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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地球形成以來，大氣的成
分，無時不變，尤其是微量氣
體，其量雖微，但對全球環境
之影響佔有決定性角色。其中
地球溫暖化的原理，就如同溫
室 (Greenhouse)，大氣吸收來
自地球表面所釋放之長波輻
射，再反射回地面，藉著此種
自然的溫室效應，維持地表之
溫度。
近年來由於人類經濟活動的快
速成長，所製造之化學品及產
生之空氣污染，正以空前未有
之速度，改變大氣結構。其中
特別是化石燃料燃燒後所產生
之CO2氣體，大量排放進入大
氣後，吸收地表之長波輻射，
造成之人為溫室效應使地表溫
度逐漸增加。

何謂溫室效應

http://www.geocities.com/digitalairmen/ch4/special_topic_06b.htm



大氣如同一過濾器可控制地球、太陽及太空間能量交換。大氣中某些氣
體可讓短波輻射以可見光形式照射地表，並且吸收自地表反射的長波輻
射，這些可以保留能量的氣體，即所謂溫室效應氣體，包括：
1.二氧化碳(CO2)－由於大量使用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料，全球
的二氧化碳正以每年約六十億噸的量增加中。
2.氟氯碳化物(CFCs)－以CFC－l1、CFC－12及CFC－113佔最大使用
量。使用範圍包括冷媒、清洗、噴霧及發泡等用途，同時此類化合物也
是破壞臭氧層的禍首。
3.甲烷(CH4)─產生自發酵與腐化的變更過程及物質的不完全燃燒，主要
來自牲畜、水田、汽機車及掩埋場的排放。
4.氧化亞氮(N2O)─係由石化燃料的燃燒，微生物及化學肥料分解而排
放出來。
5.臭氧(O3)─來自地面污染，如汽機車、發電廠、煉油廠所排放的氮氧
化合物及碳氫化合物，經光化學作用而產生臭氧。

溫室效應氣體



溫室氣體 對氣候的影響
二氧化碳 (CO2) 1) 燃料

2) 改變土地的使用 (砍伐森林)
1) 被海洋吸收
2) 植物的光合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
大氣平流層中O3的濃度

甲烷 (CH4) 1) 生物體的燃燒
2) 腸道發酵作用
3) 水稻

1) 和OH起化學作用
2) 被土壤內的微生物
吸取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
對流層中O3及OH的濃
度，影響平流層中O3和
H2O的濃度，產生CO2

一氧化二氮
(N2O) 

1) 生物體的燃燒
2) 燃料
3) 化肥

1) 被土壤吸取
2) 在大氣平流層中被
光線分解與及和O起
化學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
大氣平流層中O3的濃度

臭氧 (O3) 光線令O2產生光化作用 與NOx，ClOx及HOx
等化合物的催化反
應。

吸收紫外光及紅外線輻
射

一氧化碳 (CO) 1) 植物排放
2) 人工排放(交通運輸和工業)

1) 被土壤吸取
2) 和OH起化學作用

影響平流層中O3和OH的
循環，產生CO2

氯氟碳化合物
(CFCs) 

工業生產 在對流層中不易被分
解，但在平流層中會
被光線分解和跟O產
生化學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
平流層中O3的濃度

