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淨化室內空氣品質之植物 

簡報大綱 

室內空氣品質是什麼? 

室內空氣品質污染來源及健康危害 

室內空氣品質常見問題及改善措施 

2 



多數人不會自覺室內空氣良莠 

空氣的特性(1.23 kg/m3)容易讓人忽略它存在&必要 

如何發現空氣好壞?? 

 

                 室內空氣品質是什麼? 

乾淨的濾網 

骯髒的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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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天約有90%以上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 

室內或室外空氣污染物，在通風不良易使污染物在密閉空間累積，造成人

體危害。 

室內空氣品質良窳，直接影響工作品質及效率。 

室內空氣品質對於經常在室內的兒童、孕婦、老人和慢性病人更是特別重

要。 

                 室內空氣品質為什麼重要?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依據本法第7條授權規定，共計5條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但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小於
等於1.3者，不在此限。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
粒（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μm）之懸
浮微粒（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公告場所應依其場所公告類別所列各項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及濃度測值，經分別判定未超過第2條規

定標準者，始認定符合本標準。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一、二氧化碳簡介：室內人員密度過高或換氣效率不佳時，容易造成二氧化碳濃度

累積，進而發生超過標準值之可能性。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木炭、柴火、煤油、瓦斯、炒菜、暖氣、蚊香、拜香、蠟燭、

抽菸、人員密集等。 

三、可能危害：心跳增加、頭暈、失去方向感、視覺扭曲、呼吸困難、噁心、嘔吐、

精神恍惚、聽力喪失、失去知覺、痙攣。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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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氧化碳簡介：一氧化碳是含碳物質不完全燃燒的產物。室外空氣污染中的

一氧化碳主要來自於機動車輛的引擎，室內一氧化碳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吸菸

及其他燃燒不完全的現象。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例如瓦斯、香菸、煤炭、蚊香等不完全燃燒現象。另外，

外氣的汽車排放進入室內也是重要的污染來源。 

三、可能危害：頭痛、頭暈、噁心、嘔吐、疲勞、虛弱，嚴重者視網膜出血、損

害心臟及中樞系統、胎兒畸形等。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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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一、甲醛簡介：甲醛樹脂被用於各種建材，甲醛樹脂會持續放出甲醛，因此甲醛成

為常見的室內空氣污染之一。甲醛一般會從源頭慢慢釋出，新製產品在最初數

月內所釋出的甲醛量最高。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例如粉刷油漆，建築材料則包含毛毯、隔熱材料、木製製產

品、地板、裝修和裝飾材料。 

三、可能危害：對皮膚及黏膜有刺激性作用，比如咽喉和眼睛鼻腔等，造成這些位

置水腫，發炎、潰爛。皮膚可能出現過敏現象，嚴重者甚至會導致肝炎、肺炎

及腎臟損害。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8 



一、TVOC簡介：室內VOCs以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三氯甲等為主，少數

VOCs個別物種具臭味，為民眾陳情主因。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室內則主要來自燃煤和天燃氣等燃燒產物、吸煙、採暖和

烹調等的煙霧，建築和裝飾材料，傢俱，家用電器，家具、清潔劑和人體本

身的排放等。 

三、可能危害：TVOC能引起身體機能之免疫水準失調，影響中樞神精系統功能，

出現頭暈、頭痛、嗜睡、無力、胸悶等自覺症狀。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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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細菌簡介：透過通風系統散播，存在於空氣中，在潮濕及通風差的地方滋生。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空調或地毯等經震動而飛揚的細菌或塵螨屬空氣傳染，人

與人間屬飛沫傳染，大多數是危害呼吸道為主，其中更以醫院最為嚴重。另

外，冷氣機托盤的積水及冷氣機隔塵網的塵埃均是細菌的來源。 

三、可能危害：一般細菌成為病原體，導致破傷風、傷寒、肺炎、梅毒、霍亂、

肺結核、食物中毒。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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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菌簡介：潮濕炎熱的環境常使建築物滋生不同的真菌，過去研究發現室內滋

生黴菌時的黴菌濃度可能高於室外十倍。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真菌在室內常附著在物體表面，能自動或隨人的活動而擴散。

如果長期使用空調而不注意通風，可引起室內真菌污染。室內真菌可在衣物、

皮革、家具、儀器、家電等表面大量生長繁殖。 

三、可能危害：吸呼道過敏症狀，輕者鼻塞、流涕、打噴嚔、重者呼吸困難，喘息

不止。患者一旦發病往往經年不愈，日久可造成鼻息肉、肺氣腫、肺心病等。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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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懸浮微粒簡介：懸浮微粒有的本身就是有害物質，有的本身會吸附溶解其他有

