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問題與解答 

有關通風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第1頁，共7頁  發送有關通風的問題至電郵地址： 

  dph.doc.ventilation@sfdph.org 
   

常見問題與解答 (FAQ)：一般通風 
在2021年3月10日的最新更新 

 
以下常見問題與解答是由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FDPH) 制

定，提供給本地機構使用，並將發佈在網址https://www.sfcdcp.org/covid-ventilation。資訊可能會

隨著知識、社區傳播、個人防護設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的供應、檢測及疫苗供

應的變化而有所調整。  

 
對象：非醫療保健機構（包括商業、公司、辦公室、學校、宗教團體和類似機構）。因為在醫療

環境中，通風系統需要用作控制某些有危害或危險的活動，因此醫護人員和急救人員應與他們的

感染控制和安全及健康團隊核實相關資訊，以獲取進一步的指引。關於醫療保健機構的其他資

訊，請參閱發佈在網址www.sfcdcp.org/covid19hcp下的「Health Care Exposures」（醫療保健新型

冠狀病毒接觸）章節中的更多資訊。  

 

常見問題與解答  
1. 我注意到，已經有成熟的技術可以提供無菌空氣，而這種技術已經在醫院使用了數十
年。[………] 由誰負責實行這些措施？三藩市已經實行的措施有哪些？新增加的問題 ..................... 2 

2. 我讀到過有關二氧化碳的測量可以確定建築物中哪些地方有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風

險的資訊。您對此有什麼看法？新增加的問題 ....................................................................................... 2 

3. 我們在三藩市的房地產公司設有公司辦公室。辦公室佔有大樓一層的空間。[………] 我

們是否仍然需要張貼這張海報？我們的辦公室有門禁，所以沒有人可以在未預約的情況下

隨意進入。新增加的問題 ............................................................................................................................ 3 

4. 如果我的個人服務商業所提供的個人服務是需要顧客除下他們的面罩，並且我在單獨的房
間或有窗簾隔開的場地提供服務，我是否需要在每個地點都使用攜帶式的空氣淨化器 (PAC)？ .. 4 

5. 我住在一棟有42個單位的大型公寓大樓裡。我的問題是，走廊裡的門窗是否應該打開讓走

廊通風，以盡量減少COVID新型冠狀病毒在空氣中的積累？ ............................................................... 4 

6. 如果我營運的餐館、健身中心或個人服務商業有多個房間或封閉場地，但是我唯一可以確
保通風的措施是打開我的前門，這樣做是否足以符合公共衛生局命令的規定？ ............................ 4 

7. 如果我商業的門是通往另一個室內空間，而非通往有戶外新鮮空氣的空間，這樣是否符合
打開門窗規定的要求？如果營運空間位於購物中心或健身中心內呢？ ............................................. 4 

8. 當戶外溫度較低時會使用我們的HVAC暖氣、流通及空氣調節系統的加熱功能。[………] 您是

否建議不要在天氣寒冷時使用暖氣系統，而只是多穿些衣服？ .......................................................... 5 

9. 進行空氣流通可行嗎？ — 在天氣和暖的季節，我們會打開空氣調節系統 (AC) 以過濾空氣。

但是在天氣寒冷時，我們是否將空氣調節系統關閉或只打開風扇功能，而不使用冷卻或加熱功

能？ .................................................................................................................................................................. 5 

10. 可以使用紫外線 (UV) 來進行空氣消毒嗎？ ...................................................................................... 5 

資料來源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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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與解答 

