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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故鄉，耳畔悠然響起一行行熟悉的詩句：「山是故鄉青，月是故鄉明」，「粼粼故鄉水，

依依舊人情」;鄉土在《辭海》裡的解釋是故鄉、家鄉。有人將鄉土比喻是生命的「根」、血緣的

「魂」，這比喻的確傳神，因為濃濃的鄉土氣往往伴隨著每個人童年的溫暖記憶而成為每個人獨

特的生命底色。 

 

世界七十億人口中比例最大的是年輕人，面對有限的資源，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具備應付一

系列不可持續的生存挑戰的能力。為了鼓勵年青人尊重環境和尊重地球資源，從而促進社會、

文化、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香港及家鄉南海兩地的學生，夥拍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科

技企業，共同研發促進港佛青年尊重環境和尊重地球資源為核心價值觀的科研合作計劃。在港

澳南海青年聯誼會與南海區政府有關部門共同組織策劃下，促成了這次佛山市國家火炬計劃重

點高新科技企業考察之旅。 

 

 除了香港保良局羅氏基金中學外，考察計劃還得到兩所佛山市的中學—南海獅山石門高級

中學及高明紀念中學的積極回應，三校師生於 2015 年 1 月 19 至 20 日聚首佛山南海，為「港佛

青年‧攜手同進」揭開了序幕。 

 

參觀佛山市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科技企業—金葵子環保生物科技是這次考察活動的高潮。

對於這群在城市長大的青年來說，「農田土壤遭受重金屬污染」、「重金屬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等

是他們經常在書本或媒體接觸的課題，但有機會近距離觀察和了解如何利用生物科技修復土壤;

如何利用電感耦合等離子體原子發射光譜儀找出土壤中重金屬的成份及當中的含量作定性分析

及定量分析;將分析化學實際應用於工業上及研究上，就真正讓他們開了眼界。 

 

這次考察有別於一般的參觀活動，是以鄉土環境為學習題材，以「學習土壤重金屬污染修

復技術」體驗為實踐，促進學生對家鄉土壤的瞭解，培養他們熱愛鄉土大地的情懷;使師生眞切

感受到鄉土就是生活，知識就在身邊，能力就是實踐，從而體驗到學習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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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 謝子諾 3V 莊嘉儀 

 

中國自發展以來，一直都是以農業作為經濟重點，然而農業一直都和氣候、天氣息息相關。

因此農業最重要而一直所面對的問題皆與氣候、天氣有關。可是，自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快

速發展，農業正面臨各種自然界以外的難題。 

 

 
 

首先，因中國急速發展，大量土地都被開發為城市和工業地帶。這些土地一旦被佔用，可

耕地的面積愈來愈少。儘管中國已有「一孩政策」控制人口增長，但同時醫療技術和科技的進

步，中國的人口和預期壽命卻正在增長，人口問題成為了中國嚴峻的問題。當可耕地愈來愈少、

人口愈來愈多時，單靠國內農業出產根本不足以滿足需求。 

 

第二，在中國急速發展的過程中，進行了大量工程。然而這些工程會嚴重影響土地，農作

物也受影響，不單對人體有所影響，長遠來說對整個農業發展也帶來不少隱憂。例如一些金屬

冶煉廠或會釋出含有重金屬的污水，直接影響泥土質素；其他的工業亦有機會釋出顏料、燃料

等化學劑到泥土。隨後在受污染農地生長的農作物，也會受種種污染物影響而令不能正常生長。

回看改革開放的年代，中國的人口在當時已經十分多，低廉的勞動力乃一大發展工業優勢；同

時，珠江三角洲有大量的平原供工業發展；此外，當時政府提出了一些積極政策，例如提供稅

務優惠及優先供電給予港商，因此吸引了不少香港及外國的廠商把工廠遷移到內地，促使中國

成為「世界工廠」，經濟急速發展。不過，一些工廠排出有害物質，例如重金屬，二噁英等，令

環境被污染。中國大陸亦有些工廠位於鄉郊農田附近，最終衍生成食物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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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中國農業雖是中國的經濟重點，但所投放的資源不足，有些地區仍然使用一些落後

的耕種方式，不單會令生產量降低，同時亦會降低農作物的品質。好像在一些落後地區，農民

依賴水牛開墾耕地，又把剩下殘株用火燒毀，未有善用科技促進農業產量增加收入。另一些農

民則較為保守，多不願意嘗試新的耕種方法。他們沿用一些舊方法，例如使用化學肥耕種，但

化學肥生產的過程污染大氣；在使用時，未被吸收的化學肥亦會隨雨水帶到水循環，令水資源

受到污染。 

整體來說，中國的農業發展的問題可以概括為「農業、農村、農民」，統稱三農問題。農業

方面，由於中國農地平均面積不大而且分散，農民難以利用大型機器來耕種。勞工密集式農業

限制了生產效率和收入；農村方面，缺乏科技支援的農村地方沒有完善的基礎設施，例如醫院、

電力供應、道路等，這令他們的農耕環境欠佳，農民缺乏支援，影響農業發展；農民方面，中

國農民普遍都是收入較低的一群，社經地位不高，多只能勉強維持生計。面對農村和農業問題，

他們的教育水平不高，這致使農民不能利用科技改善耕作方法，增加產量。 

 

