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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定量分析】講義 

一、課程大綱 

分析化學分為二大部份，一為定性及定量分析，一為儀器分析，前者偏重於實驗及計算，

後者則強調各項分析儀器之原理及應用。一般學生對於分析化學的印象，不外是內容較為

繁瑣、不易抓到重點；但特別注意的是，分析化學其實大部分內容，從高中化學至大一普

化課程中，其實已有所著墨，所以同學們在分析化學的基礎上，一般均遠較有機、無機、

物化來得紮實，且分析化學是日常生活中應用性最高的化學項目，如果能從實用觀點切入，

不但可以迅速的掌握重點，準備起來也比較有趣。 

定性及定量分析： 

數據處理與評估 

重量分析法 

滴定法  

多官能基酸與鹼類之滴定 

氧化還原滴定 

錯化合物與沈澱滴定 

酸鹼中和滴定 

電化學分析及電位滴定 

電極電位分析法 

 

儀器分析（僅供參考） 

 UV-Visible 光譜法 

螢光、磷光光譜法 

紅外線光譜法 

拉曼光譜法 

核磁共振光譜法 

質譜法 

原子吸收及發射光譜法 

其他原子光譜學方法（如質譜及Ｘ射線等） 

 GC、HPLC 等層析分離法 

電位、電量測定法 

伏安及極譜法 

電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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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教材： 

自編教材。 

國內最常用來之原文教科書（另有中譯本）聖經為： 

定性定量分析（古典分析）： 

 Daniel C. Harris, Quantitive Chemical Analysis. 

  Douglas A. Skoog, Donald M. West,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 Fundamentals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 Skoog and West’s Fundamentals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儀器分析：Douglas A. Skoog,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Analysis. 

三、學習心得 

本課程內容力求囊括分析化學所有重點，然而定性定量分析與儀器分析在大學一般至少

開設兩門課（合計六學分）以上，且儀器分析並非老師所上，因此本書盡量以分析技術

之原理為主軸，儀器分析相關儀器構造與運作流程，若學員有問題可以 Email 或是上討

論區與老師討論。 

歷屆試題的演練：歷屆試題的演練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各種不同的考試，命題委員會有

不同的偏好。故勤做相關考古題，除了可以看出命題趨勢，更可了解命題委員對於題型

的偏好，例如考題為選擇題共四十題，不可能每題都是計算題，一定會搭配一些觀念題

或記憶題。讀者此時便可以練習在考場作答時之時間分配，甚至搭配真實的考試時間做

計時，評估出更有效率的臨場解題策略。 

解題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檢視自己對此科目內容了解的程度，提早面對自己的弱點來

加強，如此一來，到考試時才出錯好得多。若是因為計算過程導致出錯，就更需要好好

的培養計算能力。否則即使有些考試能使用電子計算機，也常常會因為臨場緊張或其它

種種因素而造成失誤，希望讀者能夠更加注意計算能力的養成。 

考試除了自身的實力加強，最好也能相約實力相當、志同好友編組讀書會，對於難懂的

觀念，或是難解的試題，可由互相討論的方式解決，如此教學互長，必然有所裨益。當

仍有問題無法解決，建議詢問學有專精的老師或是先進，亦可立即上本社討論區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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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數據處理與評估 

一、精密度、準確度、統計相關名詞 

平均值（mean）： 

一組重複測定之個別數據總和除以項數所得之值。 

 

精密度（precision）： 

描述結果的再現性，以個別數據與平均值之差來表示。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變異（variance）與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這三個術語都是單獨數值 xi與

其平均值之間的差異程度之函數關係，而稱之為平均值之偏差量（deviation from the 

mean）di＝ 

 

準確度（accuracy）： 

描述測量值與公認值的差異程度，以誤差來表示。 

 

全距： 

在一數據的分布範圍中，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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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位數／中間數（median）： 

在一數據的分布範圍中最中間之值。若數據為奇數個，則最中間之值即為中位數，若數

據為偶數個，則取中間兩數之平均值為中位數。 

 

【精選範例1】 

下圖為對於含有 20.00 ppm鐵（Ⅲ）的標準水溶液樣品之鐵含量，進行六次重複性測量的結

果。試求估算其平均值及中位數？ 

 

