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
區及港區「環境污染物調查」

暨「空氣污染物暴露評估」說明會

受託單位：中山醫學大學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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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會議議程

時間 主題 單位

09:00~09:20 報到 與會人員

09:20~09:30 主席致詞 環保局陳科長忠義

09:30~10:10 第一年計畫說明 中山醫學大學

10:10~10:30 休息(Coffee Break) 與會人員

10:30~11:50 意見交流 與會人員

11:50 散會 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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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105年計畫(第一年)

計畫名稱 受託單位 計畫經費

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
區環境污染物調查計畫

中山醫學大學 3680萬元

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
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居民空
氣污染物暴露評估計畫

中山醫學大學
9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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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科技中心 2016/8/20

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
及港區環境污染物調查計畫

郭崇義教授 (計畫主持人)

許菁芳博士 (計畫經理)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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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期間及人員

姓名 計畫擔任角色 單位 現職

郭崇義 主持人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科技中心 主任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莊銘棟 共同主持人 中央大學 能源工程研究所 專案助理教授

蔡瀛逸 共同主持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教授

室內空氣品質研究服務中心 主任

許菁芳 計畫經理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科技中心 專案經理

計畫執行期間：105年3月11日至106年3月10日
計畫經費：3680萬元

計畫工程師: 4 名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科技中心 認證實驗室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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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及
調查環境
背景資料

彙整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
港區排放源污染物排放資料

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
港區空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污染物數據
解析

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固
定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

2. 環境污
染物調查

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

臺中市30個排放管道污染物調查

汚染物檢測方法

品質管理系統

3. 模式模
擬

以模式模擬評估后里區、西屯區、大
雅區及臺中港區重大排放源對採樣地
區及空品測站之影響

以模式模擬解析各污染源之貢獻比例，
鑑定重大排放源對環境之影響程度

以環境汚染物調查
及模式模擬方法評
估后里區、西屯區、
大雅區及臺中港區
的工業區對臺中市
細懸浮微粒(PM2.5)、
揮發性有機物及酸
性物質等環境污染

之影響程度

目 的

臺中港區含5個行政區
清水區、梧棲區、龍井區、
沙鹿區、大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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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
區排放源相關污染物排放資料之收集及建置

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
中港區空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污染物數
據解析

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固定
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

1.

蒐集及調查環
境背景資料

1.1

1.3

1.2

彙整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
區排放源相關污染物排放資料之收集及建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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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污染源指紋
資料庫建立方法

 數據品質分級

 A、B、C、D、E 等 5級，A 級
最佳，依次遞減，E 級最差

 精密度 (Precision) 

 準確度 (Assurance)

 代表性 (Representation)

 完整性 (Completeness)

 可比較性 (Comparability)

資料來源:鄭等(1998，1999，2000)及邱(2005)

污染源描述

數據來源及發展

組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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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
區排放源相關污染物排放資料之收集及建置

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
中港區空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污染物數
據解析

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固定
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

1.

蒐集及調查環
境背景資料

1.1

1.3

1.2
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
港區空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污染物數據
解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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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鄰近空
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及環境污染物流佈數據解析 (1)

10

 蒐集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當地重大排放源重
要污染物(PM10、PM2.5、SO2、NOx )排放資料，依各污染源之
地理位置繪製PM2.5排放濃度之空間分佈圖。

 蒐集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其鄰近空品監測站
101-104年重要污染物(PM10、PM2.5、SO2、NOx )資料，分析各
污染濃度時間序列與機率分佈圖，下圖為豐原測站之PM10及
PM2.5之濃度時間序列與機率分佈圖。

date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missing = 7821 (8.9%)

min = -1

max = 221

mean = 29.6

median = 25

95th percentile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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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2
.5

missing = 383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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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 926

mean = 55.4

median = 49

95th percentile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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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鄰近空
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及環境污染物流佈數據解析 (2)

