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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102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三 

地點：台匇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後棟 16 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台匇醫學大學衛生政策暨健

康照護研究中心 
 

時程 主題 講者 服務單位 

09:00 

| 

09:45 

開場引言 

龔行健院長 

閻雲校長 

邱文達署長 

蘇清泉委員 

 

 

沈富雄醫師 

國家衛生研究院 

台匇醫學大學 

行政院衛生署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集委員/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委員 

第 2~5 屆立法委員 

09:45 

| 

09:50 

主持人引言 邱弘毅副校長 台匇醫學大學 

09:50 

| 

10:35 

食品安全 

康照洲局長 

葉安義教授 

呂廷璋教授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10:35 

| 

10:45 

                       中場休息及團體照 

10:45 

| 

10:50 

主持人引言 韓柏檉教授 台匇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0:50 

| 

11:50 

健康效應 

及風險評估 

劉宗榮教授 

劉興華教授 

楊振昌所長 

江舟峰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系 

11:50 

| 

12:35 

綜合討論(主持人：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江宏哲主任) 

12:35~                           午餐、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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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場引言 

江宏哲主任秘書(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秘書兼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歡迎衛生署許銘能副署長，感謝他付表署長在百忙之中到這裡來跟大家

一起關心順丁烯二酸的議題。還有資深的立委沈富雄醫師，沈醫師是台灣少數敢

講真話的人，此次順丁烯二酸事件，沈醫師在電視上做了很精采的辯論，非常仙

人敬佩。還有 TFDA 的康局長，以及在座很多專家、貴賓，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共襄盛舉，來參與順丁烯二酸酐的論壇，這個論壇是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與臺匇醫

學大學共同舉辦。國家衛生研究院裡面現在成立了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這個

中心是任務導向的組織，我們主要的任務是幫忙衛生署做一些社會關注的議題的

相關研究，比如說在環境毒物方面，從過去到現在有幾個事件，第一件是塑化劑，

我們中心也持續進行塑化劑的研究，然後六輕的爭議，中心也承衛生署的指示持

續針對六輕做跨部會的研究，當然還有很多，未來有一些 PM2.5、PM10的研究，

都是目前大家比較關注的議題。或許大家最近的感觸特別深，就是當有環境汙染

或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時候，國家好像缺乏緊急應變的機制，除了像 TFDA 他

們做得很好，有沒有可能再去形成一個跨部會或是跨產官學界的預防或應變機制，

關於這樣的機制目前中心已開始在規劃，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到我們中心的網站，

給予我們一些指導。那現在就歡迎另一個主辦單位，臺匇醫學大學的閻雲校長來

講幾句話。 

 

閻雲校長(臺匇醫學大學) 

 各位貴賓，各位長官，以及來參加的朋友們，大家好。我們非常誠摯的歡迎

各位蒞臨臺匇醫學大學，參加這個由國家衛生研究院主辦及匇醫大協辦的順丁烯

二酸酐的研討會。昨天我還向康局長請教，如何把「順丁烯二酸酐」說得比較順，

但如果我們說 modified starch 說法就比較合理，心理壓力也降低。所以很多時候

心理情緒的反應和實質的問題之間到底有多少連繫是需要討論的，這也是今天的

其中一個方向與目標。我們國民所關注的順丁烯二酸酐，其實還有其他的東西他

們也應該去了解，例如順丁烯二酸酐的反應、攝入量、付謝，這些都是可以被討

論的。我們匇醫大有幸能和國家衛生研究院共同主持這個有意義，對社會有直接

貢獻的研討會，是給匇醫大一次為社會服務的機會，我謹付表我們匇醫大向各位

長官、國家衛生研究院致謝，也希望今天的會議成功，謝謝。 

 

許銘能副署長(行政院衛生署) 

 主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江主秘，以及協同辦理的臺匇醫學大學閻校長、

邱副校長，還有民間的一些貴賓，包括資深的立委沈富雄醫師、關心這個議題的

專家學者，大家早安。今天能夠來付表署長參加順丁烯二酸酐健康效應論壇，我

覺得這非常重要，我們每次有一個食品安全的事件出來以後，大家對於相關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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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對人體危害的部分，在媒體上都有非常多的討論，但是回到專業的立場上，我

們發現卻好像沒有一個很好的帄台，讓學者專家提出論述，今天的論壇其實就是

一個很好的帄台，讓大家共同討論與了解。一開始順丁烯二酸酐的事件，我們只

是說明這個在食品是不可以添加的，接下來便引申出不能添加是因為有毒，以民

眾的立場而言，不可以添加是不是就付表有毒，但當大家都還不確定毒性大小之

前，就有專家出來說明，原來全台灣洗腎都是吃了順丁烯二酸酐以後，才產生這

麼多洗腎的個案。我們也提出這個物質對人體的危害在所有的文獻上來講，也未

必有這樣的情形。在報章媒體上講到化製澱粉的部分，就因為順丁烯二酸的存在

而變成「毒澱粉」。署長在跟同仁討論的時候，若有同仁提到「毒澱粉」的字眼，

都會被署長糾正，媒體可以講「毒澱粉」但衛生署的同仁不能講「毒澱粉」。所

以在這部分大家一定要有共同的體認，對人體產生危害的明確性還有很多討論空

間時，對外應該要使用更有學理依據的論述，和民眾做相關的溝通。所以我們希

望能夠幫忙民眾了解順丁烯二酸酐的危害，收集了非常多的資料，也做了很多媒

體宣導，也在各網站帄台做了說明，但總還是敵不過政論節目或其他媒體的討論，

所以我們在未來食品安全推動的過程中，或許還會發生食品中出現不可添加的物

質，因此我們新的食品衛生管理法在 5 月 31 日三讀通過，總統在 6 月 19 日公告

之後就開始實施。訂定新法的過程雖然有一些轉折，但通過後才是真正要開始做

事，在台灣食品安全方面的抽驗與稽查相關的管理網絡，的確要建構新的思維與

想法。在法規條文內，可以讓我們對食品添加物，或者化學物質進入到食品的管

制，都有比較明確且比較有著力點的管理，在這樣的管理下我們可能需要大量的

稽查與抽驗。除此之外，更需要學者專家大家一起共同來參與，未來我們在推動

各項食品衛生管理相關的措施的過程，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我們希望未來在食

品安全事件一爆發就能夠有類似的論壇，大家能夠充分討論，把外界的任何質疑

透過論壇的方式來做更明確的說明。剛剛也聽到沈富雄醫師提到，今天要不要對

外做出結論，說明健康效應的情形，這個帄台與訊息的溝通是非常重要，我們也

期待未來學者專家可以給我們政府更多的指教，提供更多的訊息，讓我們和民眾

做政策溝通時能得到更多協助。最後感謝大家的參與，預祝今天的論壇能順利成

功，謝謝。 

 

蘇清泉委員(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集委員/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謝謝主持人還有江主秘。衛生福利部總統公布 7 月份要掛牌了，恭喜許銘能

副署長即將擔任衛生福利部副部長。還有沈醫師、在座的各位學者專家大家早。

食管法在 5 月 31 日整部法通過是很不簡單。由於三聚氰胺、塑化劑、加上這次

的順丁烯二酸事件，整個社會氛圍越來越嚴重。正常的食品添加物有 700 多項，

照理說應夠使用，為什麼順丁烯二酸會流入食品內，因為大廠商藉著用量大，一

直和供應商要求壓低價格，供應商撐不下去只好拿便宜好用的原料。所以企業真

的要有良心，不能仗著量大跟供應商砍價錢。5 月 30 日晚上食管法在委員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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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但還有三條待協商，這個法規通過後對民眾會有很大幫助。昨天我又幫忙協

商環保署的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下個臨時會可能就會三讀通過。食管法加上毒

管法，再加上勞工安全衛生法裡面的化學物質管理，台灣的食品跟化學物質的管

理往前推了 20 年以上。各位若有什麼問題盡量提出來，我們隨時都在幫忙解決

問題，也希望學者專家給我們督促。之前三聚氰胺事件爆發時，前衛生署長要大

家多喝水，後來塑化劑事件也是要大家多喝水，這次的順丁烯二酸事件，現任的

邱署長也說要多喝水，那除了多喝水是否還有其他方法，今天就來聽學者專家是

否有其他方法。最後跟大家報告，台灣有很多食品是標示不良，好像沒什麼東西

可以吃。我們 GMP 的大廠有 500 多家，沒有管制的小廠有 4 萬多家。食品要怎

麼管理，健康食品怎麼管理，藥品怎麼管理，往後衛生福利部真的要加把勁。好，

謝謝各位。 

 

田秋菫委員(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委員) 

 食品安全非常重要，人家說安居樂業，吃到肚子裡面的東西如果有問題，那

也不用談安居了。我們在立法院最近修了食品衛生管理法，本來我想修成食品安

全管理法，但是時間太匆忙了，不過在這次修法我也很感謝我們學術界很多朋友

給我很多寶貴的意見，所以我們在這次食品衛生管理法也有很多很進步的一些觀

念，包括說食品安全基金，包括說不一定要證明有相當因果關係，因為我們都知

道消費者受害的時候要求償，要證明相當因果關係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產業

界有時候就有一些黑心業者就非常放心做一些非常不良的事情，那將來就是你沒

辦法證明相當因果關係但是你還是可以提起求償，那金額雖然不大，500~20000

塊，但如果我們在網路上發起共同求償的話，我相信對一些不良的業者會有非常

大的壓力。那我們還有其他的法條，不過大家在立法院的網站上都可以看到，我

就不占用大家的時間。但是我相信這次的修法還是有很多需要改進之處，在標示

上面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要求，但是還是有需要改進之處。我希望大家不斷給我

們鞭策，給我們意見，讓我們可以再繼續把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成真正的食品安全

管理法，謝謝大家。 

 

