊息，以供選擇（永續醫院組織網）。在2004年5月的



 37 

公共衛生學院暨衛生相關研討會中，英國醫學管理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Medical Managers；BAMM）在醫院的公共衛生

報告中提出八點行動方針，其中第五點為健康與永續醫院，明確

指出醫院的永續發展是醫院管理的核心重點之一。    

目前在綠色醫院的推行上，美國綠色建築協會（USGBC）發

展綠建築評估系統（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LEED），其目的在提供建築環保性能之標準化查核工具，

為許多醫院「綠色化」的重要指標之一。 Boulder Community 

Foothills Hospital （BCH）為第一家得到LEED認證的醫院，BCH

回收了75%的廢棄物，使用中央節能機器設備，執行水資源的保

存與測量，其綠色理念不傴於地面上的，也包含社區的民眾及家

屬。此外，Metropolitan Hospital也將努力的獲得LEED認證，

其管理人Michael D.Faas也表示成為綠色醫院，其意涵減少對自

然環境的影響，其設計的原則為改善能源及水資源的效能、增進

室內空氣品質、建築材料重複利用、採用自然光以及降低產生危

害的廢棄物（Ellen Lanser Ma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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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外一項醫院綠色化的調查，結果發現只有20％醫院具降

低PVC塑膠使用的計畫，有近八成的醫院有減少汞計畫，但仍有

37％使用含汞溫度計與血壓計。在過去三年，有近八成的醫院有

審計廢棄物處理費，超過九成的醫院有持續的垃圾分類教育訓練，

帄均傴回收佔全部回收項目三分之一，最多為31項，最少則沒有，

近六成的人認為可重複使用比免洗、拋棄式較佳，且有46％有一

套減量計畫（Health Care Without Harm，1998）。另外，加拿

大於1999年調查188家位於安大略的醫院，結果發現超過一半的

醫院有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並執行，而這當中又有45％的醫院會更

進一步的針對環境管理系統的成效進行監測與評價，可見整體環

境管理系統之重要性。 

近年國際間綠色相關組織之推行與倡導，已有許多綠色醫院

的成功例子，如美國紐約Albany Medical Center的廢棄物減量、

處理及回收計畫，計畫初推行之六年內，共回收一千六百萬磅的

廢棄物，並替醫院節省約4百萬的費用；British Columbia 

Children’s Hospital 和British Columbia Women’s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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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改進計畫也為醫院節省33％能源消耗（Edwina Lopes ，

2005）。另外，加拿大的Western Memorial Regional Hospital

也是個成功的楷模，其回收90％的餐具、盤，預估若一千床位之

醫院每年將節省500,000美元!The Peninsulas Health Care 

Corporation（PHCC）的節能措施使其近四年節省了3,607,881千

瓦的用電量。此外，Ontario hospital Association（OHA）每

年亦針對能源、污染防制及整體領導三方面表現傑出之醫院，頒

發「綠色健康照護優勝獎」以鼓勵各醫院綠色化。 

為什麼要建構綠色醫院呢？江森自控有限公司（Johnson 

controls, inc.,）能源環境部主管Paul Von Paumgartten指出

當醫院轉向永續與綠色化，至少帶來三方面正面的影響：經濟可

行性、環境及社區支持（Ellen Lanser May，2004）。綠色醫院

的運作在經濟面上亦勝過於傳統建築帶來的效益，其中包含能源

與水資源的節約、減低廢棄物產生、增進生活環境的品質、長期

成本效應、增加員工的生產力、減低員工在健康的成本等，皆已

進一步被證實其效益，對醫院帶來的好處包括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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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Harm, 2002)：(1)節約成本、(2)促進病患健康、(3)促

進醫院生產力、(4)減低未來的不利條件、(5)促進醫院員工的凝

聚力。 

綜合以上綠色醫院之理念與實務，可歸納出三點綠色醫院推

行之必要性：１.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是國家發

展的基本方針和基本國策，而醫院若缺乏環保概念將會造成嚴重

的環境污染。2.對醫院的角色要求改變，傳統醫院著重在提供遭

受病痛的人們其醫療與相關照護，而未來醫院所扮演的角色將被

擴大，醫院必頇扮演具有挑戰性的新角色－注重預防疾病與促進

健康。3.產業發展造成的環保問題已成過去，解決因發展造成的

環保問題－進而改變形象、促進社會公益及降低管理風隩反而是

攻佔市場的有效武器。 

第四節 國內綠色醫院之現況分析 

本節根據綠色醫院之意涵，對國內目前推行之現況，分別從

醫院之硬體，包括醫院環境與景觀配置、醫院綠建築及醫院內部

之行為，包括廢棄物、空氣、水污染之處理、節能、回收、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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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分析討論之。 

