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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第一次印刷訂正說明： 

本驗證程序自 91 年 10 月第二次修訂以來，業因分析方法誤繕或校正失誤，

再因部分方法中採樣分析等要件亦已變動，為符現今認證實驗室實際操作狀

況，制訂委員遂開會研商本驗證程序內容之修訂。本驗證程序謹供相關單位或

實驗室參考。 

原第九十一年第一次印刷將參考方法分為 A、B、C 三級，因本會安衛處根

據聯繫會報交由本所審查的分析方法中，部分係使用含水的脫附劑並經由過時

的玻璃填充管柱進行層析，這些管柱目前市面上已不易購得，且目前認可實驗

室大都使用毛細管柱，因此經制訂委員開會決定，在方法分級中再增加 D 級，

這些方法原則上不對外公告使用，僅供相關單位或實驗室參考，分析方法分級

原則如次： 

A 級： 

1.方法開發後經其他 2 家實驗室覆驗。 

2.方法引進後經另 1 另家實驗室覆驗。 

B 級： 

1.翻譯國外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機構所建立的作業環境採樣分析方法並

經實驗室覆驗。 

2.方法引進但未經實驗室覆驗。 

C 級： 

1.翻譯國外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機構所建立的作業環境採樣分析方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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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實驗室覆驗。 

2.方法開發但未經實驗室覆驗。 

D 級：使用過時分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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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提出作業環境有害物採樣分析參考方法驗證程序

（以下簡稱本驗證程序）的目的，乃為確保國內使用之作業環境有害物採樣分析方法有其一

致之水準，能被廣泛應用，而獲致一定可信度的分析結果。為達到此一目的，方法制訂時應

做的測試項目及其判定基準，必須有明確的規範，並且應考慮利用市售品質優良的採樣介質

及業界與認可實驗室所廣泛使用之儀器。 

本驗證程序之制訂主要參考美國勞工部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簡稱 OSHA）與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簡稱 NIOSH）制訂採樣分析方法的準則，民國 78 年至民國

84 年間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的協助，將國內近年來勞工

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採樣分析參考方法制訂與驗證施行心得對本驗證程序做適度的調

整，以因應國內實際的之需求。 

本驗證程序經本所邀集作業環境測定技術專家審核後實施。 

貳、適用範圍 

由於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包羅萬象，不易只憑單一驗證程序就能夠將作業環境所有有害物

的採樣分析技術明確的加以規範，本驗證程序只針對一般作業環境空氣中化學性有害物之氣

體、蒸氣、燻煙、粉塵及霧滴之採集、運送、存放及分析流程做整體的規範。至於瞬時偵測

技術如檢知管、直讀式儀器等，則不在本驗證程序所規範之範圍內。此外，某些特殊作業場

所之採樣與分析必須考慮更多的環境影響因素，而需以個案的方式處理，亦不在本驗證程序

所規範的範圍之內。 

欲成為本驗證程序所稱的作業環境有害物採樣分析參考方法（以下簡稱參考方法），需

完成方法制訂及覆驗兩部分工作，方法制訂時所需完成的測試項目區分為「方法開發」或「方

法引進」兩種，覆驗是將初步制訂完成的方法交由 1 家以上的認可實驗室，或有驗證能力之

實驗室，進行部分測試項目的覆驗，以確認該方法在分析實驗室間的可用性。各測試項目均

符合各該項的判定基準後，提交本所作業環境測定技術會議審核，通過後即列為參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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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有名詞解釋 

1.方法開發 

針對法定須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之有害物而無標準採樣分析方法可依循者，參考國內

外學術期刊或相關機構之資料，選擇經濟、方便、準確、精密與具有推廣性之採樣分析

方法，探討適宜的採樣分析條件，以合乎本驗證程序各項測試之制定基準測試而制訂者，

所參考之採樣分析方法涉及採樣介質、分析儀器、採樣或分析原理改變時，均屬於方法

開發。 

2.方法引進 

依據國內外具公信力之機構，如：Association of Offical Analytical chemists（簡稱

AOAC）、美國 NIOSH、OSH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 EPA）、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簡稱 ASTM）、英國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簡稱

HSE）、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其他機構等所發布之相關採樣分析方法，直接引用或只

做部分的採樣分析條件的修改，但不涉及採樣介質、分析儀器、採樣及分析原理的改變

者。 

3.覆驗 

參考方法於初步制訂完成之後，應至少由 1 家以上的認可實驗室或有驗證能力之實

驗室，依據方法所列的標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進行部分測試項目

之驗證。方法覆驗時所採用的儀器設備，需與方法制訂者所使用的有相同的分析原理，

而所使用的器材與試劑亦須有相當規格和等級。實驗操作程序需要與方法制訂時一致，

唯操作條件得視儀器廠牌之差異而做適度的調整。 

4.容許濃度（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簡稱 PEL） 

依中央主管機關發布「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規定之有害物容

許暴露的標準。 

5.分析變異係數（Analysis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簡稱 CVa） 

係指以添加的方式進行回收率測試，添加量分別相當於待測物 0.5 倍 PEL、1 倍 PEL

及 2 倍 PEL 的濃度乘以適當體積，每種添加量分別配製 6 個樣本，則每種添加量之回收

率有一個變異係數。3 種添加量則有 3 個變異係數，3 個變異係數以下列方式計算所得之

變異係數，稱為分析變異係數（C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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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1：為添加量相當於 0.5 倍 PEL 配製樣本數 

n2：為添加量相當於 1 倍 PEL 配製樣本數 

n3：為添加量相當於 2 倍 PEL 配製樣本數 

 

6.總變異係數（Tota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簡稱 CVT） 

(1)總變數係數以標準氣體系統產生 0.5 倍 PEL、1 倍 PEL 及 2 倍 PEL 的待測物濃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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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濃度以採樣泵分別採 6 個樣本，共採 18 個樣本。分析後將所得 3 種濃度之變異係數

參考（式 1）計算，所得之變異係數稱為總變異係數（CVT）。 

(2)如未使用標準氣體系統測試，則以式 2 計算： 

22

asT CVCVCV     （式 2） 

CVS：採樣變異係數，如無驗證資料則以 5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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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方法制訂與覆驗之測試項目及判定基準 

參考方法制訂與覆驗時，所需的測試項目及判定基準摘要如下： 

測 試 項 目 
方 法 制 訂 

覆 驗 判 定 基 準 
方法 方法 

 開發 引進   

一、採樣     

1.採樣介質負載容量

（loading capacity） 
* *  

在 30 ± 3 ℃，80 ± 5 ﹪RH 2 PEL 以最

大採樣流率進行線上直接評估，當出口

端濃度  5 ﹪入口端濃度的時間為破出

時間，破出時間   4 小時才以 4 小時

計，破出體積 = 最大採樣流率 × 破出

時間，建議最大採樣體積 = 0.67 倍破出

體積 

2.回收率或脫附效率 * * * 平均回收率（或脫附效率）  75 ﹪ 

3.樣本儲存穩定性 * *  
樣品測值應在第一次測試值的 

90 ~ 110 ﹪且平均回收率應  75 ﹪ 

 

二、分析及可量化最低量    

1.檢量線範圍 * * * 相關係數 r   0.995 

2.可量化最低量 * *  與配製值差異  20 ﹪，變異係數  7 ﹪ 

3.分析變異係數（CVa） * * * 0.5 倍、1 倍、2 倍EPL 的變異係數  7 ﹪ 

     

三、方法準確度與精密度    

1.總變異係數 

（Tota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T） 

*   0.5倍、1倍、2倍EPL的變異係數  10.5 ﹪ 

2.偏差（Bias） *   
本方法所得與標準參考樣本值或另一公

告方法所得兩測定值之相對誤差 10 ﹪ 

3.準確度 

（overall accuracy） 
*   （偏差＋2 倍總變異係數） 25 ﹪ 

符號“*”：表示需要測試之項目 

RH：relative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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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樣 

1.採樣介質負載容量測試 

作業環境採樣主要是利用採樣介質來採集待測物，其容量可用破出體積（breakthrough 

volume）來加以描述。 

a.實驗測試條件 

(a)測試氣體濃度：2 倍 PEL，CV 值（變異係數） 10 ﹪。 

(b)測試氣體溫度：濕度：30 ± 3 ℃，80 ± 5 ﹪RH 

(c)測試氣體流率：以一般方法所用的最大採樣流率為測試流率，其參考資料如下： 

 

採樣介質 *流率範圍 

活性碳管（10 mg / 50 mg） 10~200 ml/min 

矽膠管（100 mg / 50 mg） 10~1000 ml/min 

其他吸附管 10~600 ml/min 

衝擊式吸收瓶 1~4 ml/min 

濾紙 1~4 ml/min 

*註：測試前後流率差值應小於原設定流率的 5 ﹪。 

 

b.採樣介質：若採樣方法使用串聯式採樣介質，則只以第一個採樣介質做測試；若為衝擊

式吸收瓶法則以單瓶吸收液做測試；若為單支式之固體吸附管法，則應去除

後段之固體吸附劑後再測試，亦即只測試前段。 

c.破出測試：測試時，導引測試氣體流經採樣介質，其前後之濃度變化則以經校正後之直

讀式儀器作線上連續偵測。進行測試時，當採樣介質出口端的氣體濃度大於

入口端測試氣體濃度的 5 ﹪，即稱為破出。其所花時間稱之為破出時間。 

當線上連續偵測不易操作時（如破出濃度太低致直讀式儀器無法有效量測

時），則須用一系列之採樣介質（單支固體採集管不去除後段；衝擊式吸收

瓶再串聯一吸收瓶）以不同之總採樣時間來採樣，並用儀器分析方法測定前

後段的質量。並將後段質量和前段質量的比值相對於測試時間作圖，當後段

質量為前段質量 10 ﹪時，則定義為破出。 

d.破出時間以不少於 60 分鐘為原則；若少於 60 分鐘，則需利用下列方法加以改善之。 

(a)降低採樣流率（方法之最大採樣流率需隨之修訂） 

(b)增加採樣介質之量 

(c)選擇其他採樣介質 

e.若破出時間長於 4 小時，則以 4 小時為破出時間。 

f.破出體積：為破出時間和測試氣體流率之乘積；一般至少需由 6 個採樣介質的測試數據

平均而得。 

(a)建議最大採樣體積：以破出體積乘以 0.67 而得。 

(b)建議最小採樣體積：以往之分析方法大多註明最低總採樣體積，此體積之設定一般是

由分析方法的可量化最低量及採樣時應至少採集多久而求得。但

由於分析儀器靈敏性的精進，最低採樣體積在分析靈敏度上的意

義已較不大。在 NIOSH 分析方法上有最小體積之數據，但 O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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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卻無。為提醒使用者於進行環境測定時，應採樣至少採

