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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風場模式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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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機動車輛)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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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慶特稿∣Minister's Message

成就一所傑出的實驗室
沈世宏 1

前言
欣逢環境檢驗所成立 23 週年所慶，回顧過去環檢所在國際比測認
證、國內檢測機構輔導管理、標準方法品保品管等各方面，穩健紮實
的奠定了一定的公信力。22 年來協力達成許多國家環境法規與政策
的落實與推動，忝為首任環檢所所長，與有榮焉。22 年歲月，猶如
年輕有為的大學畢業生，在第 23 年伊始，正要邁向另一階段嶄新的
研究所歷程，在祝賀之餘，不免增添幾項期許。最近國際知名自然期
刊正好有類似問題的討論：有哪些因素成就一所傑出的實驗室

〈註 1〉

？

本文提出三個面向，概以「形塑實驗室文化特質」
、
「創新實驗室運作
模式」以及「力求實驗室綠色紅利」，期能與環檢所同仁共策共勉並
就教於各界賢達人士。

形塑實驗室文化特質
英國劍橋市山丘路的「劍橋分子生物實驗室」
，於 1962 年 5 月由英國
女王伊麗莎白二世主持開幕，同年 10 月，就有實驗室 4 位科學家榮
獲諾貝爾獎：華生(James Watson)與克里克(Francis Crick)得生理醫學
獎；肯德魯(John Kendrew)與佩魯茨(Max Perutz)得化學獎。1962 年新
建築物落成至今(2012 年)剛好滿 50 年，在劍橋分子生物實驗室共擁
有 9 次諾貝爾獎 13 位得主，可謂成果輝煌。綜合威廉•拜楞(William
Bynum)

〈註 1〉

及 其 他 論 點

〈註 2〉

，一個傑出實驗室具備的共同特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
〈註 1〉William Bynum, What makes a great lab？4 October 2012, Vol 490 pp31-32,
Nature.知識通訊評論，第 121 期，pp15-19, 2012 年 11 月 1 日出刊，獲 Nature
授權譯成中文刊登。http://www.k-review.com.tw.
〈註 2〉Charles Wood, When lab leaders take too much control, 28 November 2012,
Nature doi: 10.1038/nj 7426-7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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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包括：
1. 用 新 方 法 產 生 科 學 知 識 。 (New methods of produc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2.用新作法訓練研究人員。(Novel approaches to training researchers)
3. 以 創 新 及 興 奮 之 情 ， 投 注 新 興 科 學 領 域 。 (The innovation and
excitement that surround an emerging scientific field.)
4.也許最關鍵的，是有一個具備人格及遠見天賦，能把許多事情做成
功的人。(Perhaps most centrally, the presence of a gifted individual
with the personality and vision to make things happen.)
5.研究要有高度主題化的風格(Highly topical flavour)，不能太分散不
聚焦。
6. 要 有 鑑 別 尖 端 問 題 的 能 力 ， 以 及 培 養 學 員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ate-of-the-art problems and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to
solve them.)，這種特質標記了一個成功的科學家。
7.隨著科學變得更加複雜及需要合作，現今「實驗室」已超越實體結
構之空間定義。(As science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cooperative,
so the physical structures of laboratories have eloved faster than the
language we use to describe them.)
8.不論實驗室主持人多優越，都要以平等原則運作他的實驗室。(Run
the lab on egalitarian lines.)
9.自由交換與互相奉獻，是實驗室成功的守則。(Free interchange and
mutual devotion are the formula that worked.)
10.每個實驗室都帶著創始人企圖心和人格的印記，老板與實驗室的成
功，二者關係相當明顯。(Each lab bore the stamp of the founder ’s
ambitions and personality, and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stands out.)
11.成功的實驗室領導者，都以知人識才見長。(All leaders of successful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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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ies are a good talent spotter.)
12.一個成功的實驗室，通常會孕育出更多的成功，而影響實驗室的規
模及特質。(A successful laboratory generally breeds more success, with
implications for size and ethos.)
13. 讓 實 驗 室 的 層 級 結 構 維 持 在 最 低 程 度 。 (Keep the bureaucratic
structure of the laboratory minimalist.)
14.實驗室中工作夥伴間的團隊合作及協調特質與文化，是實驗室重要
的無形資產。(The ethos of collegiality.)
15. 有 二 種 實 驗 室 管 理 模 式 (The 〝 executive 〞 and 〝 competitive 〞
〈註

lab-leadership models)會產生不良的工作環境以及製造犯規的風險
2〉

。前者為鉅細靡遺的管理(Micromanagement)，後者將同樣目標的

工作交由 2 組以上同仁競爭，進行割喉戰，都是耗費年輕科學家寶
貴生命的有毒環境(No fledgling scientist has time to waste on a toxic
situation.)

創新實驗室運作模式
新的合作模式正在改變全球科學活動的平衡，即使固有科學強權
(Superpowers)版圖如美國、歐盟，也面臨趕上或落後的抉擇

〈註 3〉

，成功

實驗室要有創新運作模式：
1.多位作者共同執筆是一種可行的合作模式(Co-authorship is a valid
proxy for collaboration)：1980 年代，超過 100 名作者的論文非常罕
見；1990 年，超過 100 名作者的論文每年超過 500 篇；2011 年則有
〈註 3〉

44 篇論文的作者超過 3,000 人

。多位作者論文的上升趨勢，說明

很多現象：國際組織有共識的議題(如健康、能源、氣候變遷)，科
學無國界，實驗室之間合作可以透過網路資訊交流，以及多領域跨
〈註 3〉Jonathan Adams, The rise of research networks, 18 October 2012, Vol 490, pp
335-336, Nature.知識通訊評論，第 121 期，pp 11-14, 2012 年 11 月 1 日出
刊，獲 Nature 授權譯成中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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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的重要性。環檢所各組之間、環檢所與學界教授及業界檢測機
構與國內不同機關的檢驗單位，以及與國際上對應之單位，均可透
過多位作者合作方式，啟動計畫型之運作模式。
2.雙邊或多邊合作會尋求阻礙最少的路徑前進(Global tendency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s to use paths of least resistance to
partnership)：2000 年開始，中國與日本合作的論文較 1999 年成長 4
倍，與臺灣合作成長 8 倍，與南韓合作成長 10 倍，與澳洲合作成
〈註 3〉

長超過 10 倍

。此顯示科學活動雖有地域性、策略利益性為合作

考量，但亦不盡然，各單位各國家都在尋求阻礙最少的路徑進行，
所以環檢所除了開放心胸、減少阻礙，讓更多外部資源願意合作
外，主動尋求阻力最小的途徑，例如越南 Dioxin 檢測及實驗室建置
諮詢等，進行合作。許多方法驗證(Validation)工作則可分別與學界
業界共同執行。
3.科學研究網絡是國際外交的一種工具。(Scientific research networks
are a tool of international diplomacy.)德國會把他們優秀的研究設
備，送到他們的研究夥伴。中國透過資助區域計畫，擴展其文化影
〈註 3〉

響力

。例如被動採樣(Passive sampling)的區域環境監測計畫，透

過多邊架構(如 APEC)或許都是很有意義的環境外交活動。
4.獨行俠與邊緣人士，可能會發現這個高度合作的世界，是他們難以
大展身手的地方。(The iconoclastic, the maverick and the marginal
may find a highly collaborative world a difficult place to flourish)有限
資源靠邊站未必都是好事，以小搏大未必不是成功策略。實驗室經
營者要能客觀平衡此等大小不均的可能疑慮，讓小兵也能立大功。
5.實驗室打造國家科學競爭力的運作模式之一，就是要讓資歷尚淺但
聰慧的科學家擁有自主權。(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to give bright
junior scientists the independence they need to develop and establish
〈註 4〉How to build science capacity, 18 October 2012, Vol.490, pp331-334, Nature.
知識通訊評論，如何打造國家科學能力，第 121 期，pp20-26, 2012 年 11
月 1 日出刊，獲 Nature 授權譯成中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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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areers.)這是瑞士的作法

〈註 4〉

，我們也一樣，實驗室的運作要讓

年輕科學家視為長期發展一生志業的「溫床」
。
6.科學超級課程，已集結 17 萬以上放在免費網路上供全世界使用(We
have already collected and placed in the supercourse repository many
lectures and books as well as software related to research methods and
statistics.)埃及亞歷山卓圖書館(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傳承過去光
榮傳統，重新開始以科學資訊服務人類

〈註 4〉

，許多環境風險評估，

檢測實驗方法及統計原理應用等教材均可查詢

〈註 5〉

。未來在實驗室

運作管理上，國際資源的善加利用也是重要工作。

力求實驗室綠色紅利
環檢所擁有第一棟獲得國家綠建築標章頭銜的大樓

〈註６〉

，過去幾年在

節能減碳省水省紙各方面，也有艱難中力求表現的好成績(例如從
2008 年至 2011 年 4 年中累積減水 74％，節電 19％，省油 23％，省
紙 33％)

〈註７〉

，實驗室運作及分析方法亦都朝向綠色化學原理努力

〈註

８〉

。綠色紅利加分已成為國際上的顯學：

1.美國環保署與能源部共同推動「21 世紀實驗室」(Labs 21Ⓡ)大型計
〈註９〉

畫已有 10 年歷史

。並透過「國際永續實驗室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Laboratories, I2SL」舉辦研討會及提供技術指
〈註１０〉

引等，在實務推廣方面去落實

，值得我們新成立檢測機構或實

驗室更新時的參考。
〈註 5〉http://www.go.nature.com/hlksfr,
http://www.pitt.edu/~super 1/lecture/lec35031/001.htm.
〈註 6〉莊英孝等，綠建築的國家環境檢驗大樓，環境分析評論，第 1 期，第 133-146
頁，環境檢驗所出版，2012 年 4 月。
〈註 7〉劉鎮瑋等，節能減碳與綠色採購：環檢所無悔措施，環境分析評論第 4
期，第 99-104 頁，環境檢驗所出版，2012 年 7 月。
〈註 8〉蔡志賢與王世冠，綠色化學：實驗室安全的新方向，環境分析評論第 5
期，第 10-14 頁，環境檢驗所出版，2012 年 9 月。
〈註 9〉Labs 21®由 USEPA 及 DOE 共同推動，出版實務指引(Best Practice Guide)
及案例研究(Case Studies)，最具參考價值。www.labs21 century.gov.
〈註 10〉I2SL 發行新聞刊物，舉辦國際活動，引領工業界等實驗室朝綠色方向建
造及營運。www.i2sl.or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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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檢測及化學分析，從採樣、樣品製備到上機分析，每一小步驟
〈註８〉

都可能涉及綠色化學 12 原則的考驗

，國際上發展針對分析化學

方法的綠色程度(Greenness)予以量化積分(不符綠色的予以扣分)
11〉

〈註

，用以檢視既有分析方法是否有改進的空間，並作為開發更綠色

分析方法之評價。

結語
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實驗室，在 50 年前未有獨立建築物之前，是依附
在英國劍橋卡文迪西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下的小單位，但無
損其 50 年間偉大科學貢獻的爆發力。環檢所擁有獨立的國家檢驗大
樓，政府組織改造之後，仍然為永續經營環境檢驗的一支隊伍，未來
經建六年計畫所挹注的經費，也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動力，預祝環檢所
邁入一個生機盎然、嶄新發展、永續經營的一個青壯時代，是最大的
心願也是最真誠的祝福。

〈註 11〉Galuszka A. et. al., 2012, Analytical eco-scale for assessing the greenness of
analytical procedures,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37,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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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dipity：實驗室最浪漫的一個英文字
黃壬瑰 1 尹開民 2 陳元武 1 金翁正 3 陳明妮 2 阮國棟 4

最美麗的英文字也是最難翻譯的英文字
若問多數美國人所公認最美麗的英文字，幾乎會一面倒的回答：
Serendipity。英國翻譯公司「今日翻譯，Today Translation」於 2004
年邀集全球一千多位翻譯學家，共同挑選「十大最難翻譯的英文字」
，
〈註 1〉

其中之一便是 Serendipity

。Serendipity 之優雅意境包括：偶然發

現有價值事物的好運(Luck)或睿智(Sagacity)，可以從生活面無意中發
展的男女情緣，到科技面無意中發現的實驗觀察，以及管理面「偶然
力」產生的商機實力。涵蓋面向寬廣，充分顯示 Serendipity 詞彙的雍
容深邃與無法一言以蔽之的複雜意涵。

Serendipity 之精髓既在好運(Luck)更在睿智(Sagacity)
Serendipity 一詞源自於 19 世紀波斯神話(Persian Fairy Tale)「錫蘭三
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描述錫蘭國王讓三位王子徒步
各地，磨練應對偶發事情的處理能力，三位王子總能靠著運氣(Fortune
or Luck)，並應用睿智(Sagacity or Wisdom)解決問題，他們創造了
Serendipity 這個字，代表旅程中一切無意中遇到的好運以及學到的智
慧。1754 年，英國作家華爾波(Horace Walpole)根據波斯神話寫成「錫
蘭三王子」小說，華爾波在給朋友的信中寫出 Serendipity 構成的重要
元素包括發現(Discoveries)、無意間(Accidents)、睿智(Sagacity)。他的
信上是這樣寫的:
In a letter to Horace Mann (dated 28 January 1754) he said he
formed it from the Persian Fairy Tale 《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 whose heroes “ were always making discoveries, by
accidents and sagacity, of things they were not in quest of.”
1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2 研究員 3 副研究員 4 所長
〈註 1〉Lingua Franca：最美麗的英文字 Serendipity 翻譯者最不想碰的難題,
http://chloeyachun.blogspot.tw/2011/11/serendip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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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以後，Serendipity 大量出現在科技、商業及策略規劃領域。
例如管理學上的「偶然力」
，其成功方程式為:

〈註 2〉

偶然力＝突發偶然＋因累積的經驗或睿智而看見機會＋將機會用智
慧轉為競爭力加以實現
其構成元素為偶然、機會及智慧，必須經過兩個層次轉換，才具備偶
然力。第一層，從不可預期的意外中，看見機會。第二層，運用智慧，
將機會轉換為實力。亦即，光有「偶然」是不夠的，還要有「轉換的
智慧」。在科學技術此種「偶然力」屢見不鮮，可遠溯牛頓在蘋果樹
下發現「萬有引力」
，1928 年盤尼西林(Penicillin, 青黴素)的無意間發
現，1945 年微波爐的發明，以至於近代導電高分子的無意中發現而
獲得諾貝爾獎殊榮的案例。
2001 年「美國情緣」(Serendipity)好萊塢電影商業片的推出，帶來另
一波電影及商業的潮流。例如紐約曼哈頓東 60 街上取名 Serendipity
的餐廳，這幾年排隊人潮旺到不行，以及哈佛大學商店街麻州大道
(Mass. Ave)上的 Serendipity 商店，均藉這個最美麗英文字字尾的情愫
(pity)作用，而希望有招徠顧客的功用。
由以上語源、語義、使用及意涵之探討，用以下 5 項文字做精簡歸納，
說明「睿智」比「運氣」更重要。
1. 好運氣或好緣分：造成無意中幸運的發現。
Good luck in making unexpected and fortunate discoveries.
2. 睿智地抓住機會採取行動：造成無意中歡喜的發現。
The action of making happy discoveries, by accidents and sagacity, of
some thing not initially in quest of.
3. 「在實驗觀測領域中，機會留給準備好的人」
“In the field of observation, chance favo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

〈註

〈註 2〉善用每個偶然，人人都可以是幸運兒-好運，可以練習, 商業週刊, 2009
年 7 月 27 日, 1131 期, 89-93 頁。
〈註 3〉語出 路易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 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
家，被視為細菌學之祖。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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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大發現的種子經常浮現在我們四周，但只有準備好的人才能讓
這些種子發芽生根。」
“The seeds of great discoveries are constantly floating around us, but
they only take root in minds well prepared to receive them.”

〈註 4〉

5. 「睿智伴隨著好運而快樂地發現某些事物並不純然只是意外的案
例，在今日世界上普遍存在著。」
“Happy blend of wisdom and luck by which something is discovered
not quite by accident－is today ubiquitous.”

〈註 5〉

實驗室最美麗最浪漫也最受期待的英文字
科學與技術發展過程中，有太多從無意發現中逐步演化到堅強實用的
理論或產品，這些理論橫跨生物醫學、物理、化學、材料、甚至是深
受喜愛的食品科學，產品遍布我們的食、衣、住、行、育、樂所用所
及，都是詮釋 Serendipity 最佳的例子，若再加上影響深遠而獲諾貝爾
獎的科技成就，使得 Serendipity 一字是實驗室研究人員最憧憬最受期
待能不期而遇的一個浪漫字眼，兹列舉其中數例如下。
1. 肺結核桿菌

〈註 6〉

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這兩百年中，單單一種肺結核(肺癆)就奪走了
將近十億人的生命，結核病威脅人類的健康超過五千年以上，在古埃
及木乃伊身上，已經有患肺結核的證據。但是在過去的兩千五百年
中，我們對肺結核的瞭解進展緩慢蹣跚地幾近停滯，直到德國羅柏·
柯 漢 (Robert Koch, 1843-1910) ， 發 現 結 核 桿 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是結核病的病原菌，才確立了肺結核的病因，這是人類
研究肺結核一個劃時代的突破。柯漢在 1882 年 3 月 24 日發表重要演
〈註 4〉語出 約瑟夫·亨利(Joseph Henry, 1797-1878), 美國物理學家。
〈註 5〉出自 Robert and Elinor 所著一書: Merton, Robert K. and Barber, Elinor

9

(2004), 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 Princeton Univ. Press.
〈註 6〉法蘭克·雷恩著, 張連康譯, 肺結核之戰-不為人知的偉大故事, 絲路出版
社, 1994 年 8 月出版, 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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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WHO 據此將 3 月 24 日訂為「世界結核病防治日」
；柯漢於 1905
年發表了控制結核病的論文，並獲得諾貝爾生醫獎。在《肺結核之戰
-不為人知的偉大故事》一書中對肺結核菌鑑定方法的發現有精采的
描述，本文摘錄一段如下:「柯漢曾用新鮮的四甲基藍染上玻璃塗片，
再用維蘇汶退染，最後他發現原有的細菌都不見了，他又用舊的四甲
基藍重染及退染一次，細菌卻又出現了。舊的四甲基藍中到底有什麼
成分導致這種變化呢?柯漢想一定是舊的四甲基藍吸收了實驗室裡空
氣中的某成分，而最可能的成分應該就是阿摩尼亞(氨)。如是，他加
了少量的氨在新鮮的四甲基藍裡，細菌果然立即又顯現出來。原因是
氨能破壞結核桿菌的表層，使四甲基藍可以染上。」
2. 青黴素(Penicillin)

〈註 7〉

1928 年英國細菌學家亞歷山大·佛萊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
發現了青黴素。佛萊明有一次外出旅行多天回家後，發現一個細菌培
養基被一種綠色的黴菌污染了，在黴菌菌落的四周並沒有任何細菌生
長，形成一個明顯的生長抑制圈。心思敏銳的佛萊明立刻聯想到，會
不會是這種綠色黴菌產生一種殺菌的物質？因而發現了“青黴素＂
(Penicillin，又稱盤尼西林)。1939 年，佛萊明與英國牛津大學生化教
授霍華·佛羅理(Howard Florey)及他實驗室內一位來自德國的生化博
士恩內斯特·錢恩(Ernst B. Chain)合作，研究青黴素的性質、分離和化
學結構，解決了青黴素的濃縮問題。這一造福人類的貢獻，使佛萊明、
錢恩和佛羅理共同獲得了 1945 年諾貝爾生理醫學獎。青黴素是人類
使用的第一個抗生素，它徹底改變了我們的醫療方式，使人類的健康
獲得保障，延長平均壽命。而青黴素的發明，也象徵著人類醫學歷史
上一個新紀元的到來，直到今天，它仍是流行最廣、應用最多的抗生
素。
〈註 7〉鍾金湯、劉仲康, 佛萊明-青黴素的發現者, 科學發展, 2005 年 5 月, 389
期, 40-47 頁。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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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波爐(Microwave)

〈註 8〉

微波爐的發明者是美國伯西·史班賽(Percy Spencer,1894-1970)，他服
務於雷氏恩公司(Raytheon Company)，負責雷達儀器磁控電子管的改
良和生產，有一次他在試驗一個新改良的高能量磁控電子管時，發現
口袋裡的巧克力糖熔糊掉了，他想可能是大太陽下散步時熔掉的，也
可能是新的磁控電子管釋放出來的微波在做怪。於是他又做了一個小
試驗，擺一小碗玉米在這個磁控電子管前面，扭開電波，幾分鐘後玉
米竟然爆開來，弄得滿屋子的爆米花，他再嘗試煮雞蛋也爆開了，因
而打破傳統的加熱方法發明了微波加熱爐。史班賽連小學都沒畢業，
但是力求上進，自修完成了無線電的課程，他的好奇心及求真的態度
讓他創造很多的發明，一共申請到一百五十多個專利，也為人類帶來
了數不盡的便利。
4. 威而鋼(Viagra)

〈註 9〉

許多人不知道，具強大破壞力的炸藥和舒緩狹心症的舌下含片，使用
的竟是同樣成分。美國醫生科學家穆拉德(Ferid Murad)發現，身體中
釋放的一氧化氮(NO)，是細胞間的使者，能告訴血管放鬆、擴張，治
療心臟病患者。而炸藥和舌下含片中使用的硝化甘油，就是一氧化氮
的釋出劑，穆拉德因此在 1998 年獲頒諾貝爾生理醫學獎，此發現，
更間接促成威而鋼的發明。1996 年輝瑞藥廠英國肯特中心由治療心
絞痛新藥受試者的臨床治療結果中，意外發現這個新藥對男性的「副
作用」是看到美女護士會有「反應」，科學家鍥而不捨，因而發明第
一個口服治療陽痿藥物。
5. X-光(X-ray)

〈註 10〉

X 光(X-ray)是在 1895 年 11 月 8 日，由德國物理學家侖琴(Wilhelm
〈註 8〉林天送, 巧克力糖怎麼熔糊了-微波爐的發明, 科學發展, 2009 年 3 月, 435
期, 70-72 頁。
〈註 9〉林天送, 威而鋼與口服避孕藥, 科學發展, 2010 年 9 月, 453 期, 68-70 頁。
〈註 10〉科學名人堂 17-侖琴, http://www.bud.org.tw/museum/s_star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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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ntgen, 1845-1923)在進行陰極射線研究時無意中發現的，侖琴發現
即使他的機器外面罩了一層不透明的布，但是驗室中的螢光紙仍能透
過光線清楚呈像，由於當初不知道此射線為何物，侖琴就用未知數
「X」來命名，稱它為 X 射線。後來侖琴發現 X 光可以穿透人體，
於 12 月 22 日拍攝其夫人的手掌，發現照片上手骨清晰可見，連戒指
也可以顯示在影片上。侖琴因發現 X 射線，於 1901 年獲得第一屆諾
貝爾物理獎。這個發現對往後一百年來的人類生活發生了極密切的關
係，也帶來深遠的影響。位在英國倫敦的科學博物館(Science Museum)
為慶祝建館 100 年，舉辦票選活動，由近 5 萬名民眾票選對過去、現
在及未來最偉大的科學發明，項目涵蓋醫學、科技、科學及工程等。
調查顯示，公眾認為 X 光機是當代最重要的發明，抗生素盤尼西林(青
〈註 11〉

黴素)位居第二，DNA 雙螺旋結構的發現排名第三
6. 鐵氟龍(Teflon)

。

〈註 12〉

鐵氟龍(Teflon)是杜邦註冊的商標，應用於不沾鍋、太空梭零件、真
空設備、實驗室設備等，用途非常廣泛，但是它卻是個意外的發現。
羅義·甫南克(Roy J. Plunkett, 1910–1994)是鐵氟龍的發明者，他在杜
邦公司的工作是有關氟里昂(Freon, chlorofluorocarbon)的製造，氟里
昂是做為冷凍劑與清潔劑用的，製造原料是四氟乙烯。1938 年 4 月，
有天早上他的助理在實驗時，扭開一個四氟乙烯的高壓氣體鋼瓶(Gas
Cylinder)，但沒有氣體釋放出來，助理問甫南克昨天他是否把四氟乙
烯用光了，甫南克很肯定地說：「沒用過。」他們就用鐵絲穿插氣體
鋼瓶的口，確認開關並沒有問題。接著測量氣體鋼瓶的重量，發現跟
進貨時一樣，比一般空瓶重多了。甫南克一時好奇，就要工廠的工人
把鑄鐵製造的氣體鋼瓶鋸開，他發現裡面有一堆白色粉末，就用手抓
一把，這些粉末非常滑潤，嗅一嗅，沒有什麼味道，也不會沾黏在氣
〈註 11〉Science Museum 網站,
http://www.sciencemuseum.org.uk/Centenary/Home.aspx
〈註 12〉林天送, 意外的產物-鐵氟龍, 科學發展, 2009 年 11 月, 443 期, 70-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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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鋼瓶壁上。以他化學博士的訓練，他進一步做化學分析，發現這些
白色粉末是四氟乙烯的聚合物，且具有耐高溫、耐酸鹼、防腐、低表
面摩擦力等性質，最後他找出製造四氟乙烯聚合物的方法，並申請專
利，杜邦就以鐵氟龍(Teflon)做為商標。
7. 導電高分子

〈註 13〉

在 1970 年代初期，日本筑波大學的 Shirakawa 教授發展一種做聚乙
炔高分子薄膜的方法，有一天他研究室的一個研究員聽錯了他的指
示，而多加了一千倍的觸媒在乙炔的聚合反應上，結果得到一種具有
銀金屬光澤的薄膜，與原先其所合成的聚乙炔有不同的結構，
Shirakawa 教授一時也想不出原因。大概在此同時，賓州大學的
MacDiarmid 及 Heeger 教授做出一種具金屬光澤的氮化硫(Sulfur
Nitride)薄膜，有一次在東京的一個會議 MacDiarmid 教授報告他在氮
化硫的研究成果，Shirakawa 教授聽了後在中場休息時間時，就與
MacDiarmid 教授討論他在合成聚乙炔時的發現，MacDiarmid 教授聽
後非常好奇，立刻邀請 Shirakawa 教授到賓州大學一起仔細的探討
這個新材料。到了賓州大學後，他們依做氮化硫膜的經驗，將碘分子
摻雜入有銀金屬光澤的聚乙炔高分子薄膜內(碘可從高分子中拿走一
些電子，使剩下的電子不那麼擠，可自由移動，就可導電了)，此反
應非常快速，在幾分鐘內聚乙炔膜的導電度就增加了一千萬倍，具有
導電性的有機高分子就此誕生。2000 年諾貝爾化學獎頒給這三位科
學家，他們的研究顛覆了人們對高分子(塑膠)為絕緣體的印象，開拓
了導電高分子的各種應用領域，改變了電子資訊產品的設計發展。
8. 石墨烯(Graphene)

〈註 14〉

2010 年，諾貝爾物理獎頒給了 51 歲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註 13〉吳春桂, 科學上的重大發現有時起自不經意的錯誤~談 2000 年的諾貝爾
化學獎, Chemistry, Mar. 2001, Vol.59, No.1, pp. A5-A7。
〈註 14〉莊鎮宇、蔡春鴻, 茶餘飯後：閒談 2010 年諾貝爾物理獎,物理雙月刊,33
卷 2 期,148-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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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的 蓋 姆 (A. K. Geim) 教 授 與 36 歲 的 皇 家 學 會 (Royal
Society)研究員諾沃謝洛夫(K. S. Novoselov)博士，理由是表彰他們兩
人在二維晶體石墨烯(Graphene)材料物理的非凡成就。這出人意表的
桂冠距離他們劃時代的發現僅僅六年，而諾貝爾委員會對他們的評語
是：「他們很活潑，充滿玩興；他們時而揚棄一些現有的科學理念，
他們更會漫無目標的思考新的方向，有時他們的思考是光怪陸離的，
而且更多時候是毫無結果的。」石墨烯是六角形蜂窩狀排列的碳原子
所組成單原子厚度的薄膜，被認為是二維結構的材料。假如將高定向
熱解石墨(Highly Oriented Pyrolytic Graphite, HOPG)的原子級多層結
構比喻成一本書，單層石墨烯就相當於這本書中的一張紙。在 2004 年
蓋姆與諾沃謝洛夫成功地從 HOPG 將微米(μm)尺寸單層石墨烯分離
出來之前，大多數物理學家認為，除非有其它的支撐材料做為基材，
否則熱力學不允許任何二維晶體在有限溫度下孤立存在；所以，它的
發現毫無疑問的立即震撼了凝態物理界。當初用盡各種方法都無法得
到夠薄的 HOPG，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們看到一名工程師正在用
HOPG 測試一台掃描穿隧顯微鏡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並且用膠帶黏貼 HOPG 來清潔表面，而這其實只是標準操作
程序之一。靈光乍現！於是蓋姆和諾沃謝洛夫馬上開始用膠帶反覆黏
貼 HOPG 再撕開，使之越變越薄；在將近一年枯燥的反覆嘗試後，
於 2004 年得到單原子層的石墨烯，並且於同年 10 月在 Science 上發
表標題為「Electric Field Effect in Atomically Thin Carbon Films」的論
文。石墨烯是目前唯一能夠在常溫下觀察到量子霍爾效應的材料，亦
是目前世上最薄卻也是最堅韌的奈米材料。
〈註 15,註 16〉

9. 便利貼(Post-it Note)

Post-it Note 是 3M 的一項明星商品，但是這項產品並不是 3M 一開始
〈註 15〉http://www.post-it.com/wps/portal/3M/en_US/Post_It/Global/About/History/
〈註 16〉失誤中誕生 3M 便利貼歡慶 30 歲, http://blog.udn.com/lotos802/3982663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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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要生產的，它是一個美麗的意外。1970 年，3M 的化學工程師史
賓塞·席佛(Spencer Silver)想要製造一種航太科技的隔熱強力黏著
劑，卻意外製造出可以重複黏貼於任何表面但黏性不強的黏膠，但不
知道這種膠可以做什麼。而 3M 的另一名化學工程師雅特·富萊(Art
Fry)，工作之餘他也是教會唱詩班的一員，每個星期天富萊都虔誠地
參加禮拜獻唱詩歌，他總習慣在歌本內夾張紙片為預定獻唱的詩歌做
標示，可是用來做為書籤的紙片卻常常在翻頁時掉落，讓他白費工
夫，他也總因此而懊惱不已。1974 年的某個星期天，他一如往常地
獻唱詩歌，一個靈感突然閃過：「如果在紙片上塗膠，紙片就不會掉
落；如果撕除紙片時又不會破壞紙張，那就更完美了！」於是富萊根
據這個構想，開始著手研發有黏性的便條紙。後來發現他的同事早在
四年前就研發出這種他尋找的完美黏著劑，他於是將席佛的黏著劑加
以改良，再把這種膠塗布於便條紙背面，做成便利貼，並將產品分送
給員工及各大企業的秘書使用，廣受好評，因而發明這種讓辦公室工
作便利又有效率的革命性文具產品，更為 3M 賺進了大把的鈔票。
10. 魔鬼沾(Velcro)

〈註 17〉

Velcro 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魔鬼沾，由 Velour(絨毛)和 Crochet(鉤子)兩
個法文單字所組成，Velcro 是個註冊商標。普遍被用於衣物上，代替
拉鍊、鈕釦、鞋帶等功能，可知魔鬼沾的發明也是一個意外。魔鬼沾
的發明者是瑞士的喬治·梅斯倬(George de Mestral, 1907-1990)，有一
天他到山上去蹓狗，小狗跑到長滿芒刺的小樹叢中，他為了追回小狗
也跟著跑進去，回家後他注意到小狗跟他身上沾滿了芒刺，但是他的
皮鞋卻沒有沾到芒刺，他一時好奇就用顯微鏡觀察這些芒刺，發現這
些芒刺上有幾千排的微小鉤子，可以鉤在動物的毛或衣物的纖維上，
把芒刺拔開再壓回衣服上，又會跟衣服牢牢貼合在一起，這個觀察使
他靈機一動，因而發明魔鬼沾，並申請專利。
〈註 17〉林天送, 魔鬼沾的發明, 科學發展, 2009 年 2 月, 434 期, 68-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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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所列舉之 10 個幸運的意外發現外，像是印表機、迷幻藥
(LSD)、人工甜味劑(Artificial Sweetener)、心律調整器(Pacemaker)、
智慧粉塵(Smart Dust)、冰棒(Popsicle)、可樂(Coke)、白蘭地(Brandy)、
安 全 玻 璃 (Safety Glass) 、 強 力 膠 (Superglue) 、 奈 米 碳 管 (Carbon
Nanotube)、汽車輪胎用的硫化橡膠(Vulcanized Rubber)、防彈背心的
材料克維拉(Kevlar)等不勝枚舉都是因為意外的發現，加上發現者的
細心、好奇心、求知心或是睿智，才有這些出奇不意的驚喜產物。

結語
人類從事科學活動，由觀察現象開始，以新發現為核心價值(發現新
原理、新疾病、新藥物、新病毒、新材料、新功能等)，謀人類福祉
之增進。無意中發現新事物的睿智與好運(Serendipity)，是實驗室從
事觀察活動夢寐以求的境界，是意境優雅最浪漫的一個代表字。本文
從詞源詞義到許多傑出成就(肺結核桿菌、盤尼西林抗生素、微波爐
發明、導電高分子材料、石墨烯的發現等)做一完整詮釋。機會是留
給準備好的人，造就一所傑出的實驗室，需要實驗室每一成員的「睿
智與好運(Serendipity)」
。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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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未來的展望
尹玉華 1 吳婉怡 1 蘇國澤 2 顏春蘭 3 阮國棟 4

古德拉《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
每個人都進過「學校」，但不一定都會問：「學校是什麼樣地方？」，
不是每個人都進過「實驗室」
，所以更少人會問：
「實驗室是什麼樣的
地方？」，對於每天都與實驗室為伍的環檢所同仁、環境檢測機構同
仁、學界及研究機構同仁，我們一定要問：「實驗室是什麼樣的地
方?」。
約翰‧古德拉(John I. Goodlad)於 1984 年出版《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
〈註 1〉

未來的展望》

，被選為「二十世紀經典書籍」。國科會經典譯注研

究計畫亦將本書列為選項之一，2008 年出版中譯本
講座活動

〈註 2〉

，並舉辦系列

〈註 3〉

。原著所以傑出能成經典之作，主要原因為實證研究深

入理解學校是什麼樣的地方。古德拉為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探究研究
所所長，曾任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教育學院院長長達 16 年，
領導「學校教育研究」計畫，該計畫為美國當代學校研究最大規模的
現場實證研究，費時 8 年，由專業人士訪問 1,016 班級(小學及初高
中)，1,350 位老師，8,624 位家長及 17,163 位學生，最後分析原設定
學校教育目標與實際情況之落差，並提出重建(Renew)的建議(書本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秘書 2 主任秘書 3 副所長 4 所長
〈註 1〉 J. I.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 Y.
McGraw-Hill, 1984.
〈註 2〉約翰‧古德拉著，梁雲霞譯注，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未來的展望。聯
經出版社，2008 年 1 月 30 日初版。
〈註 3〉國科會經典譯注研究計畫活動之一:「人文藝術與社會環境系列講座」，
預定分別於 2013 年 3 月 13 日、14 日及 15 日 19:00-21:00 在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博愛樓 504 演講廳、國立中興大學語言中心萬年廰及國立成功大
學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由梁雲霞教授主講「教與學：學校教育的目
標與重建《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詳情請參考官網
http://www.giti.nt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
=340&Item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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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我們能經營出更有效能的學校嗎？第 9 章：改進現在的學校；
第 10 章：超越我們現有的學校)。

任何改進，最好立基在對問題的實際了解上
本書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我們要對一個問題或一個地方或一個團體
有深刻理解，必須基於充分的實際資料，所提出的重建或改革見解，
才能正確可行並歷久不衰。
環檢所得到此一經典鉅著啟發，認真看待實驗室是什麼樣的地方，費
時 3 年，研讀國際期刊逾千篇論文，密集進行未來 6 年〈技術路徑規
劃〉
，啟動同仁及專家主題報告、主題論壇及研究小組會議數十場次，
得到實證研究資料後，終於獲得行政院核定未來 6 年「新世代環境品
質監測及檢測發展計畫」，並完成檢驗及鑑識技術建置的各項策略及
細部計畫，建構一個更有效能的實驗室。本文不在「技術面向」做贅
述(各項技術論文，散見本刊《環境分析評論》各期報導)，僅就「操
作面向」提出四大項目，說明「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有什麼特色。

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侷限優勢共存
在〈技術路徑規劃〉長期持續作業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實驗
室存在什麼優勢(Strengths)以及什麼侷限(Limitations)，不論多麼傑出
或偉大的實驗室，在任何時間空間情境下，都存在此一問題。一個實
驗室要因應其他實驗室的變化，知己知彼而做調整調適，才能傑出偉
大。梁雲霞教授認為古德拉經典著作中有二段精采之處，本文認為此
二段也適合做為「實驗室」之描述。
其一：「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有無限的機會可以獲得訊息，但是我
們反思的機會、與他人交往的機會、澄清自己對於這個時代和環境的
看法的機會，卻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學校需要在基本任務上有所改進
的話，那麼需要對自己在這個迅速變遷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
加以審視。」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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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學校在培養學生“實際地評價自己與自己的侷限和優勢共同
生存＂的能力上，到底做了些什麼？有一些學生年復一年地嚐到失敗
的苦頭，很難把這種苦頭看作是有益的失敗。如果學校努力設想讓學
生獲得成功的經驗，那麼學校將會與現在的樣子大所不同。我們不可
能長久忍受一名醫生把我們生病的孩子遣送回家，而不給予他恢復健
康的任何幫助(What are schools doing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assess
realistically and live with one’s limitations and strengths” ? A small
percentage of students receive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failing grades,
year after year. It is difficult to perceive this as useful failure. Schools
would be markedly different if their ongoing function was to assure
successful performance. We would not put up for long with a physician
who sent our child home with a F for health but no assistance in
becoming healthy.) 」。

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觀察寫作並重
觀察之重要及無意中發現的樂趣，在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7 期另
有專文論述

〈註 4〉

。實驗從現象觀察、量測、記錄、整理、分析、研判

到報告或論文寫作，缺一不可。「寫作是整理思路的不二法門，而傳
〈註 5〉

達想法的筆，是需要磨練的」

。寫作能力涉及閱讀、心智運作和思

考能力，也可能與口語表達及人際關係有連結，不但在實驗室重要，
也是所有學校培育學生能力的基本項目之一。
環檢所透過《環境分析評論》的出刊，作為同仁及各界專家共同執筆
書寫的平台，一則提升寫作之能量及品質，一則做為以文會友，技術
擴散交流及優質服務廣大科學社群之目的，目前已展現相當的功能。
〈註 4〉黃壬瑰等，Serendipity：實驗室最浪漫的一個英文字，環境分析評論，
第 7 期，環境檢驗所出版，2013 年 1 月。
〈註 5〉科普作家&生化學家 潘震澤，科學人雜誌，2006 年 6 月。
〈註 6〉語出《論語》述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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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不語怪力亂神
〈註 6〉

儘管「子不語：怪、力、亂、神」

有各種不同解讀，但不是本文

重點。本文認為以精確科學(Exact Science)為主的環境檢驗或分析化
學，側重實證知識，數據會說話，在品質規範中都具備客觀事實驗證
的精神，所謂「怪力亂神」姑且不論孔子當時講的真義如何，科學實
驗室的思維空間應該容不下：「荒誕不經、附會訛傳、失序混亂、神
鬼報應」等情境。在《論語》述而篇同段文字中，孔子的另外二段文
字反倒是實驗室精神很好的寫照。其一：「發憤忘食，樂以忘憂，不
知老之將至」
。其二：
「三人行，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不
善者而改之」
。

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戒絕意必固我
〈註 7〉

儘管「子絕四：意、必、固、我」

，也有各種爭議，但也不是本文

重點。朱熹在《儒學經論》上下篇之注為「意：私意；必：期必；固：
「毋意：不憑空臆
執滯；我：私己」
；傅佩榮在《國學的天空》解釋：
測；毋必：不堅持己見；毋固：不頑固拘泥；毋我：不自我膨脹」。
這些意涵，指的大都為正人君子或知識分子的素養。不預設立場，不
主觀臆測，不固執排他，不凡事以我為中心，對從事科學實驗室工作
者或管理者而言，這些素養可能更重要。環檢所透過種種方法，強化
這些特質的形成，例如「KT 理性思考法」、
「正義：一場思辨之旅」
的實作及推廣。

一個稱為實驗室的地方：未來的展望
環檢所歷經 23 年穩健踏實的成長，面對未來的組織改造、環境領域
擴充、新興污染問題增加，以及全球檢測監測技術進步，與化學分析
等相關之奈米、醫藥、材料、應用科技的發展，都是實驗室競爭力的
契機及挑戰，我們的展望歸納為 10 項。
1.空間：國家檢驗大樓得天獨厚，尚有足夠空間容納未來擴充及發展。
〈註 7〉語出《論語》子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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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力：公務員額擴充不易，檢驗鑑識皆涉高階儀器之精通應用，人
員養成不易，業務人力要審慎調動(與一般公務人力不同)，新進人
力則以長期培訓高階儀器之使用為優先。
3.預算：公務預算經過 6 年經建計畫的挹注，從 102 年起每年每人(研
究人員)可動支經費已趨合理，可以好好發揮所長，不虞經費之不
足。
4.輔導：針對廣義的環境檢測人力素養，除在制度面建置個人認證履
歷及工作穩定度外，環檢所可以在能力範圍內，設計有效的年度技
術輔導計畫，竭盡所能的透過種種活動，進行廣泛的在職輔導工
作，與查核體系分割，創造社會價值及提升外部評價。
5.運作模式：經費成長透過公務預算爭取，固為一途，但在講求內部
效率，外部效能及公私合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新型運作模
式下，如何滿足外界需求而且有意義的以計畫型式行銷服務，爭取
經費、擴散技術、提升品質，在廣義的環境檢測網絡(Network)上，
扮演公私合夥的角色，是未來環檢所可以嘗試的一種新型運作模
式，可以同時取得預算也取得專業價值及社會價值。
6.組織文化：透過廣泛閱讀、深度思考，以及人力培養等內部改造，
達到主動呼應外界變革，主動創造合乎組織內部價值的外部環境，
而非靜觀外部變化而作消極因應或批評。組織文化在創造每個組織
成員自利的個人價值，但也符合最大公益的前提。不論狹義的環檢
所或廣義的環檢網絡，尋求「能帶給受管制者利益的管制」是未來
應努力的方向。
7.技術創新及應用創新永遠是組織成長及永續經營的不二法門：技術
創新包括深入檢測技術、開發綠色方法、擴大國際視野、追求國際
標竿等。應用創新則包括整合檢測技術達成鑑識工作的臨界能量，
拓展檢測技術在施政政策、緊急應變、科技研發等的應用範圍以及
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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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場區隔：環檢所在環境鑑識技術上已有良好的成功案例，更是政
府執行公權力、維護環境及社會公平正義重要的社會價值之所繫，
在技術市場上又能有所區隔，所以宜為今後發展的一個主力方向。
9.國際合作：逐步建置能量，擴大視野。團隊合作及溝通交流已經不
是同仁可以自由選擇要不要做的問題，而是要怎麼做、怎麼做好的
共同趨勢。
10.指標建置：無論內部效率、外部效能以及遠景目標，均有待具體量
化指標的建立。管理學上常說，假若不能量化，就不能管理，不能
管理，就不能改善。

結語
學校也許是啟發、建立價值觀，以及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實驗
室也許是找尋真值、追求真相，以及忠於科學、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的地方。無論如何定義，都很難完整，因為學校與實驗室都是形塑人
的地方，學問思辨並造福社群，是崇尚理想的地方。我們熱愛這樣的
一個工作地方，並提出實驗室特質的 4 項觀察及針對環檢所未來的
10 項展望。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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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找到鑑定水源純度的「甜蜜」方法
劉鎮山 1 李長平 1 潘復華 2

前言
2011 美國分析化學期刊的年度回顧文章，主題為水環境之新興污染
物，其中提及人工甘味劑 (1)。人工甘味劑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各種
食品中，其中又以三氯蔗糖(Sucralose，Splenda®，SucraPlus®)為大宗。

穩定的代糖
三氯蔗糖的甜度口感十分接近蔗糖，甜味特性幾乎與蔗糖相同，沒有
任何苦味。所含熱量低，不易被消化吸收，也不容易產生齲齒。三氯
蔗糖在使用過程中不會對食物產生其他影響，同時還能遮蓋其他不愉
快味道。三氯蔗糖易溶於水，溶解過程十分穩定，室溫下乾燥環境中
可貯藏 4 年。低 pH 下的水溶液中，儲存一年時間也不會發生變化，
高溫下同樣穩定。三氯蔗糖的安全性非常出眾，80 年代中期，接受
國際安全小組評估，確認其對於廣泛用途而言是安全的。它對魚類和
水生生物均無害處，且可被生物緩慢降解，降解半衰期長達數年(1)。
聯合國糧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聯合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經過多
次環境和安全研究於 1990 年確定每日允許攝入量(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15 毫克／公斤體重(2)。

廣泛使用
美國 FDA 在通知各國的文件中提到(3)：Sucralose 用來作為一種代糖，
相較於糖，其僅能被口腔微生物低度發酵，不像發酵糖一樣幫助牙菌
斑製造有機酸，因而可當作糖的替代品。因此修訂有關核可預防齲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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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及預防蛀牙之健康聲明法規，增列 Sucralose 為可適用該健康
聲明之物質。
由於 Sucralose 的降解半衰期長達數年(1)，高溫下同樣穩定，所含熱量
低，被人體攝入後不易被消化吸收(4)，當人體排出後集中於污水下水
道，並由都市廢水系統處理排出，研究顯示多種處理方式亦不易快速
降解及去除(5)。Sucralose 緩慢降解的韌性，唯一的好處是不會降解成
有毒的含氯化合物，對其他環境生物亦沒有顯示有重大的毒害性，另
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當作標記水的來源處及追蹤廢水進入環境的途
徑(6)。

環保新應用
過去我們是使用人體排泄物中的細菌，作為追蹤家庭排放污水流向的
指標。但是這類細菌不僅來自人體，也有可能來自其它動物或是農
場，因此追蹤其含量當作污染指標並不可靠。最早發現 Sucralose 的
特性及其應用，是瑞士聯邦研究中心(Swiss Federal Research Station)
的 Ignaz Buerge 研究團隊(7)。
他們早在 2003 年利用咖啡因來當作環境水體是否遭受都市污水的污
染指標，原因是人們每天都會飲用大量含咖啡因的茶或咖啡，當咖啡
因進入污水處理廠時，大部份咖啡因都會被摧毀，因此當發現咖啡因
在自然水體的殘餘含量較平常值高出數倍時，即顯示有未經處理的廢
水排放到水體中。由於咖啡因在自然環境中非常穩定﹐不像其它物質
如處方藥物、化妝品、牙膏及保健用品等容易分解，即便經過廢水處
理後，其殘餘濃度仍足供辨識分析，所以咖啡因適合用來作為追蹤水
污染的環境指標(8)。
在 2009 年該研究團隊更發現近年大量使用的人工甘味劑可以當作都
市廢水在地下水中的化學性指標(9)，其中 Sucralose 很難被污水處理廠
去除，更是可以當作水源純淨度的指標(10)。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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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量子點奈米系統檢測環境致病性微生物
許令宜 1 陳中庸 2 吳宗遠 3 王世冠 4

摘要
環檢所自 2011 年開始開發奈米量子點(Quantum Dot)之晶片檢測系
統，利用量子點訊號強且比傳統螢光穩定 100 倍的特性，以量子點取
代傳統螢光物質，由不同量子點結合微珠嵌連之專一性單股核酸探針
形成晶片系統，以流式細胞儀來建立一套快速、靈敏且準確之 3D 生
物晶片系統。本研究以水體中的 8 種具人體致病性之退伍軍人桿菌種
為鑑定標的，其專一性(Specificity)及敏感性(Sensitivity)皆達 100％，
微珠量子點於 DNA 濃度範圍所建立之標準曲線為 1 μg~1 ng 時，達
r2=0.984。未來本晶片系統可用於室內外的水源包括冷卻水塔、飲水
機及自然水域等進行專一性鑑定。晶片系統檢測極限可達 1 ng 的
，故可大大縮短現行為了檢測該菌群需先行增
DNA（約為 102 菌數）
量所需之 1~2 周培養時間，檢測全程只需 4 小時。此新的環境致病性
微生物檢驗平台未來也可推廣到其他有害菌的開發上。

前言
高敏感度、快速、可靠的基因偵測技術且捨去昂貴設備與繁瑣的檢體
製備一直是第一線檢驗追求的目標。退伍軍人菌是自然環境菌株，但
也存在於冷氣水塔、自來水塔、游泳池與三溫暖等公共蓄水處及人造
水體，可能由氣膠感染人體，而造成公衛健康問題(1)。「退伍軍人菌
屬」(Legionella spp.)之基因晶片環檢所已於 2010 年研發完成，可一
次鑑定 18 種退伍軍人菌(2)。雖準確可達 100％，但實驗需經 PCR 放
大後而無法定量，放大後的 DNA 檢驗靈敏度則在 10 pg。由於水樣需
先行培養至足夠菌量，培養需時 1 周以上，而晶片檢測時間需時 3 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4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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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增進檢測效益，環檢所重新開發一新系統晶片以達：1.可定量；
2.解決螢光染劑衰退問題；3.增加檢測靈敏度；4.簡化實驗流程等等，
此系統希能達成包括金錢、人力及時間上的節省效益。

成果
本研究建立一創新的 3D 晶片檢測平台（實驗步驟如圖 1，圖 2）
，利
用流式細胞儀可在 4 小時內完成傳統晶片耗時 2~3 天以上的檢測時
間，並於單一次反應中同時完成 8 種退伍軍人菌檢測。

圖 1 實驗步驟 利用微珠當載體，將不同探針分植微珠上，再以結合
不同量子點之探針進行菌種專一鑑定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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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可利用流式細胞儀同時進行 8 種退伍軍人菌鑑定
本研究建立之 8 種致病性退伍軍人菌 3D 晶片，為利用 20 μm 微珠結
合量子點探針之新穎設計，以流式細胞儀快速且同步完成 8 種退伍軍
人菌檢測。晶片之其創新意義包括 1.敏感性高，無需 PCR 放大基因；
2.可定量，以往 DNA 晶片不易定量；3.方便性，因操作流程簡化；
4.穩定性，量子點比傳統螢光穩定 100 倍；無需常常製備，節省時間、
金錢。本晶片與傳統螢光晶片效期比較如表 1。本研究以水體中的 8
種具人體致病性之退伍軍人桿菌群為檢測標的，其專一性(Specificity)
及敏感性(Sensitivity)達 100％，微珠量子點於 DNA 濃度範圍所建立
之標準曲線為 1 μg~1 ng 時，達 r2=0.984。晶片系統檢測極限可達 1 ng
，故可大大縮短傳統檢測該菌，需先行培養
的 DNA（約為 102 菌數）
增值菌量所需 1~2 周之培養時間，採樣後直接進行檢測，檢測全程只
需 4 小時。
由於退伍軍人菌群為環境中常見菌，本晶片己完成桃園中壢地區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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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水樣共 26 件採樣，有 10 件水樣鑑定出退伍軍人菌株，其中有 5 件
鑑定出微量 L. pneumophila，另外 5 例鑑定出微量 L. wadsworthii。確
認本研究開發的「基因量子點奈米系統」可直接由水樣鑑定出特定退
伍軍人菌，實驗時程只需半天，無須 PCR 放大基因，且鑑定無誤判。
未來將可利用此一平台開發其他環境有害菌之快速篩檢晶片。
表 1 傳統螢光晶片與基因量子點晶片成本比較
傳統螢光晶片
時間 晶片製備：1 周

基因量子點奈米系統
晶片製備：2 天

探針製備：需時 2 天，可保

探針製備：需時 2 天，保存數

存約 1 周

月~1 年

偵測操作：檢測一次需 1 人

偵測操作：檢測一次需 1 人

力，約 2~3 工作天

力，約 0.5 工作天。

經費 市售螢光晶片約 3~4 萬元/

晶片成本 440 元/樣品

樣品

參考文獻
1. 衛生署疾管局網站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
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tid=16CD29A279936655
2. 張長泉，環境中致病性微生物之生物晶片開發研究（2/2），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EPA-99-E3S5-02-01，2010。

2013年1月

30

論文∣Articles

焦磷酸定序分析戴奧辛污染土壤微生物菌群
陳怡伶 1,8,9 尹開民 2 林雅嵐 3,9 李權君 4 劉宗霖 5,10 顏經洲 6,11 何中良 7,9

摘要
本文以新世代高通量焦磷酸定序技術，進行中石化台南安順廠污染廠
址 微 生 物 菌 群 分 析 ， 結 果 總 共 分 析 出 約 200 種 菌 株 ， 其 中
Hydrogenophaga intermedia 、 Bacillus megaterium 、 B. pumilus 、
Pseudomonas stutzeri、P. pseudoalcaligenes 等 5 株菌，經文獻查詢具
有戴奧辛分解作用，其餘可能是未被發現新的分解戴奧辛菌株，或是
耐戴奧辛但可分解其它有機污染物的細菌，尚須進一步的研究與證
實。
關鍵字：焦磷酸定序、戴奧辛、土壤、微生物菌群

前言
焦 磷 酸 定 序 (Pyrosequencing) 是 新 世 代 定 序 技 術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一種，因為定序長度比其他新世代定序平台(如
Ion Torrent、Solids 及 Illumina)相對較長，在基因序列鑑定及基因功
能分析上較能得到正確的結果，因此常被使用在總基因體學
(Metagenomics)，對可培養的(Culturable)、難培養的(Fastidious)及無
(1)

法培養(Unculturable)的微生物進行族群分析 。
(2)

中石化台南安順廠是戴奧辛、汞及五氯酚的污染場址 ，本文將以焦
磷酸定序進行安順廠土壤及底泥微生物菌相的分析，提供污染場址後
續整治工作之運用參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病理部 組長 3 醫檢師 6 部主任 7 科主任
4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資訊暨訊息傳遞所 研究助理 5 助理教授
2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研究員
8
台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理事
9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臨床醫學研究中心基因檢驗醫學實驗室
10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臨床醫學研究中心組織銀行與生物資訊
11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臨床醫學研究中心微生物病原體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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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與方法
採樣
採集中石化台南安順廠區內 4 件土壤樣品(五氯酚區及鹼氯工廠區各
2 件)及 2 件底泥樣品(海水池)，和 1 件廠區外對照之土壤樣品，共 7
件。
DNA 萃取
以 PowerSoil ® DNA Isolation Kit (MO BIO, USA)萃取土壤及底泥樣
(3)

品中的 DNA，此套組經 Fitzpatrick et al. 證實能有效萃取土壤的
DNA，DNA 的品質及濃度，以分光光度計(NanoDrop 2000; Thermo
Scientific) 進行檢測，結果 7 件樣品之 DNA 品質(260/280nm)介於
1.7~1.9 之間，濃度介於 33.3 ~ 67 ng/uL 之間，顯示 DNA 品質符合要
求，並有足夠的 DNA 量進行後續實驗。
PCR 反應
1. 引子(Primer)
(4)

本研究參照 Nossa et al. 發表之文獻，使用 8F-534R、343F-798R、
517F-926R、784F-1114R、917F-1407R 及 1099F-1541R 等 6 組引子對
進行實驗，引子對序列、夾出的 DNA 片段位置及長度等相關資訊，
如表 1~2 及圖 1 所示。
2. PCR 反應條件
取 22 μL Gold PCR Master Mix、1 μL 的檢體 DNA(20 ng/μL)、1 μL 的
前端引子(10 μM)、1 μL 的後端引子(10 μM)，分別放入 200 μL PCR
Tubes 中，混合均勻置於 PCR 熱循環儀(G-STORM, UK)。反應溫度為
95℃ 6 分鐘一個循環，95℃ 30 秒、50℃ 1 分鐘、72℃ 1 秒共 40 個循
環，72℃ 10 分鐘一個循環，最後保存於 4℃。PCR 產物檢視如圖 2，
結果顯示標的之 DNA 片段都成功地被引子擴增。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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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使用的引子對及其序列
引子名稱

長度(bps)

序列

8F

20

AGAGTTTGATCCTGGCTCAG

343F

15

TACGGRAGGCAGCAG

517F

17

GCCAGCAGCCGCGGTAA

784F

15

AGGATTAGATACCCT

917F

16

GAATTGACGGGGRCCC

1099F

16

GYAACGAGCGCAACCC

534R

18

ATTACCGCGGCTGCTGGC

798R

15

AGGGTATCTAATCCT

926R

20

CCGTCAATTYYTTTRAGTTT

1114R

16

GGGTTGCGCTCGTTRC

1407R

16

GACGGGCGGTGTGTRC

1541R

20

AAGGAGGTGATCCAGCCGCA

表 2 6 組引子對夾出的 DNA 片段長度及涵蓋的 16S rDNA 變異區段
引子對名稱

33

夾出 DNA 片段長度(bps)

16S rDNA 變異區段

8F－534R

527

1,2,3

343F－798R

456

3,4

517F－926R

410

3,4,5

784F－1114R

331

5,6

917F－1407R

491

6,7

1099F－1541R

443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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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 6 組引子對位於 16S rDNA 之相對位置圖

(4)

圖 2 7 件樣品以 6 組引子對夾出之 DNA 片段電泳示意圖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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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定序
主要步驟為資料庫製備(Library Preparation)、乳化擴增 PCR (Emulsion
PCR, emPCR)及焦磷酸方式的解序(Pyrosequencing)，詳細步驟請參閱
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6 期「讓儀器說話」專欄焦磷酸定序儀之介
紹內容(9)。
DNA 片段組序
以 Newbler 軟體將 6 條 DNA 片段，依重疊序列(參考圖 1 所示)，組
成完整 1.5 Kb 的 16S rDNA 序列。
生物資訊分析
分析流程如圖 3 所示。取得焦磷酸定序的檔案後，將檔案進行轉檔等
處理，接下來執行 RDP-II Classifier 軟體，將序列進行菌屬分類，再
依每個菌屬進行序列組序，組序完產生的 contig 再與現有的 16S rDNA
序列資料庫進行比對，來鑑定菌種。

圖 3 焦磷酸定序後續序列生物資訊分析流程圖

結果與討論
焦 磷 酸 定 序 結 果 總 共 分 析 出 約 200 種 菌 株 ( 如 表 3) ， 其 中
Hydrogenophaga intermedia 、 Bacillus megaterium 、 B. pumilus 、
Pseudomonas stutzeri 及 P. pseudoalcaligenes 等 5 株菌，經文獻查詢能
夠分解戴奧辛

(5-8)

，其餘可能是未被發現新的分解戴奧辛菌株，或是

耐戴奧辛但可分解其它污染物的細菌，此部分尚須進一步的釐清與證
實。
進一步分析 7 個樣品的微生物族群分布，發現微生物菌相與地域有
關，五氯酚區、鹼氯工廠區、海水池及廠區外，微生物菌相差異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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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一區域彼此相似度很高，如圖 4 所示。

圖 4 本研究 7 件樣品間菌屬相關性熱圖(Color Key 代表藍色越深相似
度越高；MID4 為五氯酚區第 1 個樣品，MID5 為五氯酚區第 2
個樣品，MID6 為鹼氯工廠區第 1 個樣品，MID7 為鹼氯工廠區
第 2 個樣品，MID8 為海水池第 1 個樣品，MID9 為海水池第 2
個樣品，MID10 為廠區外對照之樣品)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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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 7 件樣品焦磷酸定序分析出之菌種一覽表
紅色標示為已知的戴奧辛分解菌
五氯酚區 1

Hydrogenophaga intermedia、

Hydrogenophaga

atypica、Hydrogenophaga flava、Hydrogenophaga
pseudoflava 、 Hydrogenophaga
Hydrogenophaga

bisanensis 、

defluvii 、 Hydrogenophaga

palleronii
五氯酚區 2

Aeromonas simiae、Aeromonas schubertii、Aeromonas
jandaei 、 Aeromonas

bestiarum 、 Aeromonas

salmonicida 、 Aeromonas hydrophila 、 Aeromonas
allosaccharophila、Aeromonas veronii、Aeromonas
bivalvium 、 Aeromonas encheleia 、 Aeromonas
molluscorum 、 Aeromonas caviae 、 Aeromonas
enteropelogenes 、 Aeromonas popoffii 、 Aeromonas
media、Aeromonas sobria、Bacillus taeanensis、
Bacillus siralis 、 Bacillus pocheonensis 、 Bacillus
methanolicus 、 Bacillus shackletonii 、 Bacillus
acidicola

、

Hydrogenophaga

Hydrogenophaga

intermedia

、

bisanensis 、 Hydrogenophaga

atypica、Hydrogenophaga flava、Hydrogenophaga
pseudoflava

、

Hydrogenophaga

Hydrogenophaga

defluvii

、

palleronii 、 Marinobacterium

nitratireducens 、 Pelagibius litoralis 、 Pelobacter
acetylenicus 、 Pelobacter venetianus 、 Pelobacter
seleniigenes、Pseudomonas otitidis、Pseudomonas
pseudoalcaligenes 、 Pseudomonas knackmussii 、
Pseudomonas stutzeri、Pseudomonas alcaligenes、
Rheinheimera pacifica、Rheinheimera chironomi、
Rheinheimera aquimaris、Rheinheimera texasensis、
Rheinheimera soli、Rheinheimera tangsha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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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氯工廠區 1

Acinetobacter soli 、
Acinetobacter

Acinetobacter johnsonii 、
、

venetianus

haemolyticus 、 Acinetobacter
Acinetobacter

tjernbergiae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
、

Alkanindiges

illinoisensis、Acinetobacter bouvetii、Acinetobacter
baylyi、Acinetobacter radioresistens、Acinetobacter
lwoffii 、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 Acinetobacter
tandoii、Acinetobacter beijerinckii、Acinetobacter
gerneri、Acinetobacter gyllenbergii、Acinetobacter
schindleri 、 Acinetobacter ursingii 、 Acinetobacter
junii 、 Acinetobacter

parvus 、 Alcanivorax

borkumensis、Alcanivorax jadensis、Algoriphagus
aquatilis 、 Bacillus

stratosphericus 、 Bacillus

atrophaeus、Bacillus flexus、Bacillus cohnii、Bacillus
funiculus、Bacillus aerius、Bacillus safensis、Bacillus
selenatarsenatis 、 Bacillus circulans 、 Bacillus
coahuilensis 、 Bacillus

foraminis 、 Bacillus

thioparans、Bacillus marisflavi、Bacillus firmus、
Bacillus asahii 、 Bacillus sonorensis 、 Bacillus
aquimaris、Bacillus subtilis、Bacillus methanolicus、
Bacillus

isabeliae

、

Bacillus

psychrosaccharolyticus 、 Bacillus boroniphilus 、
Bacillus fumarioli 、 Bacillus jeotgali 、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Bacillus luciferensis、Bacillus
simplex、Bacillus megaterium、Bacillus pumilus、
Bacillus alveayuensis、Bacillus coagulans、Bacillus
decolorationis 、 Bacillus halmapalus 、 Bacillus
humi、Bacillus acidiceler、Bacillus panaciterrae、
Bacillus horikoshii 、 Bacillus niacini 、 Bacillus
ginsengihumi 、 Bacillus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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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ismortis、Bacillus mojavensis、Bacillus lentus、
Bacillus altitudinis 、 Bacillus korlensis 、 Bacillus
pocheonensis 、 Bacillus
koreensis 、 Bacillus

kribbensis 、 Bacillus
aerophilus 、 Bacillus

vietnamensis 、 Bacillus butanolivorans 、 Bacillus
ruris、Bacillus shackletonii、Bacillus acidicola、
Bacillus

herbersteinensis

、

Desulfuromonas

svalbardensis 、 Desulfuromonas

thiophila 、

、

Erythrobacter

Desulfuromonas

acetexigens

longus 、 Erythrobacter gaetbuli 、 Erythrobacter
litoralis 、 Erythrobacter citreus 、 Erythrobacter
seohaensis、Erythrobacter vulgaris、Erythrobacter
aquimaris、Erythrobacter flavus、Erythromicrobium
ramosum

、

Hydrogenophaga

atypica

、

Hydrogenophaga pseudoflava 、 Hydrogenophaga
taeniospiralis 、 Hydrogenophaga

bisanensis 、

Hydrogenophaga flava、Hydrogenophaga defluvii、
Hydrogenophaga

intermedia 、 Hydrogenophaga

palleronii 、 Idiomarina

baltica 、 Idiomarina

ramblicola 、 Idiomarina seosinensis 、 Idiomarina
loihiensis 、 Idiomarina fontislapidosi 、 Idiomarina
abyssalis、Marinobacter flavimaris、Marinobacter
guineae 、 Marinobacter mobilis 、 Marinobacter
koreensis、Marinobacter excellens、Marinobacter
psychrophilus 、 Marinobacter
Marinobacter

maritimus

、

zhejiangensis 、
Marinobacter

segnicrescens 、 Marinobacter

vinifirmus 、

、

Marinobacter

santoriniensis 、 Marinobacter

salsuginis 、

Marinobacter

aquaeolei

Marinobacter sediminum、Marinobacter alg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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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obacter

gudaonensis

、

Marinobacter

bryozoorum、Marinobacter pelagius、Marinobacter
salicampi

、

Marinobacter

goseongensis

、

Marinobacter lipolyticus、Nitrospira moscoviensis、
Steroidobacter denitrificans、Terrimonas lutea
鹼氯工廠區 2

Bacillus jeotgali、
drentensis

、

Bacillus simplex、Bacillus

Bacillus

infernus

、

Bacillus

decolorationis、Bacillus selenatarsenatis、Bacillus
niacini、Bacillus foraminis、Bacillus siralis、Bacillus
thioparans、Bacillus lentus、Bacillus firmus、Bacillus
methanolicus 、 Bacillus pocheonensis 、 Bacillus
psychrosaccharolyticus 、 Bacillus boroniphilus 、
Bacillus butanolivorans、Bacillus herbersteinensis、
Filobacillus milosensis、Gramella portivictoriae、
Gramella echinicola 、 Nitrospira moscoviensis 、
Salinimicrobium

catena

、

Steroidobacter

denitrificans、Thalassobacillus devorans
海水池 1

Actibacter sediminis 、 Desulfosarcina cetonica 、
Desulfosarcina ovata、Desulfosarcina variabilis

海水池 2

Actibacter sediminis 、 Desulfosarcina cetonica 、
Desulfosarcina ovata 、 Desulfosarcina variabilis 、
Malonomonas rubra

廠區外

Acinetobacter soli、
Acinetobacter

Acinetobacter johnsonii、

haemolyticus

、

Acinetobacter

gyllenbergii、Acinetobacter baumannii、Acinetobacter
beijerinckii、Acinetobacter schindleri、Adhaeribacter
terreus、Flavisolibacter ginsengiterrae、Flavisolibacter
ginsengisoli、Flavobacterium saliperosum、Nitrospira
moscoviensis、Opitutus terrae、Sphingomonas jaspsi、
Steroidobacter denitrif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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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1. 以焦磷酸定序進行中石化台南安順廠土壤總基因體學之微生物菌
群分析，總共解出約 200 種菌株，其中 Hydrogenophaga intermedia
等 5 株菌，經文獻證實具有降解戴奧辛的作用，建議後續研究以
菌種特異性培養基培養出菌落，進一步篩選出主要的功能性細
菌，然後組合這些原生菌形成分解戴奧辛污染之功能性微生物族
群 (Functional

Consortia) 。 並 且 繼 續 以 總 轉 錄 體 學

(Metatranscriptomics)，篩選出分解戴奧辛的功能性基因，以合成生
物學技術建構相關多源功能性基因體庫及微生物，最後將此功能
性基因庫配合原生菌進行污染場址的復育工作。
2. 研究發現戴奧辛不同污染程度的區域，微生物族群分布差異頗
大，但同一區域彼此相似度很高，此結果可供環境鑑識參考運用。
但由於樣本數太少，後續研究尚須採集更多樣品檢驗，累積更多
的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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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泥慢毒性試驗的建立與應用-淡水端足類
謝季吟 1 林哲雄 2

摘要
本文之主要目的為建立端足類(Hyalella azteca)底泥慢毒性試驗技
術，以評估生物長期暴露於環境底泥潛在關切物質之慢毒性效應，並
進行 20 個樣站 (H1、H3、H10、S1、S2、2、4、9、49、13、22、30、
33、SY1、SY11、YKR2、YKR5、LKR2、LKR4 及 A1)之底泥樣品
中污染物對生物所產生長期生長及繁殖效應的探討。
實驗結果顯示，H. azteca 適合當作底泥慢毒性測試物種，控制組 28
天試驗終期存活率多符合規範值 80%；測試組中以環境樣站 30 之存
活率 95%為最高，另 S1 樣站存活率僅有 12.5%為最低，顯示 S1 環境
樣站底泥對於 H. azteca 具有相當危害性。成長效應評估結果顯示，
暴露於環境樣站底泥之個體有高達 80%之體重低於控制組重量，且有
25%生物體長低於控制組，顯示環境樣站底泥中污染物會抑制 H.
azteca 的成長。在第 35 天及 42 天之繁殖效應測試結果顯示，除了測
站 LKR2 結果平均子代產出為 72.2 幼仔/母體特別偏高外，共有 12 個
環境樣站之平均子代低於控制組平均子代產出 14.15 幼仔/母體，可
知該環境樣站底泥污染程度對 H. azteca 繁殖效應產生明顯影響；另
外，各測試組之 H.azteca 生物存活率與子代產出率並未有明顯正相
關。結果顯示所使用評估慢毒性的試驗生物 H. azteca 可靈敏的偵測
污染底泥之亞致死效應。

前言
底泥在水生生態系中，扮演了生態平衡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對底棲生
物而言，底泥更是其賴以為生的重要介質，包括棲息及繁殖、從中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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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食物及營養來源、維持生物生存環境之水質穩定等，當其含有污染
物質時，可能直接對棲息於水體或底部之水域生物造成毒性影響或經
由食物鏈導致污染物累積於生物體內。因此，近年來，底泥中所存在
的污染物對水域生態系統所造成威脅儼然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環境
議題。
底泥毒性試驗是生態風險評估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而實驗室底泥毒
性試驗主要是用來評估野外採集底泥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
(Bioavailability)，快速提供受污染底泥對生物體潛在毒性的相關資
訊。受試生物暴露在野外採集底泥的反應常被用來與物種暴露在對照
組底泥(Reference Sediment)反應做比較，反應底泥中複雜化學混合物
的交互毒性效應，而底泥與測試生物交互作用之專一途徑在進行測試
時並不一定會瞭解。常見受試生物可能為微生物、藻類、無脊椎生物
及魚類，最佳測試物種的特性應包括對各種污染物敏感性佳、來源方
便、個體大小適當、實驗室易飼養、生態代表性高及相關研究資料充
足等條件。
歐美國家利用 H. azteca 當作評估底泥化學物質毒性測試物種已有二
十年。美國環保署 USEPA,1994(1)及 ASTM,1995(2)評估底泥污染標準
方法中利用 H.azteca 為測試物種的毒性試驗期程和試驗終點建議為
10 天的存活/致死率試驗 (致死率)及 10~28 天的存活/生長率。但由於
短期暴露只能用來測量高濃度污染，對於中低度污染的底泥卻無法確
認。因此，建議利用長達 42 天的測試期來評估底泥中低壓力因子或
低污染物濃度對 H. azteca 所造成的存活、生長及繁殖之潛在效應。
本文選用無脊椎動物 H. azteca (圖 1)進行底泥慢毒性之測試物種，以
評估生物長期暴露於中低度污染底泥潛在關切物質之慢毒性效應，未
來可提供底泥導致可能生物效應之相關資訊，其次為運用此生物進行
20 個樣站 (H1、H3、H10、S1、S2、2、4、9、49、13、22、30、33、
SY1、SY11、YKR2、YKR5、LKR2、LKR4 及 A1)之底泥樣品中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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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對生物所產生長期生長及繁殖效應的探討。

圖 1 試驗生物-淡水端足目 Hyalella azteca

材料與方法
1. 底泥更水式測試系統及其試驗條件
底泥更水式測試系統可以是手動或自動操作。本研究使用自動化更水
式測試系統，系統包括自動進水控制閥、高低水位控制組、計時器、
虹吸逆止、注水系統、測試杯、實驗槽體及外蓋罩。輸水系統在毒性
測試進行前必須先進行覆水流速的校正，並在測試期間每日進行確
認。而任何兩個測試小槽之水速不應相差超過 10%。如以手動方式(如
虹吸)進行覆水之更換，進行時須注意勿過度擾動底泥。試驗中以配
方底泥為對照組，配方底泥成分包含白石英砂 、α-cellulose、泥黏土、
白雲石及腐質酸。
利用端足目動物 H. azteca 進行 42 天慢毒性試驗時，依不同測試終點
共分 12 組進行。測試終點包括測定存活(第 28、35、42 天)，成長(第
28 及 42 天測量長度)及繁殖(第 28 至 42 天觀察每隻母體所產生幼
仔)。其試驗條件如表 1。
2.

