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融合微滴電噴灑游離質譜法(FD-ESI/MS)結合熱裂解裝置快速分辨不同廠
牌輪胎中所含微量的極性化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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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本實驗室近年來所開發出來的融合微滴電噴灑游離質譜法(FD-ESI/MS)結合熱
裂解器，來對各式輪胎材料進行快速的化學成分比對分析。FD-ESI/MS 已被證實可以快速分析
氣體樣品所含的氮氧硫﹙N,O,S﹚極性的物種。由於橡膠中亦含有此類物種，因此才有以此技
術為基礎來發展快速的分析方法,用來偵測橡膠中的極性組成以作為分辨不同橡膠樣品的特徵
指標。我們以不同來源的橡膠樣品，包括國產及進口之汽車輪胎和未加工處理的橡膠材料進行
分析，結果發現僅需數 mg 樣品即可得到樣品中微量極性組成的分佈訊息；不同的樣品來源也
顯示有不同的質譜特徵訊號，實驗結果也具重複性。未來我們擬將此分析技術，進一步應用於
車禍煞車痕中微量而複雜的橡膠化學組成分析，這將有助於刑事鑑識上 hit-and-run 嫌疑車輛的
確認。
關鍵字：融合微滴電噴灑游離質譜法、熱裂解、輪胎、煞車、N,O,S 極性分子

以 GC/MS 同時定量分析指甲中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搖頭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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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甲與頭髮具有採樣容易、可重複取樣、貯存方便、不易被攙假、檢出時限較長之優
點。本研究係將指甲經前處理、稱重、清洗、消化或溫浸、萃取及儀器分析等步驟，評估分
析以GC/MS檢測指甲中安非他命類成分之方法；赴監獄訪談記錄觀察勒戒者之吸毒史，並且
收集志願參與該研究計畫者之指甲與毛髮，定量分析每位吸毒犯之指甲中安非他命類成分之
含量，並比對其吸毒史。本研究以空白指甲配製濃度為 2, 5, 10, 20, 40 ng/mg等五種不同濃度
之指甲檢體進行方法評估，經評估結果萃取回收率平均五種不同濃度安非他命為
90.44±2.72% 、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為 92.53±0.83% 、 MDA 為 96.55±5.59% 、 MDMA 為
91.00±3.45%、MDEA為 88.82±3.46%；五種不同濃度之日內精準度(CV%)安非他命為 0.76 ~
6.73%、甲基安非他命為 1.07 ~ 6.37%、MDA為 0.49 ~ 9.80%、MDMA為 0.91 ~ 8.33%、
MDEA為 0.86 ~ 9.79%；日間精準度(CV%)安非他命為 0.81 ~ 3.35%、甲基安非他命為 0.61 ~
5.31%、MDA為 0.53 ~ 3.35%、MDMA為 1.42 ~ 2.86%、MDEA為 1.21 ~ 7.32%；在濃度 2.0 ~
40 ng/mg範圍內具有良好之線性關係，線性關係(r2)均在 0.995 以上；最低檢測極限(LOD) 安
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與MDA均在 0.2 ng/mg以下，MDMA與MDEA在 0.1 ng/mg以下；最低
定量極限(LOQ) 五種安非他命類成分均在 0.2 ng/mg以下。以完成之實驗方法，對監所九十七
位觀察勒戒者之指甲進行安非他命類成分定性及定量分析，經檢測結果六十二位檢出含安非
他命或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且甲基安非他命含量大於安非他命，即六十二位明確為甲基安非
他命的使用者，陽性率為 63.92%；分析結果 62 個指甲濃度範圍安非他命為 0-5.42 ng/mg，
平均為 0.93 ng/mg；甲基安非他命為 0.46-61.50 ng/mg，平均為 9.96 ng/mg。送驗九十七位指
甲檢體均未檢出MDA、MDMA、MDEA等搖頭丸成分，亦可證明在監所觀察勒戒者大部分
不是搖頭丸長期性或習慣性使用者，或因搖頭丸在國內PUB、KTV及舞廳雖然氾濫，但在查
緝上或檢驗上不似安非他命積極，因此遭法院聲請觀察勒戒者並不多。
關鍵字：指甲、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搖頭丸、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

