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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廣泛地存在於大氣及作業環境中，其中苯、甲苯、

乙苯、二甲苯合稱 BTEX 化合物，常使用於汽油添加劑和工業製程上。對

於 BTEX 化合物的生物偵測，本研究除了以熱脫附氣相層析法直接量測尿

液中 BTEX 化合物濃度，減少樣品前處理方法所帶來的干擾，並以被動式

採樣配合自動熱脫附裝置分析空氣樣品，以高效率液相層析儀分析尿液中

BTEX 代謝物，嘗試評估空氣中 BTEX 化合物、尿液中 BTEX 原態化合物

與代謝物的濃度分佈，瞭解三種不同基質樣品間的相關情形。研究對象以

一般環境暴露族群為背景族群，以職業暴露族群為監測族群，比較兩族群

間 BTEX 化合物濃度變異情形。研究對象總共採集新竹地區 183 名受測者

之空氣與尿液樣品，評估在不同暴露環境、吸煙習慣、性別等分層樣品濃

度的分佈情形。空氣中與尿液中的 BTEX 原態化合物濃度，與尿液中 BTEX

代謝物，三者再以相關趨勢與統計分析作濃度探討。

    在 183 個有效樣品中，空氣中 BTEX 化合物的濃度平均值分別為：

苯：29.99ug/L、甲苯：422.31ug/L、乙苯：37.49ug/L、二甲苯：122.68ug/L。

尿液中 BTEX 化合物濃度為：苯：2092.85ng/g Creatinine、甲苯：2109.38 ng/g 

Creatinine、乙苯：1424.31ng/g Creatinine、二甲苯：7250.92 ng/g Creatinine。

尿液中代謝物濃度：PGA：265.71mg/g Creatinine、 t,t-muconic acid：27.40 

mg/g Creatinine、mandelic acid：107.67mg/g Creatinine、hippiuric acid：236.52 

mg/g Creatinine。而針對職業、吸煙習慣、性別作分層統計，可得知空氣中

BTEX 化合物暴露濃度與尿液中代謝物濃度在不同分層情形有明顯差異。而

在相關情形上，除了空氣中甲苯與尿液中馬尿酸呈現低度相關外，其他介

質中的化合物並沒有很好的相關性。由於此次研究所選擇的受測者，其暴

露情形都屬於中低濃度的暴露，在化合物與代謝物的濃度關連並不能觀察

到具有良好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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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簡稱VOCs)在大氣環境

中的分佈非常廣泛，例如汽機車排放的廢氣[1]，工業製程與油漆、溶劑、

傢俱製造、建築材料等使用[2]，汽油添加劑，及香菸點燃所釋出的氣體[3]
等，都是環境中VOCs污染的暴露來源。有關VOCs的暴露研究大都針對其

代謝物進行生物偵測，配合空氣採樣而得知兩者的相關性。但代謝物只能

代表VOCs之吸收濃度，在高濃度的暴露環境中，代謝物與空氣濃度方有較

良好的相關性。生物偵測都是以量測污染物經人體代謝後在尿液中的代謝

物為主，以此來評估污染物對人體的危害，並訂定出其暴露參考限值（表

1）。ACGIH跟據TLV(Threshold Limit Value)訂定出BEI（Biological Exposure 

Index）做為人體在污染物危害上之參考值（表2）。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直接同時分析尿液中苯 (Benzene)、甲苯 (Toluene)、乙苯

(Ethylbenzene)、二甲苯(Xylene)四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通稱BTEX化合物)
以瞭解尿液中四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濃度分佈情形，並配合空氣樣品與

尿液中BTEX代謝物的量測，同時分析三種不同來源與基質的樣品，以瞭解

空氣與尿液中BTEX原態物與代謝物的相關情形。此方法的優點在於，直接

量測尿液中BTEX原態物的濃度，不但可降低代謝機轉的個人差異，也可避

免前處理步驟的誤差，並可得知三者間彼此的相關情形。研究的方法為採

集作業環境勞工（加油站員工）與一般環境暴露族群之空氣與尿液樣品，

最終目的為選擇出一個指標化合物，其空氣濃度與代謝物濃度皆和其他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濃度都有良好的相關性，可成為BTEX之偵測指標物。

1-3 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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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完成採樣策略的前置作業，瞭解一般暴露族群在低濃度暴露

時，其BTEX化合物濃度處於一恆定的狀態。而所欲選取的職業暴露族群：

加油站員工，其暴露範圍皆處於一個中低濃度暴露的狀況，與一般暴露族

群的比較較為合適。從八十八年一月至五月，採集職業暴露族群（加油站

員工）與一般暴露族群共200個人員，每個人員的樣品組成包括：1.空氣樣

品、2.工作後尿液樣品、3.問卷調查、4.尿液校正因子（酸鹼值、肌酸酐與

比重）。每組樣品將依職業、吸煙習慣、性別、年齡等變項分為不同族群，

並依各種變項作探討：

    A.職業暴露與非職業暴露族群：比較在不同暴露環境下，兩個族群間

的BTEX化合物濃度差異情形，並可得知BTEX化合物濃度在一般暴露族群

的背景值資料

    B.吸煙族群與非吸煙族群：比較吸煙習慣的有無，評估吸煙是否會對

BTEX化合物的濃度暴露產生影響

    C.不同性別的比較：比較BTEX化合物濃度在不同性別的分佈情形

依據以上各種不同變項的比較與評估，將可得知部分中低濃度暴露的

族群，其原態物與代謝物之間的相關趨勢，是否有良好的相關性，此相關

性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也可得知空氣濃度的暴露情形並與原態物與代

謝物做相關比較。並且可由各化合物之間的相關方程式中，得知不同化合

物與基質樣品的相關情形，以選擇一個良好的生物指標。並可藉由此研究，

得知BTEX化合物的背景資料。

1-4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僅針對空氣採樣部份，由於使用被動式採樣管，其

吸附效率在八小時後便會達到飽和狀態。此外職業暴露樣品的採集為新竹

地區的公民營加油站員工，包括中油人員與工讀生，而一般環境暴露族群

則選擇兩處大學的教職員工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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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BTEX化合物之特性、用途及毒性

    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非職業暴露環境下，其可能產生的危害有：a.
黏膜及皮膚刺激、b.過敏反應、c.下呼吸道病症、d.肺功能降低、e.刺激眼睛

