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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右上》
（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
能可靠的分辨出有意義訊號
（Signal）與背景雜訊
（ Noise），這對儀器分析是
很重要的，就像在波濤洶湧的
海浪中能看到載沉載浮的帆船。
右圖中的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
射光譜儀（ICP‐OES）在本刊第
1期讓儀器說話單元曾介紹其
對重金屬強大的檢測功能，本
期進一步敘述如何製作MDL，
詳內文P117。

《封面左下》

(圖為高雄港之底質疏濬作業船)

與疏濬底泥海拋許可相關
之偵測極限與管制值有：
計畫行動濃度(PAL)、目標
偵測極限(TDL)、方法偵測
極限( MDL)、方法定量極
限(MQL)、實驗室報告極
限(LRL)、儀器絕對靈敏度
(AIS)等，管制濃度係依管
理單位所設定的PAL來決
定。詳閱P102之介紹，您
將會清楚了解以上各種偵
測極限的定義及右圖所示
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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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系列文章

方法偵測極限
方法偵測極限在
環境檢測上是重
要的品保品管措施，本刊讓
儀器說話之專欄介紹了許多
貴重的精密儀器，大多需要
建立方法偵測極限，以確保
儀器產生的訊號是可靠的。
本期封面故事方法偵測極限
系列共計 7 篇文章（有
符
號者）
，清楚地介紹了許多相
關偵測極限的定義、方法偵
測極限實際做法及影響偵測
極限的因素等。
不可不知的環境檢測關鍵字
關鍵就是至為重要，籃球場
上最後致勝的進球 就 是 關
鍵。環境檢驗人員一定要知
道的 44 個關鍵字，包含管
理、資訊、有機和無機污染
物及生物等，詳見內文
（P18~P57）。
免疫分析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是水中糞便污染的
指標，目前標準檢測方法以
培養基進行篩選， 耗 工 費
時，以免疫學方法分析大腸
桿菌的尿苷酸酶及半乳糖苷
酶，暨方便又快速，詳見內文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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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評論
非常榮幸訪問到年輕有為的
陳家揚及林郁真兩位教授，
他們目前皆任教於 台 灣 大
學，也都具有學成歸國、投
入教職的崇高理想。專訪中
請他們談論近年所關注的研
究主題及方向，並對有志從
事環境檢驗工作的青年們，
提出他們觀察到的現象與期
勉。詳見內文（P182,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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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與確效：做對的事並把事情做對
尹開民 1 陳明妮 1 金翁正 2 陳元武 3 黃壬瑰 3 阮國棟 4

V&V：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驗證與確效）
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發行之宗旨，在提升環境檢測分析之技術能量
及數據品質，並使國內環境分析方法及實驗室管理，透過驗證與確效
過程(Processes)，符合國際規範， 並與世界同步。最近國際認證機構
NAT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 Australia)，公布 2012
註1

年 6 月修訂的「定性及定量檢測方法驗證與確效指引」 ，值得重視
參考。本期《環境分析評論第 6 期》推出相關文章〈提升數據品質關
鍵字及各種分析方法偵測極限 MDL 的製作〉共十一篇，以為呼應。
V&V 已廣泛應用在資訊工程軟體程式的開發、各種模式(Model)的模
擬運算、各種量測方法及系統的品質管理、大型軍事交通等工程計畫
註2

管理，至今方興未艾 。新興領域，例如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的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的驗證及確效標
註3

準，亦已公告施行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 GHG)的認證計畫
(Accreditation Program) ， 美 國 國 家 標 準 局 (Th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依據 ISO-14064-Greenhouse Gases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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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長
註 1：Technical Note 17：Guidelines for the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est method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 Australia (NATA), June 2012. 初版 2004 年 8 月,經
歷 2006 年 12 月,2009 年 4 月及 2012 年 3 月及 6 月四次修訂。
註 2：2012 年 5 月 2-4 日；由 ASME 在內華達州舉辦的「ASME 2012 Verification
& Validation Symposium」,以及 2011 年 10 月 17-19 日,由美國天主大
學（Univ. of North Dame）主辦的「Workshop on Verification &
Validation in Computational Science」,均屬大型活動。
註 3 ：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Standard, Version 02.0, CDM-Executive Board 65 Report Annex4,
UNFCCC/CCNUCC, Nov. 2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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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認證經獨立第 3 者驗證及確效(Independent or Third-Party
註4

Verification & Validation, IV&V)的服務公司，開辦業務 。

Validation：Are we building the right thing?
（確效：做對的事）（Valere = to be worth）
確效(Validation)是一種建置在文件上的證據，提供一種產品、服務或
系統能符合原先需求的高度保證。確定正在開發的產品是使用者預期
得到的同一類產品。經由確效的程序，需求(Requirements)會被適當
界定，設計及功能會與需求吻合，數據會被正確處理，測試結果也要
精確無比。各種確效技術(Validation Techniques)，最終當然是客戶或
使用者的接受度測試，過程包括：單元測試(Unit Testing)、整合測試
(Integration Testing)、功能測試(Function Testing)、系統測試(System
Testing)及使用者接受度測試(User Acceptance Testing)。因為 Validation
強調「做對的事」
（值得做的事）
，與外界（使用者或客戶）實際需求
發生連結，所以是外部程序(External Process)。

Verification：Are we building the thing right?
（驗證：把事情做對）
（Veritas = truth）
驗證(Verification)是一種品管技術，用在評價系統或零件是否符合該
計畫已明確設定的規範(Specifications)，該規範原先係由外界需求轉
化而來，但驗證並不過問此一轉化是否妥適，或客戶需求是否與規範
良好契合。所以驗證程序大多針對規範檢視產品設計、產品規格
(Product Code)，以及驗證與合約之履約情況。驗證技術包括規格檢視
(Code Review) 、 檢 查 (Inspections) 、 查 驗 (Walkthrough) 等 。 因 為
Verification 強調「把事情做對」
（每一步驟及數值都是真實的）
，只要
註

2012年11月

4 ： ANSI Accreditation Program for Greenhouse Gas
Validation/Verification Bodies, www.ansica.org, ISO-14064 有 關
GHG 的 規 範 包 裹 , 包 括 ISO-14064-1:2006, ISO-14064-2:2006,
ISO-14064-3:2006, ISO-14065:2007 及 ISO-14066:2011 五個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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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約或原訂規範一致，並不涉及外界連結，所以是內部程序(Internal
Process)。

IV&V：獨立第 3 者驗證及確效
根 據 電 機 電 子 工 程 師 協 會 軟 體 驗 證 及 確 效 標 準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Standard for Software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IEEE Std 1012-2004)定義，IV&V 的主要三個參數為：
技術獨立（用驗證團隊自己擁有的專長）、管理獨立（在組織內由與
產品開發者或計畫執行者負不同責任的其他部門執行，而且獨立選擇
適當技術、時程及任何特定議題進行）、財務獨立（由組織一般行政
註5

預算支付，區隔 IV&V 工作小組可能面臨的潛在財務壓力） 。

模擬模式(Simulation Models)的驗證與確效
科學研究某一系統現象或行為，以數值模式表示之，在一定邊界條件
(Boundary Conditions) 一 定 應 用 範 圍 (Specific Domain) 和 特 定 目 的
(Specific Purpose or Application)之設定下，去進行驗證與確效工作，
才不致於花費無窮盡的成本及時間精力，如圖 1 所示，模擬的可信賴
度（使用者之價值）與投入成本成正相關，在某種信賴區間以上，即
註6

使投入再多成本，提升幅度亦有限 。
數位模式模擬之驗證與確效，在環境管理及環境工程上，廣為應用。
例如煙囪空污排放模式、河川水質模式均為美國與我國等環保機關之
法定應用工具。模式必須將模擬世界(Simulated World)與真實世界
(Real World)兩個不同系統做確效，也要在模擬世界各個階段（或單
註 5：企業經營或計畫執行不同階段皆可執行 IV&V, 但一般實務建議早期階段
(Early in the project’s life) 介入。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Life
Cycle Framework: Practices Guide for IV&V,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 (Version 1.0)
註 6：Robert G. Sarg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Simulation Models,
Proceedings of the 2007 Winter Simulation Conference.
1-4244-1306-0/07,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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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成本

0%

模式信賴度

對使用者之模式價值

價值

100%

圖 1 模式信賴度與成本示意圖
位）
，包括依真實世界（需求）轉換而來的系統規範(Requirements →
Specifications)，根據現象或規範建構的觀念模式(Conceptual Model)，
進一步建構模擬模式(Simulation Model)，最後將模擬模式的運算結果
與真實世界量測結果做比較，反覆(Do Loop)修正直到合乎特定目的
註

或用途的可信賴度為止，如圖 2 所示 6。確效發生在系統間或系統介
面，為外部程序；驗證發生在系統內，為內部程序。

NATA 定性與定量檢測方法驗證與確效指引
瞭解各領域使用 V&V 之定義、規範及應用之後，再回到檢測方法之
V&V 指引（NATA 2012 年 6 月新版）
，會更容易體會指引中文字之間
細微的意涵及整體結構的精神。茲將指引重點摘述如下：
1. 與檢測之目的契合(Fit for Purpose)：任何測定方法都有特定目的，
測定方法產生的結果要能提供實驗室客戶應用該等數據的信賴
度。方法經過驗證（把事情做對）及確效（符合目的，做對的事），
可以提供客戶客觀的信賴度。此處所謂方法(Method)，包括套裝試
劑(Kits)、個別試劑(Individual Reagents)、儀器(Instruments)、平台
(Platforms)及軟體(Software)。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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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測試
系統（結果）

系統（問題）

真實世界系統
假 設

提 取

理論性確效
系統現象

操作性(結果)確效

觀念模式確效
假 設

模 式

模擬模式
（結果）
實驗測試
模擬模式

觀念模式

模擬世界系統

規格化

執行運算

模擬模式
（參數）

規格驗證

執行程式驗證

圖 2 真實世界與模擬世界關係之驗證與確效示意圖
(本文作者修改 Sargent 2007

註6

)

2. 若實驗室要申請 ISO/IEC 17025 及 ISO 15189 認證(Accreditation)，
則方法的 V&V 是很重要的必備需求，實驗室必須證明內部方法
(In-house Methods)與修改標準方法(Modified Standard Methods)的
確效，以及標準方法的驗證。確效通常是成本、風險及技術可能
性之間的平衡，對確效程度的要求決定於該方法目前的狀態以及
意欲應用該方法的目的需求而異。
3. 方法驗證所需的研究範圍通常不像方法確效那麼廣泛，但實驗室
最好能展現這些標準方法在實驗室自己的測定條件下，其績效性
能符合其宣稱的效能特徵(To Achieve the Publishe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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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技術文件對需要執行方法驗證或方法確效時提供方法所需考慮
的觀點，並提供它們如何被調查和評估的指引。可被用於大部分
領域的測試，但不包括與方法效能連結之採樣的部分。對於一些
測試的設備，並非本指引所有的驗證和確效方法都適用，特別是
那些主觀測定方法(Subjective Testing)(例如：鑑識、非破壞性檢測、
機械測試等)所用的設備。
5. 實 驗 室 必 須 自 己 負 責 選 擇 能 符 合 自 己 測 定 目 的 (The Desired
Outcome)的方法驗證及確效的做法(Procedure and Protocol)，並沒
有全世界都一致同意的 V&V 方法，本指引也不可能包羅所有申請
ISO/IEC 17025 與 ISO 15189 可能遇到的所有方法的 V&V。
6. 先前已經確效過方法的驗證(Verification of Previously Validated
Methods)：某些組織出版的方法（例如 Standards Australia, ASTM,
USEPA, ISO 和 IP）
、同儕接受的方法(Peer Accepted Methods, 在科
學期刊發表且有效能數據者)、商業化套裝試劑與原廠說明用法一
致，都只要經過實驗室驗證即可。
7. 何時及何種情況下執行方法的驗證或確效工作，指引進一步以決
策樹流程釐清，詳如圖 3 示意圖。
8. 方 法 確 效 參 數 ： 非 標 準 及 內 部 發 展 的 方 法 (Non-Standard and
In-House-Developed Methods)需要作方法確效，以證明其用於例行
性分析時可達到相同或更好的效能(Performance)。方法的效能規範
是根據該方法的預期用途而定，例如定性方法就不需要確效儀器
動態範圍之線性。可以用方法空白、參考物質或認證參考物質、
添加基質、重複分析、統計數據分析等方式來證明方法符合效能
規範。確效之研究可分為比較確效及初級確效。
9. 比較確效(Comparative Validation)：通常用於生物分析方法，旨在
證明同一研究中用兩個方法所得到的數據具相同的效能，或是不
同研究間比較其確效參數。當數據產生於不同的研究，使用不同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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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技術（如 LC-MS-MS vs. ELISA）時，比較確效亦需被考慮。
無單一的測試方法或驗收接受標準，通常，對待測物有最大靈敏
度及最高回收率的方法是最好的。可以由樣品型態及待測物濃度
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及配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t-Test)來決定兩個方法有無統計上的差異。
10. 初級確效(Primary Validation) ：在比較確效不能應用的情況下（例
如：內部發展的方法、經修改的標準方法、標準方法使用於其預
期範圍之外、使用替代的分離或是檢測原理以及快速的方法）
，初
級確效必須在介紹方法之前被進行。方法確效的第一步是具體說
明你所要量測什麼，包含定性及定量的描述。第二步則是確定特
定選擇的效能參數(Certain Selecte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11. 效能參數(Performance Parameters)包括：檢量線線性範圍、選擇
性、靈敏度、精準度(精密度、準確度)、偵測極限及定量極限(LOD、
LOQ 及 LOR)、耐用性(Ruggedness)、量測不確定度(Measurement
Uncertainty)等，指引中都有詳細的說明。
12. 表 1 及表 2 歸納出當您要規劃定性及定量分析方法之驗證與確效
時，應該要被考慮的效能特徵(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及簡略說
明其如何被執行。
13. 非例行性方法之確效：通常是指一個特定的方法用於少數樣品的
分析，此種狀況下確效通常比樣品分析還要耗時，而且被認為沒
有 效 率 的 。 Eurachem/CITAC Guide to quality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An aid to accreditation (2002)的建議是使用較通用的方
法以降低確效的成本，例如可以使用毛細管氣相層析或是逆向梯
度的 HPLC。這些通用的方法對典型樣品的特性（樣品基質、化合
物型態及濃度範圍等）通常已經被確效過，只需再確效一些重要
的試驗（例如樣品製備或是樣品分析）來證明分析是有效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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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方法驗證及確效決策樹(Decision Tree)流程圖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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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觀方法之驗證及確效：主觀方法是指用於解釋性的決定或是主
觀程度判斷的方法，例如在法醫實驗室中筆跡、槍枝和音頻分析，
顯微鑑定，非破壞性的測試方法，機械測試方法等。本指引對一
般分析方法及主觀方法之驗證及確效提供某種程度的一致性、可
靠性及和諧性。其確效參數通常包含：重複性/再現姓、檢測的可
能性及潛在的錯誤率；其相關的調整或控制措施則包含：風險分
析、實驗室內或實驗室間的比對測試、品質控制、參與人員的能
力、測試方法的接受度等。

表 1 定性及定量分析方法之驗證與確效之效能特徵執行評估表
確效(Validation)

驗證(Verification)

效能特徵

定性
方法

定量
方法

定性
方法

定量
方法

偵測*及定量極限

ˇ

–

ˇ

–

靈敏度

ˇ

ˇ

ˇ

ˇ

選擇性

ˇ

ˇ

ˇ

ˇ

檢量線線性範圍

ˇ

–

ˇ

–

量測範圍

ˇ

–

ˇ

–

基質效應

ˇ

ˇ

ˇ

ˇ

偏差

ˇ

ˇ

ˇ

ˇ

精密度與準確度

ˇ

ˇ

ˇ

ˇ

耐用性

ˇ

ˇ

–

–

量測不確定度

ˇ

–

(1)

–

*
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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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欲量測之分析物濃度接近零時需要執行
表示此特徵為常規性評估
表示此特徵非常規性評估
如果一個公認的測試方法已指定量測不確定度主要來源的值之限制和計算
結果的呈現方式，該設備被認為是符合 ISO/IEC 17025 或 ISO 15189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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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效能特徵之執行程序
評估特徵

遵循之程序

偵測極限及定量極限

包含接近零點的多個濃度之重複分析或於相
當兩倍定量極限（LOQ）濃度之重複分析。
使用空白，一系列標準品或含低濃度待測物
之樣品，對於不同基質，可能需要分別量測。
進行添加樣品或以樣品萃出液配製之標準品
分析，初始確認感度與濃度關係之斜率是否
符合要求。
進行試劑與基質空白，標準品及內含預期干
擾物之基質樣品添加分析。
進行標準品重複分析，即使超出樣品的濃度
範圍。
評估偏差及可能的定量極限。
進行基質空白及基質添加分析（每一類基質
三種濃度，每個濃度至少一次或重複分析）
進行重複分析，參考樣品需與樣品基質及濃
度匹配。
在規定條件下，每類樣品基質進行重複分
析，為了比較兩種分法之精密度，建議使用
F-test，比較每類基質的真值與量測值以評估
準確度。
對於不謹慎控制即會影響結果之方法參數需
採取適當限制，若需要則調查：
1. 單一變數測試（測試微小改變單一方法
參數）
2. 多 變 數 測 試 （ Plackett-Burman 設 計 分
析）
。

靈敏度

選擇性
檢量線線性範圍
量測範圍
基質效應
偏差
精密度與準確度

耐用性

量測不確定度

2012年11月

計算一合理的、符合目的量測不確定度估
計，確認估計與檢測結果濃度同時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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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從 V&V 兩個經典詞彙：Validation
（確效，做對的事）及 Verification
（驗證，把事情做對）在各領域之應用開始，到新興溫室氣體登錄及
清潔發展機制獨立第 3 者驗證及確效(IV&V)之服務公司運作，以及
NATA 有關檢測方法 V&V 的最新公告指引之內容摘要介紹，旨在提
供實驗室有關方法認證（Certification 或 Accreditation）及品質管理
的相關資訊，保障實驗室產出的數據品質。

11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編者的話∣Editor's Notes

鑑識環境化學：環境鑑識之過去現在與未來
潘復華 1 翁英明 1 王世冠 1 蘇國澤 2 顏春蘭 3 阮國棟 4

環境鑑識學（Environmental Forensics）
法醫科學（Forensic Sciences）是包含許多不同領域學門的科學，環
境法醫科學（Environmental Forensic Science），因為辦理的對象不是
人或命案，在中文譯名上經環保署統一修正為「環境鑑識科學」。根
〈註１〉

據 Carpi＆Schweighardt（2012）

之論述，認為在 1990 年代後期，

美國知名 Battelle 研究所承接的一個與環境鑑識學（Environmental
Forensics）有關的計畫名稱而確立。Battelle 研究所以從事美國超級
基金（Superfund）污染場址之調查、責任歸屬及整治技術聞名全球。
美國超級基金法為 1980 年通過的法，正式名稱為「全面環境應變、
補償及責任歸屬法」（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CERCLA ）。 將 Superfund 視 為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之濫觴，與 Battelle 研究所執行計畫結合，認
為環境鑑識學之發展，至今大約 30 年（1980-2012），是一種很有創
意也是合理的見解

〈註１〉

。由於超級基金花費大半經費在法庭爭訟上

（Litigation），所以環境鑑識學又被戲稱為上法庭科學（Courting
〈註２ 〉

Science）

，但無可諱言，大筆資金的投入，造就許多法庭技巧及

數據品質的提升，更間接催生鑑識環境化學。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組長 2 主秘 3 副所長 4 所長
〈註 1〉Anthong Carpi and Andrew J. Schweighardt, Forensic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Chap. 1, Forensic Chemistry Handbook, 1st Edition, Edited by Lawrence Kobilinsky,
Published 2012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註 2〉Leo S. Lenohart,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 Courting Science?, July/August
2007, Southwest Hydrology.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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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環境化學（Forensic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把鑑識放在環境化學之前，將鑑識環境化學視為環境化學
〈註 3〉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的一個分支學門，又是一種合乎事實

的好見解，證實了環境鑑識技術立基且衍生自環境檢驗技術，但又不
同於環境檢驗技術的應用邏輯及組合

〈註 4〉

。鑑識環境化學隨著環境化

學的成長而逐漸浮現幾個關鍵類型（Key Areas of Forensic Environ.
Chemistry），包括碳氫化合物指紋、同位素指紋、複雜混合物指紋等
化學指紋（Chemical Fingerprinting）類型，以及環境事件之空間關連
〈註 1〉

（Spatial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cidents）類型

。化學指紋

及空間關連的二大分類，能包容目前實務上各種研究發展資訊及政策
需求，環檢所擬訂未來發展之技術路徑，包括移動實驗室及各種指紋
鑑識技術，亦可以此二簡單明顯的分類概括。但環檢所發展的技術路
徑更廣，將人類、動植物、微生物等 DNA 指紋的各種分子生物化學
技術都包括在內，甚至於研發先進技術或方法能偵測的各種染料、高
分子或特殊合成之外加指紋

〈註 5〉

，以因應某些環境管理之特殊需求。

從環境鑑識學到鑑識環境化學的里程碑
從 1980 年美國超級基金法實施，1990 年代 Battelle 研究所等產官學
研投入大量資源去執行超級基金法，到 2012 年 Carpi 及 Schweighardt
〈註 1〉

提出鑑識環境化學

，這 30 年間有二件值得重視也是大家公認的大

事：一為學會；一為期刊。

〈註 3〉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4 期（2012 年 7 月出版），李如訓等〝水化學
（環境化學）：50 年前世與 50 年今生〞論文。
〈註 4〉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5 期（2012 年 9 月出版），潘復華等〝論環境
檢驗與環境鑑識之分際〞論文。
〈註 5〉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6 期（2012 年 11 月出版）
，趙春美等〝廢棄物
外加指紋鑑識技術之開發〞，在國際期刊論文上尚未發現有類似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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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成立 Journal Environmental Forensics（Taylor & Francis,
London）
雖然許多研究工作在 2000 年期刊創刊之前即已進行，但期刊提供很
〈註

好的平台或論壇，加速資訊、觀念及偵測上特殊技巧的科學進展。
1〉〈註 6〉

。

2000 年成立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s（ISEF）
另一個重要里程碑為國際環境鑑識學會（ISEF）的成立，Robert D.
Morrison 是創會靈魂人物，Dr. Morrison 在 2002-2009 年期間奔走全
球各地，舉辦研討會約 20 場，使環境鑑識能見度大幅提高。我國恭
逢其盛，在臺北由環保署與 ISEF 舉辦 2 場國際研討會，視為我國環
〈註 7〉

境鑑識之濫觴

。

強化環境鑑識 10 項建議
2009 年 2 月，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國
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提出一份報告，名
為「強化美國的鑑識科學：前進之路」
（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Path Forward）
，報告由科學家、法官、律師及
法醫科學家組成的小組研究撰寫，小組認為在證據分析達到最高標準
以及書面與證詞的可信賴程度（Reliable and Credible）均有持續改進
的必要。法醫科學（鑑識科學）是一張大傘（a Large Umbrella），底
下包括許許多多科學領域，報告指出並非所有鑑識方法或檢測方法在
標準（Standards）及可信度（Reliability）上均為等重，例如許多方法
〈註 6〉阮國棟等，環境鑑識科學及其應用：回顧與展望，工業污染防治，第 117
期，2011 年 7 月。全文檢視自 2000-2010 年間數百篇論文，分類整理主要 120
篇文章，大部分來自 Journal Environ. Forensics 期刊，稱為文章蓬勃發展的「黃
金十年」。
〈註 7〉二場國際研討會分別為 2003 年舉行的「Environmental Forensics：Using
Science to Reconstruct Contamination Events, 2003 年 12 月 8-9 日」及 2005 年舉
行的「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Conference」。www.environmental
forensics.org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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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夠不上 DNA 科學上的有力證據。但 DNA 方法從 1953 年 James
Watson 發現雙螺旋結構，到 1980 年代 Kary Mullis PCR 的技術出現，
其間還是要歸功科學研究發展（R/D）的努力。因此，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SFS）提出要建立類似 DNA 可信度而非 DNA 的分
〈註 8〉

析方法（non-DNA forensic evidence analysis）的 13 項建議

。本文

將其建議的對象從美國政府國家科學院調整為環檢所，改寫成適合環
檢所或我國的事項，其中有 3 項無關連，共得下列 10 項具體建議。
1.立法院必須同意建置環境鑑識科學專責單位，從事本身研究及教育
的業務，建立物理及生命科學、量測及標準，以及測試及評估等專
業能量。
2.該專責單位必須建置標準詞彙及標準（Standard Terminology and
Standards），用來做為鑑識（或測試）結果或報告之用。
3.該專責單位必須以競爭型贊助研究方式，在環境鑑識領域去深化精
準（Accuracy）、可靠（Reliability）及確效（Validity）的次領域
（Subdiscipline）的研究發展工作。
4.該專責單位在取得立法院預算經費之下，必須以經費贊助去排除執
法單位或檢察單位行政控制下的公共鑑識實驗室，以求客觀
（.….should provide funding to remove public forensic labs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r prosecutor’s
offices. ）
。未來環資部成立後之環境鑑識督察小組的運作模式，可
能還要深入研究，克服此點困難。
5.該專責單位或其他參與環境鑑識工作之單位必須研究「觀察者偏
差」
（Observer Bias）及「人的誤差來源」
（Sources of Human Error），
以利每個案例之偵察。
6.該專責單位必須獲得立法院充分之預算支持，去發展先進工具（包

〈註 8〉SFS 報告全文在 National Academics Press, 500 Fif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可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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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量測、確效、可靠度、資訊分享、績效測試等），以建立鑑識方
法 及 實 務 上 的 規 範 。（ the development of tools to advance
measurement,

validation,

reliabil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oficiency testing in forensic science and to establish protocols for
forensic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practices.）
7. 實 驗 室 認 證 （ Lab Accreditation ） 及 分 析 人 員 認 證 （ Analyst
Certification）必須是有法規依據的（Mandatory）。
8.鑑識實驗室必須做到例行性的品保品管（QA/QC）工作，以確保分
析的準確性。
9.該專責單位必須建置所有環境鑑識各領域的國家工作倫理規範
（National Code of Ethics）。
10.立法院必須提供該專責單位適當經費，讓該單位能與合適的研究
機構和教育機構合作，以改善及發展研究生教育課程，提供獎學
金，強調環境鑑識技術或方法的研究，以便能應用到實務上。

環境鑑識投入研發工作的重要性
2012 年新出版鑑識化學手冊（Forensic Chemistry Handbook）一書，
主編在序言中針對鑑識工作未來發展有精闢的看法，認為持續在鑑識
化學技術方法的研發非常重要

〈註 9〉

，本文將之轉換為「環境鑑識」
，見

解如下。
環境鑑識專家在撰寫報告及法庭證詞（Courtroom Testimony）時，經
常面臨 3 大問題：
1.專業技術是否基於合理科學基礎（Sound Scientific Foundation）？
以 致 於 實 驗 或 測 定 結 果 或 發 現 是 正 確 （ Accurate ） 及 可 信 的
（Reliable）。

〈註 9〉Forensic Chemistry Handbook, Preface by Editor Lawrence Kobilinsky, Wiley
Publication, 2012.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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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為錯誤或分析人員偏差是否嚴重到可能導致結果的不正確及不
可信？
3.是否已建構堅強的標準（Rigorous Standards）用以作為測定結果之
解釋（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SFS 報告小組認為除了 DNA 證據外，沒有一個次領域的鑑識科學方
法 對 單 一 鑑 別 有 充 分 的 可 信 （ with the exception of DNA, no
subdiscipline of forensic science is sufficiently reliable that a unique
identification can made of physical evidence）。例如：
1.這顆子彈由這把搶枝射出，天底下再不可能有其他槍枝射出此一子
彈。
2.這個胎痕與此一輪胎相符，不可能有其他輪胎。
3.這個指紋是由此人留下的，再不可能有其他人留下。
上述 3 種陳述的統計學基礎是什麼？量測誤差率有多少？人為錯誤
率有多少？在報告或證詞上要如何做結論及表達？將這些放在心
裡，我們除了廣為閱讀期刊書籍、同儕專家切磋學習外，技術的研究
發展（R/D）會加速提升我們資源的整合及實務能量。

結語
環境鑑識發源於 1980 年代美國超級基金法污染場址整治之大量需
求，到 2012 年「鑑識環境化學」作為「環境化學」次領域學門的確
定，30 年發展歷程中，有專門期刊〈Journal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及專門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ISEF〉
的成立，至今已略見規模。本文借由美國 NRC 2009 年之文件，提出
我國未來環境鑑識或鑑識環境化學發展的 10 項建議，期待政府能持
續投入研發能量，實踐環境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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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環境檢驗室的 6 個關鍵字
巫月春 1

由於我國環境檢測機構許可管理制度因襲國際自由認證體系之認證
與管理規範，但隨著各污染防治法規自行申報制度之實施，限定執行
申報檢測之機構為經許可之環境檢測機構後，使得我國環境檢測機構
管理制度有國內特有強制認證之法律限制禁止管理效果，但也承襲國
際上自由認證體系實驗室管理規範（國際標準組織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簡稱 ISO） 與國際電工協會（The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簡稱 IEC 發布之 ISO/IEC
17025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1,2,3）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
。在檢測行政管理上，檢測機構依照

ISO/IEC 17025 規範與檢測機構經營規模、經營項目與人力資源等因
地制宜，自行訂定品質目標、管理政策與操作程序進行自主管理。本
文列出環境檢測機構管理階層要管好檢驗室之 6 個關鍵字，包括態度
（Attitude）、雙盲樣（Double Blind Sample）、內部稽核（Internal
Audits）
、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
、儀器的校正與維護（Calibration
＆Maintenance）與管理審查（Management Reviews）等，提供管理者
參考。

1、 態度（Attitude）
若依英文字母次序數字將「Knowledge（知識）
」、「Work Hard（努力
工作）」與「Attitude（態度）」三個單字之英文字母數字相加，其結
果分別為 96、98 及 100。這雖然是一個巧合，但是對實驗室管理者
來說，環境檢測相關學問知識很重要，賣力審查檢測報告、管理實驗
室運作也很重要，但是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態度更是實驗室管理之
關鍵因素，因為管理階層的態度決定檢驗室的數據品質。美國聯邦政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組長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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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食品藥物管理局（FDA）執行食品藥物檢測比測計畫結果發現，若
告知為比測樣品，參加比測之所有檢驗室檢測結果均在 1 倍標準差範
圍內；但是若將樣品混入例行樣品（雙盲樣）中有半數實驗室檢測結
（1）

果落在 3 倍標準差範圍之外 。本所亦曾經進行毒性化學物質多氯聯
苯之雙盲樣測試，也得到類似結果，當告訴檢測機構作為盲樣測試樣
品，其測試結果合格率 100﹪；但相同樣品透過工程顧問公司送樣之
測試結果不合格率 50﹪。這顯示只要面對盲測或比測作業時，執行
檢測或報告審核人員的態度將大不同，且面對檢測樣品的態度中外皆
如此。故管理階層應該牢記，當您執行檢測報告之數據審核時，並非
品管數據都符合就萬無一失，不妨試試雙盲樣以增強您簽署報告的信
心。且在上位者若用應付或隱藏問題的態度面對環境檢驗所的管理作
為，上行下效之效應下，檢驗室同仁也可能敷衍您，而且可以敷衍的
很完美，因為他們技術熟悉程度遠勝監督管理者。

2、 雙盲樣（Double Blind Sample）
雙盲樣係指樣品之外觀、委託、送樣程序均無異於一般委託檢測之案
件，亦透過一般委託人將樣品委託受測之檢測機構進行檢測，該檢測
單位及人員事前並不知道是該樣品為測試樣品。一般性盲樣測試，會
事前告知檢測單位及人員，檢測人員檢測操作會特別小心，數據驗
算、審核亦特別仔細，管理階層甚至要求第二人分析確認再三然後才
出具檢測報告。雙盲樣之測試，主要用於檢測人員檢測方法常態性操
作技術之評估，亦可作為檢測機構內部運作機制之評估。例如：某檢
測機構在受理毒物檢測案件時，將兩個樣品編號誤植，導致檢測結果
恰好相反，損及委託之政府機關公權力，該檢測機構也因此遭到行政
處分。檢視此案例之檢測機構將樣品編號誤植顯非蓄意，只是它發生
在最不可以發生之時機。此案例之檢驗機構運作系統，其受理樣品固
然缺少第二人查驗機制，但縱使設置第二人查驗機制，此種作業疏失
人員稍一不慎仍可能發生。檢測機構管理階層若能適當應用雙盲樣測

19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觀點∣Viewpoint

試機制，除評估檢測技術外，亦可透過複數雙盲樣品之測試，了解檢
驗室運作上潛在之危機，故建議最高管理階層應該適當應用雙盲樣測
試機制，了解檢測人員真實技術及樣品控管與保全作業之運作。

3、 內部稽核（Internal Audits）
內部稽核是一種獨立，客觀的保證和諮詢活動，用以檢視檢驗室現有
系統運作是否符合法令及規範、增加價值和改善組織運營的自我管理
之工具，其重要性、專業性遠超過外部稽核。因此，測試與校正實驗
室一般規範檢驗室每年應至少一次依據預定的時程與程序，對其活動
進行內部稽核，以查證其作業持續符合品質系統與基本規範之要求。
除前述定期性、全面性之內部稽核外，當檢驗室遇到抱怨處理、檢測
工作不符合要求時、矯正措施執行或隨時任何值得改善之機會時，均
應執行事件影響所及之局部性內部稽核。而內部稽核常出現（1）不
了解稽核之目的而虛應故事（2）權責未明，球員兼裁判（例如：品
保員稽核自己掌理之品質系統事項）
（3）視不見或“暗坎＂事實（4）
查核範圍涵蓋面不足，例如未包含採樣現場之稽核（5）未落實執行
稽核工作，照表操作陷入格式中等問題。多年來，我們發現檢驗室因
內部稽核所發現之系統問題不多也不大，但外部稽核發現問題卻是不
少，甚至遭到裁罰或撤證之行政處分之案件亦很常見，足以證實內部
稽核工作之落實情形仍有待加強。

4、 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
若檢驗室品質系統或技術作業之不符合事項或偏離政策與程序確定
時，需要執行矯正措施，所以矯正措施係指因內外部稽核、績效查核、
管理審查、抱怨處理、分析異常、例行品質稽核、人員之觀察或其他
原因，而發現有不符合工作或偏離品質系統規定之情形時，所產生之
矯正行為。而矯正措施應先調查分析問題發生的原因，才能根本解決
問題。例如：若在檢驗室地上發現一灘水，除了要儘快把地板擦乾外，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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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一步確認這灘水會出現之原因是偶發（人為疏忽）或系統性問
題（屋頂漏水），才能預防再漏水之發生。當然，調查檢驗室品質系
統或技術作業問題發生之原因並非易事，尤其是隨機發生之原因，但
是，管理者至少應盡力檢視可能發生之系統性因素，以預防系統性問
題之再發生。因此，環境檢驗室基本規範明訂技術作業或品質系統不
符合事項之潛在原因可包括：客戶要求、樣品特性、方法與程序、人
員技能與訓練、消耗品或儀器及其校正

（2）

等。某次環境檢驗所所舉

辦之微生物例行盲樣測定結果，甲檢驗室檢測結果偏低，經檢驗室逐
一檢討方法與程序、消耗品等潛在可能原因後，發現該檢驗室檢測試
劑配製錯誤。而甲檢驗室的主要修正措施有 3 項，第 1 項是立即依檢
測方法重新配製微生物檢測試劑；第 2 項是進行重新配製之正確試劑
與原先配製錯誤之試劑進行品管樣品與飲用水真實樣品比對測試，評
估檢測結果之影響性及對已發出之檢測報告是否須收回修正等等；第
3 項是全面清查所有許可項目之試劑配製方法是否符合檢測方法規
定，檢視配製錯誤是個案還是系統性問題。這個案例展現之管理態
度，不但進行個案影響程度之探討，更深入比較此批試劑已完成之檢
測報告的影響程度，並評估所出具之檢測報告是否有回收的必要，其
由個案發生原因進行系統性檢查，檢視系統錯誤發生之可能的態度，
是值得讚許與學習的。

5、 儀器的校正與維護（Calibration＆Maintenance）
凡對於檢測結果之準確度或有效性具有重大影響之所有儀器設備，包
括輔助性的量測設備如供量測環境條件者，應在啟用前加以校正，包
括量測長度、溫度、質量、壓力、流量或體積等之儀器設備，均要有
校正計畫，並依據校正計畫進行週期性校正。環境檢測所需儀器設備
之校正，分為外部校正與內部校正兩類。外部校正係指必須委託已取
得 ISO/IEC 17025（CNS 17025）認證之國內外校正機構辦理的校正
作業；而內部校正則可由環境檢驗室本身自己執行或委託檢驗室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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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 ISO/IEC 17025（CNS 17025）認證之國內外校正機構辦理校
正。進行外部校正時，應該要注意執行校正單位校正報告品質，尤其
其標準件，必須經由一連串之比較鏈可以追溯至國家或國際標準之可
追溯性；校正件之容許誤差與校正範圍亦應包括檢測工作之範圍。環
境檢驗室偶有出現沒有校正計畫規劃，而迫於時間壓力下，選擇未取
得 ISO/IEC 17025（CNS 17025）認證之國內校正機構進行校正或遷
就校正實驗室之認證校正範圍，以致於執行校正之範圍未包括日常工
作範圍，而失去校正意義。內部校正時，參考標準應由能提供追溯性
的機構來校正，且該參考標準應僅用於校正而不用於其它目的。若參
考標準在做任何調整後，都應加以校正；若以經濟成本考量下，檢驗
室可以外部校正取代內部校正，但其校正週期與項目應與內部校正相
同。儀器之維護計畫，是目前檢測機構較輕忽的基本工作，儀器的維
護就如同汽車定期保養一樣，我們期望儀器在維護週期內功能保持穩
定正常。許多檢測設施基本的維護就是儀器的清潔，檢驗室可以透過
校正數據或檢量線定量數據來評估儀器的情況，例如排放管道中總碳
氫化合檢測時，尤其火焰離子偵測器（FID）容易積碳阻塞，每一次
檢測前建立高、中或低濃度之檢量線時，都可以將同一濃度之儀器訊
號強度來做比較，當訊號質變異(下降或上升)均顯示儀器逐漸偏離正
常狀態，可以先將火焰離子偵測器清潔後再進行檢測。其他維護項目
檢驗室可以視需求程度判定後，委託原儀器設備製售廠商、授權代理
商或其他有能力的維修廠商或自行辦理。

6、 管理審查（Management Reviews）
「管理審查」是管理階層最直接參與檢驗室管理之機制，決
策管理階層須依預定時程與程序主持召開，對檢驗室的品質
系統與檢測業務進行檢討審查，解決檢驗室之檢測或品保有
關問題，並確保其持續的適合性與有效性。環境檢驗測定機
構經濟規模不大，決策之管理階層與執行業務階層分界不明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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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甚至檢驗室主管即為最高決策管理階層，因此往往容易
忽略管理審查之重要性與功能性。基本上，我們期望管理審
查 會 議 要 討 論 的 議 題 包 括 （ 1） 檢 驗 室 運 作 之 政 策 與 程 序 之
適 合 性 （ 2） 資 源 及 人 員 訓 練 內 容 （ 3） 檢 驗 室 主 管 、 檢 測 報
告 簽 署 人 或 品 保 品 管 人 員 之 報 告 （ 4） 最 近 內 部 稽 核 之 結 果
（ 5） 矯 正 與 預 防 措 施 （ 6） 外 部 機 構 之 查 核 或 績 效 評 鑑 結 果
，這些事項實質之檢討審查，有助於檢驗室財務、人力、資
源之規劃，例如：了解工作量與工作類型之變化，除有助於
掌握市場需求，亦有利於人力資源與設備投資規劃與準備。

結語
檢驗室品質保證工作是不斷進行檢測運作系統之 P(Plan)、D(Do)、
C(Check)及 A(Action)循環，藉由檢驗室自我檢討持續改進，尤其決
策管理者必須坦然面對問題才真正解決問題，讓檢驗機構持續進步，
檢測數據品質也才能提升且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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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致勝秘訣：環境檢測 24 個關鍵字
郭季華1 王振興2 彭瑞華 2

本文列出執行環境介質中各種無機及有機污染物檢測之 24 個重要關
鍵字，其中包括環境檢驗常用之檢測技術、檢驗過程中常遇到的一些
干擾及其去除方式、樣品的淨化、污染物定性及定量方法，希望能藉
由淺顯易懂的介紹，讓每一位讀者更能了解環境檢測的相關知識，強
化實驗分析技術，以確保檢測數據之品質。

1. 標準品（Standards）
標準品為一含已知待測物濃度之物質，可作為分析時之參考物質或用
於分析儀器之校正。一級標準品為一種精確了解組成的物質，若以其
配製溶液，可以所稱重的重量可靠地計算其濃度，故一級標準品的物
質通常具有下列性質：
（1）99.99 % 以上的高純度。（2）分子量大。
（3）在空氣中安定。（4）無結晶水，且不受溼度影響。（5）對滴定
溶劑有良好的溶解度，且有一定比值之反應。而二級標準品指的是檢
驗室為進行特定分析而配製的標準品，含待測物且已知濃度的均勻物
質，可以提供直接分析樣品濃度或建立儀器檢量線並間接求得樣品濃
度，一般是以一級標準品來標定其濃度。以酸鹼滴定為例，鄰苯二甲
酸 氫 鉀 (Potassium Hydrogen Phthalate) 及 無 水 碳 酸 鈉 (Anhydrous
Sodium Carbonate)可以作為一級標準品，氫氧化鈉只要開瓶後即會吸
收空氣中的水及 CO2，故無法作為一級標準品，但氫氧化鈉溶液可以
適當之一級標準品加以標定，為一種二級標準品。同樣地，鹽酸因其
發煙性質，其強度會因而改變，而硫酸具吸濕性，這兩種溶液都可以
碳酸鈉標定，故為二級標準品。總之，二級標準品之組成較無法確定，
但可以形成穩定的溶液，不會因短期保存而變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簡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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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質效應（Matrix Effect）
基質效應為樣品中待測物以外的成分對待測物檢測時之影響，基質效
應會間接影響待測物訊號的強度或解析度，例如以 ICP-AES 進行元
素分析，當樣品中含有不同濃度的 Na 時，可以明顯發現 Cr 及 Cd 的
回收率有明顯改變，Cr 及 Cd 原子譜線相對強度會遠大於其離子譜線
之相對強度。此外，酸濃度改變所導致的基質效應亦非常明顯，對
Cd 及 Pb 而言，酸濃度越高其原子及離子譜線強度越低，然而對 Cr
的原子譜線而言影響較少，而其離子譜線反而有增加的趨勢。
為了避免樣品溶液與檢量線溶液因為基質之不同，導致相同待測物濃
度下之訊號差異而造成定量上之誤差，可以採用下列幾種方式克服：
（1）蒸餾、萃取或其他可以去除干擾基質之樣品前處理。
（2）檢量線溶液基質匹配，使與樣品溶液基質類似或以類似樣品基
質之標準品建立檢量線。
（3）使用內標準品法進行校正。
（4）使用標準添加法。

3. 基質匹配（Matrix Matching）
儀器分析的定量是依據檢量線而來，亦即建立在"分析物濃度與其訊
號強度"關係的基礎上。要得到一個正確無誤的分析結果，前提為在
樣品中與檢量線溶液中，相同的分析物濃度所產生的訊號強度是相同
的。然而實際上，分析物訊號可能受到樣品基質的影響（即所謂基質
效應），導致訊號強度被加強或抑制，因樣品與檢量線中相同分析物
濃度之訊號強度不同，而造成定量上之誤差。這類誤差可利用基質匹
配(Matrix Matching)的方法，亦即模擬與樣品基質相同之溶液來製作
檢量線，而將此干擾效應予以補正或消除，本署公告飲用水處理藥劑
中重金屬含量檢測方法，大部分即是採用基質匹配法進行檢測，例如
飲用水處理藥劑－次氯酸鈉中鎘、鉻、鉛之檢測，即是以添加基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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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溶液的方式，讓每 100 mL 的樣品製備液及檢量線標準溶液中皆含
有約 2.5 g 有效氯，使兩者基質相當，藉由檢量線溶液與樣品之基質
匹配，即可消除樣品中含有大量的次氯酸鈉所造成之基質效應。

4. 標準添加法（Standard Addition Method）
標準添加法一般使用於複雜基質樣品之檢測，該方法意指將已知量的
標準品加至一或多個處理的樣品溶液中，補償由於樣品組成對分析訊
號的增強或降低所導致與檢量線斜率有所偏差的現象。
（1）標準添加法最簡單的方式為單一添加法，係取兩份相同體積 VX
的同一樣品溶液，第一個（標示 A）加入已知濃度為 CS、體積
為 VS 之標準溶液；第二個（標示 B）加入相同體積 VS 的試劑
水。A 及 B 之分析訊號經過空白分析訊號校正，則未知樣品的
濃度 CX 可由下式計算：

CX =

S B VSCS
(S A − S B ) VX

其中 SA 及 SB 分別為溶液 A 及 B 經空白校正後之分析訊號值。
適當選擇 VS 及 CS 應使 SA 大約為 SB 的兩倍，以避免對樣品過度
稀釋。若樣品經過分離或濃縮步驟，最好先進行添加步驟，再
繼續完成其餘的程序。
（2）使用系列標準添加法有助於改善分析結果。在等體積樣品中加
入一系列含有不同已知量的待測物標準溶液，再稀釋成相同的
最終體積。例如製備 "添加 1" 溶液使其最終濃度的吸光度大約
為樣品待測物的預期吸光度的 50 %，製備 "添加 2"及"添加 3"
溶液則分別為樣品待測物預期吸光度的 100 %及 150 %。測定溶
液的吸光度，以吸光度為縱軸，添加濃度為橫軸繪圖，所得直
線令其外插至吸光度為零時橫軸之截距即為樣品中待測物的濃
度（如圖 1）。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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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 area
Y

Sam ple solution
含待測物

Y = m x+n
令 Y = 0, C x = n/m
Sam ple solution
不含待測物

X
-C X

X

CX
Spike concentration

圖 1 標準添加法圖示

5. 光譜干擾（Spectral Interference）
金屬元素分析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為原子吸收光譜法及原子發射光
譜法，原子吸收光譜法一種根據特定物質基態原子蒸氣對特徵輻射的
吸收來對元素進行定量分析的方法；而原子發射光譜法是一種利用受
激發氣態原子或離子所發射的特徵光譜來測定待測物質中元素組成
和含量的方法，兩者皆屬於光譜分析法，既是光學分析法則無法避免
光譜干擾之產生。原子吸收光譜法中所產生的光學干擾為當樣品中非
待測元素的吸收波長落在待測元素吸收光譜線寬，此時因干擾元素對
原子吸收訊號的貢獻，使分析結果會偏高。如使用多元素燈管時，有
可能會因燈管電極上塗佈的其他元素，或電極中不純物所放射出之特
性光，與樣品中其他元素作用，而使得分析結果出現誤差現象。一般
而言，可利用減少狹縫寬度的方式來降低此類干擾。
以原子發射光譜法為例，常見的光譜干擾有下列幾項：
（1） 譜線重疊：發生的原因有兩種，其一是因基質中其他元素與待
測元素的測定波長相同，而造成譜線完全重疊之干擾；另外一
種情況則是當干擾元素與待測元素的波長相近，且干擾元素濃
度很高時，造成譜線變寬，而與待測元素之譜線產生部份重疊
的干擾。此類型之干擾，可以藉由選擇元素之其他測定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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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干擾校正係數或儀器廠商所開發之電腦自動譜線干擾解析
軟體來進行校正。
（2） 寬帶重疊：當樣品基質、溶劑或大氣導入電漿時，所形成之分
子離子（例如 N2+、OH-、NO+、CN-等）或未完全解離的化合
物（例如 AlO+等），會導致寬帶分子發射譜線的產生，因而造
成待測元素背景的提升。此類寬帶重疊的干擾，一般可利用背
景校正法予以克服。
（3） 自吸收效應：當含高濃度待測元素之樣品導入電漿時，分佈於
電漿溫度較低區域的元素，會吸收由溫度較高區域的激態元素
所放射之譜線，而造成該元素分析濃度偏低的結果。可藉由樣
品稀釋或提高電漿溫度，來避免此效應的發生。
（4） 迷光輻射：主要係由於高濃度元素所產生的大量發射譜線，在
光譜偵測系統中產生迷光，造成背景飄移的效應。一般可利用
樣品稀釋或背景校正法來作校正。
因受激發氣態原子或離子所發射的特徵光譜非常複雜，相較於原子吸
收光譜法，光譜干擾相對較為嚴重，例如土壤消化液中大量的鋁會對
鉛 220 nm 干擾，土壤消化液中大量的鐵會對鎘 226 nm 干擾，因此在
進行原子發射光譜法分析時建議同一元素同時選擇多個分析譜線，藉
由不同分析譜線所得測值之比對，來判斷是否有光譜干擾之情形發
生，同時亦必須隨時注意圖譜之背景校正是否適當，唯有如此，才能
避免光譜干擾所產生之數據誤判現象。

6. 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
定性分析的目的在於確認樣品中物質（化合物）的成分，若要確認樣
品中的離子成分，一般可以其化學性質或利用離子層析法加以判定。
在定性分析中，未知物的化學性質可以藉由與一些不同的試劑系統性
的反應來加以判斷，利用與特定離子產生的反應來預測未知溶液中可
能存在的離子，例如溶液中加入硫酸，若有白色的沉澱物產生，則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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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可能含有鋇離子，若沒有白色沈澱產生，則明顯表示溶液中沒有
鋇離子存，此時必須添加另外試劑來產生不同反應來判斷是否有其他
離子存在。除了利用化學性質判斷，亦可使用離子層析法，將未知溶
液注入離子層析儀，在特定實驗條件下，各離子的滯留時間為一定
值，可依其滯留時間，予以定性。
若要了解未知樣品中所含元素成分，可利用原子吸收光譜、原子發射
光譜、質譜或 X 射線螢光光譜法等進行定性分析。原子吸收光譜係
利用中空陰極燈管或無電極放電燈管所產生的特性光，會被特定金屬
元素所吸收之特性，來判斷溶液中是否存在該特定元素；而原子發射
光譜或 X 射線螢光光譜法則是利用熱源或 X 射線將元素激發，當元
素由激發態回到基態時會發射出特定波長之光譜線，由所發射之特性
光即可判斷所含元素，至於質譜法，則是利用熱源將元素形成帶正電
離子，導入質譜儀中進行分析，由所測得質荷比來判斷所含元素種類。

7. 解析度與感度（Resolution & Sensitivity）
層 析 管 柱 解 析 度 (Column Resolution) 在 儀 器 分 析 之 層 析
(Chromatography)化學領域中談及解析度時一般會以圖 2 形來解釋。