市售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中可待因與嗎啡含量分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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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主要成分除含甘草流浸膏外，並含有鴉片粉或阿片酊或阿片樟腦酊，上
揭藥物內含有嗎啡及可待因成分，經服用後於尿液中可能檢出嗎啡及可待因陽性反應，其與吸
毒犯施用海洛因毒品者相似。本研究係蒐集台灣地區所有藥廠市售之複方甘草合劑製劑，應用
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來定量分析及調查每一種產品內所含可待因與嗎啡之含量，以評估分析在
正常療程中，每次服用複方甘草合劑製劑所攝入之嗎啡含量，以推斷在尿液中可能檢出嗎啡之
最高濃度，比較與海洛因施用者有無差異。八種市售之複方甘草合劑製劑經氣相層析質譜分析
法定量分析，發現五種廠牌（TA ~ TE）之錠劑每一錠所含可待因及嗎啡之含量平均約為 0.032 mg
及 0.277 mg，可待因及嗎啡之平均含量比值為 1：8.77±0.15；三種不同廠牌液劑經分析結果 SA
廠之液劑係含阿片酊之液劑，每一毫升所含可待因及嗎啡之含量約為 0.047 mg 及 0.135 mg，含
量比值為 1：2.88。SB 廠之液劑係含阿片樟腦酊之液劑，每一毫升所含可待因及嗎啡之含量約
為 0.020 mg 及 0.052 mg，含量比值為 1：2.59。SC 廠之液劑係不含阿片之液劑，經分析結果均
未檢出可待因及嗎啡成分。綜上研究結論，若服用 TA ~ TE 等五種廠牌之錠劑，因錠劑中可待
因及嗎啡之含量比值較大，此與海洛因毒品中海洛因與其雜質乙醯可待因之含量比值相似，因
此服用錠劑後，尿液中所含可待因及嗎啡濃度比值較大，可能無法與海洛因毒品之施用者做一
明顯區分。若服用 SA 或 SB 廠之液劑，因液劑內可待因及嗎啡之含量較接近，且可待因之代謝
速率較快，因此在正常多次劑量之療程下，尿液中可待因及嗎啡濃度比值較小，而海洛因毒品
之施用者尿液中可待因及嗎啡濃度比值較大，如此即可區分二者之不同。本研究可提供準確之
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來定量市售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中可待因及嗎啡成分，並經多位病人服用不
同劑型之複方甘草合劑製劑後之尿液定量分析可待因及嗎啡濃度比值，完全符合上述之推論。
關鍵字：複方甘草合劑製劑、可待因、嗎啡、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

寧海得林取代試劑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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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寧海得林（ninhydrin）是國內最普遍使用的指紋顯現試劑，但所顯現的紫色紋線，常受
到檢體背景顏色的影響，經過二價金屬離子溶液（如氯化鋅溶液）反應後，產生的螢光指紋
也十分微弱，在實務上有許多缺點亟待解決。因此，本文選擇5-MTN（5-Methylthioninhydrin）
、帝弗歐（1,8-diazafluoren-9-one 以下簡稱DFO）及 1,2-氨基引朵（1,2-Indanedione，以下簡
稱 1,2-IND）等市面上三種適合作為吸水性檢體的指紋試劑，與寧海得林進行相互比較。由本
文實驗結果，5-MTN試劑成本昂貴，所顯現指紋的螢光強度並不如DFO及1,2-IND；但DFO所
顯現的指紋，則有紋線模糊等缺點；經四種指紋試劑相互比較，以 1,2-IND顯現的螢光指紋最
為清晰，而且試劑成本低廉；若檢體含有螢光染料，無法辨視1,2-IND法顯現的螢光指紋，後
續再使用 5-MTN法或寧海得林反應，在一般光線下觀察，仍可再顯現原有的紫色紋線。本文
建議以1,2-IND作為寧海得林的取代試劑，適合作為一般吸水性檢體的指紋顯現試劑。
、蒂弗歐（1,8-diazafluoren-9-one
關鍵字：潛伏指紋、寧海得林、5-MTN（5-Methylthioninhydrin）
,DFO）、1,2 氨基引朵（1,2-Indanedione ,1,2-IND）

