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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空汙
我的感受跟政府監測數據不一樣？

附近的工廠冒煙與我身體不舒服有關嗎？

燒香拜拜、汽機車廢氣、煮飯油煙、或工廠臭味什麼影響大？

現有空氣品質指標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沒有告訴我們什麼？

誰應該為空氣品質惡化負責？



空污問題的複雜性
• 是技術也是社會

• 什麼是空污？標準保健康？測的到測不到？
• 空污分布特性？受體族群分布與影響？邊陲
犧牲體系？

• 關乎健康也關乎經濟
• 如何界定污染？健康風險或最佳可行技術？
發展的分配利益？就業機會與GDP？

• 資訊生產與政策治理
• 國家的空污治理是奠基在哪些資訊上？目前
的空污資訊與知識生產有什麼樣的侷限？回
應到治理上會有什麼限制？

石化管制追追追



空汙治理的（各種）科學

空氣污染物：

• 一組有共同或交互混雜污染來源或是相同的前驅物。
• 經過大氣物理與化學反應後，對周圍環境生態體系與人體會產生許多的負面影響。
• 負面效應：如刺鼻臭味、能見度下降、物質腐蝕、農作物損害、人體健康危害、
氣候變遷等。

思考空氣品質:

• 臨界負荷量（CRITICAL LOADS）」、涵容量（ASSIMILATIVE CAPACITY）。

• 測量單一污染物或多數污染複合物對於環境生態、人體健康以及地區內可以承受
來自外部或內部之最大污染負荷量。

• 如何得知？監測設備的技術，數據化與分類。



• 生活模式與環境問題的建構。
• 安全劑量 (界限值)的設定。
• 跨域治理、成本效益與政治考量。

• 汙染物在大氣中擴散的情況。
• 汙染物對於人體健康風險的影響。
• 汙染物對於環境、生態系統的風險影響。

科學不確定性與風險掌握有限
• 不同時間、空間尺度的測量，效果不同。
• 空汙物質的光化學變化機制與實際狀況。
• 實際檢測值與模擬計算值的落差。

資訊
掌握

影響
推估

管制
行動



例如: PM2.5從哪裡來？



• 空氣污染指標多軌制問題（VOCS適用空污法或環評）。
• 空污造成的健康外部成本計算與能源轉型。
• 「科學不確定性」導致的行政僵局（農損或遷校）

• 汙染物在大氣中擴散的模擬。
• 依既有污染指標（PSI、AQI等）進行現況研究。
• 污染來源研究。

台灣空污研究

• 個別汙染物質的排放濃度與影響研究（如戴奧辛）
• 汙染物對於人體健康風險的影響（如PM2.5造成心臟
病、中風、肺癌等）。

個別物
質研究

整體污
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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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空汙問題需釐清之政策知識

