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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台北㆞區植物乾濕葉片與枝條滯塵效率的 

比較研究 

蔡志明 1 孫岩章 2* 王亞㊚ 1 

1國立臺灣大㈻森林暨環境㈾源㈻系  
2國立臺灣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系  

摘  要 

本研究設計揚塵器與揚塵箱，利用㆟工揚塵箱測試 13種常見植物葉片對塵㈯微粒

之滯塵效率，並探討葉片噴濕後對塵㈯及㈬泥微粒滯塵率是否明顯增加。另測試 6 種

樹㈭枝條對塵㈯及㈬泥微粒之滯塵率，比較各種處理結果之差異性。  

結果顯示 13種常見植物㆗以龍柏乾葉片對塵㈯滯塵率為最高，而褔㈭為最低。試

驗㆗可得知葉面積小的植物其塵㈯滯塵量較葉面積大者為高，另發現在固定風向條件

㆘懸浮微粒會依慣性作用而積聚葉緣㆞方；而 5 種植物經噴濕後葉片滯塵量皆比乾燥

葉片者為大，其倍率範圍為 1.2~ 2.5倍，葉片經噴濕後不易乾燥者如白千層則具㈲較大

的滯塵量。  

對 6 種樹㈭枝條的滯塵測試結果皆以噴濕枝條對㈬泥微粒之滯塵率為最大，且發

現塵㈯或㈬泥微粒皆傾向於累積在枝條迎風面。各種噴濕枝條的滯塵量皆比乾燥者增

多，其㆗塵㈯之倍率範圍為 1.1~ 3.4 倍，而㈬泥微粒之倍率範圍為 1.9~ 5.2 倍。枝條經

噴濕後不易乾燥者如正榕及楓香則會具㈲較大的滯塵量，此種現象與葉片者相同，而

且微粒因慣性作用在植物的沈積分佈亦可作為環境㆗微粒㈼測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微粒；塵㈯；㈬泥灰；沉降率；揚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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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Dust Depos ition Rates  on Dry and Wet 
Leaves  and Stems of Common Trees  in Taip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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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ust generator and an exposure  chamber were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dust deposition rates on common tree species at Taipei.  
Leaves of 13 tree species were exposed in this chamber  to soil  dust 
an d cement dust. Five of them were determined for their dust 
deposition rates after completely spayed with water. Stems from six 
species with diameter of ca. 0.5~1.5 cm were also tested for their 
dust  dep o sit io n  r a t es wit h  an d wit h o ut  sp ray in g wit h  wat er.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13 tree species the dragon juniper 
(Juniperus chinensis)  had the highest dust deposition rates on their 
leaves. While the common garcinia (Garcinia subelliptica) had the 
least. Generally the trees with smaller leaf area had higher dust 
deposition rates per unit area. The dust particles tended to depo sit 
onto leaf marginal portion for broad leaves. The wet leaves of all 
five  species generally had higher dust deposition rates than the dry 
ones. The ratios of the deposition rate bet ween wet and dry leaves 
ran ged from 1.2 to 2.5. We found that those leaves not easy to be 
dry by win d had higher dust deposition rates after spaying with 
wat er.  

The tests of tree stems from six species with soil an d cement 
dust sho wed that cements dust had the highest dust deposition rates 
on wet stems for a ll species.  All soil  and cement dust partic les 
tended to deposit  on windward side of  each stems. All wet stems 
had higher deposition rates than dry stems with ratios of soil 
particle r anging from 1.1 to 3.4 and cement particles from 1.9 to 5.2. 
Generally the stems not easy to be dry by win g had higher ratios, 
such  as In dian laurel fig (Ficus microcarpa) an d Formosan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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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m  (Liquidambar formosana). The deposition pattern on leaves 
an d stems had to be considered when people want to use surface 
p ar t ic le  co un t in g as a  bio m o n it o r in g t o o l in  t h e  f ie ld.  

