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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 經耳聞 菌會因為環境中的抗生素 了超級 菌 聽 紹不沾鍋 的鐵氟

龍 身體有害的講法 看 之前雞蛋中被測出芬普尼的新聞 又是否知道日常使用的藥物

能 會 出 現 在 河 川 或 甚 是 飲 用 水 呢 ？ 這 些 物 質 被 歸 類 為 新 染 物 Emerging 

contaminants 或是 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除了影響食品安全 它 同時

也 能 出現在自然環境 飲用水中 你 的健康造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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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新興污染物?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 2008 年 表的 皮書之定義 新 染物泛指 還 納入飲用水

標準之規範 尚無法有效地在環境中被監測 以及即使其以低濃度存在 仍 能 生 環境

或 人 體 健 康 造 危 害 風 險 的 染 物 1 而 新 染 物 包 含 藥 物 及 個 人 保 健 產 品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環境賀爾蒙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 持久性有機 染物 Persistent of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塑膠微粒 Microplastic 無機 染物 Inorganic pollutants 奈米 料

Nanomaterials 消毒副產物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等 其種類 說是五花八門  

 

新興污染物的緣起 

這些 染物為何會被稱之為 新 染物呢？ 新 指的並不是它 最近才被科學

家研 出來 實 它 早 存在 你 的生活環境中 只是 去的儀器無法分析 使得它

的存在被世人忽略許久 換言之 新 染物的 現 分析技術的 展密不 分  

早期關 新 染物的研究出現 西元六零年代中期 當時科學家 首先在美國都市廢

水中 現了荷爾蒙物質 如類固醇等 然而礙 當時分析設備的偵測極限較高 僅能偵測

mg/Li 濃度的新 染物 大多數較低濃度的新 染物還 被人 現  

1968 年 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 ii 被研 出來 科學家 藉著分 分析環境中

的揮 性 染物 大幅地提昇了 領域的研究進展 同時亦降低了環境 染物的偵測極限 2

使得原 只能從水中測出一 多種的 染物 到了 1975 年劇增 近乎兩千種 同時 科學

                                                      

i  1 mg/L=10-3 g/L 
ii  氣相層析-質譜儀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是利用揮 性化合物 氣體

管線親和力的不同 來分 化合物 GC 並藉 電 化合物 來估算化合物的質量 電荷比 進而 估揮

性化合物種類 濃度 MS  的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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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在自來水加氯消毒的 程中 現氯會 水中的有機物反應 進一 產生具有毒性的含

氯消毒副產物 1994 年 GC-MS 更被運用 環境 飲用水中而 現了除草劑 clofibric acid

的存在 2 然而 時的 GC-MS 僅能偵測容易揮 的 染物 而那些較 以揮 易溶 水

的極性 染物直到液相層析-質譜儀 LC-MS iii 研 後才被分析出來  

真 使新 染物 為重要議題之關鍵在 2002 年 LC-MS 展出來的第 十五年

當年美國 府利用 GC-MS LC-MS 大規模檢測美國水源 現了藥物 環境賀爾蒙出現在

數條河川裡 時新 染物才被真 視為一個普 存在的問題 2 直 日 全世界

經有數以千計的研究在 水 河川 海洋 地 水 甚 是 日常中接觸的食物 飲用水

中 現新 染物的蹤跡 外 也有越來越多的新 染物隨著新的萃 分析技術 漸

漸地在環境 飲用水被 現  

 

新興污染物進入環境的途徑  

那麼 為何這些新 染物會出現在環境或是飲用水當中呢？有許多種 能的途徑 且

顯而易見地 其主要來自人為排 例如持久性有機 染物(全氟烷化合物等) 無機 染物

(稀土金屬等) 奈米 料 為電子類產品常用之製造原料 能在工廠製程的 端排入 水

處理廠 又或者是產品在被民眾使用完後 隨著垃圾車進入了 埋場 農藥 殺蟲劑 能隨

著噴灑 空氣傳播 進到水源裡 而藥物及個人保健產品則 能經 另一條管道於於你 的身

體 進到環境之中 絕大多數的藥物服用後 並不會 分之 被吸收 代謝 它 會隨著排

泄物進入 水 水道系統 然而這也不會是它 的終點 根據研究 在 水處理廠裡 一部

分的新 染物不會 到傳統處理程序的作用而分解 其中又有一部分在 消毒用的氯反應

                                                      
iii
  液相層析-質譜儀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 是利用化合物 管柱 儀器的流動相 

(如 水 醇等 之親和力的不同 來分 化合物 LC 並藉 電 化合物 來估算化合物的質量 電荷比 進而 

估溶液中化合物種類 濃度 MS 的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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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形 了具毒性的消毒副產物而排入河川之中 3 而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宣 藥物定點回

收 不要將 期的藥品 入馬桶的原因  

儘管部分 染物能透 自然環境中之陽光照射作用 微生物代謝或是土壤吸附等自淨能

力而降解 但是 能夠抵抗 水處理設 (或處理效果不佳)的新 染物而言 無法完全

分解的 染物仍然持續排入河川中 這些新 染物 能隨著河川水的傳輸擴散 積在水

生生物的體內 進入食物鏈中 或被用以灌溉蔬菜 被植物吸收 4 亦 能藉 滲透進入地

水層中 使得飲用水有 到 染的疑慮 另外 標榜乾淨 安全的瓶裝水也不完全不 新

染物的影響 像是在法國甚 就在瓶裝水中檢測出除草劑及全氟烷化合物 5 總而言之

這些新 染物極有 能因為無法妥善處理而重新回到 的身邊 影響大眾的健康  

 

新興污染物的風險 

雖然新 染物 說是無所不在 但面 它 時 也不需要 度恐 目前在環境中被

檢測出的新 染物相較 其他明確規範的 染物 濃度 說是低得多 大多 在 ng/L 到

μ正末先 之間iv 以一錠藥劑的劑量 200 mg 而言 就算一次喝 數十公升的水還不 有一錠

藥劑的效果  

然而 就如新 染物的定義於於在低濃度 仍有 能 生 環境或是人體健康造 危

害風險 因 新 染物所帶來的影響仍是需要被關注的 例來說 像是新 染物在經

水處理程序或是自然自淨能力進行降解時 不一定會完全地被分解 無害的 氧化碳

水 有時在降解 程中產生的副產物 原 的化合物相較 人體或生物體更具有毒性 2

尤其新 染物中的抗生素 儘管 人類尚 造 直接影響 但若任其在環境中 則會增加

菌的抗藥性 超級 菌的產生 6 外 儘管目前環境中的新 染物濃度較低 但

                                                      

iv 1 ng/L = 10-3μ正末先 = 10-6 mg/L  = 10-9 g/L 以想像 在 444 個奧運標準游泳 中只有 1 g 的 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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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暴露在當中 有時會比短暫接觸高濃度的毒性物質 更容易造 生物的突變 6 而且

