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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期程說明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子法 

法規名稱 法源依據 法規條文 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母法第七條 全文共五條 
規定公告場所應符合各項空
氣污染物濃度值，將以現有
之標準進行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

辦法  
母法第九條  全文共十九條 

公告場所應設置專責人員，
將據以辦理訓練及核發合格
證書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  

母法第十條  全文共二十條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測定項目與頻率、採樣點數
與採樣分布方式等規定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

則  
母法第十九條  全文共九條 

各項因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其罰鍰額度衡量準則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施行細則  

母法第二十三
條  

全文共十三條 
對應母法之闡釋性或說明性
條文 

環保署101年11月23日公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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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推動期程 

100/12 101/11/23 

母法施行及子法公告 
102/3 105/6 

各
子
法
草
案
擬
定 

第一年 第三年 

第
一
批
場
所
預
公
告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專
責
人
員
訓
練 

檢
測
機
構
認
證 

技術研究、可攜式檢測儀器發展、國際參與等工作 

輔導改善、法規說明會、手冊編撰、新聞媒體、場所公告、建置網站等教育宣導 

公部門法規宣導會與預告 

•邀請專家學者被公告場所辦理法規宣導 

•執行直讀式巡檢稽查，篩選熱點 

•辦理公告場所標準方法檢測 

•辦理法規宣導會、專家學者現場輔導 

•輔導場所設置專責人員、撰寫維護管理
計畫書、辦理定期檢測、網路資料維護 

各子法草案預告 

101/3 

•逐批公告輔導 

•未來配合環保署辦理工作 

• 公告場所現況檢測 

•輔導場所設置專責人員 

•協助維護管理計畫書撰寫 

102/6 102/9 102/12 

第二年 

103/7 

第
一
批
場
所
公
告 

103/1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法
正
式
起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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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行政義務之期程 

 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並自

中華民國103年7月1日生效。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中華民國 

 104年7月1日前完成專責人員設置 

 104年12月31日前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105年6月30日前實施定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公布

檢驗測定結果、作成紀錄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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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稽查作業
原則(草案) 103.06.11 

第一批公告場所完成應辦事項之緩衝期限 

 開始告 

發時間 
應符合義務事項 

違反
條文 

罰緩額度(元) 
第一次 

限期改善 

按次 

處罰 

無限期
改善 

103.07.01 規避、妨礙或拒絕 12 100,000~500,000 ˙ ˙ 

104.07.01 設置專責人員 9 10,000~50,000 ˙ ˙ 

105.01.01 
撰寫維護管理計畫書

並據以執行 
8 10,000~50,000 ˙ ˙ 

105.07.01 定期檢驗測定 10 5,000~25,000 ˙ ˙ 

105.07.01 記錄虛偽記載者 10 100,000~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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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稽查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填寫附件之稽查

處理單，以備檢閱查核。 

執行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稽查作業
原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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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機構說明 



收尋引擎 →收尋環境檢驗所 →基本資料查詢 →受理檢驗類別查詢 

→非排放管道 →點選場所所需檢驗項目 →實驗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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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驗項目 檢測方法 代碼 
許可檢測 

機構家數 

一氧化碳（CO） 
空氣中一氧化碳 

(自動測定) 
NIEA A421.12C AB005 27 

二氧化碳（CO2） 
空氣中二氧化碳 

(自動測定) 
NIEA A448.11C AB225 10 

甲醛（HCHO） 空氣中甲醛 NIEA A705.11C AB010 5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包含12總揮發性

有機物之總和)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檢測方法－不銹鋼採樣筒/

氣相層析質譜儀法 

NIEAA715.15B 

AB011、012、 

040、041、048、 

053、089、101、 

111、15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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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Bacteria) 
室內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

方法 
NIEA E301.13C AB185 9 

真菌(Fungi) 
室內空氣中真菌濃度檢測

方法 
NIEA E401.13C AB186 9 

PM10粒徑小於等於10 

微米之懸浮微粒 

空氣中粒狀污染物 

(PM10貝他射線衰減法) 
NIEA A206.10C AB128 27 

PM2.5粒徑小於等於2.5 

微米之懸浮微粒 

空氣中懸浮微粒 

（PM2.5手動採樣法） 
NIEA A205.11C 

採樣AB187 20 

檢驗AB188 13 

臭氧（O3） 
空氣中臭氧 

(自動測定) 
NIEA A420.11C AB037 27 

室內空品許可檢驗測定項目及機構  

10 許可檢測機構家數更新至2014年06月18日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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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裝訂及備查說明 