儘管農業在人民眼中是一種辛苦工作，但當中的意義卻十分重大：每個人都需要糧食，然

而農業是唯一方法去解決糧食問題。可以想像，在極端時候，農村仍可耕作、自給自足；但城

市失去了農村卻不能獨存。農業是糧食的來源，亦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農業對於一個國家的發

展是重要的一環，隨著時代改變，現時中國農業正面臨重大的危機有待解決，因此很多專家也

為這問題而投入工作，希望能找到解決方法，令國家有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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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 徐詠賢 3V 區浩鈞 4J 李俊權 

 

農業是人類最早的經濟活動。因此，在千百年的農業經驗中，累積了不少包含傳統智慧的

方法。可是，中國傳統農業「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農民只知道按前人的方法耕作，而不知

箇中原因；再者，傳統農業方法受制於科技發展，一些方法從今天的角度看就顯得不合時宜、

甚至不夠精準、具效率和全面。部份農民亦受制於教育程度，對農田的運作和理解還不夠科學，

結果造成了一些誤解，導致農作物不能更加具效率地成長。從「港佛青年‧攜手同進」活動中，

我們參觀了佛山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入考察傳統農業的不足和挑戰，並了解生態科技如何

協助農民提高效率和產量。 

 

  

  

 

植物需要養分生長，所以植物的每個部份都含有從泥土而來的營養。可是我們並不會把整

株植物吃掉。以稻米為例，我們只吃顆粒，而不會吃稻桿。類似的情況在其他農作物上亦會出

現。結果一些養分就殘留在未吃掉的植物部分中。 

 

傳統上，農民把收割後所剩餘的農作物殘株堆在一起，並燒成灰燼。一來很快捷除去那些

殘株，省掉大量的人力物力來移除，並能立刻耕地；二是這些灰燼源自植物的不同部分，所以

含有不少養分。這些灰燼成了農地的天然肥，供下次種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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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種傳統智慧以今天的生態學角度看是不完善的。部分養分在烈火的高溫下氣態流

失，植物的養分並非全都歸回農地，造成浪費；另外灰燼暴露在空氣中，被風雨沖刷，不能依

附在泥土上，最終亦未能被植物吸收。這種不科學的做法令種植的效率和農地肥沃度越來越低。 

 

另外，有些農夫崇尚有機耕作，認為對環境有利，長遠亦增加農產量。傳統上，動物糞便

（如雞糞）是主要的有機肥來源。雖然這是個好想法，但因為部分農場為動物注射激素，以增

加生長速度，這做法間接令動物糞便有機會受到污染，不符合有機耕作的原則。 

 

最後，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工廠化的發展，部分農地重金屬

的含量越來越多。重金屬會破壞植物一些組織和功能，降低植

物的產量與品質。當人類進食這些受到污染的農作物，重金屬

便經食物鏈進入人體，對我們的健康構成危害。年前香港的內

地進口大米被驗出含有鎘，可見中國農地污染問題對我們亦有

影響。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比率甚高的日本，亦有同樣問題。重金

屬污染是一時的事，但即使是科技發達的日本亦需要經過三十

三年努力才能成功修復土地，減低泥土重金屬的含量，這個已

算是最快的紀錄了。有人估計，以現今的科技和國情，我國需

要更多時間來收復重金屬污染的情況。農地被污染，令可耕作

面積減少，對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而言，更是關乎國家糧食

安全的重大問題。 

 

從上述的傳統農業方法和今天面對的挑戰來看，唯有現代科技才能促使農業發展更進一步，

以滿足龐大的糧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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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級的產品檢測 

3J 邵顯揚 

 

經過這兩天的佛山考察之旅，了解了很多關於中國大陸貨品的安全問題，並明白到生物科

技對耕種的正面影響。 

 

 

 

廣東產品品質監督檢驗研究院（簡稱廣東質檢院），又名國家品質技術監督局廣州電氣安全

檢驗所、廣東省試驗認證研究院，是廣東省品質技術監督局直屬的副廳級事業單位，主要測試

和檢驗出口和入口中國的貨品，確保在中國所進食和使用的外來貨品的品質安全，廣東質檢院

也是我國最早從事產品認證、體系認證的工廠檢查機構之一，獲得國際上多個著名認證機構和

CNAS 檢查機構認可，符合國家 A 類檢查機構要求，具備產品認證、工廠檢查、驗貨、節能工

程評價的資質。 

 