H. azteca 成長效應之探討

試驗第一天在放入試驗生物體前須先測量鹽度、導電度、酸鹼值、溶
氧及溫度(試驗第一天及試驗結束)，期間需每天監測溫度、溶氧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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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端足目動物(H. azteca)底泥毒性試驗系統之操作條件
試驗參數

條件

方式

自動(更水式底泥毒性實驗

溫度(水溫)

23±1℃

光線需求

廣域燈

光強度

大約 200 lux (100~1000 lux)

光照時間

16L:8D

測試燒杯

300 mL 燒杯 (附 60 網目篩網)

底泥體積

100 mL

暴露樣品

全底泥 (whole sediment)樣品

溢流水體積

每個燒杯 350mL

換水頻率

每次定量體積更換，每 12 小時 1 次

測試容器清洗

如測試過程中篩網阻塞;輕刷篩網外部

蟲體年齡

大約 7～8 天大個體

每燒杯蟲體數

10 隻

重複數

12 組/測試樣品

餵食
曝氣

YWF 混合液(Yeast, Wheatgrass and Flake) 0.5～
1 mL /天
無 (除非溢流水的溶氧小於 2.5mg/L 需打氣)
養殖水 (Culture water)；井水(Well water)；表面

溢流水

水(Surface water)；樣站水 (site water)。不建議使
用重組水 (reconstituted water)
每日量測溫度；每週量測導電度；DO 和 pH 則

溢流水水質

為每周量測三次；測試前後(第 0 及 28 天)進行硬
度、鹼度、導電度、氨量測

實驗期程
測試終點

42 天
第 28 天時測定存活/成長率 (HA28);第 42 天時測
定存活/成長/繁殖率 (HA42),計算雌雄數目

實驗結果有效性判定 第 28 天控制組存活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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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光照時間，實驗過程中溶氧小於 2.5 mg/L 則需曝氣，實驗過程需
每日餵食含酵母混合液 0.5～1 mL (依試驗期間暴露小槽內生物個體
活動力調整混合液餵食量)。再將馴養約 8 天體齡之生物(取 20 隻做長
度測定或 80 隻做重量(乾重)測定)轉移至表水中。在暴露 1-27 天期
間，每日測量溫度；每週測量導電度；溶氧和 pH 值則每周測量三次，
並於暴露期間觀察測試生物之行為。第 28 天時進行體長量測，體長
之測量是從第三尾足基部至第一觸角的底部，如圖 2 所示。另外，在
重量量測方面，需先將浸泡於福馬林個體轉移至培養皿，並使用 D.D.
Water 潤洗，接著放入已預稱之鋁箔盤內烘乾(60℃, 24 hr)，最後計算
平均重量。在第 28 天成長測試終點時，需先量測溫度、溶氧、酸鹼
值，硬度、鹼度、導電度和氨氮等基本水質參數，再選擇其中 4 重覆
通過 40 號篩收集，並於計算存活後放入福馬林中保存待數日後進行
長度及重量測量。

圖 2 長度測量(從第三尾足基部(A)至第一觸角的底部(B))示意圖(2)。
3.

H. azteca 繁殖效應之探討

在第 28 天時將另外 8 組存活之個體從底泥中移出，送至試驗水體中
已置入具有孔隙固形物之試驗小槽，每天需於每暴露小槽餵食 0.5~1
mL 的 YWF 及更換 2 倍體積的上覆水。在繁殖測試第一階段測試期
間 (第 29~35 天)，每天皆需餵食飼料及測量溫度；每週量測導電度、
硬度和鹼度；溶氧和 pH 值則每週量測三次；第 35 天除了量測上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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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水質外亦需記錄成體存活率和移除產出之子代個體，並將成體留在
原燒杯繼續進行試驗；第 41 天時需量測所有水質參數(pH、溫度、溶
氧、硬度、鹼度、導電度及氨氮)；第 42 天時除了分別記錄成體及幼
體數目外，將成體用 8%福馬林(Sugar Formalin)保存，於從保存的樣
品中記數成年雄體數量，即可得知成年雄體、雌體與子代數量，亦可
推算第 28 至 42 天每隻母體所產生幼仔數量(母蟲的辨別主要是根據卵
囊的有無或缺少膨大的顎足來決定，如圖 3)。

圖 3 雌雄體判斷(左圖為雌體；右圖為雄體)
4. 樣品採集
底 泥 樣 品 之 採 樣 與 分 析 係 依 照 環 境 保 護 署 之 公 告 方 法 (NIEA
S104.30C)進行。本研究同時使用端足蟲(H. azteca)進行 20 個環境系
統底泥樣品之慢毒性效應分析。

結果與討論
1.

H. azteca 慢毒性試驗方法精密度探討

H. azteca 慢毒性試驗流程精確度評估包括以 H. azteca 進行水相
(Water-Only)氯化鉀 96-h 測試，並計算 LC50。另外，第二階段則以自
動化更水式系統(Automated Water Renewal Exposure System)進行 10
天 H. azteca 全底泥毒性變異度分析。本文在水相 96-h KCl 毒性測試
結果方面，LC50 值介於 347～464 mg/L (CV=13.67%)，控制組存活率
介於 97.5%～100% 與 ASTME 1706-05 報告中提到的十個實驗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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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 KCl 之 LC50 相近(CV=23%)，顯示本研究實驗結果再現性高。
另外，本文亦進行 10 天 H. azteca 配方底泥試驗，結果顯示，存活率
介於 86.6~96.7% (變異係數<5%) 與九間實驗室參與美國環保署長期
底泥毒性準確度評估時(3)，初期經過 10 天暴露後，控制組底泥暴露
個 體 之 存 活 率 >80% 的 實 驗 室 達 八 間 ， 其 平 均 存 活 率 為 94.5%
(CV=5.8%)之試驗結果相近，顯示本研究試驗之結果具有高精密度。
另有八個實驗室參與第二階段長期底泥毒性準確度確認評估時(4)，經
過 28 天暴露有 88%的實驗室暴露個體之存活率>80%，與本研究試驗
結果相符。
2. 端足蟲(H. azteca)底泥慢毒性檢測結果
本文利用 H. azteca 進行底泥毒性試驗並應用於 20 個環境樣品，結果
如下所述。
3. 控制組 H. azteca 成長效應之探討
成長效應一般可以重量及長度作為評估標準，本研究進行五批次之試
驗結果顯示，測試生物起始重量 (Day 0)平均值分別為 0.0155、
0.0162、0.0160、0.0158、0.0156 mg/個體，與 Burton 學者(5) 在進行
美國麻州 Lower Housatonic River 底泥毒性時，測試生物起始(Day 0)
平均重量為 0.011 mg/個體相近。而 28 天測試平均個體重量為
0.2451、0.35350、0.2516、0.3030、0.3117 mg/個體，均符合美國環保
署提到多數 28 天大之 H. azteca 重量(乾重) >0.15 mg/individual 之要
件，也與文獻中 10 隻個體乾重量約 2.5 mg 接近，但較 Burton 學者(5)
試驗之控制組重量 0.562 mg/個體輕。在以體長評估成長部分，測試
生物起始體長(Day 0)分別為 1.67±0.12 mm、 1.63±0.01 mm、1.63±0.09
mm、1.64±0.06 mm 及 1.66±0.14 mm，與 Ingersoll 等學者(6)篩選 7~8
天大之幼體體長介於 1.2~1.6 mm 相近，而 Winger and Lasier 學者(7)
亦進行測試生物體長及相對之體齡進行研究，結果顯示 4~6 天個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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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1.54±0.09 mm，與本試驗選用個體之體長與體齡相符，顯示以通過
35 號篩，停留於 45 號篩可穩定篩選出 4~6 天左右之幼體。本試驗在
暴露 28 天之 H. azteca 體長測量結果分別為 3.77±0.65、4.34±0.38、
4.36±0.38、3.77±0.46 及 3.91±0.28 mm，第二批測試結果個體之體長
則有略高的情形，但均符合美國環保署提到多數 28 天大之 H. azteca
體長之實驗室>3.2 mm/個體；42 天暴露後個體體長為 4.02±0.59 mm、
4.44±0.48 mm、4.43±0.50 mm、3.92±0.43 mm、4.25±0.86 mm，試驗
結果得知本研究試驗流程與所配製之參考底泥能提供生物體適當養
分及完成生命週期之環境。
4. 控制組 H. azteca 繁殖效應之探討
繁殖效應之評估是以平均母體產出子代數作為評估標準，試驗係於
28 天成長測試終點後，將 8 杯試驗小槽存活個體從底泥中移出，送
至預先鋪設基質之試驗小槽暴露水體 14 天，以利於繁殖終點之測量
(第 35 及 42 天)。
先前試驗在未舖設任何基質之批次試驗繁殖效應僅約 1 幼體/每個母
體(25%)或未觀察到子代，此結果與美國環保署提到多數 42 天之 H.
azteca 於參與實驗室繁殖效應平均得 2 幼體/每個母體之結果差異，推
測可能每日更水時 H. azteca 可能與流動覆水一併溢流出或暴露條件
水質變異性之影響有關。因此，本研究嘗試置入不同基質供受試生物
體可以抓攫，最佳試驗結果為置入一塊生化棉後，母體可產出
20.5±1.03 Offspring/Female，此結果與 Burton 學者(5)之試驗結果平均
每隻母體可產生 13.4 隻子代相近，顯示加入可抓攫之物質可降低注
水時的直接擾動與被溢流水帶出之可能性。
5. 環境底泥樣品汙染物對 H. azteca 之成長及繁殖效應探討
環境底泥樣品於 28 天之存活率結果顯示，有 12 個樣站生物個體之存
活率低於 80%，其中以 S1 樣站平均存活率僅有 12.5%為最低，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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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30 之存活率 95%最高，如表 2 所示。其中樣品 H1、H3、S1、
S2、9、SY1、LKR2 及 A1 所採集之樣站 28 天生物體存活率均低於
40%，且試驗結果顯示，接近匯流處 (樣品 9、13、SY1) 之樣站致死
率明顯偏高，顯示底泥污染物隨時間累積而不易隨水流沖刷而排除，
甚至當外部的污染負荷停止，對棲息於此之生物毒性在短期內也不會
降低。成長效應評估結果顯示，暴露於樣品 28 天之 H. azteca 樣品重
量介於 0.1133 ~ 0.5060 mg/個體間，體長則介於 3.26±0.16 ~ 5.38±0.52
mm，顯示 H. azteca 攝食底泥中有機質為生長養分。除了部分樣站
外，暴露於樣品之生物個體有 80%之體重低於控制組重量，但僅有
25%體長低於控制組，顯示底泥中污染物會抑制 H. azteca 的成長。
在第 35 天、42 天之存活率及繁殖效應結果顯示，樣品代號 H1、H3
及 H10 平均子代產出皆< 1.0 幼仔/ 母體，測站 2、4、9、49、13、22、
30、33、SY1 及 SY11 之毒性測試子代產出率介於 1.75~34 幼仔/母體，
值得一提的是存活率與子代產出率並無正相關性。YK 樣品到第 35
天暴露時，YKR5 僅有 1.25%之存活率，雖可觀察到幼體產出，但第
42 天時存活率為 0，故無法確切推估每隻母體所能產出之子代數量。
LKR2 為本計劃採集中所有樣站中子代產出量(率)最高之樣站，其平
均每隻母體可產出 72.2 隻子代，是否為該樣站底泥富含 H. azteca 所
需之養分而產生此現象，有待後續進行有機質或其他化學分析數據來
佐證，全部實驗結果列於表 3 及表 4。
另外，本研究樣站 S1 與 S2 底泥化學分析發現多環芳香烴化合物、金
屬及微量有機氯農藥與半揮發性有機物及戴奧辛類物質，但其濃度均
未超過底泥品質指標上限值(8)，而暴露於該樣品的 H. azteca 在 42 天
後，成體外觀部分會產生斑點，子代產生之數量亦較控制組產生之子
代少。除此之外，測站 SY1 污染物累積情形嚴重，鉻、銅、鎳、鋅
等重金屬濃度均超過底泥品質指標上限值，可能是導致 28 天試驗結
果生物體存活率偏低之重要因素，但其存活之生物體體長及重量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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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配方底泥，是否因其它因子影響或底泥中富含有利於生長之物
質，則有待其他化學分析相關數據進行比較。
試驗期間覆水之溫度範圍分別為 23.9±0.7℃；在導電度測量方面，除
了試驗開始之樣品與標準底泥數值差異性較大外，後續則間接趨於穩
定；在氨氮平均範圍介於 0.19 ~ 0.39 mg/L；硬度與鹼度測定數值得
知同一處理組中之變化不大。其水質檢測結果，均符合美國環保署底
泥慢毒性檢測時同一處理組覆水水質的硬度、氨氮及鹼度值差異不得
超過 50%之規範。

結論
底泥為表水污染物長久累積的儲存庫，污染底泥對許多水域可能導致
生態或人類健康風險。傳統利用化學分析方法檢測污染物時，由於污
染物種類繁多且性質差異性均會造成化學分析的誤差，無法反應全底
泥(Whole Sediment)對生物可能造成的不利影響及導致生態風險。為
釐清化學物質與生物反應之相關性，利用底泥毒性測試來評估存在污
染物質對底棲生物的危害，提供潛在毒性相關資訊，已成為歐美各國
對了解底泥潛在關切化學物質(Chemicals of Potential Concern, COPCs)
之測定是否足夠評估所衍生之生態風險的必要手段。
本文之主要目的為開發端足類 H. azteca 底泥慢毒性試驗技術，以評
估生物長期暴露於中低度污染底泥潛在關切物質之慢毒性效應。目前
已於實驗室成功完成 H. azteca 存活/成長/繁殖效應毒性測試之技
術，結果顯示此測試物種適合當作底泥慢毒性測試物種，然而仍有改
善空間以降低變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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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 azteca 暴露於環境樣品 28 天之存活率、平均體長、平均乾量
28 天
樣品代號
存活率(%)

53

平均體長(mm)

平均乾重(mg)

H1

26

3.30±0.38

0.2566

H3

38

3.45 ±0.36

0.3080

H10

72

3.26±0.16

0.2266

S1

12.5

4.28±0.88

0.2500

S2

27.5

4.68±0.75

0.2443

2

88

4.12±0.33

0.2338

4

93

4.39±0.47

0.2770

9

37.5

3.72±0.22

0.1133

49

94

4.34±0.67

0.2280

13

45.8

3.88±0.57

0.1274

22

91.7

4.25±0.82

0.2755

30

95

4.16±0.45

0.2303

33

94

4.00±0.43

0.2315

SY1

20.0

5.38±0.52

0.5060

SY11

94.1

4.47±0.51

0.2536

YKR2

48.5

4.12±0.43

0.1725

YKR5

41.6

4.32±0.48

0.2133

LKR2

19.1

4.93±0.59

0.3600

LKR4

90.1

4.22±0.47

0.2755

A1

20.8

4.91±0.53

0.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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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H. azteca 暴露於環境樣品 35 天之存活率及繁殖效應
Day 35
樣品代號
存活率(%)

幼仔

母體

產出子代個數

H1

15

0

0

<1.0

H3

20

0

1

<1.0

H10

48

1

4

<1.0

S1

20.0

60

4

15

S2

37.5

13

2

6.5

2

45.5

211

9

23.5

4

63.8

272

8

34

9

22.5

80

8

10

49

58.8

69

10

6.9

13

26.3

278

14

19.9

22

38.8

169

10

16.9

30

48.8

101

11

9.18

33

45

21

12

1.75

SY1

10

121

5

24.2

SY11

65

35

8

4.38

YKR2

30

67

8

8.4

YKR5

1.25

28

---

---

LKR2

11.3

433

6

72.2

LKR4

78.8

27

4

6.75

15

79

5

15.8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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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H. azteca 暴露於環境樣品 42 天之平均重量及體長
42 天
樣品代號
存活率(%)

平均體長(mm)

H1

3.3

3.30±0.01

0.3693

H3

4.1

3.69±0.25

0.5133

H10

19.2

4.45±0.43

0.3454

S1

20.0

4.53±0.19

0.3258

S2

35.0

4.95±0.12

0.3864

2

88

4.12±0.65

0.1717

4

18.8

4.51±0.41

0.2293

9

11.3

3.94±0.69

0.0353

49

32.5

4.34±0.41

0.0326

13

11.3

4.11±0.39

0.0298

22

35

4.57±0.38

0.2246

30

28.8

4.52±0.63

0.2165

33

27.5

4.30±0.45

0.2141

SY1

11.3

5.70±0.47

0.0258

SY11

1.25

4.34±0.51

0.6104

YKR2

22.5

4.37±0.71

0.1767

YKR5

15

5.23±0.83

0.2042

LKR2

0

---

----

LKR4

5

4.69±0.61

0.3846

13.8

5.02±0.68

0.2645

A1

55

平均乾重(mg)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論文∣Articles

參考文獻
1.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RCS Assessment Guidance
Document." EPA-905-B94-002., Chicago, IL, 1994.
2. ASTM,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toxicity of
sediment-associated contaminants with freshwater invertebrates
(ASTM E1706-05), ASTM Annual Book of Standards Volume 11.05,
ASTM, West Conshohocken, PA, 2006.
3.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Methods for measuring the
toxicity and bioaccumulation of sediment-associated contaminants
with freshwater invertebrates 2nd ed, EPA 600/R-99/064. Washington
DC, 2000.
4.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sediment contamination in surface 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diment Quality Survey: 2nd ed. EPA-823-R-04-007.
Washington, DC, 2004.
5. Burton Jr, G. A. Assessment of in situ stressors and sediment toxicity
in the Lower Housatonic River. 2003. Lower Housatonic River
Project.
6. Ingersoll, C.G. et. al., Use of sublethal endpoints in sediment toxicity
tests with the amphipod Hyalella azteca.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1998, 17(8), 1508-1523.
7. Winger, P. V. & Lasier, P. J., Sediment toxicity testing: comparison of
methods and evalu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J. W. Gorsuch, eds.,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Risk Assessment: Second Volume.
ASTM STP 1216.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Philadelphia, PA, 1994, 640-662,
8. 方孟德 等，99 年至 101 年底泥品質管理計畫，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計畫編號：EPA-99-GA101-03-A205。2011。

2013年1月

56

論文∣Articles

底泥慢毒性試驗的建立與應用-大鱗泥鰍
劉俊宏 1 林哲雄 2

摘要
本文主要以大鱗泥鰍 (Paramisgurnus dabryanus)為試驗物種，建立魚
類之底泥慢毒性試驗技術。實驗用系統為一每日可固定換水 50%之玻
璃缸(45×15×30 cm)，水溫控制 28±1oC、日光照週期為 12D：12L，並
裝置打氣設備以維持溶氧達 5 mg/L 以上，底泥毒性評估採用全底泥，
並以配方參考底泥做為對照組(Ref)。首先以對照組與裸缸組(無底泥)
進行比較分析，泥鰍於飼養 56 天期間，評估兩者之體長、體重、卵
受精率、魚苗孵化率與泥鰍活存率、肥滿度、飼料轉換率及畸型率等
試驗項目，實驗發現兩者並無顯著差異，證實本配製之參考底泥做為
實驗之控制對照組是可行的。另外，再以採集的 2 個野外底泥樣品 S1
及 S2 做為試驗組，並與對照組進行比較分析，相較對照組存活率
83.33%，試驗組 S1 及 S2 分別為 68.33%與 78.33%呈現下降趨勢；試
驗組 S1 及 S2 之畸型率分別為 74.24%與 37.42%，相較對照組 4.44%
亦非常顯著偏高；尤其在繁殖力評估項目上，泥鰍卵的受精率(Ref：
S1：S2 = 83.14%：17.56%：14.34%)及魚苗孵化率(Ref：S1：S2 =
88.11%：22.78%：12.22%)有非常顯著差異，顯示本試驗所採集的底
泥環境並不利於泥鰍的生存，特別是泥鰍早期生活史階段似乎比稚魚
階段對污染底泥的耐受性差；因此，以繁殖力檢測項目做為底泥污染
的評估會比成長表現更為敏感。

前言
環境因子(包括污染物)與水生動物之生存息息相關。任何環境因子的
變動將牽動水域生態系之平衡，及影響水生動物之活動、生理正常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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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平衡、活存、成長及族群之變動。生物體在環境因子的刺激下，
主要透過中樞神經系統藉由神經調節物質(Neuroregulator)及內分泌系
統進行生理調節，以維持恆定狀態(Homeostasis)。此等調節主要藉由
釋出神經調節物質以傳遞訊息(1)，刺激及調節神經內分泌或合成，並
釋放激素到達標的器官，以表現生理功能之調節。一般魚類對環境緊
迫 (包括污染物)的反應可分為三級，第一級反應為受到緊迫時，中樞
神經的內分泌調控系統，引發肝細胞的肝醣分解 (Glycogenolysis)與
肌肉細胞的醣質新生，產生葡萄糖以供應對抗緊迫所需之能量等。而
二級反應產生之生理調節需要大量的能量，因此可能造成魚隻成長及
生殖上之負面影響，此即為魚類對環境緊迫的三級反應。而二級反應
產生之生理調節，最終若無法使魚隻適應環境緊迫或污染，即會造成
魚隻死亡。因此，透過血液中環境荷爾蒙或生理指標之檢測分析，即
可瞭解環境緊迫對魚類初期及中期影響，但若想瞭解環境緊迫 (包括
污染物)對魚隻長時間的慢性影響，以魚隻之成長及繁殖力或長時間
於污染環境下的活存率，便是良好的評估指標。
底泥在水生生態系中，扮演了水域生態平衡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對底
棲生物，底泥更是其賴以為生的重要介質，包括棲息及繁殖、從中獲
得食物及營養來源、維持生物生存環境之水質穩定等，若底泥遭受到
污染後，將對水域生物帶來莫大的衝擊。底泥污染多來自污染的水
體，透過水體污染物沉降，而累積於底泥中，當污染累積至一定程度
後，對於依賴底泥為生之底棲生物，必定造成負面而且長遠的影響。
過去對環境污染評估研究，多以急毒性分析為主，如半致死濃度分析
等，而長時間曝露之慢毒性分析則較少。
泥鰍為淡水小型魚類，廣泛分布於各種水域中，但以具流水之水體居
多，行底棲生活並以夜行性為主。鰍科屬鯉形目，全世界共計 21 屬，
約 175 種，臺灣有 2 屬 3 種，包括真泥鰍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中華花鰍 (Cobitis sinensis)及大鱗泥鰍 (Paramisgurnus dabryanus)。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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鰍在國際間已開始被用來做為評估環境污染物影響的實驗動物，如真
泥鰍為廣泛分佈於亞洲淡水水域的魚種，其特色為體型適中、容易繁
養殖、公母容易區分等(2)，特別是其對污染物敏感，且為底棲性魚類，
於底泥中尋找食物，故常做為水體污染之實驗動物，用於評估底泥污
染指標物種(3-4)。目前臺灣主要養殖品種有俗稱白泥鰍的真泥鰍及俗稱
黃泥鰍的大鱗泥鰍，但真泥鰍以外銷日本為主，只有少數內銷較不易
獲得；為能瞭解低濃度、長時間下，污染底泥對底棲魚類的慢毒性影
響，本研究特別嘗試選用較易獲得之大鱗泥鰍為實驗物種，期望透過
試驗研究過程，評估最適宜之底泥生物慢毒性檢驗技術，以做為未來
建立底泥污染評估標準方法建立之重要依據。

材料與方法
1. 試驗設計
本實驗評估系統為自行組裝的玻璃系統缸，所有的泥鰍先進行 NaCl
半致死濃度試驗以評估其健康條件，泥鰍於 96 小時之 NaCl 半致死濃
度應介在 3.5~3.8%之間者方可用做底泥毒性評估分析。此外，野外底
泥評估試驗前，為確定使用之配方參考底泥 (對照組)適合用於泥鰍飼
養，亦進行其與祼缸之比較。野外採集 2 個樣點之底泥評估採全底泥
評估。繁殖評估部份包括魚卵受精率及魚苗孵化率，成長表現部份包
括體長及體重的增長、肥滿度、飼料轉換率、活存率及畸型率等項目。
2. 魚類底泥毒性分析系統
泥鰍底泥慢毒性實驗以玻璃缸進行，每個缸體大小為 45×15×30 cm，
並在缸體後方玻璃面中央裝設一個排水系統，排水孔大小為 0.4 寸，
固定每日換水 50%並避免底泥因排水而流失，排水孔內側以砂網包
住，以防魚隻脫逃。為統一排水，各系統之排水管路進行串連，排水
後，手動注水以底泥不揚起為原則。此外，系統上方裝設有太陽燈管
(40 W)，每 8 連缸配製 1 支燈管，並以定時器控制每日光照 12D：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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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系統連續 24 小時打氣，以維持溶氧 5 mg/L 以上。溫室內另設
置有一台變頻恆溫系統，控制水溫在 28±1oC。
3. 實驗用泥鰍之培育
實驗用大鱗泥鰍種魚或魚苗皆為自行培育，實驗動物必需是體表無
傷，活力佳，且無畸型者。魚苗繁殖採人工催熟繁殖，催熟用荷薾蒙
為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CG)，注射劑量為 5 IU/g 魚體重。催熟後
以溼導法進行人工受精，並撒佈於紗窗網上孵化。孵化魚苗飼養直到
1.5~2 個月齡時，即可做為實驗用稚魚，培育期間之池子以微小流水
及微打氣維持水質的乾淨。
4. 參考底泥之評估及野外底泥對泥鰍慢毒性分析
4.1 參考底泥之製備及系統佈置
本試驗用參考底泥配方主要參考 Bernet et al. (2011)方法(5)，配製之比
例為 60%石英砂、15%石英粉 (100-350 μm)，14% 白雲粉，0.5% 石
灰粉、8.5% 矽藻土及 2% α-纖維素。野外底泥採集後，先置於暗瓶中，
並貯存於 4℃備用。實驗時，由冰箱取出底泥，待其回溫後，立即舖
設於系統內，以進行試驗，每一處理各進行三重覆。
試驗前，所有容器或測試系統皆置於自來水中浸泡，再以清潔劑刷洗
並以自來水沖洗兩次。隨後以 10% HCl 潤洗去除金屬與鹼性物質，再
以丙酮去除有機物質後以去離子水潤洗備用。每次進行毒性試驗前，
容器需再以去離子水充分潤洗，方可舖設底泥。將底泥平舖於潤洗後
之水槽，使成 3 公分高，隨後注入清水使達 16 L 之總體積，靜置隔
夜待水澄清後，即可進行實驗。試驗共計二次，包括參考底泥可行性
之評估，即比較參考底泥及祼缸條件下泥鰍之繁殖及成長表現差異。
試驗時，參考底泥及祼缸各設置 6 缸，共 12 缸；另外野外底泥樣品
S1 與 S2 之評估，以參考底泥為對照組，同樣各 6 缸，共計 18 缸。
試驗時同一種底泥中的 3 缸做為繁殖力評估，3 缸做為成長評估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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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繁殖力評估
繁殖力評估分析前，取紗窗網 (15×15 cm)，每重覆組放置一片。隨後
根據上述人工催熟技術進行大鱗泥鰍種魚之催熟，並以羽毛將卵平均
撒佈於各重覆組之紗窗網片上，卵數大約 100 粒/網。隔日，計數每個
網片上之總卵數及受精卵數，以瞭解各底泥條件對魚卵受精之影響。
第 2 日後，則計算缸中孵出小魚的總數，以瞭解底泥與祼缸條件對魚
苗孵化的影響。各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受精率 (%) = 受精卵數/總卵數 × 100%
孵化率 (%) = 魚苗數/受精卵數 × 100%
4.3 成長之評估
在所有系統缸佈置好後的隔天，隨即挑選體型接近之同批稚魚 (約 2
cm)進行實驗，每一個系統放置 20 尾魚，每一種底泥進行 3 重覆，故
每組各 60 尾魚。實驗期間，每日餵食量為魚體重的 8% (但實際投
餵量隨魚隻狀況調整)。試驗期間連續打氣以維持溶氧量。日常水質
量測包括每日量測溶氧和 pH，並換水 50%；每星期量測氨、亞硝酸
及電導度。體重及體長部份則為每週量測 1 次。各項指標之計算公式
如下：
活存率 (%) = 試驗結束之魚隻數/試驗開始之魚隻數 × 100%
肥滿度 = 實驗結束時之魚體重/(實驗結束時之魚體長)3 × 100
飼料轉換率 = 總投餵量/ (末重-初重)
畸型率 = 畸型魚隻數/正常魚隻數 × 100%。
5. 統計分析
本研究所測得之數值利用 SAS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AS Institute, Cary,
NC)進行變異數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並以 Duncan’s
Test 來測試不同處理間顯著差異效果(p<0.05)，以瞭解底泥對大鱗泥
鰍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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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 繁殖力評估
表 1 為祼缸及舖設有參考底泥(對照組)條件下，泥鰍卵的受精率及魚
苗孵化率的結果。由試驗結果可知，祼缸及對照組參考底泥的條件並
不影響泥鰍卵之受精率，而孵化率的結果亦顯示不會影響泥鰍苗的孵
化率。
表 1 祼缸組(不含底泥，No. sediment)與對照組(參考底泥，Ref.
sediment)對泥鰍卵的受精率及魚苗孵化率的影響。數據 (mean±S.E.)
標示不同字母表示不同處理間具有顯著性差異 (p<0.05)。
Sediments

Parameters
Fertilization (%)

Hatching rate (%)

No. sediment

83.24±3.06a

83.56±3.64a

Ref. sediment

90.17±2.56a

86.97±3.51a

此次試驗之對照組其魚卵受精率及孵化率皆高於 80%以上之標準，分
別為 83.14±6.12%及 88.11±3.66%。反觀在野外底泥 S1 及 S2 組，其
受精率分別僅有 17.56±3.49%及 14.34±6.19%，顯著低於對照組之結
果。相同的結果也在魚苗孵化率中看到，在野外底泥 S1 及 S2 組之魚
苗之孵化率皆顯著低於對照組 (表 2)。
表 2 對照組(參考底泥，Ref. sediment)與試驗組(野外底泥，S1 及 S2)
對泥鰍卵的受精率及魚苗孵化率的影響。數據 (mean±S.E.)標示不同
字母表示不同處理間具有顯著性差異 (p<0.05)。
Sediments

Parameters
Fertilization (%)

Hatching rate (%)

Ref. sediment

83.14±6.12a

88.11±3.66a

S1

17.56±3.49b

22.78±6.83b

S2

14.34±6.19b

12.22±7.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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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評估
成長指標，包括活存率、肥滿度、飼料轉換率及畸型率，由實驗結果
得知，此參考底泥(對照組)配方適合用於泥鰍飼育，與祼缸組在上述
各項指標上並沒有顯著性之差異 (表 3、圖 1)。另外由表 4 結果得知，
當泥鰍暴露於野外底泥 (S1 及 S2) 56 天後，其成長表現除飼料轉換
率與對照組無顯著性差異外，其餘皆較對照組之泥鰍差。以底泥 S1
來看，經過 56 天的飼養後，其活存率明顯較參考底泥差，且飼養於
野外底泥 S1 之魚隻相較於參考底泥有明顯之畸型率，畸型之個體可
明顯發現其脊椎彎曲，尾部曲折，鰭部不正常發育等外觀。相同的，
在底泥 S2 部份雖然活存率與參考底泥比較並無顯著性差異，但其肥
滿度明顯低於對照組，且畸型率亦較對照組之泥鰍高。由成長曲線圖
的結果來看，可知當泥鰍被飼養於含野外底泥 S2 之環境下 56 天後，
魚隻之成長速率明顯較對照組來的差 (圖 2)，而野外底泥 S1 之泥鰍
之平均體長及體重，雖然看起來亦較參考底泥差，但統計上並沒有顯
著性之差異。
表 3 祼缸組(不含底泥，No. sediment)與對照組(參考底泥，Ref.
sediment)對泥鰍活存率、肥滿度、飼料轉換率及畸型率之影響。數據
(mean±S.E.)標示不同字母表示不同處理間具顯著性差異 (p<0.05)。
Parameters
Sediments

Survival (%)

Condition
factor

FCR

Deformation rate
(%)

No. sediment 98.75±1.25a

0.83±0.01a

1.43±0.05a

0

Ref. sediment 93.75±3.75a

0.81±0.03a

1.37±0.07a

0

3. 水質條件
試驗結果顯示不論是溶氧或其他水質條件皆乎合泥鰍之成長。繁殖評
估實驗各組之溶氧皆 >5 mg/L 的安全濃度。就 pH 來看，系統中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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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介在 6.5~6.8。由成長評估實驗期間水質結果來看，所有水質條件，
包括溶氧、pH、電導度、氨-氮及亞硝酸-氮皆介在安全濃度範圍內。
二次成長期間，溶氧亦>5 mg/L、pH 值介在 6.3~7.1、電導度介在
200.2~472.3 μs/cm、氨-氮介在 0.05~0.54 mg/L 及亞硝酸-氮介在
0.004~0.8 mg/L。(圖表較多，簡化不列)
表 4 泥鰍於對照組(參考底泥，Ref. sediment)與試驗組(野外底泥，S1
及 S2)條件下飼養 56 天後，對泥鰍活存率、肥滿度、飼料轉換率及
畸型率之影響。數據 (mean±S.E.)標示不同字母表示不同處理間具顯
著性差異 (p<0.05)。
Parameters
Sediments

Survival (%)

Condition
factor

FCR

Deformation rate
(%)

Ref. sediment 83.33±1.67a

0.82±0.01a

1.52±0.01a

4.44±4.44c

S1

68.33±4.41b

0.81±0.003a

1.59±0.05a

74.24±2.98a

S2

78.33±4.41a

0.76±0.02b

1.49±1.25a

37.42±11.70b

圖 1 泥鰍於祼缸組(不含底泥，No. sediment)與對照組(參考底泥，Ref.
sediment) 條 件 下 飼 料 56 天 之 體 長 (A) 與 體 重 (B) 變 化 。 數 據
(mean±S.E.)標示不同字母表示不同處理間於相同時間下具顯著性差
異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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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泥鰍於對照組(參考底泥，Ref. sediment)與試驗組(野外底泥，S1
及 S2)條件下飼料 56 天之體長 (A)與體重 (B)變化。數據 (mean±S.E.)
標示不同字母表示不同處理間於相同時間下具顯著性差異 (p<0.05)。

討論
魚類的生活習性不同，與底泥的接觸頻率即不同，以底棲性魚類來
看，其活動包括生殖、攝食、棲息等幾乎皆與底泥密不可分。因此，
底棲魚類已被用來評估水域環境污染，如鰍科魚類(3-4,

6-7)

。本研究主

要目的是要建立魚類之底泥慢毒性評估方法，期望未來能用於野外水
域底泥污染評估檢測。以大鱗泥鰍做為實驗物種，主要是因為大鱗泥
鰍為臺灣本土之溪流魚類，加上為底棲魚種，較能反應出底泥的污染
情形。過去進行水域底泥污染評估實驗時，多數研究學者喜好使用配
方底泥做為參考底泥(5)，主要是因為採用野外底泥做為參考底泥時不
可確定的因素較多。為降低可能的干擾因素，本研究在對照部份亦使
用此配方底泥做為無污染的參考底泥，並評估其適用性，結果證實不
論是卵受精率及魚苗孵化率皆與裸缸組無顯著性差異，故此參考底泥
可做為後續野外底泥評估之對照使用。
底泥在水生生態系中，扮演了生態平衡的重要角色，若底泥遭受到污
染後，將對水域生物帶來莫大的衝擊，例如在 2000 年時，紐西蘭當
地漁民發現圖恩湖 (Lake Thun)中有大量的白鮭 (Coregonus lavaretus)
生殖腺畸型，這可能是因為圖恩湖底泥受到三硝基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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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Trinitrotoluene)等污染物的影響所致(8)。特別是與底泥接觸頻繁
之底棲水生動物，其將卵產於水草或底部基質時，即可能遭到污染物
影響。Chibunda et al. (9)指出由於金礦加工的關係，使得非洲 Mububi
河遭受到嚴重的汞污染，而含有汞的污染底泥對非洲鯰魚 (Clarias
gariepinus)幼魚的成長及活存造成嚴重的危害。類似的結果也在本研
究的野外污染底泥評估試驗中發現，其造成泥鰍繁殖表現明顯受到抑
制，不論是卵的受精率或魚苗的孵化率皆明顯較對照組差，在受精率
部份有約 60%的差異，而魚苗孵化率的部份亦有約 60%的差異。
水環境污染對水生魚類族群影響已被廣泛討論。這些污染對魚類的影
響包括生殖、行為、成長、存活、免疫抗病力等(7,10)，其中成長更被
廣泛用來評估水體污染對魚類的影響，當然也包括對污染底泥的評估
(9,11-12)

。本底泥評估亦分析魚類成長，結果顯示魚隻成長確實因為污

染底泥而下降。過去己有許多水產養殖相關的研究指出，養殖池水的
惡化，包括過高的氨-氮(13)及亞硝酸-氮累積(14)、過高或過低的 pH(15)、
過低的溶氧(16)等會對魚類的成長表現、活存、發育、生理代謝等造成
負面的影響。本研究期間，所有組別之水質條件皆於理想範圍內，推
測野外底泥組有較差之成長表現，並非覆水水質惡化所致，應是反應
底泥品質的結果。
一般動物遭遇不良環境時，會透過神經調節物質及內分泌系統調節生
理之恆定狀態以適應環境之緊迫(1)，這結果將會導致獲取的能量多用
於生理調節以適應緊迫，進而使得魚隻繁殖及成長表現下降。在本研
究中，確實也發現魚隻於底泥 S2 組下，其成長率及肥滿度皆較參考
底泥組差。推測這是因為泥鰍於含污染底泥 S2 環境下，大量利用能
量於調節適應污染環境，而導致成長下降。除成長外，活存率亦是評
估環境緊迫對水生動物影響的重要指標之一，因為當魚類最終仍無法
透過調節生理適應緊迫時，則可能導致死亡發生。在本次的實驗中，
除 S1 組部份魚隻在成長量測後，因受傷造成爛尾死亡，使其活存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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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參考底泥組低外，S2 組之活存率與參考底泥較無顯著性之差異，顯
示底泥的污染程度未達致死之程度。
綜合以上結果來看，可知該系統用於泥鰍繁殖及成長表現之評估是可
行的，因為參考底泥 (對照組)結果不論是在繁殖與成長表現上皆在理
想範圍內。另外，由野外底泥的試驗可知，泥鰍早期生活史階段似乎
比稚魚階段對污染物的耐受性差，意味著其比成長表現更適合做為底
泥污染的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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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科技業(TFT-LCD)污泥指紋之鑑識
潘復華 1 黃許麗娟 2 許志福 3 李長平 4

前言
國內高科技業包含了光電產業、積體電路製造業、印刷電路板製造
業、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等相關產業，其中光
電產業由於其產出之廢水量大，相對污泥產出量也較大(1)，本文選擇
以光電產業中廢水產出量最大的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面板
TFT-LCD(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製造業來進行污
泥指紋鑑識技術開發研究。

TFT-LCD 製程特色
在進行 TFT-LCD 製造業污泥指紋鑑識時，首先應了解 TFT-LCD 製
程及使用原物料、試劑，與廢水處理時使用之試藥及操作條件等相關
資訊，因製程所使用之原物料、試劑，與廢水處理時使用之試藥皆可
能在廢水處理後沉降在污泥中(2)。
TFT-LCD 製程 (3-4) 主要包含兩大主軸：第一部份是薄膜電晶體陣列
(TFT Array)，第二部分是彩色濾光片製程(CF Process)，而在這兩大
主軸皆包含了薄膜、黃光、蝕刻、去光阻作業等相關製程，也是後續
會產生廢水及污泥之製程。在 TFT-LCD 製造過程中所使用之原物料
及試藥有：玻璃基板、介面活性劑、光阻液(樹脂、感光劑、溶劑)、
清洗晶邊光阻稀釋液(簡稱 EBR)如：丙二醇甲醚(Prop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 PGME) 、 丙 二 醇 甲 醚 乙 酸 酯 (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Acetate ： PGMEA) 、 環 己 酮 (Cyclohexanone ：
Anone)、醋酸丁酯(n-Butyl Acetate：nBAC)、乙氧基丙酸乙酯(Ethyl
Ethoxy Propionate：EEP)、氧化銦錫蝕刻液、鋁蝕刻液、顯影液(氫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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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四 甲 胺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 ： TMAH) 、 異 丙 醇
(Iso-Propyl Alcohol：IPA)、去光阻液如：二乙二醇單丁醚(Di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BDG)、二甲基亞砜(Dimethyl Sulfoxide ：
DMSO) 、 N- 甲 基 吡 咯 酮 (N-Methyl-2-pyrrolidone ： NMP) 、 乙 醇 胺
(Monoethanolamine ：MEA)、六氟化硫、聚亞醯胺、金、銅蝕刻液、
銅剝離液、氧化銦錫(ITO)蝕刻液等。在製程廢水部分主要分為三類：
第一類是氟系廢水，主要來自濕式蝕刻及清洗製程，常見之藥品包括
HF 和 NH4F 等，第二類是酸鹼無機廢水，主要是蝕刻及清洗製程所
使用之雜酸及大量超純水所產生，第三類是有機廢水，主要為清洗、
曝光、顯影、剝離及固膜等製程中所產生，一般常見之有機物包括有
機溶劑、光阻劑、去光阻劑及顯影劑等，而這些製程所用之原物料及
試藥與廢水特性皆可作為後續污泥指紋建置之參考。

污泥指紋鑑識
在進行 TFT-LCD 產業污泥指紋鑑識時，為取得具代表性之污泥樣
品，本研究將經由彙整有關 TFT-LCD 相關製程、使用原物料及試藥、
廢水來源及處理方式等相關資料後，再進行廠家訪查(5-6)採樣及污泥
鑑識工作。其中在污泥樣品採集部份共訪查 9 家廠商與採集 26 個樣
品，在針對 TFT-LCD 產業污泥之指紋鑑識方法(7-8)規劃部份詳如圖 1
所示，包括特性分析、物性分析、化性分析等三個部分，其中特性分
析部份又包含有：外觀、顏色、形狀、型態等，物性分析包含有：晶
相結構分析(XRD)、表面形狀及成分分析(SEM/EDX)、主成分分析
(XRF)等，化性分析包含：無機物分析，以 ICP 分析金屬/元素，有機
物分析部分：以 GC/MS 分析 PGME、PGMEA、DMSO、NMP、BDG
等常用光阻劑及去光阻劑，與使用 LC/MS/MS(9)分析介面活性劑如壬
基苯酚聚乙氧基醇類化合物及辛基苯酚聚乙氧基醇類化合物(NPxEO
&OPxEO)、全氟辛酸及全氟辛烷磺酸(PFOA/PFO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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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TFT-LCD 產業污泥之指紋鑑識方法

TFT-LCD 產業污泥指紋特性
TFT-LCD 產業污泥經由特性分析、物性分析、化性分析結果顯示在
外觀顏色上氟化鈣污泥大都是呈現灰白色，有機污泥是呈現黑色，無
機污泥是呈現黑色或褐色(如圖 2)。以 SEM 掃瞄污泥之微觀形狀時顯
示，有些微觀形狀呈圓球狀均勻分布，有些則呈現膠結現象(如圖 3)。
在晶相結構分析部分有些樣品有顯示 CaF2 、Si-C、Si 等結晶結構(如
圖 4)，在組成分分析部分有些樣品有檢測出特性金屬/元素如 Ce(鈰)、
Sr(鍶)、La(鑭)、Br(溴)、Mo(鉬) (如圖 5)。在有機物分析部分有些樣
品則有檢測出 EA、PGME、PGMEA、NMP、DMSO、BDG、TMAH
等有機物，另外也有部分樣品有檢測出甲基硫、二甲基二硫、二甲基
三硫、甲基胺、二甲基胺等含硫及氮之有機物。在水溶性有機物檢測
部分有檢測出 NPxEO&OPxEO(如圖 6)，其中由 NPxEO&OpxEO 檢測
結果顯示每個污泥樣品中之 NPxEO&OpxEO 的濃度分布趨勢是相
同 ， 以 OP4EO 濃 度 最 高 ， 其 次 是 OP5EO 、 NP6EO ， 而 樣 品 中
NPxEO&OpxEO 的 總 濃 度 最 高 者 為 第 一 個 樣 品 ， 且 涵 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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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xEO&OpxEO 種類也最多，而上述各類分析檢測結果將會彙整建檔
匯入資料庫中，作為後續污染源追蹤查證比對參考之用。

圖 2 TFT-LCD 產業污泥外觀顏色照片(由外觀顏色顯示氟化鈣污泥
大都是呈現灰白色，有機污泥是呈現黑色，無機污泥是呈現黑色或褐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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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映桃園廠有機污泥

友達台中一廠有機污泥

臺灣凸版國際彩光公司

長瀨電子無機污泥

勝華科技-環中廠

瀚宇彩晶南科 TFT-LCD 三廠

友達新竹廠 L3C 有機污泥

勝華科技-台中廠

和鑫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元太科技有機污泥

奇美電子-B 廠

奇美電子-E 廠

圖 3 TFT-LCD 產業污泥 SEM 掃描圖片(以 SEM 掃瞄污泥之微觀形
狀時，有些微觀形狀呈圓球狀均勻分布，有些呈現膠結現象)

圖 4 TFT-LCD 產業污泥 XRD 圖片(以 XRD 測試晶相結構時顯示有
CaF2、Si-C、Si 等結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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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TFT-LCD 產業污泥中金屬/元素篩選分析結果(在污泥組成分分
析部分有檢測出特性金屬/元素如 Ce(鈰：181900 μg/g)、Sr(鍶：3193
μg/g)、La(鑭：119500 μg/g)、Cr(鉻：11290 μg/g)、Br(溴：5031 μg/g)、
Mo(鉬：3428 μg/g)

圖 6 TFT-LCD 產業污泥 NPxEO&OpxEO 分析結果(單位:ppb)
(由 NPxEO&OpxEO 檢測結果顯示每個污泥樣品中之 NPxEO&OpxEO
的濃度分布趨勢是相同，以 OP4EO 濃度最高，其次是 OP5EO、NP6EO，
而 樣 品 中 NPxEO&OpxEO 總 濃 度 最 高 者 為 第 一 個 樣 品 ， 且 涵 蓋
NPxEO&OpxEO 種類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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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LCD 產業污泥鑑識程序
經由使用各種檢測分析工具鑑識 TFT-LCD 產業污泥及解析各種分析
數據後，鑒於各廠商生產之產品不同，使用之原物料、試藥不同，廢
水處理方式或加藥不同等，導致所產生之污泥特性不同。因此為編撰
一套適用於 TFT-LCD 產業污泥之快速鑑識程序，本文彙整歸納了各
類 TFT-LCD 產業製程相關資料及各廠污泥特性、物性及化性等相關
檢測結果評析後，初步建立一套適於 TFT-LCD 產業污泥之鑑識程序
如圖 7，詳細流程說明如下：
1. 觀察並記錄污泥樣品外觀、顏色、形狀。
2. 以 XRF 快速篩選金屬/元素種類，測試 Ce、La、Br、Mo 含量是
否大於 0.1%?
3. 以 SEM/EDX 測試污泥樣品之粒徑大小、細部形狀，並搭配 EDX
檢測氟、氮含量是否大於 0.1%?
4. 以 XRD 測試污泥樣品之晶體結構，觀測是否含 CaF2、SiC、Si
晶體結構?
5. 以自動進樣系統之 GC/MS 定性/半定量有機物種類，篩選是否含
有 PGME、PGMEA、NMP、DMSO、BDG、TMAH、甲基硫、
二甲基二硫、二甲基三硫、甲基胺、二甲基胺等有機物?
6. 綜合快篩結果比對評析是否疑似為 LCD 產業污泥?
7. 以 ICP 確認並定量由 XRF 篩選出來之金屬/元素濃度(Option 選項)
8. 以 GC/FID 或 GC/MS 定量有機物濃度(Option 選項)
9. 以離子層析儀檢測 TMAH 濃度(Option 選項)
10. 以 LC/MS/MS 檢測 NPxEO&OPxEO 濃度(Option 選項)
11. 綜合彙整上述快篩結果及檢測數據，進行資料庫比對評析，找出
可疑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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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TFT-LCD 產業污泥鑑識程序

結語
針對高科技業污泥指紋鑑識，為得到具有特徵指紋之辨識能力，須配
合了解產業製程、使用原物料及試藥、廢水處理相關設施及處理方
法，與使用各種分析工具，然後綜合所收集之相關資訊與分析結果再
進行評析比對工作，才能得到一個較具公信力之鑑識結果。追蹤污染
源，可藉由此鑑識程序，以剔除不可能造成污染行為之業者，縮小稽
查範圍，再用其他稽查方法補強證據，依此釐清責任歸屬的稽查行政
調查公權力作為，達到嚇阻不法效果。

參考文獻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高科技產業廢水水質特性分析及管制標準探
討計畫」，2005。
2. Chin-Nan Lei et. al., Biological treatment of thin-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TFT-LCD) wastewater using aerobic and anoxic/oxic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s, Chemosphere, 2010, 81, 57–64

77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論文∣Articles

3. TFT-LCD 產業實務分析，友達光電，2005。
4. 奈米通訊，廢溶劑回收系統於 TFT-LCD 製造廠之應用，第十二卷
第二期，52-56, 2005。
5.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統計資料」查詢系統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
6. 經濟部經濟統計資料網路
http://www2.itis.org.tw/search/default.aspx?adv=1&search_keyword=
半導體
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優先行業指紋資料建置計畫(光電材料及元
件、半導體業)，2004。
8.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鋼鐵冶鍊業集塵灰指紋技術建置計畫，2004
年。
9.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高 效 液 相 層 析 / 串 聯 式 質 譜 儀 法 NIEA
W359.50B，2010.2.15。

2013年1月

78

技術趨勢∣Trends

空氣污染物鑑識技術趨勢
陳孟宜1 黃星榜2 潘銓泰3

摘要
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一期至第五期，陸續收集「分析化學(Analytical
Chemistry)」等著名期刊之最新大氣污染物、室內空氣品質、異味污
染物之檢測技術相關文獻，進行摘要整理與介紹。本文再選取「環境
污 染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 「 大 氣 環 境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
「大氣污染研究(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
「環
境科學與技術(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期刊中，有
關空氣污染物組成、來源與轉化(4篇)及污染物傳輸(2篇)等文獻資
料，摘要整理與介紹，藉以描繪現今大氣區域污染物特徵、污染源推
估、污染物傳輸及轉化研究之發展現況與趨勢。
1. 一年內密集監測義大利托斯卡尼含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之 PM2.5 的
濃度及污染來源與意涵(1)
2009 年 3 月到 2010 年 3 月期間在義大利托斯卡尼地區的 3 個場址，
對含有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的
PM2.5 顆粒進行監測。結果其 PAHs 濃度介於 0.92 ng m-3 和 13 ng m-3
之間；其中苯芘 (Benzo[a]pyrene) 的年平均值低於歐盟限值(1.0 ng
m-3)。
由這三個場址的空間和季節的差異，亦可歸納出 PAHs 之特定來源。
依研究的結果顯示，在佛羅倫薩城市，通勤和工作有關的交通排放量
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利沃諾城市，港口活動似乎極大地影響 PAHs
的負荷量。以 PAHs 罹癌風險(PAH Cancer Risk，以「BaPE 指數(BaPE
index)」表示)顯示，與 1990 年代初的濃度相較，下降 6 倍；而與 199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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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末相較則下降至 2~3 倍。
2. 使用分餾水溶性有機碳測量調查在都會區的有機氣膠來源(2)
2010年12月27日到2011年1月20日間在韓國首爾都會區測量PM2.5 中
之元素碳(Elemental Carbon, EC)、有機碳(Oranic Carbon, OC)、Bulk
水溶性有機碳(Bulk Water-Soluble Organic Carbon, WSOC)、分餾的
WSOCs (Fractionated WSOCs)，以及水溶性的無機物種(Water-Soluble
Inorganic Species)等碳氣膠(Carbonaceous Aerosols)濃度。實驗期間，
一天採集兩次PM2.5樣品，例如分別為白天(10:00到16:00)和夜間(16:00
到10:00)。使用大孔XAD7HP樹脂分離液體萃取物為親水性和疏水性
的WSOC(WSOCHPI和WSOCHPO)。使用EC追踪法(EC-Tracer Method)並
與WSOC部分相比較來估計SOC。發現WSOC、SO42-和草酸(Oxalate)
之間有良好的相關性，顯示可由那些相似的SO42-和草酸形成過程中觀
察到一些WSOC起源，例如雲或噴霧液滴過程中形成的。相較於與
WSOCHPI的相關性(R2=0.33)，主要的OC與WSOCHPO有更高度的相關
性(R2=0.56)；且預測的SOC和WSOCHPI 的相關性(R2=0.63)比預測的
SOC和WSOCHPO的相關性(R2=0.47)更好。這些結果顯示在都會區冬季
的WSOCHPI是由二次有機碳生產途徑所形成，而研究期間一級燃燒排
放則是WSOCHPO的主要來源。WSOC、WSOCHPI和WSOCHPO的來源，
除了上述相關性推斷外，亦由其主成份分析獲得之來源類別鑑定加以
證明。而測量結果顯示，Bulk WSOC萃取物的分離可以提供重要的線
索，以更了解OC (WSOC)的來源。
3. 在沙烏地阿拉伯吉達市 PM2.5 和 PM10 的污染源解析和元素組成
(3)

從 2011 年 6 月到 9 月間在吉達市進行了數星期的多個場址採樣，結
果 PM2.5 的整體平均質量濃度為 28.4 ± 25.4 μg m-3 ，PM10 為 87.3 ±
47.3 μg m-3，其具有顯著的時空變化，而 PM2.5/PM10 的平均比率為
0.33。另採用最大變異直交轉軸(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建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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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成數據，藉以分別確定 5 個對 PM2.5 質量具顯著貢獻量的顆粒來
源類別和 4 個對 PM10 質量具顯著貢獻量的顆粒來源類別。其中，PM2.5
和 PM10 來源皆包含：(1)具有高鎳和釩的重質油燃燒的特徵，(2)具有
高濃度的鈣、鐵、鋁，和矽再懸浮土壤的特徵，(3)混合的工業來源；
另其它 2 個 PM2.5 的來源為(4)確定存在的鉛、溴和硒的交通來源，和
(5)其他工業來源的混合物；而 PM10 的另 1 個來源則為海洋氣膠。
為了估計各別來源的貢獻量，因此對 PM 質量濃度及各因子來源進行
迴歸，揚塵和石油的燃燒分別累積貢獻了 77 和 82﹪的 PM2.5 和 PM10
量。
4. 氣相 PAHs 於 PM2.5 中大氣反應產物的定量與季節性轉變模式(4)
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olycyclic Aromic Hydrocarbons, PAHs)為空氣中
普遍存在的毒性污染物，氣相 PAHs 經光化學反應後，其毒性、致癌
性及突變性通常較原始的 PAHs 更高，而二次有機氣膠(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 SOA)顆粒為都市大氣中 PAHs 反應的產物。
此研究偵測並定量 2006 至 2007 年於韓國首爾收集周界 PM2.5 之萘
(Naphthalene)和菲(Phenanthrene)的 6 種獨特 OH-反應產物，此 6 種反
應 產 物 包 含 主 要 由 萘 和 OH 自 由 基 (OH Radical) 反 應 產 生 的
2-Formylcinnamaldehyde、Phthalic Acid 與 Phthalide，和主要由菲和
OH 自 由 基 反 應 產 生 的 Dibenzopyranone, 9-Fluorenone 與
1,2-Naphthalic Anhydride，其全年平均濃度範圍介於 2.45~49.9 ng
m-3，而這些濃度值皆高於首爾單一顆粒 PAHs 化合物的平均濃度。
此外，上述 6 種反應產物於季節性的轉變模式中，皆顯示冬季月份濃
度值較夏季月份高，其原因包括：(1)因冬季取暖而產生較多的 PAHs
逸散於大氣中，故冬季的 PAHs 濃度較高。(2)在夏季或冬季之大氣
PAHs 皆會由光化學反應形成，然而在冬季的低溫環境中，一級污染
來源增加且低溫時顆粒與氣體分配活性(Particle to Gas Partitioning
Activity)較高，使得於冬季月份時，PM2.5 中測得的這些化合物的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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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
另化合物2-Formylcinnamaldehyde和Dibenzopyranone的產生量和二次
有機碳(Secondary Organic Carbon, SOC) 的估計濃度相關性很高，此
證實於一般大氣中，由氣相PAHs反應形成SOA是很顯著的；另由於
它 沒 有 其 他 已 知 的 來 源 ， 因 此 2-Formylcinnamaldehyde 和
Dibenzopyranone可分別作為空氣中萘和菲氧化反應單一指標。
5. 東北亞粒狀 PAHs 之逸散及大氣傳輸(5)
在東北亞 PAHs 排放主要來自中國境內發電廠、工業、交通、開放式
生物質燃燒及熱解過程中的不完全燃燒。所以源於中國的 PAHs 跨界
運輸，已經受到越來越多的關注。本文對不同空間(中國與日本)和時
間(2000 至 2005 年)粒狀 PAHs (Particulate PAHs)濃度分佈進行研究。
即是檢測東北亞粒狀 PAHs(溢散、濃縮等級及跨界傳輸的 PAHs)，並
利用其開發逸散調查清單和化學傳輸模式進行討論。逸散調查清單即
為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亞 洲 區 域 排 放 清 單 版 本 (Regional Emission
Inventory

in

Asia

fo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Version,

REAS-POP)，而化學傳輸模式即為持久性的區域空氣質量模式 Ver2
(Regional Air Quality Model Ver2 fo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RAQM2-POP)。
此 REAS/RAQM2-POP 是通過在北京源區以及中國東方下風處數千
公里外的日本石川縣(Noto)，比較及模擬驗證包含 Flu、Pyr、BaA、
Chr、BbF、BkF、BaP、IcdP 和 BghiP 等 9 種粒狀 PAHs，證實其符
合 REAS/RAQM2-POP 模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北京的 PAHs 濃度大多來自國內媒、生物燃料及煤的
其他轉化(包含焦炭生產)，且含量約大於日本石川縣(Noto)監測值的
百倍(2 個數量级)。在石川縣，PAHs 濃度隨著季節性變化，在冬天至
春天時，煤、生物燃料及其他煤轉化物的使用導致 PAHs 濃度較高，
而在夏季濃度則較低；另相較於冬季，夏季之 PAHs 則來自其他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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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季節性的變異是因為中國的污染物季節性逸散的變異，以及和亞
洲大陸氣象條件的跨界傳輸相關聯。
6. 南極冰雪中含全球性空氣污染物 As, Mo, Sb 及 Tl 之證據(6)
雖然As、Mo、Sb及Tl元素環境曝露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受到關切，
但其人為污染造成的衝擊與其地質循環的狀況仍不清楚。因此，本文
進行南極大陸Dome Fuji積雪場中之As、Mo、Sb及Tl含量調查研究，
結果顯示過去50年間，無論是人為活動或火山爆發，都導致這些元素
的含量頗高。本文以地殼富集係數(Enrichment Factors, EFs)判定雪中
不同元素的增加量，可由EF值大小獲得元素的來源為天然來源或人為
污染，當EF值接近1(Close to Unity)時，則表示其主要來自大陸地殼。
上述增加係數之計算方法為：EF=[X/Ba]snow/[X/Ba]crust，其中X代表測
定的元素，[X/Ba]snow和[X/Ba]crust分別代表雪中和大陸地殼中元素X與
Ba的比值。
與1960-1964年的濃度相較，發現1970-1990年代南極大陸積雪中之
As、Mo、Sb及Tl元素含量較高，且其地殼增加係數很大，分別為As(係
數~15)、Mo(~4)、Sb(~4)和Tl(~2)，反映這些元素皆為人為污染所造
成，且這些元素廣佈地球，甚至極遙遠的地區都有它的蹤跡。其中
As的人為污染主要來自於非鐵金屬工業，尤其是銅熔化過程會產生
As的逸散；而Mo和Tl的人為污染則來自於石化燃料燃燒；Sb污染逸
散則來自於石化燃料燃燒及非鐵金屬工業。
本研究測得之高含量As、Mo、Sb及Tl元素，推測可能來自於南美洲(尤
其是智利)早年熔化非鐵金屬及燃燒化石燃料過程，而導致這些微量
元素逸散至大氣中，並伴隨這些元素的傳輸及沉降行為所造成。而於
1990年後，因智利實施煉銅工業減少As逸散之環境規章，使得大氣中
As濃度及其EF急遽減少，而至2000年時，大氣中As的濃度僅略高於
1960年，由此亦可看出，政府於污染控制的政策，可有效降低區域性
及全球性之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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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空氣污染物鑑識技術發展趨勢
1. 藉由空氣污染物之組成分析可推估其污染源與污染物轉化情形，
故發展快速、簡便及尋求最佳化之空氣污染物鑑識技術為當前技
術開發之重點之一。
2. 空氣污染物可藉由跨界傳輸擴大其影響範圍，除臨近污染源產生

之污染物，需一併研究境外或長程傳輸對污染濃度之貢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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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檢測方法之發展趨勢
鄧名志 1 翁英明 2

摘要
執行環境污染物檢測過程，無形中產生廢液及廢棄物，讓原本想藉由
環境檢測達到環境監測及環境保護之美意大打折扣，因此近年來檢測
領域技術開發上，除了針對技術的提升外，亦希望能減少廢棄物的產
生，以達到對環境友善的目的。本文摘錄 2010~2012 年相關期刊 9 篇：
4 篇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技術及 5 篇攪拌子吸附萃取技術，此
等方法對分析物選擇性佳，同時兼具淨化功能，已逐步應用於環境中
新興污染物前處理技術，減少大量的溶劑使用，是一項安全兼具節能
減碳之綠色化學前處理技術。

前言
液液萃取是一項容易操作且穩定性高之前處理技術，但其最大的缺點
就是產生大量的廢溶液。因此便有減少液液萃取溶劑量之研究，即液
液微萃取，但少量甚至微量之萃取溶劑於大量之環境基質中萃取，所
面臨的問題就是溶劑無法有效均勻分布於基質中，將待測物從基質中
有效萃出。本文收錄了 4 篇改善此問題之論文，利用超音波震盪器搭
配分散劑，使萃取溶劑與基質藉由分散劑及超音波震盪方式乳化混
溶，萃取溶劑可均勻分散於基質中，提高萃取液的富集效能，此技術
稱為「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Ultrasound-Assiste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UADLLM)」。
攪拌子只用來攪拌溶液似乎是落伍的觀念了，沒想到一個小小的攪拌
子居然可以當作萃取器，吸附環境基質中待測物，藉由熱脫附或溶劑
脫附方式釋放待測物，進入分析儀器檢測。本文收錄 5 篇相關論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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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攪拌子修飾吸附材質萃取待測物，應用於環境基質中進行環境污
染物含量之調查監測並探討相關係數，此技術稱為「攪拌子吸附萃取
(Stir-Bar-Sorptive Extraction, SBSE)」。

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技術及其應用
1. 運用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檢測河水中 6 項除蟲菊酯類殺蟲
劑(1)
開發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技術搭配液相層析儀針對河水中 6
項除蟲菊酯類殺蟲劑預濃縮及檢測，此微萃取技術是運用 3 種溶劑系
統於樣品溶液中形成微小液胞萃取液，3 種溶劑系統分別為與水不相
溶之萃取劑(四氯甲烷)、與水相溶之分散劑(丙酮)以及樣品本體(河
水)。許多參數會影響萃取效能，諸如萃取劑及分散劑的類型與體積、
萃取時間、超音波時間及離心時間等，經由測試得到最佳實驗參數，
所有待測物之最佳線性濃度範圍為 0.00059~1.52 mg/L，R2 值＞
0.999。同日及不同日分析之精密度測試，相對標準偏差分別低於 3.4%
及 8.9% ， 6 項 除 蟲 菊 酯 類 殺 蟲 劑 之 3 種 濃 度 添 加 回 收 率 為
86.2~109.3%，相對標準偏差低於 8.7%，富集因子為 767~1033。
2. 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搭配氣相層析火焰離子偵測器同時檢
測瓶裝水中 4 種塑化劑(2)
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技術是一項簡單快速的前處理方法，搭配
氣相層析火焰離子偵測器用於分析瓶裝水中 4 種塑化劑(Dibutyl
Phthalate, Butyl Benzyl Phthalate, Diisooctyl Phthalate, Dioctyl
phthalate)。使用微量分散劑搭配超音波震盪系統可使萃取劑於樣品中
形成很好的雲霧狀溶液(乳化)，此形態可顯著提升萃取效率及縮短平
衡 時 間 。 4 種 塑 化 劑 之 富 集 因 子 範 圍 為 490~530 ， 回 收 率 為
84.8~104.7%，最佳線性濃度範圍為 6.9~444 μg/L，同日及不同日分析
之精密度測試，相對標準偏差分別為 1.4~2.0%及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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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溶劑消耗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搭配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
海水中多環芳香烴化合物(3)
本研究運用超音波震盪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搭配氣相層析質譜儀檢
測海水中 16 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使用低溶劑消耗方式萃取待測
物，萃取效能受到萃取及分散劑類型、相比例、溫度、萃取時間及離
心時間等因素影響，經測試後獲得最佳萃取參數，最佳線性濃度範圍
除了 Acenaphthylene (10~2000 ng/L)、Phenanthrene (5~2000 ng/L)、
Fluoranthene (5~2000 ng/L)及 Pyrene (5~2000 ng/L)外，皆為 20~2000
ng/L。富集因子為 722~8133，偵測極限為 1.0~10.0 ng/L，標準添加
50 ng/L PAHs 之相對標準偏差為 3.4~14.2%，具良好精密度，於仿海
水基質及海灘海水之樣品添加回收率分別為 87~124%及 70~127%。
此前處理技術相較於傳統液液微萃取技術富集效能高 1.1~10 倍，使
用溶劑量低且平衡時間短。
4. 使用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及氣相層析火焰離子偵測器微量
分析水樣中甲基第三丁基醚(4)
運用簡單及有效率之超音波輔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技術及氣相層析火
焰離子偵測器，開發水樣中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之預濃縮及分
析，將 100 μL 苯甲醇緩慢滴入裝有含 30%氯化鈉水樣之 10 mL 離心
玻璃瓶中，置入超音波水浴槽執行超音波震盪。形成之乳化液以離心
機離心，取分離出之苯甲醇 2 μL 注入氣相層析火焰離子偵測器分析。
本文針對有機溶劑性質與體積、萃取溫度、離子強度及離心時間等因
素探討對萃取效能之影響及確效，此方法之偵測極限為 0.05 μg/L，檢
量線濃度範圍 0.1~500 μg/L 具很好線性(R2=0.998)，此技術可應用於
加油站地下儲油槽滲漏污染地面水體之檢測。

攪拌子吸附萃取技術及其應用
5. 攪拌子吸附萃取水中抗紫外線有機物線上質譜儀直接分析檢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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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開發一套以線上質譜儀直接分析環境水體中抗紫外線有機物
(防曬乳成分)之掃描檢測技術，此線上質譜儀可明確判定
Benzophenone-3
(OD-PABA),

(BP-3),

Ethylhexyl

Dimethyl

p-Aminobenzoate

4-t-Butyl-4′-Methoxydibenzoylmethane

(BM-DBM),

Homomethyl Salicylate (HMS), 2-(Ethylhexyl) Salicylate (EHS),
Octocrylene (OC), and 4-Methylbenzylidene Camphor (4-MBC)等 7 種抗
紫外線有機物，首先以待測物配製於甲醇做為標準儲備液，測試線上
質譜儀分析條件，因為抗紫外線有機物於環境水體中濃度非常低無法
直接分析，所以必須運用表面塗佈一層聚二甲基矽氧烷之攪拌子吸附
富集待測物，然後直接由質譜儀進行半定量分析。此方法線性曲線相
關係數 R>0.959，相對標準偏差 5~30%，偵測極限低於 40 ng/L。
6. 藉由現地衍生化及攪拌子吸附萃取技術以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水
中 parabens 防腐劑、三氯沙及甲基三氯沙(6)
運用攪拌子吸附萃取搭配衍生化技術，以熱脫附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
水 樣 中 parabens 防 腐 劑

(Methylparaben, Isopropylparaben,

n-Propylparaben, Butylparaben and Benzylparaben)、三氯沙及甲基三氯
沙，此方法衍生化與萃取同步發生，簡化前處理方法並提升萃取效率
及氣相層析儀偵測感度，此技術除了 methylparaben 回收率為 22%以
外，其餘待測物之回收率皆高於 79%，偵測極限 0.64~4.12 ng/L，並
具有很好的再現性及準確度，此方法可應用於自來水、未處理及已處
理之廢水。
7. 被動式採樣及攪拌子吸附萃取技術搭配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水中
內分泌干擾物質(7)
以攪拌子吸附萃取技術萃取及預濃縮水中 5 種內分泌干擾物質
(4-n-Nonylphenol,

