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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灣地區農作物受害之公害糾紛問題發生頻繁，主要原因是農田與工

廠毗鄰而立，工廠排放物若未經妥善處理，會造成農業生產環境日趨惡

化。台灣地區農地栽培之作物相頗為複雜，常常小區農田內即有多種農作

物，再加上各類工廠所排放之污染物亦極為混雜，因而使農作物受害之公

害鑑定極為困難，尤其是空氣污染所造成的傷害，因其症狀常與其他病

害、風害或生理傷害所造成者相混淆，以致在診斷上不易作出明確的判

斷，為使執行人員在公害鑑定上有所參考，1984年本人與李貽華小姐編撰

「空氣污染為害植物之診斷」一書，是台灣第一本有關農作物受污染物危

害之圖鑑，爾後陸續有研究人員加入此一工作行列。非常高興公害組同仁

們能繼續秉持細心的觀察，有條理的歸納，科學態度做專業的判斷，以誠

懇的態度協助農民處理農作物受害問題，並編纂「公害污染對植物之影響

與鑑定案例介紹」一書。本書除對污染物及污染物對植物之影響作詳盡且

有系統的介紹與說明外，並以實際案例作介紹，依案例現場的觀察與蒐

證，病、蟲害的診斷，植體之化學分析或模擬試驗等逐步進行診斷與研判，

並輔以受害徵狀彩色圖片。相信本書可供環保及農業人員在處理農作物受

污染危害鑑定上之參考，協助農民解決公害糾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所長 

李國欽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自序 

1980年左右與李國欽所長（當時植保中心主任兼殘量組組長）至花蓮
處理西瓜疑受水污染之公害案件，是接觸公害污染診斷的開始，在這次的

案件處理中，學習到處理公害問題時，除了細心的觀察，有條理的歸納，

秉持科學態度做專業的判斷外，最重要的是誠懇的態度。1984年在李國欽
所長的指導下，整理了有關空氣污染對植物危害之相關資料，完成了「空

氣污染危害植物之診斷」一書，雖是薄薄的一本，但卻是台灣有關公害鑑

定的第一本圖鑑，對當時資淺的我頗有成就感。1994 年調派至公害防治
組，再度接觸污染對植物之影響方面的研究，至今接觸公害污染診斷已十

年，其間與徐慈鴻兢兢業業的處理公害污染診斷，參與之案件已逾百件，

在處理過程中總會遭遇困難或困擾。因相關資料的不足，需不斷地進行科

學實驗以求真象；因污染物種類繁多，得時時充實新的專業知識以做正確

的判斷。本書彙整歷年來收集的資料及研究成果，包括：公害對農業之影

響、空氣污染對植物之影響、水污染對植物之影響、空氣污染指標植物之

利用、空氣污染與植體化學分析、田間空氣污染為害農作物之診斷等；再

由處理之公害案件中挑選 20 件，將處理的過程及結果判斷彙整說明，希
望污染者了解污染之影響，重視污染的防治。並可提供相關人員處理公害

問題時之參考。 

公害診斷是複雜，非一、二人可完成的，需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協助，

這近十年的公害鑑定的歷程中，非常感謝本所同仁在病、蟲害診斷方面的

協助，尤其是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的李昱輝先生；殘毒管制組翁愫慎組

長的支援；林浩潭博士在重金屬污染分析的協助；公害防治組蔣永正博士

在藥害方面的協助，徐玲明小姐在植物鑑定及栽培技術上的支援，空氣及

水污染研究室的簡文彥、蔡本均、吳錢妹等同仁共同的努力，在此一併誌

謝；更感謝農藥所所長李國欽博士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 

公害鑑定包羅萬象，書中恐有疏誤之處，尚請各位先進惠予指正。 

李貽華  謹誌 

yhl@tactri.gov.tw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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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淺談公害 

何謂公害 

依據公害糾紛處理法第一章第二條：「係指因人為因素，致破壞

生存環境，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其範圍包括水污染、空氣
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
下陷、輻射公害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公害者」。簡單地

說，就是人類生存之環境受到污染或破壞，對人類本身或週遭環境造
成傷害或影響。公害問題廣義地說是與環境污染問題有關，但一般所
認為之「公害」是指污染物危害個人健康或權益時方屬之，如工廠排

放廢氣造成人類呼吸系統之不適、工廠排放廢氣造成作物死亡或有異
常徵狀、工廠廢水發生異味或惡臭使人們感到不適、工廠廢水污染造
成農作物之損傷、工廠廢水污染造成養殖魚貝類死亡等。一般而言，

污染若未對人們造成可見之損害，人們則常忽視而不以為意，但事實
上，若污染危害或威脅到人類或人們生存之環境皆屬公害問題，如酸
雨對森林生態之影響、酸雨對建築物之侵蝕、臭氧層受破壞而導至紫

外光入射量增加繼而影響地球生態等皆屬之。上述之例子雖未對大眾
直接造成可見之傷害，但其潛在之危險性，爾後可能對環境或其成員
造成之影響尚難以估量，惟目前許多人所關心之公害問題只想該如何

為自己爭取權益，該如何索賠，而忽略公害問題使我們生存之空間受
到威脅，及其對人類的生命健康造成的影響。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
每一份子應就廣義之公害問題多加了解，了解公害是什麼？公害如何

產生？該如何防患？繼而從本身做起，重視污染之改善，尋求防患之
道，減少公害問題之發生。就影響範圍而分，公害可分為地區性公害
及全球性公害二種。 

常見的地區性公害 

台灣地區常見公害，依種類分為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污染
及噪音污染等。空氣污染主要來自工廠、垃圾焚燒或交通工具排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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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其影響包括對人畜的健康、生活環境品質及農作物品質、生長

等。水污染主要來源有工廠廢水、家庭廢水及畜牧廢水等，水污染之
影響包括：產生泡沫或顏色而有礙觀瞻；產生惡臭影響人畜健康；水
質優養優化造成藻類佔優勢，而使水中氧氣減少，嚴重者造成魚類逐

漸死亡。含有毒物質之水源若引用於養殖可能造成養殖魚貝類之死
亡；引用於灌溉則危害農作物或造成土壤污染繼而間接為害農作物，
除影響農作物生長及品質外，土壤中之有毒物質可經由植物吸收累積

於植體，再經食物鏈而對人畜造成危害。廢棄物主要包括工廠之事業
廢棄物、醫療廢棄物及家庭廢棄物(垃圾)，廢棄物的堆積會產生異味
且易孳生蚊蟲，對人畜健康造成威脅，垃圾焚燒會產生粒狀污染物及

有毒氣體等，造成空氣污染問題，對人畜健康或農作物生長造成傷
害。噪音污染主要來自機場或高速公路或工廠等，噪音污染主要影響
聽覺，嚴重者會造成神經系統異常，如頭痛或失眠等；上述例子都是

日常較常遇到，其造成之為害現象極為明顯，影響範圍與污染源呈明
顯相關，可找出其為害禍源並加以防患。 

全球性的公害問題 

有些公害問題所造成之危害卻不甚明顯而讓人們容易忽略，如酸

雨、臭氧及過氧醯硝酸酯(PAN)等。「酸雨」之定義是指pH值小於5.0
的大氣降水，即確定是受到人為之酸性污染物影響所致，是大氣受污
染的一種現象，主要是因人為排放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所造成。目

前已知道酸雨會造成之傷害包括有：刺激人類眼睛和皮膚，對人體造
成傷害；影響植物幼芽發育而抑制農作物之生長；腐蝕建築材料、金
屬結構等；使土壤酸化造成金屬溶出而使土壤貧脊或導致植物吸收、

累積而對人畜產生危害；造成湖泊、河川之水質酸化，影響水中生物
相或魚的繁殖及發育。這些傷害常須長時間後才顯現出，所以極不易
察覺，而讓人們忽略其殺傷力。造成酸雨之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

氧化物)可能來自當地，亦可能來自很遠之地方甚至是其他國度，酸雨
問題目前已是全球性公害問題之一，有關酸雨問題正引起國際之重
視，其研究規模亦不斷擴大中。由於形成酸雨的物質會因為氣流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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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飄散到離來源約500至1000公里的地方才隨雨水降下，所以酸雨造成

的污染目前已成為跨國性的污染問題。根據環保署公布之資料，環保
署全省共有12個酸雨監測站，台北酸雨監測站1990-1998年之有效雨水
化學分析資料顯示，酸雨(pH值在5.0以下)之發生機率為75％左右。台

北市的雨水之pH值約4.3，高雄及台中兩站雨水之pH值平均約4.6。由
統計得知，四月份是本省全年中雨水最酸的月份。 

另外，二次污染物如臭氧或PAN等光氧化污染物，並不是由工廠
或汽機車直接排放，而是由碳氫化合物、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一次
污染物在大氣中經過紫外光的作用而轉變成新的化學物質。光氧化污

染物在大氣中可蔓延飄散，因此不論都會區、工業區或鄉村皆可發現
其存在。臭氧具有生物毒性，濃度高導致人類出現皮膚刺癢、眼睛刺
痛、呼吸不暢、咳嗽等症狀，臭氧及光化氧化物同樣對農藝、園藝作

物、草本植物、落葉及常綠木本植物等均具植物毒性。台灣地區臭氧
的濃度以冬季較夏季高，而南部地區又高於其他地區，根據環保署資
料10-12月南部地區之臭氧濃度最高值可達90-100ppb(環保署之8小時平

均值為120ppb)。PAN濃度高導致人類出現兩眼生澀，甚至流淚之症
狀，對植物造成危害時其葉面會出現亮銅斑與銀白斑。對植物之傷害
亦是近年來大眾極為關切之公害問題。 

光氧化污染物形成之機制複雜，影響之範圍相當大，且不易找出
其罪魁禍首，臭氧與PAN在大氣中之污染危害已成為跨國性之公害問

題，唯有靠大家減少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等二次污染之污染源，方
能有效制止此類公害問題。 

公害與糾紛  

許多國家，由於農業區與其他用地劃分清楚，較少有地區性公害

糾紛爭執，在鑑定上較為簡單，公害為害農林作物只是單純的植物保
護的一部份。公害對農業環境及作物之影響研究，在歐美國家則多偏
重於長期性之影響，如對森林族群或生態系各成員之影響等。台灣地

區由於過去長期在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下，忽略了環保之重要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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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台灣地區地窄人稠，農工漁牧業雜處，農田與工廠常毗鄰而立，

公害糾紛發生頻繁。農地面積不大但栽培之農作物種類繁多，再加上
各類工廠所排放之污染物亦極為混雜，因而使台灣地區之公害鑑定極
為困難，若再涉及賠償問題，則使公害問題更行複雜，而造成公害糾

紛。 

公害糾紛發生時處理方式主要有5種：(1)受害人與加害人雙方協

議和解；(2)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3)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
解；(4)地方環保主管機關邀集雙方進行協商及(5)依公害糾紛處理法規
定向申請調處及裁決。 

公害糾紛之相關法令目前有公害糾紛處理法、公害糾紛處理法施行
細則、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空氣品質標準等【註1】。公

害問題之鑑定，政府的各級環保單位是法定之執法機構，而農林單位
及其他單位是以其專業立場協助鑑定。

                                                 

【註1】相關法規內容可至環保署網站下載 http://w3.epa.gov.tw/epala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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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害對農業之影響 

台灣地區常發生之公害糾紛以影響對象而言，主要有農作物、水
產生物及人類健康；若依公害糾紛種類來分，則以空氣污染最為常

見，水污染次之；依歷年來台灣地區發生之重大公害糾紛案件，以高
雄縣居冠，桃園次之。台灣地區由於地狹人稠，可供耕作之農地有
限，因此農工業雜處，農田與工廠毗鄰而居之情形處處可見，工廠排

放之廢氣或排放水若未作完善處理，極易導致農業生產環境遭受污
染，而對農作物造成直接或間接之傷害。公害對農業所造成之影響主
要來自空氣污染及水污染，主要影響農業環境及農作物。 

空氣污染對農業之影響 

1. 農業環境 

台灣地區常見會對農業環境造成影響的空氣污染物有：(a) 粒狀物
質造成土壤污染，因而影響植物之生長、發育，如水泥廠之水泥灰落
於土壤上會影響土壤性質，造成土壤pH值偏鹼，而影響作物之生長，

土壤pH值在強鹼下會使土壤中某些元素(鋁、鐵、錳、鋅、銅及鈷)等
呈無效性，使植物無法吸收利用而造成營養缺乏，對植物造成危害；
另金屬提煉工廠或鑄造工廠排放之煙塵顆粒常含各類重金屬會造成土

壤重金屬污染，使土壤性質變劣，不利於植物之生長或對植物產生毒
害。(b) 酸雨會使土壤或河川水質酸化而造成影響。酸雨主要是因人
為排放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所造成，酸雨可能對植物直接造成傷

害，但其廣面性之影響為對生態環境之影響，酸雨降至地面會使土壤
酸化而加速土壤中植物養分之流失，造成土壤貧瘠，或改變土壤中微
生物族群而影響土壤中有機物之分解，而影響作物之生長。報告指

出，歐洲森林因酸雨而造成土壤溶液中鋁濃度增加而使森林植物受
害，土壤環境受酸雨影響非短期內會顯現，因此應未雨綢繆尋求防患
之道。若酸雨造成河川水質酸化，除直接影響魚類的繁殖及發育，亦

會影響水生生物之組成結構，包括藻類、水生植物、細菌、真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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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影響水生生態系及河川水質（如：有機質含量、水中溶氧量

等），若引用此水灌溉則會造成土壤污染問題，而間接影響農作物之
生長。 

2. 農作物 

農作物易受空氣污染危害主要是因它們有葉面可與大氣接觸並進
行氣體交換，因而使空氣中之污染物直接進入植體中與細胞接觸而對

農作物生長造成影響，另外，植物不若動物可以避開污染物，只能默
默承受至受害發生。農作物受空氣污染為害，依受害發生情形可分
為：急性傷害及慢性為害。急性傷害是指受高濃度之大氣污染物侵

襲，使植物在短期內即出現受害徵狀，如：葉片黃化、捲縮、枯萎、
壞疽、落葉、嚴重者枯死，台灣地區發生之公害糾紛多屬此類。慢性
為害是指農作物長期與低濃度污染物接觸而生長受阻，或輕微黃化，

或發育不良或早衰等現象，或雖無可見之異常徵狀但卻已影響其產量
或品質，此種受害情形是緩緩形成，較不易為大眾查覺，而忽略其影
響性。慢性為害亦可能造成植物生長弱勢而較易遭受病蟲入侵，在公

害鑑定上易生混淆。有些空氣污染雖未對產量造成影響，但可能因影
響到產品之外觀而降低產品之經濟價值，例如果實或花卉表面出現斑
點。 

若依污染物侵入植體之方式可分固態及氣態兩類污染物。固態污
染物之傷害情形主要有：覆蓋植物體表面遮擋陽光而影響光合作用、

堵塞氣孔影響呼吸作用；氣態污染物一般多經由氣孔進入葉內部，對
細胞產生傷害，或干擾細胞的代謝作用，或轉變成有毒物質對植體造
成為害，其為害徵狀、為害機制則視污染物種類而異。不同空氣污染

物對植物之影響將於第三章詳細介紹。 

水污染對農業之影響  

臺灣地區耕地中水田約佔五十萬公頃，灌溉水多引用自圳道或河
川或水庫水源，由於台灣地區工業快速發展，相關的污染防治法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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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全，許多工廠之廢水防污設施不夠，廢水處理不周全，甚至未經處

理即直接排入圳道或河川中，水田若引用此水灌溉便會直接受到污
染，台灣地區農業受廢水污染之情形多屬此類。工廠排放水對可能對
農作物直接傷害(植株受損或產量減少)或污染農業環境而對植物造成

間接傷害。 

1. 農業環境 

水污染對農業環境之影響頗多，工廠依產品不同其排放水中所含
之成份亦有很大之差異，其可能造成之影響則大大不同，如食品、蜜
餞、紡織和矽酸工廠排放水易造成鹽鹼土化，影響作物根部水分之吸

收。電鍍工廠排放水易造成土壤酸化。農藥或化學工廠排放水中若含
農藥、氰化物或甲醛等毒性物質，會使土壤生物(包括：微生物及無脊
椎動物等)遭受危害，而影響土壤中有機物含量及有機物之轉變；另土

壤中有機物含量太高易造成土壤氧氣缺乏而影響植物根系之生長。電
鍍、皮革、化工廠等排放水若含重金屬會造成土質變劣、毒物累積，
除直接對農作物產生危害或影響生長外，亦會累積在農作物上，而在

人畜食用後會造成毒害，"痛痛症"即是眾所週知之鎘污染例子。廢水
中所含之酸性物質易使灌溉溝壁水泥剝落或使閘門腐蝕，使水利設施
受損，影響灌溉溝渠之功能。 

2. 農作物 

水污染直接對植物造成傷害之情形，常見的有：(1)油脂污染，覆
著在作物表面，堵塞氣孔影響，而影響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嚴重者

整株枯死。(2)放流水中含強酸或強鹼會造成根部腐爛，地上部也會隨
之枯死。(3)農藥污染(尤其是殺草劑)亦極易對植物造成傷害，包括異
常徵狀產生、生長受阻甚至枯死。(4)工廠廢水重金屬污染。上述傷害

多因排放水未經妥善處理所造成，環保若能對工廠放流水嚴加管制當
可減少此類公害問題。台灣地區水污染對農作物之影響多屬間接為害
居多，多因水污染造成土壤污染而間接對農作物造成傷害，如重金

屬、鹽類、有機物等，亦即前面所述之農業環境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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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氣污染對植物之影響 

空氣污染是指空氣中含有足以直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
之物質。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規定所定義，空氣污染物可分為

四大項目，分別為氣狀污染物（包括硫氧化物、一氧化碳、氮氧化
物、碳氫化合物、氯氣、氯化氫、氟化物、氯化烴等）、粒狀污染物
（包括懸浮微粒、金屬燻煙、黑煙、酸霧、落塵等）、二次污染物

（指污染物在空氣中再經光化學反應產生之污染，包括光化學霧、光
化學性高氧化物等）及惡臭物質（包括氯氣、硫化氫、硫化甲基、硫
醇類、甲基胺類）等。 

台灣地區常見空氣污染物主要來源為工廠及交通運輸工具所排放
之廢氣及微粒，如：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臭氧、氯氣等有

毒氣體及水泥灰塵、燻煙等固態污染物。空氣污染之影響可分五方
面，分別是：(1)對大氣品質之影響，如：能見度變差。(2)對植被
(vegetation)之影響，如危害農作物造成減產。(3)對人類的直接影響，

如呼吸道疾病、眼睛的刺激。(4)對動物的影響，如氯氣外洩造成雞隻
中毒死亡。(5)對物質之破壞，如建材受酸雨的腐蝕等。 

農作物受空氣污染之影響，可能發生病斑或凋萎，或農產品品質
降低，或產量減少。台灣農地面積不大且栽培之農作物種類繁多，再
加上各類工廠所排放之污染物亦極為混雜，因而使台灣地區之公害鑑

定極為困難。解決空氣污染糾紛之最大困難在於為害物之鑑定，因許
多污染物在造成為害後在植物體內已不存在，或已轉成其他物質，故
不易以化學分析方法來鑑定，而污染物對植物為害所造成之徵狀及受

害徵狀之漸續發展情形，是空氣污染危害農作物鑑定之重要依據。 

常見之空氣污染物之來源 

1. 硫化物 (sulphides) 

硫化物包括SO2、SO3、SH2和RSH等，其中以SO2、SH2所佔比例
最多，亦為引起土壤、水質酸化之主因。二氧化硫屬一次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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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pollutant)。在活火山地區有天然產生之二氧化硫。而人為的

二氧化硫污染來源主要是含硫的煤炭及石化燃料的燃燒。除燃燒外，
含硫之礦石於冶煉過程中；石油及天然氣之生產、精製及利用；硫磺
與硫酸之製造等皆會釋放出二氧化硫。台灣地區二氧化硫之主要污染

來源為燃燒煤炭或石油，早期二氧化硫對農作物之污染為害案例佔台
灣地區眾多空氣污染源之最。二氧化硫屬點源污染物，對作物之影響
範圍主要發生在污染源附近，作物受害範圍與污染源會呈地緣性關

係。 

2. 氮氧化物(nitrides) 

包括NO2、NO、NO3、N2O及氣態NH3。其中之NH3除非是因工廠
意外溢出造成地區性污染危害外，否則極少會對人或植物造成直接傷
害。一氧化氮(NO)及二氧化氮(NO2)是兩種較主要且會為害植物之氮氧

化物。氮氧化物的形成主要是因為燃料燃燒而產生。使用油料、天然
氣之工廠、天然氣壓縮、有機廢棄物焚燒或交通工具等皆會有氮氧化
物自其廢氣中排出，對農作物威脅較大者通常為自硝酸製造工廠或是

使用硝酸之電焊、金屬清洗工廠所排出之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對作物
之影響範圍主要發生在污染源之鄰近，氮氧化物亦可能經光氧化反應
而形成臭氧或過氧硝酸乙醯酯等化煙霧等二次光化污染物而造成另一

類危害。氮氧化物之為害來源包括點源及非點源。 

3. 碳化物(carbides) 

包括CO及CO2，其對植物之毒性不大，除非是極高濃度否則不會

直接傷害植物。但CO對動物尤其是哺乳動物卻是個可怕的「殺手」；
而CO2被認為具有「溫室效應」，能調節地球大氣之溫度。CO不似
CO2能被綠色植物所吸收利用，其對植物之影響不明顯。 

4. 氧化物(oxides) 

大氣中之氧化物主要包括臭氧(O3)及過氧硝酸乙醯酯(Peroxyacetyl 

nitrate， 簡稱PAN)等光化污染物，此類污染物均具有強烈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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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流層(stratosphere)中之臭氧分子能強烈吸收來自太陽之紫外線，減少

紫外線對地球生物之傷害，但對流層(troposphere)中之臭氧分子及光氧
化物質屬於二次污染物(secondary pollutants)，亦有學者稱之為光化學
煙霧(photochemical smog)，其來源主要是汽機車及工廠所排放的碳氫

