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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為"環境價值融入國中細懸浮微粒防治動畫教育介入研究的第
二年計畫"，在台北市、桃園市及彰化縣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四所
國中(桃園市兩所，其餘縣市一所)進行動畫教學模組的試驗教學
，共計4所學校30個班級798位學生參與。試驗教學在每所學校以班
級為單位進行，將受試者分為實驗組、對照組與控制組。實驗組以
動畫教學之教學策略進行，對照組以本計畫所發展出的細懸浮微粒
教學模組進行教學；控制組不進行介入教學(表1)。介入教學的內容
為PM2.5防治的PPT教材(附件一)並以傳統課堂講述方式進行(對照組
介入一小時)，以及根據此一教材為藍本所編製的動畫教材並配合課
堂討論及反思(實驗組介入一小時)。三組皆以"國中學生PM2.5防治
知識、環境敏感度、態度、行為意圖及環境友善行為問卷"(附件二
)進行前後測。根據問卷填答之情形，刪除無效問卷後，共回收有效
問卷前測656份、後測698份，問卷回收率分別為前測82.2%及後測
87.5%。問卷數據以SPSS23.0版軟體進行分析。進行動畫教學介入的
實驗組不論在PM2.5防治知識、環境敏感度、PM2.5防治態度或是
PM2.5防治行為意圖，均能有顯著的提升；但是以傳統PPT教材進行
教學介入的對照組，學生僅在PM2.5防治知識有所提昇，在環境敏感
度、PM2.5防治態度和PM2.5防治行為意圖上皆未能有顯著的改變。
此一結果顯示教材呈現的方式和教學方法對於知識傳授以外的其他
環境素養指標是有影響的。此一結果值得我們省思。

中文關鍵詞： 細懸浮微粒，動畫教學模組，環境教育，國中學生

英 文 摘 要 ：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roject "Infusing environmental
values into PM2.5 prevention animation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accomplished the following works. Fou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Taoyaun, and ChangHua were selected for teaching
experiment. A total of 798 students in 30 classes
participated this experiment.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imation group", "PPT teaching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or students without intervention. A questionnaire (PM2.5
knowledge, attitud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behavior intention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 was applied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during education intervention. A
total of 656 and 698 effectiv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pre-test and post-test with 82.2% and 87.5% recovery rate,
respectively. SPSS 23.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We
found that students in the Anim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M2.5 knowledge, attitud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behavior intention, while students in the
PPT teaching group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M2.5
knowledge only,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mained unchanged.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way of teaching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teach in class in affective
education.

英文關鍵詞： fine particulate matters, animation teaching modul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unior high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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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 

  空氣污染是受到全球性關注的環境議題，其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尤其又以

細懸浮微粒（Fine particulate matters, PM2.5）被視為影響健康危害的關鍵因素，

並且也是台灣近年來評估空氣品質的最重要指標。PM2.5的教學內容、相關教材、

教學方法在十二年國教各階段皆未完備，本計畫擬將過去科技部補助計畫中完成

的PM2.5教案，以動畫方式改編後再進行試驗教學比較，以了解傳統課堂講授PPT

教材的授課方式與融入動畫教學和學生反思的教學方式，哪一種更能提昇學生的

環境素養。本報告為環境價值融入國中細懸浮微粒防治動畫教育介入研究的第二

年計畫結案報告，在第一年計畫中我們完成了四組PM2.5防治的動畫教材，並編

製了"國中學生環境敏感度、PM2.5防治知識、態度、行為意圖及環境友善行為問

卷"，此問卷包含細懸浮微粒健康影響知識、態度、環境敏感度、環境友善行為

以及個人背景變項等構面，此一問卷經專家效度檢驗並以新竹市某國民中學學生

30人進行預試且通過信度檢驗。 

本計畫的第二年(108學年度)，在台北市、桃園市及彰化縣以立意取樣的方

式選取四所國中(桃園市兩所，其餘縣市一所)進行動畫教學模組的試驗教學，共

計4所學校30個班級798位學生參與。試驗教學在每所學校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將

受試者分為實驗組、對照組與控制組。實驗組以動畫教學之教學策略進行，對照

組以本計畫所發展出的細懸浮微粒教學模組進行教學；控制組不進行介入教學

(表1)。介入教學的內容為PM2.5防治的PPT教材(附件一)並以傳統課堂講述方式

進行(對照組介入一小時)，以及根據此一教材為藍本所編製的動畫教材並配合課

堂討論及反思(實驗組介入一小時)。三組皆以"國中學生PM2.5防治知識、環境敏

感度、態度、行為意圖及環境友善行為問卷"(附件二)進行前後測。根據問卷填

答之情形，刪除無效問卷後，共回收有效問卷前測656份、後測698份，問卷回收

率分別為前測82.2%及後測87.5%。問卷數據以SPSS23.0版軟體進行分析。 



表 1 細懸浮微粒（PM2.5）教育介入準實驗設計表 

分組組別 前測 教學介入 後測 

實驗組 O1 X1 O2 

對照組 O3 X2 O4 

控制組 O5  O6 

註：（1）O1、O3、O5：前測（PM2.5 知識、環境敏感度、PM2.5 防治態度、PM2.5

防治行為意圖）。 

  （2）O1、O4、O6：後測（PM2.5 知識、環境敏感度、PM2.5 防治態度、PM2.5

防治行為意圖）。 

  （3）X1：使用 PM2.5 動畫教學介入。 

  （3）X2：使用PM2.5教學PPT介入。 

 

 

