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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Editor's Notes

從「資訊爆炸」到「無知爆炸」
尹玉華1 蘇國澤2 顏春蘭3 阮國棟4

「無知爆炸」時代（The Ignorance Explosion）
我們每天上網漫遊，也可推特（tweet）整天，但是無法分辨那些網址最好，
在眾多雜訊（noise）中，無法分辨那些推文最好。事實上，在推特（Twitter）
系統一天推文（tweet）就有 5,000 萬則。巧合的是，這個數量正好與皇家
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成立於 1660 年）自 1665 年出刊「哲學記事」
＜註 1＞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期刊論文的總數相當

。5,000 萬篇文章已

經遠遠超過人腦能整理的負荷，其涵蓋主題之寬廣亦令人卻步。任何人都
不預期要去知道每一件事，
「無知爆炸」使得一代一代年青人越來越「沉默
寡言」「不願說話」（"The Ignorance Explosion" holds that each generation
＜註 2＞

grows progressively dumber）

。這種現象是合理的，因為我們在指數激

增（an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的「資訊爆炸」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或「知識爆炸」（The Knowledge Explosion）年代中，僅知道非常小而且好
像會突然消失的部分（vanishingly small proportion）
。

精華中的精華 文摘中的文摘 評論中的評論
每年 10 月，我們期待「諾貝爾獎：生理醫學、物理、化學、文學、經濟、
和平」的揭曉，因為那是人類智慧、人類表現（human performance）精華
中的精華。
每年 6 月，我們期待「美國總統綠色化學挑戰獎」揭曉，因為那是走向永
續未來必要的清潔生產技術（Design for Environment）精華中的精華

＜註 3＞

。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秘書2主任秘書3副所長4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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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 3 月，我們期待「環境科學與技術」
（ES&T）公布去年度最佳論文。
ES&T每年接受 4,500 篇投稿，刊登約 1,500 篇（錄用率約 30﹪），年度最
佳論文均維持 10 篇（共分環境政策、環境科學及環境技術 3 類，每類 3-4
＜同註１＞

篇不等）
，2012 年 3 月ES&T公布 2011 年最佳論文 13 篇

，最大不同

為增加專題報導（feature）類，變為 4 類，這個改變亦值得本電子報〈環
境分析評論〉注意，因為專題帶出完整的故事，涵蓋環境問題的釐清與科
學技術應用之後，如何使問題得到解決，例如這一次ES&T 2011 年最佳專
題報導：
「油污生物分解及生物復育：美國歷史上二次最嚴重漏油事件的故
事」
（Oil Biodegradation and Bioremediation: A Tale of the Two Worst Spills in
＜註４＞

U.S. History.）精采至極，真是精典中的精典之作

。
＜註５＞

每年 2 月，我們都期待我們的標竿刊物「化學分析：年度評論」

或「麻

省理工學院技術評論：年度 10 大創新技術」的揭曉，因為有這麼多人幫我
們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理出頭緒，找出精華，這些都是評論中的評
論。
過去我們每月期待「讀者文摘」的出刊，因為文章太多，好文章要經過篩
，也能成為文摘中的文摘，評論中的評
選，我們真心盼望〈環境分析評論〉
論，以優質服務關心環境檢測的朋友們。我們所有專欄的設計及作者撰寫
功夫皆朝向此一終極目標邁進。

（註 1）取材自 ES&T 主編 Jerald L. Schnoor, Top Papers of 2011：Recognizing our Finest,
ES&T, 2012, 46, 3601-3602.
（註 2）語出 J. Lukasiewicz, Leonardo 7:1259-163, 1974.
（註 3）請參閱阮國棟「美國總統綠色化學挑戰獎得獎技術」，環境檢驗所網站/環檢之
窗，該文將歷年得獎技術篩選出 55 項，以中文做摘要介紹。
（註 4）詳參第 156 頁專題報導。
（註 5）詳參第 161 頁專題報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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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Viewpoint

從「新興污染物」到「新興去污染物」
李孝軍1 吳婉怡2 李世偉3 阮國棟4

新興污染物 (Emerging Contaminants)
面對新興污染物的威脅，無疑是環境研究的持續驅動力。但是，「新
興」這個形容詞，意謂著對這些污染物所知有限，也可能一無所知，
包括從生產製造數量、它們的物理化學特性，以至於對人類及環境的
影響，以及如何最佳立法管制這些未知風險等。面對這些未知，只有
從不斷試誤調適及辛苦的實驗室工作開始，而這樣面對挑戰的回報，
可能超越僅只環境保護而已。例如研究聚氟化物及高氟化物(poly
and perfluorinated chemicals)，提升了液相層析分析技術(liquid
chromatography method)，以及發現蛋白質結合有機物的攝取機制
(uptake mechanisms of protein bound organic chemicals)。但是
，新興污染物研究的最終去處是哪裡？到處都會隨時出現新興污染物?
「新興污染物」這個名詞仍然充滿問題。如何界定「污染物」為「新
興」，與觀察的角度(perspective)及時間(timing)有關。有些字（指
emerging）到如今仍然令人難以捉摸。一個可能的方法為將此名詞拆
解 為 次 類 別 (subcategories) ， 例 如 有 「 新 」 的 新 興 污 染 物 (new
emerging contaminants) 及 「 舊 」 的 新 興 污 染 物 （ old emerging
contaminants）二個次分類。
1. 新的新興污染物：指最近才製造生產，而瞬間即充斥各地方，例
如十溴二苯乙烷(decabromdiphenylethane)突然間取代十溴二苯
醚 (decabromyldiphenylether)。
2. 舊的新興污染物：指已經存在數十年，但並未被特別發現或注意，
或是到目前為止尚無分析方法。例如六溴苯(hexabromobenzene)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主任2秘書3副研究員4所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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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70 年代起即大量生產，到處都存在，但最近才被重視。
3. 更複雜的是：在複雜混合物中的新興污染物，例如工業廢水、油
殘留物、醫院廢水等。
4. 最複雜的是：新興污染物(emerging contaminants)、遺留污染物
(legacy contaminants)或友善化學品(benign chemicals)經「轉
換」(transformation)衍生的新興污染物，形成所謂新興污染物
的致命代謝產物或轉換產物。
即使經過這樣「次類別」分離說明，但導致這些次類別「新興」的本
質是什麼？仍然令人難以捉摸，它們是「新被鑑定出來的？」「新展
現出的挑戰？」「新被考慮到的？」或只單純是「引起新興趣的化合
物？」

新興去污染物(Emerging Decontaminants)〈註 1〉
新興污染物定義難以得到共識的困境，正反映出問題的核心為：許多
污染物目前及未來均可能在偵測的名單外(off the rader)。而且，
工業界相當容易的將配方略作修改，即可避免被高度法規列管的化學
品，而使用沒有法規限制的「新興污染物」。
環境科學家如何能提供立法者最佳的政策，以解決這些未知新興污染
物的未知風險？有兩個方法。
1. 清理方法(clean-up approach)：建立資料庫支持蒙特羅議定書、
REACH 及斯德哥爾摩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OPs）等。
2. 預防方法(prevention approach)：以環境科學家所認識的新興污
染物，協助工業界做到環境友善的替代方案。這種真正環境友善
的替代方案，我們就稱之為「新興去污染物」。這種方法反映綠
<註 1>指「新興污染物」充斥環境之基本解決之道，必須採取綠色化學原理之預
防之道，根本避免產生新興污染物，本文大部分觀點取材自下列出處：Hans Peter
2 Sci. Technol. 2012. 46. 4259-4260.
H. Arp, Emerging Decontaminants,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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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化學原理，包括減少有害物質合成，設計更安全產品，以及符
註 2＞＜註 3＞

合原子經濟原則(atom economic principle)等。＜

檢測分析方法及毒性測試方法為什麼重要？
環境科學家加入工業界協助落實「綠色化學」及「綠色產品」，
其 基 本 依 據 （ 使 用 的 工 具 箱 ）， 必 須 使 用 相 同 的 分 析 方 法 (same
analytical method)，相同的毒性檢定程序(same toxicity assay
peocedures)，相同的性能測試(same property testings)以及相同
的模式(same models)。這就是環檢所的工作職掌以及存在的價值及
理由。

<註 2> 綠色化學 12 項原則出自：Anastas, P.T. ; Warner, J. C. Green Chemistr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 Press, New York, 1998. p152.
<註 3> 實際工程成功案例，可查詢美國環保署(USEPA)每年 6 月公布的「美國綠
色化學總統挑戰獎」網頁，每年 5 大獎及入圍近百項技術，自 1995 年頒獎至今。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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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PM2.5 微粒分徑器適用性評估
劉俊男 1 蔡春進 2 洪紹銘 3 巫月春 4 陳重方 5

常用的 PM2.5 微粒分徑器
目前大氣 PM2.5 的質量濃度檢測主要分成手動採樣和自動監測兩種，
兩者均會在採樣進口端加裝一 PM2.5 微粒分徑器，再分別由下方的濾
紙採集微粒或由感測裝置來決定氣動直徑小於截取氣動直徑(dpa50，
2.5 μm)的 PM2.5 質量濃度。PM2.5 分徑器依分徑原理不同主要分成衝
擊器(impactor)和旋風器(cyclone)兩種。

WINS PM2.5 微粒分徑器
Well Impactor Ninety-Six (WINS) 為 美 國 聯 邦 參 考 方 法 (Federal
Reference Method, FRM)，也是我國環保署環檢所公告的標準採樣方
法："空氣中懸浮微粒(PM2.5)之檢測方法--衝擊式手動法" (NIEA
A205.10C) 所採用的 PM2.5 採樣器進口。如圖 1 所示，WINS 為一衝
擊杯，相較於傳統之衝擊器其主要特點為使用杯狀結構讓衝擊表面可
負載大量的真空油，以提高衝擊器的微粒負荷量。WINS 的 dpa50 為
2.48 µm，微粒收集效率曲線的幾何標準偏差 (Geometry standard
deviation, GSD)為 1.18 (Peters et al. 2001)。Vanderpool et al. (2001)的
研究結果顯示，在經過 120 小時的採樣後，13 個 WINS 衝擊器 dpa50
的變化均在標準許可的 5 %範圍以內。美國環保署依此研究結果建議
每 5 次 24 小時之採樣後，應該要清理 WINS 之衝擊表面並重新注入
適量的真空油(U.S. EPA, 2011)。然而目前國內空品測站的維護頻率約
每周才進行一次，是否因此造成 WINS 衝擊器 dpa50 的變化或是微粒
彈跳值得探討。除此之外，衝擊板上的真空油會在採樣過程中揮發，
1

國立交通大學環工所博士生 2 教授 3 研究助理
4
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組長 5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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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吸附在分徑器後方的濾紙上造成 PM2.5 測值的高估，值得我們注意。

圖 1 WINS 示意圖

圖 2 VSCC 示意圖

VSCC PM2.5 微粒分徑器
相較於衝擊器，旋風器雖然有較好的微粒負荷能力，但其微粒收集效
率曲線較不陡峭，並不適用於大氣採樣，過去大部分被用於可呼吸性
微粒(Respirable Particulate Matter, RPM)的採樣。為了將旋風器高微粒
負荷量的優點引入大氣微粒採樣器中，Kenny et al. (2000)研發了一種
微粒收集效率曲線陡峭的旋風器--Sharp-Cut Cyclone (SCC)，並針對
SCC 和 WINS 的微粒負荷能力進行比較。結果顯示，兩者同時在一
座停車場內進行為期四週的微粒採樣之後，SCC 的 dpa50 下降了約 4.5
%，而 WINS 的 dpa50 則下降了約 12 %，表示 SCC 確實較 WINS 有較
好的微粒負荷能力。為了再提升微粒分徑器的品質，Kenny et al. (2004)
又進一步發展了一款微粒收集效率曲線更為陡峭，負荷量更佳的旋風
器--Very Sharp-Cut Cyclone (VSCC)(如圖 2 所示)，該分徑器目前也為
美國聯邦等似方法(Federal Equivalent Method, FEM)的 PM2.5 採樣進
口，其 dpa50 及 GSD 分別為 2.5 µm 及 1.16。Kenny et al. (2004)於實驗
室內的測試結果顯示，經過 90 天 24 小時的高濃度(150 µg/m3)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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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VSCC 的 dpa50 幾乎沒有產生變化且 GSD 僅些微上升至 1.2。由於
VSCC 有相當高的微粒負荷能力，內部清潔頻率也相較於 WINS 低。
目前國外許多連續監測儀器或是手動採樣器已改採用 VSCC 作為其
採樣分徑進口(Watson et al. 2000)，然我國目前的 PM2.5 貝他計仍使用
WINS 進口，建議也應全面改成 VSCC。

本研究對 WINS 及 VSCC 分徑效果的評估結果
由上述文獻可看出 VSCC 相較於 WINS 具有較多的優勢。為了提升
國內空品監測數據的品質，本研究團隊也曾針對 VSCC 取代 WINS
衝擊器的可行性作評估。為了確認 VSCC 及 WINS 的原始分徑能力，
本研究目前已完成了兩者微粒收集效率曲線的校正，未來還會進一步
針對微粒負荷對兩者 dpa50 的影響作探討。
圖 3 為未負荷微粒之 VSCC 及兩個 WINS 的微粒收集效率曲線校正
結果，結果顯示 VSCC 的 dpa50 為 2.49 µm，和文獻上的結果相同，然
而另外兩顆 WINS 的 dpa50 則和文獻上有明顯的差異，分別為 2.03 及
2.27 µm。本研究量測兩個 WINS 的噴嘴直徑(W)，結果顯示分別為
3.51 ± 0.05 及 3.64 ± 0.09 mm，均低於美國環保署設計值範圍，3.9 ±
0.05 mm (EPA, 1997)。利用上述之 W 測值代入史托克斯數的理論計
算(Hinds 1999)也發現，兩個 WINS 以理論計算出的 dpa50 分別為 2.11
及 2.23 µm，和本研究的校正結果接近。由上述結果可知，噴嘴內徑
大小也是影響 WINS 微粒分徑效果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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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研究針對VSCC 及兩個WINS 分徑器的微粒收集效率曲線校正結果

結語
WINS 有許多在實際採樣上易碰到的問題，如文獻中所提及的每 5 天
即需對其衝擊表面進行清理，並重新注入真空油，較耗費人力。另外，
臺灣的微粒濃度較高，維護頻率是否應縮短仍待評估。WINS 衝擊板
上的真空油會在採樣過程中揮發，並吸附在分徑器後方的濾紙上造成
PM2.5 測值的高估，值得注意。本研究對 WINS 校正的結果也顯示，
目前 WINS 的微粒分徑效果不一致，會受到噴嘴大小的影響，VSCC
則較無上述問題，除了微粒負荷量遠高於 WINS 之外，其 dpa50 也準
確，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應使用 VSCC 取代目前空品測站的 PM2.5 貝
他計的 WINS 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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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被動式採樣技術發展
曹國田1 李慈毅2 陳重方3 鍾仁棋2 巫月春4

摘要
本文回顧最近 3 年（2010～2012）「環境科學及技術」
、「空氣及廢棄
物管理協會」
、「水空氣土壤污染」、
「環境毒物化學」及「大氣環境」
等期刊之被動式採樣技術文獻，分為被動式採樣器原理探討及比較（6
篇）
、特定採樣材質（SPMD、PUF 或 XAD-2 等）
（5 篇）
，實際應用於較
長期且大規模採樣調查（5 篇），觀察發現被動式空氣採樣器，可應
用於大區域尺度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調查，藉以比較大區域內各測
點相對濃度或作為污染源追蹤，此技術將成為未來污染鑑識深具發展
潛力之技術。
關鍵字：被動式採樣器；SPMD；PUF；XAD-2

前言：作為一種生物暴露風險評估模擬之工具
空氣類檢驗方法，多用主動式需外加能源及人為控制的抓取採樣方
法，在短時間內採集離散的少量體積樣品，再進行樣品檢驗，得到採
樣時段的檢測結果，可以適時找出超出法規管制標準的污染源，達到
管制的目的。然而，對於與時俱變、且濃度變異甚鉅的污染物，須提
高採樣的時間長度和頻率，導致工作量日增、且花費不貲；而被動式
採樣技術不需用外加能源及人為控制，適合長時間連續的採樣，在歐
美先進國家已被積極開發作為一種生物暴露風險評估模擬之工具。
被動式採樣技術近年來已快速發展，並被廣泛應用於監測空氣、水和
土壤等不同環境中的污染物。空氣監測主要對大氣中 POPs 進行不同
時間、季節和地區的趨勢研究。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簡任研究員2科長3副研究員4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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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理探討及比較
空氣被動式採樣主要利用滲透或擴散式兩者類型，其採樣相對會受到
風速、溫度等環境變因以及採樣器組態而有所影響。常見的吸附材料
有 SPMD、PUF 及 XAD-2 等。當然不論哪種設計都必須要可以校正，也
就是必須要能換算出採樣體積才能受到認同，因此很多文獻是在建立
模式（攝取動力學 uptake kinetics）推估採樣體積等。
1.被動採樣器性能的比較研究

〈1〉

利用二種被動採樣器（滲透式及擴散式，permeation and diffusive
type）
，於 2008 年期間在波蘭 Tricity 地區監測大氣中的 benzene,
toluene, ethyl benzene, xylenes, 監測數據透過各種統計學方
法（Paired t test, Wilcoxon signed rank-sum test, Friedman
analysis of variance）整理，顯示被動採樣器適合大幅度的優先
列管污染物的監測。
2.空氣流域之建造、比較及變異用以解釋被動採樣樣品之半揮發有機
〈2〉

物結果

空氣流域(airsheds,仿水流域 watersheds，有分水嶺之含義)，係
結合(amalgamating)很多逆軌跡(back trajectories)運算，長時
間平均空氣質量濃度建造而成(河川流域之建構有地形分水嶺之天
然屏障形成區隔，似乎較為容易)，被認為可用來解決被動採樣器
標準濃度。全球 54 處所謂的「空氣流域」已經建造，用來比較圓
滿 度 (roundness) 、 季 節 差 異 性 (seasonality) 及 年 度 變 異 性
(interammual

variability)等。為了避免所謂的“極問題＂並簡

化圓滿度的計算，使用“大地網格＂來作為逆軌跡的終點。在所有
緯度皆可見到圓滿度的偏差，並與當地的斜坡顯著有關，但並未見
緯度和圓滿度之間有密切關聯。季節和年際變化千差萬別，顯示傳
輸的靜態模式不足以描述潛在污染源。為了解釋空氣測量結果，尤

2012年5月

12

技術趨勢∣Trends
其是在調查長期趨勢時，須特別對空氣流域的採樣時間加以配置。
一季的樣本可能無法代表大氣的年平均值，而非圓形的線性取樣，
空氣流域可能無法代表該地區的平均。建議簡單作法為確定空氣流
域或單元格的意義，而建立潛在的污染源地區時，終端點的偏差高
度只有在低於 700 公尺時被考慮。
3.被動空氣採樣器半揮發有機物採樣介質端攝取動力學阻力

〈3〉

目前被動空氣採樣器(PAS)攝取 SOCs，通常假設均勻的化學分布，
以及在 PAS 內部安裝的採樣介質，例如 XAD、 PUF 等沒有動力學上
的阻力（Kinetic resistance）
。但此一假設並沒有經過實驗測試，
近來也引起許多挑戰。本文由加拿大及日本的大學教授進行實驗室
攝取動力學的實驗(kinetic uptake experiments)，以測試此一假
設。
裝置設計須詳讀內文，污染物為 PCBs，操作變數為攝取天數(0.1
～24 週)、被動採樣速率(sampling rate, R)，計算結果包括：有
效擴散係數(effective diffusivity)、質傳係數(mass transfer
coefficient)等。
4.採樣器組態對被動空氣採樣器之攝取動力學影響

〈4〉

被動空氣採樣器（passive air samplers, PAS）是簡單而符合成
本效益作為監測空氣中半揮發性有機物之工具。化合物攝取發生在
大氣空氣中分子擴散到被動採樣介質（passive sampling medium,
PSM）中。過去校正研究顯示，即使同一型態的PAS，被動空氣採樣
3

速率（passive air sampling rate, R, m air/d）也可能被許多
因素影響而差異甚大。之前研究主要聚焦在影響R的因素（例如風
速、溫度）
，方法為經由PSM周邊空氣邊界層的動力學阻力（kinetic
resistance）研究，因為PSM與空氣的介面層，似乎是攝取動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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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ake kinetics）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最近的校正研究顯示
PAS的採樣器組態（PAS configuration）影響R值，但此方面研究
至目前為止並不多。
本研究旨在了解 PAS 組態對 R 的影響，使用筒狀（cylindrical）
PAS 各種組態（例如高 10 公分、20 公分、30 公分等，直徑 1.2 公
分、2 公分、3 公分等），內部填充矽膠（silica gel）約 15 克，
測試室內空氣水氣在重力狀態下的攝取動力學數據。同時也進行同
樣 PAS，但用 XAD 樹脂做為 PSM，測試室內空氣污染物 PCB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的攝取校正研究。發現 R 值與 PSM
周邊介面傳輸面積（interfacial transfer area）成正比，但與
PSM 的量不成比例，因為在 PAS 執行期間內，化合物主要累積在 PSM
的外層表面上。
另外，採樣器整體空間設計、PSM 放置在距開口不同位置以及 PSM
不同直徑，都會影響到 R 的改變而影響攝取動力學阻力的變化。所
得數據（指動力學數據），可以做為 PAS 最佳化設計（指反應槽設
計）
，以達到節省 PSM 材料及運輸費用而不犠牲採樣效率。
本文為加拿大 Toronto Scarborough 大學物理及環境科學系與化學
系教授合作之論文，其本質仍純粹為化學工程基本課程「反應動力
及反應槽設計」（Chemical Kinetics and Reactor Design）之內
容。研究「被動採樣器」的各種現象、介質及性能均可以此課程內
容為出發基礎，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5.利用被動採樣器做為社區毒性空氣污染物及相關污染物評估之檢
視

〈5〉

評估二種被動採樣器的精確度（precision）
、準確度（accuracy）
及採樣速率（sampling rate）
。Radiello採樣器偵測項目為：揮發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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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機物（苯、甲苯、乙烯苯、二甲苯、1,3 四丁烯），醛類（甲
醛、乙醛、丙烯醛）及硫化氫。Ogawa採樣器偵測氮氧化物及硫氧
化物。實驗研究同時進行各種不同的大氣風速、採樣延時以及分析
前貯存時間等影響。研究發現採樣速率大都符合Radiello及Ogawa
廠方原出版的採樣速率，但有例外，本研究苯之擴散速率觀測值為
mL

22.4±0.1 /min（Radiello 為 27.8
mL

mL

/min），乙烯之擴散速率觀測值
mL

為 37.4±1.5 /min（Radiello 為 25.7 /min）。
〈6〉

6.監測大氣中HNO3（g）之簡單被動式採樣器的採取速度決定及評價

大氣酸沈降的涵蓋面積佷廣，有北美國家酸沈降評估計畫
（National Acid Precipitation Assessment Program）
；歐洲監
測及評價計畫（Europea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
EMP），東亞酸沈降監測網計畫（Acid Deposition Monitoring
Network in East Asia, EANET）
。本文為日本在 2003-2006 年執
行監測數據的整理。測站分二種，一種為 250×250 公里中設置 9
站，另一種為在 250×250 公里場址外另設 6 站做為驗證。HNO3氣
體濃度量測用四階填充過濾器（four-stage filter-pack）以及
簡易被動式polyamide filters，流速選定為 214 m/day，數據以
統計法分析，顯示可應用在各種氣候條件。

特定採樣材質
常 用 的 吸 附 材 質 有 半 透 膜 採 樣 裝 置 (SPMD) 、 PUF 被 動 式 採 樣 器
(polyurethane foam, PUF disk)、微孔介質樹脂(XAD resins)或其
他種類被動式採樣材質，相關文獻如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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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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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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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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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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形，代表 SPMDs 在長時間監測的
應用性。
8.職場作業環境利用PUF被動採樣器現場評估空氣中PAHs

〈8〉

PUF（polyurathane foam）的 PAS（被動空氣採樣器）常用在室外
PAHs 及 POPs 的監測，但用在作業場所尚少數據。測試後發現約
在 1~2 週內即可累積到可偵測的程度，文中對許多面向的探討（包
括 uptake kinetics、氣態及粒狀相關之 PAHs 來源等）均有參考價
值。PUF-PAS 技術在室內空氣的監測可用在篩檢（screening）及污
染源及熱點（source/hotspot）的發現。
〈9〉

9.鐵及煉鋼廠附近PCBs的空間及季節性分布

韓國的案例，一年期（2006 年 9 月－2007 年 7 月）在 15 個點利用
4 組串連式被動空氣採樣器，監測 8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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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西藏高原有機氯殺虫劑、PCBs、PBDE等被動空氣採樣

（10）

西藏的案例，一年期（2007 年 7 月－2008 年 6 月）
，其利用 XAD-2
樹脂做為吸收體，針對各種 DDTs、HCHs、PCBs、PBDEs 等的高原（＞
4000m）及長距離擴散（中印邊界）均有討論。
〈11〉

11.使用被動擴散管監測空氣污染物

利用比色被動擴散管（colorimetric passive diffusion tubes）
，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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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採樣器原先用來採樣數小時以監測作業場所空氣污染物高濃度
的工具，本文改變用在採樣時間達 1 星期，監測同樣空氣污染物，但
濃度相當低的情況。監測對象包括：CO，H2S，NO2，SO2及苯。除了NO2，
其他 4 種污染物，被動式擴散管的測值與真正濃度一致性高。此方法
可應用在室內室外空氣污染物（濃度可高可低）的監測，尤其在精密
度及準確度的要求並不需要太高的情況下，成本低也較簡單。

採樣調查
〈12〉

12.經由雪堆量測環境中農藥殘留

本文是「美國西部空氣傳遞污染物評估計畫，WACAP」的一部分，
WACAP 由美國環保署(EPA)及內政部(DOI)經費贊助，總報告 The
fate, transport, and ecological impacts of airborne
contaminants

in

western

National

Parks

USA,

EPA/600/R-07/138.2008, www.epa.gov/nheerl/wacap 可下載。
所調查的污染物為相當廣泛的半揮發有機物(SOCs)，本文主要以
農藥為主。連續三年（2003-2005）在偏遠的高山、亞北極及北極
等 8 個國家公園，採取 56 個季節性的雪堆樣品，檢測其中的農藥
成分，結果顯示目前使用的 4 種農藥與已禁用的 4 種農藥均可測
出，有耕作區域與交通經過區域的雪堆農藥殘留量較高。
13.經由地衣、松柏科針葉樹及被動式空氣採樣設備量測遙遠環境中
半揮發有機物之比較

〈13〉

本文是「美國西部空氣傳遞污染物評估計畫，WACAP」的一部分，
所調查的污染物為相當廣泛的半揮發有機物(SOCs)，本文主要以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為主。這些 SOCs 及 PAHs 存在於地
衣、松柏科針葉、雪堆、底泥泥芯以及被動空氣採樣器(PASDs)
中 不 同 材 料 ， 包 括 Amberlite styrene divinylbenzene
copolymer(XAD) 樹 脂 ， polyuret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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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permeable membranes (SPMDs)半透膜。調查樣品來自 19 個
不同的國家公園。結果顯示地衣累積 SOCs 濃度最高，可能由於暴
露期間最長，但不知確切期間。XAD 為主的 PASDs 累積 SOCs 濃度
最低，但也唯有 XAD-PASDs 的 SOCs 濃度可以用來計算大氣平均的
氣相 SOCs 濃度，因為已知採樣速率，而且介質比較均勻。地衣及
雪堆累積的代表大氣中粒狀的 SOCs，二者有顯著的統計上相關。
此一結果，可能指出針葉及 PASDs 代表大氣中 SOCs 的組成與地衣
及雪堆的組成不同，亦即 PASDs 使用不同的介質(指 XAD, PUF or
SPMD)可能會測出不同的組成。
14.美國西部空氣污染物評估計畫：美國西部國家公園空氣污染物衝
〈14〉

擊之跨領域評價

基於保護國家公園的永續經營維持保留給後代子孫，從 2002 年開
始進行大面積、長時間的調查，包含空氣、水、底泥泥芯、植物、
雪堆、魚體及野生動物等調查半揮發有機物(SOCs)、農藥（CUPs
及 HUPs）、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OPs）污染狀況，進行多介質與多受體的國家型環境調查的規
劃及執行能力，其中空氣部分採用被動式採樣技術，進行美國西
部國家公園空氣污染物衝擊之跨領域評價。
15.被動式採樣器監測網（PSN）監測粒狀物（PM）濃度：希臘
〈15〉

Thessaloniki大地區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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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步驟等，均有很詳細的資訊。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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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CDDs/Fs來源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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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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60 ng/m -month及 14～51 n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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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1. 被動式空氣採樣器，可應用於大區域尺度之環境中持久性有機物
之調查，藉以比較大區域內各測點之相對濃度。
2. 被動式空氣採樣利用長時間環境監測，文獻上利用被動式採樣進
行突發性污染事件之污染採樣有助污染源追蹤，將成為未來污染
鑑識之重要技術之一。
3. 被動式採樣器較主動式採樣器簡單且便宜，能提供一致性的數據
結果，不需要電力及人為控制，適合長時間連續監測，採樣時間
比主動式長，較能反應長期區域濃度分布。所需人力和電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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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最低成本完成採樣，未來若能在臺灣地區廣泛架設，累積更
多數據，進一步了解量測不確定度範圍，可以提供半定量結果，
有助於建立臺灣地區空氣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背景值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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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含PM2.5）檢測技術發展
陳重方1

蘇育德2

賴金郎1 黃星榜3 巫月春4

摘要
本文回顧「環境毒物與化學(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
「大
氣環境（Atmospheric Environment）」
、
「Chemosphere」及「環境科學與工程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期刊共計 14 篇室內空氣品質相
關文獻，分為室內污染物濃度與人體含量相關性研究（4 篇）
、室內空氣污
染物濃度與來源推估技術（6 篇）
、室內空氣污染物實測案例（2 篇）
、室外
周界環境中污染物濃度與個人暴露評估之研究（2 篇）。分別引介其重點，
藉以描繪出特殊性空氣污染物生物體含量、污染物來源推估、實驗設計下
所開展出之污染物量測技術多層次應用、個人環境中污染物暴露評估研究
及室內(外)空氣品質研究之不可分割性等室內空氣品質相關研究之發展現
況與趨勢。

室內特殊性空氣污染物濃度與生物體含量相關性研究
1.血清中聚氟化物濃度與辦公室環境室內空氣品質相關

＜1＞

2009 年冬季，於波士頓地區針對 31 個辦公室之員工進行聚氟化物
(poly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暴露之研究，以主動空氣採樣一週為樣
本，分析FTOHs (fluorotelomer alcohols)、FOSAs (sulfonamides)、FOSEs
(sulfonamide ethano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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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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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副研究員2助理研究員3專員4組長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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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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利時Flanders地區民眾暴露於PFOS/PFOA第一次評估

＜2＞

為 評 估 比 利 時 Flanders 地 區 民 眾 暴 露 在 全 氟 化 物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 )之情形，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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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飲食暴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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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加州家貓體內PBDE濃度偏高的原因：家中灰塵是主要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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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顯示家貓體內 PBDEs
濃度偏高，與貓的甲狀腺機能亢進(hyperthyroidism)有關，追蹤此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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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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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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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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泳池中鹵乙酸：游泳者及工作人員之暴露

西班牙大學分析化學系學者調查泳池（室內及室外）工作人員及泳客尿
液樣品鹵乙酸（HAAs）及代謝物二氯乙酸（DCAA）
、三氯乙酸（TCAA）
之含量。49 個志願者，包括男女工作人員及老少泳客，經常於 1 月至 6
月在室內泳池及 7 月至 8 月使用室外泳池。結果顯示 HAAs 在暴露後
20~30 分鐘出現，3 小時後消失。在室內環境下，由於 HAAs 呈氣膠化，
工作人員在暴露 2 小時後，尿中 DCAA 及 TCAA 濃度約 300(ng/L)及
120(ng/L)，但在室外泳池，只有在某些工作人員尿中測得 DCAA 約在
50(ng/L)範圍。1 小時游泳之後，室內泳者尿中 TCAA、DCAA、MCAA
分別為 4400、2300、560(ng/L)。室外泳者由於意外吞入池水也得到類似
的尿液濃度。推估三種暴露途徑之比例為：吞入占 94％，吸入占 5％，
皮膚吸收占 1％。本文作者發展出 headspace-HS-GC/MS 方法檢測尿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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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HAAs 化合物，達到(ng/L)水準。泳池水中 HAAs 約 1~800 (nμg/L)，
比飲用水 0~100(μg/L)高出許多。

室內空氣污染物濃度與來源推估技術
5.可變體積負荷法：一種方便快速方法量測建材中甲醛及其他醛類的初始
可出濃度及分配係數

＜5＞

建材中甲醛與揮發性有機物的初始可排放濃度（C0）是做為特徵化及分類
這些建材的重要指標之一，惟一般而言，目前發展的各種量測方法都需
要花費很長的量測時間，而這篇由中國北京技術學院及清華大學建築科
學系學者發表的論文，提出了一種快速方便可以同時量測C0及分配係數
K(建材/空氣的分配係數，material/air partition coefficient)的方法：可變體
積負荷法（variable volume loading，VVL）
。這個方法具有 (a)僅需要相對
其他方法較短的實驗時間(案例研究時間最長不超過 24 小時)；(b)方便經
常性量測等兩種特色。VVL方法是藉由質量平衡(建材初始可排放的污染
物質量 = 排放到空氣中的污染物質量 + 殘餘在建材的可排放污染物質
量)原理來推算C0及分配係數K，即利用不同體積比(空氣/建材)，在已知
最後的平衡濃度下，來得到C0及K值，惟這個實驗有幾個先決的假設和限
制條件：(a)實驗的容器為密閉空間，且需使污染物質在空間中均勻混合；
(b)符合亨利定律；(c)不考慮化學反應變化，如建料水解、老化、氧化及
催化作用等；(d)建材需均質化。為了驗證VVL方法所得到的C0及K值是否
具有一定之準確性，作者利用其在 2003 年發表的模式及實驗參數進行模
擬，得到的模擬結果與實驗結果很符合。另外作者也將VVL方法與中國
國家標準的分析方法(GB/T 17657-1999，評估木頭基質建材特性的測試方
法)得到的結果進行比較，藉此提出建材中污染物的C0與總量濃度(Ctotal)
不一定對等的觀念，即Ctotal高的建材並不足以完全表示其排放到空氣中的
潛勢就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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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不同型態都市的氣體流通性及其污染物濃度分布之關連性

＜6＞

空氣流動性是用來判斷室內環境品質好壞的主要分析要素，而本研究即
利用此概念來探討不同型態城市的可呼吸性（透氣性）及污染物分布情
形。藉由界定邊界範疇並簡單且規律化城市中建築物的配置情形，並以
建築物堆集密度（building packing density）表示不同的城市型態，如郊區
的堆集密度較低，再配合計算流體力學（CFD）及 k-ε 紊流模型來模擬解
析城市內空氣（或污染物）的流動現象。模擬結果顯示大致上建築物堆
集密度越高的城市，其局部平均空氣年齡（local mean age of air）與污染
物累積濃度越高，氣流再循環的範圍也越大，相對來說其城市的可呼吸
性也會比較差。研究結果除有助於了解不同城市類型的氣流流動現象，
對於改善空氣流通及減少污染物累積也提供了一個簡單但卻實用的評估
方法。
7.氣膠動態變化對空氣中DEHP室內暴露之影響

＜7＞

室內空氣氣膠（Aerosol）之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EHP）主要分布於固
相（particle-phase）物質。以往利用質量平衡模式推估室內空氣中 DEHP
之累積濃度時，均假設室內空氣氣膠固相微粒濃度為定值；實際上，室
內氣膠固相微粒物質會因室內建物牆壁、天花板、窗戶或家具表面與空
氣間分配係數、微粒經沉降、滲入、再揚起作用，及烹調活動之微粒排
放，使得室內空氣中氣膠固相濃度非定值。透過模擬中國人實際生活之
室內空間配置，設計一個鋪設有塑膠地板（DEHP 排放源）
、兩面牆壁裝
設玻璃窗戶（可自然通風）之居家空間，空間內並模擬中國人每日 11:30
至 12:00 之烹調活動，作為室內微粒排放源，發展出可適用於室內氣膠
固相微粒濃度呈現動態變化之質量平衡模式，來推估室內空氣中 DEHP
濃度變化。經分析微粒濃度固定之模式與微粒濃度動態變化模式模擬結
果，顯示在 1000 個測試天中室內空氣中氣相（gas-phase）之 DEHP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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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並無明顯差異；而固相之 DEHP 濃度，兩種模式模擬結果差異在 10%
以上者有 578 天，差異在 20%以上者有 248 天，其中差異最大者甚至超
過 78%；此微粒濃度動態變化模式，其較敏感因子為微粒沉降作用與烹
調活動。另外，亦發現此室內空氣中 DEHP 主要存在於 0.5μm 以下之固
相氣膠中。
8.標準化辦公室新雷射印表機的顆粒排放的影響

