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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PCA）是廣泛被用於污染源鑑識的統計工具之
一，作者已於環境分析評論第 1 期的「論文」專欄中，說明
如何應用 PCA 解讀環境監測數據。本期進一步透過案例介
紹告訴讀者，如何以多變量分析進行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與
產源之相關性探討 (詳參內文 P.8)。

XRF 具有快速、非接觸、非破壞性且可
同時分析多元素的特點，在綠色分析領
域備受矚目，不但被用於海關有害物質
篩檢也用在珍貴藝術品的鑑定;在環境
鑑識上更被用於現場快篩及實驗室元
素定量分析，詳請參閱內文 P.76、P.244
及 P.249 進一步了解 XRF。
環境鑑識只是做污染
場址之產源追蹤鑑定
嗎? No! No! No! 舉凡
微生物鑑定、產毒藻株
及無毒藻株之鑑別都
是環境鑑識的範疇。開
啟內文 P.99，看看如何
以生物技術鑑定藻毒
與毒藻，您將有意想不
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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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文章不染塵：文字文章與文化
陳明妮 1 聶莉瓔 2 陳信雄 3 阮國棟 4

因緣際會
因為成功大學舉辦了「陳之藩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有人寫了
「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不染塵：陳之藩」的文章，使得出自清
朝大書法家鄧石如所做對聯的這句話，重登舞台。秋水時至，百川灌
〈註 1〉

河

，非浩瀚海洋，無以納之。

因為誠品書店舉辦了「余光中：濟慈名著譯述新書發表會」
（2012.4.14）
，余光中英譯 19 世紀英國浪漫詩人濟慈的作品。濟慈曾
經徘徊在科學與美學交會的十字路口，感嘆的說：「牛頓摧毀了彩虹
的詩意，把它化約為光譜上的七色。」詩人浪漫的忽略了精準的光譜
學是現代分析化學的基礎，是科學，也是美學的合體。彩虹七色，靛
紫橙紅，非牛頓濟慈，無以名之。

科學美學文化內涵，決定文字文章格局張力
文化是一個組織一個社群的一種整體氣質，是一群人品味、智慧、行
為、思想的總和。文化在形塑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行為上，是一
個關鍵元素，文化在形塑一段文字或一篇文章時，也是一個關鍵元
素，科學社群存在怎樣的文化，也會形塑期刊論文的特色。文化不斷
的化身為科學美學，在文章文字之間穿梭交流，一如「文化是人們眼
光接觸時交換的一組密碼」
，
「文化決定我們眼睛所見，耳朵所聽，手
〈註 2〉

所觸摸，心所思慮的整體環境的美醜」

，文化也決定文章格局的高

低，文章張力的強弱，以及讀者的欣賞角度和閱讀感受。科學社群對
論文格式及文字也有特殊要求的文化，最明顯的例子為分析化學
（Analytical Chemistry）的資深編輯 Royce Murray，氣沖沖的寫了「編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專員 3 科長 4 所長

〈註 1〉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流之大，兩涘渚崖之間，不辯牛馬。
〈註 2〉文化部成立時（2012.5.21），龍應台部長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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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話」
，教訓了許多被退稿的科學人，值得我們參考

〈註 3〉

。作者用反

諷筆法寫出下列要領：

研究論文的恐怖寫作技巧（反諷）
「做為編輯，我偶而會在這個專欄上建議作者在撰寫良好研究報告要
具備的一些要素。就像叛逆的小孩一樣，對某些作者而言，這些建議
就如耳邊風。因此，我在這裡採用不同的作法，這是基於許多人（就
像叛逆的小孩）都有訣竅做好與建議剛好相反的事。對於如何將文章
寫得徹底無聊、混亂、讓人誤解或一無參考價值，我提出一些規則指
引。不論該作者的研究計畫是否具想像力，實驗是否很有技巧的做，
也不論數據是否具科學意義或有無相關性（這些都不重要）。我的建
議，只是單純基於將那些沒有人會讀完它，即使讀完，也無從了解及
記住的論文之研究目標、實驗、結果和結論呈現出來的原則。就像任
何有技巧的寫作表現形式，以下撰寫恐怖論文的一些成功要領是需要
練習及注意的：
規則 1. 從不在文章一開始，用簡單的一句話或一段話說明全文的目
的。
規則 2. 同樣，從不在文章一開始，用簡單的一句話或一段話描述實
驗。而像寫推理偵探小說一樣，一次洩露一些暗示線索，讓您的讀者
去好奇的探索猜測。
規則 3. 圖像勝過千言萬語，因此為了考量文章的簡潔，可以省略圖
的說明文字及符號註解，讓讀者充分發揮想像力去臆測圖的真正意
義。
規則 4. 偉大寫作家針對複雜標題（topics）發明縮寫（abbreviations）
，
縮寫可以節省很多文字。對非常複雜標題真的要用簡短的縮寫，對簡
〈註 3〉Royce Murray, Skillful writing of an awful research paper, Anal. Chem. 2011,
83, 633-633.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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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標題則要用較複雜的縮寫。
規則 5. 小心的引用只有主張支持你論點的文獻，特別是那些對於他
們的主張含有很少相關證據的文章，這樣才可以讓您的文章更耀眼。
規則 6. 信奉科學寫作必須古板（stiff）、正式（formal），沒有個性
（without personality）的原則，所以你的語言若使用任何原創句型
（original phrasing）或幽默（humor）
，都是大惡不赦，該被詛咒的（be
anathema）。
規則 7. 你的讀者都很聰明，所以對數據結果的說明不必太費心思解
釋，更不必費心指出與其他作者之結果和解釋有無衝突或一致性問
題，所以你的文章可以是原創思考（original thinking）的一個孤島。
以上是品質差勁的科學論文必須遵循的一些簡單規則，您若忠誠的遵
循它們，您的論文將被退稿或不被引用（never cited）
，不論您的天賦
多聰穎，您已經註定是成功的差勁作家。」
親愛的年輕科學寫作者：文字千錘百鍊的文章，是一種結晶
（crystals）
，是一種晶瑩剔透一塵不染的作品（masterpiece）
，是一種
〈註 4〉

呈現科學美學等文化精髓於一身的合體（Chimera）

，其樂也乎？

能不慎乎？

〈註 4〉Chimera，希臘神話中由獅頭、羊身、蛇尾三種動物合體會噴火的怪物，
從現在科學角度，也許不是怪誕妄想的產品，有其前瞻想像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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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與材料的永續管理：
國家政策與全球視野
劉廣尉 1 吳婉怡 2 李孝軍 3 謝曜新 4

輸出輸入大不同：英國與中國的案例〈註 1〉
大量廢棄物的產生卻又存在大量資源的短缺，是人類社會面臨的二
大挑戰。英國環境食品及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UK），在 2011 年 6 月 14 日公布名為
「英國 2011 年廢棄物政策政府回顧」的白皮書，以零廢棄物經濟
（zero waste economy）為目標，設定行動計畫。拜政府政策之賜，
英國家庭垃圾之回收率，已由 2002/2003 的 11% 提升至 2010/2011
的 40%，商業及工業廢棄物也從同期的 42% 提升至 52%，與美國相
比，成果更是驚人。美國在相對的 10 年間，城鎮廢棄物（家庭垃
圾）回收率只增加 5%。絕大多數英國的回收物質輸出到外國，特別
是遠東地區。最近英國輸出 1,500 萬噸回收物質，約佔英國商業及
家庭廢棄物的 32%。

輸入可回收廢棄物，可能也輸入污染
在值得歡呼的背後，我們可能忽略了不利的影響，亦即廢棄物及污
染（contamination）的傳輸，以及輸入國國民不積極回收本國廢棄
物行為的改變。英國輸出 80% 低品質的混合紙類，只含 20% 高級
紙類，低品質回收紙含有較高比例的不能再用物質，造成輸入國必
須承受大量的無用廢物。此一議題更因為回收率增加而更形嚴重，
因為一般紙張經過 6 次再利用，則纖維變得太短而不再適合造紙。
當廢紙回收率達到 50% 時，大約有 6% 的回收紙纖維無法再造紙，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秘書 3 主任 4 替代役助理
〈註 1〉本文大部分論點取材自:Deyi Hou, et al., Sustainable Waste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National Policy and Global Perspective, ES&T, 2012, 46,
2494-2495.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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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回收率達到 75% 時，大約有 20% 的纖維無法再造紙。低品質回
收紙含太多各種污染物，易造成廢水污染，輸入國環保規範較鬆，
導致污染擴散及民眾的暴露風險增加。最明顯的例子是，電子電器
產品廢棄物（eWaste）的回收。根據 UNEP 2005 年報告，約有
50~80% 的 eWaste 由已開發國家轉入開發中國家，造成處理 eWaste
場址的土壤、空氣、水污染濃度是周邊背景值的數百至數千倍（中
國東南省份 Guiyu 鎮）。廢棄物回收輸出的碳足跡計算也很複雜，
但必須被考慮，英國的目標到 2020 年，在廢棄物管理方面要減少
1,000 萬噸 CO2 的排放，輸出所增加排放 CO2 的量自然應納入。

輸入可回收廢棄物，可能扭曲輸入國的永續發展
最後，輸出可回收物質也可能潛在地扭曲輸入國國內的回收系統。
中國輸入大量從英國輸出廢紙的 60% 以及廢塑膠 90% 的量，可能
是造成中國回收率普遍低於其他國家的原因。從另一角度看，英國
掩埋費用在 2014/15 年，每噸將增加到 80 英磅，相當於回收的補
貼，亦會大大扭曲中國的回收市場。這種扭曲造成社會規範（social
norm）及行為形態（behavior pattern）可能不支持永續利用及回收再
利用的結果。伴隨著快速成長的經濟及龐大的人口，中國國內自己
偏低的回收率，對整個人類社會的永續發展會呈現某種風險。

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必須具備全球視野
廢棄物回收再利用早已是全球商業活動，上述各項不利影響，必須
經由輸出國及輸入國兩造同時認真思考。因為許多環境問題均屬跨
境屬性（trans-boundary nature），政策決策者必須由全球角度去分
析問題。例如永續廢棄物及材料（sustainable waste and materials）
的管理政策，英、美等國就不能一直只鼓勵回收更多，也要鼓勵國
內做更多的收集及處理，而非回收後直接輸出，如此才能達到真正
的環境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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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二大指令：WEEE 及 RoHS 對照分析〈註 2〉
廢電子電器產品（WEEE）中的混合塑膠，到底含有多少有害物質
指令（RoHS）中所規範的有害物質，引起瑞士聯邦實驗室科學家的
興趣，針對 WEEE 的混合塑膠取樣 53 件，分析重金屬（鎘、鉻、
汞、鉛）、阻燃劑（Penta BDE, Octa BDE, Deca BDE, Deca BB）、
RoHS 指令之有害物質，及溴化阻燃劑（HBCD, TBBPA）等。分析
結果顯示，至少含有 1 種以上 RoHS 的物質，各種 WEEE 有各種不
同有害物質及濃度特色，值得政府在輸出或輸入之前審慎評估。

混合塑膠一再回收，有害物質將永遠無法自市場消失〈註 3〉
美國杜克大學學者用很簡單的想法，試著回答在 WEEE 回收的這些
RoHS 物 質 （ 這 些 東 西 存 在 混 合 塑 膠 中 ） ， 最 後 都 到 那 裡 去 了
（Where do all the chemicals go？）。經檢測 101 種嬰兒常用產品，
發現有害物質存在於嬰兒車座的泡棉、枕頭、床墊等產品中。雖然
產品中含有有害物質並不代表一定會有暴露，但檢測是必要的第一
步，才能了解有無可能產生暴露。

輸出國靠輸出有害廢棄物而降低工業排污量? 〈註 4〉
挪威及中國學者發現，近年來在非洲及亞洲空氣中的多氯聯苯
（PCBs）濃度相當高，這些地方不製造，也很少密集使用 PCBs，
但極有可能接受含 PCBs 及鹵化阻燃劑廢棄物的國家，或來自原先
富 有 PCBs 國家的長程傳輸（long range transport by air, water, or
waste），到達這些開發中或低度開發的國家，這種「有形」及「無
〈註 2〉 2011 年 ES&T 環境政策年度最佳論文，Patrick Wäger, et al.,
RoHS regulated Substances in Mixed Plastics from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ES&T, 2012, 46(2), 628-635.
〈註 3〉 Naomi Lubick, Plastic’s Polluted Burden: ES&T’s Top Policy Analysis
Article 2011, ES&T, 2012, 46, 3607-3608.
〈註 4〉 2011 年 ES&T 環境政策年度最佳論文, Knut Breivik, et al., Are reduction
in Industrial Organic Contaminant Emissions in Rich Countries Achieved
Partly by Export of Toxic Wastes? ES&T, 2011, 45(21), 9154-9160.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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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輸出輸入模式，相當值得注意。

結語
本文以「英國與中國」案例，討論英國國家政策影響中國國內回收
再利用行為，以「歐盟 WEEE 與 RoHS」案例，討論有害成分在廢
混合塑膠回收存在的多樣性，永續材料及廢棄物管理決策甚為複
雜，並以混合塑膠回收之長期眼光判斷，這些有害成分是否真正自
市場消失，抑或普遍擴散到地球各角落，包括嬰兒用品。最後以
「多氯聯苯在非洲及亞洲空氣中濃度偏高」為問題，指出廢棄物輸
出輸入實際上存在「有形」及「無形」的長程跨境傳輸的特性，更
值得環境政策決策者審慎評估，必須從全球視野與國家政策的平衡
做明智決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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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量分析於環境鑑識之應用案例：
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與產源之相關性探討
陳明妮 1 蔡坤龍 1 李其欣 1 李長平 2 潘復華 3

摘要
本研究針對一非法棄置場址，嘗試將樣品之 XRF 元素分析結果以群
集分析及主成分分析解讀棄置場址廢棄物與產源之相關性。先以群集
分析及主成分分析進行產源相關樣品分類，並確認非法棄置廢棄物來
源群組，再以棄置場址現場廢棄物樣品與產源相關樣品之主成分分析
結果繪製成分得點散布圖，探討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與產源之相關
性。結果顯示，非法棄置場址現場以 XRF 篩選回實驗室之廢棄物樣
品與產源之廢棄物樣品間有很高的相似性。
關鍵字：多變量分析、主成分分析、群集分析、環境鑑識、成分得點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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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大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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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dge, S.M.1 指出在環境法醫方面，統計分析可以對提交給法庭的證
據提供很大的支持，並協助解釋數據。然而，統計方法的使用必須嚴
格地執行，並只應用於在相關和必要的地方。為了統計而統計或是錯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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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統計可能導致疑問被提出並暗示著欺騙。也有人提出，一個精心
策劃和執行的分析程序應該不需要統計數據來證明其論點。當所需要
的只是簡單的比較時，這建議可能是真實的；但在審查複雜的環境情
況時，統計可能是可以鑑別潛在事實的唯一方法。
鑑定污染源及其分布的方法一開始是源自於空氣污染的研究，起初是
使用擴散模式（dispersion models）
，後來因為擴散模式的侷限性，愈
來越多的研究著重在受體模式（receptor models）
，因為它可以基於採
樣點的觀測評估各種污染源的貢獻，故稱為受體 2。至今，有各種不
同研究受體的方法已經被使用，例如化學質量平衡模式、多變量模式
及同位素技術等。然而，Simeonov3 認為，污染的過程原則上是多變
量的一種，因此，對於現場的評估只有用多變量的方式處理數據才是
合適的。此外，如果研究者對於預期的污染源有基本的觀念，即使在
缺乏準確污染源組成數據的情況下，多變量方法亦可以提供一些污染
源解析。與受體模式相比，這個特性是多變量技術主要的強項。由於
上述的優點，主成分分析及其他相關的多變量分析技術，例如因素分
析及絕對主成分得點已經是鑑定土壤污染源及其自然和人為貢獻比
例最廣泛使用的方法 4-6。
對於環境鑑識的調查而言，有幾個多變量統計的方法可以使用

7-15

，

它們大部分都是做相同的事，只是在可能輸出的範圍，以不同的方式
達到相同的目的。最有用的就是將大量潛在相關檢測變數（很難以可
理解的形式將其繪製在一起）簡化成少數幾個不相關的向量，使其可
以很容易地以較少的維度被繪製出來。這樣，隱藏在數據下的潛在結
構才有可能被顯示出來。為達此目的，典型的繪製方法包括: 主成分
分 析 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 因 素 分 析 法 (factor
analysis) 及多元尺度化(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其他的多變量分
析方法如: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 CA)及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等，可以將樣品分成幾群並產生圖形輸出以易於解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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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以多變量分析之統計方法進行某非法棄置場址之產原樣
品分類，並以成分得點散佈圖進行棄置場址現場廢棄物樣品與產源樣
品之相關性探討。

樣品來源
1. 產源相關樣品 27 件：含廢棄物、原料、成品及於非法棄置場址
現場運送廢棄物卡車上所採集的樣品（以 A~L 表示不同採樣點）
。
2. 非法棄置場址現場廢棄物樣品 86 件：現場以攜帶式 XRF 篩選與
產源較相似的樣品，再送實驗室進行檢測。

分析儀器及軟體
1. 儀器：波長分散式 X 光螢光分析儀（WD-XRF）－ Panalytical
公司之波長分散式 Axios Advanced： Rh 靶 160mA、 60KV
Crystal：PX10、Ge111、PE002-C、PX1、PX6、LiF220，軟體為
Super Q。
2. 統計軟體：SPSS version 12.0 之套裝軟體。

分析方法
1. XRF 樣品製作：將上述產源相關樣品及非法棄置場址現場廢棄物
樣品共 113 件，進行風乾、粉碎、研磨、過篩（100 mesh）後，
添加 Binder (wax)，使樣品與 Binder 的重量比例為 2:1，經混合研
磨後，將樣品置入鋁製樣品容器後壓錠，製成 31 mm 的錠片。
2. 樣品以桌上型 XRF 進行元素半定量分析，分析項目包含 Ca, Zn,
Pb, S, Si, Fe, Al, Cu, Mn, I, Mn, P, Sn, Cl ,K, Ni, Cr, Sr, Ti, Cr 等 20
個元素之百分比含量。
3. 數據前處理：ND 或零的數值無法進行計算，故將 ND 或零的數
值以該檢測項目 MDL 之二分之一的值取代。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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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以群集分析及主成分分析將產源相關之 27 件樣品進行分類，
再將非法棄置場址現場篩選後之廢棄物樣品 86 件與產源相關樣
品 27 件之 XRF 分析數據進行主成分分析，以第一及第二主成分
得點做 X-Y 散佈圖，以尋求兩者之關聯性。

產源相關樣品之分類
將 27 件產源相關樣品之 XRF 分析結果，以群間連結歐基里德直線距
離平方進行群集分析，結果如圖 1 所示，以距離 5 為分割線的話，可
以將其分成三個群集。再將 27 件產源相關樣品之 XRF 分析結果以共
變異數矩陣（27×20 之矩陣）進行主成分萃取，得到兩個主成分，共
可 以 解 釋 98.254% 的 總 變 異 量 ， 其 中 第 一 主 成 分 佔 總 變 異 數 的
61.793%，第二主成分佔總變異數的 36.461%。將此兩個主成分得點，
做 X-Y 散布圖（如圖 2），在主成分分析的成分得點散布圖上，越相
近的點表示其主成分越相似，同一來源的可能性越大；同樣的，在群
集分析的樹狀圖中，同一群集的樣品表示其相似性越高。綜觀群集分
析的樹狀圖（圖 1）及主成分得點散布圖（圖 2）
，發現兩者所得到的
結果是一致的，都可以將產源相關樣品分成 3 群，其中 A,B,C,E,J,K
屬於同一群（Group 1），D,F,G,H 屬於同一群（Group 2）
， I及L屬
於同一群（Group 3）。而 Group 1 中包含現場運送廢棄物卡車上所採
集的樣品（標示為 E）及證人所聲稱之產源非法棄置廢棄物出處(標
示為 A,B,C)，故可以大膽假設棄置場址之廢棄物來自於 Group 1 之樣
品，而其他兩群則可能是產源之原料及成品。

非法棄置場址樣品與產源相關樣品比對
將非法棄置場址現場經攜帶式 XRF 篩選過之 86 件廢棄物樣品與產源
之 27 件相關樣品（Group 1-3）共 113 件樣品，以共變異數矩陣（113
×20 之矩陣）進行主成分分析後，萃取出四個主成分，可以解釋
92.092%的總變異量，將其第一及第二主成分（解釋總變異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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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1

Group 2
Group 3

圖 1 產源相關樣品群集分析樹狀圖

Group 2

Group 1

Group 3

圖 2 產源相關樣品主成分得點散布圖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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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2%）之成分得點做 X-Y 散布圖（如圖 3）
。由圖 3 可以看出現場
篩選之廢棄物樣品（Group 4）與產源之廢棄物 Group 1 樣品於主成份
得點分布圖上有重疊，顯示其高度的相似性。且由圖中可以看出 Group
4 除了與 Group 1 重疊外亦連續地往上方延伸，顯示非法棄置現場來
自於產源之廢棄物樣品可能遭其他種類廢棄物或環境基質混合。惟用
於主成分分析之非法棄置場址現場樣品是經過攜帶式 XRF 篩選過與
產源性質較相近之樣品，故數據中並沒有現場之環境基質樣品或是背
景可供比較，不然，於主成分得點散布圖中或許可以看出產源 Group
1 廢棄物與現場環境基質之關係。

圖 3 非法棄置場址與產源相關樣品第一及第二主成分得點散布圖

結論
本研究以群集分析及主成分分析得點散布圖分析 27 件產源相關樣品
之 XRF 檢測數據，可將樣品分成三個群組，其中 Group 1 包含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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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廢棄物卡車上所採集的樣品及證人所聲稱之產源非法棄置廢棄
物出處，故確認非法傾倒於棄置場址之廢棄物屬於 Group 1。
在現場以攜帶式 XRF 篩選後攜回實驗室之廢棄物樣品，在主成分得
點散布圖中與產源 Group 1 之樣品相近，顯示其高度相似性。
本研究於非法棄置場址現場攜回之廢棄物樣品皆經過攜帶式 XRF 篩
選過，缺乏場址環境基質及背景的數據可供比較，故無法看出產源
Group 1 廢棄物與環境基質之關係，甚為可惜。
藉由多變量分析的方式，可以進行產源的分類及非法棄置場址與產源
之相似程度判斷，對於環境鑑識而言是一種很有幫助的工具，惟統計
分析是一種輔助之解釋工具，研究者除了會操作統計工具外，亦須具
備相關之物理化學知識，才能對統計的結果做合理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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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流分離（FFF）技術應用趨勢
林俊德 1 陳怡如 2 陳麗霞 3 翁英明 4 阮國棟 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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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
分子（macromolecule）、膠體（colloids）及奈米粒子（nanoparticles,
NPs）
。近年來，場流分離技術研究領域廣泛，包括化學、化工、高分
子、製藥、生物醫學和環境科學等。實際應用包括高分子、蛋白質、
聚合物、多醣、細胞、天然奈米粒子、人造奈米粒子等的分離和特性
研究。場流分離理論最早提出者為 1960 年代的 Giddings，其後逐漸
發展出流動式（flow, FℓFFF）
、沉降式（sedimentation, SdFFF）
、加熱
式（thermal, ThFFF）
、電流式（electrical, EℓFFF）
、重力式（gravitational,
GrFFF ） 不 同 模 式 ， 其 中 又 包 括 對 稱 場 流 分 離 （ Symmetric Flow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SF4）與不對稱場流分離（Asymmetric Flow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AF4）
。本文先介紹場流分離的原理，再從最
新期刊中摘要出 11 篇 FFF 相關論文，討論其相關應用及未來可能的
發展方向。

場流分離的原理
圖1為場流分離的組成架構，FFF主要包括：幫浦帶動之載流液體、沒
有填充物呈扁帶狀（ribbon-like）的薄層溝槽（FFF Channel）、外加
力 場 （ external field ）、 偵 測 器 。 將 樣 品 注 入 充 滿 溶 劑 的 溝 槽
（solvent-filled channel），在溝槽垂直方向加入作用力場（field）
，因
為攜帶液體的層流作用（laminar flows）
，樣品中的粒子就會依不同的
大小分離開來。
1

中原大學生物環境工程學系助理教授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2副研究員3科長4組長5所長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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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 1 場流分離的組成架構

如表 1 所示，不同的分離技術適用之不同載流液體的種類以及粒子大
小範圍。影響 FℓFFF 分離的主要因子為粒子大小（擴散係數）
，影響
SdFFF 分離的主要因子為粒子大小及密度，影響 ThFFF 分離的主要
因子為粒子大小及化學組成（熱擴散係數）
，影響 EℓFFF 分離的主要
因子為粒子大小及電荷。依據粒子不同大小及特性，選擇適當形式之
場流分離技術。

〈6〉

表 1 FFF 適用之載流液體的種類以及粒子大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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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echnique

Carrier Liquid

Size Range

Sedimentation FFF

Aqueous

100 nm - 100μm

Thermal FFF

Organic

10 nm - 100μm

Aqueous

50 nm - 100μm

Flow FFF

Aqueous

2 nm - 100μm

Electrical FFF

Aqueous

20 nm -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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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FF 量測環境樣品奈米粒子（62 篇論文回顧）
2011 年發表於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學趨勢期刊）
「S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anoparticles in complex food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by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以場流分離技
〈1〉

術分離及定性在食物及環境樣品中的奈米粒子」 ，回顧 62 篇 FFF
相關論文。指出要完整分析天然奈米粒子或人造奈米粒子，須涉及偵
測、確認、定量以及詳細的特性描述（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在
複雜或非均質的樣品中，此一系列中的每一步驟都是單一挑戰，而場
流分離（FFF）是相當可行的方法之一，可以得到相關的特性描述結
果。文獻中提及各種介質中 NPs（有機、無機、大分子或其他食品中
及天然水、土壤萃取物等）
，透過 FFF 分離的技術現況。FFF 可以搭
配各種偵測儀器，得到更多其他技術無法獲得的資訊。分離條件可視
各種粒子特性而調整，複雜及非均質基質的定量，可能需要各種不同
的分離條件。偵測儀器得到的結果可以用來檢討分離條件，全周期
（holistic）的整套分析作法是比較好的作法，不宜只單獨注意單一步
驟的完成。
對於複雜的樣品，如何找出最佳化條件，才能達到最好的分離，文獻
也有詳盡的說明，相關步驟包括：樣品的配製、分離方法的選取、攜
帶液體的性質、在 FℓFFF 中膜（membrane）的特性及選擇、溝槽的
大小、外加力場的應用、偵測器的選用及定量分析等。
文獻中表列出各類粒子（工程無機奈米粒子、工程有機奈米粒子、天
然無機奈米粒子、天然有機奈米粒子）、粒子大小、存在之介質（河
、及偵測
水、土壤萃取物、細胞等）
、分析方法（sF4、aF4、SedFFF）
儀器（UV-Vis、TEM、MALLS 等）等相關資訊，非常完整的描述 FFF
分離技術的應用現況，可作為未來研究者參考之用。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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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FFF 量測環境樣品奈米粒子（192 篇論文回顧）
2011 年發表於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層析期刊 A）「Flow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for the analy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atural colloids and manufactured nanoparticles in environmental
systems 流動式場流分離（FℓFFF）用於天然膠體與環境系統中人造
〈2〉

奈米粒子的分析及特性研究」 ，評論性回顧 FℓFFF 用在天然膠體及
人造奈米粒子的 192 篇文獻。流動式場流分離技術（FℓFFF）在過去
數十年來用於天然膠體（natural colloids）及奈米粒子的分離及特性
研究，逐漸增加。近年來，用在人造奈米粒子的特性研究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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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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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比較 FℓFFF 與其他分離及粒徑量測技術的優點及限
制。FℓFFF 更能提供包括大小、形狀、結構參數、化學組成及粒子與
污染物間結合（particle-contaminant association）等豐富的資訊。
該論文提供各章節的目錄如下：
第 1 節：前言
第 2 節：理論背景（FℓFFF 理論、FℓFFF 分離模式、市售可用之 FℓFFF
型式）
第 3 節：實驗考量（率定方法、樣品製備、方法最佳化）
第 4 節：偵測器（UV-VIS、有機碳偵測（Organic carbon detector），
螢 光 、 ICP-MS 及

ICP-OES 、 雷 射 引 發 解 體 偵 測

（Laser-induced breakdown detection, LIBD）、多角度光散射
（Multi angle light scattering, MALS）
、動態光散射（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原子力顯微鏡（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以及偵測器之間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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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與其他分離技術之比較。
第 6 節：與其他粒徑量測技術之比較。
第 7 節：FℓFFF 的優勢及限制。
第 8 節：在天然膠體及奈米粒子之應用（包括萃取出來的腐植物質、
河川湖泊水體、河口及海洋水體、廢水、土壤、底質及地下
水、大氣粒子）。
第 9 節：人造奈米粒子之應用。
第 10 節：結論。
經由詳盡的描述，初學者對 FFF 的相關訊息，可獲得概括性的了解。

三、SdFFF 應用於癌幹細胞的分離
2012 年發表於 Analytical Chemistry（分析化學期刊）
「Cancer Stem
Cell Sorting from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by Sedimentation
Field Flow Fractionation 沉降式場流分離（SdFFF）結腸直腸癌細胞
〈3〉

中癌幹細胞」 ，指出近年來，癌幹細胞（cancer stem cell, CSCs）在
許多癌症中被鑑定出來，可能與腫瘤的產生、生長與轉移存在某些關
聯性，是導致放射及化療失敗的原因之一。CSCs 成為新的治療目標，
因此必須發展非侵入性細胞分離方法。該論文利用沉降式場流分離技
術（SdFFF）製備 8 種不同等級（期）的結腸直腸癌細胞株（cell lines）
的富集 CSCs（enriched populations of CSCs）。
研究 CSCs 之主要困難在分離及定性。因為數目少（僅佔腫瘤細胞數
少 於 1~5 ﹪ ）， 包 括 螢 光 或 磁 性 活 化 細 胞 分 離 法 （ fluorescent or
magnetic-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or MACS）均可應用。但對 CSCs
表現型特徵而言，特殊標記（specific labeling）可能會導致細胞性質
改變及分化，故富集 CSCs 而又不需標記免生干擾的方法就顯得非常
重要。場流分離技術（FFF）係基於本質上的生物物理性質，而沉降
式場流分離（SdFFF）是相當溫和，非侵入性，無需標記（tagless）。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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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群在過去 10 年，開發 SdFFF 用在神經膠原腫瘤細胞幹細胞
（glioblastoma cancer stem cells）的分離，該論文則嘗試另一種結腸
直腸癌幹細胞（colorectal cancer stem cells）的分離，均得到 SdFFF
有能力分離並富集
（sort and enrich）未成熟細胞
（CSCs）
。緊接在 SdFFF
之後的粒徑量測則使用一般量測紅血球數目的庫特計數器（Coulter
Counter）
。

四、FFF 應用於碳奈米管長度量測
2011 年 發 表 於 Advanced Materials （ 高 等 材 料 期 刊 ）「 Carbon
Nanotubes : Measuring Dispersion and Length 碳奈米管（CNTs）
：擴
〈4〉

散及長度量測」 ，指出高科技使用 SWCNTs（Single wall carbon
nanotubes）材料的規格，必須是單一長度及一定對掌性比例（chirality
population）的 SWCNTs。目前產製上述規格的 SWCNTs 製程均須在
溶液中充分分散每一個單一的奈米管。了解這些擴散狀態 SWCNTs
的膠體性質，就能用於設計適當的分離操作條件。許多例子顯示奈米
管的大小，特別是長度，在決定膠體性質時特別重要，所以長度分布
量測技術及有效分離技術顯得特別重要。該論文為由美國 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高分子部門、光學技
術部門、以及 Univ. of Akron、Towson Univ.、West Virginia Univ. 等
多位專家教授合作的進度報告（progress report），探討目前最新的擴
散（dispersion）
、長度分布（length populations）的量測及分離技術，
並提供這些技術參數取得的案例。透過擴散、長度、直徑等分離後得
到的次族群更精緻的 SWCNTs（improved sub-population）
，再探討更
精緻的科學量測方法來進一步對這些次族群做特性研究。從報告中可
以看出 NIST 如何窮盡所能面對核心問題：做出 SWCNT（單壁碳奈
米管）的參考物質（reference materials）
，驗證的工具包括所有可能用
上的方法，自然包括場流分離技術（F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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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SWCNTs 與光的交互作用非常複雜，光散射方法應用在 SWCNTs
的量測有一定的困難（在混合多種尺度的 SWCNTs，亦即未知的
SWCNTs 混合物中，要清楚解釋光的散射強度及角度是主要困難）。
所以，NIST 團隊將在未來致力於使用 FFF 系統，進行 SWCNTs 特性
研究品管（quality control）的工作；FFF 深具提供易熟練及快速篩檢
製程發展中尺寸分布所需的品管（QC）需求。FFF 是 SWCNTs 樣本
強而有力的擴散及尺度分布的定性方法。FFF 需要適當的校正工具，
用已知大小的參考粒子及適當的水動態模式（hydrodynamic models）
來校正，可以在 90 分鐘內得到相對的擴散狀態下的 SWCNTs 的尺度
分布資訊。
在分離技術的發展及改進過程中所獲取之知識，導致可以產製
SWCNTs 的參考物質，提供產學及官員立法之量度需要。NIST 希望
在 2010 年釋出 SWCNTs 參考物質的幾種等級產品，包括：a certified
for elemental raw soot （SRM 2483）, a purified "buckypaper" SWCNT
reference material（RM 8282）以及 a set of length-separated populations
in aqueous dispersions（RM 8281）
。
此外，該團隊目前正在進行相關的研究，希望能對 SWCNTs 的長度
和對掌特性作更有效和更多選擇性的分離，加速 SWCNTs 材料的發
展及應用。

五、AF4 組合多重偵測器應用
使用非對稱場流分離與多種偵測器研究銀奈米產品之特性—比較透
〈5〉

射電子顯微鏡和批次動態光散射 ，本文獻是使用「非對稱場流分離
與多種偵測器」研究銀奈米產品之特性，儀器組裝包括：非對稱場流
分離（AF4）與多種偵測器（UV/Vis、光散射（MALL（multiangle
laser-light scattering）、DLS（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
、ICP-MS）結
合（以下通稱為 AF4 組裝方式）
。銀奈米粒子是在奈米技術工業中發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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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快的產品之一，已普遍被使用，而且有增加的趨勢。因其具有抗
菌的特性，常用於化妝品、牆塗料、殺菌劑、紡織、洗滌劑等。一旦
釋放到環境中，會對水生環境造成不利的影響，這些問題已逐漸受到
重視，因此必須研發分析銀奈米特性的技術，以掌握污染的現況與來
源。
本研究首先要找出 AF4 技術的最佳條件。控制 AF4 的 constant 或
gradient cross-flow 以獲得最佳的分離效果；薄膜材質的選用，會影響
再現性和回收率，選用不同界面活性劑的添加，可防止粒子吸附在薄
膜的現象；zeta-potential（ZP）的大小，會影響回收率，控制這些參
數，使方法達到最佳化。
購買 3 種銀奈米粒子樣品（以奈米或膠體銀型態存在）
，以 AF4 組裝
方式檢測，並將各偵測器的相關資訊，經過計算推估之後，可得到銀
奈米粒子分布狀態（「含量％」相對於「粒徑」作圖）
。並與穿透式電
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和批次動態光散
射（batch DLS）所測得銀奈米粒子分布狀態的結果互相比較。對於
「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範圍較集中」的樣品，這 3 種方式所測出的「銀
奈米粒子大小分布狀態」都很相近。對於「銀奈米粒子分布範圍較分
散，但總數不多」的樣品，以 AF4 組裝方式與 TEM 所測出「銀奈米
粒子大小分布狀態」較接近。對於「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範圍較分散，
且總數很多」的樣品，這 3 種方式所測出的「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狀
態」都不相同，但以 AF4 組裝方式所測出的「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
狀態」最接近真實狀況。
Batch DLS 僅可測量「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範圍較集中」的樣品；TEM
可測量「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範圍較集中」及「銀奈米粒子分布範圍
較分散，但總數不多」的樣品；AF4 組裝方式可測量「銀奈米粒子大
小分布範圍較集中」
、
「銀奈米粒子分布範圍較分散，但總數不多」及
「銀奈米粒子大小分布範圍較分散，且總數很多」的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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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 3 種銀奈米粒子樣品，執行定量分析。樣品溶於濃硝酸溶液（65%
w/w））後，再以 1% 硝酸溶液(v/v)稀釋，配製濃度約為 10 μg/L，
以 ICP-MS 檢測總銀含量；樣品經超高速離心（ultracentrifugated），
上層液以 1% 硝酸溶液（v/v）酸化後，以 ICP-MS 檢測溶解態銀含
量（Ag ions and possibly Ag atom clusters）
。總銀含量與溶解態銀含量
相差的部份即為粒子態銀含量。所測得的總濃度、粒子態銀含量與標
示值非常接近。
AF4 組裝方式是一個強大的（powerful）和可靠的（reliable）工具，
可測量銀奈米粒子產品的「粒子的含量」
、
「粒子大小分布狀態」
、
「粒
子質量分布狀態」，也很有潛力運用於其他金屬的相關測量。本方法
線上光散射偵測器（online light scattering detector）對於小於 10 nm
的奈米粒子感度（sensitivity）不好，所以在測量小於 10 nm 的奈米粒
子時，注入濃度須大於 10 mg/kg，才會得到較可靠的結果（商業上可
提供 50 及 10000 mg Ag/kg）
。環境樣品的濃度很低，必須經過前濃縮，
但樣品基質複雜，也可能因此改變樣品特性。不然就可能要使用靈敏
度較佳的偵測器（如：laser induced breakdown detection, LIBD）。此
外，AF4 channel 的變異性很大、粒子與薄膜之間的作用力，都會影
響結果的回收率及再現性。這些都是未來在研究真實樣品時需要加以
探討的參數。

六、以 F4 了解多醣在超過濾（ultrafiltration）行為之研究
2009 年荷蘭 University of Twente 的 IMPACT 實驗室發表於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薄膜科學期刊）
「Unraveling ultrafiltration of
〈7〉

polysaccharides with flow field flow fractionation」 ，使用不對稱流
動式場流分離（AF4）及多角度光散射（MALS）來研究多醣（藻酸
分子 alginate molecules）在超純水及 10mM 含鹽（電解質）溶液中之
過濾行為。他們想要了解兩個問題：(1) 是否可以藉由場流分離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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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輔助了解過濾行為?(2)是否可由藻酸鈉（sodium alginate）過濾結果
說明其為操作通量之函數?除了辨識（fingerprinting）進流水之性質（堵
塞潛勢）外，他們亦以實驗比較中空纖維超濾膜（hollow fiber UF,
PES+PVP, MWCO 200 kDa, X-Flow UFC-M5 ） 與 場 流 分 離 儀 器
（Wyatt）中使用之薄膜材料（PES, MWCO 10 kDa, Microdyn Nadir）
及流體力學性質對其影響。結果發現鈣離子存在時，藻酸形成之聚集
物（aggregates）會隨離子環境而不同；在純水其會形成伸展型態
（stretched conformation），在氯化鉀（KCl）鹽水中則會形成皺疊狀
（collapsed state），而離子環境亦會影響流動式場流分離藻酸分子之
吸附與薄膜堵塞。

七、場流分離技術在高分子分離與鑑定之應用
2009 年發表於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高分子科學進展）
「場流
〈8〉

分離技術在高分子分離與鑑定應用之綜論」 ，場流分離是為分離與
鑑定巨分子（macromolecules）、超大分子聚集體（supramolecular
assembles）、膠體與顆粒所開發的多種分析技術之一，其結合層流剖
面（laminar flow profile）與分析物受到與其流相（載流液體）垂直之
物理場力所得交互作用之濃度指數剖面（concentration exponential
profile）效應。場流分離因其高度潛力與多元化，在不同的研究領域
被廣泛使用，而本文回顧流動式（FℓFFF）與加熱式（ThFFF）場流
分離之原理與基礎理論，及近年來在天然高分子、生物高分子及合成
高分子鑑定相關領域之最新發展。此外，對有機相與水相中高分子之
分離與鑑定，亦有提到場流分離與層析技術或光譜測定技術結合之可
行性。

八、F4 在蛋白質體學之分析
2008 年發表於 Journal of Proteomics（蛋白質體學）
「流體式場流分
〈9〉

離：蛋白質體學之一預分析方法」 ，指出蛋白質體學之研究需要結

25

環境分析評論 第3期

技術趨勢∣Trends

合高效率之分離方法、質譜分析與生物資訊學等綜合性方式。近幾年
在質譜分析的大幅進步，促使鑑定蛋白質體中生物分子複雜混合物之
能力增加，然而仍需要在質譜分析前適當的分離蛋白質與胜肽步驟。
由於蛋白質體樣品中含極微量的重要蛋白質訊息，對高效率之分離方
法及/或純化步驟之需要遂增加。流體式場流分離（F4）被視為分離
與純化之一有效、可互補的預分析分離方法（pre-analytical separation
method），而能有效應用在蛋白質體學之研究中。流體式場流分離係
一以沖提為基礎之技術（elution-based technique）
，可以根據其擴散系
數及水力尺寸（hydrodynamic size）之不同來分離巨分子。流體式場
流分離僅以移動相組成及流體力學之變化，通過開放式渠道（open
channel）結構，由分析物與在垂直方向加入第二流體之交互作用達到
分離目的。流體式場流分離在蛋白質分離中具有分析物與填充膠體物
表面不會交互影響之優點，提供如蛋白質類之生物分析物一所謂"生
物友善性環境（bio-friendly environment）"，即不會失去其原始之結
構性型態（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此外，蛋白質依其大小、形狀不
同之分別（fractionation）可由流體式場流分離快速收集到在後續線上
或離線分析儀器（如 ESI 或 MALDI）之蛋白質體鑑定上。

九、場流分離技術作為快速鑑定薄膜堵塞之分析技術
2002 年美國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兩位學者發表於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薄膜科學期刊）
「Flow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as
〈10〉

an analytical technique to rapidly quantitate membrane fouling」 ，
為首度應用場流分離在鑑定薄膜堵塞之研究。基於以下幾點，推薦場
流分離在這方面之應用：(1)薄膜可迅速安裝在場流分離渠道內；(2)
每次分析只需要幾克樣品即可；(3) 可研究不同流力及溶液性質下樣
品與薄膜之交互作用（即薄膜堵塞）
。他們以腐植酸標準品（Suwannee
River Humic Acid）常見薄膜堵塞物－天然有機物（NOM）之代表，
調查奈米薄膜（NF-270）與逆滲透膜（RO, XLE）之初期堵塞。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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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之樣品損失為腐植酸在薄膜上之不可逆性吸附，在提高流速及添
加鈣離子時兩種膜之堵塞均正比增加；而在添加界面活性劑 EDTA 時
之奈米薄膜比逆滲透膜較具抗堵塞力，其程度與添加鈣離子時相同。

十、AF4 在藥學及生物藥學之應用
2004 年 發 表 於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歐洲藥學及生物藥學期刊）「不對襯流動式場流
〈11〉

分離（AF4）在藥學及生物藥學之應用」 ，場流分離為分析物只有
與垂直外加物理場之交互作用，而不會與固定相（stationary phase）
有交互作用之技術，此一優點在藥學與生物科技藥學正是開發高效、
有力之藥物分子分析方法所需要。本文回顧場流分離在藥物分析之成
熟與進展中之應用、簡要各種場流分離模式之內含優、缺點，分離與
鑑定可溶性（如生物高分子）與不溶性分析物（如細胞、膠體與顆粒）
及其作為藥物發展重要工具之原因。

十一、奈米材料量測合理化
奈米材料大小量測經由原子力顯微鏡、流體場流分離與動態光散射測
量予以合理化：樣本準備、多分散相及粒子結構

〈12〉

，英國伯明罕大

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之地理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學者，2012 年 5
月在 ES&T 發表的這篇文章，旨在針對奈米材料的量測變異，透過最
常用儀器分別量測後予以合裡化，並反向回去檢討及製訂各種方法樣
本準備的標準化程序。這些常用儀器包括：原子力顯微鏡（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
、動態光散射（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與流
體場流分離（FℓFFF）等。本文製訂出 AFM 經驗證的樣本準備程序
（a validated sample preparation procedure），以及針對 AFM、DLS、
FℓFFF 量測結果變異程度的量化解釋。以單一分散相（monodisperse）
奈米粒子樣品而言，AFM 測得 dAFM 與用 DLS 測得 dDLS 的比值為 1.0。
但對多分散相（polydispersity）樣品而言，多分散相指標（polydisp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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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PDI）建議設定在 0.1，高於 0.1 則 DLS 測值不再能合理精確解
讀。粒徑分布（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PSD）由 FℓFFF-UV 方法測得
的體積分布轉換為數目分布時，會降低經由 FℓFFF （dFℓFFF）與 AFM
（dAFM）對粒徑觀測的差異。其他引起差異的原因尚包括：粒子的結
構(圓形及可透性)。dFℓFFF/dAFM 在小的表面附有離子的奈米材料（small
ion-coated NMs）接近 1，可視為硬球形，dFℓFFF/dAFM 在聚合物表面附
著的奈米材料（polymer-coated NMs）其值偏離 1，可視為材料的非
圓型，可滲透或兼具二者特性。

結語
準確測量粒子的大小分布有助於了解粒子的特性，FFF 是一種方便快
捷的分析分離技術，它具有設備簡單、涵蓋範圍廣、效率高、操作溫
和等優點，是分子生物學、奈米科技及環境分析研究中不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相較於傳統的粒子分離器，它具有極高的分離分辦效率，而
且具有極大的動態分離範圍（從幾個奈米到幾個微米的樣品），分離
所得的樣品可透過直接線上偵測分析，也可以收集後用於 TEM、
SEM、AFM、AAS、light scattering 等分析。
根據目標產物及其組成間相關物化特性的差異，例如分子量、粒子大
小、密度或導電度的不同，而施予離心力場、重力場、熱梯度、電場
或磁場，以達到分離的效果。由於場流分離技術操作溫和，不會造成
生物的活性損失，針對需要保留生物特性粒子的分離或分析時，將會
是最佳的選擇。
近年來後段分析儀器的蓬勃發展，增強樣品偵測的能力，無論在定性
的專一性或定量的靈敏性都有很大的突破，有助於場流分離技術的提
升。隨著生物、奈米科技的發展，場流分離技術在微生物篩選、疫苗
生產、酵素的純化製備或大分子、膠體、奈米粒子的分離等，將具備
更大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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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定序之演進及應用
尹開民 1 林哲雄 2 王世冠 3

摘要
基因定序就是 DNA 序列的解碼，定序策略及方式是先解讀出小片段
的 DNA 序列，再運用資訊軟體進行片段的接合，定序的關鍵技術是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PCR），在基因體定序競賽的激勵下，定序技術
快速發展。1970 年代發展出第一代定序方法，有 Maxam-Gilbert 發
明的化學藥劑裂解法及 Sanger 的合成終止法。之後由於化學、生化、
光學、自動化機械技術、微製程與奈米技術等科技的精進，基因定序
進入到高通量輸出的第二代定序技術，主要包含 4 個平台：焦磷酸定
序法（Pyrosequencing）
、離子流定序法（Ion torrent）
、連接酶定序法
（Ligation sequencing）
、Illumina Sequencing（Illumina）等。爲使價
格能符合基因體定序競賽的要求，第三代定序技術採單分子核酸即時
定序，主要平台有單分子核酸即時定序（Single molecule real time
sequencing, SMRT sequencing）及奈米孔定序（Nanopore sequencing）
。
基因定序於環境檢驗應用於環境基因體（Environmental Genomics）
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Ecotoxicogenomics），於環境基因體的應用包
括菌種鑑定（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PCR 產物的驗證、微生物菌
群分析（Microbial community and population）及基因功能分析（Gene
function analysis）等；在生態毒理基因體學的應用則包括基因表現資
料（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及分子毒理機制（Molecular toxicity
mechanisms）之探討。