裝訂說明 

    封面填寫：使用計畫書所附之封面並填寫相關欄位。 

    內容填寫：計劃書以打字或正楷書寫方式填寫整齊後備查。 

    編排順序：依照各表單之排列順序編排裝訂，各附件資料尺寸若超過A4大小時，以
摺疊成A4大小，部分表單需填寫多頁或不同檢視週期填報，需應排放
一起並依序排列。 

    裝訂方式：計劃書應比照封面位置打孔，孔距採標準兩孔裝訂，將所有文件放入一
併活頁裝訂。 

    裝訂份數：計劃書至少裝訂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文件備查方式 

    本計畫書中各項相關資料，請公告場所義務人確認，並於本文件格式所付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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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書填寫訂定完成後毋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或審查，計劃書應妥善保存，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稽查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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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辦法源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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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計畫書，據以執行，公告場所之室內空使用變更致影響
其室內空氣品質時，該計畫內容應立即檢討修正。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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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計畫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撰寫並據以執行，其資料
應妥善保存，以供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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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各表單撰寫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表單編號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 

各款規定及其內容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第1款 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公告場所義務人基本資料表 第2款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之基本   

            資料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基本資料表 第3款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基本資 

             料 

四、公告場所樓地板面積基本資料表 

五、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 

六、公告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 

七、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 

 

第4款 公告場所使用性質及樓地地板面積之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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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三)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 

 

第5款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及管理措施 

九、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第6款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規劃 

十、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表 第7款 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 

其他應備附件 第8款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14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文件除依法申報或設置審核

外，本身也是獨立一份或一冊之文件，場所需要留

存以供備查，故以獨立之封皮，利於整理成冊，其

格式如作所示。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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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6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書……。前項

計畫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撰寫並據以執行。其

資料應妥善保存，以供備查。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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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入文件建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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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基本資料 

公告場所(總公司或分公司、機關(構)、學校及
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印鑑章)或及其代表簽章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公告場所義務人之基本資料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基本資料。 

四、場所使用特性、樓地板面積及特定活動之資料。 

五、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 

七、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文件必要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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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 考量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為新法上路，
將採以逐批正面表列公告場所，並循序
漸進方式輔導場所各業務施行。 

• 於公告場所資訊內表列場所名稱與地
址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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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大學圖書館（範例） 

• 以地圖標註公告場所的相對位置，以
利進行確認所轄屬之區域相對位置關
係。 

• 如大學圖書館於特定區域內設置數棟
建築物， 該管理區域內設有2個圖書
館分別位於F及L館別， 如未來該大
學圖書館列為公告場所，則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填寫方式如左所示，請
依該場所收發文地址填寫。 

F館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L館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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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員基本資料表 

•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 以下簡稱本
法） 第二章管理及第三章罰則條文所稱
「 公告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 ， 
係指依本法第6條規定經逐批公告之公告
場所， 其應負辦理本法第7條至第10條
及第11條相關行政義務行為貴任者， 意
指本署依本法第6條第1款至第11款規定
行業對象且經逐批公告者‘ 其提供室內
場所而從事該營業或辦公行為之公司或
機關（ 構） ， 為本法之行政義務主體。 

• 本欄位請填入依法申請登記時所載記之
代表人之姓名及職稱，無相關規定者， 
請填入機關首長或公司董事長。 

19 

• 其他說明 
     1.公告場所建築物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收益關係 
     2.公告場所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員基本資料表 

• 前述經逐批公告之公告場所，而位於該
公告場所所在位址辦理營業或辦公之單
位如即為公告場所公司或各級機關（構） 
則可免填。如為公告場所公司或各級機
關（構）之分公司或機關（構）所屬部
門，請提供該分公司或機關（構）之基
本資料。 

• 如某法人機構具有多處供公眾使用場所
則除該公司登記資訊外，各公告場所所
屬部門或單位需於此欄進行說明如木柵
分公司、 淡水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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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專責人員基本資料表 

• 檢附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與申請核定文件 

• 場所經公告後一年內須完成設置專責人
員。  

• 專責人員須為直接受僱於公告場所之現
職員工，不得重複設置為他公告場所之
專責人員。 

• 專責人員需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
之機關（ 構） 訓練並合格 

• 需參加中央主管機關在職訓練。 

• 因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
業務執行需求， 以及對應相關法規要
求，需於此欄位依據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與申請核定文件， 填入專責人員之姓
名、 部門、 職稱、 電子信箱、 電話、 
傳真等資料，以利相關業務聯繫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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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基
本資料表 