化物、氮氧化物進入空氣中，經過陽光的照射後，產生一連串的化學
反應而分解產生臭氧、PAN及醛類等物質，這些光氧化污染物在大氣
形成煙霧狀，可蔓延飄散，因此不論都會區、工業區或鄉村皆可發現

其存在。 

於1950年代在美國加州洛杉地區被發現並經證實其主要含有臭氧

及PAN等。加州地區陽光普照，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因大量的汽車奔
馳，所以臭氧及PAN在當時之濃度頗高，那時的人們上街會覺兩眼生
澀，甚至流淚，近年來，由於美國污染防治工作較嚴謹，使得臭氧及

PAN為害植物的案例逐漸減少。臭氧及PAN之污染範圍會擴散至大氣
環境中，擴散範圍極廣，其對作物之影響屬大區域性至大陸性問題，
對全球生態環境之影響極廣。臭氧污染對生態之影響更是近年來全球

關注的問題。台灣地區臭氧的濃度以冬季較夏季高，而南部地區又高
於其他地區，根據環保署資料，10-12月南部地區之臭氧濃度最高值可
達90-100ppb(環保署之8小時平均值為120ppb)。 

5. 鹵素及鹵化物(halogens and holides) 

主要包括氟化物、氯氣及氯化物等。氟是大自然中普遍存在之元
素，常以氟化物的形態存在於土壤或礦石中，如螢石、黑雲母、磷灰
石及白雲石等。自然界之氟化物以氣體、顆粒或吸附在固體微粒上等

形式而到達植物體，19世紀末期已有報告指出氟化物會對農作物造成
不良影響，大氣中最具植物毒性之氟化物為氣態之氟化氫(HF)。除自
然界中之氟化物外，工業上也常產生氟化物，如製造磷肥、磷酸或磷

元素時會放出氟化物，磷肥工廠可能逸出之氣體有氟化氫或四氟化
矽；煉鋁及煉鋼時因電解過程中加入冰晶石、螢石助熔會有氟化氫產
生；煤炭含氟量約為0.008%，煤的燃燒是大氣中氟化物的另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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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磚瓦、陶器及水泥在製造過程中，原料在加高溫時會放出氟；

氟化氫製造廠、石油醚提煉廠亦是氟化物之另一來源。歐美地區，植
物受氟污染為害普遍發生於製鋁工廠及磷酸工廠週圍，台灣地區植物
受氟化物污染為害之情形則多發生於磚瓦、陶瓷、玻璃纖維等工廠周

圍，如桃園鶯歌、龍潭地區、南投集集地區、彰化花壇地區等。 

氯氣主要來自石化工業、廢水處理廠、自來水處理廠或氯氣貯

槽，氯氣是黃綠色且具有臭味之毒性氣體，氯氣具強氧化性，在塑膠
工業及其他化工工業上是重要之原料。由於氯氣對生物具有毒性，因
而在工業的操作上都極為小心，其造成之污染為害屬地區性。 

氯化氫常是製造有機氯化合物之副產品，氯化氫易由廢氣中清
除，其污染多屬意外之外洩。在空氣中是氣態或是以鹽酸微粒形態存

在。 

6. 固態污染物(particulate) 

固態空氣污染物又稱粒狀污染物；主要來自煤炭或石化燃料焚
燒、金屬熔解或精製、工業廢棄物燃燒及木材燃燒等。種類極多，如
黑煙、燻煙、煙霧及落塵等，早期臺灣地區最常發生會對農作物造成

危害之粒狀污染物多來自水泥工廠，近年來工廠排放黑煙之為害案件
亦漸增多。沿海地區由東北季風帶起之鹽沫(salt spray)，主要成份含
氯、鈉、硫及鈣等。沙塵暴亦屬固態污染物，主要成份為土塵，影響

範圍可擴散至極遠，近年來其影響已引起重視。 

7. 有機化合物(organic compounds) 

主要包括碳氫化合物(如乙烯、醛類、酮類、有機酸、酚類等)、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簡稱PAHs)、
多 氯 聯 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簡 稱 PCBs) 、 多 氯 ? 喃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簡稱 PCDFs)及戴奧辛類 (dioxins，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簡稱PCDD)等。多氯? 喃、多氯戴
奧辛及多氯聯苯等有機污染物具累積性，易在食物鏈因生物累積為害

生態成員，在歐洲即發生雞肉及乳製品受戴奧辛污染之情形，追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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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發現，雞肉受污染是因雞食用了污染之飼料，而飼料是因製造原

料牛肉受污染，牛肉則是因食用受污染之牧草而致，牧草之污染來源
是因焚化廠排放之戴奧辛；戴奧辛至今仍為環境污染的一個嚴重問
題，而所有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均難以避免暴露於這些毒物。多環芳香

族碳氫化合物(PAHs)主要因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的燃燒或石化燃料使用
過程所產生。PAHs為兩個或以上苯環所構成的化學結構物，非常穩
定，不易在自然界中自行分解，脂溶性高易在生物體中累積，可藉由

食物鏈的累積而危害人體。PAHs中之benzo(a)pyrene已被証實具致癌
性；PAHs中之 acenathphene、 anthracene、 phenanthrene、 fluorene、
fluoranthene、pyrene、benzo(a)pyrene等化合物，為目前美國環保署優

先列管之毒性物質，其在植物中之累積經由食物鏈影響極大，日本及
歐美許多國家在植物上皆發現其累積，筆者對台灣地區污染源周邊植
物進行PAHs含量探討，發現葉片中有PAHs累積現象。乙烯與氯氣形

成氯乙烯(VCM)，再聚合成聚氯乙烯(PVC)，聚氯乙烯為塑膠原料，所
以乙烯是石化工業區極為重要之產品與原料，其對植物生長之影響屬
點源污染。 

8. 酸雨(acid precipitation，又稱酸性沈降) 

由於大氣中含有大量的CO2，故一般雨水本身略帶酸性，pH值約

為5.6，若雨水之pH值小於5.6則稱為酸雨。所謂酸雨，正確的名稱應
為「酸性沈降」，屬二次污染物。是指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這些物質
排放到大氣中後，因為光線、水分、氧氣等因素之影響產生了化學反

應，最後產生了硫酸根離子和硝酸根離子。這其中，有些混入雲層形
成雨水，就會使雨水呈現酸性。因大自然中仍有許多致酸物質會使雨
水自然酸化，因此，1980年代後，學者已將所謂「酸雨」之定義為雨

水之pH值在5.0以下，即確定是受到人為之酸性污染物影響所致。由於
形成酸雨的物質會因為氣流等因素飄散到離來源約500至1000公里的地
方才隨雨水降下，所以酸雨造成的污染目前已成為跨國性的污染問

題。環保署台北酸雨監測站1990-1998年之有效雨水化學分析資料顯
示，約90％降水天數的雨水其pH值在5.6以下，酸雨(pH值在5.0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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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機率為75％左右。酸雨會使土壤pH值降低，其使植物受害主因為

酸性物質取代土壤中之Ca++、Mg++、K+，使這些養分大量流失；其他
毒性強之金屬如鋁、鋅、錳、鉛、釩等亦可能淋洗出，而對土壤中的
微生物產生危害。水中的酸分子造成魚鰓形成黏膜，阻礙氧氣的吸

收。自土壤中淋洗出之Al+3流入河湖時會危害魚類的鰓部，嚴重者死
亡。 

依污染物之物理及化學特性，出現區域之氣候情況，一次污染物
可直接沉降於污染源旁或移送至數公里到數千公里，若轉送距離很
長，其過程中一次污染物可轉變成二次污染物，因此，污染物可依地

理環境之分佈予以分類，見表3-1。 

表3-1、空氣污染物依釋放程序及分佈區域之分類 

小 地 區 性 地 區 性 地區性∼大陸性 全 球 性 

氨 粗氣體微粒 酸雨 二氧化碳  

氯，氯化氫 氟化氫  細氣體微粒 細氣體微粒 

乙烯 二氧化硫 臭氧  

 二氧化氮  過氧乙醯硝酸酯   

 多氯聯苯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戴奧辛    

 

常見空氣污染物對植物之影響 

1. 硫化物 

台灣地區硫化物污染為害植物以二氧化硫為主，二氧化硫可經由
植物葉表開張之氣孔而進入植物葉部，或由角質層進入葉部，在葉子
內部與充滿氧氣之潤濕細胞接觸後，二氧化硫會轉變成亞硫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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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3=)及硫酸根(SO4=)，硫酸根離子之毒性較亞硫酸根離子為低，所

以當葉部細胞之亞硫酸根聚集之速率大於轉變成硫酸根則受害較嚴
重，當亞硫酸根聚集之速率小於轉變成硫酸根則受害較輕微或無受害
徵狀。當植物接觸二氧化硫後，一般常見的病徵是於葉緣及葉脈間變

白，漂白部分隨接觸時間而逐漸擴展至葉脈，葉脈部分仍呈綠色，漂
白部分會逐漸枯乾(圖3-1及3-2)物葉片會先呈浸水狀，繼而出現漂白病
斑，然後葉緣捲曲、枯乾，嚴重者凋萎；禾本科植物受二氧化硫為害

之病徵則由葉尖部分產生白化現象 (圖 3-3)枯黃，嚴重時則延葉脈間向
葉基部擴展，而至整片葉片壞疽、枯死。對二氧化硫急性為害較敏感
之植物有苜蓿、大豆、大麥、小麥、黑麥及萵苣等。 

2. 氮化物 

氮氧化物對植物之傷害無典型之病徵，通常可能為葉間黃化，黃

化現象成條狀或斑紋狀不一，此黃化現象極難與其他原因所產生之黃
化現象區分，唯氮氧化物為害幼葉所造成之黃化現象是可復原的，一
旦污染源消失，葉片則可恢復正常之綠色；但老葉黃化後則無法復

原，且葉片會變乾而脫落；部分植物之葉片會呈不同顏色之斑點，如
棕色至銹色。對氮化物之急性為害較敏感之植物有番茄、豌豆及萵苣
等。 

3. 氧化物 

臭氧及PAN是大氣中之主要光化氧化物；臭氧可由氣孔進入葉
部，與細胞接觸後首先破壞其細胞膜而造成細胞死亡，並在葉表面產
生徵狀；或傷害葉肉細胞或柵狀組織，或傷害葉綠體而影響植物之光
合作用或二氧化碳之同化作用；植物受臭氧為害之病徵最先出現在幼
葉尖端，首先呈浸水狀，繼而逐漸變乾而呈小斑點之徵狀，隨葉子之
成長而逐漸擴散至整個葉面(圖3-4~3 -6)同一植株上老葉對臭氧之容忍
受性較大，新葉較敏感。但在田間觀察時可能會發現老葉受臭氧之為
害反較為嚴重，其可能因為老葉與臭氧接觸了較長的時間氧為害徵
狀，並不一定會影響其生長或產量(除非受害情形是重複連續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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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言之，生長受影響或產量減少時亦可能發生在無受害徵狀之植
物上；所以在田間狀況下，臭氧對作物產量之影響常不易預估。據國
外文獻指出，美國地區小麥暴露於臭氧下其產量隨臭氧濃度增加而減
少，其他作物如大豆、蘿蔔及紫苜蓿等亦可能減產10~40%，此屬慢性
為害，影響之關鍵與臭氧濃度及暴露之時刻及時間長短有關；對臭氧
敏感之植物有菸草及菠菜等，Bel-W3菸草受臭氧為會形成特殊之細小
漂白斑點，歐美地區多利用菸草作為田間之生物指標以代替儀器監測
空氣品質。 

PAN對植物之影響與其他空氣污染物不同，據國外報告指出，
PAN對植物之傷害須於暴露前、暴露時、暴露後三個時期經照光其受
害徵狀方會出現，缺一則不會產生受害徵狀。與臭氧不同，PAN對植
物所造成之徵狀多出現於葉片之下表面(亦有例外，如牽牛花白花變異
種其葉片會先變白，壞疽徵狀於葉片之上下表面皆會發生。)，PAN會
聚集於葉下表面海綿細胞空隙中，但實際之為害機制尚不清楚。由於
PAN具爆炸性，因此農作物暴露於PAN下之反應極不易模擬試驗得
知，由有限之相關研究報告得知，大氣中PAN之濃度約為臭氧濃度之
10∼20％ (< 20ppb)，即會對敏感植物會造成為害，對PAN敏感之植物
有大豆、萵苣、牽牛花及番茄等；據報告指出，部份農藝作物或樹木
對PAN頗具耐性。 

台灣地區有關PAN對植物之為害情形近年來亦常發現，台灣大學
孫岩章教授陸續於台北、台中、嘉義及高雄等四大都會區發現PAN之
污染為害案例，受害植物有劍葉萵苣(葉下表面亮銅斑、銀白斑，嚴重
時全葉壞疽)、圓葉萵苣(葉下表面亮銅斑、銀白斑，嚴重時全葉壞
疽)、龍葵 (葉下表面亮光斑，上表面最後則黃化；病徵呈橫帶狀分
佈)、小米菊(葉下表面亮銅斑或亮光斑、壞疽等，亦呈橫帶狀分佈)、
菠菜(葉下表面銀白化呈橫帶狀分佈)、菾菜(葉下表面亮銅斑呈橫帶狀
分佈)、芫荽(葉下表面銀白化)、九層塔(葉下表面亮光斑)及矮牽牛(葉
下表面銀白斑)等，萵苣及龍葵屬對PAN敏感之植物。 

4. 鹵素及鹵化物 

有關鹵素及鹵化物對植物之為害以氟化物、氯氣及氯化物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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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進入葉片內部後會溶於組織液而隨著移動，然後聚集於葉尖或葉緣

處，累積至危害臨界濃度時則顯現出典型之受害徵狀，危害臨界濃度
之高低因植物種類而異，如唐菖蒲對氟極敏感，當葉片之氟含量達20 
ppm時即可造成葉尖端枯萎之受害徵狀，而一些野生植物其葉片氟累

積含量達300 ppm時仍無徵狀產生，如鬼針草、野塘蒿，對氟污染極具
耐性。氟化物誘發之徵狀如下：(1)受害部葉綠素消失組織黃化，顏色
呈灰黃綠色，但葉片仍生存；(2)植物受害後組織死亡而造成顏色改

變，死亡部位形成紅棕色；(3)受害葉子變形及變色，葉片外觀產生捲
曲、皺縮及崎嶇不平。一般而言，於高濃度時，組織中氟的濃度增加
會造成葉脈間組織壞疽，低濃度時則逐漸累於葉尖及葉緣處而出現典

型之病徵 (圖3-7)。在健康及死亡的組織間會有一條明顯之分界線(圖3-
8)。氟化物對植物之傷害除因氟累積而對細胞產生破壞外，其對生理
和生化之影響亦頗大，如：影響糖解酵素之活性而干擾呼吸作用；抑

制光合作用之進行；氟污染會干擾氮之代謝(Holopainen，1991)；氟在
組織中能和金屬離子鈣、鎂、銅、鋅、鐵或鋁等結合而引起上述元素
缺乏症；氟化氫會影響花粉之發芽及花粉管生長而影響植物之結果及

產量(Majnartowicz，1985)等。 

大氣中的氟化物累積於植物體中除導至葉片受害、影響植株之生

理作用而使生長受阻、產量減少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累積有氟的農
產品若為人畜食用，將會對人畜造成毒害。在歐洲已有報告指出，牛
隻長期食用含有低濃度氟之牧草，而引起氟慢性中毒現象，影響鈣之

代謝，造成骨質軟化、骨骼生長異常。對氟化物污染敏感之植物有唐
菖蒲、落花生、葡萄、玉米及牽牛花等。氟化物對植物之為害除造成
典型之徵狀外，氟化物會累積於植體中，植株受害後甚至死亡後皆可

自植體中分析出氟之成份，因此利用植體中氟含量可助於鑑定是否為
氟化物為害。 

氯化氫在空氣中是以氣體狀態或以鹽酸微粒存在，當其接觸植物
時葉面會產生斑點，斑點之顏色因植物種類不同而異 (圖3-9)，某些狀
況下葉緣會變成紅棕色或捲曲，如青江菜。大氣之相對濕度高時會使

植物之受害程度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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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氣是一種黃綠色且有臭氧味之氣體，由於對人畜之毒性極強，

在工業上的操作都極為小心，其所造成之為害多因操作失誤、外洩而
致，屬急性傷害；氯氣具強氧化作用，接觸植物葉面後會產生不同顏
色之斑點，斑點之顏色有棕色  (圖 3-10) 、銹色或白色，視植物種類而

異；玉米葉片接觸氯氣後葉緣產生條狀之壞疽，葉脈間有條狀之白色
斑紋；嚴重之急性為害時，植物會整株枯死；報告指出，對氯氣敏感
之植物有菸草、芥菜、蘿蔔等；芹菜及菊花對氯氣則頗具忍受性。 

5. 固態污染物 

臺灣地區最常發生之固態污染物為害農作物是來自水泥工廠，水

泥灰塵對植物之為害多非急性傷害，其對植物之傷害程度與其他化學
空氣污染物比較屬較輕微，水泥灰塵可能覆蓋葉表面而影響光合作用
(圖 3-11 )，阻塞氣孔，降低蒸散作用和氣體交換速率，若大量沉積於植

物體上會抑制植物之生長；覆蓋於生長點上會影響新芽的生長(圖 3-
12)；若落於柱頭上會影響花粉之發芽而減少產量。水泥灰塵所含之鹼
性成分沉降於農田，使土壤酸鹼值值改變繼而影響植物之生長；若固

態污染物含重金屬，長期累積於耕地會造成土壤污染而影響作物之生
長、作物品質及食用安全性。固態污染物對農作物品質之影響較為顯
著，如花卉、蔬菜上沾染灰塵則品質變差，使其經濟效益大打折扣，

尤其是花卉若沾染塵埃則毫無經濟價值可言，發生於萬里鄉之海芋受
火力發電廠黑煙污染案例，白色海芋雖無顯著之生長受阻或受害徵
狀，但花卉上因沾附黑煙顆粒而完全失去經濟價值，農民損失頗大。 

6. 有機化合物 

有機污染物中之戴奧辛 (dioxins)、多氯戴奧辛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 PCDD)、多氯? 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CDFs)、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及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等，其對植物生長之
直接危害不明顯，但在植體中之累積並經由食物鏈對其他生物成員造

成之毒害更是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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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為植物生長激素之一，大氣中若含過量乙烯會造成葉片黃化

或落葉或果實早熟、落果；鳳山分所林正忠主任研究發現，高雄石化
工業區附近之番石榴果實受乙烯影響，果實外表產生褐斑且有落果現
象。大氣中乙烯濃度在數ppb下，數小時即會使敏感之作物葉部或花部

受害，矮牽牛受乙烯污染影響會造成花芽脫落及花型變小。與臭氧及
PAN一樣，乙烯不具累積性但在低劑量下就極具影響力，尤其是在密
閉之環境下如溫室。對乙烯敏感之植物有矮牽牛、康乃馨、胡瓜、豌

豆、玫瑰及番茄等，國外報告指出，番茄及豌豆是乙烯污染之良好生
物指標。 

7. 酸雨 

酸性降水對植物之影響主要指酸雨，酸雨可視為複合污染物，酸
雨屬嚴重之環境問題，亦是全球性之公害問題。但並無任何研究直接

証明，酸雨會對田間之作物產生危害或不良之影響。多數報告是模擬
酸雨(simulated acidic rain, SAR)會對作物生長造成影響，包括植株受
害、生長受阻或產量減少，然而模擬酸雨對植物之危害研究其爭議頗

大，因為(1)以極酸性水進行試驗並不能代表實際之暴露狀況，(2) 模
擬酸雨與大氣中酸雨之發生及形式不同，(3)刻意控制試驗條件以誘導
得到較嚴重之結果。上述之研究方式是歐美科學家曾用之模擬試驗方

法，目前已較不常用。 

酸雨可能影響植物，樹葉受損及生長受限，但通常這些反應要在

pH值2-3時才會發生，實際降雨很少有達到這種酸度。酸雨對作物之直
接危害雖不明顯，但土壤中之金屬元素可能因被酸雨溶解而造成土壤
中之礦物質大量流失，造成植物因缺乏某些元素而生育受阻，但亦可

能因某些元素的釋出(如鐵)而對植物造成毒害。亦可能影響植物表面
之保護結構而使易遭病蟲危害。酸雨會對沼澤、水庫帶來酸化的危
機，其結果，輕者可改變水中生物相，重者使沼澤或水庫中之生物死

亡，導致生態循環無法進行。在1950年代早期，歐洲已積極研究此現
象，因為在瑞士及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南部均發生了湖泊酸化，森林死
亡的現象。王冰潔等(1993)對台灣及離島地區之134個湖泊、湖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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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受酸雨威脅之湖、庫約佔20％，其中之基隆情人湖、新竹鴛鴦

湖、花蓮鯉魚潭及小台東小鬼湖的酸化與酸雨較有相關。酸雨對森林
生態及水域生態影響之嚴重已引起大眾重視，酸雨對整個地球生態環
境之影響需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圖 3-1、大豆受SO2危害之徵狀。 
左：沿葉緣出現白色細小斑點，右：嚴重時葉片白化，新葉未出現受害
徵狀。 

 
 
 
 
 
 
 
 

圖 3-2、番茄受SO2危害之徵狀，
葉脈仍呈綠色。 

 
 

 

 

 
 
 

圖 3-4、油菜受O3危害之徵狀，葉 
片上出現不規則白塊斑
塊，老葉受害較嚴重。 

圖 3-3、SO2危害玉米之徵
狀，由葉尖開始
白化並逐漸向葉
基部擴展。 



公害污染對植物之影響與鑑定案例介紹 

 

20 

 
 
 
 
 
 
 
 
 
 
 
 

 
圖 3-5、O3危害落花生之徵狀，葉片  圖 3-6、O3危害水稻之徵狀，葉片 

上出現細小白色斑點。             表面出現褐色細小斑點。 

 

 
 

 

 

 

 
 
 
 
 
 
 
 
圖 3-7、香蕉受氟污染危害之      

徵狀，葉尖及葉緣枯       
乾。                           

 
 
 
 

