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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驗證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魚介類重

金屬之暫行方法，包括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熱板消化/元素分析及魚

介類酸性消化總則-微波消化/元素分析，分析之重金屬種類包括銅、

鉛、鎘、鋅、鉻、鐵及鎳等 7 種，其中鐵、鋅及鎳係使用火焰式原子

吸收光譜儀進行檢測，而銅、鉛、鎘、鉻及部份鎳則使用電熱式原子

吸收光譜儀加以檢測。驗證結果發現不論是熱板消化或是微波消化法

其重覆分析之相對誤差均能落在±20%以內，標準溶液之消化回收率及

樣品添加回收率亦都落在 80-120%之管制範圍內；使用標準參考品進

行測試，其結果亦能落在參考值之範圍內。最後將本土化之魚體肌肉

研磨成粉末進行分析，比較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之結果，發現使用兩

種方法均能得到一致的結果；其中鉛及鎘之含量較低，需取 2 克或 2

克以上之乾重魚體才能得到較好之結果。使用不同酸量進行較高量魚

體樣品（2 克以上）之消化，結果發現 15 毫升之濃硝酸及足夠完全

消化樣品；然而使用 2 克以上之魚體樣品，分析過程會有明顯之油脂

出現，必須先加以除去，比較丙酮油脂萃取法及簡易過濾法，發現此

兩種方法均能將油脂除去並得到相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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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河川由於長期受到工業廢水，都市排水及農業污水之影響，其水

體常含有各類的污染物，這些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屬、農藥、清潔劑

及其他有機污染物，這些污染物部份隨著河水流入海洋，部份則被生

物體所累積，其中又以重金屬最易被生物所累積
(1-3)

。由於部分污染

物能被生物分解，因此分析魚貝類體內污染物之累積量，可進一步瞭

解環境中某種污染物之長期污染現象，藉此可彌補分析水中污染物僅

能反應瞬間污染現象的缺失，基於此理由，Goldberg et al.
(3)
乃提

出全球性之貝類監測(Mussel Watch)計畫，希望藉由魚貝類之污染分

析達到監測環境污染物動向之目的。而 Han and Hung
(4)
之研究報告發

現興達港外海之牡蠣銅含量高達 4000ppm，此結果充分驗證貝類監測

之重要性。此外，實用如此高含量重金屬之魚貝類是否會對人體健康

造成任何不利之影響，此點一直為國人所關心，因此，Han et al.
(5)

更配合生物統計技術來估算國人攝食銅污染之牡蠣可能對健康造成

多高之危害性。基於環境監測及健康效應等目標，如何迅速建立一個

準確而可靠之分析方法，並奠定魚貝類監測污染現象之系統等兩方面

工作，都是相當必要而急迫性很高的事務。 

    國外有關魚貝類重金屬含量之分析報告相當之多
(6-13)

，這些研究

報告包括魚貝類樣品之前處理方法及儀器分析條件等兩大方面，目前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所公告有關魚貝類重金屬分析之暫行方法包括魚

介類酸性消化總則-微波消化/元素分析
(14)

及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熱

板消化/元素分析
(15)

，此兩種暫行方法均較偏重於消化前處理條件之

說明，關於儀器分析條件等方面並未加以詳述。此外，環保署環境檢

驗所委託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完成之「魚貝類累積重金屬之方法研

訂及驗證」研究報告
(16)

則偏重於貝類-牡蠣之重金屬含量分析，但對

於魚體重金屬含量之分析方面，仍缺乏較具代表性之樣品量，且尚有



若干元素無法使用該推薦方法檢測出，顯示仍有若干問題需加以克服

解決。故此，本計畫重點之一，擬針對魚體進行方法之驗證或修正，

將綜合環境檢驗所公告之兩種暫行方法：微波消化及熱板消化，配合

曾教授
(16)

研究報告之方法，探討封閉式微波消化及開放式熱板消化等

兩種消化方法對魚體消化之能力，並比較此兩種消化方法之優缺點，

另設法利用微波消化儀之壓力及溫度監控裝置，設法找出最適之微波

消化條件。此外，本計畫將配合環境檢驗所所提供之本省河川重要指

標魚種（吳郭魚、大眼海鰱及豆仔魚）進行實樣分析，藉此驗證本研

究方法是否確實適用於本土性魚種之分析，並進一步瞭解本省魚體重

金屬含量之概況以及不同魚種累積重金屬之差異性，作為將來建立本

省河川重金屬污染指標魚種之參考資料。 

 

 

 

 

 

 

 

 

 

 

 

 

 

 

第二章 材料與方法 

 

一、試劑 



(一) 純水：本實驗之純水製造機係 Millipore 公司所生產之

Milli-RQ 及 Milli-Q-UV 純水製造系統。主要包括

1.軟水處理設備，2.逆滲透設備，3.UV 系統，4.

去離子設備。此純水製造機可產生 18.0MΩ-cm 以

上之純水。此外另購置 Heraeus 公司出產之二次

蒸餾裝置 Model Bi18E，藉此降低全程空白，以利

微量重金屬之分析。 

    （二）硝酸：Merck 公司之 Suprapure 65%硝酸。 

    （三）過氧化氫：Riedel-de Haen 30% H2O2。 

    （四）基質修飾劑： 

          鈀粉：Merck 公司之 Palladium Powder。 

          磷酸二氫銨 NH4H2PO4：Merck GR 級試藥。 

          硝酸鎂 Mg(NO3)2•6H2O：Merck GR 級試藥。 

 (五) 檢量線製備用儲備溶液：Cd、Cr、Cu、Fe、 Ni、Pb、Zn

等元素之儲備溶液均購自 Merck 公司，濃度為 1000mg/L

±2mg/L。 

 (六) 檢量線查核用儲備溶液：Cd、Cr、Cu、Fe、 Ni、Pb、Zn

等元素均購自 Riedel-de Haen 公司之產品，其濃度為

1000mg/L±2mg/L。 

      (七) 氬氣：高純度氬氣，純度 99.995%。 

      (八) 乙炔：高純度乙炔，純度 99.97%。 

     （九）標準參考品： 

1. DORM-2：為 dogfish（Squalus acanthias）魚體肌

肉標準參考品，購自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 



2. DOLT-2：為 dogfish（Squalus acanthias）魚體肝

臟標準參考品，購自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 

3.SRM 1566a：為牡蠣標準參考品，購自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 and   

              Technology(NIST)。 

 

