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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可以算是實驗素材
嗎？說出來可能嚇人一跳，
是的，而且使用率超高！像
是「化學活化冷光酵素基因
表現法」（CALUX）快速篩
測戴奧辛之方法就有用到螢
火蟲的冷光基因，更多跟冷
光有關文章請參閱內文第
47、105 及 179-190 頁。

肝癌細胞對芳香烴基(如
戴奧辛)有很強的親合
力，科學家利用戴奧辛與
肝癌細胞芳香烴受體之
特異性結合，發展快速篩
測方法，本期第 105 頁有
精采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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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Editor's Notes

科學論文的個人識別及支援資訊
金翁正 1 黃克莉 2 巫月春 2 阮國棟 3

本刊<環境分析評論>第 3 期(2012 年 6 月)，根據 Anal. Chem 主編提
出撰寫科學論文應注意的七項規則

（註1）

，刊出「秋水文章不染塵：文

字文章與文化」一文，討論科學論文應避免的寫作缺失，本文進一步
指出現今科學論文存在的許多附帶價值，以及公開使用的識別系統。

「支援資訊」(Supporting Information)是論文價值之一部分

（註2）

分析化學 (Analytical Chemistry)是本刊的標竿刊物，規定主要研究論
文(primary research article, PRA)因受篇幅限制，以不超過 7 頁為上
限。但近年來，超過半數以上的 PRA 作者，將無法在 7 頁容納的資
料，另外放到「支援資訊」(Supporting Information, SI)上，這種主餐
與副餐(附餐)明顯區分的作法，已經在科學社群上廣被採用。SI 可以
免費取得(PRA 大部分均須付費訂閱)，SI 與 PRA 一樣均須經過同儕
審查(peer review)，所以 SI 對讀者而言，一樣是有價值的資訊來源。
對 作 者 而 言 ， SI 寫 法 要 注 意 與 主 文 (PRA) 不 重 複 但 有 互 相 連 結
(cross-referenced)，例如圖、表之編碼使用圖 S-2，表 S-1 等等，以與
主文之圖 2、表 1 做出區分。圖 S-2，表 S-1 在主文出現的適當位置
也要註記，以引導讀者進入 SI 中查詢閱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組長

3

所長

(註 1)Royce Murray , Skillful writing of an awful research paper, Anal. Chem.
2011,83,633-633.
(註 2)Royce Murray, The Valuable Part of Your Paper Calle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Anal. Chem.2011,83,5809-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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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價值的資訊會在 SI 中出現?
由於 SI 與 PRA 為分開製作的 PDF 檔，經審查後，PRA 由 ACS 編輯，
SI 則不經 ACS 編輯，而直接放在 Web 上供自由擷取。SI 有相當彈性
供作者補充資訊(但須與 PRA 有 cross-referenced)，例如：
1. 與 PRA 密切相關且更進一步的討論(any further discussion
germane to the PRA)。
2. 精采的補充材料(novel SI materials)，包括影片剪輯(video clips)
及其他圖像(imagery)。
3. 實驗步驟的更多描述(any expanded description of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4. 補充實驗或理論推衍結果的圖表。
5. 針對 PRA 或 SI 所補充的參考文獻。
6. 與 PRA 中圖表相類似的其他實驗或理論的圖表，例如主文重要
圖中的數值或動力學實驗的細部數值，或蛋白質體學細部的資
料等。
7. 與主文有關的運算模式，例如化合物的分析及特性描述，延伸
使用的工具及電路圖等。
當然，最主要的，主餐與副餐都要達到同樣可讀的水準(the same easily
readable quality as that in the PRA)。

論文與研究資料「數位物件辨識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註3)

數位物件識別碼(DOI)是一套識別數位資源的機制，發展 DOI 旨在彌
補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之不足，因為 URL 表達的是資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object_identifier,2012/7/12.

2012年7月

2

編者的話∣Editor's Notes

所在的網址，而非數位資源本身的資訊，DOI 能克服此一問題。DOI
碼由前綴及後綴兩部分組成，之間用「/」分開，下列為典型 DOI 識
別碼的寫法及對應網址：
10.1006/jmdi.1998.2354 (http://dx.dox.org/10.1006/jmbi.1998.2354)
一開始的「10.1006」是前綴，由國際數位物件識別基金會確定。其
中「10」為 DOI 目前唯一的特定代碼，用以將 DOI 與其他採用相同
技術的系統區隔；「1006」為註冊代理機構的代碼，用以區分不同的
的註冊機構。後綴由資源發行者自行指定。
現在越來越多期刊將 DOI 列為文獻格式的一部分，想要投稿就必須
把文獻的 DOI 識別碼找出來並附上。
另一方面，由已知 DOI 要查詢這 DOI 連結的文章，只要連進網址
http://dx.dox.org/10.1006/jmdi.1998.2354，就能查到對應 DOI 識別號
10.1006/jmdi.1998.2354 的論文資訊或全文。

「開放式研究者與貢獻者識別碼」(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

(註4)

ORCID 希望藉由給予全世界每位作者一組 16 位元，獨一無二的電腦
識別碼(有別於 DOI 的每篇數位資源辨識碼)，讓作者真正的身分得以
辨識。ORCID 預定在 2012 年推出，若能成功，對解決同名問題及科
研管理將有革命性之貢獻。以 2011 年為例，以「Y. Wang」為名的論
文達 3926 筆，並且每天以 10 筆以上的速度在增加，人們很難區分作
者誰是誰

(註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4)http://about.orcid.org/
(註 5)科學論文的個人指紋，知識通訊評論，第 117 期，頁 39-41，201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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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履歷網」(Science Experts Networks Curriculum Vitae,
SciENcv)

(註6)

美國聯邦研究機構，例如國家科學基金會及國家衛生研究院，正在研
究如何整合 ORCID 與 SciENcv，藉由此 2 個計畫中的辨識平台，將
有助於研究者匯整與更新他們的動態，管理者也得以檢視是否重複補
助 給 同 一 作 者 。 目 前 正 由 先 導 性 SciENcv 平 台 (PILOT SciENcv
platform)測試 SciENcv 計畫的可行性。所謂科學家履歷網的任務在建
立共享及自願性參與的研究人員資料系統，以利美國聯邦政府補助經
費的計劃管理，以及讓研究員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他們研究成
果及真正的貢獻。

結語
科學論文是眾多科學社群活動的結晶，涉及龐大資金、人力的投入，
科學活動在人類長期發展扮演關鍵角色，所以科學論文從主文
(primary research article, PRA)撰寫的嚴格規定，到個人指紋辨識，數
位物件識別，PRA 以外的支援資訊(Supporting Information, SI)的規
定，無一不是在建立這個社群有效溝通、合理管理、良性運作及永續
發展以達到科技服務人類之終極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6)http://rbm.nih.gov/profile_project.htm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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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學：百年涓流終成世紀長河
陳元武 1 陳明妮 2 潘復華 3 翁英明 3
許元正 1 李孝軍 4 顏春蘭 5 阮國棟 6

摘要
分析化學（Anal. Chem.）為國際知名期刊，也是本刊〈環境分析評論〉
的標竿刊物。從 1909 年「工業工程化學研究」開始，經 1949 年正式
衍生獨立的〈分析化學〉期刊至今，已超過 100 年的歷史。本文收集
近 6 年（2006-2012）分析化學主編在每月出版撰寫的「編者的話，
editorial」專文共約 60 篇，藉由主編長期專業及敏銳的觀察，加以分
類整理，共得 20 項觀點，期能回顧重塑百年風華於萬一，並與分析
化學同好同業共享之。

觀點 1：幾度星移 再接再厲 涓涓細流 匯成長河(註1)
許多刊物出自出版商的主意，有些則像分析化學（Anal. Chem.）一樣，
從早期播種的幼苗慢慢長大，以下是大略成長變革的經過：
1909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I&ECR）
（工業及工程化學研究）創刊
1923 I&EC “News Edition”出刊
1929 I&EC “Analytical Edition”出刊
1943 I&EC “News Edition”改為 I&EC News
1949 I&EC “Analytical Edition”正式衍生（spun off）出獨立的
Anal. Chem.
2011 Analytical Chemistry改為電子版
2012 Analytical Chemistry主編由担任21年主編的Royce Murray換為
Jonathan V. Sweedler，一棒接一棒，延續下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研究員

3

組長

4

主任

5

副所長

6

所長

(註 1) Royce Murray, A Brief History of This Journal, Anal. Chem. 2011, 83,
8825-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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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Chemistry 的百年奮鬥史，專業主編（Editor-in-Chief）
、編
輯（associate editor）以及同儕審查的義工（peer-reviewers）
，他們的
眼光、犠牲奉獻的精神，以及建立公開透明可長可久的審稿制度等，
都是成功的關鍵。細數幾位大咖級主編：
Harrison E. Hows（1921-1942 擔任主編）
從 1921 擔任 I&EC 主編，到後來的 I&EC News Edition 及後來的 I&EC
Analytical Edition 季刊，一直到 1942 改版為止，前後共 21 年。Hows
是非常成功的商業及社會名望之士。
Walter J. Murphy（1943-1956 擔任主編）
Murphy 不是分析化學的實務專家，但擅長出版的管理，任內推動教
育議題、儀器設計、增加編輯顧問小組委員到 12 位，並與美國化學
會（ACS）下面的分析及微化學分會建立良好關係，這些作法都使得
期刊長期茁壯。
Lawrence Hallett（1956-1966 擔任主編）
Hallett 為威斯康辛大學化學博士，短時間在奧立崗州立大學任教，
1943-1956 期間在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擔任分析部門主管。
Hallett 是第一個從業界具有分析化學實務背景擔任主編的人，並在
1966 年獲 ACS 分析化學獎項（Fisher Award），他使期刊掌握明確的
方向，隨化學研究的主流前進。
Herbert A. Laitinen（1966-1980 擔任主編）
Laitinen 為伊利諾大學教授，也是期刊第一個從學術界來的編輯，大
力鼓吹政府預算要大量投入科學研究，並指出什麼是分析化學？
（Analytical chemistry is the science of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measurements.），這個定義至今仍精確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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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H. Morrison（1980-1991 擔任主編）
康乃爾大學教授，在 11 年主編任期中，使期刊有重大的改變及改善，
使分析化學的基礎及應用（the fundamental and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chemistry），在他的觀察及堅持下，發揚光大。在編輯制度方面，具
學術基礎的編輯群（academic corps of Associate Editors）也在他的推
動下建立。
Royce Murray（1991-2011 擔任主編）
延請更多頂尖學者並擴大 Associate Editors 陣容，使期刊有更堅實的
基礎。Murray 為北卡大學教授，在 1991 年被選為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院士並獲美國化學會（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 ACS）分析化學的 ACS 獎。
主編及編輯陣容強、任期長，把期刊當成終身志業在經營，加上專業
獨到眼光，讓刊物百年屹立不搖，茁壯成長，發光發熱。

觀點 2：流動饗宴 活水源頭 趨勢發展 盡收眼底
(註2)

Murray 在個人告別主編崗位（personal adieu）的文章中指出

：他

在 20 年的主編生涯中，大約看過 36000 篇科學論文的引言及摘要。
何其幸運，何其有趣的工作！每年可以接觸全世界各地蜂擁而來的
1800 篇文章，平均每月可以看到各種尖端研究 150 篇文章，相當於
每天（全年無休）可以欣賞 5 篇流動的風景、精緻的饗宴。川流不息，
活水源頭，20 年沈浸其中，對趨勢發展的掌握，自然精準無比，好
期刊的主編工作真的很好！能做 10 年，20 年每天這樣子工作的主
編，真的讓人羨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 Royce Murray, A Personal Adieu, Anal. Chem. 2011, 83, 7233-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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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3：創新（innovation）之真義
創新（innovation）一詞來自拉丁文，由 into（進入）加上 new（novus,
新）組成，在產官學研各界之慣用意義，指會導致更有效產品、製程、
技術及市場、政府及社會觀念的創新作法（creation）。它與發明
（invention）及革新（renovation）不同，後二者指全新（entirely new）
或 增 益 （ incremental changes ）， 而 innovation 指 實 質 上 的 改 變
（substantial changes）。
Murray 指出

(註3)

分析化學許多創新，發生在過去 50-60 年（半世紀）

間，幾乎等同於全部的分析化學，它們包括：
1. 質譜技術：MALDI 及電灑離子化。
2. 光 譜 技 術 ： 雷 射 激 發 螢 光 、 原 子 吸 收 、 FTIR 以 及 cavity
ring-down。
3. 分離技術：物化界面導致不同移動，離子交換、毛細電泳、鏡
像及結合固相等。
4. 微流體：毛細電泳、層析理論。
5. 電化學：cyclic voltammetry、改良型電極。
6. 影像分析：scanning tunneling、原子力以及掃描式電化學顯微
鏡。
7. 流體注入分析。
這些實質上發生重大改變的技術，可用 3 個準則（criteria）來檢視其
是否真正屬於「創新」
：
1. 到目前為止，這些技術是否仍然都一直被評估？（Is it present in
the manuscript being assessed？）
2. 是否被認為有助於學生的重要知識基礎？（Does it become part
of the knowledge base that educators feel is important to their
stud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 Royce Murray, Innovation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Anal. Chem. 2011, 83,
6431-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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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新必須能在適當時機出現可資配合的儀器或材料，使之真正
有效能用。（Innovation had to awai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se
crucial ingredients of the instrument-building became available, or
were built themselves, as part of the innovation.）
創新技術是可以驗證有結果的技術，不是抽象的形容詞，每一項創
新，都在技術進程中留有里程碑，可供追溯及記憶。

觀點 4：領域間合作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
之真義
如果創新是目的及成果，領域間合作則是手段及過程。Royce Murray
(註4)

指出

：一個領域間之領域（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可以橫跨學

術界 2 至 3 個傳統界域或新興需求及專業想法。Interdisciplinary 是形
容詞，在教育界或學術界為比較容易解決問題或在傳統缺乏動力的領
域注入活水所進行的過程，時間可能相當短暫。但無論合作計畫成功
或失敗，過程中所產生新的知識，將一直反覆進行下一次的領域間合
作。

觀點 5：論文篇幅很重要 簡潔是第一要務
(註5)

Royce Murray 指出

分析化學期刊在過去 30 年間平均每篇論文頁數

的消長：
1983
1989
1994
2000
2006
2008
2011

3.8 頁
6.4 頁
6.7 頁
7.1 頁
7.0 頁
8.0 頁
7.1 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4) Royce Murra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al. Chem. 2011, 83, 8047-8047.
(註 5) Royce Murray, Long Research Papers：Conciseness is Now Required, Anal.
Chem. 2009, 81, 510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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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頁數隨科學內涵之增加而不斷增加，但簡潔（conciseness）仍是
論文的第一要務。最近有線上支援資源（onlin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的免費存放及擷取，是作者及讀者之福音。目前分析化學每篇以不超
過 7~8 頁為原則。

(註6)

觀點 6：小心跳上時髦花車 打造自己領域較重要
跳上花車（jumping on the bandwagon）原為政治活動用語，對化學家
或科學家而言，也有此一現象。Murray 指出分析化學的花車效應
（bandwagon effect）

(註7)

為：在主要儀器尚未發展出來，或必須使用

的化學品尚未合成出來，分析化學的花車效應很難發生。另一現象為
必須獲政府政策支持。研究花車形成到式微，時間長短不一，較理想
的結局為形成一個架構或領域，而且被寫入教科書，例如「化學修飾
電極」
（chemically modified electrodes）
，啟始於 1980，至今已很普遍
使用。電灑質譜（electrospray MS）是另一個例子，ESI 離子源質譜
儀的商業化，使質譜技術在更多領域應用。
對期刊編輯而言，看到許多已經出發的花車論文題材，是令人興奮而
且應予支持的，但偶而也會發現花車太擁擠了，許多論文並不具備充
分知識，退件率大幅提升，例如熱門奈米題材：待測物引起奈米粒子
凝聚造成溶液顏色改變的報告（solution color changes prompted by
analyte -induced aggregation of nanoparticles），所以 Murray 建議，小
心擁擠的花車，建立自己的領域更重要！

觀點 7：慧眼識英雄？ 科學發現是編輯一大挑戰
科學論文被退件的最常見理由，也是編輯堅守審查，維護品質最重要
理由為：中心結論無法由數據證明（dogmatic conclusions which are no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6) Jonathan Sweedler, Dont Grow Your Article Too Long：We Do Have Length
Guidelines, Anal. Chem. 2012, 84, 5449-5449.
(註 7) Royce Murray, Bandwagons and Advice, Anal. Chem. 2011, 8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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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nted by the data）。Murray 指出

(註8)

這種科學賴以進步的基本態

度，研究論文「依據數據下結論」（making conclusions which are
warranted by the data），有時也有風險。他舉 1977 年得到諾貝爾生理
醫學獎的 Rosalyn S. Yalow 為例，在 1950 年代，與 Dr. Yalow 共同研
究「放射性免疫檢定」
（radio-immunoassay, RIA）的同事 Solomon A.
Berson（Berson 因病於 1972 逝世，無法獲頒諾貝爾獎）
，他們針對「胰
島素結合抗體」的原創論文均曾遭到科學（Science）及臨床觀察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CI）的退稿。事實上，Dr. Yalow 和
Dr. Berson 在分析化學領域，特別是在抗體抗原界面的貢獻，一直影
響到現在。Murray 認為所有編輯都樂見各領域拓荒者宣稱原創發現，
讓編輯慧眼識英雄，而無遺珠之憾。

觀點 8：環境分析化學的挑戰(註9)
Murray 根據國家研究院（NRC）2003 年的報告＜環境：21 世紀化學
科學的挑戰＞

(註10)

，指出環境分析化學的幾項重大挑戰：

1. 分析儀器靈敏度的提升，強有力的層析工具開發，單一氣膠粒
子質譜的特性分析，複雜環境基質解析度改善等。
2. 無意中加入系統的化學品所延伸的環境問題，例如水消毒藥劑
的副產物，冷媒（CFCs）引起大氣臭氧層破洞等。
3. 最大挑戰在發展出分析化學，以得到更便宜、更遠距的環境
（空、水、廢、毒等）的採樣（sampling）及分析（analysis）方
法，以應付各種問題及更深入的了解環境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8) Royce Murray,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Challenges for an Editor, Anal. Chem.
2011, 83, 5027-5027.
(註 9) Royce Murray,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Analytical Chemistry, Anal. Chem.
2010, 82, 1569-1569.
(註 10)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3 Report, The Environment：Challenges for the
Chemical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nap.edu/catalog/10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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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9：專業人員評價（介紹信）的四項重點
Murray 有機會被邀請提供各種不同場合的介紹信（升等、求職、教
授終身職、研究或行政主管應徵等等），他認為介紹信不必太長，但
(註11)

至少要包括下列 4 要點

：

1. 技術熟練程度及廣度（the level of technical skill and breadth）
，亦
即深度廣度要兼具。
2. 創意及思考的原創性（creativity and originality of thinking），請
注意其中的差異。
3. 溝通能力包括文字及口語（ability to communicate, written and
oral）。
4. 與同事協調合作之特質（collegiality）
。
collegiality 是一種複雜的觀念（a complicated idea），它有好多面向
（collegiality has several faces）。Murray 特別看重它的價值以及在分
析化學界論文審查、編輯與作者之間互動所帶來的價值

(註12)

。它的面

向包括：
「getting along with one another」
「an attitude of respect, helpfulness, cooperation, and unselfishness」
「an absence of rancor or undue criticism」

觀點 10：玫瑰花與覆盆子 二種研究傾向的本質
在百花齊放的分析化學領域中，不同主題會吸引不同的參與者，就像
田間的玫瑰花（roses）與覆盆子（raspberries）。Murray 以其長期觀
察指出二種本質不同的研究傾向，姑且以玫瑰花及覆盆子相稱

(註13)

。

第一類（玫瑰花）
：以單一分子，單一生物細胞，單一酵素分子等「單
一 XXX」為主題的偵測及行為研究。單一粒子研究由傳統顯微鏡、
吸收光譜、螢光量測、最後一直到單一生物分子，W. E. Moerner 為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1)Royce Murray,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nal. Chem. 2010, 82, 2595-2595.
(註 12)Royce Murray, Collegiality Among Chemist, Anal. Chem. 2010, 82, 763-763.
(註 13)Royce Murray, Roses and Raspberries, Anal. Chem. 2010, 82, 3405-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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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註14)(註15)_

，但現今已有許多研究做出大的進展，尤其奈米生物科技

在近年來的發展，真可謂玫瑰花園花團錦簇！
第二類（覆盆子）：嘗試各種性能改進之實驗及經驗主義，例如電極
複合材料（composite）或表面修飾（surface modification）
，可以增加
電流、增加靈敏度、可以增加電解效率等等，近年更加入新材料，如
石墨烯（graphene），碳奈米管（carbon nanotubes）等。
二種不同本質的研究傾向，如何取得適當平衡比較重要，生氣昂然的
園地原就允許百花爭艶。

觀點 11：分析化學應用論文撰寫準則
投稿分析化學的論文大致區分為：基礎研究（化學量測基本原理、觀
念創新、實驗設計創新、儀器零件及相關理論之創新）
、應用研究（以
已知量測原理用在各種特殊分析情境中），以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
夾雜兼具的類型。經由各種審查程序，刊登的論文比率小於 50﹪。
Murray 為讓作者與編者能明確審查準則，”大家說的是同一件事”（say
the same thing）特別指出「接受」與「不接受」的準則

(註16)

。

接受（acceptable）的準則有：
1. 有一定難度的應用：可能困難在基質或特低濃度，或特殊待測
物。
2. 有趣或特異的應用：例如月球或火星岩石或流星之樣品、深海
特殊樣品、藝術品或生物樣品。
3. 產生的數據做為更重要案件或故事的一部分，例如法醫鑑識、
環境健康及國防安全等。
4. 重要的分析問題突破，可以解決省時省錢、更低的偵測極限等
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4)Anal. Chem. 1989, 61, 1217A-1223A.
(註 15)Anal. Chem. 2010, 82, 2192-2203.
(註 16)Royce Murray, Analytical Chemistry Application Papers-Criteria, Anal. Chem.
2009, 81, 953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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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及時議題，例如奶粉中含三聚氰胺問題。
6. 應用示範或修正已有方法，使更微小化檢測方法、活性應用及
更低偵測極限等。
7. 應用方法的性能可以達到已有的最佳方法。
8. 使已有方法有更高靈敏度、解析度等，提升應用的範圍。
9. 解決過去未解決的重要問題。
不易接受（be much less likely to be acceptable）的準則有：
1. 在已有方法上只做非常小的改變。
2. 用已有方法量測容易而不重要的待測物。
3. 已有待測物利用其他技術檢測的報告。
4. 沒有充分方法驗證、方法可靠性、選擇性等資料。
5. 僅類似例行性將已有技術應用在另一個樣品所做之檢測。

觀點 12：共用實驗室基礎設施（核心設施）
科儀中心及奈米核心設施（core facilities）等均屬之，此一作法在國
際及各工業界，學術機構廣為實施，旨在降低單位或研究人員負擔及
貴重儀器，最新儀器、大型儀器之分享共用。Murray 指出其中一些
迷思或運作上的陷阱（pitfalls）
，也是國內可能共同面對的問題

(註17)

：

1.購買儀器時沒有做對的選擇，不符合多數使用者量測之需求。
2.沒有適當的維修及升級計畫，通常由於不適宜的技術人員，導致
儀器提早衰壞。
3.核心設施主管抗拒認同研究計畫兼具人才教育培訓之任務，而拒
絕訓練學生操作員。
4.好的核心設施決策，立基在提供最廣大的社群能得到最廣泛的使
用，而且必須在儀器能量上，採購到新一代頂尖的市面上有的設
備 （ the edg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ly-available
instrument capac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7)Royce Murray, Shared Experimental Infrastructures, Anal. Chem.2009, 81,
8655-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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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13：企業獎激勵精密分析化學成長(註18)
美國化學會（ACS）長期以來得到許多企業界的贊助，對於傑出分析
化學研究提供獎項，但在歐洲，這種做法尚不普遍。Murray 出席 2007
年在比利時召開的｢ Euro Analysis ⅩⅣ｣會議，同時參加由德國
Heinrich Emanuel Merck（HEM）贊助的分析化學獎（自 1988 開始）
頒獎典禮，HEM 獎規定得獎者年齡在 45 歲以下，以特定 1 篇論文參
賽。過去得獎者包括 Baba、Sweedler（2012 接主編工作）
、Dovichi、
Zenobi、Harrison、Manz、Amirav、Bidlingmeyer、Niessner、Hiraide、
Wolfbeis，均為知名大師級人物。
2007 年則為 Alexander Makarov（代表作：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
(註19)

Hybrid Linear Ion Trap/Orbitrap Mass Spectrometer）

及 Shuming Nie

（代表作： In Vivo Cancer Targeting and Imaging with 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s.）

(註20)

。此二篇論文主題，從得獎至今歷經 5 年演進，

已是大家耳孰能詳的應用技術。企業獎對激勵分析化學的成長，由此
可見一斑。

觀點 14：麥可法拉第對授課及講演者之建議
大家都知道麥可法拉第（Michael Faraday）對電化學的偉大貢獻，但
Murray 引用法拉第寫給朋友的信，收錄在＂Advice to a Lecturer＂一
書的資料

(註21)

，在法拉第給講者的建議包括：

1. 針對講者（On the Lecturer）
：講者必須表現出輕鬆鎮定（easy and
collected）
，無畏及不過度擔心（undaunted and unconcerned）
，…
他的思考及心態清晰自由（clear and free），以便能在他的主題
上深思熟慮及充分描繪（contemplation and description）
。他的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8)Royce Murray, Euro Analsis XIV, Anal. Chem.2007, 79, 7935-7935.
(註 19)Anal. Chem. 2006, 78, 2113.
(註 20)Nat, Biotechnol.,2004, 22, 969.
(註 21)Royce Murray, Michael Faraday's Advice to the Lecturer, Anal. Chem.20
07, 79, 6425-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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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必須…緩慢、輕鬆、自然的移動，他身體位置，…避免四周
空氣僵硬或千篇一律（stiffness and sameness）
。他整個行為必須
表現出對聽眾的尊敬，而無時無地不能忽略他們的存在。他絕
不要轉過身背對聽眾，他必須讓聽眾感受到他的所有能量來自
聽眾們的滿足及指引。
2.針對他的儀態（On His Delivery）：最顯著（prominent）需要的
是 儀 態 。 為 吸 引 聽 眾 … 必 須 多 注 意表 達 的 舉 止 。 講 話 方 式
（utterance）不能太急，以輕鬆的方式溝通觀念，將清晰及準備
就緒（clearness and readiness）的論點注入（infuse）聽眾的心裡。
3.針對他的措詞（On His Diction）：用順暢、調和、輕鬆、簡單
（smooth、harmonious、easy and simple）的言詞聲調陳述觀點。
他 的 段 落 （ periods ） 必 須 完 整 及 意 味 深 遠 （ complete and
expressive），傳遞清晰的整個想法…假若冗長晦澀（long or
obscure）…聽眾心中馬上會出現厭倦（lassitude），不感興趣
（indifference），甚至討厭（disgust）
。
4.針對持續時間（On Duration）
：講者最重要的是全程完全得到聽
眾的傾聽，必須努力引起他們的興趣。不能有任何中斷或文不
對題不相干的東西介入，也不能讓聽眾有心不在焉的機會。離
題（digressions）還要下功夫把聽眾給帶回來，所以要儘可能避
免。太長的講演導致聽眾疲勞，所以 1 小時應已足夠。
與李遠哲同時榮獲 1986 年諾貝爾化學獎在哈佛大學任教的 Dr.
Dudley R. Herschbach 出版＂Advice to Lecturers＂曾在香港浸信大學
有精彩的演講，在在強調科學與美學，科學家人文素養的重要。這些
頂尖學府及頂尖科學家對教書（teaching）及演講（lecture）的重視，
顯示這真是我們要重視的事情。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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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15：pH 計及分光光度計
大 家 熟 悉 的 pH 計 及 分 光 光 度 比 色 計 的 發 明 人 ， Arnold Orville
Beckman（1900-2004）
，在分析化學（儀器分析）領域有卓越貢獻。
1900
出生於伊利諾州鐵匠之家。
1922
畢業於伊利諾大學化工系。
1923
服務紐約 Bell Lab. 研習電子學。在量測品管始祖 Walter
Shewhart 下工作。
1928
得到加州理工學院（Caltech）化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
Caltech。
Murray 在紀念 Beckman 的文章歸納其成功的 2 項機緣

(註22)

：

1. Beckman 有很好的機緣，橫跨整個由真空管、電晶體到積體電
路的科學技術發展年代，造就化學儀器的進展。
2.因為他在伊利諾大學同學，在柑類水果工業服務（citrus fruit
industry）
，要求 Beckman 想想檸檬汁酸度的量測方法，Becakman
於 是 集 其 化 學 、 電 子 學 及 發 明 的 強 烈 傾 向 （ penchant for
invention）
，於 1934 年發明了酸度計，不久即為 pH meter 的誕
生。Beckman 離開加州理工教職，投身儀器公司（費城的 Thomas
Co.）
，並發明的 Beckman DU Spectrophotometer。此種分光光度
計廣泛應用於化學及生化領域。

觀點 16：奈米粒子是新興及持久的未完全開發領域
奈米科技與分析化學的發展有何關連？大師看趨勢，正中經脈，精確
(註23)

無比，Murray 指出

：奈米科學的興起，不是昨日，也不會在明天

消逝。奈米粒子將是分析化學及整個科學的心臟及靈魂的一部分，而
且會一直延續到遙遠的未來。讀原文會更鏗鏘有力：｢This Editorial is
another in the series that applauds emerging frontiers of science a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2)Royce Murray, Aenold Orville Beckman, 1900-2004, Anal. Chem. 2006, 78,
6679-6679.
(註 23)Royce Murray, Nanoparticles: An Emerged and Lasting Frontier, Anal. Chem.
2009, 81, 1723-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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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chemistry. In this instance, the emergence neither occurred just
yesterday nor will it end tomorrow; nanoparticles（NPs） will be part of
the heart and sou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science at large, far off into
the future……｣時至 2012 年，二者關係更形密切，資訊太多，請讀者
自行體察。

觀點 17：不能低估膠體科學與分析化學之關連性
膠體化學（colloid chemistry）探討之粒徑範圍略大於奈米化學（nano
chemistry）
，許多行為及現象二者仍然互通，有著密切關係。Niessner
等人在｢量測看不到的東西｣一文指出

(註24)

：與氣候變遷相關之大氣分

析，例如遙遠地區空氣中的微量氣體組成，生物代謝形成的許多揮發
性代謝物，工廠排放的有機及無機污染物，在大氣氣流急速變化的不
均勻攪動的動態下，化學分析研究仍具相當挑戰。氣膠粒子（aerosol
particle）從 20 nm 到膠體大小（1000 nm）
，有單一粒子，也可能形成
核殼粒子（core-shell particle）
，或多層類似奈米洋蔥（nano-onions），
在溫度變化環境中，硝酸銨氣膠粒子也可能分解為硝酸及氨（溫度大
於 300K，逆反應也會發生）
。所以在量測氣膠或奈米物質時，即時現
址（real-time and in-situ）就變為最重要的挑戰。

觀點 18：四個｢行話｣有待釐清
Murray 用幽默筆法，以分析化學量測警察（Cop）與化學家（Chemist）
之對話，指出 4 個｢行話｣（buzzwords）
，避免流入定義不清的流行語
(註25)

：

1.免標記（Label-free）：Murray 認為 50 年前化學分析本來就沒有
標記，免標記成為熱門現代分析化學的訴求，其實是走回頭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4)Reinhard Niessner, Measuring the Invisible, Anal. Chem. 2010, 82, 7863-7863.
(註 25)Royce Murray, The Analyical Chemistry Measurement Cop on Buzzwords,
Anal. Chem. 2006, 78, 2080-2080.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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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觀諸至 2012 年的發展，在奈米科技興起同時，確是主流方
向，Murray 現在應能同意。
2.綠色化學（green chemistry）：數年前（指 2000 年代）係一陣狂
風掃落葉般流行，但它已經比壞的農藥更持久了。其實綠色化
學的一些根本內涵（文中比為樹與草）已經存在一陣子了，並
不因為有了 green chemistry 而才有的。另一個說詞是綠色化學
好像可以避免使用任何化學品而改善我們生活的綠色環境。但
實際上我們是無法不靠化學品而改善我們的生活。
3.有機蔬菜（organic vegetables）
：有機蔬果不含化學品（某些廣告
用語）？
4.離子液體（Ionic liquids）
：離子液體是在室溫（低於 100℃）不
易有揮發性物質的熔融鹽類（molten salts）。其實離子液體並非
新的科學，科學家不能發明新的名字而假裝他們發現新的東西。
在科學論文中不能忽略先前的已有研究，不論綠色化學或是離子液
體，都不能吹噓過頭。

觀點 19：執政者也能成就｢英雄｣
Murray 認為百年來美國政府哪一個機關最保障人民健康？哪一個機
關使分析化學這個領域進步最多？答案是美國食品及藥物管理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註26)

FDA）。他並列出 3 位｢英雄榜｣

：

1.Harvey W. Wiley：担任農業部的首席化學家，堅決反對食品中摻
雜添加物（adulteration）
，並組成毒性測試小組（poison squad），
比較食用添加物與沒有添加物所受的毒害，許多在現今已知明
顯有毒有害的物質，在當年由 Wiley 領導強烈的立法遊說運動，
極力反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6)Royce Murray, Happy 100th Birthday！, Anal. Chem. 2006, 78, 2868-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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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pton Sinchair：出版記錄小說｢The Jungle｣，敘述美國中西部肉
品包裝公司的不衛生行徑。
3.Teddy Roosevelt：當時的羅斯福總統，本來還不相信 Sinchair 所
寫小說真實性。但當他展開秘密偵查（secret inquiry）後，他的
私人偵探發現，有將掉落在公共廁所（latrine）的動物屍塊，直
接撈起來未經清洗就直接放到加工生產線上的情形。於是，羅
斯福總統簽發了食品藥物法（the Food and Drugs Act，1906）
，
並在農業部成立化學品局（Bureau of Chemistry）
，該局其後不久
改名為 FDA，並改隸於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有關 FDA 成立百年的故事，可欣賞網站資訊

(註27)

。FDA 成立及聯邦

食品藥物管理法通過後，又經多次努力，才成就今日的局面，包括：
1938 年修訂

藥品公司必須證明產品無害。

1962 年修訂

藥物測試的合理系統。

這二次修訂，確實成為分析化學蓬勃發展的催化劑，因為定量及特定
結構量測成為法定工作，催生許多新的分析化學誕生。
總統也可以認真｢追求真相｣對人類健康及科學發展做出貢獻，本身成
為｢英雄｣，也造就出另外的「英雄」，例如紀錄小說家及化學家。執
政的政務官及執事的公務員，認真任事何其重要！

觀點 20：分析化學家優質服務的多種面向
從 2007 年的正面貢獻
期許

(註28)

，2008 年的編輯願望

(註29)

到 2009 年的新年

(註30)

，我們可以看出〈分析化學〉期刊及主編 Murray 如何思考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7)www.fda.gov/centennial/default.htm
(註 28)Royce Murray, Services Offered by Analytical Chemists, Anal. Chem. 2007, 79,
5495-54958.
(註 29)Royce Murray, An Editor`s Hopes , Anal. Chem.2008, 80, 5673-5673.
(註 30)Royce Murray, 2009 New Year`s Resolutions for Analytical Chemists, Anal.
Chem.2009, 81, 1-1.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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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化學家的社會角色以及重視分析化學家的優質服務：

正面貢獻：
1.進口水產品驗出含有抗生素，抗黴素等藥物殘留（residues of
antifungals and antibiotics）
。
2.進口時髦玩具中驗出含鉛塗料。
3.進口牙膏中含有毒性添加物（deadly adulterants）
4.運動員競賽中發現的增加體力藥物。

編者願望：
1.希望分析化學領域繼續展現其拋物線投射出去的創新動力，能提
升化學及其他科學，同步深化這些科學領域。
2.希望分析化學在全球科學持續進展對人類健康及福祉方面做出
正面貢獻。
3.希望在廣泛不同背景的學者融入影響分析化學原理及量測之同
時，未來的這些學者也能了解核心理念，使分析化學仍能在充
分的訓練及涵養下，獨樹一幟。
4.希望有創意的學者投注心力使化學量測能持續創新，一如過去我
親眼目睹 20 多年來的發展，在基礎及應用端解決問題方面有更
快的步伐及更多新的工具。
5.希望分析化學的訓練及研究，能滲入到世界各地，鼓勵所有社群
投資此一領域。
6.希望分析學者持續無畏的開展新而不熟悉的領域，也接受別人更
有創意的投入（plunge into）我們自己的領域。
7.希望更多分析化學家樂於設計及合成新分子和化學材料，提升關
鍵感測器之技術使其化學選擇性超越目前的 DNA 雜交技術。
8.希望〈分析化學〉期刊持續是目前通路上品質最好的刊物，供作
者出版重要的觀念、方法、儀器及應用。
9.希望所有學術界分析同仁能成功地判斷在量測觀念之大海中，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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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最基礎的，並以之教導我們課堂上及實驗室的學生。
10.希望我們在工業界及政府實驗室追求分析工作的同仁，能獲得
他們深度的目標滿足及回饋。

新年期許：
1.對工業界的管理階層：努力完成公司本身的分析工作，並預備未
來長期需求，鼓勵同事維持專業眼光在化學量測現代進展上
面，考慮這些進展未來應用的潛在機會。
2.對工業界分析化學家：完成工作上設定的目標，努力學習成為專
業的一員，並對能提供改善人類生活品質的化學工業的分析資
訊引以為豪。
3. 對 分 析 化 學 量 測 的 監 督 者 ： 努 力 使 整 個 分 析 社 群 能 精 準
（precise）
、正確（accurate）
、沒有雜訊（noise）
、沒有任何不敬
（irreverent）事情發生。
4.對學校教授：努力啟發學生，提供最真實最新的課程及實驗室活
動，去掉泛黃的教材，帶入最有用最進步的資訊。
5.對學生：敬重教授的智慧，認真學習他們教授的東西，同樣，也
對自己的智慧有充分的自信，在某些特定分析化學議題上，努
力超越教授。

結語
本文歸納 20 項觀點，素材均來自大師級分析化學期刊主編及延伸的
參考文獻，希望能窺探百年巨擘涓細經驗於萬一。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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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學（環境化學）
：50 年前世與 50 年今生
李如訓 1 郭季華 2 劉鎮山 2 吳婉怡 3
尹玉華 3 王世冠 4 蘇國澤 5 阮國棟 6

摘要
1908 年，當紐澤西州加氯消毒之自來水廠成為全美第一座飲用水廠
時，水化學（water chemistry）就千真萬確的誕生了。1956 年，歷史
重要的分水嶺，當大師 Werner Stumm 進入哈佛大學任教職開始，現
代水化學（modern water chemistry）再度重生。水化學名字也鬧雙胞，
以 water chemistry 及 aquatic chemistry 併行問世，但現在已容易區別。
從人的角度看水，water 最親切面熟；從自然角度看水，aquatic 典雅
富含詩意。1973 年，又是關鍵一年，因為美國化學會（ACS）將水
化學與空氣、廢棄物化學（water, air, waste chemistry）併稱為環境化
學（environmental chemistry）延續至今，確定了水化學的 50 年前世
（1908-1956）及 50 年今生（1956-2012）的百年發展歷程。
本文從百年歷史中，討論水化學改變及進步的 3 大主要驅動力、3 本
經典教科書、水化學領域涵蓋之核心主題內容，以及未來發展的機會。

觀點 1：水化學發源自其他專門次領域已有 100 年之久
水化學（water chemistry）為聚焦在了解天然水體及其適合人類使用
的成分（composition）及影響組成的化學程序 （chemical processes）。
這個領域涉及許多早期相關的領域，要確實精確的推定奠基的年代實
有困難，但可以確定的是趕在「環境世紀」之黎明（the dawn of the
“environmental era”），約在 1950 年代晚期及 1960 年代初期，水化學
脫穎而出，化身為主要學科之一門。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科長 3 秘書 4 組長 5 主任秘書 6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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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表 1

所列 1956 年可以做為象徵性現代水化學（modern water

chemistry）的元年，因為 Werner Stumm 加入哈佛大學任教，教出無
(註2)

數水化學博士及博士後研究人員

。

表 1 形成「現代水化學」的幾個關鍵轉折
年代
1956

(註１)

重要發展
Werner Stumm 加入哈佛大學，教授無數門生，日後都成為
環境工程及水化學傑出人才。

1960

Lars Sillen 發表「海水的物化特性」
，引起後來研究天然水
體物種及化學模式的潮流。

1962

G. Fred Lee 在威斯康辛大學開「水化學」研究所課程，探討
所有水體化學相通的原理。

1966

美國化學會（ACS）在匹茲堡召開天然水體化學平衡觀念的
研討會。

1967

J.J. Morgan 擔任 ES&T 的編輯，開始成為水化學及更廣泛環
境工程主題的期刊。

1972

Morel and Morgan 出版 REDEQL，是第一套電腦程式用來計
算水中離子平衡的問題。

表2

(註3)

則為「現代水化學」之前世 50 年或更早之關鍵紀事。其中最

值一提的是美國紐澤西州於 1908 年由化學家（John Leal）和工程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Patrick L. Brezonik and William A. Arnold, Water Chemistry：Fifty Years of
Change and Progress, ES＆T. 2012, 46, 5650-5657.本文大部分內容取材自此
篇參考文獻，惟本參考資料所稱「50 年之改變與進步」尚不包括 50 年前
世部分。
(註 2)哈佛大學教授 Werner Stumm 之第一代門生，包括任教於德拉瓦大學的 C.P
Hwang，以及任教於西北大學的 Joe FitzPatrick，均為 1960 年代推廣及研
究水化學接棒的學者，1960 年代至今，恰滿 50 年。
(註 3)主要取材自(註 1)，本文加以整理。2000 年代以後直到現在最常用的環境化
學（自 1973 年改名至今）
，涵蓋了「Water Chemistry」及「Aquatic Chemistry」
。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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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Warren Fuller）共同設計的全美第一座加氯消毒的飲用水
廠，號稱是對人類健康做出最大貢獻的工程，至今剛好百年之久。
表 2 「現代水化學」緣自早期之關鍵發展
年代
1670~

(註３)

重要發展
Robert Boyle 首創化學海洋學（chemical oceanography）
到 1965 年的 Riley 進入海水化學程序更基礎的研究。

1800~

湖泊學（limnology）及其他淡水水體之化學組成。

1888

紐約州的一些河川開始測定水質硬度、氯及需氧量。

1908

紐澤西州加氯消毒之自來水廠興建完成。

1911

USGS 在 Kansas 州調查河川及地下水的無機物組成。

1925

美國 ACS 的一個分支組織，名為：Water, Sewage, and
Sanitation Chemistry。

1958

上述名稱改為：Water, Air, and Waste Chemistry。

1962

美國威斯康辛教授 Fred Lee 將研究所課程名稱由過去
的 Sanitary Chemistry 改為 Water Chemistry.

