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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 手冊目的手冊目的手冊目的手冊目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最新資料統計，2012年全球共有430萬人咎因

室內空氣污染(Household Air Pollution; HAP)死亡，因室內空氣污染所造成

疾病死亡以中風疾病為首約140萬人，共佔死亡人口數約34%，其次為缺血

性心臟病約26%，其他因室內空氣污染所造成疾病死亡包含慢性阻塞性肺

病、幼兒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及肺癌等。雖然死亡人數多集中於低收入地

區，但該數據也顯示室內空氣品質對於人體影響的重要性。 

據統計每人每天約有 80~90%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中 (包括在住

家、辦公室或其他建築物內 )，尤其近二、三十年來伴隨冷凍空調設備

的發明及演進，使得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人們在居住空間或是公共

場所內享受空調系統帶來的舒適便利，也逐漸讓室內空氣污染對於健

康危害的議題被大家所重視。  

有鑑於此，世界各國陸續展開與室內空氣品質相關之研究，並透過各種

科學與醫學研究證實，室內環境品質與人體健康息息相關。最常見的不良

反應為室內病態建築物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症狀，因處於

建築物內所引起人體不適症狀，該症狀無法明確診斷且與處於該建築物內

時間長短有關。1984年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發現，約有30%新建建築物與新

裝潢建築物中易有此症狀發生，主要原因與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有關。 

為保護國民健康，我國已於100年11月23日公布「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並於101年11月23日公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

法」及「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等相關法令，並於103年1月23日公告第一批

列管場所，除立法公告促使場所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外，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也希望能透過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度，期使尚未公

告的場所也能維持良好室內空氣品質與環境。 

本手冊之目的，係提供建築物所有人（物業業主）或管理單位（物業

管理單位）一套室內自主管理工具手冊，藉此推廣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工作，以保障建築物使用人或居住人可以擁有健康舒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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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冊適用對象手冊適用對象手冊適用對象手冊適用對象 

本手冊主要適用於已在營運中之公共場所，本手冊所指之室內場所，泛指

公共使用建築之密閉或半密閉空間，且較難以藉由自然空氣流動進行通風換氣，

須藉由機械設備或空調系統促使場所內之空氣流通，一般常見之公共場所如醫

院、百貨購物商場、公共育樂場所、公民營機構辦公場所、大眾運輸車站、學

校及餐廳等皆為本手冊適用場所。 

因此，凡負責總管上述公共場所之物業管理單位，如總務單位、安全衛生

管理單位等，皆可透過本手冊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而為確實維護

場所內員工及入出民眾之身心健康，各公共場所之擁有者（即物業業主）、最

高管理單位或主管人員更是責無旁貸，依ISO 14000環境管理系統之概念，業

主或管理階層也必須對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有基本認知，並採積極配合

的態度，才能順利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 

1.3  手冊手冊手冊手冊內容概述內容概述內容概述內容概述 

本手冊之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針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八條至第十條內容包含「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維護管理計畫訂定」

及「定期檢驗測定」等維護管理工作提供執行指引。 

本手冊第二部分，則針對各類型公共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問

題與其可行改善方法進行介紹，使本手冊使用者於執行維護管理工作上更

具參考與方向。 

本手冊第三部分即針對彰化縣環境保護局預計實施之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獎勵制度，進行工作內容與獎勵方式等概念說明。 

表表表表1    自主管理手冊自主管理手冊自主管理手冊自主管理手冊章節劃分章節劃分章節劃分章節劃分 

章節 內容概述 

2-1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受訓方法說明 

2-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方法說明 

2-3 室內空氣污染物標準與量測方法 

3-1 常見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情形 

3-2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例 

4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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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基礎維護管理工作基礎維護管理工作基礎維護管理工作基礎維護管理工作 

本章節內容主要針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八條至第十條內容所

示之包含「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維護管理計畫訂定」及「定期檢驗

測定」等維護管理工作之執行方法進行說明，關於該些條文內容詳見表2，

關於該三條法令所指之公告場所，係指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符合「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場所，但在執行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時無論

是公 告場所或非公告 場所，皆可依照 法令內容執行相 關工作。 

由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於103年公告第一批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之場所，並給予各項行政配合工作應完成之期限，大多公告場所皆

確實依照法令據以執行，使得「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維護管理計畫

訂定」及「定期檢驗測定」等工作已具有相當豐富的案例可參考，故在本

手 冊 中 即 將 該 三 項 工 作 定 義 為 「 基 礎 維 護 管 理 工 作 」。 

表表表表2    室內空氣品室內空氣品室內空氣品室內空氣品質法第八條至第十條內容彙整質法第八條至第十條內容彙整質法第八條至第十條內容彙整質法第八條至第十條內容彙整 

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室內空氣品質維室內空氣品質維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護管理計畫護管理計畫護管理計畫，據以執行，公告場所之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

其室內空氣品質時，該計畫內容應立即檢討修正。 

第九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專責人員管理專責人員管理專責人員管理專責人員(以下簡稱專責人員)，依前條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理維護。 

第十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

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並應定期公布檢驗測定

結果，及作成紀錄。 

為使基礎維護管理工作執行流暢且具邏輯性，本手冊將執行步驟規劃

如圖1。 

維護管理
專責人員設置

維護管理計畫
訂定

室內污染物
檢驗測定

 

圖圖圖圖1    室內空氣品質基礎維護管理步驟室內空氣品質基礎維護管理步驟室內空氣品質基礎維護管理步驟室內空氣品質基礎維護管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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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受訓方法受訓方法受訓方法受訓方法 

為使各項維護管理工作能有效執行且運作，公共場所業主或管理委員

會得指定人員或是交由物業管理公司指派人員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

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應具有管理委

員會或最高權責人員之授權，負責協調相關事務，以方便日後順暢的溝通

協調作業。 

在通過專責人員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後，若場所屬「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之公告場所即可進行場所之專責人員設置工作；若屬尚未公告之場

