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隨著社會的急速發展及對生活質素的重視，室內空氣質素已經逐漸成為一個重要

的話題，尤其現今逗留於室內環境的時間越來越長，平均計算我們有超過 80%的

時間是在室內度過，因此室內空氣質素與我們的健康有著非常重要及密切的關係。 

 

隨著近年各地對室內空氣質素所作的研究越來越多，相關研究均發現室內空氣污

染除了對人體產生一些即時的不適如頭痛、刺眼、鼻敏感及上呼吸道不適等症狀

外，亦會產生一些更長遠更嚴重的影響如呼吸道疾病、心臟病及癌症等。由於室

內空氣污染對人體的健康可能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多個國家及地區都紛紛對室

內空氣質素進行各方面的研究並制訂相關的指引或標準，以確保一定程度的室內

空氣質素，保障市民的健康。  

 

為了解澳門現行室內空氣質素的基本狀況，環境保護局、澳門大學及澳門發展及

質量研究所共同合作自 2007 年起對主要的公共場所進行了室內空氣質素檢測，包

括酒店、學校、停車場、食肆、街市、圖書館、辦公室、政府部門對外開放場所、

出入境關口、商場及戲院等，以便獲得本澳室內空氣的現況數據及了解現存的室

內空氣問題，而有關數據亦作為訂立指引的基礎資料。 

 

為了讓市民可以在一個健康舒適的室內環境中生活，以及讓相關人士對室內空氣

質素有更深的認識，環境保護局和衛生局共同訂立一套適合澳門的《澳門一般公

共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指引》，以引導相關人士如何保持舒適的室內空氣質素，以及

如何預防或改善室內空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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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目的 

本指引的主要目的是為使用者提供室內空氣的背景資料及實用指引，從而引導相

關人士預防或改善室內空氣問題，保持舒適的室內空氣質素。 

 

1.2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新建/新裝修或正在使用之一般供公眾使用的場所，如辦公室、商

場、酒店、圖書館、學校、食肆及政府對外開放場所等。同時，本指引只適用於

使用通風系統的場所，包括製冷空調或機械通風，但沒有製冷空調的地方不要求

達到溫度、相對濕度及空氣流動速度的要求。 

 

本指引可在以下各範圍內用作一般指引文件：  

 了解室內空氣質素基本知識； 

 制訂達致良好室內空氣質素的策略；  

 制訂操作、維修及保養程序； 

 緩解室內空氣質素問題。 

 

2. 背景 

2.1 影響室內空氣質素的因素 

室內空氣質素的問題日趨嚴重，並越來越受關注，以下各種因素是造成問題的主

要原因1： 

 很多建築物未配有完善之通風系統，只靠本身的通風及空調系統來維持室

內空氣的流通。 

 人造的物料及織品成為建築及裝修常用物料。 

 越來越多個人護理產品、清潔劑及殺蟲劑等由較新及較複雜的化學配方造

成，為方便運送，一般都會採用氣溶膠罐裝或樽裝噴霧器。  

 

室內空氣的整體質素可受熱感上的可接受程度及空氣污染物所影響。熱感上的可

接受程度視乎溫度、濕度及空氣流動速度等各種因素而定。溫度可受多個因素影

響，例如：空調的溫度控制、射進的日照強度、其他熱源如照明、電動器材和電

腦等。在太潮濕的環境下，人體散熱較難，同時會促進霉菌和其他真菌在織品和

傢俱上滋生。但相對濕度太低又會引致眼睛、鼻腔和喉嚨乾燥，甚至可能產生靜

                                                 
1參考來源：澳門環境委員會. (2006). 環保酒店. 中國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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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使人感到不適和可影響電腦的運作。此外，人體周圍需要有一定空氣流動，

才能感受到熱舒適，所需要的空氣流動水平則視乎空氣溫度和濕度而定。 

 

2.2 常見的室內空氣污染物及其對健康的影響 

不同的空氣污染物可以透過多種外界來源被帶入室內場所中，同時，室內的建築

材料、人類活動、傢俱設備等亦可產生不同的空氣污染物。室內空氣污染物包括

範圍甚廣的多種物質和生物有機體。 

 

表 1. 常見的室內空氣污染物及其對健康的影響 

污染物 主要來源 健康影響 

一氧化碳(CO) 由不完全燃燒過程產生，如明火

煮食、燃點香煙、室外傳入的汽

車尾氣等。 

與血液中的血紅蛋白結合而阻

礙運氧功能，導致組織缺氧，造

成噁心、心悸、倦怠等症狀。嚴

重時可造成急性中毒致死。 

二氧化碳(CO2) 由人體呼吸、室內燃燒活動產生

等。 

高濃度可使人感到頭暈、頭痛、

睏倦及呼吸困難等。 

二氧化氮(NO2) 由室內燃燒活動產生，如明火煮

食、燃點香煙、室外傳入的汽車

尾氣等。 

可干擾呼吸系統和血液循環系

統的正常運作，使人感到不適或

引發呼吸道感染。 

微生物 

(細菌、真菌) 

