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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泌系統與環境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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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泌系統

腺體產生化學物質（荷爾蒙）以傳
遞訊號

–調節身體恆定（生殖、代謝、能量
產生等）

–調控身體發育成長

甲狀腺、腎上腺（葡萄糖皮質醇）、
性腺等



5Principles of Toxicology 2nd Ed, Williams PL et al. 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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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泌干擾物質（環境荷爾蒙）

 1996 年 歐 盟 委 員 會 (European
Commission)於英國Weybridge鎮會議
所下之定義:
對於生物體或其子代改變內分泌功能，

進而導致不良健康效應之外來物質

通常經由產生類似荷爾蒙作用或抑制其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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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荷爾蒙種類

類固醇類化合物 (例如避孕藥)
介面活性劑 (例如壬基酚、壬基酚聚乙氧基
醇)

農藥 (例如 DDT, 狄氏劑 (dieldrin), 三丁錫)
多苯環化合物 (例如多環芳香烴 (PAHs),
多氯聯苯 (PCBs), 溴化阻燃劑 (多溴二苯
醚))

含氧化合物 (例如鄰苯二甲酸酯、雙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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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H4(COOR)2

鄰苯二甲酸
酯 (esters of 
o-phthalic
acid, P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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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化合物

(Ying et al. 2002)

Estrone (E1)
雌素酮

17β-estradiol (E2)
天然動情激素

Estriol (E3) 
雌素醇

17α-ethynylestradiol
(EE2) 
乙炔動情激素

4-nonylphenol (NP) 
壬基酚

4-tert-octylphenol (OP) 
辛基酚

Bisphenol A (BPA) 
雙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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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作用機制-以雌激素性質為例
 化合物本身具有雌激素性質

– 職業性暴露十氯酮 (kepone)殺蟲劑可導致生育
力下降

– p,p’-DDT與o,p’-DDT
 化合物具有抗雄性荷爾蒙效應

– DDE為DDT之主要降解產物，可佔據雄性荷爾
蒙受體，抑制其作用

– 二溴氯丙烷可破壞細精管導致精蟲減少

 透過與其他受體結合間接調控
– 戴奧辛與共平面多氯聯苯可與芳香烴受體

(AhR)結合後活化與雌激素相關之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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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 DDE, & DDD
 1,1,1-trichloro-2,2-bis(p-chlorophenyl)ethane

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

 DDE: major degradation and biotransformation
product of DDT (loss of HCl, dehydrochlorination 
C=CCl2)

 DDD: impurities in DDT (CHCHCl2) and anaerobic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in liver and muscle
postmortem in vertebrate

C

H

CCl3

Cl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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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環境荷爾蒙作用之因子
 物種受體 (receptor) 之差異

–十氯酮與雞隻雌激素受體之親和力較大鼠者
高約百倍 (Hammond et al., 1979; Palmiter
and Mulvihill, 1978)

 與血清蛋白結合之能力

–僅有游離態能進入細胞與受體結合

–大部分體內類固醇荷爾蒙與血清中蛋白結合，
例如雌激素之游離態小於1%

–合成之雌激素與環境荷爾蒙往往與血清蛋白
之親和力不高



13E. Hodgson, A Textbook of Modern Toxicology, 3rd Ed., 2004, p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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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環境荷爾蒙作用之因子
干擾或競爭體內天然荷爾蒙與運送蛋白
之結合

–酚類化合物，例如多氯聯苯水解之代謝物、
氯 酚 、 硝 基 酚 等 ， 會 干 擾 甲 狀 腺 素
(thyroxine, T4) 與球蛋白之結合，影響血中
甲狀腺素含量

–體外細胞實驗顯示，壬基酚、辛基酚、雙酚
A、除蟲菊等可脫附與性腺荷爾蒙接合球蛋
白(sex hormone-binding globulin)上之睪固
酮或雌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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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當量因子