一、前言
DNA 序列呈雙螺旋狀，由 A、T、 G、 C 等 4 種鹼基，依據嚴格的
A 配 T， G 配 C 的結合方式排列組合而成，基因定序就是將 DNA 序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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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上的 4 種鹼基一一的解出。低等生物（如微生物）基因體總共約
有 300~400 萬個鹼基，高等生物（如人類）有 30 億個鹼基，人類基
因體花費 30 億美元，15 年（1990~2005）的時間，已經完成基因體
定序。現在 1 天就能完成人類基因體的定序，歸因於第二代定序技術
（新世代定序法）高通量輸出，定序功能非常強大，定序價格也相對
降低，使得許多物種陸續的完成基因體定序。
由於 DNA 結構因素，長片段的 DNA 無法一次完成所有的核苷酸定
序，一般定序長度不會超過 1000 bps，所以基因定序的策略採用「分
進合擊」的方式，先解讀各片段的基因序列，再運用資訊科技進行片
段的接合。接合方式一般有兩種方式，一是參考基因資料庫，另一是
重疊接合方式。基因定序的關鍵技術是 PCR，PCR 是體外合成（複
製）DNA 的一種技術，它需要一對專一性的引子（primer） ，材料
（dNTPs） ，適當的環境(PCR Buffer)及熱穩定的 DNA 聚合酵素
（Thermostable DNA polymerase），運用 3 個不同溫度的循環，一條
DNA 經過 30 個 PCR cycle 後，即能獲得 10 億（billion）條的 DNA。
美國加州「X Prize」基金會為使基因體定序能擴展到個人化醫療的目
標，舉辦基因體定序競賽，原先 2006 年規定任何團隊只要在 2013 年
10 月底之前，以不超過 1 萬美元的費用，在 10 天內完成 100 個人基
因體解碼，就可以得到 1000 萬元獎金。現在（2011 年）有些修改就
是這場比賽將改在 2013 年 1 月 3 日進行，以每個人不超過 1000 美元
的成本，在 30 天內，完成 100 個人基因體解碼，且定序結果能符合
品質標準的規範（例如完成率達 98%及錯誤率不超過百萬分之一）
〈1〉

。在基因體定序競賽的驅使下，使得定序技術蓬勃發展日新月異。

二、基因定序之演進
基因定序從 1970 年代發展出第一代定序方法，歷經 50 多年的演進，
結合化學、生物化學、光學、自動化機械技術、微製程技術與奈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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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等，開發出第二代高通量定序技術與第三代單一分子即時定序技
術。說明如下：
〈2-3〉

（一）第一代定序技術

第一代基因定序策略多為透過基因工程的方法，先以限制酶將待定序
的基因序列切成小片段後，接入細菌質體，利用細菌生長繁殖快速的
特性，大量複製待測基因片段。之後以 primer 將接入的 DNA 片段夾
出，再進行定序反應，定序之方式，主要區分成化學裂解分離法及合
成終止法兩種。
Maxam-Gilbert 發明以化學藥劑裂解 DNA 序列的方法，首先以帶有
放射線物質 32P 的 Primer 進行 PCR 反應，PCR 產物再以化學藥劑裂
解特定的部位（例如 Piperidine 只會對鹼基 G 進行修飾及斷裂），最
後會形成長度片段不一的 DNA，經電泳分析及照 X 光後，就可以將
各片段的 DNA 序列串接起來。由於須使用到許多種類的藥劑且操作
過程繁瑣，並沒有形成規模化的應用。
Sanger 等提出合成終止法，就是 DNA 合成時，額外添加 4 種帶有放
射性物質且含中止訊號的鹼基，不影響 DNA 的正常合成，但能隨機
讓合成終止，使能產生不同長度的 DNA 片段（和 Maxam-Gilbert 化
學藥劑裂解法相似）
，經電泳分析及 X 光照射後，就可以將各片段的
DNA 序列串接起來。由於操作相對簡單，之後以螢光取代放射性物
質，以毛細管電泳取代傳統電泳膠片，迄今已由 1 條毛細管電泳擴增
為 96 條毛細管電泳，形成大規模的應用。
人 類 基 因 體 有 30 億 個 鹼 基 ， 幾 乎 以 第 一 代 定 序 法 ， 花 15 年
（1990~2005）的時間， 30 億美元完成。可見第一代定序法定序速
度慢，費用高，於基因體定序競賽中無法勝出。在化學、生物化學、
光學、自動化機械技術、微製程技術與奈米技術等各領域的精進下，
基因定序進入了高通量輸出的第二代定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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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二）第二代定序技術

高通量就是產出量非常大，能一次同時進行 25 萬~ 1 億個基因定序的
反應，產生 2500 萬~100 億個鹼基（算法是 25 萬條 DNA，1 條 DNA
的序列如果是含 100 個鹼基，就有 2500 萬個鹼基）
，總鹼基量產出非
常龐大。主要包含 4 個平台：1.焦磷酸定序法（Roche 454 Titanium）；
2.離子流定序法（Applied Biosystems）；3.連接酶定序法（Applied
Biosystems）；4. Illumina Sequencing（Illumina）。說明如下：
〈7〉

1.焦磷酸定序法

依 C、G、A、T 順序，一次加入一個鹼基，不斷循環的加入，利用
邊合成邊測序的特性，在 DNA 合成過程中，會產生焦磷酸基團
（PPi），接著硫酸化酶（ATP sulfurylase）進而將 PPi 轉換成 ATP，
ATP 再促使螢光素酶 （Luciferase）放出冷光（Bioluminescence）
，而
放出的冷光強度經冷光儀（Luminometer)偵測後，轉讀出 DNA 序列。
反應板上（PTP loading）有 25 萬個以上的孔洞，可同時進行 25 萬條
以上的 DNA 序列的定序反應，因為每個孔洞只有 1 條 DNA，所以能
進行混合樣品的多檢體序列分析。
2.離子流定序法

〈8〉

它是利用半導體晶片進行測序，首先要將 DNA 打碎，接上帶有已知
序列的轉接子（Adaptor DNA)，並固定在奈米級的珠子（bead）上，
然後將 bead 放進晶片的孔洞裏（初期晶片有 120 萬個孔洞，現已有 1
億個孔洞），在每個孔洞裏進行 1 條 DNA 的定序。原理是利用 DNA
進行鏈延長反應時，每併入 1 個核苷酸，就會釋放出 1 個氫離子
（H+），造成 pH 值改變的原理（pH 值約下降 0.02）
，並藉由晶片測
定 pH 值的變化。每跑 1 個小時就可以讀出約 1.2 億~120 億個鹼基，
輸出量非常龐大，接下來費時的工作就是藉由軟體進行組合、確認及
分析，得出物種全基因體的基因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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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連接酶定序法

經由偵測並分析連續一系列經過螢光染料標記的寡核苷酸
（oligonucleotides） 的連接反應 （ligation)，也就是說 1 次下 1 組帶
有螢光標記的鹼基組，結合後再以連接酶接合起來。
4. Illumina Sequencing

〈10〉

和 Sanger sequencing 有點類似，4 種鹼基以 4 種螢光標記，不同的是
Sanger sequencing 最多只能進行 96 條 DNA 的定序，而且合成終止
後，產出帶有 4 種不同螢光不同長度的 DNA 片段。Illumina Sequencing
能進行 1 億條 DNA 的定序，1 次下 1 種帶螢光的鹼基，邊合成邊測
序。
新世代定序後期更高通量的儀器，1 個人的基因體定序價格已能降為
約 3~30 萬元之間（不含樣品前處理）
，且錯誤率約 0.01%，仍未達到
基因體定序競賽的要求。爲挑戰 2013 年以 1 千美元的價格及定序結
果符合品質標準的規範，第三代 DNA 定序策略將朝向更為簡化的方
式，融合奈米科技的發展，針對單一分子進行即時定序，期望能以更
低的檢測成本及錯誤率，快速大量直接讀取 DNA 序列，使得將來個
人基因定序更為普及、應用更加廣泛。
（三）第三代定序技術

〈11〉

特色是單分子核酸即時定序。在基因體競賽中，第二代定序技術的定
序速度已能達到要求，但是費用上仍超出 1000 美元許多，主要因為
前處理步驟太繁雜及使用 PCR 技術（emulsion PCR 或是 bridge
PCR），增加許多試劑及材料的支出，所以第三代定序技術朝不使用
PCR，以單分子 DNA（1 條）進行測序反應。為什麼第二代定序技術
要使用到 PCR 技術？主要就是單分子 DNA 產生的訊號太過於微弱，
或是背景值的訊號太高，所以第三代單分子定序就要想辦法克服這個
問題。主要平台有單分子核酸即時定序（Pacific Biosciences）及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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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定序（Oxford Nanolabs Ltd.），說明如下：
〈12〉

1.單分子核酸即時定序

儀器已上市販售。透過奈米製程技術，開發以玻璃為基材且具有千餘
個 ZMW （zero-mode waveguides）孔結構的光波導式感測晶片，每
個 ZMW 孔直徑僅有 10 nm，深度約 100 nm，於底部固定單一個聚
合酶分子。此外，配合使用依不同鹼基而標記特定且可移除螢光分子
（與磷酸根形成鍵結，而非鹼基）的去氧核苷酸材料，使得模板 DNA
能持續進行聚合反應，並利用奈米結構下之光波導光學特性，激發光
源僅能穿透底部 20-30 nm 處，而達成即時偵測並延長讀取序列，且
大幅減低背景螢光訊號干擾之目的。
〈13〉

2.奈米孔定序

儀器尚在發展中。由修飾的蛋白質與人工合成的脂質雙層組成奈米
孔，定序技術區分兩種，1 種是單股（條）定序（Strand sequencing）；
另 1 種是外切酶定序（Exonuclease sequencing）
。單股（條）定序就
是待測的模板 DNA 直接通過奈米孔，當核苷酸的鹼基到達應基板
後，會引起不同強度的電流擾動，依據電流強度決定鹼基的種類。外
切酶定序就是待測的模板 DNA 將會被受到核酸外切酶的作用，每一
個核苷酸將依序被切下，不同核苷酸的鹼基通過此奈米孔時，會引起
不同強度的電流擾動，因而達成 DNA 定序之目的。
（四）小結
在基因定序競賽的驅使下，發展出許多定序的技術，各種定序技術都
有它的優缺點，譬如焦磷酸定序法的優點就是可以定出長度比較長的
DNA 片段，準確度也較高，適合環境基因體的研究。離子流定序法
雖然定序長度僅 200 bps，但是其產出量最多，速度最快，適合基因
體的定序，德國出血性大腸桿菌的基因體定序就是使用離子流定序法
完成的。至於連接酶定序法定序長度不長，僅 50~100 bps，適合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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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的探討。至於第一
代的 Sanger 定序法，至今仍大量的在使用，因為短片段的 DNA 定序
（幾百個鹼基），Sanger 定序法就可以完成，如果您執意要使用第二
代或第三代定序技術，其實也可以，只是要多付 200 倍的費用而已，
例如要定序 500 個鹼基，用 Sanger 定序法要花新台幣 500 元，但是
使用第二代定序技術至少要花新台幣 10 萬元。當然要進行基因體定
序要選用第二代或第三代定序技術，若您執意要使用第一代的定序
法，時間上則要耗費幾年。

三、基因定序之應用〈14〉
基因定序於環境基因體學之應用有菌種鑑定、PCR 產物的驗證、微生
物菌群分析及基因功能分析等；在生態毒理基因體學的應用則包括基
因表現資料及分子毒理機制之探討。
（一）菌種鑑定/基因片段鑑定

〈15-16〉

利用專一性的引子（primer）
，經由聚合酵素鏈鎖反應（PCR）來擴大
DNA 的片段，其中最常被應用於分析的是核糖體核酸（Ribosomal
DNA），因為核糖體核酸具有同種間高度相似性及高保留性，異種間
高相異性之等優點。其中原核生物是 16S rDNA，真核生物是 ITS
rDNA，基因定序 16S（ITS） rDNA 後，得出之基因序列資料與微生
物基因資料庫比對，達到菌種鑑定的目的。本所已建立此技術進行室
內空氣和沙塵暴中細菌及真菌之鑑定。
（二）菌種鑑定/基因體定序

〈17〉

今年（2011 年）5 月德國流行一種出血性的大腸桿菌 O 104，這隻大
腸桿菌 460 萬個鹼基對，1 天內就完成基因體定序，起先懷疑是西班
牙小黃瓜污染，之後經由基因體比對後發現是來自於德國豆芽、苜蓿
芽，並且依據定序結果進行排列分析（alignment），找出此菌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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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specific domains），5 天內就發展出即時定量 PCR 快速檢測試
劑組，真是不容易。
（三）PCR 產物的驗證
PCR 反應後經電泳分析有亮帶產生或是即時定量 PCR 產生增幅曲
線，表示已檢出欲檢測的標的基因，謹慎一點的話可將 PCR 或是即
時定量 PCR 反應的產物，進一步進行基因定序驗證，可證明 PCR 反
應的正確性。例如本所曾以退伍軍人菌屬的引子，在 SPA 池檢測出
陽性的退伍軍人菌，經驗證後發現是橡樹嶺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oakridgensis）
。
（四）微生物菌群分析/16S Metagenomics

〈18-22〉

環境中能夠分離培養的微生物只有 1~10%，絕大多數都是不可培養的
微生物，這些未能培養的微生物才是環境中的主體，總基因體學
（Metagenomics）的研究可避免傳統的培養方法，以基因水平探討微
生物群落的結構，以基因觀點建構完整的微生物菌群，將有助於發現
場址中一直未被發現的基因（物種）或是一些新的基因（物種）。微
生物菌群的分析基於預算考量可儘進行 16S Metagenomics 分析，迄
今已廣泛用於環境各基質的檢測，如 Hong 等人進行空氣、Stokke 等
人進行海底底泥、Vila-Costa 等人進行海水、Deng 等人進行土壤、
Zhang 等人進行廢水處理廠廢水之 16S Metagenomics 的微生物菌群分
析，都有很好的成效。
〈23〉

（五）微生物菌群分析/ Metagenomics

和 16S Metagenomics 不同的是，Metagenomics 是直接裂解染色體成
小片段的 DNA，而 16S Metagenomics 是以 PCR 技術夾出核醣體核酸
的 DNA 片段。PCR 反應夾出核醣體核酸片段，如果是非優勢菌群可
能會被遺漏，Metagenomics 可以補救這個缺點。由於 Metagenomics
把社群中的基因體都解序出來了，通常不會只做物種個體的辨識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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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菌群分析，會進一步構建一個總基因體的基因庫（Metagenomic
DNA library）
，做為未來特定微生物的偵測、監控或篩選，及選殖特
定功能的微生物基因，進行基因功能分析，開發新穎蛋白質或酵素等
用途，這些都是傳統微生物培養的做法做不到的地方。
〈24〉

（六）基因功能分析（Gene function analysis）

區分序列功能分析及基因轉殖體的功能篩選，前者以已知的基因序列
與功能基因資料庫進行比對，藉此推測基因功能；後者則是經過實際
測試，能獲得具活性的功能基因。有些基因可能跟代謝有關、有些跟
轉譯有關、有些跟細胞生長有關…，物種或場址的功能基因建構完成
後，各領域的專家就可以進一步進行相關功能基因的研究，進一步推
測作用機制。
〈25〉

（七）基因表現資料（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當 DNA 轉錄為 RNA，表示生物對外界刺激有反應，基因表現資訊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代表暴露於化學品受到一系列生化程序影
響潛藏的豐富資訊。所以生物體在一些毒化物的暴露情況（如雞、鸕
鶿暴露於戴奧辛），如果有新的基因進行轉錄的反應，表示暴露時可
能有新的特定毒物的指標物質產生「new toxicant-specific markers of
exposure」
。毒理反應的分子檢測，就是偵測 RNA 基因的表現種類或
是 RNA 基因的表現量。
〈26-27〉

（八）生態毒理基因體學（Ecotoxicogenomics）

Daniel 等人以雙酚 A 在魚體中的研究，發現雙酚 A 在不同魚種肝臟
基因表現不同。Nathalie 等人進行「生理與分子影響評估相對於物化
為主的評估方法」研究，發現結構相似的物質 基因表現量不同。

四、結論
（一）基因定序的演進將持續朝向低成本、高通量及單分子即時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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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發展，目前第二代定序技術已相當成熟，並持續擴充高
通量的分析，第三代單分子即時定序技術則仍在發展階段中。
（二）基因定序可應用於環境基因體學及生態毒理基因體學之研究，
以基因水平建構完整的微生物菌群及基因表現資料，使能更深
入理解毒物的分子作用機制，做為健康生態風險的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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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技術
巫月春 1 陳重方 2 阮國棟 3

摘要
我國於 100 年 11 月 23 日制定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管制項目包括二
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甲醛（HCHO）、總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TVOC）、粒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之懸浮微粒（PM10）、粒徑小
、臭氧（O3）
、細菌、真菌及其他
於等於 2.5 微米之懸浮微粒（PM2.5）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質。針對這些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環
保署已公告相關檢測方法，本文主要針對檢測方法之原理、適用範圍
與干擾做一簡單介紹，未來亦會配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值之訂定，持
續關注國際檢測技術發展，隨時檢討修訂相關檢測方法與技術，作為
室內空氣品質管制之依循。
關鍵字：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檢測方法

前言
每人每天約 90% 的時間處於室內的環境中，室內空氣品質之良窳，
直接影響人體健康、生活品質及工作效率，尤其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
體健康之影響更是備受重視。我國於 100 年 11 月 23 日制定室內空氣
〈1〉

品質管理法，並將於公布之一年後生效實施 ，從此我國成為繼韓國
之後，全球第二個將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立法管理的國家。此一立
法，開創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新紀元，使我國從過去室外大氣管制
為主的空氣污染防制策略，延伸至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的管理。這
個管理法所規範之室內，不只是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還包括大眾運
輸工具，對於一些公眾聚集量大、進出量高，或對空氣品質有特殊需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組長 2 副研究員 3 所長

本文已於「2012 室內空氣品質國際學術交流工作坊」，台南成功大學，2012
年 4 月 27 日發表，經再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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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公共場所，該法並已規範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連續監測室內空
氣品質，監測結果也應即時公布於該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讓民眾很
清楚地了解哪些場所是屬於健康的

〈1〉

。

然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完成立法，其所規範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及管
理等相關實際執行措施，均尚在研議階段，但由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
第三條可以得知，室內空氣污染物係指室內空氣中常態逸散，經長期
性暴露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包括二氧化
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粒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
之懸浮微粒、粒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之懸浮微粒、臭氧、細菌、真菌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質。而室內空氣品質即指室內空
〈1〉

氣污染物之濃度、空氣中之溼度及溫度 ，因此未來室內環境空氣污
染物質量測之目標物種即以此 9 項為主。

我國室內空氣污染物量測技術現況
在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尚未完成立法之前，環境保護署於94年12
月30日已訂定發布「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

〈2〉

。該建議值所列之空

氣污染物物種即為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所訂之二氧化碳等9項（詳如
表1）。因此環境檢驗所即配合此一建議值，陸續訂定相關檢測方法
〈3-13〉

，作為室內空氣品質管理先期資料調查之參考。

各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檢測方法之原理、適用範圍與干擾等摘述如
下：
一氧化碳：紅外線自動檢測法（NIEA A421），係利用紅外光和待測
物分子作用產生分子振動的原理，測定分子吸收紅外光之後所呈現的
強度。此方法適用於空氣中濃度 100 ppm 以下之一氧化碳檢測。水
氣及二氧化碳等與一氧化碳具相同吸收特性的物質易造成干擾，懸浮
微粒亦是干擾來源之一，在氣體進入儀器之前，可以玻璃纖維或鐵氟
龍濾膜去除懸浮微粒之干擾。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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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紅外線自動檢測法（NIEA A448），檢測原理及干擾與一
氧化碳相同。而其測定範圍依儀器設計而定，一般可用於空氣中濃度
2000 ppm 以下之二氧化碳檢測。
臭氧：紫外光吸收自動測定法（NIEA A420），其係利用臭氧對紫外
光的吸光特性，量測樣品於 254 nm 波長的吸光強度後，再計算得空
氣中臭氧的濃度。因此，舉凡在 254 nm 波長具有吸收的物質，均易
造成正偏差之檢測干擾，而本方法適用於空氣中臭氧樣品濃度在
0.50 ppm 以下之檢測。
甲醛：DNPH 衍生物之高效能液相層析測定法（NIEA A705）
，以定
流量之採氣泵將空氣中甲醛收集於含 2,4 – Dinitrophenylhydrazine
（DNPH）和過氯酸溶液之收集瓶中，再以高效能液相層析儀測定樣
品中甲醛之含量。分析過程中主要干擾來自吸收液中不純物或樣品層
析時訊號重疊而造成定性定量上之誤差，本方法之定量下限約達
0.020 ppm。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不銹鋼採樣筒/火焰離子化偵測法
（NIEA A732），以不銹鋼採樣筒採集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後，
攜回實驗室以液態氬（約 -186 ℃）冷凍捕集濃縮空氣中甲烷以外之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再將一定體積之樣品經由熱脫附注入火焰式離
子化偵測器，測定空氣中不含甲烷之TVOC含量。
本方法除水氣會導致火焰離子偵測器基線之漂移而影響 TVOC 定
量準確度外，使用氦氣為載體氣體時，火焰離子偵測器對少數含羰
基、醇類、鹵化碳…等官能基之有機化合物定量可能較不準確。本方
法之定量下限（相當甲烷）約在 0.3 ppm 左右。另外，本方法不宜
使用其他較液態氬沸點低之冷凍捕集劑（例如液態氮），否則樣品中
甲烷將被捕集造成檢測結果不正確。
PM10：貝他射線衰減自動測定法（NIEA A206），其係抽引空氣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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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粒徑篩分器可篩除空氣樣品中氣動粒徑大於 10 微米之粒狀物
（其 50 % 收集效率下之粒徑截斷點為 10 ± 0.5 μm）採樣器，將氣
動粒徑小於或等於 10 μm之懸浮微粒收集於濾紙上。樣品濾紙經由貝
他粒子照射，利用穿透濾紙之貝他粒子束與濾紙表面質量密度成反比
關係及Beer-Lambert 定律，測定濾紙上之重量變化，定量出空氣中
PM10質量濃度。
本法可適用PM10質量濃度範圍在 0 ~ 1 × 104 μg/m3之測定。而水氣、
海水鹽沫或微粒過量捕集等均可能使得本項量測結果產生誤差。
PM10：慣性質量自動測定法（NIEA A207），本方法乃利用粒狀物的
慣性作用，使得空氣中之粒狀物經由篩分器篩分出PM10以下粒徑範圍
之微粒物，再利用微量天平直接測出微粒瞬間重量的變化。水氣將造
成本方法量測結果之正偏差，一般採樣設備均以適當加熱控制機制排
除水氣之干擾，但是檢測元件之加熱控制機制亦可能會造成硝酸鹽、
VOCS等揮發性成分散失，而造成負偏差。
PM10：手動法（NIEA A208），利用定流量抽引大氣經一特定形狀之
空氣採樣器採樣入口，利用微粒之慣性作用，將其分選落於PM10粒徑
以下之樣品，並在採樣前、後（經濕度調節後）將每張濾紙秤重，以
決定所收集之PM10微粒淨重，換算得到空氣中PM10之質量濃度。
採樣器在特定流量限制下操作，測定範圍上限應可以測量至 300
μg/m3 之 24 小時PM10重量濃度。本項檢測主要誤差來源包括採樣後
樣品之揮發性微粒常會在運送、調理或秤重過程中損失而造成檢測結
果之負偏差；大氣濕度對樣品的效應則是正偏差；採樣操作時流量變
異可能改變微粒分選粒徑特徵，造成採集粒徑不正確。
細懸浮微粒（PM2.5）：手動採樣法（NIEA A205），以定流量抽引空
氣進入特定採樣器進氣口，經慣性微粒篩分器，將PM2.5收集於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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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此濾紙於採樣前、後均於特定溫度與濕度環境中調理後秤重，
以決定所收集之PM2.5細微粒之淨重，換算 24 小時之採樣之質量濃
度。本方法適用大氣壓力 600 至 800 mmHg之環境空氣中PM2.5細微
粒 24 小時之質量濃度值測定。
經 24 小時之採樣，其偵測下限可達 2 μg/m3；濃度偵測上限則取決
於細微粒在濾紙上之質量負載所引起的壓降，是否已造成採樣器無法
維持其在規定之流率下運轉而定，在空氣中PM2.5質量濃度值達 200
μg/m3 之情況下，仍可維持24 小時之採樣。
濾紙上所採集之揮發性細微粒常會在濾紙運送或採樣後秤重前之保
存過程中損失，因此應在可執行的範圍內儘快秤重，以將此誤差減到
最小，濕度亦會對樣品檢測造成影響。在採樣前及採樣後秤重的過程
中，必須小心處理濾紙以避免因濾紙破損或所採集到的細微粒自濾紙
上散失而造成誤差。使用濾紙夾、濾紙匣及其保護容器可以減少這些
誤差。採樣流率變異可能改變採樣頭的細微粒分選粒徑特徵，此誤差
會受到採樣期間入口採樣流率變異以及空氣中細微粒徑分布影響。
細菌：總細菌數檢測方法（NIEA E301），本方法使用衝擊式採樣器
抽引適量體積之空氣樣品，直接衝擊於適合細菌生長之培養基上，並
於 30 ± 1℃ 培養 48 ± 2 小時生長後，計數培養基上細菌之菌落數。
採樣器操作時流量變異，將影響微粒之採集，而採集體積計算的誤差
可能來自流量或採樣時間測量所產生；而真菌數量過多將遮蔽或抑制
細菌之生長，並可能影響總細菌數之判讀與計數。
真菌：總真菌數檢測方法（NIEA E401），本方法使用衝擊式採樣器
抽引適量體積之空氣樣品，直接衝擊於適合真菌生長之培養基上，並
於 25 ± 1℃ 培養 4 ± 1 天生長後，計數培養基上真菌之總菌落數。
採樣器操作時流量變異，將影響微粒注入；採樣體積計算的誤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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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流量誤差及（或）採樣時間測量；而細菌數量過多可能影響總真
菌數之判讀與計數。

檢測技術之檢討與發展
對於室內空氣品質之檢測方法，環檢所除配合所訂定之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值，檢討修正其適用性外，未來可能發展方向如下：
甲醛：現行空氣中甲醛檢測方法，使用具揮發性之 DNPH 為吸收溶
液，因此甲醛採樣時其吸收液將造成 TVOC 之干擾，使得甲醛與
TVOC 無法同時採樣，且必須 TVOC 採樣後，再進行甲醛之採樣，
以避免 DNPH 所帶來之正干擾，未來將增訂乾式吸附劑吸附之檢測
方法，以避免 DNPH 對 TVOC 造成干擾，並可節省檢測時間及成本。
TVOC：目前使用之檢測方式為樣品不經層析管柱進行分離，而直接
導入火焰離子化偵檢器（FID）測得樣品之總碳氫化合物含量。其檢
測定量下限約為 0.3 ppm，若室內空氣品質之 TVOC 管制值依規劃中
〈14〉

草案訂為 0.56 ppm

，就法規之有效數字解讀上恐有爭議，且 FID

對苯環類偵測感度不及光離子化偵檢器（PID）
，而苯環類揮發性有機
物為室內裝潢、油漆之逸散、室外交通工具排放之重要揮發性有機物
成分，若室內空氣中含苯環類揮發性有機物，兩種偵測器測得之
TVOC 濃度可能因此產生差異，我們將配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所訂
TVOC 實質管制數值與化合物種，針對特定物種以層析管柱進行各化
合物之層析，分別定量後再加總為總碳氫化合物。
連續監測：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方法中，甲醛、TVOC、PM2.5、細菌
及真菌等檢測均為批次式，我們將持續關注國際間這些項目連續自動
監測技術之發展，以便適時將此類量測技術引進國內。
數據品質管制：目前室內空氣品質檢測相關方法，均訂有檢測品質管
制事項，包括標準件或標準品之追溯、品質管制樣品（包括空白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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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樣品、添加樣品與查核樣品）等品質管制措施，以確保檢測數據
品質。惟檢測時採樣點與採樣時間之選定，為檢測數據是否具代表性
之關鍵，目前環保署規劃以較易現場測定之項目（例如 CO2）作為選
點之篩選指標，其與其他待測項目之共存或指標性何在？另外，不同
性質之場所其監測時間範圍之選擇（例如週間或週末、白天或夜間）
等均有待法規定案後再釐清。
菌類檢測方法採樣誤差：如前節所述，室內空氣中細菌與真菌兩項菌
類檢測時，空氣體積計算的誤差可能來自流量或採樣時間測量所產
生，而檢測方法中雖敘明以流量控制設備來減少空氣體積計算的誤
差，此外亦可使用計時器將採樣時間測量的誤差減至最小等語，但此
兩項檢測方法中對於採樣器規格僅訂為「可攜型衝擊式採樣器」，對
於採樣器之流量控制與採樣時之流量範圍等均未有規範。具了解國內
室內空氣中真菌或細菌菌落數檢測之採樣時間僅 3 ~ 5 分鐘內即完
成，尤其雨季期間或潮濕之室內，採樣時間更短，縱使使用計時器，
其誤差相對於其他採集 1 小時、8 小時或 24 小時之項目仍然不小。
雖然此等檢測技術與設備均為國際上使用之技術與設施，但國內高溫
高溼度室內環境，是否有影響檢測結果之虞。況且市售之「可攜型衝
擊式採樣器」亦有數種不同之流量，採樣之系統偏差及檢測數據之精
密度與準確度有待進一步探討與解析。

結語
國內各項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技術之開發建立，除合於本土法規政策需
求與技術規範品質（QA/QC）之策略外，我們仍注重國際技術發展潮
流趨勢。但因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較環境檢測技術先進歐美國家早
實施，檢測技術與方法參考來源不多，所以未來我們將持續驗證與開
發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方法與技術，務求使各項污染物管制項目之檢測
數據具備有好的精密度、準確度、代表性、完整性與可比較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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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而具備公信力之檢測結果，作為我國各項環境保護工作推動之後
盾外，亦以作為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技術標竿為目標而努力。

表 1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2005.12.30）
項目
CO2

CO

建議值
8 小時值

8 小時值

第1類

600 ppm

第2類

1000 ppm

第1類

2 ppm

第2類

9 ppm

HCHO

1 小時值

0.1 ppm

TVOC

1 小時值

3 ppm

細菌

最高值

真菌

最高值

PM10

24 小時值

PM2.5

24 小時值

O3

8 小時值

溫度

1 小時值

第1類

500 CFU/m3

第2類

1000 CFU/m3
1000 CFU/m3

第1類

60 μg/m3

第2類

150 μg/m3
100 μg/m3

第1類

0.03 ppm

第2類

0.05 ppm

第1類

15 至 28℃

註 1：本表為法規公告（2005.12.30） 表格之簡化，讀者有必要可查詢環保署法
規網頁。
註 2：第 1 類：指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學校及教育場所、兒童
遊樂場所、醫療場所、老人或殘障照護場所等。
第 2 類：指一般大眾聚集的公共場所及辦公大樓，包括營業商場、交易市
場、展覽場所、辦公大樓、地下街、大眾運輸工具及車站等室內場所。
1 小時值：指 1 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 1 小時累計採樣之測值。
8 小時值：指連續 8 個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 8 小時累計採樣測值。
24 小時值：指連續 24 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 24 小時累計採樣測值。
最高值：依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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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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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所的藍海策略：國際比測
米文慧 1 蕭美琪 1 郭淳語 2

引言
企業界的競爭發展模式，以往常採取的獲益方程式：壓低成本、搶佔
市佔率、大量傾銷等傳統商業手法，即所謂的紅海策略，直到藍海策
略（Blue Ocean Strategy）的出現，企業改以全新創意，為「後資本
主義時代」那些深陷惡性競爭的企業找出一條全新的生存之道。而「國
際比測」正如同檢驗室在競爭發展中所運用的藍海策略。本刊「環境
分析評論」第 2 期己刊登「國際認證與比測-環境檢驗所精益求精」
一文，介紹 NATA 國際認證的意義，以及本所取得認證的努力，本文
接續再做國際能力比測更深入的介紹。

何謂國際比測？檢驗室為什麼要執行國際比測？
檢驗室常用能力試驗（Proficiency Testing）的手段，作為展現管控與
確認本身在校正或檢測方面之能力，而使用之方式，一般包括內部與
外部試驗。
內部試驗多採用標準件或標準物質，要求校正或檢測人員依檢驗室本
身之標準作業程序，執行校正或檢測，並將結果與標準件或標準物質
之正確值做比較，以確認準確性。而外部試驗則多以參加國際間知名
機構所規劃的實驗室間之檢測能力比測計畫，一般稱做國際比測
（Inter-laboratory Comparision）來達成。
所謂國際比測，就是檢驗室參加被國際間認定具有相當公信力之機構
所贊助或提供之檢測能力比測計畫，諸如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國際認證機構（如美國 ACLASS
公司）
，以及經認證之檢測能力測試計畫供應商（如紐西蘭 Proficiency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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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Ltd 公司，是紐西蘭國際認證組織（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New Zealand,IANZ）所認證之供應商，2011 年 3 月起與 Asure Quality´s proficiency groups 合併成立 Global Proficiency 公司）等，檢驗室參
加比測計畫所得之結果，詳作檢討評析，有助於檢驗室持續監測評估
校正或檢測執行能力的維持狀況。
為何參加國際盲樣比測，優於檢驗室自行以已知濃度之確認參考物質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 CRMs）或品保品管樣品作為能力試
驗？係因國際比測所檢測之樣品，屬於具有實際環境基質（例如焚化
廠飛灰樣品、土壤/底（污）泥樣品、肉品、合成類乳品廠之酪乳樣
品與都市污水處理廠排放水）的特性，較能展現檢驗室在執行真實樣
品之能力。因為真實樣品本身具有基質干擾的特性，若檢驗室參加國
際比測，而且獲得滿意之評價，就如同具有真槍實彈的檢測能力，外
界對於檢驗室所發出檢測報告之數據品質，自然會給予更高的信賴與
肯定。
通常參加國際比測的檢驗室，均會將國際比測視為是對該檢驗室執行
一次國際性品保品管校正之效益工具（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ies are important QA/QC tools.）
，因為國際比測在執行結果統計階
段，係將各國檢驗室的數據經過合理之篩選與統計，也就是以數理統
計學中的標準化方式（一般稱 Z-score，即所謂的 Z-分數或標準化
值），得出適切可接受之數據範圍，這種結果自然就如同將檢驗室之
數據做了一番校正。
參加國際比測或能力試驗之檢驗室，其本身多已取得本國或國際認證
機構認可，所以會再參加國際比測或能力試驗之需求多係在於：
1.與其他檢驗驗室就技術能力與準確性方面，接受常規性之比較。經由
國際比測之競爭結果，提供被認證之檢驗室與認證機構管理兩者間具
有國際公信力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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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了儘可能達到認證機構之規定要求，例如 ISO/IEC 17025、ISO/IEC
17043 或 ILAC Guide 13。
3.在可行之情況下，參與認證之檢測能力測試計畫供應商所提供之國際
比測計畫，或自行設計參與方式，藉以符合 ISO/IEC 17025、ISO/IEC
17043 或 ILAC Guide 13 規定。
4.若無法參與國際比測，亦需提出可靠性之內部能力試驗，以獲得認證
機構之認可。
5.定期（通常 1 年 1 次）參加國際比測活動，以展現檢驗室本身之能力。
6.希望在認證期間內完成所有認證項目國際比測，以取得仍具有能力維
持之證明。一般若未參加國際比測，則再次認證評鑑時，可能會是主
要缺失，甚至撤銷認證之資格。
7.藉由參加國際比測結果之回饋，若有能力不符合或不確定性存在時，
可藉以執行矯正措施，建立具合理、可靠性、有利於作為再次認證評
鑑之參考文件。

國際比測不僅只是國際比測
國際比測主要之緣由與目的，多是因為國際間之檢驗室，為了認證的
需求或為了維持與展現檢測能力所產生，但卻有其他衍生之實際效
益。許多研究機構（如瑞典 Örebro 大學，Bert van Bavel 教授主持之
世紀之毒戴奧辛分析國際比測）或經認可之檢測能力測試計畫供應商
（如美國環保署認可之美國 RTC（RT Corp）公司）
，經常藉由提供樣
品的機會，彙整統計參與國際比測檢驗室所提供的數據，作為研究成
果發表，或將統計後所獲得具相當客觀性數據之樣品，當作確認參考
物質（CRMs）販售。
例如：Bert van Bavel 就曾將焚化廠飛灰樣品、土壤/底（污）泥樣品，
以及標準品溶液樣品等，提供給國際間 70 多個檢（實）驗室，並將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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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檢（實）驗室參與國際比測之戴奧辛數據彙整與統計評析後，在
2001 年以‘Final Report Sixth 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y ’文章，發表在韓國慶州舉辦之戴奧辛年會‘Dioxin 2001 in
Gyeongju, Korea.’ 上，這篇文章同時也在挪威，奧斯陸，國家公共衛
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Oslo, Norway）以及荷蘭
歐盟計畫（EU project DIFFERENCE, The Netherlands）發表。2004 年
在德國柏林舉辦之戴奧辛年會‘Dioxin 2004 in Berlin, Germany.’，也發
表‘Final Report Ninth 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y ’
文章。截至 2012 年，類似國際比測研究計畫已至第 17 回（屆）
，且
多發表在類似年會上。
又例如：美國 RTC 公司主要之業務為製造與提供環境與製藥方面之
確認參考物質（CRMs）、品管樣品（Quality Control Samples, QC
Samples ） 以 及 能 力 試 驗 樣 品 （ Proficiency Testing Samples, PT
Samples）
。尤其所提供之 CRMs 是真實基質之樣品，藉由提供給各國
檢驗室參與國際比測作為樣品，再將所獲得之數據進行統計，其結果
除作為提供參與檢驗室與其他國家檢驗室間相互比較，以了解檢驗室
本身之檢測能力外，同時這些製備之真實基質樣品，亦因此得到較客
觀之正確值，可當作 CRMs 販售。所以美國 RTC 公司這種利人利己
的作為，可說是應用國際比測手段創造雙贏局面之案例。

環境檢驗所參加國際比測的豐碩史
環境檢驗所為有效管理自身檢測能力，讓檢測技術與世界接軌， 1995
年就已獲得國際上首屈一指的認證機構－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的認證，而且每 1 年半
接受 1 次監督評鑑，每 3 年接受 1 次全面評鑑，為該組織之當然會員，
依規定必須參加已取得認證項目之檢測能力測試，才能持續符合
NATA 之認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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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所每年會主動參加國際間檢測機構能力比測計畫活動，包括
瑞典 Örebro 大學 Bert van Bavel 教授主持之戴奧辛分析國際比測、紐
西蘭 PS 公司（即 GP 公司）、澳洲 NMI （Australian Government
National Measurement Institute）公司、澳洲 PTA（Proficiency Testing
Australia）公司（前身為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A 之檢測能力測試部
門 ） 及 美 國 RTC 公 司 、 美 國 ERA （ Environmental Resoursces
Asspciates）公司等，以不斷精進提昇檢測能力。
環境檢驗所參加國際比測之種類，包括水中殺蟲劑、土壤中殺蟲劑、
石油碳氫化合物、戴奧辛（飛灰、土壤/底（污）泥、標準品溶液樣
品、食物樣品/鰻魚、鹿肉及乳脂等與相對配合之標準品）
、水中揮發
性有機物（氯乙烯、1,1-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
順-1,2-二氯乙烯、四氯化碳、1,2-二氯乙烷、苯、三氯乙烯、甲苯、
四氯乙烯、氯苯、1,4-二氯苯、萘、溴甲烷及 1,1,1-三氯乙烷）、土壤
中金屬總量（鉻、銅、汞、鉛、鎳、鋅及鎘）
、廢棄物 TCLP 金屬（鉻、
砷、汞、鉛及鎘）、水中金屬（砷、鎘、鉻、銅、鐵、鉛、鎂、汞、
鎳、鋅及銀）、BOD、 COD、總懸浮固體、總溶解固體、飲用水中
大腸桿菌群、總菌落數、放流水中大腸桿菌群等測試項目。
環境檢驗所參加國際比測之輝煌歷史，早自 1996 年起即開始持續參
加戴奧辛分析國際比測等，由成果顯示檢測技術已與國際並駕齊驅，
例如： 2007 年參加第 12 屆戴奧辛分析國際比測，包括 3 件飛灰、3
件底泥、1 件污泥與 2 件標準品，共計 9 個樣品之檢測分析，經主辦
單位統計評定結果，在戴奧辛（Dioxins）與多氯聯苯（PCBs）部分，
檢測 256 項次全部合格，且在多溴聯苯醚（PBDEs）部分，環境檢驗
所係世界上少數能提供完整 27 項同源物數據之實驗室，檢測 119 項
次亦全部合格，證明檢測能力更在國際水準之上，並續參加 2008 年
挪威第 9 屆食物中戴奧辛等成分分析之國際比測，包括對鰻魚、鹿肉
及乳脂等 3 件食物樣品與 3 件相對配合之標準品，執行 Dioxin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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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s 等之檢測分析，統計評定結果表現良好，而 2008 至 2011 年持
續參加之戴奧辛分析國際比測評定結果亦同樣亮麗。
其他參加國際比測之優良成果，尚有：每年持續參加之水質（含微生
物）
、廢棄物及土壤等基質樣品，例如 2008 至 2011 年參加 PTA 公司、
PS/GP 公司及 RTC 公司之水中揮發性有機物等項目之能力比測，經
統計評定，除有部分項次因主辦單位不予進行統計評定外，幾皆落在
2 個標準偏差、NIQR (Normalised Interquartile Range) 或 Z 值等可接
受範圍以內。2008 至 2011 年持續參加 RTC 公司土壤與廢棄物金屬項
目，皆全數合格表現優秀。另參加澳洲 NMI 公司相關水中殺蟲劑、
土壤中殺蟲劑、石油碳氫化合物之成績： 2011 年參加水中殺蟲劑檢
測能力比測計畫，其 Z-Score 絕對值與 En-Score 絕對值均為<1，石油
總碳氫化合物 Z-score 為 1.09，表現良好。而 2011 年參加 ERA 公司
廢水中（放流水）大腸桿菌群及水中（飲用水）大腸桿菌群、總菌落
數項目統計結果為 Excellent 、Good 或 Satisfactory。可見環境檢驗
所參加國際比測之成績優異，除有助於環境檢驗所全方位維持本身的
檢測能力狀況與監督評估持續確保數據品質外，亦在在顯示確實可提
高我國在國際地位的能見度。

結語
參加國際比測為檢驗室重要之品保見證，對維護檢測品質與檢驗室形
象有極大助益，也是檢驗室實施認證評鑑時，自行執行檢測能力測試
之要求，並可持續監視評估各方面之檢測分析能力。對於它的實質效
益，如同企業間經常提及之藍海策略，因為對檢驗室而言，國際比測
雖兼具內部（檢驗室）與外部（國際）檢測能力與品質的競爭，但卻
是一種正面的效益。而對環檢所、國際組織、研究機構、甚至於樣品
供應商之效益而言，「國際比測」就是藍海策略的運用，更是再恰當
不過了。

57

環境分析評論 第3期

政策連結∣Policy Links

參考文獻
1.ACLASS, Guidance on Proficiency Testing/Inter-laborary Comparision,
April 13, 2009.
2.UNEP Chemicals Geneva.,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ies:A
Global QA/QC Tool for the Analysis of POPs under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December 2005.
3.Bert van Bavel(Chairman Workgroup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ies, IICS), Professor, MTM Research Centre, Örebro University.
Sweden., Final Report Sixth 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y, November 2001.
4.Bert van Bavel(Chairman Workgroup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ies, IICS), Professor, MTM Research Centre, Örebro University.
Sweden., Final Report Ninth 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Study, December 2004.
5.Prof. em. Dr. G. Persoone, Prof. Dr. C. Janssen, Laboratory for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Aquatic Ecology Ghent University,
Ghent, Belgium.,International Intercalibration Exercise on the
Algaltoxkit Microbiotest–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Algal Assays.
6.環保署環境檢驗所，2009，98年品管會議報告資料（環境檢驗所97
年參加國外檢測能力測試情形報告）。
7.環保署環境檢驗所，2010，99年品管會議報告資料（環境檢驗所98
年參加國外檢測能力測試情形報告）。
8.環保署環境檢驗所，2011，100年品管會議報告資料（環境檢驗所
99年參加國外檢測能力測試情形報告）。
9.環保署環境檢驗所，2012，101年品管會議報告資料（環境檢驗所
100年參加國外檢測能力測試情形報告：2011年本所國際檢測能力
測試說明表）。

2012年6月

58

政策連結∣Policy Links

空氣粒狀物利用模擬煙囪實地比測
米文慧 1 吳國傑 2 雷一弘 3

摘要
排放管道（煙囪）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型態，一般概分為粒狀物與氣
狀物。而煙囪的空氣污染物採樣，較一般環境污染物採樣，需要更
專業之技術與經驗，尤其在粒狀物採樣的過程，吸引速度必須與煙
囪內廢氣的流速相近（稱為等速採樣），所得到的樣品才具有代表
性。但如何確認檢測人員能確實依規定採集到具代表性的樣品及其
檢測之數據品質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目前所採用的方式，就是定
期對檢測機構施行模擬煙囪粒狀物實地比測考核。由 91 至 99 年之
比測結果顯現，平均合格率高達 95﹪，此說明檢測機構之排放管道
粒狀物採樣與檢測技術，已具相當水準，而模擬煙囪比測考核，確
實是能真正評估檢測機構排放管道粒狀物檢測能力的有效利器。

前言
各級環保單位為加強空氣固定污染源之稽查管制，以及落實固定污
染源之設置、變更操作許可制度，對於固定污染源之排放檢測一直
是政府積極稽查與管制的目標。藉由污染排放源定期之採樣、檢測
與申報等手段，以達到污染防制之成效，並藉此建立台灣地區在不
同空氣品質區域中固定污染源之污染物排放總量的基本資料，以作
為擬定空氣品質標準，以及實施空氣污染物減量措施之主要依據。
由此可知，空氣污染物檢測結果的正確與否，是會直接影響決策的
方向，然而過去各級環保單位，在檢閱固定污染源委託檢測機構執
行檢測之申報資料等結果，偶會出現部分檢測機構所提出之數據報
告，發生不同程度之錯誤。其影響小者，可能因申報資料錯誤、違
反檢測方法規定等，而招致檢測報告扣款或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之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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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重者，則攸關環境政策之規劃、執行與國家徵收空氣污染防
制費之來源。環檢所如何善盡檢測機構之管理，實益顯重要。

排放管道粒狀物檢測能力評估－模擬煙囪實地比測
由於空氣污染物之多樣性與不確定性，使得標準的空氣樣品有取得
或製造上的困難，尤其目前粒狀污染物本身並無所謂的標準品樣
本，且煙囪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濃度，本身就是未知數，致較難進行
量化的考核與評鑑，加上煙囪粒狀物的採樣與檢測是高空作業，需
要付出更多的體力、膽識及高專業的技術等。尤其煙囪粒狀物採
樣，因為必須配合固定污染源的位置、採樣口高度、採樣平台空間
的限制及等速採樣等多項規定，諸多因素使得採樣與檢測的品質，
很難有一客觀之評估方式。所以要如何考核與判定，新申請或己取
得許可之檢測機構，具有採集煙囪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能力，且能
得到可信賴的檢測數據與品質呢？
雖然評估檢測機構在煙囪粒狀物採樣與檢測之能力，有如上所述諸
多之因素須予克服，但環檢所仍排除萬難，藉由多年的施政計畫，
規劃設置完成了一座內徑約 60 公分、高約 13.4 公尺之「模擬煙
囪」。顧名思義，它具有一般煙囪所有的條件，為了達到模擬真實煙
囪的功能，以及要具有評鑑檢測機構的採樣與檢測能力之目的，所
以在設計上包括風扇（送風機）、傳動馬達、空氣壓縮機、乾燥機、
壓縮空氣儲存槽、前後過濾設備、粉塵輸送器、加溫設備與濕度調
控設備、採樣平台與採樣孔，以及污染防制設備等。由多年執行計
畫的數據研究、累積與統計，已得出排氣流速、粒狀物濃度值 2 種
迴歸曲線。這樣就能依考核者的需要，隨意輸送不同量之粉塵與設
定不同空氣量引入模擬煙囪，便可以產生所想要的各種排氣流速、
粒狀物濃度的標準值（標準答案），也就如同擁有許多不同的考試題
庫一般（例如各設定 5 種不同的粉塵輸送量與空氣量，就有 25 種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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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物濃度的標準答案），再將這些標準答案與檢測機構執行模擬煙囪
實地比測之測定值加以比對，就可知道檢測數據的合格與否。
經查國內外文獻，環檢所這套模擬煙囪考核設計，可說是獨步全
球、空前未有的創新作為，也因為利用這套模擬煙囪來考核檢測機
構的排放管道粒狀物檢測能力，使檢測機構可真實展現其真正的採
樣與檢測能力。由此可知實施模擬煙囪實地比測之策略，確是評估
檢測機構排放管道粒狀物檢測能力的有效手段。