潮濕的牆壁、天花、傢俱或衛生

間等濕度高而有利於細菌及真

菌滋生的位置、缺乏清潔保養的

空調系統（包括管道、濾網、水

塔、冷凝水等）及除濕設備等。

室內的動植物也是常見的污染

來源。 

依生物活性不同可引致打噴

嚏、咳嗽、氣喘等呼吸道反應，

並可觸發過敏症狀或造成不同

情況的感染。 

煙草煙霧 指燃燒中的香煙或雪茄內的煙

草所釋出的煙霧，以及吸煙時由

吸煙者呼出之氣體（俗稱「二手

煙」）。 

可引起支氣管症狀（如咳嗽、痰

涎及氣喘），以及增加其他心血

管疾病、急性中風的機會。同

時，長期暴露會增加罹患癌症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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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HCHO) 壓木產品（夾板、粒子板、纖維

板）、石膏板、油漆、清潔劑、

黏合劑、二手煙、地氈、牆紙、

殺蟲劑等。 

可刺激眼睛、鼻腔和呼吸道，引

致這些器官出現過敏反應。長期

暴露會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 

光化學氧化物 

(臭氧 O3) 

所有使用紫外光或可導致空氣

離子化的設備都可能產生臭

氧，包括紫外線消毒裝置、影印

機、鐳射打印機和電離器等。 

可刺激眼睛和呼吸道造成不

適。高濃度的臭氧可令肺功能受

損。 

氡氣(Rn) 釋放自地表天然存在的含鈾及

其衰變物之土壤與岩石。 

長期暴露會增加罹患肺癌的風

險。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化工產品如油漆、黏合劑、清潔

劑、溶劑、亮漆、清漆、地氈、

牆紙、印墨、殺蟲劑、香薰，以

及二手煙、室外傳入的汽車尾氣

等。 

高濃度可導致人體的中樞神經

系統、肝、腎和血液中毒。低濃

度接觸將刺激黏膜，造成眼部、

喉部不適、呼吸問題和頭痛等，

而長期暴露於含多環芳烴（如苯

并芘）等有機化合物，可增加患

肺癌的風險。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2.5、PM10) 

來自室內燃燒活動，如明火煮

食、香煙、香燭、室外傳入的工

業廢氣及汽車尾氣等。 

干擾呼吸道絨毛活動，令黏液分

泌增加，有機會導致多種呼吸道

疾病（如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

等）及引發過敏症狀如哮喘。此

外，有證據顯示其濃度的增加與

心血管病發病有關，由於其微細

可懸浮的特性（PM2.5），所載附

的有毒污染物（如重金屬）可達

至肺泡部位，從而直接進入血液

循環系統損害健康。 

 

3. 室內空氣質素指標 

3.1 室內空氣質素指標建議參考值 

室內空氣質素的相關指標建議參考值是以保障人體健康為基礎，並參考國際現用

的指標值，同時考慮本澳的實際情況，綜合分析本澳場所的室內空氣檢測數據以

考慮指標建議參考值的適用性，最後訂出澳門一般公共場所需要檢測的室內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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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如下（詳請見表 2）。 

 

表 2. 澳門一般公共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指標建議參考值 

參數 單位 (8 小時平均)建議參考值 

溫度 ℃ 25±3 

相對濕度 % ≦70 

空氣流動速度 m/s ≦0.2 

一氧化碳(CO) mg/m
3
 ≦10 

二氧化碳(CO2) % ≦0.1 

二氧化氮(NO2) mg/m
3
 ≦0.16 

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 mg/m
3 ≦0.15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mg/m
3
 ≦0.6 

臭氧(O3) mg/m
3
 ≦0.1 

氡氣(Rn) Bq/m
3 ≦100 

甲醛(HCHO) mg/m
3
 ≦0.08 

細菌 CFU/m
3 ≦1000 

真菌 CFU/m
3 ≦1000 

可吸入懸浮粒子(PM2.5) 
建議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中

“過渡期目標一”的二十四小時平均值 75µg/m
3。 

備註： 

在某些情況下，若無法進行連續8小時的量度監測，可採取間歇式量度，詳情請見第3.2.3

節內容。 

 

3.2 室內空氣質素的量度 

3.2.1 檢測方法 

澳門一般公共場所需要檢測的室內空氣參數的檢測方法如下（詳請見表 3）。 



 

5 

 

表 3. 室內空氣質素參數的檢測方法 

參數 檢測方法 參考來源 

溫度 使用可記錄資料的電子溫度計，如熱敏電

阻式溫度計等。 

中國 GB/T18204.13-2000 

 

相對濕度 使用可記錄資料的電子濕度計，如薄膜電

容濕度計等。 

中國 GB/T18204.14-2000 

空氣流動速度 使用可記錄資料的電子風速計，如熱線式

風速計等。 

中國 GB/T18204.15-2000 

一氧化碳(CO) 使用即時監測儀，如非分散性紅外線

(NDIR)分析儀或電化學式分析儀等。 

中國 GB/T18204.23-2000 

二氧化碳(CO2) 使用即時監測儀，如非分散性紅外線

(NDIR)分析儀或電化學式分析儀等。 

中國 GB/T18204.24-2000 

二氧化氮(NO2) 使用分光光度法，採用合適的被動取樣器

吸收室內空氣，並以分光光度計分析。 

中國 GB/T15435-1995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使用重量法；或使用即時監測儀，如光散