這還是只有單一 染物的狀況 在環境水體中 有 能含有 種的新 染物 儘管它

個別的濃度不高 但全部混在一起 有 能會產生交互作用 誘 加 效果 進而產生

所沒有預期的風險 7 而這些 能性需要 持續地關注  

 

新興污染物在飲用水中的風險 

 在 的飲用水裡 這些新 染物又會造 什麼健康風險呢？就如前段提 的

若是飲用水水源裡含有新 染物 這些新 染物將 能不 傳統淨水廠程序的影響 進

入到 的配水管線 又或者是新 染物 消毒用的氯反應 產生具有毒性的消毒副產物

影響你 生活 另外 在臺灣地 水中曾經也測出新 染物 多數新 染物不會因

為煮沸而破壞 故民眾在飲用地 水時 能不知不覺地喝 了它  

而在 灣的飲用水裡 也 經測到塑化劑 殺草劑 全氟烷化合物等 其中塑化劑於於鄰

苯 酸 (2- 基 基)酯 DEHP 曾檢測出高 健康參考水準的濃度 8 而這結果也引起

了 府的注意 儘管國際 還沒有 在飲用水中的新 染物有明確的法規規範 但 灣

府除了禁用 經確認會 人體造 危害的農藥 並規範在飲用水的濃度外 也參考美國新

染物的健康參考水準 將部分持久性有機 染物 如全氟化合物 塑化劑 無機金屬

消毒副產物 列為飲用水水質標準的觀察項目 並定期檢測 甚 無機金屬中的銀 銦 钼

經列入飲用水水質標準的 能影響健康物質裡 並管制其在飲用水中的最大值  

 

結語 

灣作為一個工商業密集 醫療普及的國家 包含各式藥物及個人保健產品的新 染

物 無 避免地會影響這塊土地 生活在其 的人 更何況在這地球 的時代 新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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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 能透 各種途徑 輾轉地在世界各地移動及循環 是各國都必須面 的課題 儘管新

染物在環境 飲用水的濃度比起其他 染危害來得低 且風險仍 被知曉 但其潛在的

風險仍需要讓大眾了解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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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塑化劑， 灣民眾第 個想到的無非是 塑化劑 件 手搖杯 實 ，塑化劑是

種無色無味的液體， 常用來添 在塑膠製品中以增 材料的 軟性，或使材料達到液化的

效果 生活中常見的塑化劑添 產品有 汽車內裝配件 電纜及電線外 包覆的絕緣塑膠 建

築材料 防水耐污塗層 保鮮膜 墨水 醫療器材 護理用品及化妝品 類產品的包裝薄膜

水管 玩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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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1 年的 塑化劑 件 其實就是有不肖業者 業用塑化劑摻入食品添 物──起

雲劑之中 些起雲劑的主要原料為無味的植物油 如 棕櫚油 或 酸甘油酯，本來是 合

法使用的複方食品添 劑，其 能是讓不同屬性的液體能均勻融合 乳化作用 ，例如 油

水混合 膏狀的冰淇淋 美乃滋等，或是增 飲料等產品的 霧感以及濃稠感 散作用 ，

使其看起來如鮮榨果汁般濃郁 而黑心業者 是以結構相似的塑化劑 代原本的食用油 由於

些被製 出來的起雲劑保存期限較長 價格亦較低，具有 場競爭力，因 不知情的 游食

品製 商容易使用 些起雲劑作為產品添 物，讓含有塑化劑的食品流入 面  

於手搖飲料杯及其塑膠封膜會溶出塑化劑則是大眾的誤解 從材質來看，手搖飲料杯及

其塑膠封膜主要使用聚乙烯 polyethylene, PE 及聚丙烯 polypropylene, PP ， 兩類塑膠本身

較 軟，因 無須添 塑化劑，也就較不用擔心塑化劑溶出 但是畢竟塑膠為高 子聚合物，其中

難免會存在 些未聚合完全的單體，或是其它添 劑 當塑膠包裝接觸到飲料或食品，還是有

能會釋出化學物質  

看到 ，讀者們或許會想，只要 們避免 到黑心食品，就能避免塑化劑的 害了吧？但

就算 們避開含塑化劑的食品，塑化劑還是 能經由其它途徑進入人體內，影響你 的健康

而 就要從塑化劑的種類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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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塑化劑 

塑化劑種類多達 萬多種，但經過商業 的考量，現在 面 廣泛應用的塑化劑大概只有

五 種，其中最常見的塑化劑為 鄰苯 甲酸酯類 orthophthalates 於 類塑化劑中，

DEHP DBP DIBP 及 BBPi
 四種塑化劑 被歐盟列於高度關 物質清單ii，被認定為 能

人體或環境 嚴重衝擊的物質，企業必須 得 權才能在特定期限使用 然而，根據 2015

年歐洲及全球塑化劑 場調查結果 請參見圖 ，儘管 DEHP 是 2008 年第 批被列在高度

關 物質清單 的塑化劑，使得歐盟企業在 DEHP 的使用 到限制，並 2015 年的歐洲

場中 DEHP 的使用率降低 10%，但由於中國 度 中東及非洲等地 仍廣泛地使用，

讓 DEHP 仍然佔全球塑化劑 場的 37.1% 1  

 

 

 

 

 

圖 1. 2015 年 IHS Markit 經濟預測及 European Plasticisers 估計之塑化劑使用 場比例 1 

                                                 

i
 DEHP :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鄰苯 甲酸- 2-乙基 基 酯  

  DBP : Dibutyl phthalate, 鄰苯 甲酸 酯 DIBP : Diisobutyl phthalate, 鄰苯 甲酸 異 酯  

  BBP : Benzyl butyl phthalate, 鄰苯 甲酸 基苯甲酯 

ii 高度關 物質清單,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List, SV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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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的釋出及毒性影響 

