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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室內環境品質與健康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相關子法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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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因子 

室內空氣污染物濃度的高低多和室內人員的活動與設
備的使用有關，舉凡拜香可能為室內一氧化碳(CO)、
懸浮微粒(PM)或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的來源、
事務機的使用可能會增加臭氧(O3)的濃度等。 

5 

空調使用增加 

密閉的建築 
室內污染物逸散  
 (HCHO, VOCs) 

消費性產品增多 

生活習慣改變 

待在室內時間增長 

拜香 



室內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之影響 
• 全球大多族群待於室內的時間每日約可達80 ~ 90 ％，小至車

廂、住家臥室，大至學校、辦公大樓等公眾場所。 

•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0年發表的報告中，全球死於與室內空氣污
染物有關的人口佔了總死亡人口的2.7 ％，並以發展中國家為
最。 

• 常見的疾病於病態大樓症候群、過敏性、呼吸性疾病、傳染性
和癌症等。  

280萬死亡人次 (室內空氣污染曝露) 20萬死亡人次 (室外空氣污染曝露) 

發展中國家67 ％ (鄉村) 

發展中國家23 ％ (都市) 

已發展中國家1 ％ (鄉村) 

已發展國家9 ％ (都市) 發展中國家7 ％  

已發展國家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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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相關法規推
動歷程 

97.10.15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函送至 
立法院進行審議 

97.02.12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檢陳至 
行政院進行審議 

97.10.09 
行政院院會通過「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草案 

94.12.30 
行政院環保署公佈 
「室內空氣品質建 

議值」  

97.12.29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立法院 

一讀審查 

100.11.08 
立法院三讀通過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 

94年 102年 

100.11.23 
總統公布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 

95.06.01 
行政院消保會審議 
通過「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推動方案」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正式實施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施行細則」等 
五項法規公布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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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
污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者，
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
構。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乘
空間及車（場）站。 

 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場
所。 

 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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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種類 
標準值 

量測時間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 

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包含：
十二種苯類及烯類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CFU/m3 

但I/O Ratio≦1.3 

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 

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 

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定義如下：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 



一氧化碳 (Carbon Oxide, CO) 

 CO 的分子量約28 g/mole，燃燒不完全為主要的生成機制，
而呼吸吸入則是主要的暴露途徑。 

 由於過去研究指出CO 與人體血紅素的結合能力約為氧氣與血
紅素結合能力的210 倍，故當暴露的CO 濃度越高，人體血中
氧氣的含量越低，易造成缺氧、神經系統受損甚致死亡 (Coburn 

et al., 1965)，因此CO 也為人類所關切的重要室內空氣污染物之一。 

 在一般的室內空間中，吸煙、烹飪、拜香和室外交通源等燃
燒行為都為主要的CO 貢獻源 (Triche et al., 2005； Weaver et al.,2002)，而在
開發中國家或較落後的低區，因生質燃燒的情形普遍，以致
於易量測到高濃度的CO，並增加室內人員的健康危害風險 
(Kleimnan et al., 2009；Raub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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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CO2) 

 CO2的分子量約44 g/mole，為一種無色、無臭和無刺激性的

氣體，其可來自人為燃燒和室內人員的呼吸(Samet et al., 1987)，其
中又以人員呼吸生成的CO2為主要的貢獻源。 

 在一般公共空間中，室內CO2濃度的高低和室內的人員密
度與通風換氣效率有關，因室外CO2濃度均在350-450 ppm
之間，故當室內通風不良，且室內有高的人員密度時，將會
使得室內的CO2濃度逐漸增高，因此室內外CO2濃度的差常被
用於評估室內的通風效率。 

 由於室內外的CO2濃度差值越大，通風換氣效率越差，通風換
氣效率差也表示污染物不易被移除，因此CO2也常被用於初步
表示室內其他污染物是否有嚴重的累積問題，進而有較高的
健康危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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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建築症候群 
 自1970 年代初期能源危機以來，一種沒
有確定病兆的「症候群」首先在歐美醫
學界被發現。該症候群和室內的空氣品
質有關，尤其是在新的或重新改建的建
築物尤其容易發生。 

 發生該種症候群的建築物通常是密閉的、
沒有可開啟的窗戶但具有空調系統，因
此該類建築大廈有時被稱為「病態建築」
(sick building)，而該組症候群也就被稱
為「病態建築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 

