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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字：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溴化阻燃劑、非屬有機氯農藥  

一、研究緣起  

    干擾內分泌之化學品（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又

稱為內分泌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ers, EDs）或活化內分泌之製劑

（Hormonally Active Agents, HAAs），泛指一些具有類似生物體內荷爾

蒙作用之化學物質，可能對人類健康與生態環境造成危害。內分泌干

擾物種類繁多，包括殺蟲劑（如 DDT）、工業用化合物（如 PCBs 與

烷基酚類）、溴化阻燃劑（如多溴聯苯、多溴二苯醚）及燃燒或化學品

製程之副產物 (如戴奧辛物質 )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其他內分泌

干擾物，如塑化劑、金屬（如有機錫與鉛）等。目前已知之內分泌干

擾物至少有  70 種，其中 40 餘種為農藥，隨著人們對化學合成物質的

瞭解，內分泌干擾物種類將不斷增加。  

    內分泌干擾物在我國慣稱為環境荷爾蒙，其所牽涉議題廣泛，行

政主管部門相當龐雜，2011 年發生的塑化劑事件，直接暴露國內環境

荷爾蒙管理問題與改善之急迫性。現階段我國管制策略係依據行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70 次委員會議，指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國內

環境荷爾蒙管理機制之管理召集機關，由該署召集經濟部、衛生署、

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組成推動小組。然而，由於環境荷爾蒙環境流

布複雜，無法以單一法令或單一機關進行管制，需要跨部會合作，才

能有效管理。  

    本研究之目標在於研擬一套針對我國內分泌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

管理機制之策略，包含：1.我國內分泌干擾物管理之政策、法令及執

行現況；2.國際組織（聯合國及歐盟）及先進國家（美國、加拿大、

日本）內分泌干擾物管理之發展趨勢及關注議題；3.國內、外內分泌

干擾物管理之法令規範、推動機制、管制策略及執行情形之比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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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荷爾蒙（內分泌干擾物）管理政策建議；5.溴化阻燃劑及非

屬有機氯之農藥之管理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採文獻探討法，蒐集相關資料，

比較分析國、內外之異同以及網路徵集意見，以認定公共議題；第二

階段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及深度訪談法（詳細座談與訪談內容參見附

錄），了解其對重要資訊(證據 )的看法，及對研究設定議題之看法與建

議，整合分析其意見，納入研究報告中；第三階段為修訂研究報告及

建議政策，使其更確實可行。專家座談會 4 場次(32 人次 )與深度訪談

6 人次，對象來自政府機關、學術界、民間機構等。  

三、研究發現  

本研究依據各章綜合彙整比較後有以下研究發現：（一）先進國家，

如美、日及歐盟皆已有完整之（疑似）環境荷爾蒙清單，並針對其內

容逐年篩選與評估。（二）先進國家雖無針對環境荷爾蒙而設之專責單

位，但皆有相關法源明確訂定其規範及評估篩選程序。（三）美加及歐

盟皆已針對多溴二苯醚（溴化阻燃劑）設立相關規範或禁用法規。（四）

美、日、歐盟及聯合國皆針對化學品管理訂定專門法規或相關指導原

則。（五）國內對環境荷爾蒙管理，訂定相關法規，並據以執行，唯仍

欠缺一套完整法規與專責單位。（六）國內對產業界及官僚體系中環境

荷爾蒙來源流佈、背景暴露及健康危害相關資訊揭露不足及數據透明

度低。（七）國內目前已逐步執行環境荷爾蒙相關科學研究及風險評估，

但仍欠缺一符合國情與需求之完整荷爾蒙清單。（八）國內雖已執行溴

化阻燃劑等相關物質之管制，但其運作行為條件對民眾之保障仍嫌不

足。（九）國內對於農藥及環境用藥上，並未將其對生物內分泌干擾之

影響列入化學品篩選項目。（十）國內對於「法規影響評估機制」之觀

念欠缺，致使可能導致許多不合理、高成本、低效益的法規被制訂。  

四、政策建議  

本研究之各項具體政策建議，臚列說明如后。立即可行之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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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有 8 項，中期之政策建議有 4 項，長期之政策建議有 2 項。本研究

依據相關文獻分析、國外管理政策機制、專家學者座談會及深入訪談

的整合分析，對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研提具體可行之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政策建議：  

(一) 國內正式文件統一使用「環境荷爾蒙  (內分泌干擾物)」一詞，

作為專有名詞。（主辦機關：環保署）  

(二) 彙整「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推動小組執行進度，並設置專

區定期（至少每季）公開相關資訊。（主辦機關：環保署；協

辦機關：衛生署、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財政部）  

(三) 建立產、官、學、研與民合作模式，投入合理之人力與經費，

增設直屬辦公室，強化環境荷爾蒙之管理。（主辦機關：環保

署；協辦機關：經濟部、內政部、衛生署、農委會）  

(四) 加強各項家用農藥及個人護理用品之檢驗措施，合格者以現

行環保標章加以認證。相關檢測結果並彙整公開於上述專區。

（主辦機關：經濟部；協辦機關：環保署、衛生署、農委會）  

(五) 針對美、日及歐盟環境荷爾蒙 終篩選或疑似清單之物質，

列入國內環境荷爾蒙觀察名單。（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

關：經濟部、農委會）  

(六) 在勞委會「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訊運用機制推動方案」

所建立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基礎下，針對國內環境荷爾蒙物

質已管制名單與前述觀察名單，篩選國內運作量大之物質，

並提供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

關：勞委會）  

(七) 委託國內學術或研究機構針對國際關注物質之暴露風險評估

進行調查研究，針對國內運作量大且缺乏國外相關調查、研

究資料之物質進行相關研究。（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關：

農委會、經濟部、衛生署、內政部）  

(八) 針對非屬有機氯農藥，應依其科學證據、毒理特性及國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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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調查結果評估其公告列管之可行性，並協助評估非屬有機

氯農藥替代品之可能性。（主辦機關：農委會；協辦機關：環

保署、衛生署）  

二、中期之政策建議  

(一) 訂定我國「化學品管理法」之可行性架構並與緊急應變機制

相結合。（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關：法務部、經濟部、

財政部、內政部、衛生署、農委會）  

(二) 參照歐盟 REACH 化學品註冊 /登記程序及美國 SNUR 申報機

制之精神，要求業者主動提供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以進行安

全管理及後續管制之評估。（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關：

經濟部）  

(三) 針對溴化阻燃劑，參考美國部分州政府及加拿大政府，逐年

增加限制品項與降低產品中之含量。（主辦機關：經濟部）  

(四) 參考歐盟之「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所訂定之標準，以精進

國內產業競爭力。（主辦機關：經濟部；協辦機關：環保署） 

三、長期之政策建議  

(一) 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

關等方式擴增管理能量。（主辦機關：環保署）  

(二) 輔導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機氯農藥之替代品。（主辦機關：農

委會；協辦機關：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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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研究目的  

干擾內分泌化學品（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又稱

為內分泌干擾物（ Endocrine Disruptors, EDs）或活化內分泌製劑

（Hormonally Active Agents, HAAs） 1，在我國慣稱為「環境荷爾蒙」

（Environmental Hormones, EHs），泛指一些具有類似生物體內荷爾蒙

作用之體外化學物質，可能對人類健康與生態環境造成危害。內分泌

干 擾 物 種 類 繁 多 ， 包 括 殺 蟲 劑 （ 如 滴 滴 涕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工業用化合物（如多氯聯

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烷基酚類）、溴化阻燃劑（如多

溴聯苯（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s）、多溴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及燃燒或化學品製程之副產物（如戴奧辛）

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其他用途之物種，如塑化劑、金屬（如有

機錫與鉛）等。目前已知之內分泌干擾物至少有  70 種，其中 40 餘種

為農藥，隨著人們對化學人工合成物質的瞭解，內分泌干擾物種類將

不斷增加。  

在眾多內分泌干擾物中，聯合國環境規劃總署（United Natio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針對 25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提出管制建議，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能經由大氣傳輸至偏遠地區，透過食物鏈的累積，長期滯留於自

然環境中，具有持久性、半揮發性、生物累積性與高毒性等特徵，極

有可能對全球的生態系統與人體健康造成深遠的影響。因此，國際間

透過一系列的協商與會議後成立「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

                                                 
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1999). Hormonally Active Agentsin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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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為全球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理奠下基礎，該項公約並已於  2004  

年  5 月  17 日生效。  

    以國人 熟知的環境荷爾蒙–戴奧辛為例，國內在 1995 年即開始

出現環境戴奧辛公共議題。如聯合報在 1995 年 5 月 4 日頭版標題「南

部二仁溪魚蟹飽含戴奧辛」，報導學者取樣檢出「世紀之毒」和多氯聯

苯，遠超過國際食用標準，警告毒魚危害人體不可輕忽，開啟國內平

面媒體報導環境戴奧辛事件。聯合報在同年 6 月 19 日報導「焚化爐委

託顧問公司抽檢垃圾焚化爐和醫療廢棄物焚化爐各一座，焚化爐排戴

奧辛致癌風險高於可接受值」，學者呼籲不要因有焚化爐檢測出排放

「世紀之毒」戴奧辛，就排斥焚化爐的設置，因為焚化爐不是戴奧辛

的唯一和主要來源。要防制戴奧辛，不是只針對焚化爐即可，而是應

多管齊下，以免顧此失彼。建議將來焚化爐的設置，應以大型為主，

偏僻地區才蓋小型焚化爐；醫療廢棄物也可先集中，再統一送至大型

焚化爐焚燒。兩年後環保署在 1997 年 7 月發布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

辛管制及排放標準」，規定使用現行 佳控制技術基準，訂定焚化廠的

戴奧辛管制標準，採取全球 嚴的 0.1ng （奈克）-TEQ/Nm3 規定，

開啟國內環境荷爾蒙管制之先。  

    內分泌干擾物在我國慣稱為環境荷爾蒙，其所牽涉議題廣泛，行

政主管部門相當龐雜，2011 年發生的塑化劑事件 2，直接暴露國內環

境荷爾蒙管理問題與改善之急迫性。現階段我國管制策略係依據 2009

年 10 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70 次委員會議，指定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為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機制之管理召集機關，由該署召集經

濟部、衛生署、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組成推動小組。然而，由於環

境荷爾蒙環境流布複雜，無法以單一法令或單一機關進行管制，需要

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管理。  

    在此一複雜之狀況下，須以較有執行效率但成本相對較低之方

案，管理環境荷爾蒙在環境與與生活中可能潛在的風險。進而以有限

                                                 
2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網頁 (2012)起雲劑遭塑化劑污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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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協助行政部門明確化「環境荷爾蒙（內分泌干擾物）管理政策」

目標與方案選項，完成保障民眾免於環境荷爾蒙危害的基礎工作。  

爰此，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因此規劃「我國內分泌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管理機制之研究」（簡稱本研究）委託研究計畫，以深

入探討我國環境荷爾蒙管理現況及國際發展趨勢後，據以研提具體可

行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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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參考美國政策規劃經驗，以證據為基礎，規劃研提政

策建議。政策形成分為公共議題的認定、政策研究與規劃、政策合法

化（本研究改為政策建議可行化）三階段 3，茲依研究方法（一~四）、

研究流程（五）及研究架構（六）簡述如下。  

一、公共議題的認定  

    公共議題的認定為政策制定的第一也是 重要的階段，舉凡議題

的浮上檯面及相關的施行方案，都取決此一階段的共識。本研究將先

暸解國內、外現況（檢視我國內分泌干擾物管理之政策、法令及執行

現況），以蒐集證據，作為研提政策之基礎。再以第二章之背景及研討

為基礎，進行資料蒐集。首先搭配使用「環境荷爾蒙 environmental 

hormone」、「內分泌干擾物 endocrine disrupter」、「干擾內分泌之化學

品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環境內分泌干擾物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er ）、「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戴奧辛 dioxin」、「溴化阻燃劑 brominated fire retardant」、

「非屬有機氯農藥 non-persistent pesticide」、「政策 policy」、「法令

law」、「法案 act」、「策略 strategy」、「行動方案 action plan」、「計畫

program」、「研究 research」、「研討會 conference」、「論壇 forum」等關

鍵字。透過一般網路蒐集近 20 年（或該媒體 早上網資料）大眾傳播

媒體的報導資料，如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等）、雜誌（天下、康健、遠見、光華、消費者保護基金會等）、電視

台（公視、台視、中視、華視等）、登錄在環保署網站之國內環保團體

網頁內容；再使用相同關鍵字，透過學術網頁蒐集近 20 年（或該網頁

早上網資料）的學術報導，包括國內之「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

文」、國外之「Web of ScienceSM」、國外之大學（如杜蘭大學 Tulane 

                                                 
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06)行政機關政策規劃研究機制。台北：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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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學會（如內分泌學會 endocrine society）。 後是使用相同

關鍵字，透過國際組織、政府網頁蒐集近 20 年（或該網頁 早上網資

料）的相關報導，國際組織包括聯合國（UN）、歐盟（EU）、經濟合

作組織（OECD）、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等；國外政府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瑞典（或丹麥）等先進國

家等，主要是其環境保護相關機關；我國政府包括：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環保署、經濟部、衛生署、農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經濟

建設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每一來源之資料，若蒐集超出

20 種以上，擇要列出至少 20 種資料之作者、年代、題目、來源。在

此一階段完成問題分析，建立政策目標，以及證據基礎。  

二、政策研究與規劃  

    美國的政策形成大多來自政府文官體系、利害團體、國會的幕僚

和智庫。行政部門由上而下的提案方式，常見於聯邦、州、和地方層

級政府。利害團體藉由強力組織以聯盟相同理念或共同利益的團體或

民意代表，在政策形成公聽會上，提供研擬政策之技術和分析報告。

本研究團隊（清華大學和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從專業領域（環境荷

爾蒙）智庫之角色，在完成上述一、公共議題認定之資料蒐集後，分

析與比較國內、外現況：比較分析國內、外內分泌干擾物管理之公眾

共識、法令規範、推動機制、管制策略及執行情形等，尋求國內政策

行動共識，研提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之整體性

政策建議。在此一階段完成政策規劃以及選項評估，彙整國內有關現

行化學品之管理架構、分工及橫向整合，納入研究報告。  

三、政策建議可行化  

    本研究透過邀請長期關注環境荷爾蒙議題之學研界、大眾媒體、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產業界、官員、

民意代表等，出席 4 場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廣徵意見加以整合分析，

納入研究報告。議題包括（1）我國內分泌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

政策；（2）溴化阻燃劑及非屬有機氯之農藥管理建議，作為未來改善

我國「環境荷爾蒙（內分泌干擾物）管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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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 4 場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後，彙整分析其意見，納入研究報

告；同時間，亦以主管機關和立法機關為主要對象，舉辦深度訪談，

瞭解其對於研究設定議題之看法與建議，彙整分析後，納入研究報告，

以聚集政策的共識，輔以彙整分析之證據，證實其可行性，供行政部

門後續遊說大眾媒體和各級立法機關，促使政策研究，得以轉化成法

案，進而形成行動方案，最後成為法令。在此一階段，完成政策選項

之外界評估。  

四、網路徵集意見  

運用網路（如我的 E 政府全球資訊網 /「公共政策大家談 /政策投

手板），網址：http://thinktank.www.gov.tw）以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 員 會 公 共 政 策 大 家 談 （ Facebook ） ， 網 址 ：

http://www.facebook.com/thinktankrdec）， 蒐整各界對「研究設定議

題」、「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政策」、「溴化阻燃劑管理建

議」及「非屬有機氯之農藥管理建議」之看法與建議，納入研究參考。 

五、研究流程  

    定位為研擬「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政策」政策之研

究，主要透過蒐集我國內分泌干擾物管理之政策、法令及執行現況；

國際組織（聯合國及歐盟）及先進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內分

泌干擾物管理之發展趨勢及關注議題，進而彙整和分析國內、外內分

泌干擾物管理之法令規範、推動機制、管制策略及執行情形等，研提

出前瞻性、本土性、具體性、可行性的「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

管理」政策建議；溴化阻燃劑及先進國家已公告為環境荷爾蒙之非屬

有機氯之農藥，提出具體可行之建議。  

    採用之方法及流程，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採文獻探討法，蒐集

相關資料，比較分析國、內外之異同，以認定公共議題；第二階段採

專家學者會議及深度訪談，了解其對重要資訊（證據）的看法，及對

研究設定議題之看法與建議，整合分析其意見，納入研究報告中；第

三階段修訂政策建議，使其更確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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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架構  

    彙整前述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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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背景概述 

第一節  環境荷爾蒙  

一、環境荷爾蒙  

    生物體中的「荷爾蒙」（hormone）常被稱為「激素」（stimulant），

由分布在生物體內各處腺體所分泌，作為傳遞化學訊息的少量物質，

透過血液的運輸，可傳送到全身各個處所，和目標細胞上的特定的受

體互相結合，生成「激素受體複合體」，活化目標細胞，引發一系列

的生化反應，產生生理變化，完全整合內部的活動及處理外界的訊息

之功能。包括人類在內的有脊椎動物，可分泌約 50 種激素，依其化學

結構可分為：（1）  類固醇類激素（steroid hormones）為脂溶性化學

物質，包括雌性激素（estrogen，又稱動情素）、黃體素（progesterone）、

雄性激素（androgen）、睪固酮（ testosterone）等；（2）胺類激素（amine 

hormones），為水溶性化學物質，如甲狀腺素（ thyroxine）；以及（3）

胜肽類激素（peptide hormones），為水溶性化學物質，如增壓素。激

素和內分泌腺所組成的系統稱為內分泌系統（endocrine system），幾

乎會影響至全身每一功能，控制人體的生殖、發育、成長和行為等。  

    近年來，科學家發現有些化學品會干擾內分泌系統，故稱其為「干

擾內分泌化學品」（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又稱為「內

分泌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ors, EDs）。Weybridge 會議 4討論出完

整之定義為：「透過改變內分泌之功能，而對未經人碰過之有機生物體

或其後裔，造成不幸的健康效應之外來的物質」。目前所觀察到的內分

泌干擾素，大多為環境污染物，影響受污染之野生動物的生殖、發育、

成長和行為等甚巨。其量甚微，卻能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化學物質

在我們文明生活中，無所不在。其影響所及，可能造成久婚不育、不

                                                 
4 The Weybridge Repor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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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症、精液減少、精蟲密度降低、性無能、性別中性化等症狀。化學

污染物如經由母體傳給下一代，嬰兒會產生學習障礙，甚至於神經異

常、成為過動兒、兒童暴力傾向、注意力無法集中等，此外亦可能造

成免疫系統失調、發生癌症機率提高。  

干擾內分泌的環境污染物因此又被稱為「環境內分泌干擾物」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簡稱 EEDs）。內分泌干擾物可

經由下列三種途徑，對生物體造成不幸的健康效應：（1）模仿天然激

素之功用，矇騙身體，而使其產生反應過度或不足，或使其在不恰當

的時間產生反應等；（2）搶奪天然激素之受體，防止「激素受體複

合體」之生成，抑制天然激素之功能；（3）直接刺激或減低內分泌系

統之功能，造成激素之分泌過度或不足。為了讓一般民眾更了解環境

內分泌干擾物對人體的影響，日本橫濱市立大學井口泰泉教授在 1997

年稱此類物質為「環境荷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 EHs） 5。

綜觀國內媒體報導，國內常用的術語為環境荷爾蒙，泛指一些具有類

似生物體內荷爾蒙作用之化學物質，可能對人類健康與生態環境造成

危害。  

二、工業用及農業用環境荷爾蒙 6 

    目前世界各工業化國家對環境荷爾蒙之研究，主要著重於性荷爾

蒙，如：負責雌性特徵發育之雌性激素（17Estradiol，主要由卵巢

和部分由腎上腺分泌）化學結構類似的化學物質，和負責雄性特徵發

育之雄性激素（睪固酮 testosterone，主要由睪丸分泌）化學結構類似

的化學物質；及和甲狀腺素（ thyroxine） 化學結構類似的化學物質。 

    過去數十年間，人類暴露到環境荷爾蒙的種類和途徑，可分為合

成雌性激素、動物體中的生長激素、植物型雌性激素、和工業及農業

用化學物質等四大類。 後一類有多少可被歸類為環境荷爾蒙，是國

                                                 
5 Castro-Vázquez, G. (2006) The Politics of Viagra: Gender, Dysfun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Japan.Body & Society 12(2), 102-129. 
6 Keith, L. H. (1998)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Pure & Appl. Chem. 70(12), 

231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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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間一直努力解決的大問題。據美國環保署在 1995 年的估算，人工合

成的化學物質有 5,000,000 種，市售使用者有 80,000 種，工業用化學

物質有 72,000 種以生產數佰萬種產品，每一年有 2,000 種新的化學物

質被使用，600 種農藥以生產 21,000 種產品，8,700 種食品添加劑，

7,500 種化妝品原料以生產 40,000 種產品，和 3,300 種人體用藥物。

在 1999 年的更新估算化學物質，市售使用者有 87,000 種，包括 900

種農藥之活性成份，2,500 種農藥之配方成份，75,500 種工業用化學

物質，各 8,000 種的化妝品原料、食品添加劑和營養補充物。  

    發展篩選測試和分析方法，以便有效確認和鑑定市售使用之

87,000 種化學物質中，那些屬於「環境荷爾蒙」為優先工作。美國環

保署為此組成「內分泌干擾物篩選暨測試顧問委員會」（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and Testing Advisory Committee，簡稱 EDSTAC）7，

在 1999 年建議之層級途徑（ tiered approach）架構。整個架構分為

初分類、優先次序設定、第一階段篩選和第二階段測試。透過此架構

所收集到化學物質危害性資料和相關之動物及人體的暴露資料，經

後的整合與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後，才得以開始考量 佳的管

制方案。1998 年美國環保署專家委員會認定約有 87,000 種化學物，

有疑似環境荷爾蒙性質。如何確認知道那些是真正內分泌干擾素，有

必要進行實驗篩檢證明。但這個龐大數目，若逐一進行實驗將遠超過

能力範圍。因此考慮資源及實際實驗篩檢能力，以及工作時限，美國

環保署「內分泌干擾物篩選計畫」（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EDSP) 8於 2012 年 11 月公布"內分泌干擾素篩檢清單"，依據

其法源(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 FFDCA &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SDWA)簡化整理出約 10,000 種化學物，縮小範圍。其中之

溴化阻燃劑及非屬有機氯之農藥，即分別為工業用及農業用環境荷爾

蒙。  

                                                 
7 U.S. EPA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and Testing Advisory Committee    

(EDSTAC)Retrieved 2012/1/29. 
8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EDSP) Retrieved 201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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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荷爾蒙的危害  

    首先提醒世人注意環境荷爾蒙對人類之影響，可追溯到 1991 年 7

月 Theo Colborn 博士所發表「環境荷爾蒙問題」之 Wingspread 宣言。

然而這問題直到 1996 年，Theo Colborn 博士等三人共同發表「Our 

Stolen Future」 9一書後，才廣泛被國際間開始注意。環境荷爾蒙對野

生動物和人體之健康影響，會隨類別、年紀和性別而也所不同。一般

而言，暴露到環境荷爾蒙的成年人的後裔， 容易因此受到傷害，尤

其是胎兒和新生兒，除了會在胎兒發育期，影響性別差異外，亦會影

響其腦組織和中樞神經某些部位的發展。環境荷爾蒙對人體可能影

響，諸如：男性繁殖力下降、男性特徵發展缺陷、攝護腺癌的增加；

女性生殖力下降、乳癌的增加、子宮異位症；免疫系統受損、甲狀腺

腫癌、過動兒、孩童的學習能力及行為異常等問題，近年來更有研究

指出其對胰臟病變之影響，如糖尿病等相關疾病 10。  

    1997 年 5 月，8 大工業國家的環境部部長在美國邁阿密聚會，討

論孩童的環境健康，會中特別討論環境荷爾蒙所引起的問題，並發表

共同宣言「嬰兒和幼兒可能遭受到此類污染物的潛在效應之特別風

險，孩童可能透過在子宮內、母奶、和環境暴露到環境荷爾蒙」，宣言

中並強調繼續發展國際性評估 新科學進展、確認和設定相關研究之

優先次序、補充現有數據之不足等的重要性。在主要的內分泌干擾化

學物質來源和環境宿命被確認後，須共同合作研發風險管理或污染防

制等策略。宣言中並強調繼續告知公眾 新資訊的需要。  

    美國則早在 1995 年 10 月，環保署長 Carol Browner 要求所屬擬

定新的國家政策，首次將環境危害對嬰幼兒的風險，列入環境影響評

估的考慮要項之一。1999 年美國小兒科學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首次出版「小兒科（醫師）環境健康手冊」（Handbook of 

                                                 
9 Our Stolen Future(1996). 
10 Alonso-Magdalena P., Quesada I., Nadal A. (2011) Endocrine disruptors in the 

etiology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Nat Rev Endocrinol. 7(6), 34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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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atric Environmental Health）11，共計 33 章，包括第 9 章內分泌干

擾物、第 21 章多氯聯苯、多氯呋喃、多氯戴奧辛，提醒小兒科醫師和

大眾預防環境危險，尤其是戴奧辛等內分泌干擾化學品，對孩童健康

之影響。該學院於 2011 年進一步推出「孩童健康優先的化學品管理政

策」 12。  

第二節  溴化阻燃劑  

    阻燃劑是一種改善可燃或易燃塑膠材料燃燒性能的特殊化工助

劑，賦予材料難燃性的功能性助劑，廣泛應用於室內建材、家俱、紡

織品、自動控制設備和電子電器等產品。經過阻燃劑加工後的材料，

在受到外界火源攻擊時，其難以點燃、或增長點燃時間、或點燃後自

熄，以有效地阻止、延緩或終止火焰的傳播，從而達到阻燃作用，保

護人員和財產免受傷害和損失。工業上常用之阻燃劑有四類，即氯系

阻燃劑、溴系阻燃劑、磷系阻燃劑及無機阻燃劑。其中以溴系阻燃劑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BFRs）阻燃效率高，其阻燃效果是氯

系阻燃劑的兩倍，相對用量少，對產品的性能幾乎沒有影響。  

    據統計，目前十溴二苯醚占阻燃劑總量的 75%以上（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有四溴、五溴、六溴、八

溴、十溴二苯醚等 209 種同源物。商品為一組溴原子數不同的二苯醚

混合物）。多溴二苯醚目前為市面上溴化阻燃劑主要成分，被大量使用

於石化產品、各種塑膠，例如：電話、電腦外殼。製造、使用或拋棄

家電及其他消費性產品的行為，則是造成這些污染物釋放到環境的主

要途徑，隨著多溴二苯醚在環境中濃度大幅提升，人類暴露的風險，

隨之提高（圖 2-1）。  

                                                 
11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1999). 

Handbook of Pediatric Environmental Health. Illinois: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12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1).Chemical Management Policy: Prioritizing 
Children’s Health.Pediatrics, 127(5) 98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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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多溴二苯醚傳輸及暴露路徑圖  

資料來源：賴萬豪 , 空氣及室內粉塵中多溴二苯醚濃度分佈與人體曝露量評估 , 國  

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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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國內研究團隊 13針對 BDE-47 及 BDE-183 對單孔蚓的存活

率及蛋白質表現之影響，發現二者在低濃度會影響蛋白質的行為，濃

度較高時會降低單孔蚓的存活率，且 BDE-183 之毒性較 BDE-47 來得

高；Ellis-Hutchings 等人於 2006 年研究市售阻燃劑 BDE-71（主成分

為五溴聯苯醚）對老鼠之影響 14，發現該物質不僅會降低老鼠體內的

維他命 A，也會對甲狀腺造成不良影響；Lema 等人於 2007 年研究

BDE-47 對斑馬魚所造成的影響 15，發現生活在 BDE-47 溶液中的斑馬

魚胚胎，有延遲孵化及生長之情形，且孵化後的幼魚，不僅背部出現

異常彎曲，也有心跳過快及心律不整之症狀，進一步用染料觀察，發

現是由於腦脊髓液的流動過慢，導致的結果。  

十溴二苯醚在人體內的蓄積量有加速上升的傾向，因其中含有低

溴數多溴二苯醚不純物，具有干擾內分泌特性。上述之研究基礎，已

引起科學界的高度關注，有些國際組織及政府機構，已開始制定法律

規範將其列入管理。此方面工作將優先參考歐盟（EU 在 2006 年 7 月

開始施行的「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 2002/95/EC,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旨在限制使用於電子電機物品上之危害

化學品（包括重金屬鉛、鎘、汞及六價鉻，溴化耐燃劑如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 PBBs）  和多溴二苯醚之上限濃度，促進

電子電機物品廢棄後之資源化及 終處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

德哥爾摩公約」在 2009 年四月新增的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其中

四種屬於 PBDEs（四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二苯

醚），一種屬於 PBBs（六溴聯苯）。環境中常見之多溴聯苯醚同源物

及其 IUPAC NO.如表 2-1。  

 

                                                 
13 林純如 , 多溴聯苯醚對單孔蚓之存活與蛋白質表現之影響 , 國立中山大學碩士

論文 , 2004。  
14 Ellis-Hutchings, R. G.; Cherr, G.N.; Hanna L. A.;Keen, C. L. Toxicol. & Appli. 

Pharmacol. 2006, 215, 135-145. 
15 Lema, S. C.; Schultz, I. R.; Scholz, N. L.; Incardona, J. P.; Swanson, P. Aqua. 

Toxicol. 2007, 82, 29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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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常見之多溴二苯醚同源物  

IUPAC No. 英文名稱  

BDE-1 2-bromodiphenyl ether  

BDE-2 3-bromodiphenyl ether  

BDE-3 4-bromodiphenyl ether 

BDE-7 2,4-dibromodiphenyl ether  

BDE-10 2,6-dibromodiphenyl ether  

BDE-13 3,4’-dibromodiphenyl ether  

BDE-15 4,4’-dibromodiphenyl ether  

BDE-17 2,2’,4-tribromodiphenyl ether  

BDE-25 2,3’,4-tribromodiphenyl ether  

BDE-28 2,4,4’-tribromodiphenyl ether  

BDE-32 2,4’,6-tribromodiphenyl ether  

BDE-33 2’,3,4-tribromodiphenyl ether  

BDE-35 3,3’,4-tribromodiphenyl ether  

BDE-47 2,2’,4,4’-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49 2,2’,4,5’-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66 2,3’,4,4’-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71 2,3’,4’,6-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75 2,4,4’,6-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77 3,3’,4,4’-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BDE-85 2,2’,3,4,4’-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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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99 2,2’,3,4,4’-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00 2,2’,4,4’,5-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19 2,3’,4,4’,6-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26 3,3’,4,4’,5-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38 2,2’,3,4,4’,5’-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40 2,2’,3,4,4’,6’-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53 2,2’,4,4’,5,5’-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54 2,2’,4,4’,5,6’-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55 2,2’,4,4’,6,6’-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56 2,3,3’,4,4’,5-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66 2,3,4,4’,5,6-hex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81 2,2’,3,4,4’,5,6-hep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83 2,2’,3,4,4’,5’,6-hep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84 2,2’,3,4,4’,6,6’-hep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90 2,3,3’,4,4’,5,6-hep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91 2,3,3’,4,4’,5’,6-hep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96 2,2’,3,3’,4,4’,5,6’-oc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197 2,2’,3,3’,4,4’,6,6’-oc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203 2,2’,3,4,4’,5,5’,6’-octabromodiphenyl ether 

BDE-206 2,2’,3,3’,4,4’,5,5’,6-nonabromodiphenyl ether 

BDE-207 2,2’,3,3’,4,4’,5,6,6’-nonabromodiphenyl ether 

BDE-208 2,2’,3,3’,4,5,5’,6,6’-nonabromodiphenyl 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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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209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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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屬有機氯之農藥  

    十九世紀後期，為了抑制農業害蟲，以增加糧食產量；同時為了

防治病媒，以滅絕疾病傳播；使用硼酸、氟化鈉、黃磷、硫酸鉈、除

蟲菊等天然殺蟲劑，以防治害蟲。至 1874 年出現化學合成之滴滴涕

（DDT），但直到 1938 年才發現其強大的抑制害蟲能力，並發展為商

品上市，風靡一時。其後，又陸續合成蟲必死（ BHC）、可氯丹

（Chlordane）、阿特靈（Aldrin）、地特靈（Dieldrin）、安特靈（Endrin）、

飛布達（Heptachlor）等有機氯殺蟲劑。1949 至 1958 年間為有機氯殺

蟲劑之極盛時期，之後因造成嚴重環境污染，而逐漸被淘汰，且被他

種非屬有機氯農藥，包括：有機磷殺蟲劑（Organic phosphate）、氨基

甲酸鹽類殺蟲劑（Carbamates）、合成除蟲菊精（Pyrethroid）所取代。

1970 年代以後，相繼被各國所禁用。有機磷劑(如巴拉松、陶斯松)(加

保扶、加保利)及氨基甲酸鹽類，效果快易分解，但對人的毒性高；合

成除蟲菊精類 (如百滅寧、賽滅寧 )對人畜毒性低，也廣泛當作環境衛

生用藥，但對魚蝦毒性高；至 1976 年已註冊的農藥有效成分多於 1,200

種，產品更高達 30,000 種以上。至 1993 年在美國註冊的農藥主成分

之化學結構分有 600 餘種，而由此有效成分導引出來之農藥成品，更

高達 35,000 餘種。  

    有機磷殺蟲劑的基本結構是磷酸，與磷原子相連的氧（O）、硫

（S）、碳（C）及氮（N）有不同的組合，作用機制為藥劑和神經系統

中重要的酵素乙酸膽酯酶結合，導致神經間隙中傳導訊號的乙酸膽酯

不斷累積，造成隨意肌急劇的痙攣，終至麻痺，對於呼吸系統的正常

功能影響 大，因此有機磷劑的急性中毒常導致窒息的現象。此類農

藥的急性毒性強，在環境中的殘留期短，同時由於其稀釋倍數低、用

量大，且對許多生物及人類的毒害無選擇性，因此被視為對環境不友

善的農藥，目前各國已相繼限用或禁用的此類殺蟲劑，包括：馬拉松

（ Malathion ）、 二 氯 松 （ DDVP ） 美 文 松 （ Mevinphos ）、 大 滅 松

（Dimethoate）、二硫松（Disyston） 、乙基巴拉松（Ethyl parath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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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基 巴 拉 松 （ Methyl parathion ）、 樂 本 松 （ Gardona ）、 大 利 松

（ Diazinon ）、 谷 速 松 （ Guthion ）、 陶 斯 松 （ Dursban ）、 達 馬 松

（Methamidophos）及亞素靈（Monocrofophos）等。  

    氨基甲酸鹽類殺蟲劑是氨基甲酸的衍生物，其作用機制亦是抑制

乙酸膽酯酶的作用，而使神經系統的傳遞作用失常，此類殺蟲劑常用

的有加保利（Carbaryl）、加保扶（Carbofuran）、得滅克（Temik）及

納乃得（Methomyl）等。天然的除蟲菊精價格較高，且在陽光下容易

分解。合成除蟲菊精在日光下雖穩定，在土壤中卻容易分解，故不致

污染環境。使用低濃度即可對昆蟲產生高度的毒性，對人畜卻相當安

全，但對水生生物毒性高。此類農藥有芬化利（Menvalerate）、百滅

寧（Permethrin）、賽滅寧（Cypermethrin）、第滅寧（Deltamethrin）等。 

    McKinlay 等 人 在 「 干 擾 內 分 泌 農 藥 ︰ 對 風 險 評 估 的 內 涵

（Endocrine disrupting pesticides: implications for risk assessment」） 16

一文中，提出從文獻蒐集到 127 種干擾內分泌之農藥，以英國為例，

可靠數據僅有農業用農藥，非屬農業用農藥的暴露途徑資料則不足，

作者建議使用更多的預防措施以看待非主要用途的干擾內分泌農藥。

Meeker 在「暴露到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和人體健康（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and men’s health）17一文

中提及「非持久性農藥」（non-persistent pesticides）有時被稱為「現

在用的農藥」（contemporary-use pesticides），因有機氯農藥具有持久

性，且已被大多數國家禁用，本研究因此定義「非持久性農藥」，包括

有機磷、氨基甲酸鹽類和除蟲菊精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且可能干

擾內分泌之農藥、環境用藥及個人護理用品，看待等同於「非屬有機

氯之農藥」。  

 

                                                 
16 McKinlay, R., Plant, J. A., Bell, J. N. B., Voulvoulis, N. (2008). Endocrine 

Disrupting Pesticides: Implications for Risk Assess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34(2) 168-183. 

17 Meeker, J.D. (2010).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and Men’s Health.Maturitas (66) 236–241. 



第二章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背景概述 

21 

第四節  化學品  

一、化學品的定義  

歐盟（EU）之化學品管理法律中定義化學品 18（chemicals）為：

化學物質（指自然存在或人工生產的化學元素及其化合物）和配製物

（指兩種或兩種以上化學物質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UNEP）定義化學品 19為：一種化學物質，無論是物質本身或是

混合物或是配製物的一部分，無論是人工製造或取自自然，包括作為

工業化學品和農藥使用的物質﹔聯合國農糧組織（FAO）定義化學品 20

為：一種物質，無論是其本身或是混合物或是配製物的一部分，無論

是人工製造或取自自然，但是不包括任何生物體，包括農藥（包括極

具危害性的農藥配方）和工業用化學品。  

    綜合上述研析，本研究定義化學品為：經過人工的純化、混合、

及化學反應，大量生產和廣泛使用於各種農業、工業、和商業的化學

物質。這類化學品以各種型態普遍存在現代社會的各種商品、食品、

飲水、乃至各種環境介質中，少數會對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帶來潛在

風險及威脅危害，為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主要根源，是國際社會普遍

關注的管制對象。  

二、化學品的分類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998 年報告統計全球化學工業總

產值為 15,032 億美元，分別佔全球 GDP 的 7% 和世界貿易總額的

9%，預估到 2020 年全球化學工業總產值將達到 49,162 億美元。我國

「石化工業」範圍包括：石化上游工業：以輕油進行裂解生產乙烯等

石化基本原料；石化中游工業：包括石油化學品工業及高分子化學品

工業。我國 2009 年石化業家數為 50 家，產值約為 1.32 兆元（約 440

                                                 
18 The Directive onDanger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67/548/EEC).  

19 UNEP (1989) London Guidelines for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Chemical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mended 1989). Geneva: UNEP. 

20 Rotterdam Con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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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員工數約 3.3 萬人 21。各種化學品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到醫療及保健等，皆看得

到化學品蹤跡，化學品可以提高人類生活品質，對人類社會帶來經濟

價值，作出相當的貢獻。  

    化學品分類以健全管制為目標，國際因此皆以危害性分類體系為

基 礎 。 早 源 自 1950 年 代 聯 合 國 危 險 貨 物 運 輸 專 家 委 員 會

（UNCETDG）的 8 類；1992 年歐盟擴展為 15 類；2003 年「21 世紀

議程」提出建立「化學品分類和標示的全球調和制度」 22（Global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對

化學品進行分類，包括固有的物理性危害 10 類（爆炸性、可燃性、氧

化性、壓縮氣體、自反應性、自燃性、自加熱性、禁水性、有機過氧

化物、金屬腐蝕性）及健康性與環境性危害 9 類（急毒性、腐蝕 /刺激

皮膚、嚴重損傷 /刺激皮膚、呼吸或皮膚敏感、生殖細胞致突變性、致

癌性、生殖毒性、特定標的器官毒性、水生環境危害性）。環境荷爾蒙

的危害包括致癌性和生殖毒性，對野生動物的危害包括棲息於水生環

境之生物。我國環保署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之放流水標準，

增訂「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之銦、鎵、鉬、總毒性有機物、及生

物急毒性等項目 23，並適用於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顯示我

國對化學品管制，逐漸與國際同步，開始納入水生環境危害性。環保

署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發布訂定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水標準、

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除原有管制項目外，主要

係將氨氮分二階段列入管制，生物急毒性移入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申報管理辦法，予以規範。  

三、化學品的管理   

    日本北九州市愛知縣於 1968 年發生米糠油中毒事件，源起於多氯

                                                 
21 經濟部工業局 (2011)石化工業政策評估說明書。台北：經濟部工業局。  

22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1st 
edition (2003). 

23 行政院環保署 (2012)放流水標準。台北：行政院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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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苯（PCBs）混入食用米糠油導致，慢性中毒事件，為歷史上的八大

公害事件。中毒人數高達一千九百多人，中毒者皮膚發黑和出現氯瘡，

事發後十餘年間數千人因病入院，數十人死亡。科學研究證實 PCBs

會長期累積在人體中，透過隔代遺傳，危害到下一代，誘發致癌、致

畸、致突變、以及嬰兒早產、發育遲緩、學習異常等潛在毒性。日本

政府在此一重大的化學品公害事件的督促下，於 1973 年頒布「化學物

質審查及製造管理法」，以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和毒性，作為評估

審查的依據，兼顧現有化學品和新化學品的管理，為國際間化學品安

全管理之先驅。  

    美國於 1976 年頒布「毒性物質管理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TSCA）24，建立系統性和全面性的現有化學品的風險管理及新化

學品的申報制度。世界各國在 70 到 80 年代間紛紛透過立法建立與美、

日類似之化學品管理體系。隨著現代社會的大量生產，廣泛使用化學

品，不負責的棄置各種各類的化學品，全球對因此導致的環境污染、

生物貧瘠、乃至人體健康危害之隱憂，日益增加。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第一屆

世界高峰會議），通過「21 世紀議程」文件25，概述各國實現永續發

展應承當的責任。第 19 章題目為「毒性化學品的無害管理，包括預防

毒性和危險產品的販運」，加強各國化學品安全管理與國際合作。提出

「公眾知情權」、「利害相關者參與」、「科學在環境決策中重要性」等

指導原則，及「化學品管理重點對象」、「生命週期管理」、「安全生產」

等一系列管理方針。有鑑於此，世界先進國家在進入 21 世紀初，開始

以「無毒環境」為戰略目標，「預先防範」為適用原則。歐盟於 2006

年通過的「化學品登記、評估和審批」（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的化學品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新

法案，為今日社會化學品安全管理的重大改革。  

                                                 
24 Summary of the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25 Core Publications, Agenda 21. Retrieved 2012/5/15 from 

http://www.un.org/esa/dsd/agenda21/res_agenda21_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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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Rio+20）共識成果文件第 213

至 223 點為化學品和廢棄物議題，其中不乏化學品管理之觀點，其中

再次強調對於化學品管理，政府與業界彼此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包

括提高技術能力及宣傳等，在政策上更加優先重視化學品和廢棄物的

妥善管理，相關條文詳述如下：  

(一) 第 214 點：我們要求切實執行並加強《國際化學品管理戰略

方針》，將其作為對化學品在整個存在週期進行妥善管理的有

力、連貫、有效、高效的系統的一部分，以應對新的挑戰。  

(二) 第 217 點：我們讚揚現有的公私夥伴關係，要求產業界、政

府、學術界和其他非政府利益攸關方繼續保持公私夥伴關

係，建立新的和創新型夥伴關係，以提高能力，增強技術，

促進以無害環境的方式管理化學品和廢物，包括預防廢物的

產生。  

(三) 第 219 點：我們敦促各國和其他利益攸關方採取一切可能的

措施，履行其依照相關國際文書承擔的義務，防止對危險廢

物進行不當管理，並防止其非法傾倒，尤其防止在處理廢物

能力有限的國家傾倒廢物。  

(四) 第 220 點：我們認識到必須對化學品給人類和環境造成的危

險進行以科學為基礎的評估，減少人類和環境與危險化學品

的接觸。我們鼓勵各方開發無害環境的安全替代品，取代產

品和工序中使用的危險化學品。為此，我們鼓勵各方酌情進

行生命週期評估、開展宣傳、延伸生產者責任、開展研究與

開發活動、進行可持續的設計、分享知識等等。  

(五) 第 223 點：我們確認，可持續的長期充足供資是妥善管理化

學品和廢物的關鍵要素，對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在這方面，

我們歡迎啟動關於化學品和廢物籌資方案的協商進程，審議

是否需要加強努力在政治上更加優先重視化學品和廢物的妥

善管理，是否愈加需要為化學品和廢物議程提供可持續、可

預見、充足、易獲得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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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及發展機制 

第一節  國外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  

本研究蒐集：聯合國、歐盟、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先進國家針

對環境荷爾蒙之管制政策現況及相關資訊，各國管制現況彙整如表

3-1，並依序說明如下。  

表 3-1 國際間環境荷爾蒙管制相關內容  

國家  清單內容  公告時間  管制資訊  

聯合國  

斯德哥

爾摩公

約  

第一批：12 筆  

第二批：12 筆  

第三批：1 筆  

2004 年 5 月  

2009 年 5 月  

2011 年 4 月  

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

免受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的危害。並採取減

少和 /或消除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排放和釋

放的措施在內的國際

行動。  

歐盟  無  1999 年 12 月

歐盟評估環境荷爾蒙

效應之依據仍以持久

性、生物累積性及毒

性為主。1999 年歐洲

議會正式通過歐洲共

同體對環境荷爾蒙物

質 之 對 策 ， 並 訂 定

近、中、長程實施策

略確定環境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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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REACH 

已管制之環境荷爾

蒙物質為 20 種，已

管制之疑似環境荷

爾蒙物質為 9 種，已

證實為環境荷爾蒙

物質但尚未列管者

為 27 種。  

2007 年 11 月

SVHC 之範圍包括：

經由科學方式驗證，

確認其具有對人類健

康 或 環 境 造 成 與

CMR 及 PBT 物質等

同危害之化學物質。

美國  

第一批：67 筆  

第二批：134 筆  

第三批：10,000 筆  

2009 年 4 月  

2010 年 11 月

2012 年 11 月

環境荷爾蒙篩選計畫

（EDSP）進行第一階

段篩選與第二階段測

試等確認方式，從境

內約 87,000 種化學物

質中進行各階段之篩

檢作業，逐年評估。

加拿大  無  1999 年  

環境部長必須主導執

行環境荷爾蒙相關研

究、偵測方法及對環

境及人類健康短期或

長期影響等研究，並

採取因應之措施。  

日本  

表列 68 筆   

包括 65 種有機化學

物質及 3 種重金屬  

2000 年 11 月

環境省公布環境荷爾

蒙 物 質 因 應 策 略

（SPEED' 98）作為日

本環境荷爾蒙研究之

基礎依據，並逐年依

據其關切之作用，不

定期檢討該清單。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SVHC：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CMR：
Carcinogenic, Mutagenic, Reprotoxic；PBT：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Toxic.



第三章  國際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及發展機制 

27 

第二節  聯合國管理現況  

    聯合國於 2001 年 5 月通過「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

約」（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簡稱 POPs

公約，並於 2004 年 5 月開始生效。斯德哥爾摩公約針對化學物質之管

理架構，如圖 3-1 所示。  

    藉由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Review Committee, POPRC）審查以及締約國大會審議後，管理方式將

化學物質依其所被列入 POPs 公約之附件類別（A、B、C）進行分級

列管：  

(一) 附件 A－消除（elimination）對象： 擬採禁止使用措施以「消

除」化學物質，僅豁免少數特例可使用。  

(二) 附件 B－限制（restriction）對象： 針對製造等使用行為進行

「限制」，允許物質有條件之使用，並詳述其限制使用範圍，

包括滴滴涕（DDT）及全氟辛烷磺酸類等 2 種物質。  

(三) 附件 C－「無意排放（unintentional production）」物質：「無

意排放」係指因非蓄意之特定因素，致使化學物質排放至環

境中，且目前暫時無法禁止該使用行為，故僅盡力減少排放，

無法採取嚴格管制措施，附件 C 清單物質包括戴奧辛

（PCDD）、呋喃（PCDF）、五氯苯、六氯苯（HCB）及多氯

聯苯（PCBs）等 5 種物質，其中五氯苯、HCB 及 PCBs 等 3

種物質因毒理證據明確，而同時列於附件 A 中，但其管理上

以附件 C 為主，即無法禁用之情況下，僅能致力減少上述物

質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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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斯德哥爾摩公約化學物質之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該公約旨在銘記「關於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之原則 15 預防原

則，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並採取減少

和 /或消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艾氏劑、氯丹、狄氏劑、滴滴涕、異狄

氏劑、七氯、六氯代苯、滅蟻樂、毒殺芬、多氯聯苯、戴奧辛和呋喃）

排放和釋放的措施在內的國際行動。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具有毒性、難

以降解、可産生生物蓄積，往往通過空氣、水和遷徙物種，跨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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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進行遷移，到遠離其排放的地區，蓄積在陸域和水域生態系統。

特別在發展中國家，人們對肇因於在當地接觸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而産

生的健康問題感到關注，尤其是對於婦女以及經由婦女轉移到子孫後

代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皆屬於環境荷爾蒙，本研究因此將此公約

歸類為環境荷爾蒙的管理。2009 年 5 月新增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6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十氯酮、六溴聯苯、六溴二苯醚、

七溴二苯醚、靈丹、五氯苯、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類、全氟辛基磺醯

氟、四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2011 年 4 月又新增安殺番(包括 α−

安殺番及 β−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為管制物質。斯德哥爾摩公約 25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如表 3-2。  

    目前斯德哥爾摩公約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正針對短

鏈氯化石蠟（Short-Chained Chlorinated Paraffins, SCCPs）等 5 種化學

物質，進行審查，以評估後續納入斯德哥爾摩公約之可行性。

                                                 
26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OPs (2011) Entry into force of the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to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o list nine new chemicals.Geneva: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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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斯哥德爾摩公約管制清單及管制措施摘要  

編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AS No. 管制措施  

1 多氯聯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1336-36-3

允許 2025 年

之前，在符合

不洩漏之條件

下 ， 繼 續 使

用。  

2 可氯丹  Chlordane 57-74-9 立即禁止使用

3 地特靈  Dieldrin 60-57-1 立即禁止使用

4 滴滴涕  
4,4-dichlorodiph-enyltrichlo

roethane 
50-29-3

禁用但允許防

疫使用  

5 毒殺芬  Toxaphene 8001-35-2 立即禁止使用

6 安特靈  Endrin 72-20-8 立即禁止使用

7 飛佈達  Heptachlor 76-44-8 立即禁止使用

8 阿特靈  Aldrin 309-00-2 立即禁止使用

9 六氯苯  Hexachlorobenzene 118-74-1 立即禁止使用

10 滅蟻樂  Mirex 2385-85-5 立即禁止使用

11 戴奧辛  Dioxins －
盡 大努力減

少排放  

12 呋喃  Furans －
盡 大努力減

少排放  

13 
α-六氯環己

烷  

Alphahexachlorocyclo 

-hexane 
319-84-6 須消除之物質

14 
β-六氯環己

烷  
Betahexachlorocyclohexane 319-85-7 須消除之物質

15 十氯酮  Chlordecone 143-50-0 須消除之物質

16 靈丹  Lindane 58-89-9 須消除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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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AS No. 管制措施  

17 
商用五溴二

苯醚  

四溴二

苯醚  

Tetrabromodiphenyl 

ether 
40088-47-9

須 消 除 之 物

質。公約僅列

管其中之四溴

二苯醚 42 種

及五溴二苯醚

46 種同分異

構物成分  

五溴二

苯醚  

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32534-81-9

18 五氯苯  Pentachlorobenzene 608-93-5 須消除之物質

19 六溴聯苯 Hexabromobiphenyl 36355-01-8 須消除之物質

20 
商用八溴二

苯醚  

六溴

二苯

醚  

Hexabromodiphenyl 

ether 

68631-49-2

207122-15-

4

須 消 除 之 物

質。公約僅列

管其中之六溴

二苯醚 42 種

及七溴二苯醚

24 種同分異

構物成分。  

七溴

二苯

醚  

Heptabromodipheny

-l ether 

446255-22-

7

207122-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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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AS No. 管制措施  

21 

全氟辛烷磺

酸及其鹽類

和全氟辛基

磺醯氟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its salts 

and perfluorooctanesulfonyl

 fluoride 

17763-23-1

29457-72-5

307-35-7

須 限 制 之 物

質。  （1）  可

接受用途，包

括 ： 照 像 顯

影 、 滅 火 泡

沫、切葉蟻餌

劑。（2） 例外

豁免，包括：

金屬電鍍、皮

革和服飾、紡

織品和室內裝

飾、造紙和包

裝，以及橡膠

及塑料。  

22 安殺番  Endosulfan 

115-29-7

959-98-8

33213-65-9

須 消 除 之 物

質，但有規定

特定豁免  

資料來源：Stockholm Convention (2011), POPs Review Committee, 研究團隊自行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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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盟管理現況  

    歐洲聯盟（簡稱歐盟 , European Union, EU）議會（parliament）針

對 1996 年 Weybridge 討論會的內分泌干擾物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的衝

擊，在 1998 年通過決議案，邀請 EU 委員會（commission）採取特定

行動，尤其從改善立法架構、加強研究努力、和提供公眾可以得到的

資訊的觀點。EU「毒理及生態毒理和環境科學委員會」在 1999 年認

為分泌干擾物為潛在的全球性問題，且內分泌干擾化學品對生殖和發

育的損害之因果關係已有足夠文件證明。EU 委員會因此在同一年度

頒布「共同體對內分泌干擾物之策略」（ Community Strategy for 

Endocrine Disruptors）。目標包括：辨認內分泌干擾問題，原因和後果。

基於預防原則，辨認適當的政策行動。辨認出四種需求，包括：更進

一步的研究、國際合作、公眾溝通、政策作為。訂定相關之近、中、

長程實施方案：  

(一) 近程（1～2 年）：建立優先篩選清單，以進一步確認其內

分泌干擾效應，篩選流程如圖 3-2 所示，其篩選清單包括

553 種化學物質。此外，並針對優先篩選清單之物質建立

監測技術及資訊交換、蒐集與評估之機制，使現有資源得

以整合。  

(二) 中程（2～4 年）：確認內分泌干擾物質（環境荷爾蒙），

包括其確認方法之建立。藉由研究與發展瞭解內分泌干擾

作用機制、暴露途徑及對人類與野生動物之不良作用、風

險評估及暴露評估、持續監測之方法等。  

(三) 長程（4 年以上）：通過或修正歐盟法令，範圍包括對消

費者、健康與環境保護等，使免於環境荷爾蒙之危害。  

    REACH 法規透過高度關注物質（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經由科學方式驗證：（1）屬於認定為致癌性、至突變性、生

殖毒性（Carcinogenic, Mutagenic, Reprotoxic 簡稱 CMR）範圍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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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符合 67/548/EEC 篩選原則之第 1、2 類化學物質（Category 1 or 

2 ）。（ 2 ） 屬 於 認 定 為 持 久 性 、 生 物 累 積 性 、 毒 性 （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Toxic 簡稱 PBT）範圍之物質，並符合 REACH 法規

附錄十三（Annex XIII）篩選原則所列之 PBT，或具有高持久性及高

生物累積性（very Persistent and very Bioaccumulative，vPvB）。（3）

屬於認定為具有對人類健康或環境造成與上述兩種物質等同危害之化

學物質，如內分泌干擾物質（環境荷爾蒙）等。藉由上述篩選評估之

流程，歐盟於 2007 年公布其第一版之環境荷爾蒙清單，其中已管制之

環境荷爾蒙為 20 種，已管制之疑似環境荷爾蒙為 9 種，已證實為環境

荷爾蒙但尚未列管者為 27 種（詳如表 3-3），並於將來陸續增修以增

進清單完整性。  

 

 

 

 

 

 

 

 
 

圖 3-2  歐盟之環境荷爾蒙篩選流程圖  

資料來源：康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11）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列管及評估計畫期  

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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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歐盟環境荷爾蒙清單  

已管制之環境荷爾蒙物質  (20 種 ) 

類別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烷基酚及衍生物  

(Alkylphenols 

and Derivatives) 

4-Nonylphenol (4-NP) 4-壬基酚  
104-40

-5 

烷基酚聚氧乙烯

醚(Alkylphenol 

Ethoxylates) 

4-Nonylphenoldiethoxylat

e (NP2EO) 

4-壬基苯酚

二乙氧基醇  

20427-

84-3 

苯酸及衍生物

(Benzoic Acid 

and Derivatives) 

n-Butyl 

p-Hydroxybenzoate 

對羥基苯甲

酸丁酯  

94-26-

8 

n-Propyl-p-Hydroxybenzo

ate 

對羥基苯甲

酸丙酯  

94-13-

3 

Methyl 

p-Hydroxybenzoate 

對羥苯甲酸

甲酯  

99-76-

3 

Ethyl-4-Hydroxy-benzoate
對羥基苯甲

酸乙酯  

120-47

-8 

p-Hydroxybenzoic acid 
對羥基苯甲

酸  

99-96-

7 

二苯甲酮

(Benzophenones) 

2,4-Dihydroxy-Benzophen

on = Resbenzophenone 

2,4-二羥基二

苯甲酮  

131-56

-6 

4,4-Dihydroxy-benzophen

on 

4,4-二羥基二

苯甲酮  

611-99

-4 

雙酚

(Bisphenols) 

4,4-Dihydroxy-Biphenyl 

又稱  4,4-Biphenol 

4,4-二羥基聯

苯  

92-88-

6 

有機磷殺蟲劑

(Organo-Phosph
Omethoate 歐滅松  

111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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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Pesticides) 

有機硫基磷殺蟲

劑

(Organothio-Pho

sphor Pesticides) 

Quinalphos 拜裕松  
13593-

03-8 

鄰苯二甲酸酯

(Phthalates) 

Di-n-Pentylphthalate(DPP

)=Dipentyl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

二戊酯  

131-18

0  

聚矽氧烷

(Siloxans) 
Cyclotetrasiloxane 環四矽氧烷  

556-67

-2 

其他物質(Other 

Substances) 

Tert-Butylhydroxy-Anisol

e (BHA) 

第三丁基羥

基甲氧苯  

25013-

16-5 

Methyl-Tert-Butyl Ether 

(MTBE) 

甲基第三丁

基醚  

1634-0

4-4 

Boric acid 硼酸  
10043-

35-3 

其他殺蟲劑

(other 

Pesticides) 

Chlordimeform 克死蟎  
6164-9

8-3 

Trifluralin 三福林  
1582-0

9-8 

Ethylene ThioUrea(ETU) 亞乙基硫脲  
96-45-

7 

已管制之疑似環境荷爾蒙物質(9 種 ) 

類別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烷基酚及衍生物

(Alkyphenols and 

Derivatives) 

p-Cresol 對甲酚  
106-

44-5 

雙酚(Bisphenols) 
2,2-Bis(4-hydroxyphenyl)

-4-Methyl-n-Pentane 

2,2-雙  

(4- 羥 基 苯

6807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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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4- 甲 基 -n-

戊烷  

二苯甲酮

(Benzophenones) 

2-Hydroxy-4-Methoxy-Be

nzophenone 

2-羥基 -4-甲氧

基二苯甲酮  

131-

57-7 

硝基苯酚

(Nitrophenols) 
4-Nitrophenol 4-硝基苯酚  

100-

02-7 

有機磷殺蟲劑

(Organo-Phospho

r Pesticides) 