有關通風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第2頁，共7頁  發送有關通風的問題至電郵地址： 

  dph.doc.ventilation@sfdph.org 
   

1. SFDPH（三藩市公共衞生局）您好，我注意到，已經有成熟的技術可以提供無菌空

氣，而這種技術已經在醫院使用了數十年。 

SFDPH（三藩市公共衞生局）是否有任何關於使用以下通風措施的規定、檢查人員、

認證等資訊： 

a) 在通風混合調配措施中增加利用清潔的戶外空氣 

b) 最低效率報告值 (Minimum Efficiency Reporting Value, MERV) 為13的過濾器或高

效力微粒空氣 (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HEPA) 過濾器 

c) 將每小時的換氣量增加到20（如此一來，完全更換一次整個房間的空氣的時間

將只需要15分鐘或更短的時間） 

d) 使用紫外線C (Ultraviolet-C, UV-C) 或殺菌紫外線 (Ultraviolet, UV) 對人們頭頂上方

和/或暖氣、流通及空氣調節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管

道內的空氣進行殺菌。 

e) 透過氣流設計以提高這些措施的有效性，並減少位於房間「下風處」的人士接

觸到其他人的感染性微粒。 

透過這些調整措施的正確組合，可以大幅提高安全的室內環境的最高可容納人數。由

誰負責實行這些措施？三藩市已經實行的措施有哪些？ 

根據《加州法規》(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第24章 (Title 24)《建築標準條例》(Building 

Standards Code) 的規定，對於醫院和醫療保健機構有特定的通風規定。由於與其他商業和住宅

建築相比，這類建築所需的機械式通風系統規模要大得多，有時甚至更為複雜；因此，實施

這些工程通常需要進行新建或重大翻新。在正常情況下，由於能源成本的考慮，根據第24章

的規定，並不允許其他類型的商業和行業使用醫院/醫療保健機構類型的通風系統。對於醫院/

醫療保健場所來說，這些成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大規模應用，便會導致建築運營商的

成本大幅提高，並對加州脆弱的能源網帶來負擔。 

  
遠早於在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之前，三藩市市和縣政府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CCSF) 及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DPH) 就已經加強了《三藩市

衛生法規》(San Francisco Health Code) 第38條 (Article 38) 所要求的通風規定，以便在指定的空

氣污染物接觸空間(Air Pollutant Exposure Zone) 內開展新的高敏感度用途的開發/建設，以及致

力於將建築物建設為「環保」建築。針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DPH（公共衛生局）已

發佈了關於改善建築物通風的指引。然而，如果要進行實質性的升級（例如醫院/醫療保健機

構類型的通風系統），便需要州政府和CCSF三藩市市和縣政府層級雙方面的改變。我們需要

仔細考慮這些升級改造的巨額成本對已經遭受財務打擊的商業的影響。 

 
請在此網址了解關於《三藩市衛生法規》第38條的更多資訊：

https://www.sfdph.org/dph/EH/Air/Article38.asp 

2. 我讀到過有關二氧化碳的測量可以確定建築物中哪些地方有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傳

播風險的資訊。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二氧化碳的測量可能是有用的，但需要仔細規劃，以確保所進行有代表性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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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與解答 

有關通風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第3頁，共7頁  發送有關通風的問題至電郵地址： 

  dph.doc.ventilation@sfdph.org 
   

在我們自然呼吸和人工呼吸的過程中，二氧化碳在一般情況下都存在於我們呼吸的空氣中；

通常的濃度範圍是百萬分之 (Parts Per Million, PPM) 350至450。它也是您呼出的氣體中的一種

成分，但是呼出的氣體的二氧化碳含量濃度要高得多，範圍通常在40,000至50,000 PPM（4%至

5%）以內。在沒有利用二氧化碳的作業流程（例如碳酸飲料(氣水)的生產、專用焊接和容器的

「惰性化」），或者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的作業流程（例如某些類型的發酵過程）的情況下，

二氧化碳水平超過「一般情況下的濃度」的350至450 PPM，便表示通風量跟不上人們在房間

或封閉空間的呼吸量。在這種情況下，二氧化碳的含量升高也可能伴隨著呼出的小飛沫（生

物氣霧）的增加，而這些小飛沫可能含有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冠狀病毒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在理想的情況下，室內的二氧化碳濃度應與

戶外相同 (350至450 PPM)；實際上，將濃度保持在600 PPM以下，就明顯表示通風系統正在淨

化該房間或空間的空氣。 

 
為了進行準確、有代表性的二氧化碳測量，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 低價的二氧化碳監測儀在有關濃度方面的數據可能不夠可靠（一般情況下的濃度至600 

