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建築講習會：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

及 GBL Manager 專業認證簡介 

      

主辦單位：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台灣綠領協會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台北） 

支持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香港）委員會 

      

 



 

  

  

 

綠建築講習會：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及 GBL Manager 專業認證簡介 

為應對氣候變遷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居環境面臨的複雜問題，綠色建築已成為世

界公認的有效手段，受到廣泛推行。中國大陸遼闊的城市化地域和龐大的人口容量，決

定了對綠色建築的巨大需求。隨著海峽兩岸日益密切的經濟交流，各行各業都將目光聚

焦到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為培養具有從事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咨詢工作資質的專業

人士，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專業委員會自 2011 年起推動 GBL Manager 培訓、考核及專

業認證工作。2015 年 1 月 1 日，中國大陸正式開始實施新版本的「《綠色建築評價標準》

GB/T 50378-2014」，以實現更契合相關氣候區下的建築環境。中國大陸大部分城市，都

已要求其各種建築物於設計、建設及運營階段達到綠色建築的標準，並要求 GBL 

Manager 參與綠色建築設計與營造的過程。掌握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的內容、了

解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的申報程序並獲得 GBL Manager 專業認證是在中國大陸

從事建築相關行業的必要條件。經由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及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香港）委員會的共同努力，中國大陸綠

色建築評價諮詢工作已於 2018 年 1 月起在香港開展。現將由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台

北）協助台灣綠色建築專業人士在中國大陸進行綠色建築評價諮詢工作，以及 GBL 

Manager 的培訓和專業認證工作。 

在此背景下，「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及 GBL Manager 專業認證」（下文

簡稱「培訓」）在海峽兩岸相關領域官產學研各界的支持下舉辦，以期協助台灣綠色建

築領域專業人士、學者及青年學生參與中國大陸綠色建築領域的實踐及研究，促進海峽

兩岸城市建設及人居環境領域的交流。培訓課程由多位參與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准

編寫及評審的權威專家、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進行主講。課程內

容將涵蓋對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準》GB/T 50378-2014」的完整講解、相關應用

案例分析及最新實踐經驗的分享。 

通過此次培訓，將全面提升學員對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申報方法的認識，熟

悉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的申報程序，了解中國大陸綠色建築的發展現狀及機遇，

並為台灣業界人員開展中國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識諮詢及申報業務積纍必要的專業知

識和資質。同时增進對海峽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中不同技術、規範和操作模式的認識，

使兩岸綠建築產業互為促進、共同繁榮。歡迎建築、規劃、營造、室內裝修、環境設計

等領域各界同業人員和青年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一. 時間及地點：（詳情請參加附件一） 

1.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2018 年 3 月 21 日（週三）全天，台北 

2.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2018 年 4 月 1 日（週日）下午，廣東省珠海市 

3. 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技術與產品博覽會：2018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 

4. 綠色建築項目參訪：2018 年 4 月 4 日（週三）上午，廣東省珠海市 

 

二. 對象： 

1. 從事有關綠色建築開發、設計、施工、運營、諮詢、管理工作及暖通空調、能源

計算、建築設備等領域的官產學研界人士。 

2.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 

3.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專業會員、青年會員。 

 

三. 培訓內容： 

1. 完成 3 月 21 日全天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日程表請參見附件二）。 

2. 完成 4 月 1 日下午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日程表請參見附件三）。 

3. 同參與 4 月「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技術與產品博覽會」 

4. 同參與「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技術與產品博覽會」期間

的綠色建築項目參訪。 

5. 於 4 月 20 日前繳交專業心得報告至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秘書處

（chi.innos@gmail.com），通過評核，將於 2018 年 5 月初陸續發放 GBL 

Manager 認證證書。 

注：完成以上所有課程安排，才可獲得 GBL Manager 認證證書。 

 

四. 組織框架： 

主辦單位：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台灣綠領協會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台北） 

支持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香港）委員會 

 

五. 費用說明： 

認證課程總費用為新台幣 24,800 元整/人，其中包括： 

1. 2018 年 3 月 21 日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報名費用 新台幣 4,800 元整/

