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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懶人包將從空氣污染的來源、污染物種類、污染物對健康的 

影響、空污評估指標以及台灣目前空氣污染情況與管理依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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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污染來源分為固定污染源與移動污染源，如字面上所示，固定
污染源指無法改變位置之污染源，例如工廠，而移動污染源則像是
汽機車等可移動排放之污染源 

固定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固定污染源定義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_main.aspx 

移動污染源管制網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_main.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_main.aspx
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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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碳氫 
化合物 

氣狀污染物 

懸浮微粒 

金屬燻煙 

油煙 

粒狀污染物 

光化學霧 

臭氧 

衍生性污染物 

戴奧辛 

氰化氫 

毒性污染物 

惡臭污染物 

塑、橡膠
蒸氣 

有機溶劑 
蒸氣 

其他 

詳細污染物列表 

請見下一頁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 

空氣污染種類及來源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固定源小百科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Encyc_main.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index-1.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Encyc_main.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Encyc_main.aspx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Encyc_main.aspx


空氣汙染物種類 

一、氣狀污染物 

1.硫氧化物(SO2及SO3合稱為SOx) 

2.一氧化碳(CO) 

3.氮氧化物(NO及NO2合稱為NOx) 

4.碳氫化合物(CxHy) 

5.氯化氫(HCl) 

6.二硫化碳(CS2) 

7.鹵化烴類(CmHnXx) 

8.全鹵化烷類(CFCs) 

9.揮發性有機物(VOCs)：指含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碳化物、碳酸
鹽、碳酸銨等化合物。 

二、粒狀污染物 

1.總懸浮微粒：指懸浮於空氣中之微粒 

2.懸浮微粒：指粒徑在十微米(µm)以下之粒子 

3.落塵：粒徑超過十微米(µm)，能因重力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 

4.金屬燻煙及其化合物：含金屬或其化合物之微粒 

5.黑煙：以碳粒為主要成分之暗灰色至黑色之煙 

6.酸霧：含硫酸、硝酸、磷酸、鹽酸等微滴之煙霧 

7.油煙：含碳氫化合物之煙霧 

三、衍生性污染物 

1.光化學霧：經光化學反應所產生之微粒狀物質而懸浮於空氣中能造成視程障礙者 

2.光化學性高氧化物：經光化學反應所產生之強氧化性物質，如臭氧、過氧硝酸乙醯酯(PAN)等(能將中性碘化鉀溶液游離
出碘者為限，但不包括二氧化氮) 

四、毒性污染物 

1.氟化物 2.氯氣(Cl2) 

3.氨氣(NH3) 4.硫化氫(H2S) 

5.甲醛(HCHO) 6.含重金屬之氣體 

7.硫酸、硝酸、磷酸、鹽酸氣 8.氯乙烯單體(VCM) 

9.多氯聯苯(PCBs) 10.氰化氫(HCN) 

11.戴奧辛類(Dioxins及Furans) 12.致癌性多環芳香烴 

13.致癌揮發性有機物 14.石綿及含石綿之物質 

五、惡臭污染物 
1.硫化甲基[(CH3)2S] 

2.甲基胺類[(CH3)XNH3-x，x=1，2，3] 



*

懸浮微粒 一氧化碳 

碳氫 

化合物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移動污染源管制網 

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http://mobile.epa.gov.tw/restrain_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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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氣清淨機的廣告中，常常提到可以過濾細懸浮微粒(PM2.5) 

 

*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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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的粒子，就稱為PM2.5，通稱細懸浮微
粒，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μg/m3)表示之，它的直徑還不到人
的頭髮絲粗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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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人體健康所造成之影響是不容
忽視的 

(Rajagopalan and Brook, 2012) 



*
*近年來，許多流行病學研究已確立PM2.5對於健康造成影響，
包括：支氣管炎、氣喘、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無論長期或
短期暴露在PM2.5環境之下，皆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死亡之
風險 