 而相關文獻對於此類症候群亦使常用許
多如「建築相關員工抱怨症候群」、
「非特異性建築相關症候群」、「病態
辦公室症候群」、「密閉建築症候群」
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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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建築症候群 
 在1980 初期，世界衛生組織將常使用人員常抱怨之症狀進行歸
類彙整分為五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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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症狀別 

1. 感覺刺激性症狀 感覺乾燥、眼睛刺痛、喉嚨沙啞 

2. 皮膚刺激性症狀 皮膚紅腫、皮膚刺激、皮膚乾燥 

3. 神經毒性症狀 
精神疲勞、記憶減退、打瞌睡、困倦、注意力不
集中、頭痛、頭昏眼花、噁心 

4. 非特異性呼吸道症狀 流鼻水、流眼淚、類似氣喘的症狀、胸腔有雜音 

5. 對氣味的感受的症狀 改變嗅覺的易感受性、使人不愉快的氣味或味覺 

 通常這些症狀在員工到大樓上班以後才發生，然後症狀逐漸嚴重，但
是一旦員工離開大廈或下班以後，特別在週末及假日，症狀就會減輕
或消失。病態建築症候群並不代表是一種確切疾病，而是員工對室內
工作環境的一種症狀反應，員工也較少因此症候群導致嚴重疾病而請
假，但可能因此症候群而影響工作效率及生產力。 



臭氧 (Ozone, O3) 

 O3 的分子量約48 g/mole，為一種具有氧化性和刺激性的
淡藍色氣體，其氧化能力僅次於氟，一般多用於消毒。 

 

 在室內空間中， O3 主要來自事務機 (影印機、印表機等) 
的操作，而透過室外光化反應生成的O3 亦為室內重要的來
源，特別是在自然通風的空間中。 

 

 此外，市面上許多以O3為殺菌原理的殺菌機也可能是室內
的O3 貢獻源，而光觸媒空氣清淨機所釋放的光觸媒也可能
會破壞空氣中的O2 形成O 原子，並透過O 原子和O2 反應
生成O3 (Molhave et al., 2005；Peden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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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 

 TVOC 係指蒸汽壓大於0.1 mmHg 的有機氣體總稱，如苯、
甲苯或甲醛等，黏著劑、地毯、清潔劑、油漆、事務機的使

用和辦公傢俱等，都是室內重要的TVOC 的來源 (Bernstein et al.,2008)。 

 因黏著劑、地毯、油漆或傢俱多為室內TVOC 的主要來源，

因此在較新的室內空間中，其量測到的TVOC 多較室外高 
(Bluyssen et al., 1999)。 

 揮發性有機物可經呼吸吸入、皮膚滲入或口食入，對肝臟、
腎臟、血液、中樞神經系統、生殖系統、皮膚皆有毒性，長
期暴露可能導致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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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Formaldehyde, HCHO) 
 過去人類流行病學與動物毒理資料均證實甲醛的暴露，除會造
成眼睛、皮膚、喉嚨的刺激外，更是導致人類罹患癌症的化學
物質之一，IARC已於2006 年將甲醛列為明確的人類致癌物

(International Agency of Research Cancer, IARC, 2006) 。 

 甲醛除具有致癌性外，也會對黏膜、眼、鼻腔、和喉嚨產生刺
激作用。長期接觸低劑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女性
月經紊亂、妊娠綜合症，引起新生兒體質降低、染色體異常。 

 一般室內的甲醛可來自燃燒生成，包含二手煙、烹飪或蠟燭的
燃燒 (IARC；Salthammer et al., 2010)；而室內主要的甲醛來源仍以室內傢俱
或產品的使用為主要貢獻源，如傢俱或木製產品表面的黏著劑、
璧紙、清潔劑或電子設備都為主要的室內甲醛來源 (Kelly et al., 1999；

Salthammer et al., 2010)，特別是越新的產品，甲醛貢獻量越高 (Hodgso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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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粒 (Particulate Matter, PM) 

 懸浮微粒係指飄浮在空氣中的微小顆粒，依其粒徑分佈多可被
分成粒徑小於2.5 μm (10-6 m) 的PM2.5 和粒徑小於10 μm 的PM10。 

 PM2.5 、 PM10和人類頭髮髮徑與沙石之粒徑比較圖如下，人類
一根頭髮的髮徑約50-70 μm，一般肉眼可見的沙石粒徑約
90μm，而PM2.5 與PM10 則明顯小於此粒徑，並為人類肉眼所
無法直接觀察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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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研究均指出懸浮微粒的暴露會造成人體呼吸道疾病，
如氣喘、氣管炎和支氣管炎等，甚致是誘發肺癌 (Schneider et al.,2010；