二氧化硫 (SO2) 1) 火山活動
2) 煤及生物體的燃燒

1) 乾和濕沉降
2) 與OH產生化學作用

形成懸浮粒子而散射太
陽輻射

http://www.geocities.com/digitalairmen/ch4/special_topic_06b.htm



從1958年莫勞島二氧化碳含量變化





造成原因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有逐年增加的現象，一直到西元1938年才由英國
一位氣象學家最先發現。其實，從西元1800年開始大氣中的二氧化
碳濃度便開始緩慢的增加，原因是工業革命後人口增加，為解決糧
食不足便大量砍伐森林來增加耕地；而二十世紀後二氧化碳急速增
加，則是因為人類大量使用化石燃料的結果。
（一）、化石燃料惹的禍
煤、石油、天然氣都是化石燃料，他們都是經過千百萬年地質的碳
化作用後形成的，可以被當作燃料，是很好的能量來源。但是燃燒
化石燃料時，化石中的碳會和空氣中的氧氣結合成二氧化碳，所以
二氧化碳的增加和化石燃料消耗量是成正比的。
（二）、海洋污染
地表百分之七十是海洋，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可以吸收大氣中的二氧
化碳，放出氧氣。但是海洋受到油污和廢水的污染，造成海洋中的
浮游生物和魚類死亡，不但破壞海洋的生態環境平衡，更使大氣中
的二氧化碳不知不覺增加了。
（三）、燃燒森林
人類為了獲得更多的可耕地及居住地，大規模的破壞地球上的森林
及熱帶雨林，根據巴西太空研究所的估計，巴西每年燃燒森林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約有二十億公噸。

唉！追根究底人類才是造成地球發燒最大的兇手！！

http://www.bdes.chc.edu.tw/bdes/sahwe/index.htm



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影響

若是溫室效應氣體濃度不斷增加，則將使地表溫度增加，進
而導致氣候的變化，其影響包括：
北半球冬季將縮短，並更冷更濕，而夏季則變長且更乾更
熱，亞熱帶地區則將更乾，而熱帶地區則更濕。
由於氣溫增高水汽蒸發加速。全球雨量每年將減少，各地
區降水型態將會改變。
改變植物、農作物之分佈及生長力，並加快生長速度，造
成土壤貧瘠，作物生長終將受限制，且間接破壞生態環境
，改變生態平衡。
海洋變暖、海平面將於2100年上升15－95公分，導致低窪
地區海水倒灌，全世界三分之一居住於海岸邊緣的人口將
遭受威脅。
改變地區資源分佈，導致糧食、水源、漁獲量等的供應不
平衡，引發國際間之經濟、社會問題。



溫室效應的防制策略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分子，不僅是污染物製造(排放)者，亦
是溫室效應氣體產生的貢獻者(人之呼吸作用)。每一地區每
一國家皆產生不同程度之溫室效應氣體，主要取決於能源使
用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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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產業結構
鼓勵業者發展低耗能、低污染之產業，加強改善或淘汰高
耗能、高污染之產業，加強產業升級。
調整能源價格，以價差推動產業加強提升能源使用效率。
引進相關技術，優先進行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二氧化碳
排放削減。
增強法規及經濟誘因，鼓勵產業界發展省能源、高效率設
備及器具，以提升能源使用效率，並減少廢熱之排放。
積極發展大眾運輸系統，以達節約能源及減輕空氣污染。
擴大綠化，優先植(造)林，以增加吸收CO2。
配合蒙特婁議定書之規定，按管制期程，削減CFCs及其衍
生物，並減少其他溫室效應氣體，如CH4等之排放。
加強有關全球溫升效應之研究 ，及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削減
技術之開發。



什麼是臭氧層

臭氧(O3)是一種具有刺激性氣味，略帶有淡藍色的氣體，在大氣層中，
氧分子因高能量的輻射而分解為氧原子(O)，而氧原子與另一氧分子結合
，即生成臭氧。臭氧又會與氧原子、氯或其他游離性物質反應而分解消
失，由於這種反覆不斷的生成和消失，乃能使臭氧含量維持在一定的均
衡狀態，而大氣中約有90%的臭氧存在於離地面15到50公里之間的區域
，也就是平流層(Stratosphere)，在平流層的較低層，即離地面20到30公
里處，為臭氧濃度最高之區域，是為臭氧層(Ozone Layer)，臭氧層具有
吸收太陽光中大部分的紫外線，以屏蔽地球表面生物，不受紫外線侵害
之功能。

http://www.atm.ch.cam.ac.uk/tour/part2.html



波長短於100 nm (0.1 m；1 nm = 10-9 m) 的太陽輻射在高層大氣中(100 公
里 以上)大多被N2、 O2、N及O 吸收，形成了電離層及熱氣層。O2擅長於吸
收波長小於240nm 的短波輻射，變成兩個O:

