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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操作說明會 

 

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 項

規定，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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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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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第一批公告場所應於 105年 6月 30日前完成定期檢

測，本署已建置「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並預

計辦理 4場次「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操作說明會」，

現場提供電腦設備，由講師操作示範予系統流程及使用方式，

協助第一批公告場所在完成定期檢測作業後，併同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進行申報，並使直轄市、縣(市)環保機

關瞭解後續查核方式。 

 

時間: 北部場 105 年 5 月 26日(星期四) 上午 9點~12 點 

 中部場 105 年 5月 27 日(星期五) 上午 9點~12 點 

 南部場 105 年 5月 31 日(星期二) 上午 9點~12 點 

 東部場 105 年 6月 2 日(星期四) 上午 9點~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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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區域 地點 人數 

北部 
明志科技大學學綜合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號) 
263 人 

中部 
文化大學台中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號 3 樓) 
108 人 

南部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3 演講室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124 人 

東部 
宜蘭大學工學院 1 樓演講廳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126 人 

備註:  

1. 如報名場次已額滿時，將安排於鄰近場次說明會。 

2. 場地使用人數有限，原則各單位限派 1名種子人員報名。 

 

參與對象：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一批公告場所 

直轄市、縣(市)環保機關人員 

 

聯絡人： 

本署：空保處一科謝議輝環境技術師(02)2371-2121 轉 6106 

本署委辦單位連絡人：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王凰瑾小姐(02) 2762-1808轉 531 

                    林軒嘉小姐(02) 2762-1808轉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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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議程表 

時間 時程內容 講師 

09:00~09:20 報到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09:2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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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 

09:40~10:00 申報系統架構說明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連堯博士 (暫定) 

10:00~10:20 休息  

10:20~11:00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

作-公告場所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連堯博士 (暫定) 

11:00~11:40 

申報系統介面及操

作-地方政府機關

環保局 

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連堯博士 (暫定) 

11:40~12:00 Q&A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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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報名表： 

 

服務單位  

單位名稱  部  門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通訊地址  

E-mail  專責人員 □ 是    □否 

報名場次 

□ 第一場–南部場 (5 月 26 日) 

□ 第二場–中部場 (5 月 27 日) 

□ 第三場–北部場 (5 月 31 日) 

□ 第四場–東部場 (6 月 2 日) 

午餐 □ 葷食 □ 素食 

說明 

1. 請貴單位以轄區鄰近場次進行報名。(如報名場次已

額滿時，將安排報名單位於鄰近場次) 

2. 場地使用人數有限，原則各單位限派 1 名種子人員報

名。 

3. 報名請於 105年 5月 24日(星期二)前 email至本署委

辦單位恆康公司信箱：huangchin@upga.com.tw 或傳

真至 02-2762-1008 王凰瑾小姐/林軒嘉小姐收。 

4. 為響應節能減碳及無紙化作業，請搭乘會議預備之交

通工具，並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5. 未報名者請勿進入會場。 

※ 為統計參加人數，請盡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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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交通位置): 

北部說明會地點: 明志科技大學綜合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號 

 

 

 

 

 

 

 

 

 

 

 

 

 

搭捷運 

新莊線至丹鳳站一號出口，轉 637、638、801、880 號公車至本校。 

 

公   車 

三重客運 637 五股─臺北、三重客運 638 五股─捷運南京復興站、指南客

運 801 五股─松山機場、三重客運 858 樹林─林口長庚醫院、指南客運 

880 樹林站─淡海站、指南客運 883 樹林─淡海站、指南客運 898 迴龍─

長庚醫院、指南客運 797 五股─市政府、指南客運 798 五股─臺北、指南

客運 1501 五股─動物園、指南客運 1503 五股─動物園 

 

自行開車(車位有限，請盡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高速公路五股交流道下(14號出口)往新莊、泰山。經新五路至新北大道(二

省道)右轉，直行至貴子路口右轉至明志路左轉，於明志路繼續前行約 100

公尺右轉即可見椰子林道之校門。 

由台北車站走忠孝橋，直行高架道路，下到平面道路之後直行至貴子路口

右轉，貴子路直行明志路左轉，於明志路繼續前行約 100公尺右轉工專路，

即可見椰子林道之校門(台北車站至本校約 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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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說明會地點: 文化大學台中推廣教育中心 

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 

 

公  車─ 

請自備悠遊卡搭乘台中市公車，享有 10 公里免費搭乘優惠，歡

迎多加利用。(優惠辦法依台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由海線地區前來者，搭乘往台中火車站方向之公車，於【朝馬

