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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表面覆蓋範圍約一千公里的大氣，而大氣中的 PM2.5(氣膠的一種 )在生活中或許

不容易讓我們發覺..... 然而卻時時刻刻都漫佈在我們的生活週遭，並成為我們呼吸空氣的

一部份，嚴重影響到我們生存的環境及生活品質，甚至讓我們的健康受到威脅，此研究以

LASS 開源公益的平價 Ameba 與 LinkIt one 開發板及 G3 與 A4 感測器所組成的感測裝置進

行 PM2.5 的偵測。研究結果：(一)LASS 監測 PM2.5 濃度的作法適合運用在對地球環境的了

解與調查，(二)新北市新店區的 PM2.5 濃度比彰化縣大城鄉來得低，(三)不同距離馬路位置

（遠近、高低）PM2.5 的濃度有差異，(四)空氣流動會影響 PM2.5 的濃度，(五)N95 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最好，(六)意識到力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請彰化的伯父協助裝 FT1_005 新北市新店學校的 FT1-041 百頁箱中的FT1-062、FT1-063 

   

實驗中的 FT1-56~ FT1-61 在車站實驗的行動版 FT1-57 在川堂的 PM2.5 即時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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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我們常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紫爆」了！又從學校的國語日語中讀到「PM2.5 超爆」的訊

息，媽媽常提醒出門時記得口罩，心中出現了一連串的問題：PM2.5 是什麼？空氣是怎麼紫

爆的？會對人體產生什麼影響？在三上自然生活與科技課本有學過空氣單元，知道空氣對

人體的重要性，也曾在校園中看過六年級的學長姐在監測空氣品質，心想為什麼要測量空

氣品質？我們的空氣出現了什麼問題呢？為了解這些問題，於是去請教自然老師，老師介

紹我們認識一個關心 PM2.5 的公益環境感測器網路社團 Location Aware Sensing System

（LASS），我們也在 104 年 11 月 29 日起參與 PM2.5 場測活動，過程中體認到如果可以透過

LASS 所開發的感測裝置獲得環境中 PM2.5 的相關資料，將會對我們保護生活環境提供有意

義的訊息，於是我們親師生就決定選擇這個主題來進行研究。 

貳、文獻探討 

一、PM2.5 的簡介 

Particulate Matter 細懸浮微粒（簡稱 PM2.5），是指懸浮在空氣中氣動粒徑小於或等於

2.5μm（約為人類髮徑 1/28）的粒子，PM2.5 來源可分為自然界產出及人類行為產出等二種，

可再分成原生性微粒及衍生性微粒，說明如下。 

(一)自然界產生源：包含火山爆發、地殼岩石、塵灰、海鹽懸浮微粒等。 

     (二)人類行為產生之原生性微粒：火力發電廠、石化工廠、一般工廠燃燒所產生，包      

        括重金屬、戴奧辛、多環芳香烴、及柴油車燃燒不完全的有機碳。 

(三)人類行為產生之衍生性微粒：工廠、汽機車、石化業排放之硫氧化物或氮氧化物、 

   有機碳化合物，受到日光照射後所產生的硫酸鹽、硝酸鹽及有機碳等細懸浮微粒。 

全臺 PM2.5 的汙染源所佔比例為：國內原生性、衍生性及境外傳輸各約 1/3。原生性 PM2.5

中以營建及道路揚塵（37 %）占最多，其次為工業（23 %）與機動車輛（23%），衍生性

PM2.5 中硫氧化物（燃燒煤、石油產生）以工業排放（88 %）為主，氮氧化物（引擎的高

溫產生）是機動車輛（50 %）最高，工業排放居次（41 %）。 

    除了境外傳輸（隨季風移入）、工業產生的 PM2.5 影響外，生活中近距離的汙染源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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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視，像：都會地區道路密布容易接觸到機動車輛所產生的 PM2.5，會直接對人體健康

造成威脅，社區汙染源如：油煙、燒香用金紙、放鞕炮煙火、二手菸……等近距離高濃度

PM2.5 的環境中，對健康造成的危害不得輕忽。 

二、PM2.5 的危害 

PM2.5 經人體呼吸作用由鼻、咽、喉進入人體，通過氣管、支氣管而沉積於肺部組織

中，對人體呼吸系統造成危害。在短期的暴露就有可能會罹患心血管疾病，而在長期暴露

的情況下更會影響胎兒發育甚至導致慢性呼吸疾病、肺癌等相關疾病的發生，其中可能造

成的罹病風險包括：過敏、氣喘、肺氣腫、肺癌、心血管疾病、肝癌、血液疾病、嬰兒早

產並增加死亡率。 

台北榮總胸腔內科蘇一峰醫師表示 PM2.5 每增加 10ug/m3 人的壽命減少 223 天，對於

PM2.5 的防護，一般口罩（<10%）有戴等於沒戴、醫療口罩（~20%）稍有效果，N95 口罩

（>90%）效果最佳。就算門窗緊閉也無法完全防止 PM2.5，在家中可以使用空氣清淨機來

防護，最終改善空氣品質才是唯一方法。 

三、LASS 的簡介 

 開源公益的環境感測器網路 Location Aware Sensing System（本研究中簡稱 LASS） 

由一群關心環境人士所成立的 Facebook 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07718702812067/ 本研究中簡稱 LASS 網站），利用感