二、數據誤差 

誤差： 

在測量數據中必然會含有誤差和不確定度。而在這些誤差中，只有一些是由於執行實驗

者本身的失誤所產生的。更常見到的，是因為失敗的校正或者標定行為，又或者因為隨

機變數和不確定度等各項因素所產生的誤差（error）。 

誤差公式： 

絕對誤差（absolute error）E＝xi－xt 

相對誤差（relative error）Er 通常是比絕對誤差更有用的一種數值。其中，百分比相對誤差

表示如下：Er 

【精選範例2】 

有一含氯的樣品，上面標示含氯量為 59.11%（公認值）。有位學生經過四次分析，實際測得

之數據為 58.90，58.43，59.15，59.33。求其： 

平均值 

中間值 

平均值之絕對誤差 

平均值之相對誤差 

分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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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分類： 

確定誤差（determinate errors）：又稱系統誤差（sysrematic errors），有一定的值及可

指定之原因所造成，誤差一般為單方向性。可分為： 

固定誤差：與所測定的量之大小無關。 

比例誤差：與所測定的量之大小有關。 

未定誤差（indeterminate errors）：又稱隨機誤差（random errors），誤差的原因未必

相同，而且個別誤差之大小難以衡量與測定，誤差一般不具方向性。 

毛誤差（gross error）：毛誤差與未定誤差以及確定誤差等兩者都有所不同。此種誤差

通常是偶然發生的，但如果出現這種誤差類型時通常是很大的，而且可能會造成分析

結果偏高或偏低。經常是人為失誤而產生的。例如，在進行秤重之前，發生有損失了

部分沉澱物的現象，此時所獲得的分析結果將會偏低。當秤取秤量瓶的空重之後，無

意間以手指頭接觸到秤量瓶，進而導致受到汙染之秤量瓶中的固體，進行秤重時會獲

得偏高的質量讀值。毛誤差會產生離群值（outlier），此乃是在整組重複測量數據中，

與其他的全部數據都有著明顯差異值的一個分析結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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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誤差來源： 

一般依據精密度及準確度之限制，歸類成 

儀器不準度：測量儀器不準。 

 

 電子儀器也是儀器系統性誤差的一種來源。這些誤差有著數種來源。譬如在操作儀器

時，因為電池供應式電源的電壓減弱，而出現有誤差值。如果儀器無法經常接受校正，

又或者校正行為不當， 也可能會產生誤差值。實驗者也可能在會產生大誤差值的情況

下， 操作著這台儀器。譬如在強酸性溶液中使用 pH 計，就會導致產生酸誤差現象，

而這種酸誤差現象將在第 21 章中再加以探討之。溫度變化現象會造成許多電子元件

出現有擾動現象，因而導致發生偏移現象與產生誤差值。因為交流電（ac）的電線所

誘導產生的雜訊，對某些儀器而言是很敏感的，而這種雜訊可能會影響到精密度與準

確度。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類型的誤差值都可以被偵測得知而予以修正。 

察覺與校正：系統性儀器誤差通常是可以經由校正過程而被發現到並予以修正的。事

實上，大多數儀器因為耗損、腐蝕或操作使用不當，它的感應值會隨著

時間而改變，所以定期地校正裝置通常是有其必要的。許多系統性儀器

誤差是涵蓋干擾物種在內的，這些物種存在於樣品中，並且會影響分析

物的感應現象。簡單的校正過程並無法補償這些影響。 

方法不準度：分析系統之物理及化學的不理想行為所造成。因為分析操作時所使用之

試劑與化學反應的不理想化學或物理行為，經常也會帶來系統性方法誤差。不理想化

的來源包括：某些化學反應的速率太慢、其他化學反應發生反應不完全的現象、某些

物種的不安定性、大多數試劑並不具有特異性與可能會發生副反應而干擾到測量過程

等各項。譬如在容積法中，常見的方法誤差是，因為需要再添加入些微過量的試劑，

以促使指示劑呈現出顏色變化現象，而顯示出達到當量點。這種現象使得滴定操作具

有可行性，但是卻也同時限制了這種分析方法的準確度。 

 

