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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空氣清淨機如何挑選最有效?

空氣品質AQI|PSI|PM2.5懸浮微粒空氣汙染嚴重惡
化怎麼辦？

室內室外應該如何保護呼吸器官降低空汙危害？

• 寫作緣由：　

　　由於發電政策這兩年髮夾彎，【2025      非核家園  】箭在弦上，風力發

電｜太陽能發電又遠水救不了近火，以至於燃煤發電大行其道。而其副產品，

煙霾，也造成了空前大規模的空氣汙染及其致命危害，讓整個台灣形成毒氣

室一樣的人間煉獄。

全球最大燃煤火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台灣
中部最大空氣汙染源-也可能是全台最大空氣汙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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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錯誤荒謬的發電政策，雖置身於號稱民主的社會裡，小老百姓卻是

無緣置喙。處在這樣惡劣的生活環境之下，應該如何有效自保？紛紛成為男

女老少心中的一個大問號。

　　還有許多台灣民眾更可憐，出外有燃煤火力發電得嚴重空汙危害，躲在

家中，還得忍受貼皮家具|系統櫃的甲醛汙染危害，根本進退不得，直嘆：

『天下之大，竟無容身之處！』

　　口罩與空氣清淨機是人們普遍能夠想得出來的可行方案。可是，產品眾

多，品牌紛云，如何挑選？能否推薦？何者首選？又是台灣人此刻心中那個

大問號之後，一連串的小問號。

　　由於筆者曾在半導體領域鑽研過材料科學，氣體動力學，電漿研發，氣

體電離活化，觸媒活化等等產學開發。之後又轉行室內設計裝潢領域，難免

接觸空氣清淨機，空調，全熱式交換機等等空氣過濾相關家用電器。

　　親朋好友委託，探詢，尋求推薦絡繹不絕，在所難免。然而以筆者多年

來的習性，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

以，這兩周趕忙趁隙抽空更新整理相關資訊，為信任我的好朋友們深入淺出

說分明。

　　由於解說內容比較偏重技術性質，如有選購需求，再詳閱本文的技術細

節即可，如果您只是想知道結論，本文也貼心地先將結論先行公告如下：

• 結論：

    綜上所述，HEPA 搭配活性炭乃是基本的空氣清淨機應有的配備．如此

對於懸浮微粒的吸附與阻絕最有效果．然而須注意活性炭的使用壽命（很可

惜，技術上很難判斷是否應該更換）。

　　24 伏特直流電以下的偏振介質空氣清淨元件，藉以加強顆粒更小的浮塵

微粒，也是個可以考慮的【附加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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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紫外線，電漿，或電離子化技術的空氣淨化技術，極可能依然還有臭

氧（O3）等有害氣體的副產品，需要詳加確認是否已被設計得安全無虞。如

果不是此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欠缺確切判別能力的話，還是勸你三思而後

行。

　　但是無論是口罩，或是HEPA 搭配活性炭所組合的空氣清淨機，都無法

為我們有效處理致癌物質氮氧化物與二氧化硫等等強酸，強氧化劑的化學氣

體。而且，對於火力發電懸浮微粒所含重金屬汙染也一樣只能坐視不管，讓

民眾別無選擇，依然飽受健康威脅，形同坐以待斃。

　　因此，筆者基於人命關天與仁民愛物的關懷，還是勉勵大家，一定要想

方設法要盡速改變這個荒謬愚昧，殺人於無形的錯誤燃煤火力發電政策，讓

朗朗青天早日回歸台灣上空，讓全民有健康呼吸的基本自由。

＝＝＝＝＝＝＝＝＝＝＝＝＝＝＝＝＝＝＝＝＝＝＝＝＝＝＝＝＝=======

　　