集具代表時間的樣本，當待測物有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標準

（PEL-STEL），則其最小採樣體積為最大採樣流率乘以 15 分鐘。 

2.回收率（或脫附效率）評估： 

回收率評估可以添加法或標準氣體法（30 ℃，80 ﹪RH）兩種方式製備測試樣本。

理論上，回收率測試時，應考慮採樣介質針對待測物可作 8 小時的時量平均濃度採樣，

亦可作短時間 15 分鐘之採樣。 

方法制訂時之回收率評估，以可量化最低量為參考值，選擇任一適當採樣體積乘以

0.5 倍 PEL、1 倍 PEL 和 2 倍 PEL 所得之質量為添加量，將此質量添加於採樣介質，再

測定其回收率（或脫附效率）；或對 0.5 倍 PEL、1 倍 PEL 和 2 倍 PEL 的標準氣體採集一

定體積（其體積介於最大和最小採樣體積內）再測定其回收率。 

在濃度測定時，若為固體吸附管法則只分析前段之吸附管。若使用添加法製備樣本，

則需於樣本製備完放置室溫隔夜後才分析。此時檢量線濃度範圍以能含括待測物濃度即

可。 

每種濃度至少應測定 6 個樣本及一個空白樣本，扣除 3 個空白樣本之平均值後之平

均回收率   75 ﹪；且 3 種濃度之變異係數若為添加法   7.0 ﹪，若為標準氣體法則 

  10.5 ﹪。另需符合任兩不同濃度之平均回收率之差值   7 ﹪之規定，以減少不同濃

度間之變異。 

當回收率無法達到 75 ﹪，則需考慮採用其他的脫附劑，或於原有之脫附劑添加助

脫附劑。當總變異係數值大於管制標準時，可能表示所選用的分析儀器或條件不適合，

或分析人員技巧偏差，或脫附溶劑不適合，或採樣介質不適合。 

3.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 

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樣本在高濕環境下，儲存期間是否會變質，待測物是否會由前

段擴散至後段，或有其它無法控制之狀況產生。其測試是以室溫保存和冷藏保存兩種方

式同時實施。 

穩定性測試樣本配製方式可以標準氣體法或添加法進行，配製時所添加的量以 1 倍

PEL 與建議最大採樣體積相乘所得之量為參考值。穩定性測試時間以 28 天為原則，配

製當天（即第 1 天）分析 6 個樣本，以後第 7 天、第 14 天、第 21 天、第 28 天（實施流

程如圖 2）分別分析室溫遮光保存及冷藏保存之樣本各 3 個，總計至少需 30 個樣本。將

每組每次測試所得之平均值相對於第 1 天之測試值為相對回收率，對測試時間作圖。第

7 天以後測試結果的平均值應在第 1 天測試平均值的 90～110 ﹪，否則停止測試，並以

上回測試日為樣品穩定儲存天數，若 28 天仍穩定，則以 28 天為最長之可穩定儲存天數，

測試數據應一併註明 4 ℃ 或室溫。取相對回收率開始偏離 90 ﹪或 110 ﹪時之對應天

數為樣本可穩定儲存之天數，若長於 28 天，則以 28 天為最長之可穩定儲存天數。測試

數據應一併註明 4 ℃ 或室溫。 

進行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時，於每次分析樣本的同時應先配製 3 個品管樣本分析

之，品管樣本之平均測試值與配製值之相對誤差應在 10 ﹪以下始得進行穩定性樣本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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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採樣干擾 

在實際採樣時，大多會存在干擾因子，因此在方法制訂時應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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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個樣本 

（只分析前段採樣介質） 

12 個樣本 12 個樣本 6 個樣本 

第 7、14、21、28 天測 3 個品管樣本，當相對誤差 10 ﹪

時才可進行分析 

每組各測 3 個樣本品，計算

相對於第 1 天之測試值 

90 ﹪相對回收率 110 ﹪

且回收率 75 ﹪ 

該組停止測試 

判斷儲存天數＞28 天 

相對回收率（Y）和天數（X）作圖 

取相對回收率開始偏離 90 ﹪或 110 ﹪之對應天數為樣
本可穩定儲存，若長於 28 天，則以 28 天計，測試數據應

一併註明 4 ℃或室溫。第 7 天以後測試結果的平均值應
在第 1 天測試平均值的 90～110 ﹪，否則停止測試，並
以上回測試日為樣品穩定儲存天數，若 28 天仍穩定，則
以 28 天為最長之可穩定儲存天數，測試數據應一併註明
4 ℃或室溫。 

否 

否 

是 

室溫遮光 冷藏   ＜ 4 ℃ 第 1 天測試 

圖 2 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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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1.檢量線範圍及檢量線品質 

係指方法制訂時之檢量溶液濃度配製範圍，實際分析儀器之線性範圍可能更寬。此

範圍至少應包括： 

 

最低濃度
**

*5.0

溶劑體積

建議最小採樣體積倍 


PEL
 

 

 

最高濃度
**

*2

溶劑體積

建議最大採樣體積倍 


PEL
 

 

*上式中除特別規定外，「建議最小採樣體積」為最大流率乘以 15 分鐘，以在檢量線

可測範圍內。 

**溶劑體積：係指樣本經消化或脫附等前處理後之溶劑體積。 

 

上述濃度範圍若超過所用儀器之線性範圍，得依儀器之特性決定檢量線範圍。此外，

需符合檢量線的線性相關係數(r)   0.995 之規定。一般而言，樣本經消化或脫附等前處

理後，其溶劑體積如下： 

 

採樣介質 溶劑體積（以能覆蓋所有採樣介質為原則） 

固體吸附管 

100 mg / 50 mg 

400 mg / 200 mg 

衝擊式吸收瓶 

標準濾紙 

 

1 mL 

2 mL 

10 mL 或 25 mL 

10 mL 

 

為確定檢量線的可靠性，應由另一個分析員配製另一來源 3 個品管樣本（多種待測物可

配在同一瓶）做比較，品質管制樣本分析結果數值的偏差應 10 ﹪，檢量線才算可靠。品管

樣本配製量應在檢量線的中間濃度至最低濃度間。 

在方法撰寫時，應註明溶劑體積、儀器分析時實際使用體積（例如 2 µL），及檢量溶液

濃度之單位。 

2.分析變異係數（CVa） 

係指以添加方式進行回收率測試，添加量相當於 0.5 倍 PEL、1 倍 PEL 及 2 倍 PEL 之待

測物濃度乘以適當採樣體積，每個添加量分別配製 6 個樣本，則每種添加量之回收率有 1 個

變異係數。3 種添加量則有 3 個變異係數，3 個變異係數以（式 1）方式計算所得之變異係數

稱為分析變異係數（CVa）。若採樣回收率評估步驟（肆一之 2）所測之 CV 值已符合品管規

定，則因該步驟包含分析步驟，因此，本分析變異係數亦可直接引用「回收率評估（肆一之

2）」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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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量化最低量 

於檢量線性範圍之最低濃度附近，添加待測物於採樣介質中，製備 3 個樣本。經脫附分

析，並以「回收率評估（肆一之 2）」所得之回收率校正，若測定結果變異係數   7 ﹪，與

配製值之差異   20 ﹪，則以該檢量線最低濃度與溶劑體積之乘積為本方法之可量化最低

量。無法達到上述品管要求，則應提高檢量線之最低濃度，重新測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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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變異係數，偏差及準確度 

1.總變異係數（CVT） 

實驗室內採樣分析總變異係數之評估，以標準氣體系統產生 0.5 倍 PEL、1 倍 PEL 及

2 倍 PEL 之待測物濃度之氣體，在方法建議採樣體積範圍內擇一採樣體積，以適當之採

樣流率進行採樣，每種濃度各採集 6 ~ 10 個樣本及一個採樣介質空白（共計 18 ~ 30 個樣

本）。經分析測定後，將不同濃度所計算之變異係數依式 1 計算所得之變異係數，即為總

變異係數（CVT），其值應   10.5 ﹪。 

2.偏差（Bias） 

上述總變異係數測定時，將樣本以另一公告分析方法或標準參考樣本以本方法測

定，兩者所測得之濃度測定值的差值相對於公告標準分析方法所得之測定值或標準樣本

公告值（Certified Value）應 10 ﹪。其計算例示如下： 

 

偏差 100



公告方法測定值

本方法測定值法測定值公告方法或標準樣本方
 ﹪（式 3） 

 

3.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方法之準確度等於偏差加 2 倍總變異係數，準確度值應在 25 ﹪以下。 

（”偏差 + 2 倍總變異係數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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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覆驗 

