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火力發電廠所形成懸浮微粒的致命危害

緣起：

　　近一年來，台灣地區，尤其是中央山脈以西
北中南各區域的空氣品質一再惡化，飽含致癌物
質，甚至已到了惡名昭彰揚名國際的地步了。

　　人體呼吸系統中，鼻腔負責把關過濾不當物質藉由呼吸
道進入體內，以免侵入性傷害組織器官，引起病變，畸變，
與癌變。然而鼻腔能過濾抵擋的最小物質尺寸為10微米
（μm ）的微粒。小於該尺寸的懸浮微粒，鼻腔的鼻毛黏膜組
織就無能為力為人體把關，這些懸浮微粒可以長驅直入進入
人體直達肺部，引發各種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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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室內設計與裝潢專業技術人員，也必須了解此一外
在客觀因素的嚴峻改變，而有所對症下藥的因應，以確保客
戶在裝修工程所完成的居家室內，依然可以享有安身立命之
處，人生避風港的最後停泊倚靠。

　　本一系列研究心得，會從 PM2.5      懸浮微  
粒成份特性開始，再據此研討相關可行方案，
發揮專業價值，以幫客戶趨吉避凶。

PM2.5 懸浮微粒成份概述：

　　PM2.5 懸浮微粒如果來自燃煤火力發電廠，其前三大成
份主要為硫酸鹽，硝酸鹽與氨鹽．而氨鹽主要為硫酸與硝酸，
和空氣中的 NH3反應形成之硫酸銨(NH4)2SO4 與硝酸銨 
(NH4)NO3，但火力電廠並非氨氣 NH3之主要排放源，故本文
納入，僅為循此探討 PM2.5 懸浮微粒之質量濃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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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之所以形成，乃是燃煤火力發電廠排放之二氧化硫
所導致；而硝酸的形成，則是來自於燃煤火力發電廠排放之
氮氧化物      NO  x  的緣故。

相關環保法規的與時俱進：
　　
　　美國環保署於 1997 年訂定新的空氣品質管制標準，分別
訂定懸浮 微粒為 PM10 與 PM2.5兩種標準，並加入統計學
之觀念，最起初之 PM2.5標準定為年平均濃度為 15μg/m3，
日平均濃度標準則訂為 65μg/m3 (三年期間之 98%累積頻率)，
而後分別於 2006 年修訂日平均標準(35μg/m3 )，2012 年修訂
年平均標準(12μg/m3 )。

　　歐盟於 2008 年公告 PM2.5 年平均濃度的環境目標值為
25μg/m3，2015 年正式成為法規值。

　　日本也於 2009 年提出 PM2.5 相關管制標準，內容與美
國相同(2012 年修訂前)。

　　中華民國為提昇環境品質及維護國人健康，環保署已於 
101 年修正空氣品質標準，增訂 PM2.5 空氣品質標準為 24 
小時值與年平均值分別為 35µg/m3與 15µg/m3，為目前國際 
間最嚴格者之一。初步訂於 109 年達成全國細懸浮濃度年平
均值 15μg/m3 的目標，並逐期檢討我國 PM2.5 空氣品質標準，
並朝達成 WHO提出之空氣品質準則値(24 小時值訂為 
25μg/m3、年平均值訂為 10μg/m3)為空氣品質改善目標。 

物質安全資料（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

• 二氧化硫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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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效應：劇毒 ，吸入可能致死。對眼睛及呼吸道
極度刺激，會造成肺部傷害，症狀可能延遲發生，而非立即
發作。 

　　主要症狀為：刺激感、咳嗽 、呼吸急促、流淚、灼傷、
皮膚發癢或起泡。 

　　物品危害分類則分別為毒性氣體與腐蝕性物質。

• 氮氧化物  （NOx）：
　　
　　健康危害效應：劇毒，吸入可能致死。接觸會造成嚴重
皮膚灼傷，嚴重眼睛損傷，少量吸入會造成肺部傷害。

• 硫酸  （H2SO4）：

  健康危害效應：

　　急性影響：對皮膚、粘膜等組織有強烈的刺激和腐蝕作
用。蒸氣或霧可引起結膜炎、結膜水腫、角膜混濁，以致失
明；引起呼吸道刺激，重者發生呼吸困難和肺水腫；高濃度
引起喉痙攣或聲門水腫而窒息死亡。口服後引起消化道燒傷
以致潰瘍形成；嚴重者可能有胃穿孔、腹膜炎、腎損害、休
克等。皮膚灼傷輕者出現紅斑、重者形成潰瘍，癒後癍痕收
縮影響功能。濺入眼內可造成灼傷，甚至角膜穿孔、全眼炎
以至失明。

　　慢性影響：牙齒酸蝕症、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和肺硬
化。

　　環境危害：對環境有危害，對水資源和土壤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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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酸  （HNO3）：
　　健康危害效應：硝酸不論濃稀溶液都有氧化性和腐蝕性，
因此對人很危險，僅濺到皮膚上也會引起嚴重燒傷。皮膚接
觸硝酸後會慢慢變黃，最後變黃的表皮會起皮脫落（硝酸和
蛋白質接觸後，會導致黃蛋白反應而變性）。此外，濃硝酸
需以深色玻璃瓶盛裝，避免受到光照反應釋出有毒的 NO2。接
觸會造成灼傷，可能導致皮膚永久損傷及失明。