圖 2 解析度說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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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的橫軸代表時間，縱軸代表偵測器所收到訊號的強度，意即代表
化合物從分析管柱分離後被逐漸偵測的過程。從圖的上方逐一往下
看，可發現一開始的時候化合物 A，B 出現的時間是比較接近。以第
一個圖來說，單就波峰的訊號，我們無法確定任何一點的訊號是來自
Compound A 或是 Compound B，而產生了「模糊」的感覺。相反地，
最下方的圖，我們可以清楚地辨別出波峰的訊號是來自何種化合物，
也就是人類感官中「清晰」的概念。為了更清楚表達「清晰」概念的
程度，我們便定義「解析度」一詞。
解析度（Resolution）定義為 RS = ΔZ/(WA/2+WB/2)
其中 RS 為解析度， ΔZ 為兩波峰的時間差， WA，WB 為波峰寬度
質譜解析度（Mass Resolution）一般是以解析能力（Resolving Power,
R），或質量準確度（Mass Accuracy）表示。質譜解析度為分辨兩個
質量相近離子的能力，一般定義為 m/△m，其中 m 表示所測定離子
的質量數，△m 則表示可分辨的相鄰兩質量峰之質量差的大小。就戴
奧辛分析用磁場式質譜儀而言，△m 是以兩個峰於波谷 10﹪處可完
全分離（10﹪Valley Definition）之質量差異為主，而其他種類之高解
析質譜儀， △m 是以是用波峰半高寬（Full Width Half Maximum,
FWHM）處的質量差值來評估。現今對於高解析質譜儀的定義為解析
度需大於 10,000 才能算是高解析質譜儀。而質量準確度是指經儀器
測量得到的質量數與其理論質量數的差異，一般以△m/m 表示之，而
△m 是指該化合物之理論精確質量數與儀器測定所得到精確質量數
之間的差距，m 則表示其理論精確質量數，其單位為 ppm。一般有機
化合物之分子式，將其真正元素原子量加總計算成該化合物之精確質
量數，當質譜儀解析能力越高，所能分辨質量差異越小，所測得質量
越精確，如此能準確的評估該化合物之分子式，並得到正確之元素組
成，將有助於未知化合物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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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解析度”屬於橫向時間的程度判別，縱向訊號的程度判別，我
們會使用到「靈敏度」一詞。靈敏度（Sensitivity）定義為：層析波
峰面積（Peak Response）改變相對於濃度改變的變化速率，例如檢測
濃度微小的改變卻造成層析波峰面積巨大的變異，則為高靈敏度。靈
敏度高通常伴隨著定量範圍較窄，及較小的量測不確定度。就分析儀
器而言檢量線（y = a + bx）的斜率（b）就是分析方法的靈敏度，斜
率大於 1 或小於-1 表示該方法屬於高靈敏度。靈敏度越高越能查覺待
測物濃度微小之變化。假若日常分析發現靈敏度變化過大，則很可能
會影響到檢量線的適用性，所以需要將靈敏度測試納入例行品保/品
管查核事項。

8. 氧化鋁管柱淨化（Alumina Cleanup）
氧化鋁管柱淨化（或稱礬土管柱淨化）原理係依待測物的極性不同而
藉 以 分 離 ， 礬 土 是 具 有 多 孔 性 顆 粒 狀 的 三 氧 化 二 鋁 （ Aluminum
Oxide）
，常填充於管柱中，並常適用於三種 pH 值範圍（鹼性、中性
和酸性），使用不同的極性溶液沖提管柱而將不同極性化合物從干擾
物中分離出來（NIEA M181），沖提過程通常依序由非極性溶液、弱
極性溶液再到極性溶液：
（1）鹼性(B)（pH9 至 10）用法：適用於在鹼、醇類、碳氫化合物、
固醇類、生物鹼、和天然顏料中穩定之鹼性和中性化合物，但
可能造成聚合、冷凝和脫氫反應；不能以丙酮或乙酸乙酯當沖
提液。
（2）中性（N）用法：適用於在醛類、酮類、對苯二酮（Quinones）、
酯類、內酯（Lactones）和配醣物（Glycosides）
，但活性較鹼性
型態低。
（3）酸性（A）（pH 4 至 5）用法：適用於在酸性顏料（天然或合
成的）及強酸（在中性和鹼性礬土會有化學吸附者）。
（4）活性等級：根據 Brockmann 等級，酸性、鹼性或中性礬土可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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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成不同活性等級（I 到 V）
，方法為添加水至等級 I 礬土（製
備 過 程 中 加 熱 至 400 至 450℃ 直 到 不 再 有 水 份 揮 發 ）。
Brockmann 等級分類如下：

含水量（wt %）

0

3

6

10

15

活性等級

I

II

III

IV

V

0.13

0.25

0.45

0.5

RF(滯留效率)以對-胺 0
基

偶

氮

苯

(p-Aminoazobenzene)
計

9. 活性碳管柱淨化（Carbon Column）
石墨是碳的同分異構物，為平面網狀晶體，活性碳管柱淨化原理是利
用石墨平面型的結構特性，對平面狀化合物有較強之吸附性，可藉以
分離非平面狀化合物的干擾物質。活性碳重量輕及表面積大，單獨配
製成管柱淨化時容易阻塞，所以在使用活性碳管柱淨化時係將少量活
性碳與矽藻土(Celite)配製而成，讓活性碳均勻混合在矽藻土的支撐物
上藉以提供活性碳良好的作用表面積。最常使用活性碳產品為 AX-21
（或 PX-21）
，其表面積為 1,000 m2/g，吸附效果強，但目前已停產，
替 代 產 品 為 Carbopack C ， 為 石 墨 化 活 性 碳 (Graphitized Carbon
Black)，表面積僅為 10 m2/g，是 AX-21 的百分之一，所以 Carbopack
C 吸附力較弱，填充的配比及使用量需較多。由於石墨平面型結構，
對平面型化合物如戴奧辛有較佳之吸附性，故可用來分離平面型多氯
聯苯及其他非平面型化合物。
使用活性碳管柱前應將活性碳置於 130℃烘箱活化 6 小時，取出後置
於乾燥箱中冷卻備用。樣品萃液移入活性碳管柱後先以二氯甲烷/環
己烷（50/50, v/v）
、二氯甲烷/甲醇/甲苯（75/20/5, v/v）流洗管柱以去
除平面狀多氯聯苯及其他非平面型化合物；然後反轉管柱，再以大量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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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流洗出管柱中平面型化合物如戴奧辛及呋喃。反轉管柱之作用，
係因活性碳吸附力強，平面型化合物如戴奧辛及呋喃在活性碳管柱上
層被牢牢吸附，所以反轉管柱目的在將平面型化合物如戴奧辛及呋喃
移至管柱下端位置，再以甲苯流洗以提高其回收率。活性碳管柱淨化
另一個要注意之處就是活性碳之配製，活性碳與矽藻土混合必須均勻
（常需振盪數小時），否則在淨化過程容易使與活性碳結合力較弱之
低氯數戴奧辛及呋喃被流洗損失，導致回收率偏低。混合均勻與否可
由顏色判斷，若顏色不均勻，即是混合不完全。

10. 酸性矽膠管柱淨化(Acid Silica Cleanup)
酸性矽膠管柱淨化原理係利用附著於矽膠表面之濃硫酸的強酸特性
破壞對酸不穩定化合物或基質，而保留對強酸穩定之待測物。由於經
過萃取之後的萃取液中除了待測物外，亦包含其他種類之有機、無機
干擾物質，包含脂肪族、多環芳香族化合物、天然色素及有機、無機
酸等干擾物質，因此需以酸性矽膠管柱去除其他干擾物質，適合用以
淨化有機氯殺蟲劑、多氯聯苯、戴奧辛、多溴二苯醚…等待測物。
酸性矽膠 (Acid Silica Gel)可以分成濃硫酸與矽膠(Silica Gel)兩部
分，矽膠是由矽酸鈉和硫酸反應而生成之弱酸性非結晶狀矽酸，具有
吸附作用能被使用在淨化管柱中之填充物，以分離與分析物化學極性
不同之干擾物。配製酸性矽膠管柱需先將矽膠在 180℃活化 1 小時後
備用，混合 100 g 經活化後之矽膠與 44 g 之濃硫酸於附螺旋蓋鐵氟龍
內墊之玻璃瓶內（可按比例調整），充分震盪攪拌或利用攪拌棒攪散
硬塊，使其完全混合，讓濃硫酸均勻附著於矽膠表面，由於矽膠顆粒
細小而可以增加濃硫酸作用之表面積。酸性矽膠管柱淨化方式是將玻
璃管柱內充填適當酸性矽膠，並於管柱頂端加入無水硫酸鈉後將樣品
萃液移入淨化管柱內，再以正己烷沖提淨化管柱，干擾物質會被濃硫
酸碳化而留在淨化管內，此時酸性矽膠會呈現黑色狀態，若酸性矽膠
管柱變色範圍超過配製管柱高度的一半，則干擾物質有可能會穿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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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矽膠管柱，所以應該再執行酸性矽膠管柱淨化一次。酸性矽膠管柱
淨化不會發生類似濃硫酸酸洗的乳化現象，但是若樣品基質複雜或是
生物樣品油脂過多，當萃液移入酸性矽膠管柱時會在管柱上方產生嚴
重碳化情況而堵塞管柱中斷實驗，此時可使用多層酸性矽膠管柱淨化
法克服，玻璃管柱內下層可填充濃硫酸配比較高之酸性矽膠，上層可
填充濃硫酸配比較低之酸性矽膠，可減緩嚴重碳化情況不致堵塞管
柱。

11. 同位素標幟稀釋法(Isotope Dilution Method)
同位素是指同一元素的不同原子，其原子具有相同數目的質子，但中
子數目不同，例如碳原子中有 6 個質子及 6 個中子的碳-12（12C）及
有 6 個質子及 7 個中子的碳-13（13C），所以同位素是具有相同原子
序數但質量數不同。同位素標幟稀釋法是應用放射性同位素（或穩定
同位素）進行化學分析的一種方法。它是將已知量的同位素標準品加
入樣品中，因為同位素標準品與待測物質化學式相同（僅有質量數不
同）或極為相似，故物理化學特性幾乎完全一樣，因此在樣品淨化過
程中的待測物質損失率，可由同位素標準品的回收率得知，並經由儀
器量得待測物質訊號強度與已知量的同位素標準品訊號強度比對，可
精確計算該待測物在樣品中的濃度。另外，同位素標準品亦有定性的
功能，特別是待測物質有中大量的同源物(Congeners)不易分離時，本
方法可正確的辨識特定同源物而不會產生誤判的情形。
同位素標幟稀釋法主要應用於成分複雜、分離困難或超微量濃度的樣
品分析。它已廣泛用於生物化學方面，如維生素、抗生素等複雜物質
的分析；有機化學方面，如氨基酸、脂肪酸、殺蟲劑、聚合物等複雜
混合物的分析；無機化學方面，特別是對性質類似不易分離的稀土元
素的定量測定。許多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如戴奧辛、有機氯農藥、毒性多氯聯苯、多溴二苯
醚的檢測也皆是使用此方法進行分析。同位素標幟稀釋法的最大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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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精確執行定性及定量分析，以戴奧辛為例，在 210 種同源物中
它可正確找到 17 種毒性較高的同源物；而其濃度低到ㄧ兆分之一
( 10-12 , ppt )甚至千兆分之一( 10-15 , ppq )皆可精確定量。

12. 毒性當量因子（Toxic Equivalency Factors）
戴奧辛共有 210 種同源物，分別為 75 種多氯戴奧辛(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簡稱 PCDDs)和 135 種多氯呋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簡稱 PCDFs)同源物，2,3,7,8 位罝被氯原子取代者，
稱為 2,3,7,8-氯取代多氯戴奧辛(有 7 種)和 2,3,7,8-氯取代多氯呋喃(有
10 種)，生物毒性較強，其中又以 2,3,7,8-四氯戴奧辛(2,3,7,8-TCDD)
毒性最強，有「世紀之毒」之稱。多氯聯苯共有 209 種同源物，在連
接二個苯環的單鍵旁的 4 個鄰位只有一個氯取代基、或 4 個鄰位沒有
氯取代基存在者，因結構類似平面狀造成生物毒性類似戴奧辛，被稱
為戴奧辛類多氯聯苯(Dioxin-Like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多氯戴
奧辛(有 7 種)、多氯呋喃(有 10 種)、與戴奧辛類多氯聯苯(有 12 種)
統稱「戴奧辛類化合物」(Dioxin-Like Compounds, DLCs)。
戴奧辛類化合物具有 29 種待測物，如何評估不同環境及生物體內累
積的戴奧辛類化合物所造成的毒性及影響至為重要，因此國際組織以
毒性當量因子(TEFs)的概念來評估戴奧辛類化合物的毒性，戴奧辛類
化 合 物 中 以 2,3,7,8-TCDD 的 生 物 毒 性 最 高 ， 國 際 組 織 即 以
2,3,7,8-TCDD 的毒性當量因子為 1 (TEF=1)，其他待測物則依據其與
2,3,7,8-TCDD 結構的相關性、所引發的生化和毒性反應、持久性及在
食物鏈中的累積情形等特性而給予不同的 TEF 值。建立 TEFs 值後，
可以將樣品中戴奧辛類化合物的化學分析結果進一步轉換並得到毒
性當量(Toxic Equivalent Quotient, TEQ)濃度，毒性當量濃度代表樣品
中所有戴奧辛類化合物總毒性。毒性當量濃度的計算如下：
TEQ＝[(PCDDi×TEFi)n]＋[(PCDFj×TEFj)n]＋[(PCBk×TEFk)n]
國際上依管制目的常用的毒性當量因子有 I-TEF 及 WHO-TEF 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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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公告管制法規中僅「飲用水水質標準」係採用 WHO-TEF 計算
毒性當量，其餘均使用 I-TEF 計算毒性當量。衛生署在 95 年發布「食
品中戴奧辛處理規範」係採用 WHO-TEF 計算毒性當量。

13. 氣相層析（GC）與液相層析（HPLC）
氣相層析藉由樣品分子汽化後，經由化學惰性之載流氣體(Carrier Gas)
動相帶動，進入填充靜相之管柱中，靜相為固體載體或是固體表面塗
佈一層高黏滯性且不具流動性之液體載體，依據靜相相態不同可分為
氣相－固相層析（Gas-Solid Chromatography, GSC）與氣相－液相層
析（Gas-Liquid Chromatography, GLC）二大類。管柱內充填材料特性
影響分離效果甚鉅，藉由更換不同材料管柱以達到最適分離目的。
液相層析以液體動相帶動樣品分子進入填充靜相之管柱中，利用管柱
中靜相對各樣品分子作用力不同產生不同親和性，再藉由適當沖提溶
劑使各樣品分子於管柱中行進速度造成差異，最終達到分離目的。使
用一種溶劑動相，稱為等位沖提(Isocratic Elution)，使用兩種以上互
溶但極性不同之溶劑動相，並隨時間改變組成比例，稱為梯度沖提
(Gradient Elution)。由於液體黏滯性遠大於氣體，所以液體經過充滿
靜相的管柱時阻力很大，為了讓液體順利迅速的通過管柱系統，於是
使用幫浦對液體動相施以高壓，進而產生高效能且快速的分離特性，
此技術為高效能液相層析(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在環境分析的領域裡，舉凡揮發性高、沸點低、分子量小及極性低之
有機化合物大多適用於氣相層析分析，而且氣相層析具有許多性質管
柱可供選擇，再搭配多元進樣方式與偵測設備，是一套功能強大的分
析系統。但對於某些樣品仍有其限制性，諸如熱不安定性、低及非揮
發性、高極性、無機鹽及高分子等特性之化合物就難以使用氣相層析
分析。液相層析只要求樣品能夠製成溶液且不需要汽化，所以不受待
測物揮發性的限制，對於高沸點、熱不安定性及分子量大（約佔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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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總數 75%）之有機化合物大多適用，且管柱選擇及其作用機制多
元，因此應用層面之廣度相較於氣相層析有過之而無不及，但仍有其
限制之處。對於空氣樣品就無法直接運用液相層析分析，必須利用溶
劑溶解空氣中待測物才能分析，但要將空氣中待測物溶解成溶液難度
高且溶解度難以測定，故以液相層析分析空氣樣品之困難度高。另
外，液相層析使用之偵測設備大多為光學偵測器，如果待測物不含吸
光及放光特性官能基就無法分析偵測，而折射率偵測器及蒸發式散射
檢測器之靈敏度差，所以針對無法吸光及放光之化合物就必須進行官
能基衍生化以利其偵測，但也增加了分析複雜度。

14. 效能基準（Performance-Based Measurement, PBM）
效能基準的分析方法，為克服樣品基質干擾或降低分析花費，檢驗人
員可適當修改樣品萃取、濃縮、淨化程序及層析管柱等前處理步驟，
唯檢測結果之數據品質必須符合方法之品管規範。對於修訂之檢測方
法，實驗室必須保留相關之檢測品保品管數據資料，以供佐證。所以
「效能基準」是以「檢測結果之數據品質是否符合品管規範」作為判
定樣品分析方法適用性的依據。目前公告標準方法中屬於效能基準的
有機物分析方法計有：戴奧辛（M801）
、多溴二苯醚（M802）
、戴奧
辛類多氯聯苯（M803）、微囊藻毒（W539）、全氟烷酸類（W542）
及抗生素類及鎮痛解熱劑（W543）等，共 6 種檢測方法，前 3 者是
以「高解析度氣相層析質譜儀」作為偵測儀器，後 3 者是以「高效液
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作為偵測儀器，該兩種高階儀器皆具有「高
靈敏度」
、
「高選擇性」
、
「高解析度」及「低偵測極限」等的特性，越
是高精密的儀器對基質干擾的耐受性越低。未經完整淨化的樣品被注
入高精密的儀器進行分析，非但不能得到符合定性/定量分析結果，
更可能會污染整個儀器系統而中斷分析程序，甚至會故障待修。
效能基準的驗證過程最主要是克服樣品基質帶來的干擾，所以驗證的
對象必須是真實樣品，將含同位素標幟的內標準品會加入樣品中，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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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品進行前處理包含萃取、濃縮、管柱淨化後上機分析，以高解析
度氣相層析質譜儀為例，在氣相層析儀與質譜儀之間有一參考標準物
質 PFK (Perfluorokernsene)，它會與淨化過後之樣品同時進入質譜儀
分析，在沒有基質干擾下 PFK 的訊號是一穩定的直線，一旦干擾物
質出現 PFK 的訊號會立即下降，所以經由 PFK 的訊號就可以了解樣
品淨化成效，除此之外也可以檢視波峰的對稱性、樣品品保/品管指
標是否符合方法規範等等，以做為淨化成效之評估依據。

15. 相對感應因子（Relative Response Factor）
指利用於樣品注入儀器前，將固定量之內標準品加入於樣品或樣品萃
取液再檢測，則樣品或樣品萃取液中待測物所對應的尖峰面積或高度
（As）與樣品或樣品萃取液中內標準品所對應的尖峰面積或高度（Ais）
之比值，除以每一校正標準品中待測物的量或濃度（Cs）與其中之內
標準品的量或濃度（Cis）之比值，此比值即為感應因子(Response Factor,
RF) ， 有 些 方 法 中 另 稱 為 相 對 感 應 因 子 (Relative Response Factor,
RRF)。其計算公式如下:

RF =

A s / Ais
C s / C is

內標準品法使用的內標準品須符合以下的規範：（1）不存在於環境
樣品中的化合物。（2）不會受方法中的待測物、擬似標準品或基質
干擾的影響。（3）內標準物的層析峰應接近被測定成分之層析峰附
近，或位於全部樣品成分層析峰的中間位置且又能完全分開。（4）
內標準品的性質最好與被測定成分接近，這樣當操作條件變化時，更
有利於內標準物及被測定成分作勻稱的變化。（5）加入的量應接近
被測定成分的含量。通常，對非質譜儀偵測器的氣相層析儀和高效能
液相層析儀的檢測方法，內標準品校正較不適用，因在層析分析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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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內標準品都無法與待測物完全分離。內標準品校正在使用質譜儀
偵測器時較適用，因內標準品與待測物在質譜儀上可區分。
在 定 量 過 程 中 感 應 因 子 (Response Factor, RF) 與 相 對 感 應 因 子
(Relative Response Factor, RRF)的做法是有差別的，以戴奧辛（NIEA
M801）檢測方法為例，待測物（例如 2,3,7,8-TCDD）使用其同位素
標幟標準品（例如 13C 12-2,3,7,8-TCDD）當成內標準品的定量過程稱
為相對感應因子(Relative Response Factor, RRF) 即是「Calibration by
Isotope Dilution」。2 項待測物 1,2,3,7,8,9-HxCDD 及 OCDF 因無相
對應同位素標幟標準品，而是以滯留時間較接近的同位素標幟標準品
當成內標準品，因此定量過程稱為感應因子(Response Factor, RF) 即
是「Calibration by Internal Standard」。

16. 等速採樣（Isokinetic Sampling）
在採集排放管道中粒狀污染物樣品時，排放管道內具有一定動力，可
快速將排氣推出管道，而排氣中粒狀物粒徑不一，隨著排氣氣流移動
過程中，其流線會受慣性作用影響，粒徑大的顆粒影響更是顯著，這
種情況下之採樣就需要特別考慮等速吸引(Isokinetic Suction)問題。等
速吸引的理論是在 1966 年由戴維斯(Davies)提出，其主要論點認
為，排氣中粒狀物在粒徑小於 0.1 μm 之情況下，未進行等速吸引採
樣所產生之誤差可以忽略。當粒子粒徑增加至 10 μm，而採樣
速度為煙道排氣速度之 1.1 倍時，誤差約為 1%；如採樣速度為煙道
排氣速度之 1.5 倍時，誤差即增加為 6.4%。所謂「等速吸引」是粒
狀物採樣管吸氣嘴(Nozzle)正對排放管道氣流行進方向時，吸氣嘴之
採樣氣流速度等於排放管道之氣流速度，此時，所採集之粒狀物濃度
即為正確之煙道中粒狀物之濃度。
若採樣吸引流速高於排氣氣流流速，靠近吸氣嘴外圍之氣體，因採樣
馬達抽引而進入吸氣嘴，此時，氣流中之粒狀物會因慣性作用力繼續
沿直線前進，而未進入吸氣嘴，會導致採樣結果低估。相反情況，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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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吸引流速低於排氣氣流流速，在吸氣嘴正向部分氣體，不經吸氣
嘴而呈現彎曲通過，此時，氣流中之粒狀物會因慣性作用力繼續沿直
線前進，而進入吸氣嘴被截留，會導致採樣結果高估。

17. 冷凍捕集濃縮（Cryo Focusing Concentration）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污染物之濃度常為十億分之一(10-9, ppb)甚至更
低，礙於現今之儀器偵測極限難以直接量測此濃度範圍，因此需藉由
濃縮大量之污染物使其進入儀器之「總量」增加以便測得其濃度。藉
由吸附介質濃縮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時，溫度越低其捕集量越多，濃縮
效果越好，因此溫度常設定於零度以下，此即冷凍捕集。
目前常用之冷凍捕集降溫方式有兩種，一種為利用噴入低溫之液化氣
體（液態氮、液態氬等）使吸附介質降溫，另一個是利用致冷晶片進
行熱交換使吸附介質降溫。利用液化氣體降溫雖然可輕易地將溫度降
至零下 150℃以下，得到較佳之捕集濃縮效率，但其缺點為需要定期
添加液化氣體以維其效能，因此較適用於實驗室中批次分析時使用；
而使用致冷晶片降溫雖僅能降至零下 30-50℃，但是其優點為不需額
外添加或更換液化氣體而可連續操作，因此適用於連續監測。也因各
有優缺點，故選擇何種冷凍捕集降溫之方式皆依其分析目的而定。

18. 傅 立 葉 轉 換 紅 外 線 光 譜 分 析 法 （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ry Analytical Method）
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光譜(FTIR)分析法為空氣污染線上即時分析技
術，其偵測原理為利用紅外光源產生光束並通過化合物，其中部份能
量被光徑範圍內的氣體分子吸收後，被偵檢器所偵知，而後獲得一干
涉圖譜，經由數學運算，可將干涉圖譜轉換成穿透、吸收光譜，再進
行光譜比對。根據 Beer-Lambert 定律，氣體分子的吸收強度與濃度呈
線性關係，故可得知通過光徑之氣體種類及濃度等資訊。理論上，除
，幾乎所有化合物均具
了單原子及同核雙原子分子之外（如 N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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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的紅外光吸收，而且即使是光學同分異構物或同位素（如
14

N15N16O、15N14N16O；H2O、HDO、D2O 等），在紅外光光譜的吸收

上亦各自表現出不同特性，由此可知紅外光儀對於有機或無機、固
體、液體或氣體、自由基，甚至材料中之微量不純物分析，皆有相當
的應用空間。值得注意的是 FTIR 雖然號稱可以執行各種化合物的偵
測。實際上，由於 H2O 及 CO2 的干擾大多數化合物的定性、定量僅
能使用 800～1200 cm-1 的光譜範圍執行，因此可以偵測的化合物種類
遭受限制，在此區域內由於各化合物的吸收峰皆相鄰時，時常有重合
的現象，使得定性、定量增加不少困擾。
FTIR 依使用之形式可分密閉腔式 FTIR (Close-Cell FTIR 或 CC-FTIR)
與開放光徑 FTIR (Open Path-FTIR 或 OP-FTIR)，對應環保署公告檢
測方法有空氣中氣相化合物檢測方法－抽氣式霍氏紅外光光譜分析
法（NIEA A001.10C）及空氣中揮發性化合物篩檢方法－開徑式傅立
葉轉換紅外光光譜分析法（NIEA A002.10C）
。密閉式測試腔 FTIR 系
統適合配製各種標準物或打入未知物進行比對分析，通常被廣泛用作
紅外光遙測技術定量、定性準確度評估的研究，為製定 FTIR 標準光
譜不可或缺的技術，特別適合量測狹窄空間中某一定點(如半導體工
廠之機台)的氣體濃度變化。OP-FTIR 偵測系統利用自發光源，經望
遠鏡(Telescope)聚焦後射向遠方的反射鏡（Bistatic, 雙反射型）或紅
外光偵檢器（Monostatic, 單次反射型）
，在雙重反射型設計中視光源
強弱及反射鏡大小，光徑可達數百公尺至數公里。由於紅外光遙測法
沒有參考光源，實際執行偵測時必須以一背景圖譜與量測圖譜相比
較，依比例計算污染物濃度，量測時若背景大氣環境狀況時時變化，
如何獲得正確合用的背景圖譜是此種方法使用時最大的挑戰。實際量
測時雖然有上風處量測法，下風處量測法及使用較短光徑量測法等
（目標皆是減少污染物的比例），各種背景光譜獲得的辦法，但只要
光徑改變，對焦情況改變光強度會改變，使得量測圖譜與背景光譜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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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比較或扣除時會有非預期的基線飄移現象，造成定性、定量的誤
差，因此都不是完善的方法。由於外界狀況時刻在改變，當執行長時
間測定時雜訊值亦將隨時改變，造成同一種物質偵測下限隨時間而
變，這也是此儀器使用上需注意的特點，此種儀器功能廣泛，可測試
化合物種類眾多，對於儀器的定性、定量工作還有許多待瞭解之處如
水分子影響，懸浮微粒散射光線影響或特定化合物定量準確度等都有
待證實。

19. 儀器反應時間（Instrument Response Time）
儀器反應時間為線上自動監測設備性能評估之重要參數，為使用儀器
線上測值可反應至現場測點真實值之所需遲滯時間尺度，在排放管道
或周界空氣之自動監測方法中儀器反應時間被定義為在監測設備完
成組裝及零點調校後，自監測設備組裝採氣口導入特定濃度標準氣
體，計時測量至儀器獲得 90%（或 95﹪，依各檢測方法規定）最後
穩定讀值所需的時間。
檢測方法對於線上自動監測設備之使用，均有反應時間容許標準之規
定，為能反應待測點之真實濃度及檢測結果具代表性，檢測方法一般
均會規定線上自動監測設備於待測點偵測時間需至少 2 倍儀器反應
時間，並以數筆儀器監測值平均作為測定結果報告。

20. 零值氣體（Zero Gas）
零值氣體係空氣檢測方法執行時常用氣體，可作為標準氣體稀釋、儀
器零點調校、管路與設備清洗，或背景濃度扣除用，零值氣體須為惰
性或不含待測物之純（或混合）氣體。常用零值氣體如氮氣、氦氣、
氬氣或空氣等，值得注意的是空氣中氧成分在高溫與水氣條件下，具
有氧化特性具破壞標準氣體組成或改變設備管路內壁特性，並不適合
用於標準氣體稀釋及管路與設備清洗之目的。

21. 全幅氣體（Span Gas）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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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使 用 時，指 的 是 跨 度 或 橋 墩 的 墩 距，但 在 環 境 檢 測 上，指
的 則 是 一種偵測方法或儀 器 預 計 量 測 到 的 最 高 濃 度 ， 而 一 般 作
為 每 日 品 管 或 檢 量 線 確 認 的 校 正 氣 體 濃 度 則 會 表 示 為 ％ span。
談到全幅，另外一個需同時討論的概念是測定範圍(Range)，測定範
圍是指一種偵測方法或儀器所能量測到之最大、最小濃度所界定的範
圍。由上述概念可知，全幅值可能小於或等於測定範圍值，但二者在
概念上則有所區分。上述概念在環境檢測方法實際操作可以舉「空氣
中二氧化硫自動檢驗方法－紫外光螢光法 (NIEA A416.11C)」為例。
本檢驗方法適用於測定空氣中之二氧化硫，測定範圍依儀器設計而
定，一般可測定空氣中濃度介於 0 至 500 ppb 及 0 至 1000 ppb 之二氧
化硫。以設計測定範圍上限濃度 500 ppb 為例，方法規範品管檢查的
全幅濃度標準氣體(Span Standard)為含測定範圍上限濃度 80%的標準
氣體，故計算後應為 400ppb。

22. 零點偏移（Zero Drift）
指連續 12 及 24 小時以上，未經調整的操作情況下，分析儀對零點標
準氣體測試應答的變化量。零點標準氣體則是指不含任何可引起分析
儀應答之物質的標準氣體。監測前零點偏移超過允許規範時，則應重
新進行多點校正及零點/全幅調整；監測後零點偏移超過允許規範
時，該批次監測數值則為無效。以「空氣中二氧化硫自動檢驗方法－
紫外光螢光法 (NIEA A416.11C)」為例，方法允許零點偏移規範規範
為 ±20 ppb，故監測前後檢查零點偏移超過 ±20 ppb 時，則該次二氧
化硫監測結果則為無效。

23. 全幅偏移（Span Drift）
指連續 12 及 24 小時以上，未經調整的操作情況下，分析儀對全幅標
準氣體測試應答的變化量。當監測前全幅偏移超過允許規範時，則應
重新進行多點校正及零點/全幅調整；當監測後全幅偏移超過允許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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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時，該批次監測數值則為無效。以「空氣中二氧化硫自動檢驗方法
－紫外光螢光法 (NIEA A416.11C)」為例，方法允許全幅偏移規範規
範為 ±20 ppb，故監測前後檢查全幅偏移超過 ±20 ppb 時，則該次二
氧化硫監測結果則為無效。

24. 脫附效率（Desorption Efficiency）
空氣污染物採樣常利用吸附介質進行捕集濃縮，除了吸收液之方式可
直接進入儀器分析外，在吸附劑上之污染物還需要加以脫附才能進行
分析，脫附方式包括加熱脫附或以適當之溶劑進行脫附。不論以熱脫
附或是以溶劑萃取方式進行脫附，脫附之污染物量與吸附在吸附劑上
之污染物總量之比值即為脫附效率。為何要了解脫附效率呢?若吸附
劑之吸附能力過強，導致污染物吸附後便無法脫附進行分析，此即失
去了使用吸附劑進行「濃縮」之意義；亦或是每次脫附效率皆不相同，
也無法有效計算空氣污染物之濃度。
目前常用的脫附效率測定方式，為將已知量之待測物吸附或添加至吸
附劑上再行脫附，然後進行分析脫附後之待測物濃度，藉由測得之濃
度與已知量之比值即為其脫附效率。通常脫附效率測定之頻率以批次
試驗為基準，而部分待測物則可找到性質相近之擬似標準品添加至樣
品中進行每個樣品之脫附效率測試。

2012年11月

44

觀點∣Viewpoint

生物檢測成功的 10 個關鍵字
李秋萍 1

尹開民 2

顏榮華 2

楊喜男 3

本文列出環境檢測實驗室在執行生物檢測時，不可不知的 10 個關鍵
字，包括常見之檢測方法及技術、容易造成混淆之名詞，其中亦導入
影響檢測品質之觀點。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相信在進行生物檢測
時，更能得心應手。

1. 滅菌
在微生物的檢測，滅菌是一個不可或缺的程序，舉凡稀釋液、培養基
等的製備，到試驗後感染性廢棄物的處理，都需要進行滅菌。
滅菌是利用物理或化學方法消滅所有的微生物，包括細菌的繁殖體、
孢子、黴菌及病毒，而達到完全無菌之過程。
實驗室常用的滅菌法有高壓蒸氣滅菌法及乾熱滅菌法，並以滅菌指示
帶標示物品是否經過滅菌處理。
高壓蒸氣滅菌法：利用壓力下飽和蒸氣使得細菌之蛋白質與蛋白酵素
產生凝固變性，而達到滅菌效果。常用於一般物品（濾杯、量筒、稀
釋液、培養基等）及實驗室廢棄物（樣品、已污染之培養基或物品）
之滅菌。把待滅菌的物品放在可密閉的高壓蒸汽滅菌鍋（高壓滅菌釜）
中，當蒸汽壓約 15 lb/in2（1.05 kg/cm2）時，溫度能達到 121℃，15
分鐘以上便可殺滅微生物。如滅菌的對象是面積大、含菌多、傳熱差
的物品，則應延長滅菌時間。
乾熱滅菌法：高溫可導致細胞脫水、細胞內溶質沉澱及大分子氧化，
而達到滅菌效果。把待滅菌的物品放入 170℃烘箱中 2 小時以上，即
可殺滅微生物。此法適用於玻璃製品、金屬用具等的滅菌。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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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的溫度下，濕熱滅菌的效果比乾熱滅菌好，因為細胞內蛋白質
含水量高，容易變性，且高溫水蒸汽對蛋白質有高度的穿透力，可加
速蛋白質變性而使微生物迅速死亡。
滅菌指示帶：凡須滅菌之物品，於包裝外貼上滅菌指示膠帶，在經過
滅菌過程後，指示帶呈現出顏色變化（滅菌後顯現黑色斜條紋）。須
了解滅菌指示帶經高溫就會產生變化，所以僅能作為該物品是否經過
滅菌程序之標示，而無法作為滅菌效能之保證。
2. 消毒
消毒是利用化學或物理方法，殺死大部份微生物的過程。區分為高程
度、中程度及低程度三種消毒程度，區別如下。
消毒作用程度之區別
細菌
繁殖體 結核菌

黴菌
胞子

病毒
親脂性

親水性

高程度消毒

＋

＋

＋

＋

＋

＋

中程度消毒

＋

＋

±

＋

＋

±

低程度消毒

＋

－

－

±

＋

－

(＋：代表可以殺死此類微生物)
當需要殺滅微生物，但又無法進行滅菌程序時，例如實驗桌面、操做
人員之手部，可採用消毒來達到殺死微生物的目的。消毒方式有巴斯
德消毒法、紫外線消毒法等物理方法，以及使用化學劑消毒之化學方
法。常用之優碘、酒精、漂白水屬於中程度消毒，能殺死細菌、結核
桿菌、黴菌、親脂性及部份親水性的病毒，但是無法殺死具耐受性的
細菌芽胞。另要了解擦拭比噴灑之效果好。
實驗室常用酒精進行消毒。酒精能够吸收細菌蛋白的水分，使其脱水
變性凝固，從而達到殺滅細菌的目的。高濃度酒精會使細菌蛋白脱水
過於迅速，細菌表面蛋白質首先變性凝固，形成了一層緻密的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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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防彈盔甲，酒精反而不能很好地滲入細菌内部，以致影響其殺菌
能力。酒精濃度在 75%時消毒能力最好，因該濃度與細菌的渗透壓相
近，可在細菌表面蛋白未變性前逐渐不斷地向菌體内部滲入，使細菌
所有蛋白脱水、變性凝固，最终殺死細菌。若酒精濃度偏低，滲透壓
降低，會影響酒精滲入，導致殺菌力減低。酒精極易揮發，因此，消
毒酒精配好後，應立即置於密封性能良好的瓶中密封保存、備用，以
免因揮發而降低濃度，影響殺菌效果。

3. 生物安全
生物材料等級依所含有之病原微生物致病危險性，以危險群（Risk
Group，簡稱 RG）予以分級，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Biological Safety
Level，簡稱 BSL）是依實驗室設計、建築構造、防護設施設備及安
全操作規範等綜合因素而定。感染性生物材料之等級(RG)及操作實驗
室之生物安全等級(BSL)，是不對等的，此一觀念必須釐清。病原微
生物危險等級說明如下。
病原微生物

說明

危險等級
第一級/RG1 與人類健康成人之疾病無關或不會引起健康成人疾病。
第二級/RG2 較少引起人類嚴重疾病，通常有預防及治療方法。
第三級/RG3 可引起人類嚴重或致死疾病，可能有預防及治療方法。
第四級/RG4

可引起人類嚴重或致死疾病，目前無預防及治療方法，
以及國內尚未發現或已宣佈根除之病原微生物。

在生物實驗室中，為確保操作試驗物的潔淨，或避免生物性樣品、化
學試劑等物質外逸，而引起操作人員健康上的危害，或將有感染性的
物質釋出到環境中，生物安全櫃可說是進行生物性相關試驗不可或缺
的基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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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櫃依適用的生物危害層級分為三級，class I 以保護工作者優
先，提供無菌環境次之。class II 可提供無菌環境並保護工作者，適用
於大部分之實驗室。class III 為密閉空間，用於高度危險感染物質。
一般未進行病原性微生物檢測之實驗室，屬於第一級實驗室，最常用
的生物安全櫃型式為第二級安全櫃(Class II)，又可分為 A1、A2、B1、
B2 四種型式。應注意的是，各式安全櫃用以保證排氣乾淨的 HEPA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濾網，雖可有效的阻止粒狀物，例如
具感染性的病原媒介等，但無法阻止易揮發性的化學品或有機氣體，
因此若操作物含易揮發性的有毒化學品時，應有適當的排氣系統將氣
體排出至外界。

4. 大腸桿菌群
常有人明明檢測的是「大腸桿菌群」，卻以「大腸桿菌」稱之，真是
差以毫釐，謬以千里。
大腸桿菌群(Coliform)：是一群革蘭氏陰性、不產芽胞、好氧或兼性
厭氧之桿菌，於 35~37℃可發酵乳糖產生酸及氣體。擁有上述特性的
細 菌 有 很 多 ， 包 括 埃 希 氏 桿 菌 屬 (Escherichia) 、 檸 檬 酸 桿 菌 屬
(Citrobacter)、克雷白氏桿菌屬(Klebsiella)、腸桿菌屬(Enterobacter)、
沙雷氏桿菌屬(Serratia)及哈佛尼亞桿菌屬(Hafnia)，Coliform 是一大
群細菌的總稱，而非單指一種細菌。
大腸桿菌群可在水生環境中、土壤中發現，亦大量存在於溫血動物的
糞便中。糞便中的病原體包括細菌，病毒，原生動物和許多多細胞寄
生蟲，若要一一偵測有實務及經濟上的困難，雖然大腸菌群本身通常
不是嚴重的致病原，但因易於培養，且可以用簡單、便宜的方法快速
檢測，所以常用來作為區分是否為糞便污染的衛生指標。
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
：為革蘭氏陰性棒狀細菌，屬於
埃希氏桿菌屬，為人類與其他溫血動物腸道之正常菌叢，屬於大腸桿
菌群的一員。不同於大腸桿菌群，在無糞便污染的環境中極為少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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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糞便污染的相關性更好。
有些大腸桿菌群細菌來自於人類及動物糞便，但是大部分可在水中和
土壤中增殖，例如產氣桿菌(Enterobacter aerogenes)廣布於自然界，
見於土壤、水、榖粒，也見於人類與其他動物之腸道，視為非糞便大
腸型菌(Nonfecal Coliform)，因此與糞便污染的相關性不佳。近年來，
各國已漸漸改用大腸桿菌作為糞便污染的指標，我國目前仍以大腸桿
菌群作為糞便污染的指標。

5. 水中菌數之定量
定量水中細菌之數量，通常先將樣品做序列稀釋，以混合稀釋法、塗
抹法、濾膜法、多管發酵法等，搭配適當之培養基，於適當之溫度培
養一定時間後，即可定量活菌數目。形成菌落者，結果以 CFU 表示，
非形成菌落者，結果以 MPN 表示。
混合稀釋法：又稱傾注平板法或倒皿法 (Pour Plate)，主要用於菌落
總數計數，可檢測水中好氧及兼性厭氧異營細菌、酵母菌及黴菌等總
微生物之數目。將一定體積之水樣（1 mL）加在無菌培養皿，倒入
45~50℃之液態培養基，旋轉培養皿使水樣與培養基混合均勻，靜置
凝固後培養，計數形成之菌落數。此法之重點是倒入培養基之溫度不
可過高以免燙死細菌。
塗抹法：主要用於菌落總數計數，可檢測水中好氧及兼性厭氧異營細
菌、酵母菌及黴菌等總微生物之數目。將一定體積之水樣（200μL）
加在平板培養基上，再以無菌之彎曲玻棒塗抹，使水樣均勻分佈於培
養基表面，培養後計數形成之菌落數。此法之重點是塗抹時一定要塗
抹至全乾，才能得到正確數據。
濾膜法：將一定體積的水樣（10 mL 或 100 mL）
，經一濾膜過濾，由
於濾膜的孔徑很小（0.45 μm）
，微生物可滯留於濾膜上，再將此濾膜
放置在適當的培養基上，培養後計數濾膜上形成的菌落數。配合不同
之培養基，可檢測水中總菌落數、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腸球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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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多管發酵法：將一定體積的水樣加入含液態培養基之試管內，培養後
將接種的管數與呈陽性反應的管數，經統計方法計算得知水樣中微生
物生存的最大可能數目（MPN）。配合不同之培養基，可檢測水中大
腸桿菌群、大腸桿菌、腸球菌等。多管發酵法幾乎可應用於所有種類
的水樣，不論是澄清的、有顏色的、混濁的，都可使得微生物均勻分
布於所製備的培養基中。
另有商品化之定量盤，以最大可能數的統計模型而設計，使用更多的
反應孔數（51 孔及 97 孔）於 1 個定量盤，將樣品及試劑混合後加入，
以封口機將其分配到獨立的孔中，培養後，陽性孔的數目可以轉化為
MPN 值，屬於多管發酵法的一種。
CFU：菌落形成單位(Colony-Forming Unit)，是計算細菌數量的一種
方法，將樣品在適當的培養基培養後生成菌落，再計算形成菌落的數
量。
MPN：最大可能數(Most Probable Number)，為一概率統計值。對樣
品進行連續系列進行稀釋，加入培養基進行培養，從反應呈陽性管數
的出現率，用概率論來推算樣品中菌數最近似的數值。

6. 室內空氣中細菌及真菌
細菌是生物的主要類群之一，屬於細菌域，是所有生物中數量最多的
一類。細菌的個體非常小，其大小以微米(μm)為單位，只能在顯微鏡
下看到它們。細菌一般是單細胞，細胞結構簡單，缺乏細胞核、細胞
骨架以及膜狀胞器，例如粒線體和葉綠體。基於這些特徵，細菌屬於
原核生物。
真菌包括酵母菌、黴菌及蕈類等，所有真菌皆為真核生物，其細胞具
有細胞膜、胞器等高等生物細胞構造，細胞壁成分多為幾丁質，沒有
葉綠體。
室內空氣中之細菌與真菌主要污染源包括地層、泥土、人體、空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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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事務機器（影印機、清淨機、增濕器等）。此外，細菌亦可能來
自排泄物，而真菌也可能來自腐壞食物、植物花草。許多普遍存在於
環境中之細菌與真菌，當室內環境中有特殊污染源存在時，容易滋
長、釋放，而誘發相關過敏反應，或透過其代謝產物而引起毒性反應。
室內空氣中細菌及真菌的檢測，可使用衝擊式採樣器抽吸空氣樣本，
直接衝擊於適當之培養基上，培養後計數形成之菌落數，再換算每立
方公尺空氣中的濃度，單位以 CFU/m3 表示。須注意細菌及真菌各有
適用之培養基、培養溫度及時間。

7. 精密度管制參考範圍
精密度指一組重複分析，其各測定值間接近的程度。由於微生物並非
均勻分布於水中，而是懸浮於水中，菌落之形成基本上會符合卜瓦松
分布，簡單來說，就是形成的菌落越少時，二重複的跳動會越大，隨
著菌落數增加，二重複的跳動會越來越小。微生物檢測之二重複數
據，其對數差異值不可超出精密度管制參考範圍（3.27

）。

精密度管制之參考範圍之建立，是將 15 個結果為陽性之二重複樣品
分析測定值，將每組二重複數值之對數值相減，其絕對值即為對數差
異值，再將 15 筆對數差異值之平均值乘以 3.27（99 % 信賴區間）作
為精密度管制之參考範圍。
精密度管制之參考範圍除可作為樣品二重複分析之品質管制，亦可應
用在培養基（新舊批號或不同廠牌）評估、試驗材料（例如不同廠牌
濾膜）效能評估、人員檢驗能力評估等。

8. 急毒性試驗
生物毒性試驗為判定污染物與生物體短期或長期作用後，觀察試驗動
物的行為、生理及生化反應，以判定水樣是否具有毒性，可呈現多種
污染物的總毒性。急毒性測試(Acute Toxicity Test)指於特定情況下，
短期內（通常為 48~96 小時內）觀察毒性物質對測試生物死亡或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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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影響。慢毒性測試(Chronic Toxicity Test)則指毒性物質對生物長
期性的影響，或相對於該測試生物十分之一、或更長壽命期間的持續
性影響，包括死亡率、生長遲緩或繁殖率下降情形。
LC50 ： 急 毒 性 試 驗 之 毒 性 大 小 通 常 以 半 致 死 濃 度 (LC50, Lethal
Concentration)來表示。其定義為造成 50%試驗生物死亡的濃度，濃度
越低表示毒性越大，如放流水原液濃度為 100 %，如 A 工廠之放流水
稀釋為 70%時造成 50%試驗生物死亡，其 LC50 = 70%。
TUa：LC50 之數字愈小代表毒性愈大，這與直覺上數字愈大毒性愈大
的想法相反，以毒性單位(Toxicity Unit, TUa)，即 LC50 之倒數來呈
現，較 LC50 更容易理解毒性大小的關係。如 A 工廠放流水 LC50 為
70%時，其 TUa 為 1.43（1 / 70%）
。
急毒性試驗進行方式為將試驗生物暴露在數個不同濃度之水樣，一定
時間後，計算出會造成一半試驗生物死亡之濃度，看似簡單，其實必
須投注相當大之心力。生物馴養及毒性試驗室內有化學氣體侵入、馴
養水或稀釋水含有有毒物質、器皿或試驗容器未洗淨致殘留有毒物
質、試驗生物有病或健康狀況不佳，都會影響檢測，應特別注意。

9. ELISA
酵 素 聯 結 免 疫 吸 附 分 析 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ELISA 可以用來測抗原或抗體的量，例如要測定抗體，則
將抗原連接到一固定物上，先加檢體後，再加酵素連接的免疫球蛋
白，如此測得之酵素活性即代表抗體量之高低。
利用抗原抗體之間專一性鍵結之特性進行檢測，將抗原或抗體結合於
固體承載物（一般為塑膠孔盤）上，與樣品反應，將酵素連接到抗原
或抗體分子上來偵測抗原抗體反應，最後加上酵素的受質，利用呈色
之深淺進行定量分析。根據待測樣品與鍵結機制的不同，ELISA 可設
計出各種不同類型的檢測方式，主要以間接法(Indirect)、競爭法
(Competitive)及三明治法(Sandwich)三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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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水中微囊藻毒及節球藻毒篩檢方法(NIEA E510)，屬於競爭法。
檢測時，水樣經過濾後以試劑套組測試，水中藻毒與套組內酵素結合
試劑(Enzyme Conjugate Reagent)共同競爭套組內限量之藻毒抗體。當
無色酵素結合試劑與藻毒抗體結合後，酵素催化後續加入之受質液
(Substrate)，轉化成有色產物，而水中藻毒與藻毒抗體結合物仍維持
無色。水樣中藻毒含量越高，相對減少酵素結合試劑與藻毒抗體的鍵
結量，反應後呈現較淺顏色。因此，水中藻毒濃度與反應顏色呈負相
關性，將樣品所呈之顏色與檢量線比較即可算出水中藻毒濃度。須注
意添加樣品及酵素結合試劑之加入量、程序及混合時間，須依試劑套
組說明操作，否則將影響反應。

10. PCR
PCR 是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連鎖反應）的簡寫，利用
機器模仿基因複製的基本原理，達到擴增目標 DNA 片段的目的。本
技術分為三個階段：利用高溫（90~95℃）使 DNA 變性(Denature)，
將雙股螺旋 DNA 分開成兩條單股 DNA，再以單股 DNA 作為複製的
模板(Template)。之後降低到適當溫度（不同的 Primers 其 Annealing
溫度會有不同）
，讓引子（Primer：可以專一辨識目標 DNA 的小片段
DNA 分子）黏合(Annealing)到正確的目標 DNA 位置。在特定溫度下
（70~75℃）
，經由 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的作用，使引子延
展(Extension)，產生另一條與單股 DNA 模板互補配對的 DNA，形成
一條新的雙股 DNA。反覆上述循環(Cycle)，藉由循環的次數(n)，可
使目標 DNA(Target DNA)之數量以 2 的 n 次方擴增。一般進行 30~40
次，只需要 2 小時，即可以將極微量的 DNA 片段大量複製為 230 ~ 240
倍（約幾十億倍）
，達到 DNA 大量複製的目的。
另有 Real-Time PCR 及 RT-PCR，都是 PCR 的應用，RT-PCR 常與
Real-Time PCR 混淆，簡介如下。
Real-Time PCR：即時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PCR)或稱定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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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連鎖反應(q-PCR)，在進行 PCR 時利用特定的螢光物質，在 PCR
進行的同時即時偵測螢光訊號，能夠即時知道 PCR 進行的狀況和結
果。當反應循環逐次增加時，樣品中目標 DNA(Target DNA)也隨之快
速擴增，與特定的螢光物質結合產生螢光，DNA 愈多，螢光就愈強。
當螢光強度達到儀器可偵測之強度時，稱為閥值(Threshold)，對應當
時所進行之循環數(Cycle)，稱為 Ct 值。若樣品中 Target DNA 愈多，
愈快達到 Ct 值，Ct 值就愈小，也就是說 Ct 值與樣品中 Target DNA
含量呈反比關係。利用標準品建立檢量線，即可由樣品之 Ct 值推算
出 Target DNA 濃度。
RT-PCR：反轉錄聚合酶連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
是利用 PCR 進行特定 RNA 片段的放大，須先將 RNA 反轉錄(Reverse
Transcription)成 cDNA，再利用 PCR 擴增產生大量 DNA。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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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機構做好資訊管理的 4 個關鍵字
1

陳信雄

資訊管理是工具亦是關鍵！亦應適時的更新、維護以讓它正常運作，本文
列出檢測機構做好資訊管理的 4 個關鍵字，包括文件（Document）、數據
（Data）、權限（Permission）、備份（Backup）等，提供管理者參考。
文件（Document）
是繁雜的！檢驗室將執行業務範圍之品質系統（包括政策、系統、計畫、
作業程序等）
，明訂於管理手冊或其附屬文件中以遵循之，而眾多文件如何
確保其正確性？其關鍵就是“管制＂，文件管制即為控管其品質系統之所
有內部產生或從外部而來的文件（如：法規、標準、管理手冊、檢測方法、
作業程序、表單、說明書等）
，而數位文件之管制與傳統文件並無差異（詳
如附圖 1）
，皆須對文件進行審核、發布（亦可轉為僅可閱讀之 pdf 檔）
、版
本控制（註明版本以避免誤用）
、封存（保留可追溯之紀錄）與文件檢索。

