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商业案例库：
绿色办公室对身心健康发展及生产力的影响

2016年10月

项目领导单位： 运动赞助单位：



主席献辞
贝斯．安布罗斯 （Beth Ambrose）

我于担任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小组主席期间，能与世界绿色建
筑委员会出色团队的专家们并肩合作，推动房地产业更着力于健康及绿色
建筑的发展，是非常愉快的体验！得以见证全球对这方面的认知、探讨以
及相关活动与日俱增，深受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不少企业的成功故事或案例反映了它们无论规模大小，都选择采用新的办
公室设计标准，改变工作模式，尝试运用新科技，以改善工作环境，令员
工、租户及客户的身心获益，是对所有绿色建筑同业的干劲热忱和努力高
度认同。

各方共同努力贡献编撰这册最新出版的报告书，为行业的发展奠下里程碑，我谨此衷心致谢！
当中的每个故事或案例，相信都可启发大家去改变建筑环境文化，就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
吉尔所言：“人造建筑、建筑造人。”

本报告是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Better Places for People”
运动的成果。

报告是总结了全球逾50个房地产开发商、设计师和建筑
师、楼宇用户及绿色建筑委员会难能可贵的领导经验编
撰而成。

所有曾在编撰报告过程中作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已详列
于报告封底。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对各方的贡献衷心致谢。

贝斯肩负办公室工作小组主席重任，并为仲量联行于英国伦敦
Upstream Sustainability Services团队中的一位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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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 ZERO CARBON BUILDING, 2016 54



基于相关实例不断增加，全球的雇主、业主、设计师、开发商和投资者都意识到办公室设计在众多方面都影响着用户的身
心健康。因此，打造健康建筑和绿色建筑，是明智的营商的之道。

大多数单位都视员工为最重要的资源，一般占经营成本的90%。假如生产力只是上升了1%，对任何业务的营收和竞争力
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房地产开发商、业主和投资者亦正发掘健康绿色的建筑物所带来的商业价
值。在一项调查中, 访问了200位加拿大业主，38%受访者指物业有所增值, 
而健康建筑物的价值比普通的最少高7%;   另外46%的受访者就说这类物业
会更易出租，28%则说它们租值更高。

这份由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出版的《构建商业案例库：绿色办公室对身心健
康发展及生产力的影响》报告，揭示了健康的绿色建筑背后的全球发展形
势，亦为我们的“Better Places for People”全球计划奠下了重要的里程碑。
报告为健康绿色的办公室提供最佳作业方式实例，反映雇主如关注旗下物业
环境表现及员工身心健康，同时坐言起行改善办公环境，不但提高员工生产
力及忠诚度，甚至赢取数倍的投资回报。

报告的部分例子包括：

员工病假日数减少三分之二
斯堪卡（英国唐卡斯特）
BREEAM（英国）“优秀”
英国斯堪卡在2015年节省员工缺勤支出达28,000英镑（36,000美元）；同时藉减少与建筑物相关的病假日数3.5倍，以
及员工的舒适度及满意度增加，搬迁办公室的环保投资回报期由11年减至8年。

全新健康工作间带来4,200万欧元回报
三角洲开发集团（荷兰阿姆斯特丹）
BREEAM（荷兰）“卓越”
据毕马威指出，用户Heerema因员工生产力及忠诚度提高，加上缺勤率下降，令他们预计在20年间的凈现值可达4,200
万欧元。

呼叫中心生产力倍增
圣戈班（美国宾夕凡尼亚州马尔文）
LEED Platinum - Core & Shell and Interior
自从圣戈班的呼叫中心搬进新北美总部大楼后，员工可达成销售的线索增加了97%，而每次通话的线索就增加101%。

更多协作、更少缺勤
澳大利亚墨尔本Medibank
绿色之星六星级——办公室设计V3
澳大利亚最大医疗保险公司Medibank的新办公室设有26种不同工作间、耕作花园及运动设备。公司表示80%的员工工作
时有更多的协作，缺勤率降低5%，而三分之二员工表示身处其中感觉更健康。

这份报告与当中的案例研究及焦点故事，为企业提供更强而有力的商业案例，鼓励它们
落实打造绿色工作环境，促进员工身心健康和提高生产力，令其在营收上获得切实的好
处。

如何打造健康绿色办公室
透过打造绿色建筑，促进用户身心健康，不同规模的单位都可受惠。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以三大支柱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框
架，并不断完善，以协助租户方或业主/管理方的不同人士（如可持续发展主管、人力资源专家、设施管理经理）评核和量
化建筑物用户的身心健康和生产力，进而应用于建筑物本身之上。

环境
量度绿色工作间的八个特点以评定它们如何影响用户，当中每个元素均可从绿色建筑评价系统和建筑物法规作出客观量
度。

体验
向用户进行调查以配合量度环境特点，了解用户对工作间的感觉，以及他们有否认为环境对身心健康产生正面或负面影
响。

营商
量度六个管理阶层及/或人力资源员工可能已正在搜集的营商因素，追踪办公室环境改善期间对它们的变化。

全球超过20个国家的绿色建筑委员会正全力推动健康绿色建筑，透过评价及评价工具、研
究及持份者参与，揭示世界不同单位如何从绿色建筑中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而获益。不同单
位（例如由联合科技赞助、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领导）的研究正改变我们认识身心
健康与绿色建筑间互动的方式。

唤起行动
这些案例展示世界不同的单位正从建筑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而获益，我们希望各行各业、业
主、设计师及开发商能藉此获得启发。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在此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借着为
人们创建更好环境，带来更大商机。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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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良好势头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绿色建筑新里程：办公室环境对身心健康发展及生产力的影响》报告，引起办公室
持份者界别的热烈讨论，令健康绿色的建筑这个课题成为全球房地产界的焦点所在。

报告罗列初步的研究、证据和个案研究，指出办公室设计对用户的身心健康影响甚大，也发现人类和地球与有益的良好
设计之间有着良性循环。然而，报告亦重点指出，一幢低碳并有效运用资源的建筑物，并不自动等于令用户更健康——
绿色建筑只有在仔细考虑建筑在环境和身心健康两方面的属性（例如鲜风供应）时，方会促进使用者的身心健康。报告
并分享了促进身心健康和提高生产力的设计最佳作业方式，更拟定一个框架，让项目团队可追踪建筑物的表现和对建筑
物使用者的作用。

报告的目标

我们透过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全球网络中超过70个绿色建筑委员会，发现在现有的绿色建筑评价系统中，健康建筑的原
则和有关身心健康的评分范畴渐受关注。 从而了解到创造健康绿色的建筑在全球来说已是大势所趋。因此，这份进度报
告，藉分享一些开拓性的项目和所带来的影响，加速发展势头。

报告会了解不同单位为打造促进身心健康和提高生产力的建筑物所做的工作、市场方向及未来的大趋势势。你会找到七
个世界各地的案例，展示大小公司从健康和绿色的建筑物中获得的切实的商业利益，并会找到七个与精选地方、公司和
研究领导相关的焦点故事。