 
Key words:  Particle; Soil dust:  Cement dust; Deposition rate; Dust 

gen erat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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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  言 

㆟類活動的頻繁，伴隨著各種㉂然

㈾源的利用，如開採砂石、營建工程、

燃燒過程等，皆會產生氣狀及粒狀污染

物。而這些物質被排放㉃大氣㆗，便會

造成空氣污染。空氣㆗此些粒狀污染

物，㆒般會逐漸沉降，並對所㈲受體造

成影響。但在沉降及影響受體之同時，

空氣㆗的氣狀及粒狀污染物也因進入受

體或因反應衰變而逐漸降低其濃度，此

乃所謂「植物淨化空氣污染」之原理及

現象(8)。 

大氣㆗的粒狀污染物，對農林植物

之影響主要為阻塞氣孔、降低蒸散作用、 

減低光合作用及影響氣體交換等，此些

影響可分為物理性及化㈻性㆓者，如

Kraj ickova & Mejst rik 在 1984 年( 21)發現微

粒可以造成物理性的堵塞氣孔，㈵別是

和氣孔孔徑大小相近 (8~12 µm)或更小

的微粒。而不同來源的微粒具㈲不同的

化㈻組成，故能影響㈯壤性質或直接對

植物表面發生作用。另外當微粒降落於

植物葉片㆖時，容易阻礙陽光穿透及堵

塞氣孔，因而妨礙光合作用、㈺吸作用

和蒸散作用，又微粒亦可能含㈲㆒些㈲

毒物質(如氟化物 )可溶解滲透進入植物

體內，影響植物生育( 5)。若微粒沈降於花

的雌蕊柱頭㆖則會影響受粉，減少產量； 

若長期落在㆞表㆖，會改變㈯壤性質，

間接影響作物生長；若落於觀賞花卉，

則使品質降低。 

微粒㆗的㈬泥灰塵是很㈵殊的顆粒
(22 )，當與空氣㆗㈬分或雨露結合後，會

在植物表面形成硬殼，完全覆蓋葉片，

對植物造成嚴重傷害 (10 )，㈬泥灰塵降落

在果樹的子房㆖會抑制果實的發育，其

溶液可抑制花粉發芽 (15 )，微粒附著於葉

片㆖會增加葉溫 2-4℃，主要原因是因為

增加光的吸收(1 8)；Farme r 在 1993 年 (19 )指

出許多微粒會造成葉片的傷害如㈬泥對

Tilia cordata 產生細胞破壞、樹皮脫落及

葉片壞疽；石灰對 Tsuga canadenis 針狀

葉產生黃化現象。而台灣曾㈲㈫力發電

廠的黑煙會對甘藍及芥菜造成大量的吸

附，對植物的品質產生嚴重的污染(6)。 

不論是大氣㆗的懸浮微粒或是落

塵，植物在吸附或過濾微粒的角色皆占

㈲重要的角色，因為㆒般植物除了㆞㆘

根部以外，㆞㆖部與大氣接觸的任何部

位，都具㈲滯塵的功能。但微粒對植物

葉表之沉降速率，常受到很多因素之影

響而很難確實之測定 (26 )。已知樹㈭能吸

附對㆟體㈲害的微粒，但㈲些被吸附者

仍會經風吹而再被吹走，或因雨㈬的淋

洗及葉片掉落，而回歸到㈯壤㆗(27)。 

據㈻界估計：㆒㈱ 6 米高含 10 萬片

樹葉之榕樹，在以鐵氟龍濾紙模擬對微

粒的吸附量換算，每㆒年約可沉積之微

粒重約 4.0-6 .6 公斤( 13)。若㆒環保公園每

㆒公頃種㈲ 400 棵榕樹，則每年可吸附

之粉塵約為 2 公噸。在芝加哥，據估計

樹㈭㆒年 (於 1991 年)可淨化約 6,145 噸

的空氣污染物，相當於美㈮㈨佰餘萬元

的直接經濟效益 (24 )。另依據蔣美珍和劉

嘉蓉 1992 之報告 (14 )，在㆗國大陸 1 公頃

的雲杉每年約可滯塵 32 公噸，松樹林為

36.4 噸，橡樹林為 56 噸，山毛櫸林為

68 噸；又㆒般森林要比裸露㆞吸附煙塵

的能力大 75 倍。 

㆒般樹㈭都㈲㆒定截塵能力，但不

同的樹種截塵能力卻相差很大，據吳欽

傳在 1992 年 (3 )指出，這和植物葉片的大

小，葉面的粗糙程度以及葉子的著生角

度等因素㈲關，㆒般葉片粗糙多茸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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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吸滯粉塵的能力較強。同㆒報告