 
粒徑(μm) 分佈特性 對人體生理的影響 
＞10 沉積於鼻咽 容易造成過敏性鼻炎，引發咳嗽、氣喘等症狀。 

2.5~10 沉積於上部鼻腔與深呼吸道 造成纖維麻痺、支氣管黏膜過度分泌、使黏液腺增
生，引起可逆性支氣管痙攣，抑制深呼吸、並漫延
至小支氣管道。 

<2.5 10%以下沉積於支氣管，約
20~30%於肺泡 

形成慢性支氣管炎、細支氣管擴張、肺水腫或支氣
管纖維化等症狀。 

<0.1 沉積於肺泡組織內 促使肺部之巨噬細胞明顯增加，形成肺氣腫並破壞
肺泡。 

不同粒徑懸浮微粒對人體生理的影響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

一氧化碳：主要的人為來源是
汽車所排放的廢氣，吸入一氧
化碳的人們會產生頭痛、噁心、
嘔吐、頭暈、視力模糊、混亂、
胸痛、虛弱、心臟衰竭。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Carbon monoxide 2D” 由 It Is Me Here - Self-made; derived from Image:Carbon-monoxide-2D-dimensions.png.。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資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bon_monoxide_2D.svg#/media/File:Carbon_monoxide_2D.svg 的 知識共享 署名 3.0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39


*

二氧化硫：若暴露到100 

ppm的二氧化硫則視為有立
即性對生命及健康造成影響。
會導致鼻子及喉嚨產生灼傷、
肺功能有改變的現象。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S 
O O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84


*
氮氧化物：住在火力發電廠
附近或是交通流量高的地區
可能會暴露到較高劑量的氮
氧化物。空氣中低濃度的氮
氧化物可能造成咳嗽或是呼
吸急促、疲憊、噁心。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圖片來源：科學Online-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台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8852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142


*

多環芳香烴碳氫化合物：可能
導致眼與呼吸器官的急性刺激、
神經症狀等。長期暴露結果可
能引發癌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汽柴油引擎車輛排放硝基多環芳香烴之調查研究  

http://www.epa.gov.tw/public/Attachment/43311322823.pdf 

或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圖片來源：科學Online-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台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62375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75
http://www.epa.gov.tw/public/Attachment/43311322823.pdf
http://www.epa.gov.tw/public/Attachment/43311322823.pdf
http://www.epa.gov.tw/public/Attachment/43311322823.pdf


*

多氯聯苯：當人類暴露到大
量的多氯聯苯，最常被影響
的為皮膚狀況，像是痤瘡和
紅疹。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structure" 由 D.328 07:28, 13 August 2006 (UTC) - drawn by D.328。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lychlorinated_biphenyl_structure.svg#/media/File:Polychlorinated_biphenyl_structure.svg 的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78


*

氯化氫：短暫低劑量的暴露
會造成喉嚨疼痛；較高劑量
的暴露會造成呼吸急促、支
氣管收縮、皮膚藍斑、肺部
累積液體甚至死亡。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Hydrogen-chloride-2D-dimensions"。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ydrogen-chloride-2D-dimensions.png#/media/File:Hydrogen-chloride-2D-dimensions.png 的  

公共領域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126


*

甲醛：少量的甲醛會造成眼
睛、鼻子、喉嚨以及皮膚的
刺激。而患有氣喘的人可能
對於甲醛的吸入會更為敏感。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Formaldehyde-2D" 由 Wereon - 自己的作品。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ormaldehyde-2D.svg#/media/File:Formaldehyde-2D.svg 的 公共領域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3


*

硫化氫：暴露於低濃度的硫
化氫會刺激眼睛、鼻子或喉
嚨。硫化氫也可能導致某些
哮喘患者呼吸困難。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Hydrogen-sulfide-2D-dimensions"。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ydrogen-sulfide-2D-dimensions.svg#/media/File:Hydrogen-sulfide-2D-dimensions.svg 的  

