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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總整理統整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間，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
心網站(含食品安全資訊網)公告之「新聞解讀」與「資訊」，105 年度共發布 13 篇新聞解讀與 31 篇
資訊。「新聞解讀」為解讀國內食品檢驗超標或環境相關新聞，提供毒性危害與法規標準等資訊，此
部分將分為農藥、食品添加物、其他等。「資訊」包括中心網頁更新資訊，以及國內重要環境與食安
資訊，並與國際接軌，說明國外相關機構發布之最新食安訊息，此部分挑出較重要的 25 篇。國外最
新食安資訊以機構分類，包括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院(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等。附件包含詳細法規標準與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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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解讀
I.

農藥
物質名稱

嘉磷塞

類別

除草劑

新聞標題

【2016-06-07 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布「105 年燕麥產品抽驗計畫」之稽查結
果】

超標產品

燕麥片

毒性危害

 世界衛生組織(WHO)內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指出根據「充分」證據顯示暴露嘉磷塞會使
實驗動物引發癌症，且具「強烈」的基因毒性，並提出暴露農藥嘉磷
塞與發生非何傑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相關性證據。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根據證據的充足情形將嘉磷塞列為 Group 2A，表示
嘉磷塞很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Group 2A 是指實驗動物產生癌症的證
據確實，但人類致癌的資料有限)。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我國燕麥之嘉磷塞農藥殘留容許量為不得檢出。

物質名稱

待克利

類別

真菌劑

新聞標題

【2016-06-08 南投縣衛生局抽驗市售蔬果檢出農藥待克利
(Difenoconazole)及得芬諾(Tebufenozide)超標】

超標產品

絲瓜

毒性危害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急性毒性分類成 III
類，意指輕微危害。
 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的致癌
物質分類成 C 類，即可能會致癌。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絲瓜：限量 0.01 毫克/公斤，完整規範請查閱附件。

ADI

其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01 毫克/公斤/天，相
當於一個 60 公斤的成人，每日可攝取的量為 0.6 毫克。

物質名稱

得芬諾

類別

殺蟲劑

新聞標題

【2016-06-08 南投縣衛生局抽驗市售蔬果檢出農藥待克利
(Difenoconazole)及得芬諾(Tebufenozide)超標】

超標產品

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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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危害

 得芬諾在動物實驗中其急性口服毒性與皮膚的毒性是低的，世界衛生
組織已將百利普芬分類為「在正常使用下不太可能呈現急性危險」。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絲瓜：限量 0.01 毫克/公斤，完整規範請查閱附件。

物質名稱

磷化鋁(好達勝)

類別

殺蟲劑

新聞標題

【2016-12-02 無良廠商將過期雜糧燻「磷化鋁」去蟲後，改標再出售】

超標產品

雜糧(本案例非超標)

毒性危害

 一般民眾透過攝食暴露的機率低，急性吸入暴露會引起頭痛、衰弱、
噁心、嘔吐、呼吸短促、腹痛、發抖、痙攣、嚴重呼吸困難，甚至死
亡，其人類半致死劑量(median lethal dose)約為 20 毫克/公斤

國內法規標準

米類、高粱、大麥、小麥、玉米：殘留容許量 0.1 ppm 以下。

ADI

歐盟訂定磷化物及其鹽類之每日容許攝取量 ADI 值為 0.011 毫克/公斤體
重/天。

物質名稱

普拔克

類別

殺菌劑

新聞標題

【2016-12-05 臺北市衛生局抽驗生鮮蔬果檢出農藥「普拔克(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超標】

超標產品

地瓜葉

毒性危害

 在動物試驗中，給予大鼠 1000 ppm 之普拔克為期兩年，並無觀測到顯
著之毒害效應；另以米格魯犬為試驗動物之兩年試驗，於 1000 ppm 下
則觀察到體重增加量減少、飼料效率下降與糜爛性胃炎的發生。
 普拔克對上呼吸道可能會造成不適。吸入過量時，可能使本身有呼吸
及氣管功能不佳的人們加劇其病情。
 普拔克對皮膚會造成輕微不適，長期接觸可能造成皮膚炎(非過敏性)；
與眼睛接觸會造成不適，可能造成疼痛及嚴重結膜炎，也可能造成角
膜損傷，若無適當處理，可能造成永久性視力損傷。
 食入普拔克也可能對腸胃道造成不適。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蔬果類殘留容許量 0.01 ppm 以下。

ADI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普拔克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1 毫克/公斤體重/天。
 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農藥殘留專家聯席會議(Joint
FAO/WHO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則建議普拔克之每日
容許攝取量(ADI)為 0.4 毫克/公斤體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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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食品添加物
物質名稱

亞硫酸鈉

新聞標題

【2016-03-15 雲林縣衛生局查察豆芽菜製售業者使用漂白劑情形-亞硫酸
鹽】

超標產品

豆芽菜

毒性危害

 一般人吃下亞硫酸鹽後，在體內經由亞硫酸鹽氧化酶的催化作用會轉
變為硫酸鹽，隨尿液排出體外，不會蓄積在人體內；食入過量的亞硫
酸鹽則可能會出現呼吸困難、腹瀉、嘔吐等症狀。
 硫酸鹽會與人體的鈣結合而流失，不免有造成骨質疏鬆的疑慮。
 對於體內缺乏亞硫酸鹽氧化酶的人而言，尤其是氣喘病的患者，攝入
超量的亞硫酸鹽，因無法轉化為硫酸鹽而排出體外，可能會產生不同
程度之過敏反應，引發哮喘與呼吸困難。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禁止使用於生鮮蔬果。完整規範請查閱附件。

ADI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的規
定，亞硫酸鹽之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0.7 毫克/公斤體重(以二氧化硫計)。
 以一個體重 60 公斤的成人計算，其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42 毫克(以二氧
化硫計)。

III. 其他食品相關
物質名稱

反式脂肪

新聞標題

【2016-01-28 新北市衛生局抽驗食品檢出反式脂肪含量與標示不符】

超標產品

明治 LUCKY 雙層巧克力棒

毒性危害

 食入反式脂肪酸會造成血中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濃度升高、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濃度下降。並且使低密度脂蛋白(LDL)尺寸
變小，使其密集堆積，進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機率。
 反式脂肪酸會抑制體內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合成：體內合成多元不飽和
脂肪酸時需要許多酵素之配合，才能由 C18：1、C18：2 及 C18：3 合
成 C22：4、C22：5 及 C22：6 等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而這些長鏈的不
飽和脂肪酸與人體之視力及神經系統發育有關。
 母體若攝食過量的反式脂肪酸時，將會影響胎兒合成長鏈不飽和脂肪
酸之能力，進而影響胎兒的生長。

國內法規標準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的「反式脂肪」(定義為該食品中非共軛反式脂肪(酸)
之總和)量不超過 0.3 公克/每 100 公克時，方可標示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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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無

物質名稱

3-單氯丙二醇

新聞標題

【2016-03-08 臺北市衛生局公布小吃店「營業用醬油」抽驗結果】

超標產品

無(本篇新聞超標之物質為苯甲酸)

毒性危害

 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所成立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於 2001 年
之報告並無 3-單氯丙二醇致癌的結論，且認為於實驗動物體內不具基
因毒性。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引用 Sunahara 等人的研究，於
2002 年報告中指出 3-單氯丙二醇於口服 500 mg/L 劑量下，可能導致實
驗動物(大鼠)睪丸及腎臟腫瘤的發生。
 Jeong 等人於 2010 年一項研究結果顯示，3-單氯丙二醇於實驗動物(小
鼠)並無致癌性。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將 3-單氯丙二醇列為可能對人類致癌之物質(Group 2B)。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2001 年 9 月 7 日公告有關醬油及以醬油為主調製而成之調味製品(如醬
油膏、蠔油等)，其限量標準為 1 毫克/公斤以下。
 2009 年 1 月 15 日公告將 3-單氯丙二醇之限量修正為 0.4 毫克/公斤。

ADI

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建議每人每日之最大容許攝取量為 0.002 毫克/公
斤體重，以一個 60 公斤體重成人為例，每人每日 3-單氯丙二醇之最大容
許攝取量為 0.12 毫克。

物質名稱

三聚氰胺

新聞標題

【2016-04-21 北市衛生局調查火鍋店美耐皿餐具三聚氰胺溶出情形】

超標產品

美耐皿餐具

毒性危害

 根據動物試驗的結果得知，以口服方式餵食雄性大鼠高劑量 4500 毫克
/公斤三聚氰胺 103 週，會讓雄性大鼠先有膀胱結石的症狀，然後才可
能產生膀胱細胞癌，膀胱結石與膀胱癌細胞的發生率於統計上具有顯
著意義（p ≤ 0.001）(Melnick, 1984)。
 目前只有中國因人為惡意添加的毒奶粉，造成五萬多名國內幼兒就醫
治療及多位嬰兒猝死的案例。其他並沒有三聚氰胺對人體任何危害的
實證。三聚氰胺在目前仍可以說是一種不具有基因毒性、致癌性、致
突變性及致畸形性的化學物質。
 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將三聚氰胺明確歸
類為 Group 3，也就是不會讓人類產生癌症的物質。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我國針對美耐皿餐具之三聚氰胺溶出限量為 2.5 毫克/公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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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

根據 WHO/FAO 最新的專家會議結果，三聚氰胺可容忍的每日攝取量
(TDI)訂定 0.2 毫克/公斤體重/天，代表如以體重 60 公斤之成人為例，每
人每天吃進體內的三聚氰胺攝只要不超過 12 毫克，就不致於有危害健康
的風險。

物質名稱

硼砂

新聞標題

【2016-06-04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呼籲鹼粽勿再使用硼砂(Borax)！】

超標產品

無(本篇新聞為呼籲提醒)

毒性危害

 硼砂在進入人體後，經胃酸的作用會轉變為硼酸，連續攝食後會在人
體內累積，妨害消化酵素的作用，引起食慾減退、消化不良、抑制營
養素的吸收、促進脂肪分解因而體重減輕，並可能對肝、腎和中樞神
經系統有影響。
 食用過量時，會造成紅血球破裂、皮膚出紅疹、引起噁心、嘔吐、上
腹部疼痛、下痢、虛脫、血壓下降、休克，甚至造成生命危險。
 短期接觸會刺激眼睛、皮膚和呼吸道，而反覆或長期與皮膚接觸可能
引起皮膚炎。
 Linder 等人的研究發現，給予大鼠口服 1000 及 2000 毫克/公斤之硼酸
後，會出現產精能力及精子型態異常等現象，顯示該物質可能對生殖
系統有毒性影響。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硼砂為非許可的食品添加物，已全面禁用

TDI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訂定硼的每日可耐受量
(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為 0.16 毫克/公斤體重/天。

二、資訊
I.

國內

1. 認識細懸浮微粒(PM2.5) (2016-01-08)
近年來空氣污染成為民眾關心的議題之一，尤其細懸浮微粒-PM2.5 更是民眾關注的焦點，為使民眾更
了解 PM2.5，環保署出版了「認識細懸浮微粒」手冊，內容包含：
1.
2.
3.
4.
5.

PM2.5 是什麼？
PM2.5 影響有哪些？
如何有效對抗 PM2.5？
PM2.5 的監測與標準？
政府有那些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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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A

想要更了解您每天都會呼吸到的空氣嗎？歡迎下載手冊
(http://air.epa.gov.tw/Download/UpFile/2015/pm25Print.pdf)
2. 飲食「鋁」的安全性(2016-02-01)
食品藥物管理署為期能減少國人鋁之攝取量，參考國際規範，並依據國人膳食習慣及暴露風險，
於 105 年 1 月 18 日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將現行可於各類食品視實際
需要適量使用之硫酸鋁銨、硫酸鋁鉀、硫酸鋁鈉、硫酸鋁及酸式磷酸鋁鈉等食品添加物，限用於特定
水產加工品、醃漬蔬菜、油炸膨脹食品、糕餅等食品，並定有限量。鋁 Q&A 請參考附件。
3. 105 年食品規範新制上路，您不可不知！(2016-02-16)
為建立食品業者追溯追蹤系統及保障消費權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食藥署)於 105
年 1 月 1 日起有多項新規範上路，如下：
(1) 標示新制
食藥署提醒業者，應依新規定標示；同時呼籲消費者，選購食品看清標示，以保障自身權益。
(2) 15 類食品業者強制登錄「追溯追蹤管理系統(非追不可)」
食藥署已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周延食品鏈管理及落實業者自主管理，以提
升業者食在安全、消費者食在安心、主管者食在把關之三贏效益。
(3) 修正餐飲商品禮卷定型化契約
食藥署修正餐飲商品禮卷定型化契約，以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權益，食藥署並提醒消費者，應選購合法
發行且資訊充分揭露之餐券，購買後儘速使用，避免消費權益受損。
規範詳細說明如附件。
4. 食藥署發布「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參考指引」(2016-03-07)
食品藥物管理署為減少消費者飲食中丙烯醯胺暴露，發布「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參考指引」供
食品產業管控食品中丙烯醯胺含量之參考，指引建議之「指標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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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
管制項目
食品類別

丙烯醯胺
(μg/kg, ppb)

600
薯條(即食)
1000
洋芋片(以生馬鈴薯或馬鈴薯泥所製)
馬鈴薯製餅乾
麵包類
80
小麥製麵包
150
其他非小麥製麵包
早餐穀類(不包括：粥)
400
麩皮產品與全麥穀類、膨發穀類產品
300
小麥與黑麥原料之產品(非全麥或含麩皮)
200
玉米、燕麥、斯佩耳特小麥(spelt)、大麥、米製產品
500
餅乾、威化餅乾、非馬鈴薯製餅乾
450
脆麥餅
1000
薑餅
450
烘焙咖啡
900
即溶咖啡
50-80
非穀類之嬰兒食品
200
嬰、幼兒餅乾及麵包乾
50
穀類之嬰、幼兒食品(不包括：餅乾及麵包乾)
**
1000
黑糖
**
1000
油條
備註：
*
參照歐盟（European Union）2013/647/EU 之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訂定。
**
參照我國歷年監測資料訂定。
本表中未明列之食品類別，食品業者仍應自主管理，導入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之原理，減少
食品製程中丙烯醯胺之形成。
丙烯醯胺 Q&A 如附件。
5. 105 年禽畜產品殘留動物用藥聯合稽查成果(2016-08-24)
為維護消費者食用禽畜產品安全衛生，食品藥物管理署(食藥署)105 年 3-5 月聯合各地方政府衛
生局針對批發市場、洗選蛋場、各大賣場及超市等場所，抽驗 118 件禽畜產品檢測動物用藥殘留，檢
測項目共計 126 品項(包括氯黴素類、硝基呋喃代謝物類、磺胺劑與 Quinolone 類等、抗生素多重殘留
類、四環黴素類、乙型受體素類、β-內醯胺類、胺基醣苷類、抗原蟲劑類、離子型抗球蟲藥)，其中
3 件蛋品(2 件雞蛋及 1 件鴨蛋)檢出乃卡巴精(Nicarbazin)(蛋：不得檢出)，均即時通知農政機關並責成
轄管衛生局監督業者下架、回收，不得販售並依法處辦。
食藥署提醒食品業者對於販售之禽畜產品應向來源廠商取得進貨證明，以確保商譽，並建議消費
者選擇信譽良好之商家，避免購買來源不明的禽畜產品；目前市售的雞蛋可分為散裝蛋與洗選包裝盒
蛋兩種，建議消費者可選購蛋籃有張貼「雞蛋溯源標籤」之散裝蛋品或 CAS 等產銷履歷標章之洗選
包裝盒蛋，另販售業者如為已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應依「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標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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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原產地(國)。同時亦呼籲飼養農戶應確實依照動物用藥品管理法之規定，合法用藥並遵守停藥期。
農業機關及衛生機關將會持續把關上市前及上市後禽畜產品之動物用藥殘留情形，維護國人食用安
全。
乃卡巴精 Q&A 如附件。
6. 擴大食安一級品管規範業別 7 月底起強制實施(2016-09-09)
為強化規範食品業者落實一級品管自主管理，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4 月 21 日公告修正「應訂定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要求食用油脂、肉類加
工食品、乳品加工食品、水產品食品、食品添加物、特殊營養食品、黃豆、玉米、小麥、麵粉、澱粉、
食鹽、糖、醬油、茶葉、茶葉飲料及非屬百貨公司之綜合商品零售業者等 17 類食品業者，自 105 年
7 月 31 日起分階段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另規定食用油脂輸入業者及非屬百貨公司之綜合商品零
售業者自 105 年 7 月 31 日起亦須實施強制檢驗。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簡稱食安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食品業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確保食品衛生安全；第 7 條第 2 項規定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
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檢驗。其立法意旨係為健全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要求食品業者應從風險管
理角度，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實施必要性之檢驗，確認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衛生安全，
負起自主管理責任，並於同法條第 4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類別與規模等事項。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指出，上開經公告應於 105 年 7 月 31 日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
品及食品添加物製造業者將近 400 家；應於 105 年 7 月 31 日實施強制檢驗之食用油脂輸入業者及非
屬百貨公司之綜合商品零售業者分別約為 190 家及 20 個連鎖品牌。
經公告業別及規模的食品業者，如未依規定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或未實施強制性檢驗，可依食
安法第 48 條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 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
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7. 105 年 7 月起上路的食品安全管理新制！(2016-09-13)
為強化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並保障消費權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於 105 年
7 月起有 4 項食品安全管理新規範上路：
(1) 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為強化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管理，使國內該類食品之營養
標示及內容有所規範、遵循及一致性，並能提供完整清楚的產品營養資訊，衛生福利部整合該類食品
現行營養標示相關規定，於 104 年 8 月 14 日公告「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
方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並自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以產品製造日期為準)。
(2) 食用鹽品之氟含量標示規定
齲齒為臺灣地區之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為積極防治齲齒，爰參考世界衛生組織之建議及世界各國之作
法，於食鹽中添加氟化物，並規範標示規定，以達到適當供氟、預防齲齒之目的。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6 月 29 日公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附表一及第三條附表二及 105
年 6 月 15 日公告訂定「包裝食用鹽品之氟標示規定」，並同步於 105 年 7 月 1 日實施(以產品產製日
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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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示雞蛋友善生產系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並自 105 年 7 月 1
日生效。其中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
(4) 食品使用之牛樟芝原料自 105 年 7 月 11 日起應事先備查
牛樟芝為臺灣特有真菌，為有效及合理管理牛樟芝食品，確保消費者選購產品之權益，經衡酌市售產
品態樣、科學實證等因素，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7 月 10 日公告訂定「牛樟芝食品管理及標示相關規
定」。
規範詳細說明如附件。
8. 預告訂定食品原料「蘆薈」之使用限制及含蘆薈食品之標示(2016-09-26)
衛生福利部為確保消費者食用安全，於 105 年 8 月 17 日預告訂定「食品原料『蘆薈』之使用限
制及含蘆薈食品之標示」草案，規定以蘆薈為食品原料之使用規定，並要求顯著標明警語及免標警語
之條件。
預告內容除重申使用蘆薈需確實經完全去皮後始得加工使用，並規範蘆薈產品之使用量，以蘆薈
素(Aloin)計每日不得超過 10 毫克，自公告日起實施；產品標示方面，目前僅要求標示「孕婦忌食」，
而草案中規範含蘆薈之產品應標示「不建議經期、懷孕或哺乳期婦女、12 歲以下孩童、腸胃不適、
腹痛患者及腎病患者食用」或同等意義字樣之警語，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以製造日期為準)實施，
但蘆薈產品所含「蘆薈素」含量低於 0.1 毫克/公斤者，得免標警語。本規定於正式發布施行後，如經
查獲蘆薈產品不符合前述規定者，最高可處三百萬元罰鍰。
蘆薈素 Q&A 如附件。
9. 食品藥物管理署訂定「紅麴製品之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作業指引」(2016-10-24)
為強化紅麴製品製造業者衛生管理，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於 105 年 9 月 22
日訂定「紅麴製品之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作業指引」，該指引於 105 年 7 月 14 日預告草案，提供
14 天評論期，經彙整各界意見後正式發布。
紅麴製品於發酵過程中，若環境衛生及發酵條件不佳，容易產生橘黴素(Citrinin)。因此除一般衛
生要求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外，業者可參考「紅麴製品之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作業指引」注
意菌種管理、製麴管控、原料及成品的貯存等。業者應以完整包裝為原則，以「冷藏」方式運銷貯存，
確認所使用的原料及產品符合「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標準」。
橘黴素 Q&A 如附件。
10. 環保署自 105 年 12 月 1 日採用空氣品質指標(AQI)(2016-12-09)
環保署自本(105)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提供民眾日常生
活上之行動建議，提升對民眾的健康保障。
環保署表示， 目前各國的空氣品質標準主要涵蓋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PM10)、臭氧、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污染物。為了提供民眾簡單易懂的空氣品質資訊， 大多數國家是
整合各種污染物於單一指標， 例如美國 AQI (Air Quality Index)、韓國 CAI (Comprehensive Air Quality
Index)、澳洲 AQI(Air Quality Index)及中國大陸 AQI(Air Quality Index)等。而同樣是名稱為 AQI 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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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指標等級卻不盡相同， 綜合各國， 參考較嚴格與較完整的美國 AQI， 整合我國現行空氣污染
指標(PSI)及細懸浮微粒(PM2.5)雙指標， 酌予調整為適用我國的單一指標「空氣品質指標(AQI)」
，以
解決現行空氣品質雙指標及雙顏色造成民眾解讀之困擾， 並依據各空氣污染物（二氧化硫 SO2、一
氧化碳 CO、臭氧 O3、懸浮微粒 PM10、細懸浮微粒 PM2.5、二氧化氮 NO2）對人體健康影響濃度大
小， 採用 6 等級（良好， 0-50；普通， 51-100；對敏感族群不良， 101-150；對所有族群不良， 151-200；
非常不良， 201-300；有害， 301-500）搭配 6 顏色（綠色、黃色、橘色、紅色、紫色、褐紅色）方
式呈現， 藉由提供民眾易懂之單一指標及顏色， 作為日常活動參考指南， 例如當空氣品質指標數
值達 101 至 150（橘色）， 敏感性族群需開始注意戶外活動及身體情況， 而一般健康民眾則於 AQI
指標數值達 151 至 200（紅色）， 需開始注意戶外活動強度， 民眾可查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提
供的即時空氣品質訊息(http://taqm.epa.gov.tw/)。