圖 3-8、氟污染危害之徵狀常在健康
及死亡的組織間會有明顯之
分界線（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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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番石榴受氯氣危害時其葉片
出現褐色斑點。 

 

 

 

 

 

 

  
 
 
 

 

 

 

 

圖 3-12、水泥灰塵飄落於檬果之生
長點上，影響新芽生長。 

圖  3-11、水泥灰塵飄落於葉面
上，粉狀物易為雨水沖
走，但連續晨霧、細雨
下，葉面上之水泥塵硬
化固結在葉表面上形成
一層硬化物。 

圖 3-9、萵苣受氯化氫氣體
危害時其葉片出現
紅褐色斑點，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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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污染對植物之影響 

前  言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三款，水污染的定義是「指水因物

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為害國民
健康及生活環境。」。水污染之發生主要是由於人類的活動，將各種
污染物質排入水河川、湖泊、海洋等地面水或地下水中，而使得這些

水體或水體底泥發生物理性質（如溫度、顏色及臭味）、化學性質
（如油脂、強酸、強鹼及重金屬等）和生物性質（如病原細菌、有害
藻類之增加）之變化。 

當這些受污染的水體被引用為農業灌溉用水或注入農業用水時，

會直接傷害農作物，間接的會污染土壤而對農作物的生長造成不利的
影響及危害，但也可能造成水利設施耗損而增加維護管理費用等。水
與土壤污染危害農作物常是一體的兩面。由水污染造成之土壤污染而

危害農作物者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改變土壤之物理化學性質，
破壞農作物生長之土壤環境；第二類是水被含豐富肥力的物質污染，
造成水域之優養化，而使水質呈嫌氣狀況，若以此水灌溉農田，會造

成土壤養分過盛而使作物生長畸型，或破壞土壤之通氣性而危害農作
物之生長；第三類是含毒性物質，毒性物質可能直接對作物產生危
害，或雖未對植物產生直接之傷害但會累積於作物中經由食物鏈而對

人畜造成傷害，例如重金屬。 

工廠排放廢水污染，會造成農地受廢水中重金屬鎘、鋁之污染，

以致於廢耕者，如：桃園鄉觀音鄉之高銀化工廠污染面積17公頃，蘆
竹鄉基力化工廠污染面積達36公頃，均造成嚴重的土地污染損失。受
污染的水體若引用於養殖漁業，可能對養殖漁業造成損害。養殖漁業

受水污染造成的損害糾紛每年均有發生，尤其以沿海牡蠣、虱目魚、
草蝦等養殖業為主，而其中又以1986年4月間二仁溪河口綠牡蠣事件最
具代表性。河川污染造成養殖漁業之損害，主要有急性死亡或漁獲量

減少，污染物累積致品質低劣及破壞養殖生態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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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在診斷上多可藉由檢驗分析加以判斷，例如：第一類可分

析水中之pH值、鈉離子含量及導電度等。第二類可由水域中優養化之
程度加以判斷。第三類之毒性物質若是會在作物中累積則可由植體分
析來鑑定，例如重金屬；但若為不穩定之有機化合物時，由受害之植

株中可能分析不到，此時可由水中或土中分析得到。但在進行檢驗分
析前亦應先對可能之污染來源先予以瞭解，以作為分析之依據。 

危害農作物之水污染來源 

水污染來源可分天然污染及人為污染。危害農作物的水污染來源

主要可分為工業廢水、礦業廢水、都市及家庭廢水、農業廢水等四
類。 

1. 工業廢水 

台灣地區農作物受到水污染為害的案例大多是工業廢水。來自各
類工廠的排放水因產品製程的不同，其排放水的特性也不同，工廠類
別主要包括電鍍、紙漿製造、皮革製造、紡織染整、農藥製造、食

品、發酵、屠宰業、化工及石化業等；排放水中會導致植物受到為害
的主要成分有：強酸、強鹼、重金屬、有機油脂類、無機鹽類、農藥
毒物、懸浮固體及高電導度等。工廠排放水為害農作物之案例有：桃

園基力化工廠排放水之鎘污染，除對水稻生長造成不良影響外，其累
積於作物上之鎘對人體健康具極大之威脅；彰化台灣色料廠排放水之
重金屬污染除對水稻生長造成傷害，其造成之土壤污染問題亦頗為棘

手。 

2. 礦業廢水 

礦場在開礦時的洗礦、篩礦過程需要大量用水，排放水若無適度
處理時會攜帶金屬微粒、粘粒、煤屑等懸浮固體而污染水源，這些水
進入農田後滲入土層會充塞土壤孔隙，使土壤透水性降低造成排水不

良，亦會使土壤透氣性降低，這些都會影響農作物根系之生長。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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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中如今有銅、鋅、砷、鎘、鉻等則會對農作物造成毒害，台灣此

類礦場不多。台灣地區之礦場污水主要來自水泥、大理石業或煤礦開
採業等，此類污染並不嚴重，較少發生對農作物造成傷害之案例。 

3. 都市及家庭廢水 

都市及家庭廢水如果無完善之下水道及處理設備，隨意排入溝渠
亦會導至灌溉水污染，此類廢水主要含有油垢、清潔劑、懸浮固體及

蛋白質、脂肪等有機成份；這些成份易分解發酵而發臭，並易造成水
質優養化，這些廢水被引灌時會使農作物過度繁密而易倒伏及受病蟲
害感染，對農作物生長造成不良之影響。 

4. 農業廢水 

包括農田、畜產業及水產養殖業之排放水，臺灣地區農藥及肥料
使用情形非常普遍，農藥及肥料施用後經由降雨、灌溉或水的流動而

再次污染水源。畜產業之廢水中可能含有大量的動物糞尿、飼料餘物
甚至動物屍體等，這些廢水若未經處理即排入河川、灌溉渠中極易造
成水質敗壞產生泡沫及惡臭，影響環境品質；台灣地區畜產廢水主要

為豬糞尿污染，其對農作物生長之影響可分短期與長期兩方面，短期
方面為總含氮量過高導至農作物遭受肥害，長期方面為累積銅、鋅等
重金屬於土壤中，亦會使土壤鹽分含量升高、土壤理化性質劣化而為

害農作物。水產養殖業若屬鹹水養殖，其排放之廢水中含有高濃度的
鹽分，若流入農田則易造成土壤污染，使良田的可溶性鹽含量增高而
為害農作物之生長。台灣地區養殖業廢水所造成之污染以養蝦業較常

見。 

5. 其他 

除了上述四種污染源外，垃圾場不當掩埋、露天堆積所滲出的污
水亦是造成水污染之來源，由於台灣地區垃圾分類不佳，垃圾污水之
成分不明且複雜，垃圾污水之潛在危機已成為各市鎮的棘手問題，

2002年嘉義縣溪口鄉垃圾掩埋場周邊之海桐樹死亡，就是因衛生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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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滲出水槽之高鹽分廢水所導致。實驗室常排放強酸、強鹼、有毒化

學藥品、放射性元素等污染物，醫院使用之化學藥品，病患排泄的廢
污有病菌的問題，若無適當的處理亦會污染灌溉水。 

水污染對植物之影響  

水污染對農作物的影響可分直接與間接二種，(一)直接與植株接

觸造成危害，例如強酸、強鹼及油脂等，強酸強鹼與葉片接觸會破壞
表皮細胞，產生脫水狀或壞疽徵狀，與根部接觸會使根系受損，植株
缺水而枯萎。油污附著於植物葉片時，會影響呼吸作用或破壞葉片組

織及結構，導致脫水。(二)受污染之灌溉水進入土壤再經由植物根部
大量吸收，間接影響植物之莖、葉、果實等其他部位。田間受水污染
為害之案例多為水稻，表一所列為幾種主要水污染因子對水稻所造成

之危害徵狀。工廠排放水中影響植物生長之因素很多，且水污染對植
物生長之為害常是複合因子所造成，透過土壤因素而影響植物時其原
因就更複雜，除非鄰近有可確認的污染源，否則多屬於綜合性之污

染。近年來曾經引起大範圍農田受污染的案例有：高雄二仁溪、後勁
溪；嘉南三爺宮溪；臺中地區之烏溪、八寶圳及葫蘆墩圳；彰化之地
下電鍍工廠等等，其水污染為害都至少包含二個以上的污染因子。 

結  語 

水污染方面雖已訂定"水污染防治法"及"放流水標準 "【註2】，但

近年來工廠廢水因處理不當而引起之農作物損害案件仍層出不窮，多
因排放水未經妥善處理所造成，或地下工廠之偷排，環保單位應加強
排放水之污染管制。合乎放流水標準之污水廠放流水排放至圳溝，在

豐水期時經豐沛的水量稀釋後，可達到灌溉水質的標準，對農作物的
影響較不明顯，然而在枯水期時是否仍可達灌溉水是值得注意的。

                                                 

【註2】相關法規內容可至環保署網站下載 http://w3.epa.gov.tw/epala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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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排水不分亦是台灣地區水污染為害農作物之另一原因，如何確實

執行法令並維護良好的農業用灌溉水源是需要大家有共識並齊心努
力。另外，放流水標準是否已涵蓋所有為害物質、所訂之標準是否可
達保護農作物之要求，再加上工廠廢水中之成份並不單純，各因子間

之複合影響等都值得環保單位及農政單位加強研究，以維護農業環境
品質保障農民權益。 

 

表 4-1、水污染對水稻生長的影響 

  受  害  徵  狀   

污染物 根 部 莖 部 葉 部 果 實 

重金屬 根系生長受
阻，根變粗
短，易產生
畸形根 

生長受阻，
植株矮小，
分蘗減少 

 葉 片 黃 化 或 褐
化，嚴重者壞疽
(似缺鐵)或出現紅
紫色條紋(似缺磷) 

稔實不良，
影響產量 

有機物或
氮素 

根毛減少 稻株易徒長 
，基部軟弱
而易倒伏 

葉片呈濃綠色，
組織柔軟，易遭
病蟲害 

分孽延遲、
稔實不良 

酸鹼類及
鹽類 

根部變黑、
易腐爛，枯
乾而死亡 

枯黃、萎凋
及枯乾 

葉尖易枯乾，嚴
重時全葉枯死，
只剩黃、白化新
葉 

開花結實不
良，稔實不
良，空穀粒
嚴重而產量
減低 

油 脂 (礦
物油、動
物油、植
物油等) 

油脂會阻止
土壤氣體之
進出而影響
根 系 之 生
長，嚴重者
腐爛 

枯黃及枯乾 黏附於作物表面
破壞葉片組織及
結構，初期呈透
明狀，繼而呈脫
水狀，嚴重者枯
萎 

稔實不良，
影響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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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空氣污染指標植物之利用 

前  言 

隨著工業科技的發達，伴隨而來之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嚴重，以

儀器監測環境品質雖可定性及定量，但儀器監測在經費上所費不貲，
維護及管理上所須技術及人力亦無法普及，因而使空氣品質監測極難
普遍化，尤其是農業區之空氣品質資料更是不易取得。 

環境因子可控制生物之出現或成活，故某一生物存在時對物理環

境即具有指示作用，因此利用生物個體、族群或群落對環境所產生的
反應可闡釋環境之狀況。影響生物存活之環境因子包括有溫度、溼
度、雨量、光照及污染物等。例如瓊麻、落地生根、仙人掌..等耐旱植

物佔優勢，即可知本區域屬乾旱地區；發現濱刀豆、馬鞍藤、濱刺
麥、海埔姜、蟛蜞菊、龍爪茅等耐鹽植物普遍出現時則表示已近海
邊。 

污染環境下亦會產生具代表性之指標植物，一般而言，空氣污染
環境下，植物會因吸收污染物而產生不同之反應，由植物之反應可推

知空氣污染種類。在污染物的長期作用下，植物群落的組成亦可能發
生變化，一些敏感之植物種類會減少或消失，而抗性強的植物種類會
保存下來，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而成為優勢種，由植物群落變化

之情形亦可反應環境污染程度。利用植物對大氣污染物的反應，監測
大氣污染物的成分和含量以了解大氣環境品質狀況，即所謂空氣污染
之指標植物。 

空氣污染指標植物之利用 

利用指標植物監測空氣品質可分為預警及監測兩種。敏感植物對

污染物很快地顯現出受害徵狀可作為預警之用，預先警告此區域之空
氣品質將達到危害植物之程度，若進一步做防患處理可減少空氣污染
可能造成之危害。具忍受性之植物則可利用其反應程度與污染量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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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係作為監測之用；另外，污染物於植物體中若具累積性，並可反

映出環境中污染物之相對濃度，則可藉由植體分析來推估環境中污染
物之含量。利用植物群落的種類、數量及結構變化亦可推估環境污染
程度，即環境污染之生態指標。 

(1)對污染物敏感之植物，可由其對污染物所產生之反應作為預警
之用。由國內外相關資料顯示，利用對空氣污染物敏感且可產生非常

明顯病徵之植物作為指標植物；可作為二氧化硫污染之指標植物有紫
花苜蓿、大波斯菊、矮牽牛等；可作為氟化物污染之指標植物有唐菖
蒲、落花生等；可作為氯氣污染之指標植物有白菜、菠菜、番茄等；

可作為臭氧污染之指標植物有菸草、菠菜等；對乙烯敏感之植物有芝
麻、金魚草等。台灣亦有學者利用指標植物來監測空氣品質；利用對
氟污染敏感之植物－唐菖蒲、花生及牽牛花等作為空氣中氟化物變化

的指標植物(謝慶芳，1989)；利用龍葵及劍葉萵苣作為PAN之指標植
物(孫岩章等，1995)。 

(2) 植物對環境中之污染物可產生各種定性反應且可反應植物與
污染劑量之關係者，可利用作為監測指標植物。Gao 等(1992)即利用
植物受害病徵面積來反映污染量，即找出植物反應與污染劑量之關

係。Pandey(1985)調查煉鋁廠附近Terminalia tomentosa 及 Buchanania 
lanzan 葉片中之氟含量，發現隨著與工廠距離之增加，葉片中之氟含
量減少，葉部受害面積亦減少。植物受害病徵的面積可用來表示污染

物之影響範圍， 

(3) 會累積在植體中之污染物，由植體中污染物之含量亦可得知
環境品質之變化狀況。植物體內污染物與大氣中相應之污染物含量有
密切相關，可反映較長時間內大氣中污染物濃度之平均值。長期生活

在污染環境中的生物可反應出污染之過程或累積污染物量，例如，歐
洲許多國家是利用多花黑麥草(Lolium multiflorum)植體中的氟含量來推
估空氣中氟化物的含量以監測空氣品質。Weegener(1992)利用泥炭蘚

監測製鋁工廠周界之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及重金屬含量，監測工廠
週邊大氣中重金屬及PAHs之擴散污染範圍，發現泥炭蘚可用於監測大
氣中PAHs污染而達監測環境品質之目的。李貽華等(2003)發現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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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咸豐草、藿香薊及野塘蒿等野草具有耐氟及累積高量氟化物之特

性，適合作為台灣之氟污染監測植物。李貽華等(2004)指出，大花咸
豐草對PAHs具累積性，利用大花咸豐草可監測塑膠大火後空氣中之
PAHs之擴散污染範圍。 

(4)抗性強之耐污染植物，由於其抗性強而成優勢種，則可作為環
境污染之生態指標。歐美地區利用苔蘚及地衣出現之種類、種類數及

出現率可初步了解該區之環境品質，一般而言，愈近污染源地區因受
污染物之影響，多數地衣不易存活，僅具耐性之地衣方可存活下來，
因此愈近染源存活之地衣種類數愈少，量(覆蓋度)亦普遍較其他地區

為少。英國利用地衣種類劃分空氣污染帶，如SO2濃度在高於35µg/m3

以上時松蘿屬地衣(usnra)則不易存活；SO2濃度高於60µg/m3以上時，
生長於樹上之灌木狀地衣(fruticose)不易存活；SO2濃度高於70µg/m3以

上時，生長於樹上之葉狀地衣(foliose)不易存活，隨著濃度增高，可存
活之地衣種類愈來愈少，因此由存活之地衣種類可推估SO2濃度。 

生物監測(biomonitors)植物 

可應用於田間之生物監測研究有二類：被動監測 (passive 

biomonitors)及主動監測(active biomonitors) 2種。被動監測是利用當地
之野生植物(Native species)，取樣分析組織中之污染物成分以提供適切
的訊息，如污染物之空間分佈，但因對污染物敏感者可能因受危害而

早已被消除，所以可能會低估污染物之影響範圍，即長期暴露於低劑
量污染物之環境下，可能增加本土性的植物之抗性，而提供錯誤之評
估。被動監測的優點是野生植物對當地環境已產生良好之適應性，現

場就地取材是簡易、方便且直接之監測方法，目前多被用於提供持久
性之微量污染物長期累積情形之研究上。主動監測是利用實驗室栽培
或收集自非染區之指標植物置於擬探討之地點，依植物之反應或植體

中污染物含量分析而達空氣品質監測之目的，其優點是暴露時間、監
測地點可視實驗或監測需要所控制，但缺點是植物之管理不易，因此
在植物之選擇上需慎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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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指標植物之特性 

不論是作為預警或監測，選為生物監測指標之植物種類需具有下
列特性：1.分佈普遍的，種子發芽須可達一致性且可快速長成健壯之

幼苗。2.植株須有相當快之生長速率以提供適當之反應。3.植株對污染
物須敏感。4.植株對環境因子須具忍受性，在移植後之存活率很高。5.
植體中毒物之濃度與大氣中毒物之濃度間具相關性。作為預警之用須

選擇敏感植物，須具有之特性為：1.反應十分清晰且徵狀具專一性。2.
對污染物反應具一致性。3.對污染物具敏感性等為主。作為監測用指
標植物則須對該污染物具忍受性且反應程度與污染量呈相關關係(dose-

response)。由植體中污染物之含量推估得知環境品質之變化狀況。 

結  語 

指標植物不論是作為預警或監測用，其先決條件是須栽培管理容
易，如此方能普及化。因此，野生植物對當地環境已產生極佳之適應

性，就地取材利用野生植物作為監測材料則不失為一方便、有利且直
接之方法。尋找本地分佈普遍之野生植物作為環境污染監測指標，在
栽培管理上應更簡便可行，對環境品質監測與了解當更有利。 

抗性強之耐污染植物，由於其抗性強而成優勢種，亦可作為環境
污染生態指標。但本省由於地小人稠，影響植物生態之因素頗多，工

廠附近之植物除受污染物影響外還有耕作因素 (施藥、施肥、整地
等)，因此，台灣地區之環境污染生態指標不易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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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空氣污染與植體化學分析 

前  言 

農作物疑受空氣污染為害時，農民常會帶著受害作物要求環保單

位或農業單位協助分析鑑定，並希望檢驗單位出具檢驗報告以利求
償。許多污染物對植物造成為害後，其在植物體內已不復存在，或已
轉變成其他物質，故不易以化學分析方法來鑑定，解決空氣污染糾紛

之最大困難即在於為害物之鑑定，此時則需借助污染物對植物為害所
造成之病徵及病徵之漸續發展情形來協助空氣污染之鑑定，有關空氣
污染對植物之為害徵狀及病徵之漸續發展情形已於第三章介紹，本章

主要介紹那些污染物可利用植體之化學分析協助空氣污染為害之鑑
定。 

污染物與植體接觸造成為害後，可能被植物代謝而消失，或無法
與植體原有成分區分者，常無法由受害植體中檢驗出，例如：臭氧、

氮氧化物、乙烯等。臭氧由葉面氣孔進入植物體，接觸細胞後形成自
由基(free radical)，因強烈之氧化作用而逐漸消失，並不會以臭氧之形
式存在植體中。氮氧化物進入植物後之情形與臭氧相仿，會因強烈之

氧化作用而逐漸消失。空氣中過量之乙烯會對植物造成落葉或落果之
現象，而植物本身亦含有乙烯，因此檢驗植體中之乙烯含量並無法區
分其來源，由乙烯含量並無法鑑識是否受乙烯危害。 

適合利用植體分析來鑑定是否為空氣污染為害之污染物須具有下
列特性：有累積性、不易被分解、且非植體中普遍存在之元素。具有

此特性之污染物有：氟化物、氯化物、重金屬、二氧化硫及有機污染
物(如：戴奧辛、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及多氯聯苯)等。分析植體中
污染物含量需利用儀器協助檢定，分析方法視污染物種類而，以下簡

單介紹植體中數種常見污染物之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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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體分析 

氣態氟化物主要是經由氣孔進入葉部，隨蒸散流移至葉尖及葉緣
處累積。當細胞液中氟之濃度達傷害之臨界濃度，則細胞會死亡。氟

化物對植物之為害除造成典型之徵狀外，氟化物會累積於植體中，植
株受害後甚至死亡後皆可自植體中分析出氟之成份，因此利用植體中
氟含量除可助於是否為氟化物為害外，尚可推估空氣中氟之污染情

形，因為植體中之氟累積量與空氣中氟含量具相關性。植體可利用鹽
酸萃取，再加總離子強度調整緩衝溶液(TISAB)後，利用氟離子選擇電
極分析氟含量。 

氯化氫為害植物中亦會在葉片中造成氯的累積，但累積情形並不
很顯著，再因植體中已含有大量的氯且會自土壤中吸收氯，因此由化

學分析植體中之氯含量並不能直接証實是由氯化氫所造成，因此植體
中氯離子含量須以相對值作比較，即以污染區與非污染區之同種植物
作比較，無法直接自植體中檢測氯化氫含量即予以判斷是否為氯化氫

危害；可利用離子色層分析儀 (Ion Chromatography) 檢測氯離子含量
來輔助鑑定。 

含有重金屬之微粒或燻煙進入植體後，會在植物組織內累積且不
會被分解，此累積特性有助於以化學分析協助鑑定；植體中之重金屬
含 量 經 萃 取 後 可 利 用 原 子 吸 收 光 譜 儀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或誘導式偶合電漿放射光譜儀(ICP-AES)檢測。 

二氧化硫進入植物體後會形硫酸根或亞硫酸根離子，這些離子會
影響植物之代謝作用而對植物造成傷害，其影響情形視其存在之形式
及存在量而定，一般而言，亞硫酸根之毒性較硫酸根離子強。試驗証