1965

在 Rutgers Univ.研討會正式第一次用「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Water Chemistry」。

1966

Werner Stumm 在 ACS 研討會上用「Aquatic Chemistry」
（比較強調天然水體的平衡觀念）。

1973

ACS 分支再改名為：Environmental Chemistry（成為現
在名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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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2：水化學（環境化學）的經典教科書及解題程式
近 50 年來，大家耳熟能詳的基礎及高階的教科書，以及水化學最重
要的眾多動力學及熱力學聯立方程式的解題程式軟體，整理列於表 3。
表 3 水化學經典教科書及解題程式軟體
書名或程式名

(註３)

作者或功能

Aquatic Chemistry

Stumm, W. Morgan J.J.
1970 第一版，1981 年第二版，1996 第三版，
為高階及公認難度相當高的教材。

Water Chemistry

Snoeyink V. L., Jenkins, D.
1980 年出版（出版前一年，曾供西北大學研
究所試用教材一年），為基礎及進階級，屬簡
易的教材。

Chemistry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Sawyer, C. N., McCarty, P.L. Parkin, G.F. 2003
年第 5 版，介於基礎及高階之間。

MINEQL＋, Visual
MINEQL,Geochemist’s
Workbench.

酸鹼、溶解度、錯合作用、氧化還原平衡計算
及表面複合模式。

PHREEQC

反應傳輸模式及化學物種。

WHAM

平衡模式，特別是離子與有機腐殖物結合。

FITEQL

實驗數據整理出平衡常數，曲線擬合（fitting
data to functions）
。

Acuchem, Achem,
Tenua,CAIN, Kintecus

化學動力學，錯合反應結果之模擬。

Chem Bio Draw

繪圖，有機結構命名，分子動態計算。

EPI Suite, SPARC

有機化合物物化性質之推估值。

2012年7月

26

觀點∣Viewpoint

觀點 3：過去 50 年改變水化學的 3 大驅動力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 of Minnesota）教授 Brezonik 及 Arnold 指
出 3 大驅動力（driven forces）

(註１)

：

1.污染是水化學進步的原動力（pollution as a driver for water
chemistry advances）
1960 年代至 1970 年代湖泊優養化（eutrophication）涉及水及底
質界面現象（water-sediment exchange processes）。1990 年代海
岸水體的缺氧（hypoxia）現象的大量研究；1970 年代至 1990
年代酸雨（acid deposition）議題醱酵；1960 年代至今的汞污染
問題（mercury pollution）
、消毒副產物（disinfection by products,
DBPs）
、高級氧化程序（advance oxidation processes, AOP）以及
從 PAHs, PCBs, PCDDs/Fs 一直到目前方興未艾的新興污染物
（emergent pollutants）
，環境污染問題的需求促成水化學的不斷
擴大及改變。
2.技術的進步（technological advances）
偵測濃度極限從 ppm（mg/L）到 ppb（μg/L）及 ppt（ng/L）
，隨
著儀器技術的進步（ICP-MS, GC-IRMS, LC-MS-MS, FT-ICR-MS
等）我們對水介質中（環境介質中）的金屬、有機污染物、天
然有機物、奈米粒子及表面性質等都能「見微知著」。
3.新觀念引領新研究領域的進步（advances leading to new topical
area）
例如水系統中光線產生的活性分子（photointermediates），成就
1970 年代水系光化學次領域（aquatic photochemistry）的蓬勃發
展。天然有機物（NOM）及人造表面活性劑等無處不在、無役
不與，與膠體粒子、奈米粒子、金屬離子等之交互作用，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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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錯合模式（complexation models）、預測模式（predictive
models）
、對分配係數（partition coefficients）
、傳輸（transport）、
轉換（transformation）及宿命（fate）累積許多科學數據。

觀點 4：水化學的核心主題
構成恆常或核心主題（constant or core themes in the water chemistry）
有：
1.最關注的主題為人類需求的「乾淨的水與環境品質」
。
2.最需要「鄰居領域」
（neighboring fields）的協助，包括各種化學
原理及學門，例如湖泊學、光化學、界面化學、奈米科學等。
3. 水 化 學 家 仍 然 視 所 有 環 境 水 體 為 研 究 對 象 （ environmental
waters），無分淡水、海水、地表水或地下水，自然系統或人工
系統（飲用水、污水、廢水工程系統）
，水系統中的氣相或固相，
甚至人體中的血液或其他體液系統。
4.水 化 學 家 經 常 引 用 其 他領域之 知識，例如結構一活性關 係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等，與地質學（geology）、微
生物學（microbiology）
、材料科學（materials science）等關係密
切。

觀點 5：水化學未來發展的機會
1.受益於其他跨領域之突飛猛進的發展，例如材料科學、質譜技
術，水化學一定會持續成長。
2.從分子尺度到全球尺度，水化學無所不在。水化學不僅是生命
之學，地球（全球氣候變遷、溫室效應等新興議題）之學，甚
或宇宙（月球、火星水之證據）之學。拜分子生物及奈米科技
之賜，小尺度之了解將有助於未來解決社會、生態及人體健康
的問題。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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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介質中新的物質逐漸發現，一則因為基因、生物（更甚者普
因蛋白，prions）、奈米粒子、抗生素、保健藥品等所謂新興污
染物（emergent pollutants）的出現；二則因為儀器的偵測極限
越來越好，超微量的污染物也會被鑑定出來；三則目前對健康
及生態評估已提升到基因體的表現及代謝體學層次，所以未來
水化學的領域，還在快速發展之中。

結語
「看不清楚未來，就看過去；看不清楚自己，就看別人」，本文依此
慣例，分成 4 個區塊，為了看清楚水化學的未來（觀點 5：未來發展
機會），我們回顧過去 100 年（觀點 1：水化學發源於其他次領域已
100 年）
；為了看清楚水化學自己（觀點 2：經典教科書及軟體程式；
觀點 4：核心主題）
，我們認真的看別人（觀點 3：改變及進步的 3 大
動力），水化學目前已成為環境化學的一個重要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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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兼顧環保能源及其他多面向之考量
劉廣尉 1 黃壬瑰 2 李孝軍 3 王世冠 4

廢棄物能源利用：氯含量成為關鍵指標(註 1)
廢棄物能源利用為全球很普遍的做法，廣義而言，亦歸屬於再生能
源的一環，若要廣泛利用，使廢棄物衍生之固體回收燃料(Solid
recovered fuel, SRF) 成為市場化商品，則對 SRF 的品質管理成為迫
切需要的議題，其中尤以氯含量最為重要，已被歐盟標準委員會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sation, CEN) 列為 SRF 品質的關鍵
指標。
由英國廢棄物機械生物處理(Mechanical-biological treatment, MBT) 實
廠製造 SRF 的資料驗證結果發現，廢棄物的成分對 SRF 氯含量及熱
值、水分、灰分等燃料特性有直接的影響。在 2008 年英國 MBT 實
廠夏季連續 3 週每天採樣 15 個 SRF 樣本分析的結果顯示，SRF 水分
中 間 值 為 16.7% 、 灰 分 中 間 值 為 17.3% 、 熱 值 中 間 值 為
15.5MJ/kgar ，可符合歐洲大部分電廠鍋爐及水泥旋窯的燃料品質要
求，SRF 氯含量中間值為 0.69%，符合 CEN 第 3 等級規範，優於商
業化 MBT 廠產品氯含量中間值(0.72%)。以實廠採樣資料為基礎所
構建的預測模式結果，具有 95%的信賴水準，可作為 SRF 生產品質
的評估及控制。
若希望降低氯含量，使現有 SRF 含氯量由 CEN 第 3 等級提昇至第 2
等級，由模擬結果顯示：調整廢棄物進料、提升紙類比例，為降低
氯含量的主要途徑；此外，在 MBT 製程中增加高氯含量塑料分選系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科長 3 主任 4 組長。
(註 1) Costas Velis, et. al., Solid Recovered Fuel: Influence of Waste Stream Composition and
Processing on Chlorine Content and Fuel Quality, Environ. Sci. Technol., 2012, 46, 1923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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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如近紅外線分選設備)，亦具有降低氯含量的輔助效果，含氯太高
的燃料易引起鍋爐及管線腐蝕。

藻油的美麗與哀愁：從生命週期與水資源的使用來檢視(註 2)
藻類是目前具有大量產製生質燃油的潛在料源，但是藻類產油製程
技術仍然處於早期的研發階段，因此有許多不同技術仍在持續發展
中。透過瞭解現有不同藻類生質燃料生產技術，對於溫室氣體的生
命週期和設備水源消耗量的影響，藉以分析比較不同技術的優缺
點，可做為發展低溫室氣體排放與低水資源消耗的藻類生質燃料生
產技術之參考原則。
乾式萃取、濕式萃取及藻類分泌物萃取等藻油萃取技術為現階段之
主要發展技術。在不進行 CO2 回收再利用的條件下，生質燃油製程
中，以乾式藻油萃取技術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為最高，且高於化石柴
油製程中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濕式藻油萃取和藻類分泌物萃取等製
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則低於石化柴油製程中的排放量。但是，若
於藻類養殖池中利用 CO2 回收系統，將使得乾式藻油萃取系統的碳
排放量低於化石柴油，而濕式藻油萃取和藻類分泌物萃取系統之碳
排放量將低於棕櫚樹產製生質柴油的碳排放量。
就能耗而言，乾式藻油萃取製程因為需要高溫烘乾藻類，其能源消
耗最高；相對之下，濕式藻油萃取和藻類分泌物萃取製程則無需此
高溫設備，所以能源消耗較低。
從水資源的消耗量來看，使用淡水的目的在於藻類養殖，淡水的使
用量對於藻類產油率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導致藻類生質燃油製程的
耗水量高於化石燃油和其他生質燃料製程，因此在改善用水量方
面，若利用海水來取代淡水，將可有效控制淡水的消耗量。
(註 2) Venkatesh Vasudevan, et. 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Algal Biofuel Technology
Options, Environ. Sci. Technol., 2012, 46, 2451-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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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 3 種藻油萃取技術中，乾式藻油萃取製程具高產油量而被廣
泛使用，但是其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量較高。若以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和能源消耗而言，濕式藻油萃取技術可訂為中長期的製程目
標，而藻類分泌物產油萃取技術則剛起步，仍需時間證明其可行
性。

稀土元素：多重因素牽動用量消長(註 3)
風力發電及電動車是目前很重要的技術發展項目，未來 25 年，風力
渦輪機及電動車技術發展上所依賴的稀土元素(鏑和釹)，若未有效回
收再利用或開發低使用量的技術，則要控制大氣中 CO2 濃度在 450
ppm 以下，釹用量及鏑用量將會分別增加超過 7 倍和 26 倍。而預期
電動車的發展將遠超過風力渦輪機，以致稀土元素的需求將以電動
車為主，其中以釹、鐠及鏑等為主的稀土元素，成長速度將大增。
稀土元素以中國擁有 50%居多，其他擁有量較多的國家尚有美國及
獨立國協(前蘇聯)。USGS(美國地質調查局)估計稀土氧化物儲存量
約 1 億 1 千萬噸，但大部分為深海沉積物，開採上的經濟價值尚不
清楚，估計稀土氧化物的使用年限約 870 年(銅為 34 年)。因此，未
來 25 年稀土元素尚不至於匱乏。但稀土元素的價格會受回收再利
用、過度集中、特定稀土元素的需求、開採生產技術……等影響。
目前稀土的供應，以中國佔 98%最多，是一風險所在。
稀土材料屬於共同礦脈，特定稀土元素(如釹、鏑)需求遠超出其他稀
土元素時就會牽動個別稀土元素的價格，也會在供應與製造間產生
質變(如替代品、技術提升、廢料回收再生.…..的演變，因為稀土元
素原料價格高)而降低稀土元素需求。價格非影響稀土元素市場的唯
一壓力，政府要求(或介入)廠商的社會責任政策，也會影響廠商使用
稀土元素的決策，因為開採稀土元素的環保問題需要有對策。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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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 Alonso, et. al., Evaluating Rare Earth Element Availability: A Case with Revolutionary
Demand from Clean Technologies, Environ. Sci. Technol. 2012, 46, 3406-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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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燃料：多重構面整合網絡分析(註 4)
生質能源被視為提供能源需求與緩解氣候變遷的雙重解決方法，其
相關研究更是蓬勃發展，但對各研究方向，如：溫室氣體、燃料生
產、原料作物生產、經濟貿易、生物多樣性、人類健康等，若有不
對稱性，將影響規劃與決策結果。透過統計分析方法，篩選生質燃
料研究領域之文獻，範圍涵蓋 2000 至 2009 年各式全文文章、回顧
文獻及較短的通訊文章，共 1,622 篇生質能源相關文獻，進行研究
分析。其中，文獻數量最多的研究領域為燃料生產技術(516 篇)、溫
室氣體排放(313 篇)、料源生產(301 篇)等，皆超過 300 篇。數量最少
的領域為人類健康(15 篇)、貿易(34 篇)、生物多樣性(80 篇)，三者相
加為 129 篇。
在地域性的總體研究上顯示，亞洲、北美、拉丁美洲受到較多關
注，非洲及大洋洲最少。而結合地域性和各領域研究可發現：水議
題在亞洲、北美、拉丁美洲較熱門；食物安全在非洲和大洋洲較多
研究；而空氣品質議題在亞洲、非洲較為盛行。另外，溫室氣體、
土地使用、料源生產則受到全球廣泛注意；但是，人類健康、生物
多樣性等議題，依然沒有受到重視。
跨領域研究指出，溫室氣體為最受重視之研究題材，其次為土地使
用、料源生產、燃料生產技術、生產成本等。而人類健康、生物多
樣性等題目幾乎等同孤立。
總體研究結果顯示，生質能源在各領域間的現有研究中，具有強烈
不對稱性，能否提供工業界或決策者足夠全面的參考，是具有爭議
性的。缺乏人類健康、生物多樣性、經貿政策等相關的研究，將影
響生質能源在經濟及科學上的潛在影響分析，進而可能導致各種意
料之外的結果。
(註 4) Chroline E. Ridley et. al., Biofuels: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eals Key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Unknowns, Environ. Sci. Technol., 2012, 46, 1309-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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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藉由瞭解英國制定 SRF 的燃料等級，而限制燃料組成與應用，
可藉以提升污染排放之環保要求；評估藻油製程之生命週期、水資
源使用、能源耗用，可在技術發展階段提出發展策略建議與修正；
稀土元素因為再生能源發展而受到關注，但受到礦源地域性影響，
發展低用量技術及稀土元素回收技術，將成為環保並具清潔生產的
思維策略；而透過廣泛的文獻分析，發現人類健康風險、生物多樣
性之生態關懷、生質燃料交易之經貿政策等，為生質能源研究方面
較冷門之研究領域，資訊不對稱，容易造成決策偏頗。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能源安全、環境品質、減碳需求等課題，再生
能源成為各國所重視且必須發展之技術。以生質能源為例，都市廢
棄物、事業廢棄物、農林業廢資材等，由環保、環衛觀點，具有不
處理就立即造成問題的特性，將其能源化利用具有做為基載電力設
施供應穩定電力的優點；亦可用於汽電共生廠，提供工業界熱電使
用。然而，在廢棄物與燃料之間畢竟存在差異，該如何認定及制定
燃料品質規範、所需依循的污染排放標準、飛灰和底灰再利用、空
污費能否減免、碳權歸屬等，為政府管理面與公民營使用者都需要
遵循的依歸，我國正處於發展之際，宜綜合考量多方因素後，儘速
制定相關管理辦法。綜言之，再生能源政策之制定將造成深遠的影
響，再生能源技術項目也相當多元，故規劃其發展需由多維度、多
重構面整合考量，並充分揭露該技術對環境、能源、健康、經濟、
社會、生態等之潛在影響，方有利於我國再生能源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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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連結免疫吸附分析法快速篩檢微囊藻毒
黃壬瑰 1 蕭美琪 2 潘復華 3

摘要
本研究比較酵素連結免疫吸附分析法與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檢測
水域中藻體中微囊藻毒，二者相關性高，顯示酵素連結免疫分析可以
應用在微囊藻毒快速篩檢上。

前言
（1）

1971 年 Engvall 和 Perlmann 發表了酵素連結免疫吸附法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後，因為靈敏且不需要特殊設備，
已日益普及。酵素連結免疫吸附法是利用抗原(antigen，就是蛋白質)
與抗體(antibody)結合的專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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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囊藻毒酵素連結免疫試劑是應用生物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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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methyl10-phenyldeca-4E, 6E-dienoic acid]

（2）

產生抗體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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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將 96 孔盤塗上

該單株抗體，形成直接競爭型酵素連結免疫試劑組(direct competitive
ELISA)。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科長 2 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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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中微囊藻毒素與與酵素結合試劑(enzyme conjugate reagent)共同
競爭限量之藻毒抗體。當無色酵素結合試劑與抗體結合後，酵素催化
後，續加入之受質液(substrate)，轉化成有色產物，反之藻毒與抗體
結合物仍維持無色。水樣中藻毒含量越高，相對減少藻毒結合試劑與
抗體的鍵結量，反應後呈現較淺顏色。因此，水中藻毒濃度與反應顏
色呈負相關性，將樣品所呈之顏色以與檢量線比較，可得篩檢濃度。
本研究配製微囊藻標準品及萃取水域藻體樣品，比測酵素連結免疫吸
附分析法與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檢測二者相關性，以瞭解酵素連結
免疫吸附分析法之穩定性。

材料及方法
Cambrex ELX808 波長 405、600 nm 酵素連結免疫分析儀(ELISA
reader)，微囊藻酵素連結免疫分析測試組(EnviroGard® Microcystins
Plate Kit 75400 購 自 STRATEGIC DIAGNOSTICS INC. Newark,
USA) ， ABI API 2000 高 解 析 度 液 相 層 析 串 聯 式 質 譜 儀 儀 器
(LC/MS-MS，含 HPLCAgilent 1100 型，Agilent ZORBAX Eclipse
XDB-C18 LC-MS column 2.1x 50 mm, 5 μm 層析管)、microcystin LR
標準品與 microcystin RR 標準品(購自 Zen-U Biotecnology Co., LTD)。
以標準品配製 5、1、0.5、0.05 μg/L，並隨機取 8 個水域樣品 250 mL，
經 3300 g，16℃離心 30 分鐘後，去其上清液，經冷凍乾燥後，藻體
以 50%甲醇 60℃超音波萃取後，以 0.2 μm 濾膜過濾後，以串聯式液
相層析質譜儀(LC/MS-MS)檢出含微囊藻毒素之樣品。取 100 μL 經水
稀釋至免疫分析可檢出之濃度範圍後(0.1-1.6 μg/L)，以酵素連結免疫
分析進行比較之。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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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酵素連結免疫分析檢測過程均須進行試劑組提供之標準品進行檢量
線，本研究所進行之檢量線均可達線性 R2 為 0.98 以上。本研究另以
外購之標準品配製之微囊藻毒素 (Microcystin-LR、-RR) 5、1、0.5、
0.05 μg/L，以微囊藻毒酵素連結免疫分析試劑進行測試，結果如表 1
所 示 標 準 品 微 囊 藻 毒 素 (Microcystin-LR 、 -RR) 5 μg/L ， 均 超 過
EnviroGard Microcystin ELISA Kit 所提供之檢量線範圍，1、0.5、0.05
μg/L 所得測值均略低於配製濃度，Microcystin-LR 與 Microcystin-RR
測值相近，顯示微囊藻毒酵素連結免疫分析測試劑可快速準確分析微
（4）

囊藻毒素，不過濃度適用範圍小僅 0.1 至 1.6 μg/L

，僅能表現微囊

藻毒素總量，靈敏度雖高但選擇性低，而且價格昂貴。
表 1 自配製之標準品經酵素免疫分析 (ELISA)結果
配製濃度
藻毒形式
5 μg/L

1 μg/L

0.5 μg/L

0.05 μg/L

Microcystin-LR

*

0.97

0.43

0.05

Microcystin-RR

*

0.89

0.48

0.04

註：* 表超過該酵素免疫分析試劑之檢量線

經甲醇萃取後之藻體樣品，酵素聯結免疫分析法與串聯式液相層析質
譜儀(僅 Microcystin-LR、-RR 加總)二者分析比較，以酵素連結免疫
分析法進行檢測，其結果於表 2，配對樣本 t 檢定（Pair t test），二
者間並無差異，相關係數達 0.92，惟 I 樣品二者比測差異較大，這可
能是該樣品含較多其它結構微囊藻毒，如 Microcystin-Y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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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甲醇萃取藻體中微囊藻毒素與酵素連結免疫分析結果
樣品代號

ELISA(μg/L)

LCMS-MS(μg/L)

A

11.21

14.24

B

10.12

10.27

C

9.14

8.62

D

6.04

5.87

E

10.72

10.7

F

117.87

137.7

H

8.67

9.24

I

106.06

60.7

結語
酵素連結免疫分析檢測技術操作簡單快速，其結果與串聯式液相層析
質譜儀檢測結果相關性高，顯示酵素連結免疫分析適合推廣至水質管
理單位，為民眾飲水安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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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飲用水中鹵乙酸含量調查
金翁正 1 陳麗霞 2 翁英明 3

摘要
飲用水水處理流程中常以加氯作為淨水程序，但加氯消毒會導致氯仿
等消毒副產物的生成；飲用水中氯化消毒副產物其中又以三鹵甲烷
（Trihalomethanes；THMs）和鹵乙酸（Haloacetic acids;HAAs）為主，
鹵乙酸在氯化消毒副產物（Disinfection by-products；DBPs）中的含
量可達到 20％。氯化消毒副產物具有不利健康的影響，在動物實驗
上可發現具有肝、腎及免疫系統方面的傷害，而經流行病學研究顯示
暴露於含有消毒副產物的飲用水，會引起膀胱癌、結腸直腸癌等風
險。2010 至 2011 年本團隊針對國內中、南部及外島共 55 座淨水場
之原水及清水共 121 件樣品進行鹵乙酸含量檢測（6 點重複）
。檢測
結果顯示原水樣品濃度分布於 N.D.-27.63 μg/L，檢出率 42﹪，35 處
原水未檢出。5 種鹵乙酸（HAA5，包含一氯乙酸、二氯乙酸、三氯
乙酸、一溴乙酸、二溴乙酸）總濃度平均值為 1.38 μg/L；9 種鹵乙酸
（HAA9，包含一氯乙酸、二氯乙酸、三氯乙酸、一溴乙酸、二溴乙
酸、三溴乙酸、一溴一氯乙酸、一溴二氯乙酸、一氯二溴乙酸）總濃
度平均值為 2.24 μg/L。清水樣品濃度分布於 N.D.-74.2 μg/L，檢出率
97﹪。5 種鹵乙酸總濃度平均值為 9.38 μg/L；9 種鹵乙酸總濃度平均
值為 13.99 μg/L。鹵乙酸中待測物物種分布主要為二氯乙酸（DCAA）
及三氯乙酸（TCAA）兩種。美國環保署（USEPA）對 5 種鹵乙酸總
濃度規範為 60 μg/L，我國飲用水水質多能符合美國環保署標準。
關鍵詞：鹵 乙 酸 、 飲 用 水 、 消毒副產物、DBPs、HAA5、HA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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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乙酸形成機制與危害
飲用水水處理流程中常以加氯作為淨水程序，以防水媒傳染病之發
生，但於1970年初期，美國環保署(USEPA )在經加氯消毒的處理水
中，發現到不存在於原水中的有機化合物。之後Rook在1974年更發
現到經加氯消毒後的自來水中含有三鹵甲烷，因此將經由消毒而產生
的化合物，命名為消毒副產物。Dojlido 與Singer 這兩位學者在1999
年指出反應式如下：
－

HOCl ＋Br ＋ NOM＝＞
1.THMs（CHCl3、CHCl 2、CHBr 2Cl、CHBr3）
2.HAAs
3.others DBPs
NOM：natural organic material（有機物，分子量約為300-30,000amu）
（1）

根據Jolley and Suffet

的報告指出，地表水經由加氯程序所衍生出的

有機鹵化物約可分為9大類，分別為三鹵甲烷、鹵化乙酸、鹵化乙腈
(Haloacetonitriles, HANs) 、 鹵 化 酮 類 (Haloketones,HKs) 、 氯 酚 類
(Chlorophenols) 、 氯 氰 類 (Cyanogen chloride) 、 有 機 氯 化 胺 類
(N-Organochoroamines)、氯化醛類(Chloral hydrate)及三氯亞硝基甲烷
(Chloropicrin)等。其中THMs佔DBPs的60%、HAAs佔20%、HANs佔
12%、HKs佔5%、CP佔3%； THMs為自來水加氯消毒中含量較高的
（2）

消毒副產物 。在台灣南部地區三氯甲烷(TCM)更是台灣地區自來水
（3）

中最主要的致癌風險因子 ，其貢獻度佔THMs各物種之87.5~92.5％。
流行病學及動物實驗研究結果顯示，水處理過程產生含氯之 DBPs，
其擁有引發膀胱癌、結腸癌、直腸癌甚至肝癌等慢性方面疾病之證
據。美國環保署管制 5 種飲用水消毒副產物鹵乙酸類（HAAs）
，這些
物質可能導致細胞毒性（cytotoxic）
、基因毒性（genotoxic）、致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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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utagenic）
、致畸性（teratogenic）

，此外 monoHAAs 單鹵乙酸

也 會 抑 制 甘 油 醛 -3- 磷 酸 去 氫 酵 素 （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APDH）的活性。
而且人體每天約需消耗2公升的水，亦可能因淋浴、游泳經由空氣、
皮膚暴露吸收，進入人體。例如泳池含HAAs約1~800 μg/L，比飲用
水0~100 μg/L高出許多。泳者透過吞入、吸入、皮膚吸收、體內鹵乙
（5）

酸會比平常高出幾十倍

。

研究方法、過程與分析
以 NIEA W538.51B，
「水中鹵乙酸與得拉本檢測方法—液相-液相微萃
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作為分析方法。取 40 mL 水樣，
以濃硫酸調整 pH 值至等於或小於 0.5，以甲基第三丁基醚(methyl
tert-butyl ether，MTBE)進行萃取後，加入酸性甲醇將鹵乙酸與得拉本
等待測物衍生成甲基酯類化合物，再將含有甲基酯類化合物之有機溶
劑層分離，經碳酸氫鈉中和萃液後，注入氣相層析儀以電子捕捉偵測
器分析之。此方法可濃縮樣品 10 倍。
（6）

在採樣位置，參考許氏

在 2000 年採集十個地區經加氯處理之飲用

水所做的研究指出，淨水場之清水與末端用戶採集樣本，兩者之間並
無太大差異，於淨水場清水所進行之檢測，已足以代表供水區域之飲
用水中 HAAs 的含量。因此本次測點均設在淨水廠內，共取原水 60
件（公館淨水場與長興淨水場為同一水源）及清水 61 件兩種樣品。

總鹵乙酸測值與總三鹵甲烷關係
（7）

蔣氏

針對 HAAs 與 THMs 生成的試驗中，兩者之生成潛能就具

有良好的相關性，R2 可達 0.7899。王氏等

（8）

將採集水樣之 DBPs 分

析結果加以比較，發現用 THMs 推論 HAAs 生成之相關性良好， R2
約為 0.60至 0.70 左右，且與 HAA5 及 HAA9 之線性關係差異不
（9）

大；但有一份研究卻有相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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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淨水場清水中DBPs 的調查報告所得到的相關資料加以分析，
HAA5 與 THMs 在這兩年的資料中，THMs 分別只能描述26﹪及
47﹪HAA5 的變異（1991 年：HAA5＝12.8+0.33×THM，R2＝0.26。
1992 年：HAA5＝0.4+0.48×THM，R2＝0.47）。
（10、11）

統計調查結果，將總鹵乙酸測值與總三鹵甲烷測值

（三氯甲烷、

二氯一溴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三溴甲烷）做(圖2)及(圖3)，2010 年：
HAA5＝1.9033+0.8332×THM，R2＝0.3152。2011 年：HAA5＝
2.254+0.3683×THM，R2＝0.4793。顯示THMs只能描述約35﹪及47﹪
HAA5 的變異。

研究發現與建議
1.檢測結果顯示原水樣品濃度分布於 N.D.-27.63 μg/L，檢出率 42﹪，
35 處原水未檢出。5 種鹵乙酸總含量（HAA5）平均值為 1.38 μg/L；
9 種鹵乙酸（HAA9）平均值為 2.24 μg/L。清水樣品濃度分布介於
（N.D.
至 74.2 ug/L），HAA5 平均值為 9.38 μg/L；9 種鹵乙酸（HAA9）平
均值為 13.99 μg/L。5 種鹵乙酸中待測物濃度分布為三氯乙酸
（TCAA）＞二氯乙酸（DCAA）＞一氯乙酸（MCAA）＞二溴乙酸
（DBAA）＞一溴乙酸（MBAA）。
2.分析結果 90％以上的鹵乙酸主要存在於清水樣品，少數以地表水為
取水口之淨水廠，出現原水就存在較高的總鹵乙酸（如台南市、雲
林縣、連江縣各 1 場）
，這 3 場原水與清水中總鹵乙酸測值相近，顯
示該淨水廠現有淨水流程無法去除總鹵乙酸。
3.分析結果總鹵乙酸主要以三氯乙酸 （TCAA）及二氯乙酸（DCAA）
形式出現，兩者合計約占總量半數。
4. 綜合 2 年測值（表 1），全國淨水場中清水樣品總鹵乙酸，以外島
＞桃竹苗＞北北基＞雲嘉南地區≧中彰投＞宜花東＞高高屏。推估
因為自來水在加氯消毒的過程中，水中的天然有機物質會與氯反應
生成含鹵乙酸；外島地區因水源來處不易，水中有機物質含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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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造成總鹵乙酸值較本島高。此結果與蔣氏（2003）及王氏（2007）
的研究結果相似。
5. 5 種鹵乙酸（HAA5）與 9 種鹵乙酸（HAA9）之關聯性 R2 = 0.9396。
HAA9＝1.4885+1.3337×HAA5，R2＝0.9084（圖 3）。顯示水中溴
離子含量低，兩者之間才有如此良好對應。
6.本島飲用水樣本，由於所添加的消毒劑多為含氯消毒劑，水源水質
也未受鹽化影響，生成含溴乙酸比例較低，甚至一溴乙酸本次樣品
均未檢出，此結果與國外鹵乙酸流布調查大致相近，亦與國內學者
研究結果相彷。
7.綜合 2 年測值，HAA5 僅 1 筆超過 60μg/L，以此結果而論，我國
飲用水水質多能符合國際標準。

未來展望
自來水中加氯的目的，是為了維持飲用水的安全衛生，但過多的餘氯
濃度會造成消毒副產物等致癌性物質。目前已有許多學者著手研究飲
用水中消毒副產物 的影響因子以及生成機制，並發展數學模式來預
估加氯過程與消毒副產物生成量之間的關聯性與去除率。常見學者對
於影響因子：反應時間、 加氯量、 pH、 TOC、 溫度、 溴離子濃
度等提出研究，但較少提出對於淨水場全面調查之數據。又因為二氯
乙酸被美國環保署認定為 B2 類，認為有充分之動物證據，但缺少或
無人類致癌證據；三氯乙酸認定為 C 類，認為可能為人類致癌物質。
但本研究卻發現近 5 成總鹵乙酸主要以三氯乙酸 （TCAA）及二氯
乙酸（DCAA）形式出現，顯示有必要為了國人飲水健康持續追蹤國
內淨水場中清、原水鹵乙酸生成含量，並做為決策機關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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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99 年及 100 年度淨水場 5 種鹵乙酸（HAA5）與 9 種鹵乙酸（HAA9）
測值比較

年度

45

區域

原水 HAA5

原水 HAA9

清水 HAA5

清水 HAA9

（μg/L）

（μg/L） （μg/L）

（μg/L）

100

北北基

0.85

1.92

16.25

22.32

99

北北基

1.06

1.21

8.07

12.15

100

桃竹苗

0.00

0.00

46.92

51.97

99

桃竹苗

1.00

1.72

16.23

19.90

100

中彰投

0.00

0.32

5.63

8.35

99

中彰投

0.17

0.17

1.93

3.10

100

宜花東

1.05

3.00

1.66

3.69

99

宜花東

1.11

1.11

9.85

16.10

100

雲嘉南

2.57

4.75

10.03

14.53

100

高高屏

0.00

0.00

2.01

3.67

100

外島

9.23

16.89

19.50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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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菌快速篩檢技術
尹開民 1

摘要
本篇蒐集 8 種目前國際間使用的退伍軍人菌快速篩選技術，其中 2 種
為分子生物學技術，分別是即時定量 PCR（qPCR）及焦磷酸定序技
術（Pyrosequencing）；4 種為免疫學技術，分別是 Duopath 免疫鑑識
套 組 （ Duopath Legionella kit ）、 多 管 道 流 通 冷 光 的 微 陣 列 晶 片
（multichannel flow-through chemiluminescence microarray chip）
、免疫
磁珠分離及流式細胞儀法（Microcolony Method Combined with 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Staining and Flow cytometry）及微菌落結合直接
螢 光 抗 體 染 色 方 法 （ Microcolony Method Combined with 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Staining ）； 1 種 為 寡 核 苷 酸 陣 列 晶 片
（oligonucleotide array）
，是分子生物學結合免疫學之技術；1 種為基
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飛行時間質譜法（MALDI-TOF MS），進行蛋白
質影像分析。
分子生物學的方法以檢測 DNA 為基礎，所以活菌及死菌的 DNA 都
會被檢出，但是活菌才有健康的危害，且矯正措施完成後（如水塔已
清洗、供水系統已加氯消毒、病人已投抗生素治療等），要能檢出活
菌才有意義，溴化丙錠（PMA）能嵌入死菌的 DNA，可去除死菌 DNA
的干擾，目前溴化丙錠常結合即時定量 PCR（PMA-qPCR）定量檢測
活的致病菌。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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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sp.）是環境中的病原細菌，經由吸入或嗆入
被污染的水造成感染，引起退伍軍人病(Legionnairs’ disease)，是現今
社區及院內感染肺炎的重要致病菌之一，免疫機能障礙者，致死率高
達五成。
傳統檢測方法以特殊培養基（BCYE）進行篩檢，疑似退伍軍人菌之
菌落需再經半胱胺酸（L-cystein）需求試驗及直接螢光抗體檢測
（DFA）確認，過程約需 2 個星期，曠日費時。所以本篇蒐集國際近
期相關退伍軍人菌快速篩檢之文獻共 9 篇，分別引介重點論述，藉以
觀察退伍軍人菌快速篩檢的發展趨勢，期有助於退伍軍人菌先期篩檢
及管控，預防退伍軍人病的發生。
關鍵字：退伍軍人菌、退伍軍人病、快速篩選

一、以即時定量 PCR 同時檢測嗜肺性退伍軍人菌及其他退
伍軍人菌屬的菌株（1）
雖然退伍軍人病主要是由嗜肺性退伍軍人菌所造成，但是近期發現越
來越多人類的疾病是由退伍軍人菌屬的其他菌株所引起，由於退伍軍
人病臨床上沒有獨特的症狀，所以早期正確的實驗室診斷是很重要
的，本研究以即時定量PCR針對23S-5S 核糖體核酸的基因間隔區
（Intergenic Spacer Region, ISR）序列進行檢測，此方法可以同時檢
測嗜肺性退伍軍人菌及其他退伍軍人菌屬的菌株。本研究以
1982~2006年間來自於病人檢體，使用培養法所獲得的39個陽性菌株
及110個陰性菌株，進行即時定量PCR（23S-5S）方法的驗證，結果
以上39個陽性菌株皆被證實為退伍軍人菌，顯示敏感度100%，而110
個陰性菌株卻有部分檢出為陽性，此類者則進一步將PCR 增幅的
DNA片段（amplicon）加以定序，或是進一步篩檢退伍軍人菌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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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細胞感染增強因子（macrophage infectivity potentiator, mip）的基
因。本研究發現退伍軍人菌的陽性菌株中，除了嗜肺性退伍軍人菌
外 ， 還 檢 出 Legionella longbeachae 、 Legionella cincinnatiensis 及
Legionella micdadei等菌株。本研究即時定量PCR（23S-5S）敏感度 7.5
CFU/mL，61個含有病毒及其他細菌（非退伍軍人菌）之樣品，以即
時定量PCR（23S-5S）檢測皆為陰性反應，顯示特異性（specificity）
良好。本試驗方法將有助於早期驗出由退伍軍人菌引起的呼吸道疾
病，並且增加退伍軍人菌的檢出率。