11

 處理空品測站之監測
數據，並繪製年平均
及四季之等濃度分佈
圖，下圖為104年
PM2.5之年平均等濃
度分佈圖，本計畫將
由等濃度分佈圖探討
其與當地重大排放源
之地理相關性，瞭解
監測濃度偏高的測站
與其附近排放源可能
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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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鄰近空
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及環境污染物流佈數據解析 (3)

12

 依PM2.5事件日(＞35μg/m3)之形成特性，將其區分成長程傳輸(含沙
塵暴及非沙塵暴)及本土(含滯留型及河川揚塵)兩類型事件，分別鑑
定其歷年發生之日數及比例，由此兩類型事件日再進一步探討影響
PM2.5其環境流佈之原因。此外，此調查資料將提供局內另一計畫
「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區居民空氣污染物暴露
評估計畫」，作為探討其與居民健康間之分析。

 於台中空品測站歷年資料中選擇有一站其PM2.5濃度＞100μg/m3之日
期，解析各測站當日之逐時變化趨勢，探討影響該測站PM2.5濃度大
幅上升，各種相關之污染物在環境中之流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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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
區排放源相關污染物排放資料之收集及建置

蒐集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
中港區空品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污染物數
據解析

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固定
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

1.

蒐集及調查環
境背景資料

1.1

1.3

1.2

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固定
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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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
固定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1)

 建立「固定污染源排放標的汚染物」清單

 毒理資料庫

 世界衛生組織設在里昂之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化學品安全規劃署(IPCS)

 歐盟之歐洲化學品管理署(ECHA)

 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有毒物質及疾病登記署建立之資料庫(ATSDR)

 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聯合建立之危害性物質資料庫 (HSDB)

 美國整合性風險資料系統(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美國能源署風險評估資料管理系統(RAIS)

 美國環保署(ACToR)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國立醫學圖書館共同建立毒理資料庫網路系統資料庫(TOXET)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物質毒理資料庫



根據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等
固定污染源排放物質，建立毒理資料庫(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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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

臺中市30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染物調
查

汚染物採樣檢測方法

品質管理系統

2.

環境污染物調
查

2.1

2.3

2.2

2.4

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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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規劃

 大氣及土壤樣本之採集區域

 範圍: 臺中市29個行政區

 採樣點數: 41個測點

 每個測點進行2次不同時間樣本採集及檢測

 每個測點同時採集大氣污染物及土壤樣本

區域 臺中港區
(5個行政區)

后里區、西屯區
及大雅區

其他21個行政區
(1個點/區)

測點數(個) 10 10 21

臺中港區: 5個行政區清水區、梧棲區、龍井區、沙鹿區、大肚區
21個行政區: 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南屯區、北屯區、豐原區、
大里區、太平區、大甲區、東勢區、烏日區、神岡區、霧峰區、潭子區、外
埔區、和平區、石岡區、大安區、新社區



大氣及土壤污染物檢測項目

大氣 土壤

PM2.5

質量濃度

10 種陰陽離子

元素碳及有機碳

25種重金屬元素 17種重金屬元素

三價砷、五價砷 三價砷、五價砷

甲基汞 甲基汞

六價鉻 六價鉻

26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26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17種戴奧辛化合物 17種戴奧辛化合物

87種揮發性有機物 87種揮發性有機物

氣態汞

5種無機酸

有機酸(醋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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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測點選擇

 ISC3 擴散模擬與Google Earth結合，尋找臺中市各區合適的PM2.5採樣
點

 ISC3執行重點固定污染源PM2.5貢獻量推估

 模擬時間：104年

 模擬物種：近地面PM2.5 平均濃度 (μg/m3)

 模擬範圍：臺中市

 氣象資料：氣象局臺中站 (地面)、板橋站 (高空) ，混合層高度採用美國南
加州環保局使用的一維邊界層模式Ablm所模擬(彭啟明，1983)，根據文獻
顯示，Ablm模擬結果比Holzworth方法較為精確

