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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Editor's Notes

署長賀詞
欣聞環檢所電子報：「環境分析評論」新版出刊，提供更多
更新更具權威性的技術資訊，做為環境保護與檢測分析各界
先進交流溝通的平台。看過第 1 期內容初稿，充分感受到這
份「精神食糧」豐富內涵與多樣性文章，大都來自環檢所同
仁在學習型組織運作下的長期努力成果，殊感欽佩。尤其「讓
儀器說話」專欄，企圖將環檢所建置的數十部精密儀器的脾
氣個性、須特別注意的馴服（保養）方法、最脆弱以及最重
要的維護操作要領，用筆寫出第一手經驗，既可傳承又能累
積，影響深遠，可喜可賀。
環檢屬於環保大家庭的一個成員，重要無比。環檢所 100 多
位專業同仁、近 100 家環境檢測機構約 2,600 多位專業人員、
大專院校環境分析相關科系近百系所約 3,000 位潛在環境分
析專業人力、環保署及環保局檢驗室人力，都是「環境分析
評論」電子報的讀者群，也是電子報服務的對象，過去每期
發行 7,700 份，新版出刊後的目標為 10,000 份，能擴大並提
供更優質的服務，是大家對這份刊物的期待與勉勵。
為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總統馬英九先生於 100 年 10 月 6 日
揭示「黃金十年 國家願景」第 5 願景為「永續環境」
，以
「節能減碳新能源、保安保育好環境」為施政理念，環保署
將「綠能減碳」
、
「生態家園」及「災害防救」為三大施政主
軸，為民眾打造一個優質生活環境。環檢所在「黃金十年」
中，規劃「新世代環境檢測發展計畫」，亦多著墨在綠色分
析化學技術、公害污染事件即時觸發、線上監測及快速應變
的能力，皆與總統施政理念及國際趨勢相吻合。環檢所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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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年淬煉成長，在環境政策及環境管理上扮演重要且成功的
協力角色，從「環檢雙月刊」到「環檢電子報」再到新版的
「環境分析評論（電子報）
」
，一路走來，努力捍衛科學、環
境及優質服務的立場始終如一，值此刊物創刊之際，特抒感
言，以為祝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
敬賀

101 年 4 月 25 日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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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分析評論（Environ. Analysis Review）
－電子報新版序文
環檢所電子報出刊至今，已成功營造各項環保資訊之引
介交流，提供本所及各界先進溫馨的生活互動園地以及技術
切磋的共同平台，漂亮的達成大約 10 年的階段性任務。
自 2012 年起，原環檢所電子版季刊將略作改版，以「環
境分析評論 Environ. Analysis Review」為正式名稱，維持環
檢所電子報季刊之形式出版。主要原因為環檢所已蓄積 22
年寶貴而難得的經驗能量，國際上有關創新發展及實用檢測
之技術能量，亦蓬勃出現，沛然莫之能禦，二者若能匯合，
同步放送與世界並駕齊驅的第一手資訊，優質服務本所同仁
及各界同業先進，是新刊物之最大期待及長期努力之願景。
3 個定位：生活的，開創的，科學的
「環境分析評論」刊物內容是屬於「環境檢測人」的共
同園地，為求可讀性高、有科學價值及原創性高的文字，刊
物定位為生活的（be popular）
、開創的（be creative）、科學
的（be scientific）
。
3 個見解：意見，洞見，預見
「環境分析評論」刊物內容，在本質上希望是作者提供
意見（views）
、提出洞見（insights）以及拋出預見（foresights）
的園地。各種見解皆有不同價值，且皆能啟迪生活、增進技
術討論、促進科學發展，價值連城。
5 個標竿：
哈佛商業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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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省理工學院技術評論（Technology Review，MIT）
科學文化評論（Science & Culture Review）
知識通訊評論（Knowledge Review）
分 析 化 學 基 礎 及 應 用 評 論 （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Review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環境分析評論」大膽取法目前國際上知名的 5 大評論
（review）刊物，以其宗旨及影響面為仿效標竿。這 5 個標
竿，大都符合上述的 3 個定位及 3 個見解，但深度及精彩程
度則要依賴作者的功力。整體觀察，都是生活、人文、科普
屬性而能深入淺出發人深省的意見（views）表達或感想發
抒；都具原創創新、有科學依據而能廣徵博引、發而不散的
獨到心得或深度發現的洞見（insights）洞察；都屬科學技術
研究開發或實證研究跨部門跨領域結合科學、技術、人文於
一體的研究所得或預見（foresights）預測，當然都是價值連
城、廣獲好評的刊物。
定位、見解、標竿研究以及編輯方針，其專欄設計、作
者群及讀者群設定開發等工作，當然均有待「環境分析評論」
編輯委員會做進一步的開創發展，以竟其功。刊物創刊之
際，期待之情溢於言表，特為序文，與本所同仁及各界先進
共勉共賀。
環境檢驗所

所長
謹識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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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精緻旅途」中的「精品旅館」
──「環境分析評論」創刊的意義與做法
金翁正1、陳元武2、阮國棟3

停歇「精品旅館」邁向「精緻旅途」
環境檢驗所歷經 23 年經驗累積，在國內成功建立環境檢驗認證
體系，開展產官學研合作的優質服務環境，我們當然珍惜這個得來不
易的「精緻旅途」(boutique journey)。要讓它在臺灣持續走下去，中
途停歇整裝再出發就顯得格外重要。「環境分析評論」（Environ.
Analysis Review）的出刊，在精神面向，象徵著旅途中的「精品旅館」
<註 1> (boutique hotel，means small and selective)，它提供回顧與展望

的觀景台，歡迎在同一旅途的朋友，一起在此高談闊論，附和風雅。

環境政策來自優質環境科技的支持
研究環境是為了能對行為控制、自然的演化、工業與人類系統的
機制獲得更好理解。對政府決策人員而言，若沒有一個有效的架構，
來轉化科學進步以支持那些需要它的決策作為，那麼這些基礎的知識
仍然是學術性的，且多數是無效的。此外政府、社區、企業和個人在
面臨決定其資源的使用、管理與對環境的影響時，若沒有最好的環境
科學與技術來支持他們，環境政策可能被誤導，而導致弊大於利。因
此環境政策源於優質環境科技的支持<註 2>，優質環境科技來自於人
才、來自於創新。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2科長3所長

註 1：
「精品旅館」
（ special boutique hotel）一詞出自「分析化學基礎與應用評論」
，
意指雜誌在徵選文章的過程中，經過該雜誌編輯群挑選，形成小而美的主題。其
爭點來自於該文章中對於「科學家編輯（scientist editor）」以及「專業編輯
（professional editor）」的討論，文中提到「自然系列期刊」使用專業編輯模式，
讓該雜誌風格獨樹一幟，作者稱之為「boutique」。
Catherine Fenselau，Professional Editors or Scientist Editors? Both perspectives have
value.,Anal,Chem.2012.84,2095-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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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全球化年代，人才的培養要全面化，不能「坐井觀天」、
不能「故步自封」
，不能「停滯不前」
，杜拉克和查爾斯‧韓第等西方
管理學者提醒我們：
「領先對手的唯一方法就是比對手學習得更快。」
國內管理學者高希均認為：
「知識的落差是一切落差的根源」
。缺乏學
習會產生落伍的觀念與行動的落後。要怎麼做呢？牛頓說：「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大衛‧麥克則告訴我們「可以用他人的知識使我們
更有知識」。因此學習他人知識成了重要關鍵，因為透過學習可以造
成行為或能力永久改變。除了個人學習外，組織更要成長學習；彼得‧
聖吉在「第五項修練」中說到「組織適應外在環境、成長、學習達成
目標的能力來自於學習型組織中，組織成員能營造共同的學習環境，
致使組織中的每一成員主動找出工作上問題。」，正因如此，引領我
們創建一種整合環境科學、技術的研究進展來啟發及報導環境政策問
題的學習環境，於是「環境分析評論」
（Environ. Analysis Review）創
刊了，同步放送與世界並駕齊驅的第一手資訊。

五大標竿引領「環境分析評論」打造方向
國際上知名的 5 大評論（review）刊物分別為「分析化學基礎及
應用評論」
、
「哈佛商業評論」
、
「麻省理工學院技術評論」
、
「科學文化
評論」及「知識通訊評論」等 5 種。這 5 大刊物都具有原創性及創新
性，也都屬於科學技術開發或實證研究跨部門領域。
「環境分析評論」
的定位及見解以 5 大評論刊物其宗旨及影響面為仿效標竿<註 3>。
這 5 大刊物簡介如下：
註 2：ES＆T 雜誌的編輯和編輯委員會在 20 世紀 90 年代中期創建一種學術格式
可以整合在環境科學、技術和人類行為的研究進展來啟發及報導環境政策問題。
目的在於能對行為控制、自然的演化、工業與人類系統的機制獲得更好理解以及
政府、社區、企業和個人在面臨決定其資源的使用、管理與對環境的影響時，能
有更好的政策和計畫。
Mitchell J.Small,Policy Analysis at ES&T,Environ.Sci.Technical,2012,46,
2483-2483。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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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學基礎及應用評論》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Review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學雜誌（Analytical Chemistry）發表範圍廣泛的原創性研究<註
4>，做為支持分析化學這個領域技術複雜性及科學多樣性（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and scientific diversity）的一股力量，目的在於提供全面
涵蓋核心領域的文獻<註 5>，於 1949 年改版後發行迄今已有 60 多年
（以前被稱為工業和工程化學的“分析版＂）。該雜誌在盡可能開放
和公平的方式下，審查和發行高質量的研究文章（peer-reviewed
journals）
，每年刊出約 1,400 篇以上的文章，該雜誌編輯認為「權威
和完整的回顧評論對支持量測科學動態的成長是必須的」，於是自
1949 年發表第一個年度評論，之後歷任編輯延續這個長期以來的傳
統至今。2012 年的年度主題為「分析化學的基礎及應用評論」。
《哈佛商業評論》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哈佛商業評論》英文版創立於 1922 年，由美國哈佛商學院出版公
司（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 HBSP ）發行。八十餘年
來曾經孕育出許多先進的管理觀念，對全球的管理實務產生了深遠的
影響。許多著名學者和專家常常先在《哈佛商業評論》上發表原創性
的文章，等待迴響，然後改寫成書，如杜拉克、波特、韓第、蓋瑞‧
哈默爾、大前研一的著作。
《哈佛商業評論》2006 年中文版創立。
註 3：
「標竿」
（ benchmark）最早是指在地理研究中，用來測量相對距離前必須
先決定的參考點，後來引申為同儕中最好的成就（best-in-class achievement）
，擁
有相同作業流程的企業，會將此成就做為參考學習的典範。陳麗霞等 6 人，「立
足台灣胸懷世界的環境檢驗所」，環境檢測技術路徑規劃論文集，行政院環保署
環境檢驗所，2011 年，頁 43-120。
註 4：Jonathan V. Sweedler，Reviews, Perspectives, Features: What’s the
Difference?Anal,Chem.2012.84,1195-1195。
註 5：Catherine Fenselau，Supporting Measurement Science with Annual
Reviews.Anal,Chem.2012.84,48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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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業評論》著重於四大領域：領導、創新、策略、管理，提供
實務上最新見解。
《麻省理工學院技術評論》
（Technology Review, MIT）
《麻省理工學院技術評論》創刊於 1899 年，距今已有 110 年的歷史，
是美國第一本專業的科技評論雜誌，目前擁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
德文、義大利文等不同語言的國際版本，並屢獲出版界大獎。中文版
雜誌為「麻省理工《科技創業》」。《麻省理工學院技術評論》已遠非
一份麻省理工學院校友交流的內部刊物，而是發揚一貫的科技創新理
念，重點關注新興科技及其對商業與社會的巨大影響力，旨在為科技
創業者、企業及政府高官、MBA 和科技類學子提供最新科技資訊與
研究成果，並著重介紹科技的商業化過程，拉近科技與生活。
《科學文化評論》
（Science & Culture Review）
《科學文化評論》創刊於 2004 年，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
中國科學院規劃戰略局主辦，作為連接科學與人文之間橋樑。《科學
文化評論》定位為跨學科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主要登載科學與人文、
科學與社會以及科技與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科學文化評
論》的欄目設計按論文、評論（包括爭鳴、筆談、訪談等）和書評等
加以分類，主要欄目包括專題、科技中國、科學與人文、科技與社會、
學術前沿、人物訪談、讀書評論、機構簡介等。《科學文化評論》目
的在推動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研究，加強科學與人
文及社會科學之間的對話，以促進科學技術與人類社會的協調發展。
科學技術不僅是前進的動力，同時也是人類文化的一部分。科學技術
的發展，深刻影響著人類文化的發展方向。科學的發展離不開文化的
支撐，更需要有人文和社會思想以及相應的管理制度方面的文化創
新。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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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通訊評論》
（Knowledge Review）
《知識通訊評論》是一本對廣泛知識訊息做有系統介紹的半月刊。由
國內外重要的科學文化訊息如英國頂尖科學期刊《自然》雜誌，選擇
其中最重要的訊息，分門別類做有系統的介紹，知識的範圍由物理科
學、生命科學、工程科學、地球科學到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領域的知
識，另外也兼及知識與社會影響方面，如國際世局攬閱和書評快訊等
內容。該雜誌 2004 年 11 月正式出刊，並於 2005 年 7 月入圍金鼎獎
最佳新雜誌獎。是為國內的知識、文化和學術界提供一個訊息的窗
口，使能夠接觸到更多的而且是跨越領域的一些重要知識訊息，並藉
此建立起國內知識、文化和學術界的一個訊息交流平台，期望未來能
夠產生源於文化內在精神的創造力，冀望建立「訊息裏拓展視野，文
化中開出創意」的知識文化新局。

10 大選擇

彈性及豐富的編輯安排

「環境分析評論」參考五大標竿之做法，規劃版面內容分為 10
項：
1.觀點(Viewpoint)：主要發抒作者見解或爭點探討。
2.論文(Article)：主要發表具有實驗驗證結果的研究文章。
3.趨勢(Trends)：對於特定的主題結合最新論文，指出這個主題的新
方向或提供一個新的發展建議。
4.評論(Review)：對於特定的主題，完整收集相關新知並提供意見
（views）
、提出洞見（insights）以及拋出預見（foresights）的文章<
註 6>。

5.政策連結(Policy Links)：將科學及技術主題的研究與發展，試圖與
政策做連結，指出對政策的衝擊或影響，重點在指出該項科技活動
註 6：評論(Review)可以分為年度評論（Annual Review）
、關鍵評論（Critical
Review）。其中年度評論（Anal. Chem）要求文章參考文獻數量需控制在 250 篇
以下；關鍵評論則要求作者提出綜合性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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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重要性(Policy Significance)
6.專題(Feature)：專題屬性有「說故事」性質，例如封面故事的專題
報導為吸引讀者閱讀，將科學技術以故事形式陳述，成為具有教育
性又有可讀性的論文<註 7>。
7.焦點訪談(Focal Point)：針對國內、外學有專精之學者專家或業者進
行人物訪談，或針對專業機構或特殊儀器設備進行介紹。
8.技術亮點(Innovation)：刊載量測科學技術的新方法、新技巧或技術
突破的文章。
9.資源評介(Resources)：對於本所或外部可用資源、網站、書籍或事
件的預告、介紹。
10.讓儀器說話(Firsthand Experiences)：提供作者第一手的儀器技術分
享或相關重要訊息。

結語
響應綠色地球，推動資訊化、無紙化等環保作為，期刊發行方式
採電子化出刊，未來視讀者反應不定期針對讀者來信回覆或提供心橋
交流、意見分享等。
本所過去曾發行「環檢雙月刊」
、
「環檢電子報」到本年度最新出
刊的「環境分析評論」，不單只是名稱的變化，更重要的是內在意涵
的變動，期待每位看到「環境分析評論」的讀者，都能找到您想要從
文章中學習的對象。

註 7：同上註 4。文中針對評論(Review),展望(Perspectives),專題(Feature)的特色與
差異提出解釋。Perspectives 有抒發作者主觀意見及展望未來看法之意。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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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略的低頻噪音干擾
蘇國澤

夜闌人靜，拖著疲憊的身軀，鑽進溫暖的被窩，卻傳來冷卻水塔、
冷氣機、冰箱、馬達、空調排風扇…等產生之低頻噪音，輾轉難眠；
經協調商家全力配合改善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但干擾依舊，只好效
法“孟母三遷＂…

噪音量測與計算
聲音(Sound)是靠物體振動而產生的一種壓力變化，經由空氣、
水或其他介質而傳播，如果這種壓力變化（頻率）每秒在 20 到 20,000
次(Hz)，且其強度每平方公尺在 10-12到 1 瓦特（w/m2）
，就可被健康
成年人的耳朵所聽到（如圖 1）。因其數值差異很大且使用上很不方
便，所以通常使用對數值的 10 倍表示，單位為分貝（dB，deci-Bel）。

圖 1. 人耳可聽到的音頻與音壓
資料來源: Brüel ＆ Kjær “Acoustic Noise Measurements＂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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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Noise)是指不想要或使人覺得不愉快的聲音，亦即聲音並不
一定要高到危及生理健康才算是噪音，祇要足以危及妨礙人們的作
息，就會造成干擾。
噪音通常是由許多不同頻率之聲音組合而成，極少為純音（單一
頻率），故於量測噪音時，除量測其音量外，尚需分析其頻率組成。
因 1/3 八音頻帶（1/3 Octave Band）之頻寬與人耳對各種不同頻率的
敏 感 寬 度 相 接 近 ， 故 為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所採納。
由於人耳對不同中心頻率聲音的敏感程度不同，因此噪音計量
測所得的音壓位準，可依不同量測目的而以加權方式來模擬人耳對不
同頻率聲音反應的修正量測值。例如“A加權＂係依人耳對不同中心
頻率聲音的敏感程度不同而修正，單位為dB(A)。其他尚有B加權（目
前已少用），C加權（測定機械噪音）以及D加權（測定飛機噪音）
等（如圖 2，FLAT 為未加權值）。

圖 2.

頻率修正特性

資料來源: 行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噪音管制手冊＂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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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低頻噪音(Low Frequency Noise)
通常建築物的建材對中高頻聲音的隔音效果較低頻聲音為佳，尤
其到了夜間時段，外界音量降低，室內的低頻聲音變得更為清晰。
1980年低頻噪音與聽力(Low Frequency Noise and Hearing)國際會
議於丹麥召開時，定義 1 Hz～100 Hz 的聲音為低頻噪音。然德國和
日本分別對於10 Hz～80 Hz 之1/3八音頻帶各中心頻率音量訂出個別
頻率的容許值(日本則為參考值，作為是否有低頻噪音問題存在的判
定依據)；而丹麥則是對10 Hz～160 Hz 頻率範圍的聲音採“A加權＂
的總量管制，依室內用途(如住家、辦公室或商業使用)以及不同時段
(日間或夜間)訂出不同的容許值，20 dB(A)～35 dB(A)不等。
我國於民國 94 年 1 月 31 日修正發布噪音管制標準，定義 20 Hz
～200 Hz 間的聲音為低頻噪音（Leq,LF），採 1/3 八音頻帶各中心頻
率音量之“A加權＂的總量管制，依各種不同場所、工程、及設施所
發出之聲音，於不同時段(日、晚或夜間)訂出不同的容許值，30 dB(A)
～47 dB(A)不等。

80 Hz 以下的低頻噪音被忽略了
我國低頻噪音管制採 1/3 八音頻帶各中心頻率音量之“A加權＂
的總量管制，亦即將低頻噪音（20 Hz～200 Hz）之 1/3 八音頻帶各
中心頻率的音量，經“A加權＂後（dB(A)）之和，不得超過低頻噪音
管制標準。因dB(A)為噪音量之對數值的 10 倍，故計算總量時，需取
各中心頻率的dB(A) 值 1/10 之指數值相加後，再以對數值的 10 倍表
示之。例如：求 80 dB(A)與 70 dB(A) 之和
L＝ 10 ㏒（108＋107）＝10 ㏒（108 ×1.1）＝10 ㏒ 108＋10 ㏒ 1.1
＝ 80 ＋10 × 0.04 ＝80.4 dB(A) ≒ 80 dB(A)
所以任兩中心頻率的噪音量相差 10 dB(A)以上時，其和即約為較高者，
亦即較低者的音量被忽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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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來說，若 200 Hz與 63 Hz有相同的強度（60 dB），經“A加
權＂後之dB(A)值分別為（200 Hz下修 10.9 dB）49.1 dB(A)、（63 Hz
下修 26.2 dB）33.8 dB(A)，兩者之和為 49.2 dB(A)，與僅有 200 Hz 之
噪音值雷同，故加總後 63 Hz的強度被忽略了。不幸的是，冷卻水塔、
冷氣、冰箱、馬達、空調排風扇…等產生之低頻噪音，主要強度在
63 Hz附近。

無言的結局
位於第三類噪音管制區住宅之室內，因夜間遭受營業場所低頻
噪音的干擾，經量測低頻噪音Leq,LF＝34.6 dB(A)（20 Hz～200 Hz之總
量）
，符合噪音管制標準（35 dB(A)）。
然進一步分析 1/3 八音頻帶各中心頻率所測數據（詳如下表），
發現 20 Hz～200 Hz（未加權）之和為 62.5 dB；20 Hz～80 Hz（未加
權）之和為 62.4 dB，表示本案低頻噪音（20 Hz～200 Hz）之強度幾
乎為 20 Hz～80 Hz 所貢獻。

低頻噪音 1/3 八音頻帶分析
(第三類噪音管制區
中心頻率(Hz)

20

營業場所

25 31.5 40

50

63

夜間 20～200 Hz
80

室內≦35 dBA)

100 125 160 200 20-200 100-200 20-80

未加權(dB)

56.5 54.3 58.3 45.9 47 53.8 41.6 41.7 38.9 42 40.8 62.5

A 加權下修

50.5 44.7 39.4 34.6 30.2 26.2 22.5 19.1 16.1 13.4 10.9

dB(A)

6.0 9.6 18.9 11.3 16.8 27.6 19.1 22.6 22.8 28.6 29.9 34.6

47.0

62.4

33.2

29.1

DIN 45680
最小聽力閾值
(dB)

71

63 55.5 48 40.5 33.5 28

日本參考值

76

70

76

68 60.5 53 45.5 38.5 38

71

63 55.5 48 40.5 33.5 33

德國(日間)
容許值
德國 (夜間)
容許值

64

57

52

47

41

另 63 Hz 之測值（未加權）為 53.8 dB，較日本作為判定是否有
低頻噪音問題存在的參考值（47 dB）高出 6.8 dB，表示確有低頻噪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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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問題存在。再與德國(夜間)容許值(最小聽力閾值 33.5 dB)比較，高
出 20.3 dB；也就是說，當夜闌人靜，外界高頻音量降低，就可清楚
地聽到低頻噪音，讓人輾轉難眠，但因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而無法要求
音源改善。

他山之石
由於低頻聲音音量只要超過最小聽力閾值，就有可能讓人產生不
舒服的感覺，尤其是干擾睡眠，故德國於1997年依據DIN 45680之最
小聽力閾值，針對10 Hz～80 Hz訂定各1/3八音度中心頻率個別頻率的
夜間容許值，值得吾人借鏡。

參考資料
1.Brüel ＆ Kjær “Acoustic Noise Measurements＂,1979.
2.DIN 45680 “Measurement and evolution of low-frequency
environment”(DIN – Deutsches Institute für Normung) ,1997.
3.ISO 226 “Acoustics- Normal Equal-Loudness-Level
Contours”,2003.
4.莊進源 “飛舞空中的殺手-惱人的樂團＂,1983.
5.行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 “噪音管制手冊”,1987.
6.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研擬低頻噪音管制規範及航空噪音監測紀
錄提報規定”,2004.
7.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噪音管制標準”,2006.

環保小辭典
‧頻率（Frequeney，f）:音波於每秒鐘內之壓力擾動次數，單位為赫
茲（Hertz，Hz）
‧最小聽力閾值：健康成年人的耳朵可聽到的最小音頻與音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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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檢出值不是零」的省思
王鵬榮1

蕭美琪2

黃克莉3

不得檢出值不是零
三聚氰胺及萊克多巴胺之標準為不得檢出（Non-Detected）
，但不
得檢出值分別為 2.5 ppm（食品）及 1 ppb（動物用藥殘留標準）以下，
竟然不是 0，您沒看（聽）錯，確實不是 0。仔細探究，其中竟有耐
人尋味之處，就像松露巧克力不含松露，阿拉伯數字不是阿拉伯人發
明的一樣，人們常直觀的望文生義，以為零檢出（zero tolerance）
、不
得檢出之檢測值應該是 0。非也，因必須應用儀器及檢測方法來檢測
污染物，即使是不含污染物的試劑水，檢測實務上儀器必定會產生訊
號，有訊號必定會轉換成檢測值，故不得檢出值不會是零。

不同儀器有不同的偵測極限值
環境保護署放流水標準及環境用藥禁止含有之成份亦有不得檢
出之規定，依循美國環保署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1

之作法，執行 7 重複預估方法偵測極限值的樣品檢測，經一定檢測

程序，計算得出之檢測值，在「統計學理」上該檢測值有 99﹪之機
率不是 0，故低於該檢測值，「理論上」似乎就是不得檢出值。但問
題解決了嗎？不盡然，各廠牌儀器皆有其性能極限，即使人們用了同
一廠牌之儀器，不同儀器有不同方法偵測極限。就像民眾選用各種品
牌的汽車，即使同一廠牌的汽車，比較上亦有性能好壞之分；又如視
力檢查，每個人「看清」E的大小不同，左眼右眼能判定E的大小也
有可能不同，E越小，越難「確認」E開口之上下左右。因此以液相
層析串聯質譜儀（LC/MS/MS）、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及液相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科長2研究員3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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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析 紫外光儀來檢測 三聚氰胺， 其 檢測 三聚氰胺之能力分別約為
0.1ppb、0.1 ppm及 1 ppm，故使用不同儀器來檢測同一污染物或毒物，
偵測極限值也會不同。

不同方法有不同之方法偵測極限值
同一污染物，可能訂有 1 至數個檢測方法，不同方法其檢測方式
及使用之儀器可能不同，前處理的方式可能不同，故得出之方法偵測
極限值亦會不同。如環境保護署現今公告 4 種亞硝酸鹽氮檢測方法
（W415、W418、W436 及 W452）
，其方法偵測極限值亦不盡相同。

人及樣品基質 2 種因素亦會影響方法偵測極限值
不管任何事物，人的問題永遠存在，在檢測方法偵測極限時也僅
能要求檢測人員應有良好的訓練並依照方法規定執行檢測。再者，檢
測地下水、放流水或廢棄物等會有不同的環境基質干擾，自然也會有
不同的檢測結果，方法偵測極限畢竟只是根據統計學原理，在控制條
件下得出的數值，所以地下水、放流水及廢棄物等環境樣品的方法偵
測極限自然也有所不同。綜上所述，儀器、人員、檢測方法及樣品基
質等皆會影響檢測方法偵測極限值，若訂定方法偵測極限值為不得檢
出值，恐導致誰對誰錯或是方法偵測極限值到底是多少的爭議。

美國環保署處理方式-實際可定量極限
為解決方法偵測極限及不得檢出的困擾，美國環保署首先在廢棄
「指
物檢測方法上（USEPA SW-846）2，使用美國環保署核准的方法，
定」約 5～10 倍方法偵測極限值為估計可定量極限（Estimated
Quantitation Limit；EQL）及實際可定量極限（Practical Quantitation
Limit；PQL）。EQL常為直接指定，PQL雖亦可直接指定，但較嚴謹
的作法為經由實驗室間能力比測，確認有 75%以上之實驗室可實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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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3,4後予以規定。相較於方法偵測極限，前開 2 個極限值有較高的準
確度（Accuracy）及精密度（Precision）
。好比剛開始我們僅能知道有
一艘船（方法偵測極限）要進港，隨著距離越來越近，才能確認是一
艘油輪或遊艇（實際可定量極限）。
自 1994 年起廢棄物檢測方法雖然不再使用實際可定量極限5，但
美國有些州政府仍延伸應用在飲用水、地下水及放流水等之檢測。但
該值並非就一定是美國法規標準，法規標準一般除考量人體健康風險
評估等方式外，尚參考實際可定量極限（儀器及檢測技術能力可及）
而訂定，就不得檢出而言，若法規值在方法偵測極限值及實際可定量
極限之間，只要檢測值小於實際可定量極限，美國環保署仍認定污染
物符合不得檢出之標準。若法規值在方法偵測極限值以下，不是檢驗
室檢測錯誤就是美國環保署須檢討是否重新訂定標準或設法建立

符合法規規定之檢測技術與方法5、6。
歐盟的做法-最低能力（檢測）要求
衛生署採取歐盟的做法，食品動物若未訂定最大殘留標準
（ maximum residue limit；MRL，類似環保署之最大限值）者或另有
不得檢出要求者，其最低能力要求（Minimum required performance
limit；MRPL）應參考偵測能力（Detection capability；CCβ）7 8，並
、

制定大於偵測能力值之殘留標準，而偵測能力計算公式為判定界限
（decision limit；CCα、類似方法偵測極限）及標準偏差之數學式。同
樣的，最低能力要求非就一定是法規標準，而是提供立法者訂定法規
標準之參考。

結語
一、 不得檢出是一個易導致誤解的名詞，相對而言，未能檢出、實
際可定量極限（濃度）
，雖未盡貼切，卻較不易產生困擾。

二、 依統計學理產生之方法偵測極限值及實際可定量極限值，係依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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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檢測能力而訂定，但規定不得檢出值時，尚應考量人體健
康風險。

三、 方法偵測極限是統計值，但在實際應用上易致困擾，美國環保
署依風險評估及檢驗室檢能力測試方式，再決定方法偵測極限
的倍數為實際可定量極限；歐盟則將偽陰性因子納入計算。兩
者作法雖然不同，皆依統計及學理，主要將偵測極限乘上一定
的倍率，以提高分析的準確度及精密度。

四、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亦容易引起爭議，原因包括現今的技術尚難
去評估、評估方式有爭議或須長期的研究才能了解污染物或毒
性物質對人體的危害等。

五、 廢棄物及食品等會威脅人體健康及環境之有毒物質，常有不得
檢出規定，至於不得檢出值如何訂定，及是否訂定最大殘留容
許量（食品）或最大限值（放流水及飲用水）即可，就像影響
方法偵測極限值的因子一樣，很難有適切之答案。

參考資料
1. USEPA 40CFR Part 136 Appendix B, "Definition and Procedur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ethod Detection Limit", 2011.
2. Test Methods for Evaluating Solid Waste, Physical /Chem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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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成分分析法解讀二仁溪口水質監測數據
陳明妮

摘要
對於環境調查研究報告，大多僅以法規管制值為判斷污染
之準則，或以歷年趨勢瞭解單一環境品質參數之濃度變化。若
能善用統計工具，不但能同時考慮多個環境品質參數以瞭解該
區域環境之污染狀況，還能找出該區域環境潛在之污染源，或
是影響該區域環境品質之主要因素。本文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解 讀 二 仁 溪 口 沿 海
2007-2011年之水質監測數據，由循序漸進地應用說明，讓大家
瞭解如何以主成分分析呈現複雜的環境檢測數據之潛在結構。
結果發現：影響二仁溪口水質的第一個顯著因素為「優養化因
素」可以解釋45.06﹪的總變異；第二個因素為「溶氧因素」可
以解釋18.36﹪的總變異；第三個因素為「重金屬因素」可以解
釋14.36﹪的總變異。由此可知，二仁溪口沿岸海域表面海水污
染主要來自河川所帶來之工業及民生廢水。
關鍵字：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成分分數、水質監測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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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綜觀歷年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發現大多針對欲調查的地區採集了
大量的樣品，並執行了很多檢測項目，所得到的大批檢測數據，往往僅
以法規管制值作為判斷污染準則，或是以歷年趨勢瞭解單一環境品質參
數（變數）之濃度變化，若檢測項目濃度未超過法規管制標準，或是濃
度變化非上升之趨勢，就不再仔細追究其污染情形，對於擁有大批檢測
數據的環境調查而言，甚為可惜。若是能善用統計工具，不但能夠同時
考慮多個環境品質參數以瞭解整個區域環境之污染狀況，還能找出該區
域環境下之主要污染源，或是影響該區域環境品質之主要因素。
欲在一大群的數據中篩選出有用的參數，並將這些隱藏在數據下的
潛在意義或是結構清楚地呈現時，多變量分析是一種很有用的工具。對
於環境調查而言，有幾個多變量統計的方法可以使用，它們大部分都是
做相同的事，只是在可能輸出的範圍以不同的方式達到相同的目的。最
有用的就是將大量潛在相關檢測變數（很難以可理解的形式將其繪製在
一起）簡化成少數幾個不相關的向量，使其可以很容易地以較少的維度
被繪製出來 1。如此，隱藏在數據下的潛在結構才有可能被顯示出來。
為達此目的，典型的繪製方法包括: 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 CA)及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
等，可以將樣品分成幾群並產生圖形輸出以易於解釋，其中發展最成熟
也最常用的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 2-7。
所謂主成分分析是要尋找一組變數的線性組合，一方面要能保有原
來變數的資訊（即有代表性），而且主成分間不能重疊（即有獨立性），
更重要的是能以少數幾個主成分代替原來多個變數（即有精簡性）。主
成分分析即是要達到代表性、獨立性及精簡性三個重要的目標8。能將資
料簡化，將多個有相關的變數簡化成少數幾個沒有相關的主成分，經由
線性組合而得的主成分能保有原來變數最多的資訊。主成分分析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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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關鍵，在找出原來變項的線性組合，使其變異數最大。除了用來
概述變數間的關係外，亦可用來削減迴歸分析或群聚分析中變數的數
目。此外，為了達到最大變異的目的，我們可用主成分分析將原有的變
數轉變為主成分，抽出主成分之後，可將各變數的原始資料轉換為主成
分分數，以供進一步的統計分析。以下將以主成分分析法解讀二仁溪口
沿海海域之水質監測數據所代表的意義，利用循序漸進地應用方式說明
如何以主成分分析的方法來呈現複雜的環境檢測數據之潛在結構。

分析方法
由環保署監資處全國環境水質監測網 9 挑選二仁溪口沿海海域二仁
溪口、二仁溪口南測、二仁溪口北測、二仁溪口外測四個測站，下載其
2007-2011 年之檢測數據作為統計分析之依據，由於每個測站每一季採
一次樣，故共有 80 個樣品，篩選檢測項目包含鹽度、懸浮固體、葉綠
素 a、氨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正磷酸鹽、矽酸鹽、溶氧、溶氧
飽和度、銅、汞等 12 個項目。變數篩選原則包含為 1/3 以上的數值為
ND、變異數為零、未達 P<0.05 顯著水準等，皆不列入統計。後續用 80
個樣品 12 個變數之檢測結果（12x80 之數據集，部分表示如表 1）
以 SPSS
進行主成分分析，以相關矩陣進行萃取，最大變異法進行轉軸。

應用步驟 1：化繁為簡-將多個變數簡化成少數幾個主成分
經過主成分分析後，可以將 12 個變數簡化成 3 個主成分（表 2 及
表 3）
。表 2 為解說總變異量，由此表可以瞭解每一個主成分可以解釋的
變異量及多個主成分共可以解釋的總變異量，因為有 12 個變數，故會
產生 12 個主成分，12 個主成分可以解釋全部數據的 100%。但是主成分
分析主要是要萃取出少數幾個可以解釋大部分數據的主成分來代表整
個數據，故選取愈多主成分，解釋原變項能力就越高，但失去精簡性；
若選取較少個主成分，可能會造成主成分代表性不足(即損失太多原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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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資訊)。一般而言，主成分的選擇並沒有一個通用、明確的判定標準，
而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是較常被選用的判定標準。在此，以特徵
值大於 1 做為萃取主成分的標準，則 12 個變數可以縮減為 3 個主成分，
其中，第 1 個主成分可解釋全部變異之 49.780%、第 2 個主成分可解釋
全部變異之 16.870%、第 3 個主成分可解釋全部變異之 11.140%，此 3
個主成分共可解釋全部變異之 77.790%。

表 1 原始數據集
12個變數

80個樣品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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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解說總變異量
成分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量萃取

