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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總整理統整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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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共發布 3 篇新聞解讀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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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將分為食品添加物、其他食品相關兩個分類。「資訊」包括網頁更新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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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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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歐盟、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院(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加
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等。附件包含詳細法規標準與化學物質 Q&A，以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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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解讀
I.

食品添加物

1. 新北市抽驗市售湯圓及火鍋料檢出防腐劑「去水醋酸」超標(2017-01-09)
物質名稱

去水醋酸

超標產品

紅色小湯圓

毒性危害

 去水醋酸被認為有危害是因為食入後，它的支鏈含有酮基會與血漿之
白蛋白或組織中蛋白質之胺基結合，代謝慢而易殘留體內組織中，長
期食用過量可能會危害人體之肝、腎及神經系統。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我國於「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規定，去水醋酸僅
可使用於乾酪、乳酪、奶油及人造奶油；用量為 0.5 公克/公斤以下。

ADI

 目前台灣、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
歐盟，對於去水醋酸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尚無相關規定。

參考資料：[1, 2]
II. 動物用藥
1. 台中市衛生局抽驗蛋加工品及金屬罐裝飲料等食品 檢出動物用藥「氟滅菌(flumequine)」超標
(2017-02-07)
物質名稱

氟滅菌

超標產品

皮蛋

毒性危害

 動物實驗結果指出，小鼠餵食 400 毫克/公斤氟滅菌 18 個月，會有肝腫
瘤的產生，包括肥大、脂肪空泡的形成、病灶壞疽等現象，顯示其具
有肝毒性。
 目前並無證據顯示，人體經由攝食而遭受氟滅菌危害。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不得檢出。完整規範請查閱附件。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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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氟滅菌
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03 毫克/公斤體重/
天。

參考資料：[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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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食品相關
1. 彰化縣衛生局公布食品抽驗結果 糖果及蝦餅檢出規定外色素「莧菜紅(Amaranth)」(2017-02-17)
物質名稱

莧菜紅

超標產品

蝦餅、水果星星糖

毒性危害

 莧菜紅對實驗動物不會造成長短期的毒性、生殖毒性、致癌性及基因
毒性。
 餵食大鼠含 5 %莧菜紅 5 天之後，恢復餵食不含莧菜紅基礎飲食 10
天，發現大鼠比餵食莧菜紅時表現出較高的成長率，而另一結果發現，
餵食含 5 %莧菜紅的無蛋白質飲食的大鼠，與沒有餵食莧菜紅的大鼠
相比，其體重增加較少，但若同時給予 7.5 %的膳食纖維則可改善此情
形，顯示攝入莧菜紅膳食會妨礙營養物質吸收並抑制成長，但添加纖
維素可以防止此影響。
 另有臨床報告指出，復發性蕁麻疹或血管性水腫等症狀，懷疑是莧菜
紅所引起的過敏。
 依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分類，目前將莧菜紅歸為第 3 類(Group 3)，即「無法判斷是否為
人類致癌物質」。
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附件。

國內法規標準

我國衛生福利部未將其列於可使用之食品添加物列表中，並禁止使用於
食品中。

無
ADI
參考資料：[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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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
I.

國內

1. 106 年不可不知的食品規範新制(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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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月 1 日起有追溯追蹤及食品標示等 8 項新制上路：
 食品業者強制電子申報追溯追蹤資料與開立電子發票
 包裝食品與玩具併同販售應標示醒語規定
 食品添加物應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
 巧克力之品名及標示規定
 市售「大麥」食品之標示規定
 市售「太白粉」產品之標示規定
 特定魚種為品名之標示規定
 特殊營養食品之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應加標示事項
詳細規定請查閱附件。本篇資料來源：[5]
2. 食品追溯追蹤資訊報哩哉(2017-03-16)
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係為精進食安之趨勢，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於 106 年 3 月 1 日公告修正「應
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除原規範之 19 類食品業者外，新增食用醋、蛋製品、嬰幼兒食
品等 3 類業者自 106 年 7 月 31 日起分階段應建立追溯追蹤管理系統，累計納入 22 類約 4,700 多家業
者強制實施追溯追蹤管理。
衛福部以風險控管為基礎，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 9 條公告特定類別與規模業
者應建立來源與流向之追溯追蹤管理系統，包含建立追溯追蹤管理制度、使用電子發票及強制上傳食
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透過食品供應鏈完善建構，倘食安疑慮案件發生時，可即時掌
握涉案原料來源或產品流向，快速召回以阻斷風險流通，有效強化食品鏈管理。
經公告指定食品業者建立追溯追蹤資料不實，或未建立追溯追蹤系統且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分別依食安法第 47 條及第 48 條，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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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食品業者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1 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為落實消費者於食品知的權利，食藥署已建置「食安資訊百貨專櫃」供查詢食品相關資訊，並鼓
勵業者運用上傳追溯追蹤系統後產生之 QR-CODE 於產品包裝或立牌方式等顯示，便於消費者透過智
慧型手機一掃獲知資訊，除使資訊發揮最大價值外，更提升食品資訊透明環境。
本篇資料來源：[6]
3. 農藥氟派瑞(Fluopyram)及達滅芬(Dimethomorph)毒理資訊(2017-03-28)
針對媒體報導食藥署將放寬農藥氟派瑞(Fluopyram)在茶類以及達滅芬(Dimethomorph)在半結球
與不結球萵苣之殘留容許量事宜，外界對於此等公告內容之安全性仍有所質疑，因此，本中心特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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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項農藥進行毒性介紹，以減少民眾之疑慮。
詳細介紹請查閱附件。
4. 食用油品質鑑定懶人包(2017-04-05)
台灣於 2014 年曾發生劣質油事件，不肖廠商以劣質油品混充正常油品流入市面，透過重製與精
煉等製程降低成本以謀取暴利。然而以目前的油脂合格指標與法規，無法察覺多變的商業不法行為。
有鑑於此，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與學研界組成研究團隊，於 2015-2016 年執行【劣質油品對健康影
響暨油品檢測技術開發】之計畫，研析正常油與劣質油之組成差異，並提出食用油脂品質鑑定之建議
流程，以提供油品業者自主管理及政府訂立品質規範之參考資訊。現整理食用油品質鑑定懶人包供大
眾參考，歡迎下載閱讀！
5. 塑化劑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2017-04-28)
環保署於近日預告毒性化學管理法修正草案，為擴大列管物質數量並進行分級管理，以掌握物質
流向，同時強化主管機關查核權限，將其中「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名稱修改為「關注化學物質」
，
此舉引發外界塑化劑去毒化的爭議。收到外界批評後，為維持民眾對既有第一至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模式認知，環保署後續將維持現行做法不變，另增列關注化學物質專章規定處理，並修正草案後重
新預告，廣納各界意見。有鑑於此，本中心為使民眾進一步了解目前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如何分類、
管理，以及民眾關心的塑化劑列管情形，將進行以下介紹：
(1)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說明：
我 國 的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 為 參 採 歐 盟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制 度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要求製造或輸入一定量之化學物質業者，須依所
訂期程登錄並提交安全資料，並採分類、分量管理之精神，有效管理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幾與先進
國家同步。相關之管理採禁用、限用、許可、核可、登記方式，以提昇管理效益。為強化毒化物危害
評估及預防措施，預防毒化災之發生，除加強運作及其釋放量紀錄申報、提報減量計畫外，對第一類
至第三類毒化物運作者規定應建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並公開供民眾查閱。詳細管理情形請查閱附
件。
(2)目前於列管中的塑化劑種類有哪些？
所列管的塑化劑共有 26 種，其中有 9 種屬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其餘 17 種屬第四類化學毒性物
質，詳細清單請查閱附件表格之表一、表二。
6. 過勞運轉手(2017-04-28)
根據主計總處的調查，全國各行各業中，加班工時最長的，就是公車客運業，而且加班的時數還
在逐年上升。不止市區客運，就連高速奔馳在國道的國道客運，司機一天都動輒要開車 12 小時，長
期工時過長，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駕駛們的身心健康。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的團隊追蹤發現，長期工時過長、輪班，造成有四分之一的
客運司機出現職業病。如肌肉骨骼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這些職業病讓運將們成為道路上的
不定時炸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NsCufwg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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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安相關之塑化劑(2017-09-04)
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在工業上的用途而被稱作為塑化劑，可使塑膠(主要為 PVC)具有彈性。
此外，由於它具有溶劑跟增溶劑的特性，也被使用於多數日常用品中，如:化妝品、保養品等。使用
的用途取決於這些化合物的物理化學性質，主要由化學結構支鏈的長度和支鏈數決定，共可區分為短
支鏈/低分子量(LMW Phthalates)及長支鏈/高分子量的鄰苯二甲酸酯類(HMW Phthalates)；前者主要作
為溶劑使用，後者主要作為 PVC 塑膠中的增塑劑。
塑化劑對於一般族群的暴露主要是透過飲食的方式進入人體[7]，從食品加工製造及儲存過程、
食品接觸材料及環境的汙染皆有可能是攝入來源，以下檔案連結為整理我國環保署化學局所列管的 6
項與食安有關的塑化劑資料，供民眾參考。
http://nehrc.nhri.org.tw/foodsafety/news/090117%E8%88%87%E9%A3%9F%E5%AE%89%E7%9B%B8%
E9%97%9C%E4%B9%8B%E5%A1%91%E5%8C%96%E5%8A%91.pdf
8. 芬普尼(Fipronil)介紹與毒理資料(2017-09-04)
2017 年 7 月歐洲發生雞蛋含芬普尼(Fipronil)事件，而我國也於國產雞蛋中檢出芬普尼殘留濃度
超標。本篇為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於 2015 年我國知名茶飲連鎖店被檢出茶葉含芬
普尼殘留超標事件時，所整理之芬普尼毒理資料，並於近期更新補充芬普尼之急性參考劑量及每日容
許攝取量相關資料，以供參考。
根據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整理 2013 年台灣市售蔬果常見超標農藥第一名為芬普尼。芬普尼屬
苯吡唑類(phenylpyrazoles)結構化學物，如圖 1，是一種廣效殺蟲劑，用於農業、居家及寵物用藥，例
如: 除蟑「威滅除蟑隊」、除蟻「速必效螞蟻甜食性凝膠餌寶」及寵物用藥「蚤不到」等。農藥使用
規範方面，食藥署於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訂有芬普尼於包葉菜類、玉米、米類、芒果、小黃瓜、茄
子、紅豆及其他(茶類)等農產品之殘留含量標準。

圖 1：Fipronil 化學結構圖
正常神經系統中有一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質(GABA)，會結合 GABA 受器( receptor)，進而開啟氯
離子通道，讓氯離子進入神經細胞，阻斷神經傳導，降低神經細胞興奮。而芬普尼是 GABA-氯離子
通道的拮抗物(GABA-gated chloride channel antagonists)，其他同屬 GABA-氯離子通道拮抗物的農藥有
益斯普(ethiprole)及安殺番(ehdosulfan)，作用原理是干擾神經細胞上 GABA 受器的氯離子通道調節，
導致昆蟲的神經系統過度興奮，嚴重癱瘓而造成死亡，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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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芬普尼作用機轉
與哺乳類細胞相比較，芬普尼結合昆蟲細胞的 GABA 受器親合性較高，所以對昆蟲的毒性較強，
但也有觀察到暴露芬普尼會干擾哺乳動物神經系統的正常運作[8]。下表為芬普尼及其光分解產物的
毒理資料，由動物試驗發現大鼠過度暴露芬普尼(92~103 毫克/公斤體重)可能危害健康，動物服下芬
普尼會出現蒼白、瘦弱、弓身、呼吸異常、身體顫抖、步伐與體態不正常、攝食量減少、以及肝腫大
(45~55 毫克/公斤體重，13 週)情形;另外，也發現雄性動物在長期高劑量(13~17 毫克/公斤體重，2 年)
的暴露下，會增加罹患甲狀腺癌(大鼠)及肝組織空泡化(小鼠)的風險。
芬普尼及芬普尼光分解產物毒理資料、急性參考劑量、每日容許攝取量請參考表格三~五。
本篇參考資料：[9-11]
9.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研習紀實(2017-10-23)
德國風險評估研究所（Bundesinstitur für Risikobewertung, BfR）於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15 日
舉辦第 6 屆 BfR 夏季課程（6th-BfR Summer Academy 2017）
，研習內容包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風險
管理及溝通等。本次課程為 BfR 所舉辦的第 6 次國際研習課程，計有 34 人參加，分別來自台灣、中
國、韓國、新加坡、印度……等 20 個國家，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周韋均博士後研究
員為台灣代表之一，在研習中深刻體會先進國家在面對食品安全事件時的態度及建構風險管理、風險
評估及風險溝通之過程與成果，期望未來能努力提升我國未來食品風險分析能力。
研習紀實全文
http://enews.nhri.org.tw/enews_list_new2_more.php?volume_indx=716&showx=showarticle&article_indx=
11916
10. 臺灣家禽飼養的「前瞻計畫」--談無抗飼養(2017-10-31)
家禽的快速生產滿足了人類的生命所需，這快速生長的幕後推手，並非傳言中的生長激素，而是
育種的成效、禽舍的改善、飼料的改良和疫苗的進化，其中抗菌劑的使用也是重要功臣之一。
ILSI Taiwan 專欄邀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周崇熙教授撰文，闡述隨著全球消費者食安及環保
意識的抬頭，抗菌劑的使用對生態傷害的影響逐漸受重視，「無抗飼養」將是家禽產業新一波的升級
重點，身為消費者的你我都可以是畜牧業再升級的重要推手。
全文網址
http://www.ilsitaiwan.org/Page/ArticleContent.aspx?ArticleID=V7UCypJfcPg%3d&ArticleTypeID=T11P2
UT2Yx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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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國外

