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環境中空氣污染是影響健康的因素之一，隨著對於

空氣品質的關注程度增加，須建立空氣品質對健康影響

的正確觀念，以共同維護生活的環境品質。為能落實校

園對於空氣品質認知之成效，並讓環境教育可以深入校

園，從空氣污染造成因素、改善空氣污染的方法、環保

署監測站與微型感測器的差異及查詢空氣品質資訊等，

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及圖示，製作成空氣品質資訊百寶

箱以利後續相關人員及課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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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生活中空氣污染物介紹

1.1 什麼是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之定義

空氣污染物種類說明

指存在於戶外大氣中一種或多種污染物或其結合物，於持續時間下其濃度
足以影響到人類、動物、植物之生命與健康，或干擾人們享用舒適之生活。空
氣品質狀態隨時間、空間而不同，當污染物質超過大氣涵容能力時造成污染，
對人體健康及自然生態有不良影響。包含自然與人為所造成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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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空氣污染物的特性與影響

氣體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

空氣的污染物可分為污染氣體和懸浮物，常見的污染氣體包括臭氧 (O3)、
一氧化碳 (CO)、硫氧化物 (SOX)、氮氧化物 (NOX)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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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懸浮微粒
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飄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為懸浮微

粒 (particulate matter，PM)，PM 粒徑大小有別，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 ( μ m)
的粒子，稱為 PM2.5，通稱細懸浮微粒，單位以微克 / 立方公尺 ( μ g/m3) 表示。
它的直徑還不到人類頭髮的 1/28，非常微細可穿透肺部氣泡，並直接進入血管
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故對人體及生態所造成之影響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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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徑大小說明

不同來源懸浮微粒粒徑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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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的生成與來源
PM2.5 的生成一般可分為原生性 (primary) 及衍生性 (secondary)，皆可能

由自然或人為產生。
原生性 PM2.5 是指在大氣中未經化學反應的微粒，主要來自物理破碎、風蝕逸散或
人為污染所直接產生，包括海鹽飛沫、裸露地表揚起的粉塵，鍋爐及機動車輛引擎
燃燒過程排放之微粒等。
而衍生性 PM2.5 則是指排放到大氣中的化學物質經過太陽光照或其他化學反應後生
成，包括電廠、煉鋼廠、石化業、機動車輛、船舶、建物塗料、農業施肥、禽畜排
泄及生活污水等排放 PM2.5 前驅物，如 :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與氨，
在大氣中生成硫酸鹽、硝酸鹽及氨鹽等微粒，組成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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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對健康的影響
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會經由鼻及咽喉進入人體，而 10 微米 ( μ m) 以上的微

粒可由鼻腔去除，小於 10 微米 ( μ m) 的微粒則會經由氣管、支氣管進入人體
內部。懸浮微粒進入肺部，會依不同颗粒大小及化學性質對人體產生不同影響。
許多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PM2.5 易附著戴奧辛、多環芳香烴及重金屬等有
害物質，長期吸入可能會引起過敏、氣喘、肺氣腫、肺癌、心血管疾病。無論
長期或短期暴露在高濃度 PM2.5 環境之下，皆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死亡的風險，
尤其是對於敏感性族群的影響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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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重大空氣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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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國空氣污染的特徵
臺灣地區的空氣品質現況

臺灣地區空氣品質特徵

近年來環保署持續透過加嚴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及行業別標準，燃料油硫
含量限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車用汽柴油成分標準，徵收空氣污
染防制費等管制方式減 PM2.5、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有機化合物與氮等排放
量。在管制措施的推動下，歷年全國一般測站各污染物年平均值濃度變化歷年
PM10、PM2.5 、SO2、NO2、 CO 與 NMHC 呈下降趨勢，O3 濃度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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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風與陸風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臺灣四面環海，近海區域能感受到白天吹海風，夜間吹陸風的天氣型態，而此
現象使得污染物隨風向改變而移動。

逆溫層下移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山風與谷風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而靠山的地方也有類似的日夜變化，即白天吹谷風，夜間吹山風，亦可能使污
染物隨之擴散。

此外，大氣垂直結構上在近地表附近有一層稱為混合層，其意義是空氣中任何
成分，在此層對流混合，而空氣污染物也藉此得以稀釋擴散。



天氣型態瞬時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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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季風：中南部地區因位於中央山脈之背風面， 風速微弱且日照較強，清晨
近地面即易形成逆溫層，不利於污染物之擴散，空氣品質較差。(10 月 ~4 月 )。
西南季風：南部地區因西南季風而有較大之風速，且午後對流旺盛，空氣品質
普遍較佳。(5 月 ~9 月 )。
颱風：當颱風距離臺灣約 1,000 公里內，因氣流與地形影響，西部地區常處於
弱風區，易導致空氣污染事件。

