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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背景介紹
    1974年Rowland教授提出當人造的氟氯碳化物(以下簡稱為CFCs)漂浮至臭氧
層以上的高度(約 40Km)時，將被高能的紫外光分解而釋出氯原子[Molina and 
Rowland, 1974]。如(1)、(2)：

CF2Cl2  + hν→CF2Cl + Cl (1)
CCl3F + hν→CCl2F + Cl (2)

當這些氯原子降至臭氧層之高度(約 40Km 處)時，將引發催化反應破壞臭氧分
子[Molina, 1987]。如(3)、(4)：

Cl + O3 →ClO + O2  (3)
ClO + O →Cl + O2   (4)

淨反應：O3 + O →2O2

平流層的臭氧可阻隔紫外線進入地表，而臭氧層的破壞將會導致近地面紫外
線的增加[Mckenzie, 1991]，其嚴重性將致使皮膚癌患者增加[Mckinlay and 
Diffey,1987]，生物食物鏈遭威脅等後果，如果無法遏止臭氧層破洞繼續的擴大，
地球上的生物將遭受有歷史以來最大的浩劫。
    目前氟氯碳化物的總濃度已達到最高峰，預計未來臭氧層的破壞仍將持續惡
化。此外 CFC 也是溫室效應氣體，其全球暖化效率(Global worming potential)約為
CO2 的 104 倍以上[Fisher,1990]，顯示除二氧化碳外，CFC 亦為溫室效應惡化的原
因之一。因此蒙特婁協議第二次修正會議限制除了第五條約國，如中國大陸、印
度、巴西等開發中國家之外，CFC 必須在 1996 年 1 月完全停止生產。而近年來
CFC 的濃度成長已趨緩慢,在總氯濃度到達 3.5-4 ppbv 左右的最高峰後, 其下降的
速度將取決於已開發中國家是否扮演好監督的角色，約束如中國大陸等開發中國
家對 CFC 的生產和排放。因此，全球對 CFC 的測量除了在背景濃度觀測之外, 預
期未來將納入非背景濃度的監測以了解個別地區使用或管制 CFC 的情形。
    氟氯碳化物在經過幾十年間的推廣使用後，如今已被證實為破壞平流層以及
造成南極臭氧層穿洞的主要原因。在 1985 年英國科學家 Farman[1995] 發現南極
上空的垂直臭氧濃度正逐年快速降低，1994 年聯合國氣相組織(WMO)出版的「臭
氧減少科學評估報告」[WMO, 1994]中指出：1992 年以及 1993 年全年觀測臭氧濃
度創歷史最低記錄。在 1995 年 9 月 WMO 又發表報告指出，一個和歐洲一樣大的
「臭氧層破洞」正在南極上空形成[Anderson, Brune and Proffitt, 1989]。1996 年 3
月北半球觀測的臭氧濃度是有史有來最低的，在格林蘭、北大西洋、斯堪那地半
島與俄羅斯北極的西部區域，其中數天的濃度減少了 45%，月平均減少了 20-30%。
全 球 平 均 垂 直 臭 氧 濃 度 亦 以 下 降 了 3-5%[Zander, Gunson, Rinsland and 
Farmer,1992]。最近美國航太總署(NASA)亦發表 1996 年南極春季的臭氧遙測結
果，說明 1996 年的臭氧洞幾乎和 1993 年的南極臭氧洞差不多大小，其涵蓋面積
高達八百五十萬平方英里，幾乎和北美洲的大小相若。
    以目前大氣中所存在的 CFC 濃度來看，臭氧層破壞的問題仍將持續許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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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氯總濃度下降到臭氧層破洞被發現前的濃度水準，約 2 ppbv(1970 年代末)。由
於 CFC 的化性極為穩定，在大氣中幾乎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破壞機制，例如與氧化
物質的反應或溶解等，其唯一的被移除管道為在平流層的紫外線光解反應，然而
由於化學物質進入平流層的速度極慢，因此大部份的 CFC 分子(約 90%)仍然存在
於對流層的空氣中，等待進入平流層被分解。在了解 CFC 缺乏有效的移除管道後，
面對每年持續惡化的臭氧破壞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便只有減少排放一途。有鑑於
臭氧問題的可怕後果，全球在 1987 年由主要的 CFC 生產使用國在加拿大蒙特婁制
定了限制 CFC 生產與排放的蒙特婁公約(Montreal Protocol)，企圖以若干商業制裁
的手段為後盾達到積極控制的目的。
    在 1987 年公約制定後，許多重大的科學發現又更具體的顯示 CFC 破壞臭氧的
直接證據，也因此，締約國了解到 1987 年的公約內容太過於消極，而分別在以後
若干年間重新修正公約的內容，以期能將 CFC 的生產與使用在最短時間內完全停
止。例如在原先的 1987 年公約中只要求在 1998 年前將 CFC 降至 50%以下，而在
1992 年的哥本哈根修正案中，CFC 被要求在 1996 年 1 月 1 日前完全停止
[WMO,1988;UNEP,1992]。根據 CFC 的長期觀測資料，目前 CFC-11、CFC-12、
CFC-113、 CH3Cl3 和 CCl4 的全球背景濃度依序約為 280、500、90、120、80pptv；
利用電腦模式的計算，半世紀之後臭氧濃度可望回復到 1979 以前的水準。而現今
的 CFC 濃度和臭氧破壞的規模則已到達最高峰[WMO, 1994]。
    透過背景監測資料，我們了解CFC的排放已逐漸減少，例如CFC-11和CFC-113
的大氣濃度的濃度自 1989 年起已逐漸減緩[Cunnold et al., 1997; Fraser et al., 
1997]，而目前已達到平衡點(成長率為零)，且有些微下降的趨勢，見圖(1,2)。而
CH3CCl3 和 CCl4 則已開始下降[Simmonds et al., 1998]，見圖(3,4)。唯一例外的主要
CFC 為 CFC-12，雖然其成長率已見緩和，但仍有 4pptv/yr 左右的小幅成長(其 80
年代的成長率為 20pptv/yr) [Cunnold, 1997]，見圖(5)。此結果說明蒙特婁公約的運
作至今而言可說是相當成功，而解決臭氧問題的時間也似乎可指日可待。
    然而變數卻依然存在，過去幾年中 CFC 的減少排放主要是已開發國家的貢
獻。在防堵 CFC 的主要缺口為開發中國家，如印度、中國大陸和巴西等國仍可享
有 10 年左右的生產使用權。而在過去五年雖然 CFC 大氣濃度減緩速度令人鼓舞，
但這段時間卻也是中國大陸經濟起飛，正逐漸醞釀需求的時間。

目前中國大陸為全球種數仍大量生產 CFC 的國家之一，不但應付國內的殷切
需求外，對非法出口使台灣在管制 CFC 作法上面臨嚴重的管制死角。CFC-11(CCl3F)
與 CFC-12(CCl2F2)理應無法再生產或進口，然而目前在市場上仍可輕易取得，且
價格較取代品更為低廉，使得我國在轉型上面臨阻礙。

現今我國對CFC使用與排放之掌握與了解完全得憑藉進出口與台塑公司之核
配資料。近三年來 CFC 無法再進口或生產，而台塑公司之剩餘庫存所被申請核配
之數量也逐年快速下降，因此單由表面資料看來，則我國已不存在 CFC 非法使用
的問題，但走私與目前市場現況兩因素是否破壞了管制成效?影響程度如何?則是後
蒙特婁時期必須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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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中國大陸廉價大量的 CFC 的生產對我國的影響可能發生在以下兩個層面：
    (1)猖獗的走私行為將使得我國在 CFC 的管制成效上打折扣，市場在取得無礙
且價格低廉的情況下無法有效誘導使用者捨 CFC 不用而就相對價格昂貴的取代
物，走私情況在美國也構成管制漏洞，而在台灣的嚴重程度亦廣受討論，因此必
須進行有系統的了解。
    (2)由於中國大陸對於 CFC 的大量使用將使得區域性背景濃度提高，而將台灣
籠罩在此濃度範圍內，但台灣除了進出口等書面資料外，在管制成效上很難再提
出有效之說明，此對於我國在蒙特屢議定書上已做出的努力產生了不對稱的結
果，一旦涉及國際間貿易制裁的問題時將使台灣相關工業遭受打擊，而如何提出
佐證，具體說明執行議定書的努力與成效將為當務之急。

  我們認為只有利用量測的方法才能夠客觀說明以上兩個問題，提供正確客觀
的長期追蹤資料。

1.3 實驗設計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檢查目前台灣地區排放氟氯碳化物的一般情況，藉

以反應使用狀況。理論上蒙特婁議定書規定在 1996 年前完全停止生產後，全球非
第五條約國包括我國均不得生產，進口此類物質，唯獨 CFC-11，CFC-12 因仍有台
塑公司的庫存，故得以逐年申請配額使用，因此就”有使用則必有排放"的必然性而
言，當可以藉由量測瞭解 CFC 彼此間之相對大氣濃度進而得知其相對排放量。所
以，對已不再被使用的 CFC 而言，因不存在洩漏問題，自然在檢查地區所測得的
濃度會接近平均背景大氣濃度。相反的，仍對被使用的 CFC 而言，因洩漏可視為
點排放源，而為數眾多，且強度不一的點排放源將使得檢查地區的濃度存在或高
或低的變化。此一特性便成為我們檢查排放時的有效特徵。以往對於 CFC 的量測
完全以背景濃度為出發點，以瞭解大氣中所累積的 CFC 總量與其隨時間成長的速
度。但在 1987 年後 CFC 的大氣濃度成長速率因公約生效而逐漸減緩，甚至下降
[Montzka et al.,1996]，但在 1996 年後不但仍應持續觀測背景大氣濃度，以瞭解公
約的執行成效，尤其更應提出更為主動積極的監測資料，以實測數據說明某一締
約國 (我國身份為視同締約國)是否認真執行公約。因此，本計畫首次提出上述的
檢查方法，同時也實際證明此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以此為概念為主軸，利用空氣
採樣與氣體分析技術便能夠有效執行排放檢查之工作。