這研究院也曾經為多項在中國舉辦的盛事之食品進行檢測，例如是 2008 年的北京奧運和其

後的亞運，非常專業，令全國人民，甚至訪客都能享用安全的食用食品。在研究院中有着各種

測試和檢驗相應產品的機器，甚至中心。例如是在食品前處理中心，食物會先被測試重金屬、

蛋白質、二噁英等含量，再進入下個處理程序。除此食品外，煮食器具亦會受到檢測後，才推

出市面，所以這家廣東產品質量監督檢驗研究院亦有國家機械中心，主要測試中國煮食器具的

安全性、結構安全、材料品質和金屬品質。為了讓國民對產品使用有更大信心，這檢測中心亦

購入了多台外國生產的機械，例如深刻的是電火花線切割器，它主要加工材料試驗樣件，複雜

形狀零件，價值十多萬元人民幣，其他儀器機械，動輒也上百萬元，國家投放這麼巨大的資源

在安全檢測上，可見其對於產品安全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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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測是必須的嗎？ 

3N 余家盈 

 

這些測檢很複雜、黑板式的，但是對測檢員來說卻是不可忽略的檢查。在社會民生方面，

測檢是消費者的信心來源。只有通過嚴格標準測檢的產品，當得到此保障，人們才願意使用這

些產品，希望在使用過程中不會危害自身的安全。 

 

在經濟方面，測檢可以為它提高國家的生活質素。若國家的產品優良，消費者不再依賴外

國產品，對國貨的需求量也會自然多了，提升了在本地市場的佔有率， 帶動了國內經濟發展 ，

可以有效增加國民收入，那麼國家的生活質素也可以相對地提升起來。 

 

在政治方面，完善的測檢還可以提高消費者對國貨的信心，進而提升在市場上的競爭力，

得到認同後，也提升了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3 如何改善產品、農作物的質量 

3.1 政府的角色 
3N 蔡依庭 

 

在政府方面，政府可以訂立法例，規定食品和産品必須經過某些程序以確保安全，例如:力

學測試，尺度測試等等，才能同過檢測。就如當日在佛山所見，廣東省監督檢驗研究所，那裏

有很多各色個様的專業機器以檢測産品以保障消費者的安全。 

 

另外，政府亦可利用其影響力建議農民使用有機的肥料種值農作物以提升農作物的質素。

與此同時，若農民使用有機肥料，亦能减低他們使用化學肥料時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所以，有

些農民可能未能接受使用有機肥料耕種，因此政府可以先提供津貼給農民，吸引他們使用有機

肥料以減低對環境的污染。現時，泥土的重金屬污染頗為嚴重，亦影響農作物的收成。因此，

除了使用有機肥料外，政府亦應為田地進行大規模的泥土檢測，測出含有重金屬的田地，並使

用各種的方法，例如:金葵子科技特別研發的生物科枝產品如金無蹤作用等等，以化解重金屬，

修復環境。 

 

最後，化學肥料之所以造成環境污染是因為這些肥料不能抓緊泥土，因此當下雨的時候，

肥料便會被沖走，這時肥料不但毫無作用，還會影響周圍的環境，造成污染。因此，政府應立

法限制化學肥料漏出田地的範圍之外，以防對河流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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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商家的角色 

3S 談軍廷 

 

中國地大脈博、資源豐富。但由於工業發展急速，食物、產品的安全問題；農作業質素問

題、泥土和環境污染問題一一湧現。其實，商家可以透過不同方法舒緩甚至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在食物和產品的安全問題上，由於泥土被重金屬等有害物質污染，導致食品安全問

題，一些有害物質一但進入人體，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商家能夠投放更多資源去研發生物科技，

研究產品，修復泥土，改善泥土質素，這不但能夠使產物更加安全，還能提高產量。就如佛山

金葵子植物營養有限公司研發的新技術如金無蹤和腐秆劑，利用微生物產生並分解到細胞外，

去除重金屬離子，改善重金屬在水體和土壤中的化學形態，使重金屬固定或解毒，金無蹤亦利

微生物產生的有機酸與重金屬起螫合作用形成有機會金離子；微生物聚合物的羧基亦可與重金

屬結合，均起固定作用避免為植物吸收。另外腐秆劑也是以速腐秸秆、杂草、禽畜糞便等為主

的一種有機物料生物發酵劑。 

 