污染物質 地形、風向
大氣媒介 受體

【掌握的資訊、知識】
• 主要來源、排放物質、

總量、頻率
• 物質毒性
• 法律規範

【掌握的資訊、知識】
• 污染物區域內之量與濃

度：污染物質常態監測、
擴散模擬、異常訊號指
標、大氣資料

【掌握的資訊、知識】
• 個體與群體的風險

暴露
• 經濟作物危害暴露
• 生物生態變化
• 地方需求/居民合作

【行政行為】
• 訂立管制污染物項目
• 建立排放清冊、化學

品登錄，追蹤使用。
• 污染源排放許可管制
• 空污費

【行政行為】
• 建立污染指紋庫
• 空氣污染防制法：污染

物、空氣品質標準設定
（PSI, NOx, SOx, O3…）

• 空污總量管制

【行政行為】
• 健康風險評估
• 環境影響評估
• 社會影響評估



空污排放源的爭議

污染物質 地形、風向
大氣媒介 受體

【掌握的資訊、知識】
• 主要來源、排放物質、

總量、頻率
• 物質毒性
• 法律規範

【行政行為】
• 訂立管制污染物項目
• 建立排放清冊、化學

品登錄，追蹤使用。
• 污染源排放許可管制
• 空污費

【源頭減量？】
• 中部地區PM2.5來源爭議：
主要貢獻者：火力發電廠或交通污染源
• 地方經驗與資料推論的落差，導致政府資料
的可信度受到質疑。



空氣污染指標的劃界與詮釋

污染物質 地形、風向
大氣媒介 受體

【掌握的資訊、知識】
• 主要來源、排放物質、

總量、頻率
• 物質毒性
• 法律規範

【行政行為】
• 訂立管制污染物項目
• 建立排放清冊、化學

品登錄，追蹤使用。
• 污染源排放許可管制
• 空污費

【指標設定與詮釋：項目是否能充分反應？】
•空污指標分級，能否充分反應空污的生活感知經驗？
•依據單一指標來進行宣導，會產生誤導效果。

教育部【空品旗】
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
網上AQI指標資訊，告知當
天空品狀況

【空汙旗】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
監測資訊。僅用紅旗，來做為緊
急警告之用。【良好未必好，不
良一定糟】



空汙問題需釐清之政策知識

污染物質 地形、風向
大氣媒介 受體

【掌握的資訊、知識】
• 污染物區域內之量與濃

度：污染物質常態監測、
擴散模擬、異常訊號指
標、大氣資料

【行政行為】
• 建立污染指紋庫
• 空氣污染防制法：污染

物、空氣品質標準設定
（PSI, NOx, SOx, O3…）

• 空污總量管制

【空污數據尺度問題】
• 缺乏小尺度地方空品
資訊，使得資訊的代
表性有限。

【缺乏足夠資訊，限制
模擬的精確度】
• 牽涉到煙囪高度、風
場、大氣層等各類細
緻資訊。使污染熱點、
評估排放源貢獻者等
推論也同受限制。

【模擬方法的技術爭議】
• 不同專家有各自的模
擬方式，產生模擬結
果的差異與解讀的爭
議。。



空汙問題需釐清之政策知識

污染物質 地形、風向
大氣媒介 受體

【掌握的資訊、知識】
• 個體與群體的風險

暴露
• 經濟作物危害暴露
• 生物生態變化
• 地方需求/居民合作

【行政行為】
• 健康風險評估
• 環境影響評估
• 社會影響評估

【質量與毒性的差異】

• 質量的貢獻與風險的貢獻不同。
• PM2.5 組成成分不同，所可能造成的健康
風險也有差異。

• VOCs 是蓋稱，不同VOCs的健康風險也有
差異（同重量的苯與甲苯，毒性相差一百
倍）。

• 分析PM2.5上所纏附物質（如戴奧辛、重
金屬等）需要時間與設備。無法提供及時
資訊。 許厝分校遷校爭議



美國版理想的空氣品質管理模型



更多科學知識生產就能解決問題？

•除了跨領域專業知識需求，要推進空污治理還需要什

麼考量？
• 相關科學科技的發展方向

• 政治盤點與壓力（資源、法規、組織、政策計畫）

• 社會意識提升與行動配合

• 共同解決問題的期待



空汙

空間

類別 來源

空氣流動

空間
累積

谷地
累積

移動源

固定源

傳統項目

毒性(有害空汙)

累積總量

熱點

不同治理目標的知識生產差異

敏感族群
易受害者
易受害社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環境正義是核心精神，須強調南加州與台灣在環境正義的不同之處。與台灣的空污管制直接從污染來源下手不同，南加州先從「地區」與「人」著手，利用科學方法 (如MATES找出熱點，以及健康風險評估) 找出容易受害的地點與人，再對此提出因應策略，例如洛杉磯谷地中的易受害地區，以及敏感族群如兒童、老人、病人等等。同時，也針對空汙「來源」與「類別」進行控管，來源包含移動源、固定源；種類則從傳統項目開始，逐步加入有毒空氣污染物質，最後則是納入累積的總量。紅色框在來源表示，這是目前台灣空汙管制的方式，其實台灣比較重視的是「來源」，因此投入較多的資源以「類別」來說，第一、傳統項目中，我們是以基準污染物(Criteria Pollutant)管制汙染物。第二、毒性中，其實我國有化學局，正在發展管制物。第三、累積影響，則是目前我國比較少提到的。