Bisphenol

A,

Estrone,

17β-Estradiol,

and

17α-Ethinylestradiol)搭配高解析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萃取過程同時
執行待測物衍生化，以醋酸酐將含酚化合物衍生化形成疏水性及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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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待測物，此技術可提升感度(定量極限 1.2~1.6 ng)、重覆性(相對標
準偏差 2~9%)及再現性(相對標準偏差 10~17%)。
8. 攪拌子吸附萃取搭配氣相層析三段式四極柱質譜儀檢測河水及廢
水排放液中濃度兆分之一(ppt)等級之氯化內分泌干擾物(8)
運用攪拌子吸附萃取、搭配液體脫附以氣相層析三段式四極柱質譜儀
定量分析河川水及廢水中 25 種氯化內分泌干擾物，本研究使用之攪
拌子表面塗佈 47 μL 聚二甲基矽氧烷，以 5%甲醇做為修飾劑及添加
10%氯化鈉萃取 100 mL 水樣中待測物，攪拌子轉速 900 rpm，萃取時
間 14 小時可獲得最佳回收率，使用乙腈：甲醇=1：1 溶液做為反萃
取溶液，超音波震盪 5 分鐘，連續執行二次。方法偵測極限於河川水
及廢水分別低於 2 ng/L 及 10 ng/L，除了草滅淨(Simazine)在基質中回
收率為 65%外，其餘化合物回收率皆大於 70%。此方法成功應用於分
析西班牙 Henares 河之河水及污水處理場放流水，25 項化合物於兩種
水體中檢出 11 項，在所有河水及放流水之樣品中幾乎全部檢出
Terbutylazine 及 Methoxychlor，其值介於 37~58.5 ng/L 及 15.2~46.8
ng/L。顯示此方法可有效、靈敏的監測地面水體及廢水放流水體中 ng
等級之氯化內分泌干擾物質。
9. 攪拌子吸附萃取－熱脫附－氣相層析質譜儀法：檢測海岸水體中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壬基酚(9)
以攪拌子吸附萃取技術搭配熱脫附氣相層析質譜儀測定海水中 49 項
有機污染物(壬基酚、16 項多環芳香烴、7 項多氯聯苯、7 項多溴二苯
醚及 18 項有機氯農藥)殘留量，此方法於 100 mL 水中檢量線濃度範
圍 0.5~500 ng/L(除了 Endrin 及 Dieldrin 濃度範圍是 1.0~250 ng/L 外)
具好的線性 R2=0.988~0.999，樣品添加回收率 86~118%，相對標準偏
差 2~24%。此技術應用於西班牙 Catalonian 海之海岸、海港及海水淡
化給水廠之水體檢測，結果顯示水體中含有壬基酚、多環芳香烴、多
氯聯苯及有機氯農藥，濃度為 0.16~597 ng/L，但無檢出多溴二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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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之偵測極限為 0.011~2.5 ng/L，低於法規 2008/105/EC 規定之
環境品質標準管制值。

結語
1. 廢溶液產出量少：相較於傳統萃取方式，產出廢溶液量少甚至無，
是一項環境友善之檢測技術。
2. 省時、省力、空間小：無需耗費大量人力及時間，且前處理空間
小。
3. 應用層面廣：萃取液及攪拌子材質種類選擇多，可依據樣品基質
及待測物種類選擇適當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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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介質中奈米微粒量測分析
鄭先佑 1 覃偉民 2 賴彥君 2 施養信 3

摘要
本文利用 TiO2 與 Polystyrene 商用奈米懸浮液作為開發水環境介質中
奈米微粒之量測技術，以建立分析微粒穩定性與親疏水特性之方法，
並藉由離心前處理技術分離出微米以下之顆粒，再由流力層析
(Hydrodynamic Chromatography, HDC)法分離奈米微粒，並以動態光
散射儀(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分析微粒粒徑分佈，輔以電子
顯微鏡影像確認粒徑大小，樣品經消化後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Mass Spectrometry, ICP-MS)進行定量，結
果顯示本方法可有效分離奈米級與微米級樣品混合物。

前言
奈米產業正在蓬勃發展，所使用種類與特性也常因需求而進行改質，
也造成回收不易，而這些奈米材料進入水環境介質後，其型態、粒徑
與表面性質又會因水質物化特性而有所轉變，對環境可能造成的污染
也相應而生，但國際上量測技術發展趕不上產業的變化，目前並無統
一之標準方法可供使用，因此開發環境水體中奈米微粒之量測技術也
成為世界各國努力的方向。本研究與國際同步，各研究團隊所使用的
量測儀器與技術都各有其優點，但環境樣品不論是以何種分析技術進
行都存在背景干擾問題，因此，本文研究水質參數藉以釐清背景基質
影響，並以真實水體模擬分析以證明本技術的可行性，再與美國公佈
以 DLS 量測方式之方法草案進行比較測試。本文尚屬發展階段，新
的分析技術常需要多年的時間來進行數據累積驗證，如此才能確認方
法之適用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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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本文評估現行技術之優缺點(如表 1)，並考量技術、適用性與經費，
選擇利用 DLS 分析奈米微粒在不同水質特性下產生的粒徑變化，並
搭配離心前處理技術建立水質干擾參數，再以真實水體模擬測試本量
測技術的可行性。
表 1 目前奈米微粒檢測技術之優勢與限制性

1. 水環境參數影響分析
使用市售兩種商用奈米懸浮液 Polystyrene 及 TiO2 進行環境參數實驗
(實驗步驟如圖 1)。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奈米材質在不同溫度環境下之
變化有所差異，以低溫不受陽光照射之保存條件較為適當，若水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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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大顆粒物質、酸鹼度(1)、鹽類(2)以及腐植物質(3) 等，奈米微粒在
水質參數影響下，會造成顆粒粒徑改變造成沉降。

圖 1 水環境介質中奈米微粒之分析方法
2. 真實水體模擬分析
在自來水、水庫水、放流水以及廢水水樣中，將奈米 Polystyrene 以
及奈米 TiO2 加入其中，並以上述方法進行分離與量測。其中奈米
Polystyrene 較為穩定，四種水體於電子顯微鏡下皆可觀察到良好的
懸浮狀態，因此可有效分離。但添加 200 ppm 奈米 TiO2 於四種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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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皆會聚集而產生沉降，經由 ICP-MS 分析出上清液中未沉降
TiO2 濃度，其中廢水水樣最高為 3.146 ppm。結果顯示不同奈米物質
因本身性質差異，對相同水體所產生之懸浮狀態不同；不同水樣因水
質物化特性不同，奈米物質聚集沉降狀況也不同。
3. 以 NIST 方法草案測試
奈米粒徑量測以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方法草案進行測試，結果指出 TiO2 在
使用濾膜過濾與添加 NaCl 後造成回收率下降，可歸因於顆粒物堵塞
濾膜與奈米物質受鹽類影響而造成顆粒聚集。因此，分析上建議不依
草案方式進行過濾與添加鹽類，量測結果均獲得非常好的重複性與再
現性，並有良好的準確度與精密度，檢量線 R2 值均達到 0.995 以上，
且重複分析之相對差異百分比均小於 10%。

未來規劃與建議
環境水體中奈米微粒分析技術是國際上熱門議題，針對奈米微粒受各
種環境水質參數而產生聚集的現象一直是研究重點，本文建議後續研
究可先著手於國內奈米科技及應用產業調查，並選定一行業別進行測
試，實驗上可先將該奈米行業別所產生之廢水，評估以過濾、離心或
滲透膜等方式去除溶液中干擾物質，藉以保留實際廢水中的離子強度
或 pH 等物化特性，用以作為該工廠之模擬基質廢水，後續可利用此
模擬廢水進行評估量測方法的適用性，以利提供含奈米顆粒之汙水處
理之建議與了解奈米廢水對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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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粒子應用與量測技術發展
鄭先佑 1 劉鎮山 2 潘復華 3

摘要
奈米粒子具有獨特的物理與化學特性，造就了各領域廣泛利用的吸引
力，本文回顧國際知名期刊，除探討奈米粒子表面電漿共振應用於檢
測技術上，也摘錄環境中奈米量測技術的最新發展，包含程控熱分析
法、熱重-質譜法、近紅外螢光光譜法和單粒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
等，藉以提供各界參考。

1.利用奈米粒子增強表面電漿共振效應可檢測鎳(II)離子濃
度至兆分之一(1)
本文利用奈米粒子增強表面電漿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特性，提高了對鎳(II)離子的選擇性和靈敏度，其檢測濃度可低
於50兆分之一（part per trillion, ppt）。首先，在金薄膜上以雙硫烷類
化 合 物 進 行 表 面 處 理 ， 再 以 N-[5-(3 ′ -Maleimidopropylamido) –1
-Carboxypentyl] Iminodiacetic Acid (NTA)與雙硫烷類化合物進行化學
鍵結，並以樣品鎳(II)離子進行吸附，以形成Ni(II)-NTA複合物，利用
聚組氨酸(Poly-Histidine)與奈米金結合的複合物與上述Ni(II)-NTA複
合物進行吸附。相較於其他的光學檢測和利用奈米粒子的比色技術，
本實驗因SPR的增強提高了對鎳(II)離子的靈敏度，已可與ICP-MS相
比。並利用其他的二價陽離子如鋅、鉛、銅進行實驗驗證，確認了
NTA與組氨酸的實驗設計確實增加了對鎳(II)離子結合親和力。

2.以數目表示：提出計量環境介質中的工程奈米粒子(2)
我們若不能有效計量環境中新存在的化學物質或材料，對這些物質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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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將產生盲點。正常情況下，以複雜的基質材料(如空氣、水、
沉積物和組織)進行新的分析技術驗證需要幾年到幾十年的時間才能
證明方法可行性。時間上的空窗期，將導致我們無法適時的認知新的
化學物質與材料，可能對環境所造成的風險與公眾健康的影響。因為
意識到此風險，環境化學家已進行各方面研究，以避免奈米材料產業
發展產生類似的危害。一些研究團體已努力在複雜的自然系統中如何
計量奈米碳管(CNTs，一種工業上視為重要的無機性奈米材料)的數
目，環境科學與技術(ES＆T)已有多篇發表文章已朝著這個關鍵目標
邁進。

3.以程控熱分析法檢測環境介質中的奈米碳管(3)
奈米碳管(CNT)的產量正在逐年成長，必須建立分析方法可在複雜的
環境基質中量化奈米碳管。不同種類的奈米碳管，其物性和熱性也各
有 不 同 ， 本 研 究 將 以 單 壁 奈 米 碳 管 (SWCNTs) 和 多 壁 奈 米 碳 管
(MWCNTs)進行。我們將試圖在環境、生物樣品和奈米碳管中分離有
機物(OC)和元素碳(EC)(熱光學透射/反射，TOT / R)。首先，奈米碳
管的熱性能評估以拉曼光譜法進行熱“弱＂和“強＂的區分，再利用
程控熱分析法(PTA)，以程控升溫並分離 OC 和 EC 以量化奈米碳管。
本研究將拉曼/PTA 方法結合進行了兩種環境基質(藍藻(CB)和城市空
氣)的驗證。CB 的熱分析顯示在此複雜的基質下，強和弱的奈米碳管
熱分析數據皆受干擾，必須進行前處理。實驗數據顯示，強訊號 CNT
質量為 0.51、2.7 和 11 微克，相應的濃度為 10、54、220 微克 CNT /
克 CB，得到的回收率分別為 160±29％、99±1.9％，和 96±3.0％。城
市空氣也是一個複雜的基質，包含了 12％EC 的背景干擾，將影響弱
的奈米碳管熱分析訊號和微小化強的奈米碳管熱分析訊號。在 99％
可信區間下，城市空氣樣品強的奈米碳管熱分析訊號的偵測極限為
55 ng/m3(0.33 微克)。總體來看，PTA 提供了一個初步可測量奈米碳
管數量的方法，未來的研究上仍須消除潛在的干擾和降低偵測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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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熱重-質譜法在複雜混合物中檢測奈米碳管(4)
儘管生產奈米碳管(CNT)的工業已逐漸成長，但目前仍然沒有分析方
法來檢測或定量環境基質中的奈米碳管。由於奈米碳管具有相對較高
的熱穩定性，我們以熱分析技術進行分離和量化單壁奈米碳管
(SWCNTs)。試驗材料包括 10 種類型的商業單壁奈米碳管，與具有代
表性的生物大分子(牛血清、白蛋白和甲基纖維素)、煙灰、自然沿海
沉積物和具單壁奈米碳管的沉澱物。不同種類的單壁奈米碳管具廣泛
且多樣的降解溫度，所以熱分析法的設定參數需依 SWCNT 種類而
定，以提高定量分析的能力，並發展氣體質譜監測。單壁奈米碳管產
生的離子比率，反映出高碳與低氫和低氧含量，目前的偵測極限大約
為 4 微克單壁奈米碳管。雖然未來技術可能會提高偵測極限，但目前
的方法已足夠在實驗室和工業用地定量單壁奈米碳管。此外，本方法
可用來區分偶然發生(例如：煙塵)和工程(例如：單壁奈米碳管)產生
的奈米粒子，是目前其他最先進的技術所無法辦到。

5.水環境中的單壁奈米碳管以近紅外螢光光譜法分析特性和
定量(5)
近紅外螢光(NIRF)光譜能夠靈敏與有選擇性的檢測半導電性，而單壁
奈米碳管(SWNT)因具有獨特的電子能帶隙可以從這些碳的同素異形
體中加以區別。本文以 NIRF 光譜檢測與定量沉積物和生物體中的單
壁奈米碳管濃度。此外，我們也利用這種技術進行分析單壁奈米碳管
在水生環境中的毒性、生物利用度和流佈研究。樣品需先以超音波震
盪再加入膽汁脫氧膽酸鈉(SDC)進行單壁奈米碳管萃取再以 NIRF 分
析。本實驗以兩種類型的河口沉積物進行標準添加驗證，回收率為
66±7％和 103±10％，證明了能夠從複雜沉積物中分離單壁奈米碳
管。儀器的偵測極限為每毫升 15 ng 的單壁奈米碳管(於 2％ SDC)，
方法偵測極限(包括濃縮步驟)分別為每克中 62 ng 的河口泥沙和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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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1.0 μg 的水。NIRF 光譜對單壁奈米碳管具高靈敏度和選擇性，可
應用此技術追蹤碳奈米材料在環境與水生生物中的流佈。

6.單粒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可對奈米粒子量測進行評估與
方法比較(6)
工程奈米粒子的量測技術是一個很先進的科學領域，但實驗室系統在
面對更複雜的基質與自然狀態卻仍然面臨挑戰，包括低濃度的奈米粒
子、由聚集和溶解態中分散與其他微粒的干擾。一個新興技術，單粒
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spICPMS)有能力解決這些環境介質中的分析挑
戰。本研究使用四種銀奈米粒子分散體(直徑為 40、60、80 和 100 nm)，
由 spICPMS 與四種已知的量測技術作比較，分別為動態光散射儀、
離心沉澱法、奈米粒子追蹤分析法與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結果顯示
spICPMS 能夠在不同的尺寸和濃度下有效區分奈米銀，並與其他技術
具有類似的精密度。此外，spICPMS 也成功地量測到懸浮在培養基中
低濃度的奈米粒子。總體而言，spICPMS 在量測環境中奈米粒子優於
其他技術，可進一步發展。

結語
奈米物質的應用技術與量測發展是目前國際熱門的研究方向，各研究
學者所使用的分析儀器與量測技術都各有其優點，但環境樣品不論是
以哪一種分析技術進行都存在背景物質的干擾問題，在此提供各界參
考，以發展與改良奈米微粒量測技術。

參考資料
1. Eum J. Kim et. al., Parts per trillion detection of Ni(II) ions by
nanoparticle-enhanc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Anal. Che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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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學分析法在環境檢測之應用
郭季華 1 劉鎮山 2

前言
隨著經濟發展及生活水準提高，人民的環保意識逐漸增強，政府不斷
制定出更嚴格之環境污染物法規標準，使環境檢驗業務日益繁重，因
此傳統手動操作化學分析方法在效率上逐漸無法因應目前檢測需
求。而檢測技術自動化之效益，除了增加檢測效率、降低實驗室成本、
增加檢測數據之精密度與準確度外，檢測人員在自動化操作過程中亦
可進行其他工作，對人力資源分配更具彈性，故自動化學分析法將成
為未來檢測技術發展趨勢。
目前在水質自動化學分析法中，有兩類常用之檢測技術，分別為連續
流動分析法(Continuous Flow Analysis, CFA)及離散分析法(Discrete
Analysis, DA)，其中連續流動分析法又包含了流動注入分析法(Flow
Injection Analysis, FIA)及氣泡間隔流動分析法(Segmented Flow
Analysis, SFA)等技術(圖 1)，本文內容主要介紹流動注入分析法、氣
泡間隔流動分析法及離散分析法等三種自動化學分析法原理、各方法
之優缺點及其於環境檢測上之應用。

何謂 FIA 及 SFA 技術?
1950 年代末期，SFA 首次用於實驗室的自動化分析和線上監測，該
技術係使用一個多通道蠕動泵將試劑、樣品及空氣定量地吸入管路系
統中，進行稀釋、加藥、混合、分離和加熱等反應，反應完成後進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簡任研究員 2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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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器檢測，其顯著之特徵為在樣品及試藥混合前，由間隔引入的空
氣將液流分割成一個個區段，故稱為氣泡間隔流動分析。引入氣泡有

圖 1 自動化學分析法分類
兩個目的，一是由於氣泡有一定的張力，將前一個樣品留在管壁上的
殘留液推向前進，避免前後樣品的擴散及混合，達到清洗的作用；其
二是將樣品分隔成很多小的區段，每一區段均發生相同的反應，可提
高反應的精確度。該技術是在化學反應達到平衡後檢測，由於化學反
應平衡時為反應之穩定區，故該類儀器亦稱為穩定區測定儀。但該方
法有其局限性，一是要求管路反應必須達到平衡， 二是需要引入空
氣，且在測量前必須將空氣除去，使得儀器裝置比較複雜。1975 年
丹麥學者 Ruzika 和 Hansen 為了更迅速地處理大量樣品，在 SFA 的
基礎上首創了 FIA 技術，他們當時所做的改進包括準確地注射樣
品，不引入氣泡間隔和減小管路內徑，結果波峰訊號出現時間大大縮
短。FIA 與 SFA 不同之處在於，一為 FIA 進樣方式使用進樣閥，將
一定體積的樣品注入一定流速的載流液中，由於對流擴散及分子擴散
作用，受測樣品在載流液中分散成具有一定濃度梯度的樣品帶，在流
動中與載流液發生化學反應；二為 FIA 拋棄了傳統建立在化學平衡之
概念，樣品在檢測時尚未達到化學和物理的平衡，屬於動力學分析法
範疇的定時法。其分析的重複性取決於精確控制各種條件，如準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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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樣品體積、嚴格控制樣品及試劑在管路中的停留時間、恒定的分散
度和溫度等。該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了分析速度，每小時可分析多達
幾百個樣品，減少了樣品試劑的消耗及廢液的產生，且儀器相對簡單
和便宜，成為分析化學技術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FIA 之非間隔和樣品注射的缺點為：樣品在載流液中逐漸分散可能導
致靈敏度下降、管徑太細相對於 SFA 則易於堵塞、樣品本身或反應
過程中產生的氣泡會帶來誤差、不太適合一些慢反應和需要較高溫度
的反應等，SFA 與 FIA 的主要差異如表 1 所示。
表 1 SFA 與 FIA 主要特徵比較(2)
SFA

FIA

進樣方式

蠕動幫浦帶入

閥注射

試劑系統

氣泡分隔

無分隔

進樣體積

20 – 2500 μl

20 – 500 μl

管線內徑

1~2 mm

<1 mm

反應程度

平衡狀態

非平衡

保留時間

>20 min

<2 min

進樣頻率

中等

較高

試劑消耗

相對較多

較少

FIA 及 SFA 技術的優勢與劣勢
FIA 及 SFA 技術具有下列優勢：
1. 已有標準方法且為廣被接受之技術。
2. 採用各種簡單的光度檢測計及電化學檢測計，能夠檢測廣泛物
質。
3. 精確的樣品處理，具高準確度及低偵測極限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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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量各種用途之模組可進行如透析、蒸餾等，可線上進行樣品前
處理，達到完全自動化分析。
FIA 及 SFA 技術之劣勢有：
1. 因採連續流動分析，試劑消耗及廢液量較大。
2. 需要監測基線。
3. 需要定期更換泵管。
4. 當更換方法時，需要重新配置硬體。
5. 系統殘留效應。
6. 操作較為複雜，需要有經驗之人員。

何謂離散分析技術？
離散分析對於檢測領域而言是相對較新的技術，特別的機械手臂及自
動化的注射器/泵用於樣品及呈色試劑的混合，樣品呈色後以分光光
度計進行檢測。雖然沒有使用反應匣(Reaction Cartridge)或化學歧管
(Chemistry Manifold)，樣品及試劑仍可在反應槽(Reaction Cuvettes)
混合。離散分析儀的使用在臨床檢驗市場中已有很長的歷史，而在工
業市場的使用則始於 2000 年，目前有兩種型式的離散分析儀，其中
一種系統為樣品與試劑於反應杯中混合反應後，在另一光學槽中進行
偵測；另一種系統則是樣品與試劑的混合、反應及偵測皆在同一樣品
杯中進行。它可以批次或單獨的處理樣品，主要的優勢在於其速度快
以及只使用極微量的樣品和試劑。實際上，它模擬了傳統的手動化學
分析方法的操作。

離散分析技術的優勢與劣勢
離散分析技術的優勢有：
1. 相較其他方法，樣品需要量少，特別適合少量樣品(如土壤抽出液)
之檢測。

105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技術趨勢∣Trends

2. 試劑消耗量少，相較於連續流動分析法，僅使用精確的試劑量。
產生之廢液量少。
3. 不需要觀察基線，不需要加入氣泡，不需要監測峰型及流動狀
況。
4. 不需要更換或維護泵管。
5. 不需要更換硬體即能自動轉換方法。
6. 可真正達到無人看守的操作。
離散分析技術的劣勢有：
1. 目前離散分析技術只適用於簡易的比色法。
2. 無法獲得極低的偵測極限。
3. 在使用離散技術前，需手動執行如蒸餾、消化、淨化或濃縮等耗
時的樣品前處理程序。
4. 無法進行複雜的化學處理程序如線上氣體擴散、透析、蒸餾、萃
取及消化。

FIA/SFA 技術與離散分析技術之差異
FIA/SFA 技術與離散分析技術於硬體設備上的差異如表 2 所示。

自動化學分析法於環境檢測上的應用
自動化學分析儀目前在環境檢測上的應用包括鹼度、氨氮、氯鹽、氰
化物、亞硝酸鹽、總凱氏氮、酚、正磷酸鹽、總磷、二氧化矽、硫化
物及硫酸鹽等之檢測，因各技術間所使用的設備、原理不盡相同，造
成各方法間效能之差異(表 3)，檢驗人員必須了解各技術間之差異，
如 FIA/SFA 技術可線上進行較複雜的單元操作如分離(沉澱、萃取、
離子交換、蒸餾 )、稀釋、加熱、冷卻等技術，惟硬體設備在方法間
的轉換較為不易，而離散分析技術則主要利用機械手臂模擬手動方法
中取樣、加藥、稀釋、呈色及偵測之步驟，硬體設備可在方法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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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惟複雜的樣品的前處理程序仍須手動執行，如此才能選擇適合
之檢測技術及方法。
表 2 FIA/SFA 技術與離散分析技術於硬體設備上之差異(1)
項

目

偵測器

FIA/SFA 系統

離散分析系統

1. 配 置 獨 立 光 學 濾 光

1. 配置多個光學濾光片

片的比色偵測器，或

輪盤之比色偵測器

2. 安培偵測器，或
3. 離 子 選 擇 電 極 偵 測
器，或
4. 火焰光度偵測器

(8-12 個波長)，或
2. 分光光度計(27-30 個
波長或掃描型)，或
3. 離 子 選 擇 電 極 偵 測
器。

樣品導入系統

多通道蠕動泵

高精度注射器或活塞泵

加熱器

電阻式加熱器

電阻式或 Peltier 加熱器

稀釋裝置

外接式稀釋器

內建稀釋功能

程序

使用流穿式樣品槽，採

獨立反應槽，序列式批次

用多通道系統平行執行

分析或隨機單一樣品分析

批次分析

結語
FIA、SFA 及離散分析技術皆為快速、穩定、準確及操作簡單的自動
化學分析技術，特別適用於大量例行性樣品的檢測，其各種效能指標
皆不亞於傳統的手動化學分析方法，環檢所於 2000 年起陸續公告硝
酸鹽、亞硝酸鹽、總凱氏氮、總氮、氰化物、總磷、磷酸鹽及酚類之
FIA 方法，2012 年起陸續增加相關方法中 SFA 技術之適用性，目
前業已開始收集離散分析技術之相關資料，希望藉由標準檢測方法之

107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技術趨勢∣Trends

公告，使自動化學分析技術可應用於例行性之環境檢驗工作，以提升
環境檢驗之效率及質量。
表 3 FIA/SFA 技術與離散分析技術於方法上的差異(1)
FIA 或 SFA 方法

離散分析法
範圍

MDL

範圍

MDL

(mg/L)

(mg/L)

(mg/L)

(mg/L)

鹼度

10-300

2.6

10-600

1.3

氨氮

0.01-2.00

0.007

0.0014-0.07

0.001

氯鹽

1.0-100

0.8

1.0-200

0.3

氰化物

0.005-0.5

0.002

0.002-5.0

0.0002

亞硝酸鹽

0.01-0.5

0.001

0.0002-0.5

0.0001

正磷酸鹽

0.01-1.00

0.005

0.0006-0.3

0.0003

酚

0.05-2.0

0.02

0.005-0.5

0.001

二氧化矽

1.0-20

0.3

0.01-1.0

0.002

總凱氏氮

0.1-10

0.03

0.1-20

0.02

硫化物

0.1-20

0.05

0.005-1.0

0.002

硫酸鹽

5-40

1.0

2-200

1.61

待測物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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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串聯式四極桿傅立葉轉換電場軌道阱質譜儀
(Q-Orbitrap MS)於環境分析之應用
陳麗霞 1 趙春美 2 陳怡如 2 翁英明 3

前言
日常生活的使用品都有可能是環境中的可能污染物，舉凡電池、塑
膠、化妝品、食物殘渣、甚至避孕藥都會造成環境污染，除了毒性造
成健康安全疑慮之外，也對於居住品質產生破壞，因此需要針對污染
物進行定性與定量分析，來監測環境中所有的污染物。而預防重於治
療，分析儀器的偵測極限越低、準確檢驗效率越高越有可能早期發現
環境污染物。目前快速發展的液相層析質譜儀(LC-MS)能針對高極性
與低揮發特性環境污染物，進行高準確度與高靈敏度的檢測與鑑定分
析。其中「高解析串聯式四極桿傅立葉轉換電場軌道阱質譜儀,
Quadrupole Orbitrap Mass Spectrometry, Q-Orbitrap MS」，能廣泛運用
於水中有機污染物的檢測、真菌毒素或其他添加物與違禁藥物的使用
與殘留分析，可作為環境有機污染物的檢測儀器。此儀器亦具備高靈
敏度、高再現性、高解析度與高精確度(High-Resolution, Accurate-Mass,
HR/AM)等功能，能明確定義樣品成分訊號，並能以正負電同時掃描
模式快速切換增加樣品分析效率，並結合高速掃描速度完成定性與定
量的分析檢測，減少分析時間，更有效率提供準確優異的分析結果。
傳統三重四極桿(Triple Stage Quadrupole)質譜儀於定量實驗所使用的
的多重反應監測模式(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針對已知目
標物進行分析，對於未知目標物或是新出現之污染物並不能在第一時
間鑑定，此 Q-Orbitrap MS 能保留樣品中所有資訊，第一時間可確保
除已知目標物外是否有未知目標物出現，並進行鑑定與定量。另外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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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除了環境有機污染物的檢測外，在藥物臨床相關研究、農藥檢
測、化學物質分析與食品安全監控等應用範疇中，皆能快速且精確地
完成定性與定量的分析目標。

儀器基本原理
以 已 知 目 標 篩 檢 物 的 定 量 分 析 用 的 單 一 離 子 監 控 (Single Ion
Monitoring, SIM)掃描模式為一說明，液態樣品經由高效液相層析儀先
行將複雜樣品依其成分特性完成分離，而後經由適當離子源進行樣品
離子化，以氣相帶電的母離子型態進入質譜儀前端的聚焦組件
S-Lens，此 S-Lens 可提高母離子傳輸效率並輔助進入 90 度轉彎設計
的組件中，該組件提供一穩定電場使帶電母離子循軌道前進，而中性
離子不受電場影響並隨直線前進之慣性消除，有效降低分析雜訊，提
高訊號雜訊比(S/N Ratio)以及儀器穩定性。再經由高解析度的四極桿
質量篩選器，能使用至 0.4 Da 的篩選範圍進行母離子的選定，快速進
入 C-Trap 離子阱待分析，最多一次能允許掌握 10 個目標母離子
(Multiple SIM)，大幅提升十倍分析效率，Q-Orbitrap 能同時進行正負
電模式快速切換的掃描，而後以最新的傅立葉轉換邏輯完成結果轉換
成質譜圖，並搭配相符定量分析軟體完成目標物的精確結果分析。

圖 1 Q-Exactive 質譜儀組件構造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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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系統硬體技術之創新突破
本儀器之質譜系統，針對靈敏度、傳輸效率以及解析度有五大技術創
新：
1. 獨創的離子聚焦組件(S-Lens)：有效提升離子傳輸效率，提高分析
靈敏度。
2. 90 度轉彎組件設計：轉彎設計使帶電離子依循電場牽引方向進
入，並防止中性干擾離子進入，提高訊號雜訊比，進而提高靈敏
度。
3. 高解析四極桿設計：高達 0.4 Da 解析度能提供精確離子篩選功
能，大幅降低干擾離子的影響，提高結果準確性以及降低定量極
限。
4. 高能量碰撞解離(Higher Energy Collision Dissociation, HCD)：使用
高能量將母離子進行解離，解離效果較傳統 CID 方式優異，能一
次產生豐富離子的碎片，增加結構鑑定的可行性。
5. 傅立葉轉換電場軌道(Orbitrap)：運用離子進入 Orbitrap 電場後，
於中心電極做環繞運動，依離子震盪頻率計算質量，具高質量分
辨率，並擁有寬廣線性範圍(>5000)，同時亦具最新傅立葉轉換
(Enhanced FT)功能，提高訊號分析率，大幅提高解析度達 140,000
FWHM。

質譜技術之特點與優勢
1. 獨創離子數監控技術(Predictive Automatic Gain ControlTM , pAGC)
pAGC 能自動調校最佳離子注入時間及數量，決定離子注入時間及
數量，且能自動以前一張圖譜判定出下一瞬間分析掃描最理想之
注入時間與離子數，有效提高掃描速度，並使離子阱永遠維持最
佳離子數量，增強質量分辨率及精確度。
2. 高效率分析功能(Parallel Filling and Detection)

111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技術趨勢∣Trends

離子在 Orbitrap 中分析掃描時，下一批待分析的離子已在 C-Trap
中準備，待 Orbitrap 中的離子分析完後立即進入分析階段，平行捕
捉、碎裂與偵測離子，降低分析樣本的 Duty Cycle，並得豐富的質
譜訊號結果。
3. 複 雜 基 質 中 高 選 擇 性 與 高 效 率 定 量 分 析 功 能 (Spectrum
Multiplexing)
在 C-Trap 中最多可同時捕捉 10 個離子，一次進到 Orbitrap 分析，
提升 SIM 效率，以得到更效率與豐富的定量資訊。
4. 快速正負電切換功能
在複雜樣品中常同時存在正負電訊號，本儀器是目前高解析質譜
儀中，唯一能在一秒內完成解析度 35,000FWHM 正負電模式快速
切換分析的儀器，提升分析效率與分析結果正確性。
5. 新式傅立葉轉換邏輯(Enhanced FT)
此邏輯為目前最新傅立葉數據轉換邏輯，能準確完整的將頻率訊
號轉換成質譜圖譜，呈現最高 140,000 FWHM 的解析度，並提供
精確的定性與定量結果。
6. 優化的數據處理軟體
本儀器在環境分析物的分析中，除了完整的定性與定量結果外，
亦能同時搭配相容的定性與定量軟體進行數據分析，簡易操作步
驟與完整分析功能亦符合分析需求與報告呈現。

以超高解析度 Orbitrap 質譜儀完成高靈敏度與高精確的農
藥檢測分析
隨科技蓬勃發展的成果，液相層析質譜儀不斷推陳創新，高靈敏度與
低偵測極限完善克服環境中低含量農藥檢測的困難，並快速簡易地完
成大量批次樣品的分析，能直接節省樣品前處理以及濃縮的繁複步驟
與樣品回收率的評估，以最高效率獲取精確且再現性高的分析結果，
並落實綠色環保的重要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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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2009)等人「以高解析與高準確質譜儀進行小分子定量(1)」，即
是以 HR/AM Orbitrap MS 進行藥物標準品快速定量，由 2, 5, 10, 20, 50,
100, 500 與 1000 μg/L 濃度製作標準校正檢量曲線，線性相關係數達
到 R2 > 0.99，可以高準確與穩定性的定量，並以 < 5 ppm 的高質量準
確度，完成定性分析，證實高解析質譜儀在未來的重要應用趨勢。
Wille(2011)等人發表的「利用超高效能液相層析結合高解析質譜儀於
被動採樣器中的藥物與農藥快速定量(2)」，利用 HR/AM Orbitrap MS
的一次掃描模式即可將 13 種農藥成分準確快速地完成定量分析，由
0.01, 0.05, 0.1, 0.5, 1, 5, 10, 25, 50 與 100 ng 的 4 個級距濃度，製作標
準校正檢量曲線，線性相關係數達 R2 > 0.99，分子量皆具 < 3 ppm 的
高準確數值，並可得到高再現性的結果，提供準確定量的優異條件。
Wang(2012)等人「以超高效能液相層析結合 Q-Orbitrap MS 分析 166
，可在 14 分鐘內快速完成分析，最低定量濃度可達到 5.0
種農藥(3)」
μg/kg，分子量以 < 5 ppm 的高質量準確度，成功的達到準確定性結
果，並可快速利用該儀器完成正負電模式的定量分析，成為目前定性
與定量兼具的高解析儀器。

未來趨勢
環境污染物隨人類發展過程越趨繁雜，需要高靈敏度與高解析度
(>50,000 FWHM)儀器完成精確定量與低偵測極限的分析挑戰。在環
境污染物分析上，除了 GC-MS 分析儀器外，LC-MS 以熱穩定性與樣
品易氣化帶電的優勢漸突出於分析檢測領域上，成為未來定量與定性
分析的首選分析儀器。
Q-Orbitrap MS，除了以本身具備的超高解析度、高靈敏度與高分析效
率與定量能力取得環境污染物定性與定量結果，更可搭配高效能液相
層析的高效率分離能力，分析高基質干擾與複雜樣品，降低實驗前處
理需求，更提高實驗再現性與準確度，精確且高效率獲取污染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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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定量結果，並結合完善的軟體設備，使分析實驗到報告輸出一
步完成，以此挑戰分析偵測極限，解決待分析的環境有機污染物，成
為推廣綠色環保的新趨勢。

參考資料
1. Zhang, N.R., et, al., Quantitation of small molecules using highresolution accurate mass spectrometers - a different approach for
analysis of biological samples. Rapid Commun. Mass Spectrom. 2009,
23(7), 1085-94.
2. Wille, K. et. al., Rapid quantific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esticides in passive samplers using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J
Chromatography A. 2011. 1218(51), 9162-73.
3. Jian W. et. al., Application of ultra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quadrupole orbitrap
high-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for determination of 166 pesticides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J. Agric. Food Chem. Accepted: November 19,
2012.
4. Thermo Scientific, HR/AM Q-Ex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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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核心價值之省思與踐行
何淑娟 1 蔡麗雅 2 黃義深 2 林忠誼 3 阮國棟 4

公務倫理核心價值沿革
政府型塑文官核心價值之歷程，較明顯之變革有：2004 年 3 月 25 日
行政院函頒「創新、進取、專業」；2009 年 11 月 30 日考試院函頒
「廉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2012 年 8 月 23 日考試院函頒
上述 5 大核心價值外，增加「應關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
社會公平正義」，「應致力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
營造均富安康的社會」。審諸新增 2 項文字內容，應為 5 大核心價值
產生的施政結果，允已可涵蓋於關懷、專業及效能等價值之下。再審
諸環檢所之專業特質，環檢所同仁之核心價值宜有「廉正、忠誠、專
業、效能、創新、進取、關懷」7 大項目。

廉正忠誠：莫教浮雲遮望眼〈註 1〉
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的兩句詩：
「只緣身在最高層，不畏浮雲遮望
眼」
，經沈君山先生改寫為：「莫因身在最高層，遂教浮雲遮望眼。」
公務員位高權重者尤應牢記此詩句，淡泊明志，明察秋毫，各級主管
上樑正了，下樑自然歪斜不得。
清朝劉蓉習慣說有一名言：
「君子之學貴慎始」
，文章描述因習於室內
窪洞填平後反而心生障礙不適，由此事頓悟到習慣對人是有很大的影
響，藉此提醒慎始之重要，在事情剛開始時就要養成良好的習慣，以
免積習難除，亦即俗話所說：「小洞不補，大洞吃苦；小病不治，大
病難醫」
。另引用聯合報刊載陳長文給畢業生的話文章中提到法國大
哲學家蒙田的話：
「最美好的事莫過於正正派派做好一個人」
，要當一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專員 2 科員 3 主任 4 所長
〈註 1〉沈君山，此生泛若不繫舟，天下遠見出版，第 71 頁，2012 年 7 月 31
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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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直的人，慎始最重要，正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專業效能：做對的事並把事情做對〈註 2〉
何謂組織效率(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及組織效能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組織效率指一個組織表現的內部標準，不問實際做的
是不是該組織應該做的，而只關心所做的事能做多好，做多快，效率
是由投入資源和產出的比例來衡量。組織效能係指組織創造出可被接
受的結果和行動的能力。組織效率與組織效能的差異，正可說明組織
外部觀點不同於內部觀點的核心所在。組織效能是一種外在標準，是
由不同利益團體(當然包括組織本身的組織成員)評價組織是否符合這
些不同利益團體(當然包括公家機關的組織所理應追求的最大社會公
益在內)的需求

〈註 3〉

。經由提高政府整體施政效能，才能具體實現「關

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
「提供民眾優質生
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營造均富安康的社會」之目標。
何謂確效(Validation)及驗證(Verification)？確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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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調「做對的事」(值得做的事)；驗證是一種品管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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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把事情做對」(每一步驟及數值
都是真實的)。本所成立迄今，一直以「品質、效率、公信力」為總
體工作目標，並持續強化環境檢測分析之技術能量及數據品質，以有
效提升組織整體效率及效能，並對政府施政做出具體的貢獻。
〈註 2〉尹開民等，驗證與確效：做對的事並把事情做對，環境分析評論第 6 期，
第 1-2 頁，2012 年 11 月出刊。
〈註 3〉阮國棟等，環境檢驗所的內部特性及外部控制，環境檢驗技術路徑規劃
及國際論文中文摘要彙編(2011)，環境檢驗所出版，第 3 頁，2011 年 3
月 31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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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創新：創新的動力來自個人〈註 4〉
創新來自個人，但團隊可協助個人創新理念的實踐，也可能扼止創新
的萌芽。團隊領導人要有識才及對創新見解的眼光、認同及鑑賞能
力，否則團隊成員可能會稀釋創新的理念，淡化創新的價值，甚至扼
殺創新的種子。(It is always an individual who is the impetus for
innovation; the details may be worked out by a team. Truly innovative
ideas do not arise from groups of people, but from individuals. When
groups try to be creative, the members force each other to compromise
and, as a result, creative ideas tend to be weakened and made more
conventional. Most original ideas from individuals working alone.)
每位公務員皆應追求自我專業表現，提供優質服務品質，並以個人為
基線，日新又新，追求個人每天之進步，主管應鼓勵個人創新冒險之
精神，且珍惜團體中每位成員之獨特性，或許哪天在環檢所實驗室中
會出現「無意中發現珍寶」或「意外發現」(Serendipity)般令人興奮
的創新科學成就。

忠誠進取：正義的理性思辨〈註 5〉
邁可‧桑德爾所著「正義：一場思辨之旅」將正義不同的面貌經由各
種情境及社會事件一一呈現，經由垂直深度思考，力求明辨是非哲
理，幫助個人找到專業用心方向，一直戳力向前：「正義是一場思辨
之旅」，其實人生就是一場思辨之旅，「公務員核心價值：廉正、忠
誠、專業、效能、創新、進取、關懷」都要從各個案例、各種書籍、
各種演講啟發、各種深度思考，才能型塑出來。價值觀的建立是一個
人，一個社群長遠的事，培育自我一個能包容各界歧見存在的哲理思
〈註 4〉阮國棟，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第 571 次所務會議紀錄，第 5 點，
2012 年 8 月 6 日。
〈註 5〉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辨之旅，雅言文化出版，
2011 年 3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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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將其融會貫通運用在行政作為上，從各層面發揮影響力，打造出
一個能善待歧見的公共文化，能引導社會中存在的議題經由良善的對
話思辨過程，使衝突轉化成為進步的推力，可謂當代公務員應展現為
所當為的進取態度。
引用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王幼玲委員投書聯合報 2013 年 1 月 3 日
民意論壇，文中提到「身心障礙勞工生存權」因 2012 年基本工資調
高後，被認定有工作能力但無工作的身心障礙者虛擬收入隨之提高，
致超過臺灣省、台南市及台中市最低生活費標準，而喪失低收入戶資
格，生活頓時陷入困境，此即缺少人權評估制度之惡。此一現象也正
提醒政府各部會單位，齊頭式對待不是真公平，在擬訂法律政策過程
中應建立全面性、整合性的評估制度，提供弱勢者公平生存的機會，
才是落實人權的標準。

專業關懷：道德難題與程序正義〈註 6〉
政府在做成決策的過程中，很難不受到經濟、文化、政治及民意等現
實因素的影響，由於科技發展逐漸細化及科研項目的創新性日益提
高，在評價的過程中很難建立周延完美的評估標準，且面對決策結果
對社會影響的不確定性，更增加公務員做出合理道德決策之困難度。
「道德是情感的產物，其運用存乎一心」，在決策的過程中如何跳脫
傳統的善惡好壞判斷，並思索出一個道德決策程序應遵循的價值標
準，或可引用美國作家及神經科學家哈理斯(Sam Harris)提出倫理道
德是建立在「有意識生物的福祉」之上

〈註 7〉

，將人們的意識擴及涵蓋

至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多樣性消失對人類福祉造成的影響等，並期
許藉此激發更多的行動，不失為提供道德一個客觀標準及科學的理性
思考基礎。
〈註 6〉曹剛，道德難題與程序正義，北京大學出版社，第 224-238 頁，2011 年
1 月初版。
〈註 7〉中時觀念平台，2011 年 1 月 12 日，引用說法出自山姆‧哈理斯，道德
地形(The Moral Landscape)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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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人的不斷發展著的需要和有限的可資利
用的資源之間的矛盾，人類如何以最小的代價來滿足最大的需求，最
小的耗費取得最大的效果及效率原則就成為文化產生的基本理念之
一。」但功利評價範圍是有限的，缺少了道德的評判，一個程序儘管
能實現最大的效益原則，但損害了人與自然的環境利益，損害了人與
人的根本利益，損害了每個人的最基本的權益時，他仍然是不合格的
程序。公務員應莫忘初衷「人是目的」，不能僅視為手段來對待，決
策過程中應符合程序正義之自由、公正、理性原則，才是深層關懷之
本質。
考試院 2010 年 3 月 17 日訂定「公務人員服務守則」，其中針對公務
員核心價值之內涵及行為準則，多所闡釋，列於表 1。表 1 中部分文
字則為本文作者增添補注。
表 1 公務人員核心價值之內涵及行為準則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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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重要內涵

行為準則

廉正/以清廉、公正、行政
中立自持，自動利益迴
避，公平執行公務，兼顧
各方權益之均衡，營造全
民良善之生存發展環境。

公務人員應廉潔自持，主動利益迴避，
妥適處理公務及有效運用公務資源與公
共財產，以建立廉能政府。
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行公務，嚴守行
政中立，增進公共利益及兼顧各方權
益，以創造公平良善的發展環境。

忠誠/忠於憲法及法律，忠
於國家及全民；重視榮
譽、誠信、誠實並應具備
道德感與責任感。

公務人員應恪遵憲法及法律，效忠國家
及人民，保守公務機密，以增進國家利
益及人民福祉。
公務人員應重視榮譽與誠信，並具道德
與責任感，待人真誠與正直，任事熱心
與負責，以贏得人民的尊敬。

專業/掌握全球化趨勢，積
極充實職務所需知識技
能，熟悉主管法令及相關
政策措施。實踐終身學

公務人員應與時俱進，積極充實專業職
能，本於敬業精神，培養優異的規劃、
執行、溝通及協調能力，以提供專業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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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時時創新，保持專業 公務人員應踐行終身學習，時時追求專
水準，與時俱進，提供全 業新知，激發創意，以強化創新、應變
及前瞻思維能力。
民第一流的公共服務。
效能/運用有效方法，簡化 公務人員應運用有效方法，簡化行政程
行 政 程 序 ； 研 修 相 關 法 序，主動研修相關法令，迅速回應人民
令、措施，力求符合成本 需求與提供服務，以提高整體工作效能。
效 益 要 求 ， 提 昇 決 策 品 公務人員應發揮團隊合作精神，踐行組
質；以對的方法，作對的 織願景，提高行政效率與工作績效，以
事；明快、主動、積極地 完成施政目標及提昇國家競爭力。
發揮執行力，以提高行政
效率與工作績效，達成施
政目標，提昇國家競爭力。
創新/勇於變革，彈性多
元，展現創造力，經由「批
判性思考」與「創造性突
破」
，達到從無到有、推陳
出新、改善現狀的結果。

公務人員應勇於面對社會變革與挑戰，
保持彈性多元思維能力，不斷推陳出
新，展現公共決策創造力。
公務人員應增加政府功能，節省行政成
本，提高民眾滿意度，並有效解決問題。＊

進取/積極主動，追求績
效，迅速回應人民需求，
透過團隊意識與績效觀念
之提升，展現行政執行力
及對公共服務的熱忱與活
力。

公務人員應積極進取，運用方法提升工
作效能，以顧客導向為行政核心價值，
主動回應滿足人民需求。
公務人員應發輝團隊合作精神，發揮迅
速、主動、積極的執行力，提高行政效
率與工作績效，保持樂觀進取積極向上
的態度。*

關懷/時時以民眾福祉為
念，親切提供服務；對人
民之需要及所遭遇之困
難，以同理心即時提供必
要之協助與照護，增進人
民之信賴感。
並培養人文關懷與多元文
化素養，以寬容、民主的
態度，讓族群間相互尊重
與包容，社會更加和諧。

公務人員應具備同理心，提供親切、關
懷、便民、主動積極的服務、協助與照
護，以獲得人民的信賴及認同。
公務人員應培養人文關懷，尊重多元文
化，落實人權保障，並秉持民主與寬容
的態度體察民意，以調和族群及社會和
諧。

依據考試院 2010 年 3 月 17 日訂定「公務人員服務守則」，＊為本文作者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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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認知貴在踐行，環檢所為負擔特殊任務之行政機關，踐行公務員
核心價值之具體作為有三：

踐行 1：使環檢所成為一個忠於科學的政府機關
現代化政府施政過程專業科學已成為重要決策依據，尤其環境問題涵
蓋層面廣，生態議題多樣複雜度高，許多均為新興超微量污染物在各
類物質(土壤、空氣、水體、人體、植物體、魚類等)中的累積、傳輸、
轉化與歸宿現象，環環相扣，政府在做明智的環境政策決策之前，必
須仰賴許多毒理資訊、暴露資訊及風險資訊。環檢所在超微量檢測、
生物毒性檢定、環境污染、來源鑑識，以及 500 多種檢測方法的標準
化建立，均是本於「錙銖必較、萬無一失」的最高科學化的品管品保
作為，可以說是「科學中的科學」，詳如圖 1 所示。

․傳統污染物
（SOx,、NOx、BOD、
重金屬、有毒氣體等）

․活體層次
（藻類、端足蟲、魚類
等急毒、慢毒性檢定）

․指紋
（飛灰戴奧辛指紋、爐
渣主成分分析等）

․新興污染物
（人體動物用藥、保健用
品、環境賀爾蒙、奈米粒
子、持久性有機物等）

․細胞基因層次
（各種細胞及功能性
基因表現受影響程度）

․模式
（移動實驗室即時觸
發、監測及應變系統）

超微量污染物檢測

生態健康評估

污染來源鑑識分析

ppm（百萬分之1）
ppb（十億分之1）
ppt（兆分之1）
檢量線、標準品、回收率
、標準偏差等之品保措施

各種環境介質(水、空
氣、土壤、底質急毒
慢毒生物指標
(biomarker)毒性、生態
毒理學、生態基因體
毒理學）

有機指紋
無機指紋
生物指紋
資料庫建置及比對
工業製程及其他資訊

圖1 環檢所踐行「錙銖必較，萬無一失」的科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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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行 2：使環檢所成為一個捍衛環境的政府機關
環檢所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直屬機關，其職掌、功能與倫理關係，
必然無從排除捍衛環境之重責大任，但是「從事環境保護的角色」則
略有異。環檢所扮演「環境捍衛者」協力角色，概分 4 大主要角色(A、
B、C、D)及 4 大次要角色(1、2、3、4)如圖 2 所示，包括環保法規執
行依據、環境背景科學數據、環境鑑識嚇阻不法、環境災害緊急監測
4 大主要協力角色，以及綠色檢測方法開發、創新領域技術研發、環
境管理健康評估、環境政策環境效益等四大次要協力角色。

環境政策
環境效益
4
環境災害
緊急監測
D
3
環境管理
健康評估

環境法規
執法依據
A

環境檢測

C
環境鑑識
嚇阻不法

綠色檢測
方法開發
1
環境背景
科學數據
B
2
創新領域
技術研發

圖 2 環檢所踐行「精準執法，嚇阻不法」的環境保護

踐行 3：使環檢所成為一個優質服務的政府機關
環檢所是一個政府機關，自然以服務民眾為最高宗旨，提供優質服務
已經是現代化政府理所當然的責任，但是環檢所「提供優質服務的對
象、內涵及作法」則略有不同。狹義的環檢所為 120 位專業同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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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廣義的環檢所，負責全國檢測業能量的整體網絡理應外延包
括：100 家認證檢測機構，22 地方環保局檢驗室，督察總隊各區大隊
檢驗室，以及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及工業研究團體等超過 10,000 人
之專業權益關係人，都是環檢所服務的對象。我們服務的內涵及作
法，如圖 3 所示。
環境檢測機構約 100 家，從業人員約 3,000 人，
環保署，地方環保局及事業單位約數萬人。

技術開發驗證

制定標準方法

技術輔導擴散

許可認證管控

環檢所

產業發展策略

檢測鑑識服務

「環檢之窗」資訊

「環境分析評論」

各地檢察官、法官及訴願案件之對象。
各大專院校、研究團體之專業人員及檢測人員。
圖3 環檢所踐行「技術創新，國際同步」的優質服務

展望：忠於工作本質 滾動式落實中長期技術路徑規畫
公務員核心價值是我們工作的核心指引，每位同仁應發自內心體會公
務人員核心價值：「廉正、忠誠、專業、效能、創新、進取、關懷」
的真正意涵，從根本面型塑正向的工作、生活與人生價值觀，並身體
力行，以實現提升國家施政及公共服務品質的目標。環檢所每位同仁
仍以忠於本身的工作本質，以優質的專業技術知能，推動中長程環境
檢測發展計畫，成為捍衛環境品質及環保政策最堅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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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公約與環境檢測策略
彭瑞華

1

前言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簡稱 POPs)是指人類
合成的化學物質，由於物、化特性穩定而會長久存在於環境中、透過
生物食物鏈(網)而累積(生物蓄積性)，進而對環境及人類健康造成危
害影響。由於 POPs 具有很強的親脂性，在大氣、水、土壤中低濃度
的 POPs，可隨著食物鏈底層生物之逐漸蓄積對處於食物鏈最高層的
人類及其他生物造成健康潛在危害。同時，因其具有半揮發特性，能
在大氣環境中長距離遷移，沉積到地球各地如偏遠的極地地區，進而
導致全球範圍的污染傳播。故國際間呼籲以全球運動來降低環境中的
POPs。聯合國訂定全球性之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簡稱 POPs 公
約)，並於 2001 年 5 月 22 日～23 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由各締約方簽
署，目前共列管 2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然而環境中 POPs 的污染
程度、食品及生物體的暴露濃度，唯有經過檢測的方式始能得到一個
定量的結果，也才能更精確了解實際上污染的現況，所以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的管制與環境檢測共同搭配，始能成就一個完整的防護網。

斯德哥爾摩公約
2001 年於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該公約，並由各締約方簽署。於 2004
年 5 月 17 日由 128 個團體和 151 個簽署國批准，公約正式生效。截
至 2011 年共計有 178 個締約方(Parties)及 152 個簽署國(Signatories)。
公 約 首 批 列 管 阿 特 靈 (Aldrin) 、 可 氯 丹 (Chlordane) 、 滴 滴 涕
(DDT) 、 地 特 靈

(Dieldrin) 、 安 特 靈

(Endrin) 、 飛 佈 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簡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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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tachlor) 、六氯苯 (Hexachlorobenzene) 、滅蟻樂 (Mirex) 、毒
殺芬 (Toxaphene) 、戴奧辛 (Dioxin) 、呋喃 (Furans) 、多氯聯苯
(PCBs) 等 12 種 POPs。於 2009 年 5 月第四次締約國大會(COP4)上，
決議納入了第 2 批 9 種新的 POPs，包括 α-六氯環己烷(Alpha
Hexachlorocyclohexane)

、

β-

六

氯

環

己

烷

(Beta

Hexachlorocyclohexane) 、 六 溴 二 苯 醚 及 七 溴 二 苯 醚
(Hexabromodiphenyl Ether and Heptabromodiphenyl Ether)、四溴二苯醚
及 五 溴 二 苯 醚 (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and Pentabromodiphenyl
Ether)、十氯酮(克敵康，Chlordecone)、六溴聯苯(Hexabromobiphenyl)、
靈丹(Lindane)、五氯苯(Pentachlorobenzene)、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類
和 全 氟 辛 基 磺 醯 氟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Its Salts and
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PFOS)。於 2011 年 4 月第五次締約
國大會(COP5)後， 再度新增 1 種化學品安殺番(Endosulfan)。目前總
共列管 2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我國 POPs 管制現況
2004 年我國依據「環境基本法」及「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以環境教
育、環境調和及預防性誘因工具為主軸，釐定臺灣「環境保護施政三
年行動計畫」，環保署邀集農業、衛生、經濟等主管機關，亦已成立
POPs 制定小組，針對公約列管物質，規劃並制訂相關法令及政策，
目前政策已符合該公約各類管制時程與作業事項，並持續留意與追蹤
其管制趨勢。行政院已於 2008 年 07 月 03 日首次核定「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Plan, NIP)，惟當時我國 NIP 之制定係以公約首批列管之 12 種
POPs 為主要範圍。隨著 2009 年 05 月 04 日公約第四次締約方大
會增列 9 種化學品之決議後，我國再於 2010 年 05 月 07 日核定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修訂版)，以作
為國內工作推動之依據。實施策略包含各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規，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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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POPs 管制工作，定期進行空氣、水體、底泥、土壤等環境受體中
之 POPs 流布檢測，並據以增修相關法規，完備管理工具，順應國際
公約管理趨勢。環保、農業與衛生主管機關定期針對環境與生物基質
中 POPs 進行檢測，並依法稽查管制，除推動風險溝通理念外，亦持
續降低民眾日常生活的污染風險，營造無毒的環境。政府內相關環
境、農業、衛生主管機關共同建立溝通平台，加強橫向及縱向聯繫，
遇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問題時迅速成立應變團隊，積極處理，以避免
民眾疑慮。推動 POPs 源頭減量、減廢及再利用工作，發展 POPs 廢
棄物處理技術，並鼓勵產業升級使用對環境衝擊較少之替代品。

POPs 環境檢測支援
環檢所在國家實施策略 POPs 制定小組之權責分工為「訂定環境檢測
標準方法，提升環境檢測技術能力，確保全國環境檢測數據品質」。
標準檢測方法的訂定使分析實驗室有所依歸，使用正確的分析方法，
產生高品質可比較的數據，以提供政策執行成效之參考。由於環境
POPs 的分布遍及各種基質，環檢所也配合空、水、廢、土、毒及生
物體等基質 POPs 公告了 31 種標準檢測方法，檢測方法彙整表如表
1，用以執行環境基質 POPs 檢測，並配合法規執行積極輔導檢測實
驗室認證，以提升國內 POPs 檢測技術能力，整合成一個完整監測網。

POPs 檢測未來因應策略
2012 年 10 月 15 日至 19 日於瑞士日內瓦召開斯德哥爾摩公約第八次
締約國大會，討論現階段斯德哥爾摩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議化學
品 ， 包 含 ： 短 鏈 氯 化 石 蠟 (Short-Chained Chlorinated Paraffins,
SCCPs)、六溴環十二烷 (HexaBromoCycloDodecane, HBCD)、氯化萘
( 六 氯 萘 / 八 氯 萘 ) (Chlorinated Naphthalenes, CNs) 、 六 氯 丁 二 烯
(HexaChloroButaDiene, HCBD)、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PC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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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OPs 公約列管物質之標準方法編號彙整表

化學物質名稱
編號
1 多氯聯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CBs)
2 可氯丹(Chlordane)
3 地特靈(Dieldrin)
4 滴滴涕(DDT)
4,4-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
5 毒殺芬
(Toxaphene, Campechlor)
6 安特靈(Endrin)
7 飛佈達(Heptachlor)
8 阿特靈(Aldrin)
9 六氯苯 HCB
(Hexachlorobenzene,)
10 滅蟻樂(Mirex)
11 戴奧辛
(Dioxins)
12 呋喃
(Furans)
13 α- 六 氯 環 己 烷 (αHexachlorocyclohexane)
14 β-六氯環己烷
(β-Hexachlorocyclohexane)
15 十氯酮(克敵康，Chlordecone)
16 靈丹
(Lindane)
17 商用五溴二苯 四溴二苯醚
醚(C-PentaBDE) 五溴二苯醚
18 五氯苯(Pentachlorobenzene)
19 商用八溴二苯
六溴二苯醚
醚(C-OctaBDE) 七溴二苯醚
20 六溴聯苯
(Hexabromobiphenyl)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類和全
氟辛基磺醯氟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21
Acid, its salts and
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
22 安殺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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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方法編號(NIEA)
A809
S604
M803
M618
M618
M618

A807
M183
C611
W660
W605
W605

W602 T601 T706
M187 M619 M625
T206 T706 D910
T206 T706 D910
T206 T706 D910

M618 T206 T706
M618
M618
M618
M618

W605 T206 T706
W605 T206 T706 D910
W605 T206 T706 D910
T706

M618
A808
A807
A808
A807
M623

D910
A809
W790
A809
W790

A810
S901
A810
S901

A811
M801
A811
M801

M623
驗證中
M658 M618 W605
T206 T706 D910
T506 M802
M623
T506 M802
驗證中
W542
全氟辛烷磺酸鹽類及全氟辛基磺醯氟
驗證中

M618 W658 T206 W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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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鹽類及酯類皆已通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議委員會提案審議，在未
來數年內將可能會被公告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而進行管制。然而目前
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均未針對上述化合物訂定標準方法，而且大部
分化合物尚無市售標準品提供，所以持續不斷新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檢測，將會是環檢所未來研訂標準方法需要面臨的挑戰。

參考文獻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環境流布背景調查計畫」，
2011。
2.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
計畫」成果報告，2011。
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毒災簡訊電子報第十一期」
，2008。
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電子報第二期，2006。
5.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電子報第七期，2007。
6.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POPs) 資 訊 網 站
http://ivy1.epa.gov.tw/Dioxin_Toxic/NewDefault.aspx
7.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境 檢 驗 所 檢 驗 方 法 查 詢 。
http://www.niea.gov.tw/analysis/epa_ww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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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檢測管理與防弊措施
翁英明

1

王姿惠

2

郭安甫

3

前言
依現行「環境用藥管理法」
，其管理範圍涵括 3 類：環境衛生用藥、
污染防治用藥品及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而針對使用濃度及使用方式
之不同，在管理上亦可分為一般環境用藥、特殊環境用藥及環境用藥
原體，並訂定「環境用藥有效成分含量容許誤差範圍」作為判定依據，
由環保署公布資料顯示，近 3 年市售環境用藥查核結果，其中抽驗有
效成分不合格率為 3.6%～4.8%間，均是有效成分超過容許誤差範
圍，並依法裁處原廠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由於環境衛生用藥為
民眾預防居家害蟲必備藥劑，為防止來路不明的環境用藥，環保署督
導各地方環保機關，每年都會針對零售店、雜貨店、藥局、量販店、
10 元商店、花市、傳統市場等販賣場所，不定期進行環境用藥標示
查核及成分含量抽驗，對於環境用藥稽查及管制極具成效。

現況分析
環境用藥檢測業務於國內已實施多年，對公共衛生改善與民眾安全用
藥有具體貢獻，「環境用藥管理法」第十一條：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
媒防治業，應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核准登記，領得許可執照
後，始得營業。由於環境用藥販賣業是許可制，對於人民權利義務相
關申請案件，應避免執行環境用藥檢驗之人員，接獲業者電話探詢檢
測進度及結果，造成檢驗人員無形的壓力與困擾及弊端產生，能使公
務員本於行政中立需更加審慎因應以提升行政效能，創造優質服務機
關形象，所以預防工作就更顯重要。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因面臨組織
調整，於 2013 年起不再受理環境用藥相關之檢測案，回歸主管機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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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研究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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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環檢所為因應此一變革並研擬對策，依據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
核發作業準則第十一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驗測定機關或認證
之檢驗測定機構，始可執行環境用藥藥效(效力)檢測及有效成分含量
分析，其報告可用於環境用藥許可證之申請登記；環檢所於 2012 年
7 月 24 日依據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理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公告環
境用藥檢測方法－層析法(NIEA D902)適用範圍之各項化合物為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環境用藥檢測類許可證申請之項目，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若取得包含 GC 法適用檢測項目(異亞列寧、普亞列寧、美特寧、協
力精、賽滅寧、百滅寧等 6 項)及 HPLC 法適用檢測項目(愛美松、芬
普尼等 2 項)，即核發該機構該檢測方法(NIEA D902)適用範圍所有檢
測項目之許可。未來有關環境用藥許可申請及年度查核作業計畫，將
回歸自由市場機制，相關防弊措施及預警查核機制等亦應妥善因應。

普查抽驗 由平台登錄
為加強環境用藥查核作業、確保環境用藥品質及保障消費者之用藥安
全，環保署毒管處每年辦理環境用藥查核作業計畫，其中與環檢所相
關事項為辦理查核抽驗環境用藥之有效成分含量，督導地方主管機關
查核抽驗時程及劑型分配等工作，規定在抽樣前，應先至「環境用藥
管理資訊系統」(http://flora2.epa.gov.tw/mdc/)查詢其他地方主管機關
之送驗情形，以避免重複採集到同一製造日期批號之相同產品。抽樣
後，應立即至該系統將採集之環境用藥相關資料鍵入系統，並利用系
統產出樣品編號進行送驗，將樣品送至環保署環境檢驗所進行檢測，
避免再重複送驗，以使檢驗資源發揮最大效用；抽樣之蚊香劑，除檢
測有效成分含量外，亦對蚊香本體加強戴奧辛含量查察。

檢測申請 統一窗口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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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檢測樣品來源分別為業務主管單位環保署毒管處、縣市環保
局配合稽查案及業者許可證新申請、展延或變更案，為使第一線檢驗
人員依據標準方法能公正客觀獨立執行檢測工作，以避免外界非必要
之因素干擾，環檢所第一組為環檢所接受委託檢測(驗)時，對外行政
作業之統一窗口，負責與各申請檢測單位聯繫溝通；而各檢測組僅針
對第一組所收到轉交之委託檢測案或樣品進行指定項目之採樣與(或)
檢測工作(流程如圖 1)。依環檢所組織條例第二條訂定環境檢驗所樣
品收發標準作業流程(L-S-2-1-02)辦理。

環檢所(組)內收樣-工作分派
當檢測申請案件進來時，首先由一組所收樣員檢視樣品包裝上之標示
與該樣品所附之「樣品運送及受理檢測申請單」內容，確定無誤後由
實驗室資訊管理系統(以下簡稱 LIMS 系統)統一收樣登錄並編號，視
樣品種類及檢測項目交由組收樣員辦理簽收，組收樣員對樣品審視、
核對無誤後簽收，將樣品置於組內環境用藥樣品專櫃室溫存放，同時
登入「組收樣登錄本」、「樣品取用紀錄本」，並將組內「樣品檢測工
作分派單」與前述申請單併陳負責之科長核閱，科長確認後同時進行
工作分派，由檢驗人員簽名確認，科長分派工作後檢測申請單轉陳組
長核定該樣品處理時限，核定後組收樣員進入 LIMS 系統，依處理時
限進行檢測案件登錄，並將相關資料鍵入內控樣品檢測案電子檔(如
本年度為：W:\第四組佈告欄\101 年第四組紀要\第四組樣品檢測
案.xls)，以紙本及電子檔並行方式確保收樣至工作分派過程無誤，並
納入 Lims 系統管控檢測案件進度。

環境用藥標準品管理
為確保檢測數據品質，檢驗人員除依據標準方法公正客觀執行檢測工
作外，其主要關鍵因素則是標準品的有效性，目前環境用藥檢測方法
－層析法(D902.07B)所列項目超過 70 項，市面上常用者有 39 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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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申請檢測樣品收受及報告核發處理流程
何確保執行檢測案件時標準品均能在有效的期限內，所以數量種類及
備份掌握就更顯重要，彙整往年經驗改善流程，儘可能避免影響業者
權益下，設置環境用藥標準品由專人管理，依據歷年受理環藥檢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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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項目，統計分析後於每年年初規劃環藥標準品項目採購期程，將
現存使用之標準品資訊製表並置於內部網路共同區(W:\第四組佈告
欄\1 環境用藥專檔\使用中標準品)，並將紙本置於貯存標準品之冰箱
上供同仁使用參考。藥品管理人則定期(至少 2 個月一次)審視組內標
準品之有效期限及庫存量，當檢驗員一啟動某品項庫存標準品使用
時，則須同步通知環藥標準品管理人進行採購申請，以確保檢測程序
均能符合方法品質管制規範。

數據品質 多重把關
相關檢測組之檢驗員於收到樣品檢測之分派通知後，即依據檢測方法
與實驗室品保品管規定安排進行檢測。各檢測組應於規定之檢測期限
內完成檢測工作，並依 LIMS 系統之操作步驟，於電腦中輸入檢測數
據，經驗算員驗算，並陳送指定之小組負責人審核，組長複閱，以確
認數據品質後，使用 LIMS 系統製作檢測報告初稿，再連同檢測原始
數據送交第一組所樣品管理員，俾利彙整陳核一層核定，發出正式檢
測報告。若無法如期完成檢測時，檢測組應於到期日進入 LIMS 系統
辦理展辦操作，並列印展辦單，依規定陳奉核准後，通知所樣品管理
員登錄備案。

結語
加強環境衛生用藥及偽、禁藥抽驗作業，確保環境用藥品質及保障消
費者之用藥安全，以避免病媒蚊產生抗藥性或殘留污染環境，除落實
優質服務機關願景，檢測管理與內控機制的要求外，將本於專業學
能，以嚴謹確實之態度，提出具有品質、效力及公信力之檢測數據，
做好把關及維護消費者權益及國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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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量測不確定度之推估準則
李如訓 1 王鵬榮 1 許志福 2 張雪妮 2

前言
在實驗室中，不論執行檢測或校正，任何量測都無法避免不確定度的
產生。不確定度為量測結果相關的參數，可用來表示待測物數值的離
散程度。量測並不完美精確，每一次量測所得的測值具有分散性，也
就是說不同人、時、地、物所量測的值也都不一定會一樣，而是以統
計機率散佈在某個範圍之間。所以，量測不確定度(Measurement
Uncertainty)是一個估計區間範圍，用來表示受測量之「真值」可能散
佈程度，可作為量測結果品質良莠的評估，當不確定度値愈小，表示
量測結果愈集中，量測品質較高，反之，若不確定度値愈大，表示量
測結果愈離散，量測品質較差。
ISO 17025 第 5.4.6.2 節規範檢驗室應執行量測不確定度之估算，第
5.10.3.1 (c)節規範當涉及檢測結果之有效性及應用面時，應出具不確
定度。國際認證組織規定認證參考物質(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CRMs)之認證值應有不確定度，歐盟規範認證優良實驗室操作(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之檢測數據也應有不確定度(1-3)。

為何要估計量測不確定度(4)
量測不確定度的評估除了 ISO 17025 有規定必須製作外，一個好的量
測不確定度估計有助於實驗室和他的客戶，確保檢測結果可以符合設
定的目的，確保檢測結果可追溯到國際或國家標準，可將實驗室的結
果與規格或法規容許値或控管限値作一有意義的比較基礎，讓使用者
依此檢測數據做出明智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利用量測不確定
度也可以改善檢測方法，使量測更精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2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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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的誤差來源(5)
正因量測誤差存在於每一量測作業中，為此誤差在評估及修正的過程
中，所衍生出來的不確定性，若加以量化即可產生量測不確定度，故
為了計算不確定度，必須先確定所有的誤差來源，估計每個誤差來源
的影響有多大，檢測的誤差來源大致可以分成下列三種：
總誤差(Gross Errors)
總誤差是指非故意或不可預知的錯誤而產生的分析結果。此類型的錯
誤是無效測量，可藉由實驗室品質保證程序盡量減少此類誤差的產
生。所以在估計量測不確定時，總誤差是不需要進行統計評估，總誤
差是不會納入量測不確定度的計算。
系統誤差(System Errors)：
主要是由於某些原因而使得量測系統產生誤差，在相同條件下，重覆
多次量測同一待測物，保持固定不變的誤差。系統誤差產生的原因可
能為測量工具本身造成不正確，或因為環境的因素(例如溫度、壓力
等)，數值產生變化，或是人為不正確的操作或使用錯誤的觀測方法，
也有可能因為實驗設計錯誤，或實驗設計無法滿足理論原理的要求而
產生的。但是系統誤差可以經由分析的技術應用到的已知的參考物
質，或是同樣的樣品由另一個分析員分析或在另一個技術優良實驗室
分析，也可以另一個檢測方法重新分析而被找出。
隨機誤差(Random Errors)
在相同條件下，重複多次量測同一待測物時，由一些不可預期之隨機
變化而出現的量測誤差。隨機性誤差顧名思義是隨機發生的，又稱為
偶然性誤差。隨機誤差之產生是不可預期的，是不可消除的，但是通
常可經由量測次數來降低，不像系統性誤差可以解釋其誤差發生的原
因，而經由改進加以控制。隨機誤差會隨著每次的測量而變化，有時
候會大於或小於真値，其分布符合統計學上所謂的「常態分布」或稱
「高斯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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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測不確定度的建立(6-9)
量測不確定度之評估步驟包括 5 個主要階段如圖 1 所示，分述如下：
確認檢測方法

確認所有不確定度的來源

評估不確定度的來源

結合個別之不確定度以計算得到檢測方法
的結合標準與擴充不確定度

報告量測不確定度
圖 1 量測不確定度之評估步驟
1.確認檢測方法：清楚的定義量測所需參數，以確認會影響檢測結果
的因素，包括採樣、實驗的前處理步驟、如何製作檢量線、使用的
儀器設備等，仔細研析並一步一步地拆解檢測方法，此時建立方法
的標準作業程序(SOP)是必須的。
2.確認所有可能之量測不確定度的來源，為不確定度評估過程最重要
的工作階段之一，其目的在弄清楚那些來源是預估整個檢測方法之
量測不確定度所必須加以考量者，常用的分析工具為「特性要因
圖」
，也就是俗稱的「魚骨圖」
，如圖 2 所示，其來源要依各設計實
驗狀況加以分析。一些常見不確定度的共同性來源包括：
(1)採樣：當採樣為構成檢測程序之一部分時，則不同樣品間之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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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或任何採樣程序之誤差等的影響，都須要加以考量。
(2)儀器誤差：如天平的校正等。
(3)試劑純度：例如被用以配製檢量標準之試劑純度，將會對標準品
濃度的不確定度有所影響。
(4)量測情況：例如定容玻璃器皿可能會在不同於其被執行容量校正
的溫度下被使用。
(5)樣品效應：待測物回收率或儀器反應，可能會受到樣品基質中其
他成分的影響。當使用添加樣品以估算回收率時，則樣品待測
物的回收率與添加樣品中之待測物的回收率，可能會有所不
同，因為添加亦可能引入另外的不確定度來源。
(6)計算效應：例如使用不適當之檢量或校正模式等。
(7)隨機效應：隨機效應會對檢測程序各個階段中有關的不確定度產
生影響，故理所當然也應該被考慮。