A.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1.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發布果汁及蔬菜汁作為著色劑之相關規範(2017-02-16)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核准果汁及蔬菜汁可作為著色
劑(又稱食用色素)使用於食品之中，並於 2016 年 12 月發布一項使用指南草案，以協助業者了解由某
種水果或蔬菜取得之色素，是否符合果汁著色劑及蔬菜汁著色劑之規範。
為確保安全性，U.S. FDA 要求著色劑使用前必須經過許可，且應符合相關規範中允許的使用條
件、規格和使用限制。依此果汁及蔬菜汁著色劑之規範，首要條件為水果與蔬菜需「可如同食物般安
全地被食用」
，但事實上某植物可食用，不代表其汁液符合著色劑規範之規格標準，因此 U.S. FDA 針
對果汁、蔬菜汁來源與使用情形等訂有限制。
同時規定和所有包裝食品中使用的著色劑一樣，果汁和蔬菜汁作為著色劑添加於食品中時，業者
必須在食品標籤中進行標註，其標註方式可以為「人工色素」、「添加人工色素」或「添加色素」，或
者清晰地表達使用於食品中的著色劑，如「水果汁色素」、「蔬菜汁色素」。該指南草案於 2016 年 12
月 14 日起，接受 60 天的評議，U.S. FDA 將考量所有的評論後，發布最終版本的使用規範。
本篇資料來源：[12]
2. 高風險族群更需當心食品安全(2017-07-05)
隨著氣溫升高，進入了炎炎夏日，同時也是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Illness)發生的高峰期。根據美
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的統計資料，全美每年約有 4800 萬個
食源性疾病的案例，相當於每 6 個美國人中就有 1 人患病，造成了 12 萬 8 千人次住院及 3000 人的死
亡。為此，U.S. FDA 發布一則資訊，呼籲高風險族群應更加注意飲食的安全衛生，及建議如何做食
物上的選擇。
食源性疾病是指經由攝食方式而進入人體的有毒或有害物質所導致的疾病，一般分為感染性與中
毒性，其常見的病原主要可分為「細菌類」
、
「寄生蟲類」
、
「病毒類」
、
「天然毒素類」以及「化學性有
害物質」
。當吃進受病原性微生物、化學物質或其他毒素汙染的食物或飲水時，即可能造成食物中毒，
引起噁心、嘔吐、腹瀉(可能帶血絲)、腹痛，以及類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狀，如發燒、頭痛、身體痠痛
等，其潛伏期通常為 12 至 72 小時，但也有可能於 30 分鐘後就發病或 4 星期後才出現症狀。
每個人皆有可能受到食源性疾病的影響，但某些族群卻是有更高的風險，對他們來說，不只是感
染食源性疾病的風險增加了，更可能造成病程拉長或需住院治療，甚至死亡的後果。
(1) 孕婦
由於懷孕期間媽媽的免疫系統發生了改變，使得懷孕婦女容易受到食源性疾病的影響，並且由於
胎兒的免疫系統尚未發育完全，因此當有害的細菌通過胎盤時，胎兒會因無法抵抗病原而遭受感染。
若懷孕期間患上食源性疾病，將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如流產、早產、死產或新生兒死亡等，不得不
小心謹慎!
(2)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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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兒童的免疫系統仍處於發育的階段，對病原的防禦功能較弱，因此他們也是屬於食源性疾病
的高風險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15 年指出，全球每年約有 12 萬 5
千名 5 歲以下的兒童死於食源性疾病，佔全球食源性疾病死亡人數的近三成。
(3) 老年人
隨著老化，人體免疫系統及其他器官辨識並對抗外來有害細菌或病原體的能力也隨之下降，除此
之外，很多老年人患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關節炎、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等，並
且服用了至少一種藥物，而此慢性疾病的狀況及某些藥物的副作用也可能使得免疫系統機能降低。另
一方面，胃酸在降低腸道中細菌數量及疾病風險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漸趨老化，胃酸的分泌
量會跟著減少，使得老年族群受到食源性疾病影響的風險增高。
(4) 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或接受器官移植者
免疫系統是人體對抗外來入侵者的一道防線。對於健康人來說，免疫系統能發揮正常的作用，以
快速抵禦有害細菌或其他病原體；然而對於患有某些疾病的患者，例如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俗稱愛
滋病)、癌症、糖尿病等，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來說，會因為免疫系統功能不全，使得病患的抵
抗力降低，或因為疾病治療措施的副作用，造成遭到病菌感染的機會增加，嚴重時更會導致死亡。此
外，糖尿病會造成食物通過胃及腸道的速率減慢，使得有害的食源病原有機會大量繁殖。
 高風險族群應避免哪些食物呢？
(1) 生的或未煮熟的肉類。
(2) 生的魚及貝類(如蚵仔、蛤蠣)、未煮熟或煙燻的海鮮。
(3) 未經殺菌處理的牛奶及其製品(如優格、起司)。
(4) 生的或未煮熟的蛋及其製品(如沙拉醬、美乃滋、慕斯等)。
(5) 未經清洗的新鮮蔬菜(如生菜)。
(6) 未經殺菌處理的蔬果汁。
(7) 熱狗、午餐肉、發酵香腸及其他熟食狀態的肉製品與煙燻魚類–除非將他們再經過完全地加熱。
(8) 商店所販售的沙拉(如火腿沙拉、雞肉沙拉、海鮮沙拉)。
(9) 未經殺菌處理、冷藏存放的肉類抹醬。
(10) 生的芽菜(如苜蓿、豆芽)。
本篇資料來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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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1.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食品危害物質資料庫: OpenFoodTox
(2017-02-23)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釋出了食品或飼料中
化學毒性物質資訊系統『OpenFoodTox』
，此為 EFSA 開發的線上資料庫，可供使用者搜尋歷年 EFSA
評估的食品中化學物質風險評估報告。推出該系統是「歐洲食品安全局 2020 科學策略 (EFSA’s 2020
Science Strategy)」的其中一環。此系統其目的為整合自 2002 年以來，所有 EFSA 的科學報告，超過
1,650 篇關於食品或飼料中危害物質的毒理資訊及風險評估報告，並包含超過 4,000 種毒性物質資料。
針對每一種化學危害物質，該系統的資料也透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全球入口網站」(OECD Global
Portal)的化學物質資訊 ( Information on Chemical Substances)連結，確定可與主要國際資料蒐集任務相
容(如:歐盟化學品法規(REACH)所執行的任務)。該系統既整合 EFSA 科學報告之研究重點，亦將建立
公開透明的資訊整合及便捷的搜尋系統。
在資料庫搜尋方面，OpenFoodTox 內容提供包括:
1. 化學物質特徵描述 (包含:名字、結構式、CAS 及 EU 代碼、SMILE 等)。
2. EFSA 科學評估結果及歐盟法規標準。
3. 整合毒理實驗及風險評估報告結果 (包括:實驗設計、毒性效應及每日攝取參考劑量等)。
4. 化學物質之致突變性及基因毒性試驗結果。
5. 人體健康指標值 (Health-based guidance value, HBV)之推估、風險不確定性因子及環境標準濃度。
在未來化學物質風險評估策略上，EFSA 將發展毒理預測工具，包括結構-活性關係(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QSAR)及交互比對(Read-Across)預測模式，作為替代動物實驗的毒理評
估方法，而 OpenFoodTox 資料庫將作為模式建構的重要基礎及其資訊來源。
本篇資料來源：[14]
2. 歐洲食品安全局重新評估「刺槐豆膠(Locust Bean Gum)」之安全性(2017-03-17)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期針對刺槐豆膠(Locust Bean Gum)之安
全性進行重新評估，經參考相關數據及資料後，EFSA 認為並無增訂刺槐豆膠每日容許攝取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之必要，且其對於一般族群並無安全上的疑慮。
刺槐豆膠屬食用植物膠，其成分為多醣，為白色或微黃色粉末，是由原產於地中海一帶之角豆樹
種子其胚乳經抽取精製而得，不為人體所消化吸收。刺槐豆膠在食品產業中主要作為增稠、穩定之用，
從而提高食品的黏稠度、安定性及增進食品口感等，其常與其他食用膠結合使用，而可提供更佳之黏
度、凝膠能力及強度。刺槐豆膠為歐盟合法准用之食品添加物，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之食
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並未給定
ADI 建議量，而目前我國衛生福利部則是將刺槐豆膠列為「可供食品使用原料」。EFSA 於本篇安全
性報告中說明，刺槐豆膠於急性毒性試驗與 90 天毒性試驗中沒有發現不良反應的產生，同時也認為
刺槐豆膠不具有基因毒性、致癌性及生殖發育毒性。
另外，針對刺槐豆膠於嬰兒與幼童食品中之使用，EFSA 於報告中提到其認同食品科學委員會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od, SCF)於 2003 年所作之評估，此委員會認為健康嬰兒所食用之「嬰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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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奶粉」並不需要添加刺槐豆膠進行增稠，並建議維持「較大嬰兒配方奶粉」中之最大含量標準 1 g/L(公
克/公升)，但若於特殊醫療目的下，如減緩嬰兒之胃食道逆流，刺槐豆膠則可使用於嬰兒食品中，其
最大使用量為 10 g/L(公克/公升)。因此，EFSA 認為食用此類醫療目的食品之嬰兒與幼童，相較於健
康者其刺槐豆膠之暴露量較大，且發生腹瀉、脹氣等腸胃道不適的可能性也較高，然而依目前可得的
數據資料，針對嬰兒與幼童食用這類食品尚無充足之安全性評估。
本篇資料來源：[15]
3. 歐洲食品安全局再次評估「黃豆半纖維素(Soybean Hemicellulose)」作為食品添加物之安全性
(2017-03-23)
歐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近期再次就黃豆半纖維素 (Soybean
Hemicellulose)作為食品添加物之安全性進行評估，經整合相關資料後，EFSA 認為按照目前黃豆半纖
維素的使用情形，對於一般族群不太具有安全上的疑慮，而無增訂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之必要。
黃豆半纖維素屬多醣類物質，在食品產業中可作為抗結塊劑、乳化劑、增稠劑及穩定劑等之用，
其不為人體所消化吸收，但可被人體與動物腸道中的微生物發酵利用。黃豆半纖維素為歐盟合法准用
之食品添加物，2003 年食品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od, SCF)評估過後並未給定 ADI 建
議量，而目前我國未將此項列入合法食品添加物列表中。此篇報告中指出，黃豆半纖維素於大鼠口服
急性毒性試驗之結果顯示，其半數致死劑量(Median Lethal Dose, LD50)大於 2000 毫克/公斤體重(mg/kg
body weight)；而於大鼠 90 天毒性實驗中，每日給予雄性大鼠 2430 毫克/公斤體重及雌性大鼠 2910
毫克/公斤體重的黃豆半纖維素，並無不良反應的產生；同時黃豆半纖維素也不具有基因毒性及致突
變性。
EFSA 也於報告中提到，目前業者提供的資料並無食品中使用黃豆半纖維素之資訊，且經搜尋全
球新產品數據庫(Mintel Global New Products Database, GNPD)只有一項產品添加有黃豆半纖維素，因
此認為黃豆半纖維素的實際膳食暴露量可能可以忽略不計。另外，某些黃豆蛋白會導致過敏反應，因
此黃豆半纖維素中殘留的蛋白質可能造成過敏的發生，EFSA 建議應盡可能降低黃豆半纖維素中的蛋
白質殘留量，並告知消費者當中存在的可能致過敏蛋白。
本篇資料來源：[16]
4. 歐洲食品安全局就「氧化鎢(Tungsten Oxide)」用於食品接觸材料之安全性進行評估(2017-04-13)
近期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因應氧化鎢(Tungsten Oxide)使用於
食品接觸材料(Food Contact Materials, FCM)中之許可申請，進行相關安全性評估。EFSA 認為氧化鎢
作為再熱劑【註 1】添加於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時，在使用限量標準
75 毫克/公斤 PET (mg/kg PET)之規範下，是不具有安全上疑慮的。
氧化鎢是由不同氧化程度之鎢氧化物組成之混合物。EFSA 利用氧化鎢含量為 150 毫克/公斤之
PET 體作為樣本，並以 95 %的乙醇作為食品擬似物進行溶出測試，結果顯示其溶出量為 1 微克/公斤
(µg/kg)；使用氧化鎢含量為 150 毫克/公斤之低密度聚乙烯(Low-Density Polyethylene, LDPE)體進行測
試，並以 3 %醋酸及 95 %乙醇作為食品擬似物，其結果同樣為低溶出量(1 微克/公斤)；另進行兩項體
外基因毒性試驗，其試驗結果顯示氧化鎢不具有基因毒性。
因此 EFSA 認為由於氧化鎢之不溶性、低溶出性及不具基因毒性，PET 中使用氧化鎢作為再熱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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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消費者來說是安全的，而當氧化鎢用作其他功能或用於其他聚合物時，其溶出量不應超過 50 微
克/公斤(以鎢計)。另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也曾針對氧化鎢進行評估，
並建立其衍生無效應劑量(Derived No-Effect Level, DNEL)【註 2】為 0.6 毫克/公斤體重/天(mg/kg body
weight/day)。
註 1：PET 拉吹成型的生產過程中需將 PET 預成型體進行再熱，加入再熱劑可減少加熱所需的時間和
能量，進而加快生產效率。
註 2：衍生無效應劑量(Derived No-Effect Level, DNEL)係指人類不會受到危害物質影響的暴露界限
值。
本篇資料來源：[17]
5. 歐洲食品安全局評估食品中添加之硝酸鹽(Nitrates)及亞硝酸鹽(Nitrites)的安全性(2017-08-03)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期再次評估硝酸鹽(Nitrates)及亞硝酸鹽
(Nitrites)作為食品添加物之安全性。依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
(The Joint FAO/WHO Experts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所訂定，硝酸鹽及亞硝酸鹽的每日
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分別為 3.7 毫克/公斤體重/天(mg/kg bw/day)及 0.07 毫克/公斤
體重/天(mg/kg bw/day)。經評估現有可得的資料後，EFSA 認為針對人為添加進食品中之硝酸鹽及亞
硝酸鹽，此 ADI 是足夠保護消費者的，並無修改之必要。
硝酸鹽於自然界中本來就存在，許多蔬菜中也會有，例如莧菜、萵苣、菠菜和甜菜等即含有較高
的硝酸鹽。硝酸鈉、硝酸鉀與亞硝酸鈉、亞硝酸鉀於我國及歐盟皆為合法准用之食品添加物，添加的
功用在於固定肉色，維持良好外觀與賦予特殊風味，也可抑制肉毒桿菌的生長，以預防中毒，為常用
的肉類食品保色劑及防腐劑，如用於香腸、臘肉、培根、火腿及熱狗等，於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
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範如下：1. 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製品，用量以 NO2 殘留量計為 0.07 公
克/公斤以下；2. 可使用於鮭魚卵製品及鱈魚卵製品，用量以 NO2 殘留量計為 0.005 公克/公斤以下；
3. 生鮮肉類、生鮮魚肉類及生鮮魚卵不得使用。
EFSA 於評估報告中指出，現有數據顯示硝酸鈉與硝酸鉀不具基因毒性，並且於小鼠與大鼠的試
驗中也不具有致癌毒性。而估算硝酸鹽的暴露量顯示，當單獨考慮作為食品添加物的暴露時，其暴露
量低於整體食物中硝酸鹽暴露量的 5 %，並不會超過 ADI (3.7 毫克/公斤體重/天)，但若是考慮所有來
源的硝酸鹽暴露(食品添加物、天然存在及環境污染)，則各年齡族群皆有可能超過 ADI。
而評估亞硝酸鹽的現有資料指出，亞硝酸鈉與亞硝酸鉀不具體內基因毒性；另於一項小鼠長期試
驗觀察到，母鼠具有前胃鱗狀上皮乳突狀瘤及癌，以及肺泡/支氣管瘤及癌發生的趨勢，但並沒有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另一項為期 2 年的飲水試驗則指出，給予大鼠 125 毫克/公斤體重/天的劑量，沒有
觀察到與攝入亞硝酸鹽有關的腫瘤發生。估算亞硝酸鹽的暴露量則顯示，單獨考慮作為食品添加物的
暴露時，其暴露量對於一般族群來說並不會超過 ADI (0.07 毫克/公斤體重/天)，但對於常攝食含有此
類食品添加物的食品的兒童而言，則有些微超出的情形；若是考慮所有來源的亞硝酸鹽暴露，同樣各
年齡族群皆可能超過 ADI。
亞硝酸鹽與亞硝胺(Nitrosamines)的形成有關係，含亞硝酸鹽食物與含胺類食物(如小魚乾、蝦米、
秋刀魚等)合吃時，於腸胃道中容易產生亞硝胺類物質，而部分亞硝胺化合物被指出具有致癌性。EFSA
在評估亞硝胺於體內的形成情形後，認為亞硝酸鹽若遵照許可用量來使用，則亞硝胺的暴露對健康的
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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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A 小組成員 Prof Younes 指出，評估目前所有的證據，我們認為若加入食品中的硝酸鹽及亞硝
酸鹽符合用量標準，對於歐洲的消費者來說是安全的；然而未來仍需進行更多研究，特別是對於硝酸
鹽經唾液變成亞硝酸鹽的轉換及後續高鐵血紅蛋白(Methaemoglobin)的生成，或是對於添加亞硝酸鹽
的食品中亞硝胺生成情形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篇資料來源：[18]
6. 歐洲食品安全局再次評估麩胺酸及其鹽類(例如味精)作為食品添加物之安全性(2017-11-27)
為保護消費者安全，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近期針對麩胺酸
(Glutamic Acid)、麩胺酸鈉(Monosodium Glutamate, MSG)、麩胺酸鉀(Monopotassium Glutamate)、麩
胺酸鈣(Calcium Glutamate)、麩胺酸銨(Monoammonium Glutamate)及麩胺酸鎂(Magnesium Glutamate)
作為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進行了重新評估，並推導出麩胺酸及麩胺酸鹽類的每日容許攝取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30 毫克/公斤體重/天(mg/kg bw/day)。
麩胺酸為人體的非必需胺基酸之一，在食品加工上可用以提高食物的鲜味，天然食品中以昆布、
乳酪、番茄等含量較豐富，而大家所熟知的味精即是常用的增鮮劑，其主要成分為麩胺酸鈉。麩胺酸
及其 5 項鹽類於歐盟被允許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而我國則是將麩胺酸及麩胺酸鈉列為合法准用之食
品添加物，於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範屬類別第十一類<調味劑>，其使
用範圍及限制如下：1.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2.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
用。
EFSA 於本篇安全性報告中指出，麩胺酸及其鹽類之急性毒性是低的，於短期及亞慢性毒性試驗
中沒有發現不良反應的產生，也不具有基因毒性、致癌性及生殖發育毒性，唯一觀察到部分試驗中大
鼠有腎重與脾重增加的現象，然而並無伴隨組織病理的異常，因此 EFSA 不認為此器官重的增加屬於
不良反應。1990 年歐洲食品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od, SCF)評估過後並未設定麩胺酸
及其鹽類之 ADI 值，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之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於 2006 年的評估也決議不需給定 ADI 建議量，
而本次評估 EFSA 回顧了多篇研究，其中參考 Vorhees 等人於 1979 年所發表的神經發展毒性試驗結
果進行 ADI 數值的推導，此篇研究為分別給予大鼠(公、母鼠及其子代)攝取含 0 %、1.7 %、3.4 %及
5.1 % MSG 的飲食，暴露時間整體來說為交配受孕前至子代出生後 90 天，結果顯示最高劑量的組別，
子代產生早期游泳能力發展延緩、直立次數降低及主動與被動迴避學習行為的異常等，因此 EFSA 將
3.4 % MSG 組別的濃度(相當於給予公鼠 3700 毫克/公斤體重/天及母鼠 3200 毫克/公斤體重/天)判定為
未觀察到不良效應之劑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並以 3200 毫克 MSG/公斤體重
/天作為參考數值，及考量 100 的不確定因子，計算得到 27.8 毫克 glutamate/公斤體重/天的 ADI 值，
再將其取一整數值，最終得出麩胺酸及其鹽類之 ADI 建議值為 30 毫克/公斤體重/天。
此外，EFSA 也評估各族群麩胺酸及其鹽類的暴露量，指出部分族群例如幼兒與兒童等的暴露量
有超過 ADI 的情形，並調查麩胺酸及其鹽類主要的食品種類來源，包含有精緻烘焙食品、湯品、醬
汁、肉類及肉類加工品、調味料等。EFSA 建議歐盟應考慮修改食品中的最大允許使用量，特別是含
有高量麩胺酸及其鹽類的食品種類。
本篇資料來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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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
1.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未將嘉磷塞歸為致癌物(2017-05-18)
嘉磷塞(Glyphosate)是一廣泛使用的除草劑，其商品名稱為年年春、好過春、治草春等，可以有
效控制雜草、苔類、闊葉雜草、木本植物等，為我國合法登記並領有許可證之農藥，核准使用於限定
類別農作物，惟其殘留農藥含量應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風險評估委員會於 2017 年 3 月針對嘉磷塞
發布一則資訊。根據歐盟化學物質及混合物之分類、標示及包裝法規(Classification, Labelling and
Packaging Regulation, CLP)的標準，ECHA 評估後同意維持嘉磷塞目前的分類(能引起嚴重的眼部損傷，
並對水生生物有毒性且具有長期的影響)，並認為根據現有的科學證據並不足以將嘉磷塞歸入具有特
定器官毒性、致癌物、致突變物，抑或是具有生殖毒性之類別。
目前國際間對於嘉磷塞之致癌性意見不一，ECHA 之致癌性評估結果與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
(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及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FAO/WHO)之農藥
殘留專家委員會(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等機構的評估意見是一致的，皆認為嘉磷
塞對人類無致癌風險，而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也釋出報告說明嘉磷
塞不太可能為人類致癌物；然而，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則是將嘉磷塞歸類為 Group 2A，即很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
2016 年歐盟展延嘉磷塞的使用許可至 2017 年年底，在此期間進一步評估及討論嘉磷塞是否存有
潛在致癌風險，而 ECHA 此份資訊也將作為今(2017)年歐盟考慮是否延續嘉磷塞之使用許可的參考之
一。
本篇資料來源：[20]
2.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就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ide)之致癌性進行評估與分類(2017-08-02)
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ide)呈白色粉末狀，又名氧化鈦或鈦白，俗稱鈦白粉，佔全球顏料生產總
量的 70 %。它廣泛用於提供白色和不透明度的產品，如油漆、塑料、紙張、油墨、食品和牙膏等，
也被應用於化妝品，存在於大部分的防曬產品之中，具阻隔紫外線之作用。歐洲化學品管理局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風險評估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就二氧化鈦之致癌性評估發布一則
資訊。
法國國家食品、環境及職業衛生安全署(French Agency for Food,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ANSES)於 2016 年提出報告，認為二氧化鈦於吸入途徑下，應歸類為「假定的人類致
癌物(致癌性第 1B 類)【註 1】」，但經 ECHA 評估現有可得的科學證據後，以及根據歐盟化學物質及
混合物之分類、標示及包裝法規(Classification, Labelling and Packaging Regulation, CLP)的標準，作出
了不同的結論，認為二氧化鈦應分類為「經由吸入途徑，為可疑的人類致癌物(致癌性第 2 類)【註 1】」。
ECHA 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將二氧化鈦歸類為更嚴重之致癌性類別，亦即不足以劃入「假定的人
類致癌物(致癌性第 1B 類)」。上述意見將進入程序，再經歐盟委員會進行最終決議。
註 1：依據歐盟 CLP 危害物質的分類標準，致癌性可分為兩大類‐
(1) 第 1 類，又可進一步區分為第 1A 類及第 1B 類。第 1A 類為已知對人類具有致癌性(Known to have
carcinogenic potential for humans)，具有充分的人類致癌性證據；第 1B 類為假定對人類具有致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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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med to have carcinogenic potential for humans)，具有充分的動物致癌性證據。要將物質分類為第
1A 類及第 1B 類，是以證據強度為基礎，亦即人類致癌性研究確立了人類暴露該物質與癌症發展之
間的因果關係(已知的人類致癌物)，或者是動物致癌性研究上有充分的證據證實該物質對動物具有致
癌性(假定的人類致癌物)。
(2) 第 2 類為可疑的人類致癌物(Suspected human carcinogen)。物質被歸類為此類，是根據有限的人類
和/或動物致癌性研究證據，但這些證據尚不足以將該物質歸類為第 1 類。
本篇資料來源：[21]
3.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新增高關注物質授權候選清單中之「雙酚 A」具內分泌干擾危害特性及將「全
氟己烷-1-磺酸及其鹽類」納入清單(2017-11-27)
2017 年 6 月，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更新高關注物質(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授權候選清單中雙酚 A (Bisphenol A, BPA)的危害特性，同時將全氟己烷-1磺酸及其鹽類(Perfluorohexane-1-Sulphonic Acid and its Salts, PFHxS)加入清單，使得高關注物質總數
來到 174 項。
根據歐盟 REACH 法規，物質被定義為高關注物質是依據以下危害特性標準：
1. 被分類為具有致癌性、致突變性及生殖毒性(Carcinogenic, Mutagenic or toxic for Reproduction, CMR)
第 1A 類或第 1B 類的物質；
2. 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積性及毒性(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PBT)，或者具有高持久性和
高生物累積性(very Persistent, very Bioaccumulative, vPvB)之物質；
3. 科學證據顯示可能對人類或環境具嚴重危害，且影響等級等同前述兩類之物質，如內分泌干擾物。
物質一旦被定義為高關注物質，則會被加入「高關注物質授權候選清單」，因此該清單認列了對
人類或環境可能造成嚴重衝擊之物質，提供社會大眾及業者了解與掌握後續可能正式成為需授權的候
選物質；同時規範業者應遵守相關法律責任，舉例來說，當成品中含有高關注物質且符合特定條件者，
製造商或進口商須向歐洲化學品管理局進行通報，或者當消費者要求提供安全使用資訊時，業者應在
45 天內告知並提供。而當物質經過徵詢與評議，進一步納入「高關注物質需授權清單」成為授權物
質之後，業者即必須取得授權許可，才能於規定的期限(Sunset Date)之後繼續銷售或使用。
此前雙酚 A 已因其具有生殖毒性而被歐盟定義為高關注物質，而在此次的決議中，歐盟成員國
委員會(Member State Committee, MSC)一致同意於高關注物質授權候選清單中，增列內分泌干擾之危
害特性。此外，委員會鑑於全氟己烷-1-磺酸及其鹽類具有高持久性及高生物累積性，也將其認定為
高關注物質，列入授權候選清單中。雙酚 A 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網站環境毒物知多少；全氟己基-1-磺
酸及其鹽類為一種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可於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的
生產過程中產生，因此只要使用到全氟辛烷磺酸時就可能有此物質存在，其廣泛存在於地毯、皮革、
紡織品、室內裝潢，或者日常用品(如廚房用品、地板蠟、服裝和鞋的防水噴霧)、介面活性劑、防火
泡沫及電子產品等。
本篇資料來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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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歐盟
1. 歐盟批准「乳糖醇(Lactitol)」可作為新穎性食品原料使用(2017-04-10)
2017 年 3 月歐盟批准乳糖醇(Lactitol)可作為新穎性食品(Novel Food)*原料，使用於膠囊狀或錠狀
形式的食品補充劑之中供成人服用，其每日最大食用量為 20 公克。
乳糖醇屬糖醇類，呈白色結晶或結晶性粉末，其甜度為蔗糖的 30 % ~ 40 %，熱量約為蔗糖的一
半，可用於低熱量食品、無糖食品等，為歐洲及我國合法准用之食品添加物。乳糖醇於我國《食品添
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範屬類別第七類<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及第十
一之一類 <甜味劑>，使用範圍及限制如下：1. 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2. 限於食品
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3. 嬰兒食品不得使用。而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之食品添加物聯
合專家委員會(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並未給定乳醣醇之每
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建議量。
2015 年 7 月杜邦公司提出申請，要求乳醣醇可作為新穎性食品原料投入市場。丹麥收到此許可
申請後進行初步評估並發布一份評估報告，之後歐盟將此份評估報告轉至其他成員國接受評議，部份
成員國認為具有乳糖醇攝取量過多之疑慮，且在使用上消費者可能會誤認乳糖醇作為新穎性食品原料
的使用範圍及使用量與作為食品添加物時相同。
經考量各相關的意見後，歐盟認為乳糖醇作為新穎性食品原料投入市場，應限制使用於食品補充
劑，並使成人服用含乳糖醇之食品補充劑是安全無虞的。同時此次的決議也提到，對於含有乳糖醇的
食品，應於標籤上標示「乳糖醇」字樣。
*新穎性食品(Novel Food)一般指國內外非普遍性的傳統食品，或是使用新技術、新製程、經改良的新
興食品皆可稱之(或稱非傳統食品)，例如保健食品。
本篇資料來源：[23]
2. 歐盟禁止己二烯酸鈣(Calcium Sorbate)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2017-05-17)
2017 年 3 月歐盟發布一則通報，公布將己二烯酸鈣(Calcium Sorbate)由歐盟授權准用的食品添加
物清單中移除，禁止使用於食品之中。
己二烯酸(Sorbic Acid)又稱山梨酸，與其鹽類己二烯酸鉀(Potassium Sorbate)、己二烯酸鈉(Sodium
Sorbate)與己二烯酸鈣(Calcium Sorbate)，皆為我國合法准用之食品添加物。己二烯酸、己二烯酸鉀、
己二烯酸鈉與己二烯酸鈣於我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範中屬第一類<防腐劑
>，在食品加工上可用以抑制或減緩食物中微生物的生長，延長食品之保存期限，於調味醬料、水果
製品、豆製品及乳製品等中均可能存在。
己二烯酸、己二烯酸鉀與己二烯酸鈣為歐盟 2008 年核准使用之食品添加物，而己二烯酸鈉因有
數據顯示具有基因毒性，故並未授權准用。歐盟本次移除己二烯酸鈣的措施，主要根據歐洲食品安全
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於 2015 年針對己二烯酸、己二烯酸鉀與己二烯酸鈣作為食品
添加物重新評估之結果[24]。報告指出己二烯酸於大鼠亞急性、亞慢性及慢性毒性試驗中，無任何不
良效應的產生，且己二烯酸與己二烯酸鉀也沒有證據顯示具有基因毒性；但己二烯酸鈣則是無基因毒
性相關數據可取得以進行評估。
由於己二烯酸鈣缺乏足夠的基因毒性數據，導致無法評估該物質作為食品添加物時對人類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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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此歐盟預計將其從歐盟合法授權准用的食品添加物清單中排除。該通報於 2017 年 03 月 06
日起接受 60 天的評議，預計於 9 月正式發布。
目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將己二烯酸、己二烯酸鉀、己
二烯酸鈉與己二烯酸鈣歸類為公認安全物質(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而加拿大、澳洲與
紐西蘭將其皆列為允許使用之食品添加物，日本則是允許己二烯酸、己二烯酸鉀與己二烯酸鈣作為食
品添加物使用。
本篇資料來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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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
1. 你吃對食品補充劑了嗎？‐以維生素 D 與葉酸為例(2017-06-13)
你是不是早餐吃鈣片，午餐吃維生素 D 膠囊，到了晚餐吃葉酸及異黃酮？以健康的觀點來看，
食品補充劑(Food Supplements)應如何建議「誰需要攝取」及「什麼情況下攝取」才是正確的？德國
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提供一則資訊，告知大眾食品補充
劑的益處、可能的危害及不同族群的使用建議，以教育消費者謹慎使用食品補充劑。
BfR 現任所長 Dr. Dr. Andreas Hensel 說：「知識對風險溝通是重要的，攝取太高劑量的維生素
(Vitamins)及礦物質(Minerals)可能對健康造成傷害。」一般來說，均衡的飲食可提供所有人體所需的
營養素，因此食品補充劑對攝取均衡飲食的健康人來說是多餘的，但也有例外，例如建議計畫懷孕及
已經懷孕的婦女應攝取葉酸；而過量攝取食品補充劑則可能造成健康上的危害。
攝取過量的維生素 D 會導致腎結石或腎鈣化等副作用。一般來說，只有在被檢測出維生素 D 缺
乏，且無法藉由改變飲食而緩解缺乏情形，也無法藉由日曬而活化體內維生素 D 的生合成時，才建
議攝取含維生素 D 的食品補充劑。容易有維生素 D 缺乏的族群包括從不出門或極少外出、出門但衣
物包覆過度及深色膚色的人們，而行動不便、長期生病及受照護的老年人(例如護理之家住民、老年
病患、具有骨質疏鬆症風險的年老且容易跌倒的病患等)也會有陽光曝曬不足及不規律的情形。另外，
作為兒科照護的一部分，不論嬰兒是否受母乳哺餵，應依照他們的需求於特定時期給予特定的維生素
D 補充劑，以預防佝僂症的發生。
葉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食物中天然存在的維生素葉酸「Folate」，另一種為人工生合成的葉酸
「Folic Acid」，其中 Folic Acid 被用來添加於食品補充劑之中以強化營養。Folate 天然存在於植物及
動物性食物，如羽衣甘藍、羊萵苣及雞蛋等，而在我國較常見富含葉酸的食物則包括菠菜、油菜、黃
豆製品及瘦肉、肝臟等。BfR 建議計畫懷孕或可能已經懷孕，以及孕期前 3 個月的婦女，除攝取含豐
富 Folate 的食物外，並應額外補充含 Folic Acid 的食品補充劑，以降低胎兒神經管缺陷(例如脊柱裂【註
2】)的風險；而對於一般族群來說，只有當被檢測出有葉酸不足的情形時，才建議攝取葉酸補充劑。
另外，目前並沒有科學證據顯示，攝取葉酸補充劑超過正常需要量是有益的。
食品補充劑雖然像藥品一樣被製作成錠狀、粉末狀或糖衣錠等劑型，但他們被歸類為食品而非藥
品。現今食品補充劑五花八門，由植物、藻類或蕈類等來源製成的產品極易於網路上購買而得，然而
對於他們的特性、在人體健康上的安全性，及當中諸多生物活性物質的資料卻是取得有限，這也使得
在進行活性物質的風險評估及推定安全攝取劑量時面臨了挑戰。
註 1：每日建議攝取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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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脊柱裂(Spina Bifida)是妊娠早期或胚胎發育時，神經管閉合過程中脊椎管閉合不完全的一種常
見先天性畸形，其特徵是脊髓膜向外膨出甚至有外露現象，輕微時可能沒有明顯症狀，嚴重時會造成
神經系統受損，甚至造成肢體癱瘓或死亡。
本篇資料來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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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面對歐洲雞蛋中含芬普尼(Fipronil)事件如何進行風險溝通(2017-09-05)
日前比利時透過歐盟食品及飼料類快速預警系統(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通報雞蛋中檢出殺蟲劑「芬普尼(Fipronil)」殘留量超標，然而這些被污染的問題雞蛋早已銷往歐洲多
國，導致各國緊急進行下架與銷毀。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Bundesinstitur für Risikobewertung, BfR)
針對此事件評估後表示，只要芬普尼攝取量不超過急性參考劑量(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則不
太可能會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德國 BfR 為具科學性、獨立性及透明性之風險評估機構，於客觀及獨
立的原則下，依循科學基礎進行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不受到企業、社會及政治等非科學因素的影響，
針對食品安全、產品安全、食品鏈內的污染物、動物保護、消費者健康保護方面的問題為聯邦政府提
供科學建議。BfR 同時也是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重要的聯絡點，負
責整合協調有關科學資訊的交換。
本篇為參考德國 BfR 所發布的風險溝通資料進行轉譯，文中 BfR 評估短期攝食健康風險及雞蛋
建議攝取量是以比利時檢測到雞蛋中芬普尼最高濃度 1.2 毫克/公斤來進行估算，此含量相較於我國目
前檢測國產雞蛋中芬普尼最高濃度 0.153 毫克/公斤高出 7 倍之多。以下以 Q&A 方式提供給國人做參
考。
 什麼是芬普尼？
 芬普尼為一種廣效型殺蟲劑，具有消滅蟑螂、跳蚤、蝨子、蟎等害蟲之作用，像是貓狗寵物
的除蟲藥物、農作物使用的農藥或環境衛生用藥等等都可能含有芬普尼成分。


