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報人：吳欣靜 計畫經理
中華民國 106年07月19日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文件建置

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表

公告場所義務人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

公告場所樓地板面積

一.

二.

三.

四.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五.

2

公告場所特定活動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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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量測成果表

六.

七.

八.

九.



根據法規規定，第二批公告列管場所應於107年1月10日前訂
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環保局及環佑公司已協助第二批公告場所完成第一版次的維護
管理計畫書，並提供予場所，協助場所初步符合法規。

有關環佑公司協助場所建置之維護管理計畫書是否正確，需請
場所專責人員自行確認。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書交由列管場所進行更新與修正，除了應提
送之期程以外，環保局亦將不定期審視維護管理計畫書內容。

維護管理計畫建置完成後需進行下列事宜：
1.上傳至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2.定期更新表八(一)~八(三)、表九
3.若內部環境與空調設備有變動，須檢視整份維管
內容已與現場實況一致並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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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供專責人
員檢視維管計畫書是
否齊全。

右上方應加蓋印鑑章。

若有修正應重新填寫，
其後重新加蓋印鑑章。

應
備
表
單

應
備
附
件

 容易忽略填寫。

 須以設立許可
證名稱進行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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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設立許可證名稱進行填
寫

若有1棟以上建築物須分棟填
寫

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應符合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
批公告場所」附表之16種公
私場所類型。

以地圖標示公告場所之座
落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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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無變動

須填寫設立許可證名稱。
填寫列管場所的電話。

該欄位〝名稱〞請填寫場
所隸屬之總公司或機關。

確認統一編號是否正確。
填寫隸屬之總公司或機關
地址與電話。

 確認該棟場所為場所自有或
租賃。

 註明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職稱與姓名〞(可重複勾選)。○○○

○○○

○○○○○○○○

○○○

○○○○

○○○

○○○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



聯絡方式請完整填寫並確
認環佑公司所填資料是否
正確。

受訓日期以室內空品課程的
第一天上課時間為主。

證書編號需填寫完整，
ex:(106)環署訓證字第IA220XXX。

有標記問號地方 ，在資料
填寫完畢後記得刪除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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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④
⑤

。

 問號部分(?)請填寫各樓層的列管範圍
Ex.D棟1F-掛號櫃台、門診區。

 若列管空間分散於不同棟，須列出各棟樓的名稱。

 需檢附管制空間-各棟與各樓層之平面圖影本於附件三。

 管制空間內容與公告之「管制室
內場所」相同。

 室內樓地板面積即為總管制室內
面積(註：②=③的所有欄位加總)

 各樓層的管制室內樓地板面積。

 各樓層樓地板面積(依建築物使用
執照內容填寫)。

 使用人數由場所內評估。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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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築物區分-若管制室內空間座落在於不同
棟建築物，表五~表七則需要一棟填一張

Ex:安泰醫院內有5棟建築物，
管制空間座落於4棟，則表五至
表七應填寫4份。

請注意場所內是否有裝修情形

勾選管制空間窗戶型式(參考撰寫
指引P.8)。

同時具有可開啟與不可開啟之窗
戶者，請填選「窗戶型式為可開
啟」。

只有部分時段開啟窗戶，請填選
「窗戶實際使用狀態為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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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空調:整套系統會包含：

1.冰水主機

2.冷卻水塔
3.空調主機(AHU或FCU)

AHU(空調箱) FCU(小型送風機)

●個別空調系統:

1.窗型冷氣-使用壓縮機

2.分離式冷氣-使用壓縮機

3.箱型冷氣-

(1)氣冷式箱型冷氣-使用壓縮機

(2)水冷式箱型冷氣-使用冷卻水塔

壁掛式分離式冷氣 嵌入式分離式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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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冷式箱型冷氣水冷式箱型冷氣



建築物內燃燒作業（行為）
種類(請參考指引P.13)

包含建築物室內設置停車
場、餐飲區、吸菸室及焊
接或錫焊等作業。

化學品儲存或化學作業區
域(請參考指引P.14)

填寫清潔、消毒用品或有
機溶劑之儲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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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管制室內空間座落在於不同棟建築物，
需一棟填一張。

表六填寫內容包含列管空間與非列管空間，
以整棟的室內特定活動作為填寫表六的考
量。
Ex.A棟列管空間為1-3F，化學品存放於6F，表
六亦須填寫(五)化學品儲存或化學作業區域。