而 些具有風險的塑化劑在添 進塑膠原料後，不會形 緊密的鍵結， 塑化劑很容易

從產品中釋 出來 外，被棄置在環境中的塑膠製品容易劣化及 解， 塑化劑的釋出，

進而 生物 影響 根據研究證實，雖然 述四種列於高度關 物質清單的塑化劑被人體攝

入後並不會有急毒性，但若長期暴露且持續攝 ，仍會 人體健康有 生殖毒性 及 內 泌

干擾特性 等慢性影響 例如 DEHP 容易抑制魚類生長及影響多種基因表現， 哺乳類來說

則會影響性激素的 泌，尤其容易 新生兒泌尿生殖系統的異常 2, 3  

也因為塑化劑的廣泛使用以及 人體的 害， 灣 依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六

種塑化劑列管 4 在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中亦規定 供 歲以 嬰幼兒食用之食品 

器具及容器不得添 DEHP DBP BBP 

及 DNOPiii
 四種塑化劑，而 般食品的塑 

膠包裝裡，DEHP DBP BBP 等八種塑 

化劑的個別含量則不得超過 0.1% 重量 

比 5                  

                                 攝影 謝松娟 謝明季(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iii
 DNOP: Di-n-octyl phthalate, 鄰苯 甲酸 辛酯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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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於飲用水中的分佈 

些塑化劑 能經由接觸到塑膠包裝的食品進入人體，亦 能從產品釋出並流 於水源地，

影響 們的飲用水 像是最早被廣泛使用，也最早被歐盟列為高度關 物質的 DEHP，在 般

地表水 地 水及飲用水中，濃度約在 各g/Liv 等級 而在 污 的地表水及地 水裡，DEHP

濃度甚 達數 各g/L 6  

也因為如 ，在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公 的飲用水水質

指南v
 中，就規範人體 於 DEHP 的 每日 容忍攝 量vi 為 0.025 mg/kg 若以體重 60

公斤的 人為例，人體每日 容忍攝 量則為 1.5 mg 外，WHO 飲用水中的 DEHP 含

量也有給予建議值，不得超過 0.008 mg/L 6  

而在 灣的飲用水方面，雖然塑化劑並沒有在規範項目內，但為確保飲用水的水質，環保

署仍會定期進行檢測，並持續監測飲用水中的塑化劑濃度 像環保署於 2017 年，就 灣淨

水場飲用水中的新 污 物進行檢測，且統整近年數據，其中，檢測項目包含六種vii
 國第

類毒性化學物質viii
 的塑化劑 而 報告指出，歷年來 DBP 及 BBP 等五種塑化劑濃度檢測值

                                                 

iv 1 各g/L = 10-3 mg/L = 10-6 g/L 
v 飲用水水質指南,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vi 每日 容忍攝 量, 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 
vii 檢測項目為 DMP DEP DBP BBP DNOP DEHP 
viii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化學物質 為四類 第 類-難 解物質 第 類-慢毒性物質 第 類-急毒性物

質 第四類-疑似毒化物 



6 

 

皆低於健康參考水準或 測極限，但在 DEHP 的部 約有 0.3~1.8% 的樣品檢測出高於健康

參考水準濃度(0.006 mg/L)，其中最高檢出濃度達到 0.0124 mg/L 7  

儘管如 ，根據 WHO 的報告，以每日飲用 2 公升水量的 60 公斤 人為例，其實經由飲

用水進入人體的 DEHP 非常少，大約只佔每日 容忍攝 量的 1% 6，因 民眾不需過度恐慌  

 

結語 

綜 所述，塑化劑經由飲用水進入人體的比例其實很低，主要還是因為生活中攝入的食品

有接觸到塑膠包裝 6，而且塑化劑在 般人體中大約於半天 天的時間內就會代謝 半

右 8，因 只要不攝 超過每日 容忍攝 量的 限就無須過於擔心 外，並非所有塑化劑

都屬於高度關 物質，除了文中提到的四種列於高度關 物質清單 的塑化劑 人類及環境有

較高 害風險，其它仍是屬於歐盟認 使用的塑化劑，不過其中有些塑化劑還是無法確定其

害，有待後續深入研究 若仍想盡 能地避免暴露於塑化劑的環境中，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讓

食物接觸到塑膠餐具 保鮮膜等塑膠製品，改使用玻璃 陶瓷或鐵製器皿，以保 你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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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撰文/林彥妗 俊宇 楊 憲 

國立臺灣大學林郁真教授研究團隊 

 

 

隨著工業與科技迅 發展 人們應用 製 的原料日 異之同時 亦產生了經濟繁榮的

副產物-持久性 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簡稱 POPs)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特性與定義 

人們長久以來為了追求產品之便利 持久 耐用性 而合成各種在環境中 高度 學穩

定性之成份 泛使用 各種工業製 民生用品中 然而 因這些 學成分不易在自然環境

中分解 已被證實 泛地存在多種環境 質中(如空氣 水體 土壤 底泥)且 遠距離接觸或

經食物鏈傳輸之潛力 外 相關研究已明確指出它們會藉由暴露環境之攝入 接觸或食物鏈

在人類和 生動物的脂肪組織中累積 且 人類和 生動植物之 害與影響已擴 球 人們

暴露 POPs 嚴 的健康影響 包括癌症 嬰兒出生缺陷 免疫 生殖系統 能失調

提高疾病之 病率 中樞 神經系統損害 因 世界衛生組織遂 2001 與聯合國會員國

式簽訂 德哥爾摩 約 以管 持久性 機污染物之使用 目的在 減少環境中 類污染物

的殘留 長期目標在 防 這些污染物釋 到環境中以保護人體健康 約中將 類污染物

定義為  

1. 持久性 半衰期在水中大 個 在土壤中 水中之沉澱物大 個  

https://pops.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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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累積性:辛醇 水分佈係數 (logKow)i
 大 5 

3. 在長距離環境 移的能力 點低 100℃ 在 25℃ 蒸氣壓 10-7~0.1 mmHg

間 亦稱為半揮發性 機污染物 

4. 人體健康或環境 嚴 害性 高濃度的持久性污染物會 身體 成不良的影響 包含

生育 發育 為 神經系統 分泌 免疫 能等 

約中規範的 POPs 大多 很高的毒性 部分 POPs 癌性 畸性 突變性

生殖毒性ii
 免疫系統失調等 自 2001 2017 確定之高毒性 POPs 主要為含氯

農藥 多氯聯苯 五氯酚 五氯酚 類 五氯酚酯類等(請參見圖 ) 因 已 許多過去曾大

使用的 POPs 被禁 使用 然而 基 產品性能之必要性與工業發展之需求考 部分

特殊用途之 POPs 仍被允許繼續使用 如圖 中所列之農藥中之滴滴涕 氟烷 合物中的

氟辛酸(簡稱 PFOA) 類等  

 

 