而降低視覺功能[4]。

    苯(Benzene)的分子式為C6H6，為透明無色的液體，沸點為80.1℃，熔點

5.5℃(一大氣壓)，溶解度為0.07%；可與酒精、三氯甲烷、乙醚、二硫化碳、

丙酮、四氯化碳等互溶。苯的主要製成由煤炭蒸餾、汽油熱分解(Pyrolysis)
及石油經催化而來，應用於製造染料、有機化合物、人造皮、凡士林、石

臘、樹脂之溶劑、油漆、橡皮、膠、清潔劑等用途。苯對皮膚有刺激性，

可使皮膚之角質層溶解，而造成紅腫﹑起泡﹑乾燥之皮膚炎。並會造成造

血機能喪失(Aplastic Anemia)及出血，白血球數目減少﹑貧血﹑血小板數目

減少。苯在食入或大量吸入造成急性中毒時，其主要傷害是在中樞神經系

統(CNS)，症狀有頭痛﹑呼吸不暢﹑視覺模糊﹑心律不整﹑麻痺﹑及休克。

已有文獻指出暴露在苯的環境下會導致白血病[5]。

    甲苯(Toluene)的分子式為C7H8，分子量為92，沸點110.6℃，熔點為-95
℃，水中溶解度為0.067％，溶於乙醇，氯仿，乙醚，丙酮及二硫化碳等溶

劑之中。主要是用在溶劑、無鉛氣油的成分及一些化學品的起始化合物。

暴露在甲苯的環境下，可能產生再生不良性貧血(Aplastic anemia)及骨髓機

能被抑制，皮膚或眼睛接觸到甲苯會產生刺激或灼傷感，人類暴露在

10000ppm的濃度中可致死，若吸入200ppm的甲苯，即會對中樞神經系統產

生影響。甲苯蒸氣會刺激眼睛及上呼吸道，導致暈眩、頭痛等現象。若攝

入高濃度的甲苯，會引起肺水腫，造成噁心、腹痛，並抑制呼吸，造成腎

及肝的損害。而Hirohiko 等人對於甲苯的暴露族群做12項生理及臨床症狀

（頭痛、暈眩、眼睛黏膜的刺激）的檢查，發現此檢查項目的盛行率暴露

組皆高於對照組，暴露濃度越高，盛行率也越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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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苯(Ethylbenzene)的分子式為C8H10，分子量為106，沸點136.25℃，熔

點-94.97℃，難溶於水，但可以任何比例溶於乙醇和乙醚中。經石油質

(naphthenes)行去氫化作用，或經由催化性環基化作用及芳香族化作用得到

乙苯，但主要還是來自苯的烷基化作用。通常用於合成橡膠的製造，溶劑、

稀釋劑、汽車及航空燃料成分及醋酸纖維素的製造，但主要是用作苯乙烯

(styrene)製造的反應物質。暴露在乙苯的環境下，會導致體力衰竭，昏迷及

死亡。常見症狀有肌肉無力症、胃腸失調或神經精神方面的異常。急性口

服攝入可能造成暫時性中樞神經的抑制作用，可能導致心律不整、呼吸衰

竭，並會出現頭痛、運動失調、疲倦及昏迷、噁心、嘔吐、腹痛及吐血等

臨床症狀。口服攝入則引起口咽喉部及胃部燒灼感，可能造成暫時性肝臟

受損現象，出現血尿、肌球素尿(myoglobinemia)、蛋白尿、貧尿症、橫紋

絞肌分解(rhabdomyolysis)及急性腎衰竭。

    二甲苯(Xylene)的分子式為C8H11，分子量為106，沸點139.5℃，熔點-47.4
℃(一大氣壓)，不溶於水，易與絕對酒精、乙醚、及許多有機液混合。最早

從某天然木材蒸餾液中分離出來，也可從煤焦油、假異丙苯製造，或是碳

氫化合物分餾部分的催化同分異構作用中得到。二甲苯是用來製造苯甲酸

的原料、當溶劑、製造染料及其他之有機物，也可作為顯微鏡之清潔劑、

航空用油中之成份，還有塗料、保護層、黏著劑及橡皮汽油的未還原成分。

皮膚或眼睛接觸到二甲苯會產生刺激或灼傷感，食入會引起嘴巴及胃的燒

灼感，並有噁心﹑嘔吐及流涎、頭疼﹑頭昏﹑暈眩﹑運動失調及耳鳴、困

惑混亂﹑昏睡及昏迷等臨床症狀。

2-2 BTEX化合物之分佈與代謝

    生物偵測技術常因個人差異（年齡、性別、生活習慣、暴露環境等）

導致生理代謝上的變異情形而無法真實瞭解暴露濃度與代謝物之間的相關

性，如：吸煙與飲酒被認為生物偵測的兩個重要干擾因素，香菸含有有機

化合物與焦油，使得空氣中有機化合物含量增加（表3），造成暴露濃度增

高；飲酒後會使肝臟負荷增加，降低其代謝功能。例如甲苯的暴露，飲酒

對於其代謝機轉並未造成造成太大的干擾（甲苯與馬尿酸(hippuric aci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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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不飲酒者為0.766，飲酒者為0.750，皆經過比重校正），而吸煙

者與非吸煙者的相關係數比較各為0.650與0.869，證明吸煙情形在暴露於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時，會對代謝機轉產生極大的干擾[7]。其次，污染物會經

由不同的代謝途徑生成不同的代謝物，因此在選擇生物指標時，通常選擇

代謝比例較多的代謝物為主，但在低濃度暴露的時後其結果常不能反應出

人體在外在環境中真實暴露的情形。某些化合物之代謝物並沒有專一性，

如乙苯與苯乙烯的代謝物分析上，文獻上都是以MA(mandelic acid)與

PGA(phenylglyoxylic acid)為代謝產物，但兩者會產生競爭效應[8]，通常要

同時評估濃度，以免干擾產生。

    在揮發性有機性化合物中，苯的代謝是其中研究最多且最仔細的。其

代謝物產物如酚(phenol)，及經氧化作用所形成的代謝物，如quinol及catechol
等，它們在人體中與glucuronide和sulphate形成鍵結後，再經由尿液排出體

外。其他的代謝產物，如trans,trans-muconic acid及S-phenylmercapturic acid
在評估職業暴露上，為目前最常使用的的生物指標。而烴基苯在人體的代

謝主要是在芳香族的支鏈氧化而形成aromatic carboxylic acids，它們在人體

中與glycine形成鍵結後，再經由尿液排出體外。少數氧化形成alkylphenols。

甲苯、二甲苯和乙苯其代謝方式為利用氧化脢(monoxydase)將化合物形成氧

化態，在人體內主要是經由肺臟與肝臟的組織將有機化合物代謝為

epoxide、quinone和與經由phase Ⅱ反應所生成的相關代謝物[9,10,11]。

2-3 採樣與分析方法

    目前在職業環境的空氣採樣策略是使用八小時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time-weighted average, TWA)，在選擇採樣方法上，可選擇使用主動式採樣

及被動式採樣。被動式採樣有免動力、方便等優點，適用於恆定環境長時

間的採樣，在目前許多研究皆使用被動式採樣方法為採樣策略。而尿液樣

品的收集，有上工前、工作中及下工後的三種選擇，或是以隨機樣品(spot 

urine)和24小時樣品，分別可代表：未暴露、暴露中和暴露後的情況，可預

估環境濃度與生化半衰期來評估使用何種方式來收集生物樣品。如：在

Toshio等人及Rosa.等人的研究中[12,13,14,15]，空氣暴露濃度是採八小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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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濃度（被動式採樣），採集工人上工前與下工後的尿液樣品，此種空

氣採樣及生物樣品的採樣策略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方式。在Christer 等人的

