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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本計畫依工作內容分成計畫品質管理、第三類檢測方法建立、第二類檢測方法建立與驗證、參考方法蒐集整

理、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及85年度計畫所完成驗證方法草案的公告等六個工作項目，各項工作分述如下：  

一、計畫品質管理：環保署環檢所與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共同規劃年度計畫內容，由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負

責計畫的執行、對外的協調聯繫、遴選協辦合作單位、進度的掌控及品質的保證。  

二、第三類檢測方法建立：參考國外之標準方法，完成了15篇第三類檢測方法草案，並經標準方法審議委員審查

通過為環保署公告方法。  

三、第二類檢測方法建立與驗證：由二個學術研究單位與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共同完成3個方法建立與驗證計

畫，可檢測廢棄物中64 個項次的揮發性與半揮發性有機物以及事業廢棄物溶出液中17個項次的成果。  

四、參考方法蒐集整理：對於未蒐集到檢測方法的污染物，可參考美國EPA方法 301之觀念，此方法中提供一評估

方法績效的程序，判定是否為可被接受的檢測方法；至於欲建立毒性化學物質管制項次之檢測方法，需確定了解

管制精神及目前使用狀況，才能決定後續的方向。  

五、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於「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發表1篇論文，期使國內環境檢測機構能瞭解方法

的技術及應用。  

六、85年度計畫所完成驗證方法草案的公告：由85年度驗證計畫中完成了2篇第二類檢測方法草案的審查作業程

序，並由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議討論後公告為標準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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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者  環保署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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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修改人員  環保署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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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表請於計畫完成時撰寫) 
中華民國研究報告摘要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36 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5 號   電話：(02)3737642 

*本表共計二頁，敬請逐項(中、英文)詳細填寫以利電腦及排版作業，謝謝！ 
填寫日期：民國 86 年 6 月 26 日           編號(免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請填全名，各一名) 聯絡電話 

盧正權 Lu, Cheng-Chuan (03)573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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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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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分析方法建立與驗證(第二年計畫)子計畫二 :毒性化學物質與事業廢棄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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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Valid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Methods (II), Project II: 
Establishment and Valid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Methods of Toxic an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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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金額 　新台幣  5500 仟 元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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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填)
 輔助金額 　新台幣 元

補助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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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中文摘要： 

 

本計畫依工作內容分成計畫品質管理、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證、

參考方法蒐集整理、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及 85 年度計畫所完成驗證方法草案的公告等六個工作項

目，各項工作分述如下： 

(1)計畫品質管理：環保署環檢所與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共同規劃年度計畫內容，由工研

院化學工業研究所負責計畫的執行、對外的協調聯繫、遴選協辦合作單位、進度的掌控及品質的

保證。 

(2)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參考國外之標準方法，完成了 15 篇第三類檢測方法草案，並經標

準方法審議委員審查通過為環保署公告方法。 

(3)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證：由二個學術研究單位與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共同完成 3

個方法建立與驗證計畫，可檢測廢棄物中 64 個項次的揮發性與半揮發性有機物以及事業廢棄物溶

出液中 17 個項次的成果。 

(4)參考方法蒐集整理：對於未蒐集到檢測方法的污染物，可參考美國 EPA 方法 301 之觀念，

此方法中提供一評估方法績效的程序，判定是否為可被接受的檢測方法；至於欲建立毒性化學物

質管制項次之檢測方法，需確定了解管制精神及目前使用狀況，才能決定後續的方向。 

(5)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於「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發表 1篇論文，期使國內環

境檢測機構能瞭解方法的技術及應用。 

(6)85 年度計畫所完成驗證方法草案的公告：由 85 年度驗證計畫中完成了 2篇第二類檢測方

法草案的審查作業程序，並由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議討論後公告為標準檢測方法。 

 

 



研究結果英文摘要： 

 
The content of this project includes six main issues  which are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analysis method  establishment of the third category, analysis  method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ary category, the collection of the reference methods, the 

promotion of new promulgated method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draft methods from validate 

project of last year.  

1.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ITRI)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this  project, for the coordination 

wit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NIEA)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EPA-ROC),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or with  experience and reputation, and also for managing 

the  project  qual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reach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project quality, ITRI is  responsible  for recruiting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analysis method and scholars/experts  for 

the method establishment and validation. 

2. Analysis Method Establishment of the Third Category: This project has accomplished 

15 methods of third category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8 scholars/experts and organizations.

3. Analysis Method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ary Category: this project has also 

accomplished 3 methods, 81 items for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secondary category related 

to the method  valid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2 organizations. 

4. Collection of the Reference Methods: For the search of the items which are without 

reference methods, this project has communicated with  environmental experts of USA, 

Canada, Japan, Singapore, Germany, France,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to collect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methods,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ws/regulations and the analysis  methods. The Method 301 from USA are provided a 

procedure to justify a reference method can be acceptable by certifying QA/QC data of 

this method.  

5. Promotion of New Promulgated Methods: One thesis have been announced in the 

“Workshop on th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of 1997”. The purpose is hope th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Institute can understand the method skill and application. 

6. Examination of Draft Methods: The project has accomplished 2 validation methods 

last year and have been edited 2 draft methods. Those draft methods are examined by the 

committee of standard method in this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