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指南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指南 

2021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2021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指南 
 

 
 

前言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是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的證書之㇐。「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目的是為綠色管理上有卓越成
就的機構訂定基準，鼓勵參加機構在不同範疇實施環保措施及表揚他們在環保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及承諾。
此計劃是㇐項具公信力的認證計劃，亦鼓勵參加機構在不同範疇上自行實施改善措施。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由環境運動委員會 （環運會） 聯同環境保護署及九個機構合辦，分別是：環境諮詢
委員會、商界環保協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總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排名不分先後）。 
 
自2020年起，「香港綠色機構認證」包括四項認證，分別為「減廢證書」、「節能證書」、「清新室內空
氣證書」及「減碳證書」。前三項證書旨在鼓勵參加機構實踐減廢、節能及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的措施，表
揚參加機構達到特定範疇上的環保要求及在不同範疇上自行實施改善目標。另外，「減碳證書」則表揚機
構在減碳方面的量化成果。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申請以上證書的機構須展示他們在特定環保範疇上的承諾以獲頒證書。參與機構可隨時申請任何證書，證
書申請名額不設上限。證書持有者更可透過於多個環保範疇達到相關要求，進而獲取「香港綠色機構」名
銜。有關詳情可參閱「香港綠色機構」的計劃小冊子。此外，主辦機構亦高度鼓勵參與者舉辦不同活動，
以教育同業及其他公眾人士如何保護環境及其所帶來的禆益。 
 
本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指南適用於香港設有辦公室或公眾地方

的企業／機構，其中詳細說明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的規則、程

序和獲取證書的裨益。此外，指南亦向企業／機構簡介可在

其範疇內採用以持續維持室內空氣質素的措施。在此誠摯歡

迎所有企業 ／ 機構參加這項深具意義的認證，以展示他們為

香港創造更美好環境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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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 室內空氣質素為何如此重要？ 
平均而言，我們超過 70%的時間都在住宅、辦公室及其他室內環境中度過。若室內空氣遭污染，會引起頭痛、
眼睛痕癢、呼吸困難、皮膚過敏、嘔吐和疲倦等症狀。呼吸道或心臟病患者更容易受室內空氣污染的影響。
若能改善室內空氣質素，則可提高個人的生產力，減少工作天的損失，進而成就更佳的企業／機構。 
 

1.2 企業／機構可以做什麼？ 
香港許多場所已獲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頒發的證書。各場所／屋宇的持有人或管理人已經
意識到，辦公室和公眾場所的良好室內空氣質量能帶來以下禆益： 
 

 提升使用者的舒適度 
 增加員工的生產力 
 吸引更多住戶或顧客 

 
除了由環境保護署舉辦的「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中之外，場所／屋宇持有人或管理公司可參加香港綠色
機構認證的清新室內空氣證書，進㇐步改善辦公室和公眾場所的室內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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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 

2.1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目的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旨在鼓勵和嘉許各機構超越「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中「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的認
證標準，進㇐步改善本地辦公室和公眾場所的室內空氣質素。 
 

2.2 協力合作架構 
主辦機構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與其他合辦機構共同合辦此證書計劃，並由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技術顧問
（技術顧問）負責統籌、評估和協助機構參與此證書計劃。技術顧問將會與每間申請機構合作，並幫助他們
檢查其企業／機構已實施的室內空氣質素措施，並教育他們可以採取哪些額外措施以在未來改善 。 
 

2.3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的參加資格 
所有於香港擁有辦公室及／或室內公眾場所的企業和機構均可申請。申請機構應為已計劃參加 / 已參加由環
境保護署舉辦的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的機構，並持有由《證書簽發機構》簽發的有效室
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證書和標籤參考樣本 

室內空氣質素指標檢定證書               室內空氣質素指標檢定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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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裨益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表揚公司 / 機構透過達至更佳的室內空氣質素，對保護環境的承諾及投放。參與並能完成

證書要求的證書成員更可獲多重裨益，例如 — 

 

 提高生產效率及競爭力 

  室內空氣質素改善措施可吸引重視改善環境質素的客戶，增加企業的競爭力，並提升企業形象。 
 

 獲得室內空氣質素措施的技術協助 

參加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的機構可於有需要時得到技術顧問提供的協助及技術支援，機構可致電證書熱線
查詢。所有技術顧問服務均為免費提供。 

