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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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目前就好像是細菌生存在食物豐富的培養皿上，儘情使用資源甚至以到
揮霍的地步。在培養皿上細菌每增加一倍，它們耗用資源的速度就增加一倍，直
到資源受到限制而無法製造新的資源以供利用，終難逃全部滅亡的命運。不幸的
是，人類也是生物的一種，我們也利用特定的資源以求生存。以聯合國的預測數
據顯示（如圖9-1所示），目前人類尚處在人口持續上升的階段，並將在五十年後
（2005左右）達到90億人口，以目前約60億人口的地球，此一增量達50%。果真如
此以簡單的倍數關係則目前的電廠數得再增加50%，汽車再加50%，污染總量再加
50%，而能源耗用量自然也加快了50%。人口的增加及人類對資源需求的增加都加
速地球資源的耗竭，而如此毫無節制的運用地球資源，卻無法預知及準備如何應
附資源不足的問題，將使地球對人類而言變成另一個被棄置的培養皿，再也無去
為人類所用。有幸的是，人類有利用其思考與判斷能力，藉由適當資訊的提供與
了解，縱使不使保証人類的長存，無疑的也將增加其生存的時間。而這也是編撰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

圖9-1 世界人口成長預測值（UN 2002）

9.1 環境保護之基本定義及範疇
所謂環境（Environment）一般認為是指環繞在人群之空間，及直接或間接影
響人類生活和發展之各種自然因素之總體，廣義之環境還包括有關之社會環境。
簡要說明環境即是指空氣、水、土地及存在於其間之所有生物及非生物，而彼此
間有相互之關係。而人類活動空間的變動，包含能源型式、輻射程度及各種物理
及化學程序等，直接影響人類、水源供應、農業生產及自然界再生循環系統等，
即造成環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而環境工程即是針對環境污染所進行
之改善及自然生態保護措施，概括言之，環境工程約略包含水資源、空氣品質、
固體及危害廢棄物、噪音及環境衝擊等。

9.2 國內環境現況之檢討
國內環境現況之檢討
我國近年來已由開發中國家邁入先進國之列，在此期間所進行之開發及經濟
活動，由下述檢討可瞭解我國環境涵容能力之下降及環境問題之嚴重性不容忽視：
1.

人口密集：

民國八十五年底臺灣地區每一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為五九六人，高居世界一千
萬人口以上國家之第二位，且大半集中於都會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達兩千人
以上，其中以臺北市每平方公里有9,586九、五八六人為最多。由於人口太過密集，活
為最多。由於人口太過密集，活
動時產生大量的廢氣、廢水、廢棄物、噪音等，降低了生活品質。
2.

工廠林立：

經濟發展，工廠必然增加，民國八十五年底臺灣地區登記的工廠數總計九六、
八五○家，平均每平方公里將近三家，較民國七十年底增加一倍以上；工廠運作所
產生之污染，如事業廢氣、工業廢水、事業廢棄物（尤其是有害事業廢棄物）、
工業噪音等，均影響環境品質。
3.

機動車輛大增：

1,427
民國八十五年底臺灣地區機動車輛登記數達一、四二七萬輛，平均每平方公
里三九六輛，較民國七十年底成長一．五倍；其中密度最高的高雄市、臺北市，
396
7,034
5,311
每一平方公里分別有七、○三四輛及五、三一一輛。機動車輛的高度成長雖帶來了
行的方便，但其排放的大量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及氮氧化物卻是造成空氣污染
的主因。
4.

垃圾成長：

經濟富裕，購買力提高，許多人不再珍惜物力，喜歡用過即丟，以致臺灣地
356
區垃圾量從民國七十年底之三五六萬噸，成長至民國八十五年底之八七一萬噸，
871

1.45
1.13
成長率達一．四五倍；此期間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亦由○．六三公斤增至一．一三
0.63
公斤，使得垃圾場使用年限縮短，而新的垃圾場興建不及，有時形成垃圾無法處
理或堆積待運，對環境造成重大不良影響。
5.

家禽畜飼養數增多：

國民生活水準提高，在飲食方面講求口腹之慾的滿足，故家禽畜飼養數增多。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民國八十五年底臺灣地區在養豬隻頭數達一、○七○
1,070
2.2
萬頭，較民國七十年底之四八三萬頭，增加至二．二倍。另牛、羊、雞、鴨的飼
483
養數長期來看也不斷成長，其排泄物對環境亦造成不少負荷。
6.

農藥使用量增加：

農業發展，為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大量使用農藥，而農藥的長期使用與殘留，
對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目前已加強使用管理。惟民國七十年農藥（包括殺蟲劑、
殺菌劑、除草劑等）使用量三三、六六七公噸，民國八十五年增為三八、二八三
33,667
38,283
公噸。
7.

電力消耗增加：

現代化家庭設施如冷氣機、電冰箱、電視機等，雖提高生活上的舒適與享受，
惟消耗很多電力，平均每人每月家庭用電量由民國七十年之三五．七八度增至民
35.78
113.6
國八十五年一一三．六度，增加二．一七倍；若加上營業、工業用電等，則平均
2.17
6.020
每人用電量由七十年之二．一八七度增至民國八十五年之六．○二○度，增加一．
1.75
2.187
七五倍。據統計，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電力來自火力發電，而以燃煤、燃油、燃氣
發電時，會產生不少污染空氣的物質。
8.

用水量增加：

現代化家庭設施如洗衣機、抽水馬桶等雖帶來生活上的便利，惟消耗很多水
4.59
資源，平均每人每月家庭自來水用水量由民國七十年之四．五九立方公尺增至民
國八十五年之七．二八立方公尺，增加五八．六％，若加上工業用水等，則平均
58.6
7.28
75.80
每人自來水用水量從民國七十年之七五．八○立方公尺增至民國八十五年之一二
四．五三立方公尺，增加六四．三％自來水用水量，復以一些工廠及養殖業者大
124.53
64.3
量抽取地下水，造成水資源缺乏，臺灣地區已被列入世界上缺水地區。
早期台灣尚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環境問題僅限於狹隘的衛生設備，和居住
衛生等小規模的狹窄範圍，但進入工業化社會後，因情勢之轉變，已由環境衛生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轉變為環境保健（Environmental Health），更因七十
年代台灣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環境問題已擴大成整體對自然界的生存為目
標，有鑑於此，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成立行政院轄屬環境保護屬，將環境保
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由點擴展為面，其揭示的兩大目標為：（1）保護自
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以求世代永續安享利用，（2）追求合於國民健康、安定、
舒適的環境品質，維護國民生存及生活環境，免於受公害之侵害。

9.3 水污染
依八十年五月六日公佈之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是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
之介入，而變更其品質，至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
9.3.1 水體污染防制綜合規劃為：
水體污染防制綜合規劃為：

1.

‧

收集河川特性及流域基本資料

‧

調查及估算污染源及污染量

‧

調查河川污染現況

‧

將河川水質分類

‧

評估河川涵容能力

‧

防制計畫之替代方案。

‧

水污染之來源：

市鎮污染

市鎮污水包括商業、機關、家庭及廢水量30CMD以下之工廠廢水量，因生活
水準、習慣及都市型態而各地有異，根據調查每人每日基本污染量以40gBOD5估
計。
2.

畜牧廢水

畜牧廢水之來源在台灣地區以養豬場為主，其排放之污染量以 4～6 個人排出
之污染量計算。
3.

工業廢水

工業廢水中、小型且位於市區內之工廠已列入市鎮污水污染量中計算，工業
廢水污染量之推算，原應為各別工廠之水質水量興城後之相加總和，惟因工廠數
量眾多，不易逐一量測，且各工廠水質水量之掌握尚非十分完善。
台灣地區各種水污染源每天排放之污染量以工業廢水為最主要之污染源，其
次分別為畜牧廢水及市鎮污染。
1.

垃圾滲出水
污染集中，對點源污染性大

2.