空污風險不平均：治理的環境正義考量

2013年中彰投雲地區PM2.5排放地圖
資料來源：TED9.0、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鍾明光等製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利用Multiple Air Toxics Exposure Study (MATES)的結果找出空氣毒物造成癌症風險的前25%、5%高的地區；同時透過California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CalEnviroScreen 3.0)計算出在暴露因子、環境影響、敏感人口、社會經濟因素等綜合考量下最容易受害(vulnerable)的前25%、5%的地區，然後兩者進行疊圖，重疊之處就是最需要AB617計畫率先實施的地區



加州AB 617 -社區空氣保護計畫

通過時間
加州州議員Cristina Garcia
撰寫，州議會於2017年通過

在污染受害 / 匯集社區中
減少空污問題計畫主旨



Wilmington(W) San Bernardino(SB) Boyle Heights
(BH)+周遭區域

由加州空氣資源局(CARB)挑選，納入2018年9月第一年計畫的環境正義
計畫社區 (AB617)

清淨社區計畫首要改善社
區 (CCP)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知道有「誰」參與之外，也要知道他們在哪裡? 做什麼? 這三個社區是由加州空氣資源局挑選，被納進2018年9月開始的第一年期環境正義計畫的社區。其中SB和BH及其周遭地區這兩個社區/區域，是前面提到SCAQMD目前執行中的其中一個計畫-清淨社區計畫(CCP)，主力改善的社區。挑選依據：1. MATES III的健康風險資料、2. AQMP的排放資料、3. 人口分佈、4. 細懸浮微粒(PM)排放量、5. 是否有已知的空汙來源



執行環境
正義的方

式
社
區
對
話

政
府

社
區

NGOs

邀請不同群體、不同利害關係者出席：
1. 住在此社區的人
2. 在此社區工作的人
3. 有事業在此社區的人
4. 其他社區組織、學校或機關

討論問題著重在 :
1. 政府要用什麼方式和居民合作?
2. 如何改善及回應居民所關注的問題?
3. 各方建立對空氣品質改善的共識

最終目標：教導社區如何為自己發聲

透過舉辦活動、人才培訓以及社區

對話三大方式，擴大眾人對計畫的

認識與理解，並以此持續與社區居

民保持聯繫，維持動能

舉辦活動
工作坊、論壇
科學教育營
鎮民會議
公眾接觸

人才培訓

SCAQMD 的參與操作形式

提供語言翻譯
專業技術知識的轉

譯
(譬如：訓練科學家
如何與常民溝通)

簡報者
簡報註解
Wilmington社區在實踐上，他們會先擬好會議時程(目前已排定到10月)，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訪談中，受訪者也特別提到你無法只是坐在現場就期待居民來參加，他們都是需要工作，空閒時間不多，先擬好讓他們有時間可以提前安排。舉例來說，Wilmington社區邀請7為社區組織、AB617社區共12位居民代表、8個當地組織和學校以及7位商業或勞工代表



San Bernardino

1. 位於加州西南部，是加州
所有大城市中最貧窮

1. 2010年的人口調查(10年
查一次)顯示，西班牙裔和
拉丁美洲人就佔了49.2%

1. 污染來源有：空轉的卡車
排放廢氣、鐵路火車污染、
廢棄物、汽車工廠

Boyle Heights
+周遭區域

1. 位於東洛杉磯

1. 有嚴重且具危險性的鉛
汙染，主要來自Exide 
Technologies
(製作電池的工廠) 