    既然是為了健康著想，那麼我們得先了解空氣汙染的【內容】有一個針

對命題的正確了解。

• 物理性質

　　以空氣汙染的物理性質而言，一般來說，塵埃尺寸大於 10微米以上，幾

乎都可以被鼻腔的鼻毛與黏膜組織的黏液所捕獲阻擋。

　　小於 10微米大於 2.5微米的塵埃，則有機會侵入到人體肺部的相當內部，

支氣管，甚至於肺泡，造成傷害，甚至於是永久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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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塵埃尺寸小於 2.5微米，就十分有機會侵入到人體肺部最深處肺泡

的更甚處－氣體交換區，再以此為入口，隨著血液循環，得以到每個器官組

織攻城掠地，甚至永久居留．

　　這也是為什麼空氣汙染指標，不只要看 PM10，更得重視 PM2.5的基本

原因．

• 化學性質

　　火力發電廠所排廢氣，對人體傷害最大，量的占比也最高的收推二氧化

硫（分子尺寸 0.41 奈米）與氮氧化物（分子尺寸 0.3~0.7 奈米之間），分子

尺寸遠比 PM2.5懸浮微粒還小，約其萬分之一直徑大小。

　　這些化學反應性極強的物質，都是常溫常壓之下，以氣體分子的方式存

在，且由於分子量比空氣的平均分子量大許多，因此在大地上常存在於下層

空氣中，若是控制不當，則與人類生活常相左右，且容易形成多種有害物質，

難以防範，危害甚鉅！

• 自救裝備：

　　自救裝備在此詳述一般民眾較易取得的口罩與空氣清淨機為例，加以

解說。至於如何選購，本人向來不善此道，相信了解來龍去脈相關原理，

閣下自然自有定見，不用待我推薦。

　　至於防毒面具，應該是太過於誇張，本文就不列入解說行列，敬請見

諒。感恩！

• 口罩：
　　口罩分為一般口罩、活性碳口罩、醫療用口罩、與帶電濾材口罩等四種。

　　以下茲針對各種不同口罩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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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口罩：這種口罩是在一般零售商店，甚至是便利超商中最容易買到

的口罩。

　　　因為這種口罩並沒有經過特殊的額外處理，其纖維結構的孔隙相當

大（大約 1微米），所以無法有效阻止經空氣傳染的病原，當然對於有

毒氣體分子也莫可奈何。而且，這種一般口罩對於比較容易進入人類呼

吸系統的灰塵，並無防護效果。只對顆粒大的灰塵，具有一些阻絕作用。

這種口罩往往只能作為保暖、避免灰頭土臉與鼻孔骯髒等用途，請勿作

為遏止病菌入侵之用。 

　　戴了肯定有所幫助，但是仍舊無法完全免於致病罹癌危機，所以不

推薦單以一般口罩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呼吸系統免於火力發電廠所排廢氣

所致之空氣汙染，而是要能改變錯誤發電政策。

醫療級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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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碳口罩：活性碳具有多孔隙的結構。此過濾層主要功用雖在

於吸附有機氣體、具惡臭的分子及特定毒性粉塵，但是無法用於過濾粉

塵，也沒有殺菌的功能。

　　另外，活性碳在使用上還有一項先天限制，那就是，當一定程度的

細孔比率已被填滿，就失去吸附效果，只能置換新的口罩才能繼續保護

作用。

　　可是，何時到達飽合點並不太容易判斷。這是它使用上不方便，步

算安全，不確定因素的主要原因。

N95醫療級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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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碳會將病毒粒子吸引到口罩表面，但是卻無法「殺死病毒」，