所，在取得專責人員資格後亦可先行執行各項維護管理工作。關於專責人

員受訓之步驟說明，詳見表3。 

表表表表3    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報名受訓步驟報名受訓步驟報名受訓步驟報名受訓步驟 

步驟 各工作步驟圖說 

1 

搜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網址如下： 

http://www.epa.gov.tw/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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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各工作步驟圖說 

2 

1.進入網站後將滑鼠游標移至網站左側綠色列表之「環保證照訓練」 

2.點選「開班訊息」 

 

3 

勾選「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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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各工作步驟圖說 

4 

查詢報名訊息，可以線上報名或透過訓練單位之聯絡電話進行報名。 

 

關於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職責，主要為下列幾項： 

一、蒐集並瞭解場所各項基本資料： 

室內空氣品質良窳與場所之地理位置、建築結構、空調方式、室內環

境及其餘室內機具設備皆有關係，藉由蒐集場所之各項基本資料，並

瞭解各項資料可能對室內空氣品質造成的影響，使後續訂定維護管理

制度與緊急應變措施等工作時能更加準確及合理。 

二、訂定場所室內環境與空調維護管理計畫： 

在蒐集完各項基本資料後，即可著手研擬維護管理計畫，在考量場所

之地理位置與建築結構較難以變更的情況下，維護管理的重點即落在

室內環境、人數與各項機具設備之維護管理，訂定適切的維護管理計

劃並據以執行將能有效改善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三、查驗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透過執行各種室內空氣品質測定，包含巡查檢測與標準方法檢測，可

更加瞭解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現況或污染情形，關於室內空氣品質之

測定詳見第2.2及2.3節內容。 

四、擬定空氣品質不良應變與改善措施： 

除例行性維護管理與查驗工作外，必須研擬適切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

應變與改善措施，以防止場所室內空氣品質不良導致人員健康與財產

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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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方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方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方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方法 

為使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所蒐集之資料與擬定至各項方案及措

施能夠文件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3年6月26日公告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書文件之格式，本章節即針對維護管理計畫之訂定與執行方式進

行說明。 

在訂定維護管理計畫前，必須先瞭解室內空氣品質法之部分名詞定

義，關於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中常見之名詞解釋： 

一一一一、、、、    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空間，及大眾運輸工具之

搭乘空間。 

二二二二、、、、    公告管制室內空間公告管制室內空間公告管制室內空間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指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批次公告應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之場所，依公告內容應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

區域。依「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內容，各類

型場所皆以民眾出入或使用較為頻繁之區域作為管制室內空間以民眾出入或使用較為頻繁之區域作為管制室內空間以民眾出入或使用較為頻繁之區域作為管制室內空間以民眾出入或使用較為頻繁之區域作為管制室內空間，因此

尚未公告管制空間之場所，可參考此原則進行管制室內空間之劃分，

或可參考表4之各類型場所規範或建議之管制室內空間。 

表表表表4    各類型公共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各類型公共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各類型公共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各類型公共場所管制室內空間 

公告批次 場所類別 規範或建議管制室內空間 

第 
一 
批 
公 
告 
場 
所 

大專院校 校內圖書館之出入大廳、圖書閱覽區、自修區 

圖書館 圖書館之出入大廳、圖書閱覽區、自修區 

醫療機構 醫院大廳、服務台、掛號、批價、領藥及候診區 

老人福利機構 提供老人日常活動之區域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場所出入大廳、服務台及民眾申辦業務區域 

鐵路運輸業車站 台鐵及高鐵車站大廳、服務台、售票區及候車區 

展覽室 服務櫃台、售票區及室內各展覽區 

百貨公司及量販店 各樓層大廳、服務台、購物商品櫃區及餐飲區 

第 
二 
批 
預 
定 
公 

博物館、美術館 服務櫃台、售票區及室內各展覽區 

金融機構 營業大廳及各業務申辦櫃台區域 

電影院 出入大廳、售票區、等候區及放映廳 

歌唱視聽業(KTV) 出入大廳、服務台、等候區及視聽歌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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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批次 場所類別 規範或建議管制室內空間 

告 
場 
所 

演藝廳 
出入大廳、服務台、售票區、等候區、室內各表

演空間及觀眾席區域 

零售式量販業 各樓層大廳、服務台、購物商品櫃區及餐飲區 

非 
公 
告 
場 
所 

高中等以下學校 教室、辦公室、圖書館及各型室內活動館場 

大眾運輸客運車站 出入大廳、售票區及候車區 

補習班 出入大廳、服務櫃台、教室及自修區 

電信業 出入大廳及各業務申辦櫃台區域 

育樂活動場所 出入大廳、服務櫃台、教室及各型室內活動館場 

室內游泳池 出入大廳、售票區、各泳池區、休息區 

健身房 出入大廳、健身器材使用區、休息區 

旅宿業 
出入大廳、服務台、等候區、會議廳、及公共用

餐區 

餐飲業 服務櫃台、等候區、用餐區及兒童遊戲區 

三三三三、、、、    室內樓地板面積室內樓地板面積室內樓地板面積室內樓地板面積：：：：指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內空間，全部或一部分經公

告適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者，其樓地板面積總和，但不包括露

臺、陽(平)台及法定騎樓面積。 

四四四四、、、、    巡查檢驗巡查檢驗巡查檢驗巡查檢驗：：：：指可以直接判讀之可攜帶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量測室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業，通常簡稱為「巡檢」。 

而關於維護管理計畫文件表五中須填寫之建築結構與空調型式，部分

選項之名詞解釋如下： 

一一一一、、、、    鋼筋混凝土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RC)：：：：指通過在混凝土中加入鋼筋、鋼筋網、鋼板或

纖維所構成之建築物。 

二二二二、、、、    鋼骨結構鋼骨結構鋼骨結構鋼骨結構(SC)：：：：指完全使用鋼材結構所構成之建築物。 

三三三三、、、、    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SRC)：：：：指結合鋼骨與鋼筋混凝土的結構形式所構