貳、108 年度研究成果 

本計畫所實施的實驗教學分別在台北市、桃園市以及彰化縣共四所國民中

學進行進行，授課教師在試驗教學進行之前皆曾參與本計畫舉辦之教學工作坊，

充分了解本計畫的目的以及使用 PM2.5 動畫教材和 PPT 教材所需要掌握的教學

重點，並相互交換準備進行的課堂討論和反思引導方式，俾使四所學校在進行此

一實驗教學時不會因授課教師的不同以及採用不同的授課方式在不同學校的介

入教學產生偏差。考慮到四所學校的規模不同，本計畫在各個學校實驗組、對照

組和控制組的班級選取上僅量做到沒有差別。參與本計畫的受試者其基本資料如

表 2 所示。 

表 2 顯示本計畫在介入教學開始前四所學校的參與學生被分成實驗組、對

照組和控制組，經卡方檢定這三組學生在性別、年級、居住地、參與環保活動經

驗、是否聽過 PM2.5、細懸浮微粒訊息來源以及父親和母親的教育程度這些項目

上都沒有統計上的差異。這表示這三組參與者在介入前同質。 

另外表 2 也顯示計畫參與學生不曾聽過 PM2.5 的很少(1.7%)，PM2.5 的訊

息來源是電視(77.2%)、學校課程(76.6%)和網路(74.2%)；有過環保活動(教育研習)

經驗的學生亦占少數(39.1%)。這些數字百分比和本人已往對國中學生的調查結

果相符。 

表 3 為實驗組、對照組與控制組在介入教學進行前、後對學生的 PM2.5 防

治知識、PM2.5 防治態度、環境敏感度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分別進行獨立樣

本 t 檢定的結果。在 PM2.5 防治知識上，實驗組在動畫教學介入後，PM2.5 防治知

識之後測平均值為 11.25，標準差為 2.69（t=-12.405，p<0.001），達顯著標準，

表示實驗組的 PM2.5 防治知識在動畫教學介入後有顯著提升；對照組 PM2.5 防治

知識在進行 PPT 教學介入後，PM2.5 防治知識之後測平均值為 9.48，標準差為 2.94

（t=-4.895，p<0.001），亦達顯著標準，表示對照組在進行 PPT 教學過後，PM2.5

防治知識有顯著提升；而控制組 PM2.5 防治知識在未進行任何介入之情況下後測

平均值為 7.75，標準差為 3.20（t=0.599，p>0.05），代表控制組在 PM2.5 防治知識

上沒有改變(圖 1)。 



 
圖 1 試驗教學各組在 PM2.5 防治知識前後測的結果 

 

在環境敏感度上，實驗組在動畫教學介入後環境敏感度之後測平均值為

30.85，標準差為 5.48（t=-3.752，p<0.001），達顯著標準，表示實驗組在動畫教

學介入之後環境敏感度有顯著提升；對照組動畫教學介入後環境敏感度之後測平

均值為 30.15，標準差為 5.294（t=-1.840，p>0.05）未達顯著標準，代表以傳統

PPT 教材授課的對照組在教學介入後未能顯著提昇學生的環境敏感度。控制組前

後測結果顯示未經介入教學的學生環境敏感度在此一段期間並未改變(圖 2)。 

 
圖 2 實驗教學各組環境敏感度前後測的結果 



 

在 PM2.5 防治態度上，實驗組在進行介入後 PM2.5 防治態度之後測平均值為

39.14，標準差為 5.481（t=-2.377，p<0.05），達顯著標準，表示實驗組在動畫教

學介入後 PM2.5 防治態度有顯著提升；對照組以傳統 PPT 教材教學介入後 PM2.5

防治態度之後測平均值為 37.73，標準差為 5.647（t=0.027，p>0.05）未達顯著標

準，代表以傳統 PPT 教材授課的對照組在教學介入後未能顯著提昇學生的 PM2.5

防治態度。控制組後測結果較前測為低，平均值為38.70，標準差為5.224（t=0.563，

p>0.05）未達顯著標準，顯示未經介入教學的學生 PM2.5 防治態度在此一段期間

並未改變(圖 3)。 

 
圖 3 實驗教學各組 PM2.5 防治態度前後測的結果 

 

在 PM2.5 防治行為意圖上，實驗組在進行介入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之後測

平均值為 36.80，標準差為 5.406（t=-3.614，p<0.001），達顯著標準，表示實驗

組在動畫教學介入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有顯著提升。對照組教學介入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之後測平均值為 35.29，標準差為 5.833（t=-1.307，p>0.05）未達

顯著標準，代表以傳統 PPT 教材授課的對照組在教學介入後未能顯著提昇學生

的 PM2.5 防治行為意圖。控制組後測結果較前測略低，平均值為 35.45，標準差

為 5.845（t=-0.478，p>0.05）未達顯著標準，顯示未經介入教學的學生 PM2.5 防

治行為意圖在此一段期間並未改變(圖 4)。 



 
圖 4 實驗教學各組 PM2.5 防治行為意圖前後測的結果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進行動畫教學介入的實驗組不論在 PM2.5 防治知識、環

境敏感度、PM2.5 防治態度或是 PM2.5 防治行為意圖，均能有顯著的提升；但是

以傳統 PPT 教材進行教學介入的對照組，學生僅在 PM2.5 防治知識有所提昇，在

環境敏感度、PM2.5 防治態度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上皆未能有顯著的改變。此

一結果顯示教材呈現的方式和教學方法對於知識傳授以外的其他環境素養指標

是有影響的。此一結果值得我們省思。 

 

   

 



2020-PM2.5動畫教育介入資料分析表 

表 2 前測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之分布 

變項 類別 
總數（n=646） 實驗組（n=224） 對照組（n=204） 控制組（n=218） 

卡方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19 49.4% 110 49.1% 98 48.0% 111 50.9% 

0.360 
女 327 50.6% 114 50.9% 106 52.0% 107 49.1% 

年級 
七年級 335 52.0% 117 52.2% 108 52.9% 110 50.9% 

0.177 
九年級 309 48.0% 107 47.8% 96 47.1% 106 49.1% 

居住地區 

台北市 78 12.1% 26 11.6% 24 11.8% 28 13.0% 

0.694 
桃園市 325 50.5% 116 51.8% 101 49.5% 108 50.0% 

彰化縣 233 36.2% 79 35.3% 77 37.7% 77 35.6% 

其他 8 1.2% 3 1.3% 2 1.0% 3 1.4% 

是否參加過環境教育

或環境保護相關研習

活動 

是 250 39.1% 79 35.4% 85 41.7% 86 40.4% 

1.974 
否 390 60.9% 114 64.6% 119 58.3% 127 59.6% 

是否聽過 PM2.5 
是 633 98.3% 222 99.1% 200 98.0% 211 97.7% 

1.438 
否 11 1.7% 2 0.9% 4 2.0% 5 2.3% 

細懸浮微粒訊息來源

(複選題) 