二、 儀器設備 

（一）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使用 Perkin Elmer Model 3300 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   

儀，具 D2燈背景校正功能。   

（二）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使用 Perkin Elmer Model 4110 2L 電熱式原子吸收

光譜儀，具 Longitudinal Zeeman 背景校正功能，石

墨管屬橫向式加熱管（Transverse Heated Graphite 

Tube），內可裝彎式平板（Integrated L'vov 

platform），另附有 Model AS-72 自動注射儀，可精

確注入微量之樣品。 

 (三）微波消化儀 

      使用 CEM Model 2100 微波消化儀進行樣品之消化，

本消化儀具有 950W 之輸出功率，並具有壓力及監測

控制系統，可全程監測消化時之壓力變化，鐵氟龍消

化瓶可承受 200psi 之壓力，並具有洩壓安全裝置，

此外尚有微電腦處理機可分段設定所需之功率並分

段控制壓力，另附有微波功率校正軟體，可用於定時



檢視微波輸出功率與樣品吸收功率之關係線。 

（四）離心粉碎機 

      使用西德 Fritsch 離心粉碎機，配合 1mm 篩網將乾燥

魚體研磨成小於 1mm 之粉末樣品。 

 

三、樣品來源 

        本計畫之魚體樣品分別採自淡水河、基隆河、中港溪及二仁

溪，主要之魚種包括大鱗梭（Lizamacrolepsis）、吳郭魚

（Oreochromis sp.）、大眼海鰱（Megalops cyprinoides）、

鰻魚（Anguillsjaponica）、鯰魚（Parasilurus asotus）、烏

魚（Mugil cephalus）、草魚（Ctenopharyngodonidellus）、

圓 吻 鮕 （ Distoechodon compressus ） 、 塘 虱 魚 (Clarias 

fuscus) 、福壽螺(Ampullarius insularus)，其學名、中文名、

俗名及採獲地點分別如表 1 所示。 

 

四、 樣品前處理 

         魚體樣品先割取魚體肌肉後，將其置於冷凍乾燥儀乾燥至

恆重，並利用離心式粉碎機（1mm 篩網）研磨成粉末，此樣品

置於乾燥箱保存，分析時依魚體金屬濃度取 0.5 克至 2 克乾重

魚體粉末，並使用精密天平稱取所需重量至 0.0001 克，再分別

依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兩種方式進行消化。 

  （一）熱板消化法 

            將精秤重量後之樣品置於 100 毫升燒杯中，先加入 10

毫升濃硝酸，蓋上錶玻璃並置入通風櫥中，於加熱板上緩慢

加熱使產生紅棕色氣體，並持續加熱至近乾，冷卻後另加入



5 毫升濃硝酸再繼續消化至近乾，冷卻後再加入 2 毫升過氧

化氫試劑，繼續加熱至近乾，以超純水淋洗錶玻璃及燒杯內

壁，並以 10 毫升定量瓶定量之。其詳細之分析流程如圖 1

所示。 

 （二）微波消化法 

           將經酸洗並涼乾之鐵氟龍消化瓶取出秤重（W0），打開

瓶蓋加入樣品及 10 毫升濃硝酸並秤重（W1），將消化瓶擺入

微波消化儀內，並設定微波消化之昇溫條件，即進行第一階

段之微波消化，冷卻後秤重（W2），樣品消化前後之重量差不

得大於消化前樣品重之 10%，即                      

       [(W1- W0)-(W2- W0)]/(W1- W0)×100%需<10%  

       ，否則需另取新樣品重新消化，如消化前後重量差小於消化

前樣品重之 10%，即加入 2 毫升過氧化氫並秤重（W3）繼續進

行第二階段之微波消化，消化後經冷卻並秤重（W4），消化前

後之樣品重量差仍需小於消化前樣品重之 10%，即 

       [(W3-W0)-(W4-W0)]/(W3-W0)×100%  

       仍需<10%，否則即需重新取樣重行消化，如合於規定則在抽

風櫥內將瓶蓋打開，並再置於微波消化儀中，使用適當之功

率將殘留酸趕除，並以經二次蒸餾之超純水定量至 10 毫升。 

 

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主要在驗證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所公告之魚介類重金屬

分析之暫行方法，包括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熱板消化/元素分析及魚

介類酸性消化總則-微波消化/元素分析，執行時係依
┌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檢驗所環境檢測標準方法驗證程序準則┘加以進行。主要驗證內

容包括如下： 

  一、 儀器設備之整理與準備 

       （一）原子吸收光譜儀最佳測試條件的建立 

       （二）微波消化儀最佳測試條件的建立 

       （三）分析儀器之校正頻率與程序訂定 

  二、 檢量線建立 

       （一）檢量線製備 

       （二）濃度適用範圍 

       （三）檢量線確認 

  三、 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定 

       （一）全程空白 

       （二）方法偵測極限 

  四、 品保/品管規範之建立 

       （一）精密度和準確度之建立 

       （二）儀器穩定度之測試 

五、 真實樣品之分析 

 

 

 

一、 儀器設備之整理與準備 

（一） 原子吸收光譜儀最佳測試條件的建立本實驗所分析的

元素包括 Cd、Cr、Cu、Fe、Ni、Pb 及 Zn 等五種元素，

其中 Fe、Ni 及 Zn 因魚體內之含量較高，可直接使用

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但 Cd、Cr、Cu、 



             Pb 及少部份 Ni 等元素其在魚體內之含量較低，需使

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以電熱式原子吸收光

譜儀測定各種元素必須仔細選擇適當之基質修飾劑及

最佳之昇溫條件。由於基質不同所添加之修飾劑也隨

之而異，本實驗中各元素所使用之基質修飾劑種類及

使用之劑量分別如表 2 內所示，其中 Cu 使用鈀 

（Palladium）及硝酸鎂（Mg(NO3)2•6H2O）兩種混合

之試劑，Cr 使用硝酸鎂，Cd 及 Pb 使用磷酸二氫銨

（NH4H2PO4）及硝酸鎂兩種混合之試劑。基質修飾劑決

定後即可進行最佳昇溫條件之測試，由於不同之樣品

具有不同之基質特性，加上不同型號之原子吸收光譜

儀常具有不同形式之石墨爐結構，因此均需重新建立 

             一最佳昇溫條件。一般而言，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之昇溫過程主要包括乾燥、灰化、原子化及清除等四