成之建築物。 

四四四四、、、、    鋼筋混凝土牆鋼筋混凝土牆鋼筋混凝土牆鋼筋混凝土牆(RC牆牆牆牆)：：：：指在混凝土中加入鋼筋、鋼筋網、鋼板或纖維

所構成之外牆。 

五五五五、、、、    輕質混凝土板牆輕質混凝土板牆輕質混凝土板牆輕質混凝土板牆(ALC板板板板)：：：：指高溫高壓蒸汽養護輕質混凝土板（ALC

板）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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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AHU)：：：：由空調箱空調箱空調箱空調箱內之送風機抽引空氣，使空氣流經空氣

調和功能設施（如熱交換元件、濕度調節元件等），輔以外部溫度感測

器及控制單元（如閥件或變頻器等），進行空調箱內空氣狀態（如溫度、

溼度）之控制與管理，再由風管將處理後的空氣送至各空調使用區域，

如圖2與圖3所示。 

 
圖圖圖圖2    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AHU)空調系統空調系統空調系統空調系統 

 
圖圖圖圖3    AHU系統之空調箱系統之空調箱系統之空調箱系統之空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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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送風盤管單元送風盤管單元送風盤管單元送風盤管單元(FCU)：：：：透過抽風機抽引室內空氣流經熱交換元件，熱交

換元件藉由冷卻（或加熱）流體進行空氣之降溫或加熱，再將該空氣

經由送風機送至各空調使用區域，如圖4所示。FCU系統與AHU系統最

大區別在於不具有不具有不具有不具有空調箱空調箱空調箱空調箱，大多使用FCU系統之場所會將送風機置於

天花板中，如圖5所示。 

 
圖圖圖圖4    送風盤管單元送風盤管單元送風盤管單元送風盤管單元(FCU)空調系統空調系統空調系統空調系統 

 
圖圖圖圖5    FCU空調系統之送風機通常位於天花板內空調系統之送風機通常位於天花板內空調系統之送風機通常位於天花板內空調系統之送風機通常位於天花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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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AHU與與與與FCU混合系統混合系統混合系統混合系統：：：：即為使用AHU系統之空調箱進行供氣，並透過

FCU系統之送風機分送至場所內各區域，此為結合AHU與FCU兩者優

點之新興空調系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3年6月確認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格

式後，隨即製作一冊「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指引」，內容包含相

關文件之撰寫、裝訂及備查方式說明，使各公共場所可於訂定維護管理計

畫時參考。 

為方便各場所能快速且正確的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本手

冊特別針對目前維護管理計畫文件內較容易出現疑問或錯誤之部分，彙整

其填寫方式與應注意事項，詳見表5內容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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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    維護管理計畫維護管理計畫維護管理計畫維護管理計畫填填填填寫寫寫寫須知須知須知須知與注意事項與注意事項與注意事項與注意事項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

地址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場所地址場所地址場所地址場所地址：：：： 
若場所建築物包含超過一處地址，則填寫場所權責單位

所在建築物之地址。 

座落建築物座落建築物座落建築物座落建築物：：：： 
若場所受公告管制室內空間包含超過一幢(棟)以上建築

物，須逐一填寫建築物名稱及地址。 

範例 
圖說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某醫院被列為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為申辦掛號、候

診、批價、領藥及入出口服務大廳，其中領藥與掛號位

於甲幢（棟）建築物，而候診位於乙幢（棟）建築物，

則本表填入甲棟、乙棟之資料，則其總合幢（棟）數量

應記載為「「「「計有計有計有計有2 幢幢幢幢（（（（棟棟棟棟））））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二、公告場所義務人

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此部分所填寫之場所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義務人之關

係，可參照場所之土地權狀土地權狀土地權狀土地權狀、、、、租用契約或其餘建築相關租用契約或其餘建築相關租用契約或其餘建築相關租用契約或其餘建築相關

申報資料申報資料申報資料申報資料。 

範例 
圖說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小明向小華租了一甲地並蓋了一間超級市場，今小明於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公告場所義務人基

本資料表」中須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公告場所建築物由公告場所義務人公告場所建築物由公告場所義務人公告場所建築物由公告場所義務人公告場所建築物由公告場所義務人

承租使用承租使用承租使用承租使用」」」」，並在「「「「建築物所有權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建築物所有權人」」」」處填寫處填寫處填寫處填寫「「「「小華小華小華小華」」」」，

接著在「「「「建築物管理人建築物管理人建築物管理人建築物管理人」」」」處填寫處填寫處填寫處填寫「「「「小明小明小明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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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

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若場所具有多名專責人員，一名專責人員填寫一式，並

皆須檢附專責人員證書。 

範例 
圖說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某醫院之工務張三與李四皆取得專責人員合格證書並皆

欲設置為場所之專責人員，故兩人皆須各別填寫各別填寫各別填寫各別填寫該場所

維護管理計畫文件之表三，並各自檢附各自檢附各自檢附各自檢附專責人員證書影

本。 

四、公告場所樓地板

面積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管制室內空間管制室內空間管制室內空間管制室內空間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目前已明確公告管制空間之場所類型，依「應符合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之公告內容，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醫療機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大專院校大專院校大專院校大專院校、、、、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館館館館、、、、鐵路車站鐵路車站鐵路車站鐵路車站、、、、捷運車站捷運車站捷運車站捷運車站、、、、航空站航空站航空站航空站、、、、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百貨商場百貨商場百貨商場百貨商場

等等等等，其餘類型場所尚未公告管制空間，則以提供公眾使

用室內場所為優先管制空間，可參考本手冊表參考本手冊表參考本手冊表參考本手冊表4彙整之各彙整之各彙整之各彙整之各

類型場所建議管制室內空間類型場所建議管制室內空間類型場所建議管制室內空間類型場所建議管制室內空間。 

範例 
圖說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1：：：： 
某大賣場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並訂定場所之維

護管理計畫，依「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

公告場所」之公告內容，量販店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量販店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量販店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量販店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

空間空間空間空間，，，，以其中辦理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以其中辦理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以其中辦理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以其中辦理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購物商購物商購物商購物商