註記事項(框內
流供有關機關
註記，物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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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樓地板面積基本資料表 

管制面積
5000m2 

5000 

4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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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 

• 本表格填寫是以建築物棟別為單位。若
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座落在不同幢
（ 楝） 建築物內， 需自行複製表格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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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 

• 窗戶是否為可開啟之設計與空調系統之
評估， 主要為提供場所或未來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或評估時， 初步確認場所於室
內外通風規劃條件。 

• 建築物室內裝修所使用之建築材料或裝
修材料或塗裝材料，可能為室內揮發性
有機物或甲醛等潛在污染源，而綠建材
選用常屬較低揮發性有機物逸散之建築
材料。此相關資訊將可協助場所日後空
氣品質改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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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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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 

• 雖然部分特定活動及相關特定活動環境
之區域‘ 並非位於公告「 應符合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規定之公告場所受管制室內空間範圍，
但該建築物室內其特定活動可能會影響
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情形。因此，瞭解場
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對於公告場所之
室內空氣品質污染源分析與改善評估，
可提供重要訊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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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空氣清淨機的不當使用亦可能危及人體的健康 

臭氧機(多元氧、活性氧)不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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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性設備(影印機)缺乏 
局部通風系統 

影印機緊臨員工座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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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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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網型式示意圖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 

(

一)

外
氣
換
氣
系
統
型
式
示
意
圖 

(

二)

外
氣
引
入
與
空
調
相
混
合 

形
式
示
意
圖 

32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 
項 目 最小距離,m 

鉛錘通風口在室外空氣進
氣口上方小於1公尺 

3 

鉛錘通風口在室外空氣進
氣口上方至少1公尺 

1 

排氣口，煙囪，燃燒及設
備的煙道 

5 

車庫進口，汽車裝貨區，
免下車排隊區 

5 

卡車裝貨區或平台，巴士
停車/閒置區 

7.5 

馬路，街道或停車場 1.5 

高流量幹線道路 7.5 

屋頂，基地層或其他比進
氣低之區域 

0.3 

垃圾儲存/回收區，垃圾裝
卸車 

5 

冷卻水塔進氣或水池 5 

冷卻水塔排氣 7.5 

(

三)

換
氣
設
備
出
入
風
口
位
置
及
型
式 

防止雨水流入換氣設備之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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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 

濾網最小效率等
級標示(MERV) 

最低效率複合曲線之平均粒徑效率(%),μm 
建議最小終端壓

損(Pa) 粒徑範圍 

0.3~1.0(E1) 

粒徑範圍 

1.0~3.0(E2) 

粒徑範圍 

3.0~10.0(E3) 

1 N/A N/A E3＜20 75 

2 N/A N/A E3＜20 75 

3 N/A N/A E3＜20 75 

4 N/A N/A E3＜20 75 

5 N/A N/A 20≦E3＜35 150 

6 N/A N/A 35≦E3＜50 150 

7 N/A N/A 50≦E3＜70 150 

8 N/A N/A 70≦E3 150 

9 N/A E2＜50 85≦E3 250 

10 N/A 50≦E2＜65 85≦E3 250 

11 N/A 65≦E2＜80 85≦E3 250 

12 N/A 80≦E2 85≦E3 250 

13 E1＜75 90≦E2 90≦E3 350 

14 75≦E1＜85 90≦E2 90≦E3 350 

15 85≦E1＜95 90≦E2 90≦E3 350 

16 ≦E1 95≦E2 95≦E3 350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表 

• 本表針對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可能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相關因素，進行例
行性維護管理，工作項目包含(一)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維護管理、(二)冷卻水
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三)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以維護管理室內環境或
排除室內空氣污染源。本表工作已管制室內空間為主，另包含同一樓層之空
調系統及室內外環境等區域。 

• 若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分布在不同樓層或不同棟建築物內，則依每一樓
層或每棟建築物情形填寫本表，若不同樓層或多棟建築物共同使用空調送風
主機或系統則需填寫1份。填寫本表時，可整合既有設備或系統檢查表單，但
檢視之工作項目不得少於本表所定內容，各工作項目例行性維護管理之週期
如下表 

項目 工作項目 檢視週期 

1 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維護管理 每3個月施行 

2 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每3個月施行 

3 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 每6個月施行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表-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維護管理 

