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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空間使用類別空間使用類別

通風換氣效率
及氣流分布
通風換氣效率
及氣流分布

建築維護管理建築維護管理

醫院感染控制醫院感染控制

濾網及清淨裝置濾網及清淨裝置 住⺠訪客

特殊作業溢散特殊作業溢散

人員溢散人員溢散

外氣引入外氣引入

建築滋生及溢散建築滋生及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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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控制方法

依優先順序為：

1. 建築裝潢設計

2. 源頭減量管制源頭減量管制源頭減量管制源頭減量管制

3. 加強通風換氣加強通風換氣加強通風換氣加強通風換氣

4. 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矯正矯正矯正矯正

源頭減量源頭減量源頭減量源頭減量

通風換氣通風換氣通風換氣通風換氣

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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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裝潢設計
1.1建築環境設計

1.1.1建築(外)環境設計

1.1.2建築(內)設計

1.1.3 建材:綠建材

1.2 空調設計

1.3 裝潢設計--綠建材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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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建築(外)環境設計
� 社區、建築選址於空氣乾淨處

� 建築座向考慮陽光與風向及周遭之空氣污染源

� 社區妥善規劃周遭之道路及交通流線，創造行人徒

步、自行車與捷運連結的環境(減少車輛污染)

� 建築棟距適當，使空氣流通

� 綠化綠化綠化綠化: 利用基地內的自然土層、屋頂、陽台、外牆、

人工土地盤上之

覆土層，栽種各種植物。

美化環境美化環境美化環境美化環境，，，，吸收二氧化碳吸收二氧化碳吸收二氧化碳吸收二氧化碳，，，，

產生氧氣產生氧氣產生氧氣產生氧氣，，，，淨化空氣淨化空氣淨化空氣淨化空氣。。。。



6

1.1.2建築(內)設計
� 注意室內流場，減少隔板/隔間設計，以利空氣流
通。

� 開窗位置考慮周遭之空氣污染源

� 讓空氣對流的窗戶，房門與窗戶呈對角線; 

� 浴室在房子兩側非中間

� 燃燒設備(熱水器、鍋爐)不能設在密閉空間

� 高污染空間(影印室,吸菸室, 廚房,垃圾間)集中設
置，並設獨立空調，安裝獨立換氣及過濾設施。

� 每個單獨空間儘可能有一扇窗，以利新鮮空氣自
然通風。避免密閉隔間，既危險又不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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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頭減量
2.1移除: 移除污染源, 以較無危害性的物質替代

2.2 修改:

� 修改污染源，藉設計或修改軟硬體來減低
排放

� 集中污染源於使用獨立空調或加強通風處

2.3 行為改變

2.4 綠色消費: 環保標章產品

、避免有毒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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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為改變
� 藉由改變行為「減低排放」或「減低暴露」

� 限制個人操作可產生污染物器材的時間

� 重新安排活動，如在辦公以外的時段進行裝潢或
消毒、除蟲工作

� 重新安置較容易受影響的人員，使遠離令他們出
現病徵或空氣不佳的範圍

� 設立禁菸區、戶外吸菸區

� 禁止在車庫熱車及惰轉

� 群眾人數尖峰時(展場賣場)，應依公共場所空間
大小限制進出人數/改變動線疏導人潮局部集中。

� 宣導教育消費者/顧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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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為改變: 禁菸none smoking
� TW立法院2009/1/23通過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

TOBACCO HAZARDS PREVENTION ACT，全面擴
大禁菸範圍，落實國際菸草框架公約

� 餐廳與旅館業等室內場所全面禁菸，不得設吸菸室，
禁菸場所還擴及歌劇院、電影院、ＫＴＶ、網咖等室
內娛樂消費場所，政府機關與國營事業場所全面禁菸，
三人以上工作場所也要禁菸。

� 交通系統禁菸由遊覽車、計程車與捷運等密閉運輸系
統，擴及車站與旅客等候室。

� 禁菸範圍也擴及私人職場，三人以上工作場所納入禁
菸範圍，室內公共場所幾乎全面禁菸

� 違反規定者可處NT$2000~10000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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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區smoking area
� 吸菸區（室）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吸菸區(室)應有明顯之標示。