 
 改善生活質素 

每位香港市民都希望生活舒適愉快，更清新的室內空氣可為公眾締造更優美的環境。 
 

 獲取的清新室內空氣證書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顯示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具領導地位，在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方面的成就更獲得推崇。 

 
 達成室內空氣質素目標而獲得表揚及宣傳 

企業／機構成為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後，將會與政府攜手合作，達成㇐致的環保目標。環運會亦會透
過各項公開宣傳活動，表揚機構的努力，並讓市民認識這些機構對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所作的貢獻。 

 

 參加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證書持有者更可在由環運會舉辦的「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中獲得額外分數。「香港
環境卓越大獎」是㇐項年度的比賽，以表揚在環境管理工作上表現卓越的機構。有
關比賽詳情，可參閱「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網站 (http://www.hkaee.gov.hk) 上的
計劃小冊子。 

 
 獲得其他環境保護獎項及計劃的認可 1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受多個環境保護獎項及計劃的認可。持有室內空氣證書的企業／機構能在以下環境保

護獎項及計劃中獲得額外的分數： 

 

o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可在「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計劃中，於其總分以上額外獲得 1

分。有關詳情，請瀏覽計劃網頁：http://oneoneone.industryhk.org/main.php。 

 

  

                                                 
1 相關計劃主辦機構保留提供裨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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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綠建環評」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可於「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2.0 版 ‐ 綜合評估計劃獲得 1 獎勵分數；或

於「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2.0 版‐自選評估計劃的室內環境質素範疇中獲得 1 分。有關詳情，請

瀏覽「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網頁︰http://www.hkgbc.org.hk/chi/BEAMPlus.aspx。  

 

o 「商界展關懷」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可符合「商界展關懷」計劃下之「「關懷環境」準則五-環保標誌或認

證。有關詳情，請瀏覽「商界展關懷」網頁︰http://www.caringcompany.org.hk。 

 

o 「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可符合「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兩項綠色辦公室最佳實踐標準。有關詳

情，請瀏覽「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網頁： http://thewgo.org/website/chi/green-office/。 

 

o 「香港綠色商舖聯盟大獎」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可於「香港綠建商舖聯盟大獎」獲得 1 分額外分數。有關詳情，請瀏覽

「香港綠建商舖聯盟」網頁︰http://hkgsa.hkgbc.org.hk/index.php。 

 

 獲得環境保護計劃的折扣優惠 1 

 

o 「香港 Q 嘜環保管理計劃」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參加「香港 Q 嘜環保管理計劃」時的申請費用及季度監督審核費用可
獲折扣優惠。有關詳情，請瀏覽「香港 Q 嘜環保管理計劃」網頁： 
http://www.qmark.org.hk/tc/index.asp。 
 

o 「香港環保標籤計劃」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持有者在首次參加「香港環保標籤計劃」時的申請費用可獲折扣優惠。有關詳
情，請瀏覽「香港環保標籤計劃」網頁：http://www.green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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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認證準則及程序 

3.1 認證準則 
 

級別 準則 

 

 尚未獲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的任何證書； 

 承諾參加環境保護署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及 

 相比過去十二個月，室內空氣質素水平有所提升；或 

舉辦相關教育或推廣活動。 

 

 獲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頒發「良好級」證書；及 

 相比過去十二個月，室內空氣質素水平有所提升；或 

舉辦相關教育或推廣活動。 

 

 獲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頒發「卓越級」證書；及 

 相比過去十二個月，室內空氣質素水平有所提升；或 

舉辦相關教育或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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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認證程序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全年均接受企業／機構申請參加。以下流程圖說明了認證過程。 

 
  

階段

申請清新室內空氣證書

初步評估

確立已實施的措施

審核及報告

確認評審報告

頒發證書

活動

參加機構提交申請表格（IAQ/01R）。

技術顧問將進行初步評估，向參加機構說明證書
的目的和過程，以及證書各級別的不同要求。

參加企業／機構需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IAQ/03R），以證明它已符合其欲申請級別

證書的要求。

首次參加機構：

技術顧問將安排並進行現場考察。

現有參加機構:

將安排現場考察或透過文件評估，
以核實所有參加機構的環保措施表現。

技術顧問會核實結果，並為每宗申請確定評審
及報告表格（IAQ/03R）。

主辦機構將審閱並確認由技術顧問撰寫的
評審報告。

主辦機構頒發證書予成功達到要求的參加機構。

繼續 

下㇐個 
參加週期 



2021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指南 

 

7 

申請證書 

有意參加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的企業／機構，請填妥本指南內的申請表格（IAQ／
01R），並遞交予技術顧問。參加者將獲得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編號，並在參加期內
維持成員身份。有關編號將應用於所有成員、環運會及技術顧問之間的聯絡。參加者只
要符合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的要求，證書的有效期便可延續。參加費用全免。 
 
初步評估 

首次參與證書者將獲安排進行初步評估，由技術顧問詳細解釋證書的目的和程序，以及每
個證書級別不同的要求，同時亦會協助參加者達到各級別的要求，當中分別為「基
礎」、「良好」及「卓越」級別。 
 
確立已實施的措施 

參加者需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IAQ / 03R），證明已符合其欲申請級別證書的要求。其
中他們需要報告他們在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的認證狀態 (適用於良好及
卓越級別) 或參加檢定的計劃 (適用於基礎級別)，以及室內空氣質素水平在過往十二個月
的提升情況，或已舉辦的相關教育或推廣活動。參加者需在收到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編
號後或完成上㇐個參加年次的兩個月內完成上述步驟。 
 

審核及報告 
技術顧問會為所有首次參加者安排現場考察，核實達標項目。現有參加者則會抽樣安排現場考察。參加者需
提 交 資 料 ／ 證 據 證 明 已 達 到 所 需 級 別 的 要 求 。 完 成 審 核 後 ， 技 術 顧 問 會 確 立 評 審 及 報 告 表 格 
（IAQ／03R），報告參加者的成果。環運會秘書處和技術顧問將共同決定參加者是否已達到所申請的級別。 
 
確認評審報告 
技術顧問將向環運會秘書處提交評審報告，供最後確認之用。 
 
頒發證書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的有效期是從頒發日起計算的㇐年內或環境保護署頒發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的屆滿日
期，以較先者為準。清新室內空氣證書可續期 2   或提升至更高級別。清新室內空氣證書將於每季頒發予該季
度成功達到要求的參加者。 
 

 
 

  

                                                 
2  證書持有者可根據章節 3.1 的要求為所屬級別續期，或提升至更高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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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及證書使用 

4.1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將獲准使用獲頒的證書（「基礎級別」清新室內空氣證書／「良好級別」清新室內空
氣證書／「卓越級別」清新室內空氣證書）三款中的其中㇐款，代表該企業／機構致力改善香港室內空氣質
素，企業／機構可藉此向客戶、供應商及商業夥伴顯示其在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的成就。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
員的企業形象，亦可透過宣傳獲頒的證書而提升。 

 
證書的有效期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獲准使用獲頒證書㇐年，或以環境保護署頒發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證書有效
期，以較早者為準。 
 
恢復成員資格 
未能續期的成員，如在證書有效期結束後的三年內再次參加，可獲恢復其成員資格，其認證狀態亦會獲保留。 

 

4.2 使用證書 
主辦機構鼓勵證書持有者在獲頒證書後，將證書展示於建築物內、或用於宣傳品或廣告等中。證書持有者任
何時候均須 ： 
 

 遵守證書的要求。環運會可能會不時修改有關規定。證書持有者須在主辦機構規定的時間內，遵守已修
訂的規定； 
 

 允許環運會發佈或公佈其證書的狀況（包括處於成功、暫停或終止的認證狀態）； 
 

 誠實地向有關人士說明其證書的適用範圍及狀態；及 
 

 竭力確保環運會頒發的證書的範圍及狀態不會誤導公眾或損害環境運動委員會或本證書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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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運會擁有唯㇐及絕對權利，根據下列任何㇐個原因，終止證書持有者的資格： 
 

 有理由相信證書持有者並沒有真實尊重和履行證書中的義務； 
 

 證書持有者已破產或面臨清盤； 
 

 證書持有者的欺詐行為損害到本證書、環運會或執行機構的聲譽或利益；或 
 

 證書持有者停止機構的業務或運作。 
 
使用本證書及相關的推廣方法（如使用標誌、在申請機構的網頁上使用、名片等）是基於環運會秘書處的解
釋及根據有關使用證書及標誌的說明書而定。 
 
若認證狀態被終止或證書沒有續期，證書持有者必須立即停止使用任何含有有關證書的廣告。 
 
 