大階段，其中乾燥步驟係將樣品中之水份加以蒸發，

乾燥所需之溫度一般常設定在 100-130℃，本實驗採

用兩階段乾燥法可將樣品中之水份以較平穩的方式迅

速清除，乾燥所需之時間依樣品注入量而異，一般而

言需在所設定時間前 5 秒鐘將水氣完全除去，由於所

使用之樣品量均為 20 微毫升，經測試後決定其所需要

之乾燥時間分別如表 3 所示。 

                 樣品基質不同其最佳灰化溫度及最佳原子化溫度

亦隨之不同，如未能選擇最佳灰化溫度及最佳原子化

溫度，則分析之結果將十分不可靠，因此最佳灰化溫

度及最佳原子化溫度之選擇實際上是電熱式原子吸收



光譜儀中最重要而需首先克服之問題，有關最佳灰化

溫度及最佳原子化溫度之選擇曾有多篇文獻加以報 

導
（17-19）

，本計畫以魚體基質進行最佳溫度之探討。首

先進行最佳灰化溫度之選擇。灰化步驟係將樣品中之

大部份基質加以除去，藉此減少大部份之基質干擾，

因此選擇一最佳之灰化溫度可提高電熱式原子吸收光

譜法之準確性及精密性，但最佳灰化溫度常因不同元

素、基質及修飾劑而有明顯之差異，故需分別加以測 

             試，測試時各元素分別先選擇一適當之原子化溫度（若

無基本資料可先使用儀器廠商所建議之原子化溫

度），本實驗在測試最佳灰化溫度時其原子化溫度分

別固定為：Cu=2000℃、 Cd=1400℃、Pb=1600℃，

Cr=2300℃，Ni=2300℃。經測試後各元素之灰化溫度

變化曲線分別如圖 2、3、4、5、6 所示，為瞭解魚體

基質是否會影響其灰化溫度，每種元素均分別比較在

0.2% HNO3介質及魚體（0.5 克）介質之最佳灰化溫度，

分析前先添加適量之元素濃度，使在兩種介質中所產

生之訊號值大致相當。圖 2a,b 結果可發現 Cu 元素之

最佳灰化溫度變化曲線不論在 0.2% HNO3或魚體介質

中都十分相同，顯示灰化溫度在此元素較不受基 

             質差異之影響，其曲線在 1300℃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此種信號下降之現象顯示 Cu 元素在 1300℃以上之灰

化溫度會有漏失之現象，故 Cu 之最佳灰化溫度選擇在

1100℃。但 Cd、Pb、 Cr 之最佳灰化溫度變化曲線在

0.2% HNO3及魚體介質中有較明顯之差異，由圖 3a 可



發現 Cd 之元素其灰化溫度在 0.2%  HNO3介質中訊號          

自 800℃開始下降；但在魚體介質中（圖 3b）則自 700

℃便開始下降，故其最佳灰化溫度選擇在 600℃。在

圖 4a ，Pb 元素之灰化溫度在 0.2%HNO3介質中，訊號

自 1100℃明顯下降；而在魚體介質中（圖 4b）訊號在

1200℃才明顯下降，由於 Pb 係屬易揮發性元素，故最

佳灰化溫度選擇在 850℃。對 Cr 元素而言，其灰化溫

度在 0.2% HNO3介質中（圖 5a）訊號自 1800 ℃明顯下

降；但在魚體介質中，訊號自 1600℃即開始下降，故

最佳灰化溫度選擇在 1500℃。圖 6 為 Ni 元素之灰化

溫度變化曲線圖，由圖 6a 可知 Ni 元素之灰化溫度在

0.2% HNO3  介質中，訊號至 1500℃均維持在一定值，

但自 1600℃即急速下降；但在魚體介質中，訊號至

1400℃已明顯下降，其最佳灰化溫度選擇在 1100℃。

Pb 及 Cd 兩種元素均屬較易揮發之金屬，故其灰化溫

度需選擇較低之溫度，以避免灰化過程發生漏失之現

象，但 Cr、Cu 及 Ni 三種元素屬較不易揮發之金屬，

可選擇較高之灰化溫度以除去較多之干擾基質。 

                 最佳灰化溫度決定後固定此灰化溫度並測試各元

素之最佳原子化溫度，所得之結果分別如圖 2、3、4、

5、6 所示，由圖 2 可發現 Cu 在 0.2% HNO3基質中其昇

溫曲線顯然與魚體基質不同，顯示在魚體中受到基質

之干擾；圖 2b 中其原子化溫度超過 2100℃後有下降

之趨勢，故 Cu 之最佳原子化溫度選擇為 2000 ℃。圖

3a,b 分別為 Cd 在 0.2% HNO3介質及魚體介質中之原子



化昇溫曲線，由圖可知在此兩種介質中其變化曲線非

常相似，顯示 Cd 元素之原子化溫度並不受魚體基質之

影響，其最佳原子化溫度選擇為 1300℃。圖 4a,b 分

別為 Pb 在 0.2% HNO3介質及魚體介質中之原子化昇溫

曲線，此亦顯示 Pb 元素之原子化溫度並不受魚體基質

之影響，其最佳原子化溫度選擇為 1500℃。另圖 5a,b

分別為 Cr 在 0.2% HNO3介質及魚體介質中之原子化昇

溫曲線，其之原子化溫度選擇為 2300℃。而 Ni 元素

在 0.2% HNO3  介質及魚體介質中之原子化昇溫曲線大

致相同，顯示其受到魚體基質干擾之現象不明顯，其

最佳原子化溫度選擇為 2300℃，各元素較詳細之昇溫

時間及氣體流速如表 3 所示。 

                 經原子化後通常應設定一較高之清除溫度以便清

除殘留於石墨管內之雜物，各元素所設定之清除溫度

如表 3 所示，其中 Cr 及 Ni 兩元素之原子化溫度較高，

故使用較高之清除溫度（2550℃）。 

 