研究中，空氣暴露濃度是使用被動式採樣採集二十四小時空氣樣本，尿液

收集是收集隔天早上第一次尿液樣品[13,16]，分析下工後的尿液樣品與隔

天早上第一次尿液樣品中的代謝物與空氣暴露濃度做比較，發現兩者的關

連性：下工後的尿液樣品與空氣濃度的相關係數為0.70，隔天第一次尿液樣

品與空氣濃度的相關係數為0.86，都有很好的相關係數。本研究的空氣暴露

濃度為一低濃度情形，所以在方法測試時，本研究先以二十四小時空氣採

樣為採樣策略，並選擇早晨第一次尿液樣品為主要分析對象，也收集其他

時段的尿液樣品做相對濃度的比較。以二十四小時空氣暴露濃度作為總暴

露量，配合二十四小時的尿液樣品分析化合物濃度，比較兩者相關性。

在 Ogata 與 Taguchi 的研究中，首先將 BTEX 化合物（甲苯，二甲苯，

乙苯，苯乙烯）之代謝物(hippuric acid，methyl hippuric acid，mandelic acid)

配合肌酸酐(creatinine)同時分析[17]。因為在一般進行代謝物分析時，必須

考慮尿液的校正因子，例如：比重，肌酸酐濃度，尿液總體積，尿液排泄

速率等因子作尿液濃度的校正步驟，但不同分析方法間會存在方法的差異

因素，若能在同一方法下同時分析化合物，則可降低方法間的誤差情形。

本研究併同時記錄尿液樣品之酸鹼值，尿液總體積，比重，肌酸酐濃度，

以獲得完整的校正因子，並可驗證各個校正因子間的相關情形。

    尿液中含有許多上皮細胞、鹽類和結晶物存在，若直接進入儀器中會

造成干擾，並且尿液樣品的前處理步驟較為繁複，所以需要找出一個簡便

並可低偵測極限的分析方法。一般用來分析水中、尿中、血液與牛奶中之

VOCs 的前處理方法有：

    1、靜態頂空法（Static headspace）[18,19,20]

    2、液相-液相萃取法（Liquid-liquid extraction）[21]

    3、固相萃取法（Solid-phase extraction）[21]

    4、超音波震盪法（Sonication extraction）[21]

    5、吹洗捕集法(Purge and trap)[22,23,24,25,26]等，並以 GC 或 HPLC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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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27]。

    6、微量固相萃取法（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28]

在代謝物的分析上，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與溶劑做萃取及其他的前處理

步驟，過程繁瑣。於是有文獻便以簡單的前處理方式或是直接分析生物檢

體中的污染物，在 Fabriziomaria 及 Claudia 等人的研究中，在苯乙烯的暴

露指標選擇使用 MA 和 PGA，但其他溶劑的干擾、藥物及酒精的使用、個

人生活習慣及代謝機能的不同，會使苯乙烯的濃度偵測發生變異，故使用

原態物質作為偵測對象，以吹洗捕集法直接分析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工廠工

人尿液與血液中的苯乙烯，作為偵測工人在作業環境中苯乙析暴露的生物

指標[18]。而 Ghittori 等人對化學工廠工人暴露苯的研究[19]，利用添加

Na2SO4 於尿液，將苯從尿液中鹽析出，再以 headspace 方法將苯吹進吸附

管中，以熱脫附法脫附後進入氣相層析儀中分析尿液中的苯。

    越簡便的前處理步驟會減少干擾因素（回收率、儀器誤差等），本研究

選擇利用吹洗捕集裝置，以氮氣直接將尿液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吹出，

利用捕集管吸附及脫附後經由傳送管線進入氣相層析儀（GC）／火焰離子

偵測器（FID）分析。Lee 與 Hung 曾將此分析方法應用於一般暴露族群的

尿液樣品檢測，對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量測可到達 pico-gram 的範圍，而

以此種方式分析尿液，不但可減少尿液中的固態物質進入分析儀器的可能

性，並可降低偵測極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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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藥品與材料

3-1-1 藥品

(1)  標準品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Mix#2, Supelco Inc.

(2)  標準品 trans,trans-Muconic acid, Sigma Inc.

(3)  標準品 Phenylglyoxylic acid (PGA), Sigma Inc.

(4)  標準品 Mandelic acid(MA), Sigma Inc.

(5)  標準品 Hippuric acid(HA), Sigma Inc.

(6)  標準品 Methyl-hippuric acid(MHA), o+m+p type, Sigma Inc.

(7)  標準品 Creatinine，Merck Inc.

(8)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Merck Inc.

(9)  Sodium 1-decanesulfonate(ion-pairs)，TCI inc.

(10) Acetonitrile, HPLC grade, Fisher Scientific

(11) Methol, HPLC grade, Tedia Inc.

(12) Phosphoric acid, Fisher Scientific

3-1-2 採樣設備與材料

(1)  250ml 玻璃採樣瓶，merck Inc.

(2)  10ml 球形吸量管，Fortuna Inc.

(3)  1.8ml 棕色樣品瓶

(4)  16×150mm 螺旋試管

(5)  比重計

(6)  酸鹼計，Orion Inc.

(7)  離心機，Hettich Inc.

(8)  Carbotrap C 吸附劑，Supelco Inc.

(9)  20ml 吹洗管，無濾片型，Supel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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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儀器設備

(1) 吹洗捕集裝置：LSC 2000，Tekmar Inc.
捕集管：填充Tenax吸附劑，12in ×1/8in id.，Tekmar Inc.

(2) 氣相層析儀：Varian 3400，Varian Inc

  HP 5890 Series Ⅱ，Hewlett-Packard Inc.
分離管柱：DB-5，30m ×0.53mm id.，1.5μm film，J&W Inc.

DB-624，30m ×0.53mm i.d.，3.0μm，J&W Inc.
偵測器：火焰游離偵測器(Flame Ion Detector, FID)
氣相層析儀外接電腦積分器，訊華電腦公司

(3) 液相層析儀/紫外光偵檢器裝置：

pump（LC-10AT），Shimazu Inc.

UV-detector（SPD-10A），Shimazu Inc.
分離管柱，25.0cm×ψ4.6mm，S5 ODS2，Spherisorb Inc.
液相層析儀外接電腦積分器，訊華電腦公司

(4) 自動熱脫附儀：ATD400，PE Inc.

(5) 被動式採樣管：充填Carbotrap C 吸附劑，Supleco Inc.