品櫃區及其通道區為限品櫃區及其通道區為限品櫃區及其通道區為限品櫃區及其通道區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

飲區飲區飲區飲區，即為該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2：：：： 
某餐飲類場所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並訂定場所

之維護管理計畫，由於「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尚未公

告餐飲業類型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該場所即以服務櫃以服務櫃以服務櫃以服務櫃

台及民眾用餐區作為管制室內空間台及民眾用餐區作為管制室內空間台及民眾用餐區作為管制室內空間台及民眾用餐區作為管制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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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五、公告場所建築物

特性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此表須填寫場所各幢(棟)建築之結構與空調型式基本資

料，若不確定場所之建築結構或各項屬性，可參閱場所參閱場所參閱場所參閱場所

之建築登記或消防安全申報資料之建築登記或消防安全申報資料之建築登記或消防安全申報資料之建築登記或消防安全申報資料；若不確定場所之空調

設備類型，可參照本手冊第8及第9頁內容進行辨別或協協協協

請場所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請場所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請場所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請場所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 

範例 
圖說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結構查詢結構查詢結構查詢結構查詢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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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六、公告場所特定活

動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為瞭解場所室內空間有無可能導致空氣污染之潛在因

子，此表須詳細調查場所內各幢(棟)建築有無燃燒、事

務機操作、廢棄物貯存及化學物質存放等情形，以利管

理並防範於未然。 

範例 
圖說 

常見可能有以上特定活動之場所類型如下常見可能有以上特定活動之場所類型如下常見可能有以上特定活動之場所類型如下常見可能有以上特定活動之場所類型如下：：：： 

1.室內燃燒行為：餐飲業、公共場所用餐區、室內停車

場等區域。 

2.使用影印機、事務機：公民營機構之辦公場所皆有可

能使用。 

3.垃圾收集貯存：一般公共場所皆有垃圾收集貯存可能。 

4.化學品儲存或作業：各類公共場所之清潔劑、漆料、

塗料等物品存放區，百貨商場之清潔劑、化學藥劑、漆

料、塗料等商品陳列區。 

室內場所之建材或使用特性，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產生不

同程度影響，需記錄建築材料、使用設備等。例如空氣

清淨機之使用，可輔助降低局部範圍之室內粉塵或粒狀

污染物質濃度，但應注意濾材功能及定期更換以維持效

能，惟其使用仍無法取代換氣設備之功能。另外，參考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建議及美國

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說

明，室內臭氧濃度偏高會造成人員呼吸系統疾病，例如

室內常使用之靜電集塵設備、臭氧機、影印機或高壓產

生設備，可能會衍生臭氧問題，建議於室內使用相關設

備時應具有適當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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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七、公告場所換氣系

統基本資料表 

填寫 
須知 

此表須詳細調查場所內各樓層、區域之空調換氣型式與

功能，較容易出現填寫錯誤之部分為較容易出現填寫錯誤之部分為較容易出現填寫錯誤之部分為較容易出現填寫錯誤之部分為「「「「外氣換氣系統型外氣換氣系統型外氣換氣系統型外氣換氣系統型

式式式式」、「」、「」、「」、「機械式機械式機械式機械式外氣外氣外氣外氣引入型式引入型式引入型式引入型式」」」」，可依表五所填寫之空

調種類做簡易辦別，若空調系統較為複雜，可協請場所協請場所協請場所協請場所

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空調設備之維護保養廠商共同檢視與鑑別。 

範例 
圖說 

外氣換氣系統型式外氣換氣系統型式外氣換氣系統型式外氣換氣系統型式：：：： 
一般使用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AHU)作為空調系統者，其換氣系

統多為「「「「機械引入與機械排出機械引入與機械排出機械引入與機械排出機械引入與機械排出」」」」；而其餘類型之空調系

統，則視場所有無額外以機械方式引入即排出外氣，或

以開啟窗門方式進行自然通風者，即勾選「「「「不具有外氣不具有外氣不具有外氣不具有外氣

換氣裝置換氣裝置換氣裝置換氣裝置」」」」。 

機械式機械式機械式機械式外氣外氣外氣外氣引入型式引入型式引入型式引入型式：：：： 
一般使用中央空調箱(AHU)作為空調系統者，即利用系

統原有之空調箱引入外氣，因此可勾選「「「「外氣外氣外氣外氣引入與引入與引入與引入與空空空空

調箱混合調箱混合調箱混合調箱混合」」」」；若除了原空調系統，又再額外增設外氣空

調箱，則可勾選「「「「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外氣空調箱外氣空調箱外氣空調箱外氣空調箱」」」」；若在原空調系統

外，另外裝設抽風機、風扇等設備進行換氣，則可勾選

「「「「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外氣外氣外氣外氣引入引入引入引入」」」」。 

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型式示意圖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型式示意圖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型式示意圖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型式示意圖：：：： 

 

關於場所之空調換氣系統資料之勾選，若場所具有多種

換氣方式皆可進行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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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八、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規劃及管理措

施表： 

(一一一一)室內環境與室內環境與室內環境與室內環境與

空調空調空調空調設備設備設備設備維護管維護管維護管維護管

理理理理    

填寫 
須知 

此表須詳細調查場所內各樓層、區域之室內環境與空調

設備維護管理情形，為貫徹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之精

神，建議至少每季進行一次建議至少每季進行一次建議至少每季進行一次建議至少每季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 

若場所之管制區域或公共空間無使用空調設備或空調設

備中無該項元件，可於備註欄填寫「「「「無使用此設備無使用此設備無使用此設備無使用此設備」」」」。 

範例 
圖說 

室內積水產生水漬示意圖室內積水產生水漬示意圖室內積水產生水漬示意圖室內積水產生水漬示意圖：：：： 

 

廁所設置可開啟之窗戶廁所設置可開啟之窗戶廁所設置可開啟之窗戶廁所設置可開啟之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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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八、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規劃及管理措