 

 

 

 

 

 

 

 

 

4.3 結語 
假如每㇐位香港市民均出㇐分力，改善室內空氣狀況，我們必能控制日益嚴峻的室內空氣質素問題。香港的
企業／機構可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起領導作用，能夠集體透過努力，例如參與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改善環境
質素。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目的旨在協助企業／機構訂定及執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措施與目標，並表揚參與企
業／機構的貢獻。企業／機構除可透過參與證書計劃，得到認同及宣傳機會。清新室內空氣證書為企業／機
構及香港環境創造雙贏局面，我們誠意邀請香港所有企業／機構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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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嗚謝和查詢 

鳴謝 
主辦機構感謝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贊助「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贊助機構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主辦機構  

 

 

 

環境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境諮詢委員會 商界環保協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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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電話：  2788 5903 
 

 

 電郵：  enquiry@hkgoc.gov.hk 
 

 

 

網頁：  www.hkgoc.gov.hk 
 

 

 

 

 

 

 

 

 

 

 

 

 

 

 

 

 

 

 

 

 

 

 

 

 

 

 

 

 

聲明 
 本指南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參考之用。儘管主辦機構已盡力確保本刊物的資料準確無誤，參與本專案之主辦

機構或機構皆不對任何因本刊物之任何素材所導致之賠償、損失或支出擔負任何責任。主辦機構對批核目
標、審批評審結果、簽發證書及終止證書申請有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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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怎樣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建議措施㇐ 
設施保養 

建議措施二 

員工的角色和責任 

建議措施三 
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 

建議措施四 

環保採購 

建議措施五 

清理霉菌 

步驟二：定立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的措施 

步驟㇐：定立發起人 

 委任「環保經理」統籌及監督改善計劃，定期監察進度及成果。 

 委任「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簽發機構」（以下簡稱「IAQ CIB」）。 

 政府認可的 IAQ CIBs 刊載於香港認可處的網站內。 

(http://www.iaq.gov.hk/tc/iaq-certification-scheme/certificate-issuing-body-accreditation.aspx) 
 

步驟三：建立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 

㇐座建築物的室內空氣質素並不容易受單㇐政策所影響，而是由該建築物的眾多複雜因素相互影響下而產生的結果。

㇐項能改善㇐座建築物空氣質素的措施，不代表能夠在另㇐座建築物發揮相同效果，所以為了最有效預防及解決室內

空氣質素問題，應為建築物設立㇐個特定的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計劃。 

步驟四：訂立室內空氣質素目標 

 鼓勵樓宇業主以理想的室內空氣質素為目標。 
 訂立以健康為基準的指標來審定和評估室內空氣質素。 

步驟五：監察及檢討進度 

 利用海報、內部通訊、內聯網及其他內部通訊途徑提醒員工注意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計劃。 

 在迎新活動中向新職員介紹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計劃。 

步驟六：提高室內空氣質素的意識 

 環保經理定期整理和分析相關記錄，以記錄室內空氣質素監察結果。 
 檢討現有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發掘有待改善之處。 
 定期公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的成果，以維持員工的熱誠及動力。 

*建議措施請看下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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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措施㇐︰ 設施保養 

1. 過濾器 

 應經常更換骯髒的過濾器，保持潔淨，以防堵塞並且

不會積滿塵埃。 

 定期保養、檢查及維修空氣處理裝置的過濾器，以發

揮有效的過濾功能。 

 過濾器若無法符合設備規格，應立即與製造商聯絡。 

 檢查過濾器穩妥安裝，沒有漏風。 

 檢查前過濾器及主過濾器是否正確安裝。 

 檢查過濾器顯示/ 警報是否正常運作。 

 確保過濾器定期清洗及更換。 

 

