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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概要
將採樣器置放於廢水處理池液面，供以固定流量（2 L/min）之載
流氣體，待出口端偵測器讀值達穩定後以採氣袋、吸附管、吸收液或不
銹鋼採樣筒進行逸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採樣，最終送實驗室測定樣品中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含量。（註1）
二、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廢水處理池逸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採樣（註2）。
三、干擾
不同廢水處理池逸散之揮發性有機物濃度變異大，所以每次（池）
採樣前後皆須將動態採樣器以空氣進行置換，且所有器具必需保持清
潔，使其濃度小於或等於環境背景值（註3），以避免污染。
四、設備與材料
（一）採樣器：以不銹鋼或適當材質製作之通量採樣器(flux chamber)，
長度為 40 公分，寬度為 20 公分，高度建議為 25 公分以上，
下方為開口，以利廢水處理池逸散之氣體進入採樣器。內部需有
兩層導流板，載流空氣由下方進入，由上方流出，其內部結構示
意圖如圖一，外觀示意圖如圖二。採樣器外配置可調高度式浮力
裝置，確保採樣時採樣器下方皆沉於水中，避免採集到採樣器外
部氣體，採樣器實體如圖三。（註4）
（二）載流氣體流量控制：含控制閥及浮子流量計或相當之裝置，維持
採樣流量固定在 2 L/min ± 5%。（註1）
（三）樣品氣體歧管（Sample gas manifold）：不銹鋼材質或不與樣品
氣體反應之材質，使部分樣品氣體流至分析儀並將其餘的氣體由
旁路出口排出。樣品氣體歧管應可提供將校正氣體直接導入分析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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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焰離子化偵測器（FID）：儀器可每秒顯示讀值，最小計量刻
度應能讀到 1 ppm，且須確認儀器的感度符合儀器原廠建議值
內，儀器反應時間須小於或等於 30 秒，校正精密度須介於 10%
範圍內，儀器反應時間及校正精密度之測試程序參考 NIEA
A706 方法。
（五）熱電偶式溫度計：最小刻度 0.1℃。
（六）流量計：經校正之積算流量計，刻度可讀取採樣體積值至 0.01 L。
（七）氣體傳輸管線：鐵氟龍管、聚乙烯管或其他不與樣品氣體反應之
材質。從鋼瓶傳輸空氣至採樣器之管徑為 1/4 in、從採樣器傳輸
樣品氣體至偵測器及樣品氣體歧管之管徑建議為 5/8 in，管線直
徑和長度由連接採樣設備決定。
（八）採樣袋：容積為 5 L 或適當體積之 Tedlar 或同等級採樣袋。
（九）採樣箱：氣密性良好，不易破損之硬質材料製成之黑色採樣箱。
（十）採樣泵：須經過流量校正，配合採樣箱、吸附管或吸收液收集樣
品。
（十一） 不銹鋼採樣筒（含開關閥）：其內壁經塗矽去活化處理，或相
同等級處理者，容積有 1、6 或 15 L 或其他容積等規格。
（十二） 定流量限流/採樣裝置：可以定流量（最大至 200 mL/min）進
行採樣的裝置。
五、試劑
（一） 甲烷標準氣體：濃度或稀釋後濃度約相當於 1000 ppm 甲烷濃度
之標準氣體，濃度經確認且可追溯至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者。
（二） 零值空氣：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相對於甲烷濃度不得高於 1 ppm
之高純度空氣。
（三） DNPH 吸收液(醛、酮類採樣)：吸收液配製方式參照 NIEA A705。
（四） Tenax – TA 吸附管(硫醇類、鹵素 VOCs 採樣)：吸附管製備方
式依據待測項目參照 NIEA A701 與 NIEA A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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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採樣與保存
（一） 採樣前準備
1. 依據待測項目以選擇適當採樣介質，採樣介質選擇建議參考表一。
2. 採樣介質準備：依據各採樣介質之參考方法進行前處理、配製等準
備程序。
(1) 採樣袋：依據 NIEA A722 執行清洗與測漏程序。
(2) DNPH 吸收液：依據 NIEA A705 執行配製程序。
(3) Tenax – TA 吸附管：依據待測項目參照 NIEA A701 與 NIEA
A714 執行填充程序。
(4) 不銹鋼採樣筒：依據 NIEA A715 清洗步驟執行。
（二） 採樣：現場採樣設備組裝如圖四所示（註5）。
1. 現場將火焰離子化偵測器根據製造商手冊建議之暖機時間和預先
調整來組裝和啟動儀器，於熱機後進行採樣前濃度查核工作。其作
法為交替使用零值氣體和特定濃度校正氣體共 3 次測試，記錄儀
器讀值，計算儀器讀值和已知配製值間差異之算術平均，將此平均
差異除以已知配製值並乘上 100%，須小於 10%，始得進行後續監
測作業。
2. 以火焰離子化偵測器進行動態採樣器內之濃度測定，其濃度應小於
或等於背景值。
3. 將採樣系統組裝並執行動態採樣器組裝測試，本動態採樣器採樣系
統由入口端供以 2 L/min ± 5% 之零值空氣，系統內為正壓，因此
採樣前如圖四(a)組裝，由後端流量計測得大於 1.6 L/min 之流量即
可視為完成組裝測漏（註6）。
4. 除相關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另行規範外，將動態採樣器放置於所選定
之處理單元廢水入口處並以繩索固定，採樣時以接近各池入流口處
做為優先採樣位置之考量，以取得較高濃度之樣品。
5. 將動態採樣器中之逸散揮發性有機物以 2 L/min之 載流氣體傳送
至採樣口(如圖四(b))，至少需以載流氣體置換 1 倍採樣系統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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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火焰離子化偵測器監測並記錄每分鐘出流氣體濃度達動態穩
定後，依不同的採樣介質所設定之採樣方法進行採樣，採樣時間至
少須達 3 分鐘以上。
6. 若無法達動態穩定時，須置換 5 倍以上採樣系統體積，再依不同
的採樣介質所設定之採樣方法進行採樣。
7. 於樣品取樣口進行採樣時，依採樣介質選擇適當之採樣流量並加以
記錄，此時須避免蓄壓或壓降而造成干擾。各採樣介質採樣方式分
別參照六、(一)2.選用之各方法執行（註7）。
8. 再次以火焰離子化偵測器進行採樣後濃度查核工作。
9. 採樣完成，記錄各次火焰離子化偵測器測值，取出樣品，進行樣品
標示。
10. 當動態採樣器移至下個採樣點（廢水處理池）時，須重複六、(二)2.
與3.以確保採樣器不受前一採樣點之干擾。
（三） 樣品保存：依據六、(一)2.選用之方法規定。
七、步驟
依據不同採樣介質與待測物所適用之檢測方法如下：
（一） 非甲烷總碳氫化合物分析方法：以採氣袋採樣後依據NIEA A723
分析。
（二） 各別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種分析方法：
1. 採樣袋：依據 NIEA A722、NIEA A734 分析。
2. 不銹鋼採樣筒：依據 NIEA A715 分析。
3. Tenax – TA 吸附管：依據 NIEA A714 分析。
（三） 醛、酮類分析方法：以 DNPH 吸收液採樣後依據 NIEA A705 分
析。
（四） 硫醇類分析方法：以採氣袋或 Tenax – TA 吸附管採樣後依據
NIEA A701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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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果處理
（一） 逸散濃度：由各分析方法測得之濃度。
（二） 逸散率之計算
單一廢水處理池排放率計算公式如下：