O2+ h→O + O 
氧原子O不太穩定很容易透過三體碰撞再與氧分子結合成臭氧:

O+ O2+ M → O3 + M
其中M可為任何氣體分子( 比如，N2 )，不參與化學作用，卻帶走上述反應
所釋放出來的熱量，並透過碰撞將之傳至其他氣體分子。在這個過程中，
熱量立即被帶走，臭氧無法利用這些熱量再度分解成O及O2。一次的化學
反應加上二次的化學反應產生的淨效應，為將三個氧分子轉換成二個臭氧
分子。在100公里至50公里之間，波長100-200 nm的短波輻射，大部份被O2
吸收。到了臭氧濃度較高之處，只剩下波長大於200nm的短波輻射，剩下
的紫外線部份，則大都被臭氧吸收，產生光解反應( photodissociation 
reaction ):

O3 + h→ O2+ O

平流層化學



波長大於200nm的短波輻射，剩下的紫外線部份，則大都被臭氧吸收，產
生光解反應( photodissociation reaction ):

O3 + h→ O2+ O
O2含量一直保持不變，顯然有其他化學反應過程產生 O2，才能達成目前的
穩定平衡狀態。牛津大學的Sidney Chapman 在1930年提出上述反應式及下
列反應式，解釋O2的再循環過程:

O + O3 → 2O2
上述反應式的淨效應為將2個臭氧分子轉換成3個氧分子，以及能量的吸
收。化學反應可產生臭氧，亦可破壞臭氧。類似的循環在平流層中不斷進
行，據估計只需一小時就可將平流層的所有臭氧汰舊換新。
其他的科學家發現下列催化循環(catalytic cycle)也可使臭氧轉換成氧分子:

X +O3 → XO+ O2
O3+ h→ O+ O2
O+ XO → X+ O2

平流層化學



上述催化循環的淨效應也是將2個臭氧分子轉化成3個氧分子，以及能量的
吸收。其中的X及XO代表自由基( free radical )，譬如 HOx，NOx 以及
ClOx 。這些自由基是如何產生的？氧原子是主要的催生者。平流層中的氧
原子十分活躍，容易與其他氣體分子起作用產生HOx及 NOx，如:

H2O + O → 2HO
N2O + O → 2NO

平流層中水汽雖然不多，但已足夠與O作用產生HO來引發一連串的催化反
應。氧化亞氮( N2O )則自土壤及海洋的微生物過程產生，在對流層中非常
穩定，但是一進到平流層，就可能與氧原子作用形成NO。HO、 NO 等自
由基一旦產生，就可經由催化反應，將臭氧轉化(破壞)成氧分子。
第三種催化循環與從CH3Cl釋出的氯原子有關，90%的CH3Cl在對流層就消
失了，剩下的CH3Cl則進入平流層與HO 作用釋出Cl:

CH3Cl + HO → Cl + 其他
上述反應是經過數個步驟之後的結果。Cl充當自由基X ，引發催化循環。
上述三種催化循環在平流層不斷的破壞臭氧，製造氧，吸收短波輻射，使
平流層達到化學平衡狀態、溫度隨高度增加，並且吸收了對生物有害的紫
外線。但是，如果上述的自由基濃度增加，必將加速破壞臭氧的速率，使
得臭氧濃度下降，平流層對紫外線的吸收量也將因此減少。

平流層化學





臭氧層為何日漸稀薄

早在1974年，兩位美國科學家提出理
論說明，此系列的化學合成物質叫做
氟氯碳化合物，簡稱CFCs，由於其
化學性質相當穩定，所以其分子要上
升到平流層才會分解，此時CFCs中
所含氯會被釋出，而破壞臭氧。
CFCs自l970年開始大量生產及使用，
1986年全球CFCs消費量達113萬公
噸。其中約有70%的量，會排放至大
氣中，CFCs化性安定，生命期長達
數十年至百年之久，因此會在大會中
不斷累積，最後上升至平流層。在這
裡受到紫外線照射而分解產生氯原子
與臭氧反應，使臭氧分解消失。一個
氯原子在失去活性以前，足以破壞一
萬個臭氧分子，其過程如左圖所示，
因此對臭 氧層造成莫大的威脅。