圖 1 文件管制示意圖
數據（Data）
是嚴謹的！檢驗室依循標準檢測方法執行檢測，其產出之原始檢測數值，
會再進行嚴謹之數據彙整、運算、審核等程序才可出具檢測報告，其關鍵
就是“追溯＂，良好的數據管理即能對原始檢測數據進行保存，並搭配已
驗證之數據表單進行輔助運算（或檢驗室自動化數據管理系統）
，後續再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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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驗算（檢測人員）、品保數據確認（品保品管人員）、審核（檢驗室主管
或檢測報告簽署人）以維持數據之追溯及完整性（詳如附圖 2）。

圖 2 檢測數據處理示意圖
權限（Permission）
是給予的！即有明確使用權限控管方式，對合法使用者身分進行確認並限
制其資料運用方式，其關鍵就是“適宜＂，多層式使用權限控管為較常採
用之方式，而適宜地給予最小使用權限即為控管之重要原則（詳如附圖 3）
，
首先於資料貯存設備即應進行管制（如：主機貯存環境、帳號密碼保護、
網路資源分享等）
，進而文件檔案亦應設定合宜之使用權限以避免文件被誤
用或遭刪除（設定文件目錄其編修、刪除或讀取之權限）
，最後各類經核可
發行之文件、表單或運算欄位等實質內容亦須限制使用權限以避免遭修改
（設定文件檔案其編修、刪除、讀取之權限）
。

圖 3 多層式之權限控管示意圖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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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Backup）
是重要的！正因為無法預知下一秒會發生什麼災難，故保存現有資料是刻
不容緩的，其關鍵就是“完整＂，舉凡各類文件、檢測數據、品保資料、
檢測報告或顧客名冊等資料皆為檢驗室之重要資產，亦會伴隨檢驗室之運
作而變動，當貯存媒體（如硬碟）發生故障時，其內部之數位資料即會遺
失，故安全且完整地保存資料是重要的，備份是分散風險之行為，執行方
式眾多（詳如附表 1）
，可簡便以隨身硬碟進行複製保存，亦可高價建置備
援系統，其最終目的皆為確保資料之完整性。
表 1 常見備分方式
備分方式

執行方式簡介

將重要資料複製到隨身碟貯存，為最簡單
之備份方式。
2.以外接硬碟複製
將重要資料複製到外接硬碟貯存，為較簡
單之備份方式。
3.備份至網路分享區 將選定資料複製到其他電腦開放分享之
磁碟區保存，可有效保存資料。
4.備份至獨立式貯存 搭配軟體自動將選定資料複製到獨立式
設備
貯存設備保存，可靈活且有效保存資料。
5.建置自動備份系統 搭配軟體自動將選定資料於排定之時間
進行全自動化之備份(援)工作，對資料可
進行最完整保存。
1.以隨身碟複製

費用
1000 元以下
約 5,000 元
不需額外支出

約 1 萬元
高於 10 萬元

結語
管好文件，審好數據，給好權限，備好資料。
用正確的心態，做對的事情，以有效的方法，把事情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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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外加指紋鑑識技術之開發
趙春美 1 許志福 1 潘復華 2 阮國棟 3

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廢鋼鐵冶煉製程中所產生的三種廢棄物(氧化碴、還原
碴及集塵灰)為起始研究標的，藉由添加具鑑別性特徵的指紋化合
物，做為有效追蹤廢棄物產源，避免隨意棄置，達到阻嚇目的。本文
之特徵指紋化合物選擇 5 種曾用於食品添加之染料（Dyes），以液相
層析質譜（LC/MS-MS）儀器檢測，分別進行吸附、脫附、重覆性及
穩定性測試等，初步評估其中 2 種染料，在吸附及脫附後的殘量，均
能定量檢測，適合做為該等廢棄物的外加指紋。
關鍵字：外加指紋、液相層析質譜儀（LC/MS-MS）

前言
為防止暗中棄置事業廢棄物，本所積極發展相關環境鑑識技術，俾能
提供產源廢棄物具鑑別性特徵的指紋資料；但廢棄物只具製程特徵，
並為同一製程行業所共有，並不具工廠別的指紋特徵，鑑識結果往往
只能縮小產業或提出可能方向，無法明確指出是哪一家的工廠廢棄
物，達到有效嚇阻作用。而所謂外加指紋方式，乃在有棄置疑慮之廢
棄物上故意添加具可能鑑別性特徵的指紋化合物，本研究主要是以目
前最大宗之爐碴及集塵灰為起始研究標的，亦即氧化碴、還原碴、集
塵灰等 3 類廢棄物，以使可快速鑑識出棄置物之源頭。
預備試驗
「外加指紋研究」之構想於 2011 年 8 月 15 日確定後，立即拜訪某染
料製造公司，討論合適的染料條件，並篩選試用 4 種該公司之染料，
分別為：Everacid Blue A-RL(AQ 類)，Everzol Blue R(AQ 類)，Everdirect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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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副研究員 2 組長 3 所長

58

論文∣Articles

Turq. FBL(CuPc-SO3H 的混合物)及 Everzol Turq. Blue G。
4 種染料之分子量及分子式並無法確定，不過仍試著利用液相層析質
質譜儀進行分析，但是每種染料的成分可能含有一些協力劑及其他鹽
類，因此在作分子離子掃描時，除了造成有很高的背景雜訊外，測試
後所應出現的分子離子並未有特別明顯高的訊號反應，可能化合物在
離子化時形成各種不同的加成分子(Adduct Ion)，而使得整體感度降
低，即使以 1000 ppm 高濃度進行掃描，背景值高到 108 但仍無明顯
尖峰，在 Epolito et al. (2005) (1) 內的一篇染料檢測論文也談到利用電
噴灑質譜儀進行檢測，染料濃度高達 5000 ppm 才有明顯的尖峰，但
是這樣濃度恐會使 LC/MS-MS 儀器污染並使電子倍增管的壽命降
低，顯示此 4 種染料皆不適宜當作外加指紋之用，恐需另求其他染料
進行測試。
經搜尋相關染料文獻 Fenga et al.(2011)(2)是以液相層析電噴灑質譜儀
作 40 種染料的分析，儀器參數已有參考文獻可以遵循，分析上可行
性較高，因此依文獻中 40 種染料篩選 5 種，進行實際實驗。

研究設計與說明
外加指紋特徵的選擇條件
特徵指紋的選擇需具備幾項要件：1.低環境的危害性，避免 2 次污染。
2.高儀器感度，降低添加量。3.避免欲添加者造成可能的污染。4.添
加時混和度高，不需使用有害的稀釋混和劑。5.不會造成廠商後續再
利用與處理上的困擾。篩選 5 種曾用於食品添加之染料分別為 Sunset
Yellow、Indigo Carmine、Allura Red、Amaranth、Tartrazine，5 種染
料的分子量及相關資訊如表 1，個別外觀顏色及混合顏色如圖 1。
液相層析質譜（LC/MS-MS）儀器測試
依據收集的相關資訊及經驗，建立 5 種染料的液相層析質譜參數，顯
示染料在 1 ppm 濃度的條件下可清楚識別，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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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染料的分子量及相關資訊
染料

1

2

3

4

5

Sunset
Yellow

Indigo
Carmine

Allura Red

Amaranth

Tartrazine

分子量

452.3

466.3

496.4

604.47

534.3

分子式

C16H10N2Na2O7S2

C16H8N2Na2O8S2

顏色

深黃色

青藍色

C18H14N2Na2O8S2 C20H11N2Na3O10S3 C16H9N4Na3O9S2

紅棕色

疊氮染料 食品添加劑 食物染料

特性

紅色到紫色

黃色

疊氮染料

常用染料

編號說明

0

1

2

3

4

5

6

0：甲醇
1：Sunset Yellow
2：Indigo Carmine
3：Allura Red
4：Amaranth
5：Tartrazine
6：染料混合

圖 1 五種染料 10 ppm 濃度之外觀顏色

圖 2 五種染料在 1 ppm 濃度下的液相層析質譜圖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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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製備及類型
樣品製備及處理如下：
1.染料吸附前之樣品處理：原廢棄物氧化碴、還原碴及集塵灰等三種
類型樣品分別經風乾研磨混合均勻後，使用 20 Mesh 篩網過篩，使粒
徑至少小於 0.84 mm，照片如圖 3。
2.染料吸附後樣品製備：配製 5 種混合之染料 500 ppm，內含 Sunset
Yellow、Indigo Carmine、Allura Red、Amaranth、Tartrazine，取 1.8 L
混合染料與吸附前之三種類型樣品各 500 g 混合均勻，用毒性特性溶
出程序（TCLP）旋轉混合裝置，每分鐘 30 轉，進行 2 天混合吸附，
經充分吸附後過濾，形成泥餅狀如圖 4，經多天自然風乾予以壓碎，
此為染料吸附後的樣品如圖 5；染料吸附後的樣品，進行萃取上機，
取 1 g 以 5 mL 甲醇進行振盪萃取並經離心後，取 500 μL 上澄液加入
500 μL 水(含 0.1%甲酸銨)混合後以 LC/MS-MS 上機分析。
3. 脫附測試樣品的製備－取 1 g 吸附染料後的樣品，以 10 mL 水搖晃
混合後倒出水溶液，再測試樣品染料之殘留量分析。
4.重覆性測試樣品製備：在吸附染料風乾後進行重覆性測試，每類型
樣品各取 7 個，經相同上機萃取步驟分析。
5. 穩定性樣品製備：測試染料在樣品中之穩定性，擺放在自然環境
下，測試是否受光照或環境的影響，分別在第 1、3、5、8 天等，分
別取樣分析。

還原碴(白灰色粉末)

61

氧化碴(黑灰色粉末)
圖 3 染料吸附前樣品外觀

集塵灰(深褐色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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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碴

氧化碴
集塵灰
圖 4 染料吸附過濾後樣品外觀(泥餅狀)

由左至右分別為還原碴、氧化碴、集塵灰
圖 5 泥餅風乾壓碎後之外觀

結果
吸附測試
染料吸附後的樣品，經萃取後以 LC/MS-MS 上機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 Allura Red 染料在 3 種樣品中吸附狀況均較高，其次為 Sunset
Yellow，第 3 高為 Amaranth。其中 Allura Red 在還原碴中之吸附最高，
為 5.2%，偵測濃度為 9416 ppb， 而 Indigo Carmine 及 Tartrazine 吸
附效果在三種基質皆不理想，所以就吸附測試結果，以 Allura Red、
Sunset Yellow 及 Amaranth 較為可行，同時結果也顯示集塵灰吸附染
[

]

料種類較多有 3 種，還原碴2 種，氧化碴則只有 1 種。不過值得注意
的是，Amaranth 染料目前研究指出具致癌性，在美國已禁用。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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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吸附測試
染料

1

2

氧化碴

ppb

Allura Red
2011

%
還原碴
集塵灰

Amaranth
156

3
Indigo
Carmine
3

4
Sunset
Yellow
445

5
Tartrazine
31

1.1%

0.09%

0.00%

0.25%

0.02%

ppb

9416

118

No Peak

1506

12

%

5.2%

0.1%

0.00%

0.8%

0.01%

ppb

4710

1897

16

4707

325

%

2.6%

1.1%

0.01%

2.6%

0.2%

註：計算式: 吸附百分比＝A/B*100%
A：樣品吸附染料總量(總樣品量 500 g，取樣品 1g，經 5 mL 甲醇萃取後稀
釋 2 倍測得之染料濃度)；
B：染料總量(濃度 500 ppm、1.8 L)
計算例：氧化碴(2011×0.01×500)/(1.8×500×1000)×100%＝1.12%。

脫附測試
脫附測試結果如表 3 所示，只有 2 種染料有殘留，為 Allura Red 及
Sunset Yellow，其餘 3 種染料原本吸附量就不多，在與水混和後，均
無法測得染料存在。
在 2 種有測得之染料 Allura Red 及 Sunset Yellow 中，其在氧化碴與集
塵灰脫附均達 90%以上，而還原碴脫附為 58%及 63%，尚還有 4 成
左右留在樣品中。100%脫附者，表示在環境中易為雨水等沖刷流失，
不適合做為指紋化合物。

染料

1
Allura Red

表 3 脫附測試
2
3

4

5

Indigo
Carmine
－

Sunset
Yellow
96%

Tartrazine
－

氧化碴

96%

Amaranth
100%

還原碴

58%

100%

－

63%

－

集塵灰

99%

100%

100%

99%

100%

註：計算式:脫附百分比＝ (1-A/B)*100%
A：樣品經水沖洗後吸附染料之殘餘濃度
B：樣品吸附染料之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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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覆性測試
重覆性測試結果如表 4 所示，除了 Indigo Carmine 及 Tartrazine 在還
原碴及集塵灰部分無法判別外，其餘顯示各染料在不同種類樣品間重
覆性測試結果良好。
表 4 重覆性測試
染料

（單位：ppb）
Sunset
Yellow
Tartrazine

1st day

Allura Red

Amaranth

Indigo
Carmine

氧化碴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標準差

2370
2340
2080
1760
1870
1830
1830
2011
255

177
209
112
130
170
167
125
156
34

5.33
3.83
2.57
2.73
3.76
2.29
1.71
3
1

562
575
381
355
469
373
399
445
92

16
80.6
12.1
26.3
28.4
21.1
29.8
31
23

還原碴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標準差

9440
9140
9430
9390
9990
11100
7420
9416
1097

129
124
141
96.3
103
113
120
118
15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1570
1380
1390
1410
1470
1680
1640
1506
124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No Peak
9.58
9.04
16.5
12
4

集塵灰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標準差

5490
4830
4460
4080
5060
4830
4220
4710
493

2230
1910
1890
1630
2020
1880
1720
1897
195

No Peak
15.9
17.5
13.8
17.6
17.2
16.5
16
1

5380
4770
4600
4140
4860
4780
4420
4707
388

370
304
356
299
346
343
260
32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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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測試
進行樣品染料穩定追蹤測試，結果如表 5 所示，以 Allura Red 及 Sunset
Yellow 來看，發現此 2 種染料於氧化碴及還原碴中，第 1、3、5 天會
有逐日遞減的現象，在第 8 天卻升高，而在集塵灰中，卻反而逐日上
升，與氧化碴及還原碴的情形相反，如圖 6~8 所示。初步判斷可能為
樣品特性或自然風乾壓碎不均，以致大顆粒中含有水分受環境日照影
響不一所致，不過可發現，其染料尚都存在樣品中。
表 5 穩定性測試
染料

1
day Allura Red

氧化碴

還原碴

集塵灰

65

2
Amaranth

3
Indigo
Carmine

（單位：ppb）
4
5
Sunset
Yellow
Tartrazine

1

2011

156

3

445

31

3

1760

156

2

513

52

5

783

44.3

2.26

170

16.5

8

2310

98.4

No Peak

463

53.4

1

9416

118

No Peak

1506

12

3

6090

135

No Peak

1830

No Peak

5

5650

73.5

No Peak

1790

6.3

8

11700

119

No Peak

5440

No Peak

1

4710

1897

16

4707

325

3

6330

2320

18

4720

596

5

12700

4010

15.4

10400

1050

8

28000

8670

19.1

3230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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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氧化碴
2500

ppb

2000
數列1
Day 1
數列2
Day 3
數列3
Day 5
Day 8
數列4

1500
1000
500
0
Allura Red

Amaranth

Indigo
Carmine

Sunset
Yellow

Tartrazine

DYE

圖 6 氧化碴吸附染料追蹤情形
B.還原碴
14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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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數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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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4000
2000
0
Allura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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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o
Carmine

Su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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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還原碴吸附染料追蹤情形
C.集塵灰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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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集塵灰吸附染料追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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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1.目前以 LC/MS-MS 儀器進行染料外加指紋測試，雖然樣品吸附染
料量不高，但 LC/MS-MS 仍可測得極低濃度之染料存在，所需添
加染料量可以大幅減少，加上 LC/MS-MS 具有定性及定量的性能，
非常適合開發當作外加指紋的鑑識工具。
2.染料在樣品中之吸附及脫附行為為本研究重要的關鍵課題，目前 2
種染料（Allura Red 及 Sunset Yellow）在 3 種基質之重覆性及穩定
性皆佳，可成為下一階段測試的重要標的。

後記
「廢棄物外加指紋」從 2011 年 8 月發想啟動，至今（2012 年 10 月）
匆匆已過 1 年，初步成果，已現端倪，但是否實務可行，不敢斷言。
環境鑑識技術猶如「工具箱」，必須長期建置開發，才能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外加指紋關鍵在吸附及脫附，二種介質(指廢棄物與外加
化合物)的特定結合技術，拜先進奈米技術及高分子技術，類似核殼
結構、標靶藥物及兩性團聯共聚合物(Amphiphilic Block Copolymer)
之廣泛應用，除染料之吸附脫附外，利用奈米粒子結合高分子共聚特
性(3)，以拉曼光譜、XRF 等簡易手提偵測器做現場即時特定有機、無
機監測，或許也是未來開創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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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複合式酵素抗體血清檢測水中大腸桿菌
林哲雄 1 劉素妙 1 尹開民 2 王世冠 3

摘要
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 )是微生物檢驗的主耍指標項目之
一，目前各檢測機構大多以培養鑑定方式進行檢驗。本文針對大腸桿
菌所分泌的 2 種酵素：β-尿苷酸酶(β-Glucuronidase，GUS)、β-半乳糖
苷酶(β-Galactosidase，GAL)，利用兔子多株抗體血清進行免疫分析，
間接比對水中大腸桿菌含量。在抗體血清稀釋 100~200 倍濃度情況
下，以血清中含有兔子抗 β-尿苷酸酶(Rabbit Anti-β Glucuronidase，
RA-GUS) 與 兔 子 抗 β- 半 乳 糖 苷 酶 (Rabbit Anti-β Galactosidase ，
RA-GAL)的抗體，首先評估 2 種酵素檢測能力，得知檢測 GUS 與 GAL
的最低濃度分別為 10-2 ng/mL 與 10-5 ng/mL；其次以細菌直接裂解方
式使酵素蛋白釋出，利用複合式酵素抗體 RA-GUS 與 RA-GAL 血清
進 行 間 接 酵 素 聯 結 免 疫 吸 附 分 析 法 (Indirect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iELISA)檢測，可檢測大腸桿菌的最低濃度為 1
CFU/mL；最後利用大腸桿菌有別於大腸桿菌群之酵素 GUS，以競爭
性 酵 素 聯 結 免 疫 吸 附 分 析 法 (Competitiv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cELISA)檢測，實驗結果可檢測大腸桿菌的最
低濃度為 1 CFU/mL，半抑制濃度(IC50)約為 1.6×105 CFU/mL。本實驗
結果初步得知自行生產之多株抗體血清檢測酵素 GUS 與 GAL 能力良
好，可用以間接定量水中大腸桿菌，相較於現今以單一酵素 GUS 進
行大腸桿菌之 ELISA 研究僅能測得 104 CFU/mL，利用 cELISA 或 2
種酵素複合式抗體之 iELISA 可大幅提昇檢測能力，未來如再進一步
純化血清中多株抗體並標記檢測標識，則可望發展即時監測大腸桿菌
與大腸桿菌群(Coliform Group)篩選方法。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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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依革蘭氏染色分類為革蘭氏陰性
菌，型態呈兩端鈍圓，菌體平均長1 ~ 3µm、寬0.4 ~ 0.7µm，每個細
胞約重10-12 公克。大腸桿菌細胞的組成約為70％水分，15％蛋白質，
6％核糖核酸，3％碳水化合物，2％脂質，1％去氧核糖核酸，少量的
離子以及其他物質，具鞭毛能游動、不產生芽孢的短桿菌。大腸桿菌
於有氧或無氧環境下皆可生長，並廣泛分布於人體或動物的腸道內，
能合成對宿主有益的維生素B和K，於眾多血清型中有少部分會引起
感染或產生食物中毒症狀，造成宿主生病甚至死亡，這些大腸桿菌稱
為「病原性大腸桿菌」(En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EPEC)。
於衛生學檢驗實務上，許多經由糞便為病媒傳染的病原菌並不容易被
檢驗，常需利用特殊的儀器與檢驗方法，或是需要長時間培養才可進
行鑑定，因此生物學家便以廣泛存在於生物體腸道內的代表性菌株─
「大腸桿菌」為依據，其原因並不是因為大腸桿菌會讓人生病(因為
大多數大腸桿菌對人體是無害的)，而是代表該食品飲水曾受到糞便
的污染，可能會對人體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因此在衛生檢驗上，大腸
桿菌常被用做食品與飲水衛生的檢定標準。
免疫學上分析細菌的方法主要是利用細菌的表面抗原、細菌產生的毒
（1）

素或是分泌的酵素 ，根據以往酵素分析研究資料顯示，有97%~98%
的大腸桿菌可分泌出GUS與GAL

（2-3）

，相較於大腸桿菌群分泌GAL的

情況下，目前酵素研究方法常以GUS來做為檢測環境水體中大腸桿菌
（4-5）

的指標

，而本(2012)年最新研究方法亦有利用磁珠抗體篩選大腸桿

菌並使其裂解釋出酵素後，以呈色原試紙反應定量大腸桿菌濃度

（6）

。

國內對於環境水體中大腸桿菌的檢驗方法主要是利用培養基增菌再
利用培養基內呈色原(Chromogen)與大腸桿菌分泌之酵素GUS反應呈
色進行計數與鑑別，包括行政院環保署公告之mTEC培養基檢測方法
(NIEA E234.51C)、酵素呈色及螢光反應檢測法(NIEA E215.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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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於利用自行生產兔子多株抗體RA-GUS與RA-GAL之血
清，以酵素免疫分析方法，初步評估抗體間接檢測定量水中大腸桿菌
的效果與能力，提供未來能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快速篩檢模式。

材料與方法
一、實驗材料與設備
大腸桿菌(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BCRC 10675)，GUS(Sigma
G7396)，GAL(Sigma G5635)，溶菌酶溶液(RBC Bioscience，YLY20)，
佛蘭氏完全佐劑(Complete Freund's Adjuvant，cFA；Sigma F5881)，佛
蘭氏不完全佐劑(Incomplete Freund's Adjuvant，iFA；Sigma F5506)，2
級抗體：鹼性磷酸酶連結的羊對兔抗體(Goat Anti-Rabbit IgG-Alkaline
Phosphatase，GAR-AP；Sigma A3687)，硝基苯磷酸二鈉(p-Nitrophenyl
Phosphate，PNPP；Sigma S0942)。濁度計(Turbidimeter；Model 2100N,
Hach, USA），酵素免疫分析測讀儀(ELISA Reader；uQuant, Bio-Tek
Instrument Inc, USA)。
二、ELISA 之試劑配製
Blocking Solution：1% BSA and 0.02% NaN3
Washing Buffer：10 mM Tris-Cl and 0.05% Tween 20 in PBS ( pH 8.0)
Diluent Buffer：1 % BSA and 0.05 % Tween 20 and 0.02 % NaN3 in PBS
Substrate Solutions：9.6 % Diethanolamine and 0.5 mM MgCl2‧6H2O
(pH 9.6)
三、兔子免疫注射與多株抗體血清製備
1.RA-GUS 抗體血清製備
取免疫原 GUS 300µg 加水 0.5 mL，再加入 0.5 mL 佛蘭氏完全佐劑，
經充分乳化後對兔子進行第一次注射(皮下注射 0.1 mL × 6，肌肉注
射 0.2 mL × 2)。經過 28 天後，取第一次注射的免疫原量加水 0.5
mL，再加入 0.5 mL 佛蘭氏不完全佐劑，乳化完成後對動物進行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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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注射(皮下注射 0.1 mL × 6，肌肉注射 0.2 mL × 2)。再經過 14 天
後，取第一次注射的免疫原量加純水至體積為 1 mL，並對動物進行
第三次注射(皮下注射 0.1 mL × 6，肌肉注射 0.2 mL × 2)。於第三
次注射後的第 3 天，抽取兔子血液並分離血清，再將血清以 Diluent
Buffer 進行稀釋 100~200 倍，以稀釋血清作為進行檢測分析時的一級
抗體樣品。
2. RA-GAL 抗體血清製備：
除免疫原為 GAL 300µg 外，製備方法同上述 RA-GUS 抗體血清製備
方法。
四、酵素抗體血清檢測能力分析
將 GUS(或 GAL)從濃度 105 ng/mL 以純水進行一系列 10 倍稀釋，陰
性對照組(Negative Control，NC)僅含純水；各濃度取 200µL 置放入
96-Well Polystyrene Microtiter Plate 之盤孔(Well)內，2 小時後棄上層
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以 iELISA 執行實驗步驟如下：
(1) 加入 Blocking Solution 180µL/Well，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
(2) 加入以 Diluent Buffer 稀釋 100 倍之 RA-GUS(或 RA-GAL)抗體
血清 50µL/Well，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
(3) 加入以 Diluent Buffer 稀釋 10,000 倍之 2 級抗體 GAR-AP
50µL/Well，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
(4) 加入 50 µL 之 Substrate Solutions (內含 PNPP 濃度 0.6 mg/mL
於基底溶液中)；經 2 小時反應呈色後，以酵素免疫分析測讀
儀(OD405-490 nm)進行比色分析。
五、大腸桿菌裂解前後菌液中酵素 GUS 含量比較
大腸桿菌先接種於 TSA 培養基，於 35℃環境中培養 24 小時後，收集
大腸桿菌置入純水中，利用濁度計判讀值 16.5 調配菌液濃度約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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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U/mL。將該菌液分為 2 組，第一組取菌液 900µL 再加入純水
100µL，於 4℃環境中離心(12,000 rpm, 5 分鐘)後取上層液，以純水開
始進行一系列 10 倍稀釋，本組之陰性對照組僅含純水；第二組取菌
液 900µL 再加入溶菌酶溶液 100µL，於 4℃環境中離心(12,000 rpm, 5
分鐘)後取上層液，以純水開始進行一系列 10 倍稀釋，本組之陰性對
照組為稀釋 10 倍之溶菌酶溶液。各組各濃度取 200µL 置放入 96-Well
Polystyrene Microtiter Plate 之盤孔內，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後，以上述方法四之(1)~(4)進行 iELISA 實驗步驟。
六、複合式酵素抗體血清分析大腸桿菌
利用方法五中第二組之各濃度稀釋液，各濃度取 200µL 置放入
96-Well Polystyrene Microtiter Plate 之盤孔內，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後，以上述方法四之(1)~(4)進行 iELISA 實
驗步驟，惟步驟(2)中再區分成 RA-GUS、RA-GAL、RA-GUS 加
RA-GAL 等不同 1 級抗體血清 3 個組別，再分別實驗觀察結果。
七、cELISA 方法分析大腸桿菌
GUS(10µg/mL)取 100µL 置放入 96-Well Polystyrene Microtiter Plate 之
盤孔內，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後，執行實
驗步驟如下：
(1)加入 Blocking Solution 180µL/Well，2 小時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
(2)於上述步驟(1)之等待同時，以方法五中第二組之各濃度稀釋
液，各取 200µL 分別置入微量離心管(Eppendorf)，再分別加入
以 Diluent Buffer 稀釋 200 倍之 RA-GUS 抗體血清 50µL，於微
量離心管中混合均勻，2 小時後將各管之混合液分別取出加入
至步驟(1)清洗完成之 ELISA Plate 之各個不同 Well 中，2 小時
後棄上層液，以 Washing Buffer 清洗 3 次，後續步驟同上述方
法四之(3)~(4)進行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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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率計算公式：I = (B0-B)×100% / B0
I：抑制率(%)
B0 ： 未 置 入 競 爭 者 ( 大 腸 桿 菌 裂 解 後 之 菌 液 ) 之 吸 光 值 (Optical
Density，OD)。
B：置入競爭者(大腸桿菌裂解後之菌液)之 OD 值。

結果
一、酵素抗體血清檢測能力分析
為瞭解抗體血清中所含的抗體針對酵素免疫原的偵測能力，利用
iELISA 方法以酵素抗體血清直接檢測 GUS 與 GAL。在各酵素濃度以
10 倍系列稀釋情況下，由圖 1(a)實驗結果顯示，以含有 RA-GUS 之
抗體血清偵測 GUS 濃度至 10 ng/mL 時，吸光值(OD 405-490 nm)為
0.112，與僅有溶劑為水之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23 相較有非常顯著
差異(p＜0.001)，偵測 GUS 濃度至 10-2 ng/mL 時，吸光值為 0.052 與
陰性對照組相較有很顯著差異(p＜0.01)。另外，圖 1(b)實驗結果顯
示，以含有 RA-GAL 之抗體血清偵測 GAL 濃度至 10-4 ng/mL 時，吸
光值為 0.105，與僅有溶劑為水之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29 相較有
非常顯著差異(p＜0.001)，偵測 GAL 濃度至 10-5 ng/mL 時，吸光值為
0.050 與陰性對照組相較有顯著差異(p＜0.05)。由上述實驗結果得
知，血清中所含之 RA-GUS 或 RA-GAL 其抗體效價良好，可檢測極
低濃度的 GUS 或 GAL；RA-GAL 檢測能力優於 RA-GUS 的原因，推
估 可 能 因 為 GAL 分 子 本 身 大 於 GUS 甚 多 (GAL 分 子 量 約 為
465,396Da，GUS 分子量約為 68,259 Da)，酵素於極低濃度時，貼於
ELISA 96 孔盤之盤孔(Well)底部的大分子 GAL 可結合較多血清中多
株抗體，故增強其檢測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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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酵素抗體血清檢測酵素(a)GUS 與(b)GAL。利用 iELISA 方法
以分別含有 RA-GUS 或 RA-GAL 之稀釋 100 倍兔子多株抗體
血清進行檢測，測試其檢驗 GUS、GAL 能力。柱狀圖中的數
據為 4 個重複(n=4)的平均值±標準差(Mean±SD)。各數值與僅
含純水之陰性對照組(NC)數值間經由 t-test 判定有顯著差異
者以「*」表示( p < 0.05 )，有很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1 )，有非常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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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腸桿菌裂解前後酵素含量比較
本實驗主要是比較大腸桿菌以溶菌酶溶液裂解前後，菌液中 GUS 含
量之差異，並用以間接定量水中大腸桿菌數。將溶菌前、後之菌液離
心取上層液並於 10 倍系列稀釋情況下，圖 2 白色柱狀圖顯示未以溶
菌酶溶液裂解之大腸桿菌菌液 GUS 量，利用 iELISA 方法以稀釋 100
倍 RA-GUS 之抗體血清檢測下，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數於 104
CFU/mL，吸光值為 0.107，呈現肉眼尚可辨識之黃色，與未加入大腸
桿菌之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56 相較有非常顯著差異，此結果與現
今研究期刊述及酵素抗體檢測大腸桿菌之 iELISA 方法其偵測極限約
（1）

為 104 CFU/mL

比較結果相符。圖 2 灰色柱狀圖顯示以溶菌酶溶液

裂解之大腸桿菌菌液 GUS 量，利用 iELISA 方法以稀釋 100 倍
RA-GUS 之抗體血清檢測下，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數 103 CFU/mL，
吸光值為 0.131，呈現肉眼尚可辨識之黃色，與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49 相較有非常顯著差異。圖 2 中所列之 p 值差異標示主要目的是
突顯各組於相同大腸桿菌濃度下，裂解前後菌液中 GUS 含量之差異
性比較，當大腸桿菌數為 103 CFU/mL 起，裂解前後菌液 GUS 含量即
有顯著差異( p < 0.05 )，且濃度越高其差異越大，偵測能力由原 104
CFU/mL 提昇為 103 CFU/mL，得知在菌液裂解後配合本血清中高效
價抗體之偵測能力，增強了大腸桿菌之偵測感度。從 103~107 CFU/mL
間，皆可由圖 2 中得知，裂解細菌後菌液中之 GUS 含量大於裂解細
菌前菌液中之 GUS 含量，尤其當大腸桿菌數為 107 CFU/mL 時，裂解
後與裂解前菌液 GUS 含量之吸光值差異達 2.641－0.387＝2.254，由
圖 1(a)結果推測約有 GUS 含量約 1~10µg/mL 之差異。故於 RA-GUS
之抗體血清檢測時，可先行以溶菌酶溶液裂解大腸桿菌提昇 GUS 含
量，增加抗體間接定量大腸桿菌之檢測能力。
圖 2 結果中大腸桿菌含量於 108 CFU/mL 時，我們另發現 2 項值得注
意現象，首先是細菌裂解後菌液之 GUS 含量小於未裂解菌液之 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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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量，其次為大腸桿菌 108 CFU/mL 經由裂解後菌液之 GUS 含量竟小
於其稀釋後 107 CFU/mL 菌液之 GUS 含量。此 2 項結果，推估乃是由
於溶菌酶溶液影響所致，由於溶液本身含有較高濃度界面活性劑成分
(如 Triton X-100…等)，影響了菌體裂解後酵素 GUS 與 ELISA 盤孔底
部結合能力；另外溶菌酶本身亦會與 GUS 競爭 ELISA 盤孔底部結合
位置，然而這些問題隨著樣品稀釋後即獲得改善，亦可從後續以競爭
性抑制實驗之結果四中得知當大腸桿菌含量於 108 CFU/mL 時，經由
裂解後菌液之 GUS 含量大於其稀釋後 107 CFU/mL 菌液之 GUS 含
量，且血清中的抗體並不會受溶菌酶溶液干擾而影響其與 GUS 之結
合能力。
裂解前

3
大腸桿菌裂解前後之菌液GUS含量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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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腸桿菌裂解前後菌液 GUS 含量差異比較。利用 iELISA 方法以
含有 RA-GUS 之稀釋 100 倍兔子多株抗體血清進行檢測，測試
以溶菌酶溶液裂解大腸桿菌前後其菌液中 GUS 濃度。柱狀圖中
的數據為 4 個重複(n=4)的平均值±標準差。各組相同大腸桿菌濃
度之白色柱狀圖數值與灰色柱狀圖數值間經由 t-test 判定有顯著
差異者以「*」表示( p < 0.05 )，有很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1 )，有非常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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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合式酵素抗體血清分析大腸桿菌
本實驗主要將大腸桿菌以溶菌酶溶液裂解後，離心取上層液並於 10
倍系列稀釋情況下，利用 iELISA 方法以稀釋 100 倍之酵素抗體血清
檢測大腸桿菌所含 GUS 與 GAL，用以間接推測定量水中大腸桿菌
數。如圖 3 結果之白色柱狀圖顯示，利用含有 RA-GUS 之抗體血清，
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數於 103 CFU/mL，吸光值為 0.086，呈現肉眼尚
可辨識之黃色，與僅有溶菌酶溶液之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33 相較
有非常顯著差異。圖 3 之灰色柱狀圖為利用含有 RA-GAL 之抗體血
清，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數於 104 CFU/mL，吸光值為 0.084，呈現肉
眼尚可辨識之黃色，與僅有溶菌酶溶液之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30
相較有非常顯著差異。圖 3 之黑色柱狀圖為同時加入含有 RA-GUS
及 RA-GAL 等 2 種抗體血清，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數於 100 CFU/mL
(即 1 CFU/mL)，吸光值為 0.086，呈現肉眼尚可辨識之黃色，與僅有
溶菌酶溶液之陰性對照組吸光值為 0.039 相較有非常顯著差異，顯示
在相同菌數量情況下，本組利用 2 種酵素抗體(RA-GUS 及 RA-GAL)
血清相較僅以單一酵素抗體(RA-GUS 或 RA-GAL)血清具有加乘效
果，且可大幅提昇檢測能力，尤其是大腸桿菌於極低濃度時(100 ~102
CFU/mL)，另外由圖 3 與圖 2 之結果得知，以 RA-GUS 抗體血清檢測
溶菌酶溶液裂解大腸桿菌後之 GUS 含量，相較併用 RA-GUS 及
RA-GAL 等 2 種抗體血清檢測溶菌酶溶液裂解大腸桿菌後之 GUS 含
量，兩者吸光值並無顯著差異，因此可推論 RA-GAL 不會與 RA-GUS
有彼此競爭 GUS 之結合位置，對於檢測大腸桿菌之加乘效果上非常
有利。
圖 3 中所列之 p 值差異標示主要目的是突顯使用 RA-GUS 及 RA-GAL
等 2 種抗體血清與單一使用 RA-GUS 抗體血清偵測差異比較，當大
腸桿菌數於 100 CFU/mL 時，兩者即有非常顯著差異(p＜0.001)。本圖
不另與單一使用 RA-GAL 抗體血清偵測做 p 值差異比較，是因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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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菌以溶菌酶溶液裂解後之 GAL 含量低於 GUS 含量，於圖中即可看
出與併用 RA-GUS 及 RA-GAL 等 2 種抗體血清有非常顯著差異。另
外由於本實驗是以 iELISA 方式進行，故大腸桿菌含量於 108 CFU/mL
時，與實驗結果二有相同溶菌酶溶液影響問題，亦隨著樣品稀釋後即
獲得改善。

3.5
*

酵素抗體血清檢測大腸桿菌(iELISA)
3

OD 405-490

2.5

RA-GUS
RA-GAL
RA-GUS+RA-GAL

**

2
1.5

**
***

1
0.5

***
***

***

**

***

0
NC

0

1

2

3

4

5

6

7

8

log(E.coli / mL)

圖 3 酵素抗體血清檢測大腸桿菌。利用 iELISA 方法以加入 RA-GUS
(白色柱狀圖)、RA-GAL (灰色柱狀圖)與同時加入 RA-GUS、
RA-GAL (黑色柱狀圖)之稀釋 100 倍兔子多株抗體血清進行檢
測，測試以溶菌酶溶液裂解大腸桿菌後其菌液中 GUS、GAL 濃
度，間接定量水中大腸桿菌。柱狀圖中的數據為 4 個重複(n=4)
的平均值±標準差。各組相同大腸桿菌濃度之黑色柱狀圖數值與
白色柱狀圖數值間經由 t-test 判定有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5 )，有很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1 )，有非常顯著差
異者以「***」表示( p <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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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利用 RA-GUS 以 cELISA 方法分析大腸桿菌
利用溶菌酶溶液前處理雖然可提昇菌液中酵素濃度，然其高濃度時會
影響 iELISA 檢測，為了克服干擾，嘗試另以 cELISA 方法進行分析；
ELISA 96 孔盤之 Well 底部置入 GUS，含有 RA-GUS 之抗體血清則先
加入競爭者(Competitor)大腸桿菌裂解後之菌液，當大腸桿菌菌數越
多，菌液中 GUS 含量越高，血清中之 RA-GUS 抗體與菌液 GUS 結
合比率也相對提昇，進而降低血清中之 RA-GUS 抗體與 ELISA 96 孔
盤 Well 底部之 GUS 結合率，所以相對減少吸光值表現。圖 4 中顯示，
在 置 入 GUS(10µg/mL)100µL 下 ， 當 競 爭 者 大 腸 桿 菌 濃 度 為 108
CFU/mL 時，吸光值為 0.079，相較未添加大腸桿菌之陽性對照組
(Positive Control，PC) 吸光值為 0.955 有非常顯著差異(p＜0.001)，而
隨著大腸桿菌濃度稀釋至 102 CFU/mL 時，吸光值 0.135 仍有非常顯
著差異(p＜0.001)。利用抑制率計算公式在設定陽性對照組抑制率為
0%情況下，大腸桿菌濃度在 108 CFU/mL 時，抑制率為 91.73%，顯
示在此高濃度溶菌酶溶液下，GUS 並未發生減少與結構破壞現象而
影響血清中 RA-GUS 抗體與其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當大腸桿菌濃度為 100 CFU/mL (即 1 CFU/mL)時，抑制
率為 4.23%，吸光值 0.915 與陽性對照組有顯著差異(p＜0.05)，此結
果得知以 cELISA 方法雖僅以單一 RA-GUS 抗體血清檢測，相較以
iELISA 方法以單一 RA-GUS 抗體血清檢測，此方法可大幅提昇大腸
桿菌偵測能力，原因乃是溶菌酶溶液裂解大腸桿菌後，離心之上層菌
液除了含有 GUS 外，另有菌體中其他物質，以 iELISA 方法先行置入
菌液於 ELISA 盤孔內，並非全數 GUS 皆會結合至盤孔底部位置，進
而影響檢測能力；而 cELISA 方法則是先行以菌液與 RA-GUS 抗體血
清混合，菌液中 GUS 較能多數與 RA-GUS 抗體反應結合。
此外，在劑量與效應的關係推算上，由圖 4 之實驗結果得知，當大腸
桿菌濃度為 104、105、106 與 107 CFU/mL 時，測得之吸光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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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6、0.511、0.278 與 0.157，計算其抑制率分別為 25.0%、46.5%、
70.9%與 83.6%，如果以大腸桿菌濃度為 104~108 CFU/mL 時之抑制率
計算半抑制濃度，在檢量線 R2 值為 0.9611 情況下，IC50 約為 1.6×105
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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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酵素抗體血清檢測大腸桿菌。利用 cELISA 方法以含有 RA-GUS
之稀釋 200 倍兔子多株抗體血清進行檢測，大腸桿菌濃 度越
高，菌液中 GUS 含量越高，相對提昇其與 ELISA 孔盤中 GUS
競爭性而減低吸光值。柱狀圖中的數據為 8 個重複(n=8)的平均
值±標準差。各數值與無大腸桿菌之陽性對照組(PC)數值間經由
t-test 判定有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5 )，有很顯著差異
者以「**」表示( p < 0.01 )，有非常顯著差異者以「***」表示( p
< 0.001 )。

討論
以酵素免疫分析方法檢測細菌，常受限於 ELISA 96 孔盤中每個單一
Well 可負載的體積、Well 底部可結合的面積、細菌分泌釋出酵素濃
度、細菌其他物質與酵素競爭 Well 底部可結合的位置…等，故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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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大約至 104 CFU/mL。本研究主要是利用自行生產之兔子多株抗
體 RA-GUS、RA-GAL 血清檢測大腸桿菌分泌的酵素 GUS、GAL，
間接定量水中大腸桿菌含量。利用單一抗體 RA-GUS 或 RA-GAL 血
清以 iELISA 方式，配合溶菌酶裂解大腸桿菌釋出較多酵素情況下，
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含量分別為 103 CFU/mL 與 104 CFU/mL；在同時
加入 RA-GUS 與 RA-GAL 之抗體血清，以 iELISA 方式可檢測水中大
腸桿菌含量為 1 CFU/mL；利用單一抗體 RA-GUS 血清以 cELISA 方
式可檢測水中大腸桿菌含量為 1 CFU/mL，顯示偵測能力提昇主要是
由於細菌裂解、併用不同類別抗體與抗體效價良好所致。
在偵測酵素 GUS 與 GAL 能力上，RA-GUS 之抗體血清可檢測 GUS
濃度為 10-2 ng/mL，RA-GAL 之抗體血清可檢測 GAL 濃度為 10-5
ng/mL。然而在實際檢測裂解後大腸桿菌菌液酵素含量時，卻發現大
腸桿菌之 GUS 含量遠多於 GAL 含量，利用圖 3 與圖 1 結果比較，當
大腸桿菌於 107 CFU/mL 時，裂解後菌液 GUS 濃度約為 104 ng/mL，
GAL 濃度約為 10-1 ng/mL，兩者差距甚大。曾有研究報告指出，早先
於 大 腸 桿 菌 培 養 時 ， 可 加 入 GAL 誘 導 試 劑 ( 如 1-Isopropyl- β
-D-1-Thiogalactopyranoside，IPTG)增強 GAL 檢測效果(3)，未來實驗
前處理培養時可加以應用。
由圖 2 與圖 3 結果得知，裂解大腸桿菌後之菌液，溶菌酶溶液會影響
菌液中酵素與 ELISA 盤孔底部結合，為了說明大腸桿菌於 108
CFU/mL 時 GUS 釋出量實際大於 107 CFU/mL 時釋出量，我們利用
cELISA 方法檢測抑制率證實，除其檢測效果優於 iELISA 外，並可消
除溶菌酶溶液因素干擾；此方法結果亦可對未來發展側流免疫分析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快速試紙片提供良好檢測數據應用，相較
於現行法規公告微生物培養鑑定方法，快速篩檢提供了簡便經濟且能
立即反映當時實際現況立即處置之絕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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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發展
本研究屬於抗體發展之初步研究，證明抗體血清檢測 GUS 與 GAL 能
力，為了迅速知道細菌檢測效果，故利用絕大部分會分泌 GUS 與 GAL
之大腸桿菌來進行實驗，後續可發展的空間如下說明，並可朝老鼠單
株抗體或禽鳥類 IgY 方向繼續研究探討。
未來可再進一步研究發展包括：
1. 從兔子血清中純化出多株抗體 RA-GUS、RA-GAL。
2. 利用純化的多株抗體 RA-GUS 研究大腸桿菌之定量檢測，依法規
限量尋求最佳檢測稀釋抗體量。
3. 研究環境水體中 GUS 潛在含量，評估各種基質干擾因子，發展大
腸桿菌之免疫分析法。
4. 利用純化的多株抗體 RA-GAL 研究大腸桿菌群之定量檢測，依法
規限量尋求最佳檢測稀釋抗體量。
5. 研究環境水體中 GAL 潛在含量，評估各種基質干擾因子，發展大
腸桿菌群之免疫分析法。
6. 將純化之多株抗體聯結可供檢測之標記(螢光、呈色酵素、膠體金、
乳膠顆粒…等)，直接檢測定量大腸桿菌與大腸桿菌群，發展快速
篩檢套組或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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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環境檢測業務發展策略
雷一弘 1 黃克莉２ 阮國棟 3

摘要
環境檢驗所 1990 年成立之前，臺北市及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於 1982 年即已成立
檢驗室，其他縣市環保局檢驗室則於 1988 年後陸續成立。2002 年精省改制，
原臺灣省北、中、南三區環境保護中心改由環境督察總隊檢驗隊負責，2010
年 5 直轄市成立，檢驗工作亦多變革，2013 年以後環境資源部若成立，對環境
檢 測 工 作 可 能 也 會 有 細 部 調 整 。 我 國 環 境 檢 驗 工 作 經 過 30 年 的 演 進
（1982-2012），本文分別就現況分工情形、未來中央發展策略以及未來例行性
及專案性業務地方與中央分工之做法予以論述，所提見解為作者看法，不必然
代表政府政策，惟做為討論之基礎，將有助於未來發展策略之具體化。

各級環境檢驗室設立現況
環境檢驗所自 1990 年成立，在環境檢測業務上始終積極扮演執行、監督、輔
導與磨合的角色，目前全國環境檢測業務之分工架構已逐步確立。
臺灣省原由臺灣省政府環境保護處北、中、南環境保護中心負責環境檢測工
作，2002 年因應臺灣省精省，改制為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及北、中、南 3 區
環境督察大隊，並由其下檢驗隊負責支援所屬轄區縣（市）第二線環境檢測工
作。
臺北市及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於 1982 年成立檢驗室，其他縣市環保局檢驗室則
於 1988 年後陸續成立。2010 年臺灣行政區域重新劃分，成為 5 直轄市、臺灣
省 15 縣市，及福建省金門與連江 2 縣，共計 22 個地方政府，於其所屬環境保
護局中設立技術室、環境檢驗科或環境檢驗室，負責辦理該縣（市）第一線的
環境檢測工作，支援落實各項環保稽查與調查工作之推動。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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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檢驗分工現行做法
中央與地方環境檢測業務依環保法令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全國性之污染
監測、檢驗，地方環保機關主管轄內之污染監測、檢驗，考量地方環保機關
檢驗單位人力規模不一，無法執行所有環保法規規定之檢驗項目，環檢所於
2002 年 5 月 20 日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機關檢驗分工協商」會議，研商環境樣
品中央與地方業務分工原則，將各地方環境檢驗單位分成甲、乙、丙、丁等
四類，及各類環境檢驗單位原則上應負責之樣品類別與項目，2010 年臺灣行
政區域重新劃分，環檢所考量地方之檢測規模與能量，調整全國環境檢驗單
位分類及各類環境檢驗單位應負責樣品類別與項目（附表），在國家整體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就可建立全方位、功能齊備的分工伙伴體系，是最具經濟效
益的作法。
環境檢驗所為中央檢驗機關，原則上執行各區督察大隊及地方環保局應負責
檢測項目外之樣品，法院或地檢署等檢調單位申請檢測之樣品，以及經本署
各業務處（會）認定為緊急、重大或其他特殊原因（如署長交查、立法委員
質詢、全國性媒體報導等）樣品之檢測。環境保護署涉及環境檢測之委託計畫
要求提出品保規劃書並由環境檢驗所審查，提昇委託計畫檢測數據之品質，並
建立採樣行程通報（PSN）系統，強化樣品流向追蹤管理、主動管制檢測機構
執行列管事業之採樣行程及提供監控機制，以確保檢測數據正確性。

中央（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提升全國環境檢測及應變能力策略（2013
－2017）：行政院核定之 6 年施政計畫
1. 結合產業能量建置完整應變能力：建置具有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及異味污染
物採樣檢測能力之移動實驗室 1 座，於公害或工安事件發生時可於污染現
地，進行空氣中 120 項揮發性有害污染物質連續監測，協助污染與危害之
鑑識，達到定紛止爭之效。
2. 應用新科技解決老問題：汰換及添購檢驗所 64 件檢測設施，強化檢測能
量，每年增加新興或微量有毒重金屬、農藥、塑膠成分之壬基酚、多氯聯
苯、戴奧辛及阻燃劑等超微量有害物質之污染物檢測 10,000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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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類環境保護機關檢驗分工表
檢測類別
水質

檢測項目(項目前之數字為項目之代號)
1.導電度、2.硬度、3.總溶解固體、4.懸浮固體、5.濁度、6.六價鉻（比色
法）、重金屬檢測（7.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8.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
法）
、9.汞、10.砷、11.氯鹽、12.氨氮、13.硫酸鹽、14.油脂、15.COD、
16.BOD、17.硝酸鹽氮、18.亞硝酸鹽氮、19.水溫、20.pH、21.餘氯、
22.真色色度、23.陰離子介面活性劑、24.總酚（分光光度計）
、25.硫化
物、26.氰化物、27.硼、28.磷、29.高鹵 COD、30.氟鹽、31.三鹵甲烷
32.飲用水、河川水、廢水、地下水水質等之採樣

廢棄物

33.執行已公告 TCLP 之.Cd、Cr、Cu、Pb、Zn、Ni、Hg、As 等檢測無機
項目之檢測
34.區屬縣（市）環保局申請檢驗前項廢棄物項目之樣品
35.依其內部分工由稽查單位、業務單位或檢驗室進行廢棄物採樣
36.閃火點

土壤

37.執行 Cd、Cr、Cu、Pb、Zn、Ni、Hg、As 等無機項目之檢測
38.區屬縣（市）環保局申請檢驗前項土壤項目之樣品
39.依其內部分工由稽查單位或檢驗室進行土壤採樣
40.土壤 pH 值

空氣

41.落塵量、42.總懸浮微粒總量、43.硫酸鹽、44.硝酸鹽、45.氯鹽、46.
鉛及其化合物、47.鎘及其化合物、48.碳氫化合物、49.異味
50.空氣品質監測依其內部分工由稽查單位、業務單位或檢驗室自行進行
懸浮微粒（PM10）、二氧化硫、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碳氫化
合物等之監側
51.固定污染源空氣採樣（依其內部分工由稽查單位、業務單位或檢驗室
執行）
52.排放管道中總硫氧化物、總氮氧化物、粒狀物等之採樣及檢驗

噪音

2012年11月

53.環境音量、54.交通音量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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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類環境保護機關檢驗分工表（續）
檢測類別

檢測項目(項目前之數字為項目之代號)

環境生物

55.水中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
56.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
57.水中總菌落數檢測方法
58.飲用水中總菌落數檢測方法