變異數

特徵

變異數

轉軸平方和負荷量
變異數

特徵值

的%

累積%

值

的%

累積%

特徵值

的%

累積%

1

5.974

49.780

49.780

5.974

49.780

49.780

5.407

45.061

45.061

2

2.024

16.870

66.650

2.024

16.870

66.650

2.204

18.364

63.425

3

1.337

11.140

77.790

1.337

11.140

77.790

1.724

14.365

77.790

4

.873

7.274

85.063

5

.799

6.657

91.720

6

.374

3.120

94.840

7

.269

2.243

97.083

8

.167

1.388

98.471

9

.075

.621

99.091

10

.066

.554

99.646

11

.029

.243

99.888

12

.013

.112

100.000

表3 成分矩陣
成分

25

1

2

3

鹽度

-.900

.039

.026

懸浮固體

.556

-.067

-.088

葉綠素a

.370

.800

.189

氨氮

.794

.410

-.116

硝酸鹽氮

.913

.037

.015

亞硝酸鹽氮

.893

.064

.041

正磷酸鹽

.849

.308

-.170

矽酸鹽

.946

.049

-.016

溶氧

-.548

.679

.364

溶氧飽和度

-.533

.673

.217

銅

.387

-.274

.721

鋅

.325

-.345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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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步驟 2：抽絲剝繭-轉軸後之因素分析讓主成分更具意義
為了進一步瞭解主成分的意義，一般會將表 3 選出的成分矩陣，利
用最大變異法進行轉軸，使各因素代表的意義更明顯且更易於解釋，並
且符合統計分析要求的獨立特性，得到的結果列於表 4。表 4 顯示主成
分分析轉軸後的成分矩陣，數字顯示其因素負荷量，因素負荷量通常介
於-1~1 之間，可以瞭解各個變數與該因素之相關性，其絕對質值愈接近
1 表示變數與該因素之相關性愈高，正值表示正相關，負值則表示負相
關。故針對轉軸後的每個主成分篩選因素負荷量絕對值大於 0.5 的部分
（表 4 中黑影部分），可明顯發現各個因素所代表的意義，並由篩選出
來各變數間之相關性對該因素命名。
轉軸後之成分矩陣亦可作成因素負荷圖（圖 1）
，由各變數之因素負
荷圖可以清楚呈現各變數間之相關性，越靠近的變數表示其正相關性越
高，鹽度因為與因素 1 之其他變數呈負相關故距離較遠，結合表 4 及圖
1，使個變數間之相關性更易於解釋。
因素 1 主要是由鹽度、懸浮固體、葉綠素 a、氨氮、硝酸鹽氮、亞
硝酸鹽氮、正磷酸鹽、矽酸鹽等 8 個相關程度較高的變數所構成，其中
懸浮固體、葉綠素 a、氨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正磷酸鹽、矽酸
鹽為正相關，其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0.504、0.596、0.895、0.858、0.845、
0.918、0.897，而鹽度成負相關，其因素負荷量為-0.825，此因素可以解
釋全部變異的 45.061%（見表 2）
，由於此因素包含氮、磷及矽酸鹽等營
養鹽，且營養鹽與葉綠素 a 成正相關，表示營養鹽越高藻類生長越茂盛，
故命名為「優養化因素」。
因素 2 主要是由溶氧、溶氧飽和度及葉綠素 a 等 3 個變數所構成，
其中溶氧及溶氧飽和度的因素負荷量為 0.888 及 0.820 表示高度的正相
關，而葉綠素 a 的因素負荷量為 0.676，表示此河口沿海中的溶氧有部
分來自藻類的貢獻。此因素可以解釋全部變異的 18.364%，由於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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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氧及溶氧飽和度的因素負荷量很高，故命名為「溶氧因素」。
因素 3 主要是由銅和鋅兩重金屬變數所構成，其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0.845 及 0.871 顯 示 其 高 度 相 關 性 。 此 因 素 可 以 解 釋 全 部 變 異 的
14.768%，由於此因素含銅和鋅兩個重金屬項目，故命名為「重金屬因
素」
。
此海域的 3 個因素可以解釋全部變異之 77.790%，我們可以瞭解此
海域之主要污染來源為優養化，可以解釋全部變異的 45.061%，推測其
營養鹽應該是來自被畜牧業廢水或是民生用水污染的河川水，因為河川
水流入海水中會使鹽度下降，故由「優養化因素」可以判斷帶有高濃度
營養鹽之河川水流入海中造成鹽度下降、營養鹽濃度升高而導致藻類生
長，懸浮固體之因素負荷量與葉綠素 a 相當，可以假設此海域之懸浮固
體大部分來自於藻類的貢獻。「溶氧因素」中雖然溶氧之因素負荷量很
高，但因葉綠素 a 之因素負荷量也接近 0.7，故可以假設藻類生長對此
海域之溶氧有一定程度之貢獻。而「重金屬因素」，因銅和鋅是常見的
民生污染源，也可能來自工業廢水。綜合以上，可以判斷此河口沿海主
要受河川所帶來之工業廢水及民生廢水的污染。

應用步驟 3：以主成分分數作圖讓樣品間之關係清楚呈現
利用主成分分析可以將原本的 12 個維度（變數）縮減為 3 個維度
（主成分）
，而這 3 個主成分可以解釋全部數據變異的 77.790%。當維度
縮減後其數據較易由圖形表示出來，我們可以經由 1 個三維（x:y:z =
factor1: factor2: factor3）圖形或 3 個二維（x:y = factor1: factor2；
factor2:factor3；factor3: factor1）圖形來解釋變量間的關係。
進行主成分分析後，對於所萃取出來的各主成分各有其成分分數，
這些成分分數可依不同的使用目的而進行後續的分析。在此，將樣品第
一及第二主成分（x:y = factor 2: factor1）之成分分數作 X-Y 散佈圖（圖
2）
，設定標記則依據四個測站（A：二仁溪口南側，B：二仁溪口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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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4 轉軸後的成分矩陣
成分
1

2

3

鹽度

-.825

.288

-.222

懸浮固體

.504

-.244

.086

葉綠素a

.596

.676

-.002

氨氮

.895

.097

-.037

硝酸鹽氮

.858

-.209

.237

亞硝酸鹽氮

.845

-.169

.246

正磷酸鹽

.918

-.029

-.038

矽酸鹽

.897

-.220

.213

溶氧

-.320

.888

-.040

溶氧飽和度

-.289

.820

-.167

銅

.166

-.056

.845

鋅

.080

-.092

.871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圖 1 轉軸後空間中的因素負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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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溪口外側，D：二仁溪口）
。在成分分數散佈圖中，越接近的點表示
其主成分越相似，由圖 2 中可以看出二仁溪口（測站編碼 A）之樣品分
布較零散，且於 Y 軸（factor 1）之分散程度較 X 軸（factor 2）大，表
示其水質變化較其他三個測站大，且受第一主成分之影響程度較第二主
成分大。其他三個測站之分布大部分都集中在第一主成分分數 0.5 ~
-1.0 及第二主成分分數 2.0 ~ -1.5 的區域，表示此三個測站受第二主成分
影響較第一主成分稍微大一點。由此圖可以瞭解二仁溪河口之優養化水
質因素因河水水質改變而變化較大，一旦流入海中，經過海水的稀釋後
其北側、南側及外側之水質較穩定，樣品特性也較一致。
除了上述之散佈圖外，亦可以第二主成分及第三主成分（x:y = factor
2: factor3）或是第一主成分及第三主成分（x:y = factor 1: factor3）作圖，
來探討各主成分對各採樣點之影響程度。此外，亦可依據年份、季節設
定標記來做探討，各種排列組合都可以嘗試著來探討該地區的污染情況
及各採樣點受污染之顯著影響因素等，端視不同之調查目的而定。

圖 2 第一及第二主成份分數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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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1. 利用主成分分析進行環境檢測數據的處理，將多個變數簡化成少數幾
個具代表性的主成分，可以找出潛在的污染源及主要的影響因素。在
此，我們將 12x80 之數據集，簡化成三個主成分，經轉軸後篩選出「優
養化因素」
、
「溶氧因素」及「重金屬因素」等三個因素來解釋二仁溪
河口沿海之水質狀況。
2. 以主成分分數作散佈圖，可以瞭解各個採樣點間之相似程度及其受各
主成分影響程度為何。本例中以二仁溪河口沿海第一及第二主成分分
數作散佈圖，發現四個測站中以二仁溪河口受第一主成分影響故水質
變化較大，而其他三個測站之水質相對穩定。

3. 主成分分析因不同目的而有不同之應用方式，若使用者能多加練習，
相信其對環境監測數據之解讀能更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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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分子生物技術鑑識寵物排泄物足跡
尹開民1 黃壬瑰1

吳國傑2 王世冠3

摘要
本研究選定 3 隻狗，1 個人，及第 3 隻狗的糞便，以「狗 DNA
短相連重複序列(Canine DNA Short Tandem Repeats, Canine DNA
STRs)」之技術進行分析，結果經比對狗糞便及狗口腔細胞 DNA 之
STR 圖譜，確實能正確找出糞便是由哪隻狗所遺留。
關鍵字：狗短相連重複序列、狗糞便、寵物排泄物足跡

前言
美麗寶島為狗糞便所苦，滿街狗糞曾入選行政院十大民怨之一，
日本人想在好山好水的南投縣埔里鎮長期居住，也被滿街的狗便給嚇
跑了，民國 100 年在一次全國性的村里活動中，村里長曾向本署提出
「狗糞便 DNA 的檢驗，以追查出飼主」之建議，引起本署高度的重
視，署長指示由環檢所進行相關研究。
經蒐集相關文獻後發現，利用「狗短相連重複序列(Canine Short
Tandem Repeats, Canine STRs)」之分析技術，檢測寵物排泄物的
DNA，技術上是可行的，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納舒瓦雙湖地區（Twin
Ponds in Nashua, New Hampshire）的公寓社區有成功的檢測經驗，並
向不負責任的飼主開罰一百美元，他們稱這項技術為寵物排泄物足跡
（PooPrints）1，做法是有養狗之住戶都必須先交出狗的DNA樣本（如
口腔細胞）
，分析狗染色體中的短相連重複序列（STR）
，就能得出狗
狗獨一無二的 DNA STR 圖譜，此圖譜會存到寵物基因資料庫內，如
果社區內公共場所發現狗糞便，管理人員便會將狗糞便樣品送去實驗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研究員2簡任研究員3.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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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化驗，並從資料庫內比對DNA STR圖譜，找出是哪一位狗主人沒
有清理狗糞便，該名狗主人則需要繳付罰款，並負擔狗糞便DNA化
驗的全部費用。現在美國紐約洛克維爾中心艾芙隆海灣(Avalon Bay in
Rockville Centre ) 的公寓社區2、以色列城市特拉維夫（Tel Aviv）3及
德國巴伐利亞州的福爾卡赫鎮（town of Volkach, Bavaria）4也跟進了，
將利用狗DNA STR分析技術進行狗糞便的管制。
目前市面上有商品化狗的STR鑑定系統（Dogs Canine Genotyping
Kit, ABi Corp.）
，它包含了 10 個STR的基因座，依不同螢光及長度大
小區分為PEZ1、FHC2054、FHC2010、PEZ5、PEZ20、PEZ12、PEZ3、
PEZ6、PEZ8 及FHC2079 等。Zenke等人5在匈牙利使用此套組，進行
79 個品種共 668 隻，沒有親緣關係的狗樣品之測試，證實這個套組
的 10 個STR基因座，是足夠辨識個體的差異。
由以上敘述得知技術是可行的，儀器設備及所需試劑皆能支援及
購得，因此擬定本研究進行狗糞便 STR 技術之建立及追蹤飼主的實
驗。

實驗規劃
物種的 DNA 可經由血液、體液、肌肉及毛髮等取得，一般常使
用不具侵犯性、易取得及量充足的口腔細胞，另糞便中除食物代謝剩
餘的渣滓及微生物外，尚包含有腸道及肛門周圍的細胞，本計畫即利
用狗的口腔細胞和糞便中的腸道/肛門周圍的細胞，進行 DNA STR 圖
譜的比對。
一、採樣考量
William等人6指出，進行STR分析時，樣品於環境中置放越久，
DNA的品質越差，當DNA發生斷裂時，許多較長片段的STR就無法
被檢出，尤其是糞便樣品，其中包含許多微生物，放置太久或無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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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存，微生物將會破壞細胞、分解DNA，導致實驗的失敗，所以
採樣時需特別注意樣品的時效及保存，應儘速將樣品送達實驗室，越
新鮮的糞便分析結果會越好。
二、樣品規劃
選定 3 隻狗，1 個人，及 3 隻狗中的 1 隻狗的糞便，人與狗使用
輸送培養棒套組（cheek swab collection kit，如圖 1）刮取口腔的黏膜
細胞，
（如圖 2）
，狗糞便則於檢測當日蹓狗排泄時新鮮檢拾，並置於
冰桶內迅速送至本所。

圖1

輸送培養棒

圖2

狗與人口腔細胞採集

三、DNA 萃取
狗、人之口腔細胞及糞便，皆以 A 核酸全自動萃取儀器進行 DNA
的抽取，另由於糞便中含有許多抑制反應的物質，因此糞便樣品再額
外以 B 核酸全自動萃取儀器及 C 商品化套組抽取 DNA，並比較 3 種
萃取方式之 DNA 的適用性。
四、檢測分析
委由臺北市明欣生物科技公司進行檢測，先以 PCR 儀器進行多
重引子 PCR 反應，使用 3730 DNA Analyzer 儀器進行多種螢光讀取，
再利用 GeneMapper 分析軟體，進行基因分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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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分別比對 3 隻狗和糞便的 DNA STR 圖譜，結果如附表，說明
如下：
附表

本研究 3 隻狗及第 3 隻狗糞便之 STR 基因座的波峰數及長度

波峰數及長度（bps） 第 1 隻狗

第 2 隻狗

第 3 隻狗

糞便

（3）

（Fecal-1）

STR 基因座

（Queen）

PEZ1

118.45

110.41
118.45

106.28
122.48

106.75
122.84

FHC2054

166.98

163.06
171.19

171.11

171.51

FHC2010

232.06

236.01

PEZ5

106.30

PEZ20

PEZ3

175.51
179.48
268.43
276.04
118.72

102.19
106.16
175.63

PEZ6

179.04

PEZ8

220.97
229.12
277.34
289.54

228.07
231.96
102.12
106.20
179.51
183.42
268.39
276.01
127.05
130.08
179.07
182.88
234.24
241.33
273.38

228.17
232.17
102.46
106.59
179.75
183.67
268.33
275.85
127.43
130.35
179.09
183.02
234.41
241.45
273.45

PEZ12

FHC2079

（Mi）

272.26
276.07
123.86
126.66
175.54
179.08
226.12
229.16
265.24
277.37

一、比對第 1 隻狗（樣品編號 Queen）和糞便（樣品編號 Fecal-1）
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如圖 3 及圖 4）
：
1. PEZ1 基因座：第 1 隻狗僅在長度 118.45 產生 1 個波峰，糞便則
分別在長度 106.75 及 122.84 各產生 1 個波峰，兩者波峰數及波
峰的位置皆不相同，所以由此基因座就可初步的判定第 1 隻狗和
糞便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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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HC2054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166.98 產生 1 個波峰，糞便則
在長度 171.51 產生 1 個波峰，顯示兩者產生波峰的位置並不相
符合。
3. FHC2010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232.06 產生 1 個波峰，糞便則
在長度 228.17 及 232.17 各產生 1 個波峰，雖然 Queen 和糞便皆
在長度 232 有 1 個相同的波峰，但是糞便共產生 2 個波峰（Queen
只有 1 個波峰），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4. PEZ5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106.30 產生 1 個波峰，糞便則在
長度 102.46 及 106.59 各產生 1 個波峰，雖然 Queen 和糞便皆在
長度 106 有 1 個相同的波峰，但是糞便共產生 2 個波峰（Queen
只有 1 個波峰），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5. PEZ20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175.51 及 179.48 各產生 1 個波
峰，糞便在長度 179.75 及 183.67 各產生 1 個波峰，雖然 Queen
和糞便皆在長度 179 有 1 個相同的波峰，但是兩者產生的第 2 個
波峰長度各異，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6 .PEZ12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268.43 及 276.04 各產生 1 個波
峰，糞便也在長度 268 及 276 各產生 1 個波峰，所以此基因座兩
者是相同的。
7. PEZ3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118.72 產生 1 個波峰，糞便在長
度 127.43 及 130.35 各產生 1 個波峰，兩者在波峰數及波峰位置各
異，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8. PEZ6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179.04 產生 1 個波峰，糞便則在
長度 179.09 及 183.02 各產生 1 個波峰，雖然第 1 隻狗和糞便皆在
長度 179 有 1 個相同的波峰，但是糞便共產生 2 個波峰（第 1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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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只有 1 個波峰）
，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9. PEZ8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220.97 及 229.12 各產生 1 個波峰，
糞便在長度 234.41 及 241.45 各產生 1 個波峰，兩者產生的波峰位
置皆不相同，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10. FHC2079 基因座：第 1 隻狗在長度 277.34 及 289.54 各產生 1 個
波峰，糞便則在長度 273.45 產生 1 個波峰，兩者產生的波峰數及
波峰位置各異，所以此基因座兩者是不相同的。
綜合研判，比對第 1 隻狗（Queen）和糞便（Fecal-1）的 STR
圖譜，發現兩者僅 PEZ12 基因座產生的波峰數及波峰位置完全符
合外，其餘 9 個基因座皆不相符，所以由此判定第 1 隻狗（Queen）
和糞便無關。
二、比對第 2 隻狗（樣品編號 Mi）和糞便（樣品編號 Fecal-1）的
STR 圖譜（如圖 5 及圖 4）
，發現兩者僅 PEZ5 基因座，產生的波
峰數及波峰位置完全符合外，其餘 9 個基因座皆不相符，所以由
此判定第 2 隻狗（Mi）和糞便無關。。
三、比對第 3 隻狗（樣品編號 3）和糞便（樣品編號 Fecal-1）的 STR
圖譜（如圖 6 及圖 4），結果兩者的 10 個基因座幾乎完全符合，
所以可以判定糞便來自於編號 3 的狗。經查糞便是由 3 號狗飼主
提供，所以結果是正確的。
四、樣品編號 4 為人類的口腔細胞，結果 10 個基因座均未出現波峰
（如圖 7）
，顯示這套狗的 STR 鑑定系統，並不會對人的基因產
生非專一性的結合。
五、比較 3 種不同的 DNA 萃取方式【 A 核酸全自動萃取儀器（樣品
編號 stool）
、B 核酸全自動萃取儀器（樣品編號 Fecal-3）及 C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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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套組（樣品編號 Fecal-1）】
，結果跑出來的 DNA STR 圖譜（如
圖 8、9 及 4）
，以 C 商品化套組萃取的 DNA，跑出來的圖譜干
擾最少並且未發現有抑制的作用。

結論
一、本篇以短相連重複序列技術，分析狗染色體中 10 個基因座，成
功檢測出狗糞便及口腔細胞的短相連重複序列，進一步比對後可
找出糞便是由哪隻狗所遺留，並追查出飼主。
二、本篇發現狗糞便存在許多干擾及抑制分析反應的物質，以 C 商
品化套組萃取的 DNA，跑出來的 STR 圖譜，干擾最少並且未發
現有抑制的現象，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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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 1 隻狗（樣品編號 Queen）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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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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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便（樣品編號 Fecal-1）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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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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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隻狗（樣品編號 Mi）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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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對第 3 隻狗（樣品編號 3）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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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人類的口腔細胞（樣品編號 4）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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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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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酸全自動萃取儀器（樣品編號 stool）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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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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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核酸全自動萃取儀器（樣品編號 Fecal-3）DNA STR 10 個基因座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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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尺度空污及異味監測之技術現況
潘銓泰 1、陳滄欽 2、薛威震 1、程惠生 3、王振興 4

摘要
本文選取空氣檢測技術相關文獻 16 篇，大多為大面積(都會或工
業區)之空污監測，若以技術屬性分類，分為被動式採樣(3 篇)、主動
式採樣(4 篇)、線上監測(8 篇)與統計歸納法(1 篇)，分別介紹其重點，
藉以描繪出多氯聯苯、多環芳香烴、粒狀物、重金屬、有機氮化合物、
揮發性有機物及異味物質由居民感受並紀錄與統計追查空氣污染物
之來源、經被動式與主動式採樣後之離場檢測、線上量測與即時監測
相關研究之發展現況與趨勢。

前言
臺灣地狹人稠，工業區與住宅區域間少有足夠的緩衝地帶，倘若
遇到製程操作失控，污染物質溢散或不當排放，影響附近居民生命財
產更鉅。因此，工業區周圍地區之空氣品質檢測除了確認工廠針對污
染防治法令之執行程度外，亦可確保民眾之生活空間安全無虞。
就檢測技術而言，大致分為離場(Ex-situ)或現場(In-situ)檢測，
而傳統空氣污染物分析技術仍以離場技術為主，其以合適之採樣介質
採集空氣樣品後，再送進檢驗室以適當的分析方法檢測目標化合物。
而採樣方式又可區分為主動式與被動式採樣，顧名思義，主動式為加
一外部趨動力，使目標污染物進入或通過採樣介質而被捕集；被動式
採樣其污染物主要透過滲透或擴散作用進入截存介質中而被採集。
但部分污染物種其化學性質並不穩定，存在的型態與濃度隨著大
氣環境及氣象條件因素而瞬息萬變，甚至稍縱即逝，如此，是否能於
污染物排放之時間進行採集，而獲得具有代表性之樣品又是一項考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專員 3 研究員 4 簡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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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因此，現場檢測之技術精進與監測設備提升則為當前空氣污染物
檢測之發展重點。本文回顧國內外近年來空氣檢測技術相關文獻，囊
括被動式採樣、主動式採樣、線上監測與統計歸納法等類別做重點性
介紹。

被動式採樣
被動式採樣技術不需使用電源與人為控制，適合工業區周界大範
圍、長時間連續的進行採樣，因此國外近年來常以被動式半透膜設備
進行野外調查，可針對空氣中之粒狀物、無機污染物與有機污染物進
行不同時期、季節與區域之分布特性與趨勢之監測調查。
1. 鐵及煉鋼廠附近 PCBs 的空間及季節性分布(1)
此為韓國的案例，在 15 個點利用 4 組串連式被動空氣採樣器進行
一年期（2006 年 9 月－2007 年 7 月）之監測，測得 8 種多氯聯苯
類（PCBs）的平均值為 53.0 pg/m3。同時發現 PCB11 在所有 15
點場址中均可測得高濃度，PCB11 既特殊又普遍存在（both unique
and ubiquitous）可以做為鑑識上的物種。
2. 用半透膜設備（SPMDs）做現場多環芳香烴化合物的被動空氣採
樣：機會及限制(2)
在接近工業區的兩棟建築物屋頂上利用半透膜採樣裝置測量空氣
中 12 種多環芳香烴。採樣期間從 2007 年 4 月到 2008 年的 5 月，
實際採樣日期約為 9 個月。兩個採樣點得到的個別多環芳香烴
（ PAHs ） 濃 度 分 別 為 61-267 ng/SPMD/day 和

50-535

ng/SPMD/day。由各種 PAHs 的濃度分布情形推論出除了 2 個採樣
點的污染來源不同外，其分布也會隨著季節有所變化，進一步的
統計分析證明了 PAHs 的吸收速率會與溫度有關。而採樣期間的突
發事件（儲槽洩漏與火災等）也反應在相對期間樣品中待測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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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形，代表 SPMDs 在長時間監測的應用性。
3. 被動式採樣器監測網（PSN）監測粒狀物（PM）濃度：希臘 Greater
Thessaloniki 地區的應用(3)
在 Greater Thessaloniki Area（GTA）設置 20 個室外被動採樣器，
GTA 是希臘 150 萬人口的城市，被認為是歐洲最受工業區污染的
城市之一。本文有 4 種 PM 沈積在表面的狀態(cases)，對設備的描
述、運作原理及實測經驗、校正步驟等，均有很詳細的資訊。

主動式採樣
相較於被動式採樣，主動式採樣技術雖然需外加電源而造成部分
限制，但此技術發展時間較久也較成熟，並可求得確切之濃度，因此
現行法規管制及標準多採用主動式採樣法。
4. 工業區排煙事件期間以粒子尺度氣膠性質的時間解析描述方法(4)
利用二個事件場景採樣：一為人口密集地區，一為工業化臨海地
區。前者為低度且穩定的大氣粒子負荷，PM10 及 PM2.5 的質量濃
度及物化特性呈低度的短暫性變異，實測合乎預期推斷。後者採
樣並使用自動 SEM-EDX 量測單一粒子，同樣描述短暫性的變異
程度（包括 PM10 及 PM2.5 的化學組成）
。區內鋼鐵廠排放 PM 中混
合 Mn-Fe，Zn-Mn，Zn-Fe 氧化物等，這些富含金屬的粒子經常混
凝（coagulate）海洋及陸地其他化合物，形成金屬攜帶者。使用儀
器除 SEM-EDX 外，PM10 及 PM2.5 的質量濃度測定係採 tapered
element oscillating microbalance (TEOM)。本文利用 EDX 之功能，
配合鋼鐵廠金屬排氣特性，發揮快速檢測及數據整理淋漓盡致，
為 2005 年左右在法國地區的實做案例。
5. 靈敏的定量都會區氣膠樣品中有機氮化合物之新分析方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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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複雜基質中微量有機氮化合物物種分析方法尚未完全建立，本
文開發利用石英微纖維濾紙採集氣膠樣品、經水萃取、以固相萃
取(SPE)、沖提等淨化程序與濃縮後，再以二維氣相層析-氮化學發
光偵檢器（GC×GC-NCD）分析有機氮化合物。利用其針對含氮物
種具選擇性之優點可降低基質背景干擾而得到較為靈敏之偵測極
限，且理論上同莫爾 N 含量之所有有機氮化合物可得到相同之讀
值，因此不需針對個別物種製作檢量線就可定量，經使用液態標
準品求得 NCD 之最佳操作參數後，成功檢出都會區氣膠樣品中
21~57 種不同的有機氮化合物。
6. 牧場糞尿的化學感測特性：利用頂空間固相微萃取(HS-SPME)及
多重尺度氣相層析質譜儀結合嗅覺計(MDGC-MS-O)(6)
本文用二種方法，一種是 HS-SPME 數秒鐘及 20 小時，再用
GC-MS-O 量測；另一種是 HS-SPME 30 分鐘，再用 MDGC-MS-O
分析。牧場糞尿樣品取自美國及以色列，有 86 種臭味物質，其中
17 種只有靠人的鼻子才能偵測出來。SPME 的時間越長，偵測的
種類越多，量也越大。然而 SPME 表面纖維塗層吸附能力有使用
次數之限制，耗損大故成本稍高，且研究結果亦指出短時間之採
樣其感度稍差，是否適用於稍縱即逝之環境異味污染物，則需進
一步之研究。
7. 開發氣相層析（GC）結合表面聲波感測（SAW）做為臭味量測系
統(7)
本文使用高速氣相層析搭配一虛擬化學性感應方式之自行開發交
錯陣列式之表面聲波感應頭（電子鼻）（ GC/SAW, GC/surface
acoustic wave sensor ）以量測氣味。其 GC/SAW 提供高解析度二
維嗅覺圖像，可針對許多複雜氣味進行簡易識別。個別化學物使
用氣味以每 10 秒進行定量與分離。其感應頭包含固相質量靈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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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頭、微質量感應頭、通用非極性選擇性、與可變電子式選擇性
皆可以應用。一組整合性氣態預濃縮結合電子式可變偵測器，俾
掃描量測 6 以上量級之氣相濃度。這個傳統感官評估系統具有高
速、準確、精密、低成本與全面性之工具。
其中 SAW 是利用粘接一個壓電石英晶體（bonding a 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 產 生 熱 電 加 熱 和 冷 卻 元件 。 事 實 上 是 一 光 刻
（photolithographic）技術，電極表面一層水晶（直徑約 0.25 mm），
以其產生固定聲波（Acoustic waves）來比較當污染物導入時所產
生之柱通量差（column flux）而進行定量分析。

線上監測
線上監測儀器或技術部分為將分析儀器搬運至現場，直接進行採
樣與分析，雖也是線上監測技術但是其反應即時物種或濃度變化之能
力亦不足，因此又發展出即時(real time)監測之技術，使整體監測方
法兼具高定性能力、高靈敏性與快速性為其發展之重點。
8. 直接量測煉油廠的碳氫化合物逸散(8)
利用原先由英國 BP 公司發展的 DIAL
（Differential Absorption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技術（利用高能量之雷射光學原理量測待
測物種，具數百公尺橫向(距離)與縱向(高度)之遙測能力，並可放
置於 12 米長可移動拖車中），於加拿大之煉油廠針對甲烷、C2+碳
氫化合物與苯進行實測。量測結果顯示由儲槽(storage tank)逸散之
C2+碳氫化合物與苯佔了煉油廠總逸散量一半以上，且石油焦工場
(coker area)與冷卻水塔也是重要之逸散源。而實測值與傳統排放係
數（逸散係數）所得之推估值差異達 15 倍。
9. 即時監測大型工業區周遭大氣環境中 7 種異味揮發性有機物(9)
利用吸附劑/熱脫附/GC-FID 方式，於 2005 年 8 月到 2007 年 12 月

2012年4月

50

技術趨勢∣Trends

在 韓 國 安 山 市 (Ansan city) 的 即 時 異 味 監 測 站 連 續 採 樣 分 析
styrene，toluene，xylene，methyl ethyl ketone，isobutyl alcohol，
methyl isobutyl ketone 與 butyl acetate 等 7 種 VOCs 之濃度。結果
指出以季節而言，最高濃度發生在較暖和的夏季(和秋季)；而一天
之中以傍晚(或清晨)的濃度相對較高。然而將此 7 種 VOCs 濃度換
算成異味強度(odor intensity)後發現，似乎與惡臭成分間未必成顯
著關係。且於此工業區周遭區域，此 7 種 VOCs 之來源以交通活
動產生之機率大於工業製程排放。
10. 大氣壓質子轉移質譜儀：胺類及氨氣之偵測(10)
大氣中氣體及粒狀物均常含有氨氣(NH3)以及胺類(amines，例如初
級胺 RNH2，R 為 CH3 等烷基)。在強酸環境下，這些化合物與固
相(粒狀物)有很強的親和力(affinity)。大氣粒子上的胺類（或氨）
與酸類(acids)共同累積(coaccumulation)的結果，是大氣粒子的增長
很重要的機制。本文介紹大氣壓質子轉移質譜儀(Ambient pressure
Proton transfer Mass Spectrometer，AmPMS)，係由化學離子化
（chemical ionization）
、常壓驅動區間(drift region)及搭配一標準四
極柱質譜儀等單元之組合，質子轉移機制過程中重要部分則包括
離子源(ion source)、飄移區、帷幕區(curtain region，在此區去除水
蒸氣)、離子捕集進樣區(ion sampling inlet)和碰撞解離室(CDC，
Collisional Dissociation Chamber)。校正 (calibrations)研究結果顯示
AmPMS 對胺類靈敏度很高，經調查美國喬治亞州亞特蘭大都會區
空氣樣品胺類濃度約 1~25pptv 間。因為 AmPMS 與 PTR-MS 相似，
所以對於高質子親合力化合物之靈敏度皆不錯。
AmPMS 與 PTR-MS 主要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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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樣流速
電壓

約 1 sLpm
1.4kV

約 20 mL/min
700V

反應時間

0.7ms

2ms

E/N 取值

40 Td

100~140 Td

Pump 壓力

0.5 hPa

真空

而 AmPMS 能夠有效的偵測胺及 C2~C6 之胺類（m/z＝32、46、60、
74、88 和 102 u）
，但是由於質譜解析度僅為 1 u，對於同分異構物
及同重異構物的判斷仍有問題，例如 46 u 可能是乙醇、乙胺或二
甲胺，而 74 u 則可能是丁醇、丙酸、C3 胺或 C2 二級胺…等；另外
高分子胺類或胺類化合物所產生的碎片仍會干擾低分子量胺類的
檢測。
其對於胺及 C2~C6 之胺類尚能夠被有效的偵測到，但是對於同分
異構物的判斷仍有問題，例如 46 u 可能是乙基或二甲基胺，而 74
u 則可能是 C3 胺或 C2 二級胺；另外高分子量胺類或胺類化合物所
產生的破片仍會干擾低分子量胺的檢測。
AmPMS 的背景訊號常取決於進樣空氣的相對濕度，但本研究沒有
進一步探討此效應，但建議在相對濕度變化大時，應進行頻繁的
歸零；而溫度亦會影響胺的背景量測，故若當溫度由 20℃升至 37
℃時，每 10 分鐘歸零一次對於 C2、C3 及 C6 胺類（數 ppt 等級）
的不確定性背景干擾是夠低的（但是對於 C4 和 C5 胺，溫度對其的
影響是未知的）。
11. PTR-MS，DOAS 與 GC-FID 2003 年於 MCMA 野地實測之芳香
烴類量測比對(11)
本篇為 2003 年 4 月於墨西哥市區內 Iztapalapa 行政區中的超級測
站，分別以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PTR-MS)、長距量測之紫外線差
分吸收光譜儀(DOAS)、以及氣相層析-火焰離子偵測器(GC-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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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採樣罐之樣品之芳香烴類量測比對結果。在此尤著重於
PTR-MS 以及 DOAS 的數據比對，兩儀器於試驗室內測試的檢量
結果相當一致，測試的芳香烴類物種包含有苯、甲苯、間二甲基
苯、乙苯、1,2,4-三甲基苯、甲酚、與苯乙烯。PTR-MS 與 GC-FID
的量測數據具有良好的相關性(r＝0.6)，並於甲苯、二甲基苯類以
及三甲基苯類有相當的一致性。PTR-MS 在苯的量測濃度具有高的
一致性，說明飄移場強度(145Td)的設定可避免乙苯的離子碎片的
干擾。甲苯、二甲基苯類、萘、苯乙烯等物種，DOAS 的量測結
果約高於 PTR-MS 的數據 1.7 倍。儘管所有的量測皆於頂樓進行，
風向的因素對甲苯的濃度影響相當明顯，最高可達兩倍左右。本
次分析結果突顯了 VOC 採樣策略的潛在問題，這對於光化學傳輸
模式比對的進行是相當重要的，有效的量測必須與模式的網格大
小相互匹配，通常為 10km2 左右。若觀測進行於地表時，必須要
求量測距離垂直高度 10 m 以上，長距的 DOAS 量測較定點量測具
有更大的空間緯度，其代表性則更可能被凸顯。
12. 以 PTR-MS 長期監測 VOCs 於 New Hampshire 地區之偏遠測站
特徵與都會排放干擾(12)。
本研究之實驗地點在於 New Hampshire 監測站，為 Durham 之近
郊，該地區交互受到都市、偏遠、海洋等氣團的影響，本研究利
用 PTR-MS 長期監測 15 種 VOCs，包括海洋示蹤劑(Dimethyl
sulfide，DMS)、生質燃燒示蹤劑(Acetonitrile)、植物排放物質
(Monoterpenes, Isoprene)、含氧 VOCs (OVOCs: Methyl vinyl ketone
(MVK), Methacrolein (MACR), Methanol, acetone, Methyl ethyl
ketone (MEK), acetaldehyde, acetic acid)、芳香烴化合物(benzene,
toluene, C8 and C9 aromatics)，計算各時期平均值和中間值等資料，
並藉由其日夜變化和季節性的差異來探討該地區的 VOC 特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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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PTR-MS 對許多 VOC 具有高感度之表現，監測結果可用於氣
候變化對局部區域的自然環境影響探討與研究。
13. 以 PTR-MS 監測東京地區都市空氣並以 GC-FID 比對驗證監測資
料(13)
本研究以 PTR-MS 與 GC-FID 同步於東京郊區作空氣監測，監測
對象為異戊二烯、苯、甲苯、乙基苯、二甲苯、三甲基苯、丙基
苯、萜烯等碳氫化合物與甲醛、乙醛、丙酮、乙腈氧化物質。比
對結果在碳氫化合物上趨勢一致，但是在絕對濃度的比值呈現一
個係數偏差(0.52-2.15)，說明 PTR-MS 還是需要透過標準氣體來校
正絕對濃度的差異。此外，監測過程異戊二烯(M69)易受到大氣中
其他化學物質干擾，無法完全避免其干擾，因此在背景監測上易
失其濃度準確性。
監測數據顯示夏季含氧化合物(OVOC)濃度明顯高於秋季，主要因
夏季日照強烈，大氣光化反應的效率提高，光化產物(氧化物)生成
速率增加，反而苯、甲苯物種在夏秋兩季無明顯濃度落差(~9
ppbv)。夏季日照充足光化反應明顯，加上不同的化學物質與大氣
OH 自由基反應效率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以甲苯、C8 芳香烴與
C9 芳香烴透過比值關係，來檢視夏秋光化反應的差異，為本篇另
一項研究。
14. 一種線上超高解析度 PTR-MS 之介紹-PTR+SRI 技術(14)
PTR-MS 主以水合離子(H3O+)為軟性游離離子，藉每個物種與其水
合離子程度不同而有不一樣的感度，並非每個物種都對 H3O+反應
良好，而本篇研究提供了可替換式游離源（Switchable reagent ion）
裝置，對不同族群的有機物以不同的游離源反應，以期達到最佳
的感度。三種不同的游離離子分別為 H3O+ 、NO+ 與 O2+ ，許多
isobaric 物種如二甲苯與乙基苯分子量(106)相同，在傳統 PT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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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無法區分，但若是將游離離子改成 O2+，則可藉由兩物種間游離
程度不同(80%二甲苯,30% 乙基苯)將兩物種區分。本篇主要選擇
分析物種為醛類、酮類、芳香環物種，分別以傳統(H3O+)與替換游
離源(NO+與 O2+)測試其感度。芳香環類若以為 NO+游離源則感度
為最佳，H3O+次之，O2+較不佳；醛酮類則以 O2+為最佳游離源。
未來在一般野外量測中，若能搭配選擇性反應離子(switchable
reagent ion)，不同族群物種以不同游離源離子反應，則能將各物種
感度提升，進而偵測更微量之物種。
SRI 技術可能可輔助 PTR-MS 提高解析度達到與 TOF-MS 效果，
惟現階段仍有許多瓶頸包括定性定量圖庫不足、定量機制過於主
觀及使用介面不完善等需改進。
15. PTR-MS 在大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監測特性與其應用(15)
本文主要根據實驗室與野外實測所獲得的數據資料，評估 PTR-MS
在大氣 VOC 分析上的表現。實驗室測試部分，以二甲基硫與異戊
二烯作為探討的分析物，利用動態稀釋法產生二甲基硫(2.6 ppbv)
與異戊二烯(100 pptv~100 ppbv)標準氣體，建立儀器校正曲線，同
時利用單取代的同位素異戊二烯(C13)與非同位素的異戊二烯比
較，評估之間的質量影響，其偵測極限可低於至 50 pptv(異戊二
烯)。本文詳細探討 PTR-MS 的準確度、線性表現、偵測極限與精
確度外，也探討 PTR-MS 的背景雜訊(noise)是否影響低背景值監
測過程，此研究包含平均雜訊值、雜訊飄移與其範圍。野外實測
部分，將設備架設於英國愛爾蘭西部海岸與藍開斯特都市 2 個地
點，前者屬於一個乾淨的背景測站，後者為都市中心明顯受到人
為影響，於西部海岸主要監測海洋示蹤劑二甲基硫，於都市監測
對象為苯，兩監測點空前的都能觀察到二甲基硫與苯於日夜間有
明顯變化，苯與 NO 濃度有好的趨勢相關，推測都市中苯污物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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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通源，另外將實驗室建立的異戊二烯的方法，針對英國雲杉
林所排放的異戊二烯，計算光通量密度(photo-flux density)與異戊
二烯排放強度，瞭解光合作用強度與異戊二烯排放關係，顯示植
物排放強度與光通量是有直接的關係。