圖 2 特性要因圖之範例(10)
3.評估量測不確定度的來源：這個階段為估計每一個不確定度所產生
的大小，估算的方法有許多，但是一般最常用的方法有二種，由下
而上 (BottomUp) 的方法與由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5,11)。
(1) 由 下 而 上 的 方 法 ： 由 下 而 上 的 方 法 是 一 種 以 作 業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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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Based)的過程之評估策略，其做法是將分析者的檢測
流程分解成幾個主要的作業方式，將這些作業方式的不確定度
加以群組或合併，建立每一個影響最後結果與品質的程度，再
綜合所有的變異來源成為量測的不確定度。其優點為清楚了解
整個量測方法，能鑑別主要與次要的不確定度貢獻程度。缺點
是太過繁複且耗時，當有些步驟的細節無法被量化或被忽略
時，有低估的風險。
(2)由上而下的方法：由上而下的方法 是實驗室係以方法的確效
(Validation)及長期精確資料為基礎所建立的，這些資料包括品
管樣品、能力測試結果、公開發表的文獻資料和/或實驗室間的
合作試驗而來，利用已確效方法之性能的參數(Performance
Parameters)，如重複性(Repeatability)和再現性(Reproducibility)
的限值加以評估。此方法的優點為簡單，考慮的變因較少(因為
所有的變因全部統合在精密度與準確度之中)。缺點為實驗室建
立或評估的風險時，往往無法洞察個別的不確定度來源，包含
人為因素、均勻度不足所產生的效應及實驗室間再現性的計算。
4.當完成各個不確定度來源的估算後，下一個步驟即須將個別的不確
定度加以整合成為結合不確定度(或稱為組合不確定度，Combined
Uncertainty)。最後將此結合不確定度乘以適當的涵蓋係數(Coverage
Factor)k，以求得擴充不確定度(Expanded Uncertainty)。而所謂的擴
充不確定度，係指與量測結果有關之範圍量，包括大部分合理歸屬
於待測量之測值的分佈範圍，也就是根據此方法所量測到的可靠度
或信心水準求的之不確定度範圍，而涵蓋係數 k，為對於量測所需
的信心範圍，對於大部分的檢測目的，會依照統計學上常態分配之
95%或 99%的信賴區間的値，通常會建議使用 k=2 或 3，作為擴充
不確定度的範圍。
5.報告量測不確定度，依據 ISO 建議表示方法為 X ± U(單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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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代表測値，U 代表擴充不確定度，其結果以不超過小數點 2 位為
原則，小數點以下位數要相同，在完整的報告中必須包含檢測結果
與不確定度的計算方法說明，並將所有常數與校正的來源與值，列
出詳細評估不確定度的方法與組成。

由檢測值及不確定度判定檢測結果
量測不確定度是一個估計區間與量測結果相關的參數，用來表示合理
量測值的離散程度，可評估量測結果的品質優劣，故量測値愈集中，
則其數據品質就較高，亦即量測不確定度之值會愈小，也說明了量測
不確定度就是對量測結果品質的定量保證。但是當所得到的量測不確
定度數值太低、太過理想化時，則可能有失真之疑慮；數據雖具有再
現性，但這結果也可能來自分析步驟不夠完整或是使用過窄的分佈範
圍，這樣的數據除了會造成困擾外，也增加實驗室與顧客間不必要的
糾紛。而另一方面，過高的不確定性只是猜測，它是沒有意義的聲明。
在一份報告中，如何告訴我們量測的數據可靠性(Reliability)多少，除
了由品質保證的策略來確保數據的正確性之外，量測不確定度可告訴
我們檢測值的合理範圍，使得檢測數據的應用更加的完整。舉例來
說，假設管制上限(此値亦可為法規最大限值或國際盲樣比測)之統計
限值為 10.0 ppm，有下列 4 種情形(如圖 3 所示)來判定檢測值是否符
合(Compliance)規範(5,8)。
1.假設檢測值 A 為 12.0±0.6 ppm，因檢測值 A 超出管制上限值，即使
檢測值扣除不確定度後仍超出管制上限值，故判定檢測結果不符合
規範。
2.假設檢測值 B 為 10.3±0.5 ppm，雖然檢測值 B 超出管制限值，但若
考量量測不確定度，則管制上限值落在測値範圍內，故無法判定檢
測結果是否合格。
3.假設檢測值 C 為 9.7±0.5 ppm，雖然檢測值 C 未超出管制限值，但
若考量量測不確定度，則管制上限值落在測値範圍內，故無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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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是否合格。
4.假設檢測值 D 為 9.0±0.4 ppm，因檢測值 D 未超出管制上限值，即
使檢測值加上不確定度後仍未超出管制上限值，故判定檢測結果符
合規範。

檢測值

A

B

C

D

圖 3 由檢測值與不確定度判定數據是否符合限值

國際樣品比測之不確定度討論(12-13)
國際樣品比測(Proficiency Testing)的不確定度往往大於校正實驗室值
之參考值，原因是各參與國際比測之檢驗室所使用的方法及儀器等不
同，但皆納入不確定度之統計計算，各實驗室不確定度的來源界定難
有一致性；不確定度計算方式繁複難懂，除非經過專業訓練，不易得
到合理的評估值，且參與不確定度比測的檢驗室家數、該次比測不確
定度的平均值亦會影響。因此，各檢驗室陷入兩難，較低的不確定度
較能吸引顧客，但較高的不確定度較能通過國際比測。

結語
以有效的分析步驟來測定量測不確定度，其價值在於使實驗結果更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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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真實性，所以不該將量測不確定度的評估視為會增加實驗室額外負
擔的洪水猛獸，從正面的角度來看會使實驗室檢測數據的品質更好。
量測不確定度可用於評估檢測結果，以及比較各結果之間的差異，尤
其是不同實驗室間的差異，這對於改善檢測方法或提升實驗的素質是
有莫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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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物鑑識技術建置
巫月春 1 王振興 2 蘇育德 3 陳滄欽 4 陳重方 5

前言
空氣污染物隨污染物的物化特質與所在大氣環境條件常產生變異，尤
其氣狀污染污變異度更勝於微粒。就時間與空間尺度而言，及時掌握
污染物採樣時間點、使用正確的樣品採集方式，是空氣污染鑑識技術
的關鍵點，在地狹人稠的臺灣，工業區與住宅區域間少有足夠的緩衝
地帶，工廠一旦發生工安或製程意外失控之情事，可能造成廠區內原
物料或產品中有害物質外洩，進而危害周邊居民生命財產損失及生態
環境污染。而此類空氣污染事件發生時，需針對要污染物種、濃度、
範圍或來源進行鑑識，而空氣污染物的鑑識建立在固相微粒與與氣體
污染物檢測分析技術上。空氣污染物檢測技術大致分為現場(In-Situ)
或離場(Ex-Situ)檢測(1)。而傳統空氣污染物分析技術仍以離場技術為
主，其以合適之採樣介質採集空氣樣品後，再送進檢驗室以適當的分
析方法檢測目標化合物。對於化學性質並不穩定污染物，例如環氧乙
烷、光氣、三氫化磷及醛類等，一經排放，可能受到環境因素(例如
光或熱)之影響，產生化學反應生成其他污染物，故此種環境敏感或
生命週期短之污染物種，以離場採樣後送回檢驗室分析的方法，往往
無法真正找出原生之污染物種及其濃度，例如環氧乙烷轉換成乙二
醇，甚至可能造成污染源之誤判。另外，有些化學極性較大之空氣污
染物種，例如有機酸、醇及胺類，經捕集至採樣筒(袋)或吸附介質材
內，未必能完全將其吹趕到後端之儀器來進行定性定量分析，甚至可
能在分析程序(例如熱脫附)中質變(例如裂解)，這些因素往往限制了
空氣污染物中可檢測出之污染物種及其濃度，因此發展污染事件現場
採樣檢測技術為空氣污染鑑識之核心技術，離場分析技術則為支援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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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污染物再確認之技術。核心技術之發展，以環檢所「新世代環境品
質監測與檢測發展」六年計畫(2013至2018年)，建置緊急應變移動實
驗室為藍本(2)；離場技術主要以難以進行現場檢測，而污染物性質隨
時間變異較小、代謝或衍生路徑容易推估，較具鑑識指標意義且之項
目，例如：粒狀物粒徑特性及成分、固態或氣態戴奧辛、多環芳香烴
成分等(3-4)，其次為現場半定性定量污染物之再確認等，則以採樣後
送回環檢所實驗室進行定性定量分析之離場鑑識技術。

技術
1. 現地(In-Situ)即時監測技術：設置移動實驗室 1 座，相關監測技術：
（1） 氣相層析質譜(GC/MS)：可偵測包括苯等，約 70 種常見揮發性
有機污染物(VOCs)(5)。
（2） 氣相層析火焰光度偵測(GC/FPD)或脈衝式火焰光度偵測技術
(PFPD)：測定含硫化合物，包括硫化氫、甲硫醇、二硫化碳、
硫化甲基及二硫化甲基等異味物質(6)。
（3） 質 子 轉 移 反 應 質 譜 (Proton-Transfer-Reaction

Mass

Spectrometry，PTR-MS)檢測技術(7)：屬半定性定量技術，監測
的物種包括(a)異味物質之各種醛、胺、酮、醇、酯、硫醇、有
機酸(b)氣態多環芳香烴(PAHs)(c)石油產品：二烯類、炔、環烷、
芳香烴(d)其他特殊氣體：環氧乙烷、三氫化磷、砷化氫之測定。
（4） 飛 行 式 質 子 轉 移 反 應 質 譜 (Proton Transfer Reac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 PTR-TOF-MS)技術(8)：補強
PTR-MS 在同質量數不同原子結構之化合物種(特別是有機磷、
氮、硫、氧等惡臭物質)之定性、定量解析能力。
（5） 傅立葉紅外線吸收光譜(FTIR)技術：主要測定乙烯、丙烯、三
氯乙烯、二硫化碳、甲醛、氟化氫等氣體污染物。
（6） H2S、NH3、THC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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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離場(Ex-Situ)鑑識技術：
（1） 利用現地(In-situ)即時監測結果觸發採樣筒(Canister)、採樣袋
(Tedlar Bag)或吸附介質(例如活性碳)採集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樣
品，進一步送回環境檢驗所實驗室進行定性定量分析，確認污
染物種及其濃度(9)。
（2） 氣相層析-氮磷偵測技術(GC/ NPD)：分析含氮有機物。
（3） 氣相層析或-液相層析技術(3,10)：以石英濾紙與吸附劑套筒採集
空氣中 PAHs 物質，再以氣相層析火焰離子化偵測器 (GC/FID)
與質譜儀 (GC/MS)，或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HPLC)進行多環芳
香烴化合物之檢測。
（4） 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HRGC/HRMS)分析技術：利用石英纖
維濾紙及聚氨甲酸酯泡綿(PUF)採集空氣中粒狀及氣狀多氯戴
奧辛(PCDDs)及多氯呋喃(PCDFs)等，經萃取、濃縮及淨化後，
利用 13C-同位素標幟稀釋法，測定 17 種氯化戴奧辛及呋喃同源
物之濃度(11-12)。
（5）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技術(13)：以濾紙截取空氣中粒狀污染後，進
行消化前處理後測定元素含量，或利用雷射剝離結合感應耦合
電漿質譜直接測定濾紙上元素含量(14)。
（6） 粒狀物物理特性量測技術：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氣膠質譜
(Aerosol Mass Spectrometer, AMS) (15)。
3. 模式及統計分析技術：運用空氣品質模式、氣象模式及高斯煙流
軌跡模式，並配合氣象資料，模擬區域氣象場、受體點之逆軌跡
路徑、污染源之順軌跡路徑及污染物之軌跡濃度等，以此分析探
討形成污染物之來源、污染物之變化趨勢及區域性累積濃度對周
界地區的影響 (9)；及統計分析之因素分析與聚集分析解析數據資
料。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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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粒狀物：分徑採樣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ICP-MS、LA/ICP-MS。
2. 揮發性有機物：FTIR、PTR-MS、PTR-TOF-MS、GC/MS。
3. 半揮發性有機物(PAHs、Dioxins)：GC/MS、HPLC、HRGC/HRMS
4. 異味物質：RNH：(GC/NPD)；RSCs：(GC/FPD 或 GC/PFPD) 。
5. H2S、NH3、THC 監測儀。

經費
總經費約 6640 萬元，其中設備費 5665 萬元，委辦費 975 萬元。
1. 設備費：2012 年 1500 萬元，2013 年 990 萬元，2014 至 2018 年規
劃編列 3265 萬元，合計 7445 萬元。
（1） 2012 年：購置中之 PTR-TOF-MS，經費為新台幣 1500 萬元。
（2） 2013 年：環檢所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測計畫共編列設置移
動實驗室硬體與添購 PM2.5 採樣器經費 900 萬元。
（3） 2014 至 2018 年：環檢所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測計畫規劃
編列 3265 萬元購置 GC/NPD、GC/MS、紅外線氣體熱像攝影
機、氣體及粒狀物採樣設備等等設施。
2. 科技委辦計畫：
（1） 2013 年至 2016 年，每年編列 150 萬元進行「空氣中含氮異味
物質之線上監測技術之開發」計畫。
（2） 2013 年規劃 375 萬元進行「環境中奈米物質量測、特性分析及
即時毒性測試平台技術開發」計畫。

人力
環檢所空氣污染檢測業務人力共計 13 人，透過委託計畫引進外部每
年人力約增加 2.5 人。

外部資源
1.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資訊系統：提供固定源製程及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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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2. 中央大學化學系王家麟教授：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分析技術高值觸
發採樣技術、大氣監測技術與氣象模式與空氣品質模式。
3. 中央研究院氣候變遷中心許世傑博士：微粒成分分析技術及設施。
4. 臺灣大學職衛所陳志傑教授：微粒採樣及粒徑分析技術與設施。
5.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蔡春進教授：微粒採樣及粒徑分析技術
與設施。
6. 輔仁大學劉希平副教授：胺類檢測技術與設施。
7. 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

結語
在經歷 2008 年的「潮寮事件」及 2010 年「六輕工安」事件後，環檢
所積極爭取經費，規劃設置一座移動實驗室，添購各項監測設施，開
發現地即時快速監測結合觸發採樣技術與污染擴散模式模擬，尋求外
部最大可能之資源與協助，將移動實驗室設施與技術，實際應用於國
內空氣污染物事件潛勢較高之七處工業區監測調查，建立七處工業區
之空氣污染背景資料及觸發物種與濃度，以期緊急污染事件時，能正
確且快速找出污染事件資訊，達到定紛止爭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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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污染物鑑識技術建置
潘復華 1 郭季華 2 李長平 3

前言
環境鑑識技術及政策，可以說是環境檢驗技術及政策的延伸、擴充及
終極應用目標，但在技術歧異度及政策困難度上，二者仍有相當大的
不同，如何補強二者差異或缺口都是國內外相關領域爭相努力的方
向。環境鑑識技術開發的需求，端視其鑑識案件發生的特性與頻率，
隨著任務需要，可能有不斷新的鑑識方法被提出來，其技術可能涵蓋
污染現場勘查、證物搜尋、實驗室檢驗、從有明確的儀器分析結果到
數據解釋與提出交叉比對等等數據及資料，依照鑑識案件所需而帶動
各種檢驗技術之應用。本文透過未來經建計畫「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
及檢測發展計畫」六年間之經費挹注，提出無機鑑識技術建置的前瞻
規劃，分別就技術、設備、經費、人力及外部資源作能力建置，以規
劃與補強現有的檢測儀器，藉由結合以往污染案件追查的實務經驗及
了解外界相關技術及儀器設備發展之現況，因應未來技術之進展，在
時程的掌控與整合、鑑識技術需求的滿足點、經費及人員等資源的平
衡點上，建立合宜之無機鑑識技術。

無機鑑識技術
環境鑑識技術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協助提出有效、可被採納且可靠
的證據，成為環境污染者認罪的佐證及依據。當然如何使用有效的鑑
識工具，採集具備證據能力的現場證據，利用透過所謂環境污染物鑑
識技術，首先必須應用污染源之現場鑑識與專業之主觀式採樣、後續
藉由實驗室之眾多精密分析儀器，搭配嫻熟之環保專業知識，尋求可
能的特殊指紋，再搭配統計軟體協助判定其因果關係，以釐清責任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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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現階段非法棄置案件之無機鑑識對象，多為皮革污泥、煉鋼業飛
灰、爐碴或底渣等廢棄物，此等無機鑑識案件係以重金屬之種類判
定、金屬物種特性與比例之檢測為主，需要結合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XRF)之重金屬成分及 X 射線繞射分
析(X-Ray Diffractometer,XRD)之特徵角度鑑識技術。未來無機鑑識技
術發展的方式，多以配合污染場址之特性需求，來啟動對特定技術之
開發，隨著任務需要，可能不斷有新的技術被提出來，因而帶動各種
技術之研究及應用驗證等。因此，依據環檢所鑑識實務上之經驗，將
環境鑑識中未來發展之無機鑑識技術歸類為現場鑑識技術、無機元素
檢測與鑑識、無機元素之同位素鑑識技術及統計分析技術等 4 大類。
1. 現場鑑識技術：係利用污染物外觀、顏色、味道等感官性，及pH
值、導電度等物化性，或藉由現場快篩設備協助進行判定與採樣，
如運用攜帶式XRF之重金屬元素成分篩選技術，可快速判定與瞭
解樣品中之重金屬元素比例關係，確保採樣代表性(主觀式採樣)。
取樣是鑑識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現場上進行污染源物質
(Materials)的選擇與取樣、訂定優先性與送驗項目，攸關後續實驗
室鑑識結果，鑑識科學特別強調在這一方面的能力，並就樣品管
理、保全維護及相關佐證紀錄文件之製成等作業，以提昇樣品檢
測結果之證據力。
2. 無機元素檢測與鑑識：傳統上固體樣品中微量元素檢測，係採用
酸消化或萃取前處理技術，配合原子偵測儀器測定之，其目的是
為了法規管制項目而執行之定性與定量工作。然而，藉由實驗室
中各種儀器，祇要具有指紋(Finger-Printer)特性者，均可拿來作為
鑑識目標污染物。無機物之鑑識特徵包括：pH、X射線螢光分析
(XRF)，電子顯微鏡(SEM)觀測、X射線繞射分析(XRD)等無機物
特徵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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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鋼鐵冶煉業中集塵灰的特徵，在碳鋼業與不銹鋼業的集塵灰
中金屬元素分佈之差異性主要是鉻、鎳、鋅、鈣，如不銹鋼業的
集塵灰中鉻、鎳含量較一般碳鋼業高很多，磷含量則較碳鋼業低，
相對的碳鋼業鋅含量比不銹鋼業高很多。一貫煉鋼廠公司氯含量
相較於碳鋼業之氯含量低很多，鋅含量以碳鋼業較高，不銹鋼業
相對較低，其中高爐場之碳鋼業鋅含量亦較其他碳鋼業低，鈣含
量分析結果則以不銹鋼業較碳鋼業高。因為碳鋼業生產條鋼、型
鋼，型鋼等產品，所需廢鐵及石灰之進料會有差異，會影響到錳、
鋅、氯、鈣在集塵灰及爐碴中含量，爐碴主要含鈣、鐵、鋁、矽、
鎂、錳等元素，電弧爐不銹鋼製程中添加多量的鉻、鎳合金以製
成耐腐蝕的鋼品，不銹鋼爐碴中鉻含量 ≧2 %，可藉助爐碴中鉻
含量比率，來區別其它煉鋼業者，如一貫煉鋼廠之鉻含量則＜0.9
%，如此可藉由無機元素分析含量程度的不同，來尋求與區別不同
煉鋼業的指紋特徵。
3. 無機元素之同位素鑑識技術：自然界中，除了只擁有一種穩定同
位素的元素外；對於具有兩種以上穩定同位素的元素而言，在不
同地點，如大氣、海洋、地殼或太空等或不同物質中，同位素比
例都不太一樣。也就是說，絕大部份元素的原子量是會變化的，
不是恆久固定的值。利用這個概念，同位素示蹤法被廣泛應用於
重金屬污染源之鑑識，Abi-Ghanem(1)等利用鉛同位素確定了黎巴
嫩沿海三個不同地區沈積物的鉛污染來源，研究發現Akkar的鉛污
染來源主要為自然鉛，不過也明顯存在人為鉛污染，Dora的採樣
點之鉛污染主要來自鄰近大型垃圾場，Selaata採樣點之鉛污染來
源主要為鄰近化肥場磷礦石處理過程產生之廢水排放，Weiss(2)等
對芬蘭多雨地區泥炭的鋅同位素進行研究，結果發現表層沈積物
的δ66Zn背景值明顯高於受礦區污染泥炭的δ66Zn值，而受污染區
泥炭和植物中的鋅同位素值則與當地礦物和岩石中的鋅同位素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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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近，且發現受污染泥炭的δ66Zn與鋅濃度呈現顯著負相關，
因此認為當地泥炭中的鋅主要來自於礦區。
4. 統計分析與資料庫搜尋技術：環境鑑識需要針對污染區域收集很
多基本資料，這些資料當然也包含很多的檢測數據。若是採集的
樣品數量很大而且檢測的項目也很多時，所產生的大批數據往往
容易造成混淆，而使數據不易判讀。想要在眾多數據中篩選出有
用的參數，並將這些隱藏在數據下潛在的意義或是結構清楚地呈
現時，往往需要統計工具的輔助。多變量分析是一種常用於處理
大量數據的統計工具，所以對於擁有大批檢測數據的環境污染鑑
識案例而言是一種很有用的鑑識工具。可藉由不同之統計及數值
分析技術如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因素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等統計方式，
在配合專業人員判斷，來協助區分各產業間的差異性，再加上已
建置好各行業別的產業特性資料庫，輔以污染物特徵鑑識程序及
配合廠家現場訪查與稽核各廠申報廢棄物的處理狀況及地源關係
等各種因素，來作為評析不明產源之依據，以鑑定兩家以上相似
產物與環境中所發現之棄置污染物間之因果關係，如此更易釐清
其間責任歸屬。

現有主要無機鑑識設備
1. 攜 帶 式 X 射 線 螢 光 分 析 (Handheld X-ray Fluorescent Analyzer,
FXRF)：手持式 XRF 重金屬分析儀在不明來源棄置場址採樣
時，可於現場附近遠離污染處進行簡易重金屬污染物篩選測試，
可快速判定與瞭解樣品中之重金屬元素比例關係，提供廢棄物危
害程度、緊急應變、有害特性或廢棄物清理之參考。而空間之不
均質性為不準確性之最主要成因，傳統檢驗方法常因經費限制無
法分析大量樣品，手持式 XRF 重金屬分析儀現場即時檢測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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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取得代表性樣品之準確性，具快速、準確及低費用性之現場篩
檢設備，並可降低採樣不準確性。
2. 落地型X射線螢光分析(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XRF)：係
利用X-ray照射樣品以激發試片中的元素，當原子自激發態回到基
態時，釋放各元素特定波長，經由分光儀分析其能量與強度後，
可提供組成元素的種類與含量，具有快速、非接觸、非破壞性及
多元素分析等特性，與手持式XRF不同之處，為落地型具有較佳
之解析度，如有標準品，亦可作為定量分析用。目前環檢所用於
鑑識土壤、廢棄物及毒性化學物質等目標污染物中金屬元素成分
及初步半定量之用途。
3. X射線繞射分析(X-Ray Diffractometer,XRD)：係利用X-ray照射樣
品，X-ray對物質的晶格產生繞射,由繞射圖案，配合XRF的元素成
分及資料庫鑑定化合物的名稱，亦可得到物質晶格結構、晶形、
晶格尺寸、以及晶格缺陷形式等所得之特徵角度資料。目前環檢
所用於瞭解廢棄物、毒性化學物質鑑識及土壤中各類金屬元素之
特徵角度分析。
4. 感 應 耦 合 電 漿 質 譜 儀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CP-MS)：本方法將樣品溶解或消化，待測樣品溶液
先經霧化處理後，再配合載送氣流輸送，將所形成含待分析元素
之氣膠(Aerosol)輸送至電漿(Plasma)中，樣品受熱後，經由一系列
去溶劑、分解、原子化/離子化等反應，將位於電漿中之待分析元
素形成單價正離子，再透過真空界面傳輸進入質譜儀，將各特定
質荷比之離子予以解析後，以電子倍增器加以檢測，來進行多元
素之定性及定量工作。目前環檢所執行於土壤、廢棄物及毒性化
學物質等樣品中金屬元素成分及法規管制上之定量用途。
5. 原子吸收光譜-汞分析儀(Mercury by Cold-vapor Atomic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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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ometry)：環境樣品中總汞分析。目前環檢所執行於土壤、
廢棄物及毒性化學物質等樣品中汞元素成分及法規管制上之定量
用途。
6.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ICP–AES): 各類基質中金屬元素分析。感應
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可一次測定高達70種以上的
重金屬元素，而可免於原子吸收光譜儀(AA)需爲每個元素準備不
同燈管的不便；甚至連磷、硫，以及氯、溴、碘等鹵素均可測定。
ICP-AES為環檢所分析的主力儀器，目前環檢所執行於土壤、廢
棄物及毒性化學物質水質、土壤、廢棄物、環境用藥、飲用水處
理藥劑等樣品中元素成分及法規管制上之定量用途。

待引進無機鑑識設備
未來新無機鑑定技術所需引進設備，包含雷射脫附離子電漿質譜儀
(LA-ICP/MS)、全反射X光螢光(T-XRF)光譜儀、離子電漿高解析度質
譜儀(ICP-HRMS)等先進儀器，另外亦需培養相關之專業人員，並藉
由統計軟體的運算協助，以提昇人員彙整與判斷能力。
1. 雷射剝除-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Laser Ablation/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Mass Spectrometry ,LA/ICP-MS)：本方法係將固態樣品以
高能量雷射光照射，經剝蝕氣化(原子化及離子化)後，再利用電漿
高溫將待測元素離子化，最後導入質譜儀偵測定量，作為無機金
屬元素之定性及定量工作。LA-ICP-MS 分析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地
質、生物及金屬與半導體(3)中主要及微量元素分析，法醫鑑識(4)；
環境應用部分，空氣中懸浮微粒(5)、土壤及底泥沈積物中之元素
分析(6)皆有相關研究，除固體樣品外，亦有研究利用 LA-ICP-MS
進行液體樣品中重金屬元素分析 (7) 。LA-ICP-MS 因其應用性廣
泛，因採固體樣品直接進樣，且所需樣品量少，具偵測極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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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範圍大及多元素同時分析等特性，此外，因雷射光束之聚焦
性，亦可進行縱深分析及微區微量分析，為一極具發展微跡證之
鑑識技術。
2. 高解析度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ICP-HRMS)：ICP-HRMS之質量分析
器係利用控制進入端與出口端狹縫寬度的調整，加上磁場與電場
雙聚焦的功能，其解析能力可調整為低、中和高解析度，可真正
區分大部分同重素的質譜干擾，此外，ICP- HRMS 相較於一般
ICP-MS，具有：1.較高的靈敏度與較低的背景值；2.較高的訊號
穩 定 度 及 分 析 精 密 度 ； 3. 於 低 解 析 模 式 下 具 平 頂 峰 波 型
(Flat-Topped Peaks)及較小的質量偏差，可提供較精確之同位素及
元素比例，因此除了可提供環境樣品中高精確度之超微量元素濃
度，進行無機元素檢測與鑑識，此外亦可進行精密之同位素比值
分析，應用於無機元素之同位素鑑識。
3. 全反射式X-ray螢光光譜儀(TXRF)：TXRF分析技術是近年才發展
的多元素分析技術，其特殊的分析能力來自X光的入射角度小於
臨界角度時，入射X光僅能穿透樣品表面數個奈米的深度，因大
部份的入射光全被反射掉，因此所測得的信號，完全是來自欲測
分析物，相對的基質效應不似在XRF時來的嚴重，且偵測器緊靠
著試片表面，這種特殊設計可以偵測試片產生之螢光，降低其它
的背景訊號進入偵測器。利用內標法建立檢量線，偵測極限低可
到1 ppb、穩定度高、用樣量少、簡便、快速，可以應用在水、海
水、污泥、底泥、血液、食品、奈米粒、飲料、尿液、飲料等的
元素分析，除可在實驗室操作外亦可車用電力轉換110 V電壓在採
樣現場即時檢測及污染物鑑識。可應用在採樣現場即時檢測多重
元素及污染物鑑識比對，並具綠色化學之潛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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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六年經建計畫「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測發展計畫」內含提升全國
環境檢測及應變能力工作項目之經常費用，為新購及汰換環檢所設備
之操作維護費用，佔該項工作項目約 12%。其目的為提升全國環境檢
測及應變能力，隨著環境中新興污染物增加，檢測項目增加、偵測極
限降低、檢測量遽增等因素，各項難度逐年提升，規劃增購及汰換各
項設備足以因應各種檢測需求，編列資本門經費為 108,200 仟元，業
務費 18,000 仟元，合計 126,200 仟元。
汰換部分：汰換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等 18 件鑑識及檢測相關儀器設備(汰換原則以監測及檢測效能降低，
且達報廢年限及使用超過 8 年以上設備優先辦理)，編列資本門經費
為 59,200 仟元，以增加樣品前處理及檢測容量與效率，降低偵測極
限及鑑別能力，以快速正確提供樣品檢測數據與提高樣品之可鑑識
度。
添購部分：添購雷射剝除-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高解析度感應耦合
電漿質譜儀及全反射式 X-ray 螢光光譜儀等 6 件檢測設施，編列資本
門經費為 49,000 仟元，可提供多重污染物分析技術，以簡便、快速
應用在環境污染之無機元素分析，為現場即時檢測及篩選污染物鑑識
之利器，可發展檢驗與鑑識技術，以強化污染事件鑑識的能力。

人力
目前環境檢驗所擔任環境中無機類檢測工作共 14 人，為常年執行無
機檢測人員，具豐富之無機分析能力(如表 1)。

外部資源
結合國內學術機構如學界資源、法人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產經學術機
構，進行鑑識技術交流觀摩和學習，方能使環檢所人員有所突破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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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逐步建置能量，擴大視野。另對於有疑義或重大之鑑識案件，
更需要藉助於外界其他領域專業配合時，可邀請環境污染物鑑識學者
專家及相關單位，進行研商並提供諮詢及建議後續可行之處理對策。
表1 無機類檢測人員專長領域
無機類鑑識技術

技術熟悉人員數

原子吸收光譜儀(AAS)

13人

X射線螢光分析(XRF)

5人

X射線繞射分析(XRD)

4人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

12人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

6人

全反射式X-ray螢光光譜儀(TXRF)

4人

如同執行「河川揚塵指紋比對計畫」時發現仍有所不足，「環境鑑識
技術研究及推動小組第 3 次會議」委員之建議事項，藉由台大農化系
李達源教授提供協助，並藉助屏東科技大學許正一老師實驗室學界資
源之檢測技術協助，發現土壤礦物組成中「粘土礦物種類鑑定」之鑑
定技術，可利用礦物組成種類的差異性來判定揚塵來源，其不因揚塵
受擾動、搬運或破壞而失真，可視為土壤或沉積物來源之指紋，礦物
組成種類是可適用本案之環境鑑識技術，此一方式就是很好的範例。
例如無機鑑識技術可尋求協助之學者專家及相關單位如下(表 2)：

結語
政策成功的四要素：法律、預算、機關及人力，缺一不可。政策四要
素中成敗因素在人，人才也因預算之多寡及機關願景，領導風格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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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無機檢測類之外部機構及學者專家
無機類鑑識技術

外部機構及學者專家

雷射剝蝕-感應耦合電漿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質譜儀分析

王竹方教授

飛行時間二次離子質譜儀分析

清華大學化學系
凌永健教授

粘土礦物分析

屏東科技大學

(利用X射線繞射分析)

許正一教授

電子顯微鏡/能量發散式XRF分析

工研院材料所

加油站污染場址之現場調查實務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公司
與經驗

劉文堯經理

航空攝影測量技術

農航所

航照影像蒐集及地籍套疊

工研院

重金屬物種分析

同步輻射中心

務目標的定位而受影響。當鑑識技術發展一個時段後，鑑識案件仍無
法突破技術的瓶頸時，需進行檢討，是否要持續投入更多資源，還是
要設定鑑識技術需求的滿足點或停損點，以免檢驗經費及時間持續膨
脹及消耗，這些都必須在組織工作及功能決策時隨時做決定，所以未
來環資部的「污染鑑識」業務，從協助本署執行法規管制項目及配合
訂定管制標準之檢驗為主，如法規、預算及機關之客觀條件配合，人
才與技術才能存在，方能提昇至可綜合各項檢測項目檢測結果，藉由
豐富檢測能力與經驗，結合多種科學技術，並將其有系統之歸納與評
析，以臻污染源鑑定之目的，達到執行環境污染物鑑識為主之任務目
標。

參考資料
1. Ashley T. et. al., The use of Pb isotope ratios determined by mag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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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jtěch Ettler et. al., ICP-MS measurements of lead isotopic ratios in
soils heavily contaminated by lead smelting: tracing the sources of
pollution,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January 2004,
378(2), 311-317.
3. Masahiro Oishi & Keiichi Fukuda, Analysis of electroceramics by
laser ablation ICP-MS, Agilent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 2004,
5989-0321EN.
4. Lawrence M.N., Introduction to laser ablation ICP-MS for the analysis
of forensic samples, Agilent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 2004,
5989-1565EN.
5. 王竹方等，以 LA-ICP-MS 分析大氣中之奈米、細及粗微粒分析方
法之建立，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NSC97-EPA-M-007-002。
6. 李宜玲，雷射剝蝕取樣法結合感應偶合電漿質譜於泥土樣品中. 微
量元素分析之研究，國立中山大學碩士論文，2002。
7. 張為強，利用雷射剝蝕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分析液體樣品中的重
金屬元素，國立清華大學碩士論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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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污染物鑑識技術建置
翁英明 1 郭安甫 2 陳麗霞 2 陳元武 2

前言
環境污染鑑識主要針對污染場址或受衝擊環境事件之系統性調查，數
據需經過初步審查階段，以評估特性污染物型態種類和數量等可用資
料，以確定描繪出污染源區、背景區、受影響範圍的地區，因此，鑑
識技術的需求，端視其鑑識案件的特性，來啟動對特定技術開發之需
求，隨著任務需要，可能不斷有新的鑑識方法被提出來，因而帶動各
種檢驗技術之研究及應用驗證，以油品鑑識為例，特徵指紋包括
Biomarker, Stable Isotope Ratio, Characteristic PAH Ratio等，使用到的
技術包括管柱分離，TLC淨化，SIM層析質譜，IRMS等，經由科學及
統計分析方法評估污染源特性與可疑污染源關係。
本文為環檢所未來6年配合經建計畫「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測發
展計畫」，所提出有機污染物鑑識技術建置前瞻規劃，分別就技術、
設備、經費、人力及外部資源作能力建置，以因應未來各種污染物確
認及鑑識應用並重之環境污染鑑識業務。

有機污染物鑑識技術
有機污染物鑑識之化學指紋應用包括石油系污染物及其生物指標層
析圖譜、戴奧辛同源物特徵、穩定同位素比值及污染物化學組成分
布，建立快速應用於有機污染物的篩檢並改進分離和鑑定高極性化合
物(如農藥代謝物)技術等，由時間分布與空間關聯性分析污染物的分
布型態與環境背景關係，以獲取更客觀有效之關聯性數據。
有機污染物樣品除依方法進行萃取、濃縮、淨化等前處理程序，再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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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類型使用相關精密儀器分析如下述：
1.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用於胺基甲酸鹽類化合物、環境用藥檢
測、PAHs及火炸藥物質檢測。
2.高效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用於飲用水及水源中微
囊 藻 毒 、 全 氟 辛 酸 (PFOA) 、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PFOS) 及 全 氟 癸 酸
(PFDA)、新興污染物、殘留農藥及環境荷爾蒙檢測。
3.氣相層析儀/同位素比值質譜儀(GC/IRMS)：用於有機物中「碳、氫、
氮」穩定性同位素之測定。
4.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儀(HRGC/HRMS) 各 類 環 境 基 質 中 戴 奧
辛、戴奧辛類多氯聯苯、多溴二苯醚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分析。
5.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Purge & Trap GC/MS)：用於檢測水中揮
發性有機物。
6.熱裂解/氣相層析質譜儀(Py/GCMS)：用於高分子及有機物檢測。
7.頂空進樣/氣相層析質譜儀(Headspace/GCMS)：適用於檢測土壤及水
中揮發性有機物。
8.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用於各類有機化合物檢測及鑑識。
9.二維氣相層析飛行式時間質譜儀(GC/TOF-MS)：用於各類有機化合
物檢測及鑑識。

待引進有機鑑識設備
在近期一系列國際文獻及檢測技術路徑規劃議題中，熱門的領域包括
環境中新興污染物如環境賀爾蒙、內分泌干擾物、各種保健品、抗生
素用藥、環境奈米微粒及環境友善之檢測方法開發，建立全方位檢測
技術已刻不容緩，此次經建計畫將進行有機檢測部分設備汰換以提高
環境檢測能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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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未來的新挑戰。
2013年規劃設備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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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攜帶式拉曼光譜儀：拉曼光譜提供待測物的指紋資訊，具有獨特且
可再現的特性，可作為現場快篩與實驗室分析的重要技術。一般型
拉曼散射(Conventional Raman Scattering)搭配資料庫可在現場快速
鑑定未知物，然而螢光干擾使得其應用較侷限。表面增強拉曼散射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使用奈米粒子或官能基
修飾等方式提高靈敏度，應用領域如複雜基質中火炸藥、病原體、
染料、有機化合物的分析。
2.攜帶式傅立葉紅外線光譜儀：FT-IR對螢光沒有限制，對深色材料
也不會有引燃的危險，但另一方面，水性材料因水的干擾而很難用
FT-IR量測，但以拉曼分析時，水不會造成干擾，對於具有極性，在
紅外光光譜中有很強的訊號，但是在拉曼強度就弱許多，而不飽和
碳氫鍵在拉曼的圖譜則比紅外光圖譜強很多。因此，紅外光光譜與
拉曼光譜可互補使用。
3.高效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可針對高極性與低揮發
特性環境污染物，進行高準確度與高靈敏度的檢測與鑑定，廣泛運
用於水中有機污染物的檢測、真菌毒素或其他添加物與違禁藥物的
殘留分析，此儀器亦具備高靈敏度、高再現性、高解析度與高精確
度(High-Resolution, Accurate-Mass, HR/AM)等功能，並能以正負電
同時掃描模式快速切換增加樣品分析效率。
4.全自動固相萃取膜操作系統：對水質樣品之有機物分析有萃取、濃
縮、淨化之功能，減少二次污染，簡化樣品處理程序，可迅速、準
確、安全操作，符合綠色檢測之友善方法。
5.氣相層析串聯質譜儀(GC/MS-MS)：串聯式質譜儀具高靈敏度、準
確度和分辨率，掃描速度快，除了可提供一般質譜儀所得之質譜資
訊外，亦可利用串聯式質譜儀之特殊掃描進行化合物鑑定，藥物代
謝產物之檢測及含複雜基質如土壤中微量混合物成分分析，可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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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pg(10-12)等級，是新世代環境分析上的主要利器之一。
6.頂空進樣/吹捕濃縮自動進樣裝置：配合不同吸附劑之選用，可進行
有機物成分之檢測分析，無論對於揮發性有機物或半揮發性有機
物，樣品不必經冗長之前處理，在機上直接進行吹氣捕捉或頂空方
式直接導入樣品，具有高效率吹氣之優越性去水及低污染殘留特
點，可提升儀器靈敏度至偵測到 ppb(十億分之一)或更低的濃度。
7.快速減壓離心濃縮系統：可同時濃縮多個樣品，取代一次濃縮一個
樣品的傳統式減壓濃縮系統，可設定濃縮時間，提高緊急污染案件
之應變效能。
8.加壓快速萃取裝置：取代傳統索氏萃取系統，每批次萃取時間可由
18小時縮短至2小時以內，大幅減少有機溶劑使用。
2014年規劃設備
1.氣相層析高解析飛行時間質譜儀：可應用於複雜基質未知物的分離
與定性分析。
2.非對稱流場流動分配裝置：場流分離(Field-Flow Fractionation, FFF)
是一種類似層析分離的技術，可被用來分離直徑介於2 nm至100 μm
之間的粒子用在人造奈米粒子的特性研究，它不同於傳統過濾方
法，FℓFFF提供一種連續及高解析度的分離，與奈米粒子擴散係數
成函數關係，所以可以用來測定粒徑分佈。若與其他偵測器(例如
ICP-MS、光散射、UV吸收光譜、螢光光譜、TEM、原子力顯微鏡
等)結合，則可將FℓFFF沖提出來的奈米粒子，予以分類及定性。
3.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光譜分析儀FTIR：新開發的FTIR率定模式與傳統
的地球化學分析是類似的。因此，FTIR對BSi、TIC和TOC的傳統定
量測定分析，提供了一個有用的且快速的替代方案。FTIR的測定以
其快速性、成本效益和小樣品量，在更高的解析度下進行地球化學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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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測定，提供關鍵性的氣候和環境重建的底質組成資料。
4.多功能自動進樣裝置：可加強現有氣相層析儀之功能，多工進樣處
理模式，大大提升各種樣品前處理之限制，可應用在環境分析的領
域，包括毒化物、水質、土壤及廢棄物等基質之有機成分分析。
5.自動化振盪真空濃縮機：可同時濃縮多個樣品，取代一次濃縮一個
樣品的傳統式減壓真空濃縮系統，可設定濃縮時間，提高緊急污染
案件之應變效能。
2015年規劃設備
1.高解析氣相層析質譜儀(HRGC/HRMS)：能自環境樣品中檢測出一
兆分之一超微量濃度(10-12，ppt)，應用於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OPs)如戴奧辛、多氯聯苯、多溴二\苯醚或有機氯農藥等的檢測，
採用碳13同位素標幟定量方式(Isotope Dilution Method)對於環境中
超低微量的污染物更能精準檢出。
2.總有機鹵素分析儀(TOX)：水質總有機鹵素分析，快速篩選有機鹵
化物成分。
2016年規劃設備
1.吹氣捕集氣相層析質譜儀：用於檢測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檢測。
2.全自動高壓溶劑萃取儀：取代傳統索氏萃取系統，每批次萃取時間
可由18小時縮短至2小時以內，大幅減少有機溶劑使用。
2017年規劃設備
1.高效液相層析/四極柱串聯飛行管式質譜儀：環境中普遍存在各種新
興污染物及無以數計之未知代謝衍生物質，本儀器可精確測定質量
數，具高解析度，不受複雜基質干擾，可用於鑑定未知物，並可在
短時間掃描多成分分析，省時與提高效率，有助鑑識技術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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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年規劃設備
1.氣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等相關設備(GC/MS-MS)：串聯式質譜儀具
高靈敏度、準確度和分辨率，掃描速度快，除了可提供一般質譜儀
所得之質譜資訊外，亦可利用串聯式質譜儀之特殊掃描進行化合物
鑑定，藥物代謝產物之檢測及含複雜基質如土壤中微量混合物成分
分析，可檢測低至pg(10-12)等級，是新世代環境分析上的主要利器之
一。
2.吹氣捕集氣相層析質譜儀：用於檢測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檢測。

經費
六年經建計畫「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測發展計畫」內含提升全國
環境檢測及應變能力工作項目之經常費用，為新購及汰換本所設備之
操作維護費用，佔該項工作項目約12%。隨著環境中新興污染物項目
增加、偵測極限降低及檢測量遽增等因素，技術難度亦受挑戰，規劃
增購及汰換各項設備足以因應各種檢測需求，總編列資本門經費為
157,800仟元，業務費17,500仟元，合計175,300仟元。

人力
在現有的基礎上，透過組織明確分工、人員彈性運用、開拓充裕的經
費、加強人員訓練、積極參與國際間的交流活動、提昇檢測效能，並
結合國內性質相關的實驗室建立合作的伙伴關係，達成「共創雙贏」
正向結果，才能逐步拉近與環保先進國家知名實驗室之距離。
目前環檢所執行環境中有機類檢測業務共 17 人，為常年執行有機檢
測人員，均具豐富之專業分析能力(如表 1)：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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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機類檢測人員專長領域
有機類鑑識技術

技術熟悉人員數

高效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

5人

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儀(GC/HRMS)

6人

氣相層析儀/同位素比值質譜儀(GC/IRMS)

4人

二維氣相層析飛行式時間質譜儀(GC/TOF-MS)

3人

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

12人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

12人

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Purge & Trap GC/MS)

12人

頂空進樣/氣相層析質譜儀(Headspace/GCMS)

12人

熱裂解/氣相層析質譜儀(Py/GCMS)

5人

外部資源
環境污染鑑識技術之特性涵蓋現場跡證與專業判斷，鑑識技術由於項
目繁多，較適合以鑑識案件類型來作個案規劃，再配合環保及各產業
專家提供專業知識，方能鑑定兩家以上相似產物與發現之棄置污染物
間之因果關係，以釐清其責任歸屬。因此，鑑識技術的需求，端視其
鑑識案件的特性，隨著任務需要，來啟動對特定技術開發及應用驗
證，所以有必要尋求外部資源來協助達成，有機污染物鑑識技術之學
者專家及相關單位如(表2)：

結語
環境鑑識化學指紋與空間關聯性為為未來主要發展議題，多面向深化
擴展檢測技術的提升及應用價值，規劃高階精密儀器的建置、技術的
引進及交流，共創可被接受的結果和行動的能力，鑑識結果期能用於
1.從背景條件區分污染的來源
2.證明在一定的距離內可從一個場址檢測是否與污染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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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污染源繪製污染物的遷移路徑圖
4.可區分多個相同的污染物來源
5.估計相對污染區污染物的混合比值
表2 有機檢測類之外部機構及學者專家
有機類鑑識技術

外部機構及學者專家

以同位素分析追查有機物來源
和降解及案例研究，如化合物中
檢測含氧、硫、碳、氫、氮的同
位素比值

美國內政部地質調查所Reston穩
定同位素實驗室(U.S. Geological
Survey,USGS)
Reston
Stable
Isotope Laboratory(RSIL)

同位素、二次離子質譜儀分析

清華大學化學系 凌永健教授

戴奧辛控制技術及環境流布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張木彬
教授

油污染調查實務與經驗、生物指
標關聯性分析

臺灣中油探採研究所 吳素慧博士

非法棄置事業廢棄物場址鑑識
調查

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所 劉沛宏博
士

環境荷爾蒙、新興污染物檢測技
術

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陳家揚
教授

環境新興污染物之分布、宿命、
轉化及遷移等微量分析技術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林郁真
教授

參考資料
1. Russell H. & Plumb, Jr., Fingerprint Analysis of Contaminant Data: A
Forensic Tool for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Rev.
8/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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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巫月春等，新世代環境檢測發展計畫，環境分析評論第一期，
2012。
3. 潘復華等，論環境檢驗與環境鑑識之分際，環境分析評論第五期，
2012。
4. 阮國棟等，鑑識環境化學：環境鑑識之過去現在與未來，環境分
析評論第六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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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析鑑識技術建置
王世冠 1 楊喜男 2 黃壬瑰 2

前言
為了追求環境的永續發展與健康的生活品質，除了努力做好環境維護
與污染整治的工作外，對於造成環境負擔的污染者，也不能任其逍遙
法外。要及時鑑定出責任的歸屬，快速準確之鑑識證據是不可或缺的
重要環節。環境鑑識技術一般涵蓋了物理性、化學性及生物性鑑識等
專業領域。由於生物檢測技術具有高鑑別度，在環境鑑識功能上扮演
了重要的角色。除了人為污染之鑑識外，因生物性危害所造成之人體
健康及生態破壞時有所聞，這類生物危害事件，容易經由環境介質迅
速蔓延，如何在星星之火形成燎原之前及時扼止其擴散，更需要高效
率生物鑑識技術。
早期環境生物鑑識多藉由觀察生物體活動、死亡時間、種類、大小或
者是體內毒素分析，來推估可能之污染源。近年生物技術日新月異，
不僅藉助生物體作為污染物指標(Biological Indicators)，同時也發展出
各種具備預警功能的生物感測器(Biosensors)，來及時偵知污染之洩漏
或擴散。另外，透過生物技術來執行大範圍各類環境基質樣本的快速
篩檢，更可在短時間內鎖定疑似污染源目標，以及時因應。
本文為環檢所未來 6 年配合經建計畫所做的技術前瞻規畫，分別就技
術、設備、經費、人力、外部資源做能力建置。

技術
環境鑑識所用到生物分析技術，大致上可歸類為高通量快速篩檢、生
物感測器、環境生物指標3大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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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通量生物篩檢
化學分析礙於環境基質複雜且待測物濃度低，需經過繁瑣淨化濃縮步
驟，常常無法大量篩檢樣品；生物高通量篩檢鑑識技術，常利用生物
特有的免疫專一性或利用自動生化工程配合資訊軟體技術，發展出如
酵素免疫法、微陣列、焦磷酸定序等高通量篩檢技術。
酵素免疫法 利用抗原抗體之間所擁有的專一鍵結特性對樣本檢體進
行檢測，配合酵素連結進行呈色反應，而達到快速檢測篩選的目的。
酵素免疫技術發展多年，已有多項市售商品可篩檢殺蟲劑 (1,

2)

、

PCB(3-5)、去黴劑(1)、微囊藻毒(6)等。
微陣列(Microarray) 俗稱生物晶片，主要是透過基因間雜合反應或是
蛋白質之間的特異性結合，可同時偵測數千至數萬個基因。微陣列可
快速篩檢環境中具危害的生物體基因片段或蛋白質，可多方應用在環
境鑑識如利用斑馬魚胚胎部分基因對毒性物質有特定反應，結合微陣
列技術，可以快速篩檢環境對生物的毒害性 (7) ；高密度親緣微陣列
(High-Density Phylogenetic Microarray，又稱為種族晶片(PhyloChip)
之分子生物技術監測受三氯乙烯污染之場址(8)；人類、鳥類及草食動
物的糞便中，有 1058 種特有之細菌類別，以親緣微陣列可區別環境
水體之糞便污染源(9)。環境檢驗所所在近 3 年中(2010 至 2012 年)
成功研製針對臺灣常見致過敏性之各類黴菌及導致肺炎致病性退伍
軍人菌等有良好專一性篩檢效能之寡核甘酸型陣列生物晶片，並於完
成對國內 100 家幼稚園及小學進行黴菌篩檢調查。整合物化、生物、
奈米及資訊科技之新穎螢光探針-奈米螢光晶體，是未來微陣列發展
重點。
焦磷酸定序(Pyrosequencing)(25) 是新世代定序技術(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的一種，因為定序長度較其他新世代定序平台(如 Ion
Torrent、Solids 及 Illumina)相對較長，在基因序列鑑定及基因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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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上較能得到正確的結果。焦磷酸定序可以篩檢微生物群落組成進而
推估環境樣本來源，如篩檢土壤中微生物群落可以區分不同來源之土
壤(10)、篩檢沿海土壤微生物群落，可以了解該區域是否曾經遭受油污
染(11)。
2.環境生物感測器
利用敏感的生物元件(如微生物、組織、細胞器、細胞受體、 酶、抗
體、核酸等)與分析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反應，轉換可量化偵測
之信號。過去曾以金絲雀檢測礦井、地下鐵及大型涵洞的空氣品質，
以色列訓練獵犬搜尋炸藥，都是將生物體作為感測器，現今許多分子
生物技術可降低這些生物體的犧牲，以下依生物感測器依生物元素特
性分別介紹。
細胞生物感測器(26) 細胞殖入報導基因，對於進入細胞內之特定毒性
物質，產生呈色或螢光反應。例如商品化之DR-CALUX細胞可偵測戴
奧辛(12,27)、ER-CALUX(13)、AR-CALUX(14)、YES(15)及YAS(16)細胞可以
偵測環境荷爾蒙雄性或雌性效應。孟加拉共和國曾懷疑管井地下水遭
受 砷 污 染 ， 利 用 E.coli DH5α 轉 殖 發 光 基 因 LuxCDABE 及 載 體
Psb403-arsR，與砷酸鹽或亞砷酸鹽反應時產生發光現象，進而監控管
井避免誤食高砷水(17)。環境檢驗所與荷蘭BDS(BioDetection Systems)
公司合作引進DR-CALUX細胞偵測戴奧辛，利用老鼠肝癌細胞殖入具
有戴奧辛反應元素及化學活化冷光酵素報導基因，環境中具有戴奧辛
物質經萃取後，該細胞暴露於其中，藉由細胞發出之冷光含量即可推
估戴奧辛量。
酵素生物感測器 利用酵素與其受質(Substrate)反應或抑制酵素活性
等生化反應，推算待測物濃度，是最早被利用來製作生物感測器的生
物元件，酵素生物感測器應用在環境污染鑑識，常見為有機磷農藥篩
檢，這是利用有機磷農藥會與神經傳導物質分解酵素—乙醯膽鹼酯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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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結合，造成酵素活性下降，神經傳導無法中斷而痙攣、癱瘓、呼吸
停止等，利用凝膠固化之乙醯膽鹼酯酵素與有機磷農藥反應，配合螢
光酸鹼指示劑、光纖傳導、氧化還原或電位差等方式，偵測有機磷農
藥含量(18, 19)，近年來固定化加入奈米科技可結合酵素達高固化量，對
較熱環境更穩定(20)。
免疫生物感測器：係將抗體或抗原固定在感測器之表面，免疫感測器
可檢測分析物之種類範圍很廣，例如醫學診斷標記(如：腫瘤標記、
賀爾蒙等)、藥物(如：醫療用或濫用之藥物)、細菌、毒素(如：霍亂
毒素、金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等)、環境污染物(殺蟲劑、除草劑等)
等，以偵測水中炸藥為例，生物免疫感測器排除海水中鹽度或細小顆
粒干擾，更可以在現場快速且高選擇性定量分析地下水或海水樣品中
殘量級(低於 ng/mL)爆炸性物質(21)。
3.環境生物指標
生物毒性試驗 為使環境評估更為完整真實，常須加入環境指標生物
監測之方法，從生物與生態的角度，評估中長期環境變化的影響效
應，如生物(鯉魚、羅漢魚、米蝦、水蚤、藻類)急毒或慢毒性、底泥
生物(端足蟲、沙蠶)試驗、環境荷爾蒙生物篩選試驗等，從而推論環
境品質的狀況，成為本土環境鑑識資料庫。環境檢驗所已建相關生物
毒性試驗標準檢驗方法，詳如表1。環境檢驗所近年也建立Microtox
及Checklight 之細菌毒性檢測系統，運用海洋發光桿菌之螢光素酶活
性，會因毒性物質而產生抑制作用，使發光能力受到影響，其光亮減
弱程度與毒化物的濃度及毒性具相關性，因此檢測發光細菌的光強度
變化，評估污染物質之毒性應用於快速監測水質的總毒性反應，可減
少實驗動物的犧牲。
污染指標生物鑑識 藉由生物種類完整性(Integrity)、種類分布(歧異度)
等，透過統計描述各種壓力的累積效應，並反映目前的情況以及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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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變化，可以顯示被忽略或低估的問題。水域中常見指標生物為魚
類、附著性藻類及水棲昆蟲。國際間還有各種不同指標鑑識，如澳洲
學者利用河川中的岩石或木材上的生物膜，這生物膜包含有藻類、黴
菌及細菌等微生物，由組成可以推測河川污染狀態(22)。另一類污染指
標生物，如大腸桿菌群被發現在所有哺乳動物的糞便量高，卻不易在
環境中繁殖，由於檢測容易又便宜，不必大費周章檢測所有病源體，
因此成為保障公眾健康的糞便污染指標，甚至成為飲用水法規(23)，環
境檢驗所目前公告有關大腸桿菌群及總菌落數標準方法詳如表2，足
以因應飲用水法規管制使用。除了傳統生物形態辨識外，環境鑑識也
常利用分子生物技術如基因定序辨識物種，環境檢驗所實際應用於不
同環境介質之細菌及真菌之鑑定，準確得知如室內空氣、沙塵暴、微
生物製劑、飲用水、河川水、地下水、水庫等之微生物污染的狀況。
並針對室內常見36 種真菌建立出環境相關黴菌指標(Environmental
Relative Moldiness Index, ERMI)，以評估黴菌與孩童呼吸道疾病之關
聯性。
表1 環境檢驗所目前已公告之生物毒性試驗表準檢驗方法
標準方法編號 方法名稱
B901.13B

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水蚤靜水式法

B902.12B

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羅漢魚靜水式法

B903.12B

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粗首鱲靜水式法

B904.12B

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鯉魚靜水式法

B905.12B

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米蝦靜水式法

B906.10B

水樣急毒性檢測方法－藻類靜水式法

毒害性生物鑑識 環境中有些生物體或其分泌物可能對人體有危害，
如室內空氣的微生物常被認為引發過敏氣喘的元兇之一、水中退伍軍
人菌可能造成肺炎及龐提亞克熱、水源水中藻類產生肝毒素或神經毒
素等，這些環境中致病的生物，以傳統鑑識有些需要長期培養或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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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生化反應，甚至無法從外觀辨識該生物品種是否會產生危害人類
之毒素，環境檢驗所以國際公認的黃金檢測方法為基礎並蒐集國外
ISO 11731 method等相關退伍軍人菌檢測，經標準菌株試驗比較測試
後公告水中退伍軍人菌檢測方法(E238.51C)。環境檢驗所也以基因篩
檢技術，開發以微囊藻毒基因片段篩檢產毒藻種，取代傳統無法直接
用顯微鏡外觀辨識之技術，鑑識環境中潛伏之產毒藻類含量。此外，
因藥物使用廣泛，其衍生抗藥性或突變之微生物，成為環境中潛伏毒
性物質，這些毒害性生物鑑識常需分子生物技術，例如以聚合連鎖反
應鑑識醫院空氣過濾器中的微粒附有抗藥性金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24)。
表2 環境檢驗所目前已公告大腸桿菌群及總菌落數之標準方法(29)
方法編號

方法名稱

E101.02C

環境微生物檢測通則－細菌

E201.54B

水中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多管發酵法

E202.54B

水中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濾膜法

E203.55B

水中總菌落數檢測方法－塗抹法

E204.54B

水中總菌落數檢測方法－混合稀釋法

E205.56B

水中總菌落數檢測方法－濾膜法

E213.02C

水中糞生大腸桿菌群(Fecal coliform)檢測方法－多管發
酵法

E214.00C

水中糞便性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濾膜法

E215.52C

水中大腸桿菌群及大腸桿菌檢測方法－酵素呈色及螢光
反應檢測法

設備
生物鑑識設備包括可自微生物、藻類等抽取生物體的染色體基因的核
酸萃取裝置，及利用引子去複製放大染色體上特定的基因片段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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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連鎖反應(PCR)，執行核酸定序和基因片段分析基因序列的定
序儀(28)。螢光晶片分析儀及 96 孔微盤式冷光晶片分析儀，為 DNA 微
陣列、蛋白質微陣列、組織列陣和細胞陣列表現數據的分析儀器，以
螢光或冷光方式讀取晶片訊號。而基礎的檢測設備也包括使用生化特
性執行鑑定的 VITEK、BIOLOG 等微生物鑑定系統等。使用桌上型
電子顯微鏡應用於觀察藻類、黴菌、細菌等各種不同材質樣品的表面
結構與外觀分析，可觀察到比光學顯微鏡更高的放大倍率(10000 X)、
較長的聚焦景深(Depth of Focus)及觀察到立體的影像，用來執行生物
形態鑑定。相關儀器及功能如下：
1. 全自動核酸萃取裝置：抽取生物體的染色體基因(DNA及RNA)
2. PCR：利用一對引子去複製放大染色體上特定的基因片段。複製出
來的基因片段可進行定序、基因轉殖、基因分型等後端基因的檢
測。
3. Real-time q PCR(29)：利用一對引子及接上螢光物質的探針，可即
時檢出一段特定標的基因片段，可用於致病菌的鑑定等方面。
4. 定序儀：以樣品 DNA 作為模板，使用 DNA Polymerase 在試管
中合成DNA。可以測出鹽基的排列順序，這種技術稱為(DNA
Sequencing)，可以定序出生物體的基因序列，可用於物種的鑑定。
5. VITEK 微生物自動鑑定系統：以單一細菌的微量生化反應為基
礎，不同種類的VITEK 檢測卡片含有多種的生化反應小孔，利用
細菌對於含碳源及氮源的利用及酵素活性的生化反應不同，以鑑
定细菌菌相。
6. BIOLOG 微生物自動鑑定系統：檢測微生物細胞利用不同碳源進
行新陳代謝過程中產生的氧化還原酶與顯色物質發生反應不同，
以鑑定相關環境微生物菌相。
7. MICROSEQ 微生物自動鑑定系統：利用螢光偵測系統偵測基因序
列，電腦自動解讀進行資料的收集和分析，利用基因序列鑑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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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8. 桌上型電子顯微鏡(30)：應用於觀察藻類、黴菌、細菌、爐渣和集
塵灰等各種不同材質樣品的表面結構與外觀分析。可觀察到比光
學顯微鏡更高的放大倍率(10000 X)，和較長的聚焦景深，也可以
觀察到立體的影像。
9. 螢光晶片分析儀、96孔微盤式冷光晶片分析儀：為一DNA 微陣
列、蛋白質微陣列、組織列陣和細胞陣列表現數據的分析利的儀
器，以螢光或冷光方式讀取晶片訊號。
10. 顯微鏡(螢光、倒立、解剖、掃描式電子)：直接觀察生物或物體外
觀、型態以供定性分析。
11. 微電腦多功能自動分注儀 (31) ：可以協助細胞毒性試驗之自動操
作，分注樣品，大量節省人力。
12. 焦磷酸定序儀(32)：需搭配乳化擴增PCR Machine及生物資訊分析的
軟體及硬體(電腦須為Linux作業系統)等，可以快速高通量篩檢微
生物群落(規畫中，預定2014年採購)。
13. 流式細胞儀：利用流式細胞分析及分選功能，可進行環境包括病
毒、細菌、真菌、藻種或原蟲之鑑定或追踪，及評估環境污染物
對細胞之傷害(已編列經建計畫經費，預定2013年購入)。

經費
目前環境檢驗所在環境生物分析及鑑識領域上，每年投入約 400 萬之
預算經費，2013 年度更將擬由經建計畫「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
測發展計畫」
，投資 2500 萬元新購置流式細胞儀等快速篩檢設備。

人力
目前環境檢驗所生物鑑識人員常年執行環境生物相關鑑識，具豐富之
學經歷(詳如表3)，且定期參與研討會及出國技術訓練(詳如表4)，對
於環境污染指標生物鑑識、毒害生物鑑識、生物毒性試驗執行、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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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執行及新進高通量環境分子技術均能確切掌握與執行。
表3 環檢所生物鑑識人員專業資歷
專業項目

專長領域

動物相關

試驗生物馴養
動物生理
指標生物鑑定(魚類、底棲、浮游)
動物行為

微生物相關

微生物鑑定(細菌、真菌、原蟲)
污染指標微生物
環境微生物復育

藻類相關

藻毒分析
藻種鑑定
藻類培養

毒物或毒理學 生物毒性試驗
細胞毒性篩選試驗
分子生物相關 焦磷酸定序
基因體定序(DNA、RNA)
分子免疫
微陣列分析(生物晶片、聚合酵素連鎖反應)

外部資源
近來分子生物及資訊科學的快速進展，促使體外生化試驗、細胞毒性
篩檢及非齧齒動物毒理測試模式成為可能，提供高通量及低費用毒性
篩檢。為提昇環境檢測所需，環境檢驗所不斷致力於開發更新穎更進
步的生物技術，以因應各種接踵而至之需求。生物晶片、奈米微粒細
胞毒性與養藻固碳，是環境檢驗所最近積極從事之研發項目。生物晶
片方面，空氣中致過敏性真菌之微陣列基因檢測技術，以環境常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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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環檢所生物鑑識人員出國訓練技術名稱及重要研習內容
技術名稱

主要研習內容

健康及生態風險

研習美國現行之健康及生態風險評估模式，並搜

評估模式

集應用於污染場址整治及健康與環境保護方面之
相關資料。

底泥污染風險

研習底泥持久性污染物檢測方法及底泥生物毒性
評估相關技術，作為河川整治及底泥清理之參考。

分子生物技術在

研習電化學晶片及可定量之核酸水解酶保護技術

環境污染場址調

（Quantitative Nuclease Protection Assay, qNPA）

查應用

之生物晶片技術，提昇國內生物晶片技術，作為
生物晶片發展參考。

奈米生物技術應

研習以奈米生物技術，進行環境生物毒性、新興

用在環境調查

物染物、環境污染場址之現況調查、鑑定及復育
上之應用。

於放流水生物慢

研習美國環保署貝類暴露毒性測試等生物慢毒性

毒性監測

測試原理及技術、鑑定及復育等相關技術最新發
展。

呼吸道疾病之致病真菌，合計15 種以上作為計畫之標的菌，設計符
合96 孔微盤式生物晶片CCD 影像分析系統之生物晶片，以建立室內
空氣品質之微生物項快速監測機制。而奈米材料量子點技術，應用於
環境致病性微生物之生物晶片，設計量子點崁入專一性單股探針來偵
測8 種感染性退伍軍人菌，並採用量子點(Quantum Dot)取代傳統螢光
來標定菌種探針，成功提高20 倍以上的訊號及增加100 倍的探針穩
定性。環境檢驗所於在奈米微粒對細胞毒性篩選驗証，建立了細胞毒
性篩選平台，開發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建議之細胞電阻
(CI)檢測技術。未來將朝向高通量快速毒性測試之目標努力。以生物

179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專題∣Features

的自然力量來解決日益嚴重的環境問題，也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
環境檢驗所經常諮詢之外部單位如表5。
表 5 生物技術經常諮詢之外部資源
技術

外部資源

微流體晶片

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副校長及中央研究
院何志明院士

奈米微粒之動物毒性

美國紐約大學陳隆紀教授

空氣微粒毒性分析
流式細胞儀應用

美國普渡大學 Dr. Robinson
史丹佛大學流式細胞儀儀器中心

流式細胞儀分析

海洋大學龔國慶教授
中央研究院植物所黃素馨小姐

細胞毒性分析

中興大學闕斌如副教授
陽明大學魏耀揮教授

基因分析

中原大學陳中庸副教授
中原大學吳宗遠教授

環境微生物鑑定

東海大學汪碧涵教授

有害菌晶片開發

成功大學張長泉教授、臺灣大學莊曜宇教授

及分析

晶宇生物科技公司、威健股份有限公司

藻種鑑定

中央研究院吳俊宗教授

藻毒鑑定

臺灣大學周宏農教授

藻毒 ELISA 分析

中山醫學大學余豐益教授

魚種鑑定

新竹教育大學張樹森教授

魚種繁殖

嘉義大學熊文俊教授

生物急毒性試驗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黃大駿副教授

生物慢毒性試驗

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科學系賴弘智教授

底泥慢毒性試驗

屏東科技大學謝季吟副教授、劉俊宏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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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為因應2013年組織改造，環境鑑識工作已成為單位重要任務。快速、
低成本、高通量是環境生物鑑識技術未來努力的方向。在技術與設備
之提昇上刻不容緩。未來我們除了將過去這些年來開發有成的Dioxin
細胞毒性快篩技術、有害菌偵測晶片、微囊藻監測、藻毒分析、定量
PCR與焦磷酸基因定序等分生技術，具體落實應用在各種環境危害物
質之把關外，也將持續有關以細胞毒性檢驗分析奈米物質之危害風險
研究工作。對適用於本土需求的各種環境生物指標及生物毒性試驗的
驗證工作也將延伸到各種生物慢毒性指標的探討，以便搭配化學鑑識
對複雜環境樣本分析作更完整之風險評估，為乾淨的水源土壤做好把
關的工作。
面對各種複雜的環境鑑識案件，在短時間內快速縮小污染源範圍是不
可或缺的，現有成熟的生物鑑識基礎，對污染源的追蹤與鑑定，相信
可以提供相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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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洩漏率檢測之作業安全
王振興 1 薛威震 2 陳滄欽 3 黃星榜 3 巫月春 4

前言
工業製程中設備元件之揮發性有機物(VOCs)的洩漏要完整計量，原屬
不易，行政院環保署早期(空污費第一期程)採「行業別均化排放係數
法」，此舉雖簡化計量困難度，讓業者及早因應，但鑑於公告排放係
數為一「均化」結果，並不適合各廠實際狀況，加上各廠污染源廢氣
流向分佈以及後端防制設備串聯、並聯關係複雜，控制因子難以認定
等問題，因此行政院環保署於2007年2月公佈「自廠建立排放係數作
業指引」(1)，提供業者依據廠內製程之實際污染情況，建立更精確代
表廠內排放現況之自廠係數，以計算自廠排放量，準確呈現實際VOCs
排放量，並於2012年5月公告「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洩漏率－圍封
採樣方法(NIEA A736.70C)」確立了製程設備元件洩漏中，其揮發性
有機物部分之質量排放量檢測標準。
NIEA A736.70C檢測原理係以惰性材質之圍封袋將待測設備元件密
閉包覆後，定流量空氣導入圍封袋內，待袋內揮發性有機物濃度達穩
定，再以採氣袋採集樣品，所採樣品經分析儀器偵測樣品中揮發性有
機物濃度，換算其揮發性有機物之洩漏率，該方法適用於閥、法蘭、
泵浦、壓縮機、釋壓裝置、取樣連接系統、製程排洩口、開口閥、泵
浦及壓縮機軸封系統之抽氣排氣口、緩衝排氣口、攪拌器軸封、通路
門軸封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其他連接管件(線)及管牙等元件洩漏源，
並對各類型元件作圍封採樣方式作一般性規範，然而，製程中設備元
件多處於操作狀態下，在元件表面易產生高溫、因散熱導致氣流不穩
及高立體障礙等問題，所以人員執行NIEA A736.70C檢測時，在現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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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安實務應特別注意，本文係依據1995年美國環保署設備元件洩
漏率檢測協議書(2)，列舉檢測人員執行常見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洩
漏率時，需注意安全事項及相關圍封作業技巧，分述如下：

閥
工業用的閥類包括圓球閥、球閥、閘閥、蝴蝶閥、柱塞閥、針閥、止
回閥以及快開閥等，閥的主要構造包括閥體、閥帽及調衡組，圍封作
業時人員或器材若與柱塞閥與閘閥的尖角/銳角(如鐵板、彎管等)接
觸，可能造成切割夾捲的危害，另外，對於閥的表面溫度如果接近略
低於 200℃時，檢測時可以使用 1.5-2.0 mm Mylar 鋁膜圍封，但當閥
的表面溫度若高於 200℃時，接觸點宜使用金屬帶、線及箔，對於極
高溫甚至應使用金屬箔、金屬膠帶作圍封材料。