採樣平台
排放管道

X

模擬煙囪外觀

送風機

圖片摘自排放管道粒狀污染物檢測比測執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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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粒狀物利用模擬煙囪之檢測能力評估現況
環檢所利用模擬煙囪執行實地比測之對象，除新申請許可案會實施
外，主要是針對已取得環保署排放管道粒狀物檢測許可證之檢測機
構（截至目前計有 28 家、29 間檢驗室，其中 1 家有 2 間檢驗室取
得許可）
。例行年度實地比測考評項目分為 3 大項，包括流速量測、
粒狀污染物濃度測定、氣體濃度測定，並以分數量化做為評定合格
與否之依據。檢測機構除了總分須達到要求外，各項之分數亦須同
時符合要求，才視為合格，且流速量測與氣體濃度測定之數據，必
須當場交卷；而粒狀污染物濃度測定，由於樣品（濾筒）需送回檢
驗室調理稱重，故須於規定時間內，將粒狀物濃度報告寄回，經由
統計、分析，判定檢驗數據合格與否，以認定檢測機構的檢測能
力。環檢所希望能藉著模擬煙囪實地比測制度，達到協助社會大眾
有效監督檢測機構的品質系統運作及維持檢測機構間的合理公平管
理目的。

歷年模擬煙囪實地比測結果評析
環檢所已執行多年之檢測機構模擬煙囪實地比測工作，統計 91 至
99 年（100 年未施測）執行排放管道粒狀物實地比測合格率（合格
率＝合格家數÷總比測家數）之結果顯現，平均合格率高達 95﹪，
其中 91、94、96、98 年更高達 100﹪，可見檢測機構之排放管道粒
狀物採樣檢測技術已具相當之水準與公信力。
由於模擬煙囪實地比測考評項目計有流速量測、粒狀污染物濃度測
定、氣體濃度測定，不合格情況包括總分未達要求，或分項的得分
不符要求，各分項不合格之原因，由於涉及之專業技術與經驗因素
甚多，概述如下，以做為檢測機構及各界之參考：
1.流速量測：
流速量測所需之參數包括排氣動壓（一般以皮托管測定）、排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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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排氣密度則需有排氣組成（一般以奧塞德分析裝置或自動監
測儀器，測定 CO2、O2 及 CO 之濃度）與排氣含水量的數據，才可
求取，由這種環環相扣的必要性，可以想像整個採樣過程的嚴謹及
複雜度。
流速量測整個程序經常發生的缺失，例如：（1）皮托管校正係數不
正確。（2）量測動壓的壓力計未調整水平，造成讀值偏差。（3）測
定動壓前，皮托管管線未測漏，若管線有漏，會造成動壓讀值不正
確。（4）目視奧塞德分析裝置之氣體玻璃量管刻度不正確。（5）奧
塞德分析裝置內之吸收液未適時更換，造成吸收效果不佳，影響量
測之排氣組成數據。（6）測定排氣前，未將奧塞德分析裝置管線內
之氣體，以排氣充分置換，也會影響排氣組成數據。（7）排氣含水
量測定之採樣管線是否確實測漏、採集量是否適當、水分吸收劑效
果是否良好、稱重水分之天平是否確實校正，均是影響含水量數據
的原因。
2.粒狀污染物濃度測定：
粒狀污染物濃度測定整個程序經常發生的缺失，例如：（1）若前述
之流速量測錯誤，則採集之濃度會產生偏差。（2）採樣人員未將吸
氣嘴正向排氣方向（排氣流動方向與吸氣嘴方向的角度偏差，應在±
10°以下）。（3）採集粒狀污染物必須以等速採樣，即吸氣嘴吸引氣
體之流速與排氣流速，其相對誤差須確實調整在 ± 10 ﹪（尤其是
手動方式採樣，檢測人員是否確實依規定操作，是最大的關鍵）。
（4）是否確實執行採樣整體組裝管線之測漏，也是影響數據的關
鍵。（5）採樣管是否水平，且伸入煙囪內的方向是否與採樣孔吻合
（即是否在採樣孔延伸方向之煙囪截面的直徑線上）。（6）回收樣品
的動作，也是關鍵因素，例如現場環境風速太強，尤其排放管道多
在高空作業，此情況經常發生，易造成濾筒中之粒狀物飄散。（7）
樣品攜回檢驗室後，是否依規定調理，使達到恆重要求及稱重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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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否校正，也是影響數據正確與否的一環。
3.氣體濃度測定：
環檢所是以標準氣體測試檢測機構的氣體濃度測定能力，所以檢測
機構若使用奧塞德分析裝置，影響因素，請參考前述流速量測之相
關內容；若使用自動監測儀器，影響因素有（1）檢量線製備之線性
係數是否符合、是否有以第二來源之標準氣體確認檢量線（因為即
使檢量線線性是符合規定，但製備檢量線所用的標準氣體濃度，若
氣體製造廠商提供錯誤的濃度證明，則未使用第二來源的標準氣體
作確認，所製備的檢量線，根本就是錯誤的）。（2）自動監測儀器的
偵測器（detector）功能是否衰退，也會影響真實濃度的測定。

結語
排放管道粒狀污染物的採樣與檢測，雖只是眾多環境檢測的 1 項，
卻是在環境保護及空氣污染防制應用上，1 種不可輕忽的高度專業
技術性之重要基礎空氣檢測項目。
環檢所模擬煙囪的創設，實為檢測機構申請許可證術科評鑑與例行
能力考核的重要工具。如本文所述，煙囪粒狀物本身並無所謂的標
準品樣本，以往即使未依規定執行採樣，根本無法判定粒狀物濃度
是否錯誤，但是採用模擬煙囪執行比測後，若執行採樣與檢測（稱
重）過程涉及前述不良因素時，會極易顯現考評不合格之結果，也
就是環檢所用模擬煙囪這套設備，作為考核的工具，適時補強了管
理上的困難與不足。
經過歷年來對檢測機構進行模擬煙囪實地比測，結果顯示此方式對
檢測機構執行排放管道粒狀物檢測能力之維繫，確有實質之助益。
所以只要環檢所持續定期施行模擬煙囪比測，必要時逐步提高合格
門檻，另輔以無預警之稽查來強化管理，相信以此積極的方式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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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機構執行檢測，達到協助其改善缺失的目的，應絕對可以提升
及確保檢測機構在排放管道粒狀物採樣與檢測的優良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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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環檢所健兔盃/三盃兔路跑活動後記
田邊野草 1 阿信 2

緣起
「跑步，其實是自討苦吃」我是這麼認為。「既然如此，那又為什麼
還要辦健兔盃路跑呢？」這話就要從今(2012)年 4 月 30 日說起。
4 月 30 日上午在環檢所例行的讀書會中，Michael 顏榮華介紹了村上
春樹的《關於跑步，我說的其實是…》一書，書中敘述了作者數十年
來在跑步過程中的領會與體認。當日導讀者將此書介紹得鞭辟入裡，
然聽者們仍意猶未盡，一伙人沉寂已久的神經受了到挑動，於是乎這
場讀書會產生的蝴蝶效應，經過 Michael 號召後，成了三盃兔的路跑
活動。
村上的書中提到一位馬拉松跑者在開跑後常在腦海中想的一句話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這句話簡譯成「痛是難免的，
苦卻是甘願的」。村上認為這句話簡單扼要地點出了馬拉松這種競技
最重要的部分。本文開頭的「跑步就是自討苦吃」，倒也吻合村上的
看法。雖然，我們的健兔盃只有約 6 公里的路跑，與他跑的馬拉松比
起來相當是 7 隻健兔路程的總和，簡直是小巫見大巫，兔腳豈可比馬
腿？但我們追逐的，其實還蠻一致的，都在自找苦吃，而且歡喜甘願。
在北台灣有個「捷兔」俱樂部

〈註 1〉

，成員們利用週末進行有趣的慢跑，

幾個人當「兔子」先跑，一路撒麵粉為記，另批的獵人則一路追蹤，
可以是在荒郊野外有山有水的地方，也可穿越公園學校，甚至跑進公
共場所，俟路跑結束之後，大伙一同喝啤酒交誼。

1
2

環檢所主任，好讀書，不甚求解，每有會意便忘然欣食，性嗜酒而妻賢不能常得。
環檢所科長，專長為搞定無法運作的電腦並負責所內各項活動攝影工作。

〈註 1〉捷兔俱樂部 http://www.taipeihash.com.tw/c_index.htm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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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即以「捷兔」為師，在 2002 年舉辦第一屆健兔盃、2004 年辦了
第二屆，之後健兔就一路進入冬眠期。現今健兔因為 Michael 的演講
「跑步」而復甦，今年因為是第三屆，所以訂名為「三盃兔」，時間
上則配合訂在鍾仁棋科長退休之前，可藉歡送榮譽退休之名，在自找
苦頭嚐嚐之餘同享暢飲之樂，真是一舉數得。

跑吧!讓生命啟動於這一刻!(圖 1)
2012 年的 4 月 22 日倫敦馬拉松起
跑，克萊兒．洛馬斯(Claire Lomas)
是 3 萬 6 千多名參賽者之一，當其他
人都在當天完成賽程後，只有克萊兒
1 人持續「走」下去。她原是位馬術
選手，在 2007 年比賽時摔傷，造成
下半身完全癱瘓。她憑藉著企業家提
供的「再走裝」，以每天不到 3 公里
的距離，前後用了 16 天走完全程。
圖 1 2012 年三盃兔海報 羅竣彥製作

克萊兒不孤單，她有家人一路相伴，在終點線上還有數百位觀眾含淚
拍手的為她歡呼，更有 15 位參賽者願意將自己完成比賽的獎牌捐
出，用以表彰她的勇敢 (中國時報/尹德瀚報導)。
我們沒有 16 天的時間可以運用，也沒有完賽獎牌，但我們在共同的
天地之間，感受到生命中同樣的光與熱，就讓我們放縱須臾的生命來
享受同樣的愛好吧。
6 月 8 日三盃兔的舉行日，當下班交通車駛離之後，偌大的園區，籠
照在 6 月溽暑的嬌陽裡，即便 5 時過後仍是非常薰熱。大伙在環檢大
樓前群集照相(圖 2)之後，便自動移師到大樓正後方陰涼處整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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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跑儀式，我們仿船艦啟用典禮，邀請尊貴卓越女性擔綱，特別
禮請顏副所長春蘭主持(圖 3)，顏副所長乃巾幗本色，慨然允諾，出
馬相助。

圖 2 出發前眾兔們的合影

圖 3 顏副所長：知道國慶日閱兵官的手勢嗎？就是這樣!

吉時哨響，眾兔禮讓而出，不急不徐，循序漸進。夕陽無限好，因為
近黃昏，送涼的晚風中，眾人以最適合的速度陸續邁向自己的路程，
快有快的自得，慢有慢有堅持。如身著火紅跑得飛快的是替代役黃彬
泓(圖 4)，而酷酷戴著墨鏡和音樂伴身的是 Michael 顏(圖 5)，至於氣
息喘喘的則是退伍軍人集團的資深健兔們(圖 6)，看來老兵們真的是
漸漸年長，絲毫不復昔日奮勇爭先的勁氣和力道了。

圖 4 一馬當先的獨走者----彬泓

圖5

Michael 的意思是，give me five

本屆最佳跑者為呂辰光(圖 7)，為所內空調設備委外操作公司的派駐
人員，也是中壢雙連地區慢跑隊伍的成員，長年在中央大學及鄰近地
區三五成群或多或少的健足群中現身。咱們檢驗所同仁寬大為懷，面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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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強者自然是禮讓在先又詐敗在後，承讓得心服口服，毫不扭捏作
態。武狀元，陳科長元武歷經多年仍是環檢所最優質跑者，文武兼備，
內外雙修，誠本所之最佳代表(圖 8)。

圖 6 現役與退伍軍人集團

圖 7 本屆路跑榜首---呂辰光

今年與往年不同最大的地方，是替代役成員們的加入，除前面提及的
黃彬泓之外，另有吳智褘、羅竣彥、陳慶峰、張詠翔、張治平、徐士
倫等人，且是全員全程跑完，確實不易。感謝這群替代役男平日對環
檢所的協助，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昔日自己年輕的身影，既熟悉
又親切。年輕人，加把勁，前面的路還長，正等您們去揮灑和著色 (圖
9) 。

圖 8 武狀元在本屆強敵環繞下取得探花殊為難得

圖9

本屆參賽的替代役：我們志在參加還有啤酒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離
健兔盃與捷兔最大不同之處在於不限性別，並鼓勵女性加入，今年女
子組的成績超優，勝於歷年，其最大原因係出現了位高手---陳明妮(圖

69

環境分析評論 第3期

專題∣Features

10)，她曾在 2004 年中央機關運動會在新莊體育場中代表環保署參加
大隊接力賽，短跑速度讓眾人為之驚呼，當年署人事室潘宜宛簡任視
察驚歎到頻頻詢問，此姝係出自何單位，欲將其列為保障名額每年徵
招出賽，卻為明妮婉拒，正是木蘭不用尚書郎，只願借明駝千里足送
兒還故鄉。其實路跑應非明妮強項，她的專長應該是化學檢驗(就是
把所內儀器給操到壞)或是瑜珈之類的，大凡具有運動細胞者，一通
百通，各種項目應該多少都可以來一段，此說雖不中亦不遠矣!
另外本屆最年長者為顧巧林，位居眾人之首，值得稱道。與年少者游，
可保青春活力之外，更具身教作用，有此一寶，百事無憂、萬事免慮
(圖 11)。

圖 10 明妮：跑完之後我要喝 2 瓶再外帶 2 瓶

圖 11 左起：清蘭、顧姐、海報、雲卿、玉珍

最後衝線的人物為周金柱簡任研究員，特地從署裡支援單位專程請假
回來參加路跑，他以過人的毅力跑完全程，並在接受眾人的掌聲中結
束整個路跑活動。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越是堅持到最後的人，所獲
的掌聲是最多的(圖 12)。

圖 12 周簡在眾人掌聲中不顧形象的衝向終點完成比賽

2012年6月

圖 13 榮華、翁正兩位健兔盃的三朝元老在玩猜拳輸的喝兩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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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的跑者中，金翁正(圖 13)、顏榮華、陳元武等 3 人是每屆均
參與且全程完賽的資深跑者，精神毅力可佩；而歷屆中能夠全程堅持
到最後的跑者，均是為自己完成了一項記錄。2012 年健兔盃在午後 6
時許圓滿完成(圖 14)，路跑的成績表列於文後，以示後之覽者，告之
曰：那些年，我們一起跑過的路，一起追過的女孩們!

圖 14 三盃兔結束合影時顏副所長換成了阮所長

歡樂無限，暢飲有度
路跑之後，壓軸的送舊晚宴登場。在夜色來臨之前已由蔡清蘭、康玉
珍兩位，在餐廳裡備好了美味的食物與清涼的飲料，一方面慰勞眾兔
辛勞，二方面也歡送 6 月榮譽退休的鍾仁棋科長。
沒有冗長的致詞，繁文縟節也暫擺一邊，有的只是真誠的祝福，和珍
惜彼此的感謝，既無悲離也不須感傷，因為大家都已又餓又渴。杯觥
交錯、筷子雙手齊發，大伙盡興地交談，把酒言歡。如果，年年有此
日，歲歲有此夜，那該多美好。女詩人徐芳的《無題》詩『和你一塊
聽的音樂特別美，和你一塊喝的酒也容易醉。你也許忘了那些歌舞，
那一杯酒，但我至今還記得那晚夜色的嫵媚!』正是最好的描繪。人
生何處無月？何方無酒？只是難得再有今夜這班舉杯共樂的朋友
了。聖人鍾科長至此也應悔當日未曾痛醉(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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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周簡說：鍾大，我退休時也要我手上捧的這種

圖 16

戴奧辛小組成員說：咱台灣啤魯尚讚啦

鍾科長仁棋是檢驗所同仁中第一屆戴奧辛小組的成員之一(圖 16)，
長期從事「世紀之毒」的研究與檢驗工作，採樣足跡遍布台灣各溪流
河口與各污染場址，與狼共舞了數十年。檢驗功力與成就，在本所歷
年的環境檢驗調查年報中均可見到其心血結晶。在他的口中各地方的
地理、特色、景觀，甚至有何土產均是如數家珍，娓娓道來。其人個
性不汲不營，親和委婉，從不曾與同仁有勃谿的傳聞，是大家心目中
的好同事好伙伴。而今在盛年之際選擇自多年的工作中退休，應該有
其不可改變的堅持與執著，也許祝福是最好的送行禮物。我們將滿滿
的祝福化為輕風，陪伴在鍾科長不與人同的走自己的路上，與君同
行，好人是不會寂寞的。

圖中是 2012 年 6 月退休的鍾仁棋科長：退休後我會種菜養雞養魚還有養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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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擊鼓！躍動！
和跑步可以緊密契合的，我想打鼓是其中一項，而且關係非比尋常。
1969 年，日人田耕號召一群年輕人集結於佐渡島成立「佐渡國‧鬼
太鼓座」
。學員們在島上過著清貧的生活，研習傳統藝能，每日跑步、
擊鼓。1972 年起，團員們開始走訪世界各國表演和太鼓。1975 年，
在跑完波士頓馬拉松後，躍上舞台，演奏三尺八寸的大太鼓，鬼太鼓
座從此震驚世界。
1981 年，
「佐渡國‧鬼太鼓座」一分為二：佐渡的「鼓童」與靜岡的
「鬼太鼓座」
。鬼太鼓座承習田耕先生的理想，1990 年，以在卡內基
音樂廳的公演結束為起點，從紐約出發，用 3 年時間，跑盡全程 1 萬
4910 公里。至 1993 年底，再度回到紐約，並在卡內基音樂廳舉行「全
美一周完走公演」創舉的最後一場演出。2004 年，第 5 期鬼太鼓座
的年輕成員再度挑戰波士頓馬拉松。並於抵達終點後，立即躍上舞
台，演奏為世界和平祈福的“魂之音”。
鬼太鼓座所獨創的，所謂的「走樂論」，視「奔跑」與「音樂」為一
體，反映人生的戲劇性與能量。而真正實踐這個理論，則是除了奔跑，
別無選擇！
1988 年，優人神鼓在木柵老泉里山林中成立，以「道藝合一」為理
念，結合果托夫斯基身體訓練、東方傳統武術、擊鼓、靜坐、太極導
引、神聖舞蹈等元素，訓練在自己的寧靜中擊鼓，並定期以行腳方式
巡迴台灣各地廟口廣場演出，獲得各界極高評價。無疑地，行腳之後
的擊鼓是比演藝廳裡的演出更具爆發力與震撼力。
或許，我們窮其一生也未能如鬼太鼓座般的跑步，也未能如優人神鼓
一樣的打鼓，但我們可以和跑者、鼓者互相交流，就在邁開步伐和鼓
聲響起的剎那，就在我們心靈悸動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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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作家中喜愛跑步的，且像村上春樹一樣能將跑步與生活結合得如此合
度的，其實不多且還待開發和培養。村上春樹寫到跑步會出現心理倦
怠，他稱為「跑者的憂鬱」
，他的態度是：
「這就是人生，也許我們唯
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
「跑步是自己施加於自己身上的痛苦，這也是
意義所在。」
、
「痛苦既然是避免不了的，那就勇於接受與克服，畢竟
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由此看來，文學還真是苦悶的象徵，村上様無
愧於當今暢銷文學作家中之佼佼者，能夠把文章寫得謙沖自宜，清淡
有味。他還希望自己的墓誌銘可以刻著：「作家，也是跑者。」這比
諸瑪麗蓮夢露的墓誌「37，22，35，RIP」似乎清苦多了。
跑步的人，一定知道除了痛苦之外另伴隨著讓自己樂此不疲好處，而
這好處，就如同山中白雲與江上清風般地只可自愉悅，不堪持贈君的
自我陶醉。愛跑步的人，身上總是隱藏躍然欲動的因子，而且慣於獨
處又樂於吃苦。甚至血液裡可能含有油料或是酒精之類的。慢跑者
呢？應該是後者，我是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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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環檢所歷屆健兔盃成績表
2002 年健兔盃第一屆成績

*女子組

名次

姓名

時間

姓名*

時間

1

陳元武

27”12

陳惠琦

21”06

2

謝宗良

30”11

米文慧

22”17

3

楊禮源

31”11

徐美榕

22”25

4

王志傑

33”34

鄭瑞芬

23”16

5

林金富

33”49

魏佩玉

24”06

6

黃文俊

34”46

黃壬瑰

25”29

7

許永華

35”14

張小萍

27”31

8

羅啟恩

38”42

9

楊喜男

40”15

10

劉鎮瑋

40”32

11

金翁正

41”12

12

高顯榮

43”37

13

顏榮華

48”48

2004 年健兔盃第二屆成績

*女子組

名次

姓名

時間

姓名*

時間

1

陳元武

27”15”66

陳惠琦

22”38

2

李孝軍

30”01”07

周美惠

22”48”20

3

何建彰

30”56”66

洪美枝

30”01”07

4

李俊宏

31”59”10

蔡清蘭

30”01”07

5

林金富

32”37”07

6

楊禮源

33”29”02

7

翁英明

34”29”02

8

鍾仁棋

36”30”90

9

顏榮華

38”01”09

10

金翁正

39”06”41

11

陳良政

41”25”41

2012 年三盃兔成績
名次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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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組

時間

名次 姓名

時間

姓名*

時 間

1

呂辰光

27”30

11

張治平

38”10

陳明妮

18”58

2

黃彬泓

28”33

12

董子棟

39”15

顧巧林

22”11

3

陳元武

29”33

13

羅竣彥

40”06

黃雲卿

22”32

4

吳智褘

31”05

14

陳慶峰

41”37

5

何建彰

33”34

15

張詠翔

43”42

6

翁英明

33”36

16

鍾仁棋

45”40

7

許志福

34”29

17

金翁正

47”30

8

莊英孝

35”26

18

劉鎮瑋

48”29

9

徐士倫

36”16

19

周金柱

51”17

10

顏榮華

36”5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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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工具：XRF 的故事
曹明浙 1 葉玉珍 2 蔡坤龍 2 潘復華 3

前言
我們對 X-射線這個名詞似乎並不陌生，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到
X- 射 線 的 使 用 ， 如 醫 學 上 的 胸 部 X 光 照 射 、 電 腦 斷 層 掃 描
（Computed Tomography）、在機場或海關中行李貨物的檢查等等，
這些 X-射線儀器不僅提供我們更準確和快速的工作效率，也帶給我
們日常生活更大的便利性。X-射線是在 1895 年由德國的倫琴博士
（Wilhelm Conrad Röntgen）在做陰極射線的實驗時所發現，倫琴博
士為了表明這是一種新的射線，所以採用表示未知數的 X 來命名，
一直延用到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演進，X-射線逐漸應用在各
個領域之中，甚至也應用在藝術作品的鑑識上，在 2008 年 ACS
Analytical Chemistry 期刊中一篇論文中 1，德國研究員利用 X-射線的
技術，在不損壞原畫作的情況下，在梵谷的一幅知名「Patch of
Grass」風景畫中發現了一個隱藏的女士頭像，這個頭像似乎是梵谷
早期人像系列的其它作品。

圖 1 梵谷「Patch of Grass」

圖 2 隱藏的女士頭像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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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X-射線的高穿透性，目前的技術主要應用在醫學領域上，用來
檢查身體中有無異常的疾病。另外利用其特性光譜分析，X-射線也
廣泛應用在材料科學、生物學、化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等領域
之中，X-射線螢光分析法（X-Ray Fluorescence，簡稱 XRF）是近幾
年快速發展的一種化學分析技術，利用 X-射線與樣品間產生激發反
應後觀察其產生之特性的現象，進而得知樣品的組成成分，這是一
個快速且非破壞性的分析技術，目前在環境鑑識領域中還是一項十
分新興的工具。

起源 / 超級測站
在民國 90 年間環檢所為執行監資處「超級測站操作維護及運轉計
畫」2，購置了環保署第一台 XRF 設備，用來分析空氣污染物監測
作業中懸浮微粒的重金屬濃度，但由於空氣中懸浮微粒的重金屬濃
度偏低，早期 XRF 儀器的技術及偵測範圍有限，無法有效分析出空
氣污染物中鉛、鎘等指標重金屬，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但是
XRF 在環境檢驗的領域中，已經成功地邁出了一小步。

圖 3 超級測站

圖 4 環檢所第一台 XRF

採樣篩選的應用 / 攜帶式 XRF
為了因應日趨繁重的環保案件，本所於民國 95 年 7 月購置了第一台
攜帶式 XRF，作為採樣現場篩選及廢液、廢棄物定性分析之用，可
直接攜帶至現場作為即時分析選取具代表性樣品的篩選，節省了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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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帶回實驗室分析的數量及時間，例如焚化廠飛灰、煉鋼廠集塵灰
採樣及河川調查計畫底泥採樣等，都是在現場直接進行定性分析來
取得具代表性的樣品，減少先前因不確定而增加的採樣數目，也節
省了分析成本和減少實驗廢液的環境污染。
除此之外，攜帶式 XRF 也應用在毒化物鉻化砷酸銅檢驗方法 3 制定
的驗證，以往古建築、祀廟 、 古蹟、涼亭等樑柱的木材常使用鉻化
砷酸銅作為防腐劑進行加工處理，因對人類具有致癌性，環保署於
民國 95 年將其列為管制物質。在方法制定前，樣品需先經消化處
理，再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或原子吸收光
譜儀（AA）進行分析，對於採樣及分析上均十分不便。經以傳統濕
式化學法驗證 XRF 的準確性，可使用 XRF 於現場快速檢測經鉻化
砷酸銅處理過木材中鉻、砷、銅之濃度，若檢測結果其中任一元素
平均測值大於 100 mg / kg 時，即可逕行判定該木材為經鉻化砷酸銅
處理之木材，無須再採樣進行實驗室檢測，大大增加了檢測效率，
除不需進行採樣破壞古蹟，也保障了環境安全及人體健康。

圖 5 攜帶式 XRF

物種鑑定的應用 / 桌上型 XRF
為了建立無機類毒性化學物質鑑識技術，改善攜帶式XRF無法分析
元素週期表中第三週期元素（如氰化鈉、氰化鉀中的鈉及鉀、鋁
等），以獲得更廣的元素分析範圍、較低的偵測極限及更精確的數
據，環檢所於民國96年底開始籌畫、民國97年由毒管處毒災計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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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費用支應購置桌上型波長分散式XRF（WDXRF），同年5月正式
裝機完成。它提供較攜帶型XRF高的輸出電壓及輸出功率，元素分
析範圍由硼（B）至鈾（U）、解析度及穩定性都顯著的提升，不
僅可以作為固體、液體樣品的定性分析外，環境樣品如污染整治場
址、不明廢棄物、飛灰、毒性化學物質、土壤、底泥、生物樣品、
木材、金屬等樣品的元素定性，並可取得樣品初估濃度。民國98100年間配合環保署執行「以XRF/XRD建立垃圾焚化廠、燃煤發電
廠及煉鋼廠灰渣中金屬元素指紋」4及「以XRF/XRD進行毒化物中
重金屬物種調查」5等計畫，桌上型WDXRF提供了同時多元素分析
的資訊，對於計畫的執行及推動都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桌上型WDXRF特別適用於基質單純樣品的定量分析，如底泥及土
壤等基質，在執行相關研究「建立以XRF直接定量底泥中鉛、鎳、
鋅、銅、砷及鉻成分之檢測技術」 6 、「土壤地質特性對水中鐵、
錳、砷濃度影響之研究」7等結果顯示，以XRF直測分析與傳統濕式
消化法分析底泥中重金屬As、Cr、Cu、Ni、Pb、Fe、Mn及Zn皆可
獲得相當吻合的數據結果，且分析成本及工時都節省了一半以上，
不須使用強酸的溼式法消化，屬於符合環保的綠色分析方法，在樣
品的檢測上提供了另一個可以選擇的方式。

圖 6 桌上型 WD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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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技術之應用
近年來環保意識抬頭，環境污染案件與日俱增，影響民眾的身體健
康及居住品質，唯有仰賴公權力的介入來維持環境正義，近年來許
多環境污染的案件，環檢所適時提供檢測數據作為環境訴訟之科學
證據，協助行政機關舉證違法之污染行為。例如，當固體廢棄物主
要來自煉鋼廠、焚化廠、燃煤電廠等來源時，如果想要了解廢棄物
是屬於何種產業類別時，可於現場利用攜帶式 XRF 分析儀進行篩
選，當檢測鐵含量高於 20%、鋅含量高於 10%，且外觀呈黑褐色或
黃褐色粉狀時，可初步分類為鋼鐵業集塵灰；若鐵含量介於 3%～
6%、鈣含量介於 0.6%～8%，外觀呈黑褐色粉狀，則可初步分類為
燃煤電廠飛灰。 若 XRF 分析儀檢測鐵含量高於 10%、鈣含量高於
10%，其外觀呈褐色或黑褐色，且具燒結痕跡、硬度高之塊狀物
時，可初步分類為鋼鐵業爐碴。若鐵含量介於 3%～8%、鈣含量介
於 0.4%～7%，外觀呈黑色粒狀，可初步分類為燃煤電廠底渣。鈣
含量介於 13%～17%、鐵含量介於 2%～4%、鋅含量介於 0.1%～
0.5%，外觀為灰白色粒狀時，則可初步分類為一般（事業）廢棄物
焚化廠底渣。以上述分類篩選原則採適當樣品後，再以桌上型 XRF
進行元素分析，確認樣品的真實來源。
這幾年環檢所 XRF 鑑識分析技術日漸成熟，發表多篇研究論文，並
經常在研討會中引起廣泛討論，近年來協助檢調單位辦理多件環保
案件，也都獲得不錯的評價。

未來展望
為推動環境鑑識科學，使鑑識分析技術更加精進，本所自民國 100
年起啟動環境鑑識技術研究及推動小組，並定期邀請學界及業界的
專家學者到所裡參與會議，藉由案例及論文的研討與專家學者們的
討論，期望激盪出更成熟的技術，以應付環境中複雜且多面向的污
染物檢測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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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不斷日新月異，儀器的精密度及準確度也大幅改善，從以往
XRF 僅能執行定性分析，到近幾年已可從事全定量的分析，雖然仍
有部分基質干擾問題尚有待克服，環檢所本著環保領域最高檢驗機
構的使命，持續創新研究更有效的檢測方式，逐漸朝向取代繁複傳
統化學分析法的目標，以期望減少環境污染物，符合環境保護署成
立的宗旨。

參考資料
1. Joris Dik, etc., 2008. Visualization of a Lost Painting by Vincent van
Gogh Us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Based X-ray Fluorescence
Elemental Mapping. Anal. Chem. 80 (16), 6436-6442.
2. 國立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2002。九十一年度超級測站操
作 維 護 及 運 轉 計 畫 。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研 究 報 告 （ EPA-91L105-02-206），台北。
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8。鉻化砷酸銅防腐劑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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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調查研究年報 18，112-124，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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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美榕等，2012。土壤地質特性對水中鐵、錳、砷濃度影響之
研究，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論文，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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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藻與藻毒（一）
：
生活潛藏的危險分子及移除的工程方法
黃壬瑰 1 李秋萍 2 劉素妙 2 王世冠 3

摘要
從近年國外發生數次大規模毒藻華事件，反思國內水域中也可能潛
藏產毒藻而進入人體之風險，本文由介紹毒藻的特性及收集國外相
關毒藻或藻毒移除方法，包括岸濾、混凝（或絮凝）
、加壓浮除、加
氯消毒、快濾（或慢濾）
、活性碳吸附、紫外光、薄膜分離、臭氧氧
化、煮沸等 10 種移除工程方法相關文獻，建立毒藻大量滋生時之
因應方式。

前言
聞毒色變的當下，提到嬉戲遊玩的水中可能藏有毒藻，恐怕又會引
起民眾恐慌，不過這些藻已經在這地球存活超過上億年，與各種生
物包括人類大多和平相處，只要正視水土保護及了解毒藻特性，或
許對人類或其他生物一點也不可怕。

毒藻的定義
藻類就是水中行光合作用的植物，只不過它構造較為簡單，沒有維
管束、根、莖及葉等器官，個體形態變化大，種類繁多（圖 1）
，分
布各種水域中。就如同陸生植物一般，有些植物甜美可口營養價值
高，少部分植物像芋頭接觸它會讓人皮膚搔癢，或者是像苦杏仁核
仁讓誤食者輕者噁心嘔吐，重者呼吸衰竭死亡。藻類中螺旋藻可作
為健康食品，昆布可作為桌上佳餚，而微囊藻等少數藻類產生讓人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副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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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或生物不適甚至死亡者統稱毒藻，海水中常見的毒藻為渦鞭毛
藻，淡水常見者為微囊藻、魚腥藻及柱孢藻（圖 2）
。

圖 1 國內水域常見藻類，由左至右為布纹藻、星盤藻、柵藻 、角
星鼓藻均無毒

圖 2 常見產毒藻類由左至右為魚腥藻、柱孢藻、微囊藻

毒藻不易辨識
藻類個體小，除了少數大型藻類，藻種的鑑定需靠顯微鏡或電子顯
微鏡辨識，加上同一種藻不同品系也有產毒差異，因此無法以外觀
辨識產毒藻株。現今隨著分子生物科技的發展，藻類產毒基因也逐
漸定序，毒藻的辨識可利用聚合酶連鎖反應技術（PCR）檢出判定，
惟現今學者均針對其研究所設定之一段標的基因如微囊藻毒製造的
功能基因 mcyA、mcyB、mcyC-J 等，因基因段不一，目前尚未具
一致性之檢測方法。

毒素對藻的功用
製造藻毒素對於小小的藍綠藻所付出的代價算高的，藻毒素對藻而
言有何用處，目前仍無定論，過去以化學防禦機制的推理來解釋，
認為微囊藻會抑制部分浮游動、植物的生長活性，然而並無法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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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為何無毒微囊藻株並未在演化過程中被淘汰，以及其對於許多
種類的攝食者並未有明顯的毒性等。也有學者認為微囊藻毒素可能
作為保護藻體避免受到光損害或者是作為氮鹽的儲藏工廠；也可能
是一種生物間的訊息或者是武器以避免被獵食者攝食；有學者提出
微囊藻毒素具有抑制攝食動物體內蛋白質分解酶，如 trypsin 及
chymotrypsin 等活性的能力，可能和藍綠藻化學防禦機制的關聯性
較高。另有學者指出微囊藻毒素有類似費洛蒙（pheromone）的功能，
認為會干擾部分野生動物的正常代謝。
不過有趣的是，Vanderploeg 等發現五大湖之一休倫湖（Huron）畔，
薩吉納灣（Saginaw Bay）內斑馬淡菜（Zebra mussel，Dreissena
polymorpha）濾食過程中，將微囊藻吐出 1。為何吐出微囊藻是因藻
毒還是其他因素不得而知，不過可以確定的是，該水域經斑馬淡菜
攝食過後，反而造成微囊藻成為優勢族群。

上：左下角為班馬淡菜，在殼外緣
處，有少量物質。

中：續上圖，物質形成一團，受到
淡菜擠壓而遠離。
下：該團物質經顯微鏡鑑定為微囊
藻，顯示淡菜濾食掉其他藻類，但
排出微囊藻。
圖 3 斑馬淡菜濾食連續圖像顯示吐出微囊藻
（http://www.glerl.noaa.gov）

國際毒藻華（harmful algae bloom）事件頻傳
2009 年 3 月 5 日休姆湖（Hume lake）發生藻華紅色警戒，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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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Mulwala 湖也發出紅色警戒，3 月 26 日休姆湖與 Torrumbarry
Weir 之間 400 公里也傳出紅色警戒，4 月 6 日墨累河（Murray
River） 800 公里河川均發生藻華（圖 4）
。該藻華現象由 3 月延續
至 5 月 14 日解除紅色警戒。澳大利亞墨瑞河發生藻華，藻華面積
綿延河川 1000 公里。

圖 4 2009 年澳大利亞墨瑞河發生重大藻華
（http://www.adelaidenow.com.au/news）
美國伊利湖（Lake Erie）在 50 及 60 年代因受到附近工業及養殖
業影響常發生藻華，70 年代法規限制磷排放，因而減少發生，但是
在 2011 年 5 月突然發生數十年來最嚴重微囊藻華（圖 5）
。

圖 5 2011 年 10 月 5 日美國伊利湖衛星空照圖
（http:/earthfirstnews.wordpress.com/2011/10/19）
英 國 在 2011 年 庫 爾 特 湖 （ Loch Coulter ）、 斯 特 林 附 近 （ near
Stirling）、Llysy Fran 水庫、威爾士西南部（Wales）、諾福克湖區
（ Malthouse and Ranworth Broads in Norfolk ） （ 圖 6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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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pentine、倫敦 Wishing Tree 水庫、東薩克西克斯（East Sussex）
等水域檢出藻毒。英國水道官員（British Waterways Officials）被迫
採取行動，暫緩水上活動。

圖 6 2011 年 8 月英國 Ranworth Broads 藻華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21469）
中國隨著工業發達，部份環境生態也遭受污染，太湖、滇池及巢湖
已為中國常態微囊藻華湖泊（圖 7）
，尤其是安徽巢湖微囊藻聚集面
積曾達 33 平方公里。

圖 7 左：巢湖、右：太湖微囊藻好發水域
（http://cimg2.163.com/cnews/）

藻毒事件
藻華產生藻毒素危害生物體事件，史上明確記載並不多見，最主要
原因是從前科技並不發達，不瞭解藻體會產毒，病徵與藻毒無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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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連，全憑日後根據當時患者病症與環境描述推測而得。最早發
現藻類毒素對人體健康有影響是在 1931 年美國發生缺水，藍綠藻
滋生，突如其來的一場大雨，將藻類沖刷到主河川俄亥俄河（Ohio
River），沿該河的連續數個城鎮暴發大規模腸胃炎。1966 年羅得西
亞的薩利現今津巴布韋首府哈拉雷（Salisbury, Rhodesia，now Harare,
Zimbabwe）城中，每年在藻類滋生後死亡時飲用某一特定水庫的小
孩都產生胃腸炎，但是飲用另一水庫的小孩則不會 2。1975 年美國
華盛頓 23 名洗腎病患因醫院直接飲用產生微囊藻華的水導致病人
休克。1996 年巴西 Caruaru 地區的血液透析洗腎中心，引用湖泊
的水含有高量微囊藻毒素，因毒素直接進入人體加上病患抵抗力
弱，131 位洗腎病患在血液透析中，116 位發生視覺障礙、噁心、
嘔吐、肌肉無力，伴隨有頭暈、頭痛、抽筋、聽力或視力喪失等神
經症狀，因而造成 131 名病人中 13 人直接死亡，32 人發生肝衰
竭死亡，還有 41 位病人產生嚴重肝病。分析發現，洗腎透析用水
中的微囊藻毒素高達 19.5 μg/L，遠超過 WHO 建議飲用水微囊藻毒
素含量標準 19.5 倍。

藻毒對人體健康風險
藻毒是由藻製造並儲存於體內，大多數的毒素是在藻體死亡或分解
時才釋出體外，生長過程中所釋出的藻毒量不一，藻體生長期，分
泌至體外約佔總毒量的 10-20%3，進入死亡期，體外藻毒比率升高。
因此，藻毒造成危害人體健康主要是由口攝入，經皮膚接觸吸收的
風險較低，但亦可經由鼻子的黏液所吸收。
食品中，水產食物會蓄積微囊藻毒素如溪蝦、淡菜、魚、蛤 4-5，Freitas
de Magalhaes 等花費 3 年研究魚體（Tilapia rendalli）肝臟、內臟及
肌肉含有微囊藻毒素近 0.04 μg/kg6，Mohamed 等研究發現魚體中
微囊藻毒素最高的部位為腸道（821 ng/g）
，其次為肝臟（531.8 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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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腎臟（400 ng/g）
，而肌肉最低（102 ng/g）7。Xie 等認為藻毒素會
於食物鏈中累積，肉食性的魚（Culter ilishaeformis，2.22 μg/g DW）
與雜食性的魚（Carassius auratus, 1.96 μg g−1 DW）藻毒含量最高，
攝食浮游植物（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1.65 μg g−1 DW）及草食
性魚類（Parabramis pekinensis 0.660 μg/g DW）則藻毒量較低 8，園
藝植物葉子會殘留微囊藻毒素，榖類（米）則無檢出，牛奶亦無檢
出。

藻華發生的水處理
藻毒素為細胞內毒素，細胞破裂才會釋放到水中，一般自然狀況下，
僅在藻華發生時造成大量藻體瓦解毒性才會釋放。一些水處理過程
中 常 添 加 的 化 學 物 質 如 硫 酸 銅 （ copper sulphate ）、 高 錳 酸 鉀
（potassium permanganate）、氯（chlorine）、臭氧（ozone）、西馬津
（simazine）等抑制藻細胞壁合成，以及酶或光合作用等機制，造成
藻體瓦解釋出毒性 9。
藻華發生時，澳大利亞曾以噴灑殺藻劑硫酸銅來遏止藻類滋生，不
過這種方式可能引發後續抗藥性或重金屬累積等疑慮，逐漸不再使
用。中國藻華發生時，則採以人工清除，不過費時又耗人力。以下
將現今各種水處理方式對於微囊藻華發生時處理效果逐一討論。
岸濾法（bank filtration）
早期為了改善水質，引導河水透過岸邊砂礫層而進行的過濾（集水
井中把水抽到砂礫層，形成水力梯度）
。此為歐洲國家用於降解藻毒
素的有效方法之一，尤其是德國岸濾法處理水最為成功，其飲用水
中約有 16% 來自岸濾過後的水

10

。該方法將水源注入到地下含水

層中，利用地下水層中的細菌來降解藻毒素。Jones and Orr 曾報導
地下水層中的微生物具有降解微囊藻毒素的能力

11

。岸濾法降解藻

毒素時間長，且與土壤溫度及其微生物相有關。一般而言，在溫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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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需 10 至 16 天降解時間，如要達百分之百的去除效果須超過
一個月以上，但是處理成本最低，也無處理副產物的問題。
混凝（coagulation）或絮凝（flocculation）
混凝或絮凝為投加混凝劑，使膠體分散體系脱穩和凝聚的過程。首
先它將水中原有的離散微粒表面之電位降低，減少粒子間的靜電排
斥作用，以形成複雜化合物，同時利用架橋作用使顆粒變大，或者
形成具有黏附固體顆粒的性質，接者具有黏附性的離散微粒黏結成
絮而沉降至底部或或用溶解空氣浮除法使漂浮於水面上，因而除去
水中微粒。應用於去除微囊藻則藉由一些化學小分子如氯化鐵
（ferric chloride）或硫酸鋁（aluminum sulphate）凝聚形成大分子藉
以沉降。這個方法可以有效去除藻細胞，但是無法去除溶解在水中
的藻毒素。去除藻細胞的效率取決於適當的劑量和凝絮時的酸鹼
度，不過也有學者指出銅綠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細胞外
與內的有機質會干擾與混凝劑氯化鋁的親合力 12。Hoeger 等認為在
混凝與膠凝過程中易造成藻體死亡或藻細胞壁破壞，藻毒素釋入水
中，反而增加水中藻毒素量 13。
加壓浮除（Dissolved Air Flotation, DAF）
此系統原理係將高壓空氣注入溶氣桶中，使加壓迴流水中含飽和空
氣，再釋放到無壓力的進流管中，此時水中之飽和空氣會因減壓而
釋放出細小的氣泡，並附著於膠羽的外表，而將膠羽浮在水面,達到
固液分離效果。比利時利用此系統可以去除 40-80% 微囊藻，但是
其他產毒藻類如浮絲藻（Planktothrix）
，去除率僅達 30%14。
加氯消毒
加氯方式分濾前加氯及濾後加氯兩部分，前加氯主要是殺死水中的
微生物、細菌、氧化有機物及延長加氯消毒的接觸時間，同時可達
助凝、助濾作用。後加氯可作為補充第一次原水加氯（前加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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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餘氯不足，確保淨水餘氯量達到規定。其加氯點分別為混合池及
過濾水出水口與清水池間連接管之前端。前加氯處理容易直接破壞
藻體釋放出更多藻毒素，後加氯處理無法有效去除所有形式的藻毒
素。形式不同的氯去除效率不同，如：液態氯（aqueous chlorine）、
次氯酸鈣（calcium hypochlorite）
、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
氯胺（chloramine）等均有不同的效果，液態氯或次氯酸鈣劑量小於
1 mg/L、接觸 30 分鐘可有效去除微囊藻毒素，去除率達 95%，次
氯酸鈉或氯氨僅達 40 ~ 80%，且接觸時間餘氯量不能低於 0.5 mg/L
13

。

快濾（rapid filtration）或慢濾（slow sand filtration）
快濾為淨水過程的一個處理方式，水通常先經混凝沉澱過程處理，
然後再流過濾料。濾料包括一層砂、無煙煤或其他合適之材料，通
常厚度為 24~30 吋（610~763 公厘）
，濾料置於含礫石或其他多孔性
介質（如金剛石）構成之支撐床上。過濾後的水由集水系統流出，
洗砂水亦由此導入。濾池之清洗係將水反沖通過濾料。有時會輔以
機械或空氣攪拌，以除去泥球及附於砂上之雜質。慢濾主要是讓生
物在慢砂濾池表面形成的膜，達有效過濾淨化之目的 15。
活性碳吸附
活性碳吸附可去除水中溶解的或膠態的有機物方法，一般應用於改
16

，毒性物質與活性碳比

善水的味、臭和色。活性碳可吸附藻毒素

為 1：10 至 1：100，可將含有 3 μg/L 毒性物質降至無法檢出。不
過如果活性碳外形成一層生物膜時，將會降低其效果。顆粒性與粉
末活性碳效果一致，可有效降低藻毒，而顆粒性活性碳中碳的來源
為木頭或木炭優於來源為泥碳、椰子，主要是因為其孔徑大小較容
易吸附微囊藻毒素分子並促進生物分解

17

。活性碳吸附法效力受到

水中有機質含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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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
魚腥藻毒易受紫外光破壞而分解；微囊藻毒素在自然光下很穩定，
微囊藻毒素-LR、-RR 在紫外光下則快速分解，微囊藻毒素-LR 在 147
μW/cm2 UV 半生期 10 分鐘，但是如要求 10 分鐘內將毒素完全降
解則需將光強度調至 2550 μW/cm2 UV18。配合使用光觸媒二氧化
鈦（TiO2），降解微囊藻毒素-LR、-YR、-YA 半生期僅需不到 5 分
鐘。不過光分解效力要視水中有機物質含量而定 19。
薄膜分離系統（membrane separation）
薄膜分離系統為淨水過程理化處理方法之一，利用特製具有細密孔
隙膜的篩濾作用，分離水中的污染物（一般為分子或離子態）
，為水
高級處理方法之一。依膜的孔細大小分微過濾（Microfiltration）
、超
過濾（Ultrafiltration）
、奈米過濾（Nanofiltration）
，微過濾及超過濾
可有效去除藻體而藻體不會被破壞，要真正去除水中溶解性微囊藻
毒素則須使用奈米過濾 20 或是使用超過濾再搭配活性碳 21。
臭氧氧化法
臭氧為具高氧化力的不穩定氣體，對於具有雙鍵的有機物效果佳，
以 0.05 mg dm-3 臭氧接觸 15 秒可去除 99 % 微囊藻毒 22。臭氧氧
化藻毒素，如與微囊藻毒特殊分子 ADDa 氨基酸的接觸逐步氧化分
解 23，降解其毒性，但效力受到水中有機物質含量影響 24。
煮沸
將含微囊藻毒素的水煮沸，無法破壞微囊藻毒素