測設備、電腦技術來監測環境的變化，首波重點在各縣市的空氣品質-細懸浮微粒 PM2.5 的

設點感測。LASS 講求開源，文件、硬體設備與軟體程式皆在網路公開，鼓勵社會大眾取

用參與，共同來關心我們生活環境。 

LASS 在 104 年 11 月 29 日到 104 年 12 月 12 日期間舉行第一次場測活動 LASS Field 

Try #1 - 大家一起來（https://lass.hackpad.com/LASS-Field-Try-1--DGcMHcZNmYq）全國共

有 15 個縣市合計 34 點設立參與（本研究貢獻新北市、彰化縣 2 點），佔全國環保署 77 個

PM2.5 測站中約近一半，響應熱烈。在第一次場測活動完後仍有多點持續開機監測，也有不

少新點持續加入，測站愈多愈容易發現空氣品質的變化。 

LASS 成員在監測過程中，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例如：發現境內空氣汙染移動、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07718702812067/
https://lass.hackpad.com/LASS-Field-Try-1--DGcMHcZNmYq）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41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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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空氣汙染傳輸移入台灣、突然間下大雨使 PM2.5 濃度快速下降（圖 2-1~圖 2-5）。 

 

圖 2-1 104/12/20 北部地區異常 PM2.5 飆高

事件，引自：LASS 網站 

 

圖 2-2 空污擴散圖，引自：LASS 網站 

 

圖 2-3  105/2/20 境外移入汙染實例，紅色線為台北南港測站 FT1_001、藍色線為苗栗測

站 FT1_035、綠色線為嘉義測站 FT1_032，可以看出霾害由北到南。引自：LASS 網站 

 

 

 

圖 2-4  104/12/30 台北（南港測站 FT1_001）

清晨下大雨，把天空的灰塵都洗乾淨了，但

是南部地區卻紫爆 

 

圖 2-5 紫爆的南部地區  引自：LAS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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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 使用感測裝置是由單晶片開發板（微電腦）、感測器所組成，開發板主要是使用

聯發科技的 LinkIt one，其他還有瑞昱科技 REALTEK Ameba、Arduino、Raspberry Pi…，

PM2.5 感測器（利用光電原理來偵測）主要為攀藤科技 G3 sensor、益杉科技 A4 sensor，溫

溼度感測器為 DHT22 及 SHT31，整組感測裝置有支持社團的電子零件商（Icshop）開發套

件包於網路販售，一個套件包不到 4000 元，另外，如自行網購組合則更便宜 3000 元以內

可達成。 

軟體程式是由社團熱心的程式設計師開發維護，並有專門的網站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供下載，社團文件內有詳細的安裝使用說明

（https://lass.hackpad.com/LASS-Field-Try-PM2.5-7xQSIilMeGU）讓參加者參考。各測站的

監測資料利用無線網路上傳至社團架設的伺服器儲存，配合設計好的連結網頁（例：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41）可即時監看（見圖 2-6），

也有支援手機的 APP 程式。另外，也可以搭配小的顯示面板裝設在感測裝置上，就整體裝

置只比名片再大一點，所以可以連同行動電源裝設在小容器內，成為可隨身攜帶的行動測

站。 

    觀測的資料的取得與分析比較，社團內有能力的夥伴們分享了下載及分析比較介面

（https://lass.hackpad.com/LASS-Data-Platform-tYTI2roiKW2），讓沒有電腦程式基礎的參與

者也能在短時間內入門。 

 

圖 2-6 網頁即時顯示介面 

 

圖 2-7 視覺化地圖即時顯示介面 

    在 PM2.5 感測器的校正方面，LASS 已經跟專業的感測器，在相同的環境下一起量測，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
https://lass.hackpad.com/LASS-Field-Try-PM2.5-7xQSIilMeGU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41
https://lass.hackpad.com/LASS-Data-Platform-tYTI2roiK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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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整天下來的資料，完全正相關。也將多台 sensor 在同時間同地點同時感測，誤差在

10%以內，多數時間都在 5%以內，只有少數才會到 10%以內。所測的是瞬間 PM2.5 濃度（目

前設定每分鐘一筆資料），而不像環保署資料是經過迴歸式修正的，而且環保署是以每小

時為單位在發佈，因此 LASS 對於臨時的巨大變化可即時反應，不會像環保署測站對於極

端值（超高濃度）容易不準確。雖然 LASS 不是法訂標準的作法，但能知道當下呼吸的空

氣乾不乾淨，該不該戴口罩或避免外出。LASS 各測站的數據僅供有興趣的民眾參考，實

際上仍要以環保署發佈為主，但以我們小學生而言，能親身即時量測到我們生活周遭的

PM2.5 濃度不僅有吸引力而且實用，值得在環境教育上推廣。 

四、環保署 PM2.5 指標與測定 

      環保署訂定 PM2.5 指標，依濃度區分為 10 級並以顏色示警（在校園中的運用像：空汙

旗）作為民眾日常戶外活動參考。環保署的 PM2.5 濃度測值來自全國 77 測站，利用手動監

測（標準方法）及自動監測二種，自動監測站與手動監測站數據有線性迴歸式（關係式），

用以校正自動監測數據並即時公布，提供預警功用。手動監測每 3 天才能採樣一次，而自

動監測數每小時公布一次，採移動平均值計算方式：0.5 × 前 12 小時平均 + 0.5 × 前 4 小

時平均 (前 4 小時 3 筆有效，前 12 小時 8 筆有效）。 

五、已有的科展研究 

全國科展第 49 屆國小組作品「身邊被遺忘的氣質」利用自製博士膜落塵收集器及數位

顯微鏡計數落塵量，來研究空氣品質。高中組第 51 屆作品「風塵僕僕-以 PM 10 探討大陸

沙塵暴對臺灣的影響」、國中組第 55 屆「隱形殺手—埋伏在空氣中的有毒微粒」等利用環

保署歷史監測資料進行統計計算對懸浮微粒的影響作研究。在口罩防護力的方面，有高中

組第 52 屆「不詳之罩－口罩對都會區主要空氣汙染物攔截效率之研究」利用手持式粒子計

數器、掃描式氣動粒徑分析儀與分光光度計等儀器，量測各式口罩對懸浮微粒的攔截效率，

並設計出高效率且可替換內層的布口罩。 

綜合以上，目前中小學科展還沒有直接利用感測設備做 PM2.5 的研究，以 LASS 的設站

監測、隨身移動式測量的方式，進行 PM2.5 濃度觀測記錄研究分析，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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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目的 