泵及攪拌機
泵為流體輸送主要動力源，工業用泵可分為往複式、離心式、旋轉式、
隔膜式等，作業時人或器材應避免與泵的移動件(如驅動皮帶、冷卻
風扇、連軸器、軸、轉子等)接觸，造成切割夾捲的危害，檢測人員
圍封時應考量圍封袋面能耐溫並避免直接接觸元件表面、被泵系統吸
入或排氣口堵塞或縮小過熱，又圍封袋組合外型與泵的總類有關，對
於大部分離心泵，必須圍成或架起一個屋室，並使用如 14-mm Mylar
鋁膜等較厚且具強韌的圍封材料。
往復式泵之圍封可能較離心泵為困難，圍封時可使用雙層 Mylar 圍封
袋及支撐架來架構圍封室，然而，架構圍封室的體積經常是不夠大，
或者是由於泵與驅動器間距太長不易圍封，此時可考慮圓柱型的圍
封，如果覺得從泵至泵驅動器全程圍封不方便，則可單就往復式軸承
部分作圍封，此時通常使用厚的鋁箔及捲邊方式來圍封軸承是最佳方
式，並在端緣與 Mylar 膜銜接處用膠帶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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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拌機是一種帶葉片的軸在圓筒或槽中旋轉，用以混合或揉和物質使
成所需黏稠度的機器，其種類按攪拌方式分有自落式攪拌、強制式攪
拌兩種，按裝置方式分有固定式和移動式兩種，按作業方式分有循環
作業式和連續作業式兩種，攪拌機作業時同泵須注意切割夾捲的危
害，圍封時可用厚的圍封袋及支撐架來架構圍封。

壓縮機
壓縮機為壓縮液體、空氣、或氣體等流體的機械設備，使得出口端的
壓力高於入口端的壓力，以達到傳送或作功的目的，依其作動原理可
分為排量式與氣流式兩大類，排量式壓縮機是將流體引導到一們封閉
的空間中，爾後利用機件的移動，使封閉空間由大變小而使空氣之壓
力上升，常見往復式及旋轉式壓縮機均屬此類，氣流式壓縮機則是利
用轉動的輪葉使空氣快速流動，通過升壓環使流體的動能轉變為壓力
能而將流體之靜壓力提高，此類又可分成徑流式和軸流式 2 種。壓縮
機的本體至少包括入口端，容器(如外殼)，擠壓裝置(如氣缸、活塞、
連桿等)，出口端，閥門，動力裝置，控制器等。
為避免壓縮機可能產生切割夾捲、陷入、磨擦等的機械性危害，通常
圍封壓縮機與泵使用的圍封袋材質與圍封方式是相同的，不過有些情
況，壓縮機本身被密封，並設計連通至高處留一通氣口以通大氣，此
時可於通氣口以 Mylar 鋁膜圍封採樣，如果這些高處通氣口不容易接
近，則可在壓縮機與通氣口間選擇一方便點阻斷通氣，並連接一臨時
通氣口做圍封採樣。另外在某些情況，壓縮機本身被包圍封閉而且設
計直接以鼓風機或風扇抽引排出，此種情況下，只要量測鼓風機或風
扇之排氣流量並採集樣品分析，即可計算出元件洩漏率。

洩壓閥
許多電廠、化學工廠，由於塔槽、鍋爐、管線等壓力容器、設備壓力
異常而造成被破壞而生洩漏，火災或爆炸的危險，為了防止此類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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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之發生，以維持製程穩定操作，依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
之規定，必須在所有高壓設備均裝設此等安全排放裝置之閥類，這些
閥類基本上是依力平衡方式作動裝置，一旦閥盤(門)所受之壓力大於
彈箕或輔助閥之設定壓力時，閥盤就會被此壓力推開，其壓力容器內
之氣(液)體就會被排出，以降低該壓力容器內之壓力，種類可分成安
全閥、洩壓閥及安全洩壓閥等 3 種，其中洩壓閥的開度會隨壓力超過
開啟力的增長而按比例增加。
一般洩壓裝置會經由大管徑輸送管於高處位置洩壓通大氣，此時只要
在通氣口以 Mylar 膜圍封，並用膠帶緊貼即可採樣，但很多情況下，
採樣裝置無法接近或位置太高不方便採樣，此時就必須在通氣口配置
一長段的輸送管至穩定平台，供圍封採樣。洩壓裝置圍封採樣原本就
是十分危險工作，尤其是圍封程序需要花一長時段施工與採樣，所以
檢測人員作業時，應特別小心並作安全防範。

結語
我國推動自廠建立排放係數政策推行已多年，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
洩漏率之檢測程序標準化亦已於 2012 年實施，然而現場檢測環境可
能十分複雜與不確定性，作業環境安全應為所有檢測人員最重視之要
務，此亦為本文對具危險性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洩漏檢測作補充說
明之主要意涵。

參考文獻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廠建立排放係數作業指引，2007。
2. U.S.EPA, Protocol for equipment leak emission estimates, 1995。

189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劉紹臣院士專訪
採訪：環境檢驗所陳重方副研究員、陳怡如副研究員、巫月春組長
時間：2012 年 12 月 7 日(星期五)

劉紹臣院士 1944 年生於中國河北省，後舉家
遷往臺灣，定居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第一高
級中學畢業後，進入國立成功大學物理系就
讀，於 1966 年取得學士學位，1972 年在美國
匹茲堡大學獲得物理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國
家海洋和大氣管理局(NOAA)、喬治亞理工學
院任職。曾經參 與 聯 合 國 跨 政 府 氣 候 變 遷
研 究 小 組 (IPCC)的 研 究 工 作 而 和 美 國 前 副 總 統 高 爾 同 獲 諾 貝
爾 和 平 獎 。1999 年回到臺灣進入中央研究院擔任特聘研究員，現擔
任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2012 年獲選為中央研究院第
29 屆院士。在大家茶餘飯後還熱烈討論著 2012 年 12 月 21 日是否為
世界末日之時，我們不妨務實的將目光拉回到國內就溫室效應、氣候
變遷與強降雨等迫切議題的研究發展上，聽聽劉紹臣院士怎麼說。
問：恭喜劉院士獲選為中央研究院第 29 屆院士；我們知道您從成 功
大學物理系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均主修物理科學，但後來卻從
事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的研究工作，可以和大家分享您人生
的轉變及感想嗎？
謝謝，當選院士是件意外與幸運。從小我的腦筋還不錯，但字寫得很
差，所以常常被小學老師叫到前面面對黑板罰站(笑)。國中時剛好是
楊振寧跟李政道得到諾貝爾獎的時候，後來從台中一中畢 業 後 保送
到成 功 大 學 物 理 系。原先，對未來也並沒有太多的預設，成大畢業
之後，看到人家出國我就出國，到了國外，也是看到哪個教授經費比
較多就跟著他做研究。所以一開始在國外先做 Space Science，後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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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氣化學，一直到研究平流層的臭氧洞問題，那時候心理才開始
想，應該把研究與環境及社會影響做連結，比如說空氣污染的問題、
邊界層及對流層的臭氧、對流層的懸浮微粒及氣候等。我過去 5 年的
研究對象都是氣候，發現氣候的變遷對臺灣的影響相當大，過去五十
年，前 10%的強降雨增加了一倍，表示土石流增加不只一倍，但文章
發表了三年，到現在臺灣的學界還不完全能接受，更別說臺灣的公部
門，洪水土石流已增加了一倍，而且以後會繼續增加，中央政府應該
是馬上想辦法防洪防旱，已經增加了一倍不能沒有警覺，類似莫拉克
颱風暴雨造成的不幸可能還會發生，而且越低緯度的國家會越嚴重。
問：您曾服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太空物理實驗室及 NOAA；回國後，
在中央研究院服務 13 年，請您聊聊國內外研究環境的差異性。
美國與臺灣的研究環境是很不一樣的，一開始讓我覺得不能適應的主
要還是研究的習慣差異很大。以美國來做例子，研究人員只需要專注
一個領域就可以了；在臺灣，因為經費與人才沒有美國這麼充裕，需
要關注的議題數量卻是沒變。甚至，臺灣因為緯度較低的關係，受到
極端氣候影響程度更大，所以每個學者在這邊就必須要變成通才，但
也就無法專注的在一個領域建立很深的基礎。美國的研究就單純的多
了，每個人研究領域較固定；以我為例，我專長在大氣化學與氣候這
部分，在美國，媒體只會問我這方面的問題，但回到臺灣，不管是媒
體或是學界，只要有關「氣」的這部分都會問我。加上又有許多行政
工作，研究的專注度就差很多，不只是時間上差異，主要還是是因為
分心，在臺灣有這種趨向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國內學者的研究面向比
較廣，但是不夠深入，這有好有壞，但總的說來壞的結果還是比較多。
另外，這跟我們的預算分配也很有關係，人人都可以拿到錢，但是拿
到的都不多，所以得要到處去接計畫，維持研究的進行。臺灣很講究
人治，什麼人上台制度就跟著走；在美國，NASA(太空總署)誰管錢
都一樣，但臺灣換個首長可能研究方向就變了，加上政府計畫都是投

191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標的，誰投的最低誰就贏，然後又要議價，所以後來我就很少接政府
計畫了。美國執行計畫時是以品質為主，議價決定性不大，因為臺灣
的平頭主義，什麼東西都規定的很嚴格，例如說為了防止弊端而制訂
的採購法，但如果以這個為起點，就損失了很多彈性，這些都是公務
員的系統，不太適用於學術研究系統，從美國到臺灣，制度變化讓我
在一開始適應得很辛苦，所以我現在只有國科會的計畫還在接。環保
署、氣象局都應當有許多工作需要學界深入去研究的問題，以氣候來
說，環保署在做節能減碳的工作，這裡面有很多基礎的東西，但環保
署認為這是國科會該去做的，國科會卻認為這是環保署在統籌的，但
其實這是可以並行不悖的。就像空氣污染在美國有很多計畫，包含
NOAA、EPA、NASA 這三個單位都會進行這方面的研究，這些單位
橫向連結得滿好的，而接計畫的主要都是大學，這點跟臺灣倒是很
像。氣象局也是一樣，氣候變化也是需要很多學界的支持，但氣象局
卻都沒做；在美國，能源局就會去支持節能減碳的工作，或者美國太
空總署，雖然它是應用業務的單位，但支持基礎工作卻很龐大。政府
對臺灣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需要提出一些正式的聲明，理論上應該是氣
象局來進行，不然就是委託氣象協會有權力來做這樣的事情。不過事
實上，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單位正式站出來說，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
多少。去年或是年初國家防災中心拿到國科會計畫，寫了一個報告說
明全球變遷對臺灣的影響，這是國科會委託的計畫；但這麼多年下
來，還是沒有政府代表出來發表正式的說明。
問：國內與美國研究環境大不同，回國服務是您正確的決定嗎？
回來 13 年，在前兩年確實有懷疑過回國服務的決定。一開始雖然覺
得是 Great Decision，但對臺灣整個環境適應得很辛苦，好比噪音，
剛回國常要用飛機上的耳塞，現在偶爾用；雖然幾年後，我可能還是
會說怎麼這麼吵，但過了前兩年，就覺得回國服務的決定是 Best
Decision in My Life。人最大的快樂就是把自己的工作能夠做好，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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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把努力放上去，每天放幾個小時在研究室，那天我就會非常快樂，
絕對會有成就。所以，有時候學生問我：「老師，怎麼樣做研究?」，
我說你就勤奮一點，只要拿到一個問題，就針對那個問題去做，做了
以後自然而然就會有些心得，然後就會發現新的問題，這樣一步一步
走下去，就會有收穫，不想努力，就要教授指點你，那就不會有收穫。
洋人常講「Get your feet wet」，只要著手去做，即使遇到不能解決的
問題，在旁邊先看看跟它有關的問題，再回頭去看，慢慢挖就會看出
來的。
問：您認為臺灣研究環境困境及可能解決的方向為何？
比如我們要找氣候變遷方面專長的人，在美國地球物理的期刊上刊登
一年多了，因為臺灣的待遇太差所以一直找不到。我們的競爭力十年
前跟韓國還有的比，現在香港新加坡是我們待遇的三倍，韓國日本是
我們的兩倍，中國大陸在最近一兩年超過我們，現在要找到優秀的人
才很困難了，尤其是中間階層的副研究員、研究員待遇差最多。就人
才的數量方面，人的聰明程度，臺灣前百分之一與大陸前百分之一是
一樣的，但是大陸人口數卻遠超過我們，韓國已經超過我們很久，香
港還是比我們落後，但香港完全對中國大陸開放，吸引很多大陸人
才，進步得很快，新加坡也是，四年前成立了 EOS，Earth Observation
of Singapore，要做地球的自然災害研究，近 10 年總共編列了 US＄120
M，研究地震、洪水、乾旱，研究方向很廣泛，而且去全世界挖角，
非常有企圖心，新加坡與韓國都是政府提供一大筆經費進行大型計畫
的。
我們其實在很多方面還是有競爭力的，比如說研究這種事情，只要盡
自己的努力蒐集 Data，把 Data 分析後再發表出去，臺灣還是能跟國
際接軌。當然，臺灣整體的競爭力確實是不斷的下滑，氣象的研究、
污染的研究，中國大陸跟韓國以前都輸我們，現在連中國大陸已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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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過我們。
問：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您在暖化與強降雨這方面的研究嗎?
譬如強降水的問題，我們分析氣象局的數據，畫出來的圖恐怕有上
千，只是由不同的角度去看，最後用新的方法弄出新的結果，這就是
針對這個問題非常好的詮釋。大家只知道氣候在暖化，但是沒辦法量
化，我們分析出來的結果是前百分之十強降雨增加 140%，過去都沒
有做出這種量化關係，雖然臺灣學者基本上不太信，其他國家科學家
也不太信。另外，我們的研究還有一點是比較突出的，IPCC 的模式
一共有 20 多個模式，氣溫增加一度，IPCC 預測全球前百分之十強降
雨僅增加 10%，但我們預測的是全球增加 90%，比他們多了 10 倍，
方向是完全一樣，但是比他們多 10 倍，這些做模式的人看到我們的
結果都有些不以為然，但至少 IPCC 有把我們的結果放進報告裡，而
且假如真正相信這個結果，那麼 IPCC 的環境影響評估所顯示出最嚴
重的反而不是海平面上升，而是極端降雨的問題，像菲律賓近年來每
年因為洪水死傷上千人，洪水是跟氣候暖化有關，菲律賓這麼落後，
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有一些，過去一百年，加上積分效應，全世界有一
半的量是美國排放的，所以我們的結果如果被採信，這樣菲律賓就可
以向美國索賠，這種因果關係很清楚，暖化導致這些氣候難民，因此
美國或日本有義務讓這些人移民，雖然臺灣近年放出的 CO2 不少，
但是總的而言，因為排放的時間不長，臺灣可能還可以索賠，不過我
們還是要很努力的減碳。國際正義是應該的，這些因 CO2 排放引起
極端氣候，而造成的國際賠償問題，在賠償金額的精算上就會需要這
些模式，這方面的保險業務將來還是有發展的，所以，臺灣的研究對
這個還是有貢獻。
問：空氣污染問題也是中心的研究重點，可以跟我們分享您們的研究
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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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PM2.5、Aerosol、沙塵暴、臭氧對氣候還是很重要，中心有
五個研究員在做空氣污染這方面，因為雲霧的凝結核會影響陽光輻
射、繞射與吸收，尤其對臺灣，Aerosol 對臺灣溫度有很重大的影響，
三年前我們發表一篇文章，分析過去 50 年的資料，全球包括臺灣都
在暖化，但臺灣白天溫度變化不多，但晚上溫度則高於過去 2 度，因
為工廠密度高，排放大量污染物，Aerosol 把陽光反射回去，所以全
球氣溫平均才增加 0.5℃，但臺灣 50 年氣溫就增加了 1℃。也因此，
我們還是繼續保持在空氣品質這邊進行研究。海洋與大氣的互相作用
對大氣的影響很重要，雖然尺度大，但還是以臺灣為中心來進行研
究，比如颱風的模式就對臺灣很重要，而極端降雨的模式，大家也是
花很多時間去想如何解決。運用模式來預測全球溫度是相當的準確，
但是這些模式去預測颱風都很差，只能預測熱帶氣旋，颱風是很強的
對流，邊界層的熱量傳到上面去，很多模式的參數調來調去，但值的
大小、強降雨、乾旱等的設定都是有問題。台北 50 年的白天氣溫沒
有增加，但蘭嶼很乾淨，所以蘭嶼白天增加的溫度跟全球增加的溫度
很接近，這證明全球的暖化在各處都可以得到證實；澎湖雖然本身沒
有污染，但是可能是來自於冬天與春天的東北季風。而懸浮微粒與沙
塵暴對臺灣的西部的影響很大，這從衛星看的很清楚。
問：請問 貴中心的人力資源、硬體設施現況及未來研究方向規劃如
何？
我剛回來是地球所的一員，是做大氣化學的，以及氣候有關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的地球所較專注在地質、火山、地震，對於海洋或大氣較
少；起初在地球所四年，跟國科會拿到氣候模式相當大的計畫。環境
變遷研究中心剛成立時的主要空間位於地球所二館二樓，另有部份空
間在地球所一館地下室，全部空間僅約三百五十坪；目前，本中心空
間增加至五百五十坪，但分成三個地方，主要辦公室移到新建的人文
館十一樓，而氣候研究及模式的在數學所，實驗室仍借用地球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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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不久未來，會另建新大樓，變遷中心與地球所會併在一個大樓，
這些預算由中央研究院規劃，不需要煩惱經費問題，只需專注於研究
上就可以。最近幾年研究經費比較緊，但還是比一般大學好很多。儀
器設備方面有五個大氣化學、空氣污染物實驗室，是目前國內在這方
面設備最完備、最先進的研究單位。本中心另有三個海洋、河流生地
化實驗室，也具有世界水準。儀器設備方面，則有雷射剝蝕系統、感
應耦合電漿質譜儀、氣膠質量濃度分析儀、即時離子層析儀、氣膠光
達系統、超高效液相光譜大氣壓光電離串聯質譜儀系統、VOCs 連續
量測/自動化氣相層析分析系統、同位素比値質譜儀、岩芯掃描儀、
離子層析串聯高解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高解析碳/氮同位素質譜
儀、高解析氧質譜儀、流式細胞儀等等。
依據現今的制度，環境變遷中心的主任每屆任期是三年，最多可以當
三任，所以再過 23 天我就可卸任。對於中心的未來走向並不擔心，
因為後起之秀都已經獨立，有自己的領域跟專長，這些領域跟目前臺
灣環境、生態與氣候問題息息相關，所以我很有信心他們會越做越
好，未來因為沒有了行政工作，可以專心做研究，也希望到其他地方
去走走，並且多帶帶學生做研究。
問：最後，想請教您一個較為輕鬆的話題，不知主任平常的嗜好或興
趣為何？
我每天游泳，我也很喜歡 hiking(散步)，經常聽聽 YouTube 與 KK
Box，聽古典音樂與老歌，偶然太太說要聽國際音樂會，但這要花很
多時間又要盛裝出席，所以還是聽聽 KK Box 比較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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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起陳重方副研究員、劉紹臣院士、巫月春組長、陳怡如副研究員(2012.12.7)

後記：近 3 個小時的訪談，從置身於國內外從事研究工作的種種經驗
與對照，再聊到氣候變遷等專長研究領域，最後，則是介紹了
國內最具國際水準的環境變遷研究中心，過程中，劉紹臣院士
的語句雖然沈緩，但不論我們請益的議題範圍如何寬廣，劉院
士總是能侃侃而談。就在我們結束訪談正欲驅車離開中研院
時，恰巧瞥見劉院士開始他一天結束前的 hiking，步伐沈穩而
眼神專注---正如他對氣候變遷研究的投入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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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李達源教授訪問記實
採訪：環境檢驗所 陳明妮研究員、潘復華組長、楊喜男科長
時間：2012 年 12 月 5 日

李達源教授於 1988 年取得美國加州大
學 Riverside 分校土壤環境科學系博士學
位，1989 年回到母校臺灣大學農業化學
系任教，繼續作育母系學弟妹。李教授
研 究 領 域 有 ： 利 用 地 理 統 計
(Geostatistics) 方法預估土壤性質及土
壤污染物之空間分布，植物萃取法復育
重金屬污染土壤之研究，土壤污染物分
析，污染物在土壤中之動態研究及模式

李達源教授 2012.12.05 攝於台
大農業化學系(所)辦公室

模擬，臺灣地區農田土壤肥力管理及改
良資訊系統之建立等。
李教授曾任中國農業化學會誌總編輯、中國環境工程學刊副總編輯、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的副總編輯(Associate Editor)、國科會
生物處土壤、環保及農化學門召集人、環保署環境檢驗機構評鑑技術
委員會召集人、中華土壤肥料學會理事長及台大農化系系主任。現為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土壤與環境>>期刊常務編輯、臺灣農業化學與食
品科學期刊編輯委員、中華土壤肥料學會常務理事、臺灣農化學會常
務理事、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常務理事、中華民國環境分
析學會常務理事、環保署環境檢驗機構評鑑技術委員會委員、環保署
環境檢驗所方法委員會委員。除了教學認真外，李教授對於臺灣的農
業、土壤污染、環境保護、環境檢驗等領域更是貢獻卓越。透過本次
專訪，希望李教授分享其教學、研究的經驗，並提供環檢人員一些寶
貴的意見。
問：李教授畢業於台大農化系、農化所，農業化學是一門除了化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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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植物、土壤、肥料、生物、環境等綜合知識的科學，在這麼多
的應用科學中您選擇土壤學的緣由為何?
我在台大農化系唸大學及研究所時，臺灣對環境污染的議題還不是很
重視，但是當時我就預測未來這一塊應該會是一個很熱門的領域，所
以碩士畢業後就想朝著環境污染相關的方向繼續邁進，而農業化學與
環境污染較相關的就是土壤污染的領域。因為想要從事環境污染相關
的研究，在 1983-1984 我還曾經在台大環工所當一年的研究助理，後
來才到美國加州大學 Riverside 分校土壤環境科學系攻讀博士學位，
1988 年博士班畢業後，繼續留在母校加州大學 Riverside 分校從事博
士後研究，所學所做皆是土壤與環境污染相關的研究。
1989 年回到臺灣大學農化系當副教授，持續進行很多土壤污染相關
的研究，當時臺灣土壤污染問題已經浮現，但是環保署對於土壤污染
還不是很重視，在廢管處也只有一個土壤污染科執行一些農地的調
查。一直到民國 89 年(2000 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布，
接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會」成立，臺灣才大規模地從
事土壤污染的調查，環檢所也從那時候開始訂定土壤相關的檢測方法
及認證，土壤污染的市場才被開拓與發展，並變成環保署及環檢所很
繁重的業務之一，而我準備了很久的專業，也從那時候開始才有機會
對臺灣這塊土地做比較大的貢獻。
問：在臺灣一流的學府教書，李教授曾獲得臺灣大學生農學院 93 學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臺灣大學 94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臺灣大學 97
學年度教學傑出教師獎等殊榮，請問您如何保持教學的熱忱，有沒有
獨特的教學方式可以跟讀者分享?
不管今天所教的科目之前是否教過，上課前我一定會靜下心半個小
時，複習一下要講的東西，我會把課程內容及問題再整理一遍，構思
要用什麼方式講解，學生才會懂。因為每次教的學生都不一樣，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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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學生，怎麼把他們都教會，是一件很有挑戰性也很有意義的
事。看到學生的眼睛亮了起來，感覺到學生的熱切，或是他們有反應
問一些問題，都會覺得很有成就感，讓我保持教學的熱誠。所以我很
享受教學，覺得那個舞台是自己的，可以盡情的發揮。
我覺得大學的教育跟補習班不同，補習班是巨細靡遺的教，但是大學
的教育重在觀念的啟發，某個觀念可能國中高中就學過，但是還是不
清楚，一旦把他們教懂了，他們就可以靈活的運用，我不會教很細也
不會教很難，但是我希望教給學生的東西他們會懂。教學是經驗的累
積，正是所謂教學相長，我剛回國時也不太會教，但是隨著參與的計
畫越多、所做的研究越多、跟政府機關及業界的接觸越多，我所瞭解
的東西就越多。所以在教書時我會把相關的經驗跟問題帶到課堂上，
跟學生討論、讓學生去思考，讓他們知道教科書上的東西跟現實生活
的哪些議題或是應用有關，他們就會覺得所學的東西很有趣，也比較
容易瞭解。
問：李教授這兩年發表了很多有關鉻物種對植物毒性影響的論文，之
前也聽教授說過，關於研究您心中有很多的想法，能否跟讀者分享您
目前研究的重點及未來規劃的研究方向?
前幾年我做很多土壤中鉻物種對植物毒性的影響，這兩年我實驗室的
研究重點包括：砷在水田土壤中有效性、不同品種水稻對不同的砷物
種之吸收及轉化的情況、在水稻的不同組織中其分布的型態及濃度為
何等之相關研究。土壤性質會影響砷的有效性，且不同水稻品種吸收
砷的能力會有差異，我們發現水稻根部長鐵膜，水稻根利用呼吸機制
將鐵氧化於根的表面，形成砷的天然屏障，阻止其進一步進入植物造
成毒害。水稻根部鐵膜對水稻吸收砷影響的相關研究越來越多，但土
壤性質、水稻品種與鐵膜三者的關係仍不清楚。所以評估水田土壤中
砷對水稻毒害以及砷在稻米之累積，不能單看溶液相中砷濃度之高
低，土壤溶液中鐵含量之高低以及其他有機物質的存在，可能也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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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砷對水稻之毒害以及砷在稻米之累積。所以我們嘗試加入不同的土
壤改良劑(如矽酸鈉或硫酸亞鐵等)到種植不同品種水稻的土壤中，想
要瞭解是不是有其他的機制可以跟鐵膜一樣，會抑制水稻對土壤中砷
的吸收，或是這些機制在不同品種水稻上的表現是否一樣等問題。現
階段我還是著重在砷物種的相關研究，若做完砷物種之後，也許會嘗
試其他金屬物種，如：銻等可能會被水稻或是其他植物吸收的元素。
這幾年我也申請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的計畫，讓我的學生可以到同
步輻射中心利用同步輻射光源，直接測定植物中金屬物種及化合物分
布之情形，可用來驗證我們由 HPLC/ICP-MS 之檢測結果。
問：請李教授分享您跟研究生的互動及對他們的要求?
研究生只要願意跟我做研究，我都不會拒絕，我認為只要他態度認
真、肯學，每個學生我都教，正所謂有教無類。我不太給實驗室的學
生壓力，反而給他們很大的自由度。學生的研究方向若是自己提了就
好，但若是時間到了學生還沒方向，當然就要找他來談，看他是不是
有困難，他若是有困難，我就會拋一個救生圈(題目)給他，總不能眼
睜睜的看著他沉下去。給他的研究方向我會先評估可行性，若是太難
了做不到，就不會請他們做，或是炒冷飯的議題，做一做也沒有什麼
新意，不但浪費時間也浪費錢，我也不會要他們做，所以研究生的題
目必須是新的議題且是可行的我才會要他們做。一旦確定方向後我就
不過問，該讀的文獻請他們自己去找去讀，進度自己去安排、負責，
但是他們需要哪些資源或有困難來請我幫忙，我會想辦法幫他們解
決。
我不會把我的學生視為只是我一個人的學生，我會鼓勵我的學生去跟
不同的老師互動，一開始我就會告訴他：「不是只有我是你的指導教
授，系上其他老師也可以是你的指導教授」，因為可以跟不同的老師
互動，對他將來幫助很大，在其他老師那邊他可以學到不同的東西，
若是可以從其他老師那邊得到資源或幫助代表他很厲害，表示他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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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我希望訓練學生這種能力，這對他出社會也很重要，現在很多學
生都缺乏這種訓練，真的很可惜。而這種互動是要學習的，我可以幫
忙引介，但是他們還是要靠自己去跟其他老師溝通，所以我的學生大
部分都會訓練出這種能力，他們跟系上的老師關係都很好，有的甚至
成了好朋友，畢業了回來還是會跟那些老師互動。我常跟他們說「與
人為善」你就會得到幫助，研究是天時、地利、人和，天時就是時間
對，地利就是有儀器，人和就要靠自己去努力。天時、地利、人和都
有了研究絕對成功，做人也絕對成功。像檢驗所也是一樣，有很多個
組，每個組的專長不同，若是各組都能整合起來那個力量就很大。
問：目前您在臺灣大學的實驗室中有哪些得力的研究設施或儀器，是
否也能介紹給大家?
目前我在農化系從事研究比較得力的儀器主要是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串聯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HPLC/ICP-MS)，可測定土壤、植體以及
材料樣本中之微量元素含量以及化學物種分布，我們目前主要用來分
析砷物種。
元素物種分析是近來很熱門的研究，因為不同物種的毒性、生物可利
用性及移動性不同，故唯有瞭解樣品中各元素物種的型態，才能正確
評估其對環境及人體健康所產生之衝擊。元素物種之檢測方法通常結
合了層析分離與光譜檢測技術，而 HPLC 串聯 ICP-MS 是目前發展最
快速且應用最廣泛的技術，由於可靈活改變移動相與靜相種類，並配
合梯度沖提技術，使得 HPLC 為一強大分離技術，在與 ICP-MS 串聯
後，融合了 HPLC 高效分離特點及 ICP-MS 之低偵測極限、高動態範
圍及能提供多元素同位素信號變化等優點，目前被廣泛應用於環境、
食品、藥物及生物樣品中汞、砷、鉻、硒、銻及碘物種之分析。目前
我的實驗室著重在砷物種的研究，除了利用 HPLC/ICP-MS 分析物種
外，我們同時也申請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的計畫，使用同步輻射中
心的同步輻射光源直接分析植物切片中的元素及物種分布情況，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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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驗證我們用 HPLC/ICP-MS 分析所得到結果的正確性。
問：李教授是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常務理事，也長期擔任環保署環
境檢驗機構評鑑技術委員會委員及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方法委員會委
員，對環境檢驗涉獵極深，請問您對環檢人員及環境檢測技術未來發
展有何期許及建議?
檢驗人員不要只是說方法來就照著做，還是有很多技術可以提升，因
為技術一直在發展在進步，很多技術是國外引進的，但是我們也是可
以自己開發，所以檢驗人員要給自己期許，希望可以跟上國際的腳步
及新技術的發展。像是有機金屬的檢驗或是元素物種分析這一塊都是
標準方法未來需要補足的部分，另外，同步輻射技術的應用範圍也越
來越廣泛，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提供很好的光源，大家可以去利
用，才不會浪費國家這麼好的設備。對於未來預計購置的儀器也要好
好去想跟什麼東西連結？有什麼用?要將儀器用到極致，若買了沒有
好好的應用，就浪費了；若用的對，就顯出儀器的價值，要很清楚儀
器的性能，讓它發揮到極致，就能創造很多新的應用面向。所以環檢
人員不要只是一味地做例行性的分析，要給自己一點期許，技術才會
有機會提升，日子就不會覺得那麼苦悶。
環境檢驗人員是幕後英雄，大家要好好做，但不要只是將自己侷限在
檢驗這一塊，不要只是關起門來照著標準方法做，你要去了解其他有
什麼領域跟這個檢驗是有相關連的，你要能拉上關係，知道自己為什
麼要做這件事，它一定會跟一個環保議題相關連，瞭解它背後的故
事，才會覺得自己在做的東西很有意義，才會想把它做好，不會陷入
很枯燥的檢測，做檢驗才會覺得更有價值，而且會比較有興趣，對於
工作的拓展、熱情提升一定會有幫助。所以阮所長現在要求你們編「環
境分析評論」，也是有這個好處，你不會侷限只看環境檢驗這一塊，
你的專業才能擴充，眼界才會比較廣，檢驗技術才有辦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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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起楊喜男科長、李達源教授、潘復華組長、陳明妮研究員
攝於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所)辦公室(2012.12.05)

訪問後記
這次能訪問到看著環檢所長大的李老師，內心深感幸運，很感謝老師
在百忙中把他下午半天的時間通通留給我們。不趕時間可以暢所欲
言，沒有架子可以近距離聊天，無須設防可以如老朋友般敘舊，宏亮
的語調讓人精神隨之活躍，爽朗的笑聲讓人心情隨之奔放，這是李老
師自然而然所散發出來的氣質，我想若能當老師的學生在課堂上聽老
師講課，一定是件很幸福的事。老師說話有種療癒的力量，一如農業
化學是在從事植物的療癒，而李老師除了療癒植物外，也療癒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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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李俊璋教授
採訪：環境檢驗所 鄧名志副研究員、陳滄欽專員、翁英明組長
時間：2012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二)

李俊璋教授 1980 年畢業
於國立臺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系，1982 年取得國
立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
研 究 所 碩 士 學 位 ， 1986
年服務於行政院衛生署
環保局第五組二科擔任
科長一職，1987 年轉任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衛生及毒物管理處科長，

李俊璋教授 2012.11.27 攝於成功大學醫
學院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所辦公室

並於國立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攻讀博士。1988 年 5 月辭職專
心攻讀博士，1991 年任教於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工業衛生學
科，隔年取得博士學位後，迄今皆任教於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工業
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目前為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
研究所教授、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及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心主
任。
李教授專長領域包括環境毒物健康風險評估與管理、空氣污染及
控制、環境微量毒物採樣分析與暴露評估、一般與作業環境空氣
污染物採樣分析以及職業與環境衛生等，歷年來執行國科會、環
保署、衛生署、農委會、勞委會及教育部等公部門科技計畫以及
民間企業委託調查計畫，截至目前發表上百篇 SCI 期刊及研討會
論文，並培育許多環境醫學領域優秀人才。在教學及產業技術轉
移皆深獲好評及肯定，陸續獲得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及國立成
功大學研究總中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獎，並為現任環保署環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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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諮詢委員會委員、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理局食品安全諮議委員會委員、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風險評
估諮議委員會委員、室內環境品質學會理事長、職業衛生學會常
務理事、環境分析學會理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理事、低逸
散 健 康 綠 建 材 評 定 小 組 召 集 人 。 藉由 本 次 訪 問 分 享 李 教 授 在 教
學、研究及產學合作等寶貴的經歷與經驗，必能給予我們許多啟
發與觸動。
問：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心自 1999 年 8 月成立迄今已
13 年，請教李教授當初在何種因緣際會下成立該中心？並與讀者分
享中心宗旨與管理之道。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心成立於 1999 年 8 月，成立宗旨
為致力提昇本校對環境微量毒物如多氯戴奧辛/呋喃、多氯聯苯、重
金屬、有機氯化物、鄰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謝物、多溴聯苯醚、有機
錫、壬基酚、雙酚 A、農藥等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分
析技術與能力，進而整合臨床醫學、流行病學、生物統計、職業衛
生、毒物學及健康風險評估等學門，研究環境微量毒物對人體健康
與生態環境之影響。並以此為基礎，發展環境醫學相關之學術研究
活動，成為亞洲環境微量毒性物質研究中心，以提高臺灣環境微量
毒物分析技術及人體健康影響研究領域之學術地位。
研究團隊於 1995 年初與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合作成立超微量物質分析
實驗室，並共同執行「環境中超微量物質分析技術建立」計畫，成
功建立檢測環境介質(空氣、土壤/底泥及植物等)與生物樣品(血液、
乳品及食物等)中戴奧辛所需之前處理、分析技術及其專業人員。截
至目前所執行戴奧辛相關檢測計畫，已累積各種環境介質及生物樣
品共超過 15,000 份戴奧辛樣品分析經驗，且維持良好的分析品質控
管及完整性。此外，亦成立環境毒物流布及暴露評估實驗室與環保
署、衛生署、農委會及勞委會合作進行重金屬、有機氯化物、鄰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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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酸酯及其代謝物、壬基酚、雙酚 A、多溴聯苯醚、有機錫、農
藥等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環境流布及人體(一般居民及
勞工)健康風險評估研究。超微量分析之專業技術養成不易，人才為
中心永續發展之重要資產，因此在人員管理及經營上建立一套制
度，其內容包括薪資、升遷、福利等相關制度，此制度之目的在於
改善助理流動性較高之缺點，讓具有高度專業性及技術性之助理有
意願留在中心工作，目前中心人員最長年資達 21 年，平均年資約 8
年。此外，中心主要業務在於分析工作及數據解析，因此極為重視
品保品管及公信力。亦因如此，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心在國內外具
一定知名度與公信力。
問：請李教授為讀者介紹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心之組織功能、研究
領域及儀器設備。
本中心現有 25 位專任人員，2003 年 4 月 1 日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金會(Taiwanese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認證，2006 年及
2009 年申請展延，認證項目在戴奧辛包括血液、土壤、環境空氣及
食物(蛋類、魚貝類、肉類、蔬果植物類、乳品類、油脂類、飼料類
等)；在擬似戴奧辛多氯聯苯則包括血液及食物(蛋類、魚貝類、蔬
果植物類、乳品類、肉類、油脂類、飼料類等)。2006 年 12 月 25 日
通過食品衛生委託檢驗機構認可並取得證書，2009 年申請展延，核
定項目在戴奧辛及擬似戴奧辛多氯聯苯包括蛋類、魚貝類、蔬果植
物類、乳品類、肉類、油脂類等六類樣本。自 2001 年起至今每年參
與挪威奧斯陸舉辦之食物樣本之國際間實驗室比對(Interlaboratory
Comparison on Dioxin in Food)，均有良好之表現。
本中心服務項目及研究領域專長有：
1. 各種環境介質(空氣、水體、土壤)中環境微量毒物(多氯戴奧辛/呋
喃、多氯聯苯、重金屬、有機氯化物、鄰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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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壬基酚、雙酚 A、多溴聯苯醚、有機錫、農藥等)之採樣分
析。
2. 各種生物樣品(食品及人體血液)中環境微量毒物之採樣分析。
3. 環境微量毒物之毒理測試及研究。
4. 環境微量毒物之流行病學研究。
5. 作業環境微量毒物之認知、評估與控制。
6. 環境微量毒物之調查、測定、健康風險評估與控制。
7. 環境微量毒物對人體健康影響之診斷與治療。
本中心主要儀器設備有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儀(GC/HRMS) 2 部、
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HPLC/MS-MS) 1 部、氣相層析儀/質譜儀
(GC/MS) 3 部、氣相層析儀/火焰離子化偵測器/電子捕捉偵測器/火焰
光度偵測器(GC/FID/ECD/FPD) 2 部以及血液、頭髮、魚體、底泥、
土壤等樣品中汞分析儀。

▼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儀

▲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

問：李老師除擔任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外並身兼中心主
任，請您分享目前研究重點及未來研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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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今研究重點及成果展望未來，針對 5 個面向與大家分享：
1. 環境荷爾蒙研究：由現有已建立之環境荷爾蒙(如戴奧辛、多氯聯
苯、多溴二苯醚類、鄰苯二甲酸酯類、有機氯農藥、有機錫等)分
析能力、全國性環境介質(空氣、土壤、植物及河川、海港底泥等)
及人體暴露資料(血液、尿液、呼氣及唾液等)、多氯聯苯米糠油
中毒之油症長期追蹤、第二代健康效應評估經驗、實驗室生殖毒
理等為基礎，自環境流布、生物及人體濃度、毒理學、人類流行
病學、暴露及風險評估與分析等各面向進行剖析，建立國際性環
境荷爾蒙頂尖研究中心。
2. 環境兒童健康研究：由現有之出生世代追蹤、出生前暴露評估方
法、兒童與環境生態流行病學研究、基因－環境相互作用研究、
過敏性疾病之環境與遺傳研究等基礎，建立國際性環境兒童健康
頂尖研究中心。
3. 環境重金屬及微量毒物研究：由現有已建立之重金屬及微量污染
物分析能力(汞、鎘、鉛、砷、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等)、全國
性環境介質及人體暴露資料、環境砷中毒長期追蹤、實驗室毒理
等為基礎，自環境流布、生物及人體濃度、毒理學、人類流行病
學、暴露及風險評估與分析等各方向，建立國際性環境重金屬及
微量毒物頂尖研究中心。
4. 空氣污染研究：由現有已建立之空氣污染物(如法定空氣污染物、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揮發性有機物質等)採樣及分析能力、全
國性空氣品質評估及人體暴露資料、空氣污染與人體風險研究、
實驗室毒理等為基礎，自環境暴露及風險評估、生物及人體指
標、空污毒理學、人類流行病學等各方向，建立國際性空氣與健
康頂尖中心。同時本中心透過與規劃及設計學院建築系所之長期
合作，已建構亞洲地區少見之室內空氣品質與健康建築之研究團
隊，將可望建立在此議題之區域性領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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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場有害化學、物理與微生物污染新興問題之發掘與評估：由現
有已建立之職場有關於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農藥、二硫化碳、
二甲基甲醯胺、游離矽等化學危害之現有基礎繼續對其他未知職
場發掘與評估，並對呼吸皮膚等不同暴露途徑進行比較。對傳統
職場外之室內空氣污染、生物性危害污染傳播和熱危害等新興議
題進行探索以建立國際性職場新興有害污染議題頂尖研究中心。
問：李教授於環境微量毒物對人體健康與生態環境影響之研究不遺
餘力，政府組織改造後，環境檢測技術於環境資源部架構下，在環
境管理及保護領域應扮演何種角色及導向？請教您的看法。
環境檢測是各種環境保護及管理工作之基礎，環境保護之施政方針
及績效確認均需藉由環境分析數據供參考評估。因此，環境檢測技
術分析能力與能量在未來新的組織架構下，絕不可因組織變更而有
所刪減，而對於檢測機構認證及監督的能量亦不可打折。另外，因
應國際趨勢與世界接軌，依據斯德哥爾蒙公約對於新興污染物的重
視及制約，建議未來針對新興污染物如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之分析技術開發、環境流布調查能多加重視，因為環境管理與
保護須有完善環境檢測數據及監測調查才能做準確的評估。期許環
境檢測技術在新的組織架構下，不只是檢測樣品提供數據的一個單
位，而是能夠有研發檢測技術能量且能評估數據結果的機關，以發
揮組織最大的效益及能量。
問：您對於有志投入環境檢測工作之年輕人，有何建議及鼓勵。
環境檢測工作是屬於慢工出細活之工作，過程中需耐心探究及排除
干擾因子才會獲得最佳之數據品質。再者，環境檢測工作是最重視
品管及品保的工作，唯有重視品保及品管其數據結果才有公信力。
最後，檢測工作不只是做樣品檢測，還必須具備對檢測數據加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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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及應用之能力，因此除檢測分析技術外，應加強相關之解析及評
估之知識與能力，才能讓檢測數據發揮最大之效用。

圖左起李俊璋教授、翁英明組長、陳滄欽專員、鄧名志副研究員
攝於成功大學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心（20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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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黃介辰教授訪問記實
採訪：環境檢驗所 尹開民研究員、李以彬研究員
時間：2012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三 )

黃介辰教授於 1992 年獲得中日交流
協會獎助學金，於 1997 年完成日本國
立東京工業大學碩、博士學位，並在
日本農林水產省及科學技術廳擔任研
究員，進行兩年博士後研究，於 2000
年返國任教於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黃介辰教授攝於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辦公室
（2012.11.21）

黃教授專長領域主要包括分子生物學、應用微生物學及生物技術等，
研究主題有利用非糧食作物生產生質能源、合成生物學、內共生菌於
植生復育之應用、分子微生物及環境污染之生物復育等，歷年執行國
科會、環保署及農委會科技計畫，發表近 70 篇 SCI 期刊論文，並於
2009~2012 年間陸續榮獲中興大學產學績優教師獎(3 次)、特別貢獻
獎及興大之光服務優良獎等，在教學及產業技術移轉皆深獲好評及肯
定。藉由本次訪問分享黃教授在求學、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等十分
寶貴的經歷與經驗，必能帶給我們許多的啟發與助益。
問：請問黃教授在大學主要修習環境工程學位，是在何種因緣際會跨
入分子生物學、合成生物學及應用環境微生物領域。
本來最喜歡的學科是建築系，但是填志願時僅選成功大學的相關科
系，因此就進了環境工程學系。大學修課期間對工程的課程不覺得有
趣，反而是廢水處理設施的生物反應槽，能化腐朽為神奇的降解環境
污染物，引起我濃厚的興趣，當時的系主任陳是瑩是生物系的老師，
還有一位曾怡禎老師是環境微生物的專家，這兩位老師對我的啟蒙影
響很大，因此大學時期就廣為閱讀環境微生物相關的書籍。
由於父親是成大外文系教日語的教授，又曾帶我到日本住過二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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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還不錯，所以大學畢業後決定留學日本。在澎湖當完兩年兵後，考
取了中日交流協會公費留學，並申請到日本國立東京工業大學化學環
境工學研究所，修習碩、博士學位，很幸運的我工作的實驗室正教授
正田誠是一位生物工程的老師，副教授阿野貴司是一位遺傳工程學的
專家，因此開始向兩位教授學習微生物遺傳工程相關的課題，兩位老
師因而帶領我進入了分子生物學的領域。碩博士做的題目是微生物農
藥 ， 主 要 概 念 就 是 利 用 細 菌 (Bacillus) 拮 抗 植 物 的 病 原 黴 菌
(Fusarium)，預防植物生病，進而提高經濟作物的產值，我目前也有
部分研究一直延續這方面的研究。
博士班畢業後，曾在日本農林水產省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推行機
構及科學技術廳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其中待過高
雄科技大學賴俊吉老師(我成大環工系的學弟)之指導教授所領導的
研究團隊，這個團隊進行污泥產氫氣的研究，這對我現在進行生質能
源相關研究助益甚深；還有就是一起與遠藤銀朗老師進行水俁灣汞污
染場址的整治，從這裡學習到篩選去除有機汞的微生物，並進行相關
基因的基礎科學研究，這奠定了我現在進行環境污染場址生物復育的
基礎。
2000 年我回到中興大學任教後，我的一位東工大的學弟拓植謙治，
他們日本的實驗室創造了把許多基因串接在一起的方法，為現在合成
生物學的先驅者，主要就是合成出可被特殊限制酶切開的 DNA 斷
片，再利用序列互補的原理接起來，想再接一段 DNA，就再切開再
接起來就可以了，就像火車連結一樣，我把這個技術引進臺灣，所以
我是臺灣第一位進行合成生物學研究的學者，內心感到無比的光榮與
驕傲。
問：黃老師成立之分子及合成生物學實驗室，跨足環境與農業領域之
生物復育及生質能源的研究，請老師談談近年來的研究重點以及
來規劃的研究方向。

213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之前提到，我碩博士研究的主題是微生物農藥，回國後也延續相關的
研究，目前執行「植物內共生菌 Burkholderia cenocepacia strain 869T2
應用於健康蕉苗系統使其對香蕉黃葉病具保護效果」，為農委會的計
畫，未來將持續對不同植物種進行不同內共生菌的研發，增加經濟物
種的產量與疾病預防，以增加農民的收益。還有進行「以分生技術建
構厭氧脫氯菌群之生物復育監控平台」，此項研究與環境保護領域較
為相關，未來希望能以整治水俁灣的經驗，建構臺灣本土環境污染物
分解微生物及整治經驗的資訊平台。在生質能源技術研發方面，進行
「利用分子生物技術構築“全天候型“光合產氫能源微生物與建構
其產氫系統」、「纖維素與半纖維素生物醣化關鍵技術之開發：研發
以人工纖維素分解酵素複合體為基礎之酵素量產平台」等，另外結合
合成生物學進行「以多段式生物精煉程序高效化生質能源回收之整合
研究---以合成生物學技術建構木質纖維素醣化及醱酵產丁醇枯草桿
菌」，以上皆為國科會的計畫。未來仍繼續朝向結合合成生物學進行
生質能的技術研發及實務應用。
問：請問基因工程轉殖(Cloning)及基因合成(Biosynthesis)的微生物,
在製造及使用上法規的規定為何?製造及使用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基因改造生物的類別主要可分為：1.基因轉殖微生物；2.基因轉殖農
作物；3.基因轉殖動物等三大類。製造基因轉殖微生物用於醫學、農
業及環境保護，法規是允許的，但是使用時不可散佈到環境中，所以
在密閉的反應槽及發酵槽使用是允許的，但使用後應高溫高壓滅菌後
始能丟棄。基因轉殖農作物則須進行田間試驗，(中興大學北溝農場，
就具有從事基因轉殖植物、農作物的田間試驗)，證明對人體、環境
及生態無害，才能進一步的應用及在市面上販售，例如日本已同意基
因轉殖的藍玫瑰生產並在市面上販售。食品及加工品則依「食品衛生
管理法」及「重組基因技術衍生食品的安全性評估準則」來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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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目前您在中興大學教學的研究實驗室，有那些得力的研究設施或
儀器，能否介紹給大家？
首先要特別介紹的是本校有全國校園內唯一的基因轉殖植物(農作物)
溫室和田間試驗場。基因轉殖溫室提供穩定的環境給老師租用，植物
(農作物)不限，木瓜、草莓、番茄…都可以；分子生物實驗室除一般
PCR、qPCR、電泳設備、DGGE、顯微鏡等基本配備外，值得一提的
是基因定序實驗室，因為基因序列最終仍須解出才能應用及比對，我
們有一台高階的 Sanger sequencer(AB 3730 Genetic Analyzer)及兩台
新世代定序儀(Next Generation Sequencer, NGS)，兩台都是 Illumina
系統，比其他 NGS 平台的優點是基因輸出量最高(20G，可擴充
到 50G)，還有組織切片及觀察實驗室，目前正積極規劃購買 IVS 系
統，此系統將整合顯微鏡、X-ray、螢光、冷光、活體影像 3D 系統等，
將更能提升研究的廣度及成效。此外化學相關儀器有飛行式質譜儀、
氣相層析儀等。至於自己的基因轉殖魚房是在進行從微生物身上找到
的裂解有機汞基因，轉殖到斑馬魚體內，再進行裂解有機汞效用及機
轉之探討。
問：您在日本求學及工作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能否談談與國內環境
有何異同之處及日本學生求學和工作之態度與國人有何不同？
據我的觀察，日本學生進研究所絕大多數是對研究有興趣，他們碩博
士畢業後仍從事研究或研究相關的行業，我國的學生取得學位比較傾
向畢業後能有較好的工作機會(比較高薪或是比較高階的職務)，或是
緩衝期(暫時找不到理想的工作或兵役等)，這可能與我國傳統思想有
關，古時候考取舉人衣錦還鄉就是縣太爺，考中進士就是知府大人，
當然我國對研究有興趣的人也不少，惟有興趣才能樂在其中，才會有
卓越的研究成果。另外還要有心，有心才會去了解並深入探討，例如
瑞典說 20 年後要放棄石油，我就飛去瑞典去了解他們的想法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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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研究就是要有這種積極的心，並盡全力將之實現，這也是我的
人生態度，在此提出來供大家參考。
問：您在日本東京攻讀博士學位，就您的觀察及經驗，有無可供我國
或年青學者借鏡的地方。
日本的學術研究風氣非常興盛。日本和臺灣相似是個島國，資源有
限，我在日本求學及博士後研究 8 年中，他們已意識到生質能源開發
的重要性，從農業廢棄物、藻類到下水道污泥等 Biomass 的利用，已
如火如荼的展開研究，我回國後發現甚少單位及學者進行相關技術的
開發及研究，當然這對我來說也是一個新的契機，我也一直朝這個方
向努力。此外日本研究方式和我國也稍有些不同，舉例來說非分子生
物相關科系要進行分生的實驗，國內教授一定要求要修完分生相關的
基礎課程，才肯讓您進實驗室，這對跨領域的人是一種障礙，日本不
同，即使您不是分生背景的研究生，教授會給一個題目(例如合成生
物學)，再從主題裡面去蒐集資料、學習探索及進行實驗，這種研究
方式比起生硬的教科書有趣許多。
問：黃教授在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上的成就，備受各方的肯定，並
培養許多優秀人才，請老師就您豐富的經歷與經驗中，談談目前學校
產學合作的現況，同時也請提供一些將來有志從事環境領域研究工作
之學子一些寶貴的建議。
學術界與產業界中間有一個 Gap，舉例來說學術界不知道產業界的需
求是甚麼，產業界不知道學術界在做甚麼，彼此的資源哪些可以共
享，我在生科中心的角色就是扮演出一個介面，想辦法把這個 Gap
填平，讓彼此能熟識及產生信任，就像有一個電視節目我愛紅娘，搭
起友誼的橋樑。我的做法首先是要求老師的儀器要共享，並以比較低
的價格讓產業界使用，還有本校將技術轉移的成果列為老師考評及升
等的項目之一，另外準備建構一個資訊平台，讓業界曉得這裡有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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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資源可利用，也讓老師知道業界需要開發哪些技術及協助，在彼
此互信互賴的條件下攜手共創未來。
環境檢驗在環境保護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污染場址一定要先經過檢
驗，才能了解污染物的種類及濃度，才能進一步決定復育的策略。而
生物復育的部分，也是要透過檢驗，才能知道污染場址土壤中微生物
族群的分布及含量，並進一步確認微生物族群中哪些是耐污染物的
菌，哪些菌確實能分解污染物，能分解污染物的微生物含量夠的話就
用 生 物 刺 激 法 (Biostimulation) ， 量 不 夠 的 話 就 要 用 生 物 添 加 法
(Bioaugmentation)的生物整治技術，所以整治和檢驗是鏈結在一起
的，就像醫病關係，彼此配合良好才會有美好的結果。此外環境生物
技術在環境保護有越來越多的應用，在環境檢驗是重要的技術之一，
將來有志從事環境領域研究工作之學子，應可儘早在學生求學階段習
得相關的知識與技能。

圖左起李以彬研究員、黃介辰教授及尹開民研究員攝於生命科學系大樓 (2012.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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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馬偕醫學院校長魏耀揮談教育家的理念與實踐
採訪：環境檢驗所 許令宜副研究員、蕭美琪研究員、葉大維替代役助理、王世冠組長
時間：2012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三 )

魏耀揮教授於 1980 年取得美國紐約州立
大學 Albany 校區化學系生化博士，隔年
回國任教陽明醫學院生物化學科，目前
身兼馬偕醫學院校長及陽明大學生化暨
分子生物研究所教授。曾任陽明大學公
共儀器中心主任、訓導長及教務長，於
2001~2005 年期間出任行政院國家科學

魏耀揮教授攝於馬偕醫學院校長室

委員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多年來受邀擔任政府科技計畫生命科技
領域智庫委員兼共同召集人及經濟部科專計畫生技醫藥領域召集人
等重要職務。從事生物能量代謝、自由基生物醫學、人類老化及粒線
體疾病的生物化學及分子醫學相關研究，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 340 餘
篇論文。
我們 11 月 21 日到三芝馬偕醫學院拜訪校長，訪談過程校長熱情暢談
「以生命感動生命」的教育理念，教導學生「先學做人，再學專業」，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學生服務熱忱和奉獻精神，鼓勵師生用愛心和行動
提供偏遠地區居民和弱勢族群的醫療照護。2009 年 8 月初，該校招
收的第一屆學生都沒報到註冊，即開始助人的具體行動，師生深入莫
拉克颱風重創東部及南部山區協助救災及重建家園。4 年來，到臺東
達魯瑪克原住民部落實關懷弱勢已成為該校重要的傳統，學生們主動
參與社會服務，充份發揮馬偕博士「寧願燒盡、不願锈壞」的奉獻精
神。
問：校長如何從農化系跨足到包括生化、醫學等其他不同領域？如何
像教授一樣成為一個傑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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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不敢說自己傑出，只能說我結合了努力和運氣才能有今天的表現。
我是農化系出身的，目前臺灣應該沒有醫學院的校長是由學農院的畢
業生擔任。我常開玩笑說我不會當醫生，但我教出來的醫生卻非常傑
出，所以我應該算是不錯的教師，也覺得教出來的學生能服務社會真
是很有成就感。我在陽明大學任教已近 32 年，教出來的學生很多目
前在臺灣各大醫院或醫學院擔任教授、主任、副院長或院長，像陽明
醫學院院長邱文祥及其夫人台北榮總眼科主任劉瑞玲醫師，都是我回
國第一年帶過的導生。我在美國取得化學系的生化博士學位，回國後
本來約好至中原大學化學系面談，想申請到該系任教，但當時阮大年
校長看了我的履歷，知道我鑽研的是能量代謝(energy metabolism)，
就把我轉介給當時陽明醫學院的韓偉院長，正好陽明醫學院生化學科
需要教能量代謝及從事相關研究的教師，所以我就進了陽明生化學科
，負責普通化學、分析化學及生物化學的教學，並從事人體能量代謝
研究，就因為這樣的一個機會我從農化進入了醫學領域，一路走來非
常享受作育英才的快樂。我要建議年輕人在大學及研究所學習時不要
挑三撿四，沒有所謂沒用的課程，要用開放的心態去吸收各種知識，
我就要求我的學生們能認真學習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和基礎
科學，並能系統化地了解各學科的菁華，這樣才能化為篤實深厚的學
養，讓自己在未來的職場有競爭力，方能迅速掌握各種機會。
另外，我建議年輕人如果要進入學術界，一定要找機會出國去學習或
接受短期訓練，不能只侷限在自己熟悉的臺灣。科學研究是沒有國界
的，科技發達的先進國家具有不能取代的研究環境及研發能量，只有
到當地才能感受及學習到從事研究的精髓。我大學有一位成績優異的
同學，畢業後留在台大擔任助教，由於環境的限制，工作了好幾年專
業上並沒有太大的突破，一直到出國接受嚴謹的科學訓練後才開始有
卓越的成就，這也是因為先進國家之科研環境及學術精神的確有國內
無法相比的優勢。年輕人讀書的目的不該只為了找一個有生活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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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工作，我深信健全的社會需要各類專業人才，一個具備多元人才
的國家才能蓬勃發展。
問：請問馬偕醫學院新成立不久，院長心中有何藍圖及期許，以及未
來想要強化的特色為何？
有許多人會覺得現在大學已經那麼多了，為何還要再辦新的醫學院？
現在受限生員不足，辦學的確比 10 年前困難。我們創辦馬偕醫學院，
除了是因現在推行的全民健保醫療制度仍需在偏遠地區補足優秀的
醫療人才外，我們對於醫學教育有一份使命感。目前我們每年只招收
醫學系 40 名、護理系 40 名及聽力語言治療系 45 名，雖然馬偕招收
的學生很少，但我們的老師都具有高度的教學熱忱，也常帶學生上山
下鄉去服務弱勢團體，我們針對偏遠比較少人關注的原住民部落提供
醫療服務，包括台東達魯瑪克、新竹尖石鄉、蘭嶼和澎湖等醫療不足
的地區。我們今年新增設聽力語言治療學系是要訓練聽力師和語言治
療師等醫院普遍缺乏的醫療人才，未來除了可提供聽力受損新生兒早
期療癒服務外，也能對有聽力缺損的老人提供矯正和復健，我們希望
藉由提供周延的醫療服務，改善老年人的聽力功能，將可提升老年人
的生活品質。關懷老年人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務，我們正在規劃長期照
護研究所，擬培育長期照護老人的人才，也就是想當老年人的守護
者。在每個人生命的最後階段，如何受到有尊嚴的照護，是我們關心
的醫療問題。我們也擬籌劃老人醫學研究中心，發展一些對老年生活
有助益的研究，希望使老年人生活可以更加的健康、自在，讓老化不
再只是一種痛苦的身心狀態，同時能減輕目前年輕一輩照顧老年人的
負擔。
問：我們知道教授專長是老化的代謝研究，包括粒線體與老化關係，
請問教授有什麼養生建議可以給我們大家參考？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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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老化有許多方法，像少食可減緩老化在 40 年前即已在動物實驗
中被證實，早期觀察生物學者提出包括 7 分飽、進食速度不要過快等
等減緩老化的論述。我們探討粒線體分子作用機轉來驗證老化及代謝
疾病的機制，粒線體已知與肥胖、老化、癌症及神經退化疾病等都有
高度相關。過去二十餘年來，我在陽明大學就有 40 多個研究生是被
粒線體基礎研究與醫學應用所吸引而加入我的研究室。生物個體的老
化跟代謝有絕對的關係，舉二種食性和壽命有明顯差異的鴿子跟麻雀
為例，麻雀通常會快速的行動且一直在覓食，所以麻雀壽命就頂多只
1 年多；鴿子食量小且動作相對緩慢，所以壽命相對長很多。這種食
性與老化的關係是有科學根據的，因為吃進去體內的食物會藉由消化
吸收進入細胞內行能量轉換，而所有的能量轉換的效率都沒辦法達到
100％，所以會使體細胞產生過多的活性氧分子(Reactive Oxygen
Species)、代謝廢物或是自由基等有害物質，自由基在細胞內可造成
DNA 斷裂、基因突變及癌化等危險後果。所以要使人體的粒線體轉
換能量運作順暢，人就要過輕鬆、簡單及適度節制的生活，才不會造
成身體負擔。另外要使吃進去的食物能有效轉換，所以人也要維持活
動狀態，不要經常坐著或長時間玩電腦或看電視，應該要用工作及運
動來活化身體的代謝轉換功能，並要用樂觀進取的態度面對日常生活
中的困難，才能夠延緩老化。
問：目前您在陽明大學實驗室，有哪些得力的研究設施或儀器，可以
介紹給大家？如何選購及評估適切的儀器設施？
我在中央政府科技發展計畫擔任智庫和審議委員，負責政府科技預算
審查 10 多年，也協助陽明大學建立公共儀器中心，對於購置和運用
儀 器 設 備 有 一 些 經 驗 。 譬 如 胜 肽 合 成 儀 、 基 因 定 序 儀 及 DNA
Microarray 分析平台等這類儀器設備，在市面上己有許多專業生技公
司可代為合成胜肽及 DNA 定序，委外執行遠低於自行合成的成本，
所以不建議購置。在選擇儀器需要客觀考量使用頻率、使用限制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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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等面向，最好能先行經專業人士協助評估購置的合理性。就環檢所
的屬性，或可使用一台儀器來評估環境毒物的生物毒性，它是海馬生
物能量測定儀(Seahorse Bioscience XF Analyzer)(如圖 1)，在上市 5 年
內即累積 400 多篇期刊論文。它是以 24 孔及 96 孔微孔盤為平台，可
評估藥物或毒物對於細胞粒線體在能量代謝上造成的傷害或改變。有
許多研究發現重金屬會對細胞粒線體產生破壞性影響，進一步造成自
由基生成及抑制 ATP 合成。這台儀器可及時(Real Time)偵測粒線體
耗氧速率(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CR)及無氧呼吸(Glycolysis,
ECAR)的效率，適合用來評估細胞的受損狀況。目前我們實驗室是向
尚博儀器公司借用該儀器進行部份粒線體功能測試的實驗，算是較新
穎且可參考的儀器。
問：請問一個合格的醫學院學生需要具備何種特性與態度？
有人會認為讀醫學系是為了賺錢，但人不該以賺錢多寡來選擇工作，
那是沒有理想的人生，應該要以個人的興趣和志願來決定工作才是。
在我們當年選擇唸書很多人都是以興趣來決定就讀的科系，而不會只
為了想當醫生賺大錢而去唸醫學系，我同班同學就有 6 個成績足以填
台大醫學系但卻選擇農化系。年輕人應以個人的生活理念和人生目標
來選擇科系。在學成績好並不一定能成功，我們常發現成績第一名的
學生後來不一定是最有成就的，太驕傲的人反而容易跌倒，我就發

圖 1(左)生物能量測定儀(右)該儀器專屬之 24 孔細胞培養微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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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功課不是最頂尖的學生反而能虛心的學習，往往有很好的成就。所
以我的教育理念不是要教出第一名的學生，而是要教出可以幫助別人
的醫療專業人才，我就常說學醫之前要先學做人，醫療是一種團隊行
為，所以有良好 EQ 的醫師才能與他人團隊合作。像我來這裡擔任校
長並不是為了較高的待遇，這個工作比我擔任教授有更多的責任及事
務要處理，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實現我的教育理念。我認為年
輕人要把握每一個機會，當機會在你面前時，就要把握機會努力去爭
取，要相信自己是有潛力的，勇於用學習的心態接受不同的任務和挑
戰。所以我認為一個醫師是要對人有服務的熱忱，在別人的需要上看
見自己的責任，要願意先擺下自己的事情來幫助別人。像我們的學生
就從參與莫拉克風災救助感受幫助別人的快樂，我們希望在馬偕建立
這種文化，讓學生在成長學習的過程中體驗到幫助別人的感動，我常
說「用生命感動生命」的教育才能成功引導學生，讓青年學子到偏遠
山區看看外面貧乏的環境才能更珍惜他們現在所擁有的豐沛物質生
活。我們也重視學生規律的生活，學生宿舍區凌晨一點斷網，使學生
有充分的睡眠，鼓勵學生早睡早起，清晨到校園運動，親近大自然，
以培養學生清新氣質，將來才能擁有健康的體魄。我們希望學生「身
心靈平衡發展」，成為一個健康及快樂的人，用勤奮上進和主動學習
來裝備自己，以迎接人生未來更多的挑戰。

圖左起 葉大維替代役助理、王世冠組長、魏耀揮教授、許令宜副
研究員、蕭美琪研究員攝於馬偕醫學院校長室 (2012.1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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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光華主任專訪
採訪：環境檢驗所 郭淳語副研究員、李如訓科長、黃克莉組長
時間：2012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三)

Q、請問主任為何放棄公職投入環境檢

江 光 華 主 任
測業？
1987 年東海大
A、放棄公職與我的個性有關，我喜歡
學環境科學系
自由度較高、可接觸大量新鮮事務
畢業，畢業後曾
短暫留校擔任
的工作型態，在工研院任職期間，
助教，1988 年
我雖然僅擔任助理研究員，工作內
至 1990 年於工
容是環境檢測的採樣和檢驗，但是
研院化工所服
採責任制，不需要打卡、自由度
務，參與煙道採樣與檢驗分析業務，1989
高，只要在期限內完成工作即可，
年參加乙等特考環境檢驗職系及格，於
我蠻喜歡這樣的工作，也可說是我
1990 年 1 月進入環境檢驗所， 1 年後離
開公職，加入剛成立並取得認證上準環
對環保的啟蒙期。考上公職後 1990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準公
年分發至新成立的環境檢驗所，工
司）至今。上準公司目前檢測人員約 150
作內容是在副所長室擔任技術性
人，取得環保署許可類別共計有空氣檢
質的秘書，工作性質是我喜歡的，
測類、水質水量檢測類、飲用水檢測類、
只是對於上下班要打卡的管理制
廢棄物檢測類、噪音或振動檢測類、土
度與變化不大的工作內容感到不
壤檢測類及地下水檢測類、底泥檢測類
及環境衛生用藥檢測類等九大檢測類
適，約 1 年多便離開環檢所了。
別，通過認證項目共計 855 項，遙遙領
也因為我在工研院主要工作為評
先同業，為國內取得最多認證項目之檢
估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的效率，需要
驗室，除取得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
執行採樣和檢驗分析，必要時也要
外，亦跨域取得溫泉水檢驗機構認可、
去爬煙囪當採樣員，就是這樣的機
勞委會職業衛生實驗室認可、財團法人
會接觸環境檢驗，也做出興趣，當
全國認證基金會（TAF）化學測試領域
與職業衛生測試領域認證實驗室認可、
時環檢所尚未成立，政府已開始在
衛生署食品衛生委託檢驗機構核定證書
推動「環境檢驗民營化」，所以當
等，這位非管理出身，公司不設業務部，
又不重行銷的經營者，如何在檢測業中
占有舉足輕重的一席之地？在深度訪談
中，我們感受到江主任虛心與踏實的工
作態度，用堅定又愉悅的心面對接踵而
來的衝擊鍛鍊，優雅揮劍，在激烈的競
爭紅海中開闢自己的藍海。

2013年1月

我離開環檢所時，就與幾個同學相
約投入環境檢測機構領域之中，一
直到現在仍興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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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貴公司跨足不同檢測領域，請問主任其間的差異與特殊印象？
A、本公司成立於 1989 年，剛開始的十幾年一直致力於環境檢測，最近這 4、
5 年來，開始規劃跨出環境檢驗領域作多元化經營，跨域的檢測，常常
可以遇到不同的挑戰，我非常享受這種樂趣，例如有一次參加某縣農業
處的案件，主要探討石化業對於養殖業的污染情形，因為從來沒有做過
食品檢驗，未曾思考前處理的小細節，我們用一般食品或養殖業的概
念，想取魚的背脊肉、雞鴨常吃的部位及養殖水進行檢驗，經委員指正，
應該要取污染濃度累積高的部分，如脖子、油脂比較高的部分及養殖場
的底泥等，如此才與計畫目的較接近，對我而言都是新的思維及特別的
經驗。
在工研院工作時，我喜歡現場採樣工作，可以學到較多新的事物，如工
廠的污染防治設備，從規劃、設置到操作，一般工廠都會很樂意和你分
享經驗，像電子業當時有一種新的污染防治設備叫做沸石轉輪，利用沸
石吸附後再脫附，對於處理低濃度的 VOC 空氣，效果非常的好，當時
要由國外進口，一套要價上千萬，我在大學或工研院時從未聽過，而這
個機會就讓我接觸了新技術。
還有一次採樣經驗，因為風很大，有支加熱採樣管有點故障，雖然溫度
設定 110～120℃，但加熱器卻一直在加熱，煙囪又是塑膠材質，後來就
冒煙了，差點釀成大禍，這是比較可怕的經驗，因此我常告訴公司同仁，
去採樣現場一定要非常留意現場各種狀況並注意安全。
另外早期在工研院與環檢所做空氣採樣的比測，環檢所派出來檢測人員
有一半是女生，她們都真的爬上煙囪實際採樣，不但當時從來沒看過，
甚至到現在，檢測機構也鮮少有女生出來爬煙囪，我很佩服這些女中豪
傑，真是厲害，令人印象深刻。
Q、貴公司成立時最先取得的認證項目有哪些？現在 貴公司目前已取得環
保署認可 855 項，遙遙領先同業，對於新公告的檢測項目，貴公司總是
能領先取得認證，請問您很快取得認證的秘訣是什麼？您的經營策略是
什麼？
A、公司最早是以排放管道的 SOx、NOx、HCl 比色法項目開始，水質部分
也是從傳統的比色法開始。剛取得認證時，大家都很開心，至今第一張
許可證照片還保留著。領先取得認證對我來說並沒有秘訣，我只是喜歡
玩新的事物，不滿足於既有的認證項目，因此只要公司有設備，我都想
嘗試新公告的方法，有時甚至不惜成本添購新設備。另一方面，因為公
司的主要幹部個性都不適合從商，我個性內向、沉默寡言，不太喜歡和
別人聊天，甚至剛開始決定要開公司時，連我的父母都問我：「你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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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公司早期曾經有一小段時間聘過業務員，之後直到現在一直都
沒有業務部門，大部分的業務都靠客戶介紹客戶，完全是以口碑來建立
品牌，所以我們可以說是以認證新項目來彌補業務弱點，現在成了本公
司特色，這是我始料未及的，像有些檢測項目，認證的檢測機構不多或
我們是唯一取得許可的檢測機構，顧客有此需求檢測時，我們就有很大
的機會爭取到其他一般性項目的業務。
其實對於經營策略我並沒有特別的規劃，但重要的是我常收集國內外文
獻及留意國內法規面的需求、媒體的報導，可以先嗅出市場先機，如底
泥檢測、PM2.5、甲基汞、氣狀汞和粒狀汞…等，有時甚至在環檢所尚未
公告方法我就已經買了設備，當然也會有買了儀器設備發現不適用與公
告方法或不好用的情形，所以這種作法在成本負擔是很大的。大部分在
法規規劃初期，我們就已經開始研發檢測技術，好跟上國際潮流的腳
步。但剛開始這樣做法公司內部反彈得很嚴重，同時因為我沒有管理技
術背景，無法提出市場分析文件，但我很堅持這個作法，所以只得要求
同仁照做，一切需要人力或設備，我就想辦法支援，並且多給獎勵；如
此幾年下來，雖然市場競爭很激烈，本公司憑藉新的認證項目，業務量
持續成長，現在同仁們接到新增項目之要求雖然還會有壓力，但由於本
公司已建立了創新的文化，我的堅持變得容易達成。