1.4  HCFCs 與HFCs 監測
由於蒙特婁公約及其相關的修訂版陸續通過之後，嚴格限制了CFCs的製造與排放，

因此化學家們便開始尋找一些取代CFCs的物質，例如HCFCs
(hydrochlorofluorocarbons；氫氟氯碳化合物）與HFCs ( hydrofluorocarbons；氫氟碳化
合物) 之類的化合物，這些 CFCs 的取代物由於分子內所含碳原子與氫原子之間的
鍵結較微弱，大部分在大氣對流層中便會與氫氧自由基（OH radical）反應而分解，
因而在大氣當中的生命期較短，較不易進入更高的平流層之中，進而光解釋放出
氯原子來引發催化臭氧分解的連鎖反應 [Midgley, 1997; Miller et al., 1998]。   
    科學家們希望藉由 HCFCs 的使用儘快縮短 CFCs 在工業上的使用期，雖說
HCFCs 依然含有氯原子，但是其 ODP 值與溫室效應指標均遠小於傳統的 C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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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FCs 的 ODP 值只有 CFC-11 的 1~12﹪強而已）。以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 CFCs
取 代 物 － HCFC-22 來 說 ， 相 較 於 CFC-12(CCl2F2) 與 CFC-11(CCl3F) ，
HCFC-22(CHClF2)只含有一個氯原子，且在大氣中 HCFC-22 於對流層可與氫氧自
由基(OH radical)進行光化學反應而分解，其生命期（Lifetime）約為 13 年。然而
仍有相當比例的 HCFC-22 在對流層中還未能被 OH 分解，就進入了更高的平流層
中行光化學反應而釋放出氯原子，加上 HCFC-22 在對流層中分解後所產生的 Cl，
在長時間的累積與大氣的傳輸作用下，也會進入到更高的平流層之中，這兩種機
制都還是會造成大氣平流層中氯原子的含量增加，進一步引發破壞平流層中臭氧
的連鎖反應。因此在蒙特婁公約 1995 年的修訂版中便限制在公元 2020 年後，
HCFCs 亦將遭到全面的禁用。在工業上 HCFC-22 成為取代傳統使用的 CFC-12 與
CFC-11 的過渡期取代物，被廣泛運用於冷凍機中的冷煤、噴霧劑中的氣膠推進劑、
塑膠發泡劑等，此外約有百分之 35 的產量亦用於化學工業中含氟高分子的製程。
以西元 1994 年的工業資料顯示 HCFC-22 每年的產量已經到達 219000 公噸，直到
今日，HCFC-22 每年的工業產量仍呈現持續增加的情勢，於全球背景大氣的量測
中也發現到，HCFC-22 是目前大氣當中成長速度最快的氟氯碳化物，其濃度已經
到達CFC-12的四分之一與CFC-11的三分之一，在西元 1979年中的時候，HCFC-22
在北半球的平均濃度為 50pptv，而在南半球則為 42pptv，到今天西元 1998 年時，
HCFC-22 在北半球的平均濃度已經成長為 132.4pptv，且每年以 5.5pptv 的速度在
成長，在南半球則增加到 116.7pptv，而每年也以 6.0pptv 的速度在增加[Miller et al., 
1998]，見圖(6)。HCFC-22 雖然對臭氧的破壞性上遠不及 CFC-12 與 CFC-11 來的
嚴重，但它卻有很強的紅外線吸收力，可算是相當強的溫室效應氣體，加上現今
該物質在工業上的大量生產與使用，相對的其洩漏與排放的問題也已經反應在全
球背景大氣量測所顯示的數據中，這對於日益嚴重的全球氣溫上升現象扮演著不
容忽視的角色。
    因為 HCFCs 仍會造成大氣平流層中氯原子的含量增加，而 HFCs 因為完全不
含氯原子，長期來說對於作為 HCFCs 與 CFCs 的取代物 HFCs 可說是相當的適合，
某些含氟的碳氫化合物其對大氣中臭氧的破壞力甚至幾乎趨近於零(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s≅0)，目前 HFC-134a(CF3CH2F)便是針對 CFC-12(CCl2F2)與
HCFC-22(CHClF2)而發展出來的取代物，在工業上 HFC-134a 主要是取代 CFC-12
與 HCFC-22 作為冷凍機中所使用的冷媒與噴霧劑中的氣膠推進劑，由全球的大氣
背景量測資料來看，在西元 1980 年末期的時候， HFC-134a 在背景大氣中的濃度
還小於 50fmol/mol(ppfv;f=10-15)，但是到了西元 1996 年中的時候，背景大氣中
HFC-134a的濃度已經到 3 pmol/mol (pptv)，見圖(7)， [Elkins et al., 1996 ]，HFC-134a
的背景濃度是以每年約 100%的速度在成長，這無疑的可顯示出近年來由於
HFC-134a 在使用上的大量增加，其排放與洩漏的問題已逐漸浮現，誠如先前所言，
HFC-134a 比起其前身 CFC-12 與 HCFC-22 來說已不存在破壞臭氧的問題，可是該
物質卻是一種很強的溫室效應氣體，極易吸收太陽輻射而導致大氣溫度上升，全
球暖化的現象，因此雖說 HFC-134a 就目前而言在背景大氣中的濃度還是遠低於
CFC-12 與 HCFC-22，但為了準確掌握其在大氣中的成長速率以及未來對全球變遷
的影響，我們現在就應進行對 HFC-134a 的長期監測工作。

HCFCs 因為當中的氯原子，對大氣平流層中的臭氧仍具有潛在的威脅性，所
以只能視為是在傳統 CFCs 遭到全面禁用，而又尚未尋找到更新更安全的取代物前
的過渡期代替品，基於保護大氣臭氧層的理由，在不久的將來 HCFCs 也將遭到禁
用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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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全球性的溫室效應公約制定上，勢必對此類相關物質做出嚴格的生產
與排放限制；此外，CFC 的排放減少勢必伴隨 HCFCs 及 HFCs 排放的增加，因比
可與 CFC 量測工作相輔相成。基於這些理由，我們便試圖建立一套針對上述氟氯
碳化物取代物的分析系統，希望能建立起屬於我國自己檢查排放的技術能力，而
在第二章將討論已建立之量測技術。

   本計畫已在過去的三年中完成了以下幾項重要工作：
1. 於 86 年度建立了氟氯碳化物手動量測系統。
2. 於 86年度將原本之半自動量測系統予以初步自動化，使分析再現性提高至RSD 

2％左右，並增加對大氣直接量測的功能。
3. 於 86 年度初本計畫利用完成後之系統於大台北地區實際進行大規

模採樣量測，並將成果刊登於 Chomosphere [Wang et al., 1998] 。
4. 於 86 年度秋季進行台灣全島的氟氯碳化物的背景值量測。
5. 於 87 年度下半年對新竹科學園區進行排放檢查,並於 87 年 2 月進行第二次大台

北採樣。
6. 88 年度的工作重點在開發自動即時分析系統對定點進行高頻率連續測。
7. 88 年度完成氫氟氯碳化物與 VOC 自動量測方法之建立。
8. 於 88 年 2 月進行第三次大台北採樣。
9. 於 88 年度完成 CFC 量測資料整体分析整理，已初步了解 CFC 在台灣的排放

現況。
從 86 年到 88 年年本計劃共進行了一次全島背景採樣，三次大台北採樣以及一

次科學園區的採樣，在以上三種不同的大氣環境中我已清楚的了解我國 CFC 的排
放現況，綜合結果將在第三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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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FC 與取代物(HCFC-22,HFC-134a)分析方法
2.1 分析原理

大氣對流層中氟氯碳化物的濃度都非常低，介於數個 pptv 至幾百個 pptv 之
間。所以在進行空氣樣品分析之前必須將樣品進行前濃縮，以增加分析物的濃度
來提高分析結果的精、準確度。濃縮之後的樣品再推送至氣相層析儀中，進行分
離及偵測，最後得到定性及定量的結果。其分析步驟為：以採樣罐在已選定之採
樣地點進行氣體的收集之後，將採樣罐攜回實驗室與負壓進樣真空系統連接，利
用幫浦將空氣樣品抽進樣品前濃縮捕捉器的捕捉器中進行濃縮，再使之快速脫
附，以載流氦氣將樣品帶入氣相層析儀管柱中進行分離，最後以電子捕獲偵檢器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ECD）進行偵測。

2.1.1 前濃縮部份
   本實驗所採用前濃縮的方法為冷凍吸附法，其原理是利用一個捕捉器(trap)，以
冷凝吸附或化學吸附欲分析的氟氯碳化物分子，並使主要究氣成份(如 N2、O2、Ar、
CO2 等)通過而達到濃縮之目的。捕捉器的構造為一外徑 1/8 英吋，長度約為 10 至
20 公分之不鏽鋼管，內填充細小的玻璃珠(80/120mesh)提供吸附表面積。氟氯碳化
物的凝固點範圍介於-158℃至 14℃間，其沸點介於-29.8℃至 121℃間，通常如欲將
氟氯碳化物完全捕捉，則溫度須低於其沸點約 100℃，所以必須冷凍捕捉器至-170
℃。冷凍濃縮的過程需消耗液氮，增加分析工作的後勤負擔，也使得成本增加，
此外，水份也隨著 VOC 被冷凍下來，之後陸續造成層析問題。有鑑於此，在 88
年度本計劃即著手開發化學吸附劑法取代冷凍法，以期在不犧牲濃縮效能的前題
下避免使用液氮，此方法對於 VOC 分析而言是一重大突破。