1. 生產鉛酸蓄電池，製成
除了以鉛為主外，還需
要硫酸溶液; 化學物質精
煉廠、煤鐵加工廠

Wilmington

1. 位於南加州long beach
的左邊(港灣區)，是工業
高度集中區以及美國第三
大的產油區

1. 在此區居住的多為拉丁裔
或外國居民

1. 煉油、工廠機具、石油或
瓦斯管線、廢棄物等都是
該地關注的污染物

由加州空氣資源局(CARB)挑選，納入2018年9月第一年計畫的環境正義
計畫社區 (AB617)



http://www.aqmd.gov/docs/default-source/ab-617-
ab-134/steering-committees/east-la/presentation-
feb28-2019.pdf?sfvrsn=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Boyle Heights+周遭區域

http://www.aqmd.gov/docs/default-source/ab-617-ab-134/steering-committees/east-la/presentation-feb28-2019.pdf?sfvrsn=8


知識教育
1. 知道汙染源從何而來?
2. 所居住地會出現的汙染物有什麼?
3. 對身心健康造成什麼影響?

社區

透過鎮民會議、論壇、工作坊等

輸
入

讓政策制定者和計畫人員真正走入社
區，瞭解當地商家和居民每天面對的
空氣品質議題，並取得第一手資料
讓社區內所有的利害關係者，都能直
接向有關單位表達意見，並對計畫的
目標和執行策略也都能有普遍的共識

科學及研究人員、專家諮詢

社區監測地圖繪製

隨著計畫擴大加入
人力

SCAQMD執行公共參與之目的、
內涵及方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這樣的知識教育的輸入與輸出下，能讓政策制定者和計畫人員真正走入社區，瞭解當地商家和居民每天面對的空氣品質議題，並取得第一手資料。並讓社區內所有的利害關係者，都能直接向有關單位表達意見，並對計畫的目標和執行策略也都能有普遍的共識。像在Wilmington社區，除了每月一次的會議外，他們也有進行社區監測圖繪製，隨計畫擴大也會不斷增加人力到計畫內補充:San Bernardino: 為清淨社區計畫的首要改善社區之一， 為居民提供24/7服務專線(類似客訴抱怨電話)和填報系統。



知識教育

信任建立

為什麼需要建立信任關係? 重要性
是什麼?

一般民眾「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科學」
"

1. 累積影響力，培養政策或計畫的支
持者/夥伴
2. 社區地位/良好觀感的建立
3. 改善資訊揭露程度及多元意見流通
4. 藉由居民探查是否仍有政府未注意
到的重要環境問題

SCAQMD執行公共參與之目的、
內涵及方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藉此達到累積影響力、社區地位建立。社區對話也是另類的資訊提供和刺激計畫發展的機會，當地機構、廠商或社區成員會感謝參與和資訊提供者。也可隨著每一次與居民的互動，逐次改善資訊揭露方式(議程、紀錄、直播、成員資料公開)，讓意見呈現雙向流通，甚至可以發掘更多未境的問題(水資源、噪音汙染等)



知識教育

信任建立

政策鑲嵌

立法
者

政策/法案
制定

社區
居民 社區

居民

社區
居民

時
間
壓
力

免予通
過倉促
上路

意見未能
被充分反

應

無法有效
參與

-各主要參與者的困境-

公共資
源的配
套未能
及時出
現和投
入

SCAQMD執行公共參與之目的、內
涵及方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以AB 617計畫來說目前面臨的挑戰，包含時間的緊迫性、如何尋求更多資源挹注去執行、在不同利益關係者間建立共識、州立法問題等，立法機構通常缺乏想法和思維，立法者希望社區參與政策制定，但法案礙於時間壓力只能倉促上路或是被迫免予通過，以及公共資源的配套未能即時出現和投入，社區居民未能充足參與→立法的兩難正面的案例：在Paramount發現有毒六價鉻(三價鉻是對人類有益，人類必須有的微量元素)，被SCAQMD多數成員認為是最成功案例，因為它在短時間內成功產出法律規範，不過在這之前也是遇到不少問題，早前很難真正進入社區去取樣，因為監測技術需要取得安全性和效力，所以遭當地廠商拒絕，但科技改善後，可以將取樣的機器直接嫁接在路燈上，後來社區甚至熱心提供沒有執照的廠商名單。



