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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自101.11.23正式施行，第一批(103.07.01)

與第二批(106.01.11)公告場所已陸續推動。 

本市第一批公告場所共有31家，皆已完成設置專責人員、建置維護

管理計畫書、執行定期檢驗測定應辦事項。 

本市第二批公告場所共有76家，尚有1家未設置專責人員、4家未執

行定期檢驗測定。 

前言 



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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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事項(法令依據) 法規及相關要項說明 

公
告
場
所
之
因
應
辦
理
事
項 

撰寫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 (§8) 

「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內容項目 
依環保署公告格式撰寫（環保署網站下載格式及其撰寫指引） 
依計畫據以執行 
室內使用變更應修正 

設置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9)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規定 
依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理維護 
專責人員應取得證書 
北中南區已開班訓練（*查詢環保署開班現況） 
專責人員應申請核定（環保署網站下載申請定格式） 

辦理定期檢測(§10Ⅰ) 
 
 
 
 
指定公告設置自動監測設
施 (§10Ⅱ)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規定 
委託取得許可證檢驗測定機構（*查詢環保署依標準方法許可） 
每2年進行定期檢測一次 
依室內樓地板面積決定定檢點數目 
定期檢測項目依場所不同 
將再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對象（環保署尚未指定） 

公告場所應負行政義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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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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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重點 
民國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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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公告場所 

• 第二批公告場所對象，共16類型，其中新增6類型 

• 參考相關法令規定，採定義型方式公告第二批各類型場所對象 

• 修正管制室內空間範圍及管制污染物項目 

 公告場所應辦理完成事項 

• 本公告生效日前及生效日起一年內設立之公告場所，應於本公告生效日起
一年內(107年1月10前)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實施第一次定期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錄。 

• 本公告生效日起一年後(107年1月10日後)設立之公告場所，應於設立日起
完成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於設立日起一年內實施第一次定
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錄。 

第二批公告重點– 擴充及新增公告場所 
中華民國106年1月11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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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管制室內場所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大專院校 國立、直轄市、縣（市）立、私立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圖書館 樓地板面積1,000m²以上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博物館 美術館 樓地板面積2,000m²以上 陳列展示室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大廳、自助餐飲區  CO、CO2、甲醛、細菌、PM10 

老人福利機構 衛生福利部及直轄市、縣（市）立 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CO、CO2、甲醛、細菌、PM10 

政府機關 行政院暨所屬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 民眾申辦業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鐵路車站 台鐵特等及一等站、高鐵各車站 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航空站 年旅客數100萬人次以上 報到大廳、到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大眾捷運車站 
樓地板面積10,000m²以上 
或年出站1千萬人次以上 

車站大廳、穿堂或通道、旅客詢問售票驗票區 CO、CO2、甲醛 

金融機構 總行營業部 申辦金融業務區、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表演廳 國家級表演中心、音樂廳、戲(歌)劇院 觀賞表演區、陳列展示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展覽室 樓地板面積5,000m²以上 交易攤位展示廳（間）、會議廳（室） CO2、甲醛、PM10 

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1,500m²以上 觀賞電影區（間）、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視聽歌唱業 樓地板面積600m²以上 民眾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CO2、甲醛、PM10 

商場 量販店業 3,000m²以上 入場大廳、商品櫃區、自助座位餐飲區、通道 CO、CO2、甲醛、PM10 

運動健身場所 樓地板面積2,000m²以上 民眾運動健身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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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修正 

 經取得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連續三年以上未經核准
設置為專責人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應檢具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者，或公告場所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備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廢止公告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中華民國105年8月11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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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方法修正 

 管制細菌污染物項目之場所類別有：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醫療機構、運動健身場所。 

 每一場所應於場所營業時間結束前 2 個小時內完成採樣，惟 24 小時營業
場所可擇任一時段進行採樣 。 

 每一場所至少應執行 2 個採樣點，並應選擇在人員動線上，必要時得增加
採樣點（如另發現有滲漏水漬跡，微生物生長痕跡及人員抱怨有不適感的
地方)。 

中華民國106年3月15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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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室內空氣品質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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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一批公告場所應辦事項執行現況 
 臺南市第一批公告場所共計31家。 

 應辦事項：設置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建置維護管理計畫書、執行定期檢驗測定-公
布檢測結果並做成記錄。(皆已全數完成) 

場所類別(總家數) 
專責人員 維護管理計畫書 定期檢驗測定(第二次) 