非點源污染（Nonpoint Source）

污染物之來源並非由一定點，而是分散的進入承受水體謂之。
9.3.2 水污染監測指標
河川水質監測指標一般可分為物理性、化學性及生物性指標，簡述如下。
‧

物理性指標

1. 色度
2. 濁度
3. 溫度
4. 懸浮物質
5. 泡沫
6. 放射性物質
7. 臭味
‧

化學性指標

1. pH 值
2. 溶氧
3. 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
4. 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5. 固體
6. 氮鹽
7. 磷酸鹽
8. 氯鹽
9. 導電度
10. 油脂
11. 重金屬（原子量大於 40 以上之金屬）
12. 硬度
13. 鐵錳
14. 酚類
15. ABS（烷基苯磺酸類）
‧

生物性指標

1. 病原體

2. 大腸菌類
3. 優氧生物
4. 水生物
5. 中數可忍值

9.4 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Waste）廣義的解釋，泛指人類社會活動中，如生產或消費過程中所
產生的無用（unless）、不要（unwanted）或丟棄（Discarded）的物質，包括氣態、
液態及固態廢棄物，狹義言之，則僅指固態廢棄物，簡稱「廢棄物」。固體廢棄
物（Solid Waste）常稱為市鎮固體廢棄物（Municipal Solid Waste）是由社區所丟
棄之所有固體物及半固體物質所組成。由住家所產生之都市廢棄物部分則稱之為
垃圾（refuse）。
9.4.1 我國現行「
我國現行「廢棄物清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定義
法令中第二條規定，廢棄物可依其來源及性質分成下列下列之兩大類三種。
其主要分類之目的是對於不同產源之廢棄物科以不同責任及對不同性質者規定不
同之處理標標準。廢棄物之種類如下：
‧

一般廢棄物

垃圾、糞尿、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
液體廢棄物。
‧

事業廢棄物

1.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
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2.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9.4.2 固體廢棄物物理及化學特性分析
‧

物理特性

固體廢棄物的物理性質及功能分析的功用為：a. 選擇操作設備（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b. 分析及設計處理設備，提供衛生掩埋法之使用。c. 評價資源及資
源回收之可行性。
1. 密度（Bulk Density）
2. 黏度（Viscosity）

3. 壓密性質（Compaction）
4. 酸度（Acidity）
5. 粒徑（Particle Size）
6. 水份（Moisture）
7. 低位發熱值 LHV 淨 B.T.U.值（Net Btu Value）
‧

化學特性

分析的功用為：a. 評價及選擇處理程序。b. 資源回收之取捨（與物理性
質回收不同）。
1. 含水量（Moisture Content）
2. 揮發性物質（Volatile Matter）
3. 灰份（Ashes）
4. 固定碳（Fixed Carbon）
5. 硫與鹵素（HCL，SO2）

9.5 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是指空氣中有任何污染物的存在超過正常現值者，對人類、動、植
物以及物質等，產生不良之效應（Unwanted Effect），這些污染可能是自然發生的，
如火山爆發的塵煙及火山灰，森林大夥的煙霧等，或人為產生者，如工廠煙囪、
汽機車排煙，並且污染以氣體或固體微粒型態存在者，若一氧化碳，碳化氫氣或
臭氧之濃度，超過了0.04ppm時，就是污染了。
9.5.1 空氣污染的型態
‧

氣態污染物（Gaseous Pollutant）

1. 二氧化硫（Sulfur Dioxide）
2. 氮氧化物（Oxides of Nitrogen）（NO 及 NO2）
3. 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
4. 碳氫化合物（Hydro Carbons）
5. 臭氧及其他氧化物（Ozone and other Oxidants）
‧

微粒污染物（Particulate Pollutant）

灰塵（Dust）

1. 燻煙（Fume）
2. 霧氣（Mist）
3. 煙（Smoke）
4. 飛沫（Spray）
‧

二次污染貽害

法律定義為經過光化學反應所產生之微粒狀物質，而懸浮於空氣中造成視程
障礙者。
9.5.2 空氣污染監測指標
‧

應測定項目

1. 懸浮微粒
2. 硫氧化物
3. 一氧化碳
4. 氮氧化物
5. 臭氧
6. 風向、風速
‧

得測定污染物

1. 碳氫化合物
2. 落塵
3. 煤塵
4. 酸性沈降
5. 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效應氣體
6. 其他氣象因子

9.6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9.6.1 一般性定義
簡要之定義為毒理學經典之作Gasarett and doull’s Toxicology：「對生物體有不
良影響之化學物質」。及所有之物質都是毒性物質，無一物質不具毒性。一種物
質之有害或有益決定逾期劑量多寡。即任一化學物質進入環境中，若其濃度或劑

量超過生物體所能承擔之極限，都有可能成為毒性化學物質。但一般是指對於低
劑量及濃度可對生物體造成重大危害或影響之化學物質，稱之為毒性化學物質。

9.6.2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定義
指工業上產、製、使用之有毒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依毒管法
第五條之規定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立即公告為毒性化學
物質，並限制或禁止其有關之運作。
1. 因下列作用而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
a. 大量流佈
b. 環境蓄積
c. 生物濃縮
d. 生物轉化
e. 化學反應
2. 經實際應用或學術研究，證實有下列危害作用：
a. 導致惡性腫瘤
b. 生育能力受損
c. 導致畸胎
d. 遺傳因子突變
9.6.3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
修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為實施毒化物分類分量管理，以落實管制、預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防及總量管制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依其特性可分為四類：
1.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具生物蓄積、生物濃
縮、生物轉化特性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2.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具有致腫瘤、致畸胎、致突變或其他慢性
疾病作用。
3.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
者。
4.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9.7 溫室效應

9.7.1 什麼是溫室效應
自地球形成以來，大氣的成分，無時不變，尤其是微量氣體，其量雖微，但
對全球環境之影響佔有決定性角色。其中地球溫暖化的原理，就如同溫室
(Greenhouse)，大氣吸收來自地球表面所釋放之長波輻射，再反射回地面，藉著此
種自然的溫室效應，維持地表之溫度。若大氣不存在，地球之溫度將較目前為低。
近年來由於人類經濟活動的快速成長，所製造之化學品及產生之空氣污染成份，
正以空前未有之速度，改變大氣結構。其中特別是化石燃料燃燒後所產生之CO2
氣體，大量排放進入大氣後，吸收地表之長波輻射，造成之人為溫室效應使地表
溫度逐漸增加。
雖然，自19世紀末以來，CO2濃度增加約28％，溫度僅增加0.3℃至0.6℃，海
平面約上升10至15公分，科學家預測若不採取任何防治措施，且在其他條件不變
的情形下，公元2030年時地球平均溫度將再上升1℃，至2100年時則又上升3℃，
此一結果將使兩極冰山解凍，海平面上升15至95公分，致陸地面積縮小，危及人
類生存空間與生態平衡（台灣西部海岸線會向陸地後退超過一公里）此種溫室效
應對於整個生態環境（包括地球、海洋與人類的經濟、社會等）及全球氣候，將
有深遠而不可預測之嚴重後果。
9.7.2 溫室效應的原理
1.

地球在不斷輻射紅外線

將整個地球表面的氣溫作一平均，在數值上大約是15℃。首先來考慮一下這
個溫度是如何確定的。
地球受到太陽的照射。就地球所接收的外部能量而言，除太陽能外，別無其
他。然而，地球卻不僅僅是這樣只接收太陽能的，那樣的話，地球溫度將無止境
的上升，一天比一天暖。但為什麼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呢？這是因為：事實上，
地球本身也同時將大量的能量向宇宙空間放出。不過，這與太陽光不同，我們不
能看到它，因為地球所放出的能量是人眼睛所不能見到的光：紅外線。
能量有各種不同的形態。從各種物體所輻射出的能量稱為輻射能，並以電磁
波的形式在空間傳播。根據波長，電磁波可分類為珈瑪射線、X射線、紫外線、可
見光、紅外線、微波和無線電波等（圖9-2）。我們通常所說的“光”，就是其中的
可見光，而我們人的眼睛所能感覺到的只有可見光。
現在，讓我們把地球所接收的能量和地球放出的能量用電磁波的波長來作一
下比較。從太陽來的電磁波，其大部份能量都分布在波長0.2微米到4微米的範圍
內，其中大約有一半集中在0.5到0.7微米，而0.7微米則相當於紅色。另一方面，地
球所發出的電磁波是波長大約從4微米到100微米範圍的紅外線。

圖9-2 電磁波輻射的分類

2.

溫室效應的作用

地球的確是以紅外線的形式在放射出能量，但這種能量卻不是那麼原封不動
地向宇宙空間逃逸的。實際上，在地球大氣中含有各種各樣的氣體成分，其中有
些氣體具有吸收紅外線的作用。本來從地球表面放出的、理應原封不動地跑到宇
宙空間去的能量，由於被這些大氣成分所吸收，就不能向宇宙空間逃逸。以上所
述，這些吸收氣體本身又具有發射紅外線的性質，所以從大氣中向下輻射能量，
而使地球表面避免了這部分熱量的損失，這就是溫室效應現象(圖9-3)。包圍著的
大氣，起著一種像塑料溫室中的塑料薄膜的作用，就像把整個地球放在溫室裡一
樣，使地球的溫度變暖。
3.