II. 國外

A.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1. 美政府將逐步減少嬰兒食用米精之無機砷含量(2016-04-14)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於 2016 年 4 月提議將設定
嬰兒食用米精(Rice cereal)中的無機砷限量標準或者建立行動指標值(Action level)為 100 毫克/公斤，此
標準與歐盟委員會為嬰幼兒食用米製品之原料稻米所設定的無機砷含量標準相同(歐洲標準係針對稻
米本身，而美國 FDA 是針對嬰兒食用米精)，並已研擬業者作業指南，希望透過良好的作業指南，減
少嬰兒暴露無機砷的風險。
砷是地殼元素之一，存在於水、空氣和土壤中，它以兩種形態存在，分別為低毒性的有機砷跟高
毒性的無機砷。U.S. FDA 已監測食品中砷含量數十年了，在 2011 年之後，新方法可區分砷的型態，
該機構便擴大監測範圍，以便了解和管理飲食上砷可能造成的風險。監測結果顯示，水稻比起其他食
物具有較高無機砷含量，部分原因是因為水稻生長過程往往更容易吸收砷高於其他糧食作物。
根據美國國家攝食資料數據顯示，於單位體重下(攝食量/體重)，美國嬰兒的米類食用量高於成人
3 倍，其中以約八個月大嬰兒的攝入量最高，最主要的攝食來源為嬰兒食用米精。為減少嬰兒暴露於
無機砷的風險，U.S FDA 於 2016 年 4 月已提出建立嬰兒食用米精中無機砷限量標準或者設定行動指
標值為 100 毫克/公斤，此標準與歐盟委員會為嬰幼兒食用米製品之原料稻米所設定的無機砷含量標
準相同。U.S. FDA 同時也釋出於 2014 年從零售商店所採樣的嬰兒食用米精檢測結果，約有 47%的樣
品是符合此標準，而絕大多數的樣品(佔 78%)是等於或者低於 110 毫克/公斤。當局預期，依照良好的
生產作業規範下，例如使用無機砷含量較低的稻米，廠商生產的嬰兒米精將可符合此標準。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給消費者的建議如附件。
2. 關於麵粉改良劑「偶氮二甲醯胺」美國 FDA 風險評估資訊更新(2016-08-17)
過去本單位曾針對「SUBWAY 決定停用偶氮二甲醯胺-麵粉改良劑」一事提供資訊解析、化合物
介紹以及提供毒性資訊。近期，有鑑於國內新聞頻傳「麵粉添加瑜珈墊原料，吃多恐致癌」，因此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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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更新與補充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於 2016 年公布的偶
氮二甲醯胺暴露評估資訊，詳細資料如附件。
3.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將「硒(Selenium)」列為嬰兒配方奶粉所需營養素(2016-11-22)
2016 年 6 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於 2015 年 6 月通
過的一項規範正式生效，該規範修訂了關於嬰兒配方奶粉營養規格及標示的規定，除了將「硒
(Selenium)」加入所需營養清單，並訂立嬰兒配方奶粉最低及最高的硒含量。
硒可協助對抗氧化壓力且有助於調節甲狀腺激素，為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母乳中含有微量的硒，
故餵食母乳能使嬰兒攝取到硒，但嬰兒配方奶粉有時會作為嬰兒獲取營養的唯一來源，因此須確保食
用嬰兒配方奶粉的嬰兒能攝入足夠且適量的硒。
U.S. FDA 最初為嬰兒配方奶粉訂立營養規格時，並未把硒列為必要營養素，不過在 1989 年美國
醫學研究院認定硒是嬰兒生長的必需元素之後，美國奶粉製造商開始於奶粉中添加硒，而目前美國市
場上所有的嬰兒配方奶粉均含有硒。考量硒的重要性，U.S. FDA 遂於 2016 年 6 月決定把硒列入嬰兒
配方奶粉所需營養清單之中，並規定嬰兒配方奶粉須標明每 100 大卡的硒含量，同時訂定嬰兒配方奶
粉中最低及最高硒含量分別為 2 微克/100 大卡及 7 微克/100 大卡，以要求奶粉製造商於添加硒時，遵
照此安全劑量範圍。
硒 Q&A 如附件。
4.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准許提高牛奶及牛奶替代品(如豆漿)中之维生素 D 含量(2016-12-09)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於 2016 年 7 月針對維生素
D(維生素 D2 與維生素 D3)作為營養添加劑，使用於牛奶、植物性牛奶替代品(如豆漿、杏仁奶等)及
植物性優格替代品(如豆漿優格、椰奶優格等)中之規範進行修正。
維生素 D 是一個統稱，為固醇類物質，其兩種主要形態為維生素 D2(麥角鈣醇)與維生素 D3(膽
鈣醇)，是對人體骨骼生長及健康必不可少的一種脂溶性維生素。維生素 D 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小腸吸
收鈣和磷，若缺乏會導致骨質代謝異常，如兒童佝僂症或成人軟骨症；而攝入過多的維生素 D 也是
有害的，會造成血中鈣濃度升高，引發高血鈣症。
新修訂之美國食品添加物規範，允許食品製造商可添加維生素 D2 於黃豆、杏仁、可可等植物性
牛奶替代品中，且其含量標準由每 100 公克 50 IU 提高至 84 IU (1 微克= 40 IU，故相當於 2.1 微克)；
可添加維生素 D2 於植物性優格替代品，其限量為每 100 公克 89 IU (即 2.225 微克)；同時提高牛奶中
維生素 D3 之含量標準，由每 100 公克 42 IU 增加至 84 IU (即 2.1 微克)。另外，U.S. FDA 也根據膳食
暴露量(食物及補充劑)、安全性資料及其他相關數據進行評估，認為維生素 D 於目前的使用範圍與限
量下是安全無虞的。
其他維生素 D 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B.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經紫外光照射處理的牛奶之安全性(2016-04-22)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期針對一般族群(但不含一歲以下之嬰
兒)評估牛奶經紫外光照射處理後之安全性。經紫外光照射處理的牛奶被視為一種新興食品(No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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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是將高溫殺菌後的牛奶再以紫外光照射處理，除了能延長保存期限外，更可使得當中所含的
維生素 D3 含量增加。經評估，歐洲食品安全局認為此類經紫外光照射處理之牛奶(UV-treated Milk)
應是安全無虞的。
7-脫氫膽固醇(7-dehydrocholesterol)為合成維生素 D3 的前驅物，除存在於人體皮膚，亦可於牛奶
中發現，經紫外線照射後可轉化為維生素 D3 供人體利用。從營養素成分來看，經紫外光照射處理的
牛奶相較於一般牛奶其維生素 D3 的含量顯著增加，而其餘營養素含量及成分則沒有顯著不同，因此
歐洲食品安全局認為此新興食品不會造成營養上不利的影響；另在過敏性方面，歐洲食品安全局也指
出其發生過敏反應之風險與傳統牛奶相比並無差異。
資料顯示經紫外光照射處理的牛奶，全脂及低脂牛奶中維生素 D3 含量分別為 0.5-3.2 及 0.1-1.5
微克/100 公克，而脫脂牛奶只含有微量，若假設完全攝取經紫外光處理的全脂牛奶，且當中維生素
D3 皆為最高濃度(3.2 微克/100 公克)，同時考慮食物及補充劑來源之維生素 D，仍不太可能超過歐洲
食品安全局訂定之可耐受最高攝取量(Tolerable Upper Intake Levels, UL)(1-10 歲孩童：50 微克/天；青
少年與成人：100 微克/天)。
2. 歐洲食品安全局提出值得關注的 28 項食品安全議題(2016-04-27)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期發表一篇研究，這項研究是由 200 多
名食品安全和風險評估領域的科學家和專家參與協助，根據如何利用較少資源得到最大效益及如何改
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之方法等指標進行評估，針對需關注的食品安全議題或風險評估方法進行重要性
排序。其中指出 28 項需特別關注及進行研究的食品安全議題，用以提升歐洲各國食品安全性。此 28
項議題大致可分成 5 大類別，分別為：
(1)化學物質
 建立化學污染物風險評估的一致性方法。
 探討污染物的累積性暴露評估 (如：農藥殘留)。
 嬰幼兒食品。
 新興污染物。
(2)微生物
 發展源自食品、環境和人類病例的微生物監測與其特微描述系統。
 將基因體資料應用於微生物的風險評估。
 探討抗微生物與抗生素抗藥性問題。
 食物源的微生物病原體。
 食物源的病毒 (如：蔬果中的 A 型肝炎病毒及諾羅病毒)。
 家畜類及即食性食品中的彎曲桿菌(Campylobacter)。
 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生物危害。
(3)環境
 建立歐盟各國對有害生物發生與擴散相關訊息的透明化。
 注意有應用核糖核酸干擾(Ribonucleic acid interference, RNAi)技術於生產食品的生物體，如在
農藥、動物用藥；或是基改作物所產生新的表現特性，它們可能會影響整個食物鏈。
 應更進一步了解植物及有機體的特性，以應用於保護作物和減少農藥等化學品的使用。
 探討化學物對生態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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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食品中的環境污染物。
 化學混合物所產生的雞尾酒效應(如：食品添加物等化學混合物的風險評估)。
(4)營養
 改善農業作業程序而間接影響人類的健康 (如：減少農藥使用，而改變食物中真菌毒素
(mycotoxins)的含量)。
 針對攝入和暴露的污染物發展其生物指標 。
 探討營養補充食品的風險與效益。
 結合食品中過敏原免疫測定方法，訂定過敏原門檻值。
(5)其他
 發展辨識食品中新興風險之方法與系統 (如，新興的食物源疾病)。
 發展風險-效益分析方法。
 歐洲各國資料的蒐集及監測程序。





食物中多重污染物暴露的影響。
草藥作為食品補充品的風險及效益。
食物源過敏原的風險評估與管理。
包含環境源及食物源等多重危害暴露的效應。

食品安全議題已是國際共同關注議題，借鏡國際以完善我國食品安全。
3. 食用植物油及加工食品中的汙染物(2016-05-20)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日對食品中游離態及脂肪酸酯化鍵結
的 3-單氯丙二醇(3-Monochloropropane-1,2-diol, 3-MCPD)、2-單氯丙二醇(2-monochloropropane-1,3-diol,
2-MCPD)及縮水甘油酯(Glycidol esters)提出科學建議，上述的三類化合物可能在食品的加工過程中會
產生，特別是在植物油高溫(約 200 °C)精煉的步驟。除了 2-MCPD 及其酯類化合物(2-MCPD esters)毒
性資料不足，無法進行風險評估外；3-MCPD 及其酯類(3-MCPD esters)、Glycidol esters 評估結果皆顯
示，對於年輕攝食族群(0-9 歲)而言，於健康上皆是需要關注的議題。
EFSA 的食物鏈污染物科學專家組(CONTAM Panel)根據近年分析數據進行暴露評估，檢驗項目
可分為三大類，分別為： (1)醬油、水解植物蛋白(增味劑的一種)及其相關製品中的 3-MCPD；(2)食
用油中的 3-MCPD esters、2-MCPD esters 及 Glycidol esters；(3)除(1)和(2)類外的食品項目中的 3-MCPD
esters、2-MCPD ester 及 Glycidol esters；共有 7175 件食品進行數據分析。而大多數的植物油、人造(植
物)奶油及特定加工食品中，皆含有較高濃度的 3-MCPD esters、2-MCPD esters 及 Glycidol esters，其
中以棕櫚油檢出此三類化合物之濃度為所有檢驗品項之首。
上述三類化合物之危害及暴露資料進行風險特性化結果，除了 2-MCPD 及其酯類的毒性資料尚
不足，無法進行劑量與毒性效應評估外；其餘 3-MCPD 及其酯類、Glycidol esters 在健康危害上皆是值
得關注的隱憂。根據新的科學證據，專家更新 3-MCPD 及其酯類每日耐受攝取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 註 2 的訂定，專家委員以 BMDL10 註 1=0.077 毫克/公斤體重/天，為實驗雄性大鼠腎小管增生病變的
最低劑量，進而推求 TDI 為 0.8 微克/公斤體重/天，已推翻原先 2001 年 EFSA 所訂定的 TDI=2 微克/
公斤體重/天(由腎小管增生病變的最低作用濃度推估而來)。在年輕攝食族群(0-9 歲)，3-MCPD e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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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暴露量皆高於每日耐受攝取量，為造成健康危害的一項隱憂。另外，對於 Glycidol esters，專
家委員以 T25 註 3 方法評估出 10.2 毫克/公斤體重/天，為造成 25%大鼠引起腫瘤之劑量，進而推估暴露
註

限值 4(Margin of exposure, MOE)，評估結果指出，對於歐洲的年輕攝食族群(0-9 歲)及所有年齡層高攝

入族群(前 95%百分位)而言，皆是造成健康上的隱憂。
註 1：BMDL10，造成 10%群體發生不良反應的最低劑量。
註 2：每日耐受攝取量(TDI)，代表每人每天每公斤體重暴露此劑量下，終身不會有不良的健康風險。

EFSA 的專家訂定 3-MCPD 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0.8 微克/公斤體重/天，計算方式如下：
1.

根據一項長達兩年，飲水投藥的大鼠致癌性研究(Cho et al., 2008)，推算造成 10%群體發生
不良反應的最低劑量為 0.077 毫克/公斤體重/天，此劑量會造成 10%雄性大鼠腎小管不正常
增生。

2.

考量不確定因子(uncertainty factor)，其中不確定因子 10(物種間的差異，大鼠到人類)×10(個
體差異，考量較敏感的族群)合計不確定因子為 100。
BMDL10 (毫克/公斤/天)
不確定因子(物種間 × 個體差異)

× 1000(單位轉換)

0.077(毫克/公斤/天)
× 1000 ≅ 0.8 (微克/公斤體重/天) = TDI
10 × 10

註 3：T25 方法，當特定化合物劑量與反應關係實驗數據不足，無法推求 BMDL10 時，T25 為一簡化的方
法，可用來評估特定化合物 25%致癌劑量。
註 4：暴露限值(Margin of exposure；MOE)，MOE 值可顯示有關物質影響健康的值得關注程度，MOE 值
越高，值得關注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3-單氯丙二醇及其酯類(3-MCPD and 3-MCPD esters)、2-單氯丙二醇及其酯類(2-MCPD and 2-MCPD
esters)、縮水甘油酯(Glycidol esters)Q&A 如附件。
4. 需有更多數據支持亞硫酸鹽的安全性(2016-05-31)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說明目前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的亞硫酸鹽
類其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7 毫克/公斤體重/天，此限值雖已足夠保護消費
者，但因毒性資料的不充足及其他不確定性因素，建議應進行更多研究，給予更多數據重新進行安全
性評估。
歐洲食品安全局專家小組重新評估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的亞硫酸鹽類之安全性，包含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亞硫酸鈉(Sodium sulfite)、亞硫酸氫鈉(Sodium bisulfite)、偏亞硫酸氫鈉(Sodium
metabisulfite)、偏亞硫酸氫鉀(Potassium metabisulfite)、亞硫酸鈣(Calcium sulfite)、亞硫酸氫鈣(Calcium
bisulfite)，和亞硫酸氫鉀(Potassium bisulfite)，這些化學物質在低 pH 值(胃中)時呈亞硫酸氫根離子
(HSO3−) 狀態，在生理 pH 值則呈亞硫酸根離子(SO32-) 狀態，因此被歸為同一類。
此報告中說明亞硫酸鹽類之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0.7 毫克/公斤體重/天，此限值雖已足夠保護消費
者，但基於以下因素，建議取得更多研究數據後重新進行安全性評估：一、目前世界糧農組織及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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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及歐盟
食品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od, SCF)是根據實驗動物大鼠及豬試驗結果所訂定的每日
容許攝取量 0.7 毫克/公斤體重，其是假設所有暴露的亞硫酸鹽皆可轉換以二氧化硫來計算的理論值，
然而各物種將亞硫酸鹽分解為二氧化硫的能力不同。二、不同的亞硫酸鹽與食物成分作用情形相異，
可能會影響其吸收代謝或毒性的特性，然而關於此部分的研究數據尚不充足。三、依各研究所用特定
的亞硫酸鹽來外推所有來源的亞硫酸根離子毒理結果的合適性。四、有研究表示亞硫酸鹽(特別是二
氧化硫)具有具部接觸效應，但無法確定是否具全身性效應。五、應有完善毒理學資料，包含以明確
劑量效應關系進行 ADI 的推求，減少不確定因素。
5. 歐洲食品安全局評估丙酸鈉使用範圍及限量放寬之安全性(2016-10-11)
丙酸鈉(Sodium Propionate)為歐盟合法准用之食品添加物，具有抗菌防腐之效，目前規範可使用
於烘焙與乾酪產品，且用量限制最大為 3000 毫克/公斤。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來針對丙酸鈉評估放寬使用範圍及限量之安全性，認為丙酸鈉使用於肉品製備、肉
類及魚類相關之加工品且限量提高至 5000 毫克/公斤，並不會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EFSA 曾於 2014 年進行丙酸及其鈣、鈉、鉀鹽之安全性評估，結論認為丙酸及其鹽類於目前規
範的使用範圍與用量下，是安全無虞的。報告內容指出，以狗作為試驗對象的 90 天攝食研究，給予
1%之丙酸濃度時觀察到食道出現可逆性的上皮增生現象，並且 EFSA 判定未觀察到不良效應之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為 0.3%之丙酸濃度，此含量相當於目前食品中之最大用量
3000 毫克/公斤，由此可知造成刺激反應之濃度(1%之丙酸濃度)約為使用於烘焙與乾酪產品之最高允
許用量(0.3%之丙酸濃度)的 3 倍。
而另一篇同樣以狗作為試驗對象的 104 週攝食研究，發現給予 5.1%之丙酸濃度並不會造成任何
不良效應，因此若以食品中丙酸鈉之最大用量 5000 毫克/公斤來計算，相當於 0.5%之丙酸濃度，可
知 5.1%之丙酸試驗劑量約為使用於肉品製備、肉類及魚類加工品之最高允許量(0.5%之丙酸濃度)的
10 倍。因此 EFSA 認為放寬丙酸鈉使用於肉品製備、肉類及魚類相關之加工品且限量提高至 5000 毫
克/公斤，並不會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丙酸 Q&A 如附件。
6. 歐盟重新評估食品級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ide)做為食品添加物之安全性(2016-10-18)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日對食品級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ide,
TiO2)，歐盟編碼為 E171，做為食品添加物之安全性提出科學建議。根據二氧化鈦於體內吸收、分布
及排出情形指出，口服的二氧化鈦吸收率極低、生物利用率差，此特性與其粒徑的大小並無關係。根
據現有的資料，專家小組做出以下結論：二氧化鈦用於食品添加物中並不會引起基因毒性；對於生殖
毒性的證據仍不足，因此無法訂定其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專家小組考量目
前的毒理資料、二氧化鈦吸收率低的特性、以及安全極限值(Margins of safety, MoS)註 1 認為食品中的
二氧化鈦對於消費者的健康並無風險上的疑慮。
二氧化鈦於食品加工上可作為起雲劑及白色食用色素使用，是一種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常見的食
物用途如口香糖、硬糖、麵包及調味料等，而在化妝品及工業上也會被拿來使用。攝入後，大多數的
二氧化鈦會透過糞便排出，僅有少數(最大量 0.1%)會被腸道吸收，並分布到其他器官。目前食品級的
二氧化鈦在歐盟並未歸類為奈米材料，雖然它可能含有高達 3.2% (重量百分比)為奈米粒子(粒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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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為此，EFSA 的專家小組也評估了食品級和非食品級(含奈米級)二氧化鈦的研究，其中有少數非
食品級二氧化鈦的研究指出，對生殖系統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
由於食品級二氧化鈦其生殖毒性的證據仍不足，無法建立 ADI 值，因此後續仍需持續研究補足
此方面的數據，以便釐清是否有生殖毒性的影響，並建立 ADI 值。目前，風險評估者可透過推求安
全極限值(MoS)以確認當下的攝食情形是否有需要被關注。專家小組根據最低無觀察危害反應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s levels, NOAEL)註 2 為 2,250 毫克/公斤體重/天(數值來自一項實驗大鼠與小
鼠致癌性研究，此劑量為餵食雄性大鼠的最高劑量)及民眾攝食曝露情形，推估各年齡層 MoS 值皆大
於 100，證明食品中的二氧化鈦對於消費者的健康並無風險上的疑慮。
註 1：安全極限值(Margins of safety, MoS)：可顯示有關物質影響健康的值得關注程度，MoS 值越高，值得關注
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一般來說食品添加物的 MoS 等於或大於 100，表示非需要關注，其公式如下：
安全極限值(Margin of safety, MoS) = NOAEL (動物) /曝露量 (人)
註 2：無觀察危害反應劑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s levels, NOAEL)：指毒理試驗中，無發生不良反應之最
大劑量。