 排放資料：該年前百大PM2.5排放煙囪(全部點源的97.1%)，曼寧公司提供

 水平解析度：1 公里 × 1 公里



春季平均濃度 (μg m-3) 夏季平均濃度 (μg m-3)

秋季平均濃度 (μg m-3) 冬季平均濃度 (μg m-3)

ISC3 模擬結果 - 104年 PM2.5近地面濃度分布

20



104年 PM2.5年平均

大安
大甲

外埔

后里

東勢
清水

梧棲
沙鹿

龍井

大肚

烏日

南屯

西屯

大雅

神岡

豐原

石岡

新社

南 太平

霧峰

大里

北屯

潭子

和平

東

4/1 專家學者研商會議建議之預定採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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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測點

區域 採樣點

清水區 高美國小、大楊國小

梧棲區 梧棲國中、中港國中

沙鹿區 北勢國中 (環保署測站)

龍井區
龍津國中、龍泉國小、
龍峰國小

大肚區 大肚國小、追分國小

后里區 后里國中、內埔國小(環
保局測站)、后里馬場

西屯區 泰安國小、西屯國小、
國安國小(中科測站)

大雅區 汝鎏國小、大明國小、
三和國小、陽明國小(中
科測站)

區域 採樣點

南屯區 文山國小

烏日區 烏日國中

霧峰區 霧峰國中

大里區 大元國小

太平區 新平國小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

西區 忠信國小

東區 大智國小

中區 光復國小

北區 賴厝國小

北屯區 大坑國小

潭子區 新興國小

區域 採樣點

豐原區 豐原國小

神岡區 豐洲國小

石岡區 土牛國小

新社區 東興國小

東勢區 中山國小

和平區 和平國小

外埔區 外埔國小

大甲區 華龍國小

大安區 大安國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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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工作規劃 (1)

 參考測點的設立及同步採樣規劃

 不同測點之採樣未能同步執行時，新增一個參考測點，以利後續作為
時間校正之用

 採樣後之濾紙仍與其他一般測點之濾紙進行相同之污染物分析，以利
後續作為時間校正之用

 10個測點同步 + 1個參考測點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

 4個採樣工作時程

I II III IV

區域
臺中港區

(5個行政區)
后里區、西屯區

及大雅區
10個臺中市
其他行政區

10個臺中市
其他行政區

測點數
(個)

採樣點 10 10 10 10

參考點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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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工作規劃 (2)

 每次進行 11個點同步採樣,  每個點架設6臺採樣器

 採樣時間: 3.5天 (72小時採樣)

 架站時間: 3-4天

 採樣器商借: 30天

 採樣前置準備工作: 15天 (含濾紙調理稱種、採樣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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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污染物調查預定執行時間

 「 105/4/26 大氣污染物調查採樣時間點規劃專家學者研商會議」建議，
「 4/29 環保局工作會議」決議

 本計畫調查之數據未來將作為臺中市居民污染物暴露風險評估之用

 第一次採樣時間點: 6-8月

 第二次採樣時間點: 10-12月

 預定採樣日前若遇連續3天以上豪雨或採樣日下雨，則採樣暫停順延。

港區5個行政區

后里、西屯、大雅區

其他10個行政區

其他10個行政區

港區5個行政區

后里、西屯、大雅區

其他10個行政區

其他10個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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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

臺中市30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染物調
查

汚染物採樣檢測方法

品質管理系統

2.