射法粉塵測試儀等。 

中國 GB/T17095-1997；或

香港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

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 

總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TVOC) 

使用熱解析氣相色譜法；或使用即時監測

儀，如光離子(PID)檢測儀等。 

中國 GB/T18883-2002；或

香港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

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 

臭氧(O3) 使用即時監測儀，如紫外光度法實時檢測

儀。 

中國 HJ590-2010 

氡氣(Rn) 使用即時監測儀，如靜電法電子監測儀

等。 

中國 GB/T14582-1993 

甲醛(HCHO) 使用酚試劑分光光度法。 中國 GB/T18204.26-2000 

細菌 使用撞擊法。 中國 GB/T18883-2002 

真菌 使用撞擊法。 中國 GB/T18883-2002 

備註： 

1. 如使用可擕式光離子化檢測儀（PID）進行 TVOC 檢測，需要提前在標準條件下利用熱解析

氣相色譜法對儀器進行標定和校正； 

2. 如使用即時監測儀器，需定時按照儀器的指引對儀器進行校正及保養； 

3. 如上述標準或指引作出了更新，應以更新之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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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檢測時場所的設置 

 對於新建/新裝修未投入使用的場所： 

檢測期間，場所的空調或機械通風系統正常運轉，檢測在没有人的情況下進行，

檢測結果具有可重複性，在此標準狀態下的檢測值與指標建議參考值比對後可驗

證標準狀態下的室內空氣質素是否符合要求。 

 對於正在使用的場所： 

檢測期間，場所應處於正常運作狀態，空調或機械通風系統正常運轉，不限制現

場人流的數量，以反映場所的真實情況，在此使用狀態下的檢測值與指標建議參

考值比對後可驗證使用狀態下的室內空氣質素是否符合要求。 

 

3.2.3 檢測時間及週期 

 採用實時監測儀器進行檢測時，應進行連續 8 小時監測，檢測時間應包含空

氣質素最差的時段(如人流最多的時候)，且應每 5 分鐘記錄至少一次數據，

並取最少 96 個數據(每 5 分鐘記錄一次，8 小時共得 96 個數據)的平均值與

指標建議參考值比較。 

 若某些場所或某些檢測方法無法或不適合進行連續 8 小時監測，可採取間歇

式量度，採樣時間應包含空氣質素最差的時段(如人流最多的時候)。在檢測

場所的營運時間里，設定合適的、平均分佈的時段（最少分 4 個時段），然

後在每一時段於每個取樣點進行合適時間的採樣（具體採樣時間按各檢測方

法的標準規範而定，詳情請見表 3），並將每一時段的檢測數據取平均值再

與指標建議參考值比較。 

 若採用重量法測量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時，可根據空氣質素狀況和分析儀

器靈敏度來確定連續採樣的時間，確保污染物重量滿足分析天平靈敏度的要

求(感量 0.1 mg 或 0.01 mg)，以便得出準確的 PM10濃度。 

 檢測週期，對於新建/新裝修場所，建議新建/新裝修後的第一年內每半年檢

測一次，若第一年的檢測結果全部符合建議參考值要求，其後建議每年檢測

一次，以維持良好室內空氣質素；對於正在使用中的場所，若第一次檢測結

果全部符合建議參考值要求，其後建議每年檢測一次，以維持良好室內空氣

質素。上述檢測若出現超標的情況，建議應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及增加檢測

的次數，直至檢測結果全部符合建議參考值要求。 

 

3.2.4 檢測點數量 

檢測點數量應參照表 4，但需注意表 4 為最少取樣數目，實際取樣數目可視乎現

場環境而合理增加。檢測場所以每個獨立空間計算，例如受檢測的場所為一整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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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但該樓層中有獨立房間(如獨立辦公室或會議室)，則需以每個獨立房間的樓

面面積獨立計算所需取樣點。 

 

表 4. 相對面積的最少取樣點數量2
 

檢測場所的樓面面積(m
2
) 最少取樣點(個) 

< 50 1 

50 - < 100 2 

100 - < 500 3 

500 - < 1,000
 5 

1,000 - < 3,000 6 

3,000 - < 5,000 9 

5,000 - < 10,000 12 

10,000 - < 15,000 15 

15,000 - < 20,000 18 

20,000 - < 30,000 21 

≧ 30,000 每 1,200m
2
 取 1 個 

 

3.2.5 檢測點位置 

進行室內空氣質素檢測時，應遵照以下指引以選取檢測點位置。如因現場環境限

制而無法遵從時，應盡量根據要求而選取一個合理的位置進行檢測。  

 檢測點位置應具代表性，即能反映受檢測空間內的活動，但需盡量不影響空

間內的日常運作。  

 檢測點應離地約 1.1~1.5m 以反映人的呼吸範圍。  

 應離垂直障礙物如牆壁、高櫃和辦公室間隔板等最少 0.5m。  

 檢測點應距離室內人員最少 0.5m，以避免影響數據的代表性(尤其二氧化碳

                                                 
2
 參考來源：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2010) GB50325-2010 民用建築工程室內環境污染控制