所以凡是手、眼、鼻或嘴意外接觸到使用過的活性碳口罩表面，依然有

可能導致疾病的傳染。

　　從另一方面來說，溫度升高則活性碳吸附能力降低，有可能釋出病

毒｜細菌，而且，活性碳也有可能將病毒｜細菌密集到一定的臨界治病

密度，反而是另一種極為可怕的副作用。

　　另外，對於火力發電廠排放廢氣中危害人體最深遠，含量比率也最

高的氮氧化物 NOx，二氧化硫（SO2）等強氧化劑，強酸等等，完全沒

有阻擋吸附作用。

　　戴了肯定有所幫助，但是仍舊無法完全免於致病罹癌危機，所以不推

薦單以活性碳口罩來保護自己的呼吸系統免於火力發電廠所排廢氣所致之

空氣汙染，而是要能改變錯誤發電政策。

• 醫療用口罩：標準的外科醫療用口罩雖然設計有三層，外層有阻

塵阻水作用，可防止飛沫進入口罩裡面，中層有過濾作用，可擋住 90％
以上的 5微米顆粒，近口鼻的一層則是作為吸濕之用。然而，醫用口罩

主要是為了避免醫生的飛沫影響病人，功能設計並不是要免於吸入粒狀

有害物，其效果雖比棉紗口罩及布質印花口罩好，但是頂多也只有 70％
的效果，拿這樣的口罩來阻絕病菌，效果可能非常有限，更何況是顆粒

更小的懸浮微粒與致癌氣體。

   至於 SARS 流行期間大家爭相搶購的N95型口罩，是美國指定防範肺

結核病菌的防疫口罩，可以有效過濾結核桿菌（直徑約為 0.3∼0.6微米，

長 1∼4微米），防止經由空氣的感染。其檢驗的標準為，用 0.3微米氯

化鈉微粒進行測 試，阻隔效率須達 95％以上，並經佩戴者臉龐緊密度
測試，確保在密貼臉部邊緣狀況下，空氣能透過口罩進出。

　　戴了肯定有所幫助，但是仍舊無法完全免於致病罹癌危機，所以不

推薦單以醫療用口罩來保護自己的呼吸系統免於火力發電廠所排廢氣所

致之空氣汙染，而是要能改變錯誤發電政策。　

• 帶電濾材口罩：根據這種口罩的主要生產廠商 3M 公司所提供資料

顯示，帶電濾材的功用主要在於便利呼吸，而不在於過濾。這種口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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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有過濾作用的，是位於帶電濾材下一層的碳。其過濾機制與活性碳口

罩相同，這表示它與活性碳口罩有相同的使用限制。其中還有一層所謂

的「附著電阻過濾材質」，其作用在於延長口罩的壽命及增加舒適度。

然而這種帶著靜電的濾材只有在乾燥地區才有用，在氣候潮溼的台灣，

靜電即易失效，反而只是浪費而已，完全沒有好處。

 　　戴了醫療用口罩即可，而且肯定有所幫助，但是仍舊無法完全免於

致病罹癌危機，所以不推薦單以醫療用口罩保護自己的呼吸系統免於火

力發電廠所排廢氣所致之空氣汙染，而是要能改變錯誤發電政策。

　　不同口罩的過濾效果皆有所不同，不過各型口罩過濾空氣中不同粒徑

雜質的過濾效率，倒是都呈現出U-型的曲線。這代表了一般常識所認為，

顆粒越大的雜質，被過濾掉的可能性越大是有道理的。但是粒徑很小的雜

質，也是相當容易經由口罩被過濾掉，其原因當然其來有自，茲說明如下。

• 過濾粉塵的方式及原理 

不同口罩對於粒狀物濾除效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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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濾理論而言，粉塵的過濾主要有五種機制： 

• 布朗運動擴散：微小顆粒在空氣中會被空氣分子撞擊而作激烈的曲折運

動，此一布朗運動擴散效應對越小的粒子越明顯。

　　因為四周空氣中（每立方公分約有 1019個氣體分子或粒子）的所有

粒子，都以相當快的速率在運動，自然形成了粒子之間的碰撞機會，使

其運動軌跡呈現不規則的移動或跳動。

　　這種不規則的移動或跳動顯著地提升微粒與濾材接觸的機會， 因

此其效應對於越小的粒子，也就越強。

• 攔截：攔截的基本原理便是依據被攔截粒子的粒徑大小做有效的分離，

所以此一效應基本上隨著濾材孔洞的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若是粒子的粒徑大於濾材的孔洞，則會被阻絕於濾材表面，所以對

越大的粒子，其過濾效果越好。

• 慣性撞擊：慣性是粒子本身運動的持續性質，即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若是氣體與懸浮其中的粒子以相同的速度撞擊濾布或濾材，氣體會