　　其蒸氣有刺激作用，引起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狀，如流
淚、咽喉刺激感、嗆咳，並伴有頭痛、頭暈、胸悶等。口服
引起腹部劇痛，嚴重者可有胃穿孔、腹膜炎、喉痙攣、腎損
害、休克以及窒息。皮膚接觸引起灼傷。慢性影響：長期接
觸可引起牙齒酸蝕症。 吸入過量則可能導致肺水腫而致死。
長期暴露可能會傷害肺臟。

　　主要症狀： 刺激感、室息感、呼吸困難。
 
　　環境危害： 對環境有危害，對水體和土壤
可造成污染。 

• 二氧化氮  （NO2）:

　　健康危害效應：主要損害呼吸道。吸入氣體初期僅有輕
微的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狀，如咽部不適、乾咳等。常經數
小時至十幾小時或更長時間潛伏期後發生遲發性肺水腫、成
人呼吸窘迫綜合徵，出現胸悶、呼吸窘迫、咳嗽、咯泡沫痰、
紫紺等。可並發氣胸及縱隔氣腫。肺水腫消退後兩週左右可
出現遲發性阻塞性細支氣管炎。慢性作用：主要表現為神經
衷弱綜合徵及慢性呼吸道炎症。個別病例出現肺纖維化。可
引起牙齒酸蝕症。 

     環境危害：該物質對環境有危害，應特別注意對地表水、
土壤、大氣和飲用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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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銨  (NH4)2SO4 ：

　　健康危害效應：對皮膚與呼吸系統有刺激性，對眼睛則
有嚴重刺激性。屬第二級吸入性有毒物質。

• 硝酸銨   (NH4)NO3：

　　健康危害效應：

皮膚：可造成溫和刺激。長期重覆接觸會刺激皮膚，導致皮
膚炎。 

吸入：對黏膜可造成刺激，症狀包括咳嗽、咽喉痛及呼吸急
促。 

眼睛：會引起眼睛不適或視力模糊。 

　　而以上物質與水氣接觸溶解皆會形成酸性水溶液，長期
處在此種環境的建築物，尤其是由強鹼性質的水凝混凝土或
鋼構材料容易因與酸性物質反應而減弱材質支撐強度與鏽蝕，
造成大規模的市容破壞，經濟損失乃至於安全疑慮。國人習
知的酸雨效應，幾乎都是由於上述物質導致水氣乃至雨水偏
酸所引起。

健康統計數據：

　　根據衛福部統計，2016 年癌症死亡人數為 4萬 7,760 人，

占所有死亡人數 27.7%，其中又以支氣管、肺癌的死亡率最

高，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理事長余忠仁表示，肺癌五

年存活率僅約 15%，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美 85%的肺癌病

患為抽菸者，但台灣卻約有一半的肺癌病患並沒有抽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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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學資料顯示肺癌家族史、廚房油煙汙染、空氣污

染、慢性阻塞性肺病、過去肺結核感染史、肺部纖維化等皆

可能是不吸菸者得肺癌的危險因子，建立國內肺癌 (尤其在

不吸菸者)高危險族群的風險評估為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而整體癌症不但是全台國人十大死因之首，近年還有逐
漸上升的趨勢，每十萬人口死亡率從民國 92 年的 6.5 人
上升到如今的 130 人，平均每五分多鐘就會有一人死於癌
症。

　　依據調查統計，肺癌是十大癌症中「醫療支出最高、死
亡率最高、晚期發現比例最高」的癌症，且自 1986 年起至今
（2016 年）連續 31 年高居女性癌症死因的第一名，台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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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罹患肺癌人數近 30 年來增加 4倍之多。近年肺癌出現年輕
化趨勢，空汙出現「紫爆」更增加民眾罹患肺癌的風險，肺
癌已是不容忽視的新國病。 
   
    再對比歷年空氣品質指標不良百分比趨勢圖～～

全國 PSI>100比率於民國 83~92年整體呈現明顯改善趨勢，
93年不良比率上升， 

94~104 年呈現逐年下降，105 年全國不良比率則為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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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明顯看出從扁政府時期的企業出走潮，乃至於馬政
府時期（2008.5.20~2016.5.19)期間所致力發展的觀光無煙
囪工業，以及空氣品質相關改善政策，所改善的空氣品質與
國人呼吸系統相關死因的死亡率下降，有著長期一致的相關
性。

    蔡政府時期改弦更張提出【2025      非核家園  】政策隨即大
幅擴張燃煤火力發電的比例。並於 2017 年元月啟用新的空氣
品質指數 AQI，且原使用指數 PSI很特別地並沒有繼續沿用
一段足夠的客觀時間，來觀察新指數的客觀與延續性。

　　以科學角度而言，現今的燃煤技術，在大幅擴增燃煤火
力發電之下，勢必令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輿論
（1，2，3，4，5）也如此呈現。然而中華民國環境保護署
新的統計指標則顯示空氣品質大幅改善。

　　如果此指標數據屬實，也許應該建議中央研究院全體院
士，共同推舉蔡英文總統以全球第一位法律人身分，角逐下
屆諾貝爾化學獎，也好為國增光！

　　言歸正傳，再過兩年，等 2016 年的癌症統計報告出爐之
後，事實如何，應該就可以見真章了吧？

　　面對台灣空氣品質空前反轉大幅惡化的情況
（從環保署以外的訊息來看的話），國民如何在
居住地方面加以改善以確保居家的健康呢？

　　相關室內設計裝潢文章撰寫整理中，敬請期待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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