 

 

 

圖 2001 2017 限 禁用的 POPs 等 項目iii 

                                                      

i
 logKow 機 合物在固相 液相 衡時的分佈比例 值愈大則 疏水性愈高故 較高之生物體累積潛能。 
ii
 指 學物質 雄性 雌性生殖系統的影響 損害  

iii A 類管 : 禁 製 的物質; B 類管 : 必須限 的物質; C 類管 : 非刻意製 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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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來源與健康風險 

長久以來被人們大 使用的 POPs 來源包含: 泛應用 農業之含氯殺蟲劑 各種工業製

程或產品(如電子材料 織品 塑膠 橡膠 建材 塗料 染料 潤滑 阻燃劑等)製 過

程添 之含氯或 他鹵 (如溴 氟)之 機污染物 各種產品製 過程中無意 生出之 學物

質(如戴奧辛)等 人體健康風險歸納 參見表  

戴奧辛目前已被視為人類 害之 癌物 散佈途徑與多氯聯苯相似 主要為工業製 或

高溫處理過程中形成蒸氣態污染物排入空氣中 再傳輸 環境水體 土壤而直接或間接影響食

物鏈；不同的是 多氯聯苯為工業製 之含氯原料 戴奧辛則為含氯物質燃燒或高溫處理過程

非蓄意產生的污染物 戴奧辛 能藉由工業製 過程產生的污染 燃燒木材 稻草 棄物之

氣而釋 大氣中 同時各種人為的燃燒 為如香菸 汽機車燃料 電纜 五金 鞭炮

燃燒等皆為戴奧辛釋 的 能來源 由 高脂溶性而易蓄積在動物體 在人體中之半

衰期 長達 7-11 之久 在環境土壤中之半衰期則 長達 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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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持久性 機污染物的類別與健康風險 1, 3 

類別 來源產品/ 用途 健康風險 

阿特靈 氯丹 滴滴涕 地特靈

安特靈 飛佈達 滅蟻樂 毒殺芬

克 康 蟲必死 安殺番 

農業用之含氯殺蟲劑 用以去除

農作害蟲或病媒蚊 

成人體生育 發育 神經

分泌 免疫系統受抑  

五氯苯 氯苯 工業製程添 物或副產物 人體 成生殖障礙 

多溴 苯醚 多氯聯苯 多氯 萘 

建材 裝潢 漆 家 設備

織品 機器外殼 汽與飛機

裝 染料 橡膠 潤滑 阻燃

劑 黏著劑 密封劑 電線/電

纜/電器 電路 等電子設

備之塑膠材質 

成人體免疫 生殖 發育 神

經 分泌系統受損 

多氯聯苯 副產物 

非蓄意生產的副產物 如高溫處

理或燃燒過程中所產生 直接排

空氣中經傳輸進入大氣層 

成人體皮膚病變 肝 能受

損 肝脂肪堆積 影響免疫系統

疾病抵抗力減弱 影響神經系統

和 分泌系統以 生殖系統

失調 

戴奧辛 
含氯物質燃燒時或製 含氯物

質時所產生之 毒產物 

短時間高濃度之暴露會 成肝

能 皮膚傷害 如氯痤瘡 深色

皺紋等 長期暴露會引起免疫

神經 分泌系統 生殖 能損

傷  

氟辛烷磺酸 氟辛酸 

用 滅火泡沫 金屬表面處理

地毯 防污劑 皮革 設備

張 衣物 不沾鍋 包裝 織

蠟 光亮漆 塗料 清潔劑

半 體蝕刻等防污 防附著材

料 製 四氯 烯 鐵氟龍之

原料 

成人體免疫 生殖 分泌系

統失調 肝臟與消 系統障礙甚

中毒 

短鏈氯 石蠟 

用 漆料 塑膠填充物與塗料的

軟 劑 橡膠 塑膠與 織品中

的阻燃劑 

土壤與水生環境 特定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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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含氟 機物質如鐵氟龍(聚四氟

烯 簡稱為 PTFE) 以 過去 泛使用

不沾鍋而 為人知 這種材料能防水 抗酸

抗 抗污 各種 機溶劑 大部分被

合成用 工業製 或各種日常生活用品中

的含氟 機物為 四個碳以 的鏈狀

合物 統稱為 氟烷 合物 含碳數越多

則鏈長越長 相 地 在環境中愈持久

氟烷 合物無法經環境自然淨 經由

水中排出後部分經由河川排入海洋 部分則

經由土壤 底泥傳輸 地 水 氟烷 合

物已被證實在動物體 之半衰期 長達 4-6 以 在環境中的半衰期則長達 40 之久 同

時 相關研究指出大部分人類的血液樣品中都 檢測出 氟烷 合物 甚 在 極熊 虎鯨

海豹甚 部分農產品中亦 測得 4  

 

飲用水中持久性污染物之管制現況 

基 POPs 的高毒性 環境持久性 人體健康的威脅性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 歐盟 美

攝影 謝 娟 謝明季(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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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環保署 灣環保署已將 能殘留 飲用水中之 POPs 納入管 項目(請參見表 )。 外

由 包含 PFOA 之各種 氟烷 合物已在美國許多地 的飲用水中檢出 基 維護人體健康

之考 2016 美國環保署已 布飲用水中的 PFOA 氟辛烷磺酸 (簡稱 PFOS)的 最

高總濃度建議限值為 0.07 μg/L 5 相 地 環保署 2017 針 灣飲用水原水 清水進

調查 顯示 灣的淨水場原水中 測得 PFOA PFOS 之濃度分別為 0 .0292 μ正/L 0.0369 

μ正/L 雖然 低 前述美國環保署之建議限值 但 現象顯示過去大 使用的 POPs 確實已

在環境中持續存在且 能成為環境生態的潛在影響因子  

 

表 世界衛生組織 歐盟 美國環保署 灣環保署之飲用水水質標準 1, 6 

管制項目 (μg/L) 世界衛生組織 歐盟 美國環保署 台灣環保署 

阿特靈+地特靈 0.03 

0.1iv 

- 3* 

氯丹 0.2 2 2 

安特靈 0.6 2 2 

毒殺芬 - 3 3 

飛佈達 - 0.4 0.4 

安特靈 0.6 2 0.2 

安殺番 2 0.2 3 

滴滴涕 副產物 1 - 1* 

氯苯 - - 1 1 

氯 烯 0.6 - - - 

五氯酚 9 - 1 1 

多氯聯苯 - - 0.5 0.5 

戴奧辛 - - 3 pg-WHO-TEQ/L 3 pg-WHO-TEQ/Lv 

        * 院環保署所 佈之地面水體分類 水質標準 7  

                                                      

iv 歐盟針 飲用水中殘留農藥之個別項目限值為 0.1 μg/L (=10-5 g/L) 總和限值為 0.5 μg/L (= 5×10-5 g/L)  
v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總毒性當 ／ 升; 為戴奧辛 等共 七項 合物濃度 以世界衛生組織所訂戴奧 