●

●

●

季節風與地形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PM2.5 濃度季節性差異大
西南季風 (5 至 9 月 ) 與東北季風 (10 至隔年 4 月 ) 期間濃度變化大，有顯

著季節性差異。東北季風期間易受長程污染傳輸及東北季風背風面擴散不佳影
響。

但實際上天氣型態瞬時萬變，上述的現象可能同發生，亦會使得空氣污染變得
更糟或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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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冷高壓移動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高屏山區位處中央山
脈背風面，當東北季風微
弱或高壓迴流，導致大氣
擴散不良，污染物容易累
積。

中部地區位處中央山
脈背風面，當東風微弱或
高壓迴流，導致大氣擴散
不良，污染物容易累積。

北部地區位處中央山
脈背風面，當東南風微弱
或高壓迴流，導致大氣擴
散不良，污染物容易累積。

境外傳輸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所謂的「境外傳輸」是指鄰近國家的空氣污染物隨著大氣環流傳送至我國。

我國鄰近世界工廠中國大陸 , 近年經濟發展迅速 , 工業污染排放大幅上升，加
上中國大陸居民燃煤取暖及機動車輛排放產生各種空氣污染物，導致中國大陸
當地霾害事件漸趨嚴重。

而中國大陸霾害於冬季 ( 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 ) 往往隨著東北季風或冷氣
團南下影響臺灣 , 是影響我國秋冬季 PM2.5 濃度較高的原因之一，有時甚至會
與我國本地污染反應或加成作用，造成 PM2.5 在短時間內迅速惡化。

鄰近工業污染及東南亞國家生質燃燒污染也會隨著大氣環流或季風傳送至
我國，所以我們須積極與鄰近國家共同合作，降低原生性及衍生性 PM2.5 排放，
才能改善境外傳輸影響獲得較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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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沙塵發生主要季節為冬季及春季，主要源區包括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
區、塔克拉瑪干沙漠等地區。沙塵暴發生後主要向東影響韓國及日本等地
區，並可遠達加拿大及美國西岸。在南北向大陸高壓天氣形態下，東亞沙塵
會隨著冷高壓南下影響台灣。

中國大陸沙塵影響我國空氣品質

河川揚塵
何謂河川揚塵？由於河床上堆積的塵土，在強風吹襲下產生揚塵，鄰近河

床的監測地點容易出現高濃度懸浮微粒。揚塵隨著強風擴散，影響空氣品質，
不過，懸浮微粒濃度會快速降低。河川揚塵監測站測得數據，僅能代表局部地
區受揚塵影響程度，不能用以代表區域性空氣品質。如果您需要瞭解最新空氣
品質狀況，請於 http://taqm.epa.gov.tw/taqm/ 網址查詢。而我國容易出現揚
塵的河川旁設置懸浮微粒自動監測儀器，包括大安溪、烏溪、濁水溪、高屏溪
及卑南溪，提供民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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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製造

工業製造過程中燃燒時所產生的廢氣或微粒就是 PM2.5 的重要來源。以燃
煤作為燃料的鍋爐為例 , 排放出的 PM2.5 常包括重金屬或有害成分，對人體健
康危害相當大。而工業原料經化學或物理轉換之過程也可能會排放 PM2.5 或前
驅物，因此在工業製造過程中只要會直接或間接產生 PM2.5 的來源都是需關注
的對象。目前我國工業原生性 PM2.5 排放大戶前四名分別是鋼鐵業、電力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及水泥業，應有效管制才能減少空氣品質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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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交通運輸車輛數快速成長，造成交通運輸產生之 PM2.5 排放量大，不
僅嚴重影響都會地區的空氣品質，更對民眾身體健康造成危害。而機動車輛污
染排放主要來自引擎燃燒產生的廢氣，此廢氣成分以氮氧化物及 PM2.5 為主。
目前我國機動車輛產生的原生性 PM2.5 與氮氧化物均以柴油車為最大宗，柴油
車所排放之黑煙成分中包含多環芳香烴等有害物質，而二行程機車因引擎較難
完全燃燒汽油 , 容易產生青白煙等較嚴重的廢氣污染，期能藉由階段性的管制
措施與多元的改善補助計畫，逐步降低我國汽、機車及柴油車的污染，達到污
染排放減量及空氣品質提升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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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營建工程排放之 PM2.5 主要是來自於施工期間的拆除、搬運裝載及工
地現場堆置土石等物理性作業階段產生之粉塵，還有施工機具引擎運轉時排放
之黑煙，或於施工装修所使用之塗料、油漆及黏著劑等都是 PM2.5 前驅物排放
來源，常造成附近住宅區空氣品質惡化。此外，農民在施作農業廢棄物處理之
燃燒行為亦會產生 PM2.5，每當耕作期結束後產生許多農業廢棄物，農民就地
之便以露天燃燒方式處理，當處理量大且時間集中時往往會排放大量 PM2.5，
造成鄰近區域空氣品質惡化能見度下降，影響人體健康與道路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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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工業、機動車輛及營建與農業污染來源之外，還有其他與民生活
動相關之污染源，例如餐飲業油煙、民俗節慶活動所燃燒金紙、焚香、廟會、
遶境活動燃鞭炮等。由於這些污染排放來源零散時間不固定且較不易管制，卻
常存在於我們生活周遭，民眾往往直接近距離暴露在這些高濃度 PM2.5 的污染
環境中，對健康造成的危害亦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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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何改善空氣品質