珍藏的第 1 張許可證書

Q、貴公司檢驗室有哪些儀器設備，可以介紹給大家？人員又如何培訓？
A、十幾年前我到日本參觀一家實驗室，一眼望去 8 部 High-MS 的畫面，真
是震撼我心底，從歐美國家回來的同學、朋友也表示歐美的實驗室大多
有 8 至 10 部的 GC/MSD，當時我暗自許下願望：將來有一天上準當如
是，如今本公司已有 10 部 GC/MSD，我認為已經與國外的技術設備相
差不遠。
本公司每年投資在儀器設備的經費大約 2000 甚至 3000 萬，現在擁有 3
部 High-MS 、10 部 GC/MSD、2 部 ICP-MS、2 部 LC-MS-MS、8 部 LC、
30 部 GC、5 台 IC、1 台 ICP-OES、2 台空品車、1 台動力式土壤採樣設

2013年1月

226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備(Geoprobe) 、1 台密閉式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儀（CC-FTIR）等，還有
一部紅外線氣體熱像攝影機(FLIR)，主要是檢測石化廠的有機物洩漏，
這部儀器可遠距離先用紅外線大範圍掃描，再針對發現洩漏處細部檢
測。最近我們正在採購另一台 GC-MS-MS，本來也打算購買移動式實驗
室，但因受美國管制，目前還無法如願。

儀器室一隅
（High-MS）

另外有關人力培訓部分，主要是經由廠商訓練、學術機構協助或者是由
同仁自行研究。對於設備之購買，我很重視廠商對儀器原理、性能及實
用性的資訊傳遞，因此在決定前，會自費派工程師去廠商實驗室觀摩學
習，即使是北京、上海也會去，雖然要多花錢但能直接了解儀器是否符
合需求，我覺得值得。對於新的儀器設備或檢測方法原理，我也樂於投
入時間去了解，以便與同仁討論時可以做出比較正確的決策。
Q、貴公司人員異動少，江主任是否有特別的管理之道？
A、我是技術出身、愛好自由不喜歡被約束、不喜歡打卡，所以 10 餘年以前，
公司採自主管理，同仁上下班不必打卡，請假也不扣薪水。只是員工人
數太多，管理比較困難才開始實施打卡制度，但上班時間除了禁止上網
及看報章雜誌外，沒有其他限制，只要完成工作即可；公司內幾乎不分
階級，同仁間相處融洽，對老闆的感覺還不錯。
另外我喜歡學習新事物，所以如果同仁願意學，我很樂意找人教。我認
為『人』是公司重要的資產，人才的培訓亦是經營的重點課題，定期與
不定期對人員的教育訓練是維持公司工作品質的一部分，我希望多給同
仁學習的機會。
本公司早期員工薪水是高於平均薪資，近 10 年來幾乎沒有調薪，但在
業界仍算中上水準。我很想為同仁加薪，但因檢測市場利潤越來越少，
財務負擔真的有困難，所幸同仁仍願共體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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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仁的尊重、信賴與技術投資，我想應該是本公司同仁異動少的原
因吧！
Q、請問主任對於環保署即將改制為環境資源部，對於政府的管理有何建
議？
A、本公司參與了很多領域的檢驗認證，令人欣慰的是環境檢測業品質一直
在進步，早期曾有顧客開出高價要『買報告』，而被我們拒絕，也曾聽
到在採樣現場有顧客送紅包的情形，現在幾乎沒有了，顯示政府機關的
管理措施（如查核機制），對整個業界是正向的，讓有心想做事的檢驗
室，不會有劣幣驅逐良幣之現象，這是我從事這個行業二十幾年來的感
觸，如果把這樣的機制放寬，不見得對業界有利。
對於政府的組織架構，我沒有特別的意見，但是在檢測機構的管理上，
我建議仍然要維持高品質，還是由政府機關來執行，萬萬不可由民間機
構接手，目前取得環境檢測機構許可的公司，均以取得環檢認證為傲，
如果將來交給民間後，這樣的品質恐怕會垮掉。
Q、最後，請您對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者，說幾句建議的話。
A、檢測業是有市場成長機會的行業，對於想投資或創業者，我予以鼓勵，
過去我也曾受到一些貴人的支持栽培，現在如果有需要技術建立或資金
投資，我們樂於協助。
對於剛要進入這個行業的朋友，不要太計較工作待遇、工作時間等，要
計較的是能不能學到東西，學得一技之長，便可立於不敗之地。到現場
從事採樣工作時，我建議在現場多留幾分鐘與顧客交流互動，可以學到
很多產業現在使用的最新設備及技術，這是在書本上無法即時學到的。

圖左起郭淳語副研究員、李如訓科長、黃克莉組長、江光華主任
（ 攝於上準公司實驗室，2012 年 11 月 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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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光華主任簡歷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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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事

1986 ~ 1987

東海大學環科系畢業

1988 ~ 1990

任職工研院化工所

1990 ~ 1991

任職環境檢驗所

1991 ~ 至今

服務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

上準公司取得溫泉水檢驗機構認可

2007

上準公司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
化學測試領域認證實驗室

2007

上準公司取得衛生署食品衛生委託檢驗機構
核定證書

2007

上準公司取得勞委會職業衛生實驗室認可

2009

上準公司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
職業衛生測試領域認證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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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奈米微粒對動物之危害評估：美國經驗研習
許令宜 1

前言
奈米科技是國家重要發展政策之一，但奈米科技產生之奈米微粒對環
境及生物體可能造成的危害及風險，目前未能被完整評估。為能了解
奈米微粒對環境及生物可能造成影響，包括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皆
開始在「環境、衛生、安全」(Environmental、Health and Safety, 簡稱
EHS)部份加入奈米物質安全法規，美國環保署根據毒性物質管理法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TSCA) 制 定 的 顯 著 新 使 用 規 則
(Significant New Use Rule, SNUR) (1)、歐盟新化學品政策(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預期
全面管制奈米物質及相關產品。但受限於奈米表面特性及活性差異，
目前無單一、簡便及完整之奈米危害評估方式，導致奈米物質傳輸及
宿命為現今面臨最重要之知識缺口。今(2012)年有機會至紐約大學陳
隆紀教授實驗室進行參訪及研習，本文主要介紹吸入奈米微粒對哺乳
類動物可能造成之肺部受損及發炎傷害之議題。

填補奈米技術之安全知識缺口
美 國 國 家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研 究 所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的 奈 米 科 技 研 究 中 心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NTRC) 在 2012 年 11 月公布 1 份名
為「填補奈米技術在工作場所安全之知識缺口的進展報告」(2)(Filling
the Knowledge Gaps for Safe Nanotechnology in the Workplace:A
Progress Report from the NIOSH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2004–2011)。該奈米科技中心於 2004 年成立，負責奈米科技在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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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健康相關議題的研究。上述報告是關於該中心自 2004~2011 年
為國家奈米技術計劃(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NNI)訂定「環
境、衛生、安全」政策所進行之分析及研究，藉由危害識別、暴露評
估和風險特徵等面向來制定和實施有效的風險指引，進而負責任地發
展奈米技術的管理政策。
這份長達 413 頁的報告前言中提及：任何新的或新興的技術，危害
(Hazards)和相關風險(Risk)之最大不確定性時期，通常在早期研發階
段。所以工作場合在研發奈米材料、生產及使用這些純的或一定濃度
之奈米物質時最易對操作人員造成影響，應評估操作人員潛在之健康
影響，並建立防止暴露之指引。
目前在奈米微粒工作者的保護知識缺口(Gaps i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圖 1)包括：1.危害確認(Hazard Identification)：有什麼理由來
確認是有害的？2.危害特徵(Hazard Characterization)：劑量效應之間的
關係，在如何使用或在何種環境下是有害的？3.暴露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 ： 在 真 實 世 界 有 無 暴 露 ？ 4. 風 險 特 徵 (Risk
Characterization)：是否為有害物且可能暴露之危害推估。5.風險管理
(Risk Management)：訂定制度以降低暴露風險。其中第 1 項如何確認

奈米材料的有害即包含毒性測試、健康影響評估及安全研究等。目前
環檢所進行奈米國家型 6 年計畫中「奈米微粒對細胞毒性篩選技術」
之計畫是以新穎之細胞毒性檢測技術來評估不同奈米微粒對細胞可
能造成之毒性。
在 21 世紀初，很少人能了解奈米材料的潛在風險，只擔心表面/質量
比(Surface-to-Mass Ratios)可能有較高的反應性及造成不良影響。由奈
米材料的動物暴露實驗可確認對肺及心血管系統可能有嚴重的影
響，如奈米二氧化鈦(TiO2)造成肺發炎及神經免疫反應、而暴露於單
壁碳納米管(單壁碳納米管)和多壁碳納米管(多壁碳納米管)在老鼠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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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試驗中造成急性和慢性全身反應與不良心血管的影響。2012 年筆
者至紐約大學陳隆紀教授實驗室學習吸入奈米微粒對動物之影響評
估實驗，以求進一步之了解。

圖 1 NIOSH 提出保護奈米物質操作者所需填補之知識缺口(Gap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to protect nanomaterial workers)

紐約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陳隆紀教授實驗室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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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9 月筆者進行為期二周國外主題研習，首至紐約大學 Langone
醫學中心環境醫學研究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陳
隆紀教授實驗室進行研習參訪。陳教授研究領域主要在於環境微粒對
生物體之毒性分析，曾主持美國環保署(US EPA)包括奈米微粒(3)及空
氣中細懸浮微粒(Particulate Matter, PM)PM2.5 之毒性影響(4-6)等數個長
期空氣微粒計畫，計畫中多以實驗老鼠為動物模式進行基因層級危害
研究，另外也曾執行環境實際調查，如美國孩童吸入環境污染物後造
成之生理影響評估等等研究主題。

圖 2 目前陳隆紀教授實驗室之奈米微粒產生器及動物暴露系統
陳教授實驗室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奈米微粒毒性及功能分析、空
氣污染物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影響差異、基因與環境交互反應所引發的
疾病等，以環境的污染物來探討動物疾病發生延伸到基因層級之全面
影響。本次研習三個主題包括奈米微粒、濃縮空氣及二手煙等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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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微粒濃縮系統 可將環境空氣篩選其中小於 2.5 μm 微粒，經 10
倍濃縮後，進行動物暴露實驗
之危害評估實驗，學習包含「奈米微粒暴露系統」(圖 2) 、「微粒濃
縮(Concentrated Ambient Particles, CAP)暴露系統」(圖 3)、
「二手煙動
物暴露試驗」(圖 4)及「X-射線螢光光譜儀(X-ray Fluorescence, XRF)」
等儀器之操作及實驗技術學習。

奈米微粒對動物暴露試驗
為了進行奈米微粒對動物暴露試驗，需結合奈米微粒產生器及動物暴
露箱來進行試驗。奈米微粒產生器可因應實驗者需求產生不同粒徑及
材質的奈米微粒，微粒藉由攜帶氣體運送至動物暴露箱中，由試驗者
建立之暴露模式，可短、中及長期觀察吸入奈米微粒對哺乳類動物(在
該實驗室以老鼠為模式)之影響。以教授 2011 年一篇「吸入沈積及溶
液性奈米鎳之毒性比較」

(7)

文獻來看，實驗老鼠進行全身吸入試驗

(A Whole Body Inhalation) 4 小 時 後 ， 即 可 進 行 肺 灌 流 液 分 析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Analyses)，分析包括 1.肺部內細胞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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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自動點煙之連續香煙煙霧產生器 以實驗用香煙產生連續煙霧後
送入動物暴露腔，再進行動物危害評估
及種類的差異，如嗜中性白血球增加可代表發炎反應；2.肺部總蛋白
濃度的變化(Total Protein Concentration)則可確認發炎與否；3.進行穿
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來確認實驗
動物是否有吸入奈米微粒。另外進行肺部受損研究，包括用石墨爐原
子吸收光譜法(Graphite Furnace-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scopy)來確
認實驗動物肺中的鎳含量、用即時定量反轉錄聚合酶連鎖反應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來分析某些分子標記，如 HO-1 基因是一種廣泛應用於反應氧化壓力
(Oxidative Stress)的指標基因，在細胞受到氧化壓力時此基因會大量
產生 mRNA 來因應環境；同理，Ccl-2 基因則是發炎反應的指標基因。
除了動物部份實驗，在實驗過程同時需進行實驗動物所處環境之空氣
樣本採集，如以粒子分布及數目濃度可用掃描式電動度粒徑分析儀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 非 破 壞 性 X- 光 螢 光 分 析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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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estructive X-ray Fluorescence, XRF) 則 可 用 來 測 定 鎳 質 量 比
(Mass Ration)；而 X -射線光電子能譜(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則可分析化學組成。完整的奈米微粒對動物的影響試驗，需進行
空氣中奈米微粒的分析及動物體內的生理及分子機轉的評估，才可建
立關連性。

結語
以動物為模式評估空氣品質之優點是全面性，包括動物器官、血液、
體液等等之影響評估，但缺點是馴養及實驗成本非常高。奈米微粒之
空氣樣品在進行動物試驗後，需再進行空氣成份分析，建立奈米濃度
分布、成份等，才能評估奈米微粒可能造成之影響。而這些實驗平台
也可推及到其他的空氣樣本對動物所造成的風險。
本次出國研習收獲非常多，陳教授實驗室進行不少美國環保署空氣品
質相關計畫，這些計畫包含美國各地空氣品質之調查評估、奈米微粒
之危害等，這些項目在國內也是環保署相當重視的部份，由此可見各
國政府對空氣品質的努力。

誌謝
感謝紐約大學 Langone 醫學中心環境醫學研究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及該所陳隆紀教授實驗室全體同仁之技術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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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同位素技術之應用：美國經驗研習
陳麗霞１

前言
環檢所目前購有德國 Thermo-Fisher 公司所製造的穩定性同位素質譜
儀(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ry, IRMS)，以及可以串接於 IRMS 上
之氣相層析儀(GC)、元素分析儀(EA)、及熱轉換元素分析儀(TC/EA)，
並 已 嘗 試 將 所 購 買 儀 器 應 用 於 多 環 芳 香 烴 （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異丙醇（Isopropanol, IPA）、石油碳氫化合物
（Petroleum Hydrocarbons）等分析鑑識上。此行主要目的為先參加
2012 年「美國國家地下水協會（National Ground Water Association,
NGWA）」於佛羅里達奧蘭多（Orlando, Florida）舉辦之「環境同位素
在 地 下 水 資 源 和 污 染 水 文 中 之 應 用 （ Environmental Isotope in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Contaminant Hydrogeology）
」研習課程，
學習穩定性同位素原理及應用、污染來源鑑識等理論。然後再參觀訪
問「美國內政部地質調查所 Reston 穩定同位素實驗室（U.S. Geological
Survey(USGS) Reston Stable Isotope Laboratory（RSIL）」
，擷取該實驗
室的優點，並學習環境污染物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技術，以提升現有機
台之應用效能，作為未來鑑識發展之用。

短期研習課程
2012 年 參 加 「 環 境 同 位 素 在 地 下 水 資 源 和 污 染 水 文 中 之 應 用
（Environmental Isotope in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Contaminant
Hydrogeology）
」短期研習課程，受訓學員共 12 人，分別來自臺灣（1）
、
美國（8）
、加拿大（3）
，其中一位是美國大學教授，其餘皆為從事環
境同位素相關工作之水文地質專家、環境工程師、或化學專家。課程
由 2 位加拿大教授，Ian Clark 及 Ramon Aravena，以投影片方式授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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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學員隨時發問，內容主要包括：環境同位素基本原理及應用介
紹、以穩定性環境同位素研究地下水資源問題、地下水定年方法、農
業和城市環境的地下水污染物、地下水污染的工業污染源、以同位素
分析追查有機物的來源和降解、以及案例分析。

參訪實驗室
RSIL 於 1978 年成立，Dr. Coplen 為實驗室主管，是一位資深人員，
學識經驗豐富，自實驗室成立即任職至今。RSIL 擁有 6 台同位素比
質譜儀，搭配不同的周邊設備，執行各種同位素分析。RSIL 使用 IRMS
執行水資源和環境品質方面的研究，除開發新方法之外，主要是在檢
測含氧、含硫、含碳、含氫、含氮物質中氧、硫、碳、氫、氮的同位
素比值。目前主導「同位素分餾計畫」
（Isotope Fractionation Project），
由各州將規劃送驗之樣品寄至 RSIL，進行水及土壤中同位素比值檢
測分析，建立全國同位素資料庫，研究這些元素在水文和生物地球化
學系統移動的情形，了解供水系統的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地下水和地
表水間相互之作用情形、古氣候歷史、生物養分循環、地下水受污染
狀況、以及自然復育的可能性。RSIL 可提供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
以及其他地區樣品分析的服務。
本次參訪期間，除參觀實驗室儀器、學習該實驗室的優點外，因實驗
室正進行多項同位素比值檢測分析，於是就地觀摩，學習無機污染物
同位素分析技術，包括：「水中氫同位素檢測(1)」、「水中氧同位素
檢測(2)」、「水中硫酸根離子的硫同位素檢測(3)」、「水中硝酸根離
子的氮和氧同位素檢測(4)」、「水中胺根離子的氮同位素檢測(5)」、
「水中溶解性無機碳的碳同位素檢測(6)」、「固體中總硫同位素檢測
(7)

」、「固體中總氮和總碳同位素檢測(8)」、「固體中硝酸根離子的

氮和氧同位素檢測(9)」等。

重要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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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同位素在地下水資源和污染水文中之應用」短期研習課程偏
重於穩定性同位素原理及應用、污染來源鑑識等理論。藉由案例分
析，可了解到一個成功的污染廠址鑑識，必須透過多方面的配合，
包括使用污染場址歷史、水文、地球化學、同位素比值數據、其他
相關數據以及統計分析來進行評估，才有機會揭開污染場址的污染
現況。環檢所未來在執行污染場址鑑識工作時，宜尋求相關領域的
專家學者共同合作，才能將同位素分析技術成功地應用於國內現有
污染場址。
2.RSIL 製備同位素標準物質並提供給消費者購買。目前環檢所向
NIST 購置 NBS 22-oil（為一種油類）作為碳及氫同位素的標準物
質，必須小心地以精密天平秤重約 0.2 毫克，置入錫杯中，再包裹
起來，以「元素分析儀/同位素比質譜儀」分析。經 RSIL 開發製備
NBS 22-0.25μL 同位素標準物質(10)，是將 NBS 22-oil 包裹在銀管
（Silver Tube）中，直接以「元素分析儀/同位素比質譜儀」分析。
如此，可省去配製標準品的不便與不準確度。建議未來環檢所亦可
購買並使用方便的 NBS 22-0.25 μL 同位素標準物質，將可提升實驗
的精密度與準確度。
3.RSIL 擁有超高效率的實驗室資訊管理系統（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
，是以 Microsoft Access 撰寫而成。樣品
的登錄、上機分析結果及運算、製作報告，皆可由 LIMS 完成。檢
驗人員執行完前處理後，上機分析的所有資料（包括：上機序列
（Sequence）、分析結果等）皆可連結至 LIMS，只要選取適當的數
據，整理實驗結果，即可完成報告之製作，可謂是全系列電腦自動
化。不但可提昇檢測人員的工作效率，也可保證數據的品質、增快
製作報告的速度。
4.環檢所已建立有機污染物同位素分析技術，藉由本次參訪 RSIL，學
習到多種無機污染物同位素分析技術，可做為未來環檢所研究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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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5.環檢所購置同位素質譜儀僅 6 餘年，RSIL 成立有超過 30 年的歷史，
檢驗室主管學養俱佳，為人親切，願意分享其心得與經驗，可成為
環檢所未來發展同位素分析的策略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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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國際戴奧辛及含鹵持久性有機污染物年會
翁英明 1

前言
2012 年第 32 屆國際戴奧辛及含鹵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討會，於澳洲
凱恩斯市舉行(圖 1)，研討會期間為 8 月 26 日 ～ 8 月 31 日，研討主
題範圍廣泛，涵蓋傳統以及新的新興科學議題如分析及環境化學
(Analyt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 分 子 生 物 學 (Molecular
Biology)、人類健康(Human Health)、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
險管理(Risk Management)等不同領域。口頭論文安排在五個正式會場
同步進行，海報論文的配置則提供與會人員有充足的時間互相交流研
討，並構成整個大會展場的一部分，在來自 39 個國家超過 530 餘人
的與會代表，透過 453 篇(包括 10 篇大會專題報告、254 篇口頭論文
及 189 海報論文)各國跨領域環境議題之含鹵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究
調查成果進行分享交流。會中主要核心議題及分類子題如下：
1.分析化學
a.儀器技術進展及應用
b.非待測物與新興污染物分析
c.新的篩選、快速檢測方法
d.採樣與樣品前處理方法
e.QA/ QC 實驗室間比測研究
f.生物分析方法開發與驗證
2.污染物傳輸、流布和監測
a.環境監測(含溴、氟化合物)
b.被動式採樣方法和應用
c.建立環境污染物流布、傳輸及來源模式推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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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大氣監測、流布與來源
e.室內環境
f.生物標記、生物蓄積性與食物網的研究
3.污染來源、形成與轉化
a.污染物排放清單
b.指紋、來源與流向
c.形成、降解過程與產物
d.溫度因素和形成過程
e.污染排放減量方法與技術
4.POPs 的暴露危害
a.食品/飼料現況
b.生物監測應用
c.暴露評估與途徑
d.工業、職業和意外暴露
e.水生生物的暴露與影響
5.毒理學和健康
a.流行病學與疾病負擔
b.毒性的機制和途徑，包括混合型毒性
c.毒物動態學與毒物動力學
d.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與疾病
6.法規、政策和生命週期管理
a.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法規與政策
b.風險評估、管理與溝通
c.永續生產與使用
d.污染場址的復育與評估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相關調查及分析 6 篇摘要
1.高通量樣品製備和大體積注射 UPLC/MS-MS 分析全氟烷基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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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烷基酸(Perfluoroalkyl Acids, PFAAs)已廣泛分佈於環境中，在瑞
典 PFAAs 的 流 行 病 學 研 究 中 人 體 血 液 平 均 以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PFOS)15.8 ng/mL，全氟辛酸(PFOA)4.5 ng/mL，全氟磺酸(PFHxS)5.5
ng/mL 和全氟壬酸(PFNA)0.85 ng/mL 檢出的濃度較高。研究顯示，在
一般人群中即使低劑量的的背景暴露於各種工業化學品，如 PFAAs，
亦可能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為了能夠調查 PFAAs 之間的關聯性和
健 康 的 影 響 ， 以 96 孔 板 的 高 通 量 樣 品 製 備 和 大 體 積 注 射
UPLC/MS-MS 分析技術，是一種快速、精確的分析方法。
2.阻燃劑之多重殘留分析(2)
為了降低可燃性，經常添加阻燃劑(FRS)到消費類產品，軟墊家具、
紡織、電子和建材。不幸的是，大多數這些化合物對環境、動物和人
類健康的潛在危險有負面的影響。雖然阻燃劑已超過 15 年，我們對
環境的流布和毒性作用的認識仍然有限。具選擇性功能的分析方法
(如 GC/MS or LC/MS)可同時測定不同類別的阻燃劑，如溴化(溴化阻
燃劑)、有機磷(OPFRs)和氯化阻燃劑(如表 1)。
3.西澳大利亞住宅灰塵中 PBDEs、PCDD/Fs 和 DL-PCBs 的指紋圖譜
(3)

近年來，懷孕婦女、嬰兒和幼兒曝露在室內的污染物相當受到人們的
重視，如多溴聯苯醚、鄰苯二甲酸鹽和農藥，用以評估和確定人類健
康的風險。在許多室內灰塵中存在的有毒物質，我們把重點放在持久
性 生 物 蓄 積 之 毒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 即 多 溴 二 苯 醚 (PBDE) 、 戴 奧 辛
(PCDDs/PCDFs)和戴奧辛類多氯聯苯(DL-PCBs)。本研究建立西澳大
利亞州的城市和農村灰塵中多溴聯苯醚、PCDD/Fs 和 DL-PCBs 的同
源物分佈，由特徵“指紋＂以確定這些化合物的來源是背景污染或區
域性活動所產生。包括比較各住宅粉塵樣品 PBDE、PCDD/F 與
DL-PCB 的同源物分佈型態和 PCDD/F 和 DL-PCB 貢獻的 TEQ 值。
雖然在 1980 年代以來，幾乎所有工業國家，已禁止多氯聯苯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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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使用，而環境污染仍然發生，特別是由於處置不當的作法、使
用中電氣設備和液壓系統洩漏，其他來源包括工業焚化爐、廢棄物焚
燒、密封洩漏和舊建物油漆，由同源物特徵分布顯示，對於大多數家
庭灰塵中 PCDD/Fs 和 DL-PCBs 的污染可能是由類似的擴散源，由幾
個樣品中可確定不同的分布型態所顯示不同區域的污染源特性。
PBDE 的多樣性分布型態更顯示多樣性的區域來源。
表 1 不同類型流洗液所分析出之阻燃劑化合物
Fraction Nr.

Elution solvent

Compounds

1

Hexane

PBDEs, PBBs, α,β-TBCO, HBB,
BTBPE*, syn,anti-DP, OBIND,
DBDPE, TBA, ATE, DPTE, TBB,
HCDBCO

2

n-Butyl Chloride

HBCDs and breakdown

(1-chlorobutane)

compounds, TBBP-A, MeTBBP-A,
TBBPA-DBPE, TBPH

3

Ethyl Acetate

OPFRs including TDBPP

4

Methanol

None of the compounds in the
standard mixtures; normally
compounds more polar than the
OPFRs

4.美國東南部(Mississippi)木材處理場附近土壤樣品中戴奧辛、PAHs
及五氯酚的來源評估(4)
土壤樣品收集來自排水窪地、附近住宅區院子及美國的木材處理廠
(本場址)。有關戴奧辛(與五氯酚使用有關)和多環芳香烴化合物(與木
焦油使用有關)在地表水的主要傳輸路徑。OMNI 公司進行過去和目
前從現場傳輸到外圍地區表面排水特徵分析，同時使用空間(地理)分
析和化學指紋技術指數對來源進行評估。下游的樣品到上游現場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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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說明 PCDD/Fs 的指紋圖譜確認(或排除)潛在來源是很有用
的。在社區上對垃圾和庭院垃圾露天焚燒是一種常見的做法，包括垃
圾焚燒爐，這是 PCDD/Fs 和多環芳烴的來源，更容易與徑流或空氣
污染的場址相比對。異常濃度的 PCDD/Fs 和五氯酚對居民常使用五
氯酚已被證明是一個可能的解釋的，而不是場址的徑流。
5.殺蟲劑的指紋識別：深究戴奧辛根源(5)
減少或消除戴奧辛排放到環境中，來源確認是一個重要的步驟。而相
關來源追踪研究卻很少，往往只有戴奧辛指紋的五氯酚(PCP)是用來
描述農藥使用來源，最近研究發現，許多其他農藥中含有戴奧辛，可
能是環境中戴奧辛重要的來源，新的信息也說明，形成農藥之前驅
物，在環境中可能會顯著改變原有的 PCDD/F 指紋，本研究考慮因素
不只先前來源追蹤研究，在 19 個不同農藥產品的戴奧辛同源物特徵
有更具體數據。在這項研究中的農藥製劑 PCDD/Fs 含量介於 0.0043
～1500 奈克/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農藥的同源物的分佈相關性高
(61～98﹪)，主要是八氯數戴奧辛(OCDD)，特別是五氯硝苯(PCNB)、
金普施特、MECOPROP 和可氯丹，文獻上同樣有高 OCDD 分布之農
藥亦有五氯酚(PCP)和四氯苯醌。本研究對八氯數戴奧辛(OCDD)主要
分布之農藥，亦列出<10﹪戴奧辛濃度的其他同系物，尤其不同來源
及長期環境流布影響下，要藉由農藥中戴奧辛分布特徵，去區別環境
中主要戴奧辛同源物 OCDD 是有難度的，在長時間的環境曝露過程
可能導致複雜的變化，當依靠小標記同源物指紋來源識別雖很重要，
但是追溯性卻很難重建。有許多農藥的使用及其他來源指紋導致
PCDD/F 的污染，除了 PCP 外可能需要追查來源尚包括農藥前驅物的
形成途徑。
6.火災中形成的戴奧辛，威脅到食品鏈嗎？(6)
意外火災導致戴奧辛的生成，並沉降在鄰近的農場，由空氣落塵而影
響到牧草，本文介紹了一些火災潛在影響食物鏈的結果，這可能會增

2013年1月

246

焦點訪談∣Focal Points

加飼料曝露，導致供人類消費性產品中戴奧辛含量的增加。一處舊金
屬回收公司火災案戴奧辛監測結果，上風處背景站植物戴奧辛測值
0.2 ng TEQ/kg，火災現場附近測值 219 ng TEQ/kg，西側之下風處 0.2、
0.3 、 0.5、 0.6 和 0.8 公里處之測值分別為 8.8、 4.5、 3.0、 3.0
and 2.2 ng TEQ/kg. 牧草含量一周後下降 50﹪，但 PCB 下降則較慢只
20﹪。

圖 1 2012 國際戴奧辛及含鹵持久性有機污染物年會報到現場(澳洲凱
恩斯)

結語
超過半世紀的持久性有機人造化學品(Persistent Organic Chemicals ,
POCs)對環境的污染已成為全球性嚴重議題。POCs 在空氣、水、土
壤、生物及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和人類中普遍存在且不易降解，並在
生物體造成長期的影響。暴露於一定 POCs 可能會導致環境和健康嚴
重影響，包括生育缺陷、智力和某些類型的癌症。因此，持久性有機
人造化學品使用密集的區域，各國均努力限制其生產、使用和注意廢
棄流向，並極力監督及研究處理策略，以明確掌握這些化學物質的方
式和流布，並保護我們的環境和生活資源。此次大會對環境和生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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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趨勢研究，在水域、陸地和海洋生態系統包括北極和南極生態系
統之全球持久性有機化學品的污染，範圍包括大氣、水、土壤、沉積
物、雙殼類軟體動物、魚類、海洋哺乳類動物、陸生哺乳動物、和人
的乳汁，由空間和時間分布趨勢已涵蓋舊有和新興的污染物，包括多
氯聯苯(PCBs)、有機氯農藥、多氯化萘(PCN 類)、多氯戴奧辛/呋喃
(PCDD/PCDFs)、多溴聯苯醚(PBDEs)、氯化萘(CNs)、短鏈氯化石臘
(SCCP)、六溴環十二烷(HBCDs)、全氟化合物(PFCs)、合成麝香、多
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三氯蔗糖和辛基與壬基酚，以預測未來
全球的典型污染趨勢和新興的持久性有機化學品清單，將是未來值得
關注的永續環境議題。

參考資料
1. Salihovic S. et. al., A rapid method for analysis of PFAAs in human
serum using 96-well plate-large volume injection- UPLC- MS/MS,
Presented at The 3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alogenate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Dioxin 2012.
2. Ionas AC & Covaci A., Simplifying multi-residue analysis of flame
retardants, Presented at The 3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alogenate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Dioxin 2012.
3. Rogic D et. al., Fingerprints of PBDEs, PCDD/Fs, and dl-PCBs, in
residential dust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ented at The 3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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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hields WJ. et. al., Source evaluation of dioxins/furans, PAHS, and
pentachlorophenol in soil samples near a wood treating site in the
southeastern USA, Presented at The 3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alogenate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Dioxin 2012.
5. Holt EVA. et. al., Fingerprinting pesticides: expanding dioxi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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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流水生物慢毒性監測：美國經驗研習
李世偉１

前言
由於放流水所含毒性或抑制性化學物質種類繁多，化學分析很難完全
呈現水質污染的全貌，生物毒性試驗是評估放流水進入承受水體所可
能造成風險較被接受的一種方式，歐美國家多將生物監測系統作為污
染風險控管之主要環節。因此安排參訪隸屬美國內政部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的哥倫比亞環境研究中心(Columbia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CERC)，了解生物毒性試驗方法及驗
證，並拜訪美國環境保護署第七區辦公室，研習國家污染物排放消減
系統(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 , NPDES)、合流
下水道排水溢出系統(Combined Sewer Overflow System, CSOs)、總量
管制、水質監測及毒性測試等放流水監測相關作法之實務。也前往美
國堪薩斯城水資源服務中心，實際就其目前應用毒性試驗在管理污染
源方面之現況交換心得，目的在提供國內未來執行生物慢毒性方法建
立及放流水監測政策的參考。

生物毒性測試方法研習
本次生物毒性以貝類生物為主要研習項目，利用貝類進行慢毒性試驗
的方式在美國 USGS 已有豐富的經驗，USGS CERC 的環境毒理組(如
圖 1)正是此方法建立的負責單位，該計畫主持人為 Chris Ingersoll 及
Wang Ning 博士，為使得貝類生物不受環境污染影響，並利用貝類監
測放流水及環境水體中毒性，CERC 針對多種環境常見貝類進行毒性
觀察及研究工作，多年來已有碩大的成果並發表許多代表性的文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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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由 2007 年起發表文章共計 8 篇，論文內容包括﹕銅、氨氮
及氯對於兩種淡水貝類的急毒性研究(1)、銅、氨氮對於貝類之慢毒性
研究(2)、利用兩種清水貝類於實驗室內外進行急毒性測試差異性研究
(3)

、在不同的 pH 值狀況下氨氮對清水貝類急毒性之影響研究(4)、鉛、

鉻、鋅對於早期階段清水性貝類急毒性敏感性研究(5)、在急毒與慢毒
性暴露狀態下，溶解性有機碳濃度對於銅造成貝類毒性影響之研究
(6)

、在 28 天底泥暴露下貝類對氨氮毒性敏感性評估(7)、在自然水體及

處理水的狀況下銅對於貝類的急毒性變化之研究(8)。

圖 1 美國地質研究所(USGS)哥倫比亞環境研究中心環毒組全體員工
美國制定國家水質規範(National Water Quality Criteria, NWQC)非常
公正嚴謹，上述各種研究及文章皆係為了保護環境水體中貝類不受化
學物質毒性影響，進而衍生的許多深入研究。CERC 為評估實驗室進
行毒性試驗與外界環境之差異性，研究內容還包括各種金屬及化學物
質的急、慢毒性研究、試驗水體種類、生物培養方式、培養環境與暴
露形式等，在各方面審慎評估後，再佐以應用各單位研究之數據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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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貝類活動力觀察：足運動

圖 3 自動稀釋流水式試驗系統

評估並建立規範，目前美國環保署接受此貝類研究成果並研擬放流水
氨氮濃度規範，以保護環境中之貝類生物。
貝類慢毒性試驗部分，因慢毒性試驗方式眾多，通常以流水式毒性試
驗作為主要實驗方式。該方式需要換水、觀察存活量以及生物活動性
等工作，因此較急毒性方式複雜。USGS 現已發展出一套可利用儀器
定時自行配置濃度的流水式系統(如圖 3)，可依需求自動將進流水樣
稀釋至各種濃度，因此可直接進行不同濃度下單一化學物質的慢毒性
試驗，使得實驗得以順利進行並降低人力負擔。其他貝類毒性試驗條
件及注意事項，可參考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實驗室清水貝類毒性試驗指引(9)。

參訪美國環保署第七區辦公室及實驗室
美國各州環境條件各不相同，為使水質達到國家水質規範，制定許多
相關政策及管制措施。本次研習造訪美國環保署第七區辦公室及其附
屬實驗室，討論主題包括(一)國家污染物排放消減系統(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 , NPDES)、(二)合流下水道排水
溢出系統(Combined Sewer Overflow system, CSOs)、(三)總量管制、(四)
水質監測方法及生物毒性試驗等放流水監測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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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美國環保署第七區辦公室外觀

圖 5 美國環保署第七區辦公室

圖 6 環保署生態工程師 Venessa(右)

圖 7 US EPA Region 7 實驗室大樓

污染物排放消減系統(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 ,
NPDES)：在 EPA Region7 主要負責工程師為 John Dunn 及 Tony
Bruce，在參訪過程中討論目前各種放流水排放標準、排放許可證發
放制度，另外許可證需專人申請且許可證撰寫人需具備一定的資格
及訓練才可符合規範，詳細內容可由美國環保署提供網站(10)得到充
份資訊，其中較為特別的是 NPDES 系統亦提供放流水許可證撰寫人
專業課程訓練、資格審查等資訊(11)。合流下水道排水溢出系統及總量
管制方面由環境服務部生態學家工程師 Vanessa Madden、總量管制專
家 Bruce Perkins 負責，會議討論目前美國在雨污水合流的狀況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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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系統常因暴雨等因素，排水系統溢出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目前
主要解決方案是將下水道溢出水經收集後，利用初級處理沉澱的方
式，再排放至環境水體以改善下水道溢流的問題，未來將朝向設置溢
流管線或另設滯洪池等方式，目的透過水文引導讓此類污水可受到妥
善處理。

參訪堪薩斯城水資源服務中心(Water Services Department)
堪薩斯城水資源服務中心係負責自來水申請、下水道建設及污水處
理等工作的地方政府單位，該中心員工共有近千人，其中兩大主要
工作為自來水申請及維護，另一方面為排放水許可證申請、公共污
水廠建設、操作營運管理等相關業務處理。本次參訪由該中心環境
工程師 Jing Tao 及污水廠設計總工程師 Richard，該總工程師負責目
前堪薩斯城 12 座污水廠規劃設計、營運管理、水質監測、毒性監測
及異常分析等工作。會議討論堪薩斯城下水道管線分佈、放流水許
可證發放等問題，目前放流水毒性監測項目以總生物毒性作為管制
項目，許可證及管制措施如圖 10 所示，該許可證內容記載非常詳
細，包括毒性測試生物、種類、方法、頻率及申報等內容。

重要觀察及心得
1. 學習如何應用環境監測、生物毒性試驗數據、環境因素等條件建
立美國國家建議水質標準(National Recommended Water Quality
Criteria, RWQC) 各州水質標準之流程，各種法規標準引用數據的
參考原則、統計分析及其應用。
2. 堪薩斯城目前磷及大腸桿菌群之總量管制工作，在生活污水或畜
牧廢水管理方面因地理位置及生活方式造成下水道系統接管不易
等問題，參訪期間提供臺灣預鑄式污水處理系統等污水處理之經
驗，供該地區河川中磷及大腸桿菌群污染等問題之參考。
3. 自 2006 年至今，USGS 陸續在國際期刊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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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堪薩斯城水資源服務中心

圖 9 中心展示之下水道管線

and Chemistry 發佈 8 篇有關貝類毒性試驗的論文，其中包含急毒
及慢毒性方法的建立與穩定度驗證、實驗室與野外試驗成果差異
性分析、各種污染物、水體、環境條件對貝類毒性之影響等研究，
證明貝類毒性試驗的成熟及穩定性。
4. 貝類慢毒性測試應用在放流水監測的優缺點︰(1)優點︰檢驗技術
已純熟，土壤及水體皆可適用。(2)缺點︰試驗時間長，生物馴養
及實驗成本高。
5. CERC 研究人員分工合作制度相當良好，加上學術及專業經驗豐
富，因此執行計畫或分析時，技術熟練且具公信性。
6. 臺灣地區河川中貝類尚未受到保護重視，若可依據 ASTM 標準規
範及 USGS 所驗證之方法建立一套本土貝類毒性試驗技術，對環
境水體或事業放流水的毒性監測，無疑是除了魚類、蚤類、蝦類
等生物之外，另一種毒性測試的優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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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密蘇里州排放許可證 – 以公用污水廠放流水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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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膨脹微胞影響 POPs 在底質/土壤之移動
吳婉怡 1 李孝軍 2 李俊福 3 張木彬 4 阮國棟 5

摘要
有機氯農藥、多氯聯苯、戴奧辛等疏水性污染物，容易被吸持
(Sorption)在底質及土壤中，不易分解也不易溶於水中，故稱之為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 POPs)。在這些含 POPs
底質或土壤中，可能同時存在化學或生物界面活性劑(Chemical or
Biological Surfactants)、各種協同界面活性劑(Cosurfactants，例如醇
類)、以及其他溶解性有機物質(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例如
植物油)。經由油水作用(Oil in Water, O/W)形成所謂油膨脹微乳化
(Oil-Swollen Microemulsion)微胞(Micelles)，這些微胞影響 POPs 在水
-底質或水-土壤界面的傳輸及場址整治技術的應用。本文回顧期刊文
獻，針對各種界面活性劑及植物油組合所形成油膨脹微胞
(Oil-Swollen Micelles)之增溶作用及其對各種土壤(砂土、壤土、黏土)
及底質中 POPs 之影響，進而探討其在環境管理及環境工程之意義。
初步歸納結論為界面活性劑單體(Surfactant Monomers)與農藥之間交
互作用很弱，但在單一界面活性劑形成的中空微胞(Empty Micelle)或
添加植物油形成之油膨脹微胞均會顯著影響農藥在水相中之溶解
度；而油膨脹微胞不管是對農藥或疏水性有機物而言，均比中空微胞
有更強的增溶能力。惟油膨脹微胞在壤土/水系統有較佳的效果，但
在黏土/水系統則略顯無效。

中空微胞及油膨脹微胞
化學界面活性劑或團聯共聚合物(Block Copolymer)在水中濃度超過
臨界微胞濃度(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CMC)，都會形成類似核
殼形態微胞(Core-Shell Micelle)，改變環境系統(土壤、底質、溼地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秘書 2 主任 5 所長
3
國立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4 教授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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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POPs 在環境介質中的移動(1)，生物界面活性劑(環境介質中或整
治工程特定之系統)中 POPs 的分配係數(Partitional Coefficient)微生物
自然分泌產生或人為添加)也同樣具有微胞增溶作用(2)。在單一界面活
性劑之簡化或理想系統，形成的微胞稱為中空微胞(Empty Micelle)，
但實際複雜之環境系統(底質或土壤)或人為添加系統(界面劑水洗或
淋洗整治系統)，可能形成所謂的油膨脹微胞(Oil-Swollen Micelle)，
國際上研究情況如表 1 所列。二種界面活性劑各自形成微胞，稱為混
合微胞(Mixed Micelle)(1)，與協同界面活性劑及溶解有機物質在微乳
化作用下的油膨脹微胞有所不同。

標的污染物：POPs 及 PAHs
2000 年全球 122 個國家對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達成禁用協
議，俗稱「骯髒的一打物質(Dirty Dozen)」，包括安特靈(Endrin)、滴
滴 涕 (DDT) 、 飛 佈 達 (Heptachlor) 、 阿 特 靈 (Aldrin) 、 地 特 靈
(Dieldrin) 、 毒 殺 芬 (Toxaphene) 、 可 氯 丹 (Chlordane) 、 滅 蟻 樂
(Mirex) 、 六 氯 苯 (Hexachlorobenzene) 、 多 氯 聯 苯 (PCBs) 、 戴 奧 辛
(Dioxins)及呋喃(Furans)。2009 年國際上增加 9 種，包括：α-六氯環
己烷、六溴二苯醚、七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十氯酮(克敵康，
Chlordecone)、六溴聯苯、靈丹(Lindane)、五氯苯、全氟辛烷磺酸及
其盬類和全氟辛基磺醯氟(PFOS)。
2011 年增加 1 種：安殺番(Endosulfan)，所以目前總共列管 22 種
POPs

(17)

。表 1 收錄的研究論文中，除滴滴涕(DDT)、靈丹(Lindane)

外，尚包括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例如：三苯環結構的菲
(Phenanthrene, C14H10)、四苯環結構的芘(Pyrene, C16H10)、五苯環結構
的苯芘(Benzo-a-Pyrene, BaP)。不論 POPs 或 PAHs 等，其在地球各種
介質及生物樣品中的空間、時間分布及污染趨勢，已成為國際上長期
關注的焦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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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油水作用微乳化微胞之國際研究情況
POPs/介質
微胞形成方式

文獻
(3)

有機物/土壤

土壤中界面活性劑交互作用之文獻回顧

Lindane(靈丹)

比較靈丹農藥在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微 (4)
胞與在油膨脹微胞之增溶

有機氯農藥

非離子型油膨脹微胞增溶及曲率變化

(5)

長鏈醇類影響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在矽 (6)
酸鹽上的吸附
污染土壤除污

植物油微乳化作用、性質及應用在場址外 (7)
之去污工程

污染土壤淋洗

界面活性劑淋洗污染土壤之微乳化現象 (8)
形成模擬及流動研究

污染土壤整治

溶劑及界面活性劑系統整治土壤污染場 (9)
址
界面活性劑濃度影響水包油微乳化聚合 (10)
之動力學研究

PAHs/土壤

Tween 80 及 DOM 聯合影響 PAHs 在水土 (11)
壤系統中之行為

農藥/土壤

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在水土壤系統中農 (12)
藥之吸持與脫附與土壤粒徑大小有關

疏水性有機物

界面活性劑土壤交互作用於界面活性劑 (13)

/土壤

整治疏水性有機物土壤場址之研究：文獻
回顧

有機氯農藥

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植物油在油膨脹微 (14,15)
胞去除有機氯農藥扮演之角色

有機氯農藥

非離子型界面劑，醇類協同界面活性劑， (16)

/黏土、壤土

植物油形成油膨脹微胞，對黏土、壤土、

、砂土

砂土中有機氯農藥之增溶及脫附研究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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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膨脹微胞及標的污染物基質之製備
實驗室製備油膨脹微胞之配方如下 (15-16)：依主要界面活性劑(Tween
80)與協同界面活性劑(戊醇-(1)，1-pentanol，C5H12O)及溶解有機物
質(亞麻籽油，Linseed Oil)之重量比為 3：1：0.3 之比例合成。先將
0.33 克的戊醇-(1)(C)與 10 克的 Tween 80(S)混合，亦即 C：S=1：
3(w/w)，再將此 C/S

phase 的液體與 1 克的亞麻籽油(O)混合，亦即

O ： S ＝ 1 ： 10(w/w) ， 得 到 油 水 作 用 微 乳 化 (Oil-in-Water
Microernulsion)的前趨物(Precursors)，其中組成包括：主要界面活性
劑(S)、協同界面活性劑(C)及溶解有機物質或油(DOM 或 O)。此等前
趨物可進一步經不同蒸餾水稀釋，即可得到不同界面活性劑濃度(在
25℃下製備)的油膨脹微胞。至於濃度的表示方法，油膨脹微胞因為
有協同界面活性劑及油(或 DOM)，所以微胞濃度以這些物質之質量
總和計算；與中空微胞只有單一主要界面活性劑 Tween 80 之微胞濃
度，以 Tween 80 的質量計算濃度有所不同。
實驗室製備標的污染物基質(土壤/底質)之方法如下：從各地污染場
址(例如香港新界廢棄農地 (16))取得之壤土、黏土、砂土或底質，放
置在 25~28℃下風乾 2 星期，檢測其土壤基本性質，並經過 1mm 篩
網過濾，得到均一性較佳的基質。將標的污染物，例如滴滴涕(DDT)
或靈丹(Lindane, γ-HCH，C6H6Cl6)等農藥化學品溶於丙酮溶劑，分
別製成添加(Spiked)DDT 或 γ-HCH 濃度為 50 mg/kg 含有標的污染物
的各種土壤或底質。這些人工合成的污染土壤，經過 30 分鐘強烈攪
拌混合，以求農藥能均勻分布在不同基質中。基質中的丙酮則在 30
℃環境中經 1 星期之揮發去除。污染土壤經室溫下 2 個月之熟成
(Aged)，經測定其中農藥濃度後備用。

油膨脹微胞增溶實驗(16)
初步振盪瓶試驗(Primary Rotary Shaker Study)：將適量含有 DDT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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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HCH 農藥的各種土壤基質樣本，分別添加 10 mL 油膨脹微胞(各種
濃度)及中空微胞(各種濃度)，經 250 rpm，25℃，96 小時之振盪。振
盪液經玻璃纖維管柱過濾，去除未溶解的 DDT 或 γ-HCH 粒狀物。取
1mL 濾液溶於正己烷(n-Hexane)，以 GC-ECD 測定 DDT 或 γ-HCH 之
平衡濃度。
批式脫附試驗(Batch Desorption Study)：土壤與水系統中，土壤中
DDT 或 γ-HCH 脫附(或溶解)現象，受水系統中不同微胞濃度或組成
影響。利用 20 mL 玻璃瓶，加入 0.5 克添加農藥的土壤基質(各濃度
或組合)，再添加 10 mL 中空微胞或油膨脹微胞(依上述製備稀釋方
法，此處有各種不同濃度可供試驗，範圍可以涵蓋 10~5,000 mg /L
的濃度)，為避免 25℃，250 rpm，96 小時振盪中產生微生物干擾，
每瓶均添加 0.02％的 NaN3 作為微生物抑制劑。震盪平衡後，經
3,000g 離心 5 分鐘，0.22 µm 玻璃纖維濾紙過濾，農藥成分測定一如
上述經 GC-ECD 儀器分析。水相中的 Tween 80、戊醇-(1)及亞麻籽
油，也經過種種儀器定量(16)。

微胞增溶影響 POPs 在土壤/底質中之移動
本文根據文獻試驗結果，歸納初步結論：
1.在中空微胞或油膨脹微胞濃度<10 mg/L 時(10 mg/L 非常接近 Tween
80 的臨界微胞濃度 CMC 值)，不論 DDT 或 γ-HCH 的增溶現象均不
顯著，表示界面活性劑單體(Surfactant Monomers)與農藥之間交互作
用很弱(15-16)。
2.在中空微胞或油膨脹微胞濃度>10 mg/L 時，發現農藥溶解度增加
與此等微胞濃度增加成線性關係，意味著在油膨脹微胞中 Tween 80
的 CMC 濃度與中空微胞 Tween 80 的 CMC 濃度，同樣都影響各種農
藥在水相中的溶解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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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以「數學模式」簡化「微胞增溶現象」

，有助於了解微系統相互

關係。
Sw*/Sw=1+Xmn Kmn+Xmc Kmc
Sw 為純水中溶質之原始(Intrinsic)溶解度；
Sw*為溶質(疏水性有機物)在界面活性劑總量(X=Xmn+Xmc)下的溶
液中視(Apparent)溶解度。
Xmn 為 水 中 界 面 活 性 劑 單 體 (Monomer) 的 濃 度 。 (Xmn=X ， if
X<CMC； Xmn=CMC，if X≥CMC)
Xmc 為 水 中 界 面 活 性 劑 微 胞 (Micelle) 形 成 存 在 的 濃 度 。
(Xmc=X-CMC)
Kmn 為溶質在界面活性劑單體與水系統之分配係數。
Kmc 為溶質在界面活性劑微胞與水系統之分配係數。
經計算，油膨脹微胞之 CMC 值為 14~15 mg/L，其值與中空微胞(只
有 Tween 80)的值幾乎一樣(16)。系統在<CMC 情況操作時，戊醇-(1)
及亞麻籽油之添加，並不增加界面活性劑單體與農藥分子的交互作
用，所以油膨脹微胞之 Kmm 值與中空微胞的 Kmn 值非常接近

(16)

。

但當操作在>CMC 之情況時(油膨脹微胞形成)，戊醇-(1)分子及亞麻
籽油分子會滲透進入界面活性劑微胞(Penetrate into the Surfactant
Micelles)。戊醇-(1)分子主要存在於界面活性劑疏水尾端(Tails)及微
胞疏水核端(Cores)之交界面，而亞麻籽油則主要存在於微胞疏水核
端(Cores)

(4,5)

。另一方面，醇類或油類分子的溶解，會增大核的有效
(9)

體積，增加疏水性污染物(溶質)在微胞上的分配係數 ，所以 DDT
或 γ-HCH 農藥在油膨脹微胞的 Kmc 值約為在中空微胞的 2 倍，顯示
油膨脹微胞對這些農藥或疏水性有機物而言，比中空微胞有超強增
溶能力

(16)

。

4.土壤(不論壤土、黏土或砂土)或底質本身會吸持水中界面活性劑單
體，造成濃度的損失(12)。所以許多研究均顯示在土壤或底質系統要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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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疏水性有機物質，必須配置比清水的臨界微胞濃度(CMC)更大量的
界面活性劑，稱為臨界脫附濃度(Critical Desorption Concentration,
CDC)，才有效果。在壤土與水系統中，中空微胞及油膨脹微胞的 CMC
值，相當接近，約為 100 mg/L(請注意本文前面提及的 14~15 mg/L，
為沒有壤土存在的情況)。
5.以壤土為例，1,000 mg/L 的油膨脹微胞對壤土中的 DDT 脫附率為
66.9±1.7％，同樣 1,000 mg/L 的中空微胞，對 DDT 的脫附率僅為 43.5
±2.8％。以黏土水系統及 DDT 脫附為例，其中空微胞及油膨脹微胞
的 CDC 分別為 300 mg/L 及 400 mg/L。此值就明顯高過壤土水系統約
100 mg/L 的數值(16)。
此可能由於黏土對農藥有更高的吸附能力，以及黏土粒徑比壤土小，
其表面脫附的速率也比壤土慢(12)。
6.靈丹(γ-HCH)實驗：以中空微胞及油膨脹微胞 0~5,000 mg/L 濃度範
圍，壤土及黏土中靈丹的脫附率分別為 42.4±2.5％及 32.5±1.3％(16)。
壤土或黏土本身也可能吸附界面活性劑，使土壤增加 γ-HCH 的吸
持。當這些吸持場址飽和後，增加的中空微胞或油膨脹微胞濃度，
就 能 產 生 急 遽 的 脫 附 作 用 (12) 。 為 釐 清 此 一 現 象 ， 損 益 平 衡 濃 度
(Break-Even Concentration, BEC)定義為有(中空微胞或油膨脹微胞)與
無(任何微胞)2 個條件下對 γ-HCH 脫附效率達相同時的濃度。例如壤
土/水系統中空微胞與油膨脹微胞之 BEC 值為 240 mg/L 及 110 mg/L，
顯示油膨脹微胞可以在更低濃度即開始對土壤中的 γ-HCH 進行脫
附，同時，在>BEC 濃度時，油膨脹微胞比中空微胞的脫附速率也大
很多。但在黏土/水系統中，油膨脹微胞對含 γ-HCH 的黏土，其 BEC
為 1,000 mg/L，遠大於中空微胞的 520 mg/L，在相同濃度之下，油
膨脹微胞的脫附速率也小於中空微胞，與上述壤土/水系統結果相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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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利用界面活性劑整治污染土壤場址時，界面活性劑有可能吸持在土
壤顆粒上，而造成水中界面活性劑的損失(3, 12)。也有研究指出，添加
十醇(1-decanol)或十二醇(1-dodecanol)到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中能強
化矽土(Silica，二氧化矽)吸附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 (6) 。在以 Tween
80、戊醇-(1)、亞麻籽油三者構成的系統中，只要其中任何一項吸持
在土壤表面，都會造成疏水性有機污染物的溶解減少，以及導致土壤
吸持更多的這些疏水性物質(16)。
黏土/水系統及壤土/水系統中，Tween 80 的中空微胞及油膨脹微胞，
其吸附等溫線圖(Adsorption Isotherms)均符合典型的 Langmuir 等溫圖
(16)

，與另外研究者結果相一致(13)。在壤土/水系統中，有戊醇-(1)及亞

麻籽油存在比單獨只有 Tween 80 存在，其吸附能力由 1960.8 mg/kg
增加為 2158.4 mg/kg，增加約 10％；在黏土/水系統，Tween80 的飽
和吸附能力約為壤土/水系統的 3 倍；而存在戊醇-(1)及亞麻籽油比單
獨只有 Tween 80，其飽和吸附能力從 6847.6 mg/kg 增為 7436.5
mg/kg，增加約 8.6％(16)。另外，亞麻籽油在黏土上的飽和吸附量約為
2,100 mg/kg，是壤土的 4 倍左右(16)。
8.實驗顯示，油膨脹微胞對 DDT 或 γ-HCH 的脫附增溶現象，在壤土
/水系統有很好的效果，但在黏土/水系統則略顯無效(16)。可能因為黏
土對 Tween 80、戊醇-(1)及亞麻籽油均有很大的吸附能力。

結語(在環境管理及環境工程之意義)
1.油膨脹微胞可應用在土壤淋洗或水洗等場址整治技術，以去除土壤
中的 POPs 或 PAHs。也可作為強化生物整治，提高疏水性有機物生
物可利用性(Bioavailability)的方法(14)。油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相
較於中空微胞，油膨脹微胞提供較佳的疏水性微胞核以作為 POPs
或 PAHs 的分布介質(與疏水性農藥等污染物結合)。另一方面，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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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吸附油分子(O)、溶解性有機物質(DOM)分子或協同界面活性劑
(C)分子，導致疏水性有機物(如 DDT，γ-HCH)在油膨脹微胞中的溶
解能力減少。雖然油膨脹微胞展現比中空微胞更大的增溶能力，但
此一優勢並不保證接下來從土壤/水系統中將疏水性農藥脫附的優
勢。實際應用上，也許只有在砂土或壤土具有優勢(16)。
2.本文針對中空微胞及油膨脹微胞，在不同土壤介質中含有疏水性有
機污染物(如 DDT，γ-HCH 等)的增溶現象做最新期刊文獻回顧，說
明污染場址土壤特性的重要，黏土與壤土有截然不同的結果。事實
上，黏土因為質地密緻，水的滲透係數極低，污染情況不易發生。
3.期刊文獻研究多以土壤基質外加標的污染物，製成人工試樣，與進
行實際污染場址試樣(如中石化戴奧辛污染場址)之脫附或淋洗研究
有很大不同，其優缺點及差異性，目前尚少研究。黏土經過風乾磨
細過篩，再添加標的污染物與實際土壤有極低的滲透係數，情境也
完全不同。此種差異，在工程實務上要特別注意。
4.在環境調查或採樣分析過程，土壤/水的微觀系統中，自然系統亦
比人工配置的系統複雜很多，自然系統中存在的土壤及底質樣品中
同時存在液相及固相。游離水、吸附水中可能亦含有化學界面活性
劑、生物界面活性劑、協同界面活性劑(醇類等)、油或溶解性有機
物(亞麻籽油或 DOM 等)。土壤或底質樣品製備過程中以自然風乾
與離心或滲濾處理固液分離之不同程序，也可能影響最終土壤中含
有 POPs，PAHs 或 PCBs、Dioxins 等的測值，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已
逐漸浮現，未來在解讀環境調查數據時，可能也要注意樣品的取得
及處理過程，以取得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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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曼光譜儀在環境檢測之應用趨勢
陳怡如 1 陳麗霞 2 翁英明 3

摘要
拉曼光譜提供待測物的指紋資訊，具有獨特且可再現的特性，可以作
為現場快篩與實驗室分析檢驗的重要技術。一般型拉曼散射
(Conventional Raman Scattering)搭配資料庫可以在現場快速鑑定未知
物，然而螢光干擾的問題使得其應用較侷限。表面增強拉曼散射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使用奈米粒子或是官能基
修飾等方式提高靈敏度，應用領域如複雜基質中火炸藥、病原體、染
料、有機化合物的分析，本文特別針對一般型拉曼散射與表面增強拉
曼散射篩選相關論文 13 篇進行摘要引介。

前言
當單色光照射到分子時，部分散射出來的光，其波長和入射波長相比
有部份位移，此位移稱為拉曼位移(Raman Shift, cm-1)，拉曼位移為分
子的振動能階，由於入射光與分子上每個鍵的互動方式不同，而產生
不同波長的散射光，這些散射光組合成拉曼光譜，由於每個分子有其
不同的振動能，因此可以當作其指紋來辨別。探究其原理，當雷射光
與分子交互作用，使得分子的電子雲扭曲(或極化)，此時分子躍遷到
一虛態(Virtual State)，由於虛態很不穩定，因此光子很快由虛態掉回
基態，並在過程中放出光子，這個光子就稱為拉曼光子，也就是我們
量測的訊號，此訊號很微弱。當 1960 年雷射光提供強大的入射光能
量後，拉曼光譜開始成為研究分子結構的重要工具。拉曼光譜的優點
是可提供分子的指紋資訊(共價鍵有訊號，但離子鍵無)，檢測時不破
壞樣品且不需接觸樣品，然而拉曼光譜的限制是當有螢光存在時，拉
曼訊號會被螢光遮蓋，也因為拉曼光譜訊號微弱，通常偵測極限很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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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 等級)，因此多使用於毒品查緝、藥廠原物料確認、國土安全、
油品鑑定方面，本文摘錄一般型拉曼散射文章共 6 篇，涵蓋環境、法
醫、食品、油品、地質等領域提供讀者參考。
1974 年 Fleischman 首次發現在粗糙化的銀電極表面 Pyridine 的拉曼
訊號增強，表面增強拉曼散射(Surface 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從此開始受到關注而蓬勃發展，1977 年 Jeanmaire 與 Albrecht
分別提出電磁理論與電荷轉移理論進行解釋，由於目前兩個學說都可
以部分解釋 SERS 的原理，背後的理論目前還在探究中。簡單地來說，
當入射光電場使分子極化，而產生電偶極，同時金屬顆粒的表面電漿
也會強化局部電場，透過微小金屬顆粒與分子的共振效應產生巨大電
磁場，達到增強散射訊號的效果。拉曼光譜本身不受到水的干擾(IR
會受水干擾)，因此成為探測生物分子的重要利器，加上金屬顆粒提
高感度，使得 SERS 可以在各個不同領域大放異彩，本文摘錄了 SERS
論文共 7 篇，涵蓋環境、生醫、食品、鑑識等領域供讀者參考。

一般型拉曼散射(Conventional Raman Scattering)
1.使用桌上型和攜帶式拉曼光譜儀檢測滲入衣服的藥物－可卡因(1)
本文獻使用桌上型和攜帶式拉曼光譜儀檢測滲入衣服的藥物－可卡
因，調查一套未染色的天然纖維與合成纖維以及染色的紡織品。雖然
拉曼光譜圖顯示一些天然與合成高分子與染色纖維的拉曼頻譜，可卡
因仍然可以由拉曼特徵頻譜判斷出來。偵測時間僅數秒鐘而不需要樣
品的準備或其他證據材料，因此可攜式拉曼光譜儀用於緊急應變是一
種可靠的技術，可以迅速確定未知樣品。
2.利用共聚焦拉曼顯微鏡分析牛奶脂肪球的化學指紋(2)
本篇論文使用共聚焦拉曼顯微鏡來確定不同品種、不同來源的牛奶脂
肪球化學指紋。牛奶脂肪球傳達了有關脂肪球膜上脂質(Lipid)訊息：
牛奶脂肪球隨著尺寸有不同的屬性，當脂肪球直徑的增加，類胡蘿蔔
素濃度增加，且類胡蘿蔔素的含量隨著不相同的牛奶品種的來源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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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同，如新澤西州的牛奶脂肪球比荷蘭牛奶脂肪球中含有更多的胡
蘿蔔素。此外，脂肪球上的脂質較喜愛以順式結構以及低程度的不飽
和狀態存在。結果顯示，可用拉曼光譜得到牛奶脂肪球膜上組成與結
構的資料。
3.以拉曼光譜檢測與分析不同種類的油品(3)
本文使用拉曼光譜技術檢測不同種類的油品，例如：汽油、柴油、樟
腦油、航煤等，並探討常用油品的拉曼光譜圖規律性。實驗方法：利
用自行研發的 785 nm 激發波長攜帶式拉曼光譜儀檢測 150 種不同的
油品，並對這些油品的拉曼光譜圖進行標準化處理。結果：汽油、柴
油、樟腦油、航煤這四大類油品的拉曼譜圖各具有不同的特點及規
律，根據烯烴(Alkene)峰的拉曼位置及對應峰的強度，可以將汽油及
樟腦油區別出來，並且篩檢出部分不合格汽油。利用拉曼光譜法檢測
不同油品，操作簡便，需要的樣品量小，不會破壞樣品。因為不同種
類油品具有不同的拉曼位移和強度，所以拉曼光譜法在建立油品現場
快速篩選及鑑定上具有很大的潛力。
4.以拉曼光譜法研究醛類分子(4)
本文應用攜帶式拉曼光譜儀分析甲醛、乙醛、丙醛、丁醛。經由密度
函數理論(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 DFT)，對 4 種醛類分子進行分子
模型建構和理論拉曼光譜模擬計算。通過實驗拉曼光譜和 DFT 模擬
計算結果的對比，找出拉曼光譜的帶狀(Band)範圍。同時對 4 種醛類
分子的拉曼光譜進行了分析比較。本文證實：攜帶式拉曼光譜技術可
用於 4 種醛類分子的現場快速鑑定和分析。
5.使用攜帶式拉曼光譜儀鑑定在低溫和高海拔地區的有機物：外空
生物的應用(5)
有機礦物質，有機酸和含氮有機化合物是天體生物學的重要分子物
質。本文提出在野外條件下使用攜帶型手持式拉曼光譜儀檢測這些有
機化合物的評估結果。這些測量是在澳洲阿爾卑斯山於 2009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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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 月冬季期間、溫度範圍-5~25℃下完成的。所研究的化合物在野
外條件下進行檢測，主要拉曼特徵光譜，會在正確的參考波數位置出
現。結果顯示：小型配備 785 nm 激發之拉曼光譜儀可被用於偵測野
外低溫條件下有機礦物質、有機酸和含氮有機化合物。拉曼光譜分析
技術是一個非破壞性分析工具，在行星、月球表面或其他星球上，和
生命有關的有機化合物，亦建議使用拉曼光譜分析技術作現場的鑑
定。
6.手提式拉曼儀器及非破壞性檢測露出地面礦物之應用(6)
於現場使用拉曼儀器 First Defender XL (Ahura)偵測一系列礦物的拉
曼特徵光譜，包含白鉛、硫酸鉛、水鉛、楔石、方解石、透閃石、鈣
鐵石榴石及石英。重晶石、鐵鋁石榴子及石雞冠石的拉曼光譜與另一
台手提式拉曼儀器 Inspector Raman (DeltaNu)所獲得的資料進行比
較。桌上型拉曼分散微光譜儀(InVia Reflex, Renishaw)一併進行比
較。所有的光譜系由 785 nm 波長測得。相對於實驗室內共聚焦儀器，
手提式儀器的解析度較差，但對於現場礦物依舊可以提供清楚的偵
測。這說明了手提式拉曼儀器對於現場地質學上的應用是極佳的工
具。

表面增強拉曼散射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
7.利用表面增強拉曼光譜儀定義纖維、塗料與釉中的有機色料(7)
對於分析化學家來說鑑定畫作是有難度的，尤其是在文化遺產項目中
鑑定染料更是格外困難，一般用來鑑定無機顏料的技術並不適用於有
機染料的分析：X 光螢光光譜因缺乏指紋圖譜，而拉曼光譜則因染料
的強螢光、紅外光光譜因為黏合劑和填充劑的干擾而有所限制。傳統
上鑑定染料需要大量的樣品(直徑 0.5~5 mm)來做液相層析分析，此論
文使用表面增強拉曼散射法(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來鑑定染料，使用的樣品量少(直徑 25 μm)，由於有機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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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性電子吸附在原子級粗糙的金屬基板上時，螢光會因此而淬熄，
因此拉曼散射信號大大提高。奈米技術在準備和操縱金屬粒子上的進
步，提供 SERS 高達 1014 的增強因子，因此 SERS 是一個理想的染料
分析技術。在此文章中，作者將 SERS 用於文化遺產的研究，內容包
括選擇適當的 SERS 金屬基板、分析方法的過程，以及建立拉曼光譜
數據資料庫。利用表面增強拉曼光譜，作者發現在歐洲畫作上出現最
早使用的茜草湖色素以及紫膠色素的證明，作者還發現從古埃及到
19 世 紀 使 用 的 染 料 有 胭 脂 蟲 染 料 (Kermes) 與 胭 脂 釉 (Cochineal
Glazes)，以及茜草(Madder)、胭脂(Cochineal)、甲基紫(Methyl Violet)
和曙紅湖染料(Eosin Lakes)。利用表面增強拉曼光譜能夠迅速分析非
常微量的樣本，使得它在博物館鑑定畫作方面特別有價值。
8.使用表面增強拉曼散射搭配多變量化學計量法定量分析禁用之食
用著色劑蘇丹-1(8)
蘇丹-1 常被作為食品的著色劑，然而最近世界各國紛紛警告食用偶氮
化合物會引發人類致癌和致突變性。2005 年英國超過 570 個產品發
現有偶氮染料蘇丹-1，這樣的健康風險使得國際間開始全面禁止使用
此種食品添加劑，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高效率、低成本、可靠的
方法來量測食品中的偶氮化合物。雖然有少數的分析技術是可攜帶
性，但缺點是靈敏度低。作者使用一台可攜式拉曼光譜儀，利用表面
增強拉曼散射(SERS)得到良好的靈敏度，如蘇丹-1 可以在複雜的食品
基質下定量到 10-3 到 10-4 mol/L 的濃度。作者也使用多種多變量的方
法來進行蘇丹-1 的化學定量，包括主成分分析(PCA)、偏最小平方(PLS)
迴歸法、人工神經網絡(ANNs)、支持向量迴歸(SVR)，與非變異性方
法相比較，當得到單峰面積時，使用多變量方法的優點是這些算法可
以直接分析全光譜，且可以避免選擇和積分的繁重工作，因此大大簡
化並加快數據的分析。
9. 使 用 表 面 增 強 拉 曼 光 譜 分 析 環 境 中 火 炸 藥 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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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trimethylenetrinitramine (RDX) (9)
對於環境與國土安全防護而言，發展快速且靈敏的檢測技術偵測具敏
感高能材料(Energetics)如 cyclotrimethylenetrinitramine (RDX)是有必
要的。作者使用表面增強拉曼光譜(SERS)來檢測 RDX，得到好的靈
敏度與再現性，使用金奈米粒子(直徑 90~100 nm)當作 SERS 基板，
在受污染地下水樣品中可測得 RDX 濃度 0.15 mg/L，這樣的偵測極限
比起之前文獻報導使用 SERS 低了兩個級數(Order)，其表面增強因子
經測得為 6 × 104，此研究證明以可攜式拉曼光譜儀 SERS 對高能材
料進行快速現場篩測。
10.可攜式表面增強拉曼光譜利用現場靜電前濃縮快速檢測苯胺和酚
類衍生物(10)
本篇建立可攜式表面增強拉曼光譜分析技術，藉由靜電前濃縮技術
(Electrostatic Preconcentration)來放大訊號，可同時檢測苯胺和酚類衍
生 物 ， 用 銀 電 沉 降 網 印 電 極 (Silver-Electrodeposited Screen-Printed
Electrode, Ag-SPE)作 SERS 活性基板，在固定電位下，極性污染物會
選擇性地吸附在 Ag-SPE 基板上，說明了 Ag-SPE 可以在不同電位下
有選擇性地吸引極性有機污染物到相反電位，可用來定量與定性有機
污染物。當 SERS 活性基板浸在 0.1 M 硝酸銀溶液十分鐘時，施加-0.15
V 的電位是較理想的條件，作者亦探討實驗中的可變參數影響，如電
沉積時間、Ag 電位與極性有機分子富集在 SERS 基板的時間。經過
實驗條件的最佳化，使用 785 nm 的雷射可以偵測 1 nM 到 1 μM 的苯
胺與酚的衍生物，這創新的方法提供了一個新的偵測方式來分析環境
污染物，並證明可使用方便的銀電沉降網印電極同時偵測極性有機污
染物。
11.使用磁性表面增強拉曼散射(SERS)奈米探針進行食品中的多種病
原體的分離和檢測(11)
本篇利用磁性表面增強拉曼散射(SERS)奈米探針建立一個快速、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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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來進行食品中多種病原體的分離和檢測。直徑 100 nm 二氧
化 矽 塗 層 的 磁 性 探 針 (MNP@SiO2) 藉 由 反 相 微 乳 法 (Reverse
Microemulsion) 來 製 備 ， 使 用 十 六 烷 基 三 甲 基 溴 化 銨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作 為 表 面 活 性 劑 以 及 矽 酸 乙 酯
(Tetraethyl Orthosilicate)為矽膠的前驅物。所製備的磁性探針修飾上特
定病原體的抗體成為免疫磁性生化感測器(Biosensor)，於食品中先捕
捉病原體，藉由免疫磁性(Immunomagnetically)分離後，接著使用
SERS 探針(金奈米上修飾拉曼通報者(Raman Reporter)與特徵病原抗
體)，與抓住病原體的 MNP@SiO2 形成三明治夾層，此時使用拉曼光
譜來偵測拉曼通報者的訊號。在此論文中，偵測兩個病原體：沙門傷
寒和金黃色葡萄球菌，在菠菜溶液中檢測到細胞的最低濃度為 103
CFU/毫升，用花生醬來作盲測也證實此方法具有能夠偵測到 103 CFU/
毫升的靈敏度，作者認為使用適當的拉曼通報者以及 SERS 的基板偵
測病原體，可有效檢測生鮮與加工食品以提高食物的安全性。
12.攜帶式活性奈米金粒子表面增強拉曼光譜儀偵測樣品中三聚氰胺
(12)