2. 通風、送風和回風管 

 注意送風和回風管附近的傢具和其他物料可能影響氣

流。因此需確保檔板能正常運作，沒有阻塞並送風未

受阻。 

 污染源如閒置車輛的排氣和鍋爐排氣管等應遠離入風

口範圍 10 公尺以外。 

 化學物品和寵物應遠離通風管。 

 確保百葉窗沒有被遮蓋或被阻塞。 

 影印機、鐳射打印機等運作時會產生臭氧， 應將之放

置於有獨立抽風或空氣流通的地方。 

 若你的工作間太熱、太冷、太悶熱或太通風，應按照

辦公室程序通知大樓管理人員。 

 檢查不銹鋼濾網的狀態。 

 檢查鮮風入口遠離潛在污染源(例如排氣口、垃圾收

集站、巴士站等) 。 

 定期清洗及更換系統。 

 

3. 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 

 使用紙巾或煙霧測試檢驗區域排氣系統。 

 以確保空氣能夠排出大樓。 

 確保抽氣扇操作正常。 

 不要儲存化學物/垃圾。 

 確保排污渠沒有淤塞。 
 

建議措施二︰員工的角色和責任 

1. 例行清潔 

 經常在大樓無人時進行清潔作業。 

 選用低或不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 

 清理漏水事宜及找出並立即清除已發霉之物料，以減

低霉菌的滋生。 

 乾了的排放彎管會釋出下水道氣體，應定期檢查管道

已填滿水。 

 水是微生物滋⾧的溫床。保持地方乾爽。 

 最好每天為地毯吸塵，特別是人群經常來往的地區。 

 盡量購買能吸入細小微粒的吸塵機。 

 避免乾式掃地或使用濕布或地拖清潔堅硬表面。 

 與負責清潔工作的員工討論應確定需經常清潔的區

域。 

 將垃圾妥善分類丟棄，並每日清空垃圾桶，避免氣味

和生物污染。 

 

2. 濕度問題 

 傢具和牆壁間預留數寸空間，供空氣流通並避免濕氣

積聚。 

 修剪碰到牆壁的樹木和矮樹。 

 如 堅 硬 表 面 上 滋 生 霉 菌 ， 立 即 使 用 非 阿 摩 尼 亞

（non-ammonia）清潔劑清除。 

 物料㇐旦潮濕，應盡快弄乾或更換，預防霉菌滋⾧。 

 使用機械通風及氣調節系統及抽濕機，保持室內濕度

水平。 

 避免冷凝水在牆身、天花及地板上形成。 

 使用濕度計量度及記錄室內相對濕度。 

 透過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的妥善運作和使用抽濕機維

持室內相對濕度水平低於 70%。 

 

3. 食物儲存 

 經常清潔雪櫃，避免異味的產生。 

 不要在工作桌儲存易腐爛的食物。 

 預防害蟲和保持整潔，並保持廚房和用餐區的清潔。 

 採取「先入先出」原則，優先使用存放已久的食材。 

 定期清除可見的霉菌。 

 

4. 發現室內空氣質素問題時立即通知大樓經理 

 此舉可幫助管理人員了解問題的原因，並盡速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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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措施三：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 
 
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七個主要步驟 

 步驟㇐：分配責任 

 步驟二：準備工作 

 步驟三：檢討工程合約及程序 

 步驟四：檢討有關佔用樓宇的契約 

 步驟五：溝通 

 步驟六：就投訴進行調查 
      步驟七：保存記錄 

建議措施四：環保採購 

 選購附有環保標籤的地毯、墊子或地板黏合劑，例如是「地毯及毯子協會」聯同美國環境保護局推出的標籤。這

項標籤計劃的目的，是透過測試檢定地毯產品是否符合嚴格的室內空氣質素標準，而只有污染物排放量極低的產

品才能通過測試；這項計劃涵蓋的產品包括地毯、地毯墊子及地板黏合劑。 

 選購甲醛排放量較低的家具。以實心木材所造的家俬是較適當的選擇，又或考慮塗上低毒性密封塗層的實心軟木

或軟木膠合板的家俬，以減低有害物質的排放。此外，亦應徹底密封家具所有外露的沿邊和表面。 
 使用低污染物排放量的辦公室設備，可減低臭氧、塵埃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及減少對健康

的影響。 

建議措施五：清理霉菌 

 生⾧在硬表面或無孔物料上的霉菌，可以用清潔劑和水清洗，然後徹底弄乾。 
 生⾧在吸水物料（例如假天花和地毯等）的霉菌， 若不能把霉菌清除，應把這些物料棄置，並放入密封的塑膠