統計歸納法
除了靠新穎與精密之分析儀器進行空氣品質之檢驗，亦可由人體
最直接之感受並加以紀錄後，利用統計分析之方式追查空氣污染物之
來源。
16. 由居民日記統計確認工業區異味來源(16)
組織工業區及附近居民(8 平方公里，義工 44 位)，分成 6 個地理
群落(clusters)，針對 13 個潛在異味排放工廠(屠宰場、香腸製造、
動物油脂、化妝品及藥廠、建築廢棄物回收場、馬鈴薯製品、化
學產品、膠及乳膠產品、炸薯片、家禽屠宰及冷凍廠、廢水處理
廠、冷凍蔬菜、亞麻籽油產品工廠等)，以日記方式仔細記載每天
早晚的異味等級(分 6 級)及風向風速，最後經統計分析，製成異味
玫瑰圖(odour roses)。此為在比利時工業區實際採用作為多重污染
源(multi-sources)及大面積(large areas)異味源確認(identification of
odour sources)經一年長期紀錄的民眾參與方法，不但對潛在污染
源之評估有用，也會因此而發現新的異味源。執行期間自 2007 年
9 月至 2008 年 8 月止，總共有 22,646 筆個人觀察的紀錄報告。

結語：區域規模空污及異味監測技術發展趨勢歸納
1. 被動式採樣技術適用於區域規模、長時間連續的採樣，可測得不
同時期、季節與區域之污染物分布特性及趨勢。
2. 主動式採樣技術發展較成熟並可得確切濃度，多作為法規管制及
標準之參據，但異味物質與微量污染物之分析技術仍須持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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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監測與即時監測技術能因應瞬息萬變之環境因素，為區域規
模空污及異味監測之利器，為當前技術開發之首要重點。
4. 除開發更精確之檢測技術外，回歸由民眾紀錄並以之統計歸納之
方式法，可輔助傳統檢測數據，有效作為污染物源確認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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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被動式採樣技術發展現況
鍾仁棋 1 楊百洲 2 吳仲平 3 曹國田 4 翁英明 5

摘要
本文回顧 2001~2011 年「Chemosphere」、「Analytica Chimica
Acta」、「Mar Pollut Bull」、
「環境科學及技術」、「環境毒物化學」及
「環境污染」等期刊中與環境水體相關之被動式採樣技術文獻，計摘
錄精華 21 篇，分為三大類：1.重金屬採樣－DGT (10 篇)：針對水中
鎘、鉛、鉻、鈷、鐵、錳、銅、 鎳、鋅、三價鉻和六價鉻等被動採
樣的分析探討；2.非極性有機物採樣－SMPD (8 篇)：分別對多環芳香
族化合物、多氯聯苯、戴奧辛或有機氯農藥等化合物進行研究分析；
3.極性有機物採樣－POCIS (3 篇) ：針對水中微量藥物、保健藥品、
內分泌干擾物、β阻斷劑、荷爾蒙、非法藥物及其代謝物等化合物的
研究探討，藉以觀察整體發展趨勢並供參考。

前言
被動式採樣技術因檢測作業簡單，近年來此技術應用愈來愈廣，
常應用於環境水體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重金屬物種之監測，探討領域
也日趨廣泛，小自間隙水，大到全球海域的聯合監測，提供對生物風
險評估最佳之數據，使其重要性日益顯著。其相關文獻如下：

重金屬採樣－DGT (10 篇)
水體重金屬之採樣則用擴散梯度薄膜（Diffusive gradients in the films,
DGT）被動棌樣器採樣。
1.使 用 有 效 濃 度 差 模 式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model,
ECDM)研究透析膜擴散係數的影響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副研究員 3 研究員 4 簡任研究員 5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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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纖維透析薄膜被用於擴散梯度薄膜技術中，因為準確的擴散係
數是評估溶液中活性金屬濃度的基本要素之一。ECDM 模式是假設
有效擴散係數是由金屬離子在透析薄膜上的有效濃度差所造成。此
模式認為有效擴散係數與離子強度及螯合劑等有關。Cd2+的有效擴
散係數透過透析薄膜浸入受體溶液有無螯合劑的實驗結果比較，
Cd2+的有效擴散係數在較高離子強度（0.01-1 M）
，不管有無螯合劑
存在，大致是一致的；但在低離子強度（0.001-0.0001 M）下，有螯
合劑的水溶液會得到較高的擴散係數。在合成溶液及天然水中可用
DGT 方式測得活性金屬成分，顯示藉由透析薄膜浸在含有螯合劑的
去離子水及被添加的天然水溶液中，所得之有效擴散係數可以用在
DGT 的技術中。
2.在 DGT 中樹脂層厚度對於複合物量測不穩定性的關鍵作用

〈2〉

內容探討在 DGT 中經由擴散梯度動態表現分析，顯示出複合
物可大量穿透樹脂，並增加其活性。在描述 DGT 物種動力學測量
時，這個現象必須被納入考量。假設 Cd+2 離子在樹脂及凝膠中擴散
反應過程呈現理想的擴散模式，以此結果當成模型，來說明複合物
穿透進入樹脂的效果。假設擴散樹脂凝膠界面為一個完美的平面
型，可以說明 DGT 在天然水中，所得之結果有較高濃度的金屬存
在。但亦有一些研究強調了活性複合物的重要性，可作為生物累積
金屬的一個來源，這些是有相關性的議題。
3.DGT 應用於人造人體胃腸液中微量金屬的研究

〈3〉

係利用 DGT 應用在人造之人體胃腸液中模擬人體吸收微量金
屬（Trace elements, TEs）的研究，並確認利用 DGT 做為 Cd、Pb
及 Zn 模擬人體生物累積性的評估。利用體外之 UBM（Unified barge
method）測試來偵測微量金屬之生物體內累積。在 UBM 測試後，
DGT 裝置被放置在人工胃腸溶液中，接著利用電腦之 JESS（Joint
Expert Speciation System）消化液模擬系統來預測 Cd、Pb 及 Z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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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分析。結合體外測試、DGT 技術以及 JESS 模擬系統，可提供
一個類似微量金屬物種穿越小腸皮膜的方法。本篇以 6 個受到兩個
冶煉廠大氣排放污染的的土壤樣品，用這些不同濃度的污染土壤模
擬在胃腸吸收的微量金屬範圍為 Cd：8 ~ 30%、Pb：0.6 ~ 11%、Zn：
0.8 ~ 7%。在這個原始的方法中，我們發現偵測消化液中微量金屬
之化學物種分析時，DGT 技術是一個簡單且可靠的方法。但實際上
如以此方法推估實際體內測試時，則需要更進一步的研究。
4.使用 DGT 測量水中鋁和銅的有機及無機物種

〈4〉

以擴散梯度薄膜技術，使用擴散凝膠或是限制性凝膠，以決定
合成水溶液（或河水樣品）中鋁及銅的活性有機及無機物種。在現
場及實驗室中分別進行的實驗中，含有鋁離子的溶液中，主要活性
的成分包括無機物種、有機複合物物種。對於銅離子溶液最具活性
的部分為無機物種，但也有大量的活性的有機銅錯合物也存在溶液
中。以限制性凝膠組成的 DGT 所得銅之結果，表明限制凝膠的孔
徑大小可區別無機物種；另對於河水的樣品測試結果，不到 45％的
分析物存在於具活性的形式，大部分是有機物種。對於在現場測量，
具活性的無機和有機成分均大於在實驗室分析所獲得的結果，這些
差異可能是發生在樣品採集和儲存時所產生的誤差。
5.使用 DGT 分析孔隙水中鉻、鈷、鐵和錳濃度時，以 DGT 應用在孔
隙水中的金屬垂直分布研究

〈5〉

3 種不同的 DGT 探針（3 種擴散膜的厚度：0.40 mm、0.80 mm
和 1.92 mm）測量界面濃度及從固體至溶液之誘導通量會隨著深度
而有變化。4 種金屬之界面濃度以及 DGT 誘導通量屬於「部分持續」
的狀態，表示金屬在固態及孔隙水間的不穩定平衡。濃度資料顯示
Mn 和 Co 之間具有良好的相關性；而 Mn 和 Fe 在地表下 2.00 及 5.25
公分間，有較高的濃度測值。
6.溶液的組成、流量和布署時間對於擴散梯度薄膜（DGT）技術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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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量金屬元素時的影響

〈6〉

擴散梯度薄膜（DGT）已能夠在現場測量水中不安定的金屬物
種。其性能測試已擴大至較寬的環境條件。DGT 在 pH 值 5-10，0.01
M 的硝酸鈉溶液中能精確測量鎘的濃度；在 pH 值 3.5 和 10 之間能
測量鈷、錳、鋅的濃度；在 pH 值 2 和 10 之間能測量銅；在 pH 值
高於 11 下長期布署會因擴散凝膠膨脹而不實用。DGT 測量微量金
屬元素，不會受到硬水中鈣濃度的影響。在厚度大於或等於 0.7
mm，形成擴散邊界層即可忽略，此時流速在 0.02 m/s 以上時，流速
變化引起的誤差均小於 10％。因此，以此種擴散凝膠厚度製備的
DGT 裝置，可以無誤地用在大多數的溪流和河流。然而，在靜態溶
液中，DGT 測量可能只有真實濃度的 50％，因擴散層厚度不同，
有必要在靜水中進行平行布署。DGT 量測時的 pH 上限值是取決於
凝膠的穩定度，而對於文獻中的凝膠組成 pH 實際限制值是 11。
〈7〉

7.以 DGT 和 DIFS 使用於土壤中微量金屬移動之測量及動態模擬

擴散梯度薄膜（DGT）技術能將金屬擴散輸運通過水凝膠之
後，累積在 Chelex 樹脂上。它降低了鄰近土壤溶液中的金屬濃度並
用固相抓取金屬。DGT 裝置被布署在潛育沖積土壤
（lluvial gley soil）
中，從 4 小時至 19.5 天共 21 個不同採樣時間。銅、鎘、鎳、鋅的
累積量，被用來計算不穩定金屬的分配係數（Kdl）、吸附和脫附速
、150（鎳）
、
率常數。研究中計算的 Kdl 值： 100（鎘）、250（銅）
150（鋅）
，均大於得到的 Ca(NO3)2，但通過同位素交換估計而得的
值相似（只有鎘和鋅）
。這些結果反應 DGT 去除的不穩定金屬會影
響固相中的金屬族群，反應時間與表面相互作用的速率符合，而脫
附速率常數與其他報告的值一致。在文中的評估結果顯示出不穩定
族群大小的重要性。運用 DGT 在擾動極低的土壤中，其與植物的
吸收機制類似，得到的 Kdl 值和動力學參數與生物利用度研究具參
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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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技術 比 較 使 用 移 植 貝 類 (Transplanted mussels)和擴散梯度薄膜
(diffusive gradients in thin films, DGT)測量環境中微量金屬(8)
移植貝類(Transplanted mussels)和擴散梯度薄膜被評估使用在
兩個靠近澳大利亞墨爾本(Melbourne. Australia)與世隔絕的碼頭裡
外共 4 個點的鎘、銅、鉛和鋅濃度等級，Mussels 累積除了鎘以外
的金屬。經過一年，mussels 中一系列金屬濃度等級有很大的時間變
化，而採樣點間的不同只有在銅和鉛的部分。DGT 的濃度變化結果
顯示與 mussels 的相同，但要辨別不同採樣點需要更多能力。DGT
發現有碼頭裡面銅濃度較外面高，另外其中一個碼頭裡面發現有高
濃度的鋅，高濃度銅和鋅有可能危害環境。若此技術要廣泛用在實
地監測，污濁對於 DGT 測量的影響須被量化，或是靠多次的短期
測量避免影響。
9.使用 DGT 測定自然系統中的鉻物種(9)
本方法為結合擴散梯度薄膜(DGT)和平衡薄膜(equilibration in
thin films, DET)兩種技術，可同時偵測溶液中三價鉻和六價鉻，結
合方式是將聚丙烯醯胺水溶膠(polyacrylamide hydrogel)蓋上鑲入樹
脂層的膠。對於三價鉻物種具專一和定量上的累積性，而六價鉻平
衡於水溶膠和樹脂膠之間，藉由分開兩層膠個別沖提分離三、六價
鉻物種。此技術能在高含量的六價鉻中有效測量低濃度的三價鉻，
為未來唯一能及時分離三、六價鉻的方法。鉻物種能穩定存在樹脂
和膠中直到分析，能排除採樣和保存的干擾，適用於氧化還原敏感
物質，因此對於即時評估環境中三、六價鉻在氧化還原介面(redox
boundaries)的濃度具可行性。
10.使用 DGT、透析(dialysis)和過濾即時分析湖中微量金屬物種(10)
使用透析(dialysis)、擴散梯度薄膜(DGT)與即時過濾 3 種方式進
行比較，偵測 5 個湖中的鐵和錳(湖水 pH 為 4.7~7.5)及酸性循環湖
中的銅和鋅結果。各湖中錯合物的自由離子錳濃度差異很小，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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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透析測量湖水中的鋅濃度只比 DGT 結果高一點，只適用部
分複合物。儘管沒有黃腐物質(fulvic substances)和腐植質(humic
substance)影響，透析和 DGT 測量銅的結果並不相同。3 個測量方
法測量結果鐵最理想，與大羥基膠(large oxyhydroxide colloids)的有
機複合物(organic complexation)和低分子量易反應的水解產物有
關。使用 DGT 測量水中鐵和錳濃度較即時過濾方式低，說明即時
測量的需要。被動式監測技術可提供有用的水中物種資訊，但在明
確即時濃度部分仍需改進。使用 DGT 搭配能阻擋腐植物質的限制膠
(restricted gel)可提供與即時透析方式互補的資訊。

非極性有機物採樣－SMPD (8 篇)
水 中 非 極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之 取 樣 則 用 SPMD （ Semipermeable
Membrane Passive Sampling Device）被動棌樣器採樣。
11.聚乙烯被動採樣器應用在有機氯農藥在水中的分配（partioning）
情形

〈11〉

14 種有機氯農藥（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OCP）在水中及聚
乙烯（PE）中的質量平衡速率（mass transfer rates）及平衡分配
（equilibrium partioning），包括擴散係數 DpE 及分配係數 KPE-water。
12.利用無脂質管狀被動採樣器及胚胎斑馬魚連結特定場址污染混合
〈12〉

物對生物的反應

發現環境緊迫生物測量設備 (BRIDGES) 包括被動式採樣設備
及斑馬魚胚胎毒性模式，其開發作為混合污染物之毒性評估的生物
分析工具。本研究利用不含 triolein 或其他脂質之管狀被動採樣器
(Lipid-free tubing, LFT) 執行包括 3 處位於波特蘭港灣超級基金大
型整治場址內 (污染物包括重金屬、多環芳香族化合物、多氯聯苯、
戴奧辛及有機氯農藥)、1 處上游及 1 處場址下游等共 5 處測站之採
樣，並進行不同測站樣品之不同濃度萃出物之 941 個斑馬魚胚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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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測試。採用包括 18 項胚胎發育影響參數中之斑馬魚胚胎綜合度量
(Embryonic zebrafish metric, EZM) 進行各測站之比較時，發現上游
測站無差異，但 3 處整治場址及下游測站之 EZM 數值較對照組高，
而造成數值偏高之 6 項參數包括受精後 30 及 126 小時死亡率、身體
短胖不發育、尾部彎曲、卵黃囊水腫及脊索波浪狀等。依上述結果
說明 BRIDGES 是一套非常敏感之生物檢測工具且適用於特定場址
污染混合物之毒性評估。
13.紫外光透明高分子材料被動式採樣器結合河道模型測試做為非常
低成本的水樣篩選方法

〈13〉

發現被動式採樣器越來越多應用於分析水域環境樣品的篩檢用
途，以監測是否存在著有害的化合物。它的工作原理是透過對水域
環境周圍排放的化合物進行連續性採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產生的
累積和濃縮的現象，使得檢測人員不致於錯過量測出短期出現的暫
時性排放濃度激增的現象。被動式採樣器可降低分析與樣品處理的
成本，並可對大量樣品進行實地監測。本研究描述的是一種最近開
發出的被動式採樣裝置，在河道模型裡進行實地測試工作之結果，
主要在提供一個超低價篩檢環境水域裡有機化學物質的方法。該裝
置最初的設計目的其實是用於檢測環境中內分泌干擾物，而它的優
點是還能同時檢測範圍廣泛的其他水域環境裡的有機污染化合物。
該裝置是基於一種對紫外光透明的高分子聚合物，它既能收集並濃
縮水溶性的化學物質，又能當做光學容器以進行吸收光譜量測和全
圖譜解析來識別化合物。本篇介紹的是美國俄亥俄州米爾福德市的
美國環保署河道模型實驗設施﹙US EPA Experimental Stream Facility
in Milford, Ohio﹚所進行的被動式採樣器實地測試的結果。研究過
程使用了兩種不同的被動式採樣器以實地檢測三氯沙﹙triclosan﹚和
4 壬基酚﹙4-nonylphenol﹚
。結果顯示由於質量轉移作用的影響，置
放被動式採樣器的方法會顯著影響量測的結果。置放在半透膜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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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採樣瓶中的被動式採樣器沒能檢驗出任何待測的兩種化合物，這
可能是因為採樣瓶中缺乏水的流動。與此相反，被動式採樣器直接
置放在水流中卻能檢驗出兩種化合物及其隨著時間變化的濃度。這
項研究結果突顯添加內標準化合物（確效參考化合物）的重要性，
以避免使用被動式採樣器時出現檢測值為零的虛假結果。
14.被動採樣設備中採樣器材料對 PAHs 截取的影響

〈14〉

對於簡易又可靠的被動採樣，應用於監測在水中的疏水性有機
污染物的需求不斷增加，因此被動採樣之單相聚合物之採樣裝置器
材其使用率亦日漸增加。本文選擇兩個挪威河流（Drammen、Alna）
進行評估被動採樣器的材料截取多環芳香烴（PAHs）之效果，目前
被動採樣器材有 3 種，包括 1.低密度聚乙烯膜（LDPE）2.矽膠條
（silicone strips）3.半透膜裝置（SPMDs）。本研究以具有完全相同
的表面積和形態之採樣器材，在相同的水動力條件下於放置暴露在
Drammen 河流進行 24 和 51 天之進行重疊之 PAHs 取樣測試吸收程
度；此外同時選擇 2 條河流研究 3 種器材本體相對耗散率情形，所
有樣品添加確效參考化合物（PRCs）。研究結果 3 種器材以轉移到
全邊界層控制交換動力學理論而言，其吸收表現出 PRC 耗散率並沒
有顯著差異。研究結果多環芳香烴受採樣器所吸收，若 log Kow > 4.5
（lower octanol-water partitioning coefficients）
，其被動採樣器之有機
物吸收是相近；相對被動採樣器本體之化合物質量傳輸消散阻力是
受邊界層控制，惟非常低的變異性於化合物吸收在不同採樣類型可
觀察出來，於不同被動採樣器、水分配係數及 PRC 耗散率上大部分
的整體變異於溶解有機污染物濃度出現在被動採樣比對研究是有可
能不確定性的結果。本研究 PRC 耗散率和吸收質量比率上，說明
24 和 51 天測試中，超過 51 天採樣幾乎不受生物膜之影響。使用矽
膠條（silicone strips）
、半透膜裝置（SPMDs）研究得到數據支持使
用單相聚合被動採樣裝置，可進行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之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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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全球水樣被動採樣：使用新穎暴露方式最大化可用資源

〈15〉

利用整合性被動水樣監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過去 10
年已累積相當動能，最近有人倡議建立被動水樣全球監測站網。所
謂整合性（integrative）指的是時（temporal）空（spatial）的整合，
被動採樣具有絕對優勢。本文延伸此一想法，但提出將被動採樣器
拖曳在水中，使增加「移動暴露」
（mobile exposure）於水介質之污
染物，提高採樣速率 Rs（指相對於傳統被動採樣器「靜止暴露」
（static
exposure）之情況）。最近測試半透膜被動採樣器（semipermeable
membrane passive sampling device, SMPD）
，膜表面積 460 cm2，在水
中以近乎 1.3 節（knot）的速度拖曳，其採樣速率 Rs 相當於 100~200
公升/天，做為量測斯德哥爾摩公約的 POPs，將大幅縮短被動採樣
器暴露的時間。預期暴露時間低至 1~2 天，Rs 高至 1000 公升/天，
對於多氯聯苯（PCBs）或多溴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之偵測極限低至 pg/L 仍有可能。此一採樣策略（sampling strategy）
之優勢包括：
(1)使原本可能非常高（或不太可能負擔）的成本，變為可能。
(2)使大型表面水體背景濃度評估計畫變為可能。
(3)使濃度變化之時間趨勢（temporal trend）變為可能。
(4)使空氣與水之間的交換（air-water exchange）量測變為可能。
(5)使廣泛篩選新興污染物（原不預期會存在的物質）成為可能。
(6)用海洋船速 15 節（knot）拖曳採樣，或其他在河川、湖泊上航
行的船隻均可適用。
16.低密度聚乙烯針對微量有機污染物的分配及擴散係數以及做為被
動採樣器相關意涵之文獻回顧

（16）

作者為美國羅德島大學海洋學院教授，接受美國 EPA 大湖區復
育計畫獎項贊助，共回顧 82 篇論文，其中 2010 年發表的有 9 篇，
2011 年有 4 篇，2000～2009 年共 40 篇。其精采處在於整合修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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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不同時間、不同實驗室所發表論文的關鍵參數、係數、物化常數
等數據並探討其相關性（回歸公式）
，而非一般定性及敘述性之文獻
回顧。
(1)低密度聚乙烯（LDPE）：
最早（約 1990 年）為模仿魚類攝取疏水性有機污染物（HOCs,
hydrophobic organic contaminants）的情況，開發半透膜（SPMDs）
被動採樣器，使用 LDPE 袋中間填充類似脂質的材料 triolein。經過
多年發展，其他單相高分子材料，例如 silicone（在 SPMEs 中使用，
solid-phase matrix extraction）
、POM（polyoxymethylene）以及單獨
用 PE 膜（中間不填充 triolein）
。同時，在 2001 年起開始實地測試，
探討 PE 膜攝取 HOCs 時受到溫度、鹽度及時間等因素的影響。LDPE
的比重約為 0.91～0.925 g/cm3，結晶度（crystallinity）約為 40﹪（35
～55﹪），微結晶（crystallites）約為 10～15 nm，通常認為擴散
（ diffusion ） 及 分 配 （ partitioning ） 是 存 在 於 LDPE 的 非 晶 相
（amorphous phase）
。在大氣環境之溫度下，非晶相區域會有分子移
動，直到結晶與非結晶達到平衡為止。水在 PE 中幾乎不溶，每公
斤 PE 的水吸附值約為 2 × 10-5 公斤，即使如此，PE 中的雜質與水
仍會部分發生交互作用。
(2)材料與方法：
文獻蒐集到 PE 及水間的平衡分配常數（PE-water equilibrium
partitioning constant, KPEw）有 PAHs（6 篇報告值）
、PCBs（5 篇報告
值）
、各種有機氯農藥（OCPs、PCDDs、PBDEs 等以及新興污染物，
數篇報告值）
。分析方法有 GC/MS，也有用 SPME 纖維萃取 HOCs，
水中及 PE 中的 HOCs 最好能都做。在 13℃及 30℃量測的 KPEw 平均
值為 Booij（2003）所提，本文予以採用，有幾篇測海水的 KPEw，
需經轉換為淡水。另有一些數據經轉換處理，需參考原文之
supporting information（表 S1～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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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果與討論：共分 8 點，精采而有用。
a.量測的 PE-Water 分配常數（KPEw），包括 PAHs、PCBs 及其他
污染物。
b.針對有機污染物預測 log KPEw 值。
c.LDPE 厚度的影響。
d.PE-空氣分配常數（KPEa）
。
e.環境因素影響 PE 的分配常數，包括溫度、離子強度、壓力、
PH 值。
f.HOCs 在 PE 中的擴散。
g.有機物在 PE 中的平衡所需時間。
h.利用 PE 採樣器在環境中採樣的意涵。
傳統 HOCs（包括 PAHs、PCBs、PBDEs）使用 LDPE 的 KPEw
值，不同實驗室間有相當一致的數值，但 OCPs 例外。
17.被動採樣法提供 PAH 在蚯蚓及植物根部生物累積相較於各種完
全萃出、溫和溶劑、Cyclodextrin 萃取方法有更好的預測值

〈17〉

許 多 萃 取 方 法 用 來 評 估 PAH 在 土 壤 中 的 生 物 可 利 用 性
（bioavailability）
，因缺乏不同的測試生物及利用污染土壤現址做測
試的相互比較，哪一種萃取方法能最準確的量測實際土壤生態系統
的暴露並不清楚。本文 10 個污染場址現場的土壤，利用完全萃取
（exhaustive acetone/hexane extraction）、溫和萃取（mild butanol
solvent extraction）
、cyclodextrin 萃取，以及 2 種被動採樣方法「固
相微萃取（SPME）及 POM 固相萃取 (POM-SPE)」來評估 PAH 的
生物可利用性。
結果用來與蚯蚓及 rye grass 根部生物蓄積的實際量
（actual PAH
bioaccumulation）做比較。完全萃取、溫和萃取、cyclodextrin 萃取
均有一致性的超出 10～10,000 倍的高值（overpredicted）
，所以認為
不適合用來做為預測 PAH 在現址土壤中的生物蓄積量（表示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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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的 PAH 不會被蚯蚓或草根所吸收）
。相反地，被動式採樣與
蚯蚓實測值比較在 10 倍以內，但預測值和實測值仍然相當分散，被
動採樣值則低估 rye grass 根部實測值，此顯示被動採樣應用在植物
PAH 的生物可利用性研究，還需要更多的比較研究。
本文為英國 University of Reading 土壤研究中心、人類及環境科
學學院、美國馬里蘭大學（Baltimore County）化學生化及環境工程
學系，以及荷蘭 Utrecht 大學風險評估科學研究院的學者共同發表。
更有擴及在土壤中的 PAHs 的生物可利用性（bioavailability）評估，
用被動採樣法測定土壤中的 PAHs 吸收值，再與蚯蚓及植物根部的
生物累積量來比較，發現其測值比完全萃出、溫和溶劑、Cyclodextrin
等萃取方法更好。
18.被動採樣提供證據指出 Newark Bay 為美國紐約及紐澤西地區大
氣 PCDDs/Fs 來源

〈18〉

2008 年 5 月至 2009 年 8 月在美國紐澤西州 Newark 灣，利用聚
乙烯材質之被動採樣器，自 5 個採樣點採取水柱（water column）及
空氣樣品，分別進行溶解相（freely dissolved phase）及氣相（gas
phase）PCDDs/PCDFs 的分析。底部水及表面水均測得 mono 至 octa
的 CDDs 及 mono 到 hepta 的 CDFs（濃度≦20 pg/L）
，採樣點之間
沒有明顯的濃度梯度變化，表示溶解相 PCDDs/PCDFs 在 Newark 灣
呈現良好混合狀態。測值中最大濃度同源物為 2,7/2,8-DiCDD，可能
來自於 Newark 灣中二氯苯氧氯酚（Triclosan）的光化學轉換產生。
空氣與表面水間的濃度梯度變化強烈，有利於 PCDDs/PCDFs 從
Newark 灣的淨蒸發。2,7/2,8-DiCDD 及 2,3,7,8-TCDD 從水到空氣的
通量（flux）前者為濃度最大，後者為毒性最高，分別約為 60
ng/m2-month 及 14～51 ng/m2-month。另外，在 2009 年夏天發現溶
解相的 2,3,7,8-TCDD 濃度隨著 Passaic 河乾淨河水的注入而減少，
推測 Passaic 河的底質可能是 Newark 灣 2,3,7,8-TCDD 的來源。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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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能平衡推算 2009 年夏季來自 Hackensack 及 Passaic 兩條河流輸入
Newark 灣的溶解相 2,3,7,8-TCDD 約有 50%逸散至空氣。

極性有機物採樣－POCIS (3 篇)
對於水中極性有機污染物之取樣，則用極性有機化合物整合採樣
器（polar organic chemical integrative samplers, POCIS）採樣。
19.極性有機化學整合採樣器（POCIS）採樣速率受溶解性有機物濃
度及 PH 之影響

〈19〉

溶液 PH 及溶解性有機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濃
度，影響利用極性有機化學整合採樣器（POCIS）量測 21 種藥物、
保健藥品（model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及內分泌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ing substances, EDS）之採樣速
率。1 組商業化 POCIS 配備中性 Oasis HLB 樹脂（親水-親脂平衡型）
用來量測藥物（pharmaceutical POCIS），另 2 組 POCIS 配備 MAX
及 MCX 陰性及陽性離子交換樹脂分別測定酸基（acidic）、酚基
（phenolic）
、鹼基（basic）及中性（neutral）化合物之 PPCPs 及 EDS。
實驗室研究範圍，PH 設為 3,7 及 9, DOM 範圍為 3~5 mg/L，用以決
定各種組合的採樣速率。
20.評估極性有機化合物整合採樣器（POCIS）監測廢水處理廠放流
水及承受表面水體β阻斷劑及荷爾蒙

〈20〉

本文旨在研究 POCIS 是否適合用來監測表面水及放流水中的
β阻斷劑及荷爾蒙。2007 年 11 月至 2008 年 9 月間，在法國 4 條河
川利用被動式 POCIS 進行採樣，被動取樣器放置在廢水處理廠放流
口、上游及下游之水體，持續暴露 24 天。在 3 週測試期間，除 atenolol
之外，β阻斷劑攝取率具線性關係，而荷爾蒙因含量少濃度低，並
未發現有相關性。初步顯示，POCIS 適合受污水廠放流水影響的地
表水的β阻斷劑之監測，但對荷爾蒙的監測，採樣時間可能要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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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4 天要更長）。
21.利用被動採樣設備現址率定方法偵測廢水中特定非法藥物及其代
〈21〉

謝物以及做為社區藥物使用的長期評估工具

極 性 有 機 物 整 合 採 樣 器 （ polar organic chemical integrative
samplers, POCIS）經過現址率定（in situ calibrations）
，用來監測污
水廠之特定藥物及其代謝物。13 種標的物中有 11 種被偵測出，其
中 8 種顯示在採樣速率介於 0.035~0.150 公升/天時，有線性的攝入
率（linear uptake kinetics）
。在 1 年中每 2 週採樣一次，該社區污水
廠 發 現 安 非 他 命 （ amphetamine ）、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methamphetamine）、古柯鹼（cocaine）及其 2 種代謝物均有數次
濃度高峯出現。合成迷幻藥（ecstasy）低濃度測值也出現過，尤其
在 5 月份，然後逐漸增加到年底。抗組織胺（antihistamine）Cetirizine
為處方藥，夏季月份明顯增加，從 POCIS 長年累積的年劑量（yearly
dosage）與瑞典政府處方劑檔案資料庫之統計相吻合。推估古柯鹼
的平均用量為每 1,000 居民每天為 0.31~2.8 克。POCIS 為具成本效
益的技術。本文所列 33 篇參考文獻中，也收錄 Dr. Janifer Field 的
文章以及其他多篇有參考價值的論文。

趨勢與結語
1.「被動式採樣」技術為現今國際間發展的趨勢，是一種能模擬生物
活在含化學污染物的環境所受的衝擊量的採樣技術，方法既簡單又
不危害生態。可大範圍、長時間的執行環境監測的採樣，並有效掌
握環境污染之變化趨勢，以了解水體中特定物質對水體生態可能產
生之長期性危害及相關性。
2.在國內環境採樣監測，有助於建構並提供區域環境風險指標資訊，
可評估污染物的長期累積效應，更接近生物暴露環境之實際狀況。
3.在突發狀況時，可對當時污染質之背景及長期環境變化，提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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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佐證，增加環境污染判定之可信度，對環境污染案件可發揮事前
監測、早期預警及事後污染追蹤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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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及「分子拓印」前處理技術現況
鄧名志 1、董子棟 1、陳怡如 1、郭安甫 2、彭瑞華 3

摘要
固相萃取（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技術在萃取技術應用層面扮演關鍵角
色，各種新開發固相萃取材料對陰陽離子及酸鹼性化合物具有高選擇性，但對於
固相萃取技術材料上各種官能基對溶質吸附的影響之研究不多，本文在 SPE 作用
機制及應用現況中，收錄 1 篇 SPE 作用機制探討，並歸納了廢水污泥及堆肥中抗
生素及荷爾蒙分析、水中 4 種藥物測定、地面水體與畜牧廢水中抗生素調查、垃
圾掩埋場滲出水中含氟化合物之分析等 4 篇 SPE 之應用。近年來以分子拓印技術
（Molecularly imprinted technology, MIT）應用於環境中污染物檢測之文獻持續增
加，本文收錄 2 篇相關研究，分別為環境因子對分子拓印高分子（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P）吸附效應之探討及核殼複合粒子拓印高分子技術選擇性去
除水中環境荷爾蒙化學物質。固相萃取及分子拓印相對於傳統液液萃取在分析化
學前處理技術應用上，對分析物選擇性佳，同時兼具淨化功能，並已逐步應用於
環境中新興污染物前處理技術，且減少大量的溶劑使用，是一項安全兼具節能減
碳之綠色化學前處理技術。

前言
在樣品前處理過程中，不免消耗能源及產生廢棄物，甚至使用毒性化學物質
及揮發性有機溶劑，間接或直接危害檢驗人員，並對地球環境造成傷害。在環保
意識抬頭的 21 世紀，綠色化學及對環境友善之觀念日受重視，因此在開發檢測方
法時搭配綠色化學的觀念是一項趨勢。綠色化學概念起源於美國，原先是生產塗
料和塑膠等日常用品時，為了降低對環境的傷害，希望以環保的方式生產，後來
隨著環保意識及議題日受重視，已將其觀念套用至各個領域。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科長 3 簡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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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技術相對於傳統液液萃取方法，是一項安全兼具節能減碳之綠色化
學前處理技術，再者，由於合成技術及填充技術的提升，使固相萃取靜相種類多
樣化，除了彌補傳統靜相（如矽膠材質）之對 pH 變動耐性低、易崩壞、不耐乾燥
等缺點外，主要是提升了應用層面，可應用的基質及分析物的種類增加，且選擇
性及辨別性亦提升了。雖然 SPE 技術可利用靜相材料種類增加，但是很少研究探
討這些材料上各種官能基（Functional groups）對溶質吸附的影響，因此本文摘錄
一篇期刊針對靜相官能基與溶質間作用力進行摘要探討，並收集數篇 SPE 技術應
用期刊供參考運用。
自然界中有些特殊分子對特定物質具有高反應性、高專一性及高選擇性等特
性，這些特殊分子包括微生物、酵素及抗體等生物分子（Biomolecules），也因此
醫藥界利用此生物分子將其固定化後結合檢測元件，用以偵測與之特異性交互作
用化學物質，此為生物感測器（Biosensor）。分子拓印技術（MIT）模擬生物感測
器技術，利用非生物性人工材料製成具辨識特定物質能力之技術，就如同「鑰匙
－鎖」的關係。MIT 選擇特定拓印分子（鑰匙）如藥物、胺基酸、蛋白質、荷爾
蒙、殺蟲劑等化合物，混合官能性單體如羧酸、磺酸、矽烷類等化合物，運用交
聯劑與官能性單體交鏈聚合形成分子拓印高分子（MIP）
（鎖）
，接著將拓印分子取
出，則此 MIP 對取出之拓印分子具有良好辨識能力。
MIT 可針對不同應用之需求製備不同材質、特性及大小之 MIP，如有機、有
機無機混成、溶膠－凝膠（Sol-gel）等 MIP。除此之外，MIP 相較於天然生物辨
識分子在機械應力、高溫和高壓狀態下穩定，耐酸、耐鹼，且於許多溶劑下穩定，
並可重複使用。依據需求製成不同形狀、大小及官能基群之模板，對於同質性目
標化合物能有效區隔及富集截取，已廣用於基質複雜的新興污染物，包括藥品、
農藥、殺蟲劑代謝產物、內分泌干擾物（EDCs）及藻類毒素等檢測。

