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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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保法令」之參考方法，完成

2 篇「周界空氣中硫酸液滴檢測方法」之環保署公告方法。 

(3)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證：由三個學術研究單位與工研院

化學工業研究所共同完成 5 個方法建立與驗證計畫，可檢測煙道排氣

中 17 個項次以及周界空氣中 66 個項次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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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自動監測的方法，可依據環保

署監資處公告的「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要

點」，再參考美國自動監測方法的管理原則，針對自動監測儀器的認

證而非方法的認證，而訂定管理辦法。 

(5)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於「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

中，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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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的 7 個

驗證計畫，完成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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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經 85 及 86 兩年度執行後，所完成的第三類及第二類檢

測方法可檢測 46 個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求的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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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由於國內經濟的快速成長，造成的環境污染亦日趨嚴重。民眾對

環境品質的考量，從早期顯而易見之水污染已擴大為各類基質（如空

氣、廢棄物、毒性化學物質等）的污染。當然主管全國環保事務的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亦不斷地加強上述各類基質污染

之稽查及防治工作。 

污染鑑定是一項高難度工作，必須仰賴成熟的技術人員、精密的

機儀設備及標準的檢測方法，缺一不可。近年來國內投入在環境檢測

方面之人力不少，投資購買之機儀設備亦逐年增加，環保署環境檢驗

所（以下簡稱環檢所）亦陸續公告很多的檢測方法，這對污染防治工

作提供相當大的助益。 

 然而目前有許多法規管制之項目，尚無檢測方法可供使用，因

此對環保署環檢所而言，如何能在最短時間內建立環保署各業務處所

需要的檢測方法為其當務之急。 

依照環保署環檢所對目前公告方法之分類，可分為三類： 

(1)第一類：檢測方法經多間檢驗室驗證過 

(2)第二類：檢測方法經一間檢驗室驗證過 

(3)第三類：中譯化之國外檢測方法 

上述三類檢測方法均必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

檢測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審核後方可公告之。 

本計畫目的即配合環保署空保處執行環保法規之需求，協助環保

署環檢所依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求之優先次序，陸續完成空氣檢測

160 項次之第三類及第二類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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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依環保署空保處需求，欲建立之各項檢驗方法如表 2-1 所示。本

計畫依照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求之優先順序完成表 2-1 所列化合物

之第三類及第二類檢測方法之建立，為避免資源浪費，凡表 2-1 所列

化合物已被環保署環檢所規劃另案委託方法驗證者將不納入本計畫

工作範圍內。 

環保署空保處提出需求包括 183 項次之煙道及周界(分自動及手

動兩類)檢測方法之建立，其中環保署環檢所另案委託執行計畫之項

次為 23，故全程計畫實際應執行 160 項次。 

本計畫於 85 年度已完成空氣檢測 22 種方法，21 項次之第三類

檢測方法如表 2-2。亦完成了 7 種第二類檢測方法，計有煙道手動檢

測二硫化碳、甲苯、二甲苯、苯乙烯、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乙

苯、氯苯、二氯乙烷、四氯乙烷、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烯、四氯甲

烷、1,1,1-三氯乙烷、致癌性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氣態有機溶劑；

煙道自動監測含氧量（％）及周界空氣手動檢測致癌性多環芳香族碳

氫化合物、氯氣、氨氣等 20 項次之第二類檢測方法如表 2-3。 

本計畫在 85 年 4 月與環保署環檢所多次討論後而訂定了 86 年

度計畫之工作內容如表 2-4，第二類檢測方法選擇的原則為  符合

法規管制標準需求；  環保署業務處所提需求為優先之化合物；  檢

測方法能含蓋多種化合物者；  85 年度計畫之延續及  國內 NIEA

公告之方法。但考量總經費、驗證計畫中待測物的檢測可行性及計畫

內容相似於其他計畫的因素，因此本計畫於本年度內可完成 2 種方

法，1 項次之第三類檢測方法以及 5 種方法，75 項次之第二類檢測

方法如表 2-5 所示；其中煙道排氣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證

與研究計畫中將評估 1,3-丁二烯在本方法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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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空氣類需求表 

 

序 空氣污染物名稱 優先 煙道 周界  序 空氣污染物名稱 優先 煙道 周界 

號  順序 手動 自動 手動 自動  號  順序 手動 自動 手動 自動

1 含氧量(O2%) 一  ˇ    27 甲乙酮 二、三 ˇ ˇ  ˇ

2 氣態有機溶劑(VOC) 一 ˇ ˇ  ˇ  28 二氯乙烷 二、三 ̌ ● ˇ  ˇ

3  氯化氫(HCL) 一  ˇ ˇ ˇ  四氯乙烯 二、三 ̌ ● ˇ  ˇ

總還原硫 一 ˇ ˇ  ˇ  二氯甲烷 二、三 ̌ ● ˇ  ˇ

總氟量 一  ˇ ˇ ˇ  31 二甲基甲醯胺 二、三 ˇ ˇ ˇ ˇ

氯氣 一  ˇ ˇ ˇ  1,1-二氯乙烯 二、三 ̌ ● ˇ  ˇ

氨氣 一  ˇ ˇ ˇ  酚 二、三 ˇ ˇ ˇ ˇ

8 一甲基胺 一 ˇ ˇ ˇ ˇ  34 四氯甲烷 二、三 ̌ ● ˇ ˇ ˇ

9 二甲基胺 一 ˇ ˇ ˇ ˇ  35 1,1,1-三氯乙烷 二、三 ̌ ● ˇ  ˇ

10 二硫化碳 一 ˇ● ˇ  ˇ  36 甲醇 二、三 ˇ ˇ ˇ ˇ

11 甲醛 一 ˇ ˇ  ˇ  37 夫喃 二、三 ˇ ˇ ˇ ˇ

12 甲苯 一 ˇ● ˇ  ˇ  38 甲酚 二、三 ˇ ˇ ˇ ˇ

13 二甲苯 一 ˇ● ˇ  ˇ  39 甲基異丁酮 二、三 ˇ ˇ  ˇ

14 鉛及其化合物 一 ˇ● ˇ  ˇ  40 醋酸丁酯 二、三 ˇ ˇ ˇ ˇ

15 鎘及其他合物 一 ˇ● ˇ ˇ ˇ  41 錳及其化合物 二、三 ̌ ● ˇ ˇ ˇ

16 氯乙烯單體 一  ˇ  ˇ  42 鋅及其化合物 二、三 ̌ ● ˇ ˇ ˇ

17 氰化氫 一 ˇ ˇ ˇ ˇ  43 汞及其他合物 二、三 ̌ ● ˇ ˇ ˇ

18 硫酸液滴 一 ˇ● ˇ ˇ ˇ  44 銅及其化合物 二、三 ̌ ● ˇ ˇ ˇ

19 苯乙烯 一 ˇ● ˇ ˇ ˇ  45 氰化物 二、三 ˇ ˇ ˇ ˇ

20 1,2 二氯乙烷 一 ˇ● ˇ ˇ ˇ  46 丙烯晴 二、三 ˇ ˇ ˇ ˇ

21 三氯乙烯 一 ˇ● ˇ  ˇ  47 醋酸甲酯 二、三 ˇ ˇ ˇ ˇ

22 砷及其化合物 一 ˇ● ˇ ˇ ˇ  48 丁二烯 二、三 ˇ ˇ ˇ ˇ

23 鉻及其化合物 一 ˇ● ˇ ˇ ˇ  49 醋酸 二、三 ˇ ˇ ˇ ˇ

24 致癌性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 一 ˇ ˇ ˇ ˇ  50 硝酸 二、三 ˇ ˇ ˇ ˇ

25 乙苯 二、三 ˇ● ˇ ˇ ˇ  51 鹽酸 二、三 ˇ ˇ ˇ ˇ

26 氯苯 二、三 ˇ● ˇ  ˇ  52 奈 二、三 ˇ ˇ ˇ ˇ

  註：“●”號表環保署環檢所另案委託計畫之化合物       註：“●”號表環保署環檢所另案委託計畫之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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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85年度完成的第三類檢測方法 

 

 

類     別  污  染  物  名  稱  方  法  來  源 

煙道空氣自

動監測 

 含氧量(O2％)  JIS B7983 

煙道空氣手

動檢測 

 氣態有機溶劑(VOC)  NIEA A 718.10C 

US EPA 40CFR Method 18

  總還原硫  US EPA 40CFR Method 16A 

及16B  

  甲  醛  JIS K0303 

  氰化氫  JIS K0109 

  致癌性多環芳香族碳

氫化合物 

 US 加州空保處Method 429

  酚、甲酚  JIS K0086 

  鹽酸  JIS K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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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85年度完成的第三類檢測方法(續1) 

 

 

類     別 污  染  物  名  稱  方  法  來  源 

周界空氣自

動監測 

 總氟量  JIS B7958 

  氯  氣  JIS K7955 

  甲  醛  USEPA Research 

Triangle Park之合約

報告, 編號

EPA/600/90/083 (NOV. 

1990)（暫不公告） 

周界空氣手

動檢測 

 氯化氫(鹽酸)、硝酸  NIOSH 7903 

  總氟量  ASTM D3266、D3267、

D3268、D3269、D3270 

  氯  氣  NIOSH 6011 

  氨  氣  APHA 401 

  汞及其化合物  NIOSH 6000 

  致癌性多環芳香族碳氫

化合物 

 TO 13 

  酚、甲酚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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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85 年度完成的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之項次 

 

 

1.煙道手動檢測(US EPA846 0030 及 5041)： 

二硫化碳、甲苯、二甲苯、苯乙烯、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

乙苯、氯苯、二氯乙烷、四氯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烯、

四氯甲烷、1,1,1-三氯乙烷 

2.煙道手動檢測(US 加州空保處 Method 429)： 

致癌性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3.煙道手動檢測(Method 18)： 

氣態有機溶劑 

4.周界空氣手動檢測(TO-13)： 

致癌性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5.煙道自動監測(JIS-B7983)： 

含氧量(％) 

6.周界空氣手動檢測： 

(1) 氯氣(APHA 401)  (2) 氨氣(JISK7955) 

7.周界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驗方法驗證―不銹鋼採樣瓶

(Canister)採樣(T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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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86年度計畫規劃工作內容 

(一)第三類方法建立 

類別 項  目 參考方法 

周界空氣

手動檢測 

硫酸液滴(Surfuric Acid Drops) 1、APHA 824 

2、ASTM Vol.11.3,p.603

 

(二)第二類方法建立 

類別 項  目 參考方法 

 甲醛(Formaldehyde) NIEA 711.1譯

(HPLC 法)及 JIS 

K0303(吸光度

法) 

 

 

 

煙道空氣

手動檢測 

苯(Benzene)、乙苯(Ethyl- Benzene) 

甲苯(Toluene)、氯苯(Chlorobenzene) 

二甲苯(Xylene)、苯乙烯(Styrene) 

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ner) 

1,2-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 

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1,1-二氯乙烷(1,1-Dichloroethane)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二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 

1,1-二氯乙烯 (1,1- Dichlorethylene) 

四氯甲烷(Carbon Tetrachloride) 

1,1,1 三氯乙烷(1,1,1-Trichloroethane)

丙烯(Propylene) 

1,3-丁二烯(1,3-Butadiene) 

氯丙烷(Chloropropane) 

氯丁二烯(Chlorobutadiene) 

二氯丙烷(Dichloropropane) 

1,2-二氯乙烯(1,2-Dichloroethlene) 

溴甲烷(Bromomethane) 

氯甲烷(Chloromethane) 

環氧丙烷(Propylene Oxide) 

USEPA Method 

18(採樣袋及吸

附管法活性碳、

Tenax、XAD-2) 

煙道空氣

自動監測 

煙道排氣中總有機物含量 USEPA Method 

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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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86年度計畫規劃工作內容(續) 

 

類別 項  目 參考方法 

煙道及周

界空氣手

動檢測 

酚（Phenol）及甲酚（Cresol） JIS K0086 及

USEPA TO 8 

 

周界空氣

手動檢測 

二氯二氟乙烷(Freon 12) 

二氯四氟乙烷(Freon 114) 

溴甲烷(Methyl Bromide) 

三氯一氟甲烷(Freon 11) 

1,1-二氯乙烯(Vinylidene Chloride) 

三氯三氟乙烷(Freon 113) 

順-1,2-三氯乙烯

(cis-1,2-Dichloroethylene) 

1,2-二氯丙烷(1,2-Dichloropropane) 

順-1,3-二氯丙烯(cis-1,3-Dichloropropene)

反-1,3-二氯丙烯

(trans-1,3-Dichloropropene) 

1,1,2-三氯乙烷(1,1,2-Trichloroethane) 

1,2-二溴乙烷(1,2-Dibromoethane) 

乙基苯(Ethyl Benzene) 

苯乙烯(Styrene) 

1,3,5-三甲基苯(1,3,5-Trimethylbenzene) 

1,2,4-三甲基苯(1,2,4-Trimethylbenzene) 

氯甲苯(Benzyl Chloride) 

1,2,4-三氯苯(1,2,4-Trichlorobenzene) 

六氯丁二烯(Hexachlorobutadiene) 

USEPA TO 14

研訂空氣自動監測儀器確認之準則  

編撰歷年環保署環檢所完成之計畫且已移至三組之方法

草案 

 

註：以上為預定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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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86年度方法建立之名稱 

(一)第三類方法建立 

方  法  名  稱 參考方法 

周界空氣中檢測硫酸液滴  1、APHA 824 

2、ASTM Vol.11.3, p.603 

 

(二)第二類方法建立 

方  法  名  稱 參考方法 

1. 煙道排氣中醛類檢測方法之驗證與研究 NIEA 711.1譯(HPLC 法)及

JIS K0303(吸光度法) 

2. 煙道排氣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證與

研究(苯乙烯、乙苯、氯苯、1,1-二氯乙烷、四氯

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烯、四氯甲烷、1,1,1-

三氯乙烷、1,2-二氯乙烯、丙烯晴、1,3-丁二烯
*
)

USEPA Method 18(採樣袋

及吸附管法-Tenax) 

註*：評估1,3-丁二烯在本

檢測方法之適用性 

3. 煙道排氣中自動監測總有機物含量之驗證與研

究 
USEPA Method 25A 

4. 煙道及周界空氣中酚及甲酚檢測方法之驗證與

研究 
JIS K0086 及 USEPA TO 8

5.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證與研

究(二) (丙酮、乙晴、丙烯醛、丙烯晴、苯、氯甲

苯、二氯一溴甲烷、溴甲烷、1,3-丁二烯、2-丁酮、

四氯化碳、氯苯、二氟一氯甲烷、氯乙烷、氯仿、

氯甲烷、3-氯-1-丙烯、二溴一氯甲烷、1,2-二溴

乙烷、1,2-二氯苯、1,3-二氯苯、1,4-二氯苯、二

氯二氟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1,2-二氯丙烷、順-1,3-二氯丙烯、反-1,3-二氯丙

烯、1,2-二氯-1,1,2,2-四氟乙烷、乙基苯、庚烷、

六氯丁二烯、己烷、甲醇、二氯甲烷、甲基-丙烯

酸酯、4-甲基-2-戊酮、a-甲基苯乙烯、辛烷、正-

戊烷、丙烯、苯乙烯、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

烯、甲苯、1,2,4-三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三氯一氟甲烷、1,1,2-

三氯-1,2,2-三氟乙烷、1,2,4-三甲基苯、1,3,5-

三甲基苯、乙烯醋酸酯、氯乙烯、鄰,間,對-二甲

苯、氯丙烷) 