學校課程 493 76.6% 173 77.2% 158 77.5% 162 75.0% 0.439 

校外環境課程或活

動 
241 37.4% 75 33.5% 81 39.1% 85 39.4% 2.283 



變項 類別 
總數（n=646） 實驗組（n=224） 對照組（n=204） 控制組（n=218） 

卡方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電視 497 77.2% 171 76.3% 152 74.5% 174 80.6% 2.313 

報紙/雜誌 220 34.2% 86 38.4% 65 31.9% 69 31.9% 2.735 

網路 478 74.2% 165 73.7% 149 73.0% 164 75.9% 0.514 

家人/朋友 296 46.0% 106 47.3% 89 43.6% 101 46.8% 0.670 

註：（1）*代表 p<0.05。 （2）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表 1（續 1）前測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之分布 

變項 類別 
總數（n=646） 實驗組（n=224） 對照組（n=204） 控制組（n=218） 

卡方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父親的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9 1.4% 2 0.9% 5 2.5% 2 1.0% 

11.578 

國中 75 12.0% 21 9.6% 23 11.4% 31 14.9% 

高中高職 283 45.1% 96 44.0% 92 45.8% 95 45.7% 

專科 83 13.2% 28 12.8% 32 15.9% 23 11.1% 

大學 121 19.3% 45 20.6% 33 16.4% 43 20.7% 

研究所以上 56 8.9% 26 11.9% 16 8.0% 14 6.7% 

母親的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11 1.8% 2 0.9% 3 1.5% 6 2.9% 

14.098 國中 55 8.9% 16 7.4% 14 7.1% 25 12.2% 

高中高職 279 45.2% 93 43.1% 87 44.4% 99 48.3% 



變項 類別 
總數（n=646） 實驗組（n=224） 對照組（n=204） 控制組（n=218） 

卡方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專科 104 16.9% 41 19.0% 34 17.3% 29 14.1% 

大學 127 20.6% 48 22.2% 48 24.5% 31 15.1% 

研究所以上 41 6.6% 16 7.4% 10 5.1% 15 7.3%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表 3 實驗組、對照組與控制組前後測之分布情形 

變項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PM2.5 防治

知識 

實驗組 8.00 11.25 2.911 2.686 -12.405*** 

對照組 8.12 9.48 2.752 2.941 -4.895*** 

控制組 7.92 7.75 2.829 3.200 0.599 

環境敏感度 

實驗組 28.93 30.85 5.412 5.481 -3.752*** 

對照組 29.14 30.15 5.294 6.171 -1.840 

控制組 30.55 30.72 5.693 5.639 -0.329 

PM2.5 防治

態度 

實驗組 37.93 39.14 5.412 5.481 -2.377* 

對照組 37.75 37.73 5.338 5.647 0.027 

控制組 38.99 38.70 5.224 5.724 0.563 

PM2.5 防治

行為意圖 

實驗組 34.92 36.80 5.716 5.406 -3.614*** 

對照組 34.57 35.29 5.541 5.833 -1.307 

控制組 35.90 35.65 5.218 5.845 -0.478 

 

註：（1）本表不含未填答者。（2）*代表 p<0.05；**代表 p<0.01；***代表 p<0.001。 

 

討論與建議 

本人在前幾年執行的科技部計畫中(環境價值融入高中細懸浮微粒防治教育

課程與推廣(106-2511-S-003-012-) 已經發現:目前普遍採用的教學形式(教師課堂

講授 PPT 教材/學習單)雖然可以提升學生的相關環境知識，但對於提升整體學生

的環境敏感度(或環境關懷)、環境態度以及友善環境行為(或行為意圖)沒有幫助。

並且，在受試對象為高中學生時，未受教學介入的對照組學生其環境知識也在後

測時有顯著提升。這樣的結果引發環境教育教材設計上的省思:如果環境知識學

生可以自學而得，那環境教育該如何教才能提升知識以外的其他環境素養指標呢?

在另一個以動畫教材進行高中學生的環境教育教學介入計畫中顯示(環境價值融

入細懸浮微粒防治動畫教育介入研究－環境價值融入高中細懸浮微粒防治動畫

教育介入研究(107-2511-H-003-007)，動畫教材可以提升學生的PM2.5防治知識、

環境敏感度、PM2.5 防治態度、PM2.5 防治自我效能和行為意圖。但是其對照組

(未進行教學介入)的學生 PM2.5 防治知識和環境敏感度也有提升，其他指標

(PM2.5 防治態度、PM2.5 防治自我效能和行為意圖)則沒有顯著改變。本研究以

國中學生為對象，在四所國中 646 份回收有效問卷中發現，以動畫教材並結合課

堂討論/反思的教學模式能提昇國中學生的 PM2.5 防治知識、PM2.5 防治態度、

環境敏感度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等指標，而以講授 PPT 教材/學習單的傳統教

學模式亦可以提昇國中學生的 PM2.5 防治知識，但對於 PM2.5 防治態度、環境

敏感度和 PM2.5 防治行為意圖等指標沒有效果。本研究也調查了沒有教學介入

的學生做為控制組，而控制組學生的各項指標前後測均無顯著改變。本研究與之



前的研究顯示:以動畫教材為基礎進行的環境教學比傳統 PPT 教材更能提昇學生

的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等情意層面的素養，也更能提昇學生的環境行為意圖。

考慮到目前網路資訊的發達，許多的環境知識學生都能從課堂教材以外自行獲得，

要提升學生的環境素養，成為具有環境行動能力的公民，我們應考慮改變傳統的

環境教育授課方式，增加動畫或媒體教學比例，來達到提升情意層面環境素養的

效果。 

 