站】下車即可抵達。  

※由台中火車站前來者，搭乘往台中榮總方向之公車，於【朝馬

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優化公車前來者，於【秋紅谷】下車即可抵達。公車號碼

300~308 均為優化公車，計 9 條路線，均可抵達本校。 (註：

優化公車乃指，行駛於台灣大道路段之公車專用道)  

※優化公車路線導引： 

300：往返於台中火車站與靜宜大學 

301：往返於靜宜大學與新民高中 

302：往返於台中航空站與台中公園  

303：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4：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5：往返於大甲、鹿寮與台中火車站 

306：往返於清水、梧棲、台中火車站 

307：往返於梧棲觀光漁港與新民高中 

308：往返於關連工業區與新民高中  

(詳細路線請參照台中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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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於中港交流道下出口匝道，往台中市方向前進，沿

台灣大道直行，至河南路迴轉即可抵達。  

2. 台 74 號快速道路(或稱中彰快速道路，或稱台 74 號環線)：  

3. 由國道三號霧峰段連接 74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三】下出口

匝道(出口標示為西屯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

示為朝馬路)均可抵達。  

4. 由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連接 74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一】下

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市政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

口標示為青海路)均可抵達 

5. 提醒您：※本大樓附設地下停車場(B2)，每小時收費 40 元。

B2停車場請搭 A 棟電梯至本部 3 樓，如遇電梯無法直達 3樓

(B棟電梯無法直達 3樓)，請至 1 樓轉乘 A 棟電梯至 3樓。※

上安路、至善路、黎明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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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說明會地點: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地址: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光復校區 B1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南下： 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永康交流道右轉 → 沿中正北路、中正南
路(南向)往台南市區直行 → 中華路左轉 → 沿中華東路前進 → 

於小東路口右轉，直走即可抵達本校。【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
國道 8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北上： 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
南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即可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
（北向）】 

搭乘火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即為本校光復

校區。 

搭乘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至高鐵台南站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號出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約 30分

鐘一班車，20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成功大學自台南火車站後站

步行即可到達。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資訊平台系統操作說明會 

10 

 

東部說明會地點:宜蘭大學工學院 1樓演講廳 

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台鐵 

 

可搭乘台鐵至宜蘭火車站下車後，搭乘計程車、公車或
步行約 15分鐘，即可抵達本校。 

國道客運（葛瑪
蘭客運、首都客
運、國光客運） 

可搭乘國道客運至宜蘭轉運站下車，搭乘計程車、公車
或步行約 15分鐘，即可抵達本校。 

自行開車
(24.746111, 

121.749167) 

由國道 5 號(蔣渭水高速公路)宜蘭交流道(38k)下高速公
路後，沿高速公路下之平面道路 （縣 191 甲）直行，
至縣民大道二段路口右轉直行接嵐峰路，行至進士路口
右轉直行約 500 公尺即達本校。 

市區公車(小巴
士) (宜蘭勁好
行) 

前往轉運站、火車站搭乘地點如下(點擊路線圖片可連至
時刻表)： 

(一) 751(宜蘭轉運站－普門醫院)：伯朗咖啡館對面搭車 

(二) 753(宜蘭轉運站－雙連埤)：伯朗咖啡館對面搭車 

(三) 771(大福路口─宜蘭後火車站─金六結)：伯朗咖啡館
前搭車 

(四) 772(新生國小－縣政中心)：伯朗咖啡館前搭車 

 

https://www.niu.edu.tw/images/aboutniu/transportation/drive_map.jpg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www.kamalan.com.tw/route.php
http://www.kamalan.com.tw/route.php
http://www.capital-bus.com.tw/3.php
http://www.capital-bus.com.tw/3.php
http://www.kingbus.com.tw/index.php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9C%8B%E7%AB%8B%E5%AE%9C%E8%98%AD%E5%A4%A7%E5%AD%B8/@24.746179,121.746019,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7e4ebcdec6453:0xa9e83d2e678aed51?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9C%8B%E7%AB%8B%E5%AE%9C%E8%98%AD%E5%A4%A7%E5%AD%B8/@24.746179,121.746019,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7e4ebcdec6453:0xa9e83d2e678aed51?hl=zh-TW
http://e-landbus.tw/eLandBus/
http://e-landbus.tw/eLandBus/
https://www.niu.edu.tw/index.php?artical=1&about=7#bus751
https://www.niu.edu.tw/index.php?artical=1&about=7#bus753
https://www.niu.edu.tw/index.php?artical=1&about=7#bus771
https://www.niu.edu.tw/index.php?artical=1&about=7#bus771
https://www.niu.edu.tw/index.php?artical=1&about=7#bus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