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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工系 李思禹教授、王胤融、林紀宏、楊承翰

近年食安問題頻傳，不管是加工過程或

是原物料都出過問題，使民眾在外用餐無不

提心吊膽。本校以農立校，在農業食品相關

領域的成績有目共睹，當面對全國國民食品

健康安全，本校自當挺身而出，由相關單位

對於食安問題提出因應對策，來為民眾檢測

食品安全，讓消費者能夠購買到安全無疑的

食品。本文將為讀者介紹本校附屬的三個相

關檢測中心，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產品檢

測暨驗證中心及奈米科技中心，讓讀者了解

中興大學既有之研究能量，並如何將此研究

能量應用在食安問題，為社會大眾食的安全

把關。

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土壤調查試驗中心」目前為國立中興

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的附屬單位，與土

壤環境科學系為相輔相成的兄弟單位。本單

位的成立背景是在民國 49 年，本校與美國密
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之
合作計畫下，該校土壤系教授 R .L. Cook 博
士建議本校應設立土壤調查及試驗中心 (Soil 
Sur vey and Testing Center)，本中心在民國 51
年成立，屬於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之附設

單位。成立至今，在歷屆主任的努力下，對

台灣農地及坡地的土壤調查，作物營養診斷

技術，土壤改良技術的建立和農業資訊的推

廣頗有建樹。

經過多年之評估後，顯示本中心在研究、

推廣與服務方面均呈現甚大之潛力，對國家

農業的發展有莫大的助益，於是正式於民國

69 年成為國立中興大學農資院的附屬單位。

本中心成立之宗旨：

1. 提供農地資訊，以利土地資源規劃與利用

2. 協助進行農地診斷及改良工作

3. 推廣土壤肥料科技，提出土壤管理技術

4. 支援有關土壤科技之教學、研究與實習及

國際合作

本中心業務項目，除了培養相關專業領

域的人才及執行學術領域研究計畫，為國人

進行食安問題把關的部分，則是接受各相關

單位及農友的土壤、肥料、植體、水體及其

他農業資材之委託分析，並協助農友進行土

壤肥力診斷，並提供改良建議。而關於土壤、

肥料、水質的分析中所進行的酸鹼值、重金

屬、導電度等檢測方法，本中心已通過全國

認證基金會 (TAF) 之測試實驗室認證，是合
格的檢測單位。另外本中心會編輯土壤管理

或肥培管理手冊，舉辦相關之訓練班和講習

班，協助農友進行技術升級與有機農法的推

廣。

相關研究及檢測設備：

1.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放射光譜儀 ICP-OES 

(Perkin Elmer、JOBIN YVON)

本儀器包含 72 種金屬及非金屬元素之定
性定量分析，可對單一樣品同時分析多種元

素含量。大多數元素之偵測極限達 ppb等級。
應用領域除食品安全外，尚有奈米材料、光

電材料、半導體相關電子材料、生物組織等

食品安全專欄：
校內檢測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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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2.感應耦合電漿原子放射質譜儀 ICP-

MASS (Perkin Elmer)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放射質譜儀式目前靈

敏度最高且偵測極限最低的微量元素定量分

析儀，加上良好的精密度及測範圍，已經廣

泛的應用到材料、地質、環境、核工、生醫

藥等領域。

3.汞分析儀

採用冷蒸氣原子吸收法測量汞，其原理

是用化學法將樣品製成溶液，其中待測汞轉

化為Hg2+，再經氯化亞錫還原為汞原子蒸氣，

然後測定。經樣品預處理可分析包括固、液、

氣的各種樣品，如：自來水、河水、湖水、

沼澤水、雨水、工業廢水和食品、生物組織、

血液、尿液、肥料、藥品等。

4.火焰原子吸收光譜儀

這台儀器主要原理是利用火焰先將樣品

氣化，樣品在氣態時，其原子能階能吸收特

定輻射波長，從而對元素進行定性定量的分

析方法。此方法廣泛應用在石化、環境、食

品、醫藥、能源和半導體等領域。

最近發生了各種的食品安全問題，而且

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從農產品的農藥殘留到

耕地遭受金屬汙染，讓民眾防不勝防。「食

物安全」議題嚴重影響供需兩端的關係，即

便我們為了健康，特意購買價格較高的「優

良食物」，也可能被廠商欺騙；或當我們為

了避免人工添加劑問題，購買標榜純天然的

食材，也可能因為工業和生活廢水污染農地，

或不恰當的農藥與肥料，讓人無法確保自己

能真正吃的安全。蔬果需藉由土地而生，因

此保障土地免於毒害，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這些需要消費者的努力，改變選擇食物的觀

念，促使農夫友善耕作、愛護土地，另外也

需要政府的決心，對遭污染農地應該盡快整

治，訂定長期計劃，讓工業用地與農地之間

能有一定的緩衝空間隔絕污染，走出農地受

污染、剷除作物、整治農地的惡性循環。

    根據「台灣。好新聞」報導，在 100
及 101 年間，台中市環保局配合行政院環保
署進行農地土壤污染調查檢測工作，範圍包

括台中市大里區、霧峰區、大甲區、后里區

等主要的農業區，調查結果發現約 28 公頃農
地遭到重金屬汙染，濃度超過管制標準，表

示土壤已不適耕種，已種植作物應銷毀，並

於 101 年公告為污染地區並停止耕作；台中
市環保局已向中央要求經費補助，在 102 年
8 月完成發包執行污染改善作業，預計 103
年底完成整治，恢復農用。