  



附件一 對照組 PM2.5 防治教材 PPT版本 

你看不到的空氣污染—
細懸浮微粒PM2.5

授課老師：ＸＸＸ老師

1

 
 

2
圖片引自：時鐘的書(2012 )。作者：[日] 松井紀子，金海英翻譯。
引用網址：http://3g.ibabyzone.cn/bbs/showtopic-85413.html

Particulate MatterＰＭ

一級致癌物

加入

 
PM2.5乍看像是下午兩點半，它是世界衛生組織旗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所（IARC）所

認定的一級致癌物。 

 

  



認識PM2.5

1. 10-6次方的威力

2.PM2.5對身體危害

3.PM2.5的來源

4.PM2.5的防治策略

5.環境行動
3

 
本次簡報主要由這五個面向介紹 PM2.5。 

 

請試著將一根頭髮，在長度不變下剖半。

4

※ 註：1微米(μm)=10-6m

這就是PM2.5的大小

 
教師提供剪刀讓同學嘗試。基本上將一根頭髮剖成 1/2已是不能能的事，更何況

PM2.5僅頭髮的 1/28，這便是 PM2.5為何能長驅直入我們的肺部導致癌症病變的危

害。  

  



什麼是PM2.5？

• 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漂浮在空氣中的粒狀

物稱為總懸浮微粒(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

TSP)，它也包含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10)和細懸浮微粒(PM2.5)。

5

PM10

PM2.5

• 顆粒直徑<10μm 的微粒

• 懸浮微粒

• 顆粒直徑≦2.5μm的微粒

• 細懸浮微粒

氣狀、顆粒狀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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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簡稱 PM)。懸浮微粒有大小不同的粒子直徑(簡

稱粒徑)，而且通常用微米(1/106 公尺即萬分之一公分，英文單位縮寫為 μm)

作為粒徑大小單位。例如，懸浮在空氣中的海灘沙粒之粒徑大約是 90 μm，漂

浮花粉之粒徑則是 30 μm。粒徑小於 10 μm 的微粒被稱為 PM10；當粒徑小於

或等於 2.5 微米就是一般常說的「細懸浮微粒」，簡稱 PM2.5。空氣中 PM2.5 的濃

度單位以微克 /立方公尺(μg/m3)表示之。細懸浮微粒的直徑比人體頭髮直徑的 

1/28 還小，所以非常微細，容易隨著人體的呼吸而被吸入人體氣管，甚至可穿

透肺泡，並直接進入人體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因此，細懸浮微粒(PM2.5)對

人體健康影響是不可輕忽的。  

堪稱台灣第一高樓以及唯一樓層
超過100層的台灣建築物，曾於
2004年12月31日至2010年1月
4日間擁有世界第一高樓的紀錄，
目前為世界第八高樓。

被消失的101

6

（圖影／翻攝自網友張淳盈臉書 , 2017.11.30）(33秒) 
https://www.facebook.com/digifrog/videos/10213473420083668/

你看到什麼?

 
 

  



霧與霾的區別

性質 霧 霾

組成 小水滴 塵埃與鹽類粒子

能見度 可能不及1公里 小於 10 公里

相對溼度
有濕潤感，相對溼度

接近 100%
大約都在 75％以下

顏色 白色 黃色或橘紅色

7

當細顆粒物（例如:PM2.5）排放超過大氣
循環能力

+

極易出現大範圍霧的特定天氣


容易產生霧與霾混充於空氣中
即大家所稱的「霧霾」

 
當窗外的景象有點霧茫茫，您覺得是霧還是霾? 

光(如:暈或虹)及電(如:閃電或雷聲)4 種現象，其中怎麼分辨造成霧茫茫景象是

因為水氣或塵埃呢?第一是顏色。霧（Fog）的視覺顏色是白色，因為霧是由細微

密集之小水滴組成，而霾（Haze）的視覺是黃色或橘紅色，因為霾是極細微之塵

埃與鹽類粒子形成。第二是能見度。一般造成我們能見度不及 1公里的視障稱之

為霧，而霾則是能見度小於 10 公里時的天氣現象。第三是相對溼度。我們也可

以利用當時大氣的相對溼度來協助判斷是霧還是霾，因為霧是小水滴組成，所以

有濕潤感，相對溼度接近 100%，而霾是懸浮於空氣中或被風吹起、肉眼無法辨

識的質點造成空氣混濁，因此發生時相對溼度大約都在 75％以下。窗外的天氣

現象可以分為水(如: 霧或雨)、塵(如霾或沙塵暴)、好奇會有「霧霾」這種天氣

現象嗎?其實霧霾就是霧和霾的組合詞，是特定天氣條件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

結果，因為高密度人口的經濟及社會活動必然會排放大量細顆粒物（例如:PM2.5），

一旦排放超過大氣循環能力，細顆粒物濃度將持續積聚，此時如果遇到極易出現

大範圍霧的特定天氣系統時，當兩者相混合有人會稱為「霧霾天氣」，所以常見

於城市中，但本局地面氣象觀測仍使用「霧」與「霾」分開編報，而不使用「霧

霾」一詞。  

認識PM2.5

1.10-6次方的威力

2.PM2.5對身體危害

3.PM2.5的來源

4.PM2.5的防治策略

5.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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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會覺得~

9

偶爾會想
咳嗽

 
常見的過敏現象也可能是由於環境中的髒空氣所引發。 

10

改成這張 IARC宣布 兩者同為一級致癌物
PM2.5

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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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簡稱 PM)。懸浮微粒有大小不同的粒子直徑(簡

稱粒徑)，而且通常用微米(1/106 公尺即萬分之一公分，英文單位縮寫為 μm)

作為粒徑大小單位。例如，懸浮在空氣中的海灘沙粒之粒徑大約是 90 μm，漂

浮花粉之粒徑則是 30 μm。粒徑小於 10 μm 的微粒被稱為 PM10；當粒徑小於

或等於 2.5 微米就是一般常說的「細懸浮微粒」，簡稱 PM2.5。空氣中 PM2.5 的濃

度單位以微克 /立方公尺(μg/m3)表示之。細懸浮微粒的直徑比人體頭髮直徑的 

1/28 還小，所以非常微細，容易隨著人體的呼吸而被吸入人體氣管，甚至可穿

透肺泡，並直接進入人體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因此，細懸浮微粒(PM2.5)對

人體健康影響是不可輕忽的。  

  



認識PM2.5

1.10-6次方的威力

2.PM2.5對身體危害

3.PM2.5的來源

4.PM2.5的防治策略

5.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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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PM2.5是怎麼生成的?