由動物試驗觀察到，芬普尼進入腸道後很快被代謝且會廣泛分布於組織中，特別易蓄積於脂
肪組織，在血中半衰期約 150-240 小時。更多相關毒性資料請參考本報告第 6 頁【芬普尼
(Fipronil)介紹與毒理資料】。

 芬普尼有何健康上的危害？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針對殺蟲劑的危害分類，芬普尼屬於中度
危險(Class II, Moderately Hazardous)。
 動物試驗中顯示具有急毒性，其非眼睛或皮膚的刺激物，也不會造成皮膚過敏反應。
 於研究結果發現，芬普尼會對實驗動物肝臟造成重量增加及空泡等傷害，而一項以大鼠為實
驗對象的研究顯示，攝入芬普尼後於子代會出現神經毒性的現象，另一項試驗則發現，給予
大鼠 300 毫克/公斤芬普尼 2 年會引起甲狀腺濾泡細胞腺瘤。
 此外，依據現有的資料，芬普尼不被歸類為致癌性或致突變性。更多相關毒性資料請參考本
報告第 6 頁【芬普尼(Fipronil)介紹與毒理資料】。
 德國 BfR 根據什麼限值標準進行芬普尼評估？
 急性參考劑量(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定義為一餐或一天每人每公斤體重最高可攝食而
不會產生健康風險之劑量，是根據動物實驗結果(無顯著不良反應劑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及考量物種及同種個體間差異之安全係數計算而得。歐盟訂定芬普尼之
急性參考劑量為 0.009 毫克/公斤體重。
 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代表在一生中每人每天最高可攝食而不會產生
19