 辛毒性當 因子(WHO-TEFs)之總和計算 以總毒性當 (TEQ)表示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512
https://wq.epa.gov.tw/Code/Business/Statuto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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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多數 POPs 為人們過去在未明確了解 學品毒性 健康風險之情況 大 長期使用所

成的產物 如 這些物質不僅 經由食品 日常用品影響人類身體健康 更 能經由飲用水

空氣中的粉塵微粒 過自然環境的循環過程中各種 能的傳輸途徑 成 POPs 在人體

累積 影響範圍 泛且擴 個地球環境 2017 灣所發生的戴奧辛 芬普尼雞蛋污染

件想必已使人們 象深刻 為避免人類在追求生活便利時 間接成為環境污染與生態 害的

元兇 在使用任何產品之前不妨多考慮是否 環境更 的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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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中的藥物及個人保健品 

撰文/謝明季 林彥妗 陳冠宇 

國立臺灣大學林郁真教授研究團隊 

 

 

隨著醫學科技的蓬勃發展，人們研發了治療以及預防各種疾病 或是能夠延長壽命 美容

保養的藥物及個人保健品 然而藥物及個人保健品的不當使用除了會 腎臟 能障礙之外，

藥物經過人體代謝後排入廢水中 或是直接丟入馬桶，更有可能會污染河 海洋及飲用水源

當民眾的健康意識 漸抬頭，越來越重視自 常喝下肚的飲用水是否足夠乾淨之同時，是否

瞭解 們日常所使用的 藥物及個人保健品 已 為環境污染來源之一？ 

 

 

 

 

 

 

 

 

 

 

 

 

攝影 謝松娟 謝明季(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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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及個人保健品 

藥物及個人保健品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簡稱為 PPCPs  顧

思義，包含藥物和日常生活之個人保健產品 例來說，生活可接觸到的藥物涵蓋醫院中使

用的診斷藥劑 如顯影劑 醫生開立的處方藥，以及民眾直接在藥局或藥妝店買到的 藥

指示用藥 寵物用藥等，例如 常見的消炎 痛藥 抗生素 血管擴張劑 脂質調節劑 降低

膽固醇藥物 以及治療氣喘 癲癇藥物 避孕藥 鎮靜劑等，其種類已多不勝數 而個人保健

品包含保健食品 防曬乳 香水 香精 清潔用品和保濕乳液 美膚及美妝產品等  

 

 

 

 

 

 

 

 

 

 

攝影 謝松娟 謝明季(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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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Ps 如何進入環境水體 

根據英國調查研究發現，有 11.5% 的藥物直接被沖到水槽或廁所馬桶， 藥物會直接

進入下水道系統並且進入環境水體 然而臺灣民眾丟棄藥物直接影響環境水體的情況 國外相

比是較低的，根據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調查，約有 16% 的民眾會 確回收過期藥品，

並且僅有 4.3% 的民眾會將藥物直接沖入水槽 馬桶 1 即使如 ，仍然有微量的藥物會經由

下水道系統進入環境水體 2 而環境中 PPCPs 另一個主要來源則是農牧業及醫院 醫藥產業

的廢水 例如 使用了抗生素及生長激素的動植物之代謝物 醫院病人的排泄物，或是製藥廠

的製程廢水，可能會經由排放或隨著降雨而流入河 湖泊 儘管大部分的產業和生活廢水都

會先經由污水處理系統收集處理，但傳統的污水處理方式i已不足以去除這些 日俱增且難以

分解的 PPCPs， 處理後的廢水中仍殘留多種 PPCPs，已有研究顯示這些 PPCPs 會 水中

物質產生其他更具毒性的化合物而持續地排入環境水體中 3, 4  

目前於歐洲和美國的河 湖泊以及沿海水域中，已經檢測出含有超過一百種藥物及化合

物，其中包含常見的消炎 痛藥 抗生素 咖啡因 洗滌劑以及其代謝物等，檢測出的濃度皆

為 ng/L mg/Lii
 之範圍 5, 6 近幾 年來，臺灣也在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的放流水及各種不同

的環境水體 如湖泊 河 地下水等 中檢測到愈來愈多種 PPCPs 7, 8  

 

 

PPCPs 在飲用水的分佈情況 

                                                      

i 傳統處理程序包含混凝 膠凝 沉澱 過濾 以及消毒等程序 

ii 1 ng/L=10-9 g/L ; 1 mg/L=10-3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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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內華 水務局於 2009 年針 19 家自來水公司原水及淨水場的調查報告顯示，

有 17 種常見的 PPCPs 在原水中被測得 9；而在針 美國 24 個大城市飲用水水質之調查中更

發現其中含有抗生素 鎮靜劑及避孕藥等 外，根據另一項美國研究團隊報告顯示，在進入

淨水場前之原水中檢測到 34 種 PPCPs，但在經處理過後的飲用水中，仍 能夠檢測到消炎

痛藥 鎮定劑 抗癲癇藥 顯影劑 咖啡因和防蚊液主 分之一的待乙妥等 PPCPs 10  

在國內，根據 2013 年行 院環保署飲用水水源 水質中新 污染物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之研究計畫調查結果，已有部分原水中檢出可能來自水源 鄰近家庭污水排出之微量 痛及

燒藥 acetaminophen ibuprofen 防曬乳 分 常見為 oxybenzone 以及三種常用於

食品及美妝的防腐劑 分等六種 PPCPs 及部份新 消毒副產物，如用於醫療麻醉的水合氯醛

Chloral hydrate 其中，防曬乳 分及防腐劑 分經淨水處理後仍可測到 4-8 ng/L 之微

量殘留 另外，根據環保署 101 年度的調查資訊，經過淨水處理場處理後的飲用水中，仍能檢

測到的 PPCPs 主要為苯 酸 酯類 常用於美妝及食品內的防腐劑 11  

 