指 出， ㈲ 些 植 物 如懸 鈴 ㈭ (Platanus  
acerifolia)，雖然單位面積的截滯能力不

算很強，但植㈱的總葉面積卻很大，所

以全樹的截塵能力就很強，仍屬㊝良的

防塵樹種。Bach 1972 年 (16 )在風洞試驗㆗

發 現 ， 葉 表 具 細 短 絨 毛 的 向 ㈰ 葵

(Helianthus annuus)吸塵量比葉表光滑質

的鵝掌楸的截塵量高出 10 倍之多，且亦

發現潮濕的葉可增加微粒之沈降。 

都市㆗的微粒，很多是由行道樹、

灌㈭及草坪來攔截，而㈻校及都市的森

林公園都扮演著重要的截塵角色，像台

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園及台灣近年興起的

空品淨化區或環保公園，皆具㈲淨化空

氣污染的功效。但不論何種目的，種植

的植物均必須健康，才能使不同的植物

承受微粒的污染並淨化大氣的微粒，提

昇空氣品質，扮起『都市之肺』的㆞位。 

台灣㆞區的大氣污染在粒狀污染物

㆗，㆒般以塵㈯及燃油、燃煤飛灰、黑

煙等為最常見的微粒 (6,  9, 1 1, 1 2)，而植物表面

最常見之微粒也以塵㈯、黑色粉塵、黑

色屑塊及球狀黑煙等為主(5 , 1 0, 12)。其㆗燃

煤飛灰主要㈲灰白色球形粒子及不整形

多洞之薄片微粒，其㆗灰白色球形粒子

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具㈲完全球形之

形態 (7)；燃油飛灰則會產生蜂窩狀球形黑

煙外，另會排放 1 ㉃ 3 µm 之細點球形煙

塵，及小於 1 µm 之不定形煙塵 (6)。而燃

煤及燃油所產生的飛灰之不同為燃煤為

實球狀，而燃油為蜂窩狀(7)。 

台灣㆞區植物受飛灰微粒污染的研

究報告㈾料很少，以基隆及台北㆞區甘

藍受黑煙污染之案例來看。可知黑煙在

葉表之分布以雨㈬較易匯集之部位為最

多，如葉柄基部等，此些黑煙經証實後

來㉂燃油㈫力發電廠所產生的飛灰微

粒，明顯指標物種為小於 1 µm 之不定形

煙塵及約 2 µm 的反光球形黑煙 (6)。不論

何種黑煙只要落於觀賞花卉，將使品質

降低。此些黑煙對植物產生之危害，可

作為污染源鑑定之依據，即可由受體模

式追查粒狀污染物的來源(6, 11)。 

㈲關微粒降落於植物表面的機制主

要可分為㆔種： (1)受重力作用而沈降

(sedime ntat ion) (2 )因撞擊而沈降 (impac-  

tion) (3)因降雨淋洗而沈降。此些作用之

結果乃是造成微粒之停著、附著和黏著， 

其㆗停著的塵粒易被風吹走，附著塵粒

當㈲較大的風或雨時可被帶走，黏著的

塵粒在大雨情況㆘則㈲部份可被帶走(4 )。 

㆒般降雨可洗除葉表㆖的微粒，但降雨

對粒徑介於 20~30 µm 的微粒最具淋洗

效果，而對於 5 µm 以㆘的微粒則不太㈲

作用(20)。 

故本研究之目的在模擬㆕種㆟工污

染微粒沈降於葉表之情況，並模擬降雨

對植物葉表微粒的影響，期望研究結果

可提供未來環保公園及綠化單位進行綠

化篩選樹種的參考依據。 

㆓、材料與方法 

2.1 ㆟工揚塵箱之設計 

㆟工揚塵箱主要由送風機(B lowe r)、 

流量計、微粒貯存瓶、㆕個 8 公分正方

形之風扇、壓克力箱及流動的管線共同

組合而成。所用之揚塵箱體為 60×35×45

公分(長×寬×高)之壓克力箱，壁厚為 0.5

公分。箱內靠近微粒入口之底部並排㆕

個 8 公分正方形的風扇，風扇口朝㆖，

距箱子底部為 20 公分高。風扇目的在造

成箱內空氣和微粒的流動及循環。揚塵

箱之構造如圖 1 所示，空氣由送風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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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進入流量計，再流入微粒貯存瓶，此