隨著濾材中的孔洞而改變其流動方向，此時較大的粒子會因為慣性，導

致其依然維持在原本的流動方向，因而撞擊到濾材上，達到過濾的功能。

對於此一效應而言，越大的粒子，過濾效果越好。

• 凡德瓦爾力吸引：粒子的凡德瓦爾力吸引效應跟粒子之間的萬有引力一

樣，因此對越大的粒子，效果越好。

• 靜電吸引：氣體中的粒子與濾材纖維間的靜電吸引力，也是對越小越輕

的粒子越明顯。

　　此一現象也與靜電集塵技術（器）類似，對於細小粒子的收集效果

（90％）相同。基本上粒子在氣體中的運動受到氣體的流動方向 及周

圍電場對其作用力的影響。

　　由此可知，若是希望在一流動的氣體中以靜電力來收集粒子，就必

須克服上述的慣性作用力，然而粒徑較大的粒子其慣性力既然可以擺脫

氣體的流動，當然也比較不受靜電吸引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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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靜電集塵對越小的粒子效率越高。此外，對於極小的微粒在氣

體中甚至不需要靠布朗運動來增加撞擊到濾材的機會，就可以被靜電力

所吸引，這也增加了濾材對於微小顆粒的過濾能力。

• 空氣清淨機：

空氣淨化技術則分為：HEPA  空氣清淨機、活性炭空氣清淨機、電子空氣清

淨機、紫外線空氣清淨機、潔淨室空氣清淨機、負離子空氣清淨機、離子風

空氣清淨機、臭氧空氣清淨機等。

• 淨化技術

可以使用好幾種不同有效性的不同過程來淨化空氣。

• 熱力學殺菌（Thermodynamic sterilization, TSS）-此技術通過加熱到
200°C（392°F）的微毛細管的陶瓷核心進行加熱殺菌。據稱，99.9％
的微生物顆粒，包括細菌，病毒，塵蟎過敏原，黴菌和真菌孢子都會被
焚燒。經由空氣對流的過程，空氣穿過陶瓷芯，然後使用傳熱板冷卻並
釋放殘骸。
    
    TSS並不是一種過濾技術，因為它不會捕獲或去除顆粒。據稱 TSS
不會釋放有害的副產品（雖然部分熱分解的副產品未得到解決），僅只
於殺菌與殺微生物功能而已。

• 紫外線殺菌照射（Ultraviolet germicidal irradiation ）- UVGI可用於通
過強制空氣對通過紫外線燈的空氣進行消毒。空氣淨化UVGI系統可以
是帶有屏蔽紫外燈的獨立式裝置，使用風扇強制空氣通過紫外線。

    有些系統則是安裝在強制通風系統中，以便房屋的循環使微生物通
過紫外線燈。這種滅菌形式的關鍵在於放置紫外線燈和良好的過濾系統
以去除死亡的微生物。

    如果設有過濾器則能透過濾網來捕集空氣中的顆粒。空氣被迫通過
過濾器時，浮塵顆粒會被過濾器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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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微粒捕集（HEPA）-過濾器去除至少 99.97％的 0.3微米顆粒，並
且通常在去除較大顆粒方面更有效。

　　HEPA過濾器為能過濾所有進入潔淨室的空氣，必須安裝緊密妥當，
以免空氣繞過HEPA過濾器而失效。在多塵的環境中，HEPA過濾器需
選購易於清潔的預過濾器(初期過濾器)，從而能先去除較粗糙的雜質，
以延長HEPA過濾器的清潔或更換週期。 

　　另外，HEPA過濾器在操作過程中不會產生臭氧或有害的副產品，
是屬於純物理性質過濾系統。

• 活性炭-是一種多孔材料，可以在分子基礎上吸附揮發性化學物質，但
不會去除較大的顆粒。使用活性炭的吸附過程必須達到平衡，因此可能
難以完全去除污染物。

   活性炭僅僅是一種將污染物從氣相變成固相的過程，當污染物在室
內空氣中可以重新被釋放時，污染物反而就會增加。

    活性炭可以在室溫下使用，並具已有很長的商業用途歷史。它通常
與其他過濾器技術結合使用，尤其是HEPA。雖然還有其他材料也可以
吸收化學物質，但通常成本都遠較活性炭高。