PPCPs 所衍生的環境及健康影響 

雖然 PPCPs 在 們的環境水體中可說是無所不在，但面 它們的存在也不需要過度恐

目前在環境中被檢測出的 PPCPs 相較於其他明確規範的污染物，濃度可說是低得多，大多介

在 ng/L 到 μg/L 之間 以人們服用頭痛藥的劑量 500 mg 而言，即使大於每人每天 均攝取

水量 約 2 L 的好幾萬倍，仍不 於有一錠藥劑的效果  

縱使這些 PPCPs 確實存在於 們的環境及飲用水中，然而因目前檢測到的濃度尚低於危

https://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9754848&document_id=3009&KeyWord=%E9%A3%B2%E7%94%A8%E6%B0%B4%E6%B0%B4%E6%BA%90%E8%88%87%E6%B0%B4%E8%B3%AA%E4%B8%AD%E6%96%B0%E8%88%88%E6%B1%A1%E6%9F%93%E7%89%A9%E5%B0%8D%E4%BA%BA%E9%AB%94%E5%81%A5%E5%BA%B7%E9%A2%A8%E9%9A%AA%E8%A9%95%E4%BC%B0#tab1
https://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9754848&document_id=3009&KeyWord=%E9%A3%B2%E7%94%A8%E6%B0%B4%E6%B0%B4%E6%BA%90%E8%88%87%E6%B0%B4%E8%B3%AA%E4%B8%AD%E6%96%B0%E8%88%88%E6%B1%A1%E6%9F%93%E7%89%A9%E5%B0%8D%E4%BA%BA%E9%AB%94%E5%81%A5%E5%BA%B7%E9%A2%A8%E9%9A%AA%E8%A9%95%E4%BC%B0#t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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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標準，並不足以 人體 立即性的危害，更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多種混合於水中的 PPCPs

生態及人體健康的長期影響，超級細菌 
iii

 的產生便是一個著 的例子 由於人們大量使用抗

生素，經過排泄 直接廢棄等方式進入環境中， 環境中的抗生素濃度升高，或許因 直接

或間接地加 了這些具抗藥性細菌的產生 不僅超級細菌出現，有些 PPCPs 更被發現可能會

擾水中生物的內分泌系統， 生殖系統 神經系統異常及代謝異常等 儘管 PPCPs 在低

濃度且長期暴露下， 人體健康的影響尚不明朗，但已有許多研究針 PPCPs 不同水中生

物的急性 長期毒性進行探討，這些研究都指出 PPCPs 他們的代謝產物，皆可能 不同

程度的生物毒性 12 即使 PPCPs 在水環境中的含量不高，其經由食物鏈 人們 的長期影

響仍需要持續的關注及研究  

 

結語 

目前 PPCPs 於國內外環境水體或是飲用水中所偵測到的濃度都 分微量 ng/L

μg/先  ，尚不足以 人體 直接且立即性的影響，但考量到 PPCPs 環境生態的威脅，如

超級細菌的產生 生物內分泌系統的 擾，以及長期暴露下的健康風險，PPCPs 在各種水

體中之殘留已 為人為污染的指標 而飲用水中 PPCPs 的存在 否，和民眾 PPCPs 的使用

習慣 使用量及污水處理廠之處理效率皆有極大的關聯性 為了降低 PPCPs 人類健康的危

害風險，除了自來水廠需要改善及提升飲用水之淨化處理效能外，民眾本身 於 PPCPs 的使

用習慣更要加以改善，直接減少可能的污染來源 建議民眾可以將未服用或已過期的藥物

                                                      

iii 於某些抗生素具有抗藥性的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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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藥品檢收站或藥局統一回收 另外，若有未用完的藥物亦可於回診時將剩餘量告知醫生以

避免重複開立 購買非處方箋藥物 例如消炎 痛藥 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 例如防曬乳

香水 肥皂和乳液等 應酌量，並避免 過沖廁的方式廢棄過期藥品，不僅能降低過剩的 PPCPs

廢棄物，同時亦能減少 PPCPs 進入環境水體增加的社會 本 減少 PPCPs 所 的環境污染，

從你 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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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中的無機新興污染物 

撰文/陳冠宇 

國立臺灣大學林郁真教授研究團隊 

 

 

無機物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凡人們呼吸的空氣 使用的 屬製品或鹽類，都是

屬於無機物的範疇 一般而言，無機物為不含 的物質，但少數含 物質，如 二氧化

酸鹽 氰鹽i
 等，亦被認為是無機物 而當這些無機物出現在 們的環境中，尤其是因為人類

活動 的大量排放時，極有可能 環境污染，並危害生態及人體健康  

 

 

 

 

 

 

 

 

 

攝影 謝松娟 謝明季(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以下列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 WHO 美國環保署 U.S. EPA 歐盟 EU 以及臺灣環

                                                      

i 含 有 氰 根 CN- 之 離 子 化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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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針 飲用水中無機污染物最大限值提出的規範或準則 表一  

表一 臺灣及國際間飲用水水質標準或準則 1  (單位 mg/Lii
 ) 

化學物質 WHO
* U.S. EPA EU

* 臺灣環保署 

銻 0.02 0.006 0.005 0.01 

砷 0.01 0.01 0.01 0.01 

鋇 0.7 2 - 2 

鈹 - 0.004 - - 

硼 2.4 - 1 - 

鎘 0.003 0.005 0.005 0.005 

鉻 0.05 0.1 0.05 0.05 

銅 2 13** 2 1 

鉛 0.01 0.015** 0.01 0.01 

汞 0.006 0.002 0.001 0.002 

鎳 0.07 - 0.02 0.07 

硒 0.04 0.05 0.01 0.01 

鉈 - 0.002 - - 

氟鹽 1.5 4 1.5 0.8 

硝酸鹽氮 50 45 50 10 

亞硝酸鹽氮 3 4.5 0.5 0.1 

氰鹽 - 0.2 0.05 0.05 

* WHO 及 EU 給出之飲用水水質準則值 

** U.S. EPA 針 銅 鉛的行動標準 action leveliii  

 

由表一所列出的無機化學物質可以發現，許多為人所熟知的污染物，例如 可能 水俁

                                                      

ii 1 mg/L=10-3 g/L 

iii 根 據 U.S. EPA 的 Lead and Copper Rule，當 用 戶 端 有 10%以 的 抽 驗 結 果 顯 示 鉛 或 銅 濃 度 超

過 行 動 標 準 ， 則 相 關 單 位 必 須 向 民 眾 公 告 因 應 措 ， 包 括 老 腐 蝕 管 線 的 汰 換 等 等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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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汞 痛痛病的鎘以及曾引發臺灣烏腳病的砷等元素，皆已被列入現行管制標準中 然