3-3 樣品採樣與分析

3-3-1 空氣樣品：

    以被動式採樣管為採樣介質，配戴於受測者的胸前，採樣時間為 5 小

時，採樣後以自動熱脫附儀(ATD)進行脫附，並以氣相層析儀分析。

3-3-2 尿液中原態物：

    採集受測者工作後之隨機尿液樣品，以 250mL 血清瓶收集。尿液樣品

直接取上清液 5mL 於吹洗管中，以氮氣吹洗 10 分鐘後，進入氣相層析儀中

分析。

3-3-3 尿液中代謝物

    代謝物尿液樣品與原態物來自相同的受測者，尿液樣品在量測 pH 值



10

後，再以磷酸調整酸鹼值至 pH=3.3，再將樣品以 3000rpm 離心 15 分鐘後

後，取上清液直接以高效率液相層析儀分析。

3-4 品保品管步驟

依據本實驗室之品保規劃書中，有固定程序之品保品管步驟，並由品

管人員定期查驗並瞭解實際執行情形，並且查驗是否有品管樣品偏離允許

的誤差範圍，若有偏離的狀況發生，則深入瞭解發生誤差的原因。

在進行實驗前，量測人員使用標準品作為品保樣品，注入儀器檢測偵

測器的反應，利用前 20 個品保樣品做出平均值，及三倍標準差。每次得到

品保樣品的積分面積後，代入管制圖，以瞭解品保樣品是否符合品保規範。

3-5 數據分層與統計方法

    將樣品分為職業暴露族群與一般環境暴露族群，吸煙族群與非吸煙族

群，男女性別的分層等三大項。先以 student t-test 檢測兩個族群間是否有顯

著差異，再以相關方程式檢測不同基質的樣品間彼此是否存在相關性。藉

由此兩種統計方式，可以得知不同族群間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的濃度差

異情形，並且也可瞭解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最終目標在瞭解空氣中 BTEX 化合物，尿液中 BTEX 原態物，

尿液中 BTEX 代謝物三者之間是否彼此有著良好的相關性，並由三者的比

較中，求得各化合物間的相關情形，嘗試得到一個良好的生物指標，此生

物指標可代表 BTEX 化合物的暴露與代謝，並期望可應用於 BTEX 化合物

的檢測分析。

四、時程規劃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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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進度比較

時程進度以甘特圖(圖一)表示，本計畫以預定的項目與進度為目標執行

計劃內容。在實際進度上，在文獻收集、材料與標準品的購買、研究設計

與計劃執行、分析方法測試與應用等項目與進度皆已經完全達到預定目

標，並且在樣品收集與分析上，已經完成全部樣品採集，已達到預定目標。

    確定採樣的時間與程序後，將選擇 200 位的自願受測者為採樣對象，

並且分為兩個採樣方向：加油站員工與一般環境暴露者。而將此兩組人員

分為不同族群：職業暴露與一般暴露族群，並對受測者進行樣品收集與問

卷調查。

4-2 工作目標與項目

    所有樣品必須經由統一的採樣流程(圖二)，以確保樣品的完整性，並且

經由樣品的登錄，瞭解樣品是否遭受污染，樣品使用量與保存量。

4-2-1 樣品登錄

樣品採集程序事先製作完成採樣表格，各表格單的登錄目的在維持記

錄的完整性和提供良好的追溯性，並將文件建檔保存，完成樣品登錄程序。

4-2-2 編碼程序

以 A 為空氣樣品代號，U 為尿液樣品編號，再以八碼為附碼。編碼方

式如下：

U  87  10  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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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編號

採樣日期
採樣月份
採樣年份
樣品代碼

4-2-3 採樣項目

      A.空氣樣品：以被動式採樣管連續採集空氣樣品五小時，隨著受測者

的活動進行採樣。採樣結束後，封蓋攜帶回實驗室進行分析。

      B.尿液樣品：進行空氣樣品採集時，同時收集受測者五小時中的尿液

樣品（工作後尿液樣品）。尿液樣品以 250mL 血清瓶裝瓶收集，並觀察外觀

（顏色、混濁度、沈澱物），記錄尿液體積與採樣時間，樣品置於含有冰塊

之冰桶中，攜帶回實驗室分裝。分裝時並量測酸鹼值與比重，尿液離心後

分為三管：第一管為尿液中原態物分析，第二管進行尿液中 BTEX 代謝物

與肌酸酐分析，第三管保存於 4℃冰箱中。

     C.問卷調查：事先製作問卷，以口頭方式詢問受測者，並填寫入問卷中，

做為樣品統計時的變項調查（年齡、性別、工作項目、工作時間）。

4-2-4 採樣注意事項

樣品編碼必須在未採樣前便需製作完成，並製作成標籤，事先貼於採

樣容器上，避免重複採樣的發生。

樣品查核必須判定樣品是否合乎收樣標準，以確保樣品之完整性，並

使之具有代表性。檢視項目如下：

    1.此樣品是否為運送小組送回之樣品

   2.各分析項目是否依規定分裝及保存

    3.是否破損

    4.樣品量或體積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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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記錄收樣時的樣品狀況

6.空白樣品是否遭受污染。

4-3 分析項目與方法

4-3-1 空氣中 BTEX 化合物

    空氣樣品採集後，封蓋攜帶回實驗室，以自動熱脫附儀／氣相層析儀

分析。分析項目：空氣中 BTEX 化合物的絕對質量，並以採樣率與採樣時

間回推後，可得到空氣中 BTEX 化合物之濃度。

4-3-2 尿液中 BTEX 化合物

    取出尿液樣品 5mL 置於吹洗管中，以氮氣吹洗，並經由吸附劑吸附／

脫附後，以氣相層析儀／火焰離子偵檢器分析。分析項目：尿液中 BTEX

化合物之原態物。積分面積帶入檢量線中可求得濃度。

4-3-3 尿液中 BTEX 代謝物

    離心後之尿液樣品，以磷酸調整 pH 值至 3.3，以高效率液相層析儀／

紫外光偵檢器分析。分析項目：尿液中 BTEX 代謝物，trans,trans-muconic 

acid，phenylglyoxylic acid，hippuric acid，mandelic acid，methylhippuric acid，

肌酸酐(creatinine)。積分面積帶入檢量線中可求得濃度。

五、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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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空氣採樣方法之評估

    在空氣採樣的部分是採用被動式採樣法，為管柱型之被動式採樣器，

而被動式採樣器的優點為攜帶方便，使用簡單，並不會對於受試者帶來工

作上的困擾。相對地被動式採樣器的缺點在於無法得知採樣率，僅知道採

樣時間與採樣質量，並無法針對空氣濃度做評估。於是本研究先針對於被

動式採樣進行可行性評估，將被動式採樣器的採樣時間和空氣質量與主動

式採樣的空氣濃度進行評估。

將充填相同吸附劑的吸附管作為採樣介質，每兩支吸附管為一組，第

一管以採樣幫浦進行空氣採樣，另一管套上擴散蓋進行被動式採樣，同時

進行三組樣品（一組兩支吸附管）在相同地點進行相同時間的空氣採樣，

以降低採樣的誤差。本研究在不同地點共採集 60 組的空氣樣品（圖三為空

氣中 BTEX 化合物之層析圖譜），將主動式採樣的濃度與被動式採樣的質量

作圖（圖四）。在此相關圖中，兩者的相關係數為 0.879，表示主動式採樣

與被動式採樣之間有良好的關係存在，則空氣濃度的計算便可由相關式中

求得： 將被動式採樣的質量帶入校正關係式：y=2.3797x-0.553，便可求得

空氣濃度（圖五）。

再利用主動式採樣的濃度與被動式採樣的質量，可換算出吸附管之採

樣率(uptake rate)：

採樣率(ng/ppm-min.)＝      被動式質量(ng)              

主動式濃度(ppm) ×採樣時間(min.)

