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協辦單位：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方達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20 報到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9:20~09:40
申報法源依據與相關

規定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洪明瑞博士

09:40~10:00 申報系統架構說明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連堯博士

10:00~10:20 休息

10:20~11:00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作-

公告場所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連堯博士

11:00~11:40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作-

地方政府機關環保局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連堯博士

11:40~12:00 Q&A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大 綱

法源

架構

申報法源依據與相關規定

申報系統架構說明

操作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作



性質 法令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母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 全部 100.11.23

子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母法第23條 全部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母法第07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母法第09條 專責人員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母法第10條 全部 101.11.23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母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母法第11條 檢驗測定機構 101.02.10修正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1.23

公告「室內空氣污染物檢驗測定辦法」 母法第11條 檢驗測定機構 已連結公告

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規範、作業方式、附屬電
子媒體即時顯示系統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檢測辦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未發佈

文件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母法第08條

•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施行細
則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6.26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公告場所 103.06.26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公告場所 103.06.26

表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令與規章辦法彙整表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十條之規定公布檢驗測定結果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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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錄。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以連續監測
室內空氣品質，其自動監測最新結果，應即時公布於該場所內或入口明
顯處，並應作成紀錄。

前二項檢驗測定項目、頻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式、監測項目、
頻率、監測設施規範與結果公布方式、紀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八條申報檢驗測定結果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公告場所

 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

第六條規定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辦理定期檢測，其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
測結果應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以網路傳
輸方式申報，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同時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法規要求

 辦理定期檢測

申報時間

 定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檢
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

申報內容

 定期檢測結果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

申報方式

 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

申報查核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理辦法」第十八條壹、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一、法令精神層面：能忠實揭諸並反應出法令之管制精神，同時用
詞與用語應符合法令原有之詞句並能前後一致。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理辦法」第十八條：第六條規定公告場所所有人、管理人
或使用人辦理定期檢測，其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
日內，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供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查核，同時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貳、公布樣式之擬定原則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公布樣式之擬定原則，如下：

二、民眾需求層面：所揭露之資訊應完整、明確並簡潔、扼要；同
時，格式與字體應大、小適中且清楚易讀。

三、公告場所層面：紙張或公告物之來源應方便可得，且製作應容
易、簡便或有格式、範例可直接套用。

中華民國105年4月30日行政院環保署專案計畫「EPA-105-FA18-03-A085」內部工作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行政院環保署專案計畫「EPA-105-FA18-03-A085」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操作說明會第一次修定



參、公布樣式說明

一、紙張或公告物之大小：A3橫式（寬297mm長420mm）。

二、公告內容之文字字型：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與阿拉伯數字為「Times

New Roman」。

三、公告內容包含並區分六個必要的資訊欄位：「主標題」、「項目標題」、「項目
內容」、「檢驗測定結果」、「採樣點編號」、「採樣點之數值」等資訊。

(一)「主標題」：統一為「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字樣（位於最上側欄位；大小44pt；居中放置）。

(二)「項目標題」：由上而下，統一為：「公告場所編號、公告場所名稱、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室內

空氣污染物採樣點、定期檢測日期、檢驗測定機構」等字樣（位於左側第一欄位；大小

32pt；左右切齊）。

(三)「項目內容」：將「項目標題」的要求內容據實填寫（位於左側第二欄位；大小24pt；左右切齊）。

(四)「檢驗測定結果」：統一為「檢驗測定結果」字樣（位於右側上方欄位；大小32pt；居中放置）。

(五)「採樣點編號」：位於「檢驗測定結果」欄位下方左側（大小24pt；左右切齊），顯示各採點之編號。

(六)「採樣點之數值」：位於「檢驗測定結果」欄位下方右側（大小24pt；左右切齊），顯示對應於各「採
樣點編號」之定檢結果，除應包含單位外，應進一步括弧標註合格或不合格。