一、以 LASS 感測裝置長時間監測 PM2.5 濃度的變化。 

二、研究不同距離馬路位置 PM2.5 的濃度差異。 

三、確認高度距離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 

四、了解空氣流動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 

五、研究不同材質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 

六、觀察生活中不同地點 PM2.5 的濃度。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設備與器材 

LinkIt one 開發板、REALTEK Ameba 開發板、Seeed Arduino 擴充板、PM2.5 sensor 攀藤

科技 PMS3003（G3）、PM2.5 sensor 益杉科技 CP-15-A4（A4），溫溼度感測器 SHT31、

16*2LCD 顯示面板、小電筆、WiFi、Arduino 軟體（1.6.5、1.6.7 版）、傳輸線、固定板、

行動電源、延長線、小盒子、平面網、桌椅、小電風扇、線香、風向計、百頁箱、N95

口罩、活性碳口罩、棉布口罩、不織布口罩、紙口罩、長尾夾、萬用黏土、數位相機 

   

感測裝置零件 LinkIt one 感測裝置 

（行動電源） 

行動版 Ameba 感測裝置 

   

百頁箱 記錄數據的小筆記型電腦 口罩實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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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測裝置的組裝： 

   (一) LinkIt one 感測裝置 

   

確定 LinkIt One 開發板、GPS

天線、WiFi 天線、PM2.5 感測器

及溫溼度感測器的位置並固

定在固定板上 

連接 GPS 天線、WiFi 天線、

PM2.5 感測器（UART）及溫溼

度感測器（I2C） 

利用 Arduino 軟體燒錄所需程

式及連接電源（固定電源或行

動電源） 

所需程式在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tree/master/Device_LinkItOne/， 

通電開機後，利用電腦或手機設定感測裝置代號及無線網路（WiFi）的 SSID 及密碼，完成後

就可以上線感測。 

    (二)Ameba 感測裝置 

   

連接 Ameba 開發板及 Seeed 

Arduino 擴充板 

連接 PM2.5 感測器（G3） 將 G3 感測器連接到 Arduino

擴充板的 UART 埠 

   

燒錄範例程式 行動版感測裝置所需材料 行動版多接一個顯示面板 

行動版 Ameba 感測裝置額外需要 2 條杜邦線導通擴充板上的 I2C（A4 接 SDA、A5 接 SCL）。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tree/master/Device_LinkI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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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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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以 LASS 感測裝置長時間監測 PM2.5 濃度的變化。 

(一)研究過程或方法 

1.將 LinkIt one 開發板、GPS 及 WIFI 天線、PM2.5 感測器（G3、A4）及溫溼度感測器的

連接並固定，再利用 Arduino 軟體（1.6.5 版）燒錄所需程式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tree/master/Device_LinkItOne/LASS/LASS

.ino）。 

2.在要架設的地點設置穩定的電源及無線網路（本研究利用已經設置好的學校及家中環

境），固定監測裝置。地點有新北市學校中（窗戶遮陽棚下、百頁箱中、走廊天花板下）、

彰化縣的爺爺家屋簷下。 

3.利用 LASS 開發的顯示介面，取得監測資料，並每天留意測站是否正常順利傳送資料，

如果異常則重新開機以恢復監測。 

4.統計彰化大城測站（FT1_005）、台北新店測站（FT1_041）在場測開始 104 年 11 月 29

日到 105 年 7 月中約八個月（共 213 天）的空氣品質狀況。以每天最高的 PM2.5 測值分

35 ug/m3 以下、36~53 ug/m3、54~70 ug/m3、71 ug/m3 以上四個等級進行統計天數比較。

時間分界配合 LASS 程式依據格林威治時間呈現數據結果。  

5.配合突發狀況、新聞報導、天氣情形及環保署 PM2.5 預報訊息分析所得資料，此部分

PM2.5 感測器為 A4。 

   

貢獻新北（新店）、彰化（大

城）等點 

請彰化的伯父協助裝

FT1_005（大城） 

裝設新北市新店學校內的感

測裝置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tree/master/Device_LinkItOne/LASS.ino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tree/master/Device_LinkItOne/LAS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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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 LASS 感測裝置長時間監測 PM2.5 濃度的變化之研究結果 

 1.彰化大城測站（FT1_005）、新北新店測店（FT1_041）比較結果（見圖 6-1-1）。在 104

年 11 月 29 日到 105 年 7 月中（共 213 天）的空氣品質狀況，新店測站 PM2.5 預警濃度分級為

低級（35ug/m3 以下）、中級（36~53 ug/m3）有 99 天，高級（54~70 ug/m3）有 36 天，非常高

級（71 ug/m3 以上）有 70 天。大城測站 PM2.5 預警濃度分級為低級（35ug/m3 以下）、中級（36~53 

ug/m3）只有 16 天，高級（54~70 ug/m3）有 47 天，非常高級（71 ug/m3 以上）高達有 150 天。

而全部 213 天中的 PM2.5 總平均濃度大城測站為 36.4 ug/m3、新店測站為 29.0 ug/m3，由以上

結果顯示彰化大城的空氣品質比新北市新店較為差。 

 

