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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影響整體人類生活與環境，因此聯合國與世界各

國便更重視「健康建築」的防疫設計，全球各重要的「健康建築認證系統」(WELL 健康建築、

UL/ Fitwel 認證、Reset 認證等)，皆成為重要的健康防疫設計參考與驗證基準。本研究以 WELL 

健康建築認證基準作為標準，針對極敏感族群「嬰幼兒」之環境（建材、家具等）與產品(嬰幼

兒產品、母嬰用品等)作為健康建築標準之驗證項目，研究以「Well For Baby」之兒童可接受或

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甲醛為 27ppb、TVOC 為 220μg/m3），以實驗檢測方式（參考 JIS 

1901 標準小型環控箱逸散法）抽樣市面常見之「建材」(3 件板材類產品)與「家具」(1 件嬰兒床)

及「母嬰用品」(34 件床墊、衣物、沐浴乳液等)，進行其「小尺寸環控箱逸散測試法」測試影

響室內空氣品質之「甲醛」與「總揮發性有機化物(TVOC)」，結果顯示，以「Well For Baby」

之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發現許多甲醛與 TVOC 逸散濃度超過基準值甚至

最大逸散濃度達到超過標準之 100 倍，此類產品成為室內空氣污染來源之一，影響嬰幼兒健康

安全，以「原生建築」觀點來看，此部分可以透過源頭管制方式，在新建建築設計時即考量健

康建築中相關材料、家具、用品與通風之設計方式，藉由設計、檢測與驗證等共同管制室內空

氣之健康安全。 

 

關鍵詞：健康建築、室內空氣品質、嬰幼兒環境、母嬰產品、逸散濃度 

 

Pilot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y Building 

Certification System to Infant Environment and Products 

 

Abstract 

In 2019,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COVID-19) epidemic hit the world and affected the overall 

human life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placed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2 

more emphasis on the anti-epidemic design of "healthy buildings". UL/Fitwel certification, Reset 

certification, etc.) have become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and verification benchmarks for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design. This research uses the WELL healthy building certification standard as 

the standard and aims at the environment (building materials, furniture, etc.) and products (infant and 

toddler products, maternal and child products, etc.) of the extremely sensitive group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s the verification project of the healthy building standards. "Well For Baby" children 

can accept or more stringent standards as the verification benchmark (27ppb for formaldehyde, 

220μg/m3 for TVOC), and sampling by experimental detection method (refer to JIS 1901 standard 

small environmental control box escape method) is common in the market "Building materials" (3 

pieces of board products), "furniture" (1 piece of the crib) and "Mother and baby products" (34 pieces 

of mattresses, clothing, bath lotion, etc.), carried out their "small-sized environmental control box 

escape test" According to the test of "Formaldehyde" and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 which affect indoor air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ndard acceptable to children of 

"Well For Baby" or more stringent standards was used as the verification standard. It was found that 

many formaldehyde and The fugitive concentration of TVOC exceeds the limits value, or even the 

maximum fugitive concentration exceeds 100 times the standard. Such produc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sources of indoor air pollution, affec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control method considers the design methods of related materials, furniture, supplies, and ventilation in 

healthy buildings when designing new buildings and jointly control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indoor air 

through design, testing, and verification. 

 

Keywords: Healthy Buildings, Indoor Air Quality, Environment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 Infant 

Products, Emission Concentration 

 

一、前言 

每人一生約有90％的時間在廣義的建築室內環境，室內環境健康問題長期影響居住者之健

康與安全，其中又以「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為重要項目與議題，建築室內在新裝

修與通不良狀態下，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更高於室外空氣污染物濃度，例如在室內空氣中常見

之污染物「甲醛」與「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其逸散來源主要是室內建材、家具及使

用物品，因此，我國在1999年推動「綠建築標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與2004年推動「綠

建材標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0），皆是將影響室內健康之建材予以鼓勵規範，「綠建築標

章」中「室內環境指標」即將「室內裝修建材」與「通風換氣」作為評估項目，並搭配「綠建

材標章」之「健康綠建材」進行管理，在建築設計與材料應用上，可直接採用「標章認證系統」

來確保「室內健康環境」。然而在2019年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全球，聯合國與世界衛

生組織皆積極回應COVID-19  Response 以作為防疫策略，其中大部分研究與政策指出，以美國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定之「防