規範. 中國；2.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室內空氣質素管理小組. (2003).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

質素管理指引. 中國香港；3.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1996). Guidelines For Indoor Air Quality In Office Premises (1st editio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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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濃度)。 

 應遠離門口及窗戶。  

 應避開空調出風口位置。  

 應避開已知的污染源如影印機、打印機、空氣清新機、香薰噴霧器和吸煙區

等。 

 如無法避開污染源，必須留有備註，以便分析數據時作參考之用。 

 

3.2.6 檢測的質保/質控要求 

3.2.6.1 檢測機構的品質保證 

凡從事室內空氣質素檢測的機構，建議具備 ISO/IEC 17025 實驗室認可資格，可

選擇的認可機構例如：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香港認可處(HKAS)

及澳洲 NAT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 Australia)等，或通過中國

CMA(China Metrology Accreditation)等認證。 

 

3.2.6.2 檢測人員的品質保證 

 凡從事室內空氣質素檢測的工作人員，建議需經專業技術培訓，並考獲有關

專業資格，如美國無損檢測學會的檢測資格認證(ASNT Certification)或中國

的質量技術監督行業職業技能鑒定指導中心頒發的《職業資格證書》。 

 檢測人員需掌握環境檢測中操作技術和品質控制程序；熟知有關環境檢測管

理的法規、標準和規定；學習和瞭解國內外環境檢測的新技術和新方法。 

 檢測人員對於所獲得的檢測資料應及時整理歸檔，認真填寫各種檢測表格。

嚴禁擅自塗改或偽造資料。 

 檢測人員要定期對所用儀器、設備及各種檢測用具進行檢查、校準和日常維

護。 

 

3.2.6.3 現場採樣的品質控制 

 採樣儀器 

採樣儀器應符合國家有關標準和技術要求，並通過計量檢定。使用前，應按

儀器說明書對儀器進行核對和標定。採樣時採樣儀器(包括採樣管)不能被陽

光直接照射。 

 氣密性檢查 

若使用動力式採樣器，在採樣前應對採樣系統氣密性進行檢查。 

 流量校準 

採樣前和採樣後要用經檢定合格的高一級的流量計(如一級皂膜流量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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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負載條件下校準採樣流量，取兩次校準的平均值作為採樣流量的實際

值；校準時的大氣壓與溫度應和實際採樣時相近；兩次校準的誤差不得超過

5%。 

 現場空白檢驗 

在進行現場採樣時，同一批次的採樣應至少留有兩個採樣管不進行採樣，作

為採樣過程中的空白檢驗。樣品分析時測定現場背景值，並與校準曲線的零

濃度值進行比較。若空白檢驗超過控制範圍，則這批樣品作廢。 

 平行樣檢驗 

每批採樣中平行樣數量不得低於 10%。每次平行採樣，測定值之差與平均值

比較的相對誤差不得超過 20%。 

 採樣體積校正 

在計算濃度時應將採樣體積換算成標準狀態下的體積。 

 

3.2.6.4 現場檢測的品質控制 

 人員要求 

現場檢測人員和品質控制人員要求具有儀器設備、化學分析、電腦處理、資

料處理等多個相關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必須接受嚴格的技術培訓和考核，

能正確和熟練掌握儀器設備的操作和使用，能迅速判斷故障並能及時排除。 

 儀器校準 

儀器使用前要進行零點校準及跨度校準；一般半年要進行一次多點校準；並

必須定期進行計量檢定。 

 填寫現場檢測記錄 

現場檢測人員要認真填寫現場檢測記錄並簽署作實，現場質控人員審核現場

檢測的過程和核對檢測記錄合格後簽署。 

 日常檢查和維護 

需為現場檢測儀器做好日常檢查和維護，保證檢測儀器處於良好的狀態。 

 

3.2.6.5 實驗室樣品分析品質控制 

 分析方法的選擇 

所用檢測方法優先選用本指引、國家標準、行業標準規定的檢測分析方法。

新方法或分析人員首次使用的方法，應進行品質控制實驗，以評估方法的適

用性和分析人員的操作水準。 

 標準溶液 

標準溶液的配製：採用基準試劑或指定規格的試劑配製標準溶液。用稱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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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配製標準溶液時，應準確稱量，在 A 級容量瓶中定容；也可直接使用

檢定合格之標準溶液。 

標準溶液的使用與儲存：配製好的標準溶液必須儲存在適宜的試劑瓶中，變

質或過期的標準溶液必須重新配製，標準溶液需分裝使用，以避免污染。 

 校準曲線 

繪製校準曲線時，至少要有六個濃度點（包括零濃度），在接近線性範圍上

限和下限的點，每個點應做平行測定。校準曲線回歸的相關係數 r 大於 0.999

且回歸方程截距 a 小於 0.005 為合格校準曲線。 

 精密度和準確度控制 

精密度：每次檢測時，必須在現場採集不少於 10%的平行樣本，與樣品同時

測定，平行樣本相對誤差應符合要求(相對誤差不大於方法規定值的兩倍為

合格)，平行測定合格率≧95%為合格。若不足 95%，則應重測不合格的平

行樣本，應增加檢測 10%～15%的平行樣本，如此累進直至合格率≧95%為

止。 

準確度：在樣品進行檢測時，儀器必須做標準樣品測定比對，標準樣品測定

值應在儀器控制範圍內。 

 