台灣地區海洛因致死案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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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組九十一年法醫毒物案件統計，全年受理法醫毒物案件總計有
1,220 件，經分析結果其中非藥物致死案件（如車禍、兇殺、病死或意外致死）有 879 件，佔
72%；藥物相關死亡案件有 341 件，佔 28%。在藥物相關案件中又以吸毒致死所佔比率最高，由
送驗檢體中檢出含鴉片類成分之相關死亡案件 79 件，佔總案件之 6.48%。79 件與鴉片類成分之
相關死亡案件，依據本所死因鑑定書之鑑定結果，其死亡原因明確為施用海洛因過量致死且資
料完整者共有 36 案例。分析 36 件海洛因致死案例中，男性 25 件（69%）
，女性 11 件（31%）。
年齡層分布情形，小於 20 歲者有 2 個（5.5%）
、21 至 30 歲者有 16 個（44.5%）、31 至 40 歲者
有 11 個（30.6%）
、41 至 50 歲者有 5 個（13.9%）
、大於 50 歲者有 2 個（5.5%）
。死亡方式以意
外死亡者比例最高，計有 24 個（66.7%）、其次為死因未確認有 7 個（19.4%）、自然死亡 4 個
（11.1%）、自殺死亡 1 個（2.8%）
。以本所法醫毒物系統分析法定量分析 36 件海洛因致死案例
之檢體，分析結果血液中總嗎啡濃度範圍為 0.043 ~ 5.380 µg/mL，總可待因濃度範圍為 0 ~ 0.625
µg/mL；36 件中有 9 件在尿液中檢出 6-乙醯嗎啡，6-乙醯嗎啡是證明施用海洛因毒品之指標成
分。血液檢出酒精成分共有 22 件（61.1%）
，酒精含量高於 50 mg/dL 者有 7 件，最高濃度為 302
mg/dL。併用甲基安非他命或搖頭丸者有 8 件（22.2%）
；併用苯二氮平類（Benzodiazepines）鎮
靜安眠藥者有 14 件（38.9%），其中 9 件係併用 Diazepam。由資料及數據顯示，台灣地區施用
海洛因毒品致死者有 75%年齡界於 21 至 40 歲間，並有趨於年輕化之現象；另一嚴重之隱憂為
多重藥物之濫用而導致死亡之案例愈來愈多，本研究 36 案例中，即發現有 23 件（63.9%）有併
用其他藥物，尤其以併用酒精及鎮靜安眠藥最容易造成中樞神經抑制之加成作用而加速中毒死
亡。多重藥物之濫用可能是個別藥物之併用，亦有可能是毒梟在製毒過程中所外加之結果，以
上之警訊值得政府在制訂緝毒、拒毒、戒毒等反毒策略施政之參考。
關鍵字：海洛因、死亡方式、法醫毒物分析、藥物濫用

REMEDi 藥物廣篩儀法及免疫學分析方法篩檢毒品嫌犯尿中 FM2 主要代
謝物 7-aminoflunitrazepam 之效能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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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毒品緝獲統計及台灣地區精神醫療院所通報藥物濫用者使用藥物之種類分布統計資
料，顯示國內有 FM2 濫用之問題，本研究以建立普遍可行之初步篩檢及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
FM2 主要代謝物 7-aminoflunitrazepam 的方法為目標，並探討適切之閾值。
本研究分別以 REMEDi 藥物廣篩儀及 COZART 之 Flunitrazepam Metabolite Micro-plate EIA
（ELISA）檢驗試劑初篩 931 件嫌犯尿液檢體中之 7-aminoflunitrazepam；初篩呈陽性之尿液檢
體，再以固相萃取搭配氣相層析質譜法(GC-MS)進行確認。
ELISA 法初篩 931 件尿液檢體，其中 50 件呈 7-aminoflunitrazepam 陽性，此 50 件中的 29
件檢體經 GC-MS 檢測確認為 7-aminoflunitrazepam 陽性，而 21 件 ELISA 初篩偽陽性尿液檢體
中可能因含苯二氮平類藥物、尿液檢體顏色、pH 值等異常造成。在 931 件尿液檢體中，僅有 9
件經 REMEDi 藥物廣篩儀檢出 7-aminoflunitrazepam，且其 ELISA 初篩及確認結果均呈陽性，
但亦有含高濃度之 7-aminoflunitrazepam 檢體，但 REMEDi 卻未檢出，顯示 COZART 之
Flunitrazepam Metabolite Micro-plate EIA 檢驗試劑較靈敏，但部份檢體可能因 Diazepam 的干擾
導致偽陽性。綜合 ELISA 初篩及氣相層析質譜確認檢測結果及相關文獻，建議將免疫學方法初
步檢驗及氣相層析質譜法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 FM2 之主要代謝物 7-aminoflunitrazepam 之閾值
定為 50 ng/mL。
關鍵字：Flunitrazepam、REMEDi、ELISA