引言：
构建建设商业案例库

外观风格

因此，以2014年的报告为基础，这次更新旨在：

• 传播企业如何在实际环境中应用身心健康的原则和指标框架

• 分享它们正发展的研究和所经历的挑战和结果

这份报告希望从两方面带来影响：

• 各单位落实打造健康和绿色办公室的案例研究

• 以绿色办公室促进身心健康领先市场和企业

We hope this report can be a helpful next step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s journey towards productive, healthy and green 
buildings and Better Places for People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可帮助房地产界在步向有生产力、健康和绿色
建筑，以及为人们创建更好环境的路上踏前一步。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以九种图示标示健康办公室的九个元素，包括八个与环境状况相关的属性，另一个（员工参与）则与
量度办公室用户体验相关。当中部分特点与一幢建筑物的环保属性相当吻合：例如办公室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可改善
室内空气质量；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比传统材料少；增加天然采光会减少电负荷，在大部分市场中相
等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图示将在用于各焦点故事和案例中，标示各种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位置与设施联系亲生物性与景观

天然采光与照明 室内布局与主动设计热舒适性

员工参与

室内空气质量与通风 噪声与声学

Photo © CHINA RESOUR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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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
健康及绿色办公室框架
我们针对办公室和零售环境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建立量度身心健康和实际应用的框架。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以过去工作为基础，加上最新的构思及术语 ，列出一个“办公室指标框架”。

环境

1. 室内空气质量
2. 热舒适性
3. 天然采光与照明
4. 噪声与声学
5. 室内布局与主动设计
6. 亲生物性与景观
7. 外观风格
8. 位置与设施联系

体验

用户在建筑物内的感知，以
调查量度。

营商

1. 缺勤率
2. 员工流失/留用率
3. 医疗开支
4. 收益
5. 因环境或工作申报疾 
 病的投诉
6. 工作环境引致不适的 
 投诉

我们相信报告往后展示的案例，将可证实框架是相当吸引且
实用，并很快会带动进程。

详解各个支柱

环境
量度绿色建筑的环保表现特点不是唯一重点，同时也要量度
绿色建筑环境内不同的环境状况特点，以决定一幢绿色建筑
如何影响用户。部分环境状况特点可以直接进行评定，如照
明、声学及污染物，但有些或须主观量度，如景观或设施质
量等。

体验
直接或主观量度建筑物环境状况固然重要，但用户在工作
间中的感觉和体验可能更为重要，就如两个人对24° C 和 
相对湿度65%的感觉可以截然不同。

感知调查用作决定对办公室员工身心健康和生产力十分重
要的体验因素，并可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考虑用户的体
验，包括热舒适性、工作间满意度，以及员工自行报告的
疾病。

更多用作进行用户调查的问题详情可参阅
www.betterplacesforpeople.org/index.php/toolkits。 

¹我們在2014年辦公室報告中訂下的三個類別“環境狀況”（Physical）、“員工觀感”（Perceptual）和“企業表現”（Financial）在這份報告中分別重新命
名為“環境”（Environmental）、“體驗”（Experience）及“營商”（Economics），以配合我們最新的術語。這三個類別只有名稱上的變更，當中的指標
與2014年原本的研究仍然一致。

企业如何使用此框架
此框架刻意设定得简明扼要——只考虑八个环境元素、进行
一项感知调查及检视六个营商指标。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了
解不少单位是首次有系统地考虑身心健康问题，因此极需要
一个简单的方法令行动取得成效。

你不需要全盘使用整个框架。事实上，不同层面的持份者只
要初步运用框架，就可以或已经会得到一些重要的建议。

即使你之前对这个课题一无所知，亦无须从头开始——框架
可应用在一些手上已有的数据，而就此进一步钻研的企业，
将可透过这简单的框架和当中的变项更轻易了解这些问题（
如需为数项物业进行评估），从而得益。

营商
T首两个支柱（环境和体验）影响人们在工作环境中的工
作方式和健康程度。由于员工开支一般占业务经营成本的
90%，所以任何影响员工生产力的因素都对营收有直接影
响。我们会运用营商指标，包括缺勤率和医疗开支去量化
这些影响，而这些因素已详列于2014年出版的报告之中。

Photo © CHINA RESOUR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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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健康更绿色办公室的八大特点

2

为什么？

6

为什么？

¹
 101%

为什么？

5  

为什么？

7

7. 外观风格

6. 亲生物性与景观

1. 室内空气质量与通风

7-12%

5. 室内布局与主动设计

为什么？

8

8. 位置与设施联系

27
万欧元

²

 2. 热舒适性

6%
46分钟

坐近窗户的员工可多睡. ³

3.  天然采光与照明

为什么？

为什么？

4

4. 噪声与声学

66%

9

员工参与

会定时访问健康的办公室中员工，所
得的反饙会用作持续改善环境。

健康的办公室中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
他污染物浓度较低，同时通风率较高。

在绿色及通风良好的办公
室工作的员工，认知评分
上升达

健康的办公室中室温会维持在舒适范围，员
工可自行调节。

如果办公室过热，员工表
现会下降6%，过冷则下
降4%。

健康的办公室可享有大量阳光，并设有可自行调
节的电灯。

健康的办公室会使用降噪材料，提供宁静的
工作空间。

分散注意力的噪
声会使员工表现
下降

健康的办公室会有多元化的工作间，充足的设
施。 包括会议室、静音区和配合站坐两用的桌
子，推动员工在办公室内有更多活动。

有弹性的工作间可让员工
感到工作量在控制之内，
建立忠诚。

健康的办公室内外种满不同品种的植物，也可从
工作间中看到自然景观。

一个呼叫中心的员工
看到自然景观，处理
时间提升了

健康的办公室会使用使人觉得受到欢迎、安
宁，具唤起自然的颜色、纹理和材料。

视觉观赏性是工作间满
意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健康的办公室可联系至公共交通、安全的自行
车路线、停车设施及淋浴处，以及一系列健康
食物的选择。

荷兰”骑车上班”计划
减低了缺勤率，节省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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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目的是在展示在绿色办公室如何促进身心健康和提高生产力，以证明环球健康绿色
办公室的市场势头正在增长。

报告随后的内容将列举来自全球各地的自发行动——小至旧金山一间小型环境顾问公司为
员工解决在会议室精神不振的问题寻求良方，大至全球表现首屈一指的银行都希望促进员
工的整体健康——当中提及的七个办公室中六个已取得绿色评价，另一个亦已加入了许多
的绿色设计。

同时，在案例研究之间亦加插了七个焦点故事，阐述环球健康绿色建筑市场、研究及企业
亲生物性策略。

这些案例及焦点故事各有不同，部分提及在办公室中引入身心健康设计的进程，部分则点
出对提升绿色办公室健康极为重要的个别身心健康元素。
你亦会找到员工敬业度 的调查结果、关于员工的故事，以及Leesman调查（一项严密的系
统化员工敬业度调查）的结果。部分则详述了量度生产力的方法，并将之与绿色建筑项目
翻新的回报期长短挂勾（即使有时难以落实）。无论如何，各项行动都展示了清晰明确的
商业案例。

