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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本計畫於民國88年12月至89年1月在高雄小港工業區及89年3月到5月於台北地區分別進行為期30個有效日的氣

膠採樣，主要的目的是探討大氣中細粒徑氣膠的物理及化學特性。 

  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小港地區氣膠的綠光散光係數日平均值範圍介於0.12~0.56km-1之間，平均值為0.32km-1。

小港地區在採樣期間平均質量濃度為93.00μg／m3，平均質量散光效率為2.37m2／g。以高雄地區來講，硫酸鹽、硝

酸鹽與綠光散光係數間有高相關性，理論散光係數與量測值間有中高度相關性。由氯離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指

出以二次硝酸鹽與二次硫酸鹽為主要污染源。以主成分推估結果顯示高雄地區以二次光化反應污染為主要的污染

來源，此結果與氯離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相當一致。相對地，台北都會區綠光散光係數日平均值範圍介於

0.03~0.48km-1之間，平均值為0.18 km-1。台北地區在採樣期間平均質量濃度為50.00μg／m3，平均質量散光效率為

3.10m2／g。由氯離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指出，台北水溶性離子的污染源中，以二次硫酸鹽為主要污染源。以主

成分推估結果顯示台北地區以二次光化反應污染、農廢燃燒為主要的污染來源，此結果與氯離子損失法所推估的

結果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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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於民國 88 年 12 月至 89 年 1 月在高雄小港工業區及 89 年 3 月到 5 月於台

北地區分別進行為期 30 個有效日的氣膠採樣，主要的目的是探討大氣中細粒徑

氣膠的物理及化學特性。 
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小港地區氣膠的綠光散光係數日平均值範圍介於

0.12~0.56km-1 之間，平均值為 0.32km-1。小港地區在採樣期間平均質量濃度為

93.00μg/m3，平均質量散光效率為 2.37m2/g。以高雄地區來講，硫酸鹽、硝酸

鹽與綠光散光係數間有高相關性，理論散光係數與量測值間有中高度相關性。由

氯離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指出以二次硝酸鹽與二次硫酸鹽為主要污染源。以主

成分推估結果顯示高雄地區以二次光化反應污染為主要的污染來源，此結果與氯

離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相當一致。 
相對地，台北都會區綠光散光係數日平均值範圍介於 0.03~ 0.48km-1 之間，平均

值為 0.18 km-1。台北地區在採樣期間平均質量濃度為 50.00μg/m3，平均質量散

光效率為 3.10m2/g。由氯離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指出，台北水溶性離子的污染

源中，以二次硫酸鹽為主要污染源。以主成分推估結果顯示台北地區以二次光化

反應污染、農廢燃燒為主要的污染來源，此結果與氯離子損失法所推估的結果有

相似性。 
 
Abstract 
In present study, atmospheric aerosols were collected in Kaohsiung and Taipei areas 
from December in 1999 to January in 2000 and from March to May in 2000, 
respectively. The main objective discusses aerosol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daily averages of the smallest 5-min 　 sp from green wavelength in 



Kaohsiung ranging from 0.12 to 0.56km-1, with an average of 0.32km-1. The daytime 
average of PM2.5 in Kao-hsiung City is 93.00 　 g/m3. Meanwhile, the average of 
aerosol mass scattering efficiency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is at 2.37m2/g. Among the 
analyzed species, sulfate and nitrate ions are correlated well with aerosol 
light-scattering coefficient. As pointed out by chlorine loss algorithm, the 
water-soluble ions in Kao-hsiung city is mostly from the secondary photochemical 
reaction. The APCA analysis shows Kao-hsiung aerosols are contributed from the 
secondary reaction, sea-salt, and agricultural burning. An excell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n source apportionment is demonstrated in the study. 
In contrast, the daily averages of the 5-min 　 sp in Taipei range from 0.03 to 
0.48km-1 with the average at 0.18 km-1. The daytime average of PM2.5 in Taipei 
City is relatively lower at 50.00 　 g/m3.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verage of aerosol 
mass scattering efficiency is higher at 3.10m2/g.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sulfate and nitrate ions are the two parameters adopted in the model to account for the 
variations of aerosol light-scattering coefficient. The chlorine loss algorithm infers the 
water-soluble ions in PM2.5 from Taipei City are mostly from the secondary 
photochemical reaction. The APCA analysis confirms Taipei City aerosols are 
contributed from the secondary reaction and agricultural burning. The results show 
excellent agreement with the chlorine loss algorithm. 
 
二、研究緣由與目的 
氣膠影響區域性大氣能見度及都會區的空氣品質，本研究探討大氣氣膠的物理特

性及化學特性對大氣能見度的影響，因此選擇高雄小港地區及台北地區作為研究

的對象，以瞭解氣膠散光係數與數目粒徑分佈、氣膠體積濃度的關係，配合污染

源推估方法推估高雄及台北地區的主要污染源類型，探討二次氣膠對散光係數的

貢獻量，並評估利用理論和統計模式推估散光係數的可行性。 
 
三、結果與討論 
整個採樣期間影響小港地區主要的天氣型態有：盛行東北季風、微弱東北季風及

鋒面，而鋒面可分為鋒面來臨前以及受鋒面影響，下表 1 說明各種天氣型態在整

個採樣期間的氣膠物理特性。 
表 1 各種天氣類型下，氣膠的物理特性 
天氣類型 
散光係數平均值與 
標準偏差(km-1) 
數目濃度平均值與 
標準偏差(#cm-3) 
體積濃度平均值與 



