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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屏東縣室內空氣品質稽巡查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作業程序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環佑實業有限公司 

二、緣起 

臺灣每人每天約有 80~90%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中(包括住家、辦公

室或其他建築物內)，因此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應當受到重

視。為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特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公告「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並在 101 年 11 月 23 日正式施行，以「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國民健康」為宗旨，將過去以室外大氣管制為主的空氣污染防制

，延伸至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具體展現政府重視民眾室內生

活環境之決心。因「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主要採行策略係以輔導為主

，處分為輔之機制，環保署亦積極辦理相關行政配套工作，包含施行查

核輔導專案及協助各縣市辦理管制專案，以協助輔導場所於公告列管後

及早規劃相關應辦理事項，藉由循序漸進的輔導方式，加強民眾對於室

內空氣品質之維護管理概念。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近年

來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方向，積極推動各項室內空氣品質輔導管

制作業，針對縣內公私場所執行現場訪查、直讀式儀器巡檢、公告標準

方法檢測作業及專家學者輔導診斷作業等，並辦理相關活動如法規宣導

說明會、宣導文宣之發放及外縣市優良場所示範觀摩活動等，為表揚縣

內公私場所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努力，特別辦理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作業，表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之場所。 

三、目的 

室內空氣品質之維護管理，實有賴各公私場所自主推動，本局為表

揚縣內公私場所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努力，特別辦理本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作業，且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內

容建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作業程序」，為使評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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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之公正性，亦配合媒體宣導表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之場

所，並提供紀念品及獎牌鼓勵得獎之公私場所，藉此提升縣內公私場所

積極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態度。 

四、評比對象： 

因公告場所與非公告場所之法規要求不同，本局為顧及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作業之公正性，將評選標準區分為公告場所及非公

告場所，評比對象如下： 

(一)屬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列管場所。 

(二)非屬公告列管場所者，以自願參加為優先考量，並需符合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第六條所規範之場所，包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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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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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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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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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7)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8)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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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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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五、評比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共分為初評及複評 2 個階段

，針對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情形及非公告列管場所填寫

之自評表單(如表 1 所示)，分別篩選出 5 家，共至少 10 家場所通過初評

階段，並邀請 3 位本縣 IAQ 輔導診斷團之專家學者，依據環保署維護管

理計畫文件之內容，針對場所環境、建築及通風空調等維護及管理現況

進行複評查核，並根據複評成績計算結果選出 5 名公私場所，辦理推動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表揚，提供紀念品及獎牌以鼓勵場所在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上之努力。 

(一)初評階段 

1.公告列管場所 

彙整縣內公告列管場所相關資料，經本局審核後依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情形篩選至少 5家場所通過初評，並安排後續複評作業。 

2.非公告列管場所 

有意參加評比符合且管理法第六條之公私場所者，需先填寫「非

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現況自評表」，如表 1所示。本

局根據場所自評表之內容，篩選至少 5家場所通過初評階段，並安排

後續複評作業。初評階段辦理流程如圖 1所示。 

(二)複評階段 

1.公告列管場所 

本局於本縣 IAQ 輔導診斷團中邀請 3 位專家學者，至進入複評

階段之公告場所確認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並由場所代

表領導專家學者針對場所環境、建築及通風等三大項目之維護管理現

況進行審查，並將場所為提升室內空氣品質之具體作為及特色作法納

入評分，計算評分表中各場所實得分數，評分表如表 2所示，依現場

評選結果選出 2~3名公告場所作為表揚對象，鼓勵公告場所為符合「



 

4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之虞，對室內空氣品質提升之努力。 

2.非公告列管場所 

針對進入複評階段之非公告場所，本局亦邀請 3位專家學者親至

現場審查，並由場所代表領導專家學者針對現場環境、建築及通風等

三大項目之維護管理現況進行查核，並將場所為提升室內空氣品質之

具體作為及特色作法納入評分，計算評分表中各場所實得分數，評分

表如表 2所示，依現場評選結果選出 2~3名場所作為表揚對象，配合

本局大型活動頒發紀念品及獎牌，並將成果發佈新聞稿，強化媒體露

出，藉此宣導更多公私場所仿效優良場所建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制度，其辦理流程如圖 2所示。 