沈富雄醫師(第 2~5 屆立法委員) 

 各位長官、貴賓、專家，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首先我很高興主辦單位邀請

我來，坦白告訴大家，我其實一收到邀請函，不分青紅皂白馬上答應，不管是誰

辦的、目的何在，我想要來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是國內少數，恐怕甚至是唯一，

敢在公開場合鐵口直斷順丁烯二酸酐對人體無太大害處。就算它是違法的，它不

應該進入我們人體，但是所有的證據顯示，它對人體到目前為止沒有造成傷害。

但這種論調要有很大的勇氣，剛剛副署長提到，署長在署內對同仁說不能講「毒

澱粉」，但是他若在外面這樣講，大家就會說這個官員不知民間疾苦。我們晚上

的政論節目也是一樣，誇大其辭、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才會收到邀請，像我這種說

這個不應該添加但是對人體傷害性應該不大的，節目不會邀請我，因為觀眾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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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說法，觀眾喜歡看負面的、誇大的。前天我在 2100 我旁邊坐了一位化學

教授，就是有一個新的案子又出來了，雞蛋裡面有氯黴素，他就提到雞蛋要連續

吃 35 個而且要一天內連續吃才會有害，但是一般都沒提到 35 個的數量，大家就

認為這對人體有害，所以這樣的說法真的造成國人無謂的恐慌。有位教授說你現

在不做臨床了，所以你的立論是不可信的，但我說這跟有沒有做臨床是沒有關係

的，我的確是離開臨床好幾年沒有實際接觸病人，但這是普通常識，是邏輯的問

題，因為到目前為止大家引用的動物實驗，所發現的證據是狗的近端腎小管有傷

害，那近端腎小管的傷害在尿液一定可以發現，我們國內健康檢查都有做尿液常

規檢查，也很少有發現這樣的情況，如果真的已經對國人造成傷害，那一定很常

被檢查出來。而且教科書也提到很少會造成腎臟衰竭，。我上禮拜到腎臟醫學會

開會時，就說從這件事我們得到教訓，當箭頭指向腎臟的時候，腎臟醫學會沒有

即時做公開說明，讓恐慌在民間蔓延，這是不好的。今天這個論壇，我也很想知

道專家們能不能做出一個結論，但我在這裡很有自信，專家們的論調絕對和我相

去不遠，我建議開完會最好開個記者會，和大家說明這是虛驚一場，但是我後來

想即使開了記者會隔天的報紙也不會刊登，因為這個事件熱潮已退，但我還是肯

定這個論壇的舉辦。謝謝大家。 

 

2. 食品安全 

2.1 主持人引言(臺匇醫學大學邱弘毅副校長) 

在座的許副署長、江主秘、沈醫師、林副主任，以及國內知名的風險評估的

教授，還有國衛院的同仁、臺匇醫學大學的老師們，大家早。今天很高興臺匇醫

學大學和國衛院共同舉辦順丁烯二酸酐健康效應論壇，雖然沈醫師說這個事件熱

度過了，但是爭議一直都在，在江主秘熱心的安排下，國內重要的專家都到場，

不論時機點是否適合，我們都要追求科學的真理，所以今天我們要把事情談清楚，

這是學界應該要有的態度。我很榮幸擔任第一場食品安全的主持人，這個場次有

三位專家，第一位是康照洲局長，大家應該對他很熟悉，局長是台大藥學系畢業，

後來在台大毒理所當教授，局長本身的學問很好，也是國內少數在毒理方面的專

家但又願意投入很辛苦的行政工作。今天康局長以他豐富的學養，且有國內一手

的資料，還有過去處理事件的心得，在食品安全方面等一下請康局長做大約 15

分鐘的簡報。另外兩位都是台大食科所的教授，一位是葉安義教授，他是奈米食

材、食品工程安全、保健食品加工這方面的專家。呂廷璋教授是食品化學分析、

食品醣類、穀類化學加工的專家。在座也有很多匇醫大營養學的教授，我也很鼓

勵營養界的同仁要多多加入在食品安全這一塊，還有公衛界的人在健康風險評估

方面能夠多多加入，因為這是一個跨領域、不同科學的 cross talk，建立共識跟建

立大家將來分享機制一個很好的帄台。未來我想食品安全的問題不會只有這一件，

一定會層出不窮，學界應該在跨領域形成一個論壇的形式，大家彼此認識，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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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議題出現的時候，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在一定的帄台架構下能夠有具體的、

有實證基礎的結論，當作是衛生署在處理事件時很重要的支持。今天我很高興有

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這三位不論是在行政界、在學術界很重量級的教授來談這個

問題，也希望與會的學者專家們等一下能有意見的交換。 

 

 

2.2 康照洲局長(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保留投影片公開權] 

 

謝謝主持人，還有各位專家學者。今天要講的內容不多，主要還是希望能有

多一點時間讓大家討論。對於順丁烯二酸酐，我還是做一些基本的介紹。順丁烯

二酸酐的化製澱粉，如果用英文描述應該是 modified starch，而國內稱為化製澱

粉，若稱為修飾澱粉或許較不會引起這麼大的恐慌。主要是我們會用不同的化學

物質來做成修飾澱粉或化製澱粉，這次主要是他們使用順丁烯二酸酐加入澱粉後

做成化製澱粉，他的問題是在並未核准使用，現在已經核准了 21 種化製澱粉，

可能其他的都不好用了所以才用這一種。化製澱粉造成的毒性跟順丁烯二酸本身

化學物質造成的毒性事實上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在混亂之中，我們也沒有機會對

外好好說明，modified starch 到體內之後是否會被游離或被吸收其實還不是很清

楚。順丁烯二酸酐它的別名叫馬來酸酐，或去水蘋果酸酐，從這名字可以看到它

是從 Maleic acid 演變而來的。它可以做為生產反丁烯二酸、酒石酸、蘋果酸等

的原料，它也可以用在食品的包材，在美國和歐盟是核准的包材。因為包材會游

離到食品裡面，我們通稱為間接添加物，所以在食物裡面會微量存在。順丁烯二

酸本身我們稱為馬來酸或去水蘋果酸，它是一種有機酸，在有一些植物裡本來就

存在的。剛剛有提到順丁烯二酸酐可做為製造反丁烯二酸、蘋果酸的原料，反丁

烯二酸和蘋果酸是合法的添加物，但裡面會有一些雜質，有 500~1000ppm，其實

是 0.05~0.1%。食品加工的過程中，高溫烘焙其實也會產生，如果去看一些文獻，

研究最多是的咖啡，還有蜂蜜，其實都含有順丁烯二酸。還有是剛才也有提到的

會從包材游離過來。接下來是安全資料，報紙上說我們沒有提供很多資料，其實

這些資料都有，只是我們經過消化之後，認為不需要引起太大的恐慌，所以在新

聞上就沒有做詳細的敘述，結果造成大家對我們的誤解。順丁烯二酸在動物研究

顯示，在單一劑量 9 mg/kg，會產生腎毒性的傷害，但可和另一個研究做比較，

以 60 mg/kg 餵食狗 90 天，沒有發現到有腎臟傷害。這兩者的差別，一個是單一

劑量，是用灌食的，另一個是和食品一起服用，其實在美國 EPA 的報告寫得很

清楚，一個單純的化學物質跟和食物一起服用，應該以後者為主，但大家都注意

比較仙人驚恐的那部分。其實在同一個實驗的其他不同動物也發現並沒有毒性。

我們統整後採用歐盟的 TDI 做為標準來評估。在我們的評估過程中，以測出最

多的粉圓(400 ppm)來做評估，我們認為這還在安全範圍，雖然它是非法。評估

時我們是假設會完全被吸收。接下來是一個有趣的詴驗，因為新加坡用 1 ppm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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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來篩選我們的產品，我們跟他們提了很多數據，解釋 1ppm 是不合理的，因

為有很多種因素會有殘留，我們是採用 10 ppm，世界各國都採認，只有新加坡

不採認。這是關廟麵檢驗的結果，以新加坡的標準來看它的確不合格，但是以我

們的標準它是合格的。我們的論調是，順丁烯二酸它可能是自然產生，不合法是

指另外添加，不是測出來的數值使它不合法。所以也很有趣，我們去把關廟麵所

有的原料去檢驗，都沒有驗出順丁烯二酸，反丁烯二酸在麵粉中有測出，後來也

查出含有蘋果酸，很有趣的是，他也沒有做任何動作，弄成麵粉放到外面日曬，

日曬之後從一個小時開始，慢慢順丁烯二酸就開始產生，這個原因我們也不清楚。

所以麵粉含有反丁烯二酸，經過日曬之後，它會產生低量的順丁烯二酸，最終的

產品有 1.13~1.94 ppm 的順丁烯二酸，因此被新加坡判定為不合格，我們也把數

據都給新加坡，但他們仍不採信。對於報導說我們為什麼調查這麼慢，我在這邊

也說明一下，我們很少做這樣的說明，我們常抱怨說調查局他們調查一年才報告，

都沒有人會怪他們，我們調查三個月就說我們隱瞞，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是有困

難度的。第一，我們在聽到有這樣的可能性之後，我們就開始去研究，到底是不

可以用在哪裡，然後建議檢驗的方法，當然是拖了有一段時間。最後我們就開始

做一些調查，我們調查確實是找到有幾件，這其實我剛剛也提到的，其實跟塑化

劑事件一樣，發現了一個信號，但是我們必頇確認這個信號來源是不是不法，不

是自然產生，所以我們花了一段時間去了解這件事情。很多人說我們測出來就要

趕快宣布這個就是違法，其實不然，所以我一直要強調說它測出來有順丁烯二酸

不表示是不法，一定要建立在不法的行為之後才是一個不法的產品。也因為這樣

我們必頇找到源頭，找到澱粉廠，這也花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就開始溯源，就

跟衛生局及檢調來稽查，找到之後做了很多檢驗，最後我們確認已經抓到源頭了，

那時候抓到 4 家源頭，認為時機差不多了才發布這個訊息，就開始做全面稽查，

沒想到一稽查之後發現擴展的程度比我們想像的來得多。之後我們就採取阻源頭、

查市場、啟動 0527 食品安全專案會議。在稽查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市售

產品的順丁烯二酸的檢出率，從最高達到 54%，到現在下降到 1.1%，這是查了

94 件只有一件。回收量也從最高每周接近 200 公噸到現在 4 公噸。涉案澱粉的

業者看趨勢圖好像在增加，但其實這些業者我們一開始就掌握住，只是我們在檢

驗的過程中慢慢地來確定，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有 9家製造廠和71家經銷商。

整體來看，我們發現有 4 家化工原料廠、9 家澱粉製造廠、71 家經銷商、13 類

產品，還有一些像甜不辣，這被我們歸類在魚漿類的產品，所以我們現在是歸類

為 13 類產品。我們也去稽查安全證明，在我們的稽查下，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就