Elsan  

又稱 Dimephenthoate 
稻豐散  

2597

-03-7 

多氯聯苯(PCBs) 

PCB 1 

(2-Chlorobiphenyl) 
2-氯聯苯  

2051

-60-7 

PCB 2 

(3-Chlorobiphenyl) 
3-氯聯苯  

2051

-61-8 

PCB 3 

(4-Chlorobiphenyl) 
4-氯聯苯  

2051

-62-9 

除蟲菊精

(Pyrethrins) 
Pyrethrin 除蟲菊精  

121-

29-9 

未管制之環境荷爾蒙物質 (27 種 ) 

類別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烷基酚及衍生物

(Alkyphenols and 

Derivatives) 

4-sec-Butylphenol 又稱

4-(1-Methylpropyl)Pheno

l 

4-仲丁基苯酚  
99-7

1-8 

4-Cyclohexylphenol 4-環己基苯酚  
1131

-60-8 

4-Nonylphenoxyacetic 

acid 

(4- 壬 基 苯 氧

基)乙酸  

3115

-49-9 

(1,1,3,3-tetramethylbutyl)

phenol 

4-(1,1,3,3-四甲

基辛基)苯酚  

2719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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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苯甲酮

(Benzophenones) 

Benzophenone-2,(Bp-2),2

,2’,4,4’-Tetrahydroxy-ben

zoPhenone 

2,2’4,4’-四羥

基二苯甲酮  

131-

55-5 

2,2’-Dihydroxy-4,4’-Dim

ethoxybenzophenoNE 

2,2’-二羥基

4,4’-二甲氧基

二苯甲酮  

131-

54-4 

雙酚(Bisphenols) 

2,2’-Bis(4-Hydroxypheny

l)-n-butan  

又稱  Bisphenol B 

雙酚 B 
77-4

0-7 

4-Hydroxybiphenyl   

又稱 4-Phenylphenol 
對苯基苯酚  

92-6

9-3 

2,2’-Dihydroxybiphenyl  

又稱 2,2’-Biphenol 
二羥基聯苯  

1806

-29-7 

樟腦衍生物

(Camphor 

Derivatives) 

3-Benzylidene Camphor 

(3-BC) 
3-亞苄基樟腦  

1508

7-24-

8 

3-(4-Methylbenzylidene)-

Camphor 

3-(對甲苯基亞

甲基)樟腦  

3686

1-47-

9 

香豆酸及衍生物

(Coumaric acid 

and Derivatives) 

p-Coumaric acid (PCA) 對香豆酸  
7400

-08-0 

2-Ethyl-Hexyl-4-Methoxy

cinnamate 

4-甲氧基肉桂

酸-2-乙基己酯  

5466

-77-3 

滴滴涕衍生物及

代謝物(DDT 

Derivatives and 

Metabolites) 

4,4'-DDA 
雙 (4- 氯 苯 基 )

乙酸  

83-0

5-6 

黃酮類化合物 Biochanin A 鷹嘴豆芽素 A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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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vonoids) 80-5 

Diisobutyl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

異丁酯  

84-6

9-5 

Mono-2-Ethyl 

hexylphthalate (MEHP) 

鄰苯甲酸 (2-乙

基己基)酯  

4376

-20-9 

Mono-n-Butyl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正

丁酯  

131-

70-4 

Di-n-Propylphthalate 

(DprP)  

又稱 Dipropyl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

丙酯  

131-

16-8 

Di-n-Hexylphthalate 

(DnHp)  

又稱 Dihexylphthalate 

(DHP) 

鄰苯二甲酸二

己酯  

84-7

5-3 

聚矽氧烷

(Siloxans) 

2,6-cis-Diphenylhexamet

hy 

1-Cyclotetrasiloxane-2,6-

cis-[(PhMesio)2(meSiO)2]

夸屈矽烷  

3320

4-76-

1 

其他物質(Other 

Substances) 

3,3-bis(4-hydroxyphenyl)

isobenzofuran-1(3H)-one 

又稱 Phenonlphthalein 

酚酞  
77-0

9-8 

2-[Bis(4- 

Hydroxyphenyl)-Methyl]-

Benzylalkohol  

又稱 Phenolphthalol 

2-二 (4-羥基苯

基)甲基苄醇  

81-9

2-5 

2,2-Bis(4- 

Hydroxyphenyl)-n-Hexan

e 

2-二 (4-羥基苯

基)-n-己烷  

1400

7-30-

8 

3-Methyl-4-Nitrophenol 3-甲基 -4-硝基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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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網頁，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ndocrine/documents/，研究團隊彙整。  

    建立監測計畫方面，2003 年頒布的歐盟環境與健康策略（Europea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Strategy），設立整合環境與健康以監測內分泌

干擾物的工作小組，備妥基線資料，提出發展 2004-2010 年環境與健

康行動方案（Environment and Health Action Plan 2004-2010），籌措人

體生物監測的資金，進一步整合環境與健康監測。立法作為包括：2006

年通過的「化學品登記、評估和審批」（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的化學品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新

法案。  

    此外，歐盟在 2006 年 7 月開始施行的「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

(2002/95/EC,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限制使用於

電子電機物品上之危害化學品，包括重金屬鉛、鎘、汞及六價鉻，溴

化耐燃劑如多溴聯苯 (PBBs)和多溴二苯醚 (PBDEs)之上限濃度，促進

電子電機物品廢棄後之資源化及 終處理。  

苯酚  -34-2 

Cyclophosphamide 環磷醯胺  
50-1

8-0 

Dibromochloro-Propane 

(DBCP) 
二溴氯丙烷  

96-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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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管理現況  

    美國自 1996 年通過修訂之食品品質保護法（ 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 , FQPA）及飲用水安全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 

SDWA），包括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之篩檢規範及效應確認方

法，建立「環境荷爾蒙篩選計畫」（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EDSP）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tier 1 Screening）與第二階段測

試（ tier 2 Testing），從其境內普遍使用約 87,000 種化學物質進行分階

段之篩檢作業並逐年評估，美國環境荷爾蒙篩選流程圖如圖 3-3。美

國環保署於 2009 年 4 月 15 日公布第一階段環境荷爾蒙 終篩選清單

（Final List of Chemicals for Initial Tier 1 Screening），合計 67 種化學

物質（詳如表 3-4），作為預定 2012 年完成之第二階段測試對象清單。

2010 年 11 月 19 日，公布第一階段環境荷爾蒙第二批次篩選清單

（Second List of Chemicals for Tier 1 Screening），包括殺蟲劑、全氟化

物（PFCs）及個人護理產品（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等 134 種疑似環境荷爾蒙物質（詳如表 3-5），從 2011 年起進

行篩檢。因考慮資源及實際實驗篩檢能力無法逐一篩選，以及工作時

限，2012 年 11 月美國環保署「環境荷爾蒙篩選計畫」公布「內分泌

干擾物篩檢清單」列有約 10,000 種化學物，清單的目的是提供明確界

定那些化學物，做為進行後續確效工作的依據。  

    美國環境荷爾蒙篩選計畫建立化學物質之篩選優先順序，依其特

性、產量、釋放於環境中之劑量、環境中發現之程度及含量、毒性，

分為四類作為執行篩選之程序。   

（一）第一類化學物質：包括部分無機酸或鹼、氨基酸、醣類及部分

平均分子量高於 1,000 之聚合物等，這些物質因不易通過生物

細胞膜，較不可能具有荷爾蒙活性，故對該類物質持保留

（Hold）態度。  

（二）第二類化學物質：包括尚未完整確認之潛在環境荷爾蒙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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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先次序排定後進行第一階段篩選。若篩檢結果顯示具潛在

之內分泌干擾作用，則進入第二階段檢測試驗，否則歸為第一

類。  

（三）第三類化學物質：若已有完備數據確認具內分泌干擾之活性，

則免除第一階段篩選過程，直接進入第二階段檢測評估；或第

一階段篩選後，其結果呈現具疑似內分泌干擾作用則歸入本

類。  

（四）第四類化學物質：已有充足資料確認其對內分泌系統會造成影

響，則可直接提報政府及決策單位評估其危害程度。  

 

 

圖 3-3 美國之環境荷爾蒙篩選流程圖  

資料來源：康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11）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列管及評估計畫期  

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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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化學物質
基本數據不足，
列為第一階段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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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美國第一階段環境荷爾蒙 終篩選清單  

編

號  
化學物質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1 2,4-D 2,4-二氯苯氧乙酸  94-75-7 

2 
Hexanoic,2-(diethylam

ino) ethyl estercitrate 
己酸二乙胺基乙醇酯  

113-48-4 

3 Abamectin 阿巴汀  71751-41-2 

4 Acephata 歐殺松  30560-19-1 

5 Acetone 丙酮  67-64-1 

6 Atrazine 草脫淨  1912-24-9 

7 Benfluralin 倍尼芬  1861-40-1 

8 Bifenthrin 畢芬寧  82657-04-3 

9 Butyl benz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丁酯苯甲酯 85-68-7 

10 Captan 蓋普丹  133-06-2 

11 
Carbamothioic acid, 

dipropyl-,S-ethyl ester
茵達滅  

759-94-4 

12 Carbaryl 加保利  63-25-2- 

13 Carbofuran 加保扶  1563-66-2 

14 Chlorothanlonil 四氯異苯  1879-45-6 

15 Chlorpyrifos 陶斯松  2921-88-2 

16 Cyfluthrin 賽扶寧  68359-37-5 

17 Cypermrthrin 賽滅寧  5231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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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CPA（or 

hlorthal-dimethyl）  
氯酸二甲酯  

1861-32-1 

19 Diazinon 大利松  333-41-5 

20 Dibu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84-74-2 

21 Dichlobenil 二氯苯腈  1194-65-6 

22 Dicofol 三氯殺蟎醇  115-32-2 

23 Dieth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乙酯  84-66-2 

24 Dimethoate 大滅松  60-51-5 

25 Dimeth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甲酯  131-11-3 

26 Di-sec-oc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

基）酯  

117-81-7 

27 Disulfoton 二硫松  298-04-4 

28 Endosulfan 安殺番  115-29-7 

29 Esfenvalerate 順式氰戊菊酯  66230-04-4 

30 Ethoprop 普伏松  13194-48-4 

31 Fenbutatin oxide 苯丁錫  13356-08-6 

32 Flutolanil 福多寧  66332-96-5 

33 Folpet 福爾培  133-07-3 

34 Gardona （cis-isomer）

（Z）-2-氯-1-（2,4,5-三

氯苯基）乙烯基二甲基

磷酸酯  

22248-79-9 

35 Glyphosate 嘉磷塞  1071-83-6 

36 Imidacloprid 益達胺  
138261-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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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prodione 依普同  36734-19-7 

38 Isophorone 異佛爾同  78-59-1 

39 Linuron 理有龍  330-55-2 

40 Malathion 馬拉松  121-75-5 

41 Metalaxyl 滅達樂  57837-19-1 

42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10265-92-6 

43 Methidathion 滅大松  950-37-8 

44 Methomyl 納乃得  16752-77-5 

45 Methyl ethyl ketone 丁酮  78-93-3 

46 Methyl parathion 甲基巴拉松  298-00-0 

47 Metolachlor 莫多草  51218-45-2 

48 Metribuzin 嗪草酮  21087-62-9 

49 Myclobutanil 邁克尼  88671-89-0 

50 Norflurazon 氟草敏  27314-13-2 

51 o-Phenylohenol 2-苯基苯酚  90-43-7 

52 Oxamyl 歐殺滅  23135-22-0 

53 Permethrin 百滅寧  52645-53-1 

54 Phosmet 益滅松  732-11-6 

55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51-03-6 

56 Propachlor 雷蒙得  1918-16-7 

57 Propargite 歐蟎多  2312-35-8 

58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60207-90-1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46 

59 Propyzamide 戊炔草胺  23950-58-5 

60 

2-[1-methyl-2-(4-phen

-oxyphenoxy)ethoxy]p

yridine 

百利普芬  

95737-68-1 

61 Quintozene 五氯硝苯  82-68-8 

62 Resmethrin 苄呋菊酯  10453-86-8 

63 Simazine 草滅淨  122-34-9 

64 Tebuconazole 戊唑醇  
107534-96-

3 

65 Toluene 甲苯  108-88-3 

66 Triadimefon 三唑酮  43121-43-3 

67 Trifluralin 三福林  1582-09-8 

美國環保署 EDSP 網頁，http://www.epa.gov/endo/pubs/prioritysetting/draftlist2.htm， 
研究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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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美國第一階段環境荷爾蒙第二批次篩選清單  

編

號  
化學物質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1 
1,1,1,2-Tetrachloroetha-

-ne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2 1,1,1-Trichloroethane 1,1,1-三氯乙烷  71-55-6 

3 1,1,2-Trichloroethane 1,1,2-三氯乙烷  79-00-5 

4 1,1-Dichloroethane  1,1-二氯乙烷  75-34-3 

5 1,1-Dichloroethylene 1,1-二氯乙烯  75-35-4 

6 1,2,3-Trichloropropane 1,2,3-三氯丙烷  96-18-4 

7 1,2,4-Trichlorobenzen-e 1,2,4-三氯苯  120-82-1 

8 
1,2-Dibromo-3-chloropr

-opane 
二溴氯丙烷  96-12-8 

9 1,2-Dichloroethane 1,2-二氯乙烷  107-06-2 

10 1,2-Dichloropropane 1,2-二氯丙烷  78-87-5 

11 1,3-Dinitrobenzene 1,3-二硝基苯  99-65-0 

12 1,4-Dioxane 1,4-二氧陸圜  123-91-1 

13 1-Butanol 1-丁醇  71-36-3 

14 2,4,5-TP （Silvex）  
2-（2,4,5-三氯苯氧基）

丙酸  
93-72-1 

15 2-Methoxyethanol 乙二醇甲醚  109-86-4 

16 2-Propen-1-ol 丙烯醇  10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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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4,4'-Methylenedianiline 4,4’-二胺基二苯甲烷  101-77-9 

18 Acetaldehyde  乙醛  75-07-0 

19 Acetamide  乙醯胺  60-35-5 

20 Acetochlor  乙草胺  34256-82-1 

21 
Acetochlor 

ethanesulfonic acid  
乙草胺乙基磺酸  187022-11-3 

22 
Acetochlor oxanilic 

acid 
乙草胺苯胺羰酸  194992-44-4 

23 Acrolein  丙烯醛  107-02-8 

24 Acrylamide  丙烯醯胺  79-06-1 

25 Alachlor  拉草  15972-60-8 

26 
Alachlor ethanesulfonic 

acid  
甲草胺乙基磺酸  142363-53-9 

27 Alachlor oxanilic acid  甲草胺苯胺羰酸  171262-17-2 

28 
Alpha-Hexachlorocyclo

-hexane  
蟲必死  319-84-6 

29 Aniline  苯胺  62-53-3 

30 Bensulide  地散磷  741-58-2 

31 Benzene  苯  71-43-2 

32 
Benzo(a)pyrene 

（PAHs）   
苯（a）駢  50-32-8 

33 Benzyl chloride  苯甲氯  100-44-7 

34 
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丁基羥基甲氧苯  2501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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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arbon tetrachloride  四氯化碳  56-23-5 

36 Chlordane  可氯丹  57-74-9 

37 Chlorobenzene  氯苯  108-90-7 

38 
cis-1,2-Dichloroethylen

-e  
順-1,2-二氯乙烯  156-59-2 

39 Clethodim  烯草酮  99129-21-2 

40 Clofentezine  四蟎嗪  74115-24-5 

41 Clomazone  異噁草酮  81777-89-1 

42 Coumaphos  蠅毒磷  56-72-4 

43 Cumene hydroperoxide 異丙苯化過氧化氫  80-15-9 

44 Cyanamide 氰胺  420-04-2 

45 Cyromazine  環丙氨嗪  66215-27-8 

46 Dalapon  2,2-二氯丙酸  75-99-0 

47 Denatonium saccharide 地那銨糖精  90823-38-4 

48 
Di(2-ethylhexyl) 

adipate  

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

酯  
103-23-1 

49 Dichloromethane  二氯甲烷  75-09-2 

50 Dicrotophos 倍硫磷  141-66-2 

51 Dimethipin  噻節因  55290-64-7 

52 Dinoseb  達諾殺  88-85-7 

53 Diuron 
3（3,4-二氯苯）-1,1-二

甲基尿素  
330-54-1 

54 Endothall  草多索  14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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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ndrin 安特靈  72-20-8 

56 Epichlorohydrin  環氧氯丙烷  106-89-8 

57 Erythromycin  紅黴素  114-07-8 

58 Ethylbenzene     乙苯  100-41-4 

59 Ethylene dibromide  二溴乙烷（二溴乙烯） 106-93-4 

60 Ethylene glycol  乙二醇  107-21-1 

61 Ethylene thiourea  乙硫尿（亞乙基硫脲） 96-45-7 

62 Ethylurethane  氨基甲酸乙酯  51-79-6 

63 Etofenprox  醚菊酯  80844-07-1 

64 Fenamiphos  苯線磷  22224-92-6 

65 Fenarimol  氯苯嘧啶醇  60168-88-9 

66 Fenoxaprop-P-ethyl  精惡唑禾草靈  71283-80-2 

67 Fenoxycarb  苯氧威  72490-01-8 

68 Flumetsulam  唑嘧磺草胺  98967-40-9 

69 Fomesafen sodium  氟磺胺草醚鈉  108731-70-0 

70 Fosetyl-Al(Aliette) 三乙膦酸鋁   39148-24-8 

71 Glufosinate ammonium 草銨膦  77182-82-2 

72 HCFC-22  一氯二氟甲烷  75-45-6 

73 Heptachlor  飛佈達  76-44-8 

74 Heptachlor epoxide  環氧飛佈達  1024-57-3 

75 Hexachlorobenzene  六氯苯  118-74-1 

76 
Hexachlorocyclopentadi

-ene  
六氯環戊二烯  7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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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Hexane  己烷  110-54-3 

78 Hexythiazox  噻蟎酮  78587-05-0 

79 Hydrazine  聯胺  302-01-2 

80 Isoxaben  

N-（3-（1-乙基-1-甲基

丙基）-1,2-唑-5-基）

-2,6-二甲氧基苯酰胺  

82558-50-7 

81 Lactofen  乳氟禾草靈  77501-63-4 

82 Lindane  靈丹  58-89-9 

83 Methanol  甲醇  67-56-1 

84 Methoxychlor  甲氧滴滴涕  72-43-5 

85 Methyl tert-butyl ether 甲基第三丁基醚  1634-04-4 

86 
Metolachlor 

ethanesulfonic acid  
異丙甲草胺乙磺酸  171118-09-5 

87 
Metolachlor oxanilic 

acid  
異丙甲草胺苯胺羰酸  152019-73-3 

88 Molinate  禾草敵  2212-67-1 

89 Nitrobenzene  硝基苯  98-95-3 

90 Nitroglycerin  硝化甘油  55-63-0 

91 N-Methyl-2-pyrrolidone N-甲基吡咯烷酮   872-50-4 

92 
N-Nitrosodimethylamin

-e  

N-亞硝二甲胺（二甲亞

硝胺）  
62-75-9 

93 n-Propylbenzene  丙苯  103-65-1 

94 o-Dichlorobenzene  鄰-二氯苯  95-50-1 

95 o-Toluidine  鄰-甲苯胺  9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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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Oxirane, methyl-  環氧丙烷  75-56-9 

97 Oxydemeton-methyl  碸吸磷  301-12-2 

98 Oxyfluorfen  乙氧氟草醚  42874-03-3 

99 Paclobutrazol  多效唑  76738-62-0 

100 p-Dichlorobenzene  1,4-二氯苯  106-46-7 

101 Pentachlorophenol  五氯酚  87-86-5 

102 Perchlorate  高氯酸鹽  14797-73-0 

103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全氟辛烷磺酸  1763-23-1 

104 Perfluorooctanoic acid 全氟辛酸  335-67-1 

105 Picloram   毒莠定  1918-02-1 

106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多氯聯苯  1336-36-3 

107 Profenofos  丙溴磷  41198-08-7 

108 Propetamphos  胺丙畏  31218-83-4 

109 Propionic acid  丙酸  79-09-4 

110 Pyridate  噠草特  55512-33-9 

111 Quinclorac  二氯喹啉酸  84087-01-4 

112 Quinoline  奎喏林  91-22-5 

113 Quizalofop-p-ethyl  精喹禾靈  100646-51-3 

114 RDX  環三次甲基三硝胺  121-82-4 

115 sec-Butylbenzene  仲丁基苯  135-98-8 

116 Sodium 四硫代碳酸鈉  734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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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thiocarbonate  

117 Styrene  苯乙烯  100-42-5 

118 Sulfosate 草甘膦三甲基硫鹽  81591-81-3 

119 Temephos  雙硫磷  3383-96-8 

120 Terbufos  特丁磷  13071-79-9 

121 Terbufos sulfone  特丁磷碸  56070-16-7 

122 Tetrachloroethylene  四氯乙烯  127-18-4 

123 Thiophanate-methyl  甲基多保淨  23564-05-8 

124 Toluene diisocyanate  二異氰酸甲苯  26471-62-5 

125 Toxaphene  毒殺芬  8001-35-2 

126 
trans-1,2-Dichloroethyl

-ene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27 Trichloroethylene  三氯乙烯  79-01-6 

128 Triethylamine  三乙胺  121-44-8 

129 Triflumizole  氟菌唑  68694-11-1 

130 Trinexapac-ethyl  
4-環丙基甲基-3，5-二

酮環己烷羧酸乙酯  
95266-40-3 

131 Triphenyltin hydroxide 氫氧化三苯錫  76-87-9 

132 Vinclozolin  免克寧  50471-44-8 

133 Xylenes  二甲苯  1330-20-7 

134 Ziram 
二甲基二硫胺基甲酸

鋅  
137-30-4 

美國環保署 EDSP 網頁，http://www.epa.gov/endo/pubs/prioritysetting/draftlist2.htm， 
研究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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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 5 日，美國眾議院提出建立「環境荷爾蒙物質篩選加

強法」27，以更新 1996 年立法之「環境荷爾蒙物質篩選計畫」（EDSP），

要求美國環保署提出相關計畫及時間表，以鑑定及測試飲用水中之物

質，並於 4 年內確保測試至少 100 種飲用水中之化學物質。其他眾議

院相關提案有：「內分泌干擾預防法案」 28、「修訂安全飲用水法有關

內分泌干擾物篩選計畫」29、「減少人體暴露到內分泌擾亂化學品和其

他用途」 30。  

    此外在美國近年各州立法限制多溴二苯醚（PBDEs）用在消費類

產品中，有越來越多之趨勢。目前 PBDEs 廣泛用於各類產品，包括衣

物、傢俱和電子產品中的阻燃劑。目前各州有關 PBDEs 的立法情況：

加州、夏威夷、伊利諾斯州、緬因州、密西根州、紐約州、奧勒岡州

以及馬里蘭州，已經立法限制使用五溴二苯醚（penta-BDE）和八溴二

苯醚（octa-BDE）其含量超過 0.1%的產品。其他各州相關法規如下： 

(一) 緬因州 31：通過保護孕婦及兒童不受有毒物質危害的法令規

定，從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販賣和分銷含有十溴二苯醚

（deca-BDE）的電子和傢俱；但這些限制並不適用於運輸汽

車及其部件、工業生產設備、輸電用的電子線材。  

(二) 明尼蘇達州：明尼蘇達州 2007 年法令規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生產商在銷售新型顯示裝置之前，應先向該地政府註

冊。2008 年 9 月 1 日起，註冊資訊應包括有關銷售給家庭用

的顯示裝置含有多溴聯苯、多溴二苯醚的量是否超過歐盟

RoHS 要求的申明。  

                                                 
27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Enhancement Act, H.R. 5210, 2010/05/05. 

28 Endocrine Disruption Prevention Act. H.R. 4190, 2009/12/03. 

29 To amend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regarding an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H. R. 553, 2011/02/08. 

30 To reduce human exposure to 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H. R. 2521 2011/07/13. 

31 Toxic Chemicals In Children’s Product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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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華盛頓州 32：禁止製造和銷售含有十溴二苯醚的床墊，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由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布品家具、電視

機和電腦將不得含有商用十溴二苯醚，但當局須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找到安全及技術上可行的替代阻燃劑，否則這項

限制將延後實施。  

(四) 佛蒙特州 33：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銷售所有含五溴二苯

醚或八溴二苯醚的產品 ;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銷售含十溴

二苯醚的床墊和布品傢俱(於 2009 年 7 月 1 日前購入的存貨除

外)；2012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售賣或分銷塑膠外殼含有十溴二

苯醚的電視機和電腦(於 2009 年 7 月 1 日前購入的存貨除

外)。這些限制不適用於舊產品的銷售或轉售，也不適用於汽

車或汽車零件。  

 

                                                 
32 ESHB 1024, 2007/04/03. 
33 An Act Relating To Health Reform, H. 444, 200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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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加拿大管理現況  

    加拿大環境保護法（CEPA 1999）第 44 條第 4 項規定，環境部部

長必須主導執行荷爾蒙干擾物之相關研究、檢測方法及對環境及人類

健康之短期或長期影響等研究及發展，並採取應對之保護、管制及消

除措施。    

    加拿大針對環境荷爾蒙物質之相關管制內容，說明如下：  

一、塑化劑類物質   

(一) 鄰苯二甲酸酯類   

    加拿大衛生部限制 6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DEHP、DINP、

DBP、BBP、DNOP 及 DIDP）使用於軟質聚氯乙烯（PVC）之兒

童玩具及兒童護理產品（child-care products）中之含量，以確保

進口、販賣及廣告之產品不會對嬰兒或兒童造成鄰苯二甲酸酯類

之暴露風險，該限制令於 2011 年 6 月 10 日正式生效。新法規規

定，於所有軟質聚氯乙烯之兒童玩具及護理產品中，鄰苯二甲酸

二異辛酯（DEHP）、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及鄰苯二甲酸丁

酯苯甲酯（BBP）之含量不得超過 1,000 mg/kg。另針對 4 歲以下

且可能置入兒童嘴部之同類型產品，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DINP）、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及鄰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之含量同樣不得超過 1,000 mg/kg。  

(二) 雙酚 A  

    2008 年 10 月 18 日，加拿大公告雙酚 A 為有毒物質。加拿大

政府基於雙酚 A 終篩選評估報告，其進入環境中的濃度可能對

人類生命或健康產生危害的情況下的結論，做出如此決定，並成

為國際第一個擬定法案，管制雙酚 A 的國家。 終篩選評估報告

同時做出其他結論，諸如在雙酚 A 進入或可能進入環境中的量或

濃度或條件下，有可能對環境或生物多樣性造成立即或長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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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影響。因此雙酚 A 符合 CEPA1999 第 64（a）和 64（C）之管

制標準。 34主要具體管制作為包括：禁止進口、銷售和廣告含有

雙酚 A 單體之嬰兒聚碳酸酯奶瓶，以及預防原則應用於新生兒和

嬰幼兒的食品包裝中雙酚 A 的轉移等。  

二、重金屬鉛   

    加拿大政府於 2009 年 6 月 19 日同時公告（與口接觸之）含鉛消

費產品規定「Consumer Products Containing Lead （Contact with Mouth） 

Regulations」，降低 3 歲以下兒童使用及任何可能與口接觸產品中之容

許鉛含量，其中 大容許鉛含量擬由目前之 600 mg/kg 降低為 90 

mg/kg，為全世界 低之濃度限值。  

三、殺蟲劑（生物除害劑）物質   

    2009 年 8 月，加拿大政府公告 6 種生物除害劑，探討其殺蟲及非

殺蟲成份，並同時實施新管制措施，包括三福林（Trifluralin）、草脫

淨 （ Atrazine ）、 四 氯 異 苯 晴 （ Chlorothalonil ）、 可 伐 鼠

（ Chlorophacinone ）、 甲 氧 基 滴 滴 涕 （ Methoxychlor ） 及 五 氯 酚

（Pentachlorophenol）。    

四、多溴二苯醚物質   

    2006 年 12 月，加拿大環境部及加拿大衛生部共同發表全面性之

多溴二苯醚（PBDEs）風險管理策略，以減少加拿大 PBDEs 之環境濃

度，並盡可能降低至 低濃度。加拿大政府於 2008 年 6 月 19 日通過

做為阻燃劑用途的 PBDEs 禁用法規，並且即日生效。其旨在藉由預防

和限制 PBDEs 於加拿大的使用，以保護加拿大環境，避免受到 PBDEs

污染所引起的風險。2010 年 8 月公布 PBDEs 風險管理策略之修訂版，

該版新增針對含 7 種 PBDEs（四溴二苯醚~十溴二苯醚）產品之進口

及製造之管制，若產品中含有該 7 種物質超過 0.1%（重量百分比），

則禁止於加拿大製造、使用、銷售、進口及出口。加國針對 PBDEs

                                                 
34 Proposed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bisphenol A。 (2012/9/15)取自

http://www.ec.gc.ca/ese-ees/default.asp?lang=En&n=6FA54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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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度管制，推測可能是加國學者在 PBDEs 研究領先全球成果 35。  

第六節  日本管理現況  

    1997 年日本環境廳公布 67 種有機化學物質及 3 種重金屬列為疑

似環境荷爾蒙清單，合計 70 種物質。1998 年日本環境省公布「環境

激素之戰略計畫 SPEED'98」36作為環境荷爾蒙研究之基礎依據，並逐

年依據其關切之作用，不定期檢討該清單，其檢討及評估流程如圖 3-4

所示。   

一、疑似環境荷爾蒙清單  

    2000 年 11 月，自疑似環境荷爾蒙清單中移除苯乙烯（Styrene）

及正丁基苯（n-Butylbenzene）移除，故統計至 2011 年底止，目前清

單上列有 65 種有機化學物質及 3 種重金屬（鉛、鎘及汞），共合計 68

種物質（詳見表 3-6）。  

 

 

 

 

 

 

 

 

                                                 
35 Zhang, X., Diamond M.K, Robson, M., Harrad, S. (2011) Sources, Emissions, and 

Fate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Indoors in 
Toronto, Canada. Environ. Sci. Technol. 45, 3268–3274. 

36 Strategic Programs on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98 (SPEE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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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日本之環境荷爾蒙檢討評估流程圖  

資料來源：康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11）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列管及評估計畫期  

末報告。  

 

二、環境濃度調查   

    1999～2004 年間，日本持續針對疑似環境荷爾蒙之環境濃度進行

調查，包括己二酸二（2-乙己基）酯等 28 種化學物質，同時每年篩檢

部分化學物質，以進行風險評估。  

三、環境荷爾蒙因應策略   

    自 2009 年 11 月起，日本環境省藉「內分泌攪亂（環境荷爾蒙）

作用化學物質檢討會」等活動，回顧 2005 年 3 月訂定之「2005 年環

境省對於內分泌攪亂（環境荷爾蒙）作用化學物質未來之因應方針」37

之實施狀況，並檢討應對方針與實施重點。  2010 年 7 月 6 日，日本

環境省正式公布「2010 年有關內分泌攪亂（環境荷爾蒙）作用化學物

                                                 
37 化学物質の内分泌かく乱作用に関する環境省の今後の対応方針について― 

ExTEND（Enhanced Tack on Endocrine Disrupti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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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未來之因應策略」 38，並已於 2010 年 11 月於東京召開第一屆環境

荷爾蒙作用研討會，討論議題包括官民合作體制、野生動物相關研究、

風險評估方式及推對國際合作等。ExTEND 2010 之內容說明如下：   

(一) 基本方向  

    包括承襲 ExTEND2005 之架構，增加必要之改善檢討事宜。

朝風險管理檢討之方向進行，確立風險評估方法與實施評估之速

度。在相關部門之工作分配中，優先處理對生態系統造成影響之

部分，並考量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影響之可能風險。積極參與及

確立實驗、評估方式等相關之國際合作行動，並將相關成果作

大限度之利用。  

(二) 具體方針   

    推動野生生物之生物學研究，確立開發及評估實驗方法之架

構，確實掌握環境濃度及暴露評估，選定評估目標物質及文獻資

料評估，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積極發布相關資訊  藉由網頁及研

討會等媒介，針對一般民眾積極發布資訊，推動國際合作，針對

環境荷爾蒙物質進行評估檢討。此外，藉由與英國及美國協力合

作之方式，於亞洲等地區推動國際合作。    

四、管制現況   

2010 年 11 月，日本成立第一個內分泌干擾（環境荷爾蒙）物

質工作團隊，由 14 名成員組成，針對日本國內 3 個內分泌干擾物

質研究工作小組之相關成果、報告及策略進行評估、監督及審核。

ExTEND2010 中訂定 5 年內約評估 100 種物質之目標，並選定檢

討對象物質，優先針對疑似內分泌干擾（環境荷爾蒙）物質進行

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策略。  

 

                                                 
38 化学物質の内分泌かく乱作用に関する今後の対応－ExTEND（Extended Tasks 

on Endocrine Disrupti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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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日本之疑似環境荷爾蒙清單  

編號  化學物質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1 Dioxins and furans 戴奧辛和呋喃  1746-01-6 

2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多氯聯苯  1336-36-3 

3 Polybromobiphenyls 多溴聯苯  67774-32-7 

4 Hexachlorobenzene  六氯苯  118-74-1 

5 Pentachlorophenol  五氯酚  87-86-5 

6 
2,4,5-Trichlorophenoxy

acetic acid 
2,4,5-三氯酚氧乙酸  93-76-5 

7 
2,4-Dichlorophenoxyac

etic acid 
2,4-二氯苯氧基乙酸  94-75-7 

8 Amitrole 殺草強  61-82-5 

9 Atrazine 草脫淨  1912-24-9 

10 Alachlor 拉草  15972-60-8 

11 Simazine（CAT）  草滅淨  122-34-9 

12 
Hexachlorocyclohexane 蟲必死  

319-84-6 

319-85-7 

319-86-8 

Ethyl parathion 巴拉松  56-38-2 

13 Carbaryl 加保利  63-25-2 

14 Chlordane 可氯丹  1278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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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xychlordane 氧化可氯丹  27304-13-8 

16 trans-Nonachlor 反九氯  5103-73-1 

17 
1,2-dibromo-3-chloropr

opane 
二氯溴丙烷  96-12-8 

18 DDT 滴滴涕  50-29-3 

19 DDE and DDD 滴滴依及滴滴滴  72-55-9 

20 Kelthane (Dicofol) 三氯殺蟎醇  115-32-2 

21 Aldrin 阿特靈  309-00-2 

22 Endrin 安特靈  72-20-8 

23 Dieldrin 地特靈  60-57-1 

24 Endosulfan (Benzopin) 安殺番  115-29-7 

25 Heptachlor 飛佈達  
68961-31-9 

76-44-8 

26 Heptachlor epoxide 環氧飛佈達  1024-57-3 

27 Malathion 馬拉松  121-75-5 

28 Methomyl 納乃得  16752-77-5 

29 Methoxychlor 甲氧滴滴涕  72-43-5 

30 Mirex 滅蟻樂  2385-85-5 

31 Nitrofen 護谷  1836-75-5 

32 
Toxaphene 

(Camphechlor) 
毒殺芬  8001-35-2 

33 Tributyltin 三丁基錫  688-73-3 

34 Triphenyltin 三苯基錫  8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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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riflurain 三福林  1582-09-8 

36 

Alkyl phenol (from C5 

to C9) 

Nonyl phenol Octyl 

phenol 

壬基酚  25154-52-3 

37 Bisphenol A 雙酚 A 80-05-7 

38 
Di-(2-ethylhexyl)phthal

ate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

己基）酯  
117-81-7 

39 Butyl benz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丁酯苯甲

酯  
85-68-7 

40 Di-n-bu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84-74-2 

41 Dicyclohex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環己酯  84-61-7 

42 Dieth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乙酯  84-66-2 

43 Benzo(a)pyrene 苯（a）駢  50-32-8 

44 Dichlorophenol 二氯酚  120-83-2 

45 Diethylhexyl adipate 己二酸二乙基己酯  103-23-1 

46 Benzophenone 二苯甲酮  119-61-9 

47 4-Nitrototoluene 4-硝基苯  99-99-0 

48 Octachlorostyrene 八氯苯乙烯  29082-74-4 

49 Aldicarb 得滅克  116-06-3 

50 Benomyl 免賴得  17804-35-2 

51 Kepone (Chlordecone) 十氯酮  143-50-0 

52 Manzeb (Mancozeb) 鋅錳乃浦  801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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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aneb 錳乃浦  12427-38-2 

54 Metiram 免得爛  9006-42-2 

55 Metribuzin 嗪草酮  21087-64-9 

56 Cypermethrin 賽滅寧  52315-07-8 

57 Esfenvalerate 順式氰戊菊酯  66230-04-4 

58 Fenvalerate 芬化利  51630-58-1 

59 Permethrin 百滅寧  52545-53-1 

60 Vinclozololin 免克寧  50471-44-8 

61 Zineb 鋅乃浦  12122-67-7 

62 Ziram 福美鋅  137-30-4 

63 Dipen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苯酯  131-18-0 

64 Dihex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己酯  84-75-3 

65 Diprop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二丙酯  131-16-8 

66 Cadmium 鎘  7440-43-9 

67 Lead 鉛  7439-92-1 

68 Mercury 汞  7439-97-6 

日本環境省網頁 http://www.env.go.jp/en/chemi/ed/speed98/sp98t3.html，研究團隊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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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 

現代生活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化學物質，依據歐盟化學總署(ECHA)公布之

預註冊化學物質清單，已超過 14 萬種，而這僅只是依工業目的需求所列出的

品項而已。各式人工合成化學物質廣泛運用，我們往往在對其效用與影響不

甚瞭解前，就已釋放至環境，成為環境生態與人體健康的潛在殺手。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描述美國五大湖使用農藥，

導致幼鳥無法孵化，大量鳥類死亡，人們開始注意到人工合成化學物質，對

生態環境的影響。時隔 30 年以後，1996 年「失竊的未來」(Our Stolen Future)

出版，提醒人們內分泌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 或稱環

境荷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 EHs)所帶來的隱形浩劫，已成為急需面對

的環境課題。 

2004 年聯合國「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通過生效，2006 年歐盟公布「危害

物質禁限用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及「化學物質的

登記、評估和審批」(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皆已積極進行化學品管理，蔚為國際趨勢。 

早在 2000 年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即已進行持久性有機氯農藥污染殘留

調查，並持續舉辦「環境荷爾蒙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討會」；2003 年看守

臺灣亦大聲呼籲督促政府建立完善食品安全機制，杜絕環境荷爾蒙、重金屬

及致病菌等為害39。環境荷爾蒙議題逐漸為國人所重視。 

2009 年 10 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70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作為「國內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管理召集機關，召集

各部會組成推動小組，共同研擬國內環境荷爾蒙管理之短、中、長期計畫40。

                                                 
39 鄭益明(2005/2/14)，看守台灣：食物安全由誰把關。台灣立報。  
4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2009)。第 170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台北：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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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6 日完成「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訂定，確立各部會分工41。 

2011 年 5 月底國內爆發塑化劑污染重大事件，由於化學品登錄機制尚未

全面推動，難以掌握產品原料流向，追溯問題源頭，顯示出管理機制尚有不

足之處。塑化劑事件後一個月，「食品衛生管理法」迅速完成修法，修正草案

說明重點，包含主要是將由強化進口產品邊境查驗、國內食品業者管理及市

售產品監測與提高罰則之額度及刑罰規定等。然而，隨著事件平息，相關政

策、法案的追蹤、檢討趨緩，通盤考量整體管理機制，並推動改革的動能闕

如，殊屬遺憾。 

由於環境荷爾蒙對人體健康有潛在的重大影響，加上涉及族群廣泛，利

害關係人間可能持有不同觀點，導致彼此難以達成共識，容易形成社會爭議，

屬於典型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社會性科學議題難以單純地

期盼透過科學家或是科技專家的意見，就能獲得解決42。必須納入多元觀點，

充分討論，方能提出大家都滿意的政策。 

在民主多元且媒體產業蓬勃發展的臺灣，公共政策除考慮專業層面外，

更應傾聽人民的聲音。因此，在研擬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的同時，除充

分掌握國內現有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分工及法規外，透過新聞媒體報導，

瞭解民眾及社會對此議題之關注與認知程度，有助於本研究工作進行，提供

公共政策制訂方向的參考。 

 

                                                 
4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100 年滾動修正版)。台北：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42 黃俊儒、簡妙如(2010) 在科學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傳播研究：從科技社會公民 

   的角色及需求出發。新聞學研究，第 105 期。頁 12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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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環境荷爾蒙之民眾認知與社會關注 

美國政府的政策規劃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公共議題的認定、政

策研究與規劃、政策合法化43。其中公共議題之認定可謂政策制訂之基石，

因為其決定了哪些公共議題需要被處理，以及研商解決方案。此一政策規劃

的模式，可供參照。 

以環境荷爾蒙為例，除應積極瞭解科學事實及證據外，更需掌握民眾認

知與社會關注所在，因為科學所論斷的「安全規範」，與社會公眾「感知」的

「安全感」，並不理所當然的屬於同一範疇44。因此，公共議題的認定為政策

制訂的首要階段，舉凡議題的確立及相關施行方案討論，都取決此一階段的

發現。 

政府在推動政策時，需要廣納利害關係人者的意見，特別是受到政策影

響的族群。本節因此廣泛蒐集大眾傳播媒體報導，嘗試解讀意見與關注，以

作為後續研提政策之參考。 

一、資料蒐集步驟與方法 

環境荷爾蒙公共議題探討資料來源，係彙整自國內公開之數位資料庫或

網路資源。透過關鍵字與搜尋年代設定，檢索近 20 年(或該媒體 早上網資

料)大眾傳播媒體報導，包括報紙、雜誌、電視台等。此外一併瀏覽登錄在環

保署網站之國內環保團體網頁及政府機構網站，期獲得多元觀點。 

瀏覽之報紙資料庫包含聯合知識庫、中時資料庫及蘋果日報；雜誌部分

為天下雜誌知識庫、遠見雜誌知識庫及光華雜誌中英對照知識庫；電視台為

公視、台視、中視及華視官方網站資料。各來源可取得資料之時間不盡相同，

詳細資料來源及可蒐集年代範圍如表 4-1 所示。 

資料蒐尋方式，綜合運用布林運算，以關鍵字、欄位、模糊及限定範圍

                                                 
43 國立台北大學(2006/10)。行政機關政策規劃研究機制。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頁 62-63。 
44 楊智元，毒奶粉的風險論述分析與三聚氰胺的管制爭議。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 
 展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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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單一關鍵字及精確檢索模式進行資料蒐集，如該資料庫資料筆數超過

一千筆，另外以「環境荷爾蒙」與「關鍵字」組合方式，縮小搜尋範圍。

後檢索彙整之資料，透過人工檢閱，刪除重覆及無關本研究之資料後，針對

涉及管理面向議題，與較常出現之環境荷爾蒙種類，擇要討論。 

本研究資料蒐集步驟與說明如下： 

1. 使用「環境荷爾蒙」、「內分泌干擾物」、「干擾內分泌之化學品」、「環

境內分泌干擾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戴奧辛」、「溴化阻燃劑」、「非屬

有機氯農藥」等關鍵字，輸入電子資料庫取得相關報導。 

以「環境荷爾蒙」作為關鍵字，輸入電子資料庫搜尋、篩選後，共獲得

391 筆資料；其中屬「內分泌干擾物」計 42 筆；「溴化阻燃劑」計 30 筆，干

擾內分泌之化學品、環境內分泌干擾物、非屬有機氯農藥、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未能取得資料。 

2. 以「鄰苯二甲酸酯類」、「雙酚 A」、「壬基酚」、「三丁基錫」、「多氯聯

苯」、「戴奧辛」等環境荷爾蒙種類名稱，作為補充搜尋之關鍵字。 

本研究另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所列，常

見生活用品可能含有環境荷爾蒙物質種類表，作為補充搜尋關鍵字，縮小範

圍以利後續討論。其中，以「戴奧辛」作為關鍵字所得資料超過 2 千 6 百筆，

不易分析比較，因此將搜尋關鍵字改為「戴奧辛事件」，增加鑑別度。 

本研究並篩選近 30 年環境荷爾蒙管理相關之新聞 1 百則(附錄十五)，做

為公眾意見解讀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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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大眾傳播媒體搜尋來源與年代 

報紙資料庫 

來源 項目 蒐集資料範圍 

聯合知識庫 聯合報 1951 年 9 月 16 日-迄今 

經濟日報 1967 年 4 月 20 日-迄今 

聯合晚報 1988 年 2 月 22 日-迄今 

Upaper 2007 年 3 月 26 日-迄今 

美洲世界日報 網站未標明時間 

民生報(已停刊) 1988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

歐洲日報(已停刊) 2000 年 2 月 1 日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 

中時資料庫 中國時報 1950 年以來所有的新聞全文資料 

工商時報 

中時晚報 

中時電子報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2003 年 5 月 2 日-迄今 

雜誌資料庫 

天下雜誌知識

庫(可蒐尋近30

年內資料) 

天下雜誌 1981 年 6 月-迄今 

1998 年 9 月-迄今 

2000 年 4 月-迄今 

2008 年 8 月-迄今 

康健雜誌 

Cheers 雜誌 

親子天下雜誌 

遠見雜誌知識

庫 

遠見雜誌 1986 年-迄今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70 

光華雜誌中英

對照知識庫 

光華雜誌(已停刊) 1976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 

電視臺 

公視 公視 站內搜尋(未標明搜尋範圍) 

臺視 臺視 站內搜尋(未標明搜尋範圍) 

中視 中視 站內搜尋(未標明搜尋範圍) 

華視 華視 站內搜尋(未標明搜尋範圍)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 

二、環境荷爾蒙與內分泌干擾物 

彙整報導，經刪除重覆及無關內容後，透過人工檢閱，報紙資料庫共篩

選出 896 筆相關報導、雜誌知識庫篩選出 67 筆，電視臺篩選出 235 筆，合計

1,198 筆報導。據此範圍，本研究針對近 20 年相關報導內容，擇要討論如後。 

針對不同大眾傳播媒體報導屬性，本研究認為報紙資料庫，數位化工作

較為確實，搜尋模式完整，可依目的與設定關鍵字精確進行蒐集，且可搜尋

年限較長，如聯合知識庫聯合報，可查詢超過 50 年之資料；雜誌資料庫搜尋

方式較為簡單，部份雜誌僅能以單一關鍵字搜尋，內容因雜誌取向，較為單

一，偏向健康生活報導為主；電視台官方網頁資訊更新較慢，無法全面性搜

尋到相關資訊，部分搜尋資訊甚至缺少報導時間。未來如要詳細了解相關資

訊，可將重點放於報紙資料庫，專注討論即可。 

在環境荷爾蒙及內分泌干擾物名詞使用上，1998 年 5 月 5 日聯合報 10

版國際話題：「環境荷爾蒙農藥、塑膠類等，近百種列黑名單」，為兩名詞首

次用於新聞報導；同一天同版尚有「(日本應變)將立法要求企業配合 2000 年

化學物排放數據強制公布」之報導。兩篇新聞報導內容均為介紹日本通產省

對「環境荷爾蒙」等各種化學物質管理之新措施。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通產省決定於公元 2000 年實施，企業有義

務對工廠或事業場所排放的化學物質量提出報告的「化學物質排出暨移動登

錄制度」。企業必須就其處理一定量以上這些物質的工廠、事業場所的排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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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土壤、廢棄物中所含這些物質的量向政府提出報告。未來並規劃公布

每一家工廠的排放狀況，促使企業自動管理。 

自上述新聞報導後，國內媒體便逐漸使用環境荷爾蒙及內分泌干擾物等

名詞(詳如圖 4-1、圖 4-2)。而在 1998 年之前，即使報導描述的化學物質屬於

環境荷爾蒙，如重金屬、戴奧辛，但由於此類名詞、觀念並不普及，新聞報

導者並未有此觀念，當然也不會使用此稱呼，僅視為一般環境污染事件處理。 

事實上，環境荷爾蒙一詞，可追溯至 1997 年 7 月日本橫濱市大學井口泰

泉教授於 NHK 電視節目上所提出之流行語。井口教授認為內分泌干擾物過

於專業，不易民眾瞭解，因此發明「環境荷爾蒙」一詞，希望增進民眾對其

之認識。而國內由於主要報導系引用自 1998 年日本新聞資料，故沿襲井口教

授的用詞，後續報導亦較常使用環境荷爾蒙一詞。 

此外，自 2000 年開始，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與學者們開始著手籌辦「環

境荷爾蒙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討會」，距今已舉辦 6 屆， 近一屆為 2010

年 11 月。提供國內學術界定期交流與討論之平台，亦強化環境荷爾蒙一詞之

使用。而國外環境荷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於歐美地區較不常使用，瀏

覽 WWF、GreenPeace 及美國環境保護局網頁，幾乎都是以內分泌干擾物

(Endocrine Disrupter)為題進行報導及探討。 

至於 1983 年至 1999 年間，環境荷爾蒙之討論多著重於戴奧辛事件（非

以環境荷爾蒙之名義）如燃燒廢五金、電纜，以及垃圾焚化爐戴奧辛污染等。

1999 年 5 月下旬比利時禽畜產品戴奧辛污染事件，引起國內食品安全管理之

熱烈討論，環境荷爾蒙議題討論首次延伸至食品。惟此時媒體仍將其視為單

一化學品污染事件，討論重點集中在進出口檢驗、國家標準上，並未全面檢

討相關化學品管理機制。此時，主要回應機關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經濟部

國貿局。 

2000 到 2005 年間陸續有零星環境荷爾蒙議題發酵，多半是民間團體針

對特定化學物質公布檢測，以及政府單位的回應，如壬基苯酚(NP)、三丁基

錫(TBT)、PVC 與塑化劑等。至於「溴化阻燃劑」相關報導，則是自 2005 年

9 月環保署預告，歐盟自 2006 年 7 月擬實施「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

(2002/95/EC,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後，國內媒體才開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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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出現。 

2008 年開始民間團體開始一連串檢驗，從塑膠、化妝品鄰苯二甲酸酯

類、奶瓶雙酚 A、清潔劑壬基苯酚等，民眾開始發現生活周遭大量商品均與

環境荷爾蒙有關，相關報導頻率越來越高；到 2011 年 5 月食品飲料塑化劑事

件，環境荷爾蒙新聞報導達到高峰，民眾對此議題之認識已有長足之進步。 

 

圖 4-1 報導中出現環境荷爾蒙之年代分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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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報導中出現內分泌干擾物之年代分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4-3 報導中出現溴化阻燃劑之年代分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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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議題與發展 

為了進一步掌握公眾關注之面向，本研究以「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所

列常見生活用品可能含有之環境荷爾蒙物質表為範圍，以環境荷爾蒙物質名

稱為關鍵字，計算報導資料中各項物質出現之頻率，瞭解民眾關注方向。 

結果發現報導出現次數依序為鄰苯二甲酸酯類、雙酚 A、戴奧辛、壬基

酚及多氯聯苯(表 4-2)，未來可依此順序優先評估及瞭解民眾之管理需求。三

丁基錫由於使用較特定，與一般民生較無相關，討論較少；殺蟲劑、殺菌劑、

除草劑等報導較無針對性，多為一般性描述其對於環境與人體之負面影響，

難以確切掌握關注之方向。 

以下依不同類別環境荷爾蒙物質，逐項說明公眾關注之方向與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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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常見生活用品可能含有環境荷爾蒙物質及其主管機關與出現次數 

項目 主要可能用途 主管機關 次數 

鄰苯二甲

酸酯類 

嬰兒奶瓶、柔性嬰兒書籍、磨牙器、奶

嘴、保鮮膜、指甲油、香水、髮膠、沐

浴乳、乳液、妊娠紋霜、口紅、塑膠容

器、可微波塑膠便當、塑膠袋、塑膠餐

具。 

經濟部、標

檢局、衛生

署、環保署 

159 筆 

雙酚 A 奶瓶、食品罐頭內膜、CD、水壺、可

微波食品容器防火材料、黏合劑、冰

箱、運動用品、醫療儀器、家用電子產

品等。 

經濟部、標

檢局、衛生

署、環保署 

132 筆 

壬基酚及

壬基酚聚

乙氧基醇 

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及農藥添加等乳

化劑、製造塑膠、染料、油漆、潤滑油

及金屬加工、清潔劑、潤濕劑等。 

經濟部、標

檢局、衛生

署、環保署 

95 筆 

重金屬 鎘製造鎳鎘電池、染料、電鍍金屬及塑

膠製造之穩定劑等；汞體溫計、血壓

劑、乾電池、牙科用之銀粉、紅藥水、

螺旋形日光燈及日光燈管等；鉛含鉛的

飾品、玩具、進口食品、陶器、化妝品

及傳統藥物等。 

衛生署、財

政部會銜

衛生署、環

保署 

54 筆 

三丁基錫

(TBT)

類、三酚

基錫

(TPT)類 

防腐劑、防霉劑、防菌劑、安定劑、催

化劑、殺蟲劑、船舶底部及水產養殖殖

網上之抗生物附著塗料等 

環保署 16 筆 

多氯聯苯 電容器、變壓器、熱媒、塗料、無碳印

刷 

衛生署、環

保署 

7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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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要可能用途 主管機關 次數 

戴奧辛及

呋喃 

(非產品) 衛生署 104 筆 

殺蟲劑、

殺菌劑、

除草劑 

殺蟲劑、殺菌劑、除草劑 衛生署、農

委會、環保

署 

殺蟲劑：

11 筆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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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鄰苯二甲酸酯類 

1998 年 3 月 16 日聯合報「學者不可思議 要求多做採樣」45報導指出，

環保署委託研究發現臺灣河川底質中檢出禁用廿幾年的有機氯農藥，文中同

時指出早在 10 年前(1988)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吳先琪教授就曾針

對基隆河進行優先管制化合物分析，即檢出多種有機的毒性物質，包括多環

芳香族碳氫化合物氯酚、鄰苯二甲酸酯類、及有機氯農藥。顯示當時環保署

便已了解河川環境此類物質之存在。 

1999 年 8 月 18 日經濟日報「環署公告 21 種列管毒化物違法使用者 高

罰款 500 萬元」報導指出，環保署公布新的列管毒化物，其中苯二甲酸二酯

(DEHP)被公告列為第一類毒化物；苯二甲酸二甲酯(DMP)、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被公告為第四類毒化物46。 

2004 年 11 月 24 日民生報「環署新決定 環境荷爾蒙依”毒物”列管清潔

劑常見成分壬基苯酚、塑膠製品塑化劑鄰苯二甲酸等購買、使用、運送將受

嚴格管制」報導指出，環保署召開一年一度的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會議，將鄰

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公告列為第一類毒化物；報導同時提到，環保署在烏

溪等 7 條國內河川的調查顯示，鄰苯二甲酸酯類已大量流布在河川環境中；

故決定將河川水質中測得濃度 高的 DEHP 列為第一類毒化物，採行 嚴格

管制47。 

2005 年 10 月工商時報報導，環保署「即將」嚴格管制鄰苯二甲酸二酯 

(DEHP)及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OP)，現行上述二物質都列為第四類毒性化學

物質，近期經公聽會、研商會等程序討論通過後，將正式列管為第一類毒性

化學物質，限制其使用用途48。 

2008 年 1 月 7 日國立成功大學和國立臺灣大學聯手進行孕婦體內環境荷

                                                 
45 陳英姿(1998/3/16)。學者不可思議 要求多做採樣。聯合報。6 版。 
46 何佩儒(1999/8/18)。環署公告 21 種列管毒化物違法使用者 高罰款 500 萬元。經濟日報。 
 28 版。 
47 薛荷玉(2004/11/24)。環署新決定環境荷爾蒙依”毒物”列管清潔劑常見成分壬基苯酚、

塑膠製品塑化劑鄰苯二甲酸等購買、使用、運送將受嚴格管制。民生報。A2。 
48 曾憲文(2005/10/25)。環署揮大刀塑膠業受衝擊 DEHP、DOP 將列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使

用用途受限制。工商時報。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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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蒙塑化劑濃度研究，指出臺灣 76 位孕婦體內鄰苯二甲酸酯類中的鄰苯二甲

酸二甲酯和鄰苯二甲酸二乙酯都低於美國孕婦，但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和鄰苯二甲酸二酯(DEHP)高出許多49。此則新聞掀起國內熱烈討論，迫使環

保署出面回應此問題。 

2008 年 1 月 18 日，中國時報50與蘋果日報51報導，環保署開會研商決定

進一步禁用塑化劑，2008 年底前將預告把鄰苯二甲酸二酯(DEHP)塑化劑，列

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衛生署也規劃將把化妝品納入檢驗，不得檢出列管

之塑化劑。 

2011 年 5 月塑化劑事件爆發，強大民意迫使相關單位更積極處理此問

題。2011 年 7 月 20 日環保署完成公告，強化塑化劑管理，將含鄰苯二甲酸

丁基苯甲酯(BBP)在內之 22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甲醯胺及安殺番等化學物

質，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列管為毒性化學物質；DEHP、DBP 從第四

類改列為第一類及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DMP 從第四類改列為第一類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並將原來禁止使用於製造 3 歲以下的兒童玩具之 DNOP，

調整為禁用於 14 歲以下之兒童玩具及兒童用品，加嚴管理52。 

(二) 雙酚 A 

1998 年美國科學家發現實驗室老鼠，接觸雙酚 A 會產生不利影響，提醒

大眾雙酚 A 對人體的威脅性53，但國內直至 2005 年大眾媒體方有零星討論。 

2005 年 5 月 20 日蘋果日報在「7 號塑膠奶瓶恐釋致癌物」報導提到， 使

用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s, PC)材質塑膠奶瓶可能溶解出致癌物質。民間團體

建議民眾，勿再使用標示「七號」的塑膠材質奶瓶，而衛生署及業者指出此

論點尚待證明54。 

2007 年美國環境工作組織(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EWG)公布研

                                                 
49 林倖妃(2008/1/7)。孕婦體內塑化劑 源自化妝品、塑膠容器。中國時報。A2。 
50 林倖妃(2008/1/18)。學者建議：化妝品無香 塑膠袋禁用。中國時報。A8。 
51 王玉樹、甯瑋瑜(2008/1/18)。保鮮膜化妝品 將禁用塑化劑。蘋果日報。 
52 行政院環保署毒管處(2011/7/20)。環保署完成公告加強毒化物塑化劑管理。 
53 辛特豪特(2008/10)。發現塑膠之毒的遺傳學家。科學人第 80 期。 
54 李宗衡、張馨方(2005/5/20)。7 號膠奶瓶恐釋致癌物。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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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雙酚 A 普遍存在於感熱紙中，並開始討論其對人體的影響，教導大

眾如何避免接觸雙酚 A55；2008 年美國聯邦政府進一步證實使用於嬰兒奶瓶

的化學物質雙酚 A，可能有致癌風險56。 

在科學證據較為明朗下，2008 年環保署表示，正審慎評估並擬將雙酚 A

列管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57。 2009 年 7 月環保署進一步公告雙酚 A 為第四