三聚氰胺為食品或是藥物中的違法添加劑，因此建立能於現場快速
篩測技術非常重要。Mecker(2012)使用攜帶式拉曼光譜儀搭配活性
奈米金粒子(Au NPs)進行三聚氰胺偵測感度增強試驗。為了現場檢
測的安全性，測試多種無害萃取溶劑進行前處理，於溶液中加入異
丙醇可以提高三聚氰胺感度以及降低基質效應，最後得到拉曼光譜
增強可高達 105 倍。實驗中樣品可測量之濃度達到 10 ppm，偵測極限
可達 100~200 ppb。比較一般傳統攜帶式拉曼光譜儀僅能偵測濃度
1000 ppm 以上的樣品而言，進步幅度非常大。從實驗數據結果顯示
活性奈米金粒子對三聚氰胺偵測具有高靈敏度，選擇性也很好。
13.以表面增強拉曼光譜快速偵測炭疽桿菌生物標記(13)
使用低花費、電池供電的攜帶式拉曼光譜儀快速偵測炭疽桿菌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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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方法適用於第一線出勤人員所使用。因為枯草桿菌孢子是類似於
炭疽桿菌但無害的孢子，因此用於表面增強拉曼光譜於銀膜奈米球基
板 (Silver Film over Nanosphere, AgFON) 進 行 相 關 研 究 。 Calcium
Dipicolinate(CaDPA)是桿菌孢子上的生物標記，在高頻聲波硝酸溶液
中可被萃取出來，並於 SERS 有明顯感度。以 750 nm 的雷射激發銀
膜奈米球表面，孢子濃度可偵測範圍為 10-14 至 10-12 M，測出的訊號
值用來決定銀膜奈米球表面 CaDPA 飽合結合能力，同時計算出吸附
係數(Kspore=1.7×1013 M-1)。目前偵測極限為 2.6×103 個孢子，低於炭疽
桿菌感染劑量 104 個孢子，且銀膜奈米球基板的組件儲存有效期可長
達 40 天之久。目前此技術已經成功地從實驗室光譜儀轉成野外可攜
式的儀器。

結語：拉曼光譜為快速、靈敏、即時的分析利器
一般型手持式拉曼光譜儀在嚴峻的環境下，依然可進行現場快速篩
選及鑑定，在毒品或管制化學品查緝、潛在風險場址、油品或地質
鑑定等發揮重要角色。而表面增強拉曼由於電漿共振效應使其感度
大幅提高，搭配不同種的 SERS 基板，可作為表面觀測或是微量分析
的一個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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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檢測方法：水體中透明度
黃壬瑰 1 劉素妙 2 楊喜男 1

前言
1865 年梵蒂岡艦隊的指揮官 Cialdi 要求羅馬教皇海軍總司令的科學
顧 問 Pietro Angelo Secchi 神 父 ， 建 立 地 中 海 沿 岸 的 透 明 度
(Transparency) 資 料 檔 案 。 Secchi 神 父 在 該 年 4 月 20 日 登 上
L’Imamacolata Concezione 蒸氣船，緩緩降下直徑長達 3.73 m，由鐵
鑄造而成之圓盤，表面覆蓋著漆白鉛的帆布浸入海水中(1)，直至看不
見盤面，記錄第一筆「沙奇盤深度 Secchi Disk Depth」，也稱為透明
度(Water Transparency)。
透明度為湖泊水庫水質優養程度的重要指標之一，量測透明度的工
具—沙奇盤由於構造簡單、操作容易，歷經百餘年仍廣泛使用。沙奇
盤量測結果一直讓人有主觀、粗糙、半定量的印象，這是因為環境中
影響透明度量測的因子很多，其中牽涉許多學理，往往操作人員忽視
之，很遺憾至目前為止透明度量測從未真正標準化。本文收集影響透
明度量測因子作一彙整，供操作人員參考。

透明度的生態意義與應用
透明度也就是沙奇盤深度，代表光線在水中衰減程度，量測水中光通
過路徑中的有機(如藻類)(2-3)及無機物量，這些物質可能吸收或散射光
線導致光線衰減。透明度深淺影響水中或底棲植物光合作用、植被群
落組成，進而影響其整體生態。卡爾森以透明度作為水質優養指標之
一(4)，透明度大於 4 m，水域呈現貧營養狀態，透明度小於 2 m，水
域呈現優養狀態。
因量測簡易，量測工具便宜，北美湖泊管理協會 (The North Americ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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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Management Society)自 1994 年號召超過 2000 位自願者量測 7000
處河川湖泊，41000 筆有效透明度數據，製做出北美水域透明度地圖
(圖 1)。除了北美湖泊管理局外，佛羅里達州、伊利諾伊州、印第安
納州(5)、明尼蘇達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進行湖泊監策計畫，也
發動自願者執行透明度量測，進行各種不同研究。目前衛星遠端監測
湖泊也以量測透明度協助製圖(6-7)，使得歷經百餘年的工具仍受大眾
廣泛使用。

圖 1 北美湖泊管理協會自願者製作北美水域透明度地圖(8)

透明度：光線穿透水體的深度
量測透明度為沙奇盤到達水中某一深處時，光線在沙奇盤所造成的反
射光與該處水背景散射出來的光線一致。光線在水中每公尺消減之光
亮度，稱為消光係數，以 Beer-Lambert 定律來推算，透明度的量測也
可以稱為量測水中物質消減光線係數。
Beer-Lambert 定律：Iz = I0 e - kz
其中 Iz 為在深度 Z 處之光強度；I0 為光進入水面後起始強度；e 為自
然對數；K 為光消減係數。

透明度量測標準作業程序
由於透明度量測潛在從業人員之間的差異，方法應盡可能地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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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11 年美國猶他州水質局提供給該局檢測員及其州民自願者進
行透明度量測建立的標準作業程序(9)，進行該檢測人員需穿著安全防
護如救生衣，不得配戴太陽眼鏡，且在船舶迎光面進行操作，而且眼
睛與沙奇盤之間光路徑上，應去除所有遮蔽物及陰影。待船舶穩定時
緩緩將沙奇盤放入水中，直至沙奇盤消失不見，再上下移動沙奇盤，
紀錄完全消失及重新出現時量尺上之刻度。因為許多因子干擾檢測結
果，所以需要紀錄量測人員、天氣狀況(如晴朗、陰)、現場狀況(如水
面有藻渣、水色深等)。

圖 2 沙奇盤量測需在船舶迎光面進行操作，上下移動沙奇盤，紀錄
完全消失點及重新出現點(10)

影響透明度的因子
Secchi 神父發明沙奇盤後，在船上 6 星期中完成 7 項研究，如沙奇盤
大小、顏色、氣候(陰、晴)、太陽高度(夕陽、正午)、不同船邊(迎光
面、背光面)、也曾請船員撐傘舉帽製造陰影等，後來學者陸續依據
物理、生物等相關學理提出影響透明度因子(11-13)，如沙奇盤直徑、浸
沒在水中盤面上的反射率、地平面上太陽的高度、水面上的光學
(14-15)

、太陽的反射、觀察的高度、觀察者視線上的陰影或遮蔽物、水

下浮游生物量(14)等。以下將常見影響因子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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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奇盤大小
沙奇盤大小曾被質疑影響檢測結果(17)，理論上沙奇盤越大，可量測的
距離越遠。Davies-Colley, R. J.認為只要依據透明度深淺，選用不同大
小沙奇盤，如直徑 20 mm 沙奇盤量測透視度 0.15~0.5 m，60 mm 量測
0.5~1.5 m、20 cm 量測 1.5~5 m、60 cm 量測 5~15 m(18)，維基百科載
明目前一般海洋使用直徑 30 cm 白盤，湖泊使用直徑 20 cm 黑白相間
之黑白盤(19)；北美湖泊管理協會網站則提出海洋使用 40~50 cm 沙奇
盤，湖泊則一樣使用 20 cm(20)。有些學者認為，在很清澈的海中浸入
沙奇盤消失不見，不是因為光線對比差異，而是因為盤面太小而無法
看到，因此建議可選用較大尺吋的沙奇盤量測，如果大小沙奇盤量測
值都一致，就可避免上述因素所造成的誤差，依照環保署全國環境水
質監測資訊網公佈之水庫透明度檢測結果(21)，國內水庫透明度低於 5
m，可用 20 cm 沙奇盤檢測之。
量測溪流河川流動水域透明度時，因溪流過淺、水流湍急或採樣點距
離水面過高，不適合使用沙奇盤處，以澳大利亞發明沙奇管或透明度
管(Secchi-Tube、Transparency-Tube 或 Turbidity-Tube)取代之，該管為
塑膠製之透明量桶，外部刻上刻度，內置一小型沙奇盤(圖 3)，底部
有一排水閥，因為沙奇盤直徑小，可量之透視度約在 120 cm 以內。

沙奇盤顏色
〝消失〞的沙奇盤，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沙奇盤與背景顏色一致，假如
水域底層為全黑，使用白盤將可以維持〝被看到〞達最深距離，不過
實際上因為底層有些光線反射，或水中顆粒散射光線，湖泊底層不全
然全黑，所以白色沙奇盤與背景顏色一致狀況下，讀值將略淺些，因
此 George C. Whipple 1899 年發明黑白象限的沙奇盤，提供一恆定黑
色做比較，而海洋底層光線無法到達，呈現全黑狀態，因此不需要黑
色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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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適用溪流之透明度管(22)

圖 4 沙奇盤沒入水中的情形

光線反射
量測者看見沙奇盤，是因為光線遇到沙奇盤反射回到量測者眼中，反
射量越多，可量測越深，有學者建議沙奇盤應光滑並保持乾淨無刮痕
(圖 5)。量測水域的深度最好超過透明度值 2 倍以上，此時的透明度
值為沙奇盤與該處背景一致，避免水域底層反射影響結果。

水的顏色
水的真色度也就是經過濾後，水體呈現的顏色，通常這是因為水中溶
解的有機質吸收部份波長光線，而不同波長的光線穿透水的能力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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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3)(圖 6)，因而影響沙奇盤的量測。佛羅里達州大學漁業和水產科
學系及食品和農業科學研究所提出一個經驗公式：
Log (Secchi) = 0.86 – 0.36 Log (CHL) – 0.27 Log (Color)
其中 Log 表以 10 為底之 log 函數；Secchi 表平均沙奇盤深度以公尺
表示；CHL 表葉綠素 a 測值以µg/L 表示；Color 表真色度測值以 PCU
表示。

圖 5 光線至 A 光滑 B 粗造盤面光線反射情形(24)

太陽位置、湖泊緯度
Verschuur 最早提出太陽高度影響透明度量測 (25) ，太陽光線入射角
度，進入水體後的折射角度，經過學者推算，透明度在不同的太陽的
位置應略作調整，甚至有些學者精算到湖泊所在之緯度也影響透明度
測值。一天當中接近正午的太陽直射入水面光線量多，入射角也接近
90 度，可降低光學反射與折射問題，許多方法建議在上午 9 時(或 10
時)至下午 3 時之間量測。有些學者提出可以用潛望鏡(圖 9)提供一個
恆定的視角，避開這些干擾因素，不過同樣沙奇管，量測深度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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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不同波長之光線穿透水的能力也不同，R 表紅光；O 表橙光；Y
表黃光；V 表紫光；G 表綠光；B 表藍光(26)

圖 7 潛望鏡量測橫式沙奇盤，透過管柱，避開水表面光線折色或散色
干擾(27)

結語
沙奇盤量測為簡易便宜的檢測工具，只要遵循以下規則，這檢測結果
將可獲得攸關水生生態重要資訊。
1. 需穿著安全防護如救生衣，不得配戴太陽眼鏡。
2. 依據透明度深淺使用適當大小的沙奇盤，國內水庫可使用 20 cm，
如果量測海洋透明度超過 5 m 者，則需使用較大尺寸之沙奇盤。
3. 在船的迎光面沉降沙奇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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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記錄磁盤消失時的深度後，應慢慢地將磁盤上升直至盤面再現，
最後記錄其平均值。
5. 執行時間應盡可能接近正午。
6. 水域的深度應大於至少 50％的透明度深度，使得量測值為盤面與
該處水的背景一致，而不受到底部反射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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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移動實驗室監測技術之研究開發
王家麟 1 王國英 2 張志忠 3 王振興 4 巫月春 5

前言
工業區為台灣固定污染源的主要來源，全台工業區總數超過 100 處，
高度的產業密集與混雜的特性，使得工業區發生空氣污染事件頻率偏
高，尤其與異臭味相關的空污事件更是屢見不鮮，例如 2008 年 12 月
的高雄大發工業區潮寮毒氣事件，當時造成多名師生不適送醫，引起
民眾的關注。而工業區揮發性有機污染物來源主要是製程(如源物料
儲存、搬運過程中的逸散或製程操作所產生)或產品(產物或副產物)；
其次是污水處理系統之曝氣產生；當氣候條件不利於擴散時，便導致
空氣品質惡化；因工業區產業類型多元，原物料的使用量高且種類繁
雜，使得工業區周界存在許多具有極性、生命週期短暫、嗅覺閾值極
低之異味醛類、酮類、酯類、胺類或硫醇類等物質，因此，針對工業
區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種類、濃度、可能排放源的掌握是空氣污染事件
之緊急應變及污染追查之依據。但空氣污染物有別於其他環境污染介
質存在時間與空間變異度，其隨污染物的物化特性與大氣環境條件產
生變異時，如何在正確之「時間」與「空間」下進行污染物採樣檢測，
卻是成功追查污染源不二法門，縱使先不論「時間」與「空間」掌握，
就採樣方法技術上亦是一大限制，污染物種在環境中穩定性，污染物
種採樣吸脫附性，均左右著空氣樣品之採樣技術選擇，因此建立現地
快速靈敏之即時監測技術，以協助空氣污染公害事件之緊急應變與污
染追查，是環檢所施政之重要目標。
移動實驗室稱 Mobile Lab 或 Mobile Platform，具有一般固定式空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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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監測站所沒有的機動能力，可將數種的監測設備整合於平台上，如
同一個可移動的完善空氣污染分析實驗室，再加上高性能的空氣污染
分析設備的推陳出新，對於大氣中低微量、不易分析的成分，如今能
得以被偵測，使得移動實驗室成為當今研究空氣污染的新利器；此
外，高效能設備配合大氣污染模式，更能給予佐證資訊來輔助資料的
分析，從更客觀的角度解釋污染成因，說明污染物濃度、傳輸、擴散
的時空變化。因此環檢所自 2009 年起陸續投入移動實驗室技術與硬
體設備之建置工作，除添購具有快速半定性定量之質子移轉反應質譜
儀(PTR-MS)等移動實驗室重要設施外，技術開發部分亦自 2010 年起
規劃 3 年之科技計畫，協助環檢所移動實驗室建置工作，整合各項現
地快速監測設備，觸發定性定量採樣系統，即時採樣定量分析，搭配
氣象與風場模式推估污染源作為空氣污染事件之應變與污染鑑識追
查。

結果
整體研究大綱如圖 1 所示， 2010 年研究移動實驗室地點與動態操作
模式探討；動態監測以環檢所空氣品質監測車(圖 2 及圖 3)進行國道 5
號行進間車輛尾氣污染物追蹤監測。機動性定點監測則以 PTR-MS
與現有層析自動監測技術，包括 GC-MS、GC-PFPD 與 GC-FID 等設
施，並執行觀音工業區、台西地政事務所現地監測比較，評估 PTR-MS
在國內敏感工業區連續監測操作之適用性。研究成果顯示 ，以移動
實驗室行進間監測空氣中 CO、CO2、NOX、THC 等項目，只要電力
供應設施位置適當(監測點下風處)，監測操作技術養成並非困難；
PTR-MS 屬於半定性定量之快速監測設施，因操作時需要維持一定真
空與穩定度，行進間無法執行監測，因此適合執行機動性之定點觀
測，對於芳香烴與含氧揮發性有機物有極佳之偵測能力，但對含氯化
合物與烷基化合物卻不盡理想。此外，由於定點觀測對污染物在空間
上之傳輸擴散或沉降變異之影響解析有限，本計畫嘗試結合氣象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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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擴散模式來幫助定點觀測資料之解析，研究發現台西站觀測與模式
模擬結果整體趨勢相近。證實移動實驗室機動監測數據與空氣品質及
氣象模式結合，有助於污染來源之追蹤。

圖 1 空氣污染移動實驗室究大綱

圖 2 環檢所空氣品質監測車進行行進間空氣品質監測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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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檢所空氣品質監測車內部監測設施配置情形
2011 年研究重點有三項，第一項以動態稀釋法製備常見石化製程揮
發性異味污染物標準氣體， 計算分子極化率、偶極距、慣性距、溫
度等參數，計算化合物之反應係數，並輸入 PTR-MS 資料庫，用以評
估 PTR-MS 對國內常見異味物質之偵測能力，顯示 PTR-MS 對所選
15 種國內常見之異味汙染物均有偵測能力。第二項為移動實驗室高
值觸發技術系統之 開發，計畫並以桃園地區石油煉製為實場測試，
篩選出 H2S 作為異味觸發採樣之物種，而觸發濃度則為 8.5 ppb，於
H2S 高污染事件所觸發後收集之空氣樣品(圖 4)，再以實驗室內之
GC-MS-FID 進行樣品之烷、烯、炔、芳香烴、含氧化合物、鹵碳化
合物等 108 種物質進行準確定性定量分析，找出石化煉製廠排放的代
表性污染物種。第三項持續將 PTR-MS 與 GC/MS 架設於彰化美豐國
小進行機動性定點觀測，監測結果利用 PAMS-AQM 與風場模式，進
行排放源擴散的模擬與驗證，其結果顯示美豐國小空氣品質受海陸風
之機制所掌控，即南風盛行時美豐國小觀測到高濃度的丙烯異丁烷係
來自六輕工業區的排放(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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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1/10/24～2011/10/26 事件發生時段。綠色線為 H2S

上限閾値，此時系統即觸發不鏽鋼採樣桶開啟進行採樣，紅
色標記為不鏽鋼採樣桶開啟進行採樣。
2012 年研究 PTR-MS 監偵測數據之準確度評估、多重觸發機制與系
統開發建置。而準確度評估工作，分成兩部分，第一部分針對反應係
數 kc 計算過程中部分物質無基本物理參數進行補強，透過分子模擬
軟體計算取得三項物理參數(極化率、偶極矩、轉動貫量)進一步計算
kc，結果顯示，實驗求得之 kc 與文獻值接近，代表分子模擬的結果
具可信，當化學物質之偶極矩>0.5，kc 與偶極矩有高度的正相關(R2 >
0.94)，顯示極性物質 kc 值大小受偶極矩主導，然而當偶極矩偏低(<0.5)
時，極化率主導 kc 值大小，與極化率有明顯正相關(R2 > 0.90)；第二
部分，將固定量之純物質注入 GC-FID 求得各分析物之單位莫耳碳感
度，再透過前濃縮設備分析滲透管標準氣體應有的感度，根據進樣量
與感度來推算滲透管輸出濃度，進而評估 PTR-MS 之準確度；結果發
現注射法求得之濃度高於 PTR-MS 分析濃度，多數物質於低濃度下所
得的相對誤差值最大可達近 2 倍，但由於操作的分析濃度範圍已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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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b 級，且在不需標準物質校正下僅以 kc 值輸入 PTR-MS 即能達到
如此水準，已證明 PTR-MS 具備相當的定量能力，實無礙於其作為第
一線快速偵測的用途。

圖 5 2011 年 6 月 3 日之逐時風場和六輕工業區質點擴散分佈情形顯
示來自工業區在一日內至少有兩次機會對美豐國小產生影響。第 1 次
發生在白天當風場由凌晨的陸風轉變為白天時的海風時，此時的海風
將凌晨時間在海上累積的工業區質點由海上帶往內陸；第 2 次發生於
晚上的風場由白天的海風轉變成晚上的陸風時，此時的陸風將白天時
海風所將沿海地區帶往內陸累積的質點再次的由內陸帶往沿海和海
上區域。
2012 年亦將 H2S 觸發技術擴充，建立多重觸發技術系統，整合
PTR-MS、TNMHC 與自動採樣設備(圖 6)，透過預設高值觸動後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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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設備；而本系統仰賴 PTR-MS 快速、多成分分析的優勢，透過觸
發來捕捉污染事件樣品，取代以往隨機式的人工採樣，大幅提高監測
效益；且後續樣品的精密成分鑑定，補強了 PTR-MS 在鑑定能力上的
不足，使整體觸發技術成為環境污染物鑑識工作的新突破，並進行新
竹與中壢兩工業區場實場測試，將已建立之 PTR-MS 觸發系統分別設
置新竹工業區與中壢工業區進行污染物的鑑定，發現事件樣品之中
烷、芳香烴、含氧化合物類占總含量 80%以上，其中又以有含氧有機
溶劑成分，例如甲醇、乙醛、丙酮、甲基乙基酮及異丙醇等，占所有
VOC 種物質 50% 以上，排放強度相當顯著，能夠凸顯工業區的產業
特性(圖 7)；且 PTR-MS 觀測值與模式模擬(圖 8)質點濃度的逐時比對
趨勢相當吻合，高污染的時段能明確的掌握。

圖 6 多重觸發系統架構，當 TNMHC、PTR-MS、H2S、CO 或其他現
地即時監測儀器一旦偵測出環境空氣濃度超過個別設定觸發值時，系
統立即啟動 Sampling 系統進行空氣樣品之採集。

結語
本研究以 PTR-MS 為主要研究工具，結合化學與物理方法，歷經三年
的定點觀測技術之開發、實驗室測試與實場演練，已初步建構驗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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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套可用於空氣污染鑑識的方法學，在環檢所「新世代環境品質監
測檢測發展計畫」經費 支援下，將陸續添購專用發電機與實驗室其
他硬體設施外，本署 PTR-TOF-MS 設備亦將整併於移動實驗室內，
以提高同重化合物之鑑別度，技術開發部分亦將擴充多重觸發及遠端
遙控觸發技術，整合臭味的感測或增加採樣袋、採樣管等不同的空氣
採樣技術；而污染推估技術方面我們將持續精進觀測與模式技術研究
與開發，建立完整之空氣汙染鑑識技術，以支援公害糾紛處理及緊急
應變之決策。

圖 7 利用 PTR-MS 搭配污染物閾值觸發技術應用於新竹工業區空
氣污染分析。Background 為非污染事件之空氣樣品指紋圖譜，Event
為 事 件 樣 本 指 紋 圖 譜 。 (event-45 為 乙 醛 , event -74 為
dimethylforamide, event-33 為甲醇, event -73 為甲基乙基酮)。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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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於測地點架設氣象塔所得到的風速風向資料，以風場模式模擬
排放源如何受風場影響將汙染物傳送至與觀測點(Receptor)的動態(上
圖為 8 時，下圖為 15 時)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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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有機鹽類之檢測技術與挑戰
陳開憲 1 郭安甫 2 翁英明 3

前言
毒性化學物質，或許與環境污染物相同或類似，但是它的定性定量與
環境污染物有著不同的考量與挑戰，特別如有機鹽類成分，像五氯酚
鈉是毒性化學物質，但是在環境污染物中卻很少以五氯酚鈉的形式單
獨存在，在環境污染物定性定量時，也多將五氯酚離子酸化成五氯酚
來檢驗。而毒性化學物質定性定量卻有著不同的考量，它要先確定物
種，比方說，要先確定是五氯酚鈉，不是五氯酚，確定之後再用五氯
酚的方式來定量。在這個層面上，毒性化學物質的鑑定與管制藥品法
醫的鑑定極其相似，大部份美國的街頭毒品都是以某種混和形式M‧
HX存在，M為管制藥品的本體，通常以MH+與X-陰離子並存，X-陰離
子可能是氯(Cl-)離子，可能是溴(Br-)離子也可能是硝酸根(NO3-)離
子，鑑定其是某種特殊鹽類，有助於澄清其來源是否由合法的管制藥
品工廠流出，或是非法變造。

有機鹽類檢測技術-螯合劑結合 LC/ESI-MS
傳統分析化學的陰離子定性方法，是以沉澱法來鑑定氯、溴、硫酸根
及磷酸根等離子，儀器檢測陰離子則多使用離子層析(IC)或毛細管電
泳(CE)，是鑑定陰離子常用的方法，甚至將陰離子衍生後以氣相層析
質譜儀(GC/MS)檢測都有文獻

(1)

(2)

記載，Sandra 氏等人 嘗試以陰離子

螯合劑(Meso-Octamethylcalix(4)Pyrrole，簡稱 C4P，圖 1)結合陰離子，
再以液相層析/電灑游離質譜儀(LC/ESI-MS)的方式來鑑定氯離子，溴
離子、硝酸根離子及醋酸根離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台灣大學園藝既景觀學系 副教授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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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meso-octamethylcalix(4)pyrrole 及其立體螯合氯離子結構

(2)

海洛因檢測-螯合劑結合 LC/ESI-MS
海洛因(Heroin or Diacetylmorphine)鹽酸鹽在使用C4P螯合後，在純的
乙 腈 Acetonitrile 移 動 相 下 ， 以 LC/ESI-MS 正 離 子 檢 測 呈 現
(Heroin+H+)370.1，負離子檢測呈現(C4P+Cl-) 463.1(圖2)，右美沙芬
(Dextromethorphan，DXM) HBr正離子檢測呈現(DXM+H+) 272.4，負
離子檢測呈現(C4P+Br-)508.9(圖3)，C4P加氯及溴負離子的檢測所呈
現同位素的分佈與理論值接近，並且將其混合時，正離子的檢測可以
同時檢驗出海洛因及DXM，負離子的檢測可以同時檢驗出氯和溴 (圖
4)，代表此方法有一定的適用性。

圖 2 海洛因鹽酸鹽在 LC/ESI-MS 正離子呈現(Heroin+H+)370.1，負離
子中呈現(C4P+Cl-)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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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海洛因鹽酸鹽在 LC/ESI-MS 正離子呈現(DXM+H+)272.4，負離
子中呈現(C4P+Br-)508.9

(2)

圖 4 海洛因鹽酸鹽及右美沙芬溴酸鹽在 LC/ESI-MS 正離子及負離子
檢測中可以同時檢測

(2)

有機鹽類-有機錫物種鑑定(C4P 結合 LC/ESI-MS)
本研究參考Sandra(2)的實驗方法，以C4P螯合及LC/ESI-MS的方式，應
用於含溴及碘有機錫物種檢測，實驗結果與Sandra氏相仿，1.系統極
易與氯離子螯合，所以很容易從系統中受到氯離子的污染干擾。2.碘
化三苯錫，在陰離子檢測不加螯合劑C4P的情況下，就可看到碘離子
127.0 ， 三 苯 錫 351.0 及 氫 氧 化 三 苯 錫 367.0 ， 加 上 C4P 會 產 生
(C4P+I-)-555.2，而原本的碘離子126.9，三苯錫351.0，同時存在(圖5)。
3.碘化三苯錫在純的乙腈Acetonitrile移動相下，能同時顯現碘離子
127.0及三苯錫離子351.0。加入C4P螯合劑後，碘離子127.0及三苯錫
離子351.0信號雖有降低但產生(C4P+I-)-555.2，此現象在過去從來未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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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導，可能的原因是，LC/ESI-MS的移動相添加過量的甲酸胺緩衝
溶液系統，所以不能在LC/ESI-MS負離子檢測系統中看到這麼豐富又
有鑑定價值的質譜圖。同樣的在純的乙腈Acetonitrile移動相下，1 ppm
溴化三丁錫+10 ppm C4P的LC/ESI-MS負離子檢測系統中能同時看到
三 丁 錫 加 上 兩 個 甲 酸 290+45+46=381 ， C4P 螯 合 溴 離 子
(C4P+Br-)-507.2(圖6)。此結果顯示中性螯合劑C4P有助於有機錫有機
鹽類檢測。

圖 5 碘化三苯錫不加 C4P 螯合劑(上圖)及加 C4P 螯合劑(下圖)在
LC/ESI-MS 負離子檢測圖

圖 6 溴化三丁錫加 C4P 偵測有(C4P-H)-427.3，(甲酸三丁錫加甲酸)-：
290+45+46=381，(C4P+Br-)507.2，沒有(C4P+Cl-)的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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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有機錫的物種鑑定，尤其是含不同陰離子的有機錫，過去比較少研
究，主要原因，除了標準品不易獲得外，沒有特別好的方式檢測此種
毒性化學物質有機鹽類，研究中雖然氯離子的濃度越高，LC/ESI-MS
反應越大，但未呈現線性相關；中性螯合劑C4P結合LC/ESI-MS的方
法檢測有機錫含有機鹽類時，溴離子濃度與LC/ESI-MS反應與時間有
關，可定性出含陰離子之有機錫，突破傳統的有機鹽類檢測方法瓶
頸，不過在定量上未來還存在著一些挑戰。

參考文獻
1. Sakayanagi M.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inorganic anions by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2006, 157(2-3), 134–143.
2. Sandra

E.

Rodriguez-Cruz

et.

al.,

Anion

identification

via

complexation with meso-octamethylcalix(4)pyrrole and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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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微量農藥檢測技術開發與應用
盧銘聰 1 陳家揚 2 陳麗霞 3 翁英明 4

摘要
農 藥的施用範圍包含了農作物生產、雜草的控制以及消除對公共健康
有害之生物。農藥施用後可能經由雨水沖刷或空氣沈降至河川、地下
水及土壤等環境，故對於水中生物或人體健康的影響值得關注。本研
究根 據 環保署法規管制項目、環保署公告檢測方法項目、國內農藥
使用量統計等資料，選取 102 種待測物，包括 62 種殺蟲劑、8 種殺
菌劑、28 種除草劑、1 種殺蟎劑、1 種殺線蟲劑，與 2 種其它化合物，
針對環境水體建立樣品前處理技術以及極致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er,
UPLC/MS-MS)分析方法。500 mL 水樣以 PolarPlus C18 (50 mm)固相
圓 盤 萃 取 後 ， 經 甲 醇 及 二 氯 甲 烷 沖 提 後 ， 濃 縮 至 5 mL ， 以
UPLC/MS-MS 與電灑游離(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分析。每個待
測物皆偵測兩個離子對，可達到四個鑑定點之要求。正、負電荷待測
物離子分別使用 Phenomenex Kinetex PFP 及 Ascentis Express C18 管
柱進行層析，連同管柱再平衡僅需 8 分鐘。定量以 基質匹配
(Matrix-Matched)方式製備檢量線以克服樣品前處理與基質效應對於
待測物訊號強度影響，檢量線 r2 皆大於 0.990。本方法以實際自然水
體進一步驗證，包含雲嘉南主要河川北港溪、八掌溪、及鹽水溪本流
及其重要支流，一座水庫、一座淨水廠與一座生活污水處理廠等，共
計 30 個樣品。水體檢測結果顯示，北港溪流域農藥檢出率較高，尤
其是後寮村橋點，最高濃度為殺菌劑貝芬替(Carbendazim, 8.7 μg/L)。
污水廠、淨水廠與水庫水樣之待測物大多未檢出或低於定量極限
(LOQ, 0.5 μg/L)，但除草劑中施得圃(Pendimethalin)於污水廠水樣有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國立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研究助理 2 教授
3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4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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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殘留量 (約 0.9~1.6 μg/L)；施得圃亦於多個水廠和水庫水樣中檢
出。整體而言，檢測結果與農藥原體之使用量有正向相關；使用量越
高之農藥，待測物於水體中檢出率相對較高。
關鍵字：農藥，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固相萃取，飲用水，表面水

前言
農藥通常泛指天然或是合成的物質，用以對應侵害農作物生長或導致
農作物疾病者，以及消滅害蟲或病媒等，為環境污染之主要來源之一
(1)

。國內農藥有效成分之銷售，除草劑 (2,713~3,905 公噸)與殺蟲劑

(2,756~3,117 公噸)最多，其次為殺菌劑 (1,965~2,487 公噸)；殺蟎劑
(127~161 公噸)、殺線蟲劑 (21~42 公噸)與其他種類 (55~95 公噸)相
對上用量不大(2)。目前已登記上市農藥中除含有金屬之農藥外，大部
分在環境中皆可經由生物降解、水解或日光光分解等途徑而減少。但
由於農藥使用量高，可能殘留於土壤表面或滲透污染地下水、河流、
甚至污染飲用水水源(3-4)，並可能對非目標生物造成不良影響，形成
環境生態或人體健康之隱憂。現有國內外大部分農藥檢測文獻主要針
對食品中的殘留(5-8)，很少針對環境水體進行檢測，亦無同時分析殺
蟲劑、殺菌劑、除草劑、殺蟎劑、殺線蟲劑等多類農藥之方法，因此
有必要建立一套針對水體中農藥殘留的前處理及儀器分析測定方
式，以了解農藥成分於臺灣環境水體之分布型態，俾便未來進一步評
估水體中農藥含量可能造成之影響。

樣品儲存與分析
樣品採集時於現場測量 pH 值、溫度、溶氧等參數之後，儘速送回
實驗室並冷藏於 4℃，於一週內進行萃取。因有機磷酯類在酸性和鹼
性環境下會快速分解，故需將樣品存放於中性環境下。
水樣以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進行固相萃取(分析方法流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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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劑為 50-mm PolarPlus C18 圓盤(J.T. Baker)。500 mL 水樣利
用

0.7 μm GF/F (Glass Microfiber Filters) 及

0.45 μm PVDF

(Polyvinylidene Floride)濾紙重疊濾除水中懸浮微粒，轉置於 1 L 褐色
玻璃瓶，倒扣於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圖2)，並執行下列設定之方法：
先將 PolarPlus C18 圓盤型吸附劑分別以二氯甲烷、甲醇、Milli-Q 水
各約 10 mL 流洗後，水樣以約 70~80 mL/min 的流速流經圓盤型吸
附劑；全部通過後以氮氣吹乾吸附劑 15 分鐘，再以 5 mL 之甲醇
及 5 mL 二氯甲烷各沖提一次，並合併收集沖提液。收集之沖提液以
減壓濃縮離心機(圖3)於 45℃，10 Torr真空下進行減壓離心濃縮至 5
mL後，取 1 mL 以Samplicity Filtration System 過濾(圖4；可一次過
濾 8 個樣本，加速處理流程)，過濾膜為 13 mm PTFE 材質(0.20
μm) ， 濾 液 收 集 於 經 矽 烷 化 處 理 之 1.5 mL 樣 品 瓶 ， 並 以
UPLC/MS-MS 分析(圖5)。

分析方法開發與驗證 本研究成功建立以高流速固相萃取與極致
液相層析儀/串聯式質譜儀−電灑游離(ESI)分析水中 102 種農藥殘留
之方法。前處理使用自動化固相萃取系統以及圓盤型吸附劑，萃取流
速遠高於管柱吸附劑，可達 70~80 mL/min，非常適合快速萃取大體
積之水樣。正、負電荷待測物離子之液相層析管柱分別為 Kinetex PFP
及 Ascentis Express C18 管柱(皆為 50 × 2.1 mm, 2.6~2.7 μm)，屬
Core-Shell 或 Fused-Core 管柱，可使用較高流速以取得接近極致液相
層析管柱(填充粒徑 < 2.0 μm)之分離效率，但管柱壓力不致於過高，
一來縮短樣品分析時間(連同管柱再平衡，每個樣品層析僅需 8 分
鐘)，且方法可轉用於傳統高效能液相層析(HPLC)。液相層析動相於
正、負電荷待測物分別為甲醇/5 mM Ammonium Acetate(pH 9.6)和乙
腈/0.04% Acetic Acid (pH 3.7)。本研究以基質匹配方式定量，減少基
質效應的影響；以添加濃度 5 μg/L 之河川上游河水測試後，102 個待
測物中有 88 個回收率為 63~114%，且大部分待測物 %RSD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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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7.6%。本研究亦分析污水與飲用水之認證參考樣品，包含有機
磷、氨基甲酸鹽、除草劑等 38 個待測物，其中有 26 個回收率為
70~98%，且大部分待測物 %RSD 為 2.43~10.6%。綜合而言，本方法
具有良好之準確性與再現性，且可應用於不同類別之水樣基質。

實體環境水體濃度 本研究完成量測 102 種農藥於北港溪、八掌
溪、及鹽水溪之水體環境殘留，以及北部某水庫、一座淨水廠及一座
生活污水處理廠之農藥殘留情形。三個河川流域 18 個水樣中，大部
分農藥待測物為未檢出或低於定量極限(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
0.50 μg/L) ； 檢 出 率 較 高 者 為 殺 蟲 劑 歐 殺 松 (Acephate) 、 易 滅 松
(Phosmet)、培丹(Cartap)，殺菌劑貝芬替(Carbendazim)、甲基多保淨
(Thiophanate-Methyl) ， 除 草 劑 丁 基 拉 草 (Butachlor) 、 施 得 圃
(Pendimethalin)等，其中以培丹(大多介於 1.0~7.0 μg/L)與貝芬替(大多
介於 1.1~8.7 μg/L)濃度較高。北港溪流域為三條河川中農藥檢出率較
高者，最高濃度為殺菌劑貝芬替 (8.7 μg/L)。生活污水處理廠之進流
水、一級處理後廢水、以及放流水中檢出者以殺蟲劑為主，包括歐殺
松 、 陶 斯 松 (Chlorpyrifos) 、 福 瑞 松 (Phorate) 、 易 滅 松 、 托 福 松
(Terbufos)、三氯松(Trichlorfon)、加保利(Carbaryl)、3-羥基加保扶
(3-Hydroxycarbofuran)、培丹、愛芬克(Ethiofencarb)；殺菌劑甲基多
保淨以及氯醛合水(Chloral Hydrate)亦有檢出，濃度皆低於 1 μg/L。
除草劑施得圃則廣泛見於生活污水進流與放流、淨水廠原水與出水、
以及 6 個水庫水樣。淨水廠原水與出水中亦可檢出歐殺松，有 5 個
水庫水樣則可檢出殺蟲劑亞培松 (Temphos)。大致上檢出結果與農藥
原體之使用量有正向相關，使用量越高之農藥，待測物於水體中檢出
率相對較高。Marta 等人檢測西班牙 Llobregat 河川(Sant Joan Despi)
殺蟲劑及除草劑，發現殺蟲劑大利松(Diazinon, 0.785 μg/L) 及大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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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L 水樣

以 0.7 μm GF/F 與 0.45 μm PVDF 過
濾膜過濾

圖2 全自動固相萃取系統
清洗 PolarPlus C18 圓盤吸附劑
1.二氯甲烷 – 約 10 mL
2.甲醇 – 約 10 mL
3.試劑水 – 約 10 mL

水樣通過吸附劑，流速 70−80 mL/min

以氮氣吹乾圓盤吸附劑 15 分鐘

圖3 減壓離心濃縮
沖提圓盤吸附劑
1.甲醇 – 5 mL
2.二氯甲烷 – 5 mL
收集
濃縮

圖4 Samplicity過濾裝置

0.22 μm PTFE filter 過濾

UPLC/MS-MS ESI+ / ESI-

圖1 分析方法流程
圖5 UPLC/MS-MS ESI+ /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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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ate, 0.087 μg/L)檢出濃度較高，除草劑則以理有龍(Linuron,
0.327 μg/L)及達有龍(Diuron, 0.099 μg/L)檢出濃度較高(9)。Singer 等人
檢測瑞士生活污水處理廠初級處理(初沈)、二級樣處理(活性污泥)、
三級樣處理(砂濾)等放流水中殺蟲劑、殺菌劑及除草劑，檢測結果顯
示除草劑Mecoprop(MCPP, 1.01 μg/L)及殺菌劑貝芬替(0.11 μg/L)檢出
濃度較高，殺蟲劑大利松與除草劑草脫淨(Atrazine)等檢出濃度為
0.03~0.06 μg/L(10)。

結語
本研究成功開發利用高流速固相萃取搭配UPLC/MS-MS同時檢測水
體中殺蟲劑、殺菌劑、除草劑、殺蟎劑、殺線蟲劑及其它類別等共 102
種農藥，較現行各公告檢測方法為多，且具備良好之準確度與再現
性，定量極限約為0.5 μg/L。本方法僅需進行一次萃取，而於儀器分
析分為正、負離子待測物兩次上機分析，以取得最佳之偵測靈敏度。
高流速圓盤型固相萃取條件於降低流速後可輕易轉換至一般管柱型
吸附劑，所使用之Core-Shell (Fused-Core) 管柱亦能直接使用於一般
液相層析儀，因此方法極易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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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需氧量(BOD)檢測 10 項查核要領
米文慧 1 徐美榕 1 阮國棟 2

前言
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4 期曾刊登「從國際比測探討生化需氧量檢
測方法及其意義」(1)，本文繼續針對生化需氧量(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檢測之數據品質，提出 10 項技術查核要領(2,3)，並申
論其意義，做為檢驗室獲得高品質 BOD 檢測數據之參考。

逐項查核檢測數據之 10 項技術要領
BOD 係模擬自然環境，找出較佳的測定近似值，然而實際檢測過程
有甚多因素會干擾測定結果，例如使用來源不同的菌種(執行同一樣
品分析，用不同的生物觸媒反應)，會得到不同的結果。BOD 檢測其
本質為生物檢定(Bioassay)，與精密儀器分析有所不同(4,5)。因此，在
查核檢測數據之良窳與否，要特別小心。本文重點在檢驗室完成檢測
後，針對數據品質做檢核時，可依序就以下 10 項查核要領逐項做檢
視：
1、稀釋水空白(Blanks)
當稀釋水空白於培養前及培養後，其溶氧消耗量不應超過 0.2 mg/L，
最好目標是 0.0 mg/L ，一般在 0.1 mg/L 以下尚可接受。
如果精密度佳，也就是葡萄糖-麩胺酸(Glucose-Glutamic Acid, GGA)
查核溶液的標準偏差小於 15 mg/L，但空白值不佳，一般原因來自於
源水選擇不良(例如去離子水若因樹脂管柱未定期更換，致含有有機
物質及微生物等)；當精密度差，而空白值不佳時，則須查證溶氧檢
測，確認稀釋水使用前，溶氧濃度至少 7.5 mg/L、器皿清潔度及培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研究員 2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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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是否受光合作用(例如 BOD 瓶未避光，藻類行光合作用，造成
氣泡，導致水樣溶氧增加)等影響。
2、精密度(Precision)
BOD 檢測之精密度係指 GGA 測值之標準偏差，代表檢驗室的隨機誤
差。一般所謂精密度佳，係指標準偏差小於 15 mg/L(以 GGA 溶液之
統計 BOD 測值為 198 mg/L 的 7.5﹪估算)，但美國公共衛生協會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APHA)標準方法(6)為 10.4 mg/L，
而行政院環保署檢測方法(7)的參考值為 8.7 mg/L。
當檢視數據發現 BOD 檢測之空白值不符規定時，接著要檢查的是精
密度，影響精密度之因素，當然包括稀釋水空白，其他尚有菌種差異、
GGA 溶液品質、溶氧計功能不良及檢測人員輕忽小節等。
3、偏差值(Bias)
偏差值係指 GGA 溶液重複測試之平均值與 198 mg/L 之差異，代表檢
驗室的系統誤差，當空白值及精密度不符品質規範時，必須試著解決
偏差值的問題，例如檢測人員能力是否不足等。如果精密度佳，而偏
差值過大，則應查核菌種選擇適當與否。
4、菌種選擇(Choice of Seed)
檢驗室購入之每批新菌種，應先參照使用說明測試其效能，以確認使
用足量之菌種，菌種量不足往往是造成低測值的主因，此可藉由查核
一系列稀釋(一般以稀釋水將菌種稀釋成至少 3 個稀釋倍數)，是否能
使加入每一 BOD 瓶中菌種所導致之溶氧消耗量介於 0.6 至 1.0
mg/L(此稱為菌種控制係數(Seed Control Factor, SCF))範圍內， 且
GGA 溶液之 BOD 值，落在 198 ± 30.5 mg/L 範圍內。檢驗室妥善
保存相關測試紀錄，也有利於監控與追溯，由長期保存的紀錄，可用
以評析不同季節菌種之效能變化，以做為適當調整菌種量之依據。
例行查核的經驗中常發現，檢驗室常年一陳不變的菌種加入量，卻都
能有永不失敗的數據結果，確實引人遐思這種完美是否真實。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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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確認檢驗室真實的 BOD 技術，應該不定時親自監督檢測人員完
整執行 5 天培養後的溶氧(DO5)測定，觀察其即時記錄與結果計算，
才是務實的作法。
5、源水(Source Water)
源水品質會影響空白值及(或)GGA 溶液之測值，當檢測常得到高的空
白值時，就要考慮到是否含有氨及某些有機物。但造成低空白值及低
的樣品測值，則可能是含有溶解性金屬等因素。
通常瓶裝蒸餾水做為源水，是能產生理想的空白值，但若因口感，而
添加一些物質的蒸餾飲用水，則不適用。為獲得符合規定的空白數
據，檢驗室使用經處理過之純淨試劑水做為源水，是較佳的選擇。
6、溶氧測定(Measuring DO)
正確的溶氧測定，對 BOD 測值之準確性極為重要，當數據有疑慮時
(例如稀釋水樣經培養 5 天後，未得到溶氧消耗量大於 2.0 mg/L 且
殘餘溶氧未在 1.0 mg/L 以上)，溶氧的測定方式也須列為查核的項
目。目前一般檢驗室趨向使用電極法測定溶氧，因為碘定量法測定溶
氧，雖具有高準確性，但是滴定耗時且使用疊氮化鈉等試藥也甚不環
保，所以查核檢驗室時，應朝溶氧計的使用及校正相關紀錄查起，除
了要查核其是否有執行日常定期之零點確認(校正)與維護，更應查看
其使用前，是否依規定進行電極檢查、滿點校正及執行重要的溫度、
鹽度與大氣壓力補償；因為電極薄膜的滲透性受溫度之影響甚大、高
氯離子強度水樣之鹽析效應，會對電極靈敏度造成負偏差之影響，而
定溫下水中飽和溶氧正比於氧分壓，大氣壓力降低時，飽和溶氧必隨
之減少，故必須執行溫度補償、鹽度補償，及必須要執行大氣壓力之
校正。
7、GGA 配製/購置(GGA Preparation/Purchase)
BOD 檢測，須確認所有試劑之品質及其保存期限。一般當檢測結果
偏差大或精密度不佳，檢驗室常會怪罪 GGA 溶液，實際上，如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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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配製(建議最好使用前配製)或向有商譽之供應商購買，很少溶液
會發生問題。但若數據有問題，而發現檢驗室是自行配製時，則要查
核是否有以商品化標準品確認之相關紀錄，因為執行 GGA 溶液查核
分析，畢竟是作為確認品質與檢測技術的重要手段。另須注意檢驗室
添加 GGA 溶液(或植菌)到 BOD 瓶時，BOD 瓶內要有稀釋水。
8、測定瓶數及稀釋倍數(Number of Bottles per Sample)
除非自行監測數據用(屬性質變化小之例行性樣品)，否則測定 1 件
BOD 水樣，往往伴隨執行相關品管樣品檢驗，例如植菌控制、稀釋
水空白分析、GGA 溶液查核分析等，主要考量在於，多方面之品管
確認，總比僅檢測 1 瓶水樣有較科學性的保證。稽查目的之放流水樣
品檢測時，為得到理想的數據，多會做不同稀釋倍數(一般至少執行 3
個稀釋倍數)，以確保稀釋水樣經培養 5 天後，可得到溶氧消耗量大
於 2.0 mg/L 且殘餘溶氧在 1.0 mg/L 以上之結果，所以查核檢驗室
時，也須確認檢驗室是否有足够常態檢測使用之 BOD 瓶數量。
9、干擾物(Interference)
干擾物會影響菌種活性，可藉由稀釋水樣等方式，以減少干擾，當發
現樣品的稀釋倍數愈大，而檢測值亦有愈高趨勢，表示水樣中確有干
擾物之存在，若該檢測結果仍須出具報告時，應予以註明。而且查核
時要注意，當檢驗室經常測量含硫化物、二氧化硫或氯的水樣時，若
使用電極法測定溶氧，因其會影響電流而造成量測偏差，此時就要確
認檢驗室是否經常維護並校正電極，以減少干擾。
10、品質監控(Monitoring Performance)
一般以管制圖監控為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在查核時，中線(平均)值即
是回收率，可作為偏差大小判定之用，例如中線值為 210 mg/L 是可
以接受的(因為在 198 ± 30.5 mg/L 範圍內)，但 150 mg/L 則是不可接
受的，而其標準偏差代表精密度，小於 15 mg/L 是可接受(因為 2 倍
標準偏差小於 30.5 mg/L)。現行規定 BOD 應製作之管制圖包括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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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及查核樣品分析。

結語
BOD 檢測最大的困擾，係因其為依賴難以掌控的微生物活動之檢
測，尤其是執行基質複雜的各類事業廢水樣品檢測，更會有無法預知
的各種干擾，檢驗室若能參考本 10 項查核要領，自行檢核及自我提
升 BOD 檢測相關技術，相信 BOD 測定的結果，仍可用為稽查、計
算(評估)處理容量(功能)以及水質污染程度判定等之重要參考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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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資源讓您免費學英文
曹明浙 1 陳怡如 1 陳元武 2 楊喜男 2

還記得怡如兩年前為大家介紹(環檢所所務會議的專題報告)免費學英
文網路資源嗎？經過了兩年，網路上又新增了一些不錯的網站，另外
隨著智慧型手機 APP 的普及，本文一併增加進來；最後是作者們的
私房英語學習網站，跟大家一起分享。

臺灣學生的英文：小時了了，大未必佳？
雖然大家都了解英文的重要性，但臺灣人的英文程度相對於其他亞洲
國家，實力相差懸殊，IELTS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雅思是國際英文測試系統，為國際認可的英文考試，
考題以生活化及實用性著稱，英國劍橋大學英語考試院(Cambridge
ESOL)公佈 2009 年共 40 國的 IELTS 雅思成績排名，臺灣排名 29 名，
中國排名第 34 名，在亞洲名列倒數第二與倒數第一，排名輸給香港、
日本、越南、泰國和韓國。
臺灣學生從小就開始學英文，努力了 10 幾年的成績竟然是如此，真
是令人不勝唏噓，推測應該是跟英文的學習教材以及大家通過大學考
試後就鬆懈有關。因此，如何找到合適的英文教材以及持之以恆的學
習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認為學英文總是要花大錢才有效果，到補習
班聽名師講解，拿到「葵花寶典」心理才會覺得踏實，然而現在網路
上的資源相當豐富，不需要花大錢就可以免費享有這些資源，更重要
的是，這些英文教材大部分出自英語系國家的教師，內容兼顧正確性
與實用性，也能透過這些教材更進一步了解國外的文化與環境，透過
這些網站，為自己打造一個學英文的良好環境，相信不久後您也可以
成為英文達人，跟英文菜菜子說掰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2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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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小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若能妥善運用工具，幫忙整理網路上
繁雜的英文學習資源，相信學習英文更可以事半功倍。首先，先介紹
一個名詞，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簡易資訊聚合)，其能夠自
動協助使用者訂閱喜愛網站的資料，可節省讀者登入各個不同的網站
時所耗費的時間。RSS 是一種消息來源的格式規範，提供讀者訊息告
知網站已經更新，常用在新聞、部落格或是音訊等，因此只要網站有
提供 RSS 的服務，讀者可藉由訂閱 RSS，定期收到網站更新的內容。
此次跟大家介紹 iTunes 以及 Google reader 兩個小工具，其能訂閱
RSS，自動下載使用者指定的音訊檔或文章，其中 iTunes 以下載音訊
檔為主，Google reader 以訂閱部落格文章為主。
另外，現在網路字典發達，現在已經很少看到學生在用傳統紙本字典
在查單字了，所以好的網路字典就好比以前好的傳統字典一樣，用得
順手能讓人更有效率的學習，以下推薦五個好用的實用工具和網站，
給大家作參考。
1. iTunes
首先，要使用 iTunes 必須先下載軟體，iTunes 是完全免費的，下載的
網址為 http://www.apple.com/tw/itunes/download。
打開 iTunes，記得 iTunes 首頁最右下方的國別要選擇「臺灣」，不然
會是英文介面，本次使用英文介面做介紹。第一步點選 iTunes store，
再點選 Podcasts，接下來在右邊的搜尋欄位鍵入欲查詢的關鍵字並按
下 enter 後，下方將出現欲搜尋的 Podcasts，點選 Subscribe 即可，往
後只要打開 iTunes 將會自動下載音訊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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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Podcasts
3.在搜尋欄鍵入
English as a second

1.點iTunes Store

Language podcast

4.搜尋後,將出現
ESL,點選subscribe

2. Google reader
首先，要使用 Google reader 必須先有 Google 帳號，但在 Google 的登
入網站上並無法申請帳號，而是要到 Gmail 的網頁上申請，網址為
https://www.google.com/accounts/NewAccount?service=mail。
填好資料就擁有一個 Google 帳號，點選「開始使用」後，進入以下
的介面，再點選左上方的「閱讀器」
，即進入 Google reader。

1.點選閱讀器

進入後，第一步為點選「新增訂閱」，出現下拉框框後在裡面鍵入要
查詢的關鍵字或是網址，按新增後，右邊視窗會出現符合關鍵字的網
站，點選要加入的網誌後，再按訂閱即完成。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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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新增訂閱

2.鍵入關鍵字後,如
Learning EnglishThe Flatmates
後,按新增

3.點選要加入的網誌,再按訂閱即可

往後只要開啟 Google reader，網站更新的內容將會自動下載到 Google
reader 中，好處是不需要常常登入其網站就可收到更新內容的通知，
而且可以透過 Google reader 直接在上面閱讀，更棒的是，將所有常
用的網站透過 Google reader 管理，將可以節省許多時間登入網站的
時間。但其有一個缺點，當鍵入關鍵字，卻搜尋不到所要的網站，此
時可能原因為此網站沒有提供 RSS 的服務，或是有 RSS，但必須要
嘗試其他的關鍵字才能搜尋到，因此直接鍵入其連結網址到「新增訂
閱」也是一種訂閱方式。以下介紹的英文學習網站，若鍵入關鍵字
(Title)還無法找到網站時，請複製其連結網址，貼到「新增訂閱」搜
尋，將可找到。
3. Longman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http://www.ldoceonline.com/

319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資源評介∣Resources

是不是有過想要用單字時卻不知道要用哪一個的時候？例如想參加
一個會議、想去上課、想去 party 或去參加考試等等，是要用哪一個
動詞？是 take、go to、attend 或 join？如果查中英字典可能還是很難
得到正確答案，這時候建議可以使用英英字典，例如 Longman(朗文)
字典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它有英文解釋、大量例句及單字用法比
較，可以讓你了解單字真正的意義和使用方法，是許多外國老師一致
推薦的好字典。
4. Yahoo!奇摩字典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
大家都知道也都常用的字典，或許大家會
覺得沒什麼特別，不過我最推薦的地方是
它相關搜尋的部分，因為它結合了龐大的奇摩知識+資料庫。往往大
家查單字都只看到中文意思後就停住了，但我最在意的卻是單字的用
法，只要大家花點時間，點擊下方相關搜尋連結奇摩知識+，就可以
看到其他人對於這個單字疑問的部分，不少人也曾經有過和你相同的
問題，只要搜尋一下就可以很容易找到單字真正的用法。
5. Google Chrome Dictionary
首先，要使用 Google Chrome Dictionary 必須先下載安裝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它的功能大致和 Google 翻譯一樣，但有點類似 Dr. eye
軟體，可以點擊網頁上的單字即時翻譯，不必另外複製該單字去網路
字典網站上查詢，省下一道步驟，是一個蠻實用的工具。

Google Chrome Dictionary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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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好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後，進入「設定」頁面，選擇「擴充功
能」
，搜尋 Google Dictionary，選擇並安裝後就可以在網頁右上角看
到 Google Chrome Dictionary 的圖示，按右鍵進入選項，可以更改語
言及其他功能。它雖然可以即時翻譯，不過也有缺點，就是跟 Google
翻譯一樣，常常會翻譯錯誤，不過雖然翻譯的不好但還算可以接受，
值得一用。

推薦的英文學習網站
以下介紹 21 個英文學習網站，依照不同程度排列，分成初級、中級、
中高級跟高級，讀者可以按照不同的英文程度做選擇。此外，網站內
容也有註明類別，包含生活英文、新聞英文、漫畫英文、聽力、閱讀、
或多元學習等，請依照興趣選擇。若想聽不同地區的腔調，也可選擇
美式英文、英式英文或澳洲英文學習。每個網站有簡單的內容介紹，
建議先從適合自己程度以及興趣開始。
1. BBC Learning English (http://www.bbc.co.uk/worldservice/learningenglish/)
‧程度：初級至中級 ‧工具：網頁、Podcast ‧分類：會話、英式英文
BBC 網站提供，內有不同的學習教材，包括商用英語、六分鐘
英語、The Flatmates 等等，會以真人對話或動畫方式呈現，每
個禮拜的主題都不同，有時也會與時事相關，包含了錄音檔及
文字檔，適合初級至中級者學習，是一個內容相當豐富及值得
推薦的好網站。
2. Adult Learning Activities (http://www.cdlponline.org/)
‧程度：初級

‧工具：網頁

‧分類：生活英文、美式英文

這個網站介紹美國生活可能會遇到的各種情境，包含職場工
作、學校、健康安全、家庭、理財、服務等十一大類的生活訊
息，文章內容淺顯易懂，能對美國文化有更深的認識。網站上
包含錄音檔跟文字檔可以下載，文章不長，閱讀後可以進行線
上測驗(小遊戲)，是一個適合初級英語學習者的入門網站。
3.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odcast
(http://www.eslpod.com/website/index_new.html)
(http://www.google.com.tw/reader/view/feed/http%3A%2F%2Ffeeds.feedburner.com
%2FEnglishAsASecondLanguagePodcast )Æ For Google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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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初級

‧工具：iTunes(podcast)
‧分類：生活英文、美式英文
、Google reader(script)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教學網站，每周提供 3 篇對話，包含錄音檔
及文字檔，用緩慢、簡單的英文講解字彙跟片語，內容非常有
趣，除了訓練聽力外，建議將對話大聲朗讀並背誦，持續學習
必定可以增加口說能力。

4. English Central (http://www.englishcentral.com)
‧程度：初級到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生活英語、美式英文

這是一個看影片學發音的網站，可依不同主題或不同難度選擇
影片，每個影片的時間都不長，有文字檔及重要單字提示，連
結麥克風就可以練習發音，是一個練習聽力及矯正發音的好網
站。
5. Randall's ESL Cyber Listening Lab (http://www.esl-lab.com )
‧程度：初級到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生活英語、美式英文

在美國的英文老師所架設的網站，網站的對話都有錄音檔跟文
字檔可下載，內容相當豐富以及生活化，每個單元聽完有五個
測驗題，拿到的分數以 60 分最適合，太高或太低都不適合自
己的程度，這是個非常實用的網站。程度由初級到高級皆有，
任君選擇。
6. elllo (http://www.elllo.org/)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生活英語、各式英文口音

網站所有的對話都有文字檔以及聲音檔可下載，speaker 來自於
世界各地，可以適應不同口音，題材非常生活化。Interview:
為兩個人對話，有片語的地方會用英文解釋﹔Mixer 為六個不
同國家的人針對一個議題發表個人看法，閱讀完後可以到網頁
右側練習測驗題﹔Games 需要邊聽題目，邊選出正確的圖才可
以繼續，有點類似多益的圖片題。
7.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APP

‧分類：新聞英文、英式英文

這是一個學習英文新聞很推薦的網站，路透社提供新聞報導給
報刊、電視台等媒體，文章清晰易懂，圖片精美，編排方式簡
潔明瞭，亦有許多影音檔可選擇。
8. VOA Special English (http://www.voanews.com/learningenglish/home/)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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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APP

‧分類：新聞英文、美式英文

此網站播放的英文新聞速度較慢，約一般美國新聞速度的
2/3，因此是很好的入門學習網站，有 mp3 以及文字檔可供下
載。左邊欄位有 Word Bank，約 1500 字的 PDF 檔可下載，這
是這網站常用的新聞英文單字，若能熟記，網站的文章應該都
可以聽懂。
9. Resume Templates (http://www.resumetemplates.org/)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履歷表範本、求職英文

本網站主要為銷售內建 25000 筆範本履歷表，其中 250 種履歷
範本可免費下載，方式為點選左上角 A-I 或 J-Z 的職業分類，
可依職務找到不同的履歷格式，再按 download 可開啟下載的
檔案，開始編級履歷。此外，網站首頁的 writing your resume
下方有六項寫作建議，提醒應徵者撰寫履歷的注意事項。
10. CNN Video (http://edition.cnn.com/video/)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聽力、新聞英文

想學道地的美式英文就要和美國人看一樣的新聞，CNN 網站
上有新聞影片剪輯精華，天天看影片學英文，聽力想不進步都
難。
11. Global News (BBC) (http://www.bbc.co.uk/podcasts/series/globalnews/)
‧工具：iTunes、
‧程度：中級
‧分類：聽力、新聞英文、英式英文
Google Reader
每天提供兩篇最新的國際新聞，有聲音檔可下載。因為採訪的
需要會訪問不同國家的人民，因此呈現很多不同的口音。一開
始不會每篇都聽得懂，但是慢慢地你會稍微聽得懂理面幾個關
鍵字，而且可以跟最近的新聞(中文)作連結，慢慢就會越聽越
懂了，這時候就代表你的聽力進步了，絕對會讓你信心大增。
12. BBC Podcast (http://www.bbc.co.uk/podcasts)
‧工具：iTunes、
‧程度：中級至高級
‧分類：聽力、科學、英式英文
Google Reader

BBC 提供，每個禮拜一篇，有聲音檔可下載，內容包羅萬象，
從人文、科技到自然環境，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下載，可
以了解時事和增加新知識，下載後可以隨時隨地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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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ustralia Network- Learn English (http://australianetwork.com/learningenglish/)
‧程度：中級至高級

‧工具：網頁、APP

‧分類：新聞英文、澳洲英文

這個網站以影片為主，除了影像檔(wmv)可以下載外，亦有影
片文字檔可對照。進入後點 learning programs，再點右邊的
English bites，每個禮拜提供 5 篇不同領域的影音檔。若用
iTunes 訂閱 vodcast，為幾個月前的影音檔，且數量較少，因此
建議直接上網站下載。Studying English 為澳洲籍老師教授教
為學術性的英文，有影音(無下載)跟文字檔(可下載)，等級為中
高級，適合準備 IELTS 考試的學生做練習。
14. 4hb.com (http://www.4hb.com/)
‧程度：中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寫作、商用英文

看似平凡無奇的網站，其實囊括 591 種商用書信範本，點選
Resources 中的 Sample Business Letters 可進入範本區。Glossary
of Business Terms 內有商用辭彙一覽表，依照字母排列，學習
這些關鍵字後，往後撰寫商用書信將更加俐落順暢。
15. Costing the earth (BBC)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6r4wn )
‧程度：中高級

‧工具：iTunes、網頁

‧分類：聽力、自然科學、英式英文

BBC 提供廣播線上下載(podcasts)，podcasts 在國外滿流行的，
可以選擇喜歡的主題下載，每次約 30 分鐘，costing the earth
主要討論因為人類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以及目前進行的改
善措施，可對國際環保情勢有進一步了解。
16. Radio Programmes (BBC) (http://www.bbc.co.uk/radio4/programmes/a-z)
‧程度：中高級

‧工具：iTunes、網頁

‧分類：聽力、英式英文

BBC 廣播節目各式分類，並提供 Podcasts 下載，內容豐富生動
有趣，可選擇有興趣的項目學習，若對於想嘗試英式英文聽力
的人是一個不錯的網站。
17. 天下雜誌精選內容
(http://www.google.com.tw/reader/view/feed/http%3A%2F%2Fwww.cw.com.tw%2FR
SS%2Fcw_content.xml?hl=zh_TW )Æ for google reader
經濟學人 (http://www.cw.com.tw/subchannel/index.jsp?id=16)
‧程度：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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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閱讀、經濟、英式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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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群裡面有經濟學人這本雜誌，可在網路上就看到其文
章，好處是天下雜誌已經翻譯成中文，因此可以從中文的經濟
學人網站上挑選有興趣的文章閱讀，最底下有本篇英文版的經
濟學人連結，可相互對照。經濟學人內有許多科學或經濟數據
的討論，學習其寫作的風格，對寫科技論文應會有所幫助。
18. Learning resources (http://literacynet.org/cnnsf/home.html)
‧程度：中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新聞英文、美式英文

網站包含冒險、犯罪、教育、環境等 12 大類語生活息息相關
的文章，文章雖短但難度較高，點選 story archives，會有 story
outline、abridged story、以及 story 可以選擇，可以先從 story
outline、abridged story 開始，了解整篇文章的重點，熟悉外國
人文章內容的起承轉合後，以後閱讀將較能掌握重點，每篇都
有錄音檔跟文字檔可供下載。
19. English club (http://www.englishclub.com/)
‧程度：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多元英文學習

這是一個很全面性學習的網站，點選 Learn English 後，有聽、
說、讀、寫、文法、發音、字彙、商用英文篇、環境篇、工作
英文篇等等非常豐富的學習資源，非常推薦英文程度中等以上
想要更上層樓的英文學習者。
20. 全民英檢網 (https://www.gept.org.tw/)
‧程度：初級至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英文考試準備

全民英檢網站上有免費英語能力自我能力評量工具，可以測試
你的英文程度，另外網頁上也提供初級到中高級的單字參考自
表，以及各級的測驗練習題下載，對於想參加全民英檢測驗的
人可以掌握考試方向。另外全民英檢網也提供付費的線上寫作
練習與評分服務，提供個別學習者診斷寫作能力之參考。
21. English Freeway (http://efreeway.avcenter.ntu.edu.tw/freeway/freeway.htm)
‧程度：初級至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英文自修

這個網站是由臺大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建置，裡面內容相當豐
富，有英語聽說讀寫能力的小技巧、各式英語能力免費評量測
驗，還有各大報紙及英文網站的連結，分類的相當清楚，另外
還有 Rest Area，讓你從笑話或遊戲中學習英語，是一個相當不
錯的英語網路學習平台。

325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資源評介∣Resources

作者的私房英語學習網站
網路上這麼多英文學習網站，讓人目不暇給眼花撩亂，作者並不是每
一項都有親身試用過，就像之前說的學習英文還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的
工具，以下推薦 6 個網站，每一個都是作者的私房網站，幾乎每天都
會拜訪個一兩次，適合自己的方式才能持續學習下去，跟大家一起分
享。
1. CNN Student News (http://edition.cnn.com/studentnews/index.html)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APP

‧分類：新聞英文

如果 CNN 對你來說太困難，可以試試這個網站，除了周末外
每天都有一篇約 10 分鐘的新聞，是提供美國中學生及非美國
以外學習英文學生的新聞英文影片，另外也提供影片全部的文
字記錄(transcripts)，除了訓練聽力外也可以同時了解時事。
2. Chinese Post (http://www.chinapost.com.tw/)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新聞英文

市面上都可以買到英文報紙的網路版，跟一般中文新聞網頁一
樣有各種項目分類，比一般報紙更容易閱讀，如果配合上述
Google Chrome Dictionary 可以更方便快速瀏覽新聞，另外透過
作者的用字造句也可以學習英文的寫作能力。
3.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新聞英文

和 China Post 一樣都是市面上英文報紙的網路版，相較於閱讀
其他外國各大報網路版的好處，是這些報紙內容更貼近我們的
日常生活，較容易理解和感同身受，有了這些網站就可以省下
訂閱英文報紙的錢了。
4. Taiwan Review (http://taiwanreview.nat.gov.tw/)
‧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

‧分類：新聞英文

和光華雜誌一樣都是官方發行的雜誌之一，除了臺灣同時也發
行於海外，是一份介紹臺灣人事物的刊物，兩份雜誌所內圖書
室都有訂購，如果想對外國訪客介紹臺灣時，可以多多閱讀這
兩份雜誌。
5. TED (http://www.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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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中級

‧工具：網頁、APP

‧分類：聽力、演講

這是一個知識經驗分享網站，透過精采的演講方式上傳在網路
上，不僅可以學習知識也可以練習聽力，也可以搭配各國字幕
觀看。另外它也提供 APP 功能讓讀者可以隨時隨地學習，可依
自己的興趣獲得相當有趣的知識。
6. 網易公開課 (http://open.163.com/)
‧程度：中高級

‧工具：網頁

‧分類：各國大學課程

這是一個大陸網站，蒐集世界各國大學專業或通識課程，再經
由大陸各專業人士翻譯而成，有不少課程已經有簡體版的字
幕，如果有興趣進修的人可以上這網站，聽聽國外名校知名教
授的課程，有如身歷其境般免費在家當個留學生。

結語文
學習英文就像跑馬拉松，要具備足夠的耐力，寧可跑的慢也不要中
斷，學習一旦中斷，英文實力就像坐溜滑梯一樣，將會快速跌落到谷
底。就如同寓言故事中烏龜與兔子賽跑，烏龜雖然爬的慢，但因為不
放棄，最終還是超越兔子贏得比賽。所以足夠的恆心與毅力是學好英
文的必要條件。然而，人生中有太多不確定因素，常常這一秒下定決
心要認真學習英文，但是下一刻卻「似乎」總有比學習英文更重要的
事情，而導致學習中斷，因此訂定目標並定時檢視進度是必須的，否
則，即便擁有豐富的學習資源或便利的輔助工具，都將毫無用武之地。
因此，具備了學英文最重要的毅力，搭配良好的學習工具與網路資
源，相信不久的未來，您將可逐漸蛻變成為英文達人，讓英文成為您
職場與生活中的加分利器。

參考資料
不花錢學英文，2009，繁星多媒體公司
不花錢學英文，2012，繁星多媒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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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老外學英文：英文學習經驗分享
曹明浙

1

「How are you?」「I am fine. Thank you.」
不知道您是否也是上述回答的愛好者？其實這樣的回答並不是很恰
當。臺灣大多數的人英語會話都來自學校的教科書，書本裡的對話背
得滾瓜爛熟，但是一遇到外國人卻顯得捉襟見肘。記得我第一次和外
國人交談時也是使用這一個公式，但是換來的卻是一片沉默。後來外
國朋友告訴我，這樣的回答其實是暗示對方不要
吵你，十分地不禮貌。
臺灣學生從小學開始學英文，甚至有些家長希望
自己的小孩不要輸在起跑點，從三、四歲起就開
始上全美語的幼稚園，因此想必臺灣學生的英文
水準應該還算不錯。但令人意外的，2010 年各
國托福平均成績統計，臺灣在亞洲三十多個國家
中排名倒數第十，連續五年都輸給新加坡、南
韓、香港及中國等鄰近國家，甚至近幾年連出國
留學人數也大幅減少，是因為臺灣的學生不夠用
功？還是臺灣的英語教育出了什麼問題？