1.5 環保署推動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除了環保機關針對不同污染源進行管制工作外，民眾也可以從日常生活
中的食、衣、住、行、育、樂上，結合節能減碳行動，改變生活小習慣來減少
PM2.5 及其前驅物的排放 , 共同為改善空氣品質盡一份心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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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如何運用空氣品質感測器

2.1 AQI 空氣品質指標
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臭氧 (O3)、細懸浮微粒 (PM2.5)、懸浮微
粒 (PM10)、一氧化碳 (CO)、二氧化硫 (SO2) 及二氧化氮 (NO ) 濃度
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不同污染物之副指
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
(AQI)。參考美國 NAAQS( 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 現有科學研究依據與
AQI 制度，配合我國空氣品質標準，建置新式我國 AQI。

AQI 指標的定義

一般以臭氧 (O3)8 小時值計算各地區之空氣品質指標 (AQI)。但部分地區以臭
氧 (O3) 小時值計算空氣品質指標 (AQI) 是更具有預警性，在此情況下，臭氧
(O3)8 小時與臭氧 (O3)1 小時之空氣品質指標 (AQI) 則皆計算之，取兩者之最
大值作為空氣品質指標 (AQI)。
空氣品質指標 (AQI)301 以上之指標值，是以臭氧 (O3) 小時值計算之，不以
臭氧 (O3)8 小時值計算之。
空氣品質指標 (AQI)200 以上之指標值，是以二氧化硫 (SO2)24 小時值計算之，
不以二氧化硫 (SO2) 小時值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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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QI 指標對日常的活動建議
民眾可參考 AQI 活動建議，規劃適切的日常生活作息，例如當 AQI
指標達 101 至 150( 橘色 )，敏感族群需開始注意戶外活動及身體情
況，一般民眾則在 AQI 達 151 至 200( 紅色 )，開始注意戶外活動強
度，並採取適當的自我防護。



20

教育部推動校園懸掛空氣品質旗幟措施，讓學生掌握最新空氣品質狀
況，選擇適當的戶外或室內活動項目及運動強度，保障學童與民眾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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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保署是如何監測 PM2.5 ?

手動監測：依據標準檢測方法，連續採樣 24 小時所得之測值。
自動監測採樣 1 小時候量測 1 小時濃度
空氣品質監測站的 PM2.5 自動監測儀器原理：包括貝他射線衰減法、錐形元件
震盪天平法及光散射法等。
為了降低可能的干擾問題，均會有去除干擾的設計：粒徑篩分器（去除粒徑大
於 2.5 微米的粒子）、流量控制器（控制精準的流量）、氣溫、大氣壓力測定
以及採樣氣流加溫（避免水分凝結）。

PM2.5 污染來源複雜，PM2.5 的化學成分具有時空的變化特徵，因此使用不同檢
測方法進行 PM2.5 濃度測定的結果，常會出現系統性差異。

什麼是空氣盒子 ?

空氣盒子監測原理為何 ?