參考方法於制訂完成之後，應至少由 1 家以上的認可實驗室或有驗證能力之實驗室，

依據採樣分析的標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進行回收率、檢量線範圍

及分析變異係數等 3 項驗證。覆驗時需與方法制訂之儀器設備有相同的分析原理，且使用

同等級之器材與試劑。實驗操作程序需與方法制訂時一致，唯操作條件得視儀器廠牌之差

異而可做適度的調整。 

 

方法撰寫時應注意事項 

方法撰寫時，除應記載上述各項測試之結果外，並應將所撰寫的方法予以複查，以

免因數據轉載失誤，而造成困擾；樣本在採樣前處理及分析過程中，若有影響分析結果之

因素存在時，應加以說明。另分析方法亦應定期修訂並補充新資料，尤其是現場應用之資

料，以增加其適用性。 

方法撰寫時應參考勞委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制式格式填寫（如附件 1），並填具驗證

程序所附「採樣分析方法驗證相關資料」（如附件 2），以備使用者參考；所用之格式及名

詞用語並應參考勞委會所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中的格式及名詞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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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採樣分析參考方法撰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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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附件 2：採樣分析參考方法驗證相關資料 

 

表 1 分析方法覆驗 

執行單位 制訂單位 覆驗單位一 覆驗單位二 

分析儀器    

分析條件    

檢量線範圍    

線性相關係數    

平均脫附效率    

分析變異係數    

 

 

 

檢量線及層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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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收率（或脫附效率） 

 介質空白 0.5 PEL 1 PEL 2 PEL 

 分析量 

(mg) 

添加量 

(mg) 

分析量 

(mg) 

回收率 

(﹪) 

添加量 

(mg) 

分析量 

(mg) 

回收率 

(﹪) 

添加量 

(mg) 

分析量 

(mg) 

回收率 

(﹪) 

1           

2           

3           

平均值           

標準偏差           

變異係數           

相當採樣體積_____________________L 

三種添加量之平均回收率（或平均脫附效率）=________________﹪ 

分析變異係數（C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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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 

 冷藏 ( ℃ ) 室溫 ( ℃ ) 備註 

樣本測

試日 

1X  

(mg) 

2X  

(mg) 

3X  

(mg) 

X  

(mg) 

相對回收率 

( ﹪) 

SD 

(mg) 

1X  

(mg) 

2X  

(mg) 

3X  

(mg) 

X  

(mg) 

相對回收率 

(﹪) 

SD 

(mg) 

 

第 1 天     100      100   

第 7 天              

第 14 天              

第 21 天              

第 28 天              

1.樣本添加量（ 0X ）=___________mg，第 1 天測試回收率（ 0/ XX ）___________﹪，須   75 ﹪。 

2.第 7 天以後測試結果的平均值應在第 1 天測試平均值的 90 ~ 110 ﹪，否則停止測試，並以上回測試日為樣本穩定儲存天數，若 28 天

仍穩定，則以 28 天為最長之可穩定儲存天數。測試數據應一併註明 4 ℃或室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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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析方法可量化最低量測試 

1.預估可量化最低量 

a.容許濃度（PEL）____________ppm________________mg/m3（mg/m3  = ppm × MW / 24.45），其中 MW 為分析物的分子量。 

b.最大採樣流率______________L/min，最小採樣體積__________________L（最大採樣流率 × 15 min） 

c.預估可量化最低量______________ mg（0.5 PEL ( mg / m3 )x 最小採樣體積( L ) / 1000），以此預估可量化最低量為下表第 1 次測試量。 

 

2.確認分析方法可量化最低量 

測 試 測試量 

(mg) 

1X  

(mg) 

2X   

(mg) 

3X  

(mg) 

X  

(mg) 

SD 

(mg) 

CV 

(﹪) 
00 / XXX   

(﹪) 

1         

         

         

         

         

         

a.樣本前處理最終溶液體積__________mL。 

b.測試樣本變異係數（CV）須   7 ﹪，且測試平均值與添加量的差異（ 00 / XXX  ）應   20 ﹪。 

c.若測定結果變異係數   7 ﹪，與配製值之差異   20 ﹪，則以該檢量線最低濃度與溶劑體積之乘積為本方法之可量化最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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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採樣介質破出測試 

1.實驗條件 

a.容許濃度（PEL）____________ppm________________mg/m3（mg/m3  = ppm × MW / 24.45），其中 MW 為分析物的分子量 

b.最大採樣流率______________L/min 

c.測試溫度 30 ± 3℃  相對濕度 80 ± 5 ﹪RH。   

2.實驗結果 

a.Cin：流入採樣介質樣品氣體或蒸氣濃度。 

b.Cout：流出採樣介質樣品氣體或蒸氣濃度。 

c.將 Cout / Cin的比值對時間作圖。 

d.當 Cout / Cin=0.05 時，即為破出時間，而破出體積____________L = 最大採樣流率__________L/min × 破出時間____________min。 

e.最大採樣體積_____________L = 0.67 × 破出體積____________L。 

 

 

 

1 2 3 4 

Time(hr) 

0.02 

0.04 

0.05 

0.06 

0.08 

Cout / 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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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方法編號______________（等級___）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審查日期： 

容許濃度 參考資料：機構  方法編號 日期[*] 

勞委會：_____ppm 

O S HA：_____ppm 

NIOSH：_____ppm 

ACGIH：_____ppm 

(1ppm = mg/m3) 

基本物性： 

氣、液、固態：密度__g/mL@___℃ 

沸點：___℃ 

熔點：___℃ 

蒸氣壓：__Pa(__mmHg，__﹪v/v)@ ___℃ 

爆炸範圍：___~____﹪ (v/v in air) 

 

分子式：______，簡式 

 

分子量：______ 

 

別名： 

 

CAS No.:  

 

RTECS No.: 

採樣 分析 

採樣介質：_______( ___ mg / ___ mg) 

流  率：___ ~ ___mL/min 

採樣體積：最小___L 

     最大___L 

樣本運送：例行性或冷藏 

樣本穩定性：           天     ℃ 

現場空白樣本：每批樣本數的 10 ﹪，至少需

2 個以上 

儀器：HPLC / UV 

分析物：英文名 

脫附：*mL 脫附劑／助脫附劑（比

率／比率），放置__分，偶爾輕微搖

動。 

注射量：*µL 

管柱：管柱材質(例如 OD, RP-18)，特性，管

柱充填物或代號 

長 cm × 內徑 mm ID，管內填充物粒

徑     

移動相：化合物/化合物(比率/比率)，v/v（含

化合物___﹪v/v） 

流率：*.* mL/min 

偵測波長：____nm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中 

檢量線範圍：___~___ mg/mL 

可量化最低量：___ m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準確度[*] 

範圍：***~*** mg/m3 

偏差：**.*  ﹪ 

總變異係數(CVT)：*.*  ﹪ 

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 

適用範圍： 

干  擾：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說明分析物與主要溶劑之危害訊息，及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註：本方法有標出參考文獻處，指內容係直接引用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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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藥 

1.1 脫附劑：__(__級) 

1.2 分析物：中文名(__級) 

1.3 脫附劑：層析級。 

1.4 助脫附劑：層析級。 

1.5 水：去離子水。 

1.6 移動相：化合物 / 化合物（比率 / 比率）(v/v)(含化合物___﹪(v/v) 

2.設備 

2.1 捕集設備：___管(__mg/___mg)，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採

樣介質。 

2.2 個人採樣泵：流率約__~__mL/min。 

2.3 液相層析儀：備有紫外光偵頁器( UV )、或其他適當設備。 

2.4___mL 玻璃小瓶，備有聚四氟乙烯（PTFE）內襯的蓋子。 

2.5___mL 定量吸管吸球。 

2.6___µL 微量注射針筒。 

2.7___mL 量瓶。 

3.採樣 

3.1 個人採樣泵連結____管，進行流率校正，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

[3]之採樣。 

3.2 以正確且已知的流率採集空氣。採樣泵流率為___~___mL/min，應採集的空氣體積約

___~___L。 

3.3 以塑膠蓋封管，並以石蠟薄膜（parafilm）加封。 

4.脫附效率測定與樣本脫附 

4.1 脫附效率測定 

4.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脫附效率。 

4.1.2 將____兩端切開，倒出後段的____，丟棄之。 

4.1.3 以微量注射針取適量的分析物，直接注入前段的____上。添加量為____~____mg。 

4.1.4 以塑膠蓋封管，並以石蠟薄膜（parafilm）加封，冷藏靜置過夜。 

4.1.5 以脫附劑脫附後，進行分析。 

4.2 樣本脫附 

4.2.1 打開____管塑膠蓋，將管切開，使開口與管徑同大，取出前端之玻璃綿丟棄，前段

之___倒入____mL 的玻璃小瓶中。取出分隔前後段之聚甲醯胺甲酯泡綿（PU），後

段之____倒入另一個____mL 的玻璃小瓶。 

4.2.2 每一玻璃小瓶中，加入脫附劑____mL，立即蓋上瓶蓋。 

4.2.3 放置 30 分鐘，偶爾輕微搖動。 

5.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 檢量線製作 

5.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2 加已知量的標準品於盛有脫附劑的____mL 量瓶中，再稀釋至其刻度。所建立之檢

量線濃度範圍約為____~____mg/mL。至少應配製 5 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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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檢量線。 

5.1.3 將樣本、標準溶液與空白樣本同批一起分析。 

5.1.4 以分析物的波峰面積（或高度）對分析物的濃度繪製檢量線。 

5.2 品質管制 

5.2.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6.儀器分析 

6.1 儀器分析條件 

 條   件 

儀器 

管柱 

 

移動相 

流率 

偵測波長 

注射體積 

HPLC / UV 

管柱材質（例如 OD, RP-18），特性，管柱充填物或代號 

長 cm × 內徑 mmID，管內填充物粒徑 

化合物/化合物 (比率/比率)，(v/v) (含化合物 (v/v) 