12  

有沒有看過這些笑話?

13擷取自網路
 

  



PM2.5的成因-依性質區分

原生性PM2.5

• 直接從自然界或人為活動所排放。

• 例如︰天然的海鹽飛沫、營建工地粉塵、道路揚

塵、工廠煙囪直接排放、農田燃燒稻草。

衍生性PM2.5

•自然界或人為活動所排放，與大氣中的化學物質

發生化學反應後再生成。

•例如︰石化廠排放或有機溶劑散發PM2.5的前驅物。 14

 
PM2.5的來源包括自然界釋出與人為活動產出等二種。舉例來說，火山爆發、森林

或草原火災、海洋飛沫，以及地殼岩石風化等都是自然界釋出來源。工業使用化

石燃料、水泥製造的粉碎和研磨、工廠煙囪排放廢氣、家戶燃煤取暖或烹調、烤

肉、燃燒垃圾或稻草、拜香、吸菸、燃燒汽、柴油之汽機車排放廢氣、營造施工

與道路揚塵等都是人為活動來源，而且人為活動是產生 PM2.5的主要原因。直接

從自然界釋出或直接由人為活動產生的 PM2.5 被稱為原生性 PM2.5。如果空氣中的

原生性 PM2.5 再受到其他因素，例如受日光照射發生化學反應(一般叫作光化學反

應)，或者與液相水分子發生化學反應(一般叫作液相化學反應)，就會形成新化

學物質例如二氧化硫衍生為硫酸鹽，這一類 PM2.5 被稱為衍生性 PM2.5。衍生性

PM2.5的成分通常含有化學反應後的物質，例如硫酸鹽、硝酸鹽、銨鹽。  

15

 
 

  



國內PM2.5排放狀況

16

衍生性PM2.5前驅物
(包含VOCs)

資料來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認識細懸浮微粒(PM2.5)手冊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是一種在常溫常壓

下，具有高蒸氣壓和易蒸發性能的有機化學物質。 

你是PM2.5

污染源嗎?

食

衣

住

行

消費

信仰

17

 
 

  



你(或家人)是否有下列行為?

18

愛吃燒烤 拜拜燒金紙 汽車怠速

興建樓房 騎乘燃油機車 過度消費

二行程機車（進氣、排氣同時進行）

→導致廢氣含有未燃燒的燃料

→ →潤滑引擎機件的噴合油或預混潤
滑油較難完全燃燒

→ → →廢氣污染

 
營建工程於開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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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機具引擎運轉時排放之黑煙，或於施工裝修所使用之塗什料、油漆及

黏著劑等都是 PM2.5前驅物排放來源，常造成附近空氣品惡化。  

機動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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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車輛行駛於道路輪胎及煞車磨損，以及非公路運輸的船舶、火車、飛

機、載重農耕施工機具等亦是 PM2.5排放來源。根據研究顯示，在都會區機動車

輛是最主要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來源，尤其是我國住宅區常常緊鄰一般道路或公路，

機動車輛排放常直接對人體健康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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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高污染車輛都是政府的重

點管制對象。 

  



食—你多久吃一次燒烤?

19

烤肉油脂滴到高溫木炭，排放

出的致癌物PM2.5、PM10

將暴增10~100倍。

資料來源：李慧梅、顏宗海(2016)。室內燒烤炭加油汙染物狀況  
肉油滴炭釋放毒物 

李慧梅受訪表示，該研究於實驗室模擬燒烤店環境，實驗各款巿售木炭燃燒是否

造成空氣污染，發現致癌風險在可接受範圍，但燒烤店有大量肉食，油脂難免滴

到木炭，因此再進行炭燃燒時添加各類油脂的實驗。 

結果發現，不論何種肉類油脂，都會增加木炭排放的污染物，又以被世界衛生組

織列為最高等級、一級致癌物的 PM2.5，及會引發氣喘等呼吸道疾病的 PM10增加最

明顯。  

甲苯乙醛同步增多 

研究摘要指出，燃燒中的炭加上油脂，排放的 PM2.5從每公斤 14.27至 454.15毫

克，提高到每公斤 1029.38 至 4065.14毫克；PM10從每公斤 32.82至 562.54毫

克，提高到每公斤 1611.33 至 4800.50毫克，綜合而言約增 10到 100 倍。  

  



資料來源：魯皓平(2017)。衣服多到穿不完？快時尚對環境汙染的祕辛

圖片引自：新地球殺手國人每分鐘丟438件衣服(2018)。作者：蘇義傑。引用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1699

衣—你的衣櫃是否有些衣服只穿過一兩次，或連
穿都還沒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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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衣服從哪裡運送來的，衣服的運送過程，

如：一艘大型貨輪一整年會產生的懸浮微粒污染物，

相當於5000萬輛汽車，比卡車使用柴油產生

的懸浮微粒污染物高上1000倍。

製衣過程也可能產生PM2.5

衣服中的某些材質如聚酯或尼龍，是由化學合成

纖維材料衣物，需要使用石化原料，其

耗能又會產生PM2.5污染。
 

服裝產業是世界上第二大汙染！僅次於石油業 

衣服多到穿不完？快時尚對環境汙染的祕辛  文 / 魯皓平      2017-03-06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36959 