USEPA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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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施方法 

 

為在最短期間內達成本計畫目標，本計畫於 85 年度邀集國內學

者、專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 22 種第三類檢測方法之建立，並借重已

有人力、設備及經驗之學術、研究或代檢驗等機構協助建立 7 種第二

類檢測方法。本年度亦繼續邀集各學者/專家及學術研究或代檢驗機

構共同執行，但會考評 85 年度計畫中參與單位之能力，做為本年度

甄選之指標。針對未有參考方法之項次，本計畫亦繼續利用國外聯繫

管道，儘量收集相關之檢測方法。 

依據上述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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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方法收集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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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項目之實施方法及步驟分述如下： 

 

1、計畫品質管理(由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負責執行) 

環保署環檢所與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共同規劃 86 年度計畫

之工作內容，由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負責整個計畫的執行，對外

與環保署環檢所間之協調聯繫,同時負責遴選具有在該領域專精之

學者專家或具相當經驗及規模之代檢驗機構(以有分析經驗和有敬

業精神者優先)，對內將負責所有協辦單位的計畫品質，為使計畫

品質達到最高水準，並聘請由環保署環檢所同意之計畫內部甄選評

審委員，評選出最適合的協辦單位，此委員包括環保署環檢所徐仁

鏤組長、鄭資英組長、台灣大學化學所何國榮教授、師範大學化學

所吳家誠教授、及清華大學原科所楊末雄教授和羅俊光教授。 

圖 3-1 為計畫規劃、作業時程及工作執行流程圖，環保署環檢

所為計畫督導之主管機關，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為本計畫規劃、

協調、管理及負責計畫品質的單位，各執行單位負責方法建立與驗

證之工作並定期提出進度報告，以利計畫執行進度之掌控。此計畫

品質管理可分為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及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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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兩部份。 

 

1.1 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 

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執行方式之流程如圖 3-2 所示，可歸納分

為下列幾項重點： 

(1)工研院對外公開甄選有經驗之學者專家/單位。 

(2)透過計畫內部甄選評審委員會，確定負責各方法建立之學

者專家/單位。 

(3)調查環保署各業務處、國科會、勞委會等單位是否已進     

行表 2-1 中項次之委託計畫，避免重覆執行。 

(4)由計畫內部甄選評審委員會依一定的標準選定欲中譯化     

方法。 

(5)提供化合物之中英文對照表、已有之參考方法及相關資  

料給負責方法建立之學者專家/單位。 

(6)本計畫中所有參考之方法是以目前所蒐集到最新版本之方

法為依據，一但計畫簽約後，若有任何新版本的方法，則

依合約書之版本完成，而不做任何改變；若有更新的必

要，則請環保署環檢所另編列預算再由原執行單位參考新

版本的方法完成之。 

(7)提供第三類檢測方法範本給負責方法建立之學者專家/單

位。 

(8)本計畫將針對各方法的內容先由計畫工作人員，審核中譯

本及編譯本之撰寫內容，若有不妥處即送回原負責方法建

立學者專家/單位。 

(9)負責將方法原文、中譯本及編譯本經由環保署環檢所環境

檢測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指定之委員審查修正後，再提交

該委員會複審直至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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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證 

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執行方式之流程如圖 3-3 所示，可歸納分

為下列幾項重點： 

(1)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之先期作業同第三類。在遴選協助驗證

之執行單位時，除經驗外，亦考量其檢驗室人力，設備(含

採樣設備)是否符合方法需求等。 

(2)方法驗證執行單位選定後，本計畫工作人員就充分地與執行

單位討論方法驗證執行程序及進度。 

(3)方法驗證執行過程中，由各執行單位於 85 年 10 月及 86 年 2

月繳交進度報告至工研院，再由本計畫彙整送交環保署環檢

所。本計畫工作人員亦會不定期赴各執行單位現場了解工作

進度及執行成果，並提供技術諮詢及意見交流。 

(4)本計畫亦聘請評鑑委員至方法驗證之執行單位進行兩次現

場品保查核。查核時間為 85 年 11 月及 86 年 3 月。各執行

單位每次查核時間為半天，除書面審核外，將至實驗室進行

品保作業查核。 

 

2、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負責方法建立之學者專家/單位) 

(1)表 3-1為經內部評選委員確定的第三類檢測方法之執行單位。 

(2)負責於規定期間完成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委託之方法建立

工作。 

(3)提供已收集之參考方法及方法比較等資料。 

(4)依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提供之檢測方法範本，專有名詞統

一之中譯名稱及環保署規定之方法撰寫格式，完成中譯本及

編譯本方法草案。 

(5)依本計畫內部評審委員會之意見作必要的修正後，由工研院

化學工業研究所提送環保署環檢所。 

(6)依環保署環檢所環境檢測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之審查意見作

必要的修正，直至通過環保署備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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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必要時列席各方法審議委員會之審查會議。 

 

3、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負責方法驗證之學術研究/代檢測機構) 

(1)表 3-1 為經內部評選委員確定的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之執行

單位。 

(2)負責於規定期間內完成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委託之方法驗

證工作。 

(3)依環保署環檢所訂定之「環境檢測標準方法驗證程序準則」

執行已公告之第三類檢測方法或國外公告方法之驗證工作。 

(4)依環保署規定格式，提交一份工作計畫書及品保規劃書給工

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 

(5)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接受由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安排之兩次

現場品保查核，及提交兩次進度報告。 

(6)驗證單位在驗證過程中，發現與原方法有差異之處，需將此

類事項整理成驗證摘要表，比較原方法與驗證之結果，同時

需探討經土本化後之方法中干擾的情形及解決的方法。 

(7)向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提出期中、期末報告，並於工研院

化學工業研究所舉辦之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會中，報告方法

驗證執行成果。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會之主席及審查委員由

環保署環檢所指派。 

(8)將驗證成果依環保署公告方法之格式編撰成方法草案。 

(9)負責將驗證之方法技術移轉環保署環檢所，而參與技術移轉

之環保署環檢所人員必需具備該方法之分析背景。移轉方式

是由驗證單位介紹建立實驗室儀器最佳化條件、採樣及樣品

前處理和真實樣品分析之步驟，技術移轉過程中將由驗證單

位配製盲樣讓參與技術移轉之環保署環檢所人員在該驗證單

位完成檢測並評估其結果是否在品保範圍內，技術移轉工作

應分散於計畫執行期間，依照工作進度安排 2 至 4 次技術移

轉時間及內容。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計畫中成員將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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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移轉過程，瞭解整個分析過程，以使方法技術能順利

移轉至環保署環檢所。 

 

4、參考方法蒐集整理(由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負責執行) 

(1)本計畫在 85 年度計畫方法蒐尋的結果，除了自動監測方法

外，尚有 15 項次(表 3-2)無國外公告的方法可供參考，86 年

度之計畫中，會繼續利用國外聯繫管道如利用圖書館國際網

路探尋參考方法及學術研究之文獻，儘量收集相關之檢測方

法作為未來方法開發之參考。 

(2)參考方法來源將以美國、德國、日本為主，必要時將增加其

他國家之方法收集。 

(3)本計畫蒐集之國外參考方法或研究文獻，經本計畫初步審

閱，若可能作為公告標準方法，將先行提交環保署環檢所環

境檢測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經審議通過核可後，再進行翻

譯及編譯工作。 

 

5、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 

     本計畫於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中，邀請參與驗證計畫

執行成果優良的單位發表相關論文，於研討會中介紹該驗證計畫執

行的方式及其成果，期使國內代檢驗機構能在最短時間內熟悉該方

法，並應用於相關之環境污染檢測工作及法規的執行。 

 

6、85 年度計畫所完成驗證方法草案的公告 

     85 年度計畫執行了 7 個驗證計畫，但其中「周界空氣中氯氣及

氨氣檢測方法之驗證」為參考兩種不同之國外方法，因此實際應有

8 種第二類檢測方法草案須於本年度經由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議審

查，表 3-3 為此 8 個方法草案之名稱及其驗證單位。 

  表3-1  86年度方法建立參與之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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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類方法建立 

方  法  名  稱 參考方法 執行單位 

周界空氣中檢測硫酸液滴  1、APHA 824 

2、ASTM Vol.11.3, p.603 

 中興  謝嘉峰 

(二)第二類方法建立 

方  法  名  稱 參考方法 執行單位 

（一)煙道排氣中醛類檢測方法之驗證與研究 NIEA 711.1譯(HPLC 法)及 JIS 

K0303(吸光度法) 

 樹德  吳健銘 

 

（二)煙道排氣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

證與研究(苯乙烯、乙苯、氯苯、1,1-二氯乙烷、

四氯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烯、四氯甲烷、

1,1,1-三氯乙烷、1,2-二氯乙烯、丙烯晴、1,3-

丁二烯*) 

USEPA Method 18(採樣袋及吸附

管法 - Tenax) 

註*：評估1,3-丁二烯在本檢測

方法之適用性 

 成大  蔡俊鴻 

 

（三)煙道排氣中自動監測總有機物含量之驗證

與研究 

USEPA Method 25A 工研院 賴慶智 

（四)煙道及周界空氣中酚及甲酚檢測方法之驗

證與研究 

JIS K0086 及 USEPA TO 8 輔大  陳壽椿 

 

（五)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證

與研究(二) (丙酮、乙晴、丙烯醛、丙烯晴、苯、

氯甲苯、二氯一溴甲烷、溴甲烷、1,3-丁二烯、

2-丁酮、四氯化碳、氯苯、二氟一氯甲烷、氯乙

烷、氯仿、氯甲烷、3-氯-1-丙烯、二溴一氯甲烷、

1,2-二溴乙烷、1,2-二氯苯、1,3-二氯苯、1,4-

二氯苯、二氯二氟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

氯乙烷、1,1-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反

-1,2-二氯乙烯、1,2-二氯丙烷、順-1,3-二氯丙

烯、反-1,3-二氯丙烯、1,2-二氯-1,1,2,2-四氟

乙烷、乙基苯、庚烷、六氯丁二烯、己烷、甲醇、

二氯甲烷、甲基-丙烯酸酯、4-甲基-2-戊酮、a-

甲基苯乙烯、辛烷、正-戊烷、丙烯、苯乙烯、

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甲苯、1,2,4-三

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

氯乙烯、三氯一氟甲烷、1,1,2-三氯-1,2,2-三氟

乙烷、1,2,4-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乙烯

醋酸酯、氯乙烯、鄰,間,對-二甲苯、氯丙烷) 

USEPA TO 14 工研院 朱漢文 

 

表 3-2 除自動監測外尚未有參考方法之檢測項次(85 年度) 

 

序號 空氣污染物名稱 優先 煙道 周界 

  順序 手動 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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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氰化氫 一  ˇ 

31 二甲基甲醯胺 二、三 ˇ ˇ 

36 甲醇 二、三 ˇ ˇ 

37 夫喃 二、三 ˇ  

39 甲基異丁酮 二、三 ˇ  

40 醋酸丁酯 二、三 ˇ ˇ 

45 氰化物 二、三 ˇ  

47 醋酸甲酯 二、三 ˇ ˇ 

49 醋酸 二、三 ˇ ˇ 

50 硝酸 二、三 ˇ  

 

 

 

 

 

 

 

 

 

 

 

 

 

 

表 3-3  85 年度完成之第二類檢測方法草案 

 
    第二類檢測方法草案   驗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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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放管道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檢測方法-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採

樣組裝/氣相層析質譜法 

工研院化學工業

研究所  杜敬民 

2. 排放管道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

合物檢測方法-半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採樣組裝/氣相層析質譜法 

成功大學環工所

李文智教授 

3. 排放管道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

測方法-採樣袋採樣之氣相層析

法 

成功大學環工所

蔡俊鴻教授 

4. 空氣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檢測方法-高量採樣器/氣相層析

與高效能液相層析質譜法 

成功大學環工所

李文智教授 

5. 排放管道中含氧量自動檢測法-

電化學法 

工研院 能資所 

李怡萱 

6. 空氣中氯氣之檢測之檢測方法-

離子層析電導度法 

亞太環境科技 

胡蘊瑤 

7. 空氣中氨氣之檢測之檢測方法-

靛酚/分光光度法 

亞太環境科技 

胡蘊瑤 

8.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驗

方法驗證-不銹鋼採樣瓶/氣相層

析質譜法 

工研院化學工業

研究所  朱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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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環保署檢驗所       工研院

•至甄選第一順位驗證
    單位訪查
•發函國外相關單位確定
    評選方法有無更新版本

學者、專家
(各檢驗室)

整合各業務處及法令執
行相關方法之需求提供
工研院作為計畫執行之
內容

針對規劃內容審核及提
供修訂意見

針對左列需求規
劃計畫執行流程
及工作優先次序

呈報初步
規劃內容

85年4月1日

呈   報

修     訂

•寄送100份公開甄選說明
•於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徵
    求有興趣單位

修訂計畫執行內容

公　開　甄　選
85年4月15日~16日

協調環保署相關
人員參與說明會

召開計畫執行
說    明    會

參加計畫
執行說明會

85年4月24日

提報工作計畫書及
品保規劃書遴聘內部評審委員

85年6月19日

完成各分項計畫
執行單位之甄選

計畫督導

參與計畫內容之
內部評審作業

85年6月26及28日

計畫協調與管理

向環保署作計畫執行
情形及成果報告

85年12月31日及
86年5月30日

進度、期中、
期末報告

執行方法驗証工作
定期報告

召開計畫內容評審會

85年7月23日
計畫內容報告 各驗證計畫

內容報告

85年11月
及86年3月

•計畫現場品保查核

•至甄選第一順
    位驗證單位訪查

進度、期中、
期末報告

 

      圖3-1  86年度計畫規劃及執行過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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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中英名詞對照表
•編譯本範本

通過

執行單位

意見
彙總

內部審核人員

計畫主持人

中譯本／編譯本
初      稿

　　          查　核　要　項
•中譯、編譯本與原文差異性
•編譯本的格式及參考方法之編輯
•建議列入"中英名詞對照者"者

N

　　     查　核　要　項
•編譯方法之正確性
•各方法間用詞一致性
•建議列入"中英名詞對照"者       

Y

Y

N

 

檢
測
方
法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外部審議委員

方法審議委
員會備查

提審委員會議

Y

Y

N

N

N

Y

圖3-2  第三類檢測方法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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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學者、專家(含環檢所)
   共同提供意見

第三類檢測方法

執行單位遴選

委員會

確定執行單位

驗證

委員會

查核

執行單位
技術移轉
環檢所

•主持人相關經歷和經驗
•檢驗室人力、設備(含採樣設備)
•計畫書
•品保規劃書(提供基本要項)

•提供基本作業流程
     1.儀器設備之整理、整備
     2.建立檢量線
     3.執行品管樣品分析
     4.測定方法偵測極限
     5.進行真實樣品採樣分析
     6.干擾條件之探討
     7.進行建立樣品保存及穩定性之探討
    ※依照方法相關規定內容執行

•預計查核二次

期末報告審查會
 

 

 

圖 3-3  第二類檢測方法執行方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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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於 85 年 4 月初依據環保署空保處之需求順序以及尚未

