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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系統改善更新



通風與室內空氣品質

 建築物之室內空氣品質(IAQ)，影響因子甚多，包括
建築物、室內裝修、人員、事務設備等等，但其中主
要的影響因子，就是建築的「通風換氣」，尤其在設
計階段或更新改造階段時，必須加以注意。

 通風換氣的目的主要在於(1)供給充分氧氣、(2)稀釋污
染物質、(3)除去污染源、(4)調整空間壓力控制氣流進
出、(5)削減部分熱負荷、(6)排除臭氣等功能以確保室
內空氣的品質。

 以台灣之氣候條件而言，如果有以當地微氣候、地形
進行通風設計的建築物，一年之中通常有數個月的期
間可利用自然通風的方式而不依賴空調設備，部分地
區甚至達半年以上可利用自然通風。



通風不良引起之健康問題(Ⅰ)

 台灣一些中央空調的辦公類建築物，為了節省初期設
備經費或天花高度不足而採用完全無外氣系統的FCU
空調系統，有些大樓為了減少外氣空調負荷而關閉外
氣供應，造成嚴重的「病態大樓症候群」(SBS)或
「建築關連症」(BRI)。

 世界衛生組織對病態大樓的調查中(WHO,1989)發現，
新建空調型建築物中罹患眼疾、疲勞、頭痛等一般症
狀的比例約為30 ％，為一般自然通風型建築物的兩倍，
這些大多是外氣量不足所造成的結果。由於這些病症
所引起的請假、工作效率低落、醫療浪費，無形中造
成企業莫大的負擔。



通風不良引起之健康問題(Ⅱ)
 過度強調「節能」的「封閉型空調系統」，較容易引

起相關疾病或病症的發生，因此，適當的「新鮮外氣
量」引入，可以維持室內空氣品質。

 通風效率(Ventilation Rate)是一項重要的品質指標，通
風效率越大，可以有效降低相關疾病或病症的發生，
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Fisk, W.J.2000)。



建築通風系統

 建築通風系統以「預防控制」的方法設計，因此，在
設計上不僅要兼顧建築物之節能效益，更要注意室內
通風的健康品質，目前國際上推動「綠建築」的設計
手法，是符合未來建築發展的形式。

 通風換氣主要確保室內新鮮空氣的置換效率，無空調
之建築物，以開口之通風路徑與室間深度來評斷其通
風性能，而對於採用中央空調之建築物，則以外氣引
入的有無來判斷其品質。

 建築通風換氣環境主要分為：
(1)自然通風型
(2)外氣引入型



自然通風型建築

 自然通風型建築，不光只是開窗，除了開窗面積符合
建築技術規則的規定外，必需是真正利用自然通風，
達到有效的換氣效果，故需考量其「通風路徑」及
「室內深度」。

 居室若是單側開窗或相鄰側開窗，室內淨深不能太長；
相對側開窗及多側開窗方式也有一定的淨深限制，且
皆和室內淨高有關，這也是為了確保室內無「死域地
帶(dead zone)」。



通風路徑的重要

 所謂通風路徑，一般來說，如圖所示可簡單分成單側
開窗、相鄰側開窗、相對側開窗及多側開窗方式。

 前兩者(a、b)較難使新鮮外氣進入室內遠端而排除遠
端的污染物；後兩者(c、d)可以使氣流以近似活塞流
的方式將室內髒空氣推擠出去，而有較佳的空氣置換
效率。

 

(c)相對側通風 (d)多側通風路(b) 相鄰側通風(a) 單側通風

不同類型之通風路徑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



建築自然通風優點

 建築自然通風方式為最有效的通風稀釋方法，自然通
風能增加換氣效益，並具備引入新鮮空氣以稀釋或移
除室內的污染物質(CIBSE,1997)、減少能源消耗（空
調耗能）、降溫並調節濕氣…等多重優點，而增加換
氣率之優點包括：

(1)降低氣喘症狀(Smedje and Norbäck, 2000）
(2)減少過敏症狀（Bornehag et al., 2005）
(3)提升工作效率(Bornehag et al.,2005；Tham et al., 2003 ）
(4)增進兒童在閱讀及數學方面的表現（Shaughnessy et 

al., 2006）



建築自然通風改善方法

 如何在既有的微氣候條件及自然通風方式下，增進自
然通風效率下列為幾項通風改善設計方法：

(1)開口部加裝導風板設計

(2)熱浮力換氣設計

(3)混合式通風設計-加裝局部排風扇



室內裝修與揮發性有機物質管理



室內裝修與室內空氣品質

 在室內空氣污染物主要來源中，建材中揮發性有機物質
（VOCs）為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一般室內的VOCs 
濃度常高於室外的濃度值，尤以新建或新裝修的建築物中
最為嚴重。