二氧化鈦 Q&A 如附件。
7. 歐洲安品安全局評估食品中孔雀綠(Malachite green, MG)之行動參考指標值設為 2 微克/公斤足以保
護消費者健康(2016-11-14)
孔雀綠(Malachite green, MG)因成本低且能有效抵抗魚貝類的寄生蟲、真菌及原蟲疾病，用於水
產養殖的歷史悠久。然，孔雀綠及其代謝物還原型孔雀綠(leucomalachite green, LMG)具基因毒性，且
會誘導雌性小鼠(B6C3FF1)產生肝細胞腺瘤及癌症(Culp et al, 2006)，歐盟、美國、日本及我國均禁止
使用孔雀綠於養殖漁業。歐盟雖禁止使用孔雀綠，但由他國進口的水產養殖產品中很容易發現孔雀綠
的 殘 留 ， 為 了 管 理 此 類 非 經 許 可 使 用 具 藥 理 活 性 之 物 質 (non-allowed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歐盟規定實驗室監測此類非法定許可動物用藥及其代謝物，訂有最低檢測能力要求
（Minimum Required Performance Limit, MRPL）作為監測標準，當食品中檢出該動物用藥為 MRPL
值以下時，認定為未檢出。而歐盟將水產食品中孔雀綠之 MRPL 值為 2 微克/公斤（μg/kg）
，並將此
MRPL 值設定為行動參考指標值(Reference Point for Action, RPA)。同時，歐盟委員會要求歐洲食品安
全局評估此 RPA 值是否足以保護消費者健康。食品安全局的專家們假設 MG 及 LMG 總殘留於所有
類型的魚及甲殼類之水產品為前提下，進行暴露評估，最後認為攝食到含 2 微克/公斤孔雀石綠的食
物還不至於造成健康的疑慮。
補充資料如附件。
C.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評估橡膠業用劑 2-氫硫基苯并噻唑(MBT)的安全性(2016-03-03)
隸屬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組成專家小組開會將 MBT 列為 Group 2A，指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與紅肉同級。2-氫硫基苯并噻
唑(MBT，全名 2-Mercaptobenzothiazole) 廣泛運用於橡膠產品，例如：手套、保險套、輪胎、奶嘴等，
暴露此化學品最多的應屬橡膠業工人，一般民眾則是透過使用橡膠類產品而暴露，而大眾透過日常使
用此類產品所帶來的危害有多大，仍待研究。2-氫硫基苯并噻唑(MBT)Q&A 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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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研究中心依化學品致癌證據的充足性給予分級，並非指暴露化學品後發生癌症的可能性高
低，因此不能用於說明致癌風險高低。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十種主要與公眾健康相關的化學物質(2016-04-20)
化學物質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用來製造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產品。許多化學物質(如果使
用得當)可以顯著改善我們生活的品質、健康與福祉，但是有些化學物質是非常危險的，若管理不當
可能對我們的健康與環境有不良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十種主要與公眾健康問題相關的化學物質，包括空氣污染、砷、石綿、苯、鎘、
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攝取不足或過量的氟、鉛、汞、高危險農藥等，詳細說明如附件。
2.

3.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中心釋出農藥嘉磷塞(Glyphosate) Q&A(2016-06-07)

於 2015 年 3 月，世界衛生組織旗下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提出農藥嘉磷塞(Glyphosate)化合物以及其農藥製劑致基因毒性的強烈證據，將其列為
Group 2A 物質，表示嘉磷塞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Group 2A 是指實驗動物產生癌症的證據確實，
但人類致癌的資料有限)。
IARC 的的專案評估小組是由國際上不涉及個人利益的獨立專家所組成，遵循嚴格的科學標準，
對於目前所有已公開的致癌研究進行系統性的整合與審查。因此，IARC 對於致癌物質的分類系統，
是被全世界所認可且做為參考依據。
嘉磷塞(Glyphosate) Q&A 如附件。
D.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
1. 能量飲料：什麼時候造成風險？(2016-03-16)
Andreas Hensel 教授表示，假如消費者大量飲用能量飲料或與酒精混合飲用，或於缺乏睡眠和劇
烈運動後飲用能量飲料，可能會導致不必要的健康效應。
能量飲料中的成分咖啡因，被認為具有刺激的作用；此外，其它物質例如：葡萄糖醛酸內酯
(glucuronolactone)、肌醇 (inositol) 與牛磺酸 (taurine) 也是常被使用的成分。
有些病例報告描述，飲用能量飲料而造成嚴重的健康損傷甚至導致死亡；然而，至今尚未有明確
證據指出能量飲料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係。能量飲料所含的咖啡因會刺激心血管和中樞神經系統。大
量攝入咖啡因會增加緊張感，導致心悸、心律不整並且使血壓升高。
根據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 (BfR) 的觀點，當大量飲用能量飲料或能量補給品時，會造成健
康風險。另有研究顯示，消費者同時飲用能量飲料與大量酒精或是劇烈運動後飲用，會增加健康風險。
某些消費族群，例如：兒童、孕婦、哺乳期婦女及對咖啡因敏感的人，都應避免飲用能量飲料。
E. 其他
1. 美 國 環 保 署 (US EPA) 下 修 飲 用 水 中 全 氟 辛 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與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perfluorooctane sulphonate, PFOS)的健康公告數值(health advisory levels)(201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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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環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針對 PFOA 與 PFOS 制定了健康公告數
值(health advisory levels)，以提供化學物質的健康風險資訊給飲用水系統營運商、以及負責監督這些
系統的國家、部落與地方政府，使他們能夠採取適當的行動保護他們的居民。美國環保署致力於維持
國家與公共飲水系統，決定了適當的措施來減少飲用水 PFOA 與 PFOS 的暴露。隨著評估化學物質之
健康影響的科學不斷進步，美國環保署會持續評估新的證據。
為了保護美國居民，包括最敏感的族群，針對來自飲用水之 PFOA 和 PFOS 的終身暴露，美國環
保署制定健康公告數值(health advisory levels)為 70 ng/L，因為 PFOA 和 PFOS 都會存在於飲用水，而
認為 PFOA 和 PFOS 兩者的濃度應合併，合計不得超過 70 ng/L。
PFOA 與 PFOS 的背景
PFOA 與 PFOS 是與氟合成之有機化學物質，屬於全氟烷化合物(PFASs)。PFOA 與 PFOS 是全氟
烷化合物中最廣泛生產並最常被研究的。它們常被用於製造地毯、服裝、家具織物、食品的紙類包裝
和做為其他防水、防油或抗污漬材料(例如廚房用具)。它們也被用於機場滅火以及許多工業生產過
程。
因為這些化學物質已被用於許多消費性產品，許多人已經暴露到這些化學物質。在 2000 年到 2002
年間，美國的 PFOS 主要製造商自願逐漸淘汰國內 PFOS 的生產。在 2006 年， 8 大公司自願同意逐
步淘汰他們 PFOA 和相關化學物質的全球性生產，雖然仍持續使用有限的數量。科學家發現幾乎所有
接受檢測的人血液中都有 PFOA 和 PFOS，不過這些研究顯示血中 PFOA 和 PFOS 的濃度一直在下降。
雖然對大部分人來說消費性產品和食物是這些化學物質的主要暴露來源，在少數供水系統被化學物質
污染的社區，飲用水成為一個額外的暴露源。像這樣的污染通常是本地性的，而且和特殊的場所有關，
例如曾生產化學物質的工廠或者曾製造其他產品或者一個曾進行滅火的機場。
健康公告數值(health advisory levels)是如何發展的?
美國環保署的健康公告數值是基於 PFOA 和 PFOS 的實驗動物(大鼠和小鼠)研究及暴露全氟烷化
合物的人類流行病學研究。這些研究表示暴露於 PFOA 和 PFOS 引起的不良健康效應，包括影響孕期
中胎兒或哺乳中嬰兒的發育(例如：低出生體重、性早熟、骨骼變異)、癌症(例如睪丸、腎臟)、肝臟
的影響(例如組織損傷)、免疫的影響(例如抗體的產生和免疫力)、甲狀腺的影響和其他影響(例如膽固
醇變化)。
美國環保署的健康公告數值是為了保護敏感族群(孕期中胎兒或哺乳中嬰兒)產生不良的健康效
應。這個健康公告數值是以哺乳期婦女飲用的水量來計算的，因為哺乳期婦女喝的水比其他人多而且
可以藉由母乳傳遞化學物質給嬰兒。
2. 美國加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正式將苯乙烯(Styrene)列入加州 65 法案之化學物質清單
(2016-09-20)
2016 年 4 月 22 日美國加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EHHA)將苯乙烯(Styrene)加入加州 65 法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 65)發布之化學物質清
單，正式將苯乙烯納入此法案之規範。苯乙烯為一種芳香烴，用於製造各種聚合物和樹脂，應用在橡
膠、塑料、建材、電器零件及食品容器等產品上，一般最常見的是保麗龍餐具(聚苯乙烯產品)經接觸
高溫或加熱後會釋出大量苯乙烯，因而造成苯乙烯之暴露，其他如處於吸菸、使用影印機或受苯乙烯
汙染之工作場所等環境，也會導致人體暴露於苯乙烯中。
加州 65 法案亦稱「安全飲用水及有毒物質法案(Safe Drinking Water and Toxic Enforcement Act of
19

1986)」
，其宗旨為保障加州居民於接觸飲水、職業場所、環境及消費產品時，免受可能導致癌症、先
天性缺陷或其他生殖傷害的化學物質危害。該法案要求加州政府發布一份化學物質清單，並至少每年
更新一次，其規定企業不得將列明的化學物質排放至飲用水裡，且當產品或工作場所含有該類物質時
亦須提供警示標語(除非暴露量很低，不足以造成顯著風險)，如實告知大眾，讓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
購買或採取適當行動避免暴露。
2002 年，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認為苯乙烯引起人
類癌症的證據不足，且引起實驗動物癌症的證據有限，因此將其列為可能對人類致癌之物質(Group
2B)。2011 年美國國家毒理學計劃(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的報告指出，以 CD-1 品系小鼠
作為試驗動物的 2 年期呼吸暴露研究，證實苯乙烯會誘發良性及惡性肺腫瘤的發生，而於 B6C3F1 品
系小鼠之 2 年期口服暴露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會增加雄性小鼠良性及惡性肺腫瘤的發生率，NTP 認為
苯乙烯之人類致癌性證據有限，但有充分的實驗動物致癌性證據，並輔以致癌機制之數據，為一「合
理預期的」人類致癌物。而 OEHHA 於 2015 年 2 月公開徵詢是否將苯乙烯加入化學物質清單，在收
集參考各界意見後，於 2016 年 4 月 22 日正式將其列入加州 65 法案化學物質清單中。
OEHHA 說明苯乙烯和聚苯乙烯並不相同，此次公告是針對苯乙烯而非聚苯乙烯，同時 OEHHA
亦建議訂定苯乙烯的每日無顯著風險值(No Significant Risk Level, NSRL)為 27 微克/天，並展開公開諮
詢。若通過此提案，企業須遵循加州法律規定，產品中的苯乙烯含量若超過規範之標準值，則必須於
外包裝上標示健康危害的警告標誌。
苯乙烯 Q&A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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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資料
新聞解讀
 食品藥物管理署
1. 健康風險評估資料專區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HealthRisk.aspx?nodeID=581
2. 公布食品藥物管理署「105 年燕麥產品抽驗計畫」之稽查結果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19933&chk=bb24a35e-e81c-41bf-bcb8-52bef2349
547&param=pn&cid=4&cchk=f11420b2-cf8e-4d3a-beb5-66521b800453#.V5WtL_m7hBd
3. 105 年 3-5 月份禽畜產品殘留動物用藥聯合稽查成果 http://www.mohw.gov.tw/news/572155620
4. 預告訂定食品原料「蘆薈」之使用限制及含蘆薈食品之標示
http://www.mohw.gov.tw/news/572256253
5. 食藥署會同檢警與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調查「政豐農產企業有限公司」涉嫌竄改產品有效日期
案件說明 https://consumer.fda.gov.tw/News/Detail.aspx?nodeID=10&pid=f316085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 臺北市衛生局公布小吃店『營業用醬油』抽驗結果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36&mid=442&itemid=35513
2. 美耐皿餐具三聚氰胺溶出標準 2.5 ppm 臺北市衛生局依循上開標準持續監測市售餐具衛生安
全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36&mid=442&itemid=37185
3. 臺北市衛生局公布 105 年 10 月生鮮蔬果殘留農藥抽驗結果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36&mid=442&itemid=37802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 新北市抽驗食品反式脂肪含量 1 件標示不符
http://www.health.ntpc.gov.tw/information.aspx?uid=34&pid=5640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1.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公布 105 年 5 月份蔬果農藥殘留抽驗結果
http://210.69.216.183/news/detail.aspx?aid=4&type=0&nid=2450



雲林縣政府衛生局
1. 縣衛生局會同雲林地檢署查察豆芽菜製售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情形
http://www.yunlin.gov.tw/News/detail.asp?id=201512170001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1.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即起日免費發送「三偏磷酸鈉」，呼籲鹼粽勿再使用硼砂！
http://www.phchb.gov.tw/ch/home.jsp?mserno=201110060008&serno=201110060010&contlink=ap/
newsall_view.jsp&dataserno=2016051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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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TOXNET http://toxnet.nlm.nih.gov/



衛生福利部
1. 預告修正含鋁食品添加物標準，強化食品添加物管理 http://www.mohw.gov.tw/news/571553579
2. 食藥署發布『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參考指引』http://www.mohw.gov.tw/news/571553382



食品與藥物管理署
1. 105 年食品規範新制上路，您不可不知!http://goo.gl/QcPgA2
2. 105 年 7 月起上路的食品安全管理新制! http://www.mohw.gov.tw/news/572055492
3. 食品藥物管理署訂定「紅麴製品之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作業指引」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1. FDA proposes limit for inorganic arsenic in infant rice cereal
http://www.fda.gov/NewsEvents/Newsroom/PressAnnouncements/ucm493740.htm
2. Exposure Estimate for Semicarbazide from the Use of Azodicarbonamide in Bread for the U.S.
Population
http://www.fda.gov/downloads/food/ingredientspackaginglabeling/foodadditivesingredients/ucm497
223.pdf
3.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Azodicarbonamide (ADA)
http://www.fda.gov/food/ingredientspackaginglabeling/foodadditivesingredients/ucm387497.htm
4. FDA Issues Final Rule to Add Selenium to List of Required Nutrients for Infant Formula
http://www.fda.gov/Food/NewsEvents/ConstituentUpdates/ucm451982.htm
5. FDA Approves an Increase to the Amount of Vitamin D for Milk and Milk Alternatives
http://www.fda.gov/Food/NewsEvents/ConstituentUpdates/ucm510556.htm



歐洲食品安全局
1. Safety of UV-treated milk as a novel food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C) No 258/97
http://www.efsa.europa.eu/en/efsajournal/pub/4370
2. Final repor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od safety priorities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http://www.efsa.europa.eu/en/supporting/pub/1007e
3. Process contaminants in vegetable oils and foods https://www.efsa.europa.eu/en/press/news/160503a
4. EFSA Science Opinion: Risks for human health related to the presence of 3- and
2-monochloropropanediol (MCPD), and their fatty acid esters, and glycidyl fatty acid esters in food,
2016. https://www.efsa.europa.eu/en/efsajournal/pub/4426
5. The European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EUFIC): Q&As on process contaminants in vegetable oils
and foods (2- and 3-MCPD and their esters, and Glycidyl Esters)
http://www.eufic.org/article/en/food-safety-quality/food-contaminants/rid/QAs_on_process_contami
nants_in_vegetable_oils_and_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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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re data on sulfites needed to “fully confirm” safety
http://www.efsa.europa.eu/en/press/news/160414a
7. Safety of the extension of use of sodium propionate (E 281) as a food additive
http://www.efsa.europa.eu/en/efsajournal/pub/4546
8. Food colours: titanium dioxide marks re-evaluation milestone
http://www.efsa.europa.eu/en/press/news/160914
9. Malachite green in food http://www.efsa.europa.eu/en/efsajournal/pub/4530



世界衛生組織
1. Q&A on Glyphosate http://www.iarc.fr/en/media-centre/iarcnews/pdf/Q&A_Glyphosate.pdf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
1. Energy Drinks: When do they pose a risk?
http://www.bfr.bund.de/en/press_information/2016/07/energy_drinks__when_do_they_pose_a_risk_
-196549.html



其他
1. Carcinogenicity of some industrial chemicals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onc/article/PIIS1470-2045%2816%2900137-6/fulltext
2. Drinking Water Health Advisories for PFOA and PFOS
https://www.epa.gov/ground-water-and-drinking-water/drinking-water-health-advisories-pfoa-and-pf
os
3. Styrene Listed Effective April 22, 2016 as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http://oehha.ca.gov/proposition-65/crnr/styrene-listed-effective-april-22-2016-known-state-california
-cause-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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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1. 嘉磷塞 Q&A
Q：嘉磷塞造成致癌的影響是否與農藥製劑中其他化學成分有關？
並無相關。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對嘉磷塞專案的評估結果是根據目前所有已公開的致癌研究進
行系統性的整合與審查。許多暴露嘉磷塞的民眾關注於市售的嘉磷塞農藥製劑，其除了主成
分嘉磷塞外，還包含各種化學物質。而此專案內容包含了真實環境中人類的暴露研究，以及
嘉磷塞化合物或嘉磷塞製劑的各種實驗性研究。
根據動物實驗結果，已有「充分」的證據指出，暴露嘉磷塞化合物會使實驗動物引發癌症，
而且造成基因毒性的證據「強烈」
。而在人類於實際環境中的暴露研究，基於市售有多種嘉磷
塞農藥製劑的使用類型，因此暴露來源為各種不同種類的嘉磷塞製劑。儘管所添加的化學成
分不同，但結果顯示，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民眾，在暴露於不同配方製劑條件下，皆有相似
的研究結果。
綜合所有的實驗證據，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的專案小組將嘉磷塞列為 Group 2A，表示嘉磷塞極
為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Group 2A 是指實驗動物產生癌症的證據確實，但人類致癌的資料有
限)。嘉磷塞化合物以及其農藥製劑致基因毒性的強烈證據，也進一步支持此分類結果。
Q：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的報告中，助劑註1是否為引起基因毒性的原因？
關於基因毒性部分，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分別對嘉磷塞化合物及以嘉磷塞為主成分之
農藥製劑相關研究進行評估。不論嘉磷塞化合物或以嘉磷塞為主成分之農藥製劑，專案小組
做出相同的風險結論：皆有「強烈」的證據指出具有基因毒性。
註 1：各種農藥劑型中均含有助劑(co-formulants)，其本身一般不具生物活性，可改善農藥的物理或化
學性能，進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藥效或有助于安全施藥，為農藥中不可缺少的添加物。