       （二）微波消化儀最佳測試條件的建立 

                 先使用 CEM 微波消化公司應用手冊
（20）

之消化條件

進行測試，加熱功率及壓力控制值分別如表 4 所示 ，

共設定五個加熱步驟，其壓力分別設定為 20psi，

40psi，85psi，135psi 及 175psi，每一步驟所固定之

時間分別為 2 分、5 分、5 分、5 分及 5 分。由壓力監

測之資料，可知所設定之壓力是否可依所設定之時間

到達，並維持於一固定壓力。CEM 微波消化手冊所建



議之消化方法較環檢所公告之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

微波消化/元素分析暫行方法中多出第五步驟，亦即壓

力高達 175psi 之步驟，藉此可完全消化魚體之有機

質。第一階段完成後先經冷卻再置於通風櫥內打開瓶

蓋，並加入 H2O2 進行第二階段之消化，其消化條件根

據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微波消化/元素分析暫行方法

將壓力設定為 135psi 並維持五分鐘。圖 7 係使用前述

消化條件下壓力及溫度之全程監測資料，由該圖之變

化可知各階段之壓力均可於所設定之時間達到所需求

之壓力，並在所設定之時間範圍一直維持該壓力，由

於圖 7 係使用壓力控制，故溫度變化係隨壓力變化而

變化。目前微波消化逐漸改以溫度控制來探討微波之

消化能力
(21〜23)

，然而因本計畫主要在驗證環檢所公告

之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微波消化／元素分析暫行方

法，該方法係使用壓力控制，故本計畫主要仍以壓力

控制為驗證對象。使用標準溶液及魚體標準參考品來

驗證此消化條件，發現均有良好結果，主要結果將於

品保/品管建立之章節中詳細討論，顯示此種以壓力控

制之消化條件可適用於魚體樣品之分析。 

                 為瞭解 CEM 所建議之微波消化條件及暫行方法所

建議之微波消化條件是否會造成分析結果上之差異，

本計畫先比較兩種消化條件之重覆分析相對誤差、標

準溶液消化回收率及樣品添加回收率，其結果如表 5

所示，均落在可接受之誤差範圍內；另分別使用標準

參考品測試此兩種方法之準確性，其結果(表 5)亦均



落在參考值可接受之範圍內。以上結果顯示此兩種微

波消化條件均可得到良好之精密度及準確度，但為使

分析結果有一致性，在真實魚體樣品之分析均採用CEM

所建議之微波消化條件。 

 

     （三）分析儀器之校正頻率與程序訂定 

            1.原子吸收光譜儀訊號管制 

                  每次製作檢量線或分析樣品前均先檢查儀器訊

號是否正常，檢查方式係使用某一濃度測其吸光值，

由濃度與吸光值之關係計算其 Characteristic   

              Concentration (Cc=conc. of std.(mg/L)     

              *0.0044/measured absorbance)
(24)

或 

              Characteristic Mass(Cm=(volume in μL)*(conc.       

in μg/L)*0.0044/measured absorbance)
(24)

，其測值

與儀器廠商之建議值應落在 20% 之誤差範圍內，才能

進行檢量線製作或分析樣品，本計畫中 Fe，Ni 及 Zn

等元素係使用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來分析，以

Characteristic  Concentration 來進行訊號管制，

所使用之濃度分別為 Fe：5.0mg/L，Ni：2.0mg/L，Zn：

1.0mg/L，另 Cd、Cr、 Cu、Pb 等元素及部份樣品之

Ni 元素係使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來分析，則以

Characteristic Mass 來進行訊號管制，所 

             使用之濃度分別為 Cd：2.0μg/L，Cr： 10μg/L，Cu:25

μg/L，Pb：50μg/L，Ni：50μg/L，本計畫執行中每

一次儀器訊號之管制值均能落在20%之管制範圍內（表



6）。 

           2.微波消化儀微波功率校正 

                 微波消化儀所設定之加熱功率常以百分比（%）來

表示，即以微波消化儀之全功率（950W）之百分比來

設定消化條件，然各種機型之微波消化儀輸出功率均 

             不甚相同，故必須以絕對功率表示方能比較彼此間之

消化效果。絕對功率可經由測定 1000g 之純水，使其

暴露在一定百分比之加熱功率後，由其上升之溫度來

估算，藉此便可建立消化樣品之實際吸收功率（W）與

所設定之加熱功率（%）間之關係
（23,25）

。首先稱取 1000g

之純水，倒入 一個不吸收微波的容器中  

             （Polypropylene 或 Teflon 材質），精確測定其水溫，

其初始溫度控制在 23±2 ℃，並將此容器放置於功率

校正用之特製轉盤中，分別使用950W(100%)、713W(75%)

及 475W(50%)三種加熱功率加熱 2 分鐘，取出後迅速

攪拌並於 30 秒內測定溫度，由前後之溫度差及水之熱

容量計算其實際之吸收功率，本實驗所使用之微波消

化儀設有自動計算吸收功率之程式，可將所測得之前

後溫度差輸入，即可求出實際吸收功率，測定時每種

功率（%）均重覆測定三次，求其平均溫度，其結果如

表 7 所示，由表 7 可知實際測得之吸收功率值與微波

儀輸出功率值之相對誤差值均落在±7%範圍之內，顯示

本微波消化儀之輸出功率與實際吸收功率相當接近。

另外，三次不同功率之校正值均相當接近顯示本微波

消化儀每次輸出之功率均能維持在很好之穩定值。 



                 由於三點加熱功率之校正方式較為耗時，本計畫

執行時僅要求每季校正一次，另使用簡易校正方式，

即以 100%之功率加熱 2 分鐘，帶入公式 Power in 

watts=35×（末溫度-初溫度）
(25)

