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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活動一~活動三課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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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學習單 

 認識空氣品質監測網 
請連線至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emc，閱讀「空氣污染指標」

項下內容，完成重點整理： 

 

 
【內容整理】 

一、空氣品質的指標污染物有哪些種類？ 

 
 
二、PSI 污染指標的意義及標準為何？ 
  1.PSI 定義： 

(1) 計算各空氣污染物副指標值： 

依據                                                       ，

以其對                的影響程度換算出各污染物之污染副指標值。 
(2) 決定當日(24 小時)空氣污染指標值：以                       為準。 
2. 依美國環境保護署之研究，PSI 在          以上時，對身體不好而較敏感的

人將使其症狀更加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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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SI 指示健康狀態： 

空氣污染指標 (PSI) 
                  

101～199 200～299 
         

對健康的影響 良好 普通 不良 非常不良 有害 

狀態色塊 
                           

紫色 棕色 

 
三、請寫出下列現象發生時所形成的空氣品質指標污染物。 

 
光化學反應： 森林火災： 火力發電廠排放： 車輛排放： 

 
四、空氣品質指標污染物對人體的影響： 
指標污染物 對人體的影響 

 因其對血紅素的親和力比氧氣大得多，因此可能造成人體及動物

血液和組織中氧氣過低，而產生中毒現象。 

 
含硫酸、硝酸等腐蝕性高物質，粒徑小於 10 微米以下者，能深入

人體肺部深處，如該粒子附著其他污染物，則將加深對呼吸系統

之危害。 

 具腐蝕性，故對眼睛、喉嚨及上呼吸道影響最大。 

 具刺激味道之氣體，會刺激肺部，減低呼吸系統對病菌的抵抗力。

 
具強氧化力，對呼吸系統具刺激性，能引起咳嗽、氣喘、頭痛、

疲倦及肺部之傷害，特別是對小孩、老人、病人或戶外運動者有

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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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空氣品質 
根據空氣品質監測網的各測站資料，紀錄距離學校最近的各項測值，以決定

最新空氣污染指標： 
 
 
 
 

 
 
 
 
 
 
 
 
 
 
 
 
 
 
 
 
 
 
I、小組討論 
一、距離學校最近的監測站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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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測站各項污染物濃度的測值為何？  
 

觀測日期及時間  
指標污染物      

最新測值（與單位）      
24 小時內最高測值      

 
三、根據「污染物濃度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判斷目前的 PSI 值與空氣

品質狀況。 

 ◎ 污染物濃度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 

PM10： 24 小時

平均值  
SO2： 24 小時

平均值  
CO：8 小時 平均

之最大值  
O3：1 小時之

最大值  
NO2：1 小時之

最大值  
PSI
值  

單位:μg/m3  單位：ppb 單位：ppm 單位：ppb 單位：ppb 

50  50  30  4.5  60  -  
100 150  140  9  120  -  
200 350  300  15  200  600  
300 420  600  30  400  1200  
400 500  800  40  500  1600  
500 600  1000  50  600  2000  

 
 

指標污染物      
測值（與單位）      
污染副指標對照

之 PSI 值 

     

 
( 故此時距離學校最近測站之 PSI 值為             ， 

對健康的影響為           ，狀態色塊應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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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個人練習 
一、請寫出自己家的縣市及街道名稱？ 

 
 
二、距離家裡最近的監測站是哪一個？ 

 
 
三、該測站各項污染物濃度的測值為何？  
 

觀測日期及時間  
指標污染物      

最新測值（與單位）      
24 小時內最高測值      

 

四、根據「污染物濃度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判斷目前的 PSI 值與空氣

品質狀況。 
 

指標污染物      
測值（與單位）      
污染副指標對照

之 PSI 值 
     

 
( 故此時距離家裡最近測站之 PSI 值為             ， 

對健康的影響為           ，狀態色塊應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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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小組討論 
一、比較同一時間中，學校及其它二個地方（共三處）的空氣品質狀況。 
 （氣象資料可參考「校園氣象台」：http://weather.aclass.com.tw/ 

「中央氣象局」：http://www.cwb.gov.tw/） 

 
測站名稱 (學校) (住家 1) (住家 2)
PSI 值    
主要指標污

染物 
   

來源 

   

污

染

物 

位置 

   

溫度    

風向    

風速    

晴雨    

氣

象

條

件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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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同一時間中，台灣全島的空氣污染指標。 
1. 台灣全島的空氣污染指標以何處最高？其空氣污染指標值為何？ 

 
2. 決定該 PSI 值的主要指標污染物為何？ 

 
3. 承上題，請簡單繪出該指標污染物濃度分布情形。  

 

 
 
4. 請說明造成此濃度分布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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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學習單 

香水擴散活動 

當老師從教室門開始噴香水後，請妳計時聞到香味的時間，並將秒數記

錄在下圖中妳的位子上。 

【紀錄】 

 
 
 
 
    
 
 
 

 
 
 
【腦力激盪】 

一、 你認為香味是如何傳播到妳的鼻子而讓妳聞到？ 
 

氣體分子高速地運動及不斷碰撞，使氣體具有擴散的性質(由氣體分子

濃度高處往濃度低處擴散)，香水分子經由碰撞擴散到鼻子而聞到 

 

二、 距離兩倍時，聞到香水的時間是否為 2 倍？為什麼？ 

不是，氣體的擴散除了與距離有關外，還受到其他的外在因素影響，

如下題之答案。 

 

 

三、 請你想想可能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香味傳播的速率？ 
 

風(風向、風速)、溫度、溼度、濃度、香水分子的分子量 
 

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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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穩定度動畫模擬活動 
左側(1)圖中虛線(---)為空氣塊降溫曲線，實線(─)為周圍大氣降溫曲線，若空氣塊上升至 1 公里(km)的高度時，周圍大氣的

溫度為 TZ，空氣塊的溫度為 TP，請你配合動畫完成右側(2)、(3)、(4)的學習單內容。 
 

(1)降溫曲線 (2)判別溫度遞減率大小 (3) 0~0.5~1 公里空氣塊的移動情形 (4)決定大氣穩定度 
 (溫度請填＞、＝或＜；移動請填上升、下沉或不動)  

 

 

 

 

 

 

 

 

 

 

 

 

 

 

 

0.5~1 公里：空氣塊溫度＜   周圍大氣

空氣塊如何移動：下沉    
0~0.5 公里：空氣塊溫度＞   周圍大氣

空氣塊如何移動：上升    

TPTZ

0 

km 

℃ 
高 低 20

1 

0.5 

15

何種穩定度： 
 
   大氣穩定   

0.5~1 公里：空氣塊溫度＝   周圍大氣

空氣塊如何移動：不動   
0~0.5 公里：空氣塊溫度＝   周圍大氣

空氣塊如何移動：不動   

何種穩定度： 
 
   中性穩定   

0.5~1 公里：空氣塊溫度＞   周圍大氣

空氣塊如何移動：上升    
0~0.5 公里：空氣塊溫度＜   周圍大氣

空氣塊如何移動：下沉   

何種穩定度： 
 
  大氣不穩定   

周圍大氣溫度遞減率

  ＜   (填＞、＝或＜)
空氣塊溫度遞減率 

周圍大氣溫度遞減率

  ＝   (填＞、＝或＜)
空氣塊溫度遞減率 

周圍大氣溫度遞減率

  ＞   (填＞、＝或＜)
空氣塊溫度遞減率 

0 

km 

℃ 
TP(TZ)

高 低 20

1 

0.5 

15 25 

TZ

0 

km 

℃ 高 低 20

1 

0.5 

15
TP 

25 

25 



【腦力激盪】 
一、 你認為此三種大氣穩定狀態(中性穩定、大氣不穩定、大氣穩定)，

哪一種狀態下，污染物較不易擴散？哪一種狀態下，污染物較易擴

散？請說明理由。 
大氣穩定→較不易擴散；大氣不穩定→較易擴散 
因大氣穩定的狀態下，空氣不易向上垂直移動，故較不易擴散。 
 
 

二、 下圖為某地在不同大氣穩定狀態下的污染物擴散情形。請妳配對

連連看其所對應的大氣穩定狀態為何？請說明理由。 
 

 大氣穩定    

 大氣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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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學習單 

 溫度遞減率與穩定度關係 
一、空氣塊絕熱遞減率 

 km

0
低 高 ℃ 

0.5

1.0

19 24 

1.試問其空氣塊絕熱遞減率為何？ 

2.若有一空氣塊30℃，向上爬升2公里時，其空氣塊溫度為何？ 

3.呈上題，若此 30℃空氣塊向下沈降 1.5 公里，其空氣塊溫度為何？ 

虛線(---)Tp為空氣塊降溫曲線 
實線(─)Tz為周圍大氣降溫曲線 



 126

二、周圍大氣溫度遞減率

km 

0 
低 高 

℃

0.5 
1.0 

24 30 34 

1.25 

27 

1.試討論不同高度其周圍大氣溫度遞減率為

何？ 

a.0～0.5公里： 

b.0.5～1.0公里： 

c.1.0～1.25公里： 

d.1.25公里以上： 

2. 哪一高度呈現出逆溫現象？ 

虛線(---)Tp為空氣塊降溫曲線 
實線(─)Tz為周圍大氣降溫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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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度遞減率與穩定度的關係 

1.試討論不同高度其周圍大氣溫度遞減率

及空氣塊絕熱遞減率為何？ 

2.試討論不同高度其大氣穩定度狀況為何？ 

虛線(---)Tp為空氣塊降溫曲線 
實線(─)Tz為周圍大氣降溫曲線 

 

 
km 

0 
低 高 ℃ 

0.5 
1.0 

19 24 
0.2 

23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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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穩定度與煙流的關係 
 
 
 
 
 
 
 
 
一、 

1.試就煙流形狀及煙流垂直方向上的變化，比較上圖四種煙流型態之

間的差異。 
 
 
 
 
 
 
 
 
 
 
 
 

2.上圖四種煙流型態中，哪一種煙流是處於大氣較穩定的狀態？  
哪一種煙流是處於大氣較不穩定的狀態？ 理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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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中虛線（  ）為空氣塊降溫曲線，實線（  ）為周圍大氣降溫曲

線，灰-黑線（   ）為煙囪(高度位置為 0.78km)，大氣溫度為 Tz，
上升空氣塊的溫度為 Tp。 
 

1.試判斷不同高度的大氣穩定度狀態為何？ 
 
 
 
 
 

 
 

2.請根據大氣穩定度畫出可能的煙流型態 
 

 
 
 
 
 
 
 
 

高度 
(km) 

大氣穩定度 

(穩定、不穩定或中性穩定)

判斷的理由 

>1.0   

0.7~1.0   

0.5~0.7   

0.0~0.5   

0

km 

℃高低 20 

1.0 

0.5 

15 

Tp 

0.7 

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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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中虛線（   ）為空氣塊降溫曲線，實線（  ）為周圍大氣降溫曲

線，灰-黑線（   ）為煙囪(高度位置為 0.53km)，大氣溫度為 Tz，
上升空氣塊的溫度為 Tp。  
 

1.試判斷不同高度的大氣穩定度狀態為何？ 
 

 
 
 
 
 
 
 
 
 
 
 
 
 
 
 
 
 
 
2.請根據大氣穩定度畫出可能的煙流型態。 
 
 
 
 
 
 
 
 