吸收紅外線的物質

至於大氣中的哪種成分能吸收何種波長的紅外線。吸收紅外線特別多的大氣
成分是水汽(H2O)、二氧化碳(CO2)、臭氧(O3)、甲烷(CH4)和氧化亞氮(N2O)。實際
上，這些氣體就是被稱為“溫室效應氣體”(Greenhouse gases) 的大氣成分。如果再
把人工製造的氟氯碳化物（亦稱為氟利昂；Freon）加進去，那就幾乎包括了所有
重要的溫室效應氣體成分。
由於在大氣中存在著溫室效應氣體，地球的整個大氣層起著像溫室的玻璃那
樣的作用，故使地表變暖。這就是地球溫室效應的實質現象。然而，在實際的溫
室和汽車等的例子中，由於其內部與外部大氣隔絕，所以它同時阻擋了由對流引
起的熱量損失，其保溫效果要比單吸收紅外線而帶來的保溫效果大。從某種意義
上來說，地球大氣是一種開放式的溫室，其溫室效應完全是由大氣吸收紅外線而
形成。

圖9-3 溫室效應

9.7.3 溫室效應氣體的增加
1.

溫室效應氣體的含量

將攝氏零度、一大氣壓的狀態稱作標準狀態(STP)，如果將包圍地球的整個大
氣壓縮到這一標準狀態，其厚度將是8,000米。目前，大氣中所含的二氧化碳約為
350 ppm。如將其換算成標準狀態下的厚度，則二氧化碳的厚度在8,000米大氣中就
只有2.8米這麼一點點。甲烷是1.7 ppm。若同樣將其換算為標準狀態下的厚度的
話，則是1.4厘米。臭氧是400 ppb，僅為3毫米厚。氧化亞氮是310 ppb，僅為2.5毫
米，氟氯碳化物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即便是含量最多的CFC-12 （亦稱為Freon-12；
CCl2F2）也只有400 ppt，以標準狀態下的厚度計，只不過是3微米厚。
在溫室效應氣體中，只有氟氯碳化物是人類在工業上製造出來的。其他一些
氣體，本來就是天然存在的，在大氣、海洋和生物圈（陸地上的森林）之間不斷
地進行著交換，且其交換量非常大。因此，究竟有多大的量是原來就存在的，又
有多大的量由人類活動所增加的，這是很難準確測定的。譬如，如果不能正確地
闡明二氧化碳在大氣和海洋之間的交換機制的話，也就不可能明確地掌握人類活

動對二氧化碳所帶來的影響，要準確地預測今後其濃度會怎樣增加下去，也是非
常困難的。
2.

二氧化碳的增加

二氧化碳為「溫室效應」的主要成因，其貢獻度高達66%，在各種溫室氣體中，
二氧化碳問題是最嚴重且目前科技水準最無法有效解決的一種。大自然中經由呼
吸作用與火山爆發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可經由自然的程序使二氧化碳總量達到平衡
（圖9-4）。植物的呼吸作用及海水的溶解是最主要的因素：植物透過光合作用將
二氧化碳轉變成氧，而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將之轉變碳酸鹽岩並且沉積到海底下，
後者需要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的時間才會有明顯的效果。

圖9-4 自然界的碳循環（圖取材自「牛頓雜誌」第66期）

二氧化碳增加為北半球的人類活動，其生成過量的主要原因係來自於化石能
源（煤、石油、天然氣等）的燃燒與利用（目前全球能源的供給結構中有五分之
四為化石能源）。另一方面,對土地的需求而大量砍伐樹木,也間接增加了大氣中二
氧化碳的含量。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經濟活動耗用大量化石燃料，導致溫室氣
體在大氣中的濃度大幅提高，此期間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成長速度是史前期的30至
時期的30至
100倍，二氧化碳濃度則為第二冰河期的1.25倍，為上一次冰河期的1.75倍。而1992
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以碳當量計算）約為80億噸，每年平均濃度由1958年
約315 ppm升至1997年約363 ppm。而在各經濟部門中，工業與能源產業使用化石

能源，以及排放二氧化碳的數量最多。因此，一般認為應以化石能源為防止溫室
效應問題惡化的管制目標。
3.

甲烷的增加

甲烷是僅次於二氧化碳的重要溫室效應氣體，其增溫效應（以二氧化碳作為
基準）約為二氧化碳的10倍。近年來，它也顯示出明顯的增加傾向。現在，大氣
中甲烷的濃度是1.7 ppm，大致以每年1%的遞增率在增加。由於二氧化碳的遞增率
為0.4%，所以甲烷的成長率是二氧化碳的兩倍以上。甲烷也和二氧化碳一樣，是
從18世紀中葉開始增加的。在此之前的濃度大約是0.8 ppm，而現在是1.7 ppm。因
此，它已經增加到兩倍以上，1980至1990的平均增長速度約是每年13 ppb。與二氧
化碳的情況相同，這種增加很可能變得劇烈。
甲烷增加的原因也在於北半球的人類活動，這大體上是無疑的。但是，具體
原因是什麼，目前還不是很清楚。當然，可以舉出各種可能的原因，第一可能的
是水田。甲烷是在池沼底部等沒有氧氣的地方，有機物腐爛發酵時而產生的，故
也被稱為沼氣。因此，可以認為：隨著水田耕作面積的擴大，向大氣中釋放出的
甲烷量也將增加。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畜產業。隨著畜產業的擴大，家畜腸內的
發酵增加，使得甲烷產生量增加。另外，由於畜舍糞便和舖草碎屑等廢棄物也不
底
斷增加，當這些廢棄物以堆肥等形式埋入地裏時，通過厭氧發酵而產生甲烷。此
外，生物體的燃燒，煤井、天然氣的採掘、利用等，也是可能的原因。由於天然
氣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如果未被燃燒而泄漏出來，大氣中的甲烷濃度自然就會增
加。
4.

氧化亞氮的增加

氮化亞氮同樣也是顯示增加的趨勢，其增溫效應（以二氧化碳作為基準）約
為二氧化碳的100倍。氧化亞氮慣性很強，由於一旦吸入這種氣體會引起面部肌肉
痙攣，看上去像在發笑一樣，故又稱之為“笑氣”。它現在的濃度大約是310 ppb，
每年增加約0.8 ppb，直到1940年前後，其濃度一樣是285 ppb左右，但其後出現劇
增的趨勢，過往40年間，其平均升幅為每年0.25%。一般認為，其增加的原因在於
化學肥料的使用，化石燃料以及生物體的燃燒。
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氧化亞氮的濃度都大致相同，幾乎看不到北半球和南
半球之間的濃度差。可以認為這是由於與二氧化碳和甲烷等相比，氮化亞氮每年
的釋放量較少，而且它在大氣中的壽命較長的緣故（約為114年）。只有通過在平
流層中由太陽紫外線所產生的解離，才可使氧化亞氮在大氣中消失。
5.

臭氧的增加

平流層臭氧的被破壞，已成為目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即所謂“臭氧層破壞”問
題。氟利昂氣體在平流層因紫外線照射而被解離，釋放出氯原子(Cl)。氯原子從臭
氧中奪取氧原子，破壞臭氧而形成氧分子(O2)。由於這種反應，使平流層臭氧有減
少的趨勢。

然而，在對流層，臭氧卻反而在增加。這是一種至少在北半球各地都可觀察
到的現象。根據歐洲的觀測資料，近地面層的臭氧濃度，直到本世紀初，大概是
10 ppb，但近來大約是20 ppb，幾乎增加了一倍。近年來對流層臭氧的成長率為每
年2-3%，不但在歐洲可看到這種趨勢，在阿拉斯加既巴羅岬，年增長率為0.8%；
而在夏威夷島的蒙納羅亞山，年增長率達到1.4%。空中觀測亦已確定北半球中緯
度地區的臭氧，正以每年0.5-3%的速度在增加。不過，目前尚未確認在南半球有這
樣明顯的增加。
由於臭氧的增溫效應（以二氧化碳作為基準）約為二氧化碳的1000倍，因此
同樣的受到關注。一般認為，對流層臭氧的這種增加，原因在於人類活動向大氣
中釋放出的二氧化氮(NO2)。化石燃料在高溫下燃燒時，可使空氣的氮被氧化，從
而生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可被太陽光分解。通常，所謂光解離，只有在平流層
才可發生。但二氧化氮是一個例外，即使波長較長的光也可使其分解，所以它可
被進入對流層的太陽光解離，由此生成的氧原子(O)和氧分子(O2)結合形成臭氧。
這是對流層臭氧增加的主要原因。此反應可由下列化學式表示：
hv
NO2 →
NO+O

O+O2+M → O3+M
O3+NO → NO2+O2
其中M代表N2，O2，或其他可吸收震動能(Vibration Energy)並且使臭氧穩定生
成之分子。
6.