公布「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優良場所評選作業程序」

評比辦法：
1.彙整本縣公告列管場所相關資料
2.彙整非屬公告列管場所之自評表單

由公告列管場所及非公告列管中，
各篩選出至少5家場所(共10家)通過

初評

進入複評階段

評比對象：
1.屬管理法公告列管場所
2.非屬公告列管場所，但自願參加且
符合管理法第六條規範之場所

 

圖 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初評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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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進行複評之專家學者

通過初評階段之場所

現場確認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文件建置情形

確認專家學者名
單及複評期程

查核場所環境、建築及通風空
調系統設置及維護管理現況

將場所現況填入評分表
中計算各場所實得分數

依現場評選作業從公告列
管場所及非列管場所中篩
選出5名場所作為表揚對象

配合本局大型活動頒發紀念
品及獎牌以進行表揚作業

發佈新聞稿

現
場
評
選
作
業

前
置
作
業

表
揚
活
動

依據場所提升室內空氣品質之具
體作為及相關特色作法進行評分

 

圖 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複評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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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公告列管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現況自評表 

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                                       場所類別：                         

調查項目 備註 

1.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1)已派員完成訓練課程？□是 □否  

(2)已派員取得合格證書？□是 □否  

2.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建置情形 

(1)已依公告格式完成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是 □否  

(2)已訂定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紀錄表？□是 □否  

3.空調系統 

(1)空調系統類型：□AHU □FCU □窗型冷氣機 □分離式冷氣機 □箱型

式冷氣機 

 

(2)空調系統設備維護保養頻率？□每月一次 □3 個月一次 □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 2年一次 □無 

 

(3)出風口、回風口及空調濾網清洗頻率？□每星期一次 □每月二次 □每

月一次 □每季一次 □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無 

 

(4)冷卻水塔清洗頻率？□每月一次 □3 個月一次 □半年一次 □每年一

次 □每 2年一次 □無 

 

(5)冷卻水塔加藥頻率(如制菌劑/除藻劑/腐蝕結垢抑制劑/懸浮劑)？□每月

一次 □3個月一次  □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 2年一次 □無 

 

(6)機械房是否清潔並消除一切污染物？□是 □否  

4.其他 

(1)垃圾收集位置？□戶外：                □室內：                 

(2)在局部污染源的地方(如事務機/影印機/廁所)，是否採用額外通風或獨

立空調系統？□是 □否 

 

(3)有無使用空氣清淨機？□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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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優良場所評選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                                       場所類別：                         

評分項目 得分 審查意見 

1.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受訓及取得(10%) 

(1)已派員參與受訓並取得合格證書(10分)   

(2)已派員參與受訓(7 分)   

2.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建置情形(10%) 

(1)已訂定維護管理計畫並據以執行 (10分)   

(2)已訂定維護管理計畫但未符合最新公告格式(5分)   

(3)尚在撰寫維護管理計畫書中(3分)   

3.一般環境現況(20%) 

(1)室內環境是否清潔，地面是否無積水(5 分)   

(2)室內地面、牆面及天花板是否無水漬(5 分)   

(3)窗戶及其周圍環境是否無積水及水漬(5 分)   

(4)室內污染源(如影印機、化學品及垃圾是否於獨立空間貯 

存或作業)(5分) 

  

4.建築及裝修事項(20%) 

(1)局部污染源是否有額外通風或獨立空調系統(5 分)   

(2)廁所是否有門區隔或裝設獨立排風系統(5 分)   

(3)建築物內部油漆是否平整無剝落(5分)   

(4)是否有室內裝修或裝潢殘留氣味(5分)   

5.通風及空調系統(20%) 

(1)空調出風與回風口是否保持清潔且無水漬(5分)   

(2)空調系統過濾網是否乾燥清潔(5分)   

(3)室內之外氣或換氣口是否正常供風或排風(5分)   

(4)空調回風口或換氣口鄰近區域是否無堆置物品或垃圾 

(5 分) 

  

6.提升室內空氣品質之具體作為及特色作法(20％) 

(1)場所提出之作為或作法，具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之效益 

  (5 分) 
 

 

(2)場所提出之作法，有助人員維護室內空氣品質或預警通  

  報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成果(5分) 
 

 

(3)場所實際作為，有助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推廣及落實 

  (5 分) 
 

 

(4)其他加分事宜(5分)   

總評： 

 

 

評鑑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