明，受二氧化硫為害之植物其可溶性硫酸離子含量明顯地增加，所以
可藉由硫酸離子或硫之含量了解環境是否受遭受二氧化硫污染，唯植
體中硫或硫酸離子之含量與暴露環境硫含量並不呈直線相關，植體中

硫含量測定僅可應用於定性鑑定；另外，硫是植物生理代謝上所必須
的元素之一，如氨基酸、蛋白質、維生素及酵素中都含有硫，故不同
植物其葉片之含硫量有很大之差異(500∼14,000 uµg/g 乾重)，因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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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硫或硫酸離子含量須以相對值作比較，即以污染區與非污染區之

同種植物作比較，無法直接自植體中檢測二氧化硫含量即予以判斷是
否為二氧化硫危害，可利用離子色層分析儀檢測植體中硫酸根離子含
量，或利用光譜儀檢測植體中之總硫含量。 

戴奧辛(dioxins)是一群三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雖未有報告指出，
空氣中之戴奧辛會對植物產生直接或間接之危害，但植物上戴奧辛之

累積極可能經由食物鏈之生物累積作用而危害人畜。1999年，在歐洲
比利時曾發生雞肉及乳製品受戴奧辛污染之情形，利用分析戴奧辛含
量追蹤其原因發現，雞肉受污染是因食用了被污染之飼料，而飼料是

因製造原料的牛肉受到污染，牛肉則是因牛食用受污染之牧草所致，
牧草之污染來源是因垃圾焚化廠排放之戴奧辛(環保署，2004)。植體
中之戴奧辛可利用溶劑萃取，植體萃取液經淨化後以氣相層析儀附質

譜儀(GC-MS)檢測。 

多氯聯苯類為聯苯環上之氫原子被氯原子取代所生成之各種同分

異構物之混合物，空氣中PCBs之濃度雖未曾發生對植物產生直接危害
的案例，但其可經由植物之葉部或根部而累積於植體中。Puri等(1997)
發現生長於污染工廠鄰近之植物可測得PCBs之殘留，主要來自大氣中

之吸收，以葉部之濃度最高，吸收而累積於植體中，再經由食物鏈之
生物累積而對人畜造成危險，植體中之PCBs可利用溶劑萃取，萃取液
經淨化後以氣相層析儀附質譜儀(GC-MS)檢測。 

PAHs為目前已知污染環境的重要有機化合物之一群，係由二個或

多個苯環互相鍵結形成各類型之碳氫化合物，雖未曾發生空氣中之
PAHs污染對植物產生直接危害的案例，但大氣中之PAHs污染會在植
體中累積，由植體中PAHs累積量可推估PAHs之污染影響範圍。植體

中之PAHs可利用溶劑萃取，萃取液經淨化後以高效液態層析儀(HPLC)
或氣相層析儀附質譜儀(GC-MS)檢測。 

結  語 

空氣污染對植物造成危害後，很快地即消失無蹤，造成空氣污染



 
公害污染對植物之影響與鑑定案例介紹 

 

34

鑑定上極大之困擾，解決空氣污染糾紛之最大困難即在於為害物之鑑

定，因此若能借助污染物對植物為害所造成之徵狀、病徵之漸續發展
情形、受害植物之地理位置分佈以及植體之化學分析等訊息，對解決
公害糾紛當更具公信力。但須知並非所有空氣污染物皆會殘留於植

體，中並藉由植體之化學分析予以鑑定，而無分析報告常較無法取信
大眾，造成公害糾紛鑑定人員不少困擾。公害鑑定人員面對公害問題
時，應詳盡收集現場各方面資料及相關之研究報告，以做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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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田間空氣污染為害農作物之診斷 

台灣地區農作物受害之公害糾紛問題發生頻繁，主要原因是農田
與工廠毗鄰而立，工廠排放物若未經妥善處理，會造成農業生產環境

日趨惡化。台灣地區農地栽培之作物相頗為複雜，常常小區農田內即
有多種農作物，再加上各類工廠所排放之污染物亦極為混雜，因而使
農作物受害之公害鑑定極為困難。 

公害鑑定一般包含三步驟：原因鑑定、責任鑑定、程度鑑定。原
因鑑定主要是要找出植物受害的因素；究竟是環境物理因子、或栽培
管理不當、或水污染、或空氣污染、或其他有害污染源等，其重要工
作是現場勘察及蒐證。責任鑑定則是找出罪魁禍首，即找出造成為害
之污染源是由那家工廠所排出。程度鑑定則是由作物受害程度推估可
能造成之利益損失，以便向責任者尋求賠償，損失包括產量減少及品
質受損，此項工作須農業單位(縣市政府或地區改良場)協助查估。公
害問題因涉及賠償問題，而使公害問題處理上更行複雜，而易造成所
謂之公害糾紛。有關公害問題之鑑定，政府的各級環保單位是法定之
執法機構，而農林單位及其他學術或研究單位都是以其專業立場協助

鑑定。 

農作物受害之農業公害糾紛就污染來源而分，主要分為水污染及
空氣污染。根據現場狀況，若為水污染所造成者，一般愈接近灌溉水
源其受害愈嚴重，水污染又可能造成土壤污染而間接為害植物。水污
染為害通常可藉由水質或土壤分析找出為害因子，若排除水污染或土
壤污染原因，則可能是空氣污染所致，工廠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種類
亦因工廠類別而異。台灣地區空氣污染物極為混雜，判斷田間植物是
否遭受空氣污染為害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會影響植物生
長之因素頗多，包括病、蟲害，營養元素不平衡，氣象因子及農藥施
用不當等，以致使空氣污染為害之判斷倍增困難，故空氣污染之鑑定
必須要了解如何收集資料及如何解析資料，以作為判斷之用。田間空
氣污染為害診斷時應該收集那些資料？農民或參與公害會勘之人員可
依後述八項要點進行資料收集，收集充分之相關資料有助於作客觀、

正確之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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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害農作物之附近是否有污染來源  

首先須觀察受害作物栽培區附近是否有工廠排放污染物可能引起
作物產生受害徵狀，若有污染來源存在於受害作物之附近，則表示作
物受害可能與空氣污染有關，但必須注意，空氣污染為害範圍不一定

與接近污染源與否成直線相關關係，而常會因污染物質之擴散呈點、
線、面之分佈，污染物質之擴散及為害範圍與地形、氣候狀況、煙囪
高度、工廠排放量等因素有很密切之關係，現場會勘時，這些因素相

關資料皆需盡可能收集。 

2. 污染物來源與受害植物之地形關係  

了解受害植物生長之位置與污染物質來源間關聯性，可協助辨別
是否為空氣污染。譬如，若為山谷形之地形，工廠位置在山腰上，則
主要為害區在山谷及山坡上；若為馬蹄形之地形，因污染物質受地形

侷限而不易擴散，對植物之為害會更嚴重。 

地形常會導致植物產生一些生理病害，而干擾鑑定工作，譬如出

現徵狀之所在地與四週之地形比較，是屬較低之地區時，則要注意是
否因缺少微量元素，或是排水不良而造成，而在此低窪地區病害也較
多。植物處於空曠地區，則須注意其為害是否因風害、或熱風或冷氣

流所造成。沿海地區則須注意風害或鹽沫危害。 

3. 受害之徵狀及植物之受害部位 

觀察植物受害之徵狀及其受害的部位，常有助於判斷是否為空氣

污染所造成或何種空氣污染物所致。大部分之空氣污染為害徵狀都是
出現在葉面，故受害部位之顏色及徵狀之型態，葉子之成熟度，受害
葉片在植株上之部位等狀況都必須詳細記錄，最好是配合照相記錄。

鄰近地區健康植株之相同部位亦必須照相加以比較。 

若能連續記錄徵狀發生之過程對空氣污染鑑定上有極大之助益。
徵狀開始形成至受害葉片枯萎或掉落整個過程是最佳觀察時間。在枯
萎葉片中會有新葉再長出，而已枯萎之葉片極易受病蟲害之再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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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鑑定判斷工作易遭混淆。判斷是否是空氣污染為害之最佳時間是

危害剛開始形成時，並繼續觀察徵狀之發展，直至徵狀完全形成為
止，延後觀察將由於病蟲害二次感染及其他因子之介入而混淆正確之
判斷。除受害徵狀觀察外，對於植物之受害部位，植物之品種，徵狀

出現所需之時間等，都須詳細記載以利判斷。 

空氣污染為害植物，在同一植株上其徵狀在不同部位之分佈均

勻，但污染若是長時間存在則老葉可能因接觸時間較長其受害徵狀可
能較嚴重。若同一植株上僅某一莖上之某一分枝的葉片產生徵狀，則
必須進一步詳細檢查是否有其他病蟲害或機械傷害為害此莖或分枝之

基部。土壤中微量元素之缺乏或營養或水份不平衡時所造成之病徵亦
會均勻分佈於植株上，須特別注意。 

空氣污染物並不是經常存在，意外造成之空氣污染其為害新葉或
未成熟葉片之機率較小，剛成熟之葉片因氣孔發育完全且生理作用最
為旺盛，對空氣污染最為敏感。故若於未成熟之新葉上或已成熟之老

葉上都有徵狀時，則須考慮凍害、露害或農藥藥害等因素。 

4. 受害植物之分佈 

受空氣污染為害之植物一般都分佈在污染物質來源之下風處，因
此植物受空氣污染危害之徵狀以迎風面較為明顯。但污染物之擴散又
受地形、氣象、污染源排放之高度(煙囪高度)及污染物之排放量等因

素影響。臭氧、PAN及酸雨等非點源污染，受害範圍較廣；點源污
染，受害範圍常在下風處成帶狀。高煙囪有利污染之擴散，接近地面
的燃燒或污染排放，其污染物多沿著地面飄移，污染範圍較小。污染

排放時之氣象狀況亦會影響擴散範圍，例如白天高溫而夜晚迅速冷
時，因地表冷卻，而數十至數百公尺的大氣層溫度仍高，此時會阻礙
下方污染物之上升擴散，污染物在近地之氣層中沈積而導致植物受

害。 

5. 是否有其他生物因子之為害(蟲害、生物性病害) 

其他許多生物因子也會造成類似空氣污染為害之徵狀，這些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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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可利用放大鏡檢視或切片觀察鑑別之。如?類為害徵狀乍看之下

與臭氧之為害相似，利用放大鏡查看葉片是否有?之遺體或分泌物即
可作一正確判斷，因此公害鑑定時應請蟲害方面專業人員協助，利用
切片進行組織觀察可協助正確判斷。 

真菌是另一種會產生與空氣污染為害相混淆徵狀之因子，真菌為
害者可藉顯微鏡觀察出。但受空氣污染為害之葉片常易遭腐生菌感

染，故植物受害宜於徵狀發生早期時進行觀察以利分辦。至於是否受
真菌、細菌或毒素等為害亦需委請植物病理學專家協助鑑定之。 

6. 同一地區是否有多種植物受害 

生物因子為害植物其選擇性通常較高，而空氣污染為害之選擇性
較低，此特性是公害鑑定時極為重要之參考訊息。即同一地區內若多

種作物都出現受害徵狀，只是受害程度有輕重差異時，則以空氣污染
為害之可能性較大。因此現場會勘時，周邊植物之外觀需詳細觀察，
尤其是野生植物，野生植物對環境之適應性強，利用當地野生之雜草

或樹木所呈現之徵狀可輔助空氣污染鑑定。荷蘭即利用多種植物建立
「國家空氣污染監測網」，包括：對HF敏感之唐菖蒲與鬱金香、對O3

敏感之煙草與菠菜、對PAN敏感之小蕁麻及早熟禾、對SO2敏感之苜蓿

及蕎麥、對乙烯敏感之矮牽牛及對Cd、Mn、Pb及Zn敏感之多花黑麥
草。 

7. 植物栽培之歷史 

受害田區之前期作物種類、前期作物使用之農藥及肥料都極有可
能對後期作物生長產生影響。土地之利用歷史若能詳細記載當有助於
植物生長異常時尋找其受害原因。作物栽培過程使用之農藥、肥料或

生長調節劑亦應詳細記載，包括種類、倍數及施用時間等。例如水田
施用殺丹後，水稻收穫後再種玊米時，土壤中殘留之殺丹會抑制玊米
之生長，但此因素易被忽視而不覺。周邊其他作物田是否施藥亦是會

勘時應注意的，噴施農藥因飄散而對非目標田間造成藥害在本省亦有
所聞。例如甘蔗田施用殺草劑因飄散而造成鄰近葡萄園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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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標植物之利用 

前述七項判斷方法主要為分辨出作物是否因空氣污染而受害，而
非受到病蟲害或天然環境迫害，但仍不易明確指出是何種污染物之為
害，為明確了解是何種污染物所致，有時可藉由植體之化學分析找出

污染物；或利用植物對某一污染源所顯現之專一性病徵作為指標。利
用不同植物對同一污染物反應程度的差異也可輔助判斷是何種污染物
所致，如胡瓜及萵苣對二氧化硫較敏感，水稻及芹菜對二氧化硫則較

具忍受性，若受污染區同時栽培有上述作物時，則可由作物受害程度
之差異加以輔證。參考植物對不同污染物反應之基本資料有助於污染
為害判斷之用。“空氣污染指標植物之利用”已於第五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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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 

選擇本所處理之代表性公害案例，依發生年代先後介紹，案例目
次如下： 

 受害植物 申訴污染類別 綜合研判 

案例 A 絲瓜 空氣污染 非酸雨或二氧化硫 

案例 B 茶樹 空氣污染 氟污染 

案例 C 水稻 水 污 染 酸性廢液 

案例 D 水稻 空氣污染 強氧化物類氣體 

案例 E 紅柿 空氣污染 非粒狀物 

案例 F 番石榴 輻射污染 非電磁波 

案例 G 紅龍果 空氣污染 非常見空氣污染物 

案例 H 海桐 水 污 染 垃圾掩埋場滲出水(高鹽分) 

案例 I 蔬菜 空氣污染 蜜蜂排泄物 

案例 J 蔬菜 空氣污染 光化氧化物 

案例 K 番茄 空氣污染 鹽酸氣 

案例 L 蔬菜 空氣污染 蜜蜂排泄物 

案例 M 水稻 水 污 染 水污染(油脂) 

案例 N 水稻 水 污 染 水污染(鐵) 

案例 O 蘆薈 空氣污染 病害 

案例 P 水稻、落花生 空氣污染 病、蟲害 

案例 Q 葡萄 空氣污染 病、蟲害 

案例 R 多種作物 空氣污染 強氧化物 

案例 S 水稻 空氣污染 非空氣污染或土壤污染 

案例 T 荔枝 空氣污染 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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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A：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1995年3月26日 

發生地點：高雄縣大社鄉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大社鄉番茄及絲瓜有異常徵狀出現，農民懷疑是大社工業區之空
氣污染或酸雨所造成。現場會勘，絲瓜園區絲瓜葉片枯乾、異常落
葉，地上之地被植物無異常徵狀 (圖A-1)。絲瓜園旁邊(相距約10公尺)

之番石榴園果實及葉片無異常徵狀(圖A-2)。另一絲瓜園之絲瓜葉片有
枯乾現象，葉片上有斑潛蠅危害(圖A-3)。附近之其他作物，番茄分別
受毒素病及白粉病危害(圖A-4及A-5)。其他作物(皇帝豆及萵苣等)則未

異常徵狀(圖A-6)。 

綜合判斷 

空氣污染物對植物之為害多具有非選擇性之現象，污染事件現場
大多數農作物或植物會出現程度不一之受害或異常徵狀，但現場會勘
時，受害絲瓜葉片已枯乾，無法判斷是否為空氣污染物所致，番茄植

株之徵狀則為病害所造成。周邊植物並無類似之徵狀。判斷此次絲瓜
葉片枯萎非酸雨或常見空氣污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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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受害絲瓜園絲瓜葉片枯乾，地被植
物無異常徵狀。 

 
 
 
 
 
 
 
 
 
 
 
圖 A-2、緊鄰受害絲瓜園之番石榴園，葉片

及果實無異常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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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絲瓜葉片上斑潛蠅危害之徵狀。 

 

 

 

 

 

 

圖 A-4、番茄受毒素病感染，頂葉捲曲呈絲
狀，葉片變小。 

 

 

 

 

 

 

圖 A-5、番茄受白粉病危害，葉片有白粉狀
斑點，葉肉組織會逐漸壞疽，葉片
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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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6、絲瓜園旁菜園其他作物(皇帝豆及萵苣)
無異常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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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B：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1996年1月 

發生地點：桃園縣龍潭鄉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1996年1月下旬，桃園龍潭地區磁磚廠周邊之茶樹發生嚴重落葉之
情形。發生異常現象之茶園面積約2 – 3公頃，受害區域主要分布於磁
磚廠西南側30 - 200 公尺範圍。園區內茶樹除嚴重落葉外，葉片呈現

葉尖、葉緣枯乾捲曲之現象，枯乾部位並呈不規則狀剝落，受害徵狀
與氟化物為害之徵狀相似。 

落葉比例佔整棵茶樹30 - 90﹪，與磁磚廠距離越近之茶樹落葉程
度較嚴重且葉片受害面積高(圖B-1及B-2)。西側園區之茶樹落葉情形
略輕微，受害茶樹之落葉比例佔整棵茶樹20 - 30%，受害葉片之枯乾

面積低於30%。嚴重受害茶樹之枝條乾枯易斷，未掉落葉片其葉尖及
葉緣枯乾捲曲，葉片綠色及枯乾組織間有明顯分界線，枯乾部位易剝
落(圖B-3)。茶樹葉片呈現植物受氟化物影響之典型受害徵狀。位於磁

磚廠東北側茶園之茶樹樹型完整，葉片濃綠且無異常落葉之情形(圖B-
4)。磁磚場西南側受害茶園區內野塘蒿出現受害徵狀。葉片出現輕微
葉緣枯褐徵狀(圖B-5)。 

病、蟲害診斷 

茶葉改良場人員之鑑定，茶樹所呈現之異常徵狀非病、蟲為害或

營養成分缺乏所致。另根據茶改場象氣站之天候紀錄資料，亦無天候
異常致害之普遍性。 

植體氟化物分析 

氣態氟化物主要是經由氣孔進入葉部，隨蒸散流移至葉尖及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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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累積。當細胞液中氟之濃度達傷害之臨界濃度，則細胞會死亡。氟

化物對植物之為害除造成典型之徵狀外，氟化物會累積於植體中，植
株受害後甚至死亡後皆可自植體中分析出氟之成份，勘查發現茶葉之
受害徵狀與氟污染危害徵狀相似，故採樣分析氟含量，以確定是否為

氟污染所造成。磁磚廠周邊茶葉之氟含量分析結果見表B-1，西南側
(SW)茶樹葉片枯褐、壞疽面積比例高，受害徵狀嚴重之葉片其枯乾面
積達65％，葉片累積高量氟化物，平均氟含量達2463 ± 256 mg/kg 

d.w.，分別為西側(W)及東北側(NE)樣點葉片之1.5及2.3倍。西側樣點
葉片受害徵狀佔葉片面積30％以下，葉片之氟含量較西南側樣點低，
平均氟含量達1693 ± 194 mg/kg d.w.，最高氟累積量為1929 mg/kg 

d.w.。東北側樣點茶樹無受害徵狀，葉片之氟含量最低(氟含量範圍為
977 – 1224 mg/kg d.w.)。採自埔心茶改場之茶樹其成熟葉片之平均氟含
量532± 15 mg/kg d.w.。 

將出現受害徵狀之茶葉分為枯褐及綠色部位分別分析其氟含量，
結果顯示，葉片枯褐部分較綠色部分明顯累積更高量之氟化物(表B-

2)，西南側樣點茶樹葉片枯褐部分之氟累積量最高值為3570 mg/kg，
西側樣點茶樹葉片枯褐部分之氟累積量最高值為2135 mg/kg，受害程
度愈大者其枯褐部位之氟累積愈高。氟化物進入植體後主要累積於葉

尖及葉緣處，比較茶枝之氟含量發現，磁磚廠周邊樣點茶枝之氟累積
量較葉片為低，氟含量為葉片之9.0 - 13.5%，但較對照區茶枝為高，
枝/葉之氟含量比則相近。 

空氣污染對植物之影響為全面性，只是影響程度不同。西南側樣
點(SW)園區內，部分野塘蒿葉片出現輕微葉緣枯褐徵狀，受害葉片面

積小於5％(圖B-5)。其他植物未出現受害徵狀。為確定其他植物亦受
氟污染影響，除分析茶葉外，並採園區內常見之菊科野草：咸豐草、
藿香薊、昭和草及野塘蒿等分別分析葉片之氟化物含量。結果顯示，

西南側樣點(SW)園區內雜草葉片之氟含量為1406 - 4307 mg/kg，出現
輕微受害徵狀之野塘蒿葉片氟含量(5526 mg/kg d.w.)為同區內無受害徵
狀者之2.9倍(表B-3)。比較樣點間昭和草及野塘蒿氟含量之高低，依序

為：西南側＞西側＞東北側，現地對照區(CK1)雜草氟含量為29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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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d.w.，與台中霧峰地區(CK2)相同雜草之氟含量接近。 

綜合研判 

根據茶葉改良場人員之鑑定，茶樹所呈現之異常徵狀非病、蟲為
害或營養成分缺乏所致。再根據茶樹葉片受害徵狀及氟含量分析結
果，確定茶樹受磁磚廠排放之氟化物污染影響。污染物排放之影響範

圍會受風向影響，本案件以磁磚廠西南側之茶園為嚴重受害區域，其
次為磁磚廠西側之茶園，磁磚廠東北側茶園之茶樹，樹型完整，外觀
正常，受影響較小，但葉片之平均氟累積量亦為對照組葉片之2倍。本

調查中之昭和草、咸豐草、藿香薊及野塘蒿等為台灣地區田間常見之
菊科野草，雖未出現受害徵狀，但這些菊科野草亦累積高量的氟，雜
草之氟累積量可作為間接証據証明本區域確受氟污染影響。 

 
 

表 B-1、不同受害程度茶葉葉片之氟化物含量 

 受害面積比例   葉片中氟含量（mg/kg d.w.） 
採樣點1 （%） 分析樣品數  Mean ± SD Range 

SW 20 -65% 7  2463 ± 256 2060 -2852 
W 10 -30% 4  1693 ± 194 1484 -1929 
NE － 2 3  1086 ± 92 977 -1224 
CK － 3  532 ± 15 518 -548 
1： SW：位工廠西南側50-200 公尺之茶園。W：位工廠西側 30-100 公

尺之茶園。NE：位工廠東北側 30-100公尺之茶園。 
2： 無受害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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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受害茶樹葉片枯褐部位、綠色部位及莖部之氟化物含量 

  氟含量 (mg/kg d.w.) 