氟氯碳化物的增加

最後，提一下最近成為非常熱門話題的氟氯碳化物。所謂氯氟碳化物，又稱
為氟利昂。它雖然有若干種，但其中在大氣中濃度特別高的是CFC-12和CFC-11，
從破壞平流層臭氧這一點來說，它們也是特別重要的。目前，二者都以年率5%這
樣一種驚人的趨勢在增加。含量本身雖然少，但其長率超群。氟氯碳化物是人類
在工業上生產出來的，在自然界中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大氣中現存的氟氯碳化
物全都是人類製造的、向大氣中釋放出來的。
氟氯碳化物的熔點和沸點一般都很低，是不燃性和非爆炸性氣體，而且無色、
無臭、無害，所以用途很廣。其一是用作冷藏庫的致冷劑。我們所使用的冰箱，
全都使用它。但由於它被密封在密閉的容器中，因而只是使用它的話，不會增加
大氣中的氟利昂氣體。但一旦被損壞或被廢棄，它就會散發到大氣中來。氟氯碳
化物也作為殺蟲劑和化粧品等的噴霧劑而使用。此時，伴著噴霧劑的使用，氟氯
碳化物將直接向大氣中釋放。另外也用氟氯碳化物來清洗半導體器件等。半導體
片是非常精密的電路，那怕沾上一點灰塵，其性能也會喪失，因此，通常噴射氟
氯碳化物來進行清洗。出於這一目的，近年來，特別是日本，常使用CFC-113，致
使其年增長率到10%-20%。有一段時間，氟氯碳化物曾被稱為人類製造出來的最
高化學物質，倍受贊賞。但由於其增溫效應（以二氧化碳作為基準）約為二氧化

碳的10000倍，且在大氣中的留存時間極長(以CFC-115而言可高達1700年)，其對於
溫室效應之增益不容忽視。
9.7.4 溫室效應的影響
若是溫室效應氣體濃度不斷增加，則將使地表溫度增加，進而導致氣候的變
化，其影響包括：
1.

北半球冬季將縮短，並更冷更濕，而夏季則變長且更乾更熱，亞熱帶地區將更
乾，而熱帶地區則更濕。

2.

由於氣溫增高水汽蒸發加速。全球雨量每年將減少，各地區降水型態將會改
變。

3.

改變植物、農作物之分佈及生長力，並加快生長速度，造成土壤貧瘠，作物生
長終將受限制，且間接破壞生態環境，改變生態平衡。

4.

海洋變暖，海平面將於 2100 年上升 15－95 公分，導致低窪地區海水倒灌，
全世界三分之一居住於海岸邊緣的人口將遭受威脅。

5.

改變地區資源分佈，導致糧食、水源、漁獲量等的供應不平衡，引發國際間之
經濟、社會問題。

6.

人體抗病能力降低。

7.

生態系受損，動物大遷移，生物多樣性降低。

9.7.5 全球氣候變遷
1.

對流層氣溫上升

以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增加為使地球變暖的機制。由於溫室氣體具有
吸收紅外線的特性，故其含量增加之後，由地表來的紅外輻射將被大氣更多地方
吸收，難於逃逸到宇宙空間去。但是，對於地球來說，為了保持一定的溫度，必
須將與其吸收的太陽能相等的能量以紅外線的形式向宇宙空間釋放。為了通過較
不透光的大氣將這一紅外輻射能釋放出去，地表就必須具有較高的溫度，以放出
較多的紅外輻射。這就是由於溫室氣體的增加所帶來的全球變暖的機制。
2.

平流層的氣溫下降

決定大氣溫度的機制在地表附近的對流層，與在遠離地表的，可以說是幾乎
向宇宙空間開放的平流層極為不同。在對流層，使空氣變暖是對流所帶來的來自
地表的熱輸送。將這一熱量向宇宙空間釋放，從而使系統保持平衡的，當然是來
自地表和大氣的紅外線。在對流層，由於水蒸汽和二氧化碳的量較多，平均而言，
係由對流層的中部向宇宙放出紅外線。當溫室效應氣體增加後，大氣對紅外線的
不透明度有相應的增加，放出紅外線的高度將會上升。也可以說，更高處的溫度
變得與現在相同。於是，地表面和對流層的溫度必須上升。

在平流層，不存在對流所產生的來自地表的熱輸送。使平流層加溫的，主要
是臭氧對太陽紫外線的吸收。而平流層的大氣則以紅外輻射的形式將恰好與這一
紫外線吸收相當的能量向宇宙空間放出。輻射紅外線的主要大氣成分是二氧化碳
和水汽。因此，如果平流層的二氧化碳濃度加的話，即使在比現在低得多的溫度
下也能夠把與臭氧吸收的紫外能量相當的紅外線向宇宙放出。所以，氣溫就降低
了。
3.

反饋效應

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氣溫一旦上升就引起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又反過來影響
氣溫的上升，存在著極為複雜的機制的緣故。這樣一種作用稱做反饋。
在氣候系統中存在許多反饋機制，將它們正確地包括到模式中去是非常困難
的。此處舉一個重要的反饋效應：水蒸汽的反饋效應（圖9-5）。氣溫一上升，空
氣中就可以含有更多的水蒸汽，所以水汽將增加。由於水汽具有比二氧化碳還要
強的溫室效應，這樣一來，溫室效應就會增加，更進一步地使氣溫上升。如果氣
溫上升，水汽就會增加，這種情況將持續惡化下去。

冰雪面積減少
反照率減小

CO2增加

氣溫上升
日照吸收增加

圖9-5 反饋效應的一個例子

4.

海平面上升

全球溫暖化另一個引起眾人關切的問題是：由於南極和格陵蘭等冰蓋的融
解，海平面將可能升高。從距今約1萬8千年的最寒冷的冰期向距今約1萬年前開始
的後冰期過渡期間，由於覆蓋著北美大陸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西伯利亞等地的大
陸冰蓋的融化，海平面已升高了100米以上。現在，覆蓋南極大陸和格陵蘭的冰蓋，
如果全部化的話，可使海平面再上升60餘米。由於全球變暖，這些冰蓋究竟如何
變化，是非常令人關注的。特別使人擔心的是西南極冰蓋的崩潰。
南極大陸可大致分為東南大陸和西南極大陸。位於羅斯海與威爾海連線東側
的橫貫南極山脈以東的部分是東南極大陸，以西則是西南極大陸。在東南極，大
陸基岩幾乎都在水面之上；而在西南極，大陸基岩的大部分卻在水面之下。特別

是在羅海和威爾海的連線上，大陸基岩地形低、幾乎全在海面以下。這正說，冰
蓋是聳立在水中的。
假如溫室效應氣體增加使地球變暖的話，如前所述，越是高緯地區氣溫越是
上升。隨之而來的當然是海水溫度也要上升。於是，首先是羅斯海和威德爾海的
冰架開始融化；最後，整個冰蓋崩潰，這種危險性是可能存在的。
9.7.6 溫室效應的防制策略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分子，不僅是污染物製造（排放）者，亦是溫室效應氣
體產生的貢獻者（人類之呼吸作用）。每一地區每一國家皆產生不同程度之溫室
效應氣體，主要取決於能源使用狀況。在1997年12月於日本京都舉行的「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稱COP-3）中，簽署了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京都議定書」，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及時程。該項協定包括：
1.

削減對象以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
（PFCs）、六氟化硫（SF6）為主。前三種氣體以 1990 年作為基準年；後三
種氣體以 1995 年作為排放基準年。

2.

目標年訂為 2008 年至 2012 年間五年的平均值。

3.

減量目標：所有被要求減量的國家平均削減 5.2%。但因國情不同而有差別，
表 9-1 列出各參加國所設定之減量目標。

表9-1 京都議定書各國減量目標
國別
歐盟及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拉脫維亞等國

目標
－8%

美國

－7%

日本、加拿大、匈牙利、波蘭

－6%

克羅埃西亞

－5%

紐西蘭、俄羅斯、烏克蘭

0%

挪威

＋1%

澳洲

＋8%

冰島

＋10%

發展中國家

自動參加

我國為配合全球削減溫室效應氣體的行動，可採行的策略及措施如下：

1.

調整能源及電源結構
(1) 儘速修正台灣地區能源發展方案，穩定電源的成長，並將燃油、燃煤電廠
轉為擴大使用天然氣，以改善區域空氣品質，並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
(1) 加強開發替代能源，例如地熱、水力、風能、核能、太陽能、天然氣之取
得及使用。
(2) 積極引用複循環機組發電，以提升發電效率。
(3) 加強電力負載管理，減少尖峰用電需求。
(4) 加強推動全國節約能源計畫。

2.