為了能夠讓以上技術和產品推行到全國，商家可進行市場推廣，以不同的手法把以上手法

推行全國，務求令全國的泥土質素得以改善，使用者也會得到保障。但是，一些地區政府未必

有足夠的金錢買這些產品。所以，政府的協調是必須的，如提供資助及經濟誘因予商家，他們

便可向農民提供優惠、折扣，協助地方農民購入這些產品和技術，一方面可有助提升産量，另

一方面也減低農民因錯誤農耕技術而耗盡泥土的養份，食物的產量和營養也能得到保障。 

 

3.3 農民的角色 

3N 王崇甄 

 

重金屬污染對土壤環境的危害，在一定時期內不表現出對環境的危害性，但重金屬有可能

會突然活化，引起嚴重的生態危害，被稱為「化學定時炸彈」。重金屬會先危害到土壤微生物。

土壤微重物被危害的話，最受影響的當然是農民吧！ 

 

現代化農業正面對嚴重污染問題，例如重金屬污染，土壤質素變差，農作物變質。這會令

到農作物收成減少和農民收入減少。從農民的角度看，改善土壤質素是最重要的，從金葵子環

保生物科技研發的金無踪技術，是其中一條可行的出路。 

 

另外，農民應該多用有機肥料。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不使用化學合成的肥料、農藥、生長

調節劑、禽畜飼料添加劑等物質，也不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產物的生產體系。出自有機農業

生產體系的有機體系的有機食品具有無污染、純天然、安全性、高品質、富營養的特點，代表

了 21 世紀食品發展方向。 

 

再者，灌溉的方法也會影響到土壤的質素，農民可以用「滴灌」這個方法。滴灌是將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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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一滴地，均勻而又慢慢地滴入植物根系附近土壤的灌溉方式，滴水流是小，水慢慢滲入泥土。

這方法不但可以減少水土流失，而且可以減少水份的蒸發，這都有助保育泥土。 

 

然而，若要中國的農民用到以上的先進技術，政府在資金上的資助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3.4 個人的協調 

3N 王崇甄 

 

個人方面，支持有機食品是有助改善土壤質素的。假如吃有機食品的人多了，那用有機肥

料的農民就會增加，而使用無機化學肥料的農民就會減少，同時也能減少科學無機肥料對泥土

的造成的污染，當無機化學肥料沖到河裏，水中植物便會吸收營養，造成富養化和紅潮的問題。 

  

另外，綜合整個考察，我們不斷見到政府各界要研發不同的方法去解決人們對環境造成的

問題，若果社會上的每個持份者都能盡自己的本份，減少污染物的排放，珍惜環境，政府便不

用花這麼大的功夫去解決問題了。 

 

4 個人整體反思 

3N 余家盈 3J 邵顯揚 

 

經過兩天的考察團，不管在科學上的知識，或是在匯報上的技巧，我都獲益良多。我亦充

分了解到現在的中國不再是科技落後的國家，蛻變後顯得科技更發達，中國真的不再像我們從

前像得那麼落後，現在的中國是開放的，先進的， 與香港比較可能更是優秀，日後的中港融合，

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們到了獅山石門高中去參觀和交流。獅山石門高中是一家在中國數一數二的重點

高中。他們的成就主要在科技方面。例如在二零一四年，他們就有五名同學獲得「中國少年科

學小院士」成就稱號，比賽成績在廣東省排第一名。之後，幾位同學向我們分享了他們最近正

在研究的科研題目，例如是探討鋁對豌豆的影響等，技巧和儀器都非常先進，而且題目生活化，

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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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之旅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起程去了金葵子環保生物科技中心，聆聽何飈董事長分

享創辦金葵子公司的心路歷程和當中遇到的困難以及解決方法。金葵子公司是國家火炬計劃重

點高新技術、廣東省民營科技企業，主要研究有益亦有效的生物工程來協助植物生長，改善土

壤，令稻米有抗病性外更令收成大增而無任何副作用。在何飈董事長創業期間，他遇到了很多

困難，亦有很多人叫他放棄，但他決定堅持己見，終獲得以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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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周昫佑 4S 許晉杰 

 

踏入二十一世紀，很多國家和地區都極力發展農業科技，以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業

科技不單令農民耕作出更高質、更豐盛的收獲，同時亦能減低農業對環境的影響。例如，農業

可以利用生物科技快速分解有機物料，再轉化為有機肥料，既提升土壤有機質，又將一些有機

廢物加以利用，同時亦減少額外使用化學肥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從佛山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參觀中，我看到了不同的農業科技產品。其中我認為 LPK 生

物肥是一個非常特別和有效的產品。LPK 是針對有機農業生產而研發生產的高效生物磷鉀肥。

LPK 的功能是降硝酸鹽、促花保果、增強抗性、耐貯耐運。這些功能不但能夠促進農業發展，

而且能夠令到市民吃得安心、健康。 

 