这只是序章，后文将印证我们正切实为人们创建更好环境。

案例研究与焦点故事

Photo © WWF AUSTRALIA, 2016

研究方法阐释：
2016年5月，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向参与“Better Place for People”运动的绿色建筑委员
会、赞助单位，以及曾与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及相关绿色建筑委员会接触的公司征稿，编
撰成报告中的案例研究与焦点故事。曾表示参与意向的绿色建筑委员会及公司会收到一份
案例研究的规范文件，当中表明优先考虑数据为本的方式，并要求表现出地域多样性及不
同持份者（地产开发商、租户等）的看法。案例提交以后，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的人员及
此报告主席会逐一复阅，并会按规范要求提出修改，惟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及报告列出的
贡献单位并未有就各案例的研究方法及数据再作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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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入日期

自从圣戈班的呼叫中心搬进新北美总部大楼后，员工可达成
销售的线索 增加了97%，而每次通话的线索就增加101%。

营商影响

圣戈班分别为新旧大楼的销售支持呼叫中心量度生产力，发现搬迁后生产力有显著提高。

下一步？
在圣戈班建筑科学家团队带领下，该公司正在与俄勒冈大学的伊哈布‧埃尔齐亚迪博士合作，评定建筑物设计对用户体验

的影响。搬迁前的调查已于原来的办公室完成，搬迁后的调查则将于2016年12月完结。这调查将涉及2014年报告的框架

中所列出的全部用户体验范畴，包括量度室内空气质量、温度、声学、视觉舒适度等元素。

天然采光增加25%

92%办公地方可欣赏户外景色

健身中心、池塘、户外工作空间及长1.3英里的步
行径

楼梯间享有户外景色，吸引员工放弃使用升降机，
鼓励员工多走动

1月

1月

1月

1月

10月

10月

AUG

与2014年1月相比每星期可达成销售线索的数字

1月 ‘14 - 8月 ‘15
1月 ‘15 - 8月 ‘16

与2015年1月相比每次通话带来销售线索的数字

5

4

3

2

0
AUG
2016

遷入日期

关于办公室

圣戈班与CertainTeed的北美总部大楼位于美国宾夕凡尼亚
州马尔文，占地277,000平方英尺，超过800人在此上班。大
楼取得LEED白金级（核心筒和外壳及室内设计）的评价，并
设计成一个天然实验室，以实地测试公司为建筑物表现推出
的产品。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平均每星期可達
成銷售的線索增
加了  

平均每星期每次
通話帶來銷售線
索增加了

案例研究：
圣戈班

新办公室提供116个协作空间，其中68个提供六个
或以上座位，使得：

150%协作会议空间
预定率提高

Photo © Jeffrey Totaro, 2015

Photo © Jeffrey Totaro, 2015

8

6

4

2

0

101%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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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斯堪卡

英 国 斯 堪 卡 在 2 0 1 5 年 节 省 员 工 缺 勤 支 出 达 2 8 , 0 0 0 英 镑
（36,000美元）；同时藉减少与建筑物相关的病假日数3.5
倍，以及员工的舒适度及满意度增加，搬迁办公室的环保投资
回报期由11年减至8年。

关于办公室

Bentley Works办公室位于唐卡斯特，是英国斯堪卡英格兰北部的分
部。斯堪卡将大楼重建，包括新建一幢占地1,800平方米的两层高现代
办公大楼，并取得BREEAM“优秀”评级。为量度新办公室的效益，该公
司在搬迁前后均向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搜集与病假相关的营商指
标。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设置了中央采光井补充天然光线，减少照明负荷，令员工更满意照明水平

工程时使用了无害材料，改善了室内环境，也令员工感到室内空气质量提高

使用计算器模拟优化员工热舒适环境

根据斯堪卡环境调色板，办公室以”深绿”作设计

“Bentley Works办公室的经验改进了我们在办公大楼达到身心健康的方法。我们藉此更了解影响用户身
心健康和满意度的不同因素，以及改善量度绿色建筑表现的方法，对日后的绿色项目大有帮助。”
                                                
                                                -克里斯．帕特奇（Chris Pottage）英国斯堪卡可持续及健康建筑物主管

热舒适性

办公室总体评价

9%

室内空气质量

天然采光与照明

布局与噪声

便利设计与位置

55%

58%

8%

21%

36%

77%

34%

搬迁后搬迁前

60%75%

70%

55%

58%

44%

66%78%

78%

72%

搬迁后搬迁前

员工观感调查结果

斯堪卡在搬迁前后就对室内环境质量的观感以问卷访问了110位大楼用户，搬迁前有43人参与，搬迁后则有59人。结果
清楚指出新大楼改善了员工对大部分因素的观感，但热舒适性却因新设施移除了个人调节功能而下降。

28%环保投资回报期快

28,000英镑
2015年员工开支节省3.5倍2015年的病假日数与其

他英国办公室相比少

Photo © Skansk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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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故事：COGFX 研究2
来自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雪城大学的研究团队，于得到联合科技支持下在2015年开
展了COGfx研究。结果显示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且高度通风的办公空间中，个人认
知功能可提升达101%。团队最近发表新的研究结果指出，取得评价的绿建筑比没有评价
的得分更高，再为绿色健康建筑物的商业案例推上新台阶，并证实了绿色建筑可令用户更
健康的假设。下文将介绍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雪城大学研究团队的成果，成员包括约
瑟夫．艾伦（Joseph Allen）、皮尔斯．麦克诺顿（Piers MacNaughton）、约翰．斯
彭格勒（John Spengler）、Akira Yamaguchi 、若泽．拉里诺（Jose Vallarino）及苏雷
什．桑塔南（Suresh Santanam）。

使用取得绿色评价且高效建筑的用户

认知功能得分高

同时睡眠质量较佳，较少申报健康问题

提高

提高

提高

提高

较高认知功能得分
高性能并取得绿色评价建筑的百分比改变
与高性能但未有评价的建筑物比较

策略 集中
活动水平

应用
活动水平

危机
反应

室内环环质量
不同的绿建建筑评价单位均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室内环环质量评分范畴，协助实现更好的

室内环境，包括：

减少使用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材料

提供具日照/景观及可调节的
照明系统

由设计及验证实现热舒适

室内环环质量
不同的绿建建筑评价单位均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室内环环质量评分范畴，协助实现更好的

室内环境，包括：

减少使用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材料

提供具日照/景观及可调节的
照明系统

由设计及验证实现热舒适

热舒适度较佳
取得绿色评价的建筑物

认知测试
得分高出

在热舒适区域内
外工作的分别

病态建筑综合症

睡眠质量得分

同时环境观感较佳

提高

下降

认知能力测试
在星期二及星期四进行

健康评估

量度睡眠模式
一项有关观感及
症状的调查

星期
人参与

幢办公大楼
全为高性能建筑物

研究每幢建筑

取得绿色评价
幢中的 幢

认知能力测试
在星期二及星期四进行

健康评估

量度睡眠模式
一项有关观感及
症状的调查

星期
人参与

幢办公大楼
全为高性能建筑物

研究每幢建筑

取得绿色评价
幢中的 幢

研究方法

最佳作业方式

研究结果

欲知研究更多详情，请浏览www.thecogfxstudy.com。

高性能但未有评价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量低及高度通风

建筑物种类：
高性能并取得绿色评价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量低、高度通风及有绿
色评价