人； 

2. 2018 年 4 月 1 日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及綠色建築項目參訪報名費用 

人民幣 2,500 元整/人（折合新台幣約 11,600 元整/人）； 

3. 2018 年 4 月 2 日至 4 日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技術與產品

博覽會註冊費用 人民幣 1,800 元整/人（折合新台幣約 8,400 元整/人）； 



 

  

  

 

 

六. 報名方式*： 

填寫附件報名登記表後 E-mail 至台灣綠領協會（tgca2011@gmail.com）報名，並抄

送副本至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秘書處（chi.innos@gmail.com） 

* 報名完成後，台灣綠領協會將寄送報名確認函及繳費說明。 

 

七. 認證證書:  

報名此次培訓學員需在完成全部課程並參加「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

會暨新技術與產品博覽會」及綠色建築參訪活動後，於 4 月 20 日前繳交專業心得

報告。通過評核，將於 5 月初陸續發放 GBL Manager 認證證書。 

 

八. 聯絡諮詢： 

郭勁竹女士 Tel: +886-02-23629149（台北） 

苗壯先生 Tel: +852-29940495（香港）  

mailto:tgca2011@


 

  

  

 

附件一 

綠建築講習會：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及 GBL Manager 專業認證課程日程 

日期 時間 項目 

3 月 21 日（週三） 全天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 

4 月 1 日（週日） 下午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 

4 月 2 日（週一） 

上午 
參加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

技術與產品博覽會開幕式 

下午 

1. 參加兩岸四地綠色建築發展與政策聯合展覽 

2. 參加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

暨新技術與產品博覽會專題論壇 

4 月 3 日（週二） 

上午 
參加「計畫單列市及港澳台地區綠色建築聯盟—

C8 暢想」論壇 

下午 參加第三屆兩岸四地綠色建築發展與政策論壇 

4 月 4 日（週三） 上午 綠色建築案例參訪 

4 月 20 日（週五） 全天 提交專業心得報告 

 

注：完成以上所有課程安排，才可獲得 GBL Manager 認證證書。 

  



 

  

  

 

附件二 

2018 年 3 月 21 日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日程表 

日期 2018 年 3月 21日（週三） 

時間 講題/主講人 

08:00-08:30 報  到  (領取教材) 

08:30-08:45 

開幕式及嘉賓合照 
致辭：陳重仁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副秘書長 
台灣綠領協會 榮譽理事長  
澄毓綠建築設計顧問 總經理 

08:45-09:30 

講題：《綠色建築評價標準》GB/T 50378-2014总则與評審流程 
主講人：王文安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 
淡江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09:30-10:30 

講題：節能與能源利用內容介紹及解說 
主講人：王獻堂 / 王文安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 
冠呈能源環控有限公司  總經理 
淡江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10:30-10:40 茶  歇 

10:40-11:40 

講題：節水與水資源利用內容介紹及解說 
主講人：陳重仁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副秘書長 
台灣綠領協會 榮譽理事長  
澄毓綠建築設計顧問 總經理 

11:40-12:40 

講題：節材與材料資源利用內容介紹及解說 
主講人：陳重仁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副秘書長 
台灣綠領協會 榮譽理事長  
澄毓綠建築設計顧問 總經理 

12:40-13:40 休息時間及用餐 

13:40-14:40 

講題：施工管理內容介紹及解說 
主講人：陳重仁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副秘書長 
台灣綠領協會 榮譽理事長  
澄毓綠建築設計顧問 總經理 

14:40-15:40 

講題：運行管理內容介紹及解說 
主講人：王獻堂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 
冠呈能源環控有限公司  總經理 

15:40-15:50 茶  歇 



 

  

  

 

15:50-16:50 

講題：節地與室外環境內容介紹及解說 
主講人：李彥頤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教授 

16:50-17:50 

講題：室內環境品質內容介紹及案例解說 
主講人：李彥頤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副教授 

17:50-18:30 

綜合座談：海峽兩岸綠色建築認證案例分享 
主講人：陳重仁 王獻堂 李彥頤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 

