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物質之風險評估及其運用化學物質之風險評估及其運用化學物質之風險評估及其運用化學物質之風險評估及其運用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民國 103年 10月 23日 9: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 102 講堂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Dr. Anna Fan Ph.D., DABT (英文授課)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毒理所 

目的及內容目的及內容目的及內容目的及內容：：：：邀請 前美國加州環保局環境衛生危害評估辦公室-農藥與環境毒理科主任的 Dr. Anna Fan 規劃

系列課程。Dr. Anna Fan 將教授如何評估環境毒物暴露之健康風險，包含致癌性和非致癌性劑量反應關係, 

NOAEL/LOAEL, NOEL/LOEL, benchmark dose modeling, point of departure, mode/mechanism of action, adverse 

outcome pathway (AOP) 單一物質或多種物質暴露之時間與來源，以及年齡上的差異等因素，彼此間相互影響，

在風險評估上扮演何種角色。 

 

本課程不收取費用。報名截止日期為 10/17，因教室容納人數有限(約 168人)，一旦報名人數額滿則截止報名。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表表表表：：：： 
 
時程時程時程時程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 

9:30 

︱ 

9:40 

Introduction 

9:40 

︱ 

10:30 

Section I:  

Risk assessment - process and goals 

Discusses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critical concepts, process, goals, reference 

values, resources, and authorities involved. 

10:30 

︱ 

11:30 

Section II: 

Hazard identification (toxicology), dose-response 

and exposure assessment 

Discusses curren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mode of 

action implications 

11:30 

︱ 

11:40 

Break 

11:40 

︱ 

12:30 

Section III:  

Approach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relating to 

exposure to chemicals in air, food and drinking 

water 

Discusses assessment of chemicals in air, food and drinking water, associated 

exposures and intake rates, target populations (e.g., public, different age groups), 

calculations and conversions, pharmacokinetics/pharmacodynamics, and the need 

for exposure parameters. 

12:30 

︱ 

13:30 

Lunch 



13:30 

︱ 

14:20 

Section IV: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relating to 

setting permissible limits, assessing contamination 

and site assessment 

Discusses setting permissible limits, assessing contamination situations, 

conducting site assessments, populations at risk (e.g., public, workers, bystanders, 

residential/community), and the need for monitoring databases. 

14:20 

 | 

14:30 

Break 

14:30 

| 

15:00 

Section V : 

Considerations in evaluation, interpretation, 

limitations and uncertainties –   from risk 

assessment to risk manage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ining and knowledge in toxic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for evaluat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for conducting risk assessments, 

evaluating risk assessments conducted by others, and understanding associated 

limitations and uncertainties.  It discusses examples of risk assessments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how these varied among each other, lessons 

learned) on which risk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has been made. 

15:00 

| 

15:30 

Questions, discussion 

 
 
 
 
 
  



臺灣大學醫學院臺灣大學醫學院臺灣大學醫學院臺灣大學醫學院交通方式交通方式交通方式交通方式：：：：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上課地點：台大醫學院 102講堂(基礎醫學大樓) 

 

 

 

 



一、搭乘公車 

 臺北車站(青島) 2, 37, 222, 295, 5, 604, 648, 藍 1, 信義幹線, 948, 坪林-臺北 

 臺北車站(青島) 5 

 臺北車站(公園) 37, 皇家客運, 849, 1717(往金山), 2020(往三芝) 

 捷運臺大醫院站 651, 263, 222, 621, 5, 37, 20, 604, 2, 249, 648, 295, 信義幹線, 信義新幹線, 18, 0東, 251, 236, 

849, 坪林-臺北 

 臺大醫院站 227, 中山幹線, 2, 216, 222, 224, 30, 615, 64, 648, 37, 18, 261 

 臺北車站(忠孝) 49, 527, 257, 605, 276, 659, 15, 22, 220, 247, 274, 539, 14, 39, 652, 藍 1, 260, 299, 221, 232副, 

218, 246, 202, 307, 310, 604, 212, 212直, 205, 262, 232, 253, 265, 忠孝新幹線 

 行政院站 307, 310, 615, 652, 274, 299, 539, 604, 659, 三芝-臺北車站, 中山幹線, 14, 39, 218, 220, 247, 

261, 2, 5, 40, 218, 221, 227 

 臺北車站(忠孝) 262, 307, 0東, 246, 652, 671, 藍 1 

 臺北車站(忠孝) 232, 232副, 605, 257, 205, 276, 247, 287, 202, 忠孝新幹線 

 博物館站 270, 243, 20, 222, 信義新幹線, 241, 656, 657, 640, 706, 513 

 博物館站 236, 251, 644, 245, 835, 651, 263 

 捷運臺大醫院站 656, 835, 657, 5, 640, 513, 706, 651, 241, 243, 245, 263, 670, 621, 644, 236,251, 20, 0東 

 

 

 

二、搭乘捷運 

淡水-新店 臺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園路交叉口 (二號出口) 

北投-臺電大樓 臺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園路交叉口 (二號出口) 

文山-內湖線 
在忠孝復興站轉搭 永寧-南港展覽館線，再 臺北車站 轉搭 淡水-新店線 或 北投-臺電大樓線 

至 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永寧-南港展覽館 在 臺北車站 轉搭 淡水-新店線 或 北投-臺電大樓線 至 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蘆洲線-南勢角  1. 在 民權西路站 轉搭 淡水-新店線 或 北投-臺電大樓線 至 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2. 在 古亭站 轉搭 淡水-新店線 或 北投-臺電大樓線 至 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輔大-南勢角 1. 在 民權西路站 轉搭 淡水-新店線 或 北投-臺電大樓線 至 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2. 在 古亭站 轉搭 淡水-新店線 或 北投-臺電大樓線 至 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三、自行開車 

由國道一號由國道一號由國道一號由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        

1.由中山高南下→下圓山交流道→建國北路高架橋→建國高架橋仁愛路出口下交流道→右轉仁愛路三段、二段、

一段→右轉中山南路→臺大醫院  

2.由中山高北上→下重慶北路交流道→重慶北路三段→左轉民族西路→右轉中山北路三段、二段、一段→中山

南路→ 臺大醫院 

由經國道三號由經國道三號由經國道三號由經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北二高北二高北二高）：）：）：）： 

北二高→下安坑交流道，左轉環河路→水源快速道路→於師大路出口下交流道，右轉師大路→左轉羅斯福路三

段、二段、一段→ 接中山南路→臺大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