使用有機肥比化學肥更環保。生產氮肥的過程會排放大量污染氣體，有損環境，而且化學

肥遇上大雨便會被水沖走，農民要從新施肥，造成浪費，而且污染泥土。相反，有機肥把廢物

循環，例如稻草和蔗渣，這些東西本來已沒有什麼經濟價值，現在依靠科技得以重用，故十分

環保。同時，有機肥將營養慢慢釋放供應予農作物，不易被水沖走，亦不會污染環境，農作物

也會生長得更健康。 

 

總括來說，農業科技能夠有效促進農業發展，主要是因為可以節省時間、資源和勞力。隨

著人類對自然生態的理解，相信未來將有更多農業科技可以應用到中國，令糧食產量和質素皆

有所提升。現代科技發展十分迅速，生物科技在社會中佔了重要的一席。中國的人口不斷增長，

要設法解決十三億人口的温飽絕不容易。因此我們要加以利用農業科技，解決糧食問題，甚至

日益嚴重的泥土污染問題。 

 

 

 



利用農業科技協助農業發展 
 

14 
 

 



分析化學  

15 
 

1 分析土壤中的重金屬 

3N 趙依行 3M 林芳如 4V 譚紹正 

 

土壤受重金屬污染不是一朝一夕的問題，它會危害水源、農作物及人類，為生態系統帶來

嚴重影響。但到底土壤裏的重金屬來源自哪裏﹖其實它們大多來自於人類活動，令土壤裏的微

量元素因過量沉積而引致含量超標。土壤中重金屬的來源主要來自人為活動及自然兩大種類。

其中人為來源主要是來自工廠排放物的水源污染及農業活動兩方面。首先，工廠在生產過程中

會產生不少污染物，及後變成廢水，廢水中可能包含鉛、銅、鋅等重金屬，然而若未經妥善處

理的廢水排放到附近的水源中，而與灌溉用水混合，便會因而排入土壤中。另外，農業活動會

影響土壤的重金屬含量，例如含重金屬的農業肥料經過長期使用流入土壤中，會令土壤受到污

染，另外施工機的漏油所產生的重金屬也會排到土壤中，久而久之形成污染。這兩種情況均會

導致不少重金屬物質流入土壤，污染農田。其次，在自然來源方面，主要是來自於地殻岩石中

含有重金屬的礦物，土壤裏的重金屬累積至超標，造成污染。 

 

若植物被種植於被重金屬污染的土壤中，重金屬便會對這些植物產生很大的毒性。有些土

壤中的微生物如不能適應重金屬，其數量會大幅下降，甚至滅絕，這會導致生態不平衡。這些

重金屬一旦進入食物鏈，便無可避免地危害人類的健康。如進食過多鉛會令大腦的中樞神經系

統功能紊亂，過多鎘會損害肺、腸和胃，導致肺炎，腸胃炎。 

 

在研究修復土壤重金屬含量的方法中，研究人員必需

清楚了解土壤中有哪些重金屬及其含量。今次的交流團讓

我們在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見識到用於找出這些資料的精

密儀器，這便是電感耦合等離子原子體發射光譜儀。電感

耦合等離子原子體發射光譜法已廣泛被應用於元素分析。

它具有高的靈敏度，能夠做出元素定性及定量分析，即是

能夠透過這部儀器分析岀樣本中所屬的金屬成分或該金屬

成分的份量或是濃度。 

 

每一個元素均具有特定的能階，在常溫的情況下，元

素的電子會位於低的能階。當在高溫的時候，電子便會吸

收能量而跳躍至較高的能階到激發態。電子在較高的能階

時比在較低的能階時不穩定，電子很快便會從較高的能階

回到較低的能階。在這個過程中，特定波長的光便會釋放

出來。這些光的波長是各元素的特性，而釋放的強度跟元

素含量成正比例，即是強度越高，含量便越多。 

 

當樣本送進電感耦合等離子原子體發射光譜儀內後，樣本會在儀器內被加熱，在高溫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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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樣本中的物質會被高能量的感應耦合電漿加熱及激發，根據之前的原理，電子從較高的

能階回到較低的能階時釋放特定波長的光，儀器內會量度釋放的光能並轉化成圖表，結果便會

顯示在電腦上作分析了。 

 

2 認識分析化學 

3N 林樂焄 4J 許穎寶 

 

分析化學是化學科一個重要的分支。我們在中學的化學課上學到不同的化學知識，透過參

觀金葵子環保生物科技公司的實驗室，令我們有機會清楚看到如何將分析化學應用於工業及研

究上。 

 