環境污染物調
查

2.1

2.3

2.2

2.4

臺中市30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
染物調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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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30 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染物調查
測點規劃

 重大污染源之排放管道採樣及分析之區域包含后里區、西屯區、大雅
區及臺中港區(清水區、梧棲區、龍井區、沙鹿區及大肚區)

區域 臺中港區5區 后里區、西屯區及大雅區

測點數(個) 13 10 7

檢測項目

PM 2.5

質量濃度 V V

10種陰陽離子 V V

元素碳及有機碳 V V

25種重金屬元素 V V

三價砷、五價砷 V V

甲基汞 V V

六價鉻 V V

26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V V

17種戴奧辛化合物 V V

87種揮發性有機物 V V

氣態汞 V V

5種無機酸 V V

有機酸(醋酸)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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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30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染物調查
測點選擇方式

 排放管道資料來源:
 具許可證且有申報排放量之管道

 港區(5行政區): 78間公司, 394根排放管道
 后里區、西屯區及大雅區: 44間公司, 475根排放管道

 排放管道選取方式
 102-104 年TSP, SOX, NOX, 和VOCS申報排放量平均值，依排放量排序

[選前5名]

 空污費申報13種個別物種中屬於IARC group1之汚染物苯
102-104 年苯申報排放量平均值，依排放量排序 [選前3名]

 許可排放量中屬於IARC group1之汚染物(六價鉻、汞及其化合物、
砷化合物、戴奧辛、鎳化合物、鎘極其化合物)
104年許可排放量排序 [選前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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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23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染物調查測點

 「 105/4/1 採樣選點專家學者研商會議」建議及「4/1 環保局依據上述
會議的建議」決議之採樣點

區域 臺中港區 后里、西屯及大雅

測點
數

13個 10個 7個 (僅酸類)

工廠

•中O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高爐、
週波爐、精煉爐/鎔衍爐
•台O力股份有限公司
•味O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廠
•三O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O際食品有限公司
•泰O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中O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祥O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台O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O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友O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華O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O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生O禮儀管理所火化場
•豐O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資O收廠
•正O股份有限公司
•友O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台O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O電路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友O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友O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華O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由其他科技廠選出1個有酸
排放的工廠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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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41個大氣污染物調查

臺中市30個重大污染源排放管道污染物調
查

汚染物採樣檢測方法

品質管理系統

2.

環境污染物調
查

2.1

2.3

2.2

2.4 品質管理系統2.4

汚染物採樣檢測方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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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檢驗

 本計畫執行使用方法以環保署公告檢驗方法為主，若無公告檢驗方法或環保
署公告檢驗方法無法有效解析汚染物時，則使用國際或學術上較可被接受或
較高階之檢驗方式執行。

 檢測項目
大氣 管道 土壤

PM2.5 質量濃度 PM2.5 質量濃度

10種陰陽離子 10種陰陽離子

元素碳及有機
碳

元素碳及有機
碳

25種重金屬元
素

25種重金屬元
素

17種重金屬元素

三價砷、五價
砷

三價砷、五價
砷

三價砷、五價砷

甲基汞 甲基汞 甲基汞

六價鉻 六價鉻 六價鉻

26種PAHs 26種PAHs 26種PAHs

17種戴奧辛 17種戴奧辛 17種戴奧辛

87種揮發性有機物 87種揮發性有機物 87種揮發性有機
物

氣態汞 氣態汞

5種無機酸 5種無機酸

有機酸(醋酸) 有機酸(醋酸)

 大氣及管道汚染物檢測
工作由中山醫學大學健
康科技中心及上準環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執行。由上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的部分會
在計畫簽約日起14日曆
天內提出分包契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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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元素及環芳香烴化合物種類

 金屬元素檢測種類高達25種

 計畫招標文件，17種重金屬元素之檢測，包含鐵、錳、鎘、鉛、鉻、汞、
銅、鋅、銀、鎳、硒、砷、錫、銦、鎵、硼及鉬。

 增加8種金屬元素之檢測，包含鋁、銻、鋇、鈹、鈣、鈷、釩、鎂，以增
加數據之廣度及數據推估時之解釋力

 多環芳香烴化合物檢測種類高達26種

 計畫招標文件: 19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AHs, 如表1.1) 