SPE 作用機制及其應用面
1.帶電及中性極性有機物在固態萃取材料上的吸附行為：哪一個官能基主宰吸
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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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水域環境中已發現許多極性人造有機化學品，而固相萃取（SPE）技術，
已經用來把此類極性人造有機化學品自水介質中分離萃出。雖然 SPE 技術可
利用各種不同材料，但很少研究這些材料上各種官能基對溶質吸附的影響，
所以針對中性（HLB）
、陽離子交換型（MCX, WCX）及陰離子交換型（MAX,
WAX）的 OASIS 高分子材料與（帶電）極性有機溶質的吸附交互作用進行研
究。研究結果顯示，對中性溶質而言，HLB 有最大的吸附容量及親和力，因
為其中凡得瓦交互作用力更甚於氫鍵結合力，它可能成為決定吸附的優勢因
子；而對帶電分子而言，MCX 及 MAX 則表現出更大幅的吸附容量及親和力，
吸附在低濃度情況下也同樣有效，且最大吸附容量等於材料上帶電官能基的
數量。由此一結果得知：假如一種溶質要吸附在某一種 OASIS 材料上，而此
材料的官能基能主宰吸附作用時，就可以半定量預測 OASIS 材料的可能吸附
容量。
2.建立經處理後之廢水污泥及堆肥化後之生物固體殘餘抗生素及荷爾蒙之分析
及萃取方法(2)
針對 4 種抗生素︰SMX（Sulfamethoxazole）
、SDM（Sulfadimethoxine）
、 TET
（Tetracycline）、OXY（Oxytetracycline）以及 2 種雌激素︰E1（Estrone）及
E2（17β-estradiol）從廢水污泥及堆肥中萃取及分析技術之開發。先由超音
波溶劑萃取目標物，再利用檸檬酸（pH=4.7）及甲醇作為萃取之緩衝劑，接
著抗生素以雙固相萃取及強陰離子交換法並配合親水或親油特性
（Tandem-solid-phase extraction cleanup, strong anion-exchange + hydrophilic lipophilic balance）處理，雌激素部分係以 CarboPrep/NAX 處理。定量方面，
抗生素利用 HPLC-MS/MS 配合電噴灑離子源，雌激素用 HPLC-MS/MS 配合
大氣壓力化學離子源方式進行。SMX、SDM、TET 及 OXY 回收率為 11-31%，
E1 及 E2 回收率為 30-59%。乾基污泥及堆肥的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範圍為 ng/g。其中 SMX 及 SDM 在污泥及堆肥中都沒有被檢出。雌激素在堆
肥中測值約為 160±65 ng/g (E1)及 21±3 ng/g (E2)，但在污泥中沒被檢出。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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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OXY 在污泥及堆肥中均有被檢出，濃度分別為 TET︰1.57±0.67 μg/g（污
泥）
，2.95±0.42 μg/g（堆肥）
，OXY︰0.56±0.12 μg/g（污泥）
，6.51±0.52 μ
g/g（堆肥）
，4-epiOXY︰7.60±1.68 μg/g（污泥）
，1.35±0.24 μg/g（堆肥）。
由上述結果顯示，易被吸附的化合物在廢水處理時不易去除，即使經污泥消
化作用後也能繼續持久存在，而堆肥程序則不充分到足以移除這些特定污染
物，所以經過堆肥後的生物固體（Biosolids）可能是殘留藥物的另一來源，容
易再釋放到環境中，當生物固體要當肥料使用時，要加以注意。
3.固相萃取（SPE）搭配超高性能液相層析法（UHPLC）同時測定水樣中 10
種藥物之技術開發(3)
運用 SPE 前處理技術搭配 UHPLC 分析水樣中 10 種藥物包括腎上腺皮質素
（Corticosteroids, Prednisolone, Dexamethasone）
、交感神經β-receptor 阻斷劑
（β-blockers sotatol：Metoprolol, Propranolol, Carvedilol）
、非類固醇類抗發炎
藥（普拿疼，Paracetalmol；阿斯匹靈，Aspirin；Metamizole；及 Ketoprofen）。
SPE 採用 Oasis HLB 進行地面水前處理，對於大部分分析物回收率達 90%以
上，偵測極限為 0.06~0.39μg/L，並針對波蘭數條河川水樣之真實環境樣品分
析檢測。
4.動物用抗生素在中國江蘇省附近地面水體及畜牧廢水調查(4)
從 11 個城市 27 個大型畜牧場收集廢水及地表水，使用固相萃取技術及
HPLC/ESI-MS-MS 分析儀分析 10 種抗生素成分。分析結果，畜牧廢水中檢出
10 種抗生素，池塘水檢出 8 種抗生素，牧場排放物及河川水受到 9 種抗生素
污染，TCs（Tetracyclines）及 SAs（Sulfonamides）抗生素在養猪場檢出頻率
比在養雞場及乳牛場高。抗生素於畜牧廢水與農場附近地面水之殘留層級之
相關性與畜養動物之種類有關。
5.城鎮掩埋場滲出水中含氟化合物的定量(5)
利用固相萃取、分散型碳吸附材質淨化及 LC-MS-MS 分析技術分析 24 種含
氟化合物，此方法應用於美國 4 個地區之 6 個垃圾掩埋場滲濾液。所有 7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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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濾液中，短鏈（C4-C7）特徵之碳氧化物及磺酸鹽含量極大於長鏈（≧C8）
同源物。

分子拓印高分子吸附效應及其應用面
6.雌激素化合物吸附在分子拓印高分子受到的環境因素的影響(6)
探討 pH、離子強度、腐植酸（HA）以及與競爭型雌激素化合物共存等 4 項
環境因素下，MIP 對雌激素化合物吸附效應之影響。標的雌激素化合物有 4
種，包括：雌素酮（Estrone, E1）
，17β-Estradiol（E2）
，17α-Ethinylestradiol
（EE2），Bisphenol A（BPA）。吸附劑有 2 種，一種為分子拓印高分子
（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P ）， 另 一 種 為 非 模 板 拓 印 高 分 子
（Nontemplate imprinted polymer, NIP）用來比對。分析探討各種環境因素下
分子拓印高分子的吸附容積量（Adsorption capacity）
，研究顯示，腐植酸（濃
度 0~20 mg/L）及離子強度（NaCl 濃度 0~10 mM）不影響吸附容積量。因 4
項雌激素化合物 pKa 值＜11，當 pH 達到 11 時這些化合物會形成離子態，進
而造成吸附容積量明顯下降。當競爭型雌激素化合物並存狀態下，競爭型雌
激素化合物會產生競爭效應佔領分子拓印高分子空腔，造成吸附容積量下
降。整體而言，分子拓印高分子吸附容積量不受腐植酸及離子強度等環境因
素影響，但競爭型雌激素化合物會排擠分析物之容積空間，至於 pH 值則是影
響雌激素化合物型態，進而影響能否被分子拓印高分子吸附。
7.利用表面 RAFT 聚合法合成的核殼磁性分子拓印高分子材料可以快速及選擇
性去除水中環境荷爾蒙化學物質(7)
核殼（Core-shell）以及磁性雙層奈米物質合成例如（Fe3O4@SiO2），再加上
表面修飾（例如分子拓印，molecular imprinting, Fe3O4@SiO2－MIP）成為奈
米科技應用在環境檢測及污染去除的新興利器。奈米材料製作（合成）過程
及功能性固然非常重要，但材料特性鑑定更是非做不可，本文使用 XRD、
FT-IR、SEM、TEM 等等儀器，均為常用方法。重點在 RAFT 合成方法
（Reversible
addition-fragmentation chain transfer polymerization）
，RAFT 聚合法好處在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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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使用金屬觸媒，而在較溫和的條件下，應用於更廣泛的各種單體
（monomers），而且 RAFT 試劑的功能基能順利的保留並接合到聚合物的末
端，所以廣泛應用在分子拓印（MIP）的技術。

趨勢與結語
1.固相萃取技術應用層面提升：因靜相製備技術的提升、靜相容積量增加、對溫
度、酸鹼值及壓力耐受性增加、以及靜相官能基種類多元等因素，使其應用
於環境分析前處理技術領域更為寬廣。
2.分子拓印高分子種類增加：合成技術的提升，開發出各式分子拓印高分子。
3.分子拓印技術需求量增加：分子拓印高分子相較於天然生物辨識分子耐受性強
並可重複使用，致使環境化學分析領域對於具選擇性分子拓印高分子之需求
量有逐年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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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感測器應用於環境檢測發展現況
李秋萍 1、蔡志賢 2、許令宜 1、李以彬 3、黃壬瑰 3

摘 要
本文回顧最新科技期刊，摘要出生物感測器應用於環境檢測之相
關文獻 17 篇，依奈米材料運用及晶片、免疫、基因細胞檢測作為分
類，分別引介其重點。其中奈米生物感測器 3 篇（2 篇為回顧性文章，
共計含有 264 篇文獻）
、晶片檢測 8 篇、免疫檢測 3 篇、基因及細胞
檢測 3 篇，藉以觀察整體發展現況及趨勢。生物感測器應用於環境檢
測，不論是微生物、持久性有機物、水中鉛，甚至是水底火炸藥檢測，
都有相當不錯之研究成果。我們認為發展高專一性、敏感性、微型化、
高通量之快速檢測方法，是未來重要的趨勢，尤其是結合奈米技術之
生物晶片應用開發，具有絕佳之前景。
關鍵字：生物感測器、生物晶片、微陣列、奈米

前 言
現代生物技術的蓬勃發展，使我們得以利用免疫技術或分子生物
的操作方法，來生產對人類有用的物質，生物感測器（biosensors）
應用至環境檢測之研究如雨後春筍。生物感測器（biosensors）結合
生物辨識分子（如酵素、抗原、抗體、細胞、DNA 分子等）與物理
訊號轉換元件（如電化學，光學等），使能專一且精確快速地分析待
測物。
第一代生物感測器商品於 1979 年投入醫學檢驗市場的血糖測試
用酵素電極。隨著微精密電子、半導體的快速發展，訊號轉換元件朝
向微型化發展。DNA 晶片及蛋白質微陣列 (protein microarray)的問世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助理研究員 3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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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物感測器已逐漸由單點批次的測定，進化為陣列式生物感測器
(array biosensor) 的開發，以達到大量與高效率的分析目的。許多具
高靈敏性及專一性的生物感測器也陸續發展出來並應用於環境檢測
領域中。
結合奈米材質（如金、碳管、磁粒、量子點及 RuBpy dopes silica
等）之奈米生物感測器，由於產生訊號靈敏，在生物檢測分析應用上
有突破性之發展，是值得作為先進生物檢測技術探索的領域之一。本
篇回顧以依奈米材料運用及晶片、免疫、基因細胞檢測作為分類，分
別摘要引介其重點，藉以觀察整體發展現況及趨勢。

奈米生物感測器
1.包含奈米材料之生物感測器檢測致病原回顧報告<1>
此篇回顧報告引述 200 篇期刊論文，依訊號轉換方式、辨識元件及
使用奈米材料種類作為分類。為偵測飲用水中大範圍之致病原包括
細菌、原蟲及病毒等，良好生物感測器需可區分：(1)相近物種之致
病原及非致病原；(2)不因背景遮蔽造成無法偵測微量的標的物；(3)
經過反覆清洗實驗過程仍不影響檢測；(4)時間穩性度高；及(5)寛廣
的檢測濃度區間。目前已使用許多奈米材料以增加生物感測器之專
一性及靈敏度，其中量子點 (quantum dot)的光穩定性可用於螢光感
測器，例如它可偵測 106 cfu/mL 菌量中，混合無致病性大腸桿菌中
只佔 1%的致病性 Ecoli O157:H7；而 RuBpy 染料（dye -doped）二
氧 化 矽 奈 米 顆 粒 可 偵 測 牛 肉 樣 品 中 1 cell/mL 的 致 病 性 Ecoli
O157:H7。另用奈米材料產生局限表面電漿子共振（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已可用於偵測微量之病原如病毒（adenovirus,
rhinovirus 及 HIV）、泌尿道細菌（EntC90: Enterococcus spp.; pm65:
Prot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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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oniae; kox108:Klebsiella oxytoca; cf109: Citrobacter freundii）
等。
2.碳奈米粒子做為抗體微陣列的偵測標記-大腸桿菌產生 Shiga 毒素
的基因註記病毒價力的偵測<2>
利用碳奈米粒子(carbon nanoparticles, CNPs)做為微陣列的偵測標
記，以核酸微陣列免疫分析法(nucleic acid microarray immunoassays,
NAMIAs)偵測 4 種大腸桿菌產出志賀毒素(Shiga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TEC)毒力因子的基因(vt1，vt2，eae and ehxA)和大
腸桿菌 16S(hui)基因。此外作者從牛糞中偵測 48 株野外菌株並以即
時定量聚合酶鏈鎖反應 (Real-time PCR，qPCR)當參考方法比較分
析。結果顯示檢測敏感度大於 0.8 且效益大於 0.92。其中 vt1，eae
和 ehxA 基因檢測的 kappa 係數皆大於 0.8(k＞0.8)；而 vt2 和 hui 基
因 kappa 係數可高達 1(k＝1)。證明以核酸微陣列免疫分析法可快速
篩檢大腸桿菌毒力因子，也印證碳奈米粒子可應用在微陣列的偵
測。因此以碳奈米粒子當診斷分析具諸多優點，如價錢合理、敏感
度高和高訊號-雜訊比，更大的優點是蛋白質標記在碳奈米粒子的步
驟操作簡單，一般實驗室即可執行。
3.半導體量子點在生化分析之應用：橫越死亡谷<3>
此篇專題報導（feature）引述 64 篇期刊論文，係由美國海軍研究院
光科學部門分子生物科學及工程中心的學者與美國 George Mason 大
學科學學院教授共同撰寫。作者之一（Russ Algar）專長分析化學，
目前研究興趣在發展多重（multiplexed）及多功能（multifunctional）
的奈米粒子系統，用來配合光學診斷、細胞內定量量測，以及
theranostics（theranostics 是由治療(therapy)與診斷(diagnostic)組成的
組合字，含義為藉由一些特定的診斷技術來推定患者在接受治療時可
能產生的反應，進而找到最適合之治療方式）。另一作者（Kimih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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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umu）研究重點為發展生物相容的量子點，用作生物感測及影像
處理技術開發。特別是設計一系列多功能（multifunctional）經表面
修飾 ligands 以增強生物相容性的量子點及金奈米粒子。第三作者
（James B. Delehanty）係分子及細胞生物學者，研究重點包括發展以
奈米粒子為主結構之生物感測及影像處理。目前研究之初步領域在發
展一種方便的、非侵入性的細胞內感測（sening）、影像（imaging）、
監測（monitoring）及觸發（actuation）。第四作者（Igor I. Medintz）
專長分子及細胞生物，研究主題包括發展將奈米粒子與生物共軛介面
之化學架橋，探討奈米粒子與生物共軛物能相互運作之功能以及了解
奈米粒子如何參與能量傳輸。
題目標題所謂「橫越死亡谷」
（Crossing the valley of death）
，係指
一項新的科學產品商業化期間，從最初推出（initial launch）到持續
被標的消費者接受（sustained adoption by target consumers）的這段時
期。不成功的技術絕對不會從此斷層（chasm）中浮現。橫越死亡谷
也可指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與應用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
之間的分隔。
上述二種意涵（connotations）都很容易描述目前發展冷光半導體
奈米晶體或量子點做為生化分析工具的狀況。本文除描述此類量子點
之光學物理特性外，也指出過去 10 年量子點在生化分析（bioanalysis）
進展情形。各項代表性生化分析應用的例子皆聚焦在量子點（QDs）
的特異功夫（unique capabilities），從多重檢定（multiplexed assays）
生物感測到細胞內標記及治療都在討論之列。QDs 的生物應用關鍵在
如何經由化學修飾使 QDs 變為親水性並具生物功能（hydrophilic and
biofunctional）
，本文同時也檢視此一面向的已發展情形。最後，我們
要評估到底 QDs 只是停留在科學好奇的研究階段，還是已經到了做
為一種很重要的生化分析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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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體半導體量子點已經介入科學家研究領域遠遠超過只是科學
創意，而成為分析的工具，本文描述在各種不同的生化分析領域 QDs
所扮演的萌芽角色（burgeoning role）並強調 QDs 所提供的絕無僅有
的物理及光學的特性。

晶片檢測
4.斑馬魚胚胎暴露於 TiO2-NPs 及 hydroxylated fullerenes 後之基因
表現<4>
高度製造與使用奈米微粒後將釋放出大量奈米微粒於我們周遭環
境，因此如何有效監控環境生物體遭遇奈米微粒造成的傷害是必要
的。斑馬魚經常被當作實驗模式生物以推論人類與海生生物之生理
現象與反應機制。因此，本篇研究以斑馬魚胚胎注入低劑量的
TiO2-NPs 及 hydroxylated fullerenes 之後，以 cDNA microarray 系統
性分析生物體基因轉錄成 RNA 之變化，以期系統性分析奈米微粒
對細胞產生生理反應與毒性的分子機轉。cDNA microarray 可用以分
析全基因表現，能篩選出針對特定奈米微粒之暴露具特異性的基因
表現圖譜，由其中能找到專一性的基因，建立此特定奈米微粒暴露
之生物標記。並根據系統性基因表現分析，期許能以分子層次角度，
以更科學的方式解讀奈米微粒的致病機制、毒性作用、生物體因應
的防衛機制等。
5.用微生物基因組活細胞報導基因陣列系統評估石油中環烷酸的毒
性<5>
環烷酸為環戊基及環己基羧酸之混合物，是漏油、石化業放流水及
油砂處理廢水中之毒性成份。本研究為應用高通量活細菌基因陣
列，評估原油粹取出環烷酸的毒性機制。利用可表現大腸桿菌 1800
個螢光轉錄報導基因庫之 384 孔培養盤，進行活細胞暴露於環烷酸
3 小時後之時間及濃度即時基因反應篩測，結果顯示其毒性主要與

89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技術趨勢∣Trends

磷酸五碳糖途徑之基因向上調節(up-regulation)有關。由於與基因修
補有關之 SOS 系統往下調節(down-regulation)，因此 DNA 受損應
非主要原因。然而 CRP-相關基因調控明顯受到環烷酸影響，造成
細胞細胞受到暴露後，細胞內之環狀 AMP 含量就立即改變。進一
步研究發現，環境中常檢測出之 10 至 1,000 mg/L 環烷酸含量範圍
內，其濃度與選定報導基因反應呈現線性關係，因此本系統相當適
合作為環境中環烷酸之檢測。
6.專為篩檢海洋毒素之晶片<6>
將 17 個對身體不利或導致腫瘤之蛋白基因段，如癌胚抗原細胞粘
附分子基因(CEACAM1)、DNA 損壞誘導轉錄蛋白基因(DDIT4)等
設計於一晶片中。將人類大腸癌細胞(Caco-2)暴露在海洋毒素後，
萃取該細胞暴露毒性後所產生的 RNA，與晶片進行雜合反應。該
方法優點可以一次篩選多種對身體不利之毒素，可以應用在大量海
洋食物篩選。
7.使用微電子感測陣列動態反應微藻毒的毒性<7>
使用即時細胞微電子感測陣列(Real Time Electronic Sensing)作為細
胞檢測系統，其檢測板底部貼覆電子傳感器，利用細胞在檢測板上
的貼壁、黏附、生長等生理狀況造成傳感器阻抗變化，根據阻抗得
到的指數，反應細胞增殖、存活、死亡、形態變化等細胞受到毒性
的生理動態紀錄。由於微囊藻毒對細胞的毒害是透過肝的有機陰離
子多肽運輸系統(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s, OATPs)進
入細胞內，一般的細胞株不會主動吸收微囊藻毒，進行即時細胞微
電子感測陣列檢測毒性需要將該細胞株轉殖有機陰離子多肽運輸
系統，才能更準確檢測微囊藻毒素。
8.使用寡核酸陣列辨識退伍軍人菌種類<8>
市面上針對肺炎退伍軍人菌已研發出相當準確的免疫螢光法，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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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退伍軍人菌因為生化惰性及不易分辨，使研究難以進行。目前已
研發出鑑定菌種的分子策略主要是利用 PCR、Southern blotting、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sequence 等。在
本研究建立一次可以偵測 18 種退伍軍人菌之寡核酸陣列中，將使
用 PCR 的方法放大 mip 基因，並利用雜合洋地黃毒標定的探針來
偵測 PCR 產物。在此篇研究使用了 144 目標菌種和 50 非目標菌種
以進行分析，測試此晶片之靈敏度和專一性皆可達到 100％。此種
檢測方法可將辨識菌種的時間，縮短在一天之內便可完成。使用此
一方式篩選退伍軍人菌之菌種，可以提供準確的資料供臨床上使
用。
9.利用系譜分析微陣列來分析受 TCE 污染土壤的生物族群<9>
化學物質進入土壤環境後常會造成微生物菌相改變，但目前對於有
毒物質釋放於環境中所造成微生物生態結構、微生物基因表現的變
化或對於不同有毒物在環境污染後由微生物進行的降解機制，皆無
適切的研究工具。本研究使用包含 742 個基因探針的微陣列晶片，
可用以一次偵測環境中常見的 12 種菌屬的存在與否，故可監測土
壤中菌相的動態變化。先前發現環境中並不是由單一菌種進行去氯
作用，先需聯合許多特定微生物後，才可有效降解土壤中的氯化
物。故本研究欲分析 TCE 污染對土壤微生物相的改變，並找出不
同 TCE 濃度在不同曝露時間下對土壤生態菌群的變化。由本實驗
結果可知，當土壤中的 TCE 濃度大於 1 ppm，且 TCE 加入土壤超
過 2 小時後，就會造成土壤中菌相的明顯變化。未來亦可利用晶片
觀測出 TCE 加入後對菌種基因表現上的改變，這些變化將有助於
環境中的氯化物代謝研究。除此之外，此建立之研究模式亦也可應
用於其他化學物質的污染。
10.微陣列分析 PBDEs 及其代謝物對斑馬魚的毒性機制<10>

91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技術趨勢∣Trends

探討的物質包括：阻燃劑 PBDEs 及 BDE47、6-OH-BDE47（海洋
生物例如藻類產生的天然產物或經由活體細胞代謝 BDE47 的代謝
產 物 ）。 利 用 斑 馬 魚 胚 胎 fibroblast （ PAC2 ） 細 胞 株 微 陣 列
（microarray）分析以及粒線體呼吸的改變及粒線體內部膜的壓力
差量測，得到 6-OH-BDE47 對發育中或成年斑馬魚具急性毒，其濃
度約在奈莫耳（nM）範圍。其機制為改變蛋白質傳輸及碳水化合
物代謝的表現基因，干擾氧化性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OXPHOS）。
11.懸浮式微陣列在生物感測之應用<11>
介紹懸浮式微陣列技術之原理，及在生物感測器之發展與應用。懸
浮式微陣列檢測技術之優勢有縮短反應時間、提升反應靈敏度、檢
測線性範圍寬、再現性佳、可同時檢測多種分析物。

免疫檢測
12.利用光譜標記微珠多功多重篩檢魚肉中持久性有機物<12>
利用光學標記微珠之技術，在緩衝液或魚體萃取物中，同時偵測多
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多氯聯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及多溴聯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這 種 三 重 標 的 流 式 細 胞 免 疫 檢 定 法 ， 對 指 標 化 合 物
benzo[a]pyrene (Bap) 、 3,3',4,4'- tetrachlorobiphenyl(PCB77) 及
2,2＇,4,4＇-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47)之反應靈敏度，與單標
的流式細胞免疫檢定法相去不遠，在緩衝液中之 50%抑制濃度分別
為 0.4、20 及 2 μg/L。除了前述 3 種指標化合物，本篩檢方法尚
可偵測至少 14 種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亦可用於魚體萃取物之
分析。
13.利用浸水式高通量微流體免疫感測器偵測水底火炸藥<13>
以高通量微流體免疫感測器(HTMI)，在現場可快速且高選擇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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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分析地下水或海水樣品中殘量級(低於 ng/mL)爆炸性物質。此新
型的微流體設備含有 39 個長 2.54 公分，寬 250 微米，高 500 微
米平行微通道，微通道中附上耐高流量高體積樣本通過的抗體，利
用炸藥與抗體專一性連結後，以螢光偵測方式進行檢測。此外研究
發現總體積流速達 6 mL/min 時，訊雜比(S/N)可大於 15，偵測靈敏
度比傳統免疫分析高 2 倍，縮短總分析時間達 60 倍，不經濃縮偵
測極限即可達 0.01 ng/mL。
14.膠體金探針免疫檢定法用來快速偵測水中鉛離子<14>
與其他常用 ICP-MS、AAS、ICP-AES 及 AFS（原子螢光光度計）
等方法比較，一步到位的免疫層析法（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ICA），搭配使用膠體金標識的單株抗體可以快速偵測水中鉛。偵
測極限在良好狀態下可達到 50ng/mL，與 ICP-MS 結果有很好的一
致性。

基因及細胞檢測
15.使用 Dr. Eco Screen Cells 做大氣中戴奧辛分析與 HRGC-HRMS
分析的比較<15>
採 用 生 物 測 定 系 統 ， 使 用 DR-EcoScreen 高 度 敏 感 的 細 胞
（DR-EcoScreen cells）測定環境空氣樣品中的戴奧辛。來自 80 個
環 境 空 氣 樣 本 經 萃 取 、 淨 化 後 ， 以 DR-cell assay 檢 測 和
HRGC-HRMS 進行分析，其毒性當量（TEQ）測值相關性佳（R2=
0.957）
。雖然 DR-cell assay 測值比 HRGC-HRMS 分析的毒性當量
值更高（3.66 倍），這種差異被認為是由於毒性當量因子（TEF）
和相對效力之間的差異（DR-REP）。因此， DR-cell assay 乘以轉
換係數（0.273，3.66 的倒數）後，毒性當量值近似 HRGC-HRMS
分析值。這些結果清楚地表明，DR-cell assay，可作為一個很有前
景的快速和低成本的環境空氣樣品中的戴奧辛篩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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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佛蘭德地區大氣沉降樣品之戴奧辛/呋喃及類戴奧辛多氯聯苯分
析：化學活化冷光酵素基因表現法（CALUX）新法之優化與驗證
<16>

由於 CALUX (Chemically Activated LUciferase gene eXpression) 是
一種快速、靈敏且可檢測大量樣品之戴奧辛篩檢法。本篇研究針對
大氣沉降樣品發展出新的 CALUX 檢測程序，共包括 4 個步驟：過
濾、萃取、淨化及篩檢分析。為了避免使用大量的有毒溶劑，使用
C18 過濾器取代液相萃取，另使用快速溶劑萃取儀(ASE)取代傳統
索氏萃取。使用上述檢測程序，多氯聯苯的定量極限為 1.4 pg
CALUX-BEQ m−2 d−1 ， 戴 奧 辛 / 呋 喃 之 定 量 極 限 為 5.6 pg
CALUX-BEQ m−2 d−1。添加樣品之回收率落於 80–120%。此外，
CALUX 的檢測結果和氣相層析/高解析質譜儀(GC/HRMS)之相關
性極佳。
17.用於廢水處理之 Pd/magnetite 奈米觸媒對細胞毒性的評估<17>
使用強有力觸媒破壞廢水中難分解的鹵族化合物是環境工程的議
題 。 本 文 利 用 人 類 皮 膚 細 胞 株 （ HaCa T ）、 人 類 大 腸 細 胞 株
（ CaCo-2 ）、 彩 虹 鱒 魚 鰓 細 胞 株 （ Rtgill-W1 ） 測 試 磁 性 粒 子
（magnetite）及合成觸媒（Palladium/magnetite）的毒性。結論顯
示用 pd/magnetite 奈米觸媒處理廢水利益大於風險。

結 語
發展同時具備結果準確、操作簡單、分析快速、高靈敏度、微型
化、高通量之快速檢測分析方法，是未來重要的趨勢。以半導體製程
為基礎之生物感測器，因具有大量製造之優勢，是相當具有潛力之技
術。生物晶片之所以能成為本世紀最受矚目的研究工具之一，是因其
具有可同時分析大量樣品及可自動化分析等特點，配合各項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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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交互運用而有廣大的應用範圍。結合奈米科技之生物晶片應用開
發，具有絕佳之前景。隨著微流體的發展，除了微陣列晶片外，懸浮
式微陣列（suspension microarray）可能是高通量（high throughput）
分析的另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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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健康生態風險評估工具
－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
尹開民 1 林哲雄 2 楊喜男 3 王世冠 4 阮國棟 5

摘要
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是基因體與環境科學及生態
毒理學完美結合嶄新的研究科學，能使社群中的生物，不需要經過培
養的方式，就可進行多源基因體的分析，使能窺探生物功能的全觀，
以及經由基因表現資料探索分子毒理的作用，為健康生態風險評估提
供更多更準確的依據。本篇從國際期刊挑選有關高通量多功與多重反
應的分析技術（7 篇）
、風險特性及風險管理之科學評估模式（7 篇）、
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與健康生態風險評估（6 篇）等 3
大類題，20 篇近期論文，分別引介其重點，藉以觀察後基因體高通
量輸出的時代，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的發展趨勢，及應
用於健康生態風險評估的資訊，將有助於實踐風險評估管理之最終環
境保護目的。
關鍵字：新世代定序技術、高通量輸出、總體基因體學、環境基因體
學、生態毒理基因體學、生態風險評估

前言
現今國際上對健康風險或生態風險評估，與過去 1980 年代的想
法 與 作 法 ， 已 有 重 大 改 變 ， 改 變 的 核 心 技 術 在 發 展 高 通 量 (high
throughput)分析之多功(multifunction)與多重(multiplex)的反應，如此
能快速且大量建立包括傳統及新興（含奈米物質）物質劑量效應的評
估(dose-response)以及危害鑑定(hazard identification)等之資料。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研究員 2.副研究員 3.科長 4.組長 5.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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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定序（Genomic sequencing）也朝向高通量輸出，已使得
許多物種能快速且低成本的完成基因體定序，以及微生物不需經過傳
統培養出菌落，即可進行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 的分析，讓環
境系統不同基質情境（土壤整治、室內或污水廠菌群分布等）下的應
用範圍更為廣泛。將基因體學切入到環境科學中形成了環境基因體學
（Environmental genomics），是以基因平台建構完整的微生物菌群
（Diversity of microbial flora）及基因表現資料（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將基因體學應用到生態毒理學中構成了生態毒理基因體學
（Ecotoxicogenomics），著重於研究環境毒物暴露下，非標的生物體
基因和蛋白質的表達，在基因組的水平更深入理解毒物的機制，尋找
更敏感有效的生物標記物（Biomarker）
，作為生態風險評估的參數或
工具。

高通量多功與多重反應的分析技術，能快速且低成本的進行
檢測
高通量就是產出量非常大。以基因定序為例，傳統基因定序一次
最多只能進行 96 個反應，由於融合化學、生物化學、光學、自動化
機械技術、微製程技術與奈米科技等，開發出的新世代高通量定序技
術（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能一次同時進行 25 萬~ 1 億個基因
定序的反應，令人瞠目結舌。本主題蒐集了相關高通量檢測技術之文
獻，包括有高通量微流體免疫感測器、流式細胞免疫檢定法、焦磷酸
定序、高通量油滴式數位 PCR 系統、碳奈米粒子微陣列、液相層析
串聯質譜儀搭配固相萃取及同位素稀釋法等技術，皆能成功應用於環
境基質的檢測，敘述如下：
1. 利用浸水式高通量微流體免疫感測器偵測水底火炸藥

〈1〉

傳統炸藥分析主要係依賴訓練犬的方式進行，雖然近年曾研發分
子拓印聚合物(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 MIP)、螢光標記的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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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fluorescent-labeled imprinted polymers, FLIP)等檢測方法，但僅
能在陸地進行檢測，不能排除海水中鹽度或細小顆粒干擾，且偵測極
限僅達 mg/mL。本研究以高通量微流體免疫感測器(HTMI)在現場可
快速且高選擇性定量分析地下水或海水樣品中殘量級(低於 ng/mL)爆
炸性物質。這新型的微流體設備含有 39 個長 2.54 公分、寬 250 微
米、高 500 微米平行微通道，微通道中附上耐高流量高體積樣本通過
的抗體，利用炸藥與抗體專一性連結後，以螢光偵測方式進行檢測。
此外研究發現總體積流速達 6 mL/min 時，訊雜比(S/N)可大於 15，偵
測靈敏度比傳統免疫分析高 2 倍，縮短總分析時間達 60 倍，不經濃
縮偵測極限即可達 0.01 ng/mL。
2. 利用光譜標記微珠多功多重篩檢魚肉中持久性有機物

〈2〉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是環境及食
物中常見之污染物，為已知致癌物及內分泌干擾物，對全球之公眾健
康影響深遠，因此 POPs 監測十分重要，為發展可同時偵測多種待測
物且操作容易、快速、便宜之篩檢方法，該研究團隊開發了一種流式
細胞免疫檢定法(flow cytometric immunoassay)，利用光學標記微珠之
技術，可在緩衝液或魚體萃取物中，同時偵測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多氯聯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及多溴聯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這種三重標的流式細
胞 免 疫 檢 定 法 ， 對 指 標 化 合 物 benzo[a]pyrene(Bap) 、 3,3',4,4'tetrachlorobiphenyl(PCB77) 及 2,2 ＇ ,4,4 ＇ -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47)之反應靈敏度，與單標的流式細胞免疫檢定法相去不遠，在
緩衝液中之 50%抑制濃度分別為 0.4、20 及 2 μg/L。除了前述 3 種
指標化合物，本篩檢方法尚可偵測至少 14 種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亦可用於魚體萃取物之分析。
〈3〉

3. 利用數位微流體之單滴操控式焦磷酸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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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在液滴中進行焦磷酸定序反應(pyroseyuencing)之可行
性，使用之技術為奠基於電濕潤(electrowetting)之數位微流體(digital
microfluidics)。此系統將次微升尺寸液滴置於充油室內，液滴的形
成、傳送、合併、混合及分離，均由印刷電路板上之電極陣列控制。
液滴內進行之反應為三酵素(DNA 聚合酵素、ATP 硫酸化酵素及冷光
酵素)之焦磷酸定序反應，反應時每個液滴內都含有酵素、脫氧核苷
酸三磷酸(dNTP)及 DNA 模板。DNA 模板連結於磁珠上，如此可讓不
同核苷酸添加步驟間之清洗更為徹底。使用之試劑及程序均經過優
化，以得到最佳之訊號強度、反應線性、循環效能及清洗效能。為了
測試此一系統之可行性，研究團隊使用新基因定序程序(de novo
protocol)以及重定序程序(resequencing protocol)進行測試，對一段 229
bp 之嗜酸性酵母菌(Candida parapsilosis) DNA 模板進行定序。若採用
重定序程序，可定出超過 60 bp 之序列，定序正確性為 100%。此外，
對嗜酸性酵母菌序列中之各種單聚物(由 2、3 或 4 個核苷酸組成)，
反應之線性關係均十分良好。未來若持續改善微流體之設計，此一低
成本平台，預期將可得到更長之定序長度、更高的樣品通量及更佳之
程序完整性。
〈4〉

4. 高通量油滴式數位 PCR 系統用於 DNA 的絕對定量

DNA 的定量從早期的 PCR 電泳膠片、第二代的即時定量聚合酵
素鏈鎖反應(Real time PCR)，到現在第三代數位 PCR(Digital PCR,
dPCR)，能處理的樣品量及檢測的敏感度都大大的提升。但是本篇
（Bio-Rad 公司）認為現行的 dPCR 擴展性及實用性不佳，阻礙 dPCR
的使用及發展。Bio-Rad 公司改良研發了一種油滴式數位 PCR(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系統，能夠進行高通量的分析，大量處理約 2 百
萬個 PCR 反應，並且結合使用傳統的 TaqMan 螢光系統及 96 孔盤的
實驗平台，降低了費用成本。其中作法是先以油滴包覆樣品，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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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孔盤後，進行傳統 PCR 的溫度循環，再進行螢光讀取，最後判別
讀值。本篇也進行了 3 個 ddPCR 的應用實驗，結果顯示精確度及敏
感度都比 Real time PCR 好很多，第一個實驗是檢測在人類基因組單
體型圖(HapMap)中已知的 3 個生殖基因(MRGPRX1、CYP2D6 and
Chromosome X)，像接受考試一樣，ddPCR 能正確的檢出他們的複製
數目變異量，顯示精確度非常好；第二檢測罕見突變基因的量是野生
型背景值的 10 萬倍，顯示靈敏度非常好；第三有能力從孕婦血漿中
檢測出母親及胎兒的 DNA，減少產前對孕婦進行侵入性的診斷。最
後本篇希望 ddPCR 系統能夠提供基因研究者探索複雜的基因圖景
(Landscape)，發現及驗證疾病的關聯，並將分子診斷帶進一個新的紀
元。
5. 碳奈米粒子做為抗體微陣列的偵測標記：大腸桿菌產生 Shiga 毒
素的基因註記病毒價力的偵測

〈5〉

本篇是利用碳奈米粒子(carbon nanoparticles, CNPs)做為微陣列
的 偵 測 標 記 ， 以 核 酸 微 陣 列 免 疫 分 析 法 (nucleic acid microarray
immunoassays, NAMIAs)偵測 4 種大腸桿菌的產出志賀毒素(Shiga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TEC)病毒價力的基因(vt1，vt2，eae
and ehxA)和大腸桿菌 16S(hui)基因。此外作者從牛糞中偵測 48 株野
外菌株並以即時定量聚合酶鏈鎖反應 (Real-time PCR，qPCR)當參考
方法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檢測敏感度大於 0.8 且效益大於 0.92。其中
vt1，eae 和 ehxA 基因檢測的 kappa 係數皆大於 0.8(k＞0.8)；而 vt2
和 hui 基因 kappa 係數可高達 1(k＝1)。證明以核酸微陣列免疫分析法
可快速篩檢大腸桿菌病毒價力，也印證碳奈米粒子可應用在微陣列的
偵測。因此以碳奈米粒子當診斷分析具諸多優點，如價錢合理，敏感
度高和高訊號-雜訊比，更大的優點是蛋白質標記在碳奈米粒子的步
驟操作簡單，一般實驗室即可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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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類似過氧化物酶(模擬酶)的活性氧化鐵奈米之核心鐵蛋白及其奈
〈6〉

米生物感測應用

鐵蛋白是奈米級的球狀蛋白質籠，封裝氧化鐵核心。它們廣泛存
在於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中，在體內鐵代謝中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
有趣的是，研究中清楚地顯示，鐵蛋白具有類似過氧化物酶(模擬酶)
的催化活性，而模擬酶的活性是來自奈米核心而不是來自於蛋白質
籠。研究更進一步發現，模擬酶的活性鐵蛋白的熱穩定性和酸鹼值的
容忍度又比山葵的過氧化物酶更佳。而鐵蛋白在許多生物體中非常豐
富，此項發現可能顯示出鐵蛋白在抗氧化和解毒代謝過程的新角色。
此外，作為鐵蛋白是一種自然的蛋白質籠天然奈米微粒且具有模擬酶
的活性，容易與生物分子標記構建的奈米生物傳感器做連結，因而未
來可做為應用敏感和生物適合標記應用在醫學領域上。
7. 從人體唾液 DNA 利用穩定同位素稀釋奈米流 LC-NSI-MS-MS 方
〈7〉

法定量分析多重外環 DNA 鍵結物

本篇以 DNA 共價鍵結物(DNA adducts)為主軸。當化學毒物暴露
進入體內經代謝後，某些官能基取代了細胞內正常 DNA 鹼基上的結
構，產生共價鍵結並具突變性的修飾鹼基，這些被修飾過的鹼基都可
稱為 DNA 共價鍵結物(DNA adducts)。DNA adducts 的形成為細胞癌
化的關鍵起始步驟，因此 DNA adducts 量測相當重要，但生物樣本中
DNA adducts 非常微量且基質干擾嚴重，要精確且快速地分析 DNA
adducts 則備受挑戰。本研究以質譜分析技術引入環境分子流行病學
研究，運用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LC-MS/MS)搭配固相萃取(solid
phase extraction)及同位素稀釋法(isotope-dilution )，建立奈米噴灑游離
液 相 層 析 串 聯 質 譜 儀 分 析 人 體 唾 液 中 DNA 數 種 adducts( 含
1,N6-etheno-2’- deoxyadenosine( ε dCyt)3,N4–etheno-2’-deoxycytidine
(dCyt)等)的技術。此檢測方法具有高特異性、高敏感度及高通量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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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非常精確地定量 DNA adducts，同時可免除複雜的前處理步驟，
大大節省分析所需之時間與耗材。