類毒性化學物質，衛生署並配合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第四條，

將雙酚 A 納入管制項目58。 

由於感熱紙使用廣泛，引起民間團體消基會之重視著手檢測，結果發現

傳真紙、ＡＴＭ明細表、信用卡簽單等部分含有雙酚Ａ。對此，2010 年 8 月

環保署表示建議標檢局針對熱感應收據訂定雙酚 A 檢測標準59。 

2012 年 3 月 15 日禁用含有雙酚 A 的感熱紙事件再次引起討論，由於市

售感熱紙大多由進口大尺度捲筒再裁切分條、包裝後販賣，因此專家呼籲應

由源頭大尺度捲筒的製造商進行控管，可避免廠商重複檢驗之負擔。 

國內業者曾表示臺灣廠商幾乎沒有生產感熱紙，大多由國外進口，相關

類型產品種類眾多，業者各自採購，如果只依靠廠商之力量顯有困難，尚有

賴政府於進口端進行控管，並定期檢驗60。 

(三) 壬基酚 

2003 及 2004 年環保署環境檢驗所針對河川水體環境進行調查，發現河

水壬基酚平均檢出率分別為 66.7%及 19.5%。底泥平均檢出率分別為 67.6%

及 68.7%，臺灣部分河段檢測值甚至高於國外文獻紀錄61。 但此份委託研究

報告，並未引起媒體關注與報導。 

                                                 
55 Bisphenol A: Toxic Plastics Chemical in Canned Food: People are exposed at harmful levels。

(2012/7/1)取自 http://www.ewg.org/node/20935. 
56 王先堂(2008/4/17)。塑膠奶瓶含雙酚 A 恐致癌。聯合報。 
57 行政院環保署毒管處(2008/12/5)。環保署擬將雙酚 A 列管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58 曾懿晴、陳若齡(2009/7/31)。明年起塑膠容器等須申報雙酚 A 用量。聯合報。A6。 
59 莊蕙嘉(2010/8/7)。美調查 ATM、信用卡收據含有毒雙酚Ａ，美環境組織公布 4 成熱感應

式收據含環境荷爾蒙將影響人體內分泌，增加心臟病及罹癌風險。聯合報，A6。 
60 郭琇真(2012/6/6)。注意 市售感熱紙 18%含雙酚 A。中時電子報新聞速報。 
61 行政院環保署毒管處(2006/5/16)。清潔劑原料壬基酚 環保署將公告列管。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80 

2005 年 12 月 30 日經濟日報報導指出，中共商務部決定對原產於印度和

臺灣地區的進口壬基酚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62。後續新聞雖有零星討論，惟

此時討論著重產業面向，並無引起民眾之重視。 

2006 年 5 月民間團體開始關注並檢測國內使用之清潔劑，檢測結果發現

抽樣之清潔劑超過歐盟國家規定，引起各報報導熱烈討論63。對此環保署提

出回應將廣邀各界舉行公聽會，若異議不大， 快當年年底公告實施64。 

2007 年 11 月，環保署在「你不可不認識的生態殺手-壬基酚」65座談會，

慎選清潔劑關心下一代座談中表示，鼓勵業界研發不含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類

化合物之清潔產品，環保署正研議將壬基酚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類列為第一

類毒性化學物質。後續，2007 年 12 月環保署正式公告將其列入第一類毒性

化學物質66。 

壬基酚雖已列入管制，2010 年仍出現加倍潔 SOPP 殺菌去霉超濃縮洗衣

乳被檢出之報導67；2011 年 8 月 25 日蘋果日報報導更指出不只清潔劑，衣服

也可能含有壬基酚等物質，但壬基酚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類在服裝使用上並

無規範。對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表示，將召開國家標準審議委員會會議，

決定是否訂定「紡織品的 NPE 國家標準」限制衣服含量68。 

(四) 三丁基錫 

三丁基錫(TBT)是用於船體上的防汙塗料，可防止海洋中生物附著於船體

表面。1970 年開始研究者發現，三丁基錫塗料會造成海洋及臨海生物突變，

經由食物鏈影響整個生態環境。1990 年代，日本環境省宣布禁用，但此時國

                                                 
62 台灣壬基酚大陸查傾銷(2005/12/30)。經濟日報。A7 版。 
63 謝蕙蓮(2006/10/22)。家用清潔劑 1/3 超過歐盟規範 環品會檢測壬基酚類含量 高的洗衣

精是歐盟標準的 119 倍。聯合晚報。5 版。 
64 朱淑娟(2006/05/17)。壬基酚 清潔劑少碰。聯合報。C5 版。  
65 高國珍、李承宇(2007/11/5)。「你不可不認識的生態殺手－壬基酚」座談會 慎選清潔劑 關

心下一代 。聯合報。A11 版。 
66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2010/7/10)取自： 
  http://ivy5.epa.gov.tw/epalaw/search/LordiDispFull.aspx?ltype=08&lname=4010。 
67 蔡永彬(2010/5/29)。加倍潔含禁用成分 恐影響健康 。聯合報。A6 版。 
68 綜合報導(2011/8/25)。NIKE UNIQLO 14 品牌衣鞋含毒物。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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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未見討論69。 

2000 年 1 月民生報首次出現報導，國內海洋學者調查發現臺灣西海岸因

為三丁基錫污染，已使多種貝類發生嚴重的「雄化」現象；同年環保署進一

步將三丁基錫化合物歸類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2003 年 1 月 1 日起明令禁

止未滿 24 公尺船舶使用含毒性化學物質氧化三丁錫之船用漆70；2005 年 2 月

23 日環保署公告全面禁止使用氧化三丁錫(TBTO)製造船用防污漆，希望能自

源頭直接進行管制，以達保護海洋環境生態之目的。 

除了應用於船舶方面的報導外，2000 年德國綠色和平組織檢測出「幫寶

適」品牌初生型紙尿褲含有致癌化合物三丁基錫，引起國內討論，為此消基

會針對市售嬰兒紙尿褲和衛生棉進行抽樣測試，但只有一樣產品驗出極微量

的三丁基錫71。此外，2006 年於綠建材油漆上，三丁基錫亦有零星的報導72。

整體來看，關注三丁基錫之報導並不頻繁。 

(五) 多氯聯苯 

多氯聯苯(PCBs) 是一種穩定的絕緣體，早期被使用於需要電介質液體的

用電設備中，1979 年多氯聯苯污染米糠油事件發生，造成嚴重健康毒害，指

派疾病管制局負責處理，2003 年移交國民健康局。 

1998 年 5 月聯合報報導，日本通產省決定將於 2000 年實施化學物質排

放暨移動登錄制度73，企業有義務對工廠或事業場所排放化學物質量提出報

告，多氯聯苯為其中之一。同年 ANPANSAMTEC 日本三本松豊先生於經濟

日報，也認為多氯聯苯與戴奧辛同被懷疑為環境荷爾蒙的主要物質之一74。

連同戴奧辛議題，多氯聯苯為近 20 年間較早被討論之環境荷爾蒙。 

                                                 
69 理律(1991/2/3)。船舶新塗料。民生報。27 版。 
70 行政院環保署毒管處(2005/3/1)環保署公告禁止使用氧化三丁錫製造船用防污漆，並呼籲

業者作好因應。 
71 陳英姿(2000/6/16)。好奇紙尿褲含極微致癌物，消基會將再擴大樣本檢測，業者訝異表示

甫經美國檢驗全數合格。聯合報。6 版。 
72 梁任瑋(2006/1/21)。綠建材降低環境負荷。經濟日報。A7 版。 
73 編譯組(1998/5/5)。日本應變將立法要求企業配 2000 年 化學物排放數據強制公布。聯合

報。10 版。 
74 三本松豐(1998/5/14)。環境荷爾蒙生態大殺手，具低濃度而殺傷力強功力，嚴重破壞自然。

經濟日報。3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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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17 日，聯合國主導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生效，多氯聯苯列為

公約首批管制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此外，由於 70 年代末期重大污染事件，

有關單位相當重視，管制較為嚴格，加上事件爆發時間較早，因此近年來針

對多氯聯苯之報導較少，相關新聞多與戴奧辛、殺蟲劑等議題討論一併出現。 

(六) 戴奧辛及呋喃 

戴奧辛及呋喃主要是工業過程的副產品，但也可能來自於自然的產生，

如火山爆發和森林火災。是冶煉、紙漿氯漂白和一些除草劑和殺蟲劑製造等

各種生產過程的有害副產品，廢棄物燃燒不完全，也是戴奧辛來源之一。 

戴奧辛在臺灣， 早是因為燃燒廢五金而產生。民間燃燒廢五金的歷史

最遠可追溯到 1960 年代中期，廢五金來源主要倚賴進口，早期燃燒多集中在

臺南市和高雄縣交界的灣裡村。 

早在 1983 年 7 月經濟日報《社論》報導便指出，衛生署在台南進行空氣

檢測時，發現燃燒電現電纜的廢氣內含有戴奧辛，其濃度足以危害人體生命，

並含有戴奧辛中 毒的四氯對二氧聯苯，其含量足以永久污染付近的土壤與

水源75，足可見當時問題之嚴重性。 

由於廢五金燃燒產生之污染過於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活，1983 年底政

府為徹底解決灣裡地區空氣污染，特別在灣裡海邊及高雄大寮鄉的大發工業

區闢建「廢混合五金專業區」，但設立後社會上普遍對於進口廢五金燃燒造成

之污染仍有諸多討論與爭辯，1989 年底，大發工業區廢棄物起火燃燒，造成

附近地區嚴重空氣污染，引起強烈反彈，終促使 1993 年 3 月禁止廢五金進口，

因燃燒廢五金而產生之戴奧辛便逐漸獲得控制。 

除了燃燒廢五金外，隨著垃圾焚化爐的引進，其所產生之戴奧辛亦引起

關注，如 1995 年 11 月中國時報報導便指出，木柵焚化爐低溫焚燒恐產生戴

奧辛，引起立委參選人關注與討論76。在多方努力與爭取下，間接促成「廢

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1997.08.06)之訂定。 

                                                 
75 社論(1983/7/15)。從速建立危害物質安全處理系統。經濟日報。02 版。聯合資料庫。 
76 李文輝(1998/11/11)。木柵焚化爐低溫焚燒新黨選將抗議指可能產生世紀之毒要求北市府

查明成立跨縣市小組監督。中國時報。中時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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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6 月，震驚全球的比利時畜產品戴奧辛污染事件，國內始開始重

視相關食品安全議題。從 6 月初爆發事件以來，媒體幾乎以一天數則的方式

進行連續報導，討論議題從單純禁止相關食品進口，進一步開始探討食品戴

奧辛含量之議題。 

事件中經濟部國貿局及標準檢驗局成為關注焦點，一連串檢驗市售產品

行動，連帶引起相關檢驗技術、能力與人力之探討。如 1999 年 6 月 11 日聯

合晚報報導便指出，立委呼籲設立國家毒物中心，重視飲食戴奧辛問題，強

化檢驗能力等77；1999 年 8 月經濟日報報導，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佐鎮認為強

化國家競爭力，應建立標準檢驗制，朝標準國際化、檢驗一元化、度量衡高

科技化等為發展目標78。在此事件之前，罕有檢測能力與專責機構之探討。 

比利時畜產品戴奧辛污染事件後 2 個月， 8 月中旬媒體幾乎已不再進行

追蹤。2004 年 4 月行政院衛生署抽檢鮮乳中戴奧辛含量並公布結果，國內乳

製品大廠統一被檢驗含量偏高79，食品戴奧辛含量標準才又引起重視；2005

年 9 月，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召開「市售鮮乳戴奧辛含量調查暨國際比較記

者會」，訴求全面訂定食品中戴奧辛管制標準，但此時主管機關仍未回應民間

之訴求。 

2005 年 6 月，彰化縣線西鄉傳出鴨蛋疑遭戴奧辛污染事件，將戴奧辛議

題帶到另一個高峰。事件發生後近半年，主管機關環保署並無法掌握污染源，

引起民眾恐慌與憤怒。2005 年 11 月聯合報報導指出，地方受害鴨農忍無可

忍，由民代出面，委託律師向中央求償 26 億80。鋼鐵廠電弧爐產生的集塵灰

及爐渣，以及各種工廠戴奧辛污染標準之探討，達到討論高峰，促使如「鋼

鐵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2005.10.12) 、「固定污

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2006.01.02) 」、「火化場、輪胎裂解製程、電力業汽電共

                                                 
77 聯合晚報(1999/6/11)。立委促設國家毒物中心 美報告顯示﹕人體來自飲食戴奧辛含量是

焚化爐的 133 倍。聯合晚報。04 版，話題新聞。聯合資料庫。 
78 白富美(1998/8/14)。標準檢驗局局長 陳佐鎮:強化競爭力 應建立標準檢驗制 標準國際化 

檢驗一元化 度量衡高科技化等為發展目標。經濟日報。04 版，綜合要聞。聯合資料庫。 
79 劉得倉(2004/5/25)。台衛生署檢測乳品戴奧辛含量釀疑慮 統一遺憾。中央社。 
80 張宏業(2005/12/20)。戴奧辛污染 鴨農告瀆職。聯合報。A8 版，社會。聯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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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業燃煤鍋爐、觸媒再生製程...等固定污染源，應每二年定期檢測戴奧辛排

放一次(2006.04.06」之制定。 

在上述食品安全事件影響下，2006 年 4 月 18 日，行政院衛生署終公布

「食品中戴奧辛處理規範」，規範各類食品中戴奧辛限值及通報及處理流程。 

綜合上述各類環境荷爾蒙物質新聞報導可發現，環境荷爾蒙常見報導模

式是在私部門揭露問題後(如學者公布研究報告或民間團體自行檢測)，公部

門召開會議預告將調整其毒性分類，但後續是否真有執行，不得而知。 

新聞媒體往往搶先搶快，在法規未確認修改之前即進行報導，等新聞熱

潮過後，亦缺少持續追蹤之作為，難以令讀者瞭解 後管理之狀況。此為國

內環境荷爾蒙新聞報導之趨勢。 

此外，許多化學物質很早就被發現存在於環境中，如鄰苯二甲酸酯類，

早在 1980 年代環保署相關單位便已察覺河川環境濃度已超出背景值。環保署

雖然試圖進行管理，但焦點僅放在各類鄰苯二甲酸酯類究竟是屬於第一類或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不斷反覆討論，並未全面性思考化學品整體管理是否

有需要調整之必要。直到 2011 年塑化劑事件爆發後，才透過跨部會協商處

理，但仍視為單一化學品問題處理。 

報導指出環境荷爾蒙物質大量使用在各類產品，增加管理難度，以使用

在清潔劑的壬基酚為例，清潔劑來源很多，有家用、工業用及不知名品牌等

通路，連衣服也可能因為相關處理含有壬基酚。如果未能從產品生命週期觀

點，列出清單瞭解製程可能接觸到清潔劑的產品，或從壬基酚源頭進行管理，

將難以全盤掌握相關商品之使用情況，這也是大部分廣泛運用於產品之環境

荷爾蒙所面臨之現狀。 

此外，若產品原料是先由國外進口，如不先由進口端進行控管，並定期

檢驗，相關類型產品種類眾多，如果只依靠廠商之力量顯有困難，某些廠商

亦提出希望由政府從旁協助源頭控管之要求。 

近年來隨著民間意識與注重生活品質之觀念逐漸形成，環境荷爾蒙新聞

已由早期工業污染，轉向生活用品檢測，關注重心也進一步從用品擴大到食

品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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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化學物質的管理 

隨著工業科技逐漸發達，國內外廠商運作之化學物質與日俱增，一間工

廠可使用的化學物質可能多達上萬種，為此世界各國均致力於改善化學品運

作與管理之制度，有效控管化學品，完備危害辨識資料及安全使用資訊，確

保大眾安心。 

目前國內化學品與環境荷爾蒙重要管理機制包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

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81及環境用藥管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之農藥管理
82、勞委會推動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集資訊運用平台83等，以及環保署負責召

集各部會推動之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等，以下逐段說明。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1986 年 11 月已制定「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主管機關。毒管法已公告列管

毒性化學物質達 298 種，並採分類、分量管理之精神，管理毒性化學物質之

運作。相關之管理採禁用、限用、許可、核可、登記方式，並分為四大類，

前三類物質管控較嚴格，必須由環保署核發許可標準，否則禁止製造販售，

第四類僅需進行申報即可。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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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運作者

規定要建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並公開供民眾查閱。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所列前三類物質，假使能依法嚴格控管，便能有效

達到源頭管制的效果。但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由於無需取得許可證、登記

文件、核可文件等證照，僅需在運作前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毒理相關資料與

                                                 
81 毒化物管理相關法規命令(2012/7/5)取自 
   http://ivy5.epa.gov.tw/epalaw/search/LnameTypeList.aspx?ltype=08&lkind=12。 
82 農委會禁用農藥清單(2012/7/5)取自 
   http://pesticide.baphiq.gov.tw/web/Insecticides_MenuItem7_2.aspx。 
83 既有化學物質清單(2012/7/5)取自 http://csnn.cla.gov.tw/conten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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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登記用量，假使業者蓄意違法或虛報，便無法達到源頭管制的效果。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已於 2012 年 11 月函請

立法院審議，本次修正總說明如下84： 

1. 為建立化學物質登錄機制，增訂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之定義，

且要求於國內製造或輸入達一定量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種類之化學物質，應

向中央主管機關登錄其製造、輸入情形、物理、化學、毒理、暴露及危害評

估等資料，並授權訂定相關管理辦法及定明罰責。（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7

條之 1、第 7 條之 2 及第 35 條之 1） 

2. 加強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之管制，增訂運作前應申報毒理相關資料並

經該主管機關核可，與應標示毒性與污染防制有關事項及備具安全資料表等

管理措施，並增訂販賣或轉讓之對象以依本法取得核可者為限。（修正條文第

7 條、第 17 條、第 23 條及第 35 條） 

3. 為確實掌握毒性化學物質流向，增訂查核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時，得

命業者提供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

或輸出入等有關資料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5 條） 

4. 為避免造成業者之衝擊，明定新增建立化學物質登錄機制及加強第四

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之規定，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本次修法可望突破我國現行毒管法之窘境，其主要仿效歐盟 REACH 之

精神與制度，建立國內化學物質登錄制度，及建立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篩選程

序所需之物質資料，掌握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出情況與安全評估等，作為篩選

時之基礎。 

二、環境用藥及農藥管理法 

除上述針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之機制外，尚有因不同目的所訂立之法

規，管制內容多少涉及環境荷爾蒙。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之「環境用藥

                                                 
84「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12/12/15)取自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3A%2F%2Flci.ly.gov.tw%2FLyLCEW%2Fagenda1
%2F02%2Fpdf%2F08%2F02%2F10%2FLCEWA01_080210_000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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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之「農藥管理法」等。 

環境用藥管理法管理範圍包含：環境衛生用藥、污染防治用藥品及環境

用藥微生物製劑等 3 大類；根據各類環境用藥的濃度及使用方式相異，將管

理分為一般環境用藥、特殊環境用藥及環境用藥原體85。 

在環境用藥管理策略上，針對許可證查驗登記、許可執照核發、廣告核

准、環境用藥設廠標準、專業技術人員訓練及設置、病媒防治業管理、使用

貯存置放管理等，完善建制相關規範，並推動用藥管理資訊透明公開化、網

路查詢便捷化，將有助於環保人員、民眾及業者在藥劑採購及選藥方面皆能

有效提高管理效率，強化用藥安全。 

農藥管理也屬於化學品管理的一環。由於農藥與作物的生產品質、國人

的飲食安全及自然環境皆息息相關，該法自 1972 年 1 月 6 日公布施行後，歷

經 6 次修正。如同環境用藥管理法，農藥管理法也包含登記、製造、輸入、

輸出，販賣及使用等部分規定。 

上述法規都是屬於化學品管理之一環，目前管理思維為依據目的用途，

依個別分類所屬法規由不同主管機關進行管理，法規較為繁瑣。 

三、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計畫 

2002 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的約翰尼斯堡行動計畫，第 22(c)段提

到，鼓勵各國儘快執行化學品分類與標示之全球調和制度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GHS)。 

2002 年 12 月聯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和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標示系統專家

委員會(UNCETDG/GHS，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Global Harmonized System)完成制訂 GHS 系統；2003 年 7

月經聯合國經濟暨社會委員會議(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UNESC) 正式採用，並且授權將其翻譯成聯合國官方語言以利全世界使用
86。GHS 施行後，可提供國際通用且容易理解的危害通識系統，強化化學品

                                                 
85 環境用藥管理法(2012/7/5)取自 
 http://www.epa.gov.tw/ch/artshow.aspx?busin=325&art=2007120117014276&path=9002。 
86 GHS 介紹(2012/7/5)取自 http://ghs.cla.gov.tw/CHT/intro/GHS-background.aspx?css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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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流通，奠定化學品登錄管理之基礎，為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不可或

缺之工作。 

2006 年 2 月超過 140 多個國家共同簽署國際化學品管理杜拜宣言(The 

Dubai Declaration on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支持聯合國國際化

學 物 質 管 理 策 略 方 針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 SAICM)，成為國際化學物質安全管理推動的主要工

作架構，以利達成 2020 年化學品安全使用的千禧年目標。 

在上述原因下，基於保障勞工職業安全，符合國際化學品管理趨勢，掌

握國內流通之化學品種類及數量，並進一步進行為害分級管理，完備化學物

質源頭管理，2009 年 4 月勞委會及各化學物質相關主管機關，共同研擬「國

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訊應用機制」推動方案(98 年至 100 年度)，並報請

行政院核備實施，著手建構化學物質管理資訊平台及跨部會合作機制。 

2009 年 11 月 2 日勞委會發布「既有化學物質提報作業要點」，以勞委

會為窗口，期望透過跨部會協調機制，建立各部會共用化學物質清單及相關

基礎建設後，再回歸相關主管各部會依權責評估、規劃後續化學品管理機制。 

目前勞委會已建置「化學物質提報及申報」資訊系統87，受理相關廠商

或機構之「自願性」提報作業，未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單之化學物質，將視

為新化學物質。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國內運作化學物質合計 64,200

種，其中具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危害分類者約 19,000 種。 

此外，為強化化學品管理，賦予勞委會化學品管理之法源依據，2011 年

9 月 29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修正名稱為「職業

安全衛生法」，並函請立法院審議，目前會期進度為一讀，尚未立法通過88。

 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條文第十條至第十四條，增訂危害性化學品運作人

之製備清單、揭示安全資料表及採取通識措施義務，並實施工作者健康危害

風險評估，加強分級管理；落時作業環境監測及通報說明機制，並建立新化

                                                 
87 化學物質提報及申報網站(2012/7/5)取自 http://csnn.cla.gov.tw/content/index.aspx。 
88 先前勞工安全衛生法草案在立法院上會期未完成三讀，目前已循法制程序重新辦哩， 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送至 8 屆 1 期 9 次會期，目前會期進度為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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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管制性化學品及優先管理化學品之評估、許可、報備查等管理機制89。 

雖然行政院刻正建立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機制，但在新增或既有化學

品後續之統籌管理的問題，此機制並未提供確切之方向。 

我國依照聯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建議90」及全球化學品調和政策（GHS），

已完成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6864_Z5071」（危險物運輸標示）及

「CNS15030_Z1051」（化學品的分類及標示），採用雙軌式分類。前者適用

於危險物運輸之標示圖示，後者適用於所有具危害性之化學品。表 4-3 為國

內各主管機關管制狀況，對於化學品的危害性在聯合國危險物品運輸的建議

書中將其運輸化學品的物理性危害進行分類（九大類），而 GHS 更將其細分

為物理性、健康危害及水環境危害其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具危害性之化學品。 

 

 

 

 

 

 

 

 

 

 

 

                                                 
89「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2012/7/11)取自 

http://archives.ey.gov.tw/Upload/WebArchive/01ey/20120328/www.ey.gov.tw/ct053f.html?xIte
m=83930&ctNode=2294&mp=1。 

90 U.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13th revised edi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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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我國各主管機關管制現況 

物質 

對象 

管制 

階段 

運作 

廠所 
用途 法規名稱 

主管 

機關 

一 

般 

化 

學 

物 

質 

製造 

輸出 

輸入 

儲存 

販賣 

使用 

一 

般 

場 

所 

環境 環境用藥管理法 
環保署 

工商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食品 食品衛生管理法 

衛生署 醫藥 醫事法 

化妝品 化妝品管理條例 

動物用 
動物用藥管理法 

農委會 飼料管理法 

農業用 農藥管理法 

勞 

工 

作 

業 

場 

所 

勞 工 作 業

環境 

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作業環

境空氣中有害物質容許標

準、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高壓

氣體安全規則、特定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標準、有機溶劑中毒

預防規則、鉛中毒預防規則；

勞動檢查法 

勞委會 

運送 

陸運 運輸安全 道路運輸危險性物品管理 

交通部 海運 運輸安全 商港法、船舶危險品裝載規則 

空運 運輸安全 民用航空法 

標示 民生安全 商品標示法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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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 

對象 

管制 

階段 

運作 

廠所 
用途 法規名稱 

主管 

機關 

勞工安全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勞委會 

廢棄 終管制 廢棄物清理法 環保署 

公共危險物品 

及高壓氣體 
公共安全 消防法 

內政部 

煙毒物質 治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放射性物質 民生安全 原子能法 原能會 

資料來源：郭金鷹、洪肇嘉、廖光裕。 “台灣化學品管理現況及未來展望”。區域與環境資
源永續發展研討會。頁 3-77~3-90。台北。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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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境荷爾蒙治理現況探討 

一、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影響深遠，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認為各國亟須進行管制，終促成「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通過並於 2004 年 5 月 17 日生效，為全球環境

荷爾蒙管理奠下基礎91。 

雖然我國非聯合國公約締約國，惟為彰顯對其之重視，環保署業於 2008

年 7 月 3 日報經行政院核定我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

施計畫」，作為國內推動工作之依據，並明訂由各部會依權責分工。此為國

內跨部門處理環境荷爾蒙議題機制之雛形。 

爾後，環保署毒管處依此辦理多次制定小組會議。在 2009 年 11 月 16

日，「環境荷爾蒙管制」論壇上，多位學者專家一致呼籲政府應成立跨部會小

組，預先擬訂必要防範措施，並建立一套標章制度，讓消費者可以安心。其

後，透過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終催生「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92。 

2009 年 10 月 13 日行政院消保會召開「第 170 次委員會議」，指派環保

署擔任環境荷爾蒙管理召集機關，負責組成推動小組，共同研擬短、中、長

期計畫、評估增修國內列管物質種類、檢視討論現行執掌法規妥適性並建立

嬰幼兒各項產品管制標準93。 

相關法規執行及增修訂機關，規劃由各部會各自在原負責業務下，檢視

是否有增修之必要，並進行用品、產品、食品及環境等背景抽測監控， 後

加強宣導各項環境荷爾蒙相關事項，減少疑慮。其中環保署主要由毒管處、

                                                 
91 在聯合國主導下斯德哥爾摩公約已於 2004 年 5 月 17 日生效。首批管制 POPs 共有 12 種； 
 經 2009 年 5 月第四次締約國大會後，新增管制 9 種 POPs，共計管制 21 種。 
92 劉開元(2009/11/16)。管制環境荷爾蒙大作戰 環署召開環境荷爾蒙管制論壇。聯合晚報。   
  A7。 
93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2009/10/30)。消保企字第 0980009983 號「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委員會第 170 次委員會議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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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處及廢管處執行；內政部由營建署及建築研究所；經濟部由標準檢驗局；

衛生署由食品藥物管理局及國民健康局；財政部由國庫署並配合衛生署修訂

有關酒品相關法規標準；農委會為動植物防疫檢驗局及畜牧處。 

我國環境荷爾蒙管理相關主管機關、法規及用品(產品)一覽如表 4-4。 

表 4-4 我國與環境荷爾蒙管理相關主管機關、法規及用品 

主管機關 執行單位 主管法規 相關用品(產品) 

行政院環

保署 

環 境 衛 生

及 毒 物 管

理處；管制

考 核 及 糾

紛處理處 

1.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2.環境用藥管理法 

3.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推 

 動使用作業要點 

4.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  

 請審查作業規範 

5.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審 

 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6.政府採購法 

7.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 

8.政府機關綠色採購推動方案 

1.毒性化學物質 

2.環境用藥 

3.產品禁限用 

4.環保標章產品 

衛生署 食 品 藥 物

管理局；國

民健康局 

1.食品衛生管理法 

2.各類「食品衛生標準」 

3.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4.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 

5.食品中戴奧辛處理規範 

6.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 

7.化妝品管理法 

8.醫療器材管理辦法 

9.癌症防治法 

1.食品 

2.食品容器 

3.食品洗劑 

4.醫療器材 

5.化粧品 

6.藥品(人用藥) 

財政部 

衛生署 

國庫署；食

品 藥 物 管

理局 

1.菸酒管理法 

2.酒類衛生標準 

3.進口酒類查驗辦法 

酒類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94 

主管機關 執行單位 主管法規 相關用品(產品) 

農委會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畜牧處 

1.農藥管理法 

2.動物用藥管理法 

3.飼料管理法 

1.農藥 

2.動物用藥 

3.飼料 

經濟部 標 準 檢 驗

局 

1.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2.商品檢驗法 

1.商品；2.日用品

3.玩具；4.室內空

氣品質設備 

內政部 營建署；建

築研究所 

1.建築法 

2.建築技術規則 

3.綠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 

 業要點 

綠建材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2010/4/6。頁 16。 

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短期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94推動方向為

建立跨機關協調機制及檢討研修相關法規標準；中期(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推動方向為加強健康風險(安全性)評估及市場監測；而長期計

畫(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推動方向為強化管理制度、風險溝

通及宣導。 

目前管理計畫治理思維係以處理既有問題為出發點，或持續執行並探討

已上軌道之相關規定，屬於部會各自分工，各依業務職掌管理之治理模式。

可在不進行組織調整的情況下，形成任務編組逐項解決問題，但如何強化工

作協調，則是管理計畫成功之關鍵。 

依目前規畫，一年至少召開一次推動小組會議，並視情況需要得不定期

召開會議研商及協調計畫整體推動策略。從環保署公開資料可知，2011 年 3

月 10 日召開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確認中、長期計畫執行內容；2011 年 6

月 8 日召開第 2 次推動小組會議，檢討 DEHP 因應作為95。事實上，推動小

                                                 
9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2010/4/6。頁 10。 
95 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荷爾蒙管理(2012/7/2)取自： 

http://www.epa.gov.tw/ch/aioshow.aspx?busin=14742&path=14757&guid=b7056dc4-1ba2-4b3
2-b2e3-26b61f4592c4&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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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召開會議次數不多。如何持續進行橫向聯繫，溝通及啟動新物質機制，為

現行機制中較欠缺的部份。 

此外，管理計畫並未設定期中查核點，短期計畫期程已過(2010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8 月 31 日，配合 2010 年 10 月向行政院消保會提報成果時間)，

但外部團體較難得知個別執行情況。雖然可查詢到「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

2010 年執行成果彙整報告」，但是否有達成原訂短期工作目標，不甚清楚。 

二、現行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挑戰 

現行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機制，屬於任務編組，缺少固定人員編制。雖

然規定一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或是進行不定期討論，但在有限的人力與時

間的情況下，如何完成化學品管理所需的研究工作，為一大挑戰。 

勞委會刻正積極建立國家化學品清冊，預計隨著政府組織再造與毒管法

修法之規劃，將移入「環境資源部」之管理。但在目前登錄機制缺乏法源依

據的情況下，仍屬於自願性填報，後續能否完成填報、登錄、運作與管理無

縫接軌，實屬挑戰。在有限的人力資源及成本下，如何完善國家化學品清冊，

確實納入「量」的概念，瞭解何為優先管理對象，方有助於未來我國環境荷

爾蒙清冊之建立，化學品、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荷爾蒙三者關聯性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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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化學品、毒化物及環境荷爾蒙物質關聯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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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源頭管理及立法思維  

國內的河川湖泊、土地等受到化學品污染，但無法有效管制的情

況已為各界關注的問題，此或因環境流佈調查過於繁瑣難以掌握整體

數據，亦或是成本過高無法全面進行調查所造成，也因此顯示，能夠

明確的對化學物質進行源頭管制，為整體管制中極重要的一環。  

畢竟缺少有效、公開且詳細的源頭登錄控管，主管機關將淪為被

動，僅能依照建議或是已知需控管的物質執行規範，民眾則只能寄望

國外資訊，降低自身健康及環境風險。為此，本研究認為環境荷爾蒙

的管理長期目標應放在完善管理既有及新興化學物質之機制，落實化

學物質管制的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假使跨部會分工能夠及時提供完善資訊，建立有效源頭管理專責

機構，避免僅以末端監控及標示方式掌握化學物質，長久下來，當產

品輾轉至消費者手上，必能減輕追溯源頭的負擔及困難度，降低重複

並重新調查過去已施行的監控成果之成本。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二條規定「毒性化學物質經科學技術或

實地調查研究，證實公告之管理事項已不合需要時，中央主管機關應

即公告變更或廢止之。」從條文「證實公告」四字反推，立法思維是

以「已證實」的科學證據為前提，問題是，何謂「證實」？透過何種

「機制」證實，在程序與實體上均不明確，導致問題叢生，苦無解決

之道。簡言之，毒管法從 1986 年已制定至今，預防與預警不分，制度

目標與方法不明，以致僅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備受詬病，殆可想見。 

再如同法第十六條的第一項及第二項提到，「第一類至第三類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採取必要之防護第三人措施，並依規定對運作風

險投保責任保險」。「應投保責任保險之運作人及保險標的、保險契

約項目、 低保險金額、保險內容、文件保存及相關內容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先不論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的內容，各個運作單

位是否皆有做到投保動作，仍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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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評析  

一、強化既有體系，建立專責機構  

目前環境荷爾蒙管理既有體制，以環保署為主，協調各部會分工，

各依業務職掌管理。勞委會另規劃推動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系統，協助

進行源頭管制。未來環境資源部成立後，兩者將併入管理。  

考量目前運作體系，本研究建議可從短、中、長期規劃，透過強化

既有體系完善環境荷爾蒙管理。  

短期策略上，可強化環境荷爾蒙管理小組，增強運作強度，建立

資訊分享平台，讓各部會透過平台交流相關訊息，不必等到例行會議

再提出。如有法制作業需求，可視情況邀請相關單位或專家以供諮詢。 

中期策略可考慮配合環境資源部改組，賦予更多的權能。雖然現

行環境資源部組織規劃受限於員額，並未納入化學署，但環資部內部

仍可成立專責管理小組，擴大原環保署毒管處之人力，與原勞委會單

位協力推動化學品管理；長期策略上，則是考慮修改組織法，或是協

調部會，建立化學品管理專責機構。從整體化學品登錄、管理，到特

定目的之環境荷爾蒙議題，統一窗口處理。  

關於建立化學品管理專責機構一事，如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推動

之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系統資料來看，目前國內流通化學品約 6.4 萬

種，其中僅有 298 種毒性化學物質受到政府監管。在這些受到「關注」

的毒化物中，高達 99.5%化學物質僅以末端監控或以商品標示法及檢

驗法標示內容 96。缺少源頭管理與化學品管理專責機構，跨部會分工

能否及時提供完善資訊，一直是民間所擔憂之重點，也因此建立專責

機構之討論不曾間斷。  

    美、日、韓國及中國已根據 REACH 精神納入法規，2006 年國內

也規劃導入，但迄今未能實踐源頭管制之精神 97。也因此民間團體與

                                                 
96 綠色和平新聞稿 (2012/6/26)。99.5%化學物質無法可管。  
97 地球公民 (2011/9/21)。催生毒物源頭管理的專責機構：化學安全管理署。連署

聲明稿。  



第四章  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 

99 

立法委員曾提出化學安全管理署組織條例草案，以利於管理 98。  

此外，目前國內與環境荷爾蒙相關之法規，是否有所重疊增加管制

成本，尚有待通盤瞭解。建議進行現有法規研析，考慮個別立法修正

之可能性 (如加速毒管法修訂 )，賦予行政機關進行預先防範措施之彈

性。若從短期管制 /行政成本的考量上，協助各主管機關檢視並修正現

有法規，或許會比制訂一個新法相對為容易且可行，但未必能有效銜

接國際間趨勢，以及涵蓋性不足以應付未來需求之問題。若考慮上述

之問題，並從長遠及宏觀的管理角度而言，未來面對化學品管理時，

單一之專法將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核心及工具。  

二、強化公眾認知，進行能力建構   

環境荷爾蒙議題牽涉層面廣，議題複雜且進入門檻高。真正有能

力進行檢測、監督者少之又少，長久下來不利公、私部門之發展與制

度建立。  

環境荷爾蒙管理所需面對的，並不只侷限於科學層面，由於與民

眾健康息息相關，因此政策 終還是要與民眾溝通。例如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透過網站等富有教育性質的途徑及

溝通管道，發布具有公信力且易理解的相關知識，將可提升大眾的認

知，降低不安全感。而非政府組織除扮演監督政府之角色外，還可擔

任溝通之橋梁，傳遞與轉化訊息的角色。但要能扮演好這樣的角色之

前，需要非常多的背景知識與能力。  

舉例來說，美國、歐洲或是日本施行的環境荷爾蒙管理制度，哪

一個較適合國內體制參考，其優缺點為何?所參考依循的國際管理制

度，是否能夠根據國內特性進行調整與修訂?無論是由原本的規範進行

修改，或是創造新的規範，是否能真正符合國內發展所需要?這些問題

都需要長時間的投入，方可能瞭解與進行對話。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前言即指出：私營

                                                 
98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204 號 (2012/6/25)取自：  

http://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7cfcececcc8cdc5cec7ccd2cec7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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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可在減少和 /或消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排放和釋

放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公、私部門間應朝向成為協力夥伴發展，由政

府部門帶頭協助從各種層面進行能力建構，相互成長納入多元觀點共

同研商環境荷爾蒙管理政策。  

「公開宣傳、認識和教育」為公約第十條所提，由政策制定及決

策者至各行各業的民眾，無論在資訊收集、教育宣傳及培訓上都需投

入心力，可見能力建構對象包含多元。而國家和區域層面建立資訊中

心、登記機制，皆可透過安全資料單、報告及大眾媒體作為能力建構

手段。隨著科學發展，對於同一種類化學物質的認識與風險評估可能

有所不同，多一股力量參與，多一雙眼睛關注，對於公部門來說只有

正面的幫助。  

2011 年連續 6 年追蹤、引起社會關注的「不能戳的秘密」紀錄片

指出，國內學界、官僚體系資訊及數據透明度是不足的。媒體亦曾報

導，化學物質的申報如果以宣稱工商機密去規避資訊揭露責任，大眾

知情的權力將受到挑戰 99。考量上述情況，本研究建議參考美國「緊

急計畫及公眾有權知悉法」 (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精神與內容，修改現行毒化物管理法第 41 條，將

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修改為「涉及國防機密者」，以達到資訊

充分揭露、公眾知悉相關資訊的效果。這也是能力建構 需要的一部

分，提供並揭露相關資訊給公眾。  

三、立法的期待與考量  

化學品種類繁多，每一項化學品影響層面可能不盡相同。如果政府

追求民粹，一旦公眾質疑其規範標準及管制程度，爭議性化學品政府

便直接納入管制或提高管制強度，那麼受影響之廠商，以及整個社會

可能就會因此付出高額的管制成本。這是在思考環境荷爾蒙管理制度

時，宜審慎面對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建議應朝向建立法規影響評估機

制、納入成本效益評估與預警原則等方向著手。  

                                                 
99 鄭佾展 (2011/5/31)。檢驗工商機密？民眾有權知悉。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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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影響評估係期望藉成本效益評估程序，使政府得以選擇 具

效率的法規措施以達成立法之目標。可視為法制作業品管之一環，以

確保法規措施得以產生社會淨利益或 大效能的法規管理 (law 

management)的效果。國內學者曾指出，欠缺「法規影響評估機制」，

可能導致許多不合理、高成本、低效益的法規被制訂。如過於嚴格的

管制強度、檢測標準，或過於繁瑣的申請流程等，都是未經法規影響

評估的可能流弊。  

更嚴重的是政府機關往往瞭解某些法規已屬於不合理、不具成本

效益的過時法規，卻由於增修改法規的程序太過繁複，曠日廢時，基

於「惡法亦法」的原則下，仍必須逐年編列預算，執行該項法案所賦

予的任務與職責，耗費極多的直接與間接成本進行管制，遭致社會各

界的批判。  

學者並指出管制影響評估具有如下 4 大特點，應謹慎納入考 100。 

1. 評估對象為當前或未來的法律、命令或管制行動；  

2. 評估方法為成本效益分析；   

3. 評估面向為法規對於民眾、消費者、企業、市場、第三部門、

社區、民間社會或政府機關的正、負面影響；  

4. 法規制定或修訂的標準為管制效益大於成本。  

事實上「法規影響評估」概念早已納入政府法制作業之考量，依

行政院 101 年 5 月 22 日修正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第一章  法規之草擬，有關「準備作業」階段：即強調應注意「把握政

策目標」，是否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須以政策需要為準據；且須

「確立可行作法」，法規必須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採擇達成政策目

標 為簡便易行之作法； 後尚須「檢討現行法規」，有現行法規可資

適用者，不必草擬新法規；得修正現行法規予以規定者，應修正有關

現行法規；無現行法規可資適用或修正適用者，方須草擬新法規等。  

                                                 
100 丘昌泰  (2004/12) 。建立行政機關管制性法規影響分析機制暨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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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一章  法規之草擬，有關

「草擬作業」階段，亦明訂：「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者，

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對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亦應有完

整之評估」；第二章 法規草案之格式，有關「法規制(訂 )定案」即規

定：法規制(訂 )定案應加具撰一「總說明」，於序言中說明必須制(訂 )

定之理由 (必要時應包括所用名稱之理由 )，並逐點簡要列明其制 (訂 )

定之要點；同時說明執行所需人員及經費之預估。  

此外，行政院 98 年 12 月 21 號修正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

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款直接述明：「法案衝擊影響層面

及其範圍，包括成本、效益及對人權之影響等，應有完整之評估」。綜

上所述，可瞭解法規影響評估已有法源依據，唯由於上述規定為抽象

的評估規定，實際各單位執行的狀況，不盡相同。  

如以 101 年 11 月 9 日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例，其草案總說明便不缺乏法案衝擊影響

層面及其範圍，包括成本、效益，以及執行所需人員及經費之預估說

明。由於缺乏上述評估資訊，導致民間團體於草案提出後，曾多次質

疑在既有編制底下，管理單位人力、經費不足問題若無法解決，徒法

恐不足以執行 101，而類似之討論早在 100 年 10 月底立法院討論時即

已出現 102。  

而關於法規影響評估的實施與效益，2005 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

品檢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案例或可提供參考。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基於商品檢驗法自 2001 年 10 月  24 日修正施行以來，有若干規定

不符現行所需，基於來自企業界、各級機關及檢驗局本身執行人員之

意見，故標檢局有研擬商品檢驗法修正之動機。在世新大學林桓教授

的協助下，標準檢驗局重新檢討其於形成法律草案前之解決方案，並

調整審查表之內容。  

                                                 
101  政院版毒管修法   環團憂難把關，中央社。101 年 1 月 11 日。  
102 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72 期委員會記錄。頁 274-276。  



第四章  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 

103 

評估運作此個案分析之成本，標檢局相關單位約需事先支出  40 人

時準備會議資料，另就填寫審查表部分，約需投入  15 人時，而會議

亦需投入約  120 人時，總計耗費不到 200 人時。但運作結果顯示，原

訂草案所提出之 17 項修正重點，經分析後其中  2 項已無修正法規之

必要，此即為避免疊床架屋或反覆投入相同事物的情況之例證  103
。如果

是在更大規模的法案運作，進行法規影響評估的話，即有可能獲得更大

之效益。  

環境荷爾蒙具有社會性科學之性質，由於涉及健康，容易引起民

眾關注，政府研擬解決問題的手段，必須要衡量民眾、消費者、企業、

市場、慈善機構、自願性部門、社區或政府等受各個受影響族群，納

入分析評估的範圍，作為制訂及修法的依據。但要注意的是，法規影

響評估作為法制作業應執行的程序，本身即會對行政機關造成成本負

擔。若法規影響評估以量化方式分析法規執行的成本與效益，相關作

業費用及時間支用將成為行政機關額外負擔。  

國內學者曾指出，如涉及影響層面較廣的環保立法，美國環保署

的法規影響評估報告之平均費用為 70 萬美金。因此，各國實施法規影

響評估者，多以門檻方式進行。如美國政府規定若法規命令草案可能

造成的影響超過 1 億美元，行政機關即應進行法規影響評估；英國則

要求對於所有法律草案，皆應進行陳述性的法規影響評估，影響可能

超過  2 千萬英鎊之法案，才須進行進階量化的分析，可做為未來推動

之參考。

                                                 

103 林桓 (2005)。法規衝擊分析 :個案分析暨作業手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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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 

本章前述各章之研究，依序完成「公共議題的認定」、「政策研究

與規劃」以及「政策建議可行化」，並進一步歸納為本研究之綜合發現，

後再分別從立即可行、中期與長期，提出政策建議，作為我國後續

推動環境荷爾蒙管理之政策參考（如圖 5-1）。  

 

 

 

 

 

 

 

 

 

 

 

 

 

 

 

圖 5-1 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形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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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與回顧，輔以訪談與座談會重點彙整（附錄

十二），探討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現況及國際發展趨

勢後，進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及配套措施。本節依序說明研究發現如

下：  

一、國外現況分析之發現  

(一) 先進國家，如美、日及歐盟皆已有完整之（疑似）環境荷爾

蒙清單，並針對其內容逐年篩選與評估。  

美 國 基 於 環 境 荷 爾 蒙 篩 選 計 畫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EDSP)，進行第一階段篩選，2009 年公布

第一階段環境荷爾蒙篩選清單，計有 67 種化學物質，2010

年公布第二批次篩選清單，共計 134 種，於 2012 年則增加約

10000 多種具潛在環境荷爾蒙特性之化學品作為 EDSP 優先篩

選檢測之清單。1997 年日本環境廳公布 67 種有機化學物質及

3 種重金屬列為疑似環境荷爾蒙清單，合計 70 種物質，於 2000

年 經 評 估 檢 討 後 ， 移 除 苯 乙 烯 （ Styrene ） 及 正 丁 基 苯

（n-Butylbenzene），故至今目前清單上列有 65 種有機化學物

質及 3 種重金屬（鉛、鎘及汞），共合計 68 種物質。歐盟藉

由 REACH （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法規透過高度關注物質（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經由科學方式驗證已管制之環境

荷爾蒙為 20 種，已管制之疑似環境荷爾蒙為 9 種，已證實為

環境荷爾蒙但尚未列管者為 27 種。  

(二) 先進國家雖無針對環境荷爾蒙而設之專責單位，但皆有相關

法源明確訂定其規範及評估篩選程序。  

國外目前執行環境荷爾蒙政策規劃或管理之主管單位，除

日本環境省於 2010 年成立內分泌干擾（環境荷爾蒙）物質工

作團隊，針對日本國內 3 個內分泌干擾物質研究工作小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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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成果、報告及策略進行評估、監督及審核之外，絕大部

分劃歸為其環保署（美）、環境部（加）為主要權責單位，惟

歐盟其管理政策主要通過歐盟議會之各會員果共同制定及推

行。儘管各國皆欠缺單一專責機關，但在法源上的支援上，

幾乎彌補上述之問題，美國 1996 年國會通過修訂食品品質保

護法(EQPA)及飲用水安全法(SDWA)，其中包括內分泌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之篩檢規範及效應確認方法，建立環境荷爾蒙篩

選計畫(EDSP)；日本以「環境激素之戰略計畫 SPEED'98」作

為環境荷爾蒙研究及管理之基礎，並於 2010 年公布「2010

年有關內分泌攪亂（環境荷爾蒙）作用化學物質未來之因應

策略」訂定 5 年內約評估 100 種物質之目標，並選定檢討對

象物質，優先針對疑似內分泌干擾（環境荷爾蒙）物質進行

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策略；加拿大環境保護法（CEPA 1999）

第 44 條第 4 項明確指出，環境部部長必須主導執行荷爾蒙干

擾物之相關研究、檢測方法及對環境及人類健康之短期或長

期影響等研究及發展，並採取應對之保護、管制及消除措施。

歐盟透過 REACH 法規之高度關注物質（SVHC）及歐盟委員

在 1999 年 度 頒 布 「 共 同 體 對 內 分 泌 干 擾 物 之 策 略 」

（Community Strategy for Endocrine Disruptors）明訂其近、

中、長實施方案。  

(三) 美加及歐盟皆已針對多溴二苯醚（溴化阻燃劑）設立相關規

範或禁用法規。  

美國針對多溴二苯醚之管制或禁用主要由各州政府自行

訂定規範，各州規定也不盡相同，其主要適用涵蓋於各類產

品，包括衣物、傢俱和電子產品中的阻燃劑；加拿大環境部

及加拿大衛生部於 2006 年共同發表全面性之多溴二苯醚

（PBDEs）風險管理策略，以減少加拿大多溴二苯醚之環境

濃度，並盡可能降低至 低濃度。加拿大政府於 2008 年公告

多溴二苯醚禁用法規，並且即日生效。其旨在藉由預防和限

制多溴二苯醚於加拿大的使用，以保護加拿大環境，避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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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溴二苯醚污染所引起的風險。歐盟 2006 年開始施行的「危

害物質禁限用指令」 (RoHS)，限制使用於電子電機物品上之

危害化學品，其中包括多溴化阻燃劑如多溴聯苯和多溴二苯

醚之上限濃度，以促進電子電機物品廢棄後之資源化及 終

處理。  

(四) 美、日、歐盟及聯合國皆針對化學品管理訂定專門法規或相

關指導原則。  

日本於 1973 年頒布「化學物質審查及製造管理法」，以環

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和生理毒性，作為評估篩選的科學依

據，兼顧現有化學品和新化學品的管理。美國於 1976 年頒布

「毒性物質管理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TSCA），建

立系統性和全面性的現有化學品的風險管理及新化學品的申

報制度。歐盟於 2006 年通過的「化學品登記、評估和審批」

（REACH）的化學品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新法案，為今日社

會化學品安全管理的重大改革，其「源頭管理」之精神與「預

防原則」之應用，值得國內借鏡。  

聯合國第一屆世界高峰會通過「21 世紀議程」文件，提

出「公眾知情權」、「利害相關者參與」、「科學在環境決策中

重要性」等指導原則，及「化學品管理重點對象」、「生命週

期管理」、「安全生產」等一系列管理方針。2012 年 6 月聯合

國永續發展大會（Rio+20）共識成果文件中其中再次強調對

於化學品管理，包括加強國際間化學品安全管理之合作、政

府與業界彼此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包括提高技術能力及宣

傳等，及建議在政策上更加優先重視化學品和廢棄物的妥善

管理。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UNEP)和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於

2013 年 2 月的最新一份研究報告「內分泌干擾物科學研究現

狀」(State of the Science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2012)，顯示許多人工合成化學品（未經檢驗是否影響荷爾蒙

系統）可能會對人類健康造成重大影響，強調內分泌干擾物

和健康問題之間的聯繫，包括某些化學品對年輕男性睾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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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潛在危害，女性乳腺癌、男性前列腺癌、對兒童神經系

統發育的影響、兒童多動症和甲狀腺癌。聯合國副秘書長兼

環境署執行主任阿齊姆·施泰納表示，化學品已經日益成為現

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並支持國家經濟發展的很多方

面。然而，不健全的化學品管理給關鍵發展目標和永續發展

目標的實現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施泰納還強調加大對新測試

方法和研究的投資，能夠增強對內分泌干擾物污染成本的瞭

解，並幫助降低風險，最大化效益和吸引更明智地選擇和備

選方案，向綠色經濟轉型。 

二、國內現況分析之發現  

(一) 國內對環境荷爾蒙管理，訂定相關法規，並據以執行，唯仍

欠缺一套完整法規與專責單位。  

現行的環境荷爾蒙管理的政策運作初衷是以處理現存之

問題，或持續執行並探討已實行的相關規定，各項工作分工

於各部會，各依業務職掌之管理方式。雖可在不進行大幅度

組織調整的情況下，轉為任務編組，逐項解決問題，強化彼

此的協調性，是管理成功之重點，但如何持續進行橫向聯繫，

溝通及應對新興化學品機制為現行管理機制中較欠缺的部

份，且此作法缺少固定人員編制，同時對於人員之專業性養

成也是一大阻礙。雖然規定一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或是進

行不定期討論，但在有限的人力與時間的情況下，如何完成

環境荷爾蒙管理所需的常務工作，實屬不易之舉。  

勞委會正積極建立國家化學品清冊，但該登錄管道在目前

缺乏法源依據的情況下，屬於自願性申報，後續是否實際能

達到申報、登錄、生產運作與管理之功能，不甚清楚，導致

效果不彰。由勞委會數據可知，高達 99.5%化學物質僅以末端

監控或以商品標示法及檢驗法標示內容。因此在缺少源頭管

理及化學品管理專責機構得情況下，跨部會分工能否及時提

供完善資訊的確備受挑戰。此外，目前國內與環境荷爾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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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法規，除了有部分重疊而增加管理成本之外並未有單一

完全適用於環境荷爾蒙之法規，致使誤解與資訊混淆一再發

生。  

(二) 國內對產業界及官僚體系中環境荷爾蒙來源流佈、背景暴露

及健康危害相關資訊揭露不足及數據透明度低。  

資訊的公開為人民有效參與的前提，事實上，可能危害人

體或環境的生產行為，往往涉及到範圍廣泛的人民，因此對

於資訊透明的要求也應更為嚴格。美國 1986 年制定緊急計畫

及公眾資訊公開法，同時推行毒性物質排放盤查登錄制度

（TRI），揭露不同污染源的排放資訊。1992 年第一屆地球高

峰會所制訂之里約宣言中，亦將「在國家層級，每個人均有

獲取公部門蒐集的環境相關資訊的權利，包括在其社區內與

有害物質排放相關之經濟活動」，列為其永續發展原則之一。

斯德哥爾摩公約第九條第五款同時強調：有關人類和環境的

健康和安全問題的資訊不得視為機密性資訊。  

(三) 國內目前已逐步執行環境荷爾蒙相關科學研究及風險評估，

但仍欠缺一符合國情與需求之完整荷爾蒙清單。  

國外各先進國家均開始投注大量資源於環境荷爾蒙化學

物質的研究及篩選，國際區域團體如歐盟、美加及東南亞國

協均開始合作研究，甚至聯合國亦已有相關計畫。國內部分

機關雖密切注意國外研究及管理趨勢，以及逐步在篩選及風

險的評估上建立相關的程序及機制，但至今尚未有完整之清

單提供國人參考，從環境檢測的角度觀察，這未嘗不是檢測

技術單位及人員發揮所長的機會。比起國際間眾多研究機構

人員的投入，相對的國內研究人力技術不足，因此不如借鏡

國外的研究基礎，如確認有害的化學物名單及特性拿來應用

迅速實際。  

惟須注意的，在風險評估中必須考慮到人體曝露量，此數

據應依據本土參數取得本土數據加入計算，國外評估只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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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考，方可不會遺漏或錯估某內分泌干擾物質的風險。  

(四) 國內雖已執行溴化阻燃劑等相關物質之管制，但其運作行為

條件對民眾之保障仍嫌不足。  

近年來，隨著不斷在環境中檢測出越來越多的多溴二苯

醚，其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和對人類造成的健康威脅越來越受

到公眾的關注，因此加快應對因多溴二苯醚的環境流動性、

持久性與潛在的不良健康影響而造成快速累積的事實，及減

少人類和環境接觸多溴二苯醚的機會，成為重要的課題。  

環保署於 2005 年，將八溴二苯醚及五溴二苯醚公告列管

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只能做為阻燃劑，嚴格限制使用用

途及新目的用途，十溴二苯醚則於 1999 年公告為第四類毒性

化學物質，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應申報使用量。但在此研

究中與先進國家對比後，國內的管制法規明顯得較為鬆散且

無法跟上國際間之趨勢，又出口貿易經濟為台灣不可或缺的

外匯來源，同時電子產業在整個國內產業鏈而言也是舉足輕

重之角色，若國內相關法規無法將其限制調整以符合國際潮

流，短期內可能對出口貿易產生不良影響，長期下來對於民

眾之健康安全實為一大隱憂。  

(五) 國內對於農藥及環境用藥上，並未將其對生物內分泌干擾之

影響列入化學品篩選項目。  

國內有機氯農藥早已禁用多時，在過去歐盟已將非屬有機

氯農藥加入其境荷爾蒙清單中，但在非屬有機氯農藥如有機

磷、除蟲菊精與氨基甲酸鹽等上則在國內較少受到重視及報

導，其原因除過去國內研究較重視有機氯農藥之外，相關行

政機關在審查評估的機制上可能在此項目也有部分漏洞。依

據農藥管理法規定，申請核准登記須辦理農藥標準規格檢

驗，並應提供委託田間試驗報告、毒理試驗報告及理化資料

等技術資料交付審查。同時為確保核准登記農藥之有效性及

安全性，設置有「農藥技術諮議委員會」，下設應用技術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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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組，其委員組成為有關植病、昆蟲、農藥化學、醫學、

毒理之領域學者專家及衛生署、環保署、標準檢驗局代表等，

約二十人之小組，協助審查相關資料，審查通過後，方可正

式核准登記，但評估項目上缺乏生物內分泌干擾特性相關之

審查。環境用藥法中目前缺乏上述之審查篩選機制，而其中

有許多的環境用藥以及個人清潔護理用品等，在大部分的時

候是使用於一般家庭環境，因此更易被人體所接觸，但此問

題在國內不甚被重視。  

儘管農藥管理法下已有設置「農藥技術諮議委員會」作為

其管理機制之手段之一，但其篩選之項目只包括了如毒性、

致變異性、生物代謝及環境影響等等，但兩者在對農藥及環

藥的環境荷爾蒙評估上皆無任何具體做法，相對於先進國家

如美國的「環境荷爾蒙篩選計畫」，其第一階段環境荷爾蒙第

二批次篩選清單即含括殺蟲劑及個人護理用品等等廣義環境

用藥，故此審查機制上之漏洞很有可能導致國人健康安全之

高度風險。  

(六) 國內對於「法規影響評估機制」之觀念欠缺，致使可能導致

許多不合理、高成本、低效益的法規被制訂。  

法規影響評估係期望藉成本效益評估程序，使政府得以選

擇 具效率的法規措施以達成立法之目標。可視為法制作業

的品管之一環，以確保法規措施得以產生社會淨利益或 大

效能。國內學者認為現行法制作業實務重點仍在於「法制面」

的評估，強調合憲性、合法性與合理性的法律條文之評估，

往往著重於法律文字的修正，忽略了法規本身的實質影響，

並未針對法規所牽涉的「政策面」進行實質之評估。事實上，

「法制面」的評估觀念是基於「防弊」心態，強調法律正當

程序的必要性；但「政策面」的評估則是基於「興利」觀點 104。

                                                 