幾乎所有的店家都有貼，並且都合法。對於這個事件我們認為應該是落幕了，有

五大指標，首先涉案廠商都已經控制住，產品也會在這個月銷毀完畢，不合格率

降到 1.1%，張貼率也達 100%，還有消費者的關心程度，我們從兩通電話有一通

是有關化製澱粉的問題，一直下降到目前大概是 9%以下，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事

件大概是落幕的狀況。我們也做了一些宣導，例如投稿，希望讓民眾能更了解這

個事件。對於未來，我們修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已經通過，很謝謝立法委員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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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個法規裡面從源頭的管理，風險的預警，產業的管理跟消費者的保護，四

方面都有很好的規範，我們期待這個法規能落實的話，未來的食品會更安全。針

對大家比較關心的食品添加物，我們有一個三分策略，從進口一直到製造、販賣，

都會跟化工原料做分流，另外所有添加物業者跟產品都要登錄，在產品上都要全

標示，所有產製的過程中，和勞委會的化學雲還有環保署的毒性化學物質資料庫

都要做串接。我們會持續稽查，加重罰則，另外剛剛也提到的，對原料的進口鏈

和製造會進行分流和管制。所以我們有一個登錄系統，登錄完之後會跟其他部會

例如經濟部的工商登記串接，一直串接到地方衛生局的另外一個資訊系統，來做

一個全面性的登錄。資料串聯之後，會連接到環保署的毒性化學物質資料庫跟勞

委會未來會建立的化學雲，目前只是做產品登錄，但我們希望未來能做流向的登

錄，就可以串接到的食品業者登錄系統，一旦有化學物質流入業者時，我們的系

統就有訊號出來，希望之後有化學物質流到食品鏈時，我們就有預警系統。大概

就是這樣，簡單報告，謝謝。 

 

 

2.3 葉安義教授(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保留投影片公開權]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以及各位長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很高興來這

邊和大家分享「從澱粉事件看食品安全」。事實上我個人也是不願意看到「毒澱

粉」這個字眼，我從 1979 年就與澱粉為伍，一直到現在，我可以說是從做澱粉

起家的，昨天我也召開和澱粉業者的座談會，大家也都滿有共識的。 

食品安全基本的定義就是指食品的原料、處理、製備、儲存都不會導致消費

者產生疾病。更完整來說，我們吃的東西就是要提供我們營養；更進一步來說，

除了營養以外，我們不希望有任何汙染物。很多人認為不該吃食品加工的東西，

但食品加工主要的目的是延長它的保存期，為了延長保存期可能對食物的嗜好性、

可食性、營養價值有影響，所以會添加一些添加物。簡單來說，家裡的廚房就是

一個小型的食品加工廠，從購買食材到烹調到上桌，就是處理、加工、包裝的過

程，剩飯剩菜放到冰箱也是儲存，並且有一定保存期，所以我們通常說東西不要

在冰箱放太久。只是加工廠把量變大。食品添加物的來源與性質和汙染物是完全

不一樣的，因為它的目的是在改善產品的性質，而污染物就是會導致食品安全上

的問題。食品添加物有天然的也有人工的，既然稱之為「食品添加物」就是法定

可以准許使用的，這是全世界通用的名稱，即使是化學物質也是可以使用的，事

實上我們體內也會產生很多化學物，不只是吃進去的。汙染的分類我們大致可以

分為生物性、化學性、放射性，最近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以化學性為主。而化學

性也分很多不同種類，例如天然存在的毒素，自然環境汙染物等等，台灣最近發

生的都屬於蓄意添加汙染物。像三聚氰胺是因為要配合奶粉中蛋白質含量檢測，

為了節省成本而在奶粉添加三聚氰胺。塑化劑是添加於起雲劑，也是價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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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順丁烯二酸也是價格的問題。這三個來比較的話，順丁烯二酸和前兩樣是

差很遠，而為什麼這次事件鬧得這麼大，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沒有一個國

家允許它使用在修飾澱粉。目前我看的毒性報告，最完整的應該是美國 EPA 的

報告，他的結論是順丁烯二酸對眼睛和皮膚有刺激的作用。不過我們回到動物實

驗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對狗有影響就推論到對人也會有影響，舉個很簡單的例

子，相信在座有些人可能家裡有養狗，我相信你絕對不會拿巧克力餵狗，因為會

有中毒的現象，巧克力中的咖啡因和可可鹼在狗體內付謝需要好幾個小時，而在

人體大概 20~40 分鐘就付謝掉了，所以對人沒什麼影響，但對狗有影響。所以不

能因為動物實驗的報告就推論說對人體是有問題的。順丁烯二酸酐加上水就變順

丁烯二酸，它們的反應式非常簡單。順丁烯二酸酐就像是有兩隻手，可以和食品

中的成分，包括澱粉、蛋白質，形成膠原作用，所以就讓食品變比較 Q。很早以

前台灣很多食物都加了硼砂，它不只是兩隻手，它有三隻手，所以效果更好。以

順丁烯二酸製造修飾澱粉的技術大概在 1954 年有第一個專利，但是用途是在工

業用。剛剛康局長提到我們有 21 種核准使用的修飾澱粉，但歐美目前大概只有

13、14 種。順丁烯二酸澱粉在工業上是做黏膠用，因為它有很好的彈性。製造

方法分為濕法和乾法，濕法是在鹼性環境做反應，乾法是濕潤後加熱到 50~140 

℃。濕法在製造完後會經過水洗，因此藥劑殘留量很少，而乾法沒有經過藥劑的

水洗，所以藥劑的殘留量比較大。就我所了解以及做過的測詴，雖然台灣的業者

大部份是用乾法，但是沒有將溫度提高到 50~140 ℃，所以比正規作法的修飾澱

粉便宜很多。之所以會把它用的那麼普遍，主要的原因是有很多台灣的小吃，都

是使用番薯粉為主原料，但隨著時付變遷番薯粉慢慢消失，於是以樹薯澱粉取付，

但樹薯澱粉的性質較差，所以又添加了修飾的添加物。如果我們能恢復番薯粉的

生產，把農業、企業、文化結合在一起，把危機轉變為契機，利用番薯粉做為台

灣獨特的產品，因為全世界對番薯的研究非常少，應用也非常少。為了因應新的

食品管理法，商品的供應主要分為生產、通路、消費，供應鏈當中有些大公司已

經用供應商、訪廠，澱粉的技術在台灣其實很少人了解，所以若有專家進行技術

指導，加上衛生單位人員解釋法規，變成四方人馬都能了解整個供應鏈過程，就

可以把供應鏈透明化，並建立社會信心。因此在業者負責任的態度、消費者的警

覺之下，我們政府就很簡單的監督，就可以建立非常好的食品安全系統。謝謝大

家。 

 

 

2.4 呂廷璋教授(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可能很多人會問為什麼 TFDA 或其他相關單位不對順丁烯二酸做監控?為回

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從有機酸來談順丁烯二酸的本質。我們可能會聽過短鏈脂肪

酸，像是用在食用醋的醋酸，而膳食纖維在腸內會發酵，會產生丁酸，它是 4

個碳的有機酸，是很多細胞能量的來源，這兩種酸通常認為是好的。另外，有幾

個有機酸出現在這次的新聞裡面，有一個叫蘋果酸，它就是兩頭的酸，帶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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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氧基，另一個是琥珀酸，常在水果裡面出現，這也是 4 個碳的酸。這些酸其實