 增加5種甲基化之多環芳香烴化合物，包含1-Methylnaphthalene(1-MeNAP), 
1-Methylfluorene(1-MeFLU), 3-Methylphenanthrene (3-MePHE), 2-
Methylphenanthrene (2-MePHE), 3,6Dimethylphenanthrene (3,6-MePHE) [移
動污染源汽機車排放之廢氣所貢獻]

 增加2種高分子量的多環芳香烴化合物，包含Dibenzo[a,l]pyrene (DBalP, 
IARC Group 2B), Coronene (COR)



汚染物檢測方法及參考方法 (大氣)
來源 項目 採樣方法 檢驗方法 參考方法

大氣

PM2.5質量濃度 PM2.5高流量採樣器 重量法 USEPA RFPS-0202-141

PM2.5-10種陰陽離子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IC USEPA RFPS-0202-141
NIEA A451.10C

PM2.5-元素碳及有機碳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總有機碳分析儀 USEPA RFPS-0202-141
Turpin et al., 1990 

PM2.5-24種重金屬元素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ICP-MS, ICP-OES
USEPA RFPS-0202-141
NIEA A305.11C
NIEA A306.10C

PM2.5-三價砷、五價砷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HPLC-ICP-MS USEPA RFPS-0202-141
Huang et al., 2014 

PM2.5-甲基汞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冷蒸氣原子螢光
光譜法

USEPA RFPS-0202-141
NIEA S341.60B

PM2.5-六價鉻 PM2.5個人式環境監測器 (碳酸氫
鈉處理之無灰纖維濾紙) IC USEPA IP-10A

NIEA A309.10B

PM2.5-26種PAHs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GC-MS USEPA RFPS-0202-141
NIEA A801.90C

PM2.5-17種戴奧辛 PM2.5高流量採樣器 (石英濾紙) HRGC-HRMS USEPA RFPS-0202-141
NIEA A810.13B

87種揮發性有機物 不銹鋼採樣筒 GC-MS NIEA A715.15B

氣態汞 塗覆金之玻璃珠吸附管 冷蒸氣原子螢光
光譜儀法 NIEA A304.10C

5種無機酸 Denuder IC US EPA IO-4
NIEA A435.71C

有機酸(醋酸) 試劑水-衝擊瓶 IC NIEA A507.10B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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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系統 (1)

 品質系統驗證及實驗室認證與規範
認證領域 認證機構 共通性規範 特定性規範

化學測試1 財團法人認證基金會(TAF)

ISO/IEC
17025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
實驗室/檢驗機構主管之要求
報告簽署人的要求
量測結果之計量追溯政策

食品衛生2 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

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
食品藥物化粧品檢驗機構認證作業程序
實驗室品質管理規範-測試結果之品質管制
食品化學檢驗方法確效規範
食品衛生檢驗委託辦法

環境檢驗3 行政院環保署
環檢所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檢驗室品質系統基本規範
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申請作業要點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申請須知

職業衛生4 財團法人認證基金會
(行政院勞委會)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規範
職業衛生彈性範圍認證技術規範
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

註1:已於2014/12/22通過TAF認證，為TAF認證之實驗室(認證編號: 2995)。
註2:已於2015/12/11X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為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之實驗室(認證編號: F084)。
註3:已於2016/2/5通過環保署認證，為空氣類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核可字號: 環署檢字第1050011028號)。
註4:預定2016年提出職業衛生領域之認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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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系統 (2)

 檢驗技術能力證明

儀器設備

人員訓練及考核

量測追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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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系統 (3)

 檢驗項目執行分析
時所需執行的品管
樣品

 註1:因規劃進行10個測點的同步採樣，受採樣
儀器數量之限制，每次10個點之同步採樣選取
一個點進行現場空白。

 註2:部份樣品無法執行重複樣本分析，因為分
析所需樣本大，一次採樣之樣本量不足以進行
量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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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式模擬評估后里區、西屯區、大雅
區及臺中港區重大排放源對採樣地區及
空品測站之影響

以模式模擬解析各污染源之貢獻比例，
鑑定重大排放源對環境之影響程度

3.