固相萃取及氣相層析質譜法分析尿液中 Ketamine、Norketamine 及
Dehydronorketamine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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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鑒於國內ketamine濫用問題日趨嚴重，行政院衛生署修正「濫用藥物尿液檢驗作業準則」
部分條文已於 93 年 9 月 10 日發布，增列ketamine為認可檢驗品項及閾值規定，ketamine或
norketamine閾值為 100 ng/mL，或同時檢出ketamine及norketamine時，兩種藥物之個別濃度均低
於 100 ng/mL，但總濃度在 100 ng/mL以上者，判定為陽性。本研究建立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方
法，以因應準則公告後之實驗室檢驗需求，除了檢測尿液中ketamine和norketamine以符合準則要
求，本方法並可同時分析另一項疑似ketamine之代謝物－dehydronorketamine。本研究選擇Oasis
HLB固相萃取管柱搭配自動固相萃取儀進行樣品前處理，樣品不衍生反應，直接以氣相層析質
譜儀分析尿液中ketamine、norketamine及dehydronorketamine，使用同位素內標準品ketamine-d4和
norketamine-d4，建立濃度為 30、60、100、400、700、1000 ng/mL之六點檢量線，ketamine、
norketamine及dehydronorketamine的線性回歸係數r2分別為 1.000、1.000 及 0.999，本研究並評估
此方法之回收率、偵測極限、定量極限、同日或異日之準確度、精密度，以及真實樣品測試。
本研究建立之方法可同時分析尿液中ketamine、norketamine及dehydronorketamine，檢量線濃度
範圍涵蓋「濫用藥物尿液檢驗作業準則」之閾值規定，為一個簡單、快速、靈敏、穩定的半自
動分析方法，可應用於實驗室例行性檢驗。
關鍵字：ketamine、norketamine、dehydronorketamine、自動固相萃取、氣相層析質譜

鴉片類毒品之代謝路徑及排除時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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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要針對目前國內常被濫用之鴉片類藥物，建立本土化吸毒犯者尿液中藥物之代
謝及藥物排除時間之實證研究，瞭解吸毒犯者長時間及短時間濫用藥物之訊息，以提供各級法
院判案之參考。
本實 驗使用之標 準品為可待 因（ Codeine） 、嗎啡 （Morphine）與六-乙醯嗎 啡
（6-Acetylmorphine），內標準品計有：d3- Codeine、d3- Morphine與d3-6-Acetylmorphine，
衍生劑為N,O-Bis（trimethylsilyl）-acetamide（BSA），依藥物屬性來進行不同步驟之液相
-液相萃取、吹乾、衍生，洗出衍生物並取樣進行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本研究以選擇
離子偵測模式，取得上列三種鴉片類藥物之定性定量離子，建立檢量線，探討鴉片類藥物之尿
液液相-液相萃取平均回收率、LOD及LOQ。最後採集相當數量之樣品進行探討分析，得到足以
代表國人樣本之數據資料，提供完整的濫用藥物資訊，以助於法庭上人權之保護與確保司法判
決之公正性。
關鍵詞：GC/MS、嗎啡、可待因、六-乙醯嗎啡