，所得到之功率需大

於 900W，本計畫執行時要求每批次樣品均先進行此種

方式之微波功率校正。本實驗共進行 10 次微波消化功

率校正，每次之功率值均大於 900W，符合基本要求，

其平均值為 916±5W，其變化不大，顯示每次微波消化

所輸出之消化功率能維持在一良好之穩定狀況。 

              

   二.檢量線建立 

      （一）檢量線製備 

                使用 Merck 公司所製造之標準溶液來配製各元素

之檢量線濃度，本計畫每種元素均配製四種濃度，分別

使用電熱式及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各元素之檢量線

濃度分別如表 8 及表 9 所示。每一批次均需做檢量線，

其相關係數 r≧0.995 才能進行樣品之分析，由表可知

本實驗各元素各批次之檢量線均能符合此規定。 

     （二）濃度適用範圍 

 Cd、Cr，Cu，Fe，Ni，Pb 及 Zn 等元素之最大線性

範圍分別如表 8 及表 9 所示，對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而言，除 Cd 元素之線性範圍較小外，其餘各元素之線

性範圍均很大而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之線性範圍則

較窄，然而實際分析樣品時，如大部份樣品濃度並不很

高，則所配製之檢量線濃度不宜太高，否則易污染低濃



度之樣品，經多次魚體樣品分析，發現較適合之工作濃 

            度範圍分別如表 8 及表 9 所示。 

      （三）檢量線之確認 

                係使用另一廠牌（Riedel-de Haen）之標準溶液配

製不同於原來檢量線製作之濃度，由此確認原來之檢量

線是否正確可靠，並藉此瞭解原標準溶液是否正確無

誤，取樣過程是否遭受污染或發生系統性之偏差。每批

次分析均進行檢量線之確認，其結果均落在 90-100%的

管制範圍內（表 8 及表 9）。 

 

   三.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定 

      （一）全程空白 

                指僅含試劑不含樣品，經全程消化定量之空白值，

為降低各元素之全程空白，純水及酸液之純度均需大為

提高，本實驗使用 Milli-Q 之純水，再經石英二次蒸餾

裝置蒸餾，其純度可大大降低重金屬之含量。另酸之等

級建議使用 Ultrapure 等級以上之酸，以確保空白值能

維持在一較佳之狀況。此外，所有分析用之容器均先經

1：1 鹽酸浸泡隔夜後，取出略微淋洗再置入 1：1 硝酸

中浸泡隔夜，取出後以 Milli-RQ 之水淋洗，並使用二

次蒸餾之純水潤洗之，涼乾後收藏之，分析前以

Ultrapure 濃硝酸當場潤洗容器，再進行檢量線製作及

樣品消化。 

                全程空白之分析結果如表 10 所示，其中以 Fe 之

全程空白最高，其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之平均 測值分



別為 118μg/L 及 187μg/L，如此高之 Fe 含量顯示純水

及酸液中均含有不少之 Fe，而其 10 次分析之標準偏

差，在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分別為 67.1μg/L 及 31.9

μg/L，空白分析之標準偏差如此大顯示該元素在分析

過程常遭受不特定之污染，由於 Fe 在自然界之含量很

高，且分佈很廣，因此空氣中之懸浮微粒均含有高量之

Fe，造成分析過程 Fe 之全程空白值較高，且不同批次

間之變異值亦大。但由於魚體樣品中 Fe 之濃度遠大於

Fe 之空白值，因此雖然不同批次間空白值之變異不小，

但對魚體樣品之分析結果並不會造成明顯影響。其次為

Ni，其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之平均值及標準偏差分別為 

  8.33±1.17（7）μg/L 及 5.67±1.75（6）μg/L，推測

係酸液中含量略高所導致，其餘元素之全程空白值均較

低。 

    （二）方法偵測極限 

               測定七個經全程分析所得的全程空白，求其 3 倍標

準偏差所對應之濃度值，即為方法偵測極限，本研究計

畫之方法偵測極限包括兩種單位，一為μg/L，即一般溶

液中所能偵測到之極限值，其測定方式係根據環境檢測

標準方法驗證程序準則之規定來進行，此偵測極限值可

用以管制每批次之全程空白值，亦即全程空白值需小於

此偵測極限值之三倍，表 10 中每批次之全程空白值均小

於偵測極限值之三倍。由於本計畫所分析之對象係魚體

樣品，而非液相樣品，因此以μg/L 為單位之方法偵測極

限無法瞭解樣品之實際可偵測範圍，需改用μg/g 之單



位，以便瞭解實際樣品之可偵測範圍，由於μg/g 之單位

受實際樣品量之影響，故假設原消化溶液中含有 0.5 克

乾重之魚體基質，但其金屬含量可以忽略，由此計算所

得之方法偵測極限（μg/g）如表 10 所示，以此數據作

為使用 0.5 克乾重魚體樣品分析結果能否檢出之判斷基

準。若使用 2.0 克乾重魚體樣品，則方法偵測極限將與

表 10 中之值不同，其值為表 10 之 1/4。 

          

