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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天空的顏色不再是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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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說:

全球 90%兒童呼吸有毒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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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空氣中的固體、液體或氣體，對於
人體、動物及周遭環境有不良影響的東
西，都可以稱為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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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災往往延燒好多天，燒毀
了作物、房舍，人們無家可歸，
也造成空氣的污染。 

自然界的火山活動
，大量岩漿和濃煙
噴發到高空中，其
中的火山灰是空氣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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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年有許多的新增工
地，工程施作導致PM2.5 排
放量增加，塵土飛揚「砂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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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上的汽機車，排出的懸浮
微粒、煙霧、廢氣，是空氣污
染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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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用紙錢焚燒後產生的懸
浮微粒，以及化學物質也會
造成空氣污染。 

中秋節許多人喜歡烤肉。根
據統計，中秋節的懸浮微粒
濃度會較平時增加，顯然烤
肉活動會影響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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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為懸
浮微粒。 工廠及車輛排放的廢氣，工
地的粉塵，浮飄在空氣中，都是懸浮微
粒。吸入的懸浮微粒會影響肺部，引起
咳嗽、氣喘、導致慢性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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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中較小的顆粒稱為細懸浮微粒
，簡稱PM2.5。它非常細小可穿透肺部，
直接進入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對人體
造成很大的影響，它已經確認會造成癌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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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比海灘沙粒、人類的頭髮、細菌或
灰塵更細小。 它的大小甚至還不到人
的頭髮粗細的 1/28 喔。 

資料來源:http://heho.com.tw/archives/5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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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從日常的景色中，留意每天的空
氣品質變化？你是否「看見」空氣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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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新聞台的右下角，看見綠色、黃
色、紅色的空氣等級，那是什麼意思?又
代表什麼狀態呢？ 那些與我們的健康有
什麼關係? 

AQI 表示空氣品質狀況。它的數字越大、
顏色越深，代表空氣污染狀況越嚴重，
對人體的健康危害也就越大。

良好 普通
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

0~50 51~100 101~150AQI 

AQI 

對所有族群
不健康

非常
不健康

危害

151~200 201~300 301~500

28



0~50

51~100

101~150

污染程度低或無污染。

極敏感族群產生輕微影
響。

可能會對敏感族群的健
康造成影響，對一般大
眾的影響不明顯。

151~200

201~300

301~500

對所有人的健康產生影
響，敏感族群可能產生
較嚴重的影響。

所有人都可能產生較嚴
重的健康影響。

健康威脅達到緊急，所
有人都可能受到影響。

空氣品質
指標(AQI)

人體健康影響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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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校園空氣
品質旗幟

活動建議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以上

可以多到戶外運動，記得適時補充
水分，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可以到戶外走動，但極容易過敏和
氣喘的小朋友若感覺不舒服要戴上
口罩，並跟老師說。

上下學或戶外活動最好戴上口罩。
建議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下課時
，儘量待在教室內，過敏體質和氣
喘的小朋友更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上下學或戶外活動最好戴上口罩。應
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下課時，儘量
待在教室內，所有小朋友要注意自己
的身體。

離開教室需要戴著口罩、暫停或延
期戶外活動；過敏體質和氣喘的小
朋友，將藥帶在身邊，隨時注意身
體狀況。
 

資料來源:環保署空氣品質宣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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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網站/APP 或聽廣播 
AQI 指標可以得知即時空氣監測訊息，
也能讓大家更能掌握如何避免空污傷害
。 想了解空氣品質即時狀況，除了可
以上空氣品質監測網，也可以下載環境
即時通APP，可以獲得空氣品質相關數
據、空品旗，以及活動建議等資訊。 

資料來源:環保署空品監測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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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對環境的影響，可分為能見度
、酸雨及植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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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中降下來的落塵及酸雨所帶的酸性物
質，會使美麗的古蹟歷史建築受破壞。

懸浮微粒會使樹葉佈滿灰塵，影響植物的
光合作用。酸雨也會傷害樹葉，使它產生
斑點，影響樹木生長。  

懸浮微粒會吸收光線，降低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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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會造成人類健康的威脅，如氣
喘、支氣管炎、癌症、皮膚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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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如何減少空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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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樹、減少放鞭炮、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提醒家人定期保養車子、減少食用油
炸食品的次數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小朋
友可以做到的維持空氣品質、減少空氣
污染的方法。 

空氣污染減量大家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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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AQI 指標調整日常活動

除了依照AQI指標調整日常活動，
平常多留意空氣污染警報，若懸
浮微粒濃度較高時建議減少外出
，並緊密門窗，以減少對呼吸系
統的影響。 

若一定要外出，則建議配戴口罩
，以隔絕懸浮微粒。

希望透過努力，可以達到空氣零
污染，大家都能安心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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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區分空氣品質好或不好？
2 中秋節空氣品質有不一樣嗎？
3 哪些節日空氣品質較不好？
4 請說明 PM2.5對健康的影響。
5 空氣品質不好時，我們怎麼保護自己？

１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小空的星期
天
２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空氣污染知
多少
３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第 804 集，呼吸
在高雄
４科學少年雜誌，空氣監測自己來第 7
期2015年 2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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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核心
素養項目

本書相關環境教育議題核心素養

環境教育核心素養

環C1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
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關
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環B2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媒體，
紀行環境問題的資訊探索，進行分析
、思辨與批判。

環A2能思考與分析氣候變遷等重大問
題的特性與影響，並深刻反思人類發
展的意義，採取積極行動有效合宜處
理各種環境問題。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議題學習主題

本書相關環境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議題實質內涵

環E6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會對
未來世代造成衝擊。

環E4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
境的衝擊。

環E17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
、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環E15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致環
境污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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