Q：經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評估目前的流行病學資料結果，認為職業環境的暴露將會增加罹
癌機率。這是否歸因於農藥製劑中嘉磷塞化合物的作用?或者其他化學成分的作用？
在實際環境中，人類的暴露來源主要為農藥製劑中的嘉磷塞。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民眾，
暴露於不同配方製劑的研究結果很相似，相同類型非何杰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
的罹癌率增加。根據嘉磷塞化合的動物實驗以及其他包含人類細胞實驗的研究數據，皆支持
此人類曝露研究的結論。對於暴露嘉磷塞化合的研究，專案小組做出以下結論：已有「充分」
的證據指出，暴露嘉磷塞化合物會使實驗動物引發癌症，而且造成基因毒性的證據「強烈」。
Q：於專案計畫中，其中一項重要研究為美國農業健康研究(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Health Study,
AHS)，此研究並未發現非何杰金氏淋巴瘤與嘉磷塞有關，單獨這項研究是否能否定其他流行病學
研究中找到的正相關聯性？
美國農業健康研究被形容為「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但這說法並不正確。美國農業健康研究
於美國境內兩個州中蒐集 50,000 名以上農民以及農藥噴灑人員其癌症與農藥使用的數據。但
由於所追蹤的時間太短，所發現的癌症案例相對較少，即便某項關聯性真的存在，但調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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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太短將會限制研究的發現。雖然美國農業健康研究是一個很大型、精心策畫的研究，但該
項研究對於嘉磷塞與非何杰金氏淋巴瘤風險的結果並無法否定其他的研究結果。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對所有可取得的嘉磷塞與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研究結果進行了客觀
的統計學分析，其資料來源包含美國農業健康研究與所有病例對照研究。綜合這些研究數據，
結果顯示非何杰金氏淋巴瘤與曝露嘉磷塞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
Q：由國際癌症研究中心評估的研究中，癌症是否只產生於暴露在有毒劑量下的實驗動物中？
答案是否定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統計分析小鼠試驗，結果發現高劑量的嘉磷塞化
合物與罹癌數量呈現正相關，顯示有劑量反應關係，而某些癌症在無毒性情況下可觀察到。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在評估的過程中有一項重要的考量，嘉磷塞所引發的腫瘤類型是
很特殊的，這是在未經處理的動物中極少見到的。而罕見的腫瘤可以對因果關係提供重要的
證據，但可能僅在高劑量條件下才可觀察到。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對這些腫瘤的評估
是符合公認的準則，並且高度肯定其結果的意義。
Q：監管機構對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審查過的關鍵性研究也進行了審查，並審查了其他更多的研究，
其結論指出嘉磷塞對人體並無風險。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的審查與他們有甚麼不同？
許多監管機構主要依據產業界所產的毒理學研究數據，其資料數據是未公開、不透明的。相
反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系統性的整合、評估所有公開的研究證據，進行獨立的科學審查。
根據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的嘉磷塞研究專案，專案小組斟酌考量的公開發表研究以及其他資料
來源約有 1000 筆。所有研究資料將遵循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專案的「序言(Preamle)」原
則進行篩選。
經文獻篩選程序，關於癌症流行病學研究以及以實驗動物進行的癌症生物分析研究部分，將
會全部被引用於此專題報告中。而致癌物暴露與作用致癌機制部分僅考慮引用有代表性的研
究，並不需要引用全部評估過的文獻。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對於嘉磷塞的專案報告共引用了 269
篇參考文獻。
為了確保資料來源公開透明，國際癌症研究中心所評估的資料來源，僅使用可進行獨立科學
審查的公開數據。此外，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小組對嘉磷塞的評估包含了任何符合此標準
的產業界研究，然而並不包括網路文章的補充資料彙整表，其並未提供足夠的詳細數據以供
獨立評估，例如某些情況下，產業界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癌症研究的結果。
透過資料審查結果，專案小組已有足夠的證據指出，嘉磷塞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Group
2A, 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Q：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對致癌物質的分類定義相對於發展成癌症的機率有甚麼關係？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的專案小組將嘉磷塞列為 Group 2A，表示嘉磷塞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
(Group 2A 是指實驗動物產生癌症的證據確實，但人類致癌的資料有限)，此分類結果得到嘉
磷塞化合物以及其農藥製劑致基因毒性的強烈證據所支持。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案報告的評估結果是一種風險分類，他顯示嘉磷塞能引起癌症的證據強
度。然而，發展成癌症的機率取決於多項因素，例如暴露的物質種類、程度以及致癌物質的
作用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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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待克利法規標準與 Q&A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備註
(ppm)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瓜果類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米類

0.5

殺菌劑

豆菜類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香蕉

0.5

殺菌劑

柿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胡蘿蔔

0.3

殺菌劑

其他梨果類(柿、櫻桃除
外)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核果類

0.5

殺菌劑

茶類

5.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菱角

0.5

殺菌劑

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雜糧類

0.5

殺菌劑

黃豆(大豆)

0.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巴西利

2.0

殺菌劑

杏仁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豆薯

0.3

殺菌劑

美洲胡桃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葡萄柚

0.6

殺菌劑

檸檬

0.6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櫻桃

1.0

殺菌劑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木瓜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火龍果

0.5

殺菌劑

百香果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紅毛丹

0.5

殺菌劑

番荔枝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酪梨

0.5

殺菌劑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小麥

0.02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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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甘藍

0.2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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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抱子甘藍

0.2

殺菌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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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油菜籽

0.05

殺菌劑

花椰菜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馬鈴薯

0.3

殺菌劑

堅果類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甜菜根

0.2

殺菌劑

番茄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葵花籽

0.02

殺菌劑

蒜頭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蘆筍

0.03

殺菌劑

青蔥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洋蔥

0.3

殺菌劑

紅蔥頭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韭菜

1.0

殺菌劑

韭菜花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韭黃

1.0

殺菌劑

蕎頭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蕗蕎

1.0

殺菌劑

枸杞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枸杞葉

1.0

殺菌劑

香瓜茄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茄子

0.5

殺菌劑

甜椒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野茄

0.5

殺菌劑

辣椒

0.5

殺菌劑

酸漿

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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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樹番茄

0.5

殺菌劑

60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蘋果

1.0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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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麼是待克利？
 農藥待克利是一種殺真菌劑，為白色～灰棕色結晶體。對於子囊菌鼠、擔子菌屬等具有抑
制和治療的長效活性。在 150℃以下安定，並不易水解。其劑型為：乳劑(Emulsifiable
Concentrates, EC)、可溼性粉劑(Wettable Powders, WP)。其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01 毫克/公斤/天，相當於一個 60 公斤的成人，每日可攝取的量為 0.6 毫克。
Q：待克利的作用機制為何？
 其 作 用 為 抑 制 真 菌 的 C14 去 甲 基 酶 (C14-dimethylase) 進 而 干 擾 細 胞 膜 上 的 麥 角 固 醇
(Ergosterol)合成。系統性的殺菌劑，具有廣範圍活性，可透過期於葉子上的施用和種子的
處理，而達到保護作物產量和品質。
Q：待克利的用途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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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對抗葡萄、花生、梨果、馬鈴薯、小麥和多種蔬菜作物的複雜疾病。亦可以 3.3 克/100
公斤種子的量，用在對抗小麥和大麥種子的病原體。
Q：待克利對人體的危害為何？
 對於動物、植物和其他野生動物不具毒性。對於水棲生物具有高毒性，可能是因為對水棲
環境引起長期的不利影響。
Q：當待克利進入環境命運為何？
 動物:在大鼠的新陳代謝研究中，指出在餵食後約 24～48 小時之間，血液中的濃度達到最
高值。78～94%會排出在糞便中，8～21%則在尿液中。待克利不具蓄積性，因組織的預估
少於 1.0％。
 植物:在植物中有兩個代謝途徑，一是由 triazole 代謝成 triazolylalanine
和 triazolylacetic
acid，二是由苯環的氫氧化而成。
 土壤:在土壤中低移動性，且降解緩慢。
Q：待克利的毒性為何？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急性毒性分類成 III 類，意指輕微危害；
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的致癌物質分類成 C 類，即
可能會致癌。
Q：政府如何保護民眾免於待克利的危害？
 WHO 所建議每日攝取容許量(ADI)：0.01 毫克/公斤體重。在我國衛生福利部、農委會及環
保署均就其職權範圍訂有管制辦法及標準，由農藥之生產與販售、田間施用、作物採收及
市面食品販售等，均有層層把關的措施，且各相關機構相互持續對食品及環境進行監測，
自應可避免危害現象之發生。
3. 得芬諾法規標準與 Q&A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備註

(ppm)
1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杏仁

0.05

殺蟲

2

Tebufenozide

得芬諾

青花菜

0.5

殺蟲劑

3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美洲胡桃

0.01

殺蟲劑

4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胡桃

0.05

殺蟲劑

5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甜椒

1.0

殺蟲劑

6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番茄

1.0

殺蟲劑

7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葡萄(乾)

2.0

殺蟲劑

8

Tebufenozide

得芬諾

酪梨

1.0

殺蟲劑

9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辣椒

1.0

殺蟲劑

10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覆盆子

2.0

殺蟲劑

11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草莓

1.0

殺蟲劑

12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啤酒花

0.1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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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洋蔥

0.05

殺蟲劑

14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紅蔥頭

0.05

殺蟲劑

15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蒜頭

0.05

殺蟲劑

16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蕎頭

0.05

殺蟲劑

17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米類

0.1

殺蟲劑

18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柿

0.5

殺蟲劑

19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柑桔類

1.5

殺蟲劑

20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茼蒿

3.0

殺蟲劑

21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小葉菜類
(茼蒿除外)

5.0

殺蟲劑

22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奇異果

0.5

殺蟲劑

23

Tebufenozide

得芬諾

乾豆類

0.1

殺蟲劑

24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梨果類

0.5

殺蟲劑

25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葡萄

2.0

殺蟲劑

26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蔓越莓

0.5

殺蟲劑

27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28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29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30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甘蔗

1.0

殺蟲劑

Q：什麼是得芬諾？
 屬於昆蟲激素類殺蟲劑，用於林業、花卉、以及各種農作物，專門針對鱗翅目害蟲，例如
蝶類蛾類，其作用機制為使幼蟲無法正常脫皮，最後中毒死亡，因而減少害蟲數量。
Q：為何會有得芬諾暴露？
 施用得芬諾的農場工人，以及生產得芬諾的工廠工人是暴露得芬諾風險最大的族群，其暴
露途徑包括吸入及皮膚接觸。
 人們也可能太早進入噴灑區域，或接觸噴灑時所穿戴之防護衣物而有中毒的危險，因為其
至少可停留 2 天。其他人亦可能在未知的狀況下誤觸得芬諾，如於河道旁清洗噴藥桶而噴
濺於兩旁土地。如果你吃的食品或者喝的水，甚至游泳時水體含有得芬諾，都會讓得芬諾
進入人體。
 對人體而言，吃到被污染的食品是攝入得芬諾的主要來源。其可能來自於蔬菜水果等，然
而實際市售結果甚少殘留。
Q：得芬諾對人體有何傷害？
 得芬諾在動物實驗中其急性口服毒性與皮膚的毒性是低的，世界衛生組織已將百利普芬分
類為「在正常使用下不太可能呈現急性危險」。
Q：人體如何排除得芬諾？
 不論是動植物，得芬諾的代謝都涉及烷基(乙基和甲基)在芳香環上的取代，主要發生在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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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位置。在動物體內，極性代謝物會快速排除，使得即使接觸到飲食中得芬諾的殘留物，
也不太可能累積在人體或動物體內。
Q：政府如何保護民眾免於得芬諾的危害？
 在我國行政院衛生署、農委會及環保署均就其職權範圍訂有管制辦法及標準，由農藥之生
產與販售、田間施用、作物採收及市面食品販售等，均有層層把關的措施，且各相關機構
相互持續對食品及環境進行監測，自應可避免危害現象之發生。
4. 普拔克 Q&A
Q：什麼是普拔克？
 普拔克呈無色結晶固體，為一種抗卵菌綱(Oomycetes)之殺菌劑。
 其作用機制為延緩菌絲生長、孢囊及游走孢子發育，影響細胞膜生合成。
 普拔克對熱、光及水解安定，其商品化劑型為溶劑。
 普拔克不可直接施用至水中或有水存在之區域。
Q：為何會有普拔克暴露？
 一般民眾暴露普拔克之可能途徑主要為作物中殘留及受汙染的飲用水。
 從事農藥相關行業(農藥製造、噴灑及使用等)之民眾有較高的暴露風險。
Q：人體如何排除普拔克？
 動物試驗發現普拔克進入體內後，於 24 小時內可藉由尿液排出 87%的普拔克，而有 3.2%
是伴隨糞便所排出。
Q：普拔克對人體有何傷害？
 在動物試驗中，給予大鼠 1000 ppm 之普拔克為期兩年，並無觀測到顯著之毒害效應；另以
米格魯犬為試驗動物之兩年試驗，於 1000 ppm 下則觀察到體重增加量減少、飼料效率下降
與糜爛性胃炎的發生。
 普拔克對上呼吸道可能會造成不適。吸入過量時，可能使本身有呼吸及氣管功能不佳的人
們加劇其病情。
 普拔克對皮膚會造成輕微不適，長期接觸可能造成皮膚炎(非過敏性)；與眼睛接觸會造成
不適，可能造成疼痛及嚴重結膜炎，也可能造成角膜損傷，若無適當處理，可能造成永久
性視力損傷。
 食入普拔克也可能對腸胃道造成不適。
Q：政府如何保護民眾免於普拔克的危害？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普拔克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1 毫克/公斤
體重/天。
 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農藥殘留專家聯席會議(Joint FAO/WHO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則建議普拔克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DI)為 0.4 毫克/公斤體重/天。
 我國衛福部、農委會及環保署均就其職權範圍訂有管制辦法及標準，由農藥之生產與販售、
田間施用、作物採收及市面食品販售等均有層層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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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亞硫酸鈉 Q&A
Q：什麼是亞硫酸鈉？
 為一種漂白劑，屬亞硫酸鹽類之物質。
 加熱後會以二氧化硫形態揮發，為食品加工上使用已久的合法添加物，屬第四類漂白劑。
 使用於食品的漂白、保色、微生物的控制等，廣泛用於脫水蔬果、動物膠、糖蜜、糖飴、
水果酒、澱粉、糖漬果實、蝦類及貝類等。
Q：亞硫酸鈉在食品工業的用途為何？
 可作為抗氧化劑、還原劑、漂白劑、防腐劑以及麵糰調整劑。
 亞硫酸鹽可抑制酵素性及非酵素性褐變，防止蔬果的變色，抑制微生物的繁殖，切斷餅乾
製造中麵粉蛋白質雙硫鍵，及用於水果酒釀造時的微生物控制、食用澱粉之漂白等。
Q：哪類食品會含亞硫酸鈉？
 經抽驗發現市售瓜子、開心果、冬瓜糖、竹筍、竹笙、金針、蝦仁、香菇、酸菜、柿餅、
辣橄欖、芒果乾及芭樂乾等有檢出殘留，且部分有殘留過量的情形。
 免洗筷、竹籤、水果叉等食品器具，亦可能有殘留的情形。
Q：亞硫酸鈉對人體健康有什麼影響？
 一般人吃下亞硫酸鹽後，在體內經由亞硫酸鹽氧化酶的催化作用會轉變為硫酸鹽，隨尿液
排出體外，不會蓄積在人體內；食入過量的亞硫酸鹽則可能會出現呼吸困難、腹瀉、嘔吐
等症狀。
 硫酸鹽會與人體的鈣結合而流失，不免有造成骨質疏鬆的疑慮。
 對於體內缺乏亞硫酸鹽氧化酶的人而言，尤其是氣喘病的患者，攝入超量的亞硫酸鹽，因
無法轉化為硫酸鹽而排出體外，可能會產生不同程度之過敏反應，引發哮喘與呼吸困難。
Q：亞硫酸鈉的安全性評估為何？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的規定，亞硫酸鹽之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0.7 毫克
/公斤體重(以二氧化硫計)。
 以一個體重 60 公斤的成人計算，其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42 毫克(以二氧化硫計)。
Q：食品中亞硫酸鈉的相關法規為何？
 依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規定，漂白劑亞硫酸鈉使用範圍及其
用量標準(用量以二氧化硫殘留量計)：(1)金針乾製品 4 公克/公斤以下。(2)杏乾 2 公克/公斤
以下。(3)白葡萄乾 1.5 公克/公斤以下。(4)動物膠、脫水蔬菜及其他脫水水果(包括糖、鹽
或其他調味料醃漬、脫水、乾燥或熬煮等加工方法製成之水果加工品) 0.5 公克/公斤以下。
(5)糖蜜及糖飴 0.3 公克/公斤以下。(6)食用樹薯澱粉 0.15 公克/公斤以下。(7)糖漬果實類、
蝦類及貝類 0.1 公克/公斤以下。(8)蒟蒻：非直接供食用之蒟蒻原料 0.9 公克/公斤以下；直
接供食用之蒟蒻製品 0.03 公克/公斤以下。(9)其他加工食品 0.03 公克/公斤以下。但飲料(不
包括果汁)、麵粉及其製品(不包括烘焙食品)不得使用。
 依 2007 年 6 月 29 日所訂定公告之「免洗筷衛生標準」
，免洗筷中二氧化硫殘留量應為 500
毫克/公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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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07 年 11 月 28 日所修訂公告之「酒類衛生標準」，酒類中二氧化硫殘留容許量應符合
規定：(1)以水果為原料之酒類 0.4 公克/公升以下。(2)啤酒類及以榖類為原料之酒類 0.03
公克/公升以下。(3)其他食用酒類不得添加二氧化硫。
Q：如何避免攝取到亞硫酸鈉？
 購買醃漬或乾燥蔬菜時，應儘量避免購買顏色過白或鮮艷的商品(如金針)，另外有不良氣
味的商品也應排除。
 因亞硫酸鹽可溶於水中，故建議在食用前最好先將醃漬或乾燥蔬菜以清水沖洗浸泡，以減
少漂白劑的含量。
 應避免購買「太白」的免洗筷。木頭或是竹材都有其原來的顏色，太白的免洗筷反而有過
度漂白的風險存在。
 免洗筷拿起來聞一聞，如果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就可能含有二氧化硫。使用前可以先將筷
子浸泡於溫或熱水中數秒，以減少筷子中二氧化硫的殘留量。
 對於有氣喘病的患者，應避免食用可能過量使用漂白劑的食品。
6. 3-單氯丙二醇及其酯類 Q&A
Q：何謂 3-單氯丙二醇？
 3-單氯丙二醇(3-monochloro-1,2-propanediol, 3-MCPD)無色，溶於水。
 3-單氯丙二醇是化學醬油在製造時，以鹽酸促進蛋白質分解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化合物。
 3-單氯丙二醇最初被鑑別為醬油以及酸水解蔬菜蛋白(一種增味劑)中的汙染物，之後，陸續
在許多食品及原料中皆偵測到低劑量的 3-MCPD。透過飲食曝露的常見來源則包含蔬菜油
(特別是棕櫚油含量最高)、餅乾，糕點及蛋糕、嬰兒奶粉、油炸或烤馬鈴薯產品以及特定
肉製品、魚製品。
Q：什麼是3-MCPD esters？存在哪些食物中？
 3-MCPD esters 是一種脂溶性物質，透過原油高溫精煉的過程，促使 3-MCPD 與游離態的脂
肪酸鍵結，形成酯化物。
 3-MCPD esters 目前僅在食品及食品原料中發現，其存在於大部分的植物油及含有植物油的
加工食品中，其中以棕櫚油的含量為最高。此外，各類的食品中皆含有此化合物質，例如：
嬰兒奶粉、麵包及烘培堅果…等。
Q：醬油中的3-單氯丙二醇是如何產生的？
 化學醬油所使用的原料為脫脂黃豆，因脫脂黃豆仍殘存微量的脂肪，在鹽酸的水解作用中
會被分解為脂肪酸與甘油，而甘油上之氫氧基被鹽酸的氯原子取代後則形成 3-單氯丙二醇。
Q：何謂化學醬油？與釀造醬油有何不同？
 釀造醬油是以黃豆、小麥等為主原料，加入麴菌，經發酵、熟成、調煮、殺菌、澄清及過
濾而製得，為具有優良香味的含鹽釀造調味料。其製程達四個月以上，原料利用率較低，
所需的成本相對較高。
 化學醬油是以脫脂黃豆為原料，不使用微生物釀造的方法，而改以鹽酸進行水解，再經鹼
中和、過濾後調製而成，製程僅需數天且生產量大。
 因釀造醬油在製程中沒有加鹽酸促進蛋白質分解的步驟，因此不會產生 3-單氯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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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單氯丙二醇及其酯類之毒性為何？
 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所成立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於 2001 年之報告並無 3-單氯丙二醇致癌的結
論，且認為於實驗動物體內不具基因毒性。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引用 Sunahara 等人的研究，於 2002 年報告中指出
3-單氯丙二醇於口服 500 mg/L 劑量下，可能導致實驗動物(大鼠)睪丸及腎臟腫瘤的發生。
根據 2016 年 EFSA 釋出的科學建議報告，目前由動物實驗的研究證據指出，3-單氯丙二醇
對於實驗大鼠最關鍵的健康影響為腎毒性，並依此實驗結果推算出每人每日耐受攝取量
(TDI)為 0.8 微克/公斤體重/天，代表每人每天每公斤體重暴露此劑量下，終身不會有不良的
健康風險。
Jeong 等人於 2010 年一項研究結果顯示，3-單氯丙二醇於實驗動物(小鼠)並無致癌性。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將 3-單氯丙二醇列為