調整產業結構
(1) 鼓勵業者發展低耗能、低污染之產業，加強改善或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之
產業，加強產業升級。
(2) 調整能源價格，以價差推動產業加強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3) 引進相關技術，優先進行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削減。
(4) 增強法規及經濟誘因，鼓勵產業界發展省能源、高效率設備及器具，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並減少廢熱之排放。
(5) 積極發展大眾運輸系統，以達節約能源及減輕空氣污染。
(6) 擴大綠化，優先植（造）林，以增加吸收 CO2。

3.

配合蒙特婁議定書之規定，按管制期程，削減 CFCs 及其衍生物，並減少其他
溫室效應氣體，如：CH4 等之排放。

9.8 何謂酸雨
所謂酸雨，正確的名稱應為「酸性沈降」或「酸沈降」，它可分為「濕沈降」
與「乾沈降」兩大類，前者指的是所有氣狀污染物或粒狀污染物，隨著雨、雪、
霧或雹等降水型態而落到地面者，後者則是指在不下雨的日子，從空中降下來的
落塵所帶的酸性物質而言。
由於大氣中含有大量的 CO2，故正常雨水本身略帶酸性，pH值約為5.6，因此
一般是以雨水中的pH值小於5.6稱為酸雨。雨水除受 CO2 影響外，自然界許多自
然現象對於雨水pH值亦有影響，可使pH值的變化介於4.9～6.5之間，因此以pH值
小於 5.0 作為酸雨的定義較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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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6 各種溶液的酸鹼度與酸雨比較

9.8.1 酸雨的成因
造成雨水酸化之污染物很多，其污染來源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為自然物質，
其二為人為物質。前者如：火山爆發噴出大量之硫化物及懸浮固體物，自然水域
表面釋放之硫化氫，動植物分解產生有機酸，土壤微生物及海藻釋放之硫化氫、
二甲基硫及氮化物等，都會使雨水之pH值降至5.0左右;後者則為工業化後，化石燃
料之大量使用，燃燒過程中產生CO2、 碳氫化合物(HC)、SO2、NOX及懸浮固體物，
排放至大氣環境中，經光化學反應生成硫酸、硝酸等酸性物質使得雨水之pH值降
低，形成酸雨。
雨水沖刷污染物之機構，包括雨除作用(Rainout)及雨沖作用(Washout)，前者
為高空雲層內之現象，污染物在雨滴形成之初期即被吸收(如：凝核作用等)，降雨
時直接伴隨雨滴下降;後者為雨滴在降落過程中，將下層大氣中之污染物沖刷至地
面之現象。
SO2與NOx是造成雨水酸化最主要之污染物。 SO2 氧化成SO42-之基本機構包
括：氣相光化學氧化及液相溶解SO2之氧化。在氣相光化學氧化中，若有碳氫化合
物之存在，則其反應速率增快很多，在SO2之氧化反應中，以參與自由基（如：OH、
HO2 等）作用者貢獻最鉅，液相氧化機構，包括催化與非催化反應，前者之反應
速率遠超過後者，而最有效之催化劑 M為Mn2+、Fe3+、Cu2+ 等微量金屬。SO2氧
化成SO42-之反應式，可以下式反應式表示：
2SO2+O2→2SO3
SO2+O2+O+M→SO3+O2+M
SO2+OH +O2 +M→HOSO2+O2+M
SO2+O2+HO2→SO3+O2+OHSO3+H2O→H2SO4
SO2+O2+H2O→SO32- +2 H++O2

NOx氧化成硝酸鹽，可經由NO與NO2之氧化達成。前者可與空氣中之O2或O2
及 金 屬 催 化 物 發 生 化 學 反 應 ， 形 成 NO2 、 無 機 性 硝 酸 鹽 或 過 氧 硝 酸 乙 醯 脂
(peroxyacethyl nitrate, PAN)等物質。後者可被微粒表面吸收，轉變為無機性硝酸鹽
或硝酸，硝酸再與氨(NH3)反應生成硝酸銨(NH4NO3) 而得;或經由水滴之直接吸
收，將溶解之NO2轉變為NO3-。NOx之反應式可以表示如下：

2 NO + O2→2NO2
NO + O3→NO2 + O2
NO2 + O3→NO3 + O2
NO3 + NO2+M→N2O5+M
N2O5+H2O→2 HNO3
NO2 + OH + M→HNO3 + M
NO2 + RC(O)O2→RC(O)O2NO2 (PAN)
3 NO2 + H2O→2 HNO3 + NO
4 NO2+ 2 H2O + O2→4 HNO3
HNO3 + NH3→NH4NO3
NO2 + H2O + M→H+ + NO3- + M

9.8.2 污染的來源
造成雨水酸化之污染物質有SO2、NOx、HCl、有機酸等。SO2主要來源為燃料
之燃燒，如燃煤或燃油之火力電廠，其次為工業生產程序之排放，如煉油廠、精
煉廠、硫酸工廠等。氮氧化物 ( NOx )為高溫燃燒下之產物，其來源有燃料之燃燒，
如：燃煤與燃油之火力電廠，交通工具之排氣，工業生產程序以及閃電。HCl源自
海水飛沫、鹽酸工廠、焚化爐排放之廢氣、廢金屬回收冶煉及交通工具之排氣等。
有機酸之來源則為甲醛之氧化、海洋中石蠟物質之氧化、植物及細菌活動等。圖
9-7 顯示目前台灣地區各污染來源對於SO2及NOx之排放總量。

NOx

SOx

圖 9-7 台灣地區雨水酸化主要污染來源及排放總量
（2000 年資料，以中部地區為例）

9.8.3 酸雨對人類及自然生態的影響
1.

酸雨因 pH 小於 5.0 以下，造成土壤、岩石中的有毒金屬元素溶解，流入河川
或湖泊，嚴重時使得魚類大量死亡。

2.

水生植物和以河川酸化水質灌溉的農作物，因累積有毒金屬，將經由食物鏈進
入人體，影響人類的健康。

3.

酸雨會影響農林作物的葉子，同時土壤中的金屬元素因被酸雨溶解，造成礦物
質大量流失，植物無法獲得充足的養分，將枯萎、死亡。

4.

湖泊酸化後，可能使生態系改變，甚至湖中生物死亡，生態系活動因而無法進
行，最後變成死湖。

5.

腐蝕建築物、公共設施、古蹟和金屬物質，造成人類經濟、財物及文化遺產的
損失。

6.

刺激人類眼睛和皮膚，對人體造成傷害。

9.8.4 台灣地區的酸雨現況
由於台灣屬於工業化國家，在狹窄的小島內工廠林立、汽機車擁擠，使台灣
同樣遭受酸雨的侵襲。我國自78年起，即著手進行「台灣地區酸性沈降現況調查」
另針對酸雨對農業、湖泊、森林、土壤等生態之影響從事預期追蹤採樣調查。圖
七顯示在十二個雨水採樣站中，歷年雨水的pH值年平均值，而八十四年雨水pH介
於4.26～5.66之間，顯示以台灣都會區（台北、龜山、中壢、小港）酸雨現象較嚴
重，pH皆小於5.0以下（圖9-8）。另由季節性變化而言，北部地區於冬季 (東北季
風)其酸性物質成份濃度皆高於夏天，其他地區則較不受影響。
另由發生酸雨可能性而言，台灣地區為 60%、東部地區為 43%、中部地區為
46%、台北及高雄地區則達 80%以上，顯示酸雨現象普遍存在。

基隆 4.64
台北 5.14
新竹 5.64
宜蘭 5.86
台中 5.6

阿里山 5.76
嘉義 5.72

花蓮 5.84

台南 5.64
高雄 5.78

台東 6.06

恆春 5.96

圖 9-8 台灣地區酸雨測站 pH 值分佈圖（1999~2003 年平均）

圖 9-9 台灣地區各酸雨測站雨水 pH 值年平均值（1999~2003）

9.8.5 酸雨防制政策
由於酸雨為二次污染物且具有跨區污染的特性，以致影響層面相當廣，故局
部空氣污染的改善，空氣品質標準的達成，對於酸雨的防制助益不大，必須削減
SO2、NOx的總量方能遏止酸雨的危害。酸雨的形成與工業有關，所以國際的一些
主要工業國家 也面臨酸雨侵害的問題，目前，在美加五大湖區及西歐已出現pH 4.5
以下的酸雨，湖泊及森林所遭受的危害非常嚴重。同時，因為硫、氮氧化物所形

成的懸浮微粒能在大氣中停滯很久，隨著氣流的擴散，所能影響的範圍也就無遠
弗屆，甚至某國排放的污染物質會造成其他鄰近國家雨水酸化。
有鑑於此，1969 年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ECD) 首先提出酸雨問題，各國才開
始作酸雨災害的觀察。1979 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簽定了「長距離越境大氣污
染條約」，共有 9 個國家簽署。此後，在 1985 年國際間又締結了「赫爾辛基條約」，
有 18 國同意在 1993 年前硫化物排出量必須較 1980 年減少 30%。另依據 1988 年
的索非亞協定，有 12 國宣布 1989 年起 10 年間，各國應削減氮氧化物 30%。而美
國與加拿大也在 1980 年締結「越境大氣污染同意書」，以共同合作防制酸雨。
1.