圖片來源：美國環保署網頁



什麼是氯氟碳化物
破壞臭氧層的元凶，即是俗稱氟利昂(Freon)的氟氯碳化物，由於穩定性

高，不自燃、不助燃也不易起化學變化，以及對人體傷害較小等優
點，因而使用遍及各種工業及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又以CFC-
11(CCl3F)、 CFC-l2 (CCl2F2)及CFC-113(C2Cl3F3)三種原料佔最大使
用量，使用範圍包括：
發泡劑：硬質PU發泡、軟質PU發泡、聚苯乙烯(PS)發泡及PE發泡
等，如： CFC-11 。
冷媒： 冷凍機、冰箱、汽車、空調用冷媒，如： CFC-11、 CFC-12
。
清洗劑：印刷基板、半導體材料等電子零件及光學零件清洗劑，如
CFC-113。
噴霧劑：化粧品、醫藥品、清潔用品等需要推進之噴霧裝置，如
CFC-11、CFC-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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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年，英國學者Joseph Farman等人發現，自1970年以來，9-10月南極上空
的臭氧濃度逐年迅速地下降。由於臭氧的減少會增加對流層紫外線的入射量
，這份研究報告震驚全世界。在此之前，美國太空總署的衛星已經連續幾年
監測臭氧濃度，卻因為系統的瑕疵，將低臭氧濃度值當成錯誤的資料，作了
人為的調整，因而沒有發現到此一現象。一旦將該瑕疵修正，衛星資枓驗證
了南極臭氧急遽下降的現象，更發現涵蓋面積極廣而且逐年擴大。觀測發
現，臭氧濃度的減少主要發生在10-20公里之間，也就是原本濃度較高之處



臭氧層為何日漸稀薄

根據調查顯示，自 1978年開始的十年內，全球各緯度平流層的臭氧
含量降低約 1.2%至10%不等，南極上空則是臭氧被破壞最嚴重的地
區，甚至在春季期間更會出現所謂的「臭氧洞」。
目前全球臭氧層削減率正以每年2%至3%的速度在進行，如 果任其發
展，在二十一世紀末，平流層臭氧含量將降至目前的一半以上，屆
時，人類將會面臨一場空前的浩劫 !

http://www.atm.ch.cam.ac.uk/tour/part2.html





南極上空的臭濃度原本就有明顯的季節
變化。冬季時，由於臭氧生命期較長，
被大氣環流從低緯度地區傳送到高緯度
地區，聚集在南極上空的環流渦旋之內
，不易與渦旋外臭氧濃度較低的大氣混
合，因而維持高濃度。到了春季，短波
輻射的入射量迅速增加，臭氧為光解反
應所破壞，濃度因此下降。但從1970年
中期至今，南極的春季( 9-10月)臭氧濃
度逐年下降的現象已不止是季節變化的
問題。幾十年來，英國的Antarctica 
British Survey一直在南極Halley Bay測
量臭氧濃度(也就是Farman的資料來源)
，他們的資料顯示Halley Bay上空的每
年10月總臭氧在1960年代約為310DU，
在1970年代迅速下降，到了1994年只剩
下130 DU光是1979年至1990年的12年
間，總臭氧就減少了50%。



南極臭氧洞

CFCs主要是由北半球工業國家
所排出，在北半球大氣中的
CFCs濃度也高於南半球，為什
麼至今最大的臭氧洞是出現在南
極而不是在其他地方?顯然南極
特殊的地理環境和氣候狀況，與
臭氧洞的形成有密切關聯。冬季
在極區上空平流層形成的渦旋阻
斷了空氣的交換，造成極低溫狀
態(低於80C)，這種極低溫有
助極性冰雲產生。氟氣碳化物經
過 化 學 反 應 形 成 ClONO2 、
BrONO2、和HCl等化合物，被吸
附在冰雲表面。當早春陽光出現
時，這些化合物被轉換成活潑的
Cl、Br或ClO、BrO以驚人的效
力和O3分子反應，造成平流層O3
大量損耗。