驗證但已公告之第三類檢測方法而規劃為 86 年度計畫工作內容，由

環保署環檢所邀請國內學者專家召開多次討論會議後，而決定了本年

度之計畫內容如表 2-4。本計畫在 85 年 4 月 15、16 日兩天於經濟日

報及工商時報兩報上徵求有興趣之學者專家/單位，同時亦寄送約

100 份之工作內容說明通知至各學術研究單位及代檢測機構，並於 85

年 4 月 24 日召開計畫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說明會，說明此計畫執行

的規劃、方式及品保的要求。會後計有 12 位學者專家/單位於計畫要

求的期限內提報了工作計畫書及品保規劃書，表 4-1 為有意參與執行

之單位。 

    針對各學者專家/單位所提出之工作計畫書及品保規劃書，本計

畫於 85 年 6 月 28 日召開內部甄選評審委員會議，由委員評選出最合

適的參與計畫單位。再由本計畫通知入選之參與單位，依委員之意見

修正工作計畫書及品保規劃書。環保署環檢所亦於 85 年 7 月 23 日邀

請計畫品保評審委員，審查各驗證計畫內容，再由各驗證計畫主持人

依據各委員之意見修正計畫書及品保規畫書之內容。本計畫於 85 年

7 月底與環保署環檢所完成議價後，即正式展開計畫之工作，以下為

各工作成果之敘述。 

 

1、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 

    本計畫依環保署環檢所提出之需求，於本計畫內需建立的第三類

檢測方法為〝周界空氣中硫酸液滴檢測方法〞，是依據〝環保法令〞

中所建議的〝Determination  of  Airborne Sulfates，APHA 824〞

及〝Determination  of  chloride，Nitrate，and  Sulfate  in  

Atmospheric  Wet  Deposition by  Chemically  Suppressed Ion  

Chromatography，ASTM D5085-90〞兩篇參考方法進行編譯，作為國

內之公告方法。85 年 4 月 24 日公開說明會後，僅有中興大學謝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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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有意執行此草案編譯之工作，謝教授於 85 年度亦協助本計畫完

成多篇方法草案，並於同年度為環保署環檢所執行「煙道氣體中硫酸

液滴檢測方法」之驗證計畫，85 年 6 月 28 日的評審會議中，委員們

亦一致認為是最佳人選。 

     本計畫於委託謝教授執行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時亦提供了中英

名詞對照表，該方法之最新參考資料、公告方法之範本及已設定排版

格式之磁碟片。85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之一為編列了一份檢測方法中

英名詞對照表，此對照名詞主要是參考國立編譯館出版之「化學名詞」

與歷年來環保署公告方法中之名詞而編成，本年度計畫中將會繼續增

列，以期許第三類檢測方法之用詞用語能一致。85 年度計畫中許多

執行第三類檢測方法之學者專家，所提供之方法草案編排格式非常

亂，致使本計畫之工作人員花了許多時間於電腦的排版，因此本年度

於計畫執行之初即先提供公告方法的範本以及製作相同於環保署環

檢所公告方法列印格式之磁碟片，並要求務必以 Word 5.0 或 6.0 繕

打翻譯文及編譯文於此格式內，除了某些特殊之圖形外，一切之圖與

表均需製作於電腦檔中且需清晰無誤，以利於公告方法上網路，。 

    為保證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的品質，本計畫有負責審核第三類檢

測方法草案的內部工作人員，此審核人員主要負責方法翻譯文的內容

真實無誤、語意的流暢和詞語的一致以及編譯文的內容格式需相同於

國內環保署公告的格式、參考方法的編撰方式和圖表的清晰程度，各

方法經由負責人審核後再由計畫主持人複核，主要是複核編譯文內容

的正確與編撰方式，每位審查人員須填寫審查意見表，並將此審查意

見表送回原負責單位修正後才送交由環保署環檢所環境檢測標準方

法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指定的一位委員審查此翻譯文及編譯文，為縮

短審核作業時間，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已完成指定所有方法

之審議委員，表 4-2 為本計畫中第三類檢測方法的審議委員。審議委

員需將審查意見填寫於審查意見表，再由本計畫請原負責單位修正

後，送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備查，此備查程序是寄送原文與編譯文至

各委員，請各委員於接到方法後七日內提出修正意見並傳真至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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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再由原負責單位修正，最後由環保署環檢所召開標準方法審議會

討論此方法，直至修正無誤後再行公告。表 4-2 亦為第三類檢測方法

之進度表，此兩篇方法的翻譯及編譯是委託中興大學謝嘉峰教授執

行，於 85 年 11 月 4 日完成送交本計畫後，即由本計畫負責同仁進行

審查，但因此兩方法草案之翻譯文及編譯文無法達到標準方法審查委

員所強調的「信、達、雅」之境界，於 86 年 1 月 10 日退回原翻譯者

重新翻譯，又因謝教授身體不適住院，致使此兩方法進度落後，目前

此兩篇方法草案將可於86年6月28日的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議完成

審查。 

    本計畫於 85 年 11 月 14 日由環保署環檢所委託楊末雄教授及陳

榮顯博士至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執行第一次現場之計畫品保查

核，此次查核中，楊教授建議本計畫在審查第三類檢測方法之翻譯文

及編譯文時，能設計一表格由計畫內部之審查人員及指定的標準方法

審議委員各填寫一份評量表，不僅能評估原執行單位之能力亦兼具評

估計畫工作人員之內審能力，表 4-3 為所設計之評量表，由各審查人

員填寫後交本計畫整理。 

85 年度計畫中建立的第三類檢測方法，有數篇方法草案在送標

準方法委員審查時，卻有國外新版本 (1995) 的方法，致使提會審查

時，委員們皆一致認為應以最新版本建立第三類檢測方法，所幸受委

託之學者專家皆願配合重新以新版本之方法修訂之，針對此項問題，

在本年度計畫第一次品保查訪時，楊末雄委員及陳龍顯委員亦認為該

釐清此問題，經討論結果，認為計畫內容規劃之初，即應以當時之最

新資料簽約執行，若在計畫執行後，發現有更新的方法，則分為兩種

方式解決，一種方式為此方法是規劃之時未被發現，則應由工研院化

學工業研究所負責以最新方法編譯之；另一種方式是國外新公告方法

之時間是在簽約之後，則應請環保署環檢所另行補助經費重新編譯新

方法。 

 

2、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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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於 85 年 4 月 24 日召開計畫內容及執行說明會後，計有

11 位學者專家/單位提報了工作計畫書及品保規劃書，為使各驗證計

畫能由最合適的學者專家/單位執行，本計畫聘請了計畫內部甄選評

審委員，此委員是經由環保署環檢所同意的組合包含了環保署環檢所

委託計畫的徐仁鏤組長，技術組鄭資英組長，以及學術界於空氣檢驗

方面極有經驗的台大化學所何國榮，師大化學所吳家誠及清大原科所

楊末雄和羅俊光四位教授，於 85 年 6 月 28 日召開了「驗證計畫內部

甄選評審委員會議」，評審標準為：  計畫書與品保規劃書之內容；

曾經執行環保署環檢所計畫之績效及實績；  計畫主持人及工作

人員之能力；  實驗室儀器設備及  經費與時程，以確定合適的參

與學者專家/單位。其中清大楊教授與羅教授因事無法出席而提書面

資料，在此評審會中委員們依各計畫工作內容及其品保規劃而評選出

各驗證單位之優先順序，委員們亦提出合理之執行經費，本計畫參考

此建議經費而決定各驗證計畫之執行經費。其中「研訂空氣自動監測

儀器確認之準則」計畫，因其計畫書內容與環保署監資處執行之計畫

內容雷同，且在計畫經費有限之下而將此計畫暫不列入本年度計畫

內。在此評審會議後，由本計畫通知各有意參與之學者專家/單位，

並請排序第一的學者專家/單位，依委員之意見修正計畫書與品保規

劃書，表 3-1 為入選參與驗證計畫之學者專家/單位。本計畫工作人

員亦於 85 年 7 月中旬前與本計畫環保署環檢所之品保負責人顏春蘭

科長共同親赴各入選的驗證單位，實際了解各單位執行能力及意願和

各單位所擁有之儀器設備是否能真正驗證該方法，以使第二類檢測方

法建立能達到最佳的品質。 

    各驗證單位依本計畫內部甄選評審委員之意見修正計畫書與品

保規劃書後，環保署環檢所亦於 85 年 7 月 23 日邀請評審委員審查各

驗證計畫之工作內容、執行方式、時程與經費及品保規劃書的內容，

本計畫亦要求各驗證計畫主持人依評審委員之意見修正計畫書與品

保規劃書，各驗證計畫於 85 年 8 月初即正式展開計畫工作。 

    各驗證計畫除參考各國外之方法外，亦須參照環保署環檢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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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環境檢測標準方法驗證程序準則」進行驗證工作，環保署環檢所

為使本年度所有有關檢測之計畫主持人能徹底了解該驗證準則，而於

85 年 8 月 5 日假環訓所，召開「環境檢測標準方法驗證程序準則」

之說明會，由清大凌永健教授主講，本計畫亦請各參與驗證之計畫主

持人出席，期許經由此說明會，使各驗證單位之計畫主持人更加瞭解

此準則，以利驗證計畫之執行。 

    環保署環檢所並於 85 年 10 月 3 日假清華大學舉辦「八十六年度

環保署委託計畫檢測數據品保查核研習會」，在此研習會中說明品保

規劃書的撰寫方式、檢驗室如何執行品保品管及計畫品保/品管之查

核，本計畫亦請各驗證計畫主持人參與此說明會，主要目的是希望各

計畫主持人能有品保品管之共識，經由此兩次的說明會，參與驗證計

畫的單位皆能瞭解驗證計畫的過程及其品保品管的必要性，對本計畫

有非常大的助益。 

本計畫亦採用「環保署委託計畫檢測數據品保查核」之模式，

對每一驗證計畫進行兩次計畫品保與進度查核，此品保與進度查核亦

聘請一位相同於計畫期初審查之審查委員，赴計畫執行單位實際瞭解

各驗證計畫執行之進度與品保品管工作，第一次現場查核於 85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完成，第二次現場查核於 86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完成，

除了審查委員外，環保署環檢所技術組和本計畫工作人員亦同時出席

審查，表 4-4 為各驗證計畫之查核委員及查核時間表，附件一為各驗

證計畫之審查結果，其中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所執行之 2個驗證計

畫是請楊末雄教授及陳榮顯博士於查核總計畫時，一併委請兩位委員

審查，結果併於附件一中，表 4-5 為各驗證計畫品保與進度查核意見

摘要表。本計畫進行品保及進度查核之前皆以書面通知各驗證計畫主

持人準備 15 至 20 分鐘之簡報說明，之後由查核委員、環保署環檢所

技術組和本計畫工作人員與驗證單位就品保品管問題及技術、經驗上

交換意見，並作成附件一查核表中之建議事項，各驗證單位皆能接受

委員之建議著手進行實驗設計、技術及報告上的修正和驗證結果深入

的探討，而對品保查核意見的執行情行皆詳述於各驗證計的期中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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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報告中。 

    本計畫於 85 年 11 月進行第一次品保與進度查核及 86 年 3 月進

行第二次品保與進度查核前，亦要求各驗證計畫於 85 年 10 月 20 日

及 86 年 2 月 28 日前繳交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作進度報告，經由總計畫

彙整後於 85 年 11 月及 86 年 3 月初呈送至環保署環檢所。藉由此工

作進度報告可瞭解各驗證計畫執行狀況及其可能遭遇的問題，如此本

計畫工作人員可掌握各驗證計畫之進度並可適時地能與驗證單位溝

通尋求問題解決的辦法，或可於 85 年 11 月及 86 年 3 月的現場品保

與進度查核時能適時地提出請審查委員提供可行之方案。 

方法驗證成果及技術移轉至環保署環檢所是各驗證計畫的重點

工作之一，各驗證計畫皆依照工作進度安排 2 至 3 次技術移轉課

程，由環保署環檢所選派具備該方法之分析背景人員進行技術移轉工

作，本計畫成員亦共同參與，瞭解整個過程並進行技術及驗證經驗上

的交流，期使方法技術能順利移轉至環保署環檢所，各驗證計畫技術

移轉時間和環保署環檢所參與人員如表 4-6 所示。第一次技術移轉的

內容基本上是以採樣設備組裝及操作、分析儀器操作及建立最佳分析

條件、標準品配製、樣品前處理等技術為主，第二次技術移轉內容則

進行真實樣品採樣、真實樣品前處理及上機分析、數據處理等和盲樣

考核。本計畫在第二次技術移轉前以書面通知各驗證計畫及環保署環

檢所參與人員，在進行技術移轉工作的同時，由計畫執行單位配製一

盲樣交由參與技術移轉之環保署環檢所人員進行分析，必須進行至少

二重覆分析，由三組數據計算平均回收率及精密度，所得之結果希望

能與驗證計畫研究人員之分析結果或配製值作一比較，必須符合計畫

中訂定之準確度及精密度範圍內，以落實技術移轉工作。本計畫亦執

行技術移轉評量工作，考評驗證單位在技術移轉前的準備工作、過程

的安排與儀器設備的準備狀況、執行單位的經驗及能力、盲樣及具體

成果之考核等，藉以督促驗證計畫單位確實執行技術移轉工作。 

各驗證計畫執行皆已告一段落，本計畫要求各驗證計畫撰寫之

期末報告格式一致，因此以書面通知各驗證單位，期末報告以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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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或 6.0 繕打，字體採用全真楷書或華康中楷 14，章節抬頭 16，

並附上參考格式如表 4-7 所示，及提供方法簡要資料表和標準公告方

法草案範例作為撰寫參考。各計畫皆已提出期末書面報告茲就各計畫

執行成果在此作摘要說明，並就方法適用性、執行成果、經費分配及

技術移轉等議題提出本計畫的建議。 

 (1)「煙道排氣中醛類檢測方法之驗證與研究」計畫由樹德工專吳健

銘老師負責執行，該計畫驗證之方法是JIS K0303「煙道排氣中

甲醛的測定」(簡稱 AHMT 吸收光譜法)及 NIEA A711.1 譯之「煙

道排氣及周界空氣中 C1 至 C5 醛類 DNPH 衍生物之高效能液相層

析測定法」(簡稱 DNPH-HPLC 方法)等兩種方法。AHMT吸收光譜

法是利用硼酸溶液吸收氣體樣品中的甲醛；先將溶液鹼化，並加

入 AHMT(4-Amino-3-hydrazino-5-mercapto-1,2,4-triazol) 試

劑，使其顯色，在波長 550 nm 下，測量其吸光度。DNPH-HPLC 方

法 是 排 氣 中 的 醛 類 被 含 有  2,4- 二 硝 基 代 苯

(2,4-Dinitro-phenyldrazine，DNPH)溶液之吸收瓶所捕集，生

成的DNPH 衍生物經萃取、濃縮後，以逆相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

進行分離及定量。 

甲醛 AHMT 吸收光譜法中，標準液態甲醛溶液檢量線與標準

氣態甲醛檢量線線性相關係數均在 0.999 以上，且氣態甲醛之回

收率±標準偏差百分率為 98.2±2.0％。液態甲醛標準品經重覆分

析測得其精密度是 1.8±2.9％(相對誤差百分率±標準偏差)，而查

核樣品之回收率±標準偏差百分率為 103.9±7.3％，顯示液態甲醛

之檢量線適用於氣態甲醛之定量，本方法之方法偵測極限為

0.072 ppm。煙道排氣中的水氣，氮氧化物不會造成測試甲醛之

干擾，而排氣中的乙醛、丙酮及對甲苯甲醛亦不會造成干擾。因

此，煙道排氣中甲醛之分析測試，AHMT 吸收光譜法值得推薦採取。 

液態醛類DNPH衍生物之檢量線的線性相關係數皆在0.996以

上，而氣態醛類檢量線之線性相關係數在 0.780 至 0.999 之間，

各種醛類回收率在 81至 125％ 之間，方法偵測極限以異戊醛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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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b 最低，正戊醛 51.5 ppm 最高，氮氧化物及二氧化硫在 500 ppm

