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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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說明會議程 
時間(上午場) 時間(下午場) 內容 講師 

09:00~09:20 14:00~14:20 報到 恆康工程顧問(股)公司 

09:20~09:40 14:2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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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15:00 申報系統架構說明 
方達科技(股)公司 

李連堯博士 

10:00~10:10 15:00~15:10 休息   

10:10~10:30 15:10~15:30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作─
公告場所 

方達科技(股)公司 
李連堯博士 

10:30~10:50 15:30~15:50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作─
地方政府機關環保局 

方達科技(股)公司 
李連堯博士 

10:50~11:20 15:50~16:20 Q&A 恆康工程顧問(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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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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專責人員之法訂執掌…………………….4 
貳、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

告場所…………………………………..19 
參、網路傳輸申報與公布之要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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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作業 

A 

取得並設置｢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至少乙
員專司其職 

研讀並熟稔｢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及相關子法規定(
一母法九子法) 

蒐集、掌握並確實建
立場所基本資料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母法第23條)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設置管理辦法(母法第9條)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

法(母法第10條)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母法第7條) 
•第一批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

準之場所(母法第6條)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緩

額度裁罰準則(母法第19條)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母
法第11條) 

•室內空氣污染物檢驗測定方法(
母法第11條) 

圖1    專責人員的職掌與工作流程 

• 場所各層建築平面圖 

• 場所空調系統與管線配置圖 

• 各層人口分佈與流量 

• 建築裝修材料使用情形以及日常

清潔行為 

• 空調系統與冷卻水塔維護管理方

法與操作頻率 

• 可能室內外污染源的調查與掌握 

• 其他可能影響IAQ資料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9條 

壹、專責人員之法訂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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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目前全台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十個核定訓練機構 
機構 地址  電話  傳真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台北市北平東路16號9樓  (02)2321-8195  
轉15、23或25  

(02)2321-8330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41號2樓
之10成功國宅第37棟 

(02)2325-5223轉111  (02)2702-6533 

中央大學(工學院永續環境科
技研究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2鄰中大路300
號  

(03)422-7151轉34653  (03)427-3594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64館
103B室  

(03)591-6199  
(03)591-6258  
(03)591-5479  

(03)583-7808 

弘光科技大學  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6段1018號 (04)2631-8652轉4018 (04)2652-5245  

台灣環保科技研究發展協會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727號東
海大學932信箱  

(04)2359-5362  
0912-819212  

(04)2359-6858 

雲林科技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  (05)5342601轉4479   (05)531-2069  

嘉南藥理大學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1段60號   (06)2664911轉6325  
(06)2660399  

(06)2667306  

崑山科技大學 (永續環境中心)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49號  (06)205-5952  (06)205-673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2號  (07)601-1000轉2304  (07)60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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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時數 

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法規概論  2 

2. 室內空氣品質與管理概論  2 

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制度與建置 2 

4. 室內空氣品質之檢驗測定  2 

5.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管理與控制技術(Ⅰ)室內裝修與通風系統改善及更新 2 

6.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管理與控制技術 (Ⅱ)污染來源控制及清淨設備之應用  2 

7.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管理與控制技術 (Ⅲ)生物性氣膠管理與控制技術  2 

8.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實作  4 

合計 18 

費用（新台幣） 5,000 

表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課程時數及費用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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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
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頁：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
page/News_12_3.aspx，查得十
個核訂訓練機構(聯結至環訓所)
之開訓(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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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巡查檢驗位置(巡檢點)
與數量並自行以巡檢式檢測
儀器進行巡查檢驗(自主維
護管理) 

協助場所建立並執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規劃檢驗測定位置與數量並
委託合格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定期檢驗測定(二年一次) 

壹、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應備表單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二、公告場所義務人基本資料表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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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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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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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理措施表：空調送風系統維
護保養 

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十、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表 

貳、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應備附件 
一、附件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影本 
二、附件二 公告場所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核

定文件 
三、附件三 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平面圖影本 

叁、注意事項 
一、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座落於不同幢(棟)建築物內，每幢(棟)建築物均

應填寫第壹項之表五至表八。 
二、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座落於不同幢(棟)建築物內，每幢(棟)建築物均

應檢附第貳項之管制室內空間平面圖影本。 
三、管制室內空間分布於不同樓層，各樓層均應填寫第壹項之表七與表八；

但不同樓層之換氣或空調設施為共同主機或系統者，表七與表八之冷
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空調通風維護管理，得共用填寫一份。 

 

 

A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測定管理辦法第4條
&第5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第10條&室內空
氣品質檢驗測定管
理辦法第6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第8條 

B 

圖1    專責人員的職掌與工作流程(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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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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News_12_3.aspx，下載「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劃文件」進行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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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公告場所名稱：                                     
公告場所編號：   □□□-□□-□□-
□□□□□ˍ           
文件建立日期：            年           月           日 
  12 