二、焦磷酸定序技術證明以濾膜方式過濾的淨水場含有複雜
的微生物群落（2）
在小規模的微過濾淨水場，以高通量的焦磷酸定序技術調查微生物群
落的組成，從原水（raw water）
、濾膜箱內的微粒物質（membrane tank
particulate matte）及濾膜上的生物膜（membrane biofilm）等取得微生
物樣品，以定序16S核醣體核酸基因片段序列做為微生物群落分類及
致 病 菌 辨 識 的 依 據 ， 並 觀 察 基 因 的 操 作 分 類 單 位 （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的量，發現細菌多樣性比傳統培養方式更多。本研
究結果顯示β-變形菌綱 （Betaproteobacteria）在原水中是主要的微生
物菌群(61.1%)，但是α-變形菌綱（Alphaproteobacteria）是濾膜箱內
微粒物質(42.4%)及濾膜上生物膜(32.8%)的主要微生物菌群，進一步
分析發現每個樣品的菌屬及菌種的細菌群落結構差異很大，顯示濾膜
過濾期間產生許多不同的環境及生長狀態。本研究檢出的潛在致病菌
包括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假單胞菌（Pseudomonas）
、產氣單胞
菌（Aeromonas）及產色桿菌（Chromobacterium）等，其中退伍軍人
菌及產色桿菌在濾膜箱微粒物質中濃度偏高，顯示以濾膜過濾之淨水
場的飲用水具有潛在致病菌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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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 Duopath 套組鑑識水中的退伍軍人菌（3）
Duopath 套組是德國默克公司研發利用免疫層析法鑑識退伍軍人菌的
一種快速及簡易之測試套組，本研究從冷卻水塔及沐浴用水的水樣中
以培養法分離出 100 株退伍軍人菌及 35 株非退伍軍人菌，進一步以
Duopath 套組檢測，藉以測試其精確性，結果 Duopath 從上述 100 株
退伍軍人菌中正確鑑定出 99 株，僅 1 株 Legionella busanensis 鑑定錯
誤，而 35 株非退伍軍人菌則完全被判定為非退伍軍人菌，所以
Duopath 套組鑑識退伍軍人菌是快速有用的方法。

四、開發一個多管道流通的冷光微陣列晶片檢測致病細菌（4）
致病菌檢測對健康及安全是很重要的，全世界各地都有許多突然爆發
的疾病，因此有需要快速（rapid）、定性（qualitativeve）、定量
（ quantitative ） 及 多 樣 的 分 析 檢 測 系 統 （ multianalyte detection
systems），因此本研究開發一個多管道流通檢測致病細菌的冷光微陣
列晶片，這個一次（拋棄式）晶片是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 ABS）的共聚物（copolymer），以
多樣的三明治免疫分析原理製成。本晶片再一次實驗的校正及量測是
可能的，因為它具有 6 個平行流通的微管道。本方法以出血性大腸桿
菌（Escherichia coli O157:H7）、嗜肺性退伍軍人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及傷寒沙門氏桿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進行實驗，
首先將上述 3 株病原菌的多株抗體先點製在晶片上，如此可以和測
試細菌的專一性接受體（specific receptor）結合，被多株抗體捉住的
細菌，再以黏合有生物素（biotin）及辣根過氧化物酶和鏈抗生物素
蛋白（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streptavidine）共軛物（conjugates）
之抗體接合在菌體上，形成三明治的樣式，當加入發光氨（luminol）
及過氧化氫（hydrogen peroxide）後，辣根過氧化物酶卽產生冷光
（chemiluminescence），再以 CCD camera 偵測冷光。本晶片偵測極
限偏高，出血性大腸桿菌偵測極限是 1.8 x 104 cell/mL，嗜肺性退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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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菌是 7.9 x 104 cell/mL，傷寒沙門氏桿菌是 2 x 107 cell/mL，但是整
個檢測時間非常快速，僅需 18 分鐘。

五、應用免疫磁珠分離及流式細胞儀快速定量偵測嗜肺性退
伍軍人菌（5）
退伍軍人菌是致病菌，生長在貯水池及供水系統中，世界各地都有退
伍軍人病爆發的案例，並造成致命，雖然目前分子生物技術及免疫學
有非常先進的檢測方法，但是官方的且國際間認可的檢測方法只有
ISO 11371的水中退伍軍人菌檢測方法，這個方法是以BCYE培養基進
行篩檢，一般需要10天的培養及驗證時間，且可培養出的菌落才能計
數定量，因此本研究發展一個不需要培養且能夠定量的快速檢測方
法，主要包含4 個步驟：1.濃縮樣品。以0.45 µm的濾膜過濾1公升的
水樣，濃縮成5 mL。2.以無菌緩衝溶液將截留在濾膜上的微生物流洗
下來，並以接合有FITC及Alexa兩種螢光染料的抗體進行染色。3.進
行免疫磁珠捕捉。4.以流式細胞儀（Flow Cytometry）進行偵測。本
研究整個流程檢測時間180分鐘，偵測極限500 cells/L，回收率是
52.1%，以螢光顯微鏡鏡檢及流式細胞儀進行計數，二者有良好的相
關性。

六、以微菌落方式結合直接螢光抗體染色快速計數淡水中活
動的嗜肺性退伍軍人菌（6）
本研究將樣品培養形成微菌落後結合直接螢光抗體染色（Microcolony
Method Combined with 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Staining），並以顯
微鏡觀察計數，能專一的檢測及定量淡水中具生長活力的嗜肺性退伍
軍人菌。經實測發現這個方法能夠在 24 小時內，檢出 91 個沐浴盥洗
用水中活動的嗜肺性退伍軍人菌，這個方法和傳統培養皿計數菌落的
方法有相似的的敏感度，顯示以微菌落方式結合直接螢光抗體染色的
技術，對於監測水中退伍軍人菌的孳生，預防退伍軍人菌的感染是有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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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寡核苷酸陣列鑑識退伍軍人菌（7））
退伍軍人菌屬是一群能活動、無法代謝醣類及營養需求特殊的挑剔性
革蘭氏陰性桿菌，嗜肺性退伍軍人菌是人類重要的致病菌，其他菌株
如Legionella. micdadei、 L. longbeachae、 L. dumoffii等感染案件也越
來越多。退伍軍人菌屬中除了嗜肺性退伍軍人菌外，其他菌株生化反
應間的差異不顯著且表現的特徵相近，所以要正確的區分其他非嗜肺
性退伍軍人菌的菌株是困難的，本研究評估使用寡核苷酸陣列鑑識18
種退伍軍人菌株的可行性，首先將設計好的探針（30個核苷酸）點製
在尼龍膜上，接下來以接上毛地黃素(digoxigenin)之引子進行PCR反
應，擴增巨噬細胞感染增強因子（macrophage infectivity potentiator,
mip）的基因片段，得到之PCR產物（amplicon）與尼龍膜上的探針進
行雜交反應，雜交上去的amplicon再進一步進行免疫分析，首先會接
上抗毛地黃素的抗體（第1次抗體）
，再接上黏合有酵素（enzyme）的
抗毛地黃素抗體的抗體（第2次抗體），加入受質（substrate）使被酵
素分解後呈色，以肉眼就能判讀結果。本研究共收集了144個標的菌
株及50個非標的菌株進行分析，結果敏感度(144/144)及特異性(50/50)
皆100%，本研究寡核苷酸陣列分析以培養基篩選出疑似退伍軍人菌
之菌落後，一個工作天之內就可完成分析，結論：結果顯示本研究設
計的寡核苷酸陣列分析用於臨床檢體退伍軍人菌的鑑識是可信的，可
替代傳統及其他分子生物學的方法。

八、以基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飛行時間質譜法快速檢測退伍
軍人菌（8）
38 種不同的退伍軍人菌參考菌株以基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飛行時間
法（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 Time of Flight,
MALDI-TOF）送到全細胞質譜儀（Whole Cell Mass Spectrometry,
WCMS）進行蛋白質影像分析，比較 38 種參考菌株「WCMS 分析所
得到的菌種樹狀圖」和「退伍軍人菌特有的巨噬細胞感染增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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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phage infectivity potentiator, mip）序列所產生的親源性樹狀
圖」，結果這兩種方法推斷出的樹狀圖，有顯著的同源性，進一步使
用野外實際樣品測試，樣品來源包括有冷卻水塔水樣、盆栽堆肥土壤
及病人檢體等，以保存在瑞士國家參考中心經基因型區分出來的 453
株退伍軍人菌進行測試，結果使用適當的光譜質量套組，就能產生菌
種特異性的超級圖譜，因此能夠明確區分和鑑定退伍軍人菌株。

九、使用溴化丙錠結合即時定量PCR定量活的嗜肺性退伍軍
人菌（9）
以分子生物技術快速篩檢退伍軍人菌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儘檢
出活的退伍軍人菌，因為活的退伍軍人菌才會有致病的危害，本研究
使用溴化丙錠（propidium monoazide , PMA）前處理樣品後，再以即
時定量PCR（qPCR）進行定量檢測活的嗜肺性退伍軍人菌，代替費
時的傳統培養方法，結果PMA- qPCR檢測熱處理的死菌，比傳統qPCR
產生的增幅曲線延後4~5 個對數值。使用PMA- qPCR、傳統qPCR及
傳統的培養方法，應用於環境樣品（來源包括冷卻水塔、醫院、SPA
池、旅館的熱水系統及自來水等）的檢測，結果3種方法有不同程度
的相關，可能與不同的環境基質及不同無法培養出的退伍軍人菌的變
異 程 度 有 關 ， 進 一 步 發 現 溴 化 丙 錠 比 溴 化 乙 錠 （ ethidium
monoazide ,EMA）有比較低的細胞毒性，結論：PMA- qPCR是一個
有前景的快篩技術，可減少死菌的干擾，增加風險評估的正確性。

結語
本篇蒐集國際現今退伍軍人菌快速篩檢技術，分別有即時定量 PCR、
焦磷酸定序技術、Duopath 免疫鑑識套組、多管道流通冷光的微陣列
晶片、免疫磁珠分離及流式細胞儀法、微菌落結合直接螢光抗體染色
方法、寡核苷酸陣列晶片、基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飛行時間質譜法等
8 種，皆比傳統培養方法快速、準確且靈敏，可應用於環境水體檢測，
事先的預防及呼吸道疾病快篩的投藥治療，對把關人類健康及安全有
莫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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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水體之生物篩檢與監測技術應用
林哲雄 1 李以彬 2 王世冠 3

摘要
本文取材自 2012 年「環境科學與技術」以及「應用環境微生物」期
刊中有關以生物篩檢與監測技術檢測環境水體之代表性文獻共計 7
篇，包括：利用親緣微陣列（Phylogenetic Microarray、PhyloChip）
技術監測含有受污染地下水場址中微生物之菌群變化 2 篇；以免疫分
析方法檢測水體污染物 1 篇；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法(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PCR)技術快速鑑定環境水樣菌 2 篇；利用生物檢知器
監測水樣中重金屬或環境荷爾蒙等污染物 2 篇，摘要整理其內容，以
瞭解國際間將各項生物技術應用在環境水質快速篩檢或監測上之最
新發展情形。

前言
環境水體的監測在於提供水體品質相關資訊，瞭解週遭水體環境現
況，達到保障民眾親水、用水安全之目的。對於水體水質污染物含量
監測，通常會用到物理、化學及生物等方法，主要目的在具體呈現環
境品質的量化指標，本文主要針對使用生物技術進行環境水體監測的
這一個部份進行介紹。

1. 在三氯乙烯污染場址執行還原脫氯中微生物群落之親緣微陣
列分析(1)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以高密度親緣微陣列(high-density phylogenetic
microarray，又稱為種族晶片(PhyloChip)之分子生物技術，監測含有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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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烯污染地下水場址中微生物之菌群結構變化，並探討在生物刺
激(biostimulation)法及生物強化(bioaugmentation)法分解污染物之情
況下菌群分布消長情形。
透過整治華盛頓州路易斯堡三氯乙烯污染地下水場址的不同層面，一
種高密度親緣微陣列被應用於追蹤細菌與古生菌種群，利用乳清蛋白
的生物刺激與含現地脫鹵菌種(Dehalococcoides)環境培養之生物強化
策略實施以提高脫氯。在菌種豐富度測量上，以所得基因片段序列間
有 97~100% 的 相 似 度 者 ， 歸 為 同 一 操 作 分 類 單 元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 OTUs)或單型(phylotype)，從不同整治階段與生物強
化培養的地下水樣萃取之 DNA 有超過 1,300 OTUs 被檢測出來。
為了確定在群落中的活動性成員，藉由微陣列分析樣品中 16S rRNA
並有 600 個 OTUs 鑑定出來。所表達 16S rRNA 的 cDNA 選殖庫證實
觀察到一些微生物門類的多樣性和活動性，經由整治點的樣品成分分
析顯示微生物種群在研究過程中是不斷變化的；古菌類種群動態分析
顯示甲烷細菌(methanogens)在整治後期顯著增加，它與甲烷濃度超過
2 個數量級的增加相關。總之，本研究利用種族晶片分析提供洞悉微
生物生態學與群落的動態，在三氯乙烯污染場址有效地瞭解其還原性
脫氯進行過程。

2. 應用親緣微陣列（Phylogenetic Microarray）分析技術鑑別糞
便污染之來源(2)
進行糞便污染來源追蹤時，常使用生物標記來系統性地鑑別或排除各
個可能來源。高通量核酸序列分析，由於可快速分析出糞便微生物群
落的總多樣性，因此具有僅進行單一試驗即可辨別污染源之潛力。本
研究使用親緣微陣列分析技術，找出加州沿海地區之細菌組成，進而
確認糞便污染的主要來源。首先收集人類、鳥類、牛、馬、麋鹿及鰭
腳類動物（如海豹、海象）等 42 個不同族群之糞便，再利用可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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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16 種細菌分類之核酸微陣列，辨識細菌群落之組成。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之結果顯示，人類、鳥類、鰭腳類及食草動物之
糞便，細菌群落之組成差異甚大。鳥類及哺乳動物之糞便可利用放線
菌、桿菌及變形菌進行區別。人類、鰭腳類及食草動物之糞便可利用
梭菌及擬桿菌進行區別。本研究亦發現，人類、鳥類及草食動物的糞
便中，有 1058 種特有之細菌類別，可用來區別環境水體之糞便污染
來源。

3. 利用免疫分析方法評估人類/環境暴露之抗菌劑三氯卡班
(triclocarban , TCC) (3)
半抗原(hapten)由於本身分子量過小，不能單獨激發人或動物體產生
抗體，它只有反應原性，不具免疫原性，又稱不完全抗原，無法刺激
免疫反應；目前最廣泛使用的方法技術是利用化學方法把半抗原與某
種純蛋白的分子載體(carrier protein)結合，半抗原一旦與純蛋白質結
合後就構成該蛋白質的一個複合體，稱之為半抗原載體蛋白複合物
(hapten-carrier protein complex)，此時純蛋白因結構改變而獲得新的免
疫原性，並能刺激動物產生相應的抗體。
本研究報告主要探討 triclocarban 半抗原製作最佳方式(如圖 1，Type C
模式)，利用其與 thyroglobulin 結合形成免疫原，使兔子產生抗體；
再以半抗原 Type E 模式(如圖 2)結合 bovine serum albumin 作為 ELISA
被覆抗原，藉以發展免疫分析方法檢測 TCC。

圖 1 半抗原 Type C 模式。 圖 2 半抗原 Type E 模式。

已開發一個敏感的、間接型競爭性酵素聯結免疫吸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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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LISA）檢測抗菌劑 triclocarban，半抗原藉由 triclocarban 苯基
對位處衍生合成。利用兔子抗血清進行篩選，最理想的 ELISA 方法
模式為使用抗血清 1648(利用 hapten C1-thyroglobulin 為免疫原注射兔
子產生之抗血清)與被覆抗原 hapten E2-BSA。
利用本方式檢視 triclocarban 的 IC50 濃度為 0.70 ng/mL，線性偵測範
圍在 0.13-3.60 ng/mL (IC20-80)。抗體對 triclocarban 的專一性高，僅抗
菌劑 3-trifluoromethyl-4,4’- dichlorocarbanilide (TCC 上一個 Cl 變成
CF3)有 27%的交叉反應(cross-reactivity)。
本方法僅需少量的人體體液樣品即可以液液萃取方式進行前處理與
分析，血液/血清樣品其 TCC 定量的最低極限濃度為 5 ng/mL，尿液
樣品則為 10 ng/mL，且本方法對於環境中有機固體 triclocarban 的含
量檢測能力接近於高效液相串聯質譜儀(LC/MS/MS)。此免疫分析方
法可被視為快速、經濟與方便工具，幫助研究人員監測人體/環境中
TCC 暴露量以便更加了解其對健康的影響。

4. 以 Real-time PCR 定量一般糞便指示菌的室間比對(4)
為了建立標準 qPCR 技術鑑定環境水樣糞便菌，納入美國國家水質檢
測規範，先行測試比較 8 家實驗機構對 DNA 分離及 simplex、multiplex
amplification 之檢測數據差異性。
應用 qPCR 技術快速鑑定環境水樣糞便菌，已被美國考慮作為國家水
質檢測標準。從研究工具到標準化方案的過渡時期，它需要再現性資
訊和跨實驗室 qPCR 方法差異的資訊。
本研究調查測量腸球菌(enterococci)和擬桿菌目(Bacteroidales)濃度的
實驗室間變異，從標準化、樣品添加和環境 DNA 的來源分別使用
Entero1a 和 GenBac3 的 qPCR 方法。比較的基礎是從 8 個不同的研究
機構產生的數據，特別關注於 DNA 抽取步驟、單純引子和多重引子
放大方法在各實驗室間變異的影響。

2012年7月

58

技術趨勢∣Trends

結果顯示，抽提物對 DNA 抽取是足夠的，除非環境樣品中含有的物
質可以抑制 qPCR 増幅 DNA。單純引子和多重引子放大方法之間沒
有明顯差異，總體而言，實驗室間變異值仍是低（變異係數<10％）。

5. 在 3 處加州海灘以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法及培養法進行腸
球菌定量之結果相關性(5)
過去已有數個研究比較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法及培養法之糞便指
標細菌定量結果。本研究係將這些研究結果進行延伸，驗證同一海灘
在不同時間、不同季節，這兩種定量方式之相關性是否穩定。研究者
選定 3 處南加州海灘，每天上、下午分別以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法、濾膜法及 Enterolert®法進行腸球菌定量。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法及培養法之結果具顯著相關性，但是相關強度並不穩定，且相關性
變動與時間和地點無關。因培養法只可定量仍具生長力之細菌，而定
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法之定量對象為細菌之基因片段，即使細菌已喪
失活性其基因片段仍可能產生反應，故培養法之定量結果低於定量聚
合酵素鏈鎖反應法，比值落於 0.04 至 0.85 之間。

6. 使用冷凍乾燥細菌 bioreporter 測試套組監測孟加拉地下水砷
含量(61
bioreporter 主要包括 2 個元素組成，啟動基因(promoter gene)與能夠產
生訊號的報告基因(reporter gene)。當細胞環境中有被分析物存在時，
細胞的 promoter 受激而啟動 reporter gene 的轉錄，然後利用細胞轉譯
機制成報告蛋白，並產生可檢測的訊號(如光學訊號)。
本研究是利用 arsenic bioreporter 監測孟加拉共和國 6 個村莊管井地下
水之砷含量。所用的 arsenic bioreporter 為 E.coli DH5α具有發光基因
組 luxCDABE 及載體 Psb403-arsR，線性校正曲線濃度範圍在 0-117
μ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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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測試套組為利用活的冷凍乾燥細菌 bioreporter，其與砷酸鹽或亞砷
酸鹽反應時產生發光現象，用以監測孟加拉國 6 個村莊地下水之砷含
量。以 bioreporter 和實驗室之 ICP-MS 儀器測試 24 個管井地下水樣
品砷含量，其結果符合性是滿意的。在物流和物料需求、高通量樣品
的適用性和廢物處理方面，本 bioreporter 測試套組較優於現行兩個商
業化學測試套組(德國的 Merckoquant test kit 與英國的 Arsenator test
kit)。
本次監測活動進一步證實地下水中砷有大的局部異質性，透過這些檢
測來監控管井的使用是避免高砷暴露的有效補救措施。

7. 利 用 核 酸 適 體 光 學 生 物 感 測 器 (Aptamer-Based Optical
Biosensor)快速靈敏檢測水樣中 17β-雌二醇(17β-Estradiol ) (7)
本研究指出一可重複使用之漸逝波核酸適體生物感測器可以快
速、靈敏與高選擇性檢測 17β-雌二醇。
水樣中的環境荷爾蒙(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 EDCs)需要例
行性監測，中國大陸環保署無制約污染物監管條例(UCMR3)提出，要
求成本效益，可靠和敏感的 EDC 的檢測方法。利用漸逝波核酸適體
生物感測器，捕獲分子 β-estradiol 6-(O-carboxy-methyl)oxime- BSA，
共價固定到光纖感測器的表面，以間接競爭型檢測模式，將含有不同
濃度 17β-雌二醇的樣品預先混合可與 17β-雌二醇高度專一性結合之
螢光標記 DNA 適體，然後將樣品混合物推送到感測器表面，如果樣
品中含高濃度的 17β-雌二醇，將會減少螢光標記 DNA 適體結合到感
測器的表面，從而減低螢光訊號。本方法之 17β-雌二醇的劑量反應曲
線已建立，其偵測極限為 2.1 nM (0.6 ng mL−1)。
此感測器已藉由評估檢測其他 EDCs 和化學物資證實其高特異性和選
擇性，實際環境樣品基質藉由添加試驗在幾個三級廢水排放物評估其
潛在干擾。此感測器可以 0.5％SDS 溶液（pH 值 1.9）清洗後重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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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0 次以上而不會顯著退化。這種可應用於現場即時且價格低廉方
便使用的攜帶式感測器系統，有潛力運用在環境樣品例如流出物或水
體中 17β-雌二醇的監測。

結語
污染物於環境水體的濃度、分佈與範圍、化學與生物反應、微生物活
性等條件，影響污染物的傳輸與存在等特性；精確評估污染處理前後
之污染物總量及污染物釋放量，對於評估污染源處理前後之差異，及
充分了解殘留污染源之風險是極重要且必須的。目前環境水體通常使
用精密儀器進行分析，雖然準確性高，但因樣品前處理萃取純化步驟
複雜，無法快速分析大量樣品；傳統微生物鑑定方法培養耗時，難以
即時監控環境菌群變化。本文中介紹環境水體生物檢測技術之最新發
展，克服傳統分析上之困難。如何整合相關生物技術應用於實際環境
水體檢測，是未來發展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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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篩檢工具：環境相對發霉指數
尹開民 1 李世偉 2 王世冠 3

摘要
環境相對發霉指數（Environmental relative moldiness index, ERMI）是
以分子生物技術定量灰塵中 36 種特定黴菌 DNA 的含量，它提供一
個簡單的數值，可據以評估黴菌污染的程度，共區分四級，第四級
（ERMI 值≧5）代表室內環境有嚴重的黴菌污染。ERMI 和傳統衝擊
式空氣採樣相比，前者的缺點是僅採得短時間的空氣樣品，造成這個
時間和下個時間的樣品可能就有極大的不同，而灰塵是長時間微生物
污染貯存累積的物質，相較之下灰塵樣品則更穩定且微生物菌相豐
富。與目視黴菌斑的評估方式相比，前者的缺點是存在一些隱藏看不
見的孳生源，ERMI 則提供以 DNA 為基礎的評估方式，用專一性引
子(primer)去定量某些特定潮濕的微生物，較能預期黴菌暴露的危險
性。另一簡化的美國相對發霉指數（American relative moldiness index,
ARMI），基於預算及操作上的考量，僅檢測定量灰塵中特定 12 種真
菌的濃度，所以花費較少，操作較簡化，經測試兩者有 80% 的相關。
關鍵字：環境相對發霉指數、美國相對發霉指數、黴菌

前言
ERMI 是美國環保署生物學家團隊 Stephen Vesper 等人，以即時定量
PCR 分析定量灰塵中特定 36 種真菌的濃度，所創建的一個指數，此
指數提供一個簡單的數值，藉以評估室內環境中黴菌污染的程度，並
據以預測真菌暴露的風險，也可做為改善室內環境矯正成效之評估依
據。本篇將回顧相關文獻，介紹 ERMI 的原理、應用及效用，期能提
供較客觀且標準化評估室內空氣品質良窳的檢測工具。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副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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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美國家庭開發的環境相對發霉指數

（1）

本研究目的是為美國家庭建立一個全國性的相對發霉指數，此項是美
國住都局的健康家庭調查計畫的一部分，做法是從美國地區選定具全
國代表性的 1,096 個家庭，使用 Mitest 廠牌的真空灰塵收集器，吸取
臥室 2 平方公尺加上客廳 2 平方公尺地板的灰塵，以 300 μm 孔洞的
篩網篩分後，秤取 5 mg 的灰塵進行實驗，1,096 個樣品皆以即時定量
PCR 技術檢測灰塵中 36 種特定的真菌，這 36 種菌株可區分為 Group
I 及 Group II 兩群，Group I 菌株包含葡萄穗黴菌（Stackybotrys
chartarum）等 26 株，是和房屋水損害有關之黴菌，Group II 菌株則
包含分枝芽孢黴菌（Cladosporium cladosporioides）等 10 株，是和房
屋水損害無關之真菌（如表 1）
。檢測附表 36 株真菌的含量，取對數
值後，加總 Group I 26 株真菌濃度的對數值，減去加總 Group II 10
株真菌濃度的對數值，即得 ERMI 值【ERMI values ＝∑ log Group 1
－ ∑ log Group 2】
。結果得出之全國性 ERMI 數值，最高及最低是介
於-10~20 之間，可提供預測該室內環境中黴菌污染的程度，區分成四
級（如圖 1）：第一級（Level I）：ERMI 值介於-10~-4 之間，表示黴
菌污染很低；第二級（Level II）：ERMI 值介於-4~0 之間，表示黴菌
污染輕度；第三級（Level III）
：ERMI 值介於 0~5 之間，表示黴菌污
染中度；第四級（Level IV）：ERMI 值介於 5~20 之間，表示黴菌污
染嚴重。結論：ERMI 值提供流行病學研究家庭黴菌污染的程度是有
用的。

圖 1 ERMI 指標真菌污染分級示意圖（圖片來源：Steve Vesper , US 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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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RMI 值選用之 Group I 及 Group II 菌株一覽表
Group I 菌種名稱

Group II 菌種名稱

Aspergillus flavus

Acremonium strictum

Aspergillus fumigatus

Alternaria alternata

Aspergillus niger

Aspergillus ustus

Aspergillus ochraceus

Cladosporium cladosporioides, svar. 1

spergillus penicillioides
Aspergillus restrictus

Cladosporium cladosporioides, svar. 2

Aspergillus sclerotiorum
Aspergillus sydowii

Cladosporium herbarum

Aspergillus unguis

Epicoccum nigrum

Aspergillus versicolor

Mucor racemosus

Aureobasidium pullulans

Penicillium chrysogenum

Chaetomium globosum

Rhizopus stolonifer

Cladosporium sphaerospermum
Eurotium (A.) amstalodami
Paecilomyces variotii
Penicillium brevicompactum
Penicillium corylophilum
Penicillium crustosum

ERMI values

Penicillium purpurogenum

＝∑ log Group I － ∑ log Group II

Penicillium spinulosum
Penicillium variabile
Scopulariopsis brevicaulis
Scopulariopsis chartarum
Stachybotrys chartarum
Trichoderma viridei
Wallemia se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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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RMI 值組成的黴菌在美國地區地理的分布

（2）

計算 ERMI 值是定量灰塵中特定 36 種真菌 DNA 的濃度，本篇研究
的目的想了解這 36 種真菌在美國地區分布的狀況，結果顯示組成
ERMI 數值的 36 種黴菌，廣泛的分布且跨越美國全區，僅少數地區
有地理的侷限性。
三、評估家庭黴菌污染程度的篩檢工具

（3）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要 發 展 美 國 相 對 發 霉 指 數 （ American Relative
Moldiness Index ,ARMI），一個新的評估家庭黴菌污染程度的篩檢工
具，進一步測試其可用性。ARMI指標是簡化ERMI而來，兩者有兩個
不同地方，一是ARMI採樣不以Mitest廠牌的真空灰塵收集器，而改
採一般市面上常用的真空收集袋，可減少經費的支出；另一是從ERMI
評估的36種菌株中，僅挑選出12株進行計算評量，結果ARMI值與
ERMI值進行統計回歸分析後，相關係數（ρ）為0.8，顯示以上兩個
評估家庭中黴菌污染程度的相對發霉指數（ERMI及ARMI）都是適用
的。
四、在底特律市有嚴重氣喘小孩的家庭中測得較高的 ERMI

數值（4）
從底特律市 143 個小孩的家庭中，以真空集塵袋收集灰塵，並以篩網
篩分樣品，利用定量特定黴菌 DNA 的 qPCR 技術（Mold-specific
quantification PCR, MSQPCR）進行分析，並計算出每一個家庭的
ERMI 數值，143 個小孩所居住的家庭，以小孩氣喘用藥的情形（如
無、偶而、經常使用藥物），被區分成三組，第一組是沒有氣喘者的
家庭（n=83）
；第二組是有中度氣喘者的家庭（n=28）
；第三組是有重
度氣喘者的家庭（n=32）。結果第一組（沒有氣喘者的家庭）ERMI
值是 6.2；第二組（有中度氣喘者的家庭）ERMI 值是 6.3；第三組（有
重度氣喘者的家庭）ERMI 值是 8.2，顯示有重度氣喘的家庭比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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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者有較高的 ERMI 值（p=0.04）；第一組與第三組家庭主要污染
的 黴 菌 ， 差 異 的 菌 種 為 Aspergillus niger 及 Aspergillus unguis
（p<0.05）
。所以 ERMI 值有助於家中有重度氣喘小孩，特別是有惡
化現象者優先進行黴菌污染矯正，為評估矯正結果是否良好的一個重
要指標。
五、以相對發霉指數預測小孩呼吸道疾病

（5）

本研究的目的為比較傳統觀察黴菌斑方式及檢測 DNA 為基礎的相對
發霉指數等兩種篩檢黴菌污染方法的效用。選定 271 個家中有嬰兒的
家庭，分別用以上兩種篩檢方式進行黴菌污染程度的分類，並紀錄嬰
兒得到過敏性呼吸道疾病（如哮喘及鼻炎）的狀況，進一步評估黴菌
污染程度的分類和疾病發生的關係。
傳統觀察黴菌斑的方式，將家庭以二分法區分為有黴菌污染的家庭及
沒有黴菌污染的家庭二種，結果此種方式並不能有效預測出嬰兒得到
過敏性呼吸道的疾病（p＝0.27）
，因為有隱藏的黴菌孳生源無法被看
到。相反的，相對發霉指數能預測嬰兒發生過敏性呼吸道疾病，並可
提供屋主有關黴菌污染的程度做為參考。
六、美國健康家庭調查計畫中 ERMI 值和其他潮濕及黴菌評

估方式相關性的探討（6）
評估黴菌污染的方式很多，本篇使用美國住都局健康家庭調查計畫所
創建的 ERMI 值，及其他經常被使用的方法，如現場巡檢觀察黴菌
斑、聞看看有沒有霉味或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了解居住者家庭潮濕及
發霉的狀況，本研究的目的為評估 ERMI 值和上述其他經常被使用的
方法之間的相關性（correlation）
，結果 ERMI 值第 4 等級黴菌嚴重污
染的家庭和現場巡檢觀察到黴菌斑、聞到霉味或是問卷調查得知家庭
潮濕及發霉等有 48%的一致性，但有 52%是沒有相關的。另外，有
7%的家庭 ERMI 值被評定為第 1 等級黴菌污染很低，但以現場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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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問卷調查方式卻被認為有黴菌問題，可見 ERMI 值分析家庭中的
灰塵，可能比較能夠發現隱藏的黴菌問題。
七、定量特定黴菌 qPCR 分析技術評估新加坡購物中心的黴

菌濃度（7）
黴菌會造成人類健康的危害，而且由於潮濕的季節使得黴菌得以在建
築物內增殖，本研究的目標要評估新加坡購物中心黴菌生長的情形，
總共選定 15 家購物中心，其中 1 家有水損傷的記錄，總共採集了 40
件灰塵樣品，以定量特定黴菌 DNA 的 qPCR 技術（Mold-specific
quantification PCR, MSQPCR）進行分析，結果有水損傷的購物中心，
26 種與水損傷相關的黴菌大部分都有被檢出，且其含量都比平均值
高出許多，所以表示 MSQPCR 在熱帶地區用於檢測室內環境中的黴
菌濃度，是一個有用的方法。
八、捕集黴菌孢子及定量特定黴菌濃度兩種評估黴菌污染的

方法：一間淹水的體育館個案研究（8）
學校的體育館意外地因為自動噴水的滅火系統誤噴而造成淹水，室內
的積水很快就被清除，10 天後有民間專業的公司來進行體育館內的
乾燥作業，25 天後學校決定進行評估館內是否有黴菌孳生？督察員
採用兩種方式進行評估，一種是傳統的衝擊法採集空氣中的黴菌孢
子，另一種是採集灰塵進行 ERMI 的分析。前者以卡匣式的個人生物
氣膠採樣器（Air-O-Cell™ (AOC) cassettes）進行空氣樣品的採樣，共
採集 30 個樣品，每個樣品收集 75 公升的空氣，以顯微鏡計數黴菌孢
子數量；後者定量 36 種特定黴菌 DNA 的含量，並計算出 ERMI 值。
結果傳統的衝擊法，比較室內外空氣中黴菌孢子種類及濃度，並未有
明顯的差異，但是計算 ERMI 值卻高達 8 及 11，顯示體育館為重度
的黴菌污染，於是督察員決定進行全面的矯正，可見 ERMI 值比短暫
時間採集的空氣樣品，對水損傷的環境提供較信賴的答案，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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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黴菌污染的篩檢工具。
九、在嬰兒期處在比較高 ERMI 值的環境可預測 7 歳年齡兒

童氣喘（9）
暴露在黴菌的環境中，可能會導致氣喘病的發作，但是之前缺乏一個
標準化的方法量測暴露環境中黴菌的濃度，本篇研究的目的是想探討
是否 1~7 歳孩童的黴菌暴露量與長大到 7 歳後氣喘的發生有關。本篇
進行嬰兒到 7 歳間黴菌暴露量與氣喘發生關係的出生世代研究，黴菌
暴露濃度以定量 36 種特定黴菌 DNA 的量得出的 ERMI 值進行分析，
在 7 歲時以歷史的發病記錄、肺活量、呼出的一氧化氮及氣道的可逆
性等，評估是否有氣喘的發生，也進行父母親的問卷調查，了解有關
孩童氣喘症狀及其他輔助因子。結果 7 歲的年齡層中，有 18%
（31/176）
的孩童有氣喘病，住在 ERMI 值≧5.2 家庭中的 1 歲前的小孩比 ERMI
值＜5.2 的家庭，有超過 2 倍的風險會引起氣喘病，但是其他年齡層
（2~7 歲）並沒有明顯的差異。

結論
ERMI 值提供有用的室內環境黴菌污染的指標，可用來表示住宅潮濕
引起黴菌孳生的程度，也可做為改善室內環境評估矯正成效，及有氣
喘孩童之家庭優先據以改善室內環境之輔助參考依據，且更有助於預
測黴菌暴露的健康危害，提供內科醫生評估呼吸系統疾病及看屋者購
屋參考之重要指標，因此 ERMI 是評估室內空氣品質非常值得開發的
篩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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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泥生物慢毒性檢測技術最新發展
謝季吟 1 林哲雄 2

摘要
底泥生物毒性試驗已廣泛被各國採用為探討底泥污染物所導致之生
物效應。一般而言，僅有少部份底泥樣品足以引起存活等急毒性效
應，因此在評估中低污染等級底泥生物效應時，係以生物完整生命周
期的慢毒性試驗為較佳評估工具。目前被用在底泥慢毒性檢測之物種
包 括 端 足 類 動 物 (Amphipods) 、 多 毛 類 (Polychaetes) 、 寡 毛 類
(Oligochaetes)等物種，而主要的測試終點則包括存活、生長發育與繁
殖或生物累積效應。如將受測物種對於底泥不同物化特性的容忍度、
測試終點結果判斷與代表性及生態相關性列入考量，則以端足類
Hyalella azteca 為最廣泛當作底泥生物慢毒性之測試物種，不但較其
他測試物種靈敏，也已成功被用在添加殺蟲劑、多環芳香烴及重金屬
底泥之相關研究。

前言
底泥為污染物如除草劑、農藥、多氯聯苯、多環芳香烴及重金屬的沉
積庫。其對水域生態系統所造成威脅儼然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環境議
題。受污染的底泥可能直接對存活於水體或底泥的生物體造成毒性影
響，亦或經由食物鏈而導致污染物累積於生物體之來源。又當水域因
受擾動或因底泥與水體重新平衡分配時，污染物會再度被釋回水體，
易造成污染物重新累積於水域生物體內，或改變為其它形態而重新沉
積。
傳統利用化學分析方法檢測污染物時，由於污染物種類繁多且性質差
1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副教授 2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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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性大，除了耗時費力外，還會造成判讀不易，無法反應全底泥(whole
sediment)對生物可能造成的不利影響及導致生態風險。為釐清化學物
質與生物反應之相關性，尤其當生物體長期暴露於微量化學物質時，
如何利用底泥毒性測試來評估所存在污染物質對生物體的危害，並提
供潛在毒性相關資訊，已成為國內對了解底泥潛在關切化學物質
(chemicals of potential concern, COPCs)濃度之測定及是否足夠評估所
衍生之生態風險的必要手段。
近年來，底泥慢毒性測試物種的適用性及其搭配化學分析數據，對於
污染物質所造成的生物效應已備受廣泛的重視與探討。其相關研究主
要是針對不同物種對底泥污染物的敏感性與底泥物化特性之相關性
進行研討，尤其在受測生物慢性暴露過程中，污染物對於生物繁殖或
生長發育的影響。近期被採用做為毒性測試之物種包括 Oligochsete
(Lumbriculus variegates), Midges (Chironomus riparius) , Green alga
(Pseudokirchneriella

subcapitata),

Copepod

(Nitocra

spinipes),

Amphipod (Melita plumulosa, Hyalella azteca, Hyalella curvispina,
Leptocheirus plumulosus), Urchin (Strongylocentrotus purpuratus)等。本
篇文章將探討底泥檢測方法的演進與代表物種，再擇其中幾種底泥慢
毒性檢測試驗進行說明。

