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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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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

�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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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拜香̅��ଅą༂ఆ̅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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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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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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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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空氣污染導致癌症 2013/10/17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公布研究結果，證
實空氣汙染「使人類致癌」，會提高罹患肺癌、膀胱癌機率。
空氣污染也ࠅ܆ȅЅЅఇഇЅ༂Ĉԇଇ༂ఇȅԇԇ؇ࠉ؉༏
證據顯示2010年全球因此死亡的人數達到22.3萬，其中超過
半數來自中國和亞洲其它工業污染嚴重地區。空氣污染的影
響甚至比二手煙還惡劣，因為人們能躲開吸煙，卻躲不開空
氣。అਇఆఆ܆ЅЅć�ഇअഇఆ܆Ѕȉఆ܆ଆԆ༂ࠉ�Ԇ
府、企業和跨國機構亟需重視解決環境汙染導致癌症的問題。
空氣ఆ܆؇༄ฆ̅Ȇఆ༂అఆ�؇؉�༈आЅ༂आค̅అข
取暖導致的排放。

上海精子庫10年監測數據顯示：2/3捐精者不達標 2013/11/06
中國發布《氣候變化綠皮書》中提到「霧霾」會影響人類生殖能力，此
說法得到眾多生殖專家認同。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研究團隊表示，
男性精液是能夠反映生態系統正常與否的敏感指標。上海男性不孕症發
病率正逐年提高，上海精子庫10年來監測精液數據發現，僅1/3捐贈者
精液品質能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基因遺傳、生活方式，再加上環境
惡化(空氣污染、水質污染等)，導致精子活力下降。



2013/11/18 中國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表示，細懸浮微
粒（PM2.5, 粒徑小於2.5μmคค؇ఇ༂༏అ�؇І�༂
Ԇ༅Ȇ༏ఆ؇؆ԉȈԈȇȆ܆అ༂ฅࠅȅ༏༂Ԇ༅ȆȆ༂
肺」，徹底消除的難度也將增加，幾乎沒有恢復功能的可
能。乾淨的鼠肺 (左圖) 處於霧霾環境 6 天後，變成黑肺 (
右圖)。引自《央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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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這樣說] 2014/03/25

• 全世界每年有七百多萬人，因為空氣污染死亡，2012年430萬人
因室內空氣污染死亡，370萬人死於室外空氣污染，這類死亡案例
有近九成發生在開發中國家，裡面有超過半數死於室內火爐產生
的煤煙，其中女性受害尤其嚴重。全世界平均每8個死亡案例裡面
అ܆༂�؆ਇఆఆ܆అĈ༏ਇఆఆ܆അഇȆ�Їࠅค�ฅ؇ଇ༂

大殺手。

• 空氣污染的主要危險在於懸浮微粒會深入肺部，引發過敏，有科
學家懷疑，空氣污染可能導致心臟發炎、甚至引發心臟病，與肺
癌和膀胱癌都有關係。去年已把空氣污染列入癌症致病因子。

• 倫敦國王學院環境研究小組表示，活著就得呼吸，這讓我們幾乎
無法避免被空氣污染荼毒，有些方法可減少和髒空氣的接觸機會
，像是減少在交通尖峰時間用路或走比較不擁擠的道路，對於北
京、東京等嚴重污染的大城市裡，愈來愈多人戴口罩這件事，研
究卻無法證明它有防護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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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期刊或專家這樣說]
• 空氣汙染嚴重程度已超乎人們想像，每年導致300萬人「

早死」，而且這些死亡人口多集中於亞洲。研究解釋，臭
氧、PM2.5Ćആ༅ఇЅ༂คĉ؇ԇԇ܆ԉ༏؉ค܆༅܉
健康，甚至提早結束壽命《Nature, 2015.09》。

• 德國馬普學會化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針對全球大氣化學
模型、人口與健康資料來計算不同類型室外空氣污染對於
人類的「提早死亡」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若空氣污
染排放量不變，因室外空氣污染導致早死的人口， 未來將
ค�ԆȆข༏到了2050年預計每年會造成660萬人早死。

• 2014年美國波士頓醫學中心婦產科和哈佛大學公衛學院共
同發表研究，認為婦女暴露在PM2.5懸浮微粒越嚴重的空
氣污染環境，罹患子宮肌瘤的風險越高，醫學專家指出
PM2.5是༂ਇ環境荷爾蒙，因此對子宮肌瘤的增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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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6日行天宮、
撤香爐、沒供桌。
行天宮創辦人玄宮師父: 來
廟裡敬神，未準備香花鮮果
沒關係，有沒有香也不要緊
༏Ȉ༂�༂؇༂܅ԅȈ༏༂