毒性化學物質
環境用藥

59.氰化物、60.六價鉻、61.鎘
暫免檢測

註：1.甲類：中區督察大隊（35、36、39、41-54）
、南區督察大隊（35、39、41-51、53、54）、
臺北市（34、36、38）、高雄市（34、36、38、54）執行除括號內項目之各項檢
測。
2.乙類（北區督察大隊、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及桃園縣）
：執行其中 1-7、9-22、32、
33（砷汞除外）、37（砷汞除外）、40、41、49、55-58 等項目。
3.丙類（基隆市、宜蘭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雲林縣、南投縣、彰化縣、嘉義
縣、嘉義市、屏東縣、花蓮縣）：執行其中 1-7、9-22、32、40、41、49、55-58
等項目。
4.丁類（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執行其中 1-6、11-22、32、40、41、49、
55-58 等項目。

3. 創新生物檢測技術：開發蛋白質檢測晶片、細胞毒性系統、發展蛋白質晶
片及相關細胞毒性檢測技術、生物快速篩檢鑑識技術之驗證及穩定性確
認，將傳統菌種以菌種計數為主的方法，拓展到奈米等級的基因階段，未
來亦可利用於其他環境有害物之鑑定。
4. 強化南部檢測能量：於環境保護署南區督察大隊現有檢驗室添購 4 項（9
件）細懸浮微粒質量濃度檢測環境設施及其成分分析相關設備，執行雲林
以南各縣市新興且例行性空氣中細懸浮微粒質量及微量金屬（10-9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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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超微量金屬（10-12 等級）成分分析之檢測，加速污染檢測與鑑識效益。

中央與地方制度面（例行性）檢測業務發展策略（2013－2017）
5. 發展地方特色之例行性業務：配合中央 4 大發展重點工作，例如 PM2.5 南
北二重要調理中心（中央中壢市與高雄市）
，石化產業重要縣市移動實驗室
合作支援（中央環檢所、毒災應變與雲林縣、高雄市）
，先進超微量檢測技
術合作開發與應用（中央與台北市、新北市、台中市及台南市等）。
6. 發展地方特色之檢測機構委辦業務：鼓勵地方每年編列「年度檢測業務計
畫書」
，規劃年度工作目標、業務量及委辦檢測之額度，中央於確定地方之
年度需求及目標後，可以據以適當結合檢測機構之管理及獎勵措施等，形
成具有全國性完整委辦人力及業務之有效統計及管理，成為外圍有效人力
資源。
7. 發展地方特色之研發及合作業務：中央每年執行新標準方法開發、新檢測
技術開發、新科技研究計畫，以及新自行研究及環境調查計畫等工作，適
時邀請地方縣市共同執行，成果共同發表，每年在預算及人力允許範圍，
對地方特色之議題也可預做規劃，納入年度計畫推動執行，以累積中央地
方能量。
8. 提高環境檢測業務績效考評權重：環境保護署每年對地方環保機關執行績
效考評，環境檢測業務雖為考評項目之ㄧ，但權重只佔 2 至 4%，若環境保
護署各涉及檢測之業務處（會）分撥 1%之權重予環境檢驗業務，將環境檢
測業務考評權重提高至 8%，可使地方環保機關更加重視環境檢測業務，可
提昇環境檢驗之數據品質。

中央與地方專案性機動性檢測業務發展策略（2013－2017）
9. 針對個案成立專案計畫協力執行，例如台北市翡翠水庫管理局希望環檢所
協 助 水 質 檢 測 及 申 請 取 得 全 國 認 證 基 金 會 （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有關 ISO/IEC 17025 國際標準之實驗室認證資格，以及
從 1999 年至 2009 年期間協助輔導地方政府，陸續已有 21 縣市之環保局檢
驗室申請或持續展延取得全國認證基金會之實驗室認證資格，全面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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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方環保機關之檢測證據力與公信力。
10.針對個案提出專案需求之補助：環檢所自 2007 年至 2011 年，每年提供約
1,000 萬元之經費，由地方環保局依需求提出補助計畫，經審核後補助經費
更新設備、汰換擴充設施（備）
，提升地方政府環境監測及檢測之技術與效
能，有效激勵地方環境檢測人員之士氣。
11.地方檢測技術與法規輔導：2011 年起環檢所辦理「檢測技術與法規輔導計
畫」
，課程主要以檢測法規、本署業務處迫切需要之檢測、發生爭訟較多的
檢驗方法及新公告之檢驗方法等，2011 年計輔導地方環保局 120 人次，2012
年預計可輔導 81 人次，使地方環保機關瞭解新方法應注意事項，加強委託
檢測案件之數據審核能力，避免執行採樣及檢測程序之瑕疵，導致相關處
分案經訴願而遭撤銷。
12.鑑識督察之新局：協助地方環保局建立能力提昇計畫，由中央提供訓練或
其他必要之協助，於 6 年逐步完成應屬地方機關主管事項之檢測技術，如
遇有污染鑑識案件，即由中央統籌檢測資源，結合地方聯合分工，即時提
出緊急因應措施。

結語
本文簡述過去 30 年環境檢測業務之執行變革，中央與地方分工現況，並依據
行政院核定之提出未來 6 年中央的檢測業務發展 4 項策略，以及擬議中的 8 項
制度面與專案性地方檢測業務發展策略，冀望透過充分討論，有助於界定中央
與地方的夥伴關係、依存關係及行政職掌關係，全面提升我國環境檢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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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檢業進入大陸市場發展策略芻議
蕭美琪 1 黃克莉 2 鄭仁雄 3

摘要
我國環檢業在推動認證制度厚植民間力量之政策下，20 多年來已在
臺灣奠定良好基礎。未來進入大陸、東南亞或全球市場，皆有賴進一
步的佈局及策略。本文就大陸市場資訊的初步彙集，我國環檢業進入
的優劣勢及機會威脅分析（SWOT 分析），並提出 5 項從政府立場可
以協助推動的策略，以供後續討論，期能找出產官學研各界都認同的
市場發展策略。

中國大陸環檢業之發展潛能(1)
中國大陸環保產業發展隨著經濟腳步同時發展，在城市化、工業化進
程的不斷加速中，大陸地區由於污染氣體排放、污水排放等導致的環
境污染日益嚴重，加上長期累積的環境問題浮現，在全球範圍內要求
改善環境的呼聲也日趨高漲，隨著大陸＂十二五環境檢測工作＂公
布，將衍生極為可觀的市場發展，依據＂環境質量與監測雜誌，2012，
第一期＂報導:大陸持有國家級認證之環境監測站約為 4,000 餘家，環
境監測人員約 7 萬多人，人員比例約為臺灣的 30 倍，根據大陸當地
規範各級環境監測站的主要功能就是監測分析環境狀況與污染物排
(2)

放情況，因此一般監測站都設有分析實驗室 。
自 2002 年以來，伴隨著全球化趨勢與國際貿易額的快速增長，檢測
行業成為大陸地區發展前景最好、增長速度最快的服務行業之一，其
中以民營和外資為主的大陸地區第三方公正實驗室一直保持 30%以
上的增長速度，大陸地區檢測市場規模於 2008 年達到人民幣 450 億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１研究員
3
澳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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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 。以 2010 年大陸地區檢測市場資金額人民幣約 650 億為計算基
(4)

準，評估 2012 年政府及民間的檢測市場規模可能達 900 億人民幣 ，
另一方面，由於大陸地區對外出口的不斷成長，巨大貿易出口額和各
種貿易綠色壁壘的交織，催生了檢測市場的不斷擴大。然而目前大陸
許多環檢工作仍掌握於官方機構實驗室，尚未釋出給民間第三方公正
實驗室，一旦大陸政策改變，開始開放檢測工作至民間，則整個市場
將會有十分驚人之成長，臺灣環檢業者受限於臺灣有限的市場，為了
檢測業的永續經營，理當走出臺灣，積極了解並佈局大陸地區，以迎
接未來大陸地區環檢市場爆發性成長機會。

臺灣環檢業之發展特色及未來
根據環保署的調查資料顯示

( 5)

，環檢業的經營瓶頸主要有三項:

1. 同業競爭
2. 人才培訓
3. 市場及業務開拓
我國環境檢測業由於大部分屬於中小企業，市場範圍亦多侷限在國內
市場，因製造廠商外移及相關投資減少，造成市場成長趨緩，並導致
(6)

競爭激烈，削價競爭 ，經營利潤約在 10%左右，使得大部分業者無
力投資進行人才培訓及新技術的設備。未來趨勢似有走向實驗室大者
恆大或特色實驗室經營的方向。
隨著經濟與科技快速發展，環境污染物種由傳統的硫氧化物、氮氧化
物等污染物，新增了到戴奧辛、塑化劑，甚至各種微量的新興污染物
（Emerging Contaminants）持續增加，亟須建立更微量且更準確的分
(7)

析技術以資因應 ，為呼應國家「永續環境」願景，環保署推動「新
世代環境檢測發展計畫」6 年計畫（自 102 年至 107 年），進行檢測
設備之汰換，添購高精密設備，引進新技術，建置現地快速檢測技術，
提升污染鑑識能力，開發創新環境生物檢測技術，達到擴充並提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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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境檢測能量，迎接未來的新挑戰 。另為提昇環境品質及維護國人健
康，環保署持續研訂相關新政策及公告新法規，例如 PM2.5 管制政策、
移動污染源管制、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施行等，配合新政策新法規落
實需求，勢必同步帶動臺灣的檢測市場動量。

優劣勢及機會威脅分析（SWOT 分析）
1.優勢部份
政府協助臺灣環檢業營造產業持續發展的態勢，整備國內法規與世界
同步接軌，輔導培育所需專業人才，培訓業界在職人士的新增（檢測
(6)

技術）需求，加強國內環境檢測業服務品質認證 ，此外透過持續的
兩岸交流，使得臺灣環檢業者能明確了解自身優點所在，持續發揮，
建立持久的優勢。
2.機會部份
藉由政府推動兩岸環境檢測服務業交流合作及兩岸服務貿易協議的
運作，臺灣環檢業者可把握兩岸逐漸熱絡交流之機會，瞭解彼此需
求，即時掌握大陸地區環檢市場逐漸發展的龐大商機，且大陸地區對
臺灣品質有信心。
3.劣勢部份
臺灣環檢市場相較大陸環檢市場規模較小，預計在未來 10 年此差異
會更大、大陸業者資金較雄厚且對大陸市場型態、法規、認證、審批
流程較熟悉，故為了臺灣從事環檢產業的檢測機構能在未來持續的成
長，進入大陸環檢市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4.威脅部份
至於在避免威脅的方面，則唯有不斷的增強臺灣環檢業整體的研發能
力，才能持續保持與大陸地區環檢業者一定競爭上之優勢。此部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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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關部會的研發資源應適當開放給環檢產業，使環檢業者能投入大
陸人力、物力於環檢業技術的研發。此外環檢認可制度也應朝向鼓勵
新方法或既有的技術改進，如此才能建立長久技術上的優勢。
就上述 4 項分析，製作成表 1：
表 1 臺灣環檢業者到大陸發展之 SWOT 分析表
優勢(S)

劣勢(W)

臺灣環檢產業發展 20 多年已趨成 1.

現階段對大陸環檢市場的資訊仍

熟。

十分有限。

臺灣各類採樣技術已建立、人員素 2.

不了解大陸環檢市場的經營型態。

質高、人才培訓完善。

3.

兩岸環檢業認可無相互承認機制。

3.

對大陸地區溝通及文化適應較易。 4.

臺灣環檢業大部份規模較小，人力

4.

臺灣實驗室管理制度嚴謹。

及財力較有限，不易投資大陸市

5.

臺灣實驗室檢驗數據有一定品質。

場。

1.

2.

機會(O)
1.

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政

威脅(T)
1.

策鼓勵兩岸服務業的交流發展。
2.

3.

大陸地區大型企業投資及本地環
檢實驗室逐漸興起。

預估未來大陸地區檢驗市場迅速

2.

外資企業的積極拓展大陸市場。

成長、規模龐大。

3.

臺灣對大陸環檢技術的差異優勢

大陸地區較歡迎台資企業的合作。

將快速縮小。

發展策略（芻議）
綜合上述 SWOT 分析，本文提出下列因應做法，以利未來之市場發
展：
1.建立兩岸環檢產業交流平臺
過去對大陸地區的環檢市場、法令等資訊十分有限，藉由今年起環保
署環境檢驗所編列經費，透過民間團體（如檢測公會）進行產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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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術交流，應有助於對大陸地區環檢市場的資訊蒐集，並開始建立
與大陸地區檢測機構之合作機制。
2.建立兩岸檢測技術研發交流平臺
臺灣在環境檢測的技術發展及應用於相關的調查、監測作業，已有
20 多年的經驗，此部分可透過政府、環保署、國科會、工業局或經
濟部技術處等單位，編列預算或協助相關單位進行具前瞻性或臺灣具
有成熟之技術，大陸地區尚未發展的特殊環境監測、環境調查計畫
等。計畫的主題，除了應考慮國際上未來的環保議題外，亦可考慮各
地環境問題的特色而加以擬定相關的研究計畫，參與方式包括兩岸共
同投入資金及人力，共同進行特定有利雙方環境議題之計畫。
3.營造臺灣環檢業者到大陸投資或有力的經營環境
政府可透過海基會及海協會之兩會協商，將環檢業在大陸地區的投資
保障列入貿易協議項目中，包括在大陸地區的投資法令便利性、財務
融資等協助，以及兩岸環檢實驗室相互認可的機制探討等。
4.整合資源建立相關策略聯盟
由於臺灣環檢業者大多規模較小，難以有足夠實力前往大陸投資，因
此考慮以策略聯盟的方式前進大陸將是可評估的方向，此策略聯盟的
類型包括大陸同業(及不同檢測機構)及異業(結合環境工程、顧問業等
行業)之策略聯盟。由於此策略聯盟牽涉較複雜，建議另外申請研究
計畫邀請企業學者或專家一起參與。
5.環境檢測實驗室多角化發展
環檢實驗室要具規模化發展，另一種可能途徑為多角化發展化學測試
領域，政府可協助各種認可制度的有效整合，減少檢測機構的認可成
本，以期能快速取得新項目的認可，順利多角化的發展。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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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因應兩岸產業發展已朝雙向競合關係，隨著兩岸經貿互動愈加頻繁，
兩岸產業互動模式也從原本企業本身的單向、往前為雙向競合關係，
為了追求產業的互利雙贏，對兩岸產業佈局需要有高階的思維，從臺
灣的技術、中國大陸的市場角度，討論兩岸環檢業如何結合、互動，
對兩岸環檢業發展最有利，期能讓臺灣環檢業更具競爭優勢，在公平
市場機制下拓展大陸市場，進而持續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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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管理策略
黃文俊 1 陳婷芳 2 黃克莉 3

前言
近年來我國已由開發中國家邁入先進國家，在此期間所進行之開發及經濟活
動，造成我國環境涵容能力下降及環境問題之嚴重性已不容忽視，「移動性
污染源」即是造成環境品質負荷沈重因素之一，其中又以機動車輛所造成之
環境影響最大。1996 年底臺灣地區機動車輛登記數為 1,427 萬輛，至 2011 年
12 月底機動車輛總數約為 2,222 萬輛，約為 1996 年底總數的 1.56 倍，機動
車輛的高度成長雖帶來了行的方便，但其排放的大量一氧化碳（CO）、碳氫
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鉛（Pb）、硫氧化物（SOx）、懸浮微
粒（PM）、噪音等，不僅嚴重影響空氣品質及環境安寧，更對民眾身體健康
造成危害。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維護國內空氣品質及環境安寧，加強機動車輛排放污染
及噪音管制，以達成污染量削減及寧靜家園之目標，公告「空氣污染防制法」
及「噪音管制法」，以嚴格標準管制新車污染及噪音排放及淘汰老舊車輛。
政策之推動與執行，須要有具公信力之檢測數據為依據，機動車輛檢驗測定
機構即為此孕育而生，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主要任務為確保國內製造或國
外進口之機動車輛在銷售前、量產後之污染排放及噪音均能符合排放管制標
準，以有效管制空氣品質及環境安寧。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管理制度及現況
法源依據及品質管理制度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管理法規之制定係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4 條第 2 項
及噪音管制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於 1995 年 5 月 31 日以環署檢字第 2440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3 組長
2
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課長級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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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令發布「機動車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管理辦法」，訂定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許可制度，另於 1997 年參考 ISO Guide 25 及 2003 年
參考 ISO 17025 校正與測試實驗室能力一般要求制修訂「機動車輛排放空氣
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品質系統基本規範」作為建立及維持實驗室品質
系統之依據。
許可類別及測定方法
許可類別依機動車輛車種及污染源可分為柴油及替代清潔燃料車排放空氣污
染物測定類、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測定類、機器腳踏車排
放空氣污染物測定類及機動車輛噪音測定類等四類；再依各車種、測定方法，
可再細分為排氣行車型態測定、排氣惰轉狀態測定、重柴引擎行車型態測定、
排氣煙度測定、曲軸箱吹漏氣測定、油箱化油器蒸發測定、原地噪音測定及
加速噪音測定…等，許可項目共計 31 項。
測定方法依測定項目不同，主要為依據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測定方法、遵循美
國或歐盟測試程序及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公告之方法執行。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業務範疇
主要業務範籌包括執行汽油車、柴油車、柴油引擎、機器腳踏車污染及噪音
之「新車型審驗測試」、「新車逐車測試」、「進口使用中車輛逐車測試」、
「新車抽驗測試」及「品管測試」等五大類法規測試。執行「品管測試」之
檢驗室須取得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認可；執行其餘測試類別之檢驗室則除須經
環境檢驗所認可外，尚須取得環境保護署之指定後始可執行。
截至 2012 年 09 月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共計認可 17 間檢驗室，其中有 10 間
檢驗室僅執行品管測試，另 7 間檢驗室則依環境保護署之指定，分別可執行
其餘四種法規測試中之一種或數種。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之特性
自 1995 年公告實施機動車輛污染檢驗測定機構管理辦法後，有關機動車輛檢
驗測定機構具有制度化之許可及管理，但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有下列幾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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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故必須積極加以輔導及查核，才能落實汽機車污染量削減及維護環境
安寧之目的。
法規與歐美調和，並逐期加嚴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方法主要為依據歐盟、美國等測試程序或與其進行調和，
並比照國際上之排放標準逐期加嚴或更加嚴格，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必須
隨著測定方法更新及法規加嚴，持續更新儀器設備能量，人員之測定技術亦
須逐步成長及升級，以因應法規之調整，而獲得正確之檢測數據，故須透過
輔導方式協助測定機構持續升級，確保符合法規要求。

表 1 目前各項車輛污染法規之期別
法規類別

汽油車
排氣污染

柴油車
排氣污染

機車
排氣污染

車輛噪音

期別

五

五

五

四

實施日期

2012.10.1

2012.1.1

2007.7.1

2007.1.1

檢測系統複雜度及建置成本高
機動車輛檢驗室之檢測系統相當複雜，必需經由不同儀器設備、檢測環境（含
場地）、油品、氣體、人員操作等相互運作配合，才能得到最終之檢測數據。
其中為了建立車輛測試之標準條件，場地與儀器設備之複雜度、精密度及系
統整合要求，造成相當高的建置成本，設備使用年限普遍達 10 年以上。
為了維持儀器設備精準性、追溯性及數據可信度，各檢驗室之內部品保品管
制度必須能夠確保有效落實；而為了達成政府逐期加嚴之施政目標，也必須
藉由輔導的方式，協助各檢驗室導入最新法規所需之設備與技術。
人員操作影響大
在一般檢驗測定作業中，儀器設備及人員操作均會影響測試結果。而在機動
車輛檢測過程中，人員操作油門、煞車、排檔或離合器的動作，相較於高精
密度的儀器設備，對於檢測數據的影響更大。因此首先，車輛測定人員必須
先取得環訓所相關證照才能夠執行測定工作。其次，每年必須使用標準車進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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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相關性測試，來確保各檢驗室間能力之一致性。最後，為了因應法規的逐
期加嚴，還必須透過各種訓練、研討、輔導…等方式，以提昇人員之技術能
力。
以最新汽油車五期法規為例，依據歐盟測試程序，管制項目針對缸內直噴引
擎車輛新增粒狀污染物（PM）一項，為達成法規要求，檢驗室須增設 PM 取
樣、濾紙靜置秤重系統等，並與現有測試、取樣系統整合，而 PM 量測對檢
驗室是新的檢測技術，故透過輔導方式協助檢驗室導入，除使法規順利推動
外，並確保檢測數據可信度。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管理策略
因上述之特性，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自 1997 年起，即針對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
構成立專案輔導查核計畫，希望藉計畫的執行一方面了解現有的機動車輛檢
測檢驗室落實法規的執行狀況，另一方面亦希望借由查核工作，輔導業者能
充分執行檢驗室的品保/品管工作，加強其數據品質、提昇檢測能力，亦能同
時配合政府對於空氣污染防制政策的推行，以改善國內的空氣品質，透過有
效管理、監督及輔導等程序，確保各檢驗室運作能達到一定程度之可信賴性。
針對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之管理，目前環境檢驗所所採取之管理策略包括
有：
1. 持續提升測定機構人力品質
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管理辦法中已明訂測定人員應領有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核發之相關測定項目訓練合格證書，測定機構新增測定人員時須依規定申
報，以確保測定人員基本能力。由於檢驗室人力資源屬技術性人才，累積深
厚經驗之測定人員有利於檢驗機構發展，透過查核計畫舉辦研討會、座談會
進行技術輔導及訓練，配合法規的實施進行各項技術交流及經驗傳承，並進
行同儕間之學習，以活化各檢驗室之品質及技術，增進機動車輛污染檢測機
構業者之技能水準，提昇檢測機構之專業形象。
由外聘之專家學者至檢驗室每年執行 2 次輔導性查核，輔導查核內容包括檢
驗室品質系統落實情形、檢測數據之追溯性與完整性、法規測試程序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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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儀器設備之符合性等；確保檢驗室之品質管理系統運作能依據檢驗室品
質系統規範正確有效執行，檢測數據具有精確性及公信力。針對查核結果再
安排複查作業，以強化檢驗室品質系統運作之能力。
2. 維持輔導查核與無預警查核並重
除輔導性質查核外，環境檢驗所不定期派員至檢驗室執行無預警查核，查核
內容包括抽審檢測報告正確性、測定紀錄追溯性、人力與檢驗量合理性、檢
驗設備能量、儀器校正狀況、測試用油使用情形及標準氣體有效期限等，如
發現有違規事項除依規定裁罰及限期改善，並視需要進行複查，以確認違規
事項改善情形。
3. 檢測能力持續測試與品質保證
檢驗室常用參與能力試驗（Proficiency Testing）方式來展現檢驗室之能力水
準及作為品質保證方案之一，而機動車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
構管理辦法第 18 條則已直接明訂檢驗機構每年應實施相關性測試（即能力試
驗）。
相關性測試由環境檢驗所購置標準車輛，並指定一檢驗機構為相關性參考檢
驗室，以標準車輛作為測試件，並由查核計畫督導相關性測試過程，進行檢
驗室之檢測能力之評估，確保檢驗室能力之一致性。未來相關性測試之執行，
包括標準車之購置方式及容許範圍之判定，將持續檢討，並適時提供相關性
測試差異範圍，作為測定機構改善之參考。
4. 妥善運用有限資源落實測定機構管理
每年運用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基金補助約 200 萬元之經費，執行 15 家 17 間
許可機動車輛檢測機構檢驗室之年度查核及複查、督導年度相關性測試、噪
音測試道場地紋理深度檢驗、辦理機動車輛污染檢測機構業者及評鑑專家研
習會等，以有限資源做最大效益運用，未來將持續爭取相關經費，並配合環
保署法規管制標準之公告實施行，提升測定機構檢測能力，以確保每年國內
製造及國外進口汽機車符合現行排放標準。
5. 與國內外產官學研合作掌握發展先機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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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業者與國際大廠、研發機構、國內大專院校等以專長互補模式持續合作、
相互支援，鼓勵業者赴國外參與新技術轉移，以研究新興應用及技術標準，
並積極蒐集歐盟及美國等管理標準訂定趨勢資料，掌握發展先機，厚植產業
競爭力。

結論
環境保護署「黃金十年、永續環境」施政主軸「生態家園」之實施策略「建
構潔淨適寧環境」中，其實施方法包括有效管理環境污染，提昇室內外空氣
品質，加強細懸浮微粒管制，加強噪音查緝，推動寧靜家園運動等，在機動
車輛產業部分，已朝向開發低污染、低噪音之車輛，如電動車、油電混合車
等，同時在法規管制面亦已導入粒狀污染物之管制（汽油車 PM 及柴油車
PM、PN），機動車輛檢驗室亦需因應政策之推動，提昇自我檢測能量及技
術，以提供精準之檢測數據作為施政之依據。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自 1997 年起針對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進行查核作業，確
保檢測數據品質及維持其公信力，管理策略上係採行輔導與管理並重之措
施，透過有效管理、監督及輔導等機制，健全機動車輛檢驗測定機構體質，
除了協助環保署執行及推動各項政策，保護國內環境品質及維護國人健康
外，也讓國際上直接承認檢驗室的測定報告，協助國內車廠車輛外銷業務，
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也提昇了車輛產業的競爭力，維繫環保事業永續發展，同
時並定期檢視，適時調整施政方針，符合社會潮流與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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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濬底泥合法棄置判定標準與偵測極限
王世冠 1 郭安甫 2

前言
為了保持航道暢通，所有河道、港口都不免需要定期進行疏濬，將淤
積的污泥以挖泥船等清出，再運載處理(圖 1) (1)。由於污泥數量龐大，
且有臭味等衛生問題，陸地掩埋有其困難。通常最常被採用的處置方
式，是直接載運到水深處或外海棄置。以往認為海洋涵容能力無遠弗
屆，因此隨意拋棄，未妥善管理，任由海洋生態遭受人類無情戕傷。
近些年來，經過長期的海洋生態調查研究，這個問題漸漸被各界開始
認真看待，對濬泥海拋不再視而不見，各國政府紛紛立法進行管理。

圖1

高雄港主航道濬泥作業(1)

聯合國 1972 年制定「防止傾倒廢物等物質污染海洋公約」(倫敦公
約)，以管制世界各國傾棄廢棄物於海洋；直到 1996 才達成協議簽署
議定書，允許 7 大項物質可從事海拋，包括:疏浚泥沙、污水下水道
污泥、漁產加工廢棄物、船舶或海洋設施、無機之地質材料及天然有
機等無害物質項目。環保署呼應國際上嚴格規範海拋物質的趨勢，於
2006 年公告修訂海拋廢棄物分類規定，將許可海拋物質正面表列於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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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棄置物質分類中，初期核可海拋有港區淤泥疏濬及味精醱酵母液
兩項。疏濬淤泥在進行海拋棄置前，必需要先評估淤泥中是否含有關
切污染物(Contaminants of Concern, COC)。至於使用的檢測方法是否
能夠有效偵測到所關心的目標化合物，則有賴於對檢測方法偵測極限
有正確的判斷與解讀。本文介紹負責管理美國濬泥的美國陸軍工兵處
(Corps of Engine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USACE) Robert P. Jones
和 Joan U. Clarke 在 2005 年發表的一篇濬泥檢測品保品管手冊中有關
偵測極限名詞闡釋的專文(2)，整理作為國內相關檢測之參考。

美國濬泥海拋許可標準相關之偵測極限與管制值

(2)

美國在 1972 年公告了海洋保護、研究、與保護區法（Marine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Sanctuaries Act, MPRSA），其中有一條是關於管理海洋
傾拋廢棄物之行為的海拋法（Ocean Dumping Act, ODA），除了規定
海拋地點與條件外，更限制傾拋海中之廢棄物種類，以避免危害人類
及海洋生態等。主管機關是美國陸軍工兵處(Corps of Engine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USACE)和美國環保署。因應清潔水法(Clean
Water Act)中關於浚挖與回填物質檢測需求，於 1991 年和 1998 年分
別出版了海洋檢測準則(Ocean Testing Manual, OTM)和內陸檢測準則
(Inland Testing Manual, ITM)，來決定是否核發海拋許可(Dumping
Permission)。濬泥在進行海拋處置前須提出內容物未超出管制限值的
檢驗證明，這些檢驗報告之可靠性與管制標準之制定，都密切與偵測
極限相關聯。為釐清 2001 年 USACE 出版之樣品分析準則 EM-200-1-3
附件 1 與美國國防部品質系統手冊(DoD’s Quality Systems Manual)附
件 D 中所使用偵測極限及各項管制限值術語的定義，避免混淆，
Robert P. Jones 等在 2005 年提出「偵測極限與濬泥評估」之技術報告，
做為評估濬泥海拋許可核發評估之作業參考。
1. 計畫行動濃度(Project Action Level, 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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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每一種 COC 所須採取的動作，係依管理單位所設定的 PAL 來決
定。建立 PAL 的標準多係參考預定海拋之水域該化合物的背景濃度
而定。美國環保署於 1992 年在其污染底泥管理策略(Contaminated
Sediment Management Stradegy) (3)中，針對可能造成水生生物(Benthic
Organism)不利影響之 COC 所訂定之底泥品質指引(Sediment Quality
Guideline, SQG)也是制定 PAL 參考依據之一。至於污泥滲出水
(Elutriate)的 PAL 則是根據 1998 年美國環保署與陸軍工兵處共同在清
潔水法第 404 節中所訂定水質標準(Water Quality Standards)。各種 PAL
所參照之標準雖有不同，但出具檢驗報告的合約實驗室都必須證明該
項 COC 之偵測極限遠低於 PAL 濃度值。
2. 目標偵測極限(Target Detection Limit, TDL)
這個數值是內陸檢測準則(ITM)中所用到的術語，在計畫規畫過程中
就要先訂出來。它是一個數據品質目標，高於例行檢測技術上可達到
的偵測極限值，但須低於濬泥管制標準如 PAL 等。通常 TDL 值不會
低於主要管制法規值的十分之一。
3. 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
方法偵測極限是由統計數據所推導得到的理論方法偵測能力。它的定
義是以在 99%可信度下某物質會被偵測出濃度值大於 0 的最小濃度
值。MDL 的製作程序是依據 1995 年聯邦公報之 40CFR Part 136 的附
錄 B 所規範之方式進行。這程序同時也被記載在 2001 年 USACE 出
版之樣品分析準則 EM-200-1-3 附錄 I 與 2002 年美國國防部品質系統
手冊(DoD’s Quality Systems Manual)附件 D 中。通常係取七個或更多
在特別乾淨、不含干擾物，能代表欲檢測樣品環境基質的基質中之添
加重複樣品(Replicate Spiked Samples)，經過完整分析過程(萃取/消
化、淨化及儀器分析)。針對底泥常用的基質是砂或黏土。計算 MDL
之方式是把 n 次重複分析數值的標準偏差乘上 99%信賴度所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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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自由度下之司徒頓 t 參數值(Student’s t Value)。如果濬泥海拋許可
核發是根據方法偵測極限，則建議數據使用單位最好要求實驗室提出
確認 MDL 之動作。各目標化合物添加量為第一次分析所得到 MDL
計算值約 2 倍濃度。2002 年美國國防部品質系統手冊建議，對特定
目標化合物而言，如果能夠得到訊雜比在三倍以上之訊號，則此 MDL
查核(Check)便可以接受。由於 MDL 查核並未測試真實環境樣品基質
干擾之影響，它並不能保證在真實樣品之偵測能力。MDL 分析通常
每年進行一次。SOP 有明顯更動或更換儀器的時候也要重新製作
MDL。與樣品有關之參數如樣品重量、固體含量或稀釋操作等，通
常並不須調整 MDL。MDL 是對實驗室偵測能力的評估，可供作決策
時之參考。不過在衡量是否核發濬泥棄置許可時，尚須要審慎考慮前
面所提到 MDL 之既存不確定度(Inherent Uncertainties)。
4. 方法定量極限(Method Quantitation Limit, MQL)
方法定量極限 MQL 是 2001 年版美國工兵處(USACE)指引所使用之
術語。通常定在對大多數目標化合物之 MDL 的 5 到 10 倍，而且不
得低於 MDL 的 3 倍。MQL 代表實驗室在預定之績效要求標準下，
準確量測目標化合物之能力，這也是數據報告可以不用檢附定性報告
的最低濃度值。如果合約計畫沒有特定要求，則 MQL 被設定作為該
方法檢量線濃度的最低濃度。每一目標化合物檢量線最低濃度都必須
至少為 3 倍 MDL 以上。所有低於 MQL 濃度值之檢出目標化合物都
必須標識為估計值，也就是所謂 J-標識(J-Flagged)。MQL 是 MDL 固
定倍數之參照值，因此和 MDL 一樣與樣品特定參數無關。
5. 實驗室報告極限(Laboratory Reporting Limit, LRL)
實驗室報告極限 LRL 是一個實驗室對其分析數據之定量準確性有信
心 之 最 低 濃 度 值 。 LRL 以 下 之 濃 度 將 被 報 告 為 未 檢 出
(Non-Detected)，也就是所謂 U-標識(U-Flagged)。記載的方式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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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濃度值」(< ###，其中###等於 LRL)。
6. 儀器絕對靈敏度(Absolute Instrument Sensitivity, AIS)
每一種使用到新型分析儀器的化合物別(Compound-Specific)的檢測
分析方法多少都會使用到某種形態的偵測器，這些偵測器會偵知目標
化合物的存在而產生訊號。就如同樣品基質所產生的干擾一樣，儀器
自身也會產生可量測的輸出訊號稱之為雜訊(Noise)。儀器絕對靈敏度
(AIS)是指系統雜訊，代表一種可量度的參考訊號。根據 Willard 的定
義(4)，儀器系統的偵測極限(Detection Limit of the Instrument System)
是指能夠產生與背景雜訊可靠區分的訊號之最低目標化合物濃度
值。實際量化的表示方式，通常指能夠產生背景雜訊 2~3 倍的最低待
測化合物濃度。訊雜比可用來監控儀器的靈敏度，如果訊雜比在 3~5
倍，通常就被認為足以自雜訊中區分出訊號來。AIS 不宜單獨被用來
評估分析偵測極限或報告偵測極限。
各種偵測極限間之相關性

以上 PAL, TDL, MDL, MQL, LRL 和 AIS 數值之間的關聯性，如圖 2
所示(1)。其中 TDL 是計畫所設定之目標值，在尚未選定合約實驗室之
前就要先決定。合約實驗室能夠達到這個計畫的 TDL，應該要列入
遴選程序之一部分。通常，MDL 不應該用作評估實驗室能否達到計
畫 TDL 之最終決定性因素，只宜作為參考。

其他常用偵測極限之定義
除了上面這些偵測極限之外，在各種指引文件中還會出現各種不同之
偵測極限，數據使用者在判讀報告時要小心區分其不同之處。
1. 方法報告極限(Method Reporting Limit, MRL)
MRL 以下之濃度將被報告為未檢出(Non-Detected)，也就是所謂 U標識(U-Flagged)。記載的方式為「低於濃度值」(< ###，其中###等於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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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L)。MRL 濃度值是依計畫別因素設定，考慮到數據使用者之需
求、方法及儀器的靈敏度，數據使用者所願意接受之低濃度範圍的量
測不確定性。與 LRL 相較，MRL 會隨著樣品基質、樣品重量體積、
固液比、稀釋步驟而調整。視計畫之需要，MRL 可以設定低至樣品
調整至相當於 MDL 濃度範圍，或是高至 PAL 濃度的 1/2。這是因為
MRL 考慮多重因素的關係，並非指
MRL 可任意設定。MRL 是依計畫特性而訂定之數值，LRL 雖然名稱
有點相似，但它是根據實驗室績效所訂出來之數值，本質上是不相同
的。

圖 2 與濬泥相關的偵測極限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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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儀器偵測極限(Instrumental Detection Limit, IDL)
IDL 是指儀器所能偵測到的最低濃度值。與 MDL 相較，IDL 忽略了
樣品前處理的影響。在美國環保署公告標準方法 SW846 中的 6010B、
6020 和 7000 系列中有關重金屬分析的部分都可作為 IDL 製作之參考
依據。主要是由三次在不連續日期的日子中，每天以試劑空白溶液七
重複分析所得到之平均標準偏差值。由於 IDL 與樣品製備程序及基
質效應無關，因此不應以環境樣品來執行。也不能用來評估 PAL 是
否合適於樣品之方面。
3. 估計定量極限(Estimated Quantitation Limit, EQL)
這是在美國環保署公告標準方法 SW846 概要中所提到的術語。定義
為在例行實驗室操作條件下，於指定精密度與準確度範圍內能可靠地
完成的最低濃度。雖然 EQL 通常為 MDL 的 5~10 倍，但實際上可在
指引規範下直接選定，以簡化數據報告方式。在 SW846 的標準方法
中，有許多目標化合物指定以 EQL 作為檢量線的最低濃度。不過
SW846 中所提供的 EQL 只是指引性質，並不一定做得到。
4. 實際定量極限(Practical Quantitation Limit, PQL)
PQL 也是美國環保署公告標準方法 SW846 概要中使用到的術語。定
義為在例行實驗室操作條件下，於指定精密度與準確度範圍內能可靠
地量測的最低濃度。PQL 與 EQL 基本上都是指引值，兩者為同義字。
5. 樣品定量極限(Sample Quantitation Limit, SQL)
SQL 是美國環保署在其超級基金風險評估指引(Risk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Superfund, RAGS)中所使用之術語。是指針對風險評估用
報告數據時，所關切成份的極限值(the Limit of Interest)。SQL 是將
MDL 依樣品相關參數如稀釋或取樣量等調整過後得到之數值。

影響偵測極限之因素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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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品量
所有環境樣品的目標化合物濃度都是以單位重量或單位體積所含待
測物濃度來表示。當取樣量減少時，LRL 便會依比例提高。底泥或土
壤通常以重量乾基表示，所有方法對樣品處理量都有一個限度。對底
泥來說，樣品含水率太大，對實際可分析到的乾樣品量會有相當大的
衝擊作用。此外，增加樣品量有時會增加基質干擾，難以用淨化程序
來完全加以去除。
2. 樣品基質
濬泥樣品評估可能須要分析到底泥、場址水樣及生物組織樣品。每一
種基質都有其各自的偵測極限。例如對 30g 底泥樣品而言，以氣相層
析法分析殺蟲劑之 LRL 通常為 1.5mg/kg(1.5ppm)。樣品經前處理得到
10mL 萃液後上機分析。但從 1 公升水樣經萃取得到一樣 10mL 萃液，
LRL 可能只有 0.03mg/L(0.03ppm)。
3. 稀釋
任何分析方法通常都有一最佳適用濃度範圍。因此，不但有最低偵測
極限濃度值，也有最高濃度限值。太高濃度會導致偵測器飽和。解決
的辦法是加以稀釋。但是這又會導致 LRL 成比例昇高。原來 LRL 為
1.5mg/kg 的上述底泥樣品，如果將上機溶液再以 1:100 比例稀釋，LRL
會昇至 150mg/kg。
4. 萃取體積
樣品經過初步萃取/消化，再經淨化程序，所得到之溶液必需加以定
容到一定體積才能上機分析。最後由分析得到之溶液濃度，才能反推
算回去，得到原樣品中所含目標化合物之濃度值。因此，最後定容體
積之大小，會對分析之偵測極限有很大影響。以上述底泥樣品為例，
如果將定容體積由 10mL 降低至 1mL，則 LRL 會從 1.5mg/kg 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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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mg/kg。
5. 分析技術
不同分析技術在偵測能力上有很大的差異性。以 GC/ECD 和 GC/MS
比較做為例子，相同的樣品中有些化合物可以同時以這兩種儀器來分
析。但對於那些 ECD-活性之化合物，以 GC/ECD 可以得到比 GC/MS
高 1 至 2 個數量級(Order)。

「未檢出」情況之處理方式
在內陸檢測準則 ITM 中有說明對於檢測報告中出現「未檢出」或以
「低於某濃度」情況之處理方式。根據不同之使用目的，有三種處理
方式:
1. 以偵測極限值 DL 取代所有「未檢出」報告
2. 以偵測極限值 DL 的一半取代所有「未檢出」報告
3. 以數值 0 取代所有「未檢出」報告
有一些使用到統計方法較複雜的方式如迴歸分析值(Regression)或最
大可能值(Maximum Likehood)也有被提出。但對於樣品數量少的情
況，上述簡單的取代方式較為可行。
USEPA/USACE 在 1998 年版指引中規定，當有 40%以下的樣品數列
為刪核(Censored)，也就是測值比偵測極限濃度值為低時，以偵測極
限值 DL 取代。如果刪核樣品比例高於 40%，則改以以偵測極限值
DL 的一半取代。另外也可以針對列入刪核之數據組，以 Dunn’s test
來做多重比較。一般而言，如果「未檢出」的刪核樣品比例高達
60~80%，則所作出來之統計結果會得到無法接受的高錯誤率。
若數據是使用在風險評估之目的上，可以使用 MDL，但要將樣品相
關因子(Sample-Specific Factors)考量在內，也就是要將 MDL 轉換成
SQL。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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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對濬泥的評估而言，分析偵測極限值是整體檢測值不可分割之一部
份。在委託檢測實驗室之前，要注意實驗室績效表現是否能符合計畫
TDL 或 PAL 的要求條件。對於檢測報告，偵測極限種類繁多，在使
用這些分析數據的時候，必須要對檢測實驗室所出具偵測極限的意義
及適當使用方式有所了解。務必要求出具報告的實驗室說明清楚其報
告上偵測極限之確切涵意。對未檢出數據之處理，要審慎進行。在決
定濬泥海拋許可時才可以確信係植基於正確之數據上。美國工兵署對
於許可核發的嚴謹作法，值得我們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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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成分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偵測極限之製作
王振興 1 薛威震 2 陳滄欽 3 黃星榜 4 巫月春 5

前言
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MDL）是可長期應用在某基
（1）

質下特定待測物分析之一已開發方法上 ，方法偵測極限可被定義為
使用一檢測方法在一特定基質上，待測物可信賴地被偵測到或可被分
辨出與背景差異之最小量或濃度值。爰此，方法偵測極限係建立在檢
驗方法之基礎上，且其製作與評估程序應與待測樣品在同一基質條件
下執行。
空氣污染物之檢測包括採樣及分析等程序，所以完整的方法偵測極限
評估理論上應包含前述 2 程序。空氣污染物存在型態大致可分成粒狀
及氣狀，氣狀污染物之樣品捕集方式大致有線上進樣分析、容器採
集、吸附劑捕集、吸收液溶解…等，粒狀污染物最常用樣品捕集方式
則使用多孔性濾紙篩選，所以依照先前方法偵測極限之定義，空氣檢
測方法偵測極限之評估時應考量與待測物型態及捕集介質一致。

空氣檢測方法偵測極限之一般作法
為符合先前方法偵測極限定義，用於方法偵測極限評估的空氣待測物
可為已知濃度的樣品或標準品，一般氣狀待測物係由較穩定高濃度氣
體稀釋，雖然氣狀物有較好的濃度均一性，但稀釋過程非方法必要程
序，故在評估方法偵測極限上為排除稀釋程序造成檢測結果變異，待
測物應一次配足體積供後續採樣使用。
並非所有氣狀待測物來源均可容易取得，假如待測物在容器中貯存無
吸附或衰減問題，則氣狀待測物來源可由含待測物之溶液汽化方式，
一次配製於一大容量容器中，否則，必須將含待測物之溶液直接添加
在採樣介質上。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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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空氣檢測須包含採樣過程，方法偵測極限評估應同時考慮到採
樣行為造成測值變異，所以氣狀污染物檢測方法評估須包括模擬採樣
部分，這對已配製好於一大容量容器中的氣狀待測物而言，評估時採
樣程序可如同檢測現場實作，然而對於須以待測物溶液直接添加在採
樣介質上者，則必須經由同流量、同體積之零級氣體吹拂，以達到模
擬採樣之效果。但對於粒狀污染物檢測方法，低濃度待測污染源不易
建立且均勻性不佳，故在方法偵測極限評估上作到模擬採樣，通常僅
以待測物樣品經前處理及分析程序後之測值作推算。

多成分檢測 MDL 評估之困難
多成分待測物在分析程序中，當各化合物在分析儀器上其感度之間差
異很大時，在評估方法偵測極限時，待測物來源濃度取得或配製將很
難判斷，尤其是當多成分待測物取得濃度固定，無法改變成分間比例
時，將無形加重了方法偵測極限的困難度，許多多成分空氣檢測方法
其待測物來源多屬這一類型，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不
鏽鋼筒採樣/氣相層析質譜法（NIEA A715.14B）就是典型例子，不過
在評估 NIEA A715.14B 方法偵測極限時，不僅要面臨一般多成分基
質之檢測所面臨的困難外，尚須考慮到不銹鋼採樣筒及管線對低濃度
多成分氣體間吸附能力之差異，諸如此類原因使得多成分空氣檢測更
不容易評估。

多成分空氣污染物 MDL 之評估經驗
面對多成分空氣污染物 MDL 評估，在此提供一些製作之經驗，包括：
1. 初始 MDL 濃度預估
通常標準方法已提供檢測方法一般性偵測極限結果，檢驗室可據此配
製 1 – 5 倍濃度標準品作為首次評估待測物之來源，如果標準方法提
供多成分待測物偵測極限有差距，在首次評估時宜以偵測極限最高濃
度之待測物為主，例如在 NIEA A715.14B 方法數十種檢測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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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極性或較重的化合物偵測極限多半會比一些低分子量或非極性物
種來的高，故可選擇以較極性或較重的物種中方法所列偵測極限之
1 – 5 倍濃度配置混合氣體。
2. 模擬樣品之製作
在決定初始 MDL 預估濃度後，配製一足量體積之混合待測物標準
品，而後進行 7 次採樣或模擬採樣，以得到七個混合待測物樣品。以
NIEA A715.14B 方法為例，可將待測物配在一 29.4 psig 的 6 L 不銹鋼
採樣筒中，利用連接質量流量控制器，設定採樣流量及時間以滿足最
終筒壓為常壓之採樣效果（如圖 1）。待測樣品源在正壓傳輸下，可
確認使用待測物混合氣體體積至少有 10L 以上，若以 1 L 不銹鋼採樣
筒定流量採樣，則足以完成一批次 7 瓶採樣。

質量流量
控制器

多成分待測
物樣品源

不銹鋼採樣
筒(1L)

圖 1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物模擬採樣裝置圖
3. 模擬樣品回收率檢核
即使已完成初始 MDL 濃度預估及模擬樣品配製，但是空氣多成 分
分析結果其回收率常與理論值有很大差距，甚至部分代測物回收率可
能接近 0 或超過 200﹪，若排除儀器本身偵測不穩定，則最大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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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來自容器器材污損或不均一性，以 NIEA A715.14B 方法為例，使
用時同批不銹鋼筒之品質不佳（例如清洗不乾淨或容器內壁已活
化）
，常可造成極性 VOCs 或高沸點 VOCs 之回收率異常。在排除不
銹鋼筒品質不佳因素後，一般檢驗室仍無法避免不銹鋼筒內壁吸附問
題，尤其是當待測物濃度極低的時候，假如當部分 VOCs 分析結果回
收率過低或接近 0 時，意味配製濃度不適宜，此時應提高 MDL 預估
濃度作重新評估。
4. MDL 遞迴評估與確認
在進行多成分空氣待測物 MDL 評估過程中，除了初始 MDL 建立需
批次完成七樣品分析外，一但部分成分未通過收率檢核時，仍得重新
配製樣品進行批次七樣品分析。以二批次 MDL 評估實驗數據進行
F-test，當檢定結果小於 3.05 則視為二次 MDL 評估已達收斂，再根
據二次 MDL 評估結果計算共同標準偏差（Pooled Standard Deviation），
以 2.681 倍共同標準偏差作為 MDL 最終評估結果，這是 MDL 確認步
（2）

驟與最終評估結果之基本架構 ，然而多成分待測物 MDL 之確認需
考慮所有成分 F-test 均可符合標準，所以根據新產生 MDL 預估值重新
配製遞迴執行批次 MDL 樣品分析是需要的，以達到過程中儘可能所有
待測物可在任二次 MDL 評估中收斂，若當執行若干批次 MDL 樣品分
析仍無法滿足所有待測成分 MDL 可收斂時，則宜根據數次 MDL 評估
值中挑選出合理 MDL 值（例如最大值）作為最終 MDL 評估結果。

結語
有限固定濃度之混合標準品及須模擬採樣或模擬樣品製備等為目前
多成分空氣汙染物檢測方法偵測極限評估工作上面臨最大挑戰，本文
提供一些方法偵測極限一些經驗供參考，並僅再次說明多成分空氣污
染物檢測方法偵測極限之收斂雖有可能僅是個理想，然而檢驗室選擇
最終 MDL 評估結果至少應合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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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OES 方法偵測極限的計算實例
1

劉鎮山

李如訓

1

前言
「方法偵測極限」，顧名思義：當樣品濃度低於這個極限時，是無法
作量測的。本文嘗試從統計學的基礎概念，對應到儀器訊號特性，並
介紹「偵測極限（Detection Limit, DL）」定義，再衍生到「儀器偵測
極限（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 IDL）」及「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最後介紹以 ICP-OES 測定水中鎘（Cd）為
例，如何量測及計算 MDL。

從統計學談起
「量測」就像是一個神槍手很專心的瞄準靶心，發射出一連串的子彈
到靶紙上。假設這個神槍手是很神準的，這時候可以觀察到靶紙上彈
著點的分布，會呈現以靶心為最大值，向外漸減的情形！如果把這個
靶紙成績畫成以縱軸為擊中次數，橫軸為靶心向右及向左的距離，就
會發現像是一個像鐘一樣形狀的「高斯分布圖」。統計學上可以用數
學公式來描述這個現象，也就是數次量測一個樣品濃度，可以得到一
個「平均值」
（靶心）及「偏差分布」（靶心旁邊被射中的機率）。

從儀器的訊號來看 DL
當我們沒有放入任何樣品或是測量不含分析物的「空白樣品（Blank）」
時，儀器可以測到一連串的空白訊號，這個空白訊號跳動的範圍稱之
為「雜訊（Noise）」，就像庭園裡的雜草高度一樣，高低層次不一。
而我們定義：雜訊約 3 倍高度的訊號，稱之為可被分辨且與雜訊區別
的「有意義訊號（Signal）」，當我們測量某個濃度樣品，它產生的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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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訊號為 3 倍高度雜訊時，這個濃度稱之為「偵測極限（DL）」
，就
像雜草叢中冒出的兔子耳朵一樣，可被辨別為兔子而不是雜草。

換成統計學的角度看 DL
上述講的的雜訊，在統計學上來看就是偏差（Deviation），當我們把
它標準化（Normalization）後，就是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tion, SD）
。
而 3 倍 SD 的訊號就是 DL，其 3 倍數字在統計學上來說，相當於約
有 99﹪的機率將雜訊（SD）排除，但仍有 1﹪的機率會把雜訊看成
是 DL。

從 DL 到 IDL 及 MDL
US SW-846 標準方法定義 MDL 為：一個特定濃度，經過「完整的方
法前處理」後，上機產生一個訊號，有 99﹪的機率是與空白訊號不
（1）