五、各資訊欄位或行距間之距離或尺寸並不硬性規定，以保留因應各公告場所特性或
採樣點數量不同之微調空間，但整體仍以美觀與填滿欄位為原則。

四、參考圖例，如下：



七、公告物僅規範公告內容、相對位置、字體樣式、大小等規定，不包含紙張或公告

物之顏色，以降低對公告場所入口整體意象或美學之衝擊，但文字顏色與紙張或

公告物底色應以能清楚解析或辨識為原則（遇有爭議時，由地方環保局就外觀事

實認定之）。

六、公告物並不限於紙張，各種材質或具備同等公布功能之公告物（由地方環保局就

成品外觀之事實認定）與方式均可，但仍應以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且於進出

該場所時，民眾之視線可及與能充分辨識為前提。

一、參考範例如次頁之「範例一」與「範例二」，請任採其一作為公布之依據。

二、「範例一」：適用於公告場所管制之室內空間或樓地板面積規模較小（所需定期
檢驗測定採樣點數較少者），或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較少之場所，所需公布
之資訊可於單一A3格式清楚呈現時。反之，「範例二」：適用於公告場所管制
之室內空間或樓地板面積規模較大（所需定期檢驗測定採樣點數較多者），或管
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較多之場所，所需公布之資訊不易或無法於單一A3格式
清楚呈現時。

肆、參考範例



三、建議以「範例一」為優先採用之考量，採用範例二者，張貼於右側之檢驗測定結
果應具有檢測機構之核章，並採浮貼方式以利上、下或左、右翻閱。。

四、建議公告場所可直接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頁下載
Word檔使用，網址如下：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12_1.aspx。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12_1.aspx






範例一



範例二



一、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理辦法」第十八條：「…….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
處公布」。換言之，張貼或公布處應位於場所出入門口眼睛及視線可及之適當處，
如：牆面、柱面或公布欄等，且不應受到無意或有意的相關遮蔽物，如：盆栽、
立牌、櫥櫃或物品等所阻擋。

二、顧及張貼或公布內容之保存，張貼或公布處應避開風吹日曬雨淋等情形，且張貼
或公告之紙張應以牢固、不脫落等為原則。

伍、公布或張貼要求

三、基於資訊透明與民眾對於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結果有「知」的權益，
張貼或公布內容遇有人為或無可預期（如：颱風等天災）之破壞、毀損、脫落或
內容模糊等情形，應隨時檢視並加以更新直至下一次檢驗測定結果之公布。



第18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違反第10條第1項、
第2項或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檢驗測定項目、頻
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式、監測項目、頻率、監測
設施規範、結果公布方式、紀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
之管理規定者，經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新臺幣5千元以上2萬5千元
以下罰鍰，並再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10條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實施檢測、公布及作成紀錄。

指定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以連續監測室內空氣品質即時
公布，並作成紀錄。

第三章 罰 則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資訊平台

註冊帳號

登入

身分審核 Email確認

公告場所

環保局

申報填寫

資料審核

基本資料
場所(建築物)

建築物資料
建築物(樓層)

量測成果
定檢點(數據)

專責人員

資料建置

上傳(PDF)有帳號

沒帳號
退回

通過

通過/退回

退回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文件

以及
委託定期檢測報告

發信
帳號啟用

資料送出
(環保局審核)

7

公告場所人員(466)

環保局審核人員(22)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4

點選申報專區

返回首頁，可返為室
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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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帳號：1020102XXXX   (公告場所編號)

電子信箱：abc@gmail.com (需填寫確實，驗證碼將寄送到此信箱)

公告場所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需與公告資料完全相符)

附件中請包含地方政府環保局函覆之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核定覆函)

mailto:abc@gmail.com


6

可批次通過

若需填寫退回原
因，可針對每個
公告場所做說明



7

註冊的帳號審核通過後，
將寄送審核通過信至申請
信箱，點選開通網址，帳
號即可開通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公告場所(466)



9

點選定檢資料建置，
開始建立定檢資料



10

自動
帶入

步驟1：填寫公告場所名
稱及地址基本資料

圖書館



11

步驟2：填寫建築物資料

圖書館



12

步驟2：針對所選的建築
物填寫公告場所樓地板面
積基本資料

填寫完畢，系統會提醒填
寫狀況



13

步驟3：填寫量測成果



14

步驟3：針對所選的樓層
填寫定期量測成果

填寫完畢，系統會提醒填
寫狀況



15

步驟4：填寫專責人員



16

步驟5：資料確認無誤，
確認送出



17

將各檢測公司的檢測報告
上傳



18

上傳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文件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環保局(22)



轄區內列管總數

申報的公告場所資料確認
送出後，會在待確認中

其餘已確認、尚未申報(已
註冊)及退回之資訊

25



21

定檢結果、檢驗報告下載、
管理計畫下載為公告上傳
輸入、上傳資料



審核通過通知

公告場所可在登入之後看
到資料審核情形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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