檢測方法演進與優劣比較
實驗室底泥毒性試驗主要是用來評估人為添加污染物或野外採集底
泥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bioavailability)，快速提供受污染底泥對生
物體潛在毒性的相關資訊。受試生物暴露在野外採集底泥的反應常被
用來與物種暴露在對照組底泥(reference sediment)反應做比較。一般
毒性檢測方法所選擇的受試生物可能為微生物、藻類、無脊椎生物及
魚類，其中微生物酵素活性(enzyme activity)、藻類的生長( growth)或
魚類胚胎存活(embryo-larval survival)等試驗則因測試終點敏感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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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較大需要較大空間等因素，在底泥之生物毒性評估上不常被選
用，而底棲無脊椎生物因為是生產者和較高營養階層間重要的連結
者，再者為普遍存在及直接與底泥接觸，且物種種類亦最多，因此為
底泥毒性測試中常見的物種。
底泥毒性測試期程長短可能會影響毒性測試物種反應，可依試驗時間
長短分為急性(幾小時到幾天暴露)及慢性(10 天或更長時間暴露)毒性
試驗，主要以受測生物之生命週期為考量。而除了全底泥會被用來評
估底泥污染的生物相關性(biological significance)外，亦可經由懸浮固
體(suspended solid)、溶出液(elutriate)及孔隙水(pore water)等不同直接
或間接底泥相來評估污染物綜合效應，但仍以全底泥測試結果最能反
映污染物整體短期及長期生物效應而較佳。目前美國材料試驗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與美國環保署(U.S.
EPA) 已相繼發展出一系列底泥慢毒性測試方法，評估受試生物經長
時間暴露所造成之影響；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也建立以
Chironomus riparius 為測試物種，評估幼蟲成長(長度或重量)、死亡
率、蟲體鑽出時間(emergence time)或性別比及繁殖(子代數目)等測試
終點的毒性測試方法。另外，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或美國國家海
洋與大氣管理局(NOAA)等機構或各州政府(state government) 也開始
利用這些毒性測試方法做為海灣河口監測計畫或轄區內管理水域底
泥整治之篩選工具。

測試物種評估指標意義
試驗物種的選擇對於慢毒性測試的相關性、成功與否及數據的完整詮
釋有很大的影響。然而，對所有底泥毒性測試而言，沒有”最適宜”
物種。通常選擇測試物種時需考慮下列因素：
（1）有毒性儲存資料說
明對所關切底泥化學物質有相當的靈敏性及區別性；
（2）有不同實驗
室對於試驗流程比對的相關資料庫；（3）可以直接與底泥接觸(水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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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底棲生物)；（4）易於培養或野外採集獲得；（5）易於實驗室中養
護；
（6）易確認生物型態；
（7）具重要生態或經濟價值；
（8）分佈於
廣泛地理區域及可反應評估場址本土種之生態；
（9）可容忍底泥不同
物化特性(eg. 粒徑)；（10）與選擇的暴露方法及測試終點相容。
在執行底泥毒性試驗時，通常會至少選擇不同物種多種測試終點(如
存活、成長或繁殖)進行評估，以期能較完整的評估底泥污染情形。
1977 年美國在以海洋棄置規範及標準(Ocean Dumping Regulations
and Criteria, ODRC)要求進行浚挖工程前，必須以不同物種進行現場
底泥對於生物不利影響之評估，在不同物種靈敏度的比較方面，最後
評估結果係以端足目動物(Amphipoda)最為敏感。在慢毒性測試終點
的評估上，主要是將生物體完整生命週期暴露在樣品後，與控制組進
行存活率(survival)、成長抑制(growth inhibitory)、子代數量(number of
young produced)之比較，各測試終點如顯著(Ρ<0.05)低於控制組則為
具毒性效應，亦是常被用來評估中低污染底泥所導致生物效應的手
段。
另外在評估底泥添加污染物對生物體慢性效應或累積效應上，也常會
利用影響濃度(Effect Concentration)、無可見效應濃度(No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及最低可見效應濃度(Lowest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來進行探討。

相關檢測實例數據探討
在底泥慢毒性檢測技術最新發展的探討上，有些測試物種適用性較
廣，可適用於不同物化性質之底泥，但大多數測試物種僅適用在淡水
底泥或河口區的底泥，或只能間接(間隙水)評估底泥毒性效應。Zhang
(1)

等學者 提到一種利用混入褐藻膠之固定化微藻 pseudokirchneriella
subcapitata 製成藻珠(algal beads)進行添加底泥及野外底泥樣品之
72hr 成長抑制試驗全底泥毒性方法，以改善傳統使用藻類進行底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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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試驗時具潛在藻類生長速率不佳及藻細胞計數不易等問題，雖然在
利用微藻進行毒性試驗有所突破，不過於培養過程中會牽涉藻珠穩定
性等問題，且成長試驗抑制效應所能提供底泥毒性之資訊仍較有限。
(2)

Long 等學者 以太平洋紫海膽 Strongylocentrotus purpuratus 配子受
精成功率評估底泥間隙水毒性效應與空間狀態及時間變化趨勢之相
關性時，提到利用不同前處理提高了配子受精率，雖可以比較性的看
出不同區域底泥毒性效應之差異，但其中可能牽涉許多底泥樣品的操
弄，亦有可能改變其毒性效應。
(3)

Simpson 等學者

利用河口底棲物種端足目 Melita plumulosa 及橈足

類 Nitocra spinipes 進行評估十天存活及繁殖效應的底泥毒性試驗。
其中以 M. plumulosa 的繁殖率顯著(t-test, Ρ<0.05)低於對照組 15%或
N. spinipes 的繁殖率低於對照組 25%時，即被歸納為具有毒性之樣
品。在顯微鏡下記錄測定總幼體數後，發現繁殖效應比存活效應更能
反應底泥污染情形，再加上 Nitocra spinipes 控制組變動情形較 Melita
plumulosa 明顯，而且馴養過程會有動物蟲害的問題，所以 Melita
plumulosa 應為更適合之物種。另還有利用海洋端足目 Leptocheirus
plumulosus 則與淡水端足目 Hyalella azteca 兩物種 28 天慢毒性存活結
果與藉由 pyrene 含量來評估底泥孔隙水中 34 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濃
度及毒性時，因為 88%以上的間隙水及 98%以上的底泥樣品中均測
出 pyrene，因此藉由混合液中指標污染物存在的情形評估整體毒性是
(4)

有可能且為較經濟的方法 。
其 它 端 足 目 常 被 當 作 底 泥 慢 毒 性 測 試 物 種 還 包 括 Diporeia spp.,
Hyalella curvispina 等，但仍以 Hyalella azteca 為最普遍使用的物種，
曾有不同的研究提出此物種測試時間的長短會干擾測試終點的反
應。不同研究之 Hyalella azteca 暴露時間可分為 7 天、10 天、28 天
及 42 天，例如 H.azteca 暴露在底泥 28 天後，呈現毒性反應，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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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2-14 天的暴露期程中顯示無毒性效應。Haring 等學者 在 7 天的
底泥毒性試驗中雖然增加了暴露生物數量，但是所得毒性測試結果
(存活及成長)並無法解釋化學分析結果，顯示測試終點選擇的重要
性。另有更深度的探討週遭介質及所給予的食物可能造成 H .azteca
體內重金屬負荷之貢獻度，或用來進行殺蟲劑分布與其毒性效應之相
關性探討

(6) (7)

。

除此之外，仍有其它以不同底棲無脊椎生物進行底泥生物慢毒性試
驗，如雙翅目 Lumbriculus variegatus (Diptera) 及 Chironomus riparius
(Midges)，由於兩種底棲無脊椎生物食性不同，Lumbriculus variegatus
傾向於較深底層攝取底泥及附著微粒物質，但是 Chironomus riparius
幼體則選擇藻類及底泥表層攝食，再加上生活史也不同，所以當暴露
在不同污染物質時的反應程度亦不同。舉例來說，蟲體鑽出時間對
Chironomus riparius 試驗是常見的測試終點，當有多種環境化學污染
物質存在時會導致物種出現時間延緩，但是學者也曾經觀察到低濃度
的雙酚 A (bisphenol A, BPA)會導致 C. riparius 幼體孵出時間變快，但
高濃度的 BPA 又導致出現時間變得很慢，也就是說同樣的污染物在
不同濃度時出現衝突效應(conflicting effect)，所以對於污染物在不同
(8)

濃度時，所引起的生物效應在數據解釋上具有很大的挑戰性 。

未來發展
在過去幾十年來，國內環境污染物檢測以化學分析為主，但是以化學
方法分析所需之成本甚高且耗時過長，再加上分析樣品日趨繁雜，如
果僅針對規範化合物進行檢測，難免會有無法掌握其它可能存在污染
物對環境影響之疏漏，因此快速、有效且低成本且能反映實際環境生
態體系生物效應的檢測方法之建立實有其必要性及其迫切性。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從民國 94 年起就開始嘗試利用包括紅蟲(Tubif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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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台灣蜆(Corbicula fluminea)、朱文錦(Carassius carassius)、文蛤
(Meretrix lusoria)、雙齒圍沙蠶(Perinereis aibuhitensis)、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及 斑 馬 魚 (Brachydanio rerio) 、 端 足 蟲
(Hyalella azteca)等 8 種物種進行 27 條河川流域採集底泥樣品之急毒
性效應，並持續監測各樣站之底泥污染物質之化學濃度變化。目前亦
積極開發底泥生物慢毒性檢測技術，嘗試建立不同物種受中低污染程
度之底泥，其污染物質對受試生物生長、發育及繁殖效應之影響。以
利未來進行生態風險評估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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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層析-串聯四極桿-線性離子阱質譜儀
陳麗霞 1 趙春美 2 陳怡如 2 翁英明 3

前言
環境基質中有機污染物的鑑定與分析，傳統上最常使用氣相層析質譜
儀（GC/MS）來執行，而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LC-MS/MS）的發
展，主要是克服GC/MS無法分析的項目，如對熱不穩定、高極性、低
揮發性等化合物。2008年中國大陸三鹿奶粉非法添加三聚氰胺、2011
年台灣在市面上部分食品遭檢出含有塑化劑、以及牛隻中瘦肉精之檢
測，都是使用LC/MS-MS作為定性及定量的儀器，突顯該儀器在檢測
方面的重要性。本所擁有 Agilent 公司 1100 與 1200 高效液相層析
儀分別與 AB SCIEX公司 API 2000 與 API 3000 型串聯式質譜儀
組合成 2 套 HPLC/MS-MS，作為分析水中微囊藻毒、全氟烷酸類、
抗生素類、鎮痛解熱劑、雌激素等微量有機物檢測之用。由於科技的
快速發展，液相層析質譜系統不斷推陳出新，其中最能提供高靈敏度
、高準確度、高專一性、且兼具定性定量的檢測儀器，首推「高效液
相層析-串聯四極桿-線性離子阱質譜儀（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Linear Ion Trap-Mass Spectrometry, Qtrap
HPLC/MS-MS）」
，該儀器可被廣泛應用於食品安全檢測、環境污染物
監測、藥物開發、藥物代謝、農藥、臨床研究、化學、藥學等領域。

儀器基本原理
以多重反應監測模式（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ode, MRM）為
例，其分析原理是先利用高效液相層析儀將混合物中的個別成分加以
分離，這些被分離的成分進入離子源進行分子的離子化，使其成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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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電荷的氣相母離子，通過儀器組件的 Orifice 和 Skimmer，進入 Q0。
雖然 Q0 是一個四極桿，但其沒有直流電壓只有射頻電場，射頻電場
使所有離子聚焦進入 Q1。Q1 是質量分析器(MS1)，其作用相當於質
量過濾器（mass filter），能夠讓選定的母離子通過，進入 Q2。Q2 是
一個碰撞室，碰撞氣體(N2)通過一個高精密度的閥導入 Q2，與母離
子碰撞產生子離子，進入 Q3。Q3 也是質量分析器並將之設計為線性
離子阱(Linear Ion Trap, LIT)，子離子會滯留於離子阱中積蓄一定之強
度後進行子離子質譜掃描，可以得到質譜圖，再利用電腦資料處理技
術，得到定量的結果。

API 2000、3000質譜儀組件示意圖

QTRAPTM質譜儀組件示意圖

質譜系統硬體技術之突破
QTRAP 質譜系統，在硬體上有 6 大技術創新：
1.創新的氣簾氣（curtain gas）介面技術：有效的降低污染，提高訊噪
比(S/N ratio)及儀器的靈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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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效能的離子透鏡：聚焦離子導入方式，能過濾非離子態的物質進
入Q0，可提高系統的靈敏度。
3.彎曲的碰撞室（Q2）：提高離子傳輸速度，增加離子容量，同時能
有效的防止交叉汙染，改善質譜背景值。
4.線性加速的離子阱：擁有極快的掃描速度（約20000 Da/s），並執
行增強子離子掃描，可縮短分析時間，提高靈敏度，獲得高品質之
質譜圖。
5.準確的脈衝離子計數檢測器：確保系統的再現性和精確性。
6.新型的電子系統：確保快速掃描和快速正負切換掃描，使誤差降至
最小。

質譜技術之特點與優勢
1.獨特組合掃描(MRM-IDA-EPI)方式：可以建立高品質的EPI質譜庫
結合多重反應監測模式、依據訊息採集掃描（Information Dependent
Acquisition, IDA）、增強子離子掃描(Enhanced product ion, EPI)的組
合掃描方式，稱之為 MRM-IDA-EPI，可同時進行串聯四極桿和線
性離子阱的關聯掃描，它不僅可以用 MRM 進行定量來滿足有機化
合物檢測之定量分析靈敏度的要求，同時能獲取相對應增強子離子
掃描（EPI）的二級質譜圖，進行高靈敏度的定性確認，一次分析即
可完成污染物的定性與定量要求。若實驗室建有標準圖譜資料庫，
則樣品中未知成分可與資料庫進行比對，找出於未知物的組成。
2.複雜基質中的高選擇性 MRM3 定量分析
所謂 MRM3 掃描方式就是經由 QTRAP 質譜系統與液相層析配
合，在Q1選擇一個母離子，在碰撞室(Q2)中將該離子進行碎裂，將
所有的碎片離子聚集在線性加速離子阱(Q3 TRAP)中，以高達 10K
或 20KDa/Sec 的速度掃描特定的二代碎片離子，從而獲得 MS3 質
譜圖。對於基質複雜的樣品，增加第三級質譜，可降低基線或消除
層析干擾，從而獲得更低的定量極限和更好的層析峰形，進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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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信度的數據品質。
3.MS3質譜圖：提供豐富的化合物結構訊息
MS3質譜圖提供豐富的化合物結構訊息，進而推估母離子的化學組
成。
4.智慧化的演算法
分析軟體功能強大且操作簡便，具有智慧化的 Scheduled MRM 演
算法，可自動找出化合物的最佳參數，提高多重殘留檢測方法開發
的速度。並且能夠在一次 LC/MS-MS 進樣定量分析中，對上千種
目標物進行資料處理，為高效率、高通量和高產率的資料處理軟體。

超級環保的農藥檢測方法
以往由於環境基質中農藥的濃度很低，而且法規管制的標準也非常
低，水樣須經液相-液相萃取(Liquid Liquid Extraction, LLE)或固相萃
取(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的前處理濃縮步驟，才能得到可靠的
定量結果。近年來，由於 LC/MS-MS 技術的進步，LC/MS-MS 系統
的儀器偵測極限降低很多，靈敏度大幅提高（約 1000 倍），使得
LC/MS-MS 可以不經前處理步驟，直接偵測環境水樣中農藥的成
分，是符合綠色分析化學、環境友善的方法。
Diaz (2008) 等 人 「 以 直 接 進 樣 搭 配 快 速 液 相 層 析 / 質 譜 質 譜
，該研究將自來水及廢水
（LC/MS-MS）技術檢測水中 31 種農藥<1>」
放流水經過濾後，直接注入 100 μL 於系統中，使用儀器為 Agilent
1200 RRLC（rapid resolution LC）及 Agilent 6410 MSMS，其偵測極
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的範圍為 2～15 ng/L。檢量線範圍為 30～
2000 ng/L，線性相關係數皆大於 0.995，添加農藥於真實水樣中，6
重複分析之相對標準偏差皆小於 20％。
Pareja（2011）等人「利用直接注射法分析稻田水質並以液相層析＜2

三段四極-線性離子阱混合型質譜儀(LC/MS-MS)分析農藥含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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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5 μL 於 QTRAP 5500 LC-MS/MS 系統，分析 59 個水樣中 70
種農藥之檢測。其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及定量極限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OQ)的範圍分別為0.4～80 ng/L 及 2～150
ng/L。檢量線範圍為100～50000 ng/L，線性相關係數皆大於 0.995，
添加農藥於真實水樣中，5 重複分析之相對標準偏差皆小於14％。

未來趨勢
有機氯農藥可使用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GC/ECD）檢測，有
機磷農藥可使用氣相層析儀火焰光度偵測器（GC/FPD）檢測，胺基
甲酸鹽須經衍生後，以高效液相層析螢光偵測器法（LC/FLD）檢測，
以上 3 種偵測器只依據農藥於儀器特定條件下所出現之滯留時間
來做比對研判，其可靠性較顯不足。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亦
可分析農藥，除依據滯留時間來做比對研判外，亦可與市售之各種
農藥標準質譜圖做比對研判，是具有證據力與公信力之檢測方法，
但對熱不安定、極性高或分子量大無法氣化之農藥則無法進行分
析，必須進行衍生化反應始可產生氣化進行分析，衍生化反應耗時
費力且增加檢驗成本，亦不一定達到預期效果。由於高效液相層析
質譜儀在靈敏度與專一性及偵測農藥種類上的優勢，已有逐漸取代
上述方法之趨勢，將是未來定量分析之主力，以 LC/MS-MS 執行農
藥多重殘留分析已相當成功，可同步定性及定量。
近年來科技不斷進步，
「高效液相層析-串聯四極桿-線性離子阱質譜
儀」在硬體及軟體技術皆有突破性的創新，靈敏度、精密度、準確
度皆大幅提高，既發揮層析對複雜樣品的高分離能力，又應用質譜
特有的高選擇性、高靈敏度以及提供化合物分子量與結構訊息的優
點，為超微量化合物的定性與定量分析之檢測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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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膜萃取在環境分析中之應用與潛力
林俊德 1 陳怡如 2 陳麗霞 3 翁英明 4

摘要
液膜萃取技術(Liquid Membrane Extraction, LME)為一極具潛力的分
離方法，結合薄膜與萃取程序可以提高分離之選擇性及時效性，除了
可以處理生物難分解之工業廢液、放射性廢水及回收金屬或資源性元
素，應用在環境分析中不僅可以直接分析，也可以作為複雜環境樣品
之前處理，以提高目標污染物的濃度、減少干擾物的量、增進後續偵
檢儀器的靈敏度。本文回顧目前使用於環境分析中之薄膜種類、型式
及液膜萃取技術之最新發展，包括支撐式薄膜萃取(Supported - Liquid
Membrane Extraction, SLME) 及 液 相 - 液 相 薄 膜 萃 取 (Liquid–Liquid
Membrane Extraction, LLME)。除了介紹不同型態之液膜萃取技術，
文末亦展望未來在環境分析前處理之發展潛力。

液膜萃取的原理及分類
薄膜應用在環境分析上除了最早在 1963 年發展之薄膜送樣質譜系統
(membrane introduction mass spectrometry, MIMS)外，在 1986 年由瑞
典 Audunsson 結合薄膜及萃取開發一含平板膜之三相系統，經過二十
多年之發展，此技術一直不斷地改良並增加新的分析應用項目，目前
已成為可替代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及傳統液相-液相萃取之一普遍
樣品前處理方法。薄膜萃取最常用在分析化學上之前處理有三類：支
撐式薄膜萃取、液相-液相薄膜萃取及緻密膜(non-poroous)。其中支撐
式薄膜萃取又可根據模組型式不同，再分為「平板式支撐液膜
(flat-sheet, FS-SLM) 」 與 「 中 空 纖 維 式 支 撐 液 膜 (hollow fiber,
HF-SLM)」。用微孔膜之液相-液相萃取，稱為 microporous membra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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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liquid extraction, MMLLE)；若是以中空纖維膜之液相-液相微
萃取，稱為Hollow fiber-based liqu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HF-LPME)。
其中支撐式薄膜萃取為三相系統(three phase system)，而微孔膜液
相-液相萃取則被認為是兩相系統(two phase system)。這是由於前者以
與水不互溶之有機溶劑充滿微孔薄膜中，有機相(薄膜)分開「給體
(donor phase)」與「受體(receptor phase)」兩水相，即「水/有機/水相
(Aq/Org/Aq)」
，分析物由水相給體被萃取至另一水相受體，通常是調
整受體水相之 pH 值或在該端促成複合反應使成中性分析物，接著被
萃取進入有機相，水相受體需調整 pH 值使分析物進入後帶電以防逆
相萃取；而後者則是以疏水膜分開給體與受體，因受體為有機溶劑故
特別適合用於氣相層析分析，即「水/有機/有機相(Aq/Org/Org)或有機
/有機/水相(Org/Org/Aq)」，通常適用於不帶電荷、不解離之疏水性分
析物，其容易由液相中被萃取至有機相，但不會被反萃取回來。

一、為何液膜萃取為樣品前處理引人注目之一方案?

（1）

在樣品前處理上，支撐式薄膜萃取有下列特點：(1) 針對特定應用之
模組設計(module design)相對容易，具有微型化、簡易操作及可自動
化之優點；(2)耗用較少有機溶劑，例如在萃取注射器(Extraction
Syringe, ESy)中僅需 20 μL 以下；(3) 調控不同基質中之選擇性，如
可藉由調整受體與給體之 pH 值提高其選擇性，或是在薄膜中加入載
體(carrier)增加對分析物之選擇性或促進其質傳速率；(4) 高富集因子
(enrichment factor)，例如以 MMLLE 從河水及廢水中萃取陽離子型界
面活性劑之富集因子可高達 250 倍；(5) 綜合時間性(time-integrative)
之現場採樣，如 SLM 可整合時間權重平均(time-weighted average)濃
度至被動式採樣器上；(6) 可自動化及線上(online)萃取；(7)生物及環
境樣品之特定研究，如利用載體針對特定氧化態萃取出樣品中自由溶
解性及生物相容性之金屬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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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空纖維支撐式液膜萃取及以液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污泥
中非類固醇類消炎鎮痛藥（2）
污泥中四種非類固醇類消炎鎮痛藥酮洛芬、萘普生、雙氯芬酸和布洛
芬 ， 使 用 三 相 中 空 纖 維 液 膜 萃 取 (hollow fiber liquid-phase
microextraction, HF-LPME)搭配液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樣品與添加樣
品分析的藥物先由有機相萃取出來再反萃取到中空纖維的內部水溶
液中，純水的富集因子高達 2761 到 3254，污泥樣品的重複性與精確
度之標準偏差分別為 10–18% 與 7–15%，由 Källby 污水處理廠取得
的乾燥污泥酮洛芬、萘普生、雙氯芬酸和布洛芬的平均濃度分別為
29 ± 9, 138 ± 2, 39 ± 5 and 122 ± 7 ng/g。

三、簡易中空纖維更新液膜萃取(HFRLM)再以火焰原子吸收
光譜儀偵測環境樣品中的鎘（3）
利用 O,O-二乙基二硫代磷酸銨(DDTP)抓取酸性水樣的二價鎘(Cd)，
形成中性疏水複合物，用有機溶劑萃取複合物到聚二甲基矽氧烷
(PDMS)到薄膜上，由於薄膜內部的回收相 pH 值較高使得複合物
Cd-DDTP 再度分解成二價鎘，再用 EDTA 與二價鎘反應形成複合物
使分析物留在回收相，經調整後的最佳參數為：水樣(donor phase)pH
值為 3.25，DDTP 濃度 0.05%(m/v)，回收相(acceptor)pH 值為 8.75，
EDTA 濃度 1.5×10-2 mol / L，萃取溫度與時間分別為 40℃與 40 分鐘，
有機溶劑為 100μL 的乙酸正丁酯與正己烷(60/40%, v/v)，水樣需添加
硫酸銨到飽和，其中水樣體積與回收相體積分別為 20 mL 與 165μL，
因此富集因子可高達 120，偵測極限為 1.3μg/L，相對標準偏差為
5.5%，線性範圍為 2 - 30μg/L。

四、以奈米碳管固定於中空纖維薄膜同步進行萃取與濃縮（4）
連續流動的分析物於中空纖維薄膜進行萃取，萃取與濃縮有效地結合
在一個步驟，此篇文獻第一次證明奈米碳管固定於中空纖維聚丙烯薄
膜中能夠提高富集因子與萃取效率，其富集效果比起沒有奈米碳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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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多 250%，但當奈米碳管過多時會導致薄膜對多環芳烴化合物的
效能降低。經過最佳化，0.8%的奈米碳管以及以 1-辛醇作為有機溶
劑對於多環芳香烴化合物有最佳效果，其偵測極限介於
0.042~0.25µg/L。

五、以中空纖維膜之液相微萃取及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水樣
中除蟲菊精殺蟲劑（5）
以中空纖維膜之液相微萃取（HF-LPME）和氣相層析-質譜質譜法（GC
/ MS）同時檢測水樣中 9 種除蟲菊精農藥已經被發展成為是一個簡
單、容易、高效率、環境友善的方法。9 種除蟲菊精農藥（esbiothrin,
prallethrin, bifenthrin, tetramethrin, phenothrin, permethrin, cyfluthrin,
cypermethrin and deltamethrin）可在最佳化條件下被濃縮及分離。在
探討影響 HF-LPME 效率的因素時，可經由實驗設計找出最佳化條
件。線性濃度範圍為 10–400 μg/L，線性相關係數在 0.995 至 0.999
之間。除 cypermethrin 及 deltamethrin 的富集係數範圍為 35 到 128
外，其餘除蟲菊精的富集係數範圍為 139 到 255。儀器偵測極限及定
量極限分別為 0.002–0.012 μg/L 及 0.003–0.026 μg/L，RSD 介於
4.2% 和 18.4% 之間。不同濃度（0.1 μg/L、0.5 μg/L、1 μg/L）的回
收 率 介 於 69.4%–122.7% （ 除 cypermethrin 及 deltamethrin 為
17.5%–64.1% 外），相對標準偏差範圍為 1.0% ~ 24.0%。以本方法檢
測 3 個真實水樣添加分析，都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

六、以中空纖維膜之液相-液相微萃取及液相層析/電灑游離/
串聯質譜儀檢測工業和新鮮柳橙汁中多重殘留農藥（6）
以聚丙烯微孔膜作為支撐式薄膜，溶劑會在膜壁上形成一種可再生的
液體膜，本方法可同時萃取工業和新鮮的橙汁中不同類別（包括：polar
organophosphates, carbamates, neonicotinoids, amides, pyrimidines,
benzimidazoles and triazoles）中 18 種農藥。經由多變量設計找出影
響萃取效率的最佳化參數。樣品配製方式為 9 毫升果汁加入硫酸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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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調整 pH 值為 7.0，再加入 400μL 甲苯：乙酸乙酯（85:15，V / V）
，
將微孔膜直接放入樣品中，在 25 °C 下萃取 35 分鐘，待測物就會被
濃縮在 1.5 cm 長的微孔膜上。將微孔膜置入 50μL 甲醇：丙酮（50:50，
V / V）中，以超音波震盪 2 分鐘，即可將待測物脫附。對於市售紙
盒裝濃度高的、紙盒裝濃度低的、及新鮮柳橙汁的偵測極限範圍分別
為：0.003–0.33 mg/L、0.003–0.35 mg/L 及 0.003–0.15 mg/L。本方法
的重複性良好，相對標準偏差小於 7.6%。含有大豆萃取物、橙漿、
或花蜜的柳橙汁、濃度低的柳橙汁和新鮮的橙汁皆可適用於本方法檢
測，結果顯示，本方法的一個非常簡單和成本低廉的微萃取方式，可
用於果汁樣品中農藥的檢測。

七、中空纖維支撐式液膜萃取(HF-SLME)在分析環境水樣中
微量雙硝基酚之研究（7）
以中空纖維支撐式液膜萃取及高效率液相層析分析環境水樣中之微
量(ppt 級)四種雙硝基酚類污染物(dinitrophenols, DNP)：2,4-二硝基酚
(2,4-Dinitrophenol, DNP) 、 4,6- 二 硝 基 鄰 甲 酚 (4,6-Dinitro-o-cresol,
DNOC)、二硝基仲丁基苯酚(2-sec-butyl-4,6-dinitrophenol, Dinoseb)及
二硝基叔丁基苯酚(2-tert-butyl-4,6-dinitrophenol, Dinoterb)，在四類測
試水樣(包含：河水、湖水、海水)及試劑水(reagent water)中之方法可
重複性。他們研究不同的萃取條件之影響，包含：萃取時間、混合方
式(如震盪(shaking)、攪拌(stirring)及靜態(static))、受體酸鹼度及緩衝
液濃度、含鹽量與不同腐植酸量對液膜萃取效果之影響。結果得到在
不同環境水體中此方法仍有極佳之線性關係存在，而其富集因子
(enrichment factor)最佳可高達 7000 倍，偵測極限則可低至 6.0~8.0
ng/L。目前酚類測定之標準方法是美國環保署公告的 EPA 604 及 EPA
8041 兩種液相-液相萃取加氣相層析(LLE+GC)為主之分析方法，我國
則是公告以「氣相層析儀／火焰離子化偵測器、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522.51C)」及「毛細管柱氣相層析法(NIEA M614.01C)」作為
"水中"與"土壤及事業廢棄物中"酚類之檢測方法，但繁瑣的步驟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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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使用有機溶劑使其不甚受歡迎(less attractive)；此外，硝基酚屬極性
及半揮發性，在進 GC 前需要先進行衍生化(derivatization)步驟，然而
多了此一步驟不但會增加分析的時間及實驗室之工作，也是造成額外
分析誤差的來源。所以未來可以應用此方法在國內的相關檢測及研究
單位作參考。

八、應用整體式液膜(BLM)分析天然水體中之金屬（8-12）
除了支撐式薄膜外，液膜亦有乳化式液膜(Emulsion Liquid Membrane,
ELM)及整體式液膜(Bulk Liquid Membrane, BLM)之型式。其中整體
式液膜由於操作簡易，常作為前兩型萃取中新型載體、載體系統最佳
化及傳輸效率之研究。García-Vargasg 實驗室即以整體式液膜分析環
境中之各類金屬：在 2002 年以液膜萃取海水中之銅

（8、9）

，在 2004

（10）

年發表在 Spectrochim. Acta, Part B

分析天然水體中之二價銅 Cr(II)

之 分 離 與 預 濃 縮 ， 使 用 pyridine-2-acetaldehyde benzoylhydrazone
(2-APBH)作載體，濃縮倍數可達 18 倍，偵測極限則可到 0.24 μg/L。
（11）

隨後 2006 年在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以整體式液膜作海水

中 鎘 分 析 之 樣 品 預 濃 縮 ； 使 用 di-(2-ethylhexyl)- phosphoric acid
(DEHPA)作載體，溶於煤油中，再以原子吸收光譜分析(AAS)，不論
是模擬海水及真實海水濃縮產率均達 100%。在 2008 年又發表在 Anal.
Bioanal. Chem.

（12）

用液膜分析 Cu(II), Cd(II) 及 Ni(II)金屬離子之技

術。

九、回顧性論文：中空纖維膜與液相微萃取作為液相－液相
萃取微型化兼具彈性之結合（13）
針對 1999 年起以微孔性中空纖維膜為基礎之液相微萃取(porous
HF-based LPME) 的基礎原理、程序發展、效能(回收率與富集因子)、
各類應用(藥物、環境、食品及飲料、農藥)及未來發展作一回顧。分
析樣品在水樣中萃取後，可經由支撐式薄膜微孔內僅含數微升(μL)之
不互溶有機溶劑，捕集(trap)至受體溶液。若受體溶液為有機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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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送至氣相層析分析，是為"兩相系統"；若受體溶液為水相，則可
直接送至液相層析或毛細管電泳分析儀(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中分
析，是為"三相系統"。此一中空纖維薄膜液相微萃取將成為傳統萃取
方法之微型兼具高彈性型式(miniaturized and highly flexable format)，
並用在快速決定 log P 值、特定化學物品通過生物與合成薄膜之質傳
係數以及環境分析中之被動採樣器。

十、以線上中空纖維薄膜同步萃取及濃縮（14）
將半揮發性待測物以對流(counter current)方式通過中空纖維，如下圖
一所示，在高效率液相層析前進行同步萃取及濃縮。同團隊 2007 年
針 對 自 動 化 線 上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OCs) 、 自 動 化 半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15、16）

(SVOCs)、自動化濃縮及自動化金屬分析技術進行回顧及整理
另外，Sandahl 等人(2002)

（15）

。

則比較以支撐式薄膜萃取(SLME)與微

孔膜液相-液相萃取(MMLLE)作逆向高效液相層析(reversed-phase
HPLC)之線上自動化樣品準備，對測定天然水樣中極性與非極性物質
可以縮短分析時間。

圖 1 線上中空纖維薄膜同步萃取及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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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回顧性論文：以薄膜為基礎液相微萃取技術作樣品前
處理之進展（17）
對 以 薄 膜 為 基 礎 之 液 相 微 萃 取 技 術 (Membrane-based liquid-phase
microextraction, MLPME)之歷史、分析對象及銜接之分析儀器有完整
之介紹，將過去相關回顧論文可分成三類：(1)以分析物(對象)為主、
(2)以分析儀器為主、(3)以組態發展及應用回顧為主。除介紹平板式
與中空纖維式兩類模組，對以薄膜為基礎之相關分析技術如：批覆改
質之中空纖維、薄膜結合各型吸附劑及分子拓印高分子、與薄膜輔助
萃取(Membrane-assisted solvent extraction, MASE)均有涉略。

發展潛力
新材質及新模組之各類型薄膜發展迅速，應用薄膜萃取在環境分析有
極高之潛力及不同的挑戰。薄膜應用在環境分析之優點包括：可分析
極複雜基質之樣品、高選擇性、可同時去除基質及濃縮微量樣品、可
見少甚至避免使用溶劑、具操作簡易性、方便自動化；但缺點如耗時
間、效率低、對固體污染物之靈敏度高(會使薄膜堵塞而增長分析時
間)。然而若結合薄膜與後續偵檢器之儀器，可在跑一樣品之層析分
析時，同時預備下一樣品之準備(如萃取)，則可減少分析時間。
未來在此領域上應可越來越多自動化之線上薄膜萃取分析設計與設
備出現。除了與傳統之萃取技術(如：液相微萃取(LPME)、攪拌棒吸
附萃取(SBSE)、固相微萃取(SPME)、線上固相萃取(on-line SPE)、填
充式注射器微萃取(Microextraction in a packed syringe, MEPS)或吸管
尖固相萃取(pipette-tip SPE))結合成新分離單元外，易開發新材質
(如：分子拓印高分子(molecular imprinting polymer)、多層奈米碳管
(MWCNT))披覆之薄膜固相微萃取(MSPE)，可以針對特定分析物加強
選擇性，對於環境分析之對象包含各式各樣污染物基質，樣品之前處
理需視其污染物性質、成分濃度、揮發性等項目選定最佳之萃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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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動化、微型化設計，如此方能克服兼顧高效率及環保微量環境分
析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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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惰轉 3 分鐘執法之科學佐證
蘇育德 1 巫月春

2

新法上路
環保署為使民眾養成停車後立即關閉引擎之習慣，避免車輛長時間怠
速造成空氣污染，推動機動車輛停車怠速熄火新管制措施，訂定「機
動車輛停車怠速管理辦法」明確規範機動車輛於公私立停車場、道路
（不包含高速公路、快速公路及快速道路）及其他供機動車輛停放、
接駁、轉運之場所，停車怠速等候逾 3 分鐘者，應關閉引擎熄火；101
年 6 月 1 日起，違反前述規定者，依據「違反機動車輛停車怠速管理
規定罰鍰標準」規定，機車處新台幣 1,500 元、小型車處新台幣 3,000
元及大型車處新台幣 5,000 元之罰鍰，且經要求改善而未改善者，可
按次處罰。

具證據力之科學量測
這項政策雖非以處罰民眾為目的，但裁罰總是行政管制最直接的手
段，行政機關採取此項行為罰作為管制手段時，亦須備有科學之佐證
資料做為裁處之參據。例如部分縣市環保局曾利用自製小風車，放在
排氣尾端，連續錄影量測 3 分鐘以上，以證實車輛怠速已逾 3 分鐘。
此項違規行為之佐證方式，量測時小風車會受到風吹拂的干擾，易受
民眾質疑其證據力。因此本所兼顧經費與執法之方便性考量，評估建
議以紅外線熱影像儀量測結果作為違規舉證之佐證工具。此紅外線熱
影像儀必須具備有錄影（紅外光區）及照相功能（可見光區，可照車
牌車體）
，測定距離為 10 公尺以內；若測定距離超過 10 公尺以上，可
以加裝鏡頭增加解析度方式達成，且儀器具有快速感應(約 30 秒)及溫
度解析度在 1℃以下等基本配備與規格，以方便環保人員於道路等公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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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管制場所，進行車輛排氣管熱溫度影像變化之監測，判定車輛是否
連續 3 分鐘未熄火；因這套儀器較適用於固體或液體之溫度變化，若
直接量測排氣尾氣時，紅外線不易反射，因此不適宜測定排氣尾氣之
溫度持續或下降變化來佐證車輛是否連續 3 分鐘未熄火，惟此一設備
足以用來監看（錄影）
、監測車輛熄火後排氣管溫度開始下降之變化情
形。經本所實際測試車輛（下圖 1）
，以排氣管為測點，當車輛停止但
未熄火時，測得排氣管溫度為 197℃左右，引擎熄火後 30 秒內排氣管
溫度開始下降，利用連續監測之實際溫度數據可找出開始下降前車輛
怠速是否超過 3 分鐘（儀器可以自動紀錄及繪圖如下圖 2）。
另外，亦可利用各縣市現有量測低頻噪音之噪音計，對於停車場等較
不受其他音源干擾之場所，利用噪音計量測車輛引擎噪音變化之方式
舉證（量測車輛熄火與不熄火之低頻範圍音量差異）車輛怠速情形。
總之，以行為罰為手段之行政裁罰，執行時佐以科學之舉證工具，將
可以有效減少不必要之民怨與紛爭。

熄火後排氣管

溫
度

未熄火時間

溫度開始下降

時 間
圖 1 汽車排氣管溫度測試影像
圖，以紅外線熱影像儀進行
行使中車輛排氣管熱溫度
影像變化圖

2012年7月

圖 2 以排氣管為測點，當車輛停止但
未熄火時，測得排氣管溫度為
197℃左右，引擎熄火後 30 秒內
溫度開始下降，利用連續監測之
實際溫度數據可找出開始溫度
下降前是否超過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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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與綠色採購：環檢所無悔措施
劉鎮瑋 1 莊英孝 2 康玉珍 3

前言
2012 年的 7 月的確比往年澳熱。最新新聞報導：太平洋東西兩岸的美
國及中國大陸分別遭受特大的乾旱及洪澇之災，美國的 10 幾州同時面
臨旱災，中國大陸 10 幾省同時面臨洪災，受災的人民都分別達千萬人
以上。這則新聞不是過去式，是進行式，當讀者閱讀此篇文章時，也
許災難仍繼續擴大。遠的不提就舉我們的台灣來講，現在台灣有下雨
就是暴雨，沒下雨就乾旱。為什麼會這樣子呢？根據聯合國報告指出，
是因為地球暖化，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全球近幾年來各地陸續產
生旱澇災害。所以幾年前聯合國就針對引起地球暖化的原因，溫室氣
體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召開許多場次的降低排放溫室氣體會議，
由於許多工業化國家為了自身經濟發展，遲遲不願配合減量，導致溫
室氣體的累積愈演愈烈，時至 2012 年這種危害能量蓄積將到達爆發
點，人們都擔心何時會爆發大災難。
「地球發燒了！」它以各種氣候異常形態，來表達它的哀嚎。
「節能減
碳」是救地球的處方箋，而落實的手段則有賴於「綠色採購」的貫徹
和實踐。環檢所貴為全國最高環境檢測單位，為地球環保盡一分心力
責無旁貸。茲以本所近 5 年來（截至 2012 年）執行綠色採購及油、水、
電、紙等四大項目減量成效，做為未來執行及改進參考。