＜8＞

利用標準化辦公室新雷射印表機顆粒排放影響之研究，展示了如何使用
室內氣膠模式來描述粒狀物排放源的特性及預測其在室內空氣品質的影
響。使用具多段區分及粒徑解析之室內氣膠(MC-SIAM)辦公室模式，藉
以描繪出排放源特性、計算粒狀物排放率，並可模擬出一個標準化的辦
公室環境以研究印表機在室內排放之粒狀物濃度。透過此模擬方式，可
用來定量不同粒徑的粒狀物排放率及評估排放源對室內空氣品質的影
響。於通氣室中裝置三台現代的雷射印表機，利用搭配長微分移動分析
器（DMA）及預衝擊器（截取粒徑D50=1082nm）之序列式移動粒徑分析
儀（SMPS）來量測其粒狀物排放。所量測到的各個參數被做為室內氣膠
模式中的輸入參數，之後並使用該室內氣膠模式來定量粒狀物的排放
率。另外，該室內氣膠模式也用來模擬粒狀物排放源在辦公室模式中的
影響。該辦公室模式由一個空的機械式通風室及粒狀物排放源構成。通
風的空氣中所含的氣膠係來自經過濾的周界背景空氣中所含的氣膠。本
研究使用了 3 種不同的通風率來探討通風率的影響。依據模式的模擬結
果顯示印表機的粒狀物尖峰排放率超過 7.0×108s-1(2.5×1012h-1)，且主要係
排放粒徑小於 100nm的超微細粒狀物。由辦公室模式模擬結果指出，一
個列印的動作最大可使超微細粒狀物的濃度增加至 2.6×105 cm-3。而將印
表機排放的粒狀物與背景粒狀物濃度相比較之下顯示，因印表機排放而
增加的粒狀物，其粒狀物 6 小時平均濃度超過了背景粒狀物 6 小時平均
濃度的 1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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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控制室內活動期間之粒狀物濃度特徵

＜9＞

室內污染源已被確定為室內粒狀污染物增加的主要貢獻者。本篇介紹於
控制室內活動期間粒狀物粒徑分布與濃度特徵之研究，探討幾種常見的
特殊污染源對室內顆粒物濃度之影響。實驗檢測在一個空的實驗室進行
（期間為 2006 年 9 月至 10 月）
，使用儀器主要包括格林（GRIMM）公
司的 SMPS＋C 系統（粒徑範圍介於 11.1 至 1083.3 nm）
、DustTrak 氣膠監
測儀（ TSI 公司）以及 P-Trak 超微粒子計數器（TSI）
。所研究的室內活
動包括蠟燭燃燒、熱板加熱、燒開水、炸洋蔥、吸塵器、吹風機、噴髮
膠、吸煙與燒香。本研究應用 AMANpsd 計算機演算法來評估量測粒子數
分布之型態結構。此外，亦探討不同排放源影響下粒徑分布隨時間變化
之型態。最後，也計算了粒子排放率。在吸煙、炸洋蔥、燃燒蠟燭與燃
燒線香的活動可觀測到高粒子數濃度。最高的粒子質量濃度則於吸煙和
頭髮噴霧試驗時測得。粒徑分布轉變至大顆粒的現象顯示於蠟燭燃燒、
燒柱香、吸煙與炸洋蔥時的強烈凝集效應。粒徑分布之型態，炸洋蔥、
燃燒蠟燭以雙峰分布型態為主，而於柱香燃燒和吸煙實驗則依然為單峰
分布。

室內空氣污染物實測案例
＜10＞

10.中國中南部地區室內灰塵PBDEs含量：特徵及意涵

在中國中南部地區三城市隨機收集 76 個室內、12 個辦公室、43 個戶外、
2 個電視機內及 2 個電腦內灰塵樣品，同時分析 PBDEs 含量分布、可能
來源及與戶外灰塵結果比較。PBDEs 濃度為 BDE28, 47, 66, 85, 99, 100,
153, 154, 183 及 209 等 10 項待測物濃度總合。室內及辦公室灰塵樣品
PBDEs 濃度分別為 186.6 ~ 9654 ng/g（平均值=2662 ng/g）及 1737 ~ 4408
ng/g（平均值=3179 ng/g）
，三城市室內 PBDEs 含量分布無明顯不同。在
全部灰塵樣品中最主要待測物為 BDE209，占總濃度百分率分別為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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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96.2﹪）
、辦公室樣品（99.0﹪）及戶外樣品（97.4﹪）
。與先前研
究結果不同的是在不包含 BDE209 濃度下，室內及戶外灰塵樣品 BDE183
為主要待測物，而不是其他文獻經常分析的主要待測物 BDE47 及 99。
對大部分比較性樣品結果顯示室內灰塵 PBDEs 濃度高於戶外樣品。由
於電視機及電腦灰塵樣品 PBDEs 濃度偏高，所以在經由 PBDEs 處理過
的產品如電視機及電腦為室內灰塵 PBDEs 的重要來源。中國室內灰塵
BDE183 偏高的來源尚須進一步研究。
＜11＞

11.針對單一顆粒進行定量分析用以鑑定韓國首爾地鐵車站粒狀物之來源

利用三階的Dekati PM10採樣器(粒徑為 10, 2.5 和 1μm)分別針對首爾 4 個
地鐵站的 4 個不同區域(隧道、月台、售票處、戶外)進行採樣，採集之
樣品以EPMA(electron probe X-ray microanalysis)針對單一顆粒分析其化
學組成。分析結果顯示，隧道與月台之顆粒組成以含鐵之化合物為主，
此為地鐵行駛時與鐵道磨擦所產生；而當裝有月台門可隔絕隧道與月台
時，月台之顆粒含鐵化合物其比例隨即降低。此外，可發現戶外與售票
處之土壤類與含碳類化合物之比例大幅增加，顯示距離隧道越遠，受地
鐵行駛時產生之含鐵顆粒影響越小。

12.丹麥家庭及看護中心室內灰塵中phthalate及PAH的濃度

＜12＞

針對在丹麥菲英島上 500 個家庭臥房和 151 個孩童照顧中心之生活環境
中灰塵樣品進行 5 種phthalate esters (包含了DEP、DnBP、DiBP、BBzP
和 DEHP) 和 3 種 PAHs ( 包 含 了 pyrene, benz[a]anthraxcene(A) 和
benzo[a]pyrene(B[a]P))的分析。結果中指出三種PAHs和DEHP在所有樣
品皆有被偵測出來，另外DEP, DnBP, DiBP及BbzP在家中臥房有超過
75%的樣品被偵測到，在孩童照顧中心則有超過 90%的樣品被偵測到。
Phthalates 及 PAHs 在 灰 塵 中 的 質 量 分 配 係 數 呈 現 為 一 常 態 對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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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normally)曲線分布。除了DEP在孩童照顧中心的質量分配係數較家
中臥房來的高，PAH在孩童照顧中心和家中臥房的質量分配係數則是相
當類似。在不同的phthalates中，不論是在孩童照顧中心或家中臥房的質
量分配係數是沒有相關的。相反的，不同PAHs在家中臥房之相關係數為
R2 = 0.80-0.90 高於在孩童照顧中心之相關係數R2 = 0.28-0.45。這次灰塵
中有幾個phthalates (BBzP, DnBP和DEHP)所測得的濃度確實較 6-7 年前
在瑞士所做的研究要來的低。雖然此次所偵測的物種不同於瑞士所做的
研究，但以這次實驗結果也可以反映出近年來這些物種在塑膠製品使用
情形的改變，也包含了玩具在內。PAHs 方面所測得的結果也和Berlin
及Cape Cod住宅區所測得的強度大約低了 10 倍，這暗示了在丹麥住宅
區所受到汽機車排放污染的衝擊較小。

室外周界環境中污染物濃度與個人暴露評估之研究
13.利用快速反應可攜帶式的氣膠光度計（nephelometer）記錄經年長期連
＜13＞

續個人暴露在PM2.5的方法

利用光散射原理具即時量測功能之氣膠光度計DustTrak監測個人PM2.5
（氣動粒徑小於 2.5μm）暴露研究，係讓一個成人將以電池供應電力且
每 5 分鐘紀錄一筆PM2.5平均濃度的DustTrak配戴於身上，並將其進氣口
設於接近人體呼吸的高度，而配戴時間將近一年的方式進行。同時並使
用每分鐘紀錄一筆的活動時間日記，來紀錄實驗體的移動及其接觸到的
微環境，以便於將每一筆數據去對應到實驗體的活動型態、接觸到的微
環境及氣膠來源。探討監測結果時，將 60463 筆可接受的 5 分鐘PM2.5平
均濃度數據分別分成 7 個室內及 4 個室外的微環境；而從整個實驗過程
的時間分布上來看，84％的時間在室內、10.9％的時間在室外及 5.1％的
時間在移動。研究結果顯示，室內的 5 分鐘PM2.5平均濃度 55.7μg m-3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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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室外的 49.8μg m-3，並在餐廳的環境中測到最高值 1103μg m-3，第二
高值 420μg m-3則是在利用火爐燃燒固態燃料來增溫的室內空間測得。
最低測值 25μg m-3是在農村的室外測得，以及受測人房間室內所測的 36
μg m-3。同時，將氣膠光度計所於受測人的家中所測到的室內測值、受
測人於其住家附近地區移動所測得的室外測值，於最鄰近之國家品質空
氣監測網中的固定測站測值進行比較後發現，由個人監測及固定測站所
得的氣膠測值間具備高度相關性（0.78）顯示，固定測站之測值可取代
個人監測測值來做為個人於住宅及一些其他微環境中個人暴露評估之
用。但是，將光散射方法與參考的β射線衰減法比較之後，亦發現兩者
間存有非線性之系統性偏差，這也限制光散射方法於直接暴露濃度量測
上的使用。
＜14＞

14.新方向:都市街道交通排放造成的個人空氣污染的被動控制方法

行人在都會區人行道上走動，人的呼吸道口鼻的高度剛好僅略高於汽機
車在車行道上的高度，若人行道與車行道中間沒有任何屏障，則行人暴
露在車輛污染最直接、路徑也最短，稱為「接地污染」，接近地面污染
沒有經過擴散，是最不利於健康的暴露型態。兩邊有高大建築物的都市
街 道 （ urban street canyons ） 即 指 用 路 人 暴 露 在 此 種 微 環 境
（micro-environment）的情境，WHO 2000 年研究指出在 1 小時的暴露
中會增加苯的每天攝取量達 30％。被動控制方法包括：徵收擁塞費或碳
稅；減少擁塞的路線模式；改進車輛技術，例如：觸媒轉化器；其他輔
助措施，例如低隔牆（low boundary wall）、植樹（tree planting）
、灌木
樹籬（hedgerows）
、隔音牆（noise pollution barriers）
、路邊停車（on-street
parking systems）
。在探討輔助措施的可能優缺點問題後得知，低隔牆措
施造成的緩衝效果，有時會減少攜帶污染物的氣流進到人行道，使苯及
1,3butadiene等揮發性有機物（致癌VOCS）的濃度降低 1.7~2.0 倍，粒狀
物（PM2.5）的濃度降低 2.8 倍。更進一步數值分析的研究結果，在車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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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人行道中加上低隔牆可降低苯的個人暴露量 40-75%，視大氣風向
而定。風速及風向很重要。背風面（leeward）及迎風面（windward）無
論是植樹或低隔牆等都有不同濃度，可用風洞試驗（wind tunnel）及數
值計算（numerical investigation）模擬微環境的情境作為設計之用。設
計被動控制除風向風速外，其他因素（main factors）尚包括街道走向及
街道的幾何學特徵。要特別注意的是，被動控制也有對擴散沒有幫助或
產生負面影響，或增加車行道污染物的濃度等，而每一街道主宰的盛行
的方向（prevailing wind conditions）是一定要考量的。

結語：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技術發展趨勢歸納
1.特殊性空氣污染物造成之生物效應備受關注，故其室內存在濃度與生物
體含量相關性研究已為重要議題。
2.室內空氣污染物來源推估仍是必須持續開發之技術。
3.室內空氣污染物量測技術在透過研究標的物與實驗設計下，可獲致不同
層面之重要研究成果。
4.除室內直接發生源外，室外周界環境空氣中之污染物在透過換氣系統後
進入室內後，亦會直接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且個人於環境中之污染物暴
露評估，本即含括個人於室內、外活動範圍，故於研究室內空氣品質之
時兩者難以完全脫勾處理，仍須並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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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毒性檢測之技術趨勢
劉素妙1 李其欣2 徐美榕2 顏榮華2 楊喜男3

摘要
本文回顧「環境污染期刊」、 「環境毒理學及化學」(ES&C)與「環
境科學及技術」(ES&T)等國外著名期刊最近三年(2010-2012)所有文
章，選取生物毒性檢測技術相關報導 15 篇，依檢測生物不同分為細
菌(1 篇)、藻類(3 篇)、水蚤(3 篇)、端足蟲(1 篇)、魚類(2 篇)及自動
化生物毒性篩檢(1 篇)，分別引介其重點，藉以觀察國際整體發展趨
勢，目前國際研究正以簡單、快速及精確之自動化生物毒性檢測作為
取代趨勢。

細菌
1.Microtox®固相檢定法新的方法改良

<1>

傳統 Microtox®固相檢定（Microtox Solid Phase Assay，MSPA）係
根基於海洋微生物（目前重新命名為 Aliivibrio fischeri）發光受抑
制的原理。Aliivibrio fischeri（弧菌的一種）在生長過程行呼吸代
謝時，會伴隨產生螢光副產物，若細菌遭受抑制活性物質會減緩其
呼吸代謝，因此會抑制螢光的強度，Microtox®分析方法即是藉由
偵測螢光被抑制的情形來判斷毒性強度。傳統 Microtox®固相檢定
（Microtox Solid Phase Assay，MSPA）係將細菌暴露於浸泡在鹽水
中之底泥樣品，過濾後再測定螢光強度，以推算底泥毒性大小，但
受各種偏差及干擾之苦。爲了精確評估底質生態毒性（ecotoxicity of
sediments），作者改變做法將過濾步驟提前至暴露前，發 展 另 一
Microtox®滲出液相檢定技術（Microtox leachate phase assay，
MLPA）。本研究進行相同底泥樣品之 MSPA 與 MLPA 之間的測值
比較，發現 MSPA 有毒性高估的情形，推論原因有(1)細菌暴露於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副研究員2研究員3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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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泥樣品時，部份細菌固着於底泥顆粒上；(2)進行過濾時損失細
菌，因而使細菌量減少，導致螢光的強度降低。作者以流式細胞儀
分析證實論述，故新改良的 MLPA 比傳統 MSPA 更能真實反應底
泥樣品的毒性。

藻類
2.使用不同生物檢定測試藻類、藍綠藻及細菌對不同種類抗生素敏
感度之比較<2>
由於醫療行為大量使用抗生素對抗有害病菌的感染，但人體（動物
體）無法將它完全分解代謝，導致許多抗生素流布於環境中，造成
環境中初級生產者和分解者等非標的微生物的危害，進一步影響生
態系統的運作過程，因此評估抗生素對水環境生態系統的衝擊是有
必要的。
本篇使用原本用於屠宰市場肉品抗生素殘留的篩檢方法 Nouws
Antibiotic Test (NAT)，及傳統的 Microtox 方法，評估應用於水中抗
生素的篩檢。另以光合效率（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及傳統生
長的方法做為藻類生物篩檢的方式。
本篇選用之抗生素種類有：Sulph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Flumequine、Tylosin、Streptomycin 及 Oxytetracycline 等 6 種，為
環境水體中最常見的抗生素。試驗藻株為：Pseudokirchneriella
subcapitata（綠藻）
、Microcystis aeruginosa（藍綠藻）等 2 種。試
驗菌株包括：Bacillus cereus（for Oxytetracycline test）、Yersinia
ruckeri（for Flumequine

test）、Micrococcus luteus（for Tylosin

test）
、Bacillus subtilis（for Streptomycin test）
、Bacillus pumilus（for
Sulphamethoxazole and Trimethoprim test）等 5 株。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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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細菌以 NAT 的生物篩檢方式，發現 5 種抗生素對測試的菌株
有 敏 感 及 專 一 性 的 抑 制 作 用 ， 其 中 Trimethoprim 、
Sulphamethoxazole、Oxytetracycline、Flumequine 及 Tylosin 等 5 種
抗生素，能測得之 50%抑制濃度分別為 0.028、0.052、0.081、0.2
及 0.57 mg/L。但傳統的 Microtox 毒性試驗則無效果。藻類以光合
效率的篩檢方式，時間可縮短為 24 小時（傳統藻類的毒性測試綠
藻需 3 天，藍綠藻需 7 天）
，但僅 Tylosin 在綠藻測得最低的 50%抑
制濃度為 0.00089 mg/L，比傳統培養生長方式敏感 140 倍，其餘抗
生素的測試則比傳統培養生長方式差。
3. 利用固定化淡水微藻(Pseudokirchneriella subcapitata)進行全底質
3>

毒性測試之發展及應用<

本研究進行實驗室(底質人工添加銅及達友龍農藥)的底泥固定化
淡水微藻之全底質毒性測試法確認及 4 處污染場址之實際樣品毒
性測試。實驗室中將細顆粒及粗顆粒底質分別添加銅及達友龍農藥
後，進行藻體 72 小時成長抑制測試。結果顯示添加劑量與微藻反
應有相關性，可證實方法之可行性，且發現底質顆粒大小對於微藻
成長有顯著影響。將此方法實際運用於 4 處污染場址底質毒性測試
及毒性鑑定評估(toxicity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TIE)時，先以 0.01
M 氯化鈣、丙酮、以及二氯甲烷進行 4 處污染場址底質之萃取，
萃取後的底質作為後續毒性鑑定評估之對照及稀釋用之底質。後續
進行毒性鑑定評估程序，結果發現原先 4 處污染場址底質對微藻皆
具毒性，72 小時成長半抑制濃度(EC50)介於 41.4 至 79.0%，但底
質經添加不同濃度之沸石、樹脂或活性碳處理後，微藻生長獲得改
善，可說明底質之毒性來自於氨、金屬及有機物的污染。
4.利用快速重複速率螢光計偵測及評估PAH對微藻之毒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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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污染物對初級生產者（primary producers）的毒性影響，對全
面性生態毒理學（ecotoxicology）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自營
性生物（autotrophic organisms）是食物鏈的基礎，也是許多農藥殺
蟲劑的特定目標。微藻由於有高的敏感度，易於培養，世代時間短
（對毒物快速反應）
，所以常用來做為生物鑑定（bioassey）的初級
生產者代表物種。本文則以 flagellate Isochrysis galbana 培養做為偵
測 4 種 PAHs 毒性的研究。本文利用 TRRF 儀器(Fast Repetition Rate
Fluorometer)評估特定光合作用參數，大部分依賴螢光計量方法。
量測的螢光變數有下列幾項：
F0：minimal fluorescence
Fm：maximum fluorescence
Fv：variable fluorescence
Fv/Fm：potenti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of photosystem II (PDII)。
四種 PAHs 包括：
naphthalene (Nap)
phenanthrene (Phe)
pyrene (Pyr)
fluoranthene (Flu)。
研究顯示 Fv 可以作為海洋浮游生物急毒測試的終點，Pyr 及 Flu
有最低的 EC10=168-279 及 189-697nM，是相當快速且精確之技術。

水蚤
5.水蚤急毒測試偵測saxitoxins的快速生物檢定方法<5>
用 Daphnia 生物檢定方法比用 mouse 生物檢定法，更適用於湖泊水
體受 saxitoxin 神經毒素污染的情況。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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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圓水蚤(Daphnia pulex)及微型裸腹蚤(Moina micrura)兩種
水蚤生物檢定方法，檢測優養化水庫之藍綠藻神經毒素- saxitoxins
毒性。以使 50%水蚤受麻痺無法移動之時間為試驗終點(ET50)進行
測試時，顯示含毒性藍綠藻之湖水之 ET50 為 0.5-3 小時。另以水
庫中實際可產 saxitoxins 之藍綠藻進行比較，結果發現 ET50 與毒藻
細胞密度、生物量及 saxitoxins 含量相關性極高。本研究利用藻毒
saxitoxins 之毒性機制，進行水蚤因麻痺無法移動之生物檢定，作
為提供危害之直接評估指標。此方法優點較傳統老鼠肝毒性檢測
多，特別是不受動物保護團體之抗議，較易推廣。
6.Daphnia magna物種中奈米TiO2 粒子聚集物的毒性及生物累積<6>
人造奈米微粒是否對水生生物具有潛在毒性，過去僅有少數研究，
且多半為急毒性試驗。本篇研究則進行綜合性之毒性評估，以水蚤
（Daphnia magna）作為模式生物，對其進行 72 小時急毒性試驗、
21 天慢毒性試驗及奈米二氧化鈦粒子累積分析。研究發現，如進
行傳統之 48 小時急毒性試驗，奈米二氧化鈦粒子對水蚤僅有微量
毒性，但暴露時間延長至 72 小時，則呈現高度毒性。此外，若把
暴露於奈米二氧化鈦粒子的時間延長至 21 天，會造成水蚤嚴重的
生長遲緩及死亡，同時也會造成生殖缺陷（reproductive defects）。
本篇研究也發現，有大量的奈米二氧化鈦粒子會累積在水蚤體內，
且這些水蚤難以將奈米顆粒排出。這種奈米二氧化鈦粒子的高量生
物累積，可能會干擾水蚤的食物攝取，進而影響其生長及生殖。總
而言之，水生生物長期暴露於奈米二氧化鈦粒子時，可能會影響個
體及族群的成長，而對水生生態系造成風險。
7.自然水中奈米CuO及奈米ZnO的生態毒性<7>
利用甲殼類之水蚤(Daphnia magna)及扇尾仙女蝦(Thamno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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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yurus)和原生動物之嗜熱四膜蟲(Tetrahymena thermophila)進行
人工合成水樣及天然水樣中奈米氧化銅及奈米氧化鋅顆粒的急毒
性測試。結果顯示奈米 CuO 較大顆粒 CuO 大 10 倍，奈米 ZnO 毒
性與大顆粒 ZnO 大約相同，但比奈米 CuO 低。天然水中常因含有
溶解性有機碳，會降低奈米 CuO 對甲殼類之毒性(高達 140 倍)。
奈米毒性與水生生物攝入無法排除有關。本研究針對此特性，選定
會攝食之水生生物包括甲殼類及原生動物作為毒性評估。結果可分
別比較奈米金屬、大顆粒金屬及溶解性金屬之毒性大小，並了解天
然水體中有機碳對奈米 CuO 毒性產生拮抗作用，對 ZnO 則不會。

端足蟲
8.以氨及非極性有機污染物比較分析底泥及底泥間隙水毒性鑑定評
估技術<8>
此研究乃使用受污染的伊利諾伊河的底泥及其底泥間隙水做為毒
性鑑定評估測試，其使用 2 種標準化的毒性測試生物水蚤
(Ceriodaphnia dubia) 及端足蟲(Hyalella azteca) 執行毒性測試。毒
性鑑定評估測試結果顯示；不同的測試基質（底泥間隙水與底泥）
有不同的毒性影響特性，由底泥間隙水毒性鑑定評估顯示，氨是底
泥的間隙水毒性的主要來源，而全底泥的毒性，主要的來源是非極
性的有機物，特別是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PAHs)，其次氨為要毒性
來源。雖然因為在選擇不同的毒性測試生物體水蚤及端足蟲，而使
得毒性鑑定評估結果不一致，但實驗數據得知，這個不一致之現
象，可以解釋之前其他毒性鑑定評估研究的差異。由於針對底泥間
隙水和全底泥毒性鑑定評估結果有差異，所以建議同時使用這 2 種
毒性(底泥間隙水和全底泥)鑑定評估的方法，可以提供更準確的底
泥毒性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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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類
9.OECD210 類早期慢性毒性試驗的基本特性和統計意涵<9>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指引 210 的魚類早期慢毒性試驗，為目
前最普遍被利用的一種魚類慢毒性檢測方法，然而這個方法被採用
近 20 年以來，並沒有實驗設計或統計特性的系統分析。作者於是
收集工業界實驗室過去執行的大量資料，希望了解方法的敏感度變
異程度，並提供實驗設計上改進的建議。本報告之實驗的物種為胖
頭鱥(fathead minnows)、虹鱒(rainbow trout)及斑馬魚(zebrafish)。以
二項終點測定項目(孵化成功率及仔魚孵化存活率) 作為過度離散
值之指標，並估計試驗容器間是否有顯著的變化，並以二項終點測
定項目(孵化成功率及仔魚孵化存活率)及連續性的測定項目(體
長、濕重及乾重) 來決定適當的最小樣本數。結果顯示敏感度的提
升，可藉由以下方式達成：增加試驗濃度的試驗容器重覆組數、提
高孵化率及魚苗存活率、測量濕重取代測量乾重。實驗結果也證
明，不同物種在各項測定結果的變化性小。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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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對生物的反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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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胚胎毒性測試。採用包括 18 項胚胎發育影響參數中之斑馬魚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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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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
11.高效率奈米物質生物毒性篩選方法(High Through-put Toxicity
Screening, HTS) <11-15>
美國EPA及NSF贊助成立的加州大學環境奈米中心（UC CEIN）及杜
克大學環境奈米中心（CEINT）為發展HTS的重鎮。Wiesner等（2009）
<11>

、Bernhardt等（2010）<12>、Stander等（2011）<13>Thomas等（2011）

<14>

為最關鍵之參考資料。環境中的奈米物質種類繁多，物化特性

變異極大（其實化學物質或毒性化學物質數量、種類已經很多，HTS
也很需要）
，開發一套結合多項生物毒性終點（例如斑馬魚的急毒、
慢毒性，以及從生物體內的分子、細胞、器官、組織至個體各層級
的毒性作用）的自動化生物毒性篩檢（Screening）系統，有其必要。
利用表面螢光顯微鏡追蹤測試奈米材料對細胞損傷的反應（包括細
胞凋亡、活性氧物種生成、細胞內鈣離子流、粒腺體去極化、細胞
膜通透性等），並利用斑馬魚胚胎毒理的計分表，可以得到活體生
物內的毒理資訊，經過數位資訊處理，企圖建構「structure-activity」
之關係，以供進一步應用。
Jin等（2010）<15>研究滲透壓和豐富的培養液基質條件會改善大腸
桿菌對毒化物的忍受力，表示除了生物毒性終點的考量外，毒化物
與測試生物間之「環境終點」或真正交互作用時的「奈米效應終
點」
，也要釐清，顯示生物毒性篩選之複雜性，必須以自動化之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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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克服。

結語
生物毒性檢測技術從最初始的原核生物細菌、初級生物藻類、水蚤、
甲殼類端足蟲到魚類，目前國際研究正以簡單、快速及精確之自動化
生物毒性檢測為取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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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京都時期的環境科技及調適政策
劉廣尉1 金翁正2 吳婉怡3 李孝軍4 ЦШ߷5

摘要
本文從最新科技期刊中摘要出 14 篇有關減碳技術，其中二氧化碳捕捉技術
5 篇（煤火力電廠二氧化碳捕捉、附加液體之黏土吸收劑、離子交換纖維
捕捉煙道氣、混凝土吸收及掩埋場二氧化碳捕捉貯存等技術）
、生質能技術
發展 3 篇（從醋酸到乙醇、歐洲生質物的最佳用途及厭氧污泥轉化為甲烷
等技術）
、綠色化學技術 6 篇（植物糖轉為液體碳氫燃料、生質柴油綠色合
成、再生碳合成高級醇類、二氧化碳合成液體燃料、微生物產製柴油及木
質纖維煉油等技術）
。另外，為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的管理及環境政策的
調適日趨重要，文中舉北加州及瑞士水資源管理的經驗與美國環保署研究
發展計畫之根本改變「前進之路」等 3 篇文獻，由國際期刊論文之趨勢研
判，後京都時期（指 2012 年議定書終止）在技術上仍會持續加強CO2捕捉
的低成本技術，生質能的綠色技術，尤其利用基因工程代謝工程的生物技
術，以及考慮生態系服務的整合性水資源政策等，將是未來之方向。
關鍵字：碳捕捉、生質能、綠色化學、水資源管理

前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成長，所造成的環境及自然資源問題，越來越成為
人們關注的焦點。一直以來，科學家仰賴環境工程技術來解決所面臨的環
境污染問題，但因大量使用化石燃料的結果，加速了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
的排放。
根據 2007 年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公布氣候變遷第四次評估報告中的資料，過去 100
年全球平均溫度上升 0.74℃，並出現加速增溫的現象，熱浪、乾旱、豪大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研究員 2副研究員 3秘書 4主任 5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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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等極端氣候發生的頻率與強度皆增加。因為氣候的變遷，造成水資源的
不均與匱乏，也反映出了水資源的重要性，因此如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及
有效的整合水資源管理，為後京都時期各國必須面對的課題。
另外，我國在過去 20 年間，垃圾處理政策從「焚化為主、掩埋為輔」到推
動源頭減量、資源分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利用，進而從能源利用的觀點
朝向將「垃圾焚化廠轉型成為生質能源中心」
，可見國家環境政策的改變。
傳統上環境的重要議題多仰賴研究計畫去處理，美國環保署 (USEPA) 自
2010 年起，研究計畫已經有了重大的改變，所有 USEPA 的措施及決策都
是基於科學及研究成果，目的是為了能更有效的面對環境挑戰，以及對未
來在決策上能提供更好的貢獻。

減碳、碳捕捉技術
1. 煤火力電廠後燃燒CO2捕捉之彈性操作

〈1〉

：IPCC 2005 年的報告，針對

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sequestration）系統的各個組成及設計考
量有很好的介紹。不論粉煤發電或氣化（gasification）廠後燃燒單元通常
使用MEA（monoethanolamine）吸收CO2，再送到回收鍋爐（reboiler）約
在 120℃將 30﹪重量比的MEA中的CO2吹出，MEA循環再用，但由於
reboiler回收MEA所耗的能量就占全部後燃燒捕捉CO2所需總能量的三分
之二，因此而有其他製程之開發，例如使用冷凍氨取代MEA等技術。本
文不討論穩定操作狀態（steady-state），而是討論動態行為（dynamic
behavior）各種情況設定下，電廠可能的彈性操作作法。
2. 附加液體之黏土固態吸收劑用於後燃燒排氣之CO2去除

〈2〉

：利用專利產

品（附加液體之黏土吸收劑liquid- impregnated clay sorbent）在 30~60℃
固定床或流體化床中吸收排氣中CO2。然後在 80~100℃下再生，CO2去除
效率達 99﹪，循環再生 20 次，並在排氣含 20 mg/ρ 的SO2時，性能不受
影響。吸收容量為 4.2 mol/ρ或 2.1 mol/kg。
（註：MEA吸收容量為 0.25 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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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mol MEA）
3. 利用離子交換纖維在軟水過程中捕捉煙道氣CO2

〈3〉

：球型離子交換樹脂
＋

（spherical ion-exchange resin, IX resin）在再生時會向內縮，阻礙H 與Ca
＋2

＋

/Mg 2離子之擴散，減低再生效率，但線型離子交換纖維（ion-exchange

fiber, IX fiber）則無擴散阻礙之問題。軟水製程可以與CO2去除製程同時
進行。
4. 混凝土吸收CO2的潛力

〈4〉

：水泥材料製造過程中，人為釋出甚多CO2，

不論是從能源使用角度或製程中鈣化（calcination, CaCO3 → CaO＋
CO2 ） 程 序 。 反 之 ， 若 能 在 水 泥 水 合 反 應 過 程 中 吸 收 CO2 之 碳 酸 化
（carbonation, Ca

＋2

＋CO3-2 → CaCO3）程序，則可回收CO2。研究證實

在水泥漿調配過程中，確實吸收了CO2。試驗重點在使用TGA（thermal
gravimetric analysis ） 及 DTA （ differential thermal analysis ） 及 TPD
（temperature programmed desorption）等儀器。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IT）
出版的「技術評論」（Technology Review），2010 年選出的 10 大未來科
技中，有一項為「在水泥中封存CO2的環保混凝土」，當然MIT所謂的環
保混凝土，與研究所述的混凝土大有差異，係不同於傳統波特蘭水泥（矽
酸鹽）的材料，例如：氧化鎂同樣有硬化及吸收CO2的功能，目前研究單
位及學者有：MIT的水泥固化研究中心（Concrete sustainability Hub）主
任 Franz-Josef Ulm ， 總 部 在 倫 敦 的 Novacem 公 司 科 學 家 Nikolaos
Vlasopoulos，法國無機聚合研究所（Geopolymer Institute）等。
〈5〉

5. 都會垃圾考慮CO2捕捉及貯存的能源產生 ：近代城鎮廢棄物（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管理強調能源資源的有效回收，能源取得方式多樣
化：直接由廢棄物燃燒取得能源（Waste to energy, WTE）
，或掩埋場產生
沼氣（biogas）予以收集發電或當燃料使用。WTE及Landfill各有能源及
環境方面的優缺點。MSW的含碳重量百分比約為 27.3﹪~38.6﹪，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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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轉化為CO2，每噸MSW的CO2排放量約為 1.0~1.4 噸。若用kgCO2/kwh
單位表示，因與發電效率及燃料有關，天然氣與煤之間可達 0.5，但CCS
則要降至 0.05~0.1。

生質能發展技術
6. 從醋酸到乙醇-生質酒精經濟可行之路

〈6〉

：此研究只是一個陳述觀點

(viewpoint)的短文，主要爭論點為參考資料(1) Trends Biotechnol . 2011，
29(2)，70-78 提到可用來生產酒精的廢棄物中忽略了作者認為相當大量，
而且可以從中容易取得的醋酸(相較於利用酵素水解法分解木質纖維素
或纖維素產製酒精的現行方法)，再將醋酸製成乙醇就是此研究題目所
示，作者認為是一條較經濟可行的方法。被忽略的廢棄物為幾丁質
(chitin)，來自海洋無脊椎動物的加工廠年產將近 10 億至 1,000 億噸含幾
丁質的廢棄物，幾丁質中醋酸含量約 29%，醋酸轉化乙醇之製程轉化率
約 74.6%，所以作者以 10 億噸最低量初估，可年產 2,140 億公升的無水
酒精，而美國直到 2022 年全國生質燃料的需求量，大約為 1,360 億公升。
〈7〉

7. 熱、電或交通使用？從環境觀點看歐洲殘留或廢棄生質物的最佳用途

：森

林木料、工業木屑、廢棄木料、農產殘留物質、動物糞尿、生質廢物、
污水污泥等，於 2010 及 2030 二個時點中歐洲地區的最佳利用形式為此
研究重點。包含 13 個主要化石燃料技術做為產熱、產電及交通用途以及
173 個生質能(bioenergy)轉換路徑的能源系統模式(energy system model)
被開發出來，根據這個模式計算總共依生命週期分析(LCA)有 1,500 種組
合路徑的淨環境利得結果，決定生質物最佳使用的關鍵因素為生質能技
術的轉換效率以及可被取代的石化能源技術的種類及數量。假如熱可被
有效利用，且能取代以煤、油及燃料油為主的技術，木質生質物(woody
biomass)最佳用在熱及電的共同產生。將木質生質物轉化為合成天然氣
(SNG)及乙醇的效益可能相當低。對非木質生質物(non-woody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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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電、產熱及交通使用，只要有高的轉化效率及最佳的取代方案可確保
幾乎都有可競爭的效益，可取代化石熱源、電及交通的替代率(shares)，
文中亦有試算。
此研究提供國內生質能研究的啟示，大略是木質生質物與非木質生質物
的分類做為直接產電生熱或可以轉化為其他型態之物質，是很好的分
野。另研究模擬溫室氣體減量的結果顯示，因木質生質物的轉化效率較
高，所以木質生質物雖只占基本能源潛勢(primary bioenergy potential)的
50%，卻可減少接近 70%的溫室氣體排放。
〈8〉

8. 用廢水處理的厭氧顆粒化污泥將合成氣生物轉化為甲烷的潛力 ： 種類繁多
的生質物（biomass）先經汽化（gasification）
，產生較為均一的產品：合
成氣（CO、H2 及CO2 等），不失為好的前處理技術（請參考 Coskata
process）
。合成氣可直接利用，但此研究及Coskata process都是想進一步
利用合成氣當微生物的原料，轉化為甲烷或產生液體燃料。由於氣液異
相傳輸、微生物的固定化等使得此等生物反應槽的設計有其新穎性及挑
戰性。

美國總統綠色化學挑戰獎，得獎及入圍的生質能技術
9. 生物製程：觸媒轉化植物糖為液體碳氫燃料。Virent Energy System, Inc.
（2009 年小企業獎Small Business Award）

〈9〉

。利用專利異相金屬觸媒

以及專利水相重組技術(aqueous-phase reforming, APR)，能將植物糖、澱
粉或纖維素轉化為汽油、柴油或飛機用油。製程經彈性修改後，也可產
製市場上需求的各種燃料或特用化學品。Virent的製程在每桶原油超出 60
美元時，即具商業競爭力，於 2008 年已建造每年生產 1 萬加侖生物汽油
的模廠。
〈10〉

10. Mcgyan製程：生質柴油綠色合成方法（2009 年學術入圍獎） 。Prof. Arlin
E. Gyberg利用修飾過的多孔微粒(鋯、鈦、鋁)為觸媒，固定在反應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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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鋯觸媒的流失。此催化反應系統能將三酸甘油酯(triglycerides)及游離
脂肪酸轉化為生質柴油。已於 2008 年建造年產 300 萬加侖實廠，2009
年 2 月正式運轉。
〈11〉

11. 從再生碳源生物合成高級醇類（2009 年學術入圍獎）

。高級醇類(3~8

碳)通常用在交通燃料及特用化學品。Prof. James C. Liao發展一鍋法
(one-pot)生物轉化平台技術，將再生碳源(包括非食用作物或排放廢氣
CO2)轉化為高級醇類，關鍵技術為基改微生物 (E. Coli)。已建造能從葡
萄糖產製異丁醇的模廠，每生產 140 億加侖高級醇可以減少 6,700 萬噸
CO2排放。
〈12〉

12. 將CO2循環到碳中性(Carbon-neutral)液體燃料（2009 年小企業入圍獎）

。

Doty Energy公司的風力燃料(WindFuelTM)宣稱可以將離峰、低碳電網的
能源和排出的CO2轉化為乾淨、穩定的液體燃料，他們打算利用燃煤電廠
排出的CO2。Doty公司能源製程為將水在鹼性電解槽中水解產氫(利用可
再生能源或離峰能源)，廢CO2與H2用管線運送到逆向水氣轉換(Reverse
Water Gas Shift, RWGS)將CO2還原為CO(接近熱力學上限 94%)，此種合
成氣(syngas)，再經所謂Fischer-Tropsch(FT process)，合成液體燃料。
〈13〉