2.1.2 氣體色層分析法(Gas Chromatography)
   氣體色層分析法的主要功用乃在分離樣品中較具揮發性之混合物，其可分離
物質之狀態包含液體、氣體內之揮發性物質。在層析儀內，氣體樣品被載流氣體
(N2、He)攜帶，經過裝有填充材料之管柱(column)，填充材料對於混合物中各成份
有其各別程度之親合力，因此，經過管柱速率不一樣，各成份由管柱析出後，由
一靈敏之偵測器測定之。

    氣體色層層析法包含兩個相。其一為固定相(stationary phase)：可為一種固體，
為吸附性之色層分析；也可是塗上(coating)一層液體層於固體上，稱為分配色層分
析(Partition Chromatography)。第二相為移動相(mobile phase)：通常是氣體或液體，
當樣品組成間達成平衡時，則各組成會分佈在固定相和移動相之間。在分析空氣
中揮發性成份的用途上則大部份分法都使用氣態移動相，稱之為氣相層析法(Gas 
Chromatography)。

2.1.3 偵檢器部份
    本實驗所使用之偵檢器為火焰離子化偵檢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 FID，和電子捕獲偵檢器(ECD)，其原理如下：
    (1)火焰離子化偵檢器是利用30ml/min氫氣比300 ml/min空氣所燃燒之火燄將
分析物種熱解產生離子和電子。此離子和電子會被收集管中之電極所收集，得到
一個電流訊號，訊號與碳的質量成正比，然後將電流訊號轉變為電位訊號。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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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析物種經過管柱到偵檢器之時間不同，可以得到一個電位對時間的層析圖
譜。因為火焰離子化偵檢器與單位時間進入的碳原子數目有關，所以它是一個質
量靈敏而不是濃度靈敏的偵檢器，FID 可偵測許多的物質，具有高靈敏度(~10-13)，
較大的線性反應範圍(~107)和低干擾性。像羰基醇鹵素胺等官能基在火焰中產生少
量離子或不產生，和對於不可燃氣體如 H2O、CO2、SO2、NOx等均不靈敏。
    (2)電子捕獲偵檢器是利用 63Ni所發射出的β粒子(高能電子)，將載流氣體N2分子游離化
成N2

+分子和二級低能電子(secondary electron)，並且β粒子與二級電子的濃度約為1：100，
即一個β粒子約能游離一百個動能較低之二級電子。此二級電子在電極之間會形成一個穩定
的電流訊號，大部份電子捕獲偵檢器是以固定電流為工作方式(constant current mode)，當有
傾向於捕捉電子的有機分子通過 chamber 時，如氟氯碳化物之 CCl2F2 (CFC-12)和
CCl3F( CFC-11)，會將二級電子捕捉走，造成固定電流會降低，經過反饋(feedback)動作，增
加電流供給頻率，將所降低之電流補充至原來的固定電流強度，然後將頻率訊號轉變為電
位訊號，由於各分析物種經過管柱到偵檢器之時間不同，可以得到一個電位-時間的層析圖
譜。電子捕獲偵檢器是一個濃度靈敏的偵檢器，其靈敏度約可達0.1 pptv。ECD 與 FID 相
較下，無論在物種偵測的選擇性上以及線性關係上均有相當大的差異。對於樣品
的選擇性上，ECD 雖然可以偵測大部分的鹵素分子，但其中各別的靈敏度差異卻
非常之大。對於飽和鹵碳化物而言，氟最不敏感，氯其次，而溴、碘最為敏感。
例如 CF4 對 ECD 極不靈敏而 CCl4 卻非常靈敏，CCl2F2 和 CFCl3 的靈敏度則介於其
間。此外，氫的存在對 ECD 的靈敏度有極高壓抑作用。例如 CHClF2 (HCFC-22)
較 CCl2F2 (CFC-12)的靈敏度低約 103左右，因此雖然 HCFC-22 的大氣濃度約為 100 
pptv，為 CFC-12 的 1/5 左右[Grimsrud and Knighton,1982]，但 ECD 卻無法對
HCFC-22 進行有效偵測。除了 ECD 對物種具有極高選擇性外，其線性關係也不若
FID，因此其感應係數可能隨分析的工作範圍(working range)的改變而變動。所以
對於長期監測性質的分析工作，必須先清楚的了解各欲分析物質對 ECD 的線性關
係。ECD不若FID有較佳的線性範圍，且兩者對物質的選擇性有極大的差異。
    目前對碳氫化合物而言，其性能最佳且最經濟的偵檢方式即為 FID。各碳氫
化合物通常在 FID 偵檢下均有極佳的線性關係，因此，在測量各種碳氫化合物濃
度時僅需由標準氣體找出各物質的感應係數(response factor)，即單位濃度所對應之
訊號強度，由未知物訊號強度除以感應係數即其為濃度，如下式：

           未知物訊號強度/感應係數＝未知物濃度

2.2 空氣樣品的定性與定量
    在對流層申含氯有機化合物的總量與分佈情況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這些鹵
碳化物都是破壞平流層臭氧的前驅物[WMO,1988]，要瞭解限制協議的執行成效與
平流層臭氧的回復程度，必須經由實際背景與非背景的長期性監測。鹵碳化物的
濃度與 ECD 感度的關係是個別獨立的，並非完全為線性關係，樣品定量上必須配
製個別物種的標準品來建立校正曲線，以避免物種因為濃度消長速率變化大而誤
判絕對濃度值，影響長期監測資料上的準確性[Grimsrud,1982] 。

    碳氫化物的重要性是因為它是近地表臭氧形成的前驅物質，而近地表臭氧是
造成空氣污染的主要成分。要控制臭氧必先對前驅物質加以管制或減量，但要控
制碳氫化物的量必先經由量測得知其在環境中濃度的大小，再評估實施的方式。
    本實驗主要目的是利用自組稀釋系統來配製鹵碳及碳氫化合物標準品，建立
分析系統在最適化條件下兩者的校正曲線，同時標定工作標準的絕對濃度，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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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標準來對空氣樣品定量及監測儀器長期的穩定性。

2.2.1 實驗部分
在樣品的定性與定量上是使用 Varian 3400cx 氣相層析儀，標準品稀釋系統，

真空進樣及樣品冷凍前濃縮裝置，連接分流器 (Y-spliter)並聯如 DB-624 及
CHROMPACK PLOT 毛細管柱，分別接至 ECD 與 FID 偵檢器。所使用的層析管柱
與條件如下:

鹵碳化物:
管柱 1:DB-624  長:75M 膜厚:3µm 內徑:0.53mm     
載流氣體:4N5 氦氣流速:7.3ml/min
輔助氣體:5N5 氮氣流速:36.6ml/min
ECD:250°C       FID:250°C    
    
管柱:DB-1  長:60M 膜厚:1µm 內徑:0.32mm
載流氣體:4N5 氦氣流速:7.3ml/min
輔助氣體:5N5 氮氣流速:36.6ml/min
ECD:250°C       FID:250°C

碳氫化物:
管柱 1:CHROMPACKPL0T/Al2O3   長:50M 膜厚:10µm 內徑:0.53mm
載流氣體:4N5 氦氣流速:7.6ml/min
輔助氣體:5N5 氮氣流速:36.6ml/min
氫氣流速:37.5ml/min 空氣流速:340ml/min
   
管柱 2:HP PLOT 長:50M 膜厚:8µm 內徑:0.32mm
載流氣體:4N5 氦氣流速:7.6ml/min
輔助氣體:5N5 氮氣流速:36.6ml/min
氫氣流速:37.5ml/min 空氣流速:340ml/min

2.2.2 定性分析
    鹵碳化合物的定性方法為使用標準品稀釋系統，將鹵碳化物純物質使用零級
空氣或 5N5 高純度氮氣稀釋成混合比為 ppb(l0-9)或 ppt(10-12)的氣體混合物，儲存
在預先加入 2torr 去離子水的 24 公升 pyrex 玻璃瓶中，連接真空系統，以負壓進樣
方式進行氣體分析,可得到一個標準品的層析圖譜，再將工作標準以相同條件進行
分析，將工作標準圖譜與標準晶圖譜進行滯留時間的比對，可初步標定各訊號位
置的物種名稱，而對於其它未知或解析不佳的層析峰，則可以利用 GC/MS 做進一
步確認與定性的工作。
    碳氫化物的定性方法，除了利用現有的碳氫化物純物質，利用自製的稀釋系
統配製標準品定性外，尚利用 Scoot Speciality Gas 公司所提供的碳氫化物標準品混
合物，標準品罐內樣品稀釋濃度約 14-17 ppm，利用此濃度的標準冉可經一步驟稀
釋成 ppb(10-9)濃度的混合氣體，利用上述的分析方法，進行工作標準與標準品的
滯留時間比對，對於樣品的定性工作具有方便，省時、價廉及一次同時標定多物
種的好處。
    除了滯留時間的比對外，本計劃目前已將大部份的 VOC 定性工作在 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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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執行，對於 CFC 而言，其 ECD 圖譜簡單(圖 8a)且具有一定特性因此不需依靠
GC/MS，但對大多數的 VOC 而言目前 GC/MS 的定性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圖
(8b)即為利用 GC/MS 鑑定空氣樣品中 VOCs 的典型例子，超過 200 種以上的 VOC
可以被輕易的被鑑定出來，惟異構物較難分辦，但對光化學活性而言，異構物之
間的差異可被忽略。