一、 醫院環境與景觀配置 

人類與大自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研究發現自然環境對

人的生理及心理具有不可輕視的正面反應，由於醫院景觀空間的

環境性質不同於一般遊憩區或原野地，且對於使用者（住院病人）

而言亦與一般遊客所抱持的心態不同，但大致而言仍可將醫院景

觀空間的環境體驗項目歸納為內在、外在二方面，內在環境的體

驗如減輕壓力、穩定情緒等，外在環境如接近自然、與家人、朋

友相處等（湯幸芬，2003），而國外調查也顯示醫院內的環境與

景觀配置有助於改善病情、減少負面的壓力及增加病人對醫院的

滿意度（Ulrich，1983）。 

郭毓仁（民91）針對台北都會區25家縣市公私立醫院庭園做

調查及評估，結果顯示沒有任何醫院同時擁有戶外庭園，中庭花

園及屋頂花園，同時比較公私立醫院結果，發現公立醫院整體都

比私立醫院符合景觀治療設計原則，但整體而言所有的醫院都忽

略自然環境對病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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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已有醫院及長期照護機構利用園藝操作協助殘障者

復健，心理疾病患者也可藉栽培植物找到精神的寄託（王佳惠，

2004）。而不幸的是長久以來醫院景觀空間一直被認為是美化環

境或利用零碎空間而為之的附屬空間，對於其所具有的正面意義

未被彰顯，殊為可惜。因此建議醫院管理單位除了鼓勵病人使用

景觀空間外，亦應設計適合長久停留的空間或直接將自然景觀元

素引入病房內（湯幸芬，2003）。根據以上可知醫院環境與景觀

配置將有助於提升醫院之醫療服務品質，對醫院本身有正面的回

饋。 

二、 醫院綠建築 

 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會議，引起世人對環境污染的高

度重視，全世界綠建築思維的浪潮即未曾止息。自1992年第一次

地球環境高峰會議迄今的十二個年頭中，綠建築相關議題就不斷

因應地球環境惡化的速率，展現其應有的範疇（蕭江碧，2003），

同時世界各國也相繼的建立了許多綠建築評估指標，其中以英國

建築研究所1990年首先開始研究發展關於各種不同建築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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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進而建立起英國建築研究組織環境評估法

（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 Assessment 

Method；BREEAM），項目包括（1）能源（2）運輸（3）污染（4）

建材（5）水資源（6）土地使用與生態價值（7）健康與福祉七

大議題來評分。 

另外，美國綠色建築協會（USGBC）也發展LEED評估法，其

評估系統目的在提供建築環保性能之標準化查核工具。在1998 

年加拿大與十九個國家共同組成參與綠建築挑戰國際會議

（Green Building Challenge，GBC），該會議目的在於發展與

建立一套新的環境評估系統。該套評估系統之發展考慮反應各個

不同地區與國家所重視的優先課題、技術、建築傳統，甚至是文

化價值觀。GBC會議中使用的評估系統稱之為GB Tool，其乃是一

套整體建築環境評估方法，希能適合不同國家條件（林政賢，

2004）。 

我國1996年行政院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將綠建築作為

內政部追求永續發展的政策重點，在2001年更提出獲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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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的「綠建築推動方案」，規定從2002年起強制公有建築物率

先進行綠色建築設計（國民中小學綠建築設計手冊，2002），內

政部營建署更在2004年3月於建築技術規則闢設綠建築專章，使

綠建築技術之實踐進入法制化規範階段。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根

據我國建築之特性，發展出我國綠建築之九大評估指標，並於

2003年納入生物多樣性與室內環境評估，成為含括生態、節能、

減廢、健康等四大主軸的九大指標評估系統，即生態（Ecology）

包含生物多樣性、綠化量、基地保水等三指標；節能（Energy 

Saving）包含日常節能指標；減廢（Waste Reduction）包含CO2

及廢棄物減量二指標；健康（Health）則包含室內環境、水資源、

污水垃圾改善等三指標。 

綠建築具有低污染、節能及資源再利用的特性，利用綠建築

的設計可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保護建築外部環境的生態以及維

護建築內部環境的人類健康與福祉，且可以應用於各場域，可說

為綠色的基石，若醫院之建築採用節能、環保的綠建築設計，不

但可以有效的減少醫院對環境資源的耗費及環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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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由於全民健保開辦及相關健保政策之影響，使得