13. 微生物產製超乾淨的柴油（2009 年小企業入圍獎）

。LS9 公司利用組

合生物(synthetic biology)方法，基改大腸桿菌(E. Coli)，將 5 碳及 6 碳糖
轉化為脂肪酸甲基酯(fatty acid methyl esters, FAMEs)，其操作一步到位。
LS9 公司目前開發超乾淨柴油(Ultraclean Diesel)，沒有N、S、Pd、Mn、
Ar等污染，CO2排放也減少 75%，預計 2012 年正式商業生產。
14. 木質纖維生物煉油技術（Developing Lignocellulosic Biorefineries Prof.
〈14〉

Ragauskas.）
（2008 年學術入圍獎）

。植物生質物（biomass）中通常

含有 20~30%的木質素。催化氧化裂解木質素在轉換生質物為生物燃料製
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程序。目前，唯一利用木質素的方法就是當做低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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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料。傳統上，氧化反應需要化學計量相當的氧化劑，這也是重要的
缺點所在，因為花費高，產生副產廢棄物，以及衍生一系列後續環境處
理的問題。傳統氧化劑不外KMnO4，MnO2，CrO3及Br2等化學品。相對
而言，分子氧是超級氧化劑，因為它量多，成本低，對環境更安全。學
者也探討過用過渡金屬（transition metals）催化酒精氧化，但是這些催化
系統通常必須用芳香族或鹵化物碳氫化合物溶劑，而有揮發性有機物
（VOCs）污染環境的問題。 喬治亞理工學院Arthur Regauskas 教授用離
子液體（ionic liquids）取代前述VOCs溶劑，開發獨特的製程。離子液體
用來溶解木質素，所開發的好氧催化氧化製程（aerobic catalytic oxidative
systems）能得到功能性或片段性木質素產品（functionalize or fragment
lignin）。此一製程，依離子液體之設計可以有不同的最佳選擇性催化特
性，使產品回收變容易，觸媒回收也變容易，O2當做最後氧化劑，亦不
致於產生有害重金屬廢棄物。

環境政策
〈15〉

15. 水再利用管理：北加州執行水再用之管理經驗及趨勢

加州是回收水再用的前鋒，城鎮污水經高度處理後能回到不同用途的供
水，包括景觀澆溉、農業灌溉、生態用水、工業冷卻及製程用水、地下
水回注及間接飲用水水源(indirect potable reuse)。從 1970 到 2001 年，
污水再用成長一倍，從 175,000 acre-ft/yr (AFY, Arce-ft per year, 11.7 m3/s)
增加到 525,000 AFY(20.5 m3/s) ，但加州政府在 2000 年的回收再用目
標為 700,000 AFY，仍然達不到，2010 年加州目標為 1,000,000 AFY，
但實際上再用 700,000 AFY，仍然短缺 300,000AFY，只達到 2000 年的
目標，落後十年。加州政府設定 2030 年要回收再用 2,000,000AFY。現
階段加州政府依據「California’s State Water Board Strategic Plan Update
of 2008-2012」的 4 年策略規劃，以執行水回收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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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針對北加州 71 個水回收再用計畫的經理人進行問卷調查，希望
瞭解整個趨勢、經驗、驅動力及主要挑戰。65％認為法規要求限制排放
是計畫執行的主要驅動力，近年供水限制及系統可靠度需求為主要驅動
力。49％認為生態保育及生態利益是執行的動力。在北加州計畫中沒有
任何財務誘因的情況下，只有 6-7％的經理人認為整個水循環計畫對自
然系統及野生動物棲地有直接效益。經濟挑戰是執行計畫成功最大的障
礙，特別是管線的輸水系統每哩要 1～3 百萬美金，負面認知（negative
perception）則有 26％認為是水再用的主要障礙。
北加州與南加州由於鄉村及大都會的配置不同，造成其污水收集，水再
（將
生再用的問題及成效亦不相同，因地制宜的大小系統應用亦多不同。
廢水處理視為供水機會，在傳統環境工程上水、中水、下水工程的界線
將完全破除。）
16.整合水資源管理：瑞士調適及整合水管理之移動目標、長期基礎建設及
〈16〉

新增需求

水的基本需求（例如飲用水、灌溉用水，運輸及廢棄物分解等）自古以
來即已確認。傳統公共投資在水壩建造等基礎建設，最近才注意到水環
境在提供間接生態系服務上也很重要。許多地區可用的水資源壓力逐漸
增加，維持“環境流（environmental flow）＂以確保水域或陸域棲地的
需求，也常有不能滿足的情況。
水的基礎建設在過去大都以社群的需求、特殊環境及地理情況判斷（例
如氣候、水文、地形、生態、生物及化學條件），以及視設計及建造當
時之技術、經濟、社會及政治可用資源，作為依據而發展。
水基礎建設的發展與水資源管理及水環境二者的廣泛內容相互依存。因
此，若因為非預期的需求或非預設之結果而產生技術性能的不足（指水
基礎建設），我們處理此一問題，不僅要提出基礎建設改進方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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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提出排除基礎建設改進方案的其他替代策略方案，亦即針對水資源
使用、保護及管理的未來決策考量，以及替代（replacement）、升級
（upgrading）
、或重新設計這些與過去不同的基礎建設。
瑞士在 19 世紀初開始發展大尺度水基礎建設，如今，在瑞士中部（海
拔低於 600 公尺），一半以上水道（water courses）呈現生態形態學上的
損害（ecomorphological impairment）。瑞士是典型的工業化國家中對水
基礎建設及水資源高度專業化的發展，使得專家知識及技術資訊加速結
合，但也導致大型基礎建設的偏差及問題與可能解決方案的窄化界定。
水資源、供水及水環境三者之權利義務方面，分隔在不同的管理機關，
加深了水資源整合的困難。
瑞士聯邦藉由立法提供社會變遷而不同目標的演變（1870- 1908 防洪，
1908-1953 水利發電，1953-1991 水質保護，1991 之後整合性水資源管
理），擴大防洪有效增加居住及農業用地，水力發電發展支持快速工業
化，如此之立法可被視為增加瑞士的社會直接利益，而較不考慮環境。
相對的，後面的立法焦點，從水質保護已移轉到環境保護。
由於水資源管理系統的複雜性及相互之間關係(指水建設及水資源)的認
知不同，雖然現有基礎建設仍有長期合約的限制 (例如水力發電合約)，
在許多案例中，國家的整體實務作法(策略調適)已能包容科學知識及社
會期待。例如優養化問題(瑞士中部湖泊)已經結合高級廢水處理、農業
實務改良及禁用含磷清潔劑得以解決。未來則有待更系統化的方法，整
合不同部門以及各種邊界條件。對生態系統服務及生物多樣性重要性的
體認，已結合水域認知將打破行政區域界線。瑞士聯邦環境辦公室(Swiss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FOEN)正積極推動集水區尺度的水資
源整合管理(包括水資源、供水、地表水及地下水及水基礎設施)。
水資源管理目前及新興的挑戰，包含下列 3 個議題。1.水力發電擴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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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復育：可再生資源水力發電是有利的對抗溫室氣體排放的工具，政
治上的廢核決定，均增加水力發電的需求，但環境危害必須降至最低。
2.微污染物(或新興污染物)的流布：微污染物必須高級處理(例如臭氧及
活性碳)，放流水及污水滲透(sewer exfiltration)，農業施作上的農藥等均
為微污染物之來源。個人保健藥物(PPCPs)、抗生素、成癮藥物等均會殘
留在水體中，稱為新興污染物 (emerging pollutants)。3.生物多樣性及侵
入性物種的衝擊：不同主管機關之間建立侵入性物種路徑可能性預測及
早期預警系統。
整合程度越高的水基礎建設及水資源管理，越能利用各種方法組合
，以符合民眾所需及更具成本效益。這是因為認
（portfolio of measures）
知到要管理的系統的複雜性及相互關連的錯綜複雜度，以及確認生態危
害原因的困難度，增加整合也增加成本，增加權益關係人互動，其所增
加的效益必須大過這些增加互動及複雜過程所投入的成本。科學家及工
程師（來自各權益關係人）的積極參與，是很重要的成功基礎。
〈17〉

17.「無碳債國家」經濟需求之特性

近年來，溫室氣體排放控制與產品及服務的供應鏈相連結討論，強調消
費者而非生產者的排碳角色，已引起相當重視。一個國家以消費為基準
的排碳，包括全球供應鏈，反應本國經濟賴以為生的排放總量。設計一
個國家的有效排碳控制策略，需要針對這個國家的國內經濟以及經由全
球供應鏈所發生的排碳，建立二者結構性之關係。本研究以日本 2005
年為研究對象，建立了二者之間的關係為：全年排碳總量為 16 億 7 千
5 百萬噸當量(Mt CO2 eq.)，在日本本國以外，日本的經濟產生全球排碳
5 億 4 千 1 百萬噸當量(其中 35.7%是發生在UNFCCC附件I國家排放，
64.3%是發生在非附件I國家排放)，這 64.3%顯示日本相當大比例是非
國際責任的排放，在「無碳債國家」的排放控制策略上，這一點是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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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亦即不應只計算生產者（製造地）的排碳量，應計算其消費者
（供應鏈）所發生的排碳量。
18.美國EPA研究發展計畫之根本改變：前進之路

〈18〉

自 2010 年起，USEPA 的研究計畫已經有了重大的改變，所有 EPA 的措
施及決策都是基於科學及研究成果，舉凡危機反應、化學性的評估或是
政策的決定，若没有 EPA 本身眾多的研究者及更廣泛的科學社群提供
客觀的數據、工具、科學及資訊，那麼 EPA 這些工作將可能無法達到
保護人體健康及環境的目的。EPA 最近致力於重新定位(realign)它的研
究組合(research portfolio)，為的是要能更有效的面對環境挑戰，以及對
未來在決策上能提供更好的貢獻。
EPA 在傳統上多仰賴研究計畫去處理國家重要的議題，例如：EPA 研究
報告指出，自從 1970 年以來，由於空氣品質改善，已經防止超過 20 萬
名早產兒死亡，而且對於美國民眾增加平均 5 個月的壽命上，可能有其
貢獻。不同於過去數十年來所面對的可見性空氣污染、河川起火(rivers
ablaze)以及其他極壞的污染問題，今日的環境挑戰增加了許多微妙及複
雜問題(subtle and complex)，許多縱横交錯的議題，例如環境正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全球變遷(global change)，內分泌干擾，均快速
躍居環境保護重要領域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我們科學知識及技術能力
也快速發展，先進的方法像計量毒理學(computational toxicity)、遙測
(remote sensing)及高通量化學品篩檢(high throughput chemical screening)
已經讓我們對於環境、經濟及社會體系之間的聯結有了新的洞察，並且
對全球普遍性的挑戰也有新的體認。
EPA 環境研究必須沿著這些新的洞見擴展，並隨著所面對的挑戰做動
態調整，才能真正奏效。在 2010 年，EPA 研究及發展部門(ORD)也將
此視為優先，開始一系列增進研究計畫發展的措施，這些措施，概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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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所謂 EPA 研究計畫的「前進之路」(The Path Forward)。
「前進之路」的原則有：1.永續性(Sustainability)：1987 年 Brundtland
Commission 對永續的定義，永續發展的三根支柱：經濟、社會及環境，
這些已有系統的整合到 EPA 的研究計畫中。藉著能夠發展分析工具、
方法及針對永續而成的架構，進而達到互補及強化 EPA 在傳統評估風
險的專業。2.系統性(Systems)：由於我們的社會是存在於高度複雜及互
相依賴的環境系統，科學家們可以更明確的了解並解決來自這些系統所
衍生的問題。環境研究中許多長期的目標，多指向在污染未發生前就能
予以預防、降低固有的化學危害及安全的工程系統等等，以系統的觀點
來做最好的瞭解，藉著考慮位在局部背景和橫跨整個生命週期的系統，
科學家們就有極佳的機會針對環境問題，設計永續的解決方法，既具有
彈 性 又 不 會 導 致 不 想 要 的 結 果 。 3. 整 合 跨 領 域 研 究 (Integrate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真正的整合研究必須能延續各個學科過去
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所謂的跨領域研究，這意謂著要尋求多個部門或實
驗室的的合作以整併來自多個領域的專業及觀點。經濟學家、律師、決
策者、溝通專家及資訊科學家等各方面的專家可以在研究最早期的階段
提供寶貴的訊息及解決重大的環境挑戰，藉著整併觀點而形成完整的全
新概念，進而對科學有更深的了解。越來越多不同的專業、觀點、經驗
和知識被利用來解決問題，解決方法發展的自由度也與日俱增，開啟了
新的契機。4.解決方案(Solutions)：EPA 在整個發展歷程中，已經充分
儲備了檢測、監控、評估、特性化及了解環境風險的能力。EPA 也瞭
解到要深入地瞭解問題必須告知及授權它的解決方案。在前進之路中特
別強調在應用 EPA 問題評估的專業在環境解決方案的發展、創新、發
明及革新。5.以行動催化(Acting Catalytically)：藉由行動的催化，機構
可以進一步引發別人的行動，以保護人類健康和環境共同的使命。EPA
廣大的環境監測和測量能力，以及機構承諾開放公布數據，這些都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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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研究、開發和創新、學術界和其他科研機構參與的重要催化劑。
6.相關、反應、快速研究(Relevant，Responsive，Rapid Research)。7.影
響程度(Impact)。8.創新程度(Innovation)等 8 種。
「前進之路」所採取的行動有：1.以永續定位研究(Aligning Research
with sustainability)。2.整合研究計畫(Integrating Research Program)，包
括空氣、氣候及能源(ACE)，化學品安全與永續(CSS)，永續與健康社
會(SHC)，安全與永續水資源(SSWR)，人體健康風險評估(HHRA)，國
土安全研究計畫(HSRP)。3.獲得外部驗證(Obtaining External
Validation)。4.促進創新(Fostering Innovation)。5.「前進之路」案例研究：
綠色化學。6.不斷持續「前進之路」
。

結語
就碳捕捉的技術趨勢來看，二氧化碳分離捕捉技術占整體 CCS 成本的 2/3，
技術端仍需克服二氧化碳捕捉成本過高的瓶頸，一旦碳捕捉成本降低，將
可加速減碳的成效。以生質能做替代能源的技術日益成熟，發展生質能來
取代化石燃料，已是全球趨勢，未來如能降低生質物料源的集運及生產成
本，生質燃料將具有與化石燃料競爭的優勢。有效排碳的控制策略，將從
計算生產者（製造地）的排碳量，轉變成計算消費者（供應鏈）所發生的
排碳量，以有效的控制全球排碳量。環境政策的研究發展計畫要跟著全球
暖化的腳步調整，水資源管理亦為減碳的一環，重新定位研究組合，將能
更有效的面對環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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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測方法與世界同步
李其欣1 顏己喨2 尹玉華3 聶莉瓔4 李永富5

摘要
環檢所在規劃 101 年增修訂環境檢測標準方法時，考量標準檢測方法與世
界同步、國際接軌的重要性，針對公告現行 513 種方法以及 101 年預定增
訂 15 種方法，與先進國家已公告方法逐一比對，並以方法屬性分類，區分
為「先進國家已公告而環檢所未公告」、「先進國家未公告而環檢所已公
告」及「先進國家及環檢所均已公告」3 種類型進行方法比對。經清查後規
劃於 101 年辦理增訂 15 種、修訂 130 種及廢止 6 種方法，同時亦檢視由環
檢所研發的 11 種創新檢測方法，選擇其中 4 種關鍵技術英譯回饋國際。

檢測方法支援環保政策
環保政策在研擬或執行時，經常須以環境調查的方式得知環境中污染物濃
度，以評估是否會對環境造成危害，作為決策依據，因此檢測結果的正確
與否影響甚鉅。有鑑於此，環境調查的採樣、檢測方法需有一致的規範及
作法，以避免造成爭議，於是環檢所經由法規授權研訂各類採樣、檢測標
準方法及相關品質管制事項，以提供國內環境檢測機構及各界參考使用。
環檢所每年約有三分之一的資深研究人員投入在標準檢測方法研訂作業，
研擬方法草案透過法制公聽程序廣徵各界意見，再經由專家學者組成的方
法委員審議會討論後辦理公告，這項工作可說是環檢所的重要核心業務。
環檢所自 79 年成立以來已公告了 1072 種方法，其中有部分更新或廢止，
截至 100 年底提供各界使用的方法現有 513 種，這些檢測方法可用來檢測
環境中的物質高達上萬種。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研究員2科長3秘書4專員5簡任研究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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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測方法是國內環境檢測機構執行採樣、檢測業務須依循的規定，依
現行公告的 513 種方法來說，這些規定衍生的檢測技術及執行經驗是目前
已取得許可 96 家檢測機構的重要軟體資產，也是維繫環境檢測業創造每年
20 億產值的基礎。

檢測方法與國際接軌
臺灣與國際間的合作關係日漸密切，相關環保議題的交流也愈趨頻繁，在
處理國際間的環保問題時，若需以進行採樣、檢測進行釐清，則相關的檢
測方法就必須與世界各國有一致的作法，檢測結果才會被國際所接受，因
此標準檢測方法與世界同步是必要的。
環檢所在規劃 101 年度標準檢測方法增修時，考量到公告標準檢測方法與
世界同步的重要性，於是在 100 年底召開數次「檢測方法與世界同步案例
研究」會議，逐一檢視現行的 513 種檢測方法及 101 年預定增訂的 15 種方
法，同時與先進國家進行比對，經分類、歸納據以規劃增修的時程表。期
使環檢所公告的檢測方法在未來能符合環保法規及環境檢測業之需求外，
亦能與國際接軌。

方法分類程序（詳如附圖）
環檢所 100 年已公告的 513 種方法與今（101）年預計完成公告增訂的 15
種方法，共計 528 種。依照「先進國家已公告而環檢所未公告」、「先進
國家未公告，環檢所創新及研發公告」及「先進國家及環檢所均已公告」3
種類型進行方法分類，並進一步審視篩選出必要修訂或廢止的部分，以作
為環檢所增修依據。
經透過網路查詢，瀏覽先進國家的檢測方法與國內現行公告的方法，進行
參考資料版本比對，篩選其中 122 種先進國家已有的更新版本，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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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新版參考文獻內容與環檢所現行公告方法有何差異，再就方法實質內
容考量有無修改或廢止必要。

清查比對結果
分類屬「先進國家已公告而環檢所未公告」的方法包括：國內無生產亦禁
止進口的物質暫無管制需求者；國外方法可逕行參考引用者，如環境用藥
檢測方法、汽機車測定方法；具有參考價值可列為未來國內修法參考者，
如快速篩檢法、自動監測法、生物慢毒性檢測法等，均可列入環保署各業
務單位及環檢所未來是否增列管理之參考。
分類屬於「先進國家未公告而環檢所已公告」的方法包括：環檢所創新技
術及自行驗證研發者，如藻毒、水中戴奧辛、塗料中 VOC、廢燈管之汞含
量、廢水中 VOC 等方法；配合環保署各業務處特別需求而研訂者，如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方法（引用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質容許
濃度標準 50 分之 1）。由上述環檢所創新技術及自行驗證研發方法中，選
擇 4 種先進技術英譯回饋國際，以提供國際（環境檢測方法研究委員會）
社群參考。
經分類屬於「先進國家及環檢所均已公告」的方法，比對先進國家網路資
訊公告的採樣及檢測方法後，依最新參考文獻版本資訊，再經研商討論後，
計畫於 101 年分二階段辦理 151 種方法(增訂 15 種、修訂 130 種、廢止 6
種) 增修作業，餘 377 種方法保留不變更，作業進度規劃詳如附表。

結語：政策重要性（Policy Significance）
1. 國內產值：環檢所與世界同步的檢測方法，是環境檢測業界建立檢驗室
品質管理系統的主要依據，在國內每年創造產業產值約 20 億新台幣，均
立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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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市場：國內環境檢測業使用的方法與國際上先進國家所公告方法一
致，可推升檢測業走進國際市場，開拓廣大商機。
3. 環境品質：使用與先進國家同步化的檢測方法，易於比對國內與國外訂
定的環境品質標準有何差異。
4. 管制標準：與世界同步的標準檢測方法，提供各項環保法規管制標準制
訂及執行，亦可同步比對其差別，作為將來廢修管制標準的參考。
5. 掌握趨勢：環檢所隨時掌握先進國家檢測技術發展趨勢，不斷地檢視、
比對先進國家公告方法，並檢討更新。
6. 回饋國際：環檢所秉持成立初衷，持續研發環境友善、綠色分析檢測方
法，並將自行開發的 4 種先進技術英譯回饋國際。

63

環境分析評論 第2期

政策連結∣Policy Links

100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以先進國家網
路資訊公布方法進行下列工作

先進國家已公告，
環檢所未公告1

1

此類型屬性為:
1. 國內無生產亦
禁止進口，暫
無管制需求。
2. 可逕參考引
用，如環境用
藥、汽機車測
定方法。
3. 可列為未來國
內方法參考
者，如快篩
法、自動監
測、生物慢毒
性等。

101 年 513 種及 101 年度增訂 15 種方法，合
計 528 種方法，進行方法內容比對工作

先進國家未公告，環
檢所創新及研發公
告(11 種)2

先進國家及環檢
所均已公告者(517
種)

2

此類型屬性為:
1. 環檢所創新及
自行研發，如藻
毒、水中戴奧
辛、廢燈管中汞
含量、廢水中
VOC 採樣及檢
驗等。
2. 配合環保署各
業務處特別需
求研訂，如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引用
勞工作業環境
空氣中有害物
質容許濃度標
準 50 分之 1)。

方法公告日
期比先進國
家新

否

是

檢視方法中有修
訂或廢止需求者

377 種

406 種

維持公告方法
377 種(含 101
年增訂 15 種)

122 種
是

參考文獻新版內
容，對方法內容
造成影響，有必
要修訂或廢止

是

否

否

維持公告
方法 15 種

15 種

實質檢視方法內
容有無廢止必要

107 種

實質檢視方法內
容有無廢止必要

29

是
廢止 5 種
5種

是
廢止 1 種
1種

列入環檢所
及環保署各
業務處未來
環境管理是
否增項之參
考。

為環檢所驗
證或創新之
技術選擇 4
種關鍵技術
提供國際(環
境檢測方法
研究委員會)
社群參考。

否

106 種

修訂 106 種

否

24 種

修訂 24 種

須進行修訂共 130 種,其屬性為：
1. 修訂方法編碼(不送方法委員會)：共 4 種。
2. 小幅度(須送方法委員會)：例如修訂參考文獻版次、頁次、圖示、部分文字、
溫度規範等，共 102 種。
3. 大幅度(須送方法委員會)：例如修訂適用範圍、計算公式、藥劑配製方法、處
理程序、採樣或品管規範、有更綠色方法等，共 24 種。

總結：1.增訂 15 種、維持原方法 377 種、修訂 130 種、廢止 6 種，合計 528 種。
2.國際方法未來可供參考、環檢所創新方法 11 種，選擇 4 種回饋國際社群。

附圖 檢測方法與世界同步實施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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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方法與世界同步執行規劃表
規劃完成時間

作法

方法類別

第一階段 101.06.30

回饋

環境生物類

1

水質類

1

廢棄物類

1

空氣類

1

毒化物類

2

水質類

4

空氣及物理類

4

土壤類

2

毒性化學物質類

3

環境生物類

3

水質類

3

廢止
第二階段 101.12.31

增訂

修訂

空氣及物理類
土壤類
廢棄物類
飲用水處理藥劑類
毒性化學物質類

數量(種)

12
1
20
2
12

環藥類

1

環境生物類

5

廢棄物土壤共用類

28

水質類

49

附註：1.與世界同步：增修訂 145 種方法（增訂 15 種、修訂 24 種、小幅度修正及修編
碼 106 種），廢止 6 種方法。
2.回饋國際：環檢所創新技術及自行驗證研發方法共計 11 種，選擇 4 種先進技術
回饋國際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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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與比測-環境檢驗所精益求精
蕭美琪1 黃克莉2 王鵬榮3

摘要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為全國最高之環境檢測機關，於 1995 年 1 月
31 日取得國際知名認證機構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A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之實驗室認證，同時每年皆定期參加紐西蘭 GP 公司、
美國 RTC 公司、瑞典 Orebro 大學、澳洲 NMI 公司、美國 ERA 公司或澳洲
PTA 公司等舉辦的國際實驗室間檢測能力比測。2011 年各項次比測結果
Z-score 小於 2SD 者占 97.8﹪，顯示環境檢驗所之檢測技術已達國際水準，
鞏固我國環境檢驗國際檢測實力及地位。
關鍵字：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A、實驗室認證、ISO/IEC 17025、認證機
構（Accreditation Body）

前言
環境檢驗公信力之維護仰賴準確精密且高品質的檢測數據，而藉由實驗室
認證作為確保檢測數據品質指標，已然成為世界潮流與趨勢，所謂實驗室
認證是一種具有完善準則的作業程序，透過公正、客觀且獨立的第三者權
威認證機構（Accreditation Body）
，就國際共識之認證標準 ISO/IEC 17025，
來對實驗室的量測（校正或測試活動等）能力與品質加以評估，並給予正
式認可之制度，環境檢驗所（以下簡稱本所）早於 1995 年 1 月 31 日便取
得國際知名認證機構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之實驗室認證，藉此提升本所出具檢測報告之國際接受性，檢
測技術正式邁向國際化第一步。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研究員2組長3科長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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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 國際認證的意義
NATA 為歷史最久、認證制度完備且享譽國際之實驗室認證機構先軀，並
為國際實驗室認證合作組織 ILAC（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的會員，其認可實驗室出具之檢測報告，為簽署相互承認協
定（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MRA）之 ILAC 中 52 個國家 65 個認
證機構的會員共同承認與接受，即相當於獲得國際認同，且本所為全國環
境檢測之最高主管機關，並以類似的認證精神與制度，辦理國內環境檢測
實驗室的許可管理，能獲得國際知名認證組織的肯定與認證，尤具有指標
性典範的意義。

本所取得認證的努力
本所於 1994 年即開始依據 ISO Guide 25（ISO/IEC 17025 的前身）與 NATA
的認證規範要求，撰寫品質手冊及其他品保有關之輔助性文件，以建立書
面化與制度化的品質管理系統；同時，藉由執行內部稽核與管理審查的方
式，逐步精進與提升管理系統的運作效率，並隨即於同年向 NATA 提出實
驗室認證申請，接受其查核評鑑。受評鑑之範圍涵蓋管理系統的建立、運
作及檢測技術操作能力，即從組織建制、檢測人力分工、品質手冊與品保
相關文件管理、採樣與收樣審查登錄、藥品器材採購管理與標準溶液配製、
儀器設備維護校正與使用、量測追溯性、內部稽核與矯正措施執行、品保
與管理審查會議、檢測人員訓練與能力評估、參加檢測能力測試情形、樣
品檢測紀錄與報告管理，以及顧客服務與抱怨處理等檢測運作及品保品管
相關作業之執行紀錄各方面，以查核確認採樣與檢測品質管理系統之建構
與運作，是否均能持續符合國際實驗室認證標準 ISO/IEC 17025 的規範要
求，以真正確認具有實際樣品之檢測能力。
評鑑作業採取文件資料與紀錄查證、水平式稽核（Horizontal audit）與垂直
式稽核（Vertical audit）交錯進行，以及人員採樣與檢測技術能力操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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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等多管齊下的方式，鉅細靡遺地執行檢測文件與紀錄的追溯查核，以
進行符合程度的查驗作業。經評鑑後確認本所一切都符合國際實驗室認證
規範之要求，故由該機構於 1995 年 1 月 31 日正式授與認證証書。

實驗室認證資格的持續維持
NATA 的實驗室認證授與雖無明確有效期限之規定，惟其約每 1 年半會辦
理 1 次的監督性查核，每 3 年邀聘各檢測技術領域之專家辦理 1 次全面性
再評鑑查核，以確認認證實驗室之運作可持續符其認證要求。本所為確保
檢測作業的永續經營，除配合國際實驗室認證標準的修訂、NATA 認證規
範的更新或基於本身管理上的實際需要，而透過內部稽核與管理審查之執
行機制，繼續辦理管理系統的檢討及品質手冊相關內容的修訂發行，以符
合最新國際認證標準的要求外，並持續接受再評鑑查核，以維持取得實驗
室認證資格。

國際檢測能力比測
國際檢測能力比測為實驗室重要之品保措施，比測多由數十家各國頂尖的
實驗室透過分析相同的樣品，並用統計的方法算出合格的範圍，這些數字
背後的意義就是「客觀的評估標準」
，通過比測者可藉此證明其技術能力，
以得到外界的認可，本所自1997年起，每年皆積極參與由瑞典主辦的戴奧
辛分析國際比測，參與比測實驗室由當初1997年的40家實驗室到目前已超
過100家實驗室，戴奧辛檢測能力獲得充分且客觀之驗證，而本所歷年分析
結果也都一直在參加實驗室中名列前茅，如2010年戴奧辛分析國際比測結
果，8件戴奧辛樣品總毒性當量(TEQ)之Z-score分布均小於±1（100﹪）
，這
也證明了本所技術水準的高度穩定性。
除了戴奧辛外，本所針對生化需氧量、化學需氧量、總懸浮固體、重金屬、
水中揮發性有機物、大腸桿菌群、總菌落數、水中殺蟲劑及土壤中石油碳
氫化合物等將近50個項目，每年亦定期選擇1-2次參加由紐西蘭GP公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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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RTC公司、瑞典Orebro大學、澳洲國家度量衡研究所（NMI）、美國ERA
公司與澳洲PTA公司等國際知名機構所舉辦的國際實驗室間檢測能力比
測，如表1，統計本所2011年參加各項國際檢測能力比測結果，其中97.8﹪
項次結果Z-score分布均小於2SD，比測結果獲得良好的績效與國際肯定。

結語
20 多年來，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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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測方法訂定公告、各類環境檢測技
術建立、環境污染調查與鑑識、化學品流布調查、全國河川河口生態調查、
環境生物技術與生態資源調查等，均已建立相當規模及顯著成效。本所除
了努力持續維持國際認證外，亦積極擴展參加國際檢測能力比測之項目，
期許本所能在既有之基礎上，持續精進，更進一步，不以躋身國際級之國
家檢驗室而自滿，更能不斷展開環境檢驗與環境研究之新境界，以與國際
技術同步。
表 1 環境檢驗所 2011 年參加國際檢測能力比測一覽表
檢測項目

參加月份

生化需氧量、化學需氧量、砷、鎘、鉻、
銅、鐵、鉛、鎂、汞、鎳、總懸浮固體、
鋅等 13 項

紐西蘭 GP 公司(註 1)

4 月、10 月

土壤金屬總量(鉻、銅、汞、鉛、鎳、鋅、
鎘)

美國 RTC 公司(註 2)

5月

TCLP 金屬含量(鉻、砷、汞、鉛、鎘)

美國 RTC 公司(註 2)

5 月、10 月

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氯乙烯、1,1-二氯乙
烯、反-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順-1,2二氯乙烯、四氯化碳、1,2-二氯乙烷、苯、
三氯乙烯、甲苯、四氯乙烯、氯苯、1,4二氯苯、萘、溴甲烷、1,1,1-三氯乙烷)

美國 RTC 公司(註 2)

5 月、10 月

澳洲國家度量衡研究（註
3）

6月

澳洲國家度量衡研究所

9月

水中殺蟲劑
土壤中石油碳氫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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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總菌落數

美國 ERA 公司（註 4）

7月

放流水中大腸桿菌群

美國 ERA 公司（註 4）

7月

水中鉻、銅、鐵、鉛、鎳、鋅

澳洲 PTA 公司（註 5）

10 月

水中銀、錳

澳洲 PTA 公司（註 5）

8月

戴奧辛

瑞典 Orebro 大學（註 6）

6月

註 1:New Zealand Global Proficiency Ltd
註 2: Sigma-Aldrich Resourc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註 3:Australian Government National Measurement Institute
註 4:Environmental Resource Associates
註 5:Proficiency Testing Australia，其前身為澳洲國家檢測協會（NATA）
之檢測能力測試部門
註 6: Orebr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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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管制新政策：細懸浮微粒（PM2.5）
巫月春1

蘇育德2

PM2.5管制政策緣起
懸浮在空氣中之微粒粒徑大小的不同，可分為粗微粒與細微粒兩類，氣動
粒徑小於等於 2.5μm（PM2.5 ）稱之為細微粒，粒徑介於 2.5 ~ 10μ
m( PM2.5-10 )則稱之為粗微粒。1974 年開始，美國逐漸重視環境中粒狀物對
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危害，著名的「Six city study」更是典型長期空氣微粒污
染物對人體健康效應之研究，該研究結果顯示，空氣微粒污染物對人體健
康有顯著相關性，空氣中懸浮微粒議題開始受到重視而被持續研究至今

（1）

。這些懸浮微粒對人體產生的健康效應主要在於粒徑分布，當粒徑大於 10
μm 時，容易沉積於上呼吸道區，粒徑小於 0.1 μm則易隨呼吸的氣流進入
肺部。
許多流行病學與毒理學調查研究顯示，PM10及PM2.5的人體暴露會對呼吸到
心血管系統造成影響，導致肺部及心血管疾病的增加，而細粒徑可能比粗
粒徑微粒的毒性大。在國內，國光石化開發案的「細懸浮微粒」問題，快
速吸引國人目光焦點，101 年 4 月 3 日 馬總統出席「全民拒絕國光石化，
萬人拼健康餐會」活動，更明確指示「請環保署儘速將PM2.5納入管制」。
環保署亦於 101 年 5 月 14 日修正發布「空氣品質標準」，將PM2.5項目納
入標準中，標準值則以國民健康為考量，參考美國的 24 小時值 35 μg/m3，
年平均值 15 μg/m3（3 年）

（2）

。

國內PM2.5監測現況
PM2.5來源可概分原生性( primary )微粒與二次( secondary ) 微粒兩類。原生
性污染物主要源自於污染源的直接產生，如塵土的揚起，及工業與交通工
具排放等；二次污染物主要由大氣中氣態污染物經光化學反應而形成。其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組長 2 助理研究員

71

環境分析評論 第2期

專題∣Features

中衍生性來源遠大於原生性，成因也較複雜，例如二氧化硫、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等氣態前驅物在大氣中經複雜化學反應都會形成PM2.5。臺灣
地區由於氣候條件、地理位置與經濟活動發展因素，使得PM2.5質量濃度分
布不同。目前環境保護署全國共設有 76 個測站可進行PM2.5自動連續監測，
經統計 76 個測站，2006 至 2010 年PM2.5自動連續監測顯示在國內PM2.5在
夏季的 7 月最低，冬季的 12 月及春季的 3 月濃度最高，而臺灣一年四季整
體PM2.5質量平均濃度分布範圍，春季為 19 至 50 μg/m3，夏季為 13 至 27μg/m3
，秋季為 15 至 50 μg/m3，冬季為 16 至 64 μg/m3，主要是受大陸及海洋性
氣候影響，加上山脈的地形阻隔，造成南北地區氣候不同，造成夏季海面
上較強之西南季風與降雨的稀釋效應，冬季擴散不易，容易造成PM2.5濃度
累積。在區域分布來看，PM2.5質量濃度分布由北到南逐漸增加，東部地區
的質量濃度亦顯著低於西部地區，以 1998 至 2010 年之臺北市、臺中市及
高雄市三個測站PM2.5月平均質量濃度質分別為 27±7、37±10 及 47±21 μg/m3
（3）

。另外，臺灣位於亞洲季風區下游，根據國內學者模擬研究發現，全臺
（4）

測站PM2.5質量平均濃度中，由境外傳輸貢獻度佔 37%

，顯示我們的PM2.5

污染問題不單是本土污染問題。

PM2.5質量濃度之檢測
美國環保署所訂PM2.5標準（24 小時值 35 微克/立方公尺，年平均值 15 微
克/立方公尺），其檢測方法係美國環保署聯邦參考方法( Federal Reference
Method, FRM)40 CFR Part 50-Reference App. L ，我國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亦
參採此一方法，於 2006 年公告空氣中懸浮微粒( PM2.5 )之檢測方法－衝擊
式手動法( NIEA A205.10C )。此方法之採樣部分係於一定環境條件下( 溫度
-30 ~ 45℃，相對溼度 0 ~ 100%，大氣壓力 600 至 800mmHg )以定流量( 16.7
L/min )方式採集空氣 24 小時，其間PM2.5經過衝擊器或旋風式微粒分徑器
篩分後，將PM2.5捕集於聚四氟乙烯(或鐵氟龍)濾紙上，採集後樣品以適當
保護容器中妥善保存，於 24 小時內將樣品送回調理室進行後續調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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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採樣前後之濾紙需置於溫度控制在 20 ~ 23℃，及濕度控制在 30 ~ 40%
之調理室，進行至少 24 小時調理後秤重，之後再調理至少 12 小時及精稱
至前後兩次重量值相差小於等於 5μg ( 採樣後濾紙則重量差需小於等於
15μg )視為恆重，其中秤重使用之天平需可精秤至 ±1μg。此方法偵測極限
可達 2μg/m3，濃度偵測上限則取決於微粒在濾紙上之質量負載所引起的壓
降，是否已造成採樣器無法維持其在規定之流率下運轉而定