PPM）；根據儀器的不同，與參考儀表相比，儀器的讀數可能會偏低、偏高或時高時低

（即是不可預測）。至少有部分低價的二氧化碳監測儀是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銷售，即

是監測園藝活動的空氣質素，在這類活動中，被引入到空間的二氧化碳的濃度要高得多，

以刺激植物生長。  

在使用二氧化碳監測儀來評估空間的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風險程度之前，必須有一種方

法來驗證監測儀的功能。您可以請工業衛生或室內空氣質素專業人員將您的監測儀的功能

與專業設備進行比較，也可以購買並使用具有已知二氧化碳濃度的校準氣體來進行校對。

在熟知的環境（例如戶外空氣）中長時間運行，可以讓告您知道監測儀表的波動情況，而

對著監測儀急劇呼氣並驗證讀數是否增加，可以讓您了解監測儀表的可靠性如何。 

• 二氧化碳監測儀不能隨意固定在房間或空間內方便安裝的牆壁上或位置上。由於房間特有

的氣流和低度混合區（「死角」），需要在整個房間或空間的容納人數達到上限的情況

下，使用監測儀來對房間或空間中的多個位置進行測量。在有人占用的情況下，房間中二

氧化碳含量最高的地方應作為例行監測的目標。 

3. 我們在三藩市的房地產公司設有公司辦公室。辦公室佔有大樓一層的空間。除了郵遞

員或不定期的辦公用品公司來送貨外，我們沒有訪客。我們是否仍然需要張貼這張海

報？我們的辦公室有門禁，所以沒有人可以在未預約的情況下隨意進入。 

根據《公共衛生局命令》的規定，「所有在室內運營並為公眾提供服務的商業（包括必要商

業），除了要符合第 24章醫療保健機構通風規定的醫院和診所外，都必須在顯眼位置（包括

所有主要公共入口處）張貼標誌，說明他們在場所內採行了以下哪些通風措施：所有可引入

戶外新鮮空氣的可運作門窗都保持打開的狀態；正常運作的暖氣、流通及空氣調節(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系統；每個房間均配備呎吋適當的攜帶式空氣淨化

器；或以上均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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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與解答 

有關通風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第4頁，共7頁  發送有關通風的問題至電郵地址： 

  dph.doc.ventilation@sfdph.org 
   

4. 如果我的個人服務商業所提供的個人服務是需要顧客除下他們的面罩，並且我在單獨

的房間或有窗簾隔開的場地提供服務，我是否需要在每個地點都使用攜帶式的空氣淨

化器 (Portable Air Cleaner, PAC)？  

SFDPH（三藩市公共衞生局）強烈建議您在每個您會提供個人服務（顧客需要除下他們的面

罩）的地點使用另外的PAC (Portable Air Cleaner) 攜帶式的空氣淨化器。 

5. 我住在一棟有42個單位的大型公寓大樓裡。我的問題是，走廊裡的門窗是否應該打開

讓走廊通風，以盡量減少COVID新型冠狀病毒在空氣中的積累？ 

在這棟公寓大樓的每一層樓，走廊的盡頭都有一扇窗戶。此外，每層樓還設有一個公

用的門，平時都是關閉的狀態。這扇門通向每層樓的垃圾滑槽，在這裡還有一個樓梯

出口，通向地下層的垃圾和回收地點，而在這個地點有從戶外向內流通的空氣通風。

一般來說，走廊裡的門窗都是保持關閉的狀態。天氣炎熱的時候，我有時會打開我自

己居住樓層的門窗。  

由於走廊等公共地方的自然通風不僅要遵循消防法例規定，還要考慮安全問題，因此樓房管

理人員/業主參與討論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在此提供的意見並不能用來替代這樣的討論。一般