可能對人類致癌之物質(Group 2B)。
 3-MCPD esters 被認為與 3-MCPD 具有相同的毒理特性，因此人每日容許攝取量的標準，適
用於合併 3-MCPD 及其酯類的總攝食量。
Q：醬油中 3-單氯丙二醇對健康之危害風險？
 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建議每人每日之最大容許攝取量為 0.002 毫克/公斤體重，以一個 60
公斤體重成人為例，每人每日 3-單氯丙二醇之最大容許攝取量為 0.12 毫克。
 以醬油類 3-單氯丙二醇含量為 0.4 毫克/公斤計算，須長期每人每天攝取 300 公克以上之醬
油才可能有危害。
 因此若以醬油作為調味料，食用量不大，不致因食用醬油而發生安全危害。
 3-單氯丙二醇被認定為可在加工過程中儘量避免產生，故國際間對其含量訂有管制限量。
Q：我國對醬油中 3-單氯丙二醇之限量標準？
 2001 年 9 月 7 日公告有關醬油及以醬油為主調製而成之調味製品(如醬油膏、蠔油等)，其
限量標準為 1 毫克/公斤以下。
 2009 年 1 月 15 日公告將 3-單氯丙二醇之限量修正為 0.4 毫克/公斤。
Q：國際間對醬油中 3-單氯丙二醇之限量標準？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訂有 3-單氯丙二醇之限量標準為 0.4
毫克/公斤。
 目前歐洲食品法(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1881/2006)僅於水解蔬菜蛋白以及醬油設定限
量標準，水解蔬菜蛋白標準值為 20 微克/公斤，而醬油則須依照含乾物重比例調整限量值，
以含 40%乾物重之醬油為例，乾物內之 3-MCPD 不得超過 50 微克/公斤。
 美國及加拿大之限量標準為 1 毫克/公斤，其他國家標準詳如下表。
國家
管理規定
1 ppm (liquid basis)
美國
1 ppm
加拿大
1 ppm
泰國
食品法典委員會 0.4 ppm (液狀型態含酸水解蛋白之調味品)
我國
0.4 ppm (液狀型態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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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紐澳
歐盟

日本
香港

0.3 ppm(酸水解醬油與混合醬油)
0.2 ppm (以 40 %乾物重計)
0.05 ppm (以全乾重計)
0.02 ppm (以 40%乾物重計)
【須依乾重含量調整限值】
尚未制定
尚未制定

* 1 ppm = 1 毫克/公斤
Q：如何降低化學醬油中 3-單氯丙二醇的含量？
 降低原料中油脂含量，有助於減少製造過程中 3-單氯丙二醇的生成，因此對於原料之油脂
管制應列為首要，例如採用釀造專用蛋白粉。
 廠商應從多方面尋求改善之道，包括從成份配方、降低酸濃度、反應時間及加工溫度各方
面著手，以降低 3-單氯丙二醇的含量。
 民眾也應盡可能選購純釀造醬油，以減少對 3-單氯丙二醇之攝取。
7. 三聚氰胺 Q&A
Q：什麼是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Melamine)俗稱密胺或蛋白精，是一種年產量達數百萬公噸的化學物質，主要用
於製造胺基樹脂與塑膠材料的化學物質，可廣泛應用於廚房流理台台面、紡織材料、黏膠
劑、美耐皿餐具、過濾材料、紙製品、層壓(Laminate)材料及火焰遲縮(滯)劑等。
 對於製造黃色色素、肥料，以及治療非洲睡病蟲(Trypanosomiasis)之含砷藥物亦有相當重要
的商業價值。
 三聚氰胺也是一種經過核可且廣泛使用在不同蔬菜作物之殺蟲劑賽滅淨(Cyromazine)的代
謝產物。
Q：三聚氰胺有何危害性？
 根據動物試驗的結果得知，以口服方式餵食雄性大鼠高劑量 4500 mg/kg 三聚氰胺 103 週，
會讓雄性大鼠先有膀胱結石的症狀，然後才可能產生膀胱細胞癌，膀胱結石與膀胱癌細胞
的發生率於統計上具有顯著意義（p ≤ 0.001）(Melnick, 1984)。
 目前只有中國因人為惡意添加的毒奶粉，造成五萬多名國內幼兒就醫治療及多位嬰兒猝死
的案例。其他並沒有三聚氰胺對人體任何危害的實證。三聚氰胺在目前仍可以說是一種不
具有基因毒性、致癌性、致突變性及致畸形性的化學物質。
 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將三聚氰胺明確歸類為 Group 3，也就
是不會讓人類產生癌症的物質。
Q：三聚氰胺的代謝情形如何？
 如果以大鼠為實驗對象，在餵食三聚氰胺之後的 24 小時內，有 90%以上的三聚氰胺會以尿
液的方式排出體外，剩餘的極少部份會殘存在腎臟與膀胱部位。其他相關的毒物動力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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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亦證實三聚氰胺及其水解代謝產物都不會蓄積在哺乳動物的組織中，民眾大可放
心。
 WHO/FAO 最新的專家會議結果也再度證實，三聚氰胺對單胃動物(Monogastric animals)而
言，雖然會被生物體迅速吸收，但也會立刻由尿液代謝排除體外。
Q：三聚氰胺可能的污染來源？
 有不肖業者會因節省成本而將三聚氰胺混充成高蛋白物質，添加至用以調配或製作食品及
飼料的奶粉、奶精、麵粉(筋)、玉米粉、黃豆粉(蛋白)及米穀粉(蛋白)等原物料。
 目前常見因人為添加的三聚氰胺污染原料與產品除了嬰兒奶粉、奶精、銨粉(碳酸氫銨)及
植物性蛋白、餅乾、三合一沖泡咖啡等，還包括狗、貓等寵物食品以及豬、雞、魚等動物
飼料。
 市售飲料如咖啡、柳橙汁、發酵乳及檸檬汁等產品，也需慎防其可能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甲
醛樹脂之盛裝杯具，在受熱與酸性條件下所導致的溶出污染。
Q：目前三聚氰胺的容許攝取限量或管制法規標準？
 根據 WHO/FAO 最新的專家會議結果，三聚氰胺可容忍的每日攝取量(TDI)訂定 0.2 毫克/
公斤體重/天，代表如以體重 60 公斤之成人為例，每人每天吃進體內的三聚氰胺攝只要不
超過 12 毫克，就不致於有危害健康的風險，不過專家也特別強調，可容忍的每日攝取量(TDI)
為最高耐受基準，並不代表安全標準。
 許多國家及組織包括香港、歐盟、紐西蘭及美國也相繼頒布或公告食品中三聚氰胺限量的
管制標準，基本上對於嬰幼兒奶粉採取比較嚴格的把關標準，也就是不得超過 1 毫克/公斤，
至於其他食品則訂定為不得超過 2.5 毫克/公斤。此外，歐盟也針對會接觸食物之塑膠包材
中三聚氰胺溶出的限量訂定為不得超過 2.5 毫克/公斤。
Q：對於三聚氰胺風險的因應防範？
除了嚴格杜絕中國蓄意添加三聚氰胺污染的黑心食品進入消費市場所造成的直接傷害外，對
於從事生產製造塑材壓模、表面塗佈及織物布料的從業人員而言，由於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
接觸到三聚氰胺，所以要特別注意在工作職場上的潛在風險。另外，由於三聚氰胺會對實驗
老鼠誘發膀胱結石及可能的腫瘤，因此強力建議對於有腎臟病變、膀胱結石或泌尿系統有問
題的民眾應加強日常生活與飲食的管理，以有效避免三聚氰胺及其相關水解產物可能帶來的
風險危害與衝擊影響。
8. 硼砂 Q&A
Q：什麼是硼砂？





天然食物本身就含有硼，其以硼酸(Boric Acid)或硼酸鹽類的形式存在。
硼酸及硼砂是常見的含硼化合物，可廣泛用於多種用途。
硼砂是一種化工原料和藥物，常見於玻璃、防火品、殺蟑螂藥、殺蟻藥等。
也是一種外用消毒防腐劑。

Q：硼砂為何被使用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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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硼砂除了可改善食品易黏結缺點外，並兼具防腐及改良組織之效。
 可增加食品的韌性、彈性、保水性以及保存性。以前習慣用於年糕、油麵、冷飲用的"脆圓
仔"、碗粿、鹼粽，以增加韌性(Ｑ感)；用於油條、魚丸、蝦仁，以增加脆度；用於魚板，
改善保存性；用於鮮蝦，防止蝦頭變黑，以保持色澤美觀，掩飾蝦的不新鮮。
Q：哪類食品會含硼砂？
 根據抽驗發現市售鹼粽、蝦仁、湯圓、魚肉煉製品(如魚丸、魚板及魚丸等)、豆類製品(豆
乾、腐竹及豆乾絲等)、麵條類製品(黃油麵、烏龍麵等)及鮮蝦等食品皆曾出現硼砂殘留問
題。
Q：硼砂對人體健康有什麼影響？
 硼砂在進入人體後，經胃酸的作用會轉變為硼酸，連續攝食後會在人體內累積，妨害消化
酵素的作用，引起食慾減退、消化不良、抑制營養素的吸收、促進脂肪分解因而體重減輕，
並可能對肝、腎和中樞神經系統有影響。
 食用過量時，會造成紅血球破裂、皮膚出紅疹、引起噁心、嘔吐、上腹部疼痛、下痢、虛
脫、血壓下降、休克，甚至造成生命危險。
 短期接觸會刺激眼睛、皮膚和呼吸道，而反覆或長期與皮膚接觸可能引起皮膚炎。
 Linder 等人的研究發現，給予大鼠口服 1000 及 2000 毫克/公斤之硼酸後，會出現產精能力
及精子型態異常等現象，顯示該物質可能對生殖系統有毒性影響。
Q：硼砂的代謝途徑為何？
 於腸道內之漿膜或皮膚受傷處易被吸收，健康的皮膚則無吸收之可能。
 一般由腎臟排泄為主，約在 24 小時內可排泄暴露量的 50%。
Q：硼砂的安全性評估為何？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訂定硼的每日可耐受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為 0.16 毫克/公斤體重/天。
 嬰兒攝入 2~3 公克、幼兒 5~6 公克、成人 15 ~ 20 公克的硼砂可能致死。有研究指出 100
起意外中毒病例中平均致死率為 55%，1 歲以下嬰兒致死率為 70%。
Q：食品中硼砂的相關法規為何？
 目前世界各國包括我國都早已禁止使用。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三款(1994.9.15.衛署食字第 83056751 號)及第三十一條之規
定違規使用硼砂業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並得廢
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證照。
Q：如何避免攝取到硼砂？
 民眾在製作鹼粽時，應改變使用硼砂的習慣，改用衛生機關公告可取代硼酸的三偏磷酸鈉
(俗稱普美能)，其抑制粽身與粽葉黏著非常有效，且可改善粽子的硬度，黏彈性及咀嚼口
感，功能與硼砂相似，但卻不會造成安全上的危害。
 購買粽子時宜適當採買並注意儲存期限，勿購買過量以免貯放過久而變質，最好向固定的
商家購買以免發生問題卻無處追查。
 購買魚漿加工品如脆丸，不要過於要求脆度，買蝦子則不要買過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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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鋁 Q&A
Q：鋁是什麼？
鋁是地球上豐富的金屬元素之一。它可以化合化物型態存在於地表、水及空氣中，如：矽酸
鋁、氧化鋁及氫氧化鋁等。金屬鋁主要由含鋁的礬土礦中提煉，鋁及鋁化合物可廣範應用於
生活當中，如：調理器具、食品添加劑、藥物、水、化妝品、止汗劑等。
Q：在什麼情況下會暴露含鋁物質？
環境中的食物、空氣、水、土壤及生活用品皆含有微量的鋁，透過接觸此類物質皆可能會暴
露到鋁。一般民眾暴露鋁的主要途徑主要來自食物，其次為飲用水。
 食物：未加工的食品(新鮮蔬果和肉類)含非常少量的鋁(<5 毫克/公斤)，鋁含量較高(平均約
5~10 毫克/公斤)的天然食物有蘑菇、菠菜及茶類等，其他如麵包、糕點、餅乾等，加工食
品則於麵粉製品加工、發酵粉、著色劑、抗結塊劑及乳化劑等食品添加物中使用含鋁化合
物。鋁也可能從炊具、餐具及包裝材料中溶出至食物中，但多數研究表示此類溶出的鋁含
量可忽略不計，而盛裝酸或鹽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會導致鋁溶出量上升。根據 WHO 1997 年
資料，成人經飲食攝入鋁量：美國 7.1~8.2 毫克/天，英國 3.9 毫克/天，日本 4.5 毫克/天，
德國 8~11 毫克/天，芬蘭 6.7 毫克/天，瑞典 13 毫克/天，瑞士 4.4 毫克/天，荷蘭 3.1 毫克/
天，澳洲 1.9~2.4 毫克/天。5~8 歲兒童飲食攝入鋁量：美國 6.5 毫克/天，德國 0.8 毫克/天。
嬰幼兒飲食攝入鋁量：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約 0.03~0.7 毫克/天。
 空氣：自然土壤風化、火山爆發、採礦、燃煤等活動皆會造成含鋁顆粒進入空氣之中，多
數人透過呼吸暴露空氣中的鋁是非常少量的(0.005~0.18 微克/立方公尺)，若在製鋁工業區
附近則可能較高(0.4~8.0 微克/立方公尺)。
 水：池塘、湖泊等自然水域中及飲用水通常低於 0.1 毫克/公升，只有少部分城市較高(0.4~1.0
毫克/公升)。
 其他消費暴露，如：抗酸藥物約 104~208 毫克鋁/錠，阿司匹靈 10~20 毫克鋁/錠，疫苗含
<0.85 毫克/劑。
Q：鋁化物於生物體吸收、分佈及代謝情形？
鋁化物會因其水溶性程度而影響生物吸收率。經人類及實驗動物之研究，飲用水內鋁離子的
生物吸收率約 0.3%，食物及飲料中鋁離子的生物吸收率約 0.1%。飲食攝入吸收後，可分佈於
各組織中，包含腦，也可透過胎盤傳至胎兒，且會累積於骨骼中。血漿中的鋁離子則會與運
鐵蛋白(transferrin)結合。人體攝入吸收鋁後，會由血液經腎，再由尿排出，而未吸收的鋁則
由糞便排泄。因此，腎疾病患者排出鋁的能力會受影響，造成鋁累積於體內。鋁在動物體的
半衰期很長，粗估人體半衰期約 50 年。
Q：鋁化合物可能造成之健康影響？
鋁化合物主要具影響神經、生殖及發育方面之潛在危害，以下詳細說明：
急毒性：不同含鋁化合物於生物的的吸收程度不同，大致上生物體對鋁鹽的吸收程度：溴化
鹽>硝酸鹽>氯化鹽>硫酸鹽。無機鋁鹽經口攝入之急毒性範圍廣泛，大鼠 LD50 約 162~750 毫
克鋁/公斤體重，小鼠約 164~980 毫克鋁/公斤體重。
亞慢毒性：大鼠暴露含 104 毫克鋁/公斤體重之硝酸鋁飲用水，28 天，肝及脾輕度病變；但另
一研究 261 毫克鋁/公斤體重之飲用水，100 天，產生體重下降，但無組織病變。大鼠暴露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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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00 毫克鋁/公斤體重之氫氧化鋁及磷酸鋁鈉飲食，28 天，無不良影響。米格魯犬暴露含
88~93 毫克鋁/公斤體重之酸性磷酸鋁鈉飲食，26 週，無不良影響。小獵兔犬暴露含 75 毫克鋁
/公斤體重之磷酸鋁鈉飲食，26 週，發現雄性體重及睪丸重下降、肝及腎組織病變，雌性無不
良影響。
基因毒性與致癌性：在一些生物體內外的研究發現高濃度暴露鋁化合物會間接造成 DNA 損
傷，但人類透過食物暴露含鋁化合物的量應該不會造成 DNA 損傷。根據流行病學及國際癌症
研究中心 IARC 指出，目前無任何證據指出鋁化合物具人類致癌性。
生殖和發育毒性：雄兔經胃灌食暴露含 6.4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之氯化鋁，16 週，發現睪丸重
量減輕，且精液品質受損。雄性米格魯犬經飲食暴露 75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之鹼性磷酸鋁鈉，
26 週，造成睪丸重量減輕及生殖上皮病變，NOAEL 為 27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而酸性磷酸
鋁鈉的類似實驗，則無不良影響。雌大鼠交配前 2 週及交配期間經胃灌食或飲用含硝酸鋁之
飲用水，對雌鼠生育能力無不良影響。懷孕小鼠胃灌食暴露含 627 毫克乳酸鋁/公斤體重/天，
幼鼠出生發生腭裂，但灌食 166 毫克氫氧化鋁/公斤體重/天，並無類似不良影響。懷孕大小鼠
胃灌食暴露高劑量硝酸鋁、氯化鋁或乳酸鹽，會引起大小鼠胎兒體重減輕的胚胎毒，或造成
新生鼠出生體重減輕及發育遲緩，其中大鼠硝酸鋁的 LOAEL 為 13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氯
化鋁或乳酸鹽的 NOAEL 分別皆為 100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氫氧化鋁的 NOAEL 為 264 毫克
鋁/公斤體重/天。
神經毒和神經發育毒性：人類流行病學曾發現血液透析治療的病人因使用未充分淨化的水，
造成腸胃暴露高濃度的鋁，進而引起神經毒性，造成認知障礙。另有研究提出鋁暴露可能與
人類阿茲海默症及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有關，但，這些研究假設具爭議性，流行病學證據不
一，無法證實攝入鋁與阿茲海默症發生具因果關係，因此，EFSA 專家小組認為食物攝入鋁不
引起罹患阿茲海默症之風險。然，於實驗動物發現鋁具神經毒性：大鼠每天飲用含 52 毫克鋁
/公斤體重之氯化鋁飲用水 30、60 或 90 天，前庭眼球反射受損，NOAEL 為 30 毫克鋁/公斤體
重/天；口服攝入鋁(乳酸鋁或氯化鋁)會影響動物神經發育，造成大鼠及小鼠大腦、反射及行
為受損，這些研究的 LOAELs 為 50~500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其中最低 LOAEL 的研究是懷
孕母鼠飲食暴露含 50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之乳酸鋁，影響子代小鼠神經發育，其 NOAEL 為
10 毫克鋁/公斤體重/天。
其他：血液透析治療的病人、及長期使用含鋁制酸劑治療胃腸疾病之成人和兒童發生骨骼疾
病(骨軟化、低骨形成等)的情形增加。
Q：國際間訂定攝入鋁之健康指導值？
基於鋁化合物可能具影響神經、生殖及發育方面之潛在危害，必須建立鋁之健康指導值。2008
年，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訂定每週容忍攝取量(Tolerable Weekly Intake, TWI)為 1 毫克/公斤
體重。2011 年，世界糧農組織及衛生組織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 JECFA 訂定暫定每週容忍攝
取量(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 PTWI)為 2 毫克/公斤體重。無論是 TWI 或 PTWI 皆指
人體終生每週可攝入鋁而不致構成健康風險的估計量。
Q：如何避免鋁的暴露？
飲食及水是攝入鋁的主要途徑，特別是食入含鋁添加物之食品，因此，建議民眾避免食用含
鋁添加物之食品，尤其是小孩；訂定含鋁添加物使用量及產品鋁殘留限量；輔助業者開發無
鋁配方食譜。其他，避免使用鋁製鍋具、餐具或包裝盛裝酸或鹽含量高的食物，如：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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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茄、優格、鹽漬肉類等。適量使用含鋁之藥物、化妝品及止汗劑。
Q：常使用含鋁食品添加物之食品？
含鋁食品添加物常使用於蒸包蒸糕類食品(饅頭、叉燒包、發糕等)、中西式烘焙食品(各式蛋
糕、麵包、餅乾、中式鹹餅等)、油炸膨脹食品(油條、甜甜圈、麻花等)、海蜇皮、海帶、糖
衣包覆產品、粉絲等食品。根據食藥署 101 年針對「國人由膳食攝入鋁之暴露風險調查」結
果得知各類食品平均鋁含量：依高低為海蜇皮(876.6 毫克鋁/公斤食物)、油條(440.9 毫克鋁/
公斤食物)、叉燒包(246.5 毫克鋁/公斤食物)、蒸糕(217.3 毫克鋁/公斤食物)及鬆餅(166.7 毫克
鋁/公斤食物)。而海帶的結果差異明顯，從未檢出到 1239 毫克鋁/公斤食物。其他食品如蒸包、
蛋糕、麵包、餅乾、甜甜圈、粉絲、醃漬食品、粉狀食品等都在 100 毫克鋁/公斤食物以下。
Q：我國合法使用之含鋁食品添加物及常見使用於何種食品？
我國合法使用之含鋁食品添加物有屬膨脹劑的硫酸鋁鉀(鉀明礬)、硫酸鋁鈉(鈉明礬)、硫酸鋁
銨(銨明礬) 、燒鉀明礬、燒鈉明礬、燒銨明礬、酸式磷酸鋁鈉；屬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
製造用劑的硫酸鋁、矽酸鋁、矽鋁酸鈉；屬著色劑的食用紅色六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
麗基、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黃色五號鋁麗基、食用綠色三號
鋁麗基、食用藍色一號鋁麗基、食用藍色二號鋁麗基、喹啉黃鋁麗基、矽酸鋁鉀珠光色素；
屬黏稠劑的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屬乳化劑的鹼式磷酸鋁鈉。詳細使用範圍及限量請見食藥
署網站。為期能減少國人鋁之攝取量，食藥署參考國際規範，並依據國人膳食習慣及暴露風
險，於 105 年 1 月 18 日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10. 105 年食品規範新制詳細說明
標示新制
食藥署提醒業者，應依新規定標示；同時呼籲消費者，選購食品看清標示，以保障自身權益。
(一) 規定
1. 重組肉食品標示：不論包裝、散裝或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之重組肉食品皆應
標示「重組」、「組合」字樣，並加註「僅供熟食」、「熟食供應」之醒語。
2.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膠囊錠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屬於有額外添
加含礦物質或維生素來源之營養添加劑之膠囊狀、錠狀食品，不論其添加含量多寡，其營養
標示應依本規定辦理，並加註「一日請勿超過○顆(或錠、粒)」及「多食無益」。
3. 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
(1) 提高維生素 A、維生素 C、維生素 E、鈣之「高、多、強化、富含」及「來源、供給、
含有」之宣稱標準。
(2) 明定不得進行「高、多、強化、富含、來源、供給及含有」宣稱之食品，亦不得進行營
養素之生理功能例句宣稱。
(3) 增訂包裝之膠囊狀、錠狀食品均得宣稱「高、多、強化、富含」及「來源、供給、含有」。
(4) 增訂同一包裝食品有兩項或以上之營養宣稱，應以同型態作為衡量基準。
4. 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規定：不論包裝食品、食品添加物、散裝食品或直接供應飲
食場所之食品，只要含有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皆應依規定標示「基因改造」或「含基因改造」
等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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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罰則
如未依規定完整標示或有標示不實之情形，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稱食安法)規定令業
者限期回收改正，並處以 3 萬元至 300 萬元或 4 萬元至 400 萬元罰鍰。
15類食品業者強制登錄「追溯追蹤管理系統(非追不可)」
食藥署已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周延食品鏈管理及落實業者自主管
理，以提升業者食在安全、消費者食在安心、主管者食在把關之三贏效益。
(一) 規定
15 類食品業者包含肉品、乳品、餐盒食品、基因改造原料、7 類大宗物資(黃豆、小麥、玉米、
麵粉、澱粉、食鹽、糖)、茶葉、包裝茶飲料、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市售包裝乳品及調
製乳粉等具有商業、公司或工廠登記之食品輸入業或具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達 3 千萬以上之
食品製造、加工、調配業，每月 10 日前應電子申報上一個月食品追溯追蹤資訊至非追不可。
(二) 罰則
公告範疇食品業者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管理制度，倘所建立或電子申報之追溯追蹤資料不
實，依食安法第 47 條可處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而未建立或未以電子方式申報者，
經要求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依同法第 48 條最高可處 300 萬元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修正餐飲商品禮卷定型化契約
食藥署修正餐飲商品禮卷定型化契約，以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權益，食藥署並提醒消費者，應
選購合法發行且資訊充分揭露之餐券，購買後儘速使用，避免消費權益受損。
(一) 規定
餐券應符合《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案之規定，包
括餐飲禮券應載明履約保障機制、未提供餐飲服務之第三方業者實收資本額須達 3,000 萬元、
業者應負補換發餐券義務、餐券不得較現金消費有差別待遇及應記載消費者退回禮券之返還
價金程序等五大新制規定。
(二) 罰則
業者如違反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經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依消費者保護法
處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食藥署重申，食品業者應重視產製、輸入或販售食品之自律責任，建立及申報追溯、追蹤之
相關紀錄或資料。全國民眾如發現不法行為，直接以電話撥打「1919」全國食品安全專線或
各地方「1999」檢舉專線，齊心為食安把關。
11. 丙烯醯胺 Q&A
Q：丙烯醯胺 Acrylamide 是什麼？
丙烯醯胺是一水溶性乙烯基單體(vinyl monomer)，可在某些食品烹煮過程中產生、也可在抽煙
煙霧中發現。單體丙烯醯胺易聚合成聚丙烯醯胺，聚丙烯醯胺是許多製造業的化工原料，例
如: 建造水壩的地基或隧道的防滲漏劑、製造飲用水用的黏著劑、造紙時的黏著劑和染料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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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
Q：食物中為何有丙烯醯胺？
高溫加熱下，食品中的胺基酸與還原醣產生「梅納反應」，可賦予食品特殊風味及色澤。該
反應會促使食品中天門冬醯胺(asparagine)與還原醣於 120℃以上的高熱下形成丙烯醯胺。常見
於高溫油炸或烘烤澱粉類食品，例如馬鈴薯、穀類等，黑糖、咖啡產品亦可能生成丙烯醯胺。
Q：暴露丙烯醯胺健康風險？
人類流行病學尚無顯著證據指出由飲食攝入丙烯醯胺對人體具有致癌性。實驗動物研究則顯
示丙烯醯胺具神經毒性、基因毒性、生殖毒性及致癌性。
Q：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將丙烯醯胺列為 Group 2A？
實驗動物研究顯示丙烯醯胺確實具致癌性，而人類流行病學證據仍顯不足，因此國際癌症研
究中心將丙烯醯胺列為 Group 2A，指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
12. 乃卡巴精 Q&A
Q：什麼是乃卡巴精？
 乃卡巴精是一種合成的抗菌劑，用於預防由 Eimeria 類引起的雞隻球蟲病(coccidiosis)，為
可合法使用的含藥物飼料添加物。
 具有殺球蟲(coccidiocidal)的作用，可抑制球蟲的第二裂殖體期(schizont)的增殖。
Q：為何會有乃卡巴精殘留於家禽肉品？
 養殖相關業者未確實依「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之規定使用藥物飼料添加物。
 未確實遵守停藥期，即出售供宰、加工或食用。
 購用品質不良、來路不明及不合法之動物用藥品。
Q：乃卡巴精對人體有何傷害？
 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所成立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之評估，其每日可接受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400 微克/公斤體重/天，以體重 60 公斤成人換算，每日可接受攝取量上限為
24 毫克。
 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的報告指出，目前動物實驗未發現有致癌性、致畸胎性及胚胎毒性。
 以囓齒動物為試驗對象之結果顯示，乃卡巴精急性毒很低，但高劑量引起的毒性是因
phenylurea(苯基尿素)被乙醯化，導致在腎臟內引起沈澱結晶而傷害到腎臟。
Q：民眾為何會有暴露乃卡巴精的風險？