短期政策
目前已積極進行下列各項策略，以大幅降低空氣中SO2、NOX之排放量
(1) 推動低硫油政策，降低燃料油之含硫量以減少因燃燒排放之硫氧化物，
自 82 年 7 月起已將燃料油品含硫量降至 1.0%，預計 85 年 7 月於都會區
含硫量降至 0.5%，88 年更要降至 0.05%以下。
(2) 訂定嚴格管制標準，以迫使污染源採行排煙脫硫及排煙脫硝之設備。
(3) 引進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以減少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之排放。
(4) 改善工業鍋爐之燃燒技術及設備，以減少氮、硫氧化物之排放。
(5) 改善汽、機車引擎及防污設備，並加嚴排放標準，以減少氮氧化物之排
放。
(6) 與汽機車業者研商開發低污染之新車及替代燃料，如液化石油氣車、電
動機車。

2.

長期政策

進行台灣地區長期酸雨調查研究，了解環境資源受損狀況及酸雨形成機制，
建立長程傳輸模式，界定污染源與受害對象的關係及我國、鄰國地區的相對貢獻。
因酸雨為跨國性污染問題，目前我國已與東亞地區國家進行國際合作，據以策訂
台灣地區酸雨防制計畫，俾共同解決酸雨問題。

9.9 什麼是臭氧層
臭氧(O3)是一種具有刺激性氣味，略帶有淡藍色的氣體，在大氣層中，氧分子
因高能量的輻射而分解為氧原子(O)，而氧原子與另 一氧分子結合，即生成臭氧。
臭氧又會與氧原子、氯或其他游離性物質反應而分解消失，由於這種反覆不斷的
生成和消失，乃能使臭氧含量維持在一定的均衡狀態，而大氣中約有 90%的臭氧
存在於離地面 15 到 50 公里之間的區域，也就是平流層(Stratosphere)，在平流層的
較低層，即離地面 20 到 30 公里處，為臭氧濃度最高之區域，是為臭氧層(Ozone

Layer)，臭氧層具有吸收太陽光中大部分的紫外線，以屏蔽地球表面生物，不受紫
外線侵害之功能。
大氣層由地表向外，可區分為對流層(0~20 km)、平流層(20~50 km)、中間層
(50~100 km)、電離層(100~l000 km)和磁氣層(1000 km 以上)等五個氣層，其中氣體
的 99.9%集中於 50 km 處，此部分的大氣厚度若與地球直徑相比較，即可看出這個
氣層是非常薄的。大部分的臭氧則聚集於平流層中，吸收來自太陽的紫外線能量，
致使平流層中高度愈高，溫度愈高，所以平流層不會有垂直方向的擴散，而只有
水平方向的流動。
在數億年以前，地球上的大氣中沒有臭氧層，地球的表面受到來自太陽的紫
外線強烈照射，地面上沒有生物存在，僅有少數生物生存在水中，因為水能吸收
紫外線，水中綠色植物不斷地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釋放出氧氣，擴散到空氣
中，而其中一部分的氧氣在大氣層的上層，受到紫外線的作用，依圖 9-10 所示，
氧氣變成了臭氧而產生了臭氧層。臭氧層對地球上的生命相當重要，因它能濾除
紫外線，地球上生物才能登上陸地，展開另一種燦爛多姿的地表生活。

圖 9-10 平流層中臭氧與氧氣之光化學反應

9.9.1 臭氧層為何日漸稀薄
早在 1974 年，兩位美國科學家(Sherwood Rowland 及 Mario Molina)提出理論
說明，此系列的化學合成物質叫做氟氯碳化合物，簡稱 CFCs，由於其化學性質相
當穩定，所以其分子要上升到平流層才會分解，此時 CFCs 中所含氯會被釋出，而
破壞臭氧。CFCs 自 l970 年開始大量生產及使用，1986 年全球 CFCs 消費量達 113
萬公噸。其中約有 70%的量，會排放至大氣中，CFCs 化性安定，生命期長達數十
年至百年之久，因此會在大會中不斷累積，最後上升至平流層。在這裡受到紫外
線照射而分解產生氯原子與臭氧反應，使臭氧分解消失。一個氯原子在失去活性
以前，足以破壞一萬個臭氧分子，其過程如圖 9-11 所示，因此對臭氧層造成莫大
的威脅。

圖 9-11 氟氯碳化合物破壞平流層臭氧之機制

根據調查顯示，自 1978 年開始的十年內，全球各緯度平流層的 臭氧含量降
低約 1.2%至 10%不等，南極上空則是臭氧被破壞最嚴重的地區，甚至在春季期間
更會出現所謂的「臭氧洞」。 目前全球臭氧層削減率正以每年 2%至 3%的速度在

進行，如 果任其發展，在二十一世紀末，平流層臭氧含量將降至目前的一半以上，
屆時，人類將會面臨一場空前的浩劫 !
9.9.2 南極臭氧洞
CFCs 主要是由北半球工業國家所排出，在北半球大氣中的 CFCs 濃度也高於
南半球，為什麼至今最大的臭氧洞是出現在南極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顯然南極特
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狀況，與臭氧洞的形成有密切關聯。
圖 9-12 臭氧層破洞可能的反應機制。冬季在極區上空平流層形成的渦旋阻斷
了空氣的交換，造成極低溫狀態(低於－80℃)，這種極低溫有助極性冰雲產生。氟
氣碳化物經過化學反應形成 ClONO2、BrONO2、和 HCl 等化合物，被吸附在冰雲
表面。當早春陽光出現時，這些化合物被轉換成活潑的 Cl、Br 或 ClO、BrO 以驚
人的效力和 O3 分子反應，造成平流層 O3 大量損耗。雖然自 1988 年起，北極地區
冬春季期間亦出現類似的 O3 破壞情形，但沒有如此嚴重，原因有二：
1.

北極地區平流層溫度很少低於－80℃。

2.

北極地區平流層氣旋在陽光出現前通常已經消散，帶著 O3 的空氣可以進來，
補充流失的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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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2 破洞之反應示意圖

9.10 什麼是氯氟碳化物
破壞臭氧層的元凶，即是俗稱氟利昂(Freon)的氟氯碳化物，由於穩定性高，
不自燃、不助燃也不易起化學變化，以及對人體傷害較小等優點，因而使用遍及
各 種 工 業 及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 其 中 又 以 CFC-11(CCl3F) 、 CFC-l2 (CCl2F2) 及
CFC-113(C2Cl3F3)三種原料佔最大使用量，使用範圍包括：
1.

發泡劑：
硬質 PU 發泡、軟質 PU 發泡、聚苯乙烯(PS)發泡及 PE 發泡等，如：CFC-11 。

2.

冷媒：
冷凍機、冰箱、汽車、空調用冷媒，如：CFC-11、CFC-12。

3.

清洗劑：
印刷基板、半導體材料等電子零件及光學零件清洗劑，如 CFC-113。

4.

噴霧劑：
化粧品、醫藥品、清潔用品等需要推進之噴霧裝置，如 CFC-11、CFC-12 。

此外，海龍(Halon)也是全鹵化碳氫化合物，因具有特別的防火效果，常作為
許多需要防火安全場所的滅火劑。然而，由於海龍破壞臭氧的能力(ODP)更甚於
CFC，所以在使用上更值得關切。

9.10.1 臭氧層耗盡對人類及環境的影響
1.