便可以計算出以 Carbotrap C 為吸附劑的採樣率。

利用以上的相關式，可得知職業暴露與一般環境暴露的空氣樣品濃

度，在本研究的空氣樣品中，其濃度分佈為（表四）：

  苯 ：0.73∼283.91 ng/L   (mean: 29.99 ng/L, median: 7.54 ng/L)

  甲苯 ：0.13∼3755.05 ng/L  (mean: 422.31 ng/L, median: 197.79 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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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苯 ：0.03∼321.79 ng/L   (mean: 37.49 ng/L, median: 16.76 ng/L)

二甲苯 ：0.44∼1106.33 ng/L  (mean: 122.68 ng/L, median: 54.84 ng/L)

5-2 尿液中代謝物分析方法

尿液中 BTEX 代謝物的分析是使用高效率液相層析儀／紫外光偵檢

器，本研究參考 Ogata [17]的研究，以 ODS column 配合含有緩衝液與 ion 

pairs 的移動相分離 BTEX 代謝物。在文獻中針對代謝物的偵測多數是使用

225nm 的吸收波長，而本研究以 Diode Array Spectrophotometer(HP 8452A)

針對八種代謝物做吸收光譜的測定。經過全波段掃瞄後發現，除了

t,t-muconic acid 與 phenylglyoxylic acid 的吸收波長接近 260nm，肌酸酐的吸

收波長為 250nm，其他五種代謝物的吸收波長都接近 200nm。而在 200nm

的吸收波長，基質與其他干擾化合物也會造成光譜的吸收，而形成嚴重的

基質干擾，因此為避免基質效應，選擇以 225nm 為偵測波長。

    確定波長後，再配製不同 Acetonitrile(ACN)比例的緩衝溶液作為移動

相，先固定移動相(mobile phase)的流速，以確定每種代謝物的滯留時間。

將移動相中 ACN 與水的比例設定為 10%、15%和 20%，緩衝溶液(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的濃度固定於 20mM，圖譜結果請參照(圖六)。由滯留

時間上可以發現，改變移動相中 ACN 比例影響最大的是 hippuric acid 和肌

酸酐的滯留時間，而兩化合物的波峰分離度在不同流速下並無影響。以滯

留時間前五分鐘的基質波峰來判斷，15%與 20%ACN 移動相對基質的分離

效果並不像 10%ACN 移動相，所以本研究選擇以 10%ACN 移動相作為分離

條件，並改變 ion pairs 的濃度，將肌酸酐的滯留時間前移，使樣品在 25 分

鐘內結束分析，以節省時間。

    在以往的研究中，並未將尿液的酸鹼值認為是影響分離條件的因素。

而在本研究進行方法測試時發現，尿液的酸鹼值會影響波峰的分離情形。

在圖七中可以發現，尿液 pH 值的改變會明顯影響基質波峰的分離，而在

pH=3 以下，波峰分離度便無明顯差異。於是本研究便以磷酸調整尿液的酸

鹼值，再經過離心的步驟，不但可以去除尿液中上皮細胞的干擾，也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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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良好的波峰分離度。

5-3 樣品濃度探討

圖八與圖九分別為尿液中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之層析圖。在 183 個

有效樣品中，分為職業暴露族群（加油站員工）97 名與一般環境暴露族群

86 名。共 148 名男性與 35 名女性，平均年齡為 25.4 歲(median = 23 歲)，

並沒有殺蟲劑的暴露，也沒有服用藥物的習慣。其中共有 65 名受測者有吸

煙習慣。

表四與表五分別表示 183 個樣品，其空氣與尿液中 BTEX 化合物與代

謝物的濃度和質量的分佈情形。觀察平均值與中位數的數據，可以發現兩

者數據呈現數倍的差距，表示高濃度（質量）族群具有很大的加權因數，

而低濃度（質量）族群的濃度（質量）分佈則非常集中。再將樣品分為職

業暴露族群(n=97)與一般環境暴露族群(n=86)，可以發現在空氣濃度部分

（表六），職業族群在 BTEX 化合物的濃度上，明顯高於一般環境族群，以

苯為例，職業暴露族群的濃度平均值為 56.15 ng/L，中位數 32.22 ng/L，而

一般環境族群為 2.79 ng/L，1.99 ng/L，兩者的濃度差距可達到 30 倍。但是

在尿液中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的濃度上，便無法觀察到上述的情形。以

質量為單位，也有相同的情形（表七）。

    在吸煙與非吸煙族群的濃度分佈上，空氣、尿液中 BTEX 化合物與代

謝物濃度便沒有像職業族群有很大的差距。表八將 183 名受測者分為兩組，

無論是空氣或尿液基質，BTEX 化合物濃度都沒有明顯的差異，以苯為例，

吸煙族群濃度平均值為 34.32 ng/L，非吸煙族群為 29.29 ng/L，尿液中苯濃

度吸煙族群為 1691.76 ng/g Creatinine，非吸煙族群為 2314.60 ng/ g 

Creatinine，在苯的代謝物 t,t-muconic acid 的濃度平均值，吸煙族群為 289.95 

mg/ g Creatinine，非吸煙族群為 252.31 mg/ g Creatinine。而再以質量為單位

來觀察，也有相同的情形（表九）。

再以性別作為分層變項時，空氣中 BTEX 化合物與尿液中代謝物的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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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男女族群間呈現相同的分佈情形。在尿液中 BTEX 化合物部分，無論

是濃度（表十）或是質量（表十一），男女族群皆有明顯差異。在空氣濃度

部分，女性的暴露濃度（或質量）明顯高於男性族群的暴露量。四種化合

物都有相同的趨勢，無論是女性在暴露的濃度平均值或中位數皆高於男

性。在尿液中 BTEX 化合物的質量分佈上，女性族群的 PGA 與 t,t-muconic 

acid 的質量高於男性，而其他兩種代謝物(hippuric acid 和 mandelic acid)的

質量也明顯高於男性。

5-4 樣品濃度分層統計

將樣品分成職業暴露族群與一般環境暴露族群，並依不同採樣介質與

化合物種類，針對濃度做成分佈圖。圖十是一般環境族群的空氣中 BTEX

化合物濃度分佈，圖十一是職業族群的濃度分佈，可以觀察到兩者在濃度

上有不同的分佈範圍。以 student t-test 進行檢定，可以得知兩族群間在空氣

濃度（或質量）的暴露上，BTEX 化合物濃度有明顯的差異（表十二）。BTEX

化合物的檢定值(p value)都小於 0.05，表示兩族群的暴露濃度（或質量）來

自不同的來源。以性別為分層變項，只有苯有相同的情形，表示男女性在

暴露濃度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在吸煙族群的檢定上，則出現了不同的情形，

p 值無法區分出兩者在濃度上的不同，對於此點，可以假設一個狀況：吸煙

的因素並不會明顯干擾 BTEX 化合物的濃度暴露，表示香菸所釋放的 BTEX

化合物，在空氣濃度的加權上，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圖十二是一般環境族群的尿液中 BTEX 化合物濃度分佈，圖十三是職