引入外氣口是否管線生鏽、老舊且破損 

是否漏水導致發霉與RC壁體壁癌 

36 

1.室內環境維護管理 
    室內地板、牆面、天花板及窗戶是否積水或水漬、   
    揮發性溶劑是否儲存良好或密封 

2.室內空調送風設備維護管理 
    空調出風口與回風口正常運作、保持清潔無水漬、 
    無推置物品、無異音 
    空調濾網乾燥、清潔、無破損、鏽蝕 
    風扇機組無鏽蝕或髒污 
    內部設備乾淨、排水正常、機械運轉無異音 
    冷凝水盤無積水鏽蝕 

3.室內廁所環境維護管理 
    廁所以門區隔且長閉狀態、設置可開窗戶且正常、 
    排氣裝置是否正常運轉、排氣出口有防雨潑 
    排氣運轉時窗戶是否為關閉狀態 



高效能空調系統與管線佈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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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表
-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維護管理(續) 

出風口/回風口 是否 
保持清潔無水痕 
無推積物品及垃圾 
無異因 
正常供風或排風 

空調系統  是否 
乾淨且乾燥 
破損或鏽蝕或髒污 
排水正常 
無積水或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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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箱濾網維護不當反成為病毒、黴菌等致病原滋生之溫床  

空調機方與空調箱充當垃圾與雜物存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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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風管配置不當 

直角急轉彎 

風管斷面積小且扁平 

風管路徑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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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氣引入口斷面不足 外氣引入口與排氣口過近 

外氣引入口靠近冷卻水塔 外氣引入口與排氣口近且同一方向 

排氣口 

外氣引入口 

排氣口 

外氣引入口 

冷卻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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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外氣口與管線生鏽、老舊且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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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風管與空調濾網的清潔與維護問題 

(摘自曾昭衡，2007) 
43 

http://www.ecocleanltd.co.uk/index.php?id=21
http://www.drcarpetclean.com/faq.nxg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表-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冷卻水塔四週是否積水及雜草叢生 

冷卻水塔是否定期清洗投藥及制菌 

冷卻水塔四週是否髒亂 44 

1.冷卻水塔維護管理 
    冷卻水塔運轉時無異音、無睹塞或溢流、無鏽蝕、 
    無污泥或青苔、排供水正常、周遭無髒污或積水、 
    防護網無破損、出水口或溢流口無毀損或阻塞 

2.外氣進氣口維護管理 
    外氣進氣口具有清潔維護空間、無推置物品或垃圾、 
    無鳥糞、落葉、積水髒污、鄰近無污染、運轉無異 
    音、管線無鏽蝕或破損、水洗過濾系統無水垢或阻 
    塞 



冷卻水塔  是否 
無異因 
堵塞或溢流 
漏水或鏽蝕 
污泥或青苔 

排水/供水正常 
周遭髒污或積水 
防護網破損 

外氣進氣口是否 
推置垃圾/化學品 
鳥糞/落葉 
積水/塵垢 
異音 
空氣流入 
污染源產生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表
-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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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四週積水及雜草叢生 

46 



冷卻水塔未定期清洗投藥及制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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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防護網脫落未修護 

48 



髒亂無比的冷卻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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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表
-空調通風維護管理 

是否定期空調箱濾網更換 

空調箱濾網是否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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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51 

室內樓地板面積 最低取樣數目(個) 

室內樓地板面積≤2,000 
m2 至少5點 

2,000 m2<室內樓地板面
積≤5,000 m2 

每400 m2須採樣1點 
或巡檢點數目至少10點 

5,000 m2<室內樓地板面
積≤15,000 m2 

每500 m2須採樣1點 
或巡檢點數目至少25點 

15,000 m2<室內樓地板
面積≤30,000 m2 

每625 m2須採樣1點，且巡檢點數
目不得少於25點；或巡檢點數目至
少40點 

室內樓地板面積>30,000 
m2 

每900 m2須採樣1點，且巡檢點數
目不得少於40點 



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表 

• 因場所型式與規模具有差異而有所不
同之應變措施。 

• 因空氣品質發生不良之狀態及原因差
異，也需有不同之管理及應變措施方
法。 

• 應變措施是以持續維護與管理公告場
所室內空氣品質為目標。 

• 且積極與主動維護與管理各公告場所
之室內空氣品質，也可針對已發生的
室內空氣品質狀態採取改善方案或施
行各項措施，以維持或降低對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不良情況，及 避免重複發
生可能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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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室內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合格證書影本 

(正面) 

附件一 室內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合格證書影本 

(背面) 

附件二 公告場所置
室內空氣維護管理
專責人員核定文件 

附件三 公告場所管
制室內空間平面圖
影本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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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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