一般民眾並無接觸及暴露之虞，但當業者未依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之規定使用或濫用
時，將導致它經由食物鏈吸收後進入人體。

 一般民眾的可能暴露來源為食物中的動物用藥殘留。
Q：乃卡巴精的相關法規為何？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
，乃卡巴精添加於養雞飼料中，添加
用量為 100 ~ 200 ppm，上市前必須遵守 5 天之停藥期，且產蛋中之蛋雞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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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規定：雞之殘留容許量為肌肉、肝、腎、脂(含
皮) 0.2 ppm，蛋品中不得檢出乃卡巴精。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所訂定的殘留容許量為
雞之肌肉、皮、肝、腎 4 ppm。
Q: 政府如何保護民眾免於乃卡巴精的危害？
 在我國衛生福利部及農委會均就其職權範圍訂有管制辦法及標準，由畜禽養殖至市面食品
販售，均有層層把關的措施，以確保民眾的健康安全。
 生產者、運銷者及進出口業者應共同做好自我管理，避免不當用藥，才能提高產品品質及
衛生安全。
 消費者在選購肉品時最好選擇來源明確，或具有優良產品標章者，以確保飲食之衛生與安
全，保障自身之消費權益。
13. 105 年 7 月起上路的食品安全管理新制詳細說明
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為強化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管理，使國內該類食
品之營養標示及內容有所規範、遵循及一致性，並能提供完整清楚的產品營養資訊，衛生福
利部整合該類食品現行營養標示相關規定，於 104 年 8 月 14 日公告「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
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並自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以產品製
造日期為準)。
(一) 規定
1. 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及糖含量增列為強制標示項目，與一般食品標示管理一
致。
2. 標示格式、單位及數據修整方式一致化，使營養素含量相關資訊清楚明確的
呈現。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以「每 100 公克(或大卡)」及「每 100 毫升」標示；特定疾病
配方食品以「每一份量(或每份)」及「每 100 公克(或毫升)」標示，並加註該產品每包裝所含
之份數。
3. 強化並明確訂定營養標示值與實際檢測值之誤差允許範圍，業者應加強並落
實產品品質管控，確保標示值正確性。
(二) 罰則
105 年 7 月 1 日起製造的產品，如未依規定完整標示或有標示不實之情形，將依食安法規定令
業者限期回收改正，並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300 萬元或 4 萬元至 400 萬元罰鍰。
食用鹽品之氟含量標示規定
齲齒為臺灣地區之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為積極防治齲齒，爰參考世界衛生組織之建議及世界
各國之作法，於食鹽中添加氟化物，並規範標示規定，以達到適當供氟、預防齲齒之目的。
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6 月 29 日公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附
表一及第三條附表二及 105 年 6 月 15 日公告訂定「包裝食用鹽品之氟標示規定」，並同步於
105 年 7 月 1 日實施(以產品產製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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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定
為能明確及充分揭露氟鹽之資訊，氟鹽規定重點如下：
1. 新增食品添加物氟化鉀及氟化鈉，開放於小包裝家庭用食鹽使用，用量以氟
離子計 200 ppm 以下。
2. 添加氟化鉀、氟化鈉之包裝食用鹽品，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
暨規格標準」，且品名應以「氟鹽」、「含氟鹽」或「加氟鹽」命名。
3. 食品標示內容應註明：「併同使用含氟鹽及氟錠前，應諮詢牙醫師意見」及
「限使用於家庭用鹽」等醒語，並應於產品包裝上標示營養標示，且應於營養標示欄位內標
示產品之總氟含量。
4. 得於包裝上宣稱標示「可幫助牙齒健康」。
5. 醒語標示字樣之字體，其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四毫米且其顏色須與產品外
包裝底色明顯不同。
(二) 罰則
食品業者如有違反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者，依食安法第 47 條處新臺
幣 3-300 萬元罰鍰；未依規定標示者，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食安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為之公
告，依同法第 47 條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另產品依同法第 52 條應
限期回收改正，且改正前不得繼續販售。
標示雞蛋友善生產系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並自 105 年
7 月 1 日生效。其中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雞蛋
產品如經認證為友善生產系統，則應依實際生產系統標示為「豐富化籠飼友善生產系統」
、
「平
飼友善生產系統」或「放牧友善生產系統」。
(二) 罰則
未依規定標示生產系統者，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食安法第 25 條第 2 項所為之公告，依同法
第 47 條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食品使用之牛樟芝原料自 105 年 7 月 11 日起應事先備查
牛樟芝為臺灣特有真菌，為有效及合理管理牛樟芝食品，確保消費者選購產品之權益，經衡
酌市售產品態樣、科學實證等因素，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7 月 10 日公告訂定「牛樟芝食品管
理及標示相關規定」。
(一) 規定
依據「牛樟芝食品管理及標示相關規定」公告內容，食品使用牛樟芝為原料時，食品業者應
具備該原料之詳細加工或製造過程、規格及 90 天餵食毒性試驗報告等相關證明文件，上市前
送衛生福利部備查，前述備查規定將於 105 年 7 月 11 日施行。
(二) 罰則
業者未依「牛樟芝食品管理及標示相關規定」檢齊相關資料，於產品上市前向衛生福利部申
請備查，依食安法第 47 條第 11 款規定，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以未經
備查之牛樟芝原料製造食品，如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將依違反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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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款處辦，依同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鍰。
14. 蘆薈素 Q&A
Q：什麼是蘆薈素？
 蘆薈素或稱蘆薈苷，是蘆薈大黃苷和異蘆薈大黃苷之混合物，屬蘆薈中之蒽醌類衍生物。
 主要存在於蘆薈表皮內側薄層中之黃色汁液，初呈黃褐色，容易氧化成黑褐色，具苦味；
果肉中僅有少量。
 蘆薈素經腸內細菌作用，會水解成蘆薈大黃素-9-蒽酮，再氧化成蘆薈大黃素，會促進腸道
蠕動，產生腹瀉之現象，常用於便祕、痔瘡及肛門、直腸之術後治療。
 新鮮去皮蘆薈(即蘆薈膠)天然含有之蘆薈素約 0.002 % (20 ppm)，乾燥後約為 0.2 %至 0.3 %。
 蘆薈除開發應用於化妝品，也被廣泛應用於醫藥、保健和日常生活中。
Q：對人體健康有何影響？
 可為特殊醫療用藥，但若作為一般食用，則可能造成嚴重腹瀉，若長期使用恐導致低血鉀
症，引起蛋白尿、血尿、腎損傷及結腸功能受損等。
 目前僅有動物實驗之文獻報告，並無人體有關之相關研究文獻。
 一項以大鼠為試驗對象的研究指出，給予蘆薈全葉萃取物 104 週後，發現腺瘤和大腸(結腸
和盲腸)癌之發生率增加。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將蘆薈全葉之萃取物
歸類為 Group 2B，表示可能對人類致癌之物質。
 Muller 等人於體外試驗發現，蘆薈大黃素會抑制拓撲異構酶 II 的作用，且增加細胞 DNA
拖尾的情形，顯示其具有基因毒性。
 蘆薈大黃素會造成骨盆充血、子宮收縮，可能導致孕婦流產，也會透過乳汁影響嬰幼兒，
造成刺激。
Q：蘆薈素進入人體的主要途徑為何？如何代謝？
 民眾暴露蘆薈素之主要來源為使用蘆薈或其製品，如食物、藥物及化妝品等。
 依動物實驗之結果，蘆薈素主要由尿液及糞便中排出。
Q：目前我國法規為何？
 蘆薈素於「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規範中屬第(十)類香料類，規定若香料含蘆薈素
成分時，僅能使用於飲料，其限量標準為 0.1 毫克/公斤，並應顯著標示出名稱及含量。
 蘆薈需確實「完全去皮」後始得供作食品及加工使用之原料，無產品類型及攝食量之限制。
 產品販售時應加標「孕婦忌食」字樣之警語；如檢具經公信機構檢驗不含「蘆薈素(Aloin)」
之分析證明者，始得免標警語。
 經特定成分純化分離之蘆薈素，未准許添加於食品中。
 蘆薈原料如經磨碎乾燥等加工處理，且其蘆薈素含量與天然含有量相當，得供食品原料使
用，但蘆薈原料或其萃取物之蘆薈素含量如高於 0.3 % (3000 ppm)，應依「非傳統性食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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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申請作業指引」，提出資料進行安全評估。
Q：民眾應如何避免食入蘆薈素及應作何防範措施？
 業者於生產含蘆薈成分之食品應實施自主管理，做好原料管控及衛生安全監測，時常監測
產品中蘆薈素含量，確實符合規定。
 消費者於自行處理蘆薈食用時，應確實把握完全去皮之原則，且平常應保持均衡的飲食，
避免因偏食某類食品而攝入過量之特定物質。
 妊娠及哺乳婦女應注意使用。
15. 橘黴素 Q&A
Q：什麼是橘黴素？如何產生？
 橘黴素為黴菌毒素(Mycotoxin)的一種，是由特定的數種黴菌，如青黴菌(Pencillium)、麴黴菌
(Aspergillus)及紅麴菌(Monascus)等，生長所產生的二次代謝產物。
 這些黴菌普遍存在於穀物中，其生長或產生毒素與水分及溫度有關。
 食品和飼料貯存於溫暖潮濕的狀況時，適合這類黴菌的生長並產生橘黴素。
Q：哪些食品可能發生橘黴素污染？如何預防？
 國內食品最可能含有橘黴素者便是紅麴發酵產品，紅麴菌代謝產物中便有含量不一的橘黴
素。
 一般食品中發生橘黴素污染的比例不高，但還是應多加注意發黴或低品質的小麥、花生、
玉米和乳酪等食品。
 食物輕微發黴滋生毒素時，肉眼難以辨識，建議民眾只吃新鮮的五穀雜糧、小麥與稻米，
且五穀雜糧與稻米最好購買真空包裝，也比較不會滋生橘黴素。
Q：橘黴素的健康危害為何？
 研究發現橘黴素對動物會造成肝臟、腎臟或其他器官的癌症。
 其為動物的明確致癌物，但對人的致癌性沒有直接證據及相關報告，依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分類為第 3 類(Group 3)，即「無法判斷是
否為人類致癌物質」。
Q：國內與國際間對於橘黴素含量的法規標準？
 我國「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標準」規定食品中橘黴素限量應符合下列標準：紅麴色素0.2 ppm
以下，原料用紅麴米5 ppm以下，使用紅麴原料製成之食品2 ppm以下。
 日本於食品添加物標準法規中規定紅麴色素其橘黴素含量必須低於 0.2 ppm 以下，韓國規
定限量為 0.05 ppm 以下，中國大陸規定限量為 0.05 ppm 以下。
Q：食用橘黴素污染的食品有什麼症狀？
 大致而言黴菌毒素屬於慢性毒性中毒，較少發生急性毒性中毒，除非長期食入，不然不會
有顯著的症狀出現。
 臨床症狀包括下瀉、肝腎損傷和皮膚、肝腫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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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政府對食品中橘黴素的未來規劃為何？
 目前相關單位利用生物科技方法，篩選橘黴素含量較低之菌株或是剔除橘黴素產生基因，
使降低食品生產過程中橘黴素含量。
 政府也密切收集美國、歐盟、世界衛生組織等單位的相關資訊，訂定法規標準，並進行市
場調查監測以保障消費者安全。
16. 米製品 Q&A(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給消費者的建議)
Q：對於食用稻米及米製品，有何建議？
均衡飲食，以獲得更全面的營養，避免因食用單一食品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除此之外，父
母應遵循美國兒科學會的建議，給嬰幼兒餵食多種穀物，以平衡飲食。該機構並不建議消費
者改變目前攝食稻米的飲食習慣，但是必須告告知此項訊息，以減少特殊敏感族群的曝露風
險，如：孕婦及嬰兒。
Q：對於兒童而言，稻米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嗎？
稻米是許多人重要主食，其評估的樣品中含砷量很低，不足以立即或在短期內造成健康損害。
鼓勵所有消費者(包括孕婦、嬰兒和兒童)均衡飲食，以獲得更全面的營養，避免因過量食用單
一食品可能對健康帶來的不利影響。
Q：嬰兒吃的米精呢？
嬰兒米精由於不含麩質且很少造成過敏反應，因此多年來一直都被食用。父母應遵循美國兒
科學會的建議，給嬰幼兒餵食多種穀物，以均衡飲食。傳統上許多人都將米精作為嬰兒的最
初固體食物來餵養嬰兒，而根據美國兒科學會研究，沒有醫學證據證實米精作為嬰兒最初的
固體食物更優於其他穀物，此外，如果嬰兒食用多種穀物還可能獲益。
Q：許多有胃食道逆流症狀的嬰兒依賴嬰兒米精，因為嬰兒米精更容易咽下。對於這類嬰兒，除了
米製品外還推薦什麼食物？
小麥、大麥或其他穀類為基底的嬰兒食品也是容易吸收的食物，對於胃食道逆流的嬰兒來說，
效果類似。這類嬰兒的父母可以諮詢兒科醫生，以瞭解哪種類食品適合他們的孩子。
Q：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降低米中所含的無機砷？
已發表的研究結果表明，徹底清洗米粒，以相對於米量六至十倍體積的水煮粥，煮完後再倒
掉多餘的水分，大約可以降低一半的無機砷含量。然而，這種烹煮方法同時也會降低稻米的
營養價值。但是 U.S. FDA 尚不知道同時減少營養成份為代價來減少含砷量的利益到底有多
少。因此，並不知道用更多的水來烹煮稻米是否具有總體健康利益。
17. 偶氮二甲醯胺 Q&A
Q：什麼是偶氮二甲醯胺(Azodicarbonamide, ADA)？為何使用於麵粉中？
偶氮二甲醯胺（Azodicarbonamide, ADA）為一種人工合成的化學物質，難溶於水，由於偶氮
二甲醯胺在加熱時，會釋放氮、一氧化碳、二氣化碳以及氨等氣體，故可在塑膠中產氣泡，
工業上做為塑膠或橡膠發泡劑。麵粉中使用偶氮二甲醯胺主要作為「增筋劑」，用來改善麵
糰或麵包的彈性與韌性，使麵包口感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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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美國新的暴露評估結果如何？
根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6 年公布的偶氮二甲醯胺暴露評估資訊提及，麵包經過烘焙
後，偶氮二甲醯胺會被分解為 biurea、semicarbazide (SEM)與 urazole，因為 SEM 的形成，提
高了美國 FDA 關注其對健康的影響，因而選擇大約 250 個添加偶氮二甲醯胺的代表性麵包產
品進行分析，發現 SEM 極有可能存在於麵包產品中，特別是 white rolls、white bread 與 submarine
rolls 幾款麵包會帶來較高的暴露。
美國 FDA 並且利用兩個食物攝取量資料庫，分別為 2009-2012 年的國家健康與營養評估調查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與 2007-2010 年國家飲食趨勢-營養
攝取資料庫(NPD Group, Inc. National Eating Trends-Nutrient Intake Database, NPD NET-NID)，
對於較敏感性的族群 2-5 歲的兒童進行暴露評估(因以體重每公斤來說，此年齡的兒童相對會
有較高的 SEM 暴露)，並提出依據科學結果，不建議消費者因為暴露 SEM/偶氮二甲醯胺而改
變飲食習慣，美國 FDA 認為當用途與劑量依照規範使用，偶氮二甲醯胺是一個安全的食品添
加劑。
Q：國際間以及我國對偶氮二甲醯胺的標準為何？
目前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認為偶氮二甲醯胺可用在麵
粉作為防腐與增白成分，其安全容許量是 45 ppm，在此限量標準下，它也被批准使用作為 “麵
粉改良劑”。而在國內，目前偶氮二甲醯胺也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劑，根據「食品添加物使用
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使用在麵粉上，作為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劑，僅可用於
麵粉，限用劑量也是 45 ppm。
除此之外，在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加拿大與韓國等國也都准許使用作為麵粉添加劑。但
在歐盟、英國、紐西蘭、澳洲等國則是禁止使用。
Q：semicarbazide (SEM)是致癌物嗎？
在麵包的製程中，偶氮二甲醯胺會被完全分解為其他化學物質，其中之一是 semicarbazide
(SEM)，在母小鼠的動物研究上顯示餵食 SEM 會增加肺癌的發生率，但在公小鼠或公母大鼠
上均未發現。然而，這些在囓齒動物上進行的 SEM 研究劑量遠超過於人類從添加偶氮二甲醯
胺的麵包產品中所暴露的劑量。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目前將 Semicarbazide
Hydrochloride 歸類為 Group3，目前尚無足夠的資料，以供分類該物質是否為人類致癌物。
其他偶氮二甲醯胺的分解產物，如 Biurea 主要經尿液排泄，不會在體內累積。
Q：我如何得知產品中是否含有偶氮二甲醯胺？
偶氮二甲醯胺就像所有的食品添加劑一樣，我們可以從產品的添加物標籤中得知是否有添