故事
在 2012 年 7 月炙熱的一個下午，茶水間旁的影印機室，小劉和張姐有
一段不同以往的對話：
「不錯吔！這一次的紙張還蠻好用的，不會像之前一直卡紙，簡直氣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秘書 2 專員 3 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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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了！」一向挑剔的張姐滿意的點頭，一邊轉頭對著採購人員說：
「小
劉啊！老實招來，這次你是不是偷偷買了非環保紙張？」
「張姐，我可是老老實實依照規定，辦理綠色採購哦！」小劉得意的
笑了。為了紙張的問題，確實困擾了不少時間，要滿足環境保護的政
策；又要使同仁業務順利運作，真是兩難。現在終於能兼顧兩者，找
到合乎需求的環保紙張。「原來環保紙張，也可以這麼好用啊！」「那
我也來找找有沒有兼顧環保又好用的產品，為地球盡一分力吧！」小
劉楞楞的望著張姐，氣氛感覺有所不同了。
小劉的故事只是政策實施中一段小插曲。在機關落實節能減碳的實施
階段而言，並非僅止於採購環保紙張的局部改變；而是思索如何善用
紙張(雙面列印、背面重覆使用等機制)，將紙張功能發揮至最極限。節
水、節電及節油等措施，在在都改變同仁的生活習慣和態度，我們必
需克制自己的不便，以求大我的保全。在炙熱的夏季大樓烤爐中，我
們都在萃煉。

本所配合推動綠色採購成效
綠色採購(消費)意指「在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並追求更佳生活品質之同
時，降低天然資源與毒性物質之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目的在不影響後
代子孫權益的消費模式」
。綠色消費涵蓋食衣住行娛樂等各個層面，而
綠色採購是落實綠色消費的最佳工具；採購回收材料製造之物品，優
先考量環境面之採購行為，亦即採購之產品對環境及人類健康有最小
的傷害性。
台灣政府於 1998 年 5 月公布施行的「政府採購法」第 96 條中納入
「政府機構得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之相關規定。 1999 年由環保
署與公共工程委員會會銜公告「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
，除
針對環境保護產品相關之專有名詞加以定義，並明訂相關產品採購之
規定，另外，對於採購環保產品較具績效之機關應有所獎勵也規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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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辦法中。
為順應二十一世紀之綠色消費潮流， 2001 年 7 月行政院頒布「機關
綠色採購方案」
，並為辦理核定機關綠色之執行積效，訂定「機關綠色
採購績效評核作業要點」
，透過環保署所組成之「機關綠色採購評核小
組」，依評核指標及權重對受核各機關進行綠色採購績效評核。「機關
綠色採購方案」對於綠色採購目標比率及推動範圍均有明確的說明，
環保署也在 2007 年將採購目標比率上修至 83% ，以擴大機關綠色採
購之效能。
另在「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 22 條亦明列各機關、公營單位學校，
應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並辦理相關之推廣活動。而「第
一批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
境保護產品項目」亦詳細列出機關應優先採購之環保產品項目及年度
採購比例，並隨時更新環保產品項目及年度採購比例。
同時也利用各種方式向民間宣導，例如各類影視媒體、平面媒體、企
業座談會、村里民會議等，向民眾宣導綠色消費的概念及好處，目前
民眾及企業也逐漸接受綠色消費意識，取得了理想地進展。
環檢所積極配合環保署擴大推動機關綠色採購指定採購項目，並整合
第 1 類環保標章產品、第 2 類環境保護產品及第 3 類環境保護產品（節
能、省水、綠建材標章）納入採購。本所自 95 年起配合政府政策實施
綠色採購以來，成果豐碩，一般說來依本所的特性以購買電腦設備、
冷氣機、碳粉匣、文具紙張、衛生紙等佔大宗，本所均依規定購買具
環保標章之產品。綠色採購達成率從 95 年至 100 年幾乎每年均達到
100%購買率，本所預期今（101）年同樣可以完成 100%的自我設定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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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配合推動各項節能措施成效
經濟部自 97 年度起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實施以
來，已具成效，惟為促進政府機關及學校更積極之節能減碳作法，嗣
行政院於 100 年 5 月 23 日院臺經字第 1000096737 號函核定「政府機
關及學校四省（省電、省油、省水及省紙）專案計畫」繼續執行，其
中除已落實推動之省電、省油、省水措施外，本計畫尚擴大範圍將省
紙一併納入辦理。
「政府機關及學校四省（省電、省油、省水及省紙）專案計畫」目標
概述如下：
總體四省目標：
1.以 96 年為基期年，至 104 年總體節電、節油及節水 10％為目標。
2.配合行政院核定「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101 年中央執
行單位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為 30％，於 104 年達 40％。
個別執行單位四省目標：
1. 每年用電量以較前一年減少 1％為原則。
2. 每年用油以較前一年減少 1％為原則。
3. 每年用水以較前一年減少 2％為原則。
4. 應於 101 年底完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並以「電子公文節能減紙
推動方案」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101 年達 30％，104 年達 40
％為目標。
減紙推動方案係以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101 年達 30％，104 年達 40
％為目標，未來本所將配合環保署公文系統建置完成後上線使用，且
本所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亦納入環保署合併計算辦理。目前公文線
上簽核系統雖未完成建置，惟本所仍積極推動各項減紙措施，如公文
双面列印、線上電子表單、公文電子交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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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 97 年度起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政策，依年度別將各項成效彙整如
(表 1)。
表 1 環檢所自 97 年度起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政策成效
年度
項目
用電成長率

97

－3.57﹪ －11.53﹪

用油成長率 －21.59﹪
用水成長率 －56.35﹪
用紙成長率

98

－4.36﹪

99
－2.9﹪

27.95﹪ －23.65﹪

累計

100
－1.45﹪

－19.45%

－6.16﹪

－23.46%

－0.88﹪

－9.08﹪ －8.13﹪

－74.43%

7.15﹪

－16.04﹪ －20.20﹪

－33.45%

本所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執行各項節能措施，統計自 97 年至
100 年度，相較於基期年 96 年，累計已節約用電 19.45%，節約用油
23.46%，節約用水 74.43%，節約用紙 33.45%，其中節電、節油、節水
均已提前達成「政府機關及學校四省（省電、省油、省水及省紙）專
案計畫」至 104 年總體節電、節油及節水 10％之目標。如以每度電、
每公升汽油、每度水及每張 A4 紙張之 CO2 排放當量標準 0.637 kg/度
電、2.24 kg/公升油、0.194 kg/度水、0.018 kg/張 A4 計算，本所計已節
省 437,005 ㎏之 CO2 排放，對於整體環境生態之貢獻不可謂不大。

結語
綠色採購和節能減碳是相輔相成的。透過綠色採購購買節能產品，也
才能促成減碳；同樣道理，透過減碳需求，才能開發節能產品，也才
能暢通綠色採購。
本所綠色採購儘管小額採購綠色採購率已達 100﹪，但是工程採購、大
宗儀器採購或各項服務計畫上如能配合要求廠商提供綠色耗材、製造
低污染省能源的儀器或綠色服務，將是本所未來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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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距計畫目標年 104 年尚有數年時間，本所現有相關之內部節能
措施多已採行，唯為維持實驗用精密儀器之耗能需求，已成為本所節
能減碳目標的最大瓶頸，未來如欲進一步大幅度有效節能，恐需再藉
由耗能設備或環境之改善方易達成，例如夏季耗能之中央空調冰水主
機，未來考慮汰換為高效能變頻空調冰水主機後，將可再有效節能。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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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芳香烴受體快速篩測戴奧辛
李秋萍 1 李以彬 2 陳元武 3 楊喜男 3

前言
戴奧辛（dioxin）是兩個氧原子聯結一對苯環類化合物的統稱，其依氯化結
構不同，包含有 75 種多氯二聯苯戴奧辛（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簡稱 PCDDs）及 135 種多氯二聯苯呋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簡
稱 PCDFs），其中毒性最強的是 2,3,7,8-四氯戴奧辛（2,3,7,8-TCDD）。戴奧
辛產生來源包括火山爆發與森林大火、汽機車排放之廢氣、焚化爐排放、
紙漿漂白過程中產生及燃燒含氯塑膠等。戴奧辛一旦形成，空氣、土壤及
水都可能受到污染，動植物、食品及人也會間接受到污染。戴奧辛在環境
中不易分解，故導致環境蓄積，並會透過食物鏈，形成生物累積及生物濃
縮。戴奧辛為脂溶性，一旦進入人體，多蓄積於脂肪組織內，不易代謝分
解，需極長時間才能排出體外，且戴奧辛毒性極強，因而有世紀之毒之稱。
全世界對戴奧辛污染之議題日漸重視，對戴奧辛檢測出現樣品數量急劇增
加且須在短時間完成檢測之需求。過去傳統之戴奧辛檢測大都藉由如高解
析氣相層析質譜儀（HRGC-MS）等化學方法進行，其分析雖相當準確但相
對的成本也非常昂貴且耗時，往往無法在短時間內分析大量樣品，因此近
年來發展出結合生物技術之快速篩測技術，不但可在短時間內篩測大量樣
品，也可降低檢測成本。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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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奧辛對細胞產生毒性之機制
脊椎動物（例如人類）細胞內具芳香烴受體（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對芳香烴基碳水化合物（aryl hydrocarbon）有很強的親合力，而戴
奧辛屬於芳香烴基碳水化合物，進入體內後會與位於細胞質的芳香烴受體
結 合 ， 然 後 進 入 細 胞 核 內 ， 與 細 胞 核 之 芳 香 烴 受 體 核 轉 位 蛋 白 （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nuclear translocator protein, ARNT）形成複合體。此複
合體會結合在 DNA 之一段稱為戴奧辛反應元素基因（dioxin responsive
elements, DRE）片段上，促使此基因啟動，進行轉錄及轉譯作用，產生細
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等蛋白質，進而引發一系列的反應造成毒
害(1)。
科學家應用上述戴奧辛對細胞產生毒性之機制，以戴奧辛與芳香烴受體之
特異性結合為前提，後端搭配不同檢測系統，設計出快速篩測戴奧辛之方
法，包括化學活化冷光酵素基因表現法（Chemical-Activated LUciferase
eXpression, CALUX）及芳香烴受體-聚合酵素連鎖反應法（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bas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hR-PCR）。

化學活化冷光酵素基因表現法（CALUX）
本方法使用特殊之重組細胞株，進行戴奧辛之總毒性當量檢測。該細胞屬
於基因改造之產品，係將肝癌細胞接上具有 DRE 及冷光酵素基因（luciferase
gene）之質體（plasmid）
，在細胞培養過程中若接觸戴奧辛，則戴奧辛與位
於細胞質之芳香烴受體（AhR）結合，進入細胞核與芳香烴受體核轉位蛋白
（ARNT）形成複合體，再結合在戴奧辛反應元素基因（DRE）上，啟動
DRE 基因及冷光酵素基因，使細胞產生冷光酵素（luciferase）
，再將細胞溶
解釋出冷光酵素，則可使含有冷光素之反應試劑發出冷光，藉由冷光儀分
析冷光之強弱，與戴奧辛標準品（2,3,7,8-TCDD）產生之冷光強度比較，即
可計算出戴奧辛之總毒性當量（toxicity equivalent quotient, TEQ）。此一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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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技術已由美國環保署公告為 M4425(2)及 M4435(3)方法，在歐盟亦廣為應用
於土壤及食物檢測。
過去研究顯示，CALUX 法之檢測結果通常會高於高解析氣相層析質譜儀測
值(4)，這是因為此種篩檢法也會對環境中多環芳香烴發生反應。唯有在部分
樣品多氯聯苯量偏高時可能發生負偏差，發生機率低於 1% (5)。整體而言，
CALUX 法可在短時間內篩檢大量樣品，偽陰性反應發生機率極低，檢測值
與高解析氣相層析質譜儀相關性極高，是一個優良的快速篩測方法。且方
法之偵測極限低，樣品如以 10 g 進行萃取，定量下限為 0.16 pg TEQ/g，故
可適用於各種不同基質的樣品檢測，除土壤、底泥外，尚可用於飛灰、氣
體、懸浮顆粒、血液、牛乳、食物等基質檢測。
戴奧辛

Ah-R
Ah-R

2

1
Ah-R

Ah-R

Ah-R

ARNT

ARNT

ARNT

DRE

Gene-x

DRE

冷光基因

RNA

RNA

Cytochrome p450
GST
etc.

冷光酵素

毒性效應

放光

圖 1 戴奧辛毒性機制及化學活化冷光酵素基因表現法檢測原理
1. 戴奧辛與細胞內之芳香烴受體(AhR)結合後，進入細胞核與芳香烴受體核轉位蛋白
(ARNT)形成複合體，再結合在戴奧辛反應元素基因(DRE)上，啟動基因表現，製造
出一些毒害細胞的蛋白質。
2. 戴奧辛進入重組之肝癌細胞株，啟動 DRE 基因及冷光基因(luciferase gene)，使細胞
產生冷光酵素(luciferase)，藉由冷光儀分析冷光之強弱，可算出戴奧辛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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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以顯微鏡觀察重組之 CALUX 肝癌細胞株

芳香烴受體-聚合酵素連鎖反應法（AhR-PCR）
本法是使用商品化之試劑組進行戴奧辛篩測，其特點是以即時定量聚合酵
素連鎖反應進行定量。當樣品中存在戴奧辛時，可和試劑中之芳香烴受體
（AhR）結合，然後與具有戴奧辛反應元素基因（DRE）之 DNA 片段及芳
香烴核轉位蛋白（ARNT）形成一複合體。接著利用附著在試劑組反應孔
（capture strip well）表面上之特定抗體（anti-ARNT）抓住此複合體後，洗
去多餘沒有作用之試劑，此時反應孔內僅留下結合戴奧辛之複合體，再以
即時定量聚合酵素連鎖反應（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al-time
PCR）量測 DNA 含量，即可間接推估戴奧辛之總毒性當量（TEQ）。
試劑中之 AhR 及 ARNT 並不會單獨的與 DRE 結合，而必須在戴奧辛作用
下形成異二聚體（heterodimer），才能與 DRE 結合。每一個 DRE 僅能結合
一個 AhR/ARNT heterodimer

(6)

，所以反應管中戴奧辛的多寡將直接影響結

合 AhR/ARNT heterodimer 之 DRE 的量。也就是說，分析反應管中 DRE 的

2012年7月

108

專題∣Features

數量，可用以推算樣品中戴奧辛的毒性當量濃度。
本法與 GC-HRMS 測值呈現很高的相關性(R2 = 0.94)，經證實能更快速有效
篩測出土壤中戴奧辛之含量，以 50 pg/g TEQ 為土壤及底泥的篩檢值，進行
196 個樣品的篩測，其偽陽性為 2.6﹪，偽陰性為 0﹪，在敏感度方面，萃
取 5 g 的土壤，其偵測極限為 1 ppt（pg/g）(7)。進行 264 個樣品的篩測，其
偽陽性為 5.4﹪，偽陰性為 0.4﹪。其土壤及底泥樣品的驗證成果發表在 2007
年 1 月的美國環保署中期實驗報告中(8)，美國環保署於 2007 年 12 月將它公
告為 M4430 方法(9)，日本則是應用該技術分析飛灰及煙道氣之戴奧辛，報
告顯示其偵測極限為 1 ppt

(10)

，我國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於 2009 年建立

該技術，並進行前處理改良研究，土壤及底泥樣品測試比較結果顯示，
AhR-PCR assay 測值為 HRGC/HRMS 法測值的 0.4 至 3.9 倍
（平均為 2.0 倍）
，
相關性 R2 = 0.9347，呈現良好的相關性(11)。
戴奧辛

DNA
complex

AhR
ARNT
bound

Q-PCR 儀器

DNA 定量
圖3

芳香烴受體-聚合酵素連鎖反應法檢測原理

戴奧辛與和試劑中之芳香烴受體（AhR）
、芳香烴核轉位蛋白（ARNT）及戴奧辛反應元
素基因（DRE）結合形成複合體，利用附著在試劑組反應孔（capture strip well）表面上
之特定抗體（anti-ARNT）抓住此複合體，以即時定量聚合酵素連鎖反應（real-time PCR）
量測結合之 DNA 多寡，可算出戴奧辛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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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優良的快速篩測方法，除了檢測結果須與化學分析相關性良好外，也要有
分析時程短、操作簡單及節省經費之優點，另外須有良好的精確度及感度。
上述戴奧辛快速篩測方法，各有其優缺點，準確度及感度 CALUX 法優於
AhR-PCR 法，建置成本及檢測價格則以 AhR-PCR 法勝出。CALUX 法適用
於所有樣品基質，而 AhR-PCR 法目前僅適用土壤、底泥、飛灰之檢測。由
於目前尚無任一快速篩測方法具備全方位之優點，如欲應用於戴奧辛篩
檢，仍須視樣品特性、篩檢目的及檢驗室原有之設備加以評估，決定何者
最符合當時之檢驗需求。
戴奧辛快速篩測方法由於具有快速、準確、操作簡單及節省經費等特性，
未來傳統化學檢測可搭配戴奧辛篩測方法先進行篩測，經篩測超出標準之
樣品，才進行化學檢測，如此應可達到準確、快速、省時及節省經費之多
重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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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有害微生物之快篩晶片
許令宜 1 王世冠 2

肉眼不可見的微生物充斥於我們的生活空間，大多數微生物對人體是
無害的，少數有害微生物可直接對人體產生過敏、感染或致死等程度
不一的影響。如何快速篩選出環境有害菌，可減少人類生命及財產損
失。傳統鑑定技術常因環境基質處理不易、菌相繁複及菌量低等問
題，造成鑑定人力成本高及檢測效率低落。生物晶片可一次鑑定數種
有害菌，可由菌種基因直接確認菌種，成為環境鑑識新的有力工具。

傳統微生物鑑定
將環境菌採集於培養基以利其生長，每種單一菌另置新的培養基後，
由培養基上菌落（colony）及顯微鏡下形態以推定菌種（如圖 1）
，再
由預測菌該有的特定染色、生化營養代謝需求或免疫特性等等方式來
確認菌種，若菌種不符，則再重新鑑定。每種菌都有其獨特的鑑定方
式，鑑定技術多且複雜，鑑定人員的專業技術及經驗值將影響鑑定之
準確性，故人為誤判為目前傳統方法最大困境。

圖 1 傳統鑑菌 空氣中黴菌混合採集於培養基生長後（左）再將單一菌（右）
純化後進行鑑定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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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由大量樣品菌中篩檢出有害菌？分子生物技術發展後，使得
許多菌種的基因序列已被分析出來，這是因為每種菌都其獨特基因序
列，我們可以設計目標菌種探針（probe）
，可專一性的與標的菌基因
進行結合，即可由基因層級進行菌種鑑定。

生物晶片鑑定
廣義生物晶片指在玻璃、矽片、尼龍膜或聚丙烯等材質上，將核酸、
蛋白質或特定小分子當做探針，利用特異性且專一性互補以結合標的
分子，目前最常用晶片包括cDNA、寡核苷酸及蛋白質等晶片。生物
晶片技術的主要特點是其分析可信度及精確性高、分析速度快，所使
用的樣品及試劑少，可獲得整體性（平行化）的實驗數據。環保署已
利用此新科技，自行研發出二種不同晶片，茲介紹如下：

21 種空氣過敏相關真菌之檢測晶片
每人每天約有 9 成的時間處於室內活動，因而室內黴害污染也逐漸成
為全世界關心環境健康之共同焦點。依據研究顯示：台灣與美國一
樣，約有半數的室內環境都存在著黴菌污染的問題，其中 30-50%會
引發呼吸道過敏、打噴嚏或咳嗽等不適症狀，甚至有 21%的氣喘案例，
是空氣中看不見的特定黴菌所引起。
美國環保署已針對美國過敏兒家庭進行研究，定義 36 種危害不一的
黴菌，皆可能對人體誘發過敏反應。台灣氣候溫暖潮濕，更容易滋生
黴菌，常見的黴菌菌相與美國不儘相同，故無法完全參考引用。環檢
所歷經 3 年時間調查國內空氣中黴菌菌相後，篩選 21 種檢出台灣出
現頻率較高過敏黴菌，98 年底研發第一代台灣專用鑑定黴菌的快篩
晶片（圖 2）
。此晶片可一次篩檢 21 種空氣中可能致過敏黴菌的存在，
由採樣至檢測完成只需 1 星期與傳統須針對個別菌種進行檢驗，耗時
1 個月以上相比較，不但準確度高，且成本低廉節省人力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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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境檢驗所研發 21 種過敏晶片

為了確認台灣空氣過敏黴菌的普遍性，99 年 7 月開始進行全台 100
所國小幼兒園調查以進行晶片的準確評估，同時建立國內常出現的黴
菌資料，並由調查所得結果再著手進行第二代晶片的研發，此晶片修
正目的有二，一是進行標的菌種的調整，以更符合本國所需；另一項

圖 3 qNPA 技術，此可定量式冷光晶片系統可更靈敏檢測目標菌

重點是以冷光取代第一代的酵素呈色可見光，冷光晶片檢測流程更簡
易且靈敏 100 倍以上，將更有利於大規模環境樣品的篩測（圖 3）
。
目前全世界主要造成過敏的黴菌種類並不相同且不齊全，這是受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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黴菌鑑定不易。在台灣地區主要的過敏黴菌種類並無足夠數據，待此
新研發晶片完成驗証後，將使用於黴菌過敏病患之家庭調查，以建立
台灣最易造成過敏黴菌名單。故新晶片不但可用於室內微生物項之空
氣品質管制，也可提供民眾做為第一線的預防措施。

18 種退伍軍人菌之生物晶片
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spp.）常造成免疫功能低下或肺功能不佳者的
嚴重感染，其死亡率可高達 80％。在西元 1976 年一場美國賓州退伍
軍人聚會，在 221 位退伍軍人造成 34 人死於不明病原之肺炎而被分
離出來。退伍軍人菌在自然界中分布甚廣，調查人員曾在河川、湖泊、
沼澤、井水、蓮蓬頭及冷卻塔之冷卻水中分離出來。人體主要透過吸
入該菌而引發急性呼吸道疾病，此病菌為營養需挑剔菌，需要利用特
殊活性碳酵母萃取物選擇性培養基（BCYE）
，且生長緩慢，培養一次
至少 3~7 天。以目前環境檢驗所公告的「水中退伍軍人菌檢測方法」
，
確認菌種約需 2 星期以上。由於確認不易，醫療機關常因診斷延誤，
無法給予病患適當處置，可能造成死亡或病危。
環境檢驗所利用退伍軍人菌 macrophage infectivity potentiator (mip)為
目標基因，發展出可一次檢測 18 種退伍軍人菌的基因晶片。由於環
境中的菌量遠低於檢測極限，目前檢測仍需先行培養菌至足量，故無
法達到快速及大量樣品篩測之要求。自 100 年起，環境檢驗所結合奈
米科技及生物晶片，建立一新的量子點（quantum dot）晶片系統，以
微珠（microbeads）為寡核甘酸探針載體，將傳統 2D 晶片更改為 3D 晶
片以提升結合率（圖 4）
，再藉由量子點取代傳統螢光染劑以提高偵
測率，目前研發已有初步結果，未來測試完成後，即可應用於環境篩
測上，可協助公共水塔、溫泉或老人院等公共設施進行定期維護確
認，以維護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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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微珠晶片及其上之寡核甘酸探針

結語
生物晶片為 20 世紀一項重要發明，可由細胞基因層級來同時鑑定數
種標的菌。但微生物不同於動物，其基因易產生突變，且有許多重要
微生物基因序列並未被解讀出來，這些困難將不利於晶片檢測技術發
展。但相較於傳統繁瑣的鑑定流程，微生物晶片至少可節省 1/10 以
上的人力，經費及時間，故微生物晶片仍為未來值得推行的環境檢測
利器。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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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工研院材料與化工研究所蘇宗粲所長
採訪：環境檢驗所 陳怡如副研究員、尹玉華秘書、翁英明組長
時間：2012 年 5 月 10 日(星期四)
蘇所長 1972 年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1977
年獲得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化學博士學位，旋即
進入工業技術研究院，投入我國工業科技之研
發迄今逾 35 年。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學工
業研究所副所長、企劃處處長、奈米科技研發
中心主任。現任材料與化工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奈米國家型科技
計畫共同主持人、奈米標章技術審議會召集人、國科會奈米國家型
科技計畫顧問及審查委員及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員等。任職期間
計獲頒工研院工作績優人員獎、專利表揚獎、研究論文獎、推廣與
服務金牌獎、成果貢獻獎等，並於 1985 年獲選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
青年工程師、1986 年榮獲十大傑出女青年，成就非凡。近年專注於
奈米科技之研究，積極參與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規劃，於 2002 年促
成國家型計畫成立，並於 2010 接任工研院材料與化工研究所所長至
今。

工研院材化所屢獲國際大獎
工研院材化所研發技術深獲各界肯定，近三年均獲得華爾街日報科
技創新獎及入選美國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2009 年
「高安全性鋰電池 STOBA」、2010 年「超薄軟性音響喇叭」摘下消
費電子類首獎，2011 年「高耐候透明隔熱材料」材料技術、「可重
覆書寫電子紙」分別獲得「環境類」及「材料及基礎科技」首獎，
研發實力令人激賞，而這精實堅強團隊的領導者即蘇宗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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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奈米科技一直是國家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然而發展奈米科技
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亦是必須關注的課題，是否請蘇博士對於奈米
產業可能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做建議，以利後續對於奈米微粒釋出途
徑、宿命及對生態或環境風險進行監測。
即使產品說含有奈米成分，要檢驗出有奈米物質本身就不太容易，
因為量都添加的很少，所以工研院花很多時間在做「奈米標章」的
認證，以抗菌襪來說，廠商標榜有奈米銀抗菌的功效，我們就一定
要檢測產品中是否有奈米銀，因為抗菌有時來自於添加含氯的化學
物質而不是來自奈米銀的關係，所以我們花很多時間建立檢驗奈米
物質的方法。檢測產品中之奈米成分已相當困難，更何況是環境中
的介質，我最近有審到一個計畫是要量測底泥裡面的奈米成分，底
泥裡面太多成分了，我們很難知道這奈米成分是來自哪裡，另外一
個是奈米本身活性很大，因其表面積很大，所以原本是奈米尺度可
能釋放到環境裡就變成微米，而變成了微米的危害，這跟奈米尺度
的關係就無法得知了。但有些奈米的物質本身就相當穩定的，例如
來自汽機車排放廢氣的奈米污染物，因為在空氣中懸浮態是比較穩
定的，這個部分比起從工廠排出來的，其危害性就大很多。目前國
內交通大學蔡春進教授針對空氣中的奈米成分進行研究，這部分可
能還在學術階段，不若 PM10 或是 PM2.5 在空氣品質監測站這麼普遍。
每半年 ISO 的會議中，Working group 3 就是專門針對奈米物質的
風險去討論，目前國際對於奈米物質是否有危害還沒討論到環境
面，而是針對奈米粒子有害可能來自於它的尺寸，還是其表面上修
飾的官能基的關係，當然尺寸有加乘作用，可能比較小會比較容易
吸入，但真正產生毒性的可能是它表面修飾的東西，因此 ISO 就訂
出奈米微粒是否有害，要根據八個性質來衡量，除了尺寸，還要考
慮其尺寸的分布、電性、表面修飾物質等性質，目前的問題在這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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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性質的標準量測方法還沒出來，Working group 2 就是討論量測
的方法的，我們代表參加的是工研院的量測中心姚斌誠博士，國內
目前正就這方面在努力進行，希望能有一套標準方法，使大家是站
在同一個基礎上進行討論。雖然說針對技術面可以制定方法，但是
法規管制上可能有難度，因為 ISO 定義的奈米物質是指 100 奈米以
下的物質，但很多化妝品是 300~800 奈米之間的化學物質，所以可
能法規管制與 ISO 定義的奈米會有落差，所以奈米管制需要明確的
定義清楚。
◆大氣超微粒子(Atmospheric Ultrafine Particles, UFP )：係指直徑
小於 100 nm 的粒子，由原本氣體分子經一連串轉反應換成為粒
子，至少有三種氣體來源可以轉換成粒子，超微粒子可以自高溫
的環境中直接產生，有些可能會產生熱飽和蒸氣，經過核化與和
凝結而形成超微粒子，而化學反應通常產生非常低的飽和蒸氣壓
所以要透過多次的成核作用產生超微粒子。雖然超微粒子在總懸
浮態所佔的比例非常少，但由於其數量的增加以及可觀的總表
面，超微顆粒在大氣化學和環境健康尤為重要。毒理學與流行病
學更進一步指出呼吸道健康與超微粒子有相當的關聯性。
問：請問所長奈米技術目前在國內外發展的情形。
奈米國家型計畫最大的功用就是把相關的人都集合在一起，大家進
行交流與合作，美國也有國家型奈米計畫，經費也一直在成長，美
國認為奈米科技可以「從基礎上創新」，奈米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
許多新現象，最常講的就是黃金，到了奈米金可以是紅的或是黑
的，熔點與沸點也變了，當熔點一變低時就變「省能」的製程，能
源節省競爭力就可以提升了，所以到最後材料科技就是奈米科技。
美國正在推的就是材料基因計畫(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在這邊基因講的不是生化的部分，材料基因講的是材料最基
本的東西，裡面提的就是奈米科技，我認為奈米科技的宣傳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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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樣業界才能夠藉由奈米科技改善他們的製程而增加競爭力，
比如說石化產品要高質化，目前著重的重點就在於奈米等級的製程
控制，如果國家型計畫能達到這樣的擴散效果應該就不錯了。
問：最後，請您對於年輕學者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說幾句建議
及鼓勵的話。
有志投入代表他有興趣，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有熱忱，如果你今天醒
來，很不想去辦公室代表你應該要離開那個工作，如果醒來很想趕
快去辦公室把未完成的事情完成，有那個熱忱代表還可以繼續在那
裡。環境檢驗其實很重要，因為要找到問題就是從檢測這邊開始，
具化學專長的人，不論在材料、化工、能源、電機、環保等任何領
域，都有很大的揮灑空間，因此除了熱忱夠之外，就是要多用心觀
察，從日常生活中很不滿意處，去「創造需求」，看到有需求，就
想辦法去解決，才能持續創新，任何行業要有競爭力，創新是主要
關鍵也是未來趨勢，材料基因來自奈米，可以預見奈米尺度的管理
將是面臨的極限挑戰。

蘇宗粲所長與後排左起翁英明組長、尹玉華秘書、陳怡如副研究員於
2012.5.10 攝於工研院材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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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環境檢驗所、工研院材化所、工研院奈米中心職掌內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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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聯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開憲博士訪問紀實
採訪：環境檢驗所 黃克莉組長 米文慧研究員 吳婉怡秘書
時間：2012 年 6 月 6 日(星期三)
陳開憲博士從小絕
Q、請問陳博士個人對環境檢測的經驗？對
頂聰明，就讀建中時
目前工作的期待？
曾立志行醫，卻在因
A、我研究所啟蒙於張惟勤教授（時任職中
緣巧合下，以第一志
研院，其人參胚胎在試管內開花研究論
願進臺大園藝系並
攻讀研究所 ， 畢業
文圖片，曾刊於 Nature Journal 封面）
，
後獲得美國馬里蘭
博士研究為運用同位素稀釋法層析質
大學全額獎學金，並
譜專研植物生長素領域（指導教授 Dr.
以 3 年時間取得博
士學位。而後在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
Jerry D. Cohen，曾研發世界第 1 項具 6
藥學系暨中大西洋質譜中心任職時，以
個 13C 同 位 素 吲 哚 乙 酸
4~5 個月時間，成功研發全世界第 1 台
（ 13C6-Indole-3-acetic acid），來取代一
液相層析快速原子撞擊飛行時間質譜儀
（ Liquid Chromatograph - Fast Atom
般以氘作為同位素稀釋法之內標）。於
Bombardment - time of flight - Mass
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藥學系暨中大
Spectrometer, LC-FAB-TOF-MS）介面，
西洋質譜中心，追隨時間飛行質譜學大
並在美國質譜學會發表。1989 年返國先
於臺大園藝系任副教授 1 年，再轉任
師 Professor Robert J. Cotter 做博士後研
HP/Agilent 台灣區化學分析事業部門
究，成功研發並發表 LC-FAB-TOF-MS
總經理， 2000 年離開後成立靚水堂生
介面，在當時造成震撼（美國學界早已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鑫聯網國際股份
研發多年但無成果）。於受邀母系演講
有限公司，為台灣唯一專精於化學領域
「實驗室資訊管理系統」的專業服務團
同位素稀釋法的 GC/MS 在植物內生荷
隊。2003 年起接下環境檢驗所「環境檢
爾蒙研究的應用之第 2 天，接獲通知故
測機構管理作業服務計畫」
，成為民間少
回臺任教，而後又棄學從商，轉任
數受政府委託的「實驗室認證行政管理」
服務的機構。因無法忘情於園藝，轉了
HP/Agilent 公司 10 年，對國內學界質譜
個彎，2007 年又回臺大園藝系兼任副教
儀普及化略盡棉薄力量。之後自組公司
授一職。陳博士於植物工廠及蘭花培育
開發實驗室資訊管理系統（跨越環保、
與應用非常投入，並推展臺灣最具全球
競爭力的農業珍寶茶葉與蘭花的應用。
衛生界），並接下環檢所檢驗測定機構
2010 年臺北國際花博會中，以專利的植
管理工作秘書處工作，也再度回校任職
物工廠技術，成功創造臺灣冠軍蘭花 4
講述香藥植物及精油分析，指導學生運
個月不掉 1 朵花、總開花期超過半年的
奇蹟，打造庭園科技美學的氛圍，協助
用質譜技術。前述與環境檢驗技術皆有
臺灣「知竹常樂」庭園獲得「寰宇庭園
相當程度之謀合。目前工作希望以植物
區首獎」、「AIPH 大獎」，及「現場人氣
工 廠 及 社 群 支 持 型 農 業 （ Community
獎第一名」3 個大獎。
無論職場或學校，陳博士的詼諧、健談、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減少運輸
樂觀，直擊人心，一路上生命的變化，
碳足跡綠色農業的觀念及信念，期以台
開啟一扇又一扇的門，其中的成就、榮
灣農業生生不息的原創力，結合檢驗科
耀、挫折、障礙，每一步都踏實穩健，
技，呈現 21 世紀綠色寶島健康活力的
照著步調前進，在深度訪談中，我們清
楚地看到陳博士是如何優雅的游刃於各
美學。
領域間，也充分感受到他的專業與智慧。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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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陳博士對環境檢測機構管理未來執行方式及產業發展提供建議。
A、我個人認為環檢所具有深厚檢驗測定機構的認證經驗，在未來組織再造
後，可往國際認證領域擴展，如同全國認證基金會業務，建議從兩岸作為
起點。又環檢所精湛之檢測技術，已非其他單位可比擬，尤其對製備戴奧
辛這種認證參考物質（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CRM）
，已具成熟
之技術，如能推廣開發，對提升臺灣環境檢驗的國際知名度，應有一定之
遠景可期。
而環境檢測或分析化學，其實也可以跨到其他領域，例如農藥製藥工業，
是可期待的方向，因為農藥種類大概維持在 200 多種，未來應不會有太大
改變，如果能夠開發特定模組式的檢測程序，例如：改用短的管柱，以達
到快速分離各種農藥，縮短檢測時間為目的，後續之定性、定量，交由不
同模組式設定條件的程序後，由質譜儀做分析，若能如此，則廣泛應用在
農藥之環境管制，應不失為可行的技術。
另產業發展方面，以我重任教職，並將所學專業投入教育宣導農民行列，
向農民講解農藥使用的用藥安全性之經驗為例，我讓農民了解農藥僅能在
生長季噴灑，且要經過一定的安全期才可採收，而且不斷的提醒農民，現
在已有相當精密的儀器與專業的技術，可用來檢驗農作物之農藥殘留，千
萬不要心存僥倖，即使極低的濃度（ppb，十億分之ㄧ）也會被檢驗出來，
但另一方面我也認為分析一件農產品的費用相對於農民而言，負擔是蠻大
的，這種情況就如同技術已經到位，但成本仍未到位，所以至今推廣教育
尚無法順利，但我對未來發展前景並不悲觀。畢竟資訊發達的世代，若持
續發生農藥殘留的新聞報導，加上消費者綠色消費的覺醒，農民若認為有
利潤存在，則綠色農業成長空間仍然大有可為。
在此我特別介紹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農場（梅峰農場）案
例，這個農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大約種植了 200 棵的有機蜜蘋果樹，臺
大以 1 棵 1 萬元的標租方式綠色經營，得標者可向外宣稱，他有 1 棵臺大
有機種植的蜜蘋果樹，且臺大會為他照顧蘋果樹，該棵樹當年的所有收成
歸該得標者擁有，而當蘋果樹的主人要將成熟的蘋果送人時，臺大會非常
體貼、細心的予以妥善包裝，滿足得標者送禮的最佳心意。這個成功的綠
色農業推廣案例，說明了當農產品以社群（投標者）的力量，結合深具信
賴度的產銷者（臺大）
，則綠色農業的推廣仍是可行的，而所有產業發展的
未來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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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開憲博士精心培育一串串滿載

青春秘密的台灣冠軍蘭花。

▲

2010 年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陳開憲博士
以專利的植物工廠技術，成功打造台灣庭
園科技美學，獲得 3 項大獎。

Q、陳博士對花卉培育有相當之研究，並有卓越成果，尤其在蘭花改良上更是
投入，請談談您對蘭花的感情。
A、個人認為我既是科學家，也是農業家，所以整合了這 2 種專業，並以實績
作見證，2000 年我創立靚水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精蘭花保養品的
產品開發及行銷，並開發臺灣精緻農業的文創運用，我栽培的蘭花，可以
5~7 天開 1 朵，開到第 26 朵時，第 1 朵仍可健康的敘述它的美麗，這其中
的因素，就是蘭花生命中的秘密，而這生命中的秘密，也陸續展現在我研
發的產品中。例如在 2010 年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我以專利的植物工廠
技術，成功的將臺灣冠軍蘭花培育 4 個月不掉一朵花，總開花期超過半年，
打造了台灣庭園科技美學的氛圍，協助台灣庭園「知竹常樂」獲得「寰宇
庭園區首獎」
、
「AIPH 大獎」及「現場人氣獎第一名」3 個大獎，同時也將
蘭花不凡的生命力及令人驚豔的美，帶入生活保養品中，開啟蘭花保養品
系列，其中以新鮮蝴蝶蘭花置入手工皂中，最令個人感到欣慰與外界驚
嘆！蘭花手工皂也因此得到 2011 年經濟部中小企業研究創新獎，所以蘭
花栽種相關之成就，確實讓個人有獨特的情感。
Q、最後，請您對有志投入環境檢驗工作者，說幾句建議與鼓勵的話。
A、 個人非常肯定與鼓勵新鮮人繼續投入分析化學領域，因為這是一項專精技
術的行業，不論環檢業界認為現今環檢市場是否已經飽和，每年有近 15%
的新陳代謝率，永遠都提供新秀進入環檢領域的機會，而近年來食品檢驗
市場蓬勃，也提供年輕朋友選擇認證的檢測機構作為檢測職涯，而且能以
踏實、遵循法令規定的積極認真態度踏上工作旅程，美好的未來遠景是可
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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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起米文慧研究員、陳開憲博士、黃克莉組長及吳婉怡秘書