*.* mL/min 

_____ nm 

_____ µL 

註：以廠牌型號為例，亦可使用其它廠牌同級之儀器，但分析條件需另訂之。 

 

6.2 滯留時間（retention time） 

化合物 

（以中文或英文表示） 

滯留時間（分） 

脫附劑 

化合物 

**.* 

**.* 

 

6.3 脫附效率* 

 

化合物 

容許濃度 

  (ppm)   

相當採樣體積 

   (L)    

添加量 

(mg/樣本) 

平均脫附效率 

  (﹪)   

變異係數 CVa 

  (﹪)   

(中文或英文)                                 **.* **.* 

*採樣介質為廠牌採樣介質管（批號）。 

 

6.4 注射樣本進入液相層析儀。 

6.5 以波峰面積（或高度），自檢量線求出濃度乘以脫附溶劑體積即可得出分析物之質量。 

7.計算 

V

BWBW
C

bbff

310)( 
  

C：空氣中有害物濃度（mg / m3） 

V：採樣氣體體積（L） 

Wf：前段___管所含之分析物質量（mg） 

Wb：後段___管所含之分析物質量（mg） 

Bf：現場空白樣本前段的算術平均質量（mg） 

Bb：現場空白樣本後段的算術平均質量（mg） 

註：如（Wb）>（Wf / 10）即表破出，樣本可能有損失，應於報告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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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方法覆驗 

 測試 1 測試 2 

儀器 HPLC / UV（廠牌型號） HPLC / UV（廠牌型號） 

分析條件 

移動相 

 

流率 

管柱 

 

偵測波長 

 

___/____(v/v)____/____，含____﹪

____ 

*.* mL/min 

名稱，長 cm × 內徑 mm ID，管內

填充物粒徑 

__________nm 

 

___/____(v/v)____/____，含____﹪

____ 

*.* mL/min 

名稱，長 cm × 內徑 mm ID，管內

填充物粒徑 

__________nm 

平均脫附效率 (﹪) **.*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 *.* 

滯留時間（分） *.* *.* 

 

9.高濕環境下破出測試與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 

本方法評估是以____產生標準氣體，並於 30 ± 3 ℃，80 ± 5 ﹪RH 高濕環境下進行 6

個樣本之破出測試；化合物中文名測試濃度為____ppm，採樣流率為____mL/min，經____

分鐘後有破出現象產生，故建議最大採樣體積為____L。 

於高濕環境採集 30 個樣本，進行 28 天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於室溫儲存樣本之相對

回收率為___﹪，於冷藏下（< 5 ℃）儲存樣本之回收率為___﹪，表示樣本可穩定儲存於

____下____天。 

 

10.文獻 

[1] NIOSH Man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 4th Ed. NIOSH, Cincinnati, Ohio, Method ___, ____。 

[2]「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99 年 1 月。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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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採樣分析流程圖 

 

 

 

 預估現場濃度 

採樣及分析 

採樣泵流率校正 

流率___~___mL/min 

以______管（___ mg 

/___ mg）採樣 

採樣後 

採樣泵流率校正 

取出介質至玻璃小瓶

（前後段分別分析） 

脫附劑（ ）___mL 

脫附___min 

HPLC / UV 分析 

(見步驟 6.1) 

計算濃度及脫附效率

（見步驟 7） 

棄置後段介質 

保留前段 

添加標準品 

石蠟薄膜密封 

存入冰箱、隔夜 

分析品管樣本 

測定脫附效率 

配製標準溶液 

（約___~____mg/mL） 

建立檢量線 

以微量注射針筒吸取標準品

至 10 mL 量瓶，以脫附劑稀

釋之，共配製 5 瓶不同濃度

之標準溶液 

HPLC / UV 分析 

繪製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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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所參考分析方法之主要數據 

 

1.本分析方法是參照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析方法而成。 

2.儀器分析條件： 

方 法：HPLC / UV 

脫 附：_____mL 脫附劑，放置_____分，偶爾輕微搖動。 

注射量：_____µL 

管  柱：管柱名，長 mm × 內徑 mm，填充物粒徑 

移動相：化合物/化合物（比率/比率），(v/v) (含化合物 ﹪(v/v)） 

流  率：*.* mL/min 

偵測波長：____ nm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_ 

測試範圍：____~_____ mg/樣本 

估計偵測極限：**.* m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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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方法編號______________（等級___）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審查日期： 

容許濃度 參考資料：機構  方法編號 日期[*] 

勞委會：_____ppm 

OSHA：_____ppm 

NIOSH：_____ppm 

ACGIH：_____ppm 

(1ppm=           mg/m3) 

基本物性： 

氣、液、固態：密度__g/mL@___℃ 

沸點：___℃ 

熔點：___℃ 

蒸氣壓：__kPa(__mmHg，__﹪ v/v)@ ___℃ 

爆炸範圍：___~____﹪ (v/v in air) 

 

分子式：______，簡式 

 

分子量：______ 

 

別名： 

 

CAS No.:  

 

RTECS No.: 

採樣 分析 

採樣介質：_______(____mg / ___mg) 

流  率：___ ~ ___L/min 

採樣體積：最小___L 

     最大___L 

樣本運送：例行性或冷藏 

樣本穩定性：      天  ℃ 

現場空白樣本：每批樣本數的 10 ﹪，至少需

2 個以上 

儀器：Graphite Furnace-AAS（石墨爐式 AAS） 

分析物： 

消 化：______ mL 酸 

最終溶液：加_____﹪酸_____至    mL 

石墨爐 

溫度：_____℃ 乾燥 

      _____℃ 灰化 

      _____℃ 原子化 

注射體積：____µL 

波    長：_____nm 

背景校正：Zeeman 或 D2 燈管 

標準溶液：____溶液____ 

檢量線範圍：____~____µg/mL 

可量化最低量：____µ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準確度[1] 

範圍：***~*** mg/m3 

偏差：**.*  ﹪ 

總變異係數(CVT)：*.*  ﹪ 

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 

適用範圍：  

干  擾：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說明分析物與主要溶劑之危害訊息，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註：本方法有標出參考文獻處，指內容係直接引用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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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藥 

1.1 消化劑：中文名(分析級)。 

1.2 分析物：中文名(分析級)。 

1.3 稀釋溶液：____﹪____。 

1.4 標準溶液 1000 µg /mL 元素英文名標準溶液。 

1.5 經過濾之壓縮空氣。 

1.6 氬氣。 

1.7 蒸餾水或去離子水。 

2.設備 

2.1 捕集設備：纖維素酯濾紙置於濾紙匣中，濾紙孔徑 0.8 µm，濾紙直徑 37 mm，見「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採樣介質。 

2.2 個人採樣泵：流率約__~__L/min。 

2.3 原子吸收光譜儀：採用石墨爐式附____背景校正。 

2.4 元素英文名中空陰極管（hallow cathode lamp, HCL）。 

2.5 50 mL 燒杯，附錶玻璃。 

2.6      mL 量瓶。 

2.7 吸管。 

2.8 加熱板：可加熱至 400 ℃。 

（註：所有玻璃器皿皆經 1:1 硝酸浸泡 24 小時以上，以蒸餾水或去離子水清洗後，晾乾

備用。） 

3.採樣 

3.1 個人採樣泵連結捕集設備，進行流率校正，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

[3]之採樣。 

3.2 以正確且已知的流率，採集空氣。採樣泵流率為___~___L/min，應採集的空氣體積約

___~___L。 

3.3 每張濾紙上的總粉塵量不得超過 2 mg。 

3.4 將濾紙匣加蓋封裝。 

4.回收率測定與樣本前準備 

4.1 回收率測定 

4.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脫附效率。 

4.1.2 以微量注射針筒取適量的分析物，直接添加於濾紙上。添加量為____~____ µg 。 

4.1.3 於乾淨處晾乾備用。 

4.1.4 經消化後進行分析。 

4.2 樣本前準備 

4.2.1 打開濾紙匣，取出樣本與空白樣本，分別放至乾淨的燒杯中。 

4.2.2 加入____ mL 消化劑，蓋上錶玻璃。試藥空白（reagent blank）試驗也從此步驟開

始。 

4.2.3 置於加熱板上加熱至溶液沸騰。 

4.2.4 待溶液蒸發近乾，加入____mL，重覆步驟 4.2.3、4.2.4 兩次以上。（註：避免溶液

蒸乾。消化過程須在煙櫃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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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以稀釋溶液沖洗錶玻璃及燒杯壁，溶液微微加熱，以溶解殘餘物。 

4.2.6 放冷後，將溶液倒入 10 mL 的量瓶中，以稀釋溶液稀釋至其刻度（註：為避免燒

杯中的待測元素漏失，須用少許稀釋溶液沖洗燒杯壁以再將此溶液倒入量瓶，重

覆 2~3 次）。 

5.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 檢量線製作 

5.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2 取市售 1000 µg/mL 元素的標準溶液，以____溶液稀釋 10 倍，即 100 µg/mL 的溶液，

作為儲備溶液，儲備溶液儲存於 100 mL 的玻璃瓶中，每週更新。 

5.1.3 加已知量的儲備溶液於盛有稀釋溶液的 10 mL 量瓶中，再稀釋至其刻度。所建立

之檢量線濃度範圍約為____~____µg/mL（至少應配 5 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以

建立檢量線）。 

5.1.4 將樣本、標準溶液及空白樣本同批一起分析。 

5.1.5 以吸光度對分析物的濃度繪製檢量線。 

5.2 品質管制 

5.2.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2.2 每隔 10 個樣本，測試一次標準品，以檢查儀器的狀況是否穩定。 