3.2.6.6 檢測報告的審核 

嚴格執行原始資料及檢測報告的三級審核制度，包括檢測人員、質控人員和室主

任的三級審核，三級審核都要簽署。審核範圍包括採樣原始記錄、分析原始記錄

及檢測報告等。審核內容包括檢測方法、資料計算過程、質控措施、計量單位及

報告內容等。 

 

3.2.6.7 品質保證管理 

從事室內空氣質素檢測的機構應設置相應的品質保證管理部門，配備專職（或兼

職）質控人員，負責組織協調、貫徹落實和檢查有關品質保證措施，使檢測全過

程處於受控狀態。 

 

4. 達致良好室內空氣質素的策略 

4.1 當進行建築物設計階段及選擇建造材料時： 

4.1.1 建築物設計 

 透過調節通風系統或加設自動關閉或密封的門以分隔高污染的地方如停車

場、實驗室、影印房和垃圾房等)。 

 分隔兩個區域的間牆應伸延至假天花以上的結構，以達到兩個地方完全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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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採用密封性良好的材料，防止水氣的凝聚及減少空調通風系統的負荷。 

 所有供水管道、排水管道、污水管道及其他裝置應有計劃地安裝，以防止洩

漏。 

 

4.1.2 建造材料 

 避免使用高污染排放量的建造材料，應選擇附有建造材料資料標籤的產品，

例如抗(或不含)甲醛、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淨味等標籤。 

 於建築物投入使用前或使用初期可透過加大鮮風量的供應，以增加室內的換

氣量，並盡快稀釋建造材料釋出的污染物濃度。 

 任何含有石棉的產品不應於室內使用，例如石棉噴劑、石棉質油漆等。 

 

4.2 當進行通風系統設計時： 

4.2.1 鮮風量 

於設計階段應按照相關的標準(如ASHRAE62.1-2007
3
)計算每人所需的鮮風量(即

新鮮空氣量)，有關計算需根據有關場所的運作類型和活動模式而選擇合適的數

值，再根據設計的總人數及空間面積計算出所需要的總鮮風量，以稀釋室內污染

物的濃度及滿足室內空氣質素的要求。 

 

4.2.2 通風系統的設置 

 應考慮通風系統的安裝位置是否有利於將來使用時的維修檢查及保養清

潔，並且可以容易及安全地完成有關的工作。 

 為減少風管內塵埃的聚積，風管的內部表面應盡量使用順滑的材料。 

 冷卻塔的位置應確保裝置所排出的廢氣不會被帶到其他室內環境中，而亦應

注意避免受污染空氣被抽進冷卻塔中。 

 通風量的設定應考慮場所需要的總鮮風量（根據第 4.2.1 節計算）。而根據澳

門特別行政區四月一日第 83/96/M 號訓令第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酒店業及

同類行業場所的人工通風量至少應為每小時 17m
3，並應在場所每個間隔之

不同點設有進氣口及出氣口。 

 

4.2.3 鮮風入口 

 鮮風入口必須遠離任何排放口或其他高污染的地方，如工業場所、餐飲業場

                                                 
3參考來源：ASHRAE Inc.. (2007). ANSI/ASHRAE Standard 62.1-2007 Ventilation for Acceptable 

Indoor Air Quality. Atl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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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煙囪、鄰近停車場出入口或卸貨區、垃圾槽及實驗室等，亦避免於地面

以下或接近冷卻塔等。 

 鮮風入口應有適當的防護，以防受雨水的侵襲，同時應於入風口加上柵隔，

以防雀鳥、老鼠及其他昆蟲的入侵。 

 定期清潔鮮風入口處，以防污染物的積聚及影響室內的空氣質素。 

 

4.2.4 空氣過濾與循環 

 直接引入的鮮風及用作再循環的回風4必須透過不同效率的濾網作出適當的

處理才可引入空調機組內。 

 安裝時必須注意應有良好的密封條固定於機組或風管內，以防未經處理的污

染空氣可透過有關隙縫流入室內。 

 由影印室、停車場、垃圾房等較易釋出污染物的區域所抽出的空氣必須經相

關過濾處理後排走，而不應再作循環空氣使用。 

 由高污染區所引出的排氣管必須保持良好的氣密性，並建議需進行排氣管的

漏風量測試，以防止受污染的空氣於排走的過程中經排風管洩漏至其他區

域。 

 

4.2.5 排風口的位置 

 如在設計階段未能預計室內空間的使用狀況，出風口應平均分佈以滿足室內

所有空間的要求。 

 如在設計階段已能清楚空間的使用狀況，則應按照使用者的需要而設定排風

口的位置分佈，例如辦公室的人員主要集中於房間的某一區域時，基於考慮

到使用者會產生一定的熱量，應合理增加送風口於該區域。 

 於有需要及特定位置的情況下應安裝空氣流量調節閥，以便於需要時重新調

校系統，滿足使用者的要求。 

 必須注意送風口及排風口的設置，應按現場情況合理分隔。 

 