雌素酮
E1

雌素醇
E3

乙炔
動情

激素EE2

雙酚A
BPA

辛基酚
OP

壬基酚
NP

0.5 0.01 20 0.0003 0.00012 0.00003

(Thorpe et al. 2003 ； Steinmetz et al. 1997；Soto et al. 1995； Environment 
Canada and Health Canada . 2001)



16

環境荷爾蒙來源



17http://water.usgs.gov/nawqa/pnsp/pubs/fs97039/sw1.html

環境荷爾蒙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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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u-in.org/download/contaminantfocus/sediments/usgs-
pest-in-seds09200.pdf



Perfluorinated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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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luoralkyl carboxylates（PFACs）
全氟羧酸

• Perfluoroalkyl sulfonates（PFAs）
全氟磺酸

• Perfluoroalkyl sulfonamides ( PFASA )
全氟磺胺

• Polyfluorinated telomer alcohols
（FTOHs） 氟調聚合醇

PF

PF

PF

PF



20C&E News, May 10, 2011. DOI:10.1021/CEN050311092222 
http://pubs.acs.org/cen/news/89/i20/8920scene.html#content



用途與潛在環境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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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見於野生動物與環境界質；人體也常可檢出（血清

在ng/mL)
 持久性: 水中半衰期全氟辛烷磺酸超過41年，全氟辛酸超過

92年
 生物累積性: 根據全氟化合物製造廠退休工人血清濃度降低所

推估之半衰期，全氟辛烷磺酸約5.4年，全氟辛酸約3.8年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可能對於肝臟、免疫等具有毒性，不利於

嬰幼兒發展，亦可能潛在致癌



人體全氟碳化合物暴露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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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

空氣與
灰塵

飲用水

其他

來源

飲食
暴露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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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類化合物用途與環境流布

水體環境

污水與飲用水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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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苯二甲酸酯

聚氯乙烯 (PVC)產品 (塑化劑):
–醫療軟管、血袋

–鞋類、電纜包覆

–包裝容器、文具、玩具

–非共價鍵結 (與雙酚A聚碳酸酯不同)
非聚氯乙烯用途:

–塗料、橡膠產品、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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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暴露來源
皮膚接觸塑膠製品 (雨衣、手套、鞋子等)

–低度轉移與緩慢吸收，尤其是足部

 呼吸

–室內空氣為主，但是佔總暴露量甚少

食入為主要途徑

–腸道吸收效果僅約20-25%；大多可被胰臟
酵素於小腸分解或直接經由糞便移除

–估計70公斤成年人每日攝入量約 0.21-2.1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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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環境荷爾蒙暴露

綠色採購：優先購買具有環保標章產品

–降低環境衝擊

–所用原料、製程、產品等較不含有害物
(包含環境荷爾蒙)

源頭減量與做好回收工作： 減少環境負
荷以及再度進入食物鏈或飲用水

–少用塑膠袋、減少外帶等容器使用

–回收空瓶、電池、日光燈、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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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環境荷爾蒙暴露

正確使用產品：避免釋出化學物質

–不用保鮮膜直接加熱

–使用可微波容器 (多用玻璃或陶瓷，少用
塑膠)

–塑膠瓶裝水勿長期置於車內或後車箱

變換飲食來源：分散暴露風險

–降低由特定飲食暴露環境荷爾蒙之可能

–減少食用動物內臟，降低動物性油脂攝取



避免暴露，但毋須過於恐慌

–並非化學物質或添加物就一定不好

–絕大部分暴露量不高

趕快用替代品？

–測試資訊可能較少，觀察時間較短

–成本與消費者可接受之價格

–是否可能產生新問題？

• 甲基叔丁基醚 (MTBE); 生質能源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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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嬰幼兒

–慎選用品、餐具、玩具 (尤其是口含者)
–少讓其接觸不明化學品

–勿貪圖便宜

多食保健食品保肝排毒？

–可能反而增加肝腎負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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