健康風險之劑量。歐盟訂定芬普尼之每日容許攝取量為 0.0002 毫克/公斤體重。
 德國 BfR 評估短期攝取含芬普尼的食品有何健康風險？
 考量了雞蛋、雞肉及其加工食品，德國 BfR 以 German Consumption Data(National Nutrition Study
II)及 European consumption data(EFSA PRIMo, Ver. 2)兩個攝食資料庫，及以比利時檢測到雞蛋
中芬普尼最高濃度 1.2 毫克/公斤進行保守推估，顯示使用 German Consumption Data 為基礎之
評估，德國攝食族群皆無超出急性參考劑量，而使用 European consumption data 則顯示成人不
會超過急性參考劑量，但英國兒童則有超出急性參考劑量 1.6 倍的情形；此外，以比利時檢測
到雞肉中芬普尼最高濃度 0.0156 毫克/公斤計算，使用 German Consumption Data 及 European
consumption data 評估攝食族群皆沒有超出急性參考劑量。
 德國 BfR 表示，芬普尼含量若超過急性參考劑量，不代表就會造成健康危害，這僅僅是指出
食用含有芬普尼的雞蛋後，消費者可能存在健康風險。
 德國 BfR 評估長期攝取含芬普尼的食品有何健康風險？
 德國 BfR 以 German Consumption Data(National Nutrition Study II)及 European consumption
data(EFSA PRIMo, Ver. 2)兩個攝食資料庫，並根據目前可得的檢測數據等資料進行初步評估，
指出消費者攝取含芬普尼的雞蛋(0.059 毫克/公斤)、雞肉(0.0181 毫克/公斤)及其加工食品，並
無超出每日容許攝取量 0.0002 毫克/公斤體重，即表示若一生中沒有超過每日容許攝取量的情
形，則不太可能造成健康危害。
 德國 BfR 表示，若某段時間內芬普尼含量些微超出每日容許攝取量，也不代表就會導致健康
危害。
 德國 BfR 評估雞蛋與雞肉中芬普尼含量低於多少不會超出急性參考劑量？
 依德國官方檢測境內雞蛋與雞肉中芬普尼最高濃度分別為 0.45 及 0.175 毫克/公斤，德國 BfR
使用 European consumption data(EFSA PRIMo, Ver. 2)進行推估，表示不太可能造成攝食族群的
急性健康風險。
 另依據可得資訊及 European consumption data 估算出，當雞蛋與雞肉中芬普尼含量分別不超過
0.72 及 0.77 毫克/公斤(芬普尼及其代謝物合計)，則攝食族群皆不會超出急性參考劑量，亦即
不太可能存在急性健康危害。
 根據急性參考劑量，德國 BfR 如何建議含芬普尼雞蛋之攝取量？
 若以比利時檢測到的最高濃度每公斤雞蛋含有 1.2 毫克芬普尼、且每顆蛋重為 70 公克來計算，
體重 65 公斤的成人一天食用不超過 7 顆蛋，16.5 公斤的兒童一天不超過 1.7 顆蛋，而 10 公斤
的幼兒一天不超過 1 顆蛋，則芬普尼含量不會超過急性參考劑量 0.009 毫克/公斤體重，進而
造成健康上的影響。
 加工過程中雞蛋中的芬普尼濃度會改變嗎？
 根據目前的認知，芬普尼不會在煮、煎或炸的烹調過程(達到 120℃，20 分鐘)中降解，因此目
前將加工蛋品中芬普尼的含量，視為與未加工蛋品相同。
 此外，雞蛋被使用在很多食品中，在這些食品中所佔的比例也不太一樣，且製成加工食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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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普尼濃度會被稀釋，因此一般來說，含蛋加工製品中芬普尼含量被認為是低於新鮮雞蛋的。
 對於食品中的芬普尼有何規範？
 歐盟及我國皆規定，芬普尼禁止使用於提供人類食物為目的禽畜與禽畜舍上。
 歐盟訂定雞蛋與雞肉等食品中芬普尼的殘留容許量(Maximum residue level, MRL)為 0.005 毫克
/公斤(芬普尼及其代謝物合計)；而我國則依據「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規定雞蛋
中為不得檢出，且於 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布芬普尼於雞蛋建議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標準為 0.005
毫克/公斤。
【定量極限(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OQ)是指樣品中待測物可被定量測出的最低量，
且測定結果具有適當的準確度與精密度。當檢出值低於定量極限時，以「未檢出」表述】
 芬普尼在歐盟及我國為合法准用之農藥，且我國於「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規範中，對於市
售農產品依作物類別訂有殘留含量標準。
 食品中殘留容許量超出標準，政府應如何因應？
 當食品上市前檢出芬普尼含量超出殘留容許量標準，食品將無法進行販售；若是產品已經上
市，則將回收或下架。
 德國 BfR 也再次強調，短時間攝取到限值超標的問題食品，並不表示就會造成健康的風險。
本篇資料來源：[27]
下圖為歐洲與台灣芬普尼雞蛋汙染事件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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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國發布有關無塗層鋁製食品容器中「鋁」釋出的報告(2017-09-22)
鋁是一種可延展的、銀白色有光澤的金屬，其用途極為廣泛，除作為工業用途外，尚可製造烹飪
用具(鋁鍋)、食品包裝材料(鋁罐、鋁箔紙)及食品添加物等，亦可作為醫療用途之制酸劑(胃乳)之主要
成分。部分鋁製食品容器於內層會塗有一層聚四氟乙烯，俗稱「鐵氟龍(Teflon)」的塗料，即是我們
常聽見的不沾鍋，另外例如雪平鍋、鋁箔容器等則是屬於沒有塗層的鋁製容器。
近期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發布了一份無塗層鋁製餐
盤中鋁離子釋放到食品中的報告。研究為透過食物模擬及仿效供膳流程「烹調速冷法(Cook & Chill
Method)」來進行，初步結果顯示無塗層鋁製餐盤於保溫步驟會釋出大量的鋁離子，並轉移至食物上。
烹調速冷法常被應用於公共機構的供膳，例如兒童日托中心、學校、公司或養老院等，其流程
大致為：食物烹調完成後，利用速涼設備進行快速冷卻，例如於 90 分鐘內降溫到 4℃或以下，並將
食物妥善保存於 4℃或以下的環境，供應前予以適當加熱【註 1】
。而此研究採用的模擬食物為酸菜汁、
經稀釋的蘋果醬及過篩的番茄，將食物經烹調速冷法加工處理後，再裝盛於無塗層鋁製餐盤保溫儲存
兩小時，以分析鋁離子的釋出，研究結果指出由餐盤釋出到模擬食物上的鋁超過了歐盟為了管制金屬
食品接觸材料鋁的釋出量，所訂定之釋出限值 5 毫克鋁/公斤食品(mg aluminium / kg food)。
鋁是飲用水及蔬菜、水果等食物中的天然成分，其中有些食物可能含有較高量的鋁，如馬鈴薯、
菠菜，或者消費者也會經由鋁製的烹飪用具、食品容器及化妝品等攝取到鋁。根據 2008 年歐洲食品
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的估算，部分人群鋁的攝取量可能已經超過該組織所建
議的每週容許攝取量(Tolerable Weekly Intake, TWI) 1 毫克鋁/公斤體重(mg aluminium / kg body weight)，
而除了酸的和鹽含量高的食品與鋁製容器的接觸外，經由食品接觸材料所攝入的鋁僅佔了鋁攝取量的
一小部分；然而 EFSA 也表示，無塗層鋁製餐盤的使用確實會增加即時食品中的鋁濃度，導致整體鋁
暴露量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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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鋁的汙染存在已久，目前目標應為盡可能將攝入來源減到最少，BfR 建議首要針對幼兒和
老年人等弱勢族群採取行動，因為他們所處的機構供餐前可能是將食物放置於無塗層鋁製餐盤進行保
溫，可改用有塗層的鋁製餐盤或其他材料的餐盤，以減少”可避免的、額外的”的鋁被攝取。此外，
BfR 也建議，應收集更多鋁離子由無塗層鋁製餐盤轉移到食品的數據及消費者整體的鋁暴露量等資料，
同時進行鋁對健康的影響之相關研究，以利進行更全面的科學性評估。
註 1：烹調速冷法(Cook & Chill Method)步驟
烹煮

 烹煮時，食物的中心溫度須達 70°C 或以上，並維持此溫度至少 2 分鐘

入盒

 在嚴格控制的衞生情況下(包括員工及器具)，盡快將煮熟的食物入盒，避免交
叉污染
 盡快在食物煮熟後 30 分鐘內，將已入盒的食物冷卻

速冷

 將已入盒的熟食迅速冷卻，例如在 90 分鍾內冷卻至 4°C 或以下
 一般來說，進行冷卻的容器深度不應超過 5 公分

儲存

 將冷卻的食物貯存在 4°C 或以下
 標示日期，遵守先進先出原則

運送
 運送時的溫度應在 4°C 或以下
(此步驟不一定有)  到達衛星廚房後，應立刻將食物儲存在 4°C 或以下
復熱

 將食物加熱至中心溫度達 70°C 或以上，並維持此溫度至少 2 分鐘

保溫

 利用保溫箱或其他方法將餐點溫度保持在 60°C 以上

供應

 盡速將餐點分發完畢

本篇資料來源：[28]
4. 食品中汙染物：天然來源物質的健康風險經常被低估(2017-12-07)
為落實有效且適當的風險溝通，應將民眾對風險的主觀感知列入考量。由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
所 (Bundesinstitur für Risikobewertung, BfR) 所 執 行 的 一 項 針 對 食 品 中 汙 染 物 之 風 險 感 知 (Risk
Perception)研究結果指出，只有不到 60 %的德國民眾認知到食品中的不良物質具有高度的健康風險，
並且最被大眾所熟知的汙染物是「汞化合物」及「戴奧辛」；相較之下，只有少數的受訪者聽說過蜂
蜜或茶中的天然毒素「吡咯利啶生物鹼(Pyrrolizidine Alkaloids, PAs)」，且聽過的人當中只有約 1/3 知
道吡咯利啶生物鹼可能造成嚴重的健康危害。
食品中的汙染物可能造成嚴重的健康威脅。汙染物會透過多種途徑進入到食品中，他們可能是天然存
在，也可能是在食品加工的過程進到食品當中，或者可能是由於人類活動而釋放到環境中，進而進入
到食物鏈。
此研究採用電話訪問，共計 1001 位受訪者被詢問有關食品中汙染物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最
廣為人知的是魚中的汞和雞蛋或牛奶中的戴奧辛，分別佔受試者 78 %及 70 %，相對而言，較新受討
論的食品汙染物，例如蜂蜜或茶中的吡咯利啶生物鹼(13 %)以及米與米製品中的砷(26 %)則僅有少數
受試者知道，而在聽過吡咯利啶生物鹼及砷的受試者中，又分別只有 36 %及 57 %認為這些物質會對
健康造成重大風險。
此外，不同族群對食品中汙染物的態度及健康風險的評估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男性認為燒烤
肉類中不良物質的風險要比女性所認知的來得低，且男性受訪者也往往比女性受訪者花費較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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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思考食品中不良物質的問題，另外，年輕人對食品中不良物質的了解也不及較年長者，結果指出
14 至 29 歲的受訪者中，有 41 %的人表示他們對食品中不良物質知之甚少，而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則
只有 15 %有相同情況。此調查也發現，尤其是對食品中不良物質了解較充分的受試者，會想要獲得
更多關於保護措施、規範及可能受影響的產品種類等資訊，因此當進行健康風險的溝通時，主要的挑
戰是如何提升認知較不足之族群對健康危害的意識。
本篇資料來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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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
1. 加拿大政府提出禁用「部分氫化油(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s, PHOs)」之規範(2017-04-26)
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於 2017 年 4 月發布一項法案公告，擬禁止食品業者使用「部分氫化
油(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s, PHOs)」，以確保有效除去食品中之人工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Trans Fat)的來源分為兩類：其一為天然少量存在於部分動物性來源的食品，如牛、羊
的脂肪組織及乳製品等；另一類則是在油脂部分氫化(Partially Hydrogenation)的過程中產生。研究證
據顯示反式脂肪會提高血中「壞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之濃度，並降低「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濃度，進而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植物油透過氫化加工轉變為部分氫化油(或稱不完全氫化油)，其改變脂肪的分子結構，讓油穩定
性增加，具有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及改善口感之優點，但同時也會因為油脂的氫化而產生反式脂肪。
部分氫化油為人工反式脂肪的主要攝入來源，市售含有部分氫化油的食品包括人造奶油、植物起酥油，
也被運用於烘焙食品，如餅乾、蛋糕等。
加拿大衛生部計劃將部分氫化油列入「食品中污染物及其他摻假物質清單(List of Contaminants
and Other Adulterating Substances in Foods)」，禁止於食品中使用。此規範最終決議後，將給予食品業
者 1 年的緩衝期，並於 2018 年夏天正式實施。
目前美國與加拿大皆規定包裝食品上須標示反式脂肪的含量。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在 2015 年 6 月宣布將部分氫化油從公認安全物質(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清單中移除，並公告除非經核准，未來將禁止使用部分氫化油，並給予食
品業者 3 年的時間調整因應。
而我國也要求包裝食品全面標示反式脂肪的總量，當每 100 公克/毫升食品所含反式脂肪逾 0.3
公克，就必須明確標示；若反式脂肪在 0.3 公克以下，或總脂肪不超過 1 公克，反式脂肪可標示為 0。
同時跟進美國，衛生福利部於 2015 年 9 月預告訂定「食用氫化油衛生標準」草案，規定食品不得使
用部分氫化油，並給予業者 3 年緩衝期，施行日期預訂為 2018 年 7 月 1 日。
本篇資料來源：[30]
2. 加拿大政府批准高甜度甜味劑「Advantame」可用於部分食品(2017-05-31)
2017 年 4 月 19 日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發布通報，批准高甜度甜味劑「Advantame」可用
於部分食品。加拿大衛生部經安全性評估後認為，甜味劑 Advantame 於限量標準下用於部分食品不
具有安全上的疑慮，目前准許其用於早餐穀物食品、烘焙食品、果醬、花生醬、飲料、糖果、口香糖、
優格等。
高甜度甜味劑(High-Intensity Sweeteners)的應用非常廣泛，通常作為代糖使用，由於它的甜度是
蔗糖的數百甚至數萬倍，使用時只需少量就可以獲得需要的甜味(例如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蔗糖的 200
倍，而紐甜大約是 7000-13000 倍)，目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准許使用的有 8 種[31]。由於高甜度甜味劑不產生或只產生少量熱量，且一般不會造成血糖濃度
的上升，對於減重或肥胖者及糖尿病患者來說，適當的使用代糖可帶給他們很大的便利性。Advantame
為一人工高甜度甜味劑，由香草醛(Isovanillin)和阿斯巴甜(Aspartame)化合而成，是阿斯巴甜的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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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U.S. FDA 的資料指出，其甜度約為蔗糖的 20000 倍，使用於食品中的用量較阿斯巴甜減少很多。
Advantame 是一種可溶於水的白色結晶粉末，且在高溫下穩定，因此可作為一般即用的甜味劑，也可
應用於烘焙及烹調等。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於 2013 年 7 月曾就 Advantame 作為甜味
劑添加於食品中之安全性發布了意見[32]。經評估後，EFSA 認為 Advantame 與其代謝物不具有基因
毒性及致癌性，於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之規範下並無安全上的疑慮，另 EFSA 也訂定 Advantame 的每
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5 毫克/公斤體重/天(mg/kg bw/day)，與聯合國糧農組織
與世界衛生組織之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一致。2014 年歐盟正式授權允許 Advantame 可作為甜味劑使用於食品。
而 U.S. FDA 也於 2014 年 5 月批准 Advantame 可作為甜味劑及增味劑，使用於除肉類和家禽類以外
的其他食品[33]。Advantame 為 U.S. FDA 批准的第 6 種高甜度甜味劑，可用於烘焙食品、非酒精飲料、
口香糖、糖果和糖霜、布丁、果醬和果凍、加工水果和果汁、糖漿等食品中。U.S. FDA 審查了 37 項
動物及人類研究數據，包含生殖、神經和致癌毒性等安全性研究，認為在所申請的使用條件下，
Advantame 對於人們來說是安全的。
Advantame 在澳洲、紐西蘭及日本也是允許使用的甜味劑，但我國目前並未將其列入「食品添加物使
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准用列表中。
本篇資料來源：[34]
3. 加拿大衛生部建議咖啡因攝取之安全限量(2017-07-03)
近日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發布咖啡因(Caffeine)之安全攝取量的建議，以保障民眾食用含
咖啡因產品的安全性。加拿大衛生部表示，咖啡因既天然存在，又可以在食品生產加工時人為添加，
其可於多種的食品與飲料中發現，包括可樂或其他碳酸飲料、能量飲料、巧克力、茶及咖啡等。另外，
咖啡因也會在部分保健食品或部分非處方感冒藥與頭痛藥中出現，消費者應仔細閱讀產品標籤，按照
標籤說明服用。
對於大多數民眾來說，少量的咖啡因並不會造成疑慮，然而攝取過量會產生失眠、頭痛、興奮易
怒及焦慮的現象，但若是對咖啡因極為敏感的人，即使攝入的量很低也可能會出現這些症狀。對於準
備懷孕或者已經懷孕的婦女，攝入過量咖啡因則可能增加流產及嬰兒出生體重過低等風險，另外對兒
童也可能產生負面健康影響。對此加拿大衛生部提出建議，如下表：
族群

咖啡因攝取限量

健康成人

每天不超過 400 毫克

孕婦、哺乳婦女及準備懷孕的婦女

每天不超過 300 毫克

4 到 6 歲兒童

每天不超過 45 毫克

7 到 9 歲兒童

每天不超過 62.5 毫克

10 到 12 歲兒童

每天不超過 85 毫克

13 歲及以上的青少年

每天不超過 2.5 毫克/公斤體重

此份資訊中對於健康成人每天 400 毫克咖啡因為限的建議，與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於 2015 年之安全性評估報告中，認為一般成人一天攝取不超過 400 毫克的咖
啡因則不會造成不良反應的結論一致，而我國衛生福利部則建議，每人每日咖啡因攝取量以不超過
300 毫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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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如何對咖啡因做管制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含有咖啡因成分之包裝飲料，應於個別產品外包裝標示咖啡因含量：(1)每
100 毫升所含咖啡因高於或等於 20 毫克者，咖啡因含量以每 100 毫升所含咖啡因之毫克數標示；(2)
每 100 毫升所含咖啡因低於 20 毫克者，以「20 毫克/100 毫升以下」標示；(3)每 100 毫升所含咖啡因
等於或低於 2 毫克者，得以「低咖啡因」替代前述「20 毫克/100 毫升以下」標示用語。
而「即溶小包裝咖啡」需沖泡之粉末產品，則以每一食用份量所含咖啡因總量(毫克)為標示方法。
另具營業登記之連鎖飲料店、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業者販售現場調製咖啡飲料，應於販售場
所明顯處標示紅黃綠符號或圖樣，以區分咖啡因含量：(1)紅色代表每杯咖啡因總含量 201 毫克以上。
(2)黃色代表每杯咖啡因總含量 101 毫克至 200 毫克。(3)綠色代表每杯咖啡因總含量 100 毫克以下。
本篇資料來源：[35]