5.2.3 每隔 10 個樣本，至少測試一次空白添加試驗（spiked medium blank），意即添加已

知量的____於____空白濾紙上（如加入 50 µL 的 400 µg/mL 鋇標準溶液），經消化

後之溶液，以此檢查回收率。 

5.2.4 必要時可使用標準添加法，以作基質干擾校正。 

6.儀器分析 

6.1 儀器分析條件 

 條   件 

儀器 

波長 

燈管 

燈管電流 

光隙(slit) 

背景校正 

注射體積 

積分時間 

石墨爐管 

石墨爐溫度 

 

基質修飾劑（matrix modifier） 

GF-AAS 

__________nm 

□ HCL 管；□ EDL 管 

_______mA 

_______nm 

□_____燈管，□ Zeeman 

______µL 

______秒 

□ platform  □ pgro    □______ 

溫度_____℃；ramp_____秒；hold_____秒；氣體流率

____mL/sec 

註：以廠牌型號為例，亦可使用其它廠牌同級之儀器，但分析條件需另訂之。 

 

6.2 測定標準溶液、樣本、空白樣本的吸光度，並加以記錄。 

（註：如果樣本的吸光度，大於儀器測定的線性範圍，需以_____稀釋之並重新測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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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濃度時，需乘以稀釋倍數。） 

 

6.3 回收率* 

 

化合物 

容許濃度 (ppm) 

            

相當採樣體積(L) 

             

添加量(µg/樣本) 

             

平均回收率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中文或

英文) 

   **.* **.* 

*採樣濾紙為_______批號_______纖維素酯濾紙。 

7 計算 

V

VCCC
C bbss )( 
  

C：空氣中有害物濃度（mg/m3） 

V：採樣氣體體積（L） 

Cs：樣本濃度（µg/mL） 

Cb：平均空白樣本濃度（µg/mL） 

Vs：樣本溶液體積（mL） 

Vb：空白樣本溶液體積（mL） 

 

8.方法覆驗 

 測試 1 測試 2 

儀器 GF-AAS（廠牌型號） GF-AAS（廠牌型號） 

分析條件 

波長 

燈管 

燈管電流 

光隙(slit) 

背景校正 

注射體積 

積分時間 

石墨爐管 

__________nm 

□ HCL 管；□ EDL 管 

_______mA 

_______nm 

□_____燈管，□ Zeeman 

______µL 

______秒 

__________nm 

□ HCL 管；□ EDL 管 

_______mA 

_______nm 

□_____燈管，□ Zeeman 

______µL 

______秒 

平均回收率(﹪) **.*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 

9.文獻 

[1] NIOSH Man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 4th Ed. NIOSH, Cincinnati, Ohio, Method ___, ____。 

[2]「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99 年 1 月。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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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採樣分析流程圖 

 

 

 

 預估現場濃度 

採樣及分析 

採樣泵流率校正 

流率___~___mL/min 

以纖維素酯濾紙

( 0.8µm / 37 mm)採樣 

採樣體積___~___L 

採樣後 

採樣泵流率校正 

消化劑 

(硝酸)消化 

 

最終溶液 10 mL 

 GF-AAS 測定 

(見步驟 6.1) 

計算濃度及脫附效率

（見步驟 7） 

以微量注射針筒吸取

適量元素標準溶液添

加於濾紙上，添加之液

體體積少於 50 µL，添

加量____~_____ 

濾紙晾乾 

分析品管樣本 

回收率測定 

配製標準溶液 

（約___~____µg/mL） 

檢量線製作 

以微量注射針筒吸取標準品

至 10 mL 量瓶，以____稀釋

之，共配製 5 瓶不同濃度之

標準溶液 

GF-AAS 分析 

繪製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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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所參考分析方法之主要資料 

 

1.本分析方法是沿用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析方法。 

2.儀器分析條件： 

方  法：GF-AAS 

消  化：_____，10 mL。 

最終溶液：_____mL 

石墨爐溫度：_____℃ 乾燥_____sec 

            _____℃ 灰化_____sec 

            _____℃ 原子化_____sec 

注射體積：_____µL 

波長：_____nm 

背景校正：____ 

檢量線範圍：____~_____ mg/mL 

估計偵測極限：**.* m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3.方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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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評估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方法編號______________（等級___）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審查日期：      

容許濃度 參考資料：機構  方法編號    日期[*] 

勞委會：_____ mg/m3（ppm） 

OSHA：_____ mg/m3（ppm） 

NIOSH：_____ mg/m3（ppm） 

ACGIH：_____ mg/m3（ppm） 

基本物性： 

氣、液、固態：密度__ g/mL@___℃ 

沸點：___℃ 

熔點：___℃ 

蒸氣壓：__kPa(__mmHg，__﹪v/v)@ ___℃ 

爆炸範圍：___~____﹪ (v/v in air) 

 

分子式：______，簡式 

 

分子量：______ 

 

別名： 

 

CAS No.:  

 

RTECS No.: 

採     樣 分     析 

採樣介質：纖維素酯（____mm） 

流  率：___ ~ ___mL/min 

採樣體積：最小___L 

     最大___L 

樣本運送：_____________ 

樣本穩定性：      天   ℃ 

現場空白樣本：每批樣本數的 10 ﹪，至少需

2 個以上 

儀器：Flame AAS 

分析物：英文名 

消  化：______mL 酸 

最終溶液：加_____﹪酸至____mL 

火焰：(助燃劑)─乙炔之(氧化或還原)焰 

波長：_____nm 

標準：分析物溶於____﹪酸中 

檢量線範圍：____~____µg/mL 

可量化最低量：____µ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準  確  度[1] 

範圍：*** ~*** mg/樣本 

偏差：**.*  ﹪ 

總變異係數(CVT)：*.*  ﹪ 

總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 

適用範圍：  

干  擾：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說明分析物與主要溶劑之危害訊息，及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註：本方法有標出參考文獻處，指內容係直接引用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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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藥 

1.1 消化劑：濃硝酸(分析級) 

1.2 分析物：中文名(分析級) 

1.3 稀釋溶液：____﹪____。 

1.4 標準溶液 1000 µg/mL 元素英文名。 

1.5 經過濾之壓縮助燃劑。 

1.6 乙炔（acetylene）。 

1.7 蒸餾水或去離子水。 

2.設備 

2.1 捕集設備：纖維素酯濾紙置於濾紙匣中，濾紙孔徑 0.8 µm，濾紙直徑 37 mm，見「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採樣介質。 

2.2 個人採樣泵：流率約__~__L/min。 

2.3 原子吸收光譜儀：採用助燃劑之燃燒頭。 

2.4 元素英文名中空陰極管（hallow cathode lamp, HCL）或無電極燈管（electrodeless lamp, 

EDL）。 

2.5 50 mL 燒杯，附錶玻璃。 

2.6      mL 量瓶。 

2.7 吸管。 

2.8 加熱板：可加熱至 400 ℃。 

（註：所有玻璃器皿皆經 1:1 硝酸浸泡 24 小時後，以蒸餾水或去離子水清洗晾乾備用。） 

3.採樣 

3.1 個人採樣泵連結濾紙匣，進行流率校正，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

[3]之採樣。 

3.2 以正確且已知的流率，採集空氣。採樣泵流率為___~___mL/min，應採集的空氣體積約

___~___L。 

3.3 每張濾紙上的總粉塵量不得超過 2 mg。 

3.4 將濾紙匣加蓋封裝。 

4.回收率測定與樣本前處理 

4.1 回收率測定 

4.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脫附效率。 

4.1.2 以微量注射針筒取適量的分析物，直接添加於濾紙上。添加量為____~____μg。 

4.1.3 於乾淨處晾乾備用。 

4.1.4 經消化後進行分析。 

4.2 樣本前準備 

4.2.1 打開濾紙匣，取出樣本與空白樣本，分別放至乾淨的燒杯中。 

4.2.2 加入____ mL 消化劑，蓋上錶玻璃。試藥空白（reagent blank）試驗也從此步驟開

始。 

4.2.3 置於加熱板上加熱至溶液沸騰。 

4.2.4 待溶液蒸發近乾，加入____mL 消化劑，重覆步驟 4.2.3、4.2.4 兩次以上。（註：避

免溶液蒸乾；消化過程需在煙櫃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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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以稀釋溶液沖洗錶玻璃及燒杯壁，溶液微微加熱以溶解殘餘物。 

4.2.6 放冷後，將溶液倒入 10 mL 的量瓶中，以稀釋溶液稀釋至其刻度（註：為避免燒杯

中的待測元素漏失，須用少許稀釋溶液沖洗燒杯壁再將此溶液倒入量瓶，重覆 2~3

次）。 

5.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 檢量線製作 

5.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2 取市售 1000 µg/mL 元素的標準溶液，以____溶液稀釋 10 倍，即 100 µg/mL 的溶液，

作為儲備溶液，儲備溶液儲存於 100 mL 的玻璃瓶中，每週更新。 

5.1.3 加已知量的儲備溶液於盛有稀釋溶液的 100 mL 量瓶中，再稀釋至其刻度。所建立

之檢量線濃度範圍約為____~____µg/mL。至少應配 5 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以

建立檢量線。 

5.1.4 將樣本、標準溶液及空白樣本同批一起分析。 

5.1.5 以吸光度對分析物的濃度繪製檢量線。 

5.2 品質管制 

5.2.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2.2 必要時可使用標準添加法，作基質干擾校正。 

6.儀器分析 

6.1 儀器分析條件 

 

儀器：FlameAAS 

波長：________nm 

燈管：元素燈管（HCL 或 EDL） 

燈管電流：_____mA 

光隙(slit)：_____nm 

背景校正：_____燈管 

火焰：還原或氧化 

氣體流率： 

助 燃 劑：_____L/min 

乙    炔：_____L/min 

 

註：以廠牌型號為例，亦可使用其它廠牌同級之儀器，但分析條件需另訂之。 

 