農產品驗證中心

「農產品驗證中心」隸屬中興大學農業

暨自然資源學院，主要業務為對農糧產品實

施驗證，提供農糧作物有機栽培管理及產銷

履歷規劃，培訓農糧產品稽核人員與安全管

理人才，以確保消費者所購買食品安全，保

障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為國人身體健康把

關。

民國 92 年，日本宣示推動食品追溯的政
策，我國政府跟著這波潮流，開始研究其相

關規則，其中在農產品方面，開始草擬了生

產履歷的機制，來追蹤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

是否健康且符合食品安全，因此在民國 96 年
1 月 5 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本校依據此法案在民國 96
年 5 月 11 日於國立中興大學設立「農產品檢
測暨驗證中心」，到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更
名為「農產品驗證中心」。

農產品驗證中心也提供了教育訓練的課

程，為培育出更多驗證稽核人員，擁有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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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驗證農產品知識，並且讓培訓人員擁

有驗證農產品的經驗，不管是產銷履歷農產

品、有機農糧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都可

以透過中心來驗證，本中心依據農委會「農

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暨相關子法」以及台

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來規範所有農產
品。

目前在國際上主要的農產品管制，為

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簡稱
GAP）的實施及驗證，以及建立履歷追溯體
系（Traceability，食品產銷所有流程可追溯、
追蹤制度）兩種作法。本國依據上述兩種

管制制度，建立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簡稱 TGAP）的
實施與驗證，以及建立履歷追溯體系。

TGAP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可以從「台
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查詢到農民的生

產紀錄，消費者可以經由網站，去確認所購

買商品是否有經過 TGAP 農產品驗證，讓消
費者可以辨別農產品的安全，也讓農民能夠

主動加入產銷履歷制度，提升農產品的價值。

圖： 產 銷 履 歷 農 產 品 標 章，TAP 為

Traceable Agriculture Product 之縮寫，

中心圖案同時呈現綠葉 - 農產品、雙向流程箭

頭 - 追蹤、追溯、G 字形 -Good product 、

心型 - 安心、信心、放心及豎起大拇指 - 口碑

形象等意象。本標章為通過產銷履歷農產品驗

證之展品專用之標章，未經驗證使用依法將處

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資

料來源：http://taft.coa.gov.tw/ct.asp?xIte

m=4&CtNode=206&role=C )

而近年環保意識抬頭及對食安的重視，

國人對有機農產品的需求大幅提升，為避免

不肖商人從中牟利及混淆消費者，有機農產

品的認證格外重要，更是佔驗證中心的業務

大宗。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

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

的生產方式。有機農業主要是藉由建立良好

的耕作制度，有效地將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並減少化學合成農藥的用量，改以天敵

法、微生物製劑及物理方法防治蟲害，可以

降低水源及生態的汙染。

根據美國農業貿易季刊報導，數百位美

食主廚認同有機食品風味較一般食品為佳，

雖然營養價值未必比傳統食品高，但有機食

品不用人工殺蟲劑、除草劑、殺菌劑及化學

肥料，產品較為衛生安全。農糧署有機農業

科長張明郎分析，有機蔬菜全年可維持平穩

價格，雖然有機食品的單價是比較高，但在

天災造成農產品價格飆漲時，有機蔬果卻是

相對平穩，消費者購買意願較平時增加。

農糧署表示，通過驗證之國產有機農產

品，需依規定標示驗證證書字號及使用 CAS
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如附圖），至於進口

產品則需經審查合格及標示有機標示同意文

件字號，消費者可據此辨識合格之有機農產

品。此外有機農產品很難從外觀去辨識，因

此較保險的方法就是消費者購買時，請認明

CAS 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為國產、進口的
有機食品標示項目及認證標章。

▲ 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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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國　產　品 進　口　品 備　註

應
標
示
事
項

品名 品名 應標示有機字樣

原料名稱 原料名稱 原料名稱與品名標示相通者得免標示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連絡
電話及地址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連
絡電話及地址

已標示足以表徵原產地 (國 )之製造廠地址者得
免標示

原產地 (國 ) 原產地 (國 )

驗證機構名稱 驗證機構名稱 已使用驗證機構標章者得免標示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字號 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字號

農產品驗證中心，主要是針對農產品執

行有機農產品驗證、有機加工品驗證、及產

銷履歷驗證、甚至有機農業資料的審查，經

由中心的驗證把關，可以確認農民生產的農

產品是否為健康安全食品。中心經過文件審

查，到達現場稽核農產品生產地，包括土、

水、產品的檢測分析，最後由審定小組的決

議農產品是否符合有機農產品，假若通過給

予台灣有機農產品 CAS 標章，就可讓消費者
食用到經過中心認證的農產品，之後中心人

員會做後續的市場追蹤與不定期查驗監控，

來確定產品的品質。

在檢測方面，則依照規定委託本校土壤

調查試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及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之農檢
中心辦理分析，來確定土、水、產品的安全