施表： 

(二二二二)冷卻水塔與冷卻水塔與冷卻水塔與冷卻水塔與

外氣系統外氣系統外氣系統外氣系統維護維護維護維護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填寫 
須知 

此表須詳細調查場所內各樓層、區域之冷卻水塔與外氣

系統維護管理情形，為貫徹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之精

神，建議至少每季建議至少每季建議至少每季建議至少每季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 

一般僅有中央空調系統會具有冷卻水塔及外氣系統，若

場所之管制區域或公共空間無使用該些項目，可於備註

欄填寫「「「「無使用此設備無使用此設備無使用此設備無使用此設備」」」」。 

範例 
圖說 

冷卻水塔蓄水池藻類冷卻水塔蓄水池藻類冷卻水塔蓄水池藻類冷卻水塔蓄水池藻類滋滋滋滋生示意圖生示意圖生示意圖生示意圖：：：： 

 

空調箱外氣進空調箱外氣進空調箱外氣進空調箱外氣進氣口髒污氣口髒污氣口髒污氣口髒污且堆放雜物且堆放雜物且堆放雜物且堆放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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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八、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規劃及管理措

施表： 

(三三三三)空調空調空調空調送送送送風風風風系系系系

統統統統維護保養維護保養維護保養維護保養    

填寫 
須知 

此表須詳細調查場所內各樓層、區域之空調送風系統維

護保養情形，為貫徹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之精神，建建建建

議至少每季議至少每季議至少每季議至少每季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一次各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 

若場所之管制區域或公共空間無使用空調設備，可於該

項目備註欄填寫「「「「無使用空調設備無使用空調設備無使用空調設備無使用空調設備」」」」。 

範例 
圖說 

冷卻水系統冷卻水系統冷卻水系統冷卻水系統Y型過濾器型過濾器型過濾器型過濾器：：：： 

 

以機器人進行空調系統風管清潔以機器人進行空調系統風管清潔以機器人進行空調系統風管清潔以機器人進行空調系統風管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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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九、公告場所室內空

氣品質自主量測

成果表 

填寫 
須知 

自主量測方式自主量測方式自主量測方式自主量測方式：：：： 
場所可自行購置巡檢式儀器進行量測，或透過外部顧問

機構協助進行量測，執行自主量測的用意，主要為幫助

場所瞭解各區域之污染概況，並做為執行定期檢驗測定

之參考，量測位置與點數可參照量測位置與點數可參照量測位置與點數可參照量測位置與點數可參照「「「「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定管理辦法定管理辦法定管理辦法」」」」第五條內容第五條內容第五條內容第五條內容。 

量測項目選擇量測項目選擇量測項目選擇量測項目選擇與依據與依據與依據與依據：：：： 
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四條內容，巡

查檢驗測定污染物項目至少須包含二氧化碳，主要係因

二氧化碳為評估一場所室內空氣品質好壞之重要指標，

二氧化碳濃度較高之場所二氧化碳濃度較高之場所二氧化碳濃度較高之場所二氧化碳濃度較高之場所，，，，其內部之通風換氣可能不其內部之通風換氣可能不其內部之通風換氣可能不其內部之通風換氣可能不

足足足足，，，，亦較可能造成其餘空氣污染物不易被新鮮空氣稀釋亦較可能造成其餘空氣污染物不易被新鮮空氣稀釋亦較可能造成其餘空氣污染物不易被新鮮空氣稀釋亦較可能造成其餘空氣污染物不易被新鮮空氣稀釋

或排出室外或排出室外或排出室外或排出室外。 

若場所尚須瞭解其餘室內污染物之概況，也可同樣安排

於巡檢工作中執行，但生物性污染物如細菌、真菌等，

目前尚無巡檢式儀器可直接判讀，因此建議直接依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標準檢驗測定方法進行

測定。 

其餘注意事項其餘注意事項其餘注意事項其餘注意事項：：：： 
自主量測之各項結果無法作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辦法」

第十條所規定之定期檢測與連續監測結果，故同樣不可同樣不可同樣不可同樣不可

以自主量測結果判定場所是否違反以自主量測結果判定場所是否違反以自主量測結果判定場所是否違反以自主量測結果判定場所是否違反「「「「室內空氣品質標室內空氣品質標室內空氣品質標室內空氣品質標

準準準準」」」」。 

範例 
圖說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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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或附件名稱 項目 內容 

十、室內空氣品質不

良應變措施表 

填寫 
須知 

建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流程建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流程建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流程建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流程：：：： 

依照場所之建築、空調、通風方式等特性，擬定適合且

較立即的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 

察知室內空氣品質有不良事件辦理改善工作察知室內空氣品質有不良事件辦理改善工作察知室內空氣品質有不良事件辦理改善工作察知室內空氣品質有不良事件辦理改善工作：：：： 

室內空氣污染改善主要可依下列順序進行： 

1. 污染源控管：自源頭控管可能產生之污染，例如改用

環保清潔劑、環保裝潢材料 

2. 通風換氣：透過自然或機械通風增加室內污染物之代

謝率，例如開啟門窗、加裝通風扇或加強空調系統換

氣率等。 

3. 污染阻隔與去除：可透過人為或機械阻隔與方式去除

污染物，例如加強室內環境整潔、增加室內空氣品質

巡檢頻率、添購空氣清淨設備等。 

進行應變措施後對發生不良事件檢討進行應變措施後對發生不良事件檢討進行應變措施後對發生不良事件檢討進行應變措施後對發生不良事件檢討：：：： 
場所發生空氣品質不良事件後，建議可組織管理小組，

會同相關單位共同檢討可能導致不良之原因，並協調各

單位協助執行後續改善工作。 

範例 
圖說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某老人養護機構發現近期老年人較常有精神不濟及呼吸