McCormack et al., 2009；Greene et al., 2006)，但其危害人體健康之嚴重程度則取
決於微粒尺寸與表面所附著的成份。 

 當微粒粒徑越小，越易進入人體的氣管或肺泡區，而其微粒
表面附著成份大多可區分成金屬、有機物 (PAHs 或Dioxins 
等)和陰陽離子等，因此室內懸浮微粒的物化特性和來源均為
影響健康危害的主要因子，亦為許多研究主要的探究議題。 

 室內燃燒行為 (如二手煙、廚房油煙)、室外交通源和室內裝
修都可能是貢獻源，特別是燃燒行為為室內PM2.5 的主要貢

獻源 (Ogulei et al., 2006；Weichenthal et al.,2006)。 

懸浮微粒 (Particulate Matter, PM) 



真菌、細菌 (Fungi、Bacteria) 

 生物氣膠 (Bioaerosol) 是指一種具有生物性的顆粒，如毛
髮、皮屑、花粉、病毒、真菌、細菌及塵螨等，其中真菌
與細菌為室內常見的生物性污染物，下圖為培養基上的細
菌與真菌外觀。 

19 



真菌、細菌 (Fungi、Bacteria) 

 真菌為真核生物界的一種，常見的酵母菌  (Yeast)、菇類 
(Mushrooms) 和黴菌 (Mold) 都為真菌的一種，而室內的溫度
與相對濕度等因素均為影響真菌生存的主要因素，其中真菌較
適合生長在溫度為18-24℃的空間中。 

 一般室內的真菌可來自室外的裸露土壤、植物的表面、室內受
潮的建材、加熱器或空調管線等(Harney et al., 2000)，而無明顯受潮或黴
斑的室內空間，室外多為室內真菌的貢獻源。 

 細菌多附著在人體的皮膚表面，再透過剝落的方式散布於室內
環境中(Hospodsky et al., 2012；Nicas et al., 2005)，以致於過去很多研究均發現，當
室內的人員密度越高，採集到的空氣中的細菌濃度亦也顯著上
升。 

 細菌的濃度高低和室內的人員密度有顯著關係。 



污染物種類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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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名稱 可能的污染源 可能產生之健康危害 

一氧化碳 
1. 室內人員活動 
2.外氣 

1. 阻礙血紅素與氧氣結合，使得體內組織細胞氧
氣供應不足產生中毒現象。 

2.長期暴露會呈現頭暈、頭痛、呼吸困難、口渴、
體重減輕、易怒等慢性中毒症狀。 

二氧化碳 
1. 室內人員活動 
2.外氣 

1. 頭痛、嗜睡、反射減退、倦怠等症狀，造成工
作效能降低。 

2.病態大樓症候群 

臭氧 
1. 事務器具與用品 
2.室外 

1. 對眼睛、鼻腔、喉嚨和皮膚的刺激。 

總揮發性有機
污染物 

1. 建材與裝修材料 
2.室內人員活動 
3.室內有機物質 

對呼吸道、皮膚、眼睛及粘膜的刺激 
過敏症狀加劇 
致癌 

甲醛 

事務器具與用品 
建材與裝修材料 
室內人員活動 
室內有機物質 

對呼吸道、皮膚、眼睛及粘膜的刺激 
致癌 

懸浮微粒 
1. 室外 
2.室內人員活動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過敏症狀 

生物性污染物 
1. 外氣 
2.室內人員活動 
3.空調系統 

1.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2. 過敏症狀加劇 
3. 伺機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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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第5條)

第二章 管理
(第6條~第12條)

第三章 罰則
(第13條~第21條)

第四章 附則
(第22條~第24條)

立法目的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委託專業機構

公告場所
空氣品質標準

定期檢測
監測設施

管理計畫
專責人員

檢測機構
規避檢測

通知限期改善
行政罰-罰鍰、限期改善、按次處罰、停業
裁罰準則
情節重大

施行細則
公布後一年實施

用詞定義

未完成改善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架構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103年1月23日)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共6類：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理
法
施
行
細
則) 

法源依據 

中央及縣市機關主管事項 

不可歸責之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內容  

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現場
檢查  

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情形  

法規施行日期 

不良所採取應變措施及執行程序  

檢驗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規劃與措施  

場所基本資料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具體改善計畫內容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爭議認定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條件規定  

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標示方
式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事項之備查規定  