二、吸菸區(室)之面積不得大於各該場所室內、室
外面積二分之一，且室內吸菸室不得設於必經之
處。

三、室內吸菸室應有獨立之空調或通風系統獨立之空調或通風系統獨立之空調或通風系統獨立之空調或通風系統，，，，且與且與且與且與

禁菸場所完全區隔禁菸場所完全區隔禁菸場所完全區隔禁菸場所完全區隔。

� ***門口室外及外氣入風口5 m內也應標為禁菸區

� 注意電梯間、廁所菸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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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風換氣

3.1 自然換氣/自然通風

3.2 強制換氣/機械通風(空調)

3.3 局部換氣

3.4 正壓/負壓換氣:有污染的房間用負壓量(排氣)，
其他房間用正壓(供氣)

3.5 空調清潔, 冷卻水塔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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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然換氣/自然通風法:

� 利用窗戶、門及其他通氣孔來換氣。

� 最經濟環保之方式。

� 不過

� 會增加室內空調能源消耗

� 在空氣品質太差，或因阻隔而空氣不易流動
之房間，仍需藉強制換氣來改善。

� 若中央空調有帶入足夠新鮮空氣,是可以不用開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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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強制換氣/機械通風法
� 藉空調設備將污染物抽出而換氣，用新鮮空氣稀

釋室內污染空氣。
� 如冷氣機、中央空調、廁所的抽風機
� 但若換氣次數太高，電費也相對提高。

� 除了通風換氣之通風換氣之通風換氣之通風換氣之量值量值量值量值大小外，與通風換氣之通風換氣之通風換氣之通風換氣之分佈分佈分佈分佈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有關的空氣交換效率，亦是影響室內空氣品
質良窳之關鍵因素。



�空調系統種類

中央系統中央系統中央系統中央系統

個別系統個別系統個別系統個別系統

全氣式全氣式全氣式全氣式————空調空調空調空調箱箱箱箱

AHUAHUAHUAHU

全水式全水式全水式全水式————風管風管風管風管機機機機

FCUFCUFCUFCU

氣水並用式氣水並用式氣水並用式氣水並用式

箱型冷氣機箱型冷氣機箱型冷氣機箱型冷氣機

分離式冷氣機分離式冷氣機分離式冷氣機分離式冷氣機

窗型型冷氣機窗型型冷氣機窗型型冷氣機窗型型冷氣機

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中央空調箱

各層空調箱各層空調箱各層空調箱各層空調箱

風管機風管機風管機風管機

風管機並用外氣風管風管機並用外氣風管風管機並用外氣風管風管機並用外氣風管 外氣PAH

預冷空調箱

（（（（三三三三））））機械通風理論機械通風理論機械通風理論機械通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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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式全水式全水式全水式————風管機風管機風管機風管機FCU系統有積水或漏水現象

天花板有霉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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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氣式全氣式全氣式全氣式————空調箱空調箱空調箱空調箱（（（（AHUAHUAHUAHU））））
� AHUAHUAHUAHU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查核重點查核重點查核重點查核重點

�初級過濾設備

�氣體混合箱及空調箱

�氣流控制閥

�空調箱內過濾裝置

�噴霧加濕器

�風扇

氣體混合箱氣體混合箱氣體混合箱氣體混合箱

空調過濾裝置空調過濾裝置空調過濾裝置空調過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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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調系統是否有以下狀況?