Tz 

15 20 ℃0 

km 

1.0 

0.5 

低 高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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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中虛線（  ）為空氣塊降溫曲線，實線（  ）為周圍大氣降溫曲

線，灰-黑線（   ）為煙囪（高度位置為 0.53km)，大氣溫度為 Tz，
上升空氣塊的溫度為 Tp。  

 
1.試就不同高度探討其大氣穩定度狀態。 
 
 
 
 
 
 
 
 

 
 
 
 
 
 
 
 
 
 
 

2.請根據大氣穩定度畫出可能的煙流型態。 
 
 
 
 

 
 
 

 
 
 
 
 
 

0.5 

1.0 

km 

Tz

Tp 

km

1.0

0.5

℃高15 20 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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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中虛線（  ）為空氣塊降溫曲線，實線（  ）為周圍大氣降溫曲

線，大氣溫度為 Tz，上升空氣塊的溫度為 Tp。  
 
 
 
 

 
 
 
 
 
1.分別就不同高度探討其大氣穩定度狀態。 
 

 
 
 
 
 
 
 

2.請分別繪出煙囪頂位於不同高度時(0.4km 與 0.6km)，其煙流型態為何？ 
 
 
 
 
 

 
 
 
 

 
3.試問工廠煙囪架設在哪種高度時，空氣污染物較不易擴散？ 
 
 
 
 
 
 

0 

km 

℃高低 20 

1 

0.5 

15 

Tz Tp 

0.5 

1.0 

km 

0.5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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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空污概念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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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試題 

 
 

 
 

試題說明： 

1. 此份試題設計是想要了解高中學生對空氣污染相

關概念的瞭解，共三十小題，請依據題目說明，詳

細回答。 
2. 作答時間：50 分鐘。 
 

 
 
 
 

學校：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研究團隊：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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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試題 

 閱讀以下新聞報導，並且回答第 1~11 題： 

西半部空氣淪陷 可能會持續兩三天 
【中廣新聞網】(2005 年 11 月 3 日 黃玉芳報導) 

秋老虎發威，各地多雲到晴，不過有些人可能會發現，空氣品質不太好。

根據環保署監測，西半部從桃竹苗到高屏地區，空氣品質呈現不良等級，氣

象專家解釋，可能是臭氧濃度偏高，同時秋收時節，有農民燒稻草等因素有

關，還可能會持續兩三天。 
環保署監測發現，從桃竹苗、中彰投、一路到高屏地區，整個西半部空

氣品質呈現不良等級，環保署表示，臭氧污染物是二次污染物，從一般煙囪，

或是汽機車排放出來的氮氧化物及碳氫化合物，經過光的化學反應而成。這

幾天東北季風減弱，加上白天吹海風，污染物不易飄散，氣象學博士彭啟明

也表示，秋老虎發威，大氣擴散不易，所以臭氧濃度比較高。 
環保署和氣象專家都預測，這種空氣品質不良的情況還要持續兩三天，

由於對老人小孩，以及有過敏體質，抵抗力差等，臭氧污染物可能會刺激呼

吸系統。因此空氣品質不良的區域，有過敏體質或是氣喘，外出時，記得戴

上口罩，而如果感到不舒服，就要就醫。 

1. 以下何者不屬於空氣污染物？ 
(A)一氧化碳 (B)水氣 (C)懸浮微粒 (D)臭氧。 
 

 

2. 目前我國空氣品質狀況以空氣污染指標數值對民眾發布之方式，係沿用美

國環保署之制度，空氣污染指標簡稱為 
(A) CAS (B) GMP (C) PSI (D) GPS。 
 

 

3. 報導中所謂空氣品質呈現「不良等級」，是指空氣污染指標數值為以下何者

的狀況？ 
(A) 0~50 (B) 51~100 (C) 101~199 (D) 200~299。 
 

 

4. 以下哪一項污染物不是汽車直接所排放出來的廢氣成分？ 
(A)一氧化碳 (B)氮氧化物 (C)臭氧 (D)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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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哪一項會產生大量的懸浮微粒而影響空氣品質？ 
(A)使用冷氣機 (B)燃燒瓦斯 (C)核能發電 (D)燃燒稻草。 
 

 

6. 自八月起，中國大陸上就有較強的冷氣團由西北方移入，而使天氣轉涼，

此種冷氣團隨時序而漸增強，到九月中旬已可伸至台灣地區，氣溫下降，

進入秋天型天氣。此時大陸冷氣團將一個接一個不斷南下，使氣溫一次又

一次地下降，但此時太平洋暖氣團仍未完全退去，也可增強並伸向台灣，

再度出現如夏日般的炎熱天氣，此種天氣即稱『秋老虎』(資料來源：任立渝

氣象工作室 http://www.weather-liyu.com.tw/)。 
報導中「秋老虎發威，大氣擴散不易，所以臭氧濃度比較高。」可見通常

在哪一種天氣型態下，空氣污染會比較嚴重？ 
(A)晴天 (B)陰天 (C)雨天 (D)風大的日子。 
 

 

7. 承上題，此種天氣型態下，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原因是 
(A)高氣壓系統，大氣較為穩定 (B)高氣壓系統，大氣較不穩定 (C)低氣壓

系統，大氣較穩定 (D)低氣壓系統，大氣較不穩定。 
 

 

8. 承上題，此類型天氣系統常造成溫度逆轉的現象〈逆溫現象〉。試問下列哪

一張圖形，最能代表該天氣系統籠罩下大氣溫度隨高度的變化情形？ 

  
 

9. 臨海地區示意圖如右，甲位於陸地表面，而乙位

於海面，兩者高度大致相同。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A)晝夜溫差：甲小於乙 (B)白天氣壓：甲小於

乙 (C)白天氣溫：甲小於乙 (D)地面空氣運

動：甲流向乙。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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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灣某區域空氣污染濃度的等值線圖如右，請判斷主要污染源位於圖中哪

一區？ 
(A)甲 (B)乙 (C)丙 (D)丁。 
 

 

11. 承上題，由圖中污染的擴散與分布狀態來

看，此時的風向為何？ 
(A)東北風 (B)西北風 (C)東南風 (D)
西南風。 
 

 

 環境大氣溫度與上升空氣塊溫度的垂直示意圖如

右，其中的實心圓●為環境大氣溫度，空心圓○為

上升空氣塊溫度。請依據圖中資料回答第 12~13 題： 

12. 圖中的上升空氣塊應該會如何運動？ 
(A)慢慢趨於停滯 (B)繼續不斷上升 (C)先下降

而後上升 (D)應為水平方向運動。 
 

 

13. 承上題，此種大氣的穩定度是屬於下列何項？ 
(A)不穩定 (B)穩定 (C)先穩定而後不穩定 (D)
先不穩定而後穩定。 

 

 

14. 以下哪些作用可以讓我們聞到一公尺外別人身上的香水味？ 
(甲)空氣流動、(乙)熱傳導、(丙)熱輻射、(丁)氣體擴散 
(A)甲和乙 (B)甲和丙 (C)甲和丁 (D)乙和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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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試題 

 大氣溫度與空氣塊溫度隨高度變化情形如下列三張圖形所示，圖中虛線(---)
為空氣塊降溫曲線，實線(─)為周圍大氣降溫曲線，若空氣塊上升至 1 公

里(km)的高度時，周圍大氣的溫度為 TZ，空氣塊的溫度為 TP，請回答第

16~17 題： 

 

15. 一般將大氣穩定度分為三大類：大氣穩定、中性穩定和大氣不穩定。下列

哪一張圖形屬於「大氣穩定」？ 
(A)甲 (B)乙 (C)丙 (D)以上皆非。 
 

 

 

 

 

16. 哪一種狀態下，空氣污染物最容易擴散？ 
(A)甲 (B)乙 (C)丙 (D)以上皆非。 
 

 

 

 

 

17. 以下哪一選項不會影響大氣中污染物的擴散？ 
(A)水平風速 (B)日照強度 (C)雲量多寡 (D)雲的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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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層的溫度與高度關係如右，圖中實線代表實際大氣溫度隨高度的變化

情形，虛線則代表空氣塊溫度隨高度的溫度的變化情形（遞減率）。試依

據圖中資料回答第 19~22 題： 

18. 圖中哪兩點之間的大氣層最穩定？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19. 圖中哪兩點之間的大氣層屬於中性穩定？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20. 圖中哪兩點之間的大氣層最不穩定？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21. 如果有一空氣塊最初位於丙點所在的高度，並且開始上升，當此空氣塊在

丁~戊之間會如何運動？  
(A)維持等速 (B)減速 (C)加速 (D)以上皆非。 

 

22. 承上題，此空氣塊在戊點之後會如何運動？  
(A)維持等速 (B)減速 (C)加速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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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柱的擴散作用與大氣的溫度垂直變化情形有關，請回答第 23~26 題： 

23. 如果大氣層溫度隨

高 度 的 變 化 〈 實

線〉和空氣塊上升

過 程 溫 度 隨 高 度

的變化〈虛線〉類

似 右 圖 (a) 的 情

況，則煙流類型垂直剖面如圖(b)所示。〈a、b 兩圖的高度比例相同〉 
關於大氣狀況的描述，以下何者正確？ 
(A)大氣相當穩定、空氣不易對流 (B)大氣相當穩定、空氣容易對流 
(C)大氣不太穩定、空氣不易對流 (D)大氣不太穩定、空氣容易對流。 
 

 

24. 承上題，下列哪一種天氣型態最不容易產生此種煙流類型？ 
(A)寒冷而晴朗的冬季 (B)寒冷而陰雨的冬季 
(C)炎熱而晴朗的夏季 (D)溫暖而陰雨的夏季。 
 

 

25. 大氣層溫度〈實線〉和空氣塊上升後溫度〈虛線〉隨高度變化情形如左下

圖所示，則煙流型態最有可能是如甲乙丙丁哪一張圖形所顯示的型態？ 
(A)甲 (B)乙 (C)丙 (D)丁。 

  

 

26. 承上題，關於大氣溫度垂直變化和煙柱型態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A)逆溫層發生在煙囪口下方，所以煙柱在垂直方向上不易往上擴散 
(B)逆溫層發生在煙囪口下方，所以煙柱在垂直方向上不易往下擴散 
(C)逆溫層發生在煙囪口上方，所以煙柱在垂直方向上不易往上擴散 
(D)逆溫層發生在煙囪口上方，所以煙柱在垂直方向上不易往下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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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甲、乙兩支完全相同的線

香點燃，其中一支線香〈甲〉

放在透明壓克力管內，另一

支〈乙〉則放在管外，如右

圖所示。請回答第 27~28 題： 

27. 觀察兩支線香產生的煙流情

形，以下何種描述最為正

確？ 
(A)甲、乙兩支線香產生之煙

流皆筆直向上 (B)甲線香產

生之煙流較筆直向上，乙線香產生之煙流較容易左右晃動 (C)甲線香產生

之煙流較容易左右晃動，乙線香產生之煙流較筆直向上 (D)甲、乙兩支線

香產生之煙流皆容易左右晃動。 
 

 

28. 以下哪一項因素，對煙流的飄動情形幾乎沒有影響？ 
(A)空氣的水平運動〈風〉 (B)空氣溫度隨高度的變化率 (C)空氣運動所受

的科氏力(D)空氣水平溫度梯度。 

 

 白天的大氣穩定度分類如下表所示，請依照表格資料回答第 29~30 題： 

地表風速(公尺 / 秒) 太陽輻射

量 <2 2~3 3~5 5~6 >6 
強 A A-B B C C 

中 A-B B B-C C-D D 

弱 B C C D D 

 