http://www.atm.ch.cam.ac.uk/tour/part3.html



臭氧洞是如何形成的? 經過多年的研究，大氣化學家發現與氟氯碳化物釋出
的氯(Cl)及氧化氯(ClO)破壞臭氧有關。氟氯碳化物是人造的化學物質，通
常作為冷卻劑及噴霧器中的推進氣體(propellant gas)。氟氯碳化物在對流層
中相當穩定，但是一進入低平流層(如，20-25km)，就可吸收波長小於
260nm的短波輻射，釋出Cl及ClO，如:

CFCl3 + h→ CO2 + HF + 3Cl 或 3ClO
如前節所述，Cl及ClO可充當催化劑，引發破壞臭氧的催化反應。除氟氯碳
化物外，火山爆發、海草及生質燃燒( biomass burning )也會產生氯，但是
其含量大約只有由CFC釋出的氯濃度的1/5。上述的化學反應由Mario 
Molina 與Sherwood Rowland於1974年提出。由於該研究對了解臭氧洞的形
成有極大的貢獻，他們二人與Paul Crutzen獲得1995年諾貝爾化學獎。



光靠上述的化學反應，我們仍舊無法解釋為何臭氧洞發生在南極洲上空，
而不在其他地區(譬如，北極)。
除非在特殊環境，前述的催化反應，並不會一直運作下去，因為HO，ClO
等自由基會與NO2反應:

HO+NO2 → HNO3
ClO+ NO2 → ClONO2

一旦形成HNO3或ClONO2，活性極高的HO與ClO就暫存在HNO3與ClONO2
之中，無法引發催化反應。HNO3與ClONO2因此被稱為儲存分子( reservoir 
molecules )。但是在冰面上，ClONO2與HCl反應則會釋出氯氣及產生固態
之HNO3:

ClONO2 +HCl → Cl2( gas )+ HNO3 ( ice )
氯氣進一步吸收波長小於450nm的短波輻射，產生氯原子:

Cl2 +h→ 2Cl
上述反應在氣態下也可發生，但極其緩慢，在冰面上ClONO2與HCl的作用
則十分快速。因此，只有在環境溫度極低的情況下，由氟氯碳化物釋出的
Cl及ClO才能進行高效率的催化反應，破壞臭氧。



南極的平流層溫度多在80 C以下，即使水氣含量很低，也能達到飽和形成
極區平流層冰雲，使得上述反應式能快速進行。這樣的低溫條件在世界其他
地區不易形成。 另一個因素則與大氣環流有關。南北向的垂直環流將氟氯碳
化物等，從北半球傳送進南極渦旋。此一傳送在冬季效率最高，而且因為缺
乏太陽輻射，破壞臭氧的化學反應不會發生。加上，南極上空的渦旋遠比北
極的渦旋強，其內部的空氣比較不容易與外界空氣混合。這些因素使得南極
上空的溫度較低，以及破壞臭氧的微量氣體( 如，ClO )逐漸累積。但是，一
到春天，太陽輻射增強而平流層氣溫仍舊相當低，破壞臭氧的化學反應就可
快速進行，產生臭氧洞。南極臭氧洞的形成是由許多因素的巧妙配合才得以
形成。北極的氣象因素不像南極那般獨特，因此雖然也有形成臭氧洞的跡象
，但尚不如南極那般嚴重。有趣的是，大部份的氟氯碳化物在北半球中緯度
地區釋出，但是影響最大的地區卻是南極。大氣環流的長程傳送是主要因素
之一。





紫外線對生物有害，所幸在太陽輻穿越大氣層的過程中，大多為氣體吸收
。譬如，波長小250 nm的遠紫外線(far ultraviolet)在高度30公里以上就已經
被氧分子吸收；波長在 250290 nm之間、對生物為害極大的UV-C 
(ultraviolet C)則在悉數為臭氧層吸收。臭氧層也吸收波長290320 nm的
UV-B，唯吸收並不完全，仍有部份波長較長的UV-B到達地表。至於波長
在320380 nm之間的UV-A則完全未被吸收，全數到達地面。適度的曝曬
紫外線有助於人體製造維他命D，而且人體可以迅速的修補被紫外線破壞
的少數細胞，但是過量的曝曬則對人體有害。