陳開憲博士簡歷
時

間

紀

事

1984

取得臺灣大學園藝系碩士

1987

取得美國馬里蘭大學植物系博士

1987 ~ 1988 美國 Johns Hopkins大學藥學系暨中大西洋質譜中心博士
後研究
1988
成功研發全世界第 1 台 LC-FAB-TOF-MS 介面
1989 ~ 1990 回臺大母校園藝系任職副教授
1990 ~ 2000 任職 HP/Agilent 臺灣區化學分析事業部門總經理
創立鑫聯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專精於化學領域「實驗室
資訊管理系統」
2000 ~
創立靚水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精蘭花保養品的產
品開發及行銷，並開發臺灣精緻農業的文創運用
2003 ~
鑫聯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接任環檢所檢驗測定機構管理
工作秘書處工作，兼任環檢所檢測機構評鑑技術委員會副
召集人
2006 ~ 2007 執行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研訂毒性化學物質中有機物質前
處理方法及毒性化學物質中有機物質檢測方法」計畫
2007 ~
回臺大母校園藝系兼任副教授
2000 ~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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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性溶出特性試驗方法及其應用
郭季華1 葉玉珍2 許志福3 潘復華4

前言
為健全我國廢棄物再利用管理機制，並與國際先進制度接軌，環保署於
98 年開始引進歐盟建築產品指令（CPD）及荷蘭建材法令（BMD），
該管理制度相關配套之環境性溶出特性試驗方法包含下列三種主要方
法：
1. pH 依存性試驗：PrEN 14429/NEN 7341。
2. 滲濾試驗（Percolation Test）：PrEN 14405/NEN7343。
3. 桶槽試驗（Tank Test）：CEN TC 292 WG6/ NEN7345。
上述三種方法，我國經濟部（CNS方法）及環保署（NIEA方法）皆已引
進並完成標準方法之訂定及公告：
1. 廢棄物特性溶出行為試驗－pH 對初始酸鹼添加之溶出影響（CNS
15223）。
2. 廢棄物溶出行為檢驗方法－向上流動滲濾試驗法（NIEA R219.10C）。
3. 廢棄物資源化建材溶出特性試驗－以擴散試驗測定成塊廢棄物材料
中無機溶出成分（NIEA R217.10C）。
溶出特性試驗方法主要目的在於定義物質基本特性並依特性加以分類，
此外亦用於瞭解廢棄物、土壤、底泥或建材等物質之短/長期溶出行為，
本文內容主要介紹上述環境性溶出特性試驗方法及其應用。

溶出控制因子
溶出為有機或無機污染物由固相釋入液相的一種過程，在探討溶出行為
時，塊狀與粒狀兩種類型的材料必須分別討論。塊狀材料中物質的溶出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科長2研究員3副研究員4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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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擴散方式（亦即屬於擴散溶出機制），而粒狀材料中物質之溶出，
一般是因液體滲濾所造成，這兩種類型之溶出受材料本身特性及外在環
境之物理及化學因子所影響如圖 1。

圖1 控制塊狀及粒狀材料污染物溶出之材料特性與外在環境控制因子。

有兩種程序會造成物質溶出，分別為化學程序（包括物質的溶解、吸附
及可溶出量）及物理傳輸程序（包括擴散及表面潤洗），實際上，溶出
行為通常為上述兩種程序綜合產生之結果，對化學程序而言，重要的影
響因子有 pH、物種型態、酸鹼緩衝能力、氧化還原狀態、溫度、時間
等；而影響物理傳輸程序之重要因子包括了材料多孔性、滲透性、可曲
性、大小及形狀等。而溶出特性試驗之目的即在了解何種因子為最主要
之溶出控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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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依存性試驗
本試驗為一種靜態溶出試驗，同時準備 8 個粒狀或已破碎樣品，在液固
比 10 及一系列預設 pH 值下，平衡 48 小時後，量測溶出液中元素濃
度。所預設的 pH 值要包含自然 pH 值並涵蓋 pH 範圍 4～12，且每
一組 pH 間隔不可超過 1.5 pH 單位。溶出結果的表示方式為溶出液中
元素濃度（mg/L）或溶出量（mg/kg）對 pH 作圖。
材料本身與暴露環境之 pH 值對於物質之溶出有決定性影響，對所有類
型材料（塊狀、粒狀、水泥、土壤、廢棄物或底泥）皆為如此，周圍液
相之 pH 值決定在該 pH 值下最大之溶出濃度，故每種物質都有其 pH
依存性曲線。 pH 值對於溶出的影響很大，因為大部分物質之溶解度與
pH 值息息相關，故溶出行為若受溶解度控制，即會顯示 pH 依存性溶
出。圖 2 為陽離子、陰離子及溶解性鹽類典型之 pH 依存性溶出曲線。

圖2 三類物質之一般 pH 依存性溶出曲線，陽離子、陰離子及可溶性鹽類，因
其化學物種而有不同溶出型態，且溶出量隨 pH 不同而改變。

pH 依存性試驗主要的應用在於 1. 預測物質於不同暴露環境下的溶出
量 2. 作為國際間溶出方法的比較基礎及 3. 藉由資料庫及模式運算了
解化學物種。
pH 依存性試驗可用於預測材料於不同暴露環境下之溶出量，由圖 3 可
做一簡單說明，該圖為金屬陽離子典型之 pH 依存性試驗圖形，方塊表
示在特定環境下可能 pH 範圍，從圖形中可以看出，當一材料暴露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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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缺乏石灰岩的土壤中，金屬陽離子溶出量一般較暴露在富含石灰岩的
土壤中為高，這主要為 pH 效應。此外，這物質若要以水泥穩定化來降
低金屬陽離子的移動性，則要考慮其適用性，因從圖形中可以看出當 pH
值大於 10 時，溶出量明顯增加。

圖3 pH 依存性試驗結果之標準呈現方式（在液固比 10 下，以溶出量
mg/kg 表示）。曲線為金屬陽離子典型溶出曲線，方塊表示在特
定環境下可能 pH 範圍。注意，材料中物質總量與可溶出量可能
有相當大的差異。

國際間常用之溶出方法不下 50 種，pH 依存性試驗已被認定可作為不
同方法間互相比較之基礎。 圖 4 為污染之河川底泥利用不同的溶出方
法（CaCl2 萃取、NaNO3萃取、EDTA 萃取、醋酸萃取及化學連續萃取）
進行 Cr 溶出之結果，當把各溶出方法之數據放在一起時，可以發現所
有方法除 EDTA 萃取法外，結果皆非常吻合，亦即表示各溶出方法間
之數據可互相比較，且證明大部分之溶出行為受 pH 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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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污染河川底泥以不同溶出方法進行 Cr 溶出結果

pH 依存性試驗一個很重要之應用為化學物種之模擬，實驗數據搭配使
用模式工具及資料庫系統，可模擬固相及液相中自由離子、錯合金屬物
種及其分布比率，圖 5 為垃圾焚化底渣針對鉛溶出之 pH 依存性試
驗，圓點為實際量測數據，當同時考量鐵、鋁、有機物及一些主要及次
要元素，並將相關資料代入數學模式中進行物種模擬，即可得到液相及
固相中鉛離子及一些鉛錯合物之分布比例。

圖5 以 pH依存性試驗數據進行化學物種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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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濾試驗
本試驗為一種動態溶出試驗，係將顆粒狀廢棄物樣品充滿管柱，以萃取
液（如試劑水）垂直連續向上流動滲濾，在規定測試條件下分別收集各
階段之溶出液。經由分析各階段溶出液無機成分之濃度（mg/L）、計算
廢棄物各階段無機成分釋出量（mg/kg）及釋出總量（mg/kg），而收集
溶出液之時間點分別為液固比達 0.1、0.2、0.5、1、2、5 及 10 時，本
方法適用於粒狀材料（不適用於低滲透性材料如粘土或塊狀材料）之溶
出特性試驗。
粒狀材料進行滲濾試驗的結果，可以溶出液濃度（mg/L）對液固比（L/S）
來表示，亦可以累積溶出量（mg/kg）對液固比（L/S）或時間（hr）來
表示，惟後者表示方式較為常用，因累積溶出量可以進行樣品間數據之
比對，且在液固比 10 之累積溶出量可直接與 pH 依存性試驗之溶出量
進行比較（因 pH 依存性試驗同樣於液固比 10 之條件下進行測試）。
當測試的狀態沒有太大改變時（即試驗過程 pH 值改變在一定範圍
內）
，從累積溶出量之圖形即可判斷其溶出機制，而主要之溶出機制包含
溶解度控制（solubility control）及潤洗（wash out）
。 圖 6 為垃圾焚化
底渣之滲濾試驗，從氟鹽之溶出結果中，每個階段溶出液之氟鹽濃度大
致維持一致，導致累積溶出量曲線之斜率為 1，此種類型之溶出機制為
溶解度控制；對於可溶性鹽類如氯鹽，因其容易被潤洗，所以隨著液固
比的增加溶出液中濃度會快速下降，導致累積溶出量曲線之斜率小於 1。

131

環境分析評論 第4期

評論∣Reviews

圖6 垃圾焚化底渣之滲濾試驗結果。當每個時間間隔量測到相同濃
度，將導致累積溶出量曲線之斜率為 1（F案例），對於溶解
性鹽類（如 Cl），因其容易被潤洗，所以隨著液固比的增加
溶出液中濃度會快速下降，導致累積溶出量曲線之斜率小於
1。

桶槽試驗
本試驗為一種半動態溶出試驗，係將受測樣品測定表面積後，置於萃取
液中，在不同時間點更換萃取液，藉由分析各溶出分率（fraction）溶出
液中待測物的濃度，判斷受測物溶出特性是否為擴散行為的溶出機制，
而更換萃取液時間點分別為 0.25、1、2.25、4、9、16、36 及 64 天。
本方法適用於各種塊狀材料如混凝土、磚石、瀝青、水泥穩定化產品等
之溶出特性試驗。
塊狀材料的桶槽試驗結果，通常以 mg/m2 對時間來表示，因擴散控制
之溶出行為與材料的表面積及暴露時間有關。同樣地，從溶出試驗之圖
形中亦可用以判斷不同之溶出機制，若完全為擴散溶出機制，累積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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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的斜率為 0.5；若材料之表面有可溶性鹽類，其會產生快速溶解而
形成表面潤洗之溶出行為。於測試中，受擴散控制之溶出物，在一段時
間後可能會被耗盡，導致累積溶出曲線斜率減小圖 7，實務上，這可能
與材料的尺寸較無相關，而此現象可能與使用較具多孔性或相對較薄之
材料有關。

圖7 桶槽試驗結果之標準呈現方式。右圖為量測濃度（mg/L）
，左圖為累積溶出濃
度（mg/m2）
，從數據中可以看出許多溶出機制，例如擴散控制（斜率為 0.5），
圖形中亦可看出表面潤洗及物質耗盡。

圖 8 為不同建材之桶槽實驗，Cr 及 Cu 之溶出結果，建材包含混凝土
自來水管、波特蘭水泥砂漿、高爐礦渣、燒結磚、瀝青混凝土及防腐木
材，這些皆屬於塊狀材料。從溶出曲線中，可以判斷其溶出機制為擴散
控制（diffusion control）
，因溶出曲線斜率都很接近 0.5，混凝土自來水
管與燒結磚 Cu 及 Cr 之溶出有耗盡之現象，所有建材皆無產生潤洗。
而本結果亦可顯示，雖然為不同材料，但其溶出行為卻非常類似，我們
可據以推導其有效擴散係數，用來描述不同應用情境下長期溶出行為，
故桶槽試驗對於評估這些材料之溶出為一合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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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不同建材桶槽試驗 Cr 及 Cu 溶出結果，雖然材料間溶出濃度不同，但
控制溶出之機制明顯相似，而不同元素間之溶出機制亦顯示類似（此案
例之Cu、Cr）。

環境性溶出特性試驗方法合併運用
欲了解材料完整之溶出特性行為，通常須同時進行靜態及動態（或半動
態）溶出試驗。對於粒狀材料而言，須同時進行 pH 依存性試驗及滲濾
試驗；對於塊狀材料，則同時進行 pH 依存性試驗及桶槽試驗。靜態溶
出試驗可提供材料於暴露條件下化學物種型態變化之資訊，而動態（或
半動態）溶出試驗則可了解材料長/短期之溶出行為。
某些鹼性材料如水泥，會吸收空氣中之 CO2 而造成碳酸化，其 pH 值
會慢慢改變，新材料之 pH 值約 12，經過碳酸化後，pH 值會降至 8 左
右。隨著時間增加，材料本身之 pH 值會慢慢改變，溶出量亦隨之改變，
若以新材料之溶出試驗來評估長期溶出，則有可能高估。此時，最好方
式為新、舊材料同時進行靜態及動態溶出試驗，合併不同特性溶出試驗
結果並綜合評析，從滲濾試驗所得之累積溶出量，可以直接與 pH 依存
性試驗結果比較，而這允許我們推估材料於現場可能之長期溶出行為。
圖 9 為鹼性粒狀材料同時進行 pH 依存性試驗及滲濾試驗結果，從此
案例中，我們可了解到 pH 依存性試驗提供材料在現場長期碳酸化過
程，溶出趨勢變化之線索，此外，亦可了解到滲濾試驗於液固比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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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累積溶出量與 pH 依存性試驗中相同 pH 下之溶出量相當。此結果將
可應用於這類鹼性材料之環境影響評估。
圖 10 為不同原料、不同地區之水泥砂漿，結合 pH 依存性試驗及桶槽
試驗，針對 Zn 所做特性溶出試驗結果。從實驗結果顯示，雖然不同來
源之水泥砂漿溶出量不盡相同，但溶出特性卻非常相似，從右下圖溶出
液之 pH 值可以看出，測試的樣品部分為新的材料，部分是已經碳酸化
之材料。左上圖中方塊為水泥砂漿生命週期之 pH 變化範圍（pH
12.5~7.8 完全碳酸化）
，若與荷蘭建築材料法令（BMD 1995）之管制限
值（方塊之上水平線）比較，不論 pH 依存性試驗、材料生命週期內之
Zn 溶出量或桶槽試驗之 Zn 累積溶出量皆低於管制限值。

圖9 鹼性粒狀材料同時進行 pH 依存性試驗及滲濾試驗結果。在液固比 10 條件下
之 pH 溶出試驗，其溶出量可直接與滲濾試驗於液固比 10 時之溶出量比較，
用滲濾試驗模擬的預期現場溶出行為，大致會介於新材料（pH 12）及舊材料（pH
8）間，如最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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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不同來源水泥砂漿同時進行 pH 依存性試驗及桶槽試驗結果。

結論
（一） 對每種材料，於特定的情境下，少數的關鍵機制決定了溶出的濃
度，特性溶出試驗的目的即是在找出這些關鍵機制。
（二） 將國際間常用溶出方法之結果與 pH 依存性試驗結果比較，顯示
良好之一致性，可以證明大部分的溶出行為受 pH 控制。
（三） 欲了解材料完整的的溶出特性通常須同時進行靜態（pH依存性試
驗）及動態（管柱試驗或桶槽試驗）的特性溶出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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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比測探討生化需氧量檢測方法及其意義
米文慧 1、徐美榕 1、阮國棟 2

摘要
生化需氧量（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係指好氧性微生
物氧化水中有機物質所消耗之溶氧（Dissolved oxygen, DO）的量，
BOD 檢測數據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水質判定參數，也是評估生物處理
效能理論上甚為準確之依據，國際比測也常有 BOD 項目。目前世界
各國對於 BOD 測定方法，皆以稀釋法為主，但檢測過程有甚多因素
會干擾測定結果，而檢測人員之技術與經驗對測試結果影響甚巨，
本文對如何避免影響 BOD 檢測結果予以詳細說明，藉所提實務經
驗，期能提升各界對 BOD 檢測之分析技術。另稀釋法僅是模擬自然
環境，找出較佳的測定近似值，並非實際真值，不似一般化學或儀
器檢測方法，利用所謂的確認參考物質（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CRM ）， 例 如 美 國 國 家 標 準 技 術 研 究 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生產的標準參考物質（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 SRM）或較確認標準值之參考物質（Reference
Material, RM），又稱實驗室參考物質，作為品質管制要求，可讓實
際環境樣品具有接近真值的可信度，是以現行以 BOD 作為環境污染
排放之管制與裁罰項目之ㄧ，對於特定業別或排放污染源是否公平
合理？是環保主管機關未來可再深入思考之政策。而檢驗室以參加
BOD 國際比測，作為展現檢測能力之部分，若樣品不能避免干擾，
則是否有續參加該項目國際比測之必要？也是可列入思考的議題。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研究員 2.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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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在 1995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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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定期參加國際比測，另環檢所每年也對環保
署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環保署督察總隊、5 都環保局及其他
縣市環保局等，執行年度例行盲樣測試，分析項目皆包括 BOD。
前述國際比測或例行盲測結果，除可作為檢驗室檢測能力之展現、
認證機構或主管機關管理之參據，同時也是一種能力與經驗交流的
工具，更深入之應用亦可藉以探討檢測方法之嚴謹性等。本文將由
BOD 定義、測定方式及數據應用開始，檢視檢驗室參加相關國際比
測或國內例行盲樣測試現況，探討 BOD 比（盲）測或例行檢測結果
不佳之可能原因，並提出影響 BOD 檢測數據其他須注意之品保
（Quality Assurance, QA）/品管（Quality Control, QC）事項供各界
參考，同時針對現行環保署公告水中生化需氧量檢測方法（NIEA
（1）

W510.55B） ，參考美國衛生公共協會（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APHA）發行之最新版

（2）

檢測方法，提未來修正方向。

何謂生化需氧量
生化需氧量係指好氧性微生物氧化水中有機物質所消耗之溶氧
（Dissolved oxygen, DO）的量。氧化過程

（ 3,4 ）

，分為二個階段，第

一階段為有機物質的碳和氫，氧化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此階段稱為
碳化階段，所耗氧量，稱為碳需氧量（CBOD）。第二階段為含氮物
質及部分氨，氧化為亞硝酸鹽及硝酸鹽，稱為硝化階段，此耗氧
量，稱為氮需氧量（NBOD）。但一般以 CBOD 作為一種環境監測指
標，主要用於監測水體中有機物質的污染狀況，因為一般有機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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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可被微生物所分解，而微生物分解水中的有機物質時需要消耗
氧，如果水中的溶解氧不足以供給微生物的需要，水體就會處於缺
氧（污染）狀態，而測得 BOD 數值若越大，表示水中含有的有機物
質就越多，亦即污染越嚴重。

圖 1 生化需氧量第一階段(CBOD)及第二階段(NBOD)之微生物分解曲線

生化需氧量測定方式
BOD 因檢測方式不同

（2）

，而有多種名稱，例如最終生化需氧量

(Ultimate BOD, UBOD)，指微生物在 60 ~ 90 天，完全分解水中之有
機物質所需耗用之溶氧量，通常需由統計方法推算求得。呼吸儀生
化需氧量 (Respirometric BOD, RBOD) ，係直接以呼吸儀連續測定
微生物在空氣中或富氧環境下的耗氧量、以及 5 日生化需氧量
（BOD5；傳說是由英格蘭發展出來的

（5）

，因為下水道的污物流入河

裡，漂流 5 天後進入大海，因此 BOD 檢測以 5 天培養）
，為了使檢
測資料有一致比較性，一般規定在一定溫度及一段時間週期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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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樣暗處培養，測定水樣中好氧性微生物在此期間氧化水中有機物
質之溶氧的消耗情況，目前採用 20℃（置於恆溫培養箱）及 5 天時
間（即 BOD5）；除了為縮短檢測時間考量外，因一般 5 天時間之耗
氧已達全耗氧 70~80﹪，已具有模擬實際河川水體之環境監測數據
的意義。

BOD 檢測數據之重要性
BOD 檢測可應用於河川水體分類標準、放流水稽查、計算污水處理
廠之處理容量，以及評估污水處理廠處理功能。而一般生化需氧量
和化學需氧量（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的比值，也能說明
水中的有機物質有多少是微生物所難以分解的（此類物質對環境造
成的危害更大），也有些為了法規需求所作之研究，例如以 UBOD
對 BOD5 的比值作水質模式研究

（ 2）

，來了解河川淨化能力等，故

BOD 檢測數據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水質判定參數。

檢驗室參加 BOD 國際比測或例行盲測現況
環檢所至少每年會針對已取得 NATA 認證之項目，定期參加國際比
測，例如 BOD 項目，參加能力測試計畫供應商紐西蘭 GP 公司
（Global Proficiency Ltd；原為 Proficiency Services Ltd 公司， 2011
年 3 月起與 AsureQuality´s proficiency groups 合併成立 GP 公司）與
澳洲 PTA 公司（Proficiency Testing Australia；前身為 NATA 之檢測
能力測試部門）等，所提供之國際比測樣品。環檢所每年亦會對檢
測機構及各級環保檢測單位，進行年度例行盲樣測試，其中包括
BOD 項目（盲樣來源為環檢所自行配製與確認）。
環檢所每年回收受測檢驗室之盲樣測試結果後，會將各檢驗室的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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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過合理之篩選與統計，得出合乎學理之數據範圍，例如以回收
測項之家數大於等於 8 者，依「平均值 ± 3 倍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 SD）」等，作為判定合格基準。

圖2

環檢所年度例行盲樣發放情

此判定方式類同相關國際檢測能力比測計畫之評估報告，例如 GP
公司盲樣比測結果之統計方式為 Good（＜1 SD）、OK（1～2 SD）、
Alert（警戒值；＞2 SD）及 Outlier（離群值；＞3 SD），而澳洲
PTA 公司，以檢驗室檢測數值之 Z-score（Z-分數或標準化值）絕對
值接近 0 視為優良，≧ 3 SD 即為 Outlier。另環檢所亦會檢視及審查
盲測報告原始數據，若發現未依照標準方法檢測、不符檢測方法品
保品管或檢測報告位數表示相關規定者等，亦判定為不合格，此較
國際比測更為嚴謹。
盲樣統計標準偏差之大小，常隨盲樣配製濃度而定，一般濃度低
時，標準偏差值亦甚低，也就是檢驗室在檢測 BOD 甚低濃度之樣
品，即使葡萄糖-麩胺酸（Glucose-glutamic acid, GGA）查核分析等
相關 QA/QC 措施，雖符規定，但盲樣分析結果仍可能與統計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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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過大。例如 BOD 盲測統計平均值 5.56 mg/L，標準偏差 1.51
mg/L，若受測檢驗室盲樣數據為 9.5 mg/L，則已偏離 2.6 標準偏差
等，此盲樣雖判定合格，但嚴謹的檢驗室執行國際比測或例行盲樣
測試結果，若發生＞2 SD（已超過警戒值）情事，即會針對檢測過
程進行檢討及採取預防措施，包括留意樣品量測是否持續有超出中
間值或在警戒範圍，而若結果為 Outlier 之不合格情事，則更會針對
所有檢測過程，做進一步的檢討，並提出合理、適切的矯正與預防
措施。

影響 BOD 比測（盲測）或例行水樣檢測之可能原因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 BOD5 測定方法皆以稀釋法為主，此測定方式至
今已有數十年之久，仍廣為世界各國使用的主要原因，為此方法較
符合自然界承受水體之自淨現象，故皆以此立法後，納為世界各國
之標準檢測方法，我國亦不例外。但稀釋法檢測 BOD5 之過程，有
甚多因素會干擾測定結果，致產生數據誤差，因而各國皆訂定有相
關的品保、品管措施，甚至文獻

（ 5,6,7）

提及檢驗室可依需求自行規定

更嚴謹之品質管制要求。也因如此，所以 BOD 檢測在經過水樣前處
理、稀釋、植菌…，並經培養 5 天，一連串繁瑣程序工作後得到的
測定結果，包括方法規定之相關品質管制規定，若其中一個不符規
定，數據即應捨棄並備註說明，而樣品因早已超過保存期限，無法
重測，以致不能如期出具報告（尤其是盲測樣品），所以 BOD 檢測
常造成檢驗室極大的壓力。
檢視環檢所歷年參加國際比測及統計評估環檢所每年對環保署認可
之檢測機構與各級環保單位辦理例行盲測，在 BOD 檢測項目之分析
結果大致良好，惟由統計報告數據顯示，檢驗室伴隨 BOD 盲樣批次

143

環境分析評論 第4期

評論∣Reviews

執行之 GGA 溶液查核分析與稀釋水空白分析結果，雖符合 198 ±
30.5 mg/L 與 0.2mg/L 以下之品質管制要求，惟盲測不一定能得到滿
意的結果，例如某例行盲樣檢測報告，GGA 查核分析，重複 3 次測
定平均值為 219 mg/L、稀釋水空白分析 0.12 mg/L，盲樣 3 個稀釋倍
數之數據為 78、66、97 mg/L（平均 80 mg/L）及盲樣重複分析數據
為 97、78、68 mg/L（平均 81 mg/L），皆符合殘餘溶氧 1.0 mg/L 以
上、溶氧消耗量大於 2.0 mg/L 規定，惟盲測統計結果仍判定不合格
（＞3SD）
。是以在此提出影響盲測結果之可能原因，供各界參考：
1.水樣若在採樣後 2 小時內開始分析，可不需冷藏；但若採樣地點
遠離檢驗室而無法在 2 小時內執行檢測，水樣的保存方式則是影響
檢測結果之重要因素，尤其天氣炎熱時，國外比測樣品自運送至送
達受測檢驗室之寄送處理時間不一，檢驗室收到樣品常已超過 3
天，有研究

（8）

指出 BOD 測值隨保存時間之增加而遞減。

盲樣運送途中，若未能全程適當冷藏及保存，亦將導致數據的急遽
變化。檢驗室接到的國外比測樣品，理論上應該是 4℃以下、加酸
或放射處理等保存完整之樣品，惟實際會收到近室溫之盲樣（受測
檢驗室收樣後，會立即予以 4℃保存，並保留接收樣品時，發現樣
品異常或偏離檢測方法之相關紀錄），故前述狀況對比測樣品會造
成測值之偏差。環檢所自行配製、確認後，發予檢測機構執行之盲
測樣品，係由受測檢驗室自行至環檢所領樣，現場檢查確認樣品檢
項、數量、保存狀況，確認樣品完整後，會在 4℃保存下運送回檢
驗室執行分析，故可排除上述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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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受測機構人員仔細核對盲測樣品情形

2.國外比測樣品常屬真實之環境基質樣品（例如含有肉品或酪乳品
廠的都市污水處理廠排放水等），本身具有基質干擾的特性，分
裝、配製過程，可能出現水樣不均勻現象，故受測檢驗室收到之樣
品可能已有差異。
3.國外 BOD 比測樣品，當濃度甚低、又同時要執行 BOD、COD 及
SS 檢測，此若分由不同人員檢測，當第 1 位分析者在取樣過程稍
有疏失，例如樣品混合不均勻、未以寬嘴定量吸管取樣（無法均勻
取得大小顆粒）等，即可能造成 3 個檢測項目數據結果為偏高或偏
低，故在取樣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取樣之均勻性，以取得具代表性的
樣品執行後續之檢測分析。
4.硝化抑制劑（2-氯-6-(三氯甲基)砒啶（2-Chloro-6-(trichloromethyl)
pyridine），簡稱 TCMP）添加與否會影響數據結果，隨著水樣來
源（廢水處理方式）的不同，氮需氧量對 BOD 檢測的影響程度也
不同，這主要是因為水樣中微生物的種類和數量不同，所發生的生
化反應的程度也就不一樣。水樣中還原態氮（例如 NH3 及有機
氮）之氧化作用（硝化反應）會消耗溶氧而造成誤差，可使用硝化
抑制劑以避免氧化作用，若未使用，則消耗的氧包括碳及氮之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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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氮之耗氧無助於生化需氧量之評估，亦即造成干擾
（4）

（2）

。文獻

指出樣品在不含硝基化合物或硝化菌的 GGA 查核分析，加不加

硝化抑制劑對檢測 BOD 值無影響，但是不當過量的添加硝化抑制
劑可能造成偏差；另亦指出在含有較大量硝基化合物及較豐富的硝
化菌的污水處理廠放流水或受污染地表水，COD 值相對較高的樣
品，受污水體相對更適合於微生物生長，在 BOD 培養過程，硝化
反應顯著，未添加硝化抑制劑時，對 BOD 測值會有明顯偏高影
響，嚴重影響數據的準確性與可靠性。
5.一般檢測品管措施多是以添加一已知量的標準品到樣品或空白樣
品中，藉以確認檢測數據之品質，但是對 BOD 檢測而言，這種傳
統方式無法適用，但又不能不作品管的措施，替代方案就是，以確
認的合成水樣

（2）

（ready-made analyses）作測試，也就是以 GGA 當
（2）

作標準查核溶液。查核分析

，若經常偏高，則可能原因為添加過

多菌種、稀釋水受污染或有硝化反應等；若經常性偏低，則可能原
因為菌種品質差或量不足或有毒性化學物質存在；另當有使用硝化
抑制劑時，若未落在範圍內，表示菌種添加量不正確，須調整。至
於 GGA 查核 3 重複分析數據，若常出現跳動數據例如 204、179、
227 mg/L，雖平均為 203 mg/L；且最大與最小值之數據相對差異
百分比未大於 30﹪，惟此仍是嚴謹之檢驗室不太能接受的數據。
6.檢測分析過程應保持即時記錄的習慣。盲測常併工作量大的例行
樣品執行，檢驗室未依盲樣配製說明使用或可能未習慣性的隨手記
錄，造成明顯稀釋倍數錯誤，致數據 Outlier 而判定不合格情事最
為常見，檢驗室應加強數據驗算、審核及相關數據合理性的判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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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BOD 檢測數據品質之事項
BOD 檢驗過程中，可能影響檢驗結果之各種因素，除前述外，尚包
括玻璃器皿清洗、樣品保存、源水之選擇及貯存、干擾去除、稀釋
水配製、植菌及取樣、稀釋過程等。相關影響盲測結果之可能原因
與缺失，在不知濃度之真實基質樣品分析亦是如此。以下提出影響
BOD 檢測 QA / QC 相關應注意事項：
1.玻璃器皿清洗
玻璃器皿應徹底清洗乾淨，不清潔的玻璃器皿，氣泡會黏著在瓶壁
（6）

，所以常發現除了水封不完整原因造成氣泡外，檢驗室於稀釋水

添加於 BOD 瓶（儘可能使用 300 mL 經校正之 BOD 瓶）過程，
雖已小心確認沒有氣泡產生，在 5 天培養期間後，仍有氣泡聚集在
瓶口附近，而導致水樣溶氧增加。可由稀釋水空白分析（應控制於
（2）

0.2 mg/L 以下，最好不要超過 0.1 mg/L）結果

，確認 BOD 瓶之

清潔度，空白分析結果，亦可了解未植菌稀釋水之品質。
2.樣品保存
BOD 樣品若在採樣後 2 小時內開始分析，可不需冷藏，但實際採
樣地點常離檢驗室甚遠，幾無法在 2 小時內展開分析，而採樣後水
樣保存時間國際上均規定 24 小時，由於保存時間短暫，常造成檢
驗室實務安排困擾。研究（8）比較室溫與 4℃之不同保存條件
下，延長保存時間檢測結果，均有 BOD 值減少之趨向，尤其是室
溫更會急遽下降，且在 48 小時後差異更明顯。因此為因應實際需
要，我國生化需氧量水樣之保存方式與時間，目前訂為 4±2℃、冷
藏保存 48 小時，但仍建議水樣儘可能在 6 小時內、且不要超過
24 小時執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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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源水之選擇與貯存
源水之選擇及貯存非常重要，依方法規定，水樣稀釋用之源水可使
用去離子水、蒸餾水、經去氯後之自來水或天然水（去離子水常含
有有機物質及微生物

（2）

，造成未能符合品管查核要求，故要特別

注意，建議儘量使用經特別處理過之純淨試劑水），且應儘可能於
使用前製備（曝氣須在20℃，例如存放在培養箱中過夜），及須確
認不含重金屬（特別是銅）及毒性物質如餘氯等，並建議使用玻璃
材質之乾淨容器保存，以確保源水品質。
BOD 的測定過程是一個生物氧化過程，微生物的生長繁殖均需要
一定的無機營養元素，而氮和磷等是最基本的無機營養元素。因此
檢測方法中規定，必須加入各無機營養物質。水樣的稀釋水製備是
指在每 1 L 源水中，加入磷酸鹽緩衝溶液、硫酸鎂溶液、氯化鈣
溶液及氯化鐵溶液各 1 mL，比例製備並混合均勻。稀釋水中20℃
的飽和溶氧要求控制在約 9 mg/L，稀釋水中的溶氧過高或過低都
會導致BOD檢測之失敗（過高時在培養過程中會因飽和溶氧自行
逸出，造成BOD 測定值的正誤差；過低則不足以氧化水樣中的有
機物），且稀釋水自身的BOD5 （稀釋水空白）應小於 0.2 mg/L
（最好在0.1 mg/L以下）。
4.毒性物質去除
水樣若含有氰離子、六價鉻離子、重金屬及其他毒性化學物質均會
造成干擾，須經過適當之處理，否則不適宜生化需氧量之測定

（2）

。

水樣中無機物質如硫化物及亞鐵離子之氧化作用會消耗溶氧而造成
誤差；此外水樣中若含餘氯亦會造成誤差，可以使用亞硫酸鈉排除
（6）

干擾，但過量的亞硫酸鈉，會造成 BOD 值偏高

2012年7月

。另注意檢驗大

148

評論∣Reviews

腸桿菌（群）所使用的去氯劑硫代硫酸鈉，不可取代檢驗 BOD 所
（6）

使用的去氯劑亞硫酸鈉

。

5. 水中溶氧、生物及溫度影響
水樣中溶氧若過飽和會造成誤差。使用前先將水溫調整至 20℃±
3℃，再通入空氣或充分搖動以去除此誤差干擾。水樣中若含肉眼
可見之生物（例如藻類會行光合作用

（1,6）

造成氣泡影響數據），應

去除。另温度不僅對化學反應有較大的影響，對生化反應也有明顯
改變。一般說來，温度升高，反應速率加快，有機物的氧化速率隨
之加快，溶解氧的消耗量也會發生變化，所以恆溫培養箱在培養期
間，溫度一定要控制在 20 ± 1℃，培養箱應有高低溫度計等溫控
裝置與記錄（建議培養箱之各層皆加裝隔門，且將培養樣品裝入籃
中，儘量快速的以整籃方式一起放入），並要避光以預防 BOD 瓶
中藻類行光合作用，造成氣泡，導致水樣溶氧之增加。

圖 4 水樣放置恆溫培養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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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植菌控制
（9）

研究

指出BOD檢測品質控制及誤差最大來源為植菌，水樣經植

種之BOD數據較不植種為高，此因植種提供了足夠的微生物進行
有機物的分解，目前國內檢驗室植菌技術已普遍建立，惟對於菌種
來源仍未能針對不同業別之事業廢水找尋最適合之微生物族群馴養
後再進行植種，另菌種活性及植菌方式、以及植種量的多寡，均影
響數據結果甚大，少數檢驗室因前述原因及擔心培養5天後
QA/QC數據不符規定等，仍裹足不前的未執行植菌，此意味低估
了水樣之BOD測值。
要獲得理想的菌種，就必須對菌種進行選擇，使用於植菌之菌種必
須含有對水樣中生物可分解性有機物質具氧化能力之微生物。家庭
污水、廢水生物處理廠未經加氯或其他方式消毒之放流水及排放口
之表面廢污水，均含有理想的微生物。理想菌種來源為廢水生物處
理系統內之混合液或其放流水，若無法取得，可採用家庭污水為菌
種來源（不宜用剛排出的家庭污水，因為污水停留時間長，有利於
微生物繁殖生長），使用前須先在室溫下靜置使其澄清，靜置時間
應在 1 小時以上，但最長不超過 36 小時，取用時應取上層液。
若使用廢水生物處理系統內之混合液或其放流水時，採集後應加入
硝化抑制劑。
某些水樣可能含有無法由家庭污水來源之菌種以正常速率分解之有
機物質，此時應使用該水樣之廢水生物處理系統內的混合液或其未
經消毒之放流水做為菌種來源。若其無生物處理設備，則取用該放
流口下方 3 至 8 公里處之水。若此菌種來源亦無法取得時，可以
在實驗室內自行培養或使用市售菌種。實驗室內自行培養菌種時，
以土壤懸浮物、活性污泥、花園土壤浸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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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季節和溫度，春秋季陽光充足溫和，適合細菌及微生物繁殖，
可於淺層 2~3 cm 處採集；夏季則因溫度過高，太陽光直射的缘
故，要在離地表 5~6 cm 處採集，否則細菌及微生物太少）或市售
菌種做為初始菌種，於經沈澱之家庭污水連續曝氣培養，並且每日
增加少量污水添加量。然後以此菌種測定葡萄糖－麩胺酸溶液之
BOD 值，直至菌種液濃度其 BOD5 測值，隨時間增加達到一穩定
值且在 198 ± 30.5 mg/L 範圍內，此即表示菌種培養成功，再按水
樣濃度植菌，以避免因菌種液的不均匀及比例不當而造成 BOD 值
的忽高忽低。
現行公告方法

（1）

規定，未經處理之工業廢水、消毒過之廢水、高

溫廢水或 pH 值小於 6 或大於 8.5 之廢水中，以及文獻

（4）

建議

採樣後保存超過 6小時之廢水與樣品無論有無餘氯均須植菌。樣品
檢測前應先予植菌及pH值調整，係考量前述樣品微生物均不足及
pH 值會影響微生物分解有機化合物的效率（由於降解有機物的微
生物一般只能在pH＝6.5～8.0的範圍内存活，因此在檢測方法中規
定，水樣的pH值必須調整），故皆須添加適量菌種，並注意菌種使
用前不可過濾

（2）

，以避免除去菌種微生物，而菌種轉移過程中需

攪動，以確保每一 BOD 瓶中所添加之微生物量相同，並要記錄
菌種添加到每個BOD 瓶之準確體積量。
檢驗室為了 BOD 菌種培養及未來檢測能添加適量菌種之參考，最
好長期保留檢測數據，有助於了解趨勢

（5）

，例如不同季節，菌種

有不同的活動（生存）能力（在冬天天氣寒冷，菌種活力較差，可
溫控培養菌種），可做為評估調整適量菌種之依據，以符合加入每
一 BOD 瓶中菌種所導致之溶氧消耗量，皆可介於 0.6 至 1.0
mg/L 之方法規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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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樣品稀釋
樣品稀釋亦是影響檢測結果之重要因素。一般稀釋倍數，應使培養
後的剩餘的溶氧濃度為原始濃度的1/3～2/3之間（消耗的溶氧在2
mL以上，而剩餘溶氧在l mg/L以上）。為了得到正確的稀釋倍數，
BOD檢測前要先預估濃度，首先需了解水樣的特性，一般常以水
樣外觀、行業別、有時亦可先測定COD值以做為濃度預估參考，
然後再確定稀釋倍數的大小。若水樣中溶氧含量較高，有機物含量
較少的清淨地表水，可以不經稀釋直接進行取樣培養，而對於一些
已受污染的廢水、工業廢水等，則必須先稀釋再培養。因為COD
值理論上大於BOD值，且常有比例關係，但有一些特殊狀況水
樣，例如研究

（ 12 ）

光 電 產 業 含 氫 氧 化 四 甲 基 銨 （ 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 , TMAH, (CH3)4NOH）之廢水，因TMAH無
法反應在COD測值上，以致可能會有BOD值高於COD值之情形
＋