空氣盒子是市售的簡易空氣品質感測器，透過通訊模組傳輸，提供即時 PM2.5

監測資料、溫度與相對濕度資訊。

簡易感測器將空氣中微粒導入光學散射原理的感測區域，在未經粒徑篩選方式
下，以光學方式（光散射原理）量測不同粒徑微粒數量，再經轉換為 PM2.5 質
量濃度。

2.4 空氣品質感測器 ( 俗稱空氣盒子 ) 介紹
偵測粒狀污染物

光學式、石英震盪式 (QCM，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電子衝擊式
(EI， Electronic imp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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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偵測粒狀污染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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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盒子監測原理的偵測缺陷 ?
光學式、石英震盪式 (QCM，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電子衝擊式

(EI， Electronic impaction)。
光學原理：光學因微粒粒徑、形狀及表面粗糙情形而不同，當光線照射到微
粒表面，會有反射、散射等效應，進而影響測定結果。
採樣原理：使用空氣擴散原理或馬達抽取空氣樣品，導致採樣不穩定造成量
測誤差，與用精準流量控制器進行控制不同。
溫溼度干擾：當微粒含有吸水成分（例如硫酸鹽、硝酸鹽等），微粒外形、
粒徑會因吸收空氣中水分而改變，影響測定結果。
設備老化：由於缺乏校正與維護保養機制，無法判定偵測元件感測效能是否
老化，無法判定測值是否出現誤差。

由於空氣盒子為提供價格便宜且方便安裝的需求，未設計排除可能干
擾的因子，因此測值容易出現誤差。其粒徑篩選、溫溼度控制、流量
控制及校正與維護皆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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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感測裝置受溼度影響評估

PM2.5 感測裝置受水霧影響評估

實驗目的 ： 模擬外界環境起霧的狀態，觀察光學式 PM2.5 感測裝置與分析儀
的分析值是否受霧珠影響。
實驗方法 ： 使用霧化器於「水霧產生位置」產生只含潔淨水之霧珠，並觀
察此環境下 PM2.5 感測裝置與分析儀分析值隨時間變化情形。
實驗結論 ： 光學式 PM2.5 感測裝置與分析儀因無法分辨霧珠與真實污染源之
PM2.5，此兩者對於光學式 PM2.5 感測裝置與分析儀而言皆是光散射源，皆會
產生讀值。另外，對於無除水功能但具溫溼度補償功能之光學式 PM2.5 分析
儀，亦無法避免此影響。

說明：
1. 光學散射式 PM2.5 感測裝置受相對濕度影響 ( 正偏差 )
2. 在相同相對溼度，但絕對溼度較高時，正偏差情形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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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環保署監測站與空氣盒子有何不同？
環保署監測站的 PM2.5 自動監測儀器為了降低可能的干擾問題，具有
粒徑篩分器（去除粒徑大於 2.5 微米的粒子）、流量控制器（控制精
準的流量）、溫濕度控制、大氣壓力測定以及採樣氣流加溫（避免水
分凝結）等功能，並依據國際標準方法實施校正與維護。

環保署將空氣盒子架設於標準測站，在相同的氣象、污染時空條件，
比較感測器與標準測站數據的差異。

經過比對空氣盒子與本署測站監測數據，兩者對區域空氣品質的污染物濃度
變化具有相同向量的趨勢反應，濃度變化趨勢類似，濃度值一起變高或變
低。
感測器數據常為標準測站的 2 倍以上，與標準測站相關性偏低，兩者間 r（相
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在各月區間為 0.64 ～ 0.81，與環保署公
告「空氣中細懸浮微粒手動及自動檢測方法比對規範」標凖相較而言較為偏
低（比對規範對相關係數的要求為 ≥ 0.93）。
各月區間的截距約為 10 ~ 18 μ g/m3，顯示感測器數據存在一定程度的背景
高值或殘留值。

光學式簡易感測器都有下圖這些干擾因子，民眾應了解其應用限制，
建議可進一步參考環保署監測站數值，避免造成無謂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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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監測站與微型感測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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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給我空氣品質報報

3.1 如何查詢空氣品質最新資訊
空氣品質監測網－最新空氣品質監測結果與空氣品質預報資訊
網址：https://taqm.epa.gov.tw/ 

「環境即時通」App －即時掌握空氣品質現況

愛環境  i-Environment ─ 個人化環境資訊一把抓
http://ienv.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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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台
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台 - 提供開放資料，全民共同運用、開發、創新
發想。
http://opendata.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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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他相關宣導資料
參考資料：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https://depart.moe.edu.tw/ed2700/
News_Content.aspx?n=5FAADFDD4911A282&sms=D85CBB59
B8EAEB61&s=7613F20E4E6AC80B

交 通 部 中 央 氣 象 局：https://www.cwb.gov.tw/V7/knowledge/
encyclopedia/me017.htm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http://nehrc.nhri.org.tw/toxic/

PM2.5 開放資料入口網站：https://pm25.lass-net.org/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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