以內不會造成干擾。煙道模擬採樣回收率以異戊醛 125％最高，

甲醛 93.1％最低。分析過程中主要之干擾來自吸收液中的不純

物，因此要使用純度 99.9％以上分析試藥級之試劑，DNPH 以氰

甲烷為溶劑配成之吸收液所受之干擾最小，分析之甲醛、乙醛、

丙烯醛(Acrolein)、丙醛(Propionaldehyde)、2-丁烯醛、正丁

醛、異丁醛、正戊醛、異戊醛、苯甲醛、鄰甲苯甲醛、間甲苯甲

醛、對甲苯甲醛、正己醛等 14 種醛類化合物，正丁醛與異丁醛

無法以 HPLC 加以分離，而鄰、間、對-甲苯甲醛分離效果較差。

實際煙道採樣中，醛類 DNPH-HPLC 法測得之甲醛與 AHMT 吸收光

譜法測得甲醛含量，相對誤差在 5.6％以內。 

此計畫驗證之兩種方法，甲醛 AHMT 吸收光譜的精密度與準確度

結果皆相當良好，方法偵測極限也低至 0.072 ppm，同時不受氮氧化

物、乙醛、丙酮及甲苯甲醛的干擾，顯示方法適用性極高，可作為排

放管道中甲醛檢測方法之第二類公告方法。DNPH-HPLC方法，醛類化

合物與DNPH形成衍生物後，使用HPLC分離定性定量，同時可測定甲

醛、乙醛、丙烯醛、、等共 14 種醛類化合物，雖然正丁醛與異丁醛

無法以HPLC分離，而鄰、間、對-甲苯甲醛分離效果較差，但可統一

以丁醛及甲苯甲醛定量和出具報告，不影響其適用性，此方法亦可提

昇為第二類公告方法。 

樹德工專吳健銘老師執行此計畫相當用心且踏實，深受品保查核

委員與本計畫工作人員的讚賞及肯定，其執行成果亦相當豐碩，尤其

是以 90 萬元的經費驗證兩種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及 14 種醛類化合

物更是難人可貴，其必須使用煙道採樣組裝，分光光度計及 HPLC 等

儀器，整個驗證程序的實驗次數至少 62 次，樣品數至少 194 個，

再加 3 次煙道真實樣品採樣檢測及 2 次技術移轉工作等，此一計畫

經費應屬偏低甚多。   

在技術移轉方面，吳老師實驗室事前準備皆很完善，儀器設備都

可正常操作使用，課程內容及時間的安排恰當，而環檢所參與人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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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此方法的檢測技術及能力，並有高度學習興趣，維一缺憾是技術

移轉過程僅進行真實樣品分析，並未執行盲樣考核，技術移轉整體成

果良好。 

(2)「煙道排氣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證與研究」計畫由成

大蔡俊鴻教授負責執行，該計畫驗證之方法是 USEPA Method 18 

之組合型採樣袋採集方式，以採樣袋採樣氣體並即刻攜回實驗室

以氣相層析儀(GC)/火焰離子化偵測器(FID)進行定性定量分

析。此外，吸附劑採樣法之適用性亦進行初步探討，並以現場採

樣真實樣品進行分析，確認檢測方式之可用性。 

       針對 12 種揮發性有機物作為研究對象，包括丙烯晴、二氯

甲烷、反-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順-1,2-二氯乙烯、1,1-

二氯乙烯、1,1,1-三氯乙烷、四氯甲烷、四氯乙烯、氯苯、乙苯

及苯乙烯，配合去年度 6 種揮發性有機物分析方法之驗證成果，

總共進行 18 種化合物之驗證。驗證結果顯示，18 種化合物檢

量線之相關係數均大於 0.995，各化合物之方法偵測極限皆符合 

Method 18 所規範（1ppm），且各成份之準確度及精密度皆小於 

Method 18 所要求 10％ 及 5％ 範圍。進行樣品保存期間之衰

減效應試驗結果顯示，樣品保存 24 小時後，丙烯晴、苯乙烯成

份可能會衰減 13 至 23％。此外，研究顯示吸附劑採樣法能將

高沸點 VOCs 成份先行補集於吸附劑，避免其直接進入採樣袋而

隨廢氣凝結水冷凝於採樣袋內壁，適合於高濕度且較低VOCs 濃

度之煙道廢氣之採樣分析。 

此計畫驗證之 Method 18 採樣袋檢測方法，所得之品保品管數

據皆符合原方法之要求，驗證之氣態有機化合物共 18 種，其保存期

限測試結果顯示 24 小時後，丙烯晴及苯乙烯有明顯之衰減，其餘尚

稱良好，保存期限雖不長，Method 18 仍適用於此計畫 18 種氣態有

機物，而本方法應可適用於其他氣態有機物，建議公告為第二類檢測

方法時，可將適用範圍放寬，除了明列 18 種化合物外，只要實驗室

提供其他待測之氣態有機物的品保品管數據符合公告方法的要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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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允許使用本方法檢測其他氣態有機化合物。至於保存期限應從嚴認

定，以避免化合物在採樣袋中因時間及其他干擾（如水氣）等因素影

響，降低檢測準確度。執行此一檢測方法時，若樣品無法在保存期限

內送回實驗室完成檢測工作，可將儀器（GC/FID）搬運至採樣現場或

附近，採樣後立即檢測，就可克服保存期限的問題。 

此計畫亦探討吸附劑採樣法，測試 Tenax 吸附管，證實其適合

於高濕度且較低 VOCs 濃度之煙道廢氣的採樣分析。驗證之 Method 

18 採樣袋檢測方法，其適用濃度在 1 ppmv 以上，屬於最高濃度的

檢測方法，此方法應專注於高濃度廢氣檢測，而高濕度低濃度（低於 

1 ppmv）煙道排氣，可採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採樣組裝（VOST）採樣

配合 GC/MS 檢測方法，如此兩種檢測方法各司其職，搭配應用，即

可涵蓋煙道排氣中大部份氣態有機化合物其濃度在 0.1 ppbv 以上之

檢測工作。 

此計畫除了完成驗證程序所需的檢測工作外，亦探討了不同水氣

含量，不同待測物濃度的衰減效應，也探討了 Tenax 吸附管的適用

性，增加了許多研究性質的工作。其驗證了 18 種氣態有機化合物，

實驗次數至少 40 次，樣品數至少 120 個，再加上 3 次煙道真實樣

品的採樣檢測及 2 次技術移轉工作，並購買標準氣體作為品管樣

品，總經費 150 萬元，應屬適當。    

在技術移轉方面，蔡教授實驗室事前準備皆很完善，儀器設備可

正常操作使用，課程安排包含了真實樣品採樣訓練，標準品配製、真

實樣品分析、數據整理及盲樣測試等相當充實，環檢所參與人員具有

良好能力及經驗，技術移轉成果相當豐碩。 

(3)「煙道排氣中自動監測總有機物含量之驗證與研究」計畫由工研

院賴慶智博士負責執行，該計畫驗證之方法是USEPA Method 

25A，並根據我國法令之需求，建立本土化之非甲烷碳氫化合物

（Non-Methane THC，NMTHC）自動監測方法。此方法是以 GC/FID 

儀器自動監測煙道排氣中總碳氫化合物 (THC)及非甲烷碳氫化

合物之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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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方法採用脈衝式進料之方式，可同時測得樣品中之THC 

濃度及甲烷濃度，並以其差值求出 NMTHC 濃度。分析一個樣品

所需之時間為 1 分鐘，可測得 THC 之方法偵測極限為 0.19 ppm 

as Methane；甲烷之方法偵測極限為 0.079 ppm as Methane。

本土化方法與 25A 方法搭配 Online FIA 以某汽車製造業烤爐

廢氣進行比測時，本土化方法與方法 25A 之比測回收率為 105

％ 至 118％，其一致性令人滿意。同時以汽車製造廠烤爐廢氣、

汽車製造業噴漆房廢氣、電子半導體製程廢氣、PU合成皮業乾式

製程廢氣、PU合成皮業濕式製程廢氣等 5 種實際污染源探討樣

品傳輸管加熱保溫之必要性時，發現此類廢氣樣品應無保溫之必

要性，無保溫之長管測值比上短距離進樣測值之回收率平均值，

除了PU合成皮業濕式製程廢氣為 77％ 之外，其餘之回收率平均

值為 86％ 至 114％。利用實際污染源每日查核檢量線之結果，

驗證本方法之精密度為 6.6％；平均回收率在 88％ 至 114％之

間。 

自動監測總碳氫化合物在 USEPA Method 25A 原方法是採用 

Online FIA ，但此項儀器在國內不普遍，經此計畫驗證及方法本土

化後，建立以 GC/FID 儀器可同時監測 THC 及 NMTHC 之檢測方法，

而 GC/FID 有國產的設備，在應用性、普遍性及價格上都比 FIA來得

實用及經濟，有利於檢測方法的推廣及應用，而且驗證結果顯示，本

土化方法與 Online FIA 方法對真實樣品比測的結果相近。本土化方

法分析一個樣品所需時間為 1 分鐘，其精密度為 6.6％，平均回收

率在 88％ 至 114％ 之間，結果相當良好，應用在多種製程廢氣的

監測結果也都相當準確，尤其是也可以應用在高濕度的廢氣檢測，應

用性相當廣泛。 

此計畫除了執行方法驗證所需的檢測工作外，也將國產的 

GC/FID 組裝成 THC 及 NMTHC 自動監測儀器，建立了本土化自動監

測方法，並完成驗證工作，執行成果具開創性及實用性。本計畫的實

驗次數至少 35 次以上，由於每分鐘可分析 1 個樣品，因此樣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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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計數，再加上 5 個製程廢氣真實樣品的監測工作，每個製程至

少連續監測 3 天，及執行樣品是否需保溫的測試工作，在材料上耗

用甚多，以其 110 萬的經費，應屬偏低。 

在技術移轉方面，化工所已作好事前準備，儀器設備也處於正常

操作態度，由於此驗證計畫是自動監測設備，環檢所尚未擁有，因此

技術移轉過程中自動監測設備作了詳畫的說明，環檢所參與人員亦有

高度的興趣和良好的配合，並進行實廠採樣分析訓練及盲樣考核，對

技術移轉工作相當滿意。       

(4)「煙道及周界空氣中酚及甲酚檢測方法之驗證與研究」計畫由輔

大陳壽椿教授負責執行，該計畫驗證之方法是 JIS K0866 及

USEPA TO-8，JISK 0866 是煙道排氣中酚類檢測方法，其中包括

紫外光吸收光度法，4-Aminoantipyrine 比色法，及氣相層析法。

USEPA TO-8 是周界空氣中酚及甲酚檢測方法，此方法係利用 

0.1N NaOH 吸收液捕集空氣中酚類化合物，經調整吸收液 pH值

後，以逆相 HPLC 分析紫外光偵測器測定。 

執行方法 JIS K0866 紫外光吸收光度法驗證時，煙道排氣

中的待測物以去離子水捕集，並在波長 270 nm 之紫外光量測

吸收液的吸光度，檢測總酚的濃度。當排氣採樣體積為 10 L 

時，此方法之偵測濃度範圍為 1 至 50 ppmv。五次不同天重覆

分析之準確度在 84.1％ 至 104.0％之間，精密度為 5.3％。 

    JIS K0866 安替比林比色法驗證時，改為 0.4％（v/v）NaOH

為吸收液採集煙道排氣中的酚類化合物，於 pH=10 的條件下使

吸收液與4-氨基安替比林（4-aminoantipyrene，0.2％，w/w）

溶液及赤血鹽（0.4％，w/w）溶液反應生成紅色溶液，並以波

長為 503 nm 之可見光量測其吸光度，以原方法提供之公式求

總酚類的濃度。當排氣採樣體積為 10 L 時，酚類濃度偵測範

圍在 1 至 20 ppmv。五次不同天重覆分析之準確度在 79.2％ 

到 92.1％之間，精密度為 3.8％。 

 JIS K0866 氣相層析法驗證時，煙道排氣中的待測物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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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aOH 作為吸收液採集酚類化合物，隨即以 6 N HCl 酸化並

以二氯甲烷萃取經質子化之酚類化合物。再以氣相層析儀/火焰

離子化法偵測器（GC/FID）分析，以量測酚及甲酚的含量。取

樣體積為 10 L 時，氣相層析法適用於酚類濃度為 1 至 300 

ppmv 之檢測。五次不同天重覆分析之準確度在 72.6％ 到 

101.5％ 之間，精密度為 2.1 到 6.4％之間。 

USEPA TO-8 高效能液相層析法驗證時，係利用 0.1 N NaOH 

吸收液採集周界空氣中的酚及甲酚化合物，經過 4℃ 保存及調

整 pH 至 4.0 以下，注入逆相 HPLC 中分離並以波長為 274 nm 

之 UV-Vis 偵測器偵測。此方法之偵測極限較比色法及氣相層

析法為低，取樣體積為 60 L 時，偵測極限範圍在 1 至 5 ppbv 

之間。五次不同天重覆分析之準確度在 90.3％ 到 99.7％ 之

間，精密度為 0.8 至 1.5％之間。 

此計畫共執行 4 種檢測方法，2 種化合物酚及甲酚的驗證工

作，其中煙道排氣檢測方法共有 3 種，以氣相層析法適用性較高，

可分別量測酚及甲酚的含量，採樣體積 10 L 時，樣品若不稀釋，濃

度範圍在 1 到 300 ppmv 之間，而且精密度與準確度都相當良好，

另外兩種方法其缺點在於無法分辨酚及甲酚各別濃度，而適用範圍也

較小，但精密度與準確度也都相當良好，操作及儀器設備使用上要比

氣相層析法來得簡易，對檢測總酚的含量是相當可行的方法。至於周

界檢測方法，其偵測極限可達至 5 ppbv，使用 HPLC 可分離酚及甲

酚並分別定性定量之，精密度與準確度相當良好適用極高，可公告為

第二類檢測方法。 

此計畫採用之儀器設備有煙道採樣組裝、氣相層析儀、液相層

析儀及分光光度計法，共驗證 4 種檢測方法，實驗次數至少 124 次，

樣品數至少 368 個，再加上 3 個煙道排氣真實樣品採樣檢測及 2 次

技術移轉工作，總經費 110萬，應屬偏低。   

在技術移轉方面，陳老師實驗室有事前充份準備，儀器設備也

都保持在良好的狀態，在課程內容及時間安排上，由於驗證計畫本身

 38



 

包含了 4 種檢測技術，時間上略顯不足，且未安排採樣訓練，但實

驗室具有良好的技術及能力，並配合環檢所參與人員優秀的經驗，整

體技術移轉成果尚佳，唯未進行盲樣考核。 

(5)「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之驗證」計畫由工研院朱漢

文副研究員負責執行，該計畫驗證之方法是 USEPA TO-14（1991

年草案），此方法係利用不鏽鋼採樣筒 (Canister) 以隨機採樣

或定流量方式採取周界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後，以液態氮為

冷凍劑濃縮一適量樣品體積後再經熱脫附注入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測定樣品中61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USEPA TO-14（1991草案）原方法可適用於 61 種空氣中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但經驗證發現在 61 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中乙