採樣點1 葉片枯乾部位 葉片綠色部位 莖部 
SW 3219 ± 232 1978 ± 153 290 ± 41.8 
W 2146 ± 123 1619 ± 116 167 ± 18.3 
NE －2 1086 ± 92 110 ± 16.8 
CK － 532 ± 15 60 ± 6.2  
1，2：同表1之說明 
 
 
表 B-3、磁磚廠邊200 m範圍內茶園內野草之氟累積量 

  氟含量（mg/kg d.w.）    

採樣點1 植物種類 葉 莖 葉(CK1)
２ 葉(CK2)

２ 

SW 咸豐草  4307 1230 29 9 - 41 
 藿香薊  3141 1042 39 8 - 44 
 昭和草  1406 504 31 18 - 40 
 野塘蒿  1893 －3 46 10 - 33 
 野塘蒿(葉緣枯乾) 5526 －   
W 昭和草  554 118   
 野塘蒿  297 －   
NE 昭和草  129 33   
 野塘蒿  164 －   
1：同表1之說明 
2：CK1 採自距工廠 4 km 處。CK2 採自霧峰地區。 
3：野塘蒿僅分析葉片中之氟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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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磁磚廠西南側受害茶園全景(距工廠愈近
之茶樹受害愈嚴重)。 

 

 

 

 
 
 

 

圖 B-2、磁磚廠西南側受害嚴重茶園全景(嚴重落
葉)。 

 

 

 

 

 
 
 
 

圖 B-3、茶葉受害徵狀(葉尖、葉緣枯乾，枯乾部
位易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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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4、磁磚廠東北側茶園，茶樹外觀正常。 
 

 

 

 

 

 

 

 

 

 

圖 B-5、磁磚場西南側受害茶園區內野塘蒿受害
徵狀。葉片出現輕微葉緣枯褐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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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C：水污染 

會勘日期：1996年11月14日 

發生地點：台中縣龍井鄉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龍井鄉龍泉村數公頃水稻受害。會勘現場水田稻株黃化、枯乾，
部分稻株已倒伏(圖C-1)，近入水口處之水稻受害最嚴重。引水灌溉之
水田稻株枯乾、死亡，另一區未引水灌溉之水田稻株生長正常(圖C-

2)。受害稻株根部腐爛易斷(圖C-3)，莖部接近土壤之處呈青黑色水漬
狀，黑色斑塊分布。 

環保局提供之檢驗報告，共分析5件水樣，包括：灌溉溝上游200
公尺、灌溉溝入農田口處、受損農田外河川等處之3件水樣及2件受損
農田內之積水。 

農藥所現場採集受損田區內積水、灌溉溝水樣及受害水稻植株，
攜回本所進行化學分析。 

懷疑或推測可能原因  

農民懷疑是載運工業廢液的卡車夜間違法傾倒所造成。 

病、蟲害診斷 

受害田區之水稻植株根部腐爛、變黑，葉片黃化、枯乾，受害情
形非病蟲害所致。 

化學分析 

環保局提供之檢驗報告，共分析5件水樣，包括：灌溉溝上游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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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灌溉溝入農田口處、受損農田外河川等處之3件水樣及2件受損農

田內之積水。採自灌溉溝及河川之水樣皆符合灌溉水水質標準，惟採
樣時距事件發生時間已相隔12天，不能反應當時之狀況。農民於受害
事件發生後將入水口堵住，採自受損農田內之2件水樣應較能反應當時

之污染情形。結果顯示，2件水樣之電導度、懸浮固體及生化需氧量超
過灌溉水水質標準，其中電導度分別為2400 µS/cm及11500 µS/cm，超
過灌溉水標準值(750 µS/cm)，為標準值的1.5及3.2倍。 

會勘當日農藥所採集受損田區內積水、灌溉溝水樣各1件，分析結
果見表C-1，灌溉溝水樣符合灌溉水水質標準，受損田區內水樣之電導

度值為4.03 mS/cm，超過灌溉水標準(750 µS/cm），根據國外研究資料
指出，電導度達1.0 mS/cm以上即會對水稻造成傷害。田水中含有異常
高濃度之氯離子(1152 ppm)及硫酸根離子(432 ppm)，根據研究報告指

出，當氯離子濃度超過700 ppm以上對水稻會造成傷害。 

綜合研判 

現場會勘發現水稻倒伏、枯死，稻株根部腐爛易斷，莖部接近土
壤處呈黑色、水漬狀。根據受害田區之稻株徵狀、地緣分佈、環保局

之水樣分析報告及本所之病蟲害診斷及水樣分析結果，研判水稻受害
為強酸性廢液造成之急性傷害。 

 

表 C-1、水樣分析結果 

測定項目 (單位) 受害田水樣  灌溉溝水樣  灌溉水標準  

pH值  6.9 6.9 6-9 
電導度(E.C.) mS/cm 4.03 0.81 0.75 
氯離子(Cl-) ppm 1152 123 175 
硫酸根離子(SO4

2-) ppm 432 97 200 
吸鈉比(SAR)  5.7 4.4 6 

1 mS/cm ＝ 1000 µS/cm 



 
公害污染對植物之影響與鑑定案例介紹 

 

58

 

 

 

 
 
 

 
 
 

 
 
 

圖 C-1、水田稻株黃化、枯乾，近入水口處水稻
受害嚴重， 

 
 
 

 
 
 

 
 
 

 
 

圖 C-2、引水灌溉之水田稻株枯乾、死亡，未引
水灌溉之水田稻株生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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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3、受害稻株根部腐爛易斷，莖部接近土壤
之處呈青黑色水漬狀，有黑色斑塊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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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D：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1998年8月17日 

發生地點：台中市南屯區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工廠圍牆外水稻稻株白化、枯乾(圖D-1 )，下位葉葉片沿葉尖向葉
基部黃化、枯乾，嚴重者呈捲曲(圖D-2)。稻株受害程度隨與工廠圍牆
距離增加而減低(圖D-3)，有建築物擋住者，其受害程度減輕(圖D-4)。

接近圍牆植株之受害程度為90∼100％，稍遠處稻株之受害程度約40∼
50％，以下位葉受害較嚴重，葉片枯黃，葉尖枯乾；距圍牆較遠處之
稻株葉片受害受害程度為20∼25％。 

現場檢測田水之酸鹼值(pH)及電導度皆符合灌溉水標準(酸鹼值為
6－9，電導度小於750 µS/cm)，水稻根系無異常現象，初步判斷非水

污染所致。 

懷疑或推測可能原因  

農民表示於夜間聞到刺鼻之漂白水味，隔日即發現水稻秧苗開始
出現白化、枯乾之受害徵狀，隨著時間水稻之受害程度更明顯，農民

懷疑是漂白水工廠之空氣污染所造成。 

模擬試驗 

一、水稻燻氣模擬試驗：由受害徵狀推測與強氧化物有關，農民認為
是漂白水工廠所造成，因此於本所農場利用密閉式燻氣室(圖D-5 )
進行水稻之漂白水燻氣試驗。下午3時將漂白水置入燻氣室內2小

時，燻氣室內充滿漂白水揮發氣體，將盆栽之水稻(植株大小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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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水稻植株相仿)移入燻氣室，過夜。隔天早上自燻氣室移出，無

異常徵狀，置於本所農場之開放空間觀察，2-3小時後，葉片呈軟
化狀，葉尖枯乾，隨著時間增加其枯乾程度愈嚴重，水稻稻株呈
白化、枯乾狀(圖D-6)，繼而下位葉枯乾、捲曲，其徵狀與受害田

秧苗相同。 

二、盆栽觀察：自受害現場取回之受害秧苗移植於盆缽內，與模擬試
驗之秧苗置於本所農場，受害情形未再擴展，一週後有新葉長

出，秧苗可恢復生長，顯示稻株之受害屬接觸性傷害，與污染氣
體接觸部位受害，未導至植株死亡。 

綜合研判  

由受害水稻植株受害程度與生長地理位置分佈判斷與工廠有關。
由水稻模擬試驗結果顯示，漂白水模擬燻氣試驗水稻秧苗出現之徵狀
與現場受害水稻秧苗之徵狀相似，燻氣處理10天後水稻已恢復生長(圖

D-7)。至工廠周邊觀察，發現受害水稻田秧苗亦恢復生長(圖D-8)。本
案件水稻受害原因與漂白水工廠操作不慎而造成強氧化物類氣體外洩
所引起，該氣體與水稻秧苗接觸造成葉部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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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工廠圍牆外水稻田受害情形，秧苗葉尖

有白化、枯乾現象。 
 

 
 
 

 
 
 

 
 

圖 D-2、秧苗葉尖有白化、枯乾現象，下位葉枯
乾呈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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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3、以鄰近工廠之秧苗受害程度較高，隨距
離增加葉緣枯乾受害程度減低。(本圖
之上方即距工廠較遠，受害之白化現象
減輕) 

 

 

 
 

 

 
 
 
 

圖 D-4、同距離而被建築物擋住之秧苗受害程度
減低。 

 

 

 

 

圖 D-5、密閉式燻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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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6、漂白水模擬燻氣試驗。水稻秧苗出現之受害徵狀，葉

尖白化、枯乾，下位葉枯乾呈捲曲。 

 

 

 

 

 

 

 
 

圖 D-7、燻氣處理後移至本所農場觀察，第10天
時水稻已恢復生長。 

 

 

 
 
 

圖 D-8、會勘後10天，原
受害水田之秧苗
已恢復生長。
（右上圖為受害
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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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E：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0年11月9日 

發生地點：后里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會勘區域位於精機廠之後方，面積約七、八分地，主要栽種紅柿
樹，少部份栽種竹子，現場觀察柿葉表面褐色角斑乾枯徵狀，約佔葉
面積40~70%，果實表皮30~50%有黑褐色物質附著，竹葉表面有黑色
斑塊狀，佔葉面積35~60%，採集紅柿之葉片、果實及竹子之葉片，進
入台中精機廠採集廢沙及集塵灰以利觀察比對。 

懷疑或推測可能原因  

工廠排放黑煙污染 

樣品觀察及病蟲害診斷 

以40倍解剖顯微鏡觀察，柿葉及竹葉表面附著之粒狀物數量稀
少，每平方公分約1~3粒，屬於灰色顆粒、白色半透明晶塊等塵土類顆
粒。柿葉表面之斑塊乾枯徵狀為角斑病所引起，並有蚜蟲、木蝨及介
殼蟲等蟲害，果實表皮之黑褐色物質為黴菌之菌絲團；竹葉表面之黑
色斑塊狀為煤煙病之特徵，並有竹璊、椿象為害之情形。 

綜合研判 

粒狀物對植物之影響，主要為降低光合作用效率，根據柿葉及竹
葉之粒狀物數量，對光合作用之影響小於百分之五。此外，會勘時柿
葉及竹葉上之粒狀物稀少，無法判定與工廠之廢沙及集塵灰有直接之
關連性。 



 
公害污染對植物之影響與鑑定案例介紹 

 

66

案例 F：輻射污染？ 

會勘日期：2002年2月 

發生地點：彰化縣員林鎮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農民陳情農地作物枯槁疑受電磁波輻射污染，2002年2月26日現場
會勘；該園區種植面積約2~3分地，農作物以番石榴為主，另外包括楊
桃、檳榔、紅龍果、蓮霧、木瓜等。 

現場觀察發現，番石榴果樹生長狀況不良(圖F-1)，其餘果樹無異
常情形，園區入口右側，鄰電塔圍牆之竹林有枯乾情形，但附生於竹

林之蔓藤植物（九重葛）及竹林下方雜草（咸豐草、龍葵等）並無異
常徵狀。現場拍照並採集番石榴、楊桃、蓮霧之葉片及枝條等樣品回
實驗室。 

病蟲害診斷  

採集之植物樣品經光學顯微鏡觀察，番石榴葉片上可發現土壤顆
粒、昆蟲排泄物、真菌菌絲等；進一步將植體送本所病蟲害診斷服務
站檢驗。竹子根部均呈褐色枯乾狀，樣品經分離培養產胞鑑定，確有

鐮胞菌（Fusarium oxysporum）存在。 

綜合判斷 

污染物對植物之為害具有非選擇性之特性，現場大多數之農作物
或植物會出現程度不一之受害或異常徵狀，但會勘園區農作物只有番
石榴出現異常情形，於園區入口右側區域之竹林枯乾，同一高壓電塔

周邊其他方位之竹林並無枯乾之現象(圖F-2)。根據現場會勘及鏡檢結
果，判斷該園區番石榴及竹林之異常徵狀與電磁波輻射關聯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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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1、番石榴果園現場及番石榴之受害徵狀。 

 

 

 

 

 

 

 

 

 

 

 
 

圖 F-2、番石榴果園周邊其他植物生長情形。 
左上、園區內檳榔樹及紅龍果樹等無異常現象。 
左下、緊鄰高壓電塔其他方位之竹林無枯乾現象。 
右上、枯乾竹林下方之咸豐草及龍葵等草類生長正常。 
右下、高壓電塔周邊之其他植物生長無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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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G：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2年4月23日 

發生地點：桃園觀音鄉、新屋鄉地區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桃園觀音鄉、新屋鄉地區火龍果種植區之枝條在3月底及4月初出

現異常徵狀，2002年4月23日現場會勘，選擇具代表性火龍果園區二
處，種植面積約0.4∼0.6公頃，園區內80∼85％火龍果植株出現異常徵
狀，異常徵狀主要可分為二種型態，一種為植株橫向枝條出現異常徵

狀，主要異常徵狀為莖部表皮乾枯、白化(圖G-1)，部分植株莖部呈現
水浸腐爛狀，徵狀嚴重者單一枝條有85％以上莖部面積呈現異常病徵 
(圖G-2)；另一種為植株莖部表面有稍突起之紅褐色點狀斑塊，斑塊形

狀由圓形至不規則狀，大小約0.1∼0.2公分，莖部橫向及縱向皆有斑塊
零散分佈，斑塊分佈面積5％∼20％(圖G-3)。 

會勘現場除火龍果植株有異常徵狀外，園區周邊植物包括：大花
咸豐草、竹子、番石榴及蕃薯葉等並未出現類似或其他異常徵狀(圖G-
4)；現場拍照並採集火龍果植株樣品五件，攜回實驗室進一步觀察試

驗。 

樣品觀察及病蟲害診斷 

分別以解剖及光學顯微鏡觀察，莖部表皮白化乾枯部位有二次感
染的情形，可發現真菌孢子存在，將莖部表皮白化乾枯部分剝離後，

下層薄壁細胞呈現正常狀態；莖部表面有土壤顆粒、昆蟲排泄物、真
菌菌絲，未發現污染性粒狀物。 

模擬試驗 

根據環境中可能產生會造成植物生長異常之因子進行模擬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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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酸雨、鹽沫、人造雨及臭氧等。根據火龍果受害區域之地理位

置、氣候及季風風向之變化，該區域若有大量污染物沈降，其可能之

污染物包括：酸雨及鹽沫。當地山區在該時段曾進行人造雨製做，將

人造雨亦列入模擬試驗予以探討。分別配製2%硫酸溶液（pH< 2.0，硫

酸為酸雨主要成分之一）、3%氯化鈉溶液（氯化鈉為鹽沫主要成分）

及5％碘化銀丙酮溶液（人造雨所用之促凝劑）於傍晚時段分別噴施火

龍果莖部（火龍果屬於仙人掌科植物，光和作用之暗反應於夜間進

行，氣孔於夜間開啟），經連續7天噴施處理後，硫酸稀釋液處理者僅

出現3∼4處小面積之白色斑點(圖G-5)，氯化鈉溶液處理者表面有輕微

黃化之小斑塊(圖G-6)，碘化銀處理者僅見植株莖部表面有黃色碘化銀

粉末附著(圖G-7)，未出現受害徵狀。三種模擬試驗結果並未出現與會

勘現場火龍果植株類似之異常徵狀。 

臭氧(O3) 是具有擴散及跨區域污染特性之空氣污染物，臭氧經氣

孔進入植物細胞後會產生強氧化劑，進而破壞植物細胞之膜系結構，

導致植物葉部產生白色斑點或斑塊，嚴重者會枯乾。火龍果之氣孔主

要分佈於莖部，臭氧是否會經由氣孔而危害莖部，利用本所開頂式燻

氣室進行火龍果枝條臭氧之燻氣試驗，以瞭解火龍果植株之異常徵狀

是否臭氧所導致。火龍果植株發生異常現象之時期為3月24∼27日，根

據環保署網站空氣品質監測資料，桃園觀音地區在該時段之臭氧濃度

日平均值範圍為30.1∼45.2ppb，模擬試驗之臭氧濃度選用高於日平均

值之100∼120ppb（120ppb為環保署訂定之空氣標準限值），燻氣試驗

於夜間19點至23點進行，連續燻氣5天後，火龍果並未出現異常徵狀。 

綜合判斷 

空氣污染物對植物之為害多具有非選擇性之現象，污染事件現場

大多數農作物或植物會出現程度不一之受害或異常徵狀，但本次受害

現場園區內及周邊植物只有火龍果出現異常情形，其他植物並無類似

之徵狀。根據現場會勘、鏡檢及模擬試驗結果，火龍果之異常徵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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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主要污染性因子之關連性低。經本所查詢相關試驗單位（鳳山

分所、台中改良場）及疫情通報資料顯示，自2001年起南投縣南投

市、魚池鄉、彰化縣二林鎮、雲林縣古坑鄉、高雄縣大樹鄉、屏東縣

九如鄉等地種植之火龍果曾經出現類似之異常徵狀，其原因不明。 

 

 

 

 

 

 

 

 

 

 
 

 
 
圖 G-1、受害園區火龍果枝條表面出現白化、枯乾之異常徵狀。 

 

 

 

 

 

 

 

圖 G-2、火龍果植株莖部呈現浸水腐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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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3、火龍果莖部表面有稍突起之紅褐色點狀斑塊，橫向

及縱向莖部表面皆出現斑塊。 

 

 

 

 

 

 

 

 

 

 
圖 G-4、火龍果園區周邊其他植物未出現異常徵狀。 
左上：大花咸豐草；右上：番石榴；右上：番薯葉；右下：竹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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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5、火龍果經酸雨(2%硫酸溶液)模擬試驗莖
部出現之徵狀。 (箭頭處為徵狀，黑色
匡處為氯化鈉結晶) 

 
 

 

 

 

 
 

 

圖 G-6、火龍果經鹽沫(3%氯化鈉溶液)模擬試驗
其莖部出現之徵狀。 

 
 

 

 

 

 

 
 
 

圖 G-7、火龍果經人造雨(5%碘化銀丙酮溶液)模
擬試驗莖部未出現受害徵狀，莖部表面
之粉末物質為碘化銀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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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H：水污染 

會勘日期：2002年11月29日  

發生地點：嘉義縣溪口鄉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嘉義縣溪口鄉垃圾掩埋場周邊海桐樹疑遭廢水污染於2002年11月
29日會勘，現場海桐樹種植面積約佔3分地，呈長方形，位置緊鄰舊垃
圾掩埋場區之圍牆，園區地勢呈現東、西兩端略高而中間低。受害海

桐樹集中於地勢較低處，受害樹木已呈現枯死狀態，葉片幾乎完全掉
落(圖H-1)，海桐樹之側枝不論粗細皆呈現乾枯並極易折斷。 

農民懷疑海桐樹枯死是垃圾衛生掩埋場所屬污水處理廠之滲出水
槽之廢水所導致(垃圾衛生掩埋場所屬污水處理廠之污水排放管見圖H-
2)。由於垃圾滲出水具有高鹽分之特性，依廢水可能流經之路徑現場

進行採樣，採集土壤樣品進行土壤酸鹼值及可溶性鹽分之分析以協助
判斷，共採集五處土壤樣品，採樣點位置見圖H-3。樣點1為緊鄰垃圾
衛生掩埋場滲出水槽之水稻田土壤，樣點2及樣點3為滲出水溢流可能

路徑之土壤，樣點4為海桐樹枯死園區之土壤，另於園區地勢較高處採
集正常海桐樹園區之土壤作為對照組；另採集滲出水槽內之水樣作為
對照組，攜回農藥所進一步分析。 

化學分析 

採集之土壤樣品經風乾、磨細、過篩及混合均勻後，分別進行酸
鹼度（pH值）及可溶性鹽分之分析，土壤酸鹼度以水土比1：1方式進
行測定，可溶性鹽分以土壤飽和萃取液利用電導度測定法進行分析。 

化學分析結果顯示(表H-1)，土壤之酸鹼度除樣點4偏低（pH 為
4.9）外，其餘樣點之酸鹼值為pH 7.1-7.9；對照組土壤（海桐樹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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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可溶性鹽分為0.7 mS/cm，而樣點1∼4之土壤其可溶性鹽分測值

為對照組土壤之4∼24倍，其中以海桐樹枯死區所採土壤（樣點4）之
測值最高，達16.6 mS/cm。滲出水槽內之水樣其酸鹼度為pH 7.5，電導
度值為24.3 mS/cm。比較樣點４土壤之飽和萃取液及滲出水槽內水樣

之離子成分，以鈉、銨、鉀、氯等離子濃度偏高，而上述離子之濃度
在對照組土壤之飽和萃取液中則較低。 

幼苗生長試驗 

以水稻幼苗生長試驗進行生物分析，結果顯示，採自樣點4之土壤
種植之水稻幼苗在移植後3天即枯萎而死亡(圖H-4)。 

綜合研判 

土壤鹽分含量高，飽和萃取液電導度值超過2 mS/cm即會影響植物
根部對水分之吸收，若無適當水量灌溉則易導致植物枯死；根據現場
會勘情形、土壤分析及幼苗生長試驗結果，海桐樹之枯死是土壤可溶
性鹽分高所導致。 