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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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sman用户调查结果

三角洲开发集团及MNC合作在Voldellaan 47应用
Leesman调查量度工作间的效益。搬迁前后的调查
分别有405位（35%）及433位（38%）的员工回
应。

Leesman指数（LMI）由搬迁前的57.7上升至搬迁
后的70.1，令此大楼成为比荷卢三国超过500位员
工使用的大楼中，分数最高的一幢，亦是全球使用
Leesman指数的项目中，最高分的5%之一。

营商影响

毕马威以旗下的“真实价值”评估工具，应用Lees-
man调查结果，并考虑相关因素在其他文献提出的
偏差，以及对支出和收入的影响，从而协助三角洲
开发集团量化建筑物对员工生产力、缺勤率及忠诚
度的影响。有关结果如下：

据毕马威指出，用户Heerema因员工生产力及忠诚度提升，加
上缺勤率下降，令他们预计在20年间的凈现值可达4,200万欧
元。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立面座向——优化景观及天然采光，同时阻挡太阳幅射得热

以LED满足人工照明需要

太阳能热水器配合地热空调系统提升热舒适性

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材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从摇
篮到摇篮评价的材料

比旧大楼更关注亲生物性

案例研究：
三角洲开发集团

100%

75%

50%

25%

0%
总体室内环境

质量
室内空气

质量
噪声 天然采光与

照明
外观风格            

设施
设施

搬迁前                            搬迁后

欧元

設計及佈局 天然採光 空氣質量 親生物性 HMC
的價值

+ 0.5 万欧元
+ 13 万欧元

+ 51万欧元

+ 42万欧元

- 23万欧元

一幢設計良好的
大樓可令員工感
到自豪，有更多

原因留下。

綠化的外牆及屋
頂並不足以令員

工保持滿意。

此數字反映租用新
大樓20年作辦公室
所創造的淨現值。

    20年租用期间的凈现值可达

+4,200万欧元

办公室设计提高员工忠诚度

天然采光及空气质素改善令缺勤率下降

进一步增加绿化令用户满意度提高

关于办公室
Voldellaan 47是Heerema Marine Contractors 
B.V. （HMC）的全球总部。楼高12层的总部提供
23,336平方米的面积予1,100名全职员工，并已取
得BREEAM （荷兰）“卓越”评级。

此项目是三角洲开发集团首次同时利用Leesman指
数和毕马威全面的“真实价值”研究方法，量度商业
大楼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影响，也是全球首例。

员工满意度

更多有关毕马威“真实价值”研究方法的数据，请浏览： https://www.kpmg.
com/Global/en/topics/climate-change-sustainability-services/Docu-
ments/introduction-kpmg-valu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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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只拥有全球首个获WELL v1 Certified™ 金级评价的建筑项目“多伦多道明银行集团TD23项目”，当地的建筑商和
业主亦对建筑物用户的身心健康越加关注。在这个介绍加拿大的焦点故事中，会提到最近对加拿大业主就建筑用户身心
健康所作的调查，并会介绍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位于温哥华一幢以LEED金级评级为目标的大楼内的办公室，了解它如
何将身心健康成为重点。

道奇数据报告
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根据道奇数据与分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委托出版《Healthier Buildings in Canada 2016: 
Transforming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研究报告，就关于加拿大的发现提供更深入的分析。此报告调查
了200位加拿大的建筑物业主，研究影响业主、设计公
司、承包商及公共健康专家决定采用更健康建筑作业方
式和特色的各项因素。

健康建筑物的商业利益
拥有健康建筑物的业主中，30%指首三项好处为：物业
价值提升（38%）、可更快将物业租出（46%），以及
可订定更高租值（28%）。

业主面对的挑战及机遇
调查要求业主指出提升身心健康所面对的挑战及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都表示从量化建筑物的财务和健康
影响中发现商机。

焦点故事：加拿大

46 %

38 %

28 %

指物业有所增值的
业主称价值提升最
少7%

称可更快将物业租出

称可订定更
高租值

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温哥华办公室

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致力带领国内提升绿色建筑及可持续小区作业发展。随
团队扩张，该会需要搬迁位于温哥华的办公室，新办公室更以成为国内其中一
个率先以LEED v4室内设计与施工 （ID+C）金级评价为目标，领先同业。在
以白金级作为挑战性目标下，新的办公室希望为员工及访客提供一个健康及可
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反映该会过去十年来一直为绿色建筑所推动的创新及发
展。

新办公室在符合LEED v4外，亦以LEED （加拿大） 建筑设计金级作为目标。
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在设计中加入不少特色，旨在加强员工的舒适和满意
度，并正以迁入后的调查进行量化。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新办公室设有大型窗户，引入大量天然光，并尽览温哥华市内景色。

办公室计划达成LEED v4下三项新设评分范畴，分别为环境产品声明（EPD）、原材料采购及材料成份。因此，
办公室的地毯、地板、遮阳板、布套均取得从摇篮到摇篮评价。

暖通空调（HVAC）系统设计成比ASHRAE 62.1-2010要求提供最少多30%的室外鲜风，并在送进办公室前以滤
器过滤。

办公室以开放式设计，并设有不同类型的工作间，包括配合站坐两用的办公桌，让员工有机会在办公室不同的
地点工作。

办公室位处温哥华市中心，坐享完善的小区设施， 如：自行车道网络、公共交通、餐厅及咖啡店。

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的温哥华团队为向公众教育绿色建筑的设计策略
及方案，在新办公室设立有导游讲解的参观团，以项目推广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

挑战

机遇

用户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次于节省成本和能源效益表现

预算问题及限制

需要更多数据
新订的法规

财务影响评估

对用户健康的量度

©CaGBC 2016

Photo © CaGBC, 2016

Photo © CaGBC, 2016

以下研究内容由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撰写，只代表该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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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实施亲生物性
我们先向用户作调查：

他们是否感到与大自然的联系？                 他们接通户外的程度是否达预期水平？

针对亲生物性，我们进行范例调查，以研究三个主要策略：

 运用光和水等的自然元素

 善用自然图案或仿真自然的设计

 提供不同空间的元素，并考虑眺望及藏匿点（即既享有辽阔视野，同时于后方及上方感到安全）的经验

根据回应，我们可开始找出改动运行设施的方法，以引入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元素及线索。

最新的例子是谷歌位于东京的办公室，当地的设施团队完成了评估，成功在办公室内数个地点引入了亲生物性设计。其
中，他们透过分析空间使用率和纪录活动数据，决定改动何处可为用户体验带来最大改变：一个红色为主色的会议室。红
色早被“谷歌人”认定是会分散注意力和增加压力，而当时只有6%受访员工满意办公室与户外接通的程度。