疫控制等級」作為防疫策略，而防疫等級中「工程控制」(Engineering Control)(U.S. CDC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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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有效的防疫與隔離設計，此部分多為「建築環境」中之各項控制因子，因此在2020年世界

重要之「健康建築認證系統」(WELL 健康建築、UL/ Fitwel認證、Reset 認證等)，成為重要的

健康防疫設計參考與驗證基準。另一方面，室內空氣品質之標準，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亦公

告相關基準，然而針對極敏感族群「嬰幼兒」之環境（建材、家具等）與產品(嬰幼兒產品、母

嬰用品等)，目前皆無特定之標準與基準作為驗證項目，因此，嬰幼兒在室內環境之生理發展，

極易受到室內空氣品質良莠影響，嬰幼兒時期幾乎100％時間在室內環境中成長，室內空氣品質

成為重要的環境因子，而在母嬰同居的空間，包括使用建築室內裝修材料、家具、母嬰設施用

品等，極容易成為室內逸散污染物源頭，程為長期影響嬰幼兒生理健康的危害問題。因此，本

研究以「Well For Baby」之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甲醛為27ppb、TVOC為

220μg/m3），提出作為「台灣Well For Baby」之驗證基準，提出健康建築認證制度應用於嬰幼

兒環境與產品之初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文獻分析法」與「實驗分析法」兩種方式進行研究分析，首先透過「文獻分

析」方式，蒐集彙整「健康建築認證系統」(WELL 健康建築、UL/ Fitwel認證、Reset 認證等)

與「綠建築標章、綠建材標章」等資料進行比對，以釐清健康基準值之差異程度，並以此作為

分析結果，研擬成「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驗證基準」，以此提供台灣健康建築認證制度應

用於嬰幼兒環境與產品之參考依據。研究另以「實驗分析法」進行量測「嬰幼兒產品」與「建

材及家具等」之逸散污染物至空氣中濃度分析，以實驗檢測方式（參考JIS 1901標準小型環控箱

逸散法）抽樣市面常見之「建材」(3件板材類產品)與「家具」(1件嬰兒床)及「母嬰用品」(34

件床墊、衣物、沐浴乳液等)，進行其「小尺寸環控箱逸散測試法」測試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之「甲

醛」與「總揮發性有機化物(TVOC)」，以此結果作為產品健康安全之判斷分析。 

表 1 小型環控箱測試條件說明 

小型環控箱測試系統 測試條件 

 

依據 JIS A1901 標準 

ISO 16000-9 標準 

溫度：25℃、相對濕度：50％ 

換氣率：0.5 次/小時 

負荷率：0.4-2.0 m2/m3 

小型環控箱測試體積：20L 

測試儀器： 

TVOC- PPbRAE 3000 

甲醛-PPM htV / htV-m  

檢測嬰幼兒環境與產品逸散污染物濃度(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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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 

(一)、健康建築認證基準與內容分析 

本研究參考國際重要的「健康建築認證系統」(WELL 健康建築、UL/ Fitwel認證、Reset 認

證等)，以「WELL 健康建築」作為可應用於臺灣之健康建築認證與驗證系統，WELL 健康建築

為WELL健康建築標準™（美國的健康建築標準）簡稱，WELL 的管理方為美國公益性企業國際

WELL 建築研究院™（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簡稱IWBI™），在WELL健康建築標

準以V1與V2版分析，WELL Standard V2版主要分為「空氣、水、營養、運動、光、熱舒適、聲

環境、材料、精神、社區」等十大類別與「創新」。 

   

圖 1 WELL 健康建築標準認證項目與內容 

 

本研究彙整上述健康建築標準，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因此以「WELL 

Standard V2版」中「空氣、材料」等類別之基準與優化得分條件，作為建構「臺灣Well For Baby

之嬰幼兒環境與產品認證基準」依據。 

 

(二)、建構Well For Baby之嬰幼兒環境與產品認證基準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法與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方式，彙整「健康建築認證系統」相關基準，

以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研究以「WELL Standard V2版」中「空氣、材料」