（TMAH不被重鉻酸鉀氧化，一如水中NH4 ，該研究TMAH之理
論COD值為420 mg/L，惟實測COD值為4.7 mg/L，僅呈現出1.1
﹪，而以市售一般菌種實測BOD5值為ND，但若改以馴養過之菌種
檢測，TMAH之實測BOD5值為358 mg/L），此說明以重鉻酸鉀化學
氧化法，可能無法測出水樣之實際有機物濃度，而若採BOD5測定
法，則建議應使用馴養後之菌種植菌後，或可測出TMAH等有機物
濃度，惟準確度仍有討論空間，須特別注意。
現行方法規定以稀釋水將水樣稀釋成至少 3 個 稀 釋 倍 數 ， 惟
APHA 方法

（2））

建議執行 5 個稀釋倍數，以涵蓋所有濃度可能範

圍，避免檢測失誤。樣品稀釋過程中，應以寬嘴定量吸管取樣，俾
利大、小顆粒樣品均勻吸取，另應訓練加稀釋水至 BOD 瓶中之技
巧，例如 BOD 瓶中最終的體積量要一致、應小心沿瓶頸加入、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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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氣泡及勿加過量之稀釋水使溢出瓶外，致改變水樣體積等。由於
樣品稀釋倍數有時可達百倍之多，前述在稀釋過程所產生的些微誤
差，會使初始溶氧（DO0）與最終溶氧（DO5）測定值，最後經由
計算公式轉換成最終 BOD 檢驗值時，其誤差即會非常明顯。
8.溶氧測定
（13）

BOD 檢驗之 DO0 與 DO5 溶氧測定，若使用碘定量法

，水樣應於

30 分鐘內，儘速完成溶氧分析、滴定近終點宜速度放慢小心滴
定，且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至少執行一次重複樣品分析，其兩次
測值差異之絕對值應小於 0.3 mg/L。若使用電極法分析

（14

，則應

注意儀器應依使用說明書執行溫度、鹽度及大氣壓力補償，及其校
正等，以減少人為誤差。

BOD 檢測方法未來修訂建議
（1）

環保署現行水中生化需氧量檢測方法（NIEA W510.55B） ，於 100
年 1 月 27 日修正公告，主要是參考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21th ED., Method 5210B, pp.5-2
～5-7.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PHA）, Washington,
D.C., USA. 2005.資料，目前 APHA 方法

（2）

已發行至 2012 年 22 版，

其中一些內容或可作為充實 NIEA W510 之用，故提出未來修訂方法
建議，僅供參考：
1.現行方法提到之乾淨容器，建議明確規定為玻璃材質，甚至包括
採集水樣後之盛裝容器。
2.現行方法「採樣與保存」章節，雖允許 48 小時內檢測，但建議仍
參照 APHA 方法規定儘速於 24 小時內分析，因為延長保存時間
BOD 測值有減少之趨勢（雖然過去實驗研究 48 小時內，減少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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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接受及採樣後送樣檢測之實務需要等），尤其進行低濃度盲樣
或法規用途 BOD 樣品檢測更需注意。
3.現行方法「菌種準備」已規定未經處理之工業廢水、消毒過之廢
水、高溫廢水或 pH 值小於 6 或大於 8.5（此處 APHA 方法

（ 2）

已改為 8.0） 之廢水中微生物均不足，須添加適量菌種，而 APHA
方法尚有提及採樣後保存超過 6 小時之廢水或水樣也須添加適量菌
種。
4.現行方法「水樣稀釋」章節，提到通常各種水樣之稀釋濃度為：
嚴重污染工業廢水 0.0（此處 APHA 方法已改為 0.01）至 1.0﹪。
5.APHA 方法不僅只規定植菌控制不同稀釋倍數所求得之每 mL 菌
種之溶氧消耗量，若最大及最小值之相對差異百分比大於 30﹪
時，表示菌種中可能含有有毒物質或較大顆粒，而且還包括樣品之
各稀釋倍數之溶氧消耗量，若最大及最小值之相對差異百分比大於
30﹪時，表示菌種中含有有毒物質、較大顆粒外，檢測人員分析能
力問題也是應檢討原因之ㄧ。
6.現行方法在 BOD 結果處理部分，規定殘餘溶氧須在 1.0 mg/L
（2）

（此為確保溶氧足夠 5 天消耗

）以上，且溶氧消耗量須大於 2.0

mg/L（此消耗量是合理可測定之量

（ 2）

），另文獻

（ 5）

甚至建議 5 天

後之溶氧最好減少 50﹪，退而求其次才是溶氧消耗量大於 2.0
mg/L。而 APHA 方法在此部分亦有提及其他多項內容，建議未來
修訂可併考量加到現行方法中，使 BOD 檢測數據經常出現之情
況，能有出具報告之依據，減少檢驗室困擾，臚列如下以供參考：
（1） 現行方法規定當水樣有多個稀釋濃度，皆符合溶氧消耗量大於
2.0 mg/L 且殘餘溶氧在 1.0 mg/L 以上，則在較高稀釋濃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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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樣不含毒性跡象和明顯異常情況，在合理範圍內以平均值出
具報告。建議明確規定：當所有品質管制皆符合之條件下，若
其中有 1 個數據與其他數據差距過大，則僅以相近之數據計算
平均值，例如文獻

（7）

235 mg/L、245 mg/L 及 390 mg/L，可僅

將 235 mg/L 及 245 mg/L 數據做平均（390 mg/L 可能係因在取
樣稀釋過程時，顆粒不均勻等所致）
。
（2） APHA 方法，尚有其他數據處理之內容如下：
A.溶氧消耗量小於 2.0 mg/L，水樣未稀釋，但有植菌、加營養
鹽、礦物質及緩衝溶液，亦即有植菌扣除（修正），則即使溶
氧消耗量小於 2.0 mg/L，仍可出具報告。
另文獻

（7）

也提到，即使所有稀釋倍數均為溶氧消耗量小於 2.0

mg/L，則取稀釋倍數最小的樣品，但溶氧消耗量以 2 mg/L 計
算 BOD 值，且以 BOD (mg/L) <

(D1 − D 2 ) − (S)Vs
表示。
P

D1：稀釋水樣之初始溶氧（mg/L）
D2：稀釋水樣經 20℃ 培養 5 天後之溶氧（mg/L）
S ： 每 一 BOD 瓶 中 ， 每 mL 菌 種 之 溶 氧 消 耗 量 （ △ DO
/mL），若水樣未植菌，S = 0
Vs：每一 BOD 瓶中菌種體積（mL）
P：水樣體積（mL）/稀釋水樣之最終體積（mL）
例如：D1 為 8.5 mg/L，3 個樣品濃度百分比為 3﹪、4﹪及 5
﹪， 5 天培養後 D2 為 8.0 mg/L、7.5 mg/L 及 7.0 mg/L（即溶
氧消耗量為 0.5 mg/L、1.0 mg/L 及 1.5 mg/L）。因為前述數據
皆未符合 2 mg/L 消耗量，其建議計算 BOD 稀釋倍數最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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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即濃度百分比為 5﹪樣品），溶氧消耗量以 2 mg/L（非
1.5 mg/L）計算，且以 BOD (mg/L) <

(D1 − D 2 ) − (S)Vs
表示。
P

B.當所有稀釋倍數結果，殘餘溶氧小於 1.0 mg/L，則選擇最低的
溶 氧 濃 度 （ 即 最 大 稀 釋 倍 數 ）， 並 以 下 式 出 具 報 告 ：
BOD (mg/L) >

(D1 − D 2 ) − (S)Vs
。
P

例 如 ：3 個 稀 釋 倍 數 （ 1 ﹪ 、 2 ﹪ 、 3 ﹪ ）， BOD 值 450
mg/L、 375 mg/L 及 250 mg/L ，因最大與最小值之相對差異
百分比大於 30﹪，表示樣品有毒性物質等，BOD 值取最大稀
釋倍數樣品之數值 (450 mg/L)，因為顯示該樣品受毒性等影響
最小，故以 BOD＞450mg/L 表示
BOD (mg/L) >

（7）

，亦即

(D1 − D 2 ) − (S)Vs
。
P

7.APHA 方法在品質管制部分提到有以下情形需在報告備註：
（1）稀釋水空白分析溶氧消耗量超過 0.2 mg/L。
（2）葡萄糖－麩胺酸溶液查核分析，BOD 平均值未落在 198 ± 30.5
mg/L 範圍內。
（3）不同稀釋倍數之數據相差大於 30﹪。
（4）植菌控制未符合最大稀釋倍數要導致至少 2.0 mg/L 之溶氧消
耗，且最小稀釋倍數之殘餘溶氧在 1 mg/L 以上。
（5）當所有稀釋倍數結果，殘餘溶氧小於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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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PHA 方法在精密度與準確度部分有提到以下內容：
（1）管制範圍（Control limit）：由於影響 BOD 測定的因素很多，
所以一般以多個實驗室所測試 GGA 溶液，得到之 1 倍標準偏
差作為單一實驗室之管制範圍，或單一實驗室以數星期或數月
時間，測定 25 件 GGA 溶液之結果，得出平均值與標準偏
差，以自訂更嚴謹之管制範圍。
（2）測定範圍（Working range）與偵測極限（Detection limit）：
A.測定範圍：係指最大初始溶氧（mg/L）與最小殘餘溶氧（1
mg/L）差值乘上稀釋倍數。
B.偵測極限：依最小溶氧消耗與最小殘餘溶氧製作。
a.未植菌，須稀釋（S＝0；P＜1.0）之樣品的較低偵測極限
（lower detection limit）＝2 mg/L×稀釋倍數（係考量至少需
消耗 2 mg/L 溶氧）
。
b.有植菌，須稀釋（S＞0；P＜1.0）之樣品的較低偵測極限＝1
mg/L（係考量至少需消耗 2 mg/L 減去最大植菌之溶氧消耗
量，一般約＜1 mg/L）。
c.未植菌，未稀釋（S＝0；P＝1.0）之樣品的較低偵測極限＝
~0.1 mg/L（等於溶氧檢測方法的偵測極限）。
d.植菌，未稀釋（S＞0；P＝1.0）之樣品的較低偵測極限＝0
mg/L（等於溶氧消耗與植菌之差值）
。

157

環境分析評論 第4期

評論∣Reviews

結語
生化需氧量廣泛的應用於水或廢污水中有機污染程度之檢測，於環
境工程上看似基礎，卻是水體評估及環境保護應用上，不可輕忽的
重 要 關 鍵 性 指 標 ， 非 COD 、 總 有 機 碳 （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等檢測可以取代，且依水污染防治法發佈之放流水標準等，
目前皆將 BOD 檢測列為重要的管制項目，然而因其屬一種生物性、
費時且繁瑣之檢測工作，精確度實不若儀器分析，故如何提升及經
驗傳承相關檢測技術，得到該檢測數據之可信賴度至為重要。以現
行 BOD 檢測仍屬管制項目之客觀情形下，環檢所可採取之措施只有
在立法訂定或修訂標準檢驗方法時，持續嚴訂檢測之品保、品管相
關措施，檢驗室亦應自行加強提升良好的 BOD 檢驗技術，並對檢驗
新手予以適切之指導、演練，通過能力測試後，方可執行例行檢測
工作。而加強查核確認檢測機構是否依規定執行 BOD 檢測及適時辦
理 BOD 教育研討，也是環檢所可思考之方向。
另環保署現行公告之 BOD 檢測方法，雖已是國際上約定成俗共通性
接受之技術，惟僅就分析需時 5 天，已不適合作為廢水處理廠等現
場操作控制之檢測指標，而其技術本質，誠如本文所提及之種種影
響檢測因素，且即使 GGA（僅是無基質干擾的查核標準溶液）查核
分析符合，亦僅表示在無基質干擾的條件下，檢測結果是可接受，
但 BOD 檢測真正的困擾，在於它是 1 種依賴難以掌控的微生物活動
之檢測，尤其是執行工業廢水基質樣品檢測，更有各類無法預知的
干擾，例如若以不同的菌種執行同一樣品分析，因為存在不同的生
物觸媒反應，即使其檢測之品質管制皆符合要求，但仍會得到不同
的 BOD 檢測結果，也就是說在 BOD 的檢測領域，無法給予檢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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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明確可界定的系統（Well-defined System），亦即本質上的立足
點無法一致，這種同時廣泛用於其他基質水樣之檢測，也就失去最
原始以 BOD 檢測僅是用來模擬河川淨化能力評估之本意。
所以現行 BOD 檢測方法，明訂適用於地面水體、地下水、放流水及
廢（污）水中生化需氧量檢測（即適用涵蓋各類不同基質水樣），造
成所測得 BOD 數據的比較性，是會受到質疑。也就是說目前 BOD
檢測分析，僅可歸類為涉及非標準作業能規範的標準方法，其僅是
於小小的 BOD 試驗瓶中，模擬自然環境，宛如縮小版的河川水體或
廢水在生物反應槽之生物處理系統環境中，找出較佳的檢測近似
值，惟並非環境實際真值，不似一般化學或儀器檢測方法，有所謂
參考物質、確認參考物質或較確認之標準值，作為品質管制要求，
可讓實際環境樣品具有接近真值的可信度。
綜前所述現行以 BOD 作為環境污染排放之管制項目，當超過法規管
制最大限值即予裁罰，對於各不同業別之排放污染源是否公平合
理？是環保主管機關未來可再深入思考之政策。亦即實可僅以 COD
等作為裁罰或管制之項目，而 BOD 測值僅做為河川水體水質監測、
評估污水處理廠處理效能或其改善等之參考數據。另環檢所例行年
度配製之 BOD 盲樣，考量因其基質尚屬單純，有續執行考核檢測機
構之 BOD 分析基本檢測能力的政策必要性，惟檢驗室以參加 BOD
國際比測，作為展現檢測能力部分，若盲測樣品不能避免基質干擾
及保證長時間空運之保存狀況良好等因素，則是否有續參加 BOD 項
目國際比測之必要？也是可列入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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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固相萃取分析水中內分泌干擾物技術驗證
陳怡如 1 翁英明 2

環境中各類新興物與日俱增，加上人民對於環保意識的抬頭，檢測工
作將面臨人力吃緊且報告具時效性的考驗，因此如何提升檢測能量，
使分析過程快速、穩定、降低人力需求是相當重要的。

高效率的自動化分析
固相萃取(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方法有別於傳統液液萃取
(Liquid Liquid Extraction, LLE)，使用有機溶劑少、操作安全、減少濃
縮時間等優點，從 1970 年代起，在檢測複雜基質中扮演重要的前處
理角色，使濃縮、淨化樣品以達到更好的分析效果。然而固相萃取方
法的缺點是需要的人力與時間成本高、產生液態與固態廢棄物、萃取
匣昂貴且無法重複使用，因此發展線上固相萃取法(On-Line SPE)可有
效解決上述 SPE 的缺點，搭配後端高效能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
(LC/MS-MS)，樣品只需簡單離心或過濾，即可把 1 mL 的水樣直接進
行線上自動進樣(loading)、萃取(extraction)、沖提(elution)、層析
(chromatography)及質譜偵測(detection)等一序列自動化步驟，快速完
成樣品分析。

棘手的系統背景干擾
檢驗時沒有出現待測物訊號可能還不會令人害怕，但是沒有添加標準
品卻出現明顯訊號就令人毛骨悚然，這是分析人員最怕面臨到的系統
背景干擾問題，往往解決問題就像是上演一場偵探劇，必須小心地抽
絲剝繭找出背景訊號可能的來源，當找到釋放污染來源的零組件時，
還必須尋找到合適的零組件替換，以消除系統背景訊號，否則檢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１副研究員２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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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工作仍無法順利進行。在建立內分泌干擾物質（Endocrine disrupting
substances, EDSs）的檢測過程就遭遇到類似的問題。內分泌干擾物質
又稱為環境荷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係指外在干擾生物體內
分泌之化學物質，常聽到內分泌干擾物質如「烷基酚類」(alkyl
phenol)，包含壬基酚(NP)、雙酚 A(BPA)、辛基酚(OP)，以及「類固
醇雌激素」(steroidal estrogens)，包含乙炔動情激素(EE2)、雌素酮(E1)
與雌素醇(E3)，因其結構與與天然動情激素類似，因此在研究與環境
觀察中已被證實為環境賀爾蒙，我國環保署亦將壬基酚列為我國第一
階段飲用水污染物管制候選清單(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 CCL1)
之一。然而壬基酚常用於製造樹酯或添加於聚苯乙烯和聚氯乙烯中擔
任塑化劑或抗氧化劑的角色，因此各類塑膠用品在使用中均有可能將
壬基酚釋出，如何降低壬基酚的背景訊號是檢測流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傳統的固相萃取匣的管件是塑膠材質，空白樣品分析其壬基酚濃
度就有 85.4±25.9 ng/L(n=5)，使用內分泌干擾物質專用的玻璃固相萃
取匣，空白樣品分析壬基酚測得的濃度亦有 17.2±11.9 ng/L(n=4)，雖
然背景降低了約 5 倍，但固相萃取匣的價格從原本 160 元增加到 400
元，提高了約 2.5 倍，且固相萃取匣無法重複利用，造成整體分析成
本的提高。

對症下藥
導入線上固相萃取法即時解決所面臨的問題，由於只需要簡單的離心
或過濾水樣即可進行分析，過程中避免接觸到塑膠器材的干擾，因此
壬基酚的背景污染可有效降到最低。除此之外，由於線上固相萃取匣
可重複使用，根據經驗其可以分析 600 個樣品以上，因此其分析成本
可以大幅的降低，也成為具環境友善的創新分析技術。近幾年來使用
線上固相萃取法來進行環境樣品的研究正積極展開，雖然普遍大家都
同意線上固相萃取法的高靈敏度、高準確度、高效率，但是實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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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並無太多相關數據佐證。本次驗證線上固相萃取法時，挑選部分
水樣與傳統固相萃取法進行比較，得到的結果顯示線上固相萃取法與
傳統的固相萃取匣在偵測壬基酚時，其數據的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 0.84，其他待測物如雙酚 A 之相關係數亦達到 0.92，足
以說明線上固相萃取法之可靠性與準確性。

綠色化學領域精益求精
表 1 列出傳統固相萃取法與線上固相萃取法的比較，樣品的使用量由
原本的 400 毫升減少至 1 毫升，未來採樣時就不需要帶著粗重的 1L
玻璃樣品瓶，只需準備小體積的樣品瓶即可。分析時間也從原本的 4
小時降低至 20 分鐘，分析時間降低意味著檢測能量可大幅提升。而
線上固相萃取匣可重複使用，將使檢測技術更具市場競爭性，最重要
的是待測物壬基酚的背景降低，如此才能出具更具公信力的檢測報
告。總結來說，開發 On-Line SPE LC/MS-MS 來分析內分泌干擾物是
經濟、省時間、省人力且可行的創新分析技術，將可有效提升檢測能
量，以因應未來高時效、高通量的檢測工作需求。

表一 傳統固相萃取法與線上固相萃取法之比較
傳統固相萃取法

線上固相萃取法

優缺點比較

樣品使用量

400 毫升

1 毫升

樣品需求量降低

完成分析時間

4 小時

20 分鐘

時間少 12 倍

固相萃取匣

160 元/1 件樣品

19 元/1 件樣品

單一樣品檢測成本降低 8 倍

壬基酚背景值

85.4±25.9 ng/L

4.4±7.6 ng/L

背景值降低 1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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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調查研究年報 1993-2012
李世偉 1 王世冠 2

環境調查研究年報創刊於 1993 年，迄今已有 19 年歷史。年報原為彙
整所內人員之研究成果，近年來努力創新研究下，論文品質日益充實，
年報內容涉及環境相關領域之實驗性、報導性、理論性或其他綜合論
述性之中、英文論文，論文品質深獲各界肯定與認同。
年報每年向各級環保單位徵求年報論文稿件，各稿件經彙整、初審後，
送請所外相關研究領域之學者專家審稿，經原作者依據審查委員意見
修正後定稿刊登。另本所為鼓勵各級環保機關同仁從事精深研究，並
發表高水準論文，自 2006 年起新增環境調查研究年報獎勵辦法，從投
稿論文中評選出優等一名、頭等二名、及貳等獎六名， 2006 及 2007
年優等獎為微囊藻毒及微量汞分析方法之建立，2008 至 2011 年優等
獎為有機汞、多氯聯苯、戴奧辛、重金屬等污染物在環境之調查研究
論文，近年來得獎名單詳如表 1。
本年報至 2011 年止，共收錄 320 篇論文，每年平均 17 篇，文章以有
機檢驗類論文最多，其次為生物檢測類論文，詳如圖 1 及圖 2。2012
年年報主題將分為空氣檢驗類、無機檢驗類、有機檢驗類、生物檢測
類及綜合評估類，截至七月為止，預定將發表 15 篇論文，其論文名稱
及作者如表 2 所列。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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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環檢所歷年在環境調查研究年報發表論文篇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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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境調查研究年報歷年發表論文每類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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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環境調查年報得獎論文一覽表
年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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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題目

作者

優等獎 飲用水水源及水質中微囊藻毒以 LC/MS-MS 潘復華等
分析技術研究
頭等獎 九十四年河川水體環境有機污染物調查研究 王世冠等
頭等獎 高速鐵路噪音調查與評析(Ⅰ)
程惠生等
優等獎 水中超微量汞檢測技術-冷蒸氣原子螢光法 陳明妮等
之建立
頭等獎 環境水體中全氟辛酸及全氟辛磺酸以 LC/MS 潘復華等
-MS 分析技術研究
頭等獎 高速鐵路噪音調查與評析(Ⅱ)
程惠生等
優等獎 環境水體中汞(有機汞)污染調查
徐美榕等
頭等獎 研發高效能之生物晶片測試技術
許令宜等
頭等獎 回收廢棄資訊商品之塑膠高分子成分及其多 郭安甫等
溴二苯醚含量調查分析
優等獎 環境底泥中 NP、PAHs、Phthalates、OCPs、郭雅惠等
PCBs、戴奧辛、DL-PCBs 及生物體中 OCPs、
PCBs、戴奧辛、DL-PCBs 之調查研究(Ⅰ)
頭等獎 環境水體中砷物種分析方法建立及應用
郭季華等
頭等獎 台灣河川魚體樣品多溴二苯醚(PBDEs)分析 彭瑞華等
優等獎 全自動前濃縮系統連線 ICP-MS 測定海水 劉鎮山等
中微量重金屬
頭等獎 環境底泥中 NP、PAHs、Phthalates、OCPs、郭雅惠等
PCBs、戴奧辛、DL-PCBs 及生物體中 OCPs、
PCBs、戴奧辛、DL-PCBs 之調查研究(Ⅱ）
頭等獎 利用 DNA 晶片快速鑑定室內空氣中致敏性 許令宜等
及致病性黴菌
優等獎 戴奧辛類化合物及多溴二苯醚在翡翠水庫及 李慈毅等
日月潭水庫底泥泥芯的歷史變動趨勢研究
頭等獎 以即時定量聚合酵素鏈鎖反應檢測退伍軍人 尹開民等
菌技術建立與驗證
頭等獎 固相萃取膜應用於水體中有機磷農藥萃取技 鄧名志等
術之開發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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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境調查研究年報(2012)預定發表論文一覽表
1

程惠生 潘銓泰 巫月春：臺灣地區空氣中氣態汞調查
Cheng, Huei Sheng; Pan, Chuan Tai; Wu, Yueh Chuen，
Investigation of ambient gaseous mercury in the Taiwan Area

2

薛威震 陳滄欽 黃星榜：Surface-flux Chamber 應用於土壤
污染物逸散之監測
Hsueh, Wei Chen; Chen, Tsang Chin; Huang, Hsing Pang，Soil
Vapor Sampling Technique by Surface-flux Chamber.

3

蘇育德 曹國田 賴金郎 潘銓泰 程惠生 陳重方 黃星榜：台
中以北地區空氣中粒狀物元素濃度調查研究
Su, Yu Te; Tsao, Kuo Tien; Lai, Geen Run; Pan, Chuan Tai;
Cheng, Huei Sheng; Chen, Chung Fang; Huang, Hsing Pang，
Investigation of Elements Concentration in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s.

4

徐美榕 李如訓 黃豊文 蔡坤龍 郭季華 葉玉珍 陳明妮 高
月裡 曹明浙 許志福 張雪妮 鄭先佑 李其欣 蔡志賢 顏榮
華 李世偉 潘復華：濕地環境（土壤、水質、魚介類）汞與
甲基汞含量調查
Hsu, Mei Jung ; Lee, Ru Shiung ; Huang, Li Wen ; Tsai, Kuen
Long ; Kuo, Chi Hua ; Yeh, Yuh Chen ; Chen, Ming Ni ; Kao,
Yueh Li ; Ming Che Tsao ; Hsu, Chih Fu ; Chang, Shueh Ni ;
Cheng, Hsien Yu ; Li, Chi Shin ; Tsai, Chih Hsien ; Yen, Jung
Hwa ; Li, Shih Wei ; Pan, Fu Hwa ，Developing Analytical
Techniques of Mercury and Methyl Mercury in Wetlands.

5

徐美榕、葉玉珍、李如訓、陳明妮、高月裡、黃豊文、許志
福、張雪妮、鄭先佑、潘復華：土壤地質特性對水中鐵、錳、
砷濃度影響之研究
Hsu, Mei Jung; Yeh, Yuh Chen; Lee, Ru Shiung;Chen, Ming
Ni;Kao, Yueh Li; Huang, Li Wen; Hsu, Chih Fu; Chang, Shueh
Ni; Cheng, Hsien Yu; Pan, Fu Hwa，The Influence of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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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artitioning of Iron ,
Manganese,Arsenic in Water and Soil.
6

蔡坤龍 徐美榕 李如訓 黃豊文 郭季華 葉玉珍 陳明妮 高
月裡 曹明浙 許志福 張雪妮 鄭先佑 李其欣 潘復華：煉鋼
業廢棄物無機指紋鑑識計畫
Tsai, Kuen Long; Hsu, Mei Jung; Lee, Ru Shiung; Huang, Li
Wen; Kuo, Chi Hua; Yeh, Yuh Chen; Chen, Ming Ni; Kao,
Yueh Li; Ming Che Tsao; Hsu, Chih Fu; Chang, Shueh Ni;
Cheng, Hsien Yu; Li, Chi Shin; Pan, Fu Hwa，The Analysis of
Electric Arc Furnance Industry Waste by XRF.

7

郭安甫：油品指紋研究-晨曦輪污染海域追蹤之實例應用
Kuo, An Fu，The Study of Oil Fingerprinting—A Case Study of
Oil Spill of the Morning Sun Cargo

8

趙春美 陳怡如 陳麗霞 潘復華 翁英明：水體中抗生素檢測
技術建立
Chao, Chun Mei; Chen, Yi Ju; Chen Li Shiar; Pan, Fu Hwa;
Weng, Ying Ming，Establishing Analytical Method for
Antibiotics in aAquatic Environments.

9

陳怡如 趙春美 陳麗霞 潘復華 翁英明：水中內分泌干擾物
檢測技術建立及調查計畫
Chen, Yi Ju; Chao, Chun Mei; Chen Li Shiar; Pan, Fu Hwa;
Weng, Ying Ming，The 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Method and
Survey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in Water

10

許元正 林燕玉 彭瑞華 陳元武 翁英明：高解析質譜儀於環
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應用研究
Hsu, Yuan Cheng; Lin, Yan Yui; Peng, Jui Hwa; Chen, Yuan
Wu; Weng, Ying Ming，The Analysis of Pesticides in
Environment Matrices by HRGC/HRMS

11

金翁正 陳麗霞 翁英明：國內飲用水中鹵乙酸含量調查
（II）
Kin, Won Chang; Chen Li Shiar; Weng,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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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Investiga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Haloacetic Acids in
Drinking Water
12

李世偉 楊喜男 李秋萍 李以彬 李其欣 黃壬瑰 尹開民 顏
榮華 劉素妙 劉廣尉 許令宜 蔡志賢 郭季華 陳明妮 曹明
浙 王世冠：放流水生物毒性測試及評估
Li, Shih Wei; Yang, His Nan; Li, Chiu Ping; Li, I Bing;Li, Chi
Shin; Huang, Ren Keui; Yin, Kai Min; Yen, Jung Hwa; Liu, Su
Miao; Liu, Kuang Wei; Hsu, Lin Yi; Tsai, Chih Hsien; Tsai,
Chih Hsien; Kuo, Chi Hua; Chen, Ming Ni ; Tsao ,Ming Che ;
Tsao ,Ming Che; Wang, Shi kwun，The Biological Toxicity Test
and Assessment in Effluents.

13

劉廣尉 顏榮華 王世冠：焙燒技術產製新型態生質煤初探
Liu, Kuang Wei; Yen, Jung Hwa; Wang, Shi kwun，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Producing New Type Bio-coal by
Torrefaction Technology

14

楊逸秋 何建仁 張尊國：鉛的環境流佈調查

15

周仁申 白慧芬 黃志弘 鄭仲庭：我國事業用地土壤自主檢
測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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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聲響起：環檢所研究論文榮譽榜
劉鎮瑋 1 吳仲平 2

環境檢驗所自民國 79 年創所以來，其成立宗旨，為統籌規劃辦理全國
環境檢驗事宜，訂定環境檢測標準方法，提升環境檢測技術能力，確
保全國環境檢測數據品質，管理公民營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輔導並支
援各級環保機關環境檢測之需求。面對科技快速發展與環境持續變
遷，為因應新興污染物防治與環境災害應變監控能力，環境檢驗所必
須提升檢測能力，在技術與應用面不斷地創新。
環境檢驗所同仁每年皆會規劃 1 年期至 3 年期的自行研究計畫，研究
方向包含環境污染物的流布與背景調查、檢驗方法的建立與驗證、新
技術的開發、檢測儀器的應用、以及整合多項研究資料作為環境管理
之依據等等。研究成果除做成報告外，並常發表於環境分析研討會、
環境檢驗所環境調查研究年報等期刊當中。

榮獲環保署及行政院傑出及優等獎項
環境檢驗所近十年（91-99 年度）共有 134 件自行研究計畫，每年平均
約 13 篇，類別以有機檢驗類最多，生物檢驗類其次，詳如圖 1 與圖 2。
每年環保署會針對各處及所屬機關自行研究計畫，依照環保署「研究
發展獎勵要點」，評選出依名次排名之 1~6 名為優勝者，分別為優等 1
名、頭等 2 名、貳等 3 名，並依照評分達 70 分以上選出佳作，另外會
將前 3 名優秀作品提報行政院進行傑出研究獎之評選。自 94 年度開始
環境檢驗所共獲得 4 個優等獎（94、96、97、99 年度）
、10 個頭等獎
以及 7 個貳等獎，其中 94 與 95 年度更得到了行政院傑出研究獎甲等
獎的殊榮。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秘書 2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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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特色：技術密集並與民生福祉密切相關
獲得行政院傑出研究獎項之計畫分別為「RT-PCR 與 ELISA 檢測微囊
藻種與藻毒技術建立」與「國內水庫水源水質中微囊藻及其藻毒調查
與預警模式之建立（2/2）」。RT-PCR 可以檢測微囊藻體中產毒功能基
因段含量，推估微囊藻個數，作為微囊藻快速檢測技術，可以替代傳
統顯微鏡鏡檢，突破需專業而耗時的檢測技術瓶頸。ELISA 是一種酵
素免疫分析法，利用抗原抗體具有專一之特性，製作成商品化試劑套
組，利用水中藻毒濃度與反應顏色呈負相關性，可在短時間內篩檢大
量樣品作為監測或預警。水庫藻類大量滋生除了有礙景觀外，更令人
擔憂的是如果滋生的藻類會產生毒素，將會危及飲水安全。第二篇研
究是將一微囊藻華事件發生前後之水質資料連續變化情形加以分析，
目的是為建立一套微囊藻華預警機制，為管理單位爭取警急應變的時
間。
上述兩篇研究充分顯示環境檢驗所自行研究計畫除了發展未來可運用
於環境檢測之創新技術，以快速、低人力成本、穩定性高、降低偵測
極限為目標外，在應用面更是與環境管理和人體健康息息相關，而歷
年來計畫成果屢創佳績代表環境檢驗所已逐步形成主動研究創新的風
氣，成為推動檢測技術邁進的龐大知識力量，透過最終成果的知識分
享機制，使檢測品質，能夠進一步向上提升。
表1 行政院傑出研究獎獲獎研究名單
年度 等第 參獎類別
94

甲等 科技類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RT-PCR與ELISA檢測微囊藻種與藻 洪文宗、莊士群、
毒技術建立

95

甲等 科技類

研究人員

黃壬瑰、尹開明等

國內水庫水源水質中微囊藻及其藻 洪文宗、莊士群、
毒調查與預警模式之建立（2/2） 牟麗娥、黃壬瑰等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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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94 年所務會議王前所長轉頒行政 圖 2 94 年所務會議王前所長轉頒行政
院傑出研究獎予得獎人洪文宗
院傑出研究獎予得獎人莊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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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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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檢所近 10 年自行研究計畫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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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環檢所近 10 年自行研究計畫各類別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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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行研究計畫評比優等獎名單
年度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研究人員

94 戴奧辛之生物快速篩選技術之建立

陳元武、許元正、
黃壬瑰、楊喜男等

96 水源水質中藻類及其毒性之調查研究

潘復華、黃壬瑰、
趙春美、翁英明等

97 螢光光度計應用在水庫環境連續監測探討

黃壬瑰、李秋萍、
劉素妙、尹開民等

99 建立國內水庫微囊藻華預警機制之研究

王世冠、翁英明、
游琇如等

表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行研究計畫評比頭等獎名單
年度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研究人員

94 RT-PCR與ELISA檢測微囊藻種與藻毒技術建
立
95 國內水庫水源水質中微囊藻及其藻毒調查與
預警模式之建立（2/2）
96 河川及河口水質、底泥及生物體之環境調查
與健康風險評估
97 淡水河流域環境缺氧及底泥污染風險之整合
評估計畫
97 河川及河口水質、底泥及生物體之環境污染
調查與風險評估
98 環境基質中全氟辛酸及全氟辛烷磺酸（PFOA
及PFOS）之含量調查
98 河川流域水質、底泥及生物體之環境風險調
查與綜合評估
99 大發工業區空氣中揮發性有機污染物調查

洪文宗、莊士群、
黃壬瑰、尹開明等
洪文宗、莊士群、
牟麗娥、黃壬瑰等
洪文宗、莊士群、
翁英明、楊喜男等
李其欣、楊喜男、
潘銓泰、沈志修等
楊喜男、李其欣、
潘銓泰、顏榮華等
翁英明、潘復華、
趙春美
洪文宗、莊士群、
翁英明、楊喜男等
王振興、薛威震、
陳滄欽、黃星榜
99 河川流域水質、底泥及生物體之環境風險調 王世冠、翁英明、
查與綜合評估
潘復華、楊喜男等
99 工業廢水生物毒性測試評估計畫

2012年7月

王世冠、楊喜男、
李其欣、李秋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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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行研究計畫評比貳等獎名單
年度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研究人員

95 環境中溴化阻燃劑(PBDEs)流布調查計畫（2/2） 彭瑞華等
97 高高屏地區光化學煙霧污染之研究

王振興等

97 環境水質及生物體中全氟辛酸及全氟磺酸（PFOA 潘復華、趙春美
及PFOS）之調查研究
98 室內空氣致病微生物之ERMI值風險指標之建立 洪文宗、尹開民、
及應用
許令宜、潘銓泰等
98 國內區域性PAN光化污染模式之建立與分析

王振興、薛威震、
陳滄欽

98 二維式氣相層析飛行式時間質譜儀於環境中持 吳仲平、彭瑞華、
久性有機污染物之應用研究
翁英明
99 飲用水水源及水質中抗生素類污染物檢測技術 趙春美、陳怡如、
建立
潘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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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氣相層析飛行式時間質譜儀（GC×GC-TOFMS）
吳仲平 1 翁英明 2

氣相層析是最常用來分離複雜混合物的技術之一，對於揮發性與半揮
發性有機物的分離分析發揮了很大的作用，通常氣相層析儀器只會裝
有一支毛細層析分離管柱，使用者會依據所要分離的樣品性質選擇不
同的管柱進行分析，但是面對如石油、香料、藥品等複雜的樣品，或
是環境及健康風險評估上，常常需要更靈敏及更有選擇性的分析技
術，到了 1990 年代裝配有兩根層析管柱的二維氣相層析儀（GC×GC）
就此誕生了，由於它具有良好的解析度、靈敏度、峰容量（peak
capacity）及分離的選擇性，此技術迅速的發展起來，廣泛地應用在
各個領域當中。

圖 1 二維氣相層析飛行式時間質譜儀

二維氣相層析儀的系統裝置，主要由兩根塗佈不同極性的毛細管柱，
加上系統最重要的核心-調節器（modulator）所組成。通常第一根管
柱較長，長度約 10 公尺到 30 公尺，以極性低的管柱為主。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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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管柱則很短，長度約在 0.5 到 2 公尺，以極性較高的管柱為主。
樣品經過第一支管柱進行分離後，所有流出的樣品經由調節器的作用
持續集中並“再注入＂到第二支管柱進行分離，使波峰間的分離效果
更好。一般 GCXGC 的波峰寬度約為 50~500 ms，傳統的質譜儀如四極
柱式、磁場式數據採集速率(data acquisition rate)太慢無法符合
快速偵測器需求，飛行式時間質譜儀（time of flight, TOF）優點
在不損及數據品質前提下數據採集速率每秒可高達 500 個光譜，可符
合快速偵測器的需求，同時飛行式時間質譜儀得到的是全掃描圖譜
（full scan）而非選擇離子掃描（selected ion monitoring）
，對
於未知物的定性更加的準確。

操作與維護的注意事項
1. 操作前先確認軟體主畫面右下角 Vacumm、Source 與 Transfer line
燈號是否為綠燈。
2. 本儀器使用超高純度氦氣作為載流氣體（6N 以上）
，二維分析所使
用的液態氮為低壓系統（22 psi/1.52 bars)，每日需確認氦氣鋼
瓶、空壓機壓力、實驗室溫度與溼度是否正常。
3. 每日或樣品上機前，需進行系統測漏（leak check）與調機測試
6

（tune check），並確認 m/z＝69 監測離子的感度需在 1.0×10 以
上，若低於此則需調整偵測器電壓。
4. GC×GC TOFMS 對真空度的要求較一般質譜為高，軟體在系統真空度
-5

-7

達到 1.0×10 Torr 才會顯示真空度值，在真空度為 4.0×10 Torr
以下才可以進行調機或樣品上機。在一般情況下，如第一支管柱
為 30m，第二支管柱為 2m，流速為 1.0mL/min 時，系統的真空度
-7

應該在 2.0×10 Torr 以下。
5. 當真空度異常或是測漏不通過時，檢查管柱在樣品注射口、傳輸
管或是管柱連接處是否鬆脫，或可以執行 Dustoff lea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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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含有 difluoroethane 的除塵罐噴在可能洩漏處，檢視是否有
m/z＝51 訊號產生，判斷管柱是否鬆脫或斷裂。
6. 若有更換性質不同的管柱進行分析，需在軟體主畫面功能表的
Instrument→Gas Chromatograph→Options 對話框裡輸入新管柱
的名稱、長度、內徑、膜厚等參數，並將其複製貼在要執行的 GC
Method 的 GC column configuration 中。
7. 當儀器進行新管柱活化之後，樣品注射口與傳輸管處的鋼螺帽
(Nut)可能會有鬆脫的情形，需要再重新鎖緊，可由系統的真空度
判別。