袋内。把塑膠袋的表面清潔後，將其移離霉菌生⾧的範圍，然後再放入另㇐個塑膠袋中，封好後才丟棄。 
 在清理霉菌時，應避免塵埃的產生，例如在移除受霉菌破壞的牆紙前，應先用稀釋的肥皂水或洗滌劑噴濕牆紙的

表面。 
 如有需要，可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或聘請合適的人士清除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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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表格 

IAQ/01R：申請表格 
IAQ/03R：評審及報告表格 
 

 



 

IAQ/01R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申請表格 
申請表可透過電郵或郵寄方法交回：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技術顧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地址︰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 生產力大樓 

電話：2788 5903       電郵：enquiry@hkgoc.gov.hk 

 

請選擇    貴機構有興趣參加的項目（可選多於㇐項）： 
 香港綠色機構  減廢證書   節能證書 

 淸新室內空氣證書  減碳證書  

 

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英文）： 

機構名稱（中文）： 

業務地址（英文）： 

業務地址（中文）： 

業務性質： 

員工人數： 

聯絡人資料及確認書 

聯絡人姓名： 

職銜： 

電話： 

電郵地址： 

貴機構從下列哪些途徑認識「香港綠色機構認證」?（可選擇多於㇐項） 

 傳媒（如電視特輯及報章） 

 社交媒體（如 Facebook、YouTube 及 Instagram） 

 巡迴展覽 

 透過技術顧問提供的資訊 

 由其他公司 ／ 機構推介（請註明公司 ／ 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外廣告或海報 

 主辦機構的網頁或推廣電郵 

 主辦機構舉辦的環保經驗分享會 

 從參與「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或「香港綠色創新大獎」得知 

 透過商會提供的資訊（請註明商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簽署及遞交本參加表格前閱讀下文的同意聲明。 

        

簽署   機構蓋章 

如在遞交申請表後七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確認收妥函件，請致電「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熱線 2788 5903 查詢。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技術顧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已實施個人資料 (私隱) 政策。閣下可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個人資料管理主任查詢有關資料。閣下有權查閱及修正就您本人的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

料。如有需要，請電郵至 edm@hkpc.org。 

 

同意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提供之資料全屬確實無訛，亦同意「香港綠色機構認證」主辦機構 (即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及其秘書處) 所作的㇐切決定為最終決定，並於㇐切有

關「香港綠色機構認證」事宜上均具約束力。 

 

本人同意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將會用於主辦機構及技術顧問處理、評估和管理本人申請之用。本人明白如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會影響主辦機構及

技術顧問跟進本人之申請。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向您推介本局的最新發展、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如閣下不同

意上述安排，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本人反對「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任何推廣用途。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 / 或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及其秘書處亦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向您推介環保署及 / 或環運會的最新發展、政策、活動和計

劃。如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本人反對環保署及 / 或環運會及其秘書處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任何推廣用途。 



 

IAQ/03R 
 

Hong Kong Green Organisation Certification 
IAQwi$e Certificate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Form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 

評審及報告表格 
 

A. General  Information 一般資料 

IAQwi$e Membership No. 
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成員編號 

: IAQ -                            - 

Cycle No.  參加年次 :  

Building’s Name 檢定建築物名稱 :  

Building’s Address 檢定建築物地址 :  

Name of Organisation / Company 
機構 / 公司名稱 :  

Department / Branch 部門 / 分行 :  

Nature of Business 業務性質 :  

No. of units#  單位數目# : 
Residential/Industrial/Commercial#  

住宅/商廈/工廈
#
 

No.  of Staff 員工人數 II 
SME? (See Note 1) 中小企? (參閱註解 1) 

:  || Yes / No   是 / 否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姓名 :  

Position 職銜 :  

Address 地址  :  

E-mail 電郵地址 :  

Telephone No.  電話號碼 :  

Application Date*  申請日期* :  

Acknowledgement Date*  確認函發出日期* :  

Date of this Form was sent to IAQwi$e Technical 
Consultant  
首次遞交本目標表格日期 

:  

Date of Assessment（To be filled by the Technical 
Consultant） 
評核日期（由技術顧問填寫） 

：  

 
*Applicable to Cycle 1 only  *只適用於第一次參加的機構 / 公司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only; Pls specify the type of building.  #物業管理公司適用；請選擇建築物類別 