同 。US EPA 的定義是：可以測到的一個最低濃度，具有 99﹪可靠
（2）

度大於零的真實濃度 。所以 MDL 與使用儀器、化學試劑、操作方
法、材料器皿及樣品基質，甚至是分析者都有關係。
MDL 是不同於儀器偵測極限（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 IDL）
。儀器
製造商手冊上提供的 IDL 數據通常是在儀器最佳狀態下，以及單純基
質標準溶液（不含方法前處理及非複雜樣品組成）所產生的；但儀器
並不是常常在最佳狀態下進行測量，例如 ICP-OES 及 ICP-MS，可能
因為樣品基質干擾、樣品介入系統殘留污染、ICP-MS 削減錐非理想
電壓或是電漿火炬及注入內管阻塞，而使儀器處於非最佳狀態。所以
可以想像預估，IDL 會比 MDL 要低得許多。然而 IDL 在比較不同的
分析技術（例如極譜法、原子吸收光譜法、ICP 光譜法或質譜法）或
是不同版本之同類型儀器，還是非常有用的。

MDL 實際做法
（3）

依據 NIEA-PA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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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水中鎘（Cd）為例，其執行步驟如下：
1. 以去年度方法偵測極限值（0.0005 mg/L）1~5 倍濃度為預估濃度
（其他方式可參考 NIEA-PA107）
。
2. 配製 7 個 0.001 mg/L 樣品，依方法標準作業程序進行分析，得
到下表所列數據。
重複分析結果 (mg/L)
(1)

(2)

(3)

(4)

(5)

(6)

(7)

0.0013 0.0011 0.0012 0.001 0.0012 0.001 0.0011

S=

∑ (X
n

i =1

i

−X

計算預估

標準偏差

變異數

S

S2

3S

1.11E-04

1.24E-08

3.33E-04

MDL (mg/L)

) /(n − 1)
2

標準偏差 S 計算式如下：
3. 依據上表之計算預估 MDL（0.000333 mg/L）
，取其方便配製之相
近值，再配製 7 個 0.0005 mg/L 樣品，依方法標準作業程序進行
分析，得到下表所列數據。F 比值之計算係將較大之 S2 值做分
子，另一個 S2 值做分母，兩者相除而求之，當 F < 3.05 即可適
用。本例 F 值為 2.15 < 3.05，故可進行共同標準偏差之計算。
重複分析結果 (mg/L)
(1)

(2)

(3)

(4)

(5)

(6)

(7)

0.0004 0.0005 0.0005 0.0004 0.0006 0.0008 0.0003

標準偏差

變異數

F

S

S2

<3.05

1.63E-04

2.67E-08

2.15

共同標準偏差（Pooled Standard Deviation，Spooled）
，其計算式如下：
S pooled

⎡ 6 S 2 + 6 S B2 ⎤
=⎢ A
⎥
12
⎣
⎦

1/ 2

其中 SA2=1.24E-08，SB2=2.67E-08，所以 Spooled=0.0001398
4. 今年度 MDL＝2.681×Spooled=0.00037486，所以 MDL 約等於 0.000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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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數學運算
由於在低濃度的數據偏差（跳動）情況非常接近，其兩個相近低濃度
測值的 F test 容易符合，導致所得 MDL 有時過於偏低。所以由上述
計算得來的 0.0004 mg/L MDL 建議可以與空白樣品溶液比較光譜圖，
其訊號峰高（或積分面積）是否大致符合約 3 倍高度的空白樣品雜
訊？此時如果 MDL 過於靠近空白樣品測值，則會導致 MDL 位置的
測值有很大機率（大於 1 ﹪）是空白訊號（偽陽性，沒有待測物卻
當成是有的）
。這對法規管制值遠高於 MDL 的例行稽查業務而言，
出具「未檢出」的數據比出具「雜訊」數據會比較有可信度。所以適
當的評估 MDL 與數學運算得來的 MDL 一樣重要！

參考文獻
1.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 water, 20th
Ed., 1-3, 2005.
2. EPA document 40 CFR 136, 2003.
3. http://www.niea.gov.tw/analysis/information/PA107 環境檢驗方法偵
測極限測定指引 931004.doc,2004.
4. Vanaja Sivakumar, Laszlo Ernyei and Ralph H. Obenauf, “Guide for
determining ICP/ICP-MS method detection limits and instrument
performance”, September, The Application Notebook, SPEX
CertiPrep,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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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懸浮固體方法偵測極限：不同方法比較
郭季華1 李如訓 1

前言
水中懸浮固體檢測目前本署公告方法為 NIEA W210.57A（2006），
而 US EPA 40 CFR, Part 136（2005 年 7 月版本）所認可之懸浮固體
檢測方法有五種，分別為 US EPA Method 160.2（1971）
、US Geological
Survey Method（1985）、18 版 Standard Method 2540D（1992）、19
版 Standard Method 2540D（1995）及 20 版 Standard Method 2540D
（1998）。
上述六種方法中，懸浮固體的檢測步驟大致相同，皆是將攪拌均勻之
水樣，以一已知重量之濾紙過濾，濾片移入烘箱中乾燥至恆重，其所
增加之重量除以取樣體積即為懸浮固體濃度。依照現行規定，重量法
並不需要製作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然而
沒有方法偵測極限，是否表示測值多低皆有其準確度及代表性？其實
有些方法中規定水樣過濾後，濾紙上之殘留固體量有一最小值，這樣
的規定理論上已表示有一方法偵測極限，當測值小於此一偵測極限
時，表示無法準確定量。本文即針對上述水中懸浮固體檢測方法，依
據方法內之規範來比較各方法間的方法偵測極限。

六種方法規範比較
懸浮固體檢測方法間規範之差異，會造成不同的方法偵測極限。各方
法對偵測極限描述之明確度不盡相同，US EPA Method 160.2 的敘述
最為清楚，該方法提及懸浮固體量可檢測的濃度範圍為 4 mg/L 至
20000 mg/L（Section 1.2），在 47 mm 濾紙上之殘餘固體量最少要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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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而該方法並沒有最大樣品取樣量之規定。
18、19 及 20 版之 Standard Methods 提及懸浮固體之檢測濃度可達
20000 mg/L（2540A,Section 4），此外，18 及 19 版方法中，樣品量
的選擇要求能獲得 10 至 200 mg 間之殘餘固體量，因有最小殘餘固
體量之要求，故理論上會有一方法偵測極限，然而這兩個方法中未有
樣品取樣量的限制，故方法偵測極限仍然無法決定。
20 版 Standard Methods 要求樣品取樣量以能獲得 2.5 至 200 mg
間之殘餘固體重為宜，且樣品體積至 1 L 為止（Section 3.b），雖然
方法內沒有明確說明 MDL，然而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已經表示該方
法的 MDL 為 2.5 mg/L。
本署公告方法 NIEA W210.57A，濾紙上殘留固體量的規定與 20 版
Standard Methods 相同，皆為 2.5 至 200 mg 間，雖然檢測步驟內提
及樣品體積至 1 L 為止，惟於備註 4 中說明「對於過濾 1 L 後樣
品量仍未達 2.5 mg 時，可酌量將樣品體積增加至 2 公升為止」，
故依照本方法之要求，實際上之 MDL 可達 1.3 mg/L。
USGS Methods 內容則完全沒有殘留固體量的規定，亦沒有樣品取樣
量的上限值，對於 MDL 並無任何說明。

三種方法可明確決定 MDL
表 1 為各方法之 MDL 比較，從表中可知，可明確決定方法偵測極
限之方法有 NIEA W210.57A、20 版 Standard Methods 及 US EPA
Method 160.2，至於其他方法（18 版、19 版 Standard Methods 及
USGS Method），不是因為最大取樣量未加以限制，或是殘留固體量
沒有規範，造成 MDL 無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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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中懸浮固體檢測方法間 MDL 比較
方法編號

最小殘留固體量 樣品取樣量上 方法偵測極限
規定(mg)
限值(L)
(mg/L)

NIEA W210.57A

2.5

2

1.3

US EPA Method
160.2

1

未規定

4

未規定

未規定

無法決定

10

未規定

無法決定

10

未規定

無法決定

2.5

1

2.5

USGS Method
18th Standard Method
2540D
19th Standard Method
2540D
20th Standard Method
2540D

參考文獻
1. John Stone, “Suspended Solids: Unequal Results from Equal
Methods.”, http://www.envexp.com/pdf/PWUnequal.pdf
2.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deration.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and Wastewater，18th ed. Method 2540D.
APHA , Washington , D.C , USA , 1992.
3.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deration.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and Wastewater，19th ed. Method 2540D.
APHA , Washington , D.C , USA , 1995.
4.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deration.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and Wastewater，20th ed. Method 2540D.
APHA , Washington , D.C , USA , 1998.
5. U.S.EPA, Residue, Non-Filterable (Gravimetric, Dried at 103-105°C),

123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專題∣Features

Method 160.2, 1971.
6. U.S. Geological Survey, Solids, residue at 105°C, suspended,
gravimetric, Method I-3765-85, 1985.
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
～105℃乾燥，NIEA W210.57A，中華民國 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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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CR 偵測極限之製作方式
尹開民 1

顏榮華 1

李以彬 1

前言
qPCR 技術快速準確，常用於致病微生物及基因改造食品或生物體的
快速篩檢，國際間尚未有官方正式公告的標準檢測方法。由於有些致
病微生物很低量即能致病（如 A 型肝炎病毒）

（1）

，有些基因改造食

（2）

品規定插入的基因含量非常低（不得超過 0.9%）

，所以有必要訂

定偵測極限，以區別少量時標的物的訊號和雜訊的背景值，並展現檢
測的能力。本文收集相關文獻敘述 qPCR 偵測極限的製作方式，期有
助於公共衛生預防疾病的發生，及政府管理部門有效管理基因改造食
品或生物體。

引子（Primer）專一性測試
引子可以軟體自行設計，一般是輸入標的 DNA 序列後，依據參數指
令如長度、裂解溫度（Temperature Melting, Tm ）、鳥嘌呤及胞嘧啶
含量（GC Content）等，軟體會給予幾十組符合需求的引子對，接下
來進行必要陽性菌株及陰性菌株的測試。測試以 PCR 技術進行驗證，
最好的引子是在預期的長度範圍內，陽性菌株僅產生單一的亮帶
（Single Band），而陰性菌株則不產生任何的亮帶。另外比較省事取
得引子的方式是引用文獻，如此以陽性菌株進行驗證即可。例如以嗜
肺性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檢測為例，參照 Herpers
（3）

等人之方法 ，使用前置引子(LegF)序列 5’-CTAATTGGCTGATTGT
CTTGAC-3’，及反置引子(LegR)序列 5’-GGCGATGACCTACTTTC
G-3’，進行 PCR 反應檢測嗜肺性退伍軍人菌之核糖體核酸 23S-5S 區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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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此區段可被夾出 301 bps（查詢 NCBI 網站得知序列如附表），
由圖 1 電泳膠片得知 PCR 產物長度約為 300 bps，且僅產生單一的亮
帶，由此可證明使用的引子專一性良好。

1000 bps
500 bps

圖 1 引子對 LegF 及 LegR PCR 產物（長度約 300 bps）電泳膠片圖

探針（Probe）專一性測試
探針的驗證就是比對探針的序列是否位於引子對夾出的序列中間。承
上述嗜肺性退伍軍人菌的檢測，繼續引用 Herpers 等人方法之探針
(ProbeLp)序列為 5’-FAM- ATCGTGTAAACTCTGACTCTTTACCAAA
CCTGTGG-3’- TAMRA，經比對後證明探針的序列確實位於引子對夾
出的序列中間（如表 1）。另外亦可把探針當成引子進行專一性的驗
證，方式與上述引子專一性測試雷同，做法是若要使用 PrimerF 則把
Probe 當成 PrimerR，若要使用 PrimerR 則把 Probe 當成 PrimerF，經
過 PCR 反應後跑電泳膠片，觀察是否產生單一的亮帶，此方式的缺
點是無法百分之百證明探針是否位於引子對夾出的序列中間（即可能
會夾出非標的的序列）。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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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引子對(LegF 及 LegR) 夾出嗜肺性退伍軍人菌之核糖體核酸
23S-5S 區段序列，共 301 個鹼基，框起來反黑的部分為探針序
列，框起來的部分為引子序列
CTAATTGGCTGATTGTCTTGACGAAGCGCAGTAATGTGTGAAG
CTAACTTGTACTAATTGGCTGATTGTCTTGACCATATAATCTGA
GTCACTTCAGAATATAAAATTGAATTGAATGCGTACAACGCAT
CGTGTAAACTCTGACTCTTTACCAAACCTGTGGCTTAATCGAT
AGCAATCAAAGCCTCAGGTAAACCAGTTTTCCTGGCGACTATA
GCGATTTGGAACCACCTGATACCATCTCGAACTCAGAAGTGAA
GGCGATGACCTACTTTCG

配製貯備濃度
計算貯備濃度有下列方式 1. 以培養基培養計數菌落數（CFU）；2.
以血球計數器在顯微鏡下計數（Cell）；3.以分光光度計調配核酸的
濃度（g/mL），即在 260nm 的波長量測 1 OD 雙股的 DNA 濃度為
50 ng/µL，又稱為內源性基因（Endogenous Gene）；4.以基因轉殖技
術合成轉殖體（Copy Number, CN），又稱為轉殖基因（Transgenic
Gene）
，根據以下的公式可將 DNA 濃度換算成拷貝數（Copy Number,
CN）。

CN ＝

MxN

LxD

M＝核酸的濃度（g/mL）。N＝6.022 x 1023 molecules/mole。L＝核酸
總長度（Kbps）。D＝換算參數，雙股的 DNA 是 6.6 x 105 g/mole/Kb。
舉例說明：核酸的濃度是 50 （ng/µL），Vector 長度是 4000 bps，插
入的基因長度是 200 bps，拷貝數為 50 x 10-6 x 6.022 x 1023/ 4.2 x 6.6 x
105≒ 1 x 1012 CN。
接下來進行序列稀釋，稀釋至理論上僅含 1 個微生物或 1 條 DNA（細
菌 1 條 DNA 約 1pg）或 1 個拷貝數（CN），以利進行 qPCR 的增幅
曲線（Amplication Plot）測試及建立標準曲線（Standar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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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CR 的增幅曲線
qPCR 反應初期，因為 DNA 數量過少，產物螢光量呈現水平狀態，
稱為遲滯期（Lag Phase）；反應中期產物量（螢光量）以對數增加，
此時期具有高精確與高再現性的特性，最能夠代表 PCR cycle 與生成
產物的相對關係，稱為對數期（Log Phase）；後期的反應，因為酵
素活性降低、鹼基（A,T,G,C）及 Primer 耗盡等種種因素，導致整個
PCR 反應無法達到最佳效能（參考圖 2）。
由於遲滯期無法有效偵測出螢光值，常以此區段的螢光量做為背景
值，之後每個 PCR cycle 被偵測出的螢光值都會先扣除此背景值，接
下來分析軟體在對數期定義一個閥值（Threshold Value），當產物的
螢光量達到此閥值時，其相對應的 Cycle Number 稱為 Ct 值（參考
圖 2）。所以標的 DNA 起始的濃度與 Ct 值呈反比關係，當標的 DNA
起始的濃度越高，其 Ct 值越小，當標的 DNA 起始的濃度低，其 Ct 值
則大。根據序列稀釋標準品的 Ct 值及其已知起始濃度，可得一標準
曲線（Standard Curve）。根據此標準曲線，我們可以由樣品的 Ct 值
（4）

推算樣品的起始濃度，達到定量的目的

108

閥值

。

107

106

105
104
103
102
101

Ct 值
圖 2 引子對 LegF、LegR 及 ProbeLp qPCR 之增幅曲線圖（濃度分別
為 108,107,106,105,104,103,102,10,1 CN）

2012年11月

128

專題∣Features

qPCR 的標準曲線
標準曲線的建立，依品管的規定最少須 5 種濃度，每種濃度至少 3 重
複，且標準曲線 R2 須達 0.99 以上，斜率(Slope)須在-3 ~ -3.6 之間（即
-3.3 ± 0.3），3 重複的標準偏差須＜0.167，符合以上品管要求才是合
格的標準曲線

（5）

。本篇使用上述驗證過的引子及探針，配製 1、10、

100、1000、10000、100000、1000000、10000000 CN 等 8 種濃度，
每種濃度皆 3 重複，進行嗜肺性退伍軍人菌標準曲線的建立，標準曲
線如圖 3，由圖 3 結果顯示 R2 為 0.996，Slope 在-3.6，3 重複的標準
偏差 0.154，符合品管要求。

圖 3 嗜肺性退伍軍人菌標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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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極限之製作方式
以上一系列的驗證措施及品管要求皆能符合規範，表示 Primer 及
Probe 的專一性、重複樣品標準差和 PCR 效率都沒有問題，就能開始
進行偵測極限的計算。由於 qPCR 的螢光背景值會先被減掉，並以閥
值決定 Ct 值，再由 Ct 值對應螢光量計算出樣品的濃度，所以 qPCR
偵測極限的定義和一般化學分析以空白訊號的 3 倍標準差來計算是
有不同的。除此之外，qPCR 反應後期可能會有某些互相結合的引子
或是鍵結的螢光游離出來，造成偽陽性，所以計算偵測極限需將陰性
控制組納入評估，以進一步決定 qPCR 循環數的切點（Cutoff Cycle
Number）（即陰性控制組 Ct 值之後的循環數，應全部不予計算）。
USEPA 定義 qPCR 偵測極限就是標的 DNA 超過閥值最低被檢出的
量，此最低量被檢出的信心水平可達 95%以上，而且分析物的濃度＞
（6）

0

（1-2,7-10）

。許多文獻

皆以此方式建立 qPCR 的偵測極限。舉例說明，

由圖 2 可知偵測極限在 1~10 個 CN 之間，繼續以 10,9,8,7,6,5,4,3,2,1
個 CN 進行評估，並延長 qPCR 的循環數，結果顯示（如圖 4），雖
然 1~9 個 CN 都有 Ct 值產生，但是其增幅曲線呈直線狀，顯示 1~9
個 CN 的 PCR 效率很差，且重複性樣品皆已不符合品管的要求了，
所以偵測極限採用 10 個 CN 是較合理的。

圖 4 引子對 LegF、LegR 及 ProbeLp 低濃度 DNA 之增幅曲線圖

2012年11月

130

專題∣Features

（11）

但是 Nutz 等人（2011）

有不同看法，認為 qPCR 偵測極限就是標

的 DNA 分析時，等於或小於閥值之偽陰性的最小檢出量，這個偽陰
性的最小量有 95%的可信度（即陽性樣品做了 100 次有 95 次以上未
被檢出），並以 Youden index（是指 Sensitivity+Specificity-1 的值）
決定出 qPCR 的循環數切點（利用 Youden index 找最佳切點的做法就
是要使 Sensitivity + Specificity 的值最大）。很多文獻

（12-14）

以此方式

進行 qPCR 偵測極限的評估。
（15）

Burns 等人（2008）

則有不同的計量方式，首先依歷次檢測結果得

知 qPCR 最適的切點在第 36 個循環數，所以超過第 36 個循環數的分
析結果都歸於偽陽性，進一步以標的 DNA 濃度為 X 軸，Y 軸是分析
的陽性率，進行邏輯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依
迴歸曲線即可得到實驗值及理論值的偵測極限。如圖 5，邏輯斯迴歸
分析結果，實驗值的偵測極限為 84 CN，理論值的偵測極限為 63 CN。

0.95
84（實驗值）
63（理論值）

圖 5 某基因改造食品 qPCR 檢測之邏輯斯迴歸之分析圖，資料來源
（15）

Burns 等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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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qPCR 的偵測極限以美國環保署定義之「最低被檢出的濃度」最常用；
Nutz 等人則定義偵測極限為偽陰性的最小濃度，也是合理的；而 Burns
等人以統計學邏輯斯迴歸分析定義出實驗值及理論值的偵測極線，也
有它的理論基礎，基本上和化學分析以空白訊號 3 倍標準偏差的計算
方式有所不同。另外生物基質彼此差異甚大，qPCR 偵測極限的製作
方式，並不一定適用其它生物技術（如免疫法 ELISA、生物晶片、細
胞檢測…等），本文拋磚引玉，希望其他生物技術能重視偵測極限的
建立，以提升檢驗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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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之檢測極限
陳怡如 1 郭安甫 2

環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的意義
環境用藥係指環境衛生、污染防治用藥品或微生物製劑，用於防制蟑
螂、老鼠、蒼蠅、塵蟎、蚊子等害蟲滋生。由於環境用藥的用途在於
殺菌、殺蟲或驅蟲，因此目前核可的環境用藥為低毒性，其有效成分
對人體、動物或環境較無危害。依據環境用藥管理法第七條、第五十
七條規定，環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共有 78 項，管制濃度為 10 倍的方
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被禁用的原因包括致腫瘤
性、影響生殖發展、劇毒性或是環境持久性等問題，如有機氯殺蟲劑
DDT，雖然防治蚊蟲的效果佳且效期長，在 20 世紀中期因防止傷寒、
瘧疾的擴散，拯救了上千萬人的性命，但因為在環境中不易分解且對
魚類有高毒性，我國自民國 87 年已經禁止使用。由於多數環境用藥
禁止含有成分其藥效高且便宜，為防止不法業者添加於環境衛生用藥
中，藉由稽査的方式追查不法添加，才能為國人的健康與安全把關（圖
1）。

圖1

摘自行政院環保署網站（http://www.epa.gov.tw/）

檢測極限的意義
根據美國 EPA 於 40 CFR 136, Appendix B 中提到，方法偵測極限為某
一基質以指定檢測方法，在 99%可信度下某物質會被偵測出的最小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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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度值，一旦檢出，很有可能(99%)是一個含有待測物的樣品，因此
當待測物濃度低於方法偵測極值，則屬於未檢出（Non Detected）
。環
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管制濃度為 10 倍 MDL 看似直接了當，但是事
實上裡頭的學問很大，原因是分析儀器的不同、前處理方式的不同或
樣品基質不同等差異，皆會使得得到的方法偵測極限不同，再者，由
於環境用藥種類繁多，其基質包含餌劑、錠劑、噴霧罐、液劑、粉末、
蚊香捲等，基質不若一般的土壤樣品或是水質樣品專一，環境用藥禁
止含有成分如巴拉松於液劑或粉末的方法偵測極限也會隨著基質、前
處理方法不同而有所改變。因此，複雜的基質、未限定的檢測方式、
不同的實驗室分析都導致環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管制濃度的變異性
增大。為了管制上的明確可行，主政單位通常考量各種因素訂定一個
明確值。

環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之檢測極限製作
環境用藥中禁止含有成分的另一個挑戰為高濃度背景的微量分析，如
何降低複雜基質之背景干擾、提昇儀器解析度與分辨率是分析的要
素。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為合法使用的環境衛生用藥，
主要作為防蛀劑、驅蟲藥，製造商直接購入 1,4-二氯苯原料，經著色、
添加香料後打碇或分裝成販售，1,2-二氯苯是生產 1,4-二氯苯的副產
物，然而 1,2-二氯苯卻是環境用藥禁止含有成分，檢測此類同分異構
物依據檢測方法 NIEA D910.01B，使用氣相層析質譜儀搭配 30 m（長
度） × 0.25 mm （內徑）× 0.25 μm （膜厚）之 DB-5MS 毛細管柱
將兩者分離，須注意到是否滯留時間過近的問題（圖 2），因為 1,4二氯苯的高濃度( >99%的原體)容易造成分析 1,2-二氯苯的干擾，此外
也不可以過度稀釋樣品以免低於儀器的偵測極限而出現應檢出而未
檢出的錯誤。建議 MDL 的製作方式可配製 0.5μg/mL 的 1,2-二氯苯的
樣品共 7 瓶，每瓶樣品含 500μg/mL 的 1,4-二氯苯作基質，計算 MDL。
再添加第一次計算 MDL 的 1 ~ 2 倍濃度至樣品基質中，執行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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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L 之測定。依照美國 EPA 於 40 CFR 136, Appendix B 計算出 1,2二氯苯的 MDL，再來評估樣品是否超過 10 倍 MDL 的法規管制值。

圖 2 真實樣品主成分 1,4-二氯苯，含禁止含有成分 1,2-二氯苯之氣相層析質譜全
圖(左上)與其局部放大圖(右下)

結語
2012 年 3 月 22 日台大化學系何國榮教授在聯合報投書：
「近日因為
瘦肉精問題，而出現了零檢出這一名詞。零檢出沒有明確的定義，但
希望它不會被解釋為，某一牛肉的瘦肉精含量為零，也期盼它不會因
立法而成為一個法律用語，因為學理上零是不太可能被證實的」，因
檢測方法使用儀器之靈敏度或前處理程序不同，檢測極限即會不同，
讓「不得檢出」一詞，變的有爭議性，就像是細菌到處有只是肉眼看
不見，但用高倍率顯微鏡就可看見，端看儀器的靈敏度而定，因此目
前最好的方式是明訂一個「管制值」
，如瘦肉精的管制濃度 10 ppb。
換言之，「管制值」、「極限」、「方法」三者必須同步考量，才能在同
一層次的天平衡量，所以研訂法規「管制值」必須考量檢測「方法」，
才能訂定檢測「極限」，也才有「不得檢出」或「未檢出」的結論，
更不會出現「零檢出」的奇怪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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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檢測數據偵測極限：美國 USGS 做法
王世冠 1 許元正 2

前言
偵測極限的表示方式，隨著使用者的需要而有許多很不一樣的定義與
製作方式。本文回顧美國環保署(USEPA)所建議使用的方法偵測極限
(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的演進及變遷，並且介紹美國國家水質
實驗室(National Water Quality Laboratory, NWQL)在進行長期監測
時 ， 所 提 出 之 長 期 偵 測 極 限 (Long-Term Method Detection Limit,
LT-MDL)(1)，NWQL 出報告方式，也有其特殊的考量。
NWQL 是一個具指標性的環檢標竿實驗室，成立於 1986 年，隸屬美
國內政部地質調查研究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於
1999 年遷入科羅拉多州丹佛市近郊的聯邦中心迄今。服務對象涵蓋
各種領域，每年分析環境樣品逾六萬件，數百萬項次。各種微量物質，
如地下水、地表水，河川及湖泊底泥，水生植物及動物組織，及大氣
沉積物等樣品中之有機物及無機物成份，凡是可能影響到水質的，都
是它關心的對象。NWQL 一共建立了超過六百五十種分析方法，使
用的檢測方法包括本身核定的方法以及美國環保署公告標準方法。也
不斷針對新興污染物，量身定作新的檢測方法，並進行生物危害性評
估(Biological Assessment)。利用所收集到之分析數據，來了解水質之
受污染情形。實驗室處理能量大，且保存有樣品完整監視鏈(Chain of
Custody)，建立了可靠的環境分析檢測標準及品保規範。以下就分別
介紹美國環保署與美國國家水質實驗室對於偵測極限思維上的演
變、製作方式和不同偵測極限彼此間的比較。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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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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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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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 所採用之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1997 年 USEPA 在聯邦法規 40 CFR part 136 Appendix B 特別將 MDL(2)
定義為「在 99%信賴度下所測得之待測物濃度不為 0 的最低濃度」，
整個程序大致上是依照 1981 年 Glaser(3)等人所發展出來的方法，經納
入 1984 年聯邦法規 49 CFR part 209 Appendix B(4)初版 MDL，歷經三
次修正後得到今天我們所熟悉之方法偵測極限製作方式。當時制定
MDL 的主要目的係為了在非常低的濃度下，當雜訊和真實待測物訊
號實際上已無法區分(Indistinguishable)時，可避免錯誤地出具檢出報
告。在原文中特別強調 MDL 濃度並不意謂定量檢測的準確或精確。
美國環保署並未規範如何出具報告偵測極限，它所制定的 MDL 製作
方式著重在降低報告偽陽性的風險。
USEPA 所敘述製作 MDL 的方式，也是目前環境檢測所遵循的版本。
準備七重覆預估 MDL 濃度 1~5 倍的待測物添加樣品，依照分析方法
檢測其訊號值。雖然沒有規範要多久做完，但通常是在很短時間內完
成。添加樣品所使用之基質通常是試劑水，如果針對底泥或動物組織
樣本，則是使用乾淨的砂，硫酸鈉或是不含待測化合物，性狀熟悉的
天然物質。最好是使用乾淨的基質材料。
USEPA MDL 的製作是建立於兩個假設成立的基礎上：
1. 低濃度重複添加的檢測值以頻率分佈呈現。
2. 這種分佈的標準偏差在相當低濃度時會成為定值，且維持至零
濃度為止。
低濃度添加之檢測結果，通常會呈現如圖 1 所示的鐘形常態分佈。以
0.05μg/L 的氯苯實際測試結果，發現大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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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

以預估方法偵測極限濃度 1~5 倍添加時量測濃度值之頻率分布

第二個假設在低濃度時，由於無法區分弱小訊號之微小差異，標準偏
差自然很類似，如圖 2 所示。USEPA 的方法偵測極限濃度(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之定義就是在這兩個假設條件下，以空白樣品
進行測試時，得到檢出之偽陽性結果小於 1%可能性之濃度值。以圖

3 來說明。
圖 2 不同待測物添加濃度下之量測濃度值
(1)

頻率分布之標準偏差變化

圖 3 USEPA 所定義之 MDL:0 添加濃度樣品
(1)

測定值為檢出之頻率低於 1%之濃度值

計算方式如下：
MDL = s x t (n-1,1-α=0.99)
式中的 s 是 n 重複分析之量測值標準偏差，t 是在 n-1 自由度與
1-α(99%)信賴區間下之 Student 參數值，當 n=7 且α=0.01 時，t=3.14。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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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 方法偵測極限的限制
Keith L. H.在 1992 年一份報告 (6) 中指出，一個含有真實濃度等於
USEPA MDL 的樣品有 50%機率會未被檢出。用圖 4 來說明：

圖4

(6)

樣品含有接近方法偵測極限濃度值時之偽陰性機率

各種檢測值的機率以 MDL 為中心向兩側展開，如果 MDL 果真代表
偵測的極限值，也就是說低於這個數值的濃度將無法被可靠地偵測
到，這意謂此一濃度的樣品有 50%機率量測值會低於 MDL，偽陰性
的報告因而產生。
有鑑於 MDL 其實並不適合做為報告濃度，許多實驗室因而紛紛在比
所定出的 MDL 值更高的濃度之上，在可定量的區間範圍內設定了所
謂定量極限(Quantification Limits)。
USEPA 在 1985 年(5)提出以 MDL 之 5 或 10 倍作為實用定量極限
(Practical Quantitation Limit, PQL)，
Keith L. H.(6)在 1992 年建議採用比空白樣品測值高出 10 個標準差
的濃度作為定量極限(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
1993 年 USEPA(7)建議使用相當於 3.18 倍 MDL(n=7)的最低濃度值
(Minimum Level, ML)，
Gibbons 等人(8)在 1997 年建議使用由多濃度校正程序所推導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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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最低濃度(Alternative Minimum Level, AML)，可以避開或
減少 USEPA MDL 或 ML 需要用到的假設或限制。

USGS 長期偵測調整採用長期方法偵測極限(LT-MDL)
儘管有各種挑戰的意見，USEPA 在 1984 年所制定(4)，1997 年修訂(1)
之 MDL 製作方式，一直仍被沿用至今沒再更動。NWQL 自 1992 年
開始就使用 USEPA 的 MDL 製作流程，主要原因是這流程是普遍被
接受(Generally Accepted)，而且這種流程是基於統計方法，可適用於
各類檢測方法。不過 NWQL 針對其一直在進行的長期水質監測，做
了一些調整，並將之定義為長期方法偵測極限(Long-term Method
Detection Level, LT-MDL)。
1. 使用較多重複添加樣品數，每年至少 24 個重複添加樣品。
2. 數據收集之時間較長，通常為 6~12 個月。
3. 加入較多的量測變異因素(Measurement Variability)，這些因素
是在執行大量例行檢測的商業檢測實驗室中常會碰到的，諸
如：多重儀器、多重操作員、多重校正曲線、多重樣品前處
理等。
由於變異因素來源增加，可預期地 LT-MDL 會高於 USEPA 程序所得
到之 MDL，如圖 5 所示：

圖5

2012年11月

LT-MDL 與 USEPA 之 MDL 的比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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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LT-MDL 考量較多變異性的因素，但其基本假設仍與 USEPA 之
MDL 相同。
1. 常態頻率分布
2. 標準偏差為定值
3. 最佳檢測情況(因為使用乾淨基質添加)
在 LT-MDL 濃度下，統計上偽陽性之機率為≤1%。低於這個濃度，偽
陽性的機率就會快速攀昇。對所有無機檢測項目及部分有機檢測項目
而言，LT-MDL 是 NWQL 會在定性檢出待測物報告上加註代表估計
值的“E”註解之最低濃度。對於使用質譜(Mass Spectroscopy)或光電
二極體陣列檢測器(Photodiode Array) UV/Vis 光譜儀作偵測器的有機
物檢測方法，因辨識性較佳，可以在 LT-MDL 以下濃度仍加註代表估
計值的“E”註解。

NWQL 傳 統 使 用 之 最 小 報 告 極 限 (Minimum Reporting
Level, MRL)
所謂最小報告極限(MRL) (9)依據 NWQL 在 1995 年的定義是指一物質
以特定方法能夠可靠地檢測出來的最小濃度。當一待測物未能檢出或
是檢出濃度低於 MRL 時，就以「低於###濃度」的方式來出具報告。
MRL 以往是任意指定，只要所得到的數據可靠，數據使用者和檢測
實驗室都能接受就好，並沒有一定之規範。例如有的使用法規管制濃
度(Regulatory-Action Limits)，水溶解性極限(Water Solubility Limit)，
或是分析能力(Analytical Capability)。Koehn (10)等提出使用統計方法計
算 得 到 之 MRL ， 相 當 於 實 用 定 量 極 限 (Practical Quantitation
Limit,PQL)、定量極限(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方法偵測極限
(MDL)、偵測極限(the Limit of Detection, LOD)或是辨識極限(the Limit
of Identification)。
如果 MRL 設定得太高，則會產生大量數據被剔除(Censoring of
Data)。這只適用於單純執行法規管制，或是低濃度偵測不重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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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MRL 值下，污染物檢出報告的真實性機率會較高，但測值則不見
得比較正確。另一方面如 MRL 設定得太低，則數據會產生誤導。在
該濃度附近，由於待測物訊號與雜訊無法有效區分，偽陽性及偽陰性
報告的頻率都會增加。各方法使用之 MRL 都很不一致，且相當大部
分是基於主觀認定。

報告濃度(Reporting Level, RL)
USEPA 的 MDL 並沒有規範如何出具報告。不論 USEPA 的 MDL 或
是本文中所提到 NWQL 所建議的 LT-MDL 重點都放在如何降低出具
偽陽性報告之機率。如同在第三節中所敘述，對於偽陰性的風險，這
兩者其實都是做得不夠的。
NWQL 在這篇報告中建議採取不同於以往之報告濃度，可以有效地
將偽陰性的問題降低至 1%以內。即所謂實驗室報告濃度(Laboratory
Reporting Level, LRL)由長期方法偵測極限(LT-MDL)所計算出(圖 6)：

LRL = 2 x LT-MDL

圖 6 在實驗室報告濃度(LRL)下報告值可能高於或低於真實濃度值，但偽陰
性(未檢出實際上存在之待測物)機率不會大於 1%

(1)

與以往使用 MRL 之不同處，在於對濃度低於 LRL 之陽性檢出報告並
不再列入刪核(Censored)。由於偽陽性之機率小於或等於 1%，對檢出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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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度介於 LT-MDL 與 LRL 區間之待測物將報告為估計值。對於使用
高辨識率檢知器的檢驗方法，即使待測物偵測濃度低於 LT-MDL，仍
可提供估計濃度。

新的報告慣例(New Reporting Convention)
自 1998 年 10 月起，NWQL 開始將基於 LRL 的新報告慣例用在四種
檢測方法上。允許濃度低於 LRL 之濃度出具報告，直到 LT-MDL 為
止 。 未 檢 出 則 將 報 告 為 <LRL 。 在 此 之 前 LRL 被 稱 為 未 檢 出 值
(Non-Detected Value, NDV)，現在這名詞已不再使用。
整個新的報告方式如圖 6 所示。

圖7

NWQL 所採用之新報告方式，顯示報告值與註記品質代碼和 LT-MDL、LRL
與最低檢量線濃度(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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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影的部份分別代表在定量區(Quantitative Region)內檢出，在半定量
區(Semiquantitative Region)高於 LT-MDL 檢出，以及在豐富訊息型方
法低於 LT-MDL 檢出之情形。並且敘明當檢量線最低濃度標準溶液
(Lowest Calibration Standard, LS)高於或低於 LRL 之不同報告方式。
陰影的淡化代表著量測不確定度(Measurement Uncertainty)的增高。
當濃度低於 LRL 時，偽陰性的風險會大幅提高，低於 LRL 濃度之檢
量線標準溶液常會未被檢出。因此用於定量檢驗之檢量線最低濃度標
準溶液 LS 的濃度必須相當於或高於 LRL 濃度。實務上，數據使用者
可以預期大幅低於 LRL 的檢測數據應該很少會在樣品中出現。而且
檢測濃度相對於 LRL 或 LS 越低，則其準確性會越差。因此，NWQL
將所有低於 LRL 或 LS 兩者中較高濃度的測值都歸類為估計值，使用
“E”代碼。所有落於檢量線範圍外(高於或低於)的測值，由於量測不
確定度增加，都將使用 E”代碼。但是如果經稀釋到檢量線濃度範圍
之內，則其檢測值將不使用 E”代碼。

豐富訊息型檢驗方法(Information-Rich Methods)
豐富訊息型檢驗方法所得到數據之報告方式略有不同。NWQL 把以
下幾種檢測方法歸類為豐富訊息型檢驗方法:
(一) 氣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 with Mass Spectrometry)
以 GC/MS 檢測揮發性有機物(NWQL 2020/2021 程序)
以 C-18 固相萃取法搭配 GC/MS 檢測水中殺蟲劑(NWQL
2001/2010 程序)
以 C-18 固相萃取法搭配 GC/MS 檢測水中有機氮除草劑
(NWQL 1379 程序)
以 GC/MS 檢測 BNA 可萃取物(NWQL 1383 程序)
(二)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析 質 譜 儀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Mass Spectrometry)發展中新程序
(三) 配 置 UV/Vis 光 電 二 極 體 陣 列 檢 測 器 之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析 儀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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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DAD)
以 Carbopak-B 固相萃取搭配 HPLC/DAD 檢測水中殺蟲劑
(NWQL 2050/2051 程序)
這一些檢驗方法的檢知器除了訊號及滯留時間比對之外，還能提供定
性訊息(Qualifying Information)來加強對待測物之辨識。質譜提供特徵
離子(Characteristic Mass Spectral Ion)及正確的離子比 (Ion Ratio)來強
化待測物之識別。光電二極體陣列則使用特徵吸收光譜(Characteristic
Absorption Spectra)來提高辨識度。
豐富訊息型檢驗方法由於在出具濃度數據之前要先進行定性辨識
(Qualitative Identification)，並不嚴格限制要把所有低於 LT-MDL 之檢
測結果刪除。如果能符合其他品保要求，尤其是空白樣品相關的基
準，豐富訊息型檢驗方法檢測結果即使低於 LT-MDL 也將報告估計濃
度(使用“E”代碼)。不過由於低於 LT-MDL 的數據會有較高偽陽性的
風險，數據使用者還是要仔細檢查這些數據報告所對應的實驗室空白
樣品(Laboratory Blank)或野外空白樣品(Field Blank)之結果。

NWQL 使用“E＂代碼之時機
“E＂代碼所代表之意義，指該量測值係由 NWQL 所估計。除了圖 6
所敘述的使用時機外，NWQL 在某些別的場合也會使用此一代碼：
由檢量線外差所得到之測值。
定量方式未依照方法指定條件。
待測物之績效數據未能符合方法要求特定條件。
須要偏離標準作業程序。
樣品前處理過程中有相當損耗，但無法定出數量。
有相當程度之基質干擾(嚴重干擾會導致報告濃度增加或刪
減)。

衍生的資料解讀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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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上述新的報告方式，主要的影響在於資料使用者要呈現最後
報告結果時，有了不同的考量。對實驗室並沒有太大影響。數據
使用者可以根據其使用目的來決定是否要依照新的偵測極限來
刪掉測得數據。如果刪除數據沒必要，仍可保留作為統計或詮釋
等用 途 。 刪 除 數 據 所 根 據的不同測極限選擇限包括 MRL 、
LT-MDL、LRL 或豐富訊息型等，會對數據分佈(Data Distribution)
造成影響，如圖 8 所示：

圖 8 不同數據刪減模式對數據分佈之影響(1)
圖中的數據是在-3~22 任意選取假設的數據組，MRL 設定為 8，
LRL=6，LT-MDL=3。選擇不同的數據刪減模式會得到不同之數據分
佈樣態。不同數據處理方式，在偽陰性之風險程度上有所差異，端賴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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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使用者之目的來取捨。
另一個要考慮的衝擊，是對於資料庫歷史數據的影響。數據報告所依
據之 MDL 一旦改變，LRL 會跟著變動，在延續性的調查中，在數據
的解讀上，必須要加以考量。

結語
本文介紹了美國國家水質實驗室 NWQL 自 1999 年開始，針對有機及
無機檢測方法上所產生之數據，所採用的新的報告偵測極限方式
LT-MDL，可將偽陽性之機率降至 1%以下。低於 LT-MDL 之數據如
果所使用的儀器，是屬於定性辨別性高的豐富訊息型方法如質譜等，
則在報告上註記為“估計值＂。如果不是豐富訊息型方法就以「低於
報告偵測極限(<LRL)」(LRL = 2LT-MDL)來表示。
目前國內環境檢驗採用的方法偵測極限或報告偵測極限，仍是根據美
國環保署 1997 年聯邦法規 40 CFR part 136 Appendix B 所規範之 MDL
製作方式。對於測值經常落於偵測極限附近或更低濃度的環境背景調
查數據，NWQL 所作之 LT-MDL 有值得參採之優點。同時，NWQL
是美國境內環境水質相關數據的主要來源，當我們在引用文獻數據作
比較時，也必須對它所採用的數據處理方式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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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超微量農藥分析技術
陳麗霞 1 翁英明 2 盧銘聰 3 陳家揚 4

前言
「農藥」是指用於防除農林作物或其產物之病蟲鼠害、雜草者，或用
於調節農林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理作用者，或用於調節有益昆蟲生長
者。而降雨和洪水是將農藥沖刷流入水體的主要原因。目前已登記上
市農藥中除含有金屬成分之農藥外，其餘大部分在環境中皆可經由生
物分解、水解或光解等途徑而減少。由於農藥使用量大，可能殘留於
土壤表面或滲透污染地下水或河流，對環境生態或人體健康造成隱
憂。目前檢測環境基質中有機農藥的分析儀器，以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和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為主，由於環境
基質中有機污染物的濃度非常微量，樣品仍須適當前處理濃縮步驟，
才能得到可靠的定量結果。本文從最新期刊中摘錄 12 篇分析農藥的
相關論文，依據不同之前處理濃縮方式，討論其相關應用及未來可能
的發展方向。

固相萃取技術之應用
（1）

1.極致液相層析/電灑串聯式質譜儀檢測水中殘留農藥

Gervais (2008)等人以固相萃取(Solid Phaes Extraction, SPE)搭配極致
液相層析質譜質譜來檢測常用於法國西部的 32 種農藥，質譜離子源為
電灑游離源，將其區分為正電荷(25 種)及負電荷(7 種)，層析管柱為
Waters BEH C18，以乙腈及 0.1%

Formic Acid 為移動相。測試 5 種

不同材質之管柱吸附劑、樣品的酸鹼值、3 種沖提溶液組合及體積的
萃取效果。測試結果為 200 mL 樣品於 pH 2 時以 Oasis HLB 管柱吸
附劑 (200 mg, 6 mL) 搭配 3 mL 之乙腈/二氯甲烷 (1:1, v/v) 具有較
佳之萃取效果，樣品添加回收率為 69 ~ 107%，待測物定量極限(LOQ)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組長
國立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3 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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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為 10 ~ 50 ng/L，RSD% 為 2.8 ~ 12.6%。本研究針對法國 Brittany
地區兩條河域共採集 8 個水樣進行檢測，絕大部分農藥皆未檢出，只
有一件樣品檢出 Isoproturon（異丙隆）測值為 522 ng/L。本研究以
Isoproturon-d6 和 Mecoprop-d3 分別作為正、負離子偵測之內標準品，
可以增加定量之準確度。
2.液相層析/電灑串聯式質譜儀檢測地表水及地下水中農藥

（2）

Dujaković (2010) 等 人 同 時 分 析 河 水 和 地 下 水 最 常 用 於 塞 爾 維 亞
（Serbia）的 14 種農藥，包含殺蟲劑、殺菌劑及除草劑。檢測方法
為固相萃取搭配液相層析質譜質譜儀(離子阱)-正電荷電灑游離法分
析。本研究測試 HLB 和 ENVI-18 兩種管柱吸附劑、4 種沖提溶液組
合、4 種水樣體積及 3 種水樣酸鹼值，最適化條件為 250 mL 樣品
於 pH 6 時，以 Oasis HLB (200 mg)管柱吸附劑搭配 10 mL 之甲醇/
二氯甲烷 (1:1, v/v) 流洗液，具有較佳之萃取效果。在定量方面，則
以基質匹配 (Matrix-Matched) 之方式建立檢量線，以克服基質效應對
於定量之影響，大多數待測物之基質效應在 20% 以內，但 Monuron
（滅草隆）及 Imidacloprid（益達胺）則分別為 36% 及 49%。樣品添加
回收率為 72 ~ 129%，待測物方法偵測極限 (LOD) 為 0.4 ~ 5.5 ng/L，
定量極限 (LOQ) 為 1.1 ~ 18.2 ng/L。於實測的 8 個河水樣品和 6 個
地下水樣品中，Carbendazim（貝芬替）為最常見之農藥， 其中 5 個
樣品有檢出，濃度介於 7.6 ~ 22 ng/L。
3.線上固相萃取與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分析方法對 Alqueva 水庫表面
水進行代表性與優先性農藥之風險評估

（3）

Palma(2009)等人以線上固相萃取與液相層析質譜質譜分析方法(QqQ
MS)，搭配電灑游離源針對葡萄牙南方 Alqueva 水庫地區水質樣品，
進行 16 種常用農藥之季節性和地域性差異分析，俾便日後進行風險
評估。Alqueva 水庫為葡萄牙南方主要水源來源。於 2006 ~ 2007 年採
集 50 公分深之水樣，共採集 81 個樣品。最佳測試方式為：20 mL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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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以 PLRPs 管柱(10 mm x 2 mm i.d.) 進行線上固相萃取；固相萃取管
柱先以乙腈與水各 1 mL 加以調整(condition)，水樣通過後以 1 mL
HPLC 級試劑水清洗後，以層析流動相沖提，進入 STAR-RP-18e 分
析管柱加以層析。檢測結果以 Triazines 類之 Atrazine、Simazine、
Terbuthylazine 以及 Phenylurea 類之 Diuron (達有龍) 檢出率較高；檢
出率較高的採樣點大多位於 Alqueva 水庫北方，接近農藥活動較為密
集的西班牙地區。除草劑中 Atrazine（草脫淨）最高濃度為 5504 ng/L，
超過歐盟法規最高容許濃度值 (2000 ng/L)。待測物定量極限範圍為
0.11 ~ 7.28 ng/L。
本研究結果顯示水體中農藥污染與農藥施作關係密切，並且殘留農藥
濃度的高低與季節性有關，在春天施用農藥後的殘留濃度最高；部分
農藥於低濃度下可殘留在水體中一段時間，對生態系統可能具有潛在
的風險。
4.GC-MS 和 LC-FLD-MS/MS 多重殘量分析定量表面水中 36 種優先
（4）

列管物質

Barrek (2009)等人根據歐盟水體規範 2000/60/EC 來篩選 36 種優先列
管有機化合物，包含 19 個農藥、8 個多環芳香烴、5 個環境賀爾蒙
和 4 個有機氯化合物。本研究以固相萃取測試 4 種管柱(Oasis HLB、
Strata-X、Strata C18 及 Supelclean Envi-Carb)及 1 種圓盤型吸附劑
(Envi-C18 DSK)。優化參數為：使用 Strata-X 管柱，以 4 mL (1:1:1,v/v/v)
MeOH/Isopropanol/Acetonitrile 及 4 mL Acetonitrile 萃取回收率最
好。其分析方法 3 個階段：(1) 使用 Strata X 管柱進行離線 (Off-Line)
固相萃取 750 mL 水樣，萃取水樣中 36 種待測物；(2) 揮發性較高的
待測物 (20 種)以 GC-MS-EI 選擇離子監測模式 (SIM Mode) 檢測；(3)
20 種待測物以 LC-FLD-MS/MS 檢測及定量。其中以螢光偵測器 (FLD)
檢測 8 種、質譜中 ESI 負電荷檢測 5 種及 ESI 正電荷檢測 7 種待測
物 （其中有 4 種待測物可同時在 GC 及 LC 檢測）
。本研究具有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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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選擇性及靈敏度，其定量極限範圍為 0.2 ~ 67 ng/L，回收率為 59
~ 105% 之間。
測試結果發現 Oasis HLB 對除草劑(Simazine、Atrazine、Isoproturon、
Diuron 及 Alachlor)有良好的萃取效率，介於 75 ~ 98%；Envi-C18 Disk
則對 Simazine、Atrazine、Alachlor 及有機磷 Chlorfenvinphos 有極佳
之萃取效率，介於 93 ~ 100%，且較為快速。如果在萃取前加 10% (v/v)
之 Isopropanol 可降低水中有機質競爭吸附劑之 Binding Sites，對於較
非極性之化合物，例如 PAHs 及 Alkylphenols 需以 GC 分析之待測物
等，可提升約 20% 之萃取效率。
5. 固 相 萃 取 及 氣 相 層 析 與 液 相 層 析 / 質 譜 質 譜 （ GC/MS-MS 及
（5）

LC/MS-MS）技術檢測尿液中極性及非極性農藥

Cazorla-Reyes (2011)等人將 204 項農藥（包括胺基甲酸鹽、有機氯、
有機磷、除蟲菊精、除草劑、殺蟲劑）分為極性(87 項，適合以 LC 分
離者)與非極性化合物(117 項，適合以 GC 分離者)，分別以 GC/MS-MS
及 LC/MS-MS 檢測。本研究測試固相萃取吸附劑 HLB (500 mg) 及
C18(500 mg) 之萃取效果，並選用 C18 進一步測試 3 種不同沖提液
的沖提效果。為克服基質效應對於定量的影響，並以基質配對
（Matrix-Matched）的方式建立檢量線。
C18 管柱經活化後，尿液樣品（尿液 5 mL 加水 5 mL 之混合液）流
經 SPE 管柱，真空抽乾，以 5 mL 二氯甲烷沖提，經吹氮濃縮後，
部分濃縮液以二氯甲烷置換溶劑，以大體積注入模式（Large Volume
Injection Mode）注入 10 μL，以 GC/MS-MS 檢測；部分濃縮液以甲
醇水溶液置換溶劑，注入 5 μL，以 LC/MS-MS 檢測。本分析方法中
GC 之定量極限 (LOQ) 為 0.003 ~ 1.45 μg/L， LC 之定量極限 (LOQ)
為 0.011 ~ 3.49 μg/L。樣品添加回收率為 60 ~ 120%。本研究並實際檢
測 14 個居住在農業密集地區嬰兒的尿液樣品，其中 4 個檢出含有農
藥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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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膜溶劑萃取技術之應用
6.高效能液相層析/質譜質譜（HPLC/MS-MS）分析水樣中 10 種農藥
（6）