害物。相較於一般的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對人體健康危害最大。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主要來自如硫酸銨鹽、硝酸鹽等氣狀污染物及機動車輛的排

氣等，另外，印表機碳粉也是污染源。 

三、可能危害：對呼吸道產生危害，包含口、鼻、咽、喉、支氣管區與肺泡區。會

發生呼吸短促、胸悶、發炎、過敏等症狀，導致疾病如夕肺症、石棉肺、貧血、

不孕等。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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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臭氧簡介：由NOx、反應性碳氫化合物VOCs、照射日光後產生之二次污

染物。都市最主要的空氣污染物。 

二、可能的污染來源：空氣清淨機、影印機、傳真機、電腦…等。 

三、可能危害：刺激和損害深部呼吸道，並可損害中樞神經系統，對眼睛有輕

度的刺激作用。臭氧還能阻礙血液輸氧功能，造成組織缺氧；使甲狀腺功

能受損、骨骼鈣化，還可引起潛在性的全身影響，如誘發淋巴細胞染色體

畸變。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危害 

CO2 CO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臭氧 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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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辦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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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住家 



出回風口過於靠近 

回風口 出風口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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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漏水或建築物滲水 
使得天花板發霉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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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機缺乏局部通風系統 
且緊鄰員工座位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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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換氣量不足，二
氧化碳濃度偏高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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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垃圾太接近空調系統回風口 
造成場所空間中異味逸散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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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設計與維護上的缺失 

冷卻水塔位於室外空氣污染源(如其
他排氣管道)之下風處 

冷卻水塔未定期清洗、投藥、制菌 

冷卻水塔防護網脫落、水刀及散熱
鱗片生鏽 

冷卻水塔中污泥未清除 

冷水塔地板積水、長青苔及雜草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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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四週積水及雜草叢生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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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未定期清洗投藥及制菌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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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防護網脫落未修護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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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亂無比的冷卻水塔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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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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排煙口 

外氣引入口 

排氣口 

外氣引入口 

冷卻水塔 

排氣口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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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外氣口與管線生鏽、老舊且破損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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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氣引入口靠近污染源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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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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調機房與空調箱充當垃圾與雜物存放間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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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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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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通風口灰塵堆積 

空調風管內灰塵堆積 



IAQ改善方案 

以及解決對策 

落實推動IAQ自 

主維護管理作業 

IAQ改善的基本 

策略與正確觀念 良好的建築空間 

格局與平面規劃 

裝修參照綠建材 

與綠建築的標準 

空氣品質淨化設 

備之規劃與設置 
高效能空調系統 

與管線佈置型態 適度外氣自然或 

強制引入的設計 

定期進行空調系 

統管線清潔作業 

                 室內空品改善方案與解決對策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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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ppt
3-1.ppt
3-2.ppt
3-3.ppt
3-6.ppt
3-4.ppt
3-5.ppt
3-7.ppt


依優先順序為： 

    建築裝潢設計 

    源頭減量管制 

    加強通風換氣 

    空氣清淨設施 

    其他配合措施 

源頭減量 

通風換氣 

空氣清淨設施 

                 室內空氣污染控制方法 

1 

2 

3 

4 

5 

治本 

治標 

設計、管理、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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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裝潢設計 

新建築或新裝修工程在設
計階段，除了考量節能、
省水、採光等綠建築環保
要求外，亦應考量降低室
內污染 

避免使用含石綿建材、避
免室內花崗岩石材(釋放氡) 

美觀 

經濟 環保 

健康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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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標章 

  低逸散健康 Healthy                                 再生 Recycling 

 生態 Ecological           高性能 High-performance 

生態綠建材 

即在建材生命週期中，屬低加工
低耗能，易於天然分解，符合產
業生態，或無虞匱乏危機之材料
。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 

即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危害的建
材。即為低逸散、低污染、低臭
氣、低生理危害特性之建築材料
。 

高性能綠建材 

高性能防音綠建材即是能有效防
止噪音的建材。 

高透水性綠建材為達到一定滲透
力之建材或其整體構造達一定透
水率之建材。 

再生綠建材 

是利用回收之材料經由再製過程
，所製成之最終建材產品，且符
合 
廢棄物減量 (Reduce) 
再  利  用    (Reuse) 
再  循  環    (Recycle) 

1. 綠材料概念於1988年第一屆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首次提出。  
2. 1992年國際學術界為綠建材下定義： 

在原料採取、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以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
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材料，稱為綠建材。 

                 建築裝潢選擇綠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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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過度裝修、過多傢具、室內設計以簡潔大方為上 