（5）

。

歐盟也規範了PM2.5的手動檢測方法( DIN EN 14907 )，其方法包含高流量
( 30m3/h )與低流量( 2.3m3/h )兩種採樣情形，與美國規範僅以低流量( 1m3/h )
採樣不同，此方法之適用範圍為 1μg/m3 ~ 120μg/m3，惟濃度偵測上限亦可
取決於微粒在濾紙上之質量負載所引起的壓降是否會造成運轉流率偏移出
規範而定。採樣時以定流量方式於環境空氣中採集 24±1 小時的樣品，其間
PM2.5經衝擊式分徑器篩分後被捕集於濾紙上(玻璃纖維濾紙、石英濾紙、
塗敷玻璃纖維之PTFE與PTFE濾紙)，並需於 15 日內送至調理室進行後續調
理及秤重；調理室溫度及濕度部分，分別需控制在 20℃±1K及 50±5% 的範
圍內，每張濾紙於第一次秤重前的調理時間不得低於 48 小時，而再秤重時
間則是不得低於 12 小時(採樣前)或 24 小時(採樣後)，恆重的要求分別為
採樣前之濾紙前後兩次重量值差距為不得高於 40μg (低流量)或 500μg (高
流量)，及採樣後之濾紙前後兩次重量值差距不得高於 60μg (低流量)或
800μg (高流量)，另外，諸如方法偵測極限、天平精確度要求及品質管制項
目等也與美國環保署公告之FRM方法規定不同

（6）

。

日本對於PM2.5的檢測方法仍在評估待訂階段，日本環境省於 2007 年 7 月
曾公布大氣中微小粒子狀物質( PM2.5 )質量濃度測定方法暫定版，其內容規
（7）

範大致與美國FRM方法較相近

。

對於PM2.5 質量濃度連續自動監測部分，目前在美國係以聯邦等似方法
( FEM )加以認可，即不同廠商可將各家依照PM2.5採樣器規範下製造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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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美國環保署進行一連串測試及平行比對等工作，這樣的工作一般需要
經過半年以上方能得知是否通過，通過後，美國環保署會給這個儀器一個
特定的認可編號；而歐盟及日本也有類似的測試及比對工作規範，以對連
續自動監測儀器進行認可作業。現階段連續自動監測儀器大致上原理可分
為慣性質量法( TEOM )、ß射線衰減法與光散射法三種，而從近年來國際間
使用的趨勢看來，以慣性質量法和ß 射線衰減法儀器使用較為廣泛，美國
環保署公告認可之FEM儀器即以這兩種原理為主。雖然連續自動監測儀器
具有操作便利及能提供短時間PM2.5濃度變化的功能，但此類型儀器是否可
以取代FRM公告之手動儀器來評估空氣品質標準，這一點美國環保署曾於
一份備忘錄中提到連續自動監測儀器數據是能和國家空氣品質標準來比
較，但有其限制條件，其中一個條件是測站在已有FRM儀器外再放置一台
FEM監測儀的情形，而且FEM儀器還必須經過特定的評估測試，測試通過
後，這台FEM的監測數據才可在FRM儀器未運轉或出狀況時做為替代

（ 8）

。

此外，FEM公告之連續自動監測儀器與FRM進行比對的研究結果也顯示，
（9）

不同的FEM儀器與FRM方法在數據上的誤差可從小於 10% 到大於 30%

，且即使是同公司生產的不同型號儀器，仍有可能存在相當誤差，詳見圖
1。這也顯示了現階段要以連續自動監測儀器方法取代手動採樣方法仍具有
需克服的困難之處，如連續自動監測儀器的採樣環境規範、儀器使用規範
及制定相關的數據修正規範等。
美國環保署在全國設置約 900 個FRM之採樣站，以每 3 天檢測一次（最長
每六天一次）之頻率，進行全國PM2.5空氣品質標準符合度之評估。目前我
國環保署亦已規劃於全國各縣市設置 27 個一般站及 3 個背景站，進行國內
空氣品質標準符合度之評估。以美國區域規模推算我國監測點之設置及
PM2.5生成及影響面的觀點來看，以現有全國空品區所劃分之區域設置PM2.5
監測點似乎足矣；惟現以污染管轄權之縣市區域規劃設置監測站 30 個監測
站，亦有助於污染管制策略之推動。現階段環保署全國 76 個測站PM2.5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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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連續監測設備，係以ß射線衰減法偵測懸浮微粒相對濃度，部分學者認為
這種測試條件所得數據，較符合人體曝露環境之PM2.5數據，而前述手動採
樣方法，對於揮發及半揮發性細微粒常會在採樣、運送、保存、秤重或調
理過程中損失。但手動採樣法所得結果，為固定溼度與溫度下之檢測結果，
部分衍生性PM2.5（例如：硫酸銨）一但環境溼度到達其潮解點，其粒徑亦
隨之變大，但當溼度下降時，其粒徑變化並非循原來路徑下降，此種情形
便會造成PM2.5質量量測結果之差異

（10）

，因此，就PM2.5質量濃度之長期（3

年）趨勢分析與空氣品質評估而言，手動採樣數據較具可比較性。尤其臺
灣天氣之溫溼度隨地區、季節，甚至日夜間之變異不小，不同溼度所造成
之質量差異將難以量化評估。環保署於 100 年曾委託學者選擇部份區域與
測站，進行PM2.5自動連續監測儀器與手動採樣法之同步量測比較，兩種方
（11）

法所測得的空氣中細懸浮微粒濃度值差距約 30%

，故現階段全國PM2.5測

站自動連續監測即時快速之結果，除可作為空氣品質劣化時預警之用外；
依據最新修正「空氣品質標準」之第五條第二項，中央主管機關得經評估，
以自動監測數據經由與手動監測數據轉換計算後，替代手動檢測方法之檢
測結果。

U.S. EPA(2011) The QA EYE, 2011 May
圖 1 美國 EPA 2008-2010 FRM 與 FEM 之間的儀器平均誤差
( 資料來源http://www.epa.gov/ttn/amtic/files/ambient/qa/qanews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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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PM2.5質量濃度之檢測能量
目前環檢所具有符合檢測方法之PM2.5採樣設備（圖 2）及質量量測所需之
調理環境與設施（圖 3）
。

圖2

環檢所現有之PM2.5採樣
器(Partisol 2000 型)

圖 3 溫度與溼度控制良好之細懸浮微粒
( PM2.5)調理秤重實驗室

調理秤重實驗室：可使用面積約 12M2 (3.6 坪)、室內高度 2.4M，室內
可容許 2 位檢測員同時使用之空間需求，並採取氣冷式空調設備系統，
應付全年恆溫恆濕運轉，設計有雙壓縮機系統、低負載熱氣旁通控制以
防止啟動頻繁、冬季高壓壓力感測控制風扇變頻控制以防止高低壓過低
異常跳機，達到不影響室內溫濕度變化。另配置恆溫恆濕空調箱，透過
冰水主機與加熱器、加濕器調控，可全年度維持在（一）平均溫度：20
至 23℃（二）溫度控制：24 小時內溫度變化在 ±2℃（三）平均溼度：
相對溼度 30 至 40 %（四）24 小時內相對溼度變化控制在 ± 5% 內等嚴
苛之PM2.5檢測方法需求之環境條件，並設置溫濕度即時監控系統與數據
記錄系統，完整監測實驗室之環境條件變化。調理秤重實驗室內設置有
0.1μg級與 1μg級微量天平各一部，並各搭配一台可形成面狀除靜電區域
之U型靜電消除器及數據自動記錄系統，完整建構一無塵室級之實驗設
備需求。同時為配合未來奈米懸浮微粒之量測環境需求，環檢所並將專
用實驗室之潔淨度進一級控制至Class 100 等級，此一專用實驗室，為國
內環境檢驗中最早且完整之細懸浮微粒調理秤重環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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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理秤重實驗室在 100 年 3 月至 101 年 4 月間，充分發揮其功效，在新政
策之先期調查計畫中，我們在此實驗室執行過數千件PM2.5質量濃度樣品之
檢測，建立國內PM2.5質量濃度手動與自動監測結果關係的第一手資料。
此外，環檢所將數千件檢測實務經驗落實於「空氣中懸浮微粒（PM2.5）檢
測方法－手動採樣法」檢測方法之修訂工作，將檢測方法中有關調理環境、
溫度溼度控制、檢測數據傳輸及檢測品質控制措施等予以具體明確規範，
以確保本項檢測數據之品質，並積極推動檢測機構許可業務，快速增加民
間之檢測能量，以符合本政策推動之檢測需求。此外，因目前地方環保單
位均未有符合現行空氣中懸浮微粒（PM2.5）檢測方法－手動採樣法質量量
測之設施與環境條件，環檢所就樣品檢測最適經濟規模考量，於規劃中之
新世代環境監測檢測發展計畫，規劃添購PM2.5質量自動量測設施提高環檢
所檢測能量外，亦規劃於南部地區增設PM2.5質量濃度量測之調理與秤重設
施，以執行嘉義以南地區樣品之檢測，避免南樣北送並提高行政與經濟效
益。

結語
配合PM2.5空氣品質標準之增訂，環保署在PM2.5來源管制策略上，亦擬定管
制上位計畫採滾動式管理，環保署初步訂於 109 年達成全國PM2.5濃度年平
均值 15 μg/m3的目標，並以達成WHO提出之空氣品質準則值（24 小時值
25μg/m3、年平均值 10 μg/m3）為改善目標。國內學者並預估實施PM2.5管
制後，能明顯降低死亡率，提升國家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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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國際管制現況
陳重方1

前言
細懸浮微粒(Fine Particulate Matters)，係指懸浮在空氣中氣動粒徑小
於 2.5μm以下的粒子(以下簡稱PM2.5)。PM2.5來源可分為自然界產出
及人類行為產出等二種。自然界產生源包含火山爆發、地殼岩石等，
人類行為則以燃燒為主，如石化燃料、工業排放、移動源廢氣等燃燒
行為。PM2.5包含許多化學性物質，其中經光化反應後，常見形成組
成有原生性有機碳、衍生性有機碳、元素碳、硫酸鹽、硝酸鹽、及其
他離子性物質，反應生成機制相當複雜，如圖 1 所示

（1）

。

圖 1、細懸浮微粒生成機制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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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流行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病人致死率的增加與懸浮微粒具有一定
的關係，尤其是微粒氣動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μm (PM2.5)容易進入人
體呼吸系統，引起發炎或氣喘造成呼吸系統疾病；長期暴露在PM2.5環
境下，會影響人體的呼吸與心血管系統(WHO, 2005)(2)，造成心肺疾
病、肺癌以及死亡率的增加(Dockery et al., 1993; Pope et al., 1995)
(3)(4)

。

二、國際間細懸浮微粒管制作為(1)(5)
目前國際間訂定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之國家有有美國、加拿大
(非都會區標準Canada-Wide Standard, CWS) 、澳洲、英國及歐盟，世
界衛生組織(WHO) 則提出三階段法規建議值，如表一所示(1)。
表一、各國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制定現況

資料來源：各國環保署網站。
備註：***為目標值於 2010 年 1 月 1 日生效，2015 年 1 月 1 日為空品標準值。
#限制一年不得超過 5 天。
&限制一年不得超過 35 天。
+加拿大 2010 年目標值。
**為 2014 年要符合年平均值之標準值。
☆香港環保署之建議值。

(一)美國(1)(5)(6)(7)(8)
美國環保署建立微粒空氣品質標準的程序，需先收集健康與環境效應
方面的科學研究成果，並提出整合評估所有的科學研究成果準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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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Criteria Document)，之後成立清潔空氣科學顧問會(Clean Air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CASAC)負責審視準則文件報告，同
時，也一併公開這些報告供民眾審視。清潔空氣科學顧問會於彙整各
方意見後提出建議，而環保署由專業幕僚人員所編製幕僚文件(Staff
Paper)在考量政策適當性後提出初步標準，經清潔空氣科學顧問會與
民眾共同審視後，由環保署提出標準的建議值，透過公聽會的舉辦與
民眾溝通互動，最後再經部會審視(Iinteragency Review)評論，由環保
署提出標準的最後決策數值。整個過程考量的要點包括：PM2.5組成
成分、天氣影響、微粒和其他氣體成分的共同影響等議題等。
美國為國際間最早提出PM2.5空氣品質標準及相關管制規範的國家。
在 1980 年開始陸續進行PM2.5各項基礎研究(污染來源、特性、評估工
具等)，歷經十餘年時間進行全面性基礎背景調查分析及建置工作，
在 1997 年首次提出PM2.5空品標準， 2006 年修訂PM2.5空氣品質標準
(年平均濃度 15μg/m3，日平均濃度 35μg/m3)，從提出訂定PM2.5空
品標準至正式公告共約歷時五年。在管制措施方面，美國環保署並公
告「Clean Air Fine Particle Implementation Rule」
，要求未符合PM2.5空
氣品質標準之各州政府，在規定期限內提出改善計畫。另外，為加強
民眾正視PM2.5 之嚴重性，美國環保署實施新的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取代既有空氣污染指標（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
PSI）
，新增細懸浮微粒指標(PM2.5)項目讓民眾能有預警作為。
另外，美國以手動採樣儀器檢測PM2.5濃度，評估PM2.5年平均標準值
符合度，符合年平均值標準的評估方式分為單一或多個以社區為導向
的監測站(Community-oriented monitor)，而在評估多個社區為導向的
監測站時，還必須取空間平均值。PM2.5之24小時標準值符合度評估
上，則是依據午夜至隔天午夜共24小時手動檢測所得結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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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1)(5)(9)
WHO建議的空氣品質指標值，代表在這個濃度下終生暴露或給定時
間內暴露都不會對人體造成嚴重的健康風險；如超過建議指標值，對
短期暴露而言，並不會立即造成不利影響，但會增加危害的風險。空
氣品質指標值是考量健康或環境效應所建置，健康因素是基於歐洲與
北美的流行病學與毒理學研究文獻彙整而成，這個建議值仍非為標準
值，須由政府頒布才可正式成為空氣品質標準值，在過程中政府需納
入總人口比例與易感受人群的因素考量，其他可能因素尚包括：當前
的暴露濃度值、自然來源的背景污染濃度、與環境條件(溫度、濕度、
海拔高度與社會經濟)等。WHO在2005年發表「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particulate matter, ozone, nitrogen dioxide and sulfur
dioxide, Summary of risk assessment」風險評估概要報告，提供各國訂
定PM10及PM2.5之標準建議值。在2006年則修訂PM2.5空氣品質建議值
(Interim target-1、2、3)提出長期(35、25、15µg/m³)、短期暴露(75、
50、37.5µg/m³)。此外，WHO建議考量不同特性區域(如：亞洲污染
程度較嚴重)污染程度提出階段式漸進之污染物減量，而在WHO出版
的空氣品質指引，並未考量發展中國家在不同環境下空氣污染物的暴
露影響，故當空氣品質指引被廣泛應用於世界各地時，可能會產生誤
導，因此WHO強調訂定空氣品質標準也應注意其行政可行性。另外，
各國尚需考量當地的溫度高低、濕度、海拔高度、背景濃度與營養狀
況，這些條件將會影響人體暴露於空氣污染物後的健康結果。
(三)歐盟(1)(5)(10)
歐盟執委會於2005年9月21日提出「空氣污染主要策略」（Thematic
Strategy on Air Pollution），2020年空氣污染策略長期目標為PM2.5須達
到59%減量（基準2000年）
。歐盟2008年5月公告PM2.5空品標準為25µ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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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2015年達成）；並要求各會員國2010至2020年依漸進式減量（10、
15或20%），於2015年暴露平均指標(Average Exposure Indicator,
AEI) 減量目標為 20µg/m³，2020年PM2.5 暴露平均指標應達18µg/m³
目標。2008年歐盟以平均暴露指標(Average exposure indicator,
AEI)為基礎，建立三種有關PM2.5的規定，分別為PM2.5年平均標準值、
暴露濃度義務(exposure concentration obligation)與國家減少暴
露目標(national exposure reduction target)，目的是採用階段式
目標以達到空氣品質的改善。平均暴露指標(AEI)係針對各會員國的
城市地區劃分為區域(zone)與集聚(agglomeration)區域，利用連續3
年的監測資料，評估各會員國人口的暴露濃度義務與國家減少暴露目
標。區域(zone)代表會員國內的部分地區，可作為會員國評估空氣品
質與管理指標；集聚(agglomeration)是指當一個區域(zone)由超過
或等於25萬人口或少數由會員國評估特定的每平方公里人口密度區
域所構成；暴露濃度義務係以平均暴露指標為基礎選擇一固定值評
估，目的降低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國家暴露減少目標指會員國減少一
個百分點的人口平均暴露，目的是減少對人體健康有害的影響。
三、我國細懸浮微粒管制策略
為確實掌握及管制PM2.5污染，保障國民健康，我國環保署已擬定一
管制上位計畫分期分階段逐年據實推動，現階段環保署之細懸浮微粒
管制策略比照各先進國家做法，針對形成PM2.5可能來源進行管制減
量。主要管制策略包含釐清本土化污染特性及貢獻來源，建立長期基
線資料；評估研訂我國細懸浮微粒標準方法，持續建置國家排放清冊
資料及排放係數；建立健康風險評估、社會經濟衝擊評估及空氣品質
模式工具；並持續推動固定源、移動源及逸散源之減量管制措施。上
位計畫架構如圖 2 所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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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我國細懸浮微粒管制上位計畫架構

四、結語
PM2.5空氣品質標準值的訂定是一項需要講求科學證據的決策，且需
建基於科學與事實的基礎上，細懸浮微粒(PM2.5)空氣品質標準的管
制，除了源頭的法規建置外，各項管制政策，亦應持續進行各項本土
PM2.5相關研究，建立充足背景資料，在考量臺灣本身微粒濃度現況
和健康效應下，擬定可行而具前瞻性的階段目標，持續推動並適時彈
性修正，為國人留下一片乾淨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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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分徑與健康
林暐舜1陳志傑2 程惠生3

PM 的來源與定義
周界大氣中懸浮著許多「微粒」 (Particulate Matter, PM)，就其形成狀
態 及 來 源 而 言 ， 這 些 微 粒 可 概 略 分 為 原 生 性 (primary) 微 粒 與 二 次
(secondary) 微粒兩類。原生性污染物主要源自於污染源的直接產生，如
塵土的揚起、海水飛沫、火山爆發所釋出的火山灰、農廢燃燒及經由工業
製程的直接排放與交通工具排放等；二次污染物微粒主要由大氣中氣態污
-

-

2-

+

染物 (如Cl 、NO3 、SO3 、NH4 等)經光化學反應而形成。一般來說這些微粒
統稱為「總懸浮性微粒」（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TSP）。
懸浮性微粒可依其粒徑分布範圍概略分類，粒徑為 2.5~10μm 時稱其為「粗」
微粒，主要來源為粉碎作業或研磨操作、灰塵或交通揚塵等；而粒徑為 2.5
μm 以下的部分則稱為「細」微粒，主要來源為各種類型的燃燒行為（汽車、
燃油鍋爐、發電機、木材燃燒等）以及工業製程等。

PM 的粒徑分佈
對於空氣中微粒進行分徑採樣的概念，最早源自於 1913 年McCrea利用顯微
鏡觀察採礦工人肺泡檢體中的微粒發現其粒徑鮮少有大於 7μm，因此開始
認為有分徑採樣之必要(Vincent, 2005)，這個概念隨後也由自願者的人體試驗結果
獲得證實(Davies, 1952)。而在 1950 年代後期，微粒分徑採樣的概念從原本透過
顯微鏡觀察的物理性直徑（physical diameter）逐漸轉變成所謂的氣動直
徑（aerodynamic diameter, da）
，於是許多以氣動直徑所定義的可呼吸性
（respirable）粉塵標準逐一地被提出來。其中，英國醫學研究協會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BMRC）在 1952 年提出以微粒氣動
粒徑對肺泡區域的穿透率（penetration）關係曲線做為與塵肺症相關微粒
1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研究助理2教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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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的分徑參考，並建議以質量濃度為指標，而這個概念也在 1959 年獲得
國際職業衛生團體的認同。同期間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也提出可呼吸性粉塵的定義，隨後分別由國際放射防護
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以 及 美 國 工 業 衛 生 技 師 協 會 （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提出不同但相似的可呼吸性粉塵分徑標
準(Vincent, 2005)，於是，上述 3 個有關可呼吸性粉塵的定義便成為與健康相關的
微粒研究以及標準制訂的基礎。
直到 1980 年的初期，在微粒的分徑採樣上出現新的定義，而目前所採用的
分 徑 準 則 乃 是 以 ACGIH 、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 ）、 以 及 歐 洲 標 準 委 員 會 （ Comite Europeen de
Normalisation, CEN）等三個機構所共同研商協議的結果為準則(Hinds, 1999)，
內容依據微粒進入呼吸道的能力分成：能進入頭部以下呼吸道微粒稱為可
吸入性粉塵（inhalable fraction, IF)；能通過頭部區域進入支氣管以下
的微粒則稱之為胸腔區粉塵 (thoracic fraction, TF)；以及能達到氣體
交換區的粉塵稱為可呼吸性粉塵 (respirable fraction, RF)等三種分徑
準則，其中Inhalable曲線含蓋的最大粒徑約在 100μm， 而Thoracic的 50
%截取粒徑（cut-off size）在 10μm、Respirable部分則在 4μm；而USEPA
則將粒徑區分為可進入胸腔的在 10μm與可進入肺部交換區的 2.5μm。
需特別一提的是，目前國內因空氣污染問題而被廣泛討論的PM2.5分徑採樣標
準，並非是以微粒進入呼吸道區域的能力來定義所得，而是以不同產生源
所產生的微粒特性所制訂，而這一些微粒即是後來所認知的「累積峰」
（accumulation mode）微粒。根據許多的量測發現，構成累積峰的微粒與
粗粒峰（coarse mode）並不相同，主要是由不同的產生源所貢獻，而由於
兩個峰的分界恰巧落在約 2.5μm附近，也因此衍生出所謂的PM2.5的標準。
兩個峰的分界恰巧落在約 2.5μm附近，也因此衍生出所謂的PM2.5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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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論是從暴露或是由污染源管制的角度，往較小粒徑修訂相關標準
的方向卻是一致的。

Wiley Interdiscip Rev Nanomed Nanobiotechnol. 2009 Jul-Aug;1(4):434-50.

圖 1 微粒在呼吸系統的沉積位置與粒徑分布範圍

ISO/ACGIH/CEN及USEPA (40CFR53)所定義的分徑曲線

圖 2 目前國際上較常用的微粒分徑曲線

PM 的健康效應
微粒會隨著其氣動粒徑特性而沉積在呼吸系統各個區域，因此粒徑分佈是
影響人體產生健康效應的主要因子，當粒徑大的微粒，容易沉積於上呼吸
道區，粒徑小的微粒則易隨呼吸的氣流進入肺部，因此以人體健康角度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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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時，微粒的粒徑分布是需要加以特別重視的項目。
在 1970 年代的末期，相關的研究也開始注意到大氣中懸浮微粒與一般民眾
呼吸道疾病的發生似乎存在著相當程度的因果關係，於是在 1984 年由美國
環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提出胸腔性粉塵
的定義，此即所謂的「PM10」標準，隨後在 1990 年代晚期，許多研究更進
一步發現大多數的健康效應似乎是與那些包含在PM10中但粒徑更小的微粒
有比較高的相關性，期間，最著名的莫過於美國的六城市研究（six city
study）(Dockery et al., 1993)，其率先針對微粒與健康影響做長期的追
蹤，結果顯示環境大氣PM2.5濃度與心肺疾病死亡率成線性關係，以居住在
PM2.5平均濃度為 29.6μg/m3 地區的城市居民為例，其心肺疾病死亡率是低
污染（11μg/m3）城市居民的 1.26 倍。而此研究所引發的一連串後續相關
研究的結果，促使美國環保署在 1997 年訂定PM2.5環境空氣品質標準（24 小
時平均濃度 65μg/m3，年平均濃度 15μg/m3）
。

THE SIX‐CITIES STUDY
Risk Ratio (excess
deaths, mainly
cardiopulmonary
and lung cancer in
elderly)
fine sulphate
fine Th

1.3
Th
1.0
total

fine non-sulphate
coarse Th

coarsest:
worst correlation

non-Th

The “SIX CITIES STUDY”
3
(late 80s)

圖 3 ”SIX CITIES STUDY”中發現微粒其〝是否為胸腔性〞
、〝粗、細〞
以及〝是否為硫酸鹽〞，與罹患呼吸系統疾病的風險具相關性。

在許多健康調查研究中發現，有越來越多證據顯示PM10與 PM2.5的人體暴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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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呼吸道與心血管系統造成影響(Brown 2001; Oberdörster 2004)，導
致肺部疾病、降低肺功能、哮喘發作和加重心血管疾病（如心臟病和心律
失常）
，尤其對心臟病和肺部疾病患者、老年人、兒童的健康影響特別顯著。

PM 的暴露與預防
當人體暴露在戶外的環境中時，其活動行為所導致的呼吸模式變化，會影
響進入呼吸系統的微粒數量。2010 年一項以呼吸模擬系統對受測者的呼吸
方式與微粒肺部沉積相關性所進行的人體實驗中，在不同呼吸頻率 (15、9
次/分)、潮氣容積 (500、750、1000 mL) 、微粒粒徑 (0.7、1μm) 的測
試結果顯示，呼吸頻率、潮氣容積的降低以及微粒粒徑的變大，會導致微
粒的肺部沉積率增加(陳志傑. 2009，2010)。

不同潮氣容積與呼吸頻率下粒徑與呼吸條件之比較

圖 4 以呼吸模擬系統針對呼吸方式與微粒肺部沉積相關性所進行的人體實驗，結果
顯示呼吸頻率、潮氣容積、微粒粒徑會影響微粒在肺部的沉積率。

進入呼吸系統的微粒可能會使心臟病和肺部疾病患者的不適症狀加劇，老
年人可能有未察覺的心臟或肺部疾病，兒童的肺部仍處於發育狀態。這些
易受影響的族群其戶外活動往往在居住地附近區域，例如在都會區中的醫
院庭院與公園中，這些戶外活動的場所通常被馬路所環繞而行程較高濃度
的暴露環境(Liu 2002; Yu 2010)；同時這些族群因屬於非就業狀態，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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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較多的時間進行戶外活動，增加了其暴露的時間。大多數的人在暴露
過程中往往是不自知的，直到如：眼睛、鼻子、喉嚨的發炎以及咳嗽、 痰、
胸悶、呼吸急促等不適症狀出現。
為避免對健康造成影響，應儘量避免處於暴露中，例如：改變活動型態，
以輕量活動取代劇烈活動；調整外出時間，減少在戶外活動時間或於較低
濃度的暴露時段進行活動；選擇活動區域，避開交通動線週遭或前往遠離
工商業活動的郊區；運用防護設備，外出時適時的配戴口罩，於室內引進
外氣時使用過濾清淨設備先行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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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所其人其事
尹玉華1 吳婉怡1 蘇國澤2 顏春蘭3

環境檢驗所 79 年 1 月 10 日創立於臺北市敦化北路台塑大樓，87 年自新店
市遷入桃園縣中壢市國家檢驗大樓，從此屋上檢驗室落地紮根，向上開展
枝葉，勵行「工作高效率、行事公信力、數據高品質」之核心價值，並以
提供專業的檢測服務，使檢測數據擁有法律上可辯護之證據力，成就高水
準之檢測數據品質為志業。22 年來以百來位的員工，一肩扛起環境檢測幕
僚重責，為各類環境保護政策奠下厚實檢測基石，並完成建構我國環境檢
測領域管理網絡，恰如其分的發揮及展現優異的政策績效。

外部評鑑委員一致肯定
101 年 2 月 21 日環境保護署依據總員額法規定，進行環境檢驗所員額評鑑。
實地訪查結果外部委員均一致肯定環檢所核心及專業價值，並指出環境檢
驗所優勢如下：
組織面：專業性無可取代，組織之存在並無疑慮，對國內環保政策規劃及
執行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是一個穩定的組織，未來變動也已有方向，相較
於變動不定，是一件好事；所內人員對工作環境、組織文化、組織氣候滿
意度很高，向心力很強，對組織是很好的現象。
業務面：各組間業務量差不多，各組表現平均；技工、工友及駕駛、業務
部分調配良好，無其他單位過度偏狹導致功能性不足情形。
人力面：內部教育訓練、研究人員跨組工作等情況良好；離職率低，年資
15 年以上近 6 成，10 年以上比例更高 ，人力資源穩定性高。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秘書2主任秘書3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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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財力小而美
環境檢驗所近 3 年預算員額均為 119 人（職員 99 人、技工等 20 人）
，以職
員人事資料統計結果，突顯人力特質有 3 高 1 低：即學歷高、考試高、年
資高、離職低。其中學歷部分，碩士以上占 66.3﹪，專科及高中職僅 4.2﹪；
公職考試等級高考以上占 93.6%；公務服務年資在 15 年以上占 61.0%，扣
除退休及轉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後，平均離職率不到 4%（詳如表 1-表 4）。
整體而言，環境檢驗所人力優勢為素質佳、經驗豐富、穩定性高，有利長
期政策的規劃與執行、技術研究延續與發展。員額評鑑委員訪談結果，亦
應證所屬同仁對工作環境、組織文化、組織氣候有高滿意度，擁有極高的
向心力。
表 1：教育程度統計
學歷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人數

8

55

28

3

1

比率(%)

8.4

57.9

29.5

3.2

1.0

表 2：公職考試統計
公職考試

回國留學生(薦派)

普通考試以下

高等考試以上

人數

3

3

89

比率(%)

3.2

3.2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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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服務年資統計
年資

5 年以下

6-9 年

11

11

15

15

26

13

4

11.6

15.8

15.8

27.3

13.7

4.2

人數

比率（﹪） 11.6

10-14 年 15-19 年 20-24 年 25-29 年 30 年以上

表 4：離職率統計
98 年
年度

99 年

100 年

小計 退休 轉調 調至 小計 退休 轉調 調至 小計 退休 轉調 調至

退離

環保 他機

環保 他機

環保 他機

原因

署職

署職

署職

關

務
人數

10

2

4

關

務
4

14

5

7

關

務
2

4

4

0

0

而環境檢驗所財源主要為公務預算，近 3 年維持每年平均 2.1 億元左右，
餘均係協助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其他單位執行與環境檢測相關方法及技術
研發計畫，額外爭取經費之補助，金額從 99 年約 5 仟餘萬、100 年增至 8
仟萬元，101 年更爭取補助總額達 1 億 1 仟柒百萬元，全年預算增至 3 億 3
仟萬餘元。（如表 5）
表 5:近 3 年重要工作（99 年，100 年，101 年）經費比較表
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本所公務預算

219,400 千元

215,661 千元

218,453 千元

●外部支援經費

55,991 千元

80,421 千元

118,605 千元

空污基金

20,040 千元

49,411 千元

74,750 千元

土污基金

6,460 千元

14,660 千元

34,520 千元

回收基金

500 千元

800 千元

28,991 千元

15,550 千元

全年預算額度

其他業務處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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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工作及存在價值：近 3 年成長狀況
環境檢驗所核心工作概括分為三大類：第一類為「年度例行工作」
，包括「檢
測方法公告」等 16 項工作；第二類為「計畫整合管理」，計有科技、施政
等 8 大計畫；第三類則是各級長官交辦及國家政策執行等「機動型業務」
。
第一類 16 項「年度例行工作」中 100 年環境樣品檢測量增加 92.2%(全年計
58,840 項次)，另辦理清查檢測方法與世界同步，全案預計完成 151 種方法
更新，並研修檢測機構管理辦法縮短審查期程為 60 天；101 年提出「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採樣現場及檢驗室查核變革方案」
，另自 101 年 4 月起「環境
檢驗電子報」改版為「環境分析評論」
。第二類「計畫整合管理」99 年計有
7 大主計畫 48 分項計畫，100 年增加「檢測技術及法規輔導計畫」,共 8 大
計畫 58 分項計畫，101 年維持 8 大計畫及 59 分項計畫。第三類「機動型業
務」主要有三，一為各級長官交辦及國家政策之執行，例如配合PM2.5列入管
制，修訂PM2.5標準方法之粒徑篩分器規定與公告PM2.5列為受理檢測機構申
請許可之項目，及配合黃金十年提出「新世代環境檢測技術」等。二為支
援環保署督察總隊、地方環保局、地方法院或檢察署等機關之鑑識檢測案，
三為學習型組織發展。
（近三年核心工作比較詳如表 6 - 表 8）。

5 大革新措施：迎接未來挑戰
行政院組織法 99 年 2 月 3 日公布，環境檢驗所亦將配合行政院推動組織改
造方案，規劃與其他機關進行整併成立三級機關，部分業務調整改隸環境
資源部。為提早因應以減少組織整併對現有人員、技術的造成負面衝擊及
影響，並達成行政院要求業務無縫接軌之目標。自 99 年 3 月起啟動「由下
而上」組織學習策略(Bottom-u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trategy)，
以漸進方式，逐一推行人力育成、技術創新、專業傳承等全方位學習及變
革。期能延續環境檢驗所核心價值及優質檢測能量，以迎接未來可能挑戰，
爰進行 5 大革新措施如下:

2012年5月

96

專題∣Features

1.中程策劃：技術路徑規劃
為擘畫組織前瞻願景並精進業務，於 99 年 10 月推動技術路徑規劃會議
(Technology Road Mapping, T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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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釐清及界定組織策略目標，並
以任務編組方式，分管理技術、檢驗技術、緊急應變、鑑識技術、國際
標竿、先進探索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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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方法學之資
料蒐集及流程建立、前曕技術及國際文獻資料收集及研讀、國際同儕（如
USEPA 的實驗室等）資訊收集、組織特色研究及標竿建立等，將本所既
有技術及業務成熟化、精緻化，以規劃未來 5 年之政策方向及市場趨勢。
另為擴散 6 個議題小組研究成果，並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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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環境檢驗所
與學界之技術更進一步交流。
2.人力育成:「環檢之窗」
為開啟同仁專業視野、觸發創意以運用至本所相關業務上。特於全球資
訊網建置「環檢之窗」及「期刊論文論壇」
，廣泛蒐集最新中英文期刊，
鼓勵全員參與大量閱讀國際期刊、多方吸收國際資訊。自 99 年 8 月起至
100 年 3 月止，推動互助方式辦理摘要導讀及心得分享活動，以擴散學
習效果。相關活動包括：由同仁通力合作回顧國際知名期刊或技術資源
共 10 種；篩選與環境檢測業務有關或前曕創新之文章共 255 篇，完成中
文摘要引介，並進行小型讀書會討論、書寫、確認等流程，再提報本所
所務會議供同仁參考。另於 100 年 7 月至 8 月間，由主管人員召集相關
同仁 70 位，舉辦國際期刊論文研讀討論活動，共 14 場次。另針對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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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全
年蒐集閱讀國際論文 54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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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識整合：定期主題報告
自 100 年 7 月起推動「主題報告」
，有效進行人才培育及知識整合，由同
仁依據個人業務、專長、國際趨勢等，開拓想法形成主題，輪流在本所
所務會議進行報告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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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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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行「技術路
徑規劃」
。
4.專業傳承：「讓儀器說話」及「技術亮點」寫下第 1 手經驗
環境檢驗所 20 多年來推動環境檢測工作最重要關鍵資源，除了人才、技
術能力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具即是檢驗室內各類重要檢測儀器，以
上三項缺一不可。為確保品質環境檢驗所已普遍建立檢驗及儀器使用標
準流程(SOP)，為利專業知識傳承，自 101 年 3 月起更積極推動「讓儀器
說話」及「技術亮點」撰稿活動。透過篩選重要儀器由熟悉儀器操作的
第一線同仁主筆，進行儀器操作秘訣介紹、注意事項提示及個人過去使
用心得之經驗分享，撰寫重點著重使用者個人操作儀器介面後的觀察、
心得及經驗傳承，期能累積每一位使用者的經驗建立儀器知識庫，揭示
每一部儀器的優勢、劣勢及限制，以縮短新手摸索時間，提升使用效率，
進而促成業務無縫接軌之目標。
5.優質服務：環境分析評論
環境檢驗所為營造各項環保資訊之引介交流，提供各界先進溫馨的生活
互動園地以及技術切磋的共同平台，於 10 年前創刊環檢所電子報。為增
加可讀性、科學價值及原創性，自 101 年改版成「環境分析評論 Environ.
Analysis Review」
，取法目前國際上知名的 5 大評論（review）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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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宗旨及影響面為仿效標竿。內容除同步放送與世界並駕齊驅的第一
手資訊外，更以提供環境檢驗所同仁及各界同業先進優質服務為重要目
標，主要定位為：生活的（be popular）
、開創的（be creative）
、科學
的（be scientific）
。內容章節主要有觀點、論文、技術趨勢、評論、
政策連結、專題、焦點訪談、技術亮點、資源評價及讓儀器說話等。藉
由各篇作者提供意見（views）、提出洞見（insights）以及拋出預見
（foresights）
，引領讀者深入問題、進行垂直思考，啟迪生活，增進技
術討論，促進科學發展，並作為「環境檢測人」的共同園地及優質服務
平台。

回顧過去展望未來
未來組織改造結果，或許「環境檢驗所」這個機關名稱將無法獨立存在，
但它所擁有的一流人才、領先的專業技術及 23 年累積之厚實檢測實力，相
信任何關心環境檢測領域的人都無法忽視它。面對組改挑戰相信我們己經
準備好了，冀望每位環檢人都能秉持過去一貫認真負責、勇於任事、使命
必達之精神，將「工作高效率、行事公信力、數據高品質」之核心價值繼
續延伸、擴大，展現近年環境檢驗所在人力育成、技術創新及專業傳承等
全方位學習及變革之成果，及早融入新機關締造環境檢驗新世界。
表 6：近 3 年「年度例行工作」比較表
項目