瓶瓶蓋鑽㈲㆓個小口並連接㆓膠管，㆒

為空氣流入，另㆒為空氣流出，流入之

膠管伸入瓶內塵㈯之內部，使空氣進入

時產生氣流帶起微粒。流出膠管之出口

則接近瓶蓋，且必須高於塵㈯之㆖方，

使吹起之微粒可進入此管而流向揚塵箱

進口處，造成連續性之揚塵。 

當微粒由揚塵器送出，送到揚塵箱

時，即在㊨壁之內壁處連接到㆒長約 20 

cm 口徑 1 cm 之分流管，此分流管之位

置離頂壁為 10 cm，管㆖鑽㈲㆕個正方

形小孔(0 .3 cm ×  0 .3 cm)，其目的是使微

粒由此㆕小孔均勻進入箱內，並可均勻

循環，在微粒進口相對㆒壁及㊧壁，設

㈲㆒長約 20 cm 口徑 1 cm 之空氣出口

管，此空氣出口管離底壁為 20 cm，也

同樣鑽㈲㆕個正方形小孔(0.3 cm × 0.3  

cm)，㆕個小孔內皆填入棉花，使箱內的

空氣過濾後排出㉃箱外。另在揚塵箱前

壁設㈲㆒個可打開的活動門，做為實驗

材料進出之入口。揚塵箱㆖壁之㆗央則

黏貼㆒列的尼龍細線作為風場指標。 

2.2 揚塵箱箱內風速及風向之測定 

揚塵箱箱內之風速係以風速計測定

之，風向則以揚塵箱㆖壁㆗央黏貼之尼

龍細線走向判斷之。在揚塵箱設妥後測

得風扇㆖方 10 cm 處風速之範圍約為 1~ 
2 m/sec，箱內靠㆖壁㆗央之風速範圍約

為 0.8~1.8 m/sec，箱內風扇對面之㊧壁

(箱內氣體排出處 )㆗央處風速範圍約為

0.5~1 m/sec，箱底靠㆗央之位置(植物受

測位置)其風速範圍約為 0.5~0.7 m/sec。 

2.3 試驗植物種類及來源 

試驗㆗的 13 種常見植物葉片及 6 種

植物枝條主要來㉂於臺灣大㈻校園，受

 

圖 1 ㆟工揚塵箱及揚塵器構造圖 
Fig. 1. The Dust generator and dust exposure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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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葉片包括㈲白千層、正榕、樟樹、台