會勘區域中並無其他固定污染源存在。由地緣關係及廢水溢流路
徑地區區土壤樣品中可溶性鹽分含量偏高等資料顯示，衛生掩埋場滲
出水槽之高鹽分廢水是導致海桐樹枯死園區內土壤鹽分偏高之最可能
來源。 

 
表 H-1、土壤樣品之酸鹼值及可溶性鹽分測定結果 
土壤樣品 
編號 採樣地點說明 土壤酸鹼值 

土壤可溶性鹽分＊

(mS/cm) 
對照組 生育正常海桐樹區 7.7 0.7 
樣點1 緊鄰滲出水槽旁之水稻田 7.5 3.0 

樣點2 滲出水溢流可能路徑 7.9 4.7 

樣點3 滲出水溢流可能路徑 7.0 2.9 

樣點4 枯死海桐樹區 4.9 16.6 

水樣 滲出水槽中 7.5 24.3 
＊土壤可溶性鹽分以土壤飽和萃取液電導度測定法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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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H-1、會勘現場海桐樹嚴重落葉、枝條枯乾及植株死亡。 

 

 

 

 

 

 

 

 

 

圖 H-2、垃圾衛生掩埋場所屬污水處理廠之污水排放管與灌溉水管。
(左：嘉義縣政府提供，右：會勘當日排放管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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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H-3、會勘現場及樣點位置圖 

 

 

 

 

 

 

 

圖 H-4、水稻幼苗試驗結果。 

左：土壤來源為海桐樹生長正常區(對照組)之土壤。右：土壤來源為樣點
4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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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I：空氣污染(粒狀物) 

送檢日期：2002年12月5日 

發生地點：高雄縣橋頭鄉 (環保署督察大隊取樣送檢) 

樣品種類及徵狀描述 

送檢樣品固定於玻片共五片，固定於玻片之樣品顏色呈黃褐色(圖
I-1)。樣品以光學顯微鏡進行觀察，可看到大量花粉粒，95％為星芒狀
花粉粒 (圖I-2)。 

綜合研判 

送檢樣品以光學顯微鏡觀察及比對，星芒狀花粉粒為大花咸豐草

的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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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1、送檢樣品外觀。 
 

 

 

 

 

 

 

 

 

圖 I-2、送檢樣品主要為星芒狀花粉粒 (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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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J：空氣污染 

發生時間：2002年12月5日 

發生地點：高雄縣永安、彌陀、梓官等鄉葉菜類發生病變疑受
SO2、Cl2為害。（高雄縣縣政府農務課採樣） 

樣品種類及徵狀描述  

送檢樣品共八件，包括菠菜、萵苣(劍葉、圓葉、裂葉)、芥藍、

茼蒿、小白菜、芹菜、蔥等蔬菜類及龍葵，其中萵苣(圖J-1及J-2)、菠
菜(圖J-3)、龍葵之葉片出現異常徵狀，其餘種類之植物則無徵狀；葉
片之異常徵狀為不規則狀的白色或黃褐色斑塊，出現徵狀之葉片數佔

總葉片數之比例為15-55%，而葉片受害面積範圍5-90％。根部無異常
現象。 

綜合研判 

二氧化硫為害植物之徵狀首先葉片會出現浸水狀，然後葉緣及葉
脈間變白，漂白部分會隨接觸時間而逐漸擴展至葉脈。氯氣具強氧化

作用，在接觸植物葉面後，葉面會產生白、褐色之斑點或班塊。農民
懷疑葉菜類發生病變疑受SO2、 Cl2為害，此二種污染物皆會導致葉菜
類作物之葉尖及葉緣出現枯乾捲曲之現象，與送檢樣品出現之徵狀不

符，由送檢蔬菜葉片的受害特徵判斷應非二氧化硫或氯氣所導致。出
現受害徵狀之植物種類侷限於菠菜、萵苣及龍葵等，出現之徵狀與光
化氧化物（臭氧及PAN）造成之徵狀類似，受害蔬菜皆屬於對光化氧

化物敏感者，再根據採樣位置及樣品受害程度並無法歸納出其與特定
污染源具有距離及地緣之相關性，因此研判植物葉片之異常徵狀為光
化氧化物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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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J-1、萵苣葉下表面亮銅斑。 

 

 

 

 

 

 

 

 
圖 J-2、萵苣葉下表面出現亮銅斑，嚴重時壞疽。 

 

 

 

 

 

 

 

 

 

圖 J-3、菠菜葉片出現不規則狀的白色或黃褐色
斑塊，受害嚴重部位呈壞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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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K：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2年12月27日 

發生地點：彰化縣北斗鎮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受害番茄種植面積約2分地呈長形，位置距離疑似排放酸性廢氣之
工廠約150公尺。異常徵狀大多數發生於番茄果實向陽面接近果蒂處，
受害果實之表皮呈燒枯壞疽(圖K-1)，受害徵狀面積約佔果實總表面積

之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除果實外，葉片及莖部無異常。由於會勘當
時已距事件發生約1個月，90％受害番茄果實皆已掉落或腐爛，新生成
果實生育正常。現場採集受害番茄植株2件，並於橫向距離約120 m生

育正常之番茄田採集對照株進行分析。 

懷疑或推測可能原因  

工廠廢氣排放所致死。 

樣品處理及分析 

部分果實及葉片樣品經烘乾、磨碎及過篩後分析重金屬含量；另
取部分受害果實以二次去離子純水直接沖洗果實表皮，果實表皮分有

受害徵狀及無受害徵狀處分別沖洗、收集，以離子層析儀分析氯離
子。部分果實及植株送本所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進行診斷。 

分析及鑑定結果 

經病蟲害診斷結果顯示番茄果實之異常徵狀非病、蟲害所導致。

重金屬分析結果，生育正常之對照植株及受害番茄植株葉片之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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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49.1、114.7 ppm；果實之鋅含量對照植株及受害植株分別為

29.2、18.6 ppm。氯離子分析結果顯示，受害果實有徵狀處之水淋洗液
其氯離子平均含量為無徵狀處之2.4倍，為正常果實之3倍(表K-1)。  

綜合研判 

由現場農民訪談所得訊息、受害徵狀發生時間及受害特徵顯示，

番茄果實受到急性接觸性傷害；受害番茄植株葉片之鋅含量較對照組
高，而受害果實之鋅含量較正常果實低，由於重金屬對植物之影響屬
於慢性累積危害，因此，葉片鋅之累積並非造成果實受害之原因。由

於污染源疑與鹽酸氣（氯化氫）之排放有關，而鹽酸氣對植物之為害
屬於急性接觸傷害；由果實表面水淋洗液之氯離子分析結果顯示，受
害果實有徵狀處之氯離子含量明顯偏高。由事件發生季節之風向及污

染源和受害番茄田之地緣關係，研判番茄果實表面之異常徵狀與鹽酸
氣之排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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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K-1、果實之表皮呈燒枯、壞疽之受害徵狀。 

 
 

表 K-1、果實表面沖洗液之氯離子(Cl-)含量分析 

樣 品 氯離子  (ppm) 

正常果實（對照組） 0.32 ± 0.10 
受害果實有徵狀處＊ 1.00 ± 0.24 
受害果實背面無徵狀處＊ 0.42 ± 0.03 

去離子純水 ND 

以30 ml之二次去離子純水沖洗樣品，處理之樣品為二重複。 
＊ 同一番茄果實之有徵狀及無徵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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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L：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3年3月25日 

發生地點：台中市北屯區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車體、牆壁上及植物葉片表面附著很多之外觀顏色為黃褐色，形
狀呈條狀或圓形斑塊狀（圖L-1）。自車體及植物葉片表面將附著物取
下攜回實驗室鑑定。 

懷疑或推測可能原因  

未知 (天空灑落疑似排泄物） 

樣品觀察 

將自車體及植物葉片表面將附著物取下，置於玻片上於解剖顯微
鏡下觀察（放大倍數1000倍），所有樣品皆含有大量花粉粒，80％的
花粉粒為星芒狀 (圖L-2)，另有少部分三角形及圓形 (圖L-2)。經比對

後，確定星芒狀花粉粒為大花咸豐草之花粉；而三角形花粉為荔枝之
花粉。 

綜合研判 

由會勘現場蜜蜂出沒情形(圖L-3)及樣品觀察比對，研判造成民眾

困擾之黃色條狀及斑塊狀物質為蜜蜂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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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1、會勘現場車窗表面黃褐色條狀及斑
塊狀物質 

 

 

 

 

 

 

 

 

 
圖 L-2、黃褐色斑塊內含物鏡檢結果。a、b：星芒狀花粉；

c：圓形花粉；d：三角形花分。 
 

 

 

 

 

 

圖 L-3、會勘現場蜜蜂出沒之情形。 

a b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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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M：水污染 

發生時間：2003年4月28日 

發生地點：宜蘭 （宜蘭縣環保局採樣）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水稻異常植株老葉及下位葉枯乾捲曲，新葉黃化，嚴重者全株枯
死，所有異常稻株皆逸散強烈油味。稻株受害程度隨與近水口距離增
加而減低，接近入水口植株之受害程度為90∼100％，稍遠處稻株之受
害程度約40∼50％，葉片枯黃，葉尖枯乾；距入水口較遠處之稻株葉
片受害受害程度為20∼25％，葉片部分呈枯黃(圖M-1)。 

送檢水樣經初步檢驗，酸鹼值（pH）及電導度皆符合灌溉水標準
（酸鹼值為6－9，電導度小於750 µS/cm），水樣散發出油味。 

懷疑或推測可能原因  

水污染（污染物為油脂） 

模擬試驗 

一、水稻模擬試驗：以宜蘭縣環保局所採集疑似為污染源之絕源油體
進行水稻模擬試驗。於水稻盆栽中(內有約1  L水量)直接添加20及
40ml的絕源油(不接觸葉片)，7天後，處理組水稻仍未出現異常徵
狀(圖M-2)。進一步以滴管直接吸取盆栽中水油混合液進行水稻葉
面接觸試驗，試驗第3天處理組水稻即出現葉片枯黃及捲曲的徵
狀，試驗第7天處理組水稻全株幾乎枯黃，受害徵狀與送檢水稻相
同(圖M-3)，至第十天則葉片則枯乾(圖M-4)。 

二、青萍生長試驗：浮萍科植物分佈廣，形態簡單，僅具有葉狀體及
根部，是水域中常見的漂浮性維管束植物，青萍生長試驗是評估
廢水之植物毒性很好之指標，可由試驗水對植物之傷害情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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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可能之危害。將送檢之稻株區分為植體及土壤兩部分，分別
以1  L及0.3 L的去離子水浸泡並震盪萃取後，取200ml之上層萃取
液進行青萍生長試驗，結果顯示，與入水口近距離及中距離樣點
之植體表面萃取液對青萍生長呈現顯著抑制，抑制率分別為60及
100％，生長受抑制之青萍其葉片出現白化及半透明等徵狀(圖M-
5)，距入水口遠距離樣點之植體表面萃取液雖對青萍之生長速率
雖無抑制，但青萍之葉片邊緣有相同之徵狀，唯受害程度輕微。
土壤萃取液及送檢水樣對青萍生長則無影響且未出現異常徵狀(圖
M-5)。 

綜合研判 

由水稻植株受害程度與生長地理位置分佈判斷應與水污染有關。
送檢植株及土壤又逸散著油味，因此推測可能與油脂污染灌溉水有
關。由水稻模擬試驗結果顯示，送檢稻株之異常徵狀與田水中含絕源
油時接觸水稻葉片所引起之異常徵狀相似。油污附著於植體葉片時，
破壞葉片組織及結構，導致脫水及各種生理作用異常。由青萍生長試
驗結果顯示，送檢稻株表面之萃取液對青萍生長速率有抑制現象，青
萍葉片出現白化及半透明等徵狀，與油污污染所造成之受害徵狀相
似。 

根據送檢水稻植株受害徵狀、送檢單位提供之現場相關訊息及本
所進行之模擬及青萍生長試驗結果，判定本案之水稻受害原因係灌溉
水中之油污與植株接觸所造成。 

 

 

 

 

 

圖 M-1、田區距離入水口不同遠近稻株受害情形比較。 
（左1：近距離。左2：中距離。左3：遠距離。右1：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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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2、田水中添加不同量絕緣油(不與稻株
葉面接觸)之模擬試驗。（左：對照
組；中： 20 mL絕緣油；右：40 mL
絕緣油。 

 
 
 
 
 
 
 
 
 
 
 
 

 

 

 

 

 

 

圖 M-3、水稻葉面與含絕緣油田水接觸試驗。
上：為接觸後3天；下：為接觸後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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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4、水稻葉面與含不同比例絕緣油之田水接觸後生長受
害情形 

左上：為含40 mL絕緣油之田水接觸後3天；右上：為接觸後
10天。 

左下：為含20 mL絕緣油之田水接觸後3天；右下：為接觸後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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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5、水稻植株表面附著物萃取液及土壤萃取液之青萍生長試驗。 
左上：距入水口中距離樣點植體萃取液對青萍生長之影響； 
左下：距入水口中距離樣點土壤萃取液對青萍生長之影響； 
右上：對照組，霧峰地區之田水培養之青萍； 
右下：土壤萃取液造成青萍葉片出現組織受破壞及呈半透明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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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N：水污染 

會勘日期：2003年5月1日 

發生地點：桃園縣中壢市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選擇具代表性水稻異常田區計二處(相關位置見圖N-1)進行會勘，
異常區I (座標位置東經121o14’26.7”北緯24 o56’17.6”)、異常區 II (座標
位置東經121 o14’45.3’’、北緯24 o 56’17.7’’)，面積約2-3公頃，會勘田

區60∼85％之稻株出現異常徵狀 (圖N-2 及  N-3)，主要受害徵狀包
括：稻株矮小、生長不良，異常水稻之株高為正常稻株之28-60%(圖N-
4)，稻株之下位葉出現黃化及密佈大小形狀不一之紅褐色及深黃斑

塊，嚴重者葉片枯萎捲曲，而成熟葉及新葉之葉尖出現輕微捲曲並有
褐色及黃色班塊(圖N-4：右上及左下)，受害葉片佔稻株葉數的25-
70%，異常稻株之根部組織發根少且出現軟化及黑腐現象(圖N-4：右

下)。 

採樣及檢驗  

現場拍照並採集異常區水稻樣品數件及灌溉水樣1件攜回實驗室進
一步進行試驗。對照組稻株分別採集自二處，對照區 I為緊鄰水稻異
常區I之未受害水田(圖N-2)，現場農民表示該田區之灌溉水源與異常田

區不同；對照區 II 則採自平鎮市郊(座標位置東經121 o 14’14.5”、北
緯24 o 55’21.0”)之正常水稻田區(圖N-3)。 

灌溉水水質檢驗 

水樣化學分析結果其酸鹼值(pH)為6.9(灌溉水標準pH6-9)，電導度

為272 µS/cm(標準值 = 750µS/cm)，重金屬鎘、鉻、銅、鎳、鉛及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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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皆符合灌溉水標準，會勘前當地已降雨數日，水質分析結果僅可

作參考用，不代表受害時之實際狀況。 

受害稻株檢測 

1. 病蟲害診斷： 

採回之受害稻株植體由本所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診斷，診斷結
果受害稻株之異常徵狀非病、蟲之危害。 

2. 植物體成份分析： 

經本所人員會診討論後，推測稻株葉片所出現之異常徵狀可能與
金屬元素之毒害有關，將異常區及對照區之稻株烘乾處理後，由本所
殘毒管制組進行植體中金屬元素分析，檢驗項目包括鎘、鉻、銅、

鎳、鉛、鋅、鐵、錳等，結果顯示(表N-1)：異常區稻株植體之鐵含量
為對照區稻株 4~14倍，與亞太糧肥中心 (FFTC, Foo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所提供的水稻相關資料庫比對，顯示水稻葉片及根

部之異常徵狀鐵中毒之徵狀相仿。 

生物試驗 

自桃園新街溪採集水樣(圖N-5)，進行青萍生長試驗，結果顯示，
與對照組水樣(霧峰地區灌溉水)之生長情形無差異(圖N-6)。異常區所

採回之水稻植株進行二種方式之移植試驗。移植試驗I (改變栽培土壤
及灌溉水源)：洗去稻株根部之土壤後移植到本所植栽用土壤及澆灌用
水進行培養觀察。移植試驗II (只改變灌溉水源)：將異常區稻株含土壤

(指異常田區)直接置入盆栽中以本所澆灌用水培養。25天後，異常區
植株在二種移植試驗皆可回復生長(圖N-7)，結果顯示，灌溉水源是影
響植株生長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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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判 

中壢市中寮、後興及後寮地區水稻之異常與病、蟲害等生物因子
無關；由稻株葉片、根部之徵狀及植體金屬元素分析之結果研判，水

稻之異常為植體鐵含量過高所引起，經移植試驗的結果顯示，灌溉水
源是導致稻株自土壤吸收過量鐵元素的關鍵因子。 

 

表 N-1、稻葉中重金屬含量檢測結果(mg/kg，以乾重為基準) 

採樣地點 鎘 鉻 銅 鐵 錳 鎳 鉛 鋅 

異常水稻區  I 0.4 18.8 5.0 2401 220 4.9 4.8 34.2 

異常水稻區  II 0.5 29.0 6.4 9817 103 11.3 6.5 22.7 

對照區I 0.2 6.3 4.7 707 258 2.3 0.8 31.0 

對照區II 0.1 5.7 8.0 562 354 1.3 0.7 31.3 

 

 

 

 

 

 

 

 

 

 

 

 
圖 N-1、桃園縣中壢市水稻疑受污染案稻株及灌溉水採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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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2、水稻異常區I及對照區I。 

 

 

對照區  I 異常區  I 

異常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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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3、水稻異常區II及對照區II 

 

 

 

對照區  II 

異常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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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4、異常區水稻生長情形。 
左上：植株矮小，生長不良； 
右上：葉尖枯乾，枯黃徵狀由葉尖向葉基部延伸，葉片有褐色斑點； 
左下：下位葉枯乾捲曲，葉片有褐色斑點； 
右下：異常區水稻根部發育不良、呈黑腐現象。 

對照區  II 異常區  I 

對照區  II 異常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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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5、現場採水樣情形。 

 

 

 

 

 

 

 

 

 

圖 N-6、浮萍生長試驗結果 

對照組 新街溪水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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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N-7、異常區稻株移植試驗。 
上：移植試驗，異常區及對照區稻株以本所
土壤栽培並以霧峰地區灌溉水澆灌 

下：移植試驗，異常區及對照區稻株含土壤
移植，以霧峰地區灌溉水澆灌 

對照區  異常區  

對照區  異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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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O：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3年5月7日 

發生地點：桃園縣大溪市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農民懷疑石門水庫水源保護地內農作物遭污染危害，2003年5月7
日於桃園縣大溪鎮現場會勘及採樣，會勘地點包括青蔥及蘆薈種植
處。蘆薈種植處鄰近工廠西側圍牆，總種植面積（含溫室內、外）約

佔0.6分地，青蔥田區與工廠直線距離約250公尺。溫室內、外種植之
蘆薈分別有85％及30％之植株出現異常，主要特徵為葉片有圓形或長
形黑色斑塊散佈，部分植株之葉尖有乾枯黑褐現象(圖O-1)，出現異常

徵狀部位佔總葉片面積5∼40％。青蔥自葉尖往葉基部逐漸乾枯，部分
黃化葉片有淡褐色斑塊(圖O-2)。同區域種植之桑椹葉片正常但果實出
現白化、枯乾、易落果現象(圖O-3)。會勘現場之其他植物包括大花咸

豐草、牽牛花、山萵苣、鵝掌藤、香蕉、紫花藿香薊、野莧、龍葵等
無異常徵狀出現。現場採集青蔥、蘆薈、香蕉、鵝掌藤、桑椹及月桃
等植物樣品數件，並於環保局人員陪同下採集工廠內種植之蘆薈及香

蕉葉片，攜回本所鑑定及分析。 

病、蟲害診斷 

將現場所採樣品取部分樣品送本所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診斷
結果，青蔥有紫斑病危害，桑椹受腫果病所危害，而蘆薈葉片上之圓
形斑塊為黑斑病。 

植體氟化物分析及硫酸模擬試驗 

取蘆薈葉尖枯乾部位，經烘乾處理後，進行氟含量分析，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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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工廠內及溫室內、外之蘆薈氟含量為10∼13 mg/Kg d.w.，對照組蘆

薈(採自霧峰地區)之氟含量為19 mg/Kg d.w.。現場所採鵝掌藤、月桃
及香蕉等植物之氟含量分析結果亦無氟累積之情形。 

由於工廠使用低硫燃料油可能會排放二氧化硫而產生危害，二氧
化硫與植物細胞接觸後會形成硫酸根或亞硫酸根而對植物造成危害，
因此進一步以50％硫酸稀釋液進行模擬試驗，以50％硫酸稀釋液噴滴

於蘆薈葉片上，連續觀察十四天，50％硫酸稀釋液模擬試驗所造成之
危害徵狀與會勘現場蘆薈葉片之受害徵狀不同(圖O-4)，硫酸稀釋液所
造成之徵狀為組織受破壞，蘆薈葉片表面凹陷呈枯褐病斑。 

綜合研判 

由病蟲害研究人員診斷，青蔥及桑椹之異常徵狀為真菌病害所導
致。根據分析及模擬試驗，蘆薈葉尖枯乾及長形黑色斑塊與氟化物及
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為害無關，圓形斑塊則為黑斑病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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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O-1、蘆薈葉片有圓形或長

形黑色斑塊散佈，部
分植株之葉尖有乾枯
黑褐現象。蘆薈葉片
上之圓形斑塊為黑斑
病所致。 

 
 

 

 

 

 

 

 

 

 
圖 O-2、青蔥葉尖黃化、枯乾，枯乾逐漸往葉基

部延伸，部分黃化葉片有淡褐色斑塊。
經診斷，青蔥有紫斑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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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O-3、桑椹葉片正常、果實白化枯乾且掉易
落。經診斷，桑椹受腫果病危害。 

 

 

 