分析化學以化學爲基礎，當中亦着重儀器分析方法。分析化學包括要將被分析的物質作定

性分析及作定量分析。定性分析是要鑑定樣本內有哪些物質的存在，而定量分析便是要找出存

在樣本內的物質的數量。簡單來說，便是問分析物：“有什麼物質在內﹖＂及“有多少的被檢

測物質在內﹖＂ 

 

如何對樣本作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可利用化學測試或儀器分析方法。在化學課中，我們也

學過一些簡單的化學定性分析方法來證明一個物質的化學成份，例如透過進行焰色試驗，觀察

燃燒樣本時所產生的火焰顏色便可推測樣本中含有哪一種金屬離子，或利用沉澱法去証明樣本

中有氯離子的存在。 

 

那又如何對樣本作定量分析﹖我們可以使用精密的儀器為樣本進行定量分析。這種方法一

般需要利用標準溶液的輔助。標準溶液是指已知準確摩爾濃度的溶液。將樣本送入儀器以取得

數據的同時，標準溶液亦需要利用相同的儀器去取得數據。不同濃度的標準溶液會產生不同的

讀數，利用這些資料去繪製標準曲線，它可顯示溶液濃度及讀數的關係，最後可將樣本得出的

讀數放在標準曲線上，從而找出被檢測物的濃度了。 

 

就以今次參觀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實驗室

所學到的為例，當工作人員採集土壤樣本之後，便

會將土壤樣本送到實驗室作分析，其中一項便是利

用電感耦合等離子體原子發射光譜儀找出土壤中

重金屬的成份及當中的含量。這便是對土壤中的重

金屬作定性分析及定量分析。這些分析對農業發展

是很重要的，土壤中若有過多的重金屬，便會對在

這些土壤生長的農作物產生很強的毒害作用。若要

研發修復土壤中重金屬的技術，便要利用分析化學

去清楚了解土壤被重屬污染的程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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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學在檢測上的應用是很重要的。參加今次的交流團讓我們親身到訪用作檢測的實驗

室，亦可以清楚知道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工作環境及職責。而食品安全亦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希

望我們可以將分析化學應用到食品檢測，利用學校提供的資源在食品安全方面上進行研究。 

 

3 定量分析 - 稱量法及滴定法 

4J 吳晴兒 4J 黃穎彤 

 

這次交流團其中一個活動是參觀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實驗室。還記得陳校長在實驗室內

問了我們一個問題：“為什麼要將樣本做定量分析﹖＂當時我們對於定量分析還沒有什麼清晰

的概念，不能回答陳校長的問題。經過一番了解及學習之後，我們現在對定量分析有較深的認

識了。 

 

定量分析是指找出樣本內某物質的數量。我們可以利用稱量法對檢測物作重量分析或利用

滴定法對檢測物作容量分析。 

 

在稱量法中，沉澱是常用的化學反應。整個重量分析的步驟大概如下： 

 

1. 將含有檢測物的樣本轉化成溶液。 

2. 選擇合適的化學溶液並加進到含有檢測物的溶液中。這個步驟是利用合適的化學物去

   改變檢測物的溶解度，令檢測物沉澱下來。 

3. 將形成的混合物過濾，沉澱物會留在濾紙上。 

4. 用蒸餾水洗走依附在沉澱物上的雜質。 

5. 將沉澱物弄乾。 

6. 最後將沉澱物用電子磅稱量，從實驗結果便可找到檢測物的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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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滴定法是找出某物質在樣本溶液內數量的過程。從實驗得到數據後，便可以利用化

學中的摩爾概念來計算出檢測物的含量。 

 

酸鹼滴定法是其中一個常用的滴定法，實驗過程中會包括以下的步驟： 

 

1. 用移液管準確地移送特定體積的檢測溶液到錐形瓶內。 

2. 將少量的指示劑滴進錐形瓶中。 

3. 將標準溶液倒進滴定管作為滴定劑。 

4. 將滴定劑透過滴定管加進錐形瓶內進行反應，直至反應完成為止。（反應完成的時候，

   指示劑便會變色以顯示滴定的終點。） 

 

 
 

那麼，我們為什麼要對檢測物作定量分析﹖以土壤中重金屬對植物生長的影響研究為例，

重金屬會毒害植物，例如當土壤中的銅及鋅含量超過一定限度時，植物的根部會受到嚴重的損

害。那麼“超過一定限度＂是代表實際數量有多少？真實的含量必需準確量化，所以，當我們

做樣本分析的時候，除了要找出“有什麼﹖＂之外，有時候亦需要找出“有多少﹖＂，這就是

對檢測物作定量分析的原因。 

 

滴定法中使用的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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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 馬皓謙 5J 周柏臻 5J 洪英展 

 

今次到訪佛山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讓我們了解到應用科學知識於生活層面的重要。其中