然會散發出道德的馨香，這
樣恩主公最喜歡。心誠意正
，心好就香。 (ข56܅年行
天宮現址落成時發言) 



室內空氣品質與健康危害
 

病態建築症候群 

刺激性反應 

各種不適症狀 

建築相關疾病 

感染 

過敏性疾病 

癌症 

心臟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嚴重 

不可逆 

較輕微 

可逆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相關法規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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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ଈ審查

100.11.08
立法院三讀通過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
94年 106年

100.11.23
總統公布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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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6
修訂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計畫書

105.08.11
修訂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設置管理辦法

103.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
ఈଇଈఆคଇ༂Ȇ
公告場所

106.1.11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之第二批
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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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ฅਆԉ̅ąขć༄आ辦公場所。
� 鐵路運輸業、ข༂Ȉਇ	༈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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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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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ఆ̅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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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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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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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主要污染物之常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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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ఆ̅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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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ข܆܉؆܆Ѕ̇ࠉ�؆ࠉԇ�ЅЅ؉�༂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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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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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態建築症候群
� 自1970 ܆คȅ܆�ฆ̅ਆคए༏༂ਇ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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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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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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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ԆЅ༂एԉ༂ฅȆค̇ค༅༏ȇȅ܅	̅܆�༂༏ԇएఅ܆ฆ༈

或消失�ԇĆฅଇԇ�༇คएคࠈ؆༂ਇࠇਏԇԇ༏༂؆Ѕ༂అଅą
༂༄Їࠅ؇༂ਇԇए̅Ć༏Ѕ༂ค༈అଆԇ�༇అĈĉԇԇ༂ਈ

假，但可能因此症候群而影響工作效率及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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ଇ༂ȆąЅࠅȆ

(103年1月23日)

�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106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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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ԇਈฅขԆԅ܆؉Ȇ̆ࠅคąਉԆԅਈԇą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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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ଇ༂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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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ଇ༂༂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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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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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ईଅค༂ଅ܆؉ą༈Їଅąਇఆఆ܆ȇ༆ฅĉฆ༏คଅ܆ą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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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樣原則(巡查檢驗)

•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四條

• 內容說明：（執行時間/誰執行/執行項目）

–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

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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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化碳。

室內CO2濃度通常可反應室內通風良窳，在通風不良的狀況
下，易造成室內各類污染物的累積。因此，在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的精神下，通常透過量測室內CO2濃度，代表室內
環境之現況。



最低巡檢採樣點數目之規定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五條

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巡檢點數目

≤2,000 至少5點以上

2,000～5,000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400平方公尺增
ȅ༂ฉ，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至少10
點以上。

5,000~15,000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500平方公尺增加
༂ฉ，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至少25點
以上。

15,000~30,000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625平方公尺增加
༂ฉ，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至少40點
以上。



採樣原則(巡查檢驗)
� 巡查檢驗點位，需明確標示於

各樓層平面圖中，並將量測結
果紀錄，做成資料備查。



採樣原則(定期檢測）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六條

�內容說明： （執行時間/誰執行/執行項目）

�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進行
定期檢測，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檢驗測定。但依本法第
༂༂ࠆଇ༂ࠉईଅ̅༅คअคଇਆԉࠆ؇ਈ̅ଈ�，得自行
辦理檢驗測定。

�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

�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業務，Ѕ༂̆
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託檢驗測
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

�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數目超過二個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
得於不同日期進行，但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條

 內容說明：

–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定期檢測，除細菌及真

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外，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位
置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依濃度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之。

– 但有特殊情形，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相關
文件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室內樓地板面積
採樣點數目

≤5,000平方公尺 至少1點以上

5,000~15,000平方公尺 至少2點以上

15,000~30,000平方公尺 至少3點以上

≥30,000平方公尺 至少4點以上

採樣原則（定期檢測）



定期檢驗委託檢驗機構查詢
�由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查詢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aspx

點選

點選



定期檢驗委託檢驗機構查詢
�由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查詢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aspx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區域