 

 

 

 

 

 

 

 

 

 
圖 O-4、會勘現場蘆薈葉片之長形黑色斑塊(上)，50％硫酸稀釋

液模擬試驗蘆薈葉片出現之受害徵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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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P：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3年6月10日 

發生地點：雲林縣元長鄉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2003年6月18日於雲林縣元長鄉元長工業區現場會勘。會勘地點共
七處(圖P-1)，當地主要種植水稻、落花生等農作物，會勘當日第一期
稻作已完成採收，故現場未採水稻稻株，由農友李福一先生提供稻穗

數株進行稻穀之重金屬分析；另於會勘第6區及第7區分別採集落花生
及芒果葉、果實等，攜回實驗室進行觀察及診斷。會勘現場其他植物
無異常徵狀出現。 

病、蟲害診斷 

落花生之葉片經光學顯微鏡觀察，葉片表面除附著土壤顆粒及昆

蟲排泄物外，主要徵狀為葉背有突起的黃褐色細小斑點密佈；芒果葉
尖及葉緣燒枯，果實外皮有褐色不規則塊狀突起並有裂果的情形；進
一步將落花生及芒果樣品送本所植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試驗結果顯

示，落花生有葉斑病及銹病危害，芒果有薊馬及葉蟬等害蟲危害。 

綜合研判 

檢測結果顯示稻穀之重金屬含量皆屬正常範圍，鎘含量符合國家
標準 (低於0.1ppm)；落花生及芒果之異常為病蟲害等生物因子所導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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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P-1、雲林縣元長鄉會勘樣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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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Q：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3年10月27日 

發生地點：彰化縣大村鄉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會勘之葡萄種植園區呈長方形，園區前半段區域之葡萄植株及果
實正常，而葉片異常葡萄株主要集中於園區後段，異常之徵狀包括葉
片皺縮捲曲，葉身及葉緣有焦枯狀斑塊(圖Q-1)，異常徵狀佔葉片面積

之20∼85％，現場除園區後段葡萄植株出現受害徵狀外，附近之柳
丁、水稻及部分地被植物（飛揚草、野莧等）無類似之受害徵狀(圖Q-
2)。現場採集葉片異常之葡萄枝條（含葉片）樣品二件，另於大村鄉

其他生育正常之葡萄園區採集含葉片枝條樣品二件作為對照組，帶回
農藥所進行鏡檢及試驗比對。 

病、蟲害診斷 

將部分樣品轉送本所植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診斷結果顯示，葡
萄老葉葉緣及新芽出現之焦枯捲曲徵狀與粉蝨、薊馬為害有關，並另

有銹病之危害。 

植體氟化物分析 

由於葡萄株葉緣之枯黃捲曲現象與氟化物污染之徵狀類似，因此將
葡萄葉片進行烘乾及植體磨碎處理，並以氟電極分析植體之氟含量，分

析結果顯示，異常葡萄葉片之平均氟含量為47∼53mg/Kg d.w.，對照組
葡萄葉片之氟含量為76∼84mg/Kg d.w.，研判葡萄葉之異常徵狀與氟
化物污染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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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判 

農民懷疑葡萄株葉緣之枯黃捲曲現象是空氣污染所致，一般而
言，空氣污染對植物之危害其之選擇性較低，即同一地區內多種植物
物都出現類似之受害徵狀，只是受害程度有輕重差異，但受害葡萄附
近之柳丁、水稻及部分地被植物（飛揚草、野莧等）無異常徵狀。根
據本所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診斷結果顯示，葡萄老葉葉緣及新芽出現之
焦枯捲曲徵狀與粉蝨、薊馬為害有關，並發現有銹病之為害。由於葡
萄葉葉緣之枯黃捲曲現象與氟化物污染之徵狀類似，但葉片之氟含量
分析結果顯示，異常葡萄葉片之氟含量與對照組並無差異，因此研判
葡萄葉片之異常徵狀與氟化物污染無關。 

 

 

 

 

 

 

 

 

 

 

 

 

 

 

 

圖 Q-1、受害戶葡萄園區後半段受害葡萄株葉片
出現葉緣焦枯、捲曲皺縮之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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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Q-2、葡萄園區其他植物之生長情形觀察。 

左上：同一葡萄園前半段園區內生長正常之葡萄葉片。 

左下：園區周邊之柳丁樹無異常徵狀。 

右上：葡萄園區內之野莧無異常徵狀。 

右下：大村鄉內生育正常之葡萄園區(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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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R：空氣污染  
(化工公司工安事故所導致農作物受害) 

發生時間：2003年11月22日  

發生地點：嘉義縣太保巿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爆炸發生後4天至現場會勘，工廠現場情形見圖R-1。會勘區域涵
蓋太保市及鹿草鄉，會勘地點最遠處與工廠之直線距離約12公里(圖R-

2)，受害農作物之分佈集中於工廠西南方下風處，工廠附近植物葉片
表面附著白色粉末，地面上有大量晶體狀物質。 

現場選擇油菜(圖R-3)、番茄(圖R-4)、玉米(圖R-5)、高麗菜(圖R-
6)、馬鈴薯、黃秋葵、瓠瓜、芥菜、空心菜、水稻及牧草(圖R-7)等具

代表性之作物區進行會勘。受害徵狀主要為植株表面出現不規則白色
斑塊，斑塊面積佔植株表面積20∼80 ％，受害部位以葉片及果實表面
為主，嚴重受害者整區植株葉片皆呈白化、枯乾狀；除農作物外，現

場其他植生包括咸豐草(圖R-8)、野莧、飛揚草、破布子、番石榴、香
蕉等也出現相同受害徵狀。 

稻穀樣品處理及分析  

分別採集太保市及鹿草鄉現場之稻穀樣品各三件，進行穀粒表面
之殘留物分析，分別取脫殼及未脫殼之穀粒加入二次去離子純水，以

超音波震盪機進行震盪萃取，萃取液經過濾、定量後，以離子色層分
析儀分析，對照組樣品由南區糧管處嘉義辦事處提供（爆炸事故未發
生前，相近區域已採收之稻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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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樣品處理及分析  

台灣糖業公司南靖糖廠之白鴿厝及下半天農場(鹿草鄉)之甘蔗葉
片表面同樣出現有不規則之斑塊，較嚴重者葉片呈白化、乾枯狀，分
別採受害區及背景區之甘蔗樣品12件。剪取送檢甘蔗植株葉片每株各

二整葉，剪成約5cm寬之片段置於玻璃燒杯中加入300 mL之二次去離
子純水，以超音波震盪機震盪10分鐘後過濾；取甘蔗莖部之中段部位
切割成數截後，同樣以300 mL之二次去離子純水震盪10分鐘後過濾；

葉片及莖部之萃取液經過濾、定量後，以離子色層分析儀分析。 

分析結果 

穀粒表面之殘留物經純水萃取後，以離子色層分析儀分析氯離
子，氯離子分析結果見表R-1。太保市未脫殼穀粒樣品表面萃取液之氯
離子含量為對照組之2.1倍，而脫殼穀粒表面萃取液之氯離子含量則與

對照組無差異；鹿草鄉穀粒表面萃取液之氯離子含量皆低於對照組。 

白鴿厝農場受害甘蔗莖、葉部表面之氯離子平均含量分別為背景
區甘蔗之4.1及3.2倍，而下半天農場受害甘蔗莖、葉表面之氯離子平均
含量則為背景區甘蔗之2.5及3.1倍(表R-2)。 

綜合研判 

會勘區域農作物及送檢甘蔗葉片之異常徵狀係由強氧化物沈降所

引起之接觸性傷害。根據會勘當日爆炸工廠提供之資料顯示，發生事
故之廠區主要放置氯化鉀及氯酸鈉等化學原料，其中氯酸鈉為一種強
氧化劑；由爆炸現場之化學原料種類、事件發生之季風風向、降雨情

形、工廠與受害區域之地緣關係，研判該廠發生爆炸事故後原料成分
及反應產物隨氣流飄散後因降雨而沈降（爆炸發生當日下午下雨），
導致大面積之農作物受害，植物表面氯離子含量偏高之主因。受害稻

株穀粒表面之氯離子含量較對照組含量高，穀粒經脫殼後氯離子含量
與對照組相近，顯示沈降物僅附著於稻穀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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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1、化工工廠爆炸現場及周邊。右下為工廠後方之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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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2、嘉義縣化工事故現場農作物受害會勘區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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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3、爆炸工廠周邊受害植物－芥菜。 

 

 

 

 

 

 

 

圖 R-4、爆炸工廠周邊受害植物－番茄。 

 

 

 

 

 

 

 

圖 R-5、爆炸工廠周邊受害植物－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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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6、爆炸工廠周邊受害植物－高麗菜。 

 

 

 

 

 

 

 

 
圖 R-7、爆炸工廠周邊受害植物－牧草。 

 

 

 

 

 

 

 

圖 R-8、爆炸工廠周邊受害植物－咸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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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1、稻穀表面萃取液之氯離子(Cl-)含量分析結果 

 氯離子  (mg/Kg)  

樣品 太保市  鹿草鄉  

 受害區 對照組 受害區 對照組 

未脫殼穀粒 705 ± 72 337 ± 30 362 ± 56 436 ± 7 
脫殼穀粒 87 ± 8 86 ± 5 52 ± 8 107 ± 4 

分析樣品為三重複，去離子純水之氯離子分析結果為N.D.。 

 
 
表 R-2、送檢甘蔗植株莖、葉表面萃取液氯離子含量分析結果 

 氯離子  (mg/Kg)  

樣品 白鴿厝農場  下半天農場  

 受害區 對照組 受害區 對照組 

莖部(mg/株) 46.6 ± 9.2 
(39.7-57.0) 

11.3 ± 6.6 
(4.7-18.0) 

2.4 ± 1.3  
(1.2-3.8) 

8.1 ± 3.7  
(4.0-11.2) 

葉部(mg/葉) 5.8 ± 2.3  
(3.9-8.4) 

1.8 ± 1.0  
(0.8-2.8) 

7.4 ± 1.5  
(6.5-9.1) 

2.4 ± 1.3  
(1.2-3.8) 

去離子純水之氯離子分析結果為N.D.，分析樣品為三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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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S：空氣污染 

會勘日期：2004年4月30日 

發生地點： 雲林縣斗南鎮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斗南鎮田頭里後庄地區水稻葉片出現異常徵狀，在來種水稻稻株

葉尖及葉緣出現黃化及枯乾之異常徵狀。會勘現場相關位置見圖S-1。
現場作物包括在來種水稻、蓬萊種水稻、玉米、絲瓜、九層塔、蕃薯
葉、萵苣及青蔥等，另有野生植物如構樹、大花咸豐草等。在來種水

稻則是現場唯一葉片出現異常徵狀之植物(圖S-2)，相鄰之蓬萊種水稻
亦未出現受害徵狀(圖S-3)，其他植物之葉片亦無類似或異常徵狀出現
(圖S-4)。單一田區之異常稻株約佔該田區面積之1/2 ∼1/3，稻株之徵

狀為葉尖及葉緣黃化及枯乾，沿農路旁的稻株徵狀較嚴重，距離農路
越遠則徵狀越輕微，稻株新長出的葉片正常。採集異常田區稻株（根
部附土壤）樣品二件及正常田區稻株（對照組）樣品一件進行觀察試

驗。 

鏡檢及幼苗生長試驗  

稻株葉片以解剖顯微鏡進行觀察，葉片表面主要附著土壤顆粒及
昆蟲排泄物，並未發現其他粒狀污染物。 

受害現場所採異常田區稻株（根部附土壤）樣品將其根部土壤取
下分別以台秈10號水稻種子（在來種）及萵苣種子進行幼苗生長試

驗，結果與對照組無差異(圖S-5)。 

綜合研判 

空氣污染物對植物之為害多具有非選擇性之特性，污染事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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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農作物或植物會出現程度不一之受害或異常徵狀，會勘現場在

來種水稻是唯一出現異常的植物，因此其受害與空氣污染之關連性
低。幼苗試驗結果顯示，採自受害田區稻株生長之土壤不會影響水稻
及萵苣幼苗生長異常，土壤中不含影響水稻生長之因子。判斷後庄地

區水稻葉片之局部黃化、枯乾並非環境污染所引起。 

 

 

 

 

 

 

 

 

 

 

 

 

 

 

 

圖 S-1、會勘現場水稻田區與預拌水泥廠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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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2、會勘現場異常水稻田區的分佈情形及葉

片異常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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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3、在來種水稻葉片出現徵狀 (左)，蓬
萊種水稻則無徵狀(右)。 

 

 

 

 

 

 

 

 

 

 

 

 

 

 

 

 

圖 S-4、受害田區周邊其他植無類似或異常徵狀出現。 
(左上：青蔥；左下及萵苣；右：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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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5、水稻根部土壤幼苗生長試驗的結果。 
左：對照區土壤；右：異常田區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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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T：空氣污染 

發生時間：2004年5月6日 

發生地點：彰化縣芬園鄉彰化縣員林鎮垃圾場悶燒   

受害現況及植株觀察  

2004年6月7日現場會勘，荔枝、龍眼及其他植生之枝葉無常見空
氣污染物為害之徵狀，垃圾掩埋場(圖T-1)周邊之構樹及咸豐草等野生
植物亦無異常徵狀。多數荔枝園區有黑角舞蛾危害之情形。採集荔

枝、龍眼、柚子之枝葉(圖T-2)攜回農藥所進行檢驗。 

鏡檢及病蟲害診斷 

採集植物葉片之粒狀物以解剖顯微鏡觀察，葉表附著之粒狀物包

括土壤顆粒、昆蟲殘體及黑色不規則顆粒，由於粒狀物之數量極低，
不會影響植物生理作用。病蟲害診斷結果顯示果樹有椿象、介殼蟲及
木蝨之危害。 

綜合研判 

垃圾場悶燒事件發生至會勘日期已有相當時日，根據現場觀察及
檢驗結果無法判定垃圾場悶燒事件與該區荔枝園生長之相關性。 

 

 

 

 

 

圖 T-1、垃圾掩埋場     圖 T-2、柚葉表面褐色物質為介殼蟲之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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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農作物疑似公害之申訴管道及處理程序 

前 言 

台灣地區農業公害問題發生頻繁，主要是由於長期追求經濟發展

的目標下，忽略了環保工作的重要性；加上早期土地區分使用未予以

合理規劃，農田與工廠常毗鄰而立，導至農業生產環境日趨惡化。農

民面對著遭受破壞的農業生產環境及農作物損失，應如何保護自己的

權益？有何管道可供申訴？有關單位對公害陳情之處理程序為何呢？

本章將予以簡單介紹，以供農友做為農作物疑似公害之申訴處理時之

參考。 

現行相關法律依據 

公害糾紛之消除有賴法令之制定、執行及嚴格之管理，目前與農

業公害糾紛有關之相關法令有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公害

糾紛處理法等。 

「水污染防治法」係於民國六十三年公布，七十二年再修正，共

分五章計75條規定。其第70條例指出：水污染物受害人，得向當地主

管機關申請鑑定其受害原因；當地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查明原因

後，命令排放水污染物者立即改善。 

「空氣污染防制法」係於民國六十四年公布，全文共二十八
條，九十一年修正，共分四章計86條規定。其第80條例指出：空氣
污染物受害人，得向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鑑定其受害原因；中

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查明原因後，命排放空氣污染物
者立即改善，受害人並得請求適當賠償。前項賠償經協議成立者，
如拒絕履行時，受害人得逕行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由於工商業發達，其所產生之污染排放物也相形地增多，政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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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彌污染糾紛，增進地方和諧，乃於民國八十一年公布「公害糾紛處

理法」，共分四章，第一章為總則，第二章為處理機構，第三章為處

理程序及第四章為附則，經修正，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之公告計有

五十一條規定。其詳細內容可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環境保護

法規」查詢，內容簡述如下： 

1. 公害糾紛法中「公害」之定義：係指因人為因素，致破壞生

存環境，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其範圍包括水污染、空氣
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
盤下陷、輻射公害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公害者。而所

謂之公害糾紛是指因公害或發生公害之虞所造成之民事糾紛。 

2. 公害糾紛處理機構可分(1)調處委員會及(2)裁決委員會。省

(市)、縣(市)政府各設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負責調處公害糾紛。 

調處委員會：置委員九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直
轄巿調處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直轄巿長或其指定之適當人員兼任
之；縣（巿）調處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縣（巿）長兼任之。其他委

員，由直轄巿長、縣（巿）長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環境保護、法
律、醫學等相關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同組成；學者專家及社
會公正人士之人數， 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之三分之二。 

裁決委員會：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設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裁
決經調處或再調處不成立公害糾紛損賠償事件。裁決委員會設主任

委員一人，委員七至十一人。裁決委員會委員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遴選具有環境保護、法律、醫學或相關專門學識、信望素孚之
公正人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聘用之。 

3. 公害糾紛處理程序中明令處理公害糾紛事件之方式為調處及
裁決。公害糾紛當事人得申請向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調

處成立後送經法院核定，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就該
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其調處書得為強制執行名義。公害源與所在地
居民簽訂公害管制協定，經法院公證後未予遵守時，受害人得不經

調處程序，逕行取得強制執行名義。調處不成立者得申請再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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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不成立則向原調處委員會申請裁決，裁決委員會以合議行之，

就事件有關事實為必要之調查，裁決書經法院核定後，與民事確定
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並得為強制執行名義。 

除上述之法令外，另有「公害糾紛處理法施行細則」(八十二年公

布)、「公害糾紛處理收費辦法」(八十二年公布)等法令詳細規定公害

糾紛處理之相關事宜。 

公害糾紛之申訴管道  

農林作物遭受疑似公害損害時，政府的各級環保單位是法定之執

法機構，農民可向當地環境保護機關請求鑑定，若環保單位無法完成

鑑定時，環保單位應先了解報案陳情原因並訪問受害人了解污染情

形，然後洽相關之研究或學術單位共同派員到現場進行勘查、鑑定，

在原因(即污染來源)查明後，進一步則須查明污染源責任歸屬，接著

須請農業主管單位查估損害面積及程度，並做成會勘紀錄，以便評估

產量與品質之損失，以做為協調補償之依據。簡單地說，污染糾紛案

件之申訴對象以縣市政府環保局為主，農政等單位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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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害污染相關法令【註3】 

公害糾紛處理（法律及法規命令） 

1.公害糾紛處理法（91.06.26）  

2.公害糾紛處理法施行細則（89.04.19）  

3.公害糾紛處理收費辦法（89.04.19）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組織規程（91.09.04）  

5.行政院緊急公害糾紛處理小組組織規程（88.09.15）  

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督導處理小組組織規程（88.09.15）  

7.臺北市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82.07.10）  

8.高雄市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82.09.29） 

 

水污染防治  （法律及法規命令） 
 

1.水污染防治法（91.05.22）  

2.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92.07.30.）  

3.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管理辦法（92.07.30.）  

4.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申請審查辦法（92.07.30.）  

5.事業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辦法（92.07.30.）  

6.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貯留或稀釋許可辦法（92.07.30.）  

                                                 

【註3】詳細相關法規內容可至環保署網站下載http://w3.epa.gov.tw/epala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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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放流水標準（92.11.26.）  

8.海洋放流水標準（92.12.17.）  

9.土壤處理標準（93.02.25.）  

10.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管理辦法（92.08.20.）  

11.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91.12.18）  

12.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檢測申報管理辦法（92.06.25.）  

13.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92.07.23.）  

14.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87.06.24）  

15.廢（污）水排放收費辦法（87.06.30）  

16.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92.01.29）  

17.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93.03.03.）  

18.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93.07.14.）  

 

空氣污染防制 （法律及法規命令） 
 

1.空氣污染防制法（91.06.19）  

2.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92.07.23.）  

3.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89.09.20）  

4.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92.01.22）  

5.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93.03.03.）  

6.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92.01.29）  

7.空氣品質標準（88.07.21）  

8.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88.09.15）  

9.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9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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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88.04.07）  

11.鉛二次冶煉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88.03.17）  

12.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88.04.07）  

13.煉鋼業電爐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88.03.17）  

14.陶瓷業噴霧乾燥機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88.04.07）  

15.玻璃業氮氧化物排放標準（88.03.17）  

16.磚瓦窯業開放式隧道窯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88.04.07）  

17.瀝青拌合業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88.04.07）  

18.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92.04.09.）  

19.熱風乾燥機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88.03.17）  

20.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91.10.16）  

21.水泥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92.10.29.）  

22.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91.10.16）  

23.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92.12.10.）  

24.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91.10.16）  

25.聚氨基甲酸脂合成皮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92.01.29.）  

26.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92.12.10.）  

27.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92.08.20.）  

28.乾洗作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制標準（88.09.22）  

29.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操作許可審查費及證書費收費標準（91.10.16）  

30.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管理規則（91.10.02）  

31.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理辦法（88.08.11）  

32.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92.03.05）  

33.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審查費證書費收費標準（9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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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交通工具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92.01.08）  

35.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92.03.26.）  

36.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92.05.05.）  

37.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減量獎勵辦法（90.11.28）  

38.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91.12.11）  

39.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92.10.01.）  

40.車用汽柴油成分及性能管制標準（92.08.06）  

41.空氣污染行為管制執行準則（91.12.11）  

42.機器腳踏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及廢止辦法（91.10.02）  

43.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及廢止辦
法（93.05.19.）  

44.煉鋼業電弧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91.10.16）  

45.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92.03.12.）  

46.加油設施設置真空輔助式油槍油氣回收設備補助辦法（91.07.24）  

47.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

止辦法（91.09.11）  

48.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辦法（92.11.26.）  

49.高污染老舊機器腳踏車汰舊換新購買低污染噴射引擎機器腳踏車補
助辦法（92.11.26.）  

50.降低車用液化石油氣售價補助辦法（93.01.07.）  

51.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92.01.15）  

52.一般廢棄物掩埋場沼氣發電獎勵辦法（92.01.22）  

53.使用中汽車召回改正辦法（92.02.12）  

54.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92.02.19.）  

55.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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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3.17.）  