模式模擬

3.1

3.2

本團隊規劃以CMAQ網格模式模擬進行本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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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Q 網格模式

 美國環保署支援建置

 CMAQ網格模式包含無機氣膠模組及有機氣膠模組，可以模擬
無機氣膠及二次有機氣膠的變化。

 CAMQ 模擬需輸入氣象資料及污染物排放資料。

 氣象資料

 以WRF模式前處理可制定模擬範圍、土地型態等。此模式內含雲
物理、短/長波輻射、地表參數化、積雲參數化、邊界層參數化等
模組，本團隊對這些模組的特性皆有豐富經驗。

 大氣污染物排放資料

 本團隊已收集東亞人為排放資料庫 (MICS_Asia)及台灣大氣污染物
排放資料(TEDS 8.1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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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Q模式模擬規劃

 利用美國環保署支援建置的Models-3的CMAQ (Byun and Ching, 1999; Byun and 
Schere, 2006)模式模擬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清水區、梧棲區、
龍井區、沙鹿區及大肚區)內，重大排放源對採樣地區及空品測站之影響。

 兩個靈敏度測試，兩個個案模擬結果相減，即可評估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
中港區內重大排放源的影響。

個案一: 基準個案。

個案二: 剔除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內的重大排放源。

 模擬這些重大排放源對於採樣點以及空品測站模擬濃度的貢獻比例，最後，
本計畫同時也將模擬其他點源、線源以及面源的貢獻比例，以作比較，作為
評估重大排放源相較於其他污染源的影響程度。

 本計畫將進行以下靈敏度測試。

個案三: 剔除台中市內的其他點源。

個案四: 剔除台中市內的所有線源。

個案五: 剔除台中市內的所有面源。

 由於網格模式模擬資源相當龐大，因此本計畫預計針對過去五年內，PM2.5月
平均濃度最大的月份進行模擬



40

創新做法

 參考測點的設立及同步採樣規劃

 以CMAQ網格模式模擬評估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

區重大排放源對採樣地區及空品測站之影響。並以模式模擬解

析各污染源之貢獻比例，鑑定重大排放源對環境之影響程度

 鑑定臺中市歷年PM2.5事件日形成的種類

 有害金屬元素檢測種類高達25種 (招標書: 17種)

 多環芳香烴化合物檢測種類高達26種 (招標書: 19種)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科技中心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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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
港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

居民空氣污染物暴露評估計畫

計畫執行期間：105年2月18日至106年2月18日

計畫經費：940萬元

受託單位：中山醫學大學

計畫主持人：廖勇柏教授

計畫經理：徐書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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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2011年臺灣男性全癌症標準化死亡率與全人口死亡率比較圖



風險評估之流程

一.危害性鑑定

二.劑量效應評估

三.暴露量評估

四.風險特徵評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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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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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在本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及項目

總主持人 廖勇柏
負責計畫之策劃、整合、推動、督導及各項子計
畫相關結果之彙整，並執行(三)健保資料分析。

協同主持人 莊銘棟 負責執行(一)大氣擴散模式之模擬。

協同主持人 郭崇義 負責執行(二)暴露評估與健康指標關聯。

協同主持人 楊浩然
負責執行(四)規畫及辦理會議及協助(三)健保資料
分析。

計畫經理 徐書儀
負責管控整體計畫執行進度、協助補助單位與各
子計畫間之溝通聯繫。

工程師 陳姮君 協助計畫進度管控、人事行政程序、採購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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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通報檔

大氣模式模擬

(固定排放資料)

監測車

空品測站

污染物調查

暴露資料
健康資料

健保資料庫

癌症登記檔

死因統計檔

參考資料收集
 科學文獻
 本市重大空氣污染事件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爭議點及可能