雖然世界上最有名且大部分的服裝品牌都來自美國，但全球 60％的衣服都是在

發展中國家製造的，亞洲是當今最主要的服裝出口國，占世界供應量的 32％以

上，而中國更是主要的名牌製造國，提供全球 13％的出口。 

但隨著中國勞動成本的上升，服飾大廠慢慢的往勞力成本較低的菲律賓、越南、

巴基斯坦等地選擇，但這些國家通常缺乏原料，而原料又要從中國、美國等地運

來，製造完成後再運送到全球，這中間的鐵路、空運的碳排放是非常高的。 

研究發現，一艘船一整年會產生的懸浮微粒汙染物，相當於 5000萬輛汽車那麼

多。此外，船舶燃燒的燃量汙染程度，比卡車使用柴油的汙染高上 1000 倍。 

  



住—你們家常翻修或裝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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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築施工工地所測得之實驗數據中發現，
水泥、砂和磁磚切割後，需要混合翻攪、裁
切磁磚大小，這些施工產生的揚塵，進而產
生的PM2.5及PM10。

建築
施工

• 房屋所使用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例如二氧
化硫、四氯乙烯等， 是 PM2.5 形成前的一
個最重要前驅，容易提高衍生性PM2.5濃度。

裝潢
翻修

資料來源：
江旻倪(2013)。粉塵對勞工室內作業環境之健康危害研究-以透天厝新建工程為例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5)。細懸浮微粒(PM2.5)參考資訊  

江旻倪，2013，粉塵對勞工室內作業環境之健康危害研究-以透天厝新建工程為

例，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http://air.ksepb.gov.tw/iaq/improve_3_12.html  

本研究經由施工工地所測得之實驗數據中發現，施工材料中所使用的水泥、砂和

磁磚切割後，亦是因施工過程需要混合翻攪、裁切磁磚大小這些施工動作所產 生

的揚塵，即瀰漫在空氣中的粉塵會高於行政院環保署所建議的室內空氣品質建議

值，實驗裡所提出的解決對策中，又以噴霧方式來降低空氣中的粉塵效果較佳，

藉 由問卷訪談得知施工工人的工作環境、衛生習慣與本實驗所得到之數據有明

顯的相對關係，因本研究只針對新建工程部分做量測而且量測時間於冬季，故春、

夏、秋 這三季並未量測，後續延伸可探討整建修繕這個區塊，因新建工程漸漸

飽和而整建修繕市場日趨擴大的情形下，可作為日後研究探討之主題，可針對春、

夏、秋、冬 這四個季節可分別量測，由於本研究只提出灑水及噴霧兩種解決方

案，如在後續研究中將假人配戴口罩進行實驗量測，或許可得到比灑水或噴霧更

顯著的效果。 

研究中透過仿真實驗量測施工人員的作業環境之 PM2.5及 PM10，因此配合的實驗工

地之施工項目與本研究要量測的室內環境、工種別完全符合，再經 由場勘所獲

得的資料顯示，本研究中所使用之攜帶式粉塵計，美國 Met One Model: AEROCET 

531，以連續監測作業環境中之粉塵濃度，經觀測期間(2011年 12月~2012年 1

月)之實驗數據分析，在一般抹灰(粗底)工程及裝飾抹灰(細底)工 程中 PM2.5及

PM10的濃度在施工作業中前段，將混凝土及細砂混合均勻攪拌時所產生的粉塵濃

度高於行政院環保署所規定之標準值，而貼壁磚時因裁切磁磚 時所產生的 PM2.5

及 PM10粉塵濃度也會偏高，貼地磚前因先將混凝土及細砂混合均勻攪拌，而所產

生的PM2.5及PM10粉塵濃度也會升高，且貼地磚 時也會使用磁磚切割器裁切磁磚，

所產生的 PM2.5及 PM10粉塵濃度會高於行政院環保署所規定之標準值。 

  

http://air.ksepb.gov.tw/iaq/improve_3_12.html


行—你上放學是搭大眾交通工具還是自家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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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台灣 PM2.5污染源 逾 2成來自車輛/2015-11-15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32316 

〔記者吳欣恬／台北報導〕近日細懸浮微粒 PM2.5濃度常見「紫爆」，主要原因都

是氣象擴散條件不佳、本地污染物累積所致。統計數據顯示，國內 PM2.5的主要

污染源是陸上交通工具，佔比超過兩成，環保署週二（十七日）將預告修訂《空

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在空污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民眾將不能任意開

車上路。  

環署後天提修正案 空污分三等級 

根據環保署資料，影響 PM2.5濃度的污染源前三名依序為大貨車九．五三％、餐

飲業油煙六．一三％以及電力業五．六％。值得注意的是陸上交通工具，包括大

貨車、自用小客車、四行程機車、其他大客車、二行程機車、公車客運車、柴油

小貨車和汽油小貨車所排放的廢氣，竟佔了 PM2.5污染源的廿．三七％。 

環保署指出，污染源排放、氣象及地形三因素都會影響空氣品質，而近日空氣品

質不佳主要是受氣象影響。空保處長陳咸亨指出，在氣象條件無法改變的情況下，

需加強管制力道及擴大管制層面。環保署週二將預告《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

制辦法》修正案，陳咸亨表示，修正案將根據各項空氣污染指標，將空氣品質分

為「初級惡化」、「中級惡化」以及「緊急惡化」三級，分級應變。 

緊急惡化時 將不能任意開車上路 

陳咸亨說，管制措施除了減少工業污染源以外，也將對交通工具展開管制，依不

同級別進行減少使用個人交通工具、管制大型柴油車和二行程機車的使用等措施；

比如在「緊急惡化」情況時，除大眾運輸工具及電動車以外，將管制其他交通工

具的使用。相關細節則等週二再一併公布。 

十一月八日環保署曾因連續數天空氣品質不佳，請經濟部協調台中火力發電廠降

載一百八十ＭＷ。為了進一步了解火力發電廠降載是否有助改善空氣品質，環保

署以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發現當火力發電廠降載四十％、兩千兩百ＭＷ，也僅能

使中部各測站的 PM2.5濃度減量○．二八至一．四六％。 

隨著鋒面南下，昨天中部和雲嘉南地區空氣品質已較前天好轉，僅崙背、台南和

安南三測站的 PM2.5濃度一度出現「紫爆」。 

  



消費—你所擁有的物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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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你想要的? 哪些是你真正需要的?