25

，煮沸過程中如

含有藻體，反爾會將藻體破壞釋出毒素。
綜合上述水處理方式，將各種水處理方式對於去除毒藻效能詳於表
1，而溶解性藻毒的去除詳於表 2，更能了解各種水處理之優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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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種水處理效能評估
處理方式

去除效能
細胞內 細胞外

備註

使用有效劑量為 1-2 mg/L，但是濃度
在 1 mg/L 以下也發現對其他藍綠藻
形成毒害，因為人體健康因素劑量常
被限制。累積在底泥中常造成環境問
題，而有效控制藍綠藻的劑量已造成
魚體毒害，其本身所造成的毒性還需
要其他水處理方式去除。
前臭氧氧化 凝集時 可能增 低劑量時可助細胞凝集，但是仍需監
測是否釋放藻毒，以作為下一水處理
非常有 高
依據。
效率
前加氯
凝集時 細胞分 可有效幫助藻體凝集，但是產毒藻種
有效率 解釋出 應注意後續藻毒及代謝物去除問題。
代謝物
凝集沉澱及 高
低
在不損壞細胞時，只能有效去除藻體
過濾
內的毒素，但是需注意有些藻細胞較
容易受損。
凝集浮除
高
無評估 在不損壞細胞時，只能有效去除藻體
過，可 內的毒素，但是需注意有些藻細胞較
能低
容易受損。
沉澱（為降 高
低
在不損壞細胞時，只能有效去除藻體
低硬度）
內的毒素，但是需注意有些藻細胞較
容易受損。
直接過濾
中等
低
在不損壞細胞時，只能有效去除藻體
內的毒素。
慢砂濾
非常高 可能很 可有效去除藻體內毒素，當生物膜形
顯著
成時如滯留時間夠長，可有效去除溶
解的微囊藻毒素。
膜過濾
可非常 不一定 視膜的等級，需更多研究佐證。有些
高
UF 膜能去除溶解微囊藻毒素，NF 膜
或 RO 膜可能達到如此成效。
硫酸酮添加 非常高 造成細
胞瓦解
釋出代
謝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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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溶解性藻毒去除效率評估
處理
方式

溶解性藻毒去除
-

-

低
pH<
6-7

高
pH≈9

-

-

-

在富含有機氮的水環境
中，氯氨產生自由氯氣而
無效用。
很高 毒性分布受 pH 影響。處
pH<8 理 時 間 自 由 餘 氯 >0.5
mg/L，維持 30 分鐘以上，
但是處理效力隨 DOC 增
加而降低。有些藻細胞裂
解釋放出藻毒也會被氯破
壞。
飲用水處理上無效力。

-

-

-

-

高

高

氯氨

無效

氯

高
很高
pH<8 pH<8

二氧化 無效
氯
過氧化 無效
氯
臭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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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藻毒 節球藻毒 魚腥藻毒 麻痺性貝毒 柱孢藻毒

無效

-

高錳酸 高
鉀
紫外光 無效

-

-

中低等 可 能
毒素結 有效
構影響
效力
-

-

無效

-

粉末活 高
性碳

移除
一些

移除
一些

依活性 中等
碳及毒
性特性

無效

無效力。
水中化學影響臭氧使用
量，使用過程中臭氧應飽
和，維持 5 分鐘以上，此
外低溫會降底臭氧效能。
作用 30 分鐘，無藻細胞時
溶解毒素有效。
紫外光可破壞毒素，但水
處理過程劑量不足無效。
二氧化鈦可作為破壞毒素
之催化劑。
依碳的形式及水質條件可
有效移除。活性碳內具許
多孔隙移除藻毒效果較
佳，以木頭製成的活性碳
去除效果好，大多 PACs
有效劑量大於 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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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粒性 高
活性碳

-

可能
移除

中等

可能
可除

生物顆 高
粒活性
碳

-

-

-

-

活性碳內具許多孔隙移除
藻毒效果較佳，生物降解
影響移除效能，移除效能
隨著時間增長而減退水中
的有機物質因佔去活性碳
吸附位置而降低其移除效
能。
同顆粒活性碳。

實際案例
英國
英國水研究基金會指出自 1989 年拉特蘭蓄水水庫的附近充滿毒藻
水造成數隻狗和羊的死亡，經過數十年的研究，認為短期措施，包括
投除藻劑，如硫酸銅或添加化學物質。吸附或沉澱溶解的磷酸鹽，這
些用於供水的大型水庫是不可行的。此外，殺藻劑用於發生毒藻華的
水庫易造成藻體快速衰變釋放毒素污染供水。英國國家科技研究計畫
結果顯示民眾不用過於擔心水中藻毒素的問題，因為藻類大量繁殖的
地方發生在低地水源處，除非超過處理量，大多處理設備使用活性碳
設施（單獨或與臭氧結合）
，可有效去除藻毒。

南非
南非自 19 世紀末來不斷發生野生動物因毒藻而死亡，然而地面水體
仍是提供作為民眾飲用水來源之一，在一些農村地區僅利用傳統的水
處理方法，如浮除、沉降、砂濾及加氯消毒並無法完全去除藻毒， 但
是三級處理如活性碳吸附、臭氧氧化等，處理費用昂貴。Nimptsch
提出以”綠肝 Green Liver”的觀念進行植物性修復，即利用浮萍、沉水
植物聚藻（如圖 8）等水生植物約可降低 84%藻毒 26，大幅降低水處
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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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常見的浮萍（http://www.outdooralabama.com）、聚藻
（http://www.issg.org）

結語
水處理方式常常費時耗力，且阻隔毒藻效能有限，唯有避免毒藻大量
滋生為最根本解決之道，而阻斷過多營養鹽進入水體則為最佳解決方
式。如廢污水妥善處理、不在水源保護區內濫墾濫伐或施肥等均可減
少藻類滋生及水庫優氧化，遠離藻毒侵害。
環境檢驗所為了解國內水庫潛在藻類毒素的分布，建立並公告「飲用
水中微囊藻毒素化學檢測方法－固相萃取與高效液相層析／串聯式
質譜儀法」及「水中微囊藻毒及節球藻毒篩檢方法－盤式或條式直接
競爭型酵素免疫分析法」檢測方法，並長期監測國內水庫藻類滋生情
形，詳細內容可參閱「環境分析評論」毒藻與藻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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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藻與藻毒（二）
：
檢測分析發展現況
黃壬瑰 1 趙春美 2 潘復華 3 王世冠 3

摘要
毒藻大多無法直接由外觀鑑定，而藻所產出的毒素大多為結構複雜不
易分析的蛋白質或胜肽。近年由於分子生物技術進步與蛋白質譜技術
發展，毒藻個數經由聚合酵素連鎖反應、晶片之檢測等技術，可計算
推估產毒藻體個數。藻毒素化學分析方法不論在游離方法的開發、偵
測的靈敏度、解析度或精確度方面，都有相當大的突破。本文將討論
藻類個數與藻毒素分析檢測技術發展與現況。

前言
水域中藻類是否產毒，產毒量是否可能危及到民眾安全，這全需要可
信賴的檢測技術。早期判斷藻類是否產生毒素，可先用顯微鏡觀察，
鑑定藻種，如發現該藻類屬於易產毒之種類，則進行生物毒性試驗，
也就是將藻體萃出液直接注射到試驗老鼠體內，如老鼠死亡則立即採
取管制措施（圖 1），這方法專一性低，無法確認哪種毒素造成，且
偵測靈敏度低，但是在當時它卻是一項重要的分析方法。
隨著分子生物技術進步，藻體產毒的調控基因已被定序，利用聚合酵
素連鎖反應放大藻體的基因，有利於產毒藻株個體計算，可以在個數
量少時即可檢出，因此廣泛應用在預測毒藻大量滋生的警訊模式。國
際間為求快速大量篩檢，針對該方式衍生各種不同操作，包括利用基
因晶片（DNA 微陣列）。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副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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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下計算毒
藻個數。

收集並萃取海域中
貝類，注射到 3 隻老
鼠，如老鼠 5 小時內
死亡，則貝類全數消
毀。
藻華事件發生 12
小時內，附近醫護
人員通報是否有
相關腹瀉病患。

圖 1 早期法國海域藻華事件處理程序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
藻毒素檢測的發展分為 2 部分，一為化學分析方式，另一則是生物方
式。化學分析主要因質譜技術發展，可對大量蛋白質進行快速、靈敏
的鑑定及定量分析，加上串聯的液相層析設備，便會把樣品複雜的成
分，按著時間一一送出，協助藻毒素純化分離。生物檢測方式除了傳
統的老鼠生物檢測、細胞分析法外，近年依生物毒性檢測方式、毒性
機制或酵素免疫等方式，發展包括有蛋白質磷酸酶生物檢定（protein
phosphatase bioassay）、酶連結免疫法（ELISA）、即時細胞微電子感
測陣列（Real Time Electronic Sensing）等快速又簡易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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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個數檢測方法
顯微鏡計數法
顯微鏡計數為一快速檢測方式，顯微鏡觀察法著重觀察藻株的型態、
群聚型式等特質，需具備專業鑑定能力，無法同時處理大量樣品，野
外實際樣品含有其他藻類數，量多時容易造成遮蔽（圖 2），而且無
法直接區分出是否為產毒藻種。
顯微鏡計數微囊藻體個數時，因藻類個體小，喜群聚，群聚的立體藻
體無法在顯微鏡平面觀察下詳細計算個數（圖 3），為讓群聚藻體分
。Joung 認為將待測樣
散均勻，WHO 以注射針筒協助分析 1（如圖 4）
品煮沸 6 分鐘，即可輕鬆分離群聚的藻體 2。打散的藻體計數時需搭
一 些 小 配 件 ， 例 如 賽 吉 計 數 池 （ Sedgwick-Rafter ）、 柏 瑪 計 數 盤
（Palmer-Maloney）或血球計數盤（Haemacytometer）（圖 5），以做
為定量依據。

圖 2 其他藻類多時造成計數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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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在顯微鏡平面觀察下無法詳細計算立體群聚的微囊藻個數

圖 4 利用注射針筒推桿拉放壓差將凝集藻體打散，方便計數。

圖 5 顯微鏡搭配血球計數器進行藻體個數計算（http://www.wi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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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連鎖反應（PCR）、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PCR）
聚合酶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先以高溫將樣品
變性（denaturation），使互補的兩股 DNA 分開；再用一對含 20~30
個核苷酸引子結合於分開的 DNA 特定位置上（annealing 黏合階段）
，
最後由高溫聚合酶複製該對引子所涵蓋的那段 DNA 序列（extension
擴展階段），如此就完成 PCR 一個循環。週而復始，該段 DNA 以 2
的指數級數方式增加，於短時間內大量複製某一段特定去氧核糖核酸
（DNA）序列。Kurmayer 等利用聚合酶連鎖反應調查野外微囊藻族
群變化 3，認為此技術因具備快速、材料便宜、可由極少量 DNA 樣
本製備大量可供進一步分析的 DNA 分子特性，為分子生物學實驗室
中不可或缺的要角，環境檢驗所也曾經利用聚合酵素連鎖反應將待檢
測物標的 DNA 數量放大後，再以電泳定性檢測該基因段（圖 6）
。

TY1-2

TY1 TY2 CY1 YL1

KS1 KS15 KS29

TN1 TN2 TN3 TN4 TN5

腔

顫

7806 7005 7820 7820-2

圖 6 國內純化分離出的微囊藻株，培養後萃取 DNA，經 PCR 放大特
定產毒基因段後的電泳結果，紅色圈內呈現具有白色帶，顯示
該株藻具有產毒基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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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PCR ） 為應用 PCR 原理更進階開
發的技術，使用螢光定量 PCR，螢光信號與產物的複製數（模板數）
成一對應關係，檢測螢光的信號就可以對 PCR 的產物定量。定量聚
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PCR ）為 1996 年 PE 公司所發明，隨時監
測每個循環螢光的強度，配合 Ct（Cycle threshold）值進行分析可以
推測起始原產物 DNA 的量。Real-Time PCR 具有快速、低交互污染、
高再現性、高敏感性與特一性且具有定量功能等優點，Kurmayer and
Kutzenberger 宣稱以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檢測藻體，偵測極限可達每
毫升 5 個藻細胞 4。環境檢驗所曾研發產毒基因段 mcyD 作為辨識微
囊藻株是否產毒之方法，對於單離的藻株產毒能力辨識高（圖 7）
。

產毒藻株
無毒藻株

水

圖7

mcyD 核酸引子檢測 12 株微囊藻株其 real-time PCR 圖

DNA 微陣列（基因晶片）
DNA 微陣列（DNA microarray）又稱 DNA 陣列或 DNA 晶片，比較
常用的名字是基因晶片（gene chip）。是一塊帶有 DNA 微陣列
（micorarray）的特殊玻璃片或矽晶元片，在數平方公分之面積上佈
放數千或數萬個核酸探針；檢體中的 DNA、cDNA、RNA 等與探針
結合後，藉由螢光或電流等方式偵測。由於藻產生毒素是由多段基因
所控制（圖 8）
，可由一次微陣列測驗，提供大量基因序列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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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微囊藻，2）柱孢藻產毒均為多段基因控制
（http://www.bblooms.be）

藻毒素檢測
毒素分析-老鼠生物檢定（mouse bioassay）
老鼠生物檢定為 1980 年代篩選毒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5，它可區別肝臟
毒性或神經毒性物質，以總毒性來呈現。這方法可以檢測出殺死一隻
老鼠要多少劑量，但是缺點是無法檢測低劑量，特別是處理過的飲用
水。萃取液中含有其他的藻毒素有時也無法檢出，例如某些藻類會同
時產生微囊藻毒素及魚腥藻毒素，當萃取液注射至老鼠後，因魚腥藻
毒素是神經毒，老鼠數分鐘後就死亡，但是如要判斷微囊藻毒素則需
數小時後，因此含有魚腥藻毒素下就無法用此方法檢測微囊藻毒素。
哺乳動物細胞毒性測試及細胞電子感應系統（RT-CES）
使用一些哺乳動物細胞取代老鼠活體進行毒性試驗，Aune and Berg
利用老鼠肝癌細胞（rat hepatocyte cells）進行微囊藻毒素測試，發現
LC50（半致死濃度）與試驗時間有關，microcystin-LR 於 0.2 μg/mL 4
小時細胞約一半死亡，濃度降至 0.05 μg/mL 則需 20 小時 6。不同結
構的微囊藻毒素，半致死濃度也不同，microcystin-RR 毒性就比-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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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一級。Codd 等以大鼠纖維母細胞（V79 hamster fibroblast cells）進
行試驗，結果與老鼠活體試驗結果一致 7，此試驗可以減少使用實驗
動物。
新穎細胞電子感應系統（RT-CES）是一套可藉量測細胞數量及附著
率去檢測微囊藻毒造成即時且動態之細胞毒性。本研究使用可表現肝
臟 可 攜 帶 微 囊 藻 毒 -LR 型 之 多 胜 肽 類 基 因 之 轉 植 細 胞 株
（CHO/OATP1B3）進行包括微囊藻毒-LR、-YR、-RR、-LF 及-LW
之暴露試驗，並以 RT-CES 及傳統細胞活性測試之 MTT 方法進行比
對分析，發現兩者相關性極高（r2= 0.93）。RT-CES 搭配微囊藻毒感
度高之 CHO/OATP1B3 細胞株，是自動性高、即時且敏感性高之量測
微囊藻毒系統，且其量測偵測極限低於 WHO 之飲用水微囊藻毒-LR
限值（1 μg/L）8。
蛋白質磷酸酶抑制分析方法（protein phosphatase inhibition assay，
PPA）
蛋白質磷酸酶抑制分析方法是依據微囊藻毒素對生物體蛋白質磷酸
酶（PP1 及 PP2A）產生抑制的生化反應。此方法將葡萄子（Brassicus
napus）中萃取的蛋白質磷酸酶，與樣品（即含有微囊藻毒素）在 30
℃下，一起作用 10 分鐘後，與標誌放射性磷（32P）的磷酸酶物質（32P
-phosphorylase A）在 30℃下反應 5 分鐘，最後再用冰的三氯醋酸
（trichloroacetic acid），離心停止反應。經由蛋白質磷酸酶將其切割
使釋放出得以偵測蛋白質磷酸酶的活性。試驗在數小時內可以得到結
果，偵測極限可低達 sub-nanogram （10-2 μg/L）9，但是它的反應並
不具專一性，它是檢測所有會抑制蛋白質磷酸酶的整體結果反應。
免疫分析法（ELISA）
酶免疫分析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原理
是利用抗原（antigen，就是蛋白質）與抗體（antibody）結合的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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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上酶的呈色（或產生螢光）反應，來顯示特定蛋白質是否存在。
優點在於分析速度快、靈敏度高以及輕巧可攜等適合現場快速測定使
用。微囊藻毒酶免疫試劑組（ELISA Kit）是應用老鼠對微囊藻毒素
結 構 中 罕 見 的 胺 基 酸

ADDA

[ （ 2S,3S,8S,9S ） -

3-amino-9-methoxy-2,6,8- trimethyl- 10-phenyldeca-4E, 6E-dienoic acid]
所產生抗體反應 10。在 2 個月內，對老鼠密集注射微囊藻毒素（抗原）
乳劑 5 至 8 次，使老鼠自然產生抗體，此時採集該老鼠血液可得傳統
抗血清（即所有抗體混合），此抗體無法針對微囊藻毒素進行專一性
反應，需經過收集該老鼠脾臟中產生抗體的 B 細胞，與特殊癌細胞融
合 （ cell fusion） 形 成 融 合 瘤 細 胞 （ hybridoma cells ）， 分 株 培 養
（subcloning）篩選後，找出對微囊藻毒素具有專一性反應之單株抗
體（monoclonal antibodies）
。將 96 孔盤塗上該單株抗體，形成直接競
爭型酶免疫試劑組（direct competitive ELISA）
，所謂直接競爭型酶免
疫，即含固定量的抗體孔內，先與樣品中微囊藻毒素抗原結合後，清
水清洗未能結合的物質，加入與微囊藻毒素競爭抗體結合的辣根過氧
化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
，將孔內未與微囊藻毒素結合的
抗體連結，該辣根過氧化酶連結呈色酶，接觸呈色劑呈藍色反應，故
顏色與辣根過氧化酶含量成正比，與微囊藻毒素成反比（圖 9）。
同一系列結構近似但毒性不一的不同藻毒素產生不同程度的交叉反
應（cross-reactivity）或稱偽陽性反應，但其競爭抗體的能力遠低於微
囊藻毒素-LR10。目前市售酶免疫分析法有針對微囊藻毒的各種異構
物 microcystin-LR、-RR、-YR、-LA 等，而檢測節球藻毒（nodularin）、
柱孢藻毒（cylindrospermopsin）的酶免疫分析試劑組也研發成功，坊
間有販售。
不過市售酶免疫分析試劑組為求精準及提高靈敏度，常需要 ELISA
儀協助進行分析，Morais 等為求簡單、快速、精準及多項分析藻毒，
以常見的光碟片塗上高專一靈敏抗體後，使用 DVD 驅動機檢測，此
方法可以在 37 分鐘內完成而靈敏度達 μg/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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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酵素免疫分析微囊藻毒左圖濃度越高顏色越淡右圖加入終止劑

圖 10 光碟片塗上抗體可以檢測藻毒，可方便攜帶與檢測 11
高效能液相層析（HPLC）
以高效能液相層析檢測藻毒，其偵測器有許多種型式，它的優點是可
以區別出不同結構的微囊藻毒素，英國水研究中心（Water Research
Centre）研發高效能液相層析-紫外光偵測法（HPLC-UV）偵測極限
為 0.5 μg/L，但是如果水體中有機質過高會干擾檢測，偵測極限無法
達 到 1 μg/L 。 Lawton 等 研 發 逆 向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析 檢 測 方 法
（reverse-phase HPLC）

12

，它直接由原水中檢測微囊藻毒素，這方

法將藍綠藻過濾分離，過濾的水經過 18C 固相萃取匣後，利用光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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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管可以直接檢測細胞內及細胞外微囊藻毒素含量，添加微囊藻毒素
-LR、-RR、-LY、-LF 等標準品 0.25 μg/L，仍然具有很高的回收率。
不過高效能液相層析檢測方法，仍受限於不同毒素標準品的可獲性及
層析管柱系統的解析能力。
LC/ESI-MS 、LC/MS-MS
液相層析-電噴灑游離串聯質譜法（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spray
ionisation mass spectrometry, LC/ESI-MS）及液相層析-串聯質譜法
（liquid chromatograph/tandem mass spectrometer, LC/MS-MS）均以液
相層析來分離蛋白，最後以質譜儀進行檢測，由於質譜法是一個測帶
電離子的方法，當分析樣品進入質譜儀前，首先在離子源使分析物進
行游離化（ionization）以轉換為帶電離子後，於電場、磁場等物理力
量的作用環境下，偵測器可測得不同離子的質荷比（mass-to-charge
ratio ， m/z ）， 便 可 從 電 荷 推 算 出 分 析 物 的 質 量 。 LC/ESI-MS 、
LC/MS-MS 等分析因中間過程串連不同游離工具而有不同檢測特性。
液相層析-電噴灑游離串聯質譜法（LC/ESI-MS）
美國 Fenn 教授在 1984 年首度發表以電噴灑的方法將蛋白質分析物
轉成離子，當分析物溶液經由施加高電壓的毛細管流出時，高壓電產
生的電場會造成溶液中的正負離子分離；以施加電場的，正或負電荷
離子會因為排斥或吸引的原理而分離。
液相層析-串聯質譜法（LC/MS-MS）
串聯式質譜儀中的第一段質量分析器先選取某一特定胜肽的質荷比
（mass-to-charge ratio，m/z）為母離子，送入碰撞氣室後，母離子和
氣室中充滿的氣體產生碰撞，其動能會轉變成內能，造成胜肽母離子
的碎裂，產生的子離子則進入第二段質量分析器以得到碎片質譜，結
果的專一性及正確率高（圖 11）。
、微
Spoof 等 13 LC/ESI-MS/MS 分析地面水中肝毒素（heptatotox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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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藻 毒 及 節 球 藻 毒 ， 可 達 ng/L 的 水 準 。 Furey 等 利 用
LC/ESI-ion-trap-MS/MS 分析飲用水中 anatoxins，偵測極限可達 0.6
µg/L14 ，環境檢驗所訂定以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分析對微囊藻毒-LR
偵測極限可達 0.004 μg/L。

圖 11 LC/MS-MS 儀器偵測微囊藻毒，圖中為 1 ng/mL（注射 10 μL）
濃度之訊雜比（S/N）圖

結語
檢測結果為政策規劃、執行的重要依據，因此環檢所因應國內需求公
告「飲用水中微囊藻毒素化學檢測方法－固相萃取與高效液相層析／
串聯式質譜儀法」及「水中微囊藻毒及節球藻毒篩檢方法－盤式或條
式直接競爭型酵素免疫分析法」檢測方法，這兩種方法各有其特點，
串聯式質譜儀法專一及準確高，酵素免疫分析法簡單容易上手，能讓
管理單依其需求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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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藻與藻毒（三）
：
管理機制與預警方式
黃壬瑰 1 李秋萍 2 劉素妙 2 王世冠 3

摘要
世界衛生組織訂定飲用水微囊藻毒-LR 1 μg/L 為指引值，也訂定以藍
綠藻細胞密度分級，作為休憩用水不同階段管理準則。本文將深入了
解飲用水、休憩用水及蓄牧用水等管制值或指引值訂定時的依據與各
國對於毒藻大量滋生的管理機制，作為國內管理參考。惟管制是環境
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為提早告知管理單位，預作緊急應變，學者提
出許多預警方式，於本文一併探討。

前言
產毒藻類潛藏在各種水域中，可能造成對健康不利，為此，世界衛生
組織針對飲用水提出微囊藻毒 -LR 1 μg/L 作為管制標準，畜養聞名
的澳大利亞、紐西蘭也針對牛、羊、馬、猪、雞等依其生命週期、攝
水量等規劃牲畜用水藻毒標準，這些標準如何計算，主要依據可能進
入人、牲畜等機制進行評估。
除了訂定管制標準外，部份國家如德國及芬蘭認為飲用水中不得含有
任何危害健康的毒素，因而持續監測水域藻類變化。環境檢驗所經多
方了解國際間管理、預警模式，認為訂定標準為最末處置方式，預警
藻華發生更能提高民眾用水安全保障，因此發展一套適合國內水庫藻
華預警系統，無檢測空窗的疑慮，能全年無休為國人用水安全把關。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副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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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標準的制定
飲用水管制值及指引值
針對微囊藻毒（microcystin）部分
國際間部分國家著手制定藻毒素之指引值或管制值（表 1），包括世
界衛生組織、巴西、捷克、中國、法國、南韓、紐西蘭、挪威、波蘭
及西班牙等訂定微囊藻毒素-LR（micorcystin-LR） 1 μg/L 做為指引
值或法規值，澳大利亞衡量其國人平均體重及飲水習慣不同以 1.3
μg/L 為暫定之標準，加拿大則以 1.5 μg/L 作為法規值。
各國訂定標準主要是參照世界衛生組織，而其依據主要利用兩種動物
試驗：13 週老鼠口服試驗所得無明顯效應劑量（no-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 level，NOAEL）與 44 天猪口服試驗所得可觀察到不利效應最
低濃度（lowest 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 level , LOAEL）所得結果。
13 週老鼠口服試驗所得無明顯效應劑量為 40 µg/kg BW per day，不
確定因子（uncertainty factor）為 1000，故求得每日可容忍攝入量為
0.04 µg/kg BW per day。44 天猪口服試驗所得可觀察到不利效應最低
濃度為 100 µg microcystin-LR equivalents/kg BW per day，不確定因子
（uncertainty factor）為 1500，故求得每日可容忍攝入量為 0.067 µg/kg
BW per day。
WHO 指引值採用較低每天可容忍攝入量（TDI）值為 40 µg/kg BW
per day。平均體重為 60 kg ，每天所攝食水量為 2 L，暴露比例為 0.8，
計算所得為 0.96 µg/L，簡化以 1 µg/L 為指引值。
指引值=

每日可容忍攝入量(TDI) X 平均體重(BW) X 暴露比例(P)
每天所攝食水量

40 ug/ kg bodyweight per day × 60 kg × 0.8
=0.96 µg/L ≈1.0 µg/L
2 L / day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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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各國規範飲用水中藻類毒素標準
國家

指引值/標準值

澳大利亞 總微囊藻毒 1.3 µg/L

1

當細胞個數超過 10000 cells/mL
禁止使用除藻劑並進行毒性試
驗。

加拿大

微囊藻毒 1.0 µg/L
石房蛤毒素 3.0 µg/L
柱孢藻毒 15 µg/L
微囊藻毒 1.5 µg/L

捷克

微囊藻毒-LR 1.0 µg/L

參照 WHO。

中國

微囊藻毒-LR 1.0 µg/L

參照 WHO。

法國

微囊藻毒-LR 1.0 µg/L

飲用水法令。

義大利

總微囊藻毒 0.84 µg/L

日本

微囊藻毒-LR 1.0 µg/L

參照 WHO。

南韓

微囊藻毒-LR 1.0 µg/L

參照 WHO，藻警訊系統依據細
胞個數與葉綠素 a。

紐西蘭

魚腥藻毒 6.0 µg/L

挪威

柱孢藻毒 1.0 µg/L
微囊藻毒-LR 1.0µg/L
節球藻毒 1.0 µg/L
石房蛤毒素 3.0 µg/L
微囊藻毒-LR 1.0 µg/L

飲用水標準為最大可接受值，藍
綠藻暫時最大可接受值參照
WHO。
微囊藻毒素是以 LR 型當量計。
石房蛤毒素是以當量（STX-eq）
計。
參照 WHO。

波蘭

微囊藻毒-LR 1.0 µg/L

國家立法飲用水指引值。

南非

微囊藻毒-LR 0~0.8 µg/L

飲用水指引值。

西班牙
美國

微囊藻毒 1.0 µg/L
飲用水現行無指引值

國家立法飲用水中的最大允許量。

WHO

健康食品微囊藻毒
1.0 μg/g
微囊藻毒-LR 1.0µg/L

巴西

魚腥藻毒-a（S）1.0 µ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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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利亞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動物試驗結果 TDI 值 40 µg/kg BW per
day，根據其國人平均體重 70 kg，每天所攝食水量為 2 L，暴露比例

為 0.9，計算出其國內飲用水微囊藻毒指引標準為 1.3 μg/L。
澳大利亞指引值 1.3 μg/L =

40 ug/ kg bodyweight per day × 70 kg × 0.9
2 L / day × 1000

加拿大設定最大可接受值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動物試驗結果， TDI 值
為 40 µg/kg BW per day；平均體重為 7 0 kg，每天攝食水量為 1.5 L。
加拿大最大可接受值 1.5 μg/L =

40 ug/ kg bodyweight per day × 70 kg × 0.8
1.5 L / day × 3000

德國與芬蘭二國所持觀念雷同，飲用水中不得含有任何對健康有害毒
素濃度，因此持續進行地面水體浮游植物監測，義大利則以監測浮游
植物為主，但也參照世界衛生組織所設定指引值做為人體健康風險評
估依據。
針對柱孢藻毒（cylindrospermopsin）部分
澳大利亞國家衛生及醫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HMRC ） 與 國 家 資 源 經 營 管 理 部 長 級 委 員 會

（National Resource Management Ministerial Council, NRMMC） 2011
年訂定國家水質管理策略中飲水指引（ Australian Drinking Water
Guidelines, ADWG）認為柱孢藻毒缺乏充分資料暫不訂定標準 1，不

過仍依據 10 至 11 周老鼠注射試驗無明顯有害劑量 （NOAEL） 30
μg/kg body weight per day，建立健康警訊值。

健康警訊值：0.945 μg/L=

30 ug/ kg bodyweight per day × 70 kg × 0.9
2 L / day × 1000

美國國家環境衛生研究所指出柱孢藻毒每天最大容忍攝取量（TDI）

2012年6月

116

專題∣Features

為 0.02 g/kg body weight/day，以一個 60 kg 成人每日飲水 2 L 計
算，其指引值為 0.48 g/L，一個 10 kg 幼童每日飲水 1 L 計算，其
指引值為 0.16 g/L，一個 5 kg 嬰兒每日飲水 0.75 L 計算，其指引
值為 0.11 g/L2。

健康食品管制標準
美國奧勒岡州所設定藍綠藻健康食品 1.0 μg/g 法規值，是依據 60 kg
的人如每天攝食 2 g（健康食品廠商建議值）的假設，如此每天攝入
量最高達 0.033 μg/ kg bw，略低於世界衛生組織所規定每天最高容許
攝入量（TDI） 0.04 μg/kg bw，但是如攝入量超過 2 g 或者小孩每
天攝入 2 g 時，攝入量將高過世界衛生組織所規定每天最高容許攝
入量。

休憩用水標準
澳大利亞休憩用水藍綠藻分三種顏色等級，綠色監測、黃色警戒及紅
色行動等級，紅色行動等級分 2 階段指引，詳如表 2。
德國分 3 階段指引，第 1 階段微囊藻毒含量低於 10 μg/L，維持常
態定期監測；第 2 階段微囊藻毒含量介於 10 與 100 μg/L 之間，發
布警訊，不建議洗澡用途，考慮暫時封閉水域；第 3 階段微囊藻毒
含量高於 100 μg/L，發布警訊，不建議洗澡用途，暫時封閉水域。
荷蘭分 3 階段，第 1 階段當微囊藻毒 –LR 含量大於 10 μg/L，發
出警訊；第 2 階段當微囊藻毒 –LR 含量大於 20 μg/L，發出警訊外
並持續監測；第 3 階段藻量如果持續增高，發生浮渣處關閉洗澡設
施，並持續發出警訊與監測。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分 3 間 段 指 引 ， 第 1 階 段 藍 綠 藻 個 數 20,000
cells/mL，相對低的機率造成對人體健康影響；第 2 階段藍綠藻個數

低於 100,000 cells/mL，中等機率造成對人體健康影響；第 3 階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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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浮渣，造成對人體健康影響機率高。
法國也分 3 階段指引，第 1 階段藍綠藻個數 20,000 cells/mL，加強
監 測 每 2 星 期 1 次 ； 第 2 階 段 藍 綠 藻 個 數 20,000~100,000
cells/mL，檢測微囊藻毒，當微囊藻毒 LR 當量超過 25 µg/L 時，禁

止游泳；第 3 階段出現浮渣，禁止所有活動。
表 2 澳大利亞休憩用水藍綠藻警戒級別及定義
綠色監測等級

黃色警戒等級

紅色行動等級

銅綠微囊藻濃度介於 銅綠微囊藻濃度介於 第 1 階段指引：當休憩
500~5000 cells/mL 或 5000~50000 cells/mL 用水微囊藻毒總量達

以藍綠藻為優勢藻種 或以非產毒藍綠藻為 10 μg/L 或有毒銅綠微
時 生 物 體 積 達 優勢藻種時生物體積 囊 藻 個 數 超 過 50000
0.04~0.4 mm3/mL。

達 0.4~4 mm3/mL。

cells/mL ，或以產毒藍

綠藻為優勢藻種時生
物 體 積 超 過

4

mm3/mL 。藻體毒素可

能造成對身體健康不
利影響。
第 2 階段指引：水面形
成浮渣或非產毒藍綠
藻 生 物 體 超 過 10
mm3/L，由於高濃度藍

綠藻可能造成身體健
康不利影響，不過不是
因為毒素。

蓄牧用水
澳大利亞與紐西蘭對蓄牧用水訂定藍綠藻指引 3，認為當水源藻華
時，應確認藻的種類或者藻的毒性後可才可供使用。當水源中微囊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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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1500 cells/mL，或者微囊藻毒觸發值（trigger value）超過 2.3
μg/L（以 microcystin-LR 表示）
，可能危及家畜健康。所謂觸發值為

澳大利亞與紐西蘭政府用來評估環境風險之值，低於觸發值表低風
險，高於觸發值表可能出現的風險，需要採取行動，以進一步調查或
解決。為建立各種禽畜畜牧用水指引，澳大利亞調查各種禽畜需水
量，並假設每個藻體產毒量為 0.2 pg/cell，針對不同生物種類的敏感
程度作成不同表列（表 3），不過品種、年齡及性別可能影響對毒性
的敏感度。
表 3 澳大利亞對不同家畜飲用水中藍綠藻指引值
動

體重

攝水量

安全因子

物

（kg） （L/day） 生命
期

毒性濃 藻個數

同品 品系 LOAELTo 總量

度

系差 間的 NOEL

（μg/L）

異

差異

（cells/mL）

牛

800

85

3

5

3

5

225 4.2

21000

羊

100

11.5

3

5

3

5

225 3.9

19500

猪

110

15

3

1

3

5

45

81500

雞

2.8

0.4

3

5

3

5

225 3.1

15500

馬

600

70

5

5

3

5

375 2.3

11500

16.3

LOAEL：最低可觀察到不良影響濃度
NOEL：沒有觀察到影響的濃度

觸發值=

最低可觀察到不良影響濃度(LOAEL) X 動物體重(BW)
每天所攝食水量X 安全因子

以猪為例：觸發值=

100ug/kg/day x 110 kg
=16.3 μg/L
15 L / day × 45

水產生物標準
澳大利亞對魚、貝類雖然沒有訂定明確標準，仍對成人短時間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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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產生物體含微囊藻毒量建立警告值，如魚（250 μg/kg）
、蝦（1100
μg/kg）及淡菜（1500 μg/kg）
。

預警方式
水庫或湖泊發生藻華常造成景觀變差、臭味產生及水處理成本變高。
世界各國長久以來一直想利用各種方式來預測藻華發生，學者不斷由
發生藻華或優養化水域中了解其生物組成或物理化學因子特徵，提出
許多預警機制，如優養指標生物、藻類族群分布、葉綠素、營養鹽等
化學檢測因子、螢光光度計現場監測，甚至還有利用衛星探測等方
式，這些預警方式有的已沿用多年，但是仍待改善；有的處於研究理
論，僅限於單一水庫應用，目前國際間尚無一定而通用的預警方式，
表 4 將各種預警方式之優缺點及應用層面作一比較，其後再詳加敘述
該預警模式執行情形。
表 4 各種預警方式優缺點及應用層面
預警方式

優點

巡視

簡單 1. 依賴人力。

歐盟國家春夏期

方便 2. 發現時已經藻華。

應用

生物指標

缺點

1. 每一水庫生物指標不一。

應用層面

休倫湖使用斑馬

2. 有些生物指標需要專家鑑定。 淡菜作指標。

模式

1. 每一水庫需重新建立模式。

單一水域

2. 建立模式所需因子多。

連續監測

方便 1. 需研發出連續監測儀。

澳大利亞連續監

2. 應用的連續監測儀靈敏度需符 測葉綠素a推估

衛星掃描

合水域要求。

藻華發生

1. 資料收集受天候影響。

追蹤海域赤潮發

2. 大水域適用。

生。

3. 觀察到時已大範圍面積藻華。
4. 費用高。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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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
許多國家採用巡視湖泊水庫做為藻華發現警訊依據，通常巡視頻率約
每月 1 次甚至可長達 2 個月 1 次，在藻華好發季節或已發生藻華時，
則縮短至每星期 1 次（表 5）。巡視為最直接且經濟的維護用水安全
方式，但是目視可見的藻華，往往藻華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且範圍不
小，甚至已經造成局部魚類死亡。歐盟國家主要以巡視方式維護用水
安全，其各國所規範的巡視頻率不一（表 5），當藻華發生，立刻採
集水樣至顯微鏡下觀察，如為產毒藻種所引發的藻華，則再進行老鼠
毒性測試。
表 5 歐盟對浮游植物監測頻度
國家
監測浮游植物頻度
法國
9 月至次年 4 月每月 2 次
5 月至 8 月每星期 1 次
當警戒發生每星期 1 次
愛爾蘭 11 月至次年 4 月每月 1 次
5 月每月 2 次
6 月至 10 月每星期 1 次
波蘭
12 月至次年 4 月每月 1 次
5 月至 11 月每月 2 次
當警戒發生每星期 1 次
西班牙 12 月至次年 3 月每月 1 次
4 月至 6 月每月 2 次
7 月至 11 月每星期 1 次

生物相（指標生物）
Vanderploeg et al., 發現五大湖之一休倫湖（ Huron ）畔，薩吉納灣

（Saginaw Bay）內斑馬淡菜（Zebra mussel；Dreissena polymorpha）
濾食過程中，會將微囊藻吐出，水域經斑馬淡菜篩選後，反爾造成藍
綠藻成為優勢族群 4。Keilty and Woller 認為藉由水下攝影進行斑馬
淡菜族群統計，可作為微囊藻華的預警指標生物 5。不過指標生物常
受限於各地生物相不同，不能廣泛應用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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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模式是在一假說之下，利用一些參數，以電腦程式模擬計算後所得預
測結果與實際比較，經不斷建立假說→預測→修正假說的循環過程
後，最後所得結果與事實接近，則可利用該參數預測未來可能發生的
狀況。澳大利亞在以 3D 水動力生態模式（3D hydrodynamic-ecological
model, ELCOM-CAEDYM ），精準預測微囊藻華擴大與發展時間，
2002 年 1 月再次於天鵝湖（Swan River）精準預測藻華發生 6。義

大利 Marsili-Libelli et al.,依據 Orbetello 鹹鹽水湖每日波動簡單的水
質參量如溶氧、氧化- 還原力、酸鹼度和溫度以模糊預測模式（fussy
prediction）來預報藻華 7。德國 Berger S.A.以 CHEMTAX 矩陣分解

模式，在總磷、總氮、總矽、混合深度、水溫、動物性浮游生物量與
藻類作複回歸，尋求與藻類的相關性 8，其中他特別強調水域深淺受
擾度的效果不同，預估模式也有所差異。模式的應用在藻華發生預警
系統中一直受到廣泛討論，模式優點是可利用一些可連續監測的參
數，預測未來可能發生的藻華。但是缺點是模式因受到各家學術理論
不同，可考慮的參數不一，加上各個湖泊水庫狀況各有差異，一個模
式似乎僅能應用於單一水域，其他水域仍得重新調查各個參數所影響
程度，所需費用及時間龐大，推廣受限。

連續監測或遙測
澳大利亞藉由 YSITM 每 15 分鐘接收葉綠素 a、水溫及電導度等資
料，利用人工智慧模式（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s）即模仿生物
神經網路的數學模式，將輸入資料中經學習模擬後以非線性插值而輸
出合理的預測 9，它可以模擬非線性、動態模式並且去除不必要的干
擾資料，可以在 1、3、7 天前預測藻華發生，並將連續監測葉綠素 a
所得結果，推估藻華發生的 4 種風險等級（如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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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連續監葉綠素 a 作為劃分 4 等級藻華風險 9

衛星掃描
在 1978 年美國就開始利用衛星探測海水水色及葉綠素含量關係，
1997 年發射美國的第二代海洋水色衛星 SeaWiFS（Sea-viewing Side
Field-of-view Sensor）
，主要任務是收集全球的海洋水色資料，並用來

估 算 全 球 海 洋 上 葉 綠 素 含 量 ， 評 估 海 水 的 基 礎 生 產 力 （ primary
production）及全球生地化學（biogeochemistry）。最終目的則可供全

球氣候變遷等研究使用。使用衛星遙測排除雲的遮蔽及大氣干擾，還
有水中有機質及其他懸浮物干擾，隨著技術及儀器的精進，大範圍的
海水水色調查縮小至湖泊。
羅徹斯特理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利用 NASA’s
衛星自 1998 至 2004 調查安大略湖藻華事件，發現除了微囊藻藻華
會產生小氣泡環繞藻體外圍導致增加離水輻射強度（ water-leaving
radiances 水 面 下 方 物 質 反 射 的 太 陽 輻 射 ） 外 ， 藻 華 尤 其 是
Coccolithophori 發生時大量的呼吸作用形成碳酸鈣的”白化”現象易混

淆。2006 年 Nebraska-Lincoln 大學宣稱可以利用衛星，通知水庫管
理員何時何地（when and where）採集水樣進行分析，甚至可以預測
藻華發生。
國內也有福爾摩沙衛星二號（福衛二號）自主遙測衛星，不過礙於國
內水庫面積小，又藻華初期湖面水色差異不大，衛星空照解析有限，
不適合國內監測藻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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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環境檢驗所提出連續監測可作為藻華預警方式，其理論源自於世界衛
生組織與澳大利亞均認為葉綠素 a 可以做為水庫藻類大量滋生的警戒
依據，據此，環境檢驗所陸續在國內各水庫進行測試，獲得良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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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藻與藻毒（四）
：
水質自動監測系統應用在微囊藻華預警
黃壬瑰 1 李秋萍 2 劉素妙 2 王世冠 3

摘要
微囊藻產生危害肝臟的毒素，卻可能在水域中無預警下異常增生，而
傳統顯微鏡或液相層析檢測分析需耗費人力時間進行，往往可能造成
休憩用水安全空窗期，為確保民眾牲畜安全，預測微囊藻大量滋生機
制為國際研究標的。本研究利用水質監測儀調查國內 7 處水域，監測
水溫、水深、酸鹼度、導電度、溶氧、濁度、葉綠素 a、藻藍素等測
值，發現微囊藻大量滋生時有特殊水質現象，如酸鹼度、葉綠素 a 及
藻藍素日變化明顯與非藻華期間不同。因此將水質自動監測系統架設
在好發微囊藻華水域下游或下風處加上遠端即時傳輸，可以作為微囊
藻華發生之預警系統。

前言
位於亞熱帶的台灣，原本水域中藻類相種類多，歧異度（diversity）
高，近年來受到人為污染因素，藻類數量上升，但是種類卻減少 1-3，
其中不乏優勢藻種為微囊藻

4-5

。這種藻類以產生危害肝的毒素為名

6-7

，遍及全球，引起的牲畜中毒事件時有所聞

8-9

，更因巴西 1996 年

爆發洗腎病患誤使用含有微囊藻毒的水而致死之案例，引發各國重視
10

。

造成微囊藻大量滋生常歸因環境因子，包括溫度 11、光強度 12、風速
13

、水力置換率（hydraulic turnover rate）14、水位高低 15、營養鹽 16-17、

鈣離子濃度 18、溫躍層（thermocline）及其他生物 19 所影響，但是目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副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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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沒有一個確切結論，無法掌握藻華發生的時間。
環境因子啟動微囊藻繁殖機制尚未明朗之際，許多國家包括世界衛生
組織制定休憩、飲用或蓄牧水質指引標準，為民眾飲水安全築一最後
防線，終其不能阻止微囊藻華發生。故預測微囊藻華發生為學者研究
的重要議題之一。
長期密集監測藻類生長變化配合環境調查，才能掌握藻類滋生原因與
時間點。藻類生長監測，傳統以顯微鏡觀察配合血球計數器計數，現
今也有學者應用聚合酵素聯合反應（PCR）推估微囊藻個數 20-22，然
而這些檢測需要專業的技術，耗費人力，檢測頻率低，無法確切掌握
快速生長藻類的變化。
除了上述方式外，葉綠素 a 也常用來評估藻類量的一種方式 23，這是
因為所有的綠色植物均含有葉綠素 a24，捕捉光源行光合作用，而其
他生物均不含有這物質

24

，缺點是不同種藻類葉綠素 a 含量差異大

25

，評估不同環境總藻量有落差。但如果用來追蹤同一水體優勢藻種

生長變化，其他藻類影響效應將會降低。
葉綠素 a 的檢測分為萃取 26 與螢光法，萃取方式與顯微鏡觀察或聚合
酵素連鎖反應一樣，不經濟且耗費人力。以螢光活體檢測葉綠素 a 自
1966 年已著手發展 27，螢光法基本假設是活體所發出螢光量與萃取的
葉綠素 a 成正相關 28，優點是靈敏度高、快速且容易量測 29，並且可
進行連續監測 30，許多研究將它視為量測藻量的一種簡易工具 25。
雖然這簡易工具可以連續量測藻類活體所發出的螢光量，但是主要量
測部分為光合系統 II 內的螢光量 31，對於真核藻類包括綠藻、矽藻等
等其葉綠素 a 大多在光合系統 II 內是可行的，但是微囊藻所屬原核藍
綠藻類的葉綠素 a，絕大部分在不具螢光的光合系統 I，僅 10 - 20%
在光合系統 II 內，因此 Seppala 等認為葉綠素 a 活體螢光監測藍綠
藻需要搭配藻藍素連續檢測儀較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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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連續監測儀為一簡單又靈敏的儀器，可偵測得水域產毒藍綠藻生
長潛勢 33。
水質監測儀除了可裝設上述葉綠素 a、藻藍素感測器外，常見水質監
測儀還可監測水溫、水深、酸檢度、溶氧量、溶氧百分比、導電度及
濁度等，加上現今網路發達，能將地處偏遠的水域水質資料即刻傳輸
至研究單位資料庫中，縮短時間與空間的隔閡。
本研究調查 7 處水域，累積分析數千萬筆監測資料，其中 2 處微囊
藻增生的水域中，比較傳統長期水質檢測與連續監測之資料，發現連
續監測葉綠素 a、藻藍素、酸鹼度能突顯微囊藻華時的特殊現象，可
作為微囊藻華發生警告訊號。

材料與方法
葉綠素 a 活體監測與傳統萃取比測
採集 12 個不同水域水樣，進行活體監測及傳統萃取比測，水樣在磁
石攪拌下，以 turner design C6 連續監測儀連續監測水體 1 分鐘取其
平均值後，水樣以萃取法（樣品經 waterman GF/F 過濾後以 90%丙酮
研磨萃取後以分光光度計三色法分析，環檢所公告檢測方法 NIEA
E507.02B） 。
自動監測儀水質資料
水質儀架設於水域中，其中 S 及 H 二測站水域分別於 2007 及
2008 年發生微囊藻滋生，S 水域又分上下游 2 處監測，每隔 3 小
時分別於水深 0.5 m、5 m、10 m、15 m、20 m 及 25 m 處監測水溫、
溶氧、酸鹼度、導電度、濁度及葉綠素 a；H 水域則每 15 分鐘檢測
葉綠素 a、藻藍素、濁度及水溫，儀器各項檢測每月校正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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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葉綠素 a 活體監測與傳統萃取比測二者呈現線性相關 R=0.97（圖
1），斜率為 1.06，可見葉綠素 a 活體監測與傳統萃取結果相近。