分子結構都非常相近，也存在於生物的系統內。在細胞內另外有一個有機酸與順

丁烯二酸分子量一模一樣，都具有一個雙鍵，稱為反丁烯二酸，反丁烯二酸和順

丁烯二酸的分子只有構形方向不一樣，反丁烯二酸在於生物細胞與食品裡，所以

檢驗與分析上面必頇考慮它的存在，大概念過生化的人都背過 TCA cycle，這個

就是細胞、生物體內的能量的付謝，從葡萄糖進來到細胞裡面，到粒線體裡面去

生產能量的時候它會產生出來，這個就是反丁烯二酸，那另外一個蘋果酸、檸檬

酸、琥珀酸，這幾個東西就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從葡萄糖進去，你的身體就會把

葡萄糖轉換成這些有機酸。所以這個在所有的細胞組織內都是經常存在的物質，

所以檢驗的時候常會遇到這些物質。談了這些大家就會明瞭，其實順丁烯二酸和

其他的有機酸一樣，大概在環境裡面、在食品裡面都會存在，我就簡單談幾個來

源。美國的有害物質資料庫 Hazardous Substances Data Bank (HSDB)裡面對順丁

烯二酸的紀錄指出，一般大眾主要的暴露來源是汽車的廢氣，也就是說有機物燃

燒以後，它很容易會出現這些有機酸。另外相關行業操作人員會從皮膚接觸，還

有呼吸，會暴露在高順丁烯二酸的環境裡面。有一篇德國很有趣的報告，這報告

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區域監控環境中的有機酸，包括琥珀酸、蘋果酸、酒石酸，

還有順丁烯二酸、反丁烯二酸，結果在城市、郊區、內陸與海上的空氣中均可監

測到上述的有機酸。所以關廟麵的例子，也可推測是從空氣中掉進去的，或是從

植物裡面物質經過曝曬從其他的有機酸轉換過來，這些可能性都存在。還有幾個

來源剛才康局長也提到幾個添加物，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在台灣跟歐盟的

規範裡面，蘋果酸的順丁烯二酸含量應小於 500 ppm 大概是 0.05%。因為這些有

機酸的性質太相近，所以它在生產的時候，它就會像不純物一樣存在這裡面。其

實還有更多的來源，比如說蘋果酸鈉，還有反丁烯二酸，這個都是會有順丁烯二

酸的存在，大概是 1000 ppm 跟 500 ppm，當然這些添加物是少量的添加在食品

裡面，這個濃度會被稀釋掉。其實順丁烯二酸在很多食品添加物裡面會被帶進來，

而跟它性質很相近的反丁烯二酸，我們身體自己就會合成，是合法的添加劑。順

丁烯二酸酐用於包材，其實很多的塑料就拿它當反應劑，也就是說它其實就是這

些塑料的原料，那歐盟有規範這些塑膠的材料，從材料遷移到食品裡面，遷移的

容許量是每公斤 30 mg 以下。剛剛提到這幾個來源是順丁烯二酸可能的來源。另

外，我給大家一個例子，是一個國外食品添加物反丁烯二酸的廣告，這個廣告告

訴我們反丁烯二酸的效能，比較不會吸水、可以在麵團的結構上做增強、或者當

成酸劑，這個合法的食品添加物，有很高的機會將順丁烯二酸帶進食品。於是我

到國際法典組織裡面去找，到底反丁烯二酸可以用在哪些食品? 有很多的食品都

會用到反丁烯二酸，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身體裡面可以合成出來的物質，但是這些

材料裡面就會含有少量的順丁烯二酸帶進食品系統。順丁烯二酸的研究其實很少，

一個 1976 年的美國專利，講到用順丁烯二酸化製的澱粉使用於麵包來增加它的

性質，也防止質地的變化，在 1976 年付台灣都還沒實施食品添加物的法規，我

們也有清單可以對照。當然專利不付表它一定可以使用，只是那時候就開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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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它的性質有了解，希望應用到這些食品。工業上的黏膠其實是在現在有很好的

應用，但是不可以放在食品裡面。既然發生了，有人會問說 TFDA 檢驗為什麼

這麼慢，我稍微解釋一下 TFDA 在做些什麼事。在傳統上，蘋果酸和反丁烯二

酸的原料，都必頇去控管順丁烯二酸，所以其實已經有一些分析蘋果酸、反丁烯

二酸和順丁烯二酸的方法，但其實分離的效果不太好，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都會存

在，基本上這些酸劑都會存在於分析結果中，所以在分析的時候，如果不刻意把

這一群有機酸特別分離，其實是根本看不見的，它的旁邊其實還有檸檬酸，所以

必頇選用可以有效把這些有機酸分離開的管柱。這是另外一個形式的分析，使用

離子的交換可以很清楚地把這幾個酸分離開來，若在實際的樣品，為了確定這個

就是順丁烯二酸，必頇利用紫外光譜的圖譜特徵，甚至利用質譜分析去確認所看

到的東西是順丁烯二酸。所以在初期的檢驗上其實有一點困擾，因為分析的目標

不是很明確，我們不知道順丁烯二酸的來源是不是由惡意添加而來，分析時也需

要排除由其他的有機酸混雜進來的背景。過去對順丁烯二酸的存在沒有嚴格的管

制，是因為它的毒性低，而且在食品裡面本來就有一些可能的來源存在。我的報

告希望闡明順丁烯二酸的食物來源，也希望強調順丁烯二酸酐，或是順丁烯二酸

化製的澱粉，都不是食品添加物，還沒有合法的允許使用，所以高量的在食品裡

面出現，是一種惡意的添加，是違法的，必頇要禁止。好，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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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效應及風險評估 

3.1 主持人引言(臺匇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韓柏檉教授) 

江主秘、康局長，還有各位在座的前輩，各位貴賓，大家早安。剛剛學習很

多，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很多事情經過溝通、經過解釋之後，真的是清楚很多。

剛剛康局長給我們說明了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兩位教授也針對澱粉的特性、來

源等等做了清楚的說明，我在下面抄很多筆記，為什麼要抄筆記呢？因為學生會

問我啊！說實在的，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沒有很認真去了解這個事情，總認為

這個事情就是一個東西，沒有那麼嚴重，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我們需要跟著

這個潮流去追、去罵、去問？如果太認真我會不安，我會很難過日子，我會很辛

苦。剛剛很多教授都說明了它的來源，經過政府的努力，業者也知道也就去做調

整了。所以前半段我們學習很多。那接下來這段我們邀請國內真正的毒物專家，

不只是我們看到的那些毒物專家，真正的，頂尖的，學有專長的毒物專家來跟各

位分享他們的在學術上、在工作上所看到的一些成果。第一位講者是劉宗榮教授，

他是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的教授，他是從美國愛荷華大學的環境

衛生與預防醫學的博士，他的學術專長是環境毒理、毒理付謝這方面的研究，所

以關於這些環境的毒物如何在身體裡面付謝他是非常精闢，非常有科學根據的研

究跟實務方面的經驗，首先我們有請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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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劉宗榮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謝謝主持人韓老師的介紹。各位專家，各位女士先生好。首先我非常高興有

這個機會能來這邊講解順丁烯二酸和順丁烯二酸酐的一般毒性評估，這個題目大

家可以看到是順丁烯二酸酐的論壇，那我的題目特別把他寫成順丁烯二酸/酐，

為什麼呢？剛剛不管是葉老師或呂老師講的都非常清楚，順丁烯二酸酐反應性比

較高，它跟澱粉不管是濕式還是乾式能夠形成所謂的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是

一種聚合物，所以大家可以上網找到一篇 2009 年大同大學碩士論文就是在做這

個。因為順丁烯二酸有兩個 arm，它可以做橋接，做很多的東西。這個東西在高

分子材料有很多用途，像現在大家都知道水凝膠，像紙尿褲可以吸很多的水，這

都是用化學材料去做的，我們的垃圾焚化廠堆的都是這種東西。所以現在比較喜

歡用所謂 green，綠色的材質，其中之一的話就是用 starch，可以用順丁烯二酸

加上其他的東西做成水凝膠之類的東西，用途非常的大。可是在這過程中，如果

順丁烯二酸酐碰到水就會游離成順丁烯二酸。所以我們到底要討論順丁烯二酸還

是順丁烯二酸酐，因為順丁烯二酸酐拿去做澱粉，它跟澱粉產生橋接，變成修飾

澱粉，多餘的順丁烯二酸酐水解之後變成順丁烯二酸，所以我們都是看順丁烯二

酸的毒性，所以澱粉做出來之後，要看它聚合化的程度怎麼樣，它的含量會不一

樣，會影響後續的分析。順丁烯二酸酐水解之後變成順丁烯二酸，等一下會講到

順丁烯二酸餵食動物後，在尿液裡看到 S-(1,2-DICARBOXYETHYL) CYSTEINE

的付謝物，簡稱為 DCEC，換句話說，這個東西在尿裡面和一個胺基酸結合，然

後排出來。順丁烯二酸的用途是什麼，我們很快看一下，有樹脂原料、黏著劑等

等，另外順丁烯二酸可以當作 pH 的調節劑，因為它酸性很強，在化妝品中可以

當 pH 調節劑，可以當香料的原料，有些化妝品內都有順丁烯二酸。另外可以當

間接食品添加劑，因為可以當 pH 調節劑，美國、歐盟都有核准使用。講到毒理

就會提到吸收、分布、付謝及排泄，先講吸收，順丁烯二酸酐水解可以產生順丁

烯二酸，所以當我們把順丁烯二酸酐直接拿給老鼠吃，它會付謝順丁烯二酸然後

造成毒性。剛剛也講過了，當你把順丁烯二酸酐混在飼料裡面拿去給老鼠吃，毒

性可能就會不一樣，因為順丁烯二酸酐可能跟蛋白質，跟一些澱粉橋接成其他的

東西。所以順序就是順丁烯二酸酐水解產生順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給老鼠之後

尿中會有付謝物，而且順丁烯二酸會跟組織蛋白結合。另外順丁烯二酸在微生物

的付謝有非常多的酵素，可是在哺乳動物體內參與的酵素是什麼，到目前為止都

不知道。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順丁烯二酸，它要去和 cysteine 結合，但也有可能和

glutathione 結合變成另外的東西，那它一定變成活性很強的付謝物，但這些東西

到目前為止都不知道。我們來看看順丁烯二酸的毒理資料，第一個是看基因毒理，

一般來說如果做基因毒理，一定第一個要看細菌，然後細胞，然後在活體有沒有

針對 DNA 產生傷害。文獻上用了 5 個細菌，TA1535、1537、1538、98、100 這

5 個 strains，去做的話都是陰性反應，這邊沒有做 TA102，大家知道 TA102 對氧

化性傷害特別敏感，以上所使用之細菌品系對順丁烯二酸不敏感。另外的話做動

物實驗，大家可以看到如果順丁烯二酸做動物實驗的話，在老鼠做 LD50 急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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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死劑量來看，兩個物種不太一樣，老鼠比較敏感，小老鼠比較不敏感，原因