104丘昌泰  (2004/12) 。建立行政機關管制性法規影響分析機制暨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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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法規影響評估已有如「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

意事項」、「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

等法源依據，但上述規定屬抽象的評估規定，實際各單位執

行的狀況，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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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茲將本研究之各項具體政策建議，臚列說明如后。立即可行之政

策建議有 8 項，中期之政策建議有 4 項，長期之政策建議有 2 項。本

研究依據相關文獻分析、國外管理政策機制、專家學者座談會及深入

訪談的整合分析（如表 5-2），對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研提具體

可行之建議，各政策建議執行之時程：立即可行為 1 至 2 年，中期為

3 至 4 年，長期則為 5 年以上。  

一、立即可行之政策建議  

(一) 國內正式文件統一使用「環境荷爾蒙  (內分泌干擾物)」一詞，

作為專有名詞。（主辦機關：環保署）  

綜合專家座談會各方對於本主題之專有名詞主要討論的

重點包括學術精確性、媒體使用普遍性以及與民生切合性，

其中 11 位專家及學者建議以「環境荷爾蒙」較為通俗普遍，

3 位專家及學者則推薦以「內分泌干擾物」較符合學術精確

性，另有 2 位專家及學者提出「環境內分泌干擾物」以概括

兩者之特性；若要從「內分泌干擾物」與「環境荷爾蒙」擇

其一，要完全符合上述特性是不易達成的，就目前國際正式

文件用法是以「內分泌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ors, EDs）」

居多，但國內相關媒體資訊則以「環境荷爾蒙」占多數，故

針對此議題，建議主管機關發布國內正式文件時可以「環境

荷爾蒙  (內分泌干擾物)」作為統一使用之專有名詞。  

(二) 彙整「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推動小組執行進度，並設置專

區定期（至少每季）公開相關資訊。（主辦機關：環保署；協

辦機關：衛生署、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財政部）  

 目前「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並未設定固定查核點，短期

計畫期程已過(2010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8 月 31 日，配合

2010 年 10 月向行政院消保會提報成果時間)，但對外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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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透明程度依然不足，相關執行情況亦不易得知全貌。雖

可查詢到「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 2010 年執行成果彙整報告」，

但就目前依據一般大眾途徑取得之相關訊息，如是否有達成

原定短期工作目標或修定目標等等，依然不甚清楚。  

 基於該計畫為國內對於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出發點，故

本研究建議應立即將計畫相關資訊，包括各階段預定目標及

執行率等公布，給予國人對此議題有更深入之瞭解以提高民

眾的警覺性。  

(三) 建立產、官、學、研與民合作模式，投入合理之人力與經費，

增設直屬辦公室，強化環境荷爾蒙之管理。（主辦機關：環保

署；協辦機關：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衛生署）  

建議可由相關主管機關統合國內產、官、學、研及民界，

並藉由獎勵之手段吸引產業界主動調整管理及研發新替代

品，以增進國內產業競爭力，並可適量投入經費委由學研界

針對相關科學性證據作為將來國內環境荷爾蒙管理及政策的

強力依據。相關建議如下：  

1. 測試：目前人類已知的內分泌干擾物只是"冰山一角"， 

需要更全面的測試方法來識別其他可能的內分泌干擾

物、它們的來源和傳播路線。 

2. 研究：需要更多的科學證據來證明接觸內分泌干擾混

合物（主要來源於工業副產品）會對人類和野生動物

的健康產生影響。 

3. 報告：很多來源不明的內分泌干擾物是因為沒有足夠

的報告和資訊來瞭解相關產品、材料和貨物中的化學

成分。 

4. 協作：科學家和政府間更多的資料共用，可以填補資

料空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 

 具體做法可由相關主管機關定期舉行該議題之研討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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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自主推動， 後由環保署彙整及統籌，同時篩選、檢

討及評估國內環境荷爾蒙清單之內容，確立開發及評估實驗

方法之架構，確實掌握環境濃度及暴露評估，篩選評估目標

物質及文獻資料評估探討，多項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利用

各種媒介，針對國內廠商及一般民眾積極發布資訊，並增設

行政院直屬之化學品管理辦公室，加強環境荷爾蒙物質管理

強度，以解決短期之內主管機關缺乏人力及預算之困境。  

(四) 加強各項家用農藥及個人護理用品之檢驗措施，合格者以現

行環保標章加以認證。相關檢測結果並彙整公開於上述專

區。（主辦機關：經濟部；協辦機關：環保署、衛生署、農委

會）  

建議相關主管機關應針對目前國內已於各法規中管制之

環境荷爾蒙物質加強其於家用農藥及個人護理產品中之檢

驗，並將檢測結果合格者，以目前環保標章認證之，同時將

結果彙整於「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中一併公布，以利國人

在挑選這些產品時有所參考依據。  

(五) 針對美、日及歐盟環境荷爾蒙 終篩選或疑似清單之物質，

列入國內環境荷爾蒙觀察名單。（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

關：經濟部、農委會）  

建議參考國外（包括美國、日本及歐盟）確立（或疑似）

之環境荷爾蒙物質（如附錄十三）與國內管制現況，進行評

估。清單中物質雖分屬為不同區域（美洲、亞洲及歐洲），但

鑒於其危害性具有高度一致性，暫時排除特殊地域性及與國

內風土國情不同之考量。建議將美、日、歐三清單共有之環

境荷爾蒙，作為國內第一優先參考評估；另考量到貿易出口

以及預警原則等問題，建議美、日及美、歐與日、歐之共同

管制物質，納入第二優先評估。  

1. 第一優先評估物質   

在美、日、歐環境荷爾蒙清單的共有物質中，其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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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氯丙烷」已被納入我國列管之毒化物，針對國內尚未管

制之「三福林」進行之評估，並據其結果決定管制與否，

三福林目前已被農委會列入限用農藥，予以管制，該物質

除被美、日及歐列入疑似環境荷爾蒙清單，逐年進行檢討

之外，亦被美國 TRI、日本化審法管制。初步建議國內相

關單位依其科學證據、毒理特性、人體暴露評估、環境流

佈及國內運作調查結果，評估公告列管之可行性。  

2. 第二優先評估物質   

美、日環境荷爾蒙清單共同物質中，國內尚未進行管

制者包括「2,4-二氯苯氧乙酸」、「己二酸二 (2-乙基己基 )

酯」等 18 種環境荷爾蒙物質；美、歐環環境荷爾蒙清單

共同物質中國內尚未進行管制者包括「丁基羥基甲氧苯」

及「乙硫脲(亞乙基硫脲)」等 2 種環境荷爾蒙物質；日、

歐環環境荷爾蒙清單共同物質中包括「鄰苯二甲酸二苯

酯」、「鄰苯二甲酸二己酯」及「鄰苯二甲酸二丙酯」等 3

種物質，國內均已列入公告列管毒化物。  

同時建議上述國內尚未管制之 21 種環境荷爾蒙物質若經

初步評估有急迫管制之需要，應蒐集相關毒理資料、人體暴

露評估、環境流佈及評估國內運作調查，而後提升至第一優

先評估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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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國內 21 種環境荷爾蒙優先建議清單  

第一優先評估物質  

三福林（Trifluralin）。  

第二優先評估物質  

2,4-二氯苯氧乙酸（ 2,4-D）、草脫淨（ Atrazine）、加保利

（Carbaryl）、賽滅寧（Cypermrthrin）、三氯殺蟎醇（Dicofol）、

順式氰戊菊酯（Esfenvalerate）、馬拉松（Malathion）、納乃得

（Methomyl）、嗪草酮（Metribuzin）、百滅寧（Permethrin）、

草滅淨（Simazine）、拉草（Alachlor）、苯（a）駢（Benzo（a）

pyrene）、己二酸二（ 2-乙基己基）酯（Di（ 2-ethylhexyl）

adipate）、環氧飛佈達（ Heptachlor epoxide）、甲氧滴滴涕

（Methoxychlor）、免克寧（Vinclozolin）、二甲基二硫胺基甲

酸鋅（Ziram）、丁基羥基甲氧苯（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乙硫尿（亞乙基硫脲）（Ethylene thiourea）。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  

(六) 在勞委會「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訊運用機制推動方案」

所建立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基礎下，針對國內環境荷爾蒙物

質已管制名單與前述觀察名單，篩選國內運作量大之物質，

並提供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

關：勞委會）  

為節省行政開銷與提升國內環境荷爾蒙管制作為進度，建

議可藉由目前勞委會所推行之「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

訊運用機制推動方案」的既有化學物質清單基礎之下，並輔

以現行管制之環境荷爾蒙物質名單以及前述之優先評估物

質，篩選國內運作量大之物質，將可提供相關主管機關相對

明確之目標以及達到源頭管制與預防原則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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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委託國內學術或研究機構針對國際關注物質之暴露風險評估

進行調查研究，針對國內運作量大且缺乏國外相關調查、研

究資料之物質進行相關研究。（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關：

農委會、經濟部、衛生署、內政部）  

本研究彙整專家座談會及深入訪談之各方意見後，認為在

現今政府部門人力及資源皆捉襟見肘之時，學研界對於國內

環境荷爾蒙之科學性研究是有意願且有能力執行的，但目前

情況是缺乏相關主管機關作一整合性之全盤規劃，以致空有

大量科學性研究資料，卻無人對此加以整理並作為政策執行

評估時之參考，建議相關主管機關在針對國內運作量大且缺

乏國外相關調查、研究資料之物質進行相關研究時可委由學

術單位或研究機構協助執行，減低政府部門之開銷。  

(八) 針對非屬有機氯農藥，應依其科學證據、毒理特性及國內運

作調查結果評估其公告列管之可行性，並協助評估非屬有機

氯農藥替代品之可能性。（主辦機關：農委會；協辦機關：衛

生署、環保署）  

農業用農藥包括有機磷劑、合成除蟲菊精與氨基甲酸鹽類

等非屬有機氯農藥，皆有被納入美國、日本與歐盟之環境荷

爾蒙清單中（如附錄十三），諸如陶斯松（Chlorpyrifos）、加

保利（Carbaryl）、歐滅松（Omethoate）、殺草強（Amitrole）

及除蟲菊精（Pyrethrin），這其中部分農用農藥同時被使用為

家用農藥，因更容易流布至人體，建議相關單位後續將依其

科學證據、毒理特性及國內運作調查結果評估其公告列管之

可行性。  

目前登記農藥中有機磷劑農藥種類仍屬 大宗，佔 63

種，隨著國際之評估與淘汰，國內自 1997 起禁用巴拉松等 11

種極劇毒之有機磷劑農藥，近年來並成立計畫進行有機磷劑

及氨基甲酸鹽系農藥之使用風險評估。化妝品及清潔用品

上，常見含有幾類的環境荷爾蒙：壬基酚（alkylphenol）、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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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二甲酸酯類（Phalates）與 3-氨基酚（3-Aminophenol）等，

國內已有管制，惟部分不肖廠商因其生產成本之考量，仍持

續添加上述物質進入產品，本研究建議相關行政機關除加強

檢驗措施外，應同時協助國內廠商評估非屬有機氯農藥之替

代品清單及替代之可能性。  

二、中期之政策建議  

(一) 訂定我國「化學品管理法」之可行性架構並與與緊急應變機

制相結合。（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關：法務部、經濟部、

財政部、內政部、衛生署、農委會）  

有鑑於我國現有化學品管理機制，仍以事後補救與各主管

機關各行其事為主，目前尚未有具體且完整的專門法源對此

部分作一通盤管理，同時也造成缺乏有效管理的途徑或手段

等問題。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認為國內環境荷爾蒙物質之管理機

制可藉由新法的立法而一併包含規範，以有效解決目前其歸

屬含糊不清的管理問題，同時能避免現行環境荷爾蒙相關之

法規有所重疊而增加增加管制成本之弊病，應由源頭、流通、

宿命及終點等化學品生命週期為管理之考量，並與緊急應變

機制相結合，緊急事件發生時能有效啟動警報、持續追蹤回

報，並於警報解除後可回饋於法規，以做適時調整修訂（如

圖 5-2），但在立法之前建議先行討論以下四項管制影響評

估，並謹慎納入考量。  

1. 評估對象為當前或未來的法律、命令或管制行動。  

2. 評估方法為成本效益分析。  

3. 評估面向為法規對於民眾、消費者、企業、市場、第

三部門、社區、民間社會或政府機關的正、負面影響。 

4. 法規制定或修訂的標準為管制效益大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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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我國化學品管理魚骨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二) 參照歐盟 REACH 化學品註冊 /登記程序及美國 SNUR 申報機

制之精神，要求業者主動提供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以進行安

全管理及後續管制之評估。（主辦機關：環保署；協辦機關：

經濟部）  

建議參採歐盟 REACH 註冊 /登記程序及美國 SNUR 申報

機制之登錄作業，要求業者主動提供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以

進行安全管理及後續管制之評估使用。歐盟化學品政策

REACH 對化學物質之管理流程依序分為註冊(登記)、評估、

授權及限制，其中針對具生物體健康或環境危害性之化學物

質進行初步篩選與評估，並公布高度關注物質候選清單

(Candidate List of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

若 SVHC 經後續審查通過，即正式成為「授權物質」，授權物

質必須申請許可完成，獲得授權後才可在歐盟市場使用或販

售。而美國 SNUR（重大新使用規則）其管理精神，著重化學

物質相關資訊之公開，並鼓勵由大眾進行監督工作，由廠商

主動通報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之優點。上述兩者皆可做為將來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122 

國內化學品管理之參考。同時國內可自主遵守斯德哥爾摩公

約第九條第五款之條文，以解決目前毒管法第 41 條 :「依本法

所為之審查、查核及抽樣檢驗，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

予保密。…」，將其中應將「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予以

修改，以達到資訊充分揭露、保障公眾健康之效果。。  

(三) 針對溴化阻燃劑，參考美國部分州政府及加拿大政府，逐年

增加限制品項與降低產品中之含量。（主辦機關：經濟部）  

中期建議可以參考美國部分州政府，如緬因州、華盛頓州

及佛蒙特州之相關法規，增加限制的品項，除了原先的電子

電氣設備產品之外，加入禁止販售含五溴二苯醚、八溴二苯

醚，與十溴二苯醚家具類產品如床墊、簾布等家居布藝品，

對外可仿效美國環保署之作法，除將多溴二苯醚列為「被關

注的化學品」，更規定任何廠商若打算生產或進口含有五溴二

苯醚或八溴二苯醚的產品，須於至少 90 天前通知美國環保

署，並支持與鼓勵業者自願逐步停止生產及進口十溴二苯醚。 

長期建議逐年下修多溴二苯醚可存在產品中之含量， 終

達成如加拿大政府之多溴二苯醚法規，任何人不得生產、使

用、銷售、提供或進口含有四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六溴

二苯醚的多溴二苯醚、樹脂、聚合物或其它混合物，以及對

於所有進口及製造產品增加 7 種多溴二苯醚（四溴~十溴）的

管制，若產品含有這 7 種物質的量超過 0.1%，則禁止製造、

使用、銷售與進出口，並視情況同步執行國外相關之禁令。  

(四) 參考歐盟之「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所訂定之標準，輔導廠

商施行，以加強國內產業競爭力。（主辦機關：經濟部；協辦

機關：環保署）  

近年來，隨著不斷在環境中檢測出越來越多的多溴二苯

醚，其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和對人類造成的健康威脅越來越受

到公眾的關注，因此加快應對因為多溴二苯醚的環境流動

性、持久性與潛在的不良健康影響而造成快速累積的事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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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人類和環境接觸多溴二苯醚的機會成為重要的課題，環

保署於 2005 年，將八溴二苯醚及五溴二苯醚公告列管為第一

類毒性化學物質，只能做為阻燃劑，嚴格限制使用用途及新

目的用途，十溴二苯醚則於 1999 年公告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

質，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應申報使用量。此外，出口貿易

經濟為台灣不可或缺的外匯來源，同時電子產業在整個國內

產業鏈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故本研究基於上述之考量，建議主管機關可參考歐盟之

「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 (RoHS)所訂定之標準，即關於電子

電氣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的指令，旨在減少由電子

電氣設備中的有害物質引起的對環境和健康構成的風險。該

指令規定新銷售至市場的電子電氣設備產品  每單一「均質」

（Homogenous material ）內之鉛、汞、六價鉻、多溴聯苯和

多溴二苯醚的含量分別不得超過 1000ppm，鎘的含量不得超

過 100ppm。如此可增進國內產業對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具體

作法包括政府在技術上的輔導、企業自身的研發、國內對出

口及內銷產品的檢驗。  

三、長期之政策建議  

(一) 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

關等方式擴增管理能量。（主辦機關：環保署）  

國內有關環境荷爾蒙管理相關事務，目前似乎缺乏單一且

具有權責的專責機構，可以協調各政府機關及民間各單位，

以及建構國家整體化學品管理機制。除立法成立專責管理機

構，或可透過立法擴大現行機構（如未來環資部之汙防局），

由其負責執行化學品管理，以達到整合性之源頭管理與財政

管理。人力資源上可仿照「特有生物中心」，比照教育人員任

用方式晉用，不受限於公務人員任用體系，對於人員專業素

養上也較能尋求較高的符合程度。  

在概念上，該專責機構必須具有作為負責規劃全國化學品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124 

管理政策，並執行各項整體性風險評估管理政策之能力。其

主要任務與功能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1. 擬定並執行全國天災整合風險管理政策。  

2. 被賦予一定之權力，俾得以有效進行跨部會化學品管

理溝通與整合，以收整體管理之效。  

3. 負責管理監督各化學品管理專責執行機構，建議未來

可以透過立法，新設立或於現有化學品管理機構中指

定為國家級化學品風險管理專責組織。  

4. 擬定各項政策與誘因，以鼓勵廠商自主管理化學品。 

(二) 輔導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機氯農藥之替代品。（主辦機關：農

委會；協辦機關：環保署）  

由主管機關協助學研界或其他民間組織開發具本土性之

非屬有機氯之替代品，如微生物製劑農藥等，訂定相關具體

措施鼓勵國人主動進行此類產品之研發。  

國內生物農藥產業發展之利基條件為：  

1. 本土性之微生物農藥，產品具獨特性與競爭性。  

2. 國內病蟲害專業人才多水準高，已有多項研發產品已

達發酵量產技術。  

3. 配合減少化學農藥使用政策，簡化鼓勵本土性微生物

農藥之登記，可加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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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策建議整合分析  

項次  專家座談會、深度訪談之關聯建議  

立即可行政策建議  

1 

專家座談會共 32 位與會者，11 位傾向以「環境荷爾蒙」為

國內較常使用之專業名詞，3 位建議「內分泌干擾物」較符

合原意，另有 2 位提出「環境內分泌干擾物」。  

2 M1I603、M1I704、M2I1002、M3I104、M3I701、M4I703。  

3 M1I302、M2I601、M2I1101、M3I202、M3I803、I302、I503。 

4 
M1I301、M2I602、M2I702、M3I401、M3I504、M3I603、

M3I802、M4I502。  

5 M1I403、M3I702、M4I104、M4I601、I104、I406、I603。  

6 
M1I403、M2I201、M2I802、M2I901、M3I103、M4I107、I107、

I109、I202、I304、 I504。  

7 
M1I102、M1I702、M2I202、M3I604、M4I101、M4I301、

M4I401、I201、I605。  

8 M2I301、M4I602。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代號說明：M 表專家座談會，I 表深度訪談，數字即
場次；專家座談會之 I 為專家發言順序（如附錄 12）； 後兩位數為其
發言重點會整之項次（如附錄 12）；如碼為 M2I602 即為第二次專家學
者座談會鄭政峯教授發言重點第 2 點，I104 即為第一場深度訪談袁紹英
處長訪談重點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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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策建議整合分析（續）  

中期政策建議  

1 
M1I202、M1I204、M1I502、M1I503、M2I1002、M3I301、

M3I601、M4I105、M4I704、I403、I506。  

2 
M1I402、M2I402、M2I802、M2I1002、M3I103、M3I303、

M4I101、I106、I304、I501、I601。  

3 M1I403、M3I702、M4I104、M4I601、I104、I406、I407、I603。 

4 M1I803、M3I503、I105、I407。  

長期政策建議  

1 
M1I101、M1I601、M1I701、M2I501、M2I803、M3I101、

M3I302、M3I801、I101、I102、I301、I302、I401、I501、I602。 

2 M2I102、M4I402、M4I602。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代號說明：M 表專家座談會，I 表深度訪談，數字即
場次；專家座談會之 I 為專家發言順序（如附錄 12）； 後兩位數為其
發言重點會整之項次（如附錄 12）；如碼為 M2I602 即為第二次專家學
者座談會鄭政峯教授發言重點第 2 點， I104 即為第一場深度訪談袁紹
英處長訪談重點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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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立即可行政策建議一覽表  

立即可行建議  

項

次  
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國內正式文件統一使用「環境荷爾蒙  (內分

泌干擾物)」一詞，作為專有名詞。  
環保署   

2 

彙整「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推動小組執行

進度，並設置專區定期(至少每季)公開相關

資訊。  

環保署  

衛生署、農

委會、經濟

部、內政

部、財政部

3 

建立產、官、學、研與民合作模式，投入合

理之人力與經費，增設直屬辦公室，強化環

境荷爾蒙之管理。  

環保署  

經濟部、內

政部、衛生

署、農委會

4 

加強各項家用農藥及個人護理用品之檢驗

措施，合格者以現行環保標章加以認證。相

關檢測結果並彙整公開於上述專區。  

經濟部  

環保署、衛

生署、農委

會  

5 

針對美、日及歐盟環境荷爾蒙 終篩選或疑

似清單之物質，列入國內環境荷爾蒙觀察名

單。  

環保署  
農委會、經

濟部  

6 

在勞委會「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訊運

用機制推動方案」所建立之既有化學物質清

單基礎下，針對國內環境荷爾蒙物質已管制

名單與前述觀察名單，篩選國內運作量大之

物質，並提供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環保署  勞委會  

7 
委託國內學術或研究機構針對國際關注物

質之毒理特性進行調查研究，針對國內運作
環保署  農委會、經

濟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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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可行建議  

項

次  
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量大且缺乏國外相關調查、研究資料之物質

進行相關研究。  

署、內政部

8 

針對非屬有機氯農藥，應依其科學證據、毒

理特性及國內運作調查結果評估其公告列

管之可行性，並協助評估非屬有機氯農藥替

代品之可能性。  

農委會  
環保署、衛

生署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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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中期政策建議一覽表  

中期建議  

項

次  
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訂定我國「化學品管理法」之可行性架

構並與緊急應變機制相結合。  
環保署  

法務部、經

濟部、財政

部、內政

部、衛生

署、農委會

2 

參照歐盟 REACH 註冊 /登記程序及美國

SNUR 申報機制之精神，要求業者主動

提供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以進行安全管

理及後續管制之評估。  

環保署  經濟部  

3 

針對溴化阻燃劑，參考美國部分州政府

及加拿大政府，逐年增加限制品項與降

低產品中之含量。  

經濟部   

4 

參考歐盟之「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所

訂定之標準，輔導廠商施行，以加強國

內產業競爭力。  

經濟部  環保署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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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長期政策建議一覽表  

長期建議  

項

次  
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

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關等方式擴增

管理能量。  

環保署   

2 
輔導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機氯農藥之

替代品。  
農委會  環保署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彙整。  



參考文獻 

131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98/10/30)。消保企字第  0980009983「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70 次委員會議議事錄」。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行政機關政策規劃研究機制。  

    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2011）  石化工業政策評估說明書。  

    台北：經濟部工業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100 年滾動修正版)。 

    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吳東傑、李芸玫、李靜瑤譯(2008)。失竊的未來–生命的隱形浩劫。  

    台北市：綠色陣線協會。  

行政院環保署  （2012）放流水標準（2012 年 12 月 1 日）。  

    台北：行政院環保署。  

康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11)。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列管及評估計畫期  

    末報告。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 

賴萬豪(2006)。氣及室內粉塵中多溴二苯醚濃度分佈與人體曝露量評  

    估 ,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林純如(2004)。多溴聯苯醚對單孔蚓之存活與蛋白質表現之影響 ,  

    國立中山大學碩士論文。  

凌永健，環境荷爾蒙(2000)。第一屆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研討會。台北市。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132 

黃俊儒、簡妙如(2010) 在科學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傳播研  

    究：從科技社會公民的角色及需求出發。新聞學研究，第 105 期。     

    頁 127-166。  

楊智元(2009)，毒奶粉的風險論述分析與三聚氰胺的管制爭議。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5。  

郭金鷹、洪肇嘉、廖光裕(2011)。台灣化學品管理現況及未來展望。  

    區域與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頁 3-77~3-90。台北。  

二、英文部分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1999） . Hormonally Active Agentsin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Castro-Vázquez, G. （2006）   The Politics of Viagra: Gender,  

        Dysfun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Japan.Body & Society 12（2）  

        102-129. 

Keith, L. H. （1998）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Pure & Appl.  

        Chem. 70（12） , 2319-2326.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1999） Handbook of Pediatric Environmental Health. Illinois: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1）.Chemical Management Policy:  

      Prioritizing Children’s Health.Pediatrics127（5）983-990. 

Ellis-Hutchings, R. G.; Cherr, G.N.; Hanna L. A.;Keen, C. L. Toxicol. &  

        Appli. Pharmacol. 2006, 215, 135-145. 

Lema, S. C.; Schultz, I. R.; Scholz, N. L.; Incardona, J. P.; Swanson, P.  



參考文獻 

133 

        Aqua. Toxicol. 2007, 82, 296-307. 

Colborn, T., & Clement, C. (1992). Chemically-Induced Alterations in  

Sexual and Functional Development: The Wildlife/ Human  

Connection. Princeton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Inc.,  

Princeton, NJ.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OPs （2011）  Entry into force of  

 the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to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o list nine new  

 chemicals. Geneva:UNEP. 

McKinlay, R., Plant, J. A., Bell, J. N. B., Voulvoulis, N. （2008） .  

 Endocrine Disrupting Pesticides: Implications for Risk    

 Assess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34（2）  168-183 

Meeker, J.D. (2010).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and Men’s Health.Maturitas (66) 236–241. 

UNEP （1989）  London Guidelines for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Chemical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mended 1989） . Geneva:  

        UNEP. 

Zhang, X., Diamond M.K, Robson, M., Harrad, S. （2011）  Sources,  

   Emissions, and Fate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Indoors in Toronto, Canada.   

 Environ. Sci. Technol. 45, 3268–3274. 

三、網路來源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2003)，國際重要環保公約彙整，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134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ylkuo/convention.htm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詞彙，  

 http://edw.epa.gov.tw/docGEMET.aspx?WID=86 

日本環境省(2009)，SPEED '98 内分泌攪乱作用を有すると疑われる化

学物質清單，      

    http://www.env.go.jp/chemi/kurohon/http1998/html/ 

    speed_hyo3.html 

行政院勞委會(2010)，GHS 危害資訊查詢系統物質安全資料表，  

    http://ghs.cla.gov.tw/tw/search.asp  

行政院勞委會，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危害物資訊查詢，  

    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cssid=3 

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荷爾蒙管理，  

http://www.epa.gov.tw/ch/aioshow.aspx?busin=14742&path=14757&

guid=b7056dc4-1ba2-4b32-b2e3-26b61f4592c4&lang=zh-tw 

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  

http://archives.ey.gov.tw/Upload/WebArchive/01ey/20120328/www.

ey.gov.tw/ct053f.html?xItem=83930&ctNode=2294&mp=1。  

U.S. EPA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and Testing Advisory 

Committee （EDSTAC）  

 http://www.epa.gov/endo/pubs/edspoverview/edstac.htm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2011),   

http://chm.pops.int/ 

Core Publications, Agenda 21.  

    http://www.un.org/esa/dsd/agenda21/res_agenda21_00.shtml 



參考文獻 

135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http://www.epa.gov/endo/ 

"Future We Want"(2012), The Rio+20, 

http://www.stakeholderforum.org/fileadmin/files/FWWChinese.pdf 

Proposed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bisphenol A, 

    http://www.ec.gc.ca/ese-ees/default.asp?lang=En&n=6FA54372-1。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136 



附錄 

137 

附錄 

附錄一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紀錄  

一、時間：  

101 年 6 月 26 日下午 3：00 

二、地點：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88 號 6 樓）  

三、主席：  

計畫主持人                             凌永健教授  

四、出席人員：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陳美蓮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顧洋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許耀明副教授  

綠色陣線協會                           吳東傑執行長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蘇錦霞董事長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謝和霖秘書長  

五、列席人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謝英士董事長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郭育良教授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代表           呂雅雯專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鄭佾展研究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梁偉雁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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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                   施侑萱研究助理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                   宋卓勳博士生  

六、討論題綱：  

(一) 內泌分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政策：  

1. 專業名詞：內泌分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2. 政策目標：永續發展、無毒環境。  

3. 策略內容：公眾知情權、利害相關者參與、科學在環境決策中重

要性等指導原則，預先防範，風險評估、管理及溝通，管理重點

對象、生命週期管理、安全替代管理。  

4. 法令規範：毒管法、REACH、化學品、其他。  

5. 重點對象：UNEP、EU、USA(州)、CA、JP 之清單內容。國人關

注者。  

6. 資訊缺口：危害確認、劑量效應、暴露量評估、風險特徵描述。

環境、作業、食品、商品、人體、醫護。優先次序。  

(二) 溴化阻燃劑之管理。  

(三) 非屬有機氯農藥之管理。  

七、發言紀錄：  

凌永健教授：  

    民國 100 年發生的塑化劑事件，直接暴露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問

題與改善之急迫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機制之

管理召集機關，由該署召集經濟部、衛生署、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

組成推動小組。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管理。在執行層面需考慮

以下幾點：推動機制 (必要性 /合理性 /可行性 )，如政策擬定之証據論，

建立 /更新清單之方法論，社會民眾之輿情，民意代表之支持等等；專

責監管機關，如設立環資部下之化學署，同時擁有科學評估與執法效

力的單位，其權責包含化學品的註冊、評估和授權，統一管理所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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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內容則包括內分泌干擾物等物質；成效分析，進行政策的成本

與效益分析，在提出可行的政策之後進行評估；訂定專門法規，類似

REACH 之單一法規，可推演一全盤考慮之法規；修訂既有法規，逐

步修訂相關法規，可做任務導向之考量。之後將就教於大家，請各位

暢所欲言，提供寶貴意見。  

    謝英士董事長：  

    本年度聯合國巴西里約會議所產出的共識文件中，有關化學品跟

廢棄物，可以關注到化學品的部分還未仔細分類，但是我相信對於我

們將來的這個研究的這個撰寫應該是有幫助，因化學品顯然受到極大

的關注。在永續發展裡面，這個問題很重要。美國在 1976 年通過的一

個有害化學物質管理法，如今美國國內的呼聲也逐漸提高，他們認為

法律包含層面不夠廣，不論在貿易或是國內產品，有太多的化學品現

在無法可管，而且在市場上越來越多。  

    郭育良教授：  

    Our Stolen Future 我們失竊的未來，這個名字訂得很好，問題在

於這些東西是被偷走的，若你沒有天天去檢查，你是不曉得的，這些

化學品中有一些是已知危害的，部分則是未知危害，所以演變成都需

要檢查，對已知危害物質，當然不容許它到達危害的程度，對未知危

害物質則是要定期去監測。管理機制須包括有權有責之行政單位的成

立，且其相關權責應有跨部會之性質。環境荷爾蒙清單可初步建立，

並依據其特性決定管理優先順序原則，權責機構應決定危害程度，並

公開相關資訊。並由上述資訊決定監測需求，並加以執行，監測內容

應包括源頭 (總量 )；流佈：環境介質、消耗性物質、食品；受體：人

體、動物等。  

    蘇錦霞董事長：  

    那在這個議題上面，像雙酚 A 的部分，政府在去年就已管制感熱

紙上，不可以驗出含有雙酚 A，但在近期我們的檢驗結果，還是有部

分驗出，那顯見管理部分上，可能不只需要管制源頭，除了製造商不

能有所製造外，在使用上的人，是否同樣需要管制的問題，因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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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的狀況我們觀察到，使用該感熱紙的銀行或是店家，沒有處罰的

條例，導致他們就不會在意說你給我的東西到底是不是含雙酚 A 的東

西。目前所管制的就是製造商的部份，我們認為說這一塊雖然說有管

制， 後還是會流到市場上，流到市場之後，還是會造成環境上面的

影響。首先這個部分，是不是在管理政策上面要去考量，到底製造的、

真的使用的這些企業經營者、業者，這個部分怎麼去管控，然後讓他

們有責任，為環境去做一個把關的動作。第二個部分就是保溫杯，我

們測試了大概 15 件的保溫杯商品，其中只有一件沒有含塑化劑。所以

製造技術是可以達到這樣的品質。所以除了管制之外，政府如何輔導

業者也是需要關注的議題。  

    陳美蓮教授：  

    環境荷爾蒙或者是說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聽起來較淺白易

懂。化學物質可以像人體的荷爾蒙的影響，這樣民眾比較容易理解什

麼叫做環境荷爾蒙，將來我們在對民眾進行教育的時候，就會比較更

能夠貼近真實生活的感覺。源頭管制是不能忽視的，源頭諸如業者進

口多少或者生產多少以及其運作量是多少，之後在產業鏈中他做完以

後到哪裡去，如果這個資訊清楚，我們可以較清楚何種產業單位是會

去使用。所以業者會為事業的永續發展而做研發，其實有一些業者已

經做在很前端，甚至超越本國的法規管制。個人建議應朝建立"環境荷

爾蒙優先清單"的方向去做。此一工作應建立在：背景資料、資訊的建

立，包括化學品管理專業機構、運作使用量之登記、許可制度、健康

風險 /環境風險評估、毒性篩選機制等。優先清單建立之後，就不同環

境荷爾蒙的用途、產銷、消費鏈、替代性等，依性質、主管機關之不

同，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及執行內容。基於環境荷爾蒙健康效應的特

性，仍以預警原則去做管制之補強。  

    許耀明副教授：  

    環境荷爾蒙之科學風險性質為何？確定？不確定？規範方式將不

同。如確定則適用為預防之規範，此方式就是我們知道這個風險是確

定的，我們就盡量避免那樣的事會發生；不確定則可視作為預警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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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如果不是那麼確定的時候，那我們到底要不要防患於未然，很多

預先防範，包括，履約的態度這種等等，事實上他的規範層級相當的

高。也就是在事情不確定是不是危險之前，我們就要先去預防。當然

那個對民眾當然也是好的，對消費者也是好的，可是有時候在實際的

規範手段上，必須考慮成本效益。台灣將依何種規範方式？美國和歐

盟之方法不同、立場亦不同。規範目的為何？目標為保護人、動物還

是自然環境，這些都影響到『規範尺度』之問題以及規範手段為何，

要單一專法抑或是分散立法，處罰手段、損賠關係、因果確定以及具

體之規範內容？從程序到實體？從知情到責任分配。規範成本和效益

之估算？國際貿易之影響：是要外貿出口做立法根據？還是以消費者

保護為立法導向？以上問題都有釐清之必要。  

    謝和霖秘書長：  

    我們政府目前的化學品管理採用各個部會分權管理，如環保署就

是環境部分，衛生署是就健康部分，農委會就是就農業生產部分等等，

當發生塑化劑事件時可能同時牽扯到環境以及衛生，但可能在管理的

時候就容易搞不清權責歸屬。當我們跟其他國家在做比較的時候，我

們可能缺少一個完整單位，將來如要成立一個單位要管理化學，我覺

得它應該勢必要比既有的這些化學品的主管機關的層級還要高，以便

統籌各部們的一些作為。另外就是資訊公開對化學品管理極具重要

性，目前不僅是政府欠缺資訊，民間學者同樣欠缺資訊，所以政府要

能夠盡快將 REACH 這樣的機制讓他在國內能夠法制化，然後尋找化

學品的使用與流向的資料，並將這些資訊也都該公開。管理策略可增

加污染者 /使用者付費原則，予以課稅。另外可參考日本『Top Runner 

Program』，從訂定產品標準，促使業者淘汰毒性物質。  

    吳東傑執行長：  

    我個人慣用環境荷爾蒙，既然是一個政策是應該要普羅化。若由

環境荷爾蒙談到化學品管理，範圍可能太大，可以參考仿效行政院的

基改小組的運作。在整個管理機制裡面，也可以考慮治理跟清理這兩

面向，在斯德哥爾摩公約裡面它們非常強調。治理方面：諸如清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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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關法規如環保署的綠色產品、環境保護產品、農委會的農藥

管理以及衛生署的食品衛生管理辦法，相關實驗室如農委會的毒試

所、環保署的環檢所之建立與教育等等。清理實際作為比如說我們在

短期、中期、長期要做甚麼，具體而言像是說在河川中我們要減少哪

一些環境荷爾蒙的污染物質。那包括生物的，包括人體，比如說人體，

要用哪一部分作標準，包括流佈，是以血液中的抑或是是要以母乳為

標準，之後去設計一個十年的基值，可能要減少到何種程度等等，諸

如此類的評估，才可讓政策管理機制有所效用。手段上可以同時兼具

獎勵與處罰：政管工具、經濟工具，如鼓勵其他醫院仿效台北醫學院

成為 EHS FREE 的醫院。  

    顧洋教授：  

    有關本研究擬探討之內分泌干擾物之具體內容，應比照國際間相

關定義，應做具體釐清。有關內分泌干擾物之管制，應考量其對於食

品(含飲水 )/用品 /環境之存在狀況及我國目前管理狀況，提出整體管制

架構之改善建議。(依管制目的、項目或對象階段管理 /全面管理)，管

理對象 /目的應和管理能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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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紀錄  

一、時間：  

101 年 8 月 16 日下午 2：00 

二、地點：  

臺中長榮桂冠酒店漢口廳（臺中市台中港路二段 6 號 B2F）  

三、主席：  

計畫主持人                             凌永健教授  

四、出席人員：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毛義方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張明琴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林伯雄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王順成教授  

東海大學環境保護暨永續發展研究中心     陳炳煌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費雯綺所長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鄭政峯教授  

靜宜大學化學系                         蔡素珍院長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李丁讚教授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蔡嘉陽理事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顧世紅研究員  

五、列席人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鄭佾展研究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彭孝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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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                   施侑萱研究助理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                   宋卓勳博士生  

六、討論題綱：  

(一)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政策：  

1. 專業名詞：內分泌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2. 政策目標：永續發展、無毒環境。  

3. 策略內容：公眾知情權、利害相關者參與、科學在環境決策中重

要性等指導原則，預先防範，風險評估、管理及溝通，管理重點

對象、生命週期管理、安全替代管理。  

4. 法令規範：毒管法、REACH、化學品、其他。  

5. 重點對象：UNEP、EU、USA(州)、CA、JP 之清單內容。國人關

注者。  

6. 資訊缺口：危害確認、劑量效應、暴露量評估、風險特徵描述。

環境、作業、食品、商品、人體、醫護。優先次序。  

(二) 溴化阻燃劑之管理。  

(三) 非屬有機氯農藥之管理。  

七、發言紀錄：  

凌永健教授：  

    民國 100 年發生的塑化劑事件，直接暴露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問

題與改善之急迫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機制之

管理召集機關，由該署召集經濟部、衛生署、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

組成推動小組。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管理。在執行層面需考慮

以下幾點：推動機制(必要性 /合理性 /可行性)；專責監管機關，如設立

環資部下之化學署，同時擁有科學評估與執法效力的單位，其權責包

含化學品的註冊、評估和授權，統一管理所有化學品，內容則包括內

分泌干擾物等物質；成效分析，進行政策的成本與效益分析，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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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政策之後進行評估；訂定專門法規，類似 REACH 之單一法規，

可推演一全盤考慮之法規；修訂既有法規，逐步修訂相關法規，可做

任務導向之考量。之後將就教於各位，請各位暢所欲言，提供寶貴意

見。  

    毛義方教授：  

    這個議題上面，從管理政策之通俗性面向做考量，在國內使用的

名稱以「環境荷爾蒙」作為社會通用名稱 為貼切，因環境荷爾蒙是

新聞報導的用語，民眾較為熟悉、了解，同時「環境」兩字也限縮其

來源，較為貼切；而在政策目標以永續發展是較為可行的，無毒環境

因為成本或是制度上之考量，而太過空洞化，抑或是將目標聚焦為「家

庭無毒環境」亦為可行之方法；管理之法令上建議以環管法（毒管法）

及食管法為優先；管理資金來源，因環境荷爾蒙之研究，常需精密儀

器及科技支援，故建議以國科會永續會（目前為自然處）為主；此外

對於溴化阻燃劑之管理，因其商業及工業利益關係很大，環保署亦已

列管，尚屬毒性低之溴化阻燃劑及法令許可之溴化物，建議仍可使用，

但同時須視國際管制政策變化，而調整國內之法規。溴化阻燃劑國人

攝取量中其食物攝取量約 80％，空氣攝取量 10~20％。  

    王順成教授：  

    在政策完整性考量之下，建議勞委會應列入管理機關之一，並建

議環資部之化學署，推動全國化學物之整合，以利資訊的的透明公開

化；建議儘速建立國內先管制之清單，可引用 OECD 及諸如美國 EPA

之 Tier I 快速篩檢方法，以美國為例，美國清單中共有 67 種，其中

51 種屬於農藥，這 51 種農藥在台灣都有使用，並依本國特性，包括

使用量及本土關注之藥劑，分別訂定方法，並依建立環境荷爾蒙清單

批次及已確立之清單，進行本國重要河川、河川底泥、水源  、農田等

進行環境流佈調查，各部會依權責成立環境流佈調查之相關之研究計

畫，並由研考會統籌彙整，避免重疊或疏漏。  

    費雯綺所長：  

    國內對於農藥已有行之 20 多年之登記制度，評估農藥的環境的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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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流佈、生殖代謝、生物致變異性以及對於動物的慢性毒性及急性毒

性等等，但對於其是否具有環境荷爾蒙的特性則著墨甚少，因此首要

之務應了解其評估過程，還需增加那些測試實驗，以評估其對人體內

分泌或環境的干擾特性。農藥殘留把關之標準係以農作物蔬果上之殘

留總量為評估依據，但也保留 20％之空間予其他來源，包括空氣、飲

用水等，如其總攝入量超過標準，將限制其使用範圍或調整各項安全

標準，以使其總攝入量勿超過標準。  

    蔡嘉陽理事長：  

    因「環境荷爾蒙」一詞較為中性，可能無法引起民眾對於這些物

質的危機感，建議在專業名詞上改為「環境內分泌干擾物」，較能感受

這些物質引發之效應，以及民眾的警覺性，在部分的學術文獻上也是

以該詞表示之，政策管理機制，建議應朝向永續發展為目標，落實的

作法應由行政院永續會來考核管理，執行面交由環境資源部做源頭管

理，衛生部及農業部做末端管控。  

    陳炳煌研究員：  

    建議參考聯合國二十年舉辦三次之地球高峰會議的核心主軸「永

續發展」理念，經由充分溝通分享，使成為現階段基本國策，在此國

安層級的戰略思維引導下，建立「年青環境」的國家願景，再將「環

境荷爾蒙」的研究調查和管理政策與實際執行，放入合理適當之位置；

建議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強化組織架構功能（利用行政院組織再造

機會，結合經建會、研考會功能）協調今後改善環境荷爾蒙問題之人

力與經費之投入與產出，除了全國性架構外，行政機構、學研界、產

業界與 NGO 特體關係之經營，以泛國家系統，在學理與實務分工合

作來努力；此外建議本研究計畫可回應聯合國高峰會「里約+20」二

大主題，就本議題在國際、全國地區等層級規畫以 10 年為期的行動方

案，如政府跨部會可有長程之願景、中程目標及近程具急迫性的資源

收入，對企業而言，企業永續發展自我考核報告，是值得努力的選擇。 

    鄭政峯教授：  

    建議管理機制的訂定應加予考量實施可行性，亦即執行面要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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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非空談，以化學品分級之管理面向，以追蹤其流佈，並應在教育

面著手以使民眾認知正確化；在實際的檢測技術，應分為研究或未知

物測定類及一般定期品管檢測類，台灣多為中小企業，以檢測技術來

說，必須要提倡中小企業、小公司都可普及化的管理並開發快速檢測

方法，對於分解速度快的非持久性農藥，應持續追蹤其分解後產物的

毒性，並儘速開發替代品來用於產業產品，以減緩管制後產業端所受

之衝擊；建議 終產品應如同生產履歷一般標示含量，並依含量課健

康稅，同時回收資源再利用時應追蹤管理其可能毒性物質的存在。  

    林伯雄教授：  

    建議亦應納入優先列管之項目，如目前使用量大且應用廣泛之

Alkylphenols（烷基酚）、Bisphenol-A（雙酚 A）、Tributyltin（三丁基

錫）與 Phthalates（鄰苯二甲酸酯類）相關之管理；除化學分析外，生

物性檢測應納入未來對環境荷爾蒙之管理，建議環檢所應逐步建立檢

測之生物方法，以及環境樣本之混和荷爾蒙干擾效應應同時納入考

量，此外鑒於近期發表之研究報告，建議將鄰苯二甲酸酯類更改為第

二類毒化物。  

    張明琴副教授：  

    專業名詞建議二者共用，但加入「環境」二字於「內分泌干擾物」

之前；為有效與國際接軌及提升企業之競爭力，建議有關環境荷爾蒙

之管理機制，可參考歐盟之 REACH 作法，優先建置造成內分泌干擾

物質之管制項目環境濃度與資料庫，以源頭管理為主，配合生命週期

（原料→製造→使用→廢棄）及物質流概念，進行可達到總量管制之

目標；政府之管理架構因管制性質複雜，跨部會如環保署、衛生署、

農委會與經濟部等，建議建置更高層級之工作組織，如行政院永續發

展組織，以便進行分工協調；因管制項目可能陸續增加，其工作負荷

亦隨之增加，政府人力資源有限，故建議未來相關產品含工業、商業

及食品、化妝品等，要求增加企業承擔責任，如 FMD（Full Material 

Declaration）全物質聲明，提供給政府及消費者，包括 MSDS（物質

安全資料表）、GHS（全球調和系統）及相關風險評估資料，以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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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由第三方公正組織認證及包含供應鏈管制。  

顧世紅研究員：  

    使用名詞建議採用「內分泌干擾物」，因加入「環境」二字容易使

民眾認知混淆，政策面向建議以源頭管理為主，且須徹底落實，根據

過去廢棄物分類之經驗，管理對象或目標應和行政能力配合，避免政

策難以執行，不切實際。優先建立清單，以便於相關機制的推動，以

及相關生物檢測法的開發。  

李丁讚教授：  

    目前台灣缺乏法源對環境荷爾蒙的做有效的管理，建議參考歐盟

的作法，將環境荷爾蒙獨立成為毒管法的第五項以便管理，避免有該

管制而疏漏之物質，並應從源頭管理，建議政府要能夠盡快將 REACH

這樣的機制，讓他在國內能夠法制化，然後尋找化學品的使用與流向

的資料，並將這些資訊也都該公開，且由廠商向行政機關申報其製造

過程中使用的化學品，以及清楚標示產品組成，以使消費者明瞭。  

蔡素珍院長：  

    近新聞報導「過期奶粉」、「塑化劑」的事情，讓人感到非常震

驚，會發生這樣的事件，主要是台灣的教育面向產生問題，廠商明知

道這是對於人體有嚴重危害的物質，但依舊製造販賣，問題在於「誘

因在那裡」？ 關鍵的因素在於成本壓低的利益。同樣的問題帶入環

境荷爾蒙管理也是極為類似的，建議除政策面向的管理計畫外，對於

民眾之教育也必須在其中扮演重要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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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次專家座談會紀錄  

一、時間：  

101 年 9 月 13 日下午 3：00 

二、地點：  

高雄金典酒店琥珀廳（高雄市自強三路 1 號 42F）  

三、主席：  

計畫主持人                                   凌永健教授  

四、出席人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暨研究所   林啟燦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小兒遺傳及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陳百薰醫師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環境永續學院                 陳健民院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徐永源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劉莉蓮教授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廖健森助理教授  

地球公民協會                                 李根政執行長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雨松協理  

五、列席人員：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                         宋卓勳博士生  

六、討論題綱：  

(一)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政策：  

1. 專業名詞：內分泌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2. 政策目標：永續發展、無毒環境。  

3. 策略內容：公眾知情權、利害相關者參與、科學在環境決策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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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等指導原則，預先防範，風險評估、管理及溝通，管理重點

對象、生命週期管理、安全替代管理。  

4. 法令規範：毒管法、REACH、化學品、其他。  

5. 重點對象：UNEP、EU、USA(州)、CA、JP 之清單內容。國人關

注者。  

6. 資訊缺口：危害確認、劑量效應、暴露量評估、風險特徵描述。

環境、作業、食品、商品、人體、醫護。優先次序。  

(二) 溴化阻燃劑之管理。  

(三) 非屬有機氯農藥之管理。  

七、發言紀錄：  

凌永健教授：  

    民國 100 年發生的塑化劑事件，直接暴露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問

題與改善之急迫性。此一問題極為複雜。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

管理。在執行層面需考慮以下幾點：推動機制 (必要性 /合理性 /可行

性)；專責監管機關，如設立環資部下之化學署，同時擁有科學評估與

執法效力的單位，其權責包含化學品的註冊、評估和授權，統一管理

所有化學品，內容則包括內分泌干擾物等物質；成效分析，進行政策

的成本與效益分析，再提出可行的政策之後進行評估；訂定專門法規，

類似 REACH 之單一法規，可推演一全盤考慮之法規；修訂既有法規，

逐步修訂相關法規，可做任務導向之考量，其他諸如專業名詞、政策

目標及政策內容等將就教於各位，請各位暢所欲言，提供寶貴意見。  

    葉雨松協理：  

    建議管理機關能朝向單一權責單位方向建構，以避免複數單位管

理範圍重疊，造成管理效能不彰；將來在訂定法規時，可參考近年三

聚氰胺的經驗案例，對於管制標準、檢驗方法、檢驗資格認證等，應

有一致性規範；對於非急毒性，但又深入一般民眾生活之化學品，必

須採取適當方式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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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根政執行長：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為化學物質管理的一部分，關

鍵在於建立化學物質管理的專責機構，源頭管理的制度及執行，因應

我國目前現有 6 萬多種化學物質的流通使用，現有環保署毒管處人力

顯然嚴重不足，無法進行相對應的課責，本會強烈建議政府在環境資

源部下設立化學物質源頭管制專責機關－化學安全管理署；確實導入

REACH 制度，全面落實化學物質的登錄、評估、授權及管制；同時

配合新法規的執行與落實，重新進行相關專業人力與經費資源的評估

與配置。建立「工廠使用、生產化學物質，以及排放污染物質及釋放

量」、「環保裁罰資訊公開」之機制，打破污染及污染者資源黑箱，提

昇人民「知的權利」，促進民眾參與化學品及污染的管理。  

    陳健民院長：  

    建議針對所有化學品之管理作為主要方向，如歐盟 REACH，如

此才能有效從源頭管制，管理機制應特別著重於跨部會管理工作之協

調、分工及整合；政府對環境荷爾蒙相關之科學研究經費的支持，應

更增加且持續。  

    林啟燦院長：  

    建議須具備類似基金之法源，以妥善執行相關污染防治及管理，

方能提供足夠經費持續順利運作；應確立單一權責機關，以避免過去

多方管理之弊病及權責不清之缺陷，建議成立化學品安全署，綜匯管

理化學品安全、衛生、食品藥物及化妝品等安全衛生之業務，相關罰

則須具嚇阻作用，才能減少污染行為；管理策略思維，應以「污染防

治」優先於「管末處理，「管末處理」優先於「污染整治」，意即從源

頭管制為 優先重要之作為，相關管制策略，亦應思考如何與國際接

軌；落實資訊公開之原則，避免造成混淆或誤解，教育同時也是極重

要之環節，教育對象包括：環境荷爾蒙生產製造者、行銷運輸者、使

用者及至末端之消費者與民眾；應及早輔導於北中南東學術界或研究

機構，成立特色實驗室以支援相關檢驗，及扮演公正第三方之角色；

在政策建立的過程中，建議政府須提供更多資源，以利進行環境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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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相關之科學研究背景資訊調查，以持續教育民眾及產業界，亦可對

結論出近期可優先管制之環境荷爾蒙物質項目有所助益。  

    陳百薰醫師：  

    因「環境荷爾蒙」對人體的影響並非急劇性的，於目前性狀變異

臨床觀察結果而言並不明顯，但有部分個案觀察到其可能誘發甲狀腺

功能異常；台灣 FDA 目前現行雖有很多實驗室認證項目，但其認證時

程約一年一次，略有不足，且只將認證授予有需要之實驗室；國內環

境荷爾蒙相關的認證目前不多，去申請的單位也少，對於資格承認標

準也偏低。  

    廖健森助理教授：  

    各種環境荷爾蒙，各國每年均有相當數量之研究報告產出，包括

人體、動物之致癌性及生殖變異性，因此建議未來可於一至二年內，

及召開相關評估會議，檢討各化合物之列管與否，以及分類組別；部

分毒化物或化合物，如將被列管，則不可避免遭遇部分產業界或政治

界之關切壓力，如何能更有效去降低此方面之衝擊？因為台灣地狹人

稠，因此建議未來在參考各國環境荷爾蒙之列管清單，去建立台灣本

土性的列管清單時，能從嚴認定，例如日本的興利永續經營之理念；

部分本土之新興污染物，如發現疑似環境荷爾蒙之特性，台灣環資部

是否會加以列管？  

    徐永源主任：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之主導機構之訂定須有其

intra-department 與 inter-department 間的架構建立；建議對所列管之環

境荷爾蒙建立國家標準分析方法，並對研究團隊採用方法不同於數據

差異之探討，以利於建立合理之科學管理一致性；基於工商業經濟貿

易考量，建議制訂和諧並與國際接軌之管理政策；基於教育推廣之目

的，如何架構各級學校之宣導知識，使民眾對環境荷爾蒙有進一步的

認知；法規面建議對於使用含有環境荷爾蒙之產品、食物及日常用品

等，製造業者須強制明確將組成成分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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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莉蓮教授：  

    法源是否有強制性及罰則影響管理或效力，此部分建議應加以考

量，開發單位及開發管理單位應一併納入為管理之成員；源頭管制、

非法使用及不當使用之問題需要解決，對於檢出濃度、檢驗方法及檢

驗標準之決定建議應有本土潛在危險相關數據支持，污染物及廢汙水

排放標準應納入管制考量，若能迅速完成標準之修改，才能避免影響

非人類之其他生物及生態環境；相關運作須有穩定之經費來源，以持

續支持每年相關研究，且提供者立場須中立，並在教育層面著手宣導

工作；對於健康風險評估及暴露量目前多是以單一化合物建立，再訂

定標準，據此，風險很可能被低估，是否有改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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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四次專家座談會紀錄  

一、時間：  

101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3：30 

二、地點：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88 號 6 樓）  

三、主席：  

計畫主持人                                  凌永健教授  

四、出席人員：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于樹偉董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附屬醫院心臟內科                蘇大成醫師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系           丁望賢教授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           張碧芬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周桂田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生化學科                  麥富德教授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陳曼麗董事長  

五、列席人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謝英士董事長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郭育良教授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鄭佾展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                        宋卓勳博士生  

六、討論題綱：  

(一) 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理政策：  

1. 專業名詞：內分泌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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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目標：永續發展、無毒環境。  

3. 策略內容：公眾知情權、利害相關者參與、科學在環境決策中重

要性等指導原則，預先防範，風險評估、管理及溝通，管理重點

對象、生命週期管理、安全替代管理。  

4. 法令規範：毒管法、REACH、化學品、其他。  

5. 重點對象：UNEP、EU、USA(州)、CA、JP 之清單內容。國人關

注者。  

6. 資訊缺口：危害確認、劑量效應、暴露量評估、風險特徵描述。

環境、作業、食品、商品、人體、醫護。優先次序。  

(二) 溴化阻燃劑之管理。  

(三) 非屬有機氯農藥之管理。  

七、發言紀錄：  

凌永健教授：  

    民國 100 年發生的塑化劑事件，直接暴露國內環境荷爾蒙管理問

題與改善之急迫性。此一問題極為複雜。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

管理。在執行層面需考慮以下幾點：推動機制 (必要性 /合理性 /可行

性)；專責監管機關，如設立環資部下之化學署，同時擁有科學評估與

執法效力的單位，其權責包含化學品的註冊、評估和授權，統一管理

所有化學品，內容則包括內分泌干擾物等物質；成效分析，進行政策

的成本與效益分析，再提出可行的政策之後進行評估；訂定專門法規，

類似 REACH 之單一法規，可推演一全盤考慮之法規；修訂既有法規，

逐步修訂相關法規，可做任務導向之考量，其他諸如專業名詞、政策

目標及政策內容等將就教於各位，請各位暢所欲言，提供寶貴意見。  

    于樹偉董事長：  

    議題所述的化學物質可仿照國際、國內化學品登錄機制，逐步建

立流佈追蹤，總量管制，減量管制等配合措施，以有效避免及控制環

境荷爾蒙能對環境、消費者健康、產品安全衍生的風險。國內現行化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156 

學品登錄分為勞委會訂定工作場所 (以工廠為主 )化學品登錄及環保署

毒管法，推動目的不盡相同，若可能應逐步將上述部會化學品管理政

策、目標、措施一致化。本人針對座談會建議討論議題之看法為在專

業名詞上可採用意見調查方法決定，政策目標建議以永續發展較為符

合現況，至於法令規範可能尚待進一步規劃，因毒管法管制對象有限，

管制清單的重點對象，本人贊成依有交集者及有法規原則辦理。專責

機關：贊成由環資部所屬化學署負責，但毒管法列管化學物質過多時

可能造成之行政負荷應納入考量；訂定專門法規，若可能可制定單一

法規；資金來源在推動初期應由公務預算支付，基金方式恐不易執行。

環境荷爾蒙或有害化學物質應用於消費性產品之比率甚高，然消費性

產品標示頗具困難，社會大眾購買傾向及對環境荷爾蒙正確的認知，

也許可以促進消費性產品製造者對所含化學物質 (不論有害與否 )正確

的標示。若環資部確實將成立化學署，除毒性物質管理、環境荷爾蒙

管理外，亦應建立近年全國化學品使用及流佈資料庫，以逐步訂定全

國化學品總量管制、限用、減量政策。  

    麥富德教授：  

    在面對環境荷爾蒙管理，醫用化學品及醫療器材如何避免使用或

接觸到內分泌干擾物質為當務之急，其具體作為諸如建立無毒醫院，

就現有已知危害物質的禁用。將其目標建構在永續發展的平台，學研

界在此中可大量參與並扮演推動的角色；廣篩環境荷爾蒙物質之風險

評估計畫，並從國外已有的清單中，利用交集與聯集的方式建立本土

化的清單；此外非政府組織的公正評估平台建立也須同時推行，以達

到監督與教育等功能。  

    蘇大成醫師：  

    建議盡快建立內分泌干擾化學物危害及健康影響評估的基本資

料，同時鼓勵本土性的相關研究，相關做法與政策可以參考例如美國

NHANES 的資料及 EDCs 的健康影響評估，建立本土性相關研究資料

庫是具有其急迫性及重要性；建議由政府相關單位及民間學術單位提

供民眾教育的資訊，帶動公眾意識的提高，同時由健康效應及民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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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習慣的改變，也可以正向的影響產業界。即社會教育及環境教育非

常重要，但需植基於科學研究，以及其短期及長期的健康效應。  

    丁望賢教授：  

建議將我國已認定的「環境荷爾蒙化學物質」的流佈現況應有詳

細的報告，此物質應分為在生態的流佈與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並要同

時進行收集，建立資料庫。此類物質在國內食物鏈中的可能流佈也應

持續進行檢測，建立本土化的資料庫。建議進行此類物質在國內消費

性產品中的流佈研究，同時建立相關資料庫。清單中的化學物質的人

體中殘留量應整理收集，以作為管理政策的依據。建議在政策目標上

優先建立「少毒環境」的策略，以符合現況之所需，之後再談「無毒

環境」。阻燃劑的添加是為預防火災，殺蟲劑的使用是殺死有害昆蟲，

這些都是為救人命的化學物品，皆有其存在的必要，不能因少量的殘

留，而不去使用它們，我們的政策不能有太過量的反應，而做出錯的

判斷，建議以較保守之態度面對此兩項議題。  

    陳曼麗董事長：  

    該議題若能從人體健康影響，較能有效快速地推動管理機制及相

關政策；化學物質對於內分泌干擾之程度要加以區分研究，及教育宣

導。尤其是民眾易於接觸之消費性日常物品，因為民眾無法自行檢驗

環境荷爾蒙的存在與否，所以須要靠專業檢驗機構把關。建議要針對

不同性別、年齡、族群的健康影響，彙集國內外研究所提出的資料並

加以公布。台灣近年推動性別議題，建議相關科學研究皆應納入性別

影響。建議源頭可能發生的地點類別要做源頭管理，並申報、追蹤、

管理；相關部會如工業、農業、衛生醫療、環境等都應列入重點管理。

建議要有明顯有效的商品標示，使消費者可以選擇。建議在推行時，

台灣應採高標準管理，以防堵國際劣質品入侵。建議由有公權力的單

位負責管理，方能適度的公權力介入，有效管理監督。  

    張碧芬教授：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的管理應進行日常用品、產品、食品及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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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抽測及監控，並加強宣導，減少民眾疑慮。建議在擬定清單時，

溴化阻燃劑應包括六溴環十二烷(HBCD)及四溴雙酚 A、氯化石臘等，

目前被大量且普遍使用之化學物質。非屬有機氯農藥管理非常重要，

建議相關部會加強重視。對於新列清單，建議應同時建立標準方法，

探討其流佈、生物降解、毒理、風險評估，並盡可能本土化研究。資

金來源，夥伴關係，可考慮給予學術界經費，以作全盤考量。未來成

立環資部，建議增加專業人力管理或委外管理。  

    周桂田教授：  

    建議對現行之毒管法進行修正，在相關政策的風險評估上，可調

整風險評估委員會之民間專家代表比例，以達到確實監督以及更符合

現實之目的，專家評估執行評估之特性也須加以考量；資金來源可仿

照其他污染基金之方式創立毒管基金，以維持政策推行之需求。在風

險溝通上，可有如 POPs 命名權的歸屬問題，換言之即是物質名稱的

統一規格化，設立各種科技民主溝通機制及平台，如公民論壇、公民

會議、公民咖啡館等等，傳達訊息的同時教育民眾；建立化學品流佈

與地圖以及建立長期風險感知調查機制。管制清單的決策方式，建議

可由兩種方式產生，其一為專家審查，或在建立涉及預警原則、科學

證據不確定性之管制清單時，可透過公民諮商程序來參與決策；日常

商品的標示與警示目前還須加強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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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深度訪談提綱  

1. 化學安全管理署立法現況與困境（我國即將成立環資部，環境治理

將邁入新的紀元。化學品的管理目前政出多門，究竟能否採取源頭管

理？如何實現？在環資部中成立類似歐盟 REACH 的專責機構是否可

行？化學品管理導入環境治理有無困難？可能會遭遇何種問題？）  

林國正等 16 位委員(101.06.01)已提出「環境資源部化學安全管理

署組織法草案」，完成一讀並已送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

委員會審查。但我們了解在「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明定機關建

制規模與總數上限情況下，未來環境資源部已沒有多的配額成立署級

單位，請教化學品管理專責機構要如何成立?以化學品資料庫為基礎之

一條鞭管理機制，明定化管署及其他部會署之管理權則可行性？  

 

2. 國內環境荷爾蒙清單建立（美日歐等國皆有相關物質清單，台灣應

建立於何者基礎之上？抑或是本土自行篩選？若自行篩選，是否存在

具備能力之機構？在法源依據上應劃歸為舊有的毒管法或單一法規完

整管制，何者較為可行？）  

 以歐盟為例，建立優先篩選清單，以進一步確認其內分泌干擾效

應，其篩選清單包括 553 種化學物質。此外，並針對優先篩選清單之

物質建立監測技術及資訊交換、蒐集與評估之機制，使現有資源得以

整合。在國內採取類似之作為是否可行？育期遭遇之困難及建議之解

決方案為何？  

 

3. 化學品海關登錄機制強化（落實源頭管理的方法為何？現階段的化

學品海關登錄機制有何缺失？應該如何強化？）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22 條：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

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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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聯單，並將核章後之運送聯單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a. 因此毒性化學品在進出海關時，需要以海關艙單填報 CAS 

NO.，但如果不屬於毒管法列管之物質，則無此業務。是否有可

能強化對於疑似物質之管理? 

b. 現行申報資料缺乏審查機制，故無法確認業者運作是否正確，

請教目前有任何防範之機制或手段? 

c. 國際關注物質不一定屬於毒管法所管的物質，因此不見得能知

道國內運作的量，請教是否有相關作法可因應如此之不確定性?  

d. 往年我國參考歐盟制訂篩選作業原則，惟近期歐盟毒性分類已

調整，我國現行之篩選作業原則仍未將其毒性分類評估內容配

合調整，請教未來將如何調整以因應需求? 

e. 歐盟 REACH 註冊 /登記程序及美國 SNUR 申報機制之登錄作

業，要求業者主動提供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以進行安全管理及

後續管制之評估使用，請教國內目前之產業架構或環境，是否

允許類似之符合本土化的註冊登記申報機制及其相關資訊揭露

之責任分配? 