      圖 6-1-1 彰化大城測站與新北新店測站 PM2.5 濃度比較圖 

二、不同距離馬路位置 PM2.5 的濃度差異 

(一)研究過程或方法 

1.感測裝置同研究目的一。 

2.裝設位置分為兩類型：水平距離馬路遠近及垂直距離馬路不同高度。各設有 3 個感測

裝置監測不同距離馬路位置 PM2.5 的濃度。 

3.水平距離馬路遠近 3 個感測裝置分別裝在學校鄰近大馬路（側門上方遮陽棚下

FT1_062）、百頁箱內（FT1_041）及遠離大馬路（走廊天花板下 FT1_063），遠近相距約

校園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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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垂直距離馬路不同高度 3 個感測裝置分別裝在學校鄰近大馬路的同一棟教學大樓（5

層樓高），同點不同高度，低高度（1 樓走廊天花板下 FT1_062）、中高度（3 樓走廊天花

板下 FT1_063）、高高度（5 樓走廊天花板下 FT1_041），遠近相距 5 層樓高。 

5.實驗前，先統一放置在百頁箱內測量（105/2/27~105/2/28），取得同樣條件下的 PM2.5

的濃度當成比較基準。研究誤差的計算方法＝（測量值－平均值）／平均值。 

6.實驗期間：水平距離馬路遠近（105/2/28~105/3/2）、垂直距離馬路不同高度

（105/3/2~105/3/6）。 

7.資料分析取每小時的 PM2.5 濃度平均進行實驗期間加總平均比較。 

   

水平距離馬路遠近 3 個感測裝

置地點（橘、紅色圓點） 

鄰近馬路遠的教學大樓 實驗前，先統一放置在百頁

箱內測量 

(二)不同距離馬路位置 PM2.5 的濃度差異研究結果 

 1.水平距離馬路遠近實驗結果（見圖 6-2-1）。實驗前 3 個裝置在百頁箱內（同處測值）

的平均誤差在 5%以內，與 LASS 的測量值一致，可當成比較基準。從圖 6-2-1 實驗測值來看，

遠離馬路 FT1_063 與鄰近馬路 FT1_062 實驗前所得 PM2.5 濃度平均比較基準 11.1 ug/m3＞11.0 

ug/m3，而實驗測值平均為 26.3 ug/m3＜26.9 ug/m3，可得到遠離馬路上各種汙染源會比鄰近馬

路還來得少。 

 
圖 6-2-1 水平距離馬路遠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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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垂直距離馬路不同高度實驗結果（見圖 6-2-2）。實驗前的誤差比較同前述水平距離在

5%以內，以相同數據當成比較基準。從圖 6-2-2 實驗測值來看，中高度距離馬路 3 層樓高

FT1_063 與低高度距離馬路 1 層樓高 FT1_062 實驗前所得 PM2.5 濃度平均比較基準 11.1 ug/m3

＞11.0 ug/m3，而實驗測值平均為 26.0 ug/m3＜26.9 ug/m3，可得到遠離馬路上各種汙染源會比

鄰近馬路還來得少。 

3.綜合水平距離馬路遠近與垂直距離馬路不同高度的實驗結果，可得距離馬路愈近 PM2.5

濃度愈高，距離汙染源遠近可能是項關鍵因素。 

 
圖 6-2-2 垂直距離馬路不同高度結果 

 

三、確認高度距離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 

(一)研究過程或方法 

 1.本實驗使用 REALTEK Ameba 開發板、PM2.5 感測器（G3）。連接開發板、擴充板、感

測器及小筆電，再利用 Arduino 軟體燒錄所需程式（Arduino 軟體 1.6.7 內 Ameba 的範例程

式 PMS3003AirQuality.ino）。感測裝置共有 6 個（編號 FT1_56~ FT1_061）。 

2.實驗前，先統一放置在室內測量，取得同樣條件下的 PM2.5 的濃度當成比較基準。數值

需在各感測裝置穩定後，取一分鐘的數值（約 40 筆）進行比較。 

3.利學生桌子、平面網堆疊成 3 種高度，每層距離 50 公分，於地板放置線香當成 PM2.5

固定汙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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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 FT1_56 當成對照組，FT1_57~ FT1_61 共 5 個為實驗組，分 3 次（高層 150cm、中

層 100cm、低層 50cm）進行高度距離是否影響 PM2.5 濃度的實驗。 

5.每次實驗需在各感測裝置穩定後，再取一分鐘的數值進行平均比較。 

   

模擬高層（三層高）實驗 模擬中層（二層高）實驗 模擬低層（一層高）實驗 

(二)確認高度距離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研究結果 

 1.實驗前 6 個感測裝置一分鐘的比較基準數值結果（見圖 6-3-1）。6 個感測裝置差異在

10%以內，跟 LASS 的誤差相同，也就是說感測裝置是可以信賴的。以下研究目的四、五

的實驗前比較基準均以此相同。 

 

圖 6-3-1 FT1_56~ FT1_61 實驗前的比較基準數值結果 

 2.實驗室內不同高度距離測得線香 PM2.5 的濃度所得結果（見圖 6-3-2）。對照組 FT1_56

在 3 次不同高度 50cm、100cm、150cmPM2.5 的濃度皆在 30~40 ug/m3 左右，而實驗組 FT1_57~ 

FT1_61 共 5 個 3 次不同高度 50cm、100cm、150cmPM2.5 的濃度有明顯不同，取 5 個平均

比較 PM2.5 的濃度 50cm（835.8ug/m3）>100cm（258.4ug/m3）>150cm（46.2 ug/m3），確認

相距汙染源高度距離的確會影響 PM2.5 的濃度。 

FT1_56 FT1_57 FT1_58 FT1_59 FT1_60 FT1_61

數列1 31.4 31.3 33.3 31.6 32.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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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實驗室內不同高度距離 PM2.5 的濃度結果 