6.2 測定標準溶液、樣本、空白樣本的吸光度，並加以記錄。 

（註：如果樣本的吸光度，大於儀器測定的線性範圍，需以_____稀釋之並重新測定，

計算濃度時，需乘以稀釋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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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回收率* 

 

化合物 

容許濃度 (mg / 

m3 )(ppm)       

相當採樣體積(L) 

             

添加量(µg/樣本) 

           

平均回收率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中文或

英文) 

   **.* **.* 

*採樣濾紙為（廠牌）（批號號碼）纖維素酯濾紙。 

 

7 計算 

V

VCCC
C bbss )( 
  

C：空氣中有害物濃度（mg/m3） 

V：採樣氣體體積（L） 

Cs：樣本濃度（µg/mL） 

Cb：現場空白樣本平均濃度（µg/mL） 

Vs：樣本溶液體積（mL） 

Vb：現場空白樣本溶液體積（mL） 

 

8.方法覆驗 

 測試 1 測試 2 

儀器 Flame AAS（廠牌型號） Flame AAS（廠牌型號） 

分析條件 

波長 

燈管 

燈管電流 

光隙 (slit) 

背景校正 

火焰 

氣體流率 

助燃劑 (L/min) 

乙  炔 (L/min) 

 

__________nm 

__________ 

_______mA 

_______nm 

_______燈管 

還原或氧化 

 

______ 

______ 

 

__________nm 

__________ 

_______mA 

_______nm 

_______ 

還原或氧化 

 

______ 

______ 

檢量線範圍 (µg/mL) *.***~*.*** *.***~*.*** 

線性相關係數 *.*** *.*** 

平均回收率 (﹪) **.*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 *.* 

9.文獻 

[1] NIOSH Man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 4th Ed.NIOSH, Cincinnati, Ohio, Method ___, ____。 

[2]「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99 年 1 月。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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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採樣分析流程圖 

 

 

 

 預估現場濃度 

採樣及分析 

採樣泵流率校正 

流率___~___mL/min 

以纖維素酯濾紙( 0.8 

µm / 37 mm)採樣 

採樣體積___~___L 

採樣後 

採樣泵流率校正 

消化劑 

(硝酸)消化 

 

最終溶液     mL 

Flame AAS 測定 

(見步驟 6.1) 

計算濃度及回收率 

（見步驟 7） 

以微量注射針筒吸取

適量元素標準溶液添

加於濾紙上，添加之液

體體積少於 50 µL，添

加量____~_____。 

濾紙晾乾 

分析品管樣本 

測定回收率 

配製標準溶液 

（約___~____µg/mL） 

建立檢量線 

以微量注射針筒吸取標準品

至 10 mL 量瓶，以____稀釋

之，共配製 5 瓶不同濃度之

標準溶液 

Flame AAS 分析 

繪製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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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所參考分析方法之主要資料 

 

1.本分析方法是參照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析方法而成。 

2.儀器分析條件： 

方  法：Flame AAS 

分析物：英文名 

消化：______mL(酸)。 

最終溶液：加____﹪_____至_____mL 

火焰：助燃劑─乙炔之還原或氧化焰 

波長：_____nm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__﹪(酸)中 

檢量線範圍：____~_____ µg/樣本 

估計偵測極限：____ µ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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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方法編號______________（等級___）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審查日期： 

容許濃度 參考資料：機構  方法編號 日期[*] 

勞委會：_____ppm 

OSHA：_____ppm 

NIOSH：_____ppm 

ACGIH：_____ppm 

(1ppm=mg/m3) 

基本物性： 

氣、液、固態：密度__g/mL@___℃ 

沸點：___℃ 

熔點：___℃ 

蒸氣壓：__kPa(__mmHg，__ ﹪v/v)@ ___℃ 

爆炸範圍：___~____ ﹪(v/v in air) 

 

分子式：______，簡式 

 

分子量：______ 

 

別名： 

 

CAS No.:  

 

RTECS No.: 

採樣 分析 

採樣介質：_______(____mg / ___mg) 

流  率：___ ~ ___mL/min 

採樣體積：最小___L 

     最大___L 

樣本運送：例行性或冷藏 

樣本穩定性：      天  ℃ 

現場空白樣本：每批樣本數的 10 ﹪，至少需

2 個以上 

儀器：GC / FID 

分析物：英文名 

脫附：___mL 脫附劑，放置__分，偶爾輕微

搖動。 

注射量：____ µL 

溫度─注入口：___℃ 

  ─偵檢器：___℃ 

  ─管柱：始℃(*分)   分昇溫 /Co

終℃(*分) 

載流氣體：氮氣，___ mL/min 

管柱：管柱材質（例如 OD， RP-18），特性，

管柱充填物或代號 

長 m × 內徑 mm ID，膜厚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中 

檢量線範圍：___ ~ ___ mg/mL 

可量化最低量：___m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準確度[*] 

 

範圍：***~*** mg/m3 

偏差：**.*  ﹪ 

總變異係數(CVT)：*.*  ﹪ 

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 

適用範圍： 

干  擾：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說明分析物與主要溶劑之危害訊息，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註：本方法有標出參考文獻處，指內容係直接引用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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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藥 

1.1 脫附劑：____級 

1.2 分析物：中文名(分析級) 

1.3 氮氣。 

1.4 氫氣。 

1.5 經過濾之空氣。 

2.設備 

2.1 捕集設備：___管(__mg /___mg)，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採

樣介質。 

2.2 個人採樣泵：流率約__~__mL/min。 

2.3 氣相層析儀：備有火焰離子化偵檢器（FID）。 

2.4___mL 玻璃小瓶，備有聚四氟乙烯（PTFE）內襯的蓋子。 

2.5___mL 定量吸管和吸球。 

2.6___µL 微量注射針。 

2.7___mL 量瓶。 

3.採樣 

3.1 個人採樣泵連結____管，進行流率校正，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

[3]之採樣。 

3.2 以正確且已知的流率採集空氣。採樣泵流率為___~___mL/min，應採集的空氣體積約

___~___L。 

3.3 以塑膠蓋封管，並以石蠟薄膜加封。 

4.脫附效率測定與樣本脫附 

4.1 脫附效率測定 

4.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脫附效率。 

4.1.2 將____兩端切開，倒出後段的____，丟棄之。 

4.1.3 以微量注射針取適量的分析物，直接注入前段的____上。添加量為____~____mg。 

4.1.4 以塑膠蓋封管，並以石蠟薄膜加封，冷藏靜置過夜。 

4.1.5 以脫附劑脫附後，進行分析。 

4.2 樣本脫附 

4.2.1 打開____管塑膠蓋，將管口切開，使開口與管徑同大，取出前端之玻璃綿丟棄，前

段之___倒入____mL 的玻璃小瓶中。取出分隔前後段之分隔綿，後段之____倒入

另一個____mL 的玻璃小瓶。 

4.2.2 每一玻璃小瓶中，加入脫附劑____mL，立即蓋上瓶蓋。 

4.2.3 放置 30 分，偶爾輕微搖動。 

5.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 檢量線製作 

5.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2 加已知量的標準品於盛有脫附劑的____mL 量瓶中，再稀釋至其刻度。所建立之檢

量線濃度範圍約為____~____mg/mL。至少應配製 5 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以建

立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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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將樣本、標準溶液與空白樣本同批一起分析。 

5.1.4 以分析物的波峰面積（或高度）對分析物的濃度，繪製檢量線。 

5.2 品質管制 

5.2.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6.儀器分析 

6.1 儀器分析條件 

 條   件 

儀器 

管柱 

 

流率(mL / min) 

空氣 

氫氣 

氮氣 

溫度(℃) 

注入口 ( ℃ ) 

偵檢器 ( ℃ ) 

   

管  柱 

GC / FID 

管柱名稱或代號 

長 m × 內徑 mmID，膜厚 

 

*** 

** 

** 

 

___ 

___ 

始 ℃ (*分)   分昇溫 /Co

終 ℃ (*分)            

註：以廠牌型號為例，亦可使用其它廠牌同級之儀器，但分析條件需另訂之。 

 

6.2 大約滯留時間（retention time） 

化合物 

（以中文或英文表示） 

滯留時間（分） 

脫附劑 

化合物 

內標物 

**.* 

**.* 

**.* 

 

6.3 脫附效率* 

 

化合物 

容許濃度 

  (ppm)   

相當採樣體積 

   (L)    

添加量 

(mg/樣本) 

平均脫附效率 

  (﹪)   

變異係數 CVa 

  (﹪)   

(中文或英文)                                 **.* **.* 

*採樣介質為廠牌採樣介質管（批號）。 

6.4 注射樣本進入氣相層析儀。 

6.5 以波峰面積（或高度），自檢量線求出濃度乘以脫附溶劑體積即可得出分析物之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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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算 

V

BWBW
C

bbff

310)( 
  

C：空氣中有害物濃度（mg / m3） 

V：採樣氣體體積（L） 

Wf：前段___管所含之分析物質量（mg） 

Wb：後段___管所含之分析物質量（mg） 

Bf：現場空白樣本前段的算術平均質量（mg） 

Bb：現場空白樣本後段的算術平均質量（mg） 

註：如（Wb）>（Wf / 10）即表破出，樣本可能有損失，應於報告中註明。 

8.方法覆驗 

 測 試 1 測 試 2 

儀器 GC / FID（廠牌型號） GC / FID（廠牌型號） 

分析條件 

溫度  

注入口( ℃ ) 

偵檢器( ℃ ) 

管柱 

 

流率 

空氣 ( mL/min ) 

氫氣 ( mL/min ) 

氮氣 ( mL/min ) 

 

 

_____ 

_____ 

始℃ (*分)   分昇溫 /Co

終℃ (*分)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 

始℃ (*分)   分昇溫 /Co

終℃ (*分)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平均脫附效率 (﹪) ***.*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 **.* 

滯留時間（分） **.* **.* 

 