DNA對紫外線的敏感度在320300nm之間迅速升高。UV-C完全被大氣吸收
，因此不會危害地表附近的生物，但是穿透大氣到達地面的少數UV-B則對
生物有害。對人類而言，UV-B輻射量增加容易導致皮膚癌(尤其是淺膚色的
人種)、白內障，以及破壞免疫系統。這也是為何，即使沒有臭氧減少的問
題，也不宜在陽光下曝曬太久。平流層臭氧的減少，意味著較少的UV-B在
平流層被吸收，使得地表的UV-B輻射增強。專家估計，臭氧層濃度降低1%
，海平面的UV-B增加約2%；平流層臭氧若減少10%，皮膚癌發生率昇高
50%~90%。



以往對UV-A的認知，大多以為UV-A對人體無影響。太陽燈的輻射線就是以
UV-A為主，因為UV-A可使膚色變成古銅色。目前的防曬油也多只能過濾
UV-B，對UV-A則無任何防禦作用。最近有研究顯示，曝曬UV-A會增加罹
患黑腫瘤的機率。如果屬實，人們可能誤以為防曬油已具足夠的防禦作用，
放心的大作日光浴，反而因此增加曝曬UV-A的時間以及罹患黑腫瘤的機
率。
UV-B增強對其他生物也有影響。比如，爬虫類的卵因受UV-B照射，孵出的
健康幼虫減少，可能因此滅種，更可能因此影響到食物鏈，以及區域的生態
平衡。對植物的影響為樹葉面積減小、幼苗變短，以及減緩光合作用。最近
研究顯示，如果平流層臭氧含量減少25%，黃豆收成將減少50%。水中的浮
游生物對UV-B( 即使是極微量 )極其敏感。如果UV-B增加，浮游生物勢必
存活在水面下更深之處。如此一來，可吸收的可見光也減少，減緩了光合作
用，浮游生物的存活量也將減少。浮游生物是水中食物鏈的最底層，一旦減
少，勢必牽動整個食物鏈，造成生態系的改變。



臭氧層耗盡對人類及環境的影響
紫外線對人類造成的危害，以皮膚癌中的惡性黑色瘤最具危險性；目前

全球因罹患黑色瘤死亡的人數，每年約增加3～8％，如果平流層臭氧
量繼續減少，此數值將大幅提高。此外，紫外線照射會引起白內障，
破壞免役系統，及減弱人體對病毒和病原的抵抗力，更容易罹患皰疹
等傳染病。
水中生態系：浮游植物無法抵抗紫外線，所以紫外線增加，浮游植物
就會減少，水中食物鏈的平衡也會因此瓦解，影響魚貝類的消長何魚
獲量。
眼睛：白內障患者增加，總就氧量如果減少10％，估計全世界每年會
增加160～175萬白內障患者。
皮膚：惡性黑色瘤等皮膚癌患者增加，總臭氧量若減10％，白種人罹
患一般皮膚癌的比例，估計會增加26％，也就是一年大約增加30萬名
患者。
材料：建築等材料加速劣化，損壞範圍亦相應擴大。
植物：抑制植物生長，豆等穀類的收穫量質均下降。
免疫力：會使人體免疫力降低，單純泡疹、瘧疾等疾病的罹患率增加
，症狀也會惡化。
大氣：下層大氣的化學反應趨於活潑，都市和近郊的大氣污染可能因
此更加惡化。



保護臭氧層為全球共識

由於國際社會體認到CFCS等「臭氧層破壞物質」(ODSs 即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以及臭氧層對地球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於1987年九月，共有
27個國家簽署具象徵及實質意義的「蒙特婁議定書」(the Mon- treal
Protocol)其中強制規定締約國，到了西元1999年時，CFCs的使用量必須降
至1986年使用量的50%。之後，「蒙特婁協定書」的管制措施便不斷修訂
，將管制範圍擴大，削減時程縮短，同時締約國的數目也不斷增加；1992
年11月23～25日，於哥本哈根舉行的蒙特婁議定書第四次締約國會議，就
有超過一百個國家參加，並且將全面禁用CFCs的時間提前至1996年1月1日
。