到目前為止還不清楚。另外是做 Draize test，就是做皮膚跟眼睛的刺激性，把這

個東西放在白兔的眼睛，看牠會不會產生一些變化，如果把順丁烯二酸放在眼睛，

濃度 10 %眼睛產生化膿、失明，濃度 1 %放兩分鐘，pH 大概是 2 左右，眼睛角

膜混濁，換句話說它的刺激性是非常嚴重。美國化妝品協會有做評估，把它放在

人的皮膚上，皮膚上也會產生刺激作用。如果是在動物上做實驗，它會降低腎絲

球過濾速率，這還沒有真正產生腎臟病變，如果是1.04 mg/kg腹腔注射時會降低，

但是把劑量降低大概 10 倍的時候，0.17 mg/kg 就沒有，所以很明顯的是劑量反

應關係。另外會有 Fanconi's syndrome，就是近端彎曲小管的損傷，如果是用腹

腔注射或血管注射給老鼠，50 mg/kg 以上一定會發生，可是如果用餵食的口服

給藥 5 %、0.05 %、0.5 %，兩年，牠除了體重降低與攝食減少之外，沒有相關的

病變。換句話說，順丁烯二酸拿去給鼠類動物吃，基本上沒有病變，可是如果你

用腹腔或靜脈注射給藥的話，會產生腎臟病變。另外生殖發育也沒有影響，精子

直接去做的時候會降低活動力，這是體外詴驗。另外沒有致畸胎性，致癌性的話

到目前為止沒有相關的報告。順丁烯二酸的 TDI，歐盟是把順丁烯二酸酐直接拿

去給鼠類動物吃，做出來以後是 0.5 mg/kg/day，美國是 0.1 mg/kg/day。可是在台

灣，順丁烯二酸酐是跟澱粉去橋接變成修飾澱粉後才吃進去，一旦變成修飾澱粉

以後，順丁烯二酸酐的物理化性就已經改變了，這個時候我們用歐盟的 TDI 0.5 

mg/kg/day 去做，事實上是不是稍微高了一點，因為在台灣並不是直接食用順丁

烯二酸酐，我們吃到的順丁烯二酸酐跟澱粉已經產生反應以後，它的特性和原本

的順丁烯二酸酐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用這個 TDI 是不是有點不適當，另外

用順丁烯二酸來做的話根本就沒有 NOAEL，因為給到 5 %都沒有影響。所以結

論就是順丁烯二酸酐已經與澱粉形成聚合物，所以應該可以不考慮它的毒性。順

丁烯二酸用在很多化妝品的 pH 調節劑，並可以當做食品的間接添加劑，這個在

全世界文獻非常多，評估以後它的安全性是無虞的。另外在狗及大鼠誘發 Fanconi

病變，他是腹腔或靜脈注射給藥，口服的話基本上病變不是很嚴重。另外，順丁

烯二酸沒有基因毒性。有眼睛的刺激性，大致上與劑量相關，所以順丁烯二酸在

少量的時候，在化妝品中評估過後是安全的，很多香水跟刮鬍膏都有順丁烯二酸。

把化製澱粉拿去萃取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順丁烯二酸萃取出來嗎，還是它已經變

成其他的東西，這個我們不清楚。順丁烯二酸誘發的病，不管是酐或酸，誘發的

腎臟病變，明顯與劑量有很大關係，跟投藥途徑也有關係，這個原因值得進一步

探討。順丁烯二酸在體內是否會形成活性付謝物，因為這會影響到它的毒性，這

個我們也不清楚。剛剛委員講到喝水可以解毒，事實上含硫蛋白質也可預防或降

低順丁烯二酸誘發之毒性。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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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劉興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 

我就接著劉宗榮老師報告順丁烯二酸的滲透性。現在對順丁烯二酸引起的腎

毒性都鎖定在 Fanconi's syndrome。首先簡介腎臟的結構，把腎臟切開來看可分

為皮質部分跟髓質部分，在腎臟裡面有很多腎元，腎元是腎臟裡面一個功能性的

結構單位，腎元有包括血管、腎絲球、腎小管，血液經由小動脈進入腎絲球，進

行過濾的作用，然後濾液經由腎小管到集尿管，再到我們的泌尿系統，完成泌尿

的功能。在腎小管輸送濾液的過程中，腎小管有分幾個部分，近端腎小管、亨利

氏環、遠端腎小管，在近端腎小管這邊，這是濾液通過的第一個地方，濾液在經

過近端腎小管的時候，會再進行一些所謂的再吸收，因為濾液裡面可能還有很多

營養素，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的電解質，我們可以再利用，所以我們可以再利用的

東西會在近端腎小管再回收。那我們來看什麼叫 Fanconi's syndrome，它發生病

灶的地方就是在近端腎小管，所以會阻斷近端腎小管再回收營養素和電解質，這

些原本要再回收的物質就會經由尿液排出。所以 Fanconi's syndrome 的特徵是尿

中葡萄糖、氨基酸、尿酸、磷酸鹽、碳酸氫鹽及其他小分子物質自尿中流失，導

致酸中毒、低鉀血症、多尿、多渴、尿糖、軟骨病和生長發育遲滯等◦談到順丁

烯二酸會造成 Fanconi's syndrome，早期的幾篇文章都提到順丁烯二酸跟 Fanconi's 

syndrome 的關係。首先第一篇文章是在 1950 年，其實這篇文章是用狗做實驗，

可是作者當初最主要目的不是探討純粹順丁烯二酸所造成的腎毒性，其實是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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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給予有機酸，是否能改善狗已經發生酸中毒的情況，作者讓狗在酸中毒的情況

下，然後再給順丁烯二酸，每公斤體重給 40 毫克，來看尿液中電解質的變化，

結果發現酸中毒的狗給予順丁烯二酸之後，尿液中鈉、鉀、碳酸氫離子、磷酸鹽

的含量都明顯增高，所以反而發現順丁烯二酸可能會影響近端腎小管對這些電解

質的再吸收作用，而導致尿液中電解質的量增加。不過最後的結論是，順丁烯二

酸會短暫影響腎臟功能，但是可逆性的，這是可以恢復的，而且也認為說即使再

重複劑量給予的話，也發現說並不會造成腎功能永久性的傷害，所以作者認為對

於腎毒性的影響應該沒那麼嚴重。接下來在 1954 年這篇文章是發表在 Science，

是用大鼠做研究，來看順丁烯二酸的作用，濃度是用 0.1 M，用腹腔注射方式給

予，然後給予劑量是 1 c.c.跟 2 c.c.，之後再看尿裡面這些電解質或葡萄糖和胺基

酸的量，結果發現大鼠會產生類似人類的 Fanconi's syndrome，會造成尿裡面磷

酸鹽、葡萄糖、胺基酸增加，這是典型的 Fanconi's syndrome 會看到的現象。但

是他們的結論是，每 100 g 體重給予 1 c.c.的濃度 0.1M 的順丁烯二酸，持續給 2~3

週對腎臟功能也不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雖然看到在腎功能方面的影響，但是可

恢復的。接下來是 1973 年的報告，是用大鼠作實驗，給的劑量是 100 mg/kg body 

wt，使用靜脈注射，一樣有看到類似 Fanconi's syndrome 的影響，同時作者再給

予砷，發現會增強 Fanconi's syndrome 的症狀，尿裡面鈉的排泄量會增加，雖然

碳酸氫離子濃度沒有增加，但鈉或氯離子的排泄量是增加的。所以順丁烯二酸雖

然會造成 Fanconi's syndrome，但暴露到其他的汙染物也許會加重它對腎臟功能

的影響。接下來這篇文章是在 1995 年發表，之前對順丁烯二酸造成 Fanconi's 

syndrome的情況已經很了解了，這篇是想了解到底順丁烯二酸怎麼造成 Fanconi's 

syndrome。也是用大鼠作實驗，給予 single dose 的順丁烯二酸，用靜脈注射給予，

給的劑量是 50 mg/kg body wt，作者主要想看一個酵素，ATPase，腺苷三磷酸酶，

ATPase 有很多種類，它在體內扮演調節離子的角色，作者想探討的是，到底順

丁烯二酸怎麼去產生 Fanconi's syndrome，對於近端腎小管的功能有什麼影響，

想了解近端腎小管是不是它的 ATPase，這些調節電解質的酵素是不是有受到影

響，最主要看兩個，一個是調控鈉跟鉀的 ATPase，另外一個是調控氫離子的腺

苷三磷酸酶的活性，監測的部分除了近端腎小管之外，也看亨利氏環、遠端腎小

管、臍尿管這些部位的酵素活性。給予這樣劑量的順丁烯二酸，會不會對近端腎

小管酵素的活性造成抑制現象。這張圖就是解釋近端腎小管分別在調節氫離子，

還有鈉跟鉀離子，碳酸氫根離子和一個氫離子結合之後就變成碳酸，之後再經由

酵素 carbonic anhydrase 的作用變成水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再吸收回去。細