道不適情形，故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即

著手進行調查。 

首先透過巡檢儀器發現部分區域二氧化碳及粒狀物

PM10濃度較高，並協調各活動區域之值班人員定期開啟

窗戶以加強通風，並加強室內環境之清潔。 

另外，經過專責人員與場所內各單位進行商討，決議於

場所增設具有靜電集塵功能之外氣空調箱，除增加新鮮

外氣引入亦可去除可能由室外進入的粒狀污染物。 

經過一段時間後，該養護機構之老年人精神不濟與呼吸

道不適情形已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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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室內室內室內室內空氣空氣空氣空氣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物標準與量測標準與量測標準與量測標準與量測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室內空氣品質之檢測方法主要可分為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巡查檢驗巡查檢驗巡查檢驗巡查檢驗

可參考可參考可參考可參考本手冊第本手冊第本手冊第本手冊第20頁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頁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頁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頁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但巡查檢驗結果無法作為

判定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符合法令標準之依據；而定期檢測則必須透過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認可之檢驗測定機構，使用各室內空氣污染物之

標準檢驗測定方法進行量測，測定時間較長且方法相對巡查檢測較為精

準，本章節將著重介紹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工作。 

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十條內容，公告場所必須委託檢驗測定

機構，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並應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

作成紀錄，其中所提及之「檢驗測定機構」即為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檢驗所認可之檢驗測定機構，除測定機構本身須通過認可外，測定機構之

各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方法也同樣必須通過環境檢驗所認可，本章節亦

將針對室內空氣品質合格測定機構之查詢方法進行詳細說明。關於室內空

氣污染物之標準檢測設備大致如圖6所示。 

 

圖圖圖圖6    室內空氣污染物定期檢測設備架設室內空氣污染物定期檢測設備架設室內空氣污染物定期檢測設備架設室內空氣污染物定期檢測設備架設 

至於定期檢測之執行頻率定期檢測之執行頻率定期檢測之執行頻率定期檢測之執行頻率，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

十條內容至少需每兩年一次至少需每兩年一次至少需每兩年一次至少需每兩年一次，且公告場所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

內完成巡查檢驗內完成巡查檢驗內完成巡查檢驗內完成巡查檢驗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辦公時段進行量測，由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操作量測或在場監督，並得以巡檢式檢測儀

器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巡查檢驗結果濃度較高之位置，將作為定期

檢測位置之優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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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所公告之污染物種類，詳見表6內容。 

表表表表6    室內空氣污染物標準室內空氣污染物標準室內空氣污染物標準室內空氣污染物標準 

室內污染物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八小時值 1,000 ppm 

一氧化碳（CO） 八小時值 9 ppm 

甲醛（HCHO） 一小時值 0.08 ppm 

總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

性有機物之總和) 
一小時值 0.56 ppm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但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小

於等於1.3者，不在此限。 
CFU/m3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二十四小時值 75 µg/m3 

粒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2.5） 
二十四小時值 35 µg/m3 

臭氧（O3） 八小時值 0.06 ppm 

關於表 6內之各污染物標準值與成分之定義如下： 

一一一一、、、、一小時值一小時值一小時值一小時值：：：：指一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一小時累計採樣之測

值。 

二二二二、、、、八小時值八小時值八小時值八小時值：：：：指連續八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八小時累計採樣之

測值。 

三三三三、、、、二十四小時值二十四小時值二十四小時值二十四小時值：：：：指連續二十四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二十四小

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四四四四、、、、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最高值：：：：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

分析值。 

五五五五、、、、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包含包含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

指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標準值係採計苯 (Benzene)、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氯仿(三氯甲烷)(Chloroform)、1,2-二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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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ichlorobenzene)、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  、二氯

甲烷(Dichloromethane)、乙苯(Ethyl Benzene)、苯乙烯(Styrene)、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甲

苯(Toluene)及二甲苯（對、間、鄰）(Xylenes)等十二種化合物之濃

度測值總和者。 

六六六六、、、、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

其室內及室外之採樣相對位置應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 

關於已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認可之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

機構查詢方法與步驟，詳見表7內容。 

表表表表7    認可檢測機構查詢方法認可檢測機構查詢方法認可檢測機構查詢方法認可檢測機構查詢方法 

步驟 各工作步驟圖說 

1 

搜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網址如下： 

http://www.niea.gov.tw 

 

2 

進入網站後點選「測定方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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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各工作步驟圖說 

3 

點選「方法&測定機構」 

 

4 

搜尋欲測定之污染物編號（可參照表8），點選末欄之「方法許可之測定

機構家數」，進入即可得知目前可測定該項污染物之測定機構 

 

5 

範例：搜尋二氧化碳測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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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各管制室內污染物之測定方法編號已彙

整於表8，本手冊使用者可透過表8得知欲測定之室內污染物編號，並至環

境檢驗所網站查詢可檢測該污染物之認可檢測機構。 

表表表表8    室內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方法編號彙整測定方法編號彙整測定方法編號彙整測定方法編號彙整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編號 

(NIEA) 
方法名稱 

二氧化碳 
（CO2,Carbon Dioxide) 

NIEA A448.11C 
空氣中二氧化碳自動檢測方法 
—紅外線法 

一氧化碳 
（CO, Carbon onoxide) 

NIEA A421.12C 
空氣中一氧化碳自動檢測方法 
—紅外線法 

甲醛(CH2O,Methanal) NIEA A705.11C 
空氣中氣態之醛類化合物檢驗方法 
－以DNPH衍生物之高效能液相層析測定法 

臭氧(O3,Ozone) NIEA A420.11C 空氣中臭氧自動檢測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細菌(Bacteria) NIEA E301.14C 室內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方法 

真菌(Fungi) NIEA E401.13C 室內空氣中真菌濃度檢測方法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Total Volatile 
Organis Compounds) 

NIEA A715.15B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 
－不銹鋼採樣筒/氣相層析質譜儀法 