� 引入之新鮮外氣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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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48外氣引入口與排放口距離過近外氣引入口與排放口距離過近外氣引入口與排放口距離過近外氣引入口與排放口距離過近

<8m

外氣引入口靠近地下車道出入口外氣引入口靠近地下車道出入口外氣引入口靠近地下車道出入口外氣引入口靠近地下車道出入口

外氣引入口髒亂外氣引入口髒亂外氣引入口髒亂外氣引入口髒亂

戶外空氣進氣口戶外空氣進氣口戶外空氣進氣口戶外空氣進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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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其他空調相關措施查核重點其他空調相關措施查核重點其他空調相關措施查核重點其他空調相關措施查核重點
�風量查核

�廁所排氣裝置

�地下停車場或車庫

�其他

無通風設備之廁所無通風設備之廁所無通風設備之廁所無通風設備之廁所

車庫車庫車庫車庫

室內停車場室內停車場室內停車場室內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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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S02空調水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水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水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水系統查核紀錄表

空調水系統空調水系統空調水系統空調水系統

空調與冷卻水塔系統空調與冷卻水塔系統空調與冷卻水塔系統空調與冷卻水塔系統

冷卻水塔構造冷卻水塔構造冷卻水塔構造冷卻水塔構造

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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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局部換氣法
� 針對污染源位置，設置小型抽風設備, 必要時處理後

排放

� 「吸、抽」比「吹」的效果好

� 高污染空間: 影印室、設計圖室、浴室…等。

� 高污染場所: 實驗室、診所、寵物店、美容美髮、乾
洗店、沖印店、餐廳…等。

� 油煙

�收集收集收集收集。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裝設水洗設備，靜電油煙器。

�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排氣口伸展到所在建築物(排氣範圍20米半徑
內任何鄰近或相連建築物)最高點之上至少3米高度。
且遠離空調入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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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空調清潔
� 出入風口設置濾網, 定期清潔/更換空調濾網

� 保持通風系統清潔: 以人工或機器清潔風管

� 若微生物透過空調氣體傳送, 辦公大樓的空調系
統定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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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氣清淨設施
� 由空氣清淨機循環過濾清除空氣中的甲醛、
一氧化碳、揮發性有機物及懸浮微粒。

1) 過濾集塵型(定期更換濾網)

2) 活性碳吸附型(定期更換濾材)

3) 光觸媒型

4) 負離子型

5) 臭氧型(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6) 紫外線殺菌型(避免直射)

7) 複合型

8) 化學藥品蒸薰(小心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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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 消基會於2005.01隨機抽測15款市售空氣清淨機暢
銷機型，就有六款懸浮微粒去除率不到35 ％，九
款VOC甲苯去除率不到20 ％，有些標榜光觸媒功
能的知名品牌也名列其中。

� 目前並未訂有普遍接受的清淨機性能標準。

� 跟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一樣，空氣清淨機亦需要
定期保養和清潔，否則可能本身成為污染源，把
飽和媒介所收集的污染物排放出來。

� 大量污染須先開窗通風, 不要單靠空氣清淨機, 否

則可能縮短濾網及空氣清淨機效果及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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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 要選坪數符合的空氣清淨機

� 依據污染物及場所類型選空氣清淨機型。如托兒

所主要擔心真菌、細菌及其他過敏原，故可有高

效濾網HEPA功能機型。

� 所有空氣清淨機都不能去除CO2

� 室內外空氣流通是供應充足氧氣，減少二氧化碳

的唯一方法, 特別是人多時。

�每天至少開窗30分鐘讓新鮮空氣流入。

�中央空調須提高外氣供應率。



室內空氣淨化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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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淨化植栽
� 某些植物可吸收污染物, 其他植物也會被污染傷害。

� 植栽吸收CO2釋出氧氣。但光線弱處及夜間, 則和人一
樣吸收氧氣釋出CO2

� 植栽有綠化及賞心悅目的效果

� 一般的花卉生長需要照射陽光、常澆水，花期結束就
凋謝，照顧不易。而室內植物多半以觀賞葉為主, 屬
多年生，靠插枝法就能存活，不需大量日照，一周澆
一次水，不用花費太多心力照顧, 又能淨化空氣。

� 土壤不要澆太濕；定期清洗底下水盤不要積水，就不
會生黴菌、招蚊蟲。室內空間不大、空氣不流通時，
最好不要擺放盆栽。



淨化室內空氣植物手冊
� 環保署淨化室內空氣植物手冊: 臺大園藝系花卉研
究室針對國內常用50種室內植物

� 落塵PM: 非洲堇、鐵十字秋海棠、薜荔、大岩桐
、盆菊與波士頓腎蕨等，有絨毛或凹凸不平表面
的葉片可吸附塵埃。但需定期清理葉片

� CO2: 非洲堇、皺葉椒草、大岩桐、薜荔、嫣紅蔓
、馬拉巴栗、長壽花、盆菊、黛粉葉、觀音蓮、
山蘇花、鹿角蕨、與冷水花等植物. 