雖然國際間已有在1996年前完全停止生產、使用臭氧層破壞物質的共識
，但是這些長壽的物質，大部分仍停留在下層大氣中，而亦將緩緩上升
至平流層被紫外線分解，所以臭氧層要恢復原狀，估計仍須100年以上
的時間。



臭氧層破洞創紀錄比北美洲還大

科學家警告南極洲臭氧層的破洞，創
下紀錄，令人擔憂臭氧層破洞創紀錄
比北美洲還大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0/21/n1493769.htm

南極臭氧層破洞創新紀錄 等於761個台灣大！ 2006/10/20 21:18
20年前人類首度發現南極洲的臭氧層有破洞。20年後的今天，臭氧層破洞範圍已經到達史上
新高點。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報告，今年南極大陸上空的臭氧層破洞範圍和深度超過歷年來
的規模。預計南美洲和紐澳等國都會受到直接影響。圖中藍色部份就是臭氧層的破洞，顯示
它的面積已經涵蓋整個南極大陸。根據美國科學家獲得的新資料顯示，南極臭氧層破洞在九
月底的面積達到2740萬平方公里，比美國面積大上將近三倍，比台灣大761倍！美國太空總署
表示，平流層的溫度是影響臭氧層破洞面積大小的關鍵，溫度低臭氧層破洞就會增大，而且
變深，溫度高破洞就變小變淺。臭氧層是地球大氣層中的保護層，反射太陽光中的紫外線，
減少對人類皮膚和眼睛的傷害。造成臭氧層破洞的原因主要是人類大量使用的氟氯碳化合
物。距離人類首次發現臭氧層有破洞已經有20年的時間，1995年之後多國簽訂的蒙特婁公約
簽署，臭氧的化合物使用已經獲得控制，8月份美國科學家才宣佈，臭氧層破洞已經有縮小的
跡象，不過現在卻又發生破洞面積創下新紀錄。科學家表示，臭氧層破洞可能要到2065年才
能自行修復，如果人類不愛護環境，臭氧層的修復很可能遙遙無期。



所謂酸雨，正確的名稱應為「酸性沈降」，它可分為「濕沈
降」與「乾沈降」兩大類，前者指的是所有氣狀污染物或粒
狀污染物，隨著雨、雪、霧或雹等降水型態而落到地面者，
後者則是指在不下雨的日子，從空中降下來的落塵所帶的酸
性物質而言。
由於大氣中含有大量的 CO2，故正常雨水本身略帶酸性，pH
值約為 5.6，因此一般是以雨水中的pH值小於 5.6稱為酸雨。
此外，雨水除受 CO2 影響外，自然界許多自然現象對於雨水
pH值亦有影響，可使pH值的變化介於4.9～6.5之間，因此以
pH值小於 5.0 作為酸雨的定義較為保守。

何謂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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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之成因

造成雨水酸化之污染物很多，其污
染來源大致可分為兩類：一為自然
物質，二為人為物質。前者如：火
山爆發噴出大量之硫化物及懸浮固
體物，自然水域表面釋放之硫化氫
，動植物分解產生有機酸，土壤微
生物及海藻釋放之硫化氫、二甲基
硫及氮化物等，都會使雨水之pH值
降至5.0左右;後者則為工業化後，燃
料之大量使用，燃燒過程中產生CO
、 碳氫化合物、SO2、NOX及懸浮
固體物，排放至大氣環境中，經光
化學反應生成硫酸、硝酸等酸性物
質使得雨水之pH值降低，形成酸雨
。



空氣污染物( 如，NOx，SO2 )排入大氣後，有一部份受重力牽引在源頭附近
就已掉落地面，但有一部份則進入較高處被大氣環流帶走，傳送至其他地區
，形成酸雨，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早期的影響大多發生在源頭附近，但