29. (甲)地表風速相同時，若太陽輻射量較強，則大氣比較穩定 
(乙)地表風速相同時，若太陽輻射量較弱，則大氣比較穩定 
(丙)太陽輻射量相同時，若地表風速較強，則大氣比較穩定 
(丁)太陽輻射量相同時，若地表風速較弱，則大氣比較穩定 
以上哪兩項敘述正確？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30. 依照太陽輻射量與地表風速對大氣穩定度的影響判斷，表中哪一種穩定度

類別代表大氣最穩定？ 
(A)A (B)B (C)C (D)D。 

甲 乙 

開口透明壓克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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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空污探究測驗 1.2.9.10.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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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若你要研究「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和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你

會如何定義空氣品質的好壞？ 

 

 

 

 

 

2. 根據這個研究問題，你認為可能涉及到這個研究問題的變因有哪些？其中有

哪些變因會影響到空氣品質？並說明它們如何影響空氣品質。 

 

 

 

 

 

9. 試回答下列與大氣穩定度有關的問題： 

a、 何謂大氣穩定度？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大氣穩定度？ 

b、 判斷大氣是穩定還是不穩定的條件是什麼？請舉例說明。 

c、 在中性穩定、不穩定及穩定的三種大氣穩定條件下，請問： 

哪一種大氣狀態下，污染物較不易擴散？為什麼？ 

哪一種大氣狀態下，污染物較容易擴散？為什麼？ 

 

 

 

 

 

10. 圖一為氣溫隨高度的變化圖，試根據此圖回答下列問題： 

a、 試討論不同高度時大氣穩定度狀態為何？ 

b、 如果某工廠想要架設煙囪排放污染物，  

你會建議將煙囪高度訂在什麼位置？為什麼？ 

 

 

 

 

 

 

 

 

 

0

km

℃2

1

0

7

空氣塊溫度

大氣周圍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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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圖二是某地區的立體地形圖，圖中 A、B、C 分別代表位於山谷、山腰與山

頂的三個測站。在不考慮南北方向上風的影響且假設此煙囪為 24 小時排放

的情況下，試根據煙囪所在的位置，回答下列問題： 

a、 夜晚時，A、B、C 三測站的污染物濃度大小關係？並說明理由。 

b、 白天時，A、B、C 三測站的污染物濃度大小關係？並說明理由。 

 

 

圖 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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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晤談單與晤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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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器材： 
一台數位錄影機：用於對談的錄影。不同顏色的筆、紙、麥克風、錄音筆。 
 
二、問題： 

    今天是   年   月   日 ??：??  在某某處  受訪者：XXX 為 OOO
高中▲年學生、由☉☉☉晤談。 
 
此次的晤談需要錄音、錄影，希望能取得您的同意。（此時等候受訪者同意） 
 

晤談內容完全做為研究使用，不對外公佈，未來若將研究資料發表，會以

匿名方式呈現晤談內容。本次晤談的目的是想要瞭解，您對空氣品質相關概念

的了解以及您對此主題的研究想法。 
 

1. 若你要研究「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和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你

會如何定義空氣品質的好壞？ 

2. 根據這個研究問題，你認為可能涉及到這個研究問題的變因有哪些？其中有

哪些變因會影響到空氣品質？並說明它們如何影響空氣品質。 

3. 你會用哪些方法來測量或收集這些變因資料？並請預測這些變因數據的合

理範圍。 

若學生不懂變因數據的合理範圍可舉例，例如：若量測到的氣溫為 80℃，

則溫度不在合理範圍內。 

4. 請針對「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和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綜合以

上所提的變因，請你設計研究流程或實驗步驟以回答研究問題。 

※流程圖中需要再加確認的問題： 

甲、空氣成分：請說明有哪些空氣成分及收集的方法。 

乙、風場：請解釋什麼是風場以及如何測量。 

丙、季節：您要選擇什麼時間觀測。 

丁、地形：有哪些地形因素。 

5. 你的研究可能會用到那些器材或儀器，或者是那些電腦軟體及數值模式等？ 

6. 請依據你的知識背景，說明你的研究問題可能得到的結論，並一一列舉。 

7. 請你以公式、圖表或概念圖等的方式呈現你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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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請以文字描述你所畫的圖表。請學生講解所畫的圖 

乙、將你所列舉的結論，一一對應至圖上，並標示出來。請學生描述各點與

對應的圖 

8. 請說明你的結論可以適用及不適用於哪些其他的研究問題與條件？（例如：

牛頓運動定律只適用於慣性座標。）詢問學生為什麼適用及為什麼不適用？ 

9. 第九、十及十一題，這三題因為有再細分成小題，若發現學生填寫的內容無

法確切辨識出是哪些小題，記得請請學生再次解釋。 

 

 

 

 

★ 提問原則：先閱讀學生填寫之晤談槁，針對說明不清楚部分提問，可多請學

生舉例說明。 
 
注意事項： 
不要問太多問題。 
不要幫忙接話、可重述問題。 
不需要做摘要、免除判斷、不需討論。 
不用太多引導。 
 
常用詞句： 
針對……. 
您再說明……. 
請您舉例…….. 
為什麼……. 
要不要再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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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晤談內容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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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編號：S4 

前晤談內容（1、2、9、10、11 題） 

 
第一題 01:09~03:38 

研：第一個你敘述說這個研究問題的時候，你的定義空氣品質的好壞，所謂是從空氣乾淨，有

沒有懸浮微粒，是否呈透明色，還是灰濁？可以請你針對這個再解釋一下。 

S4：就是如果空氣比較好的話，就是不會有很多的灰塵，然後雲應該是白的，然後天空不應該

是灰色的。 

研：所以這是空氣比較好的？ 

S4：空氣比較不好的。 

研：喔，對不起，那空氣比較好的？ 

S4：空氣比較好的，就是雲是白的，然後不會有那麼多灰塵。應該就這樣子吧。 

 

第二題 02:38~02:27 

研：OK，這邊你有提到有一些的變因，那你覺得這些變因，你都已經列完了嗎？ 

S4：就是我只想到這一些，可是我覺得應該還沒有列完。 

研：沒問題，只是要看看你有沒有要再補充的？ 

S4：想不出來。 

 

第九題 18:03~20:04 

研：OK，瞭解，然後這邊跟大氣穩定度的關係，你這邊有寫大氣穩定度是指一地的天氣變化，

那可以請你再解釋一下嗎？ 

S4：我覺得大氣穩定度的意思是說空氣沒有什麼變動，就是沒有變動，大概沒有風，然後氣壓

應該很穩定，就是像那個下沈氣流的感覺。 

研：那這邊還有講水氣？ 

S4：因為下沈氣流大概不容易下雨，水氣就是一下不會突然變多，或者一下突然變少，就是大

概一個穩定值。 

研：瞭解。這邊可以請你舉例一下，就是判斷的條件，你這一個天氣變化是否快速是判斷條件

還是舉例說明啊？ 

S4：判斷條件，我沒有舉例。 

研：OK。那你這邊可以舉例補充一下。 

S4：像夏天午後的對流雨，我就覺得它應該是大氣不太穩定的狀況。 

研：好，瞭解。 

 

第十題 20:04~21:50 

研：這邊你有說這個不同高度的時候，大氣穩定度要討論的話，你這邊寫上面比較穩定，你的

上面是指哪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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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就是我們不是大氣層不是有分很多個層嗎？就是老師那時候有講過說天氣好像只發生在對

流層，就是上面有三個層，我也忘記什麼層好像就是不太會有空氣的變化。 

研：那你知道對流層大概是什麼樣的位置嗎？ 

S4：好像是地表十公里吧。好像是，嗯。 

研：所以你的上面比較穩定是指幾公里？ 

S4：對流層上面。大概就是十公里以上。 

研：OK，所以如果是這張圖的話你有看到那個高度。那如果是這張圖的話，從零開始一直上

來，所以就這張圖而言，它大氣穩定度的狀態是怎麼樣？ 

S4：嗯，我覺得我看不太出來。因為它的空氣溫度啊，我記得老師講那個就是有點像測量出來

的，就是已經是定值，固定的事情，它就是有講說溫度越高..喔，高度越高，溫度會越低嘛。

然後大氣周圍的溫度也是有說會逐漸下降，然後會慢慢的攀升，所以如果要我看大氣穩定

度的話，從溫度我覺得我應該看不出什麼東西出來。 

研：OK，好，瞭解。可是你這時候要架煙囪高度，所謂越高越好是指？ 

S4：就是蠻鴕鳥心態，就是覺得說煙囪越高的話，就越高，散在越高的地方，就越不會影響到

我們。 

研：OK，那你覺得大概會多高？ 

S4：20 公里吧。 

研：20 公里，OK，好。 

 

第十一題 21:50~24:00 

研：然後再來最後這一個，我們有請你比較它的污染的濃度變化。那這邊有三個濃度的大小，

那我們這邊先來看夜晚的時候，然後有分 ABC，OK，那你可以跟我講一下你判斷的，你

的原因是怎麼樣？ 

S4：嗯，我覺得那個啊，晚上的時候啊，山區的溫度就會比較低嘛，然後，比較低…然後高度

會比較高，所以我覺得氣壓比較大，然後平地的時候氣壓比較低，所以空氣是由氣壓高移

向氣壓低，所以是從山上往山下帶。然後白天的話，我覺得… 

研：沒關係，等一下，那山上往山下帶，那為什麼 A>B>C？ 

S4：因為 C 不是最高嗎？然後 A 在陸地啊，所以陸地上的東西…ㄟ，山上的東西帶往陸地上，

所以就是 A 在陸地嘛，A 在平地，所以變成 A 的污染度會比 B 還有 C 來的大。 

研：OK，再請繼續白天。 

S4：白天的話，就是白天的話太陽這樣射，而且這是盆地對不對，所以裡面就會比較熱，然後

熱的話空氣就會受熱不是會膨脹，就會比較擁擠，然後就會想要擠出去，然後就會往山上

擠。 

研：所以那為什麼是 CBA？ 

S4：因為它往山上擠之後，這邊也會覺得很擠，所以就會往 C 前面繼續擠，然後污染物可能這

一區，然後被帶到這一些，然後被帶到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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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編號：S4 

後晤談內容（1、2、9、10、11 題） 

 
第一題 01:05~01:40 

研：在這個定義空氣品質好壞的部分 你說以空氣中懸浮微粒含量的多寡 CO2 CO 的含量判斷 

那要怎麼判斷 就是 

S4：就是 呃 看空氣中含量的多少吧 

研：那大概是到多少 它是好 到多少是壞 

S4：到多少 /嗯/ 呃 沒有什麼概念耶 

研：沒有什麼概念 OK 好 瞭解 

 

第二題 01:58~04:10 

研：那這個你會提到有一些的變因 你這邊是列 喔 OK 我知道了 就第一個是 變因有分大氣

穩定度 風向 風速 污染物的排放速率跟地形 那可是你寫的影響變因 你的風向跟地形拿

掉了 /嗯/ 為什麼 

S4：呃 那時候我們在做空污實驗 有發現說風向不一樣 那個好像真的會影響到 可是我覺得很

奇怪 所以我就沒有寫上去 

研：喔 為什麼 

S4：因為我覺得 它只是方向不一樣而已 為什麼會空氣品質的程度會不一樣 /OK/ 就覺得蠻奇

怪的 

研：嘿 那地形 /地形 嗯/ 嘿 為什麼不會影響到 

S4：地形為什麼不會影響到 呃 像如果是平的話 就沒有擋 然後 有山坡就會阻擋 聽起來好像

會影響到 

研：你如果覺得會 那你就改 沒關係 

S4：謝謝[受訪者更改答案卷內容] 