烯醋酸酯（Vinyl acetate）利用此分析方法其回收率不佳；而

真實樣品中二氧化碳對自動搜尋定量結果會有影響，必需使用手

動定量方式解決此問題；在分析過程中若使用除水系統，則對高

沸點之化合物 1,2,4-三氯苯（1,2,4-Trichlorobenzene）及六

氯丁二烯（Hexachlorobutadiene）的回收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此研究計畫建立之準確度與精密度，除了乙烯醋酸酯

(Vinyl acetate)的回收率較差，其準確度 57.8％ 至 121.3％，

精密度 17.7％；其它 60 種化合物的準確度皆在 73.9％ 至 

117.4％ 之間，而精密度皆在 11.3％ 之內，原方法之要求，準

確度範圍是 70.0％ 至 130.0％，精密度在 ±25％ 之間。品管

樣品之回收率範圍在 71.4％ 至 119.7％ 之間；方法偵測極限

約為 0.1 ppbv 至 1.5 ppbv 之間。針對國內三種不同行業的工

廠，進行周界空氣採樣及分析，證實本方法適用於各工廠周界空

氣之檢測，且相當實用，應可公告作為第二類標準檢測方法。 

US EPA TO-14 檢測方法適用範圍相當廣泛，對周界及大氣中 61

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皆可適用，雖然驗證結果對乙烯醋酸酯及部份高

沸點化合物的回收率偏低，但絕大部份化合物的準確度範圍皆在 

73.9％ 至 117.4％ 之間，而精密度皆在 11.3％以內，方法偵測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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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達 0.1 ppbv，其實用性相當良好。使用之儀器是氣相層析質譜

儀附上吹除/脫附（Purge ＆ Trap）裝置，採樣設備為不銹鋼筒，同

時購買 61 種揮發性有機物標準氣體作為檢量線標準品及 31 種揮發

性有機物標準氣體作為品管樣品，在材料費及儀器維修護費上支出甚

多，其經費 180 萬，尚稱適當。 

在技術移轉方面，化工所已作好事前準備，儀器設備皆可正常操

作，課程內容安排上，包含了真實樣品採樣、儀器操作說明、盲樣考

核等等，而環檢所也已建立設備及技術，在事後亦持續與化工所聯繫

進行盲樣測試，技術移轉成果相當良好。 

  

3、85 年度計畫完成的方法草案公告 

     85 年度計畫中所完成的第三類檢測方法已於 85年 6月 29日前

完成審查，某些方法草案於計畫執行中因有新版本(1995 年)之國外

參考方法及某幾篇方法草案內容尚不詳實，因此此類方法草案尚需於

本年度內修正完成，表 4-8 為 85 年度計畫中完成但需修正重新提審

之方法草案及其進度表，各方法草案已依審查會議之意見修正後並送

環保署環檢所公告。表 3-3 為 85 年度計畫中所完成的第二類檢測方

法草案需在本年度內經由本計畫工作人員審核，由驗證單位依意見修

正後，再送環保署環檢所指定之兩位環境檢測標準方法審議委員審

核，驗證單位依意見修正後才可提審委員會，表 4-9 為 85 年度計畫

中所完成的第二類檢測方法草案審核委員及其進度表，其中「空氣中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驗方法驗證-不銹鋼採樣瓶/氣相層析質譜法」

之計畫於本年度正進行第二年延續性驗證計畫，85 年度所完成的方

法草案於提標準方法審議委員備查時，環保署環檢所二組建議待本年

度完成方法驗證，並修正成完整之方法草案後再重新審查。 

至於「排放管道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檢測方法-半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採樣組裝/氣相層析質譜法」及「空氣中多環芳香族碳

氫化合物檢測方法-高量採樣器/氣相層析與高效能液相層析質譜

法」兩驗證方法草案，因原驗證單位所完成的草案較不完整，致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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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作業較費時，目前此兩草案已送標準方法審議委員審查中，將可於

86 年 6 月 28 日的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議完成審查；此兩草案編撰方

式主要是以已經標準方法審議委員審查通過之第三類方法為架構，將

驗證所得的結果修正於第三類方法中，因第三類方法尚未由環保署公

告，且驗證方法草案即將提會審查，因此建議此兩個第三類方法暫保

留不公告，等驗證方法草案通過後以第二類方法公告之。 

 

4、新公告檢測方法推廣 

    本年度計畫於期初、期中審查時，各評審委員建議邀請參與驗證

計畫成果優良的單位於「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中發表論

文，將驗證技術及其結果於研討會中報告，表 4-10 為第十一屆環境

分析化學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主題及發表單位，期使國內環境檢測

機構能瞭解各公告方法，並能推廣應用進而促使各檢測機構申請認

證，達到輔助政府推動環保法規之目的。   

 

  

 

 

 

 

 

 

 

    

 

表4-1  有意參與執行86年度計畫之單位 

 

(一)第三類方法建立 

類別 項  目 參考方法 參與甄選單位

周界空氣手動檢

測 

硫酸液滴(Surfuric acid 

Drops) 

1、APHA 824 

2、ASTM Vol. 

11.3,p.603 

中興  謝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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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方法建立 

類別 項  目 參考方法 參與甄選單位

 甲醛(Formaldehyde) NIEA 711.1譯

(HPLC 法)及 JIS

K0303(吸光度

法) 

輔大   史慶瑜

樹德   吳健銘

嘉南   李美貴

亞太   翁瑞麟

 

 

 

煙道空氣

手動檢測 

苯(Benzene)、甲苯(Toluene)、 

二甲苯(Xylene)、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ner)、苯乙烯 

(Styrene)、1,2-二氯乙烷

(1,2-Dichloroethane)、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乙苯(Ethyl 

Benzene)、氯苯(Chlorobenzene)、

1,1-二氯乙烷

(1,1-Dichloro-ethane)、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二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1,1-二氯乙

烯(1,1-Dichlorethylene)、四氯甲烷

(Carbon Tetrachloride)、1,1,1-三

氯乙烷(1,1,1-Trichloroethane)、丙

烯(Propylene)、1,3-丁二烯

(1,3-Butadiene)、氯丙烷

(Chloro-propane)、氯丁二烯

(Chlorobutadiene)、二氯丙烷

(Dichloropropane)、1,2-二氯乙烯

(1,2-Dichloroethlene)、溴甲烷

(Bromomethane)、氯甲烷

(Chloromethane)、環氧丙烷

(Propylene Oxide) 

USEPA Method 

18(採樣袋及吸

附管法 - 活性

碳、Tenax、

XAD-2) 

成大   蔡俊鴻

 

煙道空氣

自動監測 

煙道空氣中總有機物含量 USEPA Method 

25A 

輔大   劉希平

工研院 賴慶智

 

表4-1  有意參與執行86年度計畫之單位(續) 
 

類別 項  目 參考方法 參與甄選單位

煙道及周

界空氣手

動檢測 

酚（Phenol）及甲酚（Cresol） JIS K0086 及 

USEPA TO 8 

輔大   陳壽

椿 

自強社 張祖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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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界空氣

手動檢測 

二氯二氟乙烷(Freon 12) 

二氯四氟乙烷(Freon 114) 

溴甲烷(Methyl Bromide) 

三氯一氟甲烷(Freon 11) 

1,1-二氯乙烯(Vinylidene 

Chloride) 

三氯三氟乙烷(Freon 113) 

順-1,2-三氯乙烯

(cis-1,2-Dichloroethylene) 

1,2-二氯丙烷

(1,2-Dichloropropane) 

順-1,3-二氯丙烯

(cis-1,3-Dichloropropene) 

反-1,3-二氯丙烯

(trans-1,3-Dichloropropene) 

1,1,2-三氯乙烷

(1,1,2-Trichloroethane) 

1,2-二溴乙烷(1,2-Dibromoethane) 

乙基苯(Ethyl Benzene) 

苯乙烯(Styrene) 

1,3,5-三甲基苯

(1,3,5-Trimethylbenzene) 

1,2,4-三甲基苯

(1,2,4-Trimethylbenzene) 

 氯甲苯(Benzyl Chloride) 

1,2,4-三氯苯

(1,2,4-Trichlorobenzene) 

六氯丁二烯(Hexachlorobutadiene) 

USEPA TO 14 工研院 朱漢

文 

研訂空氣自動監測儀器確認之準則                           瑩諮  周世英

編撰歷年環保署環檢所完成之計畫且已移至三組之方法草案 

 

 

 

 

 

表 4-2  86 年度第三類檢測方法審議委員及進度表 

         製表日期：86/9/5 
 

方法名稱 完成初稿 內部審核 預定完

成內審

外部審議

委員審查

方法審議委

員會備查 

提會審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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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界空氣中檢

測硫酸液滴 

85/11/4 

中興大學 

86/1/10 86/4/28 86/5/20 86/5/30 86/6/10 依審議會

議意見修

APHA 824及  謝嘉峰   翁秀蕙   正中 

ASTM VO1.11.3 

D50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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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第三類檢測方法之品質評量表 

 

方法名稱： 

參考方法： 

  翻譯者： 

  編譯者： 

內部審查： 

 
      項      目 優 佳 良 可 劣

譯文之正確性      

文句之通順性      

譯文內名詞之一致性       

方法草案內容與原文內參考方法內容的貫通性      

方法草案格式與 NIEA 公告格式之符合度      

圖表的清晰度      

 

 註：優：90〜100 分 

     佳：80〜  90 分 

     良：70〜  80 分 

     可：60〜  70 分 

     劣：低於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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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驗證計畫現場查核之查核委員及查核時間表 

 

方  法  名  稱  執行單位 查核委員 第一次查核時間 第二次查核時間

1. 煙道排氣中醛類檢測方法之驗 

證與研究 

樹德工專  

吳健銘 

吳家誠教授

 

 85/11/20  86/4/8 

2. 煙道排氣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

之驗證與研究(苯乙烯、乙苯、氯苯、

1,1-二氯乙烷、四氯乙烯、二氯甲烷、

1,1-二氯乙烯、四氯甲烷、1,1,1-三氯

乙烷、1,2-二氯乙烯、丙烯晴、1,3-丁

二烯*) 

成大環工所

蔡俊鴻 

何國榮教授  85/12/9   86/3/24  

3. 煙道排氣中自動監測總碳氫化合物含

量之驗證與研究 

工研院  

賴慶智 

楊末雄教授

陳龍顯博士

 85/11/14  86/4/1 

4. 煙道及周界空氣中酚及甲酚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研究 

輔大化學所

陳壽椿 

吳家誠教授  85/11/29  86/4/8 

5.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

之驗證與研究(二) (丙酮、乙晴、丙烯

醛、丙烯晴、苯、氯甲苯、二氯一溴甲

烷、溴甲烷、1,3-丁二烯、2-丁酮、四

氯化碳、氯苯、二氟一氯甲烷、氯乙烷、

氯仿、氯甲烷、3-氯-1-丙烯、二溴一氯

甲烷、1,2-二溴乙烷、1,2-二氯苯、1,3-

二氯苯、1,4-二氯苯、二氯二氟甲烷、

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

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

氯乙烯、1,2-二氯丙烷、順-1,3-二氯丙

烯、反-1,3-二氯丙烯、1,2-二氯

-1,1,2,2-四氟乙烷、乙基苯、庚烷、六

氯丁二烯、己烷、甲醇、二氯甲烷、甲

基-丙烯酸酯、4-甲基-2-戊酮、a-甲基

苯乙烯、辛烷、正-戊烷、丙烯、苯乙烯、

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甲苯、

1,2,4-三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三氯一氟

甲烷、1,1,2-三氯-1,2,2-三氟乙烷、

1,2,4-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乙

烯醋酸酯、氯乙烯、鄰,間,對-二甲苯、

氯丙烷) 

工研院  

朱漢文 

楊末雄教授

陳龍顯博士

 85/11/14  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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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各驗證計畫第一次及第二次品保與進度查核意見摘要表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第一次及第二次意見摘要 

一、 煙道排氣中

醛類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

研究 

樹德工專 

吳健銘 

1.進度合理，期中成果已見豐碩，令

人欣慰。 

2.未來採樣時，衍生物對待測物之採

樣效率應加以研究。 

3.建議未來MDL應用氣體樣品為之。

  1.品管品保工作大致達成預期要

求，值得嘉許。 

2.整體之方法仍宜針對實樣氣體為

分析之對象來進行，計畫成果可更

實際。 

3.AHMT法之干擾測試，方法中有其他

醛類如乙醛、丙醛等之干擾，考慮

進行測試。 

二、 煙道排氣中

氣態有機化

合物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

研究 

成大環工系 

蔡俊鴻 

1.建議先作檢量線查核(使用標準氣

體)再作準確度及精密度之實驗。

2.建議尋找不需使用Cool Oven之層

析條件。 

3.偵測極限宜有查核之動作。 

  1.吸附劑採樣請考慮Breakthrough,

  Volume,Loading Capacity, 採樣

流速，溫度，吸/脫附效率等因素。

2.VOCs 建議訂出檢量線查核之標準。

3.建議測試過飽和水份對檢測方法

(包括採氣袋及吸附劑）之影響。

4.準確度和精密度宜說明濃度及分

析次數。 

 

 

表4-5 各驗證計畫第一次及第二次品保與進度查核意見摘要表(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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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第一次及第二次意見摘要 

三、 煙道排氣中

自動監測總

碳氫化合物

含量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 

工研院化學工

業研究所 

賴慶智 

1.現場實測結果回收率偏高，建議尋求

原因，是儀器誤差或標準氣體配製原

因。 

2.儀器Daily check步驟與可接受標準，

建議列入方法附件。 

    研究  1.自動監測儀之功能需求測試項目如零

點偏移、相對準確度、校正誤差之查

核數據，請再查核並考慮查核頻率。

2.針對原方法之修正部份，應提出驗證

數據以作為修正之依據。 

3.建議將數據擷取之規定納入方法中。

4.B 級計畫中的數據準確度查核，一般

均採用添加分析或標準氣体分析，請

說明在本計畫中無法執行的原因。 

四、 煙道及周界

空氣中酚及

甲酚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

研究 

輔大化學系 

陳壽樁 

1.品保品管做法頗能配合原規劃書之要

求，值得嘉許。 

2.層析分離解析度之有效情況仍可再努

力。 

3.準確度之確定，建議以Certified之液

體配成Gaseous Standards來確認。 

  1.建議盲樣測試、績效查核宜用氣態之

盲樣或液態盲樣氣化完全而為之。 

2.實地採樣之記錄與採樣點之相關資料

應完整，未來以便於Truble shooting

相關工作。 

3.1,4-Aminoantipyrine 法盲樣測試回

收率較低，可能是樣品放置時間不同而

使吸光值變化。 

 

 

表4-5  各驗證計畫第一次及第二次品保與進度查核意見摘要表(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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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第一次及第二次意見摘要 

五、 空氣中揮發

性有機化合

物檢測方法

之驗證與研

究(II) 