 

4. 導入預警原則於環境荷爾蒙物質乃至於化學品領域（預警原則是風

險管理、法規科學中的重要觀念，如何應用在環境治理及化學品的治

理？）  

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指若有對環境產生嚴重或者

不可逆轉的損害 ,即使缺乏完整科學依據，也不應該當作是推遲之理

由。應用於化學品領域即是對於未確認相關科學證據之疑似有害化學

物質 (環境荷爾蒙 )便介入管理。但目前毒管法之作法較偏向防止原則

（preventive principle），需要確認相關科學證據，方可進行管制，採

負面表列方式規範。請教在化學品領域，要如何導入預警原則，改變

立法思維，過去有沒有任何例子可供參考?以供政策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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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學品管理政策的成本分析案例（我國是否有政策的成本效益分

析？若有，是如何進行？若無，應該如何導入？）  

不論是參考美國毒性物質規範以防止原則（preventive principle）

為主要考量，或是依循歐盟採用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兩者皆須考慮到管理成本。請教在化學品管理政策上，過去國內有無

相關成本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研究，國外有無實踐之案例? 以為

估算編列育預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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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一場深度訪談紀錄  

 

壹、時間：101 年 09 月 25 日  

貳、地點：環保署毒管處  

参、受訪人：袁紹英  處長  

肆、訪談人：凌永健  教授  

 

 

凌：今天請教處長，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毒管法修訂，或是 REACH

或是類似 REACH 的立法。這兩個法是要合併還是分開來，我個人

是比較傾向切開來，因為合併的話，可能延伸出較多的問題。  

袁：合併是指哪一方面？  

凌：以目前毒管法為主，然後把 REACH 都包括進去，是比照美國的

做法。想請教處長，就是法規部分，中央組織再造部分看起來應

該會有希望成立一專責機關或機構，但是如果只是做登錄管理而

已的話我覺得連半套都做不到，那當然跟以後會編制的員額跟經

費有關係，我覺得說趁這個機會，把成本效益全部寫進去，到時

候讓立法委員知道，假如要去做這整套，怎麼蒐集國外資料，譬

如歐盟作法，大概一年需投入多少經費，希望以後不要變成像衛

生署食管局，把很多併進來，但人少錢少，單位都很累。未來我

們有一個政策出來，那怎麼樣去執行，我們還是比較傾向按照現

行政府的分工，因為要整個去調整我覺得是不太可能。但是除此

之外，配合 REACH 的第一步，將資料庫建立起來，到那邊去訂

以後相關主管機關就是要以那個資料庫為準，然後把大家要做的

事情分配清楚，可能到時候就是環資部人員來訂到怎麼樣一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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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然後其他的部會就要開始啟動，現在好像就是口頭上說要做

甚麼做甚麼。就譬如說像塑化劑事件好了，都是時效覺得是不夠，

大概主要就是這幾個問題。  

袁：這些問題已經蠻多。  

凌：對，但是我覺得毒管處，是 清楚的。  

袁：環資部要成立是沒錯，那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環資部將來因

為進來的單位那麼的多，所以要從目前的初步環資部的組織架構

去討論的時候，要把化學物質管理做個比較高的定位，目前若從

機關整併的構想裏面，就是現有員額下去做分配的話，那就有一

個很大的問題存在，就是不會再增加員額，不增加人的情況之下，

在可設立二級單位機關數量又受限的情況之下，那要成立一個化

學物質管理的一個署，或是局的話，都有它高難度的一個門檻在。

事實上早在二十年前，環保署就已經有看到未來性了，我們當時

曾經做過研究，有一個化學品管理局的一個草案在，也認為說未

來化學物質的管理，應該從源頭來管理，當時我們認為說未來應

該有一個專職的單位來做。但是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二十幾年

前，我們先從廢棄物、空氣，然後再來水，就當時毒化物、化學

物質管理當時的人力跟預算而言，並沒有辦法再針對化學物質的

管理投入再多的人力跟物力，所以從去年塑化劑風暴來講的話，

就是一直都講只有三個到五個人力嘛，那當然 近我們也做了突

破，再找了一兩位進來，那再怎麼加也大概只有六個左右，所以

這個變成是說，政府確實也知道是說要提高化學物質管理的單

位。我曾經也在一次公開場合，跟之前的行政院劉兆玄院長建議，

那時候大概五年前，我說一定要成立化學物質管理的專責單位，

不能只用一個科的架構去處理，這樣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那未

來環資部成立，當然如果能夠成立一個專責單位來管是 好的，

但是限於機關數量上限的規定，所以變成是說唯一能夠突破的方

式就是用人的管道，所以我也曾經建議類似比照集集那邊有一個

特生中心，它是比照教育人員任用的方式晉用人員，在那種情況

之下，就不會受限於所謂的公務人員任用體系，總員額都被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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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方式很有彈性，我要增加幾個、少幾個都可以。為

什麼我會做這樣的建議，因為人力的配置裡面，在化學物質管理

裡面，如果從文官體系去找的話，是找不到對化學很專業的人來，

所以我覺得是說以新加坡來講，新加坡整個文官制度他們都不是

用考試的，它是直接用你的唯才適用，你如果是專業的話我就用

你，那我們台灣教育人員任用的部分也可以比照阿，那我們就可

以找一些專業的人進來，那這樣就突破我剛剛提到的在環資部的

員額跟所謂的機關數受限的瓶頸。那也可以考慮成立財團法人化

學物質管理中心之類的法人也可以，但是就跳脫剛剛講的體制內

方式而變成從體制外法人型態去成立，也有可行性。而不是用公

務人員考試進來，完全不清楚的情況之下這樣，要在化學物質管

理直接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跟國際接軌，就接不上去。所以一定要

找幾個很強的 PI 進來，我有這樣的主張。那如果說上述方法都不

行的話，我還想出第三個方法，就是未來環資部的部長要去想辦

法，因為未來環資部總共一萬多個人，在現在草案的架構來看有

一萬多個人，那我們是認為就是人事行政局有總員額限制的時

候，那未來部長有一個可行方式，就是遇缺不補來管控，只要管

控 0.1%的人力進來，你看一萬多個的 0.1 有多少，就有一百多個，

這樣人力就出來了。這樣政府組織再造才有它的意義。因為我雖

然新增加業務，但是我人力不增加，又能夠把工作往前推，這個

政府的效率才能夠提升。所以換句話說，它只要管控總員額，未

來環資部有出缺的時候，只要管控 0.1%的人力，那未來假如真的

要成立化學品管理局或署的時候，這些人力就可以進來。那一開

始的時候不需要這樣，它可以分年晉用的話，開始的時候可以先

從目前環保署毒管處在管化學物質的人力當基礎，分年補足人

力，那三年後這個機關就可以成立。  

凌：假如說這樣的話，一個科不是都有名額的限制嗎？在環資部裡面

管化學品的不管它是單獨的一個局或是分署，或是現在又有提化

學品跟污防的併在一起，不管是怎麼樣的層級，假如層級是低，

以後要多人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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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我剛剛的意思是機關先把它框下來，比如說假設化學品管理局的

架構出來的時候，那在這個機關成立的時候，籌備處先來分配，把

原來毒化物的管理人先移撥過來，組長都空著沒關係，但未來部長

就要傷腦筋，可以從現有的簡任技正抽調人力，人力他自己評估哪

些是有化學專長的人，先找兩三個過來，然後慢慢的這些下面的人

就慢慢地這樣找進來了，初期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很多工作可

以暫時委外。  

凌：相對應於另外一個層級比較高的單位，譬如說我們說屬於台灣的

REACH 法之類的等等，就是說我們把一個大的框構出來，然後

要人要錢就是以後的部長去…但是一樣對委員的交代一定也是要

說明以後這個單位做的事情說清楚…。  

袁：對，現在是講組織的部分，第二在講工作。這個我也跟署長約略

有提過，但是假如從研考會制高點來看，它如果這樣講過來，行

政院搞不好就這樣接受了。  

凌：對，這個我們也有討論過，大的架構，因為你第一年要是編少，

以後要增就不容易。  

袁：經費的部分，在毒管處一科跟二科，以目前現有的毒管處的預算

我們施政計畫的部分，就是一般的公務預算，現在是各部會都在

萎縮，但是我們有一定的額度在，可是環保署一般的預算都是透

過公共建設計畫在做，那公共建設計畫的部分在毒管處這邊，大

概我們每一年都會爭取到一億的預算，就是我覺得預算還不是太

大的問題。  

凌：韓國正在推行 REACH， 初是環保署在做，到 後變成經濟部

的建案，那我們現在想我們現在要去推動這個化學品，我們是希

望就是說把它當毒化物的角度。  

袁：所以預算的部分除了剛剛講說我們目前毒管處的預算，一年大概

幾億，但第二個部分是基金，環保署有幾個基金，因為化學物質

是源頭管理，我們目前有收的是空污基金，資源回收基金，跟土

污基金，這三個基金都可以預支一些進來，而且行政院也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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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因為政府的財源比較困難，那這些基金可以協助環保署未

來業務的推動，所以剛剛提到化學物質管理是源頭管理，我們從

這三個基金拿一些經費過來是可行的，那這個部分如果你需要的

話，再去找一兩個基金問一下。  

凌：還是是說你用化學品，你要自己有個法出來，你就在自己的法源

裡面，我們現在講是五年，我們那時候討論出來是五年的時間。  

袁：通常要面臨是，比如美國的法律它一定會跟預算一起走的，那你

預算在哪裡？因為預算那個想法是空的。  

凌：我們要從法，再去爭取預算進來。還是要先有預算再去訂法，雞

還是蛋，哪個先？  

袁：任何一個法律要推動的時候一定要評估它的可行性，現在問題是

哪個單位要去做？若要成立化學品管理局或是署的時候，那應該

要有一個專案，如果你講的意思是這樣，那未來是你講的五年還

可以接受，但如果現在馬上去訂專案，可行性就不太樂觀。  

凌：現在我覺得是不可能。  

袁：第二個你在講環境荷爾蒙清單的部分，我們訂有一個環境荷爾蒙

管制計畫，那是跨部會的機制在運作，環境荷爾蒙部分的話，我

們是直接把國外的，基本上是日本和美國他們認為是環境荷爾蒙

的部分，我們就直接納入，我們並沒有建立一個本土的篩選機制，

納入之後，就啟動兩個方式，一個就是毒管法，所以我們就會考

慮第一個納入在法規裡面列管，環境荷爾蒙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有五六十種，這五六十種我們就會去篩選，篩選就回歸到列

為毒性化學物質篩選的機制。我再列印一份篩選原則給你。如果

透過那個篩選原則，還是回歸來講各個環境荷爾蒙物質本身，是

屬於第一類毒化物，能不能符合第二類或第三類毒化物，假如沒

有辦法符合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毒化物，就會用第四類的毒

化物去看它，那環保署同樣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來管。但是如果

沒有進到毒性化學物質那一關的話，我們就啟動跨部會的機制，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環境荷爾蒙管制計畫，這個管制計畫涵蓋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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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環保署會告訴各部會說這五十幾種在國際上人家都說是環境

荷爾蒙的物質，各部會你依照自己的法規去管理。另外化學品也

是環境荷爾蒙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國內的話有這麼多法規在管，

各別回到他們列管的法規去管。比如說，今天環境荷爾蒙的議題，

在商品標示法裡面，如果結合這五十八種，因為商品是直接會接

觸人體的健康，經濟部標檢局評估的機制就是對人體直接暴露的

風險有多少，如果覺得環境荷爾蒙議題裡面的塑化劑，認為暴露

風險蠻高的，比如說椅子來講他加的塑化劑風險蠻高，是商品標

示法就應在椅子裡面訂定環境荷爾蒙塑化劑含量的限制，化妝品

等等也是同樣的方式辦理。環保署的部分就是依照毒管法來處

理，另外又有環境用藥管理法，所以我是這兩塊，這個部分也是

一樣，表示環境荷爾蒙議題，跟化學品管理事實上都是一樣，一

定的篩選原則，各個部會依照篩選原則去處理。以毒管法來講，

環保署有毒性化學物質篩選原則，國際上在講這五六十種環境荷

爾蒙，同樣也會進入到篩選原則評估，要不要有強度去管制它？

每一個法規到底多少化學物質？舉例來講，環境用藥裡面，我們

化學物質八十七種，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非氯，含氯的部份現在

是全部禁用，環境用藥管理法裡面全部禁用，那准用的八十七種

就含有有機磷的部分是可以，當然我們現在再更往前走的話，就

是說所謂化學品管理本來就是每個法規強度都可以往前走，未來

的部分就是要減少這個所謂化學品暴露的風險。我現在已經也跟

同仁在評估引進美國 EPA 的作法，因為就環境用藥，基本上也是

有暴露的風險。任何程度都有，所以現在美國 EPA 就推標章，認

證標章制度在全世界的所謂綠色消費都是一個主流，那更多的標

章表示一個國家它的國家的成熟度是越高的，台灣有人在講要把

所有標章用 MIT 整合在一起，我覺得那跟國際主流是完全背道而

馳的。譬如說美國有 ENERGY STAR，那另外，美國更有名的是

EPEAT，美國環保標章沒有名的，GREEN SEAL 在美國完全市場

見不到的，那現在第三個很有名的反而是美國 EPA 的 DESIGN 

FOR ENVIROMENT 那你這個又是跟化學品有關的，暴露風險評

估的減少應該是在國際上來講，在標章上的推動是一個很大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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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以帶動檢驗業務的市場也會同樣的蓬勃發展。我認為在環

藥的管理和毒化物的管理，我們現在評估要推動的，就是剛剛講

的，為環境設計的友善產品認證，那這個就是等於再把這個法規，

一些化學品的暴露風險做一個像是讓消費者有一個選項，我覺得

如果對化學物質敏感的人，當然就要選擇對我更友善的產品。絕

對不是外界有人在講化學品進到台灣是如入無人之境，沒有這件

事。管了兩千八百四十種左右，怎麼沒有管，有啊，但是它可能

是邊境的部分，邊境管理的部分有沒有管？也有。你也有問到，

那個部分在整個 CCC CODE 還是有管制，不同的 CCC CODE 的

話，它會根據 CCC，就是進出口商品分類標示，它的 CCC CODE

裡面它就會講說你是哪個化學品，我的 CCC CODE 裡面有講，如

果沒有歷史在上面的話，可能會不會放在其他，那就會問各部會

能不能讓它進口。重點是管的強度夠不夠。問題在於沒有一個完

整的像歐盟十四萬種的清單。所以你不知道這些化學品到底是不

是在台灣已經曾經過被登錄過，因為我們這個登錄制度還未建

立。你後面有題目在問說進來這部分怎麼辦，那從國外到台灣來

的化學品，邊境從 CCC CODE 現有的分類，商品的化學品分類去

看。如果沒有歸類到一些現有法規的話，關稅總局就會行文到各

部會去問，這個東西准不准進來。現在重點是因為我們沒有建立

一個清單，所以到底勞委會非強制性方式建立的所謂六萬四千筆

的化學品登錄資料，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作業平台，它是為了

跟 GHS 接軌，那六萬四千筆部分，因為不是強制性，沒有把資料

直接送到海關去，目前在台灣登錄有這六萬四千筆，等一下講到

修法的那部分。  

凌：我們的想法大體上是一樣的，就是環境荷爾蒙，是化學品管理的

一部分，不用特別一個法出來，要比照歐盟，經過篩選，然後登

錄，就是你所謂的管理的強度就會不一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

是環境荷爾蒙清單，目前我們的做法就是會把世界各國有的全部

拿進來，然後去比對，聯合國大會及主要的國家列為優先，我們

到時候會把這列出來。我們列出來就希望還是一樣，各部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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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擺進去管制。  

袁：所以變成是未來一定要有一個整合這所有化學品的清單，可以同

步給相關部會一個資訊，進口的時候就可以去管制。就是一進來

就是國家化學品有登錄的部分，修法以後，我們會把勞委會這六

萬四千筆原來是自願性的部分，讓廠商有一段時間來跟環保署通

報。既有化學物質，你認為你已經在跟勞委會登錄的話那你就再

來環保署補登錄一次，補登錄完以後我就承認是既有化學品。因

為勞委會不是強制，很可能有些化學品已經在台灣用，當時沒有

進勞委會平台登錄，我會再給一段時間，未來毒管法修法通過登

錄制度進來以後，會再給半年或一年時間，這些化學品可能有一

兩萬種，你當時沒有跟勞委會登錄，或者是到今天此時此刻都沒

有來登錄，我再給一年時間來登錄。  

凌：從行政的訓練，也就是說廠商是志願的，也就是說到勞委會登錄

過的，有沒有可能就是勞委會那邊，反正你有修法，法源他從那

邊直接到你這邊？  

袁：轉過來以後再補充不足資訊，你已經提過的 CAS NO。你已經有

講過就不重複，可能廠商你有改組了，你原來登錄是哪一個廠商，

現在不是，你也可以來修正，那我可以再要求你修正 REACH 講

的那個 MSDS，他的 MSDS 資料，類似 MSDS 資料，他有一個化

學品的一個危害基本資訊，有一個 DATA SHEET，那我們會把那

一套東西做個修正以後，但是我基本上告訴我同仁，針對那六萬

四千筆要進來的話，你要設計到讓他很容易，就是轉過來就可以

再登錄進來的。  

凌：對，不要讓廠商覺得就是在做兩次手續。另外一就是資訊揭露這

一塊，民間團體 在意的就是這一塊。  

袁：民間團體？資訊揭露？  

凌：你這邊有沒有一些原則呢？因為按照 REACH，就是廠商必須去

主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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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未來我在資訊揭露你可以依照目前在環保署在 101 年九月送到行

政院的版本裡面，修法裡面的 7-1 條，我們有提到有關資訊這部

分，另外訂一個辦法來定義。  

凌：就是另訂辦法？  

袁：對，就是所謂廠商整個的登錄，文件的保留方式，工商機密的保

留方式，所謂工商機密的保留就是間接的講那些是要公開嘛，除

了有些工商機密保護方式，譬如說我這些是研發階段的東西，那

我就可以不公諸於世，跟別的國家一樣，歐盟那邊也是如此，但

是要付費，你要叫我們政府保密，那可能要付一點錢，以免別人

剽竊你們的化學結構，化學名稱出來，可能人家就會比照你去合

成，所以我們要替廠商保護，所以我們是倒過來講。未來會訂一

個辦法，在這個辦法裡面規範資訊如何揭露。這個部分在第 7-1

條的第五項有一個授權去訂管理辦法的條文。那在未來修法裡面

就是將我們整個未來的毒管法把整個化學品的登錄機制就建立起

來。而且這個法案現在已經在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階段，之後就

會有登錄的機制進來，我們登錄完以後，任何一筆的化學品進來

我們會同步開放給各部會，知道說現在有哪些化學物質在國內，

我 們 把 它 叫 做 TAIWAN CHEMICAL IMFORMATION DATA 

BASE，這是我自己創的一個名字啦，但是也是學外國的啦，跟

歐盟的講法完全一樣， TAIWAN CHEMICAL IMFORMATION 

DATA BASE，那就是等於是我剛剛講的那六萬四千筆的資料，可

能整個資料就會出來，資料出來我們就會有不同 LEVEL 的處理，

譬如說勞委會，那你跟環保署一樣可以看到第一級的資料，如果

是外面的廠商、民眾，你在這個整個平台，就像歐盟一樣，看到

一些資料，主要在資料看到的權限是不太一樣的。我也上了歐盟

的網站去看，也看到透明給外界看到的部分，譬如說你打雙酚 A

進去，他會告訴你雙酚 A 是甚麼化學物質，那他的 CAS NO.是甚

麼，然後他會講說基本上他的毒性是甚麼，這些我們完全會同步

處理。台灣的任何一個消費者，你對哪個化學物質你不清楚他的

狀況，那你只要到了我剛剛講的那個平台，你可以查基本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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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要查到廠商的資料的話，那可能就變成你是主管機關才有

權限。譬如說經濟部工業局，我們會給他密碼，他可以看到廠商

的資料。那接下來你要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廠商有要求保密的，

剛剛講的那些的話，那誰都看不到，只有環保署這邊後台的人他

看的到，那當然也會有駭客的問題啊，也會有那些將來資訊系統

要解決的問題，保密的問題當然要解決的。接下來就是要講，我

剛剛不是講說台灣化學品大概將近三千種嗎，這是 REACH 的法

規跟他的附件，他在附件裡面的話通常講我們在登錄的話就是所

謂的那個授權清單，就是人家在講十四萬種裡面，十四萬種講的

是他的附錄六，2009 年之後有公布啦，我印象沒錯的話至少每兩

年會檢視一次，就所謂這十四萬種。那台灣我們如果對等來看，

我們現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我們有六萬四種，那未來我們如果毒管

修法以後，我開始請廠商來報，那我想我們台灣應該八、九萬種

跑不掉，那這是跟授權清單是一樣的意思，這是他的附錄十六的

部分。另外他有一個附錄十七，歐盟法規附錄十七，就有些化學

物質它的使用、製造、儲存、儲藏上的話他必須要受到一些限制

的，那這一塊我們也會建立，但是這一塊建立的部分呢，目前我

們的初步機制事實上就是像我們列管的兩百九十八種毒化物的作

法，我們同樣有個正面列表和負面列表，對這兩百九十八種的毒

性化學物質他在市場上的使用有一些禁限用的規定。所以這附錄

十七就等同於台灣的這兩百九十八種的化學物質的管理模式。他

這個附錄十七的部分，他講的化學物質可能種類跟我講到的兩百

九十八種不一樣，就是他跟我兩百九十八種也沒有完全吻合，有

的台灣沒有的他有，他這個附錄十七清單，我在上個月有開會找

各部會過來，因為我剛也有在強調就是說化學品管理要啟動跨部

會的機制，我找了衛生署，找了農委會，各部會都來，我們就稍

微解釋這附錄十七，我跟他們講說，請他自己看，我認為這比較

跟你農業有關，你回去檢視，你目前的法規有沒有對歐盟在附錄

十七講過哪些不能用，哪些在甚麼情況之下才可以用，你們目前

法規有沒有在管，那如果沒有的話，我也請他們評估如何同步跟

歐盟做一個接軌。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在附錄十六有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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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有講的，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POPs 這個東西啦，就是

持久性會累積的這些不易分解的化學物質以及非常非常持久性不

易分解的化學物質，這裡面他有個 PBT 和 VPVT 的部分，這個部

分我是沒有看到他六十二頁有清單啦，但是他有一些化學物質在

認定的時候，在當時他們在預登錄跟登錄的時候，他要求的資料

就不一樣，所以這分級分量的概念在這裡。這是未來環保署讓他

進來登錄以後，我就會對新的化學物質可能會有這種要求。對既

有的化學物質的話，同樣我會慢慢讓他補足資料。  

凌：化學物質跟化學品，你現在是如何分類？  

袁：CHEMICAL 跟 CHEMICAL SUBSTANCE，署長每次都問我這個

問題。  

凌：對，那天我也問你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先把他弄清楚。  

袁：在台灣來講，基本上我覺得我們在講的都是講 CHEMICAL。  

凌：對，都是化學品，化學品為主，但是化學物質是化學品裡面的一

種，化學品是更廣。  

袁：對，所以化學品我們就回歸到商品的原料，或者原料你們自己去

管，那我管毒化物的原料我就管毒化物的原料。那農委會你管農

藥，你就去管農藥的 CHEMICAL SUBSTANCE，我是這樣解讀，

就是回歸到法規自己的認定。但是我們有定義，我跟你講，我的

毒管法剛剛給你的那一部分，你再拿出來我翻給你看，我們有對

這個定義過，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定義不好，到時候你也可以提一

些你的評析意見，我們可以來拜讀也沒有問題。  

凌：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我的定義就是按照聯合國的定義。  

袁：我們的話我們是定義既有化學物質，既有化學只列在剛剛講的我

要用一個清單出來，列於中央主管機關化學物質清冊之化學物

質 ， 我 用 化 學 物 質 啦 ， 所 以 基 本 上 我 是 用 CHEMICAL 

SUBSTANCE。  

凌 ： 但 是 你 剛 剛 講 你 的 DATA BASE 是 CHEMICAL ，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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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IMFORMATION。  

袁：不是，那可以改一下因為我覺得那個 DATA BASE 太長了，事實

上那個應該是 CHEMICAL SUBSTANCE DATA BASE。  

凌：到時候我們要先要釐清，我們自己會在報告中試著會去把它釐清  

袁：對，所以署長每次都在問就是說你是講的純化學物質呢，還是你

混了一些東西進來也是你法規要管的，那我們現在就要強調說你

的主化學物質是甚麼，你的 CHEMICAL SUBSTANCE 有哪一種

CHMICAL 為主的。  

凌：你所講的，民眾說接觸到的都是一個 MIXTURE，MIXTURE 都是

化學品。  

袁：那他可能有反應過的，那怎麼辦？  

凌：很簡單的定義，化學品就是一個 MIXTURE，或是從化學物質在

衍生出來的，化學物質就 SUBSTANCE 嘛，我們說這個就是 純

的阿， 基本的，你當然可以去說他的量是多少。  

袁：不過 CHIMICAL 一般都是原料為主，沒有人直接把 CHEMICAL

直接拿來使用，有些甚麼東西是直接拿 CHEMICAL 使用？  

凌：我們這就是直接按照就是國際間的定義。那回過頭來，以後假如

化學署成立？  

袁：未來登錄一進來，就有預防機制，以前是沒有，對不對，所以新

的化學物質，未來在新的毒管法裡面，會要求你提供九大檢驗項

目的資料，比如說從毒理、從生態評估，從動物實驗等等的九大

檢驗項目，那就有預防的原則，新的化學物質要上市使用的時候，

就一定要走的，那就是預防。所以未來修法以後就會有預防的機

制，對新的化學物質。但既有化學物質，人家全世界已經用那麼

久了，相關預防國際上都已經有探討過了，現在大家比較關心新

的化學物質的危害，既有的部分都是找替代品，就像毒管法民國

75 年到現在，只要被列為毒化物的話，不管一二三四類，雖然就

管制強度而言，一到三是比較嚴的，第四類現在修了以後也蠻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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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就是在找替代品，這是廠商都很清楚的。替代品會不會

比較不毒，很難講，因為 NEW EVIDENCE 沒出來以前，大家認

為這個還不清楚，先用一下，用了十年後，又被人家研究這個有

毒害性，然後又禁，化學物質就是這樣子，全世界都一樣的。  

散會：早上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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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第二場深度訪談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0 月 01 日  

貳、地點：清華大學化學館 111 室  

参、受訪人：江宏哲  國衛院研究員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衛生署前任政務副署長) 

肆、訪談人：凌永健  教授  

 

 

凌：已請教過一些單位，中央部會 主要是化學品的管理，這是 重

要的。因為未來環資部裡面可能會有一個化學品管理的組織，可

能不會是專責， 有可能併在化學品管理與污染防治局，在架構

裡可能有兩個組，目前來看單獨的一個局比較不可能。不過至少

在環資部裡面會有，現在毒管處在做，較傾向仿照 REACH，有

登錄的機制。接下來就是各部會到時會有一共通的資料。各部會

要去做管理，各部會會有負責人，譬如說藥物食品這方面，甚至

人體，這是衛生署去管理。共同的聚焦點是在這資料庫，以後從

海關進來，就會先有各個化學品的登錄。目前執行這件事的是安

全衛生技術中心，他們有幫環保署在做，也有幫勞委會在做。這

個資料庫目前大概有六萬筆，從勞委會的角度來看，就是工作場

所的管理，而且沒有強制性。但是在環資部這邊，現在也一直在

修毒管法，變強制性的。今天要就教於主秘因為你對衛生署相當

了解，在衛生署這一塊，在政策上，或是以後在施政時，我們可

以提那些建議，因為在新的化學品管理法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生物毒性、急毒、慢毒、生殖、癌症等這些資料都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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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沒有一個單位在做，想來想去 完整的應該是你們。  

江：目前我們這邊是尚未開始這麼完整的研究。  

凌：至少就人力，這些是有，我記得一年多前有一個計畫在規畫，規

劃開放給各個實驗室做，有點像現在的 TAF，由民間實驗室執行。

我覺得初期應該還是要由政府主導，先有一個單位規劃執行，之

後常規工作再由民間實驗室執行。在衛生署這邊，是不是還有哪

一些法規可以再做，配合 REACH 這一塊。第三是國衛院以後可

以扮演甚麼角色，我們也可以把它寫進去。  

江：OK，基本上這個非常重要，我現在看了以後，因為我們主管機關

是 TFDA，就是衛生這邊的主管機關，TFDA 一直有一想法，想

要去做到類似 REACH 那樣的一個動作，我們跟 TFDA 的分工是

這樣，TFDA 是在法上面，我們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是在執

行面上。我這邊幫忙做的部分，類似美國 NTP，就是有一個諮詢

會。我們會針對環保署建立的已登錄的毒性物質資料庫各種重要

或常用的毒性物質，他的使用、他的流佈深入分析觀察。然後呢，

我們的諮詢委員會針對相關的毒理學做討論，然後設定重要、或

影響層面大的、或者是民眾關心的設定優先順序去做篩選以及測

試這些化學品在生物的危害性，包括基因、內分泌、生殖毒性等

等這些的研究，我們的委員會也會去進一步討論，若國外已經做

完研究已有報告的，那台灣要做，就是去補本土和國際之間的知

識缺口以利國內應用，你不要跟人家重頭做，有一些是國外根本

不擔心，但是在台灣你做的特別多的，那這就是我們要重頭開始

去做篩選跟測試的，所以這個委員會基本上就是要有官方代表、

有民間代表、有學術界的代表，一起來選，每年按照我們能有多

少預算，那麼利用這樣來做。所以我想我們將來這邊做好了以後，

會回饋給 TFDA 形成法規，配套的法規，所謂配套的法規就是說，

這一類的東西在環境的流佈是這樣，等到他回到我們的食品的狀

況，回到我們的飲料的狀況，所以他就必須要訂 ADI，那再過來

就是他要訂在人體的檢測方法、食品的檢測方法，那這些官方的

方法訂出來以後，那就給民間機構大家來推行，那就像凌老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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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做的這一個，就有一個認證，就實驗室的認證。認證過了，

你就可以做這幾項，民間實驗室就可以做事情。所以 TFDA 他們

想的是這樣以及跟我們之間的配合，我們曾經討論過，大概是差

不多這個方向。那這個相當重要，我覺得，過去在整個國家的體

制中，目前是勞委會，因為勞委會他有 MATERIAL SAFTY DATA 

SHEET，他有在建立，可是環保署這邊更重要。勞委會這邊在建

的是它已經在用的，可是環保署這邊是所有從海外進來的、製造

的、流佈的、登錄的，全部都在他那邊，但是他以前他沒有建。

所以他要趕快來補這一塊，所以凌老師你剛剛講的，我想這一塊

把他補起來，然後在加上勞委會這一塊把他補起來，衛生署這邊

就是我們在食品上面以及在一些人體基本資料上面，再把他補起

來，我想就非常齊全了。  

凌：衛生署 TFDA，在政府組織再造後，人變少、事變多、錢變少，

環保署這邊也在討論，以後會不會變成是額外的工作？是不是在

法源、或是經費，或是人力這邊有甚麼變通的作法？  

江：政府部會存在互相推諉的心態，把它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上

游就是進口，製造，對不對，中游就是經濟部，就是到使用單位，

那環保署、農委會、衛生署，比較中下游。我們是 下游，但是

平常沒事就沒事，一有事的時候是在發生健康危害的問題，民間

就會要求衛生署、環保署要出來負責，但是衛生署、環保署也會

認為說，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應該是你們要出錢，所以現

在政府部門之間就會說，上游的這些單位會認為等到下游再去處

理，我就是負責上游，促進國家產業的發展，下游再去處理，但

是下游會覺得說你上游應該要付錢，你管不好你就要付錢。現在

有一個想法，經濟部你出錢給我下游的衛生署或環保署，我們來

做，那衛生署當然就可以有財力來做了。未來環保署也可以透過

一個機制，國衛院可以做這一方面的事情，那也可行，只是這些

還沒有團隊合作起來。  

凌：這跟環保署想的類似，第一是政府單位在徵人如果有困難的話，

可以委託民間機構，有經費可以出來，然後就委託民間機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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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還是用既有的人力，以管理為主。技術方面，委託出去，因為

人力大概難再增額，經費這一塊還沒有想到，我原先在想，是不

是在新訂的法案裡面，有一個法源就可以去訂經費的來源，把它

當成資源的角度來看，以後有生產、製造或輸入的，就是要繳交

多少，成立一個基金。  

江：這是一個好的管理方式，就是說將來你需要污染者、製造者去付

費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因為有這一管理機制，底下才

能動，像現在就是動不了。  

凌：這個你覺得可行？  

江：可行。是應該要這麼做。如同凌老師剛講的那個方式，製造出來

一公斤看要付多少，像我們的疫苗也是這樣，我們每做一劑他要

捐一元給疫苗受害基金會，到 後有一筆錢出來做救濟。這事情

如果都照這樣發展，大家都很好。體制上會比較完善。  

散會：中午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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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第三場深度訪談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0 月 02 日  

貳、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 815 室  

参、受訪人：田秋堇  委員  

肆、訪談人：郭育良  教授  

 

 

郭：這是研考會的一個計畫，主題為國內內分泌干擾物管理機制，那

主要考量的是環境荷爾蒙，過去的問題就是說台灣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發生一個意外，幾乎是化學性相關的，各種意外都曾經出現。

那就表示說，事實上，化學品在國內的管理管得不好。那 好的

管理的方式是像歐洲，歐盟他有一個 REACH，REACH 的架構帶

有部分跨部會的性質，主要就是對化學品從註冊登記、評估，其

實是評估它的毒理這一方面的性質，接著有授權還有限制，有一

些毒性太強的他們也不可能用，他就整個禁用。那這個等於是說

能夠跨越我們各部會的運作，那為什麼說跨這個部會，主要是說

我們現在毒物是環保在管，那衛生也有點關係，這兩個是對健康

效應 有關的，但是經濟部是使用單位，此外商品標示也要靠他，

勞委會是工作場所，所有的毒物他們也都會列帳，只是列的不夠

清楚確實，農委會是農藥與飼料，那再來就是進出口，因為有些

化學物品不是自己製造的，進出口他是海關的這個關稅總局，還

有部分相關的交通部的道路危險物品管理的法規。所以這麼多複

雜的部會之中，都會牽涉到化學品。所以我們在不斷遇到狀況的

時候，如果參考歐盟的辦法，事實上是要建立一個有權責的單位，

但是要能夠橫跨各部會之間。但是好像過去沒有很成功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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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退而求其次會變成說，在環保署裡面，將來的環境資源部裡面，

有一個管理化學品的單位。但是目前環資部的架構草案又沒有這

個東西，甚至連原本的毒管處也消失了。所以現在變成說，好像

已經沒有一個好的方法去管它的感覺。  

田：上次地球公民協會來這邊談的時候，有談到說希望可以在組織再

造的時候放入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署，但因為種種因素而顯得不容

易達成，後來就勉強談到說可以跟污染防治整合在一起。但是因

為行政院的版本已經送進立法院，不可能隨意的更動，後來他們

好像去請呂學樟委員，當時的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召委，請他提案，

然後我們也聯署，可是後來那時候只是環保署那邊報告完，然後

加質詢，其實沒後續，都還沒有進到實質討論。化學品及污染管

制局，但在員額數及機關數的限制之下，假設你提議加進一個新

的機關，可能回答就是窒礙難行。現在就是說，他這個三級機關，

在污染防治局上面特別加一個化學品，但事實上跟我們所講的並

不是那麼吻合，下水道及環境工程有一個局，下水道都可以變成

一個局的機構，但毒性化學物質反而沒有一個權責單位。而且我

們本來一直希望可以成立一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署，那個署跟局

有甚麼不一樣你知道嗎？署是我可以規劃，我可以負責規劃、負

責執行，局是只能執行。所以變成說他以後所做的事情還要接受

污染管制司的規劃。事實上污染管制司他是做長遠的、方向性的。 

郭：我的感覺是說，即使是一個署，就像現在毒管處，像要管化學品，

你去外面和經濟部就容易發生協調上的困難，差不多是一樣的水

準。如果不能提升到能夠協調各部會的角色，那就沒有很好的辦

法來做這件事情。  

田：如果說我們像永續會這例子，在行政院下面有一個永續發展委員

會，但是你也要看這個行政院長，像以前這個游院長，每一次永

續會他都會來參加，所以這一些各部會看在眼裡就會覺得說，你

有關心，所以永續會的結論大家就覺得很要緊。所以我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是內閣制的國家，內閣制的國家很快可以調整各個部

會、各個組織。你現在變成就是說，就算我在院長下面，而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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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又說不能隨便成立委員會，所以只有像客委會，這個才能

夠叫委員會，他是一個正式的組織跟機構。那好，現在我們就算

成立在行政院長下面類似的，譬如說毒性化學物管理委員會或類

似的，那也要看部長有沒有重視，他可能變成是每次出事情，然

後再來召開，那反而變成一個卸責的地方，但是你現在要變成跨

部會真的非常困難，唯一跨部會的可能性除了院長，大概就是政

務委員，但是有的政務委員譬如說他就是管經濟部、農委會，但

是他又不一定會管到衛生署跟勞委會，所以這東西蠻困難的。但

是想一想要這樣的跨部會，大概就只有類似像永續會這樣。但是

永續會現在也幾乎名存實亡。  

郭：永續會據我所知，他人力很少，他並不是一個權責機構。  

田：很少，單純只有各機關的副首長。他一個委員會他必須要有主委，

主委大概就是院長，執行長我記得當時是找環保署的署長當執行

長，因為環保署有足夠的人力，我們永續會開完會之後，署長就

會去分配工作。但是每個部會有每個部會的業務，如果院長不重

視，各部會的參與及積極處理的程度也會隨之下降， 後大家就

連來開會的興趣都沒了。  

郭：沒錯，所以其實我們想的應該是說一個固定的架構，有人力在，

這些人力就是直接推動化學政策的那些人，所以需要有一個權責

機關。  

田：辦公室，類似像環保署的溫減辦公室，溫室氣體減量辦公室，他

至少有那麼幾個固定的人力，八個也好，七、八個都好，然後就

是他們只想這件事，溫室氣體減量而已。  

郭：所以要有一些人只想這些事情嗎？  

田：對，但是事實上，目前總員額法也訂定了，所以要調這個六七個

人來，就是說總是要有一些人，每天都在想這些事情的。  

郭：我想是這樣，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就像永續會一樣，就是和大

主管有關的，假如他不重視就算了，等於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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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就辦公室，這是一個只屬於院長的下屬辦公室。  

郭：而且要有人，那這些人很可能是將來他要去聯絡經濟部或其他部

會，還有協調。那說不定環保署可以給他多一點人力來支持。  

田：那錢呢？  

郭：要有預算。  

田：經費來源，我剛剛突然想到，好像菸捐一樣，之所以課菸捐好像

是根據菸害防制法的條文去課菸捐，就是說因為他造成健康危

害，那增加健保的負擔，所以我本來是一包菸課十塊錢，後來變

二十塊，一年可幫助國庫進帳一百多億，在菸害防制法裡面還明

文規定，你要做甚麼罕見疾病的補助、癌症的研究等等都把他列

出來，我是覺得我們來想一個有毒化學或有害化學物質管理捐，

這也許也是一個做法。可以整個就是列冊管理，像是 REACH 不

是都要報嗎？如果你不報就重罰，這個罰金就要歸我以維持辦公

室。那廠商要進口這些化學物質或是在台灣生產這些有害毒性化

學物質，同樣可以類似的機制，像管理捐或甚麼捐這樣。然後我

是覺得那個東西就是每一公升抽個幾塊錢，之後就會有固定的財

源，如果你都要靠公務預算，第一你可能就是會被立法院被刪減，

所以你固定財源很重要，那你如果說每次都要靠政府編預算，他

有時候錢多，給你編多一點，錢少就編少一點，那你就很痛苦，

你那個辦公室就很難請到優秀的人才，穩定的在裡面工作。  

郭：現在的空污捐，就是空污基金，他的確是相對穩定，但是空污他

的架構好像是直接在環保署裡面，然後這個是有固定人員，但他

的經費是有來支持他的人員還是說經費拿來做一個一個的計畫？  

田：空保處是公務預算，然後他的空汙基金是拿去做很多，像早期補

助地方政府做公園啦、種樹啦，然後做一些降低空氣污染措施，

像有一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好像是做瓦斯車的補助，就是說我

們去補助瓦斯車的加氣。加氣你每一公升補助你多少，讓他跟油

的價差大一點，鼓勵更多的計程車去改成瓦斯車，到後來他也就

停了。理由是說現在空氣污染越來越改善，我們的空污基金錢越



附錄 

183 

收越少。就是他這個基金是特別基金，然後就是另外一個小金庫。 

郭：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小金庫。那我的想法是比較偏向說，如果要一

組人馬，這組人馬應該還是要固定，那他的金庫可以外求。  

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裡面，通常他都要弄一個主管機關，主管機

關目前就是環保署，但是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裡面你也可以用一

個跨部會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追蹤辦公室，直屬院長，然後呢，錢

就是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費，管理捐。  

郭：我覺得委員這樣講好像要解答了這個問題的方向的感覺，但當然

這需要一點推動。  

田：就是說你放這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下面，會不會環保署或者是

未來環境資源部就不願讓他離開環境資源部，因為畢竟有一筆那

麼大的捐，但是一個你要強調的是跨部會的辦公室，因為他像你

剛剛講的，幾乎每個部會都會牽動到。當然這個裡面就要把他規

定得很好，不然很多人就可能會相爭，爭說我這個不是毒性化學

物質，我可以不用捐，不用繳的捐。  

郭：這個有一個清單，歐盟有五百多個化學品已經是放入清單中。不

過這個倒是一個思考方向，如果能夠這樣成形是 理想，但是如

果這樣不成形的話，變成退而求其次就變成說你在環資部，那環

資部呢，以現在的架構，完全不再管這個事情。  

田：他管不到勞委會，管不到衛生署，衛生部也管不到這個，更管不

到經濟部，交通部都完全管不到。然後就各行其事，那除非你院

長要有人一直去盯他追他，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乾脆你院長下

面有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就算是只有三個人都好。反正現在

電腦時代，你就甚麼都要會到我這邊來。  

郭：前者很重要，當然如果說他有一個捐的話，他變成說，即使是三

個人，但是他可以請很多人來協助推動這件事情。  

田：剛開始的話可能錢也不要太多，不要讓各部會備受壓迫，優先讓

那個制度上路，我覺得比較好，比較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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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空汙基金推了很久，我記得推了一陣子才通。  

田：恩，空汙基金那個時候的確僵持很久，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捐、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這可能也要修法。  

郭：就是由法來設單位？  

田：恩，來指定那個捐，就像菸捐一樣，菸害防制法就是有菸捐，菸

捐那個時候是修法修出來的。所以我們可能要去收集一些過去就

是沒有在管理的時候會出甚麼狀況，然後我們必須有一個專責的

單位，這個專責單位人多人少都沒有關係，這一個長期可預見的

一個預算，然後他也不是跟公務預算搶奪資源，讓使用者付費的，

然後是層級夠高的，人可以少，但是層級是要高，然後搞不好那

個辦公室還可以設一個諮詢會，把國內的一些學者請來當一個顧

問，等於就是我長期有人在關注，他的出狀況的可能性就會減少。 

郭：我覺得這樣好像是 理想。  

田：等於是對人民、對整個環境提高安全度，然後國外出甚麼狀況，

諮詢委員會他有一些學者在，馬上就告訴這個辦公室，舉個例子

說，這個米糠油事件，日本發生，那我們就要關注多氯聯苯的事

情，當時我們如果已經這樣做，那就能盡快來注意，那就不會出

事情。  

郭：所以他本來這個化學品本來是第四級管理，出了事情變成跳到第

二級了，以後你就要更小心了，他那個管理的嚴格程度就不一樣。 

田：還要包括舉報專線，有個獎金，規矩就是你來登記，那如果說你

沒照登記，我就重罰，我要有舉報專線，有一筆獎金，這樣可以

更加徹底的落實相關的規定。  

郭：工商業界還是有很多有良心的。  

田：所以我們如果說，就像 REACH 一樣你來登記，你登記你老實說，

就沒事情，我就在我們整個機制給你管控，那如果你照著來那就

大家互相保平安，但如果你要作假的時候，就把你罰很重，那個

罰款當然也是一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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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即使沒有罰款，他運輸進來，DEHP 也是要扣幾毛錢幾毛錢，這

樣的話財源也是有，如委員說的，一剛開始可以放輕一點，我們

不需要列出五百種項目，可能一百種就很足夠了，之後這個化學

品清單會逐漸越來越完整。  

田：還有一點就是說，廠商你就要去了解，你不可以說像塑化劑事件，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一定要告訴我是甚麼，你要賣我東西的時候

告訴我這是甚麼，現在電腦一查，你真的不知道這是甚麼，英文

字去對也對的出來，有沒有在這個清單裡面，如果是那個人騙你，

所以那個合約就要寫得很清楚，你如果沒有老實告訴我你這裡面

有你必須去報的，到時候就是你的事情。那如果你有告訴我，我

沒有去報，就是我的事情。這都要講清楚。所以說包括你賣到哪

裡去，上次塑化劑不知道賣到哪裡去，還要對發票追查。  

郭：至少你如果不知道，責任可能追查到你，就不會被感覺說我怎麼

會知道，像是物質安全資料表，這些都要知道。  

田：對，然後你 後變成終端產品到消費者手上是甚麼東西，那這樣

子每個消費者才會安心。  

郭：謝謝，這個方向非常的好，那我們再稍微寫一些進來，再請委員

給我們指教，這個方向很不錯，謝謝你。  

散會：晚上  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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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第四場深度訪談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1 月 12 日  

貳、地點：清華大學化學館 111 室  

参、受訪人：鄧家基  教授兼主任  (新北市環保局前任局長) 

肆、訪談人：凌永健  教授  

 

 

凌：第一個我們希望未來的環資部能夠去做化學品管理，因為這個計

畫主題還是環境荷爾蒙，環境荷爾蒙現在只能從毒化物著手管

理，但在歐盟它是由 REACH 去管理。假設其他的國家實際上有

一化學品管理法，國內沒有，所以立法院當初在架構時，實際上

先提出來是下水道與環境污染局，後來因應這問題而做切割，

一就是化學管理與污防局，另外是下水道與環境工程局，可能因

為需要的資源比較多，目前執行上沒取得進展。以後假如有化學

品管理法，環資部要比照 REACH，把所有的化學品從進口開始

做管制，現在 欠缺的是進口的作為，一直到商品部分，利用生

命週期概念，有資料庫作登錄。登錄完之後，未來要是遇到突發

狀況，各個部會分工，依照職掌去執行。至少有一條鞭的資料庫

在，以這種方式做管理。這是第一個問題。請教鄧主任，假如這

樣的話，到時候地方單位，像是地方的環保局執行相關工作，會

不會有困難，配合辦理這些事物在實務上有那些地方該注意？  

鄧：實務上這樣執行一定有困難之處，因為在環保局這層級，像這次

塑化劑事件，坦白講就是說市政府一定要出來整合，否則的話你

每一個局，像我們這一次有跟衛生局，還有經發部門在搭檔，如

果說欠缺較高層的人出來整合，是會有困難的。但是在這整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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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會有不少待解決的地方，譬如執行整合的人他也不容易去專

業判斷說責任的歸屬，權責的分工等等，它還是只能回歸到一般

的基準法。所以我倒是覺得可以成立一個專責機構，如同你剛剛

講，有可能是化學品尤其是針對毒性化學物跟環境荷爾蒙，如果

能成立一個專責的機構，來執行這方面的工作，那不論你是歸屬

環保署還是其他單位，都能有一個整合式的分工，如果說大眾認

為環保署 清楚這領域，將來這些東西，一是化學品的危害，另

一就是健康的問題，不管是食品或者是健康，這部分在衛生單位，

它更清楚。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將來尤其環境荷爾蒙的部分，

如果說你把它當作是毒性化學物質來管制，那當然就是說對現在

這個毒性化學物質管制這些項目，你必須要能夠在做更詳細的分

類釐清之外，對於它真正的危害，將來還是必須做檢測。所以我

覺得說對於處理這類問題的單位一定要能夠專一，但是在專業性

的部分，一定要把這個目的對象徹底了解。如果說你是把它當作

為健康的風險，那你就非得是衛生單位，現在就是說，從這些方

面去思考的時候，是不是要放在環資部，是不是要放在這個環保

局，我倒不是有太大的堅持。我覺得在過去的執行過程裡面，這

些部分在沒有健全的法令之下，就直接完全用毒性化學物質規範

環保局執行管理，反而在這些方面，會有很多疏失。所以我倒是

認為說，專業的機構是必要的，就像剛講的高階專業來做整合，

讓各方面去推行。這個專業機構，如果說法令能夠賦予它，不管

是在衛生系統，或者是在環保系統，它自身的法源依據部分，可

以去規範他所屬的相關的單位，那在法規上面必須要有，而不是

說透過行政體系，突然來一個任務分工這樣那就會混亂。這是我

個人的一些觀點，就是執行的過程，我覺得這方法來推動執行會

有一點機會。  

凌：好的，解讀你的話，就是說今天有化學品管理跟污染防治局，就

是給他的權限再加強再管理。  

鄧：對，但要放在污染的這個項目，還是要放在健康，必須優先釐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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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會作切割，因為到時候這個局很有可能包含四個組，兩個組就是

化學品管理。  

鄧：它會成立嗎？目前看來環資部的成立，還是很大的變數。  

凌：這是政府組織再造，到底這個法案會不會通過，我們的做法就是

把我們的構想與建議寫出去，到時候這是立法院的權責，我們現

在只是希望把我們認為以後實際上會比較可行的寫出來，這個計

畫主要目的就是這樣。  

鄧：所以我還是主張須有單一主政單位。  

凌：你所謂單一主政單位，是指不管是在哪一個部會下屬？  

鄧：有一個單一主政，而且那個單一主政一定會牽扯到很多，比如說

剛剛講的販賣各方面，進口的輸入、登記，查核，對不對，它要

能夠指揮，這一定是法令授權它，不可能是將來根據自己的法令

來分工° 

凌：假如這樣施行，平常做的事都要這專一單位來執行，我想各部會

都有可能出現反彈的聲音。  

鄧：主要是它要能夠指揮。  

凌：假如遇到緊急狀況，在緊急狀況的時候統一指揮，因為沒發生就

相安無事，一旦發生狀況就容易混亂。  

鄧：而且這種不能只關注緊急狀況，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東西你必須有

完整的思想，我們這邊都不大承認生命的價值，那就容易有緊急

狀況，換句話說你承認生命的價值，就像日本，發生一個車禍，

終生賠償，就會有威嚇力。像是環境荷爾蒙，一旦發生以後根本

沒得救，對不對，完全無法恢復，而且那種是慢性發生到發現，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就沒有甚麼太大的緊急狀況，他的平常運作

的系統，我看那個提供的資料裡面，那整個從預防一路到追蹤管

制這樣，那它就非常清楚。所以一個單位一開始成立，就會一套

體系完全去運作，而且它不會是說，你分那個項目是你的，我這

邊分是我的，它就是他全權負責，而且它能夠指揮，可是這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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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令體系要優先建置出來。  

凌：我們原先想些基本的原則，尤其是預警原則，對這些慢性的影響，

像公民參與，資訊公開，預警原則等等，大概會寫進去。這個專

責機構，原先是環保署毒管處規劃，只有做資料的登錄。  

鄧：他只是做化學品的管制而已，化學品管制根本沒有到後面的這個

價值觀的建立，那這個就沒甚麼好談的，這個東西就原來的毒性

化學物質管制系統可以執行，你只要把那個項目再列進去，看是

你是第幾類，很簡單。可是這樣的功能可不可以滿足未來我們的

需求，如果說你有一個大目標去實行或是有這樣一個願景，在這

底下的這一個機構就有價值。那如果說建立在這個願景下面，你

的價值觀會跟著建立。現在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制的法規，目

前有很多爭議，環境荷爾蒙他的這個效應到底是多大，都是不確

定性很高，這東西在執行過程都是一個缺口，這樣一個生命的價

值觀建立的時候，在沒有相關科學證據完全確認之前，不得有任

何風險。  

凌：這就是預警原則，就是在科學證據還沒有齊全之前，可以先去做

其他的事。  

鄧：而且邏輯上我認為說，如果不是這樣的價值觀，就照原來的既有

制度做就可以，我們的既有制度本來就是有這樣的分工，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這些風險，或是你看像我們現在做這一些東西，哪裡

