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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應用於快速檢測 
植物園之芬多精

近年來所發展的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TOF-MS)，由

於具有機動性及快速檢測揮發性或半揮發性物

質的特性，已應用於環境偵測、公安事故現場

不明化學品之判定、空氣淨化系統、未知化學

品之鑑識等方面，故透過開發運用攜帶式TOF-

MS檢測林木所散發的芬多精(Phytoncide)，並

以快捷的檢測技術應用於臺北植物園，以驗證

林木具有改善空氣品質之效應。

臺北植物園係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所，為臺灣森林資源調查、蒐集、經

營與林產利用之專業研究機構，早期即積極引

進歐、美、澳、非洲及東南亞之樹種，迄今，

植物園區內所栽植之植物多達約2,000種，是

全球推行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據點之一。

植物園中的各種林木生長時，自大氣中

吸收二氧化碳，利用太陽能行光合作用，轉

化成有機碳的型式貯存在植物體中，並將氧

氣釋放至大氣中，因而改善了空氣品質。當

園中植物在行光合作用，淨化空氣的同時，

也因自身或外在因素釋放出生物源揮發性

有機物(biogeni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BVOCs)；而同時園區外機動車輛排放的污

染物也會飄散、擴延進入園區。已有研究顯

示，揮發性有機物也是促成空氣中生成臭氧

的關鍵化合物，其中苯系化合物在微環境

中，累積到較高濃度時，對人體健康的可能

潛在危害，也引起廣泛的關注。

芬多精現行之檢測方法

這些飄散在園區的BVOCs即所謂「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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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係由林文鎮博士(1991)於推廣森林浴

(green shower)活動時，將蘇聯學者B. P. Toknh

教授提出森林植物會由葉、幹、花等散發

Phytoncidere一詞譯為芬多精，以資說明這類

化合物可殺死空氣中的細菌、黴菌、病毒，

並防止寄生蟲、雜草等侵害樹體，因各樹種

散發的芬多精所含成分不同，故對人體的助

益功能互異。檢測此類化合物，通常使用三

種方法：其一為採樣筒法(含採樣袋)，係先至

現場採樣，攜回試驗室，以預濃縮管吸附，

提高其濃度，經熱脫附，再以氣相層析儀或

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其二為吸附管法，也

是先至現場，以吸附管採樣，攜回試驗室，

將吸附管先予熱脫附，再行分析；其三為固

相微萃取(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SPME)

法，係利用已塗佈一層固體靜相之纖維的不

銹鋼針管，直接(或頂空)萃取後，經熱脫附，

再行分析。前述三種分析方法均須經吸附及

脫附程序，才進行分析，故較為費事耗時。

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之檢測及其 

測點位置

使用之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為英國

Kore Technology產品(型號為MS-200)，具有

尺寸小(531 × 328 × 213 mm)、重量輕(16 

kg不包括電池)、行動性強、檢測質量範圍廣

(1~1,000 amu)、每5分鐘分析一個樣品、且可

在行進中監測、可操作環境溫度範圍大、且不

受地形限制及溼氣影響等優點；同時具靈敏度

高(< 5 ppb在10秒內-苯)、不須氣體鋼瓶和液

態氮、真空系統不須外加泵(Pump)、在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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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電源下，即可連續偵測6.6小時的特性。

目前檢測之地點共有6處(圖1)，植物園

區外有2處，其一為南海路與和平西路交叉

口(臨近植物園)，其二為該路口之陸橋上；

園區內有4處，首先選定臨近南海路與和平

西路交叉口，接近圍籬的棕櫚科(Palmae)、

編號2006462、大王椰子(Roystonea regia)、

其次為進入園區內的重要木本植物區內的榆

科(Ulmaceae)、編號20061992、櫸木(Zelkova 

serrata) Makino；第3處為桑科(Moraceae)、編

號20061638、印度橡膠樹(Ficus elastica)、第4

處為位於約在園區中央的樟科(Lauraceae)、編

號2006155、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植物園芬多精之檢測與標準圖譜之建立

所使用的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係使

用雙半透膜隔絕N2、O2，使得揮發性有機物

進入質譜儀，以電子撞擊式(Electron Impact, 

EI)為離子源，在70 eV的電子束撞擊下，產生

離子碎片；質量分析裝置為飛行時間式(Time 

of flight)，以離子碎片的飛行時間，作為分

子量判斷依據。檢測後，可查詢美國國家標

準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資料庫，可迅速檢索約

140,000筆有機物，而得到各未知物之成分。

經檢測植物園芬多精所含各主要成分後，再

圖1 使用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檢測臺北植物園芬多精及苯系化合物之6個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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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L採氣袋配製其1 ppm標準氣體(圖2)，以供

