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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本計畫是探討三種具揮發性香氣之香精植物（Aromatic herbs）對改善垃圾掩埋場或處理場周圍之環境品質。

對緩和或中和垃圾處理過程或處理過後所發散出來異臭味以及驅蚊效果，並預期選出本地最適合之香草種類，提

供大型垃圾掩埋場或焚化場周邊改善空氣品質及提升垃圾處理之正面形象。測定結果顯示，三種香草所含之精油

含量以鼠尾草（Scented sage， Salvia officinalis）占1-2％最多，其次為薰衣草（Lavender，Lavendula officinalis）0.5-

1％，荷力羅勒（Basil holy， Ocilium basicium ）為1.0-1.1％。以三點比較式聞臭官能測定法（NIEA，A201.10）偵

測小型模擬垃圾掩埋場內香草氣味對臭味作用結果顯示，處理區間無差異但均較對照區顯著低下。臭味強度分別

為13.95、17.56、14.97（對照35.95）。所含之精油對氨氣減臭效果依序為鼠尾草（62％）、薰衣草（70％）及荷力

羅勒（28％）。對異戊酸的消臭效果經精油添加後氣體分析顯示，異戊酸受抑制而沉香醇增加趨勢，其效果以鼠

尾草及荷力羅勒對異戊酸減臭化學作用最顯著，依序為無法偵測及降低約85％。以人體試驗驅蚊效果之結果顯示

荷力羅勒對埃及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有明顯的驅蚊性，而對熱帶家蚊（Culex quinquet Fasciatus）的殺蚊效

果依序為荷力羅勒>鼠尾草>薰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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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植物對改善垃圾掩埋場臭味及驅除蚊蠅之效果 
The improvement on stench and insecticide around 
Garbage burly field with aromatic h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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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是探討三種具揮發性香氣之香精植物(Aromatic herbs)對改善垃圾掩埋場

或處理場周圍之環境品質。對緩和或中和垃圾處理過程或處理過後所發散出來異

臭味以及驅蚊效果，並預期選出本地最適合之香草種類，提供大型垃圾掩埋場或

焚化場周邊改善空氣品質及提升垃圾處理之正面形象。測定結果顯示，三種香草

所含之精油含量以鼠尾草(Scented sage, Salvia officinalis)占 1-2%最多，其次為薰

衣草(Lavender,Lavendula officinalis)0.5-1%，荷力羅勒(Basil holy, Ocilium 
basicium )為 1.0-1.1%。以三點比較式聞臭官能測定法（NIEA,A201.10）偵測小

型模擬垃圾掩埋場內香草氣味對臭味作用結果顯示，處理區間無差異但均較對照

區顯著低下。臭味強度分別為 13.95、17.56、14.97(對照 35.95)。所含之精油對

氨氣減臭效果依序為鼠尾草(62%)、薰衣草(70%)及荷力羅勒(28%)。對異戊酸的

消臭效果經精油添加後氣體分析顯示，異戊酸受抑制而沉香醇增加趨勢,其效果

以鼠尾草及荷力羅勒對異戊酸減臭化學作用最顯著，依序為無法偵測及降低約

85﹪。以人體試驗驅蚊效果之結果顯示荷力羅勒對埃及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有明顯的驅蚊性，而對熱帶家蚊（Culex quinquet Fasciatus）的殺蚊

效果依序為荷力羅勒>鼠尾草>薰衣草。 
 
Abstract 
  In this subject , we used three kinds of aromatic plants (Holy basil, Lavender and 
Scented sage) and prepared 500 plants to divide 3 districts for experiment around the 
small burly field  （length 2m× width 2mx deep 1m）in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 amounts of essential oil of Sage, Lavender and Holy basil contained about 
1-2%,0.5-1% and 0.2-0.5% respectively was determined. The main compound of 



herbs was Throjne, Linalool and Eugenol respectively .  
   In the Lab, we detected the odor degree by mixing gases of NH3, Iso-valeric acid 
and essential oils of herbs  . As the result, the addition of Lavender district was the 
most effective than Holy basil and sage orderly to loosen a bad smell degree 
according the method of NIEA. A201.10.  Moreover, we detected the percentage of 
iso-valeric acid decreased and the linalool increased by gas-chromatography analysis 
during the oil addition treatment s. The decline effect on iso-valeric acid of three 
kinds of herbs were Sage, Holy basil and Lavender respectively. 
  The insecticide of essential oil from three herbs affected on mosquito(Aedes 
albopictus) were compared with contract showed the Holy basil expressed the 
strongest than Lavender and Sage .  
 