2.2.3 定量分析
   從大氣中所收集到的空氣樣品，要確切得知其絕對濃度，必須配製已知絕對
濃度的標準品，利用標準品層析圖譜申的層析峰積分面積(感度)與樣品中物種層析
峰積分面積的比例關係，在物種濃度與感度成線性關係的前提下，利用此線性關
係可藉由物種層析峰積分面積與已標定濃度的工作標準層析峰積分面積比，來直
接求得物種的絕對濃度。對於大部分的化合物而言，物種的感度大小與濃度高低
呈線性關係，但是仍有一些化合物在某些濃度範圍下，並不遵循線性關係，因此，
必須利用注入不同濃度的校正標準品，來建立各種物質在不同的濃度下與 ECD 感
度的相對關係。一旦個別物種的校正曲線建立之後，當我們在實際分析大氣中空
氣樣品時，便可以利用各物質的檢量線由積分面積大小來直接標定該物種的絕對
濃度。
   本實驗室對於鹵碳化物與碳氫化物檢量線的建立，採用下列兩種方法:第一種方
法是利用標準品配製系統，配製不同濃度的 CFC 標準品混合物，例如其中 CFC-12
的濃度分別為 300, 400, 500, 600, 700 ppt(v/v) 五個不同濃度的標準品混合物，與實
際空氣樣品量測相同的條件下進行分析，針對這些鹵碳化物在不同濃度下與所對
應的 ECD 感度作圖，發現各種不同濃度的鹵碳化物在分析的工作範圍下，與感度
的線性關係相當良好(r2>0.997)，如圖(9)中之圓圈數據點。
    第二種方法是使用較簡易的方法，為本研究所獨創[wang et al.,1999]，此方法
是利用一個已知濃度的標準品或工作標準，除了以質量流速控制器(Mass Flow 
Controller; MFC)改變不同進樣時間外，其他都維持相同的分析條件，樣品進樣量
涵蓋我們實際樣品分析時進樣量的範圍，將不同進樣時間下所得到樣品進樣量(ml)
與 ECD 感度作圖。我們利用 CFC-12:500ppt 與 CCl4:100pptv 的鹵碳化物混合物標
準品所得進樣容積與 ECD 感度製作校正曲線(檢量線)，如圖(9)中之三角形數據
點。然而，用來提供樣品定量上參考的校正曲線必須是感度與樣品濃度的關係，
上述所得的校正曲線並不直接適用於由樣品的 ECD 感度直接推得樣品的絕對濃
度，所以我們將進樣 5 分鐘的進樣容積(250ml)當作上述兩種校正曲線轉換的共同
參考基準點，即為圖(9)中之實心數據點。由於實際樣品分析時也同樣是進樣 5 分
鐘，因此可將另外的四個不同的進樣容積與 5 分鐘的倍數關係一一轉換為濃度的
倍單位，如此一來，可以將兩種不同的方法同時展現在同一個濃度與感度的關係
圖上，從圖上可知兩種校正曲線的製作方法有非常一致的結果，說明樣品濃度在
設定的工作範圍內與 ECD 感度之間有極佳的線性關係；這樣的安排，不但可以快
速便捷的完成檢量線的製作，與傳統方法(上述第一種方法)比對後所呈現的一致性
也排除了冷凍捕捉樣品非線性的可能[Wang et al.,1999]。
   在我們的工作範圍內，對於大部分的鹵碳化物而言,樣品的濃度與 ECD 感度呈
線性關係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對於低濃度或較高濃度的鹵碳化物樣品或像
CFC-113 這類高電子捕捉速率的化合物,則必須考慮濃度範圍差距較大情況下，校
正曲線的非線性關係存在下可能造成的影響[Wang,1997] 。利用第二種簡易校正曲
線作法有下列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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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者無需配製不同濃度的一級標準品來分別進行樣品分析以取
   得不同濃度的校正曲線,可避免配製標準品過程中，增加人為誤       
   差。
(2) 只需配製一次物種的濃度或利用已標定絕對濃度的二級標準，利用進樣不同的

壓力差值(即不同樣品的量),便可製得各物種的濃度與 ECD 感度的校正曲線圖。
(3) 利用簡易校正曲線方法，可以定期檢查系統的穩定性，避免儀器偵檢器的感度

隨著時間不同而有所變動，造成樣品分析數據時，來自於系統上的誤差，尤其
對於 CFC 長期的背景監測更為重要。

工作標準
    本實驗所使用的工作標準品，是利用幫浦將外界的空氣加壓填充在 30 公升內
部表面經特殊處理過(Aculife)的鋁罐中，內部壓力在 lOOOpsi 以上，高壓及大量的
工作標準以便提供長時間樣品分析使用。使用工作標準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我
們可以利用感度(物種層析峰的積分面積)與濃度的線性關係，利用已經由一級標準
品定量的工作標準的感度與未知濃度的分析樣品感度的比值，即可求得樣品中各
物種的絕對濃度，無需重新配製一級標準品來定量。第二:雖然分析儀器的感度可
能會因為在不同時間下或分析條件的些微改變而有所變動，然而，樣品與工作標
準是在相同的分析條件下進行分析，所以兩者受到的影響程度應當是相當的，因
此，可由工作標準來對分析樣品定量。長時間的樣品分析時，可能會有儀器本身
感度突然改變而影響樣品感度的問題，此問題則可以由數次樣品分析中穿插的工
作標準品問的感度彼此變化關係，來作為調整修正來自於儀器感度變化大小依
據，有助於長期監測資料分析條件的一致性。但是，為了避免工作標準在使用一
段長時間後，可能會有物種濃度變化的問題，我們可以利用相同的一級標準品每
隔一段時間來監測工作標準的濃度。有關工作標準更深入的討論見第三章。

有關碳氫化物的定量工作，因為各碳氫化物在 FID 偵測器下均有極佳之線性
關係，測量各種碳氫化物的濃度時，由標準氣體在樣品分析條件下,找出各物質的
感應係數(response factor)，即單位濃度所對應之訊號強度,由未知物訊號強度除以
感應係數即為其濃度。如下式:

             未知物訊號強度/感應係數=未知物的濃度

    隨著層析儀器廠牌型號與最適化條件的不同，碳氫化物的咸應係數也有所不
同，但在相同的分析條件下碳氫化物在 FID 上的感度大約與碳數或比例關係，尤
其對同類物種(如烷類、烯類、或芳香族)此比例關係更為明顯。圖(10)是我們利用
標準品所製得感應係數/物種含碳數的關係圖。圖中各烷類碳氫化物的感應係數與
所含碳數呈線性關係，見圖(10a)。若以丁烷的感度為基準將其他烷類的單位碳感
度常態化(normalization)後，則除碳數較多的己烷稍低外，乙烷至戊烷的值都接近
定值 1，見圖(10a)；此結果與 Scanlon [1985]相近。因此對 FID 層析譜上數十甚至
數百種碳氫化合物之定量而言，不必一一尋求標準品而可利用感度與碳數的線性
關係只配製其中少數幾種碳氫化合物標準品，將標準品的 FID 感度係數(R.F)，依
含碳原子數目類推至其他碳氫化的感應係數，如此，便可求出工作標準內所有碳
氫化物物種濃度。工作標準濃度確定後，可利用工作標準檢量樣品的絕對濃度。    
    因為 FID 偵檢器與碳氫化物單位時間進入的碳原子數目有關，所以它是一個
質量靈敏而不是濃度靈敏的偵撿器，在某一個分析條件下得到標準樣品的感應係
數(RF)值，並不一定適用於其他的分析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已標定絕對濃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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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該樣品在相同的分析條件下求得感應係數,將物種的層析峰積分面積除以該
物種的威應係數可直接求出各物種感度。

    分析空氣樣品中各物種絕對濃度的準確性與所使用的標準品濃度準確性直接
有關，因此，本實驗室將就現有的稀釋系統加以改良，譬如將現有吸附性較大的
不繡鋼稀釋罐由 pyrex 玻璃罐取代，使用更高純度的稀釋氣體降低污染來源，將稀
釋系統置於恆溫箱中控制溫度減少樣品吸附性。原來三個稀釋步驟改為一吹直接
稀釋，利用理想氣體方程式求出標準品的混合濃度，減少容積測量上的誤差。未
來在經費許可或相關的環境條件配合下，將嘗試動力學稀釋方法及重量配製法來
配製標準品，畢竟重量配製法是目前公認最準確的標準品配製方法。