有考慮說這個十年以後，十年以後發生它也不會認帳啊，可是如

果建立這樣的系統就是要認這筆帳不是嗎，塑化劑事件發生以

後，你要追蹤他十年、二十年這些個案對象。你的目標、價值觀，

這是我在個人的看法。當然也是看你們的資料我有感而發。結合

塑化劑以前我們這樣子做，表面上看似做到了，其實是沒有。  

凌：你層面比較高，這個我們也可以列進去，呈現出來。，第二是毒

管法的修改或是單一完整法規，現在毒管處袁處長，他的做法先從

毒管法去擴大範圍，我們較擔心毒管法擴大會不會讓人家認為不

妥，因為毒管法按照定義所能管就是一二三四類，頂多八千種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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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了，但是要管的其他東西數量龐大，目前有提議毒管法就是要

修，勢在必修就得修，假如有新的機構出來，應該給短中長程的計

畫，比如說三到五年就要有一化學品的法規出來，更大的層面給它

長一點時間去做，不曉得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鄧：我贊成老師你講的就是說有一個專職機構出來，不管在哪個地

方，針對這個東西一定要有一個單獨法規，如果你依附在毒管法，

那你就在環保署毒管處就好。對不對，你有單獨的法規，那就是你

剛才講的，一個期限他必須有立法，甚至現在草案都可以擬定，但

將來一定是整合在化學品管理這個專案的法規中，也是可行，可是

它必須要有環境荷爾蒙相關專章，它畢竟跟一般的化學品管理不大

一樣，有這樣的專章出來，你就可以參考很多國外現有的法令，這

樣可能會比較明確。  

凌：REACH 有專門的法規，是把它分類。  

鄧：他們篩選的原則各方面在立法裡面都清清楚楚的，但我們現在不

太可能直接這樣做。  

凌：我們現在還是透過毒管法，你也相當清楚，召開會議表決，再依

據表決結果來處理。  

鄧：我覺得現在仿照人家的方法，就是人家做的這些篩選，我們就直

接參考他的結果就是 快。  

凌：我的想法也是這樣，要讓大家覺得這是比較客觀一點，因為廠商

一定會有意見，幾個國家做過初步的研究，把他所有的清單拿出

來，有互相重疊的跟國際公約有管的物質，就優先管制，這樣做

可能比較恰當。  

鄧：這個 快嘛，而且經濟上可行，假如我們要投入這麼多，那要等

到甚麼時候才會有結果，以台灣的實力，不投入十年八年根本做

不完。  

凌：對，有些人士建議要自己去執行本土化的研究，當然我們有些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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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那樣可能有些理想化了，的確是可以慢慢做，將來可以做為驗證，

你說在地化對不對。我們可以再度驗證，但是現階段你要馬上上

路，我倒是贊成我們資料，就是直接利用人家的清單，就是看怎

麼合理的運用。我覺得這應該是快一些。  

凌： 後一個談談未來管理時，我們認為應該要有新的思維，要從管

制逐漸轉變成管理，因為歐盟的化學署就執行兩件事，一件事是

管制，另外一件事是透過適當的管理，同時能夠提升他們石化廠

商的競爭力。他們認為這樣是會有提升的助力，而不是讓廠商覺

得他就是要花錢去做事。這種管理就像 RoHS 一樣，我們國家為

出口導向，我們很多東西人家都不承認，所以要走間接的道路。

若這個能夠被承認，不管直接或間接，廠商看起來會有一些增益，

是不是這樣去推會比較容易，整個來說應該是我們的環保法規，

成效分析沒有做，要做甚麼就做甚麼，做了之後發覺有問題，又

抽回來。當初沒有做成本效益分析，這個新的政策，是不是我們

要去做成本效益分析，假如說要的話，是要怎麼去做？  

鄧：其實你剛剛提的這些想法、這些國家，應該都行之有年，我就其

他方面工作經驗提供參考，就是說對廠商的這個競爭力，不是這

種被動式的管制，被動式管制牽扯到，第一是沒有跟市場的機制

去結合，市場沒有給他競爭的優勢，沒有結合，市場明明有競爭

優勢，環境荷爾蒙在整個產業生產過程裡，如果有市場管制的規

範，台灣能夠結合這樣的一個市場，因為這東西可能跟國家的主

權不大一樣，就是不像法治權一樣以國家為單位，這個東西將來

會個別被約束的，如果可以把這樣的管制機制，市場管制機制都

是建築在源頭，第二是公平，我們只要能夠落實這兩部份時，第

一你能夠跟人家現行管制的體系接軌，第二是你在國內能夠公平

時，就會轉變成競爭力的提升。我們所以都被人家當成負面的包

袱的原因就是說我們從來沒有公平執行過，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公

平執行，在整個執行的公平過程裡，源頭管制的競爭功效跟我們

市場的這個經濟的誘因相輔相成，就能夠發揮出來。所以我覺得

這一塊應該可以建議將來如果在整個規劃過程裡面，把國外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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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機制可以配套使整體能夠接軌， 好我們現在要參考較先進的

國家，他們怎麼去做，那就是 RoHS，RoHS 就算你不願意跟他接

軌也不行，將來都會被個別限制。我們在針對環境荷爾蒙部分，

可以從源頭跟市場的機制裡面來限定我們這邊的生產，源頭就能

夠有效管理，第二個加上公平了以後，那每一個人都會做，每一

個人都肯做，那就會有競爭的優勢出來。不做的將來會被管制甚

至被淘汰，甚至有相關處罰，現在大家還在鑽這個漏洞，現在這

個東西出去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檢驗到那麼詳細，那我們既然要

這樣去做，你自己本身的公平司法要有具體的體現，這是我們過

去執行它的一個盲點。  

凌：所以對廠商來說，因為我們是一個出口導向的社會，國際間有的

我們要早一步做也可以。  

鄧：本來就可以，因為企業是 敏感的，當初我們在推行碳權的時候，

很多企業根本不用你教，他自己很清楚像是 WEEE、RoHS 這些東

西，它比你還了解，我們原本在台北縣政府要開班授課，參與的

都是一些在國際上競爭力較差的廠商，它還在學習階段，根本還

沒有跟人家站到隊伍裡面去，比如說南亞、台塑等企業，這些法

規之類的它們都不太需要政府再去教。它如果有前瞻性，它反而

希望政府這樣做，因為可以幫它淘汰這些不良廠商，有遠見的的

企業像台達電自己就很專精這一塊領域，為什麼，他認為今天我

這個利潤從三成降到一成，沒關係，我的企業它是有未來性的，

現在立刻接軌也沒有問題，不怕未來被限制，這證明兩點就是，

第一自己先有遠見，可是他還是能夠賺錢，第二為了未來，對不

對，將來如果說市場整體更公平的時候，他就脫穎而出了。所以

我覺得整體系統如果健康、完整的建置，企業不會說有額外的負

擔，它反而可以提升它企業的形象，關鍵就是你有沒有真的跟國

外接軌。整套制度你放進來用公平的法治去執行。在我過去的經

驗，一旦公平執行的時候，很好玩的，那時候我不是說要推行綠

建築嗎，我當時其實相當緊張，因為廠商不清楚這規則，後來執

行一年後我就說可行了，為什麼，第一你就是公平，每一家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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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會來抗議，第二你沒有斷它生路，後來你沒有發現那個新莊

副都心開發區，它自己花五十萬登全版的廣告，賣它的綠建築，

我就很高興，就跟我同仁說可以做了，為什麼，它有利，廠商有

看到利基點，沒想到這個消費市場竟然青睞它的看起來比較貴的

綠建築，可是他的形象好，外人還搞不清楚綠建築是在幹甚麼，

一個名稱他就買了，對不對，關鍵點就是在公平，第二他也知道

符合未來的需求，就是在國際一個管制的架構跟市場，對不對，

公平就是我們去執行，我覺得應該可以。我們 近也要跟署長他

們開會，因為他們在做環資部的籌畫，就是說你如果沒有這樣的

一個企圖，環資部現在要做甚麼你在籌畫的人都不知道要幹甚

麼，那又何必這邊投入資源？  

凌：對，我問過一些相關人士，大家有個感覺，環資部原來的目的是

要整合，但現在像在撮合， 初大的格局遠見，可能在協商過程

裡已經全部磨掉，不過這個好像也是政治必走的路。  

鄧：我們 近在談，第一你是有問題待解決，現在台灣的環保做得蠻

不錯的，那你今天的經濟狀況跟發展的潛力，是有能力邁向低碳，

如果沒有，你去談環資部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做甚麼，那你不是找

自己麻煩嗎？第二我們在整個籌畫過程，它那些資料，沒有人知

道要幹甚麼，只知道要成立一個環資部，可是沒有理想，不知道

我們現在談這個化學品管理體系或成立專業單位，你知道這是要

管制環境荷爾蒙，對，你要管制，你知道要幹甚麼對不對，環資

部現在新成立，跟環保署的差別在哪?要做甚麼，不知道。那如果

說還停留在污染防治，那幹嘛做環資部。  

凌：對，環資部應該是由環境資源從正面來思考。  

鄧：這是個不恰當的狀況，如果說你的客觀環境又沒有給你支撐，你

又不知道你所謂何來，現在 恐慌的是，環保署一千多個人被稀

釋，因為瞬間增加了一萬多個人。  

凌：對啊，這也是一般 NGO 所擔心的。  

鄧：但主事者就責無旁貸，我的意思說上位者，你要知道成立環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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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幹甚麼，第一我有環境價值觀，以前都是善後、防治，現在我

們轉為要預防，對不對，從整個這個源頭邁向這個永續，當我有

這樣的價值觀的時候，我就會教育我的環保署的一千多個人，你

不用恐慌，為什麼，將來主導權就是你，環保署，因為你有這樣

的思想，你有這樣的價值觀，我講將來環資部的首長，不是環保

就是經濟，因為者兩者就是主導整個思想方向的，你有這個思想

你就知道怎麼去下決策，因為你知道要去完成怎樣的目標，其他

人都是搞技術的他可能不清楚，那在這種情形裡面，將來環資部

成立，就是要將環保署以前做不到的，我幫你擴大，你以前做污

染防治，你做不了資源的永續利用，你做不了生態，你做不了低

碳，那我幫你擴大，那署長就必須要教育他們一千多個人，只有

你環境價值觀，將來加進來都是技術單位像水利署、下水道局等

等都是技術單位，哪有環保署清楚。將來就是你是腦，人家是手，

那這樣環保署底下的人就不會去恐慌，就是說稀釋哪裡是看人數

看數量，是看職權及格局。  

散會：下午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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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第五場深度訪談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1 月 14 日  

貳、受訪人：A 先生  

參、訪談人：鄭佾展  主任  

 

 

鄭：先前已寄送深入訪談題綱與簡報資料給您，這個計畫是研考會的

計畫，由國立清華大學凌永健教授和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一起合

作，主題為「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

計畫的背景為先前的塑化劑事件，引起很大的關注。先前行政院

消保會已指定環保署為國內荷爾蒙管理機制之召集機關，透過這

個機制邀請各部會成立推動小組。但是，研考會自己也發現這個

問題很複雜，沒辦法用單一的法令對機關來進行管制，需要跨部

會的管理才能形成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案，所以希望透過這個案子

可以瞭解，怎麼樣的方式，在台灣現行的體制是比較建議的，或

者是有一些甚麼比較好的政策方向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鄭：先前寄給您的討論題綱裡面，主要分為五個問題，接下來就依序

跟您請教。第一個是討論到管理機構的治理，現在環資部正在改

組，民間有滿多意見在討論環境荷爾蒙的問題，究竟是整個化學

品的問題，還是單一只是環境荷爾蒙的問題，滿多人提到是否在

機構上，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比如說像化學

管理署，關於這部分不曉得您有沒有甚麼想法或建議。  

A：就政府部門的功能或職能來說，要讓管理發生效果，首先要確立

管理的權責。我們現在對於化學物質，在國內化學物質的管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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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散，事實上並不是所有化學物質都有毒性，也不是所有化學

物質都具有環境荷爾蒙的效應。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環

資部可以做一個整合，下面有一個專責單位叫作化學物質管理

署，統籌化學物品的登記、管理、銷售、販賣等等，這個方向是

對的，尤其是環境資源部組織架構正在成形，我個人認為現在是

一個很好討論的機會。  

A：在這過程當中，一定要先把將來有個專責機構這件事確立下來，

一旦確立之後，就會有一個管理的主體。但也不是所有的化學物

品都在它的管轄範圍，舉例來說，化學物會跑到食品裡面，如果

管理很綿密的話，那麼食品管理機構就可以有連結，例如抽驗，

是你負責抽驗還是我負責抽驗，或者是你負責抽驗哪些部分，我

負責抽驗哪些部分。  

A：現在問題是缺乏一個主體單位，或者說是專責單位，所以大家現

在就是各做各的，這樣就會有連續協調的問題，大家就只是像救

火隊，當外電報導、民間有檢驗報告，或者是消費者保護團體有

警示出來的時候，政府才去做被動的去因應。這是我認為為什麼

要有一個主要單位的原因。  

A：那我有些想法，就直接往下去說明? 

鄭：好的，請您說明。  

A：這個單位除了做現況管理，另外一個重要的是要去做優先篩選清

單(the 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 CCLs)，就是候選污染物，日

本、美國都有這種單位。如果成立這部門之後，大部分的有毒有

害物質都有相關的管理的情況之下，再透過本身篩選的機制。  

A：這樣的篩選機制，關鍵是可以聯絡到學術界，比如國科會這邊可

以有一些專門的大學整合研究計畫來支持，學術上來支持。各個

部會比如說像農委會對於農藥管理上也可以有這方面的研究，像

衛生署、將來的環資部也一樣，都可以有相關的研究。那這些研

究結果 後需要有個單位來做整合及分析，成果出來，那這樣就



附錄 

197 

反映出來候選的清單。  

A：因為有了這樣的候選清單之後，就可以假設某些物質需要管理，

例如某些物質，飲用水裡訂了雙酚 A 標準，那食品裡要不要訂。

也就是說將來化學物質進入我們的生活中時，必須會有不同的部

會來管理，但這個管理必需要有一致性，透過化學物質管理署來

統一管理。  

A：如果沒有這管理署的話，假設決定飲用水必須要訂定標準，飲用

水是環資部管理，那環資部裡的權責單位，就要去把這東西訂定

出來；如果食品有關，那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就要負責，把相

關標準定訂出來；可是在生產端的部分，比如說水果的殘留、稻

米，這就要各個部會自己去處理。也就是說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篩

選機制在的話，不但可以有全面性的關照，不斷的在過濾，也可

以推陳出新。  

A：有一個單位持續關注的機制，主要是因為化學品日新月異，過去

很多我們認為很多沒有問題的，慢慢的都會有…。比如說鐵氟龍

(PoFAs)鍋，以前並不覺得有問題，但現在國外研究發現這對人體

健康會有問題。我是覺得說，有這樣的專責單位，這樣的篩選機

制，那這樣的管理才有辦法與時俱進。  

A：接下來是海關登錄的部分，將來有權責單位之後，那他之間的聯

繫，我們政府對這部分沒有這麼困難，海關這部分只要派專人去

就好。  

鄭：那我整理一下，您的意思是原本可能說指定環保署是召集單位，

業務上比較難推動，那如果他變成是專責單位的話，不是召集角

色，那在協調各部會的時候，可以使上的力度就會比較強? 

A：是的，當你是一個專責單位時，就會有相對應的立法，那其他部

會就有配合之義務。  

鄭：聽您講起來，好像我們在談環境荷爾蒙時，應該要處理的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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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的化學管理問題嗎? 

A：應該是這樣，因為處理像環境荷爾蒙這類的問題時，會遇到的是

它是不斷的推陳出新，所以這個主管單位 好是一個管理我們國

家的，化學品的登錄、製造、輸出，他就是一個化學品管理的單

位，他等於說業務上必須要有全面性的關照，在這裡面再去挑出

哪些是毒性比較高，就是有明顯環境荷爾蒙的效應，這些優先管

理的就進入到篩選清單裡面。篩選的清單又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為優先候選清單，訂一個期限，比如說三年之內就要

決定說是否要處理…。  

鄭：比如說，就可能沒有辦法讓他一直優先十幾年但不去處理。  

A：對，那第二點是一般性的篩選清單，可疑的部分就持續去觀察，

這種東西跟飲用水管理裡面，我們說的 CCL1 或 CCL2 類似，用

這種觀念去管理我認為是比較進步且合理的，因為行政手段要講

究成本效益合理化，我們要用有限的行政資源去極大化效益。  

鄭：剛才您講到成本效益的部分，在我們訪問題綱第五題有提到，有

想請教您關於這個部份。  

A：如果用預警原則會不會變成無限上綱? 因為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

的。所以預警原則的處理上應該是說，我們要深入去分析，以科

學為基礎的預警原則。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事情我們不去管理

他，我們所負擔的後果是甚麼? 反之，如果這事情我們去管理，

我們要付多少成本?  

A：所以在這種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在過去很多民間單位發動很多環

境荷爾蒙的管理運動，事實上可以發現政府在本土化的研究上並

沒有那麼深入，只是他也做了相對應的管理而已，管理過後也並

沒有發生甚麼大的後遺症。舉例來講，比如說嬰兒用的奶瓶含雙

酚 A，可以發現到 後因為有政府的管理，那廠商做不做的到，

其實廠商做的到，到後來廠商主力生產都是不含雙酚 A，就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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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預警原則要求政府做這件事，而且整個成本上的話也不至於造

成社會重大災難、或者是廠商不會不能負擔，廠商也可以經營的

下去。  

鄭：那實踐上，就您所知，我們相關的環境法規，或者是化學品管理

的政策…。  

A：將來我認為還是要修法，成立專責單位後配合要修法，要立一個

化學物品管理的法，裡面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就成立一個專章就好。 

鄭：等於是說要有一個更上位的化學品管理法規，接下來才有各個不

同的目的，比如說毒性化學物質，或者是環境荷爾蒙，如果大家

對此議題感受這麼強，就可以在法規底下設立各章節再做說明這

樣。  

A：因為今天環境荷爾蒙的管理上，我個人認為對整個社會沒有那麼

大的衝擊，是因為它不是一個高負擔，它不是無法取代的，常常

可以取得其他材質。第二個是說它跟國民的健康息息相關，因為

今天我們在生活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化學物質，我們是說這叫多重

暴露，學理上會擔心發生雞尾酒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我是覺得

將來專責機構，可以有專責法令。我個人認為這沒有那麼難。  

A：因為今天一個政府組織的改造不應該是就原本功能來拼拼湊湊，

也不可以因為不想管就丟給民間，你們就自生自滅。政府的改造

關鍵應該是你有沒有一個新的東西出來，過去無法管理的可以透

過組織改造藉機出現一個更好的管理機制。  

A：那我覺得環境荷爾蒙管理過去很鬆散，才會出現塑化劑的事件，

讓民眾覺得十分擔憂，事實上現在大家對生活環境的品質和飲食

的品質，這個我們叫作生活質量，在進步國家這跟國民健康攸關，

也是民眾十分在意的，也會影響社會經濟之發展。在這樣子的情

況之下，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可以藉由這次的組改，做一個完善的

管理。我認為這才是一個進步的表徵，不該只是一個單位合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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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鄭：回到組織改造部分，先前我們開會有提到專責機構的部分，有些

人擔心增加新的機構，會有總員額上的限制。  

A：員額，這是行政院要去處理的。今天的情況是環資部為什麼要森

林保育署和國家公園署，為什麼不能將這兩者合併，比如說森林

保育暨國家公園署，就可以多空個位置來設立化學物質管理署。  

鄭：您認為這些都是可以協調的? 只是看是否要做到這樣子的層次? 

A：對啊，如果社會有共識的話，多個專責單位出來的話，並沒有說

那麼困難。  

鄭：經費的部分呢? 有一些專家提到可以考慮從環境保護資金，或者

是空汙、土汙，或者是資收基金的部分來移用? 

A：在一開始時，可以請這些單位捐一些資金過來，但之後還是要有

一個專責的機構，要有一個正常的公務預算，才方便單位去做執

行，將來立法也可以考慮成立「化學品污染防治基金」，或是說「化

學品危害防制基金」，這些都會遇到挑戰，所以我是覺得經費的部

分，我倒覺得如果由政府公務基金來支援比較不會困難。  

鄭： 後，想請教您有聽過或者是知道現在的環境法規，在法案研制

過程中已經有納入成本效益評估機制嗎? 或者是寫在法案或政策

的內容裡面嗎? 

A：沒有，我建議你可以去查一下水污染防治法，立法院裡面有很多

立法專刊  ，我記得在修改，好像 90 幾年的時候有提到水污染防

治費。他也沒有成本效益分析。  

鄭：所以就您所知，應該是沒有? 

A：對，但我建議你可以去參考一下其他法規。  

鄭：我們想要了解不同的單位之間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您就水管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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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就這個主題，或者是管理機制有甚麼想法或建議嗎? 

A：我認為將來要規範到自來水水源，以及自來水水質標準，必須要

納入環境荷爾蒙的管理範圍內。比如說飲用水標準或者是自來水

標準，是否要納入雙酚 A?是否要納入壬基酚? 這不是說管理單位

自己有沒有去做監測，應該是要納入管理的法規內，因為納入管

理的法規之後，它們就會有定期監測的義務，那這個是必要的。  

鄭：您是認為進入法規會比透過一些委辦或者是自主性的監測來的比

較好嗎? 

A：對，因未自主性的監測有時候是來自於輿論或者是民意機關的壓

力，所以就來測，但有些是大家已經有共識了，那主管機關應該

要陸續去公告。舉例來說，假設將來專責管理單位，化學物質管

理署發現或公告，壬基酚為具環境荷爾蒙效應之物質，對應到水

的管理機關訂水質標準時，就要把壬基酚訂進去。上游的訂商品

標準、或者是工業使用的標準，那這物質也必須要做減量及管理，

必須要有相對應的手段。在食品裡也是一樣，安全衛生標準也可

以制訂。管理機制大概就這樣。  

鄭： 後，對於研究名稱部分，計畫過程有許多討論，究竟要用內分

泌干擾物或環境荷爾蒙，您有甚麼特別的想法嗎? 

A：我的看法是，環境荷爾蒙跟內分泌干擾物是同一件事情，只是環

境荷爾蒙強調的是從環境中來的，內分泌干擾物強調的是其結

果。所以就這部分來講的話，我是覺得還是用環境荷爾蒙。那內

分泌干擾物這部分，等於是說 後面的結果，因為如果是環境荷

爾蒙的話，感覺上我們應該在環境中就該去圍堵它。  

散會：早上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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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第六場深度訪談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1 月 29 日  

貳、地點：環境品質基金會  

參、受訪人：李俊璋  教授  

肆、訪談人：鄭佾展  主任  

 

 

鄭：那我先介紹一下計畫的背景，目前環境荷爾蒙的管理主管機關很

龐雜，在之前的塑化劑事件之後，突顯主管機關分散的問題，現

在我們的管理機制是由行政院消保會指定環保署來做的環境荷爾

蒙管理計畫。  

他們現在覺得這樣的召集方法有點龐雜，沒辦法用單一的法令跟

機關來進行管理，需要跨部會的管理，所以想說透過這計畫能否

有一些好的方式或建議提供參考。  

計畫主要是由研考會負責，除了整體環境荷爾蒙管理外，還針對

兩個主題，溴化阻燃劑跟非屬有機氯農藥，希望能有一些方向來

提供政府參考，訪談的題目主要分為五個題目，那我就按照訪談

題綱順序，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部分是針對管理單位跟專責單位這件事，因為先前的組織

改造，環資部即將成立，有滿多討論在化學安全署或者是類似這

樣的專責單位是否該成立，或者是用什麼方法來如何發揮其職

能，這部分想請教教授有沒有一些甚麼樣的看法? 

李：其實化學物質的管理，基本上以我們現在的基本法規架構，其實

是按照目的用途來管理，這化學物質拿去做農藥，就變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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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拿來做人體用藥，衛生署管，那化妝品，也是衛生署管。

但是其實在各個部會之間考量時，我覺得 大的問題是在於，過

去的管理裡面沒有從搖籃到墳墓去做管理。也就是說，大家都是

我的部分管了，當它使用完之後，被廢棄了，或者是被排放到環

境裡面，對環境的影響的部分，多多少少都忽略了。那比較沒有

那麼重視的情況之下，而且各單位橫向聯繫，是不大理想的，所

以我不知道你核准了多少農藥，你進來的主成分有多少，你進來

後，使用到環境裡面的量有多少；在人體用藥，吃進去以後，代

謝排泄之後又有多少，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整個總量管制是無法

執行的，也就是說沒有資料。所以我覺得化學物質的管理其實應

該要架構在總量管制的架構底下，那要架構在總量管制下，就要

有一個統籌的單位。所以我覺得這個專責單位，基本上它在整個

管理的層次上，要做各單位彙報彙整的資料，去做統籌，源頭的

考量，以及到後面環境影響、環境流布，裡面會不會到食物鏈去

做整體考量。所以這架構我覺得需要花一些時間…，因為我們現

在如果要行政院把現有的化學物質目的用途管理的法規廢掉，重

新再來整合是不可能的；就變成要來 fit 這樣的情形。不過我覺得

這問題就是在於說，我們未來要怎樣，在現有的法規底下，把各

部會的權責去把它分清楚。事實上管理一定是要採源頭總量管

制，但是要做事後的，或者是要做環境流布的相關調查，環境流

佈的調查可以來檢驗兩個事情：第一是你有沒有必要採取更嚴格

的管理措施，第二是來檢視管理的成效。用這樣子的方式，源頭

管制者在橫向的跟各個其他相關機關之間，怎樣來進行橫向的聯

繫，在權責這部分怎樣來劃分，這恐怕是個要研究跟討論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化學物質如果要能夠來管好的話，事實上要這方向來

走。REACH 的專責機構，其實 REACH 是一個程序法，也就是說

你要先來做登記，再做評估，然後我主管機關再來管。當然這樣

子只是一個大的概念，評鑑機構提出來後，有沒有辦法去要求或

命令各個部會來執行，這也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環境的總負

荷量增加的時候，那到底誰要削減，要怎麼削減? 這個削減的措

施誰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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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等於跟部門分配有關。  

李：對阿，就到部門分配裡面要怎麼去改，等等這些，事實上都是未

來會遭遇到的問題。  

鄭：所以教授的意思是說，即使已經到了環資部這樣的位階，可能如

果在整體的化學品總量管制上面，比如說要開始有 gap 出來，就

有牽涉到大家分配的問題，那可能會有問題。  

李：對，因為環資部即使將來成立化學物質管理署，他拿去做人體用

藥，你不可能審，一定是回到食品藥物管理局審；拿去做農藥，

還是在農委會審、在動植物防檢局審；在工業上使用，管理單位

還是在經濟部或勞委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實是很難去

說，這物質進來太多了，所以要削減，那要削減到底是哪一個部

份要削減，是在經濟部的製造下要削減、國內要削減，還是進口

要削減，那削減在目的用途之上要怎麼去分配，那這些都是要把

機制擬出來的，所以這個部份我覺得確實是要去研究的地方。  

鄭：所以這個主題應該是比較上位的，不只是談環境荷爾蒙，也是談

化學品的管裡，所以後端的比如說流布可以發掘問題，前端的部

分，比如說環境裡面太多了，要開始管的時候，就會牽涉到分配

的問題。  

李：對，這個會牽涉到申報，如果各個單位可以把資料申報到化學物

質管理署，或者是我聽到的化學物質管理局。那其實在這裡面，

第一就是要有資料申報過來，你願意申報過來，才能做統整的工

作，才能去做評估，由量跟環境流布的調查結果，配合起來去擬

定、應該是說去評估，它在環境的部分是否有超量，是否有太高

的情形。這裡面有包括食品污染的調查，除了環境介質之外，食

品也是，是否經由食物鏈跑到食品裡面去，整個調查資料出來之

後要去做分析，分析完之後就是要擬管理措施。那這個管理措施

是要化學物質管理署擬出來之後，然後各部會在這個源頭之下再

去做管理的措施嗎? 以現在環保署為例，就是環保署公告為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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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然後各部會就會各自去做管理，但是現在的成效其實

並不是很好。所以現在應該是要由一個位階比較高的專責單位，

它能夠綜合評估在各個層面的影響，然後去做一個管理的決策。

這個部分，它有替代品可以禁用掉，或者這部分要減少使用，你

的政策為何，要把這些用分配的角度去統一來分配再作討論，討

論大家同意之後再去執行。那我覺得化學物質管理署應該是要做

這項工作。  

鄭：那類似的問題，我們如果拉到像是溫室氣體的部分，環保署有一

個溫室氣體管理減量辦公室，他有點像是老師剛剛講的角色，他

是有個單位….。  

李：可是問題是他叫不動其他的單位。  

鄭：恩，這也是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李：所以我說那個位階其實是重要的，也就是說他的位階可不可以拉

高? 譬如說是在副院長的層次或者是政務委員的層次。那這個專

責單位，比如說在行政院用專案管理辦公室來執行，將來的化學

物質管理局是個幕僚單位，到那裡去做決策，這也是一個方式。  

鄭：好，那我大概了解教授的一些想法了。再來第二個部分是清單，

因為前幾次我們專家的諮詢討論會上面都有提到，台灣要不要有

清單，或者是台灣清單的更新方式，或者是清單這方面如何提出

政策上面的建議，或者是較可行的方法? 

李：我覺得一定要有清單。要有自己的清單，有清單才能更有方向，

因為很多資料是一但列到清單裡面才有目標去搜尋。我們不可能

漫無目標的去做搜尋所有的化學物質，所以我覺得這個專責單

位，我覺得我們在初期的階段不一定要自己篩選。初期的階段美

國、歐盟和日本都投入大量經費在做篩選，我們就是把這些先進

國家公告的環境荷爾蒙公告的清單去蒐集、彙整，彙整完之後，

這些物質就像是候選名單一樣，我們來去評估國內現行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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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使用的情形，再去排優先順序，然後按照管理的能量，或者

是所需的人物力，逐漸來增加，所以清單一定要建立。但是到了

後期，或許化學物質在各個國家或各個地區使用的型態不同，我

舉個例子，比如說你們這次要評估的溴化阻燃劑，PBDE 在歐洲

以前用的是四溴五溴，台灣用的是十溴；台灣很少用 HBCD，但

是歐洲使用 HBCD 六溴環十二烷很多。所以到後期當你化學物質

的資料是完整的時後，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化學物質在台灣運作的

情形、他的毒性資料，自行去做篩選，篩選 priority 之後，那些

在台灣運作量高，其他的毒物性又高，那我們把它篩出來後，拿

來作環境荷爾蒙的影響測試，這個我覺得是在後期。當台灣自己

的化學物質的清單完整之後，那我們運作量的資料也完整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自己的篩選。但是初期我們沒有這些資料，

其實沒有必要做，建議用國外的資料，建立自己的運作量資料就

可以了。  

鄭：那現在勞委會有在做一個化學品登錄平台，有點像是教授現在提

的，先要掌握用量…。  

李：這個將來要移到環資部了。  

鄭：對，所以這個部分，因為第三個部分，其實我們有想到過是不是

登錄管理的單位要落在哪邊，也許是在進出口，或者是在其他部

分。  

李：這個登錄的單位一定要跟化學物質管理的專責單位要合在一起，

他一定是要在這個地方才能做整體的考量。  

鄭：所以教授您是已經知道，它確定會到環資部? 

李：因為環保署毒管法已經修了阿，他把新化學物質加進來，化學物

質登錄也加在他修訂的法規裡面，這樣就變成有法律依據，他就

一定要做。  

鄭：那個確定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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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那個是 ...在行政院討論，而且立法院也要求要這樣子，所以那個

我是覺得他會放進來。將來如果這個上位的架構，check 完成之

後，其實這個就會牽涉到，比如說不管是環境荷爾蒙也好，或者

是你重點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也好，只要他一被放到清單裡面，

這個時候，這個專責機構就有那個權利，可以依照法規來要求海

關提供資料。那海關要不要提供資料，其實跟所謂的 CCC CODE

有關係，也就是他的貨品分類號，那所以像前兩三個禮拜，袁處

長 (環保署毒管處 )在開的會議上我們就有討論到，因為袁處長去

參加斯德哥爾摩公約的締約國大會，他就很希望對它們還在討論

中的化學物質就可以有國內背景的資料。我就提到說，那這個東

西就是你要利用部會之間聯繫的訊息，把這個物質講清楚、要求

國貿局把他列入貨品分類號，海關根據貨品分類號就可以把他篩

選出來，就可以把它做一個特別的管理。  

鄭：所以這個問題一樣是橫向聯結的，大家有一個共用的語言，然後

提出需求，願意合作，或者是協調，那就有辦法解決? 

李：對，其實在這個機制其實是有建立的，有建立是建立在已經公告

的毒性化學物質，現在已經公告的毒性化學物質，在過去我還在

當毒管科的科長時，我們就已經跟國貿局建立這樣子的機制。要

求，我公告了，你就把這個 CCC COCE 建立起來，那這樣我們

將來進口了，來申請許可時，就可以抓的出來。那也可以從海關

那邊直接調資料來看進口的總量是多少，它販賣到哪裡去了，在

販賣的管理上都可以管理。  

鄭：所以教授的意思是說，這部分反而比較沒有問題，如果未來毒管

法修法通過，加入新化學物質之後，他就可以走毒管法那一套，

通知海關，然後建立 CCC CODE 之後就可以把…..。  

李：目前其實在運作的問題也比較小，只不過在建立這個貨品分類號

的時候，國貿局有自己的機制，他們要經過他們的委員會同意。  

鄭：也許有可能就是環資部這邊有一個訊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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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要求的時候，他們那邊就去討論。  

鄭：也有可能是在(國貿局)委員會那邊被拒絕… 

李：那這個就是要溝通，為什麼要拒絕就是要溝通。  

鄭：好的，我了解。第四個部分是預警原則在化學品管理的部分，如

何把這樣的一個概念應用在環境治理或者是化學品治理上面。  

李：這個是一個，在現階段比較困難的…。  

鄭：其實四跟五的部分應該合起來，一起來討論，因為預警不可能沒

有範圍、或者是沒有上限的預警。就您所知，在化學品的議題或

者是環境荷爾蒙的議題，我們有沒有過這種，比如說成本效益分

析或者是政策影響分析，類似這樣子的機制，或者是過去在環境

這個議題，您有聽過曾經用這樣子的方式? 

李：這個，基本上環境荷爾蒙的部分倒還沒有這樣子，其他的化學物

質倒是有，例如說像石綿的管制。我們化學品的管理，當然因為

我們主要是跟著目的用途，所以跟著目的用途到各個部會去，那

各種工業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所以在現在的情況下，化學物質

要不要被限制、要不要被禁用，事實上都會先考慮到替代品。尤

其一個化學物質如果用在民生用途的時候，可能牽涉的更廣，那

它牽涉更廣的時候，就會出現在評估上面、在管理的評估上面，

就需要有更多的資料、更審慎的來進行管理。所以我覺得，為什

麼我說預警在現在的情況下是比較難的，因為環境荷爾蒙是新興

的污染物，我們過去對他的背景資料都少，都是很少的資料。而

且就是對它的認識不夠多，所以就會變成，都是出事了，才回過

頭來管。除非我們能夠在整個制度架構底下，初期把國外的資料

蒐集起來後，然後按照國內的運作量去排。以前我會用一個指標，

我通常都會用運作量是一塊，它的毒性是一塊，也就是說它的毒

性我會用它的參考劑量或者是致癌的顯示，再考慮到民眾暴露的

可能性。做成一個指標，去把它排序下來，我通常把它叫危害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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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危害潛勢很高的，就是要優先來管，就變成優先要管，這也

適用於我們做研究，危害潛勢高的我們一定會優先來做研究，也

就是說這個方式是可以用的。也就是在還沒出問題之前，先去做

一個評估，評估完之後就去做一些管理的措施。  

鄭：所以回到 原本的需求，就一定需要…，比如說是一個用量，因

為沒有用量就沒有辦法控制。  

李：所以這一定是在整個組織架構裡面，你的清單，你的運作資料都

已經蒐集完成之後我們才有可能來 run 預警的原則。所以我說初

期可能性不高，一定是制度完整之後，資料都報進來了，我們才

有可能來這樣做。其實還有一個方式，因為我們現在 容易出問

題的大概就是從食物，所以我其實那時候在塑化劑事件發生之

後，就提出一個建議，環保署應該檢視所有的這些化學物質，它

在目的用途可以拿來當食物的或者是食物的添加劑，優先拿出來

去做管理，然後把這個資料送給食品管理的單位或者是農藥管理

的單位，優先去做管理，加強他的目標管理，就會有一個目標導

向，接著再去做管理，這也是另一種從預警的架構下所作的管理

方式。  

鄭：教授可以再補充一下石綿的管制的部分嗎? 

李：好，石綿管制部分是這樣子的，石綿的資料對人體健康影響的資

料其實很完整，而且在過去也評估過，有一些製品上面其實是有

替代品的，所以像石綿水泥管，防火材的部分，慢慢都被淘汰掉

了。現在只剩兩個東西還在用，一個就是石綿水泥瓦，不過石綿

水泥瓦已經訂了落日條款到明年，明年就要停止製造了。另一個

就是剎車來令片，當時訂的落日條款是七年，要到 107 年才會停

止，石綿水泥瓦是明年就會停止了。這個就是著眼在，過去，因

為石綿所發生的健康危害主要是肺纖維化 (pulmonary fibrosis(肺

纖維化 )及間皮瘤（mesothelioma）或是肺癌（Lung cancer），在

近的三年以內，法國、日本，還有美國，尤其日本、法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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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國都發現大量的 mesothelioma 病例，可能是在 20-30 年前大

量使用的那個年代，所暴露的…。  

鄭：20-30 年後才顯示出來…。  

李：已經開始出現疾病，給了大家很大的震撼，所以各國就開始紛紛

禁用了。台灣還沒發現大量的 case， 主要原因，一個是我們在

這個的疾病界定基準上還沒有那麼成熟；第二個是我們沒有的完

整的職業病通報系統，因為它的潛伏期很長，所以很可能這些人

都是退休之後，才被發現，所以即使有也沒有被通報出來，我不

知道，可是國外已經有這樣的資料。所以我們當初在環保署討論

的時候就有建議，這些資料都非常的明確，而且不是只有工人。

在日本很特殊的是在紡織廠、剎車來令片工廠周邊的居民，罹患

癌症的人數比例增加的非常高，所以不是只有勞工的問題，是

general population 也會暴露到，就是因為這些數據讓環保署 後

很快的訂定它的落日條款。  

鄭：先前我們在勞委會討論的既有化學品登錄平台，討論過主管單

位，因為它是勞委會，所以是在勞工場所，可能化學品或者是環

境荷爾蒙的物品他不一定只有在勞工場所會發生，那會不會造成

缺口產生，比如說他現在既有化學品平台系統開始運作，那他之

後轉到環資部的話，那會不會只管到勞工場所? 

李：其實不會，因為當初化學品的登錄並沒有只限定在工廠，是希望

你有用的化學物質都到上面去登入，我記得已經 7 萬多了，所以

一般在工業上使用的大概在 5 萬到 8 萬之間。  

鄭：等於說之後做一個涵蓋的評估，就可以知道這個網，篩的有多大

了。  

李：對。  

鄭： 後面還有一個問題，跟名稱比較有關係，計畫名稱是我國內分

泌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管理機制，當初我們在提計畫的時候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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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詞，有滿多討論的，包含我們在一些政策版面上跟民眾上，

大家對這兩個名詞都….。  

李：我們審查委員也有很多討論。  

鄭：所以我們想說一般性的，想請教老師這兩個名詞優缺點跟實際上

使用…。  

李：其實應該這樣說，正確的，對我來念醫學的來講，正確的名詞是

內分泌干擾物質，因為它現在主要影響就是對內分泌系統造成的

影響，所以他在實際上的名詞是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

環境荷爾蒙，其實是日本井口教授在 NHK 電視上說的名詞，這

樣大家比較容易清楚，確實環境荷爾蒙這名詞已經變成大家比較

通俗比較聽得懂的，可是真正上他是干擾內分泌系統，所以我們

那時候在擬這內容、審查內容的時候，才會把內分泌干擾物質放

進去，他原本是寫環境荷爾蒙，後來我們才會把它改成內分泌干

擾物 (環境荷爾蒙 )，所以將來在法規上我們應該用內分泌干擾物

質是比較正式的，但一般文宣和民眾說明的時候，可以用環境荷

爾蒙，其實兩個代表的意思是一樣的。  

鄭： 後針對整個計畫的內容，教授有甚麼建議的方向嗎? 

李：其實我覺得這個計畫主要還是在管理的單位、架構跟權責，所以

我會比較建議在這個計畫上面能夠把它的組織，在組織層面、權

責的劃分，垂直組織、橫向組織的架構，將來怎樣做分工，怎樣

做管理，能把它多著墨一點。  

鄭：等於說整個圖像，誰該來負責，分分切切…。  

李：當然或許沒辦法做到很 detail，但是至少那個概念模式要出來，

因為 detail 的部分其實要政府機關之間，如果同意這個概念模

式，再根據這個概念模式去做討論，但是我覺得那個概念模式要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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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如果能夠畫組織架構圖當然 好。  

散會：下午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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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專家座談會暨深度訪談重點彙整  

會議名稱  

座談會學

者專家或

受訪對象  

重點彙整  

第一次專

家座談會  

郭育良  

教授  

 環境荷爾蒙管理單位，一定要有權有

責，甚至是檢驗能力，才能達到設立目

的。  

 化學品管理權責單位應針對：  

1.暴露來源。  

2.環境流佈。  

3.影響人或動物等三點，控制已知為

害，避免未知危害發生。  

謝英士  

董事長  

 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 (Rio+20)共識文件

第 213-223 點為化學品和廢棄物議題，

其中不乏管理之觀點，顯見其在永續發

展上受到很大的關注。  

 環境規範在各國都一樣處於相當分散的

情況。環境荷爾蒙物質在台灣有毒管

法、環境用藥管理法、農藥管理法…等

規範管理。目前研究方向為訂定管理機

制內涵，建議未來將預警原則及預防原

則置於適當之處。如農藥、環境用藥管

理法較空泛，可考慮加強，或從毒管法

下手將想要修改之機制部分納入，進行

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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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現行法底下都是基於防止原則，將

來管理機制建議方向改為預警原則，在

科學不確定未明之前就予以考量，並視

時導入台灣。  

 應賦予行政機關進行預先防範措施的權

利，策略上可先檢視現行法目前規範，

瞭解各規範對我們在國際上的衝擊多

寡，會發現其實規範力度有所不同。  

蘇錦霞  

董事長  

 目前管制只有針對製造者，購買與使用

者沒有管制。以雙酚 A 為例，感熱紙仍

普遍存在市面，是否應考慮對購買者之

罰則，避免感熱紙流至市場。  

 除管制外，政府應積極輔導業者。  

陳美蓮  

教授  

 對一般人來說使用環境荷爾蒙較為親

切，內分泌干擾物距離較遠。  

 應實施源頭管制，瞭解運作量及產出量。

 以先建立環境荷爾蒙清單為目標，針對

影響量大者，優先進行管制。  

許耀明  

副教授  

 目前缺乏從相同角度切入之定義，當法

律在規範時會有列舉或概括，而列舉在

定義具體東西時可能會參照附件，附件

卻可能受限於行政機關，會根據事實發

展增減，這部分需提出討論。  

 台灣管理機制習慣參考國外做法，將日

本、美國及歐盟的環境荷爾蒙管理資訊

混在一起討論；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國作

法與邏輯不盡相同，美國毒性物質規範

以防止原則（preventive principle）為主

要 考 量 ， 歐 盟 則 採 用 預 警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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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並考慮成本，

台灣需考慮以何種方式進行規範。  

 環境荷爾蒙管理要納入成本考量，其管

制成本要符合比例原則，從量的觀點思

考。  

 規範保護對象應先釐清，是指人、動物

還是整個自然生態環境﹖法律規範架構

可能有所不同。  

謝和霖  

秘書長  

 化學品管理應由更高機關統籌，成立化

學專責管理機關。  

 為籌措管理單位經費可考慮針對有害化

學品課稅，符合污染者或使用者付費原

則。  

 資訊來源需彙整並統一公開。  

吳東傑  

執行長  

 主管單位應可參考基因改造小組成立環

荷管理小組，擔任管理角色。  

 除了郭教授所提及環境荷爾蒙來源、環

境流佈、影響人或動物外，應增加考量

其對生態系統危害之影響。  

 應仿效斯德哥爾摩治理及清理的行動計

劃，並分為短、中及長程政策推動。  

 管理機制效益及評估應有說服力，並讓

民眾瞭解。  

顧洋  

教授  

 應先瞭解內分泌干擾物所討論的對象、

管制範圍是否與環境荷爾蒙一詞相同。

傾向使用內分泌干擾物一詞。  

 根據過去重金屬管理機制研究之經驗，

內分泌干擾物管理機制和管理能力應相

配合，以免政策難以執行，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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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水、環境中都有可能存在環境荷

爾蒙，如果全面性管理管制成本較高，

且較無針對性；可參考加拿大先針對農

藥管制或美國針對食物管制，考慮分階

段管理不同標的的方式來進行。  

第二次專

家座談會  

毛義方  

教授  

 從管理政策之通俗性面向做考量，在國

內使用的名稱以「環境荷爾蒙」作為社

會通用名稱 為貼切。  

 無毒環境因為成本或是制度上之考量，

而太過空洞化，抑或是將目標聚焦為「家

庭無毒環境」亦為可行之方法。  

 因環境荷爾蒙之研究，常需精密儀器及

科技支援，故建議以國科會永續會（目

前為自然處）為主。  

王順成  

教授  

 政策完整性考量之下，建議勞委會應列

入管理機關之一。  

 進行本國重要河川、河川底泥、水源  、

農田等進行環境流佈調查，各部會依權

責成立環境流佈調查之相關之研究計

畫，並由研考會統籌彙整，避免重疊或

疏漏。  

費雯綺  

所長  

 農藥是否具有環境荷爾蒙的特性目前國

內評估則著墨甚少，因此首要之務應了

解其評估過程還需增加那些測試實驗。

蔡嘉陽  

理事長  

 建議在專業名詞上改為「環境內分泌干

擾物」，較能感受這些物質引發之效應。

 政策管理機制，建議應朝向永續發展為

目標，落實的作法應由行政院永續會來

考核管理，執行面交由環境資源部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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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管理，衛生部及農業部做末端管控。

陳炳煌  

研究員  

 建議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強化組織架

構功能（利用行政院組織再造機會，結

合經建會、研考會功能）協調今後改善

環境荷爾蒙問題之人力與經費之投入與

產出。  

 就本議題在國際、全國地區等層級規畫

以 10 年為期的行動方案，如政府跨部會

可有長程之願景、中程目標及近程具急

迫性的資源收入。  

鄭政峯  

教授  

 應在教育面著手以使民眾認知正確化。

 建議 終產品應如同生產履歷一般標示

含量，並依含量課健康稅，同時回收資

源再利用時應追蹤管理其可能毒性物質

的存在。  

林伯雄  

教授  

 建議亦應納入優先列管之項目，如目前

使用量大且應用廣泛之 Alkylphenols（烷

基酚）、Bisphenol-A（雙酚 A）、Tributyltin

（三丁基錫）與 Phthalates（鄰苯二甲酸

酯類）相關之管理。  

 生物性檢測應納入未來對環境荷爾蒙之

管理。  

 建議將鄰苯二甲酸酯類更改為第二類毒

化物。  

張明琴  

副教授  

 專業名詞建議二者共用，但加入「環境」

二字於「內分泌干擾物」之前。  

 可參考歐盟之 REACH 作法，優先建置

造成內分泌干擾物質之管制項目環境濃

度與資料庫，以源頭管理為主，配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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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週期（原料→製造→使用→廢棄）及

物質流概念，進行可達到總量管制之目

標。  

 建議建置更高層級之工作組織，如行政

院永續發展組織。  

顧世紅  

研究員  

 政策面向建議以源頭管理為主。  

 管理對象或目標應和行政能力配合。  

 相關生物檢測法的開發。  

李丁讚  

教授  

 建議參考歐盟的作法，將環境荷爾蒙獨

立成為毒管法的第五項以便管理，並從

源頭進行管理。  

 政府要能夠盡快將 REACH 這樣的機

制，在國內能夠法制化，調查化學品的

使用與流向的資料，並將這些資訊公開。

蔡素珍  

院長  

 建議除政策面向的管理計畫外，對於民

眾之教育也必須在其中扮演重要之一

環。  

第三次專

家座談會  

李根政  

執行長  

 建立化學物質管理的專責機構，源頭管

理的制度及執行。  

 建議政府在環境資源部下設立化學物質

源頭管制專責機關－化學安全管理署。

 導入 REACH 制度，全面落實化學物質

的登錄、評估、授權及管制。  

 建立「工廠使用、生產化學物質，以及

排放污染物質及釋放量」、「環保裁罰資

訊公開」之機制，打破污染及污染者資

源黑箱，提昇人民「知的權利」，促進民

眾參與化學品及污染的管理。  

陳健民   管理機制應特別著重於跨部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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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之協調、分工及整合。  

 環境荷爾蒙相關之科學研究經費的支

持，應更增加且持續。  

林啟燦  

院長  

 建議須具備類似基金之法源，以妥善執

行相關污染防治及管理。  

 建議成立化學品安全署，綜匯管理化學

品安全、衛生、食品藥物及化妝品等安

全衛生之業務。  

 應以「污染防治」優先於「管末處理，「管

末處理」優先於「污染整治」，意即從源

頭管制為 優先重要之作為。  

 建議政府須提供更多資源，以利進行環

境荷爾蒙相關之科學研究背景資訊調

查。  

陳百薰  

醫師  

 台灣 FDA 目前現行雖有很多實驗室認

證項目，但其認證時程約一年一次，略

有不足。  

徐永源  

主任  

 管 理 之 主 導 機 構 之 訂 定 須 有 其

intra-department 與 inter-department 間的

架構建立。  

 對研究團隊採用方法不同於數據差異之

探討，以利於建立合理之科學管理一致

性。  

 基於工商業經濟貿易考量，建議制訂和

諧並與國際接軌之管理政策。  

 含有環境荷爾蒙之產品、食物及日常用

品等，製造業者須強制明確將組成成分

標示。  

劉莉蓮   法源是否有強制性及罰則影響管理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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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力，此部分建議應加以考量。  

 開發單位及開發管理單位應一併納入為

管理之成員。  

 對於檢出濃度、檢驗方法及檢驗標準之

決定建議應有本土潛在危險相關數據支

持，污染物及廢汙水排放標準應納入管

制考量。  

 對於健康風險評估及暴露量目前多是以

單一化合物建立，再訂定標準，據此，

風險很可能被低估，是否有改進的方法。

廖健森  

助理教授  

 建議未來可於一至二年內，及招開相關

評估會議，檢討各化合物之列管與否，

以及分類組別。  

 建議未來在參考各國環境荷爾蒙之列管

清單，去建立台灣本土性的列管清單

時，能從嚴認定，例如日本的興利永續

經營之理念。  

葉雨松  

協理  

 建議管理機關能朝向單一權責單位方向

建構。  

 對於管制標準、檢驗方法、檢驗資格認

證等，應有一致性規範。  

 對於非急毒性，但又深入一般民眾生活

之化學品，必須採取適當方式的宣導。

第四次專

家座談會  

于樹偉  

董事長  

 逐步建立流佈追蹤，總量管制，減量管

制等配合措施。  

 逐步將各部會之化學品管理政策、目

標、措施一致化。  

 政策目標建議以永續發展較為符合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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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清單的重點對象，依有交集者及有

法規原則辦理。  

 訂定專門法規。  

 資金來源在推動初期應由公務預算支

付。  

 建立近年全國化學品使用及流佈資料

庫，以逐步訂定全國化學品總量管制、

限用、減量政策。  

麥富德  

教授  

 醫用化學品及醫療器材如何避免使用或

接觸到內分泌干擾物質為當務之急。  

 具體作為諸如建立無毒醫院。  

蘇大成  

醫師  

 建議盡快建立內分泌干擾化學物危害及

健康影響評估的基本資料。  

 建立本土性相關研究資料庫是具有其急

迫性及重要性。  

丁旺賢  

教授  

 建議進行環境荷爾蒙物質在國內消費性

產品中的流佈研究。  

 建議在政策目標上優先建立「少毒環境」

的策略，以符合現況之所需，之後再談

「無毒環境」。  

陳曼麗  

董事長  

 若能從人體健康影響，較能有效快速地

推動管理機制及相關政策。  

 因民眾無法自行檢驗環境荷爾蒙的存在

與否，所以須要靠專業檢驗機構把關。

 建議相關科學研究皆應納入性別影響。

 建議要有明顯有效的商品標示。  

張碧芬  

教授  

 建議在擬定清單時，溴化阻燃劑應包括

六溴環十二烷(HBCD)及四溴雙酚 A、氯

化石臘等，目前被大量且普遍使用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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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  

 非屬有機氯農藥管理非常重要，建議相

關部會加強重視。  

周桂田  

教授  

 在相關政策的風險評估上，可調整風險

評估委員會之民間專家代表比例。  

 物質名稱的統一規格化。  

 設立各種科技民主溝通機制及平台，如

公民論壇、公民會議、公民咖啡館等等。

 建立涉及預警原則、科學證據不確定性

之管制清單時，可透過公民諮商程序來

參與決策。  

第一場深

入訪談  

袁紹英  

處長  

 目前環資部受限員額、機關數，專責機

構增加有困難。其他管理可行建議方案：

    1. 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方式晉用，不受限

於公務人員任用體系。只從文官體系尋

找人選，不容易得到專業度之人才。  

    2. 考慮成立類似「財團法人化學品管理

中心」，以法人型態，從體制外招募人

材，而不是用公務人員考試進來，有助

於國際接軌。  

    3. 未來環資部部長須擬定策略，遇缺不

補、管控人力，只需 0.1%的員額就能增

加一百人專責管理。  

 建議先將機關框架擬定完成，不足人力

再補，初期工作先委外。  

 不足經費可考慮從環境保護基金 (空

汙、土汙、資收)預支，這些基金可以協

助環保署未來業務的推動。從這三個基

金支援管理的推行是可行的，建議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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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可去接觸。  

 清單部分目前沒有建立篩選機制，直接

把國外 (基本上是日本和美國 )認為是環

境荷爾蒙的部分納入。再透過「環境賀

爾蒙管制計畫」傳達各部會，檢討現行

法規。  

 在環藥的管理和毒化物的管理，台灣現

在評估要推的，就是「為環境設計的友

善產品的認證」。  

 邊境管理：已透過進出口商品分類標示

CCC CODE 追蹤，約納入 28,400 種；重

點是管理強度夠不夠，目前沒有像歐盟

14 萬種那麼完整的清單。  

 清單建立：目前勞委會 6.4 萬筆登錄屬

自願性，建議透過「毒管法修法，建立

登錄制度」讓勞委會清單能跟環保署銜

接，廠商只需要補登錄於環保署資料庫

便可。  

 工商機密保留：傾向效法歐盟，要額外

付費；未來會訂一個辦法，去規範資訊

如何揭露。這個部分在第 7 條的 7-1 條

的第五項有一個授權法人去訂管理辦

法另訂之。  

 資 訊 公 開 ： 規 劃 成 立 「 TAIWAN 

CHEMICAL IMFORMATION DATA 

BASE」，分資料等級供民眾或政府機關

查詢。  

 風險管理：策略上主要針對新化學品，

透過登錄機制納入預防機制。透過登錄

項目設計，如九大檢驗項目，從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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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態評估，從動物實驗等來管理。  

第二場  

深入訪談  

江宏哲  

主秘  

 化學品生物毒性、急毒、慢毒、生殖、

癌症等這些資料，國衛院目前是資料缺

乏。  

 建議分工，勞委會建立已經實行的清

單，再環保署管理從海外進來的、製造

的、流佈的、登錄；衛生署針對食品、

人體部分，補上缺漏資料。  

 認為可推動污染者、製造者付費機制，

如同疫苗，每做一劑捐一元給疫苗受害

基金會一般。  

第三場  

深入訪談  

田秋堇  

委員  

 認為受限於員額數及機關數的限制提議

加進一個新的機關，可能回答就是窒礙

難行。雖然如此，仍希望成立「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署」，因為署可以負責規劃、

執行，局只能執行。  

 行政單位之建立：建立行政院長直接所

屬一個『化學物質管理』辦公室，編有

固定經費及人力：  

1. 辦公室編有固定經費及人力。  

2. 可協助院長與各部會間協調。  

3. 辦公室可設『諮詢委員會』，邀請國

內的學者擔任顧問。  

 其他經費來源：同時修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以建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捐』。

 不實或缺乏通報化學物質使用或流向，

則重罰：  

1. 廠商有責任了解，化學物質為何，屬

何種管理等級。照實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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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廠商使用合約管理，以清楚通報之責

任。  

3. 包括賣到哪裡去的流向。  

4. 設立舉報專線，提供舉報獎金，沒照

實登記，重罰。  

第四場  

深入訪談  

鄧家基  

主任  

 可為化學品，尤其是針對毒性化學物跟

環境荷爾蒙成立一個專責機構。  

 若將環境荷爾蒙做為毒性化學物質管

制，必須要能夠在做更詳細的分類釐清。

 若無健全的法令支持，直接完全套用毒

性化學物質規範環保局執行管理，在很

多方面，會有很多疏失。  

 生命價值觀的建立與預警原則相呼應。

 建立一單獨法規，設定期限必須有立

法，甚至現在草案都可著手擬訂，未來

必須整合為化學品管理專案的法規中，

必須要有環境荷爾蒙相關專章。  

 現階段如要立刻執行，可直接利用國外

現有清單，國內可之後再度驗證。  

 執行時必須與國外現行管制的體系接

軌。如能在國內公平實行，將可轉化對

企業廠商競爭力之提升。  

第五場  

深入訪談  
A 先生  

 環資部可以做一個整合，設置專責單位

叫作化學物質管理署，統籌化學物品的

登記、管理、銷售、販賣等。  

 建 立 優 先 篩 選 清 單 (the 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 CCLs)，候選污染物。  

 篩選清單可聯絡學術界，如如國科會針

對專門的大學整合研究計畫作支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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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會也可以有這方面的研究。  