研：OK 好 所以你覺得會影響到 那我們就來討論 為什麼地形會影響 

S4：為什麼會影響 呃 如果是平地的話 它周圍就沒有阻礙了 然後可能可以吹的很遠 然後就

污染 一個地方污染程度就不會那麼嚴重 那如果真的有一座山 它可能就會把污染物擋下

來 然後可能就是 迎風坡的那一面會有比較多的污染物 

研：OK 瞭解 那我們再回過頭來討論 那大氣穩定度會怎麼影響到空氣品質 

S4：嗯 大氣如果穩定的話 就是空氣就比較不會做運動 那可能就無法幫 那個污染物給擴散 

給帶出去 就會堆積在一個地方 那如果比較不穩定的話 它就會運動 不管是上下 或是水

平的 就會把它擴散出去 

研：OK 瞭解 那風速咧 如何影響 

S4：風速我們是那個 在上課的時候用空污軟體啊 就是風速越快的話 就可以吹的越遠的樣子 

所以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那風速很慢 可能就還是會 可能就會堆積的比較多 

研：嗯 那排放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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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如果是同樣一個小時內 然後一個排放速率是 100 一個是 10 的話 那就 100 的那個可能就

會影響的比較多 然後造成比較多的污染 可是 10 的就不會 所以排放速率會影響到 

研：嗯 OK 然後再來 嗯 我看一下 好 這邊你有解釋過 

 

第九題 14:04~16:15 

研：然後再來大氣穩定度 你這邊寫大氣運動的情形 是怎麼運動 

S4：上下跟水平 應該都有吧 

研：上下跟水平 /嗯/ 再來你有提到三個影響的因素 那風速是如何影響大氣穩定度 

S4：那風速很大的話 就應該不會是穩定 

研：喔 為什麼 

S4：因為空氣污染 空氣 空污軟體上面 大氣穩定的話不是只限定 10-15 嗎 /嗯/ 那如果你是 30

的話 就是它就是定義 30 就是不穩定 

研：OK 好 瞭解 那陽光如何影響 

S4：因為我是想到說夏天的 的那個陽光照射強烈 所以會造成它的那個 水氣蒸發 然後就下雨 

然後就會影響到 

研：OK 好 那水氣 

S4：就是 如果沒有水氣的話 像沙漠 你再怎麼照 陽光不管多強 都還是不會下雨 

研：OK 好 所以你覺得沙漠都是 都是會一樣的狀態 

S4：空氣污染嗎 

研：喔 大氣穩定度 

S4：喔 大氣穩定度 嗯 應該都差不多吧 /都是/ 就是可能不是被水 呃 它不一樣可是可能不是

因為水氣不一樣 可能是因為風速之類的 

研：OK OK 瞭解 好 那判斷大氣穩不穩定的條件是風速 /我覺得/ OK 好 瞭解 那在擴 不 容

不容易擴散的部分 OK 你有沒有要補充的 

S4：有沒有要補充的 

研：就是你是看空氣分子的運動狀況 /嗯/ 那空氣分子的運動狀況跟什麼有關 

S4：跟什麼有關 嗯 可能還是會跟陽光有關 

研：嗯 OK 好 

 

第十題 16:15~17:21 

研：再來這張圖 你在 0.5 以下是不穩定 /嗯/ ㄟ 在 0.5 以上也是不穩定 /嗯/ 那你是怎麼判斷

穩不穩定 

S4：喔 我是從這邊開始看啊 那空氣塊的溫度就是一直比周圍的溫度低 /嗯/ 那從上面 0.5 公

里的話 它不就會下沈 所以它就比較不穩定 

研：OK OK 

S4：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從這樣子看 都比它低 它可能會掉的越來越快 

研：OK OK 然後你為什麼會把煙囪設在 0.5 /以上/ 對 

S4：因為它會往下掉啊 然後到 0.5 的時候 它們就溫度就差不多 好像就會平嘛 然後就不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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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掉 

研：喔 OK 瞭解 因為我剛剛我是看 ㄟ 你又寫說它呈現不太移動的狀態 所以我不太確定你

的不太移動是 所以你是指它往下掉 掉到 0.5 的地方 

S4：對 因為好像就是因為它的空氣就差不多 它可能就不會再往下掉 

研：OK 好 瞭解 

 

第十一題 17:21~19:48 

研：再來就是這一個是來討論位在不同地區的 嘿 你一開始在夜晚的時候你寫 A<B<C /嗯/ 那

你是寫溫度比較低 

S4：因為晚上不是沒有陽光 就會比較冷嘛 

研：對 /對啊/ 然後 呃 工廠的這個我不太清楚 

S4：就我是假設它晚上還是在繼續排放廢氣 

研：是 當然是 /喔/ 對 

S4：然後它的廢氣 假設早上的溫度是 25 度 晚上是 15 度 它排放的廢氣可能就一直維持在 20

度 可能 

研：你是說 呃 工廠自己排放的廢氣一直在 20 度 /嗯/ OK 就是它自己一直 白天晚上都一樣 /

對/ 好 瞭解 

S4：所以它在晚上 15 度的時候 它排放出來的廢氣就會變得比周圍的溫度還要高 啊就會一直

上升 然後往上跑 一直跑到 C 這邊來 

研：OK 好 瞭解 所以是越高 就是越 /會 受到/ 濃度越大 OK 好 然後白天的溫度比較高 嘿 

就是你剛剛講的例子裡面 它排放廢氣以後會 

S4：會 剛剛是說 20 跟 10 那白天溫度是 25 度嘛 那廢氣它還是 20 度 /嗯/ 那就會相較之下就

會變低 它就會下沈 /喔/ 然後就會跑到低的地方 所以 A 會最大 然後再來是 B 跟 C 

研：所以也是看地勢 /嗯/ OK 好 那對於這一份內容你還有沒有什麼要補充的 或是你覺得剛剛

講一講 好像覺得前面又怪怪的 

S4：好像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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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編號：S10 

前晤談內容（1、2、9、10、11 題） 

 
第一題 01:32~02:34 

研：若你要研究「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和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你會如何定義空

氣品質的好壞？ 

S10：我用 PSI 值做標準/嗯/，然後就是我認為說空氣品質跟空氣懸浮微粒有關係，那懸浮微粒

越多的話，那個空氣品質就會越差，然後 PSI 值的話，以前國中所學的就是如果超過一百

以上就代表說空氣品質較差 

研：好，瞭解，所以你可以再說明一下什麼是 PSI 嗎？ 

S10：就是測，恩我國中學的印像是說，恩就是空氣中的懸浮粒子的多寡這樣子 

研：好，瞭解。 

 

第二題 02:34～10:19 

研：根據這個研究問題，你認為可能涉及到這個研究問題的變因有哪些？其中有哪些變因會影

響到空氣品質？並說明它們如何影響空氣品質。第一個題目就是變因有哪些？你的變因

是？ 

S10：季節不同，觀測的位置、時間、天氣好壞，然後以上這些我都認為說他會影響到觀測的

數值，就是變因 

研：天氣的好壞是指？ 

S10：晴天或雨天 

研：好，然後那這些變因裡面有哪些是會影響到空氣品質的？ 

S10：嗯 

研：這個是研究問題的變因，那現在是影響空氣品質的變因 

S10：我想想，就是季節，位置跟天氣的好壞，就是晴天或雨天這樣子 

研：那這邊的風速溫度 

S10：風速大小跟溫度也會影響 

研：換句話說，你這邊總共寫季節、位置、時間、天氣、風速大小、溫度/對/，這些全部都會

影響空氣品質 

S10：位置，嗯對，都會影響 

研：然後，你這邊已經有寫季節了，你不要再補充說明些什麼？ 

S10：我覺得就是，季節的話，就是以下都會包括，就是有溫度、風速、風向，然後天氣都會

影響，因為隨著季節改變，這些都會改變，然後這些相對都會跟空氣品質有連帶關係。 

研：你可以說明一下溫度如何影響空氣品質？ 

S10：喔，溫度的話就是，溫度越高，空氣的對流會越旺盛，假如晴天，空氣就會受熱膨脹上

升，然後上升之後就會造成對流，然後對流旺盛的話，就會容易把那個空氣中的這些懸浮

微粒帶走，然後讓這個地方容易就是空氣品質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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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以你是說對流如何把懸浮微粒帶走？ 

S10：就是耶，假如地表很多這些懸浮微粒，然後空氣上升之後，就會帶這些微粒一起上升，

然後到上面之後就會，因為上面風速比較大，會帶離這個地區，飄散到別的地方。 

研：那風速呢？ 

S10：就是風越大，跟剛剛講的一樣，就是風越大，他些帶的那個微粒的能力就越強，那他就

可以，我認為風越大，帶這個微粒越強，就是風越大，這個地方空氣品質就會越好。 

研：那風向呢？ 

S10：風向，就因為季節的關係，那恩冬天吹東北季風，然後假如台北這各地區，跟高雄這個

地區比較的話，冬天的時候，台北地區吹東北季風，它是迎風面，所以這個地方相對風速

就會較大，風也較多，那高雄這個地方的話，有雪山山脈擋住，這邊風就會小，然後這個

地方空氣品質就會差。 

研：所以這是冬天，那夏天呢？ 

S10：夏天的話就吹西北季風，就是台灣的南半部就是迎風面，就會就是這邊的風就會較多，

然後台北這個地方，相對風就會減弱或小這樣子。 

研：好，瞭解， 那天氣不同如何影響空氣品質？ 

S10：天氣不同，就是我這是用氣壓去想的，就是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恩高低氣壓，高氣壓

的話是下沈氣流，下沈之後就是他會散開，下沈之後就是他會散開，就是他會..高氣壓，然

後，假如他散開的時候，就是他會把這各地區的懸浮微粒帶走/恩/，然後低氣壓的時候，

就是集中，就是中間氣壓較低，然後它就會集中在中間，/恩/，然後因為我們都知道說低

氣壓容易產生陰雨的天氣，因為他空氣上升，空氣凝結降雨，然後高氣壓的話就是，因為

它下沈氣流，空氣不容易凝結，然後就容易是晴天的天氣。 

研：所以說高氣壓是晴天的天氣，那空氣品質是？ 

S10：好 

研：然後低氣壓是？ 

S10：陰雨的天氣 

研：然後空氣品質是 

S10：較差 

研：然後是因為上升跟下沈 

S10：對 

研：好，很清楚，謝謝 

研：那第二個位置呢？位置怎麼影響空氣品質？ 

S10：位置的話，恩，看一下，喔就是因為就是我用都是拉，因為都是有很多建築物，然後，

那邊的工廠也多，所以說工廠的話會排出一些廢氣，然後這些懸浮微粒會增多，然後在都

市的話有許多建築物，他會影響風的大小，然後在高山的話，影響阻擋的東西比較少，所

以那個風速會很大，而且相對工廠也少，然後排放的廢棄物也比較少，所以那邊空氣品質

山上會高於那個都市 

研：空氣品質會高於都市是指 

S10：山上的空氣品質會高於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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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就是比較 