4.3 當進行通風系統的日常操作及保養時： 

4.3.1 污染空氣的處理 

如室內的工作過程有機會釋出一定程度的污染物(如廚房、洗手間、影印房和實

驗室等)，建議採用區域性或局部抽氣系統，並維持於負壓狀態5，同時需對有關

排氣系統進行一定程度的處理。 

                                                 
4是指通風系統將環境中的風經過淨化後再送回環境中循環使用的風。 
5是指低於常壓（即一個大氣壓）的氣體壓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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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通風系統的操作 

 為確保通風系統能正常有效地運作，操作人員應熟悉相關的操作步驟。 

 當有人員使用某範圍時，應啟動該範圍內的通風系統，以保持良好的空氣

流動。 

 若某範圍內特別容易出現冷凝和真菌滋生等情況，則可能需要保持通風系

統的持續啟動。 

 

4.3.3 通風系統的保養 

 負責通風系統保養的人員應熟悉系統，並按照製造商的指示操作和保養系

統。 

 保養計劃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工作：清潔和檢查各個部份、核實氣壓情況、

視乎需要調校和更換設備等。 

 

4.4  當進行內務管理和清潔時： 

 應按照使用率和活動模式安排清潔周期及管理。人流多或使用率高的地方

建議安排每日清潔，但應避免在有人佔用時進行清潔。 

 若需使用化學品作為清潔劑時，應先參考有關物料安全資料表(MSDS)
6，以

了解其屬性及進行正常操作使用。 

 應避免使用會釋出濃烈氣味的清潔劑，若氣味不可避免時，應調校通風系

統以確保氣味能盡快消散。同時應妥善儲存各類型清潔用品。 

 

4.5 當進行防蟲措施時： 

 殺蟲劑的化學成份對人體健康可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應以最少限度使用

為原則，並謹慎操作。 

 一些没有設置良好通風系統的建築物，應盡量避免使用殺蟲劑，盡量透過衛

生管理及改善裂縫間隙等其他措施來控制蟲害。 

 若使用殺蟲劑屬不可避免時，應先查看其物料安全資料表(MSDS)以了解其

特性及進行正常操作使用。 

 應安排好使用時間，在噴灑殺蟲劑時，除操作人員外，盡量避免其他人員在

場；並需通知有關範圍的使用人員離開現場，以避免接觸或吸入殺蟲劑。 

 在使用殺蟲劑後，應加強通風，考慮使用局部排氣系統，或調校通風系統以

盡快消散受污染的空氣。 

                                                 
6是一個包含了某種物質相關資料的文檔，如一些物理資料（熔點、沸點等等）、毒性、對健康的

影響、急救、反應、儲存、處置、防護設備、洩漏處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94%E7%8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8%E7%8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2%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B9%E5%81%A5%E5%BA%B7%E7%9A%84%E5%BD%B1%E5%93%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B9%E5%81%A5%E5%BA%B7%E7%9A%84%E5%BD%B1%E5%93%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5%E6%95%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B8%E5%8F%8D%E6%87%8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2%A8%E5%AD%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84%E7%BD%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2%E6%8A%A4%E8%AE%BE%E5%A4%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84%E6%BC%8F%E5%A4%84%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14 

 

4.6 當進行翻新工程時： 

 在進行某範圍的翻新工程時，在許可的情況下，應避免在正常辦公時間或人

員使用該範圍時進行翻新工程。如情況不許可，應對翻新工程涉及的範圍進

行適當隔離，以盡量減低對人員及其他環境的影響。 

 應安排在非辦公時間內使用含有害或有毒性的物料 (如油漆等)。 

 應防止工程範圍內可能已受污染的空氣擴散到其他範圍，必要時應考慮用排

氣系統以減低污染水平。 

 

4.7 當實施吸煙管制時： 

 關於煙草煙霧對健康的危害作用，目前尚未有相關的劑量限值，但基於防止

接觸煙草煙霧原則，澳門特別行政區五月三日第 5/2011 號法律《預防及控

制吸煙制度》已明確對集體使用的室內場所及指定地點的煙草使用訂定了限

制，規定在特定地點（第四條）內禁止吸煙，及只在例外地點（第五條）內

允許吸煙。 

 對於上述法律容許設置的吸煙室或吸煙區，應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十二月十

二日第 401/2011 號、十月三十日第 296/2012 號與六月三日第 141/2014 號行

政長官批示所訂定之要求。 

 

4.8 當進行現況資料記錄時： 

收集並了解建築物使用者狀況、通風或空調系統操作情況及污染物來源等資料

(詳可見附件 A 至附件 C)，定期進行記錄及更新，建立與室內空氣質素有關的資

料檔案，以便進行管理及跟進。 

 

5. 室內空氣問題的緩解措施 

一般可採取下列 4 種方法改善室內的空氣質素，按改善的成效排列：  

i) 清除污染源頭; 

ii) 稀釋污染空氣; 

iii) 氣流的合理分佈; 

iv) 淨化設備的應用。 

 