公共領域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127


*

氯乙烯：吸入高濃度的氯乙
烯會導致頭暈或嗜睡。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PVC-polymerisation-2D"。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VC-polymerisation-2D.png#/media/File:PVC-polymerisation-2D.png 的 公共領域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88


*

戴奧辛：包括了皮膚毒性、最常見症狀
為氯痤瘡，損害肝臟與免疫系統、影響
酵素的運作功能、消化不良及肌肉、關
節疼痛、孕婦易致流產與產下畸型兒、
男性荷爾蒙減少現象、色素沈著、多毛
症、增加皮膚脆弱性、出疹、出水泡、
視力受損及膽硬脂血症。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環境保護署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圖片來源：科學Online-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台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8518 

http://web.epa.gov.tw/QuickFind/Q44.htm


*

臭氧：對呼吸系統具刺激性，
會引起咳嗽、氣喘、頭痛、
肺功能降低，呼吸道發炎，
減低肺對傳染病及毒素的抵
抗力，嚴重時引起肺水腫。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環境保護署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Ozone molecule" 由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User:Benjah-bmm27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zone-1,3-dipole.png。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zone_molecule.svg#/media/File:Ozone_molecule.svg 的 CC0 條款授權 

http://web.epa.gov.tw/QuickFind/Q36.htm


*

銅：銅對健康來說是必需的，
但高濃度的銅是有害的。吸
入高濃度的銅會導致鼻子及
喉嚨的刺激。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NatCopper" 由 Native_Copper_Macro_Digon3.jpg: “Jonathan Zander (Digon3)"derivative work: Materialscientist (talk) – 

 Native_Copper_Macro_Digon3.jpg。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atCopper.jpg#/media/File:NatCopper.jpg 的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51


*

鋅：鋅在人的飲食中是不可或
缺的，但太多的鋅也是有害的。
吸入大量的鋅(如：粉塵或燻
煙)可能會導致一個短期特殊
的疾病，稱為金屬煙燻熱。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Zinc fragment sublimed and 1cm3 cube" 由 Alchemist-hp (talk) (www.pse-mendelejew.de) - 自己的作品。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Zinc_fragment_sublimed_and_1cm3_cube.jpg#/media/File:Zinc_fragment_sublimed_and_1cm3_cube.jpg  

的 FAL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89


*
鉛：鉛的毒性主要是影響神經系統，
鉛也會導致手指、手腕或腳踝虛弱。
鉛暴露會使人們的血壓有些許的升
高，也會引起貧血；高濃度的鉛暴
露，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會造成腦
部以及腎臟的嚴重損害，甚至造成
死亡。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Lead electrolytic and 1cm3 cube" 由 Alchemist-hp (talk) (www.pse-mendelejew.de) - 自己的作品。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ead_electrolytic_and_1cm3_cube.jpg#/media/File:Lead_electrolytic_and_1cm3_cube.jpg 

的 FAL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5


*
砷：吸入高濃度的無機砷會使人
喉嚨痛或肺部刺激。攝入非常高
濃度的砷可能導致死亡。而暴露
於低濃度的砷中可能導致噁心嘔
吐、白血球和紅血球的產生降低、
心律異常、血管受損和手腳末端
有「針刺痛」感覺。 

點選物質名稱可連結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閱讀完整說明 

"Arsen 1a" 由 Arsen_1.jpg: Original uploader was Tomihahndorf at de.wikipediaderivative work: Materialscientist (talk) - Arsen_1.jpg。  

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rsen_1a.jpg#/media/File:Arsen_1a.jpg 的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條款授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24


空氣污染

來源 

空氣污染

物種類 

空氣污染物   

對健康的影響 

空氣污染物 

評估指標 
現況 



*
*目前環保署每日的空氣品質預報是使用PSI與PM2.5這兩個指標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每日公布空氣污染指標 