2.3 取代物之實驗與分析方法
    在以往對大氣中含有鹵素(含氟,氯,氯,碘)之化合物的測量上,多是使用氣相層
析 儀 / 電 子 捕 獲 偵 檢 器 (Gas Chromatograpy/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簡 稱
GC/ECD) 。ECD 可算是選擇性相當高的一種偵測器,對這些含鹵素的物質大都有
不錯的偵測靈敏度與相當好濃度--感度線性範圍,但是對於 HFC-134a 與 HFC-22 這
兩個物質卻不是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它們兩者在化學組成上,均含有氫原子,這對
ECD來說便大大地降低了其感度,而使得我們在定性與定量的工作上形成一定的困
難 [Grimsrud and Miller, 1978; Grimsrud et al., 1982]。所以現今針對這兩種化合物
在大氣監測上面,我們便選擇了使用氣相層析儀/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er;簡稱 GC/MS) 。質譜儀基本上可謂是一種不具選擇性的偵測器,可以
監測任何的物質。在定性的工作上，若使用 GC/ECD 或 FID 時的做法是必須利用
標準品與真實樣品在分離管柱(Column)中滯留時間的比對來鑑定出所要分析的物
質,這使得若要偵測不同物質時,便需要準備許多物質的標準品，且仍有誤判之可
能；而使用 GC/MS 的時候除了仍可使用滯留時間外，還能利用其電腦軟體裡資料
庫中所儲存的標準圖譜，以離子峰間的相對比例得到可靠度極高的定性結果，利
用電腦自動的來做搜尋比對的工作，在分析混合物的時候能夠節省掉許多的麻煩
與不便，這對於定性的工作上提供了相當大的便利性與準確度。
    在系統的部分，我們使用 HP-6890 氣相層析儀/HP-5973 質譜儀，分析管柱為
J&WDB-1 60 公尺長，內徑 0.32mm，內部塗佈之靜相膜厚為 1μm 的 column，在
氣相層析儀的烘箱部分，其升溫程式為一開始-6℃維持 5 分鐘，之後再以每分鐘
10℃的速率升溫至 180℃，然後再維持 3 分鐘的時間，由於此類物質的大氣濃度極
低(見前言)，因此質譜儀偵測模式是採取選擇離子偵測法（Selected Ion Monitoring；
簡稱 SIM)；對於所欲監測的化合物只鎖定其獨有的特性離子反覆掃描，如此一來
可以加強該物質的質譜偵測感度約 100~l000 倍。而且在真實大氣中所含有的物質
十分複雜，在使用 SIM 技術排除其他無需鎖定的化合物，可去除掉一些不必要的
圖譜干擾，當我們對 HFC-134a 進行分析時，所選定的特性離子為 m/z 31、50、51、
69、83、102。若是對 HCFC-22 進行分析時則是鎖定 m/z 31、50、51、67、69 之
特性離子來作偵測，然而如前所言，實際上無論是 HFC-134a 還是 HCFC-22，在真
實大氣當中的濃度都還是相當的低(HCFC-22≅l30pptv;HFC-134a≅1.8pptv)，因此在
將樣品導入 GC/MS 之前還必須先進行樣品的前濃縮步驟，然後才能真正開始分析
的工作。前濃縮步驟是利用一根長度為 30 公分，外徑為 l/8 英吋的中空不繡鋼管，
內部充填有 270mesh 的玻璃珠約三公分長，兩端塞以玻璃棉加以固定，將該根捕
捉管浸於液態氮中，利用液態氮零下 196℃的低溫，當有大量的樣品經過此一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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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時，其中的揮發性物質，包括 HFC-134a 與 HCFC-22 便冷凝在玻璃珠的表面，
可使樣品達到冷凍濃縮的目的，當冷凍濃縮的動作結束後，再迅速的將捕捉管浸
入熱水中進行加熱脫附，此時在原先被冷凍濃縮於捕捉管內的樣品在瞬間氣化，
藉由六向閥的轉向進入 GC/MS 中開始分析，在目前我們將 1 公升的氣體樣品透過
上述的冷凍濃縮步驟後，再透過先前所提到的 SIM 技術，已經能夠偵測到大氣當
中所含的的 HFC-134a 與 HCFC-22 這兩種物質，見圖(11)。

本年度實際的分析 作在樣品前濃縮及熱脫附進樣的部分必須仰賴人力以手
動的方式進行操作，其分析系統構造如圖(12)，而目前己正嘗試自動分析流程與條
件建立。

2.4 採樣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採樣容器是以不鏽鋼製成(見圖 13)，其上焊接一閥門，內容
積為 2 公升。在進行實驗之前，採樣空氣罐必須先在實驗室內抽至真空(10-3 torr)，
經測漏後由人員攜至偏遠地方以取得背景空氣，或至人口稠密地區取得非背景空
氣。在進行氣體採樣時必須找一個空曠的地方，如公園和學校的運動場等地，方
可能得到此地區真正的代表值，避免特定污染源過度影響我們所收集的氣體樣
品。隨後記錄時間、地點、溫度、溼度、風向、風速等數據，數據記錄後，打開
採樣罐收集氣體樣品，直至抽氣聲音沒有時，將閥門關閉，即完成一次樣品之採
樣。

但採樣後與分析之前的時間間隔會導致下列因素的發生：
1. 化學變化，例如收集樣品之組成成份間，可能會有化學作用使成份
  改變。此一問題並不對 CFC 產生影響，因其化性穩定。但對其它 VOC
  則可能造成變化。
2.容器器壁會吸附樣品中之某些氣體分子，對尤其未經表面處理之氣
  瓶更為嚴重。此一問題並不對 CFC 產生影響，但對於 CH3CCl3 ,CCl4

  及若干 VOC 則可能產生此一問題，此時保持樣品之溼度，利用水分
  子與氣體分子彼此之動力競爭可減少此一問題。此外，目前正在測
  試以 silcosteel 為材質的採樣罐，其表面經事石英材料處理，樣
  品吸附問題將可望更為改善。
3.大體上，樣品收集和分析之間隔須儘可能縮短，保護樣品不受吸附
  的影響並預防漏氣。因此我們所設計的採樣罐能夠將上述因素減低
  至最小。

樣品一但收集完畢，便在 2 至 4 週內分析完畢。為避免吸附或放出的系統性
偏差，儀器、人員日夜運轉直到所有樣品被分析完畢。目前分析系統已完全自動
化工作效率大為提高，可在一定時間內應付更多的樣品，此對於數據的可靠度有
極大幫助。

由於 CFC 的生命期長，無論是空間或時間的濃度變化均不大(見第三章討論
內容)，因此不需要在採樣時以控流速方式得到一定時間內的平均濃度，而打開閥
門瞬間與大氣平衡是目前全球類似研究的標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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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CFC 排放檢查之結果與討論

3.1 大台北採樣分析結果
    為了查證氟氯碳化物的排放狀況,本計劃分階段在不同大氣環境下進行採
樣。目前已陸續在大台北地區進行過三次大規模採樣,以代表都會環境,同時也在台
灣沿海進行採樣,以代表背景環境,以及針對部份 CFC 和鹵碳化物在新竹科學園區
進行採樣,以代表可能的排放源環境。利用以上三種不同大氣環境中的濃度分佈比
較以得知目前台灣地區 CFC 的排放和使用狀態。此外,針對同一環境下的所進行的
逐年量測可了解到某些管制物質排放逐年衰減的情形以間接評估議定書在台灣執
行的成效。
    在此期間末報告中除了針對本年度的工作內容進行討論外,由於整個工作具有
階段性,層次性與前後關聯性,因此在此報告中匯整了上兩年度的觀測結果進行整
體討論,而在三種不同的大氣環境下,根據數百個樣品所做的比較分析,使得此計劃
的結果非常具體完整,而且目前部份結果已被發表或將陸續發表中。在以下的部份
將針對個別大氣環境的實驗結果作個別重點式討論,並在末了歸納出具體結論。
    在 86 年 1 月底的大台北量測後,本計劃在 87 年 2 月又進行了第二次的大規模
採樣,目的有二:
    (1)在第一次採樣中(86 年)發現 CFC-12,CH3CCl3 的濃度變異度相對較大,尤其
是 CH3CCl3,其用途是作為開放式的清洗溶劑,理應在禁用之後使用與排放立即消失,
然而我們卻仍在大台北觀測到極大的濃度變化顯然 CH3CCl3 的庫存量仍相當可
觀。然而在停止進口的前題下 CH3CCl3 的庫存將逐漸用馨,因此在相隔一年之後再
進行第二次的採樣以查證CFC-12與CH3CCl3排放是否下降,圖(14)為第一次採樣的
濃度分佈。有關第一次採樣的細節請參見附錄一之論文[wang et al.,1998]。
    (2)在 87 年二月的第二次採樣中我們增加了清晨的時段,在 5:00~5:30 之間採集
了 56 個樣品,而在傍晚 5:30~6:00 之間亦在相同位置採集另 53 個樣品,早晚兩時段
共採集 109 個空氣樣品。圖(15ａ)顯示早晨時段的濃度分佈，圖(15ｂ)則為傍晚的
濃度分佈。由於採樣數目與位置大約相同因此有利用兩時段的相互比較。由兩圖
比較我們發現以下幾個現象:
1. 對 CFC-12 而言,無論早晚其濃度分佈均相若，顯示對於以汽車冷媒洩漏而言，

似乎不存在時間的相關性。
2. 若與 86 年的採樣比較則濃度分布範圍不旦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可能由於舊型汽

車使用年齡增加而導致更多的洩漏,我們推斷在新型汽車已不使用 CFC-12 為冷
媒的情況下，大台北環境中的 CFC-12 洩漏並不致於迅速減少，仍可能持續若干
年,因此逐年定時系統性的觀測將能有限掌握排放的脈動。

3. CFC-113,CFC-11,CH3CCl3 與 CCl4 的濃度變異在早晚兩時段均沒有太大的分別,
其中 CFC-113 與 CCl4 仍然維持與 86 年採樣相同結果，即濃度變異度低，甚至
接近分析再現性,顯示 CFC-113 與 CCl4 的排放確實在都會環境中消失。

4. CH3CCl3 在與 86 年結果相較後發現其濃度變動範圍明顯縮小，表示 CH3CCl3 的
點排放源明顯減小。此一結果表現了持續追蹤的效果。由於現有的 CH3CCl3 均
為庫存,且其用途多為開放式清洗，因此管制成效較為立竿見影。預期 CH3CCl3

的濃度變動仍持續減少，且由於其大氣活性遠較 CFC 為大(τ=5 年)，因此除了
濃度變動減小外，還將觀測到其濃度中間值(median)逐漸減低之現象。

5. CHCl=CCl2 與 CCl2=CCl2 並非蒙特屢議定書所列管的物質，但此兩物質仍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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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PA 列為毒性物質，因此近年來在歐洲及美國的使用量已大幅縮減
[Mcculloch A. and Midgley, P.M., 1996]，而在台灣則尚未觀察到用量下降的情形
(由進口資料顯示)。在比較 87 年的量測中發現此兩物質在早晚兩時段有很大的
差別，工廠作息與商業活動的確實使得這兩種開放式溶劑的洩漏明顯增加，而
此一結果也與進出口資料相符,能夠說明此兩物質目前的使用仍相當普遍。