以液相層析串聯質譜(LC/MS/MS)分析法分析尿液中“約會強暴藥物”氟硝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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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全*、何敏群、程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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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 FM2)及安定(Diazepam)為國內青少年風行之迷姦犯罪工具，俗稱[約會
強暴藥或強姦藥丸]。由被害人尿液中此二種藥物之存在，做為以藥物為性侵害工具之偵查重點。
此二種藥物經人體代謝後，即快速地以代謝物形態，特別是 7-amino-FM2、N- Desmethyl- FM2 及其
共軛體等物質排出，若尿液採驗時間，距案發時間達 72 小時以上，則氟硝西泮(FM2)或安定(Diazepam)
於尿液中之殘留量，因極低微而不易偵測。本文利用相關氘取代藥物為內標準品，經酵素水解共軛
形態代謝藥物，將之還原為原態， 增加尿液中原態藥物之濃度以利檢出；再以自動固相萃取法萃
取，以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檢測 7- 胺基氟硝西泮(7- amino- FM2)、去甲基氟硝西泮(desmethylFM2)、氟硝西泮(FM2)，或二氮平(Diazepam)，及其代謝物去甲氮平(Nordiazepam)等成分。
選用快速、靈敏之液相層析串聯三段四極桿質譜儀定量分析，層析分離時間約需十分鐘。將 1.0
毫升檢體，經前處理淨化後重製至 1.0 毫升，在不涉及濃縮情況下，取 2 微升進行層析，定量極限
可低至 1.0ng/mL 以下，如此可省卻藥物及其代謝物之衍生步驟。且由於儀器靈敏度高，不須濃縮
檢樣，使基質干擾減少，同時分離穩定性佳，可快速、 完整地對藥物及代謝物進行分析定量。
對迷姦類型案件之調查，本方法誠為快速有效。
關鍵字：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 FM2)、安定(Diazepam)、液相層析串聯質譜(LC/MS/MS)

尿液及頭髮中鴉片類藥物之檢測與關聯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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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利用酸水解及鹼水解（或甲醇）
，分別前處理來自同一人之尿液及頭髮檢體，
以自動化固相萃取儀（SPE）配合使用 HCX 萃取管柱，萃取出可待因、嗎啡及 6-乙醯嗎
啡等鴉片類藥物。萃取液經吹乾後再以 MSTFA 衍生後，進行 GC-MS 分析。鴉片類藥物尿
液檢體酸水解效率為 92﹪，平均回收率為 95﹪，未經酸水解之平均回收率為 87﹪。頭
髮檢體鹼水解與甲醇水解後之平均回收率分別為 92﹪與 88﹪。尿液檢體之可待因、嗎
啡及 6-乙醯嗎啡之檢量線線性範圍分別為 50-1500 ng/mL、50-1500 ng/mL、1-150
ng/mL，線性相關係數均在 0.999 以上，定量極限（LOQ）均為 1.0ng/mL。頭髮檢體之可
待因、嗎啡及 6-乙醯嗎啡之檢量線線性範圍均為 1-40 ng/mg，線性相關係數均在 0.999
以上，定量極限（LOQ）分別為 40 pg/mg 、50 pg/mg 、45 pg/mg。本研究使用建立之
方法，分析監所拘留人之同一人之尿液檢體 30 個及頭髮檢體 30 個，結果發現，30 個尿
液檢體均呈現嗎啡之陽性反應；頭髮檢體則只有 19 個檢出 6-乙醯嗎啡成分。尿液檢體
酸 水 解 後 所 檢 出 之 總 可 待 因 及 總 嗎 啡 含 量 分 別 介 於 3.42-760ng/mL 、
413-138731ng/mL，嗎啡/總嗎啡與可待因/總嗎啡之比值範圍介於 0.003-0.577 及
0.0006-0.34 之間；頭髮檢體經鹼水解後均檢測不到 6-乙醯嗎啡，所檢出之可待因及嗎
啡含量分別介於 0.19-47.94 ng/mg 及 1.26-34.77 ng/mg 之間；頭髮檢體經甲醇水解後，
有 19 個測到 6-乙醯嗎啡，含量介於 0.63-31.95ng/mg 之間；同一人之尿液與頭髮中相
同待測物含量之比值範圍，其中可待因介於 15-18，嗎啡含量則介於 320-3970。