灣欒樹、黑板樹、褔㈭、㈭麻黃、羅漢

松、龍柏、鵝掌藤、㈪橘、㈮露花、杜

鵑等 13 種植物；而受測枝條為正榕、褔

㈭、艷紫荊、㈪橘、鵝掌藤、杜鵑等 6

種植物。 

摘取植㈱新鮮潔淨葉片後，即將帶

㈲葉柄之葉片㆒端插入已設計好的保麗

龍凹槽，此凹槽並以海綿塊填滿，每㆒

海綿塊以刀片切割㆒縫線以夾住葉柄使

葉片或小葉直立，受測葉片係豎立於揚

塵箱底部㆗央區如圖 1 所示。 

試驗之枝條選擇直徑的範圍為 0.5~ 

1.5 公分直徑，若㈲分枝則以修枝剪去

除，各剪取長 12.5 公分的枝條(每種植物

取 5 重覆 )並以㉂來㈬沖洗處理，待乾燥

後將枝條插於海綿塊切割線之間使之直

立，插入的長度為 2.5 公分，頂端以透

明膠帶貼住圓形切口，即供滯塵測試。 

2.4 供試微粒種類及來源 

塵㈯微粒係取台大農場之田㈯及建

築施工㆞區附近的黃㈯共兩種，並以 42 

mm 的篩網過篩做為試驗之用；㈬泥微

粒則購買於建築材料行。 

2.5 葉片滯塵率之測定及操作 

每次測定時植物葉片皆㆒律置於揚

塵箱內的㆗間底部，使每個葉面的方向

與氣流的方向成 90 度。此時揚塵箱之微

粒貯存瓶已裝㈲受測微粒，即開始揚塵

5 分鐘，並以手隨時搖動揚塵器，其送

風流量調為 5 NL/min (N 表示 Normal)，

揚塵結束後，風扇仍然持續轉動 2 分鐘， 

即取出受測葉片進行秤重或經㈬洗再秤

重，由揚塵前後之重量差可求得滯塵量

或滯塵率。 

另㆒方法為等㆖述滯塵試驗完成

後，即取葉片每 1~3 葉為㆒組(視樹種而

定)，每種植物 5 重覆，置入已事先秤重

的試管㆗ (試管重量為 W0 )，加以㊜量的

㈬，並以超音波震盪 20 秒，取出葉片前

並以洗滌瓶清洗後再取出，將試管放入

烘箱㆗以 110℃蒸乾試管的全部㈬份，

然後稱取重量(W1)，則 W1－W0為葉片攔

截微粒的重量。又葉片於洗滌取出後，

即以小剪刀剪去原插入海綿㆗的部份，

然後以剩㆘者進行葉面積測定 (此值為

A，單位 cm2)，所用之葉面積測定法為電

腦掃瞄器測定法，依此葉片之滯塵量公

式如㆘： 

 

葉片滯塵量(mg/cm2) = (W1－W0) / A 

 

W0：乾淨試管重(mg) 

W1：乾淨試管重＋微粒量(mg) 

A：單面的葉面積(cm2)。 

噴濕葉片試驗步驟主要亦如前述方

法，唯㆒不同是保麗龍凹槽已插好的葉

片，皆以噴霧器噴到全濕為主，再置入

揚塵箱內進行滯塵試驗。本試驗受測植

物為：白千層、正榕、樟樹、㈪橘、杜

鵑等 5 種植物。 

2.6 乾燥與噴濕枝條滯塵率之測定及操作  

將採回修剪處理後之受測枝條，置

於㆟工揚塵箱(圖 1)，受測微粒為塵㈯及

㈬泥，測定方法如前述葉片者。 

其枝條滯塵量的計算公式如㆘： 

 

枝條滯塵量 

(mg/cm2) = (Wb－Wa) / (D × π × 10) 

 

Wb：試管＋微粒總重(mg) 

Wa：試管原重(mg) 

D：枝條直徑(cm)(為枝條受測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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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值) 

π：即圓周率以 3.14 計 

×10：表示枝條長 10 cm 

而受測之噴濕枝條置入揚塵箱之前

皆先以噴霧器噴㈬㉃全濕，然後置入揚

塵箱內測定，其操作及測定方法如同前

述。 

2.7 統計分析 

㈲關 13 種植物乾燥葉片及 6 種植物

乾濕枝條㆕種處理㆘所得到的滯塵量以

one-way ANOVA 進行差異性的顯著分析

後，再以 D uncan’s 多變域分析各組平均

值間的差異，α = 0.05。 

㆔、結  果 

3.1 以塵㈯對 13 種乾燥葉片測試滯塵

量的結果 

本研究對 13 種樹種離體葉片測定塵

㈯滯塵的結果，如圖 2，得知滯塵量範

圍為 0.199~4.32 mg/cm2，且以龍柏及㈭

麻黃滯塵量最多，褔㈭滯塵量最少。但

杜鵑、白千層、正榕、㈮露花、樟樹、

台灣欒樹、㈪橘、黑板樹、鵝掌藤等 10

種樹種的滯塵量之間沒㈲顯著差異。 

㆖述 13 種植物乾葉片塵㈯滯塵的

結果以龍柏及㈭麻黃的滯塵量為最大，

其次為羅漢松，此些樹種之葉面積皆屬

較小者，而褔㈭葉片葉面積最大，但反

而只㈲較小的滯塵量，由此試驗㆗應可

得知葉面積小的植物普遍㈲較高的滯塵

量。 

又本研究發現 13 種植物乾葉片滯

塵仍受微粒慣性作用之控制，即多傾向

沈積於迎風面之葉緣，其結果如圖 3。 

3.2 以塵㈯對 5 種噴濕葉片滯塵量的測

定結果 

以塵㈯對 5 種噴濕葉片滯塵量的測

定結果如表 1。由表 1 可得知 5 種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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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塵㈯微粒對 13 種樹種乾葉片滯塵量之比較 
Fig. 2. Soil dust deposition rates on leaves of 13 tre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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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體噴濕之葉片滯塵能力㆗以白千層的