• 偏振介質電子空氣清淨機-使用電子增強介質結合電子空氣清淨機和物
理性質過濾器的元件所構成。

  大多數極化介質電子空氣清淨機將 24 伏電流轉換為安全的直流電壓
以建立極化電場。空氣中的粒子在通過電場時會變得極化，並附著在一
次性纖維介質墊上。

  在最初通過介質墊時未被收集的超細顆粒（UFP）被極化並聚結成其
它顆粒，氣味和揮發性有機物的氣體分子，並在隨後的通過中被收集。

  極化介質電子空氣清淨機的效率隨著負載的增加而提高，提供高效過
濾，空氣阻力通常等於或小於過濾器。偏振介質技術是非電離的，這意
味著此種沒有臭氧的產生與疑慮。

• 客戶一般對空氣清淨機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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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空氣清淨機會產生有害的氣體副產品，過度的噪音干擾，過於頻繁
的過濾器更換頻率，可觀的電力消耗等等。

　　產生臭氧是典型的電離式空氣清淨機的常見副作用。雖然高濃度的臭氧
是危險的，雖然大多數空氣電離器產生的量低（<0.05 ppm），但需考慮長
期關閉門窗的時間長度，所累積的臭氧濃度是否可能超過安全值。

　　空氣清淨機的噪音水平可以通過客戶服務部門獲得，通常以分貝（dB）
表示。大多數空氣清淨機的噪音水平都低於許多其他家用電器。

　　過濾器更換頻率和電力消耗是任何空氣清淨機的主要運營成本。市面上
有很多類型的過濾器，有些可以用水，手工或吸塵器清潔延長濾材使用壽命，
降低耗材成本。基本上，通常是每幾個月或幾年更換一次，但也是使用環境
與每天平均使用時間長短有關。

　　HEPA 技術原本是設計用於攜帶型空氣清淨機，因為它可以去除常見的
空氣中的過敏原，對於喜好野外度假生活的人來說，自有其市場需求。

　　美國能源部要求所有空氣清淨機製造商必須通過符合 HEPA 要求。 
HEPA規範要求去除至少 99.97％的 0.3微米空氣污染物。選購時應特別小心
的是，有許多商家聲稱是“HEPA型（HEPA-type）”、“HEPA-like”或
“99％HEPA”的產品，通常都不符合美國能源部的這些要求，或是可能根
本未經獨立實驗室的測試通過。

　　空氣清淨機可根據多種因素進行評估，包括清潔空氣輸送速率（確定空
氣淨化程度）、有效覆蓋面積、每小時換氣次數、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更換
過濾器的成本。

　　需要考慮的另外兩個重要的因素是過濾器預計持續的使用效期時間長度
（以幾個月或幾年測量），以及由空氣清淨機運行的各種設置產生的噪音
（以分貝測量）。這些信息通常可從大多數的製造商處獲得詳盡資料。

• 潛在的臭氧危害

　　與其他健康相關的器具一樣，總是圍繞著某些公司，長期存在爭議，尤
其是涉及離子型空氣清淨機。許多空氣清淨機會產生臭氧，三個氧原子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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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素異形體，並在潮濕的情況下，產生少量的氮氧化物這類型危害健康的
強氧化物。

　　由於電離過程的性質，離子型空氣清淨機往往會產生最多的臭氧。這是
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臭氧是一種標準的空氣污染物，受到與健康相關的美
國聯邦和州的標準的管制。在一個受控的實驗中，在許多情況下，臭氧濃度
遠遠超過了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制定的
公共和（或）工業安全水平，特別是在通風不良的房間。