加，消費者可以從中文名稱或英文 Azodicarbonamide 看出。
此外，偶氮二甲醯胺於麵包中主要作為增白劑或麵糰調理劑(增加口感)，但製作麵包並非一定
要添加偶氮二甲醯胺，並且，也有其他核准的食品添加物可取代。
Q：偶氮二甲醯胺的其他用途
在國外，偶氮二甲醯胺被核准做為發泡劑，可使用於密封蓋中，如番茄醬蓋子。在 2005 年歐
洲食品安全委員會(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評估使用偶氮二甲醯胺於密封蓋中
的風險，結論認為對人類健康並無危害。儘管如此，EFSA 仍指出應盡可能限制 SEM 的暴露，
並且歐盟禁止使用偶氮二甲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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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硒 Q&A
Q：什麼是硒？其用途為何？
 硒是地球自然存在的固態成分，通常可以在岩石與土壤中發現。
 硒是人體必需的營養元素之一，其在人體的功能主要是抗氧化與自由基的清除，英國食品
標準機構也指出，食品中存在的微量元素硒可以幫助免疫系統，使身體免受病毒侵害。
 硒與其化合物的用途，包括使用於攝影的器材、塑膠、塗料、抗頭皮屑洗髮精、維生素及
礦物質的添加劑、殺黴菌劑和玻璃工業(作為脫色劑)。
 硒也可用於禽畜的飼料營養添加劑，例如歐洲的一些國家，在土壤缺硒的地區，會在牛羊
的食物中添加硒酸鈉。
 硫化硒是一種不溶於水、亮黃紅色的粉末，可用在抗頭皮屑洗髮精及潤髮乳中，其主要作
用是抑制細胞的分裂並殺死皮屑芽胞菌；亦可用來治療變色糠疹、手腳掌黴菌及頭皮之脂
漏性皮膚炎。
 其他含硒化合物(如酵母菌/葡萄發酵硒萃取物、硒半甲硫胱胺酸、螯合硒等)常添加於防曬
品、抗老化產品、眼霜、面霜及其洗面乳等產品。
Q：硒的暴露來源為何？
 硒會經由燃燒煤和石油進入空氣中，也會從岩石、土壤及工業廢棄物等進入環境中。
 食物及水是硒從環境中進入人體的主要途徑。食物如穀類、海鮮及肉類等皆含有硒，其主
要型態是硒胺酸；而飲水中的硒，通常是以無機的硒酸鈉和亞硒酸鈉型態存在，這些化合
物在腸道中容易被吸收，而人體可以將無機硒化合物轉變成身體可以利用的型態。
 空氣中的硒也可能進入人體內。
 植物可以從硒化合物濃度高的土壤和水中吸收到高量的硒，因此人們若食用此類高量硒的
穀物與蔬菜，就可能暴露到較高濃度的硒。
 在含硒產品生產、使用或加工等的場所工作的人員，可能會暴露到較高濃度的硒。
 於有害廢棄物棄置場周遭，可能經由土壤、攝入水或吸入粉塵而暴露到硒。
Q：硒對人體健康有什麼影響？
 適量的硒對維持人體健康是必要的。人體缺硒可能會造成克山症(Keshan disease)，其症狀
為微血管脆弱、肌肉無力、心律加快、心臟擴大等現象，嚴重時可危及生命。
 兒童缺硒時，則易導致關節僵硬、生長遲滯等問題。
 過量的硒會引起硒中毒(Selenosis)，其表現為頭髮容易斷裂，指甲變脆、變形易脫落，皮膚
損傷及神經系統異常，嚴重者死亡。
 動物或人類一旦持續攝取超過每日所需硒量的 5 - 10 倍，就會對健康造成危害，而攝取過
量硒造成的影響嚴重程度，要視攝取的總量與頻率而定。
 一項以小鼠為試驗對象的研究發現，給予 10、20、30 及 40 毫克/公斤的硒化合物 30 天，
其體重增加率會隨劑量增加而顯著降低，及造成小鼠肝功能酵素(AST 及 ALT)濃度升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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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損傷。
 另有研究給予大鼠 7.5、15 及 30 ppm 的亞硒酸鈉 30 天，結果顯示雌鼠之懷孕期有增長之
情形，且會降低子代之體重及存活率。
 流行病學及統計學之研究並未顯示硒具致癌性，而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將硒及其化合物分類為第 3 類(Group 3)，即「無法判斷是否為
人類致癌物質」
；然而美國國家毒理學計劃(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於報告中指
出，根據動物試驗結果認為硫化硒為可能之致癌物質。
Q：硒的代謝途徑為何？
 硒可能的吸收部位包括腸胃道、呼吸道及皮膚。人類食用含硒食物後，硒化合物一般會在
腸道被快速吸收。
 進入人體的硒會廣泛分布於人體，而由於硒極少在人體內積存，所以通常在 24 小時內就會
離開人體。
 超過人體所需的量，主要是由尿液排出，但也有以糞便與呼吸的方式排出，例如某些具揮
發性之代謝物則可藉呼吸排出。
Q：硒的建議攝食量為何？
 根據衛福部發佈之「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中針對硒之每日建議量，0 - 6 個月及 7 12 個月嬰兒之足夠攝取量(Adequate Intakes, AI)分別為 15 及 20 微克；1 - 3 歲、4 - 6 歲、7 9 歲、10 - 12 歲及 13 - 15 歲國人膳食之建議攝取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RDA)
依次為 20、25、30、40 及 50 微克；16 歲以上 RDA 則為 55 微克；另懷孕期每日需增加 5
微克，哺乳期則需每日增加 15 微克。
 針對硒之每日上限攝取量(Tolerable Upper Intake Levels, UL)則建議，0 - 6 個月及 7 - 12 個月
嬰兒分別為 40 及 60 微克；1 - 3 歲、4 - 6 歲、7 - 9 歲及 10 - 12 歲依次為 90、135、185 及
280 微克；13 歲以上及懷孕期與哺乳期則為 400 微克。
註：
(1) 何謂每日建議攝取量(RDA)？
滿足特定年齡層及性別的健康人群中 97% - 98%的人一日所需要的攝取量稱之為每日建
議攝取量。
(2) 何謂足夠攝取量(AI)？
當研究數據不足，因而無法訂出 RDA 時，則以健康者實際攝取量的資料估算出的攝取量
稱之為足夠攝取量。
(3) 何謂每日上限攝取量(UL)？
指營養素或食物成分的每日最大攝取量，此量即使長期攝取，對健康族群中絕大多數人
都不致引發危害風險，對最敏感者的危害風險也極低；若逾越此上限則不良效應的機率
增大。
Q：民眾如何攝食適量的硒？
 建議民眾攝食多樣化且均衡的飲食以獲得足量硒，良好的食物來源包括巴西堅果、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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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肉類和蛋類等。
 若選擇攝食硒營養補充品，則應注意攝食量以免因過量攝食而對健康造成危害。根據研究，
硒營養補充品之每日攝食量小於 0.35 毫克應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
19. 維生素 D Q&A
Q：維生素 D 的建議攝食量為何？
 根據衛福部發佈之「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中針對維生素 D 之每日建議攝取量
(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RDA)：0 - 6 個月及 7 - 12 個月嬰兒為 10 微克/天；1 - 50
歲為 5 微克/天；50 歲以上為 10 微克/天；另懷孕及哺乳婦女每日需增加 5 微克。(1 微克= 40
IU)
 針對維生素 D 之每日上限攝取量(Tolerable Upper Intake Levels, UL)則建議：0 - 6 個月及 7 12 個月嬰兒為 25 微克/天；1 歲以上為 50 微克/天；懷孕及哺乳婦女為 50 微克/天。
註：
(1) 何謂每日建議攝取量(RDA)？
滿足特定年齡層及性別的健康人群中 97% - 98%的人一日所需要的攝取量稱之為每
日建議攝取量。
(2) 何謂每日上限攝取量(UL)？
指營養素或食物成分的每日最大攝取量，此量即使長期攝取，對健康族群中絕大多
數人都不致引發危害風險，對最敏感者的危害風險也極低；若逾越此上限則不良效
應的機率增大。
 根據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維生素 D2 與維生素 D3 於第(八)類營
養添加劑中規定：(1)型態屬膠囊狀、錠狀且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在每日食用量中，
其維生素 D 之總含量不得高於 800 IU (即 20 微克)。(2)其他一般食品及嬰兒(輔助)食品，在
每日食用量或每 300 公克食品(未標示每日食用量者)中，其維生素 D 之總含量不得高於 15
微克。(3)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養素時使用。
20. 2-單氯丙二醇及其酯類 Q&A
Q：什麼是 2-MCPD 及其酯類？
 2-MCPD 最早被鑑別為醬油以及酸水解蔬菜蛋白中的汙染物之一，對於人類最大的攝入來
源為食用油(特別是棕櫚油含量最高)以及內含這些油脂的加工食品，例如：麵包及其它烘
培產品、特定魚及肉製品及嬰兒奶粉中皆可偵測到此物質。
 目前對於 2-MCPD 及其酯類的毒性影響資料仍不足，並無法得知食品中的 2-MCPD 對於人
體健康是否有潛藏的危害，仍須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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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縮水甘油酯 Q&A
Q：什麼是 Glycidol esters？存在哪些食物中？
 Glycidol esters 是由植物油中的成分(甘油二酯或甘油單酯)經過原油精煉的高溫步驟(>200
ºC)所形成，因此，在植物油(特別是棕櫚油含量最高)以及含有這些食用油中的加工食品中
皆可偵測到，例如：餅乾，糕點及蛋糕、嬰兒奶粉、植物性奶油、油炸或碳烤的肉品及巧
克力醬。
Q：Glycidol esters對於健康風險上有何影響？
 Glycidol esters 透過攝食途徑進入體內後，及轉變成游離態的縮水甘油(Glycidol)，根據目前
的動實驗結果，已有足夠的證據指出 Glycidol 具有基因毒性及致癌性，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將 Glycidol esters 列為 Group 2A 的物
質，指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
Q：我國與各國法規是否有訂定食品中 Glycidol esters 限量標準？
 截至目前，各國並未訂定食品中 Glycidol esters 限量標準。
 過去五年，歐盟竭力於減少棕櫚油中的 Glycidol esters 含量，希望油品業者採自主性的管
理，改良加工步驟以減少油品中的汙染物，由 2010 至 2015 年期間，棕櫚油中 Glycidol esters
的檢出濃度已有減半的現象，可見歐盟政府推行的策略是有成效的。
Q：為何棕櫚油的檢出濃度為所有檢驗品項中最高？
 Glycidol esters 主要由植物油中的甘油二酯經高溫步驟(>200 ºC)所形成，而棕櫚油中含有
豐富的甘油二酯，約占總組成分 4-12%。
22. 丙酸 Q&A
Q：什麼是丙酸(Propionic Acid)？
 丙酸是含三個碳的脂肪酸，有強烈臭味及輕度腐蝕性的液體，可由化學合成或由細菌發酵
而得。
 丙酸鈉與鈣鹽呈白色，為易溶於水的粉末，添加於食品後可產生游離酸，具有類似起司風
味。
 丙酸對腐敗菌有抗菌性，蔬菜經丙酸發酵可改進其貯藏性；丙酸及其鈉鹽或鈣鹽可抑制黴
菌及少數細菌的生長，常使用在麵包及糕餅業，具有防黴效果。
Q：丙酸之來源為何？
 丙酸是一種合法食品添加物，屬防腐劑類別，常應用於食品加工業，故於麵包、糕餅、乳
酪製品均可能存在。
 也可能存在於一些非經允許使用之食品，如麵粉製品。
 對一般民眾而言，含丙酸的食品是攝入丙酸之主要來源。
Q：丙酸對健康有何影響？人體如何排除丙酸？
 對哺乳動物而言，丙酸在生物體内之代謝與一般脂肪酸相同，目前尚未證明有毒性。
 丙酸的代謝途徑為與輔酶 A 有交互作用，經羧化(Carboxylation)後形成甲基丙二酸輔酶
A(Methylmalonyl-coenzyme A)，進而代謝成琥珀酸(Succinic Acid)進入檸檬酸循環(Citr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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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藉此排出體外。
Q：丙酸之建議攝取量為何？
 台灣目前並未對丙酸有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之規定。
 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之聯合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建議之每日容許攝取量為無限制(Not Limited)。
 歐盟(European Union, EU)亦沒有訂定建議之每日容許攝取量。
Q：食品中丙酸之相關法規為何？
 於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範中，規定丙酸及其鈣、鈉鹽可使用
於麵包、糕餅類，用量以丙酸計為 2.5 公克/公斤以下。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指出丙酸是屬於低毒性防
腐劑，將其歸類為公認安全物質(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規定丙酸可使用於乳製品中之調味
乳、煉乳、乾酪、各類乳粉等，各種蔬菜製品，早餐榖類及榖類製品，糕點糖果及預煮的
麵條與麵團等食品，只要符合食品良好作業規範製作即可，並未限定用量。另使用於乳清
蛋白乾酪(Whey protein cheese)用量以丙酸計則不得大於 3000 毫克/公斤。
 目前歐盟允許丙酸及其鈣、鈉、鉀鹽使用於烘培與乾酪食品，如包裝切片麵包(Prepacked
sliced bread)及黑麥麵包(Rye bread)用量以丙酸計不得大於 3000 毫克/公斤；低卡麵包
(Energy-reduced bread)、部分烘培包裝麵包(Partially baked prepacked bread)、包裝麵包捲
(Prepacked rolls)、水活性大於 0.65 之包裝精製烘培甜點(Prepacked fine bakery wares
including flour confectionery)或畢達麵包(Pitta)用量以丙酸計不得大於 2000 毫克/公斤；包裝
麵包(Prepacked bread)及聖誕布丁(Christmas pudding)用量以丙酸計不得大於 1000 毫克/公
斤。
 澳洲與紐西蘭則允許丙酸及其鈣、鈉、鉀鹽使用於麵粉製品包括麵條與麵糰，用量以丙酸
計含量不得大於 2000 毫克/公斤；麵包與烘培食品，用量以丙酸計含量不得大於 4000 毫克
/公斤；固態運動補給品，用量以丙酸計含量不得大於 400 毫克/公斤；允許丙酸鈉及丙酸
鈣使用於果醬、調味醬、蔬果汁及配方飲料等，只要符合食品良好作業規範製作即可，並
未限定用量。
Q：民眾如何避免食入過量之丙酸？
 散裝或來路不明之食品經常有標示不清、惡意遺漏添加物標示之情形，或甚至常宣稱”本品
絕對不含防腐劑”，但實際上不然，故消費者選購食品時應購買有信譽之產品，並對於產品
之添加物種類詳加了解，對自身較有保障。
 消費者宜理性看待防腐劑之使用，了解防腐劑除了可防止食品腐敗變質和延長保存期限之
外，最重要的是可預防食品中毒事件之發生。若廠商製造食品時嚴格遵守法規規定之食品
品項及用量，則不至於造成風險；但民眾若長期偏好食用同一類食品，或食入蓄意非法使
用丙酸之食品，仍可能會造成身體不適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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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政府機關保障消費者之措施為何？
 各縣市衛生局經常不定期抽樣檢測市售食品，如針對過年之年節食品、端午節之粽子、元
宵節之湯圓及其配料、中秋節之月餅、各種麵粉製品等進行抽驗工作，並公布抽驗結果，
民眾可隨時注意相關資訊。
23. 二氧化鈦 Q&A
Q：什麼是二氧化鈦(TiO2)？
 二氧化鈦又名氧化鈦或鈦白，俗稱鈦白粉。是應用最廣、用量最大的一種白色顏料。在 1923
年第一次被製造出來，估計其產量佔有全球顏料總產量的 70%，到 2004 年二氧化鈦的產量
已達 4.4 百萬噸。其著色力為鋅白的 6 倍或鉛白的 15 倍，遮蓋力是白色顏料中最大者，為
鋅白的 6-7 倍。二氧化鈦的化學性質相當穩定，在一般情況下與大部份化學試藥不會發生
反應，也不溶於水、脂肪酸和弱無機酸，但微溶於鹼。
Q：二氧化鈦的主要來源及用途為何？
 二氧化鈦結晶型有三種，分別為金紅石型結晶、銳鈦礦型結晶或鈦鐵礦型結晶。大部分的
二氧化鈦是用硫酸法及氯化法來製造。二氧化鈦是各國認可安全性甚高的無機化合物，經
常被添加在食品、化妝品、纖維、紙張、塑膠、油墨及塗料中。
Q：二氧化鈦對人體有無危害？
 二氧化鈦對人體沒有任何的基因毒性。但二氧化鈦會引起不同程度的肺發炎反應。當人的
肺功能受損，特別是氣管阻塞，如果呼吸到二氧化鈦可能會刺激症狀的發作。根據目前的
流行病學研究，並沒有證據指出職業暴露於二氧化鈦粉塵對引起人類肺癌有影響(IARC
2010)。
Q：二氧化鈦的安全性？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將二氧化鈦致癌性列為 Group 2B 等級(可能為人類致癌物，此類物質引
起人類癌症的證據有限，有引起實驗動物癌症的證據，而不一定有致癌機制的證據)；紐西
蘭食品安全局認可二氧化鈦為公認安全物質(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
Q：二氧化鈦之每日攝取容許量為何？
 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對於二氧化鈦的每日建議攝取量無任何限制。
Q：有關二氧化鈦之法規？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二氧化鈦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
用。而使用限制為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鮮水果、味噌、醬油、
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24. 孔雀綠(Malachite green, MG)之行動參考指標 Q&A
Q： 何謂行動參考指標值(Reference Point for Action, RPA)?設定 RPA 值的目的？
非經許可使用具藥理活性之物質(non-allowed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 多因會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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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良效應而禁止使用，所以在食品中沒有定最高殘留限量(MRLs)，然這些物質可能因人
為使用或環境汙染而殘留於動物性食品，日新月異的檢測技術造成這些食品經常「檢出」非
法用藥，因此，為了管理此類非法定許可動物用藥及其代謝物，歐洲食品安全局提出「行動
參考指標值 RPA」做為管理之參考，然此參考指標值若定得太高可能造成食品安全疑慮，定
得太低可能會干擾消費市場，所以，設立合理的行動參考指標值須要同時考慮檢測分析能力、
潛在毒性及藥理活性等因素，才可於市場管理及健康消費間取得平衡。
Q：