� 甲醛、苯/二甲苯: 黛粉葉、印度橡膠樹、波士頓
腎蕨、山蘇花、常春藤、中斑吊蘭、非洲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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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可能公告之場

所



公告場所
� 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之規定「公私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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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十一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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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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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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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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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7. 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8. 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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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11.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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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第一批公告前輔導場所(草案)
場所類別場所類別場所類別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管制規模管制規模管制規模 管制區域管制區域管制區域管制區域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以宣導型輔導為主 日常活動場所
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 老人安養機構 日常活動場所

醫療機關醫療機關醫療機關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
領藥處、掛號處、候診區、
交誼廳（不含餐廳）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
民眾申辦業務處（護照、健
勞保等）及民眾洽公區（聯
合服務中心）

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
鐵路運輸業(高鐵、台鐵)

民用航空運輸業
大眾捷運車站

售票處大廳及旅客等候休息
區（不含月台）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教育部主管
縣市政府主管

展覽室、自修室、期刊室、
視聽室、兒童室、服務台區

大專院校大專院校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國立大學圖書館

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
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地世界
貿易中心之大型展覽室

展覽廳、服務台區

商場商場商場商場 連鎖量販店 購物區、門廳、消費民眾接
待處、服務台百貨公司百貨公司百貨公司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 34



場所(草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目的事業目的事業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所轄場所類別所轄場所類別所轄場所類別所轄場所類別 所轄場所範圍所轄場所範圍所轄場所範圍所轄場所範圍 優先列管對優先列管對優先列管對優先列管對

象象象象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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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國中、國小、幼兒園、
大專校院、補習班…等。

幼兒園

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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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福利機構、兒少福利機構、
婦女福利機構…等。

老人福利機
構

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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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護理之家、
診所、各衛生所…等。

醫學中心

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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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高鐵、台鐵、
捷運站、客運站、
機場…等。

高鐵車站、
台鐵車站、
機場

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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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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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文化中心、社教館、表演廳、
禮堂、展覽室、歌劇院…等。

圖書館

工商發展工商發展工商發展工商發展

局局局局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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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場所

※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
之場所

電影院、KTV、網咖、遊樂場、
旅館、商場、市場、大賣場、
3C賣場、百貨公司、餐廳、
飯店、咖啡廳…等。

連鎖大賣場、
百貨公司

銀行/證券業,宗教組織,美髮美容美體,運動服務業
… 35



目的事業目的事業目的事業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所轄場所類別所轄場所類別所轄場所類別所轄場所類別 所轄場所範圍所轄場所範圍所轄場所範圍所轄場所範圍

客家事務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

客家文化館…等。

原住民行政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

復興鄉歷史文化館、泰雅
織布文物館、泰雅生活文
物館…等。

地方稅務局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各地方稽徵所…等。
地政局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各地政事務所…等。
民政局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各戶政事務所…等。
觀光局 ※旅館旅館旅館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其他供公其他供公其他供公
眾休閒娛樂之場所眾休閒娛樂之場所眾休閒娛樂之場所眾休閒娛樂之場所

旅館、遊客服務中心…等。

體育處 供體育體育體育體育、運動運動運動運動或健身健身健身健身之場所 運動場館、健身房、游泳
池、運動中心…等。

藝文設施
管理中心(文化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美術館美術館美術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其他文其他文其他文
化或社會教育機構化或社會教育機構化或社會教育機構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表演廳表演廳表演廳、禮堂禮堂禮堂禮堂、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展覽室、會議
廳（室）

※歌劇院歌劇院歌劇院歌劇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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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展演中心、中壢藝術
館…等。