6. CFC 的濃度空間變異度一般遠較 VOC 為大。表(一)將第二次大台北採樣中所量
測的 CFC 和 VOC 之濃度變動範圍做一整理，區別兩類物質在排放源與生命期
上差異大所呈現出之不同結果，其中 CCl4 幾乎沒有濃度變異，激發我們將 CCl4

做為參考物質的應用開發(見後文)。

    在 88 年二月中本計劃再度進行了大台北第三次採樣 ,此次採樣於傍晚
5:30~6:00 進 行 , 大 致 上 延 襲 了 前 兩 次 採 樣 的 模 式 , 主 要 目 的 是 觀 察
CFC-12,CH3CCl3,CHCl=CCl2與CCl2=CCl2的濃度變異度與前兩次的差異,尤其對希
望能夠觀察到 CH3CCl3 濃度變異持續下降的情形。目前 65 個樣品已分析完畢,已進
入資料整理之階段。由於資料龐大(每個樣品約 60 個以上之物質之定性與定量,共
3900 筆資料)需要時間處理、分析、驗證,將於下年度報告第三次採樣結果。

3.2 科學園區排放檢查

以往電子產業對於 CFC-113 的需求極大，主要用途在清洗電子元件或電路板
上的助焊劑，但自從蒙特婁公約開始執行後，便限制限制了締約國對於 CFC-113
的使用。在 1996 年後，所有締約國生產的電子產品若使用 CFC-113 處理便不得外
銷至其他締約國，反之亦然。因此一般相信我國的電子產業者應該早在 1996 年以
前便完全棄 CFC-113 不用而改以其他溶劑或助焊劑作為替代的製程方法，否則外
銷的損失將難以估計。固然一般的了解如此，但終究需要實際量測方能斷定以上
的推論。因此在完成大台北地區的量測調查後，便以科學園區作為檢驗 CFC-113
排放的對象。此次採樣類似大台北的作法，由人員攜帶真空的採樣罐 25 支至廠區
主要道路旁隨機採樣，圖(16)為此 25 個樣品的濃度分布圖。當與圖(15)相較時發現
CFC-113，CFC-11，CCl4 的濃度如同台北市，維持相當均勻的濃度，表示 CFC-113
的確已停止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尤其是四氯乙烯的排放相
當明顯，顯示其使用量極大，但是否為園區工廠所使用仍須進一步調查。三氯乙
烯與四氯乙烯雖非公約管制物質，但高濃度對作業環境的人員健康可能有長期慢
性的影響。

3.3 台灣氟氯碳化物環島背景量測
  在完成大台北地區之非背景量測後，本計劃於 86 年秋天進行全島海岸的空氣
採樣，了解台灣地區的背景濃度。在為時三天以 74 個樣品均勻分佈在台灣海岸線,
由於氟氯碳化物的生命期長,因此 3 天的時間尺度不致造成物質濃度的明顯變化。
為了使樣品更具地區代表性，因此在每一個採樣點採集兩個樣品，除了能夠提供
平均值之外，更可以進行相互檢查。
    在先前的大台北地區的量測中我發現CFC-12與CH3CCl3的排放仍然明顯然而
在此次環島的量測中 CFC-12 和 CH3CCl3 的濃度卻比較均勻,見圖(17)，說明了人為
排放的物質經過了傳輸與稀釋之後便逐漸趨近背景值，其在北半球分別為 530 與
l00pptv 左右[Montzka et al., 1990]。在此次背景量測中並沒有發現東西海岸之間
有明顯的差異，可能是此兩物質之生命期太長，分別為 100 年(CFC-12)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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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CCl3)，空氣中之背景質值已高,所以背景與非背景之濃度落差不明顯。值得注
意的是在幾個海岸地點諸如石門洞淡水浴場，觀音海水浴場，梧棲港，西子灣，
花蓮港,等地仍然觀測到較其它地點為高的 CFC-12 或 CH3CCl3 濃度，顯然這些地
方並不適合作為背景採樣點。圖(18,19)為 CFC-12 與 CH3CCl3 之背景採樣結果。
    圖(17)顯示，即使是 CHCl=CCl2 與 CCl2=CCl2 化學活性大且排放普遍的物質在
濱海背景地區的濃度與變異均明顯下降,與都會區(圖 15)和園區(圖 16)的對比非常
明顯。此一反差效果更加說明濃度變異度提供了評估排放相對大小非常有用的指
標。值得一提的是,利用變異度大小只能提供物質之間使用與排放的相互比較,並不
能說明絕對排放大小,因此需要其它評估工具如模式配合量測。
   綜合以上三種截然不同的大氣環境：即都會區、工業區、與背景地區，從這些
結果我們歸納出以下幾個結論:
1.CFC-12 的管制效果尚未顯現。
2.CFC-11,CFC-113,CCl4 的管制確實已收到很好的成效，排放已不明
  顯,尤其是 CFC-113 和 CCl4 幾乎已完全沒有排放。
3.CH3CCl3 的管制已漸漸收效,雖然仍有排放與使用，但下降的速度在
  逐年觀測中可以清楚的顯現出來。此物質為工業中常使用的溶劑,
  因此存在明顯的地域性。
4.我們發現長生命期長且已被管制的鹵碳化物,如 CFC-11,CFC-113
  ,CCl4 等,其大氣濃度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很均勻且一致;而生命期
  較短(化性較活潑)的物質 CHCl=CCl2 與 CCl2=CCl2 則在非背景與背
  景地區存在很大的濃度差異。
7. 工業用途的溶劑如CH3CCl3,CHCl=CCl2與CCl2=CCl2隨著工業與商 業作息有明

顯的排放變化。倘若使用減少或停止,則日夜變化將變
小或消失。未來除了目前已進行的利用空間變化觀測濃度變異之外(多點同時採
樣量測)也將利用時間變化觀測濃度變異。若以時間觀測濃度變異則可減少同時
採樣時對人力及採樣罐的需求。當進行定點高頻率量測時則分析系統必須高度
自的自動化且不需依賴龐大的後勤需求。有關自動化分析系統將在以後章節討
論。

   由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發現在管制的鹵碳化物中 CCl4 的濃度分佈無論在任何大
氣環境都呈現高度均勻性，約為 100ppt(v/v) 。此一特性證明了 CCl4 排放已消失,
此外由於 CCl4 的生命期很長(約 40 年)因此在於空氣中的含量需要很長的時間方能
逐漸減少，因為其大氣移除機制為一次動力學，因此可以下式代表:

                   

                  τ
t

eNN
−

= 0

式中 N 為經過時間 t 之後剩餘 CCl4 之量
    N0 為原始 CCl4 的濃度或大氣含量
   τ為生命期; CCl4=40 年
    t 為時間
例如，全球 CCl4 濃度目前約為 100ppt(v/v),且假設蒙特屢公約完全成功,未來不再有
生產與排放，則經過 5 年後的大氣濃度將變為:
             

                   pptveN 88100 40
5

=×=
−

可見其空氣中衰褪的速率非常緩慢。也因此臭氧層若要恢復到應有濃度最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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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以上的時間。由此觀之，生命期太長的特性確實造成了大氣環境不易自行
修復的困擾，然而此一特性也並非是全然負面的。    
    在量測上，我們嘗試利用 CCl4 濃度均勻且下降緩慢的特性作為分析工作的標
準物質。藉此一特性作為監測系統之精確度參考值，進而對分析應用上開發出三
個完全獨特之用途，且直接用於分析工作上品質管制之依據。

3.5 CCl4 在分析工作上之應用:

1.以 CCl4 做為 VOCs 分析之品管依據
   在大部分的分析工作上，如欲評估校正系統性的穩定度(systematic errors)一般
而言可利用外標準或內標準夾雜在分析樣品中一併分析。將內、外標準品的感度
變動反校正於樣品的偵測感度上。以 VOC 量測而言，外標準品(或稱工作標準)是
一含待測物質或相似物質(結構、化性等)之高壓氣體，其濃度接近待測樣品，其各
別物質的濃度已被”原級”標準品校正，因此工作標準可稱之為二級標準。當進行分
析工作時我們將工作標準穿插在樣品中，借由觀察此工作標準品的感度變動查核
系統之穩定度。其次，由於工作標準的各別物質濃度已知，因此被包夾的樣品濃
度可透過緊臨的工作標準檢量而得。倘若分析系統的穩定度高，則穿插的外標準
數目頻率可以減少；反之則必須增加，方能有效校正系統性偏差。
    本研究中外標準(工作標準)是一高壓的空氣樣品(>1000psi)，儲存於高壓鋼瓶
內,表面經 Aculife 物質處理,以減少表面化學作用，分析時以閥門降壓暫存於 6-L
不銹鋼罐(Resteck;silcosteel),再進入分析系統,當 6L 罐壓力不足時再由鋼瓶補充之。
   我們以第二次大台北早、晚採樣所得的 109 個樣品分析為例說明此一應用：圖
(20)中，二級標準中的 CCl4 濃度刻意加大，方便區別 109 個樣品中的 CCl4濃度。
分析時每 5 個樣品即夾插一個工作標準，一直到所有樣品都被分析完畢。基本上
外標準的 CCl4 變動尚稱穩定，總共 23 個有效工作標準的 1s 標準差低於 ±2%，
圖中箭頭所指的工作標準濃度(感度)明顯錯誤，造成原因是電腦當機而使樣品未能
按照指令完成熱脫附，而後又將標準樣品再進樣濃縮一次，造成濃度加成的結果。
   然而在圖中我們發現樣品中的CCl4濃度無論採樣地點為何,其濃度都非均勻地
分佈在 100ppt(v/v)附近，109 個樣品的 CCl4 1s 標準差不超過 1.4%，反而比相同空
氣的工作標準呈現更佳之再現性。固然 CCl4 的大氣均勻性已無庸置疑，但工作標
準的分析再現性不優於樣品中 CCl4 的均勻性就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們發現影響工
作標準再現性的原因是因為 6-L 空氣罐的壓力隨著分析工作進行而不斷被抽取(每
次進樣 5 分鐘，MFC 設定=50cc/min,共約 250cc)，當壓力不足時再從工作標準高壓
鋼瓶補充之因而使得 MFC 兩側壓力差經常變動而影響進樣再現性；相反的，對於
2-L 空氣樣品罐而言，其採樣壓力始終接近大氣壓且每只空氣樣品罐皆同，因此每
次進樣在 MFC 的兩側壓力差非常穩定一致，因而使其分析再現性高於工作標準。
    由此可見，以 CCl4 做為樣品本身的分析參考標準是非常可行的，在此我們將
之稱為標品自身內標準(Intrinsic Internal Reference)，它的用途與優點為:
1.可以減少對工作標準的依賴,減少工作標準穿插的頻率與數目，節
省分析時間。工作標準在此僅提供濃度檢量之依據。
2.無需添加內標準品，增加分析工作的負擔、成本，甚至避免了因為
添加內標準品進而導入誤差的可能。
3.監測樣品中之 CCl4 濃度可做為品質管制依據，做成品管圖樣(quality control 
chart)。例如倘若某一樣品中的 CCl4 濃度過高，應懷疑分析
系統故障或樣品遭受污染，須將此樣品重新放入未被分析的樣品中打亂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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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樣品再次分析依然得到相同結果即可排除系統問題。倘若樣品中之 CCl4 濃度
偏低則只有一個可能--即系統出現問題，必須停止分析工作進行檢修。
    圖(20)也列出 CFC-113 在 109 個樣品中的濃度，如先前所言，CFC-113 的濃度
分佈雖然很小，說明其使用與排放幾乎停止，但可能仍有殘留排放，使得其濃度
變動較CCl4稍大，因此若以選擇自身內標準的適當性觀之，則CCl4顯然較CFC-113
更為合適。