 管理必需要有一致性，透過化學物質管

理署來統一管理。  

 必須分析管理之成本以及後果。  

 成立專責單位後，就必須再增立化學物

品管理之專法。  

 在規劃環資部，可以考慮將性質相似之

部門合併，將空出之員額用以設化學物

質管理署。  

 立法可考慮成立「化學品污染防制基金」

或「化學品危害防制基金」。  

 為強調環境荷爾蒙是由環境而來，專業

名詞環境荷爾蒙較為合適。  

第六場  

深入訪談  

李俊璋  

教授  

 國內缺乏從源頭到廢棄整個生命週期之

管理。  

 化學物質的管理要有總量管制的架構，

設立專責單位，在整個管理的層次上，

要做各單位彙報彙整的資料，須有統

籌，源頭之考量，以及後期環境影響、

環境流布。  

 初期可先將先進國家公告的環境荷爾蒙

公告的清單蒐集、彙整，將它變成我國

候選名單，之後去評估國內現行的現

況、現行使用的情形，排優先順序，

後按照管理的能量，或者是所需的人物

力，逐漸增加。  

 化學品登錄平台必須與化學品管理單位

整合。  

 當一化學物質牽涉至廣泛民生用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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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全面的評估，更謹慎的管理。  

 建議研究重點可放在組織層面、權責的

劃分，垂直組織、橫向組織的架構，以

及將來分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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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美、日及歐盟環境荷爾蒙清單與國內管制現況
之彙整  

編

號  
化學物質名稱  中文名稱 CAS NO. 管制現況  

1 2,4-D 
2,4-二氯

苯氧乙酸
94-75-7 美、日  

2 

4,7-Methano-1H-isoind

ole-13（2H）-dione,2-

（2-ethylhexyl）

-3a,4,7,7a-tetrahydro- 

己酸二乙

胺基乙醇

酯  

113-48-4 美  

3 Abamectin 阿巴汀  71751-41-2 美  

4 Acephata 歐殺松  30560-19-1 美  

5 Acetone 丙酮  67-64-1 美  

6 Atrazine 草脫淨  1912-24-9 美、日  

7 Benfluralin 倍尼芬  1861-40-1 美  

8 Bifenthrin 畢芬寧  82657-04-3 美  

9 Butyl benz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丁酯苯

甲酯  

85-68-7 美、日、我國  

10 Captan 蓋普丹  133-06-2 美、我國  

11 
Carbamothioic acid, 

dipropyl-,S-ethyl ester 
茵達滅  759-94-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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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arbaryl 加保利  63-25-2- 美、日  

13 Carbofuran 加保扶  1563-66-2 美  

14 Chlorothanlonil 四氯異苯 1879-45-6 美  

15 Chlorpyrifos 陶斯松  2921-88-2 美  

16 Cyfluthrin 賽扶寧  68359-37-5 美  

17 Cypermrthrin 賽滅寧  52315-07-8 美、日  

18 
DCPA（or 

hlorthal-dimethyl）  

氯酸二甲

酯  
1861-32-1 美  

19 Diazinon 大利松  333-41-5 美  

20 Dibu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丁酯
84-74-2 美、日、我國  

21 Dichlobenil 二氯苯腈 1194-65-6 美  

22 Dicofol 
三氯殺蟎

醇  
115-32-2 美、日  

23 Dieth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乙酯
84-66-2 美、我國  

24 Dimethoate 大滅松  60-51-5 美  

25 Dimeth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甲酯
131-11-3 美、我國  

26 Di-sec-oc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2-

乙基己

基）酯  

117-81-7 美、日、我國  

27 Disulfoton 二硫松  298-04-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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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ndosulfan 安殺番  115-29-7 美、日、我國  

29 Esfenvalerate 
順式氰戊

菊酯  
66230-04-4 美、日  

30 Ethoprop 普伏松  13194-48-4 美  

31 Fenbutatin oxide 苯丁錫  13356-08-6 美  

32 Flutolanil 福多寧  66332-96-5 美  

33 Folpet 福爾培  133-07-3 美、我國  

34 Gardona （cis-isomer）

（Z）-2-

氯-1-

（2,4,5-

三氯苯

基）乙烯

基二甲基

磷酸酯  

22248-79-9 美  

35 Glyphosate 嘉磷塞  1071-83-6 美  

36 imidacloprid 益達胺  
138261-41-

3
美  

37 iprodione 依普同  36734-19-7 美  

38 Isophorone 異佛爾同 78-59-1 美  

39 Linuron 理有龍  330-55-2 美  

40 Malathion 馬拉松  121-75-5 美、日  

41 Metalaxyl 滅達樂  57837-19-1 美  

42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10265-92-6 美  

43 Methidathion 滅大松  950-37-8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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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ethomyl 納乃得  16752-77-5 美、日  

45 Methyl ethyl ketone 丁酮  78-93-3 美  

46 Methyl parathion 
甲基巴拉

松  
298-00-0 美  

47 Metolachlor 莫多草  51218-45-2 美  

48 Metribuzin 嗪草酮  21087-62-9 美、日  

49 Myclobutanil 邁克尼  88671-89-0 美  

50 Norflurazon 氟草敏  27314-13-2 美  

51 o-Phenylohenol 
2-苯基苯

酚  
90-43-7 美  

52 Oxamyl 歐殺滅  23135-22-0 美  

53 Permethrin 百滅寧  52645-53-1 美、日  

54 Phosmet 益滅松  732-11-6 美  

55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51-03-6 美  

56 Propachlor 雷蒙得  1918-16-7 美  

57 Propargite 歐蟎多  2312-35-8 美  

58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60207-90-1 美  

59 Propyzamide 戊炔草胺 23950-58-5 美  

60 

Pyridine,2-

（-1-methyl-2-

（4-phenixyphenoxy）

ethoxy）  

百利普芬 95737-68-1 美  

61 Quintozene 五氯硝苯 82-68-8 美、我國  

62 Resmethrin 苄呋菊酯 10453-86-8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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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imazine 草滅淨  122-34-9 美、日  

64 Tebuconazole 戊唑醇  
107534-96-

3
美  

65 Toluene 甲苯  108-88-3 美  

66 Triadimefon 三唑酮  43121-43-3 美  

67 Trifluralin 三福林  1582-09-8 美、日、歐盟  

68 1,1,1,2-Tetrachloroetha-

ne 

1,1,1,2-

四氯乙烷
630-20-6 美  

69 1,1,1-Trichloroethane 1,1,1-三

氯乙烷  
71-55-6 美  

70 1,1,2-Trichloroethane 1,1,2-三

氯乙烷  
79-00-5 美  

71 1,1-Dichloroethane  1,1-二氯

乙烷  
75-34-3 美  

72 1,1-Dichloroethylene 1,1-二氯

乙烯  
75-35-4 美、我國  

73 1,2,3-Trichloropropane 1,2,3-三

氯丙烷  
96-18-4 美、我國  

74 1,2,4-Trichlorobenzen-e 1,2,4-三

氯苯  
120-82-1 美、我國  

75 1,2-Dibromo-3-chloropr

-opane 

二溴氯丙

烷  96-12-8
美、日、  

歐盟、我國  

76 1,2-Dichloroethane 1,2-二氯

乙烷  
107-06-2 美、我國  

77 1,2-Dichloropropane 1,2-二氯 78-87-5 美、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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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烷  

78 1,3-Dinitrobenzene 間-二硝

基苯  
99-65-0 美  

79 1,4-Dioxane 1,4-二氧

陸圜  
123-91-1 美、我國  

80 1-Butanol 1-丁醇  71-36-3 美  

81 2,4,5-TP （Silvex）  2-（2,4,5-

三氯苯氧

基）丙酸

93-72-1 美  

82 2-Methoxyethanol 乙二醇甲

醚  
109-86-4 美、我國  

83 2-Propen-1-ol 丙烯醇  107-18-6 美、我國  

84 4,4'-Methylenedianiline 4,4’-二胺

基二苯甲

烷  

101-77-9 美、我國  

85 Acetaldehyde  乙醛  75-07-0 美、我國  

86 Acetamide  乙醯胺  60-35-5 美  

87 Acetochlor  乙草胺  34256-82-1 美  

88 Acetochlor 

ethanesulfonic acid  

乙草胺乙

基磺酸  

187022-11-

3
美  

89 Acetochlor oxanilic 

acid 

乙草胺苯

胺羰酸  

194992-44-

4
美  

90 Acrolein  丙烯醛  107-02-8 美、我國  

91 Acrylamide  丙烯醯胺 79-06-1 美、我國  

92 Alachlor  拉草  15972-60-8 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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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Alachlor ethanesulfonic 

acid  

甲草胺乙

基磺酸  

142363-53-

9
美  

94 Alachlor oxanilic acid  甲草胺苯

胺羰酸  

171262-17-

2
美  

95 Alpha-Hexachlorocyclo

-hexane  

蟲必死  
319-84-6 美、日、我國  

96 Aniline  苯胺  62-53-3 美、我國  

97 Bensulide  地散磷  741-58-2 美  

98 Benzene  苯  71-43-2 美、我國  

99 Benzo （ a ） pyrene 

（PAHs）   

苯（a）駢
50-32-8 美、日  

100 Benzyl chloride  苯甲氯  100-44-7 美、我國  

101 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丁基羥基

甲氧苯  
25013-16-5 美、歐盟  

102 Carbon tetrachloride  四氯化碳 56-23-5 美、我國  

103 Chlordane  可氯丹  57-74-9 美、我國  

104 Chlorobenzene  氯苯  108-90-7 美、我國  

105 cis-1,2-Dichloroethylen

-e  

順-1,2-二

氯乙烯  
156-59-2 美  

106 Clethodim  烯草酮  99129-21-2 美  

107 Clofentezine  四蟎嗪  74115-24-5 美  

108 Clomazone  異噁草酮 81777-89-1 美  

109 Coumaphos  蠅毒磷  56-72-4 美  

110 Cumene hydroperoxide 異丙苯化 80-15-9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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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氧化氫

111 Cyanamide 氰胺  420-04-2 美  

112 Cyromazine  環丙氨嗪 66215-27-8 美  

113 Dalapon  2,2-二氯

丙酸  
75-99-0 美  

114 Denatonium saccharide 地那銨糖

精  
90823-38-4 美  

115 Di （ 2-ethylhexyl ）

adipate  

己二酸二

（2-乙基

己基）酯

103-23-1 美、日  

116 Dichloromethane  二氯甲烷 75-09-2 美、我國  

117 Dicrotophos 倍硫磷  141-66-2 美  

118 Dimethipin  噻節因  55290-64-7 美  

119 Dinoseb  達諾殺  88-85-7 美、我國  

120 Diuron 3（3,4-二

氯苯）

-1,1-二甲

基尿素  

330-54-1 美  

121 Endothall  草多索  145-73-3 美  

122 Endrin 安特靈  72-20-8 美、日、我國  

123 Epichlorohydrin  環氧氯丙

烷  
106-89-8 美、我國  

124 Erythromycin  紅黴素  114-07-8 美  

125 Ethylbenzene     乙苯  100-41-4 美、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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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thylene dibromide  二溴乙烷

（二溴乙

烯）  

106-93-4 美、我國  

127 Ethylene glycol  乙二醇  107-21-1 美  

128 Ethylene thiourea  乙硫尿

（亞乙基

硫脲）  

96-45-7 美、歐  

129 Ethylurethane  氨基甲酸

乙酯  
51-79-6 美  

130 Etofenprox  醚菊酯  80844-07-1 美  

131 Fenamiphos  苯線磷  22224-92-6 美  

132 Fenarimol  氯苯嘧啶

醇  
60168-88-9 美  

133 Fenoxaprop-P-ethyl  精惡唑禾

草靈  
71283-80-2 美  

134 Fenoxycarb  苯氧威  72490-01-8 美  

135 Flumetsulam  唑嘧磺草

胺  
98967-40-9 美  

136 Fomesafen sodium  氟磺胺草

醚鈉  

108731-70-

0
美  

137 Fosetyl-Al （Aliette） 三乙膦酸

鋁   
39148-24-8 美  

138 Glufosinate ammonium 草銨膦  77182-82-2 美  

139 HCFC-22  一氯二氟

甲烷  
75-45-6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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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Heptachlor  飛佈達  76-44-8 美、日、我國  

141 Heptachlor epoxide  環氧飛佈

達  
1024-57-3 美、日  

142 Hexachlorobenzene  六氯苯  118-74-1 美、日、我國  

143 Hexachlorocyclopentadi

-ene  

六氯環戊

二烯  
77-47-4 美  

144 Hexane  己烷  110-54-3 美  

145 Hexythiazox  噻蟎酮  78587-05-0 美  

146 Hydrazine  聯胺  302-01-2 美、我國  

147 Isoxaben  N-（3-（1-

乙基-1-

甲基丙

基）-1,2-

唑-5-基）

-2,6-二甲

氧基苯酰

胺  

82558-50-7 美  

148 Lactofen  乳氟禾草

靈  
77501-63-4 美  

149 Lindane  靈丹  58-89-9 美、我國  

150 Methanol  甲醇  67-56-1 美  

151 Methoxychlor  甲氧滴滴

涕  
72-43-5 美、日  

152 Methyl tert-butyl ether 甲基第三

丁基醚  1634-04-4
美、歐盟、  

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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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Metolachlor 

ethanesulfonic acid  

異丙甲草

胺乙磺酸

171118-09-

5
美  

154 Metolachlor oxanilic 

acid  

異丙甲草

胺苯胺羰

酸  

152019-73-

3
美  

155 Molinate  禾草敵  2212-67-1 美  

156 Nitrobenzene  硝基苯  98-95-3 美、我國  

157 Nitroglycerin  硝化甘油 55-63-0 美  

158 N-Methyl-2-pyrrolidone N-甲基

吡咯烷酮
872-50-4 美  

159 N-Nitrosodimethylamin

-e  

N-亞硝

二甲胺

（二甲亞

硝胺）  

62-75-9 美、我國  

160 n-Propylbenzene  丙苯  103-65-1 美  

161 o-Dichlorobenzene  鄰-二氯

苯  
95-50-1 美、我國  

162 o-Toluidine  鄰-甲苯

胺  
95-53-4 美、我國  

163 Oxirane, methyl-  環氧丙烷 75-56-9 美  

164 Oxydemeton-methyl  碸吸磷  301-12-2 美  

165 Oxyfluorfen  乙氧氟草

醚  
42874-03-3 美  

166 Paclobutrazol  多效唑  76738-62-0 美  

167 p-Dichlorobenzene  1,4-二氯 106-46-7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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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168 Pentachlorophenol  五氯酚  87-86-5 美、日、我國  

169 Perchlorate  過氯酸鹽 14797-73-0 美  

170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全氟辛烷

磺酸  
1763-23-1 美、我國  

171 Perfluorooctanoic acid 全氟辛酸 335-67-1 美  

172 Picloram   毒莠定  1918-02-1 美  

173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多氯聯苯
1336-36-3 美、日、我國  

174 Profenofos  丙溴磷  41198-08-7 美  

175 Propetamphos  胺丙畏  31218-83-4 美  

176 Propionic acid  丙酸  79-09-4 美  

177 Pyridate  噠草特  55512-33-9 美  

178 Quinclorac  二氯喹啉

酸  
84087-01-4 美  

179 Quinoline  奎喏林  91-22-5 美  

180 Quizalofop-P-ethyl  精喹禾靈 100646-51-

3
美  

181 RDX  環三次甲

基三硝胺
121-82-4 美  

182 sec-Butylbenzene  仲丁基苯 135-98-8 美  

183 Sodium 

tetrathiocarbonate  

四硫代碳

酸鈉  
7345-69-9 美  

184 Styrene  苯乙烯  100-42-5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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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Sulfosate 草甘膦三

甲基硫鹽
81591-81-3 美  

186 Temephos  雙硫磷  3383-96-8 美  

187 Terbufos  特丁磷  13071-79-9 美  

188 Terbufos sulfone  特丁磷碸 56070-16-7 美  

189 Tetrachloroethylene  四氯乙烯 127-18-4 美、我國  

190 Thiophanate-methyl  甲基多保

淨  
23564-05-8 美  

191 Toluene diisocyanate  二異氰酸

甲苯  
26471-62-5 美、我國  

192 Toxaphene  毒殺芬  8001-35-2 美、日、我國  

193 trans-1,2-Dichloroethyl

-ene 

反-1,2-二

氯乙烯  
156-60-5 美  

194 Trichloroethylene  三氯乙烯 79-01-6 美、我國  

195 Triethylamine  三乙胺  121-44-8 美、我國  

196 Triflumizole  氟菌唑  68694-11-1 美  

197 Trinexapac-ethyl  4-環丙基

甲基-3，

5-二酮環

己烷羧酸

乙酯  

95266-40-3 美  

198 Triphenyltin hydroxide 氫氧化三

苯錫  
76-87-9 美、我國  

199 Vinclozolin  免克寧  50471-44-8 美、日  

200 Xylenes  二甲苯  1330-20-7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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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Ziram 二甲基二

硫胺基甲

酸鋅  

137-30-4 美、日  

202 Dioxins and furans 戴奧辛  1746-01-6 日  

203 Polybromobiphenyl 多溴聯苯 67774-32-7 日  

204 2,4,5-Trichlorophenoxy

acetic acid 

2,4,5-三

氯酚氧乙

酸  

93-76-5 日  

205 Amitrole 殺草強  61-82-5 日  

206 Chlordane 可氯丹  12789-03-6 日  

207 Oxychlordane 氧化可氯

丹  
27304-13-8 日  

208 trans-Nonachlor 反九氯  5103-73-1 日  

209 DDT 滴滴涕  50-29-3 日、我國  

210 DDE and DDD 滴滴依及

滴滴滴  
72-55-9 日  

211 Aldrin 阿特靈  309-00-2 日  

212 Dieldrin 地特靈  60-57-1 日  

213 Mirex 滅蟻樂  2385-85-5 日、我國  

214 Nitrofen 護谷  1836-75-5 日、我國  

215 Tributyltin 三丁基錫 688-73-3 日、我國  

216 Triphenyltin 三苯基錫 892-20-6 日  

217 Alkyl phenol (from C5 

to C9) 

烷基酚  
25154-52-3 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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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yl phenol Octyl 

phenol 

218 Bisphenol A 雙酚 A 80-05-7 日、我國  

219 Dicyclohex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環己

酯  

84-61-7 日、我國  

220 Dichlorophenol 二氯酚  120-83-2 日、我國  

221 Benzophenone 二苯甲酮 119-61-9 日  

222 4-Nitrototoluene 4-硝基苯 99-99-0 日  

223 Octachlorostyrene 八氯苯乙

烯  
29082-74-4 日  

224 Aldicarb 得滅克  116-06-3 日  

225 Benomyl 免賴得  17804-35-2 日  

226 Kepone (Chlordecone) 十氯酮  143-50-0 日、我國  

227 Manzeb (Mancozeb) 鋅錳乃浦 8018-01-7 日  

228 Maneb 錳乃浦  12427-38-2 日  

229 Metiram 免得爛  9006-42-2 日  

230 Fenvalerate 芬化利  51630-58-1 日  

231 Zineb 鋅乃浦  12122-67-7 日  

232 Dipent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戊酯 131-18-0
日、歐盟、  

我國  

233 Dihex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己酯
84-75-3 日、歐盟、  

234 Dipropyl phthalate 鄰苯二甲 131-16-8 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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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二丙酯

235 Cadmium 鎘  7440-43-9 日、我國  

236 Lead 鉛  7439-92-1 日  

237 Mercury 汞  7439-97-6 日、我國  

238 4-Nonylphenol (4-NP) 4-壬基酚 104-40-5 歐  

239 4-Nonylphenoldiethoxy

late (NP2EO) 

4-壬基苯

酚二乙氧

基醇  

20427-84-3 歐  

240 n-Butyl 

p-Hydroxybenzoate 

對羥基苯

甲酸丁酯
94-26-8 歐  

241 n-Propyl-p-Hydroxyben

zoate 

對羥基苯

甲酸丙酯
94-13-3 歐  

242 Methyl 

p-Hydroxybenzoate 

尼泊金甲

酯  
99-76-3 歐  

243 Ethyl-4-Hydrozy-Benzo

ate 

對羥基苯

甲酸乙酯
120-47-8 歐  

244 p-Hydroxybenzoic acid 對羥基苯

甲酸  
99-96-7 歐  

245 2,4-Dihydroxy-Benzoph

enon = 

Resbenzophenone 

2,4-二羥

基二苯甲

酮  

131-56-6 歐  

246 4,4-Dihydroxybenzo-Ph

enon 

4,4-二羥

基二苯甲

酮  

611-99-4 歐  

247 4,4-Dihydroxy-Bipheny 4,4-二羥 92-88-6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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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4,4-Biphenol 基聯苯  

248 Omethoate 歐滅松  1113-02-6 歐  

249 Quinalphos-Chinalphos 拜裕松  13593-03-8 歐  

250 Cyclotetrasiloxane 環四聚二

甲基矽氧

烷  

556-67-2 歐  

251 Boric acid 硼酸  10043-35-3 歐  

252 Chlordimeform 克死蟎  6164-98-3 歐  

253 p-Cresol 對甲酚  106-44-5 歐  

254 2,2-Bis(4-hydroxyphen

yl)-4-Methyl-n-Pentane

2,2-雙  
 

255 2-Hydroxy-4-Methoxy-

Benzophenone 

2-羥基

-4-甲氧

基二苯甲

酮  

131-57-7 歐  

256 4-Nitrophenol 4-硝基苯

酚  
100-02-7 歐  

257 Elsan = 

Dimephenthoate 

稻豐散  
2597-03-7 歐  

258 PCB 1 

(2-Chlorobiphenyl) 

2-氯聯苯
2051-60-7 歐  

259 PCB 2 

(3-Chlorobiphenyl) 

3-氯聯苯
2051-61-8 歐  

260 PCB 3 

(4-Chlorobiphenyl) 

4-氯聯苯
2051-62-9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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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Pyrethrin 除蟲菊素 121-29-9 歐  

262 4-sec-Butylphenol = 

4-(1-Methylpropyl)Phe

nol 

4-仲丁基

苯酚  99-71-8 歐  

263 4-Cyclohexylphenol 4-環己基

苯酚  
1131-60-8 歐  

264 4-Nonylphenoxyacetic 

acid 

(4-壬基

苯氧基)

乙酸  

3115-49-9 歐  

265 Phenol(1,1,3,3-Tetramet

hyl butyl)Octylphenol 

4-(1,1,3,3

-四甲基

辛基)苯

酚  

27193-28-8 歐  

266 Benzophenone-2,(Bp-2)

,2,2’,4,4’-Tetrahydroxy

benzo-Phenone 

2,2’4,4’-

四羥基二

苯甲酮  

131-55-5 歐  

267 2,2’-Dihydroxy-4,4’-Di

methoxybenzopheno 

2,2’-二羥

基 4,4’-

二甲氧基

二苯甲酮

131-54-4 歐  

268 2,2’-Bis(4-Hydroxyphe

nyl)-n-butan = 

Bisphenol B 

雙酚 B 

77-40-7 歐  

269 4-Hydroxybiphenyl = 

4-Phenylphenol 

對苯基苯

酚  
92-69-3 歐  

270 2,2’-Dihydroxybiphenyl 

= 2,2’-Biphenol 

二羥基聯

苯  
1806-29-7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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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3-Benzylidene 

Camphor(3-BC) 

3-亞苄基

樟腦  
15087-24-8 歐  

272 3-(4-Methylbenzylidene

)-Camphor 

3-(對甲

苯基亞甲

基)樟腦  

36861-47-9 歐  

273 p-Coumaric acid (PCA) 對香豆酸 7400-08-0 歐  

274 2-Ethyl-Hexyl-4-Metho

xycinnamate 

4-甲氧基

肉桂酸

-2-乙基

己酯  

5466-77-3 歐  

275 P,p’-DDA 雙(4-氯

苯基)乙

酸  

83-05-6 歐  

276 Biochanin A 鷹嘴豆芽

素 A 
491-80-5 歐  

277 Diisobutyl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二異丁

酯  

84-69-5 歐、我國  

278 Mono-2-Ethyl 

hexylphthalate (MEHP)

鄰苯甲酸

(2-乙基

己基)酯  

4376-20-9 歐、我國  

279 Mono-n-Butylphthalate 鄰苯二甲

酸正丁酯
131-70-4 歐、我國  

280 2,6-cis-Diphenylhexam

ethy1-Cyclotetrasiloxan

e-2,6-cis-[(PhMesio)2(

meSiO)2] 

夸屈矽烷

33204-76-1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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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3,3’-Bis(4-Hydroxyphe

nyl)-Phthalid = 

Phenonlphthalein 

酚酞  

77-09-8 歐  

282 2-[Bis(4- 

Hydroxyphenyl)-Methyl

]-Benzylalkohol = 

Phenolphthalol 

2-二(4-

羥基苯

基)甲基

苄醇  

81-92-5 歐  

283 2,2-Bis(4- 

Hydroxyphenyl)-n-Hex

ane 

2-二(4-

羥基苯

基)-n-己

烷  

14007-30-8 歐  

284 3-Methyl-4-Nitrophenol 3-甲基

-4-硝基

苯酚  

2581-34-2 歐  

285 Cyclophosphamide 環磷醯胺 50-18-0 歐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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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政策投手板刊登問題與回應  

Q1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 (環境荷爾蒙 )管理機制之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07. 六月  2012 09:52 

干擾內分泌之化學品又稱為內分泌干擾物，在我國慣稱為「環境

荷爾蒙」，泛指一些具有類似生物體內荷爾蒙作用之化學物質，可能對

人類健康與生態環境造成危害。  

在眾多內分泌干擾物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針對 21 種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提出管制，由於這些化學物質會經由大氣流佈至各地區，並透

過食物鏈的累積，長期滯留於自然環境中，具有持久性、半揮發性、

生物累積性與高毒性等特徵，極有可能對全球的生態系統與人體健康

造成深遠的影響。因此，國際間透過一系列的協商與會議後於 2001

年通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為全球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管理奠下基礎，該項公約並已於  2004 年 5 月  17 日生效。  

環境荷爾蒙牽涉議題廣泛，行政主管部門相當龐雜，2011 年發生

的塑化劑事件，直接暴露國內環境荷爾蒙管理問題，亟待改善。由於

環境荷爾蒙在環境中流佈複雜，無法以單一法令或單一機關進行管

制，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管理。因此，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於 2010 年完成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之訂定，指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為國內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管理召集機關，由該署召集經濟部、衛

生署、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組成推動小組。  

爰此，本研究於深入探討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及國際發展趨

勢後，據以研提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除整體性建議外，並以溴化阻

燃劑及非屬有機氯之農藥（先進國家已公告為環境荷爾蒙者）為類型，

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作為未來改善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政策之參考。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暸解國內現況：檢視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管理之政策、法令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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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現況。  

(二)、研析國際現況：研析國際組織（聯合國及歐盟）及先進國家（美

國、加拿大、日本）內分泌干擾物管理之發展趨勢及關注議題。  

(三 )、比較國內、外現況：比較分析國內、外內分泌干擾物管理之法

令規範、推動機制、管制策略及執行情形等。  

(四 )、研提政策建議：研提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管理具體可行之政策建

議  

 

人氣(904)｜回應(1) 

文章回應  

123 2012-05-24 14:06:07 

台灣這一塊土地上，加上周邊海域，到底有多少種內分泌干擾物？有

沒有一個大概數字，或列出一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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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您對環境荷爾蒙管理有無任何意見?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07. 六月  2012 09:58 

推薦此篇文章 : 0 

環境荷爾蒙具有干擾動物體內荷爾蒙分泌、代謝及作用之能力，進而

干擾動物體之代謝、生殖及生長發育等生理作用，對我們的生活影響

很大。  

  

  

請問您是否曾聽過「環境荷爾蒙管制計畫」？  

如果沒有聽過，您認為是否需要有相關管制，為什麼？  

  

人氣(844)｜回應(2) 

文章回應  

123 2012-06-12 09:11:17 

"我國環境荷爾蒙管理之權責機關分工已很完整，透過成立跨部會推動

小組可以加速用品、產品、食品及環境等背景抽測監控及宣導。藉由

此計畫推動實施，可有效且迅速進行環境荷爾蒙管理法規強化，減少

環境荷爾蒙物質暴露，降低民眾飲食中暴露風險及確保民眾健康生活

環境，未來仍會加強管制監控，順應世界潮流趨勢與國際接軌。"(環

境荷爾蒙管理計畫 99 年執行成果彙整報告) 

 

"您"認為是否需要有相關管制，為什麼？  

123 2012-06-08 11:07:34 

內分泌干擾物和環境荷爾蒙二件事是一樣的嗎？這裡提出的是一個觀

念 (concept)。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清楚明確的定義？定義不清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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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不能判斷知道，那些東西是，那些不是，要不要，或要如何管制。 

Q3 日常生活中，哪些物品可能含有環境荷爾蒙？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08. 六月  2012 09:35 

推薦此篇文章 : 0 

內分泌干擾物又稱作環境荷爾蒙，例如 DDT、PCBs 與烷基酚類、多

溴聯苯、戴奧辛、塑化劑、有機錫與鉛等。這些化合物可能會在無形

中，經由各種途徑暴露(進入 )至人體。  

  

  

請問您認為下列物品，哪些可能含有環境荷爾蒙 (可複選 )，您在意的

物品又是哪些？   

A.農藥   

B.化妝品   

C.沐浴用品   

D.阻燃劑   

E.殺蟲劑  

F.其他：請自行補充  

   

人氣(862)｜回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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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哪些環境荷爾蒙您較為重視?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11. 六月  2012 10:36 

推薦此篇文章 : 0 

近年來，報章雜誌及媒體時常提到「環境荷爾蒙」一詞，目前已知環

境荷爾蒙至少有 70 種，像是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PCBs 與烷基

酚類、多溴聯苯、雙酚 A、壬基酚、戴奧辛、有機錫與鉛、甚至是部

分農藥如 DDT 等都可稱為環境荷爾蒙。  

  

在眾多之環境荷爾蒙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 21 種各國須

特別注意，強調這些物質極有可能對全球的生態系統與人體健康造成

深遠的影響，並透過 2004 年生效之「斯德哥爾摩公約」予以管制。  

  

目前公約共列管 21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其中 14 種屬有機氯農藥(如

DDT、阿特靈、可氯丹、地特靈等 )、4 種屬嗅化阻燃劑 (四、五、六、

七溴二苯醚)，以及多氯聯苯（PCBs） 戴奧辛（Dioxins）呋喃（Furans）

等。  

  

請問在所有環境荷爾蒙中，哪一類您較為重視?  

為什麼? 

  

人氣(822)｜回應(1) 

文章回應  

古士俠風  2012-06-16 19:44:51 

台灣近二三十年來 為濫用的環境荷爾蒙 ,當屬"生長激素"以及"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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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普遍用於人們所常食用的豬雞等肉類物品當中 . 

其中生長激素導致了媒體所曾多次報導過許多常吃炸雞等速食品的孩

童性早熟的情形發生 ,而抗生素的濫用則導致人們自體免疫力的失調 ,

此更可能與近年來台灣越來越多的過敏兒現象有極大的關聯 ,是以未

來應盡速設法加強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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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環境荷爾蒙可能的暴露 /接觸途徑有哪些?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13. 六月  2012 09:25 

推薦此篇文章 : 0 

  

含環境荷爾蒙的物品，可能經由許多不同管道接觸途徑暴露至人體

中。由於環境荷爾蒙無所不在，且難以分解，會逐漸累積在環境及體

內，當劑量超過人體所能負荷的情況時，可能會對人體造成影響。  

  

請問您認為日常生活中，您暴露 /接觸環境荷爾蒙可能的途徑有哪些

(可複選)? 

 您認為在生活中那些較常接觸？   

  

A 食品本身   

B 食品容器   

C 飲用水  

D 玩具  

E 室內裝修材料  

F 醫療器材  

G 其他：請自行補充  

  

  

人氣(785)｜回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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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關於環境荷爾蒙的影響，您的認識有多少?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13. 六月  2012 09:29 

推薦此篇文章 : 0 

  

不屬於人體自然分泌的環境荷爾蒙，在進入體內後，可能對身體產生

輕重不一的影響。  

  

請問您認為其對人體可能造成的影響有哪些(可複選)？  

 

A.降低生育能力   

B.攝護腺癌發生率上升   

C.乳癌發生率下降   

D.子宮內膜異位症  

E.免疫系統受損  

F.甲狀腺癌發生率增加  

G.過動、學習及行為異常  

H.其他：請自行補充  

  

人氣(760)｜回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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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您是否聽過斯德哥爾摩公約?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15. 六月  2012 11:17 

推薦此篇文章 : 0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具有不易分

解與生物累積性，會對人體及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物質可長距

離傳播到其他從未使用或生產的地區，而威脅到這些地區的生態。  

  

為了減少與消除環境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主導一系列協商與會議，於 2001 年正式通過開放簽署「斯德

哥爾摩公約」並於 2004 年生效。目前公約共列管 21 種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其中 14 種屬有機氯農藥(如 DDT、阿特靈、可氯丹、地特靈等)、

4 種屬溴化阻燃劑(四、五、六、七溴二苯醚)，以及多氯聯苯（PCBs） 戴

奧辛（Dioxins）呋喃（Furans）等。  

  

請問您是否聽過斯德哥爾摩公約？  

  

您知道台灣如何配合公約規範嗎? 

  

人氣(819)｜回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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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您知道溴化阻燃劑也是環境荷爾蒙嗎?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15. 六月  2012 11:25 

推薦此篇文章 : 0 

阻燃劑是一種改善可燃 /易燃塑膠材料燃燒性能的特殊化工助劑，廣泛

應用於如室內建材、傢俱、紡織品、自動控制設備和電子電器等產品。

據統計目前十溴二苯醚占阻燃劑總使用量的 75%以上，其具有環境荷

爾蒙的特性。  

  

  

請問您是否知道溴化阻燃劑也是環境荷爾蒙? 應不應該予以管理，為

什麼?  

  

人氣(813)｜回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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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您知道農藥中也含有環境荷爾蒙嗎?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健康  ｜發表於  18. 六月  2012 15:56 

推薦此篇文章 : 0 

目前已知之環境荷爾蒙約有 70 種，其中 40 餘種為農藥，如除草劑、

殺蟲劑、殺菌劑等，可能都是環境荷爾蒙。  

  

請問您是否知道農藥可能也是環境荷爾蒙? 應不應該予以管理（制）， 

  

為什麼? 

人氣(844)｜回應(1) 

文章回應  

123 2012-06-21 14:01:55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團隊說「目前已知之環境荷爾蒙約有 70 種，其中

40 餘種為農藥」。環保署的「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倒是有一個官方

版「國內環境荷爾蒙管制名單」，上面就列了 104 種環境荷爾蒙，其中

的農藥數一數還有 78 種。  

 

清華大學 PK 環保署，在政府公共政策版面上，有沒有釋放錯誤的訊

息呢？還是要故意考考小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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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近 30 年環境荷爾蒙媒體報導精選 100 則  

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1983/7/15 

聯合

資料

庫  

經濟日

報．02 
社論  

《社論》

從速建

立危害

物質安

全處理

系統  

戴奧辛對於人及環境所造成的危

害可以說是有目共睹，早在幾年

前歐美各國已是人人聞而色變，

鬧得雞犬不寧了。 近行政院衛

生署在台南灣裡和高雄茄萣兩地

電纜燃燒廢棄物及土壤中，發現

含有戴奧辛，引起了人們普遍的

重 視 。  . . .

1995/11/11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記者

李文

輝雙

和報

導  

木柵焚

化爐低

溫焚燒

新黨選

將抗議

指可能

產生世

紀之毒

要求北

市府查

明成立

跨縣市

小組監

督  

台北縣木柵焚化爐五日發生焚燒

溫度不足、可能產生世紀之毒戴

奧辛事件，新黨立委參選人楊世

雄、蔡正揚十日赴台北市木柵焚

化爐抗議，要求市府查明責任並

成 立 跨 縣 市 小 組 監 督 . . .

1998/5/5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10．

國際話

本報

編譯

組楊

環境荷

爾蒙農

藥、塑膠

提起荷爾蒙，大家很容易連想到

控制血液中糖分的胰島素等具正

面形象的物質。但日本人 近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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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題  清順 /

特稿  

類等 ,近

百種列

黑名單  

烈討論的「環境荷爾蒙」卻是指

由外部侵入，妨害生物或人體荷

爾蒙機能的化學物質，正式名稱

為外因性內分泌干擾物質，只需

要 極 少 量 就 可 能  . . .

1998/6/3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本報

駐日

特派

員劉

黎兒  

環境荷

爾蒙為

害  

日本食品及日用品相關業界因為

環境荷爾蒙有影響生殖機能等危

險性，所以將採取對策，以紓解

消費者對於食品及日用品的不

安 。 . . .

1999/6/6 

聯合

資料

庫  

聯合

報．03．

焦點  

記者

丁萬

鳴／

台北

報導  

比利時

畜產品

遭戴奧

辛污染

持續擴

大  經濟

部緊急

應變  我

將禁止

比利時

等國畜

產品進

口  

比利時畜產品遭戴奧辛污染持續

擴大，國內食品安全跟著拉警

報，經濟部長王志剛已指示標準

檢驗局，蒐集相關資料，擬定具

體辦法，防範遭戴奧辛污染的產

品流入，並將於本周內宣布禁止

比 利 時 等 歐 洲 國 家 畜 產 品  . . .

1999/6/8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記者

／張

玉貞  

消費者

關心系

列報導

　之８  

注意成份標示，是否含病變成份

小心狂牛病源爬上臉九八年全球

各化妝品公會在未來注意的方向

中，由於狂牛病、環境荷爾蒙和

香料問題，會產生不良病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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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應，因此被高度關注的化妝品原

料，值得全球使用化妝品者的共

同 關 心 留 意 。 . . .

1999/6/9 

聯合

資料

庫  

經濟日

報．38．

商業脈

動  

記者

蕭君

暉／

台北  

比利時

戴奧辛

事件  77

項貨品

暫停進

口  

經濟部國貿局昨 (8)日公告暫時禁

止進口，比利時蛋製品、乳製品、

動物油脂、禽畜製品及動物飼料

等 77 項貨品。  鑒於比利時禽畜

產品遭戴奧辛嚴重污染，國貿局

依照農委會及標準檢驗局的意

見，決對比利時產品採暫停進口

措 施 。  . . .

1999/6/11 

聯合

資料

庫  

聯合晚

報．04．

話題新

聞  

本報

記者 /

台北

報導  

立委促

設國家

毒物中

心  美報

告顯

示﹕人

體來自

飲食戴

奧辛含

量是焚

化爐的

133 倍  

比利時乳製品遭戴奧辛污染事

件，引起國人關切，立委林耀興

上午指出，根據 1990 年美國的一

項報告顯示，人體來自飲食的戴

奧辛含量是垃圾焚化爐的 1 3 3

倍，但我國卻始終無法有檢驗毒

物污染的標準和能力，只能跟著

別 人 的 腳 步 走 . . .

1999/6/12 

聯合

資料

庫  

聯合

報．06．

生活  

陳英

姿／

台北  

禁止進

口產品  

品名儘

速公布  

戴奧辛

行政院副院長、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主任委員劉兆玄已下令經濟部

儘速將戴奧辛事件禁止進口的產

品品名和進口商列出清單，供消

費者辨認。劉兆玄同時要求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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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污染  針

對危險

商品  消

保會促

設通報

制度  

署檢驗人力協助處理此一緊急事

件 。  . . .

1999/6/13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無  

檢驗戴

奧辛凌

永健「養

兵千日」

新竹：「戴奧辛扼殺生機，在造

成人類滅種的環境荷爾蒙黑名單

中排名第一，在國際公約禁用污

染物中也排名第一，對國人健康

及經濟影響深遠。」 清大化學

系教授凌永健在這次比利時畜產

品遭到戴奧辛污染事件中，雖然

被大批委託檢驗的食品樣品給 . . .

1999/8/14 

聯合

資料

庫  

經濟日

報．04．

綜合要

聞  

記者

白富

美／

台北  

標準檢

驗局局

長  陳佐

鎮 :強化

競爭力  

應建立

標準檢

驗制  標

準國際

化  檢驗

一元化  

度量衡

高科技

化等為

「歐美日等國家經濟和科技能高

度發展，關鍵是他們能夠制訂標

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長陳佐

鎮說：「建立標準和檢驗制度，

才能厚植經濟發展實力，國家也

才能長治久安。」 陳佐鎮日前因

為戴奧辛國家標準，與立委發生

口角，使立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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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發展目

標  

2000/5/6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廠商使

用化學

物質數

量龐大  

目前被疑為環境荷爾蒙約七十種

其中十七種含有毒性 陳權欣／

竹市報導 新竹香山海岸，隨著

季節變化，有三成到九成八的蚵

岩螺被發現有變性傾向，到底這

些蚵岩螺的異變與科學園區每天

排進十萬噸污水進入香山海岸有

無關係，值得學術單位進一步深

入調查 ... 

2000/6/15 

中時

資料

庫  

中時晚

報  
  

紙尿褲

含三丁

基錫致

癌物？

消基會 :

可麗舒  

好奇  含

極微量  

紙尿褲含三丁基錫致癌物？消基

會 :可麗舒好奇  含極微量 李南

燕／台北報導 嬰兒紙尿褲含有

致癌物質三丁基錫 (TBT)？不少

媽媽看到外電報導德國綠色組識

發布的這則恐怖訊息後，紛紛要

求消基會抽驗國內市售品牌 ... 

2001/2/3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陳權

欣／

竹市

報導  

毒牡蠣

案  環保

團體砲

轟  

台灣高檢署為了前一陣子發生的

台灣沿海「毒」牡蠣事件，擬傳

清大教授凌永健等多位教授，以

調查幕後是否存有陰謀，刻意打

擊國內蚵農，對於高檢署的這項

動作，新竹市民間環保團體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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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繼續炮轟，並把焦點轉向環保

署，指責環保署失責 ... 

2001/10/2 

中時

資料

庫  

中時晚

報  

曹以

會／

台北

報導

新環境

荷爾

蒙，雄魚

性錯

亂，54％

河川檢

出壬基

苯酚  

越來越多的化學用品，使得非自

然性的「環境荷爾蒙」破壞生態，

造成自然界性別錯亂。環保署今

天公布一種在台灣河川中新發現

的環境荷爾蒙─壬基苯酚 (NP)，

NP 是工業用清潔劑的代謝物，環

保署針對全 ... 

2002/4/17 

聯合

知識

庫  

民生

報．A3．

今日話

題  

記者

薛荷

玉／

報導  

船舶禁

用含三

丁錫船

底漆  降

低流布

量及對

生態威

脅  TBT 

列港口

海水監

測項目  

本報昨天獨家報導國內七港口的

底泥、海水及魚貝類都檢出環境

荷爾蒙  -- 氧化三丁錫  (TBT)，

環保署昨天針對此回應指出，近

期 內 將 公 告 禁 止 船 舶 使 用 含

TBT 的船底漆，並把  TBT 列為

港口海水、底泥的定期監測項

目，以降低  TBT 在環境  ... 

2002/4/26 

中時

資料

庫  

工商時

報 /科技

情報

(1-6) 

何英

煒／

台北

報導  

國科

會：環境

荷爾蒙

會致癌  

宜立法

管制  

國科會廿五日發表學術研究報

告，中央大學化學系副教授丁望

賢表示，存在週遭環境的部份持

久性微量化學物質 (如壬基苯酚

及 及 非 離 子 型 界 面 活 性 劑

NPEO)，透過食物鏈循環，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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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動物 (包括人類 )產生假性荷爾蒙

影響 ... 

2002/9/1 
光華

雜誌

光華雜

誌  

文‧張

靜茹

資料

提

供：陳

永仁

《環

境荷

爾蒙

管制》

拒絕環

境荷爾

蒙：如何

自保？  

一、少食動物性脂肪：二、避免

接觸含有環境荷爾蒙的物品：

三、減少使用塑膠製品：四、戒

菸與遠離二手菸：五、注意飲用

水安全：六、減少製造垃圾 ... 

2003/8/6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8/社

會脈動  

陳洛

薇／

台北

報導  

壬基苯

酚有害  

環署擬

列管  呼

籲民眾

慎選清

潔劑  以

陰離子

界面活

性劑較

佳  

清潔劑所含的壬基苯酚化學物質

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世界各國

紛紛以法令規範及勸導方式禁止

使用，環保署呼籲國人，購買清

潔劑前務必注意成份標示，選擇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成份的 ... 

2004/5/27 

中時

資料

庫  

工商時

報 14/產

業趨勢  

沈美

幸／

台北

報導  

戴奧辛

事件發

酵  鮮乳

買氣  明

統一鮮乳昨 (二十六 )日出貨量受

戴奧辛事件波及而明顯下降，其

他業者擔心事件若無法快速降

溫，環保署及農委會也不肯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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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顯降溫  公開澄清國內鮮乳戴奧辛含量低

於世界衛生組織安全標準值，勢

必衝擊每年上百億元鮮乳市場買

氣， ... 

2004/6/1 
天下

雜誌

康健雜

誌 第

67 期  

黃惠

如  

食物也

需要風

險管理  

目前正在延燒的是，正在追查真

相的假有機事件和鮮乳含戴奧辛

事件。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

新聞，消費者陷入團團迷霧，到

底應該怎麼買、怎麼吃？「民眾

要有風險的概念，不是有 (毒物 )

就不行，」長年致力於風險評估

研究的台北醫學大學公共 ... 

2004/11/24 

聯合

知識

庫  

民生

報．A2．

新聞前

線  

記者

薛荷

玉／

報導  

環署新

決定  環

境荷爾

蒙  依”

毒物”列

管清潔

劑常見

成分壬

基苯

酚、塑膠

製品塑

化劑鄰

苯二甲

酸等  購

買、使

用、運送

當雌螺雄性化、長出「LP」，當

雄性短吻鱷的生殖器縮短，甚至

無法「嘿咻」，飲用同樣水源的

人們又會變成什麼樣呢？為了管

制台灣環境中流布愈來愈廣的

「環境荷爾蒙」，環保署昨天決

定，將把清潔劑中常有的壬基苯

酚、及作為塑膠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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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將受嚴

格管制  

2005/3/26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李宗

衡、沈

能元

╱台

北報

導  

血袋溶

致癌物  

輸血安

全可慮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凌永健昨警

告，國內捐血中心或民眾自行購

買的儲血袋，會溶出一種塑化劑

(DEHP)環境荷爾蒙，此一塑化劑

已被美國列為致癌物，透過輸

血，可能將此有害物質輸入人體

內。但衛生署表示，國內使用的

血袋都合乎安全標準，不打算禁

用。  

2005/4/16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8/社

會綜合  

黃筱

珮／

台北

報導  

指甲油

毒多多  

有害孕

婦  

五顏六色的指甲油，很多人愛

用。消基會調查發現，指甲油的

成分複雜，有些甚至含環境荷爾

蒙成分，會引發癌症、並會影響

胎兒發展。專家建議，沒事少擦

指甲油；為了胎兒的健康，孕婦

更不宜使用。  

2005/6/17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E2/醫

藥保健  

時報  

《林杰

樑專欄 -

無毒家

園》雙酚

Ａ  讓奶

瓶成為

近環保團體主婦聯盟提出警

告，含有聚碳酸酯 (PC)材質的嬰

兒奶瓶，使用過程可能會釋放有

毒物質雙酚Ａ，不但影響幼兒的

性器官發育，還有可能罹患癌

症。這項消息引起許多父母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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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寶寶殺

手？  

慌，不知道已讓孩子吃到多少毒

素？奶瓶所釋出微量的雙酚Ａ，

真的會傷 ... 

2005/9/27 

聯合

資料

庫  

聯合晚

報．11．

綜合新

聞  

記者

袁世

忠 /台

北報

導  

環署：污

染源要

查  彰縣

農業

局：多次

檢驗土

質  僅少

量戴奧

辛  不足

以造成

污染  

環保署表示，傳出 8 月伸港鄉驗

出鴨蛋含有戴奧辛事件，該署已

經進行分析調查，初步結果發現

周邊的工廠與空氣含量皆符合標

準，污染源為何，還要繼續調查。

環保署空保處指出，立委質疑戴

奧辛管制標準， 近已經訂出，

會列入 新的  ... 

2005/9/30 

中時

資料

庫  

工商時

報 A15/

產業透

視  

曾憲

文／

台北

報導  

環保署

將管制

溴化阻

燃劑  

歐 盟 明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RoHS(危害物質管制指令 )，我國

環保署也不遑多讓，研擬將廣泛

使用於電子電器產品、家用產

品、塑膠製品、紡織品、建築材

料及汽車內裝等的溴化阻燃劑進

行管制，計畫將八溴二苯醚及五

溴二苯醚納入管制名單；近期討

論通過後，將正式公告為列管

毒 ... 

2005/10/24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6．

生活．  

記者

孟祥

傑／

台北

環署研

議  列第

四類毒

化物  

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副

處長袁紹英表示，壬基苯酚已證

實為一種環境荷爾蒙，可能造成

河川內雄魚雌性化，環保署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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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報導  議將壬基苯酚列為第四類毒化

物，即要報備產程使用情形。 環

保署環境檢驗所曾針對阿公店

溪、員林大排、新竹  ... 

2005/10/25 

中時

資料

庫  

工商時

報 A14/

產業趨

勢  

曾憲

文／

台北

報導  

環署揮

大刀  塑

膠業受

衝擊  

DEHP、

DOP 將

列第一

類毒性

化學物

質使用

用途受

限制，將

衝擊南

亞與聯

成石等

主要生

產商，大

洋等數

百家下

游也深

受影

響。  

環保署即將嚴格管制鄰苯二甲酸

二 (2-乙基己基 )酯 (DEHP)及鄰苯

二甲酸二辛酯 (DOP)，這二項將列

管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限制

其使用用途。這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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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05/11/7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連線

報導  

河魚驗

出毒物

恐致癌  

國內化學物質污染河川問題日益

嚴重，且逐漸入侵食物鏈。環保

署環境檢驗所去年起針對全台六

條河川及三條河川出海口進行魚

體樣品分析，在六十件樣本中全

部驗出具有致癌物質的多溴二苯

醚 (PBDEs)，若這些河魚經由食物

鏈進入人體，長期累積有致癌危

機。 ... 

2006/2/28 

聯合

資料

庫  

聯合

報．

A11．話

題  

記者

施靜

茹／

台北

報導  

防堵戴

奧辛食

品  訂預

警值監

測  衛署

參考歐

盟標準  

針對

肉、乳

品、蛋、

魚貝、油

脂訂定

預警值  

一發現

超量即

通報處

置  三月

中實施  

衛生署決定，食品中含戴奧辛預

警值將在三月中旬上路，希望提

供「食品安全報馬仔」，以應付

層不出窮的食品含戴奧辛事件，

為消費者把關。 國內發生戴奧辛

鴨蛋，和進口荷蘭豬肉、豬內臟

疑似遭戴奧辛污染事件，都曾引

起消費者恐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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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06/5/16 

中時

資料

庫  

中時電

子報社

會  

  

清潔劑

原料壬

基酚  環

保署將

公告列

管  

市售清潔劑內含壬基酚，環保署

將列毒性化學物質全面列管！環

保署指出，目前市面上許多工業

及民生常用的清潔劑內，含有一

種名為「壬基酚」 (NP)的物質，

由於壬基酚結構與動物體內雌性

激素結構類似，具有干擾內分泌

系統特性，將使雄魚雌性化為中

性魚，已被歸屬為環境荷爾蒙物

質 ... 

2006/8/22 公視 公視  公視  

吃魚肝

油保健

小心吃

入戴奧

辛  

.. 不過您可要特別注意，根據環

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和清大合作，

檢驗市售  ... 您可能不  知道，食

用這些魚油類產品，也會讓您吃

下環境荷爾蒙、戴奧辛。  

2006/10/23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6/社

會脈動  

朱武

智／

台北

報導  

市售清

潔劑  三

成三「壬

基酚」過

量 (2-1)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抽驗市售清

潔劑，三十三件洗衣、浴廁、洗

碗等家用清潔劑中，發現十一件

「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類物質」

(NPnEO)含量超過歐盟所訂○‧一

％規範，約占三成三。  

2006/12/9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C2．

基隆要

聞  

記者

阮南

輝／

基隆

報導  

海大研

究：淡水

河口很

毒  底泥

多氯聯

笨、殺蟲

劑濃  可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環境化學與生

態研究所所長龔國慶， 近完成

淡水河及河口海域的環境荷爾蒙

研究，發現海底底泥所含的多氯

聯笨、殺蟲劑的濃度，可能干擾

到魚類基因。 龔國慶強調，這份

研究報告主要是提醒政府注意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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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能干擾

魚類基

因  

境荷爾蒙對生態  ... 

2007/5/4 

聯合

知識

庫  

經濟日

報．A6．

國際新

聞  

編譯

劉煥

彥／

綜合

舊金

山三

日電  

喬布斯

推綠化  

不種毒

蘋果  向

環保團

體求和  

將淘汰

有毒生

產原料  

回收老

舊的電

腦與

iPod 產

品  

為化解環保人士的批評與指控，

蘋果公司執行長喬布斯 2 日特別

在公司網站發表題為「A Greener 

Apple」的公開信，詳細說明蘋果

即將採行的環保措施。 喬布斯在

信中提到兩項主要措施，第一是

蘋果將逐步淘汰生產中使用的兩

種有毒化學物  ... 

2007/6/1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8．

生活  

記者

朱淑

娟／

台北

報導  

市售清

潔劑  8

月起禁

含壬基

酚毒性

化學物  

歐盟兩

年前起

設限  環

署近日

公告禁

許多家用洗衣精、洗碗精含「壬

基酚聚乙氧基醇類 (NPEO)」，民

眾天天用，卻不知這種化學物質

會干擾內分泌系統。環保署近日

將公告 NPEO、以及壬基酚 (NP)

兩項為毒性化學物質。預計從八

月起，市售清潔劑不得含 NPEO、

N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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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用  環品

會：食品

用清洗

劑也該

管制  

2007/7/5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5．

話題  

記者

陳惠

惠、朱

淑

娟、陳

若齡

／台

北報

導  

壬基苯

酚  我列

毒化物 8

月起含

量不得

超過

0.1% 

壬基苯酚 (NP)的危害性已經證

實，環保署近日將公告為「毒性

化學物質」，管制用途與含量。

NP 用途中與民眾 有關係的就

是清潔劑，環保署預計八月起，

規定民生用清潔劑壬基苯酚含量

不得超過百分之零點一，衛生署

也將比照歐盟  ... 

2007/7/13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 1/要

聞  

【林

倖妃

／台

北報

導】

保護 3 歲

以下孩

子  明年

開罰  幼

童玩具

禁塑化

劑  

...塑膠玩具常含有塑化劑─「鄰苯

二甲酸二辛酯」(DOP)，有傷害肝

臟、引發氣喘和神經炎之虞，環

保署全面禁止三歲以下幼童玩具

含該成分。九十七年一月開始，

只要查獲， 重可處五百萬元罰

鍰。 ... 

2007/7/20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15．

生活．  

記者

韋麗

文 /台

北報

導  

奶瓶刮

傷  易溶

出雙酚

A 

PC 奶瓶傳出雙酚 A 危機，衛生署

指出，雙酚 A 是環境荷爾蒙，但

尚未被環保署列為毒性物質，由

於聚合不完全的 PC 容器，容易溶

出雙酚 A，建議家長，拆封 PC 奶

瓶時，先以熱水反覆沖洗，使用

中避免刮傷，刮傷的奶瓶較容易



我國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管理機制之研究 

274 

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溶出雙酚 A 成分。  ... 

2007/10/24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6．

生活．  

記者

李承

宇、高

國珍

／台

北報

導  

明年起

清潔劑

禁用壬

基酚  

環保專家昨天強烈呼籲，少用清

潔 劑 ， 因 為 它 形 成 的 壬 基 酚

(Nonylphenol, NP)，會影響生殖

器發育，例如令雄體雌性化、精

蟲數降低、甚至雄風大受影響。

化妝品、清潔劑、避孕用的殺精

劑原料，及其製造過程中的廢液

排放經生物分解  ... 

2007/11/29 

中時

資料

庫  

工商時

報 A10/

國際經

濟  

林國

賓／

綜合

外電

報導  

環保電

子企業

評鑑  任

天堂抱

鴨蛋  

環保電

子大廠

由索尼

愛立信

與三星

並列，得

分均為

7.7 分。

環保團體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周二

公布全球一線電子大廠的 新環

保評鑑報告，索尼愛立信與三星

在總分十分的評分中均拿到七‧

七的高分，並列全球「 環保的

電子公司」，微軟與任天堂則因

電玩主機產品含 ... 

2007/12/18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8/生

活新聞  

林倖

妃／

台北

報導

明年起  

清潔劑

禁含壬

基酚  

壬基酚、壬基酚聚乙氧基醇具有

干擾內分泌系統特性，在環境中

不易分解，並有生物循環蓄積作

用。環保署昨天公告，明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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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開始禁用於家用清潔劑。環保團

體認為，國內推動環境荷爾蒙清

除運動多年來終於踏出第一步。

2008/1/7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 2/焦

點新聞  

黃庭

郁、林

倖妃

／台

北報

導  

禁用？  

環署近

期跨部

會研商  

學者研究發現塑化劑可能危害下

一代，環保署說明，雖然已將鄰

苯二甲酸二酯 (DEHP)和鄰苯二

甲酸二丁酯 (DBP)列為毒性化學

物質，近期仍將進行跨部會研

商，討論是否進一步管制。 ... 

2008/1/30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林倖

妃／

台北

報導  

易污染

環境  止

痛藥抗

生素將

列管  

國人愛吃藥，環保署委託台大研

究發現，解熱鎮痛葯和抗生素使

用量 大，結果不但污染環境，

甚至流布在環境中，造成人體內

分泌失調、生出畸胎或導致癌

症。由於各國開始注意類似新興

污染物危害，環保署擬納管，制

定放流水標準。  

2008/3/11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8．

生活．  

記者

陳惠

惠／

台北

報導  

干擾內

分泌化

粧品  將

禁止添

加

DOP 鄰

苯二甲

酸二辛

酯  能讓

香水香

更久  指

衛生署昨天宣布，未來禁止化粧

品添加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辛

酯 (DOP)」；官員說，DOP 能讓

香水香氣更持久、指甲油延展性

更好，但會干擾內分泌系統。 環

保署年初將鄰苯二甲酸二辛酯列

為疑似環境荷爾蒙物質，並邀集

衛生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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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甲油延

展性更

好  

2008/4/2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8．

生活．  

記者

林韋

任／

台北

報導  

可塑劑

超量 5 公

仔  別讓

娃娃含

著玩  標

檢局抽

驗發現  

環境荷

爾蒙超

標  干擾

內分泌

易不孕  

神畫公

仔鉛鉻

過量傷

肝腎  統

一超商

已下架  

近年公仔玩具大為流行，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抽檢市售公仔玩具，

發 現 包 括 統 一 超 商 「 HELLO 

KITTY 角色扮演公仔」、全家「好

神公仔」、萊爾富的「我們這一

家」公仔等五種玩具含有過量可

塑劑，如果幼兒放進嘴裡啃咬，

可能影響健康。   ... 