懸浮微粒(PM10) NIEA A206.10 
大氣中懸浮微粒(PM10)之檢測方法 
－手動法 

懸浮微粒(PM2.5) NIEA A205.11 
空氣中懸浮微粒(PM2.5)之檢測方法 
－衝擊式手動法 

由於環境檢驗所將不定時更新各類型污染物檢測方法，故表8內之各測各測各測各測

定方法編號僅供手冊使用者參考用定方法編號僅供手冊使用者參考用定方法編號僅供手冊使用者參考用定方法編號僅供手冊使用者參考用，若需更詳細瞭解現行之各污染物測定

方法，可洽詢環境檢驗所或各認可之室內空氣品質測定機構。 

選定委託執行檢測之機構後，即可安排測定行程，檢驗測定工作之相

關規定包含測定位置選擇與測定點數決定等，皆可參照「室內空氣品質檢

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六條至第九條內容辦理。至於測定之污染物項目選定，

除「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中所載明的十類場所

已有明定管制室內污染物外，其餘場所可以依場所類型與特性挑選測定項

目，為方便本手冊使用者能快速評估並挑選測定項目，將「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所公告之9種污染物之常見發生源進行彙整，詳見表9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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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9    常見常見常見常見室內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與發生源與發生源與發生源與發生源 

污染物名稱 常見發生源 

二氧化碳 
（CO2,Carbon Dioxide) 

二手煙、烹飪、拜香、室外交通源、人員呼吸 

一氧化碳 
（CO, Carbon onoxide) 

二手煙、烹飪、拜香、室外交通源或其他燃燒源 

甲醛(CH2O,Methanal) 二手煙、室內建材裝潢、室外光化反應 

臭氧(O3,Ozone) 
事務機 (影印機、印表機)、臭氧殺菌機、室外光化
反應 

細菌(Bacteria) 人員或動植物帶原病菌、環境整潔不佳產生 

真菌(Fungi) 環境潮濕、通風不良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Total Volatile 
Organis Compounds) 

二手煙、室內建材裝潢、烹飪、拜香、清潔劑、芳
香劑、油漆、殺蟲劑、室外交通源、醫療行為使用
的藥劑、電子產品 

懸浮微粒(PM10) 
二手煙、烹飪、拜香、含石棉的建材、地板、耐火
材質、室外交通源或其他燃燒源 

懸浮微粒(PM2.5) 
潮濕的傢俱或建材、除濕機、增濕器、地毯、寵物、
空調、室外裸露土壤或植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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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實務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實務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實務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實務 

在介紹完室內空氣品質基礎維護管理工作後，本章節將簡單介紹常見

於各類型公共場所之空氣品質不良原因，並提供適用於各類型公共場所之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方法。 

3.1 常見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常見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常見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常見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之之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本章節即針對於各類型公共場所常見且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情

形進行說明，詳見表10。 

表表表表10    各類型場所內各類型場所內各類型場所內各類型場所內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情形說明與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情形說明與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情形說明與易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情形說明與圖解圖解圖解圖解 

場所類型 情形說明與圖解 

各類型公共場所 

公共場所室內環境髒亂、雜物堆放，容易產生致病菌與灰
塵，造成空氣品質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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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型 情形說明與圖解 

各類型公共場所 

場所室內空間人潮聚集，容易導致二氧化碳持續累積。 

 

天花板或牆壁潮濕，容易發霉導致真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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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型 情形說明與圖解 

各類型公共場所 

場所門窗緊閉或無直接與戶外空氣進行通風，容易導致污
染物累積於室內。 

 

使用機械空調場所 

空調出風口髒污，使送出之空氣污染。 

 

空調濾網久未清潔，使去除髒污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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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型 情形說明與圖解 

具有換氣設備之場所 

場所換氣設備之外氣引入口置於室內或密閉空間，引入新

鮮空氣之效能有限。 

 

場所換氣系統管路過於雜亂且曲折，容易影響換氣效能。 

 

場所空調系統外氣進入口過於接近污染源或排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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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型 情形說明與圖解 

具有換氣設備之場所 

空調外氣引入口段面積過小，使外氣引入量不足。 

 

室內場所之外氣進風口與迴風口過於接近，容易導致新鮮

外氣尚未進入室內空間即被排出。 

 

室內場所迴風口過少，容易導致受污染空氣無法有效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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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型 情形說明與圖解 

百貨商場或醫院 
之餐廳與美食街 

烹調行為所產生之油煙及廢氣可能含有二氧化碳、一氧化

碳、甲醛及粒狀污染物。 

 

鄰近交通幹道或 
具有大型停車場 

交通工具所排放的廢氣可能直接藉由門窗或透過換氣裝

置進入室內空間。 

 

使用清潔劑與消毒劑
或有機溶劑之場所 

醫院病理科使用甲醛進行消毒、室內地板清潔打蠟或其餘

使用溶劑等行為可能因揮發使室內空氣遭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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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例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例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例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例 

在瞭解各種可能導致室內空氣污染之情形後，即可執行相關改善措

施，本手冊即列舉部分較簡易之改善案例，提供手冊使用者參考，實際改

善措施規劃仍須視各場所型態與污染物種類與而定，各改善案例內容詳見

表11。 

表表表表11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案例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案例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案例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案例 

編號 待改善內容 改善成果 

範例一 

某政府機構辦公場所使用

箱型冷氣機，因不具有換

氣功能，導致場所內二氧

化碳於工作時段持續累

積。 

規劃於冷氣機側面加裝送風管，並透過抽風扇

將外氣引入室內。 

 

範例二 

某醫院外氣入口設置於室

內密閉空間，導致外氣引

入效能受限，使室內CO2

濃度偏高。 

增設風管由室外引入外氣至空調箱進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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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待改善內容 改善成果 

範例三 

某圖書館空調管線設於天

花板中，因冷凝水管線漏

水而導致天花板潮濕發

霉，另外館場室內空氣不

流通，使人感覺悶熱 

將館內受損之空調管線更換，並更換受潮之天

花板。 

 
透過現場巡檢後，針對館內易累積CO2之區域

增設循環扇，加強該些區域之空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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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待改善內容 改善成果 

範例四 
某餐廳因烹調油煙導致室

內用餐民眾感覺不適 

於廚房內部增設排煙設備，將烹調之油煙加以

處理並排至室外。 

 