27

G. 其他
1. 美國國家毒物計畫替代性毒理學方法跨部門評估中心月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發布定量構效關
係工具箱 4.0 版之更新(2017-04-17)
美 國 國 家 毒 物 計 畫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 替 代 性 毒 理 學 方 法 跨 部 門 評 估 中 心
(Interagency Center for the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Toxicological Methods, NICEATM)月刊：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布定量構效關係工具箱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QSAR) 工具箱(QSAR Toolbox)4.0 版之更新。
OECD 為了促使 QSAR 方法納入化學物及化妝品等管理規範中，發展一 QSAR Toolbox，最主要
目地為提高 QSAR 技術的可用度、增加化學物質資訊的透明度、及降低使用者建置基礎設備的成本。
此外，過去 OECD 已成功利用 QSAR Toolbox 工具預測潛在或新興毒性化學物質的毒性，協助業界進
行毒性化學物質及化妝品等的資料登錄，以有效減少動物試驗。
QSAR Toolbox 4.0 版新增的功能包括：
(1)具皮膚致敏試驗及魚類短期毒性試驗之自動化與標準化的流程；
(2)改善輸出報告設定；
(3)更新資訊軟體系統；
(4)擴充具可靠度分數為基礎的資料庫；
(5)強化化學物質的吸收、分布、代謝、排泄資訊及改善方案。
2.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國際組織定義(2017-04-26)
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製造、使用了許多化學物質來提高生活便利性，不料有些化學物質會經由
干擾內分泌危害健康，甚而禍及子代，因此引起國際衛生組織的高度關切。這類化學物質統稱為內分
泌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or chemicals）
，但各衛生組織對其定義仍略有差異，亦因而影響轄下法規
或策略的制定。大致上內分泌干擾物的定義可分三類：
第一類為世界衛生組織（WHO）
、歐盟委員會環境總局（Environ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日本環境省（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Japan）所採用的廣泛定義


內分泌干擾物是改變內分泌系統功能，對個體、子代、或群體造成不良健康影響之外源性物質或
混合物。
An endocrine disruptor is an exogenous substance or mixture that alters function(s) of the endocrine
system and consequently causes adverse health effects in an intact organism, or its progeny, or
(sub)populations.[36, 37]

第二類定義強調對發育、生殖、神經和免疫系統的負面影響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內分泌干擾物會干擾內分泌系統，其暴露可能對人類和野生動物造成不利的影響，包括：(1)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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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發育、(2)生殖障礙、(3)罹癌風險、(4)免疫和神經系統功能干擾。
Chemicals can interfere with the endocrine system and caus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in humans and
wildlife. These effects can include: developmental malformations, interference with reproduction,
increased cancer risk, and disturbances in the immune and nervous system function.[38]
 美國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USA）：
內分泌干擾物可能干擾人類和野生動物體內分泌系統，產生不良發育、生殖、神經和免疫反應的
化學物質。
Endocrine disruptors are chemicals that may interfere with the body’s endocrine system and produce
adverse developmental, reproductive, neurological, and immune effects in both humans and wildlife.[39]
第三類定義著重干擾機制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內分泌干擾物是干擾內分泌系統導致不良反應的化學物質，有些化學物質乃經由與受體結合，尤
其是與雌激素受體和雄性激素受體的結合，干擾內分泌功能。
Endocrine disruptors are chemical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endocrine systems, leading to adverse effects.
Some chemicals do this by binding to receptors, such as the estrogen and androgen receptors.[40]
 國際內分泌干擾交流協會 TEDX（The Endocrine Disruption Exchange）：
內分泌干擾物依其本身化學特性與作用之內分泌器官，以各種不同方式干擾荷爾蒙信號傳遞。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 interfere with hormone signaling in a variety of ways
depending on the chemical and the hormone system.[41]
 國際內分泌學會主辦之荷爾蒙健康網（Endocrine Society/Hormone Health Network）：
內分泌干擾物是存在於消費產品中，對內分泌系統有直接影響之人工合成物質，這些物質可阻斷
或模仿荷爾蒙作用，干擾內分泌系統的功能。
EDCs are compounds and chemicals found in consumer products tha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ndocrine system. These non-natural chemicals can block hormones, mimic the action of hormones, or
interfere with the function of the endocrine system.[42]
 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食藥署根據美國環保署報告，對內分泌干擾物來源、作用及影響給予下述綜
合性描述：
內分泌干擾物質又稱為「環境荷爾蒙」，是指干擾負責維持生物體內恆定、生殖、發育或行為的
內生荷爾蒙之外來物質，影響荷爾蒙的合成、分泌、傳輸、結合、作用及排除。這些物質會由空
氣、水、土壤、食物等途徑進入體內，對生物體產生類似荷爾蒙作用，干擾其內分泌系統之作用，
進而影響生物個體的生長、發育、恆定的維持以及生殖等作用，甚至危及後代的健康。[43]
3.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辨別內分泌干擾物的七步驟(2017-06-03)
歐洲化學總署(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和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於 2016 年 12 月發佈一則內分泌干擾物鑑識準則的施行草案綱領 1，規劃依據潛在健
康危害(Hazard-based)，建立一套合乎歐盟農藥及殺菌劑法規，同時適用於產品製造/販售商與監管機
29

關的內分泌干擾物判定標準。
鑒於內分泌干擾物的認定首重其是否對人類或野生動物健康造成威脅，歐洲化學品生態毒理學與
毒理學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Ecotoxicology and Toxicology of Chemicals, ECETOC)建議綜合審視
(一)內分泌所致的負面健康影響(Adverse Effects2)、(二)內分泌活性(Endocrine Activity3)、(三)內分泌干
擾作用機制(Endocrine Mode-of-Action4)等三類科學研究數據，依證據強度(Weight-of-Evidence)，審慎
評估化學物質之內分泌干擾危險性，並提出七步驟流程辨別內分泌干擾物(ECETOC 7SI-ED5)。
ECETOC 7SI-ED 內分泌干擾物鑑識流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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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Outline of Draft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zard-based Criteria to Identify
Endocrine Disruptors[44]
(2) Adverse Effects：
改變生物個體或群體的形態、生理、生長、發育、繁殖，致使功能受損、恢復力下降、敏感、易受其
他不良因素影響，甚而折損壽命。
(3) Endocrine Activity(內分泌活性)：
係指與內分泌系統成員間之交互作用(歐洲食品安全局 2013)
(4) Endocrine Mode-of-Action(Endocrine MoA，內分泌干擾作用機制)：
MoA 係指因化學物質的暴露，細胞內所發生之連串生化反應，其導致功能或構造變化，最終造成負
面健康影響。就內分泌干擾作用機制而言，歐洲化學總署和歐洲食品安全局著重對雌雄激素作用、甲
狀腺、以及類固醇賀爾蒙生成的影響。
(5) ECETOC 7SI-ED：
歐洲化學品生態毒理學與毒理學中心(ECTOC)提出之內分泌干擾屬性鑑識七步驟[45]
(6) JRC ToxR Tool：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評估毒理數據可靠性之評估工具，其將研究結果分為四
類：(一)可信、(二)有條件可信、(三)不可信、(四)無法歸類。[46]
(7) OECD 150 ED CF：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
提出之內分泌干擾概念框架(ED: Endocrine Disrupting; CF: Conceptual Framework)，將研究依所得資訊
分為下述五級[47]：
第一級(Level 1)：回顧現有資料，無新數據
第二級(Level 2)：提供特定內分泌作用機制或作用途徑實驗數據的體外研究
第三級(Level 3)：提供特定內分泌作用機制或作用途徑實驗數據的體內研究
第四級(Level 4)：探討對內分泌相關指標(Endocrine-relevant Endpoints)具不良影響的體內研究
第五級(Level 5)：更完整地調查在生命不同時期，內分泌相關指標變化的體內研究
(8) OECD GD 150：
經合組織編號 150 內分泌干擾鑑識規範(GD: Guidance Document)，此文件旨在指導如何解釋個別實驗
結果，以及如何增加證據以利內分泌干擾物的鑑定。[48]
4.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21 世紀美國內分泌干擾物篩檢計畫(EDSP21)(2017-07-04)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所使用的化學物質也隨之變化。每年都有數百種新的農藥用與非農藥用的
化學品申請註冊，或要求批准生產與納入產品配方，每年也取消註冊及禁用許多化學品，而這些化學
物質可能出現在未來污染物清單中。為有效管理內分泌干擾物，美國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案第
408 條責成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PA)發展篩檢計畫，要求運用經驗證的測試系統和正確科學資訊來
鑑定內分泌干擾物，美國安全飲用水法第 1457 條也規定，行政管理單位一旦發現飲用水中含有化學
物質，居民可能因而暴險，可要求對該物質進行內分泌干擾物檢測，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因此制定了
EDSP21(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for the 21st Century)工作計畫。
在上一世紀，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已採用兩階段篩檢(Two-Tiered Screening 註)策略，檢驗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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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否對雌激素(Estrogen)、雄激素(Androgen)、甲狀腺素(Thyroid Hormone)等賀爾蒙系統造成不良影
響，此篩檢策略不僅關注人類健康，同時衡量生態影響，惟曠日廢時，所費不貲。EDSP21 計畫改以
電腦模擬(In Silico)和高通量體外檢測(In Vitro High-Throughput Assays)，加速對內分泌干擾物的篩
檢，其短、中、長程目標與工作規劃簡述於下。
短程目標(< 2 年)_擬定篩檢順序：運用現有數據、電腦模擬和高通量體外測試，決定農藥活性成分和
非農藥化學品篩檢順序；
中程目標(2-5 年)_改良篩檢方法：以通過驗證之高通量體外快篩取代目前第一階段篩檢之體外測試，
期結果能對應雌激素或雄激素相關之體內測試，減少動物用量；
長程目標(> 5 年)_取代動物實驗：高通量體外快篩全面取代體內測試，不再使用動物進行篩檢。
EDSP21 工作計畫規劃

註：二階篩選(Two-Tiered Screening)
第一階篩選(Tier 1 Screening)：測試與雌激素、雄激素、甲狀腺素系統作用的潛在可能性。
體外試驗：
 與雌激素受體結合測試(ER Binding Assay)
 雌激素受體轉錄活性測試(ER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Assay)
 與雄激素受體結合測試(AR Binding Assay)
 類固醇賀爾蒙合成測試(H295R Steroidogenesis Assay)
 芳香酶活性測試(Aromatase Activ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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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試驗：
 雌鼠子宮增生測試(Uterotrophic Assay)






Hershberger 雄鼠性徵試驗(Hershberger Assay)
雌鼠青春期發育試驗(Female Pubertal Assay)
雄鼠青春期發育試驗(Male Pubertal Assay)
兩棲動物變形試驗(Amphibian Metamorphosis Assay)
魚短期繁殖試驗(Fish Short-Term Reproduction Assay)

第二階篩檢(Tier 2 Screening)：確認物質是否真可在生物體內導致不良內分泌反應，並建立暴露劑量
與不良反應間的量化關係。第二階測試結果將結合毒性危害和暴露評估，進行風險評估。
 日本鵪鶉兩代毒性測試(Avian Two-Generation Toxicity Test in the Japanese Quail)
 青鱂魚一代延伸性繁殖試驗(Medaka Extended One-Generation Reproduction Test)
 兩棲動物幼體生長發育試驗(Larval Amphibi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say)
參考資料：[49-51]
5.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內分泌干擾物篩檢之證據權重法則(2017-08-01)
內分泌干擾物篩檢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Tier 1 Screening)測試化學物質與雌激素、雄激素、甲
狀腺素系統作用的可能性，第二階段(Tier 2 Screening)確認物質是否真對人類或其他生物造成健康危
害，包括內分泌系統與非內分泌系統的傷害，並建立暴露劑量與傷害間的量化關係，第二階段測試結
果將結合毒性資料與暴露評估，進行人類健康風險與生態危害風險評估。鑒於第二階段檢測需耗費大
量時間、人力和資源(包括動物使用需求)，因此採用證據權重法則(Weight-of-Evidence, WoE)，權量已
有數據與第一階段測試結果，決定哪些化學物質需進行第二階檢測。
證據權重評估大致包括:(一)個別研究質量的審評、(二)多方證據的整合分析及(三)分析結果的詮
釋。
(一) 個別研究質量的審評
 方法的質量(Quality)或效力(Validity)
 若為典型的第一階篩檢研究，須審核實驗是否嚴謹地遵照標準方法進行？若有偏差，是
否明確描述差別處？且偏差是否影響研究結果或結果的闡釋？
 若非典型的第一階篩檢研究，其實驗方法和使用之動物/細胞模式是否有科學依據？實驗
材料、儀器、控制組、步驟、結果以及實驗方法之優缺是否詳實描述與記錄？實驗結果
是否適用於對雌激素、雄激素、甲狀腺素等賀爾蒙系統的影響評估？另外，結果是否足
以獨立進行評估？
 不遵循第一階篩檢標準方法之測量是否符合其他品管標準(如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GLP)與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CFR))？
 結果的可靠性
 儘管第一階篩檢已有經驗證之標準方法，但是否有證據證明實驗如實依規範進行？
 不遵照第一階篩檢標準方法進行之檢測，其測量結果是否可信？
 實驗設計(如測試之化學物質的純度、穩定性和測試劑量、溶劑的選擇、實驗動物的種類、
品系和隻數等)是否適當？是否有適當的控制組來對照評估實驗設計和結果的好壞？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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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的選擇是否合宜？動物數量或測試次數是否足以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方法是否正確？統計分析是否正確執行？
 效應的本質(Nature of the Effects)
 化學物質造成之生化或生理效應是否清楚描述？
 正、負向控制組是否展現預期之作用？
 在什麼實驗條件下(如測試環境、動物生理狀況、暴露途徑等)，測試物質呈現作用？
 反應強度？劑量與反應間之關係？
 若為體外細胞研究，是否曾檢測化學物質之細胞毒性？化學物質之測試濃度是否恰當？
其作用是否僅在毒性濃度下發生？測試濃度與反應強度的關連？
 化學物質本身的溶解度是否影響結果？化物之溶解極限？該研究如何處理溶解度的問
題？
 動物實驗是否留意動物的體重變化、臨床徵兆和其他非實驗目的但攸關動物健康之變
化？
 影響之輕重、持續性和可逆性？
 個體間或個別測量間是否有顯著反應差異？就該實驗動物或測驗方法而言，差異是否落
在正常範圍內？
 最終觀測指標(Endpoints)的適切性
 非典型篩檢研究所採用之最終觀測指標是否足以評估化學物質對雌激素、雄激素、甲狀
腺素等賀爾蒙系統的影響？
 所觀測到之影響是否非起因於內分泌作用？
 研究所用之動物或細胞以及給藥的時間點或時間長度是否能敏銳地偵測到內分泌干擾作
用？
 不同最終觀測指標間的一致性和關聯性
 動物實驗常同時測量多個指標，這些測量結果是否能一致佐證或歸納出對雌激素、雄激
素或甲狀腺素賀爾蒙系統的潛在影響？
(二) 多方證據的整合分析
證據權重評估首重證據間的生物學合理性(Biological Plausibility)，因此個別研究雖已通過上述
審核，彙整分析時仍會考量下列幾點：
 各個研究所觀測之效應的本質(如效應的類別與強度)
 在何條件下產生效應(如暴露途徑、劑量與時間)
 在同一或不同研究、物種、品系和性別下，所得到的效應間的相關性、一致性或規律性
 動物或細胞研究所獲資訊的長處和局限
 可能與雌激素、雄激素或甲狀腺素系統產生交互作用的生物學合理性
(三) 分析結果的詮釋
總結證據權重評估時，應清楚扼要地陳述結論，並說明其中的因由與關鍵證據，一般需掌握下
列幾點：
 影響雌激素、雄激素或甲狀腺素系統的主要證據
 尚有哪些不確定因素，以及這些不確定因素對結論的影響程度
 關鍵研究的說明與討論，尤其是因何被視作結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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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間的矛盾或不一致，提出可能的原因
 可能造成相似影響的其他非內分泌因素
 是否需要額外的證據？為何需要？
證據權重評估不僅希望透過彙整多方證據，綜合分析化學物質干擾雌激素、雄激素、甲狀腺素系
統的可能性，更期望經由了解化學物質與特定賀爾蒙途徑間之交互作用，判斷可能之作用機制(Mode
of Action, MoA)，進而選擇適當的檢驗方法來進行第二階段篩檢，下圖簡示證據權重評估於第一階段
篩檢的運用。