排放污染物整理

?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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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氣擴散模式之模擬

二、暴露評估與健康指標關聯

三、健保資料分析

四、規劃及辦理會議

計畫目標
利用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區空氣污染物之暴
露資料，評估居民健康狀況與空氣污染物暴露之關聯



 臺中市A.B.C.D四個區域(如右圖)

 模擬污染物種類：SO2、NOX、
NMHC、PM2.5、Dioxin

 配合A.B.C.D區域之主要工業區，
模擬該地區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

 模擬年份之逐月、全年與東北風、
西南風兩季風期的地面等濃度圖
以及設置前與營運期間的增量等
濃度圖

 模擬結果以做為本計畫暴露評估
結果與空氣污染物分布之比對

49

圖一臺中市A.B.C.D四個區域分布圖

A區

B區

C區

D區

一、大氣擴散模式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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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露評估與健康指標關聯

(一)

•蒐集彙整與本市特定污染源相關暴露與居民健康危害之科學文獻，及5年
內及5年以上發生於臺中市重大空氣污染事件，提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二)

•解析101-104年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中科管理局及中龍及台電所執行
的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整理出各種爭議點及排放之污染物，與民眾關切事
項及建議，並整理科學園區及中龍及台電廠商可能排放的污染物。

(三)

•運用本市監測車103年至105年監測數據進行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
港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居民特定環境污染物之暴露評估。

(四)

•運用本市「污染物調查計畫」之結果，針對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
港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進行相關採樣數據與民眾健康資料
關聯性之分析。

(五)

•以本市測站監測數據，進行空氣品質不良日與空氣品質良好期間居民相
關疾病就診率之差異比較，並探討空氣品質不良期間污染物濃度分別以居
民相關疾病就診率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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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資料分析

(一)

•以2,300萬人檔之健保資料庫(從健保開始實施起至最近可取得之年份)、癌症登錄檔及死亡檔，探討后里
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與其他21個行政區之一般居民在特定
疾病(如呼吸道相關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臟與腎臟疾病)、6歲(含)以下兒童過去在特定疾病(
如呼吸道相關疾病)及65歲(含)以上居民在特定疾病(如呼吸道相關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臟與
腎臟疾病等)之就診率(區分門診、急診、住院)、癌症發生率(如肺癌、肝癌、白血病等)及死亡率的差異
分析，以及本市29行政區與全國之上述指標數據差異比較。此外，並建立臺中市29個行政區各自與上數
據之時間趨勢，以及全國之前述數據之時間趨勢。

(二)

•以2,300萬人檔之健保資料庫(從健保開始實施起至最近可取得之年份)分別探討中部科學臺中園區、中部
科學后里/七星園區、及臺中港區在開發前、開發中以及開發後，各自對於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
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 與其他21個行政區之一般居民在特定疾病(如呼吸道相關疾病、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臟與腎臟疾病)、6歲(含)以下兒童過去在特定疾病(如呼吸道相關疾病)及65歲(含
)以上居民在特定疾病(如呼吸道相關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臟與腎臟疾病等)之就診率(分別門
診、急診、住院)、疾病率、癌症發生率(如肺癌、肝癌、白血病等)及死亡率的差異分析，以及本市29個
行政區與全國之上述指標數據的差異分析。

(三)

•從國民健康署出生通報系統(從開始實施至最近可取得之年份)分別探討中部科學臺中園區、中部科學后
里/七星園區及臺中港區在開發前、開發中以及開發後，各自對於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區(大肚、
清水、沙鹿、梧棲、龍井) 與其他21個行政區進行嬰兒低出生體重及早產百分比的差異分析，以及本市29
個行政區與全國差異之比較。

(四)

•上述健康資料之上述數據應運用本市測站歷年監測數據進行環境污染物相關性分析;另健保資料非均以投
保者之居住地投保，執行本計畫者務必補充說明此資料引用之可能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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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料來源