檢  查  項  目 
場所檢查 

備註 
是 否 

壹、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應備表單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 □   
二、公告場所義務人基本資料表 □ □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基本資料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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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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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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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理措施表：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 □ □   

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 □   
十、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表 □ □   

貳、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應備附件 
一、附件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影本 □ □   
二、附件二 公告場所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核定文件 □ □   
三、附件三 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平面圖影本 □ □   

叁、注意事項 
一、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座落於不同幢(棟)建築物內，每幢(棟)建築物均應填寫第壹項之表五至表八。 □ □   
二、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座落於不同幢(棟)建築物內，每幢(棟)建築物均應檢附第貳項之管制室內空間平

面圖影本。 
□ □   

三、管制室內空間分布於不同樓層，各樓層均應填寫第壹項之表七與表八；但不同樓層之換氣或空調設施為
共同主機或系統者，表七與表八之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空調通風維護管理，得共用填寫一份。 

□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自我檢查表 

公告場所名稱： 
公告場所編號：                                建立(或修正)日期：________________ 

請加蓋公司（總公司或分公司）、機關
（構）、學校及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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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巡檢式檢測儀器測定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情形(置於工作車或平台) 

圖3    巡檢式檢測儀器測定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情形(手持方式) 
14 



15 



規劃設置自動監測系統之數量與
位置並檢具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
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報
核後辦理設置及操作 

網路傳輸上網申報定檢報告書及
連續監測報告書備查並於主要營
業出入口明顯處公布結果 

B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第18條&第19
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10條&室內空氣品質檢
驗測定管理辦法第12條 

C 

公告IAQ標準 規劃巡查檢驗位置(巡
檢點)與數量並自行以
巡檢式檢測儀器進行
巡查檢驗 

A 

符合 

不符合 

• 檢具「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併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計畫」，送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辦理設置及操作。 

• 於開始操作運轉前七日，應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由其監督下進行操作測試並
同意及副知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始得操作
運轉。 

•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紀錄報告書(簡稱定
檢報告書)、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摘
要報告，並保存五年。 

• 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以網路傳輸
方式申報定檢報告書，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計畫，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並於主要營業出入口明顯處公布年度定期
檢測結果摘要報告，供民眾閱覽。 

• 各自動監測設施測定最新結果應於營業時間
內以電子媒體顯示公布於主要營業出入口明
顯處。 

• 自動監測設施測定結果紀錄資料，應製成各
月份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測結果紀錄報告書
(簡稱連續監測報告書)，並保存五年。 

• 最近前六個月連續監測報告書應於每年一月
底及七月底前，以網路傳輸方式上網申報，
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圖1    專責人員的職掌與工作流程(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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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中国东部地区是世界范围内的细颗粒物浓度高值区；



委託專業機構進行評估、診
斷並採取有效的設備、技術
、方法或產品等進行實質的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 

限期改善完成並進行改善成
果確認(進行檢驗測定) 

C 

公告IAQ標準 
規劃巡查檢驗位置(巡檢點)與
數量並自行以巡檢式檢測儀
器進行巡查檢驗 

A 

符合 不符合 

IAQ相關專業機構進行評估與診斷 
• IAQ相關學術或研究機構 
• 環境工程顧問公司 
• 環境清潔工程公司 
• 冷凍空調業者、技師或公會 
• 建築師、公會 
• 室內裝修業者或公會 
•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 IAQ相關協會或民間組織 
• IAQ相關設備廠商 

IAQ相關設備、技術、方法與產品 
• IAQ清淨設備(光觸媒、靜電集塵、活性

碳、負離子、臭氧、紫外光、HEPA等) 
• 空調局部改善設備(全熱式交換機組、

預冷空調箱等) 
• 室內空氣清潔消毒殺菌產品(二氧化氯

、奈米銀、病毒崩、霧化水蒸氣、滅菌

液、淨化器、氣狀污染物吸附包等) 
• 空調系統清潔維護技術與設備(刷洗除

污技術與設備、氣流除污技術與設備、

振盪除污技術與設備等) 
•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白竹炭、矽藻土等) 

委託專業機構進行評估、診斷並
採用有效的設備、技術、方法或
產品進行實質的改善 

C 

圖1    專責人員的職掌與工作流程(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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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中国东部地区是世界范围内的细颗粒物浓度高值区；



公告場所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頁：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News_12_3.aspx，「申報專區」進

行註冊、登入、填列、上傳文件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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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採定義型非正面表列) 

• 訂定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並自即日生效。  

• 本公告發布生效後（發布令除張貼於環保署公告欄，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index.jsp），為減緩法規施
行對各行業所產生之衝擊，爰給予公告場所適當緩衝期因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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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A)所示）。 