NOTE： 方法誤差通常是難以被偵測出來的，同時也是三種系統性誤差中最為嚴

重的一種。 

NOTE： 所有的測量裝置都是系統性誤差的潛在來源。譬如吸量管、滴定管

和體積量瓶等，其內部所含有或者分注之溶液體積量，可能會與其

刻度值有著些微的差異。當使用玻璃器材時，它的溫度和校正時的

溫度等兩者相差太大、容器壁因為加熱乾燥而發生變形、原始校正

時所發生的誤差或者容器內部表面的汙染等各項，都會產生這種差

異現象。進行校正工作，可以去除大多數這種類型之系統性誤差。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察覺與校正：分析方法中的偏向特別難以偵測。可以使用下列步驟的其中一種或多種

來辨識出分析方法中的系統性誤差，並加以調整之。 

分析標準樣品： 

評估分析方法之偏向值的最佳方法是分析標準參考物質（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s, 

SRMs），這種物質包含有一種或多種確實已知或經過認證之濃度值的分析物。標準

參考物質可以經由多種途徑取得。 

 

獨立分析方法： 

如果沒有標準樣品可供使用時，則可以利用第二種獨立而可靠的分析方法，並與待

評估之分析方法進行平行分析操作。獨立方法應該儘可能地與待研究之分析方法有

所不同。如此作法可以儘量地降低樣品中之某些共同因子對兩種方法所造成的相同

效應。此時同樣地，應該使用統計檢定方法以判別出其中任何的差異是否來自兩種

方法的隨機誤差值，或者是來自於待研究方法的偏向值。 

NOTE： 標準物質有時候也可以經由合成方式製備得之。此時小心地取用已知數量的

待測物質之純化合物，然後使用某種方法混合之，以產生均質性樣品，而均

質性樣品之組成可以經由取用數據計算出來。合成之標準物質的整體組成必

須與待分析樣品之組成非常接近，也必須非常小心地確認分析物的濃度值是

確實已知的。然而不幸地，合成標準樣品並無法透露出其中所含有之不預期

的干擾現象，所以偵測方法的準確度也可能並不是已知值。因此這種作法通

常有點不切實際。 

標準參考物質可以由數個政府機構或工業來源取得之。譬如美國國家標準與

技術局（NIST）（之前稱為美國國家標準局）提供超過 1,300 種標準參考物

質，其中包括有岩石與礦石、氣體混合物、玻璃、烴類混合物、聚合物、都

市落塵、雨水與河流沉積物等。在這些物質中的一種或多種組成分之濃度

值，已經由下列三種方法的其中一種測定出來了：由已經經過認證的參考

方法進行分析；使用兩種或更多種之獨立而可靠的測量方法進行分析；或

者透過合作實驗室的網路，由具有足以勝任之分析技術而且對待測之物質

有著完整認知的實驗室來進行分析。一些商業供應商也提供經過分析之物質

來作為方法測試用。 

當使用標準參考物質來確認分析方法時，通常所得到的結果，在數值上會與

可接受值有著些微的差距。此時將面對的是，應該將這個差距判別為是來自

於偏向值或者來自於隨機誤差值等各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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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測試： 

在空白溶液（blank）中，會含有測試方法所使用的試劑與溶劑，但是卻不會含有分

析物。通常會添加入許多種樣品組成物， 以模擬出分析物的背景，而這個背景通常

就稱為樣品基質（sample matrix）。在空白溶液測試方法中，空白溶液物質也必須進

行所有的分析步驟。接著可以將所獲得的結果，使用來修正樣品之測量結果。空白

溶液測試方法可以偵測出，因為分析操作所使用之試劑和容器等各項中的干擾汙染

物所造成的誤差值。空白溶液也被使用於將促使指示劑變色之試劑體積量，從滴定

數據中予以修正掉。 

改變樣品量： 

在範例 3 中，說明了當偵測值大小增大時，固定誤差的影響性反而會變小。所以固

定誤差通常可以藉由改變樣品之數量而被偵測出來。 

 