在这次改动中，东京的团队选取项目所需的材料时，考虑了当地价值和文化，最后选择重塑旧式日本房子坐席的体验，与
现存的户外环境互相配合。会议室的墙身改为日式泥墙，当地文化相信泥墙具有过滤空气的功能；地板以天然麻质制成；
日式窗户则可欣赏秋天园林景色。虽然我们正等待下一次
量化改动成功程度的意见调查结果，但访问和定性的结果
都相当正面。

在设施运行中落实亲生物性原则是切实可行！我们全都可
利用与大自然与生俱来的联系，去改变我们与同事所享有
的空间和体验。

谷歌希望工作间可使人与该处的空间产生联系，令人身处其中时感到愉快，而所建立的空间应充满活力，刺激
多重感官，触动心灵。这些方面每天都会启发大家，不只支持工作，更会是生活的一部分。谷歌办公室的设计
以往多运用谷歌的品牌（包括色调）去建立属于谷歌的地方。不过，谷歌的设计及运行哲学，亦随业务发展而
有所改变。

室内环境质量与谷歌的关系
室内环境要具生产力和令人感到舒适，室内空气质量、声学、亲生物性、热
舒适性及视觉舒适性都是主要范畴。谷歌在设计和运行策略上善用这五大元
素，为员工营造最健康的环境。

前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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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特别提及亲生物性：它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我也会分享我们如
何开始找到方法，在包括东京在内的不同办公室中加入新的自然设计。亲生
物性绝不只是设计师专享！

亲生物性及其重要性
简单而言（明白了没？），亲生物性是人类内心深处与大自然的连。令我们
明白为何身处公园会再次精神焕发、在海边会令人充满能量、木料燃烧和惊
涛拍岸的声音会使人悠然神往；为何自然景观会影响我们的创造力；为何黑
影和高处会带来恐惧；以及为何动物作伴和莳花弄草会令人感到有疗效。

谷歌基于下列三大主要原因重视亲生物性：

 亲生物性元素对员工生产力、情绪健康、减轻压力、学习和治疗均有帮助。
 
 亲生物性设计可减少缺勤、医疗保健和保险的支出，从营商角度而言相当明智。

 亲生物性特质鼓励欣赏大自然，进而推动自然保育。

因此，谷歌从亲生物性在工作间中的影响，推论出一些初步的发现。尽管提出当中的因果关系仍须更大量研
究，但“谷歌人”已从资料搜集报告中了解了解模拟自然的建筑物设计元素：ture.

11%整体对工作间的满意度提升13% 工作间的颜色与纹理使满意度提高

15%  表示大楼可激发创意的员工多 Photo © GOOGLE, 2016

Photo © GOOGLE, 2016

焦点故事：谷歌
以下研究内容由谷歌美国运行[e]团队的劳伦．里格斯（Lauren Riggs）撰写，只代表该
公司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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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stōk + biome

stōk装设了空气质量传感器检测二氧化碳、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颗粒物 （PM）的浓
度，查看污染物水平是否高于建议范围。

透过在stōk主要会议室内装置一幅可移动的绿化墙面，二氧化
碳达问题水平的办公时间减少39%，令员工更满意、更专注。

关于办公室 

stōk位于旧金山的总部占地400平方米，25人工作的空间内有多项环保
特色，而有关的会议室为当中面积最大，常用作召开多达15人参与的会
议。会议室没有看到室外的窗户，用户亦不可以调节暖通空调的温度。
另外，员工经常投诉办公室闷热及死气沉沉，让人昏昏欲睡 ，精神难
以集中。stōk试图寻求一个成本不高的解决方案，同时研究如何为客户
提供更全面的提升室内空气质量服务。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000 
ppm 问题水平的办公时
间达15%。1

1COGfx研究發現在1000 ppm 的濃度下，人們開始感到認知能力下降，因
此在這次分析中將此門檻定為“問題水平”。

在未能增加通风的情况下，stōk装设了模块化
及可移动的BIOME绿化墙面作试验，查看是
否可以透过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而减轻问题
严重性。

装设BIOME后…

办公时间平均

二氧化碳浓度 727 ppm

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000 ppm的时间

14.7% 

装设Biome前 装设Biome后

调查结果

空气质量影响

下一步？
stōk  尝试寻找在装设Biome前后会议室内的人均二氧化碳浓度比较数据，但公司的房间预订系统未能确定每次会议期时房
间内的实际人数。现正寻求其他方法继续研究，并将应用至其他装设BIOME的房间。

81% 员工表示”极力推荐”办公室其
他地方装设更多绿化墙面

90% 员工感到更舒适

70% 员工感到集中力增强

100% 员工感到会议室看来
“更好”

Photo © BIOME, 2016

Photo © BIOME, 2016

Photo © GOOGLE, 2016

Photo ©stōk, 2016

39%出现二氧化碳浓度
问题的办公时间减少

二氧化碳浓度 
727 ppm

办公时间平均

二氧化碳浓度 688 ppm

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000 ppm的时间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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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之星：植根健康元素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节省能源、提高生产力、提升品牌地位，并展示对人材这项最宝贵资产的长期承担，澳大利亚的
建筑物用户对健康绿色建筑物需求日增。不过，他们发现原来身处的建筑环境已可满足所需，全因为澳大利亚的秘密武
器：绿色之星。

自2003年推出以来，澳大利亚的绿色之星评价系统协助推动了兼顾环境和建筑用户身心健康的设计方案。绿色之星为项
目所设的评分范畴，除了主力打造低碳建筑环境外，也包括提供良好空气质量、照明、热舒适性、避免使用有害的化学
品及释放有害气体材料的项目。澳大利亚在推动健康绿色建筑物的运动中领先全球，全因起步已甚具创见，而下面几个
例子就展示了发展的路向。

联实国际大楼3期
绿色之星六星
位于悉尼布朗格鲁南的联实国际大楼3期具备下列着重用户和员工
身心健康的设计：

咖啡店提供营养食品

1,000个自行车架

40%的工作站为站立设计

种植5,000株植物、达6米高的绿化墙面

麦格理银行
绿色之星六星
在光线充足的麦格理银行悉尼总部，身心健康设计已融入日常：

屋顶新建的透明圆顶让阳光注满中庭

灵活的空间适合非正式会议、培训及活动

咖啡店提供低糖食品

设立音乐室、健体设备、组织瑜伽班、正念训练课程、合唱
团

屋顶花园可饲养鸡只及蜜蜂，并可种植蔬菜

MEDIBANK
绿色之星六星
Medibank新设的办公室位于墨尔本，是该国最大医疗保险公司改变企业文化的重点所在。

设有耕作花园，各层均建有壁炉，并提供了运动设备

设有26种不同工作间，包括宁静的室内空间、协作中心、提供无线网的阳台及配合站
立式办公桌，并且可透过智能型手机预订

模拟天然光线的照明

整个办公室种植了2,300株植物，10%的墙面种满了本土植物

这些措施改善了员工的身心健康。

世界自然基金会澳大利亚分会
绿色之星五星
世界自然基金会澳大利亚分会的办公室位于悉尼内城市郊阿尔蒂莫，前身是一间羊毛
厂。该办公室亦为促进身心健康定下了高标准。

 
 办公室透过照明、家具及布局模拟自然环境
 
 开放式的空间充满植物、木材、树皮及自然色调及材料
 
 设有会议室及小组讨论室，鼓励协作

 高度风增加了空气流动，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更多例子……
身心健康当然不局限于办公室环境，例如在极具代表性的悉尼歌剧院，天然的清洁剂如橄榄油和小苏打已取代了有害的清洁
剂。