工研院化學工

業研究所 

朱漢文 

1. 分 析 人 員 Qualification 或分析

Real Sample之實驗室內部QA/QC步

驟，建議列入方法附件。 

2.針對原方法設定之品管目標(精密

度，偵測極限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作

驗證，若無法達成則需作進一步的探

討，並提出修正或改善的辦法。 

3.對Canister清洗部份，未來請詳細

說明其進行步驟。 

  1.依目前結果顯示樣品保存4〜7天，

即可能影響分析結果，請考慮是否需

修正樣品保存期限。 

2.MDL 有效數字位數請考慮調整。 

3.人員能力測試對部份 Compounds 之

回收率約 85％，請檢討原因。 

 

 

 

 

 

 

 

 

 

 

 

 

 

 

 

表4-6  驗證計畫技術移轉之時間和環保署環檢所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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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技術移轉人員 第一次時間 第二次時間

1. 煙道排氣中醛

類檢測方式之驗

證與研究 

樹德 吳健銘 郭峰志 85/12/11 86/4/29~30

2. 煙道排氣中氣

態有機化合物檢

測方法之驗證與

研究 

成大 蔡俊鴻 王振興 86/1/28 86/4/29~5/1

3. 煙道排氣中自

動監測總碳氫化

合物含量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研究 

工研院 

賴慶智 

郭清河 85/11/29 86/4/11 

4. 煙道及周界空

氣中酚及甲酚檢

測方法之驗證與

研究 

輔大 陳壽椿 雷一弘 86/1/29 86/5/7~8 

5. 空氣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檢測方

法之驗證與研究

(II) 

工研院 

朱漢文 

郭安甫 86/3/6 

 

86/3/27 

86/4/2 

86/4/14 

 

 

 

 

 

 

 

 

 

 

 

表 4-7 期末報告撰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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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方法驗證簡要資料表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執行方式 

 

第三章    驗證方法建立 

   3.1    試藥標準品配製及儀器設備 

   3.2    設備組裝(採樣設備)及測試           僅供參考 

   3.3    儀器條件及分析方法建立 

 

第四章    方法驗證結果與討論 

   4.1    檢量線建立與確認 

   4.2    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定 

   4.3    品保/品管規範建立                僅供參考 

   4.4    真實樣品採樣分析 

   4.5    方法本土化差異說明 

 

第五章    結論 

 

第六章    參考文獻 

 

附錄：標準公告方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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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85 年度完成之第三類檢測方法草案修正進度表   

                                                            製表日期：86/6/12 

需修正之方法名稱 說明 單一審議 

委員審查 

方法審議

委員備查

提會審查 備註 

空氣中汞檢測方法 

(NIOSH 6009) 

依第十次審查會議記錄須依更

新版本之方法重譯 

85/9/30 

(楊末雄) 

85/10/7 85/10/17 已送公告

周界空氣中氟化物自動監測 

(JIS B7958) 

依第十二次審查會議記錄修正

後再提會審查 

  85/10/17 已送公告

大氣中氟化物含量之檢測-

手動法(ASTM 3269) 

依第十六次審查會議記錄須請

呂委員進榮重譯〝步驟〞章節

   85/11/30 已送公告

周界空氣中多環芳香族碳氫

化合物檢測方法(TO-13) 

依第十六次審查會議記錄須由

凌委員永健複審後再提會審查

85/9/20 

(凌永健) 

85/10/7 85/10/17 已送公告

煙道氣體中多環芳香族碳氫

化合物檢測方法(方法 429) 

依第十六次審查會議記錄須由

史慶瑜教授重譯後再提會審查

85/11/20 

(史文龍) 

85/12/10 85/12/20 已送公告

大氣中氟化物含量之檢測-

半自動方法(ASTM 3270) 

依第十七次審查會議記錄，須

由史委員文龍審查提意見再提

會審查 

85/6/30 

(史文龍) 

85/10/7 85/10/17 已送公告

煙道氣體中氯化氫之檢測方

法-離子層析法(JIS K0107, 

1995) 

依第十四次審查會議記錄，請

陳委員啟祥依 JIS K0107 

(1995) 之 IC 法編譯後再提會

審查 

86/3/15 

(楊末雄) 

86/4/9 86/5/9 已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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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9  85年度完成之第二類檢測方法草案審查進度表

製表日期：86/9/5

第二類檢測方法草案 驗證單位 完成初稿 內部審核 預定完成內審 外部審議 方法審議 提會審查 備註 

     委員審查 委員會備查   

1.排放管道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檢測方法-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採

樣組裝/氣相層析質譜法 

工研院化學工業

研究所  杜敬民

85/10/31 85/11/15 86/2/26 86/4/25     

凌永健、呂進榮

86/4/29 86/5/9 已送公告 

2.排放管道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

合物檢測方法-半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採樣組裝/氣相層析質譜法 

成功大學環工所

李文智教授 

85/8/1 85/11/15 86/4/21 86/5/25     

凌永健、史文龍

86/6/1 86/6/10 需與二組討論

方法內容 

3.排放管道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

測方法-採樣袋採樣之氣相層析

法 

成功大學環工所

蔡俊鴻教授 

85/10/31 85/11/15 86/3/3 86/4/25     

李俊福、陳啟祥

86/4/29 86/5/9 暫不公告 

4.空氣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檢測方法-高量採樣器/氣相層析

與高效能液相層析質譜法 

成功大學環工所

李文智教授 

85/8/1 85/11/15 86/4/17 86/5/20     

何國榮、鄭福田

86/6/1 86/6/10 需與二組討論

方法內容 

5.排放管道中含氧量自動檢測法

-電化學法 

工研院 能資所

李怡萱 

85/8/1 85/10/31 85/11/15 86/1/23     

史文龍、翁秀蕙

86/1/29 86/2/14 已送公告 

6.空氣中氯氣之檢測之檢測方法

-離子層析電導度法 

亞太環境科技 

胡蘊瑤 

85/7/4 85/10/31 85/11/15 86/1/27     

楊末雄、許宇鵬

86/1/29 86/2/14 已送公告 

7.空氣中氨氣之檢測之檢測方法

-靛酚/分光光度法 

亞太環境科技 

胡蘊瑤 

85/7/4 85/10/31 85/11/15 86/1/27     

楊末雄、許宇鵬

86/1/29 86/2/14 已送公告 

8.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驗

方法驗證-不銹鋼採樣瓶/氣相層

析質譜法 

工研院化學工業

研究所  朱漢文

85/7/4 85/10/31 85/11/15 86/3/5      

何國榮、陳啟祥

86/3/15 暫不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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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與單位 

 

論 文 主 題 發 表 單 位 

1.煙道排氣中總碳氫化合物含量自

動監測方法之驗證與研究 

1.工研院化學工業

研究所 

2.煙道排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

測方法驗證與研究 

2.工研院化學工業 

研究所 

3.美國環保署方法 18 於台灣地區

應用 

3.成大環工所 

4.煙道排氣中醛類檢測方法之驗證

與建立 

4.樹德工專 

  化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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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於 85 年度執行時，因工作人員較無此類計畫管理之經

驗，且 85 年度計畫受經費來源的影響，致使整個作業時間耽擱，而

使得驗證計畫執行的時間較緊湊；並由於第三類檢測方法草案有 22

篇之多，且部份執行單位不明瞭國內環保署公告方法的需求，致使編

譯之草案不儘周詳，而影響審核作業的時程。為改進此類缺失，在本

年度計畫之先期作業中，經由甄選說明會的說明及兩次審查會議，非

常慎重地甄選出參與單位，並詳盡規劃工作內容及時程，請所有參與

之單位務必於 85 年 8 月初開始執行計畫，期許計畫能有充份的執行

時間，而會有充實的成果。 

本計畫於 85 及 86 兩年度內，共計完成了 24 篇第三類公告方法，

表 5-1 為公告方法之名稱，此第三類方法是參考國外之官方方法所編

譯而成，國外官方方法大部份是將物性、化性相似的污染物質歸納於

同一方法中，因此在所完成的方法中可檢測的項次為 56，而這 56 項

次中可滿足環保署空保處需求者為 21 項次，表 5-2 為本計畫兩年內

完成的第三類檢測方法及其可檢測項次的統計表。本計畫在兩年內亦

完成了 14 個方法的驗證，表 5-3 為公告方法的名稱，同樣地所完成

的驗證方法可檢測的項次為 146，而這 146 項次中可滿足環保署空保

處需求者為 33 項次，表 5-4 為本計畫兩年內所完成的第二類檢測方

法及其可檢測項次的統計表。表 5-5 為本計畫所完成的第三類及第二

類檢測方法所能檢測項次的綜合統計表，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求項次

為 183，本計畫已完成計 46 個項次，在國外的官方方法中較欠缺自

動監測的方法，原因是（以美國為例）自動監測的方法主要是針對儀

器的驗證而非方法的驗證，自動監測之探討將敘述於後。 

85 年 4 月初規劃 86 年度計畫內容討論會中，環保署環檢所人員

提及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求中有些化合物於工業界已不再使用（如：

一甲基胺、二甲基胺等物質）以及環保署環檢所已具有成熟之檢測技

術（如：金屬及其化合物等物質），像此類之污染物即不須再建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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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檢測方法，因此綜合兩年所完成的檢測項次及不須再建立檢測方

法的項次，對於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求中除自動監測項次外尚未有檢

測方法的項次如表 5-6 所示。 

本計畫參考環保署歷年以國外翻譯並編譯成公告的 NIEA 方法及

國立編譯館出版之化學名詞，附件二是由計畫內部審核人員針對常用

之詞彙編集成一份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以供未來執行第三類檢測方

法建立時之參考。以下為本計畫之綜合結論。 

 

1、結論 

1.1 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 

    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之工作是請執行之學者專家將國外公告之

方法翻譯後再依照國內 NIEA 公告之格式編譯之，幾乎每一篇國外之

方法中皆會或多或少地引用其他參考方法，為使每一篇 NIEA 公告方

法完整，本計畫要求編譯者將引用的參考方法須節錄於原方法中，因

此整個工作，不單是翻譯的功夫外並須藉用該位學者專家在該領域的

專長和知識才能將整篇方法做到「信、達、雅」之程度。 

    兩年度的計畫中，計有 11 位學者專家參與第三類檢測方法的建

立工作，在整個翻譯、編譯、計畫內審及方法委員審查的過程中，會

影響品質及作業時程的因素為  原編譯者不願意以忠於原著的方式

編譯該方法，只願將原方法節譯，經本計畫同仁再三溝通亦改變不了

其態度者；  原譯文「死」忠於原著，譯文與原文字字相對，而未

將其修飾貫通，經計畫同仁溝通瞭解後，才知是由研究生所完成，懇

請該學者專家校稿審查卻推託事忙無法校閱者；  年度計畫執行之

初，每篇所引用的國外方法是以最新版本為依據，但不巧的是某些方

法於編譯時，國外卻發行了更新版本的方法，而造成編譯時程的延

後。目前國內 NIEA 公告的方法有些是引用國外舊版的方法，所以此

問題如同楊末雄教授一直強調的方法公告後，應有一獨立計畫追蹤公

告方法在應用時所發生的問題並設法進行修正的措施；  多數的編

譯方法較常見的問題是譯文無誤但不「雅」，須由計畫內審同仁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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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句；另外是方法所附的流程圖在 word 軟體下無法開啟，為解決

此類問題且在不影響進度之情況下，皆是由本計畫同仁完成。  年

度內所完成方法草案的篇數偏多（比較往年而言），且幾乎全部的方

法草案是在同時間審查，確實造成標準方法審議委員的負擔，本計畫

向全體審議委員致上最崇高的謝意。整體而言，86 年度計畫執行之

過程較 85 年度為順利，主要是因為計畫同仁已有一年經驗歷程以及

計畫期初篩選共同參與執行人員，使得本年度計畫成果較豐碩。 

 

1.2 第二類檢測方法之建立 

本年度之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與驗證工作於 85 年 7 月 23 日環

保署環檢所舉辦計畫品保審查會後，各驗證單位即依評審委員之意見

修正計畫書與品保規劃書，並陸續與本所完成簽約，展開方法驗證與

研究工作，在此期間，本計畫工作人員與各驗證計畫主持人及研究人

員皆保持密切的連繫，提供必要的協助，如驗證程序的說明，技術的

溝通與交流，儀器設備的支援與借取，相關實驗間技術經驗交換，真

實樣品採樣地點的建議與聯繫，數據整理與報告撰寫方式的指導等

等，並協助解決執行計畫所遭遇之困難。本計畫亦分別至各驗證單位

進行兩次品保與進度查訪工作，由本計畫工作人員與邀請之查核委員

及環保署環檢所技術組同仁一同前往，在查訪過程中，不僅查核實驗

室的品保工作及了解各驗證計畫執行進度，並藉由此一機會與驗證單

位進行意見交換及問題探討，同時借重查核委員在環境分析領域上豐

沛的學養與經驗，給予計畫技術上的督導與遭遇困難解決方案的建

議，對驗證計畫執行上有莫大的幫助。 

經由品保查訪及各驗證計畫的報告中，可發現空氣污染物檢測

方法在驗證過程中有許多共通性的問題有待釐清。空氣污染物檢測方

法的污染物基質是氣體與水質和廢棄物檢測方法的基質形態截然不

同，由此在執行方式上產生了許多問題，如檢量線標準品配製、方法

偵測極限的建立、精密度與準確度的建立、真實樣品的重覆與添加分

析、品管樣品的需求等等。本計畫執行兩年來，了解到上述問題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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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這期間曾與各驗證計畫執行單位，就實際執行方式交換意見，

並在品保查訪過程中，徵詢查核委員的建議，而在各次報告審查會

中，多位委員及學者專家也曾就上述問題提出適切的執行方式，在此

就上述共通性問題作說明及參考各方意見提出本計畫建議之執行方

式： 

(1)檢量線標準品配製：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採用氣體標準品最為恰

當，然氣體標準品除了極少數污染物如 CO，CO2，CH4 等等，國內

氣體製造商可供應外，大多數皆必須仰賴國外之製造商，而且並

非每項污染物皆可購得氣體標準品，同時其價格相當昂貴和受制

於保存期限，採用氣體標準品，並非是最實際的選擇。因此，檢

量線標準品的製備建議是採用污染物的純物質或經確認濃度的標

準溶液，以適當溶劑加以稀釋定容，配製成不同濃度的檢量線標

準溶液。若待測物（如 VOC）可以加熱氣化，則在建立檢量線時，

應以標準溶液經加熱氣化，以氣態形式建立檢量線，同時與液態

標準品建立之檢量線作比對了解其差異性。 

(2)精密度與準確度建立：檢測方法的精密度與準確度要求，顯然是

涵蓋了整個方法，包括了採樣與分析。因此，在建立精密度與準

確度時，應從採樣部份進行添加分析，即應用氣體標準品或標準

品溶液經氣化，由採樣組裝採樣吸收或吸附後，進行檢測分析，

求得分析結果以計算精密度與準確度。 

(3)真實樣品重覆與添加分析：進行真實樣品採樣時，一般而言，除

非有兩套以上之採樣設備在同一污染源進行採樣，同時取得兩個

以上的樣品，才有能力進行重覆或添加分析，以目前國內之檢測

機構在執行空氣污染物採樣時，排放管道通常只有一套採樣設備

進行採樣，僅能執行連續採樣之重覆分析。在周界採樣時，則應

有多套採樣設備，可同時採取多組樣品進行重覆或添加分析。但

部份檢測方法，在採樣之前即要求在吸收液或吸附劑中添加擬似

標準品，此一方式可取代添加分析。 

(4)品管樣品的需求：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的品管樣品應儘可能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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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標準品，如此在重覆及添加分析的種種限制下，尚能確認檢測