已設置 未設置 已建置 未建置 已執行 未執行 

大專校院(3) 3家 0家 3家 0家 3家 0家 

圖書館(1) 1家 0家 1家 0家 1家 0家 

醫療機構(3) 3家 0家 3家 0家 3家 0家 

政府機關 (9) 9家 0家 9家 0家 9家 0家 

鐵路車站(3) 3家 0家 3家 0家 3家 0家 

商場(12) 12家 0家 12家 0家 12家 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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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二批公告場所應辦事項執行現況(1/2) 
 臺南市第二批公告場所共計76家。 

 應辦事項：75家已設置專責人員(1家未取得)、72家完成第一次定檢(4家定檢將於期限
內完成)及全數完成建置維護管理計畫書。 

場所類別(總家數) 
專責人員 維護管理計畫書 定期檢驗測定 

已設置 未設置 已建置 未建置 已執行 未執行 

大專校院(11) 11家 0家 11家 0家 11家 0家 

圖書館(18) 18家 0家 18家 0家 18家 0家 

博物館、美術館(9) 9家 0家 9家 0家 8家 1家 

醫療機構(8) 8家 0家 8家 0家 8家 0家 

金融機構(1) 1家 0家 1家 0家 1家 0家 

運動健身場所(10) 9家 1家 10家 0家 7家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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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二批公告場所應辦事項執行現況(2/2) 

場所類別(總家數) 
專責人員 維護管理計畫書 定期檢驗測定 

已設置 未設置 已建置 未建置 已執行 未執行 

電影院(5) 5家 0家 5家 0家 5家 0家 

視聽歌唱業(7) 7家 0家 7家 0家 7家 0家 

商場(7) 7家 0家 7家 0家 7家 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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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告場所稽查辦理情形 
本市共計107處公告場所。 

善化區圖書館稽查情形 

台灣鹽博物館稽查情形 

台灣首府大學稽查情形 

安南醫院稽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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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公告場所稽查檢測結果(1/3) 
本市31家第一批公告場所，本局已執行61家次稽查檢測作業。 

共計4家次不合格，主要不合格污染物為HCHO(甲醛)。 

場所類別(家數) 
稽查檢測(次數) 

主要不合格污染物項目 
合格 不合格 

大專校院(3) 5 0 - 

圖書館(1) 2 0 - 

醫療機構(3) 5 1 HCHO(甲醛) 

政府機關 (9) 14 0 - 

鐵路車站(3) 6 0 - 

商場(12) 25 3 HCHO(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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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公告場所稽查檢測結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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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公告場所稽查檢測結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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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場所稽查檢測結果(1/3) 
本市76家第二批公告場所，本局已執行71家次稽查檢測作業。 

共計6家次不合格，主要不合格污染物為CO2(二氧化碳)、HCHO(甲醛)及細菌。 

場所類別(家數) 
稽查檢測(次數) 

主要不合格污染物項目 
合格 不合格 

大專校院(11) 10 1 細菌 

圖書館(18) 15 0 - 

博物館、美術館(9) 8 0 - 

醫療機構(8) 6 2 HCHO(甲醛)、細菌 

金融機構(1) - - - 

運動健身場所(10) 5 3 CO2、細菌 

電影院(5) 5 0 - 

視聽歌唱業 (7) 7 0 - 

商場(7)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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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場所稽查檢測結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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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告場所稽查檢測結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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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查核常見問題 



24 

常見問題 
 專責人員異動、代理人 
 專責人員設置內容有異動時，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事實發
生後十五日內，向原申請機關申請變更。 
 

 專責人員離職、異動或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應即指定具參加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
月，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延長為六個月。 

人員異動
發函通知
環保局

檢附符合專責人員訓
練資格文件

檢附專責人員證書及
設置申請書

15日內

申請代理人

更換專責人員

並繳回舊專責人員證書
蓋章註銷

訓練資格：
1.副學士以上畢業證書
2.高中畢業證書、並具
   三年以上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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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維護管理計畫書未定期更新 

表八、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表： 

 (一)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維護管理 
 每3個月檢視更新日期 

 (二)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每3個月檢視更新日期 

 (三)空調送風系統(含風管)維護保養 
 視維護項目每6個月或1年檢視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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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應每兩年定期檢驗測定並上網申報 

 公告場所定檢之頻率，應每二年實施一次，於第一次定檢月份前後三個月內辦理之。 

 其定檢結果應自定檢採樣日起三十日內，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以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同時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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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新設立且符合列管之場所未能及時設置專責人員 

 依據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公告場所採定義型，需於設
立(設立:已正式營運或進行主要營業活動，並提供一般大眾使用)日起完成： 

1. 專責人員設置 

2. 維護管理計畫書訂定 

3. 設立日起一年內實施第一次定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公布檢驗測定結果
及作成紀錄。 

 如貴公司有新增符合定義之場所建立，或現有場所改建後符合公告列管場所定義，
請協助通報本局納入列管，並告知場所應完成之行政義務，避免場所觸法。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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