99 年

1.檢測方法公 1.完成公告 35 種
告

100 年

101 年

1.清查已公告 518 種方 1. 預 計 增 修 訂 及 廢 止
法，與先進國家進行

149 種檢測方法（含預

比對，確認 151 種方

定增修訂廢止 115 種＋

法須進行增修訂及

配合本署業務處及檢

廢止。分 2 階段完成

測業者需求 11 種+本所

(100 年 增 修 訂 36

101 年預定公告 23 種）
。

種、101 年增修訂及 2.至 101 年 3 月底止，已
廢止 115 種)。

99

增修訂並完成公告 10

環境分析評論 第2期

專題∣Features

2.完成 36 種檢測方法

種、廢止 7 種。

增修訂。
2.檢測機構許 新增 2 家（2 處檢驗 1.新增 2 家（2 處檢驗 1.新增 1 家（1 處檢驗室）
可

室）及減少 2 家（2

室）環境檢測機構之

處檢驗室）環境檢測

許可。

環境檢測機構之許可。

機構之許可。
許可 86 家環境檢測 2.業已許可 88 家環境 2.至 101 年 3 月底止，許
機構（92 處檢驗室）

檢測機構（94 處檢驗

可 89 家環境檢測機構

及 15 家機動車輛檢

室）及 15 家機動車

（95 處檢驗室）及 15

測機構（17 處檢驗

輛檢測機構（17 處檢

家機動車輛檢測機構

室）。

驗室）。

（17 處檢驗室）。

3.檢測機構申 完成 89 件次檢測機 完成 137 件次檢測機構 1.完成 110 件檢測機構
請審查

構許可申請案之審 許 可 申 請 案 之 審 查 與

許可申請案之審查與

查與許可作業。

許可作業。

許可作業。

2.101 年 3 月底止，已完
成 44 件次。
4.檢測機構查 完成 50 家次稽查， 完成 70 家次稽查，裁 1.提出「環境檢驗測定機
核

裁處檢驗室 20 家 處違規事項 38 項次，

構採樣現場及檢驗室

次，罰鍰金額為 309 罰鍰金額為 292 萬 6 千

查核變革方案」
。

萬元，廢止許可項目 元 ， 廢 止 許 可 項 目 8 2.預定執行 70 家次，至
3 項，發現之缺失均 項，檢測機構查核合格

101 年 3 月底止，已完

已改善完成。

成 3 次稽查。

率為 99.4％。

5.盲樣發送測 發放檢測機構及環 發 放 檢 測 機 構 及 環 保 1.預定發放檢測機構及
試

保 局 盲 樣 共 計 局盲樣 2,811 項次(年

環保局盲樣 2,000 項

6,346 項次(年度例 度 例 行 性 盲 樣 測 試 樣

次。

行性盲樣測試樣品 品 2,425 項次及申請案 2.至 101 年 3 月底止，發
6,117 項 次 及 申 請 盲樣 386 項次)

放 128 項次。

案盲樣 229 項次)。
6.國際檢測能 參加澳洲、美國、瑞 參加澳洲、美國、瑞典 將繼續參加 6 次以上之
力比測

典及紐西蘭 4 國 5 及紐西蘭 4 國 5 家國際 國際盲樣評比，以符合本
家國際認證機構之 認 證 機 構 之 水 質 、 空 所 澳 洲 國 際 認 證 機 構
水質、廢棄物、土壤 氣、廢棄物、土壤、戴 （NATA）等之認證要求及
及戴奧辛等項目國 奧 辛 及 微 生 物 等 項 目 維持本所檢測品質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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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盲樣評比，執行 之 12 次 國 際 盲 樣 評 力。
31 件 131 項次樣品 比，執行 40 件 123 項
檢測，經評定表現優 次樣品檢測，經評定表
良。

現優良。

7.環境樣品檢 完 成 樣 品 檢 測 量 完 成 樣 品 檢 測 量 增 至 1.預定執行樣品檢測量
測

2,699 件 （ 30,593 6,583 件 (58,840 項

約 3,000 件（30,000 項

項次）。

次）。

次)。

2.至 101 年 3 月底止，已
完成樣品檢測量 797 件
(8,131 項次)。
8.採樣前通報 完成 15.4 萬筆檢測 完成 16.8 萬筆檢測機 實際通報執行率預定目
系統

機構採樣前行程申 構採樣前行程申報，其 標為 97%。
報，其實際通報執行 實 際 通 報 執 行 率 已 從
率（完成通報且依通 93%（99 年度）提升至
報日期完成執行）為 95%（100 年度）。
93%。

9.地方檢測輔 協助臺北市等 7 個 完成臺中市、臺南市及 預定協助認證期滿之嘉
導

已認證期滿之縣市 高雄市 3 直轄市與已認 義縣市等 6 個地方環保
環保局檢驗室申請 證 期 滿 之 彰 化 縣 等 共 局申請，以維持財團法人
展延，以持續取得財 計 6 個地方環保局申請 全國認證基金會（TAF）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檢 驗 室 合 併 或 展 延 評 有關 ISO/IEC 17025 的實
金 會 （ TAF ） 有 關 鑑。

驗室認證資格。

ISO/IEC 17025 國際
標準之實驗室認證
資格。
10.檢測法規修 修訂「環境檢驗測定 修訂「環境檢驗測定機 預定修訂「環境檢驗測定
訂

機構管理辦法」等 2 構管理辦法」等 2 項法 機構許可證申請審查作
項法規。

規 部 分 條 文 之 公 告 前 業要點」等 4 項法規。
作業，將展延、新增之
許可案實質審查時間
縮短為 60 天，以求快
速便民。

11.品質文件建 完成檢測方法標準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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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儀器設備

修訂 32 件。

件。

30 件。

全所精密儀器總數

全所精密儀器總數達 37 1.預計新增 1 項 1 台。

達 34 項 50 台。

項 60 台。

2.全所精密儀器總數可
達 38 項 61 台。

13.論文發表

發表 43 篇（期刊論 發表 27 篇（期刊論文 7 預定發表論文 22 篇（期
文 10 篇及研討會論 篇及研討會論文 20 篇）。 刊論文 5 篇及研討會論
文 33 篇）。

14.年報出版

文 17 篇）。

出版 99 年「環境調 出版 100 年「環境調查研 預定出版 101 年「環境調
查研究年報」27 篇。 究年報」16 篇。

查研究年報」16 篇。

15.電子報發行 發行「環境檢驗電子 發行「環境檢驗電子報」 101 年 4 月起改版為「環
報」4 期，共 7,700 4 期，共 7,700 份。

境分析評論」電子報發

份。

行。

16.實驗室安 完成 12 次辦公室與 增修訂環境檢驗所「安衛 預定進行 2 次實驗室作
全衛生環

實驗室安衛環保外

環保指引」，共 5 章 8 個 業環境測定、12 次辦公

保

部查核及 1 次年度

附件。

室與實驗室安衛環保外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完成 12 次辦公室與實驗 部查核及 1 次年度安全
室安衛環保外部查核及 1 衛生教育訓練。
次年度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

表 7：計畫整合管理近 3 年比較表
項目
1.科技計畫

2.施政計畫

3.方法驗證
計畫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執行 6 分項計畫（環境

執行 8 分項計畫（奈

預定執行 9 分項計畫（奈

檢測計畫 6 項）。

米 2 項；育成 2 項；

米 3 項；育成 1 項；環境

環境檢測 4 項）。

檢測 5 項）。

執行 4 分項計畫（本所

執行 5 分項計畫（本

預定執行 3 分項計畫（本

經費支應之計畫 2 項；

所經費支應之計畫 2

所經費支應之計畫 1

空污基金支應計畫 2

項；空污基金支應計

項；空污基金支應計畫 2

項）。

畫 3 項）。

項）。

執行 17 分項計畫。

執行 14 分項計畫。

預定執行 9 分項計畫。

參加環保署 99 年度自行
研究計畫評比，共計 5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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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自行研究計畫獲獎
（優等 1 件、頭獎 3 件、
貳獎 1 件）。
4.與空污基

執行 9 分項計畫（委託

執行 12 分項計畫
（委

金合作計 辦理研究開發 3 項）。

託辦理研究開發 7

畫

項）。

5.與回收基

預定執行 16 分項計畫。

執行 1 分項計畫。

執行 2 分項計畫。

預定執行 2 分項計畫。

執行 2 分項計畫。

執行 10 分項計畫

預定執行 12 分項計畫。

管會合作
計畫
6.與土污基
管會合作
計畫
共計執行 9 分項計畫（與 共計執行 7 分項計畫

預定執行 10 分項計畫

合作計畫 毒管處合作 5 分項計 （與毒管處合作 4 分

（與毒管處合作 6 分項

畫、與水保處合作 1 分 項計畫、與水保處合

計畫、與水保處合作 2

項計畫、與監資處合作 2 作 2 分項計畫、與監

分項計畫、與監資處合作

分項計畫、與廢管處合 資處合作 1 分項計

2 分項計畫）。

7.與業務處

作 1 分項計畫、）。

畫）。

無

辦理「檢測技術及法

101 年將賡續辦理，課程

及法規輔

規輔導計畫」，針對

設計上實作比例增加，理

導計畫

地方環保局及檢測

論或簡介比例減少。

8.檢測技術

機構人員進行技術
輔導講習，共計完成
15 種 29 班次 703 人
次之檢測技術及法
規輔導。

表 8：機動型業務近 3 年比較表
項目
1.各級長官

99 年

100 年

101 年

辦理 4 場次「環境技 自 100 年 2 月至 10 配合PM2.5 列入管制，修訂

交辦及國 術規劃論壇」
，針對本 月期間，派員協助臺 PM2.5 標準方法之粒徑篩分
家政策執 所重點發展項目，歸 北 翡 翠 水 庫 管 理 局 器規定，以與世界同步；另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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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及市場發展趨勢 建置、檢測程序建立 申請許可之項目。
等可行性建議。

與檢測技術提升等。

協助國科會假本所辦 辦理「我國垃圾焚化 配合黃金十年，提出「新世
理「2010 年東南亞區 爐 轉 型 為 地 區 生 質 代環境檢測技術」。
域共同研究暨培訓計 能 源 中 心 － 生 質 物
畫─環境檢驗及綠色 能 源 及 資 源 應 用 發
科技班」。

展專家諮詢研討
會」。

辦理「絕跡魚種再現 辦理「行車前暖車耗
行蹤，環署捍衛河川 油又污染」記者會，
生態有成」記者會， 媒 體 報 導 情 形 共 有
各家媒體共有 20 則

21 則（電視台 13 則，

報導，深獲肯定。

平面 8 則）
，深獲肯
定。

提報「研發空氣黴菌 完 成 本 所 檢 測 機 構 主動依據產業創新條例，提
過敏晶片‧擴大為民 評 鑑 及 查 核 人 力 資 列「環境檢測產業發展策略
服務工作」建議案， 料庫之建立，修正目 （101 年至 105 年）」至經濟
榮獲 99 年度「行政院 前 系 統 評 鑑 及 術 科 部。
各機關建立參與及建 績 效 評 鑑 作 業 方
議制度績優建議案」 式，提出重大創新、
科技類組榮譽獎。

優質服務之具體作
法。

舉辦本所 20 週年所

舉辦本所 21 週年所 配合環保署 25 週年署慶，撰

慶研討會。

慶研討會。

述「珍藏 23 週年環境檢驗
所」紀實。

2.支援督察

完成中科三期風險評 自 100 年 1 月起成立 賡續辦理「鑑識技術研究及

總隊，地方 估案土壤樣品檢測、 「 鑑 識 技 術 研 究 及 推動小組」
，預計召開 6 次工
環保局，檢 南亞塑膠公司嘉義二 推動小組」，全年共 作會議，已於 101 年 3 月召
察官、法官 廠火災災後嘉義市境 計召開 6 次工作會 開第 1 次。
等

內空氣品質監測案、 議，討論有關鑑識技
六輕重油加氫脫硫製 術 之 協 調 及 推 動 工
程低壓分餾塔重油洩 作，並據以執行。
漏引發火災受影響魚
塭水質樣品案等。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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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臺南縣環保局釐 參 考 歐 盟 方 法 公 告 協助桃園地方法院硫酸銅
清空地污泥廢棄物來 NIEA R219.10C「廢 飼料事件受理廢棄物 TCLP
源、協助臺南地方法院 棄 物 溶 出 行 為 檢 驗 及重金屬檢測分析案。
檢察署完成臺南縣台 方 法 － 向 上 流 動 滲
61 線棄置爐渣來源鑑 濾試驗法」，作為國
識、協助臺灣高等法院 內檢測之參考；並完
臺中分院委託檢測電 成「現有石業、陸昌
磁波案等數案。

化工、道路級配樣品
以荷蘭溶出（向上流
動滲濾）與毒性特性
溶出（TCLP）法之溶
出值差異比較報
告」，提供填海造陸
之廢棄物資源化政
策推動之參考。

完成新竹縣霄裡溪流 完成「永揚環保公司 協助南區督察大隊臺南安平
域溪水水質、底泥及 爐(碴)石」
、
「苗栗地 港 南 防 波 堤 外 生 物 體 檢 測
住家用井水樣品檢測 方 法 院 查 扣 廢 棄 案。
案、赤山巖汞污泥分 物」
、
「林口八里海岸
樣檢測案。

棄置廢棄物」與「苗
栗縣棄置廢棄物」等
鑑識報告及塑化劑
鄰苯二甲酸酯類原
物料稽查。
完成現有石業場址
與陸昌化工廠區樣
品相關性鑑識及河
川揚塵指紋比對鑑
識結果報告等案件。

3.學習型組
織發展

於全球資訊網設置

由全所同仁撰寫 107 辦理「環境檢測機構管理策

「環檢之窗」專欄。 篇 科 普 文 章 ， 編 撰 略座談會」。
「精采 100：環境檢
驗百寶箱」，成果已
置於國科會「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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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園」、「我的 E 政
府」」網站及本所網
站「環檢之窗」。
參加環保署 99 年度

篩選與本所業務相 針對全所的精密儀器推出

組織學習成效獎評

關之國際論文，以分 「聽儀器說話」系列報導，

比，榮獲第二名之佳 組 研 讀 及 撰 寫 摘 要 預計撰述 12 篇環境檢測儀
績。

導 論 方 式 進 行 大 量 器的操作經驗及使用心得，
閱讀，累計 100 年所 形成知識庫。
務會議上提報之論
文共 541 篇，提報導
讀摘要人數共 298 人
次。
推動「人才、創新、
優質服務：互助式國
際期刊論文研讀」活
動，於本所內部網站
建置「期刊論文論
壇」，以互助式方式
辦理摘要導讀及心
得分享。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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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清華大學化學系凌永健教授
採訪：環境檢驗所 陳怡如副研究員、林忠誼主任、翁英明組長
時間：2012 年 4 月 24 日(星期二)

凌永健教授於１９８３年獲得美國
佛羅里達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積
極投入環境保護與環境檢測的工作
，專長為分析化學、綠色化學，擔
任過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理事長
、中國化學會化學與環境委員會委

凌永健教授 101.5.5 攝於高雄第 26 屆環境分
析化學研討會會場

員、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審查小組委員等多項要職，多年來獲獎無
數，2009 年獲環保署「學術類二等環境保護專業獎章」、2010 年獲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環檢貢獻獎」、2011 年獲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
會「環檢領航獎」、2012 年獲得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學會獎
章」等。
凌永健教授長期參與環保署環檢所環境檢測標準方法之審議以及環
境檢測機構及車輛檢驗機構之評鑑，以學術專業參與國內環境檢測
標準方法之訂定以及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制度之管理，協助提升環境
檢測技術能力以及確保環境檢測數據品質，推廣環境檢驗在法規管
制、工程驗收、環評監測、環評鑑識、應變蒐證、環境教育、環境
化學等各領域之應用及貢獻。彰顯環境檢驗之社會形象及為環境保
護工作重要一環。
凌教授歷年來獲國科會及各級環保機構之經費補助，執行環境保護
相關研究及調查計畫，發表近 130 篇 SCI 期刊論文：建立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及環境荷爾蒙檢測能力、研發氣相層析同位素比有機質譜
技術、落實被動式採樣裝置應用、倡導綠色分析化學、研發奈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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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檢測及應用、推動社區環境監測網、協助政府推動環境保護工
作、提供國人安全、安心、安樂的生活環境。歷年來積極參與辦理
環境保護會議：如環境荷爾蒙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討會、分析化
學技術交流研討會、海峽兩岸分析化學研討會、東南亞環境檢驗及
綠色科技班、舉辦之海峽兩岸環境化學研討會等，深知交流、溝
通、及教育管道的重要性與實用性，協助國內環境檢驗透過國際
化，以爭取發展空間和成長機會貢獻卓著。我們希望能請凌永健教
授分享多年來工作經驗與心得，並期望透過凌教授了解國內分析化
學的發展歷程與未來趨勢。
問：凌教授為國內綠色化學的權威，除了原本傳統的綠色化學技術
外，對於最新的綠色化學技術如奈米仿生、離子液體或超臨界流體
等技術亦多有研究，請您介紹實驗室最近研究方向，並提供寶貴意
見，讓檢驗所能朝向更綠色乾淨的檢測技術做努力。
答：「奈米科技」與「綠色化學」的概念一直是近年科技發展的重
點，我們實驗室嘗試將兩者做結合，近年來取得不錯的研究成果。
磁性奈米粒子可由外加磁場控制，將其表面改質接上聚丙烯酸，由
於磁性奈米粒子表面積大具有較高的吸附容量，可有效降低吸附劑
的使用量。將改質後的磁性奈米粒子與實驗室閥(lab-on-valve)系
統搭配感應耦合電漿質譜作結合，可進行環境與生物水體中多重重
金屬之微量分析，此為將奈米科技與綠色分析化學結合的成功實例
之一。另外，研發氧化鐵磁性奈米粒子與奈米碳管混合之新型奈米
複合式材料，由於奈米材料之表面積較大的特性，將此奈米複合材
料吸附揮發性有機物(VOCs)後，經過熱脫附氣相層析質譜儀確認，
比起市售之傳統 Tenax GR 吸附劑有更低的偵測極限以及能承載較大
的吸附體積(breakthrough volume)，證明新型複合奈米材料具有成
為氣體吸附劑的潛力。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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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是人類必須面對的問題，如何降低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量
一直是科學家致力研究的重點，2011 年我們發表新型奈米材料，將
固體液體的硫化金屬於可見光與觸媒輔助下，成功將溫室氣體二氧
化碳轉變為經濟產物甲醇。「綠色化學製程」也是發展的重點之
一，運用微波輔助還原法以及磁化方式，將石墨烯氧化物成功改質
為磁性石墨烯，透過聚丙烯酸架橋鍵結螢光物，經過動物測試，發
現改質後的石墨烯螢光物成功分布於斑馬魚的細胞質以及斑馬魚的
全身，且對斑馬魚未有不良反應，此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全動物之細
胞內攝影，未來可當作生醫診斷的探測子，若將石墨烯接上磁性奈
米粒子，經由加熱作用亦作為癌症治療時的殺死癌細胞的有效方
式。
美國國家環境方法指引(National Environmental Method Index,
NEMI)為一個搜尋平台，讓使用者能夠依據分析物尋找適當的檢測方
法，資料庫包含美國環保署(EPA)以及美國地質調查研究所(USGS)提
供的分析方法共一千多種以上，除了對各個方法的偵測極限、精密
度、準確度、儀器、分析所需金額進行比較外，亦提供一個綠色屬
性評分(Greenness Rating)，此指標包含四個象限，分別為 PBT(持
久性的 Persistent、生物累積性的 Bioaccumulative、毒性 Toxic
的縮寫)、危害性(Hazardous) 、腐蝕性(Corrosive) 、廢棄物量
(Waste)之評分，若沒有以上的特性，則此象限標示為綠色，整塊為
綠色代表此分析方法較符合綠色化學概念，建議環境檢驗所可以再
加入時間(Time)、能源(energy)與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此三
象限，對於國內的分析方法進行分析評估，在方法審查時亦能提供
此一綠色屬性給方法審議委員參考，亦可讓方法使用者依據特性選
擇適當的分析方法，作為提倡綠色化學分析之推動者。
NEMI網址：https://www.nemi.gov/apex/f?p=237:1:302218372987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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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凌教授於 2012 年 2 月於科儀新知發表文章「奈米材料及質譜成
像於潛伏指紋鑑識」，請問環檢所在進行環境鑑識這部份該如何提
升技術以及您對國內環境鑑識的展望為何。
答：環境鑑識是長期且基礎性高之工作，涵蓋各種污染環境來源之
污染物其資料庫之建置、鑑識人才資料庫整合、鑑識方法及加強跨
領域鑑識科學平台之技術交流，自六輕工安事件後顯現潛在方法技
術問題，對於現場、即時、長時間環境監測與現場多光源偵測儀器
應用以加速有效採樣，未來皆有努力空間。
問：凌教授曾任環境分析學會理事長，對環境檢測技術提升與推廣
不遺餘力，政府組織改造後，環境資源部架構下環境檢測技術及管
理您的看法為何?
答：對於未來環境資源部任務與管理架構，我想國內各界都有所期
待，尤其是關心國土資源與環境永續的朋友們，從特定污染案件的
環境鑑識與廣義的環境監測，例如遙測影像資訊擷取、結合地理資
料庫和環境資料管理分析，都是新的挑戰，對於環境背景資訊建立
及環境風險趨勢監測，都值得擴大推廣。環境檢驗為環境保護重要
工作之一，科學、客觀、準確精密之檢測數據，往往成為最後判定
之物證依據，個人期許環資部對環境檢驗法之推動，未來應列為優
先之議題。
問：請凌教授分享您未來的目標與研究方向。
答：目前研究重點著重於環境、材料(電子與奈米)、藥物、食品樣
品之微量與微區分析，以及除污、清洗等綠色化學製程之研發，另
外也發展質譜分析技術、綠色化學製程與建立化學分析品保/品管系
統，以解決問題與實際應用為研究導向的專業分析化學實驗室。近
年亦著重在奈米科技與綠色分析化學之結合，研發出具備實用性的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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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材料以運用在生醫或環境檢測，期盼能善用分析化學對社會公
益有所建樹為本實驗室之特色。
問：您對於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年青人，有何建議及鼓勵?
答：對於有志從事環境檢驗工作的年青朋友，不管是在公部門或業
界，我認為未來推廣環境檢驗在法規管制、工程驗收、環評監測、
環評鑑識、應變蒐證、環境教育到環境化學之應用等方面，都可以
憑各位的專長突顯檢驗技術價值，協助政府共同推動環境保護工
作，這是非常有意義也值得全心投入的工作，希望大家一齊努力，
提供國人一個安全、安心、安樂的生活環境。

圖左起陳怡如副研究員、凌永健教授、翁英明組長、林忠誼主任
攝於清華大學化學系舘(20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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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污染物」及「超微量分析」技術現況
施育林1 李世偉1 趙春美1 陳麗霞2 翁英明3

摘要
本文引介在環境水體中超微量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之 21 篇文獻，探討對象
為農藥殘留、抗生素、內分泌干擾物類，其中又以農藥殘留（殺草劑、殺
黴菌劑、殺蟲劑等）為主。前處理技術包括固相萃取（C18、HLB、Strata、
C8）及液相萃取，上機分析包含液相層析與氣相層析，以LC/MS-MS搭配電
灑游離法居多，應用監測與模式推估及風險評估等方式，觀察環境中新興
污染物流佈與可能對人體造成的風險。21 篇論文概略分為農藥類 16 篇（集
水區、地表水、地下水、稻田水質、飲用水、沉積物、魚體肌肉、蔬菜、
廢水監測及模式推估等、傳輸及風險評估等）
，抗生素類 1 篇（四環抗生素）
、
內分泌干擾物類 2 篇（皮質類固醇、雄激素、黃體激素、PFOS等）及前處
理技術 2 篇（次臨界水批式萃取、固態微萃取）
。總結來看，三段四極柱質
譜儀（QqQ）之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仍是目前農藥定量分
析之首選，符合綠色分析化學環境友善方法。

農藥類
1. Dujaković（2010）等人以液相層析-電灑游離-串聯質譜儀(LC-MS/MS)
檢測地表水及地下水中農藥之含量

＜1＞

，搭配HLB固相萃取進行地下水

及表面水中 14 種農藥殘留量分析，並比較C18與HLB吸附劑、結合不同
沖提液、與樣品的pH值及體積等參數，最終選用之條件為使用HLB吸
附劑（200 mg）並以甲醇/二氯甲烷（1：1）為沖提液，而水樣pH 值為
6.0，樣品體積 250 mL，濃縮至近乾後以甲醇回溶，偵測極限（LOD）
為 0.4~5.5 ng/L，定量極限（LOQ）為 1.1~18.2 ng/L。於河水和地下水
之添加回收率介於 72~129﹪，基質抑制或增強效應大部分小於 20﹪，
1

2

P

P

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科長 組長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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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endazim（為殺黴菌劑之一）為實際水樣中為最常偵測到之農藥。
絕大部分農藥之前驅離子（precursor ion）為質子化分子（protonated
molecule）。
2. Pareja（2011）等人利用直接注射法分析稻田水質並以液相層析-三段四
極-線性離子阱混合型質譜儀(LC/MS-MS)分析農藥含量

＜ 2＞

，該研究將

樣品過濾後，直接注入 5500 QTRAP LC-MS/MS分析 70 種農藥之檢測
方法，並進行西班牙及烏拉圭稻田水體 59 個水樣之農藥檢測。其偵測
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及定量極限(limit of quantifiction, LOQ)範圍
分別為 0.4~80 ng/L及 2~150 ng/L。檢量線範圍為 0.1~50μg/L，其中 61
種農藥待測物無顯著基質抑制或增強效應（-20~20%），1 種農藥待測
物訊號增強，8 種農藥待測物訊號減弱，因此可以直接使用標準品溶液
定量，無需使用基質配對（matrix-matched）之檢量線。59 個水樣中有
31 個檢出農藥殘留，其中以除草劑 quinclorac 濃度最高，其次為殺黴
菌劑 carbendazim 與殺蟲劑 imidacloprid。
3. Lazartigues（2011）等人以多重殘留分析方法檢測 13 種農藥於環境基
＜3＞

質－水、沉積物和魚體肌肉內之含量

，使用Strata X (200 mg)固相萃

取及利用正電荷電灑游離（ESI＋）LC-MS/MS進行從水中 13 種農藥殘
留 分 析 。 定 量 極 限 (limit of quantifiction, LOQ) 大 多 低 於 5 ng/L
（ Diflufenican 、 Fluroxypyr、 Iprodion 、 Thifensulfuron-methyl等 則 為
10~58 ng/L）
，萃取效率為 42~125﹪，沉積物和魚體LOQ則介於 0.1~55.8
ng/g。
4. Tankiewicz (2010)等人所發表之水體中有機磷與有機氮農藥之檢測方
法

＜ 4＞

一文中，概述了農藥之特性、用途用量、毒性機制，並蒐集與整

理約近十來年有關檢測水中有機磷與有機氮（氨基甲酸鹽類與三氮井系
(Triazines)）農藥之檢測方法（含：樣品前處理與偵測儀器）。農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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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可能進入環境水體，長期對水中生物造成影響，甚而進入飲用水
源。因飲用水加氯消毒的過程可能使農藥產生毒性更高的產物，此點特
別引人關心。農藥分析除了需克服水中低濃度與水樣基質之變異與複雜
度之外，欲發展多重殘留分析時尚須面對農藥物化特性之差異，使樣品
前處理與儀器分析難度大幅升高。目前水樣大多以固相萃取進行，少數
以液-液萃取、固相微萃取（SPME）、stir-bar sorptive extraction（SBSE）
等方式進行。引用之文獻指出，分析有機磷時，GC-MS和LC-MS/MS大
致上皆適用。不過在分析有機氮農藥時，LC-MS/MS可分析的化合物就
明顯多於GC-MS。
5. Rodrigues (2007) 等 人 以 固 相 萃 取 及 液 相 層 析 / 串 聯 式 質 譜 儀
(LC-MS/MS) 分析水中多種農藥

＜5＞

，為了評估在葡萄牙里斯本飲用水

供應系統中農藥之殘留，並遵循歐盟指令 98/83/EC的規範，以固相萃取
和液相層析/電灑游離串聯式質譜儀（SPE-LC-ESI-MS/MS）分析水中 14
種農藥之檢測方法。98/83/EC歐盟法規對飲用水之最大允許個別農藥濃
度為 0.1 μg/L及總農藥濃度為 0.5 μg/L。本研究使用添加標準品於 400
mL超純水中，測試 5 種不同材料之固相萃取管柱，流速 40 mL/min；其
中以Oasis HLB（6 mL, 500 mg）之回收率較高（44~115﹪）。本文並詳
述其儀器分析條件參數之最適化過程，對飲用水、地下水、河水之回收
率為 39~148﹪，估計之定量極限為 4.5~48 ng/L。
6. Carvalho（2008）等人根據ISO/IEC 17025:2005 之規範，以Oasis HLB
管柱進行固相萃取後，利用LC/MS-MS進行飲用水中 14 個不同化學群
＜6＞

組共 28 種農藥殘留量分析

，並為期一年以觀察分析穩定性。本分析

方法可以使用大體積水樣（500 mL），定量極限（LOQ）為 0.025−0.050
μg/L，低於歐盟法規（98/83/EC）之 0.1 μg/L。樣品添加回收率為 58−97
％（平均值為 76％），整體結果顯示本方法可適用於一般之常規檢測。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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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mellár（2011）等人針對目前較常於蔬菜被偵測到的 150 種農藥來探
討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層多個操作條件對於層析滯留以及儀器偵測
感度之影響

＜7＞

，包括：不同的層析水性動相中之鹽類（0.1%甲酸、5 mM

甲酸銨及 5 mM醋酸銨）、層析管柱溫度、混合標準品中共同析出
(co-elution)之化合物、偵測離子對(ion transition)等。不同之農藥隨著使
用銨鹽或甲酸而有不同之訊號強度，在使用上需視待測物而定。150 種
農藥可依據滯留時間或是不同之偵測離子對而被定性。管柱溫度對於農
藥滯留時間或訊號強度影響不大，而極致液相層析（UHPLC）管柱（1.8
μm粒子的大小）相較於一般HPLC（5 μm粒子的大小），的確能縮短層
析時間且降低波峰寬度。此外，若農藥彼此同時析出，有可能小幅抑制
或加強彼此訊號強度；大部分影響不大，但是有少數可影響超過 60%，
值得於進行多重殘留分析時加以注意。
8. Kuster (2009) 對於天然水體與處理後廢水中極性農藥以液相層析/串聯
式質譜儀進行分析與管制議題

＜ 8＞

，回顧了歐盟對於農藥的規範，並整

理出以LC/MS-MS分析水樣中農藥之方法，包含：表面水、地下水、雨
水及廢水等。2007 年 6 月歐盟的REACH（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sation of Chemicals）法規開始執行，除了少數用於植物保護等歸
於 91/414/EEC等法案管制外，絕大部分農藥現今受到REACH管制。在
分析方面，大部分前處理方法為固相萃取法，吸附劑以Oasis HLB為大
宗；液相層析管柱則以C18 最多，其次為C8。離子化方式以電灑游離為
主（ESI），少部分使用大氣壓化學游離（APCI）。
9. Postigo (2010) 開發線上固相萃取及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on-line
SPE-LC-ESI/MS-MS)分析西班牙東北部加泰羅尼亞地區地下水體 22
＜9＞

種中等至高度極性農藥殘留之方法

。5−10 mL之水樣分別使用PLRPs

管柱（用於正離子） 或Hysphere Resin GP 管柱（用於負離子）萃取後，
流析進入LC/MS-MS，每個待測物偵測兩個離子對，以達到歐盟四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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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之要求。偵測極限最低可達 0.02 ng/L，最高為 3.91 ng/L，回收率
介於 75.0−178%，分析之相對標準差低於 16%。作者並利用本方法分析
西班牙東北部加泰羅尼亞農業地區 133 個地下水水樣。Simazine, diuron
與 atrazine等為最常見，可於 70%以上之水樣中偵測到；有 16% 水樣
其中有單項農藥濃度超過 100 ng/L，7%的水樣中農藥總濃度超過 500
ng/L。
＜10＞

10. Momplaisir (2010) 等人以固相萃取法萃取大體積水樣中農藥殘留物

，該

研究使用 8 克之Abselut Nexus吸附劑現地（pumped in situ）抽取 100 公
升高海拔地表水水樣，進行固相萃取，流速 250 mL/min，吸附劑攜回
實驗室後冰存於-25℃，流洗前先以氮氣吹乾 1 小時後，以 400 mL之二
氯甲烷沖提，並置換至 1 mL 正己烷，再以 2 克矽膠（silica）進行淨化，
經GC-MS-EI SIM進行偵測，樣品濃度 0.1 ng/L 及 1 ng/L之回收率大都
高於 75%，但Dimethoate, Disulfoton及Phorate回收率過低無法偵測。高
海拔地表水水樣未經淨化，分析萃液中 38 種農藥待測物，其偵測極限
為 0.1 ~ 30 ng/L；但經過矽膠淨化後之萃液，其偵測極限為 6 ~ 600 pg/L。
11. Ruiz-Gill (2008)開發以固相萃取及氣相層析/離子阱（ion trap）串聯式
質譜儀（SPE-GC-MS/MS）分析水體中 80 種農藥殘留之檢測方法

＜11＞

，

包括有機氯、除蟲菊、有機磷等。以電子撞擊式離子化及大體積進樣技
術，樣品注射量為 10μL。其檢量線之線性濃度範圍為 0.03~0.5 μg/L，
偵測極限（LODs）及定量極限（LOQs）分別為 1~25 ng/L及 3~76 ng/L，
回收率 70~110﹪，分析之相對標準偏差低於 20﹪，可應用於環境水體
之監測，尤其適用於分析非極性類農藥。
12. Khalili-Zanjani (2008) 等 人 開 發 以 液 相 微 萃 取 （ liqu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LPME ） 結 合 氣 相 層 析 / 火 焰 光 度 偵 測 器 （ flame
＜12＞

photometric detector）方法來檢測水體中 9 種機磷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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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之 1-undecanol萃取 20 mL 水樣，萃取時間為 20 分鐘。偵測極限
（LOD）
為 0.01~0.04 μg/L，水體樣品之回收率介於 97~104﹪，分析之相對標
準差小於 8.9﹪。作者並利用本方法檢測不同基質之水體（井水、海水、
河水、飲用水、田間水），以檢視方法在不同基質之適用性。
13. Pinto (2010) 等人針對微萃取技術（microextraction），尤其是使用液
相微萃取（liquid-phase microextraction, LPME）為基礎，進行水中農
藥分析技術之探討，回顧了近年來之文獻

＜13＞

。大部分的農藥分析靈敏

度可達到ng/L等級。雖然一些極為靈敏之偵測儀器，例如氣相層析/串聯
式質譜儀（GC/MS-MS）或液相層析/質譜儀等已漸趨普遍，但是農藥於
水體中之濃度通常甚低，樣本前處理仍不可或缺。
14. Shukla (2006) 等人分析印度海得拉巴市（Hyderabad）當地 28 口飲
用水井中有機氯農藥，以了解其地下水有機氯農藥污染

＜14＞

。水樣先以

0.45 μm 玻璃纖維過濾後，以C18 吸附劑進行固相萃取；己烷沖提液以
氮氣吹至 0.2 mL後以氣相層析/電子捕捉偵測器（GC/ECD）分析。DDT,
α-endosulfan, β-endosulfan及lindane可見於所有之樣本，濃度介於 0.2−2.1
g/L。
15. Holvoet與Seuntjens (2007) 利用監測與模式推估集水區內表面水體農
＜15＞

藥之環境宿命

，針對表面水體農藥，整理諸多農藥環境宿命之文獻，

例如：可能 20-80%表面水之農藥來自點源（point source），良好的農
耕方式可降低農藥流入表面水體等。一旦農藥進入河水，其分布與降解
情形將取決於物理、化學、吸附和微生物作用等相關因子。本研究亦評
析多種數學模式描述農藥於河水中分布與降解情形之適用性。
16. Luo 與 Zhang (2009)藉由加州北聖華金河谷（San Joaquin Valley）於
2000−2005 年有機磷農藥使用量，進行有機磷農藥之多介質傳輸與風險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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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於土壤、地下水或飲用水等之濃度後，計算經由食入和吸入等暴
露；再假設毒理皆經由抑制乙醯膽鹼酯酶的相同機制下，進行有機磷農
藥之健康風險特性評估。本研究鑑別人體暴露之最主要途徑為食入，但
是有機磷農藥在環境中之時空濃度分布則與飲用水以及大氣中濃度較
為相關。因小孩之體重較輕，其相對每公斤體重之暴露量約為成人之兩
倍，因此尤需注意農藥對於兒童之健康影響。
抗生素類
17. Tylovā（2010）等人進行四環抗生素高通量分析及利用UPLC-UV測定
液態猪糞尿中四環抗生素的Epimers濃度

＜ 17＞

，動物排泄物含有抗生素

會污染土壤、地下水，最終會影響到地表及飲用水。為減少畜牧業使用
抗生素，歐盟（EU）已在 2006 年禁止此方面的應用。利用超高性能液
相層析結合UV偵測器（UPLC-UV）用來檢定液態猪糞尿中的抗生素
（ tetracycline, TC ； oxytetracycline, OTC ； chlortetracycline,CTC ；
doxycycline, DOX）及其立體異構物（epimers）。抗生素經由ethyl acetate
萃取並在UPLC BEH Shield RP18 column上分離。檢量線範圍 7.8~250.0
μg/mL，相關係數達 0.9999，方法極限定量範圍在 0.9~1.6 mg/kg，回
收率依TC、OTC、CT及DOX分別為 52.4﹪、72.4﹪、83.8﹪及 95.9﹪。
立體異構物則包括TCep、CTCep、DOXep之檢測。本文為捷克共和國
在 5 個不同場址的分析，CTC濃度 5.88 mg/kg，DOX濃度 0.99 mg/kg。
UPLC分析方法可以直接應用在LC-MS其他基質中抗生素的檢測上。

內分泌干擾物類（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
18. Ádám Tölgyes（2010）等人應用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
同時檢測河川水中的皮質類固醇（corticosteroids）
、雄激素（androgens）
以及黃體激素（progesterone）來評估環境中類固醇激素