標準偏差((m3cm-3) 
微弱東北季風 
0.331(0.085) 
2694.8(282.04) 
64.60(17.472) 
盛行東北季風 
0.262(0.0545) 
2599.7 (294.76) 
54.41(12.55) 
鋒面來臨前 
0.2323(0.117) 
2285.5 (292.469) 
48.99(15.213) 
受鋒面影響 
0.4308(0.1323) 
2833.5(282.229) 
91.78(36.422) 
利用米氏理論（Mie's theory）所估算的理論及實測散光係數整體的相關性如圖

1、2 所示，結果顯示兩者之間有不錯的相關性，經由線性迴歸分析，高雄地區

的相關係數平方(R2)為 0.91，整個採樣期間的理論散光係數平均值為

0.286km-1，實測值較理論值高約 12.6%，台北地區的相關係數為平方(R2)為
0.89，整個採樣期間的理論散光係數平均值為 0.173km-1，實測值較理論值高約

4.4%，其原因可能是是由於 PMS 對於 0.1 微米以下粒徑範圍氣膠沒有收集，而

散光儀卻可反映其貢獻所導致。 
 
圖 1 高雄地區散光係數實測值與理論值的關係 
 
圖 2 台北地區散光係數實測值與理論值的關係 
 
高雄小港地區在採樣期間(9/12/20-00/01/28)平均質量濃度為 93.00 　 g/m3，平均

質量散光效率為 2.37m2/g，陰陽離子當量濃度的相關係數為 0.94，陰陽離子的當

量濃度比值為 1.04，顯示大氣的狀況相當穩定；台北地區在採樣期間

（00/3/20-00/5/20）平均質量濃度為 50.00 　 g/m3，平均質量散光效率為

3.10m2/g，陰陽離子當量濃度的相關係數為 0.98，陰陽離子的當量濃度比值為

1.02，顯示大氣的狀況相當穩定。 
採樣期間散光係數與化學組成的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如下： 
.................高雄地區 
...................台北地區 



高雄地區化學組成對散光係數的解釋變異量為 64％，以硫酸鹽的散光效率最高

為 8.4m2/g，其次為硝酸鹽的 5.3m2/g；台北地區的化學組成對散光係數的解釋

變異量為 55％，硫酸鹽的散光效率最高為 4.9m2/g、其次為硝酸鹽的 3.2m2/g，
由此看來二次反應物對散光係數具有相當的影響性。 
表 2 為利用氯離子損失法推估出來的結果，可看出高雄及台北地區的主要污染源

以二次硫酸鹽及二次硝酸鹽為最主要的污染源類型，表 3 為高雄及台北地區的絕

對主成分分析結果，高雄地區有 7 個主成分因子，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81.08％，

台北地區有 5 個主成分因子，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81.12％。由表 2 及表 3 相互比

較後可發現兩種方法得到的結果具有相似性，只是以絕對主成分方法推估得到的

塵土比例較高。 
 
表 2 高雄及台北地區各污染源類型佔水溶性離子的比例 
平均值 
海鹽 
二次硝酸鹽 
二次硫酸鹽 
塵土與燃燒 
高雄地區 
3.17％ 
30.99％ 
42.39％ 
3.22％ 
台北地區 
7.00％ 
9.87％ 
60.05％ 
4.95％ 
 
表 3 高雄及台北地區的絕對主成分分析結果 
高雄主成分 
可解釋變異 
台北主成分 
可解釋變異 
二次反應及海水 
20.73％ 
二次反應 
30.58％ 
塵土 



17.96％ 
塵土及工廠 
23.52％ 
塵土 
12.74％ 
塵土 
11.16％ 
塵土 
8.81％ 
二次反應及工業 
10.07％ 
交通污染 
7.64％ 
二次反應 
5.79％ 
二次反應 
6.80％ 
 
 
工業排放 
6.40％ 
 
 
由圖 3 可明顯看出在沙塵暴發生初期（3 月 29 日及 4 月 11 日），細微粒氣膠造

成的散光係數減少，而在粗粒範圍大幅增加，這可能是由於部份汽機車排放會導

致光化學反應的氣體由於表面反應而吸附於沙塵暴中粗粒徑氣膠而減少產生的

細粒氣膠的量，甚至部份細粒氣膠也會由於吸附效應而附著沈積於粗粒氣膠上，

所以，導致細粒徑氣膠的減少，因而出現細粒徑氣膠散光係數貢獻量減少而粗粒

徑氣膠散光係數貢獻量增加的現象。之後，可能是由於粗粒氣膠上的反應位置已

經飽和，所以無法在吸附其他多餘氣體及微粒，因此在圖 4 可明顯看出細粒徑氣

膠又增加至平日水準，甚至更高。 
 
圖 3 沙塵暴初期與平常比較 
 
圖 4 沙塵暴期間與平常比較 
 
四、研究成果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 
1. 本計畫量測氣膠（懸浮微粒）光學、物理、化學特性，指出造成大氣視程衰



竭的氣膠指標成分，提供空氣污染防治的重要方向。 
2. 本計畫量測的氣膠是 PM2.5，為美國空氣品質標準已新訂定，但仍懸而未決

的標準，美國正全力進行特性的量測與分析，本計畫成果可提供環保署制定台灣

地區空氣品質標準的參考。 
3. 細粒徑氣膠 PM2.5 部分來自於二次光化學反應，其來源為工業排放，持續量

測細粒徑氣膠 PM2.5 可用以評估工業污染防治的政策成效。 
4. 研究期間有大陸砂塵暴侵襲台灣北部地區，本計畫就所採得氣膠進行詳細成

分分析與探討，提供政府當局瞭解大陸砂塵暴對生態及人體健康的影響。 
5. 本計畫成果可提供氣膠擴散模式、氣膠吸濕成長模式、氣膠輻射冷卻模式的

輸入參數及驗證資料，以瞭解台北及高雄地區氣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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