　　臭氧會損傷肺部，引起胸痛，咳嗽，氣促和咽喉刺激。它還可以惡化慢
性呼吸系統疾病，如哮喘，並危及身體抵抗呼吸道感染的能力，即使在健康
的人身上也是如此。

　　特別是患有哮喘和過敏的人最容易受到高濃度臭氧的不利影響。例如，
將臭氧濃度提高到不安全的水平可能會增加哮喘發作的風險。

　　由於過往廠商差勁的表現紀錄，以及潛在的健康風險，消費者報告建議
不要使用產生臭氧的空氣清淨機。IQAir  是美國肺臟協會的教育合作夥伴，一
直是反臭氧空氣淨化技術的主要行業聲音。

　　離子型空氣清淨機用於菸霧，黴菌和氣味消除過去很長的歲月裡，被認
為是一種有價值的空氣清淨設備。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機器幾
乎都會產生不良的副產品-臭氧。

　　2007年 9月，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宣布禁止產生高於法定限值的臭
氧的室內空氣淨化裝置。該法於 2010年生效（僅只於加州地區有效），要求
對各類室內空氣淨化裝置進行檢測和認證，以確認其不會排放過量的臭氧。 

    綜上所述，HEPA 搭配活性炭乃是基本的空氣清淨機應有的配備．如此

對於懸浮微粒的吸附與阻絕最有效果．然而須注意活性炭的使用壽命（很可

惜，技術上很難判斷是否應該更換）。

　　24 伏特直流電以下的偏振介質空氣清淨元件，藉以加強顆粒更小的浮塵

微粒，也是個可以考慮的【附加選項】。

　　故本文特在此特別對HEPA與活性碳的空氣淨化特性，進一步詳細深入

闡述，讓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更加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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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 濾網

　　高效濾網（英語：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即 HEPA）是空氣清

淨機中使用的最熱門的技術，也是最穩定無副作用的物理過濾方式。

　　HEPA 濾網能夠吸納 99.7  ％ 0.3微米的懸浮微粒（0.3微米是最難過濾的

大小），使吸進的空氣更清新、潔淨。通常 HEPA 濾網可吸附化學煙霧、細

菌、塵埃微粒及花粉。HEPA 濾網的優點是有效安全。其過濾能力高於靜電

集塵技術，但無法濾除有害氣體。

　　隨著 HEPA等級的提高（市面上多為H11~H13等級），其產生的風阻越

大，也相對產生更多的噪音，一般生活用使用 H11等級濾網即可。

　　此外，未能準時更換的濾網也容易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造成二次汙染，

使用者須定期察看或使用有智慧濾網管理技術的空氣清淨機；使用 HEPA的

空氣清淨機要有良好的氣密設計，否則空氣會繞過濾網而失去過濾效果。

HEPA過濾機制：

　　HEPA過濾器是由隨機排列的纖維團所組成的。纖維通常由玻璃纖維構

成並且具有 0.5至 2.0微米的直徑。影響其功能的關鍵因素是纖維直徑，過濾

器厚度和空氣流通速度。HEPA過濾纖維之間的空間通常遠大於

0.3μm。HEPA過濾器並非像篩子或是過濾膜這麼簡單的概念，HEPA過濾器

的設計目標是將更小的污染物和微粒作為目標。這些顆粒通過以下三種機制

的組合被捕獲（它們粘附在纖維上）：

• 攔截
在氣流的流動線之後的顆粒，一旦進入纖維的孔隙半徑範圍內，將會粘

附在纖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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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
大顆粒因慣性的緣故，無法隨著氣流的轉彎，因而無法避開纖維，並被

迫直接嵌入纖維孔隙之中。這種效應隨著纖維分離的減少和空氣流速的

增加而增加。

• 擴散

是一種增強捕獲空氣浮塵得機制，是由很小的顆粒（特別是直徑小於

0.1μm的顆粒）與氣體分子碰撞的結果，藉此阻礙並延遲了通過過濾器

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活性碳多孔性質的吸附浮塵微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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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這種行為類似於布朗運動，並提高了粒子被上述兩種機制之一