結果的準確性。若無取得氣體標準品，也應由液態標準品或滲透

管方法（Permeation tube）氣化製備標準氣體作為品管樣品之用。 

    方法驗證成果及技術移轉至環保署環檢所時，部份執行單位在時

間安排及經驗上略顯蒼促和不足，但在環保署環檢所參與技術移轉人

員的配合及協助下，皆已順利完成。我們覺得技術移轉的立意相當良

好，各驗證單位也都充份配合此一工作，不僅在儀器設備的準備、課

程內容的安排、現場技術的指導及交流都盡力在做，或許有些經驗略

顯不足，但環保署環檢所人員皆擁有豐富的基本經驗及能力，可與驗

證單位教學相長，技術移轉皆獲至初步成果。然而本計畫工作人員也

感受到環保署環檢所人員所受的壓力，其在有限次數及時間中，就要

學會該項檢測方法，並在環保署環檢所建立技術及能力，更受限於驗

證單位所使用的採樣檢測設備，環保署環檢所未必擁有，或是儀器廠

牌不同操作方式亦不同等等，要在短期之內移轉完成並建立完整之檢

測技術，確實不易。本計畫建議環保署環檢所應選擇性的著重在部份

檢測技術上的移轉工作，增加人力或添購設備，將檢測技術建立後，

可與原驗證單位或擁有相同能力的單位作一比測工作，可評量及確認

本身技術能力，或許可同時驗證檢測方法提昇至第一類公告方法。  

本計畫工作人員深切體認到第三類檢測方法經驗證與研究後提

昇至第二類檢測方法的必要性，因為公告之第三類檢測方法幾乎都是

中譯化國外之檢測方法，國內之代檢測機構及研究機構可能都未曾使

用過該方法，因此，在應用上必定無法施展開來，更何況方法本身的

適用性及隱藏在其中的問題可能無人知曉，但是透過驗證與研討後，

上述問題皆可迎刃而解，驗證單位本身將建立該檢測方法的所有技

術，找出問題的徵結，評估方法的適用性並做適度的修正而加以本土

化，及建立方法所需之完整的品保品管數據，同時將成果及技術移轉

至環保署環檢所，並撰寫詳細及完整的第二類公告方法供其他單位使

用。如此檢測方法即至少有兩個單位擁有該項技術及經驗，再配合有

規劃的推廣及訓練，該檢測方法在國內的應用將更為快速及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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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考方法蒐集及整理 

本計畫工作同仁在此兩年度內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參考方法，蒐

集的各先進國家方法，包含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及紐西蘭等國

家。各國家檢測方法與法規之間的關聯性有顯著的不同，譬如：美國

是先訂定環保法規，至於檢測方法則是在後追趕，在美國公告一個檢

測方法至少需費時 3至 5 年，而在經費有限的情形下，是先建立簡單

的檢測方法，然後朝難度較高的方法發展，一般而言建立或驗證一個

方法需約 5~15 萬美元之經費。日本則是先建立方法後才訂定環保法

規，因此日本管制法規並不多，而是以工廠製程管制為原則。法國的

檢測方法是以族群為原則，例如：有機氯農藥污染物，而不分是何種

污染物，因此法國的公告方法非常有限而且簡單。至於紐西蘭則是引

用國際公認的檢測方法為原則，且其法規管制之項目大多均有檢測方

法可供使用，但若是部份項目缺少檢測方法時，則以類似性質之項目

間接求證。而德國是採行組織機構(如 NID 和 VDJ)，此類機構是聯邦

政府組織，且是提供檢測方法用於法規管制的機構。 

公告之方法通常只能侷限應用在某一特定污染源或特定污染

物，卻不被允許應用於其他類之污染源或污染物。因此，分析方法之

開發速度實趕不上法規之研訂。美國環境保護署(USEPA)為彌補檢測

方法之不足，而頒佈了方法 301--多種污染源現場確認之污染物測試

(Field Validation of Pollutant Measurement Methods from 

Various Waste Media)。在本方法中提供一程序用於評估方法績效，

評估項目為分析方法之系統誤差(bias)即準確性及任意偏差即精密

性(precision)。一旦某一方法該兩項值被認定後，該方法即成為被

認可之檢測方法。被認可之方法是不可自動延伸應用至其他基質之採

樣分析。 

對於各類污染物之分析檢測，由諸多國家之經驗，可看出若要

將來易於執行，應開發一共通性之分析方法，而可應用於多數之污染

物及基質。在空氣污染物分析上，建議朝方法 18、方法 0030、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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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方法 0011、方法 0012 等研究開發擴大其應用範圍。在無公告

標準方法可依循時，建議以美國方法 301 的方式處理。 

美國自動監測方法方面，僅有 6 種空氣要項污染物 (Criterion 

Pollutants)訂定有自動監測方法，無論是此 6 種污染物(SO2，CO，

O3，NO2，Pb 及 PM10) 或其他污染物所用的自動監測儀器皆必須經環保

署審核確認，即自動監測儀器製造廠商在推出自動監測儀器應用於煙

道或大氣中污染物的監測工作前，必須將該儀器的應用原理、設計構

造及實驗室內測試和驗證數據(包括適用範圍、偵測靈敏度、精密度

及準確度、干擾因素及去除方法、零點與全幅校正需求、儀器反應時

間和公告標準檢驗方法比較結果等)，送交環保署或環保署指定之研

究機構進行審核確認，經環保署認可該自動監測儀器後，即發給該種

儀器一枚確認章，如此該種儀器即可使用於法規所訂定之自動監測工

作，檢測數據與公告標準檢驗方法之檢測數據具同等效力。但煙道監

測與大氣自動監測儀器是有所不同的，其原因在於儀器的功能受到操

作環境的影響，煙道排氣自動監測儀器，其使用之地點對於儀器功能

有直接的影響，因為每支煙道的排氣狀況不同，產生的干擾也不同，

即使同一種儀器也會因操作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

對於煙道自動監測儀器裝置於煙道後，必需再以公告標準檢驗方法來

比測，確認其功能是否符合。而大氣自動監測儀器經確認後即可使用。 

本計畫同仁赴美國蒐集方法等相關資料時，詢問 US EPA 之官員

有關如何能得到 US EPA 最新檢測方法之資料，得到的答覆是可透過

網際網路查詢此類資料，網址為〝www.epa.gov/owow/ost〞；另外可

購買 SW-846 的 CD 光碟片，主要介紹 SW-846 之方法，或者購買 EMMI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thods Index）資料庫，此資料庫含

蓋範圍非常廣，包含了美國各種法規（如 CAA,CERCLA,CWA,EPCRA, 

HSWA,RCRA,SARA,SDWA 等）及近 3400 篇的官方分析方法，此 EMMI 資

料庫應用價值極高，目前環保署環檢所已有一套，建議環保署環檢所

與 US EPA 聯絡，要求若有更新版本應通知環保署環檢所以便更新，

86 年 3 月詢問的結果近年來 EMMI Database 尚未更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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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 

(1)對於仍未蒐集到適宜檢測方法的污染物，可參考美國 EPA 方法 

301 之觀念，任何被引用或參考的方法，只要該執行單位能提

出足夠之數據，且此類數據送交環保署或環保署指定的研究單

位進行審核，一旦證明該方法的可行性後，環保署即可接受並

同意引用該方法；但若有其他單位欲引用該方法時，此欲引用

該方法之單位須提出其品保品管之數據，此類數據亦符合原審

核且經認可之品保品管數據，則此單位方可被允許使用該方

法。 

(2)國內環保署監資處已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管理要點」，建議國內研訂空氣污染物自動監測方法

時，可引用此管理要點，再參考美國自動監測方法的管理原

則，針對自動監測儀器的認證而非方法的認證，只要是任何自

動監測儀器由廠商推出應用前，必須提出驗證數據，由環保署

或環保署監資處指定的研究單位審核確認後，才可應用於法規

所訂定之自動監測工作。 

(3)環保署空保處與環檢所應定期檢討及篩選欲建立檢測方法項

次的必需性，若某些化合物於工業製程中不再使用或已有成熟

檢測技術的化合物，應從需求表中刪除之。當檢測方法無法滿

足法規管制的項次時，環保署空保處應考量經費、時間及人力

並調查列出真正有需求且急需建立檢測方法的污染物，再由環

保署環檢所建立此類污染物的檢測方法，而不是全盤式地建立

檢測方法。 

(4)一旦確定欲建立檢測方法之化合物時，則可由學術文獻（如 CA

資料庫）以污染物名稱及其基質進行蒐集，此類文獻因涉及學

術理論及研究成果，可由學者專家或研究單位集思廣益，擇取

最優之文獻進行方法建立與驗證工作。 

(5)近年來國內環保署公告許多第三類檢測方法，未來應提昇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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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藉由驗證工作將方法提昇為第二類檢測方法，建議環保

署環檢所鼓勵代檢測機構與學術單位共同執行驗證計畫，吸取

驗證的過程及方法的應用，可提昇國內代檢測機構的檢測能

力。 

(6)公告檢測方法主要目的是希望推動環保法規，並藉由驗證過程

提昇國內代檢測機構的能力，因此法規的推動與檢測方法的應

用是一體兩面。為使國內代檢測機構能建立良好的檢測能力並

培養人才，建議環保署環檢所能舉辦檢測方法與技術提昇之訓

練班，由該領域之學者專家傳授經驗，將一個檢測方法完整並

有系統地介紹給代檢測機構之人員，再配合環保署或地方環保

之主管機關落實法規，則代檢測機構不必面對削價競爭而影響

數據品質，並能真正的應用環保署公告的方法，才不枉費環保

署環檢所規劃此「環境檢驗分析方法建立與驗證之計畫」。 

 

 

 

 

 

 

 

 

表 5-1 第三類檢測方法之名稱 

1、煙道排氣中氧自動檢測方法 

2、排放源氣態有機化合物測定方法-採樣袋採樣之氣相層析法 

3、煙道排氣中總還原硫之測定-吸收瓶法 

4、煙道排氣中總還原硫之測定-氣相層析/火焰光度偵測器法 

5、煙道排氣中氰化氫測定法-離子選擇電極法 

6、煙道排氣中氰化氫檢測方法-分光光譜儀比色法 

7、排放管道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之檢測方法-氣相層析質譜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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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排放氣體中酚類之測定方法-氣相層析法 

9、排放管道中氯化氫檢測方法-離子層析法 

10、空氣中氟化物自動檢測方法-離子電極法 

11、空氣中氟化物自動檢測方法-分光光度法 

12、空氣中氯含量連續測定方法-鄰聯甲苯銨氯化氫溶液吸收法 

13、空氣中無機酸類之檢測方法-離子層析電導度法 

14、大氣中微粒及酸性氣態氟化物之自動分離及收集之標準測試方法

-雙紙帶採樣器之方法 

15、大氣中微粒及水溶性氣態氟化物之標準測試方法 

-以濾紙和吸收瓶收集及分離 

16、大氣中微粒及氣態氟化物之標準測試方法 

-以塗覆有碳酸氫鈉之玻璃管及微粒濾紙來分離及收集 

17、空氣中氟化物檢測方法 

18、周界空氣中氯氣及溴氣之檢測方法 

19、空氣中氨氣之檢測方法-分光光度計(靛酚法) 

20、空氣中汞之檢測方法-原子吸收光譜法 

21、周界空氣中苯駢(a)芘與其他多環芳香烴檢測方法 

-氣相層析與高效能液相層析儀偵測法 

22、周界空氣中酚及甲酚測定方法-高效能液相層析法 

23、空氣中硫酸鹽之檢測方法 

24、空氣濕沉積物中氯化物、硝酸鹽、硫酸鹽檢測方法 

-抑制型離子層析法 

 

 

表 5-2 第三類檢測方法建立之統計表 

 

        類  空  氣  類 

 項次      別       煙  道    周  界 

 與方法數 手動 自動 手動 自動 

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

求之項次 
46 52 34 51 

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 23 52 3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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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修正後之項次
a
 

完成的方法數 8 1 12 3 

所完成方法中可檢測

的項次 
23 1 30 2 

所完成方法中可檢測

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

求修正後的項次 

8 1 10 2 

         a.扣除環保署環檢所另案委託翻譯及驗證之項次 

 

 

 

 

 

 

 

 

 

 

 

 

 

 

 

 

 

 

 

表 5-3 第二類檢測方法之名稱 

 

1、排放管道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採

樣組裝/氣相層析質譜儀法 

2、排放管道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檢測方法-半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採樣組裝/氣相層析與高效能液相層析檢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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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放管道中氣態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 

採樣袋採樣/氣相層析法 

4、排放管道中氧自動監測方法-電化學法 

5、排放管道中醛類檢測方法-高效能液相層析檢測法 

6、排放管道中醛類檢測方法-分光光度計法 

7、排放管道中自動監測總碳氫化合物含量檢測方法 

8、排放管道中酚與甲酚檢測方法-分光光度計法 

9、排放管道中酚與甲酚檢測方法-氣相層析法 

10、空氣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檢測方法-高量採樣器/氣相層

析與高效能液相層析檢測法 

11、空氣中氯氣之檢測方法-離子層析電導度法 

12、空氣中氨氣之檢測方法-靛酚/分光光度計法 

13、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不銹鋼採樣筒/氣相層析

質譜儀法 

14、空氣中酚與甲酚檢測方法-高效能液相層析檢測法 

 

 

 

 

 

 

 

 

 

表 5-4 第二類檢測方法建立之統計表 

 

        類  空  氣  類 

 項次      別       煙  道    周  界 

 與方法數 手動 自動 手動 自動 

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

求之項次 
46 52 3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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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

求修正後之項次
a
 

37 52 34 51 

完成的方法數 7 2 5 0 

所完成方法中可檢測

的項次 
59 2 85 0 

所完成方法中可檢測

環保署空保處所提需

求修正後的項次 

20 2 11 0 

         a.扣除環保署環檢所另案委託驗證之項次 

 

 

 

 

 

 

 

 

 
 

 

表 5-5 第三類及第二類檢測方法 

可檢測項次之綜合統計表 

 

        類  空  氣  類 

  項         別    煙  道   周  界 

       次 手動 自動 手動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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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空保處所提

需求之項次 
46 52 34 51 

所完成方法中可檢

測的項次 
61 2 95 2 

所完成方法中可檢

測環保署空保處需

求的項次 

25 2 17 2 

 

 

 

 

 

 

 

 

 

 

 

 

 
表 5-6 除自動監測外尚未有參考方法之檢測項次(85,86 年度) 

 

序 空氣污染物名稱 優先 煙道 周界 

號  順序 手動 手動 

17 氰化氫 一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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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甲醇 二、三 ˇ ˇ 

37 夫喃 二、三 ˇ  

40 醋酸丁酯 二、三 ˇ ˇ 

45 氰化物 二、三 ˇ  

47 醋酸甲酯 二、三 ˇ ˇ 

49 醋酸 二、三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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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驗證計畫現場 

品保與進度查核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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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英名詞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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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Absorbent 吸附劑