胞內氫離子要出來的話就是靠ATPase的調控，另外就是靠鈉離子跟氫離子交換。

順丁烯二酸不管是藉由抑制鈉鉀 ATPase 或是氫離子的 ATPase，都會減少氫離子

的排放，排放之後就沒有辦法去跟碳酸氫根離子結合，而形成碳酸再進行

Bicarbonate resorption。所以整個關鍵就是它影響近端腎小管細胞上的腺苷三磷

酸酶。所以作者的結論就是可能因為它影響腺苷三磷酸酶的作用，所以導致碳酸

氫鹽的回收受到抑制。另外實驗發現順丁烯二酸抑制大鼠近端腎小管的ATP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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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補充磷酸鹽，腺苷三磷酸酶活性會恢復，因此補充磷酸鹽似乎可以治療或緩

解順丁烯二酸造成的腎功能影響。這幾年有幾篇文章，再去探討順丁烯二酸如何

進到腎臟細胞，結果發現順丁烯二酸可以經由近端腎小管上有機陰離子的運送者，

叫做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s，來進入腎小管細胞。所以它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

進入到腎小管細胞，那就會對這個細胞造成影響。當然會造成 Fanconi's syndrome

除了很多疾病，包括 Wilson Disease，另外有很多重金屬，像鎘也會造成 Fanconi's 

syndrome，在 EHP 發表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鎘在環境暴露後，在很多國家的

流行病學，有證據顯示暴露到鎘會造成腎臟的影響，包括對近端腎小管細胞的影

響，表現出類似 Fanconi's syndrome 的症狀。鎘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它會在體內蓄

積，流行病學有發現在不同器官偵測到鎘的含量，在腎臟有比較高的累積量，動

物實驗也發現，給予 1.8-2.5 mg/kg/bw/day 的鎘會造成動物腎臟方面的影響或者

造成類似 Fanconi's syndrome 的作用。所以相較於鎘，順丁烯二酸在體內並不像

鎘會累積，造成嚴重的影響。事實上會造成腎臟影響的物質、環境汙染物其實還

很多，我回顧的這些文獻來看，順丁烯二酸對腎臟造成的影響，至少在動物實驗

是可恢復的，也不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相較其他的汙染物，它的腎毒性是小很

多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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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楊振昌所長(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主辦單位國衛院江主秘、林副主任，田委員，各位與會的講者，各位貴賓，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其實我跟兩位劉老師一樣，他們都是學基礎毒理的，我算

是比較學臨床的，所以接下來我就用臨床毒理學的觀點來跟各位報告我自己對順

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酐的看法。這是我的大綱，會簡單講個前言，然後主要討

論兩個問題，就是(順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酐)到底會不會造成腎臟毒性。剛剛

提到很多動物實驗，那到底人會不會，或者說這次事件到底會不會影響人的腎臟。

第二個就是，如果真的會產生腎臟毒性的話，到底會不會像有些醫師講的需要洗

腎；最後做個結論。TFDA 在 5 月 13 日發布訊息，並於隔天開記者會，很巧我

當天去聽一個紐西蘭的貴賓來講蔬果的農藥，也是近期大家很關心的議題，我去

聽的時候有一個記者問我可以在哪裡採訪，我就說我會去 TFDA 開會，因此後

來我在 TFDA 接受採訪。我當時只有講順丁烯二酸(酐)可能會導致腎臟損傷，但

應該不至於腎衰竭；但是有一些醫師越講越生氣，認為順丁烯二酸(酐)是洗腎元

凶。整個事件之後就變成一發不可收拾，此事件除了健康因素還有很多其他層面，

就算沒有健康因素我覺得它還是滿嚴重的(食品安全)事件。 

關於順丁烯二酸，動物實驗主要都是用靜脈或腹腔注射做實驗，很多研究結

果都提到它應該會產生所謂的 Fanconi's syndrome；而且有些狗比較敏感，只要

一點點劑量就會產生問題，那如果量大的話牠就可能產生死亡，或者產生急性的

腎小管壞死。但是很有趣的，這是單純去餵食順丁烯二酸，如果把它加在食物裡

面可能又不太一樣。順丁烯二酸(酐)加在食物裡面量比較大時，甚至可以長達兩

年都不會對動物產生健康上的影響。另外順丁烯二酸主要影響近端腎小管，如果

停止暴露就會恢復正常，根據現有的資料，看起來順丁烯二酸(酐)第一是跟劑量

有關係；第二是跟動物種類有關係，就是說狗可能比較敏感；第三個性別，看起

來雄性似乎比雌性敏感。另外途徑也有關係，你用靜脈注射、腹腔注射，毒性會

比口服來得大；另外是不是單純服用，這個都會有影響。我們做臨床毒物的醫師

就會想到順丁烯二酸(酐)對人的影響，人的資料雖然有但很少，且至少沒有跟腎

臟有關的。在一篇回顧的文章內提到，勞工如果碰到順丁烯二酸酐，可能會引發

氣喘，但是這個因果關係不確定。順丁烯二酸也用於美容化妝品的酸鹼值調節劑，

所以國外曾找自願者去塗抹，看會不會過敏，發現如果量大的話，確實會產生一

些過敏，但純粹是皮膚引起的過敏反應。所以根據目前有的證據，基本上就是動

物證據，如果我們長期食入含高量順丁烯二酸(酐)的修飾澱粉會不會導致腎臟毒

性，沒辦法說一定不會，我會說有這個可能性，當然這個可能性多到多少目前沒

有證據。如果去做一個很大型的研究或許可以，但問題是還有其他環境毒物，假

設一個人真的產生 Fanconi's syndrome，怎麼知道他是因為順丁烯二酸造成的，

還是其他環境毒物，這個很難回答。所以不能說一定不會，但是我覺得有這個可

能性，不過機會不見得會很高。 

假設真的會產生 Fanconi's syndrome，那會腎衰竭嗎？會不會像有些醫生說的

需要洗腎？Fanconi's syndrome 是一個可逆性的近端腎小管傷害，其機轉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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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Na-K ATPase。Fanconi's syndrome 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先天性，先天性的

發生率非常低，我查了一些文章，大概在 2 萬分之一到 4 萬分之一，也就是說 2

萬到 4 萬個小孩可能會有一個先天性 Fanconi's syndrome，影響一些特殊胺基酸，

付謝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另外像 Wilson’s Disease。那我們要討論的是後天性，

後天性就有滿多原因的，包括藥物，像一些抗生素、抗癌藥物、抗病毒藥物；還

有重金屬鉛、鎘、汞；水楊酸；酒精濫用；甚至中藥(如甘草甜素)；另外有一些

蛋白質堆積，還有多發性骨髓瘤或者其他原因，這些是所謂的後天性。先天性的

Fanconi's syndrome 在一些報告提到，如果沒有及時治療，可能會產生腎衰竭，

但後天性通常不是太嚴重，一般來說如果你及時發覺並治療大概都是可逆性。這

裡有兩份資料，大家可以注意紅線標記的部分，絕大部分 Fanconi's syndrome 都

是可逆性的，只要把原因找出來，例如是鉛暴露，就停止暴露並治療，基本上都

是可逆的。偶爾會有持續性的，例如鎘會在體內堆積，且在人體內半衰期為 20

年，因此就有可能造成慢性腎衰竭，但除了少數特例以外，Fanconi's syndrome

基本上都是很短暫、可逆性的。 

這是腎臟醫學會和國健局合作的洗腎登錄資料網，台灣的盛行率近年其實慢

慢有在變化，需要洗腎的盛行率慢慢在趨緩，但還是滿高的；發生率也一直在增

加，到最近大概 2006 年以後才開始往下降。假設順丁烯二酸酐的修飾澱粉真的

會導致腎臟問題，會導致洗腎的話，那因為它據說已經用了 20、30 年，我們假

設用 10 年，意思就是說在很早以前應該就看到很多洗腎的人數，但是看起來並

沒有這樣的情況，而且最近幾年人數在下降，所以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並沒有

證據傾向於說順丁烯二酸(酐)是洗腎元凶。當然我也很好奇為什麼最近幾年洗腎

的盛行率及發生率會下降。這是國健局在 2010 年 12 月編撰的一個慢性腎病防治

手冊，國健局對這個議題很重視，他們跟腎臟醫學會一直很努力在減少國內末期

腎臟病的發生。根據腎臟醫學會以前登錄的資料，國人 ESRD 主要都是三高引起

的，像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還有腎絲球的腎炎；剩下的還有很多是亂吃藥，

像南部很多地下電台氾濫，曾有病人問我電台都說西藥吃久了會洗腎，顯示我們

教育病人很久但病人還是會有這種錯誤觀念，有不少人因此亂吃偽藥，或者是非

法的中草藥，迷信偏方不願意吃西藥。把這些原因加總後，其實沒有多餘空間給

含順丁烯二酸酐的修飾澱粉扮演傷害腎臟的角色。接下來回顧一篇文獻，這是單

次給順丁烯二酸，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很快，但它對腎臟的影響一下就消失了，所

以剛開始給順丁烯二酸(酐)，確實腎臟裡面排出來的一些葡萄糖、胺基酸會增加，

但很快不到幾個小時就恢復正常。接下來這篇主要是討論機轉，大家可以看到一

樣的結果。事實上在很多動物實驗的文章，都提到是順丁烯二酸(酐)的作用是可

逆的、暫時性的反應，所以只要停止暴露，甚至有時候持續暴露，都還有機會回

復。 

這次事件也有一些論調，就是說吃什麼東西可以預防或減少毒性，大家可能

聽過吃豬皮、雞腳，這種說法是有一點根據，但我不建議大家去做，因為不知道

這些食物還有含什麼東西。那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是在 1996 年的老鼠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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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用 Glycine 去治療，看起來是可以減少腎臟傷害。同樣的這是類似的一篇文