 動力方式
1.有動力-機械式(ex.鼓風機、排風扇)
2.無動力-自然通風(ex.窗戶、大門)

 機械式外氣引入
1.獨立外氣引入-以機械方式將外氣送入室
內，引入空氣未進行溫度調整

2.獨立外氣空調箱(ex.預冷空調箱、全熱式
交換器)-已進行溫度調整

3.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

外氣管

 若管制空間坐落於不同棟，需一棟填寫一張。
 同棟的各樓層亦須分頁填寫，但若不同樓層使
用同一換氣系統或共同主機，只需填寫一份。
(請參考指引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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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氣過濾方式(請參考指引P.18)
1.織布或不織布(ex.袋式過濾網)

2.化學過濾網(ex.活性碳濾網)

3.其他方式
(1)尼龍格網 (2)泡棉過濾 (3)金屬濾網

引入外氣於室內配送方式(請參考指引P.20)
1.擴散型:將外氣由戶外引入直接排放於室內
共通環境區域（ex.引入天花板上空間）。

2.風管分布型:將外氣由戶外引入，使用風管
強制輸送分布於各室內使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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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共計有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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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各項目更新週期：

 填寫注意事項：
(1)管制室內空間座落在於不同棟建築物，表八
(一)~八(三)需一棟填一張。

(2)各棟不同樓層的空調系統若不同，則需依照各
樓層的填寫多份。
Ex.某醫院建築物有A.B兩棟
A棟1-2樓為FCU，3樓以上為AHU
B棟1-2樓為FCU，3樓以上為AHU
故表八(一)~八(三)各應製作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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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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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機械式外氣設備，請於
備註欄填寫不適用

若廁所無排氣設備，請皆於
備註欄填寫不適用

(請參考指引P.24~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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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場所為自然通風以外，
全部空調類型皆須填寫表
八(一)。

 請注意上列框線部分，場
所是否具備相關設備。

若無冷卻水塔，請於備註欄填寫
不適用。

有冷卻水塔的空調系統為:AHU、
FCU、箱型冷氣(水冷式)

若無機械式外氣設備，請於備
註欄填寫不適用

(請參考指引P.32~P.37)

16



 No1~3—有冷卻水塔設備才需填寫。
 No1.2—填寫冷卻水塔與Y型過濾器
多久清洗一次(Ex.每月一次)

 No.3—填寫多久加藥一次，加何種
藥(Ex.每月一次、添加氯錠)

若無機械式外氣設備，請於備
註欄填寫不適用

 No.4.5.6—AHU需填寫。
 No.7—AHU、FCU、箱型冷氣皆有皮帶需填寫。
 No.8—AHU需填寫。
 No.9—AHU、FCU需填寫。
 No.10—場所若以風管傳輸送風皆須填寫。
 No.11—AHU、FCU需填寫(通閥為冰水主機控制
水流的流量與壓力平衡)。

 No.12—全部空調系統皆需填寫。
 No.13—冷媒設備僅窗型冷氣、分離式冷氣、氣
冷式箱型冷氣需填寫。

 No.14—全部空調系統皆須檢查入風口濾網。
 No.15—有機械式外氣設備才需填寫。
 No.16-有空氣清淨設備才需填寫。
 No.17-有排氣設備才需填寫(ex.若有排風扇及其
他排氣系統則需填寫)

 No.18.19-全部空調系統皆需填寫，應該皆有防止
跳電設備。

 No.20—場所若以風管傳輸送風皆須填寫。

(請參考指引P.38~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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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指引P.47)

自主量測即為巡查檢測，相關規定如下：

檢測項目至少包含CO2。

檢測點數規定：依照管制室室內樓地板面積
決定巡檢點數

巡檢時由專責人員監督或親自操作。

巡檢位置需與附件平面圖一致。

每6個月需執行巡查檢測1次。
(此與定期檢測前2個月之巡查檢測可合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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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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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証書正本(切勿護貝)、相關資料提送環保局，
環保局即會回函核定文件)

附件三、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平面圖影本

 平面圖每一樓層檢附一張。
 若完成巡檢作業，則平面圖應修正為「巡檢採樣位置點標註用」，

並於平面圖中標示巡檢點位位置。

核定文件 平面圖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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