• 本公告「生效日起一年後設立之公告場所」，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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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B)所示）。 

• 環保署進一步呼籲，本公告已正式啟動列管，符合本公告之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宜儘早準備做好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始能符合「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規定，避免日後未辦理而遭受處罰。 

貳、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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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第二批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管制期程示意圖 

(A)公告生效日前及生效日起一年內設立之公告場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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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第二批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管制期程示意圖 

(B)公告生效日起一年後設立之公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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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2 03 0003 

• 第一組(三位數) 
• 第一位數：公告批次 
• 第二位與第三位數：「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第六條中的各類型場所 

• 第二組(兩位數) 
• 第一位數與第二位數：同一公
告場所類型但不同的場所型態 

• 第三組(兩位數) 
• 第一位數與第二位數：不同行政
轄區的分類 

• 第四組(四位數) 
• 第一位數〜第四位數：同一種公
告場所類型且同一場所型態之數
量 

圖5 逐批公告列管場所類別四組編碼系統 

組數 第一組號碼 第二組號碼 第三組號碼 第四組號碼 

代表

意義 
公告批次 + 第六條所

對應之各類型場所（批

次+場所主分類） 

同一類型場所但不

同的場所名稱（場

所次分類） 

所屬行政轄區 同一類型場所且

同一場所名稱之

數量 

位數 〇AA(1+2=3位) BB(2位) CC(2位) DDDD(4位) 

22 



23 

所有公共或公眾場所全面強制性列管 

第六條         下列公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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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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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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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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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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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七、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八、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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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十一、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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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編碼 第二組編碼 第三組編碼 第四組編碼 

公告批
次O 

第六條所對應之
各類型場所 

（場所主分類）
AA 

同一類型場所但不同的場所名稱 
（場所次分類）BB 

所屬行政轄區
CC 

同一類型場所且
同一場所名稱之

數量DDDD 

隨公告
批次遞
增編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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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公立高級中學及各類高級職業學校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基隆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隨公告批次實際
之數量依序編列 

02 私立高級中學及各類高級職業學校 
03 國民中學 
04 國民小學 
05 公立幼兒園 
06 私立幼兒園 

07 其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
之場所（含安親班、課輔班、才藝班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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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公立大專校院（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
院、專科等） 

02 私立大專校院（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
院、專科等） 

03 圖書館（含各類型公、私圖書館） 
04 博物館（含各類型公、私博物館） 
05 美術館（含各類型公、私美術館） 
06 補習班 

07 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表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逐批公告場所編碼對照表(部分舉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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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逐批公告場所管制編號系統自動產生方式 
25 



項次 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一 大專校院:指依大學法設立之國立、直轄市

立、縣(市)立及私立之大專院校 
校院區內圖書館總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訊供閱覽區、自修閱
讀區及入館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二 圖書館:指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
鄉(鎮、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
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
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三 博物館、美術館:指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所設立從事蒐集、展示及教育推
廣歷史文物、藝術品、自然環境物質及非
物質證物之機構，且其樓地板面積達二千
平方公尺以上者。 

館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民眾觀賞陳列展示室及入出口服
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四 醫療機構：指經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評定為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之醫療機構。 

醫院院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申辦掛號、候診、批 價、領藥
及入出口服務大廳，以及開放式自助座位餐飲區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五 社會福利機構：指衛生福利部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設公立老人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老人日常活動場所
區域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細菌(Bacteria) 
5.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六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指行政院暨所屬二級機
關或獨立機關辦公場所。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供民眾申辦 業務區及
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七 鐵路車站：指臺灣鐵路管理局特等站、一等
站等級車站及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車
站。 

鐵路車站站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
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店及月台層。 
高速鐵路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
大廳為限；如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區域位於二層樓以上構築者，其室
內空間納入管制範圍。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店及月
台層。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表4    第二批公告場所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第二批公告場所增加六種類型，共計十六種類型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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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第二批公告場所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續) 
項次 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八 航空站：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航空站且年旅客

數一百萬人次以上者。 
航空站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旅客國內航班報到大
廳及到站大廳、國際航班出境報到大廳及入境到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九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指大眾捷運法所定大眾捷運系

統之營運機構所設車站 
大眾捷運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地下樓層之車站大廳區、
穿堂或通道區、旅客詢問、售票及驗票區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十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指從事收受存款、辦理放款等
業務之銀行總行營業部。 

金融機構所屬銀行總行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民眾申辦金融
業務區、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十一 表演廳：指國家級之表演中心、音樂廳、戲劇院及

歌劇院等場所。 
表演廳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民眾觀賞表演區、
陳列展示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十二 展覽室、會議廳(室）:指獨棟建築物，展場面積達五