風險特性及風險管理的科學評估模式
生態毒理學就是尋找污染物暴露後的生物標記，來表示污染物的
毒性作用機制，為生態風險評估提供準據，常需要用到推估模式。本
主題蒐集近期相關研究，介紹有用的推估模式，期能推廣並引起大家
對健康生態風險評估的認識。
〈8〉

8. 廣泛使用的有機防曬物質對生態毒理學影響的特徵

單獨使用或結合奈米氧化鋅（ZnO）或奈米二氧化鈦（TiO2）的
有機防曬物質常使用於如個人美容用品（皮膚或毛髮保護品、乳液及
香水等）、塑膠、毯子、衣物或洗衣粉等，來防止紫外線可能造成的
皮 膚 病 變 。 本 文 探 討 3 種 常 用 的 化 學 品 ： B-MDM (butylmethoxydibenzoylmehtane)、EHMC (ehtylhexy-methoxycinnamate)以及
OCR (octocrylene)對水生生物之影響。實驗對象包括底棲(infaunal)及
表海底棲(epibentic)等 4 種無脊椎生物，因為棲地的關係，這些生物
容易受到親脂性物質（lipophilic substances）的影響。另外進行 2 種
底泥直接接觸試驗(sediment contact assay)，包括以結合防曬物質之底
泥(sediment-bound chemicals)進行斑馬魚胚胎(Danio rerio)毒性測試以
及用球形節桿菌(Arthrobacter globiformis)進行微生物去氫酶活性測
試(microbial dehydrogenase activity, DHA assay)來評估對生態的毒性。
結果顯示 EHMC 對 2 種蝸牛的生殖毒性之最低可測影響濃度
(LOEC)分別為 0.4 mg/kg 及 10 mg/kg；無可測影響濃度(NOEC)分別
為 0.08 mg/kg 及 2 mg/kg。在經 EHMC (NOEC 100 mg/kg) 暴露後，
斑馬魚胚胎呈現非常高的次致死濃度(sublethal effects)。B-MDM 及
OCR 則對任何測試生物在測試濃度內不產生影響。雖然本試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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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曬物質濃度遠高於 10 倍的環境報導濃度，但這種親脂性化合物
易沿著食物鏈累積，尤其會對居住在底棲生物（如魚類）造成不利的
影響。
9. 計量毒理學：海洋哺乳類對 PBDEs 的生物濃縮及終生暴露，以生
〈9〉

理為主的藥物動力學(PBPK)模式推估

由於港灣鼠海豚(harbour porpoises)遷徙到更污染區域，例如北海
(North Sea)，以及牠們對污染的高敏感度，所以必須對牠們採取適當
的保育措施。因此，對污染物的動力學知識深入了解是有其必要性
的。本文是最先將 PBPK 模式應用於海洋哺乳類動物體內的 PBDEs
動力學研究，PBPK 模式是一種非侵入破壞性的工具(non-destructive
tool)，可用來描述在一個保育動物物種的化學動力學 (chemical’s
kinetics)。利用文獻上及黑海港灣鼠海豚檢測取得的數據，經由電腦
最適化後，發展 PBPK 模式並予以參數化(parameterized)。這些模式
的即時預測能力可利用北海港口鼠海豚在 1990-2008 的資料庫數據及
反向劑量學模式加以評估(assessed by reverse dosimetry modeling)。經
由這些模式預測，PBDE 99 被發現減少最快，其次為 PBDE 153、47
及 100。結果顯示 PBPK 模式可以是用在不同區域的港灣鼠海豚上，
也能模擬時間趨勢。
〈10〉

10. 血清中聚氟化物濃度與辦公室環境室內空氣品質相關

本文以辦公室員工（波士頓地區，31 個辦公室）暴露於聚氟化
物(poly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之調查為主。於 2009 冬季以主動
空氣採樣一週為樣本，分析 FTOHs (fluorotelomer alcohols)、FOSAs
(sulfonamides)、FOSEs (sulfonamidoethanols)。血清樣本取自 31 個參
與人員(n = 31)，分析 12 種 PFCs 包括 PFOA 及 PFOS。在空氣樣本中，
FTOHs 濃度最高，特別是 8:2-FTOH (GM = 9920 pg/m3)，FTOHs 會隨
著建築物而有顯著變化，新蓋的建築物會有最高濃度。血清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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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A 濃度與空氣樣本中 FTOHs 濃度顯著相關：6:2-FTOH (r =
0.43)，8:2-FTOH (r = 0.60)，10:2-FTOH (r = 0.62)。整體而言，空氣中
的 FTOHs 可以顯著預測血清中的 PFOA 濃度(p < 0.001)，並且可以說
明血清中大約有 36﹪的 PFOA 濃度的變異。血清中 PFOS 與空氣中
FOSAs/FOSEs 的濃度並無直接相關。結論是：辦公室空氣 FTOH 濃
度顯著預測血清中 PFOA 濃度，PFC 在空氣中濃度的變化似乎與建築
物本身的辦公室數量、型態、潛在釋出來源（例如地毯、傢俱、油漆）
的老舊均有關係。
本篇中樣本數只有 31 個辦公室稍嫌少了一些，比較難達到統計
所需求，且波士頓地區位於美國緯度較高之區域，若考量美國加州可
能又不同了；另外室內空氣品質應該討論是否有大樓空調系統、換氣
率、空調濾網是否定期更換及開窗的比例？另外一般辦公室型態應計
算待在辦公室的小時數，有些從事業務人員待在辦公室時數甚少，檢
測血清時應排除相關人員，且表 3 內男性僅有 5 位，而女性有 26 位，
性別的因素應納入考量。
〈11〉

11. 比利時 Flanders 地區民眾暴露於 PFOS/PFOA 第一次評估

為 評 估 Flanders 地 區 民 眾 暴 露 在 全 氟 化 物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 )，本文量測該地區內住家和辦公室的落塵(settled
dust)、特定挑選的當地食物、飲用水及人體血清樣本中全氟辛烷磺酸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及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的濃度，所得結果與文獻數據做比較。依據這些數據，計算小
孩及成人從食物、飲水、落塵、土壤及空氣中的攝入量(intake)，其中
飲 食 暴 露 佔 總 攝 入 量 的 最 大 部 分 ， 成 人 平 均 飲 食 攝 取 24.2 ng
PFOS/kg．day（P95 為 40.9）及 6.1 PFOA/kg．day（P95 為 9.6）
，兒
童平均飲食攝取量約為成人的 3 倍。本文預測攝入量與其他國家的評
估相比較高，但與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在 2008 年公布的攝入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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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PFOS 和 PFOA 的攝入量仍低於每日可容忍攝取量。
PFOS 已在 2009 年斯德哥爾摩公約第四次締約國大會中，新增
為列管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並
限制其製造與使用。我國環保署於 2010 年將其公告列為第一類毒性
化學物質。
12. 整合投入產出模型與風險評估以推估臺灣地區的砷暴露人口

〈12〉

投入產出(input-output, IO)模型，最早由 Leontief 於 1936 年提出，
廣泛運用於分析經濟體系中，各產業部門的生產與消費之關聯性。本
文將 IO 模式與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s, RA）整合為 IO-RA 架構，
用以推估臺灣地區砷的暴露人口。依據全國性排放清冊（Taiwan
emission data system）
，臺灣地區砷的空氣污染排放源主要來自電廠、
煉鋼廠、水泥廠、半導體製造廠及焚化爐等，將上述工廠中 121 個排
放點、受體人口、暴露途徑、工業生產及消費，於臺灣地圖上建立分
布結果，則可推估出暴露人口。若再透過更多大氣監測數據及擴散模
式等資料，可再進一步推估暴露濃度及劑量，另依現有毒理資料庫資
料，再推估致癌及非致癌風險。
13. 加州家貓體內 PBDE 濃度偏高的原因：家中灰塵是主要污染源？
〈13〉

多溴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是溴化阻燃
劑，為內分泌干擾素，影響甲狀腺荷爾蒙的體內平衡。最近研究顯示
家貓體內 PBDEs 濃度偏高，與貓的甲狀腺機能亢進(hyperthyroidism)
有關。本文追蹤此一發現，進一步量測加州 26 隻家貓（16 隻有亢進
症，10 隻為控制組）血清中的 PBDEs、多氯聯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有機氯農藥(organochlorinated pesticides, OCPs)，利
用液液萃取及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儀(HRGC-HRMS)分析，發現加
州家貓體內含量特別高（ΣPBDEs median = 2904 ng/g lipid，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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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2537 ng/g lipid）
，約為一般加州居民的 50 倍（62±8.9 ng/g lipid）
。
比較 PBDEs 同源物的型態，家貓體內主要的為 BDE-99 和 BDE-209，
與加州居民和野生動物相當不同（主要為 BDE-47）
，但是和家中灰塵
的型態相當。而家貓體內 PCBs 和 OCPs 的濃度高度相關，與其飲食
暴露來源一致，但是和 PBDEs 並不相關，表示 PBDEs 另有別的暴露
途徑，作者研判家裡的灰塵（house dust）可能是一個主要暴露來源，
但無強烈證據可證明 PBDEs、PCBs、OCPs 與亢進症有關。
加州地區為美國國家健康營養調查研究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中，全世界人類體內總 PBDEs 量最高的
區域。
14. 熱帶生態系農藥的整合生態風險評估：巴西 carbofuran 案例研究
〈14〉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由收集土壤及水體的資訊做整合研判，對農藥
施作於熱帶農業地區對生態影響的評估。加保扶(Carbofuran)是一種
殺蟲劑/殺線蟲劑(nematicide)，廣泛在甘蔗田裡施作。本文評估噴灑
後之直接對土壤生物(soil biota)的影響，以及間接的經由地表逕流
(runoff)或滲漏對水體生物(aquatic biota)造成的影響。利用標準的生態
毒理學測試法(standard ecotoxicological tests)，針對土壤及水體中多種
生物進行測試。將土壤樣本經一系列稀釋，與逕流水，滲出水等分別
進行實驗室及現場測試。現場測試毒性結果較實驗室為高，顯示實驗
室模擬的技巧仍有改進空間。惟本項工具對於農藥噴灑於土壤之毒性
效應與不同水體之潛在風險，仍具有評估之價值及應用。

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與健康生態風險評估
以基因體技術探索整個社群的所有 DNA 及基因表現資料，進一
步探討代謝機制及分子毒理作用機理，使能窺探生物功能的全觀（A
holistic view of organism function），將改變傳統作用模式（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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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MOA）的看法。本主題蒐集近期相關文獻，說明環境基因體
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在健康生態風險評估的功效。
〈15〉

15. 環境基因體學焦點議題

【2012 年 46 期專刊引言】

新世代定序技術（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為基因體科學
（Genome science）的 2 次革命，主要包含 4 個平台：1.焦磷酸定序
（Pyrosequencing）（Roche 454 Titanium）；2.離子流定序法（Ion
Torrent）
（Applied Biosystems）
；3.連接酶定序法（Ligation Sequencing）
（Applied Biosystems）
；4.Solexa Sequencing（Illumina）
，能快速且低
成本的產生許多核苷酸的序列資料，使應用在各種物種變為可行。早
期基因體學聚焦在某些模型生物體（Model organisms，例如酵母菌、
蒼蠅、蠕蟲及草）的整個基因體。在線蟲（nematode C. elegans）2002
年 11 月基因體定序完成後 10 年的今天，2010 年也對大型熊貓（giant
panda）完成基因體定序，這是第一次由下一世代定序技術完成複雜
基因體再合成的工作。
基因體技術切入環境科學約在本世紀開始，重要里程碑為 2003
年的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主題為：演化及生態功能基因體學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Functional Genomics）
。從此開始，逐漸
影 響 在 環 境 期 刊 穩 定 成 長 （ 包 括 ES&T, Ecological Genomics,
Ecogenomics, Environmental genomics 等期刊）
，成為環境科學的一個
次領域，因為基因定序輸出通量（throughtput）增加非常大，使得環
境科學朝向多源基因體學（metagenomics）方法的應用，包括 2004
年 Craig Venter 研究 Sargasso Sea 環境 DNA 的定序、2006 年亞硝酸
鹽 脫 氮 反 應 槽 中 厭 氧 氨 氧 化 菌 (anammox bacterium ， Kuenenia
atuttgartiensis)的定序、2012 年 Hong 等人空氣 DNA 的定序以及 Stokke
等人進行海洋底泥 DNA 的定序。
對環境科學來說，最重要的議題仍是以基因體的觀點如何增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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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毒性化學物質潛在風險的了解。所以環境基因體學一再重複的一
個主題是使用全幅基因體基因表現去做化學品作用模式的特性描述
（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de of action of chemicals using
genome-wide gene-expression ）。 基 因 表 現 資 訊 （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代表暴露於化學品受到一系列生化程序影響的潛藏的豐富資
訊。這種基因表現資訊，即使是比較相當接近的化學品也有很高的化
學品特異性。所以生物體在一些毒化物的暴露情況，例如雞、鸕鶿暴
露於戴奧辛，顯示有新的基因進行轉錄的反應，表示暴露時可能有新
的 特 定 毒 物 的 指 標 物 質 產 生 「 new toxicant-specific markers of
exposure 」。 有 一 些 毒 性 機 制 不 僅 止 於 蛋 白 質 譯 碼 基 因 （ proteinencoding genes），而且涉及微型核糖核酸(microRNAs)，但是傳統方
法只檢視訊息核糖核酸(mRNA)，不檢測 microRNAs，所以在傳統轉
譯蛋白質體學（transcriptomics）中是無法檢出 microRNAs。
到目前為止，環境基因體學都研究單一時間中一種化學品的暴
露。在此複雜系統中，基因表現資料如何？利用水蚤（Daphnia）暴
露在炸藥的混合組成中，結果在這複雜系統中，基因表現資料變為極
度困難，轉譯蛋白質體的表現受各種交互影響，其反應（response）
也不與劑量（dose）成單一關係（monotonic），顯示這會造成風險評
估的問題，因為風險評估係假設在設定閥值或標準時，劑量效應有單
一關係。化學污染物的最大可接受濃度，通常用無法觀察到反應濃度
（劑量）NOECs 或 EC50 表示，假若這些指標在轉譯蛋白質體的表現
程度不明顯，則應用轉譯蛋白質體學的技術做為定量風險評估就有問
題。但是，仍然可能以生物反應來區分環境樣品，有一些研究土壤銅
污染以及污染的海口溼地。另一些研究利用長江的水供老鼠飲用，導
致人造化學品代謝機制的基因表現資料的改變。這些研究皆提供很強
的支持，表示轉譯蛋白質體學是很靈敏、很專一，也很快速能取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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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測試生物暴露於化學品的資訊。同樣原理也可應用在微生物族群
（microbial communities）
。
有研究使用細胞流速儀及分子指紋可以快速了解廢水處理廠中
微生物族群的變化，以決定操作上調控參數。也有研究用基因體學技
術追蹤表面水體腸細菌（enteric bacteria），以及芳香族環羥化雙氧化
酶基因，此基因使細菌可以分解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16. 斑馬魚基因晶片技術在雙酚A毒性機制研究中的應用(16)
2010 年 Duan 等人利用斑馬魚基因晶片技術和即時定量 PCR 的
方法，從分子水平上研究了雙酚 A（Bisphenol A）對斑馬魚的毒性作
用機制，將受精後的斑馬魚胚胎以雙酚 A 暴露 8 天，以基因晶片技
術和即時定量的方法檢出 50 個特異表達的基因有明顯的上升或下
降，並呈顯著的劑量毒性效應，這些表達基因的發現證明雙酚 A 具
有遺傳毒性。
（17）

17.生態及演化功能基因體學－如何有助於化學品的風險評估？

系統生物學（systems biology）及體學研究（omics research）要
區分暴露或影響，有人倡導系統生物學方法，因為一開始即假設暴露
於化學品會產生可能的化學干擾，接著再用體學研究（包括轉錄蛋白
質 體 學 transcriptomics ， 蛋 白 質 體 學 proteomics ， 代 謝 體 學
metabolomics）
。然後將數據整合在交互作用的網絡上，可以預測生物
改變的產生。如此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交叉比對，可提併整個動物
體受化學暴露的生物影響的整體了解。
作用模式（mode of action,class of action）
、表現模式（mode of
presentation）等重要觀念：
使用在鯉魚上的專用的 cDNA 微陣列可以區分 14 種不同的化學
品，這些化學品全部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列為內分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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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物質。即使在這種狹隘的分類行為（分泌干擾），全基因組分
析是強大到足以檢測到化學品之間細微的差別。
基因跟相關的不良結果路徑的行動模式有很密切的關係，而相關
的基因已被建議作為風險評估的良好指標。
長期暴露在低劑量的化學品中，可能導致基因表現的變化，但在
功能或路徑上並沒有顯著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觀察到的轉錄
影響劑量（NOTEL）的概念是需要注意的。
對於每一個基因的一個“基準劑量（Benchmark dose, BMD 是一
種軟體執行致癌與非致癌的風險評估，比較百分之十的致死量
(EC10)的歸納，相關的表現型效應顯示了特定功能參與這些基準
劑量的路徑。這種詳細的轉機研究，可以在環境毒物學研究尚未
執行時，可以瞭解表現型基準劑量的變化。
18.生態毒理基因體學支持生態風險評估：雙酚 A 在魚體中的案例研
（18）

究

以胖頭鱥（fathead minnow）及斑馬魚(zebrafish) 2 種魚作為研究
對象，進行雙酚 A (Bisphenol A, BPA)對卵巢轉錄特性（ovarian
transcript profiles）及內分泌/生殖相關目標終點（targeted end point）
之影響。進行胖頭鱥及斑馬魚在 BPA 濃度分別為 0.01，0.1，1.0，10
及 100 μg / L 下，經 4 天暴露，發現濃度為 10 μg/L 時，兩種魚均
引起顯著地卵黃前質誘發反應（vitellogenin induction）。但是斑馬魚
在肝臟基因表現（hepatic gene expression）及類固醇生成（steroid
production）的影響較胖頭鱥不敏感；卵黃前質誘發反應也較緩和（斑
馬魚 3 倍，胖頭鱥 13,000 倍）。在卵巢轉錄蛋白質體的劑量效應
（concentration-response）並非單一（nonmonotonic），此違背了可以
從轉錄蛋白質體結果去設定危害閥值（hazard thresholds）的假設。然
而，不論是哪一魚種其非單一的特性是一致的，而且不同的表現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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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相當類似的函數（there were nominal similarities in the func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此說明了在 2 種魚
體中潛在活化了一些經常路徑干擾的基調（potential activation of
common pathway perturbation motifs in both species）
。整體而言，此結
果提供了一個有效的案例研究，說明生態毒理基因體學在生態風險評
估上的應用潛力，也提供雙酚 A 對魚體影響較新的比較數據。
（19）

19.生理與分子影響評估相對於物化為主的評估方法

結構相似的物質被認為其毒性誘發係經由類似的主要作用模式
(predominant mode of action) 產生，目前在環境風險評估裡化學物質
的作用模式 (MOAs) 分類方式，主要還是根據潛在毒物的物化特性
來進行，但通常不知這樣的分類是否能被生物機理資料 (mechanistic
biological data)所支持。本文是研究 2 種結構相似物(醇類及苯胺類)
在事先界定的 MOA 下，研究其在不同程度的生物組織(基因轉譯、
能 量 儲 備 及 成 長 ) 的 毒 性 效 應 。 以 Daphnia magna( 水 蚤 ) 暴 露 在
Narcotics 與極性 Narcotics 毒物為例（Narcotics：字義上指能引起麻
醉或昏迷效果的藥物，一般指所有能導致成癮的藥物），結果發現，
化學性質相似不表示其毒性相當與具有相似的生物反應，而在不同生
物反應(成長、能量利用及基因轉譯)的基礎上進行測試化學物質的分
類並不能得到事先界定的 narcotics 對極性 narcotics 的 MOA 結果，此
外，基因轉譯為主的群聚資料是較高等生物組織觀察結果的指標，再
者，小群的分類基因能夠因為群聚特性而被辨識，且這些分類基因會
隨著生物及生理反應一起變化。與以物化特性為基礎的 MOA 類別比
較起來，整合性生物多層次影響評估(integrated biological multilevel
effect assessment)能夠在高水準的環境風險評估中提供必要且決定性
的 MOA 資訊。本文研究結果對於轉譯組學(transcriptomics)的工具被
用在研究基於生物反應的潛在毒物機理特徵，抱有相當大的希望，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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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建立以生物學為基礎且可靠的 MOA 分類範疇，轉譯資料將能提
供其所缺少的生物資訊。
文獻指出環境風險評估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ERA)
主要係基於標準化的(急性)毒性測試方法，即利用來自不同營養級
(trophic levels)的個別物種來決定受影響的不同濃度。若數據有缺口
(當沒有或是僅有一小部份的效應資料可獲得時)，則靠計算預測、模
式 推 估 ， 例 如 定 量 結 構 活 性 關 係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s, QSARs)，來預測潛在毒物的急毒性影響濃度。這些經
驗數據資料及預測的結果只能在已界定終點 (defined end point)上提
供有限的毒理資訊，而無法提供實際的機理資訊。然而，機制功能性
的毒性資訊被認為是生態毒理學研究以及 ERA 很重要的資訊。這種
資訊不只能對於污染物在生物組織中的危害衝擊有基本了解，同時可
在潛在毒物的評估及分類上歸納出一般原則。換言之，化學品也可以
根據它們的生物作用模式(biological mode of action, MOA)做分類。
因為結構相似的物質被認為有相符的 MOAs 途徑，因此現在已
發展了數種不同的方法來將化學物質依據其本身的物化特性區分到
MOA 的類別裡。一般來說， MOA 主要可分為兩類：基線毒物(baseline
toxicants，例如 narcotic 化合物)，以及超量毒物(excess toxicants，例
如反應性或特定作用化合物)。基線毒物係指與生物內特殊受體不交
互作用的化合物，可又再分為極性 narcotic 及非極性 narcotic，其毒
性機制可能來自對生物膜的結構及功能的干擾，由於化合物的疏水性
(hydrophobicity, log Kow ，辛醇與水的分配係數)與生物膜的破壞有
關，所以被認為與毒性潛勢(toxic potency)有強烈相關。另外由於氫鍵
結合能力所致，極性 narcotic 毒性略強於非極性。超量毒物則被認為
其引起毒性的原因係經由額外的且通常是較特殊性的機制所造成，例
如存在或缺少某個特定的化學官能物質。本研究採用的兩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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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酒精及氯化苯胺，其中酒精代表非極性 narcotic 化合物，而氯
化苯胺代表極性 narcotic 化合物，因為一般來說它們被認為是經由類
似的 MOA 途徑來誘發毒性的結構相似物，也就是可預期多層次影響
評估將能代表每個事先界定的 MOA 群，然而本研究的最後結果並不
同意上述預期的觀點。
經由本研究也可以發現目前的環境風險評估(ERA)仍具有一定
的不確定性，不論是在毒理資訊、計算預測、污染物傳輸途徑，甚至
是模式推估上都有不同的發展方向及缺口。而本研究的重點就在於毒
理資訊在生物反應上的缺口，另外國際上也有些研究是在分析多種化
學物質之間交互作用所造成的毒理資訊，不管怎樣，這相對也證明了
環境風險評估在環境規劃與管理上相當重要。
20.生態毒理學家的外基因體學

〈20〉

舊觀念的新看法(A New Slant on Old Ideas)：基因決定命運?外基
因體學(epigenetics)檢視基因如何與環境相互作用以形成遺傳基礎，產
生一些令人驚異的發現。我們經常想像 DNA 為唯一的遺傳基礎，基
因密碼決定每個人從眼睛到頭髮顏色的個人特徵。但是，在持續發展
中的外基因體學，建議此種傳統的典範(traditional paradigm)太過簡單
化。外基因體學係研究可遺傳的因子，但發生的機制有別於 DNA 本
身密碼的改變。1940 年代 C.H.Waddington 首先使用此一名詞，描述
「the interaction of genes with their environment，which bring the
phenotype into being。」外基因體學標示環境可能的影響(化學的及非
化學的)，可能由遺傳繼承(其方式可能非直覺的)、早期生命經驗的影
響（如父母親照顧及營養），均可能在長大之後，甚或在下一代顯現
出來。
傳統的基因體學，遺傳物質是以 DNA 及編碼的形式，當作所有
生命必要的資料。當細胞分裂時，這些資料將會被忠實的複製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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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所有的細胞包含一個完整複製的 DNA 密碼，但是基因表現的
方式-就是說基因被開啟(表達)或是被關掉(非表達)-決定了細胞的種
類與功能。一個你手臂的表皮細胞與你大腦的神經細胞皆含有相同的
DNA 密碼；字首”epi”來自於希臘文字，為”over”或”above”的意思。
這些化學標記影響哪些基因被表現以及表現到什麼程度。外基因體學
標誌非常容易受到環境的影響，且當上一代傳至下一代時細胞的有絲
分裂或一些減數分裂的情況會被繼承。
近幾年來，外基因體學在生物醫學正逐漸受到重視。外基因體學
成功解釋 Barker 假設，其假設為；在成長的早期階段，營養及其他
環境因子將影響成人的敏感性(過敏)而導致慢性疾病。最典型的例子
即為: 在 1944-1945 年 Doutch Winter Hunger (饑荒)期間懷孕的人，
他們將持續的透過外基因體學進行改變，這改變表現在懷孕期間才會
出現的標誌-IGF2 基因上。除此之外，經歷過那場飢荒的人容易罹患
身體代謝異常及心臟血管方面疾病，其中外基因體學專注於其致癌方
面的機制研究。而營養上的缺乏也會影響到壽命長短，甚至，充足的
食物和壽命呈現負相關等的影響。

結語
由於新世代定序法使得基因高通量輸出，很快能完成物種基因體
的定序，有助於環境基因體學以基因角度，進行場址中微生物菌群的
分析及污染物對生物體的基因表現資料，補強了許多環境科學不足的
地方。生態毒理基因體學有基因體的加持，找出更多污染物暴露後生
物體表達的基因組，能建構污染物的分子毒理作用機制，並做為環境
暴露生態風險的運用參數，補正了許多生態毒理學不夠嚴謹的部分。
總之，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均為進入後基因體時代，
強調不須培養出微生物菌落、基因表現資料及分子毒理作用等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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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健康生態風險評估中將提供越來越多的基因體證據，兩者將會
是強有力的健康生態風險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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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測產業發展策略(方向及計畫)
尹玉華1、吳國傑2、黃克莉3、蘇國澤4、顏春蘭5、阮國棟6

一、 前言
依據及本計畫定位
100 年 5 月 9 日行政院頒布「產業發展綱領」
。揭示未來 10 年各產業
發展策略方向，並作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產業發展方向及計畫
之依據。
「產業創新條例」第 4 條：
「本條例公布施行一年內，行政院
應提出產業發展綱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產業發展方向
及產業發展計畫，報行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各產業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負責推動所主管產業之發展」，環境檢驗所為我國環
境檢測機構之管理機關，也是環境檢測產業之目的事業管理機關，爰
參酌產業特性、市場潛力、綠色成長及產業關聯效果等資訊，研擬「環
境檢測產業發展策略」，分年試行並與業界滾動式研商修訂，以期符
合業界真正需求，經發展趨於成熟時，當在適當時機報院核定。
環境檢測產業：政策面之重要性
環境數據為環境保護工作重要之基石，舉凡環保政策之釐訂，環保法
規訂定，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飲用水品質確保、環境品質監測及污
染源稽查管制工作之執行，莫不以具公信力之環境檢測數據為依據(1)。
環境檢測產業：實務面之重要性
環保署成立後，重視環境保護事業民營化之政策目標，因而積極推動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設立與許可制度。民國 76 年開始至 84 年止為輔
導建制階段，因配合環保法規陸續發布施行，相關之檢測工作隨之殷
切需求，家數由起初 2 家快速成長至 60 家；84 年以後國內環保檢測
需求漸趨平穩，檢測機構成長亦趨緩和；至 101 年 3 月底止達 89 家 95
處檢驗室。這批環境檢驗的幕後英雄每年執行之檢測樣品數占國內環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秘書2.簡任研究員3.組長4.主任秘書5.副所長6.所長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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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檢測總產量之 85﹪，在政府人力逐年精簡之政策下，這個比例未來
還會上升

（1）

。

二、 發展願景：優質服務與永續發展
為改善環境檢測業經營環境與輔導技術創新，以維繫環境檢測業永續
發展，並提供國民優質就業機會，發展方向為健全環境檢測業發展之
法規與環境，並積極強化其在國際競爭之關鍵能耐，以擴大我國環境
檢測業之國內外發展基盤。在此願景下，未來重點發展方向包括：
１、整備國內法規與世界同步：加速國內法規鬆綁與配套措施整備，以健
全環境檢測業跨領域整合性產業之發展環境；配合法規執行，拓展環
境檢測業檢測許可項目範圍、簡化主管機關行政作業、降低營運成
(２)

本。

２、人力創新培育：配合未來環境檢測業跨領域發展所需，同步培育所需
專業人才；輔導檢測機構取得 TAF 認證；培訓社會人士具備高階檢測
儀器之使用能力；培訓業界在職人士的新增（檢測技術）需求；強化
環境檢測業人才之國際化能力，並促進國際檢測認證接軌，以提升國
際競爭力。
３、促進檢測技術創新：協助環境檢測業取得資源進行研發與創新活動；
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產學間技術移轉。
４、協助國際市場拓展：建置環境檢測業友善商業環境，加強國內環境檢
測業服務品質認證，提升臺灣整體服務形象；結合科技應用，提升跨
國經營效率，積極協助業者拓展國際服務市場。

三、 現行相關政策方案之檢討
１、產業範疇
環境檢測業務乃應用各種物理性、化學性或生物性檢測方法以執行環
境標的物採樣、檢驗、測定之工作，檢測範圍包括空氣檢測類、水質
水量檢測類、飲用水檢測類、廢棄物檢測類、土壤檢測類、環境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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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檢測類、毒性化學物質檢測類、噪音檢測類、地下水檢測類、底泥
檢測類與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類等 11 類( )。
３

２、產值及就業人數
環境檢測業每年產值約為 20 億元。從業人員至 101 年 3 月底止共計
約 2,700 人，其中女性占 32.1﹪，男性占 67.9﹪。
３、產業特性
檢測機構從業人員素質高，人力資源充沛，其學歷依最新統計資料顯
示，大學畢業最多占 59.1%；其次為專科程度 25.5%；再次為具碩士
學位有 12.3%的人；高中職畢業有 2.1%；其博士學位佔 1.0%。由於
檢測機構屬專業性高之技術性行業，必須有最基本之學經歷限制，且
經驗之累積有利於檢測機構之發展，因此行業生存空間較不易被取
代。人力資源屬技術性人才，年齡層大約在 20 至 40 歲之間，為有利
發展行業之動力。
社會大眾環保意識高漲，政府對環保工作積極推行，而檢測數據更是
環保政策之重要工具，檢測機構之生存空間大。目前國內之環境檢測
業大部分屬於中小型規模，市場範圍亦多侷限在國內市場。因製造廠
商外移及相關投資減少，造成市場成長趨緩，並導致競爭激烈，削價
競爭(4)。
４、面臨問題
從業人數少，屬弱勢之職業團體，又因為起步慢，在社會較不易被重
視。由於多屬小型企業，受限於人力物力，經營成本較高。其儀器設
備成本高，須有相當且持續之業務量，始可維持或是獲利，大都由技
術人員自營業務，較缺乏企管觀念。從業人員工作性質兼具危險性及
高勞動力，待遇低，如資方未再注重員工福利，則易使檢測人員異動
頻繁、檢測技術與經驗傳承困難，品保品管措施未能落實，影響檢測
機構之行業形象。
高難度檢測技術尚未建立，目前許可之檢測類別仍以水質水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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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廢棄物檢測類等之分析為主，屬較高難度且是未來市場需求主流
之項目，如有機類、戴奧辛等之檢測申請機構為數較低。

四、 執行策略
１、健全本所服務能力，加強對業者服務：方法、法規建制、輔導計畫。
每年藉由業者及檢測主管座談會，進行相關法規與行政作業規定之探
討，運用本所現有行政資源，爭取經建計畫經費或相關輔導計畫達到
優質服務目的。
２、業界跨界聯盟、爭取國際市場：可結合儀器設備業、工程業及檢測業
等跨界合作，申請經費支援、拓展國際市場。
３、爭取基管會（空污基管會、土基會、回收基管會）或相關業務處之經
費支援，辦理產官學的育成計畫或人力培訓計畫。

五、 計畫目標與內容
１、整備國內法規與世界同步接軌： 101 年底前完成法規修訂 155 種。
預定增修訂 149 種方法及 6 種檢測機構管理相關法規修正，每年將彙
整業界對於相關法規與行政作業規定之意見，運用行政資源或計畫方
式整備國內環境檢測相關法規與檢測方法。100 年已開始執行。
２、人力創新培育：每年以 300 人為預定目標。課程內容涵括排放管道、
室內空氣、水質、廢棄物、土壤、地下水、微生物等各種環境基質或
領域之檢測分析技術與高階儀器應用。100 年及 101 年已開始辦理。
３、促進檢測技術創新：配合本署業務處管制、方法公告、綠色檢測方法、
創新檢測技術及方法等需求，以公開徵選「環境檢測技術創新育成」
計畫，辦理產官學合作，提升檢測機構研發新檢測技術，計畫經費係
透過四、執行策略 3 方式自籌經費。
４、協助國際市場拓展
檢測技術的國際運用及合作：配合本署各業務處國外交流事務推廣，
辦理檢測技術的國際運用及合作，推廣環境調查的國際布點(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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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的互相認證、環境調查的區域布點(布局)及軟、硬體的國際推廣。
輔導環檢業拓展海外市場：101 年己開始辦理建構兩岸環保服務業交
流平臺計畫，並配合本署各業務處國外交流事務推廣，拓展大陸市場
與東南亞市場。

六、 資源需求與配置
計畫內容所需之經費均由本所自籌，編列預算配合辦理。

七、 預期成效
１、預期效益
發展環境檢測業，除了可以提升我國環境檢驗品質外，亦可創造新的
就業機會，促使該產業能蓬勃發展，並為我國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提
供貢獻。
２、主要績效指標
整備國內法規與世界同步： 101 年底前完成法規鬆綁 155 種。
100 年與 101 年相關計畫執行情形詳如表 1、表 2。
人力創新培育：每年以 300 人為預定目標。
100 年與 101 年相關計畫執行情形詳如表 3。
促進檢測技術創新：每年 1 項整合計畫。（視經費來源而定）
協助國際市場拓展：101 年度辦理「兩岸環境檢測服務業交流計畫法規、市場資訊及互訪」計畫一項。102 年執行第 2 年計畫。

參考資料
1.環境檢測機構管理策略分析，環保署環境檢驗所，2010。
2.環保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環保署，2004。
3.100 年特定環境保護服務業狀況調查－調查報告，2011。
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理辦法，環保署環境檢驗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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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署環檢所增修訂檢測方法預定表
方法種類
空氣污染檢測及物理性公害量
測方法
土壤底泥、廢棄物及毒化物檢
測方法
水質檢測方法
生物檢測及採樣方法
毒性物質
飲用水處理藥劑
環境用藥方法
總計

100 年完成
增修訂數（種）
23

101 年預定
增修數（種）
17

21

55

12
11
0
0
1
68

54
11
11
1
1
149

(含增訂 13 種方法、
修訂 23 種方法、修方
法號碼 32 種)

(含增訂 15 種、修訂 24
種、修編碼 106 種、回
饋國際 4 種)

表 2、101 年「法規整備」細項預定表
議
題
相關法規
1、縮 短 環 境 檢 驗 1. 環境檢驗測
測定機構與機
定機構管理
動車輛測定機
辦法
構 許 可 證 各 項 2. 環境檢驗測
變更申請審查
定機構許可
作業處理期程
證申請須知
與相關規定。
3. 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許可
2、配合檢測機構
證申請審查
許可證申請以
作業要點
網路傳輸方式
4. 機動車輛排
申報業務與檢
放空氣污染
驗室搬遷辦理
物及噪音檢
期程規定。
驗測定機構
管理辦法
5. 機動車輛排
3、放寬屬於現場
放空氣污染
採樣、測定之儀
器設備所有權
物及噪音檢
規定，明定應執
驗測定機構
行事項與辦理
許可證申請
期程。
須知
6. 機動車輛排
放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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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1、檢 測 機 構 許 可 證
各項變更申請審
查作業處理期
程，現行規定展延
案之處理期程為
180 天，其餘申請
案之處理期程為
110 天。均縮短天
數為完成繳費後
60 天，本（101）
年 2 月 10 日及 3
月 1 日發布修正
「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管理辦法」及
「機動車輛排放
空氣污染物及噪
音檢驗測定機構
管理辦法」。
2、修正許可證申請
須知內容：
(1)網路申報作業者
無須公文、減少
申請案文件份

規劃完成時程
1. 101 年 2 月
10 日發布修
正「環境檢
驗測定機構
管理辦法」
2. 101 年 3 月 1
日發布修正
「機動車輛
排放空氣污
染物及噪音
檢驗測定機
構管理辦
法」。
3. 101 年 4 月
30 日前完成
修正「環境
檢驗測定機
構許可證申
請須知」。
4. 101 年 4 月
30 日前完成
修正「環境
檢驗測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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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相關法規
物及噪音檢
驗測定機構
許可證申請
審查作業要
點

說
明
規劃完成時程
構許可證申
數。
請審查作業
(2)簡化檢測報告簽
要點」。
署人申請程序與
5. 101 年 7 月
經驗。
31 日前完成
(3)增列檢測報告簽
修正「機動
署人受訓評量等
車輛排放空
規定。
氣污染物及
3、修 正 許 可 證 申 請
噪音檢驗測
審查作業要點內
定機構許可
容：
證申請須
(1)採樣現場使用設
知」。
備所有權規定。
6.
101 年 7 月
(2)修正「得縮短其
31 日前完成
實際檢測日期，
修正「機動
但實際檢測日期
車輛排放空
不得少於五日。」
氣污染物及
(3)簡化系統評鑑程
噪音檢驗測
序，修訂合格規
定機構許可
定。
證申請審查
(4)修正補辦展延申
作 業 要
請期程與評鑑規
點」。
定。