 

四、了解空氣流動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 

(一)研究過程或方法 

1.本實驗裝置及實驗前的誤差比較同研究目的三。 

2.利用教室坐椅、平面網、小電風扇、風向計及線香架設出 2 種模擬狀況，以了解空氣

流動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模擬狀況一：實驗距離相同汙染源，分布不同方位的感測

裝置測量固定的空氣流動方向下 PM2.5 的濃度；模擬狀況二：相同汙染源不同實驗距離，

感測固定的空氣流動方向下，上風處、下風處不同距離 PM2.5 的濃度。 

3.模擬不同方位狀況一的實驗方式，風向模擬成台灣冬天的東北季風帶來境外傳輸移入

的汙染，對照組 FT1_56（東北方上風處）、FT1_57（西北方）、FT1_58（西方）、FT1_59

（東南方）、FT1_60（南方）、FT1_61（西南方下風處），各與線香（汙染源）相距 40cm。 

4.模擬不同距離上風處、下風處狀況二的實驗方式，風向維持東北季風，線香（汙染源）

在實驗擺設的中心，分成上風處、下風處兩邊，線香與各感測裝置彼此相距間隔 60cm，

FT1_56（上風處距線香 180 cm）、FT1_57（上風處距 120 cm）、FT1_58（上風處距 60 cm）、

FT1_59（下風處距 60 cm）、FT1_60（下風處距 120 cm）、FT1_61（下風處距 180 cm）。 

5.每次實驗需在各感測裝置穩定後，再取一分鐘的數值進行平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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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東北季風 等距汙染源，不同方位的實驗 利用電腦記錄實驗數據 

    

測量間隔 60cm 放置距離 線香的煙當成汙染源 模擬上、下風處的實驗 

 (二)了解空氣流動是否影響 PM2.5 的濃度研究結果 

 1.在不同方位所測得的結果（見圖 6-4-1）。實驗前 FT1_56~ FT1_61 等 6 個感測裝置一分

鐘的比較基準數值相近，但在線香點燃中、模擬東北季風，在不同方位的感測裝置所測得

的 PM2.5 濃度就隨著所在方位位置而有不同，其中以下風處 FT1_61（西南 142.9 ug/m3）PM2.5

的濃度最高、FT1_60（南 50.5 ug/m3）居次、之後依序 FT1_59（東南 45.7 ug/m3）、FT1_58

（西 38.8 ug/m3）、FT1_57（西北 33.8 ug/m3）最後是 FT1_56（東北方上風處 32.9 ug/m3）。 

 2.在上風處、下風處不同距離實驗結果（見圖 6-4-2）。在距離線香最近 FT1_59（下風處

距線香 60 cm）測得 PM2.5 的濃度 125.3 ug/m3 最高、FT1_60（下風處距線香 120 cm）112.8 

ug/m3 第二、FT1_61（下風處距線香 180 cm）87.4 ug/m3 第三，而上風處 FT1_56~58 等 3

個感測裝置與下風處 3 個比較沒明顯上升太多。 

 3.由以上可得空氣流動會影響 PM2.5 的濃度，其中以風向、汙染源的上下風處及距離有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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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 吹東北風在不同方位所測得的結果 

 

圖 6-4-2 上風處、下風處不同距離實驗結果 

 

五、不同材質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 

(一)研究過程或方法 

 1.本實驗裝置及實驗前的誤差比較方法同研究目的三。 

 2.利用教室坐椅、平面網架起騰空的環境，測量 5 種不同材質口罩對於防護 PM2.5 的效果，

分成未戴口罩（實驗前）與戴口罩（實驗時）2 次實驗，使用 FT1_56~ FT1_61 等 6 個感測

裝置同時同地點（關閉門窗的自然教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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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照組為 FT1_56，其他 5 個為實驗組分別為 FT1_57（N95 口罩）、FT1_58（活性碳口

罩）、FT1_59（棉布口罩）、FT1_60（不織布口罩）、FT1_61（紙口罩）。 

4.每次實驗需在各感測裝置穩定後，再取一分鐘的數值進行平均比較。 

   

利用線香煙粒當成 PM2.5 來源 將 PM2.5 感測器包上口罩 不同材質口罩防護效果實驗 

 (二)不同材質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研究結果 

 不同材質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實驗結果（見圖 6-5-1）。實驗前的誤差比較，6 個感測裝

置差異皆在 10%以內，代表各個感測值是可以信賴比較的。對照組 FT1_56 在實驗前與實

驗時測量到 PM2.5 的濃度有些微的差距，但因 6 個感測裝置同時同地點做實驗，可以克服

室內空氣品質動態的變化。由圖 6-1 可知，不同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以 FT1_57（N95 口

罩）效果最好、FT1_58（活性碳口罩）第二、FT1_59（棉布口罩）與 FT1_60（不織布口

罩）差異不大、FT1_61（紙口罩）最差。 

 

圖 6-5-1 不同材質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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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中不同地點 PM2.5 的濃度 

(一)研究過程或方法 

 1.本實驗裝置除外加小的顯示面板及行動電源裝置在小盒子內，其餘同研究目的三。所

用的程式修改及合併自 Arduino 軟體 1.6.7 內 Ameba 範例程式 PMS3003AirQuality.ino 及

LcdHelloWorld.ino。（程式見附錄一） 

 2.攜帶隨身的感測裝置測量生活中不同地點 PM2.5 的濃度，地點：有家中客廳、房間、房

間內加開空氣清淨機、早餐店內外及排油煙管附近、公車站及上課的教室內、廟宇、馬路

紅綠燈路口及小巷內。 

 3.每次實驗需在各感測裝置穩定後，再取一分鐘的數值進行平均比較。 

   