臭氧層的功能及破壞

球上的生物能在陸地上生活，是因為集中在平流層中的臭氧，能對於陽光中
波長 230 至 350 Å (埃)的紫外線具有隔除的作用，如果沒有臭氧層的話，進入大氣
層的紫外線很容易被細胞核吸收，破壞生物的遺傳物質 DNA，陸地上的生物便無
法存在。而保護所有生物的臭氧層，目前正受到人類持續不斷的破壞。據科學研
究，臭氧減少 10%。紫外線可能增加 20%，同時皮膚癌患者可能增加 30%，臭氧
層破壞會產生下列幾種現象：
(1) 人類皮膚癌、白內障等疾病罹患率增加。
(2) 動物免疫系統受抑制。
(3) 穀 物 的 收 成 減 少 ， 品 質 降 低 。 植 物 和 浮 游 生 物 減 少 ，破 壞 自 然 界
的 生 物 鏈 與 自然生態的平衡。
(4) 塑 膠 、 橡 膠 製 品 加 速 老 化 。

(5) 紫 外 線 直 射 會 引 起 對 流 層 臭 氧 二 增 加，致 使 產 生 光 化 學 煙 霧， 造
成空氣污染。
(6) 改變氣候、造成溫室效應，間接造成海平面上升。
9.10.2 臭氧層破壞問題
臭氧層可吸收太陽光中的紫外線，保護地球上的生物免受曬傷。臭氧層破壞
的原因是由氟氯碳化物（CFCs）所引起的。在一般環境中，它本身的化學性安定
且不含毒素，但經使用後擴散於大氣中，並逐漸進入臭氧層中。由於強烈的光線
會使氟氯碳化物中的氯釋出，氯原子與臭氧子產生反應破壞臭氧而釋出氧，估計
一個氯原子可破壞一萬個臭氧分子，如此繼續連鎖反應，最後造成臭氧層的稀薄
與破洞。臭氧層的破壞將大量的紫外線照射到地球表面，據估計如臭氧層減少
1%，將使紫外線昇高 2%，而使皮膚癌發生的機率比目前增加 3%，且農作物的生
長受阻，病蟲害增加使農作物減收。此外，增加光化學煙霧現象、生態系被破壞、
發生異常氣候等都由臭氧層的破壞所引起的。
1980 年 臭 氧 層 破 壞 問 題 才 引 起 國 際 問 廣 泛 的 重 視 ， 針對降低臭氧層的
破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召集世界各國共商對策，1985 年共有 28 個國家
於維也納達成保護臭氧層協議(Vienna Convention)，並決定研議一國際管制公約以
補該協議之不足。1987 年 9 月 16 日再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國際會議，並由全世
界二十六個國家共同簽署「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管制氟氯碳化物使用之國際公約，也於
1989 年 1 月起正式生效。而後，為挽救日益惡化之臭氧層，於 1990 年 6 月在倫敦
召開之蒙特婁議定書締約國第二次會議，對議定書內容作了大幅之修正，其中最
為重要者即為擴大列管物質，除原先列管之 CFC-11、CFC-12、CFC-113、CFC-114、
CFC-115 等五項及三項海龍外，另增加 CFC-13 等 10 種，四氯化碳及三氯乙烷，
計 12 種化學物質，並加速管制時程，提前於 2000 年完全禁用氟氯碳化物、海龍
及四氯化碳。最近更由於臭氧層仍日趨惡化，1992 年 11 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之
第四次締約國大會，決議將氟氯碳化物禁產時程提前於 1996 年 1 月起實施，而消
費量除必要用途外應減為零。我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亦須遵行，加強列管
化學品之管制使用，並積極研發替代品以順應此一世界性的環保潮流。
9.10.3 相關配合措施
為配合全球保護臭氧層的行動，除了政府應加強管制措施外，業界亦應積極
開發替代技術，並確實做到減量、回收、再利用的削減策略。另外，民眾也可從
日常生活加以配合，例如：
1.

避免購買以 CFCs 為發泡劑所製成的紙和塑膠產品。

2.

避免使用聚苯、乙烯泡沫膠製品，包括泡沫填充劑和冷藏箱。

3.

避免用以 CFCs 為動力的噴霧式產品，改採用機械噴霧式之產品。

4.

採用替代品，例如用丙烷代替 CFC，做為噴霧劑及以對臭氧破壞能力較小的
HCFCs 取代 CFCs。

5.

購買使用 CFCs 替代品為冷媒的汽車、冰箱和冷凍空調設備。

6.

汽車空調補充冷媒時，應要求維修廠服務人員，先將存留在冷氣系統中之 CFC
冷媒回收或回用，以減少 CFC 使用量及排放量。

7.

汽車空調或其他冷凍空調，補充 CFC 冷媒時，應要求維修人員證明使用之冷
媒不是走私品。

9.11 耗竭中的資源
9.11.1 水資源
在聯合國JOHANNESBURG高峰會(2002)中有如下幾點結論與水資源有關：(1)
目前(2002) 約有11億人無法取得安全飲水，(2)在亞洲及非洲鄉間一個婦女平均需
走六公里才能取得飲水，及(3)2025年前世界上每二人有一人會有缺水的危機。水
約佔人體重的70-75%，是人類生存必需品，如依上述聯合國的推算資料，則水資
源的匱乏無疑是在預告人類即將來到的浩劫。
由World Water Concil(2002)所統計全球水使用量及使用別如圖9-13前最大用
水量仍在農業，其次是工業，再來才是民生用水。而整體的用水量會隨時間持續
上揚，預估在2025年將達到年用水量2500 km3左右。農業用水的持續增加主要也是
因人口持續增加而需增產糧食的結果。另一項資料顯示，全球各區域每人耗水量
並不相同且有相當的差異性。圖9-14濟較發達的國家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其每人
每年用水量達1500 m3，其中工業用水佔用的比例明顯增加與農業用水相當，而在
較未開發的國家如東亞及非洲地區，其主要用水仍是做為糧食生產為主，在非洲
工業用水幾乎為零。

圖9-13 水的消耗量及用途(UN 2002)

圖9-14 地區每人平均耗水量 (UN 2002)

目前淡水資源主要是以水庫蓄水方式供應，但合適建造水庫場址已日漸稀
少，未來水源取得成本將日漸增加，又因工業化所造成污染等問題，水處理成本
亦會增加，在水資源已因人口增加已逐漸不足，水資源分配已現不均，未來的水
資源問題只會日益嚴重化。
9.11.2 能源
能源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個人食衣住行的必需品，國家要維持經濟穩
定發展，個人要享受生活的舒適便利，都是造成能源需求持續增加的理由。在能
源供應無虞的時期，鮮有人關心能源將有一天會用完的問題。一九七三年以埃發
生戰爭，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減產禁運石油造成所謂第一次能源危機，也導
致經濟蕭條、失業增加、物價上漲，而人們也才體會到能源不足的嚴重性。除了
少數放射性能源外，所有人類能源都來自太陽，依可否無限制取得可將人類使用
能源概分為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兩大類。再生能源是指太陽能、風力、水力、
生質能、潮汐、海洋溫差等；而非再生能原則指化石燃料 (煤炭、石油、天然氣) 及
核能等蘊藏量有限且日益枯竭之能源。圖 9-15 (2004)整理了全球所消耗能源種類
及數量並預估至 2025 年。就目前能源消耗量來看，圖 9-16 顯示從 1970 年以來消
耗量逐年增加，目前全球年能源消費量已達 4.30x1017 Btu，而預估在 2025 年將達
6.230×1017 Btu 之譜。逐年能源消耗量的提高反應出(1)人口的持續增加及(2)人類對
能源的日益依賴與需求，而其中對人們日常生活最相關的能量來源之一的電力，

我們將做更深入的探討。
目前世界每年電力耗用約 12 兆千瓦時，其中 85%靠燃燒化石油料; 50 年後年
總電力需求約 30 兆千瓦時。產生電能的能量來源雖多，如化石燃料(70%)、核能
(20%)，再生資源(10%)等(EIA 2004)，但各有其優缺點，以下就各種可能產生電力
的來源作一比較。以目前大宗能量來源是化石油料預估將在 30-50 年內用盡；水力
能源其量太低，不足以供日常使用；風能需架設在偏遠地區，需要有新的電力傳
送系統，如低溫超導電纜; 太陽能產 10 兆千瓦時需 6 個台灣大的光面板（以 42-56%
轉換率估算）;再生能源中的生物氫能量太少並有二氧化碳（溫室效應氣體）產生，
電解水產氫則尚未達經濟效益；核分裂所需鈾料有限，如以每年 10 兆千瓦時，以
目前所知量可提供約 30 年電力；核能來源可再分為核分裂及核融合兩種，目前所
謂核能電廠則以核分裂技術為主，核融合雖然可行但目前仍無有控制技術上的限
制；
能量衛星(power satellite)是指利用太陽能板產生直流電轉成微波送至地球
後，再將之轉回電能的方式提供能量。如每年 10 兆千瓦時，則需有 660 個能量衛
星在地球 3 萬 5 千公尺上方處繞行。可知就電力需求而言，目前並無一勞永逸的
解決方式，而當能源逐漸耗用後的電力來源仍是一大問題。此外產生電力的能量
轉換損失亦是一大問題，圖 9-13 指出約 65%的能量在轉換時損失掉了，也就是每
一度電的使用得要有 3 度電的能量才能產出，對已是資源逐漸減少的人類，這不
但是一大浪費，也是未來該努力減少其能量損失的方向之一。臺灣四面環海，人
口密度高，天然資源蘊藏不多，以煤的蘊藏量可達經濟開採量僅約八千萬噸，天
8
然氣約有二七五億立方公尺，而石油幾乎沒。在能源資源貧乏卻有是以經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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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台灣對國際國際能源價格之漲落的敏感性不言可喻，如何因應因能源耗竭的
危機將一直是未來持續會發生的問題。
9.11.3 林地
林地主要分為寒帶、溫帶及熱帶林。圖 9-17 描繪出聯合國在 2000 年對全
球林地的調查結果。此外 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 (PAI)更經調查發現全球林木
正在逐漸下降中，其中熱帶雨林因有保持水分、淨化空氣及孕育物種等多重功能，
更顯的重要。自從人類開始利用林木以來，以有約一半林地已經消失。而以目前
消失情況分析，林地在工業發展國家是增加的; 在多數開發中國家卻是逐年減少
的，從 1990-1995 約有 6 千 5 百萬英畝（如阿富汗大小）的林地被移作它用，其中
最主要的因由是：人口的增加所造成的耕地及能源需求。PAI 也統計全球低林地覆
蓋率的地區，如圖 9-18 所示。目前這類地區分佈在非洲、東南亞及中亞一帶。預
估了到 2025 年更多的非洲地區及中國也會變成低林地覆蓋率的地區。林地的減少
除了改變了人們生活品質，也會造成天氣的變化加遽，如何善用目前的林地並增
加林地面積是亟需我們重視的問題。
急