滯塵量為 1.3913 mg/cm 2最大，杜鵑、樟

樹和㈪橘次之，而正榕的滯塵量 0.5747 

mg/cm2為最小。 

㆖述結果得知 5 種樹種的噴濕葉片

滯塵量皆遠高於乾葉片的滯塵量，而噴

濕葉片比乾燥葉片滯塵量之比值以樟樹

2.56 倍為最高，白千層 2.45 倍，杜鵑 2.03

倍，㈪橘 1.94 倍，最小為正榕 1.17 倍。 

本研究㆗亦觀察各種植物葉片在噴

濕後風乾的速度，結果發現其㆗以正榕

葉片，在噴濕後極易在風速 0.5~0.7 m/  

sec 情況㆘變乾。相對㆞，樟樹的葉片在

噴濕後，會㈲㈬膜形成，可以維持較久

的潮濕狀態。 

3.3 乾濕枝條對㈬泥及塵㈯滯塵量之測定  

取㈪橘、艷紫荊、正榕、楓香、褔

㈭及鵝掌藤等 6 種樹種之枝條進行㈬泥

及塵㈯滯塵量之測定，即各㈲㆕種處  

 
圖 3 揚塵箱內風及微粒流經葉片時葉片滯塵情形 
Fig. 3. Dist ribution patt ern of soil  particl es  carri ed by wind and deposi ted on leaves  in  

the chamber 
 

表 1 ㈤種樹種離體葉片在乾燥及噴濕時在揚塵箱內滯塵量之比較* 
Table 1 . Comparison of soil  dus t deposit ion rat es  on wet  and dry leaves  i n the exposure 

chamber 

樹種  乾燥葉片滯塵量  
(mg/cm2) 

噴濕葉片滯塵量  
(mg/cm2) 

噴濕葉片 /乾燥葉片  
滯塵量比值  

㈪橘  0.4068±0.05 0.7881±0.23 1.94 
杜鵑  0.5708±0.11 1.1612±0.09 2.03 

白千層  0.5698±0.10 1.3913±0.18 2.45 

樟樹  0.4487±0.05 1.1498±0.17 2.56 
正榕  0.4910±0.06 0.5747±0.12 1.17 

*各為 5 重覆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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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乾枝條 /塵㈯；乾枝條/㈬泥；濕枝條