是在1960、1970年代為了解決當地的空氣污染問題，許多國家採取高煙囪

政策，將煙囪加高(曾有煙囪高達400公尺)在較高處排放污染物。這個方法
解決了當地的空氣污染問題，但是排入高處的污染物並未就此散去，只是被
較大尺度的大氣環流傳送到比較遠的地方，污染其他國家或地區。



SO2與NOx是造成雨水酸化最主要之污染物。
SO2氧化成SO4

2-之基本機構包括：氣相光化學氧化及液相
溶解SO2之氧化。在氣相光化學氧化中，若有碳氫化合物
之存在，則其反應速率增快很多，在SO之氧化反應中，
以參與自由基(如：OH、HO2等)作用者貢獻最鉅，液相氧
化機構，包括催化與非催化反應，前者之反應速率遠超過
後者，而最有效之催化劑 M為Mn2+、Fe3+、Cu2+ 等微量金
屬。SO2、氧化成SO4

2-之反應式，可以下式表示：

酸雨之成因

2SO2+O2 → 2 SO3

SO2+O2+O+M → SO3+ M
SO2+O2+OH+M → HOSO2+O2+M
SO2+O2+HO2 → SO3+OH-

SO3+H2O → H2SO4

SO2+O2+H2O → SO3
2- +2 H+



NOx氧化成硝酸鹽，可經
由NO與NO2之氧化達成。
前者可與空氣中之O2或O2
及金屬催化物發生化學反
應，形成NO2、無機性硝
酸鹽或過氧硝酸乙醯脂
(PAN)等物質。後者可被
微粒表面吸收，轉變為無
機性硝酸鹽或硝酸，硝酸
再與氨 (NH3)反應生成硝
酸銨 (NH4NO3)而得 ;或經
由水滴之直接吸收，將溶
解之NO2轉變為NO3

-，其
反應式，可以表示如右：

酸雨之成因

2 NO + O2 → 2NO2

NO + O3 → NO2 + O2

NO2 + O3 → NO3 + O2

NO3 + NO2 + H2O → 2 HNO3

NO2 + OH + M → HNO3 + M
NO2 + RCOO → RCOONO2

3 NO2 + H2O → 2 HNO3 + NO 
4 NO2+ 2 H2O + O2 → 4 HNO3

HNO3 + HN3 → NH4NO3

NO2 + H2O + M → H+ + NO3
- + M 



污染物之來源

造成雨水酸化之污染物質有SO2、NOx、HCl、有機酸等。
二氧化硫 (SO2):主要來源為燃料之燃燒，如燃煤或燃油之火
力電廠，其次為工業生產程序之排放，如煉油廠、精煉廠、
硫酸工廠等。
氮氧化物 (NOx):為高溫燃燒下之產物，其來源有燃料之燃
燒，如：燃煤與燃油之火力電廠，交通工具之排氣，工業生
產程序以及閃電。
氯化氫 (HCl):則源自海水飛沫、鹽酸工廠、焚化爐排放之廢
氣、廢金屬回收冶煉及交通工具之排氣等。氨主要來自土壤
中氮化物之分解，優養水域表面、動物糞尿。農田施肥及肥
料工業，亦可由燃燒產生。
有機酸:有機酸之來源則為甲醛之氧化、海洋中石蠟物質之
氧化、植物及細菌活動等。



污染物之來源

台灣地區雨水酸化主要污染來源及排放總量(84年) 



台灣的酸雨問題也相當嚴重。以台北而言，在19861988之間，年平均pH
值為4.45，其中又以夏季的pH值最低。三年平均而言，pH值低於5.0的發
生頻率則高達56.6% 。北桃地區由於工廠及發電廠的影響問題更加嚴重，
大部份地區的pH值也都低於4.5，比如，大園3.98，觀音 4.24，龜山3.99 
。部份研究指出，造成台灣酸雨的污染物，有些是來自中國大陸。



酸雨對人類及自然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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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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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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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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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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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刺激人類眼睛和皮膚，對人體造成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