52

資料名稱 擁有單位 資料期間 目前樣本數

健保資料庫
(包含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_門急
診、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_住院、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_門急診、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_住院、
全民健保承保檔)

健保署 1998-2014 全國不抽樣

癌症登記檔
(長表、短表、TCDB、年報檔)

國民健康署 1979-2012 全國檔

死因統計檔
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

1971-2014 全國檔

出生通報檔 國民健康署 2001-2013 全國檔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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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別 ICD-9 Code(前三碼) ICD-9 A Code

糖尿病 250 A181

心血管疾病 390-398,410-414,420-429 A25,A27,A28

腦血管疾病 430-438 A29

急性呼吸道感染 460-466 A310-A312

肺炎或支氣管炎 485-486 A322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490-496 A323-A325

慢性肝炎及肝硬化 571 A347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580-589 A350

癌症別 ICD-9 Code(前三碼) ICD-10

肝癌 155 C22

肺癌 162 C33-C34

結直腸癌 153-154 C18-C21

口腔癌
140-141、143-146、

148-149

C00-C06、C09-C10

、C12-14

女性乳癌 174 C50

白血病
˙ICD-9: 204-208

˙ICD-10: C42

˙ICD-O-3 M-98003 - M-99643、M-99803 - M-99893

疾病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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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標1

年代 健康指標 研究對象 特定疾病 分析項目

1998-2014

就診率_門診
就診率_急診
就診率_住院

一般居民

呼吸道相關疾病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肝臟疾病
腎臟疾病

1-1、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

中港區與其他21個行政區比較。

1-2、臺中市29行政區與全國之上述

指標數據差異比較。

1-3、臺中市29個行政區各自與上數

據之時間趨勢，以及全國之前述數據

之時間趨勢。

2-1、探討中部科學臺中園區、中部

科學后里/七星園區、及臺中港區在

開發前、開發中以及開發後，各自對

於：

(1)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

港區與其他21個行政區比較。

(2)臺中市29個行政區與全國之上述

指標數據的差異比較。

6歲(含)以下兒童 呼吸道相關疾病

65歲(含)以上居民

呼吸道相關疾病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肝臟疾病
腎臟疾病

1979-2012 癌症發生率 一般居民

肺癌
肝癌
白血病
結直腸癌
口腔癌
女性乳癌

1997-2014 癌症死亡率 一般居民

肺癌
肝癌
白血病
結直腸癌
口腔癌
女性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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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健康指標 研究對象

探討中部科學臺中園區、中部科學后里/七
星園區、及臺中港區在開發前、開發中以
及開發後，各自對於：

一、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臺中港區
(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與其他
21個行政區比較。

二、臺中市29個行政區與全國差異之比較。

嬰兒低出生體重百分比

出生通報系統 2001-2013

早產百分比

健康指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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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及辦理會議

(一)
•研議未來持續進行調查之相關事宜。

(二)
• 辦理專家諮詢、或跨計畫協商會或說明會會議合計3場次。

利用本計畫分析之結果，未來將以縱貫性的設計，探討本計畫著眼的四個
區域，特定污染源與相關疾病的因果關係

暴露資料 健康資料
?



本計畫創新做法

透過GIS展現疾病與空污的時空變異，有利疾病病因假
說之形成。

透過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分析，有助於評估居民健康狀
況與空氣污染物暴露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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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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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請將發言單繳回給工作人員

謝謝！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臺中市政府網址 http://www.taichung.gov.tw/

本次會議紀錄為節能減碳將不個別發文，
相關資料檔案將公布本府首頁網站「公廳會訊息」內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或可直接點選市府首頁下方「公聽會訊息」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設立查詢專區】
未來與環境調查及空氣污染物暴露評估計畫相關訊息，可由下方顯示之路徑查詢：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頁->環保業務->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環境調查暨空氣污染
物暴露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