知識教育

信任建立

政策鑲嵌
1. 在三個社區指導會議帶討論，讓參與者列出他們
對污染的關心優先順序，並評估現有技術及數據
能否達成優先項目的目標

2. 將分組討論後的小成果進行蒐集、歸類
3. 擬定減少排放的可行策略，設置排放檢測站，再
進行更多知識教育以及資源挹注

SCAQMD執行公共參與之目的、內
涵及方式



知識教育

信任建立

政策鑲嵌 EJ is in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EJ. 
These committees go out, they talk about our 

story.

SCAQMD執行公共參與之目的、內
涵及方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當一個只以單一社區來執行環境正義的計畫成功時，就可以進行總體性的計畫倡議，它的模式可以分為幾個階段：跨機構共同合作--知識傳遞與教育--建立社區信任--計畫執行及監督--各社區獲得注意--跨社區連結(從點到線再到面，最後可能不同階段所做的事情也會跳階段的影響)



從民間出發的空污公民科學

•公民賦權：資訊掌握與問題詮釋自主權

•促進平等談判與對話，確保社區聲音不被漠視

•挑戰官方資訊缺漏與促使資訊更公開透明



公民科學的設計考量

Who is the 
study for?

What tools 
are 

available?

What is the 
problem?

為誰研究?

問題何在? 哪些工具可
使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In designing a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main questions that you always have to answer.  Many project designers answer them implicitly.  They assume certain answers and don’t take the time to clarify for themselves.  The problem with that is that, without being explicit, they may not understand that their answers don’t line up.  One way of looking at the New Sarpy health study is that they chose a tool—a symptom survey, rather than a study of causes of death—that didn’t match the problem that community members articulated most often, which was cancer deaths. The most effective studies, I believe, answer all of these questions explicitly, and make sure they all line up. Let’s talk about some of the possible answers for each question. 



公民科學的設計方法論

目的：
為何、為誰研究?

問題在哪? 可使用
哪些工具?

為社區 –
● 社區覺醒與組織動員。
● 公民培力，有界定問題

的能力。
● 詮釋資料的能力、挑戰

官方標準的能力。
● 促成平等對話，讓社區

聲音不會被忽視。

為媒體和公眾–
● 傳達問題的嚴重性。
● 引起更多的關注。
● 帶給其他地方經驗案例

與警惕。

為決策者–
● 挑戰既有官方資訊的

不足，以及要求資訊
公開。

● 議題倡議與議程設定，
要求更多管制。

● 說明起身行動的必要
性。



公民科學的設計方法論

目的：
為何、為誰研究?

問題在哪? 可使用
哪些工具?

●主要思考方向:
○與工廠距離
○工廠群聚密集度
○對空氣品質的影響
○對水的影響
○事故頻率
○對健康的影響
○對農業或野生動物的影響
○管制機構執法不力

從現象到問題意識
●社區抱怨最多的是?
●最佳的施力點在？



公民科學的設計方法論

目的：
為何、為誰研究?

問題在哪? 可使用
哪些工具?

如何產生有意義的資料/知識：

●該工具是否扣連問題需求?
●所需資源是否與可用資源相符?

○人力

○硬體和軟體

○技術專長

○資金



公民科學的設計方法論

目的：
為何、為誰研究?

問題在哪? 可使用
哪些工具?