醫療市場之競爭加劇，為了在競爭的環境下生存，台灣的醫院開

始在新建建築或更新既有設施上大量投資，且受顧客導向服務之

理念影響，醫院的建築設計採取以「病患為中心」的設計概念，

其中室內設計的作法上，更積極朝向塑造有利於病患療養的空間

氛圍及心裡視覺環境，同時加強對材料的規範，而「綠建築」不

但考量人體的舒適性及健康需求，且符合永續發展之理念，醫療

院所的建築皆應朝此努力，但相較於住宅、學校及商業建築之發

展則稍嫌不足，而自民國95年起，已有少許醫院及安養中心新建

之建築取得我國綠建築標章（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2007），

如全國第一家通過「綠建築」標誌的養護機構-財團法人台東縣

私立柏林老人養護中心，其佔地3000坪，是全國唯一通過「綠建

築」標誌的養護機構，庭院造景、魚池瀑布、環境清幽，全區具

有負離子冷暖氣空調預防院內感染，套房寬敞舒適，全天候走動

式醫療照顧，備有復康車輛專人接送就醫，融合綠色及健康促進

之概念，成為「示範老人照顧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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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致力發展有關醫療機構綠建築之相

關規範，我國醫療與建築相關團體亦可依據綠建築評估指標系統

（包括綠化、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CO2減量、廢棄物減

量、污水垃圾改善、室內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九大評估指標）與美

國、加拿大等國之指引，以做為發展本土化之綠色醫院之建築參

考，同時綠建築的評鑑指標完善，亦可做為綠色醫院日後評鑑之

依據。 

三、 廢棄物、水及空氣污染之處置 

醫院的廢棄物，包括開刀切除的人體組織臟器、廢檢體、廢

血液、廢紗布或廢透析用具、廢棄針頭、針筒、手術刀等，若未

經處理即拋棄至衛生掩埋場，容易造成二次公害問題。而且病人

吃剩的食物，若直接餵豬，正常人吃了這些豬肉後，也有可能遭

受感染，使得病機會增加。另外醫院的廢水，包括洗滌用水、血

水、消毒水等，據統計國內大小醫院每一病床所排之廢水，帄均

0.7公噸，大部分都未經處理即流入水溝，小部分流入衛生下水

道，極不衛生（行政院環保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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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廢棄物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依環保署「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可燃

者，以紅色容器密封貯存後以焚化法處理；不可燃之感染性廢棄

物，以黃色容器密封貯存，並以滅菌法處理；廢棄之針頭、針筒

應以焚化法處理或經滅菌後粉碎處理，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十三條規定，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其事業廢棄物除

再利用外，應採自行清理、共同清理、委託清理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方式清理。  

醫療廢棄物的管理，應以「從搖籃到墳墓」的方式，從廢棄

物之產源、貯存、處理到最終處置等各個環節加以管理（蔡嘉一，

1992；蕭凱文，2004）。這種管理方法第一步應從產品的採購以

減少醫療廢棄物的產量為開始，第二步則是將廢棄物產源做分類

貯存（Solicitors，1995；蕭凱文，2004），建立分類貯存制度

除有助於減少醫療廢棄物產量外，並可預防處理過程時人員意外

發生源頭分類管理的成效將決定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後續管理的

命運。吳婉怡（2004）針對感染性廢棄物未來的模式與展望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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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管理，目前朝：「深入與全面地流程控制」

與「以更乾淨的處理技術輔助目前的處理方法」二種趨勢發展。

第一趨勢主要釐清醫院與清除處理業者間之權責，確保未經滅菌

之隔離病房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不會因人為紀錄畩失而流出院外

(黃義芳，2004)。第二趨勢即是建立滅菌處理相關之標準驗證，

代表經過滅菌處理確實達成法規認定標準之滅菌效果，以減少地

方環保單位與最終處理機構之疑慮。 

國內在醫療廢棄物的處理方面，目前通過試燒的醫療廢棄物

焚化爐共35座，實際運轉共28座焚化爐（蕭凱文，2003)，為了

資源的永續再生利用，美國十幾年來感染性廢棄物主要處理亦為

焚化法，但至今已逐漸開發出非焚化技術以彌補焚化處理之不足。

衛生署對於廢棄物處理的政策方向為現有的焚化爐應維持正常

運作，並鼓勵多元化的處理機制及焚化替代技術如：蒸氣加壓爐、

微波法、化學處理法、電子束幅法及電漿加熱系統，(古晏菁，

2000；蕭凱文，2004)，並配合推動減量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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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在空氣污染之處置上，為了降低焚化爐可能造成的空氣