而，隨著工業快 發展和先進材料研發使用，各種因應便利性而生的產品像是電子零件 藥品

化妝品及防曬產品等等被人們 泛使用，而伴隨這些產品的大量生產 使用 廢棄，新 無機

污染物的議題也 漸為世人所重視  

這些新 的無機污染物可分為兩個主要的類別，第一類為人 的無機奈米顆粒iv 另一類

則是在高科技產業中所使用的無機元素 常見的人 無機奈米顆粒，包含常作為殺菌劑的奈米

銀 添加在防曬乳中的奈米二氧化鈦顆粒及可作為發光源的量子點材料 於在高科技產業中

使用的無機元素方面，銦 鎵 鉬等常用於半 體產業的 屬和一些稀土元素等，也都被認為

可能 新 的污染議題 那麼這些新 的無機污染物又是如何進入到 們的環境，甚 是進

入人體的呢？ 

在電子業 藥廠 化妝品等產業的製程中，這些無機物可能隨著製程廢水 廢氣同時排入

水體和大氣中 2, 3 這些進入環境中的無機物隨著大氣沉降 地表逕流或是滲漏的方式，可能

會進一 地表及地下水體的污染 4，如果將這些 污染的地表 地下水體作為飲用水水源，

即使經過現行的飲用水處理程序，仍 可能殘留在 們的飲用水當中，而人們便可能 過攝食

污染的水和食物，或 過產品的使用，直接接觸到這些新 的無機污染物 儘管在一般生活

環境下，這些無機新 污染物在環境水體中皆為微量濃度，最高不超過數 μg/先，但已有研究

指出在臺灣的高科技園 附近的地下水中，能測得較一般地 地下水高出約千倍濃度的銦和 

鎵 5 因 ，即使一般環境中濃度不高，但是針 這些新 無機污染物的監測，尤其是這些工

                                                      

iv 顆 粒 的 長 寬 高 少 一 個 維 度 於 1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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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鄰近地 ，更需要加以關注 當這些新 無機污染物進入到 們的環境中，又會 生態系

和人體 怎麼樣的影響呢？ 

 

 

 

 

 

 

 

 

 

 

 

 

攝影 謝松娟 謝明季(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有研究指出，這些人 的奈米顆粒可能會 植物毒素，使植物生長不良 6 也有研究指

出其排放於水體中可能具有生物毒性， 水中生物死亡 7 而當這些奈米粒子被人們吸入體

內，因為其體積 分微 ，容易進入肺部 損傷，尤其這些被吸入的粒子 <100 nm 有

可能被傳輸到腦部，在急性或長時間的暴露下，可能 神經毒性 8 而在高科技無機元素的

部分，則有研究指出攝入稀土元素可能 腸胃道吸收不良 9，也被發現可能會沉積在骨骼中，

骨質疏鬆 10 外，鎵也被認為可能會抑制免疫系統 11 儘管這些污染物 環境及人體

的影響已有一些研究，但長期暴露的風險評估，以及 過攝食方式進入人體的奈米粒子 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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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尚未明確 同時，許多高科技業使用的無機元素 環境及人體的衝擊仍不明朗，未來還

需要更多的研究來 清這些議題  

美國環保署於 2016 年訂出了兩個 新 污染物相關的清單，未列管污染物監控管制法

Fourth Unregulated Contaminant Monitoring Rule, UCMR-4 以及污染物候選清單

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4, CCL-4 前者要求在 2018~2020 年間，針 30 種未被

規範的污染物在配水系統中的濃度進行監測，而其中包含了兩個無機污染物，鍺和錳 後者則

是羅列了一些尚未被規範，但被認為或被確認會出現在飲用水中的化學物質，在無機物的部分

則包含了鈷 鍺 錳 鉬 和釩 那麼，臺灣作為一個以高科技產業為發展基礎的國家，在

面 這些新 無機污染物的議題 ，又採取了甚麼樣的行動呢？ 

由表一比較臺灣 WHO U.S. EPA EU 現行的飲用水水質規範及準則，可以看出大部分

被國際 建議或規範的無機污染物都已被包含在 們的飲用水水質標準中臺灣 而面 這些新

的無機污染物，臺灣環保署已於民國 98 年，將 12 種元素鎵 鍺 鉑 鈀 錸 釕

鈷 鈦 鎢 錫 釩列入未列管污染物觀察清單中，而在民國 99 年到 100 年間，將其中的鎵

鍺 鉑 鈀 錸 釕 鈦 鉈等 9 種元素列入人體健康風險的評估清單內，並於民國 105

年將鈹 硼 鈷列入飲用水水源及水質標準項目之調查及評估計畫清單內 12 截 民國 106

年，鍺 鎵 鉈 硼等 5 種元素已被納入觀察清單中， 於銀 銦 鉬這三種 屬則已被

納入飲用水標準中可能影響健康之管制物質  

臺灣作為一個高科技國家，在這些先進材料以及高科技 屬的使用不勝枚 ，而伴隨著產

業的發展，其所帶來的新 污染議題自是不可忽視的， 新 無機污染物的持續監測 健康風

http://www.epa.gov/dwucmr/fourth-unregulated-contaminant-monitoring-rule
http://www.epa.gov/dwucmr/fourth-unregulated-contaminant-monitoring-rule
http://www.epa.gov/ccl/contaminant-candidate-list-4-ccl-4-0
http://www.epa.gov/ccl/contaminant-candidate-list-4-ccl-4-0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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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以及相關的規範措 ，都是未來必須持續面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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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中的微型塑膠 

撰文/ 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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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謝松娟 謝明季( 本研究團隊拍 ) 

微型塑膠(Microplastics, MPs)，一個人們可能僅 聽過但還未詳 了解的 詞

可能大多數人不清楚微型塑膠是什麼，然而這種物質在 們生活中已 為不可忽視的

存在，舉凡洗面乳或去角質產品中的 珠 沐浴乳中的微珠，而塑膠垃圾的分解亦是

微型塑膠的來源之一 從 1950 代塑膠開始大量生產以來，因 便利性，塑膠製品

的產量 提升 隨著塑膠開發及大量使用，人們所產生的塑膠垃圾量 時急遽增加，

從 2010 的 900 萬噸，到 2050 預計會高 120 億噸 若以 2015 的數據來看，

球只有 9% 垃圾被回收 12% 垃圾進入焚化爐處置，而剩餘 79% 的 埋垃圾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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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會形 微型塑膠 1 然而現階段 微型塑膠的環境流佈研究大部分以環境水

體為主， 中已發現無法自行分解的微型塑膠分 海水 河 湖泊以及地 水中

飲用水中的流佈調查仍然在進行中 目前有部分研究證實微型塑膠會讓海洋生物

誤食，蓄積在海洋生物 ，並可能 循環系統與 分泌系統 影響，進而 食物

鏈最 層的人類產生 害  

 

 

 

 

 

 

 

 

 

 

 

 

 

 

 

 

 

 

 

 

 

 

 

 

 

影 謝松娟 謝明季( 本研究團隊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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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微型塑膠? 