視覺化工具
•地圖 - 手繪或GIS地理資訊系統
•照片 - 空中靜止或地面縮時攝影

環境監測資料
○ 來自於抽樣或即時監測
○ 政府資料或自行生產
○ 案例：透明足跡、空氣盒子

自行生產報告
○ 手寫觀察日誌
○ 線上地圖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thaubing


社會運動驅動的公民科學

• 研究問題源於公民的關心與問題意識

• 有信譽的科學家成為居民的盟友，在非驅動研究意圖下提供資源與

建議

• 行動者使用創新方法，包含自行組裝（DIY）工具

• 問題意識與方法論上明示或暗示挑戰標準科學的取徑

• 參與公民科學的社會運動團體需考量科學正當性與政治效能上的權

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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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GKf6SNwgn2RXBtbFlDcUZMUFE/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GKf6SNwgn2RXBtbFlDcUZMUFE/view


空
氣
桶
監
測
計
畫

• 創造社區空氣偵測系統(Bucket Brigade 
community air sampling system)的Denny Larson，
於2001年於美國舊金山灣區設立了全球社區
監測(Global Community Monitoring)組織

• 空氣桶的功用：
幫助石化工廠鄰近社區瞭解他們所呼吸的是
什麼樣的空氣。倡議更全面的空氣監測，指
出社區缺乏哪些具有危險釋放的資訊。

• 推動空氣桶的組織GCM(Global Community 
Monitor)對於這種社區監測技術有簡要說明，
認為其能在低門檻之下察覺化學及重金屬，
並且容易使用與攜帶，所有的技術經過適當
的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QA/Q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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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行
動
者
的
知
識
生
產
方
式

（1990-2004）
行動者

社區居民、公民科學行動者 科學專家、工程師、煉油廠專家

得知污染的方式
身體經驗

（惡臭、氣喘、受傷的氣管、疾病）
空氣分布模型、職業健康研究

工具 自製空氣桶
不鏽鋼蘇馬罐

(stainless steel Summa canisters)

檢測方式 最惡臭期間取樣3-6分鐘
空氣瞬時樣本

24小時平均空氣品質

通過工具數據驗

證的證據

系統性的危險

● 測量出的四種化學物質中，有

三種未列入管制標準

→現在的管制標準無法確保居

民免於健康的危害

管制與問題的解決

● 確保數值都在標準以下，說明

空氣不會造成對人體健康的威

脅

● 問題解決的內容，對管制背景

的補充，比較長期監測的平均

濃度跟短期的差異，確認是否

有洩漏

雙方態度 管制的標準過於狹隘 拒絕承認有系統性的危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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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定期定點拍照製造空污證據
凸顯空品區污染總量超載問題

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的天空」
100天拍攝計畫。

從2012年的2月1日到5月10日，
於基金會辦公室窗台，以定點定
時方式，拍攝遠方地平線、柴山
與天空，並且同時記錄環保署所
公布的PSI值、PM2.5的小時值，
以及當日能見度的觀察記錄。



利用定點影像拍攝，並整合既有資料，

凸顯官方空氣品質指標分類不精確。

高雄天空100天拍攝計畫

2012.04.20-高雄的天空2012.03.31-高雄的天空

PSI值
66

PM2.5小時
值
49

微克/立方公尺

PSI值
86

PM2.5小時
值
73 

微克/立方公尺

問題意識為中心的資訊整合

PSI分級指標

PM2.5
分級指標

PM2.5
分級指標

http://kaohsiungsky.blogspot.com/2012/04/20120420.html?view=magazine
http://kaohsiungsky.blogspot.com/2012/03/20120331.html


嘉義：系統性定期定點拍照證明空污嚴重

玉山觀測

玉山白雪/ 陳澄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Many civic groups have invariably emphasized on using the visual experiences of the common people to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local air pollution. For example, civil groups have even convinced the Chiayi City Government to use “Yushan observation” as an air quality indicator for Chiayi. In response, the Chiayi City government developed the “Chiayi City 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pp and “Yushan Observation Webcam” website. On the August 10, 2015 Chiayi City Government press news indicated that the “Yushan Snow” art piece painted by the late famous painter Ting-Pho Tan indicated that Yushan had been visible from Chiayi City, but this scenery disappeared. So the city government set the “Re-witness the Yushan Snow” target to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improve air quality.