9.高濕環境下破出測試與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 

本方法評估是以____產生標準氣體，並於 30 ± 3 ℃，80 ± 5 ﹪RH 高濕環境下進行 6

個樣本之破出測試；化合物中文名測測試濃度為____ ppm，採樣流率為 ____mL/min，經____

分鐘後有破出現象產生，故建議最大採樣體積為____ L。 

於高濕環境採集 30 個樣本，進行 28 天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於室溫儲存樣本之相對

回收率為___﹪，於冷藏下（＜5℃）儲存樣本之回收率為___﹪，表示樣本可穩定儲存於____

下____天。 

10.文獻 

[1] NIOSH Man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 4th Ed.NIOSH, Cincinnati, Ohio, Method ___, ____。 

[2]「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99 年 1 月。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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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採樣分析流程圖 

 

 

 

 預估現場濃度 

採樣及分析 

採樣泵流率校正 

流率___~___mL/min 

以______管（___ 

mg/___ mg 採樣） 

採樣後 

採樣泵流率校正 

取出介質至玻璃小瓶

（前後段分別分析） 

脫附劑 (___) 

脫附___min 

GC / FID 分析 

(見步驟 6.1) 

計算濃度及脫附效率

（見步驟 7） 

棄置後段活性碳 

保留前段 

添加標準品 

石蠟薄膜密封 

存入冰箱、隔夜 

分析品管樣本 

測定脫附效率 

配製標準溶液 

（約___~____mg/mL） 

建立檢量線 

以微量注射針吸取標準品至

10 mL 量瓶，以脫附劑稀釋

之，共配製 5 瓶不同濃度之

標準溶液 

GC / FID 分析 

繪製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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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所參考分析方法之主要數據 

 

1.本分析方法是參照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析方法而成。 

2.儀器分析條件： 

方  法：GC / FID 

脫  附：_____mL_____，放置_____分 

注射量：_____µL 

溫度─注入口：_____℃ 

    ─偵檢器：_____℃ 

─管 柱：_____℃ 

管柱：管柱材質，特性，管柱填充物名 

長 m × 內或外徑 mmID(或 OD)，膜厚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物____ 

測試範圍：____~_____ mg/樣本 

估計偵測極限：**.* mg/mL 

分析變異係數（C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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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方法編號______________（等級___）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審查日期： 

容許濃度 參考資料：機構  方法編號 日期[*] 

勞委會：_____ppm 

OSHA：_____ppm 

NIOSH：_____ppm 

ACGIH：_____ppm 

(1 ppm = mg / m3) 

基本物性： 

氣、液、固態：密度__g/mL@___℃ 

沸點：___℃ 

熔點：___℃ 

蒸氣壓：__kPa(__mmHg，__﹪v/v)@ ___℃ 

爆炸範圍：___~____﹪ (v/v in air) 

 

分子式：______，簡式 

 

分子量：______ 

 

別名： 

 

CAS NO.:  

 

RTECS NO.: 

採樣 分析 

採樣介質：矽膠管(400 mg / 200 mg) 

流  率：___mL/min  

採樣體積：最小___L 

     最大___L 

樣本運送：例行性或冷藏 

樣本穩定性：      天  ℃ 

現場空白樣本：每批樣本數的 10 ﹪，至少需

2 個以上 

儀器：IC / CDD 

分析物：英文名 

脫附：___mL 脫附劑，放置__分鐘，超音波

振盪。 

注射量：*    µL 

管柱─分離管名，     ，長 mm×內徑 mmID 

─陰離子抑制管，  ，長mm×內徑mmID 

流洗液：_____M_____ 

流率：_____mL/min 

計量範圍：______µs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中 

檢量線範圍：___~___µg/mL 

可量化最低量：___µ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準確度[*] 

範圍：***~*** mg/m3 

偏差：**.*  ﹪ 

總變異係數(CVT)：*.* ﹪ 

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 

適用範圍： 

干  擾：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說明分析物與主要溶劑之危害訊息，及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註：本方法有標出參考文獻處，指內容係直接引用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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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藥 

1.1 分析物：中文名（分析級） 

1.2 再生液：____M 化合物水溶液，_____L 

1.3 流洗液：____M 化合物水溶液，_____L 

2.設備 

2.1 捕集設備：矽膠管(400mg/200mg)，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

採樣介質。 

2.2 個人採樣泵：流率約__~__mL/min。 

2.3 離子層析儀：備有_____偵檢器。 

2.4___mL 玻璃瓶，備有聚四氟乙烯（PTFE）內襯的蓋子。 

2.5___mL 定量吸管和吸球。 

2.6___µL 之微量注射針。 

2.7___mL 量瓶。 

2.8 超音波振盪器。 

3.採樣 

3.1 個人採樣泵連結矽膠管，進行流率校正，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

[3]之採樣。 

3.2 以正確且已知的流率採集空氣。採樣泵流率為___~___mL/min，應採集的空氣體積約

___~___L。 

3.3 以塑膠蓋封管，並以石蠟薄膜加封。 

4.脫附效率測定與樣本脫附 

4.1 脫附效率測定 

4.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脫附效率。 

4.1.2 將矽膠管兩端切開，倒出後段的矽膠，丟棄之。 

4.1.3 以微量注射針取適量的分析物，直接注入前段的矽膠上。添加量為____~____µg。 

4.1.4 以塑膠蓋封管，並以石蠟薄膜加封，冷藏靜置過夜。 

4.1.5 以脫附劑脫附後，進行分析。 

4.2 樣本脫附 

4.2.1 打開矽膠管塑膠蓋，將管口切開，使開口與管徑同大，取出前端之玻璃綿丟棄，

前段之矽膠倒入____mL 的玻璃小瓶中。取出分隔前後段之分隔綿，後段之矽膠

倒入另一個____mL 的玻璃小瓶。 

4.2.2 每一玻璃小瓶中，加入脫附劑____mL，立即蓋上瓶蓋。 

4.2.3 超音波振盪____分。 

5.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 檢量線製作 

5.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2 加已知量的標準品於盛有吸收液的____mL 量瓶中，再稀釋至其刻度。所建立之

檢量線濃度範圍約為____~____µg/mL。至少應配製 5 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以

建立檢量線。 

5.1.3 將樣本、標準溶液與空白樣本同批一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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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以分析物的波峰面積（或高度）對分析物的濃度繪製檢量線。 

5.2 品質管制 

5.2.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6.儀器分析 

6.1 儀器分析條件 

 條   件 

儀器 

管柱 

 

流洗液： 

流率： 

再生液： 

計量範圍： 

IC / CDD 

分離管名，長 mm×內徑 mmID 

抑制管名，長 mm×內徑 mmID 

______M 化合物水溶液 

_____mL/min 

____M____（依設備而定） 

____µs 

註：以廠牌型號為例，亦可使用其它廠牌同級之儀器，但分析條件需另訂之。 

 

6.2 滯留時間（retention time） 

化合物 

（以中文或英文表示） 

滯留時間（分鐘） 

脫附劑 

化合物 

內標物 

**.* 

**.* 

**.* 

 

6.3 回收率* 

 

化合物 

容許濃度 

mg/m 

            

相當採樣體積 

(L) 

             

添加量 

(µg/樣本) 

            

平均回收率 

(﹪) 

            

分析變異係

數 CVa 

   (﹪)    

(中文或英文)                         **.* **.* 

*採樣介質為________。 

 

6.4 注射樣本進入離子層析儀。 

6.5 以波峰面積（或高度），自檢量線求出濃度乘以脫附溶劑體積即可得出分析物之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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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算 

V

BWBW
C

bbff

310)( 
  

C：空氣中有害物濃度（µg / m3） 

V：採樣氣體體積（L） 

Wf：前段___管所含之分析物質量（µg） 

Wb：後段___管所含之分析物質量（µg） 

Bf：現場空白樣本前段的算術平均質量（µg） 

Bb：現場空白樣本後段的算術平均質量（µg） 

註：如（Wb）>（Wf / 10）即表破出，樣本可能有損失，應於報告中註明。 

8.方法驗覆 

 測試 1 測試 2 

儀器 IC（廠牌型號） IC（廠牌型號） 

分析條件 

管柱 

  

分離管 

抑制管 

流洗液 

流率 

再生液 

計量範圍 

 

分離管名，長 mm×內徑 mmID 

抑制管名，長 mm×內徑 mmID 

____M 化合物 

____mL/min 

____M___（依設備而定） 

____µs 

分離管名，長 mm×內徑___mmID 

抑制管名，長 mm×內徑___mmID 

____M 化合物 

____mL/min 

____M___（依設備而定） 

____µs 

平均脫附效率

(﹪) 

**.*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 

**.* **.* 

滯留時間（分） **.* **.* 

 

9.高濕環境下破出測試與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 

本方法評估是以擴散管法產生標準氣體，並於 30 ± 3 ℃，80 ± 5 ﹪ RH 高濕環境下

進行 6 個樣本之破出測試；化合物中文名稱測試濃度為____mg/m3，採樣流率為     

mL/min，經____分鐘後有破出現象產生，故建議最大採樣體積為____L。 

於高濕環境採集 30 個樣本，進行 28 天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於室溫儲存樣本之相對

回收率為___﹪，於冷藏下儲存樣本之相對回收率為___﹪，表示樣本可穩定儲存於____下

____天。 

10.文獻 

[1] NIOSH Man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 4th Ed.NIOSH, Cincinnati, Ohio, Method ___, ____。 

[2]「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99 年 1 月。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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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採樣分析流程圖 

 

 

 

 預估現場濃度 

採樣及分析 

採樣泵流率校正 

流率___~___mL/min 

以矽膠管採樣 

（___mg/___mg） 

採樣後 

採樣泵流率校正 

取出介質至玻璃瓶 

（前後段分別分析） 

 