S10：好 

研：那第三個是天氣的好壞跟溫度都會影響，這個是對應到 

S10：對應到剛剛解釋的這邊 

研：就是你這邊的變因，這邊都已經寫出來了，所以/對對/，剛剛有講過嗎？ 

S10：有，一兩個 

 

第九題 31:58-37:50 

研：試回答下列與大氣穩定有關的問題，何謂大氣穩定度？ 

S10：大氣穩定度就是，我個人認為就是在空氣中，空氣對流流動的強弱， 

研：那你所謂，那怎樣就叫穩定，怎樣就叫不穩定？ 

S10：假如這個地方的空氣保持在，就是不流動，不對流，那我認為這個地方就是大氣穩定，

相反的就是大氣如果有流動有對流，那這個地方就是不穩定的 

研：好瞭解，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大氣穩定度？ 

S10：恩氣壓溫度溫度就是溫度就是恩溫度的變化，恩，然後風的大小還有，溫度的話會影響

對流。 

研：嗯嗯溫度影響對流，然後還有氣壓溫度都會影響，那你是否可以講一下他們如何影響？ 

S10：喔 

研：你知道我的意思？ 

S10：我懂，就是會影響空氣穩定度，/對對/，我先講氣壓，氣壓的話，氣壓的高低，氣壓高氣

壓下沈，空氣就會流動， 

研：所以是穩定還是不穩定 

S10：不穩定，對，低氣壓空氣上升，然後就是也是不穩定，因為有流動/所以不管高低氣壓都

是不穩定的/，對，因為都有流動 

研：那風的大小？ 

S10：假如這兩邊的空氣壓力不等，應該說空氣的密度不同，就是會造成空氣流動，造成風，

那風的，有風代表空氣有流動，就是大氣就不穩定 

研：瞭解，那對流的話呢？ 

S10：對流的話是跟溫度有影響，就是溫度如果突然升高的話，就會造成這地區的空氣會膨脹，

空氣就會上升，空氣就會流動，/所以就是/就是不穩定，對 

研：你判斷大氣是穩定還是不穩定的條件是什麼？請舉例說明 

S10：恩就是，就是要看對流，對流…就是要說大氣穩定的條件跟不穩定的條件嗎？ 

研：沒有我們現在在講說，我們 D 還沒講，就是說現在大氣穩定，現在不穩定，你怎麼判斷它？

判斷的依據是什麼？就是依據什麼來判斷他穩定不穩定？請舉例說明 

S10：假如沒有任何測量儀器的時候，恩現在有風，就是現在空氣有流動，然後就說現在大氣

不穩定， 

研：就是用風來判斷 

S10：對 



 157

研：C 在中性穩定、不穩定及穩定的三種大氣穩定條件下，請問：哪一種大氣狀態下，污染物

較不易擴散？為什麼？ 

S10：大氣在穩定的時候比較不容易擴散，就是我剛剛在推論的時候，就是沒有風，沒有風他

就沒有辦法帶走空氣中的微粒，然後，對這時候氣壓，就是也沒有任何的氣壓，空氣不會

對流，對這樣的話，這個地方的懸浮微粒就會一直存在，對。然後，哪一種大氣狀態下，

污染物較容易擴散，那就是大氣不穩定的狀態下，就是有對流有流動有風有高低氣壓，這

樣的話，就會有風，就會把懸浮微粒帶走。 

 

第十題 37:50-43:59 

研：圖一為氣溫隨高度的變化圖，試根據此圖回答下列問題，試討論不同高度時大氣穩定度狀

態為何？你知道我們題目的意思嗎？可以稍微講一下你的答案 

S10：可不可稍微解釋一下 

研：好，不同高度，有的是零、有的是 0.5 有的是 1，這是不同高度，那你覺得在不同高度時

候，是穩定的呢？還是不穩定的呢？就是你認為 0.2 或是 1 以上，反正在什麼高度他就是

屬於穩定，哪種高度就不穩定，還是都穩定 

S10：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有學過，在 10 公里吧，10 公里以下是對流層，那這邊的空氣很容

易就對流，流動，所以十公里以下的叫大氣不穩定，在十公里以上的較平流層，那平流層

沒有任何的天氣變化，所以空氣都是保持在穩定的狀況，沒有任何流動。 

研：如果只有這張圖，你知道實線是大氣周圍的溫度，虛線是空氣塊，如果根據這張圖，這樣

的一個圖，能不能說怎樣穩定，怎樣不穩定？有沒有辦法用這張圖來判斷？ 

S10：恩，我個人認為就是在這個交點，就是在這個圖相交的地方/對/，恩以下，都是較不穩定，

以上都是較穩定的 

研：可以說明一下為什麼？ 

S10：喔大氣周圍溫度，從地面開始看，隨著高度上升而下降，然後空氣塊的溫度，也是隨著

高度的上升而下降，但是大氣周圍的溫度在 0.5 公里的地方突然，增溫，恩，恩/想一下不

要急/，不好意思，我可不可以重說一次/好/，恩就是以上，這以上就是不穩定，以下就是

穩定，對，我的想法是，這個下面就是 0.5 以下，溫度蠻相近，就是越走越近，對，然後

溫度相近的時候，就是兩邊溫度相近，所以不會產生變化，然後到上面的時候，兩邊溫度

突然越走越不同，溫度不同的時候，就會造成熱對流，這時候空氣就會流動，然後就會不

穩定，恩我的推論 

研：好，b 如果某工廠想要架設煙囪排放污染物，你會建議將煙囪高度訂在什麼位置？為什麼？ 

R:我會覺得訂在 0.5 公里的地方，因為 0.5 公里以上的地方恩空氣比較流動比較大，然後考量

實際環境與技術，設太高的話浪費成本對，如果設在 0.5 的話，他就有辦法，因為對流旺

盛，然後對流旺盛，他就把煙囪上面的空氣帶走，帶走的時候，壓力減低，就是空氣密度

降低，然後為了達到密度平衡所以煙囪管裡面的那個空氣就會上升，然後就會產生一個循

環，然後就一直帶走，一直上升，一直帶走 

研：所以煙囪要建在 0.5 公里高 

S10：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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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好，瞭解，謝謝。 

 

第十一題 43:59-47:32 

研：最後一題了，圖二是某地區的立體地形圖，圖中 A、B、C 分別代表位於山谷、山腰與山

頂的三個測站。在不考慮南北方向上風的影響且假設此煙囪為 24 小時排放的情況下，試根

據煙囪所在的位置，回答下列問題：夜晚時，A、B、C 三測站的污染物濃度大小關係？並

說明理由。 

S10：好，我先說明夜晚的時候，我認為是 A 的污染大於 C，解釋原因就是，夜晚是海水，我

用假設這邊是海水，海水密度比較大，熱的散熱比較大，然後就會海水對流強，因為溫度

高/夜晚的時候/，夜晚的時候海水溫度大於陸地，所以這邊溫度就高會上升，這邊會過來，

陸地這邊會過補充，所以在山上這邊的空氣就會往山谷的地方往上帶，這邊就像各盆地一

樣，就會一直累積在這個地方，所會大於 B，B 大於 C，那為什麼 B 會大於 C，因為比 C

更靠近煙囪，所以 B 會大於 C，所以污染的話就是 A>B>C 

研：白天的時候呢？ 

S10：白天的時候，剛好相反，就是因為陸地的密度較小，然後溫度就是容易吸熱，溫度容易

升高，陸地這邊溫度上升，陸地這邊的空氣就會上升，/所以陸地這邊的空氣就會上升，海

的就會過來/，對對，那越高的地方，空氣品質會越低，也就是空氣污染物濃度會增高/為

什麼/，因為，就是因為，平地這邊，煙囪就會被帶到山上，就是越高的地方，所以靠近山

頂的地方，污染物會較多，恩，所以是 C>B>A，因為 B 又比 A 高，而且比 A 更靠近煙囪，

而且在煙囪的上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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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編號：S10 

後晤談內容（1、2、9、10、11 題） 
 

第一題 00:00~03:10 

研：若你要研究「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和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你會如何定義空

氣品質的好壞？ 

S10：我認為就是空氣品質會受風向、地形還有風速的影響 ㄜ 所以 我認為就是污染物的濃度

大 然後品質就會差 那濃度小 品質就會好  

研：喔 很好 濃度不好就是…所以你是依照濃度  

S10：污染物的濃度  

研：哪些污染物呢 

S10：ㄜ 空氣中的懸浮粒子 還有就是汽車排放出的一些 未燃燒完全的一些廢物 跟工廠排放

的 ㄟ 一樣就是污染物 ㄟ 還有就是 對人體有害的一些物質 漂浮散在空中 我都認為那

是污染物  

研：你可以告訴老師你的污染物濃度的數據 多少就表示不好 或多少就叫好 有沒有什麼標準

之類的 

S10：喔 就是用 PSI 值 然後大於 100 以上 就稱為空氣品質差 而對人體有危害 阿 100 以下就

是比較良好  

 

第二題 03:11～13:00 

研：根據這個研究問題，你認為可能涉及到這個研究問題的變因有哪些？其中有哪些變因會影

響到空氣品質？並說明它們如何影響空氣品質。第一題就是變因有哪些？你總共列了五 /

五點/ 點 那影響空氣品質的變因呢 

S10：ㄣ 就是變因還想再加一點 就是 ㄟ 我想一下 就是附近的交通狀況 跟 都市人口的密集 

這是再想的兩點 那會影響的變因就是那五點 風向風速 排放速率跟煙囪高度跟地形 這些

會 這五點都會影響排放的濃度 然後就連帶影響空氣品質 

研：恩 那剛剛後來提的那兩點 有一點叫做 人口密度 還有一點叫做… 

S10：就 交通狀況 

研：這兩點是跟研究問題有關? 

S10：對 

研：可是它不會影響空氣品質? 