整合資訊與訊息傳播：校園空污教育

「校園升空污旗活動」

2014年11月起地球公民與文府國
小、港和國小合作，在空污達警
戒值（35微克以上）時升起紅色
空污旗，以提醒校園師生必須戴
口罩防護或減少戶外活動作為防
範。同時也請學校師生撰寫空污
日誌，觀察紀錄當天的天空顏色、
能見度與空氣中的味道等。



行動目的
加強空品預報

• 在地觀察指出，對空氣品質最為敏感的族群，如老人、小孩等，往往
在空污嚴重的時候，仍繼續從事戶外活動。需要即時通知。

實施空污總量管制

• 重工業密集的高屏地區優先制訂實施空污總量管制，限制污染進入。
• 2015年6月30日環保署與經濟部公告。



空襲警報：重組資料、詮釋資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A group of medical experts discovered that their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problems have increased due to the bad air quality. However, many people, especially the elderly, have no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cepts over the issue. Therefore, they formed the PM 2.5 self help group to monitor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n the Chiayi area. They used the community network connections established earlier to disseminate the air pollution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埔里PM2.5空污減量自救會」與暨南大學資訊

管理系戴榮賦教授合作。設計可偵測細懸浮微粒

的低階微型感測器，在埔里地區佈點30個測站與

建置雲端平台記錄資訊系統，監測當地的空污狀

況，把微型感測器搭配已設置在埔里國中的國家

級標準監測站進行串連，以建立空氣污染偵測物

聯網，即時掌握埔里的外來污染源及在地污染源。

社區發展微型空污監測：創造第一手
在地資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In September 2014, the citizens of Puli, Nantou formed the “Puli PM 2.5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Self-help Group,” which learned the dangers of PM 2.5 through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s with the Clean Air Alliance. The group then cooperated with the professors of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o develop low-level micro-sensors that can detect fine suspended particles. They distributed the sensors to over 30 sites throughout the Puli region to collect the real-time PM 2.5 data onto a Cloud information recording system. This “Air Quality Micro-detection System” is the nation’s first demonstration for citizens to gain the real-tim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ollution sources. 