檢驗項目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106年1月11日公告

� 應符合本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依敏感族群活動場所、公眾聚集量及進出量

大者、公立（國立）及大型場所優先循序漸進管制原則，繼應符合室內空氣
ЅఈଇЇఆคଇ༂ȆąЅࠅȆଇȅ༏І༂ଇȅଇ༂ȆąЅࠅȆ�

ԇଇ༂ȆąЅࠅȆІ༂ଇȅଇ༂ȆąЅࠅȆࠉȅ 新增場所類別

1. 大專校院

2. 圖書館

3. 醫療機構

4. 社會福利機構

5.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6. 鐵路車站

7. 航空站

8.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9. 展覽室

10.商場

1.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2. 博物館、美術館

3. 表演廳

4. 電影院

5. 視聽歌唱業場所

6. 運動健身場所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 公告場所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以提供公眾使用室內場所為主，訂定各公告場所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範圍。

 考量公告場所室內空氣污染物指標性質及特性，依公告場所類別訂定「管制室內空氣污
染物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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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大專校院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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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甲醛
3. 細菌
4. PM

10

Ѕଇ༂ȆąЅ
場所公告條文

圖書館
(1000 m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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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甲醛
3. 細菌
4. PM

10

醫療機構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醫院院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申辦
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及入出口服務大廳，以
及開放式自助座位餐飲區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
室內空間之急診區。

1.二氧化碳
2.甲醛
3.細菌
4.PM

10

第二批公告場
所將餐飲區納
入管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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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社會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
空間，以提供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為限。

1.二氧化碳
2.༂ఆ̅ࠇ
3.甲醛
4.細菌
5.PM

10

Ѕଇ༂ȆąЅࠅ
所公告條文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二級機關或其他獨立

機關)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
空間，以༄ข܇ԇ༈आȅ̅̅ąą༂܆ȅ༂
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
及會議室。

1.二氧化碳
2.甲醛
3.PM

10

第二批場所明列
會議室為非管制
空間

展覽室、會議廳
(5000 m2以上)

展覽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辦理
廠商產品或商業活動之交易攤位展示廳（間）、

會議廳（室）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

1.二氧化碳
2.甲醛
3.PM

10

第二批場所明列
會議廳(室)為管
制空間

鐵路運輸業車站
(̅ЉȇଇਇȆȇଇ

站；高鐵所有車站)

1. 鐵路車站站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
間，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為
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
商店及月台層。

2. 高速鐵路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為限；如
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區域位於二層樓以上
構築者，其室內空間納入管制範圍。但不
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店及月
台層。

1. 二氧化碳
2. ༂ఆ̅ࠇ
3. 甲醛
4. PM

10

Ѕଇ༂ȆąЅࠅ
所公告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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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ข༂Ȉਇ	༈आ
航空站

(旅客數100萬人次
以上)

航空站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
旅客國內航班報到大廳及到站大廳、國際航班
出境報到大廳及入境到站大廳為限；如服務旅
客報到及到站區域配置於二層樓以上構築者，
ąଅąਇԉ༂༄ഇąଇȅଇ܅。但不含位於以
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店及旅客辦理登機海
關驗證後或到站時海關驗證前等候或通關相關
區域之室內空間。

1. 二氧化碳
2. 甲醛
3. 細菌
4. PM

10

Ѕଇ༂ȆąЅ
場所公告條文

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車站

(10000 m2以上或年出
ਇԆ	ĉ	༂̅Ј༂ଆ

以上)

大眾捷運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地下
樓層之車站大廳區、穿堂或通道區、旅客詢問、
售票及驗票區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商店及月台層。

1.二氧化碳
2.༂ఆ̅ࠇ
3.甲醛

Ѕଇ༂ȆąЅ
場所公告條文

商場
(百貨公司及3000 
m2以上之量販商

店)

1. 百貨公司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
ȅข܇คЅఅਆąࠅ༂ฅ̅అ༂ԅЅਆ區、
開放式自助座位餐飲區及其通道區為限。但
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樓梯間通道。

2. 零售式量販業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ค܆ȅข܇คЅఅਆąࠅ༂ฅ、購物商品櫃
區、開放式自助座位餐飲區及其通道區為限。
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樓梯間通道。

1.二氧化碳
2.༂ఆ̅ࠇ
3.甲醛
4.PM

10

商場納入餐飲
區為管制範圍；
明列樓梯間通
道為不管制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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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美術館
(2000 m2以上)

館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ค܆ȅข܇ईఈ؉ȅఅ
示室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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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甲醛
3.細菌
4.PM10

金融機構營業
場所

(銀行總行營業部)

༂܈ਆआȆఅȉ༂ง༂ćआ	คฅଇȇଅąਇԉ༏ค̆༄ข܇
申辦金融業務區、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
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