老外並不可怕
最主要的原因應該出在「環境」。在國內的學校裡，我們鮮少看到英
語系國家的學生，大部分的留學生都是亞洲臉孔，雖然現在網路相當
發達，但大多數人的英文也僅限於聽力及閱讀的部分，日常生活中練
習說英文的機會少之又少，一旦遇到碧眼金髮或皮膚黝黑的外國人時
就緊張得開不了口，其實都是因為經驗不足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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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馬大的外國人在身材上很有壓迫感，其實他們一點也不可怕，大
部分的人都很友善，和老外相處跟一般人沒兩樣，只要有一顆真誠的
心，即使是使用肢體語言(Body Language)也可以「聊」得很開心。

跟外國人學英文
我想大家都知道，越早學英文越好，因為吸收快、模仿力也強。但如
果是成人才要加強英文的話，有點基礎的人最有效的方式是住在國
外，因為可以隨時隨地接觸英文以彌補學習力的不足；如果沒辦法出
國，那麼交個外國朋友、或找個外籍教師也可以。但是英文基礎不夠
好的人，我則不建議直接找外國教師，因為外國人的文法普遍都教的
都不夠好，就像要我們去教中文文法一樣，知道怎麼說但不知道怎麼
教，反不如用中文教來的容易理解，所以建議可以找個本國籍的英文
老師從基礎開始學起。英文的學習方式因人而異，沒有絕對好或壞的
方法，最重要的還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學習
英文的方法，以下提供幾項給大家參考。
一、Echo Method(回音法)
台 大 外 文 系 副 教 授 史 嘉 琳 (Karen
Steffen Chung)獨創「回音法」，她認為
「學習英文必須先從聽力挽救，希望學
習者試著聽心裡的聲音，當聽到英語字
詞時，先不要機械式脫口而出地跟著
念，而是在聽完後，留待耳邊一個和原
聲一模一樣的聲音在心裡迴蕩，再進一步模仿回音，一字一句地清楚
唸出來。」回音法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學習英文的發音和音調，吸收並
內化為自己的能力。
本方法為本所阮所長大力推薦，「回音法從最短句子開始，先了解每
個字的意義，然後開始上述模仿的動作，一個短句要練習上百遍，現
在網路資源及電腦軟體，學習者可以不必另外花費用，每天投入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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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多，進步快；若時間不夠，進步稍慢，但體會方法，自我練習最
重要。」史嘉琳教授也勉勵學生，「每天十分鐘練習你的英語聽力與
發音，一年 365 天持續不間斷，不進步都很難。」
「學習語言最重要
的事情就是要給自己設定目標，並且保持熱情。Set goals, chart
achievements, enjoy!」
二、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Toastmasters 1932 年成立於美國加州，目前已發展成為一國際性組
織，他的宗旨是要協助會員提昇他們的溝通能力，特別是英語演講的
能力，他在全世界數十個國家都有分會，臺灣也有，光台北市就有
54 個分會。

這些分會定期舉行聚會，每次的聚會都會事先訂主題，會員們得針對
當次的主題發表演說，有些是事先指定的，這種至少要講 4-6 分鐘，
有些是即席的，這種就只要控制在 2 分鐘之內即可。有時會有笑話時
間，或其他有趣的小單元，是提昇英語會話能力與克服 Public Speaking
很好的訓練。
第一次接觸這個協會，是參加 2011 年中高階國外英語訓練於美國德
州受訓時德州國際教育協會(TIEC)規劃的「英語公眾演說」課程，適
逢 Toastmasters 德州 2011 年秋季年會在本團受訓期間舉辦，因此特別
於週末安排我們學員參加該年會。TIEC 建議學員受訓返國後可就近
參加該協會的活動，因此我回國後參加了臺灣 Toastmasters 中壢分會
數次，會中氣氛輕鬆融洽，每個學員對於英語的學習都充滿熱忱，對
於我延續英語受訓學習成果有相當正向的幫助。
三、交朋友
結交外國朋友也是一個練習說英文的好方式。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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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都會接觸到一些老外，千萬不要錯過這些機會，或者利用網路
工具 Facebook、Msn 或筆友網站等來結交國際友人。如果初次遇到外
國人不知如何開始交談，以下提供一些技巧，以免像文章開頭時的對
話般在外國人面前出糗。
1.Break the Ice：首先介紹你自己。
2.Small Talk：選擇適合的主題，像是可以談論天氣、詢問對方是從哪
裡來、是否習慣臺灣的環境等等，注意不要談論粗俗或是敏感性的
話題。
3.Main Purpose：開始主題，例如公事、興趣、來臺灣的目的及行程
等等。
4.End：結束話題，可用一些訊息或語氣來準備結束談話，可藉此交
換名片或聯絡方式，來約定是否保持聯絡。
跟外國人交談時特別要注意眼神交流(Eye Contact)，讓對方感受到你
的誠意及臺灣人的友善，並適時點頭或微笑來贊同對方意見，或者是
用發問的方式讓對方感受到你對他的話題有興趣，使對話可以持續交
談下去，千萬不要只顧著自言自語或顯得不耐煩，這樣就不容易交到
外國朋友了。
四、參加海外活動

近幾年相當流行的打工度假風潮，只要在 18 至 30 歲之間，擁有一顆
冒險的心、嚮往海外風光、願意體驗不同生活、具備基礎語言能力及
財力證明，就可申請參加三個月至一年不等的打工度假生活。周遭有
一些朋友們曾經嘗試過，他們豐富精采的海外生活及語言進步的程度
讓我一度也十分嚮往，但是礙於工作關係只好作罷，提供有興趣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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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們參考。
另一個我十分推薦的活動，國際志工，年齡不限，而且同樣有許多國
家可以選擇。我自己就曾經親身參與過一個澳洲環保志工的活動，為
期兩個星期，這個協會的活動可以自己選擇服務內容及服務時間地
點，只要負擔自己的機票及吃住費用，自行到集合處報到後就會有一
個領隊帶領你的小組去做環保志工服務，小組成員可能來自世界各
地，因此就可以結交許多外國朋友，假日可結伴同遊澳洲風光，增加
自己練習英文的機會，結訓後協會會頒予一張證書，作為你服務貢獻
的證明。

五、英語補習班
如果以上方式都不適合你，那還有一種需要花錢的方式，就是去補習
班上課。坊間私立的英語補習班很多，公立的也有，如空中大學、救
國團、各大學語言中心等，另外在網路上也有真人對話學習的方式，
選擇性相當多，可針對不同需求來選擇。我曾經嘗試過私立語言補習
班及臺灣大學語言中心開設的課程，都是請外籍教師來上課，一方面
訓練自己習慣與外國人面對面交談，一方面也針對我的字彙和會話方
面來加強。英語補習班的優點是小班教學及選擇性多，缺點是需要另
外花錢，不過對於日常生活工作忙碌或不易遇到老外的人而言，不啻
是一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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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學習」的定義並不限於課堂上的學習，也不限於與真人面對面的學
習，任何工具、任何對象都可以是學習的方式。舉例來說，廣播、網
路、報紙及影音等都是可以利用的工具，補習班老師、外國客戶、外
國友人，甚至路上外國旅客也都可以是練習的對象。語言學習的能力
是天生的，只要把你丟在一個環境，一段時間後就能說上幾句，久而
久之後就可以朗朗上口。說穿了，其實語言的學習就是模仿，就像小
嬰兒學說話，都是從模仿父母的對話開始，一開始說不好是正常的，
就像小孩子學說話也是錯誤百出，所以學英文並不是一天兩天的事，
持續以恆才是學好英文最有效的方式。
最後，分享環保署前署長蔡勳雄博士學習英文的經驗：Reading and
practicing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Reading at least two kinds of
magazines or newspapers will help you get used to the language and also
expand your global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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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瞻思考打造臺灣新文官
陳元武 1

十二分之一選擇時的悸動
今(2012)年的專書閱讀書目裡共有 12 本好書，當時在選書時確實費了
一番功夫，先是上網觀看每一本書的簡介與書評，也到服務單位的圖
書館裡實際瀏灠這 12 本書的內容，最後「以創造性思維打造幸福未
來」這段文字引起了我的共鳴與悸動，所以選了「新時代的為官之道」
(如圖 1)這本具啟發性的創作。而且以當前國內外情勢而言，優先選
讀本書有極佳的動機。

圖 1 2012 年度國家文官學院年度選書第一名
--《新時代的為官之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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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為官之道」是由黃丙喜及馮志能兩位行銷與管理專家合
著，豐富精彩、擲地有聲的內容，不僅獲得林享能、黃石城、蕭峰雄
三位前政務官的高度評價並為其撰寫推薦序文，更獲得 2012 年度國
家文官學院年度推薦選書的殊榮，另外作者亦邀請現任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的江明修教授對本書的內容進行審定及撰寫導讀，讓讀者
在開卷時就能立即掌握本書的核心思維，顯見作者的用心、細心與貼
心。
本書的主要內容包含了前言、12 章及後記。記得高中時的國文老師
曾經提示我們，好的文章常擁有 3 項段落特質：
「虎頭、猪腹及豹尾」
，
虎頭就是文章開頭就要有像「萬獸之王」那樣具有震懾全場的氣勢，
激發讀者強烈續讀的渴望；猪腹是文章的主文要像猪的肚子，內容豐
富、引經據典及旁徵博引，以深遂的內涵讓讀者著迷驚豔；而豹尾則
是文章的收尾要能像豹尾般簡潔有力，讓讀者帶著作者最想傳達的意
念結束全篇文字的閱讀，而鮮明的記憶已藉著這個意念深深地烙印在
讀者的腦海中，就像音樂裡的「餘音繞樑三日」般讓人回味不已。
我想用上述這 3 項段落特質來檢視本書。

站在巨人的肩膀，向標竿學習
首先，作者在前言裡就拋出了「向典範致敬，那個時代值得尊敬的官
員」
，列舉「嚴以律己、寬以待人」的孫運璿、
「沉穩謙和、從不居功」
的俞國華、
「勤儉有遠見」的李國鼎、
「剛正不阿、不畏權勢」的趙耀
東及「力阻不當勢力介入公共工程」余玉賢等 5 位臺灣經濟奇蹟背後
的重要推手，並清楚揭示其特殊貢獻及人格特質，點出對優秀文官的
應有器識與氣勢，也為作者後續內容鋪陳了雷霆萬鈞的起手式。5 人
典範一登場就將作者對新時代文官的期許，從一個極為模糊的概念成
功地轉化為具體的影像，這是「虎頭」的開場。
「標竿」( benchmark)最早是指在地理研究中，用來測量相對距離前
必須先決定的參考點，後來引申為同儕中最好的成就(best-i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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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以做為參考學習的典範。作者在前言裡列出其選擇典
範人物的四大原則為：一是對世人稱羨的臺灣經驗(1950~2000 年)確
實有公認的貢獻；二是沒有貪瀆失職的操守問題；三是目前已經不在
世間；四是作者認識並與他曾有一定時間的親身互動。在這四項嚴格
的標準下篩選出來的人物，絶對是現代文官的「標竿」，也由於這五
大巨人「標竿」在前，新時代文官就不再只是一個空泛的名詞，而是
有了明確的追求目標。
今(2012)年三月，因為參加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訓練課程的關係，被
安排參觀李國鼎資政位在寧靜的台北市泰安街巷內的故居，讓我有機
會近距離地觀察這位臺灣的「科技教父」。建物為典型的日式宿舍，
屋內客廳擺飾、書房陳設以及庭院花草，簡樸地反映李資政一生謙沖
為國，卻自奉甚儉的精神。當天看著基金會放映的紀錄片，了解李資
政於美援期間，致力工業現代化，並參與多項國際經濟合作及技術引
進方案。担任經濟部長時，設置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為開發中國家爭
相仿效的典範。而調任財政部長後，成功帶領臺灣度過退出聯合國、
中日斷交及石油危機等極度艱困時期，並募集國內外資金投入對臺灣
後續發展影響甚鉅的十大建設。1976 年擔任應用科技研發小組召集
人，積極延攬國際科技專家為臺灣建言，後來更創辦資策會及成立新
竹科學園區，成為推動臺灣產業科技革命的「領航員」。從上述斐然
的成就，可以看出李資政對經濟與科技發展的高膽遠矚。
現任台積電執行長張忠謀先生就是李資政從美國延攬回國至工研院
服務，並在張先生 54 歲時鼓勵其離開工研院另外成立台積電公司。
近日在電視上看到張先生接受媒體專訪，談起這段往事時，真情流露
地表達對李資政無限推崇與景仰，並坦言當時是人生最大的一個賭
注，但若沒有李資政強烈「為國奉獻」的精神感召及過人的識人之明，
臺灣就沒有今天的「世界晶圓製造龍頭」
。

12 道精緻心靈饗宴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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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來我要談的是，作者為新時代文官準備的 12 道精緻心靈饗宴。
第 1 章「沒有政府的治理，會不會是另一個烏托邦？」及第 9 章「興
旺的小鎮，我們共同努力」談的是全球化時代政府治理的轉變與挑
戰，而地方政府也要轉型才能應付變革。雖然美國的國際政治學者詹
姆斯．羅西瑙(J.N.Rosenau)認為：
『「沒有政府治理」的時代已經屆臨。』
但是經濟離不開政治，政治離不開國家，政府的組織可能愈來愈小，
但它的功能在可預見的未來，還是會愈來愈大。另外，一個山城小鎮
-仁愛鄉(以前叫霧社)的故事讓我動容，它經歷了九二一大地震和桃芝
等多次風災之後，這個小鎮的民眾與地方政府並未被打倒，反而自動
自發、同舟共濟，結合媒體與學界的資源，成功地振興地方產業、經
濟與人情。這是一個多麼正向積極的故事，許多偏遠地區的行政官員
都該細細品味。
第 2 章「溝通的魅力：施政的第一件工作」及第 5 章「聖人也會犯錯：
你對，並不表示別人錯」是點出民主政治裡溝通的魅力及把話說清楚
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紀裡幾位成功的美國總統都是優秀溝通者，像小
羅斯福的爐邊談話，點燃美國民眾的希望走過經濟大蕭條；甘迺迪及
雷根都成功運用電視贏得選戰及治理國家。而締造臺灣經濟奇蹟的孫
運璿、俞國華及李國鼎等也都擅於用心、用誠意、用希望和行動溝通。
反過來說，身在公門的政府官員們若不注意當前媒體生態把話說清
楚，即便是形象良好的監察院王建煊院長及被譽為最有「情緒智商」
的胡志強市長都曾因失言而飽受批評，並讓自已原先的美意被嚴重曲
解。而這幾天黯然下台的財政部劉憶如部長，也是因為未能做好政策
溝通工作，才導致執政團隊、人民及個人「三輸」的結局。
第 3 章「右腦經濟，左腦財稅」
、第 7 章「打房不打房」和第 10 章「公
共政策：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描述的是財經問題與公共政策的制定不
僅是當前國家的施政重點，而且對民眾影響深遠。美國前總統柯林頓
說過：
「傻瓜，問題在經濟」
，而高房價、高失業率及高物價等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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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都會讓人民的痛苦指數大幅提高，所以《聯合報》2010 年 11
月 26 日社論中指出「國家領導人應當滿腦子都是經濟成長。」這個
發人深省的議題。本書作者也提出德國、新加坡及韓國成功的房屋政
策值得我們參考與學習。此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環保、能源、
交通、人口、糧食、教育、文化等公共政策議題，也絶對是政府官員
必須正視與強化的施政主軸。而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作者提到了
「苗栗大埔農地徵收事件」-「九十八比二，為什麼還輸？」
，這個事
件中苗栗縣政府徵收手段過於強勢粗糙，有違社會正義，忽視在地農
民的權益，所以即便是九八％的人贊成，也接受了政府的補償，但二
％的民眾到總統府前靜坐抗議及媒體報導，就足以讓行政院吳敦義院
長必須親自出面止血，率縣長劉政鴻舉行記者會表達歉意，並提出「以
地換地」的解決方案。這讓我想到前陣子閙得沸沸揚揚的「文林苑都
更案」，北市府強拆王家引發外界一片撻伐聲浪，弄得台北市郝龍斌
市長灰頭土臉，這些案例都在提醒公務員在執行公務時，不能有「權
力的傲慢」，要更細膩且要照顧弱勢的少數。
第 4 章「民眾的大事，官員的小事」
、第 6 章「官員之怒」及第 11 章
「危機領導，行為經濟學的思維」裡作者藉著一些小故事、國際體育
爭議及智利礦工危機等事件，表達其期許新時代文官應有的服務熱
忱、自省力及處理重大爭議或危機時的勇氣與智慧。中部地區的原住
民警員阿國處理小車禍，對為小擦撞就爭吵而互不相讓的兩位司機進
行調解，展現了高度的工作熱忱與智慧；前台北勞工局長蘇盈貴先生
對力霸集團風暴中受波及而可能領不到薪水的一萬一千三百多名員
工大力奔走，背後的動力就是同理心與關懷；政務委員曾志朗先生在
香港對執法不公的韓國裁判大聲抗議、據理力爭，冷靜從容、不卑不
亢地為選手爭取應有權益及維護國家尊嚴，這是政府官員在國際場合
面對爭議時的活教材；而 2010 年智利總統品尼拉成功地集合全世界
的資源與技術團隊，營救該國 33 位因災變受困地底 69 天的礦工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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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透過媒體的持續關注報導，為各國的領袖們都上了一堂「危機管
理」的課。
第 8 章「公民社會：臺灣知識分子的新力量」則是鼓勵知識分子及企
業投入社會的改革，形成臺灣向上提升的新活水；第 12 章「捫心之
問，許勤奮的人什麼未來」提醒政府必須為勤奮工作的人民建構一條
通往幸福之路。知識分子是社會的良心，2011 年馬凱等一群大學教
授及非政府組織工作者聚集在台北市羅斯福路的一間辦公室裡，而
「社會企業」正是他們要走的一條路。而作者也引了美國湯瑪斯．傑
佛遜總統的話：「關注人的生命與幸福，而不是他們的毀滅。這就是
好的政府首要的也是唯一合法的目標」來做為 12 道精緻心靈饗宴的
最後一道大菜。連橫先生在「臺灣通史序」裡讚美臺灣是「婆娑之洋，
美麗之島」，新時代的文官就有責任要許這個美麗島嶼上勤奮的人民
一個充滿幸福的未來。
這樣包羅萬象的 12 章精彩絶倫的內容，絶對是達到頂級標準的「猪
腹」
。

Yes, We can 的「感動服務」
後記的標題是「同心與同善：是的，我們能」，我們都知道「是的，
我們能(Yes, We can.)」是美國歐巴馬總統當年的競選口號，淺顯易懂
且讓人朗朗上口，當年不僅席捲全美，高人氣地贏得大選，更透過媒
體與網際網路傳播到全世界。作者引用這個口號作為本書的結尾，短
小精悍地在讀者的心海裡搶灘並建立灘頭堡，還激起無數漣漪。這樣
強而有力的結尾，不正是把「豹尾」精髓做了最好的銓釋嗎？
近年來「感動服務」成為企業界的顯學，許多高度同質化產業，沒有
特色的行銷模式宛如血腥競爭的紅色海洋。幾年前，兩位歐洲管理學
院的傑出學者金偉燦(W. Chan Kim)與莫伯尼(Renee Mauborgne)撰寫
的《藍海策略》(Blue Ocean Strategy)是最佳的解決之道。企業必須尋
找創新的生存模式，提升服務品質，尋求差異化，因此「感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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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企業的「新藍海」！亞都麗緻服務管理學苑總經理嚴心鏞就是這
方面的專家，他認為臺灣人的熱情及人情味舉世聞名，但在服務品質
上卻不夠專業，透過行銷與包裝才能將服務的專業度提升，才能感動
顧客。新時代的文官也要效法這種精神，要殫精竭慮地思考如何建立
政府服務模式的「新藍海」，制定有創意的政策與提高服務品質來感
動我們的人民。
嚴總經理提到亞都麗緻飯店有四大服務準則，第一，就是尊重每位客
人的獨特性，滿足每位客人的不同需求；第二，就是每位服務人員都
是主人，以東道主的心態張開雙臂展現熱情，服務的熱情自然就會展
現；第三，要細心的觀察顧客的舉手投足、外貌裝扮與神情眼神，就
能了解顧客真正的內心需求；第四，就是「決不輕易說不」
。
新時代的文官就是要學習亞都麗緻飯店這種「顧客導向」的態度來服
務人民，這四大服務準則，只要把「客人」改成「人民」，就可變成
新時代文官的四大服務準則。以第四點為例，人民也是不喜歡聽到「否
定」的答案，因此千萬不要輕易地說出「這是法令規定」之類冰冷的
回答來敷衍搪塞人民的詢問或請求。本書第 1 章中，作者用「我們來
看一場電影《不能沒有你》」要強調的也是公務員要有「同理心」及
主動解決問題的服務態度。
因此，新時代的文官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對服務的民眾時，能多說
「是的，我們能(Yes, We can.)」，就能夠落實這種「感動服務」方程
式，不僅能讓人民「有感」
，更能使自己的心靈更加豐盈昇華！

「蘇氏風格」，一氣呵成
本書以 5 位文官典範的「前言」當開胃菜，繼而呈上 12 章觸角多元
精彩絶倫的主菜，最後再用「是的，我們能(Yes, We can.)」清新簡潔
的後記做為飯後畫龍點睛的甜點，並封住讀者對主菜的美好記憶。全
文立論清晰一氣呵成，不愧是 2012 年度國家文官學院年度推薦選書
的創作。作者流暢的文筆，不禁讓我想到宋朝大文豪蘇東坡，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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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恢宏，才氣橫溢，曾經自評：「作文如行雲流水，初無定質，但
常行於所當行，止於所不可不止。」本書從開卷，一路讀來絕無冷場，
確有蘇先生那種「行於所當行，止於所不可不止」的味道。
接著我想延伸本書的精神，提出個人對新時代文官的建言。

以敵為師：南韓三星的「生魚片理論」
近年來全球都吹起了一股「韓流」，南韓在商業、體育與流行娛樂等
領域都大舉攻佔了全世界的市場。我是個體育迷，也特別注意一些職
業體育運動的最新訊息，以女子職業高爾夫最高殿堂 LPGA(Ladies
Professional Golf Association)為例，南韓政府有計畫的培訓選手考取
LPGA 資格，所以到 2012 年 5 月底為止，現役南韓籍的 LPGA 選手
高達 46 人，比第 2 名日本的 20 人高出許多，我國只有 5 人。雖然「臺
灣之光」曾雅妮為我們扳回一城，連續排名世界第一已經 68 週了，
但若以國家為單位的整體競爭力來看，南韓還是世界第一。因此，我
個人認為「南韓能，為什麼臺灣不能？」是本書內容之外，新時代文
官們必修的重要課題之一。
因為重點發展產業有高度的重疊性，南韓一直都是我國最主要的商業
競爭對手，以往在亞洲四小龍中排名還在我國之後，但近年來南韓政
府勵精圖治並與企業攜手齊心共同努力，在各項經濟發展與指標排名
上均已凌駕我國。而其中嚴重威脅我國「兩兆雙星」四大產業生存，
且令世界各國電子科技企業(甚至美國的蘋果集團)感覺「芒刺在背」
的就數南韓的三星集團。
近日媒體報導，國內企業龍頭鴻海集團的總裁郭台銘先生及台積電的
執行長張忠謀先生等人憂心三星的威脅與日俱增，便發起聯合我國、
日本及美國等「非三星」系統結盟以對抗這個新崛起的「科技巨獸」。
在此民間重要企業危急存亡的決戰時刻，政府相關部門絶對不可缺席
或袖手旁觀，而且要在法令、政策、資金及人力培育等各方面全力支
援，這也絶對是政府文官們必須嚴肅以對的重要使命，因為當前全球

341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資源評介∣Resources

科技業的競爭情勢已轉變為「贏者全拿」(以美國蘋果集團為例，他
們在賈伯斯的引領下，開發出獨步全球的 i-pod、i-phone 及 i-pad，毛
利超過 5 成，而國內蘋果產品的代工業毛利只有約 6%)。但要打贏三
星，就要深入了解這個對手的成功之道並加以學習。
7 年前，三星還處在嚴重財務危機之中，且只是一個技術層次低階的
彩電與空調品牌。它能夠短時間轉虧為盈並「醜小鴨變天鵝」的關鍵
因素，除了南韓政府重點支持及刻意培植外，三星總裁尹鍾龍的「生
魚片理論」也是重要的推手。所謂的生魚片理論指的是，一旦抓到了
魚，在第一時間内就要以高價出售給第一流的豪華餐館，如果不能脱
手的話，就只能在第 2 天以半價賣給二流餐館了，到了第 3 天，價錢
只剩原來的 1/4。如果再賣不出去，就變成不值錢的“幹魚片”了。而
電子產品的開發與推向市場，也是同樣的道理。必須在市場競爭展開
之前把最先進的產品推向市場。這樣就能賺取由額外的時間差帶來的
最高利潤。
在這方面，三星是近幾年全球電子廠商中的佼佼者。兵貴神速，三星
的產品永遠都以成為市場上的新鮮生魚片為目標。在全球高階電子市
場上，三星不斷率先推出各種優勢產品，讓競爭對手個個措手不及。
所以要打敗三星，政府和相關產業的企業界領袖們，要共同攜手加快
研發速度，才能「師以夷之長以制夷」。

前瞻思考建構臺灣新願景
人事行政局曾在 2010 年針對公務員進行一項網路調查結果顯示，填
答的八萬名公務員中，高達四十四．五％人格特質像八爪魚，具備「八
面玲瓏」的特性，其次為蜜蜂，有二十四．五％的公務員在意「分工
及品質」，前兩者合計就佔了公務員比率的六成九，至於具「領導」
特質的老虎佔七．六％最少。因此多數的公務員擅於整合、處事周延
具彈性、重視品質、程序及分工，但普遍缺乏「創意思考」
、
「風險管
理」
、
「決策能力」
、
「宏觀性」及「問題解決」等能力，因此有「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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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但開創性不足」的缺點。考試院也充分了解此點，也將此列為
公務員應具備的重要核心能力。
因此，國家文官學院邀請國內優秀專家學者開了許多相關的課程，諸
如「前瞻思考」
、
「趨勢研判」
、
「政策制定、執行與評估」
、
「政策行銷」
、
「跨域協調」
、
「團隊建立與領導」
、
「績效管理與評估」
、
「危機管理」、
「變革管理」等，其目的就是在推動現代文官的改革及提昇未來競爭
力。考試院長關中對文官變革充滿衝勁及理想，他曾引前銓敘部次長
徐有守的兩句話：「凡事不肯解決問題的就是官僚，只會製造問題的
就是政客」，勉勵所有的行政官員，並期待國家整個文官體系能「迎
頭趕上」先進國家。
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人類社會從農業時代、工業時代、資訊時代到
知識時代，觀念也從空間移民轉移到時間移民，面對新時代的衝擊，
政府文官必須以嶄新的思維，系統性的思考，將想像空間具體化，並
研擬處置對策，以降低環境變遷的衝擊，追求組織與個人存在的新價
值。所以，我想用「前瞻思考建構臺灣新願景」做為個人對新時代文
官的期許及本文的結尾。
前瞻思考是一種未來導向的開創性思考；是決策者基於積極任事之心
態，以寛廣之視野，體察環境變化及服務對象之需求，兼用系統思考、
策略思考、創意思考等多元思考方法，結合客觀事實、徴兆、趨勢、
決策者見解，並集思廣益，以形成決策與政策的思考。具備前瞻思考
能力，我們才能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制敵機先贏在起跑線。此外，人們
常說：
「願景有多大，力量就有多大」
，每位新時代文官心中都要發願
「為勤奮工作的臺灣人民建構一條通往幸福之路」，並竭盡所能地去
實現它，才能不負人民付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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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古詩十九首中的分離與逸樂
許凱鈞

1

亂世的悲歡離合
晉朝干寶《搜神記》曾記載一則異聞：「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
註1

魚，不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鮫人，也即是人魚，傳說人魚所
落下的淚水，會化作成璀璨異常的珍珠。現在的我們，對於干寶筆下
緣由已不可考，然而現實情境裡，巨大的狂喜或是椎心的哀痛，往往
能鑄造出文人輝煌著作，也唯有飽含體悟的文字，才能如人魚所泣之
珠，散發出懾人心魄的光澤。
古詩十九首是收錄於梁代蕭統《文選》裡的一組詩歌，在中國文學史
上，對於歷朝詩歌都有著相當的影響。關於它的作者及時代，歷來學
者多有討論。目前多傾向界定為東漢衰世不得志的文人作品。在東
漢，存在著動盪不安的政治基調，經歷 12 名皇帝的統轄，其中不少皇
帝多係幼年即位。在這般國家至高權力中空的窘境下，外戚、宦官與
群雄們瘋狂的競逐權力，先後發生兩次嚴重的政治鬥爭，一干士大夫
幾盡誅殺的黨錮之禍，大傷了社稷國本，也種下日後黃巾之亂、漢朝
傾覆的禍根。漢代選才制度主要乃征辟、察舉兩種方式，而這兩種拔
擢方式，有志之士必須等候中央官員，或是地方舉主推薦，故而提升
自我能見度是十分重要的。於是乎可以看到，許多文人們紛紛離鄉背
景，遠赴洛陽大邑，渴望遇到伯樂賞識的現象。無奈得機者少，向隅
者多。身處於那樣的社會環境，懷抱儒家理想的士人們，他們懸虛在

1

野人出版社 編輯(曾為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編輯委員，本文亦曾在環檢所例行
讀書會上做過專題演講)
註1
干寶，2006，搜神記，三民書局，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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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鄉，高不成、低不就，也看不見人生未來出路，使得他們筆下，時
而流露出一種失意、莫可奈何之感。
四、五百年後的時空，清代沈德潛是這般解讀古詩的，他說：「古詩十
九首，不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率逐臣棄婦，朋友闊絕，遊子他
註2

鄉，死生新故之感。 」他說這組詩歌，並不一定是特定人士作品，也
非特定時期作品。換言之，這組詩歌承載長久以來，多少抑鬱文人的
情緒。其中，逐臣棄婦、朋友闊絕、遊子他鄉，呼應到每個人生命裡
必然經歷的體驗。分離，即分開離別，可能是一個主體，人，對於某
個人，某一群人，甚至是某一個地方，因為時間、空間拉開，油然產
生的疏遠失落。在那樣紛亂背景下，文人寫就了不少以分離為主題的
作品。至於死生新故，著眼的是自出生到殞落，時光匆匆流逝的事
實。面對這樣的先天限制，不少人都會試圖作出反應，在古詩十九首
當中，面臨到這種生存焦慮時，他們選擇逸樂以對。所謂逸樂者，即
閒逸安樂，是一種把握當下的追求。綜觀這組古詩，我們可以從中歸
納出「分離」與「逸樂」兩個種類。本文將試從這樣角度切入，剖析
古詩中裡的幽微轉折。然而，必須說明的是，蓋本文屬於引薦性質，
為了更好地傳達欲呈現的命題，恕無法細論每首古詩，只會撿選數首
為例，聊作拋磚引玉之舉。

遺落感：古詩十九首的逐臣棄婦
分離常會不由自主帶給人一種被遺棄之感。中國文學裡，許多不受青
睞的文士，常會將自身形象投射為遲暮美人。這是因為，一段關係
裡，所謂「逐」臣與「棄」婦總是偏於弱勢，對應於君主、良人的主
動。例如漢代樂府〈上山採蘼蕪〉就是描述一名被離棄的婦女，為了
維持生計，獨自上山採野菜，遇到前夫的故事。即便新人相貌、手藝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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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不比舊人，唯離異事實已然，故兩人只能相對無言。文人們藉由女
子口吻自陳，聊可一抒自我胸懷。而這種被遺留原鄉，守望遠方音訊
的角色，卻致使當事者心靈漸受消蝕。
〈行行重行行〉
行行重行行，與君生別離。相去萬餘里，各在天一涯。
道路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北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不顧返。
思君令人老，歲月忽已晚。棄捐勿復道，努力加餐飯。
這首詩歌開頭八句，為讀者揮灑出巨大空間。首句「行行重行行」，予
人一種馬不停蹄遠去之感。這並不是明確的物理距離，而是心靈上的
天涯萬里。當人意識到廣闊天地，自我與遠行之人不斷拉開距離時，
很容易興起卑微憂傷之感。所以他說：「道路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顯露出巨大時空橫亙彼此之間，他已不敢去設想重逢之時了。然而，
縱使無法相會，仍是掛心遠方親友的。於是乎我們可以緊接看到，作
者自第七句開始，插入看似與前後文無關，卻頗具畫面感的兩句話：
「胡馬依北風，越鳥朝南枝」。胡馬與越鳥都棲息、依附在牠所該歸屬
的地方。對應作者與故人，卻是分隔兩地了。如此對照設問的方式，
兩相比較之下，自然加深了分離的重量。相隔兩地已無可改變，若再
加上時間不斷流動，將構築出生命無可脫逃的牢寵：「相去日已遠，衣
帶日已緩」，那是種惘惘然的恐懼。後世柳永曾就此句，脫化出〈蝶戀
註3

花〉：「衣帶漸寬終不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一語，柳氏所言「衣帶漸
寬終不悔」看似無悔，但這種強調的語氣，反而顯露這是幾經抉擇下
的悲壯決定，多少帶點刻意的影子。而古詩裡詩人的消瘦，卻是出自
於無可抑止的思念、耽溺所致。也因此，對於良人在外不歸，作者自
註3

鄭騫，2005，詞選，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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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一套解讀方式，他將遊子比擬為白日，認定一定是因為某些因素
使之被遮蔽而無暇顧及，所以不「顧」返，而不是不「願」返。懷抱
著無盡的思念，日子一天天過去，發覺到自己的衰老，然相逢卻不知
何時，這種等待是漫長而無止盡的。於是乎，他趕緊止住話題，不敢
再去深究：莫再提起!莫再提起!就讓我們多添餐飯，保持健康。明知可
能無法再見，但仍希望兩造彼此平安，這是種輕淡如水，卻出於衷心
的深切關懷。生命的不少事物使人無法輕盈，人與人之間的分離即為
其一，它往往使人感到無力，進而體認到自我渺小。一如詩歌最後的
真摯期勉，實為分離巨大焦慮之下，發自內心的呼告。

阻隔感：古詩十九首的遊子他鄉
前面以守候者的立場立論，討論分離時而引發的遺棄感。於此不妨立
場調換，讓我們透過行旅遊子的瞳孔去理解他們的苦衷。在此要引述
的是〈涉江采芙蓉〉
，一首遊子在外遭遇美麗景致，故而興起的詩作：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蘭澤多芳草。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路漫浩浩。 同心而離居，憂傷以終老。
在這個時代，資訊光速流動，美好的風景、幻麗的片刻，彈指間即能
傳送到彼端，在古時卻是十分緩慢困難的。離鄉背井的遊子，看見沼
澤長滿異花香草，下意識便涉水採集。摘了盈袖的蓮花、蘭花，忽而
發現，所要贈予的人並不在身旁，遠在道途的他方。對應到停留在原
地之人所體會的遺棄感，流連在外的旅人自是有其苦衷，他自訴：「還
顧望舊鄉，長路漫浩浩」。還顧，即回過頭看，或許此人正因為某些理
由，或是崇高的理想，或是出於生計才抽不開身，只看見來時漫長道
路。一如〈行行重行行〉所言的「道路阻且長」，空間形成他們之間的
阻隔。對於所念之人歷歷在目，卻出於現實不得相見。從詩句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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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或許無法推敲出作者何以無法歸鄉，但是我們卻可以從詩句裡讀出
他的真情至性。李後主〈浪淘沙〉曾經說道：「獨自莫憑闌，無限江
註4

山。別時容易見時難。流水落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當你一個人的
時候，千萬別登高望遠，只因這無限廣闊的江山，人事已非。少不經
事，總輕言道別，未料想再見已是困難重重。只因春花流水，消逝的
一去不返，只因那已是天下與人間，永遠無法跨越的巨大阻隔。同樣
的，這闋詞的作者，也體認到現實無情，時光無情，同心牽繫的兩
人，也許只分隔兩地的步向衰老，不得相見了!
遺棄感與阻隔感，其實是綁結在一起的心理情緒，歸根究柢皆出於當
事人對於環境失去掌控能力，因而引發的離愁別緒。需要留意的是，
註5

古詩裡所敘述的離別，並不是王勃〈任杜少府之任蜀州〉 所呈現離別
場面，而是分離造成之後，在心中所投下的漣漪效應。在下文裡，筆
者會特別討論分離所帶動的情緒問題，於此將繼續我們的步伐，去觀
看古詩裡其他種類的離別。

沮喪感：古詩十九首的朋友闊絕
所謂「闊絕」，指的是長時間的分離，無有音訊。不同於逐臣棄婦、遊
子他鄉對遠外親友的掛念，古詩裡朋友闊絕呈現的，多係對於故友莫
念舊情的怨懟：
〈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玉衡指孟冬，眾星何歷歷。
白露沾野草，時節忽復易。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六翮。 不念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註4

鄭騫，2005，詞選，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p23。
王勃〈任杜少府之任蜀州〉
：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離別意，同是宦
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若比鄰。無為在歧路，兒女共沾巾。」見許清雲，1995，
唐詩三百首新編，華嚴出版社，p61。

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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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箕北有斗，牽牛不負軛。 良無盤石固，虛名復何益?
這首詞前八句充分利用感官，生動地帶出景致。由一開始在屋裡瞧見
皎潔月光，聽聞東牆蟋蟀鳴叫，後走出戶外望著滿天星斗。這是個初
入冬的時節，露水沾濕野草，發現到季節忽又更易，秋蟬在樹上鳴
叫，鳥兒都飛往北方過冬了。這首詩的鋪陳，皆起因於詩面未言的
「夜不能寐」，正因睡不著，才會發現月光、聽見聲響，才會走出室外
徘徊。每當遭遇更替的時節，總能致人回憶往事，無論是入秋靜謐，
一歲又過，或是正要離開某處，往往都會翻攪起人的思緒。因此看
到，這個文人懷念起他的同窗，現時已發跡，卻全然不念舊情，棄如
敝屣。他說，這段友誼就像夜空裡的北斗星、南箕星，又不能真的盛
裝事物，也似牽牛星不能拖運。世態炎涼，人情如紙，這種虛而不實
的關係，又有何益呢?
日本文學家池田大作曾說過：「撇開友誼，無法談青春，因為友誼是點
綴青春的最美的花朵。」朋友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的思想心
境。特別在自我探索的年歲裡，有可以了解、溝通、包容的知己，會
使生命更加充實飽滿。因此，在塵世幾經波折，回首那些曾經走過一
段的人們，來來去去，總會對時光的無情不勝唏嘘。當生命停滯不
前，看著昔日同步的人們不斷超越前進，很會引發負面沮喪。這時便
需要回歸原本，從內在去尋找使自己圓滿的泉源，等待重新出發的機
會。古詩十九首的各種分離：逐臣棄婦、遊子他鄉、死生新故所引發
的遺落、阻隔、沮喪感，都是離別後所帶出的情緒，絕非短時間可以
承受消化。同理，當自我或他人沈浸在分離失落時，我們是否能同理
覺察、包容，便是值得長久學習的一項課題。

焦慮感：古詩十九首的死生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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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論述古詩十九首各種分離狀態，歸結出一些概念。而在古詩中亦
有另一種詩歌，也即對於時光逝去、死生新故之感悟。本文一開始提
到，東漢存在著動盪不安的政治基調，末年時接連發生幾場瘟疫、戰
亂，百姓生靈塗炭。在那樣干戈飄忽的大時代裡，許多家庭破碎毀
壞。也因此，文人處在這樣的焦慮環境下，對於掌握自我生命，有了
不同的態度：
〈生年不滿百〉
生年不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不秉燭游！
為樂當及時，何能待來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詩人以擺落筆法，點出世人多是懷抱憂慮的常態。一生不過匆匆百
年，卻終日陷於紛擾。面臨年歲限制，不少人多有種惶恐之感，但這
首詩的作者轉念一想，何不把握韶光，恣意享樂呢? 一直牽念有日少了
諸事纔身，就能高枕無憂的享受人生。然而，要遊玩也是需要條件
的，我們永遠都不會更年輕、更有活力，也恐少了年少時的衝動，一
直將美好的事物推遲，最後總是錯過。詩中寫「愚者愛惜費」，在此，
我認為解詩當掌握其神。「費」固然可以解釋為「費用」，擴大延伸為
「物質資源」。而我認為，這種愛惜珍視，有時是一種自我限制。對於
金錢控制是一種執著限制。而我們套在自己身上的限制實也不少，為
家人、為理想、為工作，終日汲汲營營，忙到最後，卻忽略什麼才讓
我們享受真正的幸福。所以作者最末不忘提醒一句「仙人王子喬，難
可與等期」王子喬是周靈王太子，傳說他擅吹笙，有幸得道士接上
山，成了仙人，擁有永世不朽的壽命。然而神話傳說，終只是難以企
及的夢想，我們仍舊踏在紮實的土壤上，體驗著常人的喜怒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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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有形軀，便自會萌生、健壯，直至衰頹消逝。綜覽十九首古詩
幾乎不出對於飄忽年歲、空間的焦慮恐懼，面對這樣的離別或失落，
我們也可以看到或沈溺、或希望、或逃避的態度。所謂鑑古知今，藉
著古人的文字，我們得一明鏡，從中反映出自己的模樣，思索著在不
同時空裡，每個人皆會遭遇的相似課題。

現代時空下的分離
相較傳統時空底下的分離，現代離別已是截然不同的型態。在古代中
國，由於交通傳訊不易，可能少時別離，再聚已是華髮愁生。所以那
些眷戀不捨，最後都用文字串成了詩歌，衍為滿紙血淚。身於科技社
會的我們，揮手便能傳封訊息，發通電話，甚至搭上飛機與彼端故人
相會。只是，這樣的便易，是否改變了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方式呢?每當
分離來臨，我們相互告慰對方，不要難過、害怕，現在見面是很容易
的事。然而，隨著 3C 通訊的發達，人與人之間心靈並未因此靠近。有
多少次，看到家族聚會場合，成員們身體處於同一空間，心卻猶在虛
擬世界浮沈；又有多少次，見到美好風景或蒸騰菜色，我們不再讓感
官體會，而是讓電子產品捕捉那些片刻。那些紛雜、快速而誘人的大
量訊息，用虛擬與想像，營造出另一般世界。然而，即便歲月如何流
轉，我們都必須面對人際關係，分離仍是亙古不變的本質課題，那些
現在圍繞你我身旁的一切都是暫借。也因此，學習如何正視分離，調
適情緒，是現代人無可逃避的習題。
在這個喧囂的時代裡，我們隨著社會的腳步不斷地奮鬥往前，有時會
疏於照料自我心緒。面臨分離時，不少人會過於苛求，要求當事人快
點振作，走出陰霾。但有時離別的傷痛並非是一剎那間的事，無論是
失戀、失親、失業……那一種形式關係的失去，都必須費上好一段時
間咀嚼、理解、重新詮釋，方才有曙光透入的可能。每個人走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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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後，都必須切切實實承受：否定、憤怒、討價還價、沮喪、接受

註6

這些心理上的起伏轉折。然而心靈的奧妙，即在於它的複雜廣闊。雖
然不斷承受失落，卻也在起伏不定中的拓寬了容量與智慧。研究發
現，成年人在面臨與親愛的人分離，如失戀、分手、喪親等情況，會
註7

出現以下心理階段 ：
第一階段

不斷回想和渴求關係恢復，抗拒分離的現實

第二階段

哀慟和哀悼，浸滿愁苦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兩個發展方向）↘
過早情感抽離

飽歷哀傷，自我整合

完不了的哀傷

接納人間分離的事實

表現形式：自我冰封
不能信任新的關係
即使生命充滿活動，仍感到
空洞虛浮。

重建意義
↓
重建內在的充實感
↓
不斷投入新的關係、各類型 重建人倫關係
活動，去消磨自己，逃避自 ↓
重建人生方向
己。

在真的深入心理階段析論以前，我想先與各位分享一段私人的生命經
驗。回憶我的兒時，家境並不富裕，下了課要幫忙家中的工作：洗碗
盤、招呼客人，但因為和家人一起攜手為夢想努力，事實上心靈十分
富足快樂。但心裡還是有個小小的心願，希望每天忙碌於工作的爸爸
媽媽，可以有空多陪伴我們，有天能像一般人家小孩一樣，放假帶我
們去遊樂園玩。不過，這樣的心願因為體恤他們的辛勞，從沒有說出
註6

以上五階段心理歷程，乃是生死學大師 Elisabeth Kubler-Ross 在訪談約四百名絕
症病患所歸納出的理論，後來常被照應在人在面臨失落、悲傷時的情緒變化。
Elisabeth Kubler-Ross，1994，最後一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註7
霍玉蓮，2001，情難捨：從相依之道，到相分之痛，突破出版社，p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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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過。後來，有一日夢想成真了，媽媽說她要開車帶我們出去旅行。
雖然那時爸爸在外地工作，沒能和我們一同前行，但那幾天我們三個
小孩非常開心，如同作夢一般，第一次坐在電視看到的雲霄飛車上，
第一次睡在旅館的床，第一次看到沒有去過的鄉鎮風景，一切彷彿夏
日汽水一般甜美刺激。
只是，回途時，媽媽把車子停在外婆家門口。一開始，我們很疑惑，
後來媽媽向我們坦白，原來我們家經商失敗了，她要去城市賺錢還
債，想把我們託付給外婆照顧，日後一旦安定下來，一定會把我們接
過去。向我們傾訴時，眼淚還撲簌簌落下。她問我們，身上還有最後
一筆錢，還可以把我們帶在身邊幾天，問我們有沒有意願要跟她在一
起?還是直接去外婆家?那時的我，怯懦地說：「再多待幾天吧!求求妳!
拜託!」一邊哭著幫媽媽擦淚。反而是妹妹和弟弟很勇敢地叫媽媽放
心，不要擔心我們，我們會活得好好的。最後，媽媽的車子越駛越
遠，車燈消失在黑夜中，留下我們三個小孩怯怯佇立在外婆家門口。
外婆對我們很好，細心照料我們生活起居。只是每當被附近小孩欺負
時，上台拿到獎狀時，每逢佳節時，都會很想聽遠方父母說說話。一
年後，我們被順利接到都市同爸媽生活，這段生活經歷仍在我的心理
造成不小的影響。恨自己的懦弱與無能為力，一直無法與這樣的自己
和解。於是乎，我要求自己要比別人更努力，討厭突如其來的變動，
謹慎小心的檢查確認經手的每一件事，也愈發追求完美，歸結到最後
都是有個灰暗暗的影子鞭策我前行。童年回憶彷彿塵封已久的抽屜，
一旦無意打開，飛揚的灰燼總不住薰得人淚流。故而深受過往經驗制
約的我，長期以來從不曾處理心裡的創傷。
十多年的光陰過去。有段時間當我被生活追趕，感到心力交瘁。是日
夜裡，我突然陷入時光隧道，作了一個深沈沈的夢：我夢見父母老

353

環境分析評論 第7期

資源評介∣Resources

去，夢見妹妹嫁人去了，夢見弟弟收拾好行囊，一如往常要出海工
作，我想最後還是得面臨「人都是孤獨一人的事實」。在離家的那個下
午，弟弟他搭著我的肩，細聲地請託我一定要好好照顧父母親。話鋒
一轉，他跟我說道：「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這麼長久以來，你都是這
麼刻苦努力，你才該好好照顧自己」我才發現，原來自己自始至終都
在乎那些無法改變的曾經，那麼沈痛。當下，內心好像被開了個竅，
有種溫暖的感受流出。我聽見有個聲音跟我說：「過去的都已過去，雖
然人會分離苦痛，但那些曾感受的擁抱與愛護，都是存放於心，從不
曾逝去的。想想，原來我真是幸福，真是太好了!太好了!」醒覺後，感
到一股發自內心的充盈與活力，持續許久，這是長久以來都不曾感受
過的。
之所以分享這段經驗，事實上，我曾經過好一番掙扎。一來是因為這
牽涉到我長久以來掛念的創傷。二來，也是因為我無法確知自己是否
能適切的傳達我的用意。但我想，既然可以與各位分享，就是一種難
得的機緣。我主要是想表達面臨分離時，可能要很有耐心，有時必須
得花上一段不短的時間去安置回憶。當人在歷經分離失落，諸多負面
情緒：沮喪、遺落、絕隔等，就像在心口開了一槍，疼痛在所難免。
關鍵在遭遇這些情緒時，願不願意坦然面對那些不堪、不忍的過去，
嘗試著去經歷、整合諸多回憶，進而從中找到足以安頓自我的詮釋角
度。倘若只一味逃避問題，不去處理，那未被好好對待的傷口，總會
在相似的情境裡，不斷地被呼喚發作。事實上，也唯有懂得分離，我
們才會開始學習珍惜現有的一切。一個不曾遭遇失落的人，就如同存
在虛而不實的泡泡裡，看似美好卻不堪碰觸。分離儘管疼痛，但卻提
供了成長的契機，在失落與獲得之中重整出真實而堅韌的心靈。

結語：乘詩歌的輕舟，浮於人生的長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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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生活裡，我們有多久沒有好好靜下心來，思考欣賞週遭的事物。
所謂的詩歌，即是詩人以其獨特的眼，將轉瞬即逝的心理、體悟、境
界，透過隻字片語傳達。透過品詩，我們得以一窺那些人生悲歡所凝
結的結晶：當隻身時，可以誦讀李白〈月下獨酌〉，使我們知曉，柔軟
的心與景物可以懷抱相親，不孤獨；面臨時局風雲變色，憶起劉夢得
〈烏衣巷〉，明白興亡變遷實屬尋常的道理；若為人所攻訐曲解，虞世
南〈蟬〉提醒我們不須生氣，自尊品格是千金不換的非賣品，理當堅
持自我氣節；生活安逸平淡也可以品嘗出滋味來，一如五柳先生採菊
東籬，忘我到物我合一。
慶幸世界上有詩人與他們的詩歌，為吾人開啟一扇大門，那有舉世最
綺麗、最悲壯、最細緻等景色，供我們恣意悠遊品玩，從中照見最真
實的自己，陪伴我們浮遊於這源遠流長的生命長流。

參考文獻
1.蕭統，文選，華正書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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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 HRMS)
郭季華1 潘復華 2

一般或具碰撞反應室之四極柱式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Quadrupole-Based ICP-MS, ICP-QMS)，被視為現今微量元素分析最
具效能之儀器，然而因質量解析能力

註1

不足而有其分析上限制。四極

柱式質譜儀之質量解析度為 ±0.5 amu，無法消除與待測元素相同質
荷 比 之 同 重 素 或 同 重 複 合 離 子 干 擾 (Isobaric Polyatomic Ion
Interferences)，雖然使用碰撞反應室可以部分去除此類干擾，然而對
於複雜基質樣品如海水中微量元素，仍然無法獲得非常精確之測值。
表 1 為一些元素常見之同重素及同重複合離子干擾，在一些複雜基質
樣品中，這些干擾會使這些元素檢測變得異常困難。
表 1 干擾範例及所需解析能力
干擾(m2)

待測元素(m1)
75

As = 74.92160

52

40

Ar35Cl = 74.93123

(註 1)

|△m|

m

R

0.00963

75

7788

Cr = 2.94065

37

Cl16O = 52.96081

0.02016

53

2629

Fe = 55.93494

40

Ar16O = 55.95729

0.02235

56

2505

40

Ar = 39.96238

0.00021

40

190476

87

Rb = 86.90918

0.00029

87

300000

56

40

Ca = 39.96259

87

Sr = 86.908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簡任研究員

2

組長

註 1：質譜儀解析度一般是以解析能力（Resolving Power, R）表示：
R = m/(|m1-m2|) = m/|△m|
m1：一物種之質量數或同位素。
m2 ：欲分離物種之質量數或同位素。
m：為整數質量。

2013年1月

356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使用高解析扇形磁場質譜儀 ICP-HRMS 已普遍應用於複雜基值之液
體及固體樣品元素分析，因其可以消除或減少同重素或同重複合離子
干擾，圖 1 為典型高解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之構造圖，利用控制進
入端(Entrance Slit)與出口端狹縫(Exit Slit)寬度的調整，加上磁場與電
場雙聚焦的功能，其解析能力可調整為低(R~300)、中(R~4000)和高
(R~10000)解析度，真正區分大部分同重素的質譜干擾，例如從表 1
中可看出

40

Ar16O 若 需 與

56

Fe 分 離 ， 需 要 的 質 譜 解 析 能 力 約

2500，ICP-HRMS 以中解析模式即可將其完全分離。

圖 1 ICP-HRMS 構造示意圖

ICP- HRMS 的優勢與限制
ICP- HRMS 相較於 ICP-QMS，除具高解析質譜儀可消除或減少同重
素或同重複合離子干擾外，亦具有下列優勢：
1. 具有較高的靈敏度與較低的背景值，偵測極限可達 ng/L 至 pg/L
以下，即 ppq 等級(ICP-QMS 偵測極限約 ng/L，即 ppt 等級)。
2. 具有較高的訊號穩定度，分析精密度(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約為 0.02-0.2%(ICP-QMS 分析精密度約為 0.1-0.5%)。
3. 於低解析模式(R~300)下具平頂峰波型(Flat-Topped Peaks)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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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量偏差，可提供較精確之同位素及元素比例(精密度≦0.05%)。
ICP- HRMS 雖然具有上述優勢，但仍有些限制存在：
1. ICP-HRMS 的價位較為昂貴，約為 ICP-QMS 之 2~3 倍。
2. 操作及維護較為複雜，分析人員需充分具備質譜量測技術。
3. 由於質量改變所需電壓的調整，磁場所需穩定時間較長，ICPHRMS 的分析速度通常較 ICP-QMS 慢 4~5 倍，使本儀器較不
適用一般需要快速、大量樣品多元素分析之例行性檢測工作。

ICP- HRMS 的應用與挑戰
ICP-HRMS 具有絕佳的偵測靈敏度及可調解析度的能力，加上可搭
配各式固態(如雷射剝蝕)與液體進樣系統，可提供高精確度之水樣、
地質標本、生物與環境樣品中超微量元素濃度(ng/L 至 pg/L)與同位素
比值分析，於環境科學與地球科學領域的應用具有極重要的地位，藉
由 ICP-HRMS 技術的發展，我們可進一步解讀自然界奧秘與瞭解地
球環境系統中生物圈、水圈、岩石圈間的交互作用。然而欲獲得如此
精確之超微量元素濃度及同位素比值，ICP-HRMS 遇到最大的挑戰
在於實驗室的空白，例如空氣、實驗器皿、試劑及樣品導入系統的污
染，而不在於儀器本身的偵測能力。因此，在整個分析的流程中，最
大的挑戰及最耗時的步驟在於所有與樣品接觸的設備、器皿之清洗及
在無塵室中嚴謹的樣品製備，惟有嚴格控制背景空白，才能獲得
ICP-HRMS 的極致效能及最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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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射誘發崩解光譜儀(LIBS)發展及應用
李如訓 1 郭季華 2

雷射誘發崩解光譜儀(Laser-Induced Breakdown Spectroscopy, LIBS)
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包括雷射光源、光學收集系統及光譜儀(如圖
1)，其原理係利用高能量雷射脈衝作為激發光源，當雷射光束聚焦在
物體表面，局部區域內的物質因高溫(雷射作用約 10 奈秒，功率密度
超過 1GW/cm2)產生崩解(Breakdown)並氣化產生微電漿，所產生的電
漿溫度可達 10000 K，電漿中各激發原子或離子所發射出的光譜線經
由光學收集系統收集後，導入光譜儀分光偵測。

圖 1 LIBS 構造示意圖(1)

LIBS 技術的優點(2-5)
1. 樣品僅需簡單之處理，甚至不需要做任何處理即可上機，而且各
種型態樣品如固態、液態、氣態或各種混合物(如土壤、礦石、廢
料、污水、氣體、氣膠)等皆可分析。
2. LIBS 屬於一種原子發射光譜技術，故可進行同時多元素分析。
3. 在檢測的過程中，消耗的樣品量非常少(約 0.1 μg 至 0.1 mg)，可視
為一種非破壞性或微破壞性的檢測技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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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BS 可以進行樣品表面掃描，建立表面元素分布圖(Elemental
Map)。
5. 藉由雷射重複擊發樣品的固定位置，可以了解樣品元素縱深分佈
(Depth Profile)，亦可用以去除樣品表面污染。
6. 樣品檢測速度快，在數秒內即可完成，適用於大量樣品的檢測或
線上監測。
7. LIBS 完全為一種光學技術，故可以使用光纖進行遙測分析，而且
亦是一種非接觸式光學技術，若架設在可伸縮或移動的設備上，
可進行遠距檢測。這些特性使 LIBS 特別適用於危險、高溫等惡
劣環境或太空探險領域。
8. 攜帶式 LIBS 相較於攜帶式 XRF，有較佳的靈敏度、檢測速度及
可偵測較多的元素(尤其是輕元素)。

LIBS 技術的限制(2-5)
1. 由於雷射激發會產生高熱電漿，無法適用於爆炸性物質檢測。
2. 由於樣品分析量少，樣品的代表性易受質疑，且 LIBS 之精密度
也較一般重金屬檢測儀器如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
(ICP-OES)或原子吸收光譜儀(AAS)差，故較適用於定性及半定量
分析。
3. 樣品基質及環境背景效應容易影響分析結果。
4. 各廠牌對於 LIBS 設計不同，使得資料庫(Libraries)無法共用。
5. 由於受到雷射能量穩定性(約 1%至 5%的誤差)、樣品表面狀態、雷
射光於樣品之散射光(Scattering Light)作用及電漿在大氣中產生的
離子減速放光 (Bremsstrahlung Radiation) 效應等因素影響，使樣
品所產生之發射光譜較不穩定，訊號強度的變動也會變大。

應用與發展(6-11)
近年來 LIBS 技術迅速進展，主要在於有更穩定、更快速及更佳品質
的雷射光、高分辨率與寬光譜範圍分光元件及高感度的偵測器，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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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LIBS 更廣泛應用於各個領域，目前 LIBS 常見的應用與發展如下：
1. 合金與冶金：鋼鐵組成及礦物成分分析等。
2. 環境應用：各類基質樣品之即時檢測，包括毒性化學物質、土壤、
岩石、水、廢棄物、氣膠等，並於特定區域場址內進行快篩並建
立濃度分布圖。
3. 考古及藝術品鑑定：顏料、墨水、陶器、瓷器、石材之成分分析、
藝術品修復清理等工作。
4. 生物與醫學上應用：微生物的分類、藥品內容物、快速檢驗、生
物組成等。
5. 軍事用途及太空應用：爆裂物的殘留物分析、生化戰劑的判讀、
星球的地質及土壤調查等。
6. 法醫研究：彈藥殘存物、微證物、玻璃及汽車油漆、纖維材料、
火災後現場木材的調查等。
7. 其他如包覆材料、塗料或紙張成分及厚度的分析等。
8. 為了解決 LIBS 在使用及分析上的限制，近年來發展雷射雙擊發
(Double-pulse) 、 免 用 檢 量 線 (Calibration-free) 及 化 學 計 量
(Chemometrics)等方法來提昇 LIBS 之精確度及準確度並避免干
擾問題。
9. LIBS 也可與其他儀器如拉曼光譜儀(Raman Spectroscopy)、雷射誘
發螢光儀(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LIF)或掃瞄式電子顯微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等聯用，利用各儀器的特性
及優勢，進行互補作用，使 LIBS 的應用更為廣泛。

LIBS 在環境分析之應用
土壤基質類的分析
LIBS 經常使用於環境中土壤、砂土及底泥(12)等固體基質樣品，並且
應用於重金屬的監測、特定區域場址內快速篩選及評估污染物的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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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8)。LIBS 在分析土壤中較輕元素如 C、N 等(19-22)，在這方面的應
用展現了較強的優勢 (此為 ICP/OES 或 XRF 較難以檢測的元素且較
各元素分析儀分析快速)。在農業上所關心的土壤營養成分如(如大量
營養成分 P、 K、 Ca 和 Mg 及少量營養元素 B、Cu、 Fe、Mn 和
Zn 等)(23-24)，LIBS 可以應用在現場分析以了解土壤的肥力狀況，同樣
也可以應用在植物的各個部位，包括植物的葉、莖或表皮部位(25-26)。
LIBS 與實驗室內儀器比對如原子吸收光譜儀(AAS)、感應耦合電漿原
子發射光譜法(ICP/OES)、石墨爐式原子吸收光譜法(GFAA)及感應耦
合電漿質譜法(ICP-MS)(13-15)大多都能得到一致性的結果。LIBS 在分
上固體樣品上會因為基質效應而影響感度，可以調整電漿溫度
(Plasma Temperature)與光譜校正(Spectra Correction)、雷射雙擊發
(Double-Pulse)、基質配對(Matrix-Matched)、標準化技巧(Normalization
Techniques)、飛秒雷射(Feto-second Laser)(7,16-17)等減少此效應產生。
氣膠與生物氣膠的分析
LIBS 應用於氣膠的分析已有 30 年歷史了(3)，這是由於 LIBS 能聚焦
在微量的樣品進行分析，其主要應用在環境中監測及工業排放微粒的
監控，如含有重金屬的氣膠與硫酸氣膠的研究(27-28)。一般檢測方法係
以具有濾膜的採樣器採樣環境中的微小顆粒，再以 LIBS 檢測濾膜表
面上的元素，並將採樣時的流量、時間、濾膜表面積等因素納入考量，
即可推估有害物質的濃度(29)。這幾年來的應用更是朝向直接分析氣膠
或微液滴上的元素，在超微量的體積(如 20 μL)下分析 Sr、Mg、Ba、
Ca 等元素，其偵測極限可達 100 pg 以內(30)。
LIBS 在生物氣膠上的分析，可應用於不同的細菌或真菌、黴菌的孢
子或花粉(31-32)等，將這些微生物之各重要元素或大量元素(如 Ca, Na、
Mn、P、C、O、N 等)所發射出的特徵光譜，並搭配化學計量的模式(如
主成分分析，PCA)演算後加以推估，由於元素組成與各元素之間比

2013年1月

362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例不同，可用統計模式群組後，與資料庫的內容加以比對，就可以找
出微生物的種類，而 LIBS 檢測樣品速度快，在數秒內即可完成，這
對於生物的培養往往需要耗時費力的情況下，可節省不少成本。而生
物技術或生物醫學上，也可以運用類似原理，針對生物的組織、體液、
病理切片等快速的篩檢，達到救助上的時效(33)。而對於生化戰劑或是
不明微生物的攻擊時，也能迅速提供判斷的資料 34。
液體樣品的分析
LIBS 在液體樣品的分析就如同 ICP/AES 與 ICP-MS 或 TXRF 一般，
可以同時分析多元素，在廢水的檢測或是環境監測上的應用，也是有
非常多的研究討論(35-38)。LIBS 在液態樣品的分析方法大致上有下列
這幾種方法，包括可將雷射聚焦在充滿溶液之樣品槽內或於溶液表面
來引發電漿，或是利用高壓噴射將液態樣品射出後以 LIBS 分析，或
將液體塗布於固體表面上再送至 LIBS 分析，或將樣品以單一液珠方
式噴灑，再將雷射聚焦在單一液珠上(9)。其中值得一提，由於 LIBS
對於樣品幾乎無須前處理就可上機且可以快速取得資料，甚至連難以
酸消化的物質如油脂類也都可以輕易分析(38-39)，這對於需要以消化後
上機的方法而言，可以提供即時資訊。
氣體樣品的分析
氣體的雷射崩解理論模式由 Zel’dovich 及 Raizer 二位學者於 1965 年
提出(7)，但這些年來對於氣體檢測的應用較其他基質類型少，可能是
因 LIBS 分析氣體需要較高的崩解閾値(High Breakdown Threshold)，
故需要以較高能量的雷射或緊密聚焦(Tight Focusing)方式來解決，其
偵測極限大約在 ppm 等級(7,41)。

結語
2012 年 8 月 6 日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登陸於火星的探測車－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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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Curiosity)，便是配備以 LIBS 為基礎的雷射化學攝影機 (Laser
ChemCam)，進行火星地質及土壤成分分析及調查。雖然 LIBS 偵測
極限於各種分析方法中並非最低，準確度介於定量及半定量之間，但
分析時所需的樣品量少，易操作，適用於各種型態的樣品，可同時分
析多元素快速定性及定量的特性，因此在未來檢測分析上將會是一顆
閃亮的新星，在環境鑑識上亦是不可多得的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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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
郭安甫 1 翁英明 2

前言
環境樣品基質的複雜性和不斷衍生及新興的有機污染物成分，使得環
境分析化學面臨極大的挑戰，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是目前被廣泛
接受的環境分析方法，其全掃描質譜圖(SCAN)功能的優點可以進行
有機污染物篩分，例如：全質譜圖掃描及標準質譜資料庫搜尋確認，
分析上也比非質譜偵測器如FID、ECD等，誤判偽陽性和偽陰性的機
率更低。氣相層析質譜儀的全圖譜掃描模式一般能滿足這一類型的應
用要求。然實驗室如需要檢測低濃度甚至是微量的濃度時，則必須利
用選擇離子監測(Selected Ions Monitoring, SIM)模式，提高分析靈敏
度，以檢測低濃度樣品。氣相層析質譜儀SIM/SCAN擷取功能，可大
大提高分析速度，然而對於一些化合物， SIM模式會受到限制，因
為複雜基質會影響樣品中微量成分的檢測與確認，既然質譜技術的核
心優勢，利用離子質荷比(m/z)的高選擇性與質譜分辨率，對於含有共
流出而且質荷比相同的成分，單四極桿氣相層析質譜儀就不合適了，
在這樣的條件下，離子比例就可能產生誤差，而導致定量結果不準
確。目前分析上如要解決這樣的難題，可利用氣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
(GC/MS-MS)技術來提高質譜的選擇性，在四極柱質譜儀中使用第二
個四極柱，就叫做串聯的MS (MS-MS，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這種具有極高選擇性、高分辨率和靈敏度的分析儀器，可以檢測濃度
至pg (10-12)等級，是新世代環境分析上的主要利器之一。

串聯式質譜儀發展史
質譜的觀念可追溯至 19 世紀初湯姆笙發現不同質量帶正電荷的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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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受磁場作用產生不同的拋物線而分離，所謂串聯質譜是 20 世紀
70 年代發明的質譜技術，將兩台質譜儀串接一起，首先利用第一台
質譜儀選擇一特定離子於進入第二台質譜儀之前，先進入碰撞室
(Collision Chamber) 與加入之惰性氣體，產生碰撞形成電荷或質量變
化，即離子鍵之斷裂，再利用第二台質譜儀依各個離子之質核比不同
而分離，形成第二次之質譜，可作為離子結構判斷之依據。它從復雜
的一次質譜中選擇一個或幾個特定的母離子進行二次碎裂，對產生的
子離子碎片進行檢測，得到二次質譜圖，因二次質譜片段比一次質譜
片段離子簡化很多，有效排除基質干擾，提高選擇性和靈敏度。到
20 世紀 90 年代中期串聯式質譜儀才開始商業化應用，電腦數據資訊
擷取更快，也能提供多層面的質譜訊息，開始應用於環境微量分析、
農業及食品化學分析等。

四極柱式分析器運作

圖 1 四極柱(Quadrupole)示意圖(資料來源：www.home.agilent.com)
四極柱式分析器主要是由四支圓柱形的電極棒所組成，以四方形之對
角線形成雙曲面排列，使其在棒中央形成一個靜電場，在相對的電極
棒以電線相連接，施加直流電壓(DC)及射頻電壓(RF)於其上，故在Y
軸方向電極棒電壓為負電，X軸方向電極棒電壓為正電，射頻電壓與
Y軸電壓相位差180度。直流電壓與射頻電壓在四極柱中間會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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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場，使得離子在其中產生一定規則振動軌跡，而不同質荷比(m/z)
遵循不同之振動軌跡，唯有呈穩定振動離子才可通過四極柱，被偵檢
器偵測到。其他呈不穩定振動離子則撞擊到四極柱上而被中和。不同
質荷比之離子在場中的解析能力(Mass Resolution)決定於加在電極棒
上的直流電壓及射頻電壓的比值，固定DC/RF的比值，並同時改變dc
及rf的電壓，可使不同質荷比離子被偵測到(圖1)。

串聯式質譜儀原理

圖2 四極柱式分析器示意圖(資料來源：www.home.agilent.com)
串聯式質譜儀的結構，有採180度轉彎四極桿式、直線形六極桿設計
等，其原理為第一個四極柱(Q1)碰撞室(Q2)以及另一個四極柱(Q3)相
連，離子源中產生的分子離子或碎片離子，經加速與聚焦進入質量分
析器中，質量分析器根據分子離子或碎片離子的質荷比，逐一讓其通
過，該分子離子或碎片離子能否通過端視當時分析器之設定與選擇，
其功能有如光譜儀之光柵(圖2)。環境分析中常使用的質譜儀種類，在
結構上依其質量分析器性質不同而可分為幾種形式：磁場反射式
(Magnetic Field Deflection) 、 四 極 柱 式 (Quadrupole) 、 傅 立 葉 轉 換
(Fourier Transform)、飛行時間分析儀(Time Of Flight，簡稱TOF)及離
子阱(Ion-Trap)等，任何之離子源與分析器可依需要及樣本特性，選擇
不同型式之質譜儀應用。本文介紹四極柱式(Quadrupole)質量分析器
運作原理：根據MS-MS分析操作模式，兩個四極柱都可被用於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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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靜態模式。分析的類型包括產物離子(Daughter Ion)即子離子掃描、
前驅離子(Precursor Ion)即母離子掃描。選擇的反應監視(Selected
Reaction Monitoring, SRM)有時也叫多反應監視(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例如，當Q1以靜態模式前，(像在SIM中那樣，僅
僅觀察一個質量)，而Q3是以掃描模式，取得產物離子譜的譜圖。我
們可以選擇一個特定的產物離子，它可能是選定的前驅離子的產物離
子，它構成了MRM的基礎。MRM是高度特異性的並且幾乎完全消除
了基質背景特性，其操作模式有：1.第一個四極柱採用單位質量數分
辨率。2.在碰撞反應池中與碰撞氣體碰撞產生特徵碎片離子。3.第二
個四極柱採用單位質量分辨率的選擇離子模式，這樣大大提高了分析
選擇性—即使是母離子相同的化合物也能獲得精確的分析結果。

串聯式質譜儀應用及未來展望
串聯式質譜儀具有很高的靈敏度、準確度和分辨率，掃描速度快(圖
3)，除了可提供一般質譜儀所得之質譜資訊外，亦可利用串聯式質譜
儀之特殊掃描進行化合物結構鑑定，藥物代謝產物之檢測及含複雜基
質如血液、尿液、土壤中微量混合物成分分析等應用。近年來，對於
離子結構、反應機制、微量分析與檢測、農業及食品化學分析的應用
研究，更是漸為各研究機構所使用，相信串聯式質譜資訊將來可提供
更完善的分析與應用，在化學研究和有機物分析上不可少的儀器，對
於常規檢測分析可一次同時進行多達幾百個化合物的掃描確認分
析，即使對複雜基質的樣品，可偵測至 pg 等級(圖 4)，將帶領我們從
GC/MS 世代跨入 GC/MS-MS 的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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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六氯苯(Hexachlorobenzene，HCB)MS-SIM 及 MS/MS-MRM 感
度 ， 後 者 S/N(signal noise ratio) 比 明 顯 優 於 前 者 ( 資 料 來 源 ：
www.home.agilent.com)

圖 4 底泥基質以 GC-MS/MS(上圖)及 GC/ECD(下圖)分析圖例，上圖
明顯基質干擾嚴重，下圖清晰可辨(資料來源：www.bru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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