＜ 18＞

。本篇論

文提供了一種簡單的方法可同時分析在河水及飲用水水源中 6 種皮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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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固 醇 （ triamcinolone 、 cortisol 、 dexamethasone 、 flumethasone 、
prednisolone 、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 4 種 雄 激 素 （ boldenone 、
epitestosterone 、 methyltestosterone 、 nortestosterone ） 和 黃 體 激 素
（progesterone）。方法為樣品經由單一固相萃取（SPE）後，接著以大
氣 壓 力 化 學 游 離 化 離 子 源 (APCI) 之 液 相 層 析 串 聯 式 質 譜 儀
（LC/MS-MS）偵測。這種方法和其他方法相較下，其主要優點包括：
樣品製備時只需使用單一低體積固相萃取匣、使用烷-胺基固定相分離
類固醇在LC-MS/MS的檢測上不會造成基質干擾，而且可同時檢測兩組
以上之類固醇。這個方法的特點是能達到良好效率，當使用 100 和 1000
毫升樣品分析三組類固醇，平均回收率範圍在 80-109％和 68-126％，
可分別檢測至 1ng/L。100 毫升和 1000 毫升的樣品量，檢測極限（LOD）
分別為 0.06 至 0.2 和 0.01 - 0.21 ng/L。在 2008 和 2009 年間，共收集來
至匈牙利不同地區的多瑙河河水及飲用水水源 60 個樣品，分析標的類
固 醇 類 （ Steroids ）， 除 了 cortisol 、 dexamethasone 、 flumethasone 、
prednisolone、epitestosterone and progesterone外均低於檢測極限。內源
性類固醇激素（Endogenous steroids）如cortisol、epitestosterone and
progesterone 濃 度 範 圍 在 0.08 - 2.67 ng/L ， 而 合 成 的 皮 質 類 固 醇
（corticosteroids）如 dexamethasone、flumethasone and prednisolone濃度
範圍在 0.064 到 1.43 ng/L。類固醇激素除黃體激素僅出現在地下水外，
其餘出現於河水。本篇將檢測到的類固醇含量和世界其他河流作比較並
做簡短的討論。
19. Senevirathna S.T.M.I.D （2010）等人進行PFOS吸附在粒狀活性炭、
＜19＞

離子交換樹脂及非離子交換高分子的比較研究

。PFOS(全氟辛烷磺

酸) 於 2009 年 5 月第 4 屆斯德哥爾摩公約會議上被歸類為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POPs)之一種, PFOS普遍存在於水源及自來水中。例如曾在日
本大阪檢測其自來水含有 0.16~22 ng/L 之PFOS成分。利用傳統紫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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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光化學分解或是薄膜程序等方法並不容易有效去除。本文研究
利用較經濟及有效之吸附方法來去除PFOS，以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
（LC/MS-MS）分析。分別以三種非離子交換高分子(Dow V493, Dow
L493 & AmbXAD4) ， 兩 種 離 子 交 換 高 分 子 (Dow MarathonA &
AmbIRA400)及粒狀活性炭（GAC, Filtersorb 400）對PFOS在吸附等溫
線及動力學之吸附能力進行探討，並依PFOS存在濃度之大小(低濃度
100-1000 ng/L下)，建議吸附去除PFOS之最佳吸附劑。依照以Freundlich
吸附等溫線方程式 qc=KfCen 與相關文獻之吸附動力學理論，藉由一
系列之測試，根據實驗參數作圖探討。分析結果顯示，合成高分子於
水中應較有效去除水中較低濃度PFOS污染物；吸附能力之大小（1μ
g/L濃度）
：離子交換高分子>非離子交換高分子>粒狀活性炭 (GAC)，
在低PFOS濃度(100 ng/L)下，非離子交換高分子吸附能力最佳。而在吸
附動力學方面，離子交換高分子及粒狀活性炭皆於 4 小時內達成平
衡。AmbxAD4 則是小於 10 小時, 而Dow V493 及L493 約需 80 小時
以上（約 90 小時）才能達到平衡。綜合以上測試數據，在 1μg/L濃度
以上，AmbIRA400 具有最佳去除效果。若在ng/L濃度下，考慮吸附等
溫之熱力及動力效應，則以AmbXAD4 及Dow MarathonA有最佳去除
PFOS效果。

前處理技術
＜20＞

20. Latawiec（2010）等人利用次臨界水做多環芳香烴的批式萃取

，此

方法為一種用於污染土壤和沉積物中多環芳香烴（PAHs）的快速批式
臨界（過熱的）水萃取方法，經前處理之萃取液，以氣相層析質譜儀
分析。在適度的壓力（10.3 MPa）下，利用連續的增加萃取溫度從 50
℃到 200℃，來降低水的極性啟動選擇性而非全面性的萃取，隨溫度
增加到 150℃，同時提高了多環芳香烴的萃取效率，但在 150℃和 200
℃溫度間萃取則沒有顯著差異。研究在相同的萃取條件下不同的多環

2012年5月

120

評論∣Reviews

芳烴萃取效率反映環境介質之間的不同，次臨界水萃取多環芳香烴的
選擇性與他們的辛醇水分配係數（Kow）成正比。這種技術可以應用
於多環芳烴污染場址相關的風險評估，並評估他們的生物復育潛力。
21. Michiel T.O. Jonker（2010）等人利用固態微萃取量測疏水性有機化學
＜21＞

品的鹽析常數

，有機化合物的溶解度及活性隨著水中離子強度的增

加而改變，此一鹽析效應的運用可使化合物的疏水性的增加以及其在
海水相較於淡水更易於吸收檢出。這樣的效應一般以鹽析常數
（Setschenow constant）來描述，傳統上鹽析常數是比較淡水與鹽水中
的溶解度而得。疏水性有機化合物（HOCs）在水中的溶解度相當困難
測定，部分原因是因為Setschenow constant的資料庫缺乏這些化合物的
相關資料。這篇論文嘗試用另一種方式：利用固相微萃取（SPME）方
式去測定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AHs）之鹽析常數，並以高效能液相層
析儀/螢光偵測器檢測之。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AHs）在固相微萃取
（SPME）纖維上的分配比，鹽水大約是去離子水的 1.7 倍。將該化合
物在固相微萃取（SPME）纖維與水中的分配係數與離子強度，取對數
線性關係即可獲得Setschenow constant，平均測值為 0.35Lmol-1。研究
的結果無論是疏水性化合物的溶解度或是莫耳體積與目前一些針對多
環芳香烴化合物的研究文獻報告相符。就實驗所得的數據顯示，利用
固相微萃取方式測定疏水性有機化合物的鹽析常數是一種可供選擇的
便利且穩定的技術。

結語：趨勢觀察
採用固相萃取、液相微萃取或固相微萃取等前處理技術，較傳統液液萃取
節省處理時需要之溶劑，而固相萃取可進行大體積萃取及現地萃取（適合
交通不便地區之採樣），微萃取可減少採集樣品量，若是採用線上固相萃
取，則具有全自動化分析以及使用之水樣量較一般固相萃取少之優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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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樣本前處理流程，發展趨勢與當前節能環保及綠色化學發展觀念相
同。
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的快速發展有利於檢測對熱不穩定
之化合物，其中三段四極柱質譜儀（QqQ）仍是目前農藥定量分析之首選；
飛行式質譜儀（TOF 或 Q-TOF）主要用於鑑定降解產物；LTQ-Orbitrap
雖然在定性和定量皆極具潛力，但是價格極為昂貴，不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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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粒子量測及毒性測試技術
鄭先佑1 張雪妮1 許令宜1 潘復華2 阮國棟3

摘要
奈米科學為當今研究的一個新興領域，奈米技術的提升造就了奈米產
業的蓬勃發展，奈米材料有著特殊而可加以廣泛利用的吸引力，綜觀
於醫藥、食品、紡織、建材、檢測皆有其可造之處，然而龐大的奈米
商機背後對於生態的可能衝擊因應而生，毒性風險與環境危害的風險
評估也伴隨著奈米材料研究相繼受國際關注。本文將回顧國際知名期
刊，對於奈米微粒參考樣品發展現況（1 篇）、質譜儀於奈米量測分
析技術（3 篇）、以微孔均勻沉積衝擊器(MOUDI)採集大氣微粒（1
篇）
、人類細胞毒性試驗（4 篇）、老鼠肺泡細胞毒性試驗（2 篇）、
水生生物（斑馬魚、水蚤）毒性試驗（4 篇）及利用生態特徵（ecological
trait ）方法將奈米粒子毒性測試結果外插到生態系統進行評估（ 1
篇），以了解國際對於奈米微粒研究發展，分別摘要其重點，藉以提
供各界參考。
關鍵詞：奈米、風險評估、毒性測試、檢測技術

奈米粒子量測技術發展
〈1〉
1. 奈米微粒粒徑量測之參考物質

目前符合國際規範之奈米微粒參考物質(RMs, reference materials)
尚未健全，儘管國際度量學會已著手於如膠體金和膠體矽微粒等
物質發展，然而目前除了乳膠物質外，仍無其他已被認證的參考
物質產生。這些可能來自懸浮物、粉塵或基體嵌入物質
(matrix-embedded material) (例如食品、土壤或污泥)的參考物質，
可用於儀器校正、品質控制或實驗室間的比對，參考物質可以作
成懸浮液與乾燥粉末兩種形式，粉末在奈米尺度下較穩定，化學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副研究員2組長3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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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也僅能以擴散方式相當緩慢地在固體物質內/上進行，此外，
可將惰性氣體使用在粉塵上(例如以惰性氣體充填)以預防化學降
解(chemical degradation)。但是乾粉體的缺點為較不易均勻化，而
且粉末為細微粒時，由於較強的相互作用力使得粉末極容易團
聚，因此必須開發及驗證懸浮和再分散的標準。
基質中的奈米材料的可取得性最差，目前尚無此種參考物質。第
七期歐盟科研架構計畫 (European Commission’s 7th Framework
Program) 正在執行此計畫，以 改善此類參考物質的開發情形 。
NanoLyse 計畫 (www.nanolyse.eu) 的目標之一是發展生產食品基質
(food matrices)中奈米微粒參考物質的穩定製程。而歐盟量測研究
計畫(European Metrology Research Program)「工程奈米微粒在環境
中的量測與特性」也開始招標，預期將可改善此領域之量測品質。
一旦這些計畫成功後，我們將可取得生產參考物質所需的必要知
識，屆時將更清楚的了解還需要開發何種物質，或者每種物質的
需求強度，或許未來參考物質的市場將大到可商業化生產的程度。
2. 利用單一顆粒 ICP-MS 量測奈米粒子數目及粒徑所需之傳輸效率
的決定〈2〉
本文指出如何利用 spICP-MS 計算數目及大小的實用指引。不同
方 法 可 以 用 來 量 測 傳 輸 效 率 （ transport efficiency, 例 如
nebulization efficiency），此為 spICP-MS 計算時很重要的一項。
目前針對複雜及環境中樣品的奈米粒子特性研究，尚無理想的方
法，導致奈米材料的毒性與暴露評估存在很大的缺口。單一粒子
ICP-MS（spICP-MS）是新興方法，能同時量測及計數含金屬的奈
米粒子。主要優勢為 spICP-MS 方法能在濃度相當於環境之情況
下，決定奈米粒子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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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廢水中富勒烯（nC60）聚合物利用HPLC-UV-Vis分光計-MS的量
測方法〈3〉
本文評估利用液液萃取（liquid- liquid extraction, LLE）及固相萃取
（Sold phase extraction, SPE）對廢水中富勒烯（nC60）分離及濃縮
的效果；同時進行 HPLC-UV-Vis 分光計方法與 HPLC-MS 方法對
nC60定量的比較。
LLE適合多種廢水基質混合的樣品，SPE則必須經過濾或經二級處
理後含較低懸浮固體的樣品。UV波長在 332 nm時有最高吸收率，
用LLE濃縮 10 倍做標準品nC60的率定曲線，線性範圍為 20~200μ
g/L，回收水（reclaimed wastewater）則只在 0.8~2μg/L，二級放
流水用SPE濃縮 1000 倍，則只在 0.8~4μg/L。回收率方面：用LLE
前處理有 89-94％，標準差小於 2％，用SPE前處理，nC60的回收率
小很多，回收水只有 18％，二級放流水只有 9％。方法偵測極限
（MDLs）用LLE- UV-Vis分光計為 3~4μg/L，用SPE-UV-Vis分光
計為 0.42μg/L（回收水）及 0.64μg/L（二級放流水）。UV-Vis及
MS靈敏度相似。依本計畫結果而言，不管哪種方法，對奈米材料
nC60而言，檢測定量的方法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提升。
4. 以電子低壓衝擊器及雷射撥蝕/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分析氣膠顆粒
內的元素（LA-ICP-MS）〈4〉
目前有幾種方法被應用於直接分析氣膠顆粒的元素成份，如：PIXE
（Proton-induced X-ray emission）
、XRF（X-ray fluorescence）及
LA-ICP-MS （ Laser ablation/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LA-ICP-MS 保有傳統 ICP-MS 分析上的優點，如低
spectrometry）
偵測極限、多元素同步分析及方便快速等，但 LA-ICP-MS 目前在
分析氣膠顆粒的成分時仍缺少適當的檢量線標準品。本文獻以
ELPI（Electrical low-pressure impactor）及 Dichot 兩種採樣器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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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大氣氣膠微粒於 PTFE（Polytetrafluoroethylene）濾膜上，ELPI
的樣本共兩種，其一為 4 小時的採樣頻率，所採的樣本將用於
LA-ICP-MS 的分析，而另一樣本為 12 小時的採樣頻率，將與同時
收集的 Dichot 樣本比對，Dichot 樣本將以傳統酸消化/ICP-MS 來
分析。
在此研究中是以多元素的混合溶液標準品，取 0.5 μl 滴於 PTFE 濾
膜上，烤乾後作為檢量線標準品。研究認為如果雷射的能量能將
PTFE 濾膜上的氣膠顆粒或乾燥的標準品完全剝蝕，那所測得的感
度即可代表濾膜上氣膠顆粒或乾燥標準品的絕對量，為此，研究
重複分析了同一樣本，在第二次的分析中元素的感度已接近背景
值，顯示雷射能量足以將樣本完全剝蝕。利用上述方法以
LA-ICP-MS 分析了 Na、Mg、Al、Si、K、Ca 等 19 個金屬元素，
其相對標準偏差值在 15%之內。另外，也在同一濾膜上以標準添
加法來定量，結果顯示由標準品檢量線與標準添加法兩者的測值
有良好的一致性。
5. 交通源大氣奈米/超細微粒中多環芳香烴化合物與致癌風險特性之
研究〈5〉
汽機車排放的廢氣中含有複雜的化合物，其中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因具有致突變性與致癌
性的潛能而受到學者的重視。目前已有超過 30種 PAHs 及數百
種 PAHs 之衍生物被指出具有致癌性，使得 PAHs 成為目前已知
環境中最大量具致癌性之單一化學物種。
本研究以微孔均勻沉積衝擊器（MOUDI）及奈米微孔均勻沉積衝
擊器（Nano-MOUDI）在都會區交通量大之路旁進行大氣粗微粒
（coarse, PM2.5-10）、細微粒（fine, PM2.5）、超細微粒（ultrafine,
PM0.01-0.1）及奈米微粒（nanoparticle, PM0.056-0.01）上多環芳香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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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成分特性之探討。
由於採樣點在交通負荷及汽機車密度大的重要路口，交通源路旁
大氣中超細微粒濃度為郊區值之6.4倍，遠高於世界其他都會區之
值，且交通源大氣中有較多之奈米微粒，其對人體健康之影響值
得加以重視。由於交通源汽機車會排放大量奈米及超細微粒，導
致大氣奈米、超細及細微粒之質量中數粒徑均較郊區之值小。
交通源路旁大氣微粒上total-PAHs之粒徑呈三峰分布，主峰位於
0.032~0.056 μm上，且約一半total-PAHs分布於超細微粒上。雖然
毒性當量（toxic equivalence，以BaPeq表示）較大之BaP、 IND及
DBA等在各粒徑上之質量極小，然在奈米、超細、細及粗微粒各
粒徑上total-BaPeq中此三種PAHs之BaPeq值之和所占比例分別高
達 78 、 79 、 82 及 79% 。 雖 然 大 氣 各 粒 徑 微 粒 上 total-PAHs 及
total-BaPeq 濃度大小之順序均依序為fine > ultrafine > nano >
coarse，然其含量大小之順序卻依序為nano > ultrafine > fine >
coarse，交通源大氣奈米及超細微粒具高total-PAHs 及 total-BaPeq
含量之特性，對人體健康之影響及危害值得加以重視。

奈米粒子毒性測試
6. 人類支氣管上皮細胞經奈米二氧化鈦暴露後其蛋白質體圖譜顯示
誘發毒性反應與解毒路徑之蛋白表現〈6〉
奈米物質會造成細胞產生氧化壓力而形成細胞毒性，但其蛋白質
機轉及訊息調控卻很不明確。研究上以人類支氣管上皮細 胞
BEAS-2B為實驗材料，在人類支氣管上皮細胞暴露於奈米TiO2於
24 小時後，搭配二維電泳及質譜儀（2-DE/MS）來全面性分析細
胞內蛋白表現情形。分析發現有 46 種蛋白的表現量有明顯改變，
經程式計算將這些蛋白歸類出 20 種與奈米TiO2毒性反應有關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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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途 徑 。 最 後 製 作 出 蛋 白 - 蛋 白 交 互 作 用 網 （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並歸納出三大主要分析蛋白交互作用網路
徑：細胞組織架構、細胞功能及生死訊號、細胞內分子運送系統。
這是首度使用氧化還原蛋白質學來分析奈米TiO2產生的細胞影響
及蛋白交互作用。
7. 利用高通量篩選平台結合體內斑馬魚胚胎篩選技術發展奈米物質
毒害分級制度〈7〉
奈米微粒造成毒性已為大家所重視，因而發展高通量毒性篩選平
台有其急迫性。本篇文章利用自動化及多參數之高通量體外細胞
株毒性篩選平台，探討奈米微粒造成之細胞急毒及次毒性，並用
microarray 分析全基因表現，尤其在氧化壓力產生、細胞內鈣離子
調控、粒線體功能、及細胞膜通透性等路徑。此外也結合體內斑
馬魚胚胎篩選技術，來探討不具明顯細胞毒性但對生物功能有所
影響的奈米微粒造成之次毒性；而體內及體外系統所得到之數據
並加以分析及比較。
8. 奈米氧化錳（Mn3O4-NPs）與錳離子（Mn-salt）對老鼠第二型肺
泡上皮細胞造成氧化壓力、攝入與細胞凋亡之比較〈8〉
細胞氧化壓力增加可能造成細胞凋亡（apotosis）
，而細胞中的榖胱
甘肽（glutathione）為細胞內主要的抗氧化劑，當其氧化態在細胞
內增加代表氧化壓力增加。以老鼠第二型肺泡上皮細胞（typ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AEC）為實驗模式，奈米Mn3O4進入細胞
後可產生自由基、增加細胞內的氧化態榖胱甘肽及造成DNA 改變
等機轉來引起細胞凋亡。Mn鹽仍可以誘發相當程度的細胞凋亡，
但其分子不易進入細胞內，應為藉由電子傳遞鏈產生雙氧水而造
成細胞毒性，因此推論奈米Mn3O4及Mn鹽所誘發之細胞凋亡機制
顯然不同。本實驗同時發現奈米TiO2及奈米CeO2在老鼠第二型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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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上皮細胞內無法誘導氧化壓力與細胞凋亡的產生。
〈9〉
9. 驗証LDH是否可用於評估奈米微粒毒性

傳統分析細胞毒性的方法並非完全適用在分析奈米微粒的細胞毒
性。實驗以老鼠肺泡第一型上皮細胞粗萃取物（震碎細胞後所得
之酵素或蛋白）分別與奈米Cu、奈米TiO2及奈米Ag反應後，當LDH
活性下降則証實奈米微粒可能造成干擾。實驗顯示奈米Cu及奈米
，而奈米TiO2在高濃度下會吸
Ag皆易造成LDH失活（inactivation）
附LDH。因此，許多細胞毒性分析方法並非適用於任何一種奈米
微粒。
〈10〉
10.多種金屬奈米微粒對人類腎臟細胞誘發細胞毒性與氧化壓力

以奈米TiO2、奈米ZnO及奈米CdS等奈米微粒，分析其所造成人體
二種不同特性腎臟細胞株毒性。經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證實奈米微
粒會進入細胞，奈米ZnO及奈米CdS會隨著劑量增加而提高細胞死
亡率，並使細胞產生氧化壓力。藉由轉錄因子NF-κB活化而產生後
續發炎反應、調控細胞凋亡及進一步導致腫瘤之發生。奈米TiO2雖
會增加ROS量，但並不會造成明顯的細胞毒性、氧化壓力及NF-κB
活化。奈米ZnO及大粒徑ZnO 具相似的細胞毒殺能力，但奈米CdS
就比大粒徑的CdS更具細胞毒性。推論這三種奈米物質對腎有不同
的細胞毒性機制，應與其組成、大小及溶解度等有關。
11.Daphnia magna物種中奈米TiO2粒子聚集物的毒性及生物累積

〈11〉

人造奈米微粒是否對水生生物具有潛在毒性，過去僅有少數研
究，且多半為急毒性試驗。實驗上進行綜合性之毒性評估，以水
蚤（Daphnia magna）作為模式生物，對其進行 72 小時急毒性試
驗、21 天慢毒性試驗及奈米二氧化鈦粒子累積分析。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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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進行傳統之 48 小時急毒性試驗，奈米TiO2對水蚤僅有微量毒
性，但暴露時間延長至 72 小時，則呈現高度毒性。此外，若把暴
露於奈米TiO2的時間延長至 21 天，會造成水蚤嚴重的生長遲緩及
死亡，同時也會造成生殖缺陷（reproductive defects）
。本篇研究也
發現，有大量的奈米TiO2會累積在水蚤體內，且這些水蚤難以將
奈米顆粒排出，這種奈米二氧化鈦粒子的高量生物累積，可能會
干擾水蚤的食物攝取，進而影響其生長及生殖。總而言之，水生
生物長期暴露於奈米TiO2時，可能會影響個體及族群的成長，而
對水生生態系造成風險。
12.斑馬魚胚胎暴露於奈米 TiO2 及 hydroxylated fullerenes 後之基因
表現〈12〉
奈米微粒的大量製造與使用易釋放於水環境，故需要能評估並監
控其毒性潛力。斑馬魚因繁殖快且基因多樣化，經常當作推論人
類與海生生物之生物毒害之實驗模式生物。此實驗評估的奈米材
料有二，奈米TiO2為目前工業上使用最多之奈米物質，已被國際
癌症研究署（IARC）歸為 2B群之人體可能致癌物，可能因吸入導
致肺癌。而羥基化富勒烯（hydroxylated fullerenes）為水溶性佳之
化合物，常使用於藥物、化粧品等領域，但未知其環境容許之安
全 濃 度 ， 已 有 研 究 發 現 造 成 水 生 魚 類 先 天 性 免 疫 力 （ innate
immune）下降。實驗利用斑馬魚胚胎注入低劑量的奈米TiO2及羥
基化富勒烯之後，以cDNA microarray 方式分析 15617 個基因的表
現，在細胞日夜節律性調控、蛋白激酶、囊泡運送及免疫反應等
基因表現差異度最大，這是首次發表奈米微粒會影響生物體有關
日夜節律基因的表現，可能改變由節律基因所控制的大範圍之生
理機制及行為表現。
13.以神經細胞 PCl2評估未修飾及以 PEG修飾表面之單層奈米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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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細胞毒性〈13〉
單壁奈米管及以 PEG修飾表面之單壁奈米管，在生化層次、細胞
層次、及基因表現層次等，來評估對神經細胞 PC12 所產生的不
同細胞毒性。所使用的不同材質產生不同的毒性傷害。在所有系
統中，氧化壓力的增加被視為是產生毒性的主要原因，而在生化
層次及基因表現層次上證明單層奈米管表面之修飾會影響其對細
胞的毒性程度。
〈14〉
14.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育之聰明的奈米毒性測試法

目前研究奈米粒子風險評估的方法要外插到生物多樣性保育之生
態影響是有疑問的。本文獻建議用生態特徵（ecological trait）方
法，可以有助於詮釋奈米粒子毒性測試結果以及將之外插到生態
系統。生態特徵指可量測的（measurable）
、型態的（morphological）
或生理的（ physiological ）特性以及物種的生態屬性（ ecological
attributes），例如生物表面積，標的場址分布，分散模式，呼吸模
式 以 及 生 殖 模 式 等 。 用 TERA （ Trait-base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方法，尚須收集很多數據，屬於新開拓的研究方向。
〈15〉
15.自然水中奈米CuO及奈米ZnO的生態毒性

在人工合成水樣及天然水樣中測試奈米氧化銅及奈米氧化鋅顆粒
對 Daphnia 及原生物（protozoan）等的急毒性。奈米 CuO 的 L（E）
C50 約為 90～224 mgCu/l，其值比 bulk CuO 低 10 倍，奈米 ZnO
的 L（E）C50 約在 1.1~16 mgZn/l（bulk ZnO 大約相同），比奈米
CuO 低。但天然水中溶解性有機物（DOC）有時會對這些毒性有
大大降低的作用。

〈16〉
16.用於廢水處理之Pd/magnetite奈米觸媒對細胞毒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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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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類大腸細胞株
（ CaCo-2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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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奈米材質的複雜性與奈米產品的大量製造及使用，將伴隨著更多樣化
的奈米廢棄物存在於環境中，奈米微粒充斥於人類活動空間已經發
生，綜合本文，雖然質譜分析技術已為國際奈米粒子主流研究檢測技
術之一，細胞和水生生物的毒性測試技術也不乏相關文獻，也各有其
研究見解，但國際間尚未有一套標準檢測方法來評估奈米可能造成的
危害，是目前奈米檢測技術發展首要努力的方向。在此引進國際研究
觀點供各界參考，可促使環境中奈米微粒量測及毒性測試之研究達到
國際水平，或開發出更具有前瞻性和競爭力的研究，以達成奈米科技
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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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有機磷農藥固相萃取膜萃取技術驗證心得
鄧名志1 翁英明2

公務人員依法行政，檢測人員依「法（公告方法）」檢驗，但有時依
據國內外公告方法執行檢測時，結果不盡理想，該如何是好？本文透
過案例為大家細說分明方法驗證微幅調整改善技巧。
「明明就是照文獻資料執行分析，為何就是做不出來？」當我們依據
國內外期刊及文獻資料執行分析方法驗證時，有時會出現上述的疑
惑，某些化合物回收率不佳、變異係數過大甚至無法分析，究竟問題
出在哪？檢測人員常常對此摸不著頭緒，不知如何改善這類問題。藉
由固相萃取膜（SPE-Disk）於水中有機磷農藥前處理技術開發驗證實
例，讓我們瞭解問題剖析與解決技巧。

如法炮製
製作檢測方法要從「無中生有」是件困難的工作，若有方法依據可供
參考就方便省力多了，所幸經查「有機磷農藥之固相萃取膜前處理技
術」有國外公告方法可供參考，因此依據美國環保署公告方法 3535A
如法執行其前處理技術驗證，但結果顯示 21 項有機磷農藥中大部份
分析物回收率不佳，因為文中並無提及適用哪些有機磷農藥，似乎對
於某些化合物不能如法炮製檢驗，難道該方法就不能用了嗎？其實藉
由修改某些參數，或許可達到意想不到的效果。

逐步修正、劍及履及
修改方法時並非毫無章法恣意變更，而是需要有系統的規劃，以下歸
納出 4 種模式，分別以分段切割、由下至上、依果推因、逐步調整等
概念剖析問題並尋求解決藥方。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１副研究員２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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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段切割：
將前處理流程依性質及屬性分段切割，依據 3535A 方法可將流程由
上至下依序切割為萃取膜活化（活化溶劑選用及活化時間）、樣品
進樣捕捉（待測物之物、化性及萃取膜靜相特性）、沖提待測物（流
洗溶劑、浸泡體積及時間）、濃縮定容（吹氮及置換溶劑損失）等
4 個區塊。
2. 由下至上剖析問題：
先由「濃縮定容」區塊搜尋資料剖析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依據美
國 EPA 方法 8141B 7.2.4 說明，某一實驗室數據資料顯示使用正己
烷作為置換溶劑時，可能造成高極性有機磷化合物損失，並提出二
氯甲烷或正己烷及丙酮混合溶液為最佳之置換溶劑。因此擬選擇正
己烷及丙酮混合溶液為置換溶劑，經測試後，11 項有機磷農藥回收
率提升，其中亞素寧（0.00%（修改前）→91.42%（修改後））、
福瑞松（37.10%→58.89%）、大滅松（26.84%→77.71%）、托福
松（25.38%→48.01%）
、大利松（58.86%→77.84%）
、大福松（47.32%
→70.05%）及二硫松（34.16%→62.77%）等回收率提升幅度較高，
但仍有一些化合物回收率並未提升，顯示「濃縮定容」因素對該類
化合物並非關鍵因素。
所以需往上一區塊「沖提待測物」剖析問題，美國環保署公告方法
3535A 使用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沖提分析物，考量 MTBE 為
列管毒性化學物質及有些化合物回收率仍低等因素，改變沖提溶液
為 n-Hexane:Acetone=90:10 進行測試，19 項化合物回收率提升，其
中一品松提升幅度最高，增加 18.93%，但美文松及大滅松二項化
合物回收率明顯降低，尤其大滅松降幅最大，減少 40.91%。顯示
使用 MTBE 做為沖提液仍是必須，但基於減少毒性化學物質使用量
之觀念，因此擬以 MTBE 搭配 n-Hexane:Acetone 混合溶液做為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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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結果顯示，21 項有機磷化合物回收率皆提升，提升幅度
8.05%~23.37%。
3. 依果推因：
從文獻資料蒐集之因素並無法直接探知是否為關鍵因素，必須藉由
「數據結果（果）」推估「方法變更（因）」是否有用？此變因是
否影響結果？
4. 逐步調整：
分析方法調整必須以「單一變數變更」模式執行，待該變數確立完
成後方能更動下一變數，如此才能找出問題關鍵。

掌握關鍵
在此方法驗證中，藉由分段切割、由下至上、依果推因、逐步調整等
技巧找出隱藏的關鍵密碼：置換溶劑及流洗溶劑的選擇，此二項是影
響回收率及穩定度的關鍵，而密碼的破解除了藉由追查其他研究文獻
資料尋求解決之道外，最主要一定要了解整體分析方法之原理及每一
步驟背後真正涵義，如此方能在關鍵點找出理想變因以確切調整，否
則如隔靴搔癢，徒勞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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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重金屬檢測：前處理及上機要領
劉鎮山1 張雪妮2

環保署公告土壤重金屬的檢測方法及其相關流程如圖1所示。本文純就參觀
數家實驗室的一些心得，提出個人意見與各位先進共同分享及討論。以下
將依序介紹風乾、研磨過篩、靜置、消化、定容及過濾過程中所看到的問
題及儀器檢測時應該注意的地方，特別是土壤消化液的基質比一般單純的
水樣要複雜甚多，因此必須要非常了解儀器基本的原理與正確的使用方
法，才能測得正確的數據。

土壤採樣NIEA S102.61B
土壤檢測總則NIEA S103.61C
土壤中測Hg
NIEA M317.02C
或NIEA M318.00C

土壤中測As
NIEA S310.63C

土壤中Cd Cr Cu Pb Ni Zn
NIEA S321.63B

CVAAS或
熱裂解金汞齊AAS測Hg

HGAAS
測As

FLAAS、ICP-OES、
GFAAS或ICP-MS
測Cd Cr Cu Pb Ni Zn

測含土壤水份
NIEA S280.61C

圖1、土壤的檢測流程

風乾與研磨過篩部分
土壤採回實驗室後需要一個很大的空間來放置、風乾與研磨，一般北部實
驗室由於空間寸土寸金，有時會錯估空間的需求，常看到相當規模的冰箱
儲存水樣，而土壤則隨便劃定一個位置儲存。通常評鑑的委員，會以能處
理一批土壤樣品（大約二十個）的空間能力為最低標準。風乾的場所不能
有塵土飛揚而導致交互污染的情形發生，有些實驗室會將風乾的場所設置
於頂樓加蓋的鐵皮屋內，利用太陽照射產生的熱力將土壤風乾，但是重金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科長2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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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有合併偵測汞時必須特別注意風乾場所的溫度不能太高，方法中亦有提
到若在樣品乾燥的過程中會導致金屬的逸失，則可使用未乾燥的樣品進行
消化。至於土壤研磨的部分可用人工或機械的方式來完成，但都必須注意
可能的交互污染情形發生。
以人工的方式將 20 克的土壤研磨至完全通過 100mesh 標準篩網，實在是一
件非常累人的事情，還好市面上有多種機械式的研磨機（研缽材質可選擇
瑪瑙或氧化鋯材質）可供選購，其研磨方式都不盡相同，圖 2 所示為常見
一般型研磨機。可考量其清洗方便性及一次研磨克數大小來作選購參考。
標準篩網要有驗證書，特別是 100mesh 的標準篩網，因為 100mesh 是土壤
最後一關過篩用來王水消化的，土壤的顆粒大小影響其表面積大小，而表
面積大小則影響重金屬溶出量的多寡及速率的快慢。

圖 2、機械式研磨機

靜置與消化部分
秤取大約三克（並精確紀錄其秤量值）的土壤置於反應瓶中，先用少量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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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水潤濕土壤再陸續加入酸液後靜置。在此步驟鮮少問題發生，但是有些
實驗室觀察其土壤秤量值會發現均是3.0000克，從實務的觀點很難不讓人覺
得其數據有點奇怪，否則就是秤量技術高超，秤量紙上不會有任何殘留。
另外冷凝迴流管是否能使用面積較大的波浪設計，就冷凝效果的理論來看
應是可行。當初方法是直接翻譯自歐盟DIN，使用器皿圖說亦直接轉貼，經
過這幾年的觀察經驗，應該可以使用較為方便自動化的消化器皿，未來本
所也會朝此方向驗證並修改方法。
在這個步驟可將高濃度的標準混合液以少體積量添加於樣品中作為消化前
添加的品管樣品，其添加量的估量，可以添加後濃度值為管制值相當或減
半來計算。靜置完成後的加熱，方法中有提到必須是「緩慢加熱溶液至迴
流溫度，使溶液在沸騰狀態下維持約 2 小時」，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緩
慢加熱」，切勿為快速達到沸騰而將加熱板控制鈕旋轉過度，其結果將使
加熱板溫度過高，最後導致酸液過早分解及逸失而降低重金屬的溶出量。
定容與過濾部分
消化液冷卻後，依方法說明先定容再過濾或離心以去除不溶物，此處最重
要的是去除消化液中的粒狀物，否則容易塞住儀器的霧化裝置。以下將依
序介紹不同儀器偵測時常見的問題。不管使用何種儀器，應先將儀器調整
至偵測最佳狀態，並特別注意檢量線的斜率是否大幅改變（一般是下降），
亦即儀器感度產生明顯變化，當感度發生變化時將會使儀器克服背景干擾
的能力改變，這在偵測單純水樣時可能只是微幅影響結果，但在基質複雜
的土壤消化液中可能就會很大。

儀器檢測應注意的事項
1. 使用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以下稱FLAAS或AA）當偵測儀器時應特
別注意火焰的狀態是否符合測定該重金屬的最佳狀態且背景干擾校正
是否開啟，每台儀器均有說明測定該重金屬時應用氧化焰或是還原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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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的火焰頭高度也需要調整其最佳觀測位置，因火焰溫度較低容易有
化學性干擾，當消化後添加品管樣品（添加後的濃度以檢量線中點為評
估，添加液不能大幅改變樣品基質）回收率不好時就必須找尋其他適當
方法解決，例如測鉻時容易與土壤中大量的鋁形成耐火性合金，因此可
添加鑭當釋放劑或氯化銨當遮蔽劑，或是使用較高溫度之笑氣/乙炔火
焰。AA因為檢量線線性範圍較短所以必須特別注意樣品因稀釋而產生
的衍生誤差。
2. 使用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以下稱ICP-AES或ICP-OES）當偵
測儀器時首先必須對土壤消化液進行待測物譜線的光譜掃描以便克服
光譜性的干擾，一般光譜性干擾顆分為三種（1）迷光幅射背景。（2）
Shoulder Effect。
（3）Direct overlapping of analytical lines。對於迷光幅射
背景可藉由待測物波峰附近所量測到的背景發射譜線強度，予以扣減的
方式來解決。對於Shoulder Effect一樣可利用背景扣除的方式來克服，
但需小心使用以免校正不足或過度。另外也可利用數學的方式來模擬背
景曲線得到良好的校正效果，不過在使用較新的校正方式時，必須在方
法或儀器的SOP上解說清楚，以利評鑑委員了解其運作機制。對於第三
種分析線的直接覆蓋干擾，可利用元素間的干擾校正因子來校正。需注
意的是光譜性干擾是一種相加性的干擾，這種干擾是無法使用標準添加
法來予以消除的，因此可常見到添加回收率幾近百分之一百，但是標準
參考物質怎麼做都無法準確！原因是添加回收率的求得是相扣得來，與
背景基線濃度無關，加上ICP-OES線性動態範圍大，化學性干擾少，所
以相扣除所得的訊號幾乎與添加量一樣。當光譜性干擾得到妥適解決
後，就可考量非光譜性干擾。非光譜性干擾可分為化學性干擾及物理性
干擾，而一般因為ICP-OES溫度很高較無化學性干擾，但在大量基質存
在時就可能會有所影響。對於非光譜性干擾在不同機器上會有不同程度
的表現，例如使用不同的霧化頭、霧化室、電漿功率及氣體流量都可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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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非光譜性干擾。可配製不同大量濃度的基質元素測定對待測物的訊號
影響，以求得非光譜性干擾的嚴重程度。並進而可評估對標準溶液作基
質匹配（matrix matched）
，或是最佳內標準元素及波長選擇的工作。相
較於光譜性干擾，非光譜性干擾是可以使用標準添加法來求得待測物的
濃度。一般當消化後添加回收率不良時，在排除未知元素的光譜干擾因
素下，可使用標準添加法或基質匹配的方式來解決，另外在儀器感度足
夠高的狀況下，亦可稀釋樣品來求得待測物濃度，不過一般背景值的
鎘，甚至連管制標準濃度附近的鎘可能會測不到。
3.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亦有質譜性干擾及非質譜性干擾。質
、同重素（Isobaric ion）
譜性干擾分成同質量的複合離子（Polyatomic ion）
及正二價離子（Doubly-charged ion）的干擾。還好大部分元素都有數個
同位素可供選擇使用，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大都可以避掉質譜性干擾。對
於非質譜性的干擾則可利用稀釋法降低其基質效應，因為ICP-MS的感
度相當好，所以經過充分稀釋基質後仍可測到低於十分之一的管制標準
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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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儀器揚聲：解開儀器操作密碼
金翁正1 許元正2 陳元武3