環境分析之應用與展望
當分析樣品中的化合物數量多達三、四十種時，使用 GC×GC 的結果會
比一維 GC 好，如果樣品中的成分愈複雜，其優勢越明顯。例如石油
樣品是最常見的複雜混合物，傳統使用一維 GC 分析如柴油之類的樣
品，常有波峰容量不足的缺陷，而 GC×GC 對於原油的成分分析、油源
判別、風化程度以及油品中生物指標（Biomarker）的分析提供了理
想的解決方案。因此 GC×GC-TOFMS 可以作為一種環境鑑識技術，如以
生物標記技術，搭配指標化合物特徵比值可以應用於海域漏油污染源
之追蹤與鑑識上。除此之外，大氣中的揮發性有機物、環境基質中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分析、與殘留農藥快速掃瞄方法開發等等，都有眾
多應用 GC×GC-TOFMS 的相關文獻發表，這些相關技術都是值得關注且
可以發展的方向。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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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注式冷光分析儀
（Microplate Luminometer with Dual Injectors）
李以彬 1 李秋萍 2 王世冠 3

冷光分析儀，是一種非常靈敏、可偵測冷光之光度計，近年來被廣泛
應用於生物相關領域之檢驗研究。與螢光不同，冷光不須要外來光源
激發，一般是經由化學反應等方式激發電子後放光。由於其不須外加
激發光源，可避免光源產生之背景干擾，故靈敏度也相對較高。
目前高階冷光分析儀之主要偵測元件為光子計數式光電倍增管，其靈
敏度及線性範圍超過一般光度計數千倍。最常見的冷光分析儀有2
種，一種為管式冷光分析儀，適合試管之冷光檢測；另一種為盤式冷
光分析儀，適合微量盤之冷光檢測。環境檢驗所現有之冷光分析儀為
盤式，可進行96孔盤之冷光檢測，且具有2支分注器，可利用軟體進
行分注體積及程序之設定，故可應用於多種生化反應之冷光測定。
如同分光光度計，冷光分析儀僅是一種量測工具，但前端搭配不同
的實驗設計及各類反應試劑後，應用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報導基因

圖 1 盤式冷光分析儀外觀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研究員 2 副研究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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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注器馬達外觀

試 驗 （ Reporter gene assays ）、 ATP 試 驗 、 發 光 免 疫 分 析 法
（ Luminescence immunoassays ）、 環 境 毒 性 試 驗 （ Environmental
toxicity assays）等。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雖然高階冷光分析儀為昂貴之精密儀器，但近年來儀器之設計持續
改進，因此維護相對簡易。一般依據待測反應特性將儀器設定完成
並存檔後，後續使用只須執行設定檔即可檢測，幾乎不須進行任何
調整。因此，使用人員只須熟悉儀器之操作軟體，即可進行使用。
但是，如欲維持儀器之正常狀態、得到良好之檢驗結果，仍須注意
下列事項：
1. 因螢火蟲冷光酵素與檢測試劑反應之放光強度，受試劑溫度之影
響十分顯著，務必等試劑回復至室溫，才可進行檢測。另螢火蟲
冷光酵素每次冷凍-解凍後都會造成活性降低，因此須避免反覆冷
凍-解凍，建議試劑保存時分裝為小量再冷凍。
2. 如使用分注器進行試劑添加，須預先流洗系統管路（priming），
以消除系統中的氣泡，確保試劑添加體積及濃度之正確性。
3. 使用之機種若無預洗液自動吸除功能，預洗時須將分注頭由儀器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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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另外以容器盛裝預洗液，以免預洗液噴濺於儀器內部。
4. 應注意試劑添加體積之設定是否正確，避免添加過量而造成試劑
溢出。如發生試劑溢出之狀況，須立即依使用手冊之說明進行儀
器內部清潔，或連絡廠商進行儀器維護，以避免儀器內部損壞或
腐蝕。
5. 將待測盤放上儀器托盤時，須注意放置位置是否正確，並記得將
待測盤之上蓋取下，以避免托盤卡住造成儀器損壞。
6. 使用分注器後，須以試劑水多次流洗管線及分注器，最後將管線
排空，以避免分注器阻塞。
7. 環境光會損害光電倍增管，如須開啟儀器護蓋進行維護，應避免
光電倍增管暴露於外界照光環境。
8. 建議加裝具穩壓功能之不斷電裝置：若未加裝不斷電裝置，分析
中途停電時將造成珍貴之實驗數據漏失。而穩壓器可保護儀器，
減少因電壓不穩而導致儀器受損之情形。

環境分析之應用與展望
冷光分析儀於環境分析上，目前多搭配冷光酵素報導基因試驗進行
檢測，可分析之環境污染物十分廣泛，包括多種無機物質（如砷、
鎘、汞）及有機物質（如戴奧辛）
，亦可進行環境荷爾蒙等新興污染
物之檢測。尤其是戴奧辛之冷光酵素報導基因篩檢法，已為各國廣
為使用，歐盟即認可以此種方法進行食品及飼料之戴奧辛篩檢。
現今在環境分析上廣為使用之化學檢測方法，雖然分析結果相當準
確，但是對於戴奧辛等特殊污染物質，由於檢測耗時、成本昂貴、
技術門檻過高等問題，往往無法在短時間內分析大量樣品，即時作
為重大公害案件或施政決策之依據。因此，如可有效利用這些近年
來開發出之快速篩選技術，先將低濃度之樣品排除後，其餘樣品再
以化學檢測方法確認污染物濃度，不但可在短時間之內篩選大量樣
品，也可有效降低檢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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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孔微盤式生物晶片電荷耦合元件影像分析系統
許令宜 1 楊喜男 2 王世冠 3

生物晶片可一次檢測不同菌種獨有的基因序列，本影像分析系統可搭
配 qNPA 冷光晶片於 15 分鐘內完成 96 樣品分析，在每個樣品槽（well）
一次可完成 16~47 個基因的鑑定。

冷光儀原理及其應用
冷光儀之主要偵測元件為光電倍增管（Photomultipliers, PMT）
，常見
為光子式或電流式光電倍增管，藉由光電倍增管來測定化學冷光產生
之量，以計算待測物濃度高低。目前最常用的是增強型化學冷光檢測
技術（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ECL），與傳統放射性同位素相
比，化學冷光具有簡便、快速、安全，且檢測靈敏度可達pg~fg。常
用的檢測方法為將樣品抗原與抗體產生專一性結合後，由於抗體已先
標定過氧化物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當加入受質（H2O2
以及lumionol）即可產生藍色冷光。（圖1）

圖1 ELISA冷光呈色原理
（http://employees.csbsju.edu/hjakubowski/classes/ch331/Techniques/TechElectroph
oresis.htm）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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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特色
本儀器主要為檢測96孔微盤生物晶片與樣品反應後的冷光訊號（圖
2）
，不同於只可測單一孔槽內微盤式冷光儀產生總冷光，本儀器可分
別記錄樣品槽內每個檢測點的冷光量，並將其轉化成量值。

圖 2 左：96 孔微盤式生物晶片電荷耦合元件（Charge-coupled Device, CCD）影
像分析系統；右：晶片冷光檢測圖例，目前一次可檢測 16 或 47 種基因，並分別
進行每個基因的冷光量偵測。

定量核酸水解酶保護技術（Quantitative nuclease protection assay, qNPA）
可增強晶片檢測靈敏度並完成定量分析，這是近十年發展出一種全新
的 RNA 定量技術，使晶片完成數種標的基因檢測時不會相互干擾。
此技術基本原理是將生物素（biotin）標記之特異 RNA 探針（probe）
與待測樣品基因進行雜合反應（hybridization），探針只與目標基因
（target gene）形成特異性結合而形成雙股 RNA（ds RNA），而未結
合的樣品基因及未結合的探針可經核醣核酸水解酶（RNase）剪裁去
除，形成雙股 RNA 後的標的檢測基因可避免 RNAse 的消化（圖 3）
，
故該方法命名為核酸水解酶保護技術。利用這種技術可優於傳統北方
點墨法（Northern blotting）50 倍以上的靈敏性，而這種探針與樣品
間只要有一個鹼基的不互補，二者即不會進行雜合反應，大大提升檢
測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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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探針與樣品核酸形成特異性結合，未結合之單股核酸會被核酸水解酶切除，
最後反應液中只留下雙股核酸

儀器操作維護注意事項
1. 高解析低雜訊，夜視鏡等級 CCD 鏡頭，可分析 96 孔盤中的每個
檢測點，每個點可達~ 75 像數（pixels）。
2. 最低檢測極限為 1000 個細胞內的 RNA 核酸量。
3. 儀器工作環境溫度介於 5℃~40℃，相對環境濕度最大不得超過
80% （31℃) /50%（40℃）。
4. 避免高背景，因此注意洗滌的次數及確切遵守實驗流程。
5. 加 Luminescent 溶液時 tip 不可觸碰孔壁及底部，否則會造成高背
景值。
6. 操作微盤（qNPA ArrayPlate）時，請使用無粉手套，放微盤入至
本儀時, 請先將盤底以拭淨紙小心拭去水痕、指紋及灰塵，以免影
響影像冷光偵測的訊號。
7. 冷光顯色後 30min 以內需完成儀器檢測，因光強度會隨時間衰退。

前瞻及挑戰
環境微生物晶片目前未有成熟市售商品可直接使用，本所需自行開發
環境檢測晶片。冷光晶片不但有良好檢測靈敏度，且檢測成本（1,000
元/次）遠低於常見之螢光晶片（＞10,000 元/次）
，並可應用於各種環
境介質（包括水質、土質及空氣等）中的有害菌篩測。雖然開發微生
物冷光晶片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但其具有技術簡易、步驟專一及
成本低廉及快速等等優勢，是值得開發的環境有害微生物快篩技術。

2012年7月

184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拉曼光譜儀(Raman spectroscopy)
陳怡如 1 陳麗霞 2 翁英明 3

提供指紋，有利鑑識
當單一波長的雷射光照射到樣品時，大部分光線會穿過樣品或是被樣
品吸收，一小部分(約 0.1%)會發生彈性散射，此時散射光與入射光的
波長相同，稱為雷利散射(Rayleigh Scattering)，更小部分的入射光(約
千萬分之一)會產生非彈性散射，稱為拉曼散射(Raman Scattering)，當
拉曼散射光波長比原入射光長時，稱為 Stokes 散射，當散射光的波長
比原入射光短時，稱為 Anti-stokes 散射，Anti-stokes 的強度通常遠比
Stokes 散射低，原因是根據波茲曼分布(Boltzman distribution)，電子
在基態的振動激發態的機率較低。
入射光與散射光的能量差異(△E(cm-1)=1/λ 1-1/λ 2)來自於分子的振
動能，將散射光強度/對能量差做圖則得到拉曼光譜圖，由於每個分
子有其不同的振動能，因此可以當作其指紋來辨別，雖紅外光光譜與
拉曼都是振動光譜，紅外光是分子吸收紅外光而躍遷到其振動激發
態，其被吸收的光對應強度而得吸收光譜圖，紅外光譜適合用在工業
染料、顏料、油品以及發螢光物品之鑑定。
拉曼散射因其碰撞截面很低，因此強度很低，當使用近紫外光或是可
見光當作光源時，若待測物或是其他不純物會發螢光時，因為受到螢
光干擾，拉曼光譜就幾乎無法測得，為避免此種情況可以使用近紅外
光激發來避免螢光干擾，但由於拉曼的強度正比於 1/λ4，因此使用
近紅外光激發時，拉曼光譜的強度會小很多，也意味著其擷取訊號的
時間較長。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副研究員 2.科長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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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計多樣，應用跨領域
取得拉曼光譜所需的三個主要元件分別是：雷射、分光器與偵測器。
而演算法的發展也使得自動分析混合物的功能更加完備。拉曼光譜可
分類為一般型拉曼散射(Conventional Raman Scattering)、共振增強拉
曼散射(Resonan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以及表面增強拉曼散
射(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一般型拉曼散射即樣品
被激發到虛態，一般使用近紅外光做光源，偵測其能量差異可得到分
子振動能的資訊進而解析出特定化合物或混合物。共振增強拉曼散射
的能量能讓電子激發至電子激發態(Electronic excited state)，此時拉曼
的訊號因為共振的關係將會強上 102~104 ，光源多為紫外光或可見
光，可應用於生物中重要分子的檢測，如金屬性吡喀紫質
(Metalloporphyrins)或類胡蘿蔔素(Carotenoids)，當其吸收可見光，發
光團的光譜因共振增強使得生物物理學家可以探測此發光團(通常為
活性部位)，而不受到旁邊蛋白質的干擾，此外，因為拉曼光譜不受
水的干擾，因此很適合用來分析生化分子；共振增強拉曼散射亦可以
做富勒烯(Fullerenes)的探測。表面增強拉曼散射是樣品表面被金屬覆
蓋時，其拉曼訊號會被放大 103~106 倍，最強是有金屬銀存在時，其
次是金與銅。因其訊號強度提高，文獻指出此技術可以探測到濃度為
ppb(μg/L)等級的藥品、炸藥、或生物分子。
拉曼光譜與其他快篩的技術比較起來，其優點與缺點如下所示：
優點：
1. 拉曼光譜包含了待測物的指紋資訊，具有獨特且可再現的特性。
2. 只要是可以照射光線的物體皆可測，如有機物、無機物或生物。
3. 光可穿透或光不可穿透的固體、液體、氣體皆可量測。
4. 非侵入式、非接觸式的檢測。
5. 不需前處理樣品。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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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量測距離從幾毫米到數米皆可，偵測面積從 1um2 到 dm2 皆可。
7. 拉曼的指紋與入射光的波長無關，可以使用各種不同波長的雷
射光做激發。
缺點：
1. 無法分析黑色的化合物
2. 如果有強烈螢光，不適用拉曼光譜，因拉曼訊號會被螢光遮蓋，
此時便可搭配使用 FT-IR 來補拉曼之不足。

Raman 與 FTIR 相輔相成
紅外光光譜因分子吸收紅外光產生偶極矩變化，拉曼光譜是因為入射
光造成電子極化的改變，雖然兩者皆是振動光譜，但是拉曼光譜的強
度與紅外光光譜的強度會有不同，舉例來說羰基(Carbonyl group)因具
有極性，在紅外光光譜中有很強的訊號，但是在拉曼強度就弱許多，
而不飽和碳氫鍵在拉曼的圖譜則比紅外光光圖譜強很多。因此，紅外
光光譜與拉曼光譜可以說是互補的。
拉曼不需接觸而且能夠分析在玻璃瓶與塑膠袋這類透明容器中的樣
品，而全反射式的 FT-IR 則需要與樣本緊密接觸，當處理對壓力或
摩擦敏感的高能材料不適合用全反射式的 FT-IR 偵測。FT-IR 對螢光
沒有限制，對深色材料也不會有引燃的危險，但另一方面，水性材料
因為有水的干擾而很難用 FT-IR 量測，但以拉曼分析時，水不會造
成干擾。
表一 拉曼光譜之適用性比較
只適用拉曼光譜

不適用拉曼光譜

1.特定的無機物與氧化物:

1.黑色物質

‧三氯化磷

2.具強烈螢光物質

‧紅磷
2.溶水性物質，如：
‧硫酸和硝酸
‧過氧化物

187

環境分析評論 第4期

讓儀器說話∣Firsthand Experiences

表二 紅外光光譜之適用性比較
只適用紅外光譜

不適用紅外光光譜

1.油、染料

1.對壓力或摩擦敏感的高能材料

2.強鹼溶液（氨水、氫氧化鉀）

2.水溶性物質

3.高度螢光和深色樣品

表三 紅外光光譜與拉曼光譜比較
紅外光與拉曼光譜皆適用

不適合紅外光與拉曼光譜

1.化學戰的毒性化學品

1.離子鹽（氯化鈉、氯化鉀、氯化碘）

2.有毒工業化學品

2.金屬和合金

3.炸藥
4.毒品
5.家用化學品
6.藥品原體
7.塗料、顏料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1. 氯酸鹽、氯泥石、次氯酸鹽、鉻酸鹽、高錳酸鹽、以及無機硝
酸鹽，像溶於水中的樣品如酸類，尤其是過氧化氫，是絕佳的
Raman 散射訊號來源。(水的重度干擾導致很難以 FT-IR 鑑別)
2. 硫與磷這類材料常被當作敏化劑(Sensitizer)，它們最活躍的振
動模式並不在 FT-IR 的涵蓋範圍內，因此用 Raman 鑑別這些
材料會簡單得多。
3. 白色或淡色的粉末很適合用拉曼分析，此類化合物通常有很強
的拉曼光譜。
4. 當樣品有染料或塑化劑而造成螢光干擾時，此時便可使用
FT-IR 來補拉曼之不足。
5. 黑色或暗色樣品可能因為吸收雷射使樣品被加熱，具有安全疑
慮故不建議使用拉曼分析，例如黑色火藥，深色且較為敏感的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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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可能會被引燃。建議取少量樣品進行分析以降低有色
樣品帶來的安全顧慮。或是可以使用延遲掃瞄的功能，在設定
的延遲時間內不開啟雷射，當分析人員離開現場後再開啟。
6. 掃描得到鑑定結果的時間從數秒到連續數分鐘。鑑定掃描的時
間較短通常表示樣品的拉曼特徵訊號強烈，而掃描鑑定的時間
較長通常表示樣品為深色或有螢光的樣品，或者化學結構複雜
或為多種物質混合的樣品。
7. 根據樣品的顏色可以稍微預測以拉曼分析時是否會出現螢
光：白色或無色樣品一般不會呈現螢光，棕褐色或淡色樣品一
般都會出現螢光。出現螢光時，偵測器可能只偵測到螢光而無
法處理資料，或是原本只要幾分鐘的掃描，系統卻估算要長達
一小時以上。
8. 在篩檢固體或半固體混合物時，因雷射光點太小導致只檢測到
混合物中的其中一個部份，或者如果物質沒有混合均勻，或是
採樣時沒有均勻混樣，造成只偵測出部份的化合物時，可以旋
轉樣品瓶讓測量時透過樣品瓶在多處檢測，以便拉曼隨機抽樣
檢測。

鑑識，找拉曼就對了
拉曼光譜在於未知物的鑑定近年取得很大的進展，原因在於拉曼光譜
因為雷射光或是偵測器對波長有不同的強度或感度，因此不同光譜儀
測出來的拉曼光譜會不同，經過 ASTM E 1848 方法的校正後，目前
使用不同光源所得到的拉曼圖譜已經可以相互使用，且有越來越多的
製造商投入拉曼光譜儀的研發與製造，使得價格降低以及可攜帶式的
拉曼光譜儀的出現，對於許多需要現場鑑識時拉曼光譜儀得以派上用
場，目前拉曼在鑑識的應用如下：
1. 一般物質：有機物、無機物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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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庭證物：毒品、火炸藥、纖維、生化武器、油墨
3. 腐蝕物質：各種氧化物
4. 礦源檢視：礦石特性、內含物
5. 藝術品修復：材質與顏料的確認

結語
拉曼的優勢在於非侵入式的檢測，樣品可直接裝在半透明的容器或塑
膠袋，可降低直接接觸危險未知物的風險，拉曼主要的問題在於深色
樣品、強螢光以及資料庫沒有的物質，與 FT-IR 互相搭配可以在鑑識
上取得良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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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
蘇育德 1 陳滄欽 2 巫月春 3

分析環境樣品中微量元素時，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具有的分
析特性及優點，如分析速度快、極佳的偵測極限、簡單的背景質譜、
同時分析多元素及能進行同位素分析……等，已逐漸讓其成為分析界
的一枚閃耀之星，而綜觀其應用的層面之廣(環境、地質、材料……)，
單舉環境分析來說，環境檢驗所現有公告的標準方法裡使用 ICP-MS
做為分析設備就涵括了空
氣、水質、土壤及廢棄物等
介質中金屬及微量元素測
定，加上分析的物種之多，
能偵測的濃度極低(可
sub-ppb 等級)，在在都讓我
們對其又愛又恨(技術能力
及成本)。

圖 1 不同元素利用 ICP-MS 的偵測極限範圍
來源-http://cse.lmu.edu

優劣之間的取捨
不可否認 ICP-MS 有諸多優點，但沒有任何儀器是絕對的好，其在應
用上仍有諸多限制及干擾，舉例來說，ICP-MS 雖然具有非常簡單的
背景質譜，但因為其係利用質量分析器來分離離子，故會產生同質量
元 素 干 擾 (Isobaric interference) 及 多 原 子 離 子 干 擾 (Polyatomic ion
interference)的現象，而這樣的干擾會對檢測結果產生加成作用，進而
嚴重影響分析數據的準確度。而且 ICP-MS 的價格近年來雖已逐漸下
降，但較市面上其他微量及金屬分析儀器仍然要貴上許多。另外儀器
分析人員的技術及經驗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助理研究員 2 專員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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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對檢測結果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考量因素。前述已提到 ICP-MS
具有質譜干擾，而因為環境樣品的基質複雜度高，故也可能在分析過
程產生非質譜干擾等，雖然目前 ICP-MS 儀器已有許多去干擾裝置，
如碰撞模式，但諸如儀器調校，參數選擇、內標準液校正等多項因子，
尚考驗著儀器操作人員技術能力。

儀器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本所目前有三台 ICP-MS，其中兩台分別負責檢測空氣中微量元素分
析及環境背景微量金屬元素分析，還有一台 ICP-MS 係用來選擇搭配
LC 介面分析砷及鉻物種或是 GC 介面分析錫物種，由於市面上
ICP-MS 儀器有多家廠牌及型號，且儀器內部元件構造也有些許不
同，故在操作與維護上應遵循製造商提供之操作指導手冊，同時建立
標準操作流程及品保品管措施，在第一線上築起確保數據品質的防護
牆，而這邊也分享一下利用 ICP-MS 檢測空氣中微量元素的幾點注意
事項供讀者參考：
1. 消化溶液的選擇，一般要將空氣樣品的微量元素萃取下來需經過
加酸消化過程，且要視待測元素的種類決定使用的消化酸液，而
酸濃度越高或是使用氫氟酸都有助於提高消化效率，尤其是一些
特定元素如鉻或鋁，但酸濃度太高的消化樣品會增加空白分析
值，且強酸或氫氟酸會侵蝕部份進樣系統的霧化器及介面上的鎳
錐，倘仍無法避免使用強酸消化樣品時，建議可以考量除酸系統
搭配使用之可能性。另外消化樣品也應先進行過濾後才能進入儀
器，避免進樣液體的溶解性固體及懸浮顆粒太高造成其堆積於進
樣系統使分析訊號強度減弱。
2. 進樣管線應定期更換，避免老化，尤其是蠕動幫浦的管線在進樣
時是不斷的被旋轉使用，倘若管線彈性疲乏或變形，則可能發生
樣品偵測的感度值有忽上忽下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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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樣品中微量的鎳元素時，應考量介面上的鎳錐造成背景值過
的可能性，必要時仍需更換使用價格較高的白金錐。
4. 如儀器使用頻率頻繁，建議儀器操作人員宜具備清洗儀器前端進
樣系統的能力，清洗液多為適當濃度之硝酸，洗後之元件如霧化
器、炬管應以 N2 或 Ar 吹乾，減少分析過程中背景訊號變高或訊
號穩定性變差等現象
5. 避免記憶效應，尤其是當非常容易吸附在所接觸的元件表面的元
素時，於每次分析後，需由進樣口導入適當之清洗溶劑(如汞可以
含金或 EDTA 等溶液)去除元件中殘留樣品。
6. 在電漿設定參數中，影響感度較顯著的參數為霧化流速、取樣深
度及電漿強度 ( RF 功率) 。一般而言，霧化流速較低時，會增加
離子在電漿中停留的時間，因此當分析基質較複雜的樣本時，可
嘗試增加離子的停留時間和提高 RF 功率。但調整霧化流速時，取
樣深度可能也須隨之調整。另外調整參數時，太高的 RF 功率、過
低的電漿氣體流速、霧化流速及輔助氣體流速皆可能導致炬管融
化，一旦發生過熱情形應立刻降溫。
7. 目前本所用來分析空氣中微量元素的 ICP-MS 型號是 Bruker
820-MS，其具有碰撞模式(He 或 H2)可以去除質譜干擾，H2 多用於
降低電漿產生的干擾，如 40Ar16O+、40Ar35Cl+、40Ar40Ar+等；He 則
用於降低樣品或基質產生的干擾，如

35

Cl16O+、35Cl16O1H+等，故

要視待測元素的分子量選擇適合的碰撞氣體；另外要注意的是在
碰撞氣體消除干擾離子的同時，也會降低分析元素的感度，故碰
撞氣體流速之設定不宜過大，適當即可。
8. 在樣品分析前會先進行儀器調機動作以確認儀器狀況，而在分析
時要用添加內標準品的方式來校正基質干擾及訊號變動現象，一
般選用內標準品元素需視待測元素而定，建議可參酌本所標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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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內容。
9. 鑒於環境樣品的變異性與 ICP-MS 操作技術上的複雜性都使得儀
器操人員需隨時依樣品差異或所需分析數據品質不同進行操作條
件、參數調整及干擾消除等動作，故在儀器分析人員的訓練上應
持續充實其對儀器原理理解及去除干擾的能力。

未來展望
現階段 ICP-MS 為了配合不同的分析需求，已發展出各種不同的串聯
技術，如 HPLC-ICP-MS、GC-ICP-MS、LA(laser ablation)-ICP-MS 等，
前兩者本所已經有在研究及使用，其為融合層析技術的高效分離及
ICP-MS 低偵測極限、寬廣動態範圍及多元素同位素訊號偵測的優
點，有助於進一步研究各元素在環境、食品及生物中的作用原理及轉
化機制；LA-ICP-MS 則係結合固態樣品導入技術，具有分析快速(不
需樣品前處理)、汙染導入少及符合綠色化學等特點，對於環境、地
質、材料等樣品分析上有很大的優勢。雖然 ICP-MS 串聯技術的發展
會使得各個科學領域在解析微量元素物種其所扮演的角色上有很大
的進步，但其仍有諸多限制尚待克服，但不可否認的是，相信隨著科
技及分析技術的不斷提升，未來 ICP-MS 的發展潛力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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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Purge & Trap/GC/MS）
楊百洲 1 陳麗霞 2 郭安甫 2 翁英明 3

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Purge and Trap/GC/MS），是目前本所應
用於分析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最準確
且最靈敏的儀器。本套儀器設備前端配置吹氣捕捉（purge and trap），
如下圖所示，作為樣品的前處理，其作用機制是將待測物從樣品基質
中吹出，透過捕捉管將待測物捕捉及濃縮；儀器設備後端則配置氣相
層析質譜儀，將所要分析之待測物在氣相層析管柱分離後，經由質譜
儀偵測及定量，達成整個分析定量需求。另外質譜標準圖譜資料庫的
應用，對於揮發性有機物之物種鑑別，更是一項強而有力的分析利器。
本儀器系統在環境分析應用層面，在地下水、飲用水、排放水及土壤
等揮發性有機物成分的定量和定性分析上，皆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B

C

A

圖 1 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左圖為儀器外觀，右圖為內部主要零件
之側剖圖。A 處為水樣玻璃吹除管，B 處為不銹鋼管路，C 處為 U 型
捕捉管，箭頭為 VOC 氣流的方向。（圖片轉載和航儀器代理商）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科長 3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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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
吹氣捕捉法運作流程的第一步是以完全密閉的方式，利用外在高壓氮
氣氣體鋼瓶加壓密閉樣品瓶內之液體，使液體樣品注入到上圖中 A 標
識處的玻璃吹除管中。利用氣相層析質譜儀所使用的載流氣體（carry
gas）在玻璃吹除管中反向吹除樣品中之揮發性有機物，讓 VOC 待測物
沿著上圖 B 標識處之加熱不銹鋼管路徑被吹進上圖 C 標識處之 U 型捕
捉管（VOCARB-3000）內，將揮發性有機物吸附於捕捉管中。圖中 C 標
識處的捕捉管是被包覆在雙套管的加熱裝置中，等到載流氣體吹除完
畢後，吹氣捕捉系統會進行吹除吸附管中多餘的水分，以防止太多的
水分進入 GC/MS。逮要將捕捉管內的揮發性有機物送到 GC/MS 分析時，
被包覆捕捉管的雙套管加熱裝置此時會瞬間加熱至 260℃並配合載流
氣體吹除，將捕捉管內之待測物進行下一階段分析，完成樣品的前處
理工作。
整套吹氣捕捉裝置可以完全密閉的方式，將樣品從 43ml 的樣品瓶轉移
25ml 體積樣品至玻璃吹除管中，並利用樣品本身的牽引動作同時自動
添加少量的內標準品及擬似標準品一併分析。此種樣品轉移的方式，
可精確地添加固定量之樣品及標準品至玻璃吹除管，並減少標準品殘
留管路的機會。
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的部分，本實驗室使用的是 Agilent 氣
相層析 GC 6890 搭配質譜儀 MS 5973N，GC 分離管柱（column）型號為
J&W DB-624，長度 60m，內徑 0.25mm，膜厚 1.5um 的毛細管柱，此管
柱可成功地分離目前至少 64 種待測化合物。質譜儀離子源使用電子撞
擊（electron impact, EI）的方式，讓待測化合物游離成帶電離子，
在加速電壓推送力的作用進入真空狀態的四極柱（quadrupole）
，進行
質量的篩選。質譜的掃描設定範圍為 45～265 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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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事項
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儀，雖然已成為分析揮發性有機物最有力的工
具，但待測物在進入氣相層析質譜儀之前,必須要有除水的動作,常常
會造成待測物的流失。此亦是等待未來新技術開發來解決的課題。

冷凍聚焦-吹氣捕捉（Cryo-Focusing purge and trap）優劣比較：
以往分析微量的揮發性有機物時，為了有更好的偵測極限，通常使用
液態氮冷凍聚焦的方式來濃縮樣品中的 VOC。此方法雖然可以提高偵測
極限 2 到 3 倍，但也不是完全沒有缺點。以下列舉幾項冷凍聚焦的缺
點：
1. 必須耗費大量的液態氮，而液態氮又無法長時間保存，因此每次
使用都必須重新訂貨裝填。
2. 增加實驗的時間。實驗中必須將管路冷卻至零下 150℃，並達成平
衡一段時間。
3. 管路較容易受污染。因為冷凍的步驟，導致污染物不易被 carry
gas 吹除，形成分析上的極大困擾，需要不斷使用空白樣品來清
洗。
由於以上因素目前所內水中 VOC 檢測皆已將液態氮冷凍聚焦淘汰，取
而代之的方法為增加樣品的進樣量。
如果想要提高 VOC 檢測偵測極限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新一代質譜檢測
器，其感度較目前使用質譜儀約有 10 倍差距。

日新月異吹氣捕捉儀差異：
1. 速度較傳統型提高 1 倍，全段流程僅需 15 分鐘，且得到更佳的分
析結果。
2. U 型捕留管：12 英吋長符合 USEPA 規定，加熱爐可控制溫度從
室溫至 3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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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捕留管加熱速率至少可達到 850°C/每分鐘,冷卻速率從 225°C 至
35°C 可在 90 秒內達成。
4. U 型捕留管可程序溫控下大流量吹氣(5 ml/min to 500 ml/min)，極
有效去除水氣，降低質譜儀偵測器維護及儀器校正。
5. 採用電子式流量控制（MFC）
，配合模式閥門組合功能（Purge, Bake,
Vent 等 Valve Manifold）
，極精確控制 Purge ,Dry Purge ,Bake 等
流量及壓力，提高分析穩定性；可獨立操控各種模式，降低吹氣，
烘焙，及捕留管冷卻時間。
6. 具電子式壓力偵測：可在不同行程下提供自動測漏及壓力過高顯
示；可依每分析樣品行程及記錄，配合閥門組合執行自我診斷模
式。
7. 可適用 5ml 及 25ml 之樣品管。
8. 可接受樣品較高濃度，不會造成系統污染。
9. 矽鋼氣體管路／管件，及完善流程規劃，提供最佳回收率，最低
系統污染及至少可耐熱至 300℃。
10. 操作軟體，具網路警示；自我診斷及每樣品參數及狀況記錄。
11. 可選配自動泡沫感應器及自動添加泡沫抑制液，防止污染中斷自
動分析。

未來展望
近年來揮發性有機物分析日益受到大眾的關注，各式各樣的基質皆可
能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因此有些較有遠見到廠商，已經發展出吹氣
捕捉與頂空進樣(head space)兩種樣品前處理模組整合在同一機台，
大大地增加揮發性有機物分析樣品的多樣性。吹氣捕捉/氣相層析質譜
儀亦能在樣品進樣口成功地增加氣體的進樣模組，那揮發性有機物的
分析便可囊括環境樣品所有的基質:空、水、廢、土，豈不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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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滲透層析儀（GPC）
許元正 1 金翁正 2 翁英明 3

膠滲透層析儀（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 簡稱 GPC）係利
用含有均勻孔隙之矽膠或聚合物，使溶質擴散於其中，並經流動相
(mobile phase)之溶劑流洗，依其分子之大小而有不同之殘留時間，藉
此達到分離淨化效果之層析技術。GPC 過去廣為應用於有機物製程後
端之純化與分離步驟；近年來，則借重其對於分離不同分子量物質的
效能，應用於分離環境中分子量較大之干擾物質，而漸漸應用於環境
檢測分析前之淨化處理。

圖 1 膠滲透層析儀
美國環保署於 1994 年公告膠滲透層析儀淨化方法（Method 3640A），
其適用範圍涵蓋脂肪、蛋白質、高分子聚合物、細胞以及病毒等樣品
包括將近 170 種以上化合物的檢測，這些化合物包括殺蟲劑、除草
劑、殺菌劑以及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等環境基質中最常見的污染
物。2003 年國際戴奧辛年會中，有學者專家發表膠滲透層析儀淨化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研究員 2.副研究員 3.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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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戴奧辛與有機氯農藥檢測分析之相關報告，近年來也有文獻結
合液相層析/質譜儀（HPLC/MS）應用於溴化難燃劑之檢測。

操作與維護的注意事項
1. 操作前先確認膠滲透層析儀系統三個電源（主機，機械手臂及 UV
偵測器電源）已經打開，再打開電腦 GPC 軟體。
2. 本儀器使用二氯甲烷作為流動相，其中取樣針與管柱都設有一組
溶劑進樣系統，使用前需確認二氯甲烷量足夠，並確定廢液均已
排空以免產生虹吸效應。
3. 進行分析前後均應以流洗液加以適當流洗系統，層析管柱應保持
濕潤無氣泡的狀態，長時間未使用，管線中氣泡很多，甚至會造
成定量幫浦抽不到溶劑，可以將定量幫浦上的螺絲卸除以針筒（或
其他吸引器）去除氣泡。
4. 進行分析前層析管柱無氣泡的狀態流洗液才能通過管柱，流洗速
度約 1 mL/min ，約 30 分鐘當 UV 偵測器數值趨於穩定才適宜進行
步驟。
5. 每次樣品上機前，都需進行膠滲透層析儀標準品測試（硫等 5 種
已知分子量的標準品）與收集時間測試，若標準品測試分離效果
不佳，可以讓管柱以 0.5 mL/min ，約 2 小時流洗，再行測試。
6. 不同管柱因為填充方式不同，待測物「旅行」時間就不同，使用
前務必確認使用管柱的編號。
7. 樣品進入管柱，壓力會隨之升高，需觀察並記錄，當超過 150psi
需特別留意。
8. 系統設定收集時間，要在分段收集選項處打勾，最多可分成 5 段。
9. 當儀器進行管柱再活化，可將由系統的流洗液進樣反接，或是只
逆洗第一根管柱，逆流洗速度約 5 mL/min ，約 30 分鐘後改成 0.5
mL/min ，約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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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分析之應用與展望
膠滲透層析儀正是利用分子量的差異達到淨化的效果，它的特點也正
是它最大的罩門，過去環境檢驗所曾針對膠滲透層析儀應用於環境樣
品中戴奧辛類化合物（PCDDs/PCDFs）前處理淨化適用性探討。發現
面對干擾物質分子量分布均相當接近待測物的飛灰底渣樣品，膠滲透
層析儀淨化效能反而大打折扣，亦即在焚化過程中，因產出程序條件
類似，可能產生大量與戴奧辛分子量接近之干擾物質；而在膠滲透層
析儀的淨化程序中卻難以去除。所以儀器並非萬能，只有了解儀器的
原理特性，才能充分發揮其優點長處，避免所長反為所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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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分析儀與無線電偵測及測距
潘銓泰 1 程惠生 2 蘇育德 3

因為無線電偵測及測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Radar，俗稱
雷達）屬於非游離輻射（頻率小於 3×1015Hz）當中的射頻（其頻率範
圍由 3KHz 至 300MHz），所以可以使用頻譜分析儀（Spectrum
Analyzers）並搭配適當的天線組合來檢測其強度或密度。
頻譜分析儀主要功能
頻譜分析儀即是量測頻率及振幅的儀器，也就是可以量測訊號的頻率
及功率。在科技應用上可用來分析電子信號及通訊信號（例如行動通
訊與無線網路）等，而在環境科學上則常被用來檢測非游離輻射。其
主要結構包括：
1. 分析儀主體：包括衰減計、濾波計、檢波器及運算硬體與韌體等。
2. 天線：選擇適當的天線才能接收到特定的訊號。
(1) 依接收訊號的方向可分為全向性（Omni-directional）或指向性
（Directional）天線。
(2) 設計可接收之頻率及頻寬（或波長）不同。
3. 其他配件：例如外接運算電腦、電池組（用以攜帶時供電用）或
GPS 天線（可用來定位檢測當時儀器的座標）等。

使用限制
儀器大小與檢測頻率為主要的限制，攜帶式的雖然體積較小但是檢測
範圍或靈敏度等通常較差，反之亦然。而在環境檢測上因常需至不同
地點實地檢測，因此需優先選擇適用的機型。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1 副研究員 2 研究員 3 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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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維護注意事項
1. 選擇可偵測之中心頻率及頻寬：依目的選定適當的頻率及頻寬。
2. 搭配適當的天線：選擇全向性或指向性，並選擇可接收的頻率。
3. 解析度與靈敏度：高解析度者對於頻寬的設定有較高的彈性；靈
敏度高者將可降低偵測極限。
4. 表示單位：射頻單位通常使用每平方公尺瓦特數（W/m2）來表示
其功率密度，或使用每公尺安培數（A/m）來表示其磁場強度，因
此需留意所選用之單位。
5. 掃瞄時間：即是更新資料的快慢，需依檢測目的來選擇設定。
6. 量測地點：依檢測目的而選擇適當的採樣點，以取得代表性數據。
又射源強度的衰減與距離平方相關，故環境檢測上更需注意與設
源間的距離。另外亦可搭配 GPS 進行定位，以利日後確認比對。
7. 電力來源：因開啟操作面板並連續使用時有較大耗電量，因此需
注意電力來源是否充足。
8. 定期校正：包括主機的準確度以及天線接收強度等。

未來挑戰
由於非游離輻射範圍從靜電磁場到紫外線，若是再將游離輻射納入即
為廣意的電磁波，而大眾普遍關心的電磁波（輸配電線及射頻與微波）
僅是其中的一小塊，且多數民眾對於電磁波仍一知半解，因此身為檢
測人員在進行量測時，應確實依檢測目的選擇適當的頻譜分析儀及天
線組，並於檢測時注意與射源的相對位置且選擇量測單位等，方能取
得具代表性的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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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電磁波頻譜
圖檔來源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EME/emf.aspx

圖 2 頻譜分析儀主機與接收天線及 GPS 天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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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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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分析儀主機與天線組合實測圖（接收天線可伸長約 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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