在實際操作中可按照室內空氣質素的狀況，獨立或綜合使用上述 4 種改善方法。

最終所採用的方法需視乎污染物的種類、現場的環境及條件限制、所選用的空調

通風系統、室內通風系統的分佈、可投入的改善資金、日後的維修保養、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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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能引申的其他問題等因素而訂定，並建議由專業人員和建築物的管理人員共

同商討改善方法。 

 

5.1 清除污染源頭 

在上述 4 種方法中，清除污染源頭是對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

法，若污染物的源頭可馬上清除，室內空氣質素便可得到明顯的改善，同時亦可

能是最經濟的方法。如沒有辦法清除污染源頭，則建議採用稀釋污染物或阻擋污

染物的傳播途徑等方法。 

 

5.2 稀釋污染空氣 

假若沒法清除污染源頭或阻擋污染物的傳播途徑，最可靠的方法是增加鮮風量的

供應，以稀釋室內空氣中污染物的濃度，但前提是必須確保室外的鮮風質素比室

內的空氣質素良好才可，因此必須要謹慎選取鮮風口的位置，鮮風口不宜設於排

風口位置、停車場口、廚房排煙口、馬路邊等地方，以避免吸入受污染的空氣而

加重室內空氣的污染情況。 

 

5.3 氣流的合理分佈 

透過改善氣流的分佈或佈置，亦能有效地抽走室內空氣中的污染物且改善室內熱

舒適度，常用的方法如下： 

 合理調校出風口及回風口的角度及風量； 

 合理調校不同區域的壓力狀態，較潔淨的區域應處於相對正壓的狀態，而

受污染的區域必須處於負壓的狀態； 

 於高污染的區域(如影印房、厠所等)應處於負壓的狀態，並建議設置局部的

抽氣系統。 

 

5.4 淨化設備的應用 

此方法是 4 種方法中最被動的方法，室內空氣中的污染物可透過不同種類的淨化

設備清除或減低污染物的濃度，一般的淨化設備包括高效濾網、紫外光燈、靜電

除麈器及活性碳等，但使用有關設備前必需先確定污染物的種類以選取合適的淨

化設備，同時需注意於淨化過程中會否產生二次污染物。並應定期對有關設備進

行清潔、維修和保養，使設備能發揮最大的淨化效用。 

 

6. 總結 

室內空氣質素與市民的身體健康關係密切，這是由於現今逗留於室內環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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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長。室內空氣質素除了會影響人的舒適度外，於室內空氣中存在的眾多污

染物亦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一定影響，包括一些即時的不適如頭痛、刺眼、鼻敏感

及上呼吸道不適等症狀等。反之，良好的室內空氣質素除了可以保障場所使用者

的健康，對於商業及服務行業而言，亦可因舒適的室內環境而增加生產力、口碑

及競爭力，提高企業形象。 

 

是次《澳門一般公共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指引》針對常見的室內空氣問題制訂相關

的管理策略及改善措施，包括建築設計、通風系統、防蟲措施、翻新工程及吸煙

管制等方面的考慮，主要目的為提供關於室內空氣的背景資料及設計管理上的具

體操作指引，從而有效預防或改善室內空氣問題。透過增加對室內空氣污染物的

認識，亦有助使用者發現室內空氣污染問題，並作出及時適當的處理。 

 

誠然，要達到良好的室內空氣質素需要多方面人士的充分配合，包括設計者、管

理者及使用者，並以獲得一個健康舒適的環境為最終目標。希望藉著本指引的訂

立，能夠增加市民對室內空氣質素的關注，並透過指引所提及的方法逐步達致良

好的室內空氣質素，共同建立一個舒適、清新、健康的宜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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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好地管理及跟進建築物內的室內空氣質素，建議定期對建築物及使用者

的情況進行記錄及更新，從而建立與室內空氣質素有關的資料檔案。以下附件 A

至附件 C 可供參考之用，以收集並了解建築物使用者狀況、通風或空調系統操

作情況及污染物來源等資料。 

 

附件 A  

室內空間使用者狀況調查表 

 

一般個人資料  

年齡：             歲 

性別： □ 男性  □ 女性   

就業狀況？ □ 僱主  □ 僱員 

工作屬什麼性質？ 管理／專業／技術／文職／接待／其他          

1. 建築物及辦公室基本資料： 

 

2. 辦公室使用狀況資料： 

 你在這建築物內工作了多長時間？  ______年 

 你每星期有多少小時逗留在辦公室？  ______小時 

 你每天有多少小時利用電腦工作？  ______小時 

 你會否在辦公室內飲食？  □ 會  □ 否   

 