2.VOCs 濃度校正

   我們利用自組的容積稀釋系統(圖 21)來配製鹵碳化物或非甲烷碳氫化物標準
品,並建立分析系統在最適的條件下兩者的校正曲線，同時標定工作標準之絕對濃
度[Wang, 1997]。此標準品在配製過程中絕對濃度的誤差主要是源自於體積和壓力
校正上的誤差，此稀釋誤差可利用原級標準與我們利用此所配製的標準品進行比
對求得。然而原級標準的取得不易且昂貴，因此我們利用大氣中 CCl4 混合均勻的
特性作為所謂的“原級標準”而不必舍近求遠取得 ppt-ppb 級的原級標準品。因此我
們從東海岸採樣並將之認定成為北半球台灣緯度帶之背景大氣，將其中 CCl4 濃度
人為的設定為 100pptv [Simmonds et al.,1998]，將此背景空氣的 CCl4 層析峰的積分
面積與我們所配製的標準品 CCl4 層析峰積分面積作一比較，並將此比值稱為稀釋
誤差因子。至於 CCl4 作為參考標準的方法是否可行，我們可做進一步的驗證：我
們接著以此稀釋誤差因子同時調整其餘六種鹵碳化物上：CFC-12, CFC-11, 
CFC-113, CH3CCl3, CHCl=CCl2,CCl2=CCl2，所得之修正後之濃度再與文獻中之背
景濃度值相比對，以進一步查驗此法的可靠性，而其結果如表(二)，表中以東海背
景大氣中之CCl4做為原級標準以校正我們的自製稀釋氣体中之CCl4所求得的稀釋
誤差因子約為 1.16 倍，即我們的自製稀釋系統存在-16%的誤差，經調整於稀釋氣
体中其它之物種後再反校正東海岸空氣中對應物種後我們發現東海岸空氣之 CFC
濃度與文獻報告濃度相近，顯示以 CCl4 作為參考標準的方法是否可行確實可行。

3.利用 CFC 之滯留時間對 VOC 作校正
    對所存在大氣中之一些鹵碳化物,無論是何種大氣環境(非作業環境)其中的鹵
碳化物組成(物質種類或濃度)大都不會相差太大，而其他 VOC 則不然；VOC 的層
析圖譜一般都相當複雜，無論物種或濃度隨環境不同而有明顯變化，此一特性而
言很容易造成定性上對物種的誤判，尤其當層析滯留時間有較大漂移時誤判物種
往往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然而 VOC 層析譜動則數十，甚或數百個層析峰若要完
全依靠電腦批次檔案處理則必須設定很小(窄)的時間窗口，且不能允許明顯的滯留
時間漂移，否則必須依賴分析者逐一手動確認，造成數據處理極大困擾。在此，
我們利用大氣中鹵碳化物在 ECD 圖譜(如圖 8a)上具有之特性可對 VOC 圖譜分段
進行滯留時間(RT)的鎖定，而其分析鑑定過程如下:圖(22a)以第二次大台北採樣分
析為例，樣品加上穿插其中的工作標準共 133 個層析圖中之化合物甲苯之絕對滯
留時間差ΔRT 可以下式代表 (以第一個分析數據為基準):

    RTtoluene of the Nth analysis- RTtoluene of the 1th analysis=ΔRT

圖(22a)中絕對滯留時間差其變異度在±0.35 內，且存在一負系統性偏差(negative 
systematic error)，由於分析是以同一層析管柱分離 VOCs 和 CFCs，在出口分流至
ECD 和 FID，所以任何源於流速或溫度的偏差均應同樣反映在 ECD 和 FID 圖譜
上，因此可以利用 ECD 圖譜上的 CCl4 滯留時間作為參考基準校正 FID 圖譜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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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4 時間最接近的 toluene，其相對滯流時間差如圖(22b)，相對 RT 之公式如下:

ΔRTtoluene+( RTCCl4 of the Nth analysis- RT CCl4 of the 1th analysis)= ΔRT

ΔRT=絕對滯留時間差,RelativeΔRT=相對滯流時間差,以相對滯留時間差圖看來,
很明顯的變異度漂移範圍變小,除具有尋找 VOC 化合物之用途外且也將系統問題
校正回來。此部份有關利用 CCl4 作為參考標準的應用己被 Atmospheric 接受
Environment，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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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氣環境中揮發性有機污染物自動分析系統
之建立

空氣中揮發性污染物質的濃度取決於排放和移除之間的平衡，而人類活動卻
快速的擾動了此平衡關係，造成了諸多不同尺度和層次的污染問題。例如，人造
的氟氯碳化物造成了臭氧層的破壞﹔地表的臭氧與光煙霧問題也產生健康危害以
及地球增溫的效應；而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中的高濃度的化學物質通
常具有毒性或危險性，往往影響健康或造成安全上的顧慮。

基本上，大氣環境污染不外乎下列幾個課題︰(1)有那些污染物質？(2)物質的
濃度範圍？(3)污染物由何而來？(4)可能造成的危害？只有具備高品質﹐高效能的
監測能力方可能針對以上課題得到具體可靠的答案，也只有在得到高度精確的量
測數據後才能正確地了解評估空氣污染問題，進而有效控制問題。

由於譽論和立法對於改善空氣污染的呼聲與日俱增，常需要針對諸如作業場
所空氣品質、固定或移動污染、都市中空氣品質、全球變遷等課題進行監測。面
對為數眾多、且毒性濃度範圍均不一的情況下，只有依賴高效能的監測方法方能
克盡全功。有鑑於此，我們因而開發出揮發性有機物(VOCs)自動分析技術，能夠
在無人操作下執行連續、高頻率、高精準的自動分析，立即同時取得空氣中數十
種物質濃度。此一技術不但成功的使用於實驗室中例行性的採樣分析，也已運用
在以下幾個用途：
(1) 以採樣罐、採樣袋、吸附管為主的自動分析
(2) 長期之無人測站量測
(3) 半導體無塵室中的 VOC 線上監測
(4) 作業環境中的預警防災

    而美國環境保護署也針對空氣中的 VOCs 制訂了一些標準方法（TO-1、TO-14、
TO-15、TO-17 等），以利環檢業參考。由於這些物質在大氣中的濃度都相當的低，
約在數十 ppb 以上至 1 ppb 以下，所以在樣品前處理的部分必須經過樣品前濃縮
的步驟 ，以降低偵測極限。 而在過去仍然有許多實驗室是以人工的方式轉動多
組閥門來達成進樣、前濃縮、熱脫附等動作。因為採用人工方式操作容易產生人
為的誤差，導致實驗數據的精確度、再現性不佳，影響結果的可靠度。因此有必
要將分析關鍵步驟予以自動化，完全排除人為誤差。在此所討論之自動系統和分
析結果將以空氣採樣罐為主，然而在實際的應用上尚可連接其它形式的採樣或進
樣工具，如棌樣袋、吸附管、液體吹提(purge and trap)、直接對大氣進樣等需要濃
縮之分析技術。

4.1 系統之硬體結構
在硬體部分，我們採用了四個氣動閥(Model 3, 4, 6 UWT, Valco; 

4A-P4K-11AC-SS, Parker) 來達成樣品前濃縮的所有動作。其配置狀況如圖( 23 a,b)
所示。 連接閥與閥之間的所有管件均採用 1/8 〞外徑中空不鏽鋼管，內壁塗佈熔
融矽（玻璃狀）材質(Restek，USA)，可以將管壁對樣品的吸附現象降至最低。而
氣動閥乃由電腦所控制的電磁閥所驅動，電腦則由預先撰寫好的程式依時間順序
驅動閥門以完成前濃縮的程序。由於採用電腦控制，可完全排除手動操作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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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同操作者所產生的時間誤差，進而大幅增加數據的精確度及可信度。
   圖(24)中所標示“Trap”的部份為捕捉管，負責 VOC 之濃縮與聚焦，其構造為