Stockland位于汤斯维尔的购物中心设有淋浴间和更衣室等顶尖的自行
车设施，鼓励员工保持活跃。

与此同时，超市巨擘Coles也开发了“未来超市”的设计原型，既在运行
上更有效益，也为人们工作和购物打造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委员会将不断改进绿色之星，确保取得评级的建筑
将环境和健康植根其中。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Medi-
bank, WWF-Australia office, and 
Sydney Opera House.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Lendlease’s International Tower Three 
and Macquarie Bank.

焦点故事：澳大利亚

80%
的员工工作时有更多的协作

  2/3
员工表示身处办
公室感觉更健康

5%
 缺勤率降低

Photo © MACQUARIE BANK, 2016

Photo © LENDLEASE, 2016

Photo © MEDIBANK, 2016

Photo © WWF AUSTRALIA, 2016

Photo © GBCA, 2016

以下研究内容由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委员会撰写，只代表该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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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WELL建筑标准的角色

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 （IWBI） 是公益公司，致力在建筑环境中促进使用者身心健康。IWBI负责管理WELL建筑标准（一
个以表现作基准的系统以量度、评价和监控各项影响身心健康的建筑环境特征），以及开拓资源以增进建筑环境对人们身心
健康影响的了解。WELL是将科学及医学研究，加上有关环境卫生、行为因素、健康状况及人口风险因素中对健康影响的数
据，与建筑物设计和管理的良好方法结合开发而成。 

我们深信员工薪金占去一家公司90%的运行开
支，因此员工生产力提高可对投资回报有重大影
响，相关研究结果已于道奇数据与分析公司的
SmartMarket报告《The Drive Toward Healthi-
er Buildings 2016》清楚证明。

受访业主表示，提升员工满意度是改善投资回报
的最佳方法。  调查也发现69%有实行健康建筑
物设计的业主表示员工满意度和敬业度有所提
高，当中29%更表示有“高度提高”。调查结果显
示提升员工的满意度比减少保健开支及提高用户
生产力更有效益，而工作间的环境对三者均有显
著影响。藉展示投资的价值去确保建筑物对用户
有正面影响十分重要，但如何定义健康建筑，以
及如何以框架评估投资对身心健康影响仍然十分
困难。换言之，问题是我们应如何量度和比较建
筑物与人的表现，而我们相信可透过三方面得到
答案：

研究 行动 评价

应用研究计划

应用研究计划旨在藉与获WELL建筑标准登记项目合作，研
究该标准所带来的影响。作为IWBI与美国室内设计师协会
（ASID）合作的一部分，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的研究计划于
2016年正式宣布开始，研究ASID位于华盛顿的新总部。该项
目已登记WELL建筑标准，并以白金级评级为目标，ASID致
力将该总部成为天然实验室，藉对环境的测试和用户的意见
反馈，向其会员介绍身心健康的课题及相关研究。大楼为取
得LEED白金级评级及WELL白金级评级，加入了以下促进身
心健康的设计：

昼夜照明

室内草本植物园

独立疗养室

配合站坐两用的办公桌

搬迁前后调查

 环境测试

ASID致力将该总部成为天然实验室，藉对环境的测试和用户
的意见反馈，向其会员介绍身心健康的课题及相关研究。 

Photo © CBRE GROUP, INC 2016

 1Dodge Data & Analytics, “SmartMarket Report,” 2016. P. 33. ²Delos 
Living LLC, “The WELL Building Standard,” International WELL Build-
ing Institute pbc with permission from Delos Living LLC, NY, 2016.

焦点故事： IWBI

WELL建筑标准

WELL建筑标准 （WELL）由IWBI负责管理，结合设计和建造
的最佳作业方式，以及以实证为本的医学和科学研究而成。

 重点：

 一个以表现作基准的系统以量度、评价和监控建筑环 
 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有280个项目取得评价，遍及24个国家

 已登记或取得评价的楼面面积近六百万平方米
 
 评价分为银、金或白金级

我们发现应用此标准的项目数目急剧增加，印证了早期的研
究成果和业主已知的事实：提升员工身心健康有机会提高投
资回报。

WELL制订了表现要求，支持打造健康的办公室环境，同时透
过进行研究，在未来日子提供更多例子，以证明改善室内环
境有助提高投资于员工身上而获取的回报。

以下研究内容由美国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的惠特尼．奥斯汀．格雷博士（Dr. 
Whitney Austin Gray）撰写，只代表该研究院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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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的隔板较矮，增加天然采光

设有正式的会议室及非正式的会议空间，加上舒适
的休息室，鼓励员工协作

旅馆式站坐两用工作站、供集中工作的静音房间及
供审阅图则的大型办公桌令工作空间更多变化

用色及设计参考自然环境

当多伦多及地区保育局 （TRCA） 搬进新设身心健康设计的临
时办公室后，员工的整体满意度上升了170%，而预计于2021
年完工的新办公室，其设计将会直接咨询员工意见。

案例研究：
多伦多及地区保育局

关于办公室

TRCA自1970年开始使用的办公室已未能应付该局发展，因此
需另觅地方。该局为配合其保育单位的使命，要求新总部做到
高度可持续发展。不过，由于落实目标需时，该局于先迁至
一临时办公室。因此，TRCA进行了广泛的员工意见调查，确
保临时办公室的设计考虑到身心健康和生产力，并研究对未来
总部的设计有何启示。本文将阐述TRCA打造绿色新总部的历
程，总部将以LEED白金级及WELL评价为目标。

100%

75%

50%

25%

0%
取用
設備

協作
機會

團隊
精神

TRCA
形象

整體
工作環境

搬遷前

搬遷後

員工滿意度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进行全面的搬迁前后调查

以搬迁前后调查结果作新总部设计参考

170%
整体工作环境
满意度上升了

TRCA Proposed Headquarters, DTAH Architects Limited

TRCA Former Office TRCA临时办公室 （ward99 architects） TRCA未来办公室概念图 （DTAH Architect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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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 DTAH ARCHITECTS, 2016

Photo © DTAH ARCHITECTS, 2016Photo © WARD99, 2016Photo © TRCA, 2016

Photo © TRCA, 2016

3736



中东近年有大量跨国企业进驻，虽然商业办公空间的使用方
式不完全相同，但都并不切合刚崛起并急速现代化的中东使
用者所需。

中东地区甚具特色，令它有别于世界各地，例如极端气候、
由不同民族汇聚而成的劳动力、影响工作作业方式和守则的
强烈地方文化。

中东地区早应在推广提升身心健康和生产力的办公环境有一
番新气象。

在2016年5月，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与中东办公室委员会合
作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办公室的设计及结构对业务生产力的
影响。