S10：ㄜ 等一下 它們一樣會影響到空氣品質 只是他們的成因跟剛才列的那五點變因是有相同

的 剛才那幾點 例如工廠的排放速率 跟汽車 交通密集 它的排放速率其實是有一樣的效

果 

研：嗯 我了解 所以工廠的排放速率 跟交通的排放速率是類似的 

S10：對  

研：那人口密度勒 

S10：人口密度大的話 這地區代表發展 發展很旺盛 那就是會容易製造出一些 就是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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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以它也會影響空氣品質嗎 

S10：對 

研：所以你剛剛總共講了五再加二 /嗯/ 七個 這七個是研究問題的變因 你要不要把那兩個寫

一下 

S10：[寫紀錄本] 嗯 

研：這些是研究問題的變因嘛 這七個 /對/ 那老師再問最後一次 哪些變因為影響到空氣品質 

你把它寫在這個下面 空氣品質這邊下面 

S10：喔 再寫一次  

研：你就寫代號就好了 

S10：[寫紀錄本]  

研：6.7 同 3 的成因 喔 然後它們怎麼影響空氣品質你寫在這裡了 

S10：對 就是風向 因為不同的方向 因為風的方向不同 會把污染物帶向不同的地方 就影響污

染物的位置 然後再來就是風速 與風的搬運能力有關 阿風速越大 能力越強 風速越小 搬

運能力越弱 再來是排放速率 單位時間內排放的速率越大 濃度上升的會較快 嗯 再來是

煙囪高度 當有風時 就是煙囪高度是設在有風時 因為污染物的沉降需要一定的時間 所以

在離煙囪的較近區 若改變煙囪高度 它濃度的分布就會不同 

研：這可以先說一下怎樣不同呢 

S10：喔 就是 可以直接講建模的成果嗎 

研：可以阿 沒問題 

S10：就是經過建模的實驗 它整個的分布帶會有向後移 就是如果高度增加 它的分布帶會向後

退 

研：後 是指哪邊叫後 

S10：就是 這是煙囪 [比煙囪位置] 然後分布帶是這樣 就是 假如濃度是這樣 1.2.3 那它的話

會變成就是向後退 [手指後退的濃度分布] 

研： 喔 非常好 

S10：然後地形的話 就是山地會使得風不易通過 那會改變風速 那平地的話就沒有這個狀況 

所以兩個會不一樣 

研：會改變風速 

S10：對 就是地形會影響風速 

研：會怎樣影響風速 有地形的話 風速會… 

S10：減弱 

研：減弱 所以污染物濃度會 

S10：上升 而且有些地方如果像盆地 受到阻擋的話 它會不易擴散 就會推積在盆地地區 那此

地的污染物濃度就會上升 

研：好 那請問一下你 回憶一下你風速的模擬 

S10：喔 風速的模擬 ㄟ 

研：風速越大 

S10：喔 那個 這地方就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 如果單一指風速的時候 就是風速越大 因為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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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那污染物不容易向兩邊擴散 會向內集中 所以看起來那個濃度會上升 就是會比沒有風

的時候還高 可是如果風速配上其他條件的時候 風速越大反而濃度是下降的  

研：風速配上其他條件是指 

S10：像大氣穩定度 像剛才在做那個活動七的時候 就是在台塑廠的地方 就是一個是 0.8 一個

是 0.9 那 0.8 的濃度就是吹 吹東北風的時候 風速是 0.8 那濃度就比較高 那吹西南風的時

候 就是風速 0.9 濃度就較低這樣 就是測出來是這樣  

研：測出來是這樣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前面的模擬 風速越大中間值比較高是不是 

S10：對 就是中間那條很高 旁邊會減弱  

研：那這樣跟你這個 回答有一致嗎 風速越大搬運能力越強  

S10：嗯  

研：那如果老師這樣問你 風速怎麼樣 污染物濃度會怎麼樣 

S10：單指風速的時候 

研：對 其他變因都固定  

S10：那就是風速越大 污染物濃度越高 

研：全部都越高嗎？ 

S10：什麼意思？ 

研：就是風速愈大 污染物濃度越高是指全世界都變高還是怎樣變高 

S10：喔 沒有 就是 污染物濃度會集中在中心位置 就是這一長條的話 會集中在中間 [比動作] 

旁邊會降低 中間會集中 因為集中的關係 所以會上升 

 

第九題 36:23-40:06 

研：試回答下列與大氣穩定有關的問題，何謂大氣穩定度？你說垂直運動的難易就是大氣穩定

度 是不是 

S10：ㄜ 對 應該是這樣子 

研：你說 風向 風速 溫度的差異都會影響大氣穩定度 

S10：對 

研：風速怎麼影響穩定度 

S10：就是風速越快 大氣…等一下 我想想 我先解釋溫度的差異好了 溫度差異就是周圍溫度

跟空氣塊的溫度 應該講說上升的時候 兩個的溫度下降率不同時 那就會影響大氣穩定度 

至於風速 就是當風速快的時候 大氣會越…我忘記是上升還是下降 那風速慢就是相反 有

點忘記是為什麼了 但是我知道有影響  

研：風速會影響 阿風向也會影響喔? 

S10：風向 阿 我寫錯了 風向沒有 [劃掉] 

研：好 然後再看這裡有穩定跟不穩定兩張圖 你寫不穩定的時候容易垂直運動 就不容易擴散 

S10：應該說垂直上下擴散 就是不穩定時越容易垂直運動 所以容易上下擴散 我寫錯了 寫太

快了 [修改紀錄本]  

研：所以不穩定 垂直運動容易擴散嗎 

S10：嗯 都還是會水平擴散 在穩定時還是會水平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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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好 

第十題 40:07-43:13 

研：圖一為氣溫隨高度的變化圖，試根據此圖回答下列問題，試討論不同高度時大氣穩定度狀

態為何？你說下面不穩定 上面穩定 所謂上面下面是指哪邊 

S10：喔 它是一個逆溫層 那在 0.5 公里的地方 以上叫上面 以下叫下面 

研：那你可以講一下為什麼下面是不穩定的 

S10：喔 因為它實線是周圍溫度的變化 然後 虛線是空氣塊 那當空氣塊比周圍溫度還低的時

候 它會下沉 對 那在 0.5 公里以下的地方 因為空氣塊的溫度都是比周圍大氣還低 所以它

不管在哪裡 它都會下降 然後不會停止 這樣 所以是不穩定 對 上面的話 因為是逆溫層 

那逆溫層的話 一樣是周圍大氣比…等一下 我想一下 喔 就是上面是穩定 上面是逆溫層 

所以非常穩定 那原因就是 因為空氣塊的溫度就是始終保持在比周圍大氣溫度還低 所以

它都會 不管在 0.5 公里以上的任何一個位置 它都會下降回 0.5 公里這個位置 所以保持穩

定 

研：好 那 B 你煙囪高度要蓋在 0.5 公里以上為什麼呢 

S10：因為 0.5 以下都是不穩定 那煙流會呈波浪狀 那會影響到地面的平地活動 對 然後在 0.5

以上的時候 因為上面是逆溫層 然後 很穩定所以不會垂直運動 所以保持在那個水平面 

然後不會影響到地面 

 

第十一題 43:14-47:32 

研：最後一題了，現在煙囪蓋在這裡 半山腰 那夜晚的時候 你的答案是 C>B>A 為什麼 

S10：我這邊寫的不是很完整 我用講的 就是夜晚時 陸地散熱較快所以會吹海風 

研：阿? 夜晚吹海風? 

S10：等一下 我想一下 糟糕了  

研：如果假設是吹海風的話 

S10：嗯 就是 C>B>A 因為我忘記為什麼陸地密度會低 會吹海風 所以我現在不確定為什麼會

吹海風 那我假設如果吹海風的話 煙囪會在 AB 之間 它會把山下的 因為海風是從海面吹 

所以碰到陸地會隨著山坡往上爬 然後會順便把 A 地的污染物往山上帶 然後 B 地也是一樣 

就會帶到 C 點 那 C 點位於最高處 C 點是位於 ABC 最高處 所以如果都一直往上帶的話 那

C 點應該濃度會較高 因為 C 點匯聚了 AB 還有它本身自己的 阿 B 點因為匯聚了 A 所以

濃度低於 C 大於 A  阿 A 點往上帶 所以它最少 

研：白天吹陸風 所以 A>B>C 為什麼 

S10：陸風的話 就是從陸地往海上吹 然後也就是會從山上把污染物往下帶 那 A 點是個盆地 

它會匯集所有的污染物 集中在這裡 所以他這邊的濃度會最高 那因為 C 點的位置最高 那

往下帶的時候帶到 B 點 那 B 點的濃度就會比 C 點還高 所以這邊是 A>B>C 阿 陸風海風

我真的忘記了 太久沒想了 

研：其實 OK 啦 那個再查書就好了 不過我看你概念都蠻清楚的 你會想改嗎 如果你不確定 可

以在上面註明一下 

S10：為什麼溫度差別會造成風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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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以你確定白天是哪邊溫度高呢 

S10：白天的時候是陸地高於海洋 因為密度的關係 對 海水密度較大 

個案編號：S11 

前晤談內容（1、2、9、10、11 題） 
 

第一題 00:00-01:17 

研：若你要研究「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和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你會如何定義空

氣品質的好壞？那你寫這個是，你要不要說明一下？ 

S11：就是，我這樣寫是因為，新聞報導都會有一個那個什麼，氣象都會講，怎麼講呢？空氣

品質都會用一個圖像出來，就想說直接這樣子寫出來 

研：喔喔所以你就說那個是空氣污染的指標數是不是 就對了  OK 那 那你還記得說當他有那

個數值或那個圖表 怎麼樣的時候會市代表空氣品質比較好的？還記得嗎？有印象嗎？就

是那個數值 數值的大小 

S11：數值我是有點忘記 印象好像是顏色比較偏紅色比較差一點 

研：比較差 好 OK 

 

第二題 01:17-04:02 

研：根據這個研究問題，你認為可能涉及到這個研究問題的變因有哪些？其中有哪些變因會影

響到空氣品質？並說明它們如何影響空氣品質。你寫了地點、季節、天氣 OK 好那你覺的

這三個都會影響到空氣品質 然後那你只寫到說地點是市區比較多的廢氣 所以他會空氣品

質比較差/對/ 那季節的部分呢？ 要不要稍微說一下 

S11： 季節的部分 季節照理來說應該是 我想一下[01:57-02:05 思考]  

研：如果說我們是根據這個的話呢？那你覺的季節的改變會不會影響到空氣品質 

S11：應該還是會吧 

研：對啊 對啊 對啊 所以沒關係 那我們都寫說你說好 我的季節是怎麼樣的季節 空氣品質可

能會好還是不好 或者是它會有什麼樣的影響因素 

S11：我想應該 秋冬的時候那個空氣品質比較差一點  

研：為什麼會覺得比較差 

S11：ㄟ 這樣怎麼說呢 我也不知道 就覺得這樣/就覺得秋冬空氣品質比較差/ 對 

研：好 那季節也是有影響就對了 /恩/ 好 那天氣呢？ 天氣會怎麼樣影響到空氣品質 

S11：天氣 就是陰天的時候會比較那個吧 空氣品質應該是比較差一點 

研：陰天的時候空氣品質會比較差 好 那為什麼呢？ 

S11：ㄟ 我想想看 我認為那個低氣壓 [跟低氣壓有關] 對  

研：所以低氣壓的話 會容易 

S11：就 

研：那你覺得低氣壓會影響到我們的空氣品質 那低氣壓是讓空氣品質變好還是變遭/變遭/ 阿

為什麼會讓他變糟 

S11：是覺得這 我忘記要怎麼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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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忘記怎麼講是說忘記老師以前 /忘記比較快/ 老師以前有教過嗎？ /忘記那個概念/ 所以你

就是有個概念就是低氣壓空氣品質會比較糟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往下 

第九題 17:55-22:27 

研：試回答下列與大氣穩定有關的問題，何謂大氣穩定度？ 

S11：不是很清楚 

研：沒關係就依照你的想法 你就覺得你看到這五個字 你知道我們在命名的時候都一定會有他

的意義在我們的命名裡面 所以你覺的我們的大氣穩定度可能 是代表什麼樣的意思 

S11：大氣穩定度喔 就是比較不會有變化吧 就是比較水平的 

研：比較水平的 是你覺的空氣的流動/對/ 比較水平的你是覺得比較穩定還是不穩定  

S11：穩定 

研：OK 好 你就說你的定義拉 空氣的流動 對不對 你的空氣流動會影響到穩定度對不對 所

以你覺的哪些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到 包括天氣跟溫度 好那你覺的天氣跟溫度會如何影響大