範例五 

某購物賣場因空調換氣系

統效能不足，導致新鮮外

氣引入量無法負荷購物人

潮 

在增設外氣空調箱前，藉由消防排風系統將場

所內累積之二氧化碳與其餘污染物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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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度制度制度制度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使本縣各類型公共場所皆能夠參與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彰

化縣環境保護局已訂定一套專屬於本縣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度，給

予參加此制度之場所工作目標與項目，並表揚達成自主管理目標之場所。

參加自主管理制度場所之工作流程如圖7所示，本章主要針對自主管理之工

作目標、工作內容及表揚方式進行說明。 

 

圖圖圖圖7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 

一一一一、、、、自主管理工作目標自主管理工作目標自主管理工作目標自主管理工作目標 

由於目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並未全面列管所有公共場所，故自

主管理制度之推動對象、工作目標及工作項目將分為「公告場所」與「非

公告場所」二種版本，以公告場所公告場所公告場所公告場所而言，其工作目標主要為符合法令並維符合法令並維符合法令並維符合法令並維

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良好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良好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良好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良好；而非公告場所非公告場所非公告場所非公告場所之目標為具備基本維護管理能具備基本維護管理能具備基本維護管理能具備基本維護管理能

力力力力，關於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目標詳如圖8所示。 

 
圖圖圖圖8    室內室內室內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空氣品質自主管理空氣品質自主管理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目標工作目標工作目標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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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自主管理工作內容自主管理工作內容自主管理工作內容自主管理工作內容及標準及標準及標準及標準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訂定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度，其精神仍然是

遵循「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因此主要工作仍然分為專責人員專責人員專責人員專責人員、、、、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

計畫及檢驗測定計畫及檢驗測定計畫及檢驗測定計畫及檢驗測定三個部分，但公告場所與非公告場所執行自主管理之目標

與意義有所不同，須執行之工作內容也不盡相同。 

以公告場所而言，各項工作之標準皆優於法令，包含專責人員回訓、

維護管理工作頻率增加、定檢與巡檢皆須合格；而非公告場所，考量大部

分皆有經費預算上之限制，在專責人員與檢驗測定部分皆改以較合適之執

行方法與標準，但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精神，至於維護管理計畫

之工作標準即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內容制定。詳細自主管理工作內

容及標準如表12所示。 

表表表表1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及標準及標準及標準及標準 

工作類型 

場所類別 
專責人員訓練 維護管理計畫 檢驗測定 

公告場所 

設有專責人員設有專責人員設有專責人員設有專責人員，並參

加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舉辦之宣導說明

會或講習，於一年內於一年內於一年內於一年內

取得至少取得至少取得至少取得至少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完成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且表八表八表八表八

各子表各子表各子表各子表內工作依下列內工作依下列內工作依下列內工作依下列

頻率執行頻率執行頻率執行頻率執行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 

子表子表子表子表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一一一一) 每三個月一次每三個月一次每三個月一次每三個月一次 
(二二二二) 每三個月一次每三個月一次每三個月一次每三個月一次 
(三三三三) 每六個月一次每六個月一次每六個月一次每六個月一次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定期檢測定期檢測定期檢測定期檢測並接

受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之巡檢，各項量測量測量測量測

結果皆合格結果皆合格結果皆合格結果皆合格 
（（（（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

碳碳碳碳、、、、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甲醛甲醛甲醛、、、、

PM10及及及及PM2.5）））） 

非公告場所 

參加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舉辦之宣導說

明會或講習，並於一於一於一於一

年內年內年內年內取得至少取得至少取得至少取得至少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訓練時數訓練時數訓練時數訓練時數 

完成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並至少執行至少執行至少執行至少執行一一一一

次次次次表表表表八之維護管理工作八之維護管理工作八之維護管理工作八之維護管理工作 

接受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之巡檢，且且且且巡檢巡檢巡檢巡檢

量測結果合格量測結果合格量測結果合格量測結果合格 
（（（（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巡檢項目包含二氧化

碳碳碳碳、、、、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甲醛甲醛甲醛、、、、

PM10及及及及PM2.5）））） 

參加自主管理制度之各場所皆須依其類別執行表12內之工作，各項工

作之執行方法皆可參照本手冊提供之方法執行，而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也將

提供參加自主管理之場所協助與輔導，參加自主管理場所皆可獲得一次免

費現勘與巡檢，現勘目的為協助場所填寫或更新維護管理計畫，而巡檢目

的為協助各場所瞭解其室內空氣品質概況，各參加場所皆可妥善運用此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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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良好之良好之良好之良好之表揚方式表揚方式表揚方式表揚方式 

參加自主管理制度之各場所必須妥善保存各項工作成果及相關證明文

件，彰化縣環境保護局將另行公告自主管理成果提送之時間，屆時各參加

場所須將相關證明資料提送至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接受審核，審核結果場所

之各項工作皆確實達到自主管理標準各項工作皆確實達到自主管理標準各項工作皆確實達到自主管理標準各項工作皆確實達到自主管理標準後，將給予場所表揚，由由由由彰化縣環境彰化縣環境彰化縣環境彰化縣環境

保護局頒發保護局頒發保護局頒發保護局頒發「「「「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執行良好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執行良好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執行良好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執行良好」」」」獎狀獎狀獎狀獎狀一紙一紙一紙一紙，獎狀之有效期

限自頒發日起為期一年，於此獎狀有效之一年期間，該場所將優先自彰化

縣環境保護局之稽查對象中排除；惟民眾陳情場所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時，

依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之室內空氣品質受陳情場所標準處理程序，仍應進行

稽查。 

我國針對公共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已訂定明確之法令加以管理，且

也逐漸擴大列管場所的種類與數量，透過法令強制要求，必然能使各公共

場所維持良好空氣品質。然而維持良好室內空氣品質，提供給公眾良好的

室內環境，本該是每一個公共場所的責任，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

度，即是希望促使各公共場所能夠將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視為己任，並

逐漸將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納為例行工作事項，讓各公共場所皆能常保

室內空氣良好。 

 
圖圖圖圖9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與永續經營與永續經營與永續經營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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