圖 9-15 全球所消耗能源種類及數量(1970-2025)

圖 19-16 全球能源消耗趨勢圖(1970-2025)

圖9-17 全球林地分佈圖(UNEP 2000)

圖9-18 目前及預估2025年時低林地覆蓋率地區(PAI 2004)

9.11.4 臭氧層
由於受到溫室氣體，特別是其中的氟氯碳化物排放量增加的影響，導致臭氧
(halons)在使用後上升至同溫層，日光將它們分解，再由旋風將分解後的化合物往
北吹到北極。這些化學物質附著在北極上空形成的結晶雲層，然後停留在緩慢移
動的冬季旋風中。極地寒冷陰暗的冬季裡，冰雲捕捉並去除大氣中的氮化合物，
否則這些氮化合物將會阻礙臭氧的破壞。當春天陽光再次照耀時，氯分子和溴分
子與臭氧快速地反應，每一個氯分子或溴分子足以破壞數十萬的臭氧分子。
自從南極圈上空臭氧層的破洞經證實後，隨著臭氧層的破壞對人類健康及福
祉之衝擊證據的日益增多，舉世對臭氧層破壞的關切程度與日俱增。並促使1989
年的Montreal Protocol呼籲簽約國凍結CFC的生產與使用至1986年的水準，並在
1994 年 前 將 消 費 量 減 少 20% 以 上 ， 於 1999 年 減 少 50% 以 上 。 1989 年 Helsinki
Conference 中締約國亦希望多數國家能於公元2000年前完全禁絕CFC的使用，並
將此一希望表達於赫爾辛基宣言（Helsiki Declaration)中。在倫敦(1990)召開之蒙特
利議定書締約國第二次會議，擴大列管物質，除原先列管之氯氟碳化物-11、氯氟
碳化物-12、氯氟碳化物-113、氯氟碳化物-114、氯氟碳化物-115 等五項及三項海
龍外，另增加氯氟碳化物-13等10種，四氯化碳及三氯乙烷，計12種化學物質，並
加速管制時程，提前於2000年完全禁用氟氯碳化物、海龍及四氯化碳。在丹麥哥
本哈根召開之第四次締約國大會(1992)，決議將氟氯碳化物禁產時程提前於1996年
1月起實施，而消費量除必要用途外應減為零。由此看來，臭氧破壞的控制是目前
國際合作最成功的一個。
9.11.5 土壤酸化與沙漠化
酸雨問題多為區域性問題，故酸雨之相關規範亦多為區域性規範。由於酸雨
形成的原因與能源的生產消費亦有密切的關聯，而其影響所及，則是導致湖泊、
土壤酸化、森林、魚貝類死亡，及破壞生態系的元凶。為規範空氣汙染中硫氧化
物與氮氧化物的跨國境汙染，各國多締約多邊或區域協定，如1979年的「日內瓦
長距離跨國境大氣汙染公約」及根據此公約訂定之1985年「硫化物議定書」，及
1988年「氮氧化物議定書」等均屬之。主要之內容，乃強調締約國之排放減量義
務與原則，其中硫化物應於1993年以前減量至1980年水準的 30％以上，氮氧化物
則遲至1994年12月31日以前減量至其1987年的水準。同時，鑑於空氣汙染源不易
確定，使排放國之責任歸屬難以確定，因此空氣汙染的越境監測及影響評估，亦
是相關條約或公約的規範重點。
酸雨溶解在水中、土中的有毒金屬被水果，菜蔬和動物的組織吸收後被人食
入。例如，累積在動物器官和組織中的汞與腦損傷和神經混亂有關聯的；又，鋁
與腎臟的問題及老年癡呆症的疾病有關。據估計，每年約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公頃
的熱帶雨林流失，而且每砍十棵樹，人類最多僅會重植其中一棵，而且此一重植
樹種的選擇，多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因此往往與被砍的樹種不相同。
基於表土的流失、水患，土壤鹽化，沙漠化及變更用途等原因，每年全球約
有二千萬公頃的農地停止耕作。

9.11.6 物種的消失
美國地球之友、美國綠色和平組織、雨林行動網、野生生命保護者以及生物
多樣性法律基金會等共18個物種保護組織向人們發出的警告。他們說，今天物種
滅亡的速度要比自然速度快一萬倍，達到了每天50種到100種的驚人速度，是過去
6500萬年以來的最快的，就美國而言，它有1/3的物種面臨著消失的威脅，其中包
括大約5000種花卉植物、150種淡水蝦類、98種兩棲動物、113種鳥類、70種哺乳
動物以及318種魚類。
雖然在地球的生態史中，動植物的物種在演化的過程中不斷的滅絕，據估計
已滅絕的物種達99％（Ehrlich & Ehrlich, 1982），其原因包括氣候的改變、棲地的
喪失或物種間之競爭，以及其他不可知的因素，但是此一滅絕的速度近年已呈增
加的趨勢。根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的估計，公元2000年時，地球約有近50萬（或
1／6）的物種會因人類的資源開發計畫而消失。許多支持資源開發的人士，認為
生態的變遷乃是自然界為刺激演化與生物進步的偉大設計之一，在此過程中不幸
滅絕的生物，證明其未具備足夠的環境適應能力，因此不值得惋惜。某些力主開
發的人士甚至認為倡言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便是拒絕進步。然而此派人士的論
點，忽略了人與自然的互依互動關係，而且以人類對地球生態的有限知識，人類
無法預見其行為的所有可能影響與後果，即使人類具有較其他物種為強的環境適
應能力，但若人類的維生體系遭到破壞，則最終仍會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沿海
岸的紅樹林及珊瑚礁地帶，往往蘊藏極為豐富的生物系統，然而此一生態地區多
隨海岸地區的開發而逐漸消失。
上述生態系統的負面衝擊不僅造成物種的流失，並且進而降低自然生態系統
的農作物養分循環、植物授粉及濾清空氣與水的能力，亦使生態系統提供產業界
生化資源需求的能力，受到損害。以美國為例，其製藥業之產品原料約有80％須
來自自然界的野生植物，因此自然資源品質的低落，對此產業勢將造成具體的經
濟效益損失。

9.12 結語
資源耗竭可能是我們這一個世代就能看到的問題，但沒看到有明確的解決出
路令人擔心。資源問題也相互有影響的，舉例來說，因為石油能源不足是導致雨
林被大量砍伐的間接因素之一。可見任何一項資源匱乏後的替代手段其後果，往
往是付出更昂貴的代價。石油漲價後用煤來替代產生電力也是另一個可能造成更
大環境衝擊的例子。各項資源耗竭的總結果就是人類生活環境品質的改變—甚至
加速了無法適應此改變物種的滅亡。在地球上大多數的生物總為自己後代留下最
好的生存環境，人自視為目前物種中的最高等動物之一。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為自
己後代的生存找出出路，那人類也實在不足以長留地球上了。

問題與討論
1.

何謂溫室效應、酸雨？

2.

什麼是臭氧層？

3.

氯氟碳化物有哪些？

4.

溫室氣體有哪些，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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