圖 1 活體葉綠素 a 檢測與萃取法相關性高

S 水域
葉綠素 a
2007 年葉綠素 a 活體螢監測值，下游測站表層 5 月 31 日前 1105
筆數據中，平均 4.0 μg/L，僅 40 筆超過 6 μg/L，且每次均偶發事件
（圖 2）。6 月 10 至 6 月 14 日呈指數生長，生長速率達 0.5/天，
這與 OH 等 （2000）認為微囊藻缺磷環境下生長速率介於 0.1-0.8/
天之間同 34。
6 月 25 日以後降至 10 μg/L 以下，表層呈現夜間測值高於日間規律變
化（圖 3 淺綠色）
，夜間最高測值與日間最低值差異 1.2 至 6.1 μg/L
之間，平均差異 3.3 μg/L，這可能是因為微囊的氣囊使微囊藻白天分
散在水中，而夜間向水表層凝集 35。
表層（水下 50 cm）葉綠素 a 測值高於深層（圖 3 綠色），這是因為
除了因為表層光線較充足，藻類較易滋生外，藻華期間因微囊藻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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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表層，因此拉大葉綠素 a 表層與底層差距。底層葉綠素 （
a 圖3 藍
色）亦無規律夜間測值高於日間。

生長速率=0.5/day
藻華

圖 2 2007 年 S 水域下游測站葉綠素 a 變化，其中 6 月 10 日起以
指數生長，6 月 26 日起發現水表面呈現藻浮渣

圖 3 藻華期間葉綠素 a 表層（綠色）呈現夜間測值（灰底）高於日
間（白底），深層（藍色）則無規律性，且測值低於表層。
S 水域上游測站在 3 月與 5 月均有葉綠素 a 上升現象（圖 4 正藍
色）
，但僅侷限在 L 測站，且無規律之夜間測值高於白天，微鏡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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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藻類多但微囊藻並不是優勢種，這代表上游較下游測站容易滋生藻
類。 6 月中旬藻華期間葉綠素 a 測值也呈現指數上升，不過比下游
測站晚 5 天，這可能是下游區，匯集藻類，葉綠素 a 較早上升。上
下游測站同一日葉綠素 a 突然下降至 10 μg/L 以下，持續夜間測值高
於白天。這可能是微囊藻形成團狀，原本均勻散佈在水中，因藻體凝
集群聚在水表層 4 cm 處，因此水下 50 cm 葉綠素 a 測值降低。

圖 4 藻華期間上游測站葉綠素 a 比下游測站晚 5 天上升，但同一天
下降。
S 水域在 8 月 19 日颱風過後藻華現象消除，水域葉綠素 a 不再規
則夜間測值高於白天，葉綠素 a 平均而言高，但是上升之葉綠素 a 均
為偶發事件（圖 5），可能是一高濃度藻團漂移過偵測器，測值瞬間
高但立刻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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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藻華結束後葉綠素 a 雖偶有上升但無日低夜高規律現象。（圖中
灰底表夜間測值，白底表日間測值）

水溫
溫度對微囊藻的滋生影響是雙重的，高溫下加速藻體生長、呼吸及光
合作用。讓藻體不僅長得快且垂直移動速度快，獲得更多營養鹽 36。
S 水域表層水處（水下 0.5 m）
，水溫自 1993 至 2011 年平均 22℃，
2007 年 D 測站年平均溫度為 22.6℃，最高溫為 31.5℃ 最低溫為
16.1℃，藻華期間水下 0.5 m 水溫在 25-31℃ 之間，水下 25 m 處水
溫在 20.2-23.9℃ 之間（圖 6）。

圖 6 S 水域微囊藻增加時水溫均高於 25℃，黃底表微囊藻異常增生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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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S 水域水溫元月表層至底層無差異，隨著氣溫升高，4 月份
表層（水下 0.5 m）平均水溫高於水下 5 m

處約 1.1℃，5-9 月份差

距拉大至 2.5℃ 以上，形成溫躍層（圖 7 實線部分）。溫躍層阻隔多
數藻類垂直移動，有利於具氣囊的微囊藻獲取較多深層營養鹽 37。

圖 7 S 水域 2007 年水下 0.5 m 至 25 m 月平均水溫，4 月起表層與
深層水溫已有明顯差異，6 至 9 月差距加大形成溫躍層。

酸鹼度
S 水域酸鹼值春夏表層水因藻類行光合作用旺盛，氧氣排擠二氧化碳
造成酸鹼度高，日夜變化小，仍可觀察出最高值發生在傍晚日落前（圖
8 左、右淺藍色）
。
水下 5 m 處光線仍可穿透，但不像表層接近大氣，因此酸鹼度變化
受水體環境及生物影響較大。四月份微囊藻華發生前酸鹼度值變化不
規則（圖 8 左 正藍色）
，微囊藻藻華發生時（圖 8 右 正藍色）
，明
顯呈現白天高於夜閒，最高點出現在正午是因為光線最強，光合作用
最旺盛，最低點出現在午夜而非經一夜的呼吸作用後清晨太陽出來前
（Before the Dawn’s Early Light）
，這與湖泊研究結果不相同 38，在無
光線穿透狀況下使酸鹼值上升超過 1 以上的原因仍不明確。不過這
種酸鹼度上升的現象，有助於沉積物中的磷酸鹽釋放至水中，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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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藻類所需營養鹽，造成持續藻華現象。

圖 8 左圖為非藻華；右圖藻華期間各水層酸鹼度變化，表層酸鹼度（左
及右圖 淺藍色）變化不大，但是藻華期間水下 5 m 酸鹼度（右
圖 正藍色）在藻華期間日夜變化規律，最高值出現在正午，最
低值出現在午夜，而非清晨（右：灰底結束白底處）

H 水域
葉綠素 a 與藻藍素
H 水域 4 月初期架設儀器時已發生藻華，藻華期間水下 50 cm 活
體螢光儀測得葉綠素 a 升高至 72 μg/L，藻藍素測值與葉綠素 a 變化
一致。爾後降低維持在 20 μg/L 上下變動並規律夜間測值高於日間（圖
9 綠色線）
。藻藍素變化趨勢同葉綠素 a，但是瞬間變動較大（圖 9 藍
色線），較難單獨用藻藍素描述水域藻類變化。

圖 9 H 水域藻華期間葉綠素 a（綠色）與藻藍素（藍色）變化，葉
綠素 a 呈現規律夜間（灰底）高於日間（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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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水域在藻華期間，葉綠素 a 測值高於日間，其中日夜差異受日射
量影響（圖 10 左圖 紫色線）
，當日射量高時，葉綠素 a 日夜差異大，
當日射量減弱時，差距縮小（圖 10 左圖 綠色線），實際以傳統萃取
法比測日夜間葉綠素 a 差值小於 0.5 μg/L，可見日射量影響日間活體
螢光葉綠素 a 測值，且微囊藻的小顆粒增加散色，使得日間測值降
低。使日夜差距拉大。但是在非藻華期間葉綠素 a（圖 10 右圖 綠色
線）或藻藍素（圖 10 右圖 藍色線）不受日射量影響。

圖 10 左圖藻華期，右圖非藻華期間葉綠素 a 與日射量變化，左圖藻
華期間葉綠素 a 受日射量影響日夜差距拉大，右圖非藻華期間
葉綠素 a 與藻藍素均不受日照影響。
H 水域 2008 年水表面目視微囊藻華的現象維持到當年 9 月 14 日強烈
颱風辛樂克來襲，連續偵測儀葉綠素 a 測值由 20 μg/L 降至 10 μg/L
以下（圖 11），但仍呈現夜間測值低於日間。可能是藻華現象消除，
但仍有少量的微囊藻影響活體螢光葉綠素 a 測值。10 月以後規律的
夜間測值高於日間現象消失。

溫度
H 水域藻華期間最低溫度約在 22℃（圖 12）
，藻華發生在 4 月以
後， 3 月前水域表曾與深層溫度一致，6 月時水面下 5 m 處水溫劇
降（約 3~5℃）
，形成溫躍層，這可能有助於微囊藻華持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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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藻華結束葉綠素 a 測值將低至 10 μg/L 以下，但仍呈現夜高日低
規律變化，10 月以後該現象完全消除。

圖 12 H 水域溫度與葉綠素 a 變化，藻華形成時水溫在 2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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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H 水域溫度垂直剖面圖，1 及 3 月水溫垂直上下無變化，6 月
時水深 5 m 處水溫劇降（約 3~5℃）
，有助於藻華現象維持。

結論
水質儀密集監測葉綠素 a、藻藍素、酸鹼度及水溫可做為微囊藻華判
讀之用，其中葉綠素 a 螢光監測值可能受到微囊藻顆粒影響，造成日
夜差距變大，反爾有利於微囊藻華研判。水質儀架設在下游表水層可
以較早獲得反應較大的葉綠素 a 上升變化。水域葉綠素 a 在 6 μg/L
以下，為安全期，如果葉綠素 a 高過 6 μg/L 且夜間測值大於 2 μg/L
日間以上，可能將發生微囊藻華，建議到現場查看或加強巡視。此外
水域溫躍層的形成有助於微囊藻華發生或維持；藻藍素螢光測值變異
過大，不易作為單獨研判藻華，但是仍可輔助葉綠素 a 監測值進行判
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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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藻與藻毒（五）
：
APEC 跨國研究檢測方法
阮國棟 1 黃壬瑰 2

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設有海洋
資源保育工作小組（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MRC WG）
。環保署為我國對口機關，於 1995 年~2004 年參與 APEC
2 項大型計畫：
「亞太經濟合作地區紅潮及有害藻華管理，Management
of Red Tides and Harmful Algal Blooms in the APEC Region,
1995-2000；簡稱 MRT/HAB」以及「藻毒分析方法、標準品及參考物
質在水產品安全認證之開發與驗證，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Phycotoxin Analytical Methods, Standard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eafood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Safety, 2001-2004 ； 簡 稱 HAB
Tech」。本文回顧此 10 年跨國計畫執行之經過，開發之技術以及我
國之參與心得及貢獻。

前言
亞太經濟合作（APEC）有 21 個經濟體，包括加拿大、美國、澳洲、
紐西蘭、韓國、日本、中國、祕魯、智利及我國等。由於陸源（land-based）
污染嚴重，海洋藻類大量繁殖所產生的毒素可能導致魚貝類水產品的
安全問題。海洋紅潮及有害藻華的即時通報管理以及藻毒（麻痺性、
失憶性、下痢性、快速作用性、神經性貝毒等）標準檢驗方法及標準
品之國際一致性規範，在 APEC 會員國之間成為共同關切的問題。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所長 2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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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重大活動包括 1：
1991 年

加拿大倡議由 APEC 推動紅潮管理計畫。

1995 年

APEC 通過「MRT/HAB，1995-2000」計畫。我國多次與
加拿大規劃合辦「紅潮及有害藻華管理研討會」
，計有墾丁
（1995）、台北（1997）、新竹（1998）、菲律賓（1999）、
台北（2002）
。

1997 年

「第一屆分析方法及標準品任務分組會議」（台北）。

1998 年

「第二屆分析方法及標準品任務分組會議」（台北）。

1999 年

由我國與加拿大共同提出，APEC 通過「HAB Tech，
2001-2004」計畫，做為「MRT/HAB」計畫的延續計畫。

2001 年

在加拿大海洋漁業部太平洋生物站（溫哥華）舉辦「第一
屆水產品安全與認證之分析方法與標準品之發展與驗證」
程序委員會。
在中國青島舉辦「第二屆有害藻華管理與防治研討會」
，會
中對藻毒素分析方法進行檢視討論（詳圖 1 說明）
。

2003 年

「HAB Tech 2003 研討會」在紐西蘭舉行，進行藻毒與毒
藻管理上的經驗交流及部分偵測新技術的研發報告。

2004 年

計畫結束，標準品 1 年內分贈有需求提出申請的會員國免
費使用。

10 年跨國合作重要產出
藻毒的結構多元，異構物眾多，有毒藻種的散布與水華現象益形普遍﹐
衝擊水產品的供應安全，亟需建立檢測技術，不過礙於無標準品做為
確認檢測方法的準確性，因此該跨國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建立毒藻
株種源庫、製造產出藻毒標準品、確認毒素對生物毒性影響、標準檢
測方法開發及實驗室之間比測等事項，奠定現今藻毒研究調查的基
礎。該計畫重要產出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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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毒藻株種源庫及有害藻株圖鑑
收集及純化各種水體產毒藻株，2003 年我國完成第一本海洋微細藻
圖鑑 3；加拿大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從受污
染的貝類中純化出毒藻，經培養後鑑定藻毒素結構 4，國內周 5 分離
90 餘藻株，培養純化藻毒，於 2005 年與生物科技公司簽定技轉，
量產藻毒標準品。
建立藻毒標準品
透過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產製部分藻毒標準檢量溶液如
CRM-STX-d 、 CRM-dcSTX 、 CRM-NEO-b 、 CRM-dcNEO 、
CRM-GTX2&3-b、CRM-dcGTX2&3、CRM-GTX1&4-b、CRM-GTX5、
CRM-C1&2 及 CRM-GYM 等。

圖 1 我國參與 2001 年第 14 屆亞太經濟合作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
（當年在香港召開），但 APEC 尚有其他會議，例如計畫的程序
委員會（當年在溫哥華召開），各種研討會（當年在中國青島召
開）
，10 年來會議及活動頻繁，目的在增進會員體之間交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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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毒素對生物毒性影響
針對麻痺性貝毒素（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SP toxin）6、螺接
環內酯（spirolides）7 進行不同鼠株之毒性試驗（腹腔注射的完整劑
量反應曲線）
。
標準檢測方法開發
麻痺性貝毒毒素（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SP Toxins，圖 2）:
1. 實驗室間以核磁共振光譜定量執行毒素純度確效 8。
2. 浮游生物與貝類體內麻痺性貝毒素測定的液相層析質譜技術 9。
3. 開發貝類水產品浮游生物麻痺性貝毒素快速免疫分析法篩檢 10。
4. 開發細胞毒素分析法在麻痺性貝毒素檢測篩檢 11。
失憶性貝毒毒素（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 ASP Toxin）:
1. 建立貝類中多摩酸（domoic acid，圖 3）液相層析檢測方法 12。
2. 貝類組織中多摩酸之快速篩檢免疫分析法確效評估 13。
下痢性貝毒毒素（Diarrhoeic shellfish poisoning , DSP Toxins，圖4）:
1. 開發蛋白磷酯酵素抑制性分析法檢測貝類水產品下痢性貝毒素 14。
快速作用型毒素（Fast Acting Toxins）:
1. 開發液相層析質譜技術分析浮游生物與貝類水產品中快速作用型
毒素 4。
神經性貝毒毒素（Neurotoxic shellfish poisoning , NSP Toxins，圖 5）:
1. 開發液相層析質譜技術分析浮游生物與貝類水產品中神經性貝毒
毒素 15。
實驗室之間比測
透過國際分析化學家協會（Association of Analytical Communities,
AOAC INTERNATIONAL，原名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gricultural
Chemists）進行檢測方法國際實驗室間比測 10，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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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麻痺性貝毒素在小白鼠生物毒素檢測。
2. 細胞毒素分析法檢測麻痺性貝毒素、下痢性貝毒毒素及神經性貝
毒素。
3. 液相層析分析多摩酸。
4. 免疫分析快速篩檢多摩酸。
5. 蛋白磷酯酵素抑制性分析下痢性貝毒素。

結語：我國參與之心得及貢獻
1. 2 個計畫 10 年執行的過程，我國不但全程參與，而且從 1991 年
規劃倡議起，均與加拿大等科技先進國家併肩合作，獲 APEC 各
會員體的充分支持。 2 個計畫共獲得 APEC 中央基金 50 萬美元
以上的贊助，加拿大與我國為主要參與國，亦分由各該國提供約
100 萬美金及 30 萬美金配合國內研究工作，所以成果相當豐
碩 。 筆 者 因 職 務 關 係 兼 任 2 個 計 畫 的 計 畫 總 監 （ project
overseer），收益良多。
2. 2003 年 11 月 26 日至 30 日在紐西蘭 Nelson 召開的「HAB tech
2003」研討會，可以說是整個 10 年計畫的成果發表會，由
APEC、加拿大國家研究院、紐西蘭 Cawthron 研究院、紐西蘭科
技部等共同主辦，有來自 24 國的學者專家約 200 人出席，其中
APEC 21 會員體中即有 16 個會員體出席，除分組討論外，有分
組實際儀器方法之操作，真正達到 APEC 計畫之目的，技術擴散
所有會員體。

致謝
感謝周宏農教授等多位學者專家參與及協助環保署在 APEC MRC 的
活動，長期以來貢獻的智慧與心力。更要感謝環保署永續發展室（原
科技顧問室）張宣武組長、孫鴻玲技正等傑出同事，長期堅守崗位，
任勞任怨，把 APEC 繁重的工作及前瞻技術開發的計畫，做到贏得會
員國的掌聲與尊敬，令人衷心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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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麻痺性貝毒毒素結構（www.fao.org/docrep/）

圖3 失憶性貝毒中多摩酸結構（commons.wikimedia.org/）

圖4 常見造成人體腹瀉之酸性下痢性貝毒素DTXs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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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5 原裸甲藻毒素（Brevetoxin, PbTxs）為紅潮發生時藻類所產出的
神經毒素之一，根據其結構分為兩種類別： A型（Brevetoxin-A，
10環）及B型（Brevetoxin -B，11環）
，均增加神經傳導鈉離子通
道通透性，造成人、鳥類等神經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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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生醫工程及環境科學系
楊末雄教授訪問紀實
採訪：環境檢驗所 潘復華組長 羅梅芬主任 劉鎮山科長 陳明妮研究員
時間：2012 年 5 月 11 日(星期五)

大學畢業初入職場
楊老師自東海大學化學系畢業後，
1963 年以技術人員身分進入清華大
學原子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原科
所）的同位素組，這個單位是利用
清大的原子爐從事同位素的製造與
研發工作，這些同位素被送到台
大、三軍或榮民醫院進行治療癌症
或是診斷用途。當時有關原子能的
技術是最熱門及先進的科技，原科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及環境科
學系榮譽講座教授-楊末雄

所就是研究如何將原子科技應用於
工業、農業及醫學等各個不同領域
之跨領域的科技整合系所。

日本受訓攻讀博士
因當時中華民國仍為聯合國的一員，聯合國有提供經費支持相關之
研究，楊老師在原科所工作 4 年後，獲得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經費支持到日本的日本原子力研究所（JAERI）接受為期半年的訓
練。因受訓期間表現優良，受日本政府研究機構獎學金支持，繼續
在 JAERI 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經過 3 年努力提出相關論文、通過口
試及學力鑑定考試，取得日本東北大學理學博士學位。1969 年回國
後即從技術人員改任副教授，在原科所擔任教學與研究工作，並同
時指導研究生研究論文，因學位取得過程不若一般歸國學人直接順
利，所以在傳授知識及指導學生方面非常有耐心及同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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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環保應用
1980 年代楊老師因發展半導體材料不純物檢測，而將超微量分析技
術同步應用於環境分析上，與台大劉春櫻教授及清大黃賢達教授等
人，舉辦多場「環境分析技術研討會」，最後於 1997 年成立以推展
環境分析技術研發、提昇檢測數據品質及專業人員交流為宗旨的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楊老師曾任該學會第 1 及第 4 屆理事
長，為全國環境分析領域之開拓先驅，對於環檢所的協助及全體檢
測機構的提攜更是不遺餘力。雖然楊老師已於 2004 年自清大退休，
但仍常見其硬朗高瘦的身影出現於環保署或環檢所重要審查會議
上，繼續貢獻其寶貴的經驗與意見，此時的他已經不是單純以科技
人的角色參與，而是具有更濃厚人文關懷色彩的慈祥長者。我們希
望能藉此專訪，請楊老師分享從操作原子爐的公務人員到學術研究
的學者教授，其間的心路歷程以及對環境檢測工作者的期許與建
議。
問：請楊老師與讀者分享過去在清華大學的工作經驗與心得。
我個人的研究，早期是以原子科學為主，所做的大都是與放射性同
位素相關的研究。一般來說，自然界中存在的元素大都是穩定的元
素，但是當這些穩定元素放進原子爐照射後，由於中子引發的核子
反應，就會將穩定的元素變成具放射性的元素；舉例來說，鈷的穩
59

定同位素原子量是五十九（Co ），但是當它在原子爐中吸收一中子
60

後，就會轉變為一具放射性的鈷六十（Co ）。由於放射性同位素會
放出輻射線，因此我們可以利用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特性，應用到
不同的科技研究領域，像是醫學、工業和農業等。
早期的原科所因為原子爐管制相當嚴格，因此與外界的接觸相對於
其他系所而言是比較少的，壞處是對於校園的變化與轉型的過程，
缺乏提供意見與參加改造的機會；好處是像我們這種基礎的研究人
員或技術人員在既定的目標和條件下，完全不受別人的干涉，可以
盡情發揮自己的興趣及研究能力，讓人很放心地認真做事。由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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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科學相關設備的維護與操作，需要技術人員的參與，因此學校也
培養了一些技術優異的專業人才。雖然技術人員的學歷不高，但經
長期的歷練，有些人員的專業技術與能力，卻可達很高的水準，其
在專業領域的重要性絕不亞於研究人員。不過在台灣的研究單位，
技術人員似乎並沒有受到很多的鼓勵。相對的，在其他先進國家就
不盡然，像日本近幾年得到諾貝爾獎的田中耕一先生，也是由技術
人員起家的，但是他們的服務單位會讓他有很大的表現空間，這點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因歷任清華大學行政主管管理風格的不同，深深影響學校的發展，
例如陳可忠及張明哲等校長深具學者風範，認為學校是以教學研究
為導向，因此強調學校的行政應以配合此方向為目標。故清華不像
其他學校，為了研究所需的資源工具，必須經過繁瑣的行政程序才
能取得，因此老師及學生能夠在研究方面努力專心地往前衝刺。
問：清大的原子科學研究所（現改名為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是
國內原子科技研究的重鎮，請問原科所的演進與環境檢測分析的相
關性。
個人以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為基礎，配合國內外科技發展的趨勢，
轉向微量及超微量分析的研究上。台灣在 1980 年代為發展半導體產
業，需要製備高純度的矽半導體材料，其純度要求需達 99.99999%
程度。這麼純的矽材料要怎麼做、如何檢證？這個就需要有超微量
分析技術的支援與配合。個人很幸運躬逢台灣開發半導體產業時
機，在國科會的支持下，投入半導體材料中微量元素分析的研究。
除了材料分析外，同時也將微量分析的技術應用到環境及食品中污
染物的研究上。
我在 1980 年間曾獲得德國洪博獎學金，到德國的馬克普朗克研究
院進行為期一年半的超微量分析研究。回國之後繼續在清大服務，
除了專業領域的研究之外，同時也把超微量分析的觀念與技術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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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內的學術與研究單位。在此期間，國科會鑑於超微量分析在學
術與應用上的重要性，因此積極推動多項超微量分析的計畫，同時
也整合國內的研究人力，累積了相當深厚的超微量分析研究實力。
問：原科所在環境微量重金屬檢測技術方面起步甚早，引領技術走
向，貢獻良多。對於環境分析，除了先進檢測技術外還有什麼需要
注意的?
化學檢驗除了必須具備良好的分析技術能力外，還必須建立良好的
實驗室品保規範。實驗室必須依據標準作業程序（SOP）執行例行
的檢驗工作，才能確保良好的檢驗數據品質。一般而言，高品質固
然重要，如何維持長期及穩定的品質亦同樣重要。環境污染問題現
在已廣被社會所重視，過去政府單位對一個工廠排放的廢水進行檢
測，若檢測結果顯示超出法規管制標準，該工廠就會受罰。但現在
民智已開，社會風氣愈趨開放，受罰單位往往會對檢驗結果的可信
度存疑，他們會要求政府的報告書附加品管數據。由以上事實可
知，檢驗工作要做好，除了技術之外，還需要有良好的品質管理系
統，才能有足夠的公信力，獲得人民的信任。
問：環境分析檢測攸關環境政策及環
境管理的實踐，您長期投入環保及檢
測技術領域，請問您對訂定管制標準
的前瞻看法為何?
環境保護工作必須建立在科學與技術
的基礎上才能落實。為執行污染排放
的管制，瞭解環境品質的現況及探討
污染物在環境中的流佈等，均需依賴
環境檢測方法進行樣品分析，藉以取
得檢驗數據，俾利環境政策的釐定，
及作為污染源查核及公害鑑定等之依
據。環境分析化學（或簡稱環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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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擔任召集人，最近完成的
「環境分析-原理與應用」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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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本上即係建立在各種相關科學領域（包括物理、化學及生物
等）的一種應用科學。
環境分析檢驗工作首重精密與準確。環境和食品的安全，政府均設
定有一個管制標準，標準既經設定，就須依據分析程序作出污染物
濃度的量測，並作為是否超出管制標準的判定。一般環境或食品中
污染物的濃度管制標準必須依據健康風險評估，並考量技術面等因
素後而制定的。若是管制標準訂得太嚴格，技術面卻無法達到，那
也枉然；同時也得考慮到成本的觀念，要做一個檢驗，若必須花費
很高的成本與金錢，才能做到，亦欠缺實際的可行性。
為了避免執行大規模調查時，由於檢測技術上的問題而導致偽陽性
（低於管制標準，但被檢出），及偽陰性（高於標準，但未被檢
出）的誤判後果。首先需釐清「檢出」與「未檢出」的意義。所謂
「未檢出」係指應用現有檢測方法不能檢出污染物的存在，但並不
表示為零含量。「未檢出」的判定，不能單純以儀器的訊號顯示為
依據，必須同時考量樣品在前處理過程中試劑汙染、容器溶出及基
質干擾等問題。因此判定「未檢出」的正確方法，應是將待測樣品
（疑似含污染物的樣品等）與一確知未受汙染樣品（即空白樣品）
一併進行檢測，若待測樣品所測得的污染物含量沒有超過空白樣品
所測得者，應可判定該待測樣品中的污染物為「未檢出」。惟此種
比對方法，既費時又費力，因此學理上可藉由偵測極限（最低可偵
測的含量）及定量極限（最低可確切定量的含量）的觀念，來簡化
「檢出與否」的判定。由於定量極限是由十倍標準偏差（檢驗數據
變動幅度）計算而得，因此相較於偵測極限（三倍標準偏差），它
在統計上有較高的可信賴度。以過去乳製品中有無人為添加三聚氰
胺的檢測為例，若將判定基準設定在定量極限值時，當更能降低
「檢出與否」的誤判風險。
問：最後，請您對於有志投入環境檢驗行列的年輕工作者，說幾句
建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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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分析是一門測定環境中化學物質組成、含量及化學型態的科
學，是環境化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的主要研究內容是分析環
境媒體或介質（空氣、水、土壤及廢棄物）中化學物質的相關訊
息，包括組成成份（定性分析）、各種成份的含量（定量分析）及
各成份間的結合形式（物種分析）。
任何環境問題的解決，均須先充分掌握環境背景及污染現況，才能
據以提出適當的對策來解決問題。因此，環境檢測便扮演不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經由檢測，可提供空氣、水、土壤及廢棄物中各種化
學物質的組成，以及其在環境中的分佈，轉移及傳播等數據，這些
資訊是環境危害評估及法規制定的重要依據。
環境檢測人員有的著重於分析方法的開發與驗證；有的負責檢測數
據的查核與監督；有的則從事第一線環境樣品的檢驗工作。這些與
環境分析相關的人員，不論扮演的角色為何，均須對環境分析的原
理、方法及應用，有足夠的了解，才能充分發揮所屬角色的功能。
從事環境分析研究工作的幕後英雄往往是得不到掌聲的，在講台前
接受表揚的通常是稽查人員或是業務人員，但是請不要妄自菲薄及
輕易放棄對工作的認同與執著，同樣的，我們也對全民的健康福祉
做出很大的貢獻。

圖左起羅梅芬主任、劉鎮山科長、潘復華組長及楊末雄教授
攝於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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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末雄教授簡歷
時間(西元年)
1961
1963
1966-1969
1969
1969-1973
1973
1976-1977
1985-1987
1987-1989
1988
1990-1992
1991-1993
1996-2002
1997-1999
2002-2008
1999
2002
2003
2004
2004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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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
私立東海大學化學系畢業
國立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技佐
日本原子力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東北大學理學博士
國立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所副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教授
德國馬克普朗克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第一屆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第三屆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國立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第六屆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國科會自然科學處處長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理事長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傑出貢獻獎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國立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教職退休
持續擔任環境檢驗所評鑑技術委員(TC委員)
現場評鑑專家(AC委員)
環境檢驗標準方法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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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央大學化學系王家麟教授
採訪：環境檢驗所 陳滄欽專員 林忠誼主任 巫月春組長
時間：2012 年 4 月 30 日(星期一)

王家麟教授於 1993 年獲得美國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博士學位
後，繼續留美進行研究工作 2
年，再於 1995 年回國，任教於
中央大學化學系，除了持續投入
其所著迷的氣相層析技術之相
關研究，同時並散播著分析化學
的教育種子，以其所學教導學

王家麟教授-攝於中央化學系之大氣分析實驗室

生。
王教授歷年來獲國科會及各級環保機構之經費補助，執行分析化學與
環境分析相關研究計畫，發表數十篇 SCI 期刊論文。持續發展以層析
儀為主之自動化分析系統，針對空氣中之微量揮發性有機物質進行高
準確度、高效率量測；發展標準氣體製備與校正技術，以提高氣體分
析之準確度，同時搭配數值模式進一步解析所測得之數據，期有助於
解決大眾關心的空氣污染問題。
我們希望從一位在學術界具有名望之學者，藉由分享求學與實務經
驗，期望能給予讀者確立人生方向與良好的時間管理之啟發，並藉由
王老師之工作經驗與心得分享，能進一步了解環境檢驗現況與未來技
術之發展方向。
問：請王老師分享當初為何選擇進入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而踏入
「分析化學」與「環境分析」之領域，以及師承諾貝爾獎得主 Frank
Sherwood Rowland 對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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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到加州爾灣是希望從事放射化學的深造，因學校化學系有一小
型原子爐和相關研究教授。選擇 Rowland 為我的指導教授是因為他是
放射化學的有名學者，但當時 80 年代核能研究已沒落，學者也漸凋
零，而以 Rowland 為核心的一部分人正致力於氟氯碳化物破壞臭氧的
研究，促成大氣化學領域的興起。我當時對於氣相層析技術能夠分析
氣態物質非常著迷，因此沒聽從 Rowland 教授的建議選擇放射化學，
而選擇了實驗室當時另一個剛興起的研究主題－大氣化學，就這樣在
後來的幾年中我以氣相層析儀分析了幾千個從世界各地偏遠處取回
的空氣樣品，第一手目睹了氟氯碳化物在大氣中的濃度從直線上升階
段轉變成開始趨緩，甚至些微下降的演變過程，體會到蒙特婁議定書
的簽訂真的發揮了初步的效果。記得當時在 90 年代初期觀測到氟氯
碳化物上升速度趨緩時，很擔心自己的分析工作是否出錯，產生校正
上的系統性偏差，Rowland 教授雖然嘴裡不說，但感覺的出也很不
安。當然後來的趨勢就愈來愈明顯了，我總算才安心了下來。
Rowland 雖然當時已全球知名，但對學生卻非常和善，記憶所及不曾
對學生發過脾氣，他把學生當作朋友、家人，我深受其感。因此，我
自己教學多年來也用相同的態度對待我的學生。2012 年 3 月 Rowland
教授辭世，享年 84 歲，學校與美國科學界安排了一系列的追悼活動，
紀念這位對全球環境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Rowland 教授最著名的
研究成果是發現了氟氯碳化合物（CFCs）對地球臭氧層的破壞。他
的研究指出，氟氯碳化合物在太陽輻射的作用下於平流層分解產生游
離的氯原子和 ClO 自由基，然後此兩種產物會大量消耗平流層的臭
氧分子。Rowland 教授於 1974 年將此成果發表在 Nature 期刊上，此
論文引發了美國國家科學院對此問題的科學調查，進而促使禁用氟氯
碳化合物。1995 年也因證實 CFCs 造成臭氧層破壞之研究而得到諾貝
爾化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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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王老師於中央大學化學系設立之大氣分析實驗室，近年來之研究
重點與未來研究之規劃為何?
我的研究興趣是探討氣態污染物在空氣中的分布，需要分析化學與大
氣化學的專長，我在過去的研究發展歷程上可分為幾個階段，初期是
發展以氣相層析技術為核心的分析與監測技術為主，無論空氣之主成
分（氮、氧、氬、氫）、主要溫室氣體（CO2、CH4、N2O）、次要
溫室氣體與破壞臭氧物質（CFCs、HCFCs、HFCs、全氟化物）、臭
氧前驅物（VOCs、NMHCs）等物質都很適合以氣相層析方法分析。
當實驗室內的方法開發至一階段後，研究的重心就開始轉移至田野觀
測，將實驗室建立成熟的監測方法以定點觀測的方式，觀測氣態物質
濃度的時間變化；在此同時，我們也開始和環保署合作，建立光化學
監測站網與鹿林山背景站，如今已運轉多年，累積了長期的寶貴資
料，成效非常良好；如今光化站的功能更擴大成為工業區的 VOC 測
站，將針對汙染源排放扮演守門員的角色。下一階段的工作是收成這
些辛苦耕耘的長期資料，讓國家的投資轉化成效益，讓國際間了解我
國環保署與大學合作的成果。
一直以來有感於建置測站與長期操作是一非常耗費資源的長期承
諾，然而少數的測站與有限的觀測資料無法代表大面積的污染分布動
態，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使用數值模式來彌補時空解析上的不足，以有
限的觀測數據驗證、調校數值模式，再以模式全面預測污染物的分
布。簡單的說，要先能以分析技術看到污染物的存在，得到在少數地
點與時間片段的成分與濃度大致概念，以此片段、零星的資料調校數
值模式的準確度，然後再以之模擬出濃度分布的完整情節。好比拍電
影，先有片段情節，再構築出完整的故事鋪陳，只不過在此故事的主
角是污染物，情節是污染物如何從污染源出發後，隨當時的氣象條件
被散布出去的動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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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的在中央大學我能夠和一流的大氣模式專家一同合作，與張時
禹教授、陳勝博博士共同發展出 VOC 擴散模式，與王國英教授發展
出風場傳送模式；而環檢所就在隔壁，與第二組的同仁交流密切，因
此資源能集中而獲得最佳利用，因此我要在此特別感謝環檢所，能在
計畫執行的前提下給我最大的協助，我覺得我有責任將這些研發能量
在需要的地方展現出來，將納稅人慷慨給我的研究經費發展出有利民
生的成果，有助於解決大眾關心的空氣污染問題。近年來由於台灣特
殊的政經、產業環境，使得我們的空氣污染研究成果突飛猛進，不亞
於先進國家的水準，因此未來在國際間積極發表成果將是責無旁貸的
使命。
下一階段的研究工作重點將是在溫室氣體的相關研究，溫室氣體已被
環保署列為為空氣污染物，推動溫室氣體的登錄與申報，進而推動氣
體減量。由於未來登錄與申報作業勢必聯結查驗工作，而眾多排放點
的申報與查驗工作最後是否足夠全面而完整，將始終會是一個爭論；
因此，我目前正與加州空保處（air resource board）、加州 Berkeley
大學合作，希望發展出簡易之高點監測的查驗方法，我們稱之為『由
上而下（top-down method）』，盼能與盤查法的『由下而上（bottom-up
method）』，相輔相成，一同估計減量成效，降低不確定性，增加我
國未來在國際論壇上提出數據的佐證力。
問：王老師與環檢所一向交流密切，對國內空氣污染問題也多所了
解，想進一步請問對一位教師而言，如何在教學、研究與校內、外服
務之間取得平衡，而不至於顧此失彼?
大學老師被要求在教學、研究、服務三方面要有貢獻，在老師的升等
考核上對這三方面的檢視很嚴格，任何一部分未達指標就會影響升等
或評鑑；其中教學最是責無旁貸的事，是作為老師的本務，應該是上
述三個部份中最重要的部份。然而近年來大學對研究越來越重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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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會影響學校排名、個人的研究經費與聲望，遠比教學所帶給學
校、個人的實質回饋要大得多，此一現象在近年來大幅增加高等教育
補助後變得更明顯，其他周邊新興國家也是如此，甚至比我們還嚴
重。也因此近年來在大學體系中的價值觀發生了很大的變化，普遍在
心理上認為研究的重要性遠高於教學與服務，除上課外，教師較不願
意花時間在大學部學生，對於服務也變得冷淡，而美國的情形也是如
此，年輕教師對於在教學與研究兩邊孰重孰輕總顯得無所適從。
由於我們的大學制度是沿襲美國系統，學校事務必須由教授分擔，即
所謂教授治校的概念，因此老師必須在校內服務，倘若一位教授教
學、研究都很好，但對服務不熱衷，在升等時還是可能遇到麻煩，他
個人在學校可能也會遭遇到人際關係的困難。學校雖然不要求教授必
須要在校外參與社會公眾事務，但在評鑑個人爭取榮譽或成就時就必
須參考此一資歷，例如國外期刊編輯、學術榮譽、社會上的貢獻等。
由以上的論述就可以瞭解一位教授要在教學、研究、服務三方面取得
平衡，並獲得認同並非一件簡單的事，要做好這三件事必然會花掉所
有時間。我因為能力有限，沒辦法將此三件事平衡的夠好，因此會選
擇將教學放在第一位，研究放在第二位，校內服務擺在校外服務之
前，若任行政主管則就犧牲個人研究時間，在任內無私的服務。
問：環境檢驗除了輔助實踐環保政策外，亦於發生環境公害案件時釐
清污染來源以扮演定紛止爭之角色，有鑑於此，環檢所之技術發展需
與時俱進，請王老師針對環檢所技術發展方向給予建議。
我認為環檢所每位同仁素質都很高，專業訓練很強，且有很高的責任
感，可以做為環保署技術的提供者與諮詢者，尤其是當發生環境公害
案件時，環檢所的角色要比平時更容易被彰顯出來，往往成為處理緊
急問題之希望所繫。然不可否認，作為環保署技術支援的角色，在當
前環保署的組織架構上難免較為被動，在一般時候不容易被大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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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參與署內政策形成或制定的過程中往往其專業意見的參與度較
為薄弱，技術諮詢的功能並沒有特別彰顯。而署內各處業務單位似有
過度仰賴體系外的支援，例如處理公害案件時，署內往往在第一時間
透過委辦計畫之便，尋求特定公司或學術機構協助解決。此一看似方
便的運作方式囿於行政機構人、物力有限、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是可以
理解的，但過度依賴少數體系外機構就容易產生技術盲點，對於技
術、方法的完整性、妥適性缺少判斷能力；而造成方便行事的部分原
因可能是因為署內業務單位在檢、監測技術專業能力不足，無從判斷
技術或方法的妥適性，此時環檢所就應該是署內最佳的諮詢者，應參
與工作規劃、制訂技術規範、與監督品質的角色，補強署內業務單位
在因應公害問題時檢、監測知識上的缺口。又例如近來署內正研擬之
固定污染源 CEMS 管理辦法中將納入揮發性有機物管制工作，針對
揮發性有機物成分管制為目標，且擬將監測 VOC 成分；若未來通過
執行，將造成執行面莫大的困難，若貿然實施，對產業發展極為不利。
然而我發覺署內在研擬這類高度技術性的法規時所諮詢的外界對
象，在檢測技術上並不夠專業，亦較不能觸及問題核心。因此，在類
似問題上我覺得環檢所應扮演更積極的角色，積極主導技術層面的論
壇，最後提出有影響性的結論。總之，環保法規的研擬、制訂與執行
大都有賴於現今可行之檢、監測技術或標準方法，因此牽涉到檢、監
測技術層面的討論理應回歸至環檢所，成為技術討論之平台，由其負
責研析、整理、歸納可行意見後，對署內做出最佳建議，以有助於解
決污染管制與監控議題。
有鑑於檢、監測技術日新月異，我的觀察環檢所同仁對於新技術的掌
握度很高，與國際發展趨勢密切接軌，若干能量不足之處亦能夠妥善
利用計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對於環檢所技術未來發展方向建議仍以
選擇重點的發展模式，此對於經費、人力有限的單位較容易展現成
效，鎖定之重點則仍應以施政迫切性較高的議題為優先。相信環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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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來已經是這樣做了，對於目前人力編制有限、例行性業務已繁
忙的現況而言，同仁已經做得很好了。

王家麟教授協助環檢所開發技術簡表
時間

開發技術

2002-2003

科學園區過氧乙醯酯前驅物調查及檢測方法驗證之研
究(以雙層析管柱、雙偵測器進行分析與驗証光化前趨
物自動連續監測方法)

2010-2012

空氣污染移動實驗室監測技術之研究開發（協助本所
「評估 PTR-MS 監測方法之可靠性」、建立「具有污
染物監控與空氣樣品採集功能之觸發設備」、進一步
於 2012 年預計建立「PTR-MS 即時監測訊號觸發自動
採樣與後端精密分析之機制」）

圖左起林忠誼主任、王家麟教授、巫月春組長、陳滄欽專員攝於
中央大學(20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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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鑑識技術發展現況研析
陳明妮 1 蔡坤龍 1 曹明浙 2 葉玉珍 1 潘復華 3

摘要
環境鑑識技術結合多種方法以臻污染源鑑定之目的，並協助提出有
效、可被採納且可靠的證據，作為環境污染者認罪的佐證及依據，為
近幾年來環境領域新興發展之議題。本文回顧 2008 到 2012 年，與環
境鑑識相關之期刊、書籍，及於 Pacifichem 2010 研討會發表之論文
共 37 篇。無論是儀器之發展、特徵化合物指紋比對、穩定同位素之
應用或是數值模擬與推估技術等，皆因鑑識目的不同因應而生，面對
環境鑑識技術推陳出新，期望透過論文回顧讓讀者瞭解近幾年來環境
鑑識技術之發展趨勢。
關鍵字：環境鑑識、鑑識儀器、穩定同位素

儀器及檢測技術發展：儀器及檢測技術為環境鑑識之母
無論使用何種鑑識技術，皆需要準確的檢測數據去支持，故鑑識技術
的發展首重儀器及檢測技術的推進。如何突破現有的檢測障礙，以更
精準，更有效率，更環保的方法來執行檢測，是現代檢測儀器及技術
發 展 的 方 向 。 現 代 檢 測 技 術 蓬 勃 發 展 ， 其 中 包 括 GC-IRMS 、
MC-ICP-MS、GC×GC-TOF-MS、LC-MS/MS、LA-ICP-MS、XRF 等，
都是近來用於環境鑑識強而有力的檢測儀器。
1.利用即時 TOF-MS 直接分析法鑑定紡織品中之染料

〈1〉

本文強調使用直接分析即時離子化方法（DART, Direct analysis in real
time），搭配高解析度飛行時間質譜儀（DART-TOF-MS），不需要樣
品製備，即可直接鑑別參考物質、溶液、經染色纖維等不同基質中的
有機染料化合物，包括槲黃素（quercetin）
、靛藍（indigotin）及茜素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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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zarin）
。經染色纖維的小量樣品可在 1 分鐘內精確鑑別各種染料
質量。由於該技術具有鑑別黃酮（flavonoid）
、靛藍（indigoid）及蒽
醌（anthraquinone）類染料之能力，對於稀有文化遺產物質有機染料
分析之挑戰，允為額外增加之一種可行的分析工具。該方法比起其他
方法的獨特優點為不需要複雜的樣品製備過程，而能擁有相當的靈敏
度。
2. 利 用 GC × GC-combustion IRMS 偵 測 合 成 男 性 荷 爾 蒙
〈2〉

（testosterone）之使用

本研究數據顯示第一次能在尿液不需經種種前處理淨化過程而能利
用 GC×GC-C-IRMS 偵測出合成類固醇的使用證據。類固醇經過萃
取、乙醯化（acetylated）
，並利用自行精密組裝的 GC×GC-C-IRMS 系
統 分 析 。 由 於

11-hydroxyandrosterone （ C19H30O3 ） 、

11-ketoetiocholanolone（C17H24O3）及其與標的化合物 androsterone 及
etiocholanolone 的碳同位素比值（carbon isotope ratio, CIR, δ13C）甚
為穩定且訊號強度令人滿意，故選為內部參考化合物（endogenous
reference compounds）。另外，使用 GC×GC-四極質譜系統量測尿液
中雄性荷爾蒙（testosterone, T）與差位立體異構物（epitestosterone,
EpiT）濃度之比值。尿液樣品來自職業運動員的共同尿液池，以及使
用合成雄性荷爾蒙膠囊（T-gel）的個人，與經注射雄性荷爾蒙（T-shot）
的個人。11 個樣品δ13C 及Δδ13C 之平均精密度 SD(δ13C)約為±1，
T-shot 樣品均 T/Epi T > 9 及 CIR 的 Δδ13C > 5，此二指標均符合
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的規範。
〈3〉

3.用共焦微 XRF 方法做鑑識樣品的深度元素影像分析

微 XRF（micro-XRF）用來做小區域分析，是很有用的工具。新近發
展的共焦微 XRF（confocal micro-XRF）技術，係結合多毛細 X 射線
鏡 片 （ polycapillary X-ray lenses ）， 使 其 能 做 不 同 深 度 的 分 析
（depth-selective analysis）
。本文應用此技術，針對二件犯罪樣品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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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其一為汽車塗漆碎片（automotive paint fragments），另一為皮
革樣品。二種樣品均成功獲得不同深度的元素組成及影像圖檔，由傳
統微 XRF 與共焦微 XRF 做橫斷面元素分佈比較，二者結果大致吻合
（approximate agreement）。
4.應用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同時檢測河川水中的皮
質類固醇（corticosteroids）、雄激素（androgens）以及黃體激素
〈4〉

（progesterone）

評估環境中類固醇激素，需要針對樣品基質的適合性，選擇具高靈敏
度及選擇性的分析技術。本篇論文提供了一種簡單的方法可同時分析
在河水及飲用水水源中 6 種皮質類固醇（triamcinolone、 cortisol、
dexamethasone 、

flumethasone 、

prednisolone 、

acetonide ）， 4 種 雄 激 素 （ boldenone 、

triamcinolone

epitestosterone 、

methyltestosterone、 nortestosterone）和黃體激素（progesterone）
。方
法為樣品經由單一固相萃取（SPE）後，接著以大氣壓力化學游離化
離子源(APCI)之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偵測。這種方
法和其他方法相較下，其主要優點包括：樣品製備時只需使用單一低
體積固相萃取匣、使用烷-胺基固定相分離類固醇在 LC-MS/MS 的檢
測上不會造成基質干擾，而且可同時檢測兩組以上之類固醇。這個方
法的特點是能達到良好效率，當使用 100 和 1000 毫升樣品分析三組
類固醇，平均回收率範圍在 80 ~ 109％和 68 ~ 126％，可分別檢測至
1 ng/L。100 毫升和 1000 毫升的樣品量，檢測極限（LOD）分別為 0.06
~ 0.2 和 0.01 ~ 0.21 ng/L。在 2008 和 2009 年間，共收集來自匈牙利
不同地區的多瑙河河水及飲用水水源 60 個樣品，分析標的類固醇類
（Steroids）
，除了 cortisol、dexamethasone、flumethasone、prednisolone、
epitestosterone and progesterone 外均低於檢測極限。內源性類固醇激
素（Endogenous steroids）如 cortisol、epitestosterone and progesterone
濃度範圍在 0.08 - 2.67 ng/L，而合成的皮質類固醇（corticoster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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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examethasone、flumethasone and prednisolone 濃度範圍在 0.064
到 1.43 ng/L。類固醇激素除黃體激素僅出現在地下水外，其餘出現於
河水。本篇將檢測到的類固醇含量和世界其他河流作比較，並做簡短
的討論。
5.用雷射剝蝕結合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檢測玻璃纖維濾紙上之空氣
微粒成分