研究访问了655位来自阿联酋（53%）、卡塔尔（15%）、
沙特阿拉伯（15%）、阿曼（5%）、埃及（4%）及其他国
家的上班族，探讨办公室环境的生产力、挑战成见，并尝试
令大众了解办公室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设计。
研究结果为办公室的环境状况对员工生产力的影响提供了独
特的见解，并指出如何提高商业楼宇的投资回报。

焦点故事：中东地区

38% 

受访者投诉等候升降机
过久

超过75%受访者认为工作环境需要更多灵活
性

40%
上班族受噪声滋扰；51%指因
工作被打断而极受影响；39%
在开放式办公室中因来自其他
同事的噪声而受影响

受访者表示办公室未
能令他们增进创作力

37% 受访者表示办公室欠缺舒适感，
对生产力有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中东地区多元化的劳动力对影响生产力的因素的偏
好、关注之处和观念众说纷纭，证实一般的、惯常开放式的
通用设计布局未能提高员工生产力。

四分之三的受访上班族要求工作环境有更有灵活性，包括地
点、工作时数和办公室布局，反映办公室现有的作业方式与
被视为可提高生产力至适当水平的存在差异。

不过，与欧洲其他调查结果比较，中东地区的上班族更愿意
试验以活动为本的创新工作空间。

中东地区呈现了一些独有的问题：相当大部分的现有楼宇低
于世界水平，同时极度缺乏绿色建筑。另外，室内环境质量
是员工认为可提升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同时也是一大问题。

建筑物的硬件方面同样备受关注，其中38%受访者指出升降
机速度太慢影响生产力，是首度被视为影响生产力的原因。

中东地区办公室环境的质量、可控性和一般的身心健康问
题备受关注，因此显然需要推动更高的建筑规格，鼓励更
好的设计，并在现有楼宇加入可持续元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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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研究内容由中东办公室委员会撰写，只代表该会立场。

#1 建筑用户希望改变以提高生
产力第1位

 
        室内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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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多伦多道明银行集团 

下一步？ 
TD23办公空间试点项目与TD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分行WELL试点项目促使该行深入研究以往未有调查的量度框架。TD既研究现
时可作量度的指标，并研究现时虽未可作量度，但日后有机会带来有用数据的指针，包括因病缺勤、员工生产力、员工整体
愉快度、顾客就身心健康的参与度、医疗保险索赔等数据。这些指标并不容易量化，但TD政力研究追踪数据的方法，希望为
日后的设计提供更深入意见。

从项目开展至取得WELL评价的18个月

2014年秋 2015年春2014 年冬 2015年秋 2016年春

项目开展专
家会议

TD23原址现
场审核

前提条件
差距分析

优化差距分析 改进WELL应用范
围/可行性

估计WELL评
价的支出

TD WELL
项目获准执行

向IWBI
登记项目

预备向IWBI
提交WELL

申请书

预备WELL Com-
munications & 
WELL Council 

TD进驻

性能校验前提交
WELL申请书

取得WELL
金级评价

增设全新空间，其中一个宁静的休息室环境照明最高可达200勒克斯，同时设有调光器，并放置了各式各样的座
椅，整体设计使用了参考自然环境的平和图案及颜色

提供健身房、公共交通及共享自行车的优惠

在任何时间，有多达30%的员工可使用站立式办公桌，可同时饱览安大略湖及多伦多市内景色

迁入前的室内空气质量测试显示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水平比WELL标准为高，及后以活性碳过滤器修复问
题

多伦多道明银行集团（TD）位于多伦多的办公室是全球首个以
WELL v1 获WELL v1 Certified™ 金级评价的办公室，重点特色
包括多元化及鼓励协作的工作空间、注重员工的身心健康，以
及坐享多伦多市内及海滨美景。

关于办公室
此办公室占地超过2,400平方米，因为于多伦多市中心一幢56层高大楼
的23楼而被称为TD23。该大楼在过去几年间重新整修，并取得LEED白
金级评级。TD23的翻新工程用上原型式的平面设计，是落实WELL的绝
佳机遇——项目如成功落实，将可复制到大楼的其他楼层。项目由开展
至取得WELL评价历时超过18个月，过程如下。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行动

Photo © TD BANK GROU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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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亦是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现时，香港共有超过1,100万平方米办公室空间，其中20%取得由香
港绿色建筑议会评价的绿建环评评级。绿建环评为推动身心健康的行动给予分数，而建筑商因了解对营收和其用户带来的益
处，申请相关范畴的评分渐见增多。

另外，香港环境保护署为建筑物的室内空气质量给予“卓越级”或“良好级”评级评价。此评价对在室外空气污染经常高于水平
的地方更为重要，确保建筑物须在多年内达到一定的室内空气质量水平，促进了用户的身心健康。

渣打银行大厦
建于1990年的渣打银行大厦最近翻新，并取得了绿建环评既有建筑铂金级评
级。尽管受制于现有建筑的外壳，大厦仍加入了一系列的促进身心健康的特色
元素：

室内空气质量2015年取得“良好级”评级，2016年取得“卓越级”评级

新的暖通空调（HVAC）系统将室温和空气流动率订于最佳水平，性能
提升减少了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机电工程署总部
此处原为空运货站，后获改建为机电工程署的办公室和工作坊，并取得绿建环评
铂金级评级。再利用此建筑减少了产生废弃物，加上大型的太阳能数组，协助减
少与建造和运行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员工的生产力自2005年装修工程完成后显
著提高。

2016年取得室内空气质量“良好级”评级

室内设有30平方米的绿化墙面，另有两个绿化屋顶

增加天然采光令照明功率密度下降25-36%

新大楼的促进身心健康设计令用户满意度达80%    
 

 

零碳天地
零碳天地于2012年建成，并于2015年取得绿建环评铂金级评级，是香港首幢净零
碳排放的建筑物。

对流通风、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材料及捕风器令大楼取得室内空气质量“良好
级”评级

天然采光及自然通风改善热舒适性，与一般建筑物相比用电减少20%

所有办公室都享有室外景观，部分可望向香港首个都市原生林

沙田通讯及科技中心
沙田通讯及科技中心是香港赛马会众多物业中的最新一员，取得绿建环评金级评
级。

使用设置需量控制及二氧化碳传感器的通风系统，让送进大楼的鲜风多30%

Core placement设于西北偏北方的立面， 减少太阳幅射得热32%，提升热
舒适性

64%的屋顶进行了绿化，并且可以进入

员工表示对新办公室的满意度达97%

    

环球贸易广场
环球贸易广场是香港最高，同时是世界第七高的的建筑
物，提供250,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大楼以身心健康
特色作为对潜在租户的卖点，包括：