1.二氧化碳
2.甲醛
3.PM10

表演廳
(國家級的表演場所)

༆ࠈईఈ܇ȅข܆༏ฅଇȇଅąਇԉ༏คࠆ༆ฅउคЅฅ༏ࠈ
區、陳列展示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
空間之餐飲區及商店。

1.二氧化碳
2.甲醛
3.細菌
4.PM10

電影院
(1500 m2以上)

電影院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ข܇ईఈ؉༅̅(間）、等
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
2.༂ఆ̅ࠇ
3.甲醛
4.PM10

視聽歌唱業場
所

(600 m2以上)

視聽歌唱業（KTV）之建築物室內空間，คข܇ଇ�̅̅ąą

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
2.༂ఆ̅ࠇ
3.甲醛
4.PM10

運動健身場所
(2000 m2以上)

	ȅ�༂ࠅȆคฅଇȇଅąਇԉ༏ค̆༄ข܇運動健身區及入
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
2.甲醛
3.細菌
4.PM10



� 第二批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規定期限內
完成下列事項：

(༂)܆ąЅ༂Ԇ༂ȅ̅༂Ԇ༂ഈ༂ฅąਈਇคąЅࠅȆ

應於本公告生效日起༂ฅą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實
Ԇଇ༂ଆଅ܆ଅąਇఆЅఈਆਉฆଅ�ąฅਆਉฆଅഇ̅܆༄Ȇ

紀錄。

(二)܆ąЅ༂Ԇ༂ഈ༂ฅ༅ਈਇคąЅࠅȆ

應於設立日起完成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於設立日
ഈ༂ฅąଅԆଇ༂ଆଅ܆ଅąਇఆЅఈਆਉฆଅ�ąฅਆਉฆଅ
結果及作成紀錄。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106年1月11日公告





公告場所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改善期
間需於入口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

圖片來源：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234986408&ctNode=5158&mp=100001



這則新聞報導有誤!!
大買家和榮總都有因室內空品不合格而需要改善，但在時限內都有

改善完成，所以沒有開罰~

由這則錯誤的報導，顯示室內空氣品質的缺失，在新聞過度渲染下，
可能會影響該場所的聲譽。



自動監測設施
�什麼場所要裝設自動監測設施？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係具有供公眾使用空間、公眾聚集
ĉ༂คฆԇ؆ԉข之場所。

� 前項場所應於指定公告規定期限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且場所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並應負自動監測設施功能完整運作及維護之責
。

�自動監測設施要量測什麼污染物？

�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如下：

1.二氧化碳

2.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自動監測設施
�自動監測設施裝設數目，怎麼分布？

�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依其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2,000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
༇༂̅༂ȅ؇ฆਈԆ。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4,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單
༂ć؉ԉଅąਇԉ༏༅ฆ̅ਈଇĆਈ༇༂ȅ؇ฆਈԆԆ༂༏คฆ̅ਈ
算後數目不得少於二台。

� 前項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層
，於同樓層者應平均分布於樓層空間。

�被公告需設立自動監測設施之場所，應如何提報及選擇合

乎規定的自動監測設施？

� 提報，請參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 自動監測設施規範，請參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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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鐵屏東站

國道三號服務區

嶺東科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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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അ༂इȆ༂ଅ܅�ਇ༂؉ଇ༂इȆ༂ଅ�̅ԈएइȆ༂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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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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ąЅࠅȆЅ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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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

共8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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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 由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查詢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aspx

點選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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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ࠆଇ༂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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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ଇ༂ȆąЅ場所為
a.依據103年01月23日ଇ༂ȆąЅ
b.公告場所列管生效日期：103年7月1日

第二批公告場所為：
a.依據106年01月11日ଇ༂ȆąЅ
b.公告場所列管生效日期：103年0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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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備查方式

• 本文件中各項相關資料，請公告場
所義務人確認，並於本文件格式所
附之封面右上方虛線方框中，加蓋
公司(總公司或分公司責任機關)、
機關(構)、學校及其負責人或代表
人印章。

• 本文件填寫訂定完成後毋須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報或審查，但本文件應
妥善保存，提供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稽查時查閱。

• 公告場所義務人填寫訂定完成本文
件後，應據以執行，並依本文件中
相關表單進行維護管理，及於不同
週期辦理各項管理措施檢視，並填

報執行結果，以落實公告場所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工作。









公告場所樓地板面積基本資料表
•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以計算應受本法規範之室內樓地板面積