關鍵詞：海洛因、嗎啡、可待因、6-乙醯嗎啡、SPE

蛋白體質譜學應用於刑事鑑識上正確死亡時間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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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體死亡後，生理作用停止，血液停止循環，體溫下降，一般之生化反應亦隨之停止；取
而代之的，是細菌繁殖、體內酵素作用，加上體外昆蟲寄生，導致體內所含之蛋白質組成產生
變化。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即在以現代具高解析度及高靈敏度之生物質譜技術，來分析死後不同
時間下生物體內組織、體液之特定蛋白質或是胜肽強度的增減，及菌種的蛋白質變化，做為刑
事上鑑定正確死亡時間的依據。
本研究先以老鼠為對象進行實驗，發現可以基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質譜法﹙MALDI﹚直接
觀察到死亡老鼠血液中特定之蛋白質及胜肽，隨死亡時間有明顯增減的現象。而以二維電泳分
析取自死亡老鼠體液的結果，則可以看到其蛋白質和胜肽有更大的變異。最後，在分析真實死
亡人類血清樣品上，初步結果顯示藉由二維電泳分析，可見到在特定蛋白質點上與正常人有明
顯的差異。
關鍵字：蛋白質、蛋白質生物指標、基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質譜法、二維電泳、死亡時間

熱感紙→突破性指紋顯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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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熱感紙指紋的採證方法，曾引起許多研究論文探討該方面問題，本文發現顯現熱感
紙指紋關鍵的問題所在，並採用 1,2 氨基引朵（1,2-Indanedione，以下簡稱 1,2-IND）
及寧海得林（ninhydrin）對熱感紙進行指紋顯現。由本文實驗發現，在1,2-IND試劑中
，濃度過高的醋酸或醋酸乙酯，都是造成熱感紙變黑的主因，只要適度降低這些溶劑的
濃度，就可以避免熱感紙變黑，並可順利顯現指紋。使用1,2-IND試劑顯現熱感紙指紋
時，醋酸乙酯的濃度愈高，會導致指紋螢光的強度降低；在低濃度1,2-IND指紋試劑中
，加入醋酸可有效提高指紋螢光的強度，但適度提高 1,2-IND的濃度，即可彌補醋酸的
作用；由本文實驗結果，以石油醚為主要溶劑的 1,2-IND試劑，需 1,2-IND濃度高於 0.125
g/l、醋酸乙酯為 0.5%，即可以廣泛作為顯現熱感紙的指紋顯現試劑。相同的理論運用
在寧海得林試劑時，再加入二倍量的石油醚，將甲醇濃度稀釋三倍以後，寧海得林試劑
即可以廣泛作為熱感紙指紋顯現之用。本文引用相同理論，在適當稀釋致黑溶劑的濃度
、DFO（1,8-diazafluoren-9-one），也可以順
後，以5-MTN（5-Methylthioninhydrin）
利顯現熱感紙上的指紋。
關鍵字：熱感紙、指紋採證、1,2 氨基引朵（1,2-Indanedione）
、寧海得林（ninhydrin
）

核磁共振儀分析澎梯兒（PETN）與硝化甘油（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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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澎梯兒（Peta-erythritol tetranitrate；PETN）為第二級高爆藥（Secondary Explosives）
，在刑
事實驗室案件中相當少見，同時若以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GC/MS）或紅外線光譜分析法（FTIR）
分析時易與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NG）之圖譜混淆，因此同時輔以核磁共振分析法（NMR），
最後確定該火藥成分中確實同時含有澎梯兒及硝化甘油成分。
關鍵字：澎梯兒（Peta-erythritol tetranitrate；PETN）
、二級高爆藥（Secondary Explosives）
、氣相
層析質譜分析法（GC/MS）、紅外線光譜分析法（FTIR）、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
NG）、核磁共振分析法（NMR）