等類別之基準與優化得分條件，作為建構「臺灣Well For Baby之嬰幼兒環境與產品認證基準」

參考，此部分亦同時比對參考臺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與世界衛生組織「空

氣品質指引基準」，引用與比對參考。研究結果如下，建構「臺灣Well For Baby之嬰幼兒環境與

產品認證基準」，主要以甲醛逸散濃度27ppb、TVOC逸散濃度220μg/m3，此部分以建建築材料、

家具、嬰幼兒用品、母嬰用品等作為驗證基準。而在臺灣Well For Baby嬰幼兒環境上，則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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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空氣污染物濃度(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極細懸浮微粒、氮氧化物、硫化物、臭氧、細菌、

真菌等)，聲環境(音壓等級)、熱舒適環境(溫度、濕度、PMV/PPD)、光環境(視覺敏銳杜、晝夜

節率、演色性、頻閃)，以下節錄說明與本研究相關之認證基準。 

表 2 臺灣 Well For Baby 之嬰幼兒環境與產品認證基準(節錄空氣部分) 

基準項目 基準 單位 說明 

室內甲醛濃度 27 ppb 

參考 WELL 優化、UL/Fitwel、

UL/GreenGuard 等標準，臺灣室內空

氣品質標準甲醛為 0.08 ppm 

室內 TVOC 濃度 220 μg/m3 

參考 WELL 基準、世界衛生組織空氣

品質指引等標準，臺灣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為 12 種 VOCs 共 0.56 ppm 

極細懸浮微粒(PM2.5) 10 μg/m3 
參考 WELL 優化標準，臺灣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為 35μg/m3 

懸浮微粒(PM10) 20 μg/m3 
參考 WELL 優化標準，臺灣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為 75μg/m3 

二氧化碳 750 ppm 
參考 WELL 優化標準，臺灣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為 1000ppm 

一氧化碳 6 ppm 
參考 WELL 優化標準，臺灣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為 9ppm 

氮氧化物 21 ppb 參考 WELL 優化標準 

細菌 1500 CFU/m3 參考臺灣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真菌 1000 CFU /m3 參考臺灣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臭氧 0.06 ppm 參考臺灣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三)、檢測嬰幼兒環境與產品逸散污染物濃度 

本研究透過上述建構之「臺灣Well For Baby之嬰幼兒環境與產品認證基準」，以「小型環控

箱法」進行「嬰幼兒環境與產品」測試，以臺灣北部某獲得「IWBI WELL鉑金級之產後護理之

家」為參考對象，抽樣一般民眾常購買之母嬰用品、建材、家具等進行逸散空氣污染物濃度之

實驗檢測，研究以實驗檢測方式（參考JIS 1901標準小型環控箱逸散法）抽樣市面常見之「建材」

(3件板材類產品)與「家具」(1件嬰兒床)及「母嬰用品」(34件床墊、衣物、沐浴乳液等)，進行

其「小尺寸環控箱逸散測試法」測試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之「甲醛」與「總揮發性有機化物

(TVOC)」，結果顯示，以「Well For Baby」之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發現許

多甲醛與TVOC逸散濃度超過基準值甚至最大逸散濃度達到超過標準之100倍，此類產品成為室

內空氣污染來源之一，影響嬰幼兒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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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檢測嬰幼兒環境與產品逸散污染物濃度(節錄部分樣本) 

檢測樣本名稱 
甲醛 逸散濃度 ppb TVOC 逸散濃度 ppb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水波紋木板 

   

435 869 1130 41.977 90.412 190.511 

F1 木板 

  

1 16 76 0.1 9.687 77.496 

月亮枕 

  

1 15 93 0.1 22.603 51.664 

洗髮乳 

  

10 41 70 70 347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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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彙整以「Well For Baby」之兒童可接受或較嚴苛之標準作為驗證基準（甲醛為27ppb、

TVOC為220μg/m3），建構「臺灣Well For Baby之嬰幼兒環境與產品認證基準」，以實驗檢測方

式（參考JIS 1901標準小型環控箱逸散法）抽樣市面常見之「建材」(3件板材類產品)與「家具」

(1件嬰兒床)及「母嬰用品」(34件床墊、衣物、沐浴乳液等)，進行其「小尺寸環控箱逸散測試法」

測試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之「甲醛」與「總揮發性有機化物(TVOC)」，顯示多件嬰幼兒環境之建

材與家具及母嬰用品皆有超過基準之問題，未來可將此基準與測試方法提供予各界參考及應

用，共同推動確保健康建築認證制度應用於嬰幼兒環境與產品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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