氣穩定度 例如 什麼樣的天氣可能會比較不穩定 或是穩定 你要不要稍微想一下 例如 你

覺的怎樣的天氣下會穩定 

S11：不穩定的話大概是 風大得時候 

研：喔 風大的時候不穩定 還有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天氣狀況下 可能會影響到  

S11：天氣差的時候 

研：你是說下雨的時候嗎？下雨的時候會怎樣呢？ 

S11：下雨的時候會比較不穩定 

研：喔 為什麼你會覺得下雨的時候會比較不穩定 

S11：恩不曉得 

研：那你剛在想的時候 已經有你的想法拉 例如 

S11：下雨的時候也是跟天氣有關 就是覺得比較不穩定 不穩定 

研： ok 好那溫度呢？ 溫度如何影響大氣穩定度？ 

S11：一個人的感覺拉 好像決的天氣比較好 溫度會比較高  

研：所以會比較穩定還是不穩定？ 

S11：不穩定 

研：不穩定 OK 好所以你說判斷我們大氣穩定不穩定的條件 所以你就講到風速了 其他的有

沒有也可以來判定？ 

S11：溫度 

研：喔就溫度 你要不要再加一下 溫度 還有嗎？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或是你想到其他的也可

以 溫度天氣好 那風速呢？ 

S11：風速就是跟高低氣壓有關拉 若氣壓平衡風應該比較小 應該是比較穩定  

研：好那溫度跟天氣我們剛講過了 那 C 呢你現在開始判定說 請問你說哪一種狀況下你就是說

穩定不穩定 中性 哪一種會比較不容易擴散 污染物 所以 你寫大氣較穩定 因為較無風 

OK 好 所以 不穩定 比較容易擴散 好 蠻清楚的喔 

 

第十題 22:27-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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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虛線是代表空氣塊的變化，實線是代表大氣隨高度的溫度變化 你現在看了這個圖後 請你

討論說 ㄟ 那我在不同的高度的時候 大氣穩定度的狀況 那你寫說越靠近大氣層空氣越穩

定 這個是什麼意思 

S11：就是因為大氣層比較 因為大部分的天氣現象都在對流層 因為靠近大氣層空氣比較稀 

研：所以你的大氣層是越靠近 我們整個大氣層也是對流曾一種 

S11：超過對流曾以後 越靠近上面  

研：喔就越穩定 OK 好 所以那 你覺的到 0.5 的高度你會覺得他比較穩定還不穩定 

S11：不穩定 

研：因為它大氣比較低是不是 

S11：對 

研：所以越往高空會越穩定 好 B 就是說如果你今天要架設煙囪 那你會建議這個煙囪 訂在什

麼位置 會比較好 會訂在 0.5 公里 以上 為什麼 你覺的這時候得空氣比較容易上升 

S11：我是看這個 因為它說大氣周圍 他到 0.5 公里以後他溫度是往上升 因為想說熱的空氣會

上升 所以 想說這樣子 

研：喔會比較容易往上漂流 對不對 好 OK  

 

第十一題 43:59-47:32 

研：你看的懂這張圖嗎？ABC，在山谷的應該是 A 對不對 在山頂的是 C 然後在山腰的是 B 好

現在在山谷與山腰的中間放了一個煙囪 哪我現在問你說到了晚上的時候 你覺的 這三個

點的濃度大小關係 你覺的是 C 最大還是最小 因為你只寫一個而已 你覺的是 

S11：我想想看[24:50-26:06]要寫大小喔 

研：對 你就寫說誰最大 就是一個關係這樣子 

研：第一個就是說 你覺得夜晚的時候 A 最大 C 最小 阿為什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S11：我是覺得這邊比較靠近山區 所以一般來說靠山區的空氣品質會比較好 

研：OK 那 A 跟 B 呢？為什麼你覺的 A 比較大 

S11：我是看這圖 他四周是山啊 A 比較低 所以我想說比較不容易 /擴散/  

研：OK 好那是你的 a 那 b 呢 b 到了白天呢？ 

S11：這 我是認為跟這個理由是一樣的 

研：所以不管時間就是都一樣  

S1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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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編號：S11 

後晤談內容（1、2、9、10、11 題） 
 

第一題 00:55~02:06 

研： 第一題是說如果你要研究大台北地區空氣品質隨季節與地點的變化為何這個問題 你會如

何定義空氣品質好壞 那你寫的是 你是說依據空氣中污染物 例如懸浮微粒的濃度的大小

來判斷 然後裡面濃度大的話 空氣品質比較差 然後濃度小的話 空氣品質就比較好 喔 好 

你就是利用空氣中的污染物懸浮微粒 那除了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你覺的可以是空氣污

染物的東西啊 

S11：東西喔 就灰塵吧 

研：喔 灰塵 那還有嗎 

S11：恩 應該都包含在裡面 

研：那還有沒有你覺的其他的東西可以來定義空氣品質的好壞 除了這個之外  

S11：恩 我也不曉得 就是 

研：就是這個而已 

S11：對啊 對啊 

研：就這個而已  就沒有其他的 

S11：應該是吧 

研：好 OK  

 

第二題 02:06-03:30 

研：那第二題 他說如果你認為我們要研究就是這個主題[指學習單] 然後你可能會涉及到哪些

變因 那你寫說 你要不要稍微講一下 稍微講一下你的 

S11：就是 我認為就是大概就是這幾點吧 然後就把這幾點 怎麼影響到 風速的話就是 因為風

速越強 他會帶走的污染物 讓他瓢離較遠才會下降 而且他會把它整個分散的 就是一邊帶

走 然後可能到下個地方以後污染物還要再下降 所以就濃度就會再下降 

研：那地點呢 

S11：地點 就是跟風向很類似 就是地點如果是在順風這邊的話 就會因為風吹過來污染物 污

染物會過來這邊 然後就在這邊下降 

研：風向是說  

S11：風向就跟地點一樣 如果說他吹西風 他一個點固定在那邊 如果吹西風的話 那可能污染

物可能就比較不會 往東邊那邊跑啊  

研：OK 

 

第九題 25:23-28:05 

研：何謂大氣穩定 有哪些變因會影響到大氣穩定度 所以你第一個寫的是 空氣容不容易流動 

是指怎麼樣的流動方式  

S11：就是指水平流動 然後還有污染物容不容易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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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好 OK 好你說影響的因素是風速 那除了風速還有沒有其他的 

S11：應該還有溫度吧 

研：那你要不要寫一下 還有你的水平流動 都可以補一下 還有什麼 你都把它寫上去 

S11：喔[26:00-26:22]  

研：好 ok 所以污染物容不容易擴散 然後溫度 就風速跟溫度而以是不是 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S11：恩 應該是差不多 

研：好那 B 判斷大氣穩定還是不穩定的條件 就是你說污染物 容不容易擴散 判斷大氣穩定還

是不穩定的條件 是這樣嗎？ 

S11：對 

研：所以你說大氣污染物容不容易擴散 大氣越不穩定 ok 好 你是看污染物 

S11：對啊 

研：好 那 C 在中性穩定不穩定 這三種條件下 哪一種污染物比較不容易擴散 你寫穩定 因為

風速較穩定 那為什麼風速較穩定 就大氣比較穩定 

S11：恩 什麼 

研：就是你說大氣穩定 是比較不容易擴散 那為什麼 因為風速較穩定 

S11：應該是吧 

研：是說你覺得 大氣穩定的時候 風速也比較穩定是不是  /對啊/ 較容易擴散是大氣較不穩定 

因為風速可能忽強忽弱 OK 好 忽強忽弱 比較容易擴散 /應該是/ OK 為什麼都說應該是

都不太確定嗎 /對啊/ 真的 好沒關係  

第十題 28:05-29:45  

研：試著討論不同高度時 大氣穩定度的狀態為何 你寫說到 0.5 公里以前 大氣都還算穩定 那

你是怎麼判斷的  

S11：我是看這個圖表判斷的 而且如果跟這條線越一致的話 是比較穩定 那如果差異越大 可

能就是比較不穩定 

研：喔 所以認為跟他一致的話 是比較穩定 不一致 /對/ 就比較不穩定 好 ok 第二個你說如

果你想要架設 這個污染物的煙囪高度 會訂在什麼位置喔 你大概會訂在 0.5 公里以下 為

什麼 

S11：[指學習單] 

研：因為穩定度夠 所以不易擴散 比較不會影響別人 所以你認為在這邊的煙囪[指學習單]在哪

裡 都會在這區塊嗎？ 還是會說在哪個高度  

S11：就是說比較不會擴散開來對啊 應為比較穩定嘛 大氣比較穩定 所以比較 就是不會把污

染物帶到別的地方 比較不容易  

研：那這樣說 全部都在這一區塊嗎[指學習單] 

S11：沒有 還是就多少會飄到別的地方去 就是濃度比較不會那麼大  

研：恩濃度不會那麼大 /對/ OK 好 那有沒有什麼你覺的需要再修改或補充的 有沒有 

S11：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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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題 29:45-35:09 

研：最後 這個是這個我們平常看過嘛 有山然後有山谷 那還有山頂 他就說這個是不考慮南北

風向 可是你可能會有東西對不對 

S11：有東西方向喔？ 

研：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 我們現在只是不考慮南北 對不對 沒關係 你等一下要改再改 那今天

我們看到 A 這個問題是說 現在我們有各煙囪在這裡[指學習單] 然後你在夜晚的時候 晚

上時候 ABC 三個測站的污染物濃度 你覺的應該是誰比較強 

S11：我想一下 

研：好好 

S11：[看與寫學習單 30:21-32:14] 

研：好來看一下 你說第一題的夜晚的時候是 B>A>C 因為空氣污染物夜晚較不容易擴散 加上

又下沈 所以 那為什麼你覺的是 B 比 A 大呢 

S11：因為它就是不容易擴散嘛 他就比較容易集中在這邊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B 比較靠近煙囪

啊 對啊 

研：恩 OK 所以 B 就先比較多 然後過來是 A 那為什麼 C 是最小的  

S11：最小 因為是看距離嘛  

研：喔 是看距離來看 ok 那這是夜晚的時候 那白天呢 好 白天的時候你說 A>B>C 為什麼你

說 白天換成是 A 了  

S11：恩 也是 BAC 

研：喔 也是 BAC 是不是 好那你可以改一下 你覺的也是 BAC 

S11：對我覺得也是 BAC 

研：那也是一樣嗎 

S11：就是對啊也是一樣 因為它風向不一定嘛 對啊 如果說固定的風向的話 對啊 或是沒有風

的時候 都有可能 

研：喔 所以你覺得 那你這樣是沒有風的時候還是 

S11：對啊 就是沒有風 

研：你這個是沒有風的時候 

S11：對啊 

研：你考慮沒有風的時候 OK 那白天跟夜晚你就覺得沒有差別嗎 

S11：恩 應該是沒有差別  

研：恩 OK 我最後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之前說啊 如果在不同的季節 要測風向 風速 這些

數據的話 你會在什麼時間來觀測  

S11：什麼時間  

研：什麼時間來看這些數值 比如說我要測風向風速 在夏季跟冬季嘛 啊你在夏季的時候 夏季

是一個月測幾次還是每天都要測 還是 就是你的時間點  

S11：一個月喔 一個月可能測兩次吧  

研：測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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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對啊  

研：那你為是在哪兩次  

S11：就是一二號 就是月底和月初 

研：就是月底跟月初 那一二號的時候是早上中午 還是哪個時間點 都會在測  

S11：可能都是選中午  

研：都是選中午 為什麼你都會選中午 

S11：選中午可能還包括那個因為上班 然後那時候污染物會比較多 早晚污染物可能比較少 

研：早晚污染物可能比較少/對啊/ 中午你覺得會比較 

S11：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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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命題編碼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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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編碼說明 

 