   四.品保/品管規範之建立 

     （一）精密度與準確度之建立 

        1.重覆分析 

                指樣品重覆兩次分析之結果，本計畫規定每批次樣

品至少需作一重覆分析，其結果如表 11 所示，由表 11

可知不論是熱板消化法或微波消化法其相對誤差均落在

20%之管制範圍內。 

        2.消化回收率 

              使用一已知濃度之標準溶液，經全程消化後使用本方

法所選擇之儀器條件來測定，此數據用以檢視整個分析

過程有無漏失或遭受污染之現象，本計畫規定每批次均

需作消化回收率，若未落在 80-120%之管制範圍，該批樣

品均        

          需重作，測試結果如表 11 所示，其值均落在 80-120%內，

顯示整個分析過程未有漏失或遭受污染之現象。 

        3.樣品添加回收率 

              添加一已知濃度之標準溶液於樣品中，經全程消化分



析後所測得之添加回收率，此數據用以檢視樣品分析是

否受到基質之干擾，本計畫原要求每季作一添加回收

率，後因實際需要改為每批次均作一添加回收率，故添

加回收率 

          之分析次數未達 10 次（表 11），由表中可瞭解所有元素

各批次之添加回收率均落在 80-120%之管制範圍內，顯示

於體樣品在本實驗之分析下未受明顯之基質干擾。 

        4.標準參考品 

              分別使用加拿大國家研究協會所製造之河川魚體肌

肉標準參考品 DORM-2 與魚體肝臟標準參考品 DOLT-2 及

美國貿易部國家標準局所製造之牡蠣標準參考品來驗證

魚體分析方法之準確性。由表 12 之結果可知各元素之分

析值不論是熱板消化法或是微波消化法其重覆分析之相

對誤差均落在本計畫±20%管制範圍內，但少部份元素如

Zn 及 Fe，其部份測值則落在該參考值之管制範圍外，其

餘元素大部份測值均落在該參考值之管制範圍之內。為

確定執行樣品分析之可靠性，本計畫要求每批次分析均

至少分析一個 DORM-2 參考品， 如測值超過 20%之管制範

圍，則該批次需重行測定。 

 

     (二)儀器穩定度之測試 

             為了解原子吸收光譜儀在整個計畫執行過程之穩定

度，分別於不同月份使用相同濃度標準溶液測試其穩定

度，其結果如表 13 所示，10 個月份之測值均非常接近，

其標準偏差均很小，顯示火焰式及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均能維持一良好而穩定之狀況，六種元素中又以 Cr 及 Zn

之穩定度較差。Fe 元素係期中報告後增加之項目，故測試

之月份較少。 

 

     五、真實樣品之分析 

             所有真實魚體樣品之分析均以環境檢驗所所公告之熱

板及微波兩種消化法分別進行分析，並比較此兩種消化方

法之偵測結果。由本省河川所採獲之本土魚體，經乾燥及

研磨後，取 0.5 克乾重之魚粉，使用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

後所測得之結果如表 14 所示，整體而言，熱板消化法與微

波消化法所得到之結果均能落在 20%之管制範圍內，顯示

分析結果具有很好之準確性。各元素含量以 Fe 元素為最

高，其次為 Zn，此兩種元素均能使用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

儀直接測定。Ni 及 Cr 兩元素在不同魚體及不同測站之含

量變異較大，其中 Cr 元素在大眼海鰱（中山橋）與烏魚相

差約 44 倍，而 Ni 元素在大眼海鰱與吳郭魚間則相差約 24

倍，樣品濃度差異太大常導致實驗執行過程上之若干不方

便，本實驗中 Ni 依樣品濃度分別使用火焰式及電熱式原子

吸收光譜儀來測定，Cr 元素則均使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

儀來測定,其中有些魚體樣品含量較高，消化後之濃度超過

檢量線之工作濃度範圍，其樣品先行稀釋後再上機測定。

而 Cu 元素在各種魚體間之變異不大，且遠高過方法偵測極

限，執行檢測時最無困擾性之問題。另 Cd 元素雖然其過程

空白值很低，但魚體含量亦很低，不少樣品其含量約為方

法偵測極限之 2 倍左右，較易產生誤差。魚體中 Pb 元素之



含量雖較 Cd 元素為高，但絕大部份魚體其 Pb 含量均低於

方法偵測極限，部份魚體其 Pb 含量僅略高於方法偵測極限,

顯示此方法並不適於元素 Pb 之測定。 

             為克服魚體中 Pb、Cd 含量太低之問題，需提高原樣 品

之加入量，藉以提高消化溶液之訊號值，表 13 所分析之魚

體均取 0.5 克，如提高至 2 克即可增加 4 倍之感度，但提

高樣品量需考慮原加入之酸量能否完全將其消化。表 15

係利用熱板消化法比較使用不同酸含量之消化結果，酸之

加入量分別為 15 毫升、20 毫升、25 毫升及 30 毫升，其中

15 毫升濃硝酸係環境檢驗所公告魚介類酸性消化暫行方

法中之建議值，由表 15 之結果可發現不同之酸量其消化結

果均落在可接受之誤差範圍，顯示暫行方法中硝酸之建議

量即足夠完全消化 2.0 克之魚體樣品。對 Cd 元素而言，吳

郭魚之樣品提高至2.0克時，其四次測定之平均值為0.025

μg/g，但其方法偵測極限值為 0.0012μg/g，亦即樣品含

量高出方法偵測極限之 20.8 倍，而圓吻鮕魚體樣品提高至

2.0 克時，其四次測定之平均值為 0.0041μg/g，而其方法

偵測極限值為 0.0012μg/g，其樣品含量仍高出方法偵測

極限之 3.4 倍。此現象說明當樣品量提高至 2.0 克時，即

使像金屬含量很低之魚種（圓吻鮕魚），其 Cd 之含量仍可

檢測出。可惜 Pb 元素之含量在吳郭魚及圓吻鮕魚均無法檢

測出，顯示此方法仍不適用於魚體 Pb 含量之檢測。 

             使用 2 克或 2 克以上魚體樣品進行分析時，分析過程

會出現明顯之油脂，這些油脂必需先行移除，否則會影響

分析結果。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係使用簡易之過濾法將油



脂除去，為瞭解該方法是否能有效移除油脂之干擾，本計

畫特別比較丙酮油脂萃取法及簡易過濾法之效果，其中丙

酮萃取法係一般標準參考品前處理常使用之方法，先將魚

體粉末置於 30 毫升丙酮溶劑中，使用超音波震盪器萃取

30 分鐘，倒出含有油脂之上層液，並將剩餘之丙酮加熱去

除，詳細步驟如圖 8 所示，經此兩種方法移除油脂後所得

之結果如表 16 所示，顯然此兩種油脂移除方式均能將油脂

去除並得到相同之結果。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一、本計畫依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熱板消化/元素分析及微波消化/