表 3、輔導計畫
100 年

101 年

檢測類別
或環境基質

檢測技術
或項目

總人數

總人時

總人數

總人時

土壤（底泥）

有機

45

270

40

240

土壤

重金屬

31

186

20

120

土壤

採樣

59

413

20

140

廢棄物

重金屬

15

90

20

120

水質水量

無機

---

---

20

120

水質水量

新修方法

60

360

---

---

地下水

採樣

61

427

20

140

底泥

無機

24

144

---

---

空氣（排放管道）

採樣

---

---

50

300

空氣（排放管道）

異味

22

110

---

---

噪音

噪音

24

120

---

---

生物

急毒性、藻毒

68

374

40

280

水中或室內空氣中微生物

微生物

139

695

60

420

548

3189

290

1880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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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環境檢測發展計畫
巫月春1、黃克莉1、潘復華1、翁英明1
王世冠1、蘇國澤2、顏春蘭3、阮國棟4

摘要
「新世代環境檢測發展計畫」係呼應總統馬英九先生於 100 年
10 月 6 日揭示「黃金十年 國家願景」第 5 項「永續環境」願景，並
在環境保護署「節能減碳新能源，保安保育好環境」施政理念下，為
民眾打造一個良好優質生活環境的共同前提下，向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研提的 6 年發展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5.46 億，目前尚在審議中。
計畫主體有三部分：一為配合執行PM2.5等新興政策及業務；一為全
面汰舊換新環境檢驗所高階儀器設備；另一為建置移動實驗室及分子
生物技術等，因應環境緊急事件之處理。

前言
國內住宅與工業區間緩衝區域愈來愈少，工安、火災、爆炸等事
件往往引起一定程度影響。尤其是空氣污染事件是沒有區域限制，容
易造成該區域整體性的污染，因此掌握此類型的事件影響監測及評估
顯得格外重要，未來應強化相關檢測設施的能量，做適度的因應及掌
握；況且，隨經濟與科技快速發展，環境污染物種由傳統的硫氧化物、
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種，進展到戴奧辛、塑化劑，甚至各種微量的「新
興污染物(Emerging Contaminants)」
，在國際上，被列為新興污染物的
名單亦持續增加。由於這些新興污染物種具毒性、難以降解或生物累
積等特性，可藉由空氣、水和物種遷徙做長程甚至跨越國界的傳輸，
因此未來我們除了建立現地快速污染監測技術外，面對本土或跨境傳
輸之超微量新興污染物，我們推動「新世代環境檢測發展計畫」
6 年計畫，進行檢測設備之汰換，提高環境檢驗所檢測能量，添購高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組長2主任秘書3副所長4所長

127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政策連結∣Policy Links

精密設備，引進新技術，建置現地快速檢測技術，提升污染鑑識能力，
開發創新環境生物檢測技術，迎接未來的新討戰。

計畫願景
提升全國環境檢測及應變能力

計畫目標
1.建置具有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及異味污染物採樣檢測能力之移動實
驗室 1 座，協助污染與危害之鑑識，達到定紛止爭之效。
2.汰換檢測設施 34 件，添購檢測設施 29 件，提昇環境檢驗所監測能
量，強化新興污染物監測時效性、準確性及量化之檢測能力。

計畫期程
102 年 1 月至 107 年 12 月

計畫經費
新台幣 5.46 億

執行方法
本計畫自 102 年至 107 年，預計分 6 年完成，從設備到技術，全
面性升級更新，汰換及添購檢測設備，引進國際檢測技術，提升檢測
能量。各項工作步驟如下：
1. 結合產業能量，建置完整應變能力：建置移動實驗室進行現地快速
污染檢測與追蹤能力，因應緊急應變需求。
（1） 購置自有動力之大型車輛，改裝為空氣污染實驗室，並配置檢
測分析所需之高純度氣體、水質、發電設施、冷凍、空調與耐
震平台設施等後，將氣相層析質譜儀、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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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層析火焰光度偵測儀、傅立葉紅外線吸收光譜儀等檢測設
施及飛行式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連結，完成實驗平台內各設施
之線上監測技術。
（2） 利用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快速偵測污染物種能力，掌握污染物
種存在之關鍵時間，觸發實驗室內大氣採樣筒/氣相層析質譜
儀、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氣相層析火焰光度偵測儀、傅立葉
紅外線吸收光譜儀等線上檢測設施，進行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含硫含氮之惡臭物質等之線上分析，準確檢測出污染物種及濃
度，結合區域氣象觀測資料，利用模式模擬污染軌跡，推估可
疑污染來源。
（3） 鼓勵民間（例如六輕等）投資污染監測設備，建立自我污染排
放監測能力，落實污染排放改善工作，並提供主管機關自行監
測資料，以追查污染事件之污染源，釐清污染責任。
2. 應用新科技解決老問題，汰換或添購環境檢驗所檢測設施
（1） 汰換原子吸收光譜儀及氫化裝置、頂空進樣/吹捕濃縮自動樣品
裝置、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氣相層析質譜儀等 34
件檢測相關儀器設備，增加樣品前處理及檢測容量與效率，降
低偵測極限，以快速正確提供樣品檢測數據。
（2） 添購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光譜分析儀、攜帶式拉曼光譜儀、全自
動高壓溶劑萃取儀、高解析氣相層析質譜儀、高解析度感應耦
合電漿質譜儀及總有機鹵素分析儀等 23 件檢測設施，可提供多
重污染物同時分析技術，以簡便、快速應用在環境污染之有機
及無機物分析，為現場即時檢測及篩選污染物鑑識之利器，可
發展環境檢驗技術與環境鑑識技術，以強化污染事件鑑識的能
力。
（3） 建置環境中奈米污染物檢測之非對稱流場流動分配前處理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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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全反射式X-ray螢光光譜儀；氣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感應
耦合電漿質譜儀、同位素元素分析儀、高效液相層析/四極柱串
聯飛行管式質譜儀等 6 件重要檢測設備，建立環境中新興污染
物檢測如奈米材料（如fullerenes富勒烯）
、環境賀爾蒙、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全氟化物、雌激素和內分泌干擾物、防曬霜/隔離
紫外線用品和多溴二苯醚（PBDEs）
、微囊藻毒素等濃度含量在
10-12等級，甚至 10-15等級之超微量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建立
環境基線濃度資訊。
3. 創新生物檢測技術
（1）開發生物晶片及細胞毒性系統
奈米微粒對細胞毒性篩選技術：建構細胞電阻（cell index）檢
測技術，以哺乳類動物細胞株來測試奈米微粒之細胞毒性，此
建立之連續式細胞技術未來亦可利用於其他環境有害物之鑑
定。
（2）發展生物感測器及細胞毒性檢測技術
開發環境致過敏性黴菌之檢測晶片，可建立標準化的檢測流
程，未來希能推動民眾居家服務，並期利用晶片建立過敏兒與
特定黴菌間之相關性。並開發以量子點（quantum dot）取代傳
統螢光探針（probes）
，預計增加檢測訊號 100 倍左右，可用於
檢測環境中微量存在之退伍軍人菌存在。
（3）生物快速篩檢鑑識技術之驗證及穩定性確認
環境荷爾蒙等環境污染物之細胞毒性快速篩檢：密切注意環境
荷爾蒙細胞篩選技術研發，如美國 EPA 進行之定量毒理學研究
計畫（ToxCast），是利用細胞株來大量篩選（high throughput）
環境化學物所造成的細胞毒性篩檢技術。
4. 強化區域環境檢測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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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行新興例行性空氣細懸浮微粒質量及成分檢測
於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南區督察大隊現有檢驗室，添購細懸浮微
粒質量濃度檢測環境設施及其成分分析相關設備，進行嘉義以
南各縣市地區，新興管制項目之空氣中細懸浮微粒質量及微量
金屬（10-9 等級）成分之檢測。
（2）執行緊急應變或南部地區污染事件之採樣與現場監測
添購及擴充南區督察大隊現有檢驗室各類環境基質樣品採樣檢
測相關之儀器設備（施）97 件，並設置各項介質之半揮發性有
機物、揮發性有機物污染物現場監測設施，以執行雲林以南地
區緊急應變或污染事件之採樣與現場即時監測，加速污染檢測
與鑑識效益。

預期成果
1. 建置具有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及異味污染物採樣檢測能力之移動實
驗室，於公害或工安事件發生時可於污染現地，進行空氣中 120
項揮發性有害污染物質連續監測，協助污染與危害之鑑識，達到
定紛止爭之效。
2. 汰換檢測設施，強化環境中重金屬、農藥及殺蟲劑檢驗能量
（1） 提高現有國內主次要河川水質、底泥、魚體或牡蠣等水生生物
體或其他環境介質之有毒重金屬、農藥、塑膠成分之壬基酚、
多氯聯苯、戴奧辛及阻燃劑等超微量有害物質之背景濃度檢測
能量 10﹪。
（2） 提高環境用藥中殺蟲劑、殺菌劑、除草劑、多氯聯苯、多溴聯
苯及戴奧辛等禁（限）用成分之檢測能量，作為稽查管制依據。
3. 添購新設施，引進新技術
（1） 添購細懸浮微粒檢測設施，配合新增管制檢測需求。
（2） 不明廢棄物及毒化物物種鑑識效率提升 20﹪，協助司法機關偵

131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政策連結∣Policy Links

查環保犯罪案件與污染防制。
（3） 執行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之調查與污染源鑑識，作為污染管
制與整治之依據或糾紛賠償案件之佐證資料，加速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整治與糾紛處置。
（4） 執行環境有機砷、有機汞、 抗生素、環境荷爾蒙、塑化劑等新
興污染物環境背景資料及支援全國食品、工安或其他機關之緊
急事件檢測需求。
4. 開發生物晶片及細胞毒性系統 1 套，提升對各種環境基質中區分
出有害致病微生物之鑑別能力，縮短生物檢驗時間由目前 1 周以
上大幅減至 1~3 天或更短。提高可鑑識有害菌種之數目，提升檢
測靈敏度 10~100 倍，降低檢測濃度極限，有效篩檢出高風險之
場址。
5.建置南部環境檢驗室細懸浮微粒檢測設備與能力，執行嘉義以南
之地區之細懸浮微粒樣品，添購空氣污染物採樣設備與建立採樣
能力，執行南部地區污染案件之現場監測，以掌握污染事件之適
當採樣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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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的國家環境檢驗大樓
莊英孝 1、李孝軍 2、黃文俊 3、蘇國澤 4

前言
「綠建築」
，在日本又稱為「環境共生建築」
，有些歐美國家則稱為「生態建
築」
、
「永續建築」等，由此可知，綠建築不只是單純植栽綠化而已，而是要以「地
球環保」的角度出發，以「環保設計」作為訴求的一種設計理念。
位於中壢市的國家環境檢驗大樓，擁有國內第一棟「綠建築」的頭銜，在歷
經十餘年歲月之後，「綠建築」的光環雖然不再閃耀，但許多當年匠心獨運的設
計理念與落實環保的工法，在多年之後仍維持一貫不變的風貌，保有一棟建物應
有的尊嚴，為人所樂道稱譽。
我們嚐試再度發掘這棟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物，記述一些令人值得回味的事
蹟，讓大家一同認識這棟屬於環保人員共同記憶的國家環境檢驗大樓。

覓地建屋
民國 76 年 8 月 22 日環保署成立，一時俊彥，趨之若鶩，紛紛投身環保行列。
當時全署辦公地點為臺北市敦化北路的台塑大樓，而環檢所的前身為環境檢驗籌
備處(檢籌處)亦併同合署辦公。之後環保署遷移至臺北市襄陽路口的國泰大樓，
檢籌處同仁則未隨同遷徙，仍留守原地。79 年 1 月 10 日環檢所在原址正式成立，
至 79 年 6 月遷往新店市(現改為新北市新店區) 寶橋路的遠東工業城區為止，此
期間係環檢所的台塑大樓階段，成員均來自國內環檢菁英，並網羅外籍專家、歸
國學人，可謂群英薈萃、風雲一時，同仁們專業年輕、活潑而熱忱。
79 年至 87 年底，此期間為環檢所的新店時期。環檢所由組織草創進入致力
業務規劃、檢驗室建置與檢驗人員養成、檢測機構輔導等奠基時期，成員們快速
成長、業務擴增，繁忙程度與工業城區內員工步調互為一致。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專員 2 主任 3 科長 4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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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各辦公地點各有優劣，惟均係向民間企業租賃。囿於臺北市區房價逐
年飆漲；再者，租賃建物亦不宜做為長遠辦公(檢驗)場所運用的規劃。為此，環
保署即在成立之後，於首任署長簡又新博士任內即積極展開覓地自建辦公廳舍工
作，且以臺北市郊鄰近土地為主要之規劃方向。
經過多方努力，於 78 年完成土地購案簽約，以時價 2 億 9 千 470 萬元購得
中壢市五權里約 3.68 公頃土地。之後因應中央機關所在地等各項因素考量，中
壢土地改由環檢所負責規劃興建。

圖 1 環檢大樓土地(1995 年攝)

圖 2 興建中的環檢大樓(1997 年攝)

經過長期之規劃與籌備，環檢大樓新建工程於民國 84 年 10 月取得建造執
照，85 年 3 月動工興建，87 年 5 月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同年 11 月 2 日正式落
成啟用。至此，環檢所終於實現自有家園的願望。
土地購案，自 78 年簽約起至 82 年完成土地過戶止，歷經近 4 年時間。其中
有諸多過程對當事人而言，無異是人生難忘的經歷，尤其是身處風暴圈的沈世宏
先生(現任環保署署長，當時曾任空保處處長、環檢所所長等職)更是點滴心頭。
沈先生其勇於任事的執著與擔當，在當時乃至今日仍是一般公務人員所不及。
環檢大樓主要規劃興建期間，所長是由黃萬居先生擔任(現任職環保署)，而
負責大樓興建業務的主要人員為謝燕儒、張鼎旺兩位同仁(現均任職環保署)。國
家環境檢驗大樓從無到有，上述幾位人員的貢獻實為至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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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特色
環檢大樓基地全區配置、主建築物立面圖如附圖 3。基地法定允建建蔽率
40%、容積率 200%，實建建蔽率 16.67%、容積率 73.00%，另設置有足以容納
178 輛小型汽車與 130 輛機車之停車空間，寬敞的空間，是園區予人的第一印象。
主建築物為鋼骨構造(桎石防火披覆)、預鑄式外牆及 KT 和 DEKT 樓板、珍
珠岩板防火輕隔間等工程環保與防火建材及耐震(醫院等級)之設計與施作，總長
約 106.55 公尺，總寬約 72.74 公尺，樓高約 37.2 公尺；共建築地下 1 層(挑高 5.5
公尺)、地上 8 層(挑高 4.5 公尺)，與周遭客家建築文化融合之三合院式還原磚建
築，中庭採羅馬式風格，中棟為辦公區、左右兩翼為實驗區，實驗室之淨面積達
13760.36 平方公尺(約 4163 坪)，佔總樓地板面積 37%以上。

圖 3 基地全區配置、主建築物立面圖，圖型宛如一尾大鯨

全區綠美化植栽採用鄉土樹種，並以種容器苗之 3 年生小樹為原則，四周以
「厚葉女貞」綠圍籬，且設有富教育性之詳盡花木解說牌。另兼顧水文滯洪特性，
於區內適宜處設置三個大中小(池深分別為 0.85、1.2、4.2 公尺)不等之景觀水池，
總容量約 5,300 立方公尺；另依基地自然生態環境設置一處濕地。全區規劃為無
障礙空間，設有導盲磚、輪椅斜坡道、點字指式板、殘障電梯、殘障車位、各樓
層殘障廁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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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三合式還原磚建築暨環型羅馬式中庭

圖 5 園區內的明眸/景觀水池

實驗區特殊設計
為使檢測數據品質、品保標準及安全衛生能達國際水準，考量多項實驗儀器
周邊支援系統之配合，設有超高壓台電系統以維供電品質、資訊自動化光纖系
統、防震動浮動地板設施(i.e.R109 電子顯微鏡室)、耐酸鹼及防火實驗桌板、耐
酸鹼及防滑粒 EPOXY 漆地板、不斷電系統 UPS、安全性與穩定性高之匯流銅排
BUS WAY、實驗室內外之緊急沖身洗眼器、符合作業環境之照度、維修方便之
共同管廊及管道間、方便大型儀器或設備進出之卸貨平台與大型專用貨梯、無塵
無菌要求之 AIR SHOWER 及紫外線殺菌燈、採防止氫氣穿透漏失之不鏽鋼管線
中央氣體供應系統、並設有毒氣體偵測警報及線上氣體偵漏警報等系統、氣體供
應室防爆結構區隔、安全等級之(IC 卡)門禁辨識系統及監視錄影系統。
辦公區與實驗區各自獨立中央控制空調系統、節約能源之自動外氣補注及螺
旋式儲冰空調系統，採用不破壞臭氧層之 R134a 環保冷媒、避免交叉污染之實驗
室正或負壓自動控制系統及其他與安全衛生環保有關之特殊功能設施。
之所以如此設計，無非是環檢所現今擁有令人稱羨的貴重儀器，如：全國首
屈一指的 PM2.5 微量天秤及濾紙調理室、優質的戴奧辛檢測技術與氣相層析儀/
高解析質譜儀等設備 High-Resolution Gas Chromatography /High-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HRGC/HRMS) 偵測極限達 ppt 級，以及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的被
動式採樣儀器等。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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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實驗室基本配備：抽風機/水槽

圖 7 中央氣體供應系統

污染防治設施
全區污染防治系統採中央監控(警報)及現場操控雙軌系統，設有實驗室廢氣
獨立收集處理設備(西德製排氣罩 HOOD、耐酸鹼及抗紫外線 HDPE 管、有機廢
氣活性碳吸附處理、無機廢氣水洗吸收處理)，處理高濃度有機廢液或廢棄物之
混燒式小型焚化處理單元，高濃度無機廢液(鉛系、氰系、汞系)前處理或處理單
元，高效率環保且低污泥量之磁選法(FERRITE)重金屬廢液處理單元，綜合污水
處理單元，處理後之潔淨水回收再利用為中水道系統，以有效利用水資源。
此項污染防治設施，在國內建物中多為產業之工廠與工業區所具備的設施，
在一般公務機關建物中實為罕見，即使是早期一般實驗室中亦屬少有。

圖 8 實驗室廢氣處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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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標章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88 年 6 月 8 日徵選出「綠建築」標章，並自同年 9 月
起開始接受各界申請，環檢所於備齊相關計畫書及圖說資料後，以「國家環境檢
驗大樓」名義率先提出申請。
「綠建築標章」88 年之評鑑共計有 7 大指標:(1) 綠化指標(2)保水指標 (3)
水資源指標 (4)二氧化碳減量指標 (5)日常節能指標 (6)廢棄物減量指標 (7)污水
及垃圾改善指標。
環檢所申請書經專家學者初評及複評後，於千禧公元 2000(民國 89)年 2 月
14 日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以 89 建研環字第 00273 號函正式核准，
「國家環境檢
驗大樓」獲頒國內第一座完工使用中建築物第 1 號「綠建築標章」7 顆星(7 個指
標全部評鑑合格)之殊榮。
環檢所取得綠建築標章後，廣受國內相關業者認同與效法，同時成為大專院
校師生之參訪對象。為能改善現有建物瑕疵並持續保有「綠建築標章」榮譽，乃
持續向相關機關爭取改善建設經費，分別於 93 年及 98 年獲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之補助，改善之後並以 2001 年版之綠建築評估指標系統重新申請 7 項指標之綠
建築標章，均獲得通過認證，迄今仍保有此項紀錄。

圖 10 綠建築標章

2012年4月

圖 11 環檢大樓前景照片(1998 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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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所綠建築七大指標
一、綠化指標
本基地內綠美化植栽樹種計有 50 種以上，主要為抗風耐鹽之鄉土原生樹種，
分述如下:
●喬木類：大葉山欖、雀蓉、樟樹、水黃皮、烏臼、羊蹄甲、茄苳、戚樹、青
剛櫟、杜英及蘭嶼烏心石；另有鐵冬青、海芒果、羅漢松、珊瑚樹、福木、
厚葉石斑木、圓柏、阿勃勒、黃槐、大花紫薇及小葉欖仁等。
●大棕櫚類：大王椰子及羅比親王海棗等。
●灌木類：蘇鐵、厚葉女貞、杜鵑、大花朱槿、桃花孃、桂花、鵝掌藤、矮性
牡丹、錫蘭葉下珠、雪茄花、雲南繁星、桂竹、大王仙丹、馬纓丹、西洋杜
鵑花、矮性粉仙丹、黃金榕、七里香及紫薇等。
值得一提的是，園區的各類樹種有許多都是由所內同仁親手植栽，歷經多年，
綠樹已然成蔭，惟當年手栽之人，則慢慢陸續他去，人事更迭一如花開花落。

圖 12 綠化園區全員參與(1999 年攝)

圖 13 已成園區內最具代表性植栽/水黃皮

二、保水指標
●戶外停車場地面採透水植草磚，車道旁行人步道採透水鋪面磚壓噴砂合成
磚，車道地面採不透水 AC 路面，其餘除建築物基礎面積(即下有地下室等
人工地盤)外均為植被透水地表，開發後裸露土地面積(無地下室或不透水人
造構造物)18,343.4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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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樓正面前設有一大一小之景觀貯留水池，大門警衛室背及側面設有一小景
觀貯留水池，大樓正面右側前臨大景觀貯留水池附近亦增設有一自然生態濕
地(貯留滲透空地)，景觀貯留水池及貯留滲透空地面積共 5,307.2 平方公尺。

圖 14 中型水池

圖 15 池中精靈/睡蓮

三、水資源指標
●左右兩翼 5 樓式專屬實驗室係大小不等之多間實驗，採模矩化設計，除專屬
實驗用途之三口化驗龍頭、緊急淋浴洗眼器、洗眼器及其他特殊用途之水龍
頭外，實驗室內每個中央水槽均設有電眼感應(立即)式自動(節流網)水龍頭
(離去即停不浪費)供清潔洗手用。
●公共區域浴廁，使用省水馬桶、自動沖水小便斗、省水水龍頭等。
●基地內所有廢污水均分別收集併納入污染防治廢污水系統處理潔淨(紫外線
殺菌並加氯消毒保持餘氯)後，全數回收於中水道系統，做為廁所沖洗用水、
洗車用水、植栽綠美化噴灌系統用水、拖地等雜用水，以有效利用水資源。
四、二氧化碳減量指標
●建築物規模；地上 8 層，地下 1 層之 SRC(地上均為 SC)構造辦公、實驗室
建築物，樓層高度為 4.5 公尺較一般樓層高出甚多，KT 預鑄樓版及 DECK
鋼承版，PC 預鑄外牆版，總樓地板面積 AF=33,306.53 平方公尺。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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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築材料；鋼鈑模、夾板清水模、少量混凝土、鋼筋、大量鋼骨、桎石
防火披覆、花崗石、珍珠岩板輕隔間、磁磚及玻璃。

圖 16 園區植栽/小葉欖仁

圖 17 大樓採用模組建築工法

五、日常節能指標
● 建築物高度為 37 公尺，外周區空調樓地板面積為 13,749 平方公尺，經計算
全年建築物外殼耗能量 ENVLOAD=73.57kWh/ m2．Yr 小於辦公建築物外殼
耗能量 ENVLOAD=110kWh/ m2．Yr，建築外殼負荷比為 0.67，電子安定器
使用率 0.669，空調照明用電比為 1.17，照明效率為 0.8，空調效率比為 0.78。
● 另設有太陽能熱水系統，提供值班人員與替代役男淋浴用熱水。
六、廢物減量指標
●基地土方採用挖填平衡設計及施作，無廢土方運棄。八成以上採鋼版(金屬
系統)模，九成五以上採預鑄 PC 外牆、預鑄 KT 與 DECK 樓版、UT(預鑄)
浴廁、乾式珍珠岩防火板及花岡岩板等乾式輕隔間。
●施工期間採用各種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如：工地設有專用洗滌車輛之清洗設
備、車行工地路面灑水噴霧、堆料棄土區傾卸作業灑水噴霧、裸露地面灑水
噴霧、土石運輸車以不透氣防塵塑膠布覆蓋所載運之土石方；另外採階段施
工計畫，以防止單位時間內產生高濃度之懸浮微粒致防塵措施超負荷而失
效；工地內外嚴禁使用拼裝車輛並禁止超載、超速，採高品質燃料油並選用
狀況良好且易維修保養之施工機具及車輛，以維持機件正常運轉、減少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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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量並降低排放濃度。
●於臺灣地區率先採環保工程與工程環保之理念規劃設計，施工期間嚴格執行
其他環境保護措施並符合管制標準：噪音與振動管制計畫、廢污水防制、廢
棄物處理，配有空氣品質、水質品質、噪音污染及廢棄物等查驗人員並依環
境保護計畫書確實執行工地之環保管理措施、環境保護措施查核計畫、施工
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及施工後環境復原計畫(含營建廢棄物分類及回收)等環境
保護措施。
七、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
●基地內所有廢污水(含地坪落水 FD 等生活雜排水)均分別收集並納入污染防
治廢污水處理系統處理潔淨後，全數回收於中水道系統。
●污防中心旁設有一般廢棄物垃圾集中場專用空間，可貯存垃圾量二日之密閉
式垃圾子車，並每週定期執行清洗及衛生消毒工作。廚房及餐廳設廚餘收集
桶、殘渣收集桶及一般垃圾收集桶，廚餘及殘渣並委外再利用。
●單面紙張回收再利用為較不重要文件之影印紙，各項可資源回收再利用之廢
棄物均予分類收集外賣回收商。
●污防中心設置廢污水處理系統、廢氣處理系、中水回收系統、高濃度廢液處
理及焚化(爐)系統、一般廢棄物焚化(爐)處理系統。

圖 18 興建工程周邊以防塵布覆蓋(1996 年攝)

2012年4月

圖 19 污染防治大樓內廢水處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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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設置
環檢大樓落成使用之同時，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設置各項藝術作品。相關作品
概述如下：
一、『環保手印』，設置地點：大門口
園區大門口作品採邀請比件方式，由楊柏林以『環保手印』獲選。作者以沙
漠中的仙人掌植物、以及人類互動的手勢，來發展公共藝術的基本理念;乃取其
強力的生命及以善良溫暖的意象，來彰顯自然的、生態的主題。
此作品位於本園區大門前，具有地標特性，且為配合其身後電機房的渾圓造
型，作者特以鋁合金冷峻的材質，施以親切的手印造型，來跳脫基地沉重的背景。
此作品在材質上採用抗蝕性佳、韌性強的高科技產品---超級鋁合金。由於表
面經過亮面及霧面處理，在不同光源下產生多元變化，尤其夜間時在多角度燈光
的投射下，予路過人車驚艷與祥和的喜悅 。

圖 20 園區大門口甫完工的景象(1998 年攝)

圖 21 公共藝術作品/環保手印/楊柏林

二、『視覺思考』，設置地點：大門入口警衛室旁側空間
作者陳明輝利用在空間中呈現一雙大眼睛的構想，導源於雙眼凝視著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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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角落，審視寰宇四方，猶如慧眼觀照，提醒眾生在這個時空國度裡，人與
自然之間潛藏已久的共存問題；同時以銳利的雙眼督視人類，須時時珍惜屬於"
自然"的萬事萬物。
作者運用簡潔的眼睛造型，並將地球植入眼球中，更強調其彰顯愛護地球的
主張。作品以不銹鋼及銅為素材，堅毅昂然的正視守護這片園地。

三、環檢大樓前環形廊道空間：『生生系列』
黎志文以太陽、月亮、空氣及種子等人類生存的最基本元素，來表現大地萬
物與自然共榮共存、息息相繫之關係。太陽與月亮日夜不息輪替，大地萬物得以
日作夜宿、生命復始；日光月陰使萬物能量吸收有度，循環適宜。世界賴以生存，
是謂生生不息。造型上除了石材外，其中「空氣」--以不銹鋼圓條構成如煙霧流
動，萬變之姿，並以條狀穿透構圖，暗示出虛幻空間，同時表現「空氣」的無所
不在、千變萬化之狀態。造型安裝在自然岩石上，並置於水池中。偶遇強風，也
會微微顫動，上下倒影，互相起舞、搖曳生姿。

圖 22 公共藝術作品/視覺思考/陳明輝

圖 23 公共藝術作品/生生系列之空氣/黎志文

四、環檢大樓入口之玻璃牆幕及迴廊柱面空間：『觀山、觀水、觀自然』
『觀山、 觀水、觀自然』為委託賴純純創作。作品以透明彩色變化的壓克
力塑型，懸掛在入口大廳、餐廳、圖書室之玻璃帷幕牆內。造型上有行雲流水、
有山水律動，並設有感應控制音效設備，伴著觀賞者腳步襯以自然的蟲鳴鳥啼、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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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風海濤及輕柔樂音，表現出作品與觀者的互動性。(註：目前感應音效部分已
不再運作)此作品亦可隨陽光陰晴變幻產生不同的投影效果，在整體上予人亮麗
愉悅的感覺。

圖 24 公共藝術/生生系列--太陽/黎志文

圖 25 公共藝術/觀山觀水觀自然/賴純純

五、環檢大樓內各會議室：
選擇青年版畫家潘仁松及已故畫家李石樵、劉其偉的版畫作品，分置於各樓
層電梯出口及會議室等公共空間。
公共藝術品的完成正是作品本身的誕生，有些作品會隨著年月的遞變而成
長，就如陳明輝的『視覺思考』作品，為了美化背景而增植的大葉雀榕，在經過
3、5 年之後，長成綿密綠牆，將作品呈現度變得更具體、更完整。而共同生活
在環檢大樓內的同仁，能在公餘之暇充分的「游於藝」，更是最佳的受惠者。

結 語
環檢大樓自 87 年竣工，經過多年，現今綠建築標章已達 9 項指標，除原有
7 項指標之外，新增「生物多樣性」及「室內環境」2 項，且各項指標均已提高
審核之標準。環檢所能數次獲得原 7 項指標，均是全體同仁對環檢大樓及其環
境，努力維持與珍惜愛護的成果。
環顧周遭，昔日盡是農田和埤塘的景象已逐漸為屋舍村落取代，而環檢所「國
家環境檢驗大樓」自規劃設計乃至施工搬遷啟用迄今，無不秉持永續發展並克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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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一份子微薄之力，已為我國「工程環保」
、
「環保工程」
、
「環保綠建築」做
了拋磚引玉的領航示範，期望全民能為地球之永續發展而努力；也期望這棟代表
環檢人員驕傲的建築，能夠在瞬息萬變的世局中依然挺立，克盡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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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優質學習成長環境‧由下而上推動組織變革
環檢所飛躍 2012 全方位組織學習活動專題報導
何淑娟

林忠誼

前言
本所於民國 79 年 1 月 10 日正式成立，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屬
之全國環保檢測主管機關，主要執掌為統籌規劃辦理全國環境檢測業
務，對於全國環境檢驗品保品管制度釐定、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理、
地方環保機關檢驗室輔導、標準檢測方法訂立公告、各類環境檢測技
術建立等事項，在歷任所長及同仁 20 多年來辛勤耕耘下，已累積豐碩
的成果。
20 多年來本所累積的檢測技術及管理資產，雖頗為可觀，但依據
組織發展理論，機關內部成員如果長期習於特定組織文化，容易形成
慣性思考模式，以致缺乏創新動機。又面對外在科技、技術快速發展
之競爭趨勢、可獲得資源有限之困境，以及政府推動組織改造成立環
境資源部等因素下，如何善用本所現有資源，持續技術創新及應用創
新技術，達成組織內部效率及外在效能之充分提升，以因應未來社會
環境急遽變遷並符合國際水準，成為本所最迫切思考及須面對的議題。
為解決組織面臨的問題及迎接未來可能挑戰，本所自 99 年 3 月阮
所長國棟到任後，在活化組織動能方面改採「由下而上」組織學習策
略(Bottom-u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trategy)，以期透過漸進步驟，
推行全方位組織變革。
「由下而上」策略係首長基於機關發展所需，結
合個人專長，研擬各項組織學習行動方案(Action Agenda)，鼓勵組織
成員自發性分享業務及人生經驗，讓所有成員在輕鬆愉悅氛圍下，激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專員 2人事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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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潛能活化思維，透過管理幹部與基層員工深度交流，凝聚同仁共識，
型塑機關前瞻願景。

起飛 99
自 99 年 3 月起本所開始針對替代役男、工友、技工、警衛及駕駛
及基層同仁為對象，推動一系列培訓活動。
1.替代役役男座談及專題研究討論讀書會
替代役男是一群因役期而需短期服務於機關內之年輕人，多為受
過大學以上教育之專業人才。為使其服役期間能持續發展不與社會脫
節，本所於 3 至 6 月間隔週辦理一次，由所長、副所長、主秘及一級
主管輪流主持，會中與役男就環保方面包括綠建築、生質綠能、奈米
科技、資源回收等熱門環保議題進行研討，以增進其先進知識，並就
生活適應及管理方式進行交流及回應，一年內計辦理 11 次。
2.基層員工及替代役同仁座談會
6 至 9 月份間之活動始納入工友、技工、警衛、駕駛及基層職員，
座談會隔週辦理一次，由本所所長親自主持，會中安排相關專長人員
與參與對象所關心之包含人際溝通、壓力紓解、英語學習、求職考試
等議題進行經驗交流及分享，一年內計辦理 8 次。
3.新進人員及新任主管引領計畫
為利於新進人員迅速發揮人力效用，本計畫於 6 月至 7 月兩個月
間辦理，由所長親自審定培訓教材並主持討論，新進人員及主管在 4
次參與研討下，逐漸瞭解機關業務及未來發展方向，有效縮短一般新
進人員之適應期，提升個人績效。
4.擴大所務會議參與層級，充實所務會議議程內容
為擴大決策參與，廣納建言，本所將所務會議定義為全所同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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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一個月舉辦兩次的所務會議，出席人員除原有一級主管外，增列

科長及簡任非主管，各單位並輪派基層同仁列席，會後並將會議紀錄
以電子郵件傳送每位同仁，提高同仁對本所重要業務參與感及認同
感，凝聚團隊共識。
5.建置便利有效學習管道
本所所長秉持「有時間讀書就是有福氣的人」之理念，推動「選
好書、讀好書」活動，由同仁自發推薦優良書籍，不分類別，統一採
購，充實圖書，鼓勵借閱，同仁不僅透過廣泛閱讀自我提升，並安排
於每月讀書會分享心得，擴散學習效果。另本所建置「環檢之窗」網
頁，由本所同仁自行中譯國內外得獎期刊論文數百篇摘要以及英語學
習網站，利於迅速獲取學習資訊。
6.採用「技術路徑規劃」擘畫組織前瞻願景
上述措施實行至 9 月份，本所業以靈活的內部改造措施為全體同
仁創造了一個有創意的學習發展環境。然而本所之存在尚須以獲得外
部顧客即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支持為滿足。所謂利害關係人，
包括上級環保署各業務單位、各縣市地方環保機關檢驗單位、營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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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機構、民意監督機關、非營利環保團體等。因此，自 99 年 10 月
份起本所將變革重心轉置業務之精進，首先採用技術路徑規劃
(Technology Road Mapping, TRM)界定機關策略目標，以矩陣式(matrix)
組織型態，打破單位界限，召集基層研究同仁共商，並區分檢測管理、
檢驗技術、緊急應變、鑑識技術、國際標竿等五個議題小組，依照各
小組目標屬性，由召集人帶領，分別採用不同形式之技術路徑規劃模
式推動業務發展。為擴散五個議題小組研究成果，本所嗣於 99 年 9 月
起召開 4 場全所共同參與討論之「技術路徑規劃論壇」
，每場次均邀集
相關領域學者專家評論指導，使本所與學界之技術交流更進一步。

精采 100
1.召開「環境鑑識技術研究及推動小組」會議
100 年 3 月本所辦理最後一場次「技術路徑規劃論壇」後，為呼應
論壇研討成果，開始採取滾動式規劃原則，成立環境鑑識技術研究及
推動小組，持續邀請相關學者專家參與研議相關環境鑑識技術推動事
宜，以提供諮詢意見。全年共辦理 6 次「環境鑑識技術研究及推動小
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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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理「精采 100：檢驗鑑識百寶箱」徵稿活動
為鼓勵同仁將多年累積之檢測技術及內部知識，轉化成社會大眾
易於吸收之資訊，以落實科學普及化之精神，並得以藉此提升個人學
習動能及專業知能之發展。100 年 8 月起以全所同仁為對象，辦理本項
公開徵稿活動，並特邀請署長於本所所慶日頒獎表揚得獎人(照片如
下)。本活動共獲投稿 107 篇，彙集成「精采 100：檢驗鑑識百寶箱」
一冊，成果豐碩。