一個最深刻的領會，就是運用廢物，減少垃圾，使廢物再次成為有用的資源，更可以促進植物

生長。腐秆劑，其原料就是一般人看為沒有用的東西，但只要適當地運用科學知識，雜草、庶

渣也可以成為良好肥料，促進農作物生長，提高收成。本文將詳細介紹佛山金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一個重要科研產品－腐秆劑。 

 

了解腐秆劑前，讓我們一起看看植物的營養需要，以及肥料對農作物的重要角色。植物跟

動物不一樣，因為植物不需要進食，那麼植物是如何獲取營養？原來植物是透過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將光能轉為化學能，化學能存於碳水化合物中。當植物需要能量時，便將碳水

化合物中的能量透過呼吸作用(respiration)釋放出來，再以三磷酸腺苷(ATP)供應細胞進行不同能

量需要的活動。除了碳水化合物外，植物都需要製造蛋白質(Protein)，但植物必須從泥土中吸收

氮(Nitrogen) (事實上，植物從泥土中吸收硝酸(Nitrate)及氨(Ammonium)以獲取氮，製造蛋白質)。

另外，植物需要從泥土中吸收磷(Phosphorus)，才可製造脫氧核醣核酸(DNA)、細胞膜和三磷酸

腺苷，故植物如缺乏磷，便不能生長。除此之外，植物也需要從泥土中吸收鉀(Potassium)，因鉀

是很多酶(enzyme)的活化劑，植物缺乏鉀便不能有效地進行多種代謝反應(metabolism)如光合作

用等。這些都是植物的營養需要，簡單來說，除了光、二氧化碳及水外，植物都需要氮、磷、

鉀。 

 

從上文得知，要植物生長得好，泥土中需要有豐富的氮、磷、鉀。但當泥土長期用作耕種，

土壤中的氮、磷、鉀便越來越少，結果植物不能獲取足夠的營養，生長緩慢，甚至死掉。為使

農田有足夠營養，農夫會使用肥料，補充泥土中的營養。肥料大約可分為兩種，一種是化學肥

料，它的特性是易於溶於水，故容易被植物吸收，但壞處是易於從泥土中流失，流失至影響周

圍的河溪水質。另一種肥料是有機肥料，當有機肥料被泥土中不同微生物分解(decomposition)

時，它會慢慢地釋放營養到土壤中，有機肥料還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如泥土的吸水能力。但是，

有機肥料的來源有時可能受污染了，如肥料來自家禽的糞便，有些家禽可能食用抗生素或受重

金屬污染的食物，故牠們的糞便可能會含有抗生素或重金屬，當植物吸收這些受污染肥料的養

份後，人食用這些植物時便同時食用抗生素及重金屬，長遠來說可能會影響人類健康，如引致

抗藥性細菌的產生，及重金屬於生物身體內積聚。 

 

何以解決上述有機肥料的問題？由於腐秆劑是運用雜草、庶渣等植物廢料而製成，故腐秆

劑不似家禽糞便般含抗生素。另外，使用雜草及庶渣又可減少垃圾，所以腐秆劑是一種既可補

充耕地營養，又可減少垃圾的先進產品。總括來說，腐秆劑可以令泥土保持肥沃，提高農業的

產量，也不會對泥土造成傷害，是一項重要的科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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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基因工程於土壤修復的角色 

4J 施博禮 4J 侯柏全 

 

隨著中國迅速的工業及城市發展，中國農田及水源污染日漸嚴重，當中重金屬的污染備受

關注(Zhao et al. 2014; 張學英 2012；綠色和平 2010)。根據文獻，重金屬對生物有很多不良的

影響，例如重金屬積聚於身體內可引致腎病 (Rong et al. 2014)、癌病(Tchounwou et al. 2012)、智

力減退(Liu and Lewis 2014)、胎盤功能衰退(Gundacker and Hengstschläger 2012)等等。另外，外

國有一些本來能治病的草藥也因受重金屬污染而影響人類健康(Ndhlala et al. 2013)。故修復土壤

應是我國當前一項重要的工程。 

 

於 2015 年 1 月 20 日，我們十分高興能參觀佛山金葵子科技有限公司，了解我國在土壤修

復的關注及技術。當中令我們最感興趣的是這公司研發的「金無踪」生物土壤修復劑。它是利

用微生物如細菌和真菌的生物反應去降低植物吸收土壤中的重金屬，從而減少人類從食物吸收

重金屬的份量，大大減輕土壤重金屬對人類的影響。「金無踪」－使重金屬於食物中失蹤，研究

結果顥示，「金無踪」生物土壤修復劑在中輕度污染的稻田土壤上，使稻米鎘含量降低幅度達

23%-57%，達到國家食品衛生標準，解決了部分稻米產區的鎘污染問題(Sina 新聞中心 2014)。 

 