選擇低污染之傢俱、塗料、水性漆、植物漆 

預先計算甲醛及VOC釋放量 

裝修前事先購買材料。先放在戶外或陽台讓污染物逸散 

動工時加強通風Flush-out，使污染得以大量逸散 

裝潢完畢後加強通風後再入住。入住後加強通風至沒有味道
為止 

                 裝潢設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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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源頭：完全消除污染物源頭，
例：在被投訴的範圍禁止吸煙、拆
除鬆脆的物料、棄置真菌滋生污染
的天花板。 
  
用低污染排放或危害性較低的物料
作為代替，例：用水溶性油漆取代
有機溶劑型油漆，改用化學強度較
低的清潔劑。 
 
將污染源或污染物的傳播通道隔離，
例：確保毗鄰停車場和卸貨區內的
辦公室保持在正壓。 
 
改變污染源位置，遠離有人使用的
地方，例：把影印機重新放置，使
其遠離一般工作範圍。 

                 源頭減量 

影印機獨立空間設置 

選擇 
水性油漆 

室內禁止吸菸 



                 加強通風換氣-自然通風 

在全球追求節能減碳的趨勢下，可優先考慮以自然通風為主
，機械通風為輔 
在台灣，一年之中通常有數個月可利用自然通風（周伯丞，
2000），這些時機主要分布於春、秋兩季，夏季因外部氣溫
較高，自然通風的時機要更審慎考慮，必要時需輔以機械式
空調系統進行通風換氣 

裝設導風板提升換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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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通風換氣-機械通風 

一般場所使用的空調系統(分離式、窗型、箱型冷氣機、中央
空調)僅室內循環，污染物易累積於室內而造成空氣品質不好
。除搭配自然通風，可加裝機械通風(如抽風扇、排放扇)引
進室外新鮮空氣置換室內污染空氣，可有效降低室內污染物
濃度 
 

39 



                 外氣引入位置注意事項 

引進新鮮空氣 

空調外氣引入口位置 

項 目 最小距離,ft(m) 

需注意的污染排氣 15(5) 

有毒的或危險排氣 30(10) 

排氣口，煙囪，燃燒及
設備的煙道 

15(5) 

車庫進口，汽車裝貨區，
免下車排隊區 

15(5) 

卡車裝貨區或平台，巴
士停車/閒置區 

25(7.5) 

馬路，街道或停車場 5(1.5) 

高流量幹線道路 25(7.5) 

屋頂，基地層或其他比
進氣低之區域 

1(0.3) 

垃圾儲存/回收區，垃圾
裝卸車 

15(5) 

冷卻水塔進氣或水池 15(5) 

冷卻水塔排氣 25(7.5) 

新鮮空氣入口亦不應靠近其他大樓的排氣口，停
車場或廚房、廁所等地面以下或接近冷卻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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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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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定期更換濾網) 

2) 活性碳吸附型(須定期更換濾材) 

3) 光觸媒型 

4) 負離子型 

5) 臭氧型(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6) 複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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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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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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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綠色植物於光合作用過程中，經由氣孔吸收二氧化碳並

固定為有機酸或醣類儲存，因此減少室內二氧化碳累積量。 

建議植物：聖誕紅、黃金葛、常春藤、非洲菫、波士頓腎蕨等 

聖誕紅 白斑常春藤 

黃金葛 

                 淨化二氧化碳之室內植栽 

非洲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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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空總署曾研究植物吸收密閉空間內甲醛之能力進行，證

實許多植物能有效移除室內的甲醛。 

建議植物：波斯頓腎蕨、菊花、竹蕉、常春藤、雪佛里椰子、

羅比親王海棗等 

                 淨化甲醛之室內植栽 

波斯頓腎蕨 
菊花 

竹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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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有機物室內植物經由葉片吸收甲醛後，經由體內酵素代

謝作用，將甲醛轉為胺基酸、醣類及有機酸，並運移至莖或

根部貯存。 

建議植物：火鶴、白鶴芋、黃金葛等 

范倫鐵諾火鶴 粉冠軍火鶴 香格里拉火鶴 白鶴芋 

                 淨化有機物之室內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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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滯塵能力植物的共同特徵為具有絨毛或凹凸不平表面的葉

片，可有效吸附塵埃。 

室內植物葉片可能因落塵堵塞氣孔而降低氣體交換率，為避

免影響其淨化空氣的效果，建議每隔數週以濕潤抹布擦拭葉

面及葉背，去除累積之灰塵與水垢 

建議植物：非洲菫、鐵十字秋海棠、皺葉椒草、大岩桐、薛

荔等 

                 淨化落塵之室內植栽 

鐵十字秋海棠 皺葉椒草 大岩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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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reshair.epa.gov.

tw/s22.asp 

 

http://freshair.epa.gov.tw/s22.asp
http://freshair.epa.gov.tw/s2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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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ene.com/tainan_epb/iaq/ 

關鍵字: 
臺南市室內
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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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