參考資料：[52, 53]
6. 英國最新研究：諾羅病毒(Norovirus)傳播的預防(2017-08-29)
英國食品標準局(Food Standard Agency, FSA)於 6 月 29 日公布了一項有關食品從業人員與諾羅病
毒(Norovirus)傳播的最新研究結果，此研究旨在透過了解並改善食品從業人員的行為，來預防諾羅病
毒的傳播。
諾羅病毒是一群可感染人類引起腸胃道發炎的病毒，引起之症狀主要為噁心、嘔吐、腹瀉及腹絞
痛，也可能合併發燒、寒顫、倦怠、頭痛及肌肉酸痛，一般而言，年紀較小的幼童嘔吐症狀較明顯。
潛伏期一般為 24 至 48 小時，症狀通常持續 1 至 2 天。感染途徑包括食入被諾羅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飲
水、接觸被諾羅病毒污染的物體表面，再碰觸自己的嘴、鼻或眼睛黏膜，或者與病患密切接觸及吸入
病人嘔吐物及排泄物所產生的飛沫等[54]。
生食或食用未徹底加熱的受污染貝類水產品，特別是牡蠣，有可能造成諾羅病毒感染的發生，然而經
由受感染的食品從業人員進而汙染食品，也被認為是導致感染的重要原因。此研究由 5 個面向進行審
查，分別為個人衛生、食品處理、食品清洗與烹調、器物表面及工作服清潔、工作時健康狀況，並進
入食品作業場所進行了訪談與調查，以及環境與行為上的觀察。由研究結果發現下列行為可能會造成
諾羅病毒傳播的風險：(1)洗手不徹底及戴手套之前未洗手；(2)徒手製備食物及手套未定時更換；(3)
當嘔吐發生時，清理的是食品處理人員而非受過訓練的人員；(4)未清洗或未正確清洗工作服；(5)病
後太早返回工作崗位。
根據研究發現，最終提出了數種行為介入方案，舉例來說，由於證據指出對於如何防範諾羅病毒
傳播的知識不足，因此強烈建議對食品從業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介入策略包含 4 點，分別為(1)人員
培訓：主要針對廚房管理人員，並盡量以一對一、面對面的方式進行訓練，或者也可藉助影片進行教
學；(2)線上學習：使用數位學習以協助人員訓練；(3)資源提供：設計規範、教材及海報等輔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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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4)提升意識：定期溝通與宣導，提升對諾羅病毒的警覺性。
本篇資料來源：[55]
7.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內分泌干擾物評量概念框架(2017-09-0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 2012 年修訂了測試和評估內分泌干擾物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此概念框架
旨在提供檢測指南，而非篩檢策略，且專注於化學物質經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雄激素受體
(Androgen Receptor)、甲狀腺素受體(Thyroid Hormone Receptor)、類固醇生成(Steroidogenesis)等四機
制面向的影響。經合組織將內分泌干擾物評量分為五階段，列出各階段可用之標準檢測方法，雖未涵
蓋暴露評估，但在決定是否需進一步檢測時，應將暴露狀況納入考量。
第一階段資訊整合
在進行實質內分泌干擾物檢測前，現有物化、毒理資訊與電腦模擬數據的彙整是非常必要的，若
現有證據充分，即可制定監管政策與規範。
 物理和化學特性，如化學結構、揮發性、生物降解性(Biodegradation)、與其他化物發生化學反應的
潛能(Reactivity)等
 毒理和生態毒理數據
 電腦模擬預測數據，如藥物結構/活性 QSAR 量化分析和藥物代謝動力學的 ADME 模型預測
第二階段體外檢測 (in vitro Assays)
鑑定可能之作用機制(Mechanisms Of Action, MOAs)，預測負面健康影響路徑(Adverse Outcome
Pathways, AOPs)，並提供危害判斷與篩檢排序之依據。
 與雌激素受體或雄激素受體結合的能力(Binding Affinity)
 雌激素受體轉錄活性(Transactivation Activity; OECD TG 455-457)
 雄激素受體轉錄活性
 甲狀腺素受體轉錄活性
 腎上腺 H295 細胞的類固醇生成(OECD TG 456)
 MCF-7 乳癌細胞增生反應
第三階段體內檢測 (in vivo Assays)
目的在偵測可能之內分泌干擾危害，以及與上述作用機制的關聯，為提高偵測靈敏度，本階段檢
測會特意選用感度較高之動物做為實驗對象，化學物質暴露方式也可能與自然狀態有所出入。檢測結
果若為陽性，表示此物質造成生殖和發育危害的可能性大增，尤其是對幼齡族群之傷害;結果若為陰
性，並不表示此物質不會經由其他機制，造成內分泌干擾。體內檢測依動物模式分為:
 哺乳動物毒理測試
 雌鼠子宮內膜增生試驗(Uterotrophic Assay; OECD TG 440)
 Hershberger 雄鼠性徵試驗(Hershberger Assay; OECD TG 441)
 非哺乳動物毒理測試
 非洲爪蟾胚胎甲狀腺信號試驗(Xenopus Embryo Thyroid Signaling Test)
 兩棲動物變形試驗(Amphibian Metamorphosis Assay; OECD TG 231)
 魚繁殖篩檢試驗(Fish Reproduction Screening Assay; OECD TG 229)
 魚類篩檢試驗(Fish Screening Assay; OECD TG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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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雌棘魚雄性化篩檢(Androgenized Female Stickleback Screen; GD 140)
第四階段體內試驗
相較於第三階段，第四階段檢測對發育中或成年個體進行了更完整的評量，檢測的最終健康指標
(Endpoints)與干擾機制更多元。若結果充分證實化學物質暴露會導致不良健康反應，監管機構可據此
下決策，若仍有疑慮，則需進行下一階段檢測。
 哺乳動物毒理測試
 28 天重複投藥試驗(Repeated Dose 28-day Study; OECD TG 407)
 90 天重複投藥試驗(Repeated Dose 90-day Study; OECD TG 408)
 一世代繁殖毒性試驗(1-Generation Reproduction Toxicity Study; OECD TG 415)
 雌雄青春期試驗(Male and Female Pubertal Assay; GD 150)
 未去勢之成年雄鼠內分泌篩檢試驗(Intact Adult Male Endocrine Screening Assay; GD 150)
 出生前發育毒性試驗(Prenatal Developmental Toxicity Study; OECD TG 414)
 慢性毒性和致癌性試驗(Chronic Toxicity and Carcinogenicity Studies; OECD TG 451-3)
 生殖篩檢試驗(Reproductive Screening Test; OECD TG 421)
 28 天重複投藥與生殖篩檢結合試驗(Combined 28-day/Reproductive Screening Assay; OECD TG
422)
 發育神經毒性試驗(Developmental Neurotoxicity; OECD TG 426)
 非哺乳動物毒理測試
 魚類性發育試驗(Fish Sexual Development Test; OECD TG 234)
 魚部分生命週期繁殖測試(Fish Reproduction Partial Lifecycle Test)
 兩棲類幼體生長發育試驗(Larval Amphibian Growth & Development Assay)
 禽類繁殖試驗(Avian Reproduction Assay; OECD TG 206)







軟體動物部分生命週期試驗(Mollusc Partial Lifecycle Assays)
搖蚊毒性試驗(Chironomid Toxicity Test; TG 218-219)
水蚤繁殖試驗(雄性誘導) (Daphnia Reproduction Test (With Male Induction); OECD TG 211)
蚯蚓繁殖試驗(Earthworm Reproduction Test; OECD TG 222)
線蚓繁殖測試(Enchytraeid Reproduction Test; OECD TG 220)
底泥中水生環節動物毒性試驗(Sediment Water Lumbriculus Toxicity Test Using Spiked Sediment;

OECD TG 225)
 土壤中捕食性蟎繁殖試驗(Predatory Mite Reproduction Test in Soil; OECD TG 226)
 土壤中跳蟲繁殖試驗(Collembolan Reproduction Test in Soil; TG OECD 232)
第五階段體內試驗
此階段檢測關注的生命週期更長，例如長達兩世代的實驗鼠生殖毒性試驗，檢測所得之暴露劑量
和發育或生殖負面效應間的量化數據，將有助於人類和野生脊椎動物的健康風險評估。
 哺乳動物毒理測試
 延伸性一世代生殖毒性試驗(Extended One-Generation Reproductive Toxicity Study; OECD TG
443)
 兩世代生殖毒性測試(2-Generation Reproduction Toxicity Study; OECD TG 416)
 非哺乳動物毒理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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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類生命週期毒性試驗(Fish Life Cycle Toxicity Test, FLCTT)
 青鱂魚多世代試驗(Medaka Multigeneration Test, MMGT)





禽類兩世代生殖毒性試驗(Avian 2 Generation Reproductive Toxicity Assay)
糠蝦生命週期毒性試驗(Mysid Life Cycle Toxicity Test)
橈足類繁殖與發育試驗(Copepod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est)
底泥中水生搖蚊生命週期毒性試驗(Sediment Water Chironomid Life Cycle Toxicity Test; OECD

TG 233)
 軟體動物全生命週期試驗(Mollusc Full Life Cycle Assays)
 水蚤多世代試驗(Daphnia Multigeneration Assay)
參考資料：[56, 57]
8. 美國加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正式將嘉磷塞 (Glyphosate)列 入 65 法案之化學物質清單
(2017-09-11)
嘉磷塞是一廣泛使用的除草劑，其商品名稱為年年春、好過春、治草春等，為我國合法登記並領
有許可證之農藥，核准使用於限定類別農作物，惟其殘留農藥含量應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
據隸屬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的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
室(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EHHA)消息，儘管製造商 Monsanto 持續提出訴
訟與上訴，OEHHA 仍決定於 2017 年 7 月 7 日正式將嘉磷塞(Glyphosate)加入加州「65 法案(Proposition
65)」所發布的已知會造成癌症、先天性缺陷及其它生殖傷害之化學物質清單中，以規範該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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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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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法案不會禁止或限制清單上化學
品的使用，但當產品或工作場所含有該類物質時須提供警示標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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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65 法案化學物質
清單上所規範之化學物質約為 900 餘種[58]。
OEHHA 將 嘉 磷 塞 加 入 該 化 學 物 質 清 單 的 決 議 是 源 於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於 2015 年提出的報告，當中指出嘉磷塞的暴露會引
起動物產生腫瘤，並且有限的證據也表示嘉磷塞與人類的非何傑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
具有相關性，故 IARC 認為嘉磷塞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質，將其列為 Group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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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OEHHA 亦建議訂定嘉磷塞的每日無顯著
風險值(No Significant Risk Level, NSRL)為 1100 微克/天(μg /day)，屆時此安全限量若成功生效，企業
於加州銷售含有嘉磷塞的產品，若會造成暴露量超過標準值時，則必須依規定提供警示，提醒人們產
品的致癌風險。
本篇資料來源：[59]
9.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利用電腦模擬運算篩檢具雌激素活性之化學物質(2017-10-12)
美國環境保護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執行內分泌干擾物篩檢
計 劃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EDSP) 時 ， 除 大 規 模 進 行 高 通 量 體 外 檢 測
38

(High-Throughput in vitro Assays)，還利用電腦模擬運算程式(Computational Modeling)估算環境物質之
內分泌活性(Endocrine Bioactivity)，本文以 ToxCast ER model 模擬運算程式為例，簡介這些創新工具
在化學品安全監管的應用。
ToxCast ER model 模擬運算結合 18 種高通量體外雌激素受器(Estrogen Receptor, ER)測試(表一)
的劑量反應曲線(Concentration-Response Curve)，其假設在任一劑量濃度下，這 18 項測試結果皆以平
權方式促進或拮抗雌激素受器活性(ER Activity)，在扣除背景值與不相干如細胞毒性等之干擾後，以
線性累加模式(Linear Additive Model)，得出促效與拮抗曲線下面積(Agonist and Antagonist Area Under
Curve (AUC) Scores)做為績分，但最終僅考量促效反應做結論分析。此外每項測試都以動物內生之雌
激素雌二醇(17β-estradiol)為評比基準，促效 AUC 績分設定在 0 與 1 間，以雌二醇為 1。
表一：ToxCast 使用的 18 種高通量體外雌激素受器測試
編號

檢測名稱

生化反應檢測標的
與受器的結合

A1

NVS_NR_bER

A2

NVS_NR_hER

(Receptor Binding)
與受器的結合

A3

NVS_NR_mERa

與受器的結合

A4

OT_ER_ERaERa_0480

A5

OT_ER_ERaERa_1440

(Protein Complementation)
蛋白質互補聚合作用

A6

OT_ER_ERaERb_0480

蛋白質互補聚合作用

A7

OT_ER_ERaERb_1440

蛋白質互補聚合作用

A8

OT_ER_ERbERb_0480

蛋白質互補聚合作用

A9

OT_ER_ERbERb_1440

蛋白質互補聚合作用

A10

OT_ERa_EREGFP_0120

A11

OT_ERa_EREGFP_0480

A12

ATG_ERa_TRANS_up

A13

ATG_ERE_CIS_up

(mRNA Induction)
mRNA 表現的誘發

A14

Tox21_ERa_BLA_Agonist_ratio

蛋白質製造

A15

Tox21_ERa_LUC_BG1_Agonist

蛋白質製造

A16

ACEA_T47D_80 h_Positive

A17

Tox21_ERa_BLA_Antagonist_ratio

(Cell Proliferation)
蛋白質製造

A18

Tox21_ERa_LUC_BG1_Antagonist

蛋白質製造

蛋白質互補聚合作用

蛋白質製造
(Protein Production)
蛋白質製造
mRNA 表現的誘發

細胞增生

為了將 ToxCast ER model 用於監管決策，美國環境保護局研究人員利用文獻上已確知具雌激素作
用之參考化學品(ER Reference Chemicals) 對 ToxCast ER model 進行驗證。參考化學品以上述 18 種測
試重新檢測，數據經 ToxCast ER model 運算所得之結論，與傳統標準方法比對，ToxCast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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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準確度達 86-93%，因此美國環境保護局決定採用 ToxCast ER model 做為環境雌激素檢測替代方
案，以加速內分泌干擾物第一階段的篩檢。
ToxCast ER model 在監管系統的應用，是化學品安全檢測重要變革，相關數據已納入美國環境保
護局 EDSP21 Dashboard 數據庫，有興趣者可如下檢索:
1. 輸入化學物質名稱：比如 Bisphenol A

2. 點選“Bisphenol A”，右側將出現化學物質資訊，下拉可看到“Model Score Value”，可從
“ToxCast Model Predictions”中獲得 ER Agonist AUC 資訊， AUC > 0 表示該化學物質對 ER 有活
性，若 AUC = 0 表示無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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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參考資料：[60-62]
10. 認識內分泌干擾物-內分泌干擾物之致癌性(2017-11-03)
有些內分泌干擾物雖不具基因毒性(Genotoxicity)，但可在不改變 DNA 或染色體數目、結構下，
透過間接刺激細胞增生，引發癌症，其可依作用機制有無受體(Receptor)參與分為兩類:
4.

經受體作用(Receptor-Mediated)之致癌性內分泌干擾物

此類致癌物經由與受體結合，改變受體之轉錄作用或訊息傳遞，如磷酸酶的活化(Kinase
Activation)與細胞內鈣離子的流動，增加癌症風險。例如殺蟲劑 DDT 能與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 ER)結合，產生類雌激素之作用，促進乳癌細胞增生；此外 DDT 同分異構物亦可與雄激
素受體(Androgen Receptor, AR)結合，抑制其功能，從而拮抗雄激素之作用。又比如戴奧辛 TCDD
能與芳香烴受體(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結合，活化其轉錄作用，增強致癌基因如 ras、erbA、
c-fos 等之表現，或誘發代謝酵素如 cytochrome P450s、glutathione-S-transferase 之基因表現，改變
外來毒化物之代謝，從而增加罹癌機率。
5. 非經受體作用(Non-Receptor-Mediated)之致癌性內分泌干擾物
經由改變賀爾蒙之合成、分泌、運送或排除來增加癌症風險，例如抗甲狀腺藥物 thiourea 藉由
破壞甲狀腺激素的合成，增加甲狀腺腫瘤的發生率。中樞神經藥物 phenobarbital、鈣通道調節劑
hexachlorocyclohexane、氯丹(Chlordane)、多溴聯苯(Polybrominated Biphenyls)等則藉由促進甲狀腺
激素的周身代謝，增加甲狀腺腫瘤風險。脫碘酶(5’-monodeiodinase)抑制劑因阻礙 T4 甲狀腺激素轉
化為具激素活性之 T3 甲狀腺激素，致使腦下垂體(Pituitary Gland)為維持 T3 甲狀腺激素的恆定，大
量分泌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過量的促甲狀腺激素會導致濾泡細胞
(Follicular Cells)肥大和增生，同時促進甲狀腺腫瘤的形成。
本篇參考資料：[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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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1. 去水醋酸 Q&A
Q：什麼是去水醋酸，使用之目的是什麼？
 去水醋酸為醋酸與乙醯醋酸之縮合生成物，為一種廣效性防腐劑。
 其對腐敗菌、黴菌均有效，但效果受酸鹼值影響很大，對酸鹼值7以上之食品，使用效果不
彰。
 使用去水醋酸可使產品更為蓬鬆、更有彈性，而又不會影響食物風味。
Q：去水醋酸之暴露來源為何？
 去水醋酸是衛福部公布之合法防腐劑，但僅允許使用於乾酪、乳酪、奶油及人造奶油。對
一般民眾而言，食入含去水醋酸的食品為其主要接觸來源。
 去水醋酸亦可能存在一些非經允許使用之食品，如麵製品中。
Q：去水醋酸在體內如何代謝？去水醋酸對健康有何影響？
 去水醋酸會在肝臟中轉變為 2-羥基-去水醋酸，之後代謝為三乙酸內酯，再於腎臟中轉變為
醋酸，最後再代謝成二氧化碳。
 去水醋酸被認為有危害是因為食入後，它的支鏈含有酮基會與血漿之白蛋白或組織中蛋白
質之胺基結合，代謝慢而易殘留體內組織中，長期食用過量可能會危害人體之肝、腎及神
經系統。
Q：去水醋酸之建議攝食量為何？
 目前台灣、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歐盟，對於去水醋酸
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尚無相關規定。
Q：食品中去水醋酸之相關法規為何？
 我國於「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規定，去水醋酸僅可使用於乾酪、乳
酪、奶油及人造奶油；用量為 0.5 公克/公斤以下。
Q：民眾如何避免食入過量之去水醋酸？
 散裝或來路不明之食品經常有標示不清、惡意遺漏添加物之標示，或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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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政府機關保障消費者之措施為何？
 政府機構就其職權範圍訂有管制辦法及標準，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行之CAS認證標章與
經濟部工業局推行之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認證標章，均會定期對廠商生產之認證產品進
行監測。故舉凡有CAS或GMP標章之食品，去水醋酸之含量均符合法規，民眾可以安心購
買。
 各縣市衛生局亦常不定期進行抽樣檢測並公佈抽驗結果，民眾可隨時注意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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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氟滅菌 Q&A
Q：什麼是氟滅菌？
 動物用藥氟滅菌為氟化喹諾酮類(Fluoroquinolones)抗生素，具有抑制革蘭氏陰性菌的作
用，可用於治療包括牛、羊、豬、兔子、馬等動物的腸感染。
 也可用於治療人類泌尿道的感染。
Q：為何會有氟滅菌暴露？
 一般民眾的可能暴露途徑為食物的動物用藥殘留。
 食物的殘留對人體不至於產生立即性的危害，若不慎由飲食進入人體內，最後可經由糞便
排出體外，所以由飲食造成之風險極低。
Q：氟滅菌對人體有何傷害？
 動物實驗結果指出，小鼠餵食 400 毫克/公斤氟滅菌 18 個月，會有肝腫瘤的產生，包括肥
大、脂肪空泡的形成、病灶壞疽等現象，顯示其具有肝毒性。
 目前並無證據顯示，人體經由攝食而遭受氟滅菌危害。
Q：人體如何排除氟滅菌？
 目前並無證據顯示，人體如何排除氟滅菌。但由動物試驗得知，氟滅菌會因物種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排泄路徑，犬隻 55~75%的氟滅菌由糞便排出，大鼠則多數由尿液排出。
Q：氟滅菌之建議量與相關規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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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氟滅菌之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0.03 毫克/公斤體重/天。
 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動物用藥殘留標準」，氟滅菌之規定如下：
藥品名稱