來說，我們鼓勵在任何由有多個群體的人士（「社交群組」）使用的地方增加新鮮空氣通

風。打開窗戶和打開選定的門是增加新鮮空氣通風的一種方法，改變機械式通風系統的設定

也是增加通風的方法。攜帶式空氣淨化器可用在某些類型的公共地方以過濾空氣中的污染

物；由於走廊的長度較長而寬度較窄，因此並不一定適合使用攜帶式空氣淨化器。 

6. 如果我營運的餐館、健身中心或個人服務商業有多個房間或封閉場地，但是我唯一可

以確保通風的措施是打開我的前門，這樣做是否足以符合公共衛生局命令的規定？ 

為了符合適用的建築物條例，您的商業需要確保有足夠的自然通風（打開門窗讓戶外空氣向

室內流通），或利用可調節的機械式通風系統，以提供更多的戶外空氣。如果您不確定您的

場所具備有何種類型的通風系統，請諮詢您的業主或管理場所的經理。如果您仍然不確定您

的商業場所是否有足夠的通風量，SFDPH（三藩市公共衞生局）強烈建議您可以在您商業的每

個封閉場地或房間內使用合適的攜帶式的空氣淨化器。 

7. 如果我商業的門是通往另一個室內空間，而非通往有戶外新鮮空氣的空間，這樣是否

符合打開門窗規定的要求？如果營運空間位於購物中心或健身中心內呢？ 

不符合規定，如果您商業的門窗不是通往有戶外新鮮空氣的空間，而是通往另一個室內空

間，您並不符合通風規定的要求。然而，如果您的商業位於購物中心、健身中心或其他完全

封閉的空間內，而且這些空間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該場所應該有可調節的機械式通風系

統，以符合您的通風需求。為了加強安全，您還可以在您的場所內添加一個或多個攜帶式的

空氣淨化器。一般而言，您不應該打開通往其他室內空間的門窗，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導致交

叉污染、通風系統不平衡和/或對建築物的防火/生命安全造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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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與解答 

有關通風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第5頁，共7頁  發送有關通風的問題至電郵地址： 

  dph.doc.ventilation@sfdph.org 
   

8. 當戶外溫度較低時會使用我們的暖氣、流通及空氣調節系統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的加熱功能。我們閱讀到有報導稱當室內空氣溫度升高時，病

毒會更容易傳播。您是否建議不要在天氣寒冷時使用暖氣系統，而只是多穿些衣服？ 

我們不太了解有任何經過同行評審的文獻表示過溫度變化會引起病毒傳播的變化。然而，較

低的溫度確實會容易引起眼睛和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令您不由自主地觸摸您的眼睛或擦拭

您的鼻子，從而增加手與黏膜（眼睛、鼻子或嘴巴）接觸的風險。除非嚴格遵循手部衛生習

慣，否則可能會增加接觸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 

9. 進行空氣流通可行嗎？ — 在天氣和暖的季節，我們會打開空氣調節系統 (Air 

Conditioning, AC) 以過濾空氣。但是在天氣寒冷時，我們是否將空氣調節系統關閉或只

打開風扇功能，而不使用冷卻或加熱功能？ 

在基本的通風系統中，將風扇設定為連續運轉是不會影響暖氣或冷卻的功能。當自動恆溫器

「識別」到室溫適當時，風扇將在不啟動暖氣或冷卻功能的情況下運行；但是，如果溫度超

出設定的範圍，就會在進行空氣流通的同時啟動暖氣或冷卻功能。 

10. 可以使用紫外線 (UV) 來進行空氣消毒嗎？ 

使用UV紫外線的方式有多種多樣，對於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預防，其中一些方式比其他

方式會更有效： 

房間上空紫外線殺菌系統 (Upper Room UV System)，該系統將高能UV紫外線燈設置在房間上方

進行照射，而房間使用者是無法接觸到它的，並使用從天花板吊下的風扇使空氣向上流通至

照射區域。電源、UV紫外線燈和風扇的放置以及燈周圍的防護擋板（以防止接觸）等具體操

作均需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來確保安全及有效地安裝相關設備。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確實認可房間上空紫外線殺菌系統為預防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以及肺結核 (Tuberculosis, TB) 等其他傳染病的一種選項。 