並比較輔助膜溶劑萃取與固相萃取

van Pinxteren (2009) 等 人 以 輔 助 膜 溶 劑 萃 取 (Membrane-Assisted
Solvent Extraction, MASE) 與固相萃取 (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
搭配 HPLC/MS-MS 針對表面水及地下水中 10 種農藥進行檢測與
比較。其中 MASE 測試多種有機溶劑，以甲苯萃取效果較佳且其毒
性為可萃取之溶劑中較低者；可與水互溶之有機溶劑則無法萃取待測
物。以 MASE 萃取時，因水樣僅使用 13 mL，並未觀察到明顯之基
質效應。 SPE 則比較 C18 及 Oasis HLB 之萃取效果，顯示 C18 有
較好之回收率；沖提溶液為甲醇/乙腈混和液。MASE 的萃取回收率為
71 ~ 105%，SPE (C18)的萃取回收率為 52 ~ 77%。2 種方式分析之偵測
極限 (LOD)各待測物均小於 6 ng/L，相對標準偏差（RSD）均小於
13%。待測物在 SPE 的沖提液吹氮濃縮步驟可能有所損失，MASE 則
因無需濃縮而無此問題。另一方面，SPE 較容易增加萃取體積、有多
種廠牌之吸附劑可選擇、並能加大注射體積，因此使用彈性比 MASE
大。
MASE 操作說明

Anal. Chem. 2004, 76, 6029-6038

在萃取瓶(約 20 mL)，裝入 13 mL 水樣。Membrane Bag 套在金屬
漏斗（Metal Funnel）上，以 Telfon Ring 固定，內裝有機溶劑，蓋
上瓶蓋。加溫下劇烈震動，水樣中待測物即可通過薄膜，萃取至有
機溶劑中。吸取有機溶劑，裝入上機用小玻璃瓶中，即可上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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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式液液微萃取技術之應用
7.散布式液液微萃取及液相層析/質譜質譜儀（LC/MS-MS）檢測水樣
（7）

中不同類別之 3 項農藥

現行水樣前處理以液液萃取(Liquid-Liquid Extraction, LLE)及固相萃
取(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為主。液液萃取通常需使用大量有機溶
劑；固相萃取雖然使用溶劑較少，但較液液萃取昂貴。散布式液液微
萃取法(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DLLME)與傳統 LLE
之最大差別在於其透過可與水樣和萃取溶劑兩者皆互溶的分散溶劑
(Disperser Solvent) 提高水樣與萃取溶劑之接觸面積，進而提高萃取效
果以及加快萃取速度。Caldas (2010) 等人以散布式液液微萃取對
Carbofuran （屬殺蟲劑）、Clomazone （屬除草劑）及 Tebuconazole
（屬殺黴菌劑）進行萃取測試。其測試條件包括萃取溶劑、分散溶劑
的種類與體積、萃取時水樣酸鹼值、萃取後樣品離心轉速等因子對於
萃取效果的影響，並使用 LC/MS-MS 檢測。本分析方法濃縮倍數為
50 倍，定量極限(LOQ)為 20 ng/L，檢量線範圍為 1.0 ~ 1000 μg/L，
線性相關係數皆大於 0.995，查核樣品回收率為 63 ~ 120%，相對標
準偏差（RSD）均小於 9%，已可達到檢測水樣中農藥的品保要求。
DLLME 所使用之萃取溶劑條件：在水中之溶解度要很低、能萃取出
待測物、當加入存在分散溶劑的水樣中，會形成混濁溶液 (Cloudy)。
透過萃取後溶劑置換，可解決 DLLME 所使用之萃取溶劑與後端
LC/MS-MS 儀器分析不相容之問題。本研究顯示萃取溶劑以 60 μL
四氯化碳、2.0 mL 乙腈作為分散劑、水樣在 pH 2.0 及離心轉速 2,000
rpm 等條件組合時，有最好的萃取效果。水中加入鹽類，對萃取效果
影響不大。與本篇研究者之前使用 SPE 之報導相較，SPE 具有較低
之定量極限 (4 ng/L)，但是 DLLME 具有操作簡單、萃取時間短、低
溶劑及樣品消耗量少、價格便宜等優點，且已能符合歐盟管制標準所
需偵測極限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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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ME 操作說明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1116 (2006) 1–9

玻璃管內裝 5 mL 水樣（如 a），加入 2.0 mL 乙腈分散溶劑
（如 b）
，再加入 60 μL CCl4 萃取溶劑（如 c）
。放大 1000 倍，
微小四氯化碳顆粒周圍呈混濁溶液（如 d）。以溫和搖動的方
式萃取，萃液經離心（如 e），下層有機相的放大圖（如 f）。
取出有機萃液，經甲醇溶劑置換成 100 μL 後，以 LC/MS-MS
分析。

單點微萃取技術之應用
（8）

8.單點微萃取及氣相層析/質譜法檢測水樣中有機磷與除蟲菊精農藥

Pinheiro (2011) 等 人 以 單 點 微 萃 取 (Single-Drop Microextraction,
SDME) 搭配 GC-MS-EI 針對自來水及河水中 3 種有機磷和 1 種
除蟲菊農藥進行檢測。水樣測試 3 種 pH 以及 3 種氯化鈉鹽之濃
度，結果發現：調整 pH 和添加鹽類與否對於萃取效果無顯著影響。
優化參數為：10 mL 水樣不特別調整 pH，萃取溶劑為 1 μL 甲苯，
攪拌速度為 300 rpm 萃取 30 分鐘，GC/MS 分析時間為 24分鐘。樣
品添加回收率為 76.2 ~ 107%。本分析方法定量極限 (LOQ) 為 0.15 ~
1.1 μg/L。水體檢測以 Dimethoate（大滅松）相對於其它待測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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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濃度，濃度範圍介於 1.51 ~ 2.99 μg/L ，7 個水樣中 4 個有檢
出；檢出率則以 Methyl Parathion（甲基巴拉松） 最高 (7個樣本皆檢
出)，濃度介於 0.07 ~ 0.20 μg/L。以河水和飲用水而言，基質不同對
於 SDME 萃取效果影響甚小。
SDME說明（為液液萃取的縮小版）

Journal Chromatography A, 938 (2001) 113–120

首先以 GC 注射針吸入１μL 的甲苯（有機相），再將注射
針插入裝有水樣的瓶中，將甲苯推擠出呈球狀，與水樣接
觸。水樣經攪拌磁（Stir Bar）攪拌一段時間後，水樣中
待測物即會被萃取至甲苯中。將球狀１μL 的甲苯吸入注射
針，再注入 GC 進樣器即可分析待測物。此技術最先於 1997
被使用，為簡單、便宜、使用非常少量有機溶劑的前處理
方法

被動式採樣技術之應用
9.液相層析/質譜質譜儀（LC/MS-MS）檢測水中 33 種農藥並比較傳
（9）

統固相萃取法及被動式採樣法之績效

Lissalde (2011) 等人以 LC/MS-MS 分析 33 種農藥化合物，包含氨基
甲酸鹽類、有機磷、嗎碄（Morpholines）及三氮雜苯類（Triazines）
等。使用傳統固相萃取法時，測試不同質量的 Oasis HLB 吸附劑 (500
mg、150 mg 及 60 mg)及 Chromabond HR-X (60 mg)管柱的萃取效果，
以及吸附劑乾燥時間對於 Chromabond HR-X 吸附劑回收率之影響。
Chromabond HR-X 管柱對本研究 33 種農藥化合物之萃取效果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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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 HLB。水樣流經 SPE 後，以 5% 甲醇進行洗淨管柱，可有效降
低水樣中基質效應影響。被動式採樣使用 Oasis HLB 粉末放置於 2
薄膜之間，並在粉末中加入績效參考化合物（Performance Reference
Compound ）， 做 成 極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整 合 型 採 樣 器 (Polar Organic
Chemical Integrative Sampler, POCIS)。
傳統固相萃取分析方法之定量極限(LOQ) 為 0.02 ~ 0.1 μg/L，樣品
添加回收率為 51 ~ 148%。在某一真實樣品分析結果中，發現以 POCIS
採樣，可檢測出 11 個待測物，但以傳統固相萃取法可測出 7 個待測
物。POCIS 採樣 14 日與 1 ~ 3.5 L 水樣流經 SPE 的濃縮效率相當。
其萃取液需稀釋 10 倍以上，可降低基質效應對於定量之影響。本研
究使用 8 個穩定同位素內標準品，選取之條件主要為近似之層析滯留
時間，並參考化學結構之相似性。使用內標準品可以降低基質效應之
影響。

QuEchERS 萃取技術之應用
10.液相層析/飛行式質譜儀（LC-TOF/MS）檢測食品與水樣中 101 種
（10）

農藥與其降解物之多重殘留分析方法

Ferrer（2007）等人以 LC-TOF/MS 針對殘留於食品及水樣中 101 種
農藥進行檢測。食品以 QuEchERS（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Safe）方法萃取，水樣前處理則以 Seppak C18 (500 mg) 為固
相萃取之吸附管柱，先以 6 mL 甲醇與 6 mL 水活化後，再取 100 mL
水樣以 10 mL/min 通過管柱，以 3 mL 乙酸乙酯沖提，利用氮氣吹
近乾後，以液相層析動相回溶至 0.3 mL。層析管柱為 C8 (150 mm x
4.6 mm ， 5 μm) ， 層 析 動 相 為 乙 腈 與 0.1 % 甲 酸 。 定 量 使 用
Matrix-Matched 方式建立檢量線。本分析方法於蔬果的偵測極限
(LOD)為 0.04 ~ 150 μg/kg（平均約在 3 μg/kg）
，檢量線線性濃度範圍
為 5 ~ 500 μg/L，相對標準偏差（RSD）小於 9%。LC-TOF/MS 執行
全掃描（Full Scan），可用於未知物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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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環保的農藥檢測方法：水樣過濾後直接上機分析
11.直接進樣搭配高解析快速液相層析/質譜質譜（LC/MS-MS）技術
檢測水中 31 種農藥

（11）

Diaz (2008)等人根據 ISO/IEC 17025:1999 開發及驗證 LC/MS-MS 檢測
方法，分析自來水及廢水放流水中 31 項農藥。水樣經過濾後，直接注
入 100 μL，使用儀器為 Agilent 1200 RRLC（Rapid Resolution LC）及
Agilent 6410 MS-MS，層析時間 11 分鐘（不含管柱再平衡時間）
；層
析管柱為 C18 (50 mm x 4.6 mm，1.8 μm)；本研究測試不同層析流速，
於考量層析時間以及 ESI 汽化動相之能力與待測物訊號強度下，0.8
mL/min 為本研究較適合之層析動相流速。本分析方法偵測極限
(LOD) 的範圍為 2 ～ 15 ng/L。檢量線濃度範圍為 0.03 ~ 2.0 μg/L
（對於 LOD < 5 ng/L 者）
，檢量線濃度範圍為 0.1 ~ 2.0 μg/L
（對於 LOD
＞ 5 ng/L 者）
，相關係數均大於 0.99，添加農藥於真實水樣中，6 重
複分析之相對標準偏差皆小於 20%。
12. 直 接 注 射 / 液 相 層 析 - 三 段 四 極 - 線 性 離 子 阱 混 合 型 質 譜 儀 法
(LC/MS-MS)檢測稻田水質中農藥含量

（12）

Pareja（2011）等人將 100 μL 擬似標準溶液加入 900 μL 水樣，經過
濾後，直接注入 5 μL 於 5500 QTRAP LC/MS-/MS，分析 70 種農藥
之檢測方法。採集西班牙及烏拉圭稻田水體 59 個水樣，以此法進行
農藥檢測。其偵測極限( LOD)及定量極限(LOQ)範圍分別為 0.4 ~ 80
ng/L 及 2 ~ 150 ng/L。檢量線範圍為 100 ~ 50000 ng/L，線性相關係
數皆大於 0.995，添加農藥於真實水樣中，5 重複分析之相對標準偏
差皆小於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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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氯喹啉酸）濃度最高，其次為殺黴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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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endazim（貝芬替）與殺蟲劑 Imidacloprid（益達胺）。

未來趨勢
採用固相萃取、輔助膜溶劑萃取、散布式液液微萃取、單點微萃取、
被動式採樣技術、QuEchERS 萃取等前處理濃縮技術，與傳統液液萃取
或是索式萃取比較，可節省樣品採集量、縮短前處理時間及減少溶劑
使用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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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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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能簡化樣本前處理流程；而被動
式採樣的優點是在考慮到時間權重因素下，評估水中污染物的長期累
積效應，會更接近生物暴露環境實際狀況。這些朝向當前「節能減碳」
及「綠色化學」目標邁進的微萃取發展技術，將是未來樣品前處理的
新趨勢。
GC/MS 對熱不安定、極性高或分子量大無法氣化之農藥，是無法直
接分析，必須藉由衍生化反應產生較易氣化的衍生物，才可上機分析，
但衍生化反應耗時費力且增加檢驗成本，亦不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
LC/MS-MS 以 熱 穩 定 性 與 樣 品 易 氣 化 帶 電 的 優 勢 ， 不 但 可 用 在
GC/MS 無法直接分析的化合物，而且還可取代大多數 GC/MS 可以分
析的化合物，在選用分析儀器時，LC/MS-MS 已有逐漸取代 GC/MS
之趨勢，將是未來執行超微量農藥多重殘留分析時，定量與定性分析
之主力。
環境污染物隨人類發展過程越趨繁雜，傳統分析時，樣品必須要先經
過前處理步驟，達到去除雜質與濃縮樣品的目的，始可使用分析儀器
予以分析。近年來，由於科技的不斷精進，LC/MS-MS 創新快速，在
儀器設計上比較不會被污染，結合「高靈敏度」、「高選擇性」、「高
解析度」等優勢，水樣不需要太複雜的前處理，甚至可以過濾後直接
上機分析，了解在環境中殘留農藥的成分與濃度，這種「超級環保的
農藥檢測方法」，將成為推廣綠色化學發展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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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抗藥性基因檢測技術及環境流布
尹開民 1 王世冠 2

前言
抗生素救人無數，也提高了各行業（醫療、水產、畜牧、水產養殖、
農業等）的產值，但是發展到今日，由於各行業廣泛的使用或濫用抗
生素，造成抗生素散布到環境中，細菌為了存活下來，藉由內生的或
是基因交換（Genetic Exchange）獲得抗藥性基因，促使抗藥性細菌
的增加。
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是由基因控制，這些基因統稱為抗藥性基
因。也就是說當細菌面臨抗生素威脅時，抗藥性基因會製造出分解抗
生素的酵素，因此細菌不會被殺死而存活下來。這些抗藥性基因，某
些細菌天生就俱有，有些是經由基因交換，藉由質體（Plasmid）
、轉
位子（Transposon）
、整合子（Integron）或噬菌體（Phage）的傳遞，
被其他細菌得到。本篇引介 8 篇國際期刊最新文獻說明檢測抗藥性基
因的技術及在環境中的流布。

抗藥性基因檢測以及在環境中的流布
1. 謝文陽等（2011）1於臺灣花蓮沿岸海域、基隆港口、新竹香山溼
地與臺南四草進行採樣。以含有四環黴素（Tetracycline）或氯黴
素（Chloramphenicol）的PY培養液進行增殖培養，並且利用最大
可能數法估算抗藥性細菌在環境中的數量，並將增殖過後的培養
液塗抹於PY瓊脂培養基，長出的菌落進一步以限制酶片段長度多
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技術進行菌
種比對。結果：四環黴素抗性細菌的豐富度明顯高於氯黴素，總
共分離出86株對四環黴素或氯黴素具有抗藥性之細菌，以RFLP分
析，可歸類出Acinetobacter、Aeromonas、Alcanivorax、Alteromonas、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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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ynebacterium、Escherichia、Pseudoalteromonas、Pseudomonas、
Serratia、 Shewanella 與Vibrio 等十一屬之菌種。本篇最先發現
台灣水生環境中Altermonas、Alcanivorax 及Corynebacterium 具有
四環黴素抗性之細菌；而Acinetobacter、Alcanivorax、Altermonas 與
Serratia則是含有氯黴素抗性的細菌。
2. Popowska et. al（2012）2在波蘭（Poland）檢視不同抗生素污染土
壤的細菌族群，以及存在土壤中抗藥性的基因，總共分析了4種農
林系統的土壤，分別是松樹林土壤；使用堆肥肥化的花園土壤；
以紅黴素（Erythromycin）處理的糞肥肥化的蔬菜園土壤；有用鏈
黴素或四環黴素殺菌歷史的蘋果園等，以qPCR技術檢測以上抗生
素的抗藥性基因，分別是四環黴素的tet(B)、tet(D)、tet(O)、tet(T)、
tet(W)基因；鏈黴素的str(A)、 str(B)、aac及aad(A)基因；以及紅
黴素的erm(C)、 erm(V)、 erm(X)、 msr(A)、ole(B)等，結果發現
四環黴素的tet(M) 及tet(W)抗藥性基因所有土壤皆有檢出，而四環
黴素的tet(B)及aad(A)抗藥性基因僅在果園中發現；鏈黴素的str(A)
抗藥性基因僅在花園中發現；但未檢出紅黴素抗藥性基因。
3. Azevedo et. al （ 2012 ） 3 進 行 葡 萄 牙 河 口 之 微 表 層 （ Surface
Microlayer）和底層水（Underlying Water）之細菌的抗藥性分析，
首先以非選擇性培養基將河口中的細菌全部培養出來，將長出的
菌落純化後，再以PCR技術分析抗生素的易感性（Susceptibility）
及 抗 藥 性 （ Resistance ）， 分 析 的 抗 生 素 種 類 有 盤 尼 西 林 類
（Penicillin）
、四環黴素、氯黴素、鏈黴素（Streptomycin）及磺胺
類藥物（Sulfonamide）和整合子（Integron），整合子被認為是除
質體、轉位子外，與傳遞基因有關的物質。本篇檢測基因種類包
含bla(TEM)、bla(OXA-B)、 bla(SHV)、 bla(IMP)、 tet(A)、 tet(B)、
tet(E)、 tet(M)、cat、 sul1、 sul2、 sul3、 aadA、 IntI1、 IntI2、
IntI3等，結果安比西林及鏈黴素抗藥性基因在微表層有較高的豐

165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技術趨勢∣Trends

富度，而分離出的Aeromonas含有多重抗藥性的基因，另整合子基
因檢出率2.11%。
4. Port et. al（2012）4指出人類活動與海洋息息相關，海洋生態系統
對人類健康的影響隨時間及空間的尺度日益增加，傳統指標性微
生物的的監測及風險評估主要依賴單一種屬的分析，提供了有限
之時間及空間的資訊，本研究探討美國普及海灣 (Puget Sound
Estuary)及附近的一座廢水處理場廢水，微生物族群及抗藥性基因
的分布，使用焦磷酸定序技術，以鳥槍法隨機將環境DNA打斷進
行總基因體學（Metagenomics）的分析，結果總共定序出140萬條
DNA片段，每條DNA片段長度有550 bps，所以總輸出量有7.7億個
鹼基，主要分離出α-變形菌門（α-Proteobacteria）、β-變形菌門
（β-Proteobacteria）、γ-變形菌門（γ-Proteobacteria）、擬桿菌門
（Bacteroidetes）及厚壁菌門（Firmicutes）之細菌，其中與人類健
康有關的致病細菌有綠膿桿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克雷白
氏肺炎桿菌（Klebsiella pneumonia）、腸炎沙門氏菌( Salmonella
enterica)、粘質沙雷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 )及弧菌（Vibrio）等。
總共比對出18種抗藥性基因，其中以四環黴素的抗藥性基因最豐
富，而且越靠近廢水處理廠越高，抗藥性基因研判可能來自於
Clostridium 、 Enterococcus 、 Streptococcus 、 Desulfococcus 、
Polaromonas及Pseudomonas等細菌。此外移動性的抗藥性基因檢
測出幾種與抗性有關的質體（Plasmids），如pA81、pMOL28等，
以及Tn3、 IS4、 TnpA之轉位子（Transposon）。
5. Knapp et. al（2011）5認為暴露在重金屬污染土壤的微生物，除有
重金屬抗性外，也促進抗生素的抗性，本研究探討抗生素抗藥性
基因與土壤重金屬污染和地球化學狀態的關係，以qPCR技術檢測
四環黴素、盤尼西林類抗生素以及紅黴素的抗藥性基因，基因種
類包含tet(M)、 tet(Q)、tet(W)、blaTEM、blaSHV、blaCT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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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OXA、erm(B)、erm(C)、erm(E)及erm(F)等，重金屬以ICP進行
檢測，結果顯示很多種類的抗藥性基因與銅含量有正相關，而鉻
（Chromium）
、鎳（Nickel）
、鉛（Lead）鐵（Iron）也有特定相關
某些種類的抗藥性基因，所以本研究建議土壤的地球化學資料可
被使用來評估地區和全球抗藥性基因從環境中傳播的危害。
6. Allen et. al（2009）6指出抗生素大多是黴菌代謝的產物，環境中廣
泛存在著黴菌，尤其是土壤更是黴菌最大的貯藏所（Reservoir），
推測自然環境中即存在許多的原生抗藥性基因。本研究選擇美國
阿拉斯加州（Alaskan）遠方的一處實驗森林（Bonanza Creek
Experimental Forest）之土壤，這個地方沒有工業污染，也甚少有
人類的足跡，足以代表自然環境。以篩檢乙內醯胺酵素
（Beta-Lactamases）為代表（乙內醯胺分解酶是分解盤尼西林類藥
物的酵素）。首先建購土壤中的總基因體（Metagenomic），並將
質體轉殖到大腸桿菌，配製含盤尼西林類抗生素的LB瓊脂培養
基，抗生素種類有盤尼西林（Penicillin）
、安比西林（Ampicillin）、
阿 莫 西 林 （ Amoxicillin ）、 派 拉 西 林 （ Piperacillin ）、 頭 孢 菌 素
（ Cephalexin ）、 頭 孢 羥 唑 （ Cefamandole ） 及 頭 孢 子 菌 素
（Ceftazidime），之後將基因轉質的大腸桿菌塗抹到含抗生素的瓊
脂培養基，觀察大腸桿菌的生長情形，若大腸桿菌在培養基中生
長，即表示能產生乙內醯胺酶將抗生素分解而存活下來。結果都
有基因轉質的大腸桿菌生長在含各種盤尼西林類抗生素的瓊脂培
養基中，顯示原生土壤的總基因體中含有各式產生乙內醯胺酶的
基因，這些抗藥性基因若轉移到致病菌，將威脅人類的健康。
7. Card et. al（2012）7設計微陣列晶片，可偵測安比西林等19種抗生
素，共75種抗藥性基因，在英國進行假單胞菌（Pseudomonas）等
132株革蘭氏陰性菌抗藥性基因得檢測，檢測結果與傳統抗藥性表
現及PCR的檢測方式做比較，發現微陣列晶片（基因型）陽性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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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抗藥性表現（表現型）有>91%的相關性，而微陣列晶片和PCR
結果符合率高達94%，本篇的微陣列晶片可使用於臨床檢體抗藥性
基因的診斷，協助醫師正確的用藥，避免治療失敗。
8. Lupo et. al（2012）8認為環境（特別是淡水環境）是抗藥性發生的
反應器。水體將來自於廢水、污水、河水、溪水、湖水、都市、
工業、農業的細菌都混合在一起，這種混雜的作用對抗生素抗藥
性來說產生了兩大效應：一是抗生素污染的水起了選擇性的作
用，讓具有藥物輸出幫浦系統（Efflux Pumps）的這類細菌能存活
下來，並繼續增殖（輸出幫浦系統係指依賴消耗ATP能量或使用鈉
－鉀離子差能(Gradient)，將抗生素自菌體內排出至菌體外，以減
少抗生素堆積）
；另一是透過基因交換產生抗藥性，讓這類細菌能
抵抗抗生素的攻擊，而質體及跳躍子的基因交換已被熟知，本篇
認為整合子或噬菌體（Phage）在基因交換中應該也扮演重要的角
色。一般相信外來不帶抗藥性的細菌，在環境中獲得抗藥性基因，
造成臨床病人抗藥性細菌增加，至於環境是不是一個抗藥性基因
的大貯槽？還需要更多的知識來證明。

結語
目前檢測抗藥性基因的方法有培養法、PCR、qPCR、微陣列晶片、
焦磷酸定序及總基因體學搭配培養基篩選等方式。在環境流布方面，
由於藥物濫用抗生素或其他因素造成環境污染，導致許多抗藥性細菌
的產生，其抗藥性基因若轉移給致病菌，將危及人類健康。

參考文獻
1. 謝文陽、蔡涵聿、黃思博，台灣沿岸海域中抗生素與抗藥性細菌
及抗藥性基因的分布，2011，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NSC 100-2611-M-002-011，國立臺灣大
學海洋研究所。

2012年11月

168

技術趨勢∣Trends

2. Popowska, M., Rzeczycka, M., Miernik, A., Krawczyk-Balska, A.,
Walsh, F., Duffy, B. Influence of soil use on prevalence of tetracycline,
streptomycin, and erythromycin resistance and associated resistance
genes.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12 vol.56(3):1434-43.
3. Azevedo, J. S., Araújo, S., Oliveira, C. S., Correia, A., Henriques, I.,
Analysi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Bacteria Isolated from the
Surface Microlayer and Underlying Water of an Estuarine
Environment. Microb Drug Resist. 2012 Oct 15. [Epub ahead of print]
4. Port, J. A., Wallace, J. C., Griffith, W. C., Faustman, E. M.,
Metagenomic profiling of microbial composi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in puget sound. PLoS One. 2012;7(10):e48000.
doi: 10.1371/journal.pone.0048000.
5. Knapp, C. W., McCluskey, S. M., Singh, B. K., Campbell, C. D.,
Hudson, G., Graham, D. W.,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abundances
correlate with metal and geochemical conditions in archived Scottish
soils. PLoS One. 2011;6(11):e27300.
6. Allen, H. K., Moe, L. A., Rodbumrer, J., Gaarder, A., Handelsman, J.,
Functional metagenomics reveals diverse beta-lactamases in a remote
Alaskan soil. ISME J 2009 vol.3: 243–251.
7. Card, R., Zhang, J., Das, P., Cook, C., Woodford, N., Anjum, M. F.,
Evaluation of an expanded microarray for detect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a broad rang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l
pathogens.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12 Nov 5. [Epub ahead
of print]
8. Lupo, A., Coyne, S., Berendonk, T. U.,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the common mechanisms of emergence and
spread in water bodies. Front Microbiol. 2012, vol.3(18):1-13.

169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技術趨勢∣Trends

氣膠質譜儀—大氣氣膠即時化學成分的檢測方法
陳重方1

前言
由懸浮在空氣中之氣膠微粒粒徑大小的不同，可分為粗微粒與細微粒
兩類，氣動粒徑介於2.5~10 μm（PM2.5-10）則稱之為粗微粒，粒徑
小於等於2.5 μm（PM2.5）稱之為細微粒，細微粒再往下則可再區分
出奈米(nm)等級之微粒。不同粒徑氣膠微粒的主要化學組成有相當大
的差異，所以其行為特性上有顯著的不同。依照產生機制的不同，可
將懸浮微粒分為原生（Primary）和二次（Secondary）兩類。原生懸
浮 微 粒 的 粒 徑 分 布 範 圍 較 廣 ， 其 粒 徑 範 圍 大 部 份 是 大 於 2.5 μm
（Coarse）的粒徑範圍，主要污染來源是以天然排放和直接排放為
主。大氣懸浮微粒中重要的水溶性離子包含NO3-、NH4+、SO42-、Na+、
Cl-、K+、Mg2+及Ca2+等，多以相互混和的形式存在，其中一些較不具
揮發性的物種，如Na+或Ca2+主要以顆粒型態存在於大氣中，為原生
性污染源海鹽或塵土物質的指標。二次懸浮微粒則是大氣化學反應
（光化反應）的生成產物，氣相分子先經由反應形成凝結核
（Condensation Nuclei），再藉由膠凝作用（Coagulation）與碰撞累
積 （ Accumulation ） 形 成 較 大 的 微 粒 ； 或 是 因 凝 結 作 用
（Condensation）
，使一些低飽和蒸氣壓的氣體凝結成0.02~ 0.1 μm 的
核粒，再經膠凝作用形成次微米（Sub - Micron）的懸浮微粒。而NO3-、
NH4+、SO42-等具揮發性的物種，則在大氣中不同的氣-固相轉換過程
而產生為大氣懸浮微粒中的重要污染物質。SO42-的形成主要來自大氣
中SO2 氣體的反應，氣相的SO2藉由水分及其他污染物質如臭氧、碳
氫化物或氮氧化物的存在或催化，可使其氧化成H2SO4，再進一步凝
（1）

結於已經形成的顆粒上而形成硫酸鹽。（方彥仁，1996）

目前，環境中氣膠微粒的研究除了關注在粒徑大小造成的影響之外，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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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成化學成分的不同也會對人類健康以及全球氣候變遷造成不同
的影響與衝擊，因此最近許多研究著重於化學特性分析的量測方法與
在大氣化學中的應用，且為了改善過去採樣分析方式造成某些物種的
逸失與質變，線上即時分析工具的發展亦蔚為一種顯學。

氣膠質譜儀(Aerosol Mass Spectrometer, AMS)
現有的線上即時氣膠偵測儀分為測定單一微粒及測定多顆微粒的氣
膠質譜儀兩種，各種質譜儀可再依照微粒的游離方法細分為 1.多顆微
粒量測：電子衝擊游離法、化學游離法、光游離法；2.單顆微粒量測：
（2）

雷射脫附游離法(Pratt and Prather, 2011)

。氣膠質譜儀為目前使用率

最高的即時氣膠質譜儀儀器，可同時即時量測微粒粒徑及分析化學組
成，其功能雖然強大，但價格卻十分昂貴，且體積龐大機動性不佳，
加上操作及維護保養不易之高技術門檻，故仍未普遍的商業化，就筆
者了解，目前國內尚無研究機構引進使用。AMS 的微粒粒徑的量測
（3）

係透過兩個散射光源(Salt et al., 1996)

測量微粒在真空中飛行的時

間(Time of Flight, TOF)，再搭配飛行距離計算微粒速度換算成為微粒
氣動直徑；粒徑測量則可透過散射光的強度的測量(Murphy and
（4）

Thomson, 1995)

或使用不同的氣膠粒徑儀器測量。

在AMS內，氣膠經特殊的空氣動力鏡後會集中成一個粒子束(圖1)，
粒子束打擊在電阻式函熱表面而使得揮發性以及半揮發性的成分蒸
發，分子成分受電子衝擊(Electron Impact, EI)而游離，正離子再由四
極柱式質譜儀(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ry) 分析。

（5）

圖1 氣膠採樣腔體中的空氣動力鏡(Jayne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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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 所示，氣膠質譜儀主要分為三個構造：氣膠採樣腔體(Aerosol
Sampling Chamber)、粒徑量測腔體(Particle Sizing Chamber)以及微粒
偵測腔體(Particle Detection Chamber)。氣膠採樣腔體包含將粒子收集
入採集室內並匯集成束及真空系統二部分。收集粒子的構造為一帶有
濾鏡(空氣動力鏡) 的管子，可將微粒匯集成直徑1 mm 的微粒束，其
傳輸效率接近100%，最後射出的微粒束直徑控制在約1 mm，內含的
微粒粒徑約在70 nm~500 nm 之間，之後入射至只有10-3torr 的真空區
內。而進行微粒粒徑分析時，利用550L/s 之渦輪幫浦維持管中的壓
力在10-5 torr，偵測粒子的飛行時間(Time of Flight)及搭配粒子在管內
飛行的距離，可進而得到粒子速度，再計算得粒子的氣動直徑
(Aerodynamic Diameter)。第三部分為粒子偵測腔體(Partical Detection
Chamber)，測完粒徑的微粒束直接打在一約600℃高溫的表面，之後
微粒進入成分分析腔體，微粒中的揮發及半揮發性的成分因高溫而蒸
發，例如NH4NO3、Dioctyl Phthalate(DOP)及Polystyrene Latex(PSL)分
別在溫度為420, 320 及600℃時可被蒸發。氣化的化合物接著被電子
束撞擊而生成帶正電的離子，然後被導入會改變電位的四極柱式
(Quadrupole)質譜分析儀並被放大離子強度以利偵測，根據質荷比之
測量及訊號強弱，可判定微粒中含有哪些化合物及其濃度大小。

圖2 氣膠質譜儀示意圖(Jimenez et al., 2003)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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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顆微粒氣膠質譜儀的代表性儀器為氣膠飛行時間質譜儀(Aerosol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ATOFMS)。ATOFMS利用脈衝式雷
射將個別分子從單一微粒上脫附出來，之後再利用偵測器量測微粒的
數目比率、濃度及粒徑與化學成分的關係，可偵測到的最小微粒粒徑
為50-100 nm (Prather et al., 1994)

（7）

。圖3為ATOFMS的示意圖，包括

下列組件：(1)氣膠導入介面，由一根毛細管及三個抽氣泵組成；(2)
光散射區域，包括一個用來量測微粒速度及粒徑的40-mW、488 nm
氬氣離子雷射及一個10-mW，633 nm氦氣雷射；(3)一個用來分析單
顆微粒化學成分的反彈飛行時間質譜儀。

（7）

圖3 ATOFMS示意圖(Prather et al. 1994)

多顆微粒氣膠質譜儀的代表性儀器為Aerodyne氣膠質譜儀(Jayne et
（5）

al., 2000)

。Aerodyne氣膠質譜儀利用電子撞擊將微粒中各分子游離

後利用加熱器使其揮發。他可提供微粒中有機物、硫酸鹽、硝酸鹽、
氨鹽等非耐火性化學物質所佔的質量比率及濃度，亦可提供微粒的粒
徑。Aerodyne氣膠質譜儀如圖4所示，由氣膠採樣腔體(Air Sampling
Chamber)、粒徑量測腔體(Particle Sizing Chamber)及微粒偵測腔體
(Particle Detection Chamber)三部分所組成。AMS及ATOFMS提供的微
粒化學成分資訊如圖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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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4 Aerodyne氣膠質譜儀示意圖(Jayne et al. 2000)

圖 5 AMS 與 ATOFMS 化學成份表現方式比較圖(Pratt and Prather,
（2）

2011)

化學成分分析儀(Aerosol Chemical Speciation Monitor, ACSM)
除了目前最廣為使用的ATOFMS及AMS外，亦有學者研發出氣膠化學
成分偵測儀(Aerosol Chemical Speciation Monitor, ACSM)。ACSM為簡
易型的AMS，其技術原理和氣膠質譜儀(Aerosol Mass Spectrometer,
AMS)相同之處在於將氣動粒子匯集成束、高真空熱粒子蒸發、電子
衝擊游離以及質譜儀。但不同於AMS，ACSM使用較低成本的殘餘氣
體分析器(Residual Gas Analyzer, RGA)及改採四極柱式質量分析儀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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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AMS上高性能之四極柱和TOF光譜儀，且ACSM並無測量微粒飛
行時間以得到微粒粒徑資訊的快速數據收集系統及粒子束截斷系
統。另外，由於ACSM並没有測量微粒飛行時間的真空腔體，因此可
縮小體積，但也因此無法和AMS一般可同時測量微粒粒徑，且對於
（8）

微粒的解析度相對比AMS低 (Ng et al., 2011) 。相較於AMS，ACSM
的最大優點是體積小，重量輕，價錢低且更易於操作，能長時間執行
例行性的即時氣膠化學成分的監測工作。
ACSM由三個腔體組成(圖6)，在操作時氣動濾鏡可提高收集效率並匯
集次微米微粒進入氣膠化學成分偵測儀，匯集成束的微粒由前兩個腔
體轉換並在最後的質譜儀做分析，微粒受到衝擊並在高溫爐中快速蒸
發，非耐火性成分就會蒸發(大約600 ℃時)，之後用70 eV電子衝擊四
極柱式質譜儀可偵測其化學特性。ACSM離子信號必須使用偵測區氣
體的背景值做修正，透過過濾模式得到無微粒的偵測區氣體的背景
值，其與環境中氣膠微粒直接進入ACSM測值之差值即為周界的微粒
訊號(Ng et al., 2011)

（8）

。表1為Aerodyne AMS與ACSM之比較。

（8）

圖6 氣膠化學成分偵測儀(Ng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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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erodyne AMS與ACSM的價格及用途（蔡春進，2012）
儀器名稱

價格

即時氣溶膠質譜儀 (Aerosol

（9）

用途

2000 萬 目前使用率最高的即時氣
左右

Mass Spectrometry, AMS)

膠質譜儀儀器，可量測微粒
粒徑及分析化學組成，但價
格十分昂貴且體積龐大，操
作不易。

氣膠化學成分偵測儀(Aerosol
Chemical Speciation Monitor,

600 萬

ACSM)

左右

較簡易、可攜帶、解析度較
差，適合測站長期使用監
測。

AMS及ACSM於環境氣膠分析中之應用
1. AMS於環境氣膠分析中之應用
（10）

為了瞭解氣膠對於雲的形成及氣候的影響，Creamean et al. (2011)

利用 ATOFMS 量測北加州內華達山上空新生成微粒的雲凝結核活
動。量測結果顯示內華達山上空形成的新微粒中，含有胺、有機碳、
老化有機碳、元素碳、元素碳混和有機碳、生質鹽類等。
為了研究大氣中水蒸氣過飽和的情況下氣膠形成雲凝節核的過程，
（11）

Dusek et al., (2006)

利用 AMS 測量德國非都會地區上空的雲凝結核

活化特性，結果顯示雲凝結核的濃度取決於氣膠的濃度與粒徑分佈，
而微粒的化學成分僅會對雲凝結核的活化產生次要影響。
O'Dowd et al. (2002a)

（12）

在一個含有臭氧的腔體內模擬 CH2I2 的光分

解過程，並證明這是一個在大氣環境下微粒的產生機制。研究結果發
現，腔體內必須利用紫外光照射同時存在的 CH2I2 及臭氧才會有微粒
生成。圖 7 為利用 AMS 所測得的氣膠質譜，成分包括 OH+、H2O+、
I+、HI+、IO+、HIO+、IO2+、HIO2+、HIO3+、IO5+、I2+、I2O+及 I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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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圖7 利用AMS所測得的氣膠質譜(O'Dowd et al., 2002)
（13）

在 Aerodyne 氣膠質譜儀應用上，Jimenez et al. (2003)

利用氣膠質

譜儀在亞特蘭大商業區上空及波士頓郊區上空量測大氣氣膠的粒徑
分佈及化學成分，結果顯示在這兩地區的氣膠微粒化學成分為硫酸
鹽、有機物及少量的硝酸鹽。硝酸鹽的質量濃度呈現一個顯著的日循
環，最高濃度及最低分別發生在早晨及下午。此結果顯示硝酸鹽的氣
膠微粒會在低溫及高相對濕度的情況下形成。
2. ACSM於環境氣膠分析中之應用
（8）

在ACSM的應用上，Ng et al. (2011)

利用ACSM在紐約市皇后大學

進行空氣品質監測，並將偵測結果與HR-TOF-AMS所測得的結果進行
比對。針對無機鹽類的測試結果發現，這兩種儀器對無機鹽類及有機
氣膠的質量濃度偵測結果皆相近，如圖8(a)-(e)所示。此結果顯示
ACSM可長時間執行例行性的即時氣膠化學成分的監測工作。

結語
目前，國際上已越來越重視大氣氣膠的物理化學特性研究及其在大氣
演化的過程扮演的角色，藉以了解其對人類健康或生態環境造成負面
的影響。AMS 為目前使用最普遍的即時氣溶膠質譜儀，可同時進行
粒徑大小分佈的量測以及利用質譜儀分析微粒化學成分，其功能雖然
強大，但價格卻十分昂貴，且體積龐大機動性不佳，加上操作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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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不易之高技術門檻，而 ACSM 為簡易型的 AMS，雖無法量測大
氣氣膠的粒徑分佈，但其體積更小、價錢低且更易於操作，若可搭配
即時氣膠粒徑分佈的偵測工具，即可長時間執行例行性的即時氣膠物
理化學特性監測工作。目前，國內大多尚利用手動採樣分析方法來研
究大氣的氣膠物理化學特性，採集的樣品雖然在實驗室可得到穩定準
確的分析結果，但與大氣中氣膠實際存在型態仍存在著落差，例如氣
膠間相互作用、濾紙的吸附或揮發、異常化學物質的生成等。而在國
內尚未引進 AMS 及 ACSM 的當下，或許這也是未來值得拓展的一個
研究範疇。

圖 8 ACSM 與 HR-ToF-AMS 對(a)有機物、(b)硫酸鹽、(c)硝酸鹽、
(d)銨鹽及(e)氯化物之分析結果(Ng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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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陳家揚教授
採訪：環境檢驗所 趙春美副研究員、陳麗霞科長、翁英明組長
時間：2012 年 9 月 27 日(星期四 )

陳家揚教授 2000 年完成美國北卡大
學教堂山分校 (UNC-Chapel Hill)博
士學位，並獲得美國公共衛生實驗
室協會(APHL)獎助，在紐約州衛生
部進行兩年博士後研究，於 2002 年
返回母校臺大任教。

陳家揚教授 2012.09.27 攝於台大公衛學院環境衛生
研究所辦公室

過去十年來，陳教授之研究透過開發環境與食品檢測技術，進行與
公共衛生相關之暴露或風險評估；探討領域以環境荷爾蒙、黴菌毒
素、新興污染物等為主。
陳教授歷年執行國科會、衛生署、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等科技計畫，
發表近 30 篇 SCI 期刊論文，並分別於 2008 年和 2012 年獲得臺大教
學優良教師之榮譽。其碩士班畢業生已有五位通過高考三級，分別
任職於環保署、環檢所、台北市與新北市環保局、國健局等單位，
另有兩位出國深造，持續於學術領域進一步鑽研。
問：請問陳教授是在何種因緣際會，跨入環境分析領域。
我於就讀臺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時，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有幸至
當時最年輕的中央部會環境保護署毒管處實習，人員平均年齡才三
十來歲，活力充沛。環檢所 阮所長國棟博士時任處長，雖然在公部
門，但是 處長對於學術研究至為重視，承蒙其帶領我與另外兩位同
學一起進行廢輪胎回收再利用議題之探討。接續我於大四校內專題
研究受到林教授嘉明博士之啟發，以 GC-MS 分析拜香燃燒氣體成
分，和環境檢驗開始結緣。完成兵役後，旋即出國攻讀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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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開發以超臨界流體萃取土壤中殺黴菌劑之方法；博士班師事
戴奧辛分析極有名氣之 J. Ronald Hass 博士，與戴奧辛毒理專家美國
環保署 Linda S. Birnbaum 博士合作，開發分析血清與組織中戴奧辛
和共平面多氯聯苯之分析方法，採用 GC-HRMS 為主要分析儀器，
並據以進行上述化合物於大鼠器官之分布以及由母體傳給子代之毒
理研究。Hass 教授擁有一家大規模之檢測公司，因此得以接觸各式
不同之前處理方式和分析儀器，也目睹認證實驗室對於分析品質之
嚴格要求。美國基本上給薪較臺灣高，但是不留情面；數次看到犯
錯稍大的員工被解雇，其情景就如好萊塢電影裡面、拿著一個紙箱
裝著個人物品，黯然離開，令人神傷，但也因此員工在進行樣本前
處理或儀器分析時莫不謹慎小心。在美國紐約州首府 Albany 進行博
士後研究期間，開啟了我以 LC-MS 分析水中新興污染物之門。幸運
地，回國任職後，臺大醫學院第一共研有一台 LC-QqQ MS，雖然老
舊，但是讓我能持續展開研究工作；相當感謝當時第一共研主任錢
宗良教授（現任臺大醫學院副院長）大力支持。
問：陳老師成立之有機污染物實驗室，跨足環境與食品領域污染物
的研究，請老師談談近年來的研究重點以及未來規劃的研究方向。
在出國留學以及回國至今約 20 年間，我經歷”-omics”(編者按：請參
閱「環境分析評論」第 1 期第 111 頁)的興起以及轉變，基因體、蛋
白質體等帶動質譜於分析大分子的研究熱潮與儀器、技術之進展，
還有現今代謝體學變成顯學。相較之下，環境分析一直不是那麼受
到重視，但是我個人還是鍾情於小分子有機污染物之分析。雖然自
己於研究上有些想法，但是做實驗一動工就是需要經費，研究上必
須遷就是否能有足夠之科研經費與可茲利用之儀器設備。過去一些
主要之研究皆繞著 LC/MS-MS 為核心技術，例如探究不同游離源之
效能、液相層析優化、衍生以幫助游離效率、如何減輕基質效應

2012年11月

182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等。2006 年之後的極致液相層析，是多年來層析技術之一大進展，
大幅縮短了層析時間。樣本前處理也是我著墨的重點之一，尤其是
如何加大樣本通量，例如圓盤型固相萃取之運用、樣本萃取自動
化、以及最近開始的 96 孔 Micro-Elution 等。礙於個人專長、經費畢
竟有限，近年來逐步開始利用自己的強項與其他研究者結合，例如
與生態、臨床、流行病學的學者合作，可以回答更大的科學問題，
而且回答得更好。舉例而言，環境樣本介質中污染物的濃度僅能代
表可能的外在暴露，但是若能分析人體之血清、唾液、尿液等檢體
中化合物或其代謝物之濃度，可較為貼近內在暴露劑量。又例如我
們實驗室量測的污染物濃度，可搭配生態學者觀察到的生物行為改
變、微生物生長抑制等現象，透露即使低量的污染物存在，生物體
長期暴露下也可能產生一些影響。
我個人極為感謝環境檢驗所在過去幾年來所給予的寶貴合作機會，
使得本團隊的分析經驗與技術能大為成長，也培育了幾位環境分析
的人才。後續將戮力把研究成果發表於優良期刊，並期盼能藉此建
置新的環境檢測標準方法以及瞭解一些新興污染物於環境水體之濃
度。
問：您在北卡大學攻讀博士學位，不但是知名學府，而且在全美研
究氛圍最強烈的 Research Triangle Park 附近生活及讀書，就您的
觀察及經驗，有無可供我國或年青學者借鏡的地方。
RTP 雖然是號稱全美國博士密度最高的地方，但是並不繁華。
Chapel Hill 周遭是個大學城，主要街道就那幾條，在超市遇到學校
教授是常有的事。學生們生活簡單，學風鼎盛。UNC-Chapel Hill 是
美國第一所州立大學，建校於 1789 年，是少數能擠進美國大學排名
前 25 的公立學校（今年 2012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為 41），其他大多
為長春藤盟校和一些歷史悠久的私校；以學費而言，在美國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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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超所值。經過激烈競爭進得來的學生，學習動機極強。上課時大
家寂靜無聲，專心聽教授講課，教授也全程嚴肅地授課，不浪費時
間講笑話；即便週末晚間九點十點，實驗室仍常然燈火通明，繼續
努力的研究生大有人在。我們國外學生相較於美國本地生，面臨的
經濟與時間壓力較大，大家更為努力，也彼此惕勵。
我自己近年來的教學評鑑意見，有些學生指出授課內容過多過重；
但是和我當時在美國學習的課程要求相較，已然輕鬆很多。以臺大
而言，研究生的課還好，大學部學生真的是有些離譜；上課公然趴
下去睡覺、聊天、吃東西、看課外書、用手機電腦等情況並不少
見，這在 UNC 是難以想像的。國內學生該自己多想想，為何來上大
學。雖說國內公立大學學費每學期可能接近四萬元，但是僅略高於
UNC 的 1/6；例如臺大，學費收入佔了學校支出沒幾個百分率，主
要靠納稅人和臺大老師爭取來的研究經費在支撐學校支出，若學生
不珍惜學習資源，是令人遺憾的事情。
問：您在國外的求學及工作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能否談談與國內
環境有何異同之處。
近年來電腦以及電子技術進展快速，使得儀器對於資料擷取處理能
力大增，性能更加精進。以質譜儀為例，以往可能五到十年才能看
到比較大的性能差異，現在兩、三年就可能出現新世代的機型。以
國內的研究經費情形，一般的大學恐怕無法與歐美研究機構競逐新
儀器與新技術；雖然這點的確可能造成學術界在研究與論文發表上
的一些難處，不過如何善用國家給予的資源，由其他面向加以突
破，應是重要課題。
美國高等教育仍維持在菁英教育的部分，尤其是一些較為知名的學
校；相對上，其資源較為豐富，但是學費也高很多。以師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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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師比低於國內，因此在研究型大學，老師們大多一學期或一年
僅教授一門 3 學分的課程。校方整體職工的支援也較國內強得多，
例如老師們不用去處理報帳、實驗室廢棄物等瑣碎的事，有系所或
其他專人幫忙這些流程，較能專心於研究；舉例而言，我於博士後
工作的實驗室，一陣子就有專人來收實驗室廢液，之後再將廢液空
桶送回再利用；電腦有問題時，也有資訊部門的人來幫忙，而在國
內得自行想辦法。研究計畫的經費運用相當有彈性，甚至能拿來幫
兼任研究助理付學費。
在大學任教，研究固然重要，但是教學仍為基本要務，不能偏廢；
以我自己在美國修過的課程而言，絕大多數教學品質相當良好。另
一方面，研究與教學之結合，可將研究上所得之經驗、新知在課堂
上傳授；而在準備、更新教材時可讓自己的知識不致於落伍，甚至
衍生出新的研究想法。因此，研究和教學應是相輔相成。服務方
面，美國和臺灣一樣是教授治校，不過感覺老師們似乎參加的會議
並不頻繁，也許是老師人數相對上較多，大家分攤下來的原因；國
內則有諸多委員會以及學生事務，難免因一些會議花掉時間；會議
多時易使時間零碎，變得較難運用，不過還是得盡力克服。我去年
開始兼任校方行政主管，才真正體會到，整個學校能有良好的運
作，是有賴諸多教師、職工辛苦地付出。至於校外，主要參與期刊
或計畫審查、演講等學術性服務。
從以往求學到從事教職，一路走來受到許多師長、同儕、團隊研究
生與助理的幫助。當然家人背後的支持與體諒是非常重要的。若說
我個人有一點小成就，有極大的部分要歸因於諸多貴人相助。我對
於新進的老師，也秉持盡力協助的心，以回報過去曾提攜我的師長
同仁；對於所指導的研究生，我視之為研究上的合作夥伴，教學相
長，很少說什麼重話。

185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問：陳教授在研究及教學上的成就，備受各方的肯定，並培養許多
優秀人才，請老師就您豐富的教學經驗，談談目前學校研究環境的
現況及學生從事研究的氛圍，同時也給予將來有志從事環境領域研
究工作的學子寶貴的相關建議。
我個人何其有幸，能於臺大任職，與諸多優秀學生相處，一起成
長。臺大學風自由，學生跨系所修課相當普遍，校方也不會過問老
師們的研究方向。許多老師都是拼命三郎，教學與研究都非常努
力，表現傑出，我自己感受的同儕壓力相當大。臺大承蒙各界厚
愛，基本上研究計畫可能較其他大學多，相對上較能提供研究生獎
助學金與研究上所需之材料設備，讓學生能專心向學。研究生大致
上於課業或是研究議題能互相討論，也尚稱努力；不過近年來的傾
向是較缺乏主動學習的動力，比較少去想自己該多修什麼課、找什
麼研究論文來看、或學習哪些研究技能，讓自己在研究上能做得更
好，課程也只把上課講義唸一唸，較少見到戮力想讀通的學生了。
臺大有 CEIBA 課程網，老師們基本上會於上課前就把講義上網，不
過我個人經驗看來，會課前預習的學生不多，讓校方與老師們的美
意未能盡如預期。在校期間是學習的黃金時間，把基礎打好很重
要，出去就業後就很難有充足的時間進行有系統地學習。
過去敝校有多位學生於環檢所實習，承蒙所內長官與研究人員費心
教導，皆收開拓視野之效，獲益良多；此部分難免加重了環檢所同
仁的負擔，不過對於吸引年輕人投入此領域貢獻極大。希望未來成
立環境資源部之後，政府對於環境檢測領域能持續投注資源，維持
甚至擴大公部門的檢測與研發能力，並能透過科專或一般計畫持續
與學界或產業界合作。環境檢測對於法規與政策之訂定或執行成效
深具決定性，即使有些環境流布情形可利用模式推估，但是模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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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實有賴檢測提供真正數據加以驗證並修正。環檢所現有同仁能
力與專業極強，並深具熱誠，希冀能在未來扮演更為重要之角色。