作為生物科學生，當我們明白其他科學家的研究成果，便應想想如何再向前行，應用我們

所學的科學知識，造就社會。基因工程，一項已用於生活不同層面的科學技術，如基因改造食

物、DNA 鑑別技術、基因治療等等。那麼我們能否應用基因工程去解決土壤重金屬污染的問題？

以下是我們一些想法－運用基因工程改造細菌以修復受重金屬污染的土壤。 

 

首先讓我們了解甚麽是基因(Gene)，脫氧核糖核酸(DNA)裡有很多基因，每個基因是生物細

胞的一組資料，負責製造一種蛋白質(Protein)，不同蛋白質控制細胞的不同運作。基因工程是以

「轉錄」(transcription)的方式把脫氧核糖核酸中的遺傳密碼(ATCG)複製在核糖核酸(RNA)上，再

以「轉譯」(translation)的方式在核糖體中生產出蛋白質。我們相信若以基因工程改造細菌基因，

令細菌能製造出特別的蛋白質，從事特別的功能，可能這些基因改造細菌可以清除土壤中的重

金屬。 

 

要改造細菌，第一步就是從其他生物中尋找出合適的基因選段，例如這基因能使細胞生產

出黏住重金屬的蛋白質。抽取了這根基因選段後，第二步便是使用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以增加基因選段的數目，以提升基因選段進入細菌的成功率。聚合酶鏈式反應需

要使用一種特殊的酶(enzyme)，即 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像模版一樣大量複製選段，

以方便其後所進行的加插，加插是指將外來基因選段放進細胞內。當預備好足夠的基因選段後，

就是使用熱休克(Heat Shock)的方式，即是先用氯化鈣來抵消細菌的細胞膜和基因選段的靜電斥

力，此時，突然的溫度上升就會令到細胞膜產生空隙，使基因選段得以進入細菌內，原則上基

因改造就到此為止。如基因工程能改造細菌中的基因，令牠們可以生產出一種能與泥土中重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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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反應和結合的蛋白質，便能使重金屬的體積大大增加，結果土壤中的重金屬便不能被植物根

部細胞吸收，故受重金屬污染的泥土，也不會產出有重金屬的農作物，保障食物的安全性和人

們的健康。 

 

最後，我們希望各地的科學家一同努力，彼此分享研究成果，促進研發修復土壤的技術，

減少因過往著重城市及工業發展而忽略環境保護所帶來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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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金無踪」修復農田土壤污染的功效 

4J 馬梓喬 

 

隨着國家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農田土壤遭受重金屬污染的情況愈來愈嚴重，找出解決重金

屬污染土壤的方法成為當前迫切的問題。採用生物科技技術研發出來的「金無踪」產品，正正

降低了農作物重金屬的活性，以及含量。這個產品對我們，甚至整個農業發展，都發揮着重要

的作用。 

 

金無踪能減低我們患上因重金屬而引發的疾病，例如內臟結石和癌症。我們每天吃着不同

的食物，而這些食物是來自耕種田地。土壤污染造成的有害物質，包括重金屬，會在農作物中

積累，造成農作物生長成熟後重金屬超標。這些受污染的農作物通過食物鏈進入我們的身體，

有機會引發各種疾病，最終危害我們的健康。金無踪阻止農作物吸收重金屬，保障了我們的健

康。 

 

在種植農作物的土壤加入金無踪，也有助植物本身的營養吸收。金無踪阻止了植物吸收重

金屬，繼而令到植物能夠正常攝取泥土中必需的養份。植物在食物鏈和生物界中擔當着重要的

角色，若果一棵植物健康成長，也會通過連鎖反應令到其他一起種植的植物也能健康成長，農

作物的健康對中國的農業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除此之外，金無踪也能減低因重金屬污染土壤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根據資料，目前中

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 1.5 億畝，每年被重金屬污染的糧食逹 1200 萬噸，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 200

億元。大量受污染的農作物需要處理，增加了這些農作物的種植成本，還需要彌補農作物數量

的減少。長期的土壤污染，會令國家的經濟在農業方面不斷有負擔，而金無踪正好能舒緩這方

面的問題。 

 

金無踪對我們、社會和經濟有莫大幫助，但更重要的是它在科學界上的貢獻。金無踪的研

發是採用了先進科學技術，這個發現令到科學在農業的應用更進一步，令到其他國家也有機會

採用中國的技術來降低自己國家的土壤的重金屬含量。我相信未來的日子裏，只要科學家繼續

在農業科學的研究上努力，必定有機會研發出更多能改善環境污染問題的產品，為農業作出貢

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