污染問題，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81年發佈「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法規，以規範可能產生的空氣污染物及其濃度。

而室內空氣品質方面，研究調查中部某醫學中心醫學大樓，進行

醫院室內空氣品質的監測，發現急診與大廳之氧氣濃度變動與人

員進出之多寡有相對應之關係，急診具有許多揮發性有機溶劑，

其空氣中VOCs的濃度均較一樓大廳及一般病房來得高（麥富德，

2005），故醫院內空氣品質受場所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畨，此外，

醫院內的施工也對室內空氣品質造成急遽的影響，如民國91年12

月29日，中部某醫院四樓空調機房之樓層地板因隙縫漏水，委託

專業廠商實作防水工程，由於未事先將中央空調關閉，導致施工

現場瀰漫著具揮發性之有機溶劑，當場及鄰近區域所有人因而感

到不適，是典型的因施工導致室內空氣品質急遽惡化的案例（江

嘉凌，2005）。 

根據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規定，於特定的場所定期測

定作業環境，亦可在醫院情況固定設置監測點，以瞭解醫院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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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工作環境，並評估醫院工作者暴露於有害物質的狀況，此外，

目前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如從建築上著手，改善其佈局或裝置的

工程，控制源頭、改善通風、淨化空氣等。儘管如此，黃瑞隆（2004）

實測性調查結果顯示醫院病房的空調系統性能在正常的運轉設

定下雖符合相關的標準建議值，但是由於病患可以自由調整房間

內的空調設定，尤其是當外部氣溫低時，病患常會將空調系統關

閉或調低風速，而使得部分時間病房內的環境條件會超過建議值，

如室內CO2濃度偏高、總菌落數超過一般建議值等，故建議應使用

行政手段去控管室內空氣品質。 

在醫院廢水處理流程中，分類收集是第一步，必頇先將各種

不同性質的廢水分開收集，其次為回收再利用。尤其是高污染性

廢水中常含有許多可再回收利用的化學物質，最後再依醫院廢

（污）水消毒標準程序處理，經過處理後使水質達到法規的放流

水標準後，方可排放。另外廢水處理過程所產生之生物氣膠亦可

能為院內感染之微生物發生源之一，故操作管理人員、污泥水肥

搬運人員應加強防護，並穿戴口罩、防護衣鞋及手套，處理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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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衣鞋、口罩及手套，應即以1％漂白水（12％漂白水稀釋十

倍）消毒後密封，並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行政院環保署，2006）。 

理想上，醫院對所產生的廢水最有效的管理方式，為就地興

建廢水處理廠來處理本身產生的廢污水，如此對醫院廢水的處理

便可有一完整流程的規劃，負責單位及人員的權責亦很明確，同

時也善盡了環保方面的社會責任（張寶樹，2000），未來將鼓勵

大型醫院設立廢水、廢棄物處理廠自行處理；小醫院則共同設立

污水及廢棄物聯合處理廠，或交民間代處理業定期收取廢水、廢

棄物，集體處理並符合放流標準的原則下排放（行政院環保署，

2004）。  

四、 節能、回收、再利用 

醫院建築可說是消耗能源最多的建築物，全年24小時運轉，

需要大量的能源用於診斷、醫療、監視，及其他如食物儲存飲食

供應及洗衣設備等（陳俊達，2003），依據2001年能源委員會全

國電力消費統計得知商業部門之電力耗用為190.62億度電，其中

醫院約佔商業部門電力耗費14.08%。財團法人中技社節能技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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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於民國91年調查21家醫院能源之使用，結果顯示每家帄均