圖左起陳麗霞科長、翁英明組長、陳家揚教授、趙春美副研究員
攝於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012. 0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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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林郁真教授訪問紀實
採訪：環境檢驗所 李世偉副研究員、李孝軍主任、王世冠組長
時間：2012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一)

林郁真教授於 2005 年取得史丹佛大學
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在行政院環保署進
行二個月博士後研究，因此對於環保署
業務相當熟悉，也分外有一種特殊感
情。目前林教授任教於台灣大學環境工
程學研究所，專長在微量分析領域，研
究方面涵蓋環境新興污染物之分布、宿
命、轉化及遷移，藥物在水體環境中光

林郁真教授攝於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
研究所實驗室

解機制，自然淨化作用，水回收再利用
及水中新興污染物處理等。
林教授求學期間曾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碩博士研究獎學金、美
國加州理工學院 Carnation 獎（三年全額獎學金）及美國 Tau Beta Pi
榮譽工程協會獎，回國後致力新興污染物的宿命、水中醫藥類及其
代謝之殘留化學物質之檢測技術建立、先進奈米廠房研究等研究，
在環境新興污染物分析發展擔任重要的角色，引領國內微量分析之
發展，藉由分享其精彩的求學經歷與豐富的工作經驗，必能帶給我
們許多啟發。

問：請林教授與讀者分享過去求學、教學及研究工作經驗與心得，
在美國讀書時，為何會進入環境工程領域並作為將來的研究方向?
國中時期就獨自在國外求學，進入高中時期就開始對化學及生物領
域相當感到興趣，因此種下研究熱忱的種子。環境議題在當時尚未
受到重視，一方面感到未來大家必定開始關心環境的議題，另一方

2012年11月

188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面因為自身的興趣，因此當時在申請大學時，就以環境工程、科學
領域為主要選擇科系的對象。
環境工程是一門非常有趣的領域，其中最讓人感到興趣的地方在於
我們面對環境問題時，雖然專家們不斷努力地發現問題的基本面、
解決問題的關鍵，但解決方案上不像數學計算問題有標準答案，環
境解決方案上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方式，學者、研究人員及工程師
們不斷地在經濟、環境、社會面上取得平衡與妥協。近十年來隨著
設備的進步及偵測極限的降低，更衍生出新興污染物等各式各樣的
問題，這些我們生活常用的藥物及個人保健用品等物質，慢慢在環
境中被檢測出，對於生態是否造成影響更是未來研究的重心，因此
選擇環境工作作為研究目標，讓我非常熱衷於此並享受研究上的樂
趣。
問：林教授在美國求學時多次獲得殊榮並得到研究獎學金，研究主
題新穎且見解獨到，請問當初未留在美國發展並選擇回台服務的因
緣及動機為何?
從國中開始求學到取得博士學位，歷經十五年在加州異鄉的生活，
漸漸產生思鄉情切的情愫，但因為長期在美國生活，一度擔心回台
灣後無論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方面會有適應不良的現象。然而
回台後在毛遂自薦與因緣際會的狀況下，進入行政院環保署科技顧
問室擔任兩個月的短期研究工作，研究期間開始熟悉台灣的環境並
感到台灣濃厚的人情味，台灣的飲食與生活環境著實令人著迷，在
美國，事事皆以法理情為思考順序，回到台灣真正感受到所謂的情
理法。結束環保署科顧室短期研究的工作，返美在業界顧問公司工
作一年後，台大環工所正好有環境新興污染物議題之教職工作，因
此返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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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林教授在微量分析檢測有豐富的經驗，請問為什麼會選擇高階
儀器 LC-MS/MS 作為分析儀器，且未來分析方面有何新趨勢?
微量分析技術來自於設備進步及儀器偵測極限不斷的降低。開始對
微量分析產生興趣的原因，係在美國作研究時曾經針對一條特別的
河川進行研究，該河川有 90%之流量來自於都市污水處理廠放流
水。該河川主要以地下水補注為主要來源，而地下水為該地區主要
的飲用水水源。研究結果發現河川中已可檢測出這些微量的藥物濃
度。
研究初期是利用氣相層析儀(Gas Chromatography, GC)作為分析儀
器，但樣品需要許多前處理工作（如衍生化等），步驟相當繁瑣複
雜，因此越來越多人使用液相層析儀(Liquid Chromatography, LC)來
分析這些微量污染物，原因來自於這些目標物質(Target Compounds)
大多有具有極性(Polar)，適合利用 LC 分析，且 LC-MS/MS 原本在
醫藥方面早就廣泛地使用，環境分析之應用急需建立相關的技術，
因此會選擇 LC-MS/MS 作為分析儀器。
問：林教授與國內年輕學子的互動關係感覺如何?與國外學生有何相
異之處?
國內學生與國外學生在本質與特性上相當不同，原因可能來自於生
長環境與教育方式的不同。國內的學生從小就被教導尊師重道的想
法，在思想與行為上對老師比較容易產生恐懼的心理，每當上課時
或心中有疑問產生時不敢即時提出疑問，雖然學生們都相當聰明，
但總會因為想太多而失去許多共同學習的機會。
我們必須知道的重點是，老師並不是知道任何問題的答案，我們進
行研究工作，必須了解研究是一種共同研究的行為，老師與學生一
同作研究，一起探討問題的結果，在過程中老師不一定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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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李遠哲在「為什麼要念研究所」一文中寫道：「每年我都收二
至四位學生，剛開始時，這些學生總是要我告訴他們怎麼做，用什
麼方法做。而我總是老實地告訴他們，如果我知道要怎麼做、如何
解決這些問題，我早就做了，這些問題不會留到今天給你。因為我
們各大學做的較好的教授，真的是走在知識的最前面，每天都在推
動知識的前進。對於未知世界的探索，可能知道該怎麼走，但並不
清楚應怎麼做。」因此我認為研究生應該比指導教授更了解研究的
重心，研究工作是一種訓練的過程。學生們必需要把此話銘記在
心，對自己要有自信，才能發揮應有的實力。
另外我認為做研究最重要條件就是興趣，學生們唯一的差別在於自
身適不適合研究的性向，那是一種個人特質(Personality)，國內的社
會總是認為學歷與成就有著直接相關性，然而國外學生進入研究所
的主因是因為對研究有濃厚興趣，未來想要繼續進行研究工作，這
是國內外學生對於作研究的心態上最大的迥異。因興趣而工作，才
會在工作上找到應有的樂趣，並享受研究成果的喜悅。
問：林教授未來的規劃及後續研究重點為何？
現階段研究目標仍以藥物及微量分析技術為主。随著儀器靈敏度不
斷增加，許多環境中原本無法檢測出的物質陸續被發現，導致人們
對於環境議題越來越關心。LC-MS\MS 在定量方面雖然相當優異，
但 LC-MS\MS 會隨著不同的離子源有不同的分析結果，因此 MS 在
定性方面難以建立相關的資料庫(LIBRARY)，未來研究重點為研究
藥物及其他新興污染物於自然水體環境之宿命研究，包含自然光降
解、水解或生物降解等反應機制探討及其副產物之鑑定分析。
問：您對於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年青人，有何建議及鼓勵?
環境檢驗除了例行性檢驗工作，隨著分析設備進步與偵測極限不斷
的降低，檢驗人員也必須不斷增進自己的知識與技術， 致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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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新式分析原理及方法，因此興趣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必須再次
強調無論是做研究或進入職場工作，最重要的仍然是興趣，學歷與
未來的成就並不是那麼有直接的相關性，有興趣才能讓自己在研究
的路上更快樂更有成就感。對於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的年青人，
未來一定要對自己的數據負責，環境檢驗對於環境保護相當有意
義，需要自我嚴苛的訓練，才能有強而有力的結果，讓數據證明我
們的環境狀況，讓民眾有更安心的生活。

圖左起李孝軍主任、林郁真教授、王世冠組長、李世偉副
研究員攝於台灣大學化學系舘(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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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反應在量子點與生物檢測技術應用
陳中庸 1 許令宜 2 王世冠 3 阮國棟 4

摘要
各式結構的疊氮化合物（Azides）與炔類（Alkyenes）均可進行 Click
化學反應，尤其是端點的炔類如 Acetylene 與疊氮化合物反應非常穩
定，可容忍氧、水、一般有機溶劑、生物分子、大範圍的 pH 值等環
境條件，同時反應後產物穩定不易進行其他反應等優點。量子點
（Quantum Dots）是由數十個的原子所構成之奈米材料。如硒化鎘
（CdSe）量子點可隨著不同 Cd 與 Se 的比例，可得到不同的激發光
的波長的量子點。因此若能開發 DNA 探針以 Click 化學反應來結合
量子點的技術，除可以用量子點取代傳統螢光，有螢光更強、更穩定
等優點外，實驗數據顯示 Click 化學反應來結合量子點與 DNA 探針
比起傳統標定鏈黴卵白素-生物素（Streptavidin-Biotin）之量子點-DNA
探針有三項顯著改進：1. 接合效率強化了 5 倍以上，2. 敏感度優於
傳統探針 7 倍，3. Click Chemistry 鍵結之量子點-DNA 探針的回歸
線，其 R2= 0.993，優於標定鏈黴卵白素-生物素之量子點-DNA 探針
之 R2= 0.984。故 Click 化學反應應用於量子點與 DNA 探針是值得採
用的改質技術。

前言
Click 化學反應首見於 Dr. Barry Sharpless 的研究團隊于 1999 年第
217 屆美國化學學會年會上發表。Dr. Sharpless 于 2001 年發表一篇重
（1）

要回顧文獻來描述此一有機化學的新策略

。Click 這名稱乃取自簡

單、用途廣之意，這也正是現代化學與藥物開發的指導原則。現代化
學寄望於分子合成應簡化如同組合「樂高積木」或「IKEA 家俱」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副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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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容易，Click 化學反應樣樣符合。Click 化學反應已應用在三大範
疇，包括生物接合、材料科學及 藥物開發。
何謂 Click 化學反應？Dr. Sharpless 對 Click 化學反應下了以下定義
「可模組化、高產率、無害副產物、有立體異構物專一性、操作容易
（1）

及含有溫和或容易移走的溶劑」 。不飽和碳氫為主的有機合成正是
Click 化學反應的核心，因為 Click 化學反應所需的 Alkane 可從石
化工業獲得。Click 化學反應更可以廣泛用於生物樣品，因為核酸、
蛋白質乃至多醣體均屬碳的異質原子鍵結（Carbon-Heteroatom Bond）
而可用 Click 化學反應進行合成。
最典型的 Click 化學反應例子是一價銅催化 Huisgen 1,3-Dipolar
Cycloaddition of Azides 及端點的 Alkynes 來形成 1,2,3-Triazoles 的
結構。此反應極為可靠與容易操作，它的反應溫度 0-160°C，反應試
劑廣，反應 pH 值為 5~12，催化時比不催化快 107 倍，最後產物純
（2）

化容易 。在立體異構物上，各式結構的疊氮化合物與炔類均可進行
Click 化學反應，尤其是端點的疊氮化合物如 Acetylene 與炔類反應
非常穩定，可容忍氧、水、一般有機溶劑、生物分子、大範圍的 pH
值等環境條件，同時反應後產物穩定不易進行其他反應，這些優點使
Click 化學反應變成近年來的合成新趨勢

（3）

。

量子點（Quantum Dots）是由數十個的原子所構成之奈米材料，大小
不同之量子點具有不同的激發光的波長，且量子點因穩定性高故強度
有傳統螢光染劑的 20 倍亮度及 100 倍穩定

（4）

，現已被應用於標定生

（5）

物分子 。但量子點因為是金屬成分(如硒化鎘)，所以量子點與 DNA
探針也不易使用 Click 化學反應。因此，若能開發 DNA 探針以 Click
（6）

化學反應來結合量子點的技術 ，則於實驗與檢驗之應用性與實用性
將非常有助益，也是未來奈米量子點的應用之新突破。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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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應用及成果
1. 以鏈黴卵白素-生物素及 Click 化學反應二種反應於量子點與單股
核酸結合之比較
為了比較 Click 化學反應結合量子點與 DNA 探針是否會優於現有的
鏈黴卵白素-生物素之量子點與 DNA 探針結合，將發射波長為 OD605
且結合鏈黴卵白素的量子點以 1:1 比率結合含 Biotin 標定的 DNA 探
針，再以 Sephadex G75 處理過後，去除游離的量子點與 DNA 探針，
經光度計 OD260 偵測 DNA 探針的含量，及 OD605 偵測量子點的含
量，結果如表 1。樣品 1 與 4 是控制組，樣品 1 是沒有 DNA 及樣品 4
是沒有量子點，樣品 2 與 3 是兩重複的實驗組，經計算後，量子點
與 DNA 探針結合率為 4~5%。
表1

Sephadex G75 純化鏈黴卵白素-生物素量子點 DNA 探針結合率

樣品

探針 DNA
conc.
(ng/ul)

1
2
3
4

-0.3
0.8
0.9
2.7

QD 結合探針
之 OD605

QD
(有/無)

量子點結合探針之結
合率 Conjugate Ratio
(%)

-0.002
-0.001
-0.001
0.001

v
v
v
-

4.29
5.71
-

將發射波長為 OD605 且經 Polymer 處理後之炔類量子點以 1:1 比率結
合含疊氮化合物標定的 DNA 探針，再以 Sephadex G75 純化處理過
後，去除游離的量子點與 DNA 探針，經光度計 OD260 偵測 DNA 探
針的含量，及 OD605 偵測量子點的含量，結果如表 2。樣品 1 與 6 是
控制組，樣品 1 是沒有 DNA 及樣品 6 是沒有量子點，樣品 2, 3, 4
與 5 是兩次兩重複的實驗組。經計算後，量子點與 DNA 探針結合率
為 25~37%。故 Click Chemstry 之接合效率比鏈黴卵白素-生物素之接
合效率強化了 5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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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Sephadex G75 純化 Click Chemstry 反應之量子點( QD)DNA 探針結合率

樣品

探針 DNA
conc.
(ng/ul)

1
2
3
4
5
6

-14
296.2
308.8
156.8
410.5
77.4

QD 結合探針
之 OD605

QD
(有/無)

量子點結合探針之結
合率 Conjugate Ratio
(%)

0.077
0.012
0.011
0.02
0.019
0.821

v
v
v
v
v
-

25.91
27.61
37.35
35.80
-

2. 透過流式細胞儀，比較鏈黴卵白素-生物素和 Click Chemistry 鍵結
的量子點-DNA 探針之敏感度
為 了 偵 測 鏈 黴 卵 白 素 - 生 物 素 鍵 結 的 量 子 點 -DNA 探 針 與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于偵測時的敏感度，將這兩種量
子點-DNA 探針以” 奈米量子點之 3D 生物晶片”（環保署 100 年計畫
編號:EPA-100-U1U4-04-001）的系統來偵測，此系統是利用流式細胞
儀來定量與定性。分別以 1ug 的嗜肺性退伍軍人菌的 DNA 及鏈黴卵
白素-生物素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與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
點-DNA 探針來檢視微珠與探針的雜交（DNA Hybridization）結果；
如表 3，當設定流式細胞儀收集 50000 顆微珠時，Click Chemistry 鍵
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可掃到 19071 顆微珠，而鏈黴卵白素-生物素鍵
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只能掃到 2635 顆微珠。所以在相同 1ug 之 DNA
檢體量時，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 7 倍優於鏈黴卵
表3

比較鏈黴卵白素-生物素和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之敏
感度

Reporter probe

流式細胞儀
Event 數值

2012年11月

streptavidin-biotin 量子點
-DNA 探針

2635

Click Chemistry 量子點
-DNA 探針

1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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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素-生物素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之敏感度。
3. 比較鏈黴卵白素-生物素和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
針之偵測線性
為 了 偵 測 鏈 黴 卵 白 素 - 生 物 素 鍵 結 的 量 子 點 -DNA 探 針 與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于偵測時的線性是否合格，將嗜
肺性退伍軍人菌 DNA 倍數稀釋後，經流式細胞儀測得各濃度之數值
來呈現線性。DNA 濃度為 1000ng、500ng、100ng、50ng, 及 10ng 等
濃度。測得的數值如表 4。將數值轉成線性圖並計算線性回歸線，如
圖 1 及圖 2。圖一為鏈黴卵白素-生物素量子點-DNA 探針的回歸線，
其 R2= 0.984；圖二為 Click Chemistry 鍵結之量子點-DNA 探針的回
歸線，其 R2= 0.993。因此，以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比傳統的鏈黴卵白素-生物素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有更好的
線性迴歸，可提供更準確的定量。
表4

將 DNA 倍數稀釋後，經流式細胞儀測得兩種探針的敏感度

DNA con.(ng)
1000
500
100
50
10

鏈黴卵白素-生物素量子點 Click Chemstry 量子點-DNA 探
-DNA 探針(events)
針(events)
9854
6292
1222
616
130

19071
8262
2455
518
198

@由數據可得知，經由雜合後，Click Chemstry QD 有較高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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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

2012年11月

Streptavidin-Biotin 量子點-DNA 探針的線性迴歸

Click Chemstry 量子點-DNA 探針的線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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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利用以 Click 化學反應結合量子點與 DNA 探針，除可以用量子點取
代傳統螢光，有螢光更強、更穩定等優點外，實驗數據顯示 Click 化
學反應結合量子點與 DNA 探針比起鏈黴卵白素-生物素量子點-DNA
探針有三項顯著改進；(1)接合效率強化了 5 倍以上，(2) Click
Chemistry 鍵結的量子點-DNA 探針 7 倍優於鏈黴卵白素-生物素鍵結
的量子點-DNA 探針之敏感度， (3) Click Chemistry 鍵結之量子點
-DNA 探針的回歸線，其 R2= 0.993，優於鏈黴卵白素-生物素量子點
-DNA 探針之 R2= 0.984。故改用 Click 化學反應結合量子點與 DNA
探針是值得採用的改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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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環境政策」年度最佳論文
張雪妮 1 楊百洲 1 郭淳語 1 游世元 2
王維鼎 2 尹玉華 3 吳婉怡 3 李孝軍 4

前言
ES＆T（環境科學與技術）期刊，每年 4 月均公布上一年度最佳論文，
共分「環境科學」
、
「環境技術」
、
「環境專題」及「環境政策」4 大類。
ES＆T 每年共發表約 1,400 篇論文，4 類最佳論文總共約 13 篇，可謂
百中選一。本刊《環境分析評論》已分別報導 2007 年~2011 年「環
境科學」類最佳論文 20 篇（2012 年 6 月第 3 期）
，
「環境技術」類最
佳論文 16 篇（2012 年 6 月第 3 期）
，
「環境專題」
類最佳論文 4 篇（2012
年 5 月第 2 期）
，本文將同期（2007 年~2011 年）
「環境政策」類最佳
論文 15 篇，重新分類如表 1，並介紹其內容大要。

溫室氣體/低碳經濟
〈1〉

1.中國 CO2 排放的成長：增加消費及效率提升的競賽

從 1992-2002 年間，中國與生產有關的 CO2 排放量增加 59％（從 2,163
。進一步分析，若經濟結構及技術效率
MMT CO2 到 3,440 MMT CO2）
維持不變，則 10 年增排應為 129％，其中相差 70％的減排，係由於
能源使用效率提升（-62％）
、生產結構改變（-11％）、消費結構改變
（ ＋ 3 ％ ）。 本 文 利 用 結 構 解 構 分 析 法 （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係導自於環境投入－產出分析法（Environmental
Input－Output Analysis）
，研究中國快速經濟成長與能源使用所產生區
域及全球環境衝擊的關鍵趨動力，包括技術、經濟結構、都市化及生
活型態對 CO2 排量的影響。研究發現基礎建設及都會居家消費，可歸
為都市化及生活型態改變的趨動結果，遠超過 CO2 減量效率的改進。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替代役助理 3 秘書 4 主任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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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S&T「環境政策」2007 年~2011 年最佳論文分類
政策類別
溫室氣體/
低碳經濟

美國人少吃紅肉比採購當地食材
更能減碳。

2008

〈2〉

以 2001 年資料為主，分析 14 個
世界區域 73 個國家 8 大類活動的
碳足跡。

2009

〈3〉

美國禁設新火力電廠之短期政策
意涵。

2009

〈4〉

分析 5 種工業材料（水泥、鋼鐵、
塑膠、紙及鋁）至 2050 年排碳削
減 50％的技術方案。

2010

〈5〉

評估 226 個國家生產生質柴油的
潛力。

2007

〈6〉

高生活水平的已開發國家每人使
用中金屬物料約在 10~15 噸之間

2008

〈7〉

評估建築物生命周期對 CO2 排量
的不同方法。

2008

〈8〉

生質燃料溫室氣體排放生命周期
評估不確定性的政策意涵。

2011

〈9〉

廢 物 管 理 / RoHS 規範與 WEEE。
回收再用
富裕國家輸出有害廢棄物以降低
本國排放？

2012

〈10〉

2011

〈11〉

掩理場生物分解是我們要的嗎？

2011

〈12〉

環 境 正 義 / 社區不對等的環境危害（洛杉磯
永續發展 案例）。

2009

〈13〉

鄉下窮人對用水端處理設備偏好
調查（肯亞案例）
。

2010

〈14〉

細 懸 浮 微 滅少農藥微粒可有效減低 PM2.5。
粒（PM2.5）

2007

〈15〉

資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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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容
刊登年度 參考資料
中國 1992 年至 2002 年 CO2 排量
2007
〈1〉
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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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淨值（逆差）對 CO2 排量影響不大，技術及效率提升的改善對消
費的大量成長僅有小部分之補償，但在生產系統及消費系統的技術及
能源效率提升仍有相當大的減量空間。中國未來在循環型經濟
（Circular Economy）政策的推動上，將可避免已開發國家高排碳量
之覆轍。
2.美國境內食物選擇對食物里程數及氣候之衝擊

〈2〉

本文利用投入產出及生命週期分析方法（Input-Output Life-Cycle
Assessment, IO-LCA）
，系統性研究美國境內食物生產製造、長途輸運
（食物里程數，Food-Miles）的溫室氣體排放。發現美國人食物消費
（83
之碳足跡平均為每年每人 8.1 噸 CO2，其中生產製造階段占最大量
％）
，雖經長程運輸（平均 1,640 公里運送，供應鏈平均運送更達到
6,760 公里）
，但只占平均碳足跡小比例（11％）
，零售商的運送占最
後的 4％。不同食物種類碳足跡大不同，紅肉約為雞魚等的 150％，
所以作者建議每週改變少食紅肉，比採購當地食材（Buying Local）
更有助於減碳。
3.國家碳足跡：全球性貿易關連之分析

〈3〉

本文利用投入產出模型及生命週期分析方法（IO-LCA）
，以及挪威研
究 團 隊 所 有 的 全 球 各 區 域 投 入 產 出 數 據 （ Global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RIO）、全球貿易分析計畫（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進行全球 14 個區域（Aggregate World Region）共 73
個國家 8 大類活動（建設、住家、食物、衣著、移動、產品製造、服
務及貿易）溫室氣體排放分析。每人每年 CO2 排放量從非洲國家的 1
噸到美國的 28.6 噸，相差甚大。在原文表 2 中臚列 2001 年的 8 大活
動排碳量，臺灣亦名列 73 個國家中，我們人年排碳量約為 11.3 噸。
全球趨勢而言，家庭消費占溫室氣體排放 72％，食物占 20％，移動
占 17％。在開發中國家食物及服務較為重要，但在已開發國家產品
製造及運輸（移動）隨著收入增加而快速竄升占主要地位，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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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已開發國家在政策優先度上作考量。
4.美國禁設新煤火力電廠的短期政策意涵

〈4〉

許多新建煤火力電廠的計畫被取消，有些州政府甚至禁止新設燃煤火
力電廠，以降低 CO2 的排放。本文針對這些政策，利用模式模擬負荷
成長、資源規劃以及經濟（與 CO2 排放）脫勾的各種情境下，美國 3
大 電 力 供 應 系 統 ： 中 西 部 獨 立 輸 配 電 系 統 公 司 （ the Midwest
Independent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ion, Inc., ISO）、德州電力信賴
委員會（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cil of Texas, ERCOT）及 PJM 系統在
禁設新的煤火力電廠政策下，計算短期（至 2030 年）CO2 的排放量
影響。結果顯示就全美而言，全國都禁設新的煤電廠，仍然無法達到
CO2 須削減的幅度，但會大大提早由天然氣決定電價的時間。
5.工業碳排放至 2050 年減半的方案

〈5〉

本文為英國劍橋大學工程學系教授的論文，所以解決方案傾向工程觀
點，針對 5 種關鍵材料（水泥、鋼鐵、塑膠、紙及鋁）行業，研究其
。估計至 2050
物質流（Material Flow）及 CO2 排放（Emission of CO2）
年，上述 5 種工業材料生產量會倍增，屆時 CO2 排放量也要能削減
50％，才能抵消增加量。這樣的挑戰有 5 種技術情境（Five Technical
Scenarios）。參考情境包括現存及新興提升效率的方法，但無法達到
充分的削減量。碳捕捉（Carbon Sequestration）作為主要工業的對策
只有水泥業可行。減排目標要依賴減少需求、延長產品壽命、替代材
料或輕質材料，再利用零件在建設工程中也很重要，製程創新也有可
能減排。評估結果顯示立基於生產量倍增的情境下，提升效率及碳捕
捉是無法達成目標，必須設法減低初級生產量（Primary Production），
以及在減少生產量之下的增加材料使用或服務的效率。

資源能源
〈6〉

6.國家生質柴油生產潛力之全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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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致性、國家層次的方法，評估生質柴油產量及價格潛力，研
究對象橫跨 226 個國家、領域及保護國。以既有農業土地商業出口所
有的脂類（Lipid）原料為比較基礎，作為擴充生質柴油生產的上限
潛力（Upper-Limit Potential），並以經由農業產率的提升，估計擴充
植物油生產的潛力，再將這些國家的潛力與經濟、能源及環境做綜合
比較。結果顯示 119 國上限潛力為每年 510 億公升，其中 470 億公升
以現今進口價格為有利可圖，增加農業產率可顯著增加收益。
〈7〉

7.使用中的金屬物料：現況及意涵

經歷 20 世紀對金屬類物質需求的增加，產生金屬存貨由岩石地殼圈
（Lithosphere）移到人類活動圈（Anthroposphere）的一種現象。金
屬資產（Metal Capital）在現今社會使用的量必須量化，才能面對其
延伸的社會、經濟及環境的議題。量化使用中的金屬物料已有 70 年
歷史，但 70 ％的文獻都出自 2000 年以後，本文則是首次完整回顧
目前發現、評論方法，討論未來研究方向。只有鋁、銅、鐵、鉛及鋅
已有某種程度之研究，顯示較好已開發國家每人使用中的金屬物料量
典型為 10~15 噸之間（大部分為鐵）
，與較差已開發國家比較，若要
達到同樣生活水平，以及相同合適的技術水平，全球尚須目前 3~9
倍的用量。
8.評估建築物的生命終點衝擊

〈8〉

本文提出一種混合評估方法（Hybrid Life-Cycle Assessment ），係指
以流程為主（Process-Based）以及經濟投入產出為主的（Economic
Input-Output-Based）混合模型。比起傳統使用的 Attributional LCA 評
估步驟，可以省去個別經濟部門的模式建立及因應混凝土因回收而減
少使用的個別影響評估。建築物混凝土的回收若能從目前 27％增到
50％，則可以得到建築物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2~3％的減量，以美國為
例，約為 2.7~5.6 百萬噸 CO2 當量，或相當於 40 萬~84 萬輛一般使用
中車輛的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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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生質燃料生命週期模型評估溫室氣體不確定性的政策意涵

〈9〉

生 質 燃 料 最 近 獲 得 立 法 支 持 （ 指 加 州 低 碳 燃 料 標 準 California’s
Low-Carbon Fuel Standard 以及聯邦能源獨立及安全法 Federal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二者針對新燃料型態，不但沒有提供
評估溫室氣體排放潛能本質上不確定性的方法指引，而且僅只於單點
估 算 為 主 的 排 放 減 量 。 本 文 利 用 蒙 地 卡 羅 模 擬 （ Monte Carlo
Simulation）估算乙醇及丁醇（取自玉米或野草柳枝稷 Switchgrass）
生命週期的溫室氣體排放分布。每種生質燃料模擬結果有一個級數的
差 距 或 更 大 ， 用 線 性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 Streamlined Life-Cycle
Assessment）
，玉米乙醇排放範圍在 50~250g CO2/ MJ，從物料到燃料
過程中有時會得到比汽油還更高的排放量。在這麼高的不確定性之
下，要評估以生質燃料取代石化燃油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很困難預
測的。

廢物管理/回收再用
〈10〉

10.從廢棄電子電器產品中混合塑膠受 RoHS 規範的物質

廢電子電器產品（WEEE）中的混合塑膠，到底含有多少有害物質指
令（RoHS）中所規範的有害物質，引起瑞士聯邦實驗室科學家的興
趣，針對 WEEE 的混合塑膠取樣 53 件，分析重金屬（鎘、鉻、汞、
鉛）
、阻燃劑（Penta BDE, Octa BDE, Deca BDE, Deca BB）等 RoHS
指令之有害物質及溴化阻燃劑（HBCD, TBBPA）等。分析結果顯示，
至少含有 1 種以上 RoHS 的物質，各種 WEEE 有各種不同有害物質
及濃度特色，值得政府在輸出或輸入之前審慎評估。本刊《環境分析
評論》第 3 期（2012 年 6 月）在〈廢棄物與材料的永續管理：國家
政策與全球視野〉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美國杜克大學學者用很簡單
的想法，試著回答在 WEEE 回收的這些 RoHS 物質（這些東西存在
混合塑膠中），最後都到那裡去了（Where Do All the Chemicals
Go？）
。經檢測 101 種嬰兒常用產品，發現有害物質存在於嬰兒車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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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泡棉、枕頭、床墊等產品中。雖然產品中含有有害物質並不代表一
定會有暴露，但檢測是必要的第一步，才能了解有無可能產生暴露。
11.輸出國靠輸出有害廢棄物而降低工業排污量？

〈11〉

挪威及中國學者發現，近年來在非洲及亞洲空氣中的多氯聯苯
（PCBs）濃度相當高，這些地方不製造，也很少密集使用 PCBs，但
極有可能接受含 PCBs 及鹵化阻燃劑廢棄物的國家，或來自原先富含
PCBs 國家的長程傳輸（Long Range Transport by Air, Water, or
Waste）
，到達這些開發中或低度開發的國家，這種「有形」及「無形」
的輸出輸入模式，相當值得注意。
12.固體廢棄物的生物可分解性是我們要的嗎？從國家垃圾掩埋場溫
〈12〉

室氣體盤查模式之角度探討此問題

利用「生物可分解」材料可以達到「更綠色」的觀念一直在增強中，
在掩埋場這些物質被厭氧分解為甲烷及 CO2，甲烷部分可以回收為能
源，不能分解的碳質則貯存在掩埋場中。本文用掩埋場生命週期模式
研究各種環境條件（乾旱貧瘠土地、中等濕度以及生物反應器）、各
種材料（能快速分解的食物、中度速率分解的高分子聚合物，以及低
度 分 解 速 率 的 報 紙 或 辦 公 室 用 紙 ）， 並 且 選 用 PHBO （ Poly
（3-Hydroxybutyrate-co-3-Hydroxyoctanoate）的新興生物可分解高分
子（C13H21O4））作為指標物質。結果測出在國家垃圾掩埋場中的全
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s, GWP）分別為：食物（26）、
新聞紙（720~1000）、辦公室用紙（990）以及 PHBO（1300）
，GWP
的單位為ｋg CO2 排放/濕重 Mg。在新型掩埋場有氣體回收時，GWP
改變為食物（-250）
、新聞紙（330~-1400）
、辦公室用紙（-96）及 PHBO
（-420）

環境正義/永續發展
13.評估累積性環境危害造成人口統計學上不平等的一項指標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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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州洛杉磯的應用

環境正義議題常涉及低收入地區有色人種社區承受較大的環境危害
衝擊，政策決策者要考慮此一問題。本文提出一項指標（Index）能
針對累積性環境危害的衝擊所造成的種族、倫理及社會經濟不平等做
出總結。並且應用此一指標到洛杉磯郡，討論應用潛力及應用可能面
臨的複雜問題。
14.肯亞貧窮居民對用水端水處理技術性能的偏好研究

〈14〉

家戶用點端（Point of Use, POU）水處理技術鎖定貧困民眾的微生物
感染，以保護健康為首要目標。影響這些終端用戶選用這些技術的因
素並不清楚。本文在肯亞西部針對 400 戶鄉村農戶，進行 3 種水處理
技術用戶端產品（稀釋次氯酸溶液、多孔陶瓷材料過濾以及合併膠凝
消毒的粒狀混合物處理材料）喜好的查證研究。結果顯示家戶較偏好
使用次氯酸消毒及多孔陶瓷過濾。大腸桿菌（E. coli）以次氯酸溶液
處理效果最好。家戶自我提報以次氯酸及膠凝消毒對大腸桿菌削減量
最好，多孔過濾較差；但同一時間，家戶又以多孔過濾列為最偏好的
產品，其間存在對產品及產品性能在偏好上的落差。

細懸浮微粒（PM2.5）
15.氨排放控制是減少大氣中懸浮微粒符合成本效益的策略（美東案
〈15〉

例）

控制農藥排放氨（NH3），是控制美國東部地區大氣粒狀物（PM2.5）
的有效方法，減少 50％ NH3 排放，相對能減少（PM2.5）50％。

結語
從 ES＆T 挑選「環境政策」年度最佳論文近 5 年來（2007-2012）的
結果觀察，數量最多的還是歸於最熱門的溫室氣體議題，其次是資源
能源議題，再其次是廢物管理問題，環境正義及 PM2.5 也都出現，與
國內近 5 年發展狀況相當一致，顯示我國環境政策與國際趨勢同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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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011 年起回歸且集中在廢物管理及回收再利用問題，也是一種
訊息，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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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一場思辨之旅》讀後
李以彬 1 王世冠２ 阮國棟 3

公認的道理？
「正義」這兩個字，大家從小都耳熟能詳。依據教育部編訂的國語
辭典，正義就是公理，就是世人所公認的道理。相信很多人都認同
這個解釋，也認為這個概念十分明確，只要「做對的事」
，就是正義。
但是，世人所公認的道理，並非從古至今都未曾改變。古代的羅馬
人迫害基督徒，對基督徒施以酷刑火刑，或把他們投入競技場餵獅
子，他們認為那麼做是正確的。中世紀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則迫
害異教徒和所謂的女巫，對這些異端施以酷刑、火刑，他們認為那
麼做是正確的。這些恐怖且缺乏理性的行為，確實符合當時世人所
公認的道理，難道也是正義嗎？
時至今日，社會各界對於「公認的道理」依然莫衷一是。桑德爾撰
寫的《正義－一場思辨之旅》
，就是對於此一議題提供可能之思考途
徑，並介紹相關之政治哲學理論，希望經由開放式的辯論，爲「民
主公民所面臨的種種選項帶來清楚的道德條理」。桑德爾於 1953 年
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為當代知名哲學家，1980 年開始於哈佛大
學教授「正義（Moral Reasoning 22: Justice）」課程， 33 歲即獲哈佛
大學教學卓越獎。目前此一課程已成為哈佛大學最熱門的課程，2009
年哈佛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並造成一股熱潮。本書即脫胎自
此一熱門課程。

打造善待歧見的公共文化
本書共分九章，第一章介紹了通往正義的三個出發點，即福祉、自
由及美德。第二章至第九章則詳細介紹了正義相關之哲學理論，包
括功利主義（效益主義）
、自由至上主義、康德的自由主義、羅爾斯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組長 3 所長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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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主義、亞里士多德之政治哲學及社群主義，並舉出實際案例，
以探討各個主義之立論及其缺點。舉例而言，依據傑瑞米‧邊沁
(Jeremy Bentham)所創立的功利主義，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幸福的最
大化；凡是能把功利最大化的，就是正確之舉。但是，如果政策與
法律都強調功利最大化，那人命是否也可以視為一種籌碼，賦予金
錢價值，就各種狀況進行本益分析？又如自由至上主義，認為自由
是一種基本人權，自我所有權就是道德的核心。但是，如果自由至
上就是正義，那麼只要你情我願，人吃人這種行為也可以視為正義
嗎？
作者個人認為，正義權利論述與良善觀無法切割，如果不解決道德
上的實質問題，就不可能決定權利與正義。
「只靠功利最大化或保障
選擇自由，並不足以邁向正義社會。要邁向正義社會，大家必須一
起理性思辨良善人生之真諦，一起思辨總難免產生歧見，所以也必
須打造出一種善待歧見的公共文化」
。但是當今之主流文化，對於政
治及社會遭遇的種種問題，不是冷漠迴避不予討論，就是缺乏理性
思辨之過程，往往只憑藉片段資料及媒體渲染就驟下結論，對於不
同觀點之看法一概拒斥，導致歧見往往無法藉由合理的討論消弭，
整體社會的發展也在一次一次的衝突對立中停滯不前。

正義：一個值得持續思索的課題
書中摘錄了羅伯‧甘迺迪的一段演講：
「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
過八千億美元。這個數值卻包括了空氣污染、香煙廣告、奔走運送
公路車禍傷患的救護車。家戶防賊還有監獄關賊的特殊門鎖都在這
個數值裡。紅木森林遭到的大舉砍伐、城鄉胡亂擴張所造成的自然
奇觀耗損也在這個數值裡。汽油彈、核彈頭、對抗街頭暴動的警用
裝甲車也在數值裡。還算進了為了賣玩具而宣揚暴力的兒童電視節
目。然而，國民生產總值卻不把兒童的健康、他們受的教育好壞、
他們玩耍的喜悅歡笑算進來。也不算進詩的優美、婚姻的品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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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辯論的智識水平、公職人員的操守。它也不測量我們的風趣或勇
氣，不算進智慧或學習，不算進慈悲心或愛國心。總之，除了能增
添人生意義的，不然它都算進去了。它可以透露美國的一切，只是
說不出美國人為什麼感到自豪。」這段內容，充分反映了作者所期
許的道德共鳴政治。期待我們的社會，能夠逐漸建立思辨共善的風
氣，而由經濟掛帥的現狀，轉而追求更具意義的目標。

後記
1. 2011 年 3 月，此書在台灣出版：邁可‧桑德爾著《正義：一場思
辨之旅》，雅言文化，2011 年 3 月初版。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2. 2012 年 9 月，環檢所例行讀書會，介紹此書，獲得同仁熱烈迴響。
3. 2012 年 9 月，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6 期》，刊載陳明妮等〈遠
親變近鄰：遠距先進分析設施與精英課程〉，其中介紹免費線上
精英大學的許多公開課程，哈佛大學在 2009 年將桑德爾教授的
上課向全球公開，引起全球上網觀看熱潮。
4. 2012 年 10 月：台灣出版了另一本書，邁可‧桑德爾著《錢買不
到的東西：金錢與正義的攻防》
，先覺出版社，2012 年 10 月初版。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5. 2012 年 12 月：桑德爾教授來台演講。深層思考，理性思辨，是
每一個公民的切身課程，台灣社會也非常需要。趕搭大師熱潮，
將在 12 月 11 日台北世貿中心舉行演講，免費報名瞬間秒殺，聽
說過去在東京演講，黃牛票一張美金 500 元，向隅國人仍可至
YouTube 上免費親睹大師上百場演講風采。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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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歷史：立足傳統致力現代閞創未來
林哲雄 1

前言
西漢七國之亂發生時，御史大夫鼂錯衣朝服被腰斬於長安東市，死前
曾與漢景帝有過這麼一段對話，漢景帝說：「老師，您過去曾說，世
上對的事情就是對的，錯的事情就是錯的。可朕當了皇帝，慢慢覺得
這世上的事情，也不完全是這樣。有的時候，錯的，也是對的；對的，
有時候是錯的。明明是錯的，有時偏得去做；明明是對的，有時偏又
無法去做。」鼂錯說：
「但臣還是認為，對的，到頭來還是對的。錯
的，到頭來還是錯的。」我們的歷史就是在這些對與錯、是與非中不
斷地重複循環……。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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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都是他自己的歷史學家，拜讀了呂正理先生的大作「另眼看歷
史」後，發現從事理科工作而喜愛文科歷史的人為數不少，呂先生清
華大學化學研究所畢業，以非本科專業人員的角度，竟能如此精闢的
分析本國與鄰近東北亞國家的文化思想與歷史演變，著實令人佩服；
尤其呂先生於書中述及現代企業的起落和歷朝歷代的興衰，其間實在
沒有很大的差異，此觀點適足以令各行業人員警覺。另一方面本書在
歷史的更迭中對於專業的歷史學家來講或許過於精簡，但是也因為其
「以淺持薄」文書架構，使得對歷史有與趣的人可以迅速瞭解歷史演
進知識，亦可使對歷史較陌生的人快速掌握通盤歷史架構。
學歷史的人都相信歷史孕育了真理，它能和時間抗衡，能把軼聞舊事
保存下來；歷史也是往古的跡象，當代的借鑒，後世的教訓。拿歷史
上的事實來比照我們當前的情況，我們便可以得到一種方法和根據,
用以推測未來。本書從歷史的源流介紹中國、日、韓、臺灣的文化起
始，再精要描述歷朝治亂循環，思想與宗教的發展影響，近代局勢的
變化，最後再討論國家興亡之道與人物、思想及價值觀。閱讀本書後，
對於其中內容見解;引申出「綜觀歷史－立足傳統、致力現代、開創
未來」之心得感想如下：

立足傳統
1.中華文化的源遠流長
本書第 1 章從歷史源流介紹開始，中華文化發展主要為華夏文明且為
多源頭文明，華夏文明包括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並結合了北方草原
文明等，中華文明是這三種區域文明交流、借鑒、融合的結果，歷經
數千年的歷史時間演變彼此相互影響融合；黃河流域農耕文明和北方
草原游牧文明，因為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相互爭奪主要區域勢力，所
以黃河與長江的農耕文明也因而不斷被北方民族影響、同化。在先秦
以前以華夏為代表，而從漢代以後則主要由漢族傳承其文化，漢朝之
後，由於文化高度發達便產生了以漢文化為正統之中華文化，其後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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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在北方民族多次入侵與統治，因而融入了鮮卑、蒙古族、滿族等遊
牧民族的草原文化，漢唐時期藉由絲路，亦傳入了大量西域文化。各
朝代的統治者雖然由許多民族更迭替換，但是中華文化卻始終延續，
成為持續至今的古老文化之一。 流傳地域廣至東亞與東南亞地區，
影響層面包含政治意識、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等。
2.臺灣文化的追溯與延續價值
本書第 7 章述及臺灣原住民歷史，臺灣在古時稱為「夷州」
，三國時
代孫權派將軍衛溫帶領一萬人到達，衛溫與原住民打了一仗，俘虜數
千人回去，因水土不服且衛溫軍隊損失慘重，孫權就不再派人來了。
隋朝以後改稱臺灣為「流求」。隋煬帝曾命羽騎尉朱寬到流求招降土
番，但因語言不通，只是捉幾個人回去；三年後再派將軍陳稜帶領一
萬人在鹿港登陸，土番酋長歡斯氏拒絕投降，陳稜俘虜了數千人回
去，但隋朝對統治琉求也沒興趣。
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各不相同但極為類似，全部屬於南島語系，在最近
幾十年中，部分西方考古人類學者研究認為臺灣大坌坑遺址的居民來
自大陸沿海，其文化與大陸福建、廣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密切關
係，大坌坑遺址又是所有臺灣原住民的發源地，所以認為大坌坑文化
必然是在六、七千年前由大陸福建、廣東移民而來。臺灣原住民的祖
先在大陸終究沒有逃過滅種命運，但是他們的子孫卻幸運來到臺灣，
而保留了南島語言，也保留崇拜蛇圖騰的文化。另外，臺灣原住民的
遠祖們從西元前三千多年開始，大約花了四千五百年時間，佔據了太
平洋與印度洋上幾乎每個可以住人的島嶼，只有在幾個比較大的島上
因敵不過當地土著勢力，只得跳過或是與當地人共同生活，這一項海
上擴張，實質上是一個民族在奮力求生存，因此，南島語系所分佈的
範圍是最廣的。
歷史家連橫出版「臺灣通史」，曾說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
作之，清人營之。臺灣由於地理位置特殊，近代以來由於經過多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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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成以及不同時代背景而有多面向的呈現。從明清開始台灣即有許
多中國閩粵移民，生活方式深受漢人文化的影響。春節、端午節、中
秋節，是台灣的三大節慶。此外，尚有多項深具中華文化特色的民俗
慶典，如迎媽祖、鹽水蜂炮、東港燒王船、頭城搶孤等。另一方面隨
著於 17 世紀中國福建泉州漳州移民播遷，就有搬演中國戲曲的紀
錄，歌仔與南管，將當地流行的戲曲劇種有梨園戲福州戲、莆仙戲、
車鼓戲、傀儡戲、掌中木偶戲、潮州戲、皮影戲、客家三腳採茶戲等。
融合各劇種優點，更獨創出屬於臺灣特色的歌仔戲等。因此台灣文化
是以漢文化為主，同時兼具有最早的南島文化，以及融合了後來的日
本、歐美文化等之後，形成了自己獨具特色。
3.諸子百家思想的博大精深
作者在書中第四卷思想與宗教篇中特別以 3 章內容提及諸子百家思
想及宗教的發展影響。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都
在激烈而複雜的階級鬥爭中產生變化，不同階級與階層的代表人物，
對社會變革發表不同主張，於是諸子百家應運而生。諸子所以說是政
治學派的總稱，各家的基本宗旨大都是為國君提供政治方略，儒家主
張以德化民，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信賞必罰，墨家主張兼愛
非攻，名家主張去尊揠兵等。九流十家的派別區分，出自班固的《漢
書・藝文志》歷述了諸子學派的學術源流，並評價其長短得失，是綜
論諸子百家思想的最為完整之作；
「十家」為儒、墨、道、法、陰陽、
縱橫、名、農、雜及小說家，除去小說家即稱「九流」。中華文化雖
然孕運了諸子百家，但主要哲學流派為儒、道、釋，且三派間相互影
響深遠。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以儒道釋三家之說為總本﹐而又以道家為
中心﹐儒家為主幹﹐佛學為相互配合。中國人的宇宙觀方面以易經與
老莊為代表﹐倫理社會觀是以禮記孔孟之說為代表﹐佛家則以宣揚因
果輪迴、眾緣唯心的道理與儒道互相輔助而成。
4.宗教信仰的傳播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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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國原生的宗教形式，是一個崇拜諸多神明的多神教。道教最
高的神是由道衍化的三清尊神。道教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
主宰，無所不在，無所不包，萬物都是從「道」演化而來的。而「德」
則是「道」的體現。佛教由釋迦牟尼創立，至西元前三百年，經阿育
王推廣而盛行於印度。釋迦感人世生老病死的苦惱﹐乃捨棄王族生活
而出家後於菩提樹下覺悟成道，釋迦圓寂後被尊〝佛陀＂,意即覺悟
者或先知者，其弟子將他所說的教法結集，成為經、律、論三藏。佛
教亦漸成為世界性宗教。佛教傳入中國時期比較公認的一種說法︰西
漢哀帝時。據〝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魚豢〝魏略‧西戎
傳〞︰「昔漢哀帝元壽元年博士弟子景盧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
屠經》」
。魏略乃魏魚豢的作品，成書較早﹐大月氏乃當時中亞佛教盛
行之地﹐口授佛經乃印度傳法和中國早期譯佛經的通行辦法，故此說
法較可信。佛教自從漢代傳入中國後，在不斷和中華文化交流中融合
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漢傳佛教成為現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
一。佛教經由兩條路徑傳入中國，一支由古印度經西域傳入中原地
區，爾後傳入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等處，故漢傳佛教又稱北傳佛教。
另一支則由南印度經海路傳至中國南方，為「南傳佛教」。大乘佛教
的主要發揚傳系因為中國的影響，漢傳佛教將大乘佛教的教義傳播至
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並且影響了藏傳佛教。佛教關於人生無
常，滿佈苦痛的說法及因果報應，生死輪迴的思想，適應了人們的悲
觀情緒。佛教所謂彼岸世界又使人從痛苦的現實轉到來生的幸福，在
精神上獲得極大的寄託及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佛教的「眾生平等」
思想亦深受下層勞苦大眾的歡迎，甚至據之以對抗歷朝的統治。

致力現代
1.王道與霸道哲學
孟子說：「以德行仁者王，以力假仁者霸。」王道霸道不一定是政治
上權力，也泛指文化上崇尚道德與暴力之不同。作者舉例漢朝經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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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皇帝努力的結果，卻在年輕而野心勃勃的漢武帝完全破滅，與其先
祖比較，有人獻千里馬予其先祖漢文帝，漢文帝說千里馬對他沒用而
送還，漢武帝卻因為大宛拒絕貢獻汗血馬而派出十幾萬大軍搶奪，戰
爭持續 3 年。而從對南越國的關係可以看得更清楚，漢文帝即位前，
南越王趙陀受漢朝壓迫而叛變，自稱皇帝。漢文帝接掌國家後，知道
趙陀的祖先墳墓在河北真定，於是派人修趙陀的祖墳，又厚賜趙陀家
鄉同宗族人，並寫信予趙陀說：「如果一定要打仗，使得許多兵士死
亡，將軍受傷，許多婦人守寡，小孩成為孤兒，年老的人失去愛子，
而得不償失，我實在不忍心。….就算漢朝得到南越國的土地，也沒
有增加多少；得到南越國的財貨，也不算是更富有。五嶺以南土地，
就由你自己治理吧。」趙陀看完信，立刻取消帝號，對漢朝稱臣。然
而漢武帝卻無理干涉南越國內政，逼其又反叛，最終只好派出十幾萬
大軍滅掉南越。漢武帝窮兵黷武，耗盡國家財力、人力、物力，而所
得甚少，被征服的國家又時常繼續叛亂，使得戰爭不斷延續，導致國
家財政破敗，帝國人民生活困苦，晚年時終於覺悟而下了一道「輪台
罪己詔」追悔。
2.從動亂時代中學習領導者的治世經營
西漢七國之亂平定後，竇嬰曾評論領導者的特質如下：「威，在於不
變。慧，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制氣。畏，在於懼小。
智，在於治大。戡亂，在於斷然。服眾，在於正下！」作者認為一個
卓越的執政者縱在天災頻仍時，也會知道如何採取行動使人民儘速脫
離苦難，因而避免動亂。反之，一個暴虐政府，不必有天災發生也會
覆滅。作者舉例唐太宗貞觀年間，氣候乾旱非常嚴重，並且有六年發
生大瘟疫。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氣候極端乾冷，又曾經有七年發生大
饑荒和一年大瘟疫；但是從唐太宗到武則天統治的八十幾年間正是中
國歷史相當繁榮昌盛的時候。另外本書第 35 章論及組織經營也是領
導者的重要課題，俗話說時勢造英雄，蒙古帝國開國先驅成吉思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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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年遭受諸多磨難，並從刧難中堅強站起來，成就了他後來大業。
以企業理論分析成吉思汗成功與現代組織關鍵要素，作者認為其領導
具備了界定清楚組織目的、目標與任務，人力資源的質與量支持組織
發展，適才適任，組織結構嚴謹，責任區分明確，報酬公正又能激發
士氣，資訊決策流程正確迅速，組織文化鮮明等關鍵要素。成吉思汗
所建立的蒙古帝國無疑是自古以來最大企業，其本身即為最有績效企
業主管。
3.民主時代的省思
作者引述歷史家威爾. 杜蘭觀點：
「如果我們以歷史上的盛行與否及
維持長短來斷定政治體制的優劣，則必須首推君主專政；相對地，民
主政治不過是幾段插曲。」現代的政治學者都說，民主政治並不完美，
但是比起所有其他政治制度缺點較少。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選賢
與能只是一種理想，它並無法微底實現；亦即並非全體選民皆有足夠
的民主素養，不能足夠完全明辨是非，另外許多從政者激情式、討好
式的選舉語言與政策，造成社會更加仇恨對立，政黨惡鬥把審查法案
堆積如山，不能把國家社會的利益擺在私人利益之前，因而結果常有
令人失望之處。所以作者認為民主國家的每一個國民都有責任教育自
己，使得選賢與能理想儘量實現，否則國家無法免於政治腐敗內部分
裂，進而衰亂滅亡。