〈5〉

雷 射 剝 蝕 結 合 感 應 耦 合 電 漿 質 譜 儀 (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LA-ICP-MS )被使用來檢測高量
採樣器玻璃纖維空氣濾紙上之空氣微粒成分，將 LA-ICP-MS 之結果
與用酸消化和 ICP-OES 得到之結果比較，其結果顯示 LA-ICP-MS 可
以用來評估個別玻璃纖維濾紙上之重金屬濃度，並評估人體的暴露及
鑑定住宅區空氣中錳之來源。
6.呼吸氣息分析做為環境暴露評估工具

〈6〉

從呼吸氣息採樣也是非侵入性採樣，比採取血液、尿液均要容易。本
文為專題報導，收集 103 篇參考文獻，分別就樣品採集、預濃縮、
氣相層析及質譜儀、新興奈米科技發展的感測器（sensors）以及數據
分析做出整理。針對環境中污染源之特性衍生出手提式呼吸氣息分析
儀的新興技術：微 GCs（μGC）的開發。許多環境中的污染物，例
如苯的衍生物、SVOCs 及極性化合物的定性及定量分析，樣品收集
及分析方法的標準化，均非常重要。
〈7〉

7.對於環境和生物鑑識綜合性的化學混合物指紋分析

GC×GC 方法是由兩個分離特性不同之管柱組成，通常為極性（polar）
及非極性（non-polar）管柱。此方法可以產生一 3D 結構的層析圖譜
構成化學指紋用來鑑識樣品特徵。GC×GC 系統可以和不同的偵測系
統結合，而最強大的系統為與飛行時間質譜儀（TOFMS）結合，其
可以收集所有在選定常規的質量選擇偵測器感度以上的掃描圖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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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離數以千計之化學物質，而且 GC×GC 系統解析能力大幅增加也
讓數據能以 3D 圖像呈現，經由收集全部之掃描圖譜，數千種化學品
可以經由光譜資料庫比對而被確認，對環境法醫調查極有幫助。
〈8〉

8.使用商業化的固相萃取及氣相層析質譜儀快速的分析油指紋圖譜

基於溢油事件之快速鑑識需求並達到大量例行性樣品分析之目的，發
展快速及可靠的分離及特徵油品化合物之分析方法是必要的。本研究
評估不同之商業化固相萃取(SPE)管柱對石油樣品分餾之效果，結果
發現 SiO2/C3-CN（1.5g, 6ml）之管柱展現最佳的選擇性，可以很成功
的分離出脂肪族和芳香族，特徵碳氫化合物包括正烷烴（n-alkanes），
烷 基 化 多 環 芳 香 烴 （ alkylated PAHs ）， 生 物 指 標 萜 烷 和 類 固 烷
（ biomarker terpanes and steranes ）， 類 金 剛 和 雙 環 類 倍 半 萜 烷
（diamondoids and bicyclic sesquiterpanes）
。此方法被應用在很多原油
及油品的指紋。目標化合物的濃度及診斷率都與傳統矽膠管柱
GC/MS 方法相當。
〈9〉

9.東亞地區多環芳香烴化合物及硝基多環芳香烴化合物的大氣污染
作 者 使 用

HPLC

搭 配 螢 光 (fluorescence) 及 化 學 發 光

(chemiluminescence)偵測器發展一個高感度的 PAHs 及 NPAHs 檢測
方法，並組織一個國際偵測網，包含日本、中國、南韓和俄羅斯用此
方法監測大氣中的 PAHs 及 NPAHs。結果顯示，城市空氣中 PAHs 及
NPAHs 的濃度在中國顯著高於其他國家，其主要來源為在日本及南
韓的汽車排放。再者，除了日本及南韓外，中國汽車排氣控制也必須
加強。
10.經由周界空氣微粒路徑研究重金屬：以鉛礦區及礦物加工廠址為
例

〈10〉

對於一個複雜的系統，如周邊有採礦和礦物加工設施的社區，其環境
法醫調查在鑑識和定位污染源時，必須使用到關鍵技術及很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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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使用 X 光吸收光譜儀（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XAS）
及 掃 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附 加 能 量 分 散 光 譜 儀 （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SEM/EDS）
，對於附近有歷
史的鉛採礦和礦物加工設施之地區，樹立了空氣粉塵鉛路徑的榜樣。
樣品由潛在污染源被收集，系統性計算元素的總濃度以得到整個社區
的空間分佈，可以清楚地區分污染源和環境受體樣品。

特徵化合物指紋比對技術：利用特徵化合物指紋比對揪出污
染源
提到鑑識就會聯想到鑑識人員於犯罪現場採集相關的指紋、毛髮、血
液等樣品以追查犯人，因為每個人都有其特殊的指紋及 DNA，這是
可以精確鑑別個人與其他人不同的方法。同樣地，環境污染鑑識也可
以利用化學指紋法（Chemical fingerprinting）來破案， 因為不同的來
源製程會產生具不同特徵化合物或是個別化合物比值的產品或污染
物，以此為化學指紋，經由比對技術印證污染物與污染源之相互關係
為環境鑑識最常用之比對技術。
11.在阿爾卑斯山區利用粒狀物中微量元素鑑識空氣中半揮發性有機
污染物的來源

〈11〉

本文利用粒狀物（PM）微量元素來鑑識大氣傳輸半揮發性有機污染
物(SOC’s)之地理來源(geographic sources)。從 2009 年 1 月 16 日到 2
月 16 日，每日於紐西蘭南阿爾卑斯山區之 Temple 盆地以高量空氣採
樣器(high volume air samplers)採樣，並分析 PM 及 SOC’s。最常被偵
測到的農藥有：dieldrin, trans-chlordane, endosulfan I 及 chlorpyrifos。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及多氯聯苯(PCB)也被檢出。每一採樣
日，利用微量元素特性(trace element profiles)及二元混合模式(abinary
mixing model) 監測從紐西蘭當地與澳洲來的 PM 之相對貢獻度。結
果 顯 示 ： 在 Temple 盆 地 發 現 的 3 種 物 質 (endosul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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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deno[1,2,3-c,d]pyrene, enzo[g,h,i]perylene)其原始來源是澳洲。根據
當地風向觀測指出：在 Temple 盆地發現的 chlorpyrifos 主要來自於紐
西蘭的 Canterbury 平原。
12.PAH 分子診斷比值應用在大氣污染源確認：英國 20 年來污染源清
〈12〉

冊與空氣污染濃度數據的評析

利用英國 20 年來(1990-2010)空氣監測數據(air monitoring data)及國家
排放清冊(The National Emission Inventory)為基礎，以 PAH 為討論標
的物。分別在農村、鄉鎮、城市和工業場所進行環境空氣監測，利用
監測資料中不同來源類別的 PAH 進行分子診斷比值（MDRs）計算，
MDRs 定義為對個別化合物的比值，應用在大氣污染源確認。然而，
監測自然排放中的 PAH，常因化合物燃燒和在環境中的降解造成 PAH
很大的變異性，可能破壞解析工具 MDRs 的應用而造成分辨來源的
誤差。在本篇討論作為來源標記的 5 項 MDRs 並計算出比值，去評
估環境時間和空間變化程度，可了解 PAH 在農村至城市環境上的漸
變，判斷國家排放量的根本變化。在本篇我們得出結論，使用 5 項
MDRs 與實際環境下大氣排放源 （在時間和空間） 的比對結果，存
在實際上相互矛盾的結果。例如“ ANT /(ANT + PHE) ＂（ ANT：
anthracene； PHE：phenanthrene）比率容易隨季節性產生變化，但大
氣中的 PAH 在英國很可能不主要由任何單一而強烈的來源產生，所
以空氣中的 PAH 混合物快速"混合"而遠離了幾個主要點源，並且在
環境中進一步降解，實驗結果說明了環境如何削弱標誌物源 MDRs
而造成判斷上的誤差。結論表示多芳香族烴 MDRs 可以展示環境空
間和時間上的差異，但它們不是有效的標誌物源。
鑑識上的追蹤物，須選擇有效的標誌樣品，並要同時考慮是否具特定
行業別以及具備常溫常壓下安定不易分解之特性，並且不易受環境影
響，才適合作為鑑識分析之指標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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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現代的車輛/引擎技術使用傳統及新型燃料之碳氫化合物排放指紋
〈13〉

本篇論文闡述分析歐盟執行委員會臭氧指令（European Commission
Ozone Directive）所指定的 29 種個別 C2-C9 臭氧前驅（ozone precursor）
碳氫化合物(HCs)的結果。這 29 個 HCs 是由現代的車輛/引擎/燃料技
術的廢氣中所測得，將所得到的 HC 排放指紋與在歐洲逐漸被淘汰的
車輛/引擎/燃料技術之 HC 指紋進行比對。由 138 個排放測試，萃取
出 13 個特定類型的指紋，這對受體模式污染來源分析是不可或缺
的。不同類型代表 Euro3 和 Euro4 輕型柴油和汽油車輛的廢氣；Euro3
重型柴油廢氣；二行程 preEuro、Euro1 和 Euro2 機動腳踏兩用車的廢
氣及 Euro4 可選燃料車（flexible-fuel car）的廢氣。所使用燃料包含
液化石油氣（LPG）
、汽油/乙醇混合燃料（0-85%乙醇）
，以及將礦物
柴油（mineral diesel）與脂肪酸甲基酯、油菜籽甲基酯、棕櫚油甲基
酯，豆油或葵花籽油甲基酯做不同比例之混合燃料（0-100%）。對於
不同的車輛/引擎/燃料技術，特定類型的追蹤化合物（標記）已被標
示出來。
本文主要探討兩個部分，其一為 HC 排放指紋，其二為臭氧形成與健
康關聯。於 HC 排放指紋之研究發現，改變測試駕駛循環（driving
cycle）其 HC 指紋不會有特別顯著效果，這意味著結合不同排氣研究
之 HC 指紋來進行受體模擬才是一個較為可靠的方法。於臭氧形成與
健康關聯之研究中，討論具致癌性及致突變性之碳氫化合物苯和 1 ,3
-丁二烯的排放與臭氧形成潛勢（ΣPO3）之相關性。並發現管制的總
碳氫化合物排放（tot-HC）與 29 個 HCs 之臭氧形成潛勢有很高的線
性相關（ΣPO3 = (1.67±0.04) × tot-RH; r2= 0.93）
。tot-HC 在排氣控制
實驗室中被例行性地監測，但 C2-C9 卻沒有。故這個相關性大大的擴
展了由車輛排氣實驗室所提供的資料的可利用性，也加速了由新舊車
輛/引擎/燃料技術廢氣中 HCs 的臭氧形成潛勢之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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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洩漏事件後之碳氫化合物來源鑑識

在加拿大艾伯塔省（Alberta, Canada）之碳氫化合物洩漏已經發生了
幾十年。2007 年一整年就有超過 1500 個洩漏事件被通報到加拿大能
源資源保育委員會（Energ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Board）
。作者參與
了很多處理汽油、噴氣燃料、燃油 C 和 2＃燃料油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的議題，發現用特定芳香族化合物和多環芳烴類化合物之比例來區分
碳氫化合物來源是一種強大的工具。
〈15〉

15.煉油技術及其污染源鑑識之相關性

煉油技術之發展已經大大的改善石油相關商品生產效率。了解煉油技
術之發展將有助於環境化學家建立精煉產品組成之基本觀念。煉油製
程之改變大幅影響精煉產品之組成，隨著煉油技術的提高，煉油能
力、混合模式、產品組成的變化，了解這些相關性才能將一些污染源
鑑定之鑑識困難點挖掘出來。

輕穩定同位素（原子量＜40）之應用：氣相層析同位素比值質
譜儀（GC-IRMS）的改進促使穩定同位素鑑識技術大放異彩
穩定同位素是指不易發生放射性衰變的同位素，曾經這些同位素的比
值在自然界中被認為是固定不變的，但由於質譜儀量測精確度的提
高，使得穩定同位素的應用飛躍發展。許多的研究發現不同來源或是
經過不同的物理、化學及生物反應過程所產生的同一化學物質，其同
位素間比值會因同位素分化作用（isotope fractionation）而產生些微
的差異，穩定同位素的研究即建立在此基礎上。環境鑑識常用的穩定
同位素比值包含δD（2H/1H）、δ13C（13C/12C）、δ15N（15N/14N）、
、δ17O（17O/16O）
、δ37Cl（37Cl/35Cl）
、δ34S（34S/32S）
δ18O（18O/16O）
等。
〈16〉

16.穩定同位素偵測及相關技術（書籍）

利用穩定同位素標識及追蹤微生物及其代謝物，是微生物生態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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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趨勢。本書收集國際上發展及應用此等技術的權威作者，針對
穩定性同位素偵測（stable isotope probing, SIP）及其相關技術做一完
整的呈現。全書分為三部分：（1）方法：從基礎及經過驗証的方法
（tested and proven protocols）
，包括 DNA、RNA、蛋白質、磷脂脂肪
酸（phospholipid fatty acid, PLFA）的 SIP。從觀念及歷史到方法細節、
困難解決、數據解讀以及最佳化及未來應用等；
（2）延伸：SIP 應用
在環境微生物的新興趨勢，範圍從生物復育、基因探勘（gene mining）
到碳追蹤及腸道生物功能（gut microflora function）
；
（3）未來：重要
同位素標籤技術，包括拉曼- FISH、奈米-SIMS 及 Isotope arrays 等。
17.從樹木年輪穩性同位素測定與污染之暴露歷史：綜合回顧

〈17〉

測定δ2H、δ13C、δ18O 及δ15N 呈現在樹木年輪的分布，與年輪成
長年代的環境污染狀況、土壤酸化狀況以及人為化學物質排放可能有
某種關係。本文使用 pyrolysis –CF–IRMS 及 Combustion–CF–
IRMS，提供各項穩定性同位素比值與污染物、污染源（距離）
、控制
下的污染壓力（controlled pollution stress）等的對應關係，有助於未
來判讀之參考。
〈18〉

18.利用真空萃取地下水超微量揮發性有機物的 13C/12C 分析

利 用 特 定 化 合 物 穩 定 性 碳 同 位 素 分 析 (compound-specific 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CSIA)，是碳同位素指紋的分析技術，本文 VOCs 的
濃度範圍在 0.03~1.34 μg/l。本技術包括真空萃取(VacEx)及吹氣捕捉
(purge-and-trap ， P&T) ， 加 上 後 端 的 同 位 素 比 值 質 譜 儀 ， 合 稱
「VacEx-P&T-IRMS」技術。
19.地中海野生及養殖藍鰭鮪魚穩定同位素組成及有機無機污染物含
〈19〉

量程度之比較

經由分析 9 條野生及 6 條養殖藍鰭鮪魚的肌肉及肝臟之穩定同位素組
、持久性污染物包含重金屬（Hg、Cd、Pb、As、
成（δ13C 和δ1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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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Zn）和有機氯污染物（PCBs、HCBs and p,p＇-DDE）
，以研究養
殖時期污染物的變化對於最終產品品質的影響。
在養殖的最後階段顯示，鮪魚組織具有的明顯穩定同位素特徵，相反
的，由其他文獻中得知，其他品種鮪魚不論是養殖的或是野生的在持
久性的重金屬及化合物含量上沒有明顯不同。
對於低組織轉換率及長生命週期的成年鮪魚，伴隨著短期養殖顯示在
沒有新的高污染源（如飼料及環境）下，鮪魚可維持在初期的低污染
物含量，最後鮪魚水產養殖產品可確定在一個可接受安全含量的品
質。
20.從 chennai 使熱帶印度氣膠物質氮同位素比值升高的現象對南亞
〈20〉

及東南亞地區氣膠中氮旳來源的意涵

總氮與穩定同位素含量常被視為建立地區背景值和特異性（大氣、土
壤和水體）的研究依據。本文首度分析季節性熱帶印度氣膠（PM10）
-3

在印度南方 chennai 地區的影響，研究發現，總氮（0.3～3.8μg m ）
中同位素δ15N（+15.7～+31.2）的含量高於大氣背景值，歸因於印
度畜牧業（約佔全球 4％）的動物性排遺與南亞及東南亞地區使用生
－

質燃料有關，因為發酵與燃燒所產生的 NH4+（78％）與 NO3 （6％）
為主要

15

N 來源。數據顯示 NH3（g）在大氣中化學性反應所產生物質

（NH4HSO4、（NH4）2SO4 和 NH4+）對 15N 在大氣中的含量也有提升
貢獻。
21.環境中脂肪醇人為貢獻之鑑識

〈21〉

石油為基礎的（petroleum-based）脂肪醇在功能上等同於油脂化工為
基礎的（oleochemical-based）（自然）脂肪醇，不容易以傳統方式區
別。但是與油脂化工為基礎的化合物比較，石油為基礎的化合物可以
被偵測不同的碳（δ13C）和氫（δ2H）的穩定同位素比來區別。陸
地上的土壤和植物可以經由較低的δ13C 值明顯的與其他樣品區隔
開，其值約為-35。同樣的，海洋衍生的化合物δ13C 約為-20。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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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理廠（WWTP）所得到的樣品，其值介於中間，且隨著樣品由
系統的何處取得而變化。總括來說，環境中脂肪醇並非由 WWTP 放
流水所衍生而來，且放流水中脂肪醇亦不同於進流水中脂肪醇，其最
可能的來源是現場細菌合成(in situ bacterial synthesis)。
22.順 1,2-二氯乙烯做為單一碳源的好氧生物分解：穩定碳同位素分化
〈22〉

作用及生長特性

在許多氯乙烯的污染場址中，順 1,2-二氯乙烯（cis-1,2-dichloroethene,
cDCE）是一個被關注的化合物，在氯化程度較高的乙烯類還原脫氯
過程中，cDCE 具有環境累積的趨勢。本研究利用穩定碳同位素分布
技術，觀察變動培養條件（改變室溫、地下水溫度；存在/不存在無
機養分）的地下水微生態系(groundwater microcosms)，結果發現 cDCE
在好氧生物分解過程中，平均穩定碳同位素富集因子(enrichment
factor)為 -15.2±0.5。
本研究從地下水微生態系中創新出增殖培養(enrichment culture)環
境，微生物可分解高至 100 mg/L 的 cDCE 濃度，溫度控制在 4~23℃，
最佳 pH 值約為 7，並且可耐住長時間的飢餓期（250 天）
。微生物以
cDCE 當作單一碳源分解過程中，其生成蛋白質的無機培養基裡，並
不包含任何已知的輔助基質。在 23℃微生物增殖一倍所需時間
(doubling time) 53±2 小時的條件下，每莫耳 cDCE 可獲得 12.5±1.9 公
克的蛋白質產量。
本研究證明在廣範圍培養條件下，藉由 FT 培養（FT-culture）微生物，
可將 cDCE 於好氧環境下分解。微生物以 cDCE 做為單一碳源進行分
解會生成蛋白質，而進行穩定碳同位素分布時，其變異性很低。本研
究首度發表以 FT 培養時，微生物具有強韌性，可以抵擋高濃度的
cDCE、具低溫適應性及長時間的飢餓期，因此可應用於生物整治污
染物程序。此發現在氯乙烯的自然降解及生物整治工程上有著高度的
關聯性，cDCE 可以做為好氧分解的微生物生長基質。而研究中以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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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碳同位素分布技術，提供一個可靠的分析工具來監測及定量污染場
址的好氧生物分解路徑。因此，以 cDCE 做為單一碳源的好氧生物分
解，有希望成為一種污染場址生物整治技術。
〈23〉

23.溪水中可溶解的主要離子與砂岩中鐵的氧化還原過程之關係

在澳洲的 Waratah Rivulet 水系統發現大量的鐵沉澱且伴隨著主要陰
離子(包含碳酸氫鹽)的增加。研究了水化學及穩定同位素如水中之
18

O、2H、溶解性無機碳的 13C、硫酸鹽的 34S 及放射性同位素 87Sr，

且提出大氣降水為此系統之主要水源。比較 Waratah Rivulet 上下游
之表面水，結果顯示硫酸鹽、鍶（Sr）、錳、鐵、pH、EC、濁度及
Eh 皆有變化，上游之碳酸氫鹽後來會被稀釋，但是不會變成其他主
要物種。水及岩石化學的結果顯示沒有重金屬或煤相關元素之環境顯
著濃度，地下水和滲流含豐富的與碳酸氫鹽相關之溶解性二價鐵，這
可能是存在於含碳酸鹽砂岩中的富鐵礦物（iron-rich minerals）溶解
所造成的。
24.為什麼含氯有機溶劑調查需要特定化合物同位素分析

〈24〉

對於含氯有機溶劑污染之調查，特定化合物同位素分析
（compound-specific isotope analysis，CSIA）為一個迅速崛起的分析
方法，由 CSIA 所獲得之含氯有機物分子同位素特徵（13C, 37Cl 及 2H）
可以回答以下往往不可能單由濃度測試就能釐清之問題。
（1）四氯乙
烯(PCE)或三氯乙烯(TCE)在一個污染團中，是來自一個或多個污染源
（混合污染團，co-mingled plume）? （2）PCE 或 TCE 在不同污染
團中，是來自相同或不同來源? （3）TCE 在 PCE 的污染團中，是來
自 PCE 的降解，或另一個 TCE 來源? （4）若為混合污染團則其費
用如何分配? （5）確定降解機制、程度及速率。（6）尋找更具成本
效益之整治技術等等。針對訴訟焦點超過 15 家乾洗店之場址，對碳、
氫及氯之 CSIA 已經被建立來檢測土壤及地下水中含氯有機溶劑同位
素比值。在電阻加熱 TCE 場址整治過程中，同位素之研究已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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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同位素納入整治計畫中可以指導整治之決定及幫助達到場址之整
治完成。

重穩定同位素（原子量＞40）之應用：多接受器感應耦合電
漿質譜儀（MC-ICP-MS）開啟了非傳統穩定同位素分析於
環境鑑識之大門
非傳統穩定同位素（原子量＞40）與質量有關（mass-dependent）的
豐度相對變化值是有潛力去解釋生物圈中污染物的來源及宿命的。然
而，偵測原子量＞40 之元素同位素變化是很困難的，直到 1990 年中
期，因為 MC-ICP-MS 的發展，許多研究團隊證明非傳統元素同位素
的變化和分化確實是可以用於追蹤污染源、瞭解污染物在環境中的宿
命及其行為。從此之後，穩定同位素的應用由有機之 H、C、N、O、
Cl、S 跨足到無機重金屬類，大大增加了穩定同位素的應用範圍。
〈25〉

25.應用非傳統穩定同位素研究環境中重金屬的來源及宿命

所謂非傳統穩定同位素係指原子量＞40 的元素，本文討論 MC-ICPMS
（Multicollector-ICPMS） 應用於 Cr、Cu、Zn、Se、Cd 和 Hg 等的
穩定同位素之檢測，以瞭解用此方法追蹤這些重金屬在環境中的來
源、宿命和行為之潛力。
26.用 Cr、U 及 Hg 同位素比追蹤污染物轉換、固定及傳輸

〈26〉

本文係伊利諾大學香檳分校教授 Tom Johnson 在 2010 年 4 月 8 日演
講的講義資料。文中指出在地下水環境複雜的流態、混合狀態及可能
吸附等條件下，要用量測濃度的方法來偵測及定量氧化還原反應是相
當困難。針對硫酸鹽、硝酸鹽、硒酸鹽、鉻酸鹽等的還原，用
MC-ICP-MS 量測δ 53Cr/52Cr，δ 202Hg/198 Hg，δ 238U/235U，精準度
（precision）在 0.1~0.2‰。
27.用同位素汞探討舊金山灣魚與底泥中汞的食物鏈關係

〈27〉

水生態系統中汞的暴露途徑必須透過生物可及性汞（biolo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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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ble Hg）來源的確認。本文以質量有關分數（mass-dependent
fractionation）δ202Hg 及質量無關分數（mass-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
△119Hg 及△201Hg 之量測（針對二種魚體及底泥表層樣品）。魚體δ
202

Hg 值高出底泥δ202Hg 約 0.73‰，顯示底泥汞為食物鏈來源。△119Hg

則與底泥不相關，可能為有機汞在進入食物鏈之前受到不同程度光分
解（photodegradation）的影響。
28.利用同位素指紋追蹤並定量法國北部土壤人為產生的汞

〈28〉

二個調查案例：一為鉛鋅熔煉廠附近表土，一為法國東北部城市
（Metz）表土。當土壤中汞的濃度增加時，較重的同位素（δ202Hg）
也產生富集作用（enrichment）。
29.伊利諾煤多重汞來源的汞同位素証據

〈29〉

燃煤是人為產生汞排放的最大來源。地質化學中汞穩定性同位素是追
蹤來源及在環境中化學轉化的有利工具。本文測量伊利諾盆地 4 處煤
礦區有機汞及無機汞的組成，以 NIST3133 為標準參考物質的δ202Hg
（質量有關分數）及△119Hg 及△201Hg（質量無關分數）
，所得結果有
各方面的詮釋。
〈30〉

30.用同位素做為北京氣膠中鉛及鍶（strontium）來源的追蹤劑

本文是以採樣分析及文獻資料蒐集的方式，彙整出北京各空氣污染源
（金屬提煉廠、水泥廠、煤炭燃燒、交通等）的氣膠中鉛及鍶之同位
素比例。然後再蒐集北京 2005 年 9 月至 2006 年 9 月期間之 TSP 及
PM2.5 樣品，分析兩者的 206Pb/204Pb 及 87Sr/86Sr 同位素比例，以同位素
比例與資料庫比對，鑑識污染來源。結果顯示以鉛同位素（206Pb/204Pb）
作追蹤，金屬提煉廠為主要的鉛排放源，而非來自交通所產生之污
染；以鍶同位素（87Sr/86Sr）分析結果指出，鍶污染主要來源為煤炭
燃燒，少部分來自水泥廠及精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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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值模式推估技術：以圖呈現一目瞭然
數值模式的推估一開始使用是大氣污染擴散模式，研究人員不斷地改
進模式的缺點，進而發展出很多不同的模式。不管是受體模式、正逆
軌跡模式、高斯煙流模式…等，不同參數及原理，皆是要讓模擬結果
更接近真實狀況。現在數值模式的使用已經由空氣污染的研究進而拓
展到地下水、海域及其他適用的案例中。數值模式的推估常常跟地理
資訊系統（GIS）相互配合，可以直接於地圖上呈現濃度分布狀況，
看圖說故事，一目了然。
〈31〉

31.以「適應性進化演算法」鑑識大氣中污染源特性之研究

一個未知的排放污染源可使用污染源偵測演算法予以有效的鑑識，演
算法大致可分為兩大類：反向模擬技術及前向模擬技術。本文採用前
向式模擬技術並採用「適應性進化策略(Adaptive Evolutionary Strategy,
AES)」法，AES 法係根基於測量地面污染物濃度及高斯煙流模式而
發展，AES 法先選擇一組起始的污染源特性，包含位置、尺寸、質量
排放率、風向等，並由這些特性完成一個擴散模擬，之後計算出此模
擬之模擬濃度與實際量測所得之地面濃度之誤差。然後，AES 演算法
指定下一組污染源特性值，之後重複此疊代程序，直到找出最小誤差
（即趨向於實際的污染源）
。研究顯示利用 AES 法，可從 Prairie Grass
field（伊利諾州大草原）之控制實驗(1958 年之一份研究報告)中的幾
個擴散實驗裡，找出污染源特性。所選出的擴散實驗涵蓋所有大氣穩
定度等級。此外，另使用傳統演化策略法(canonical ES)以及蒙地卡羅
法(MC)模擬，將其結果做為一比較基準，與 AES 法模擬結果進行比
較。AES 演算法，為傳統 ES 演算法之改良版，應用結果顯示 AES
適於鑑識污染源特性的問題。與傳統 ES 法、蒙地卡羅法比較，AES
的精確度較高，收斂速度也較快。未來的研究將專注於延伸此模式用
於真實事件，規模會比實驗測試來得大。這大規模擴散問題的挑戰在
於欠缺濃度數據及氣象觀測數據，及需要精密的數值輸送與擴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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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這方面，AES 良好的計算效率就具備其使用價值。
〈32〉

32.海上溢油的軌跡及宿命之數值模擬

2007 年香港超級油輪「河北精神號」
（Hebei Spirit）造成南韓海域歷
年來最嚴重的漏油事件，以及近年來之溢油事件，已經顯示石油污染
對當地經濟和環境造成高風險及危害。作者以發生在中國廣東省珠江
河口之溢油事件所得到之數據比較作為案例研析，模擬結果顯示於有
限的環境輸入數據時，溢油模型可以提出溢油行為軌跡合理的估計，
為了未來能精確即時地預測溢油過程，海洋環境的資料庫應該再改
善。因此，採用物理模擬溢油的三維水動力潮流、軌跡、宿命為基礎，
整合數值模擬技術及模擬海上溢油事件，對於海上溢油之緊急應變和
決策扮演很重要之角色。
〈33〉

33.於美國/墨西哥邊境地區土壤和空氣傳播的多環芳烴

本計畫主要是研究在 El Paso/Juarez 邊境地區 PAHs 可能之排放源，使
用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可以得到 PAHs 之
分佈地圖，其結果顯示 PAHs 之濃度值可能與交通有關。再者，PAHs
的診斷比率分析（diagnostic ratio analysis）確定污染的主要來源可能
是源自汽車廢氣，這個結果排除了石油煉製為地區性 PAHs 污染主要
來源的可能性。本研究為此類型第一個全面性的研究，可以提供研究
人員及大眾有關美國及墨西哥邊境 PAHs 的濃度及分布狀況。

多管齊下之鑑識技術
環境鑑識常常面對的是非單一且複雜的環境污染系統，故常需要依賴
多種鑑識技術相互配合，才能抽絲剝繭、相互驗證，找出單一或是多
重污染源。這種多管齊下的鑑識方式通常是一種以上之鑑識技術搭配
數值模式推估技術，兩者以上之技術相互搭配，作出更接近事實的結
論，使鑑識結果更具公信力，也能避免誤判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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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利用有機標幟確定細粒狀物來源分配最近進展的文獻回顧

〈34〉

這一篇藉分析細粒狀物（fine particulate matter）中有機指紋特徵
（organic marker/signature information），進一步利用受體模式、化學
質量平衡（chemical mass balance, CMB）及群落分析（cluster analysis，
包括二次污染物）等得出來源分配（source apportionment）。本文回
顧 228 篇相關論文，舉出許多可以做為指紋的有機標幟化合物（例如
原文表 1 所列汽柴油引擎排氣、硬木及軟木燃燒排氣、二手煙（環境
菸煙）
、輪胎落塵等都隱藏著特異標幟）
。本文也舉出許多來源分配的
計算案例（例如原文圖 2 加州洛衫磯，圖 3 科羅拉多州丹佛市，圖 4
密西根州的個案）。檢測分析技術討論甚多，包括：SFE-LC-GC-MS
（SFE：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超臨界液體萃取）
。FT-ICR-MS
（FTICR：Fourier Transform ion cyclotron resonance）。本文是規劃環
境鑑識能力建置很好的參考文獻。
〈35〉

35.反軌跡分析及來源受體關係：雨水中粒狀物與氮同位素組成

了解污染源（source，排放源）與受體（receptor，沉積沉降）關係，
是立法及決策重要依據。利用穩定性 N 及 S 的同位素了解大氣中 N、
S 的產源受體關係，具有相當潛力。美國北卡洲農業密集區樣品中
NO3- 的δ 15N 同位素比為-2.1±1.7‰，遠低於非農業密集區的-0.1±3
‰，δ15N 同位素比可做為一種指紋特徵。反軌跡分析則利用 2004
年建立的當地（Raleigh）的 HYSPLIT 模式（the Hybrid Single Particle
Lagrangian Integrated Trajectory Model）。
36.底質指紋：方法回顧及非點源污染配比的未來改進之道

〈36〉

在集水區底質傳輸研究上，底質指紋的技術開發已有 30 年之歷史。
底質指紋技術（sediment fingerprinting technology）係在集水區為了解
各種不同非點源污染之不同影響配比（allocate）而利用天然追蹤劑技
術（natural tracer technology）
，結合現場資料蒐集、實驗室底質分析、
統計模式技術（statistical modeling techniques）等，與常用的廢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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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農業污染總量管制（total maximum daily load, TMDL）相互應用，
在施政管理（集水區管理）上會相得益彰。本文為回顧性文章，參考
86 篇論文，歸納出底質指紋建置方法學（methodology）的各個步驟。
包括：集水區底質來源之分類，每一底質來源區的特殊的追蹤劑
（unique traces），以現場樣品釐清底質的來源（sources）及歸向
（sinks），再進一步分析底質從來源到歸向過程中傳輸時追蹤劑的宿
命（fate），然後再用驗証過的模式推算出貢獻度的配比（allocate
sediment sources）
。最有價值的表 1 是將文獻上非點源地區特性與成
功選擇的追蹤劑列表，追蹤劑特徵分為物理性質（例如粒徑、形狀、
粒徑分布、顏色，涉及之分析儀器有 SEM/EDS 等）、生物地球化學
性質（有機物包括 TOC, TON,δ13C, δ15N, C/N, 無機物包括 P2O5,
Na2O,MgO, Al2O3, SiO2, Al, Mn, TP 等，放射性物種包括 7Be,

210

Pb,

137

Cs 等，涉及之儀器有 ICP-MS，IRMS(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ry)

等。）未來改進技術包括結合 GIS 系統、空照判讀、土壤沖蝕調查等，
都有助於非點源管理。

其他技術的應用
除了特徵化合物指紋比對、穩定同位素鑑識、數值模擬與推估及檢測
技術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分析技術? Jacques Nicolas 等人以居民日記
來做為污染源鑑識的工具，也許也會激發出我們可以其他方法來進行
鑑識的靈感。
37.由居民日記統計確認工業區異味來源

〈37〉

組織工業區及附近居民(8 平方公里，義工 44 位)，分成 6 個地理群落
(clusters)，針對 13 個潛在異味排放工廠(屠宰場、香腸製造、動物油
脂、化妝品及藥廠、建築廢棄物回收場、馬鈴薯製品、化學產品、膠
及乳膠產品、炸薯片、家禽屠宰及冷凍廠、廢水處理廠、冷凍蔬菜、
亞麻籽油產品工廠等)，以日記方式仔細記載每天早晚的異味等級(分
6 級)及風向風速，最後經統計分析，製成異味玫瑰圖(odour r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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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在比利時工業區實際採用作為多重污染源(multi-sources)及大面
積(large areas)異味源確認(identification of odour sources)經一年長期
紀錄的民眾參與方法，不但對潛在污染源之評估有用，也會因此而發
現新的異味源。執行期間自 2007 年 9 月至 2008 年 8 月止，總共有
22,646 筆個人觀察的紀錄報告。

未來展望
綜觀本文所回顧的 37 篇文獻，可以瞭解近幾年來各國環境鑑識技術
之發展，隨著儀器及分析方法的飛躍成長而有長足進步，無論是化學
指紋比對、穩定同位素比值、數值模式之模擬等環境鑑識技術，都已
日趨成熟。尤其是穩定同位素之應用，已經從輕穩定同位素發展到重
穩定同位素，使穩定同位素不再侷限於 H、C、N、O、S 之有機物，
更拓展到重金屬之無機鑑識，不僅可以追蹤污染源亦能瞭解污染物在
環境中的宿命及行為，著實為一深具能量之鑑識技術。希望未來這些
技術能在台灣深耕茁壯，與國際同儕並駕齊驅，更期望精確成熟的鑑
識技術能揪出污染者、遏止環境污染行為發生，共同為打擊環境犯罪
盡一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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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焦磷酸定序模擬環境樣品微生物多樣性分析
尹開民 1 王世冠 2

摘要
本文使用嗜肺性退伍軍人菌等 15 種標準菌株，混合後做為模擬環境
基質中的微生物菌群，以焦磷酸定序進行 16S rRNA 之 517F/926R 區
段的序列分析（長度約 410 bps），解讀出的序列先與 Ribosomal
Database Project（RDP）的 16S rRNA database 進行比對分析，得到
的結果再由 MEtaGenome ANalyzer（MEGAN）程式進行後續分析，
並繪製成樹狀圖，結果得出之微生物菌群，菌屬（Genus）與原先規
劃者相同（100%被檢出）
，但是菌種（Species）的鑑別正確率僅 40.5%
（15/37），顯示焦磷酸定序能有效執行微生物多樣性（diversity）的
分析，但是對於菌種辨識能力則有待加強，檢出之菌種須進一步確認。
關鍵字：焦磷酸定序、總基因體學、RDP、MEGAN

一、前言
焦磷酸定序（Pyrosequenc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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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上較能得到正確的結果，因此常被使用在總基因體學
（Metagenomics）的研究 1。
Metagenomics 就 是 研 究 整 個 社 群 （ community ） 中 微 生 物 菌 群
（microbial populations）的基因體，是分子生物學一個新興熱門且前
瞻研究的議題，與傳統微生物學分析不一樣的是，Metagenomics 分析
不經過培養的方式，以基因觀點進行總基因體的篩選，這種方式的優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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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不須花費時間培養微生物且可培養的（culturable）、難培養的
（fastidious）及無法培養的（unculturable）微生物皆能一併被檢出及
分析，有助於物種多樣性、結構多樣性及功能多樣性之研究 2。目前
Metagenomics 分析的定序方式區分兩種，一是擴增子定序（Amplicons
sequencing）
，即 PCR 產物的 DNA 片段進行定序；另一是鳥槍法定序
（random shotgun sequencing），即染色體 DNA 直接以外力將之打碎
成小片段進行定序，前者一般進行核糖體核酸的定序，適於微生物菌
群分析；後者則進行整段染色體的定序（De novo sequencing）
，可適
用於物種基因體及基因功能分析 3。
本篇利用保存於本所之歷年自行研究計畫向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購
買的標準菌株，包含有 Legionella pneumophila 等 15 種菌株（如表 1）
，
嘗試將以上 15 菌株混合，模擬環境中分布的微生物群落，先以 PCR
技 術 產 生 16S 核 糖 體 核 酸 之 擴 增 子 ， 再 以 焦 磷 酸 定 序 進 行
Metagenomics 的分析，旨在建立焦磷酸定序及 Metagenomics 的分析
技術，期有助於本所發展環境基因體及環境生態毒理基因體等相關之
研究。

二、材料與方法
（一）萃取微生物染色體 DNA
使用 MagCore 全自動核酸萃取儀器（RBC,Taiwan）萃取微生物染色
體 DNA。
（二）16S 核糖體核酸 PCR 反應
進行兩次 PCR 反應如下：
1. 第一次 PCR 反應是夾出 16S 核糖體核酸的部位，使用前置引子 8F
（序列 5’-AGAGTTTGATCCTGGCTCAG-3’）
，及反置引子 1512R
（序列 5’-AGAGTTTGATCCTGGCTCAG-3’）
，PCR 反應條件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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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夾出所有 16S 核糖體核酸之 DNA 片段，長度約 1.5kb，以洋菜膠
電泳驗證長度之正確性，結果大約都在 1.5kb（如圖 1，編號 1~15）。
編號 16 為實際採樣的空氣樣品，由圖 1 顯示樣品 DNA 的量不足，無
法進行實驗。
表 1 本所保存之標準菌株名稱
編號

菌種名稱

歸類之菌屬

1

Legionella pneumophila seroytpe 1

Legionella spp.

2

Legionella pneumophila seroytpe 6

Legionella spp.

3

Legionella anisa

Legionella spp.

4

Legionella dumoffii

Legionella spp.

5

Bacillus subtilis

Bacillus spp

6

Bacillus cereus

Bacillus spp

7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aphylococcus spp

8

Staphylococcus epidermis

Staphylococcus spp

9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Streptococcus spp

10

Klebsiella pneumoniae

Klebsiella spp.

11

Pseudomonas aerugunosa

Pseudomonas spp

12

Acinetobacter baummannii

Acinetobacter spp

13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Stenotrophomonas spp

14

Escherichia coli

Escherichia spp

15 Enterobacter aerogenes

Enterobacter spp

合計： 10 個菌屬，共 15 種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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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 PCR 反應是夾出 16S 核糖體核酸高變異的區段（V3~V5）。
使用前置引子 517F（序列 5’-CCATCTCATCCCTGCGTGTCTCC
GACTCAGACGAGTGCGTGCCAGCAGCCGCGGGTTT-3’）
，及
反置引子 926R（序列 5’CCTATCCCCTGTGTGCCTTGGCAGT
CTCAGCC GTCAATTYYTTTRAGTTT-3’），PCR 反應條件同表
2，夾出約 410 bps 的核糖體核酸片段。

圖 1 16S 核糖體核酸 DNA 片段長度洋菜膠電泳分析圖（1~15 為標
準菌株；16 為空氣樣品；M1 及 M2 為左右兩側的 marker；N1
為樣品空白；N2 為試劑空白；P1 為陽性控制組）
表 2 PCR 反應條件
Pre-heat

Thermal cycling conditions（30 cycles）
Denaturation Annealing

2012年6月

Final extension

Extension

94℃

94℃

55℃

72℃

72℃

3 min

15 sec

45 sec

1 min

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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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純化 PCR 產物
目 的 為 去 除 多 餘 的 引 子 對 及 離 子 。 以 Agencourt AMPure beads
（Beckman,USA） 純化PCR 產物，去除小於 300 bp的片段，接著以
Qubit DNA High Sensitivity Kit （Invitrogen, USA）測量每個樣品濃
度，即完成Amplicon Library 製備，將每個Amplicon Library 定量至
109 （moleculers/ μL）後，取出5 μL 混成一管，並以Agilent 2100 DNA
High Sensitivity Kit 檢視Amplicon Library 品質（如圖2），結果顯示
純化效果非常好。

圖2 以Agilent 2100 DNA High Sensitivity 檢視PCR產物純化結果

（四）進行乳液聚合酶鏈鎖反應（emulsion PCR）
將油與 PCR 反應物質依一定比例混合均勻後，進行 emulsion PCR 反
應。PCR 反應條件如表 3。

191

環境分析評論 第3期

技術亮點∣Innovations

表 3 emulsion PCR 反應條件
Pre-heat

Thermal cycling conditions（30 cycles）
Denaturation

Annealing

hold

Extension

94℃

94℃

58℃

68℃

10℃

4 min

30 sec

4.5 min

30 sec

∞

(五) 最終將混樣完成的 Amplicon Library 稀釋至 106 （molecules/
μL），依標準上機流程進行定序。

三、圖譜訊息資料判讀
焦磷酸定序上機，首先以 C、G、T、A 之順序依序加入定序反應中
（一次只一種鹼基），當鹼基配對成功會釋出焦磷酸根離子（PPi），
焦磷酸根離子經一系列的生化反應後，會釋放出冷光，所以偵測出冷
光就表示有鹼基接上了 DNA 模板，於圖譜上會產生 1 條柱狀物；未
偵測到冷光表示加入的鹼基未與模板 DNA 配對，圖譜上就沒有柱狀
物的產生；當有連續 2 個相同的鹼基配對成功，就會得出 2 倍高度的
柱狀物，如圖 3 所示，所以由圖 3 之圖譜得出的序列為
「 TGCGTAGAGATCGGAAGGAACACCAGTGGCGAAGGCGGCTA
CCTGG」。

圖 3 焦磷酸定序圖譜範例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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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資訊分析
基因序列與核醣體資料庫（Ribosomal Database Project, RDP）4（備註
1）及 MEtaGenome ANalyzer（Megan）程式 5-6（備註 2）進行序列比
對及物種同源興分析
【備註 1】RDP 提供與 ribosome 有關的資訊，目前收集有 2,110,258
條 16S rRNA 的序列資料（Release 10, Update 28），能在線上進行資
料分析及 rRNA 基因序列的比對，也可以經由 rRNA 序列上的相似程
度，來推測兩種生物在演化史上的親疏遠近。
【備註 2】MEGAN 是一種廣泛用於總基因體學執行物種分析及基因
功能分析的免費分析工具軟體，之前的版本只應用在鳥槍定序的分
析，現在最新的版本（version 4）也進一步提供了擴增子定序的資料
分析。

五、結果與討論
15種標準菌株的混合樣品，焦磷酸定序結果共讀出105,762條DNA，
平均長度為380 bps，總鹼基量約4千萬個，得出的105,762條DNA序
列，首先與RDP的16S rRNA database 進行比對分析，錯誤率e-value
訂為10-5，比對結果再由 MEGAN程式進行後續分析，並繪製成樹狀
圖（如圖4~9），Metagenomics的微生物菌群分析結果彙整於表4。
比較表1及表4後發現，Legionella菌屬原規劃4株，但是RDP分析結果
卻得到8種相似菌株；Bacillus菌屬原規劃2株，RDP分析結果有10株；
Staphylococcus菌屬原規劃2株，RDP分析結果有6株；Streptococcus菌
屬原規劃1株，RDP分析結果有2株；Klebsiella菌屬原規劃1株，RDP
分析結果有2株；Pseudomonas菌屬原規劃1株，RDP分析結果有3株；
Acinetobacter菌屬原規劃1株，RDP分析結果有1株；Stenotrophomonas
菌屬原規劃1株，RDP分析結果有2株；Escherichia菌屬原規劃1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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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P分析結果有2株；Enterobacter菌屬原規劃1株是RDP分析結果有3
株，綜合上述，焦磷酸定序之metagenomics分析結果，菌屬（Genus）
檢出的正確率100%（10/10），但是菌種（Species）的正確率僅40.5%
（15/37），顯示焦磷酸定序能有效執行微生物多樣性（diversity）的
分析，但是對於菌種辨識能力則待加強，菌種鑑定結果須進一步確
認，確認的方法很多，例如PCR或即時定量PCR反應、生化反應、微
生物自動鑑定系統…等皆可利用。
以上原規劃 15 種菌株，卻檢出 41 株，但是 41 株中包含了原先規劃
的 15 種菌株，所以可能原因是分析的序列（517F/926R 所夾出的序
列）
，有些菌株與原規劃的 15 種菌株之基因序列非常相似，即在 16S
rRNA 之 1.5kb 的序列中，相異的鹼基不在 517F/926R 所包含的區段
中 7-8，要克服這個問題只有增長定序的長度。依 Nossa 等人 1 指出，
以前置引子 347F 及後置引子 803R 夾出 16S rRNA 高變異之 V3 及 V4
區段，長度 456 bps，其菌種的鑑別率是最高的，但是由於本研究當
時選擇 GS Junior system（比較便宜），其定序長度最多到 400 bps，
但是其進階儀器 GS FLX Titanium system，定序長度可達到 600~800
bps，能定序更長的 DNA 片段，有助於提升菌種的鑑別率。另本文定
序深度（coverage）4X（倍），若能再提高定序深度到 10X，也可提
升菌種的鑑別率。
進一步分析表 4 中的 Legionella pneumophila 檢測結果發現，雖然能
正確檢出 Legionella pneumophila，但是原先規劃有 2 種不同血清型的
菌株（serotype 1 和 serotype 6），結果顯示焦磷酸定序無法辨認出菌
種再細分的血清型菌株。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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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焦磷酸定序之 Bacillus 菌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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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焦磷酸定序之 Staphylococcus 及 Streptococcus 菌屬分析結果

圖 6 焦磷酸定序之 Legionella 菌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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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焦磷酸定序之 Acinetobacter 及 Pseudomonas 菌屬分析結果

圖 8 焦磷酸定序之 Stenotrophomonas 菌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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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焦磷酸定序之腸桿菌科之 Enterobacter、Escherichia 及 Klebsiella
菌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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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焦磷酸定序之 Metagenomics 分析結果
編號
菌種名稱
1
Legionella anisa

菌屬名稱
Legionella spp.

2

Legionella donaldsonii

Legionella spp.

3

Legionella feeleii

Legionella spp.

4

Legionella longbeachae

Legionella spp.

5

Legionella pneumophila

Legionella spp.

6

Fluoribacter dumoffii

7

（Legionella dumoffii）
Legionella shakespearei

Legionella spp.

8

Legionella taurinensis

Legionella spp.

9

Bacillus anthracis

Bacillus spp.

Fluoribacter（Legionella）spp.
說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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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cillus cereus

Bacillus spp.

11

Bacillus spp.

Bacillus thuringiensis

12 Bacillus flexus

Bacillus spp.

13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Bacillus spp.

14 Bacillus pumilus

Bacillus spp.

15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Bacillus spp.

16 Bacillus atrophaeus

Bacillus spp.

17 Bacillus mojavensis

Bacillus spp.

18 Bacillus subtilis

Bacillus spp.

19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aphylococcus spp.

20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Staphylococcus spp.

21 Staphylococcus lugdunensis

Staphylococcus spp.