日治時期，臺北大稻埕茶商，經營永裕號的陳朝駿，於 1913 年在臺北市基
隆河畔圓山地區，起建一棟英國都鐸式風格的洋樓，作為招待臺灣士紳、
政要以及各國茶商的聚會場所，也作為家庭成員休憩、度假及聚會所在地。
2003 年這棟古蹟成立「臺北故事館」，在古蹟再利用的理念下，以介紹臺
灣生活文化和推廣古蹟再利用為目的，透過多樣的活動和展覽讓社會大眾
輕鬆的親近古蹟，讓古蹟有了新生命，也讓 21 世紀的人們感受上世紀臺灣
士紳生活。
同樣的，現在的人每天都在享受科技帶來的方便，或讓科學保護我們週遭
生活的安全，卻不了解是哪些科學原理影響著我們，所以為讓大眾更了解
科技，就需要有人讓科學生活化，大眾化、簡單化。
對於專業，環境檢驗所一貫積極執行環境檢驗科技發展，加強環境檢驗科
技資料蒐集、統計分析，掌握科技動態，增進社會對環境檢驗科技發展之
認識與支持。對於教育推廣，也有良好基礎。近來更利用「環境分析評論」
將所從事科技研發活動之投入與產出概況、科技指標等為環境檢驗科技發
展之調查，公諸於世。

包羅萬象的環境檢驗
環境檢驗的對象上天下地，無所不包，涵蓋空氣、噪音、電磁波、震動、
無機物、有機物及生物的檢測，小至沙塵暴上致病菌，大到幾噸的廢汙泥，
從高鐵的震動到你我所熟知的戴奧辛。近年來環境檢驗所全方位致力於環
境污染物檢測技術之建立，包括利用分子生物技術-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檢
測微囊藻個數（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副研究員 2科長 3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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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酵素聯結免疫分析及串聯式液相層析質譜儀(HPLC/MS-MS)分析
微囊藻毒素，精準、快速、同時處理大量樣品，成功應用於國內各水庫微
囊藻的監測調查；執行環境基質中戴奧辛類化合物檢測方法建立及流布調
查，並積極推廣本土戴奧辛生物快速篩檢方法；建置空氣污染監測車(移動
實驗室 mobile laboratory)，發展高感度及高解析度即時線上質譜分析技術
（PTR/MS）作氣體動態偵測，調查環境空氣如工業區、道路空氣污染物排
放流布；建置環境中微量金屬及其物種檢測技術，在考慮干擾及避免污染
導入之前提下，有效提升偵測靈敏度、降低儀器偵測極限、穩定維持極低
空白值等效能參數，以確保數據之有效與可靠性，能有效架構環境背景資
訊及掌握環境污染變化趨勢。
再者，因應未來環境污染，具備鑑識能力。透過環境污染物鑑識技術，
應用污染源之現場鑑識與專業之權威式採樣、鑑識實驗室之眾多精密分析
儀器，搭配嫻熟之環保專業知識，尋求可能的特殊之指紋，再搭配相關統
計軟體協助判定，鑑定壹家以上產生之相似廢棄物與環境中所發現之棄置
廢棄物間之因果關係，以釐清其間責任歸屬。
綜上所述，可知污染源的鑑識技術雖與人員素質息息相關，但與實驗
室儀器優劣更是緊密結合。目前鑑識之儀器設備分散在環境檢驗所各業務
組中，考量鑑識為整合性之技術，環境檢驗所在鑑識的第一步就是「認識
自己」
，統計近年最新研究精密儀器，共計有 37 項 60 台設備，並將相關統
計

資

料

刊

載

於

環

境

檢

驗

所

網

站

上

（ http://www.niea.gov.tw/windows/instrument/01.環 檢所精 密儀器 功
能中英對照表 1000825.doc），以利後續者方便查詢。其次、重點發展技術
及培養相關人才。透過熟悉儀器操作的第一線同仁主筆，進行儀器操作秘
訣介紹、注意事項提示及個人過去使用心得之經驗分享，還有使用者個人
操作儀器介面後的觀察、心得及經驗傳承，累積每一位使用者的經驗、技
巧建立儀器知識庫，揭示每一部儀器的優勢、劣勢及限制，以縮短新手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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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時間，提昇使用效率，這些文章期許能讓讀者像走進「臺北故事館」一
樣，身歷其境般浸潤在美好的時空氛圍中學習，也能像操作 i-PAD 般一次
就上手。考量讀者讀完文章後仍嫌不足，在本文後的附表還記載每一台儀
器諮詢人，供有需要讀者洽詢。

揭開面紗：公開操作技術「撇步」
綜觀國內其他研究單位，有不少單位曾就類似的想法做過努力，如國研院
儀科中心曾在 1998 年出版中文儀器百科全書－「儀器總覽」，推廣科儀新
知。或是環境分析學會於 2012 年出版的「環境分析原理與應用」。既然有
人做了，為什麼環境檢驗所還要花偌大精力，將本單位重要儀器另外撰文
介紹？因為這兩例的做法都非本所想要傳達的，不單說國研院儀科中心出
版「儀器總覽」至今已有十多年，檢測技術不斷創新，有需要再行補綴外；
此外「環境分析原理與應用」，偏重於儀器分析原理，還需要有相當專業
的技術及經驗補強。檢驗人員應該常會有這種感覺，為什麼期刊、論文或
是標準方法的數據那麼漂亮，自己做時卻是七零八落，實在是會有合理的
懷疑，期刊論文中有一些「撇步」不公開。其實這個問題的解答寫過論文
的人都知道，限於篇幅跟格式，一些小細節、枝微末節不能盡載，但遇到
時就能讓實驗結果「猪羊變色」。為讓讀者熟悉「環境檢驗」的全貌，藉
評論中「讓儀器說話」專欄開啟環境檢驗重要儀器的面紗，如同美食界的
「阿基師」透露一些「撇步」給你知，是這個「讓儀器說話」專欄的宗旨
與精神。
「讓儀器說話」針對本所 37 項精密儀器撰文，目前已先規劃 24 篇文章如
附表，並於每期刊登數篇，例如本期就有王振興研究員的「質子轉移反應
質譜儀(PTR-MS)環境空氣污染專屬的黃金獵犬」與李慈毅科長的「排放管
道戴奧辛採樣器」等 7 篇，其餘 17 篇文章將在後續 3、4 期評論中陸續刊
出，敬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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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未來環境檢驗所新增精密儀器後，也會在最短時間內出現在「讓儀
器說話」專欄亮相。

未來展望
展望未來，包括環境中新興污染物（emerging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奈米物質（nanomaterials）、被動式採樣之應用及環境
友善之綠色化學檢測方法開發，將是未來環境檢驗所需積極趕上潮流及面
對的工作挑戰。再者行政院組織再造，環保署升格成為環境資源部，環境
檢驗所發展之藍圖(roadmap):「成為具有所有環境污染物鑑識能力之大
所」
，這些目標都需提升現有戰力。因為資源有限，環境檢驗所先行推動「新
世代環境監測計畫」，規劃民國 102 年至 107 年間的環境監測所需儀器。
在計畫中，多方考量如何擴充儀器大軍的陣容，並訂出輕重緩急的優先順
序。例如：考量污染源的鑑識技術之實驗室鑑識重點係保留污染物指紋特
徵不被破壞，需儘量減少化學的處理程序保留樣品的原始狀態，故需多利
用一些定性工具的使用及快篩的鑑識工具（如攜帶式 XRF、GC 等），於是
規劃先行採購攜帶式拉曼光譜儀、攜帶式傅立葉，紅外線光譜儀高效液相
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等，逐步漸進優先反應需求。
環境檢驗所將繼續報導環境分析的第一手資訊，累積技術能量與儀器系統
整合技術，不斷創新，掌握技術優勢，並本著「培育人才、促進研究創
新、提昇優質服務」為目標，扮演環境檢驗科技研究發展與技術服務之重
要角色。
參考資料：
1. https://nscnt12.nsc.gov.tw/WAS2/technology/AsTechnologyIntro.aspx，查詢
日期：2012 年 4 月 30 日。
2. 政大科管所，台灣創新動態調查計畫，
http://www.tim.nccu.edu.tw/taiwan_cis/background.htm，查詢日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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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4 月 30 日。
3. 科技發展與研究，
http://park.org/Taiwan/Government/Theme/Administrative_Review/exe54.ht
m，查詢日期：2012 年 4 月 30 日。
4. 國研院儀科中心簡介，http://www.itrc.narl.org.tw/Intro/Center/，查詢日
期：2012 年 4 月 30 日。
5. 環境檢驗所，民國 100 年，本所環境鑑識技術未來發展與路徑規劃，環
境檢測技術路徑規劃及國際論文摘要彙編，第 185-194 頁。
6. 環境檢驗所，民國 100 年，環境檢測技術趨勢及挑戰，環境檢測技術路
徑規劃及國際論文摘要彙編，第 207-216 頁。

「讓儀器說話」計畫刊登 24 項重要儀器一覽表
No.
1

2

3

149

Instruments

儀器
諮詢人

Functions

Proton Transfer Real-time online detection of
Reaction Mass
low concentration volatile or
Spectrometry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PTR/MS）
（2009） in air.
質子轉移反應質
Detection limit： ppb level.
譜儀
線上即時檢測空氣中低濃度揮發或
半揮發性有機物
Dioxins Sampler Sampling Dioxin in stack.
for Duct（2008） 排放管道戴奧辛採樣
排放管道戴奧辛
採樣器
PM2.5 Sampler . Sampling fine particulate in
PM10 Sampler
ambient（μg/m3）
（2007）
空氣中微粒（PM2.5、PM10）採樣
PM2.5、PM10 採樣
設備

王振興

李慈毅

黃星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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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

5

6

7

8

9

2012年5月

Instruments

Functions

Gas
For the analysis of volatile
Chromatography/ organic compounds in air.
Mass
Detection limit： ppb level.
Spectrometry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物分析
（GC/MS）
（2010）
氣相層析質譜儀
Micro-Orific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form Deposit particulate size distribution
Impactor （2005） in ambient.
MOUDI 採樣器
空氣中微粒粒徑分布測定
Vibration level For the test of vibration in
meter（2009）
ambient.
精密型振動監測
環境振動檢測
分析儀
Ion
For the analysis of Cr+6 in
Chromatography
ambient
（2010）
分析空氣中六價鉻
離子層析儀
Ion chromatogra For the analysis of
phy（2002）
inorganic anions in water .
離子層析儀
水中無機陰離子分析
Atomic Absorpti For the analysis of As, Hg in
ambient / duct
on
Spectrophotomet 分析空氣中/排放管道中砷汞
（2011）
er （AAS）
原子吸收光譜儀

儀器
諮詢人
王振與
陳滄欽

程惠生

程惠生

程惠生
潘銓泰

鄭先佑

曹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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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諮詢人

No.

Instruments

10

Flame
For the analysis of metals in
atomic absorpti environmental samples.
on
Detection limit： ppm~sub ppm
Spectrophotomet levels.
er （FAAS）
（1991） 環境樣品中重金屬分析
火焰式原子吸收
光譜儀
Inductively cou For the analysis of trace metals
pled plasma mass on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spectrometry
aerosol in ambient.
（ICP-MS）
（2007） Detection limit： ppb ~ ppt
感應耦合電漿質
levels.
譜儀
空氣中微量重金屬分析
X-ray
For the qualitative
Fluoresce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pectrometer
elements in soil, waste
(XRF) （2008）
and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X 射線螢光分析儀 土壤、廢棄物及毒性化學物質中金
屬元素成分定性及定量
For the analysis of metals in
Inductively
environmental samples of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various matrices.
Spectrometry(IC Detection limit： ppb levels.
P–AES) （2009） 各類基質中金屬元素分析
感應耦合電漿原
子發射光譜儀
High Perform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explosive
Liquid Chromato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graphy（HPLC）
agents. Equipped with UV/
（2011）
Fluorescence detector.
高效能液相層析
Detection limit： ppb level
儀
用於火炸藥物質及環境用藥檢測

11

12

13

1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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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豊文

蘇育德

蔡坤龍

張雪妮

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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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nstruments

Functions

15

High-performanc
e
liquid chromato
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er
（LC/MS-MS）
API2000（2005）
高效液相層析串
聯式質譜儀
Gas
Chromatography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ry
（GC/IRMS）
（2005）
氣相層析儀/同位
素比值質譜儀

For the analysis of algae
toxins, environmental
hormones , PFOA and PFOS in
drinking water and water
resources samples.
Detection limit： ppb ~ ppt
levels.
主要用於飲用水及水源中微囊藻
毒、PFOA、PFOS
及環境荷爾蒙檢測
For the analysis of stable
isotope ratio of elements C, H
and N existed in samples. In
the compound specific IRMS
analysis, organic compounds
mixture samples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 IRMS after
GC separation and the following
oxidization that convert
these compounds into carbon
dioxides with CuO combustor. C
isotope ratio of individual
organic compounds can be
measured with high precision
with Faradi Cup detectors.
Powder samples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nalyzer
through the EA autosampler
without the use of GC.
Detection limit : ppm level.
GC 先將樣品所含之成分分離，經燃
燒轉換成氣體後，再依序進入同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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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人
趙春美

陳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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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7

18

19

153

Instruments

儀器
諮詢人

Functions

素比質譜儀作偵測，適用於有機物
中「碳、氫、氮」穩定性同位素之
測定
High-Resolu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Dioxin,
Gas
Dioxin-like PCBs,
Chromatography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High-Resolutio and Persistent
n Mass
organic pollutants.
Spectrometry(HR Detection limit： ppt level.
GC/HRMS) （1999） 各類環境基質中戴奧辛、戴奧辛類
氣相層析儀/高解 多氯聯苯、多溴二苯醚及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分析,偵測極限 ppt level
析質譜儀
Purge and Trap
Purge & Trap is a device use for
Gas
the pretreatment of water
Chromatography- samples containing VOCs.
Mass
Analytes in sample are purged,
Spectrometry
trapped, desorbed into GC column
for separation, detected by MS,
（Purge & Trap
The instrument can be used to
GC/MS）
（2002）
吹氣捕捉/氣相層 detect VOCs in water.
Detection limit : ppb level.
析質譜儀
樣品中待測物被吹氣、捕捉及熱脫
附至 GC 管柱分離，以質譜儀偵測，
適用於檢測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樣
品可檢測至 ppb 等級
Pyrolyzer / Gas Analytes in sample are
Chromatography- pyrolyzed into Evolved Gas,
detected by GCMS. The
Mass
instrument can be used to detect
Spectrometry
polymers and organics.
（Py/GCMS）
（2006）
Detection limit : percentage(%)
熱裂解/氣相層析 level.

許元正

楊百洲

郭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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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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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諮詢人

Instruments

Functions

質譜儀

待測物經熱裂解成為逸散性氣體，
進入氣相層析質譜儀偵測，適用於
高分子及有機物檢測分析，樣品可
檢測至百分比等級

SuperCapella 96
Well Array Plate
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 imager
（2009）
96 孔微盤式生物
晶片電荷耦合元
件 CCD 影像分析系
統
Tabletop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2008）
桌上型類掃描電
子顯微鏡

An imager built around a
super-cooled CCD detection chip
which provides the highest
quality chemiluminescence data
possible for the Array Plate
Platform. Can measure
single-copies of genes in as few
as 1,000 cells per well.
生物晶片用

許令宜

An imaging platform with higher
resolution and deeper focus
depth. It can show the sample
surface morphology in contrast
due to different average
atomic number composition
within the sample. Applicable in
se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xtiles, materials
science, semiconductor
and education.
污染物型態鑑定
Fast Real-time
An instrument used to amplify
Polymerase chain and simultaneously quantify a
targeted DNA molecule. It can
reaction,
(Q-PCR) machine identify target's

劉素妙
黃壬瑰
楊喜男

尹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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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nstruments

儀器
諮詢人

Functions

（2009）
攜帶式快速即時
定量聚合酵素鏈
鎖反應儀

23

24

155

specific gene sequence with
TaqMan probe. Able to measure
the quantity of PCR products
using fluorescent in real-time
without the need of post-PCR
processing. Normally used in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 in
microbial organisms.
致病微生物檢測
Handheld X-ray
A compact energy dispersive
Fluorescent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Analyzer（2008） for the continuous,
攜帶式 x 射線螢光 fatigue-free handheld analysis
and sorting of metals.
光譜分析儀
Can conduct laboratory-like
analyses for up to 41 elements in
a single measuring cycle that
lasts only few seconds.
重金屬污染物現場篩檢用
Microplate
A sensitive photometer used for
Luminometer
measuring very low light levels
（2005）
as those produced in a
luminescent process.
分注式冷光分析
Used specifcally for dioxin
儀
screening purposes here.
Detection limit can be as low as
0.16 pg TEQ/g.
類戴奧辛化合物快速篩檢用

顏榮華
楊喜男
王世冠

李以彬
李秋萍
王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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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專題報導」年度最佳論文
李孝軍1 吳婉怡2 尹玉華2 張詠翔3 謝曜新3

摘要
環境科學與技術（ES＆T）自 2010 年在年度最佳論文增列「專題報導」一
項，選出 1 篇（蜂群的險惡年代）
，2011 年該項最佳年度論文選出 3 篇（漏
油靠生物處理，從污水回收能源，生質燃料生命周期評估）
。本文旨在將上
述 4 篇論文做摘要引介，並從精采故事中發現環境科學與環境技術在解決
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正確的環境政策或決策，立足於優質環境科技基礎上。

前言
2011 年 3 月，ES&T 編輯 Jerald Schnoor〈註 1〉公布 2010 年年度最佳論文，
與往年不同的是，增加「專題報導」
（feature）一項，由於當時全美蜜蜂或
蜂群正發生大量死亡或失蹤事件，所以特別以 2011 年 1 月刊登的「蜂群的
險惡年代」為 2010 年（當時已接受）的年度論文獎得主。2012 年 3 月，
ES&T 主編 Jerald Schnoor〈註 2〉公布 2011 年年度論文，將「專題報導」
項下選出 3 篇。以下將逐一介紹此 4 篇之論文大要。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主任2秘書3替代役
〈 註 1 〉 Jerald I. Schnoor, ES&T’s Best Papers of 2010, Environ. Sci. Technol.,
2011,45.2518-2518
〈註 2〉Jerald I. Schnoor, Top Papers of 2011:Recognizing Our Finest, Environ Sci. Technol.,
2012,46,3601-3602. Mr. Schnoor 已由編輯升任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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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專題報導」最佳論文
〈1〉

1. 蜂群的險惡年代

2006/2007 冬天蜂群相繼死亡（massive bee die-off）的報導，接著每年冬
天都呈現不尋常的症狀，工蜂不預期而且快速失蹤，留下蜂后、存糧及
蜂巢中被棄置的幼蜂，但並沒有發現死亡的蜂。這種特殊現象稱為群體
崩解失序（colony collapse disorder, CCD）
。造成 CCD 的原因則為多重因
子（multiple factors）及交互作用（interactive factors）
。全文討論重點有：
授粉經濟學（pollination economics）
、蜂群生活在機械化的世界（Bees in
a mechanized world）
、落井下石：新的寄生蟲及致病菌（Added insult: new
parasites and pathogens）
、災難的處方：群體崩解失序（Recipe for disaster:
Colony collapse disorder）、其他的蜂群（The other bees）、反轉過來
（Turning it around）、蜂群健康下降的緊急應變（Emerging responses to
declines in bee health）
、農藥的預防（protection from pesticides）
、棲地需
求（The need for habitat）等。

2011 年「專題報導」最佳論文
2. 油的生物降解及生物復育：美國歷史上 2 個最嚴重漏油事件的故事〈2〉
本報導之所以精采，主要來自 2 位作者累積數十年的專業經驗，由真正
專家看出美國歷史上 2 次最嚴重漏油事件根本的差異以及堅信生物可以
分解這些已經共存數萬年之久的「熟悉的食物」，所以不僅是精采的故
事，對未來類似事件的處理，更具有絕對的參考價值。Ronald Atlas 是美
國 Univ. of Louisville 生物系教授，對油的微生物分解有 40 年之經驗，是
油污場址生物復育的先驅，對 Exxon Valdez 漏油善後的生物復育著力甚
深。Terry Hazen 是美國能源部與加州大學共管的勞倫斯柏克萊國家實驗
室地球科學部門傑出科學家，專長為油、氯化溶劑、金屬及放射性核種
的生物復育，累積有 30 年以上之經驗，他花了相當精力在 BP Deepwater

157

環境分析評論 第2期

資源評介∣Resources

Horizon 漏油污染墨西哥灣的事件上，事後證明許多科學家的決定是有
效的，也縮短了油污可能危害的範圍及時間。全文討論重點有：石油碳
氫 化 合 物 生 物 分 解 介 紹 （ Introduction to biodegradation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s）
，二次漏油事件差異比較（Overarch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pills）
，Exxon Valdez 在威廉王子灣漏油事件（The Exxon Valdez
spill in Prince William Sound）
，評估生物復育的效力及安全（Assess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ioremediation）
，大規模使用生物復育（Full-scale use
of bioremediation）
，今天是否應該再應用生物復育處理殘留在底下的油？
（Should bioremediation be reapplied today to treat residual subsurface
oil？），英國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線漏油污染墨西哥灣事件（The BP
Deepwater Horizon Oil leak in the Gulf of Mexico）
，油的分散（Dispersion of
oil）
，被分散油的深海〝雲〞的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of the Deep-Sea
〝 Cloud 〞 of dispersed oil ）， 表 面 水 及 底 泥 之 油 的 生 物 分 解 （ Oil
biodegradation in surface waters and sediments）
。最後只能說：很精采，對
未來有很大用途，值得看原文全文。
〈3〉

3. 城鎮污水處理淨能源產生，能做得到嗎？

本專題會被選為年度最佳論文，多少有一點因為第 1 作者 Perry L.
McCarty 的原因。McCarty 教授在環工界無人不曉，因為他的二本書被當
做教科書，至今還廣被接受。
․環境化學（Chemistry for Environ. Eng. &Science）
․ 環 境 生 物 技 術 ： 原 理 及 應 用 （ Environ Biotech: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2011
他年事已高，但仍在美國史丹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
年曾到台灣，在交通大學環工所演講並致力於推銷污水處理也能做到淨
能量回收的境界。這固然並非新意，技術上在亞熱帶的台灣也不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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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0 年前工研院即曾推動用 UASB 處理污水）
，但由資深教授登高
一呼，在節能減碳時代，厭氧產生甲烷的最古老技術又重現曙光，由近
代工程及對廢水污水處理技術的進步，再重新回來檢視厭氧消化程序，
仍然有許多創新的空間，舊瓶新酒，污水處理能否回收淨能源，答案肯
定是會的。
4. 生質燃料生命周期評估的大挑戰

〈4〉

生質燃料（biofuel）
，當然包括由玉米醱酵產生的生質酒精（bio alcohol）
，
是否符合永續發展，涉及許多土地使用、糧食作物、水資源利用、各種
碳足跡水足跡等計算，爭點已浮現並廣受討論。本專題為加州柏克萊大
學能源生物科學研究所之研究計畫，試圖用生命周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 LCA）為工具，指出該項爭點（指 biofuels 用 LCA 方法論斷）
有七大挑戰，包括：
․了解農民，糧食替代方案及土地利用。
․預測生物燃料生產技術及實務。
․排污特性及其健康影響。
․結合各種空間差異性質到清冊及評估作業上。
․將時間因素考量到衝擊評估中。
․評估過渡期及最終狀態。
․克服不確定性（uncertainty）及變異度（variability）之問題。
專題全文針對上述 7 大挑戰逐一做詳細說明並提出 3 項討論議題：
․技術動量（technology momentum）
․使用 LCA 在調適性決策（the use of LCA in adaptive decision making）
․LCA 是一種程序，不是產品（LCA as a process, not a product）
利用 LCA 反覆評估修正及預測過程中，將有助於做更好及更正確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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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參考資料

1. Marla Spivak, et al.,“The Plight of the Bees＂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45 (1), pp 34–38.
2. Ronald M. Atlas, et al.,“ Oil Biodegradation and Bioremediation:A Tale of
the Two Worst Spills in U.S History＂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45 (16),
pp 6709–6715.
3. Perry L. McCarty, et 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as a Net Energy
Producer-Can This be Achieved?＂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45 (17), pp
7100–7106.
4. T . E . McKone, et al. ,“Grand Challenges for Life-Cycle Assessment of
Biofuels＂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45 (5), pp 1751–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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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Chemistry「專題報導」文選
曹明浙1 李世偉1 蔡志賢2 蘇育德2 王姿惠2

摘要
分析化學期刊（Analytical Chemistry）主編 Jonathan Sweedler 在 2012 年 5
月刊物特別指出：分析化學將過去 2 年（2010-2011）刊登約 50 多篇「專
題報導」
（feature）
，分成 13 類，自成有用資源，以利讀者查閱。本文篩選
10 篇，分別為原 13 類中之層析技術（2 篇）
、環境分析（5 篇）
、質譜（1
篇）
、奈米科學（2 篇）
，進行摘要引介，並做整體趨勢評析。

前言
〈註１〉

分析化學期刊主編（Mr. Jonathan Sweedler）在 2012 年 5 月份刊物

指出，

分析化學刊登各類文章，包括評論（Reviews）、觀察（Perspectives）以及
專題報導（Features）
。
「專題報導」如何定義？分析化學專題報導是針對一
般讀者（the generalist）而寫的文章，同時也要吸引各層面的廣泛讀者。專
題不像評論那麼限定（definitive）及完整（comprehensive）
，但比較能提供
「 技 術 及 應 用 」 的 最 基 本 原 理 ， 包 括 有 例 證 說 明 的 案 例 （ illustrative
examples）。
分析化學期刊社群成員認為專題是刊物中很重要也很有價值的部分，經常
被用做教育素材，以及科學家希望學習新領域的一個通道（gateways）。為
了方便讀者，主編將 2010 年及 2011 年二年中刊登的專題予以分類，由於
許多分析科學跨領域的本質（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analytical science），
所以分類放置的文章難免有些會重複出 現。這些過去的「精品收集 」
（collections of old）
，雖然不是一本本實體書本可以放在桌上炫耀

〈註２〉

，但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副研究員2助理研究員
〈註 1〉Jonathan Sweedler, Features from 2010/2011. Anal. Chem. 2012, 84, 3857-3858.
〈註 2〉Jonathan V. Sweedler, Reviews, Perspectives, Features: What’s the Difference?
Anal. Chem. 2012, 84, 1195-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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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是 很 有 趣 的 閱 讀 。 13 類 分 別 為 ： 細 胞 分 析 （ cell analysis ）、 層 析
（chromatography）
、計量（computation）
、電子學（electrochemistry）
、環境
（ environmental ）、 影 像 （ imaging ）、 質 譜 （ mass spectrometry ）、 材 料
（ materials ）、 醫 藥 （ medicine ）、 微 流 體 （ microfluidics ）、 奈 科 科 學
（nanoscience）
、感測器（sensors）以及光譜/核磁共振（spectroscopy/NMR）
。
化 學 分 析 期 刊 同 時 提 供 多 媒 體 podcast ， 讀 者 可 上 網 視 聽
（pubs.acs.org/page/ancham/audio/index html）

10 篇專題摘要引介
1. 場流分異：奈米的挑戰

〈1〉

（層析技術類）

場流分異（field-flow fractionation, FFF）成為分析方法家族之一員，用
來分離及定性大分子、奈米粒子以及粒狀物。此一「類層析技術」
（chromatography-like techniques）自 1966 年由 J. Calvin Giddings 引介
以來，逐漸在膠體、幹細胞及奈米粒子之分離上應用。專題介紹熱場流
分 異 （ Thermal FFF,ThFFF ）、 沉 降 式 場 流 分 異 （ sedimentation FFF.
FIFFF）、交流式場流分異（Crossflow FFF, FIFFF）、介電泳場流分異
（Dielectrophoretic FFF, DEP-FFF）
、磁場流分異（Magnetic FFF, MgFFF）
之原理及應用之公式，標的之待測物小於 1μm，說明為什麼小的標的
物（高的擴散係數）最先被冲洗出（elute）的原因。文中對各種方法之
選 擇 性 （ selectivity ）、 分 子 量 及 粒 徑 、 質 量 （ mass ） 分 布 ， 組 成
（composition）
、奈米材料能隙（band gap）特性（螢光或拉曼光譜）
，
奈米材料磁化率（magnetic susceptibility）
，複雜樣品操作流程（包括蛋
白質凝聚、藥物及基因輸送、奈米粒子毒性研究等），以及儀器新近發
展（例如後端偵測儀器之連接，線上濃度測定，高通量分離之平行組裝，
微通道設計，高溫及非水相交流流場分異之陶瓷膜材料設備等）均有充
分介紹，強調在量測奈米粒子方面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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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利用先進蒸餾曲線法分析複雜液體

（層析技術類）

針對石油學（petroleomics）
，包括原油、燃料油以及最後衍生的廢棄物，
使用的檢測分析方法很多，其中超高性能質譜（ultra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scopy）
，例如傅立葉轉換離子迴旋加速共振儀（Fourier transform
ion cyclotron resonance, FTICR）可能是複雜油品分析技術的頂尖方法。
但是油品細項組成與物化性質之間，因分子間之交互作用呈現出相當複
雜的結果，知道詳細組成並不能確定一定的物化特性。作者因此發現繪
製蒸餾曲線的改良方法，稱為「組成詳盡或先進蒸餾曲線，
composition-explicit or advanced distillation curve ADC」
，有助於從中了解
油品之物化特性。
〈3〉

3. Charles David Keeling及大氣CO2量測的故事

（環境分析類）

Keeling（1928-2005）生於大蕭條年代芝加哥鄉下，受過耶魯大學教授的
銀行家父親鼓勵他學習科學，去了解地球軌道與四季發生的原因。他耶
魯英國文學碩士的母親則天生賦予他一輩子對音樂的愛好。高中修完學
校所有科學的課，包括空氣動力學，氣象學，航空，燃燒引擎等原理的
知識，17 歲進入伊利諾大學香檳分校主修化學，卻因為不願選修經濟學
而只得到一般文科學位（general liberal art degree）。20 歲進入西北大學
高分子化學，並選修很多大學部有關地質學的課程，1953 研究所畢業，
旋即到加州理工學院（Caltech）地質化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在Harrison
Brown指導之下，開始探討石灰石（Limestone, CaCO3）與地下水碳酸根
離子（HCO3-）及大氣中CO2之間的平衡問題。1957 年終於在夏威夷Mauna
Loa建立CO2監測站。Keeling應用種種分析方法進行地質物理學研究，提
供 20 世紀人類最重要的大氣CO2累積的資訊，引起注意氣候變遷的問題。

4. 對流層中的鹵族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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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聚焦對流層（troposphere）化學相當重要的無機鹵素氣體之量測
技術，讀者亦可進一步參考更上一層的同溫層或平流層（stratosphere）
的無機鹵素氣體量測技術的其他文獻。由於篇幅所限，本專題不包括有
機鹵化物（organohalogens），有機硫（organosulfur），粒子（particles）
以及衛星遙測技術。對流層中反應性鹵化物（reactive halogens）濃度雖
然不高（在 ppb到ppt層級），但已知氯原子引起臭氧形成，溴原子在對
流層中卻引起臭氧破壞。與氯原子不同，溴原子只跟一些有機物（例如
甲醛，HCHO）反應，但跟臭氧（O3）反應很快。除了大氣化學之探討
以外，專題探討鹵化物氣體之量測技術，包括霧箱技術（mist chamber
techniques）
、大氣壓力離子化質譜（API-MS）
、化學離子化質譜（CIMS）
、
紫外光光譜（UV-vis spectroscopy）
、孔洞光遞減速率光譜（Cavity Ring
Down Spectroscopy, CRDS）
，螢光技術（Fluorescence Techniques）
。還有
許 多 化 合 物 （ 例 如 nitrosyl halides, halogen nitrates, nitryl halides,
hypohalous acids等）有待未來量測技術之開發。
5. 以低強度離子化氣膠質譜儀創新技術增進對大氣有機氣膠之了解

〈5〉

（環

境分析類）
低強度離子源或稱軟離子源（soft ionization source）的創新技術是大氣氣
膠 質 譜 技 術 之 進 步 ， 特 別 適 用 於 線 上 有 機 氣 膠 的 分 子 分 析 （ online
molecular analysis of OA）。離子化機制不同區分質譜方法有軟硬之分。
高能量離子化程序稱為「硬離子源氣膠質譜，hard ionization aerosol MS」
以與避免將分子過度碎片化的「軟離子源氣膠質譜，soft ionization aerosol
MS」區隔。
6. 對流層新粒子之生成及成長

〈6〉

（環境分析類）

大氣中奈米粒子的形成及成長（formation and growth）對人體健康及全球
氣候變遷有很重要意涵，這些生成、成長機制、化學程序的背後原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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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則需要分析方法的創新才能獲得。新粒子生成（new particle
formation, NPF）程序（processes）可分為初級粒子（primary particles）
及二級粒子（secondary particles）
，均與雲凝核（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有關。量測技術包括粒徑（SMPS, DMA, CPC 等）及組成（接上
ICP 及質譜）
。奈米粒子化學組成由於粒子極端的小，質譜分析將是未來
最主要的工具及挑戰。
7. 即時現場大氣化學分析儀器

〈7〉

（環境分析類）

定量大氣中微量物種濃度是很大挑戰，因為這些氣體及粒子混合物隨時
間均在改變。這篇專題報導提供量測分析大氣氣體及粒子；可以連續以
及快速現場解讀的儀器進展的全面性回顧。符合現場使用儀器的要件
為：快速（rapid time resolution）
，可攜帶（portability）
，校正容易（ease of
calibration），對大氣溫度及壓力改變的穩定性（stability with respect to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本文也介紹氣相儀器，包括光學光譜
儀（optical spectroscopy）
，質譜（mass spectrometry）
；粒狀物儀器，包括
光學光譜儀（optical spectroscopy）
，質譜儀（mass spectrometry）
，氣相及
粒狀物均包含分離及偵測二部分。
8. 質譜分析中光譜正確的觀念

〈8〉

（質譜技術類）

雖然質譜分析通常有相當不同的光譜儀來分析化學物，但仔細檢視其二
者之演變歷史及理論角度，二者又有很大不同，為了引介「光譜正確」
（spectral accuracy），相同的觀念「質量正確」
（mass accuracy），過去認
為不可行的現在可以用在質譜身上。本文介紹：
a. 量測「質量正確」及元素組成。
b. 「光譜正確」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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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利用奈米粒子及薄膜在表面電漿子共振感測之進展：奈米材料，表面化
學及混合電漿子技術

〈9〉

（奈米科學類）

奈 米 材 料 做 為 侷 限 性 表 面 電 漿 子 共 振 （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LSPR）
，逐漸增加以整合傳統稜鏡為主（prism-based）的 SPR
感測器，提供更好的靈敏度及更低的偵測極限。這些奈米材料的獨一無
二的特性，加上神奇的表面化學，得以減少非特異吸附（nonspecifiz
adsorption）及表子電漿子箝合其他質譜儀或光譜儀進行分析。本文指出
LSPR 感測器的進展情況；基於 Krets chmann 組裝設備的 SPR 感測器；
比較 SPR 及 LSPR；發展連帶的技術（development of novel hyphenated
techniques ）， 例 如 -MS ， -MS/MS ， -SERS （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MALDI-MS（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等。
〈10〉

10. 半導體量子點在生化分析之應用：橫越死亡谷

（奈米科學類）

作者用「橫越死亡谷」來代表新的科學技術商品是否能成功變成商品化
的一個過程。半導體量子點（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s，QDs）是一種
新的發光奈米材料，也是一項新的分子檢測工具。有別於分子螢光，Qds
具有更亮，且更抗光漂白（photobleaching）的特性，更適宜應用在複雜
的生物體檢測上，如生物偵測（biosening）、細胞研究及治療診斷（cell
studies and theranostics）等，CdSe/ZnS 是一般最常見的 QDs 材料。QDs
的技術目前仍持續且快速的發展，應用面也越來越廣泛，然而在材料製
備的品質管制則是需要加強的部分，如此才能成功的「橫越死亡谷」
。