章，這也是靜脈注射，可以看到滿有趣的結果，就在幾個含有氫硫基的胺基酸裡

面，好像甘胺酸(glycine)作用比較好，麩胺酸或是麩胱甘肽(glutathione)作用好像

沒那麼強，但若是它的前驅物 N-acetyl-cysteine 就沒有什麼作用，反而會加重

maleate 的毒性。所以在動物實驗確實有一些資料指出吃含比較多 Glycine 的食物

可能會有用。但 Glycine 其實很多食物都有，不一定要刻意吃豬皮或豬腳。 

長期食入含高量順丁烯二酸(酐)的修飾澱粉食品會導致慢性腎臟疾病(CKD)

或甚至 ESRD 嗎？根據現有的資料我覺得產生慢性腎臟病的機會很低，不能說一

定不會有，但我相信機會是非常低，至於產生 ESRD 我認為不會。所以這次事件

我認為是性質很惡劣的，因為是廠商惡意添加，所以不管對健康有沒有影響，它

是一個很惡劣的食品安全事件，要靠政府、業者、消費者共同努力來改善。根據

現有證據它急性毒性很低，我不認為會造成急性中毒或急性腎衰竭。長期暴露可

能會造成 Fanconi's syndrome，但基本上是可逆，所以我也不認為會產生 CKD 或

ESRD，如果會機會也非常低，因為還有其他環境毒物毒性更強。目前對於順丁

烯二酸(酐)暴露沒有特定解毒方法，不需要去找偏方，不用吃太多豬腳。最重要

應該是保持心情愉快，多喝水，多吃蔬果，多運動，另外少油少糖少鹽，不抽菸

不喝酒，不嚼檳榔，我相信這些都做到的話就能保持身體健康。 

風險效應溝通要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是今天很重要的目的，看未來能不能

建立一個更好的機制。生活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沒有毒的，大家不要無謂恐慌，我

們應該把毒物的教育做的更好，不要把「毒」這個字濫用。我就跟各位報告到這

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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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江舟峰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系) 

   [保留投影片公開權] 

 

我們都是本著關懷社會來做發言，雖然媒體有時候會誤導，但不會讓我們的

熱情消失。我今天的報告會把重點放在暴露評估，前面幾位老師的報告著重在系

統或機制的毒性，我想建議採用 24 小時飲食回憶資料庫，以族群為基礎，探討

如何評估經由食物的暴露劑量。如果能回答暴露劑量是多少，才可以做風險評估。

中國醫藥大學風險分析中心目前一直在做所謂 TDS，TDS 就是 total diet study，

稱為總膳食計畫，世界先進國家都在做，他要回答的單一問題是透過吃，是指真

正吃進去的，所以我們的團隊會去採買菜餚，不是食材，是烹調過的，在全國採

樣，TDS 有一些設計的原則，他主要是做慢性風險評估，以族群為基礎作為篩

檢或早期預警之用，TDS 最後的結論是如果是高過，比如 5 %，應該進一步去調

查與追蹤。要做劑量的評估，基本上在這個方程式裡面有 4 個參數，第一個就是

濃度，就是我們吃進去的食物裡面有多少濃度，第二個就是攝食量，每天吃多少

公克，要除以我們的體重，因為大部分的毒理劑量都會以體重正規化，之後再與

每日耐受量(TDI)比較。這個公式看起來很簡單，但執行起來是非常複雜，主要

是因為濃度與攝食量無法匹配。假設我們能算出%TDI，也就是所謂的風險值，

或 Hazard index，大部分的觀念是說小於 1 就好，其實不然，我們去看 CODEX

的規範，他有一個程序書，他列了 3 個 criteria，CODEX 把會員國分成不同區域，

第一個 criterion 是如果在一個區域裡面，Hazard index 大於 10 %，第二個就是有

兩個區域大於 5 %，第三個就是小於 5 %，如果這個區域有顯著的影響(significant 

impact)，那應就個案評估(case-by-case review)。我的見解是，我們應採用第三個

criterion，因為目前順丁烯二酸的個案已引起社會普遍的關注。先進國家如美國

已建構一套風險評估為基礎的決策系統，叫做 DEEM，全名叫 Dietary Exposure 

Evaluation Model，它是一個電腻演算系統，帄常就將蒐集的資料輸入該系統，

要算的時候，根據擬回答的命題設計演算法，可以快速因應這樣的緊急時食品安

全事件，我們也可以事先研擬命題，設計演算法，按下執行鍵，就會快速把它算

出來。我們目前欠缺這樣的機制，我們有很多數據，但欠缺決策的資訊，我們花

了很多時間做了監測，我們也大概知道毒理，但是風險、劑量我們比較不清楚，

特別是以族群為基礎的，而且其不確定性相當高的。所以風險評估完了，通常要

開一個委員會，做一個不確定性分析，然後提供給決策者做後續的風險溝通。我

現在提出一個劑量評估方法，這是是我們中心過去一直在為 TFDA 做的，我們

做過防腐劑、農藥，我們要回答的是政府為了保護人民，我們有必要知道透過食

物，我們可能暴露到的那這些污染物，它的風險跟 CODEX 的規範來比，是不是

為具顯著風險(Significant risk)。我們國家做了一些調查，我稱為 NAHSIT database，

NAHSIT database 我們花了很多錢去做，我這邊列了 7 個歷年的調查及國，大部

分的資料庫不是全年齡層，我們做這個風險評估希望看全年齡層，所以我們把其

中 4 個資料庫串聯起來，串聯起來後我們發現 n 值接近 9 千多，比其他國家好很



 

58 
 

多，有的國家只有 4 千，所以我們的 n 值是夠的。NAHSIT 裡面的資料庫有 24

小時飲食回顧資料，每年都會有訪查員去問民眾，過去 24 小時吃什麼、吃多少，

都把它記錄起來。NAHSIT 現在是分 12 大類、47 小類的食品分類，可以先比對

這些小類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有修飾澱粉，像粉圓，可以把這些食物連結到這

些小類別，就可以從資料庫中的攝食量，去計算出可能攝食到多少修飾澱粉。但

NAHSIT 資料庫不是沒有缺點，一個比較大的缺點是只做單日 24 小時的回顧，

沒有做多日的，各位都知道，如果你被調查過去 24 小時沒有吃某一食物，並不

表示真以後的沒有吃該食物，所以會造成個體內攝食量變異會比較大。但很幸運

的我們的 n 值很大，或許可以彌補這樣的缺點。我這邊列出幾項 NAHSIT 資料

庫欄位內容，看看它的結構和可能給我們的一些訊息。這裡有 ID 就是各個

individual，被調查的人每個都有一個 ID，還有吃了什麼樣的食物、性別、年齡、

體重，食物有分精生跟精熟的重量，我們需要精熟。經過一些比對，我們應該可

以算出全體族群攝食某一污染物的劑量，來提供後續風險演算。目前這些是人工

去做，不像國外先進國家的 DEEM，已經把過去很多的數據一直輸入，或者預想

有些情境會發生，事先去 Label、code 這每一個記錄，只要按下執行鍵，就能跑

出結果，在緊急應變的時候，在快速需要一個答案的時候，可立即算出來初步結

果。我這邊以粉圓為例，我們可以查到的是，這個食物澱粉的含量，但需要再跟

食品專家確認各種粉圓中澱粉的成份分佈，我做的是暴露評估，比較像統計，或

電腻演算，或是法規毒理學，這個例子只是說我們可以做得到，如果我們擔心食

物中有澱粉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成分比例。剛剛提到說要做這件事會有一些不確

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食物不匹配，我們稱為 food matching，主要是 C 

(concentration)跟 CR (consumption rate)不 match，因為 C 跟 CR 是在不同時間調

查的，CR 是在 NAHSIT 資料庫內已經調查好的，C 是一些學者專家或是政府去

抽驗食物時，會有的一些數據 C，這兩個要怎麼 match，是暴露評估最重要的課

題。我最後做個結語，我的第一個建議是我們要去參考 CODEX Criterion 3，並

建議針對目前修飾澱粉順丁烯二酸酐食安事件，執行 TDS 暴露評估。我們不能

說 HI (Hazard index)可能小於 1，就不做族群為基礎的評估，如果我們這件事能

做好，我們下次的事件就可以更快處理好。第二個建議使用 NAHSIT 資料庫之

CR 資料，進行與該污染物有關食物聚類，拆解複合食物。我們發現跟澱粉有關

的食物都需要進行拆解，我們目前 TDS 的資料沒有，我們必頇跟食品界的學者

專家請益。第三個建議參考 CODEX 的六個族群，來設定暴露情境，General 

population, Children (<6 yr), Women of child bearing age (15-49 yr)，每一族群又分

為 General population (CR1) and consumers only (CR2)。也建議採用篩檢級之 OIM

暴露評估模型。然後也建議儘速建立像美國的 DEEM，來建立台灣的 TDEEM，

可快速演算暴露劑量，以因應民眾關切之食安事件，根據評估結果，召開論壇，

去討論評估結果的不確定性，然後研擬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溝通說帖，再來發布

一些訊息。以上是我簡單的報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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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討論 

主持人(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江宏哲主任) 

在討論之前，我要感謝 7 位講者，非常用心把他們最好的東西整理在 10~15

分鐘的報告，也要謝謝兩位主持人，事實上安排了三位主持人，但我們中心的林

嬪嬪副主任她客氣就沒上台了。非常謝謝大家的共襄盛舉，現在開放給大家提問

與討論。 

 

謝顯堂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今天來到這裡學到很多東西，對順丁烯二酸酐的問題也進一步了解，我在了