寧海得林試劑配製方法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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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吸水性檢體而言，寧海得林（ninhydrin）是國內最普遍使用的指紋藥劑。傳統配製寧
海得林試劑的方法，大都遵循寧海得林：甲醇：石油醚=1（克）
：4（亳升）
：96（亳升）的比例
配製。經本文實驗證明，單獨使用甲醇與石油醚配製寧海得林試劑時，寧海得林的溶解機制，
主要是因為寧海得林分子溶於甲醇溶液後，再隨甲醇一同溶入石油醚；並非一般所認知的，為
寧海得林分子先溶於甲醇溶液中，再單獨轉溶至石油醚；配製試劑所抽出多餘的甲醇，均可再
回收利用。由溶解機制的證實，傳統方法所配製寧海得林試劑的比例，可修改為寧海得林：甲
醇：石油醚=0.375（克）：1.5（亳升）：100（亳升）。此外，本文證明傳統方法所配製的寧海得
林試劑中，加入少量的醋酸，可以增加指紋顯現的效能；但增加寧海得林濃度，對指紋顯現效
能並無幫助。經過多種寧海得林配製方法的比較，美國 FBI 指紋處理手冊的配製方法，以寧海
得林：甲醇：異丙醇：石油醚=0.5（克）：3（亳升）：4（亳升）：93（亳升），及寧海得林：丙
酮=0.6（克）
：100（亳升）所配製的寧海得林試劑，顯現指紋的效果最好，值得參考引用。
關鍵字：寧海得林（ninhydrin）、配製方法、指紋顯現

煙毒犯吸食安非他命類毒品之代謝及藥物排除時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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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院審理吸食毒品案件，常有被告否認吸毒，法官於審理案情時也就必須依據尿液鑑定報
告，反向推算被告曾於何時吸用何種毒品以及各種毒品在人體內之殘餘時間等，於查詢國內相
關鑑驗單位或學術機構，而法院所獲得之答覆資料均引用外國文獻，因為國情不同，種族及代
謝個體的差異，結論也不一致，同時在進行人體實驗的法令限制之下，有關毒品在國人之代謝
及其殘餘時間等議題，國內一直未有突破性的發展，故一直缺乏本國之實證臨床研究，造成法
院判決內容分歧，影響當事人權益甚鉅。故本篇針對目前國內常被濫用之安非他命類藥物，與
基隆市警局配合，在查緝到毒犯並經個人同意採取後，依一定的時間間隔採取毒犯之尿液及頭
髮檢體樣品，並使用液相-液相萃取法萃取，再以適當的方法衍生後配合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
(GC/MS)，所得之數據期以建立本土化吸毒犯者尿液中藥物之代謝及藥物排除時間之實證研究，
以及各種藥物在頭髮中代謝及蓄積之情形，並藉由頭髮及尿液中藥物之分佈情形，瞭解吸毒犯
者長時間及短時間濫用藥物之訊息，以提供各級法院判案之參考。
關鍵字: 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氣相層析質譜法

The Use of Calibration Approaches for the Quantitative GC/MS
Analysis ⎯ Secobarbital Example
E-16
吳翊弘
1

1＊

1

2

3

、張維敦 、王健行 、梁楊鴻

Depart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2
S.T. John's & S.T. Mary'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3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E-mail：*Qax@ms66.url.com.tw
Abstract

One-point, linear, hyperbolic and polynomial calibration approach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quantitative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and observed concentrations. The ion
cross-contribution deriving from IS to analyte leads to th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observed concentration
at low concentration levels while using one-point calibration. This phenomenon is obviously shown in
ion pairs containing the higher ion cross-contribution, the larger added IS magnitude, and the higher
ramp rate of temperature programming. The “non-proportional over-all change in ionization
efficiency” phenomenon and the ramp rate factors will affect quantitative effectiveness under linear
calibration. The hyperbolic calibration is very appropriat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low concentration
level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ion cross-contribution. The polynomial approach can completely fit in
ion-pair intensity ratios of standard solutions for each ion-pair resulting in ideal observed
concentrations.

Keywords: GC/MS Quantitation, Secobarbital, One-point, Linear, Hyperbolic, Polynom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