元素分析兩種暫行方法進行方法驗證，驗證內容包括方法偵測極

限之建立、重覆分析、消化回收率、樣品添加回收率、標準參考

品測試及真實樣品之分析，其結果證明熱板消化及微波消化均具

有良好之精密度及準確度，可適用於魚體樣品之分析。 

二、使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魚體樣品時，必須先選擇儀器之

最佳灰化溫度及最佳之原子化溫度，而此最佳之灰化溫度及原子

化溫度必須在含有魚體基質下測定。 

三、含魚體樣品之方法偵測極限仍待建立，本計畫目前僅以溶液中之

方法偵測極限加以推估。 



四、在本土化方法驗證方面，係利用本省河川之魚種加以驗證，結果

發現魚體中 Pb、Cd 兩元素之含量均很低，利用 0.5 克(乾重)之

魚體樣品進行校測時，大部份之樣品均難以檢出，建議改用

2.0(乾重)克之魚體進行檢測，藉以提高分析之感度。 

五、 使用 2.0 克(乾重)魚體樣品時，其消化過程會出現較明顯之油

脂，需加以過濾去除。另進行不同酸量分析時，發現暫行方法所

使用 15 毫升之酸量即足夠將魚體樣品完全消化，建議使為考量

樣品處理之方便性用 20 毫升之濃硝酸進行樣品消化。 

六、使用熱板消化時其溫度之控制在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暫行方法中

建議為 95℃，然使用該溫度將使消化之過程長(2〜3 天)，形成

時間上之浪費，且如此長久之消化過程易導致污染物質之介入，

造成分析上之誤差。本計畫建議使用略微沸騰之消化條件，溫度

控制在 110℃以下，分析本計畫中之七種元素，可有效減少消化

時間，並得到良好之結果。 

七、在微波消化方法驗證中，本計畫仍使用壓力控制進行樣品之消

化，由於魚體粉末樣品容易消化，因此仍然可得到良好之結果，

未來建議應逐漸改用溫度控制方式進行樣品之消化。 

 

 

 

 

 

 

 

 

 

 

 



 

 

 

 

 

 

 

 

 

 

 

 

 

 

 

 

 

 

 

魚體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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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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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魚體油脂丙酮萃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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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魚體重金屬分析方法草案 

        魚體樣品中銅、鉛、鎘、鉻、鎳、鐵、鋅的分析 

 

一、方法概要 

    割取魚體肌肉，經乾燥粉碎並研磨成粉末，取適量（0.5 克至 2

克）乾重魚體粉末，加入濃硝酸及過氧化氫試劑，經熱板消化或微波

消化破壞有機質並經趕酸步驟後，使用超純水定量至 10 毫升，並視

樣品中待測元素種類及濃度，選擇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或電熱式原

子吸收光譜儀分別測定其所含之元素濃度。 

 

二、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魚體肌肉樣品樣品，經適當處理成粉末並再

經消化分解後，鐵、鋅及部份鎳等元素可使用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測定，另銅、鉛、鎘、鉻及鎳等元素可使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



定，其中鉛及鎘兩元素因魚體肌肉內之含量很低，需取 2 克以上之乾

重樣品，其餘元素僅需 0.5 克之樣品重。 

 

三、干擾 

（一） 使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魚體樣品時為防止魚體

介質之干擾，可加入基質修飾劑，建議之基質修飾劑如

下： 

  Cu：0.005 毫克(Pd)及 0.003 毫克硝酸鎂 [Mg(NO3)2] 

  Cr：0.015 毫克硝酸鎂 [Mg(NO3)2] 

  Cd、Pb：0.05 毫克磷酸二氫銨 (NH4H2PO4) 

（二）樣品消化過程若使用之藥劑及純水之純度不夠或容器清

洗不完全等均可能導入污染物，造成較高之空白值，建議

使用高純度之藥劑及二次蒸餾之純水清，洗過之容器分析

前再使用高純酸當場潤洗之。 

（三）有些魚體會有較高量之油脂，分析過程易產生干擾，建議

使用丙酮萃取法先將油脂移除或使用過濾法將油脂濾除。 

四、 設備 

（一）冷凍乾燥機。 

（二）磨碎機：內含網孔大小為 1mm 之篩網，能控制出料樣   

品小於 1mm 收集盒及上蓋應被覆鐵氟龍材質以杜絕金   屬之

污染。 

    （三）精密天平：可精秤至 0.0001 克。 

    （四）燒杯：100〜150 毫升。 

    （五）錶玻璃。 

    （六）通風櫥。 



    （七）熱板加熱器：可調控溫度者。 

    （八）過濾裝置。 

    （九）濾紙：直徑 9-11 公分，孔徑 20-25 微毫米。 

    （十）定量瓶：10 毫升。 

    （十一）微波消化儀： 

1.可提供 545 瓦以上之輸出功率，其功率需精確至±10

瓦。 

2.可設定加熱程式。 

3.具壓力監控或溫度監控裝置。 

4.消化瓶需為鐵氟龍材質，至少需承受 110psi 以上之

壓力（最好能承受 200psi 之壓力），並具安全洩壓

裝置。 

   （十二）純水製造機：能製造電阻係數大於 17.5MΩ-cm  

    之純水。 

 

五、試劑 

(一)濃硝酸（HNO3）: 超純級 65%。 

(二)過氧化氫 (H2O2) :  分析試藥級 30%。 

(三)鈀粉 (Palladium): 分析試藥級。 

(四)磷酸二氫銨 (NH4H2PO4) : 分析試藥級。 

(五)硝酸鎂 [Mg(NO3)2] : 分析試藥級。 

(六)金屬儲備溶液：銅、鉛、鎘、鉻、鎳、鐵、鋅之儲備溶液可

使用市售品，其濃度為 1000mg/L+2mg/L。 

 