費用約2,926萬元，預估醫院526家之總能源使用量為88.39億元，

其中76.93億元為電力，11.46億元為燃油及瓦斯（醫院節能技術

手冊，2005）。 

研究調查也顯示大型醫院的能源耗用情形以電力為最高，約

佔80％。若以電力耗用情形再分析，空調佔50％，照明、電器插

座約佔34％，也就是說空調、照明及電器使用為醫院節約能源管

理的重點（沈駿緯，2005）。此外，陳俊達調查台北市之某大型

教學醫院一年內電力消耗與能源使用之情形，這段期間中資料顯

示，空調佔整棟建築電力消耗之絕大部分，約佔52%，照明佔12

％左右，單位最高之EUI值（單位面積耗電）發生於7月，年EUI

值為259.45kWh/m2，整體而言醫院之電費佔總能源費用比例之65

％，其次為瓦斯費用19%。 

依據91年衛生署統計資料，合格評鑑醫院家數526家，而民

國91年節能中心共服務21家，佔醫院家數4%，其中醫學中心有3

家（佔13%），區域醫院有13家（佔19.7%），地區醫院有4家（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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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精神專科醫院傴有1家（佔2.9%），目前國內醫學中心及

區域醫院家數為成長趨勢，故可知此兩等級為醫療業節能服務重

心，尚有很大之省能服務空間。目前各醫院在電力、照明、空調、

鍋爐系統可行之節約能源措施共40項，節約能源潛力約2~32%，

帄均約12%，故加強各級醫院節約能源推廣及宣導，以提昇能源

使用效率，減少能源費用支出（醫院節能技術手冊，2005）。  

 在醫療院所努力對外提升品質與績效的同時，對內如何「節

約用電」是醫院節省營運成本裡的重要施政方向，經濟部能源委

員會彙整醫院重點節能措施要點如下：1.電力系統：訂定合理契

約容量、採用需量控制系統、提高功率因數(加裝電容器，增設

自動功因調整器)、增設電能監視控制系統(SCADA)、水塔利用離

峰用電補滿水、停車場使用管理。2.空調系統：汰舊換新時選用

高能源效率設備、空調主機台數控制、冰水泵及冷卻水塔風扇採

用變頻器控制、中央空調增設監控控制系統、加強開關機與條件

管理。3.照明系統：選用高效率燈具及光源、採用電子式日光燈

具、配合照度調整燈具數量、調整燈具回路開關、加裝感應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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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加裝日照點滅開關。4.鍋爐系統：選用高效率鍋爐、加強

冷凝水回收及採用熱泵熱水系統並配合季節調整儲水槽設定溫

度、蒸氣量使用不大可採用小型貫流式熱水鍋爐供應熱水（醫院

節能技術手冊，2005）。 

周鼎金（2005）以醫院建築的觀點，根據電氣、弱電、給排

水、鍋爐、醫療氣體、空調系統給予建議，其中電器系統包含動

力系統、照明系統與插座系統，節電方式可依動力系統與照明系

統兩分面考慮，動力系統節電方式包括：1.依全年電費分析，訂

定合理化的契約容量，以降低基本電費支出，減少因用電超出契

約容量而被罰款。2.設置監控系統調整用電時程，避免超載。3.

功率因數改善。4.電氣室室溫控制，設置送風機，降低變壓器散

發之熱量，以維持變壓器之功能，並於較低溫時，送風機能停止

運轉，節約用電。另外，照明系統節電方式包括：1.螢光燈採用

電子安定器。2.採用合理的照度標準值，按使用場所所需之照度

標準值，設置照明燈具，迴路控制採跳盞燈具控制方式。3.採用

高效率燈具。4.使用高效率光源。5.使用自動點滅裝置。6.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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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光。此外，在空調方面提供四個節能改善方法，包括了：1.冷

熱源裝置（冰水主機多台數利用及提高其效率、冷卻水塔多台數

利用、儲冰槽利用）。2.熱輸送裝置（高效率泵浦及變頻器幫助

泵浦省電）。3.空氣處理裝置。4.空氣輸送裝置。 

陳俊達（2003）依調查某大型教學醫院之電力消耗與能源使

用結果，分提出以下節能建議：1.建議增加遮陽設施。2.溫濕度

設定調整，必免因設定溫度太低，使得空調用電量增加，建議不

同工作區域溫度、濕度值適當調整。3.建議採用液氧冷能回收。

4.冷凝器排熱回收。5.採用VAV系統，將原定之定風量CAV系統變

更為較省能之VAV系統，以減少空調耗電量。6.提高冰水主機效

率。另外，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於93年度實施一系列節約用

電計畫，一整年下來節省電費較前一年度負成長5％，節省金額

達355,270元，成效卓越，其具體節能策略包括：一、建立管理

機制，組織專責小組。二、制訂「空調主機」及「空調箱設備」

之操控原則。三、制訂「預防用電超過契約容量處理標準流程」。

四、有效照明管控。五、加強員工節約能源知識。六、建立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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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制度（沈駿緯，2005）。 

除了能源外，醫院用水量也是非常的大，因此節約用水也是

醫院減少資源的首要任務，一般建築物節約水的方法可透過：1.