Accuracy 準確度

Acid Digestion 酸消化

Air Pump 空氣泵

Air-dry 室溫空氣中自然乾燥

Air-tight Pump 氣密式空氣泵

Aliphatic 脂肪族

Amber Bottle 琥珀色瓶

Ambient On-column Injection 包覆式管端注射器

Analyst 分析員

Analyte 待測物

Analytical Balance 分析天平

Ashing Time 灰化時間

Atoming Time 原子化時間

Automated Soxhlet Extraction 自動索氏萃取法

Back Pressure 背壓

Backflush 逆吹洗

Bake-out 烘脫

Baseline 基線

Bias 偏  差

Boiling Chips 沸  石

Buchner Funnel 布氏漏斗

Calibration Gas 校正氣體

Calibration Standard 校正標準品

Capillary Column 毛細管柱

Carbowax 碳臘

Carrier Gas 載流氣體

Carryover 殘留物

Catalog Number 目錄號碼

Celluar Component 網狀成份

Centrifugation 離心法

Centrifuge Tube 離心管

Certified Standard 經確認之標準品

Channeling 通道現象

Circular Section 圓形截面

Clean Up 淨  化

Clulson ElectrolyticConductivity Detector 電解導電感應偵測器

Co-elute 共同沖提

Coated Capillary Column 被覆式毛細管

Cold-vapor Atomic Absorption 冷蒸氣無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

Combustion Gas 助燃氣體

Concentrator Tube 濃縮管

Conduit for Pressure 耐  壓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Confirm 確  認

Consistency 一致性

Consumables 消耗品

Copolymer 共聚合物

Crimp Tops 夾壓式密封蓋

Cross-contamination 跨次污染(交互污染)

Debromination 去溴反應

Degradation(Breakdown) 裂  解

Degree of Freedom 自由度

Desiccator 乾燥瓶

Desorption 脫  附

Detector 偵測器

Digestion 消  化

Dilute to Volumetric Volume 稀釋至標線

Disrupter 分散設備

Drain Collector 液體捕集器

Dry Test Meter 乾式氣體流量計

Drying Column 乾燥管

Drying Time 乾燥時間

Electrolytic  ConductivityDetector(HECD) 電解導電感應偵測器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電子捕捉偵測器

Elution 沖提

Elution profile 沖提次序

Elution Solvent 沖提溶劑

Equal Velocity Aspiration 等速吸引

Equivalent 同級品

Estimated Quantitation Limit(EQL) 定量極限評估值

Exclusion 排除

External Calibration 外標法

External Standard 外標準品

Extract 萃取液

Extraction 萃取

Extrapolation 外插法

Factor 因  子

Fall Time 下降時間

Field Blank 野外空白

Field Duplicate Sample 野外重覆樣品

Flame Atomic AbsorptionSpectroscopy 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FID) 火焰離子化偵測器

Flame Photometric Detector 火焰光度偵測器

Florisil 矽酸鎂

Flow Controller 流量控制器

Flowmeter 流量計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Fraction Collector 餾份收集器

Fractionation 分  離

Fritted Glass 多孔玻璃

Fritted Glass Disc 多孔性玻璃濾片

Full-scale Deflection 全信號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Spectroscopy 石墨爐式原子吸收光譜法

Fusd-silica,Open-tubular Column 開口式熔矽毛細管栓

Gas Chromatograph 氣相層析儀

Gas-tight Syringe 氣密式注射針

Gel-permeation 凝膠滲透

Glass Bottle 玻璃瓶

Glass Connecting Joint 玻璃接頭

Glass Scintillation Vials 玻璃閃爍計數瓶

Glass Wool 玻璃綿

Graduate Cylinder 量筒

Graphite Furnace 石墨爐

Graphitized Carbon 石墨化碳

Guard Column 前置管柱

Guidance 準則

Head Pressure 初壓

Head Space 瓶端空間

High Performance LiquidChromarograph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ID(inner diammeter) 內徑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確認條件

Impinger 吸收瓶

Inductively Coupled ArgonPlasma Spectroscopy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Inert Gas 惰性氣體

Initial Temperature 最初溫度

Injector Temperature 注射器溫度

Insoluble 不溶

Integrating Flow Meter 積算流量計

Interference 干  擾

Internal Calibration 內標法

Internal Standard 內標準品

Isokinetic 等速吸引

Isolation 分離

Knob 握柄

Kudera-Danish (K-D)裝置

Lag Time 遲滯時間

Large Bore Stopcock 廣口栓

Limit 極限

Linear Response 線性關係

Lipids 脂肪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Locking Handle 卡鎖把手

Lower Detectable Limit 偵測極限

Luerlock Type Syringe 旋轉密合針頭注射針

Magnetic Force Type 磁氣力方式

Magnetic Wind Type 磁氣風方式

Make-up Gas 補充氣體

Matrix 基  質

Matrix Interference 基質干擾

Matrix modifier 基質修飾劑

Matrix Spike 基質樣品添加

Matrix Spike Standard 基質樣品添加標準品

Measuring Hole 測定孔

Measuring Point 測定點

Measuring Position 測定位置

Mechanical Shaker or Mixer 機械振盪或混合器

Mesh 篩目

Method Blank 方法空白

Method Detection Limit 方法偵測極限

Method Performance 方法績效

Microsyringe 微量注射針

Mist Separator 除霧瓶

Moisture Absorption Tube 吸濕管

Narrow-bore 窄  口

Natural Polymer 天然聚合物

Natural Resin

Nebulizer 霧化器

Nitrogen-phosphorus Detector(NPD) 氮磷偵測器

Noise 雜  訊

Non-Pyrolytic Graphite 未經熱處理之石墨管

Objective 目  標

Oil Mist Separator 除油霧器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 有機氯農藥

Oven 加熱箱

Peak 尖峰

Peak Response 尖峰訊號

Performace 績效

Pesticide Quality 殘量級

Photo IonizationDetector(PID) 光離子化偵測器

Phthalate Ester 鄰苯二甲酸酯

Pipet 吸管

Pitot Tube 皮托管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BCBS) 多氯聯苯

Polymer 聚合物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Practical Quantitation Limit 定量極限適用值

Pre-elute 預洗

Precision 精密度

Preswell 預潤濕

Priority Pollutants 優先管制污染物

Probe Liner 採樣管

Probe Nozzle 採樣管吸氣嘴

Protein 蛋白質

Purge and Trap 吹氣捕捉

Pyrex Glass Wool 耐熱玻璃綿

Quality Control 品質管制

Range 測定範圍

Reagent Blank 試劑空白

Reagent Water 試劑水

Recovery 回收率

Reference Material 參考物質

Reflux 迴  流

Reflux Condensens 迴流冷凝管

Relative Standard 相對標準偏差

Reproducibility 再現性

Response Factor 感應因子

Restrictor

Retention Time 滯留時間

Retention Time Window 滯留時窗

Rinsate 淋洗液、清洗液

Rinse 清洗、淋洗

Rise Time 上升時間

Rotary Evaporatory 減壓濃縮裝置

Sample Batch 樣品批次

Sample Line 採樣管路

Sample Preparation 樣品製備

Sample Probe 採樣探管

Sample Pump 採樣泵

Sampling Train 採樣組裝

Scope 目  標

Sediment 沈積物

Semivolatile Organics 半揮發性有機物

Separator 分離器

Separatory Funnel 分液漏斗

Silicone Oil 矽膠油

Slightly Soluble 微溶

Sludge 污泥

Solid Waste 固體癈棄物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Solvent Exchange 溶劑置換

Solvent-flush Technique 溶劑沖洗法

Sonabox 聲納

Span Drift 全幅偏移

Span Gas 全幅氣體

Span Standard 全幅濃度標準氣體

Spatula 藥杓

Specimen 樣品

Spike 添  加

Spiked Replicate Sample 添加重覆樣品

Spiked Sample 添加樣品

Split-Splitless Injection 分流－非分流式注射

Stack Wall 煙道壁

Standard Deviation(SD) 標準偏差

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 標準參考物質

Steroid 固醇類

Stock Solution 儲備溶液

Stopcock 活栓、栓塞

Suction Nozzle 吸氣嘴

Suction Pump 吸引泵

Summary of Method 方法概要

Support Plunger 支持柱塞

Surrogate Standard 擬似標準品

Syringe 注射針筒

Syringe Plunger 注射針筒腔塞

Syringe Valve 注射針閥

Tannate 單寧酸鹽

Target Analyte 標的待測物

Teflon Lined Screw-caps 鐵氟龍內襯之螺旋蓋

Temperature Program 升溫設定

Thimble Adapter 圓形濾筒轉接管

Three-way Cock 三通活栓

Top-loading Balance 上皿天平

Trap 捕捉管

Trip (or Travel)Blank 運送空白

Trip Blank 旅運空白

Ultrasonic Disrupter 超音波分散設備

Ultrasonic Extraction 超音波萃取

Vacuum Filtration 真空過濾法

Validation 驗  證

Variable 變  數

Variance 變異度

Venturl Tube 文氏管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英    文    名    稱 中    文    名    稱

Vial 樣品瓶

Virus 病毒

Viton Seals Viton密合件

Volumetric Flask 量瓶

Watch glass 錶玻璃

Water Absorbent 吸水吸附劑

Wide-bore 寬  口

Zero Air 零點標準氣體

Zero Drift 零點偏移

Zero Gas 零基氣體

Zero Headspace 零空間

Zirconia Type 氧化銡方式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天然樹脂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限流器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附件三 

 

期中與期末報告 

審查意見說明表 

        

        

  

 

 

 

 

 

 

 

 

 

 

 

 

期中報告各審查委員意見之說明 

審查委員之意見 說     明 
楊委員末雄： 

1.本整体「方法建立與驗證」計畫

是否已達成原先預定達成的目標

 

1.將於期末報告針對 85 及 86 年度兩年 

計畫作整体說明。本計畫除了自動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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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方法的數量上及方法的實

用性上等作一綜合性的評估。 

及幾項特殊污染物檢測方法外，已將環

保署空保處的需求，完成了第三類檢測

方法的公告，因此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

所已完成了階段性的工作，未來之方向

將會是以方法的建立和驗證為主要工

作，而此類計畫最適合由學術單位執

行。所以建議未來方法建立和驗證之計

畫，環保署環檢所應由各技術組直接委

託各學術單位執行，可便於計畫之技術

討論與管理。 

2.本計畫除了方法的建立外，應兼

顧方法公告後的推廣及訓練。同

時針對方法在應用時發生的問

題，進行後續的修正措施。 

2.此點須請環保署環檢所考量，可成立一

獨立計畫進行目前所有公告方法之修

正計畫。 

吳委員家誠： 

1.建議未來方法技術推廣會，儘可

能由原執行人出席說明。 

 

1.本計畫將於第十一屆環境分析化學研

討會中，邀請 85 及 86 年度參與驗證計

畫，並執行嚴謹且成果豐富的驗證單位

（如表 4-10）進行方法驗證的推廣。 

2.與原計畫目標有出入之部份，如

經費、測項、進度等，及相關困

難可以於期末時具体(必要量化) 

說明。 

2.請參考第五章結論部份之說明。  

何委員國榮： 

1.執行單位對每一子計畫(第二

類)最好有一評估的報告，而不是

只將各子計畫的進度報告列入 

期中報告中。 

 

1.請參考 p.27 對每一子計畫(第二類)之

評估說明。 

2.期中報告及第一次品保查核所

提出之建議，希望在第二次外部

審查委員查核之前，計畫執行單

位能先追蹤各建議的執行情形。

2.已要求各驗證計畫之執行單位於第二

次工作進度報告列表說明執行情行，以

利第二次進度及品保查核。 

期中報告各審查委員意見之說明（續） 

 

審查委員之意見 說     明 
凌委員永健： 

1.中英文對照表提供給第二類檢測

 

1.將題供最新的中英名詞對照表給各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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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建立與驗證主持人參考。可

列入附件。 

證單位，並請計畫主持人依照此對照表

撰寫報告及方法草案。 

2.了解驗證計畫主持人和參與人

員參加相關之品保研習會情形。

2.請參考 p.25 之說明。 

3.從查核記錄和期中、期末報告，

  統計了解共通性問題，如標準品

  配製、MDL 配製、採樣步驟等，

  和建議之解決方法。 

3.請參考第五章 1.2 節之說明。 

4.檢測方法推廣時，可安排執行良

  好，可供參考之計畫主持人報告

4.同吳委員家誠所提第 1 點之說明。 

5.附件四之內容可不需列在期末

報告中。 

5.已遵照辦理。 

王委員碧： 

1.技術移轉表請增加技術移轉內 

   容，並於期末報告作技術移轉

   評估，故請設計評估表。 

 

1.請參考 p.26-35 及 p.54 之說明。 

2.第三類方法品質評量表，除各案

外亦請針對整體作品質評估。

2.請參考第五章 1.1 節之說明。 

3.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有關檢測

方法推廣之分組之內容，請再諮

詢專家。 

3.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已設定一方法驗

證之分組，本計畫將邀請執行優良之單

位投稿，建議環保署環檢所能於研討會

中說明網路搜尋檢測方法之方式及步

驟。 

4.請再努力建立與國外之聯繫管

道，以及時掌握國際上檢測方法

之動態。 

4.請參考第五章 1.3 節之說明。 

5.請各計畫執行單位對於期中審

查意見表列於第二次工作進度

報告及期末報告。 

5.已遵照辦理。 

 

 

期末報告各審查委員意見之說明 

 

審查委員之意見 說     明 
王委員碧： 

1.第二類檢測方法驗證後提出之

 

1.已要求各驗證單位依照此原則撰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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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草案，要儘量涵括原方法內

容，再儘量加上驗證數據。 

二類檢測方法草案。 

2.另提出報告檢討方法建立及驗

證現況，已完成的成果、未完成

的困難及建議和所完成方法中

可檢測修正後的項次(勿重覆

計) 

2.請參考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張委員勝祺： 

1.對第三類檢測方法執行者即有綜

合評量，應予於適度獎勵之。 

 

1.本計畫將提供執行優良者名單給環保

署環檢所，未來若有類似工作可直接委

託。 

2.對第二類執行優良者同樣應予以

獎勵之。 

2.建議環保署環檢所對於執行驗證計畫

優良者，未來可多邀請參與執行計畫。

3.對驗證方法技術移轉之落實，應

有具體策施配合，如對承辦人之

評量供作環檢所人員工作分配考

量之一，此外，執行者應於計畫

結束後，仍在一〜三年內，若環

檢所需求，仍應協助之。 

3.此建議可請環保署環檢所參考。 

楊委員末雄： 

1.執行單位在品質管理上用力甚

深，成果優異。 

 

1.謝謝楊委員的肯定。 

2.本計畫涉及三個工作層次，其一

為適用方法(候選方法)的甄選，

其二為適任單位的甄選，其三則

為方法完成後的應用推廣。關於

第一點，建議由一專家群來作決

定；關於第二點，執行單位已有

良好的管理辦法，第三點則需作

適當的評估。 

2.此建議可請環保署環檢所參考。 

 

期末報告各審查委員意見之說明（續） 

 

審查委員之意見 說     明 
何委員國榮： 

1.業務需求和實際執行的可行性，

宜作一評估，並建議未來的方向。

 

1.請參考 p.57 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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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類似方法應作進一步的評估以

區分方法的使用範圍及整合的可

行性。 

2.此建議宜於標準方法審議委員會議討

論。 

3.建議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部份

建議事項希能有具體的數據以作

為建議的基礎，例如液態之空氣

標準品是否有足夠的數據支持其

取代氣態標準品。 

3.請參考 p.53 之修正內容。 

4.第三類綜合評估部份結論似為

第一年即應有的結論，是否能就

第二年較第一年多的經驗列入結

論中。 

4.請參考 p.51-52 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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