六、魚類採樣及保存 



（一） 魚類樣品採集後，先鑑定種類再記錄體長體重及採樣地點及

時間。 

（二） 若分析地部位為肌肉則儘速解剖，並取出所要之部位。 

（三） 所有盛裝魚體樣品的容器必須經過清潔劑或酸液之清洗或

浸泡。 

（四） 解剖後之魚體樣品需冷凍保存。 

七、步驟 

（一）熱板消化法 

(1). 取 出 冷 凍 之 魚 體 樣 品 ， 置 入 冷 凍 乾 燥 機 之 真 空          

瓶，開啟冷凍乾燥機乾燥樣品至恆重，或至於烘箱於 105℃烘

乾至恆重。 

(2) 將乾燥後之魚體樣品放入磨碎機研磨成均勻粉末倒入乾淨之

樣品瓶，密閉後至於乾燥箱內保存。 

(3) 取出樣品經混合均勻後秤取 0.5 克〜2.0 克樣品（精秤至

0.0001 克）置於 100 毫升燒杯中。 

(4) 加入 10 毫升濃硝酸混合均勻，蓋上表玻璃置於 通風櫥中待

反應緩和後置於熱板上加熱迴流，樣品保持在略微沸騰狀

態，反應不可太過激烈，樣品加熱至近乾，取出冷卻後再加

入 10 毫升濃硝酸，繼續加熱迴流至近乾。 

(5) 取出冷卻後加入 2 毫升過氧化氫試劑，蓋上錶玻璃繼續加熱

迴流，此過程應避免產生激烈冒泡，加熱至近乾後取出冷卻，

為使趕酸更完全，可另再加入 5 毫升超純水，繼續趕酸至近

乾。 

(6) 冷卻後觀察消化液是否澄清，若消化液中含有油脂或不溶

物，可事先使用丙酮萃取法將魚體中之油脂除去，或直接使



用濾紙將其濾除。 

(7) 使用少量超純水淋洗燒杯內壁及濾紙，並以 10 毫升定量瓶定

量之。 

(8) 消化液可直接進行元素測定，其中鐵、鋅、鎳可使用火焰式

原子吸收光譜儀加以測定，而銅、鉛、鉻或部份鎳可使用電

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若無法立即測定則置於 4℃冷藏。 

(9) 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及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之詳細測定

步驟可參考環境檢測方法彙編---原子吸收光譜法(NIEA 

M101.00T) 。 

（二）微波消化法 

(1)取出冷凍之魚體樣品，置入冷凍乾燥機之真空瓶，開啟冷凍乾

燥機乾燥樣品至恆重，或置於烘箱於 105℃烘乾至恆重。 

(2)將乾燥後之魚體樣品放入磨碎機研磨成均勻粉末，倒入乾淨之

樣品瓶，密閉後置於乾燥箱內保存。 

(3)取出樣品經混合均勻後，稱取 0.5 克~2.0 克樣品（精稱至

0.0001 克），置於鐵氟龍消化瓶中。 

(4)加入 10 毫升濃硝酸，鎖緊有洩壓裝置之消化瓶，對稱放入微

波消化儀之轉盤中，連接壓力監測裝置或溫度監測裝置。 

(5)依照微波消化儀之使用規定，依序鍵入輸出功率，加熱時間，

壓力控制（或溫度控制）及風扇速率等，並設定多階段加熱程

式，即進行第一階段之消化。表一係功率 950 瓦的微波消化儀

放置 12 個消化瓶之加熱程式範例。如果使用溫度控制可參考

U.S.EPA Methods 3025,3051.其溫度控制建議為 180℃。 

  表一  微波消化輸出功率（瓦）及壓力控制（psi）條件 

階段           1        2        3        4       5 



輸出功率
a
(%)   80       80      80        80      80 

       (watts) 760     760      760      760     760 

壓力控制(psi)  20       40       85      135     175 

升溫時間(min)   5        3       3         5       5  

加熱時間(min)   2        5       5         5       5 

風扇速率(%)   100      100      100       100     100   

a:輸出功率視微波消化儀型號而定。



樣品之重量差，此值不得大於未消化樣品重之(6).第一階段

消化完成後，計算消化前及消化後 10%，否則需重新消化；若

小於 10 %則進行第二階段之消化。 

(7)樣品冷卻後，開啟消化瓶加入之 2 毫升過氧化氫試劑，並鎖

緊消化瓶進行第二階段之消化；其輸出功率設定為 80%，壓

力控制為 135psi，加熱時間為 5 分鐘。 

(8)第二階段消化完成後，仍需計算消化前及消化後樣品之重量

差，此值不得大於第二階段消化前樣品重之 10%，否則需重

新消化。 

(9)待消化瓶冷卻後，打開瓶蓋，觀察消化液是否澄清，若消化

液中含有油脂或不溶物，可事先使用丙酮萃取法將魚體中油

脂除去或直接使用濾紙將其濾除。 

(10)將打開瓶蓋之消化瓶放入微波消化器內，使用 30%之輸出功

率，每次加熱 2 分鐘來趕酸，冷卻後取出觀察，重覆此步驟

直至近乾；為使趕酸更完全，可另加入 5 毫升超純水，重複

上述趕酸步驟直至近乾。 

(11)使用少量超純水淋洗消化瓶內壁及濾紙，並以 10 毫升定量

瓶定量之。 

(12)消化液可直接進行元素測定，其中鐵、鋅、鎳可以用火焰式

原子吸收光譜儀加以測定，而銅、鉛、鎘、鉻或部份鎳可使

用電熱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若無法立即測定則置於 4℃

冷藏。 

(13)火焰式原子吸光譜儀及電熱式原子吸光譜儀之詳細測定步

驟可參考環境檢測方法彙編---原子吸收光譜法(NIEA 

M101.00T)。   



八. 結果處理 

  略� 

 

 

九. 品質管制 

（一）每一批次均需進行檢量線製作，其相關係數 r≧0.995，另

使用不同廠牌之標準溶液配置不同於原來檢量線製作之濃

度，進行檢量線查核確認，其結果應落在 90-100%範圍內。 

（二）每一批次樣品均需同時進行空白分析，以檢測樣品是否遭

受污染。 

（三） 每一批次樣品至少需作一個重覆分析，以檢測其精密度。 

（四） 每一批次樣品至少需做一個標準溶液消化回收率及一個

樣品添加回收率。 

（五） 每季至少執行一個標準參考品之測試，以檢測執行之準確

性。 

（六）進行微波消化時應避免壓力過高而發生洩壓現象為檢視是

否因洩壓現象而導致樣品漏失，可利用消化前及消化後樣

品重量差佔原樣品重量之百分比來管制，若其值大於

10%，則此批樣品之數據不能採用。 

 

 

十.精密度及準確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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