22 Staphylococcus pasteuri

Staphylococcus spp.

23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Streptococcus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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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treptococcus pseudopneumoniaeStreptococcus spp.
25 Klebsiella pneumoniaeKlebsiella spp.
26 Klebsiella senegalensisKlebsiella spp.
27 Pseudomonas aeruginosaPseudomonas spp.
28 Pseudomonas otitidisPseudomonas spp.
29 Pseudomonas geniculataPseudomonas spp.
30 Acinetobacter baumanniiAcinetobacter spp.
31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Stenotrophomonas spp.
32 Stenotrophomonas pavaniiStenotrophomonas spp.
33 Escherichia albertiiEscherichia spp.
34 Escherichia coliEscherichia spp.
35 Enterobacter aerogenesEnterobacter spp.
36 Enterobacter cloacaeEnterobacter spp.
37

Cronobacter sakazakii

Cronobacter （Enterobacter）spp.

合計： 10 個菌屬，共 37 種菌株
說明 A：Fluoribacter dumoffii 為舊名稱，現已統稱為 Legionella
dumoffii。
說明 B：Cronobacter sakazakii 在 2007 年以前仍稱為 Enterobacter
sakazakii，但現已正名 Cronobacter sakazakii。

六、結論與建議
（一） 焦磷酸定序能有效執行微生物多樣性（diversity）的分析，但
是對於菌種（species）辨識能力則待加強，須進一步確認。
（二） 對 於 菌 種 的 鑑 定 建 議 能 增 加 定 序 的 長 度 （ bps ） 及 深 度
（coverage），將有助於鑑別正確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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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與決策：KT 理性思考法及其應用
尹玉華 1 吳婉怡 1 蘇國澤 2

為強化本所同仁「綜觀問題、深入分析、精進業務」之問題分析及決
策提案能力，由所長引介「問題分析與決策-經理人 KT 式理性思考
法」一書，於 100 年 8 月起分 3 階段推動相關組織學習活動。一方面
希望每個同仁在最短時間內，學會書中簡單合理思考流程，使同仁日
後遇到各類問題時均能運用系統邏輯推理方法，得以輕鬆面對問題狀
況、深入思考問題核心，迅速提出最佳解決方案。更期望經由全體同
仁接觸、學習及運用 KT 理性思考方法，將其內化成為本所組織文化，
讓理性思考模式成為本團隊默契，藉以精進同仁管理職能並全面提升
機關效率。

管理秘訣：理性思考
KT 是凱普納（Charles H. Kepner）與崔果（Benjamin B. Tregoe） 2
位博士合組的公司名稱縮寫，他們透過觀察與歸納成功管理者所採用
的最佳技術與慣用方式，整理成一套系統化的理性思考程序。KT 理
性思考法主要分為狀況評估（Situation Appraisal）
、問題分析（Problem
Analysis）
、決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
、潛在問題/機會分析（Potential
Problem/Opportunity Analysis）等四大模組。它是一種連續的思考模
式，由一連串的問題驅使，目的在擷取、組織及分析訊息，使管理者
達成明智的決定，並藉由邏輯推理流程，提升個人、群體與組織「問
題分析與決策」的能力。

四個基本模組
KT 理性思考法有四個基本模組，每個模組均有詳細的基本分析活動
及技術。第 1 個模組「狀況評估」，它是四種基本模組中最重要的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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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探討的是「現在發生什麼事」，目的是為了要找出需要加以解決
的問題，並設定處理的優先順序，可用於釐清現況，以決定應採取的
行動。此模組可協助管理者從紛亂的問題中恢復秩序的思考，以便管
理、釐清與建立優先次序，並決定何時及如何採取合理且具良好結果
的行動。
第 2 個模組為「問題分析」
，此模組提供一個有系統的問題解決過程。
目的是解釋為什麼會造成這個問題？並且針對可能之原因加以解決
及驗證。此一模組可協助管理者釐清問題發生原因，使關注焦點從觀
察一項問題的效果，轉到瞭解其發生原因（因果思考），以便能採取
適當因應行動、矯正問題或減低負面影響。
第 3 個模組為「決策分析」
，係針對問題應採取何種行動路線思考模
式，亦即就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案，予以綜合分析研判作出選擇，找出
最有可能達成目標的方案。可協助管理者在做決策時，增加對決策「目
的」的思考深度與廣度，深入瞭解選擇方案對於所想要達成的目的影
響程度，同時提供了評估的方向。簡言之，一個良好的決策分析必須
要滿足所定義的目標、要通過嚴格的評估與考量，並瞭解所可能產生
的後果。
最後一個模組為「潛在問題(機會)分析」，就現在採取的方案去推估
及預料未來狀況。因為未來如何，將視目前所做的事而定。對可能發
生的問題或者必須做決策時，有必要預測看看未來可能發生的情況，
然後回到當下立即採取行動，使我們能改變及改善未來。以便將未來
的不確定性，降至可以管理的程度。以上 4 模組可視情況選用，並非
每個皆需執行，流程如附圖 1。

推動及案例導入
100 年 8 月起環檢所分 3 階段推動 KT 理性思考方法學習活動，第一
階段於所務會議安排主題報告及導讀分享，引介同仁認識「KT 式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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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方法」，就理性思考法之概念、背景、模式及運用技術等進行
初略介紹；第二階段採購專書 30 本分送各單位傳閱，由科長級以上
人員閱讀開始，進而推廣至其他同仁深入閱讀，期使全體同仁均能瞭
解並熟悉各模式內容重點、分析技術，運用方法及案例應用成果；最
終再以小組討論方式，進行第三階段案例研究及討論應用活動，嘗試
就主管業務或面臨的問題，運用 KT 理性思考方法所提四模組分析技
術，進行問題解決方案研究及討論分析。
經選定行政案例 5 例、檢驗業務案例 6 例，合計 11 例，並將形成可
執行之方案具體落實於業務改善及團隊效能提升。以本所駐衛警察值
勤輪班改善方案為例：現有駐警合計 4 人，輪值班表係採一日 3 班，
每班 8 小時，人力運用調配空間甚小。若遇有婚、喪、病或休假等情
形時，於每日加班時數限制規定範圍內，人力更顯捉襟見肘，難以互
補支援。除導致駐警每月加班時數居高不下，增加機關支出成本外，
長期而言，對駐警健康及安全亦有不利影響。爰經相關組室同仁以小
型會議研討方式，參考運用 KT 理性思考方法的狀況評估模組及決策
分析模組，整理出數個可能替代方案，並從中篩選出最適合的排班方
案。結果順利找出不增加機關支出、兼顧法令規定又能解決休假期間
人力無法調配之改善方案。
新方案係將駐衛警察每日輪值班數及時數，由原一日 3 班每班 8 小
時，改為一日 2 班每班改為 12 小時，輪班方式採做一休一(即工作 1
日，隔日休息)，每人每月應出勤總時數仍維持與職員相同，透過增
加每班工時來減少班次輪換次數，並使交接班時間避開凌晨時段，以
降低半夜交接班致人員往返之健康及安全風險。另由替代役同仁協助
雙月早上 7 時至 8 時(1 小時)及一般日 17 時至 21 時(星期五除外)服務
台之值勤工作。優點為駐衛警察個人因服勤時數集中，班次輪換頻率
減少，除減少個人上下班通勤交通及時間成本外，因駐衛警察人力替
補及運用彈性空間變大，間接保障駐衛警察休假權益。爰自 101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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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試行新值勤方案，案經試行結果，駐衛警察每月應出勤總時
數維持不變，每人出勤日數(工作日)平均為 15 日，大幅減少個人出
勤次數及交通成本，人力互補及運用彈性增加，致整體加班時數降
低。以 101 年 1 至 5 月加班時數及加班費為例，除農曆春節期間，
加班時數較去(100)年同期增加外，餘各月均較 100 年同期下降，累
計時數亦減少（詳如表 1）。加班時數減少原因，為新方案雙月份之
部分值勤時段由替代役分擔減少駐警人員超時出勤時數，同時因個人
應出勤總日數減少，駐警各月申請休假時數較過去平均分散（如表
2）
。經檢討新排班方案運作兼顧機關及駐警個人權益，整體效果符合
預期且有效解決原方案問題。

問題分析
理性思維的起點
檢選優先關切事項

狀況評估

找出需要解決的問題

需要做成的決策

決策分析

需要加以分析或
規劃的未來事件

潛在問題/
機會分析
圖 1:KT 理性思考流程
表 1 駐警加班時數、費用比較表
*農曆春節
年度

1月

2月

3月

4月

小

計

100 年 216 小時
42,752 元

357 小時* 136 小時 169 小時
55,440 元* 28,608 元 33,488 元

106 小時 984 小時
20,944 元 181,232 元

101 年 248 小時*

105 小時

80 小時

56 小時

128 小時

50,544 元* 21,550 元* 11,456 元 28,6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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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0 元

617 小時
128,6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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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駐警申請休假時數比較表
*農曆春節

年度
100 年度
101 年度

1月
128 小時
48 小時*

2月

3月

0 小時*
48 小時

112 小時
48 小時

4月

5月

0 小時 24 小時
60 小時 72 小時

小計
264 小時
276 小時

結語
歷經 5 個月本所己初步完成「KT 式理性思考法」引介閱讀、學習及
案例延伸討論活動，最大收獲除已產出些許令人滿意的問題改善或解
決方案外。最終期盼的是所有同仁均在過程中，就理性思考程序有所
領悟及體會。日後不論面臨何種問題或困境，均能運用理性程序快速
釐清問題、構思對策，順利找出最佳方案。如作者所言，KT 理性程
序是一套做事的工具，成功的關鍵在於養成理性思考的習慣並持續參
與。俗諺亦謂：
「師父領進門，修行在個人」
，四種模組裏運用的步驟
與程序看起來平實無奇，但那些簡單的步驟，卻是成功管理者最常做
的事。若每個人均能試著在面對每件待處理事件時運用它，相信在時
間及經驗累積下，終能誘導出驚人的創造力，每位管理生手亦能變成
高手！

書名：問題分析與決策-經理人 KT 式理性思考法
作者：查理斯.凱普納（Charles H.Kepner）
班傑明.崔果（BenjaminB.Tregoe）
譯者：伍學經、顏斯華
出版：中國生產力中心，2010 年 11 月第 12 刷。
簡介：1958 年凱普納與崔果兩位博士組成 KepnerTregoe(KT）公司，從事組織的研究與發展，他們是「問
題分析與決策」領域的先鋒，KT 公司也成為理性管理
方法的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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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環境科學」年度最佳論文
吳婉怡 1 李孝軍 2 許志福 3 蔡清蘭 4 彭瑞華 5 顏春蘭 6

摘 要
環境科學與技術（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gy, ES＆T）每年
投稿數約 4,500 篇，接受刊出約 1,400 篇，經由編輯群（associate editors）
依論文影響面的深遠程度篩選提名，並由編輯顧問委員會（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EAB）組成遴選投票小組，通常在每年 4 月公布名單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hag）
。本文將「環境科學」年度最佳論
文 20 篇（2007~2011 年，每年 4 篇）做摘要介紹及整體觀察，發現
得獎論文具備 3 種類型：一為以大面積（墨西哥灣缺氧；紐約州湖泊
酸化；華盛頓特區飲用水含鉛；地球生物化學中鐵螯合物的角色）、
長時間（1940 年以來荷蘭土壤；1999-2002 年有機磷農藥暴露）以及
食物鏈長期累積追蹤（金奈米粒子；全球海岸微塑膠；嬰兒產品阻燃
劑；北美地區全氟化物）為優選；二為新穎分析技術支援調查研究（高
通量；LC-MS/MS；C、N、H、Cl 穩定同位素追蹤代謝途徑）
；第三
特色為風險評估進階到生態毒理基因體學層次（Cu 與鮭魚行為；
PBDEs 及代謝物與斑馬魚細胞基因表現）
。綜觀上述 5 年 20 篇優選
論文 3 大特色：要完成國際一流的科學論文研究，分析工具要夠好；
探討環境範圍要夠重要也要夠大或夠深入；產出數據還要能針對研究
目的回應環境問題。著實不是一己之力能完成，團隊合作益顯重要。

2007 年
1.人造奈米粒子對人體肺上皮細胞（lung epithelial cell）之暴露：化
<1>

學組成及催化活化引起的氧化壓力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秘書 2 主任 3 副研究員 4 技師 5 簡任研究員 6 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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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由瑞士聯邦材料測試及研究實驗室之材料生物交互作用部門
（Lab. for Material-Biology Interactions）以及瑞士蘇黎士化學及生物
工程學院之化學及應用生物科學系的學者教授共同發表。
針對含有鐵、鈷、錳及鈦的矽酸鹽奈米粒子以及純粹為鐵、鈷、錳、
鈦氧化物的奈米粒子，探討其活體外（in vitro）細胞間的氧化作用；
氧 化 壓 力 （ oxidative stress ） 則 以 釋 放 出 來 的 反 應 活 性 氧 的 物 種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做定量測定；奈米粒子則要充分描述
形狀、大小及凝聚程度等資訊。三組控制實驗結果顯示奈米粒子做為
載體，攜帶重金屬達到細胞攝取的角色，而排除奈米材料在進行生物
檢定測試時的可能干擾。結果顯示奈米粒子可能有效的進入細胞，透
過類似特洛伊木馬（Trojan-horse type）的機制，提高了鈷和錳氧化壓
力高出 8 倍的情形（與單純只是錳、鈷氧化物，而沒有奈米載體比
較）。對含鐵奈米粒子做有系統的觀測，因為這些材料應用在精密化
學品的合成上，其催化活性（catalytic activity）可能會造成某一種材
料改變其破壞的作為，這表示在主動積極開發各種奈米材料之前，必
須同時考慮這些奈米材料的化學組成及催化活性的風險，而不僅僅考
慮其大小、形狀或凝聚的程度。
2.多氯乙烷進行非生物還原脫氯過程中碳及氯同位素之影響

<2>

本 文 係 由 美 國 麻 州 木 洞 海 洋 研 究 院 （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海洋化學及地質化學系、伊利諾大學芝加哥分校地球及環
境科學系、瑞士聯邦水科學及技術研究院之專家學者共同研究發表。
針對地下水常見污染物：1,1,2,2-四氯乙烷（1,1,2,2-tetrachloroethane,
1,1,2,2-TeCA）、五氯乙烷（pentachloroethane, PCA）以及六氯乙烷
（hexachloroethane），利用二價鉻（CrⅡ）做為均質溶液還原劑的測
試模式，探討上述 3 種污染物在非生物（二價鉻還原作用）還原過程
中β脫氯機制（β-elimination）的碳及氯元素中動力學同位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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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tic isotope effects, KIE）。本文提出 KIE 的量測步驟，從最初反
應物到最終還原後產物氯同位素比。視動力學同位素影響（apparent
KIE, AKIE）計算結果顯示，在各種不同反應機制下的量測值，碳的
AKIE 均甚一致，其值在一定範圍，AKIEc＝1.021~1.031。但是相反
的，氯的 AKIE 則相差甚大，在還原性β脫氯機制（reductive β
-elimination）時，其值（AKIEcl=1.013-1.021）遠高於去氫氯化機制
（dehydrochlorination）（AKIEcl=1.000-1.006）。此一結果指出：氯化
污染物的還原轉換機制可能可以經由同時量測碳及氯的同位素分析
來獲得區分。
〈3〉

3.在都市暴雨逕流與鮭魚存活界面的感測系統

本文由美國華盛頓州奧立崗州立大學（Oregon State Univ.）分子及環
境毒理系、西雅圖市西北漁業科學中心及 NOAA 漁業部門共同發表。
交通運輸車輛排氣及煞車片磨損排出的銅，沉積在路邊及其他地方表
面，經由暴雨逕流（stormwater runoff）而抵達一些重要棲地，例如
美 國 西 北 部 瀕 臨 威 脅 及 絕 種 的 太 平 洋 鮭 （ pacific salmon,
Oncorhynchus spp.），這些鮭魚均在海岸集水區及河口迴游產卵。本
文利用傳統神經生理學的記錄方法（neurophysiological recordings），
觀察生態相關銅暴露（0 - 20 μg/ℓ，3 小時）對初生鮭（juvenile coho
salmon, O. kisutch）味覺的影響，這些記錄方法，包括針對鮭魚行為
改變的電腦輔助影像分析、評估銅暴露之下與一種遇到掠食者時警告
費洛蒙（alarm pheromone）相比較的敏感度及鮭魚的應變行為。這種
感測生理及逃避掠食者的行為改變，對初生鮭顯著不良影響的銅濃度
低到 2μg/ℓ。所以含銅的地表逕流可能引起化學感測的損失以及增
加被掠食死亡的機率。
4.以圖形系統模式提升在硬骨魚類的腦－腦下垂體－生殖腺研究主
軸的假設驅動生態毒理基因體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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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係 由 美 國 EPA 中 大 陸 生 態 部 門 （ Mid-Continent Ecology
Division ）、 生 態 暴 露 研 究 部 門 （ Ecological Exposure Research
Division）
、西北太平洋國家實驗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
以及佛羅里達大學生理科學系及環境與人類毒理中心的專家學者共
同研究。
本文設計 BPG 主軸（即腦－腦下垂體－生殖腺）
，用來研究生態毒理
基因體學（ecotoxicogenomics）的現象，用小魚模式探討內分泌干擾
化學品的影響。這個模式涉及 6 個部分，這 6 個部分代表與魚繁殖有
關的主要器官，而與 105 種蛋白質及 40 種簡單分子、25 種與轉譯有
關基因以及超過 300 種不同反應的交互作用。
微陣列（microarray）還可以增加另外的元素（蛋白質或基因）到模
式內，以增加模式的預測能力。了解圖形系統模式的使用與限制，圖
形系統模式將是強有力的工具，做為整個生物體連接分子與生化改變
的整體效應（whole organism outcomes）。

2008 年
5.墨西哥灣缺氧：交替狀態及遺留狀態

〈5〉

水體溶氧濃度小於 2mg/l 視為缺氧（hypoxia）
，美國密西西比河集水
區大量有機氮、有機碳污染物注入密蘇里州及德州海岸間的墨西哥
灣，造成夏季缺氧區面積的變動。本文以 20 多年的缺氧區面積大小
（hypoxic zone, HZ, 平方公里）數據，分析變動的原因與底質需氧量
（sediment oxygen demand, SOD）
、硝酸氮及亞硝酸氮負荷量（nitrate
＋nitrite N loading, NN）造成表面水體浮游生物繁殖的優養化缺氧均
有密切關係（例如 HZ/NN 的連續 30 年的比值變化，相關係數高，而
與總磷之關係，HZ/TP 則相關係數不高）
。此墨西哥灣正在推動的一
項行動計畫（The Action Plan for Reducing, Mitigating, and Controlling
Hypoxia in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設定 2015 年之目標為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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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大小控制在 5,000 平方公里，作者根據本文研究發現，在遺留之底
質呼吸需氧量更高以及進流交替之夏季氮負荷優養化需氧量更高的
情況下，目標可能很難達成。現址 SOD 數據顯示，夏季底層 SOD 耗
氧佔底層水柱總氧消耗的 22~30﹪，其他約 73﹪的消耗來自底棲生物
的呼吸（benthic respiration）
。
6.水介質中粒子表面作用力可藉由表面奈米結構化的形成而改變

〈6〉

碳酸錳（MnCO3）在間氧土壤（anoxic soil）及底質（sediment）是很
重要的化合物，碳酸錳可被溶解氧氧化，在表面數個奈米（nm）高
度 的 表 面 形 成 MnOx ， 這 種 奈 米 結 構 化 的 表 面 電 位 （ surface
potentials），比 MnCO3 本身要高出數百微伏（millivolts），與真正甲
烷菌厭氧醱酵之還原電位（約為-400mv）相比，此增加值增加很大，
此一改變接著涉及與周遭物種一系列局部區域的強大交互作用。在水
介質中，會與離子、分子及細胞等交互作用，而對表面吸附（surface
adsorption）有強大影響。本文利用力－體積顯微鏡（Force-Volume
microscope, FVM）原理，交互作用力＝懸臂彈簧常數 × 位移，位移
則由雷射射線定位量測，根據量測結果，同時做了精采的討論，認為
在低離子強度（low ionic strength）系統中，傳統的膠體化學電雙層
理論（DLVO 理論），已足以描述 MnOx 奈米表面的交互作用力。
〈7〉

7.微陣列分析 PBDEs 及其代謝物對斑馬魚的毒性機制

探討的物質包括：阻燃劑 PBDEs 及 BDE47，6-OH-BDE47（海洋生
物例如：藻類產生的天然產物或經由活體細胞代謝 BDE47 的代謝產
物）
。利用斑馬魚胚胎 fibroblast（PAC2）細胞株微陣列（microarray）
分析以及粒線體呼吸的改變及粒線體內部膜的壓力差量測，得到
6-OH-BDE47 對發育中或成年斑馬魚具急毒性，其濃度約在奈莫耳
（nM）範圍。其機制為改變蛋白質傳輸及碳水化合物代謝的表現基
因，干擾氧化性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OXP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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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鐵螯合物（hydroxamate siderophores）在大西洋的發生及其重要性
〈8〉

鐵雖然是地球上含量多的元素，但在水中的溶解性並不高，生物界（水
中或土壤中）仍然想盡辦法攝取鐵質，以提供生命所需。Siderophores
是能攝取或螯合鐵化合物的總稱，通常由細菌、藻類或植物根部分泌
至體外，基於生物搶奪鐵的目的，所以量測 siderophores 的量，在樣
品過濾液（溶解性）與濾渣（附著在細胞體外）之間的意義就顯得非
常重要，本文在此方面雖有描述，但大部分數據仍以溶解性為主。大
西洋水域中廣泛分布 siderophores G（直鏈狀）
，而 siderophores E（環
狀）則在特定不同區域分布。二種之總濃度約在 3~20 pM 之間，而與
海水中的鐵形成複合物，在地球生物化學中鐵的循環扮演重要角色。

2009 年
9.華盛頓特區 2001-2004 年間因飲用水中鉛的污染而使年輕幼童血中
鉛濃度上升

<9>

在華府地區嬰兒（≤1.3 歲）高血中鉛（EBL，血中鉛濃度≥10μg/dL）
於 2001~2003 年間發生率比 2000 年增加約 4 倍以上，其原因與自來
水公司將加氯（chlorine）改用加氯胺（chloramine）有關。自來水加
氯消毒，有時會產生三鹵甲烷等有害健康的副產物，但使用氯胺，會
將鉛管或含鉛管線（leaded brass 或 solder）中的鉛萃取出來，溶入自
來水中，造成 2001~2003 年期間水中鉛濃度（water lead levels, WLLs）
比 2000 年高出許多，2000~2007 年間的資料統計，均顯示 EBL 發生
率與 WLLs 有很強的相關。
10.從 1940 年以來由土壤檔案資料中印證抵抗抗生素基因豐富度在逐
漸增加中

<10>

大量使用抗生素及抗菌劑在醫藥及農業方面已有 60 年以上歷史。抵
抗抗生素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ARG）豐富度在 19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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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隨時間的變化，可以從荷蘭 5 個場址長期土壤歷史檔案資料中進
行 DNA 16S rRNA 及 18ARG abundances 的量化，結果均顯示從 1940
年開始，所有測試的各類抗生素其抗藥性均顯著增加。
<11>

11.評估累積性有機磷農藥孩童的身體負荷：一個國家案例研究

本文目的在開發生物監測（biomonitoring）數據用做健康風險詮釋的
方法，同時利用 NHANES 1999-2002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s）身體負荷資料在有機磷（OP）農藥上
的健康風險詮釋。在 7 個基本假設下，利用尿液代謝物數據，反向計
算 OP 農藥的暴露劑量。研究結果初步推論，美國約有 40﹪的孩童在
有 機 磷 農 藥 累 積 暴 露 的 神 經 系 統 衝 擊 的 暴 露 邊 際 （ margins of
exposures, MOEs）並不充分（MOEs＜1000）
。
<12>

12.新穎電化學方法用於評估腐植物質的氧化還原性質

2 種電化學方法用來評估腐植物質（humic substances, HS）
，包括定壓
直接電化學還原法（direct 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 DER）可以連續
監測電子及質子的傳輸，以及另一方法調節式電化學還原（mediated
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 MER）及氧化（MEO）。

2010 年
13.利用高通量鑑定有機微污染物的微生物轉換產物

<13>

本文係由瑞士聯邦水科學及技術研究院、生物地球化學與污染物動態
學研究院的學者共同研究。
在廢水處理過程中，許多微污染物都經過生物轉換為轉換產物
（transformation products, TPs）
，這些機制及 TPs 均有許多未知，若能
以結構基礎為 TPs 的預測工具，則對暴露在 TPs 的風險評估將大有
助益。本文即在發展有效的高通量量測步驟，可以廣泛地對眾多的人
造藥物（xenobiotics）的 TPs 進行監測。6 種藥物及 6 種殺蟲劑分別
添加到批式反應槽，反應槽以污水廠之活性污泥做為植種。樣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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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分離，再經質譜定量；結構式則經 MS 及 MS/MS 的圖譜及片
段推論。在藥物及農藥方面，均鑑定出過去未曾被提出的轉換產物，
此一結果顯示這種目標及非目標篩選方法，更能全面性解釋 TPs 的產
生。
14.美國紐約州阿第倫達克山區（Adirondacks）酸化：界定 30 個不
同化學酸化成因的湖泊營養階層生物

<14>

本文由紐約州環境保育局、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的生物系、
紐約州文化教育中心的紐約州博物館、賓州自然科學院、馬里蘭大學
的環境科技系、維吉尼吉州立（四州：指麻州、賓州、肯塔基及維吉
尼亞）大學生物系等共同合作發表。
阿第倫達克山區湖泊水體是美國受酸雨影響最甚的地區，酸雨影響物
種多樣性，從細菌到魚類，了解對整個生物（動植物，biota）的影響
是很重要的。本文呈現山區各種化學成分多樣性湖泊類別中的仲夏
（midsummer）之化學及生物族群的組成。
15.在懸浮微粒（PM）中環境持久性自由基（EPFRs）錯誤判斷為分
子污染物的可能

<15>

本文由美國路易士安那州立大學化學系學者提出。
環境持久性自由基（Environmentally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EPFRs）
可能在各種含金屬懸浮微粒（PM）的表面形成，且已知會觸發不良
健康影響。經由超音波振盪（sonification）及溶劑萃取進行化學分析，
EPFRs 會部分轉化為分子物種。酒精萃取 EPFRs 有 100﹪的效率，但
非極性碳氫化合物萃取的效率則＜20﹪，二氯甲烷萃取的效率則在
20-55﹪。被萃取出來的 EPFRs 在溶液中反應，形成多分子的反應產
物，包括：catechal、hydroquinone、酚、氯酚、戴奧辛類及呋喃類化
合物。由於二者不易區分，所以 PM 的毒性評估，EPFRs 所佔的份量
可能很大，而分子組成的化合物其毒性有可能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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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利用碳氮氫同位素比率法釐清殺蟲劑（Isoproturon）不同的微生
物轉換途徑

<16>

本文係由德國環境健康研究中心之地下水生態研究所，以及丹麥哥本
哈根地質化學局之丹麥及格林蘭（丹麥託管）地質調查部門的學者共
同發表。
特定化合物同位素分析（compound-specific isotope analysis, CSIA），
配合既有分析技術，能針對農藥的分解反應（尤其在地下水中的動向
宿命，fate）提供更多資訊。本文利用純種培養的細菌及黴菌株，研
究標的農藥〈Isoproturon〉3 種不同的起始生物轉化反應。分析標的
農藥不同分子同位素的變化，可由 C 及 H 同位素比率與黴菌對
isopropyl group 的 hydroxylation 相關；相反的，細菌（D47）的水解
作用則強烈導致 C 及 N 同位素比率改變。雖然還有各種不同的非生
物水解機制，但同位素量測可以區分二者不同的轉換模式。在
Sphingomonas sp SRS2 的 N-去甲基化（demethylation）過程中沒有發
現顯著的同位素比率差異。

2011 年
17.嬰兒用品中 PU 泡棉的阻燃劑鑑定

<17>

本文係由美國杜克大學環境學院、加州舊金山灣研究所、加州奧克蘭
東海岸市鎮公用部門、波士頓大學公共健康學院環境健康系以及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系與綠色科學政策研究所的學者共同發表。
針對 101 件常用嬰兒用品 PU 泡棉做分析，其中 80 件都含阻燃劑添
加物，最常見的為 tris（1,3-dichloroisopropyl）phosphate（TDCPP），
檢出率 36﹪；其次為 Firemaster 550 商業上的混合物，檢出率 17﹪。
5 件樣品含 PBDE 同源異構物（congeners）PentaBDE（在 2004 年即
被禁用，但仍出現），2 件氯化有機磷阻燃劑（OPFRS）是新發現、
以前未登記之物質。其中一個是商品名 V6，檢出率 15﹪，含有 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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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lorethyl）phosphate（TCEP）為不純物。
本研究同時以手提式 XRF 分析泡棉的溴及氯的含量，探討手提式
XRF 是否可用於預測鹵族阻燃劑添加物的存在，登現溴有很強的相
關，但氯就沒有顯著相關。
嬰兒直接暴露量的量測是後續進一步要執行的研究，才能決定產品與
健康之關係。
18.全氟化物在遙遠陸域食物鏈的生物放大：地衣—北美馴鹿—狼

<18>

本文由瑞士分析化學實驗室、化學及生物工程研究所、加拿大環境部
水生態保育研究部門、加拿大 Guelph 大學環境科學院等單位共同合
作。
全 氟 化 物 包 括 PFCAs （ perfuorinated carboxylates ） 及 PFSAs
（perfluorinated sulfonates）
，本文研究 PFCAs 及 PFSAs 在陸域食物鏈
的生物放大（biomagnifications）行為，食物鏈包括地衣及植物、馴
鹿及狼，地區橫跨加拿大二大陸域之北方領域。6 種 PFCAs（8~13
個碳）及 PFOS（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在所有樣品中經常被偵測
出，植物濃度最低（0.02~0.26 ng/g 溼重表示 PFCAs 的總和，PFOS
則為 0.002~0.038 ng/g 溼重）
；狼的肝臟則有最高濃度（10~18 ng/g 濕
重ΣPFCAs 及 1.4~1.7 ng/g 濕重 PFOS）
；馴鹿肝臟濃度次高
（6~10 ng/g
濕重ΣPFCAs 及 0.7~2.2 ng/g 濕重 PFOS）
。生物放大係數與組織細胞
及物質有很大差異，所以每一隻單獨個體的總濃度用來計算生物放大
及 營 養 放 大 （ tropic magnification ）。 營 養 放 大 係 數 （ trophic
magnification factor, TMF）以 PFCAs（9~11 個碳）最高（TMF＝2.2-2.9）
以 及 PFOS （ TMF=2.3~2.6 ）， 幾 乎 所 有 全 氟 化 物 （ 除 了
perfluorooctanate）都有顯著的生物放大倍數。
<19>

19.金奈米粒子在陸域食物鏈之生物放大證據

本文由美國肯塔基大學植物及土壤科學系學者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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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材料會隨著產品或原料經廢水及廢水產生污泥（biosolid）流布
到土壤等環境介質中。本文利用模式生物（2 種植物）探討植物攝取
5、10、15nm 的金粒子，樣本經 ICP-MS 分析全量（bulk analysis） 及
LA-ICP-MS 及 XRF 分析空間分布（spatially resolved method）
，得到
結果顯示營養傳輸及生物放大從初級生產者到初級消費者的平均放
大倍數為 6.2、11.6 及 9.6（對應於 5、10 及 15 奈米粒徑）
。
20.全球海岸線微塑膠的累積：來源及消失

<20>

本文由愛爾蘭都柏林學院大學生物及環境科學系、澳洲雪梨大學生物
科學院海岸城市的生態衝擊研究中心、英國普利茅斯大學海洋科學及
工程學院海洋生物及生態研究群組以及地質地球及環境科學院，英國
愛塞特（Exeter）大學生命及環境科學院等學者合作發表。
針對 6 大洲 18 個海岸場址做調查，涵蓋極地到赤道之範圍。以塑膠
碎片小於 1mm 定義為微塑膠（microplastics），微塑膠的傳輸會引起
塑膠添加物一起流布，塑膠本身也會引起生態危害。調查發現，最主
要來源為塑膠衣物經洗衣機長期磨耗，產生微塑膠（一件衣袍每次清
洗會產生大於 1,900 根之纖維）
，當都市人口增加，使用合成纖維製
品增加，均會增加海岸棲地的微塑膠累積，由底質調查即可發現累積
的證據。未來在城鎮污水的排放及污泥（biosolid）的再利用均要注
意微塑膠的問題。

結語
環境問題橫跨國界，所以研究環境問題無國界之分，最好跨國研究、
跨領域研究。根據 20 篇得獎論文，大部分都屬跨國陣容的研究，比
較容易得獎，研究工具等也容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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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環境技術」年度最佳論文
阮國棟1 吳國傑 2 李孝軍 3 吳婉怡 4
陳重方 5 顏己喨 6 吳仲平 7 蘇國澤 8

摘要
ES&T 每年公布最佳論文，本文收錄 2007 年至 2011 年共 5 年之「環
境技術」類最佳論文 16 篇，依其屬性分為回收再利用（廢水污水共
2 篇 ）、土壤地下水復育（反應性阻隔牆、活性炭加還原劑吸附脫
氯、CaCO3 影響地下水滲透率等物化技術 3 篇；基轉煙草幫助細菌
分解火炸藥、耐硼抗鹽基因型篩選整治含硒（Selenium）底泥等生
物技術 2 篇），高級氧化（BiOBr 光觸媒分解微囊藻毒、鹽水中有
機物自由基分解、鐠 praseodymium Pr+3 殺菌作用等 3 篇） ，生物技
術新應用（快速 BOD 測定方法、海水淡化並產生能源、生物脫鹽等
3 篇），以及物化原理新應用（過濾原理去除單壁碳奈米管、傳輸
原理被動採樣器應用、全氟化物傳輸及宿命研究等 3 篇）。針對 5
年 16 個年度最佳環境技術論文之研析，作者從技術成熟度（起始技
術、示範技術及商業化技術）觀察，ES&T 發表的技術大部分尚停
留在起始技術階段，未來實用性及商業化成功機率仍然是很大挑
戰，像 DNS 廢水回收 ASAs 產製抗肺結核藥的例子並不多。但在理
論解析、實驗技巧、結果討論及產出，都是難能可貴的工作成就，
值得研讀參考。

前言
環境技術種類相當多，ES&T 每年評選 3~4 篇論文為年度最佳技
術，並無法看出趨勢。因此，本文將 5 年（2007 年~2011 年）共 16
篇論文，依技術類別重新混合分類，概分為回收再利用技術、土壤
地 下 水 復 育 技 術 、 高 級 氧 化 程 序 （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
AOP）、生物技術新應用及物化原理新應用 5 類，詳如表 1。參考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所長 2 簡任研究員 3 主任 4 秘書 5 副研究員 6 科長 7 研究員 8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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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之次序，則依 2007 年、2008 年之排列至 2011 年為止，以利對
照查詢。
表 1 最佳年度論文重新分類情形
技術類型

技術內涵

回收再利用

利用廢水做為 paramycin 的原料

〈11〉

2010

污水臭味物質與飲水再用系統

〈15〉

2011

〈8〉

2009

〈6〉

2008

〈12〉

2010

〈1〉

2007

〈16〉

2011

〈10〉

2010

鹽水中有機物被氫氧自由基分解

〈13〉

2010

利用鐠（Pr+3）殺菌

〈14〉

2011

BOD 快速分析儀

〈3〉

2007

逆電析系統海水脫鹽並回收能源

〈4〉

2008

生物脫鹽槽海水淡化

〈7〉

2009

單壁碳奈米管在多孔介質之過濾機

〈5〉

2008

PE 被動採樣器量測疏水性有機物

〈2〉

2007

全氟化物（PFCAs 及 PFCs）之傳

〈9〉

2009

土壤地下水復育 反應性阻隔牆零價鐵還原鉻酸鹽
技術
活性炭及反應性雙金屬奈米粒子

參考文獻 年代

（ GAC/Fe/Pd ） 去 除 多 氯 聯 苯
（PCBs）
CaCO3 沈積影響地下水滲透率之模
型研究
基轉煙草幫助細菌分解受火炸藥
（TNT）污染場址
耐硼抗鹽基因型篩選，去除含硒
（Se）溝泥及底質（sediment）
高級氧化程序

光觸媒 BiOBr（溴氧鉍）分解微囊
藻毒（microcystin-LR）

生物技術新應用

物化原理新應用

制及可逆性

輸路徑及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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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廢水回收再利用技術
1. 利 用 製 造 4,4’-Dinitrostilbenz-2,2’-Disulfonic 酸 的 廢 水 當 做
〈11〉

paramycin 生產的原料

本文由中國天津大學化學工程及技術學院發表，就研究廢水處理、
化工技術之方法完整性、效益及商業化成熟度而言，都是漂亮的作
品。首先要了解一些有機化學的相互關係：
芳香族磺酸（Aromatic sulfonic acids, ASAs），不論從 benzene 或
stilbene 加以磺酸化衍生出來在工業上均廣泛使用。例如 benzene
sulfonic acids 用 在 產 製 離 子 交 換 樹 脂 、 農 藥 及 潤 濕 劑 ； stilbene
sulfonic acids 則用在光學光澤劑、合成染料。由於 ASAs 年產量以數
百萬噸計，又高度溶於水，不易微生物分解，容易造成水體持久性
累積性危害，所以針對製造 ASAs 產生的廢水必須妥善處理。
本 文 廢 水 來 源 為 製 造 DNS 產 生 的 廢 水 ， DNS 由 化 學 式 [4,4’Dinitrostilbene-2,2’-Disulfonic Acid]可知，係由上述 stilbene 磺酸化產
品 （ p-nitrotoluene-o-sulfonic acid, NTS ） 經 由 所 謂 氧 化 偶 合 反 應
（oxidative coupling reaction）而成 DNS。每年有 10 萬噸的 DNS 被
用來製造直接染料（direct dyes）、螢光光澤劑以及防蛀蟲製劑
（mothproofing agents）。由 NTS 產製 DNS 的「氧化偶合製程」雖
然產率（yield）高達 85%左右，但每年仍然有 1.5 萬噸 NTS 經轉換
為各種不同的 ASAs 溶於水中成為廢水，這種 200 萬立方公尺體積
含化學需氧量（COD = 20,000mg/l）的 DNS 廢水，屬於高濃度廢
水，回收有用物質列為最優先考慮的策略。
本 文 另 一 有 機 化 學 產 品 為 俗 稱 的 paramycin （ 4-Amino-2hydroxybenzoic acid, PAS），是一種抗肺結核藥，通常與另一種抗肺
結核藥 Isoniazid 一起治療疑似由肺結核桿菌引起的開放性肺結核
（active tuberculosis）。PAS 也是一種用來合成多種藥物、高分子及
農藥的中間產品（intermediate）。本文則為創新方法製造 PAS，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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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溶於廢水的 ASAs 來合成 PAS。
本文利用 HPLC-ESI-MS 等儀器，鑑定 ASAs 結構。並在主要回收再
利用製程的每一單元（NaClO 氧化、Fe 還原、鹼融合），鑑別轉化
產物。
整個回收轉化效率（從廢水中的 ASAs 轉化為 PAS）大於 85%。此
一結果，在 DNS 製程廢水的處理上找到一個對環境及經濟更好的替
代方案，同時也可以擴展到硝化甲苯的氧化偶合反應，其他工業製
程一樣可以使用。
回收再利用製程單元為本文之主體，包括 NaClO 氧化，Fe 還原及鹼
融合（alkaline fusion），請讀者參閱原文，有很詳細的實驗說明。
2.城鎮污水處理後放流水中的臭味物質與飲水再用系統

〈15〉

本文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及環境工程系、新加坡國家水
務局之專家學者共同發表。
污 水 處 理 系 統 放 流 水 （ effluents ） 所 衍 生 出 的 低 閾 位 （ low
thresholds）臭味物質，會對飲用水的美味（aesthetics，亦即日本人
強 調 的 所 謂 甘 甜 可 口 ） 大 打 折 扣 。 例 如 2,4,6-trichloroanisole 及
geosmin 為 2 種在放流水中最主要的臭味物質，其濃度均在嗅覺閾位
的 2 個 次 冪 以 上 （ 10 的 2 次 方 ） 。 其 他 臭 味 物 質 ， 例 如
vanillin,methylnaphthalenes,2-pyrrolidone 也可用 GC-MS-olfactometry
串聯儀器偵測出來。實廠（指城鎮污水處理廠）用先進處理設施，
例如逆滲透膜（RO）可以降低臭味物質，但仍然有一些在處理之後
還有高於嗅覺閾值的濃度。其他先進製程，包括生物活性炭、
UV/H2O2 臭氧氧化（ozonation），也能降低放流水中的臭味物質。
結果顯示，沒有一個先進單元可以去除所有的臭味物質達到低於嗅
覺閾值的程度。為了避免從污水回收做為飲水的臭味物質問題，必
須應用各種先進處理單元多重屏障（multiple barriers）的策略，或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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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來源的水源加以稀釋。
本文是類似新加坡這種推動新水（new water）政策的國家，以及未
來水資源缺乏，面臨必要整合 POD（point of discharge）與 POS
（point of source）及 POU（point of use）等各點於同一點時（亦即
放流水排放點即可能為飲用水水源或使用端的情境），國家水資源
整合（integration）政策時重要的參考，在環境工程技術上，使用所
有的先進製程層層把關，在技術面及經濟面均為目前可行的
（available）的技術。

土壤地下水復育技術（3~5 為物化，6~7 為生物）
3.現址反應性滲透牆還原鉻酸鹽的長期性能評估

〈8〉

本文由瑞士伯恩大學（Univ.of.Bern）地球科學院、蘇藜士環境科學
局生物地球化學及污染物動態研究所、瑞士能源與材料循環實驗室
等學者共同發表。
在污染現址建造雙排（double-row）柱型（cylinders）的滲透式反應
阻隔牆（permeable reactive barrier）內部填充零價鐵屑（zerovalent
iron shavings），用來整治鉻酸鹽污染（chromate remediation），已
實施及監測性能達 4 年之久（投稿日為 2008 年 12 月）。分析固體
樣本以探討相關腐蝕機制（corrosion mechanisms）及產物、鉻酸鹽
還原途徑及固定化、在水力及地球化學複雜的地下水區域設置阻隔
牆的長期性能。分析地下水樣本及反應性材料樣本顯示鐵的腐蝕區
涉及進流區（inflow）、中央及出流（outflow）的厭氧鐵腐蝕區，
而鉻酸鹽的還原則僅限於進流區。腐蝕的外皮（rinds）形式及厚度
則與採樣時間、位置深度及大小、形狀及石墨含量等有關。在進流
區，腐蝕外皮主要為針鐵礦（goethite）及 ferrihydrite。X-射線細部
結構光譜儀顯示 2 種不同的三價鉻物種，類似同質異質氧化還原反
應（redox）途徑造成的。滲透反應性阻隔牆（PRB）的壽命及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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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主要受限於零價鐵屑（ZVI-shavings）的還原腐蝕速率，因為零
價鐵屑的表面會形成鐵氫氧化物的厚層外皮，減低繼續還原六價鉻
成為三價鉻的速率。
4.多氯聯苯在活性炭/鐵/鈀上面吸附及同時脫氯：機制及反應性阻隔
〈6〉

牆觀念

本文由美國環保署國家風險管理研究實驗室、私人 pegasus 技術服務
公司合作發表。
底質（sediments）含有 PCBs 等污染物的整治面臨很多挑戰。本文
集中探討粒狀活性炭（GAC）加上反應性鐵鈀（Fe/Pd）雙金屬奈米
粒子（亦即 GAC/Fe/Pd 系統）處理標的污染物：水中的二氯雙酚
（2-chloro biphenyl, 2-CIBP）的脫氯。研究發現：2-CIBP 會很快的
而且完全的被 GAC/Fe/Pd 所捕捉（sequestrated）；被吸附的污染物
同時被 Fe/Pd 脫氯產生雙酚（biphenyl, BP）；BP 形成後也很快的吸
附在 GAC 上。2-CIBP 的吸附及脫氯反應速率常數為一階反應。簡
單質量平衡得知：在最低負荷 5 g/l（水相 PCBs 濃度）48 小時反應
下 ， 2-CIBP 及 NP 在 水 相 的 分 配 為 6.3% 及 3.7% ； 在 固 相
（GAC/Fe/Pd）的分配為 8.1%及 81.9%，這顯示 PCBs 污染的地下水
場址，可以用填充反應性（GAC/Fe/Pd）的阻隔牆（reactive capping
barrier）來整治。
5.在地下水沉積系統模型中橫向混合引起 CaCO3 沉積及對滲透率降
〈12〉

低的孔隙尺度研究

本文由美國西北太平洋國家實驗室（PNNL）的基礎與運算科學部、
能源與環境部、環境分子科學實驗室部門，以及伊利諾大學香檳分
校（UI-Urbana-Champaign）的土木與環境工程系、地質系等學者共
同發表。
在矽晶圓上蝕刻一個微流體孔隙結構，做為地下水沉積系統的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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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稱為微模型（micromodel），用以研究地下水整治與地質碳
貯存（carbon sequestration）時礦物沉積（mineral precipitation）及滲
透率降低（permeability reduction）。以含有 CaCl2 及 Na2CO3 的溶
液，在 4 種不同的飽和狀下，經由 2 個分離的進口引入，經由橫向
擴散混合，沿著微模型的中心主流方向流動，而產生 CaCO3 的沉
積。隨著飽和狀態之增加而增加沉積速率，但減少總沉積量。不同
形態（polymozphs）的 CaCO3 結晶水沉降也會沿著橫向擴散區形
成，不同飽和狀態的情形會產生不同的晶體。在工程的意涵上，可
能有：CO2 團（plumes）的邊緣產生礦物沉積而降低有效滲透率，
增加內部壓力而使 CO2 注入困難；另外，在現址復育時沿著污染團
（plumes）邊界形成沉積物，會降低反應物混合及清除效率。因為
實際復育工程面對的變數更多，包括溫度、pH、壓力、競爭的各種
陽 離 子 及 離 子 強 度 ， 物 理 及 化 學 上 的 異 質 條 件 （ physical and
chemical heterogeneity），未來可能發展三維的孔隙介質研究，是所
期待。
〈1〉

6.基轉煙草對火炸藥（TNT）污染場址生物族群之影響

本文由英國劍橋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格拉斯哥大學（Univ. of
Glasgow ） 生 醫 與 生 命 科 學 研 究 所 、 牛 津 生 態 及 水 文 中 心
（NERC）、約克大學（Univ. of York）生物系的專家共同發表。
火藥 2,4,6-三硝基甲苯（2,4,6-trinitrotuluene, TNT）為微生物頑固
（不易分解）的物質。植物提供初級能源給土壤中的微生物，影響
微生物族群的大小及組成，這些族群的大小和組成又會影響植物與
生長動態。本文發現經過基因轉殖的煙草（transgenic tobacco）植
物，能過量表現一種分泌細菌硝化還原酵素（nitoreductase）的基
因，去除因 TNT 污染土壤對細菌造成的毒性，而有效增加細菌社群
的質量及代謝活性，這種具有根瘤環境（rhigospheze）的基轉煙草
與野生種煙草植物，顯然有助於細菌對 TNT 污染場址的整治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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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耐硼抗鹽及高硒累積植物 stanleya pinnata 基因型（genotypes）
篩選及農業排水渠道底質植生復育（phytoremediation）特性研究
〈16〉