根據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的定義，微型塑膠是指尺寸 5 mm 的塑

膠碎片，來源可以分為初級和次級 種 2 初級來源是指一開始就為了特定目的而製

的微型塑膠，例如洗面乳及牙膏中的 珠用以做為去角質劑 沐浴乳中為了增加潤

滑性而使用的塑膠微珠等，這些都屬 初級來源 次級來源則是 常所使用的塑膠

製品經 光解i 生物降解 外力作用等方式分解而形 5 mm 的塑膠碎片  

水中的微型塑膠可依聚合物的類型及 外觀型態 種方式來做 分 聚合物類型

是 以 塑 膠 的 分 作 為 分 類 基 準 ， 中 包 括 聚 苯 二 酸 乙 二 酯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 聚 乙 烯 Polyethylene, PE 聚 氯 乙 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 聚丙烯 Polypropylene, PP 聚苯乙烯 Polystyrene, PS 幾

類為主 水中微型塑膠之型態大部分會以碎片為主，少部分則以纖維 圓餅柱狀 片

狀等形狀存在 水體之中  

 

微型塑膠如何進入環境之中?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微型塑膠主要會經 多種傳輸途徑 請參見圖一 進入環境

水體 如溪流 河 海洋等 中， 歸納 個主要途徑如 3  

1. 污水處理廠處理過後的水體，含有未能完 去除之微型塑膠排放入河 中  

2. 河 旁遭棄置的塑膠垃圾，在強降雨後被帶入河 ，經 河水擾動等作用力，

使塑膠垃圾破碎化形 塑膠碎片  

3. 工廠在製程中使用大量的塑膠製品， 廢水中存在大量微型塑膠 而現階段

的去除方法無法有效地完 去除微型塑膠，因 微型塑膠便有機會隨著工廠廢

水排放進入環境水體之中  

                                                
i
 光解是指化合物被光分解的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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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農業使用 污水處理廠的污泥回收製 而 之肥料， 微型塑膠可能殘

留 污泥之中，因 微型塑膠經 污泥進入農業肥料之中  

5. 日常生活中人們大量使用塑膠製品，使用過程中塑膠製品都有可能產生微型塑

膠， 時透過生活廢水進入環境水體  

6. 經證實微型塑膠會在空氣中以懸浮狀存在，因 微型塑膠亦可能經 降雨之沉

降作用被帶入環境水體之中  

  

 

 

 

 

 

 

 

 

 

圖一 微型塑膠傳輸 環境水體的途徑 

當以 述的環境水體做為飲用水的水源時，若淨水廠無法完 去除微型塑膠，微

型塑膠則有可能藉 進入飲用水之中，而大眾 飲用水時 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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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國對於飲用水中微型塑膠的調查結果 

現階段 微型塑膠的研究主要針 在河水 湖水以及海水中 生物體，特

別是魚類的影響 4， 而飲用水的研究資訊仍然相當有限  

依據非營利組織 Orb Media 委託紐約 立大學的研究團隊所做研究報告顯示 5，

五大洲 四個國家(包含美國 度 歐洲)之中，在 159 個自來水樣本之中有 83% 的

樣本 含有微型塑膠， 均每 升被污 的自來水體 含有 4.54 顆 然而， 一組織

相較 自來水而更易取得的瓶裝水所做出的另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6，在九個國家

中共計 九個城 ，抽取 一種品牌之瓶裝水， 中高 93% 的瓶裝水含有微型塑膠，

均每 升被污 的瓶裝水 含有 335 顆，而所測得之微型塑膠有 95% 100 

μmii以 ，如 的微粒難以透過現有的淨水技術去除 在臺灣 德國 7 捷克 8，都

淨水廠檢測出微型塑膠 而在臺灣及德國所測得之微型塑膠， 檢出率約為 40%，

含量約為每 升 0～6 顆 外，捷克所得出數據略為偏高 每 升 400 顆，但

測是因為 原水污 程度較高所 目前除了歐盟環境委員會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已

著手進行調查外，國 環保署 2018 也 在進行相關研究，以評估是否需要將微

型塑膠的濃度納入飲用水標準之中  

 

微型塑膠會對海洋生物及人體造成什麼健康危害? 

許多國家的研究，包含英國 美國 南非皆指出海洋生物大 鯊魚， 海葵等

棘皮動物，已發生因誤食微型塑膠，而使微型塑膠殘留在 消化系統中的案例 時

也有可能藉 生物 積作用， 型海洋生物誤食的微型塑膠，經過食物鏈 積 大 

                                                
ii 1 μm =10-3mm 

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70925112045
https://a0-moenrhome.epa.gov.tw/epa-news-repository-web/news/8a80e52e65eff9cf01661359e19f0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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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魚類，甚 人類的體  

       目前已經證實微型塑膠 海洋生態產生

害 9，然而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微型塑

膠是否會 人體亦產生 害，但包含歐盟環

境委員會 10 世界衛生組織 11 以及美國環保

署 12 都 提到將 微型塑膠是否會 人體

可能產生之健康風險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影 謝松娟 謝明季( 本研究團隊拍 ) 

        再者，塑膠碎片粒徑 5 mm 即可稱為微型塑膠， 時微型塑膠也被證實會以

懸浮態 13 存在 空氣中，因 們不可以忽略微型塑膠可能透過與 PM10 或 PM2.5 相

似的方式進入呼吸 請參見圖二 ，進而影響人體健康  

 

 

 

 

 

圖二 微型塑膠與 PM10 與 PM2.5 比較示意圖 

 

結語 

在人們追求方便且快 的現代化生活時，必定會伴隨環境污 自然生態 害等

負面效應 要減少微型塑膠的污 ，就需從污 源著手，例如:以可重複使用的環保杯

代 一次性的塑膠飲料杯及寶特瓶 盡量自備水瓶或水杯以減少使用隨手可得的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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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裝水 帶環保餐 和購物袋等，從生活中降低 塑膠製品的依賴才能從根源減少

微型塑膠的產生，進而減少微型塑膠 環境帶來的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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