歐洲食品安全局如何評估2微克/公斤孔雀石綠的食物是否足以保護消費者健康？
專家們假設所有類型的魚及甲殼類之水產品皆殘留 2 微克/公斤的 MG 及 LMG 為前提，則歐
洲各年齡層每天膳食暴露 MG 及 LMG 總量會落於 0.1~5 納克/公斤體重/天，而高攝食量消費
者的膳食暴露量則落於 1.3~11.8 納克/公斤體重/天。選擇 MG 及 LMG 會引起 10%實驗動物發
生肝細胞腺瘤和癌(BMDL10)的劑量 13 毫克/公斤體重/天作為腫瘤效應參考點，而 5%機率
MG 引起實驗動物肝重改變和 LMG 引起體重改變 (BMDL5)的劑量 6 毫克/公斤體重/天作為
非腫瘤效應參考點。推算 MG 及 LMG 的總暴露限值(Margin of exposure, MOE,註 1)來評估其
對各年齡層及高攝食量消費者的風險，可得 MG 及 LMG 引起腫瘤效應的 MOE 值皆大於
1.1x106，而非腫瘤效應的 MOE 值皆大於 4.9x105(註 2)，皆屬低關注。因此，食品安全局的
專家們認為攝食到含 2 微克/公斤孔雀石綠的食物還不置於造成健康的疑慮。
註 1：暴露限值(Margin of exposure，簡稱 MOE)是一個商數，計算方法是把某個物質可引起動
物產生不良反應的劑量，除以一般人對有關物質的攝取量。如該物質引致不良反應的劑量與
一般人的攝取量越接近，暴露限值便越低，代表對公眾健康的影響越大。
註 2：EFSA 科學委員會提出腫瘤效應基於動物致癌性研究結果，MOE 值高於 10000 屬低關注；
非腫瘤效應則基於動物非致癌性研究，MOE 值高於 100 屬低關注。

25. 2-氫硫基苯并噻唑 Q&A
Q：什麼是 MBT？如何暴露？
MBT 為具不良氣味的淡黃色粉，主要運用於橡膠或輪胎製造業，其他亦可用於抗腐蝕劑、醚
聚合物穩定劑、寵物皮膚用藥成分等。MBT 可經工業廢水釋放至環境中，工人經使用此化學
品或搬運相關產品時造成職業暴露，一般民眾則是透過使用橡膠類產品(如：橡膠手套、保險
套等)或少數飲用受汙染的水而暴露。
Q：MBT在體內的吸收代謝情形？
目前無人體吸收代謝的研究。實驗動物囓齒類經皮膚暴露吸收率約 16~38%，且約 12~33%由
尿液排泄，少部分由糞便排出；經口服暴露約 60~72%由尿液排泄，4%由糞便排出；經靜脈
注射約 90%由尿液排泄，4%由糞便排出。
Q：暴露 MBT 的健康風險？
 實驗動物重覆皮膚接觸及臨床少數病例報導接觸含 MBT 之產品造成皮膚過敏或損傷。
 目前人類癌症流行病學資料，包含：英國一家製造橡膠產品的化學廠工人膀胱癌發病例高
於一般大眾，美國一家橡膠化工廠研究指出暴露 MBT 的工人膀胱癌死亡率高出一般人 4
倍，然而工人同時暴露多種化學品，因此無法確認 MBT 是單一致癌因子。
 根據美國國家毒理學計畫(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胃灌食實驗動物每週 5 天，共
2 年的研究，雄雌性小鼠暴露劑量皆為 0、375 及 750 毫克/公斤的 MBT，發現低劑量 M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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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雌性小鼠肝細胞瘤(或癌)的發生率，且雌性小鼠高劑量暴露組的存活率降低。雄性大
鼠暴露劑量為 0、375 及 750 毫克/公斤的 MBT，雌性大鼠為 0、188 及 375 毫克/公斤，非
腫瘤效應：低高劑量暴露皆造成雄性大鼠出現嚴重腎病，及雄雌性大鼠皆發生前胃發炎潰
瘍；腫瘤效應：雄性大鼠於低劑量暴露時造成單核球白血病及胰腺泡細胞腫瘤，而低高劑
量皆引起腎上腺嗜鉻細胞瘤(或癌)及包皮腺瘤(或癌)，且雄性大鼠低高劑量組皆存活率降
低，雌性大鼠則於低高劑量組皆發現腦下垂體腺瘤及嗜鉻細胞瘤。其他研究，大鼠懷孕 1~15
天以腹腔注射 200 毫克/公斤的 MBT，無致畸胎發生。
Q：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將 MBT 列為 Group 2A？
實驗動物研究顯示 MBT 確實具致癌性，而人類流行病學雖有研究指出 MBT 與膀胱癌發生有
關，但證據仍顯不足，因此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將 MBT 列為 Group 2A，指極有可能為人類致
癌物(Group 2A 是指實驗動物產生癌症的證據確實，但人類致癌的資料有限)。
Q：國際癌症研究中心的致癌物分類系統？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是隸屬世界衛生組織下的研究機構，探討致癌科學證據的充足性，評估化
學品及各項環境因子對人類的致癌風險。其分類系統依致癌證據的充足性給予不同權重，國
際癌症研究中心依此概念將致癌物質分為以下五類。特別注意的是此系統的分級並不是指暴
露化學品後發生癌症的可能性高低，因此不能用於說明致癌風險高低。
Group 1：人類致癌物質，表示具有充分證據證明該化學品會引起人類癌症。
Group 2A：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此類物質引起人類癌症的證據有限，而引起實驗動物癌
症的證據充足，致癌機制的證據也充足。
Group 2B：可能為人類致癌物，此類物質引起人類癌症的證據有限，有引起實驗動物癌症的
證據，而不一定有致癌機制的證據。
Group 3：無足夠人類、動物或致癌機轉研究可供分類是否為致癌物，有時化學品不屬於其他
任何一類，即會歸於此類，因此當有更多研究數據時就可重新進行評估。
Group 4：目前資料證明並不是人類致癌物，亦不會引起實驗動物致癌。
註：證據有限表示暴露化學品與癌症發生有正相關，但仍有一些偶發個案、誤差、或干擾等
技術上的問題無法解釋。
26.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十種主要與公眾健康問題相關的化學物質
空氣汙染(Air pollution)
使用固體燃料造成的室內空氣汙染與城市的室外空氣污染，每年造成全世界 310 萬人的提早
死亡以及佔全球疾病負擔的 3.2 %，而這些空氣汙染所造成的健康負擔超過一半由發展中國家
的人民承擔。空氣汙染造成的健康影響包括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肺癌。減少空氣污染
將可降低這些疾病造成的全球疾病負擔。
空氣污染防制在空氣品質與運輸、控制城市空氣汙染、控制工業排放以及可再生能源上需要
一些政策，而透過在居家、學校與工作場所裝設有效的通風技術以及停止抽菸等方式，可以
降低室內的空氣污染。致力於降低空氣污染也將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全球變暖的
影響。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空氣汙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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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air_pollution/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空氣汙染資訊請至空汙專區 http://nehrc.nhri.org.tw/toxic/Air.php
砷(Arsenic)
可溶性的無機砷是一種劇毒，長期攝入無機砷可能導致慢性砷中毒(arsenicosis)，大約數年後
(依據暴露的量不同)會產生不良影響，包括皮膚損傷，周圍神經病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
癌症；有機砷化合物存在於海鮮中，對健康危害較小，並且可以快速自體內排除。
急性砷中毒的直接症狀包括嘔吐、腹痛、腹瀉等，接著產生四肢末端產生麻痺和刺痛、肌肉
痙攣和死亡(在極端情況下)。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將砷與砷化合物分類為人類致癌物(Group 1)。
一項評估指出，孟加拉國飲用水中含有高量的砷導致 9,100 人死亡與 12.5 萬人失能調整損失
人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砷資料(隱藏連結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arsenic/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砷-環境毒物知多少(隱藏連結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24)
石綿(Asbestos)
石棉會導致肺癌、間皮瘤、喉癌、卵巢癌以及石棉沉著症(asbestosis)。人類可能在處理石棉材
料的工作場所中吸入空氣中的石綿纖維，或是居家環境與建築使用石綿建材透過室內的空氣
暴露石棉纖維。
目前全球約有 1.25 億人在工作場所中暴露石棉。在 2004 年，因職業暴露產生的間皮瘤
(mesothelioma,與暴露石棉有關的癌症)與石棉沉著症導致全世界 10.7 萬人死亡以及 152 萬人失
能調整損失人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此外，數千人的死亡可以歸因於其它
暴露石棉相關的疾病與非職業暴露石棉。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將石棉(actinolite,
amosite, anthophyllite, chrysotile, crocidolite, tremolite)分類為人類致癌物(Group 1)。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石棉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asbestos/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石棉-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25
苯(Benzene)
人類暴露苯會導致健康產生急性與長期的不良影響，包括癌症與再生不良性貧血 (aplastic
anaemia)。苯的揮發性強，主要透過呼吸暴露，人類可能經由職業暴露或是透過無處不在使用
的含苯石油產品(包括汽車燃料與溶劑)而暴露到苯，此外，煙草的煙霧也是一個顯著的暴露源。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將苯歸類為人類致癌
物(Group 1)。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苯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benzene/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苯-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28
鎘 Cad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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鎘對腎臟、骨骼肌和呼吸系統具有毒性影響。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將鎘歸類為人類致癌物(Group 1)。
鎘通常在環境中含量較低，但人類的活動會大量增加環境中鎘的含量，鎘可以從排放源經大
氣運輸傳送到較遠的距離，鎘在某些生物體中容易累積，如軟體動物與甲殼動物，而在蔬菜、
穀類與薯類作物含量較低。人類可以透過食物(食入)、煙草的煙霧與非鐵金屬工業職業暴露(吸
入)到鎘。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鎘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cadmium/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鎘-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37
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Dioxin and dioxin-like substances)
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包含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CBs)，是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所涵蓋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這類
物質可以在環境中從排放源經大氣運輸傳送到較遠的距離，並以食物鏈方式在生物體內積
累。人類主要經由吃下受汙染的食物暴露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
人類暴露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產生的毒性作用，包括免疫毒性、發育毒性、神經發育毒性、
改變甲狀腺與固醇類激素(steroid hormones)以及改變生殖功能。對兒童來說影響發育是最為敏
感的毒性作用，尤其是母乳餵養的嬰兒最具有風險。
目前已有許多種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歸類為人類致癌物(Group 1)，其中包括多氯聯苯(PCB)與 2,3,7,8-四氯雙苯環
戴奧辛(2,3,7,8-TCDD, 2,3,7,8-Tetrachlorodibenzo-para-dioxin)等。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戴奧辛與戴奧辛類物質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dioxins/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氯化二苯環戴奧辛-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43)
攝取不足或過量的氟(Inadequate or excess fluoride)
使用氟有減少齲齒發生率的好處，但長期高濃度暴露氟也有使牙齒的琺瑯質和骨骼產生氟中
毒(fluorosis)的負面影響。在缺少氟的地區，需要公眾健康行動在飲用水中加入氟，提供充足
的氟攝取，以減少蛀牙的產生；當無法在飲用水中加入氟時，則在鹽和牛奶中加入氟。過量
的攝入氟，通常是發生於飲用透過富含天然氟化物的地下水，或吃下以此水灌溉的農作物。
這種暴露可能會導致有嚴重後果的氟骨症(skeletal fluorosis)，這與骨質硬化(osteosclerosis)、肌
腱與韌帶鈣化以及骨骼畸形有關。
目前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尚無法歸類氟(使用
於飲用水的無機氟)是否為人類致癌物(Group 3，無足夠人群、動物或致癌機制研究，供分類
是否為致癌物)。
雖然目前並不清楚牙齒和骨骼氟中毒的全球盛行率，但估計在數年的時間，飲用水中過量的
氟會造成數以千萬的牙齒和骨骼氟中毒，雖然在飲用水中移除氟可能是困難和昂貴的，但確
實存在低成本的解決辦法可以應用在局部的區域。重要的是，地方當局慎重考慮氟中毒的原
因，並考慮當地的條件選擇最適當的方法處理過量的氟暴露。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氟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fluori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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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氟、氟化氫與氟化物-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113
鉛(Lead)
鉛是一種有毒金屬，其廣泛的使用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已經造成廣大的環境污染和健康問題。
鉛是一種累積性的毒物，會影響多個身體系統，包括神經、血液、胃腸道、心血管和腎臟系
統。兒童的神經系統特別容易受到鉛的毒性影響，相對較低的暴露就可能造成嚴重的與不可
逆的神經損傷。
目前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將無機鉛化合物歸
類為可能的人類致癌物(Group 2A；流行病學致癌證據有限，但動物實驗的致癌證據明確)；有
機鉛化合物則是尚無法分類是否為人類致癌物(Group 3；無足夠人群、動物或致癌機制研究，
供分類是否為致癌物)。
鉛暴露預估造成全球疾病負擔的 0.6 %，最高的地方是發展中的區域。估計兒童的鉛暴露每年
導致 60 萬個兒童產生智力障礙(intellectual disability)的新病例。近來，於汽油、油漆、水管和
焊料中減少鉛的使用，使得血中鉛的濃度大幅減少。然而，暴露的顯著源仍然存在，特別是
在發展中國家。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鉛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lead/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鉛-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5
汞(Mercury)
汞會毒害人類的健康，特別是影響子宮內的胎兒發育與嬰兒時期。汞以各種形式存在，包括
元素(或金屬)、無機汞(如氯化汞)、有機汞(如甲基汞和乙基汞)，都具有不同的毒性作用，包
括對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肺、腎、皮膚和眼睛都有不良影響。
據估計，以捕魚維生的族群，1.5 / 1000 至 1.5 / 1000 的孩童因為吃下含有汞的魚類造成認知的
影響(cognitive impacts)。汞釋放到環境中主要是由於人類的活動所導致，像是燃煤發電廠、住
宅供熱系統、垃圾焚燒爐以及開採汞、黃金和其他金屬的結果。一旦進入環境中，汞元素會
自然轉化成甲基汞而在魚類和貝類體內累積。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尚無法分類汞與
無機汞是否為人類致癌物(Group 3，無足夠人群、動物或致癌機制研究，供分類是否為致癌
物)；而甲機汞類化合物則是歸類為可能導致人類和動物產生癌症(Group 2B；流行病學與動物
實驗的致癌證據有限)。
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汞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mercury/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提供的汞-環境毒物知多少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9
高危險農藥(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高危險的農藥可能有急性和/或慢性的毒性作用，並且對兒童有特別的風險。它們的廣泛使用
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已經造成很多健康與死亡的問題，經常是職業暴露、意外或蓄意中毒。
可用的數據有限以致難以估算全世界農藥造成的健康影響，但已經估計出可預防的農藥攝入
引起的自身中毒(自殺)在 2002 年造成 18.6 萬人死亡，442 萬人失能調整損失人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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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農藥資料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pesticides/en/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整理的 2013 年台灣市售農產品殘留農藥:常見超標農藥毒理學資訊
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9
27. 苯乙烯 Q&A
Q：什麼是苯乙烯？
 乙烯與苯在催化劑存在下發生反應生成乙苯，再催化去氫生成苯乙烯，而苯乙烯單體經聚
合則形成聚苯乙烯。
 苯乙烯為一易蒸發之無色液體，濃度低時帶有甜甜的香味。
 苯乙烯常被應用於不飽和聚酯樹脂中，做為膠聯劑(Cross-linking Agent)和溶劑使用，如聚
苯乙烯(Poly-styrene)、ABS 樹脂(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等。
 苯乙烯是重要的石化原料，被廣泛的使用於製造各種聚合物製品，如橡膠、玻璃纖維、塑
膠管、汽車零件、鞋子、酒杯、食物容器、地毯襯背等。
Q：苯乙烯的主要危害來源為何？
 經食用含聚苯乙烯容器包裝的食物而暴露。
 發泡性聚苯乙烯是聚苯乙烯類產品，俗稱保麗龍，優點是耐酸鹼，易於加工，工業用途非
常廣泛，其於食品包裝用途方面，主要用於自助餐盤、蔬果生鮮托盤、速食麵類與漢堡盒
等。
 聚苯乙烯本身為無毒之聚合物，但在物料的製作過程中可能殘留未完全聚合之苯乙烯單
體，因此當含苯乙烯之包裝材料與食物接觸時，苯乙烯會轉移至食物上而被人體食入。
 此外，聚苯乙烯不適合盛裝超過攝氏 70 度以上食品，一旦超過 90 度、100 度就可能造成
大量苯乙烯溶出，長期接觸或暴露有健康之風險。
Q：還有什麼情況會暴露於苯乙烯？
 身處工地、剛裝潢好的空間、吸煙室或使用影印機等的環境中，導致吸入被苯乙烯蒸氣所
汙染之室內空氣。
 含苯乙烯產品之製造、使用及處理過程中，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將苯乙烯釋放至空氣、水
及土壤，導致此場所工作的人員暴露於苯乙烯中
 吸入汽車廢氣。
 居住在工業場所或有害廢棄物處理場附近。
 可能藉由攝取某些食物，如：水果、蔬菜及堅果等，攝入低劑量的苯乙烯。
Q：苯乙烯之危害特徵？
 人體若暴露在濃度超過 100 ppm 的苯乙烯空氣中，會導致黏膜、眼睛及呼吸系統受到刺激；
若暴露在 200 ppm 的苯乙烯空氣中，可能引發神經、呼吸系統與淋巴、血管等的腫瘤。
 苯乙烯經吸入會造成眼睛結膜炎、鼻腔分泌物增加、刺激黏膜、呼吸困難、咳嗽、臉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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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色發青、疲勞及肺炎等；若經由皮膚接觸會有刺激感，長期或重複接觸則會造成中度刺
激。
 經由皮膚吸收不致中毒，但食入則會刺激唇部、嘴、喉嚨，出現吞嚥困難、腹痛、噁心、
嘔吐、腹瀉等症狀，更可能發生休克現象。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將苯乙烯列為可能對
人類致癌之物質(Group 2B)。
Q：人體如何代謝苯乙烯？
 當苯乙烯經由呼吸道或皮膚接觸吸收進入人體後，體內會進行側鏈氧化作用(Side-chain
Oxidation)，形成氧化苯乙烯(Styrene Oxide)，且進一步水解和氧化為苯乙二醇(Styrene
Glycol) 、 杏 仁 酸 (Mandelic Acid) ， 其 中 有 部 份 的 杏 仁 酸 會 繼 續 氧 化 為 苯 基 乙 醛 酸
(Phenylglyoxylic Acid)，最後經由尿液排出。
 在尿液中可以偵測到的苯乙烯代謝物，有 85%杏仁酸和 10%苯基乙醛酸，均可當作生物偵
測的指標物。
Q：苯乙烯的相關法規為何？
 美國食品藥物檢驗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規定苯乙烯於瓶裝飲用
水中之含量不得超過 0.1 毫克/升。
 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訂定飲水中苯乙烯之最大
污染物容許濃度(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 MCL)為 0.1 mg/L，並且認為若終身暴露於苯
乙烯濃度為 0.1 毫克/升之飲用水時，不會造成任何不良之健康效應。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訂定苯乙烯之每日耐受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為 7.7 微克/公斤體重/天。
 我 國 對 聚 苯 乙 烯 中 揮發性物質(苯乙烯、甲苯、乙苯、正丙苯、異丙苯之合計)的 殘 留 限
量 規 定 為 5000 ppm 以下；但發泡性聚苯乙烯(保 麗 龍 )則 規 定 為 2000 ppm，且其中 苯 乙
烯 的 殘 留 量 應 低 於 1000 ppm。
 以聚苯乙烯為材料之餐具，不適合盛裝 100℃以上之食品。
 我國「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訂定，工作場所中苯乙烯之 8 小時日時
量平均容許濃度(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Time Weighted Average, PEL-TWA)為 50 ppm。
Q：如何預防苯乙烯的危害？
 使用保麗龍餐具不要盛裝高溫食物。
 吃碗裝泡麵最好換用一般餐具來泡，或是盡量少選購碗裝型泡麵。
 乾淨之蔬果托盤可重複使用，以減少保麗龍用量。
 使用過之保麗龍應妥當處理，避免四處散落造成環境污染。
 用餐時儘量少用保麗龍餐具，如須外食可攜帶隨身食器。
 選購外賣飯盒時，留意盛載食物的容器有否變形。若有懷疑，應捨棄容器內的食物。
 如需要用微波爐複熱外賣食物，應留意食物容器是否適用，或轉用其他微波爐適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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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食物，例如不可使用保麗龍容器作微波爐複熱食物之用。
 避免在密閉空間吸菸，如家中或車內，以減少兒童及其他家庭成員的暴露。
 家中應盡量減少使用影印機，使用完畢也應將其關閉，並且保持室內良好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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