3.推動「KT 理性思考法」於業務之應用
為強化同仁「綜觀問題、深入分析、提出精進業務」之問題分析
及決策提案能力，由本所所長推動全體同仁閱讀「問題分析與決策-經
理人 KT 式理性思考法」一書，透過書中簡單合理的決策思考程序，將
其應用於團隊任務執行。100 年度本所運用「KT 理性思考法」就業務
及行政單位提出 11 個實際案例進行研究討論，形成 8 個政策執行方
案，具體落實於業務效能提升。
4.辦理「互助式國際期刊論文研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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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快速大量研讀吸收國際資訊，以運用至本所相關業務，本所由
主管人員召集相關同仁 70 位，於 100 年 7 至 8 月間舉辦國際期刊論文
研讀活動，共 14 場次，針對 2011 年與本所業務密切相關且宏觀深入
之 12 篇論文，提出研讀心得及看法，並於本所內部網站建置「期刊論
文論壇」
，以互助方式辦理摘要導讀及心得分享，共計 43 人上網發表，
累計心得 65 篇。
5.舉辦「技術文獻及國際標竿研讀」心得會議
為進一步促進本所各單位同仁彼此間不同經驗交流及知識分享之
目的，本所於 100 年度舉辦技術文獻及國際標竿研讀心得 6 次會議，
活動研讀之標的包括：環境調查研究年報 27 篇論文、環境檢驗技術路
徑規劃及國際論文中文摘要彙編 31 篇論文。參與成員的心得報告也彙
集成總結報告，置於本所內網知識庫，俾供其他同仁閱讀學習。
6.辦理包羅萬象的多元讀書會
為滿足現代人工作及生活的多元需求，本所自 100 年起辦理的讀
書會活動，主題涵蓋人文關懷、宗教藝術、醫療保健、企業管理、旅
遊知識等領域。主講人由各組室同仁義務擔任，藉由每月一次的活動，
讓每位參與人都有汲取多元知識的機會。101 年度更將本所專題（讀書
會）活動辦理時間，固定於隔週召開之所務會議前舉行，使年度辦理
場次增加一倍，除大幅提高參與人數外，也提供更多場次增加同仁練
習發表分享心得感想之機會，預計辦理 2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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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101
自 99 年迄今雖只有兩年時間，本所歷經了一系列組織學習的變革
過程後，由一個長期因循舊思維的機關，已渙然改頭呈現能量充沛的
新氣象。
「由下而上」策略得以奏效，係由於一直以來基層同仁才能發
展未受重視，本所初次辦理，雖獲基層同仁肯定，但為確保其學習熱
情，仍不斷檢討調整，以保持同仁高度學習動機。且本所成員學經歷
背景類似，在業務專業分工下，容易形成本位主義問題。長期習於特
定組織文化，對於嘗試新觀念、新管理方法的意願不高，而習慣以業
務繁忙為由拒絶參與。幸賴首長不斷適時運用獎勵及精神鼓舞，對同
仁朝向正面思考，克服心理障礙頗有幫助。
「由下而上」策略著眼於組織最基層的人員。這群容易被遺忘的
同仁，因受到首長鼓勵，願意主動嘗試參與一系列規劃活動，不僅擴
展了視野，建立起信心，也重新燃起其積極參與的熱情，對機關業務
推展效率之提升、效能之展現產生明顯助益。又藉由技術路徑規劃
(TRM)方法學引領，透過矩陣式議題小組打破單位間本位思考模式
後，通力完成了檢測管理、檢驗技術、緊急應變、鑑識技術、國際標
竿五項組織核心技術路徑規劃，並舉辦 4 場研討論壇，分享並探究組
織未來發展策略與效能指標。基於組織學習培養的默契，本所在業務
案例研究或精進檢驗技術上，同仁間逐漸能透過經驗交流及知識分享
之方式，有效解決意見紛歧，凝聚組織共識。100 年底本所同仁更在所
長帶領下，合力為 22 週年所慶「精采 100」專刊寫下最動人和永不磨
滅的一頁。
101 年度起，為滿足社會大眾的期待及激發同仁研究發展能量，
並收割同仁多年來研究成果，本所決定加速邁開步伐，訂定撰稿投稿
發表之創新獎勵措施，鼓勵本所員工個人或跨組室合作，將職場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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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累積之檢測知能及執行成果，予以深度研析評論，並將稿件透過多
元管道向社會大眾發表推介，使 20 多年來的檢測專業資訊朝向公共化
與普及化轉型，以期達成本所追求專業價值、實現公平正義的共同願
景。

結語－迎接 102
對於本所而言，102 年是關鍵的一年。組織改造本所面臨與他機關
整併的新局面，迫使每位同仁皆須迅速適應新制度，融入新文化。為
期屆時業務順利無縫接軌，完成組改使命，本所目前即著手因應未來
變革之策略性組織學習規劃，其重點目標及配套學習活動包括：
其一「主題報告」
：透過閱讀國際期刊論文，設定主題開拓想法，有效
培養人員深度思考及知識整合能力，以達承先啟後與時俱進之
效。
其二「讓儀器說話」
：由各項精密儀器之資深操作人員，分享其長期以
來使用儀器之心得經驗，並匯成儀器操作知識庫，建立經驗傳
承、技術擴張之平台。
其三「環境分析評論」
：本所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理念，
彙集全所同仁心力，將 20 多年研究發展經驗，主動透過季電子
報方式，與檢測業界學界先進共同分享新知及成果，期許國內檢
測實力更上層樓。
經歷本所一系列精心策劃之組織成長活動，相信同仁們將滿懷信
心迎接 102 年組改挑戰。對每位同仁而言，在每一次組織學習過程中，
所培養互助合作的襟懷、所開拓的寬廣視野、所深植的人文素養……
等等，而或許這些才是最值得珍藏一生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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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檢所 99-100 年度專題報告（讀書會）一覽表
序號
1

題目

單位

Best Download！部落客評選最優軟體殿堂 第五組

主講人

辦理日期

劉廣尉

99 年 1 月 29 日

郭安甫

99 年 2 月 6 日

（一本介紹常用軟體的書籍）
2

本所出國人員心得報告

第四組

吳仲平
3

桌球

秘書室

莊英孝

99 年 3 月 26 日

4

放下的幸福

第四組

鄧名志

99 年 4 月 6 日

5

不能沒有你

人事室

林忠誼

99 年 5 月 21 日

6

暗流長征

第二組

王振興

99 年 6 月 18 日

7

康震評說：蘇東坡

第一組

王鵬榮

99 年 9 月 17 日

8

贏在軟實力

第五組

李世偉

99 年 10 月 29 日

9

讓天賦自由

第三組

鄭先佑

99 年 11 月 29 日

10

本所出國人員心得報告

第四組

翁英明

99 年 12 月 24 日

第五組

許令宜

11

恐怖的食品添加物

第三組

許志福

100 年 2 月 11 日

12

又抖又叫－鬥陣妥瑞症

第五組

李秋萍

100 年 3 月 18 日

13

絕處逢生

秘書室

劉鎮瑋

100 年 4 月 22 日

14

大腦決策手冊

第四組

施育林

100 年 5 月 27 日

15

何處尋你：胡適的戀人及友人

所長室

李孝軍

100 年 7 月 15 日

16

不丹漫遊「旅遊漫談—在不丹遇見幸福」

會計室

余雪鳳

100 年 9 月 9 日

17

大江大海 1949 年—尋覓無怨無悔的青春

所長室

李孝軍

100 年 9 月 19 日
第 549 次所務會議

18

中國大趨勢

第五組

蔡志賢

100 年 10 月 17 日
第 551 次所務會議

19

帶著禪心去上班-聖嚴法師的禪式工作學

第一組

蕭美琪

100 年 11 月 14 日
第 553 次所務會議

20

賈伯斯傳

第二組

巫月春

100 年 12 月 12 日
第 553 次所務會議

155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專題∣Features

環檢所 101 年度專題報告（讀書會）一覽表
序號
1

題目
希臘人為什麼有智慧

單位

主講人

辦理日期

第三組

葉玉珍

101 年 1 月 16 日
第 557 次所務會議

2

從龍應台的「目送」談生命的因緣

第四組

許元正

101 年 2 月 6 日
第 558 次所務會議

3

當和尚遇到鑽石：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場 第三組

徐美榕

中實踐佛法
4

101 年 2 月 20 日
第 559 次所務會議

成大畢業 40 年：工研院與環保署學習旅程 所長室

阮國棟

101 年 3 月 5 日
第 560 次所務會議

5

澳門 DIY-開始在澳門自助旅行

第四組

金翁正

101 年 3 月 19 日
第 561 次所務會議

6

爵士樂的故事

第二組

陳重方

101 年 4 月 2 日
第 562 次所務會議

7

從「傲慢與偏見」談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女 人事室

林忠誼

性婚姻觀
8

關於跑步

101 年 4 月 16 日
第 563 次所務會議

第五組

顏榮華

101 年 4 月 30 日
第 564 次所務會議

9

行政程序法的聽證會、說明會、陳述意見之 政風室

黃文龍

第 565 次所務會議

介紹
10

索馬利亞海盜的興起

101 年 5 月 14 日

替代役

吳智褘

101 年 5 月 28 日
第 566 次所務會議

11

動物保護法

第五組

劉素妙

101 年 6 月 25 日
第 568 次所務會議

12

電影與人生

秘書室

李孝軍

101 年 7 月 9 日
第 569 次所務會議

13

音響-高明的騙術

第三組

劉鎮山

101 年 7 月 23 日
第 570 次所務會議

14

水滸傳中的虛無與暴力

替代役

許凱鈞

101 年 8 月 6 日
第 571 次所務會議

15

科技真情事․百年不孤寂

所長室

阮國棟

101 年 8 月 20 日
第 572 次所務會議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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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會計在生活中的應用

會計室

羅梅芬

101 年 8 月 27 日
第 573 次所務會議

17

另眼看歷史(上)(下)

第一組

黃輝榮

101 年 9 月 3 日
第 574 次所務會議

18

正義：一場思辨之旅

第五組

李以彬

101 年 9 月 17 日
第 575 次所務會議

19
20

簡報之規劃、製作與發表-系統分析理論之 支援整潔
應用
方案室
投降的勇氣
替代役

周金柱

101 年 10 月 1 日
第 576 次所務會議

謝曜新

101 年 10 月 15 日
第 577 次所務會議

21
22

拖延心理學：為什麼我老是愛拖延？是與生 第二組
俱來的壞習慣，還是身不由己？

蘇育德

當鞋子合腳時

郭季華

第三組

101 年 10 月 29 日
第 578 次所務會議
101 年 11 月 12 日
第 579 次所務會議

23

看見自己的天才

第四組

蔡清蘭

101 年 11 月 26 日
第 580 次所務會議

24

從道德經反思生命價值

第四組

許元正

101 年 12 月 10 日
第 581 次所務會議

25

凝視水晶球：未來的仿自然科技

所長室

阮國棟

101 年 12 月 24 日
第 582 次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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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前瞻技術活動：環檢所 2012 主題報告預告
吳婉怡1、許元正2、蘇國澤3

掌握重點，化繁為簡
身處在資訊充斥的網路時代，獲取資訊已經不是最大的問題，最
重要的是如何將這些紛沓的訊息轉化成為有用的資訊，並且從中得到
學習及成長。本所透過「主題報告」的形式，從 2011 年「大量閱讀
541 篇國際期刊論文摘要」及 2012 年「持續進行閱讀國際期刊論文
摘要」等既有資源及素材中，結合各組認為重要的工作主題，寫出趨
勢發展、研究方向等主題（例如「被動採樣」、「基因晶片」、「室
內空氣」、「生質物」），作為未來業務推動之依據，並有效的進行
人才培育及知識整合。

單一主題，深度思考
「主題報告」顧名思義就是設定以主題形式的報告，由同仁依據
個人業務、專長、國際趨勢等，開拓想法做法形成主題，輪流在本所
所務會議中報告。報告時間以 30 分鐘為限，相關論文越專一，主題
越小，越能突顯高度選擇之後的價值。透過資料收集、歸納、整合及
口語表達，強化個人在此「主題架構」下深度思考、研讀及應用，以
求在工作中不斷精進及自我成長，除主講人及主題多樣性外，亦兼具
教育、訓練、整合、合作之意。自去（2011）年 7 月首次在本所所務
會議推動以來，迄今已完成 22 場主題報告，內容涵蓋管理科學、前
瞻技術、出國報告、各項業務發展趨勢及應用的實際案例。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秘書2科長3主任秘書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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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與時俱進
2012 年本所仍將秉持承先（從國際期刊論文中摘要重要主題，
掌握科技創新趨勢）啟後（以主題決定未來業務進行之方向，形成前
瞻發展策略）的使命與意義，期許在堅強的專業基礎下，亦能與時俱
進、與世界同步。

159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專題∣Features

2011 年環檢所已完成之主題報告

序號

題目

1 本所環境生物科技的能量及相

單位

主講人

第五組

顏榮華

主秘室

吳婉怡

所長室

阮國棟

第三組

陳明妮

100 年 10 月 3 日
第 550 次所務會議

用
5 面對媒體與危機管理

100 年 9 月 19 日
第 549 次所務會議

案)
4 多變量分析於環境鑑識上之應

100 年 8 月 22 日
第 547 次所務會議

做出理性決策
3 環檢所策略規劃 (經建計畫提

100 年 8 月 8 日
第 546 次所務會議

關計畫
2 KT 理性思考法：如何分析問題

備註

所長室

阮國棟

100 年 10 月 3 日
第 550 次所務會議

6 鑑識報告在環境訴訟中注意事

第四組

金翁正

第 551 次所務會議

項
7 地下水採樣技術的演變

100 年 10 月 17 日

第五組

李其欣

100 年 10 月 31 日
第 552 次所務會議

8 太陽燃料之構想及技術

所長室

阮國棟

100 年 10 月 31 日
第 552 次所務會議

9 再生能源之生質能優勢

第五組

劉廣尉

100 年 11 月 14 日
第 553 次所務會議

10 外交部「2011 年第二期國際會

第五組

王世冠

第 553 次所務會議

議研習班」心得分享
11 新一代(光學)生物感測器

100 年 11 月 14 日

所長室

阮國棟

100 年 11 月 14 日
第 553 次所務會議

12 國內醫院放流水新興污染物調

第五組

李世偉

第 555 次所務會議

查與生物急毒性試驗之研究
13 KT 式理性思考法個案成果彙析

100 年 12 月 12 日

主秘室

尹玉華

100 年 12 月 26 日
第 556 次所務會議

14 公務人員短期密集英語訓練心
得發表

2012年4月

第三組

曹明浙

100 年 12 月 26 日
第 556 次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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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環檢所預定進行之主題報告
序號

題目

1 當雄鯉魚變得很"娘"─環境荷

單位

主講人

備註

第五組

黃壬瑰

101 年 1 月 16 日
第 557 次所務會議

爾蒙生物檢測
2 健康及生態風險評估之新發展

所長室

阮國棟

第 558 次所務會議

（大型計畫）
3 赴加拿大研習移動實驗室監測

第二組

王振興

第二組

陳重方

101 年 2 月 20 日
第 559 次所務會議

監測大整合
5 我所知道的重金屬檢測

101 年 2 月 6 日
第 558 次所務會議

技術心得報告
4 細懸浮微粒（PM2.5）檢測技術

101 年 2 月 6 日

第三組

劉鎮山

101 年 3 月 5 日
第 560 次所務會議

6 固相萃取膜於水中有機磷農藥

第四組

鄧名志

第 561 次所務會議

之驗證
7 「不得檢出」之困擾：翻譯問

第一組

王鵬榮

第五組

尹開民

第二組

王振興

三組

郭季華.

第四組

陳元武

101 年 5 月 28 日
第 566 次所務會議

勢
12 水質之生物毒性連續監測

101 年 5 月 14 日
第 565 次所務會議

較
11 我國土壤底泥戴奧辛調查新趨

101 年 4 月 30 日
第 564 次所務會議

器—PTR-(TOF)-MS
10 資源回收再利用-溶出方法之比

101 年 4 月 16 日
第 563 次所務會議

境檢測上的應用
9 空氣污染鑑識新利

101 年 4 月 2 日
第 562 次所務會議

題？技術問題？統計問題？
8 基因定序技術之演進、發展與環

101 年 3 月 19 日

第五組

李秋萍

101 年 6 月 11 日
第 567 次所務會議

13 還原性硫化物線上監測技術

第二組

陳滄欽

101 年 6 月 25 日
第 568 次所務會議

14 協助本署廢棄物鑑識案例說
明—以永揚廢棄物掩埋場堆置

第三組

李長平

101 年 7 月 9 日
第 569 次所務會議

爐碴來源鑑識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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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微量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

第四組

許元正

第 570 次所務會議

術新境界
16 由 2D 至 3D 生物晶片偵測系統

101 年 7 月 23 日

第五組

許令宜

101 年 8 月 6 日
第 571 次所務會議

17 進口使用中車輛（二手車）污染

第一組

黃文俊

第 572 次所務會議

檢驗執行現況
18 非游離輻射量測技術

101 年 8 月 20 日

第二組

程惠生

101 年 9 月 3 日
第 573 次所務會議

19 汞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第三組

徐美榕

101 年 9 月 17 日
第 574 次所務會議

20 有機污染物檢測趨勢及挑戰

第四組

翁英明

101 年 10 月 1 日
第 575 次所務會議

21 粒粒見分明—微生物在流式細

第五組

王世冠

第 576 次所務會議

胞儀下無所遁形
22 XRF 興起、運用與發展

101 年 10 月 15 日

第三組

劉鎮山

101 年 10 月 29 日
第 577 次所務會議

23 水中內分泌干擾物檢測技術建

第四組

陳怡如

第 578 次所務會議

立及調查
24 如何為微生物掛上鈴鐺—生物

第五組

王世冠

第二組

李慈毅

101 年 12 月 10 日
第 580 次所務會議

特性探討
26 從宵裡溪中銦及鉬談起

101 年 11 月 26 日
第 579 次所務會議

檢知原理及技術
25 懸浮微粒中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101 年 11 月 12 日

第三組

陳明妮

101 年 12 月 24 日
第 581 次所務會議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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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環檢所 2012 論文發表預告
黃輝榮 1 程惠生 2

2012 年(第 26 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將於民國 101 年 5 月 4、5
日(星期五、六)假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今年研討會之主題包
括環境檢驗新技術之研發、環境檢驗之實務探討、作業環境檢測、環
境檢驗之品質保證、底泥品質調查、海洋環境監測及極性揮發性有機
物檢測。本所為共襄盛舉，本次研討會共發表 17 篇論文，其論文中英
文名稱及作者如下頁所列。
統計本所歷年發表篇數，第一階段（1988~1999 年）每年發表 5~10
篇，第二階段（2000~2012 年）每年發表 15~20 篇，逐漸穩定，詳如
圖示。

25

20

篇數

15

10

5

0
1988

1990

1999

2002

2010

2012

年代
環檢所歷年來在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發表論文篇數圖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簡任研究員 2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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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第 26 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環境檢驗所同仁
發表論文一覽表
1

陳元武 吳仲平 蔡清蘭：我國土壤底泥戴奧辛調查新趨勢
Chen, Yuan Wu; Wu, Chung Ping; Tsai, Cheng Lan，The New
Trend of Investigation of PCDD/Fs in Soil.

2

陳滄欽 王振興 巫月春：空氣中還原性硫化物線上監測技術
Chen, Tsang Chin; Wang, Cheng Hsing; Wu, Yueh Chuen，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reduced sulfur compounds
(RSCs) in ambient air.

3

程惠生 潘銓泰 巫月春：空氣中六價鉻檢測技術
Cheng, Huei Sheng; Pan, Chuan Tai; Wu, Yueh Chuen，
Determina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In Ambient Air.

4

王振興 陳滄欽 薛威震 黃星榜：質子轉移反應質譜
（PTR-MS）技術應用於工業區空氣污染鑑識
Wang, Cheng Hsing; Chen, Tsang Chin; Hsueh, Wei Chen;
Huang, Hsing Pang，Apply Proton Transfer Reaction Mass
Spectrum to the Forensics of Air Pollution in Industry Park.

5

薛威震 陳滄欽 黃星榜：Surface-flux Chamber 應用於土壤
污染物逸散之監測
Hsueh, Wei Chen; Chen, Tsang Chin; Huang, Hsing Pang，Soil
vapor sampling technique by Surface-flux Chamber.

6

蘇育德 曹國田 賴金郎 潘銓泰 程惠生 陳重方 黃星榜：空
氣中粒狀物元素濃度調查研究
Su, Yu Te; Tsao, Kuo Tien; Lai, Geen Run; Pan, Chuan Tai;
Cheng, Huei Sheng; Chen, Chung Fang; Huang, Hsing Pang，
Investigation of elements concentration in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s.

7

徐美榕 李如訓 黃豊文蔡坤龍 郭季華 葉玉珍 陳明妮 高
月裡 曹明浙 許志福 張雪妮 鄭先佑 李其欣 蔡志賢 顏榮
華 李世偉 潘復華：濕地環境（土壤、水質、魚介類）汞與
甲基汞含量調查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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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Mei Jung ; Lee, Ru Shiung ; Huang, Li Wen ; Tsai, Kuen
Long ; Kuo, Chi Hua ; Yeh, Yuh Chen ; Chen, Ming Ni ; Kao,
Yueh Li ; Ming Che Tsao ; Hsu, Chih Fu ; Chang, Shueh Ni ;
Cheng, Hsien Yu ; Li, Chi Shin ; Tsai, Chih Hsien ; Yen, Jung
Hwa ; Li, Shih Wei ; Pan, Fu Hwa ，Developing Analytical
Techniques of Mercury and Methyl Mercury in Wetlands.
8

徐美榕、葉玉珍、李如訓、陳明妮、高月裡、黃豊文、許志
福、張雪妮、鄭先佑、潘復華：土壤地質特性對水中鐵、錳、
砷濃度影響之研究
Hsu, Mei Jung; Yeh, Yuh Chen; Lee, Ru Shiung;Chen, Ming
Ni;Kao, Yueh Li; Huang, Li Wen; Hsu, Chih Fu; Chang, Shueh
Ni; Cheng, Hsien Yu; Pan, Fu Hwa，The Influence of Soil
Geolog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artitioning of Iron ,
Manganese,Arsenic in Water and Soil.

9

蔡坤龍 徐美榕 李如訓 黃豊文 郭季華 葉玉珍 陳明妮 高
月裡 曹明浙 許志福 張雪妮 鄭先佑 李其欣 潘復華：以
XRF 分析電弧爐煉鋼業廢棄物之研究
Tsai, Kuen Long; Hsu, Mei Jung; Lee, Ru Shiung; Huang, Li
Wen; Kuo, Chi Hua; Yeh, Yuh Chen; Chen, Ming Ni; Kao,
Yueh Li; Ming Che Tsao; Hsu, Chih Fu; Chang, Shueh Ni;
Cheng, Hsien Yu; Li, Chi Shin; Pan, Fu Hwa，The Analysis of
Electric Arc Furnance Industry Waste by XRF.

10

趙春美 陳怡如 陳麗霞 翁英明：水體中抗生素檢測技術建
立
Chao, Chun Mei; Chen, Yi Ju; Chen Li Shiar; Weng, Ying
Ming，Establishing analytical method for antibiotics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s.

11

陳怡如 趙春美 陳麗霞 潘復華 翁英明：水中內分泌干擾物
檢測技術建立及調查計畫
Chen, Yi Ju; Chao, Chun Mei; Chen Li Shiar; Pan, Fu Hwa;
Weng, Ying Ming，A Survey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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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Features
Compounds in Water and Analytical Method Varification.
12

許元正 林燕玉 彭瑞華 陳元武 翁英明：高解析質譜儀於環
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應用研究
Hsu, Yuan Cheng; Lin, Yan Yui; Peng, Jui Hwa; Chen, Yuan
Wu; Weng, Ying Ming，The Analysis of Pesticides in
Environment Matrices by HRGC/HRMS

13

鄧名志 鍾仁棋 董子棟 翁英明：被動式採樣在水質有機污
染物調查上之應用
Teng, Ming Chih; Chung, Jen Chir; Dong, Tzu Tong; Weng,
Ying Ming，Passive Sampler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Water.

14

尹開民 李世偉 劉素妙，室內空氣微生物採樣規範之探討
Yin, Kai Min; Li, Shih Wei; Tsai, Chih Hsien，Method
Development on the standard of indoor air microbial sampling

15

顏榮華 楊喜男 李其欣 李世偉 蔡志賢 王世冠：台南溼地
之環境完整性評估
Yen, Jung Hwa; Yang, His Nan; Lee, Chi Shin; Li, Shih Wei;
Tsai, Chih Hsien; Wang, Shi kwun，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Tainan Wetlands.

16

楊喜男 李其欣 潘銓泰 尹開民：汞污泥快速篩測技術之建
立
Yang, His Nan; Lee, Chi Shin; Pan, Chuan Tai; Yin, Kai Min，
Establishing the screening method of Mercury in Sludge

17

黃壬瑰 李秋萍 劉素妙，水質自動監測系統應用在微囊藻華
預警
Huang, Ren Keui ; Li, Chiu Ping; Liu, Su Miao：Auto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s Applied to Predicting
Microcystis Bloom.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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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綠能所劉沛宏博士訪問紀實
採訪：環境檢驗所 李長平科長、李孝軍主任、潘復華組長
時間：2012 年 4 月 11 日(星期三)

劉博士為清華大學化學博士，自民國 75 年
起即加入工業技術研究院，主要負責環境污
染物的分析、產業污染排放調查、非法棄置
事業廢棄物場址調查與產源追查、場址清理
規劃等工作，對場址的調查與清理具有相當
多的經驗，場址包含有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廢

綠能所劉沛宏副組長

棄砂石廠場址、高雄市左營區菜公段一小段 291 地號非法棄置場
址、臺南縣將軍鄉仁和村場址、高雄縣大寮鄉紅蝦山場址與陸軍步
校東山訓練場場址等。
民國 92 年協助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執行「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建置
綱要計畫」，協助規劃環境污染源鑑識技術與資料庫架構的建立，
並參與 93 年~95 年間「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建置計畫」，協助建
置污染源鑑識資料庫，包括建置 52 業別、472 家次、1,057 件樣品檢
測指紋資料，及 10 種行業採樣鑑定手冊，以作為環境檢驗所先期鑑
識技術推動之參考。
我們希望經由劉博士分享其工作經驗與心得，藉以學習工研院在實
驗室建置與管理上經驗，並期望透過受訪者了解國內環境檢驗的發
展趨勢及未來的工作方向。本次訪談主題及內容如下。
一、 請劉博士與讀者分享近年來工作經驗與心得
本人 1986 年進入工研院，有幸參與國內環境檢驗體系成長與蓬勃發
展的時期。工研院於 1987 年由經濟部污防專案補助計畫，當時推動
者主要為化工所吳丁凱所長、污防組馬文松組長及工業局徐國安局
長等。開始建立驗證參考美國 EPA 分析方法與美國 CLP 實驗室
QA/QC 系統，並與當時行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第 6 組（環檢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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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處）建立合作伙伴關係，1987 年行政院環保署成立後，而於 1990
年正式成立環境檢驗所，工研院以當時化工所陳陵援副所長為首，
歷經于寧、蘇宗粲、楊致行等組長開發研究，其中發展實驗室
QA/QC 系統以喻南華、董德志為代表；無機分析以陸瑩及本人為代
表；有機分析以鄭鴻鉸（空氣中有機污染為主）、宋德高（半揮發
性有機物為主）、賀克勤（揮發性有機物為主）為代表，並於 1990
年成立環境分析研究室，由建立與驗證標準方法開始，並參與環境
檢測實驗室認證與執行代檢測業務。隨著國內環保法規陸續制定完
成，代檢測業務與認證實驗室的蓬勃發展，工研院在 1990 年中期開
始轉向配合國內產業與環境保護業務的需求，對空、水、廢、毒、
漏油應變與土、水污染業務，分析技術的應用成為重點，與各業務
處及環檢所合作開始污染源追查的方法，包含非法棄置廢棄物、空
氣污染源與地下水污染源的查證，也為國內環境法醫的濫觴。國內
環境檢測工作變化迅速，隨著法規與產業的變化，由傳統化學分析
方法、儀器分析與分子生物分析，分析對象包含環境、動植物、微
生物樣品等無所不包，一路走來國內檢測能力已不可同日而語。
二、工研院是國內科技研究的重鎮，請說明工研院綠能所環境檢測
目前之技術能量及未來的走向?
工研院早期配合政府施政重點，有環境分析實驗室專責執行相關檢
測業務，但在 1990 年中期後國內代檢測機構數量的成長，工研院的
任務已逐漸轉向配合國內環境重大議題，包含非法棄置廢棄物的快
速篩檢與分類、產源追查等必要
技術，結合模擬、查證等必要模
式、產源資料建立與蒐尋，增加
許多非公告或標準方法應用。目
前工研院綠能所環境檢測技術能
量發展也更朝向非代檢測業務，
除仍然維持少數如戴奧辛等分析

2012年4月

劉副組長與董德志研究員於戴奧辛 GC/HRMS 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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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外，以投入環境法醫、配合處理設施或能源設施效能評估、高
科技產業製程微污染與監測系統開發為主。而儀器設備的購置與使
用，也配合分析需求分布於各研究所實驗室中，即由集中走向分
散，以發揮儀器最大的功能。分析工作已朝向解決國內外產業發展
與衍生環保議題為主。
三、工研院在環境檢測實驗室認證方面起步甚早，引領技術走向，
貢獻良多。請問目前國際上環境檢測認證管理有何新趨勢?臺灣
應該如何因應?
工研院於 76 年起開始協助環檢所前身(環檢所籌備處)積極推動國內
環境檢測實驗室許可制度，參考依據為美國環保署的合約實驗室制
度(CLP)，後來環檢所的環境檢測(驗)機構許可運作及管理架構的建
置，基本上也源自於該制度，然而隨著實驗室家數與許可內容的多
元化，逐漸衍生不同階段的管理規定與技術要求重點，各家業者也
就在法規領域持續擴充與更迭之下逐步提升。（實驗室認證發展歷
程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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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工研院實驗室認證發展歷程及內容

在同一時間，國內的另一實驗室認證體系 CNLA 實驗室認可制度，
也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工研院量測中心的規劃與協助之下推動 ，
其認可的依據為 ISO Guide 25 (即目前 TAF 全國認證基金所應用之
ISO/IEC 17025 的前身)，究其認證運作與管理作為，其實與美國環
保署合約實驗室的管理方式大同小異，殊途同歸，最大不同點在於
實驗室在不同認證體系中所扮演的任務與角色。
目前國內實驗室認證制度在不同主管機關的運作下，已衍生有不同
的專業類型，諸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商品檢驗實驗室、食品與藥
物管理局的食品檢驗實驗室等，從事醫療器材、化妝品、藥品、 飲
用水、包裝飲用水等類別檢驗工作，跨領域業務與投資已經是一個
趨勢，但都應用 TAF 作為其實驗室認證管理之機構。
以同樣邏輯推論：其它實驗室認證制度，諸如美國的 A2LA 、澳洲
的 NATA 等等，其實都是一樣。重點在於：國內環境檢測實驗室當
初設立的目的與這些實驗室在整體環境政策下所扮演的角色、當未
來環境資源部設立之後，國內環境檢測實驗室所扮演的角色，是否
有任何改變或需調整之處，未來的走向等要思考清楚，要先定位。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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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環境檢測業者的角度來看，期待實驗室認證制度之改善意見如
下：
1. 環檢系統許可制度，僅適用於國內。而 TAF 認證則通用於相互承
認國家之間。不同體系實驗室認證制度之整合與一致性或擴充報
告的適用性與相互認可，避免資源的重複投資，一直是大家的希
望，也期待能早日實現。
2. 促進國內、國際間其它實驗室認證體系的交流、管理思維、掌握
國際間實驗室管理的脈動等，相信目前環檢所第一組均有在參
與，倒是實驗室認證內容一直與國內環保法規的走向與內容息息
相關，相輔相成，技術面的內容亦隨之成長，持續規劃新方向與
領域相信為業者所樂見。
3. 業者設立實驗室其實很單純是以利益的觀點出發，利之所至必趨
之，事實上，市場中不乏有業者，企圖或已經轉型至其它領域
(如：RoHs、中藥、溫泉水檢測等….)，或甚至開拓新市場(如：中
國大陸或東南亞)，國內現有制度的發展歷程與經驗，是可以作為
借鏡與參考，環檢公會亦積極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因此，嚐試
新市場與領域的投資，也是一個方向，是否實驗室認證也可能朝
此方向進展。
4. 環檢體系在過去已累積有 23 年的發展經驗，在認證制度、檢測方
法的完整性、對實驗室技術面上的嚴謹度等均足以為國內其它主
管單位或機構所參考應用，如再有機會，走向彼岸或國際間，作
經驗與技術之分享，均有可供借鏡之處。
四、環境檢測攸關環境政策及環境管理的實踐，您長期投入環保及
檢測技術領域，對臺灣今後政府組織改造，成立環境資源部的
變化，以您對環境檢測技術及管理的前瞻看法為何?
以工研院的角度來看環保及檢測技術領域，國內環境檢驗發展產業
化是環保署成立後在環保業務最重大的成就。能有如此成就是環檢
體制健全與 20 年來政府持續的管理所造就而成，也是許多環保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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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的成果。在政府組織改造，成立環境資源部後，亦應持續此一
驕傲，但也應將此產業積極外銷，推向世界。當前最容易推動應屬
對岸市場，當然，國際上的交互認證與分析能力的展現也必要的。
目前對分析技術的發展，臺灣是有許多不同於其他國家的機會來發
展分析技術：1.許多以臺灣為主的高科技製造業分布於兩岸各處，
所面臨污染的問題與分析技術需求，已非美、歐使用的標準方法可
滿足。環保法規的制訂需有分析方法來配合，臺灣對特定產業管制
的環保法規所需的分析方法研定，可走在世界的前端。2.環境法醫
技術的發展，每一環保污染案件具特殊性與區域性，而創新分析技
術應用在查證污染源仍有發展的空間，足使國內分析技術在國際上
佔一席之地。
五、最後，請您對於年輕學者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說幾句建議
的話。
生活環境的污染是人類有文明
以來持續關注議題，新議題(問題)
持續產生，改善需求永遠不會消
失，解決與否皆需靠環境分析檢驗
來驗證，新分析技術與新議題是相
應而生，值得有志者投入環境檢驗
工作共同謀思解決。

2012年4月

圖左起李長平科長、潘復華組長、劉沛宏博士及
李孝軍主任攝於工研院(2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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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實驗室裡的「紅茶娃娃」
陳元武

國家實驗室裡有「紅茶娃娃」？不要懷疑，這是真的！而且它已經成
為戴奧辛檢測裡不可或缺的夥伴 7 年了！有關「紅茶娃娃」與戴奧辛小組
邂逅的故事，必須從 2004 年「荷蘭人」事件說起。

2004 年環境檢驗所的「荷蘭人」
荷 蘭 自 90 年 代 中 期 開 始 利 用 老 鼠 的 肝 癌 細 胞 建 立 戴 奧 辛 類
（Dioxin-like）化合物的生物細胞快速篩選檢測技術，並在 1999 年成功應
用於比利時乳製品戴奧辛污染危機（Belgium Crisis）中，而且歐盟也在 2002
年採用了荷蘭的方法作為食品及飼料的快篩標準方法。2003 年筆者有幸奉
派參與在美國波士頓舉行的戴奧辛年會，除了發表論文外，也進行分析技
術交流及收集最新研究成果。在此次大會中，生物細胞快速篩選法首次變
成一個獨立的主題，而其中最亮眼的就是荷蘭的技術。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以下簡稱本所）2004 年引進本項國際主流技術，由於生物細胞快篩法包
含前段的化學前處理（萃取與淨化程序）與後段的生物細胞分析，所以最
佳的組合就是團隊裡必須兼有化學與生物背景的專業人員，而本所當年第
一批「戴奧辛生物快篩小組」就是由當時的戴奧辛小組（2 位）與五組（4
位）同仁構成的黃金組合。二位荷蘭的專家在 2004 年的 2 月來台進行三週
的「技術轉移」
，由於戴奧辛小組有豐富的化學前處理經驗；而五組的同仁
也執行過生物細胞檢測研究計畫，所以這項「橫跨兩種不同專業」的新技
術，非常順利地在本所生根萌芽。

跨領域合作的火花--「紅茶娃娃」
筆者亦是當年第一批小組的成員，回想跨領域學習的過程真的既有趣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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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充滿驚奇，因為五組同仁對化學前處理不熟悉，而筆者剛進入五組實驗
室時則像「子入太廟每事問」般充滿新鮮感，而「紅茶娃娃」就是在這樣
相互激盪過程中產生的火花。傳統的戴奧辛前處理要配製許多淨化管柱需
要的固相填充劑，如酸性矽膠（硫酸與矽膠混合）
、鹹性矽膠（氫氧化鈉與
矽膠混合）、硝酸銀矽膠（硝酸銀與矽膠混合）及活性碳/矽藻土等，所以
手動配製（搖晃混合均勻）這些固相填充劑是經常性操作的步驟。雖然戴
奧辛小組同仁習以為常，但對五組同仁而言，手動配製卻是一件苦差事，

本所的「紅茶娃娃」振盪器

因此半開玩笑的說：
「手好酸，如果有紅茶娃娃來搖就輕鬆了。」但這個有
趣的「突發奇想」
，卻立刻獲得大家的共鳴。於是，幾個星期後，第一部「紅
茶娃娃」振盪器進入戴奧辛小組實驗室（我們只修改了它的計時器及拿掉
娃娃）
，而實際測試結果卻是出乎意料的好，所有原來手動配製的工作也都
逐漸改由這個新夥伴「代勞」
，其他沒參加快篩訓練的戴奧辛小組同仁試用
後也對這新夥伴嘖嘖稱奇，並給予它很高的正面評價。所以，幾個月後我
們又添購了第二部「紅茶娃娃」夥伴。

堅固耐用、物超所值
不知不覺間二位「紅茶娃娃」夥伴加入國家實驗室工作的時間已超過
七年，這段時間它們不曾故障送修。而且若以他們為我們節省的時間，換
算同仁的平均工資來計算，約使用 2 個月就已回收其購買成本，因此他們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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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堅固耐用、物超所值」
。每回向國內外的實驗室參觀者介紹這兩位
可靠的夥伴時，總能換來會心的一笑，而部份同行更忍不住要打探何處可
以訂貨。當年五組同仁「無心插柳」的點子，真的在國家實驗室的小角落
裡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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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起跑線」的加速溶劑萃取儀
陳元武

戴奧辛被稱為「世紀之毒」
，它具有高毒性而且容易讓民眾聞之色變，
所以一旦污染案發生時，若無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提供令人信賴的分析結
果，就會造成政府威信盡失、人民高度恐慌及業者鉅額虧損的「三輸」局
面。因此能夠「贏在起跑線」的加速溶劑萃取儀絶對是優先選擇的檢驗利
器。

對政府近乎「零容忍」的全球化時代
全球化的浪潮，政府的服務必須更加注重「消費者導向」
，而應變力、
行動力及執行力也都必須大幅升級才能滿足民眾的期待。以近年發生的三
聚氰銨、塑化劑等食品污染案為例，就是由於建置的檢測系統效率及能量
不足，進而造成政府進退失據、人民及業者無所適從的窘境。另外，目前
國內媒體「嗜血」的特質及政治上政黨對立的現況，政府各部門都應該深
切地體認到當前的輿論與人民，確實已走入近乎「零容忍」的時代，所以
身為國家最高環境檢測單位，不僅要關注國際最新環境檢測技術發展趨
勢，更應主動發掘單位內之檢測瓶頸，才可建立高效能的緊急檢測應變體
系。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檢測儀器的功能提昇，絶對是建立
好的應變體系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傳統索氏萃取法不符「快速、綠色、安全」國際潮流
1995 年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以下簡稱本所）成立了國內第一座的戴奧
辛超微量實驗室，當時最先建立的戴奧辛分析技術是使用傳統的索氏萃取
法，這個方法雖然具有簡單、便宜及容易建置等多項優點，但是萃取時間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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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技術亮點∣Innovations