結語：整體趨勢評析
綜觀 Anal. Chem 二年 50 多篇「專題」
（features）或本文篩選 10 篇有關「環
境分析」應用面之報導，大略可歸納出下列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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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結構：有以影響面（CO2）、知名度（Keeling 大師）、發展歷史（場
流分異FFF）為經，再以檢測分析技術（次類別）為緯之矩陣架構寫法。
也有純粹以檢測分析技術單向發展的架構，例如大氣氣膠量測（分粒狀、
氣體、有機、無機及硬離子化、軟離子化等）
。
2.發展前途：在專題選題上出現的議題，大都是面臨重大發展或突破前景
可期的技術，例如 LSPR, FFF, soft ionization, online real-time instrument,
quantum dots 等議題。
參考資料
1. S.Kim Ratanathanawongs Williams, J. Ray Runyon, and Alram A. Ashames,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Addressing the Nano Challenge. Anal. Chem. 2011,
83, 634-642.
2. Thomas J. Bruno, Lisa S. Ott, Beverly L. Smith, and Tara M. Lovestead,
Complex Fluid Analysis with the Advanced Distillation Curve Approach.
Anal. Chem. 2010, 82, 777-783.
3. Daniel C. Harris, Charles David Keeling and the Story of Atmospheric CO2
Measurements. Anal. Chem. 2010, 82, 7865-7870.
4. Barbare J. Finlayson-Pitts, Halogens in the Troposphere. Anal. Chem. 2010,
82, 770-776.
5. James Zahardis, Scott Geddes, and Giuseppe A. Petrucci,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Atmospheric Organic Aerosols via Innovations in Soft
Ionization Aerosol Mass Spectrometry. Anal. Chem. 2011, 83, 2409-2415.
6. Bryan R. Bzdek and Murray V. Johnston, New Particle Formation and
Growth in the Troposphere. Anal. Chem. 2010, 82, 7871-7878.
7. Delphine K. Farmer and Jose L. Jimenez, Real-time Atmospheric Chemistry
Field Instrumentation. Anal. Chem. 2010, 82, 7879-7884.
8. Yongdong Wang and Ming Gu, The concept of Spectral Accuracy for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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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 Chem. 2010, 82, 7055-7062.
9. Olivier R. Bolduc and Jean-Francois Masson, Advances in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ensing with Nanoparticles and Thin Films: Nanomaterials,
Surface Chemistry, and Hybrid Plasmonic Techniques. Anal. Chem. 2011, 83,
8057-8062.
10. W. Russ Algar, Kimihiro Susumu, James B. Delehanty, and Igor L. Medintz,
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s in Bioanalysis: Crossing the Valley of Death.
Anal. Chem. 2011, 83, 8826-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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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PTR-MS）
環境空氣污染專屬的黃金獵犬
王振興1 薛威震2 陳滄欽3

眷養起因
2008 年 12 月高雄大寮大發工業區附近潮寮國中公害事件中，相關污染物
種、污染來源、污染物排放濃度不確定，再加上突發性排放，使污染原因
之追查成為羅生門。案件使國人深刻瞭解到一旦發生意外排放之空氣污染
公害事件，要追查污染源釐清損害賠償責任，必須先第一時間掌握到事件
之污染來源、污染物種、污染範圍、污染濃度、污染受體等資訊之重要性。

2009 年 4 月監測中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照片

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中，有幸從加拿大國際標竿實驗室微量大氣監測實驗
室（TAGA）發展成果中，見識到像三串級四極柱質譜（Tri-Q Mass）構成
之即時質譜偵測儀可在緊急空氣污染事件中，有效發揮即時污染監測與追
蹤功能，同年 8 月，以即時質譜偵測儀為主架構的監測系統於環境檢驗所
內開始孕育，並於 11 月完成國內唯一、國外少數的 1 隻可帶到現場具有環
境嗅覺功能之「黃金獵犬」-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Proton transfer raction
mass，PTR-MS）建置。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簡任研究員 2副研究員3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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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賦異秉的本能
說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儀（PTR-MS）勘為國家實驗室之黃金獵犬，主要它是
一部高機動性、高感度、臨場可快速分辨空氣污染物之特性及判定濃度之
即時偵測質譜儀，可突顯其嗅覺敏銳又高貴脫俗的特質。
環境檢驗所目前擁有「黃金獵犬」係為奧地利 Ionicon 公司的標準型，它
身高 86 公分、長 78 公分、寬 55 公分，體重高達 140 公斤，不過為了舒適
遷移，特別放於油壓推車上（如圖）
，不像其他如氣相層析質譜儀等一些精
密儀器，平常須在冷氣空調下養尊處優，它可在臺灣本地大範圍溫度 5–40
℃及高濕度 80％下，仍能活動自如，工作時只需要 1 千瓦以內之家庭用少
量電力供應，及喝少許試劑水以維持身體機能，不需像其他分析儀器尚額
外提供如氮氣、空氣等載流氣體，它可辨識較水更喜歡氫離子之污染物，
也就是說可辨之識污染物其質子親和力（Proton affinity, PA）大於水（亦即
PA ≧166.5 kcal/mole），而質量數低於 511 amu 的從極揮發到半揮發性的所
有空氣污染物，這些可辨識污染物種可概分為（1）異味物質之各種醛、胺、
酮、醇、酯、硫醇、有機酸（2）致癌風險高之氣態多環芳香烴（PAHs）如
萘、苊烯、苊、芴、菲、蔥、苯駢厄、芘、芵（3）石油產品包括二烯類、
炔、環烷、芳香烴（4）其他危害性高之特殊氣體包括環氧乙烷、三氫化磷、
砷化氫等四大類。所以對於化學性質不穩定、對環境敏感或生命週期短、
化學極性較大的汙染物，「黃金獵犬」辨識表現更為特異。另外，「黃金獵
犬」嗅覺敏銳，甚至就空氣中濃度低至數十 ppt（1ppt 等於兆分之ㄧ）可
辨識物種，仍可發揮到天地無極、萬里追蹤之功能。

溫柔的呵護
「黃金獵犬」眷養至今 2年多，雖說尚無生過大病，但偶而仍會發脾氣，
例如：
1. 糧食供應不穩的警告：消化不良原因係所供應電源之電壓不穩，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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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斷電），此時可檢查肚臍（電源插座）附近保險絲是否熔斷，並
更換之。
2. 氣氛不對的警告：情緒失控原因係進樣氣體壓力異常，致氣氛過High
（樣品壓力 > 1100 mBar）或沉悶（樣品壓力 < 600 mBar），儀器反應
訊號偏高或偏低，甚至生病當機，此時應緩和進樣氣氛、排除管線阻塞。
3. 水土不服的警告：有氣無力原因係儀器運送過度顛簸，致試劑水逆流至
抽氣管線中之反胃現象，此時可多透透氣（設高流量進氣）以清除殘留
水氣，休息約30分鐘後，大致就可恢復正常（Drift tube 真空度在2.1x10-5
torr左右）
。
4. 手腳冰冷的警告：身體失溫原因係加熱控制器損壞，樣品進氣管路無法
加熱，此時須聯絡醫師（維護廠商）做更換加熱控制器之小手術。
另外，心臟（2顆真空泵）衰竭及鼻子（1顆SEM偵檢器）失靈等均為質譜
儀類週期性宿命（2年或更久），在更換器官與治療上，則需更費時且價錢
昂貴，不管如何，這些大病起因均與「黃金獵犬」使用時數長短有關。

前瞻與挑戰
在環境檢驗所的細心照料下，
「黃金獵犬」已日漸茁壯，多次成功用在國內
數個工業區域內空氣污染物監測，並有效用於特性污染源之推測，除此之
外，
「黃金獵犬」最近更進一步訓練勝任於緊急污染狀況中，同時觸發其他
輔助採樣裝置。然而面對複雜環境空氣，標準型「黃金獵犬」仍有硬體上
功能侷限，它無法就相同花香氣味（具相同質量數污染物，例如異丙醇和
乙二胺）分出來源品種，衍生環境檢驗所刻正規劃建置第二代「黃金獵犬」
－質子轉移反應時間飛行式質譜儀（PTR-TOF/MS），期使「黃金獵犬」更
具聰明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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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凍捕集-氣相層析質譜儀 (Cold Trap-GC/MS)
陳滄欽1 黃星榜1 王振興2

冷凍捕集-氣相層析質譜儀，可藉由濃縮作用檢測出十億分之一(10-9 ppb)微
量濃度的揮發性有機物，為本所用來分析空氣中揮發性有機物的利器，目
前常進行超過80種VOCs的定量分析與數百種VOCs的定性分析。

冷凍捕集-氣相層析質譜儀四兄弟
此系統是由四個兄弟所組成的，分別為老大-質譜儀、老二-氣相層析儀、老
三-冷凍捕集/熱脫附儀及老么-自動取樣器，各別有各自的脾氣與個性，分
別為：
1. 自動取樣器(Autosampler)
因為身上有著高低共 16 個可懸掛不銹鋼採樣筒的位置，當掛滿時看起來就
像是樹幹上有著樹枝，因此大家都稱為「樹」
。自動取樣器也是四兄弟裡的
老么，因此「父母親」養不起時，就會以時間換取金錢的方式採人工手動
進樣而不購買了。身體裡有 16 條血管，可以藉由泵浦將採樣筒中的物質吸
引進來，統一經過心臟－16 孔閥，再傳送到冷凍捕集/熱脫附儀。但是為了
避免物質卡在身體中，因此心臟需要有溫度，可是使用久了難免有些東西
卡在裡面，因此若發現我大哥那邊有些詭異的物質時，則可能是我的血管、
心臟被不好的「膽固醇」包覆所造成的，此時就要請「醫生-工程師」來替
我急救囉！有時較長時間休息後，一開機後心臟轉不動，但是大腦-主機板
還是很盡責的想要叫我的心臟運轉，此時亦常造成保險絲燒斷，只要自行
更換後就可再運作囉。
2. 冷凍捕集/熱脫附儀(cold trap / thermal desorber)
肚子裡有三個胃（Module 1、2、3 如附圖）填充著不同物質並有各自的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專員 2簡任研究員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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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可依據欲分析之對象而做不同的調整。從外界進來的氣體(包括從自
動取樣器取樣的部分)，因為含有大量的氮氣、氧氣等空氣中主要組成氣體，
將造成分析上的嚴重干擾，故第一個胃 M1 裝填著玻璃珠(Glass Bead)，當
溫度降到零下 150 度以下時，可將欲分析之 VOC 捕集在其中，但是氮氣等
空氣中主要氣體，卻因為溫度不夠低，而仍然流出 M1 不被捕集，因此有濃
縮加上去除干擾的功效。結束捕集後，將 M1 的溫度提升至 5-10℃，此時
VOC 會氣化，而流入第二個溫度降至零下 30 度以下，並裝填 Tenax 的胃
M2，但是水氣仍未氣化而留在 M1，因此可藉此去除水氣的干擾。此程序
結束後，M2 的溫度提升至 190 度，將 VOC 趕出，M2 並送往溫度為零下
160 度的第三個胃-空管 M3，粗略將分子大小做一個順序調整以利後序層析
分析。

由於三個胃都需要以液態氮降溫並且升溫做脫附，因此溫度為重要的控制
參數。若溫度偏差，將可能造成干擾物質無法去除或是 VOC 無法被捕集而
造成感度降低的情形，因此若於分析圖譜中發現標準品之物種比例，或是
感度與先前分析有差異，或是有水氣、氮氣、氧氣等干擾，則需留意是否
溫控出了問題。此外，由於需噴入液氮進行冷卻，而液氮之噴入量是由電
磁閥所控制，因此溫控出問題亦可能為電磁閥故障所致。
由於系統中不論是 M1、M2 或是管路體積稍大，因此若進樣體積太小時將
造成偏差；但也因為為冷凍捕集/熱脫附方式，進樣體積太大時也會造成偏
差，因此需要將進樣體積固定，一般設定為 100 或 200 mL。而控制進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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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是由質量流量控制器所控制的，若發現軟體顯示之流量有所跳動，或是
無法達到預設之流量，可能為質量流量控制器損壞，或是儀器控制軟體需
重新安裝，即可排除此問題。
此外，
「身體」內部有一個八孔閥進行管線流路的控制，但有時管路或八孔
閥可能因為分析了高濃度的 VOC，或是污染物質殘留而造成污染、甚至因
污染物而造成八孔閥無法定位至正確位置因此造成干擾，此時請「醫生」
來進行清洗或是做更換即可解決。
另外，M1 與 M2 之冷凍捕集管為耗材，若於分析圖譜中發現質荷比 44 或
是其他雜訊過高，進行更換或許可改善此現象。
3. 氣相層析儀(Gas Chromatography, GC)
GC 首重為控溫與控制流量，目前儀器廠商大多改良至具有良好的控制系
統，因此最常出現就是層析管柱功能降低或是毀損的情形，此時可切除進
樣口端的管柱 5-10 公分後進行測試，若仍然未恢復原本狀態，則需進行更
換層析管柱以維分析數據的品質。
4. 質譜儀(Mass spectrometry)
質譜儀進行調機後，若 EM 值過高則可先行進行離子源的清洗。而本系統
因為是氣體進樣，相較於溶劑進樣時會有較少的物質進入離子源，因此離
子源清洗的頻率可較久進行一次。但若是離子源清洗後進行 BFB 測試時仍
無法通過，則可能需進行離子源的更換甚至於後端四極柱的清洗或更換，
直到 BFB 測試通過為止。

應用與展望(挑戰)
揮發性有機物對人體具有刺激性和毒性，鑑於VOC可能造成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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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定開發案所提之環境影響評估中，要求於開發前、中以及運轉中需進
行周界之VOC進行監測；另外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及「特
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等法規中亦針對VOC
中之特定化合物有明確之管制標準與監測規範，因此就需借重冷凍捕集-氣
相層析質譜儀進行空氣中VOC之檢驗，以維民眾健康。
冷凍捕集-氣相層析質譜儀非萬能分析儀，並非可分析出所有的VOC，甚至
於所有的化合物。礙於化合物的不穩定性、熱分解性等特性，許多是無法
利用此系統量測出。且需經層析後才可分離物種，所需時間較久，因此如
何更快速、更靈敏、分析物種更廣泛為此技術所需改進之一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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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裂解儀-氣相層析質譜儀（Pyro-GC/MS）
郭安甫1 楊百洲2 翁英明3

熱裂解儀-氣相層析質譜儀，最直接的應用在於分析未知物質之組成，
是十分犀利而有效的方法，配合質譜標準資料庫及高分子資料庫的應
用，對於高分子材料之鑑別，更是強而有力的分析利器。在環境應用
層面，主要著重在原物料及廢棄物成分鑑別，有效提供不明材質成分
之解析，快速掌握資訊。既然熱裂解-氣相層析質譜儀經由提供微物跡
證，即可輕易辨識組成成分的強大功能；因此，應用範圍極為廣泛，
諸如：高分子、添加劑、塑膠、塗料、纖維、橡膠等，各類材料之成
分鑑別，不僅可提供分析物本身耐溫特性資料；另外透過裂解的特性
與質譜儀強大的分析能力，使用者可以靈活運用於未知物分析物組成
的辨識。

熱裂解儀/氣相層析質譜儀示意圖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科長2副研究員 3組長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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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裂解儀/氣相層析質譜儀
目前熱裂解儀常用的加熱方式有加熱法、重力式加熱法及白金電熱絲
加熱法。本所使用為加熱爐式（Furnace）加熱法，利用可加熱的加熱
爐待溫度達到設定值之後，將熱裂解樣品由上方自由落下，此法可精
準控制熱裂解溫度，加熱爐最高溫度可至 800℃，可將各類液態\膠態\
固態樣品，因能量之供給及樣品之熱特性，將大分子的聚合物分解成
小分子，使其進入氣相層析儀分離，而達到定性與定量的效果，依需
求進行熱效應氣體分析模式 (EGA)或熱裂解多段變溫熱脫附分析模式
(Heart-Cut)分析。
熱效應氣體分析模式 (EGA)：液態/膠態/固態樣品置於升溫條件環境
下，因能量之供給及其熱特性，樣品中之有機物質將逐漸變為氣化之
有機物，氣化之有機物通過 2.5 米短不鏽鋼管柱後進入質譜儀分析。由
圖譜顯示樣品中有機物之溫度-訊號關係，觀察判斷樣品內有機物產生
氣化變化之溫度；判斷同一溫度區間內是否有不同有機物存在。
熱裂解多段變溫熱脫附分析模式 (Heart-Cut)：氣化之有機物通過 30 米
不鏽鋼管柱後已產生分離效應，其所產生之圖譜可運用一般圖譜資料
庫進行判別。依 EGA 溫度區間，可依序進行低溫區、中溫區、高溫區
之分析，即樣品內可能之添加劑、填充劑或高分子物質可逐段分析。
由 EGA 讀出之氣化溫度及樣品內有機物初步判定結果，做為多段變溫
熱脫附溫度點設定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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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維護
1. 樣品均質化為熱解儀所必須克服之先天條件，一些彈性材質如塑
膠、橡膠類，甚至必須使用特殊研磨機，例如以液氮冷凍研磨機
提供均質化之樣品。
2. 既然熱解儀分析所須之樣品，僅需幾微克，所以樣品之秤重之精
準度為關鍵之因素，至少須配合 5 位數天平使用。
3. 熱裂儀本機主體，由於長期高低溫變化差異較大，易造成零組件
之疲乏及鬆脫，影響儀器系統之真空度，所以平常不使用時須維
持系統溫度約 200℃，避免前述情形發生。
4. 氣相層析質譜儀則須注意系統真空情形，特別檢查系統應無漏氣
情形，隨時觀察氮氣（N2）及水氣（H2O）質譜，檢查有無漏氣現
象。
5. 樣品杯（Cup）之清潔程序要特別注意，為避免殘留物產生干擾及
誤判，樣品杯須先以丙酮震盪清洗，再以棉花棒擦乾後，於 300
℃進行樣品杯空白測試。
6. 對於注射針、石墨墊圈、氣化管柱等各項消耗配件，應注意常高
溫而耐受性變差，應隨時注意使用形並補充備品因應。

未來展望
熱裂解儀用於橡膠或高分子的分析，最早可追溯至 1950 年代 Zemany,P.
等發表的論文。近年來熱裂解儀搭配氣相層析質譜儀廣為流行，其最
大的優點在各式樣品型態等信息都可獲得，因此應用面越來越廣泛，
也越來越受人注目。特別適用在有交聯的高分子，分析物經熱裂解後，
後端可以配合氣相層析質譜儀鑑定熱分解後的產物，相較於傳統之前
處理方法，具快速、不使用有機溶劑等優點，為綠色環保之檢測技術；
缺點則為再現性不佳，是此類儀器系統再提升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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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微孔均勻沉降衝擊器
（Nano-MOUDI）
程惠生1 賴金郎2 巫月春3

MOUDI（Micro-Orifice Uniform Deposit Impactor）是一美國廠商發明且為
專利的微粒分粒徑採樣器，其分徑階層有 10 階，因應奈米微粒量測之需要，
甫又發展出奈米（Nano-）等級採樣器，於原有 MOUDI 儀器下端直接串聯
連接更小孔徑之衝擊板總共 14 階，其宣稱截取粒徑（Nominal Cut Size）分
別為 18,000、10,000、5,600、3,200、1,800、1,000、560、320、180、100、
56、32、18、10 nm。此儀器一般使用於大氣環境中、工業或職業衛生之細
懸微粒或氣膠調查或研究。

Nano-MOUDI 最具強項功能為
1. 衝擊器本身具旋轉功能可以獲得近似均勻的微粒沉降。
2. 最後三階衝擊板備有微孔壓損的監控，可以清楚了解衝擊板阻塞的情
況，進而選擇適當採樣時間。
3. 具有可以替換式的衝擊板與濾紙匣，可在乾淨區域執行拆卸或裝置，避
免現場污染或控制現場空白的品質。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1、 衝擊板每個板上皆布滿多數小孔，例如第 12 與 13 階其板上孔數分別為
4950 與 6000 個，其孔徑直徑分別為 0.045 與 0.050 mm。因此採樣時如
果時間較長或者空氣中微粒較具黏性，容易導致板上孔徑堵住，因此衝
擊板定期清洗勢屬必要。
2、 清洗過程中切記勿在超音波箱中清潔，因為容易造成孔徑發生裂痕儀器
損壞。依據原廠建議應將衝擊板浸泡在含有溫和去污劑，或其他清潔劑
（如:丙酮）之水中，然後以蒸餾水沖洗，再以酒精沖淨。若要使用清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1研究員2副研究員 3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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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劑，則在將衝擊板浸泡在溶劑之前，應先把 O-ring 環取除。
3、 儀器採樣時因為執行長時間量測須置於戶外，所以儀器的用電電壓（需
用 220 V）需求宜先確認，再者儀器遮雨設備宜通盤規劃，避免因為儀
器遭雨淋，而造成儀器進氣口進水，導致採樣結果之誤差或錯誤。
4、 採樣時抽氣馬達所排放廢氣，會因為廢氣被再吸入造成採樣樣品干擾，
故宜先對廢氣排放位置或地點規劃適切方式（原廠對廢氣排放未有適當
方式）。
5、 採樣前後須以微量天平（10-6 ~ 10-7克）秤重，本儀器所使用濾紙有不
同尺寸（1~10 階為 47 mm，11~13 階為 90 mm），造成天平使用上之不
便（須更換不同托盤）
，建議事先備妥不同尺寸托盤。
6、 大氣採樣因為空氣中微粒可能存有不同比例微粒模式（如 nuclei mode、
Aitken or nucleation mode、ultrafine particles 等），故質量秤重結果常導
致部分分徑階層無結果，如要增加採樣時間恐會增加已捕集微粒的分徑
階層之微孔壓損，嚴重的話會使採樣濾紙破損。
7、 使用 MOUDI 最主要缺點是微粒彈跳（bounce）問題，其主要現象是微
粒沉降至次一階的衝擊板；為減少彈跳發生可以使用具黏性的物質，惟
會干擾微粒化學成分分析的結果，因為氣態微粒的質量濃度一般而言都
較低，當較大顆粒彈跳發生時，會明顯影響各階衝擊板微粒的捕集，進
一步掩蓋微粒化學組成。
8、 MOUDI的衝擊板微粒基本上分布在大面積上， 其衝擊壓力減少（衝擊
，恐會提高已收
板上微小孔徑釋放至濾紙面積，約為 10-5 cm2至 101 cm2）
集到沉降物的蒸發損失。

儀器應用
以環境保護與空氣污染物調查而言，Nano-MOUDI 常應用於某區域大氣中
細微粒粒徑分布的質量濃度範圍，進一步可經由不同分析儀器（AA、
ICP-MS、IC、TOT（Thermal Evolution / Optical Transmittance）、GC / MS）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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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得知各粒徑之化學組成（如重金屬、硫酸鹽、硝酸鹽、有機碳、元素
碳與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PAH）等），進而研判污染物可能來源及數量。

MOUDI
主體

抽氣馬達

控制主機

圖 Nano-MOUDI 外觀與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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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管道戴奧辛採樣器
李慈毅1

曹國田2

耐撞易搬運、防呆易操作
環境檢驗所目前使用的排放管道戴奧辛採樣器主要購自美國，因為目
前的公告方法主要參考美國 Method 23 翻譯而來。此儀器主機與美國
排放管道粒狀物 Method 5 的採樣器是共通的，主要設計是要能達到
「等速吸引」的目的，藉著量測排放管道流量壓差（△P）搭配溫度、
壓力與含水量等計算調整採樣器內乾式流量計的壓差（△H），即可
讓排放管道的採樣維持在「等速吸引」的狀態，在濾紙後端加裝冷凝
管及吸附劑，即可有效捕集戴奧辛，進行後續檢測。
在美國只要涉及排放管道「等速吸引」的方法，所使用的採樣器主機
都是相同的，唯一會改變的只有吸附裝置的部分，粒狀物只用濾紙捕
集，戴奧辛除了濾紙外，多了冷凝管及 XAD-2 吸附管，而重金屬則
在濾紙後端，衝擊瓶的位置，多了幾瓶吸收液，諸如此類…。

氣體抽引方向

吸附裝置

採樣管

操作主機
（手動等速）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科長 2簡任研究員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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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排放管道戴奧辛採樣器因為需要搬來搬去，因此都會有堅固輕巧
的防撞外殼保護，採樣元件之間主要使用快速接頭連接，可在短時間
內組裝而且不易漏氣，防呆裝置的設計也很常使用於採樣器上，避免
採樣人員搞混，整體設計上以組裝簡單容易操作為主。

自動等速與手動等速
目前排放管道戴奧辛採樣器主要有 2 種型態，分別是「自動等速」採
樣器與「手動等速」採樣器，所謂的「自動等速」是結合電腦自動控
制，自動計算調整幫浦吸引流量，達到隨時進行「等速吸引」的目的，
該儀器是 1994 年時美國廠商研發，程式還包含測漏等品保品管的設
計與紀錄，而「手動等速」採樣器是將各項監測值輸入筆記型電腦或
計算機計算後，依照計算結果以手動方式調整選鈕進行「等速吸引」
。
據悉該「自動等速」採樣器主要都外銷到世界各國，反而在美國本土
銷售較差，美國原有的採樣單位都還是使用傳統的手動等速採樣器為
主。

手動等速採樣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排放管道戴奧辛「手動等速」採樣器使用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幾點：
1. 「校正」是最重要的，採樣器上所有感測元件，包含壓差、溫度、
時間等，均需要校正，確保其準確度，此部分在公告方法內有詳
細規定。
2. 現場組裝後，要進行測漏，確保採樣組裝及壓差管均無漏氣。一
般最容易漏氣的地方在濾紙固定器及吸氣嘴，其次為衝擊瓶。查
漏時要進行分段測漏，第一段在衝擊瓶入口前，第二段在濾紙固
定器前，第三段才由吸氣嘴前端做全組裝測漏。
3. 採樣管線內，接觸樣品部分，只能有不銹鋼、玻璃、石英或鐵氟
龍等惰性不易變質且不會吸附待測物的材質，不能塗止漏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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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採樣管線採樣前必須以丙酮、二氯甲烷及甲苯溶劑進行清洗，並
確保無殘留污染。
5. 採樣現場要確保電力穩定或電力足夠，原則上需要使用 115V 與 15A
以上電源，電力不足時，有時加熱系統或溫度感測值會出現異常。
6. 遇到高含水量的排放管道採樣時，須注意冷凝水過多的問題，有
時採樣時間過長，會出現冷凝水被抽引至馬達的狀況，此時當冷
凝水已經溢流至第四隻冷凝管（乾燥劑）時，須立即停止採樣，
將冷凝水進行秤重紀錄，倒掉多餘冷凝水，再重新組裝測漏後，
方可繼續採樣。
7. 當吸附劑（XAD-2）裝太滿時，有時候會出現系統壓力過大，馬達
抽不動的狀況，此時必須更換另一隻吸附管，或者將吸附管上方
的 XAD-2 移除一點（須避免污染）
，要移除 XAD-2 必須先確認添加
擬似標準品的位置，添加位置於 3/4 位置時，可稍微移除上方管
口之 XAD-2，讓馬達抽引時系統壓力可以正常，正常進行採樣時，
系統壓力應不低於 500mmHg。
8. 所有採樣元件須隨時以乾淨鋁泊紙包覆開口，避免污染。
9. 採樣管玻璃內襯最好可以更換，採過高濃度戴奧辛的排放管道
後，須考慮更換玻璃內襯，避免戴奧辛污染殘留。

自動等速採樣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在此也分享一下排放管道戴奧辛「自動等速」採樣器的使用注意事
項，提供參考：（本所於 10 年前報廢後已不再使用）
1. 所有在手動等速採樣器的注意事項，也全部適用自動等速採樣器。
2. 自動等速採樣器因為會自動抓取各感測值進行計算，所以當有任
一感測元件故障時，該採樣器的計算即會造成錯誤，因而造成採
樣誤差，無法以其他替代品量測輸入。
3. 溫度感測元件易故障，因為採樣器各項溫度均使用熱電偶溫度計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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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量測，該自動採樣器設計時，有 2-3 個溫度感測為相同的元件
控制，當其中一隻熱電偶溫度計故障時，訊號即會干擾測定，導
致幾個溫度感測一起不準確。
4. 該採樣器的馬達馬力較小，而且跟其他電路板置於同一空間，因
此在長時間採樣時，常會有乾式流量計溫度偏高的情形出現，因
此採樣時常要將儀器外殼打開散熱，對於負壓較高的管道，必須
選擇較小的吸氣嘴，否則容易產生吸引量不足的問題。
5. 自動等速採樣器必須準備較多的備品，而且要事先測試相容性，
避免因為任一感測元件異常導致採樣器無法正確操作。部分熱電
偶溫度計訊號會相互干擾，導致正常熱電偶溫度計的溫度也顯示
異常測值，影響採樣正確性。
6. 乾式氣體流量計校正要很注意，設計上使用軟體修正硬體的差
異，校正錯誤會導致流量計誤差超過 10 倍以上，反而影響採樣結
果。

結語
總結比較，排放管道戴奧辛「自動等速」採樣器在品保品管上可以顯
示較完整的報告紀錄，正常操作下「等速吸引」平衡時間比手動採樣
器短，但是「自動等速」採樣器儀器價格比手動等速採樣器貴一倍，
而且儀器妥善率不高，初期一年改版超過 10 次以上，校正項目比手
動等速採樣器多，溫度感測常異常，因此目前僅剩下極少數檢測機構
仍有使用「自動等速」採樣器外，大部份均採用手動等速採樣器執行
排放管道戴奧辛採樣。

AUTO 5
TM

操作主機
（自動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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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儀（qPCR）
尹開民1

林哲雄2

楊喜男3

即時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儀（Real 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achine）
，用在標的 DNA（cDNA）的檢測及定量，環境上常應用
於致病微生物（Pathogenic microbes）檢測及基因表現量（Gene expression）
的測定。即時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顧名思義可以將之視為 3 個部分，
「即
時」
、
「定量」及「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是以傳統聚合酵素鏈鎖反應為基礎
的進階檢測技術，具有檢測非常快速、高專一性、高靈敏度、不須培養出
微生物菌落、不須跑電泳膠片、能彈性且大量進行樣品檢測等優點。

即時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儀及顯示結果（一）

樣品上機前應注意事項
即時定量 PCR 常須面臨到二個棘手的問題，一個是樣品中含有抑制 PCR
反應的物質，另一個是無法區分出死菌還是活菌的 DNA。另外使用專一性
不良的 primer 及 probe，將大大影響檢測結果。
1. 去除抑制 PCR 反應的物質
環境樣品常含有腐植酸及鐵銹等，會抑制 PCR 的反應。目前生技公司已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研究員2副研究員3科長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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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出專門為檢測環境樣品，可去除抑制物質的試劑組，但花費較高。
此外在進行 PCR 反應時，應有品管樣品證明未受到抑制物質的干擾。一
般在樣品中外加一段非待測菌株且已知濃度的 DNA 片段，做為監測抑制
的內標物質，經由比較樣本與無菌水中監測內標 DNA 片段訊號之強度，
就可判定樣本中是否存在有干擾抑制物質，進而了解每個樣品的抑制情
形。
2. 區分死菌及活菌的 DNA
由於 PCR 技術係檢測 DNA 片段特徵作為鑑定之基礎，所以不管死菌或
是活菌的 DNA 都能被檢出，但是祇有活菌才具有健康危害的影響，故實
務上是需要判斷活菌之存在，這樣才有利於進行健康風險的評估。如何
區別死菌/活菌？目前利用溴化乙錠（ethidium monoazide , EMA）或溴化
丙錠（propidium monoazide, PMA）
，可與 PCR 技術搭配，僅檢測活性菌
（減少死菌的污染），減少分子生物方法在這方面產生的錯誤。
3. 使用的 primer 及 probe 專一性須良好
primer 及 probe 專一性不好，將和其他標的的 DNA 交叉反應，造成偽
陽性，或是標的 DNA 增幅不良，造成偽陰性或是偽少量。通常 primer 及
probe，要先搜尋相關文獻或利用軟體來設計，將文獻中選用或自行設計
的之 primer 及 probe，逕上 NCBI 之菌種資料庫進行比對，得出之菌種
名稱正確且相似度大於 95%以上者，再以標準菌株進行試驗，和上述一
樣相似度大於 95%以上者，才能列為計畫使用。

操作/維護最注意的部分
1. 實驗結束後，應以酒精擦拭 PCR 的 96 個反應孔，以避免 DNA 的殘留。
2. 若用 8 連排上機要放上 rack，不然 8 連排會被壓扁。96 孔盤可直接上
機但需注意應在盤面上封上一層膠膜，以免樣品檢測時 DNA 四處飛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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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年應定期進行 PCR 96 個反應孔的溫度校正、螢光濾片的檢視，看有
無污濁、激發光源強度是否足夠等。
4. 要使用有濾棉的微量吸管(Tip)，以減少吸取樣品時 DNA 相互的污染。

96 孔盤樣品上機

8 連排樣品上機要放上 rack

去除抑制物質的試劑組及
監測抑制反應的品管內標物質

有濾棉的微量吸管

即時定量 PCR 之前瞻應用
由於奈米科技的發展，儀器朝高通量分析，能同時進行非常大量樣品的篩
檢。美商生命應用公司推出一款新型的數位型 PCR（Digital PCR, 簡稱
dPCR），讓原本一次最多祇能檢測 96 個樣品，擴增為一次能進行 3000 個
樣品的檢測，所需的樣品量更少（約 33 nm）大大提升了即時定量 PCR 的
檢測能量。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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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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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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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體積重量越做越小，適合攜帶外出進行即時檢測。Roche 公司出了一
款迷你型的即時定量 PCR，大小僅約(24 cm x 27 cm x 23 cm)（為正常機型
的 1/10 而已），適合攜帶外出進行即時檢測。本署監資處進行海水浴場的
管制，以培養法檢測大腸桿菌群及腸球菌，規劃星期一採樣，星期二檢測，
星期三、四彙整資料，星期五發布資料，但是這種資料參考性不高，因為
上禮拜有污染的話，已受到感染，而下禮拜的水質未知，變動性仍大。USEPA
即利用即時定量 PCR，每天（day-to-day）進行即時檢測，並即時發布檢測
結果，告訴民眾今天海水浴場指標微生物或是致病性的微生物污染是否超
過標準，提供管理單位及遊客知悉，以避免遊客遭受到感染。
能配合微陣列晶片（Chip）進行基因表現資料的驗證。Duan 等人（2010）
之研究，將受精後的斑馬魚胚胎以雙酚 A 暴露 8 天，以基因晶片篩檢出 50
個特異表達的基因，再以即時定量 PCR 的方法驗證特異表達的基因，結果
證明檢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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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由上述可知即
時定量 PCR 也用於基因表現的測定，將有利於生態毒理基因體學相關的研
究。
能搭配基因體資訊，開發快速篩檢試劑組。2011 年 5 月德國流行一種出血
性的大腸桿菌 O 104，這隻大腸桿菌 460 萬個鹼基對（bps）
，3 天內就完成
基因體的定序，起先懷疑是西班牙小黃瓜污染，之後經由基因體比對後發
現是來自於德國豆芽、苜蓿芽，並且依據定序結果進行比對分析
（alignment）
，找出此菌特定的區域（specific domains）
，5 天內就發展出即
時定量 PCR 快速檢測試劑組，真是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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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粒衝擊式採樣器(PM2.5 Sampler)
黃星榜1 陳重方2 賴金郎2

細懸浮微粒衝擊式採樣器（PM2.5 Air Sampler，Partisol®-FRM Model
2000）為空氣中PM2.5大小微粒的採樣設備，是環檢所用來採樣PM2.5空
氣微粒的第一追捕手。

追捕手的簡單構造
撇除採樣控制主體不談，追捕手最重要的那隻手主要是由三個部分所
組合而成的，分別為PM10粒徑篩分器（PM10微粒分徑處）
、PM2.5微粒
衝擊器（PM2.5微粒分徑處）及濾紙匣（PM2.5微粒收集處）。

採樣器追捕手組合示意圖

採樣器實體圖

追捕手的運作方式
追捕手主要是利用懸浮微粒慣性原理，以 16.67 L / min （1.000 m3 /
hr）的流率先將空氣抽引經過PM10粒徑篩分器，再通過PM2.5微粒衝
擊器（Impactor），分離空氣中氣動粒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μm）
的細微粒（PM2.5），將其均勻收集在濾紙上，因採樣程序為非破壞
性，故採集之 PM2.5 樣品可供後續之物理或化學分析之用，其採樣完
成後之濃度計算方式為 24 小時之質量濃度平均值。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1專員 2副研究員
P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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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細懸浮微粒衝擊式採樣器，除了應依照如製造商在採樣器的操作指導
手冊所述般維護，並符合使用者建立之品質保證計畫外，使用上還有
幾點注意事項可供參考：
1. 使用前後的「校正」是最重要的，採樣器上所有感測元件，包含
溫度、壓力、流量等，均需要校正，並填寫相關校正紀錄，以確
保其準確度。
2. 要確實執行內外部測漏測試，以免因洩漏導致經過濾紙的空氣總
體積量測值發生誤差。
3. 要確實進行採樣前後採樣器功能確認，尤其是檢查採樣狀態代碼
是否為正常（Stat：OK），並記下狀態代碼，若相關採樣器功能
確認項目未符合規定時，則該次採樣失敗。
4. 採樣現場要確保電力穩定或電力足夠。
5. 每半年檢查一次採樣器泵浦內之 Large in-line filter 是否需更
換。
6. 每半年需檢查一次採樣器內電路板上水銀鈕扣電池（25mm
diameter round battery for computer board，Panasonic CR2330）
電壓，量測方式為測定採樣器內部電路板上 GND 測試點與備用電
池表面間之電壓，電壓低於 2.5VDC 需進行更換。

應用與展望(挑戰)
本追捕手可廣泛應用於室內空氣品質監測(IAQ)、空氣品質環境監測
及周界空氣等監測，未來可逐步應用掌握室內空氣品質、周界環境中
細懸浮微粒的污染與分布情形，並作為研擬強化現有空氣污染管制措
施之參考資料。
可惜臺灣環境濕度較大變化也大，對於追捕手的影響很大，是實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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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最大的挑戰。

陽明山之空品監測站採樣（採樣期間相對濕度均維持高於80%之高濕度狀態）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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