殘留部位

禽畜種類

肌肉、肝
腎
Flumequine

0.5
家畜類、家禽類

氟滅菌 脂
乳

肌肉(含皮)
Q：政府如何保護民眾免於氟滅菌的危害？

殘留容許量(ppm)
3
1

牛、綿羊、山羊

0.05

魚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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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畜禽養殖及市面食品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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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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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莧菜紅 Q&A
Q：什麼是莧菜紅，用途或來源？
 莧菜紅(Amaranth)為偶氮類化合物，是一種可用作食品著色劑的人工合成色素，呈紅褐色
或暗紅色的粉末或顆粒，易溶於水，微溶於乙醇，不溶於油脂。
 莧菜紅又稱食用紅色 2 號、食用紅色 9 號，可作為染料的生產和使用，主要用於羊毛、絲
綢、皮革染色及木頭染色、著色紙塗料、照片的著色和作為生物染色等；於食品工業上則
常作為食品添加劑。
Q：莧菜紅之暴露來源為何？
 非職業暴露人群接觸莧菜紅的主要途徑是皮膚接觸或食入含莧菜紅的食品。
 職業暴露發生在莧菜紅生產或工作場所，主要經由吸入和皮膚接觸。
Q：莧菜紅之吸收與代謝途徑為何？
 動物實驗顯示，大鼠經靜脈注射後，莧菜紅在 24 小時內有 42 %被排泄在尿中，有 11 %被
排泄在糞便；而口服給藥，莧菜紅被迅速吸收，但在 24 小時內清除，15 %出現在尿，69 %
出現在糞便中。
Q：莧菜紅對健康有何影響？
 莧菜紅對實驗動物不會造成長短期的毒性、生殖毒性、致癌性及基因毒性。
 餵食大鼠含 5 %莧菜紅 5 天之後，恢復餵食不含莧菜紅基礎飲食 10 天，發現大鼠比餵食莧
菜紅時表現出較高的成長率，而另一結果發現，餵食含 5 %莧菜紅的無蛋白質飲食的大鼠，
與沒有餵食莧菜紅的大鼠相比，其體重增加較少，但若同時給予 7.5 %的膳食纖維則可改善
此情形，顯示攝入莧菜紅膳食會妨礙營養物質吸收並抑制成長，但添加纖維素可以防止此
影響。
 另有臨床報告指出，復發性蕁麻疹或血管性水腫等症狀，懷疑是莧菜紅所引起的過敏。
 依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分類，目前將莧菜紅
歸為第 3 類(Group 3)，即「無法判斷是否為人類致癌物質」。
Q：我國食品中莧菜紅之相關法規為何？
 我國衛生福利部未將其列於可使用之食品添加物列表中，並禁止使用於食品中，美國亦同。
 但在日本、食品法典委員會、歐盟、紐澳、加拿大、日本、中國大陸、香港及新加坡為被
允許使用之食品添加物。
Q：莧菜紅對環境之影響為何？
 莧菜紅作為染料的生產和使用，在使用過程可能導致各種廢物經流水釋放到環境中。
 莧菜紅不會從乾燥和濕的土壤表面揮發，但當莧菜紅加熱分解時，會產生氮氧化物和硫氧
化物有毒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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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追蹤及食品標示等 8 項新制
一、食品業者強制電子申報追溯追蹤資料與開立電子發票
(一) 規定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 9 條規定，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公告「應建立食
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納入 19 類食品業者分階段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管理系統，其中
106 年起實施強制電子申報與開立電子發票估計近約 4000 家業者(詳如附件 1)。
符合上開公告類別與規模食品業者每月 10 日前應以電子方式申報追溯追蹤資料至非追不
可，分類說明如下：
1. 製造業：食用油脂、肉類加工食品、乳品加工食品、水產品食品、餐盒食品、食品添加物。
2. 輸入業：水產品食品、食品添加物。
3. 販售業：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
另，符合上開公告且依財稅機關認定應開立統一發票者於規定實施日期起應開立電子發票。
(二) 罰則
公告指定規模及類別之食品業者申報資料不實或開立不實電子發票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
蹤之查核，依食安法第 47 條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
未開立電子發票者致無法為食品追溯追蹤，依同法第 48 條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包裝食品與玩具併同販售應標示醒語規定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2 條，105 年 2 月 4 日公告「包裝食品與玩具併同販售應標示醒語規定」，
規定包裝食品與玩具併同販售之產品，應於其外包裝標示「本產品內含玩具，小心勿吞食或
吸入，建議由成人陪同監督使用」或等同意義字樣醒語，以提醒消費者食用或使用該產品應
注意的安全性，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以產品產製日期為準)施行。
(二) 罰則
如未依規定加註醒語標示，將依同法第 47 條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違
規產品依同法第 52 條命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
三、食品添加物應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4 條，105 年 3 月 8 日公告「食品添加物應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規定，
規定食品添加物業者依食品業者登錄辦法應辦理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業者應至食藥署「非
登不可」平台登錄產品「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成分」、「產品規格書或含產品
規格之檢驗報告」
、
「產品標籤」等資訊，完成登錄後系統即核發「產品登錄碼」
，不論單方或
複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字樣及其登錄碼，以利
食品業者辨識。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產品產製日期為準)。
(二)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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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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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巧克力之品名及標示規定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2 條及 25 條，105 年 6 年 24 月公告「巧克力之品名及標示規定」
，規定以
黑巧克力、白巧克力及牛奶巧克力為品名者應有的成分及內容物含量，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巧克力指以可可製品為原料，並可添加糖、乳製品或食品添加物等製成，為固體型態不
含內餡之黑巧克力、白巧克力及牛奶巧克力，以巧克力為品名者應有的成分及內容物含量(詳
如附件 2)；添加植物油取代可可脂未超過 5%者，不論添加量皆應於品名附近標示「可可脂中
添加植物油」或等同字義；添加植物油取代可可脂之巧克力，其添加量超過該產品總重量 5%
者，則應於品名前加標示「代可可脂」字樣。
本規定除規範包裝巧克力外，具營業登記的散裝巧克力販賣業者亦應於販售之場所依本
規定標示。包裝巧克力標示之字體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 0.2 公分；散裝巧克力得以卡片、標記
(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標示，以標記(標籤)標示者，其字體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 0.2 公
分，以其他標示型式者，各不得小於 2 公分。
(二) 罰則
業者如未依規定完整標示或有標示不實之情形，將依食安法規定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300
萬元或 4 萬元至 400 萬元罰鍰，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
五、市售「大麥」食品之標示規定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8 條，105 年 5 月 16 日函釋大麥標示規定，為正確及透明「大麥」之產品
資訊並兼顧消費者熟悉及產業沿用多年之商品名稱，其外包裝不得僅標示「洋薏仁」、「小薏
仁」或「珍珠薏仁」等商品名稱，應併列實際所含原料標示，例如：
「大麥(洋薏仁)」
、
「大麥(小
薏仁)」或「大麥(珍珠薏仁)」，且內容物應如實標示為「大麥」；另倘以大麥為原料之一者，
內容物應如實標示為大麥。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二) 罰則
106 年 1 月 1 日起製造之產品應依函釋內容標示，否則將依同法第 45 條規定，可處新台
幣 4 萬元至 400 萬元罰鍰，產品須依第 52 條限期回收改正。
六、市售「太白粉」產品之標示規定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8 條，於 105 年 5 月 16 日函釋太白粉標示，規定「太白粉」產品應於內
容物如實標示其所使用之原料名稱(如「樹薯粉」或「馬鈴薯粉」等)；另倘以太白粉作為原料
之一者，內容物亦應如實標示為「樹薯粉」或「馬鈴薯粉」等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二) 罰則
106 年 1 月 1 日起製造之產品應依本函釋內容標示，否則將依同法第 45 條規定，可處新
台幣 4 萬元至 400 萬元罰鍰，產品須依第 52 條限期回收改正。
七、特定魚種為品名之標示規定
(一) 規定
依據食安法第 28 條，105 年 7 月 14 日函釋特定魚種為品名之標示規定，規定屬於「鱈形
目」的魚種方得標示為「鱈魚」
，非屬「鱈形目」魚種(例如「圓鱈」(俗稱智利海鱸)或「扁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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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大比目魚))卻標示「鱈魚」
，即屬標示不實。如內容物不含品名宣稱之特定魚種，而係以
香料或調味料調製提供所宣稱之特定魚種風味者，其品名或品名附近明顯處應標示「風味/口
味」字樣。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二) 罰則
「圓鱈、扁鱈」未依前述規定標示清楚，使消費者誤解為「鱈魚」，將依同法第 45 條規
定，可處新台幣 4 萬元至 400 萬元罰鍰，產品須依第 52 條限期回收改正。
八、特殊營養食品之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應加標示事項
(一) 規定
105 年 12 月 19 日公告修正「特殊營養食品之病人用食品應加標示事項」，名稱並修正為
「特殊營養食品之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應加標示事項」。修正重點如下：
1. 強化警語標示「本品屬特定疾病配方食品，不適合一般人食用，須經醫師或營養師指導使
用」之類似詞句，應以粗體字標明，且字體應明顯與底色加以區別。
2. 因低鈉食鹽及低鈉醬油不以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管理，所以刪除其應標示事項。
3. 酌修調整蛋白質食品加標示事項，產品如可提供病人生理所需之基礎熱量及營養素，得免
標示「為達營養均衡，本品請勿單獨使用」之類似詞句。
4. 明確定義必需脂肪酸係指亞麻油酸及α-次亞麻油酸，並修正應標示警語「本品不含必需脂
肪酸」、「本品不含必需脂肪酸亞麻油酸」及「本品不含必需脂肪酸α-次亞麻油酸」之型態，
以供食品業者遵循。
(二) 罰則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製造之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皆應依本規定標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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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氟派瑞(Fluopyram)及達滅芬(Dimethomorph)毒理資訊
一、農藥作用機制
1. 氟派瑞作用機制：
農藥氟派瑞為一種廣效性抗真菌劑，其為琥珀酸脫氫酶(Succinate dehydrogenase)的抑制
劑 ，此酵素的功能與粒線體行呼吸作用時的電子傳遞鏈有關，因此，氟派瑞可阻斷粒線體的
能量代謝。
2. 達滅芬作用機制：
農藥達滅芬為無色結晶體可溼性粉劑的殺黴菌劑，主要作用機制為抑制細胞壁合成，由
兩種同分異構物所組成(E-isomer 及 Z-isomer，組合比例為 1:1)。
二、急性毒性(Acute toxicity)
農藥之急性毒性係以農藥對哺乳動物(大鼠)經口服、皮膚、呼吸毒性試驗之半數致死劑量
(LD50)或半數致死濃度(LC50)來判定毒性大小(Chan and Hayes, 1994)。我國農委會參考世界衛
生組織(WHO)的規定，將農藥急毒性或可能對人造成急性毒害作用，分為 5 個等級： I.極劇
毒、II.劇毒、III.中等毒、IV.輕毒及 V.低毒(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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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農藥急毒性等級分類
毒性分類

第I

第 II

第 III

第 IV

第V

單位

極劇毒

劇毒

中等毒

輕毒

低毒

口服(LD50)

mg/kg

≦5

>5~≦50

>50~≦2000

>2000~≦5000

>5000

皮膚(LD50)

mg/kg

≦50

>50~≦200

>200~≦2000

>2000~≦5000

>5000

呼吸(LC50)

mg/l

≦0.05

>0.05~≦0.5

>0.5~≦1.0

>1.0~≦5.0

>5.0

暴露途徑

此外，亦需考量農藥對哺乳動物之眼睛刺激性、皮膚刺激性及過敏性，以作為對使用者
的急性暴露風險評估，其刺激性及過敏性的分級標準請見表 2。
表 2. 我國農藥刺激性及過敏性分類
毒性分類

嚴重

中度

輕微

眼睛刺激性

致死性或腐蝕性

眼角膜傷害，但在

可在處理後七天內

(眼角膜至 21 天仍

處理後第 8~21 天

恢復。

未恢復)

內恢復

皮膚刺激指數

皮膚刺激指數

皮膚刺激指數

平均值≧4.0

平均值≧2.3~<4.0

平均值<2.3

皮膚刺激性
皮膚過敏性(%)

>29%(中度~嚴重)

≦28%(輕微或無)

1. 氟派瑞之急性毒性：
不論是口服或是皮膚接觸，於實驗動物大鼠中的半致死劑量(LD50)皆大於 2000 mg/kg
bw；而吸入性毒性半致死劑量大於 5.1 mg/L。而在刺激性及過敏性測試試驗結果指出，氟派
瑞對於實驗大白兔的皮膚及眼睛皆不具有刺激性，對實驗小鼠的皮膚並不會引起過敏反應
(JMPR, 2010)。
2. 達滅芬之急性毒性：
將達滅芬或其單一異構物進行口服以及皮膚急性毒性測試，於實驗動物大鼠中的半致死
劑量(LD50)皆大於 2000 mg/kg bw；而吸入性毒性半致死劑量為大於 4.24 mg/L。而在刺激性及
過敏性測試試驗結果指出，達滅芬對於實驗動物的皮膚不具有刺激性及引起過敏反應，但是
對眼睛有輕度刺激(Slightly irritation)，在投藥的 4 小時後已緩解症狀 (JMPR, 2010)。
三、慢性毒性及致癌性試驗
農藥在評估長期暴露的毒性時，會以藥劑連續投予小鼠 18 個月、大鼠 2 年、以狗為試驗
對象則為 1 年，此試驗期為該受試動物之全部生命週期，藉此觀察藥劑長期連續投予後是否
會否引起器官慢毒性或致癌性，並可得知劑量與反應關係，進而推求到人體的安全劑量。
1. 氟派瑞之慢性毒性及致癌性試驗：
文獻指出，暴露 105 mg/kg bw/day 的氟派瑞會增加雄性小鼠甲狀腺濾泡腺瘤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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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鼠研究也指出，暴露 89 mg/kg bw/day 的氟派瑞會增加雌性大鼠肝細胞瘤(腺瘤及惡性腫
瘤)的發生率，但其作用致癌機制並未得到證實，實驗結果亦缺乏劑量反應關係(即實驗組別及
肝細胞瘤發生率如下，雌鼠作用劑量 0, 1.68, 8.6 and 89 mg/kg bw/day，肝細胞瘤發生率分別為
2/60, 2/60, 2/60, 11/59)，且此致癌機制與甲狀腺分泌的失衡有關，而齧齒類動物則為此機制之
易感性動物(Wason, 2007)。綜合動物實驗結果，世界糧農組織及衛生組織農藥殘留專家聯合
會議 (JMPR, Joint FAO/WHO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所釋出的結論如下:人類因食物殘
留所攝入的氟派瑞劑量，並無致癌性的風險 (JMPR, 2010)。在非腫瘤毒性部分，暴露 20.9
mg/kg bw/day 以上的氟派瑞會引發雄性小鼠肝細胞病變及壞死，並且造成甲狀腺濾泡細胞不
正常增生，而無不良效應劑量為 4.2 mg/kg bw/day(Wason, 2007)；在大鼠試驗中，暴露 8.6 mg/kg
bw/day 的氟派瑞會造成肝細胞肥大及嗜伊紅性白血球病變，而無不良效應劑量為 1.2 mg/kg
bw/day (Kennel, 2008)。專家根據實驗結果，制定每日可接受攝食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為 0.01 mg/kg bw/day。
2. 達滅芬之慢性毒性及致癌性試驗：
達滅芬在小鼠及大鼠的動物實驗結果並無致癌性的風險，且對活體動物並無基因毒性，
世界糧農組織及衛生組織農藥殘留專家聯合會議結論如下: 達滅芬對人體並無致癌性風險
(JMPR, 2007)。在非腫瘤毒性部分，達滅芬會造成實驗大鼠體重下降以及肝組織病變，而無不
良效應劑量為 36.3 mg/kg bw/day (JMPR, 2007)。專家根據狗暴露達滅芬一年及 13 週的動物實
驗結果，以未發生前列腺重、肝臟重及臨床生化值改變的實驗劑量 (NOAEL=15.2 mg/kg
bw/day)，制定每日可接受攝食量為 0.2 mg/kg bw/day。
四、毒性資料總整理
氟派瑞(Fluopyram)

達滅芬(Dimethomorph)

急性毒性試驗
LD50 > 2000 mg/kg bw

LD50= 3900 mg/kg bw;
LD50> 5000 mg/kg bw (Z 異構物) ;
LD50=4715 mg/kg bw(E 異構物) ;

皮膚(大鼠)

LD50> 2000 mg/kg bw

LD50> 2000 mg/kg bw;
LD50> 5000 mg/kg bw (Z 異構物) ;

吸入(大鼠)
皮膚刺激性

LC50> 5.1 mg/l
無刺激性(兔子)

LC50> 4.24 mg/l
無刺激性(兔子)

眼睛刺激性

輕微刺激性(兔子)

輕微刺激性(兔子)

致敏試驗

無致敏(小鼠)

無致敏(天竺鼠)

口服(大鼠)

短期毒性試驗
標的器官/
影響

肝臟/酵素分泌量增加、肝細胞 前列腺、肝臟及臨床生化值(狗)
肥大、壞死(小鼠、大鼠、狗)；
腎上腺/皮質細胞肥大及空泡(小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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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
12.5 mg/kg bw/day
最低 NOAEL (90 天大鼠試驗)

15.2 mg/kg bw /day
(1 年狗試驗)

皮膚
300 mg/ kg bw/day
最低 NOAEL (28 天大鼠試驗)

無資料
長期毒性試驗

標的器官/
影響

肝臟/ 肝細胞肥大、壞死(小鼠、 肝臟組織及體重下降(大鼠)
大鼠)

最低 NOAEL 1.2 mg/kg bw/day
(2 年大鼠試驗)
致癌性

36.3 mg/kg bw/day
(2 年大鼠試驗)