人為不準度：實驗操作者之身體及心理上之狀況造成。許多測量工作需要人為的判斷。

其中的例子包括有估計指針在兩個讀數刻度之間的位置；進行滴定操作時，在滴定終

點的溶液顏色；或者使用吸量管或滴定管分注液體時，相對於刻度的液體高度。這類

型之判斷行為通常會造成系統性的單向誤差。譬如某人讀取指針總是偏高，另一種則

是較慢啟動計時器，第三種則是對顏色變化較為不敏感。分析學者如果對顏色變化現

象不敏感時，則在進行容積分析時，會傾向於添加過量的試劑。應該調整分析操作過

程，使得來自分析者之任何物理性限制， 只會產生足以被忽視的小誤差值。分析過程

的自動化操作模式可以消除許多的這類誤差。 

人為誤差的普遍來源是偏見，或者偏向。無論多麼地誠實，大多數的人在估計讀值時，

都會自然傾向於增加整組結果之精密度。又或者傾向於事先預設之測量真值。然後就

會潛意識地使結果接近於該數值。數字的偏向則是另一種人為誤差來源，而且會因人

而異。最常見的數字偏向是讀取指針位置時，偏好 0 和 5 的數字。另一種常見的偏

見則是偏好較小的數字，而不喜歡較大的數字，以及偏好偶數勝於奇數。同樣地，自

動化和電腦操作的儀器能夠消除這類偏向。 

察覺與校正：大部分的人為誤差，可以藉由小心操作和自我訓練而減少至最小。所以

系統性地檢視儀器讀數、記錄簿的數據以及計算過程等都是良好習慣。

藉由小心地選擇分析方法或使用自動化操作過程，通常可以避免發生因

為實驗者之物理性限制所造成的誤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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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誤差對實驗結果之影響： 

固定誤差： 

當測量值變小時，固定誤差的影響就會變得更嚴重。譬如下例 3 中表示出，在重量分

析操作中，溶解度損失對分析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性，就足以說明這種現象。 

進行滴定時，需要額外添加入試劑溶液，以產生顏色變化現象，則是固定誤差的另一

種例子。此時額外添加入的體積量通常是很小而固定的，且這個體積量不會受到進行

滴定操作時所需要的試劑總體積量所影響。同樣地，當總體積量減小時，這種來源的

相對誤差值也會顯得更為嚴重些。減少固定誤差之影響性的操作方法是，儘可能地使

用較大數量的樣品，直到誤差值能夠被接受為止。 

【精選範例3】 

假設每使用 200 mL 洗液進行洗滌步驟時，會損失 0.50 mg 沉澱物。如果沉澱物重 500 mg，

則溶解度損失的相對誤差值等於－（0.50/500）× 100% = －0.1%。但是如果只得到 50 mg 重

量的沉澱物，而且也損失相同數量時，則相對誤差值等於－1.0%。 

 

NOTE： 當測量值變小時，固定誤差的影響就會變得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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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誤差： 

存在於樣品中的干擾汙染物，通常是比例誤差的一種來源。譬如，通常會利用銅離子

（Ⅱ）與碘化鉀反應而產生碘分子的方式，來作為銅含量之測量方法。接著偵測碘分

子的數量，這個數量會正比於樣品中的銅含量。如果存在有鐵（Ⅲ）時，它也會和碘

化鉀反應而產生碘分子。因此除非採取步驟以避免發生這種干擾反應，否則會因為所

產生之碘分子數量是樣品中銅（Ⅱ）含量和鐵（Ⅲ）含量等兩者的測量值，而獲得偏

高的銅百分比含量。這種誤差值會隨著鐵汙染行為的比率，而呈現為固定值，但是與

取樣的數量是無關的。譬如當取用兩倍數量的樣品時，由於銅和鐵汙染物所產生之碘

分子數量會隨之倍增。所以測得之銅百分比數量與樣品大小是無關的。 

三、隨機誤差 

本質： 

隨機誤差或未確定誤差是無法被完全消除的，而且通常也是測量工作中不確定度的一項

主要來源。隨機誤差是由許多無法控制之變數所引起的，也是每一種分析測量工作所無

法避免的。造成隨機誤差的許多因素通常無法被肯定地辨識出來。 

隨機誤差的來源： 

可以使用一種定性式觀念來想像：小而難以偵測之不確定度會以下列方式產生可以偵測

得到的隨機誤差值。想像只由四個小的隨機誤差來組合成一個總體誤差值的一種狀態。

可以假設每一個誤差都有相同的發生機率，而且對最後結果的影響都是以固定數量之±U 

值的方式來增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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