大小。

依「ĆଇЅଅąਇఆЅఈଇЇఆคଇ༂ȆąЅࠅȆ」
附表二規定，請按所屬「場所公告類別」填寫「管
制室內空間」之內容。

室內樓地板面積係指
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
內空間，ą	Ȇ༂	
分經公告應受列管者，
其樓地板面積總合稱
之，亦即管制室內空
間所投影之樓地板平
面之面積總數，但不
包括露臺、陽（平）
臺及法定騎樓面積。

請注意：1.該樓層之受
管制室內樓地板面積
的總和，要與（二）
室內樓地板面積相同。

請參照本文件之「༂、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
本資料表」中「(四)座落建築物」欄位，依序
填寫公告場所受管制室內空間範圍之座落建築
物名稱及樓層



附件三：
公告場所管制室內
空間平面圖影本



• 建築物之窗戶配置及型式設計，與通風、
採光有關;建築之空調換氣型式也會因窗戶
位置及開啟或關閉之狀態，而影響室內通
風換氣量及氣流分佈狀態。相關資訊可作
為場所未來改善管理室內空氣品質之參考。



不同空調型態CO2分布

獨立空調
S：；離式
W：窗型
B：箱型

67

中央空調
FCU：水冷式
AHU：氣冷式

使用中央空調CO2有8.7%
超標風險，應定時打開門窗製造
對流，通風換氣減少CO2累積或加
裝外氣引入設備等。

使用獨立空調系統場所中，CO2

超標者7.8%多為分離式與箱型冷氣



公告場所特定活
動基本資料表



•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建築物換

氣系統。若公告場所之管制室
內空間座落不同幢（棟）建築
物內，每幢（棟）建築物需另

頁填寫。

• 管制室內空間包含不同樓層時，
各樓層亦需另頁填寫，若不同
ਆఅ༄༂Ѕ༂̆ఆఇഇȆ̆༂
共同主機，只需填寫1份。



自然通風
室外環境是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關鍵

�周遭環境因素



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

圖片來源：http://www.ca.ntpc.gov.tw/27;DATA_ImgAndArticle/Details/20
http://www.donkon.org/content/26

露天燃燒、廟宇、拜香



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

交通廢氣
加油站
工業廢氣
建築工地
……等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換氣系統型式

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型式示意圖



全熱交換器

排氣風管

外氣風管

空調送風管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出入風口





༏༂༏ଅąЇࠅȈਇਈਈ�ഇଈଇЇ

1.室內環境維護管理

室內積水問題，易造成設備損壞及微生物
滋生。

請注意冬天窗台結露及室內木質裝潢蛀時，
或鐵製品鏽蝕等問題。

2. 室內空調送風設備維護管理

對於不同型式之空調系統，於室內可能具
有外氣排出口、排氣進氣口、空調回風口
及空調出風口等，而定期檢視送風或排風
系統，主要係為排除影響送風量之因子及
避免送風系統成為污染源。

3.室內廁所環境維護管理

此類具有臭味或容易導致污染產生之環境，
需安裝局部排風設備，以降低臭味及避免
污染物散佈於室內環境。通常廁所區域會
加裝排風設備以呈現負壓環境，進而抑制
臭味擴散至其他室內環境，或部分廁所區
域採用直接對外之開口或窗戶，提高通風
及換氣量以降低臭味。



室內環境積水或滲水所殘留水漬情形 窗台冷凝問題

木質裝潢蛀蝕情形室內建材孳生黴菌及牆面壁癌



空調系
統冷卻
盤管髒
污情形

空調
系統
冷卻
盤管
髒污
情形

中央空調箱或送風盤管系統空調出風口及空
調回風口

空調入風口檢視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
管理措施表

（二）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1.冷卻水塔維護管理

確保冷卻水塔正常運作，並定時檢查是
否有無汙泥；青苔沉積或阻塞。

2. 外氣進氣口維護管理

戶外環境與空氣品質會隨氣候而改變，
並造成外氣換氣系統之進氣口髒污或過
濾裝置損壞，因此設置外氣引入之位置，
需適當規劃，以利未來執行清潔維護管
理及環境檢視工作。