孔廟忠烈祠
聯合管理所(民政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或社會教育機構

孔廟、忠烈祠…等。

風景區管理所
(觀光局)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其他供公眾其他供公眾其他供公眾
休閒娛樂之場所休閒娛樂之場所休閒娛樂之場所休閒娛樂之場所

角板山行館…等。

公所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民眾洽公區…等。 36



辦公場所辦公場所辦公場所辦公場所
辦公場所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空調系統未引入足夠之新鮮空氣量空調系統未引入足夠之新鮮空氣量空調系統未引入足夠之新鮮空氣量空調系統未引入足夠之新鮮空氣量(CO2)，，，，或引入之空氣較為污或引入之空氣較為污或引入之空氣較為污或引入之空氣較為污

濁濁濁濁，，，，如引入鄰近交通源或餐廳廢氣如引入鄰近交通源或餐廳廢氣如引入鄰近交通源或餐廳廢氣如引入鄰近交通源或餐廳廢氣。。。。

2. 對於特定污染源逸散之區域對於特定污染源逸散之區域對於特定污染源逸散之區域對於特定污染源逸散之區域，，，，如如如如:廁所廁所廁所廁所、、、、儲藏室儲藏室儲藏室儲藏室、、、、影印室等未設影印室等未設影印室等未設影印室等未設

置獨立排風設備置獨立排風設備置獨立排風設備置獨立排風設備，，，，導致該特定污染源逸散至室內環境導致該特定污染源逸散至室內環境導致該特定污染源逸散至室內環境導致該特定污染源逸散至室內環境。。。。

3. 通風口堆置物品阻礙氣流通風口堆置物品阻礙氣流通風口堆置物品阻礙氣流通風口堆置物品阻礙氣流。。。。

4. 冷卻水塔清洗頻率過低冷卻水塔清洗頻率過低冷卻水塔清洗頻率過低冷卻水塔清洗頻率過低。。。。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

1. 空調系統未引入足夠之新鮮空氣量或未引入適當之新鮮空氣，

建議可以評估不同進氣風量之換氣率增加新鮮空氣量，及進氣

口側遠離室外污染源, 並增加外氣引入口之清潔頻率。

2. 對於特定污染源逸散之區域，應於獨立空間集中管理並加裝排

風扇或獨立排氣系統強制移除污染源逸散之空氣污染物。

3. 通風口保持淨空。

4. 增加冷卻水塔清洗頻率。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醫療院醫療院醫療院醫療院所所所所
醫療院所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主機房或新鮮空氣引入口堆置雜物主機房或新鮮空氣引入口堆置雜物主機房或新鮮空氣引入口堆置雜物主機房或新鮮空氣引入口堆置雜物，，，，導致新鮮空氣引入量不足導致新鮮空氣引入量不足導致新鮮空氣引入量不足導致新鮮空氣引入量不足;

2. 空調機房內之空調箱濾網骯髒空調機房內之空調箱濾網骯髒空調機房內之空調箱濾網骯髒空調機房內之空調箱濾網骯髒;

3. 天花板之回風口配置過於緊密不利於換氣率及空氣混合天花板之回風口配置過於緊密不利於換氣率及空氣混合天花板之回風口配置過於緊密不利於換氣率及空氣混合天花板之回風口配置過於緊密不利於換氣率及空氣混合;

4. 室內揮發性有機溶劑或藥劑逸散室內揮發性有機溶劑或藥劑逸散室內揮發性有機溶劑或藥劑逸散室內揮發性有機溶劑或藥劑逸散;

5. 天花板有霉斑天花板有霉斑天花板有霉斑天花板有霉斑;

6. 冷卻水塔清潔頻率過低或四周護網已破裂脫落冷卻水塔清潔頻率過低或四周護網已破裂脫落冷卻水塔清潔頻率過低或四周護網已破裂脫落冷卻水塔清潔頻率過低或四周護網已破裂脫落，，，，有滋生細菌之虞有滋生細菌之虞有滋生細菌之虞有滋生細菌之虞;

7. 領藥處或門診區之領藥處或門診區之領藥處或門診區之領藥處或門診區之CO2濃度過高濃度過高濃度過高濃度過高。。。。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