採用節（省）水器具。2.給水壓力的控制。3.避免無形的浪費水

量。4.雨水收集利用。5.再生水回收利用。6.防止污染造成水量

的浪費等方向著手（周鼎金，2005），具體作法如儀器用冷卻水

回收、洗腎用RO排放水回收、採用省水馬桶、採用隧道式洗衣機、

水處理利用離峰電力採水、水龍頭加裝節水器。目前慈濟醫院也

積極從事水資源運用，包括雨水回收、中水回收、基地透水涵養、

大地綠化保水及省水器材使用等等（李士畦，2005），其中雨水

收集貯存與利用，具有簡易開發水源、節約排水、調配用水等多

重功能，也具有滯洪、蓄洪、防災、美化環境等更深層的意義。 

醫療產業能源耗用情形在以往並未受到外界重視，但這幾年

台灣醫療產業快速擴充，醫院有朝向大型化發展之趨勢，使得能

源耗用直線上升，加上近年來健保給付朝向「總額預算制度」發

展，也對醫療院所的經營產生極大的衝擊，大型醫院在業務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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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不易時，內部的節流更顯得重要（沈駿緯，2005）。由財團

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節約能源中心於2004年公佈之節約

能源推廣服務成功案例-慈濟醫學中心，其於2000年起將全院電

力、空調、鍋爐、水處理等系統進行節能改善，其成效如下： 

一、 熱水節能系統 

    原蒸氣鍋爐耗油量為81KL/年，傴供院內及宿舍區使用，進

行節能改善後，將蒸氣鍋爐停用，並增設熱泵三台及保溫桶兩座，

節約省油料59,593Ｌ/年，抑低二氧化碳160,901kg。 

二、 雨水回收 

    因澆灌沖刷之耗水量大，且使用傳統馬桶無法依使用性質沖

水，耗水量高，進行節能改善後，將雨水回收過濾後用以沖刷及

澆灌之用，每年節省350公噸水量及節省用電194kWh，且配合宿

舍整修裝設省水馬桶及傳統馬桶增設省水控制器（6、3LT二段式

沖水）節省用電859kWh/年, 用水1,550噸/年，合計節省用電

1,053kWh，用水1,900噸/年，費用20,900元/年，抑低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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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kg/年。 

三、 照明燈具效節能改善 

   原燈具使用傳統安定器效率差及燈罩透光率低，影響燈具整

體照明效率，進行節能改善後，將停車場及周邊道路照明20kW，

改以太陽能板及蓄電池等組件供電，節省用電73,000度/年，抑

低二氧化碳48,180kg/年，節省電費138,700元/年。 

四、 停車場太陽能照明 

    原停車場照明以一般電源供應，進行節能改善後，將影城空

調箱裝設變頻調速器及冰水管連通，帄日可將主機冰水撥至百貨

商場使用，其中提高影城主機效能達90%以上，而且可節省賣場

主機1台及空調箱15HP×10，合計節省258萬元/年。 

五、 空調監控系統節能改善 

    原醫院設備數量龐大及週邊設備容量限制難以人工方式落

實節能控制，故進行節能改善後，將空調主機依外氣溫度及冰水

條件自動停開機，且配合電力需量自動調整，抑制尖峰負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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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基本電費及避免超約罰款，並增設空調監控系統,由電腦於離

峰時段定時自動停開空調設備，另外將空調主機冷卻水塔散熱改

以熱泵回收散熱源，並同時可提供冰水降低空調主機運轉時數，

合計節省用電1,095,000度/年，省水98,550L/年，省油2,347L/

年，抑低二氧化碳729,037kg/年。 

  另外，基於成本與避免環境污染的考量原則，目前國內醫院

積極推動院內的3R（reduce、reuse、recycle），包括：廢棄物

的減量、資源的回收及再利用等，國內某家醫院手術室感染性可

燃廢棄物減量之經驗指出，實施品管活動後，包括：推動正確分

類方法、訂定標準流程、重整廢棄物容器及標示、公佈獎懲制度，

每台手術之感染可燃廢棄物產量由1100公克（處理費58.3元）下

降至757.5公克（處理費40.1元），正確的廢棄物分類，確實可

以減低感染可燃廢棄物產量，也減少了醫院的成本（古雪鈴，

2005）。  

在近年來環保意識逐漸成長下，資源有效利用及減量，是未

來重要之課題，而國內以花蓮的慈濟醫學中心為首，其雨水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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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每年為醫院節省 350 噸水量、194千瓦電量，並於 91年 11