56.溴化甲烷管理辦法（92.05.21.）  

57.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92.05.28.）  

58.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販賣或使用許可證管理辦
法（92.06.25.）  

59.進口汽車空氣污染物驗證核章辦法（92.07.02.）  

60.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

（92.07.09.）  

61.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92.07.23.）  

62.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92.07.23.）  

63.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試車及評鑑規則（92.07.23.）  

64.車用汽柴油販賣進口許可及管理辦法（92.08.06.）  

65.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92.08.06.）  

66.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不定期檢驗辦法（92.11.26.）  

67.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92.12.03.）  

68.鋼鐵業燒結工場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93.06.16.）   

 

土壤污染整治 （法律及法規命令）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92.01.08）  

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90.10.17）  

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90.07.04）  

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90.06.11）  

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9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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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污染管制標準（90.11.21）  

7.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90.11.21）  

8.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管制辦法（92.01.08）  

9.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92.05.07.）  

10.整治場址污染範圍調查影響環境評估及處理等級評定辦法

（9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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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名詞解釋  【註4】 

空氣品質保護 

一氧化氮 Nitrogen monoxide (NO)：是一種無色氣體，在大氣中濃度

遠低於0.5 ppm，NO是形成NOx 的前驅物質，是光化學霧形成過
程中一種活潑的化合物。 

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CO)：係一種窒息性氣體，會阻礙氧與血

紅素之結合，為無色無味無臭，比空氣略輕，易擴散之氣體。 

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 (SO2)：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
者，為一具刺激臭味之無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硫

酸，為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質。 

二氧化氮 Nitrogen dioxide (NO2)：係空氣中之氮或燃料中氮化合物經
高溫燃燒氧化所產生，為刺激之赤褐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

應為亞硝酸及硝酸，具強氧化力，為引起光化學霧之前驅物質。 

二硫化碳 Carbon Disulphide (CS2)：最常見的硫碳化物，是一種無色而
有刺激的氣體，在工業上的用途很廣，更是製造硫酸的中間原

料。二硫化碳可以用來漂白絲綢、羊毛及麻布等較為脆弱的織
品，也可以用來脫除飲水中過多的氯氣。由於二氧化硫很容易被
壓縮成液體，可以作為良好的冷煤，應用在大型的冷凍設備上。

二氧化硫溶於水中可形成亞硫酸，它的酸性適中，所以造紙工業
也大量的用在把木材分解成纖維素。 

生煤 Coal：指未經煉製且固定碳及揮發分含量之比為四以下之一切煤

炭。 

                                                 

【註4】名詞定義節錄自環保署網站  www.epa.gov.tw/statistics/名詞定義 /貳－空
氣品質保護統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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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化學性高氧化物  Photochemical peroxided compounds：經光化學反應

所產生之強氧化性物質，如臭氧、過氧硝酸乙醯酯(PAN)等(能將
中性碘化鉀溶液游離出碘者為限，但不包括二氧化氮)。 

光化學霧 Photochemical smog：由自然界產生或交通工具排放之不飽

和碳氫化合物，在大氣中停留期間受強烈陽光照射而發生光化學
反應所產生之微粒狀物質，而懸浮於空氣中能造成視程障礙者。 

全鹵化烷類(氟氯碳化物) Chlorofluorocarbons：包括CF2CCl2(F-12)，

CFCl3(F-11)等，由於其化學性穩定，不自燃亦不助燃，且熱傳輸
能力良好，故大量應用在工業上如冷媒或髮膠泡沫劑等，其生命
期長達數十年至百年之久，因此會在大氣中不斷累積，最後上升

至平流層。在平流層受到紫外線照射而分解產生氯原子與臭氧反
應，使臭氧層逐漸稀薄，造成全球重視的環境問題。 

有毒氣體 Toxic gas：指含有氟化物、氯氣(Cl2)、氨氣(NH3)、硫化氫

(H2S)、甲醛(HCHO)、含重金屬之氣體、硫酸、硝酸、磷酸、鹽
酸氣、氯乙烯單體 (VCM)、氣狀多氯聯苯 (PCBs)、氰化氫
(HCN)、戴奧辛(Dioxins)致癌性多環芳香烴、致癌揮發性有機物、

石綿及含石綿物質等毒性污染物之氣體。 

污染源 Pollution source：指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物理或化學操作單元。 

固定污染源  Stationary source：指前項所稱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 

油煙 Oily smoke：含碳氫化合物之煙霧。 

空氣污染物 Air pollutants：空氣中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
活環境之物質，包括氣狀污染物、粒狀污染物、衍生性污染物、

毒性污染物、惡臭污染物、有機溶劑蒸氣、塑橡膠蒸氣及其他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公告之物質等。 

空氣污染指標 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 (PSI)：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研

究建立的一項空氣品質參考指標，係將每日監測所得懸浮微粒(粒
徑10 微米以下)、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及二氧化氮等五種
主要污染物之濃度值，依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以分段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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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換算為0-500 之指標值，其影響程度之五個等級如下：0-

50 為良好 (good)、51-100 為普通 (moderate)、101-200 為不良
(unhealthful)、201-300 為非常不良(very-unhealthful)、301 及以上
為有害(hazardous)。 

金屬燻煙及其化合物 Metal fumes and compounds thereof：含金屬或其
化合物之微粒。 

毒性當量  Toxicity Equivalency Quantity of 2,3,7,8-tetra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TEQ)：計算戴奧辛濃度之方式。 

衍生性污染物 Secondary pollutants：非由污染源直接排放，而係由前
趨物質在大氣中經物理、化學或生物等作用轉化而成之污染物。

主要為光化學氧化物、酸霧或硫酸霧等。 

氣狀污染物 Gaseous pollutants：以氣體形態存於大氣中之污染物，如
硫氧化物 (SOx)、一氧化碳 (CO)、氮氧化物 (NOx)、碳氫化合物

(CxHy)、氯化氫(HCl)、二硫化碳(CS2)、鹵化烴類(CmHnXx)、全鹵
化烷類(CFCs)等氣體。 

臭氧 Ozone (O3)：具刺激臭味的不穩定氣體，是強氧化劑，可作為漂
白劑及水之消毒劑，臭氧是光化學反應之重要中間物質，對人體

粘膜有刺激作用。 

臭氧層  Ozone layer：臭氧自然形成於距地表25∼50ｋm 的大氣層
中，可隔離99％以上之紫外線，故臭氧層的作用對地球生物極為

重要。 

逆溫層 Inversion layer：在對流層大氣中，一般大氣溫度之垂直分布隨
高度而降低，因此在對流層中，溫度隨高度而增加之大氣範圍稱

為逆溫層。 

國際毒性當量因子  International Toxicity Equivalency Factor (I-TEF)：
國際上計算戴奧辛濃度之毒性權重。 

排放標準 Emission standards：指排放廢氣所容許混存各種空氣污染物
之最高濃度、總量或單位原(物)料燃料、產品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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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化物 Sulfur oxides (SOx)SO2 及SO3 合稱為SOx。 

移動污染源  Mobile source：指因本身動力而改變位置之污染源。 

粒狀污染物  Particulate matters (PM)：由燃料燃燒及工業生產過程所產
生之微粒物通稱，如總懸浮微粒、懸浮微粒、落塵、金屬燻煙及

其化合物、黑煙、酸霧、油煙等。 

最大指標污染物 Maximum index pollutant：空氣污染指標係將各測站
每日五種主要污染物之濃度值，以分段線性方程式(插補法)換算

為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值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指標
值，該具有最大副指標值之污染物即為該日之最大指標污染物。 

揮發性有機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指有機化合物成分

之總稱，但不包括甲烷(CH4)、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
碳酸、碳化物、碳酸鹽(H2CO3 )、碳酸銨((NH4)CO3)等化合物。 

揮發性有機液體 Volatile organic liquid：指含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重量

10﹪以上之液體。  

氮氧化物 Nitrogen oxides (NOx)：一氧化氮(NO)及二氧化氮(NO2) 合
稱。 

氯化氫 Hydrogen Chloride (HCl)：一種具令人窒息味、有害、有毒的
無色氣體，極易溶於水，其水溶液就是鹽酸，l 體積的水在平常
條件下可以溶解450 體積的氯化氫。 

紫外線指數  Ultraviolet rays index (UV-I)：紫外線指數(UV-I)為一表示
紫外線強度之數值，將紫外線UV-R 波段的小時有效輻射量依其
數值大小分成0 至15 級，如介於0∼1 百焦耳／平方米(hecto 2 . 

Jm )為第一級；如介於1∼2 hecto 2 . Jm 為第二級，餘類推。最高
等級為15，小時有效輻射量介於14∼15hecto ，此等級分類即稱
為「紫外線指數」。當UV-I 值愈大則表示紫外線量愈強。 

黑煙 Black smoke：以碳粒為主要成分之暗灰色至黑色之煙，粒徑大
多小於1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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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從太陽輻射出來的波長小，可透過具有

與玻璃一樣效應的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一氧化二氮
(N2O)、臭氧(O3)、氟氯碳化物(CFCs)等氣體而抵達地球表面。然
而，經地球表面反射的輻射之波長卻長得多，而受阻於二氧化碳

等氣體，於是反射的輻射不容易散失於大氣，以致地球上的溫度
逐年增高。惟近年來，工廠及汽機車數目快速成長，其所排放之
二氧化碳日益增加，致使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遽增，其濃度愈來

愈高之情況，使得太陽光線透過大氣層，照到地球表面後所反射
回去之熱量不易散出大氣層，使整個大氣層溫度慢慢上升，地球
表面氣溫也隨之上升，形成溫室效應，將導致南北極冰山融化，

氣候型態發生變化。 

煙塵係數(煤塵濃度) Coefficient of hazes (COH)：以濾帶採樣器採集空
氣中污染物後以其不透光率換算成光密度，由其數值大小，可表

示空氣中含碳污染微粒的多寡。其表示方法為1000 呎空氣通過一
定濾紙面積之光密度，單位以COHs/1000ft 表示之。 

落塵 Dust-fall：粒徑超過10 微米(μm)，能因重力逐漸落下而引起公

眾厭惡之物質，單位以噸/平方公里/月(ton/km2/month)表示之。 

碳氫化合物 Hydrocarbon (CxHy)：為碳與氫之化合物，因燃燒不完全
或汽油蒸發，吹漏出來而產生者。 

碳氫化合物(非甲烷) Hydrocarbon (Non-methane) (NMHC)：在正常大氣
條件下，大都以氣態存在，為產生臭氧和其他光化學空氣污染物
的前驅物質。 

蒸發排放物  Evaporative emissions：非自車輛引擎廢氣及曲軸箱排放所
排入大氣之碳氫化合物。 

酸性降水  Acid precipitation：自然大氣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約

350ppm，二氧化碳在常溫時溶解於水中並達到氣液相平衡後，雨
水之酸鹼值約5.6，因此大自然的雨水呈弱酸性的，稱為「酸性降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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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 Acid rain：指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這些物質排放到大氣中後，因

為光線、水分、氧氣等因素之影響產生了化學反應，最後產生了
硫酸離子和硝酸離子。這其中，有些混入雲層形成雨水，就會使
雨水呈現酸性。自然大氣中除含二氧化碳外，也含有其他致酸物

質，例如：火山爆發噴出的硫化氫、高空閃電產生的氮氧化物、
海洋所釋放的二甲基硫及動植物產生的有機酸等，均會使雨水進
一步酸化，其酸鹼值會降至5.0 左右，因此，在1980年代後期，

許多國外學者已將雨水酸鹼值在5.0 以下時，確定是受到人為酸
性物質污染(例如：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的酸雨定義，而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亦統一將雨水酸鹼值達5.0 以下稱為「酸雨」。 

酸霧 Acid mist：含硫酸、硝酸、磷酸、鹽酸等微滴之煙霧。 

廢氣排放物 Exhaust emissions：自車輛引擎排氣口及其下游開口端排
入大氣中之空氣污染物。 

熱污染 Thermal pollution：指燃煤燃油以及核能發電廠製造熱能時，
無法使用而須加以釋放的廢熱污染。 

緩衝地帶 Buffer zone：設置於特殊性工業區區界內四周之綠帶、隔離

水道、行政管理設施或其他非屬生產製程之設施。 

濕沈降 Wet deposition：空氣污染物在大氣中藉由液滴吸收後隨液滴降
落於地表之過程，稱為濕沈降，為大氣中污染物質去除重要機

制。 

環保公園 Eco-park：指位於污染源之周邊，可作為污染源與人口聚居
地間之緩衝綠地，具有空氣品質改善或淨化、保障水土資源永續

利用之機能及其他環境保育和教育機能之公園之統稱，依土地、
區位及規模，可分為大型環保公園及一般環保公園二類。 

總量管制 Cap-and-Trade system：指在一定區域內，為使空氣品質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對於該區域空氣污染物總容許排放數量所作之限
制措施。 

總懸浮微粒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TSP)：係指懸浮於空氣中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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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包括粒徑10 微米以上浮游粒子)，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μ

g/m3)表示之。 

懸浮微粒 Suspended particulates (PM10)：係指粒徑在10 微米(μm)以
下之粒子，又稱浮游塵，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μg/m3)表示之。 

 



附錄三 名詞解釋 

 

137

水質保護  【註5】 

中度污染 Medium-polluted water：測定水質之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

浮固體、氨氮等項目，其河川污染指數(RPI)在3.1∼6.0 時稱之。 

化學需氧量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指應用重鉻酸鉀為氧化劑

在強酸情況下與廢水加熱二小時，使水中有機碳氧化為二氧化碳及

水，其所消耗之重鉻酸鉀量換算成相當於氧之量，單位為毫升毫克/

公升(mg/L)。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

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 

水污染物 Water pollutant：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 

水污染負荷 Water pollution loading：廢水流量與水質濃度的乘積，單位

為公噸/日(ton/day)或公斤/日(kg/day)。 

水質分析 Water quality analysis：測定所有型態水之物理、化學、生物特

性。這些分析通常包括物理、化學及生物性三種不同檢驗。 

水質標準 Water quality standards：指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

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 

未(稍)受污染 Non-polluted water：測定水質之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

浮固體、氨氮等項目，其河川污染指數(RPI)小於2.0 時稱之。 

生化需氧量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5)：係指於一定時間內，在

一定的溫度下，有機物因受微生物的作用而氧化，所消耗的氧量。

通常以20℃下培養5 日之BOD，即BOD5 表示廢水有機污染程度，

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地下水體 Ground water body：指存在於地下水層之水。 

地面水體 Surface water body：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

                                                 

【註5】名詞定義節錄自環保署網站 www.epa.gov.tw/statistics/名詞定義/肆－
水質保護統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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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灌溉渠道、各種排水路(包括尚未完成廢(污)水處理設施之公共

及專用下水道)或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 

多氯聯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芳香族有機化合物，具二個

六碳不飽和環，每環由氯原子取代，且每分子PCB 有二個以上之氯

原子。無色液體，不易被化學及生物分解，對許多生物均有毒性。 

污水 Sewage：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污水處理廠 Sewage treatment plant：係泛指都市社區、工業區所設置之污

水處理設施而言。 

色度 Color：分真色度及視色度，前者為除去水中懸浮固體測得之色度，

後者為水樣直接測得之色度。自然水中的色主要來自植物腐敗之殘

留物，多呈淡黃色而以鉑－鈷色度單位表示。 

汞中毒(水俁病) Minamata disease：Minamata 係日本熊本 (Kumamoto)縣

(在九州)一魚村，名「水俁」的英文拼音。所謂水俁病係1953 年，

持續至1960 年間發生於此村，由於村民因吃有機汞污染的魚而引起

的一種神經系統疾病。汞中毒係源於附近一家以氧化汞為催化劑的

工廠排放大量含汞廢水，而這些氧化汞於海底經微生物轉化成甲基

汞，然後經食物鏈濃縮於人體內。本病初期死亡率高達38％，至

1976年認定患者為960人，其中150 人死亡。 

事業廢水 Industrial wastewater：指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

或其他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之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

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分為作業廢水、洩

放廢水、未接觸冷卻水及逕流廢水。 

放流口 Discharge point：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

流設施。 

放流水 Effluent：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 

放流水標準 Effluent standards：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 

河川污染指數 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由生化需氧量、溶氧量、氨氮

及懸浮固體等四項理化水質參數組成，用以根據其數值來對污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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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以分類. 

表層水 Epilimnion：湖泊水庫因溫度不同而形成分層中之表層水。 

紅潮 Red tide：海域發生的紅色藻華。 

重金屬 Heavy metals：指原子量超過鈣(40)以上之金屬，累積在生物體或

人體會造成損害，如銅、 鎘、汞、鉛、鎳、鋅、銀等。 

畜牧廢水 Livestock wastewater：指飼養豬、牛、馬、兔、肉雞或肉鴨、

蛋雞或蛋鴨等之畜牧業，所排放之含有污染物之水。 

真色色度 True color：表示水中之濁度，如懸浮微粒已被去除，而顯現出

來的顏色。 

砷中毒(烏腳病) Blackfoot disease：由於長期飲用含砷較高的水而引起慢

性砷中毒，使得居民腳底皮膚色素沉積，高度角質化，發生龜裂性

潰瘍。臺灣西南岸的布袋、北門曾出現此一病例。 

貧養化現象 Self-accelerating oligotrophication：湖泊水質酸性化後，致使

底泥與水質之物質交換營養鹽之循環受妨礙，又土壤微生物分解葡

萄糖及硝化能力受阻，植物浮游生物或細菌產生負的回饋(feedback)

作用，稱之為貧養化現象。 

逕流廢水 Storm run-off：因雨水或其他用水沖刷、沖洗戶外設施、建築

物表面或戶外作業環境之地面及物料或廢棄物戶外貯存之灑水抑塵

作業，而產生帶有污染物之廢水。 

溶氧量 Dissolved oxygen (DO)：指溶解於水中的氧，為表示水污染狀況

的指標之一，簡稱為DO，單位為毫克 /公升(mg/L)。一般清淨的河

流，水質可接近飽和溶氧量，水溫愈高，其飽和溶氧量愈低。 

鉛中毒 Lead poisoning：由於體內鉛之累積而產生之病變，通常鉛之污染

飲水係由於用戶接管或鉛管或金屬容器之溶解。 

綠牡蠣 Green oyster：指牡蠣因受銅離子污染水之影響，體內蓄積高量的

銅，日本延岡灣及台灣二仁溪均發生過綠牡蠣案件，牡蠣體內銅含

量高達320 至68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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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污染 Light-polluted water：測定水質之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浮固

體、氨氮等項目，其河川污染指數(RPI)在2.0∼3.0 時稱之。 

鉻污染 Chromium pollution：鉻及其化合物所引起的環境污染。鉻廣泛存

在於自然界中，主要為鉻鐵礦。天然來源主要是岩石風化，大多呈

三價鉻；人為污染來源主要是工業含鉻廢氣、廢水和廢渣的排放。

工業廢水中的鉻主要是六價化合物，如鉻酸根離子(CrO4
2-)；冶金、

水泥等工業和煤、石油燃燒的廢氣中，含有顆粒態鉻；化工生產中

的鉻渣(氧化鉻) 等都會造成環境污染。環境中以三價鉻與六價鉻的

含量來規定水質標準。三價鉻與六價鉻對人體健康都有害，但六價

鉻毒性更大。生產金屬鉻和鉻鹽過程中產生的固體廢渣，已成為鉻

污染的重要污染問題。 

廢水 Wastewater：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

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導電度 Electrical conductivity：用以量度在25℃時溶液傳導電流的能力，

相等於溶液電阻的倒數。導電度單位為msiemens /m(或mho/cm)。

conductivity 有時以conductance 稱之。 

濁度 Turbidity：指水混濁程度的數值，單位依量測方式不同而分為標準

濁度單位(NTU)及傑克生濁度單位(JTU)。 

優養化 Eutrophication：生態名詞，指過量的營養物質進入水體，造成藻

類大量的繁殖、死亡，並因其腐敗分解的大量耗氧，導致水中溶氧

耗盡，而有機物質卻很充足的現象。 

優養湖 Eutrophicated lake：湖泊、水庫或其他富營養份如磷之水體，其

特色為藻類可能會大量繁殖導致水體水質惡化。 

總固體 Total Solids (TS)：廢水經103℃∼105℃蒸乾後的殘餘物，可再分

為懸浮固體與溶解固體。 

總溶解固體 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在水或廢水中之總溶解的固體

物質(包括溶解性碳酸氫離子、氯鹽、硫酸鹽、鈣、鎂、鈉與鉀等；

揮發及非揮發性固體)，其濃度會影響飲用水之可口度。為水樣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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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0.45μm)後濾液於103℃∼105℃烘乾後之殘餘重量。 

總懸浮固體 Total suspended solids (TSS)：係指水中可被玻璃纖維濾紙濾

除之所有懸浮之顆粒物質，以單位為毫克／公升(mg/L)表示。 

鎘中毒(痛痛症) Cadmium poisoning (Itai- itai disease)：鎘重金屬中毒，最

著名的痛痛症(Itai- itai disease )即由其造成。過量的鎘在人體中累

積，而在腎臟濃縮，致使骨骼關節劇烈疼痛，會致死的公害病。在

日本富山縣，河川受到鎘的污染，此河川灌溉所產出的稻米因而也

受到污染，當地居民吃了鎘米之後，鎘便在體內累積，產生腎小管

性蛋白尿、骨軟化及假性骨折等症狀，病人身上十分痛苦，故稱之

為痛痛病。在痛痛病的事件中大量使用維生素，被發現可舒解患者

痛苦。 

鎘污染 Cadmium pollution：鎘及其化合物所引起的環境污染。鎘主要以

硫化物的形式存在於鋅、鉛和銅礦中，在自然界中多以化合態存

在，鎘化物毒性很大，鎘在體內有蓄積性，長期接觸會引起慢性鎘

中毒，鎘化合物還有致畸胎和致癌的作用。 

嚴重污染 Heavy-polluted water：測定水質之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浮

固體、氨氮等項目，其河川污染指數(RPI)大於6.0 時稱之。 

藻華 Alga flower：指水中滋生大量的浮游植物(微細藻)而使水變色的現

象，其顏色視藻的類別而呈現綠、藍、黃、褐等。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Irrigation water quality standard：用以規範灌溉用水水

質之各項濃度上限值，如錳之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為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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