2008/5/25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甯瑋

瑜╱

台北

報導  

洗面乳  

環境荷

爾蒙設

限  

環 境 荷 爾 蒙 「 壬 基 苯 酚 」

(Nonylphenol，簡稱 NP)可能傷害

兒童生殖系統。繼衛生署限制洗

碗劑所含 NP 上限濃度，不得超

過 0.1%後，日前再預告將洗面

乳、沐浴乳，一併納入上限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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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範圍內， 快下月中公告實施。

2008/5/27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 10/

生活新

聞  

陳怡

妏／

台北

報導  

露華濃

一款指

甲油  驗

出毒素  

市售香水、指甲油可能含毒素「塑

化劑」，愛美女性購買要當心。

台北市衛生局今年首度專案稽查

化粧品是否摻塑化劑，抽驗十

件，五件驗出有毒，不合格率高

達五成；知名品牌露華濃的指甲

油也在不合格名單中。  

2008/7/2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8/生

活新聞  

林家

群／

北縣

報導

「沙拉

脫」界面

活性劑  

超量 44

倍  

老牌碗盤洗潔劑「沙拉脫」，被

台北縣衛生局驗出「壬基苯酚聚

乙氧基醇類」的界面活性劑，含

量高出法定標準數值四十四倍，

可能造成男子精蟲數量下降、女

性不孕，青少年及兒童性早熟。

2008/8/1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鄭智

仁╱

台北

報導  

2 浴廁清

潔劑含

禁藥  恐

不孕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消基會昨發

布家用清潔劑檢測報告，發現愛

買自有品牌浴廁洗潔劑與威靈頓

浴廁洗潔劑均驗出環保署公告禁

用的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類，累積

體內恐導致乳癌、畸胎或不孕症

等。愛買及生產威靈頓產品的弘

輝貿易都承諾會先下架，消費者

只要留有瓶子，不限製造日期，

都可免費退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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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08/11/11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8．

生活．  

記者

李樹

人 /台

北報

導  

化妝品

禁添加

“鄰苯二

甲酸二

辛酯”98

年 5 月管

制生

效！小

心香味

過濃化

妝品、香

水、髮膠

長期使

用女生

性早

熟、男生

影響生

殖能力  

有些人買化妝品、保養品時，總

喜歡味道濃郁的產品，但皮膚科

醫師警告，這類產品可能含有鄰

苯 二 甲 酸 二 辛 酯

(Di-no-octylphthalate) ， 長 期 使

用，女生可能性早熟，男生恐將

影響生生殖能力。 為了保障民眾

健康，衛生署 近公告，「化妝

品禁添加“鄰苯二甲酸二辛酯” ...

2008/12/6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8/生

活新聞  

張翠

芬、唐

鎮宇

／台

北報

導  

殘害

「生」機

學者：早

該列管  

環保署計畫將雙酚Ａ列管為第四

類毒性化學物質，林口長庚臨床

毒物科主任林杰樑表示，在今年

九月美國發表的醫學研究發現，

成人體內所含的雙酚Ａ濃度越

高，罹患心臟病、糖尿病、肝病

等慢性疾病的風險越大，這種毒

物「政府早就該管了」！  



附錄 

279 

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09/2/9 公視 公視  公視  

我們的

島 2009-

11. 有

毒塑膠

(492)(小

量壓片 ) 

- 公視

網路商

城 -產品

明細  

 ... 這裡面添加 多的是鄰苯二

甲酸酯類，這種物質被 WHO 公

告為一種環境荷爾蒙， 具有雌性

荷爾蒙的作用，累積在體內會干

擾人體的內分泌系統。  

2009/2/13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連線

報導  

致癌毒

農藥  

300 噸流

市  

台中檢警昨破獲歷年來 大宗的

黑心農藥集團，當場查獲上萬包

成品、上百公噸原料。該不法集

團進口國內已禁用九年、會造成

畸胎及致癌的劇毒農藥原料「三

苯醋錫」，混合其他原料製成「掰

掰」、「蝨淨」、「尚驚」等品

牌黑心農藥，透過農藥行銷台灣

各地，時間長達近三年，不法獲

利上億元，估計至少有三百公噸

毒農藥用於全台農作物。 ... 

2009/3/19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8．

生活．  

記者

沈明

川 /台

北報

導  

圍兜北

市抽驗  

1 成不合

格  

為瞭解市售嬰幼兒用圍兜 (含口

水兜 )的品質及安全性，標準檢驗

局赴各大賣場、百貨公司及嬰幼

兒用品專賣店抽驗 20 件兒童圍

兜商品，檢測結果品質不符合項

目計有「游離甲醛」1 件、「鄰

苯二甲酸酯類可塑劑」1 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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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合格率達 10%；另  ... 

2009/6/27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王玉

樹╱

台北

報導  

27%兒

童泳圈

超標  須

下架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昨公布市售兒

童用游泳圈抽驗結果，十五件由

台北縣市賣場、嬰幼兒用品店等

通路購得的樣品中，有四件、約

兩成七被檢出可塑劑超標， 高

一件含量超過標準值兩百四十九

倍，可塑劑可能干擾兒童內分泌

導致性別發育錯亂，標檢局已下

令違規產品下架。  

2009/7/30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

A12．生

活．  

記者

劉開

元 /台

北報

導  

奶瓶、眼

鏡鏡片

等皆為

製品雙

酚 A 列

毒物  

經常被使用在嬰兒奶瓶、兒童玩

具、汽車零件、眼鏡鏡片等商品

上的常見化工原料「雙酚 A」，

由於已證實會干擾動物體內的內

分泌激素調節機制，是具有環境

荷爾蒙特性的化學物質，環保署

明天  (7 月 31 日 )正式公告將雙酚

A 納入第四類毒性  ... 

2009/8/7 

聯合

知識

庫  

Upaper．

6．焦點  

記者

曾懿

晴  

可怕！

玩具贈

品可塑

劑  超標

280 倍  

消基會與經濟部標檢局共同檢測

市售糖果、果凍、飲料等零食所

附贈的玩具，其中 2 款卻驗出 11

萬 6 千至 28 萬 ppm(百萬分之一 )

的超高量可塑劑，為國家標準的

上百倍。  消基會與標檢局今年 6

月在全台大賣場、百貨、早餐店

等地採樣 40 件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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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09/8/7 

聯合

知識

庫  

Upaper．

6．焦點  

記者

曾懿

晴  

布希鞋

恐含致

癌物  將

訂標準  

鞋子吹起塑膠流行風，為防止可

塑劑透過皮膚接觸進入人體，經

濟部標檢局正著手修訂塑膠鞋國

家標準，限制可塑劑及致癌化合

物含量。標檢局副局長莊素琴表

示， 慢年底前就會完成。 布希

鞋、塑膠雨鞋、人字拖、藍白拖

等塑膠鞋全球熱  ... 

2009/10/14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

A13．醫

藥焦點  

記者

劉開

元 /台

北報

導  

賣場免

洗餐具

驚傳過

量雙酚

A！環境

荷爾蒙  

遇熱會

溶出，不

利人體

健康！  

環保署今年 7 月公告列管雙酚 A

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這種具

有環境荷爾蒙性質的化工原料，

原被認為與一般民眾關係不大，

但環保署 近抽驗大賣場，竟發

現一件市售免洗餐具含有過量雙

酚 A，遇熱會溶出，不利人體健

康。  盛裝熱食  應使  ... 

2009/11/1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7．

焦點  

記者

劉開

元  

管制環

境荷爾

蒙大作

戰  環署

召開〝環

境荷爾

蒙管制

論壇〞  

署長沈

世宏：展

環境荷爾蒙無所不在，由於醫學

研究已證實，環境荷爾蒙是造成

女性子宮內膜異位症、乳癌、男

生精蟲減少、睪丸癌，嬰幼兒發

育遲緩等疾病的主要原因。多位

學者專家一致呼籲政府應成立跨

部會小組，預先擬訂必要防範措

施，並建立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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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開跨部

會合作  

研訂防

範機制  

2010/5/13 華視 華視  華視  

家事手

套 1 成 3

驗出可

塑劑 -華

視新聞

網  

 ... 小心環境荷爾蒙，跟著手套跑

進你的皮膚裡，消基會調查市面

上賣的家事手套，發現  有 1 成

3，驗出可塑劑，也就是環境荷爾

蒙，尤其碰到油膩膩的廚房  ... 

2010/5/28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張勵

德、楊

桂

華、楊

芷茜

╱台

北報

導  

加倍潔

洗衣乳  

賣場下

架  

環保署昨公布家用清潔劑檢測結

果，每月銷量約七、八萬包的加

倍潔 SOPP 殺菌去霉超濃縮洗衣

乳 (兩公斤裝、澄菊花香 )，被檢出

含超量環境荷爾蒙，產品中的壬

基酚聚乙氧基醇成分隨廢水流入

環境，可能透過食物鏈被人體吸

收、破壞生殖系統。環保署要求

業者下架回收，賣場即日起接受

消費者退換貨。  

2010/7/28 

聯合

知識

庫  

世界日

報．

A07．美

聞 (二 ) 

編譯

中心

綜合

波特

蘭 27

日電  

沃爾

瑪、麥當

勞、

KFC、郵

局…四

成收據  

含過量

雙酚 A 

美國環保組織「環境工作團」27

日指出，包括沃爾瑪、麥當勞知

名美國業者開給消費者的收據，

驗出含有過量的雙酚 A(BPA)。

雙酚 A 是一種環境荷爾蒙，如果

塑膠容器因為含有雙酚 A 而溶到

食物、飲料中，長期接觸可能嚴

重擾亂人體激素分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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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10/8/7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6．

生活．  

記者

曾懿

晴、陳

曼儂

／台

北報

導  

業者：進

口來源

難查 

環署：要

求感熱

紙訂檢

測標準  

環保署毒管處處長林建輝表示，

過去國內從未作過環保署毒管處

檢測，周四得知美國環境工作組

織調查後，立即發文給經濟部標

檢局，建議標檢局針對熱感應收

據訂定雙酚 A 檢測標準。 國內業

者表示，幾乎沒有生產相關的感

熱紙，大多  ... 

2010/8/10 公視 公視  公視  

微波塑

膠餐盒

恐吃下

有害塑

化劑  

... 要注意了，因為用來裝微波食

品容器，可能會因為加熱，讓包

裝材料中的塑化劑  溶出，污染食

物，由於塑化劑是一種環境荷爾

蒙，把這種化學物質吃  ... 

2010/8/2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

A15．綜

合．  

記者

鄭惠

仁／

台南

報導  

多用

PVC 橡

皮擦有

毒  影響

生殖發

育  台南

社大檢

驗 11 廠

牌  僅兩

家合格  

PVC 內

的塑化

劑、重金

屬安定

劑  恐怕

台南市社區大學 近檢驗十一種

廠牌的橡皮擦，僅兩家使用符合

環保的橡膠材質，其餘都使用Ｐ

ＶＣ，內含危害學童的塑化劑及

重金屬安定劑，且ＰＶＣ經焚化

後會產生戴奧辛等有毒物質。台

南市社大要求政府比照玩具規範

橡皮擦。  台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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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出  促

比照玩

具規範  

2010/9/19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

A10．綜

合．  

記者

鄭朝

陽／

專題

報導  

洗腎、點

滴…軟

管、軟袋

含致癌

物？  

PVC 醫

療用品  

大量使

用塑化

劑  溶入

人體  會

干擾內

分泌、導

致生長

遲緩  專

家建議

限用  並

生產替

代品  

ＰＶＣ是目前醫療用品使用 普

遍的塑膠材質，血袋、點滴管、

洗腎用的透析導管…都是ＰＶＣ

做的。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凌永

健指出，由於ＰＶＣ用品大量使

用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酯 (ＤＥ

ＨＰ )，在打點滴、插管、洗腎時，

塑化劑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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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10/10/16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王玉

樹、朱

正

庭、蔡

惠如

╱台

北報

導】  

玩具可

塑劑超

標  恐致

男童雌

性化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昨公布市售兒

童玩具檢驗結果，52 件樣本中，

有高達 11 件、約 2 成 1 的玩具所

含「可塑劑」超標，超標玩具販

售地點涵蓋知名賣場與書店，其

中一款在台中愛買量販店販售的

「洗澡缸玩具組」甚至超標 387

倍，標檢局形容「很嚴重」，可

塑劑接觸過多有致癌危險，已要

求廠商回收下架。  

2010/10/1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6．

生活．  

記者

曾懿

晴、施

靜茹

／台

北報

導  

嬰兒用

品先設

限  台灣

暫不跟

進  要等

毒理確

定  

環保署毒管處處長林建輝表示，

環保署去年將雙酚Ａ列第四類管

制毒性化學物，屬於毒性尚未明

確確立的疑似毒性物質。在國際

貿易同步進行前提下，因目前僅

有加拿大將雙酚Ａ列為毒物，「一

旦雙酚Ａ毒理確立，台灣也會跟

進。」  衛生署  ... 

2010/10/25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7．

話題．  

記者

鄭朝

陽／

專題

報導  

環境荷

爾蒙殺

人  政府

坐視  民

間緝凶  

生活掃

毒行動

聯盟  將

主動檢

測市售

生活用品、飲食裡充斥著塑化

劑、重金屬等危害健康的「環境

荷爾蒙」，提高人體致癌風險。

愈來愈多的下一代出現過動、罹

患罕見疾病等現象，環境品質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謝英士、清華大

學化學系教授凌永健等人正發起

成立「生活掃毒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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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產品毒

物含量  

呼籲全

民自救  

督促政

府正視  

2010/11/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B1．

北市．運

動．  

記者

曾懿

晴、施

靜茹

／台

北報

導  

醫材檢

出塑化

劑  環團

籲列管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與清華大學

化學系凌永健教授昨天公布醫療

器材塑化劑含量，調查發現，血

袋、點滴、營養輸注套等 9 件塑

膠醫療器材中，6 件檢出環境荷

爾蒙鄰苯二甲酸酯類，呼籲政府

訂定產品環境荷爾蒙成分國家標

準。  衛生署食品藥  ... 

2011/2/13 公視 公視  公視  

客家電

視台 CH 

17 

 ... 現在很流行外帶熱咖啡，不少

人會從紙杯上的塑膠小孔直接對

嘴喝，但是 近有專家  提出警

告，這類塑膠杯蓋上都有環境荷

爾蒙雙酚 A，如果長期累積  ... 

2011/5/24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1．

要聞．  

記者

施靜

茹／

台北

報導  

全球第

一宗  添

加塑化

劑  悅

氏、

Taiwan 

yes、

SunKist

都列名  

國內首次發現不肖廠商在食品添

加物起雲劑裡，違法加入有害健

康的塑化劑「鄰苯二甲酸 (2─乙基

己基 )酯」 (ＤＥＨＰ )，導致多家

知名運動飲料及果汁、酵素飲品

污染，並流入市面。 清華大學化

學系教授凌永健指出，這應是全

球首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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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飲料大

污染  喝

1 瓶就超

標  

2011/5/26 
天下

雜誌

天下雜

誌  

夏傳

位  

遠離環

境荷爾

蒙  

於只要極細微的含量，就足以產

生荷爾蒙干擾作用，損害人體機

能，因此被稱之為「內分泌干擾

物 質 」  (Endocrine Disrupter 

Sub-stance，簡稱ＥＤＳ )，又俗

稱「環境荷爾蒙」。這是一場觀

念大革命。過去各國政府都全力

防範高劑量、急毒 ... 

2011/5/27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4．

塑化劑

食品污

染風暴． 

記者

徐如

宜、中

央社

／高

雄報

導  

醫師：兒

童青少

年應體

檢  

塑化劑事件還在擴散，不知有多

少飲品、食品受到影響。財團法

人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重新

推動「喝白開水運動」，呼籲民

眾正視健康，喝白開水才是正

道。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呼籲政府

應啟動善後機制，清理市場並考

慮兒童體檢，  ... 

2011/5/29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3．

焦點．  

記者

張嘉

芳／

台北

報導  

六種塑

化劑  列

食品常

規抽驗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下月起，

將 DEHP、DINP 等六種常見塑化

物，列為食品常規抽檢項目，及

食品安全年度稽查重點。專家表

示，這些塑化劑都屬環境荷爾

蒙，又以 DEHP 毒性 強。成功

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李俊璋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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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30 
蘋果

日報

即時新

聞  

無  

玩具及

民生用

品  學者

建議訂

標準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學者建議，經

濟部應訂立標準且強制檢驗，要

求業者製作或進口玩具、童鞋、

文具、化妝品、食品器具、容器、

包裝等民生用品時，須合乎檢驗

標準才能販售。再者，學者也指

出，政府應仿照歐、美、日等國

家，大規模從出生世代長期追蹤

調查研究，廣泛了解環境塑化劑

等環境荷爾蒙對下一代健康的長

期影響。台灣公共衛生學會今天

中午召開記者會，邀請陽明大學

醫學院副院長陳美蓮、台大醫院

環境及職業醫學科教授郭育良、

成功大  

2011/6/6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2． 

焦

點．社

論  

《社論》

黃淑英

為何

擋？沈

世宏為

何放？  

環保署曾兩度要將 DEHP 改列為

第一類毒物， 後都無疾而終。

藍營立委近日揭露，因民進黨立

委黃淑英在環保署公聽會上發言

力阻，使這項塑化劑無法納入有

效管理追蹤致貽患全台。黃淑英

則反駁，公聽會發言沒有約束

力， 後決策權  ... 

2011/6/9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6．

焦點．  

記者

劉開

元／

台北

報導  

除了塑

毒還有

什麼毒

害？  環

團呼籲

食品含塑化劑風波如滾雪球般越

滾越大，使許多下游攤商感嘆生

計難以為計。多名學者專家、民

代及環團人士，上午呼籲環保署

應「溯源管制」塑化劑，應將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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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源頭

管！環

署：石綿

3 年內禁

後年

PVC、

PVDC 保

鮮膜禁  

化劑、雙酚 A、石綿都一律列為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並儘

快禁用 PVC、PVDC ... 

2011/6/11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記者

陳嘉

恩   

河泥塑

化劑含

量  5 年

飆 4 倍  

台灣長期濫用塑膠，使環境中塑

化劑污染嚴重。環保署去年委託

成功大學研究基金會，針對國內

11 條河川進行毒化物分析，發現

淡水河本流、大漢溪和新店溪底

泥中塑化劑 DEHP 含量，比 5 年

前飆高 4 倍。專家呼籲，應盡快

提高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勿再把

民生污水排入河川，民眾也應避

免食用淡水魚的魚皮和脂肪。  

2011/6/21 公視 公視  公視  

食安會

議決議

推動食

品履歷

制度  

... 衛生署表示，包裝飲用水很容

易一次大量飲用，可能造成較大

危害，而嬰幼兒則是受  環境荷爾

蒙影響的高危險群，因此這兩項

食品有必要先訂出限量  ... 

2011/6/22 公視 公視  公視  

塑化劑

列管升

級塑膠

業反彈

大  

... 環保署毒管處長林建輝：「它

主 要 是 對 那 個 生 殖 能 力 ( 影

響 )，跟那個環境荷爾蒙的部分，

我們會限制或禁止它的使用用

途。」 不過比起甲醯胺，塑化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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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20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8．

醫藥‧生

活．  

記者

李樹

人／

台北

報導  

環署：塑

化劑改

列第一

類毒物  

含有

DNOP

成分的

兒童玩

具、泳

圈，今起

下架，甲

醯胺調

整為禁

用於製

造 14 歲

以下兒

童用

品、塑膠

地墊。  

行政院塑化劑跨部會專案小組今

天舉行 後一次會議，環保署也

趕在今天公告 22 種鄰苯二甲酸

酯類 (塑化劑 )為列管有毒性化學

物質。讓國人聞之色變的 DEHP，

更是從第四類的不確定毒性，改

列至第一類不易分解，以及第二

類慢毒性等毒性  ... 

2011/7/21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A6/生

活新聞  

侯俐

安／

台北

報導

泳圈、橡

皮擦含

DNOP 

即日下

架  26 種

塑化劑

列管  兒

童玩

具、用

環保署昨天完成公告，將廿六種

鄰苯二甲酸酯類 (塑化劑 )、常用於

塑膠地墊的甲醯胺、農藥中的安

殺番全列為有毒性化學物質。今

天開始，含 DNOP 及甲醯胺的兒

童玩具、兒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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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塑膠

地墊是

重點  面

膜、指甲

油、膠囊

可用  但

須符規

定  

2011/8/25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綜合

報導  

NIKE 

UNIQLO 

14 品牌

衣鞋含

毒物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前天公布

「 時 尚 之 毒 2 」 調 查 報 告 ，

CONVERSE、耐吉 (NIKE)、阿迪

達斯 (adidas)、優衣庫 (UNIQLO)

等 14 家國際知名服飾品牌，其 T

恤、運動衣、鞋等遭檢出含毒害

生殖系統的化學物質 NPE，不合

格率高達 6 成 7。國內目前雖無

此物質在服飾類的管制標準，但

標檢局表示將進行抽測。  

2011/10/8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 C2/雲

嘉南新

聞  

洪榮

志／

台南

報導

有毒物

總酚  超

標二倍

多  南市

環團：烏

山頭集

水區地

下水恐

致癌  

長期關注烏山頭水庫水源區保育

工作的台南市環保團體，日前在

水庫集水區採取地下水送檢驗

後，意外發現水中可能致癌的有

毒物質總酚，竟然超過管制值二

倍多；保育人士擔心該區地下水

已遭污染，要求環保單位調查並

清除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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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11/10/17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3．

焦點．  

本報

記者

劉惠

敏  

美耐皿

釋毒  要

不要用  

該怎麼

用  還不

快管  

衛生署抽驗市售美耐皿產品，多

數合格，不易溶出三聚氰胺有毒

物，民間檢測結果卻大相逕庭。

台灣處處可見美耐皿，飲食文化

又少不了熱騰騰的湯，能不慎

嗎？  台灣是塑膠王國，幾乎無

「塑」不在，即便是食用餐具、

食品容器，也多用塑膠  ... 

2011/10/31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8．

生活醫

藥  

記者

劉開

元／

台北

報導  

台灣河

川藏毒  

恐致癌

傷智力  

主要河

川檢出

多溴二

苯醚  學

者籲提

升管制

等級  環

署：待進

一步研

究  

繼環保署把塑化劑提升毒化物管

制等級後，多名學者今天呼籲環

保署提升多溴二苯醚  (PBDEs)的

管制等級，因為這種環境荷爾蒙

已被大量使用在電子電器、塑膠

製品、防火建材及紡織品中，連

國內主要河川的底泥及魚體，都

有檢出高濃度的  ... 

2011/11/1 

中時

資料

庫  

中國時

報版

位：E3/

消費／

醫藥保

健  

李宗

祐／

台北

報導】

環境荷

爾蒙入

侵  全台

河川都

遭殃  首

份全國

環保署昨日首度公布全台河川環

境荷爾蒙調查報告，全台 30 條河

川都被檢測出環境荷爾蒙，塑化

劑 DEHP 和溴化阻燃劑檢出率和

檢出濃度 高。學者警告，長期

曝露在環境荷爾蒙偏高的毒性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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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環境荷

爾蒙調

查報告

出爐  

DEHP 與

溴化阻

燃劑檢

出率及

濃度俱

高  

境下，除了 ... 

2011/11/1 

聯合

知識

庫  

經濟日

報．

A16．座

談會．  

李正

宗／

撰稿  

持久性

有機污

染物管

制  成全

球趨勢  

POPs 公

約列管

22 種化

學物質  

台灣各

項執行

成果漸

見成效  

應加強

教育宣

導了解

重要性  

積極管制  消除 POPs 污染  林建

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處

長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OPs)具

有全球遷移性，會造成跨國界污

染，國際上十分重視，許多先進

國家已針對 POPs 及含 POPs 物

品進行管制，包括源頭開採、限

／禁用、產品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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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11/11/4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王玉

樹、許

佳惠

╱台

北報

導  

感熱紙  

含雙酚

A 將下

架開罰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日前抽驗民眾

常會接觸到的 ATM 明細表、航空

與車票票券及傳真紙等感熱紙，

發現逾六成傳真紙含環境荷爾蒙

雙酚Ａ，長期接觸恐致癌，標檢

局研議多時後，初步決定明年三

月十五日起將全面禁用含雙酚 A

的有毒發票等感熱紙，一旦檢

出，將下架銷毀，且 高可處製

造業者兩百萬元罰鍰。  

2011/12/1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6．

生活  

記者

曾雅

玲／

台北

報導  

業者明

年前改

進  推環

保熱水

瓶  省電

無毒  

環保署昨天舉行公聽會，檢討電

熱水瓶的環保標章，會中要求業

者在明年底前，提升電熱水瓶的

省電效率達一成五以上，外觀限

用溴化物的隔熱塗料，內襯禁用

含氯塑膠套件，確保安全。 環保

署管考處處長袁紹英表示，據台

電推算，全台共  ... 

2012/1/30 
蘋果

日報

蘋果日

報  

記者

王玉

樹   

新竹台

中水質  

檢出微

量塑化

劑  

除致癌物超標，環保署去年也首

度在新竹與台中的四個淨水場檢

出微量塑化劑，環保署表示將盡

快研議將塑化劑列入《飲用水水

質標準》管制項目。環團則要求

環保署找出塑化劑源頭。  

2012/3/17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A6．

生活  

記者

陳智

華／

台北

塑化

劑、雙酚

Ａ  恐傷

心肝腎  

一項研究發現，雙酚Ａ及常見的

五種塑化劑，有類似的毒理基因

特性，除可能引發生殖系統腫瘤

等疾病，對心、肝、腎也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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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報導  傷害，建議環保署應該嚴格管制

塑化劑及雙酚 A，並且在用品上

增列警語。 高雄醫學大學環境醫

學研究中心教授  ... 

2012/10/23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9．

都會生

活  

記者

劉開

元／

台北

報導  

河川雙

酚Ａ污

染高  專

家示警  

多名學者專家上午在環保署舉辦

的研討會中表示，環境荷爾蒙及

持久性污染物在國內流布廣泛，

國內 30 條主要河川幾乎都可見

可氯丹、毒殺氛、鄰苯二甲酸酯、

多溴二苯醚等毒性有害物質，其

中壬基酚、雙酚 A 污染 嚴重，

從河川底泥偵測出  ... 

2012/11/20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晚

報．A3．

話題  

記者

林進

修／

台北

報導  

毒管

處：新衣

好洗

了再穿  

醫師：應

訂定

NPE 檢

驗標準  

綠色和平組織檢出多家知名服飾

品牌，殘留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NPE)、塑化劑、致癌芳香胺及多

種有毒或有害化學物質。台北榮

民總醫院職業病暨毒藥物防治中

心主治醫師蔡維禎認為，一旦長

期接觸，恐怕對健康造成傷害，

建議政府應制訂  ... 

2012/11/26 

聯合

知識

庫  

Upaper．

2．焦點  

記者

吳淑

君  

拜託別

再噴除

草劑 ! 

媽媽不

安  官員

有感  

有百草枯之稱的巴拉刈，是世界

用量第 2 大的除草劑。除草劑很

毒，它會改變環境荷爾蒙改變生

物，污染土壤、水質；超過 120

個國家使用，也有 20 多個國家禁

用，或嚴格限制使用，在台灣它

仍是合法用藥，但宜蘭縣政府要

率先在非農業區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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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時間  來源 版面  作者 標題  內文導讀  

 

2012/12/07 

聯合

知識

庫  

聯合

報．B2．

北市綜

合新聞  

記者

莊琇

閔／

台北

報導  

推動綠

色水庫  

翡管局

獲永續

發展獎  

劉銘龍表示，未來將強化水源水

量、水質源頭保護工作，持續與

水源區中央及地方權管機關共同

合作，持續聯合稽查污染源、推

動劃設水庫保護帶以涵養水源，

以及茶園合理化施肥、水源區使

用環保標章無磷清潔劑、農藥與

肥料控管與劃設飲用水保護區等

各項防治工作。  

像針對在水庫上游新北市石碇區

的永安社區，發送經環保署認證

的環保標章無磷清潔劑，宣導社

區所有住家全面改用無磷的環保

清潔劑，以減少該地區排放水中

的 磷 與 環 境 荷 爾 蒙 等 物 質 含

量。…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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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應對照表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一、  有關管理機制之探討，應有整

體之考量，並應針對部會分

工、法規建置及管制策略提出

建言。並請說明未來如何評估

政策可行性，評估時請說明是

否遷就現行行政架構或跳脫

現行架構。  

將 依 規 劃 於 對 管理機制之探

討、部會分工、法規建置、政

策可行性及管制策略提出詳細

建議於期末報告。  

二、  請補充各先進國家干擾內分

泌之化學品（EDC）管理政

策、策略、法令研析等，並綜

整說明可供我國借鏡之處。另

加拿大為第一個對雙酚 A

（BPA）管制及禁用之國家，

請探討其管理之背景原因。  

已彙整並說明聯合國、美國、

歐盟、日本及加拿大等先進國

家之環境荷爾蒙管理政策、管

理機制、相關分析於期中報

告，歸納統整可借鑒處於建議

事項中；已掌握加國對於雙酚

A 管制及禁用之相關資訊，將

針對其管理之背景原因提出探

討成果於期末報告。  

三、  關於國際組織或各先進國家

對 EDC 之管理現況資料蒐

集，宜再深入探討其源頭、商

品末端之管理及環境流佈調

查之內容。  

已蒐集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之

干擾內分泌之化學品（EDC）

現況資料，說明其立法邏輯與

源頭管理機制於期中報告，至

於產品終端管理及環境流佈調

查，各國目前多未有具體的政

策文獻資料，大部分只針對特

定物質的檢測報告，商品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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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與環境流佈調查差

距甚遠，將補充說明於期末報

告。  

四、  建議本研究後續可就我國及

各國管制措施之內容進行比

較研析，並應就所提出之初步

建議事項與相關主管機關多

作溝通，以確認相關建議事項

之可實施性。  

將依規劃研析比較國內與國外

管制措施，並利用深入訪談機

會，就提出之初步建議事項，

與相關主管機關溝通，以確認

建議事項之可行性。  

五、  關於溴化阻燃劑（BFRs）部

分，目前僅針對多溴二苯醚

（PBDEs），仍有其他 BFRs

未納入，請補充。此外，關於

各項建議，應回歸法規面，提

出法規管理建議。  

非多溴二苯醚之溴化阻燃劑，

如多溴聯苯，因已禁止生產多

年 ， 故 較 無 急 迫 納 入 本 研 究

中 ， 其 餘 諸 如 四 溴 雙 酚 A

（TBBPA）在經過歐盟長期的

評估過後，目前依然尚未被列

入限用管制物質，六溴環丙烷

十 二 烷 （ HBCD） 雖 已 被 證 實

其潛在毒性，但目前未被先進

國家列入管制。計畫主要依據

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對溴化

阻燃劑只管制多溴二苯醚，且

國內使用普遍，因此以多溴二

苯醚為重點管制目標。  



附錄 

299 

六、  關於非屬有機氯農藥部分，建

請先探討目前農委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在農藥管理之流

程及登記情形，再考量如何切

入管理屬疑似 EDC 者。  

感謝指導。將先彙整農委會防

檢局對農藥管理之相關流程及

登記情形，尤其是疑似 EDC 物

質的特殊考量，再針對管理方

式提出建議於期末報告。  

七、  目前以學研界、大眾媒體、

NGO、產業界、官員及民意

代表為對象舉辦專家學者座

談會，以蒐集意見，請說明對

於不同意見如何進行整合或

處理。  

先彙整與會專家學者之發言重

點 ， 依 其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性 分

類，將其意見作可行性、急緩

性 及 重 要 性 分 析 ， 歸 納 整 理

後，併入期末報。  

八、  初步研究發現及建議部分，應

補充或修正項目，說明如下：

(一 ) 研究發現內容稍顯簡

略，建議期末報告中應再予充

實。  

(二 ) 本計畫預定進行之深度

訪談及焦點座談時程略有延

宕，請儘速規劃相關細節並據

以辦理，以免延誤計畫執行期

程。  

(三 ) 期末報告中關於建議事

項部分，請分「立即可行建議」

及「中長期建議」兩類，採表

格或條列方式臚列敘明，各項

建議均應列明主辦及協辦機

關。  

 

 

(一 )將加入持續發現之內容於

期 末 報 告 ， 以 充 實 內 容 。

131651561651               

(二 )已積極籌備第三場次專家

學者座談會 ， 並 安 排 深度訪

談，將依計畫執行期程完成報

告 。 3111561421321321321531

ㄎ 

(三 )感謝指導。會將建議事項

分「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

期建議」兩類，採表格方式臚

列敘明；各項建議將列明對應

之主辦及協辦機關於期末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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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期中報告部分格式及文字錯  

漏處，請予以補正，說明如  

下：  

(一 ) 有關年份之表示，報告

中西元年與民國年混用（如

P.2 第 2 列、P.22 第 5 列及頁

下註 20、P.90 第 1 段及第 2

段各年度為民國年，其餘各處

均為西元年），建議應予以一

致化。  

(二) Endocrine disrupters 請修

正為 Endocrine disruptors。  

現 於 歐 盟 英 文 文 件 ，

Endocrine disruptors 詞則常

出現在美國或日本之文件。期

末報告中兩詞將並列並說明

於第一次出現處，之後則統一

以  Endocrine disruptors 表示

(三) P.72～73，圖 4-1～4-3 之

圖例不清楚。  

(四) P.66，頁下註 38 及 39 似

有缺漏。  

(五 ) 本文中多處頁下註標示

格式錯誤（註 35、40、44、

88、89、94）。  

 

 

 

(一 )感謝指導。將修正有關年

份之表示，全文改為西元格式

於期末報告。  

 

 

 

(二 ) 內 分 泌 干 擾 物 之 英 文 原

文， Endocrine disrupters 詞常

出 現 於 歐 盟 英 文 文 件 ，

Endocrine disruptors 詞則常出

現在美國或日本之文件。期末

報告中兩詞將並列並說明於第

一次出現處 ， 之 後 則 統 一 以  

Endocrine disruptors 表示。 

(三 )將 重 新 插 入 清 晰 圖 例 於 期

末報告。 

(四)將 補 充缺漏於期 末 報 告。

頁下註 38 及 39 似有缺漏。  

(五)將修正格式於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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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  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  

一、時間：102 年 1 月 17 日下午 2 時  

二、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樓第一研討室  

三、主席：廖處長麗娟                 記錄：呂雅雯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  

李教授俊璋（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蔡教授詩偉（國

立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顧洋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工系）（依姓氏筆劃排列）  

機關代表：  

鄭科長春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黃科

長鈺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饒科長玉珍（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陳專員淑如（經濟部商業司）  

研究小組成員：  

凌教授永健（研究計畫主持人）、謝董事長英士（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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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研究助理卓勳、鄭研究助理佾展  

本會列席人員：  

莊副處長麗蘭、林科長嘉琪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李教授俊璋（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1、應補充說明政策建議與專家諮詢會議及特定人士深入訪談紀錄

之連結性。  

2、部分名詞翻譯與醫學相關建議採用常用之翻譯名詞有出入，例

如：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

體」，建議修正之。  

3 政策建議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橫向聯繫及資料彙整統籌管

理之設計較為缺乏，建議予以補充。  

4、專有名詞仍建議以內分泌干擾物（環境荷爾蒙）較為正式，並

可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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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 5-2 各項政策建議之主協辦機關，建議再檢討增列目的用途

主管機關。  

6、表 5-2 有關「建立產、官、學、研合作模式，投入合理之人力

與經費，強化環境荷爾蒙之管理」，建議主協辦機關應增列經

濟部、衛生署、內政部及農委會等各自負責推動， 後彙整統

籌評估分析才由環保署負責。  

7、第二章第一節有關環境荷爾蒙危害，建議納入胰臟病變，如糖

尿病、胰島素阻抗等。  

8、P.14 倒數第 4 行「2011 年」4 月應修正為「2009 年」。  

9、P.19 文獻部分未標註 Meeker 之研究文獻，請修正。  

10、圖 3-2 與表 3-3 之環境荷爾蒙清單內容似不一致，請說明其原

因為何？  

（二）蔡教授詩偉（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1、建議應明確討論及定義不同政府部門的角色及分工。  

2、請補充說明立即可行、中期及長期政策建議，是否有具體適合

的執行時間。  

3、建議可以自保護消費者的角度，思考可行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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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議可以思考萬一有類似塑化劑的事件再次發生，政府的管理

機制如何緊急應變。  

5、建議思考政策擬定上，如何鼓勵業界使用相關的替代品（除了

非屬有機氯農藥之外）。  

6、建議思考政策擬定上，如何落實專屬的認證標章。  

7、P.123 所列參考文獻，與本文中近 100 份資料引用似有不同，建

議考慮修正。  

（三）顧洋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1、各國對於環境荷爾蒙管理之進度及內容各有特色，應可探討其

管制背景，並建議對各國提出簡要研析意見。  

2、研究建議如有涉及部會權責及法規管制部分，如國內環境荷爾

蒙優先建議清單，建議仍應由主政機關評估其可行性。  

3、建議補充有關環境荷爾蒙管理與一般化學品、毒性物質管理之

關連性。  

4、建議補充座談會及深度訪談紀錄，與相關結論或建議事項的關

連性。  

（四）行政院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鄭科長春菊：  



附錄 

305 

1、有關跨部會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本署將持續滾動檢討修正。  

2、「訂定化學品管理法之可行性與架構」之中期政策建議，本署認

為不可行，登錄化學品各項資料是龐大並具有專業性之工作，

本簡報僅增加工作，卻未成立專責機關及搭配充足預算，除非

我國成立化學物質專責管理機構，佐以充分人力及預算，才能

結合跨部會共同管理化學品，以保障國人健康。  

3、P.22 簡報政策建議之立即可行，有關加強各項家用農藥及個人

護理用品之檢驗措施，主管機關應為農委會。請修正。  

4、「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關等

方式擴增管理能量」之長期建議，值逢環境資源部組織再造，

建議成立化學品專責單位，可改為立即可行之建議，而非長期

建議。  

5、本署修正毒管法係接收化學物質資訊，要降低消費者健康危害

風險，必須透過各部會法規管制才能達成，不能單靠一項法規

就足以防範。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科長鈺婷：  

1、研究內容多具參考價值，惟針對目前各國對於已確認為環境荷

爾蒙物質之化學品，建議可再增加研究各國採行之管制措施為

何，如降低濃度、禁用、限制使用等，增加整個研究之深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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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性，俾作為研擬後續管理政策重要參考依據。  

2、建議可再多採納國內相關化學品管理法規規定、許可使用情形

及市場現況運作量等資料一併研究討論，以更貼近目前實際狀

況。  

3、第五章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中第三節溴化阻燃劑及非屬有機氯

之農藥之具體管理措施建議即為政策建議一部份，建議可整併

至第二節政策建議中。  

4、基於建立國內環境荷爾蒙優先評估清單意見確實值得參考，惟

清單篩選方式建議應更謹慎，如第一優先篩選清單中「三福林」

國內已無相關農藥產品，是否仍要投入人力經費予以評估可值

得再討論。  

5、針對輔導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機氯農藥之替代品部分，是否合

理可行值得質疑，建議調整為對於干擾內分泌農藥尋找替代性

藥劑，以符合本計畫重點。  

6、針對非屬有機氯農藥建議應進行環境荷爾蒙評估討論和篩選機

制值得參考，惟是否必要於「農藥諮議會」中再增添一小組或

於現行架構中「毒理組」即可執行評估事宜則可再考量，另環

境用藥與個人護理用品涉及不同單位主管事宜，僅建議於農藥

諮議會架構下設置評估機制周延性似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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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關描述「農藥」相關名詞部份建議可再斟酌，如「非屬有機

氯之農藥」已經包含目前所使用之農藥，而依據本計畫性質，

建議修正為「干擾內分泌農藥」或「環境荷爾蒙農藥」等。又

如「家用農藥」一詞所指為何?是否即為環境用藥？建議應釐清

後予以斟酌修正。  

8、各國提出進行環境荷爾蒙評估化學品，是否即為環境荷爾蒙？

建議應釐清斟酌修正計畫中文字。  

（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饒科長玉珍：  

1、從近 20 年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中尚可發現，臺灣管理政策習慣

參考國外做法，將日本、美國及歐盟的環境荷爾蒙管理資訊混

在一起討論，但並未深究各國作法與立法邏輯不盡相同之事

實。目前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思維偏向防止原則，請增列建議

未來我國應如何將預警原則及預防原則置於適當之處。另請提

出我國篩選環境荷爾蒙清單之評估機制及程序之建議作法，並

補充說明歐美日篩選出之 終環境荷爾蒙清單該如何列入我

國觀察名單之評估機制及程序。  

2、由於國內化學品之應用範圍廣泛，其管理上應從來源、風險性、

純度、合法性、流向、生命週期、回收再利用、廢棄物處理等

多面向整體考量，依研究報告（p98），媒體反映「目前國內流

通化學品約 6.4 萬種，其中僅有 298 種毒性化學物質受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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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在這些受到「關注」的毒化物中，高達 99.5%化學物質

僅以末端監控或以商品標示法及檢驗法標示內容。」，事實上，

目前環保署雖已訂定毒管物質之原料限制值，惟該毒管物質是

否添加於何種商品之資訊尚缺乏，在源頭管理與業務專責機構

之關連性及後端管理機制於本研究計畫分析不足，請再補充說

明各相關部會之配套具體作法。  

（七）本會意見：  

1、有關第四章我國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由於「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101 年 11 月 1 日經行政院第 3321

次院會決議通過，並函請立法院審議，建請將此次修正方向及

重點納入討論。  

2、第四章第四節綜合評析，提及從管制及行政成本的考量，修訂

現有法規（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會比制定新法相對容易且

可行；但第五章政策建議卻提出訂定我國「化學品管理法」之

建議，兩者說法似有矛盾，建議予以調整。  

3、第四章及第五章均提及國內對於「法規影響評估機制」之觀念

欠缺，致使可能導致許多不合理、高成本、低效益的法規被制

訂，此說法過於籠統不清，建議以具體實例加以說明。  

4、第五章第三節「溴化阻燃劑與非屬有機氯農藥具體措施」內容

過於簡略，且與第二節政策建議有所重複，建議予以整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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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政策建議予以分類（整體性建議、溴化阻燃劑與非屬有機氯

農藥具體措施），再依不同類別臚列說明各項建議，以利後續

參採執行之參考。  

5、立即可行政策建議（八）協助評估非屬有機氯農藥替代品之可

能性，與長期政策建議（二）輔導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機氯農

藥之替代品，上開兩項建議內容相似，建請加以整併。  

6、附錄請納入本案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應表。  

7、附錄十二請轉為直式，以利閱讀，並建議將重點彙整置放於本

文或座談會及訪談紀錄前。其他格式或文字疏漏，請依本會「委

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委託研究期末報告印製格式相關規定

修正之。  

八、研究小組說明：  

  有關資料修訂部分，研究團隊將參考與會學者專家、機關代表及

委託單位所提供建議進行補充或修正；另錯漏字亦會一併更正。  

九、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各位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撥冗出席本次審查會，與會貴

賓所提的各項寶貴建議意見，請研究團隊參酌採納，儘速修訂研究報

告初稿，並於 1 個月後送本會，俾便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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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散會（下午 3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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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應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李教授俊璋：  

1、應補充說明政策建議與專家諮

詢會議及特定人士深入訪談紀錄

之連結性。  

2、部分名詞翻譯與醫學相關建議

採用常用之翻譯名詞有出入，例

如：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

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體」，建

議修正之。  

3 政策建議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橫向聯繫及資料彙整統籌管理

之設計較為缺乏，建議予以補充。

名詞有出入，例如：receptor 研究

4、專有名詞仍建議以內分泌干擾

物（環境荷爾蒙）較為正式，並可

與國際接軌。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

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體」，建

議修正之。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

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體」，建

議修正之。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

 

1、增加列表 5-2 說明各次專家座

談會、深度訪談與政策建議之連

結性，以強化政策建議根據。  

2、已參考國內醫學相關文獻，修

正醫學翻譯名詞。名詞有出入，

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

為「受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

體」，建議修正之。  

3、增加圖示 5-2 說明政策建議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橫向聯繫

及資料彙整統籌管理之設計。  

4、本研究彙整座談會及深入訪談

各方意見而做出環境荷爾蒙（內

分泌干擾物）之結論建議，其中

11 位專家及學者建議以「環境荷

爾蒙」，3 位專家及學者則推薦以

「內分泌干擾物」較，另有 2 位

專家及學者提出「環境內分泌干

擾物」以概括兩者之特性，基於

大多數專家學者較傾向於使用環

境荷爾蒙一詞，又為顧及學術精

準性故以內分泌干擾物作為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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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體」，建

議修正之。  

5、表 5-2 各項政策建議之主協辦

機關，建議再檢討增列目的用途主

管機關。  

6、表 5-2 有關「建立產、官、學、

研合作模式，投入合理之人力與經

費，強化環境荷爾蒙之管理」，建

議主協辦機關應增列經濟部、衛生

署、內政部及農委會等各自負責推

動， 後彙整統籌評估分析才由環

保署負責。  

7、第二章第一節有關環境荷爾蒙

危害，建議納入胰臟病變，如糖尿

病、胰島素阻抗等。  

8、P.14 倒數第 4 行「2011 年」4

月應修正為「2009 年」。  

9、P.19 文獻部分未標註 Meeker

之研究文獻，請修正。  

10、圖 3-2 與表 3-3 之環境荷爾蒙

清單內容似不一致，請說明其原因

為何？  

補充說明以示之。  

5、增列目的用途主管機關於表

5-2、5-3 及 5-4。5-2 說明政策建

議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6、增添圖示 5-2 說明政策建議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橫向聯繫

及資料彙整統籌管理之設計。名

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

報告內翻譯為「受器」，但醫學上

常用為「受體」，建議修正之。名

詞有出入，例如：receptor 研究。 

7、增添相關文獻及說明於修訂本

於第二章第一節。名詞有出入，

例如：receptor 研究  

8、已修正。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  

9、已修正。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  

10、表 3-3 中歐盟環境荷爾蒙清

單為第一版，主要針對較具急迫

性或具有明確科學證據之環境荷

爾蒙物質做彙整及管制，故其數

量與圖 3-2 之篩選程序所顯示數

量有所落差。  

蔡教授詩偉：  

1、建議應明確討論及定義不同政

府部門的角色及分工。  

 

1、增添圖示 5-2 說明政策建議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橫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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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補充說明立即可行、中期及

長期政策建議，是否有具體適合的

執行時間。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器」

3、建議可以自保護消費者的角

度，思考可行的政策建議。名詞有

出入，例如：recep 

4、建議可以思考萬一有類似塑化

劑的事件再次發生，政府的管理機

制如何緊急應變。  

5、建議思考政策擬定上，如何鼓

勵業界使用相關的替代品（除了非

屬有機氯農藥之外）。  

6、建議思考政策擬定上，如何落

實專屬的認證標章。  

7、P.123 所列參考文獻，與本文中

近 100 份資料引用似有不同，建議

考慮修正。  

及資料彙整統籌管理之設計。  

2、立即可行政策建議規劃為 1

至 2 年，中期政策建議規劃為 3

至 4 年，長期政策建議則為 5 年

以上。  

3、立即可行建議第 2、4 項，即

從消費者之角度評估後做出可行

性之建議。  

4、增加圖示 5-2 說明政府管理緊

急應變機制。名器」，但醫學上常

用為「受體」，建議修  

5、本研究以整體性政策研究為主

題，相關具體施政措施應由主管

機關依其規定規劃細項及執行。  

6、於立即可行建議第 4 項加入環

保認證標章之規劃。  

7、已修正。  

顧洋教授：  

1、各國對於環境荷爾蒙管理之進

度及內容各有特色，應可探討其管

制背景，並建議對各國提出簡要研

析意見。  

2、研究建議如有涉及部會權責及

法規管制部分，如國內環境荷爾蒙

優先建議清單，建議仍應由主政機

關評估其可行性。  

 

1、已彙整相關研析意見於第三

章，表 3-1。名詞有出入，例如：

receptor 研究報告內翻譯為「受

器」，但醫學上常用為「受   

2、政策建議乃經專家座談會及深

度訪談後形成，僅供為主政機關

之執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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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補充有關環境荷爾蒙管理

與一般化學品、毒性物質管理之關

連性。  

4、建議補充座談會及深度訪談紀

錄，與相關結論或建議事項的關連

性。  

3、增列圖示 4-4 說明環境荷爾蒙

管理與一般化學品、毒性物質管

理之關連性。詞「受器」，但醫學  

4、增加列表 5-2 說明各次專家座

談會、深度訪談與政策建議之連

結性，以強化政策建議根據。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

理處鄭科長春菊：  

1、有關跨部會環境荷爾蒙管理計

畫，本署將持續滾動檢討修正。  

2、「訂定化學品管理法之可行性與

架構」之中期政策建議，本署認為

不可行，登錄化學品各項資料是龐

大並具有專業性之工作，本簡報僅

增加工作，卻未成立專責機關及搭

配充足預算，除非我國成立化學物

質專責管理機構，佐以充分人力及

預算，才能結合跨部會共同管理化

學品，以保障國人健康。  

3、 P.22 簡報政策建議之立即可

行，有關加強各項家用農藥及個人

護理用品之檢驗措施，主管機關應

為農委會。請修正。環境荷爾蒙新

聞觀察中尚可發現，臺灣管理政策

4、「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

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關等方

式擴增管理能量」之長期建議，值

逢環境資源部組織再造，建議成立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

理處鄭科長春菊：  

1、知悉。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中

尚可發現本、  

2、於政策長期建議第 1 項，說明

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

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關等

方式擴增管理能量。5-2 說明政

策建議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5-2 說明政策建議對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5-2 說明政策建議對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5-2 說明政策

建議對各目的事業主管  

3、家用農藥包含環境衛生用藥及

一般家用之農藥，如除草劑等，

其主管機關分別為環保署與農委

會，個人護理用品其主管機關包

括經濟部與衛生署。  

4、經可能性評估後參考立法委員

田秋堇女士之建議，於立即可行

政策建議第 3 項，增修成立行政

院直屬化學品管理辦公室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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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專責單位，可改為立即可行

之建議，而非長期建議。  

5、本署修正毒管法係接收化學物

質資訊，要降低消費者健康危害風

險，必須透過各部會法規管制才能

達成，不能單靠一項法規就足以防

範。  

以應對短期之內管理力道及人力

不足之困境。 

5、知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黃科長鈺婷：  

1、研究內容多具參考價值，惟針

對目前各國對於已確認為環境荷

爾蒙物質之化學品，建議可再增加

研究各國採行之管制措施為何，如

降低濃度、禁用、限制使用等，增

加整個研究之深度與可參考性，俾

作為研擬後續管理政策重要參考

依據。  

2、建議可再多採納國內相關化學

品管理法規規定、許可使用情形及

市場現況運作量等資料一併研究

討論，以更貼近目前實際狀況。  

3、第五章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中

第三節溴化阻燃劑及非屬有機氯

之農藥之具體管理措施建議即為

政策建議一部份，建議可整併至第

二節政策建議中。  

4、基於建立國內環境荷爾蒙優先

評估清單意見確實值得參考，惟清

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中尚可發

現，臺灣管理政策習慣參考國外  

1、本研究於第三章以詳述各國針

對環境荷爾蒙所採取之相關作

為，其中美國及日本還處於評估

篩選階段，故無相關管制措施，

聯合國、歐盟及加拿大管制內容

則已納入期末報告中，其中對美

國及加拿大於溴化阻燃劑之管制

措施敘述甚多。  

2、第四章詳述國內化學品管理相

關法規規定，並以此加強與主題

之關聯性，其餘相關實際作為宜

由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  

3、併整第三節溴化阻燃劑及非屬

有機氯之農藥之具體管理措施建

議於第二節政策建議。依據需求

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增加

約聘  

4、針對國外已有完整研究之環境

荷爾蒙物質，國內可將人力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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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篩選方式建議應更謹慎，如第一

優先篩選清單中「三福林」國內已

無相關農藥產品，是否仍要投入人

力經費予以評估可值得再討論。  

5、針對輔導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

機氯農藥之替代品部分，是否合理

可行值得質疑，建議調整為對於干

擾內分泌農藥尋找替代性藥劑，以

符合本計畫重點。  

6、針對非屬有機氯農藥建議應進

行環境荷爾蒙評估討論和篩選機

制值得參考，惟是否必要於「農藥

諮議會」中再增添一小組或於現行

架構中「毒理組」即可執行評估事

宜則可再考量，另環境用藥與個人

護理用品涉及不同單位主管事

宜，僅建議於農藥諮議會架構下設

置評估機制周延性似有不足。  

7、有關描述「農藥」相關名詞部

份建議可再斟酌，如「非屬有機氯

之農藥」已經包含目前所使用之農

藥，而依據本計畫性質，建議修正

為「干擾內分泌農藥」或「環境荷

爾蒙農藥」等。又如「家用農藥」

一詞所指為何 ?是否即為環境用

藥？建議應釐清後予以斟酌修正。

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中尚可發

現，臺灣管理政策習慣參考國外做

8、各國提出進行環境荷爾蒙評估

投入執行暴露量、風險評估等原

則性之篩選評估程序，即可進行

相關之管制措施。謝機關之橫向

聯繫及資料彙整統籌管理之設計  

5、調整為對於干擾內分泌農藥尋

找替代性藥劑。謝謝指教。增加

圖示 5-2 說明政策建議對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橫向聯繫及資料

彙整統籌管理之設  

6、增修環境荷爾蒙項目於現行架

構之毒理組之工作內容，即可執

行評估。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中

尚可發現，臺灣管理政策習慣參

考國外做法，將日本、環境荷爾

蒙新聞觀察中尚可發現，臺灣管

理政策習慣參考國外做法，將日

本、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中尚可

發現，臺灣管理政策習慣參考國  

7、關於「非屬有機氯之農藥」為

委託單位所指定之主題，本研究

可無法任意更動調整，期末報告

參考國外文獻之非屬有機氯農藥

泛指有機磷、氨基甲酸鹽與除蟲

菊精等及日常生活中常用且可能

干擾內分泌之農藥。「家用農藥」

包含環境衛生用藥及用途為一般

家庭用途之農藥與個人護理用

品，如除草劑等。環境荷爾蒙新、 

8、各國正在評估中之化學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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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是否即為環境荷爾蒙？建

議應釐清斟酌修正計畫中文字。  

必為環境荷爾蒙，須待評估結果

方能確認。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饒科長玉珍：  

1、從近 20 年環境荷爾蒙新聞觀察

中尚可發現，臺灣管理政策習慣參

考國外做法，將日本、美國及歐盟

的環境荷爾蒙管理資訊混在一起

討論，但並未深究各國作法與立法

邏輯不盡相同之事實。目前我國環

境荷爾蒙管理思維偏向防制原

則，請增列建議未來我國應如何將

預警原則及預防原則置於適當之

處。另請提出我國篩選環境荷爾蒙

清單之評估機制及程序之建議作

法，並補充說明歐美日篩選出之

終環境荷爾蒙清單該如何列入我

國觀察名單之評估機制及程序。  

2、由於國內化學品之應用範圍廣

泛，其管理上應從來源、風險性、

純度、合法性、流向、生命週期、

回收再利用、廢棄物處理等多面向

整體考量，依研究報告（p98），媒

體反映「目前國內流通化學品約

6.4 萬種，其中僅有 298 種毒性化

學物質受到政府監管，在這些受到

「關注」的毒化物中，高達 99.5%

化學物質僅以末端監控或以商品

標示法及檢驗法標示內容。」，事

 

1、已闡明預警原則與預防原則之

分配於第五章政策建議，其中訂

定我國化學品管理法與參照歐盟

REACH 註冊 /登記程序等即為預

警原則之運用，參照國外之清單

建立本土環境荷爾蒙清單則為預

防原則之具體作為。已提出相關

具體作法於政策建議立即可行建

議第五點。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

責管理機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

辦機關等方式擴增管理能量依據

需求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

增加約聘人力或委辦機關等方式

擴增管理能量  

2、已詳述目前毒管法相關修正之

提案於第四章，即為補正此困境

之措施。增加圖示 5-2 說明政策

建議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橫

向聯繫及資料彙整統籌管理之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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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目前環保署雖已訂定毒管物

質之原料限制值，惟該毒管物質是

否添加於何種商品之資訊尚缺

乏，在源頭管理與業務專責機構之

關連性及後端管理機制於本研究

計畫分析不足，請再補充說明各相

關部會之配套具體作法。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有關第四章我國環境荷爾蒙管

理現況，由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101 年

11 月 1 日經行政院第 3321 次院會

決議通過，並函請立法院審議，建

請將此次修正方向及重點納入討

論。  

2、第四章第四節綜合評析，提及

從管制及行政成本的考量，修訂現

有法規（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會比制定新法相對容易且可行；但

第五章政策建議卻提出訂定我國

「化學品管理法」之建議，兩者說

法似有矛盾，建議予以調整。  

3、第四章及第五章均提及國內對

於「法規影響評估機制」之觀念欠

缺，致使可能導致許多不合理、高

成本、低效益的法規被制訂，此說

法過於籠統不清，建議以具體實例

加以說明。  

4、第五章第三節「溴化阻燃劑與

 

1、已詳述目前毒管法相關修正之

提案於第四章。文修正草案已於

101 年 11 月 1 日經行政院第 3321

次院會決議通過，並函請立法院

審議，建請將此次修正方向及重

點文修立法院審議，建請將此次

修  

2、修訂現有法規（如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為短期因應之作為；

訂定「化學品管理法」則屬於全

面性政策建議，兩者並無衝突。

文修正草案已於 101 年 11 月 1

日經行政院第 3321 次院會決議

通過，並函請立法院審點  

3、補充相關說明於第四、第五

章。  

 

 

 

4、併整第三節溴化阻燃劑及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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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有機氯農藥具體措施」內容過

於簡略，且與第二節政策建議有所

重複，建議予以整併，可將政策建

議予以分類（整體性建議、溴化阻

燃劑與非屬有機氯農藥具體措

施），再依不同類別臚列說明各項

建議，以利後續參採執行之參考。

5、立即可行政策建議（八）協助

評估非屬有機氯農藥替代品之可

能性，與長期政策建議（二）輔導

國內廠商研發非屬有機氯農藥之

替代品，上開兩項建議內容相似，

建請加以整併。  

6、附錄請納入本案期中報告審查

意見回應表。  

7、附錄十二請轉為直式，以利閱

讀，並建議將重點彙整置放於本文

或座談會及訪談紀錄前。其他格式

或文字疏漏，請依本會「委託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及委託研究期末報

告印製格式相關規定修正之。  

有機氯之農藥之具體管理措施建

議於第二節政策建議。依據需求

規劃增設「專責管理機構」、增加

約聘人力或委辦機關等方式擴增

管理能量依據需求規劃增設「專

責管理機構」、增加約聘人力或委

辦機關等方式擴增管理能量  

5、評估非屬有機氯農藥替代品之

可能性為整體管理之先期工作，

為立即可行；國內自行研發則為

長期工作，並非一蹴可及，兩者

所需時間物力差異甚大，因此分

列為立即可行及長期之建議。  

6、納入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回覆表。  

7、已於修訂本修訂附錄十二之格

式與調整其編排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