長達 18-22 小時（對緊急案件分析而言是極為不利的）
；而且使用大量的
（約 150~250 毫升）有機溶劑；萃取完成後還需要花費極長的時間使用濃
縮裝置移除溶劑；另外，也因為傳統索氏萃取法的萃取效能較低，因此在
夜間仍需持續執行加熱廻流的步驟，這不僅消耗更多的電力，而且大大地
增加了實驗室的安全潛在風險（夜間實驗室無人工作，而有機實驗室中有
大量的易燃溶劑）
。因此，這樣「勞力密集」型的萃取技術是完全和「快速、
綠色、安全」國際潮流背道而馳，而且在緊急案件發生時，從一開始就會
讓我們失了先機。

加速溶劑萃取就是「高溫萃取」
為了改善上述傳統的索氏萃取法「慢速、危險、不綠色」的缺點，本
所 自 1996 年 起 先 後 購 入 4 部 加 速 溶 劑 萃 取 儀 （ Accelerated Solvent
Extractor，ASE），其中的 2 部交由戴奧辛小組使用。這種萃取系統的主要
原理是在密閉的固定容器內，升高其壓力使萃取溶劑的沸點也隨著提高，
使得樣品萃取程序能在遠高於（正常壓力時）溶劑的沸點溫度進行，而且
溶劑仍維持在液體狀態（簡單的說就是「高溫萃取」）。高溫的溶劑可大幅
提高萃取效能，讓每個樣品的萃取時間低於 1 小時，所以在白天就能完成
萃取工作，而萃取溶劑只需約 40 亳升。和傳統索氏萃取方式比較起來，ASE
確實是「快速、安全、綠色」家族的一員。從附表可以看到具體量化的數
據來說明 ASE 系統帶來的改變，它將萃取時間縮短 17 小時以上；電力耗
損只有索氏萃取法的 1/9；而溶劑使用量也節省 3.75 倍，並且對實驗室更

本所的 ASE 200 全自動加速溶劑萃取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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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安全。所以，ASE 系統的引進，確實讓本所的戴奧辛檢測戰力升級並「贏
在起跑線」。

「使命必達、戰功彪炳」的 ASE
本所是國內第一個引進 ASE 系統的檢驗單位，自從裝機以來，在各
個戴奧辛重大調查或污染案件中，可以說是無役不與。從早期的全國各地
的「大型都市焚化爐興建案」、「1999 比利時危機」（乳製品污染案）、「臺
南中石化」污染場址監測、
「彰化戴奧辛鴨」
、
「八里戴奧辛羊」
、
「蚊香戴奧
辛」及「大坪頂集塵灰棄置」等，ASE 均發揮其在緊急案件時「制敵機先」
的功能，讓本所能在環保署各相關業務處要求的時限前順利達成檢測任
務。若把這些事件都看成一場場的戰役的話，ASE 就像是一部「使命必達、
戰功彪炳」武器系統。

共創「三嬴」的新技術
「贏在起跑線」的加速溶劑萃取儀，不僅將國內戴奧辛萃取技術引領
向符合「快速、安全、綠色」國際潮流的檢測新領域，同時也因為它在國
內歷次的戴奧辛污染案件中的卓越表現，真正是做到了「建立政府威信」、
「避免人民恐慌」及「降低業者虧損」的「三贏」局面。
表 萃取方法比較
傳統索氏萃取法

加速溶劑萃取儀法 安全性及資源節省量

隔夜廻流

需要

不需要

安全性提高

萃取時間

18-22 小時/樣品

<1 小時/樣品

17-21 小時/樣品

電力使用

高

低

9倍

約 40 毫升/樣品

3.75 倍

溶劑使用量 約 150 毫升/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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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讀後心得
許凱鈞

聽說：環境檢驗百寶箱是這樣誕生的
隨著全球對於溫室效應、地球暖化議題的熱烈討論，臺灣社會
近年來亦開始正視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關於環境保護工作，一般
可分為積極層面的自然保育，即對於自然資源進行妥善的規畫維護；
消極層面的公害防治，對於已產生的公害污染，透過監控和處理，儘
可能防止、減少人類活動造成的自然危害。無論何種環保工作，剛開
始皆須仰賴環境檢驗相關數據，讓人們檢視自身開發行為是如何影響
環境，從而避免與修補對於自然造成的危害，環境檢驗所便是於如此
需求之下成立。
走過 20 多個年頭，環檢所已然成為國內最權威、具有公信力的
檢驗檢驗機關。對於一般普羅大眾而言，環境檢驗必須具備相當的專
業素養，因此多半予人一種艱澀且不易理解的距離感。然而，適逢行
政院推行「政府組織再造」計畫，促使底下部會邁向效能、便民、創
新目標之際，環檢所作為國家環保守護者一員，自然不能置身事外。
有鑑於此，民國百年 21 年所慶之際，阮所長召集所內同仁，開始籌
策《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的寫作計畫。嘗試運用淺顯有趣的
文字敘述，讓這些平日隱身於實驗室，致力於這塊土地環境安全的檢
測人員，將他們實務工作所見，化身為一篇篇妙筆生花的科普專文。

最佳新進人員閱讀教材，快速理解環檢所全貌
閱覽該書編輯概要，可以得知《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的
出現，乃是投稿評選，耗時一年光陰，最終集結了 107 件 77 位檢驗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替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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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心血而成。而它的目次安排，呈現出該專冊是在「環境檢驗」
此一母題之下，按內容切分為民生樂活、技術應用、儀器原理與環境
管理此四大支幹。
1.民生樂活
首先，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樂活篇〉，內容涵蓋了食
衣住行娛樂等方面。一般提到環境檢驗，腦海裡最先想到的，便是社
會重大污染所進行的採樣，像是空氣、水、固體廢棄物等顯見的污染。
然而，伴隨著現代科技進步，我們的生活週遭其實也隱藏了不少細小
的無形危害。諸如平日所飲用的自來水，在處理過程裡，為了消毒添
加了氯，將導致有害人體的鹵乙酸產生；又如餐廳小吃普遍可見的鋁
製鍋具，於烹煮加熱過程中常會有鋁溶出，長久食進可能會影響阿茲
海默症的發生率；再如最近極為熱門的奈米科技，藉由物質尺度縮小
發生特性改變，衍生出嶄新的應用方式，然細小的奈米微粒侵入生物
體內卻有危害之虞。每日生活我們或多或少都會製造、接觸到污染物
質，如何有效管制，便須依賴長期檢驗數據，藉此訂立規範法規，進
而讓科技與環境不再處於天秤兩端，創造兼具環保、便利的雙贏局面。
2.技術應用、儀器原理
其次，〈技術應用篇〉與〈儀器原理篇〉呈現環檢所對於人員技
術與儀器運用上的重視。有了良好技術和精密儀器之結合，方可產生
客觀精準的實驗結果。當中〈技術應用篇〉蘊涵檢測人員長年經驗分
享，經由不同檢驗物質專章介紹，提供其他檢測機構、學術單位技術
交流之機會。至於〈儀器原理篇〉說明環檢所重要儀器設施之使用原
理與應用範圍，如此呈現所內重要的檢測儀器，將有助於外界瞭解環
檢所的研究取向，方便日後業務支援洽詢。所謂「如切如磋，如琢如
磨」，如此有清晰呈現實務研究心得，應可促進國內檢驗機構交流討
論之可能性。
3.環境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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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標準而完善的檢測技術、儀器，環檢所作為政府代表性環檢
機構，在管理上也樹立一套系統化的管理制度。〈環境管理篇〉便是
敘述環檢所業務管理資訊。裡頭的每篇專題，皆為環檢所長期經營的
具體執行成果：像是〈老師傅親傳武功：檢測輔導〉介紹 100 年環檢
所舉辦「檢測機構與地方環保局輔導計畫」以原理傳授與實作教學，
提供地方環保單位、檢測機構提升環檢新知、能力的園地；〈檢驗室
管理秘笈〉討論輔導民間檢驗室協助公害檢測，如何進行考評、許可、
管理；而〈環境檢測機構管理資訊系統〉導覽該系統，並分析其有助
於簡化檢測機構申請流程，且讓各資料系統作一整合管理。在此部分
中，讀者將可淺嘗 20 餘年環檢所辛勤耕耘的果實。

環境檢驗百寶箱的價值
最後，筆者以為《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
，除是向社會大眾
分享環檢所平日業務與其環保貢獻外，也顯現出環檢所成長轉變之趨
勢。一如該所電子刊物《環檢電子報》已改名為《環境分析評論》，
並不只是名稱上的更動，實也透露了該機構對於自我定位的明確調
整，已由單純第一線的實務經驗整理，提升到高一層對於既有檢驗方
式的評析交流，展現出環檢所企圖扶搖蛻變的胸襟。如此，就讓我們
拭目以待環檢所的漂亮轉型，促進臺灣環境保育能有更美好的未來。

許凱鈞

小檔案

西元 1984 年出生，淡江中文所畢業，碩士論文為《從浪跡天涯到招
安建功：
《水滸傳》梁山泊的形成與崩解》
。民國 101 年 1 月進入環檢
所秘書室服替代役勤務，預計於 102 年 11 月退役。喜好閱讀、音樂，
期望自己常以赤子之心觀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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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小檔案
為了讓更多人對於環境檢測有更多的認識及了解，環檢所於民國 100 年
由全所同仁將現有檢測儀器、技術、原理及管理制度等，撰寫成 107 篇
精采的科普文章，彙編成冊，全集共約 40 萬字，內容分為民生樂活篇、
技術應用篇、儀器原理篇及環境管理篇 4 部分，呈現了環檢所 22 年來的
檢測經驗和能量，成果已置於環檢所網站「環檢之窗」
（ http://www.niea.gov ）、 國 科 會 科 普 網 站 「 科 技 大 觀 園 」
(http://www.nsc.gov.tw/scicircus/mp.asp)，及政府入口網站「我的E政府」
（http://students.www.gov.tw/box.php?sbo_id=11）等，期與長期關心及支
持環檢所的長官同仁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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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出版迴響
吳婉怡

大多數的專業研究人員都知道如何研究及進行實驗，但卻常
常不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專業範疇，跨越領域之間的差異與民眾
溝通。有鑒於此，本所於民國 100 年由全所同仁群力合作的「精
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科普系列於焉誕生，期待環境檢驗從此
更親民、更普及，更貼近民眾的生活。

走出學理，說故事的人
本所以「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為主題，由同仁嘗試以
說故事的方式，深入淺出將現有檢測儀器、技術、原理及管理制
度等，撰寫成 107 篇精采的科普（Science popularization）文章，
彙編成冊，全集共約 40 萬字，內容分為民生樂活篇、技術應用篇、
儀器原理篇及環境管理篇 4 部分，除了展現 22 年來的檢測經驗和
能量，亦集結了本所同仁一路走來的工作經驗、智慧、記憶及感
動，希望與長期關心及支持環檢所的長官同仁共同分享，並作為
民眾理解及認識環境檢驗的開始。

網路行銷，推動科普知識
為了進一步提升傳播科普知識的效果，我們除了將「精采 100」
成果置於本所網站「環檢之窗」（http://www.niea.gov.tw），亦與國
科

會

科

普

網

站

「

科

技

大

觀

園

」

(http://www.nsc.gov.tw/scicircus/mp.asp)，及政府入口網站「我的E
政府」
（http://students.www.gov.tw/box.php?sbo_id=11）等連結，希
望藉由網路的力量，將環境檢驗相關知識推廣至每個角落，以讓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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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的民眾有進一步的了解及認識。

因緣際會，科技與媒體的對話
在「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科普成果必須有更多應用管
道的前提下，本所於 101 年 3 月邀請了長期致力於推動國科會「臺
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計畫辦公室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及秦琍
琍教授蒞所指導，希望能透過與國科會科普計畫的合作，思考「精
采 100」科普成果有無可能成為該計畫運用的素材，也因緣際會，
展開一場科技與媒體的對話。
會中兩位教授除致贈與會同仁每人一本「科學家的致勝寶典
․傳播科學歐盟篇」作為參考，亦高度肯定本所專業之外，其主
動服務社會之良善動機與立意，並以專業的科學傳播角度審視目
前約有 20﹪之作品，在主題選擇、下達標題、內容敘事、發展架
構等已展現科普傳播之合宜性；40﹪作品待修正即可成為合宜之
科普傳播素材；另有 40﹪之作品須大幅修改或重寫才能作為科普
傳播之用。

相同理念，不同文化下激發的火花
兩位教授以豐富的新聞素養及投身科普教育的熱忱，娓娓道
出抽象的科學知識轉化成為民眾感興趣的議題，必須從生活、生
命、永續生存等角度切入，以此下達章節標題，使單元主題、內
容與目標受眾建立關係，進而透過故事性與生活化的呈現，拉近
與目標受眾的距離，吸引其注意力及提升閱讀意願；而為利於科
學內容之轉化，文章之編排及撰寫可考慮建立「敘事架構」
，提供
有效之敘事公式或文章架構。
未來或可透過與國科會「臺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計畫
辦公室的合作，提升同仁的傳播能力與溝通技能，並與媒體產業
結合，尋求合作與內容轉化的契機。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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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時的互動及交流中，打破科學藩籬，讓科學知識傳遞出去
的共同理念，早已跨越了領域的隔閡，在不同文化相遇之下激盪
出更多美麗的火花。

展望未來，故事繼續說下去
「精采 100：環境檢驗百寶箱」推動工作已告一段落，101 年
我們仍秉持繼續說故事的信念，由各項精密儀器資深操作人員，
針對全所的精密儀器推出「聽儀器說話」系列報導，希望能分享
環境檢測儀器的操作經驗及使用心得，形成知識庫，以為知識管
理及經驗傳承。
工作中的智慧及體悟或許不是一蹴可幾，但卻可以藉著文字
及紀錄，將知識綿延、經驗傳承，讓更多人建立起溝通及互助的
橋樑。

科學家的致勝寶典․傳播科學歐盟篇
歐盟執行委員會出版，Giovanni Carrada 著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譯

科學家終日埋首實驗室，如何才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傳播出
去，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熱情？本書即是透過深入描繪傳播界的運
作實況，進而強調傳播之於科學的重要性並分享其中的實務訣
竅，期望透過傳播的正面力量，讓科學從此不再束之高閣。
全書共分為「跨出象牙塔」
、
「大眾溝通的法則」
、
「規劃傳播」
、
「撰寫科學故事」
、
「運用記者」
、
「認識媒體」6 個章節，除了讓我
們了解媒體實務運作技巧外，在生活中或許也能善用書中傳播溝
通的技巧、觀點及法則，多養成站在閱（聽）者角度思考的習慣，
讓媒體的廣度及深度，幫助我們，拉近人與人、人與知識之間的
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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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技術路徑規畫」評介
曾仕竣1 鄧康寧1 陳慶峰1 吳智褘1 黃彬泓1

何謂技術路徑規畫
技術路徑規畫是一種用於推導及展現事業願景、提供技術管理及
整體計畫的工具。藉著技術路徑規畫可以讓決策者或相關人員很方便
地來擬想有關市場產品、技術及所有其間重要連結之評估。白話的
說，這就像一份完整的技術發展企劃書，內容預測在明確的時間點需
要達到的目標，而目標是指程序或產品能獲益與達到預期的績效。為
了完成目標，需要足夠技術能力以及一定的外部推力，而外部推力關
係著市場需求與立法環境觀點，綜合上述事項，結合策略性規劃與對
未來的認知，由工業來帶領，由產業來驅動，能反映產、官、學三方
的合作，創造三贏的局面。

環境檢驗所適用之技術路徑規畫
在環境檢驗所（以下簡稱環檢所）於 2011 年所出版的「環境檢
驗技術路徑規畫及國際論文中文摘要彙編」一書中，敘述關於未來五
年政策方向及市場發展趨勢，在阮所長的帶領之下，成立了五個議題
小組，分別是檢測管理、緊急應變、鑑識技術、檢驗技術及國際標竿，
以下將逐一介紹。
首先為檢測管理，行政院環保署為推動環保事業民營化，於環檢
所設立環境檢驗認證制度，而這些外部檢驗機構是由環檢所第一組負
責關於許可、管理、輔導，除此之外第一組也負責環境檢測施政規劃，
各類檢測方法的研修訂，品保品管制度的建立與推動等業務。以 2010
年 12 月本所路徑規劃論壇所提出以「e 化方式精進檢測機構管理之
效能」，此規劃分為初期、中期及長期，初期以改寫系統為主，主要
在新增項目與格式整合方面，使網路申報更為方便迅速；中期則是著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替代役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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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申報系統查詢與統計功能，並開放檢測機構網路申請許可作業，
可大幅簡化公文流程，加快審查速度；最後長期為系統橫向整合，達
成便利操作與強化系統管理等目標。

由上而下的分組討論尋求技術共識
在緊急應變中，2011 年 3 月討論到緊急應變對應方法，由第二
組提出緊急應變移動實驗室之建置。平常第二組主要負責所內關於空
氣及物理檢測等事項，內容包括固定與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的採樣
與檢測，噪音、振動及非原子能游離輻射檢測，並建立其相關的檢測
及技術。移動實驗室發展的概念主要是因為當污染物並非是連續排放
或為瞬間排放，面對這種案件往往無法有效的判斷空氣污染物種、污
染源及污染濃度範圍，而移動實驗室能在短時間內趕到現場，取得第
一時間的樣品，對於日後追查及責任歸屬有極大的幫助。
第三組針對各類環境樣品中的無機項目進行檢測與建立檢測技
術，應用在鑑識技術上，最終目標就是提出有效、可被採納且可靠的
證據，使污染者面對法律上的裁罰。關於這點，在 2010 年 12 月的會
議中提出路徑規劃，主要在現有人力整合、嶄新技術與儀器的引進、
檢驗人才培育方面，提出發展方向與執行策略。除上述外，還有最重
要的一點就是建立指紋資料庫，以此建立廢棄污染物與製造者中間之
因果關係，然而也更進一步的點出建立資料庫所需統計人才不足的窘
況，不過也提出相對應之方法，就是藉由定期式的會議報告增加小組
成員之間的交流，加強評論分析能力及實際經驗，並延攬有資訊及統
計的專業人才來解決當前面對的問題。
檢驗技術方面，環檢所內的檢驗技術小組於 2010 年 11 月提出未
來的趨勢及可能面臨的挑戰，其中對於各種環境樣品中的有機物項目
有著許多的論述，也是本所第四組主要的業務。在檢驗技術上所使用
的儀器，隨著科技不斷的進步，擁有更高解析度、靈敏度及更精確質
量鑑定，搭配著新技術方法的實用性提高，如高分子拓印技術、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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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等，可應用各類型待測物、高級性、非揮發性、具有有高分子量
的量測，減少基質干擾，使解析能力更強。此外包含新興污染物、被
動式採樣、綠色化學檢測、戴奧辛檢測外來備受矚目的議題與發展趨
勢。
在國際標竿中，負責環境檢驗所生物檢定工作的第五組，在 2010
年 12 月所發表「奈米生物晶片之未來發展（即目前生物檢測技術在
環境檢驗上之應用）」一文中，詳細的整理奈米生物晶片的發展願景、
市場、技術缺口及前瞻的認知，以美國萊斯大學 S.E. Weigun 教授研
究生物奈米晶片檢測癌症作為技術標竿，追求國內對於此塊新興領域
的發展與突破，除此之外也在生物慢性毒性、奈米物質對水生物的危
害評估、即時定量技術的開發、戴奧辛的快篩等諸多領域上，付出大
量心血，探討其研究方向，致力於成為國際技術標竿的先驅者。

預祝「環境分析評論」出刊成功
環檢所藉由回顧大量國際知名期刊及技術資源，以便分析現今檢
測方法之趨勢。趨勢的走向對日後擬定環保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唯有
獲取與世界同步的第一手資料，才可能在環境檢驗這個領域上，作為
領頭羊，除此之外，環檢所也非常注重在與全球接軌的部分，每年參
與澳洲 NATA 認證，使得實驗數據具有國際級的公信力，加入亞太實
驗室認證聯盟，以戴奧辛的快篩技術獲得國際認證等，也再次顯示環
檢所自創立 22 年來始終努力不懈，不斷追求頂尖技術的精神。
雖說環檢所為政府機關中的一員，但有別一般政府部門的行政業
務。環檢所擁有獨立的鑑識技術、完好的儀器設備，因公正客觀的科
學檢驗方法，得以捍衛環境並提供優質服務，經過多年的醞釀及累
積，直至今日，將環檢所內在各領域豐富知識及經驗集結成冊，即是
「環境分析評論」－一本你不得不看的好刊物。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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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群小檔案
曾仕竣
民國 78 年生，中壢人，於 100 年 6 月從成功大學化工系畢業。
101 年 1 月進入環境檢驗所三組替代役服勤，預計 101 年 11 月退伍。
因這次參與環境分析評論會議，才有機緣接觸關於路徑規劃的議題，
在服役短短的這一年中，除了原本的所知所學外，又對環境檢驗這塊
有更深的了解。

鄧康寧
民國 74 年出生，交大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所畢業，碩士論文為
《開發可迴復性之流感病毒核酸檢測》。100 年 8 月進入環檢所秘書
室服替代役勤務，預計 101 年 6 月退役。喜好電影欣賞、休閒旅遊，
期許能成為 80%的自己。
陳慶峰
民國 77 年 10 月 3 日出生，華夏技術學院畢業，取得學士畢業證
書，100 年 9 月進入環境檢驗所二組&人事室服替代役勤務，預計 101
年 7 月退役。喜好聽音樂、打籃球、玩車，期望自己可以少說話多做
事的心態回饋社會。
吳智褘
民國 74 年出生，輔仁電機所畢業。100 年 9 月進入環檢所第四組服
役，預計 101 年 7 月退役。喜愛透過犯罪電影、小說中窺探人性的黑
暗面，堅信真正的光明必來自穢暗，希望能成為有趣可令人玩味而非
好笑的普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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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彬泓
民國 75 年出生，台大農化系碩士畢業，論文題目為《藉由鐵矽或鋁-矽二元氧化物吸附砷酸鹽或鉻酸鹽》
。101 年 10 月進入環檢所
一組服替代役勤務，預計 102 年 8 月退役。興趣為電影及音樂欣賞、
出外踏青，享受美食，期許未來可以善用所學、逍遙人生。

參考資料
環境檢驗所 環檢之窗-中文最新論文
http://www.niea.gov.tw/windows/windows.asp?sortnos=Yes&classID=A&mou
nt=2

環境檢驗所 環檢之窗-國 際 論 文 中 文 摘 要 介 紹
http://www.niea.gov.tw/windows/windows.asp?classID=C&mount=2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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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
張雪妮1 劉鎮山2 郭季華2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可一次測定高達 70 種
以上的重金屬元素，而可免於原子吸收光譜儀（AA）需爲每個元素準
備不同燈管的不便；甚至連磷、硫，以及氯、溴、碘等鹵素都可測定。
ICP-AES 為本所水質、土壤、廢棄物、環境用藥、飲用水處理藥劑等
樣品重金屬分析的主力儀器。
儀器所產生的電漿，

ICP-AES可測定元素

是利用電子碰撞氬氣（Ar）
形 成 Ar+ ， 溫 度 高 達
6,000-10,000 K，與太陽最
外層的溫度相當，故可激發大部分的金屬元素，並破壞樣品中的干擾
物質。另外，使用的氬氣為惰性氣體，亦可減少氮、氧化物的產生，
大幅減低化學干擾。其另一優勢，則為線性範圍廣、感度高（偵測極
限可低於 10 ppb以下）
，可測定高、低濃度範圍的樣品。

儀器的弱點
多數金屬元素雖可被 ICP-AES 測定，但對於飲用水管制濃度低的
金屬元素，如砷、硒、銻、汞等，ICP-AES 的偵測極限約與管制值相
當，感度明顯不足，甚至無法檢出。另如需測定汞時，須注意汞易滯
留管線的特性，可用金溶液清洗管線，以去除記憶效應。
因單一元素所發射出的譜線很多，當樣品中含有其他元素時，不
同元素間的譜線可能會相接近或產生重疊，造成光譜干擾的問題。例
如土壤樣品其基質複雜，待測元素易受到基質所含的高濃度鐵而干
擾，在光譜圖上常可看見干擾元素與待測元素重疊或形成雙波峰，影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副研究員 2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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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定量結果，甚至導致誤判之情形發生。
Cu
324.754 nm

Fe
226.505 nm
Cd
226.502 nm

Fe
324.718 nm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1.避免誤判的技巧
對於非例行測定的樣品性質，最好能於檢測前先做全掃描圖譜，
再觀察樣品中濃度偏高的金屬元素，留意可能造成的干擾問題。全掃
描的目的也可作為內標準品的選定，如常用的內標準品釔和鈧，就不
適用與土壤性質相近的樣品，因土壤本身即含有釔和鈧，這可於全掃
描圖譜中觀察到。
元素波長的選擇，可依軟體內建的前幾個波長為主。已知為高濃
度的金屬元素則選擇感度較差的波長為主，線性較佳。建議單一元素
選擇三個以上的波長，當有干擾產生時，不同波長的測值會越不一致，
此時觀察圖譜會發現到受干擾的波長，其波峰位置產生偏移或圖譜不
對稱等。另需善用儀器內建的干擾圖，多加以比對不同波長的圖譜、
測值，排除不適用的波長，則可降低誤判情形發生。
2.使用原則
ICP-AES 使用前，必須調整氣體流量、炬管位置、光學系統等，
現在儀器設計大多能自動化校正這些參數。每次調機測得的錳光譜強
度，可作為儀器狀態是否正常的依據，一般常遇到強度變弱的情況有：
（1）蠕動幫浦上的軟管老化，或是固定用螺絲旋不夠緊，導致進樣量
變少（2）霧化器、取樣管、管線堵住（3）炬管毀損，如鹽類堆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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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管熔掉（4）氣體快用盡，流量不足；以上問題是可立即處理，而其
他原因如水氣太多、光學偏移、鏡面污濁等，則必須請廠商拆解儀器、
更換零件。
實驗過程所產生的狀況，建議以觀察「內標準品」的訊號是否平
穩為依據，而問題癥結依舊離不開上述幾點。其餘常見問題，則為軟
體上的設定錯誤、洗針水不足導致的樣品污染或樣品基質干擾等。
3.高鹽類樣品的破壞性
飲用水處理藥劑如次氯酸鈉、氫氧化鈉等，如此高鹽類的樣品進
樣後，即使已使用耐高鹽類的霧化器，但仍會使炬管受熱不均、鹽類
堆積，造成炬管熔掉。後來改使用耐高鹽類炬管（長度較短）
，犧牲感
度，並提高功率和氣體流速才得以改善。而這類樣品也易加速軟管損
壞，以及堵塞霧化器，造成管路壓力太高、漏水。因此做完高鹽類樣
品，炬管和霧化器的清潔絕不可少，軟管也需經常更換。

應用與挑戰
ICP-AES 的進樣系統須為液態樣品，所以任何固態樣品只要經適
當消化、前處理後，消化液即可注入 ICP-AES 分析。其分析應用包含：
合金中的不純物檢測、中草藥重金屬分析、食品（魚體、米等）
、飼料、
油品、礦物等重金屬成分分析。
但對於只含微量金屬元素的樣品，ICP-AES 的感度不足，需結合
固態萃取、離子層析和液相層析等技術濃縮樣品。而針對砷、汞、硒、
銻等金屬元素，儀器在進樣設計上，可加裝氫化物產生裝置，或以超
音波霧化等方式提升感度。這些技術的發展，使得 ICP-AES 的適用性
更加廣泛。
但不可否認，基質及光譜等干擾仍為 ICP-AES 使用上最大的挑
戰，即使應用範圍雖廣，仍需找尋適用之元素波長，並使用背景扣除
等干擾校正模式，所得的結果才具有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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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HRGC/HRMS）
許元正1 陳元武1 翁英明2

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是一部能檢測出環境樣品中一兆分之
一的超微量濃度（10-12，ppt）又擁有精確判定化合物物種能力的檢測
儀器，目前在國內大多應用於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的檢測分析。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顧
名思義是由氣相層析和高解析度質譜兩個單元所組合而成。前端氣相
層析的部分，是利用樣品注入後各種成分在層析管柱中，在固定的液
相及流動的氣相之間，分配率的不同，而達到分離的效果。這些被分
離的成分再進入後端質譜儀的游離室受電子撞擊使化合物產生斷
裂、游離，生成不同質荷比的帶正電荷離子，利用電場聚焦加速後，
再經由磁場使其行進路線偏折，可得一完整的質譜圖。而其所謂的高
解析度代表的是M/ΔM＞10,000以上(ΔM：peak width at half height，
波峰半高寬之質荷比)，因此對
於高分子量的有機化合物例如
戴奧辛、呋喃、多氯聯苯、多
溴聯苯醚或有機氯農藥等，具
有良好的定性判定能力；再加
上採用同位素標幟定量方式
（Isotope Dilution Method）對
於環境中超低微量的污染物更
能精準分析出濃度值。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正因為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屬於昂貴且靈敏的精密儀器，設
置環境的各項條件諸如溫度、溼度、電壓等，都有嚴格的要求，因此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科長 2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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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成本也相對較高。人員的操作訓練與分析經驗更是需要長期的培
養，一個分析項目，從方法條件的測試到最佳化的調整確認，都必須
要有深厚的化學專業與儀器分析經驗作後盾。許多初次接觸高解析度
氣相層析質譜儀的分析人員，第一個印象便是上機前調機過程的無所
適從與枯燥乏味。因為儀器各部分包括電場、磁場幾乎有一、二十個
條件需要逐一去調整，才能確保儀器能夠達到高解析度的需求。以下
便略述儀器操作與維護應注意事項：
1.每日均需確認循環冷卻水水位、水質、空壓機及空調是否正常運
作，並檢視實驗室溫度、溼度是否合乎需求。
2.本儀器為高度真空系統，因此必須隨時進行注意真空度變化與測
漏，開關機程序應依照儀器廠商之規定進行以避免損壞或油氣吸入
造成污染。
3.氣相層析部分之樣品注射部，應注意墊片、玻璃內管之清潔，必要
時應予以更換。
4.調機：先設定加速電壓為7,200V (本儀器最大加速電壓為8,000V)。
利用 Ion Source部分中的各參數調整peak 至最大感度(主要調整的
是focus l、Beam Center、Focus II、repeller)。(此時source slit 及
collector slit 皆為100 %最大值)經重覆調整peak (m/z :331)為最大
值後，將source slit及collector slit縮小；然後再將peak調至最大感度
(此時須調整介於Ion source 至ESA (電場) 前的各組lenses，如
Focus、Y-Deflect、Z-Deflect及source 之Focus I、Beam Center、Focus
II，及repeller，經上述各組Lens 重覆調整至最大且得波形對稱之
peak(上述lens的調整由於各lens 間會互相影響，須重覆調整，直至
最佳狀況出現)。如果整個系統resolution 達到10,000左右即可。再
切換至動態解析程序進行微調，務必使全部監測時窗之各鎖定監測
離子解析度皆達10,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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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離子源清洗：儀器調機若很難達到解析度10,000以上，很有可能是
因為離子源髒了。此時應依照儀器操作規範，將離子源拆下清洗。
清洗時，須以適當之研磨劑磨除金屬部分之污染，並依次以蒸餾水、
丙酮、二氯甲烷沖洗後烘乾。陶瓷部分必要時則以火焰槍燒灼去除
污染及水氣，處理完畢後再重新組合，裝妥於儀器內。
6.層析管柱之更換：若樣品圖譜有明顯拖尾、雜訊增加且解析度不符
規範時，可能是層析管柱失效。進行管柱更換時，除了氣相層析儀
注射埠的連接處外，最重要的便是管柱進入質譜儀後在游離室的位
置，必定要精確以免影響解析度與感度。更換操作時，因需破除系
統真空，所以必須特別小心。
7.進行分析時，應依照分析方法規範進行靈敏度測試，若訊噪比偏
低，應重新調機或進行必要之調整動作。
8.建議加裝不斷電裝置：以避免臨時突發的短暫停電造成儀器自動關
機及系統破真空狀況發生。沒有不斷電裝置的保護，分析人員必須
常常重新執行費時費工的開機及抽真空程序，也較容易造成儀器損
傷。

環境分析之應用與展望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近年來廣為世人所重視，正因為具有毒性且
難以降解，會造成生物腫瘤、免疫力降低、智能減退及生殖障礙等，
經由食物鏈對人類及其他高等動物健康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此2004
年5月17日斯德哥爾摩公約簽定時，將阿特靈、可氯丹、滴滴涕、地
特靈、安特靈、飛佈達、六氯苯、滅蟻樂、毒殺芬等9種有機氯農藥
及戴奧辛、呋喃、多氯聯苯等共12種列為優先管制的POPs。這些高
毒性化合物，在環境中縱然只有極低的濃度也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
相對的，檢測分析判定時更必須有準確的定性，因為環境中也含有大
量的雜質與其他化合物，都會造成分析時的干擾或是判定上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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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一旦誤判造成人心恐慌、相關工商農業的損失及環境後續處理的
困擾，都是無法彌補的傷害，因此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便是無可
取代的分析利器。
過去十幾年來，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屢屢在許多國內重大污
染案件中，為國人的健康與環境保護扮演著最重要的把關角色。例如
比利時乳製品污染案、中石化安順廠污染案、彰化線西鴨肉污染案、
蚊香污染案等等，都是靠著它才能讓戴奧辛的污染無所遁形。近年來
在國際環保議題上廣受注意的多溴二苯醚，長久以來被添加在各種家
飾、建材及電腦產品中，作為遏阻火災減少損失的阻燃劑。這些皆已
被證實對人體有害卻可能逸散於空氣或粉塵中的多溴二苯醚，亦須借
助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才能有效檢出。另有機氯農藥過去傳統均
以 GC/ECD 或μECD 分析，雖然國內已有完備之檢測能力，但隨著
有機氯農藥禁用，環境中濃度降低，分析物更易受到基質中高陰電性
的元素干擾，因此對於分析物的定性定量要求更加嚴苛，為了避免誤
判，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結合同位素標示定量方式，也將是未來
國內外有機氯農藥分析重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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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能液相層析儀(UPLC)
陳怡如1

施育林1

陳麗霞2

更省時、更靈敏、更高解析
隨著管柱中固定相粒徑的降低、幫浦運作穩
定性的提高，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於
1960 年代後開始蓬勃發展。到了 1990 年代後期，
爲了滿足快速、高解析、高靈敏分析的要求，高
效能液相層析儀又進一步改良。傳統高效能液相
層析儀最高耐壓約為 6000psi 且考慮管柱固定相
顆粒耐壓的限制，其最低使用粒徑為 3μm。根據
Van Deemter 曲線，當固定相粒徑越小，分離效果越好，當粒徑降低
至 1.7μm 時，流速需跟著提高以達到好的分離效果，因此必須克服
在高流速下管柱固定相的耐壓與儀器整體的耐壓性、降低系統體積與
提高數據擷取速度等問題，使 HPLC 進入到超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PLC)新的階段。UPLC 比
起 HPLC 有更快速、更靈敏、更高解析度與減少動相溶劑消耗的優
勢，可廣泛應用於化學和生化分析，如藥物、化學、環境、生命科學
與食品工業的研究上。由於氣相層析儀(Gas Chromatography, GC)因熱
不穩定性導致火炸藥物質在注射口熱分解的問題，故使用液相層析儀
是較佳的分析儀器。火炸藥物質種類繁多，使用 HPLC 分析耗時耗費
溶劑，若使用 UPLC 分析時可將原本的分析時間由原本 40 分鐘大幅
縮短至 8 分鐘，既符合時效與又兼顧環保精神。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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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維護的注意事項
1. 最終萃取液上機前需使用 0.22μm 的過濾膜過濾，且建議加裝保
護管柱減少管柱堵塞的問題。
2. 管柱使用有其pH值範圍限制(一般C18管柱為 2~8) 太高的pH值會
使矽膠分解，太低的pH值會使鍵結的烷基脱落。
3. 使用 LC 級(低 UV 吸收)或 LC/MS 級(低雜質、低重金屬)的有機溶
劑，動相需經過 0.22μm 過濾頭先過濾。
4. 超音波震盪或使用去除氣體裝置(degasser)去除溶劑內氣泡。
5. 長時間不使用管柱時需使管柱充滿有機溶劑並將兩端密封保存，

若不慎乾涸可先用甲醇慢慢浸潤管柱，然後使用低流速長時間流
洗管柱，觀察壓力是否恢復。
6. 樣品不建議溶在純有機溶劑中，應該溶解在含水的溶劑中，建議
與動相的起始比例相同以避免樣品析出。
7. 使用完畢後，一開始清洗時不要以純有機溶劑清洗系統，以免緩
衝劑或鹽類析出，之後再開始用純的有機溶劑清洗管柱與系統。
8. 平衡管柱時應從低流速緩慢增加至欲分析的流速，平衡的體積約
為 10 倍管柱體積。
9. 起始的動相梯度不建議為 100%的水相，因為此時矽膠上的烷基塌
陷不具有與待測物作用的能力。
10. UPLC 的耐壓性約為 15000 psi，使用小於 2μm 顆粒大小的管柱且
提升流速能夠發揮 UPLC 的最大效能，搭配一般 HPLC 的管柱亦
可使用。

儀器特性與展望
UPLC 一般搭配 UV 偵測器或是螢光偵測器，而 UPLC 與質譜
(Mass Spectroscopy) 串聯使用是最新發展的技術，可以滿足快速、準
確分析的要求，如藥物開發與篩選、代謝研究以及環境分析等，然而

199

環境分析評論 第1期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由於 UPLC 高速的分析特性，使得待測物的波峰約在數秒內結束，這
對於四極柱式質譜儀來說太快，將會導致訊號的遺失，因此 TOF-MS
為適用 UPLC 的質譜儀，因它具有高擷取速度以及寬的質量範圍的優
點而成為搭配 UPLC 的首選。由於 HPLC 已經廣泛應用了 40 年，開
拓了許多成熟的應用領域，使得 UPLC 能夠在其原有的應用架構上朝
向更快、更靈敏的技術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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