常見外氣進氣口會加裝防雨及防止異物
進入之格網，需定期施行清潔與維護，
入阻塞，則易造成外氣引入不足。



常見冷卻水塔結構體外觀

冷卻水塔分散水盤阻塞及冷卻水溢流

冷卻水塔之貯水池內藻類
孳生情形



冷卻水塔產生水霧情形
冷卻水塔周圍環境維護不佳情形

冷卻水塔附著髒污及漏水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

及管理措施表

（三）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

 本工作項目是針對空調系統、
換氣通風系統、空氣清淨設

備及其所對應之電力設備、
必要安全防護及其他附屬設

施，進行定期檢修與保養之
管理措施。

 填寫本表時須在表格中填入
維護日期及備註說明，如斷
路器或磁開關是否定期檢查

維護，並填入實際施行日期，
並以「某電氣技術人員或用

電設備檢驗維護業進行維護
或檢查」備註說明。

 未安裝本表之裝置或設備時，
得於欄位之相對應「備註」
中，填寫無此設施或不適用。



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獨立抽風扇

印表機設置於開放空間

圖書館影印機（影印機）
為 室 內 甲 醛 、 VOCs 或
PM10/PM1.5的污染源，建
議集中管理，並設置獨立
空調系統加以隔離（下
圖）。



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ฆ༆༂ЅȆ༄༂؇ฆ༆ȅ༏̅�؆ଅą̆؇܆�ਆఆ܆ค༄ฆค༂

成分不明



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賣場多擺設傢俱或含有易揮發有機物
之產品（如家具），故易有TVOC累
積情形；賣場之美食街有烹調燃燒行
為，污染物易亦散至其他空間。



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
人潮擁擠，除CO2濃度
易過高外，室內細菌易
容易過高。



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台南某區域醫院候診區

花蓮某教學醫院掛號區 台中某教學醫院掛號區

ԇԆԇਈข܇܇अ，
於掛號處、領藥處
及候診區常有CO2
濃度過高之情形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
中央空調空調機房有堆積物或髒亂的情形?

空調機房有堆積物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引入之新鮮外氣受污染？

外氣入口

冷氣壓縮機

引入熱空氣，
造成耗能

車道

外氣入口

車道

南部某百貨商場

北部某醫學中心

南部某區域醫院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引入之新鮮外氣受污染？

無接管引入外氣引入！！

南部醫院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冷氣濾網及出風口清潔？

空調箱內紙框濾網移位且累積過多灰塵。

東部某醫院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冷氣濾網及出風口清潔？

台北某區域醫院空調出風口

台北某區
域醫院空
調迴風口

南部某飯店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冷氣濾網及出風口清潔？
高雄某區域醫院急診室出風口
情形，因未定期清潔出風口，
其周圍佈滿灰塵。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出風口與迴風口錯置(常見)

出風口 出風口

迴風口

台北某區域醫院候診空間，
僅有出風口，沒有回風口

出風口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 FCU滲漏(常見)

台南某安養中心，天花板因
FCU冰水管滲漏，而導致天
花板發霉狀況嚴重。



空調系統常見的問題- FCU滲漏(常見)



-各類型公共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KTV巡檢概況

該類型場所多附設餐飲服務(輕鬆吧)，
供客人取餐，可能會有潛在的生物性汙
染問題。

該類型場所廚房多與歡唱空間位於同區
ԇ̅؉༏؆ԇ༂༂ఆ̅	༏Ȉਇਈć܅
碳汙染問題。



KTV巡檢概況

該類型場所廁所多為開放
式，且多設有芳香劑，易
產生生物性汙染及TVOC
汙染。

該類型場所清潔活動頻繁，清
潔多使用清潔劑。



電影院巡檢概況

大型影廳多鋪設大量地毯，微生物性
汙染潛在來源；且大型影廳大多無可
對外開啟之窗戶，推測人潮眾多之假
日時段，二氧化碳濃度可能會超標。

訪視影廳，多數廁所與營業空間為聯
通，且設有自動噴灑的芳香劑。



電影院巡檢概況

該類型場所多設有飲食販賣部
(如：爆米花)，其烹熱行為可能
會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健身中心巡檢概況

鋪設大量地毯
加設紗窗，於
營業時間將外
窗開啟。



圖書館巡檢概況



幼兒園巡檢概況



明火餐廳巡檢概況



明火餐廳巡檢概況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



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 http://www.iaq.org.tw/， 06-2759198， tsieq@iaq.org.tw



弘光科技大學-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訓練班

� 歡迎團體報名，另有優惠。

� 106年年開課日期：

� 106/07/19-07/21(密集班)

� 106/07/29-08/05(周末班)

� 聯絡方式：

� 04-26318652*4018

� E-mail: iaqthk@gmail.com 

�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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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