超音波振盪    min 

IC 分析 

(見步驟 6.1) 

計算濃度及脫附效率

（見步驟 7） 

棄置後段矽膠 

保留前段 

添加標準品 

石蠟薄膜密封 

存入冰箱、隔夜 

分析品管樣本 

測定脫附效率 

配製標準溶液 

（約___~____mg/mL） 

建立檢量線 

以注射針筒吸取標準品

至   mL 量瓶，以吸收液

稀釋之，共配製 5 瓶不同

濃度之標準溶液 

IC 分析 

繪製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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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所參考分析方法之主要數據 

 

1.本分析方法是參照_____________________第___版分析方法而成。 

2.儀器分析條件： 

 

方  法：IC / CDD (conductive detectory) 

脫  附：_____mL_____，放置_____分 

注射量：____µL 

管柱：─分離管___名，長 mm×內徑 mmID 

      ─陰離子抑制管___名，長 mm×內徑 mmID       

流洗液：_____M____ 

流率：____mL/min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_ 

測試範圍：____~_____ mg /樣本 

估計偵測極限：**.*mg / mL 

分析變異係數（CVa）：*.* ﹪ 

 

3.方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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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方法編號______________（等級___）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審查日期： 

容許濃度 參考資料：機構  方法編號 日期[*] 

勞委會：_____（mg/m3）ppm 

OSHA： _____（mg/m3）ppm 

NIOSH：_____（mg/m3）ppm 

ACGIH：_____（mg/m3）ppm 

(1ppm =_____mg / m3) 

基本物性： 

氣、液、固態：密度__g/mL@___℃ 

沸點：___℃ 

熔點：___℃ 

蒸氣壓：__kPa(__mmHg，__﹪v/v)@ ___℃ 

爆炸範圍：___~____﹪ (v/v in air) 

 

分子式：______，簡式 

 

分子量：______ 

 

別名： 

 

CAS NO.:  

 

RTECS NO.: 

採樣 分析 

採樣介質：___M 化合物    mL 於衝擊式吸

收瓶內 

流  率：___mL/min  

採樣體積：最小___L 

     最大___L 

樣本運送：例行性或冷藏 

樣本穩定性：      天@       ℃ 

現場空白樣本：每批樣本數的 10 ﹪，至少需

2 個以上 

儀器：IC / CDD 

分析物：英文名 

注射量：*  µL 

管柱─分離管       長 mm×內徑 mmID 

─陰離子抑制管    長mm×內徑mmID 

流洗液：_____M_____ 

流率：_____mL/min 

計量範圍：______µS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中 

檢量線範圍：___~___µg/mL 

可量化最低量：___µ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準確度[*] 

範圍：***~***mg/m3 

偏差：**.*  ﹪ 

總變異係數(CVT)：*.*  ﹪ 

準確度（overall accuracy）**.*  ﹪ 

適用範圍： 

干  擾：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說明分析物與主要溶劑之危害訊息，及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註：本方法有標出參考文獻處，指內容係直接引用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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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藥 

1.1 分析物：中文名，____級 

1.2 吸收液：____M 水溶液，_____L 

1.3 再生液：____M 水溶液，_____L 

1.4 流洗液：____M 水溶液，_____L 

1.5 檢量儲備溶液：____mg/mL 分析物水溶液 

2.設備 

2.1 捕集設備：衝擊式吸收瓶，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採樣介

質。 

2.2 個人採樣泵：流率約__~__mL/min。 

2.3 離子層析儀：備有電導度偵檢器（CCD）、積分器或其他適當設備，以及管柱。 

2.4___mL 玻璃瓶。 

2.5___mL 定量吸管和吸球。 

2.6___µL 之微量注射針筒。 

2.7___mL 量瓶。 

3.採樣 

3.1 個人採樣泵連結衝擊式吸收瓶，進行流率校正，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

則篇」[3]之採樣。 

3.2 以正確且已知的流率，採集空氣。採樣泵流率為___~___mL/min，應採集的空氣體積約

___~___L。 

3.3 採樣後吸收瓶內容液移入___mL 玻璃瓶；以適量吸收液沖洗吸收瓶內壁，將其倒入玻璃

瓶，重複本步驟 3 次。 

4.回收率測定與樣本前處理 

4.1 回收率測定 

4.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脫附效率。 

4.1.2 以微量注射針筒取適量的分析物，直接注入____mL 的衝擊式吸收瓶中，再沖洗至

玻璃瓶，添加量為____~____µg 再依 3.3 及 4.1.2 步驟處理。 

4.1.3 以 IC 分析之。 

4.2 樣本前處理 

4.2.1 打開____mL 玻璃瓶旋蓋。 

4.2.2 將溶液移入____mL 量瓶中，並以吸收液充分洗滌玻璃瓶內壁，洗液一併移入量瓶

中。 

4.2.3 以吸收液稀釋至其刻度。 

5.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 檢量線製作 

5.1.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5.1.2 加已知量的標準品於盛有吸收液的 10 mL 量瓶中，再稀釋至其刻度。所建立之檢

量線濃度範圍約為____~____µg/mL。至少應配製 5 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以建

立檢量線。 

5.1.3 將樣本、標準溶液與空白樣本同批一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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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以分析物的波峰面積（或高度）對分析物的濃度，繪製檢量線。 

5.2 品質管制 

5.2.1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3]之檢量線製作與品管。 

6.儀器分析 

6.1 儀器分析條件 

 條   件 

儀器 

 

 

流洗液： 

流率： 

再生液： 

計量範圍____µs 

IC / CDD 

分離管名，長 mm×內徑 mmID 

抑制管名，長 mm×內徑 mmID 

______M 化合物水溶液 

_____mL/min 

____M____（現已不一定需要） 

 

註：以廠牌型號為例，亦可使用其它廠牌同級之儀器，但分析條件需另訂之。 

 

6.2 滯留時間（retention time） 

化合物 

（以中文或英文表示） 

滯留時間（分鐘） 

脫附劑 

化合物 

內標物 

**.* 

**.* 

**.* 

 

6.3 回收率* 

 

化合物 

容許濃度 

mg/m3（ppm） 

相當採樣體積 

   (L)    

添加量 

(µg/樣本) 

平均回收效率 

    (﹪)     

分析變異係數

CVa(﹪) 

 

(中文或英文)    **.* **.* 

*採樣介質為________。 

 

6.4 注射樣本進入離子層析儀。 

6.5 以波峰面積（或高度），自檢量線求出濃度乘以脫附溶劑體積即可得出分析物之質量。 

7 計算 

V

VCVC
C bbss

)( 
  

C：空氣中有害物濃度（mg/m3） 

V：採樣氣體體積（L） 

Cs：樣本溶液濃度（µg/mL） 

Cb：空白樣本溶液濃度（µg/mL） 

Vs：樣本溶液體積（mL） 

Vb：空白樣本溶液體積（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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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方法驗覆 

 測試 1 測試 2 

儀器 IC / CCD（廠牌型號） IC / CCD（廠牌型號） 

分析條件 

管柱 

  

分離管 

抑制管 

流洗液 

流率 

再生液 

計量範圍 

 

__名，__長__mm×__內徑___mmID 

__名，___mm×___mmID 

____M 化合物 

____mL / min 

____M___化合物 

____µs 

__， ___mm×___mmID 

__， ___mm×___mmID 

____M___ 

____mL / min 

____M___ 

____µs 

平均回收率（﹪） **.* ﹪ **.* ﹪ 

分 析 變 異 係 數

CVa(﹪) 

**.* ﹪ **.* ﹪ 

滯留時間（分） *.* *.* 

 

9.高濕環境下破出測試與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 

本方法評估是以擴散管法產生標準氣體，並於 30 ± 3 ℃，80 ± 5 ﹪RH 高濕環境下進

行 6 個樣本之破出測試；化合物中文名稱測試濃度為____ mg/m3（ppm），採樣流率為

____mL/min，經____分鐘後有破出現象產生，故建議最大採樣體積為____L。 

於高濕環境採集 30 個樣本，進行 28 天樣本儲存穩定性測試，於室溫儲存樣本之相對回

收率為___﹪，表示樣本可穩定儲存於____下____天。 

10.文獻 

[1] NIOSH Man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 4th Ed. NIOSH, Cincinnati, Ohio, Method ___, ____。 

[2]「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99 年 1 月。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樣分析方法通則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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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採樣分析流程圖 

 

 

 

 預估現場濃度 

採樣及分析 

採樣泵流率校正 

流率___~___mL/min 

以衝擊式吸收瓶採樣 

 

採樣後 

採樣泵流率校正 

吸收液移至玻璃瓶 

吸收液移至玻璃瓶 

玻璃瓶移至量瓶定量 

（化合物）溶液

____mL 

IC / CDD 分析 

(見步驟 6.1) 

添加____檢量儲備溶

液於____ mL 的吸收 

液中 

計算回收率 

（見步驟 7） 

分析品管樣本 

回收率測定 

配製標準溶液 

（約___~____µg/mL） 

建立檢量線 

以注射針筒吸取標準品

至     mL 量瓶，以吸收

液稀釋之，共配製 5 瓶不

同濃度之標準溶液 

IC / CDD 分析 

繪製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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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所參考分析方法之主要數據 

 

1.本分析方法是參照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析方法而成。 

2.儀器分析條件： 

 

方  法： 

注射量： 

管柱：─分離管___名，長 mm×內徑 mmID 

      ─陰離子抑制管___名，長 mm×內徑 mmID 

流洗液：_____M____ 

流率：____mL/min 

計量範圍：____µs 

標準樣本：分析物溶於____ 

測試範圍：____~_____ µg/樣本 

估計偵測極限：**.*µg/樣本 

分析變異係數（CVa）：*.* ﹪ 

 

3.方法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