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以下簡稱環醫所）於2015年4月成立，為任務導向之研究機構及政
府智庫，目標為：1.透過實證醫學的研究，預防或減少環境物質對國人健康的危害；2.整合政
府及學術單位資源，建立環境醫學研究團隊，開發創新及新穎性技術，以提升環境醫學的研究

能量及國際競爭力；3.針對國內重要環境與健康議題，提供政府專業學術研究資訊、諮詢及必
要協助；4.建立國際化之環毒及食安資訊平台，提升國人之認知及預防能力；5.培養環境醫學
領域之專業人才。

為能有效達成目標，環醫所組織架構依功能分為「職業醫學」、「環境健康」、「食品

安全」、「毒理研究」，以及於2012年5月設立之「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也仍維持運作。
此中心肩負推動政府要求之任務型研究、建置毒物資訊庫、進行公眾溝通與推動國民教育等任

務。為因應國內各項環境健康及食品安全議題，亦規劃「公共關係辦公室」以負責對民眾及媒

體之溝通、聯繫及發言。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組織（功能）架構圖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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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對於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蛋白尿之影響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21:602–608, 2018

過去國際的研究發現，空氣污染物會造

成腎功能下降，但目前國際沒有研究探討空

氣污染物對於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蛋白尿的影

響；因此，環醫所致力於研究其相關性。

此研究為2003∼2012年的追蹤型研究，
共招收8 1 2位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參與此研
究。研究團隊收集患者尿液的白蛋白及肌酐

酸比值（urinary albumin-to-creatinine ratio, 
ACR），而空氣污染物暴露資料，則是依環
境保護署72個空氣品質測站得到的數值，再
使用kriging方式推估患者住家所暴露的濃度。

由郭育良特聘研究員研究團隊使用混和效果

模型加上隨機截距36家診所（mixed-effect 
model with random intercepts for 36 clinics），
以檢定空氣污染物對這些糖尿病患者每年平

均ACR增加的影響。研究發現，男性、研究
開始階段的糖化血色素較高者、暴露於較高的

一氧化碳（CO）和細懸浮微粒（PM2.5）者與

ACR的增加呈現正相關；而與腰圍及溫度呈現
負相關。此研究亦發現暴露較高濃度的CO與
PM2.5會增加第二型糖尿患者蛋白尿的情況。

代表成果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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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空氣污染物對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蛋白尿（ACR）變化之影響

台灣孩童於冬天吸入細懸浮微粒影響健康之風險較高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51:14262–14272, 2017

已有研究指出，吸入空氣懸浮微粒PM10

及細懸浮微粒PM2.5與許多疾病的發生有關。

PM10及PM2.5除了來源複雜之外，成分也相當

複雜，其中有些多環芳香烴（PAH）有致癌
性，且對肺部具有多方面的危害，已知許多

PAH經由活化PAH受器造成毒性；然而，PM10

及PM2.5中PAH的濃度會因排放源、地區及季
節而有差異。陳裕政副研究員及林嬪嬪研究

員研究團隊根據台灣中部鄰近工業區的PM10

及PM2.5中PAH濃度，推算並比較不同年齡層
國人在不同季節吸入不同粒徑之PM10及PM2.5

活化PAH危害路徑的風險，推測出孩童於冬季
吸入細懸浮微粒PM2.5，活化PAH危害路徑的

風險相對最高。此研究團隊與美國國家環境

衛生研究院（NIEHS）合作，運用美國國家
衛生研究院（NIH）的高通量毒理活性資料庫
數據，建構以人類細胞的毒理機制為基礎的

新穎風險評估策略。此策略結合以電腦模擬

PM於肺臟之分布，同時考慮空氣中污染物成
分與濃度、人體生理參數及於人類細胞活化

的多環芳香烴受器之毒理機轉來評估風險；

此策略將來可應用於比較不同空氣污染源中

PAH的危害評估，也可轉化對不同空氣污染成
分及不同毒性機轉的風險評估，可作為未來

規劃降低懸浮微粒所造成健康危害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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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PM2.5 來源分配比例

台灣雲彰地區 PM2.5 來源減量策略：從年長者呼吸道疾病醫療分析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590-591:204–214, 2017

陳裕政副研究員於台灣雲林（麥寮、

臺西、崙背及東勢鄉）及彰化（大城與芳苑

鄉）進行整年度之大氣PM2.5監測以及化學特

徵分析調查，並解析污染來源，以及評估每

日PM2.5濃度對當地年長者呼吸道疾病就診之

影響。

研究發現，秋冬季PM2.5中的金屬（砷、

鎘、銻、錳和鉛）、有機碳 /無機碳和水溶
性陰陽離子濃度高於春季和夏季；春季和夏

季之重金屬釩、鎳及鉻有較高趨勢，但濃度

空間變異性較低。研究地區PM2.5濃度每增加

10 μg/m3，當日年長者呼吸道疾病就診增加

約2%，校正溫度影響後，不良效應以冬季
較為嚴重，在冬季（東北風為盛行風向），

主要來源為燃煤（23.5%）、鋼鐵製造工業
（17.1%）和二次金屬冶煉（14.4%），共占
原生性PM2.5約70%，需優先控制。相較於冬
季，儘管春季與夏季有較低PM 2.5濃度，但