 
綠色消費：對環境傷害較少的消費行為  

http://e-info.org.tw/column/eccpda/2004/ec04072701.htm  

綠色消費，係指消費者選購產品時，考量到產品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而選擇對環

境傷害較少、甚至是有利的商品，其範圍涵蓋了產品的生產、運輸、行銷、丟棄

過程、回收程度，以及產品包裝內含物。一般而言，即使不確定產品本身的「綠

色」性，大部份的消費者都能接受減少購買過度使用難以回收或過度包裝的產品。

至於像高冷蔬菜或高山茶的種植，由於在山區中施灑農藥與砍伐樹木所造成的生

態破壞和水土流失，遠大於平地的農作區，亦不符合綠色消費的理念，也漸漸為

國人所注意。而像吃檳榔乍看之下只會危害個人健康的消費，但由於大量種植檳

榔樹容易削弱山林水土涵養的能力，表層土壤容易流失，甚至可能引發土石流，

因此也都違反了綠色消費的準則。 

  



信仰—你聽過以功代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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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客在宮廟內拜香比宮廟外，

鼻子前的微粒濃度高
出4~6倍。

 居家焚香祭拜時，門窗緊
閉比在開窗通風的微
粒濃度高出7~10倍。

臺灣平均每個村里有超過2.5
座宮廟，每年燃燒數千公噸的
拜香及數萬公噸的紙錢。

2016年04月27日報導

 
驚! 大甲媽祖遶境 空品比紫爆高出 59倍(2016年 04月 27日 15:38 中時 許瀚

分)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427004467-260405 

長達 9天 8夜的大甲媽祖遶境活動於本月 17日結束，環保署首度派員全程參與，

進行空氣品質監測，並於今天公布監測結果，活動期間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

最高達 4188微克，比紫爆標準高出 59倍。環署表示，今年底將架設一網路平台，

力邀各界一同監測民間活動空品狀況。 

環署監資處長蔡鴻德表示，此次遶境活動除固定的空品監測站外，另有可移動監

測定位的空品監測電動車，以及配戴攜行式 PM2.5微型感測器的人員隨繞境隊伍

移動。 

活動期間空品監測電動車測得的 PM2.5平均值為 145微克，瞬間最大值高達 4188

微克，比紫爆標準高出 59倍；至於隨行人員全程測得的平均值為 124 微克，最

大值也達 1550微克。 

蔡鴻德指出，PM2.5 濃度會瞬間飆高，都是因為媽祖鑾轎抵達時，信眾大量燃放

鞭炮及煙火所致。據現場量測狀況顯示，距離鞭炮及煙火施放地點 5公尺內，PM2.5

濃度一定會破千，尤其在下風處高值會更明顯，但煙霧散去濃度也會隨即降低。 

蔡鴻德說，現階段地方政府可透過大型活動環境友善指引，要求舉辦活動的單位

勿施放鞭炮、煙火，今年底也盼架設一網站平台，邀請公民在參與活動時，上傳

空品監測資料，供各界參考，未來則會進一步邀集內政部、寺廟等相關單位，研

商管控方式，以兼顧活動目的及符合環保要求。  

中研院-挑戰卓越系列/近在眼前的熱危害及 PM2.5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拜香者的暴險 

龍世俊的團隊是最早有系統的研究「燒香」行為對民眾 PM2.5暴險濃度造成增量

影響的研究團隊。臺灣平均每個村里有超過 2.5座宮廟，每年燃燒數千公噸的拜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webonly&id=3658


香及數萬公噸的紙錢，而大部分宮廟建築室內的通風條件並不佳，香客又是近距

離的接觸拜香及香爐，甚至有許多民眾會在自家早晚拜香祭祖或祭神。研究發現，

拜香的煙霧包含 PM2.5，並且含有致癌性有害物質。 

研究團隊規劃不同採樣觀測策略，走訪各地宮廟，也跟隨大甲進香活動實地採樣

分析，發現香客在宮廟內拜香時，鼻子前的微粒濃度（稱為個人微粒暴險濃度）

比宮廟外高出 4~6倍，一般民眾居家拜香時，在門窗緊閉的房間內焚香比在開窗

通風房間內焚香的微粒暴險濃度高出 7~10倍。龍世俊特別強調，這項研究並不

是要反對民眾從事宗教活動，而是希望民眾了解其中可能的影響，可以利用開窗、

減少香枝數量或是避開宮廟人潮擁擠的時間點等方式，來降低燒香造成的健康風

險。  

認識PM2.5

1.10-6次方的威力

2.PM2.5對身體危害

3.PM2.5的來源

4.PM2.5的防治策略

5.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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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過學校的空汙旗幟
掛在哪ㄦ嗎 ~

26

即時監測與公告

請問今天掛的旗幟是什麼顏色?

 
  



空氣品質監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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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之PM2.5

空氣標準品質

24小時值為35 μg/m3

年平均值為15 μg/m3

 
國內外對於 PM2.5的管制措施  

為了保障民眾健康，國內將 PM2.5 空氣品質標準 24 小時值訂為 35 μg/m3、年

平均值訂為 15 μg/m3。民國 100 年公布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中，將室內 PM2.5

的 24 小時值訂為 35 μg/m3。不過 PM2.5 的成分十分複雜，目前還未觀察到不

影響人體健康的限值。 

大家來找“查”
一起關心空氣污染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新聞或網路媒體報導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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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Play商店/APP store

→輸入「環境即時通」搜尋下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畫面 ISO作業系統畫面大家動動手來查查自己家鄉的PM2.5即時濃度吧！
 

 

  



「空氣品質指標」
AQI, Air Qua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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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
污染物