1.保持空氣引入口處無障礙物，確認排氣、回風、與外氣引入風門正確開啟;

2. 落實例行的濾網更換或清洗，增加維護之頻率以確保濾網之清潔;

3. 天花板之回風口重新配置，使其達到適當的空氣混合效率

4. 有機溶劑或藥劑應設有通用儲存櫃，並有獨立排氣裝置

5. 天花板霉斑可能為給水或空調管線之滲漏，應更換漏水有霉漬之天花板，
並處理可能之管線滲漏問題;

6. 增加冷卻水塔清潔頻率，確實維護、投藥制菌，修補及更換護網;

7. 人潮擁擠區域增加新鮮空氣量，稀釋室內CO2濃度。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大眾大眾大眾大眾交通交通交通交通車站車站車站車站
大眾交通車站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室內來自人群活動之室內來自人群活動之室內來自人群活動之室內來自人群活動之CO2,異味累積異味累積異味累積異味累積;

2. 候車室受發動車輛廢氣影響候車室受發動車輛廢氣影響候車室受發動車輛廢氣影響候車室受發動車輛廢氣影響(CO, PM);

3. 通風設備清潔及保養未確實通風設備清潔及保養未確實通風設備清潔及保養未確實通風設備清潔及保養未確實。。。。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
1. 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應評估不同進氣風量之換氣率，提供足夠之新
鮮空氣量;

2. 進氣口側遠離室外污染源，並增加外氣引入口之清潔頻率;

3. 落實通風設備清潔及保養。

捷運站回風口位於月台下 國道客運候車室受候車 捷運高架路段多為半開

方，列車進站的活塞運動 場發動之車輛廢氣影響 放空間，無空調且緊鄰

，有利於換氣效率的提高 較大 交通要道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文教場所文教場所文教場所文教場所
文教場所(如各級學校、圖書館等)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廁所或廚房廁所或廚房廁所或廚房廁所或廚房、、、、餐飲區域與教室太近餐飲區域與教室太近餐飲區域與教室太近餐飲區域與教室太近，，，，有異味逸散情形有異味逸散情形有異味逸散情形有異味逸散情形；；；；
2. 室內多為木製品室內多為木製品室內多為木製品室內多為木製品，，，，如桌椅如桌椅如桌椅如桌椅、、、、書櫃書櫃書櫃書櫃，，，，於新於新於新於新購置時逸購置時逸購置時逸購置時逸散大量甲醛及散大量甲醛及散大量甲醛及散大量甲醛及VOC；；；；
3. 室內室內室內室內CO2濃度過高濃度過高濃度過高濃度過高；；；；4. 天花板出現漏水霉漬天花板出現漏水霉漬天花板出現漏水霉漬天花板出現漏水霉漬。。。。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廁所或廚房、餐飲區域應設有污染防制處理設備，並加裝排氣機強制移除
油煙等異味。

2. 增加開窗面積或加設排風系統。
3. 適時開窗自然通風(惟鄰近馬路側教室應避免於交通尖峰時段開窗)以降低

CO2濃度。
4. 更換漏水有霉漬之天花板，並找出漏水原因予以改善。

學校周遭多為交通要道， 大多有燃燒行為，因廚房 教室內人數較多換氣

停放汽機車數量多 空間不大，通風效果較差 量不足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主要問題: 
1. 地下停車場及美食街均位於百貨公司建築中地下停車場及美食街均位於百貨公司建築中地下停車場及美食街均位於百貨公司建築中地下停車場及美食街均位於百貨公司建築中，，，，導致汽車廢氣及烹調燃燒導致汽車廢氣及烹調燃燒導致汽車廢氣及烹調燃燒導致汽車廢氣及烹調燃燒
之污染逸散至百貨公司室內之污染逸散至百貨公司室內之污染逸散至百貨公司室內之污染逸散至百貨公司室內;