本文係由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服務處、加州州立大學生物系與灌溉
技術中心等專家共同發表。
4 種生態型（ecotypes）高累積硒植物 stanleya pinnata （pursh）
Britton 被作為從中篩選經過高鹽（NazSO4,NaCl）及高硼（boron）
遺傳變異儀（genetic variation）耐鹽耐硼的基因型（genotypes），
並進一步做為農業排水渠道底泥（同時含有鹽、硼及硒）去除硒的
植生復育之用。從眾多對硼及鹽敏感的苗木中已成功篩選出非常少
數 個 別 耐 硼 耐 鹽 的 基 因 型 。 所 謂 高 累 積 硒 作 物 （ selenium
hyperaccumlation）可以從土壤含量 4~6 ug/g 中，累積到植物體有
2000~15000 ug/g 乾基的濃度。除了新葉、花及種子都會累積硒之
外，還會將水溶性、高毒性大的硒酸根離子（SeO4-2），轉化為毒性
較 低 的 methylselenocysteine （ MeSeCys ） 及 selenocystathionine
（SeCyst）。
從每一種 ecotype 中篩選出 genotype 經測試其硒的分布、累積及揮發
損失。實驗濃度從 2510 ± 410 到 1740 ± 620 ug/g（乾基的葉子平均
濃度±標準偏差），種子濃度則在 3180 ± 460 到 2500 ± 1060 ug/g
（乾基）。其他研究評估揮發率（volatilization rate）為 722 ± 375 到
1182 ± 575ug/m2．day。經過 2 個生長季（約 18 個月），篩選出來的
genotype 從高累積及揮發總量，約可去除 30 公分高底層中 30% 硒的
量。

高級氧化程序（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 AOP）
8.光觸媒破壞水中微囊藻毒 microcystin-LR 時溴氧鉍（BiOBr）在
D-Glu 和 D-MeASP 去羰基（decarboxylate）的獨特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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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國三峽大學三峽大壩地區生態研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中國
科學院山嶽危害及環境研究所專家共同發表。
自 然 水 體 pH 條 件 下 ， 可 見 光 可 以 驅 動 溴 氧 鉍 （ Bismuth Oxide
bromide, BiOBr）觸媒將微囊藻毒 MC-LR 的特殊位置，包括 D-麩胺
酸（Glu）及甲基-D-天門冬酸（MeAsP）的游離酸群予以去羰基
化，也能對 Adda Chain 中的雙鍵位置及 Mdha Chain 中的不飽和鍵
位置予以攻擊，使 MC-LR 毒性降低。上述 D-Glu 及 D-MeASP 的特
性，與 TiO2 光觸媒截然不同，亦與過去認為 MC-LR 要裂環之後才
去羰基化（decarboxylation）有很大不同。實驗過程中 12 種中間產
物利用 LC-MS 儀器鑑定，並且用 H218O 的標記法，確認是 BiOBr 催
化作用產生的去羰基化。結果顯示與 TiO2 光觸媒機制：開始中氫氧
自由基攻擊，或水解後直接與電洞互相作用；BiOBr 光觸媒機制：
由 MC-LR 的自由羰基與光觸媒光引發的電洞直接作用。此種不尋常
的去羰基行為，似乎與 BiOBr 特別的價帶與傳導帶（valence band
and conduction band）有關。BiOBr 能選擇性的將 MC-LR 毒性部位
予以破壞，在飲用水有效處理上有其特殊意義。
9.鹽水有機物被氫氧自由基為主的高級氧化程序分解時，鹵離子及
〈13〉

碳酸根離子的影響

本文由耶魯大學化工環工系以及康乃迪克州農業試驗站環境科學部
門的專家共同發表。
高級氧化程序（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 AOP）產生非選擇性
的氫氧自由基（OH*），將水中污染物（各種污染物）氧化分解。
鹵離子在 AOP 過程中產生是 OH*的清除工（scavenger），導致消耗
自由基，而無法去除污染物。但是鹵素轉化氫氧自由基為「自由基
反應性鹵物種」（radical reactive halogen species, RHS），RHS 參與
具有選擇性富電子有機污染物（react more selectively with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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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organic compounds）的分解，例如 17β-estradial。
-

-

-

-2

本 研 究 目 的 即 在 評 估 Cl 、 BR 及 （ H2CO3+HCO +CO3 ） 對 利 用
UV/H2O2AOP 模 式 處 理 有 機 物 時 的 影 響 。 標 的 污 染 物 為 烷 基
（alkane）酚或（烯基）酚（詳原文表 1），RHS 物質為 X*及 X2*

-

。 由 於 在 類 似 海 中 還 有 「 天 然 有 機 物 」 （ natural organic matter,
NOM），也是消耗 OH*的清除工，但若標的污染物為富電子型，例
如 17β-estradiol，RHS 會集中火力在標的污染物的氧化，而受
NOM 的競爭較少，所以 RHS 是否參與反應，決定 AOP 受到鹵離子
及碳酸根離子影響，是本文主要之論點。
10.轉化可見光為紫外光：鐠（Pr+3）活化轉化物質使微生物鈍化

〈14〉

本文為喬治亞理工學院土木及環工研究所學者研究成果。
利用合成的奈米複合材料光觸媒，達到轉化（upconversion）可見光
為紫外光（UVC），做為表面抗菌塗布材料。不同於一般光觸媒，
為將光能轉換為活性反應物種（例如自由基），本文純粹經由光學
機制達到抑菌作用。用鐠（Pr+3）活化離子（activation ion）使磷光
劑（phosphor）轉化（upconversion），這種能將可見光轉化為紫外
光的能力，經由冷光儀（photoluminescence spectroscopy）證實。合
成之材料為「鑭滲雜轉化冷光之奈米及微晶 Y2SiO5 」（lanthanidedoped upconversion luminescent nano-and microcrystalline Y2SiO5）。

生物技術新應用
11.利用微片生命感測器高通量產出生化需氧量（BOD）量測值

〈3〉

本文由香港科技大學應用生物與化學技術系之教授共同發表。
傳統分析 BOD 的方法，需時 5 天並需大體積水樣，若能開發快速且
高通量產出的量測方法 ，則甚具實務效益。利用矽酸鹽表面經有機
物修飾後之微平版生物感測器（microplate-based biosensor consisting
of an organically modified silica oxygen sensing film, ORMOSIL），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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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生物反應（消耗 O2）以及氧的感測器 2 單元。ORMOSIL 系
統氧的感應膜是[Ru（dpp）3]Cl2，其中 dpp = 4,7 – diphenyl – 1 , 10 phenanthroline，是一種氧敏染料（oxygen sensitive dye），生物反應
膜則為 bacterium stentrophmonas maltophitia 沉積在 PVA/ORMOSIL
複合材料表面上。此種組裝可以在 20 分鐘內完成，BOD 值與傳統
方法也比較具有好的相關。
12.鹽水及淡水在逆電析系統中控制混合而達到能源回收

〈4〉

本文由荷蘭 Wageningen 大學環境技術系及荷蘭永續水技術中心之專
家共同發表。
從鹽度梯度（濃度差）可以發電（salinity-gradient energy），所以混
合 海 水 及 河 川 水 可 以 產 生 乾 淨 能 源 。 逆 電 析 （ reverse
electrodialysis）靠薄膜使海水河水混合產生電流。調整膜與膜之內
部距離，可以減少內部能量損失，特別是填充河水的低導電隔室內
部膜與膜之距離，從 0.5 mm 降 0.2 mm 即有助益。研究發現除了隔
間厚度，隔間的幾何形態亦會影響內部的離子傳輸阻力。
13.利用生物脫鹽槽進行海水脫鹽的新方法

〈7〉

本文由中國清華大學國家關鍵整合實驗室環境模擬與污染控制部
門，以及美國賓州州立大學工程環境研究所共同發表。
目前海水脫鹽技術為能源密集之高壓薄膜製程。本研究指出海水脫
鹽可以不用電能，而以有機物做為燃料。生物燃料電池（microbial
fuel cell）經過改裝，在陰極及陽極之間加入 2 片薄膜，使 2 片膜中
間產生海水脫鹽的中間室。陰離子交換膜緊鄰陰極，陽離子交換膜
緊鄰陽極，當細菌產生電流時，在中間室的離子就傳輸到 2 個電極
室（electrode chambers），鹽水就在中間室（middle chamber）發生
脫鹽作用。在此觀念求證實驗中（proof-of-concept experiments），
我們使用所謂「生物脫鹽槽」（microbial desalination cell, M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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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鹽水濃度分別為 5、20、35 g/L，並添加醋酸做為微生物基質，
在單一 MDC 槽中最大產生 2W/m2（即 31W/ m3）的電力，脫鹽率達
90% ， 由 於 鹽 已 從 中 間 室 移 除 ， MDC 的 歐 姆 電 阻 （ ohmic
resistance）由 25Ω增加到批式終了時的 970Ω 伏特電壓產生的遞
減，是第一次討論海水淡化及能量產生的一種新的方法。

物化原理新應用
14.孔隙介質中單壁碳奈米管的傳輸：過濾機制及可逆性

〈5〉

本文由耶魯大學化工環工系以及耶魯大學地質及地球地理系教授共
同發表。
過濾（filtration）在環境工程技術上是一項很重要的單元操作，傳統
飲水經過慢濾處理，可以得到甘甜可口，甚至於連細菌微生物均能
去除殆盡。在多孔介質之過濾理論發展甚為成熟，本文將之應用在
新興物質：單壁碳奈米管（single wall carbon naotubes, SWCNTs）的
傳輸現象觀察，或去除工程設計，允為極佳之聯結及推進（使過濾
現象更進一步）。
本文利用嚴謹定義的多孔介質系統（well-defined porous medium），
由石英砂組成的濾床及一定範圍組成的溶液。結果顯示增加溶液離
子強度及鈣離子濃度，均會增加 SWCNTs 在濾床上的沉積，與傳統
膠 體 化 學 理 論 一 致 。 但 是 ， 在 低 離 子 強 度 （ ≦ 3.0mMkcl ） 時 ，
SWCNTs 過濾沒有顯著改變，在去離子水（C/Co=0.90） SWCNTs
的不完全貫穿現象顯示，SWCNTs 在填充石英砂管柱之過濾仍然受
到物理因素之影響，亦即 SWCNTs 的形狀、結構特別是長寬比
（aspect ratio），容易凝聚的狀態（aggregate state）均會影響溶液流
經多元介質的水流。在低離子強度下，已經沉積在石英床上的
SWCNTs 會重新移動釋出，但若有鈣離子，則不會再釋出。
〈2〉

15.聚乙稀（PE）設備：被動採樣器量測水中疏水性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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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由 美 國 麻 省 理 工 學 院 （ MIT ） 土 木 環 工 系 以 及 加 州 Loyola
marymount 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共同發表。
被動採樣器有許多優勢及限制，已在最近幾年引起大量研究，讀者
可參考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1 期、第 2 期之許多論文，類似半
透膜設備（semipermeable membrance devices, SPMDs）及固相微萃
取（solid-phase microextration, SPME）。本文用聚乙稀為材料，稱
為 PEDs，實驗共進行 8 種 PAHs、5 種 PCBs 以及 1 種 PCDD 的聚乙
稀與水之間分配係數（KPEWs）的量測，發現這些值與辛烷與水之
間分配係數（KOWS）相關性很強（r2=0.89）。
16. 長 鏈 全 氟 化 物 PFCAs 及 PFCs 從 排 放 源 直 接 排 放 全 球 宿 命
〈9〉

（fate）及傳輸途徑之比較評估

本文由瑞典斯得哥爾摩大學應用環境科學系以及瑞士聯邦技術研究
院化工及生物工程研究所之專家共同發表。
「全球尺度多物種質量平衡模式」（global-scale multispecies mass
balance model ） 被 用 來 模 擬 PFCAs （ C8-C13 ） 及 PFCs 之 長 程
transport （ 傳 輸 ） 及 fate （ 宿 命 ） 研 究 。 長 程 包 括 空 氣 及 海 洋
（atmospheric+oceanic），而必須假設有不同的 pka 值及進入模式
（mode of entry），對長鏈 PFCAs 加上 PFCs 而言，空氣傳輸比例較
海洋傳輸要大。模式預測非生物環境中 C8、C9 的濃度值，與目前
已有的表面海洋水域的監測值一致，而且 C8/C9 之濃度比值，也與
經 過 觀 測 的 生 物 界 的 值 相 一 致 （ reconcilable ） 。 模 式 預 測 之
C11/C10 濃度比值，與排放源或遙遠地區實測值則甚難一致，推論
模式預測值 C10 及 C11 可能有非直接排放源加入，或對直接排放源
的這些同分異構（homologues）的估計並不準確。

結語
1.從美國環保署及一般技術研究院將研發技術分成不同成熟度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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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起始技術（emerging technology），適合學校博士班論文題
目 ， 有 創 意 但 不 一 定 成 功 ； 示 範 技 術 （ demonstrated
technology），經 bench scale，pilot scale 測試完成，約有 7 成或 8
成成功機率的技術；商業化成熟技術（available technology），可
授權、可移轉、可交易的完整技術，但通常不適合做學位論文。
ES&T 期刊屬於學術論文的期刊，所以刊登的，大都屬於起始階段
創新觀念的驗證居多，成熟技術的報導少之又少，5 年 16 篇得獎
論文有此趨勢。
2.光觸媒技術研究者眾，類似 BOD 感測器、生物燃料電池，在本質
上均有某工程化的致命限制因子，造成長期以來不易大規模商業
化的結果， 5 年 16 篇最佳論文可能無法迴避此等問題。
3.回收廢水中有用物質製造抗肺結核藥的案例是少數具體可行的技
術，回收污水做為飲水必須採取多重除臭除污設備的案例，亦為
實用可用技術，從理論到實證，使技術內涵更為完美完備。
4.年度最佳論文之所以獲選，一定有其獨到之處或特別貢獻。5 年
16 篇論文若從動機、理論研析、實驗設計，結果產出等科學活動
的角度欣賞，每篇都有精采處，值得觀摩及提升自己的研究功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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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層析同位素比質譜儀（GC-IRMS）
陳麗霞 1 金翁正 2 郭安甫 1 翁英明 3

氣相層析同位素比質譜儀
（ GC-IRMS ） 能 檢 測 物 質 中
碳、氮同位素比值。儀器構造
包括氣相層析儀、燃燒介面（含
氧化反應器及還原反應器）及
同位素比質譜儀三大部份。分
析原理是先利用氣相層析儀將
混合物中的個別碳氫化合物加以分離，再將各成分經過內壁塗有
CuO/NiO/Pt 之中空陶瓷管在攝氏 950℃ 下燃燒成 CO2 、NOx 及
H2O，再進入還原反應器（由還原銅組成），在 640℃ 下將 NOx 轉
換成 N2 並把多餘的 O2 移除，經除水裝置，去除水分後，進入同
位素比質譜儀，可精確定出

44

CO2、45CO2 或

28

N2、29N2 含量及同位

素比值。精準度可達 0.1~0.3‰，誤差值約 0.01‰。即使是非常微小
的同位素比值差異也可以被偵測出來。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1. 裝設不斷電裝置、冷氣機、除濕機：穩定的電壓才能讓儀器處於
穩定的狀態，提高檢測值之精密度與準確度，建議裝設不斷電裝
置。執行樣品分析時，因氧化爐須維持 940℃，還原爐須維持 650
℃，溫度非常高，一定要確認冷氣不可中斷，否則極易發生危險。
另外，精密儀器在潮濕的環境中，零件易損壞，除濕機的使用，
可以延長儀器的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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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RMS 右側面板不可隨意打開，因有 3000 Volt 高電壓，若不慎
觸摸，會有生命的危險。
3. GC 與 Ion Source 之間是以針閥（needle valve）控制其攜帶氣體
（carrier gas）是否可以流至 Ion Source。在打開針閥以前，一定
要關掉 Ion Source 的電源，否則燈絲（filament）會斷掉。Needle
valve 在執行樣品分析前打開，不用時則關閉，以免 IRMS 遭受到
不必要的污染。
4. 整體系統要維持一定的真空度。確認的方式為：當關閉針閥時，
其真空度要保持在 10

-8

-7

至 10 mbar 之間。當與 GC 相通時，其

-6

真空度約為 10 mbar。
5. 避免大量的溶劑進入氧化管：大量的溶劑進入氧化管後，氧化管
的效能會變差，此時可用再氧化的方式，將氧化管的氧化能力還
原。實驗者在設計分析方法，執行樣品檢測時，一定要小心的控
制 backflush 的開閉，避免大量的溶劑進入氧化管。
6. 開機或關機一定要依照廠商建議的步驟執行，不可任意變換，以
免油氣被吸入 IRMS，造成污染。若 IRMS、氧化管和 GC 分離
管柱等有污染時，可以升溫加熱的方式去除、必要時得更換新的
組件。
7. 儀器使用前要先作調機的步驟，調機項目包括：Reference gas 校
正、Peak shape test、Background test、Calibration and Autofocus。
8. 若執行標準品溶液分析時，圖譜 peak 變寬、有拖尾現象、雜訊增
多時，可能是氣相層析管柱喪失層析能力，需要更換管柱。
9. 儀器穩定度測試：執行樣品分析前，須執行「Reference Gas On/Off
test」至少 3 次(每次 On/Off 10 次)，計算峰值的標準偏差，對於
二氧化碳標準氣體，標準偏差在 0.07 以內之結果，表示儀器處
於穩定狀況，可以開始執行樣品分析。若峰值隨著時間變化時，
可能是空白值在下降，需要等待儀器穩定後，才可執行樣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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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與挑戰
相同之化學物質，其同位素比值會因製程、原料來源不同或環境影響
而有所差異，若是污染成分相似或是相同，只靠常用分析技術，如氣
相層析質譜儀技術，所提供之化學分析結果，不足以判定污染來源，
舉證污染責任。使用 GC-IRMS 技術，提供組成原子的同位素比值進
行研判，互補傳統化學指紋之研判結果，可達到強化分析結果之法律
證據功能。GC-IRMS 可應用於食品來源追溯、食品攙假鑑別、產源
鑑定、毒品禁藥來源追踪、監測污染廠址或污染水層生物降解現象，
作為生物復育評估之參考、環境污染物來源追蹤等檢測分析。
使用 GC-IRMS 技術， 可以測得個別化合物安定性同位素比值，樣
品經由氣相層析管柱分離的 peak，必須是單一化合物，不可含有雜
質，所測得之同位素比值才具有意義。因 GC-IRMS 不能確認圖譜上
peak 所代表化合物的種類及純度，所以樣品於執行分析前，須以
GC/MS 分 析 ， 確 認 圖 譜 上 peak 是 單 一 化 合 物 ， 如 此 可 增 加
GC-IRMS 圖譜判定的準確性。IRMS 的靈敏度不高，環境樣品基質
複雜，含待測物濃度又很低，所以在樣品進行前處理步驟時，要如何
去除基質並保留待測物，是一項具有挑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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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
趙春美 1 陳怡如 1 陳麗霞 2

分析超微量化合物的最佳拍檔
近年來，食品安全屢屢亮起
紅燈，從 2008 年大陸三鹿
奶粉被檢測出摻有三聚氰胺
到 2011 年爆發五大類食品
中含有可塑劑旳成份，再再
反應食不安心的問題。這二
起食品違法添加事件，歷時
已久，只是在早期對這類化合物的檢測資訊不夠，儀器感度及資料庫
尚未有系統的建置，因此未列入篩檢的項目，而錯失早期發現的機會。
隨著各種檢測儀器的蓬勃發展，對於各種不當食品添加劑的檢測已不
是難事，其中結合液相層析儀的高解析層析分離能力和質譜儀高選擇
性、靈敏度以及能提供化合物分子量及結構優點而發展出的液相層析
串聯式質譜儀，在二起食安事件中，均扮演關鍵角色。另外目前國際
上許多國家對於許多水中新興污染物如個人保健用品、醫藥類化學物
質、內分泌干擾物及消毒副產物等等日益重視，也紛紛列入監測名
單。而這些物質多屬極性不易揮發的化合物，因此最適合以液相層析
質譜儀作為檢測工具。
液相層析質譜儀目前在層析介面，最常使用的有傳統高效能液相層析
儀（High Perfomance liquid Chromatograhy, HPLC）以及超高效能液相
層析儀（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PLC）
，後者由於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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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壓度的提高（15000 psi）
，可搭配比傳統 HPLC 所使用的更小粒徑
層析管柱，並且可加大流速，使化合物分離的解析度提高，時間縮短，
而且相對地節省有機溶劑的使用，因此 UPLC 結合質譜儀是未來的
主流趨勢。
藉由層析儀將樣品中的混合物作一適當的分離，可減少後端質譜分析
時的相互干擾。質譜儀依據設計原理的不同而有不同型式，目前一般
實驗室普遍使用的是三段四極柱串聯式質譜儀，除了能滿足超微量化
合物定性及定量的要求，在人員儀器訓練以及機器維護上也比較容
易，價格在各式的質譜儀中相對地也較不昂貴。
本篇文章就此型的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的使用操作及維護所需注
意的事項作簡單的說明。

液相層析儀的使用及維護注意事項
一、管柱的選擇
1. 依據所要分析化合物的性質可選擇逆相或正相管柱，一般逆相管
柱使用的機會較大。購買前應充分了解該管柱的特性如適用 pH
範 圍 、 溫 度 、 鍵 結 相 的 特 性 ， 是 否 耐 100% 水 相 及 是 否 有
endcapping 等等。管柱內填充物的粒徑，一般 HPLC 選擇 3~5 μm
(UPLC 可選擇 sub2 μm )，大於 10 μm 不適用於 LC/MS，因為會
造成峰過寛。粒徑越小的管柱具有增加層析分辨率和靈敏度的優
點，提高的分辨能力可更可靠地分離同分異構體。
2. 管柱的長度視樣品的複雜性及分析化合物的多寡作適當的選擇，
越複雜或分析物越多可能要選擇較長的管柱，但要注意壓力會較
大，花費的時間也會變長。
二、移動相的選擇
1. 避免使用含非揮發性鹽類的動相如磷酸鹽、硫酸鹽等，以免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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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塞離子進入的入口 。
2. 另外在正離子分析模式中可添加酸於移動相，主要是提供質子使
分析物帶正電離子化，負離子分析模式添加鹼可促使分析物酸根
的解離而帶負電離子化。
3. 一般 HPLC 溶劑適合於 API-MS。較好的電噴霧溶劑將在溶液中
保持離子。因此，如甲苯這樣的溶劑，在溶液中不會保持離子，
不能用於電噴霧。雖然水是對離子極好的溶劑，但它的溶劑化能
太高，去溶劑困難。常用的 LC/MS 溶劑一般為甲醇、乙腈、水
和揮發性添加劑，如甲酸、乙酸、甲酸銨和乙酸銨等。如果這些
常規溶劑能滿足分析的需要，可不考慮其他溶劑。
三、樣品的製備
1. 建議樣品以移動相配製，避免有機相的比例超過移動相，因為易
造成較極性分析物快速一起析出或裂峰的產生，尤其在多成份分
析中，影響更明顯，另外也會導致滯留時間漂移。
2. 若樣品無法溶解於移動相中，要確認溶解樣品之溶劑可和移動相
互溶，以避免樣品沉澱或形成鹽類沉澱。
3. 以 0.2 μm 濾膜過濾樣品以除去雜質。
四、管柱安裝
1. 小心拿取管柱，不要使管柱掉落或受到重擊，以免破壞充填物分
布的均勻性。
2. 連結管柱與 1/16” 不鏽鋼管或 peak 管時，要注意連結密合，避
免滲漏，渦流而影響分析圖譜。
3. 末端管件和管柱及和層析儀連結處，以適合的板手，順時針旋緊
1/4 圈，切記勿旋太緊。
4. 注意管柱上所標示的流向，不要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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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衡管柱
1. 平衡管柱所需移動相的體積至少需分析管柱體積的 10 倍量以
上，剛開始以 0.1 mL/min 的流速，以漸增的方式至我們要的流
速，更換移動相時，也是緩慢漸增的方式作置換及平衡。
2. 儀器一段時間未使用，在有機移動相部分，會產生溶劑揮發，而
使管線有氣泡的產生，需打開 Purge valve 作管路排氣泡的動作，
否則壓力不會上升，待氣泡趕除，壓力上升且變動在 2% 以下才
能繼續平衡及分析的步驟。
六、保護管柱
樣品中的不純物易造成污染，最好接上具有相同成分的保護管柱，避
免污染後端分析管柱，延長管柱使用壽命。當分析進行時背壓持續升
高至極限時，就要注意是否是保護管柱或分析管柱有所阻塞，需適時
更換之。若要採取逆洗方式，需詳閱管柱說明書，並非每種管柱皆允
許逆洗。
七、管柱的保存
避免讓含有緩衝鹽類的移動相，長期存在管柱內，保存前先以 10 倍
管柱體積量的去離子水流洗，再以管柱說明書建議的保存液流洗一段
時間，再將管柱二端以栓塞密封，避免保存液揮發而使填充物乾涸。

質譜使用及維護需注意事項
質譜儀離子源主要三種，電噴灑、化學游離法以及光游離法，目前最
常用的是電噴灑游離法，是對熱不穩定極性化合物分析之首選，在此
僅介紹在使用電噴灑離子源時所應注意的事項。
1. 電噴灑之 3 個基本步驟：噴霧及帶電→去除溶劑→離子蒸發。ESI
之霧化氣壓力、乾燥氣流速及溫度取決於流動相組成及流速，如
流速越快、含水量越高即需越多乾燥氣輔助去除液滴中溶劑。在
樣品的製備上應注意(1)分析物是否在溶液中為離子態(2)是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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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電離的化合物如甲醇(3)是否含雜原子的化合物(4)溶液中是否
帶多電荷(5)流速(6)分析物的 pKa 值，溶液的 pH 值及導電性，
另外電噴灑不適合用來分析非極性的化合物如 PAH 或 PCBs。
2. 實驗室的溫度控制在 25°C 左右，避免 Turbo pump 運轉時產生高
熱，減短 pump 的使用壽命。
3. 定期請工程師清潔及調校儀器，使質量及解析度符合規範。
4. 實驗室應配備不斷電糸統，使有儲備的電力，待供電回復以及避
免來電時產生的突波對儀器產生不良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充裕的
時間執行正確的關機步驟。
5. 關機正確的步驟，應先關閉 turbo pump，但讓機械式 pump 繼續
運轉 15 分鐘後再關閉，避免同時關閉，產生氣體回流至真空腔。
開機時，則先打開機械式 pump 運轉 15 鐘後，再開啟 turbo
pump，可加速抽真空，並避免殘留氣體進入真空腔。實驗室最好
也有除濕機，避免濕氣太重，影響 pump 抽真空的效率。

儀器特性與展望
目前液相層析串聯式三段四極柱質譜儀雖在各式的質譜儀中，價位較
便宜，儀器操作訓練及維護較容易，但對於一般中小實驗室，仍是一
大負擔，所以在檢測業擁有的並不多。但隨著超微量分析的需求增
加、新興污染物檢測的堀起、各國法規日益嚴謹、層出不窮的食安事
件以及環污問題等種種趨勢研判，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未來將是實
驗室必要基本配備。在這裡也要強調一點，雖然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
儀具有高感度、高準確度等優點，但是若缺乏有效率的樣品前處理，
仍無法完全發揮其檢測優勢，尤其是目前積極發展的多成分分析，若
在前處理沒有有效的萃出，儀器仍無用武之地。雖說目前這類儀器已
有進展到可直接上樣分析，但基質種類繁多，可不是像水樣說上就
上。所以有效率的前處理方法加上精準的儀器才是真正地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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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 XRF 重金屬分析儀現場操作經驗談
顏榮華

1

楊喜男 2 王世冠 3

手持式 XRF 重金屬分析儀（FPXRF）即利用一 X 射線管產生高能
量之 X 射線，將 X 射線照射在樣品上，使樣品之原子吸收此一 X 射
線而被激發或游離，產生內層軌域之電子空洞，然後再從外層電子遞
補進到內層軌域時，釋放出特性 X 射線，此特性 X 射線之能量為
兩個軌道之能階差，此能階差因元素不同而具特異性，因此由特殊偵
測器偵測此一特性 X 射線即可鑑別元素種類及定量分析。由於在較
內層的電洞被補充之後，會接著一系列電子躍遷，使外層電子重新排
列，此過程會導致特性 X 射線之發射，所以在光譜線上會出現多條
譜線代表 同一元素，通常 FPXRF 所分析的原子核外電子層為 K ,L,
及 M 層。如 La Lb Ka Kb 等特性 X 射線，所以當元素間彼此的特
性 X 射線能量很接近時，通常會產生光譜上的干擾現象。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科長 3 組長

2012年6月

244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分析範圍與元素
可分類塑膠模式及合金模式；塑膠模式（RoHS/WEEE 單位 ppm ）：
18 種元素 - 氯、鈦、釩、鉻、鐵、銅、鋅、硒、砷、溴、鎘、錫、
銻、汞、鉛、鉍、金、鎳- PVC/ No PVC 判定。合金模式 （合金鋼
種判定及成份分析，單位%）
：26 種元素－鈦、釩、鉻、錳、鐵、鈷、
鎳、銅、鋅、硒、鋯、鈮、鉬、鈀、銀、鎘、銦、錫、銻、鉿、鉭、
鉑、金、鉛、鉍、鋁。 內建 340 餘種國際鋼種判定，並可自建 500
種鋼種－無鉛焊錫成份快速判定。

操作：
輻射折射方向
輻射發散方向
被
測
樣
本

輻射折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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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F 測試樣品的準備
材料測試時要求是均質材質，均質物質（單一物質） ：不能機械的
分成不同物質的一種物質，均勻的一致的組成成分，機械性拆分即用
物理的方法，如:旋開、切斷、壓碎、研磨等方法，而非化學方法。
一般樣品；可以直接測試，塑膠標樣濃度要求為 5 mm 以上，金屬
樣品 1 mm 以上，對於輕金屬（如 Al、Mg 或 Ti 等）要求在 5mm 以
上。

儀器操作與維護
本儀器屬精密分析儀器，使用過程中，應輕拿輕放，勿跌落，防止內
部零件受損。測試視窗前段黃色薄膜應保持乾淨，可用醫用酒精擦
拭，勿弄破裂。儀器電池電量使用至儀器顯示 10% 時，應更換電池
或充電。儀器不使用時，應放入防塵箱內，防止受損。隨儀器配送的
標準片（塑膠與合金各一）
，勿暴曬與接觸化學樣品以防污染、變質。
樣品測試完成後，把儀器內部資料下載，定期把資料刪除。儀器對工
作環境要求不高，室溫下均可使用，但在電磁場環境下易受干擾，工
作時，應遠離電子設備 70 cm 以外。手持測試時，測試視窗切勿對
人，儀器周邊 1 m 內不要有人。

XRF 使用中常見問題，分析及解決方案
1. 儀器與電腦不能連接
解決方案：NDTr 軟體上接口沒有選擇好，數據線沒有連接好，測試
過程中不能連接，干擾所致，電池問題，儀器沒有開機。解決辦法︰
選擇合適的接口，檢查數據線是否插到位或更換數據線，排除干擾
源，關掉 NDTr，重新打開即可，更換電池，儀器開機。
2. 儀器自動校正完成後 Res 過高
解決方案：儀器開機後暖機時間不夠，儀器受到干擾所致，溫度過高，

2012年6月

246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儀器開機暖機 10 分鐘後再做自動校正，排除干擾源，遠離電子設備，
儀器先關機泠卻半小時後，再開機校正，硬體問題。
3. 儀器測試某樣品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判定是否 OK
解決方案：測試視窗處所擺放樣品太少，樣品材質複雜，短時間內無
法判定，非均質材質，解決方案︰樣品儘可能擺滿測試視窗，成分比
較複雜的樣品，判定其重金屬的含量，有時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分析出
結果，將不同的樣品分開測試，測試的樣品最好為均質材質。
4. 儀器測試樣品時，數據超標，但送 ICP 測試卻 OK
解決方案：二者原理不同，測試方法不同，XRF 定性測試有疑問，
以 ICP 定量測試確認是必要的。解決方案︰測試數據很高時，應檢視
圖譜確認，是否受到干擾，儀器所測試的 Cr 是總 Cr ，非 Cr 6+，儀
器所測試的 Br 是總 Br , 非 PBB/PBDE。
5. 同一樣品，測試時使用合金模式和塑膠模式結果差異很大
解決方案；兩模式能量資訊計算模式不同且內建檢量線基準點有差
異。建議檢測時先選用塑膠模式，若結果超出自定管制值，先進行圖
譜判定，看是否受其他元素干擾（是否有 peak）若樣品為金屬或合金，
可進一步用合金模式再次確認。
6. 儀器使用中輻射安全問題
解決方案：體外曝露的輻射防護原理，防止輻射的三個方法︰必要時
加屏蔽，減少使用時間，保持適當距離。
7. 怎樣確認儀器是否正常
解決方案：有三種模式；儀器自動校正完成後，檢查 Res 是否在範圍
內，塑膠模式下，測試隨儀器配送的塑膠標準片，檢查結果是否在允
收範圍內。
8. 儀器常見故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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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儀器內部軟體 FPGA 驅動丟失，需重新安裝 FPGA 驅
動，儀器內部軟體 TI 驅動丟失，重新安裝 TI 驅動，儀器內部軟體
原始檔丟失，需要重新安裝原始擋，Res 過高，硬體故障，需維修，
馬達故障，需維修，Tube or Detector 故障,需維修，暖機 10 分鐘後，
出現該提示為溫度不夠，致泠器故障，需維修，Detector 或 Tube 故
障，需維修，Res 變星號，Detector 或 Tube 問題，需要維修，沒能
量發出，Tube 故障，需要維修，溫度不正常，硬體故障，需要維修。.

應用與挑戰
廢棄物樣品之檢測分析應依據公告檢測方法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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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易篩選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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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即時檢測有利於取得代表性樣品之準確性，判定具快速、準確及低
費用性之現場篩檢設備並可降低不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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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線螢光光譜分析儀（XRF）
蔡坤龍 1 葉玉珍 1

X 射線螢光光譜分析儀（X-Ray Fluorescence，簡稱 XRF）應用於各
類樣品的元素定性、定量分析，包括：環境樣品、汽柴油品、電子電
機產品、合金材料、金屬回收、礦物、考古學古物、藝術品中的顏料
鑑定…等。由於 XRF 能夠執行多元素同時分析、儀器穩定性佳、檢
測速度快、樣品檢測時不會被破壞、準確性亦不差，所以被廣泛採用。

XRF 的優勢：非破壞性檢測
XRF 最大的特點就是非破壞性檢測！經前處理後的樣品以 XRF 分
析前後的本質不會變化，也不會損耗，但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
譜儀（ICP-OES）或原子吸射光譜儀（AAS）檢測樣品元素含量，必
須先將樣品以強酸或強氧化劑進行溼式消化成液體，才能進行儀器分
析，樣品前處理程序耗時且不環保。相較之下，對於不易消化或需保
持原樣特性的樣品，則非常適用 XRF 檢測。

不同 XRF 在環境分析應用的優勢及限制
XRF 由激發源（X 射線管）
、分光系統、偵測器構成。依使用者的需
求，分為手持式及桌上型，在環境分析有不同的應用的限制。
手持式 XRF：優勢是輕巧便利，易於攜帶，適用於環境污染場址初
步調查，可針對現場採樣的土壤、污泥、灰碴等進行元素快速半定量
篩選或有害成分的鑑定，亦可鑑別木材是否以具毒性的「鉻化砷酸銅」
防腐處理。但手持式 XRF 的 X 光激發源功率小，能檢測元素範圍
較少，且譜線干擾、重疊較嚴重，故有其使用限制。
桌上型 XRF：常見的桌上型 XRF 有兩種：能量分散式 X 射線螢
光光譜儀（ED-XRF）與波長分散式X射線螢光光譜儀（WD-XR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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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規範不同，可檢測濃度範圍由 ppb 至 ﹪。其特點為定性及定量
分析精準度高、分析元素種類多，對於譜線干擾、重疊問題可藉由儀
器軟體及譜線選擇予以改善，但有些桌上型儀器需要空調設備、冷卻
循環水、甚至需要液氮冷卻，維護成本高。
最 近 幾 年 發 展 的 全 反 射 式 （ 或 低 角 度 ） X- 射 線 螢 光 分 析 儀
（ TXRF） 是 ED-XRF 的 一 種 延 伸 機 型 ， 其 所測得的訊號主要來
自樣品全反射回來的 X-光，試片製備成薄膜後，樣品基質產生 X-螢
光以及散射後 X 光之干擾被大幅降低，因樣品的待測元素訊號提
升，所以 TXRF 相當靈敏，可以同時進行多元素定性分析或添加內
標元素之定量分析。TXRF 偵測器位於試片表面上方，兩者距離極為
接近，所以對樣品試片的平滑程度及粒徑要求甚高。與一般 ED-XRF
相 似，對於 元 素 週 期 表 第 3 週 期 的 元 素，儀 器 感 度 比 WD-XRF
差 、偵 測 極 限 較 高 ，且 受 限 試 片 載 台 及 偵 測 器 之 空 間 限 制 ，如
體 積 較 大 之 塊 材 樣 品 ， 則 無 法 直 接 使 用 TXRF 檢 測 ， 樣 品 必
須經適當前處理才能上機量測。

儀器操作與維修注意事項
桌上型 XRF 適用定性、半定量（不須準確定量）或定量分析，操作
應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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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部分
手持式 XRF 的 X 射線，由高容量電池供應電力，光源功率低，燈
管的靶材、偵測器會影響樣品元素偵測範圍。一般而言，手持式 XRF
主要的耗材是 X 光燈管，平時並不需太多維護。
桌上型 XRF 維護費用較昂貴，某些桌上型 ED-XRF 為了獲得較佳
的解析度，半導體偵測器需以液氮冷卻，維持在低溫狀態，在連續長
假期間仍須維持人力更換液氮，否則會造成偵測器毀損無法修復。桌
上型 WD-XRF 因備有高功率 X 射線光源，平常待機時仍不斷產生
廢熱，必須施以冷卻循環水冷卻，使用期間如發生電力系統臨時斷
電，將造成 X 光燈管損耗，因此實驗室通常須裝設不斷電系統，以
備緊急應變需求。惟在非上班期間無預警斷電時，不斷電系統電力若
耗盡，仍會導致儀器不正常關機。
2. 元素定性分析部分
儀器操作參數設定或使用儀器規格不同，對定性分析結果影響甚鉅，
例如：定性分析未檢出的元素，可能是該儀器的規格等級不夠，或是
儀器操作設定不當，如應在真空狀態卻是在大氣或氦氣條件下操作，
導致感度降低，以致未能檢測，亦有可能是譜線重疊及儀器的穩定度
不夠導致誤判；欲避免上述錯誤，可藉由具經驗的操作者或依樣品來
源背景資料來判斷，亦可使用 ICP-AES、ICP-MS 或 AA 等儀器確
認 XRF 檢測數據。
3. 元素定量分析部分
由於工廠製程樣品的基質單純及數量龐大，非常適合以 XRF 做定量
分析。但環境樣品的成分差異大，以土壤為例，雖然同樣是土壤，但
因來源不同、成分不同，同一條檢量線無法適用全部樣品，也就是說
沒有萬用檢量線！由於 XRF 受到樣品的基質效應與物理效應的影
響甚鉅，建立檢量線時須依樣品特性加入不同修正因子，取部分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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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分析數據比對確效後，才可以使用 XRF 直測樣品。以環檢所
使用 XRF 直接測定底泥樣品為例，使用參考標準品建立 XRF 檢量
線後，取樣品數的 20﹪分析，其分析數據與王水消化法比較，依據
儀器軟體加入檢量線修正因子並重複比對，直至二種檢測方法相對差
異在 25﹪ 以內，依此建立的 XRF 檢量線才可適用樣品分析，目前
可以使用 XRF 直接測定底泥樣品中鉛、鎳、鋅、銅、砷及鉻。
4. 樣品前處理
固體樣品的製備方式可以經由粉碎、研磨（越細越好）、壓錠或製備
成熔融片，塊材樣品需將表面拋光，液體樣品製備於樣品杯；如需進
行定量分析樣品製備方式與檢量線製備方式要一樣，以減低樣品的基
質及顆粒效應所造成的誤差。

應用現況及未來展望
XRF 是一種相對快速、非破壞分析方法，能達到預估樣品濃度的篩
測工具，常應用於現勘等前期工作，XRF 定位在半定量的功能上，
可提供不錯的參考價值與佐證分析。欲使用 XRF 執行基質單純樣品
的定量分析，雖然設備條件及操作技術上較為嚴苛，但XRF檢測屬綠
色分析方法，符合未來檢測趨勢，在環境樣品的定量技術值得持續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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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掃瞄電子顯微鏡（Tabletop Microscope）
劉素妙 1 黃壬瑰 2 楊喜男 2

桌上型掃瞄式電子顯微鏡是一
台體積精小、容易操作又可快
速得到分析結果的精密檢測儀
器。可廣泛應用於生物、材料、
化學、電學等不同領域樣品的
表面觀察與分析。儀器設計原
理是藉由電子槍產生高能量電
子束透過聚光透鏡和物鏡聚焦電子束而照射在待測樣品上，再以高感
度的半導體類型的偵測系統檢測來自樣品表面的背向散射電子。可觀
察在光學顯微鏡不能達到的更高的放大倍率，由於較長的聚焦景深，
所以可以觀察到立體的影像。

本儀器之強項與限制
1. 本儀器採用低真空法消除電荷，即使樣品為未鍍上金屬膜的絕緣
體，也能快速進行樣品觀察，不需惱人的樣品前處理或者錯綜複
雜的觀察條件設定。
2. 儀器之配備軟體具有自動聚焦和自動亮度對比等功能，易於影像
觀察和影像儲存，可供資料庫之建立及教學教材參考。
3. 儀器體積大小比傳統電子顯微鏡小得多，故可安裝在工作桌上，
且可以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控制和調整所觀察的影像。
4. 從打開電源開關到看到影像大約只需 3 分鐘，又可瞬間完成放大
倍數從 20 倍到 1 萬倍的轉換。
5. 本儀器最大的優點是可減少環境樣品前處理的時間，及縮短檢測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 2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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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兼具節能設計，大大地降低所耗時間和人力。
6. 本儀器性能只介於高級光學顯微鏡與傳統掃描電子顯微鏡之間，
最高放大倍數只達 1 萬倍，對於檢測樣品更細密的結構有其技術
上的限制；再者其操作過程是在高真空及高電壓下，操作人員必
須具有真空基礎知識和了解高電壓危險性之安全衛生訓練。

操作與維護的注意事項
1. 操作待測樣品時，務必使用樣品高度量架來調整待測樣品的高度
和正確地量測待測樣品的大小。否則樣品或樣品室內的零件可能
會受損。尤其是如果造成半導體元件（反射電子偵測器）的表面
有刮傷,則它的性能就會下降衰退。
2. 在操作期間如果發生異常情形如不尋常的雜音，臭味或冒煙，須
立刻關掉電源。然後做必要的適當的安全評估後，連絡負責的服
務代理商來處理。
3. 渦輪分子幫浦或隔磨幫浦有一定使用年限，如果發生異常發熱、
雜音或停止，有可能是運轉軸承使用年限已到。
4. 如果長時間使用顯示器和鍵盤，繼續同樣的姿勢和長時間看顯示
器，眼睛和身體就會疲勞而危害到健康。為了健康著想，若長時
間使用的時候，每 1 小時需休息 10 到 15 分鐘左右。
5. 請保持儀器室在下列的環境條件下，即使儀器不用時也一樣：室
溫 15 到 30℃；濕度低於相對濕度 70% 以下(不可有凝結物)。
6. 本儀器應該要保持在真空狀況下，不要讓空氣進入，即使是長期
不用。
7. 千萬不要安裝其他應用軟體在本儀器的電腦中。否則可能會出現
無法預期的畫面，給儀器帶來不良的影響，或使本儀器的系統變
得不正常地動作。
8. 如果任一程式、數據突然壞掉或不能預期的動作、異常的畫面出
現時，此電腦有可能已經感染電腦病毒了。如果有感染病毒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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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時，請用防毒程式來檢查是否有感染。
9. 在硬碟或其他儲存媒體存取期間如果電源被切斷, 電腦會出故障
或儲存資料和軟體會損壞。要結束操作,請務必關掉電腦程式, 然
後才關掉電腦的電源開關。在離開儀器前，一定要關閉加速電壓。
10. 使用過程，破真空前務必先由軟體關閉高壓電子束。
11. 使用完畢，關機前務必先將機台內抽真空，才可將電源關閉。

儀器應用與挑戰
由於環境污染物分析項目日益增多諸如微生物、藻類、廢棄物及焚化
爐爐渣等等，都可利用桌上型掃瞄式電子顯微鏡快速觀察其表面微結
構及立體影像。雖然儀器容易操作又可快速得到分析結果，但是對於
檢測樣品更細密的結構和專業的判斷，端賴嫻熟的專業技術和人才訓
練，實為挑戰性極高的一項專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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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頻道數據分析儀（Multi-channel analyzers）
程惠生 1 賴金郎 2

多頻道數據分析儀主要運用於環境振動源量測，國內雖然暫無相關法
令或法規，但多數環境影響評估計畫，都被要求執行開發區域之環境
振動監測，以了解開發前後振動的增加量或改變情形。

多頻道數據分析儀最具強項功能為
1. 本儀器名為多頻道數據分析儀，顧名思義儀器可以執行多頻道數
據即時監測。本儀器因採購金額有限故僅可運用 4 頻道（原儀器
最多可執行 12 頻道）
，所以監測時可以同時量測並獲得三軸（X、
Y、Z）振動量，有別於傳統普通振動計僅能獲得三軸方向振動量
之合成值。
2. 儀器性能與規格均符合 JIS C 1510（1995 年版）
、IEC 61260 Class
1（1995 年版）規範，同時亦滿足世界各主要法規或規範。
3. 可同步量測 X、Y、Z 三方向並呈現出，對於欲瞭解某一方向之
振動量是可以輕易量測與進一步分析其發生特性與主要發生頻率
（利用頻譜分析功能）
。
4. 儀器量測範圍：30 dB～120 dB 適用一般環境突然增加振動量（如
營建機具打樁機等）之監測。
5. 量測振動基準值亦可隨不同法規選擇規定之基準值，例如日本基
準值是 10-5 m/s2 亦謂 0 dB = 10-5 m/s2，歐盟（ISO）基準值是 10-6
m/s2 亦謂 0 dB = 10-6 m/s2。
6. 儀器具有頻譜分析功能，對於 1/3 八音頻分析其範圍為 1 Hz～80
kHz，可以解析振動源頻率分布對於振動控制可提供必要數據，亦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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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環境常見振動源可以分析其頻譜分布。
7. 國外對於環境振動其管制頻率大都為 1 Hz～80 Hz，如果爾後國內
主管機關管制振動頻率有別於 1 Hz～80 Hz，本儀器亦可透過儀器
設定得到欲了解頻寬（最寬可至 1 Hz～20 kHz）之振動源。
8. 儀器所屬其搭配之專業軟體功能相當齊全，可以先將現場所監測
到原始數據，攜回辦公室開啟檔案再依據計畫需要，重新分析計
算振動指標。舉例於言，可以依據 ISO 8041 與 ISO 2631 規定計
算指標（Wk、Kd 等）
，得到人體對振動的感受度；另外如要瞭解
振動源對環境的影響，亦可藉由軟體計算出 L10(v)、Leq(v) 等。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1. 本儀器使用時均須搭配拾振器（振動的感應頭）或微音器（噪音
的感應頭，俗稱麥克風）或者同時監測，需特別注意當兩者同時
監測時各自欲瞭解頻率範圍的設定，如有錯誤設定會造成監測結
果數據誤判。
2. 測量當時所使用的振動拾振器，宜注意允許使用溫度及濕度範
圍。另拾振器可能會受到風速、電場、磁場等影響。因此測量時
應考慮適當遮屏（例如加蓋子等）或變更測量點等，俾將人為誤
差降至最低。
3. 設置拾振器須注意宜擇於平坦且堅硬水平的地面（例如：踏硬的
土、混凝土、瀝青舖面等）
，拾振器之三個接觸點或底部全部接觸
地面。
4. 測定方向包含 X、Y、Z 三方向，須注意要清楚標示振動源發生的
前進方向。舉例而言，監測高速鐵路振動，一般皆以高鐵列車前
進方向定為 X 軸，垂直面定為 Z 軸。

儀器應用
多頻道數據分析儀可以依據計畫需求，連結不同感應器（例如量測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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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接聲音感應器，如量測振動接拾振器（或稱加速規）
）
，監測完成後
再以軟體提供計算功能，分析量測數據俾與管制指標比較，其相關數
據應用層面相當廣泛。本儀器比較適合環境中振動量測與稽查或振動
污染控制與工程。

多頻道數據分析
儀本機

振動拾振器(X、
Y、Z 獨立方向)

圖一、多頻道數據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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