業族群的濃度分佈，可以觀察到兩者在濃度上有不同的分佈範圍。而在尿

液 BTEX 化合物方面，檢定值有不同的數值出現，無論將受測者使用何種

變項分層，尿液中 BTEX 化合物的濃度與質量都無法區分兩個族群之間的

差異情形。對此情形，可以假設尿液中 BTEX 化合物的排出，屬於一種穩

定的平衡狀況，並不會隨著外界環境濃度的改變而影響。並且本次研究所

選擇的族群都是屬於中低濃度的暴露，外界環境處於平衡的狀態，推測體

內也是處於一個動態的平衡，所以在排出量上並不會有太大的濃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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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是一般環境族群的尿液中 BTEX 代謝物濃度分佈，圖十五是職

業族群的濃度分佈，可以觀察到兩者在濃度上有不同的分佈範圍。尿液中

BTEX 代謝物濃度檢定上，職業分層與性別分層的檢定值，可以證明分層族

群來自不同的母群，表示 BTEX 代謝物濃度兩族群有明顯的差異。但在吸

煙族群的檢定上，與空氣樣品有相同的情形，可推論 BTEX 代謝物在吸煙

族群中，也是呈現動態平衡的情形，使得排放濃度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此外將三種不同採樣基質的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做相關性檢定（表

十三），所有化合物與代謝物之間皆有程度不同的低度相關情形。關於此低

度相關性的結果，與國外文獻報導較高的相關性結果有出入[17]。但本研究

所選擇的暴露族群都是屬於較低濃度暴露，而加油站為了保護員工，在加

油槍上設計了油氣回收裝置，使得空氣中有機化合物濃度降低，而且加油

站也是屬於開放式空間，並不像其他使用有機溶劑的工廠必須使用抽氣裝

置，加油站的空氣可直接藉由大氣進行交換稀釋。而加油站中的 BTEX 化

合物濃度範圍都在 ppb 等級，所以本研究所得到的低相關性，最大的原因

可能在於暴露濃度過低所導致。

    而針對吸煙族群的濃度分佈，可以得知香菸所釋放的 BTEX 化合物濃

度並不會影響到外界暴露環境的變化，但本次的吸煙族群中，並沒有人員

超過每日一包的吸煙量，是否也是因為暴露濃度過低而導致吸煙族群與非

吸煙族群間並無明顯差異，只能假設是吸煙量並不至於影響 BTEX 化合物

的吸收。



19

六、結論

    本研究同時使用三種不同的分析方法量測空氣中與尿液中 BTEX 化合

物及代謝物的濃度。在分析方法的開發中，除了達到勞委會標準分析方法

的規範外，也使用各種統計方法來評估量測的數據，使得數據的解釋性上

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利用三種不同基質中的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進行

檢測，除了可得知空氣中 BTEX 化合物之濃度與質量外，並同時偵測尿液

中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的含量，以三者的相關性做暴露濃度的探討。研

究的結果顯示三者的相關性並不如原先預期的良好。評估此低度相關的原

因，可能是由於本次研究選擇的暴露族群，都是屬於低濃度暴露的範圍，

所以在濃度的分佈上，僅可以看到空氣濃度在不同族群兼有明顯的差異，

但是在其他分層便無法看出此趨勢。顯然未來仍需進一步的詳細研究。



20

七、計畫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空氣中BTEX化合物為全民所共同暴露。職業暴露族群

所共同暴露的濃度遠超過一般環境暴露族群，少者3倍(如甲苯)，多者30倍

(如苯)。因此加油站加油槍的油氣回收應該普遍裝置以降低空氣中BTEX化合

物的濃度，進而保護全民的健康。研究結果的初步統計分析顯示目前探討

的人體暴露生物指標物，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未來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以便取得更具體的結論。本研究之結果已經有部份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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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8-1  八十八年度空污費科技研發計劃（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1. 請將前言中，與目的相關之文獻另章描述：

為求報告的完整性，在期中報告將前言與相關文獻作整合性敘述，嘗試

在前言部分敘述研究目的與分析方法的探討。此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中加以

改正。並於結案報告時，一併加以修正。

2. 請補充儀器分析條件設定及方法出處：
本研究分析空氣中BTEX化合物與尿液中BTEX化合物，主要應用參考

文獻no.28的分析方法，此分析方法為本實驗室在1998年發表於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benzene, toluene, 

ethylbenzene, and xylene in urine by thermal desorption–gas chromatography.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vol.706, p.352-357, 1998.)。尿液中代謝物之分

析方法，主要參考文獻no.17之分析方法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urinary creatinine and metabolites of toluene, xylene, styrene, ethylbenzene and 

phenyl by automate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Int. Arch. Occup. 

Environ. Health, Vol.61, p.131-140, 1988.)。

儀器分析條件請參考附表一至三。

3. 請確認生物體採樣時，採樣時段及統計樣本數是否具代表性。研究以三

位志願者或以特定曝露群（計程車司機＆加油站員）為主，須請確認變因

之差異性：

三位志願者的樣品收集，主要原因是瞭解在不同採樣時段中，尿液中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濃度是否會隨著採樣時間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志願者

與特殊暴露族群其最大的差異，在於空氣環境暴露的 BTEX 化合物濃度，

由於志願者的空氣暴露環境呈現一個穩定的動態平衡，其代謝機轉也是處

於長時間的動態平衡，所以在採樣時，空氣暴露濃度將會直接影響尿液的

代謝。所以本研究先選擇三位志願者的樣品，進行可行性評估，並在採樣

分析過程中，克服可能出現的干擾情形。本研究並未將採樣重點完全置於

加油站員工，而是希望瞭解不同環境暴露族群，在職業別、年齡、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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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暴露環境等變項中，探討 BTEX 化合物濃度的差異情形，並利

用統計方法，嘗試瞭解不同的暴露族群，其空氣與尿液中，BTEX 化合物濃

度之相關情形。

4. 選用甲苯為重點之原因宜請說明，其他三項成分是否解析應確認：

期中報告中已列出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在不同基質中的關連情形，

由於樣品來源為三位非職業暴露的志願者，其空氣暴露為低濃度範圍，僅

有職業暴露濃度的 1/100，所以在相關性的研究上，僅有甲苯的相關性為高

度相關，其他三種化合物則呈現低度相關，所以先以甲苯為主要對象進行

探討。本研究希望採集更多不同環境暴露的樣品對象，嘗試瞭解 BTEX 化

合物在低濃度環境的關連性，是否與職業暴露族群有很大的差異性存在。

5. 尿液中 BTEX 量涉及人體總暴露量，與空氣吸入量關連性，建議納入考

量：

本研究共有三類不同的分析樣品：空氣中 BTEX 化合物、尿液中 BTEX

化合物、尿液中 BTEX 代謝物，分別將此三類樣品作相關性分析以求得相

關係數。而人體總暴露量必須加入”食入”與”皮膚吸收”的來源，目前僅以空

氣吸入量做探討。

6. 請說明 BTEX 在體內代謝機轉後直接偵測之可行性（半生期短）：

BTEX 化合物進入人體形成代謝物，排出體外的半生期在六個小時以下

(Benzene:5.7hrs, Toluene:1.5hrs, Ethylbenzene:3.6hrs, Xylene:4.0hrs)，本研究

在選擇族群時，便有考慮到此點：一般環境暴露族群，BTEX 濃度應為動態

平衡，可以隨機樣品(spot sample)為樣品來源，而職業暴露族群，則可採集

工作後樣品(end-shift sample)。為了求得樣品的代表性與可比較性，本研究

在採集樣品時，採樣時間皆固定於下班前後半小時(4:30-5:00)，避免因採樣

時間不同造成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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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確認變異係數定義及 MDL 值：