位置及交通： 

1. 台灣綠領協會/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台北）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2 號 14 樓之 2 

  

2. 交通資訊 

 A 搭乘捷運 

       搭乘淡水線往象山方向的列車，於「大安森林公園站」下車。 

步行穿越大安森林公園至和平東路新生南路口。 

 B 搭乘公車 

      搭乘公車於「溫洲街口」或「大安森林公園」 站下車。 

 C 自行開車 

      開車前往，可停放於建國高架橋停車場。 



 

  

  

 

附件三 

2018 年 4 月 1 日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日程表 

日期 2018 年 4 月 1 日（週日） 

時間 講題/主講人 

13:30-14:00 報  到  (領取教材) 

14:00-14:20 

開幕式及嘉賓合照 

致辭：鄒經宇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主席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香港）委員會 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主任 

14:20-14:40 

講題：《綠色建築評價標準》GB/T 50378 的發展歷程及應用 

主講人：鄒經宇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 主席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香港）委員會 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主任 

14:40-15:30 

講題：上海市綠色建築案例分享 

主講人： 楊建榮（待邀） 

上海市建築科學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 副院長 

15:30-15:45 茶  歇 

15:45-16:35 

講題：廣州市綠色建築案例分享 

主講人： 周荃（待邀） 

廣東省建築科學研究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16:35-17:25 

講題：深圳市綠色建築案例分享 

主講人：劉俊躍（待邀） 

深圳市建築科學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7:25-17:30 閉幕式 

位置及交通： 

地點：珠海粵海酒店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粵海東路 1145 號 

1、珠海粵海酒店、珠海拱北口岸、珠海高鐵站、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位置分佈圖 



 

  

  

 

 

2、交通路線及時間 

（1）珠海高鐵站——拱北口岸，步行約 5 分鐘 

（2）珠海國際會展中心——珠海高鐵站/珠海拱北口岸 

     全程 7.6 公里，途徑昌盛路、南灣南路，約 20 分鐘 

 



 

  

  

 

綠建築講習會：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 

及 GBL Manager 專業認證課程 報名登記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 西元       年    月 

台胞證號碼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行動電話  

職稱  室內電話  

服務單位名稱  

通訊地址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敬請攜帶個人飲水杯具與餐具） 

報名身份 
□個人 □學生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會員 □台灣綠領協會會員 

□台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會員 □台灣建築學會會員 

認證課程 
□ 2018 年 3 月 21 日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 

□ 2018 年 3 月 21 日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 

2018 年 4 月 1 日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 

2018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 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技術與產

品博覽會（廣東省珠海市） 

2018 年 4 月 4 日 綠色建築項目參訪（半日） 

報名須知： 

認證課程總費用為新台幣 24,800 元整/人，其中包括： 

1.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註冊費用為 新台幣 4,800 元整/人； 

2. 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進階課程註冊費用為 人民幣 2,500 元整/人（折合新台幣約 11,600 元整/

人）； 

3. 第十四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暨新技術與產品博覽會註冊費用為 人民幣 1,800 元整/人

（折合新台幣約 8,400 元整/人）。 

備註： 

1. 認證課程總費用包括會議所有講義、場地費、會議點心費和其他會務費。 

2.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會員、台灣綠領協會會員、台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會員、台

灣建築學會會員及學生對兩岸綠色建築評價系統基礎課程和進階課程均享有 85 折優惠；敬請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或透過所屬單位報名。 

3. 報名日期: 自計劃核定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止（週二） 

4. 報名方式： 

填寫附件報名登記表後 E-mail 至台灣綠領協會（tgca2011@gmail.com）報名，並抄送副本至綠

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秘書處（chi.innos@gmail.com） 

* 報名完成後，台灣綠領協會將寄送報名確認函及繳費說明。  

報名者就本報名表中之個人資料，同意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及台灣綠領協會，於提供

良好服務及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必要範圍內收集及使用。特此簽名同意。 

 

同意人簽名： 

mailto:tgc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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