組裝行動感測裝置 上傳所需要的程式 煎煮時的濃度（61 ug/m3） 

   

測量房間內開空氣清淨機時 測量早餐店內的 PM2.5 濃度 測量公車站的 PM2.5 濃度 

   

測量行天宮後院走廊的 PM2.5 在行天宮中庭水霧旁量測 記錄停紅燈時的路口車輛

PM2.5 濃度（下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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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中不同地點 PM2.5 的濃度研究結果 

 1.本實驗結果取 105/3/7、105/3/8、105/5/28、105/5/29 代表（見圖 6-6-1、6-6-2、6-6-4、

6-6-5）。在 3 月 7 日測量家中客廳、房間 PM2.5 的濃度，發現房間內的 PM2.5 濃度 39.4 ug/m3

高於客廳的 36.9 ug/m3，推究較高的原因是房間鄰近廚房，而當天傍晚媽媽有做飯所致，於

是開了空氣清淨機並在 1、3、5 分鐘後再測量房間內的 PM2.5 濃度，濃度由原來 39.4 ug/m3

大幅減少為 13.1 ug/m3（1 分鐘後）、2.5ug/m3（3 分鐘後）、1.9ug/m3（5 分鐘後）。 

 2.在 3 月 8 日一早利用在早餐店吃早點順便測量早餐店內外及排油煙管附近，最高的是

排油煙管附近（54.3ug/m3），其次是早餐店內（50.5ug/m3），在早餐店外馬路旁較比較少一

點（46.9ug/m3）。在學校學生朝會時，到學校旁的公車站測量為 42.6ug/m3，第三節在教室

內上課經老師同意後，拿行動感測裝置測量，得到 51.1ug/m3，第五節時為 75.2ug/m3 明顯

持續上升，於是拿出口罩佩戴，事後比對裝設在校園內 FT1_041、FT1_062、FT1_063 的測

量記錄（見圖 6-6-3）及環保署網站，證實又是霾害所造成。而 3 月 8 日用隨身攜帶式的感

測裝置測量結果也能跟固定式的測站吻合。 

 

圖 6-6-1 在 105/3/7 測量家中 PM2.5 的濃度 



21 
 

 

圖 6-6-2 在 105/3/8 測量早上出門到在校上學期間不同地點 PM2.5 的濃度 

 

圖 6-6-3 在 105/3/8 校園內 FT1_062、FT1_063、FT1_041 測站測得 PM2.5 的濃度 

 3.在 5 月 28 日分別到新北市中和烘爐地土地公廟及台北市行天宮恩主公廟測量 PM2.5 的

濃度（見圖 7-4）。在烘爐地的停車場感測數值（10.3ug/m3），爬階梯到半山腰時（9.4ug/m3），

在香爐旁為最高（257.2ug/m3）。在行天宮的後院走廊通風處測得（13.5ug/m3），在中庭噴水霧

的迴廊旁測得（107.0ug/m3）。 

4.於 5 月 29 日在新北市中和南勢角捷運站附近，測量馬路上車輛所排放 PM2.5 的濃度（見

圖 7-5）。在少風無車輛通行的小巷內感測數值（16.5ug/m3）當成對照，紅燈時的馬路口上風

處 1 公尺（17.2ug/m3）較低，紅燈時的馬路口下風處 4 公尺（24.2ug/m3）比上風處來得高，

感測位置在停紅燈時的機車排氣管後 50 公分處（43.8ug/m3）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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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4 在 105/5/28 測量廟宇（烘爐地、行天宮）PM2.5 的濃度 

圖 6-6-5 在 105/5/29 測量南勢角捷運站附近馬路口 PM2.5 的濃度 

柒、討論 

1.我們在 105 年 3 月 6 日中午 12 點多，於新北新店測站 3 部感測裝置 FT1_041、FT1_062、

FT1_063 在學校不同地點幾乎同時記錄到 PM2.5 濃度突然飆升的情形（見圖 7-1-1）。因當時

曾聽到多輛消防車急駛經過的聲音，就推斷可能是火災所造成的 PM2.5 濃度異常現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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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網查火災新聞（見圖 7-1-2），果真在附近中和區距學校不遠處，有火災（見圖 7-1-3）

傳出。配合位在學校的下風處新店安和消防分隊在新北消防發爾麵（Facebook）的訊息（見

圖 7-1-4）確定有濃煙飄過學校，位置地圖（見圖 7-1-5）。 

 

圖 7-1-1 新北新店測站 FT1_041、FT1_062、FT1_063 測到附近火災所產生的 PM2.5 異常值 

 

圖 7-1-2 火災新聞 取自：東森新聞雲 

 

圖 7-1-3 火災情形  取自：新北消防發爾麵 

 

圖 7-1-4 即時留言  取自：新北消防發爾麵 

 

圖 7-1-5 火災地點，濃煙的風向剛好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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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在 105 年 2 月 29 日發布有冷氣團南下帶來霾害（見圖 7-1-6），果真當日於新北

新店測站 3 部感測裝置 FT1_041、FT1_062、FT1_063 測得 PM2.5 濃度超過 100 ug/m3，但隨

冷氣團南移，之後 PM2.5 濃度就明顯下降（見圖 7-1-7、7-1-8）。從上午 11 點到下午 6 點為

期 7 個小時，境外傳輸移入的霾害過境。 

  根據前述試驗 LASS 研發的 PM2.5 感測裝置的經驗發現，LASS 研發的感測裝置穩定度

高，長時間監控空氣品質所獲得的資料有其成效與可信度。如果再加上便於攜帶，以及裝

置架設的花費與硬體購買的價錢親民(一套設備完全可以使用不到 4000 元台幣)，和它可以

即時測到周遭所處環境的即時空氣品質的優勢，是非常適合推廣在各種場合與情境進行空

氣品質監控使用的。 

 