(↑點擊可進入環保署網頁) 

http://taqm.epa.gov.tw/taqm/tw/PsiForecastMap.aspx


*
*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及臭氧(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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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指標值
(PSI)。 污染物 PM10 SO2 CO O3 NO2 

統計方式 

24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內 

最大8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內 

最大小時值 

24小時內 

最大小時值 

單位 μg/m
3
 ppb ppm ppb ppb 

PSI值   

50 50 30 4.5 60 - 

100 150 140 9 120 - 

200 350 300 15 200 600 

300 420 600 30 400 1200 

400 500 800 40 500 1600 

500 600 1000 50 600 2000 

污染物濃度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
*假設依照公布之統計方式得到PM10濃度為150 μg/m3，SO2濃度
為30 ppb，CO濃度為30 ppm，O3濃度為60 ppb，NO2濃度為
400 ppb，則PSI值為多少? (以上數據僅為舉例並非真實情況) 

*PM10濃度為150 μg/m3，對應之副指標值為100，其餘以此類推，
得到PSI值為300 

 
污染物 PM10 SO2 CO O3 NO2 

統計方式 

24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內 

最大8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內 

最大小時值 

24小時內 

最大小時值 

單位 μg/m
3
 ppb ppm ppb ppb 

PSI值   

50 50 30 4.5 60 - 

100 150 140 9 120 - 

200 350 300 15 200 600 

300 420 600 30 400 1200 

400 500 800 40 500 1600 

500 600 1000 50 600 2000 

污染物濃度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 



*

PSI與健康影響對照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
*PM2.5指標是直接以測到的濃度做分級，分級表如下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taqm/tw/fpmi.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fpmi.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fpmi.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fpmi.aspx


空氣污染

來源 

空氣污染

物種類 

空氣污染物   

對健康的影響 

空氣污染物 

評估指標 
現況 



*
*近年空氣品質不良百分比逐漸降低，從94年4.16%降低至103年1.29%。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報告 103年年報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
*懸浮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年平均濃度自94年
起有下降趨勢，而臭氧年平均濃度自94年起逐漸上升 

懸浮微粒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 臭氧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報告 103年年報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http://taqm.epa.gov.tw/taqm/tw/YearlyDataDownload.aspx


*
*我國訂定PM2.5空氣品質標準24小時值 

為35μg/m3、年平均值為15μg/m3，並 

已訂定109年PM2.5濃度年平均值達15μg/m3 

以下之目標。 

 

*環保署持續進行固定污染源管制與移動污染源管制， 

 

並推行總量管制制度 

109年 

15μg/m3以下 

PM2.5 

PM2.5 

PM2.5 

(↑詳情可點擊連結) (↑詳情可點擊連結) 

(↑詳情可點擊連結)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t5 

http://air.epa.gov.tw/Stationary/RB_main.aspx
http://mobile.epa.gov.tw/
http://tqcontrol.estc.tw/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t5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t5


*

*平時出門可戴口罩 

*出門前查詢空氣汙染指標，若指標過高則避免出門 

PSI、PM2.5 



*
*減少燒香及焚燒紙錢 

*避免露天燃燒廢棄物 

*汰換老舊車輛 

*停車怠速熄火 

*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經營餐廳者加裝廢氣處理設備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http://www.epa.gov.tw/mp.asp?mp=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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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收看3分鐘短片-空氣污染指標介紹
http://nehrc.nhri.org.tw/toxic/video_2.php 

*空污健康效應專區 http://nehrc.nhri.org.tw/toxic/Air.php 

 

 

 

http://www.epa.gov.tw/mp.asp?mp=epa
http://nehrc.nhri.org.tw/toxic/
http://nehrc.nhri.org.tw/toxic/
http://nehrc.nhri.org.tw/toxic/video_2.php
http://nehrc.nhri.org.tw/toxic/video_2.php
http://nehrc.nhri.org.tw/toxic/Air.php
http://nehrc.nhri.org.tw/toxic/Air.php
http://nehrc.nhri.org.tw/toxic/Air.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