（第一條）  

（第二~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  

（第十二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架構 



依本法第10條第3項授權規定，擬具本辦法共計20條： 

法源依據（第1條） 

行政義務範圍及名詞定義（第2～3條） 

巡查檢驗時間、巡檢點數目（第4～5條） 

定期檢測時間、採樣點數目（第6～9條） 

定期檢測採樣頻率、量測項目（第10～11條） 

連續監測設置作業規定（第12條） 

施行日期（第20條） 

連續測設施設備規範及相關事項授權另定（第19條） 

連續監測設施數目、監測項目（第13～14條） 

定期檢測、連續監測之結果公布及上網申報（第18條） 

連續監測設施基本規範、校正及汰換（第15～17條）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檢
驗
測
定
管
理
辦
法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架構 



-介紹 

-第一批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規定 
主旨 
    -自103年7月1日生效 

法源依據 

用詞定義 
   -場所公告類別及管制空間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應
符
合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理
法 

之
第
一
批
公
告
場
所 

施行日期 
   -104/12/31完成維護管理計畫 
   -105/06/30完成檢驗測定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公告用詞 

 場所公告類別:指公告場所係屬本法第六條各款之公私場所業別
或屬性類別。 

 管制室內空間：指公告場所應受本法管制之室內空間範圍，以
公私場所各建築物之室內空間，經本公告規定適用本法之全部
或一部分室內樓地板面積，並以總和計算之。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第一批公告場所類別包含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機構、社會
福利機構、政府機關、鐵路運輸業車站、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
站、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車站、閱覽室及商場，共10種類別，
466處。 

 地處苗栗縣/市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共10處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管制空間級管制污染物，依不同場所類別而不同。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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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公告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
染物項目(舉例部分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範圍以提供公眾使用室內場所為主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則考量室內空氣污染物指標性質、
場所類型特性及標準檢測方法檢測量能等因素，於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施行初期採取經濟有效之管制，以落實本法立法意旨
並兼顧人民權益。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 

大專校院 

校院區內圖書館總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圖書資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
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
區、視聽室及資訊室。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10) 

圖書館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訊供閱
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大廳為限。但
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視聽室及
資訊室。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10) 



-巡查檢驗 

-定期檢測 

-自動監測設施 



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規範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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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以下簡稱公告場所）應於
規定之一定期限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測，並定期公布
檢驗測定結果。 

 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
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之自動監測設施，
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
值，以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 

TSI-7575 室內空氣品質採樣 



自動監測設施 
 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汰換、更新、校正及資料保存方式均
詳列於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中。 



-設置/資格 

-職責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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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專責人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資格，並經訓練取得合格證書。 

 

前二項專責人員之設置、資格、訓練、合
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告場所維持良好之室內空氣
品質，有賴經訓練並取得合格
證書之專責人員，依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持續執行管
理維護。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10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機構 

北區 
 中央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學會、台灣
產業服務基金會 

 

中區 
 弘光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台灣環保科技研究發展協會 

 

南區 
 崑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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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專責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第十三條)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訂定、檢討、修正及執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監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設備或措施之正常運作，並向場所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提供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及管理之建議。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監督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驗測

定之進行，並作成紀錄存查。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公布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

自動監測結果。 

其他有關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相關事宜。 

 什麼是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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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立檢討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內容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細則第六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之基本資料。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基本資料。 
四、公告場所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之基本資料。 
五、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規劃。 
七、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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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下載網址：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12_3.aspx 

表單內容 



公告場所名稱及公告場所編號請見：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11條第一款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本辦法規定設置專責人員時， 
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公（勞）、健保資
料同意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之內容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資料  (公告場所資料)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個人資料 (專責人員
資料) 
 基本資料 

 受訓合格證書 

 勞保卡影印本 

 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請與環保署公
告的『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之第一批公告場所』相同 

目前公告場所為第一批，故： 
a.依據103年01月23日第一批公告 
b.公告場所列管生效日期：103年7月1日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請注意： 

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
理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依本辦法設置之
專責人員應為直接受僱於公告場所之現職員
工，除依第二條規定共同設置者外，不得重
複設置為他公告場所之專責人員。 」，故
需檢附其勞保證明，以證明該員工直接受雇
於該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勞保卡申請方法 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圖片來源-http://www.i-
part.com.tw/diary/diary_viewpage.php?o=2224105&d=384 圖片來源- http://www.iaq-monitor.com/newslist_20.html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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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下載網址：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12_3.aspx 



弘光科技大學訓練班報名網址 
https://record.niet.gov.tw/Voucher/wFrmRecent.aspx 
(環訓所) 

圖片來源: http://blog.jges.ntpc.edu.tw/blog/blog/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