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場所。 
展覽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廠商辦理產品或商業
活動之交易攤位展示廳(間)、會議廳(室)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十三 電影院:指電影片映演業所營之電影片映演場所，且

其樓地板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電影院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民眾觀賞電影區(間)、等候區
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十四 視聽歌唱業場所:指從事提供伴唱視聽、視唱場所及

設備，供人歌唱為主要業務之營業場所，且其樓地
板面積達六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視聽歌唱業(KTV)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民眾視聽歌唱區(間)、
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十五 商場 

百貨公司：指在同一場所分部門零售多種商
品，且分部門辦理結帳作業之行業營業場所。 
零售式量販業：指從事綜合商品零售，結合
倉儲與賣場一體之行業營業場所，且其樓地
板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百貨公司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民眾之各層
樓入場大廳、展示商品櫃區、開放式自助座位餐飲區及其
通道區為限。 
零售式量販業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服務民眾之
各層樓入場大廳、購物商品櫃區、開放式自助座位餐飲區
及其通道區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十六 運動健身場所: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設立之運動中心及專門提供民眾運動健身
之民營健身中心，且其樓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
公尺以上者ˋ。 

以提供民眾運動健身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為限。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27 



表5    第二批公告管制私立場所近似數量 

場所類別 家數 數量排序   場所類別 家數 數量排序 

大專校院 120 2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45 8 

圖書館 188 1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54 7 

博物館 39 11   表演廳 4 17 

美術館 7 14   展覽室 5 16 

醫療機構 98 5   電影院 74 6 

社會福利機構 8 13   視聽歌唱業場所 102 4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44 10   商場（百貨公司） 45 8 

鐵路車站 7 14   商場（零售式量販業） 19 12 

航空站 3 18   運動健身場所 114 3 

家數合計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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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令與規章辦法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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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1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母法第10條 公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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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23（連結公告）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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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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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6.01修正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公告場所 103.06.26 
105.06.0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

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4條 
公告場所 103.06.26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

處公布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

法第18條 
公告場所 105.06.01 

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範例 

參、網路傳輸申報與公布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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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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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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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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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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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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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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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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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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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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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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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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12_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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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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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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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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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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定檢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案例 43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依母法條文所需制定的相關子法有施行細則、檢驗測定及維護管理辦法、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逐批公告之公共場所、裁罰準則、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等，今年計畫工作內容為前5項子法的研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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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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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罰   則 

44 

行政院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資訊平台管理專案計畫」 
計畫主持人：洪明瑞博士╱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通訊地址：243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84號 
聯絡電話：(02)2908-9899 # 4657 或 0960-613-309 
電子信箱：mingjui@mail.mcut.edu.tw 

問題諮詢專線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依母法條文所需制定的相關子法有施行細則、檢驗測定及維護管理辦法、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逐批公告之公共場所、裁罰準則、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等，今年計畫工作內容為前5項子法的研訂作業。



壹、專責人員之法訂執掌…………………….4 
貳、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

告場所…………………………………..19 
參、網路傳輸申報與公布之要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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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瀏覽器設定 

 貳、系統流程 

 參、公告場所註冊 

 肆、申報填寫(公告場所) 

 伍、資料審核(環保局) 

 陸、客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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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3 



4 

1 

2 

保持空白勿勾選 

3 

4 

5 6 

可能發生情形： 
1.閃一下 
2.沒反應 
3.右上角有叉叉 
4.彈跳訊息提醒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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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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二批 
公告場所人員 

環保局審核人員(22) 
第一批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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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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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2090303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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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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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303XXXX 

好樂迪三重店 

mailto:ab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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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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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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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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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點選定檢資料建置，
開始建立定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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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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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填寫建築物資料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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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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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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填寫量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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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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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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填寫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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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資料確認無誤，
確認送出 



將各檢測公司的檢測報告
上傳 

21 



67 

上傳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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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成所有程序時(定檢資料建置、上傳定檢報告及管理計畫文件)，系統自動

發信提醒，請確認信件是否收到，以完成所有程序。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環保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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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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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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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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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 

28 



29 

1 

在有問題的畫面， 
按下「Prtscm SysRq」鈕 

複製 

995@fundot.tw 

E-mail提供資訊： 
1.有問題的畫面檔案 
2.聯絡人單位、姓名及電話 

2 

3 



75 

服務協調 
(你對我/我對你) 

系統操控 
(需求或協助) 

多元連絡管道，不怕你找我們，就怕你不找我們… 

客服專線 02-23111002
02-23119490
02-23118205

即時、直接

24HR
行動專線

0972851349 下班後的客服方式

995 E-mail 995@ fundot.tw
(Gmail系統)

可傳送問題畫面

Line企業帳
號

@ DXG9142 可將文字及畫面同
步與客服人員溝通

30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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