 
二、緣由與目的 
垃圾掩埋場產生臭味氣體主要是氨氣、異戊酸、二氧化碳、甲烷、少量氧氣及硫

化氫等。氣體產生是由像食物和庭園廢棄物紙類、紡織品等到生物腐敗物所刺

激。除甲烷外，掩埋場之惡臭公害也源自分解之揮發性有機氣體如硫化氫，無論

急性或慢性均會影響氣體移動和通風對人體造成重大危害。臭味雖不一定直接影

響人體健康，但對工作及情緒之影響巨大。去年，高雄仁武垃圾焚化場之臭味引

起多人不適,懷疑是焚化場排放所引起，後經調查，起因竟是掉落在高速路上之

蝦殼腐敗臭味所引起.由垃圾掩埋場的臭味已是一個會影響人們健康、劣化環境

及引起精神不愉快的重大問題。若能改善掩埋場的排放臭氣，則對提高生活環境

品質及形象有正面效果。 
而也因有鑒於臺灣的垃圾處理問題日益嚴重，解決之道，固然須賴人們自己做起

及遵守規定法令，但只使垃圾場淨化美化而不改善周遭氣味品質或形象，將紛爭

不絕。因此，加強民眾對處理成果之信心亦是十分現實及最具說服力的。在造景

庭園常有桂花、玉蘭、茉莉花等香氣讓人心曠神怡，但可惜只在開花時期才有香

味，且易受大氣污染及蟲害的侵襲，生長不佳較不適合作為垃圾場除臭植物，因

此本人認為生長性堅韌的香草，生長快速全株可散出香味，又兼具防蟲效果，若

能推廣，應對一般市民對目前垃圾掩埋場的形象改造有幫助。 
雖然植物香氣的消臭方法、效率及原因尚待研發解明但找出最適合我國內生長，

並能改善氣味環境之植物且推展於國內處理場是當務之急亦能比肩先進之鄰。 
 
三、研究方法 
  戶外小型模擬垃圾掩埋場之周圍分區種植三種香草為試驗區，收集之垃圾臭味

以 +2 等級(稍強烈)為基準，採樣於密閉狀態下，以濃縮瓶採集.消臭效果以官能

品評法(三點比較式臭袋法 NIEA.A201.10A)評定。實驗室中以異戊酸及氨氣為臭

味，三種香草精油為除臭物質，兩者混和後於試驗室中採樣做官能品評及氣相層



析儀之檢測。 
 
四、結果與討論 
    三種香草均以水蒸氣蒸餾裝置抽取葉中精油，薰衣草含量 0.5-1﹪、芳香鼠

尾草含量 1-2﹪、荷力羅勒含量 0.2-0.5﹪。一般而言，精油含量受到季節及生長

期所影響。開花前後是精油含量較高時期，荷力羅勒則因全年開花不斷含量較平

均。成分分析以氣相層析儀測定，荷力羅勒主要成分有丁香酚(eugenol)60%、沈

香醇（linalool）10﹪為主，其他桉葉腦（1,8 cineole）占 1﹪~12﹪、γ-cadinol 占
8﹪~12﹪，草萵油占 1﹪~1.5﹪。而薰衣草以 linalool 及 linaly acetate、cineol 為
主，芳香鼠尾草以 throjne、d-camphor，γ-terpinene 及 limonene 為主。 
不同試驗區內以空氣採樣瓶採樣，以三點嗅袋比較法官能測定結果顯示，雖然品

種間無差異，但任何一種香草區內臭味均較空白試驗區顯著低下。因此，三種香

草的揮發性香氣應有遮蔽，抵消或減緩垃圾臭味的效果。其中臭味的強弱，依序

以對照區，鼠尾草區、荷力羅勒區、薰衣草區。官能測定 NH3 與精油揮發性氣

體混合試驗的結果顯示，在愉快香味的精油濃度下，鼠尾草,薰衣草及荷力羅勒，

依序有除去 70%、62%、28% 的氨氣臭味的效率，比檸檬精油對異戊酸 55%，

薄荷油對氨氣有 53%的消臭效果略高，荷力羅勒較顯著。掩埋場臭味多為異戊酸

及蛋白質分解物。因此，三種香草精油與異戊酸混合後，氣體以 headspace 分析

法，發現等量混合時，異戊酸顯著減少或無法偵測，而沉香醇(linalool)有增加趨

勢。而以鼠尾草及荷力羅勒增大 1.8 倍最大，薰衣草增大 1.35 倍次之。近年亦有

研究報告指出精油生合成之前驅物有抑制異戊酸產生的作用與本結果相似，且香

草抗氧化性物會影響二次代謝老化物質。本試驗中，沉香醇顯著的增加可能和異

戊酸發生抵消作用有關。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內容及目標在於改善垃圾場之實質問題以及與環境居民關係。結

果顯示香草對除臭的效用無論實質上或意識形態上都有正面效果並受媒體重視

及採訪且獲得居民很大回響。 
 
六、對空污防治之重要成效 
(1) 本研究以天然芳香草本植物做為抑制垃圾場臭味的材料並証實實際應用及

改善垃圾場形象之可能性。 
(2) 供試香草之除臭效用非只有遮避作用亦具有中和臭味成分功效。 
(3) 香草的揮發性物質具殺蚊及驅蚊效果對淨化週遭環境有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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