3. 辦公室使用人身體狀況資料： 

 在最近的四個星期內，當你在本建築物工作時，你有否出現下列徵狀？如有，有多

頻密？當你下班後，這些症狀會怎樣？ 

建築物種類 □ 商業  □ 工業  □ 辦公室  其他 __________ 

建築物位置 _________區 

辦公室樓層 _________樓 

辦公室所安裝的空調系統種類？ □ 中央空調  □ 窗口式  □ 沒有安裝 

辦公室有否安裝任何空氣淨化裝

置？ 

□ 有  □ 沒有  □ 不清楚 

如答案是有，那是什麼類型？  _________________  

你覺得有沒有任何改善？  □ 有  □ 沒有  □ 不清楚 

辦公室有否茶水間/廚房？ □ 有  □ 沒有  □ 不清楚 

辦公室有否窗戶？ □ 有  □ 沒有  □ 不清楚 

若答案是有，可否把窗打開？  □ 可以  □ 不可以 

辦公室有否舖設地氈？ □ 有  □ 沒有  □ 不清楚 

有多少人在同一樓層工作？ ______人 

最近 30 天內辦公室有否進行翻新工

程？  

□ 油漆  □ 舖地氈  □ 間隔   

□ 其他（請詳細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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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狀 出現頻率 
當你下班後，這些症狀會： 

有好轉    保持不變 惡化 

眼睛乾燥、痕癢或流眼水 ____天/週    

流鼻涕（鼻炎） ____天/週    

鼻塞 ____天/週    

鼻竇閉塞 ____天/週    

咽喉疼痛或乾燥 ____天/週    

咳嗽 ____天/週    

在做運動時喘氣／哮喘發作 ____天/週    

氣促／呼吸因難 ____天/週    

噴嚏 ____天/週    

有痰／黏痰 ____天/週    

眩暈 ____天/週    

頭痛 ____天/週    

皮膚乾燥或痕癢 ____天/週    

皮膚發紅、發熱 ____天/週    

作嘔 ____天/週    

異常的疲倦、勞累或昏昏欲睡 ____天/週    

記憶困難或難以集中精神 ____天/週    

胃痛 ____天/週    

肌肉疼痛 ____天/週    

腹瀉 ____天/週    

發燒 ____天/週    

 你在最近 90 天內，曾患上多少次傷風／流行性感冒？  ______次 

 在最近 90 天內你共請了多少天病假？  ______天 

 

4. 其他： 

 你覺得辦公室內的空氣質素有沒有任何特別問題？  

  □ 塵粒  □ 空氣不流通  □ 霉菌  □ 燈光  □ 氣味： ___________  

    □ 其他（請詳細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你對辦公室的下列狀況怎樣評級：  

空氣質素：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 非常差 

舒適因素：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 非常差 

清潔程度：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差  □ 非常差 

 

(以上資料參考香港「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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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室內通風或空調系統檢查表  

 

樓宇名稱：                          地址：                             

填寫人：                            日期：                              

 

1. 外氣供應設備檢查  

 通風系統打開時，外氣入口是否被阻塞                   

 進氣口是否有氣體送出                               

 所有的控制系統是否運作正常                         

 是否有氣流短路的跡象                              

 外氣進氣口是否有氣體進入                           

 定時系統設定是否正確                               

 節能裝置及冷凍控制系統功能是否正常運作               

 供氣及回氣扇是否正常運作                           

 可變風量系統在部分負載的情況下，是否能提供足夠的

外氣   

 

2. 空氣調節單元檢查  

 機械室是否保持乾淨且無任何雜物                      

 過濾器是否乾淨且安裝正確                           

 水盤是否保持乾淨、適當傾斜，且正常排水                

 盤管是否乾淨                                      

 機械設備或風管是否有任何漏洞                       

 燃燒管是否在正常運轉狀態                           

 在最差的情況下，是否沒有氣體從燃燒風管回流           

 

3. 排氣單元檢查  

 在需要時，排氣功能是否可啟動                        

 排氣風扇是否能運轉                                

 室內空氣是否由正確的排氣風口排出                    

 排氣是否將污染物由使用者端排出              

 排氣室是否處於負壓，以使補注的空氣能輕易進入         

 

(以上資料參考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I-BEAM)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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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室內空氣污染物源頭調查表 

  

樓宇名稱：                          地址：                             

填寫人：                            日期：                              

 

1. 建築物外圍源頭： 

□ 垃圾站  □ 車輛交通道路  □ 發電廠  □ 建築工程活動  □ 工業煙囪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保養活動： 

 類型： □ 焊接  □ 燈光測試  □ 空調測試  □ 設備測試  □ 其他： ________ 

 含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物品：                                            

 上述物品的儲存地點：                                                      

 

3. 內務活動： 

 類型： □ 清潔  □ 除蟲  □ 其他： ________ 

 清潔用材料、化學品或除蟲劑：                                            

 上述物品的儲存地點：                                                      

 

 

4. 特別用途／混合用途範圍：  

 
存在 

(是/否) 

若答案是 

(請說明地點) 

與辦公室的聯繫 

專用通風系統 專用排氣扇 門口通道 

吸煙間           

實驗室           

影印房           

廚房/茶水間       

卸貨區           

停車場          

 

 

5. 意外事件：  

損害 (曾)有/沒有 地點 何時 

火警    

水浸    

冒煙    

濺溢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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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出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氣味及塵埃的翻新活動：  

活動 地點 何時 備註 

油漆             

新地氈             

重舖屋頂             

新傢具             

更換分隔物或移動

內部的牆              

   

新空氣槽             

新地板    

 

(以上資料參考香港「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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