氣體

SO2 二氧化硫

CO  一氧化碳

O3 臭氧

NO2 二氧化氮

顆粒
PM10懸浮微粒

PM2.5  細懸浮微粒

民眾、學生應
停止戶外活動

 
1.空氣品質指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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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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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M2.5雖然細微的不到 2.5微米，但可透過環保署的環境監測即時通掌握訊息，

配合 AQI 監測與活動建議，便能減少 PM2.5對身體產生的危害。 

P M 2 . 5 把 台 灣 畫 成 什 麼 顏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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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指標
旗
幟

良好0～50 綠色

普通51～100 黃色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
101～150

橘色

對所有族群不健康
151～200

紅色

非常不健康
201～300

紫色

危害301～400
紅褐

色

危害401～500
紅褐

色

市

 
學習單每組一張、彩色筆(需涵蓋 AQI旗幟六色)每組一份。  

藉由環境即時通 APP 的操作讓同學關注自身環境周圍之空氣品質。  

PM2.5雖然細微的不到 2.5微米，但可透過環保署的環境監測即時通掌握訊息，配

合 AQI監測與活動建議，便能減少 PM2.5對身體產生的危害。 

  



認識PM2.5

1.10-6次方的威力

2.PM2.5對身體危害

3.PM2.5的來源

4.PM2.5的防治策略

5.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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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的你，可以做哪些
行動來減少PM2.5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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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發學生思考：  

建議 1.可以從 PPT：27 食、衣、住、行、消費、信仰六大面向加以發展。  

建議 2.藉由 PPT：52-55等策略中選擇出自己有感、且願意執行的行動。  

建議 3.開放同學使用手機、平板查詢各項環保行動，加以轉換成減少製造 PM2.5

的行動。 

  



預防PM2.5的危害-自我保護

使用口罩

• N95口罩過濾與吸附效果最佳(約95%)

• 活性炭口罩(約30-60%，同時吸附VOCs)

• 一般外科用口罩(約30-70%，特別針對液滴)

使用空氣清淨機

• 醫療級高效率空氣微粒過濾網(HEPA)機型(可除99.7%以上的PM2.5)

• 經濟部認可、具環保及節能標章，需定期保養

開車時不要跟在柴油車後面

戶外運動前收看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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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2012)。細懸浮微粒健康風險與預防手冊

配合影片，須
強調空氣品質指標橘色以上
減少室外活動
或出門戴口罩

 

預防PM2.5的危害-環保行動

●改善飲食結構，減少烹調用油

●少吃燒烤食物，減少食物燒烤過程中產生的PM2.5

●減少購買化學合成纖維材料衣物

●選擇環保水性界面活性劑洗衣服及水溶性乾洗

●減少使用揮發性有機揮發溶劑

●選用環保油漆、綠色建材植栽綠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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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認識細懸浮微粒(PM2.5)手冊  

減少 PM2.5–我能怎麼做(資料來源︰環保署 ) 

1. 食的方面︰ 

改善飲食結構：減少烹調用油，烹調油煙是食用或物在高温條件所形成的， 會

有大量的 PM2.5存在，所以需要改變飲食習慣，減少食用油炸物，以減少環境污

染。  

少吃燒烤食物，減過程中會產生 PM2.5，這些 PM2.5可能在進行燒烤時被吸入人體，

或者附著食物上而被吃入。  

2. 衣的方面︰ 

購買環保服飾：選購天然纖維材料和環保服飾，因為化學合成纖維材料衣物需要

使用石化原料，耗能又會產生 PM2.5污染。 



選擇水溶性乾洗店家： 環保的水性 界面活劑，以不具揮發有機物環保的水性 界

面活劑，替代石油系，減少 PM2.5反應物的逸散，且水性乾洗好處是沒有化學氣

味。 

3. 住的方面︰ 

減少使用有機揮發溶劑：如果你常搬家或翻修住宅，也可以從減少使用有機揮發

溶劑的塗料下手，使用有機揮發溶劑所產生的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VOC 是 PM2.5的“影子 ”，也就是 PM2.5形成前的一個最重要前驅物 

(反應生成 PM2.5的化學物質，例如二氧硫、四氯乙烯)，是導致人們生病的“元

兇 ”。 

預防PM2.5的危害-環保行動

●多搭公共運輸工具(公車、捷運……等)

●汽機車定期檢驗保養

●學校透過升空污旗提升學生對空氣污染的意識

●家長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如何減量

●祭祀不燒金，清新空氣好環保

●減少民俗活動燃放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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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認識細懸浮微粒(PM2.5)手冊  

植栽美化綠能社區：可多種植綠色栽，一同維護大家的生活空氣品質， 以及擁 有

健康的生活品質。雖室內植物吸附 PM2.5的量有限，不過可淨化 PM2.5形成的相關

前驅物。如果我們本身能做到節約電力等綠行為，相對的生產發如果我們本身能

做到節約電 力等綠行為，相對的生產電力等綠行為也可減少 PM2.5的排放。  

4. 行的方面︰ 

多搭公共運輸工具：選擇使用節能的交通工 具，可以減少廢氣排放及能源消耗

量，也可增進個人健康。 

培養機車定檢自主管理習慣：共同一起推動管制高污染機車輛所造成的汙染。 

5. 育的方面︰ 

透過學校教育導生如何減量：讓學生了解 PM2.5減量對民眾健康的重要性。 

家長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如何減量：最重要的還是家庭教育了，爸媽能以身則教導

小孩子如何於食衣住行 各方面減少 PM2.5產生，還要所有空氣污染的排放。  

6. 樂的方面︰ 

祭祀不燒金清新空氣好環保：民眾可選擇更為先進環保的祭拜方式，如：以功德

捐獻、白米鮮花素果等取代燃燒金紙，減少錢焚產生 的 PM2.5，祭拜之後亦可捐

獻給弱勢團體或自行帶回食用，一舉數得。 



減少民俗活動燃放炮竹： 可減少因燃燒產生的 PM2.5，使用環保鞭炮音效氣氛佳 ，

環保又安全。  

 

  



附件二 國中學生 PM2.5 知識、環境敏感度。防治態度及有善行為意圖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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