圖 7-1-6 全國各空品區空氣品質預報（105/02/29~105/03/02） 

 

圖 7-1-7 新北新店測站 FT1_041、FT1_062、FT1_063 在 105/2/29 9 點到 16 點 PM2.5 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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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8 新北新店測站 FT1_041、FT1_062、FT1_063 在 105/2/29 12 點到 20 點 PM2.5 測量值 

 

 2.本研究將彰化大城站（FT1_005）八個月的月平均 PM2.5 濃度與環保署二林站的 PM2.5

濃度數值做比較，相關性高(r=.97)；也將台北新店站（FT1_041）與環保署新店站的月平均

PM2.5 濃度做相關分析，發現相關性也極高(r=.95)。由本研究的數值與環保署的數值相關程度

很高，可知利用 LASS 研發的 PM2.5 感測裝置可以有效測知生活環境當中的 PM2.5 濃度。 

 

 圖 7-2-1 LASS 彰化縣大城 FT1_005 測站與環保署二林測站感測數值 104/12~105/6 月平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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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們分析彰化縣大城(FT1_005)和新北市新店(FT1_041)兩個測站長達八個月的資料，發

現兩個地方秋冬季節 PM2.5 的濃度大多高於春夏季節，應該是與冬季台灣盛行的東北季風帶

來大量霾害有關；也發現在春季連續下雨霧氣重的日子 PM2.5 濃度相對也比較高，應該是裝

置偵測到的除了有害的 PM2.5 之外，也偵測到大量粒徑小於 2.5μm 的水分子。 

我們於研究六發現行天宮取消燒香活動對於宗教活動信仰不會影響又對 PM2.5 的濃度降

低有極大成效，值得讚許，但廟中對人體無害的水霧卻會提高 PM2.5 的濃度數值，與春季 PM2.5

濃度較高之狀況類似，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4. 在整理彰化大城 FT1_005 測站的感測值時，發現有幾天 PM2.5 濃度在短期間突然飆升

後又降回來的情形，以大城爺爺家鄰近廟宇及離十公里外就是雲林麥寮六輕工業區的地緣判

斷，也許是宗教活動燃燒金紙或是六輕工業區所造成，在之後可以再蒐集更多的數據，配合

請教彰化的家人看感測值飆升時，了解附近煙塵的狀況，再研究推判。 

圖 7-2-2 LASS 新北市新店 FT1_041 測站與環保署新店測站感測數值 104/12~105/6 月平均折線圖 

圖 7-3-1 LASS 彰化縣大城 FT1_005 測站、新北新店測站 FT1_041 感測數值 104/11~105/7 月平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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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M2.5 感測裝置搭配有溫溼度感測器，在研究期間曾經記錄到不同性質的空氣團到來（見

圖 7-5-1、7-5-2），透過天氣現象的觀察與感測數值的搭配，更可覺知什麼是乾冷的大陸性氣

團，建議可運用在高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天氣單元」，如再加上大氣壓力感測器將會更完整。 

 

圖 7-5-1 在 105/3/9 溫度、溼度快速下降 

 

圖 7-5-2 PM2.5 在 105/3/9 早晨快速下降 

6.在目的二研究中發現：FT1_041 測站實驗前相同位置測得的比較基準 PM2.5 平均值，

較另兩測站值微低，放在中間距離（百頁箱內）、最高樓層（5 樓走廊天花板）的感測值又較

低，在平均比較時，不容易得知是否真的較低或是最低，經指導老師建議：在之後學到更高

深的統計方法，再來進一步比較。 

 7.於研究目的三、四的實驗中，察覺有的感測置的數值不是很穩定，可能是因為感測器

放置在平面網時，因固定不易可能有些進氣口方向有偏誤而得到的，雖然已透過多數取平均

來處理數據，但仍可以在之後實驗可以放置得更一致，再來比較。 

    8.在進行口罩防護效果實驗時，看到小電腦螢幕上的感測值很小或不太有改變，也許是

感測器上的小抽風扇馬力不足，而不能將將口罩外的空氣吸入造成感測值很小，或是沒將口

圖 7-4-1 在 2015/12/11（農曆 11 月 1 日）下午四點多因燃燒金紙而 PM
2.5

濃度速升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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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遮好而從縫細中吸入未經口罩過濾的空氣，我們有設計一個固定空氣流量的吸氣裝置，上

頭直接固定口罩，感測器放在口罩後，固定進氣的變因，但效果還不是很好，待改進後再進

一步比較實驗結果。 

 9.大氣層可以提供生物呼吸所需的氧氣及調節氣候，亦能使減少紫外線對地球生物的傷

害，讓地球表面的溫度維持在適合生物繁衍的範圍，對於維護地球生物的生存，有著極重要

的角色。隨著人類在物質生活上的過度追求，工廠與交通工具排放的廢氣造成了空氣的污染，

曾幾何時，連呼吸一口乾淨的空氣都愈來愈難。LASS 的感測裝置可以測得即時的 PM2.5 濃度

變化、配合溫溼度感測器可以測到不同性質的空氣團通過，甚至意外的記錄到附近火災的發

生經過。我們也在學校網站連結了校內即時觀測 PM2.5 濃度的網頁。我們建議各地學校及熱

心民眾可多設站參與監測，這些重要資料將可提供大家成為建立健康風險評估機制以及制訂

相關法規及管制措施之寶貴依據。改善我們呼吸的空氣品質，大家有責任，節約能源，重複

使用對環境友善的物品，當一個聰明的綠色消費者，多選用具有環保標章、能源標章及碳足

跡少的產品，多食用當季在地的食物…等，為我們的環境盡一份心力，期待掙得一口好空氣。  

 