一、不同主要概念中的次要概念 

◎概念間有因果關係，則其主要概念以”-”連結。 

例如：風速越快的話 就可以吹的越遠 

說明：風速的主要概念編碼為 A.2，距離遠近為 A.3，則記 A.2-A.3。 

◎若沒有因果關係，則其主要概念以”、”分開。 

例如：天氣狀況、風向、風速、大氣穩定度皆會對空氣品質產生影響。 

說明：天氣狀況的主要概念編碼為 A.1，風速、風向的主要概念編碼為 A.2，

大氣穩定度的主要概念編碼為 A.3，未寫出關係則記 A.1、A.2、A.3。 

 

二、同一主要概念中的次要概念 

◎概念間沒有因果或連結關係，則只記一次。 

例如：森林地區或鄉下空氣品質可能會比較好。 

說明：森林地區和鄉下沒有寫出因果連結關係，只計一次 A.1。 

◎若有因果或連結關係，則依關係記次數。 

例如：大氣如果比較不穩定的話 它就會運動 不管是上下或是水平的。 

說明：大氣穩定度影響大氣運動，而上下或水平沒有寫出連結關係，則只計

兩次 A.3-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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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課堂學習狀況分析單位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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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組第九組 

活動一 

09A：36:35  09B：49:04  09C：43:51 
 
(註：由於 28 號學生非最後焦點學生，故以其座號表示) 

09A 18:05~18:12 

師：這篇報導寫天氣太好不要出去 是因為空氣中有什麼 

S8：懸浮微粒 

師：什麼是懸浮微粒 

S8：灰塵 

 

09A 22:01~22:35 

師：燒稻草要做什麼 

S8：減少垃圾 

S10：中性土質 

師：對  可以讓土地偏鹼性  增加土壤營養度 

 

09A 25:41~27:25 

S10：不同的顏色 旁邊那個是地方 台北是哪一個 

S9：什麼  我看不到…沒有 就北高 

S10：最高的那個是台北 

S9：對阿 看不到 網路上有嗎  你看得到嗎 

S10：最高的是 高雄 

S8：是高雄 

28：是指夏天跟冬天的空氣品質 

S8：比較高的是要比較那個季節變化 

S9：最高的是北部喔 

S10：不是 就判斷來說 高雄一定比北部還差 

S9：我是說 旁邊那個字 

S10：喔  

 

09A 27:47~28:13 

第六組發表：高屏地區後來走向科學園區 

S9：高雄有科學園區嗎 

S10：沒有吧 

28：台南就有 

S10：高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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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新竹有 台中好像也有 

 

09A 32:33~34:08 

第一組：夏秋兩季高雄地區和其他地區空氣品質普遍較平常差 

S10、S8：夏秋 

S8：月份 四個季節 

師：下面有分月份季節 

S9：看不到 

 

09B 00:59~03:01 

S9：就是這個 空氣污染指標  種類 第二個 

S10：我看一下 這邊 二氧化硫  

S9：還有什麼 

S10：這邊 懸浮微粒 

 

09B 07:29~20:50 

S9：每個都要抄嗎 

S10：不用吧 後面那個不用  

S8：要寫在第幾頁 

S9：粒徑十微米 

S8：我看不到 等一下借我抄好了 

28：要把它全部抄下來喔 

S10：抄一點就好了…24 小時的測值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100 以上 這邊 [30 操作電腦] 

28：以什麼為準  以指標值為準喔 

S10：以指標值 100 以上 

28：PSI 在多少 我看一下 

S10：100 以上吧 

28：人體健康  

S8：我知道 

S10：等一下 這邊怪怪的 以什麼為準 

28：你要看 是當日空氣品質沒錯阿 

S10：沒錯 就這個以下阿 

S9：那看一下背面的 綠色 黃色 紅色 

S10：你先抄英文的 

28：好了 接下來 請寫出下列空氣品質的指標污染物 

S10：這邊  

S9：比如說光化學反應 什麼反應的  這個啦 光學 下面的 疑 可是跟那個不一樣耶 

28：不一樣 要找指標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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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沙塵暴 

28：沒錯阿 這個 各項污染物看看 

S8：不是這個 

S9：不是 這剛剛寫過了 

S8：借我用一下 我找看看  只有這四項阿 不是嗎 

S9：再找 對阿 光化 光化污染 光化學反應 後面應該會寫 臭氧阿 臭氧污染 

S10：可是我覺得怪怪的 

28：對阿 感覺不像 

S10：不是這個吧 

S9：可是沒有其他的 

S8：它是要找污染物耶 直接輸入關鍵字啦 打空氣指標污染物 

S9：沒有耶 就是剛那個啦 

S10：我知道了 在這裡 剛才有個 各項污染物 這邊 車輛排出懸浮微粒 抄下來 

28：就這樣而已喔 害我們找那麼久  

 

09B 25:31~28:10 

S10：第三個是懸浮微粒 

28：腐蝕性應該是這個吧 

S9：懸浮微粒沒有含硫酸  第二個寫的怪怪的 

S10：第二個是二氧化硫 寫錯了 它說亞硫酸 硝酸 

S8：對阿 這邊有寫硫酸 硝酸 

28：不是啦 第二個是懸浮微粒 這邊後面都一樣 

S9：第四個才是二氧化硫 刺激性味道 是吧 硫有刺激性味道嗎 

S10：它沒有寫 有 刺激臭味 

28：最後一個是氮氧化物 上網找一下有沒有說明 

 

09B 32:23~34:10 

師：第三題請第九組 先講第四題好了 

S8：第一個是一氧化碳 第二個是懸浮微粒 第三個是氮氧化物 

師：有人說是二氧化硫 

S8：恩恩 二氧化硫 第四個是氮氧化物 第五個是臭氧 

 

09B 34:20~34:26 

S8：寫反了喔  

28：對 因為我們後來才看到這個 氮氧化物會刺激肺部 

 

09B 37:14~37:57 

28：找 GOOGLE 比較快…找到了 二氧化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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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還有二氧化碳 

28：還有一些少量的氮氧化物跟二氧化碳 是少量的 

S10：哪裡  

28：這邊 要寫少量的 老師剛講什麼  

S10：光化學反應還有臭氧 

 

09B 40:41~42:05 

S9：找監測站 點這邊 按新店 

S10：新店 這個 

28：直接寫名稱 

28：是要找什麼 每日平均值嗎 

S10：日平均值 

 

S10&S9 操作電腦 

 

09B 48:44~49:04 

S9：不是抄老師上面的 是要先找新店的測站 自己算 

28：是喔 那沒關係 先抄污染物 

 

09C 01:04~01:33 

S8：你會算嗎 我不會耶 

S10：PM 什麼 PMI0 喔 

S8：PM10  

28：還有臭氧 二氧化硫 二氧化氮 

 

09C 01:45~02:30 

S9：這個測值是要對照這個表 還是我們要自己查 

S10：這個測值要先去查 然後測完的值要對這個表 

S9：那就趕快查 

S10：找出 PSI 值 它有寫嗎 

 

09C 02:34~02:42 

師：這個就是你們觀測的測值 

S10：這個填下來 

師：對 

S8、S9：所以直接寫下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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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 03:14~08:30 

S9：換算嗎  你會算嗎 

S10：等一下喔 

28：不用算阿 直接抄副指標值就好了 

S10：可以直接抄嗎 

S9：要自己算 要換成 PSI 值 要用比例先換算 

S8：這個要自己算 

S10：這個差值跟這個差值 三分之二 

 S9：這個 200 這個 100 差值不是二分之一嗎 

S10：你算錯了  這個不會等於二分之一 

S9：喔 呵 腦袋壞了 當機了 

S8：差值是等比的 

S9：所以二比三等於 X 比 43 

28：我們這個不是副指標耶 

S8：為什麼是二比三 

S10：你看嘛 100:50=150:50 差值相比 

S8：喔 是這樣算喔 是三分之二嗎 

S9：是五分之四 

S10：阿 我比錯了嗎   

S9：不是 他每個都不一樣 

S10：怎麼會每個都不一樣 

S9：對阿 每個比出來都不一樣 

S8：那就完全不能比阿 

S10：怎麼會每個比出來都不一樣 

S9：直接問老師好了 

 

09C  08:50~10:10 

師：以基準值來看差值 用比的方式 

S9：所以是 43 

S8：原來這麼簡單喔  

28：我們算那麼久 

 

09C 10:32~18:18 

S8：好 分配一下 你算第二個 然後你第三個 我第四個 那你第五個 

28、S9、S10：好 

S10：它沒有小數嘛 所以一氧化碳是 0 

S9：是 0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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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還是我算錯了 

S9：4.5 

28：5 啦 

S10：喔 沒事 喔 對喔 

S8：這是 25 二氧化氮 要四捨五入 

28：你要從這邊開始算 因為前面都沒有 

S8：你要全部都對齊阿 

S9：臭氧 2 耶 你算多少 不是 60-50 嗎 

28：怎麼會減 50 不是減 0 嗎 

S10：減 0 

S9：喔  算錯了 

S10：我也對錯了  對 245 除以 6  所以 41 

28：要四捨五入嗎 

S10：對 要四捨五入 

 28：所以對應要 PSI 

S9：這個是算最大的  

 

09C 24:29~26:45 

S9：這個啦 60 阿 桃竹苗 

S8：桃竹苗最高嗎 不是吧 最高在下面啦 

28、S10：沒有 桃竹苗最高 

S9：它沒有寫指標污染物 

S10：它沒有問你這個阿 

S9：有啦 下面這題 

28：PSI 的指標污染物是什麼 

S9：ㄟ 懸浮微粒啦 

28：懸浮微粒沒錯啦 因為它已經都 60 了 

S10：好吧 就寫懸浮微粒 那應該是中壢吧 剛有點到中壢 

S9：這邊黃色的這一區 全部都是 60 

S10：這裡是平均值 最高的應該是湖口 污染物剛說是什麼  懸浮微粒對不對 

S9：最高就 62 

S8：有阿 按進去就有了 他寫 PM10 

28：ㄟ 馬祖 

S8：那不是本島 

S9：嘿  90  哈哈 

 

09C 28:01~31:00 

S10：現在是 11 月對不對 吹東北季風 



 179

S9：不是啦 寫天氣良好 空氣穩定啦  

S10：亂講 

28：工業區 桃園那邊有工業區阿 

S10：台北市因為盆地的關係阿 

S9：桃園是台地 

S8：反正寫污染嚴重就對了啦 就寫人為因素啦 

28：這邊阿 三重 64 耶 

S10：喔 又要改了 

S9：那高雄會不會有 80 阿 

S10、28：沒有 那邊沒那麼高 

S8：三重在哪裡阿 

28：台北阿 台北縣 可是他沒有寫什麼影響 PSI 值 

S9：要想一下 

S10：我們自己寫 

28：三重不是在盆地吧 在以外 台北市才是盆地 

S10：那它為什麼會這樣 都集中在台灣西北部  這一塊都是 

S9：唉喲 就是東北季風的吹拂 

S10：東北季風的吹拂 應該會散掉 

S9：沒有 那是天氣太好了 大氣穩定 對啦 要不然會那麼高喔 或者是當地排放廢氣量太多 沒

有標準答案啦 

 28：[查網路] 你們看這個 第四題就寫這個就好了 

 

09C 38:39~39:42 

S9：現在要幹麻  

S10：討論 老師剛說哪兩題 

28：第三題要寫嗎 這個 PSI 要寫什麼 

S8：良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