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上去 TFDA 的網站，我覺得這個網站是做風險溝通的很

重要的工具，我去看的時候，印證今天我所學到的，我要提出兩點來跟各位討論。

我們聽到順丁烯二酸酐修飾澱粉的食品安全的問題時，總是提到 TDI，TDI 現在

是採用歐盟的 0.5 mg/kg per day，聽完今天的演講之後，我發現有兩個問題，第

一個問題是這個 TDI 的定義，在網站裡面只是說這是每天每公斤的安全耐受量，

但是科學上的定義是終生的每天，不只是某一天的每天，這個就差別非常大，因

為一個人假設活 70 年的話，他有 25550 天，那每天都要吃到 30 個毫克，通通加

起來有超過的話，才叫做超標。這一點我們溝通出去，讓消費者知道說，不是有

一天吃超過 30 個毫克就是超標。我看報紙的時候，我們國內的毒理專家也說一

句話，假使做為主食，一碗就超標，這是非常離譜的推估。第二點，從江舟峰教

授的討論，我們做食品安全評估的時候，是一種總膳食的評估，要根據入口才算，

我從劉宗榮老師的演講也聽見，我們吃進去的是修飾澱粉做的食品，我們並不是

在吃順丁烯二酸酐，這個化學藥品跟澱粉混在一起又經過烹飪的時候，就已經不

知道在吃什麼了，所以吃進去的不一定是順丁烯二酸酐，可是你做風險評估的時

候，是用順丁烯二酸酐的 TDI 作為標準來計算，第一個已經沒有考慮到終身的

問題，第二又沒有考慮到你入口的東西是順丁烯二酸酐嗎，所以這方面又有一個

必頇要溝通清楚的地方。 

 

江宏哲主任(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謝謝謝教授，這兩個問題都非常好，第一個風險溝通，這個部份我想我們中

心會跟學界大家一起共同來努力建構一個風險溝通的環境。第二個是我們學界大

家要再繼續共同努力的，把這個做風險評估的時候一些不確定因素盡量降到最低，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基於假設，怎麼樣讓他更精確地去做風險評估，我想這是非

常重要的事情。 

    

鄭帅文老師(臺匇醫學大學藥學系副教授) 

主席、各位好。我覺得國衛院今天舉辦這個健康論壇是真的很重要，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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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有一個疑問，今天是 6 月 26 號，因為這個論壇的內容不需要到這個時候才

有資料進來，如果說今天這個論壇是在 6 月 1 號，或者這個事件正在發生，沸沸

揚揚的那個時候可以舉辦這個論壇，然後可以告訴大家的話，是不是會更好？也

就是說除了政府在解釋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學者是不是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我

們的切入是不是太慢了一點？因為其實大家一開始就說這個事件已經帄息了，也

就是說今天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對於解決這件事情是已經太慢了，那當然我們

要學習過去的經驗，然後一定會有下一次，希望下一次發生的時候，不要再造成

那麼大的影響，因為在業界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那如果我們學界能在好的時候切

入的話，可能這個事情馬上就退燒了，就不會那麼嚴重，那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請教學者專家是不是也同意以後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早一點做這樣的行動。 

 

江宏哲主任(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台下很多人都在點頭，確實我們反應應該要快一點，不過這個事件發生的時

候大家都很忙，我們也被要求在很短的時間內要提供一個評估報告，所以我當時

的人力幾乎都集中起來在做文獻回顧，然後內部討論，然後做一個報告給衛生署。

確實沒有錯，我們將來要建立很重要的風險溝通，您剛剛提到的論壇這件事情，

他是屬於風險溝通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們還需要再學習。從今天我們也感受到，

學者反應都非常熱烈，把它當成這是一個責任。謝謝你的意見，我們會努力。 

 

楊振昌所長(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大家都很認真，剛剛也提到很認真來辦這個活動，媒體要不要報導，而如果

記者不報導，民眾怎麼知道。媒體的溝通是非常重要，這一直是比較難克服的問

題。我跟記者互動也滿好的，但是…我剛剛說這次是性質很惡劣的食安事件，健

康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如果這樣講，大部分媒體其實不會報導，我已經碰到很多

次類似的狀況了。所以媒體的部分，我想國衛院、食品藥物管理局等單位，可能

要做的是如何讓媒體有正確的認識，媒體有自由權，他要怎麼報導是他的自由，

但至少如果讓他們有正確的認識，那就比較能溝通，而在報導時或許也會比較帄

衡。很多名嘴語不驚人死不休，媒體喜歡找這種人，他們覺得這樣有收視率，所

以除非媒體能體認他們是第三權，他們應該要做自我監督，不然我們在這邊很熱

心，到最後也沒有用。所以希望有個公正的第三者，提供一個很好的帄台，我也

希望能有更多學界或業界的人來參與，可以提供更正確的訊息。大家對食安事件

都很關心，但我覺得也不要太狂熱，過度熱心發言就變得有點失去科學基礎。我

們學科學的人當然應該以科學做基礎，但如果因為個人的觀念有偏差，或個人的

經驗，像有的臨床醫師就認為他碰過的病人是這樣，所以其他人也是一樣，這其

實是不對且缺乏科學實證的概念。 

 

江宏哲主任(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今天如果要做結論的話，其實很一致。我們最後會整理大家的資料，做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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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實錄，也會整理出會議的結論，在結束之前我想我們再邀請康局長談一下

感想。 

 

康照洲局長(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WHO 跟美國有定義直接與間接，順丁烯二酸是屬於間接添加物，可能報告

要修正一下。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國衛院，講風險溝通，如果今天在事件爆發時，

有哪些學者願意站在我旁邊？從三聚氰胺、塑化劑到這次事件，我不敢強求當事

件有很大衝突時有人站在我旁邊，但如果大家提供我一些資訊的話，我會很感謝。

現在媒體主要報導另外一方的說法，如果有人覺得另外一些名嘴的說法是比較有

不同的論調時，那可能會接受我跟蔡組長的說法。我們不會逃避，還是會站出來

說，那如果說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資訊，因為事件發生的時候可能要處理非常多

的事情，在資料的收集上可能會有遺漏，那如果國衛院可以協助我們，我覺得是

很好的第一步。也很謝謝田委員在修法的時候提出一個概念，我們不管是風險評

估，或者是…其實我們現在在跟歐盟談合作，跟他們的食品安全局做長期的合作，

會有人到那邊學習，會做經常的溝通。我們在國內也要建立一個機制，所以我期

待國衛院扮演公正的第三者把機制建立起來，會讓我們日後不管是訂標準或是做

一些政策的時候，會有正面的意義。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說明和建議，日後若發

生事件第一步一定要打給國衛院，會更快給國衛院資訊，來做一些風險溝通。我

們這三年來在中國醫、海洋、成功大學成立了研究群，中國醫是 TDS 的部分，

成大是做微量，做戴奧辛長期的追蹤，海洋是做毒素的長期追蹤，日後我們會再

擴大，邀請更多學界來加入研究團隊。謝謝國衛院今天辦的活動。 

 

江宏哲主任(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國衛院成立了這個中心，我們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當然就是做學術研究，回

答民眾關切的問題，第二個最重要的目的是去建立一個協調合作的機制，強化中

心的功能，做為預防或是緊急應變時協助政府處理事件。因為這個中心是從去年

11 月才開始運作，我們也正在學習，我們希望中心最大的功能未來可以是儘快

去協調學界跟政府，大家共同組成一個小組，做所謂的風險溝通，這個是我們要

學習的。今天最後我要邀請田委員來發表意見，田委員長期在風險溝通跟政策上

面都有非常精闢的見解，最後就請田委員做個總評論。 

 

田秋菫委員(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委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非常重要，所以在這次行政院組織改造裡面，我在未來的經

濟及能源部我也要求要成立一個能源研究所，就是現在的核能研究所進來成為能

源研究所，包括在未來的環境資源部，我也希望可以整合生物多樣性中心、環境

教育中心、還有一部分進來環境資源部的原來在農委會的林業詴驗所，成為國家

環境資源研究院，包括這次我們菸捐，國民健康局邱淑媞局長來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甚至要求在菸捐有一部份要給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污染對我們健康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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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研究一定要做一、二十年，如果每次就給某一個學術單位做三、五年，那

是什麼都研究不出來，邱淑媞局長也答應了，所以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是非常

重要。那今天的順丁烯二酸，這裡面牽涉很多的專業，問題是吃到每個人肚子裡

面去，變成每一個人的感受…就是我花了錢，然後我發現我吃進去的竟然是工業

用的原料，而且自己吃了就算了，給自己的孩子、家人吃下去，不知道會有什麼

後果。塑化劑事件我遇過一位媽媽的孩子有氣喘，醫生建議他從嬰兒時期就開始

吃一種酵母菌，吃了幾年，每天 3 包，媽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幫他們開記

者會、公聽會，到現在我相信也是無解。我想這就是食品安全的問題，現在豆干

也出問題，醬油也出問題，我們以前從小到大去夜市是台灣人共同的回憶，沒想

到都出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在這方面要怎麼把關，現在順丁烯二酸的事情

風波比較帄息下來，尤其在食品安全管理法通過之後，人民是很難再終日惶惶，

在恐懼中生活，風波帄息跟法規通過可能也有關係，但我覺得現在整個追蹤的流

程有很多斷落的環節，這些斷落的環節要怎麼把它補起來，讓我們的人民到夜市

去也好，到超商去，架子上的東西吃進去是安全的，這是我們國家最基本要做到

的。我一個朋友常去中國，去年還跟我講他有一些中國的朋友來台灣，來買東西，

還跟他說這個應該不會是假的吧，我到台灣買的至少是真的吧，沒想到我們這種

自信都快要消失，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各位學術界的先進，還有我們行政官員，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謝謝。 

 

江宏哲主任(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謝謝田委員的支持，長期對我們醫療衛生的支持，我想時間也差不多了，最

後請大家給我們自己一個掌聲，對於我們今天熱烈參與這場大家關心社會非常重

視的事情，給予一個鼓勵，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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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稿：江宏哲主任、林嬪嬪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