2. 由於廠商更新或特定促銷活動而有頻繁的裝修改建行為由於廠商更新或特定促銷活動而有頻繁的裝修改建行為由於廠商更新或特定促銷活動而有頻繁的裝修改建行為由於廠商更新或特定促銷活動而有頻繁的裝修改建行為;
3. 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人潮擁擠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人潮擁擠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人潮擁擠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人潮擁擠。。。。
改善建議
1. 地下停車場及美食街廚房應設獨立換氣系統，並於尖峰時間提高換氣率
。避免用餐區域的點火燃燒行為;

2. 裝修改建期間提高室內換氣率，增加新鮮空氣引入量，稀釋室內裝修逸
散污染物;

3. 促銷活動或週年慶人潮尖峰時間增加室內換氣率，增加新鮮空氣引入量
，並規劃人員動線以利室內人員移動分散。

地下停車場車輛進出頻繁 適當安排動線，避免人 美食街烹煮位於地下室，

換氣率應提高 潮集中 CO、CO2濃度容易累積上

升，應設獨立換氣系統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營業商場
營業商場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賣場以外區域的清潔維護差賣場以外區域的清潔維護差賣場以外區域的清潔維護差賣場以外區域的清潔維護差，，，，空氣污染影響至商場空間空氣污染影響至商場空間空氣污染影響至商場空間空氣污染影響至商場空間;

2. 貨物商品擺設不當影響空氣流通貨物商品擺設不當影響空氣流通貨物商品擺設不當影響空氣流通貨物商品擺設不當影響空氣流通;

3. 營業營業營業營業商場內之燃燒商場內之燃燒商場內之燃燒商場內之燃燒源源源源造造造造成成成成室內室內室內室內CO濃度濃度濃度濃度偏偏偏偏高高高高;

4. 促銷活動期間人潮擁擠促銷活動期間人潮擁擠促銷活動期間人潮擁擠促銷活動期間人潮擁擠。。。。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
1. 由外包清潔公司負責環境維護，對賣場以外區域應加強清潔維護等細節。
2. 貨物商品擺設須加強規劃，對於有可能造成空氣污染之物品，建議置放於
通風良好處並使用獨立空調系統。

3. 避免室內燃燒行為。燃燒源應設有獨立換氣系統。
4. 促銷活動人潮尖峰時間增加室內換氣率，增加新鮮空氣引入量，並規劃人
員動線以利室內人員移動分散。

賣場之外的區域往往疏於 營業商場之貨品種類繁多 木製傢俱多數含甲醛及揮

要求，為造成整體空氣品 ，可能造成空氣污染 發性有機物，揮發造成污染

質不佳之主因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交易市場交易市場交易市場交易市場

交易市場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空調設備及其出風口未維持清潔。

2. 列印設備裝置於人員附近。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

1. 落實例行的濾網更換或清洗，增加維護之頻率以確保濾網及空調出

風口之清潔。

2. 對於特定污染源逸散之區域，宜於獨立空間集中管理，並加裝排風

扇或獨立排氣系統，強制移除污染源逸散之空氣污染物。

列印設備通常置於人員伸 若與大樓共用空調設備 金融交易市場多設置於大
手可及處，為懸浮微粒與 ，設備之清潔維護往往 樓內部，由外包清潔公司
臭氧之高污染源 是管理之死角 負責環境維護。對於出風

口應保持清潔
圖2-10交易市場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巡檢重點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展覽場所
展覽場所主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

2. 室內存在各種潛在污染源;

3. 反覆進行裝修改建行為。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建議
1. 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評估不同進氣風量之換氣率，提供足夠之新鮮
空氣量。

2. 大量使用木質建材或紡織品，應注意細菌真菌滋生，也需注意清潔用品
本身是否會造成二次污染。

3. 須留意裝修間隔是否過於頻繁，是否留有迄裝潢中殘留之揮發性物質逸
散減弱的時間。

經常在密閉空間內常駐有 大量使用木質家具或紡織 須留意間隔裝潢是否過於

大量人員，場所之通風換 品，注意細菌真菌滋生之 頻繁

氣設計量是否足夠 清潔維護

圖2-9展覽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巡檢重點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自主管理制度及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相關子法訂定計畫(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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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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