行動目的與影響標準設定：細懸浮微粒納入空品標準

• 2012年環保署公布細懸浮微粒PM2.5納入空氣品質標準。

• PM2.5管制目標值是：24小時平均值35ΜG/M3，年平均值15ΜG/M3。

源頭減量：倡議推動禁燒生煤與石油焦

• 二氧化硫、PM2.5的主要來源是電廠燃燒煤炭與石油焦。

• 雲林縣、台中市、彰化縣訂立禁燒自治條例。但中央未核可。
• 來源爭議：PM2.5來自於境外與移動污染源。



台灣發展微型監測的優勢與挑戰

• LASS空污微型監測

• 優勢

• 快速、容易被接受

• 共同開發、廣佈與即時地

資訊公開

• 挑戰

• 跨領域結合

• 佈點的社會配合與資訊解讀

官方測站（左）與微型監測點（右）之間監測點分布比較

臺灣官方PM2.5情報示意（左）臺灣微型監測PM2.5情報示意4
6



共同思考有意義的監測與資訊產出



具有公民科學的素養與洞見，我們知道空氣污染指標並非不
能挑戰，監測與管制常有漏洞、資訊不完整
公民科學的加入健全風險社會知識



公民科學好示範：高雄文府國
小戰鬥與保護的整合性策略



公民科學洞見透視六輕污染爭議的科學檔案

共同討論如何促進有意義
的在地監測



公民科學的在地實踐：彰化大城台西村的
臭味爭議

六
輕

台西村



台西村的環境課題

健康風險與癌症 農作物收成變差 生活時常聞到酸味
台西村罹癌率偏高，且
生活中時常聽到有人因
癌症過世的消息。

從西瓜到地瓜。過去台
西村是西瓜產地，但現
在開始瘋長，只能改種
耐汙性高的地瓜。

南風起的時候，不時會
聞到刺鼻、黏稠的酸味。
迫使居民必須關門窗應
對。



困擾生活的酸味問題

六輕的味道:詹長權團隊調查 環保署強調調查標準方法

● 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研究團
隊使用「氣體與氣膠成分監測
儀」，嘗試分析酸味。

● 2016年10月至12月間，連續監測了
63天，找出17種酸鹼氣體及鹽類。

● 研究發現，推測是高濃度的甲酸
氣體。

● 2017年4月12日起安排一般監測車、
光化監測車及微粒重金屬分析儀
器至頂庄國小進行空氣品質監測
作業。

● 5月17日於台西村堤防邊進行監測。
● 居民參與: 教導居民使用空氣採樣

鋼瓶，於聞到異味時採樣。



管制機關與在地的溝通失靈

環保署的行政管制框架 在地居民對環保署的不信任

● 認為要依照標準方法確認問題來
源，才有管制正當性。

● 已經進行的相當多的管制措施，
已減少在地汙染。

● 在地感知是經驗累積的印象，而
非現況。

● 目標不同: 環保署想確認環境中的
重金屬與汙染物質，但地方將異
味視為汙染的證據。

● 採樣鋼瓶的技術限制，未能針對
異味問題找到解方。

質疑環保署的方法論

未見後續處理問題的措施
● 未溝通後續如何解決汙染問題。
● 地方質疑環保署調查只是在模糊

焦點，替不作為找託辭。



對應在地問題的知識建構

在地
問題意識

知識
基礎建設

橋接
轉譯工作



• 在地居民將酸味稱為[六輕的味道]，將之
視為空氣汙染的證據。

• 透過田野訪談: 
– 了解在地對於異味問題的生活影響。
– 了解地方認知及觀察異味發生的時間頻率
和狀態。

• 以酸味問題作為主要問題

對應在地問題的知識建構

在地
問題意識

知識
基礎建設

橋接
轉譯工作



• 跨領域的溝通與相互理解，以建立信任感
研究團隊建立溝通平台，邀請環保機關、民間團
體、在地居民等共同討論釐清問題所在與需求。

• 問題解讀與重構
對環保署溝通: 瞭解管制行政的特色與侷限，理解
在地居民所在意的問題與解讀，並進一步思考與
討論串接的方法

• 作為橋接的轉譯工作
對在地居民與環保團體說明: 解釋既有管制方式的
邏輯與侷限。

對應在地問題的知識建構

在地
問題意識

知識
基礎建設

橋接
轉譯工作



轉譯與橋接工作



• 嘗試進行在地經驗的系統化累積
– 規劃討論用臭味輪(ODOR WHEEL)方式進行
酸味分類紀錄。

– 與居民共同討論符合在地習慣的紀錄設計。

在地經驗的資料累積

在地
問題意識

橋接
轉譯工作

知識
基礎建設



• 環保署委託工研院研究團隊協助調查
– 改用紅外光遙測 (OP-FTIR) 24小時連續測量，
以分析空氣中的汙染物成分。

– 由在地居民同步進行異味紀錄 (時間、地點、
強度主觀感受)。

– FTIR分析結果與異味紀錄進行比對，嘗試辨
識出聞到的酸味是什麼。

管制機構與在地問題的對焦

在地
問題意識

橋接
轉譯工作

知識
基礎建設



對話的介面工具開發

台西村的汙染地景指認牌

攝影: 許震唐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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