人類因食物殘留所攝入的氟派 無致癌性
瑞劑量，並無致癌性的風險
基因毒性試驗
無基因毒性

無基因毒性
生殖與發育毒性試驗

生殖影響

對生殖力無影響；造成胎兒體重 無生殖影響
下降(大鼠)

生殖毒性
13.9 mg/kg bw/day，胎兒毒性， 最低 NOAEL 2 代生殖毒性試驗(大鼠)
發育影響

胎兒體重下降，侏儒胎數量增加 增加流產胎數(大鼠，兔子)，無致畸
(兔子)，無致畸胎毒性
胎毒性

發育毒性

25 mg/kg bw/day(兔子)

60 mg/kg bw/day(大鼠)

最低 NOAEL
ADI(每日可接受攝食量)
0.01 mg/kg bw/day

0.2 mg/kg bw/day
參考資料

JMPR, 2010

JMPR, 2007

6. 塑化劑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毒性化學物質之定義及分類？
根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條之定義，指人為或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
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下列分類規定者，其分類說明如下：
毒性化學物質分類

說明
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

第一類 難分解物質

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如：汞、甲基汞。

第二類 慢毒性物質

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
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如：石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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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 疑似毒化物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
命者，如：氯氣。
非前三類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如：雙酚Ａ。

由於是以化學物質的毒性特性進行分類，因此前三類的毒性化學物質是有可能同時被歸類為 2
種以上毒性化學物質類別。所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之毒性分類篩選認定基準及流程，詳見《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篩選認定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
各類的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情形有何差異？
毒化物類別
運作權之獲得
(毒管法第 13 條)

標示
(含安全資料表)
大量運作基準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運作量＞大量運作基準：
- 製造、輸入、販賣行為需申請核發許可證。
- 使用、貯存、廢棄行為需申請登記文件。
 運作量＜大量運作基準
- 製造、輸入、販賣、使用、貯存、廢棄運作
行為需申請核可文件。
要

製造、輸入、
販賣、使用、
貯存、廢棄運
作行為需申請
核可文件

公告大量運作基準

免設

(毒管法第 11 條)

專責人員
(毒管法第 18 條)

運做紀錄申報

製造、使用、貯存場所運作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以 免設
上及單次運送氣體達 50 公斤、液體達 100 公斤、
固體達 200 公斤以上者，應設置專責人員等級、
人數，依規定設置。
(詳見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
理辦法)
按月申報：每月 10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運作紀錄

(毒管法第 8 條)

釋放量紀錄申報
(毒管法第 8 條)

申報毒理相關資
料(毒管法第 7 條及第

製造、使用、貯存年運作總量達 300 公頓以上或任一日達 10 公噸
以上者，每年 1 月 10 日前申報
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防災基本資料表

13 條)

維持防止排放、洩
漏設施正常操作
(毒管法第 19 條)

備應變器材
(毒管法第 19 條)

偵測、警報設備

運作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以上者

無(並無訂定
大量運作基準
值)
免設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任一場所單一毒化
物運作總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以上之運作人，應
依物質安全資料表備具必須之緊急應變工具及
設備。
 製造、使用、貯存「光氣」
，應設安全阻絕防護
系統(二次阻絕系統)及二道以上反應除毒或吸
收設施。
 製造、使用、貯存「氯」運作總量達 100 公斤，
應另備有水霧噴灑設施；運作總量達 2 公噸以
上者，應另設置安全阻絕防護系統(二次阻絕系
統)。
 氣態、液態毒化物依公告指定數量設置：
免設
- 常溫常壓下為氣態，或常溫常壓下為液態，
運作時為氣態；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任一時
刻運作總量達大量運作基準者。
- 常溫常壓下及運作時皆為液態，其任一場所
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 300 公噸以上，或任
一時刻達 10 公噸以上者。但在攝氏 25 度時
該毒性化學物質蒸氣壓小於零點五毫米汞柱
（mmHg）者，不在此限。
 製造、使用、貯存達諾殺、苯胺、三氧化鉻、
鄰苯二甲酐、硫酸二甲酯、氧化三丁錫等，應
設置偵測及警報設備之日期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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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預防及應變
計畫
(毒管法第 10 條)

強制投保第三人
責任保險
(毒管法第 16 條)

洩漏、運送污染事
故通報

 除輸出、廢棄外，其運作總量達大量運作基準， 免提報
應於申請許可證或登記文件前，檢具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
 主管機關應於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備查後 15 日內，將該計畫摘要供民
眾查閱。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總量達下列基準者， 免強制投保
運作人應於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
- 氣體：運作總量在大量運作基準 100 倍以上
者。但運作氯、甲醛總量未達 20 公噸者，不
在此限。
- 液體：年運作總量達 3000 公噸以上，或任一
時刻達 100 公噸以上。
- 固體：年運作總量達 12000 公噸以上，或任
一時刻達 400 公噸以上。
 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部分之施行日
期另定之。
1 小時內

(毒管法第 7 條)

運送事故派專業
應變人員到場
接受查核

2 小時內
要

(毒管法第 25 條)

運送聯單申報

要

免申報

(毒管法第 22 條)

目前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共有幾種，禁用及可使用之用途為何？
已公告 174 列管編號(毒理特性類似者，歸類為同一列管編號)，共 310 種毒化物，詳細內容請連
結至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一覽表》
。所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其禁用及限用內容請參閱《毒
性化學物質禁止運作事項一覽表》及《毒性化學物質得使用用途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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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一 屬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塑化劑
No.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化學文摘註 1
管制濃度註
2
社登記號碼
w/w %

大量運作
基準（公斤）

毒性
分類

公告
日期
88.08.16
88.12.24
89.10.25
90.06.21
90.06.22
90.08.09
100.07.20
102.01.24
95.12.29
100.07.20
102.01.24

01

鄰 苯 二 甲 酸 二 Di(2-ethylhexyl)phthala C6H4[COOCH2CH(C2H
te（DEHP）
(2-乙基己基)酯
5)C4H9]2

117-81-7

10

50

1,2

02

鄰苯二甲酸二辛
酯

Di-n-octyl phthalate
（DNOP）

117-84-0

10

50

1

03

鄰苯二甲酸丁基
苯甲酯

Benzyl butyl phthalate 1,2-C6H4(COOCH2C6H5
（BBP）
)(COOC4H9)

85-68-7

10

50

1,2

100.07.20
102.01.24

04

鄰苯二甲酸二異
壬酯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C26H42O4

28553-12-0
68515-48-0

10

50

1

100.07.20

05

鄰苯二甲酸二異
癸酯

Di-isodecyl phthalate
（DIDP）

C6H4[COO(CH2)7CH(C
H3)2]2

26761-40-0
68515-49-1

10

50

1

100.07.20

06

鄰苯二甲酸二乙
酯

Diethyl phthalate
（DEP）

C6H4(COOC2H5)2

84-66-2

10

50

1

100.07.20

07

鄰苯二甲酸二異
丁酯

Di-iso-butyl Phthalate
(DIBP)

84-69-5

10

50

1,2

鄰苯二甲酸二甲
08
酯

Dimethyl phthalate
（DMP）

C6H4(COOC8H17)2

C16H22O4

C6H4(COOCH3)2

131-11-3

10

50

1

100.07.20
102.01.24
88.08.16
88.12.24
89.10.25
100.07.20
58

No.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鄰 苯 二 甲 酸 二 Dibutyl phthalate
09
（DBP）
丁酯

分子式

C6H4(COOC4H9)2

化學文摘註 1
管制濃度註
2
社登記號碼
w/w %
84-74-2

10

大量運作
基準（公斤）
50

毒性
分類

公告
日期

1,2

88.08.16
88.12.24
89.10.25
100.07.20

59

表二 屬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塑化劑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No.

鄰苯二甲酸二烷
01 基酯（C7-11 支
鏈及直鏈）

鄰苯二甲酸二烷
基酯（C6-8 支鏈
02
及直鏈，富含
C7）

分子式

1,2-Benzenedicarboxyli
c acid,
di-C7-11-branched and C22H34O4-C30H50O4

註1
註
化學文摘
管制濃度
2
社登記號碼
w/w %

大量運作
基準（公斤）

毒性
分類

公告
日期

68515-42-4

10

－

4

100.07.20

71888-89-6

10

－

4

100.07.20

linear alkyl esters
(DHNUP)
1,2-Benzenedicarboxyli
c acid,
di-C6-8-branched alkyl C22H34O4-C30H50O4
esters, C7-rich
(DIHP)

03

鄰苯二甲酸二丙
酯

Di-n-propyl Phthalate
(DPP)

C14H18O4

131-16-8

10

－

4

100.07.20

04

鄰苯二甲酸二戊
酯

Di-n-pentyl Phthalate
(DNPP)

C18H26O4

131-18-0

10

－

4

100.07.20

鄰苯二甲酸二己

Di-n-hexyl Phthalate

酯

(DNHP)

C20H30O4

84-75-3

10

－

4

100.07.20

06

鄰苯二甲酸二環
己酯

Dicyclohexyl Phthalate
(DCHP)

C20H26O4

84-61-7

10

－

4

100.07.20

07

鄰苯二甲酸二異
辛酯

Di-iso-octyl Phthalate
(DIOP)

C24H38O4

27554-26-3

10

－

4

100.07.20

鄰苯二甲酸二正

Di-n-nonyl phthalate

壬酯

(DNP)

C26H42O4

84-76-4

10

－

4

100.07.20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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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苯二甲酸二
09 （4-甲基-2-戊
基）酯
10

鄰苯二甲酸二甲
氧乙酯

鄰苯二甲酸雙
11
-2-乙氧基乙酯
鄰苯二甲酸己基
12
2-乙基己基酯
鄰苯二甲酸二丁
13
氧基乙酯
14
15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No.

Bis(4-methyl-2-pentyl)
phthalate
(BMPP)

分子式

化學文摘註 1 2 管制濃度註
社登記號碼
w/w %

大量運作
基準（公斤）

毒性
分類

公告
日期

146-50-9

10

－

4

100.07.20

117-82-8

10

－

4

100.07.20

C16H22O6

605-54-9

10

－

4

100.07.20

C22H34O4

75673-16-4

10

－

4

100.07.20

C20H30O6

117-83-9

10

－

4

100.07.20

C20H14O4

84-62-8

10

－

4

100.07.20

C20H30O4

Bis(2-methoxyethyl)
phthalate
(BMEP)
Bis(2-ethoxyethyl)
phthalate
(BEEP)

C14H18O6

Hexyl 2-ethylhexyl
phthalate
(HEHP)
Bis(2-n-butoxyethyl)
phthalate
(BBEP)

鄰苯二甲酸二苯

Diphenyl phthalate

酯

(DPP)

鄰苯二甲酸二苄
酯

Dibenzyl phthalate
(DBZP)

C22H18O4

523-31-9

10

－

4

100.07.20

Mono(2-ethylhexyl)
phthalate
( MEHP)

C16H22O4

4376-20-9

10

－

4

100.07.20

鄰苯二甲酸單
16
(2-乙基己基)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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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7

中文名稱
鄰苯二甲酸單丁
酯

英文名稱

分子式

Mono-n-Butyl phthalate
C12H14O4
(MNBP)

化學文摘註 1 2 管制濃度註
社登記號碼
w/w %
131-70-4

10

大量運作
基準（公斤）

毒性
分類

公告
日期

－

4

1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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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芬普尼(Fiproni)及芬普尼光分解產物(Fipronil-desulfinyl)毒理資料
芬普尼(Fiproni)
哺乳動物吸收，分佈，排泄
及代謝
口服吸收程度
約30-50%可被吸收，一旦被吸收，可被迅速代謝，
其餘殘基廣泛分佈於組織，特別是脂肪組織
皮膚吸收
0.88-48 毫克/大鼠處理24小時，皮膚吸收量小於
1%。
分佈
一旦被吸收，可被迅速代謝，其餘殘基廣泛分佈於
組織，特別是脂肪組織。在血中半衰期長，約150-240
小時。
生物累積的潛力
組織，特別是脂肪組織。

芬普尼光分解產物(Fipronil-desulfinyl)

吸收緩慢，最大血液濃度於施藥後46-73小時。
施藥24小時內，吸收率約0.2-7%。
全身組織皆會分布。

毒性顯著的化合物(動物，
植物和環境)

半衰期長，183-195小時，特別是易累積在脂肪組織
中。
主要由糞便，次要是尿液
施藥後於96-120小時間，可排出70%。
糞便及尿液中主要是fipronil及fipronil sulfone。脂肪 代謝快，主要透過糞便及尿液。
及組織的代謝物是fipronil sulfone。
Fipronil, fipronil-desulfinyl, fipronil sulfone, and
Fipronil, fipronil-desulfinyl, fipronil sulfone, and
fipronil thioether
fipronil thioether

急毒性
大鼠，口服半致死劑量

92 毫克/公斤體重

排泄程度
動物體內代謝情況

大鼠，皮膚半致死劑量
大鼠，吸入半致死劑量
兔子，皮膚半致死劑量
兔子，皮膚刺激性
兔子，眼睛刺激性
皮膚過敏性
短期毒性研究

>2000 毫克/公斤體重
0.36 毫克/立方公尺(4小時)
354 毫克/公斤體重
輕微刺激
輕微刺激
弱敏性

雄性大鼠: 18毫克/公斤體重;雌性大鼠: 15毫克/公
斤體重
>2000 毫克/公斤體重
63

主要作用

最低口服NOAEL
最低皮膚NOAEL
最低吸入NOAEL
基因毒性
長期毒性及致癌性
主要作用

最低 NOAEL

致癌性
生殖毒性
生殖毒性主要作用

最低生殖毒性相關NOAEL

毒性實驗給予大鼠口服0，1，5，30，300 ppm芬普
尼13週，發現處理芬普尼30 ppm以上，大鼠肝臟和
甲狀腺重量增加，且雄鼠甲狀腺濾泡有上皮細胞肥
大的情況。給予犬口服0，0.5，2，10 毫克/公斤體
重芬普尼13週，發現處理芬普尼2 毫克/公斤體重以
上，雌犬出現食慾不振和體重減輕。
0.33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5 ppm，13週，大鼠)
0.5 毫克/公斤體重/天 (13週，狗)
5 毫克/公斤體重/天 (3週，兔子)
無可用數據
無基因毒性

神經毒性的臨床症狀

0.08 毫克/公斤體重/天 (90天小鼠餵食試驗)
無基因毒性

毒性實驗給予小鼠口服0，0.1，0.5，10，30，60 ppm 神經毒性的臨床症狀
芬普尼78週，發現處理芬普尼10 ppm，出現體重下
降，且雄鼠肝臟重量增加及肝囊泡空洞化。給予大
鼠口服0，0.5，1.5，30，300 ppm芬普尼2年，發現
處理高劑量芬普尼300 ppm會引起甲狀腺濾泡細胞
腺瘤。
0.055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0.5 ppm， 1.5
0.025 毫克/公斤體重/天
年，小鼠)
0.019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0.5 ppm，2 年，
大鼠)
無致癌性
無致癌性
在30 ppm時，成鼠甲狀腺及肝臟重量明顯增加，腦 垂體重量下降。在300 ppm高濃度可能涉及全身性
毒性，子代出現抽搐、體重減輕、生長遲緩、存活
率下降、生育指數下降的情況。
2.5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30 ppm，大鼠兩個孕 64

發育毒性主要作用
最低發育毒性相關NOAEL
神經毒性
神經毒主要作用

最低相關NOAEL
神經毒性90天的研究
主要作用
最低相關NOAEL
人體每日容許攝取量(ADI)

期)
無發育毒性
4 毫克/公斤體重/天 (大鼠)
1 毫克/公斤體重/天 (兔子)

增加骨頭骨化不全及骨化減少的機率
1 毫克/公斤體重/天 (大鼠)

給予大鼠口服0，0.5，5，50 毫克/公斤體重芬普尼， 幾項研究皆證實具有神經毒性
發現在5 毫克/公斤體重高濃度時，大鼠後腿張開能
力降低。
0.5 毫克/公斤體重
無
0.3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5ppm，大鼠)

-

0-0.0002 毫克/公斤體重 (共用ADI)

0-0.0002 毫克/公斤體重(共用ADI)

0.003 毫克/公斤體重 (共用Acute RfD)

0.003 毫克/公斤體重 (共用Acute RfD)

JMPR 1997

JMPR 2000

急性參考劑量 (Acute RfD)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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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芬普尼急性參考劑量(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
試驗
神經毒性試驗

實驗物種

暴露方
式

暴露時間

實驗劑量

NOAEL

安全
係數

ARfD

SD 大鼠

口服

13 週

0、0.5、5、150 ppm
(相當於雄性：0、0.03、0.3、8.9

5 ppm
(相當於 0.3 毫

100

0.003 毫克/公斤
體重/天

JMPR(1997)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雌性：0、0.03、0.3、11
毫克/公斤體重/天)

克/公斤體重/
天)
100

0.009 毫克/公斤
體重/天

EFSA (2006)

(Neurotoxicity
Study)

發育神經毒性試
驗

SD 大鼠

口服

(Developmental

懷孕第 6 天 0、0.5、10、200 ppm
至哺乳第 (相當於 0、0.05、0.9、15 毫克/
10 天
公斤體重/天)

10 ppm
(相當於 0.9 毫
克/公斤體重/

參考文獻

天)

Neurotoxicity
Study)
表五 芬普尼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試驗

實驗物種

暴露
方式

暴露
時間

實驗劑量

致癌性

NOAEL

安全
係數

ADI

長期試驗

CD 大鼠

口服

2年

0、0.5、1.5、30、300 ppm
(相當於雄性：0、0.019、0.059、
1.3、13 毫克/公斤體重/天；
相當於雌性：0、0.025、0.078、
1.6、17 毫克/公斤體重/天)

給予最高劑量
300 ppm，會引起
甲狀腺濾泡細胞
腺瘤 (follicular‐

0.5 ppm
(相當於 0.019
毫克/公斤體
重/天)

100

0.0002 毫克/公
斤體重/天

參考文獻
JMPR(1997)
EFSA(2006)

cell adenomas
and carcin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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