 新建或新裝修的建築物VOCs 多半來自建材的製造或裝修
過程中所使用的有機溶劑、黏著劑以及填縫劑等。室內裝
修常大量使用牆板並塗刷油漆等建材，在地板部分，目前
常見建材多是使用人造化學地板，而牆壁及天花板多使用
高隔音、吸音之玻璃棉、尿素甲醛樹脂發泡劑材料、纖維
吸音板及表面貼布織布或塑化版材料，而天花板則多使用
高反射塑化板及吸音纖維板。



室內裝修與室內空氣品質

 在室內裝修材料使用上，以「源頭管制」方式最為有
效，採用低逸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建材及低逸散甲
醛之建材，直接降低室內揮發性有機物質及甲醛的濃
度。

 目前在國內主要有「環保標章」及「綠建材標章」之
「健康綠建材」管制，而在國外主要有芬蘭建材逸散
分級標章、德國藍天使、美國綠標籤、綠色防護標章、
日本環保標章及韓國環保標章等許多建材認證產品，
在設計及改善時均可使用。



低逸散建材相關標章的使用

 目前在建築材料的選擇上，主要以通過我國「綠建材
標章」之「健康綠建材」及「環保標章」建材為主。

綠建材標章環保標章



低逸散建材相關標章的使用

 其他國際上重要的建材標章



中央空調系統管理



1 Return Air Duct 

2 Air Filter Housing 

3 Air Filter 
3a Rigid Frame 
3b Filter Media Restrainer 
3c Filter Media 

4 Air-Handling Unit that 
contains a recirculation fan, 
heating element, and cooling 
coil. 

5 5 Supply Air Duct 



空調換氣型(機械通風型)

 空調換氣主要以中央空調之辦公類、商業類、醫院類
及旅館類等建築物為主，若要有效進行室內空氣污染
物的移除，必須針對其新鮮外氣供應進行改善設計，
並檢核空調設備是否有專用的新鮮外氣供應系統或其
他外氣引入方式。

 目前大樓空調系統採用的FCU系統或分離式空調機系
統，大部分是無外氣系統的設計，甚至有些AHU空調
之大樓為了減少外氣空調負荷，將許多外氣路徑完全
被關閉，長期對室內人員之健康與工作效率產生嚴重
傷害。



空調系統的管理

 除了引入新鮮外氣的改善設計以外，空調系統的管理
維護與定期查驗，可以有效預防室內空氣污染問題的
產生，透過下列管理方法進行：

1. 空調設備定期保養及維護。
2. HVAC或一般空調設備的查核。
3. 定期更換過濾裝置。
4. 風管、盤管及加濕器的清潔。
5. 冷卻水塔設備的定期清洗。
6. 其他空調設備的清潔維護。



空調外氣引入口位置

項目 最小距離,ft(m)

冷卻水塔進氣或水池 15(5)

冷卻水塔排氣 25(7.5)

國內潛藏問題: 設計不良與維護不佳

根據環保署96年度100動公共建築之調查，約有
20％建築物冷卻水塔明顯維護不良



冷卻水塔之清洗及消毒方法：
冷卻水塔在下列情況下應實施清洗及消毒：

1. 在建築時，被灰塵或有機物等污染。

2. 曾被停止使用超過一個月（或醫院的冷卻水塔停止使
用超過五天）。

3. 曾被機械性的改造或分解，而導致污染。

4. 在定期間隔使用時，若周圍環境是多灰塵的或當地水
之品質無法被控制。

5. 鄰近的冷卻水塔與「退伍軍人病」之流行曾是有關連
的來源。





總結

 利用空氣清淨設備去除室內污染物，應先了解欲
去除之污染物特性，室內空間之大小，以利評估
選用之處理技術及機種。

 一般小型空氣清淨機使用時，以置於污染源附近
以減少污染擴散為原則。

 選擇清淨設備時，應注意檢測項目及結果，清淨
設備使用之限制應事先評估，避免二次污染之產
生。

 操作使用時應注意放置地點，並實施定期的維修
保養，以維持空氣清淨設備之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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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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