鑑別及定量之用。再以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

儀測定，建立標準品資料庫(圖3)，而圖4~7為

芬多精及空氣污染物之重要成分。

植物園周界空氣之檢測

周界環境空氣之檢測，選定臺北市南海

路與和平西路交叉口的陸橋附近，其次則為

陸橋上，並比較其間之差異。以攜帶式飛行

時間質譜儀檢測結果顯示：在陸橋下，遭機動

車輛污染之周界空氣，檢測出苯、甲苯、間-

二甲苯(m-xylene)、鄰-二甲苯(o-xylene)等各種

成分。就甲苯而言，以下午之含量最高，陸橋

下約1.92 ppm；而在陸橋上，則降至674 ppb，

顯示在陸橋下的交叉路口，因機動車輛的排

放，直接靠近污染源；而陸橋上則因流動的空

氣，稀釋了污染物的濃度，包括其他如苯、

間-二甲苯、鄰-二甲苯等之濃度，故同樣呈現

陸橋下的污染程度，高於陸橋上的趨勢。

植物園林木之芬多精及對空氣品質 

之效應

以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在 2 0 1 2 年

9月，分三個時段，在上午 (7~8點 )、中午

圖2 注入1μL 標準品於5L採氣袋(左)；注入零級空氣稀釋至5L(右)(尹華文 攝)

圖3 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分析標準品，以建立資料庫

(尹華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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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上圖為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分析之α-蒎烯(α-piene)圖譜；下圖為資料庫之標準圖譜

圖5 上圖為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分析之檸檬烯(limonene)圖譜；下圖為資料庫之標準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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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上圖為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分析之甲苯(Toluene)圖譜；下圖為資料庫之標準圖譜

圖6 上圖為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分析之苯(benzene)圖譜；下圖為資料庫之標準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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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點)、下午(5~6點)檢測，結果顯示含

有異戊二烯(isoprene)、α-蒎烯(α-pinene)、

莰烯(camphene)、檜烯(sabinene)、β-月桂烯

(β-myrcene)、α-松油烯(α-terpinene)、對-傘

花烴(p-cymene)、檸檬烯(limonene)、羅勒烯

(ocimene)、1,8-桉樹腦(1,8-cineole)等各成分。

其中異戊二烯只有在上午測得，其含量很低，

約為1.61~1.74 ppb；莰烯在下午未檢出，但上

午為184~200 ppb、中午為167~243 ppb。

在三個時段，這些單 類化合物以下

午的濃度較高，各成分之含量為：α -蒎烯

(168~258 ppm)、檜烯(15.9~21.7 ppm)、β-月桂

烯(92~106 ppb)、α-松油烯(4.27~7.17 ppm)、

檸檬烯(987ppb~1.23 ppm)、羅勒烯(4.75~7.93 

ppm)、1,8-桉樹腦(242~396 ppb)。

甲苯濃度呈現臨近園區外圍較高，而接

近中央則濃度較低，在園區第一處(大王椰子)

為1.92 ppm，漸次降低，在第四處(樟樹)附近

降為863 ppb，顯示園區林木具有改善空氣品

質的效果。

由試驗結果顯示：利用攜帶式飛行時間

質譜儀係直接進行分析，並不需要冷凍吸附

和熱脫附，故可將分析時間，由目前的30~40

分鐘，大幅縮短至5分鐘，且因不必使用液態

氮及氦氣或氮氣，故可節省購置費用，並且

更為方便。

結語與展望

應用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作為檢測植物

散發芬多精的新方法，具有準確、快捷、省工、

操作及維護成本低的優勢，故尚可開發應用於林

業相關的其他領域，如精油、化學鑑定、水中揮

發性有機物、土壤、病蟲害等等之研究。

園區約8 ha林木所逸散的芬多精，其成

分包括α-蒎烯、莰烯、檜烯、檸檬烯等發揮

了都市林淨化空氣的功能，並有效改善園區

的空氣品質，也提供了有益健康，且方便的

休憩處所。而徜徉在園區之際，芬多精的濃

度有自園區周界向中央漸增的趨勢；苯系空

氣污染物之濃度則反之，而微環境的氣候因

素，尤其是受風向之影響。

藉由攜帶式飛行時間質譜儀檢測，也驗

證園區旁的陸橋上，其苯系污染物濃度較路

口為低，顯示行人穿越馬路時行走陸橋，除

了具有不必與車爭道，避免險象環生的危險，

不但保障行的安全，透過運動也有益健康之

外，本研究更證實：於都會嚴重空氣污染品質

中，行人徒步陸橋上，較平面道路具有更低濃

度的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也較小。

臺北植物園區內，保留了具百年歷史的

「布政史司衙門」，誠如李國忠(2003)所言：

「歷史悠久的都市林更是一種融合人文歷史

的文化資產，具有社會教育功能」。轄管該

園區之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擔負著森林

生態系研究及自然科學教育之任務，於面臨

行政院組織改造即將啟動之際，主管機關更

需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妥善規劃、經營管

理此一具有百年風華之植物園，除維繫其優

良傳統、善盡其組織任務，更進一步發揮都

市綠肺之功能，在地狹人稠之臺北市展現其

環保、教育與健康之珍貴意義。

 

註：1 ppm (parts per million) = 10-6；

　　1 ppb (parts per billion) =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