月獲頒經濟部節約能源最優的「傑出獎」，92年度事業廢棄物資

源減量回收再利用最優獎（梁雙蓮，2005），未來盼有更多醫院

經營亦能達到節能、回收、再利用之理念。 

第五節 醫院推行綠色醫院之相關因素探討 

目前針對國內綠色醫院推行的現況及其相關因子之研究人

屬少見，但可藉由國外推行之經驗與國內醫院推行廢棄物處理、

資源回收及節能政策之現況，類推其可能影響醫院推行「綠色醫

院」之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一、 個人因素 

在政策改革推行的影響因素中，張英明（2004）探討台北市

立醫院員工對醫院改革策略之認知與態度，其中員工資歷對於競

爭力認知上有所差畨，是否為主管其危機感認知上也有所不同。

此外，由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發起的「台北都會區重大都市發

展課題縣市合作之規劃研究」中，也提出執行醫院環保之相關單

位，如勞安室、總務或工務室人員，其個人背景為全職或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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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環保專才人員，工作資歷等，皆會影響其執行醫院內環保

政策之推行的成效。而相關環境制度的推行，如醫院環境會計制

度，調查表示主管較認同現有環境會計不足以有效提供環境資訊，

高層單位缺乏對環境會計的興趣和支持、員工抗拒環境會計制度

推行以及各部門配合意願低等，皆為實施環境會計的阻礙（周新

宜，2004）。除了上位者對綠色醫院之認知是影響推行的主要因

素之一，根據澳洲昆士蘭衛生廳推行綠色醫院獎勵方案（GHAS）

過程中，也指出員工對綠色醫院之認知為影響計畫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若醫院員工對於計劃內容的瞭解程度不清楚，也會間接

造成計畫參與及支持意願降低，導致計畫推動成效不彰(蔣志賢，

2002)。  

二、 經濟支持 

綠色醫院的革新議題，因內部能源花費遠比其他場所大的多，

醫院不傴需在運作面上的調整，其亦頇在建築領域中強調帶入綠

色建材的概念，這也是綠色醫院比其他場域更難推行的原因。尤

其計畫之初，醫院可能面臨計畫資金及資源取得的問題（蔣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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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加上許多醫院為舊式建築，無法轉型為綠建築，而新建

綠建築、綠建材及再生能源之設備採用皆需要相當高的成本。此

外，相關環境政策，如環境會計，其實施時間未滿一年，且無蒐

集完整的資料，以導致其成效無法顯現，加上綠色醫院之性質，

其所帶來的經濟效應是非立即性的，若執事者無相當大的遠見，

無經濟上的支持，是很難突破的。 

三、 醫院組織 

從目前全球的永續經營及醫療產業環境的變遷來看，健康與

環保的策略，將是醫院繼成本策略、品質策略之後，醫院未來必

頇採取的策略。目前世界衛生組織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醫院」，

國內之推動仍屬初步階段，林雅雯（民92）亦針對國內之醫療現

況，提出醫療機溝通行健康促進醫院時，應成立強而有力的推行

組織－建立適合的推動組織，負責所有活動的規劃與執行，並監

督其成效。同樣的，在醫療廢棄物處理之問題上，也提出「公立

醫院無專責處理單位」，幾乎都由總務或工務室人員兼任，肩負

醫院全部之污染防治工作，導致人員流動大，好不容易訓練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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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流失或離職，無專責單位與人員維護及持續推動工作進

展而停滯，且非環保專才人員負責，又負責人員有責無權，因而

也形成環保工作成為少數人職責，而非全院全面在執行，大多只

求虛應相關稽查免於責罰，環保無法真正落實，故醫院是否有專

門組織或單位去推行，為重要影響因素（彭光輝，2000）。 

四、  政策支援 

在美國Metro Hospital和BCH強調當地社區與地區政府是支

持醫院成為「綠色醫院」的重要關鍵，許多國外經營綠色醫院成

功經驗，皆由官方或組織機構推動，並且國際標準認證行動，辦

理獎勵計劃，以促進綠色醫院為融入健康促進的管理模式之落

實。 

而國內醫療廢棄物處理上，缺乏政策的支持，大多醫院無能

力處理自身產生的醫療廢棄物，故多委託民間辦理，公有醫院之

設備形同虛設：經由訪查瞭解北部區醫療廢棄物處理，均委由民

間業界處理，為避免業務競合問題發生，所以公有醫院之處理設

備均作為預備使用，同時委由民間處理，其處理品質又缺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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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制，這是當前廢棄物處理最大的課題（彭光輝，2000）。 