本計劃在”品保規畫書”中已經定義變異係數與方法偵測極限(MDL)。

變異係數：C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標準差／平均值)×100%，其目的

在於檢測樣品之間的變異情形。

方法偵測極限(MDL)：某一待測化合物在基質中，以選擇的分析方法進行分

析，此分析方法所能測得的最低濃度，以濃度表示。MDL 與回收率，儀器

偵測極限(IDL)有關。

MDL 分析步驟：

   (1)利用下列任一步驟，得到儀器偵測極限(IDL)：

a.量測出儀器 S/N 比的 2.5 至 5 倍的待測物濃度

b.儀器量測出基質中待測物濃度後，計算出其三倍標準差的待測物濃度

   (2)製備不含待測物之空白基質：空白基質的定義為：在方法偵測極限的

範圍內，不能偵測到基質中的待測物與干擾物質。在偵測待測物的訊號時，

來自干擾物質的干擾可定義為系統性誤差(systematic errors)，且干擾物質的

濃度應為常態分佈。因本實驗並無法獲得完全的空白樣品，儘可能選取較

低待測物濃度的樣品作為空白樣品。

   (3)將空白基質添加入五倍 IDL 的待測物濃度，並等待其完全溶解於基質

中。

   (4)先進行空白基質的分析，以確認其背景值；而每次分析樣品前，應該

進行空白分析，確認儀器之背景。選取 7 個樣品進行分析，用以計算方法

偵測極限。

   (5)計算 7 個樣品的變異數與標準差。

   (6)MDL＝3 倍標準差。

   (7)方法偵測極限的建立可提供儀器功能的檢查，同時也可落實分析數據

的準確性。而本研究的分析樣品為尿液，在基質的干擾上會使得偵測極限

所得的濃度偏高，此為基質干擾，並非儀器的偵測極限無法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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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確認品管圖之管制範圍：

本計劃在”品保規畫書”中已經訂定品管樣品的管制範圍，品管樣品的變

異係數最高不得超過 15%，或是品管樣品的變異情形不得超過三倍標準偏

差。在期中報告中，品管圖皆無超過此標準。

9. 請將樣品分析結果與品管座標單位一致（濃度、訊號）：

品管圖中表達的方式是以積分面積與時間做圖，而樣品則以濃度單位表

達，此點將接受審查委員的意見，並在期末報告中加以改正。

附表一 空氣 BTEX 化合物分析條件

氣相層析儀 HP 5890

層析管柱 DB-624, ψ0.53mm×30m(0.3μm film thickness)

偵檢器

前處理儀器

FID  

自動熱脫附儀(PE ATD400)

附表二

氣相層析儀 Varian 3400

層析管柱 DB-5, ψ0.53mm×30m(1.5μm film thickness)

偵檢器

前處理儀器

FID

吹洗捕集裝置(Tekmar LS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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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尿液中代謝物分析條件

高效率液相層析儀

幫浦 Shimadzu LC-10AT

層析管柱 ODS-2  ψ4.6mm×250mm

偵檢器 UV 偵檢器 Shimadzu SPD-10A  波長 225nm

移動相 [20mM KH2PO4+3mM CH3(CH2)9SO3Na](pH3.3)

: Acetonitrile=90:10

8-2  品保審查意見

     1. 建議盡可能增加重複分析和尿液添加分析的數據。

     2. 尿液樣品宜有偵測極限。

     3. 請依數據品質目標進行分析數據的品保工作。

     4. 建議建立分析程序的標準作業程序。

     5. 品質目標有修正時請寄送修正版本備查。

8-3  品保樣品之管制圖與變異係數

分析期間中，本研究分析標準品為品保樣品，以確認儀器的穩定性可

達到精確性的要求，以管制圖繪製品保樣品的變異，並以數據表達。

圖十六到圖十八為三種分析儀器針對苯所做出的管制圖，圖中顯示在

各次分析時所進行的品保樣品，皆在以虛線表達的三倍標準偏差中，並由

表十五的數據中可以瞭解，滯留時間的變異係數小於 5％，積分面積的變異

係數都小於 20％以內，符合品保規畫書中的規定與要求，證明在分析方法

的應用上，可確認數據的正確性。

    三種不同分析方法針對苯和其代謝物(t,t-muconic acid)的檢量線，其相

關係數皆高於 0.995，符合勞委會所規定之分析方法的要求。觀察檢量線、

品保樣品的管制、滯留時間與積分面積的變異係數等條件，本研究的分析

方法可達到標準分析方法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精密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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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預定
進度文獻收集 實際
進度
預定
進度購買材料與標準品 實際
進度
預定
進度研究設計與計劃執行 實際
進度
預定
進度分析方法測試與應用 實際
進度
預定
進度樣品收集與分析 實際
進度
預定
進度結果分析與報告撰寫 實際
進度
預定
進度 5% 10

%
15
%

25
%

35
%

45
%

55
%

65
%

75
%

85
%

95
%

100
%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實際
進度 5% 10

%
15
%

25
%

35
%

50
%

55
%

65
%

80
%

90
%

100
%

圖一    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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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採樣流程圖

自動熱脫附儀/GC分析
BTEX化合物採樣

之絕對質量

空氣樣品
採樣開始時間、溫度、濕度
採樣結束時間與採樣時數

P&T/GC分析尿液中原態物
HPLC分析尿液中代謝物與肌酸酐

尿液樣品離心分裝
量測酸鹼值、比重

代謝物尿液樣品需調整pH值

尿液樣品
記錄採樣時間、體積

記錄外觀

統計分析變項間的相關性
相關性是否具有統計意義

問卷調查
統計分析的變項：

年齡、性別、工作項目

樣品確定與編碼
確認採樣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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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BTEX化合物及代謝物在不同基質中之濃度分佈

air concentration(ng/L)

苯 甲苯 乙苯 二甲苯

平均值 29.99 422.31 37.49 122.68
最大值 283.91 3755.05 321.79 1106.33
最小值 0.73 0.13 0.03 0.44
標準差 50.49 614.15 54.10 183.00
中位數 7.54 197.79 16.76 54.84

urine concentration(ng/g Cr.)