開創未來
1.從國家滅亡原因中記取教訓
作者在書中第 33 章提到國家滅亡的根本原因有四點：政治腐敗、內
部分裂、繼承人問題與外患。其中政治腐敗是大國滅亡的主要原因，
政治腐敗包括統治者暴虐以及政府的無秩序狀態。統治者窮兵黷武，
勞役人民，使得許多百姓在無謂的戰爭中死去，又徵索無度，是其中
之最。在中國所有「正統朝代」的滅亡過程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伴
隨內部分裂，內部分裂往往使得原本政治腐敗尚還不至於滅亡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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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其滅亡； 太平天國初起時氣勢如虹，卻因自家人分裂互相砍殺，
而被曾國藩所滅。另外，因為繼承人問題處理不當而亡國的事件，歷
史上比比皆是；秦始皇沒有早日確立儲君，以至於死在巡遊路上時，
趙高與李斯有機會陰謀矯詔，命令太子扶蘇自殺，扶胡亥為二世皇
帝，如由仁厚的扶蘇繼位，秦朝未必如此快就崩潰。後周世宗郭榮不
幸驟死，留下孤兒寡婦，才給了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機
會。外患是歷朝揮之不去的問題，尤其是國家積弱不振時，西周被犬
戎攻進鎬京滅亡，金滅北宋，元滅南宋，都是明顯的例子。
2.治世能臣的深謀遠慮(范睢與張良)
柏楊先生在其著作「通鑑紀事本末」述及范睢向秦王嬴稷分析國際形
勢時，建議確立遠交近攻的大戰略，得一寸土地，就永遠是秦王國一
寸土地，再不會喪失。韓、魏兩國位於中國心臟地帶，是天下門戶。
如果想稱霸天下，必須先掌握門戶，再對楚、趙施加壓力，楚強則助
趙，趙強則助楚。楚、趙都依靠秦國時，齊王國必定恐懼，到時韓、
魏就成為了俘虜。秦王嬴稷採用建議，對較遙遠的燕、齊、楚一律和
平相迎，而對與國土接壤的韓、魏、趙則訴諸武力。這個外交策略的
成功在於讓所有國家陷入孤立狀態，使得秦國將各國各個擊破。
張良往往能在關鍵時刻給予劉邦正確建議，死後被人稱為謀聖。觀乎
其事蹟，包括計議漢王劉邦燒絕所過棧道，以示天下不回關中之地，
以固項羽之憂，項羽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北擊齊。接受與支持陳
平的建議，向劉邦獻策，毀信自背後突擊項羽，不過遭反擊而產生危
機，此時張良再提議拉攏其他勢力（韓信、彭越）等形成包圍之勢，
最終消滅項羽。主張建都長安。後來漢景帝七國之亂時，朝廷軍正好
依照張良規劃，沿著長安順流而下進攻關東。解除造反危機。項羽死
後不久，漢朝確立，但卻遲遲未論封行賞，建議劉邦把其最痛恨的雍
齒重賞，眾臣皆認為連主公最痛恨的雍齒都能獲賞，想必自己也不會
過差，因此打消造反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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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變法圖強的成功與失敗
趙雍傳奇，變服圖強：戰國時代，華人寬袍大袖，不但浪費資源，行
動也不方便；在戰埸上拖泥帶水，等於自殺。當時作戰仍以戰車為主，
車用馬牽引，車上載戰士，運轉遲鈍，無論追擊或逃跑都不靈活。趙
國國君趙雍主張改穿蠻族部落戰士們穿的短衣窄袖，拋棄戰車改乘戰
馬，近用刀槍遠用弓箭，這是戰術上的空前突破。但要效法蠻族穿他
們衣服，基於民族優越心裡及社會的惰性，已激起民眾反感；在保守
勢力反對下，趙雍對「胡服騎射」變革相當謹慎從事，尤其是其叔父
趙成堅決反對並拒絕參加中央政府會議，趙雍向他解釋：「治國有常
法，以人民福利為第一優先，政治有常規，以貫徹命令為成功要件。
明顯的善政，連最卑賤的人士都會瞭解，但要想徹底執行，必須居高
位的人先行遵守。我想仰仗叔父大人領導，來完成畫時代改革。」並
舉例先前遭鄰國中山王國侵略的恥辱，趙成悚然接受並隔天穿胡服上
朝，於是官員效法，全國人民穿胡服改習騎馬射箭，不數年即使趙國
打敗中山王國。
商鞅變法，開創秦國霸業：戰國時代，各國都把秦國看作落後地區蠻
族部落，中國境內各種國際會議，一向拒絕秦國參加；這種歧視使秦
孝公深感羞辱，決心整頓圖強。商鞅變法前曾對秦孝公說：「智慧的
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實踐執行。賢明的人變法改革，庸碌的人牢牢
抱住現狀，死也不放。」秦孝公毅然授與商鞅變法權力。商鞅變法主
要順應了歷史發展潮流，春秋戰國時期是封建制度確立的大變革時
期，商鞅得到了秦孝公的全力支持，排除改革阻力，確立了「治世不
一道，便國不法古」的指導思想，改革態度堅決，變法前徒木示信而
取信於民，貫徹法令賞罰分明，堅決「罰不諱強大，賞不及親近」使
改革能夠順利推展。商鞅執政十餘年，有充分時間準備完整計畫，循
次漸進推行二次變法使得秦國更加強大。
從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中借鏡：本書第 34 章評論王安石改革，在一個

221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資源評介∣Resources

機關內從事改革，時常遭受既得利益者或守舊勢力反對，必須儘量放
低姿態減輕阻力，王安石變法是歷史上相當著名失敗的例子。近代歷
史學家錢穆說：「王安石最大的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
了活的人事。」王安石改革尚未開始，失去人和，已經失敗百分之九
十，再加上用人不當，如果沒有好的人才去負責執行，也是枉然。王
安石連對提拔他的老師歐陽修也缺乏尊敬，當歐陽修告老還鄉而有人
勸王安石挽留時，王安石竟說留他有害無益。王安石又大言炎炎說：
「天變不足畏，祖宗不足法，人言不足恤。」在當時的保守社會中，
真正是驚世駭俗而毫無益處。與其說王安石被清流排斥，不如說他是
自己先選擇孤立。
4.立足臺灣，放眼世界
美國學者賈德.戴蒙在其著作「槍砲、病菌與鋼鐵」中特別提到，自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地區再也無法出現長期並立的國家；因此中
國享有的地理條件(地理通達、內部障礙小)，使中國在歷史發展上先
馳得點。但是也因為中國的地理條件讓中國付出了代價，只要獨裁者
的一個決定，就能阻滯創新。歐洲的情況完成不同，地理的障礙促成
許多競爭的獨立小國，要是其中一個小國拒絕一項創新，其他國家接
納了，就會迫使鄰國跟進，否則就會落伍淘汰。因此我們得到的啟發
就是世間並非一成不變，過去的成功並不能保證未來的勝利。臺灣有
豐富的文化融合與優越的地理特性，適足以形成亞洲重要的活動中心
之一，其正熱切的等待著我們依循汲取歷史前人的智慧經驗，開創臺
灣前所未有的歷史高峰。

結語
中國學者金觀濤及劉青峰在他們的著作「興盛與危機」裡面歸納指
出，中國歷代王朝之所以崩潰，是由於無組織力量累積到國家社會無
法承受的地步。所謂的無組織力量簡單地說，就是在政府體系裡面官
僚機構及人員的膨脹和腐化，以及在農村發生嚴重土地兼併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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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解釋宏觀歷史現象的角度，與熱力學的觀念相符。
熱力學第二定律指出：
「一個孤立系統的熵值(亂度，意思是混亂的程
度)，永遠是在增加中」換句話說，任何事物最終都是從有序走向無
序。依照此一定律，人類社會資源的正常分布應該是分散而不集中於
少數人手中。但一般來說人類的天性總是貪婪的，當一個社會過分放
縱其人民追求財富，無論是以正常的手段，或是經由貪污、兼併、巧
取豪奪的手段而使得財富過於集中時，此一社會系統的熵值便大幅降
低了。這種不符合熱力學第二定律的分配或許可以存在一時，卻無法
持久，因為自然有一股修正力量會出來，引導社會系統回歸到自然的
分配。寡佔的情況越嚴重，表示熵值越低，修正的力量也就越大，那
時候大動亂發生所導致的大浩劫也就越可怕。
在過去幾千年中，中國的歷史便是在人類發揮其貪婪的天性和回歸熱
力學第二定律之間反覆不斷地循環。自古迄今其他國家的歷史也莫不
如此。
宋太祖趙匡胤曾經在後宮御花園用彈弓射擊麻雀取樂，有官員聲稱有
急事當面奏報，趙匡胤緊急出來接見，發現談的是普通常事。趙匡胤
大為不滿，詰問為什麼說是緊急事情，對方回答說：
「我認為總比射
麻雀重要。」趙匡胤氣瘋了拿起斧頭用斧柄搗他嘴巴，打落了兩顆牙
齒，那人慢慢撿起牙齒放到懷裡，趙匡胤詬罵說：「你撿起牙齒，想
到法庭告我是不是？」那人說：「我不能告陛下，但自會有歷史學家
寫在書上。」
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中，每個人都是歷史學家，在位領導者豈
能不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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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水滸傳》中的虛無與暴力
許凱鈞 1

關於《水滸傳》
，我說的是……
時間洪流將人事無情地捲沒，某些事物猶能不朽長存。作為一部為人
傳頌的文學經典，
《水滸傳》自然有其呼應人類心靈恆久共相的特質。
在每個時代為人所閱讀、傳頌、甚而延伸改寫，顯露出水滸故事擁有
推陳出新、翻轉變形的生命力。
所謂《水滸傳》一名，「水滸」指的是「水邊」，「傳」則為記載某人
事蹟的文學體裁。兩者合而為一，呈現《水滸傳》乃記敘梁山好漢奇
特經歷之志傳。內容描述 108 條好漢，由於亂自上作、官逼民反，因
而出走梁山，幾經抗爭，始得返歸主流社會，最後得以代表天子征討
叛賊，成為國家英雄的傳奇故事。閱讀《水滸傳》的有趣之處，即在
於讀者可以伴隨人物行走的軌跡，遊歷於名城大邑、荒野山澤、山寨
村野等場景，透過空間轉換，體會人生際遇的起伏跌宕。在筆者以往
閱讀《水滸傳》的經驗中，有兩種現象是不斷出現，以致於縈繞於心
頭。其一，是小說中的暴力行為，蓋此書不乏武鬥、虐殺、行刑情節，
以及一連串大規模的戰爭場面書寫。在而氣力拼搏場景中，我們可以
體會到人物宰制與被宰制的角力，與其努力掙扎的痕跡；其二，是個
人在閱讀當下，可以隱約體會到這本小說裡頭的諸多人物，都具有一
種急欲奮發振作的焦慮感，在巨大的時空底下，他們藉由一場又一場
的攻訐，渴望證明自我的存在，拿回自我人生的控制權，無奈一切猶
然落空，最終淪為無可挽救的悲劇故事。本文將討論《水滸傳》此兩
種現象與其意義，並試圖剖析人物的心理狀態，開展出故事背後隱涵
人生命題之討論。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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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力與虛無交織而成的史詩
沈潛進入《水滸傳》奇異小說世界之前，在此不妨先定義本文所探討
的「暴力」
、
「虛無」是為何物?首先，所謂的「暴力」
，指的是藉由身
體動作或語言等強度的、敵意的表現，致使他人遭受身體、心理、成
長、物質等方面的損失。暴力的受害者並不僅限於個體，亦可能是加
(1)

諸於群體的力量 。照常理而言，肉體上的暴力較容易看到後果，測
量遭受損害的程度。然而，暴力行為往往並非如此具顯，有時言語、
精神上的暴力，也會使人心靈蒙受莫大傷害。整部《水滸傳》裡，充
斥著層出不窮的暴力行為，無論是男性之於女性、上位之於下位、富
者之於貧者。對於這種現象，倘若細加拆解其中因素，將可以解讀出
許多複雜的意涵。特別當《水滸傳》處在一個「官逼民反」
、
「亂自上
作」的情境，那些失意好漢所施行的「暴力」
，便不單只是情緒抒發，
更多了幾分非主流之於主流的反動意味。相較於「暴力」較為顯著易
察，
「虛無」此一概念似乎較難闡釋，本文所指涉的「虛無」
，指是的
一種存在的狀態，意指世界、生命的存在並沒有意義、目的以及可以
(2)

理解的真相 。對於世上的存在，我們一直認為事物都應該順著一定
的規律，也具有意義。然而虛無的概念，點出了我們所生存的世界，
無論自我的生命、社會制度、價值規範等，都非永恆不變的絕對存在
的道理。待下文拆解《水滸傳》情節的過程，我們將藉由實例，更明
確地說明生命裡這種「虛無性」
。

無可選擇的生命來處，已然失控的倫理秩序
《水滸傳》有個饒富趣味的故事起頭，隱含著不少象徵意義。宋仁宗
在位時，曾發生過一場生靈塗炭的大瘟疫。故仁宗派遣洪太尉前往龍
虎山，迎請張天師至京師作醮祈福。完成任務的洪太尉，停留在龍虎
山遊覽風景，行經一座封印殿宇。傳聞底下蟄伏兇惡魔君，因而不理
旁人阻止，蠻橫差人破壞封皮，導致了無可挽救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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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卻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
只見穴內刮喇喇一聲響亮。那響非同小可。那一聲響亮過處，只見一
道黑氣，從穴裡滾將起來，掀塌了半個殿角。那滿黑氣，直衝到半天
裡空中，散作百十道金光，望四面八方去了

（3）

。

《水滸傳》起首這段寓言，我們可以從中反叩幾個問題來。首先，水
滸英雄他們所降生的時節，是怎麼樣的景況?是一個瘟疫橫肆、民不
聊生的情境。其次，在那樣的時節裡，一手促成好漢們降生在這個衰
微世道的，是何許人也?是一個驕縱愚昧、目中無人的洪太尉；其三，
若由這些好漢之後所投生人家的背景看來，有的出身王侯世家，有些
身為升斗小民，有的成為販夫走卒，他們出身的社經背景並不平等。
綜合以上幾個問題，可以歸結出一個結論，即「生命起始是無可抉擇」
這樣的事實。沙特認為，人的生命宛如是被拋擲到這個世上，我們無
法選擇我們的來處。梁山好漢這種神話般的開頭，為讀者揭示生命的
這種特性。
然而，即便有幸啣著金湯匙出生，
「家家有本難念的經」
，每個人仍有
他必須面對的生命課題。若以宏觀視角，審視水滸好漢的生存狀態，
可以發現 108 條好漢他們仍逃不出時代洪流的漩渦，仍然在許多時刻
是無能為力、無從抉擇的。若由家庭、司法、政府，由小至大的三種
空間向度切入，或許可以體會到小說個體在那個時代裡，共同遭遇到
的挫折與排斥：
1.無可返歸的家庭
觀察《水滸傳》幾個指標性人物，諸如林冲、宋江、武松、盧俊義等
人，這些好漢都不約而同遭受到家庭中女主人的損害。潘金蓮、閻婆
惜、王氏等，被作者賦予了淫婦形象，私通外人，致使家中男性身陷
囹圄。至於林冲妻子，雖然賢慧，卻因她的美貌，致使丈夫數度為人
陷害，刺配遠方。小說對於女性的書寫，明顯帶有性別偏見，然而這
種偏見，卻也塑造出家庭倫理崩毀之感。當武大郎捉姦不成，反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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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慶踢中心窩，躺在床上無法起來，潘金蓮與王婆策畫謀害親夫：
他若問你討藥吃時，便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裡。待他一覺身動，你便
把藥灌將下去，便走了起身。他若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
聲。你把被只一蓋，都不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一條抹布。
他若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流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若放了
命，便揭起被來，將煮的抹布一揩，都沒了血跡。便入在棺材裡，扛
（3）

出去燒了。有甚麼鳥事

！

家庭原是撫育、棲身、療癒之所在，如今卻變成密謀暗殺的煉獄。藉
由上述引文，可以窺見小說裡夫婦倫常已然毀壞，女性不再守護丈夫
的到來，反而形成一個向外的推力，造成好漢們淪為流浪在外的遊子。
2.不公不義的司法
在水滸世界裡，除了家庭倫理喪失，維持社會安定的司法機構也逐漸
趨於腐敗，不再發揮它主持正義的功能，官員差役循私舞弊、收受賄
賂的情況屢見不鮮。就像上述，武大郎被潘金蓮毒殺後，武松曾向他
的長官陳情，卻不曉得縣令早已受到西門慶賄賂，隨意地以證據不足
搪塞，種下他日後親手為兄長討公道的殺意。而差役私下殺害犯人，
無論是押解犯人時杖殺，或是監禁時下手，亦是時有所聞。中國古代
乃人治社會，而非法治社會，價值判準並不客觀公正。對於筆者而言，
《水滸傳》最富巧思之設定，即在於小說讓林冲、宋江、武松等原本
在主流社會裡具有一定地位的好漢，無論是禁軍教頭、能幹役吏，或
是打虎英雄，這些原本富有威望與法律優勢的角色。一夕之間風雲變
色，一一將他們的地位、頭銜拔除，迫使他們以普通人身份，經歷平
民囚犯的遭遇。除了突顯出水滸世界的道德敗壞，更重要的是點出制
度、名利、地位並非永恆存在，原本以為固若金湯的一切，全然虛而
不實的道理。
3.循私腐敗的政府
家庭、司法兩個空間秩序崩壞，國家政府結構也發生了極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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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徽宗任用高俅開始，國家各層級聘用了許多不適任的官員，他們多
為高官貴族的親友，以致於囂張跋扈。小說裡，好漢柴進乃是後周皇
帝的子孫，家中領有丹書鐵券(近似於免死金牌)，照理說是高枕無憂。
然而遇到當朝國戚殷天錫強佔他叔父的房宅，被罵道：「放屁！我只
限你三日，便要出屋！三日外不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先吃我一百
訊棍

（3）

！」他仍是無能為力。梁山好漢有不少原本都是社會裡的中

流砥枉，懷抱著「邊關一刀一槍，搏它個封妻蔭子」的人生理想。然
而，當上位者任人唯親，無識人之明時，這種儒家式的理想勢必是得
破滅了。透過閱讀，讀者跟隨書中人物腳步，游移於當中的家庭、衙
門與政府空間，嘗盡世道炎涼。當我們看著書中人物，理想無從實現、
社會全無公義，就連關係不再可靠，長久以來建構的秩序盡是虛無
時，不禁要問「這樣的人生還剩下什麼?還有什麼可以信仰?」

身體、暴力之有限性
好漢們為家庭、司法機關、政府所排擠，不得其所，江湖與綠林，則
是這些無法見容於社會的好漢，他們最後的棲身之所。所謂「梁山」，
象徵著小說中的「綠林」；「泊」字，代表小說裡的「江湖」。好漢們
最後百川匯海般的奔上「梁山泊」
，
「江湖」與「綠林」是他們得以苟
延殘喘的最後一道防線。前時提到他們在遊歷空間的過程中，被層層
剝去加諸在他們身上的名利、地位。對於一無所有的他們而言，身體
是最後僅存的資本，暴力則是換取資源的手段。面對不公不義，好漢
們用暴力為自己發聲；限於身無恆產，好漢們用暴力讓自己生存。不
難發現，江湖好漢對於陽剛化身體的推崇，他們以紋身為美，打熬氣
力為樂。這是因為當好漢被擠壓到一無所有、遼闊異常的江湖綠林
時，他們必須想辦法令自己存活下來。也因此，空間的轉換，往往也
造成行為模式的改變，在主流社會進退合宜，禮數中節，到了江湖開
始有了原始、血氣姿態的呈現。林冲、宋江、武松等人，都曾在鄉野
酒館裡，因為一點酒食和他人起衝突。資源的匱乏，也使得小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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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漢行兇之後，竟然停留在滿是血腥的現場，吃飯、喝酒的駭人場面。
這些都是生命在朝不慮夕、極度缺乏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行為舉動。
(4)

，我們的生命、肉體皆為
莊子嘗說過：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
有限，會腐朽衰老，即便有泰山般雄偉之軀，仍抵不過時光流逝的淘
空。在主流社會京城裡，有酷吏違害，但在江湖綠林，卻躲不過猛虎、
強盜威脅的陰影。千里走單騎看來瀟灑，實際上卻要承擔身體疲累時
無力為濟的風險。佛洛姆指出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都有像幼兒般，迫
切需要他人幫助的經驗，故而同伴對於人類而言，是心理與生活上的
(5)

重要存在 。梁山泊好漢由主流社會落入江湖綠林，實則是一場人生
從無至有的重建歷程，而這種生命趨勢十分近似於人本主義心理學家
馬斯洛所提的「需求理論」，意即人的需求可按滿足的優先順序，構
築成層級階梯的關係。每當較低的層次需求獲得滿足之後，方有較高
層的需求產生，倘若低層需求被剝奪得太厲害，則較高層次的需求便
不會被意識到，更遑論會去滿足它。而此五種需求的優先順序，分別
為：生理需求、安全的需求、愛和歸屬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實
現的需求

(6-7)

。那些落江湖的好漢們，從一開始隻身遊歷，再到為了

安全考慮佔地結盟。由於義氣相投，好漢們以兄弟結拜相稱，開始有
了愛與歸屬之感，而後再透過一場又一場攻克各個莊園、大小城鎮重
新建立起自尊，換取到招安重返主流的門票。隨著梁山泊逐漸壯大，
成為國家機器裡一個不可忽視的存在時，好漢們開始必須省思接下來
的人生規劃，也就是最終該如何自我實現的生命議題。

建構個人的生命藍圖
隨著梁山泊組織壯大，好漢們開始要省思自我與這個群體該何去何從
的問題。先前因為宋江哥哥的義氣所感，使得好漢暫時壓抑掉自我意
志，108 位兄弟隨順宋江一同征四寇，為國家天子效力。剛開始征討
遼國、田虎、王慶，他們氣力勃發，所在之處戰無不勝。沒料到至征
方臘一役，梁山泊群體生命宛如走向衰老，水滸好漢開始親眼見證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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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出生入死的伙伴們，一個個在戰爭裡摧折傷亡，有的中了埋伏喪
生、有的在對戰裡敗陣。以往他們放縱氣力，恣意的攻擊敵手，現時
卻好像上天要將這些下凡魔星收歸一般，事事力不從心。也因為這樣
子，好漢他們開始體認到人生存在著最焦慮，也是最終極的命題－「死
亡」，瞭解到肉體有時而盡，氣數有時而盡，所有的存在都逃不出成
住壞空的必然趨勢。
透過水滸好漢生命歷程的轉折，我們可以看出起始來處的無可選擇，
社會價值制度並非恆久長存，肉體暴力終將腐朽衰老，最後談到生命
終局一切恐將化為烏有的焦慮。以往少不經事，享受青春芬芳，總是
無法切身感知生命的苦澀，待稍嘗人事，方察覺人生是一場搖籃走向
墳墓的過程。擒得方臘後，整個梁山泊群體開始產生崩解，先前礙於
宋江哥哥的領導，他們隱藏自己的聲音，只為融入梁山組織。但現時
為國征討任務已盡，可以與他們同享榮耀的人事已非，逼得他們不得
不正視心靈的聲音，脫離梁山泊這個大家庭，選擇以自己的方式走完
接下來的人生。
在《水滸傳》的尾聲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三種人生境界的體現：首
先，是中國式的釋家人生境界，代表人物是魯智深、武松。魯智深最
後於六和寺坐化，武松則在寺院中渡過他的餘生。智深應錢塘潮信圓
寂時，有留下謁語：
「平生不修善果，只愛殺人放火。忽地頓開金枷，
這裡扯斷玉瑣。咦！錢塘江上潮信來，今日方知我是我

（3）

」。儘管他

個性魯莽、衝動，作了不少衝撞佛戒之事，但是本質光明坦蕩，心性
慈悲。因此得以在體認萬事皆空之後，擺落了加諸身上的束縛，進而
修成正果。雖然《水滸傳》裡頭論述的禪理並不一定合乎正統的佛法，
卻可以從中一窺民間視野對於佛教教義的詮釋；其次，是嚮往自然無
為的道家，代表人物是李俊、李立、燕青等人。他們認清主流社會本
質是一個權力的競技場，所謂「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
，
即便僥倖凱旋返朝，也不見得有命可以享受富貴，因而選擇和朝廷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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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距離，保全自我本性；最後，則是作為中國文化主流的儒家文化，
代表人物是宋江、吳用等人。相較於上述好漢傾向明哲保身，留處於
朝廷的宋江，似乎顯得固執不通。自始自終皆以忠義自居，懷抱著傳
統封妻蔭子的美好理想，忽視了當朝政局的浮雲蔽日，最後被高俅等
人設局飲下毒酒。然而，宋江的情志並不僅止於一己之保全，心思縝
密如他，在思慮事情時，是將個體置於整個國家網絡而定。考量到每
一個個體之措舉，都將影響到整個群體局勢。在這樣宏觀的思考之
下，才會為了保全國家忠義，毅然決然地選擇與李逵一同為理想殉
道。《水滸傳》之所以偉大開闊，即在於它對於同一命題，給出了三
種極具高度的解答。作為讀者的我們，固然可以都不接受這些選擇，
但卻無法忽略如斯震耳欲聾的情境搬演，迫使吾人檢省內在的心聲。

活出意義來
生活於短暫時光裡，曾經省思自我生命的人，每當面臨死亡議題時，
都會感受到惶惶不可終日的焦慮。一如小說所揭示，眼前切身經歷的
一切，看似真實存在，百年過後，卻是幻影泡滅，了無蹤跡。筆者在
二十多歲的年紀，曾遭逢奶奶逝世的打擊。突然間感覺天搖地動，發
現世事原來不似外表那樣穩固安全。在那時，才真真切切的體會到「人
是會死亡的」這樣的事實。在那段慌恐的歲月裡，我開始會去聆聽，
聽什麼?聽人呼吸的聲音。每當夜深人靜，我都會靜下心來，仔細聆
聽家人們緩慢而細微的鼻息，而後才敢安然睡去。那時陷在陰鬱幽谷
的我，突然發現人生本質盡是荒涼虛無。並且藉由閱讀，才發現到生
命的虛無，其實是所有人的共同課題，每個人究其一生，都在追尋「生
命意義為何?」的真理。
在二戰期間，曾被監禁在集中營，家人盡亡的人本主義心理學家弗蘭
克（Viktor E. Frankl）認為，雖然生命裡充滿苦難，然而，假使我們
找到生命中真正的意義時，即便遭受到苦痛也不會感到痛苦。苦痛並
不是找尋意義的必要條件，但即使在苦難中也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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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我們不應該詢問生命的意義是什麼，而是應該認清我們才是被詢
（8）

問的對象 。人的生命或許充斥著許多的莫可奈何，但我們卻也不是
毫無選擇。至少，我們可以選擇面對這個世界時，所採取的心態與姿
態。每個人的生命就猶如陶土，土的材質特性就是生命先天的限制，
但落入不同人的手中，就可以創發出不同樣貌，有的人以它為陶壺，
發揮它的實用功能，有的塑為雕塑品，傳達出美的感受，有的可以演
為建材，蔽雨遮風。就如同身處於混亂的水滸世道裡，固然可以選擇
隨波逐流，但也可以堅持在生死交關的時刻，綻放人性的光芒。而這
種心態的差異，就是決定人生故事格局高低的重要依據。
也因此，面臨到親友的失落，我開始學習用一種新的心態觀看：我明
白生命起伏之必然，卻也確實感受每個相處當下的踏實感；形體有時
而衰，但那些逝去人們曾賦予我們的愛護、照料，卻也是實實在在的
成就了現在的我們。倘若在每個待人接物的當下，我們能將曾受過的
愛護、學習到的啟發，原原本本的傳達出來，進而影響他人生命，還
諸於天地。那麼，形體儘管滅絕，精神生命卻猶能長存。
「人生如斯，
不捨晝夜」，在無限光年，、有限身的歷程裡，您所感悟到的人生意
義為何?是否正走在理想的人生道路上呢?讓我們一同前行，呈現出屬
於個人的、獨一無二的生命意義。

參考文獻
1.楊翠娟, 青少年暴力行為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以台中縣市為例, 中
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碩士，2006。
2.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9%9A%E6%97%A0%E4%B8%B
B%E4%B9%89 (2012.10.07 查閱)
3.施耐庵，羅貫中著，水滸全傳校注，里仁書局，1994 年。
4.莊子，新譯莊子讀本，三民書局，2005。
5. 佛洛姆著，莫廼滇譯，逃避自由，志文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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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
（LSV -Automatic Soxhlet Extractor）
陳元武 1 吳仲平 2 宋勇毅 3

有機污染物分析常使用傳統索氏萃取法（Soxhlet Extraction）
，此方法
雖具簡單、便宜及容易建置等優點，惟萃取時間長達 18-22 小時，且
使用大量的溶劑，萃取完成後亦需花費極長的時間使用濃縮裝置移除
溶劑；另因為需隔夜加熱廻流，不僅電力耗損更大亦增加夜間實驗室
無人時之安全潛在風險。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以下簡稱本所）近年持
續 關 注 國 際 上 新 型 全 自 動 萃 取 系 統 （ 如 美 國 FMS 公 司 的 PLE
（ Pressurized Liquid Extactor ） 系 統 ； 瑞 士 BÜCHI 公 司 的
SpeedExtractor 系統與 B-811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Large Sample
Volume -Automatic Soxhlet Extractor, 以下簡稱 B-811 LSV）之發展動
態，並探討其執行效益。在考量優先需求順位及預算有限狀況下，本
所於 2011 年 3 月先購入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如圖 1）
，以逐步汰
換傳統索氏萃取裝置。B-811 LSV 將萃取時間縮短至 4.5 小時以內，
電力耗損只有原有傳統大體積樣品索氏萃取法之 1/17，而溶劑使用只
有原有的 1/3 及可避免夜間實驗室無人時之安全潛在風險。因此，本
項技術具備「快速、綠色及安全」等三大特性（如表 1）
。
表 1 萃取方法比較
傳統索氏萃取法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法 安全性及資源節省量

隔夜廻流

需要

不需要

安全性提高

萃取時間

18-22 小時

4.5 小時

13.5-17.5 小時

電力使用

高

低

17 倍

溶劑使用量

約 600mL/樣品

約 200mL/樣品

3倍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科長 2研究員 3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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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B-811 LSV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

高效率的熱萃取功能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可提供四種不同的萃取模式：標準索氏
（Soxhlet Standard）、熱萃取（Hot Extraction）、溫索氏（Soxhlet
Warm）
、連續萃取（Continuous）
。亦可連接惰性氣體，每個程序皆為
自動化控制，可廣泛地應用於食品、動植物組織、空氣、廢水、土壤
及廢棄物等基質的微量有機污染物檢測，而四種模式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高效率的熱萃取功能。傳統的索氏只能對下端的溶劑燒瓶加熱，
溶劑蒸氣被上端冷凝管冷卻後，滴入盛裝樣品（濾筒）的索氏中段玻
璃樣品管，當索氏中段萃液液面達到側管高度時，虹吸作用會將萃液
全部排入下端的溶劑燒瓶，整個萃取過程都是重覆上述步驟，因為萃
取效能低，故整體萃取時間需達 18-22 小時（以戴奧辛為例），才能
將有機待測物完整自樣品中萃出。圖 2 為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的主

235

環境分析評論 第6期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要萃取單元，它大幅改善傳統的索氏萃取效能不佳的缺點， B-811
LSV 在索氏中段（玻璃樣品管放在裡面）也有加熱器，因此萃取溫度
大為昇高（溫度愈高萃取效率愈好），而且連接索氏中段及下端溶劑
杯設有閥門（由液位光學感應器自動控制其開關），當索氏中段的萃
液液面達到側管設定的感應器高度時，感應器會使電子閥門打開數秒
鐘，但立即關閉，所以索氏中段的萃液液面只下降一點，而部分萃液
也被排入下方的溶劑杯（萃出的待測物會逐步進入溶劑杯）。如此反
覆萃取過程中樣品（濾筒）幾乎一直保持”熱浸泡”在熱的溶劑中，所
以萃取效能大增，整體萃取時間縮短至 4.5 小時，白天即可完成萃取
作業，無須隔夜加熱廻流萃取樣品。

①冷凝器
②索氏中段及玻璃樣品管
③上端加熱元件
④溶劑杯
⑤閥門
⑥下端加熱元件
⑦光學感應器

圖 2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的主要萃取單元
（圖片摘自 BÜCHI 公司操作手冊）

儀器的操作與維護
1. 儀器的方法設定主要有三大部分（如圖 3）
，包含萃取（Extraction）
、
潤洗（Rinsing）及乾燥（Drying），最大可設 9 個步驟（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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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為萃取模式選擇；步驟 2 為潤洗條件設定；步驟 3~9 為乾
燥（溶劑去除）條件設定。

圖 3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的 3 大萃取步驟
（圖片摘自 BÜCHI 公司操作手冊）
2. 若將萃取、潤洗及乾燥三大部分同時寫入同一方法程式（Program）
中，樣品在完成萃取及潤洗後會自動將溶劑杯中的溶劑蒸餾至索
氏中段，感應器偵測到溶劑杯中的溶劑近乾時會自動打開閥門補
入少許溶劑後，再開始執行乾燥步驟。唯此設定容易會造成待測
物損失（特別是低沸點的）
，回收率無法達成方法品保品管要求，
故一般只適用在測定樣品的油脂含量時使用。
3. 對半揮發性有機物（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SVOCs）萃
取時，會將樣品萃取方法切割為二階段程式：第 1 階段為萃取及
潤洗步驟；第 2 階段為單獨執行乾燥程序，將溶劑杯中的溶劑蒸
餾至索氏中段，注意溶劑杯中的溶劑不可被蒸乾（剩約 30~50mL
為宜）。
4. 操作面板可使程式編輯和儲存萃取參數更加容易，最多可儲存 50
個方法程式，而每組操作面板最多可控制 4 組萃取單元。上下 2 個
加熱元件的參數設定與使用溶劑有關，BÜCHI 公司的操作手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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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常用溶劑之”參考”設定值，但皆為最低溶劑耗損考量之參
數，故加熱速率偏慢，使用者應自行測試較高設定值，以提昇萃
取效能。
5. 本萃取系統加熱極為穩定（不易突沸）
，可不加入沸石。但是在第
1 階段萃取及潤洗步驟完成後，需在下方溶劑杯內溶劑仍在沸騰狀
態（冒氣泡）時，”立刻”執行第 2 階段為乾燥程式，否則溶劑冷
卻後再加熱有可能突沸，造成待測物損失。
6. 液位光學感應器高度設定，應使索氏中段溶劑能”完全淹没”樣
品，達成高效率的”熱浸泡”萃取，而同時下端之溶劑杯內仍保有
適量的溶劑。某些樣品會吸附部分溶劑（例如空氣及水基質樣品
的泡棉）
，必須於第一次循環時由冷凝器上端”回補”溶劑。
7. 本儀器對供電品質要求較高，建議應加裝穩壓器，以避免液位光
學感應器出現異常，無法依方法設定控制閥門開關。
8. 冰水機循環機要具備足夠的冷凝能力，以降低萃取過程溶劑的損
失。對於低沸點的溶劑（如正己烷、丙酮、二氯甲烷等）
，為免循
環水結冰影響廻流，建議應添加抗凍劑。
9. 萃取前應先檢視冷凝器、索氏中段與溶劑杯之接口處是否有破
損，以免萃取過程溶劑蒸氣由缺口處滲漏。
10. 為了確保系統的緊密性，必須採用乾淨無刮偒的墊圈安裝於 2 個
凸輪間（用於連接冷凝器、索氏中段及溶劑杯）
。且以適當力道旋
緊接合點即可，切勿過份施力，導致凸輪斷裂。

應用與挑戰
B-811 LSV 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具備「快速、綠色及安全」等三大
特性，自系統裝機完成迄今，本所業已陸續完成周界空氣、水質、廢
棄物、土壤、底泥、生物組織及植物等環境基質樣品戴奧辛/呋喃
（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Polychlorinated

Chlorinated

Dibenzofuran, PCDD/F ）、 戴 奧 辛 類 多 氯 聯 苯 （ Dioxin-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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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chlorobiphenyl, DLPCB）及多溴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PBDE）的萃取研究（參數詳如表 2）
。相關研究成果除於 2011
年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發表外，也已成功地完成 2 家國立大學及環境
檢測機構戴奧辛實驗室技術轉移。未來本所將持續進行最佳萃取參數
研究（例如萃取時間 4.5 小時仍有提昇空間）
；另外，萃取步驟極為
繁複的煙道氣基質樣品（樣品包含濾紙、吸附劑及二瓶溶劑）及同為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的有機氯農
藥等都是本所在此項技術下一階段挑戰的目標與應用範圍。
表 2 本所大體積自動索氏萃取儀萃取參考條件
樣品基質

空氣、水質、飛灰、土壤、底泥

生物組織、植物

萃取物種

PCDD/F, DLPCB, PBDE

PCDD/F, DLPCB,PBDE

萃取模式

Hot extraction

Hot extraction

溶劑

Toluene

n-Hexane/DCM（1：1）

萃取

上加熱器設定值：6
下加熱器設定值：15
時間：4 hr
下加熱器設定值：14
時間：30 Min

上加熱器設定值：3
下加熱器設定值：10
時間：4 hr
下加熱器設定值：10
時間：30 Min

下加熱器設定值：14
時間：20 Min

下加熱器設定值：10
時間：20 Min

（step 1）
潤洗
（step 2）
乾燥
（step 3）

註：上加熱器設定值範圍為 0~10，下加熱器設定值範圍為 0~20，值愈大表加熱
功率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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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定序儀（Pyrosequencer）
尹開民1

陳怡伶2 周宜旻3

焦磷酸定序儀（圖1）是Roche
公 司 與 CuraGen 公 司 旗 下 的
454 生 命 科 學 公 司 (454 Life
Sciences)合併，共同推出之全
世界首台的第二代定序儀
（Next-Generation Sequencer,

圖1

焦磷酸定序儀（Roche 公司提供）

NGS），其特點就是高通量輸
出（High Throughput）
。與第一代的桑格定序技術（Sanger Sequencing）
相比較，基因定序數量由96條增加到10萬條（焦磷酸定序初階儀器）
~ 1千萬條（進階儀器），且不再使用繁瑣的基因轉殖技術（Cloning），
改以尾端修補(End Repair and A Tailing)方式進行基因定序，使得基因
定序的技術變得更簡單，而且輸出量大大的增加。焦磷酸定序比其它
NGS技術平台的優點是具有較長的讀取長度（400 ~ 800 bps），使得
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和比對工作更為快速及準確，所以焦磷酸定序較
適合進行總基因體（Metagenome）之微生物族群分析（Microbial
Populations Analysis）及總轉錄體（Metatranscriptome）功能基因的篩
檢（Functional Genetic Screen）。

焦磷酸定序步驟
資料庫製備(Library preparation )。即把核酸樣品製備成 Library，做
法是將樣品 DNA 隨機打斷(Random Shotgun)，平均片度長度約為
700-800 bp，或以特異性引子擴增有興趣的片段(一般約 400bp)，將上
述兩種方式所獲得的 DNA 片段，進行尾端修補(End Repair and A
Tailing)及黏合 6-Carboxyfluorescein （6-FAM）螢光標示的轉接器

1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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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組長 3Roche 公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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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or)後（圖 2）
，即完成資料庫的製備，而定量 FAM 螢光就能得
知有多少片段已接上定序之序列。

圖2

尾端修補及黏合FAM螢光的轉接器示意圖

乳化擴增PCR (Emulsion PCR, emPCR)。將library DNA、磁珠及所
有PCR所需的enzyme/ buffer等溶液與油滴高速震盪，使每一個bead吸
附單條DNA，並與PCR反應溶液達乳化狀態(圖3，Before PCR)，此時
一個油泡就是一個獨立的PCR反應器，DNA在油泡內擴增，並豐富
(Enrich)了DNA片段(圖3，after PCR)。emPCR完成後，利用異丙醇 將
油泡打破，使DNA裸露出來，再以絕對酒精

清洗異丙醇。爲區別

空砲彈（油滴內沒有DNA）
，裸露的DNA，會先與標記生物素 (Biotin)
的擴增引子進行反應，再以標記有鏈酶親合素 (Streptavidin) 的磁
珠，抓住擴增成功且已結合上生物素的DNA。

圖3

emPCR 反應示意圖

焦磷酸定序(Pyrosequencing)。將擴增成功結合上生物素的DNA，與
定序所需的Emzyme、Beads、Buffer及Primer等分別放入光纖微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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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矩陣盤(Pico Titer Plate, PTP)，讓每一個beads都剛好放入一個well
中，並進行定序之反應。反應時primer與DNA上的adaptor結合進行序
列延長反應(Elongation)，過程中釋出的焦磷酸鹽(PPi)會被酵素APS
轉化成ATP，ATP透過冷光酵素(Luciferase)的作用放出冷光。光訊號
會被後方的電荷耦合元件攝影機（Charge-Coupled Device Camera，簡
稱CCD Camera）接收，並將影像拍照儲存，每流過一種核苷酸(dTTP,
dATP, dCTP, dGTP)，CCD camera都會將影像拍照擷取。所有的擷取
影像匯集，透過軟體的轉換，便能得知序列（如圖4）
。

圖 4 焦磷酸定序示意圖

操作維護事項
維護清洗。生物膜易滋生於儀器中，應該每 30 天進行一次清洗。
專一性驗證。採用對照磁珠（XLTF

備註

）進行運轉測試，對照 DNA

磁珠的定序結果分析是否一致。
更換吸液管和緩衝液托盤。在三種的情況下，此程序應被執行：1.出
現警告訊息，提醒您吸液管更換期限已到；2.已進行維護清洗。所有
短吸液管和過濾器必須在維護清洗後進行更換作業；3.在任何吸液管
或過濾器被懷疑受到污染的情況下。第 3 項可自行以維護清洗套組
備註：XLTF 是一個專有名詞，由 454 生命科學公司命名，為一種磁珠的名
稱，被用來當做對照組。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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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10 個吸液管、10 個過濾器及 1 個緩衝液托盤）自行更換，或
請原廠工程師代為操作。
更換泵管和空氣濾網。當警告訊息出現時，即提醒您泵管更換期限已
到，應執行泵管更換程序。此項程序需要一個維護工具包，包含以下
內容物：2 條泵管、1 個空氣過濾器、2 個磁珠沉降裝置
（Bead Deposition
Device, BDD）的適配器 A（Adaptors A）及 2 個 BDD 的適配器 B。
預防性維護。預防性維護通常為每年一次或在進行運轉程序達 100 次
後，以先發生者進行。維護應包括：清潔、泵管和泵管轉子更換、序
列發生器管線和裝配確認/更換、吸液管叢集和閥門分流管連接確認/
調整及維護清洗等（如有必要）
。此項須由連繫原廠工程師執行。

優勢
焦磷酸定序高通量輸出，未來將會取代變性梯度電泳(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 DGGE)及生物晶片（Biochip）。DGGE
利用基因轉殖技術，將標的 DNA 歸類（Sorting）後，每一類挑選 2~3
個白菌進行定序，再以 NCBI 的菌種資料庫得出菌種名稱；Biochip
設計出幾千或幾萬條探針，驗證無誤後 Coating 在晶片上，和樣品的
核酸進行雜交（Hybridization）
。焦磷酸定序的優勢就是直接定序出樣
品核酸的序列，不需要基因轉殖、不用設計探針、不經過雜交，讀出
的序列經由生物資訊分析後，就能知道樣品核酸的種類。

缺點
昂貴。Junior 機型輸出量是 10 萬條核酸，一個批次上機費用是新台
幣 10 萬元，而進階的 Titanium 機型輸出量是 1000 萬條核酸，一個批
次上機費用是新台幣 80 萬元。若要節省成本 10 個樣品一起上機，以
Junior 的機型為例，如此一個樣品需要 1 萬元，但是每個樣品僅分到
1 萬條的定序結果，覆蓋率（Coverage）降低，準確度也會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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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全基因體定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可進行各類物種如病
毒、黴菌、細菌、植物、高等真核生物以及人類等全基因組定序，藉
以鑑識不同物種、比較種間基因體的差異、使用藥物之個體差異及演
化樹的推演分析等。
擴增物之定序(Amplicon sequencing)。可依據使用者需求，將預偵測
的標的區域(Target Gene ; Amplicon) 進行擴增後，再進行定序，其可
應用的範圍非常廣泛，在醫學上用於病毒（如 HIV/HBV/ HCV）變異
點偵測、癌症基因篩選(Cancer Marker Finding)、基因多型性分析（基
因與基因之間核甘酸之變異分析）等。在環境保護上可用於各種基質
（水、土壤、底泥、空氣）之總基因體（Metagenome）環境微生物
族群的篩選，及總轉錄體基因（Metatranscriptome）功能性基因篩選
等，以基因水平建構完整的微生物菌群及基因表現資料，能更深入理
解毒物的分子作用機制，做為健康生態風險的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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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採樣氣囊式泵浦系統
（Groundwater Sampling Bladdler Pump System）
蔡志賢 1 王世冠 2

地下水採樣氣囊式泵浦系統為常用之採樣設備，可降低洗井過程的擾
動，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揮發性有機物樣品。

氣囊式泵系統
氣囊式泵浦系統主要由氣體控制器、氣囊式泵浦主體及一些管線組合
而成(如圖 1、2)。

圖 1 氣囊式泵浦系統

圖 2 氣囊式泵主體

氣囊式泵浦主體及作動原理
外殼為 SS 316 不鏽鋼，分為底部進水端與頂部排水端及右側氣體灌
入口，進出水兩端皆設計成漏斗狀以配合鋼珠形成逆止功能，在泵浦
內部為彈性 PTFE 鐵氟龍膜包覆氣囊，氣囊式泵浦分為兩種型式，一
為液體在鐵氟龍膜與外殼之間，另一種為液體在鐵氟龍膜內，氣體在
鐵氟龍膜與外殼之間。
作動原理係藉由氣體控制器供給氣體，使泵浦外殼與氣囊的空間充滿
氣體迫使氣囊縮小，間接壓迫氣囊內的液體往上下兩方移動，同時也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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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下兩端鋼珠往上下移動，在泵浦底部有鋼珠逆止，上方鋼珠無逆
止可往上移動，故水由上方排出(如圖 3 左圖)，而在上方排出水後，
因上方水的壓力與重力作用使頂部鋼珠往下移動，也同時擋住上方液
體使之不會回流到氣囊中，在頂部鋼珠形成逆止後，氣囊因排出水變
成負壓，而負壓與附近水壓使得底部鋼珠往上，使新的地下水由泵浦
下方進入(如圖 3 中圖)，後來因重力與氣囊內上方水的壓力使底部鋼
珠下墬，完成一個循環(如圖 3 右圖)。

圖3

(1)

氣囊式泵浦作動示意圖 ，充氣擠壓排水（左圖）
，上方水排出
後下方水進入（中圖）
，水進入後底部鋼珠下墬形成逆止（右圖）

氣體控制器
內建空氣加壓泵浦，可進行氣體流量控制與充氣間隔控制，最大出口
壓力需在 100 psi 以上，使氣囊式泵浦最大汲水深度可達至少 180 呎
（約 55 公尺）以上。充氣間隔時間最好在 1.8~60 秒之間，當充氣頻
率太密集，會使監測井內液體因氣囊壓縮頻率過高，產生較大的擾動
或產生氣泡，較長充氣間格，可有效減少地下水樣品擾動。
管線
包括氣體與液體管線，氣體管線適用 1/4 英吋 PE 管，爲防止管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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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污染樣品，液體管線一般以 1/4 英吋鐵氟龍管(Teflon)為佳，氣體管
線一端接在氣體控制器出氣口，另一端則接在氣囊式泵浦氣體快速接
頭上。而液體的鐵氟龍管一端接在氣囊式泵浦液體快速接頭上，另一
端接在水流元(裝載水質監測感測器)以監測洗井的汲出水水質參數
是否已穩定。

系統操作維護注意事項
1. 氣體控制器的電壓是否為 12V，且不可正負極接反。
2. 氣體與液體管線以金屬或塑膠束帶固定以免漏氣或漏水。
3. 注意氣囊式泵浦上下端逆止鋼珠是否作動正常，確保液體可正常
排出。
4. 氣囊式泵浦上下螺紋與墊圈需密閉緊實，否則無法達到有效揚程
且會在水井內產生氣泡，且會在井內造成擾動或氣泡水質並影響
水質參數穩定。

與其他地下水採樣設備比較
優點
1. 使用鐵氟龍貝勒管(如圖 4)在洗井過程中，均需將整管從採樣位置
往上垂直拉升至地面數十次，會擾動整個監測井水體，因此氣囊
式泵浦對井水擾動較少，與一般離心式泵浦比較，則不產生高溫，
產生較少氣泡，適用於水中揮發性有機物之採集。

圖 4 鐵氟龍貝勒管(2)
2.汲水深度可達 180 呎，可採取水位較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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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用 12V 電瓶當作電源，重量輕，攜帶方便，適合戶外採樣。
4.人力需求較少及汲水速率較易控制。
缺點
1. 洗井速率較慢，平均 1 個工作天(8 小時)僅能採 2~3 口井。
2. 氣囊式泵浦及管路非拋棄式，每次採樣後需進行設備拆卸清洗。
3. 此系統成本較高，尤其是最新的氣體控制器將空氣加壓泵浦與充
氣間隔控制兩者合併建構成一體的系統，一套大約 9~10 萬，比使
用拋棄式鐵氟龍貝勒管 1 支 1 仟 2 百元或離心式泵浦系統 1 套約 8
萬 5 仟元左右貴上許多。

未來展望
回顧過去許多檢測機構因鐵氟龍貝勒管價格便宜，以成本為考量不願
意提升採樣設備，且因使用貝勒管擾動過大，容易造成水中揮發性有
機物的檢測數據失真，有鑑於此環檢所採購氣囊式泵浦系統作為採取
地下水水水中揮發性有機物與重金屬的採樣設備，希望藉由這套技術
的推廣能使檢測機構在地下水採樣技術上能更精進，使用更方便，並
使得地下水水中揮發性有機物的檢測數據能更有品質，以為施政與整
治之參考。

參考資料
.1.圖片來源: QED Environmental Systems 網頁
http://www.qedenv.com/Products/Groundwater_Sampling/Low_Flow_Sampling_P
umps_for_Dedicated_Groundwater_Sampling_How_it_Works
2.圖片來源: Environmental Service Products, Inc.網頁
http://www.clearview-bailer.com/products/teflon_bail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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