1/8” 外徑的不繡鋼管，中間充填細玻璃砂（100/120 mesh），在其前後兩端塞以玻
璃棉固定玻璃砂而成，此捕捉管直接裝設在 10-L 液氮提筒上方，減少因長距離傳
送之耗損。當進行吸附動作時以液態氮降溫至 –170°C，利用液態氮的低溫將流經
吸附管的樣品冷凍凝結在玻璃砂的表面；而脫附時則直接將吸附管加熱至
100°C，使原先冷凝在玻璃珠表上的樣品汽化，並沿著與吸附時的相反方向，被載
流氣體推入氣相層析儀中進行分離與檢測。由於在吸附的過程中，樣品的基質不
斷的被抽離，相對於吸附在玻璃珠表面的待測物就造成了樣品的前濃縮的效果。
在定量方面，我們放置一個流量控制器（Sierra Instrument, 
840L-1-OV1-SV1-E-V1-S1）於系統出口端，將進樣時的流速控制在一固定值下，
其後接無油式幫浦將氣樣從採樣罐中抽出，因此只要進樣的時間相同，每次吸附
管所吸附的樣品量就可以被固定。

4.2 軟體架構
自動化的儀器當然必須要配合全自動的控制中樞，這幾年來個人電腦迅速的

發展，無論在程序控制或資料擷取的工業及科學用途上，已有價格低廉且功能完
備的控制介面卡可供使用，其處理能力已足以應付本系統的自動化要求。在控制
硬體介面卡方面，我們採用了由國內生產的類比數位轉換控制卡(A/D card,
PCL-818L Advantech Taiwan)，負責訊號的輸入及輸出，並以程式控制另外一張繼
電器卡(Relay card, PCLD-785 Advantech Taiwan)，利用繼電器驅動閥門轉向動作、
氣相層析儀及溫度度控制器的驅動。

在軟體方面，因為近年來〝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迅速
的發展，如 1995 年上市的視窗 95 作業系統、OFFICE 系列應用軟體到 1998 年上
市的視窗 98 作業系統等等，因為它們具有方便且直接的使用環境及較高的親和力
的特性，使得相關的開發軟體也朝向此方向發展。所以本系統的控制軟體也使用
了以視窗為基礎的圖型控制軟體---Genie (Advantech Taiwan)。 它是以視窗環境來
開發 BASIC 程式的一種控制軟體，以 Visual Basic 為開發應用程式的基本語言，
其優點在於系統開發者不必撰寫大量的程式碼來描述系統中各個組成元件的配置
狀況，只需要將預先建立好的元件由工具列中拖放到工作區上再將其連接。而我
們可以將注意集中在系統運作的規劃，並且只需撰寫少量的程式碼即可完成軟體
的設計與規劃，可以減少許多控制軟體的開發時間，見圖(25)。

4.3 控制程序
   此 VOCs 自動化分析系統包括前濃縮裝置及氣相層析儀(GC/FID,ECD,MS… )
兩大部分，在分析流程控制上是以時間為主軸，依照程式中所設定的時間分別驅
動四個氣動閥、溫度控制器及氣相層析儀等裝置，以達成進樣、前濃縮、熱脫附
及注射清潔等步驟並可進行連續性的自動化進樣、分析。由於空氣中仍存在許多
會對 VOC 分析產生干擾的物質，如氧氣、氧化亞氮等，因此吸附管在吸附完樣品
（前濃縮）之後仍必須將吸附管維持在低溫狀態，並以抽氣幫普繼續抽氣一分鐘，
將沸點比較低的的分析干擾物質，從吸附管中抽出以避免在樣品脫附後，干擾物
質也隨載流氣體進入氣相層析儀中分析而產生干擾的現象，以避免對於 VOC 檢測
定性定量都會造成干擾。一次前濃縮進樣詳細的時間順序及控制如圖(26)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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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析結果與討論
在完成了軟體及硬體的設計與組裝完成之後，即運用此一前濃縮系統進行一

連串的測試。其中包括了對低濃度標準品作分析測試，圖(27)中標準品所含大部份
的種物質都能夠被清楚的分離，充份發揮了毛細管柱優異的解析能力，而達到此
一效果的關鍵步驟為系統的聚焦(focusing)性能，也就是能夠將氣樣中的 VOC 濃縮
在很小的體積中，並且能夠在瞬間迅速將之汽化而注射層析管柱中。利用 1/8”吸
附管本身之電阻，跨接以低電壓之大電流將不銹鋼吸附管急速升溫，大約可在 15
秒內從-170°C 升至 100°C，而將樣品迅速汽化。此特性對於解析度以及降低偵測
極限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將此自勳濃縮系統連接一台 GC，於管柱出 並聯 FID 與 ECD 而同時得
到鹵碳化物與碳氫化合物的圖譜，且實際應用在真實大氣樣品的分析工作。在五
天內無人操作下連續分析 109 個在第二次大台北地區所採得的空氣樣品，之後再
將此 109 個樣品以另一商業化 GC/MS 系統(AIR-Varian 3800GC,Sartun 2000 MS)重
覆分析一次，以評估本系統之表現。分析結果顯示此 109 個樣品中的任何一個樣
品，無論其濃度高低，在兩系統上均有非常一致的表現，圖(28)即為一典型的代表。
對同一罐空氣樣品經兩系統獨立分析後呈現非常清楚的對應關係。經過這 109 個
濃度互異的真實樣品比對之下說明本系統在分析品質上已不亞於目前普遍使用的
商業化之前濃縮系統。值得一提的是，固然此前濃縮系統也可以連接任何廠牌之
GC/MS 以方便 VOC 定量分析，然而若以系統成本為考量，則以此系統搭配 GC-FID
的成本卻遠比 GC/MS 低廉甚多，且 FID 構造簡單、感度良好、線性範圍寬廣、經
久耐用的優點均優於 MS。但因為 FID 不具有定性能力，所以並無法完全捨 MS 不
用。不過，若以圖(28)為例，便可了解在相同的樣品與層析條件之下所得的 GC/FID
與 GC/MS 的層析峰呈現一對一清楚的對應關係，因此對某些特定範圍的例行量測
可以利用少數樣品的 GC/MS 定性結果來確定在 FID 圖譜上的絕大多數物種。如
此，便可以利用本系統搭配 GC/FID 來負責大量例行性分析工作，如此可以節省大
量的耗材、維護及購置設備的成本。所以本系統也確實提供了一個價格低廉、擴
充性強、相容性高卻又穩定可靠的 VOCs 前濃縮進樣方法。此外，由於本系統可
配合各式的氣相層析系統，讓採購成本降到最低是另一項方便的特點。

在再現性測試方面，經系統對同一空氣樣品重覆分析 17 次之精確度列於表
(三)。由所列出的數據當中可以看見，幾乎所有的分析物質包括碳氫化合物及鹵碳
化物的相對標準偏差(RSD)均保持在 2%以內。此外，由於在閥門組設計之初就己
放入一三孔閥 (圖 23 中之 3 號閥)，方便切換至外標準品進樣之用，因此可隨時校
正樣品之濃度以及檢查長期系統性偏差。

小結:
  本章所討論之自製空氣前濃縮裝置與配合的相關控制軟硬体可以將 VOC 分析
完全自化，有效排除人為誤差。經過標準樣品與許多空氣樣品的測試後，無論是
解析度、再現性、穩定性等條件均符合本計劃之要求，然而卻能將成本大幅降低。
使用自行發展系統最大的優點在於擴充性強，經過簡單的軟硬体修改便能滿足多
種應用，例如線上自動監測、室外/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廠區預警防災、背景
大氣測站長期量測等無人的連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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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計畫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或應用之可行性分析」（包括政策建議, 
研發成果, 重大發現, 法規修正....等之說明）。

本計劃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
1. 台灣雖非特婁公約正式締約國，但被視同為締約國。自從執行公約至今政府己

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經費企圖依公約管制 CFC 的排放以避免龐大相關產業因無
力轉換製程而影響出口，造成嚴重經濟問題。然而政府相關單位除了進、出
數據外，卻也無從了解這若干年來實際的執行成效，而其它國家也同樣面臨相
似的處境。本計畫的目的便是希望以客觀、有系統的量測了解我國 CFC 排放，
我們首先提出了空間濃度變異度(spatial concentration variability)的觀念查驗
CFC 之間相對的排放狀況，並有重大觀測發現：我國目前僅剩下 CFC-12 
(CCl2F2), CH3CCl3 兩管制物質仍有明顯排放，其它物質如 CFC-11(CCl3F), 
CFC-113(CCl2FCClF2), 與 CCl4 己無明顯排放，而 CH3CCl3 排放也有逐年減少
的趨勢，而己發表或將發表之國際期刊將成為環保署在國際公約會議上提出執
行成效最有力的佐証[Wang, Chemosphere, 1998; Wang et al.,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9]。
   在 Wang [1998]首先提出空間濃度變異度觀念之後 Hurst et al. [1998]也提出
時間上的濃度變異度觀念並觀測到美國 CFC 排放下降的結果。

2. 在量測大量空氣樣品的過程中使我們體會到自動分析的重要性，因此著手開
發 VOC 自動分析系統，使其在功能上勝過進 商品，如 Tekma, Perkin Elmer
和 Entech 等知名儀器，且只需低廉成本。其中冷凍濃縮相關技術己取得專利；
化學吸附濃縮以及自動控制部份正分別申請申利中，部份成果已發表於[Wang 
et al., J. Chromatography 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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