 

Note 1 : An SME is a manufacturing business which employs fewer than 100 persons; or a nonmanufacturing business which employs fewer than 
50 persons.  The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shall include individual proprietors, partners and shareholder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work of the business; and salaried employees of the business, including full-time or part-time salaried personnel directly paid by the business, 
both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註解 1 :  中小型企業的定義，是從事製造業僱用少於100 人的企業；或從事非製造業僱用少於50 人的企業。"僱用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業務的在職

東主、合夥人及股東，以及企業的受薪員工，包括由有關企業直接支付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僱員，其中包括長期或臨時聘用的僱員。 

 
 
 
 

The completed form will be dis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for record: 

完成的表格會分到以下各機構作紀錄： 

 Organisers 主辦機構      

 Technical Consultant 技術顧問                      

 Participants 參加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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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mmitmen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EPD’s IAQ Certification Scheme  

(Only applicable to “Basic Level” participants) 
承諾參加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 

(只適用於「基礎級別」參與機構) 

 

Planned date of application to  
EPD’s IAQ Certification Scheme 
擬定參加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日期 

:  

Target Class of IAQ Certificate 
室內空氣質素目標級別 

: （Excellent Class ／ Good Class） 
（卓越級  ／ 良好級） 

  
 

Certification Status of the EPD’s IAQ Certification Scheme  
(Only applicable to “Good Level”/ “Excellent Level” participants) 
參加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的認證狀態  

(只適用於「良好級別」或「卓越級別」參與機構) 
 

IAQ Scheme Certification No.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編號 

:  

Class of IAQ Certificate 
室內空氣質素證書級別 

: 
Good Class / Excellent Class 

良好級 / 卓越級 

Certificate Valid Period  
證書有效日期 : 

From                                To 
由                                         到 

If the Certificate will expire within 3 months, 
will the participant renew it?  
如證書在三個月內到期，參加機構是否會續期? 

: 
Yes / No 
會 / 不會 

 
 

C. Improvement in IAQ Standard (in comparison to the past 12 months)  
     空氣質素提升水平 (比較過去 12 個月) 

 

Improvement Item(s) in 
IAQ Parameter* 

室內空氣參數的改善項目* 

Improvement in IAQ Standard (in comparison to the past 12 months) 
空氣質素提升水平 (比較過去 12 個月) 

Actions  
行動  

Start and  
Completion 

Dates  
開始及完成日期 

Result 
結果 

   
 

   
 

 
*The parameters selected should be referenced to the parameters as listed under EPD’s IAQ Objectives (at Note 2). 
*改善項目需參考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的指標項目 (詳見註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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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AQ Educational or Promotional Programme 
室內空氣質素教育或推廣計劃  

 

Name and type of IAQ Educational 
or Promotional Programme  
室內空氣質素教育或推廣計劃 的名稱
及類型 
 

Name of the Programme:  
計劃的名稱:  
 
 
 
Type of the Programme [See Examples below] : 
計劃的類型 [參閱下表例子]  : 
 
 
 

Objectives of the the IAQ 
Educational or Promotional 
Programme 
教育或推廣計劃的目的 

 

Start and Completion Dates 
計劃開始及完成日期 

 

Venue 
地點 

 

No. of 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Role of Organisation  
機構角色 

Organiser 
主辦機構 

／ Co-organiser ／ 
合辦機構 

Supporting Organisation 
支援機構 

Type(s) of support from 
Organisation 
機構支持的方式 

Financial 
財政資助 

/ Human Resources / 
人力協助 

Others (Please specify): 
其他 (請說明): 

 

 
Examples of Educational or Promotional Programmes 
教育或推廣計劃例子 

 

 Experience sharing of company’s IAQ programmes in public Seminars / Workshops / Conferences 
於公開研討會/工作坊/會議上作室內空氣質素教育或推廣計劃之經驗分享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eties / Committees of IAQ 
        積極參與有關室內空氣質素的學會/委員會 
 
 Public Exhibitions 
         公開展覽 
 
 Any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IAQ to audience outside of the organisation 
         向公司以外的人推廣室內空氣質素的任何活動 

 
E. Comments 評語 

（For use by the Technical Consultant only 只供技術顧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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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Responsible Person in Applicant 

Organisation  

負責人姓名： 

 