性，讓消費者買到有機且無毒的農產品。

奈米科技中心    

「 奈 米 科 技 中 心 」(The Center of 
Nanoscience & Nanotechnolog y) 位於理學
大樓，在各方努力之下於 2003 年成立，其
成立目的為追求學術卓越及促進奈米科技教

學，並建置核心實驗室及提供奈米檢驗平台

檢測服務，以及邁向跨領域結合及產學合

作。核心任務在於整合校內各個學院之研究

成果，將奈米研究技術統合並導向產業應

用，將奈米科技應用於功能性材料及技術、

精緻農業化等，促進產業界與學界之連結，

從各個面向提升中興大學奈米科技研究發

展。

檢測服務

本實驗室許多項目通過 ISO17025認證、
TAF 認證，並可提供奈米標章規範之檢測服
務，檢測內容包含材料抗菌、奈米性、脫臭、

接觸角、自我潔淨、污物殘留等測試，材料

特 性 分 析 包 含 TEM、SEM、XRD、GC、
BET、FTIR、UV-VIS 及 TGA 等檢測。

儀器介紹

1.高解析度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 High-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簡 稱 HR-
TEM)，可應用於 IC產業的 IC故障分析、奈
米化工業、微機電產業的製程分析、光電產

業 (LED 、LCD)、微觀世界的探討等。
2.生物用原子力顯微鏡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簡稱 AFM)，本機台可應用於晶圓粗糙度量
測、IC故障分析、生化蛋白質活體觀察等檢
測。

3. 三次元奈米級拉曼、磷光、共軛雷射
顯 微 鏡 (3D Nanometer Scale Raman PL 
Microspectrometer)，可應用於：薄膜成份
檢測、奈米級材料分析、生化科技（如：

DNA、蛋白質病毒等觀察）及光子晶體折射
率改變量測。

4.超高真空變溫掃描探針顯微鏡（Ultra-High-
Vacuum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e 簡稱 UHV-
SPM)，本機台可應用於生物方面：包括
DNA或細胞之結構分析等。

5.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簡稱 FE-SEM)。
6.倒立式雷射掃描式共軛焦顯微影像系統 (Leica 

SP5)，可提供 : (1)雙掃描模式設計，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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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切換傳統共軛焦掃描或快速活細胞觀察掃

描 (2)傳統掃描模式 (3)活細胞掃描模式等。
7.倒立式雷射共軛焦顯微鏡，為一活體單細胞
光學影像分析系統 (FV-1000/Olympus)。

奈米科技於食品科技之應用

1.食品奈米化技術：

我們將奈米技術應用於食品加工上，可以

利用研磨技術製造出更小粒子，更好吸收之食

品，研磨使其粒子變小，促進腸胃道的吸收，

以及可以更容易到達目的地。

2.奈米技術於食品製程與保存之應用：

將奈米技術應用於食品方面，在包裝上，

利用奈米技術，將有機高分子材料與無機之黏

土 (Clay)混摻形成新穎之複合材料，Clay和高
分子基材，如：PET、PP等等，混合後由於無
機黏土與高分子間產生作用力，可提升高分子

材料的強度，使其具有更佳的物理特性，如耐

熱性、氣體阻隔度，材料機械強度等等。在加

工方面，銀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銀破壞細菌

的機制是和其細胞壁、細胞膜結合，再進入菌

體和蛋白質的硫醇官能基 (-SH group)結合，使
細菌之蛋白質結構改變進而失去活性，令細菌

之代謝能力降低，最終無法生長而死亡。缺點

是奈米銀價格較高，現有的奈米二氧化鋅、二

氧化錳可做為奈米銀之替代品，並且同樣具有

抗菌的效果。在安全上，奈米生物感測系統可

以被使用在農產品或食品之安全性或品質之檢

驗。檢測的項目可分為（1）化學污染檢測（2）
食品病原菌檢測（3）基因改造產品測定（gene 
modi� ed organisms，GMO）（4）腐敗性微生
物等。目前朝向微小化發展，在提高檢測機能

與攜帶方便性的同時也可降低成本。

3. 奈米技術於食品安全之考量：英國食品
科技研究所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IFST)提出並建議奈米顆粒使用於食品或食品
包裝材料前應先評估其安全性，因為將物質變

小為奈米粒子，有可能會產生全新及未知的特

性，並同時也可能帶來未知的毒性。因為對新

穎之奈米顆粒的性質了解不夠透徹，以致於目

前我們對物質變小所產生的性質變化並非完全

瞭解，而且對於粒徑變小之後其毒性將會如何

變化也還無法得到明確的答案。所以 IFST建
議將奈米顆粒當作全新且可能具有危害性的物

質，並將這些奈米粒子做完整的毒性測試以確

定是否會對人體或環境產生危害。

註：感謝本校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產品驗證中

心及奈米科技中心對本文章提供的幫忙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