E=

Q × C × AT
AC × 1000

其中，E：逸散率(g/min)

Q：載流氣體流量(m3/min)
C：氣體樣品中揮發性有機物濃度(mg/m3)
AT：廢水池暴露面積(m2)
AC：動態採樣器與水面接觸面積(m2)
九、品質管制
（一） 採樣前以火焰離子化偵測器進行動態採樣器內之濃度測定，其濃
度應小於或等於背景值。
（二） 出流氣體之動態穩定基準：

1. 火焰離子化偵測器量測濃度為 200 ppm 以下時，連續三分鐘濃度
值符合 ± 2 ppm 之偏差範圍。
2. 火焰離子化偵測器量測濃度為 200 ppm 以上時，連續三分鐘濃度
值之相對誤差百分比符合 ± 2%。
3. 若無法達到九、(二)1.或九、(二)2.之動態穩定基準時，須置換5倍
以上採樣系統體積，再依不同的採樣介質所設定之採樣方法進行採
樣。
十、精密度與準確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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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若採樣目的做為法規管制值判定之依據，則須以固定2L/min之載流氣
體進行採樣；若採樣目的做為逸散量推估，則可更改載流氣體流量，
惟更改載流氣體流量後，須確保採樣時採樣器下方皆沉於水中以免造
成採樣誤差。
註2：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採樣與分析方法依據不同物種而選擇適當之採樣
介質與分析方法，如表1所示。
註3：環境背景值濃度檢測：偵測儀器在欲採樣之廢水處理池上風位置，停
留至少2倍儀器反應時間後，量得 VOC 濃度。
註4：長度與寬度尺寸規範為 ± 10%，兩層導流板建議位置為：第一層導流
板距底端 13 公分，二層導流板距離為 6 公分。但若於曝氣系統進行
採樣時，需注意採樣器於液面下之深度不宜太短，以免載流氣體由採
樣器底部逸散造成洩漏。
註5：本方法採樣過程中，應注意防止因墜落、缺氧或毒性氣體所造成的危
害。
註6：火焰離子化偵測器約需 1 L/min 之樣品流量，各採樣介質最大採樣流
量為採樣袋設定之 0.5 L/min，因此若大於 1.6 L/min 之樣品流量即可
表示可採得有效性樣品。另外，採樣介質與樣品氣體歧管需進行測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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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採集之樣品來自於採樣器。
註7：各採樣介質之採樣流率除需考慮樣品是否穿透外，亦需注意是否採得
有效樣品(例如組裝測漏時後端流量計測得 1.6 L/min，FID流量為 1.0
L/min，則採樣流率則不應大於 0.6 L/min)。

表一、揮發性有機物採樣介質與分析方法建議表

非甲烷總碳氫化合物

各別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種

分析方法編號

採樣介質

NIEA A723

Tedlar 採樣袋

NIEA A701(硫醇類化合物)

Tedlar 採樣袋
Tenax-TA 吸附管

NIEA A705(醛酮類化合物)

DNPH 吸收液

NIEA A722
NIEA A734

Tedlar 採樣袋

NIEA A715

不銹鋼採樣筒

NIEA A714

Tenax-TA 吸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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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動態採樣器內部結構示意圖

圖二、動態採樣器示意圖（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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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動態採樣器實體圖（圖例）

圖四、動態採樣器現場採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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