管道內紫外線殺菌系統 (In-Duct UV System)，該系統將高能UV紫外線燈放置在通風供應管道

內。同樣，此類系統需要進行專業的測量、安裝和維護，但CDC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認為

該系統亦是為預防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有效方式。 

室內紫外線移動系統 (In-Room Mobile System)，該系統的最基本模式是在一個或多個高能UV紫

外線燈下安裝輪子，用於對空置房間的各個表面進行消毒。這些設備用於對預先清潔過的表

面進行消毒，而不是對空氣進行消毒。CDC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尚未確認該系統可用於預

防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並且僅有有限的經過同行評審的文獻指出此類設備對其他病原生

物進行表面消毒的功效。 

裝置有UV紫外線燈的攜帶式空氣淨化器 (PAC) — 部分製造商在他們的PAC攜帶式空氣淨化器中

配備了UV紫外線燈。尚未有經過同行評審的文獻表明，此類燈對PAC攜帶式空氣淨化器的空氣

過濾起到任何作用，並且如同消費者聯盟 (Consumer’s Union)（消費者報告）和哈佛大學公共

衛生學院/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學

院工作組等團體便反對多花錢購買裝置有UV紫外線燈的PAC攜帶式空氣淨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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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紫外線「消毒棒」— 許多賣家（包括在互聯網上銷售的賣家）出售用於對表面和/或空氣進

行消毒的「消毒棒」。尚無證據表明這些消毒棒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或其他病原生物具

有消毒作用。 

注意：熒光燈管型UV紫外線燈的汞含量通常比其他類型的熒光燈管要高得多。處理和使用此

類燈管時必須格外小心。發射LED的紫外線燈尚未被證實可以提供任何類型的消毒作用。 

資料來源 
如您有關於通風的疑問，請將您的問題發送至此電子郵件信箱：dph.doc.ventilation@sfdph.org。 

 
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SFDPH) 

• 網址：www.sfcdcp.org/covid19  

• 網址：https://www.sfcdcp.org/COVID-Ventilation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 在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營運學校：CDC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發佈的注意

事項 

• Wildfire Smoke and COVID-19: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nd Resources for Air Resource 
Advisor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野火煙霧和COVID-19新型冠狀病

毒：空氣資源顧問和其他環境衛生專業人員的常見問題與解答和資源）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 

• Reducing the Risk of COVID-19 Using Engineering Controls（使用工程學控制以降低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風險） 

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 

• 有關在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期間工業環境通風的白皮書 

美國暖氣、冷卻及空氣調節工程師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Engineers, ASHRAE) 

• Guidance for Building Oper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OVID-19（在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肆虐期間建築物的營運指引）  

• ASHRA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Address COVID-19 Concerns（可用的ASHRAE資源以解決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顧慮） 

• ASHRAE Reopening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C19 Guidance（ASHRAE的重新開啟學校和大學

的C19指引） 

• Standard 62.1-2019 Ventilation for Acceptable Indoor Air Quality（標準為62.1-2019的可接受

室內通風空氣質素） 

（請注意 - 此文件為付費文件。ASHRAE提供的是免費網上連結至只讀版本的網頁；請尋

找標準62.1-2019文章） 

家居電器製造商協會 (Association of Home Appliance Manufacturer) 

• 已獲認證的攜帶式空氣淨化器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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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攜帶式空氣淨化器測試的資訊 

美國環境保護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 Ventilation and COVID-19（通風與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 Indoor Air in Homes and COVID-19（家居室內空氣與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工程學院 

• Harvard-CU Boulder Portable Air Cleaner Calculator for Schools（哈佛大學—科羅拉多大學博

爾德分校為學校提供的攜帶式空氣淨化器計算工具） 

世界衛生組織 

• 問題與解答：公共空間和建築物的通風和空氣調節系統以及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 重新開啟學校—通風是降低傳播風險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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