在減量、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課題上，缺乏區域性醫療廢棄

物清運及資源回收整合系統：中小型醫療機構做好資源回收的分

類、儲存後，更需要有回收管道的配合，由於其量不大引不起回

收商的興趣，故規劃區域性資源回收益形重要，有效而具體的管

理體制，是目前我國較為缺乏。政府與醫院本身應對醫院所產之

有害污染物質監督檢查，除了法律規範外，醫院亦針對醫療機構

發展具體的資源回收機制，提供政策及公權力上的支持（彭光輝，

2000）。 

五、 教育與宣導 

醫院計畫政策得以順利推行，除了組織、政策及經濟上的支

持外，更依賴全體員工之實踐，根據ASHE（2002）提出「綠色醫

療照護中心之建構方針」（Green Healthcare Construction 

Guidance Statement）中，強調建構之最後階段需要全體員工的

對於綠色醫院環境的維護－調整服務模式行動，進行員工的教育

訓練，推展綠色醫院的概念與意義；獲得其認同，進而在工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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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能夠落實綠色行動。 

就我國目前醫療環境，感染廢棄物的減量與回收醫院常見首

要推行之工作，再執行管理的立場，必頇從廢棄物源頭，即開始

確實最好分類丟棄，故宣導如何落實正確的廢棄物分類，避免感

染性廢棄物混入一般性廢棄物中清運，以減少廢棄物產量，並從

廢棄物分類的在職教育課程加強護理人員正確分類的知識與廢

棄物處理的能力，繼而減少感染性可燃廢棄物重量，將教育落實

在每個工作人員的生活、行為中，是達成目標的不二法門（歐惠

容，1989）。 

許多政策的實施，如果沒有制度化，必不會徹底。而在制度

化的過程中，持續的宣導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一項針對醫院設置

會計制度標準流程推動困難因素的調查發現，大多數醫院員工，

對基本之成本認知，甚或所謂的責任中心制，皆是一知半解，工

作的推動往往需由會計室推動且吃力的承擔。事實上，醫院各部

門幾乎每日皆處於忙碌的階段，除了定期之教育訓練外，院方更

應考慮依個別中心之時間與需求做完整之規劃，必要時，更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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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一宣導小組，採漸進式之方式長期宣導（龐玉涓 ，2004）。 

另外，澳洲昆士蘭推動GHAS的過程中，發現關於綠色醫院獎

的訊息在醫院各單位及員工中傳遞較慢，間接造成計畫參與及支

持意願降低，導致計畫推動成效不彰，同時進行相關永續觀念與

綠色醫院認知教育，主管甚至可能需要改變其經營模式（Ellen 

Lanser May，2004），故應注意宣傳的時間及模式，此外醫院管

理單位可針對不同的對象採取不同的傳播管道，使員工有更進一

步瞭解（莊惠勤，2003）。且若醫院推行綠色醫院計畫，因屬全

院之運動，可擴大其教育訓練參與對象，除院內環保、護理人員

及義工外，亦可邀請清潔公司相關作業人員共同受訓，針對醫療

院所及清潔公司相關作業新進員工進行職前訓練，並每年度固定

辦理數次宣導講習，最後建立考核機制以檢測教育訓練之成效，

並隨時進行稽查作業以掌握感染性廢棄物分類、回收及處理情況，

並鼓勵可納入醫院法規加以規範。 

要成功推行綠色醫院，必先瞭解其影響因子，歸納以上影響

「綠色醫院」推動相關因素，包括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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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主管）、資歷、兼職或全職、是否為專業環保人員及對

綠色醫院之認知；另外，外在支持性的環境也是重要影響因素，

如經濟與政策支持，設有專職單位推動，醫院的宣導與教育訓練

等，皆有利於綠色醫院之推動。而本研究亦加入研究對象對綠色

醫院之覺知，自覺推行綠色醫院的利益及障礙等個人背景因素加

以探討，盼以多方位角度探討其相關因素，並藉由國內外之推行

現況，提供未來行動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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