/塵㈯；濕枝條 /㈬泥，結果如圖 4 所示。 

由圖 4 可知㆕種處理㆗皆以噴濕枝

條對㈬泥之滯塵量為最高，次為噴濕枝

條對塵㈯之滯塵，但㈪橘屬例外者。 

在 6 種植物之間，正榕、褔㈭、楓

香及㈪橘等乾枝條之塵㈯滯塵量比鵝掌

藤、艷紫荊為大。在㈬泥方面則以㈪橘

乾枝條的滯塵量為最高，其次為正榕，

而以鵝掌藤為最低。在枝條噴濕情況㆘， 

對塵㈯之滯塵量以楓香枝條最高，其次

為正榕、鵝掌藤。噴濕枝條對㈬泥之滯

塵量則以正榕為最高，其次為楓香、褔

㈭，而以鵝掌藤為最低。 

由㆖述枝條滯塵量㆕種處理的結

果，經計算比較其滯塵量之增幅，結果

如表 2。發現濕枝條的滯塵量都比乾枝

條的滯塵量大，而㆕種處理㆗以鵝掌藤

濕枝條的塵㈯滯塵量比乾枝條滯塵量㈲

最大 3.37 的倍率，其次為楓香的 3.11 倍。 

在㈬泥滯塵方面，以楓香濕枝條的滯塵

量㈲最大 5.23 倍的增幅，其次為正榕的

4.89 倍增幅。 

本研究㆗亦觀察各種樹㈭枝條在噴

濕後風乾的速度，結果發現其㆗以楓香、 

正榕及楓香的枝條，在噴濕後較不易在

風速 0.5~0.7 m/sec 情況㆘變乾。其他之

㈪橘則風乾較快。 

㆕、討  論 

本研究對 13 種樹種離體葉片測定

塵㈯滯塵的結果，得知滯塵量範圍為

0.199~4.32 mg/cm 2，且以龍柏及㈭麻黃

滯塵量最多，褔㈭滯塵量最少。此品種

間之差異倍率最大為 22 倍，乃表示是㈲

某些品種㈲較高之滯塵率，相信這在都

會區是很重要的㈵性，因為都會㆞區㈲

甚高的微粒污染，而都會公園最大的功

能及除了吸收㆓氧化碳、放出氧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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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塵㈯及㈬泥對 6 種樹㈭乾濕枝條滯塵量之比較 

Fig. 4 . Comparison of deposition rat es  between soil  dus t and cement  dust  on wet  and 
dry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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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灰塵的角色也應該是㈩分重要的。 

本研究㆗分析㆖述 13 種植物乾葉

片的滯塵率，發現以龍柏、㈭麻黃、羅

漢松等的滯塵率較高，而此 3 種之葉片

為針葉或小葉，相反㆞褔㈭葉片面積最

大，卻㈲最小的滯塵率，由此可歸納出：

葉片小之植物其單位面積之滯塵率較高

之結論。此㆒結果事實㆖與 Litt le 在 1977

年( 23 )所報導微粒的沈降速率和葉面積成

反比相吻合。 

唯另㆒影響滯塵率之因素應為葉表

之粗糙度，例如本研究㆗的杜鵑、白千

層。此㆓者的葉片覆㈲絨毛，可增加葉

片截塵效率，此與多篇文獻之記載相符 (3 , 

23, 28 )。相對㆞，褔㈭、鵝掌藤、黑板樹因

表面光滑、無絨毛，使其滯塵量相對較

少(圖 2)。 

又本研究發現 13 種植物乾葉片滯

塵仍受微粒慣性作用之控制，即多傾向

沈積於迎風面之葉緣，如圖 3。此乃因

微粒隨著氣流的方向流動時，慣性作用

會使其較易衝撞到葉片的迎風面，造成

沉降，此與王寶貫在 1995 年(2 )所報告者

相同。又針葉樹的葉片面積極小，沉降

的阻力較小，故單位面積之滯塵量也較

高，但闊葉樹的葉片很寬大，易㈲大的

臨界面阻力，影響微粒之沈降，單位面

積的滯塵量 乃較低。 此些現象 皆與

Ros inki & N agamot o 在 1965 年( 25)所報導

者相符，彼等認為大部份的微粒會累積

在向風面的葉緣，且新的㆒層微粒會再

累積於其㆖，其厚度會逐漸增加直到達

成平衡為止。 

本研究試驗發現當葉片噴濕時，5

種樹種的滯塵量皆遠高於乾葉片的滯塵

量，而噴濕葉片比乾燥葉片滯塵量之比

值以樟樹、白千層的 2.5 倍為最高，杜

鵑的 2.0 倍次之，最小為正榕的 1.2 倍，

表 2 塵㈯及㈬泥對 6 種樹㈭乾濕枝條滯塵率之比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deposit ion rat es  between soil  dust  and cement  dust  on wet  and 

dry leaves 

樹種  微粒種類  乾枝條滯塵量平均值  
(mg/cm2) 

濕枝條滯塵量平均值  
(mg/cm2) 

濕枝條比乾枝條之  
滯塵量比值  

塵㈯  0.4177±0.06 0.4676±0.06 1.12 
㈪橘  

㈬泥  0.7051±0.14 1.3168±0.06 1.87 

塵㈯  0.1931±0.01 0.4370±0.05 2.19 
艷紫荊  

㈬泥  0.3975±0.09 1.4010±0.15 3.52 

塵㈯  0.4726±0.03 0.7159±0.05 1.51 
正榕  

㈬泥  0.5803±0.13 2.8392±0.21 4.89 

塵㈯  0.4644±0.08 1.4443±0.16 3.11 
楓香  

㈬泥  0.3983±0.03 2.0836±0.22 5.23 

塵㈯  0.4677±0.13 0.5076±0.11 1.09 
褔㈭  

㈬泥  0.4531±0.05 1.6886±0.23 3.73 

塵㈯  0.2101±0.02 0.7116±0.10 3.37 
鵝掌藤  

㈬泥  0.2538±0.03 0.8362±0.13 3.29 

*各為 5 重覆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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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王嘉宏在 1998 年(1 )的研究濕潤葉片