阻止的概率。這種機制在較低的空氣流速情況下，位居主要過濾機制之

首。

    擴散作用則在 0.1微米直徑以下占主導地位。衝擊和攔截主要在 0.4μm

以上。在最接近 0.21μm的最大穿透粒徑（MPPS）之間，擴散和截留效率相

對較低。由於這是過濾器性能的最弱點，所以HEPA規範使用接近此尺寸

（0.3μm）的顆粒保留來對過濾器進行分類。然而，比 MPPS小的粒子可能

不具有比 MPPS更大的過濾效率。這是由於這些顆粒可以作為大多數凝聚的

成核位點，並在MPPS 附近形成顆粒。

    最後要注意的是，HEPA過濾器的設計雖然能夠有效地阻止非常細小的

顆粒，但是HEPA不會過濾掉氣體和氣味分子。

　　對於需要過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化學蒸氣，香煙，寵物異味和/或氣味

濃度的情況，需要使用活性炭或其他類型的過濾器，或與HEPA過濾器合併

使用，以增強空氣淨化功能與性能。 

活性炭性能

    一克活性炭可以有超過 500 平方米的表面積，1500 平方米是容易實現的。

在電子顯微鏡下，揭示了活性炭的高表面積結構。

    單個顆粒強烈卷積，表現出各種孔隙;石墨狀材料的平坦表面可能有許多

相互平行的區域，相隔僅幾納米左右。這些微孔提供了極好的吸附條件，因

為吸附材料可以同時與許多表面相互作用。

    物理上，活性炭通過范德華力或倫敦分散力來結合與吸附其他物質的微

細粒子。

    活性炭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吸附碘。碘容量（mg / g）（ASTM D28 標準

方法測試）可用作總表面積的指標。

    另外，活性炭可用作各種化學品應用的底物，以改善一些無機（和有問

題的有機）化合物如硫化氫（H2S），氨（NH3），甲醛（HCOH），汞

（Hg ）和放射性碘-131（131I）。這種性質被稱為化學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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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活性炭對某些化學品，包括醇，二醇，強酸和鹼，金屬和大多數

無機物如鋰，鈉，鐵，鉛，砷，氟和硼酸不能很好地結合。

    一氧化碳不能被活性炭吸附。對於那些在呼吸器，通風櫥或其他氣體控

制系統的過濾器中使用這種材料的人來說，這應該是特別擔心的，因為這種

氣體對人體無法察覺，對新陳代謝和神經毒性是有毒的。

• 結論：

    綜上所述，HEPA 搭配活性炭乃是基本的空氣清淨機應有的配備．

如此對於懸浮微粒的吸附與阻絕最有效果．然而須注意活性炭的使

用壽命（很可惜，技術上很難判斷是否應該更換）。

　　24 伏特直流電以下的偏振介質空氣清淨元件，藉以加強顆粒更

小的浮塵微粒，也是個可以考慮的【附加選項】。

　　而紫外線，電漿，或電離子化技術的空氣淨化技術，即可能依

然還有臭氧等有害氣體的副產品，需要詳加確認是否已被設計得安

全無虞。如果不是此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欠缺確切判別能力的話，

還是勸你三思而後行。

　　但是無論是口罩，或是HEPA 搭配活性炭所組合的空氣清淨機，

都無法為我們有效處理致癌物質氮氧化物與二氧化硫等等強酸，強

氧化劑的化學氣體。而且，對於火力發電懸浮微粒所含重金屬汙染

也一樣只能坐視不管，讓民眾別無選擇，依然飽受健康威脅，形同

坐以待斃。

https://www.twdreamspace.com/blog/air-pollution-aqi-pai-mask-cleaner-selection/
https://www.twdreamspace.com/blog/fatal-aerosols-thermal-power-pla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cin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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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筆者基於人命關天與仁民愛物的關懷，還是勉勵大家，

一定要想方設法要盡速改變這個荒謬愚昧，殺人於無形的錯誤燃煤

火力發電政策，讓朗朗青天早日回歸台灣上空，讓全民有健康呼吸

的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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