捌、結論 

    空氣 中存在許 多污染物 ，其中漂 浮 在空氣中 的 PM2 . 5 對人體及地球 還環境所 造

成之影響是不 容忽視的。 本研究以 LASS 公益團體開發 的感測裝 置，進行研 究，獲

得以下結論：  

一、LASS 監測 PM2.5 濃度的作法適合運用在對地球環境的了解與調查。 

二、新北市新店區的 PM2.5 濃度比彰化縣大城鄉來得低。 

三、不同距離馬路位置（遠近、高低）PM2.5 的濃度有差異。 

四、空氣流動會影響 PM2.5 的濃度。 

五、N95 口罩防護 PM2.5 的效果最好。 

六、意識到力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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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參考資料、致謝及其他 

一、參考資料 

第 49 屆中小學科展作品說明書 身邊被遺忘的「氣」質 

第 51 屆中小學科展作品說明書 風塵僕僕-以 PM 10 探討大陸沙塵暴對臺灣的影響 

第 52 屆中小學科展作品說明書 不詳之罩－口罩對都會區主要空氣汙染物攔截效率研究 

第 55 屆中小學科展作品說明書 隱形殺手—埋伏在空氣中的有毒微粒 

開源公益的環境感測器網路社團 2015.10.18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07718702812067 

環保署空氣品質改善維設資訊網 2015.12.20 取自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蘇一峰醫師在節目上談-《空氣汙染 PM2.5 的傷害》 2015.12.20 取自 

http://tvgh-suvy.blogspot.tw/2015/08/pm25_26.html 

二、致謝 

 1.感謝開源公益的環境感測器網路社團（LASS）支持本研究。特別謝謝社團中哈爸、LJ、

蘇老師、MingWei、柯大及熱心人士的協助。 

 2.謝謝學校工友張先生、資訊賴老師、事務組長王老師、資訊組長鄧老師協助修繕百頁

箱並架設電源及網路，其中鄧老師對於本研究的無線網路及電腦設備亦提供幫忙。 

三、其他（QR Code） 

1.持續監測的測站 

彰化大城 FT1_005 新北新店 FT1_041 新北新店 FT1_062 新北新店 FT1_063 

    

2.LASS 網站 

LASS 臉書社群 LASS Github 主頁 LASS Hackpad 共筆 LASS 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07718702812067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http://tvgh-suvy.blogspot.tw/2015/08/pm25_26.html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05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41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62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show-all.php?device_id=FT1_063


30 
 

    

3.視覺化顯示界面 

PM2.5 全區地圖 中研院 heatmap 零時空汙觀測網 空氣盒子網站 

    

4.測站歷史資料 

105/5/4FT1_041 資料 48 時 FT1_005 資料 FT1_005_41_63 比較 FT1_005 初一比較 

    

附錄一、行動版 Ameba 感測裝置所用的程式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 2, 1, 0, 4, 5, 
6, 7, 3, POSITIVE);   
SoftwareSerial mySerial(0, 1);  
#define pmsDataLen 32 
uint8_t buf[pmsDataLen]; 
int idx = 0; 
int pm10 = 0; 
int pm25 = 0; 
int pm100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57600); 
  mySerial.begin(9600);  
  lcd.begin(16,2);  
  lcd.backlight(); 
} 
void loop() {  
  uint8_t c = 0; 
  idx = 0; 
  memset(buf, 0, pmsDataLen); 
  while (true) { 
    while (c != 0x42) { 
      while (!mySerial.available()); 
      c = mySerial.read(); 
    } 
    while (!mySerial.available()); 

    c = mySerial.read(); 
    if (c == 0x4d) { 
      // now we got a correct header) 
      buf[idx++] = 0x42; 
      buf[idx++] = 0x4d; 
      break; 
    } 
  } 
  while (idx != pmsDataLen) { 
    while(!mySerial.available()); 
    buf[idx++] = mySerial.read(); 
  } 
   pm10 = ( buf[10] << 8 ) | buf[11]; 
   pm25 = ( buf[12] << 8 ) | buf[13]; 
   pm100 = ( buf[14] << 8 ) | buf[15]; 
     updateValueToLcdScreen(); 
  } 
void updateValueToLcdScreen() { 
  lcd.clear(); 
  lcd.setCursor( 0, 0 ); 
  lcd.print("PM2.5:"); 
  lcd.setCursor( 0, 1 ); 
  lcd.print(pm25); 
  lcd.setCursor( 6,1 ); 
  lcd.print("ug/m3");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07718702812067
https://github.com/LinkItONEDevGroup/LASS
https://lass.hackpad.com/
http://lass-net.org/
http://iot.sparkfuture.io/pm25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heatmap/PM25.html
http://g0vairmap.3203.info/map.html
http://airbox.taipei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history-date.php?device_id=FT1_041&date=2016-05-04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history-hourly.php?device_id=FT1_005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compare.php?device_1=FT1_005&device_2=FT1_041&device_3=FT1_063
http://nrl.iis.sinica.edu.tw/LASS/compare-date.php?device_1=FT1_005&date_1=2015-12-11&date_2=2016-04-07


【評語】080505  

1. 作品研究架構佳，利用生活環境議題為研究題材。 

2. 研究方法以測試統計、紀錄、分析、推測，且學生報告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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