  

 

Date ： 

  

日期 

Name of Technical Consultant  

技術顧問姓名： 

 

  

 

Date ：   

日期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name, phone numbe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provided by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your application.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amend your personal data 
in relation to your application. If you wish to exercise these rights, please send email to: edm@hkpc.org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將會用於處理、評估和管理閣下申請之用。閣下有權查閱及修正閣下所提

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電郵至 edm@hkpc.org。  

  
 
HKGOC Technical Consultant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HKPC) intends to use the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name, phone numbe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that you have provided to promot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services, events and 
training courses of HKPC. Should you find such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not acceptable, please indicate your objection by ticking the box 
below.  
 
□ I object to the proposed use of my personal data in any marketing activities arranged by HKGOC Technical Consultant (HKPC).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向您推介本局

的最新發展、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如您不同意此安排，請在以下面空格加上「✓」號。  

□ 本人反對「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I hereby declare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given i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all decisions made by the Organisers are final 
and binding in all aspects relating to the HKGOC.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提供之資料全屬確實無訛，亦同意主辦機構所作的一切決定為最終決定，並於一切有關「香港綠色機構認證」事宜上均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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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2 -   
IAQ Objectives for Offices and Public Places under the IAQ Certification Scheme (Effective from 1 July 2019) 

註解 2 -  根據室內空氣質數考核計劃,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的室內空氣質素指標（於 2019 年 7 月 1 日 起實施） 

Parameter 
參數 

Unit 
 單位 

8-hour average  
八小時平均值 

Excellent 卓越級 Good 良好級 

Carbon Dioxide （CO2） 二氧化碳 

mg/ m3 1,440 1,800 

ppmv  800  1,000  

Carbon Monoxide （CO） 一氧化碳 
μg／m3  2,000  7,000  

ppmv  1.7 6.1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PM10） 可吸入懸浮

粒子  
μg／m3  20  100 

Nitrogen Dioxide （NO2） 二氧化氮 

μg／m3  
40  

(1-hour average 一小時平均值: 

100) 

150  
(1-hour average 一小時平均值: 

200) 

ppbv  
21  

(1-hour average 一小時平均值: 

53) 

80  
(1-hour average 一小時平均值: 

106) 

Ozone （O3） 臭氧 
μg／m3  50  120  

ppbv  25  61  

Formaldehyde （HCHO） 甲醛 

μg／m3  
30  

(30-minute average  

三十分鐘平均值: 70) 

100 
(30-minute average  

三十分鐘平均值: 100) 

ppbv  
24  

(30-minute average  

三十分鐘平均值: 57) 

81  
(30-minute average  

三十分鐘平均值: 81)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 總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μg／m3  200  600  

ppbv  87 261  

Radon （Rn） 氡氣 Bq／m3  150 167 

Airborne Bacteria 空氣中細菌 cfu／m3  500  1,000  

Mould 霉菌 --- 
Assessment through walkthrough inspection 

實地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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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留政策 

這政策說明「香港綠色機構認證」(HKGOC)收集個人資料的類別、方式、保留時限、使用方式以及保障資料安全的措施。 

 

1.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在 HKGOC 申請表及評審及報告表格中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以下用途-  

(a)    供 HKGOC 技術顧問會處理、評估和管理 HKGOC 之申請；和 

(b)    供環境保護署和/或環境運動委員會及其秘書處推廣與環境有關的最新發展、政策、活動和計劃。  

 

2. 個人資料的類別 

HKGOC 參與單位須在申請表及評審及報告表格中提供聯絡人(“聯絡人”)的（i）姓名、（ii）電話號碼、（iii）通訊地址和

（iv）電郵地址。 

 

3. 收集個人資料的方式 

聯絡人在 HKGOC 申請表及評審及報告表格中提供的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HKGOC 申請表及評審及報告表格可以電郵方式遞

交。如果參與單位未能提供足夠資料，可能會影響 HKGOC 技術顧問處理其申請。 

  

4. 索取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每名聯絡人均有權索取和更改其個人資料。有關透過 HKGOC 申請表及評審及報告表格

中收集的個人資料的疑問，請發送電郵至 edm@hkpc.org。 

 

5. 保留時限 

從聯絡人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將於完成每屆 HKGOC 評審後 24 個月被刪除或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