苯 甲苯 乙苯 二甲苯

平均值 2092.85 2109.38 1424.31 7250.92
最大值 29230.80 44862.84 43367.77 172014.07
最小值 47.83 73.85 8.66 243.44
標準差 3585.49 4063.61 4240.97 18274.65
中位數 678.34 965.14 146.95 2108.90

urine concentration(mg/g Cr.)

PGA t,t-Muconic acid Mandelic acid Hippiuric acid

平均值 265.71 27.40 107.67 236.52
最大值 1215.44 160.84 538.74 2568.63
最小值 22.54 1.83 7.22 12.55
標準差 151.63 19.96 63.46 307.84
中位數 234.40 21.84 98.33 157.82

n=183
PGA: Phenyl 
Glyoxylic 
Acid
t,t-Muconic acid: trans,trans-Muco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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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BTEX化合物及代謝物在不同基質中之質量分佈

air concentration(ng)

苯 甲苯 乙苯 二甲苯

平均值 15.52 44.23 4.62 14.16
最大值 146.25 386.10 38.51 125.75
最小值 0.45 0.93 0.13 0.24
標準差 25.99 63.00 6.45 20.76
中位數 4.01 21.21 2.15 6.51

urine concentration(ng/g Cr.)

苯 甲苯 乙苯 二甲苯

平均值 2214.02 2073.24 1398.28 7286.65
最大值 29298.00 44862.84 43367.77 172014.07
最小值 47.83 73.85 8.66 167.28
標準差 4107.22 4180.88 4245.65 18694.08
中位數 627.31 846.10 140.57 1862.57

urine concentration(mg/g Cr.)

PGA t,t-Muconic acid Mandelic acid Hippiuric acid

平均值 265.71 27.40 107.67 236.52

最大值 1215.44 160.84 538.74 2568.63

最小值 22.54 1.83 7.22 12.55

標準差 151.63 19.96 63.46 307.84

中位數 234.40 21.84 98.33 157.82

n=183
PGA: Phenyl Glyoxylic Acid
t,t-Muconic acid: trans,trans-Muco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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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回覆情形

1. 依原訂工作計劃執行成效良好。
ans:
    感謝評審委員的認可，未來仍將繼續保持良好之成效。

2. 研究結果，探討 BTEX 及代謝物之相關時，由於代謝物具有 selectivity，
但非 specific，很難在結果統計中有顯著的相關。可以考慮以總量，並
以 uM 單位討論之。
ans: 

Benzene: t,t-Muconic acid， Toluene: Hippuric acid，
Ethylbenzene: PGA, Mandelic acid， Xylene: Methylhippuric acid。

    四種代謝物除了 t,t-Muconic acid 為苯之次要代謝物外，甲苯，乙苯，
二甲苯之代謝物皆為主要代謝物，並都具有其專一性。而在審查意見中，
提到代謝物非具有 specific，其意思應指非具有”特異性”，所以相關情形
並不顯著. 關於此意見，本研究也曾查詢相關文獻，目前的研究中並未
有更具有代表性的代謝指標可供參考，或是其他的代謝物更具有專一
性，所以本研究仍是選擇以此四種代謝物做為 BTEX 化合物之代謝指
標，而本研究針對 BTEX 化合物在尿液中的濃度為生物指標上，也得到
相當良好的成果，所以除了以 BTEX 代謝物當作 BTEX 化合物之暴露指
標外，尚可以 BTEX 化合物在尿液中的濃度做為生物偵測的暴露指標。

    而評審意見中提到以Μm 為總量表示方法，在本報告中，曾以尿液
中化合物之質量（質量＝尿液濃度×體積）做為總量之比較，並求得其
相關性。而在生物代謝中，化合物的代謝情形為：

  P-450 enzyme
化合物 代謝物

    其代謝物的濃度會隨著化合物的濃度改變，而化合物與代謝物的莫
耳濃度應有相對濃度的關係，所以本研究會先針對部分數據作莫耳濃度
的校正，並針對相關性與檢定做數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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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半年度的研究中，曾針對三位志願者做為期八天的 BTEX 化合
物與代謝物的濃度分析。一週時間對於濃度改變的影響，可以發現一個
趨勢：即濃度在星期六、日有濃度下降的趨勢。而一天濃度的分佈上，
也可觀察到濃度呈現雙峰的情形。其原因為：BTEX 化合物的生物半衰
期皆小於６小時，而早上第一次尿液樣品具有生物濃縮效應，所以在早
晨與下午的樣品中，可以觀察到濃度升高的趨勢。經由此結果，本研究
的採樣策略為：
a.選擇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樣品。

b.選擇工作後之尿液樣品，並可與空氣樣品做相關性比較。

本研究除了以濃度與質量表示外，也加入代謝物以肌酸酐校正的數

據。由於肌酸酐的濃度在個人的排放量固定外，也是許多文獻建議並使

用的校正因子，其意義也可代表總量暴露的觀念。

3. 生物指標選擇時, 應考慮特殊性(specific)，方便性及代表性等，並提出
在空氣品質標準中訂定之可行性。
ans: 
    在本研究中，除了探討 BTEX 化合物與代謝物在尿液中的濃度分析
外，並評估兩種分析方法的應用性。在代謝物的分析上，可同時分析五
種不同的代謝產物外與肌酸酐，而 BTEX 化合物在尿液中的分析，更可
以同時定性定量其他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在方法的方便性上，已經達
到簡便、迅速的要求。並且 BTEX 化合物在尿液中的分析，具有其特異
性與代表性，可以做為生物偵測的良好工具。

    本研究針對 BTEX 化合物在空氣與尿液中的濃度分佈與相關性做探
討，可以瞭解在目前職業暴露（即加油站員工）的濃度上，遠低於勞委
會的暴露容許濃度。若針對空氣品質標準的訂定，由於本研究僅針對某
一地區的職業暴露做調查，其樣品數並未達到大規模的篩選，所以在空
氣容許暴露濃度的訂定上，並未能提出降低濃度的絕對證據，僅能提出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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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正 p.53, p.54 表四及表五之標題.
ans: 
    本報告已經訂正此錯誤。

5. 研究結論明確，唯無具體建議，甚為可惜.
ans: 
a.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可同時分析空氣 BTEX 化合物，尿液中 BTEX 化
合物與代謝物，在方法的穩定性、方便性、準確性上可達到標準分析方
法的要求。
b.空氣中 BTEX 化合物的生物指標，除了可分析代謝物濃度外，也可分
析 BTEX 化合物在尿液中的濃度，三者的相關性呈現一致化，表示三者
皆為良好的生物偵測指標。
c.一般環境暴露族群與職業暴露族群的濃度有明顯的差異，表示職業暴
露濃度仍高於一般環境濃度，但職業暴露濃度仍遠低於職業暴露容許濃
度，表示職業暴露員工並未處於危險的工作環境。
d.未來將繼續關切此研究發展，並希望能擴大研究範圍與對象，以達到
全面性篩檢的目標，並將此結果做為未來訂定容許暴露濃度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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