核心主楼设计尽量引入天然光，室内空气质量取
得“卓越级”评级

行人专用通道连接商场、饭店、西九龙文化区的
服务设施及公共运输

迭瓦状设计的幕墙既可尽览景观且尽量引入天然
光，同时减少太阳幅射得热，保持热舒适性

焦点故事：香港

香港最高的建筑，世界排名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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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研究内容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撰写，只代表该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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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当二氧化碳浓度800ppm时，员工即感到舒适度有相当大的
变化，是其中一个证明空气质量与员工满意度大有关连的指
标。

“我们在暑期开始时聘请了五个见习生，在进行量
度的空间即录得二氧化碳水平显著上升，明显与
员工密度增加有关。这个发现亦令我们更明白员
工密度过高会令二氧化碳水平上升，超出据Allen
等人（2016）在研究中指出支持生产力的水平。”

量度DLR集团LEED金级办公室的空气质量令员工敬业度大
增，并让员工真正了解他们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关于办公室

DLR集团是一所建筑及设计公司，在2014年搬到到位于芝
加哥的LEED金级办公室。集团以QLEAR室内空气质量监控
系统打造“天然实验室”，协助员工了解集团为何应用全面
方式设计建筑物——量化建筑物的热舒适性、室内空气质
量、声学和视觉舒适性。

案例研究：
DLR集团

下文将会讨论集团检测五个空气质量指标的其中三个。其中，温度会影响热舒适性，是影响员工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如
偏离建筑物的设定点可引致问题：过冷会令生产力下跌4%，而过热会令生产力下跌6%。另外，集团并检测了二氧化碳浓
度，并在最近发现了在浓度太高时，会对认知能力有极大影响。集团并检测了颗粒物，发现对人类的免疫系统有短期和
长期的影响，并极受室外空气质量影响。

温度
当办公室温度偏离大楼默认的参数时，员工会容易分辨到
舒适度受影响的原因。

“有一次，办公室内不少员工同时放下手上工作休息，并
投诉室温过高。我们查看仪表板后发现当时办公室温度
为78.8°F （设定点=75°F）。办公室的温度经常都保持平
稳，但3.8°F的温度差异已足以令不少人的工作受阻。”

为何数据透明性如此重要？

可靠的数据协助推动好的设计和施工，但同时亦为支持楼宇运行的重要部分。公开数据可确保：
 
 员工可清楚了解室内环境
 
 令他们增加归属感，感到身为公司一分子会获得支持

DLR集团向员工披露空气质量数据，让员工可评估自己的工作间并作出改进。这种对自己身处建筑环境的“控制”和透明性令
用户感到满意，并已获证明可提高生产力。
在社会上，用户已习惯在弹指间取得实时数据的，对整个建筑物的生命周期都带来了挑战，设计师、承包商及操作人员对此
的应对能力越见重要。

颗粒物
室内颗粒物水平与室外的水平互有关联，但会因空气过滤系
统而稍低。然而，在室外空气质量属最差的日子，系统亦只
可移除一定数量的颗粒物，证明无论建筑物的系统如何完
善，室外空气质量仍时刻影响室内环境。

Photo © DLR GROU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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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怎么走？
在下文的结论中，英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运动及政策总监约翰．阿尔克（John Alker）会分享
业界由2014年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推出首份身心健康报告至今的参与，以及未来日子的发
展。

何事拖延我们的步伐？
2014年春天，当我开始编辑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首份办公室身心健康的主要报告时，觉得我们正在“抛
砖引玉”，却未能想象这课题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引起大众关注。

对不少力倡绿色建筑的人而言，他们或许略有“何事拖延我们的步伐？！”之感，大概是因为不少可持续、健康的设计原则已
非新鲜事物，而只是关于提供优质设计和以人为本的建筑。

然而，虽然办公大楼与用户的身心健康和生产力的关系已有确切证明 （部分更早于多年以前出现），但2014年的报告发现
这些证据对大部分市场的主流设计、投资及租赁的决定影响甚微。因此，我们希望藉简单易明的方式展示这些强而有力的证
明，同时订下框架，提高建筑商、租户及用户的认知和需求。

至今改变为何？
对满怀壮志的我们而言，现在的改变恐怕仍未足够。要健康
办公室成为大部分市场的常态仍是漫漫长路，潜移默化还需
更多时间——发展项目将以年计，而改造现有建筑更是一大
挑战。

不过，仍有不少改变令人鼓舞。很多地方的绿色建筑委员会
正扫除阻碍健康建筑物发展的市场障碍，有的循评价工具着
手，有些则依靠用户参与及研究。这些成果汇聚在世界绿色
建筑委员会的“Better Places for People”运动，并将共同打
造的工具和指引传播开去，而这份报告就将部分成果作焦点
探讨，包括来自澳洲籍、加拿大、中东、香港及其他地方的
成功故事。

身为绿色建筑委员会的我们绝不可邀全功，我们可说只是市
场的气压计，在挑战业界固有习惯时，也同时反映业界的利
益和轻重缓急。毋庸置疑的是，身心健康和生产力提高正渐
受重视，这不只集中于热衷这方面的常客，而是已进入主流
市场。

推动身心健康的原因复杂多变，也具主观色彩
我们可以归因于人们对身心健康的认识与日俱增，以及WELL建筑标准连系生物学及建筑物两个不同范畴的方式。我们也
深信个人会更关心和了解自己的身心健康，并愿意为此付出，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环球市场。

更引人入胜的，或许是科技提供了成本更低、更容易理解的实时真实表现数据，为建筑物用户赋予更大能力。假如保持
健康等于增加财富，掌握数据就有如手握全新货币。这是一个高度民主化进程，最后会将投资者、开发商和代理人早已
过时的慨念  ----“与我何干？”抛诸脑后。

我对这个故事的下一章深感兴奋
身心健康在广义的可持续发展中是重要一环，我深信企业如可在这范畴中稳健地
展现领导能力，商业得益会甚为显著——可吸引租户并留住最好的员工；投资者
和开发商可实现较高的物业价值；业主和管理人员可获更高租金；有能力设计及
提供绿色健康建筑物的工程师和顾问，在客户间会变得炙手可热。我们身为地区
绿色建筑委员会、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赞助单位及研究伙伴的角色，将持续为
推动市场发展的单位提供一个环球平台。

简而言之，我们正迎接波澜壮阔大时代，迈向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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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比娜．厄恩斯特（Sabina Ernst） B+H
肖娜．奥戴（Shona O'Dea）  DLR集团
陈咏聪（Sunny Chan）   希慎兴业
托比．霍尔（Toby Hall）  仲量联行
维多利亚．金尼伯勒（Victoria Kinniburgh）TRCA
维特．加尼（Vyt Garnys）  CETEC
惠特尼．奥斯汀．格雷博士（Dr. Whitney Austin Gray） IWBI咨询委员会

个别研究焦点故事的内容由所列作者提供，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及报告列出的贡献单位并
未有再作核实，而个别个案研究的方法只代表有关作者立场。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认为各
属会可就各自市场提供最合适的方案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