比乾燥葉片㈲較大的滯塵能力相吻合。

唯相信任何之葉表在噴濕之後皆會增加

滯塵率，且其倍率應與樹種無關。本研

究㆗之正榕葉片，發現在噴濕之後，極

易在風速 0.5~0.7 m/sec 情況㆘變乾，也

因此其滯塵率增加㈲限，此應與正榕葉

表的構造㈲關，即榕樹的表面具㈲蠟質
(11 )，故噴濕後易風乾，影響滯塵率。相

對㆞，樟樹的葉片在噴濕後，會㈲㈬膜

形成，可以維持較久的潮濕狀態，所以

增加之滯塵率也較大。 

依據何綠萍等㆟在 1992 年之報導
(4)，樹葉滯塵的方式應㈲停著、附著和黏

著㆔種，㆒般的落塵應以停著為主，而

具多毛的葉表則㈲附著，但黏著則為葉

片最穩定之滯留方式。依此可知葉片的

表面起伏度及葉表的臘質都會影響滯塵

率，而濕潤狀況亦會㈲絕對的影響。 

在枝條滯塵方面，本研究以塵㈯及

㈬泥對 6 種樹㈭乾濕枝條進行滯塵量之

比較，結果發現㆕種處理㆗皆以噴濕枝

條對㈬泥之滯塵量為最高，除㈪橘外次

為噴濕枝條對塵㈯之滯塵，此應與㈬泥

微粒帶鹼性，故其附著或停著力較高㈲

關。 

在 6 種植物㆗，以正榕、褔㈭、楓

香及㈪橘等乾枝條之塵㈯滯塵量較高，

則應與其枝條粗細及表面粗糙度㈲關。

在枝條粗細會影響滯塵率方面，本研究

所用之 6 種受測植物㆗以正榕、褔㈭、

楓香和㈪橘等㆕種植物的枝條直徑較

小，而艷紫荊及鵝掌藤的枝條直徑則較

大，已知直徑愈大的枝條滯塵量會較小
(1 7 )，其原因與慣性作用㈲關，即當空氣

流經某㆒阻礙物時，氣流會分道而行，

但空氣㆗所含的微粒會因慣性作用而直  

 

線前進，直到撞擊到障礙物為止。而鵝

掌藤的枝條本身㈲凹處，塵㈯乃㈲沈積

之現象，由此可推斷枝條表面之凹凸起

伏的形態會影響滯塵量。 

㆖述枝條在噴濕後，普遍亦會增加

滯塵率，經計算比較其滯塵量之增幅，

發現㆕種處理㆗以鵝掌藤濕枝條的塵㈯

滯塵增加最多，其倍率達 3.37 倍，次為

楓香的 3.11 倍。在㈬泥滯塵增加方面則

以楓香㈲最大 5.23 倍的增幅，其次為正

榕的 4.89 倍增幅。這些增幅的大小應與

微粒種類及枝條表面是否易風乾㈲關。

在枝條風乾速度方面，試驗得知楓香、

正榕及楓香的枝條被噴濕後在受測區的

風速(範圍約 0.5~0.7 m/sec)㆘，不易被吹

乾，故易增加滯塵量，而比乾枝條的滯

塵量增加甚多。 

Litt le 在 1977 年曾報告證實：塵埃

在枝條的沈積速度(depos it ion velocity)通

常比葉片㆖的快很多 (23 )，因此認為樹㈭

即使在沒㈲葉片的冬㆝仍㈲相當的滯塵

能力。 

本試驗㈲關滯塵率之比較應可作為

都市㆞區植栽設計的參考，例如在校園

綠化、裸露㆞綠化、行道樹種植等皆應

考慮植物品種之滯塵效能。又植物之葉

片及枝條在潮濕狀態皆可提高滯塵率，

則都會公園之定期噴灑應該值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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