其潛在重要污染源（交通排放與重油燃燒裂

解）仍需值得關注。該研究從PM2.5化學成分

與源解析結合疾病資料提出具健康效益之來

源減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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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時期無機砷暴露增加青春期脂質代謝異常的風險，並趨向於動脈粥狀
硬化發展─中台灣的 15 年出生世代追蹤研究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18:97–105, 2018

無機砷廣泛存在於地下水、空氣污染

物、穀類農作物等，過去對成人的研究發現

其高暴露會造成心血管疾病、膀胱癌等，是

人類一級致癌物質。在台灣和世界各地，使

用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源的地區，無機砷暴露

和其健康危害，往往造成相當重要的公共衛

生課題。王淑麗研究員研究團隊利用台灣中

部的一個長達15年出生世代追蹤研究，首度
探究出生前以及孩童時期的暴露，是否和

動脈粥狀硬化的發展有關係。首先，運用

2000年建立的出生世代研究，研究團隊進行
了5個階段的追蹤：分別為2、5、8、11及14
歲，一共追蹤了237位兒童。研究發現，孩
童們明顯可分為三組：第1組為持續低暴露

組（stable-low，如圖2所示的藍色線）、第2
組為持續高暴露組（stable-high，綠色線）和
第3組的原來低暴露，但後來高暴露組（ris-
ing-high，紅色）。與第1組相較，第3組總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的異常率分別顯著增加約4、12和7
倍（如表2紅色網底顯示），對血糖、高密
度脂蛋白等則未達統計顯著性。此乃調控性

別、兒童肥胖程度、出生體重、母親教育程

度、出生前無機砷暴露後的結論。此研究結

果顯示，孩童無機砷的暴露與青少年時期脂

質代謝異常有關，且易傾向動脈粥狀硬化的

方向發展，建議藉由環境改變的方法來預防

這種無機砷有關的心血管疾病。

	▲圖 2：孩童青少年各年齡時期的無機砷暴露軌跡分析結果

	▲表 2：孩童不同組別下，其 14 歲時空腹脂質濃度異常高（成人標準）的危險比值（odd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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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對台灣一般及易感族群之累積暴露風險以及其影響荷爾蒙（甲狀
腺）調控之評估研究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53:63–72, 2017
Scientific Reports 7:45009, 2017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19–620:1058–1065, 2018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33:577–587, 2018

塑化劑廣泛使用於許多產品、化妝品

等，因此暴露對象非常廣泛，而人體暴露途

徑包含攝入、吸入及接觸暴露皆有，可能對

人體生殖、肝臟危害及影響體內荷爾蒙（甲

狀腺）濃度調控。雖經歷2011年塑化劑污染
事件後暴露有下降，但是台灣民眾仍處在長

期塑化劑低劑量暴露，成為一項重要的環境

醫學議題。

黃柏菁助研究員研究團隊已建立11種
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代謝物之檢測技

術，並建立國人之累積風險模式，已完成台

灣7歲以上一般族群之每日暴露劑量及累積
暴露風險評估。研究結果發現，國人仍廣泛

暴露於多種塑化劑，其中又以男童、育齡

（18∼40歲）男女性之累積暴露風險（肝臟
及生殖危害）有近5%偏高，以DEHP、DnBP
及DiBP為主要塑化劑。進一步發現成人DEHP

暴露量較高者，血清中四碘甲狀腺素（T4）
濃度有顯著下降，對未成年人之影響仍值得

持續研究。

此研究團隊亦對台灣育齡婦女進行塑化

劑暴露調查，於南台灣建立之出生世代研究

結果發現，孕婦於不同妊娠期暴露塑化劑，

會影響自身體內及胎兒臍帶血中甲狀腺荷爾

蒙濃度恆定；而對化妝品及香水櫃員職業族

群則發現，因工作環境關係，環境空氣濃度

及尿液中代謝物濃度高於一般服飾櫃員，下

班後，有半數以上其體內塑化劑之累積暴露

風險（生殖及肝臟危害風險）已超過可接受

風險，值得重視與追蹤相關研究。研究團隊

仍致力於一般及易感族群（如不孕症等）暴

露塑化劑對健康影響之探討，期持續推動國

人塑化劑暴露減量，以達預防醫學與健康促

進之目的。

	▲圖 3：台灣一般族群塑化劑暴露後之累積暴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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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塑化劑暴露對孕婦血清甲狀腺荷爾蒙濃度之影響：台南出生世代研究 (A)	
TSH；(B)T3；(C)T4 和 (D)	free	T4

職業傷害後第六年心理健康與生活品質探討

目前國際上鮮少對於受傷勞工進行長期

多年精神健康與生活品質的調查，本計畫目

的在探討職業傷害後第六年精神疾病與生活

品質，以及影響其精神健康與生活品質的相

關危害因子。

此為長期追蹤研究，研究對象為2009年
發生職業傷害的勞工，且曾經參予職業傷害

後3個月（2,001位）與12個月（1,233位）調
查的勞工。使用自填式問卷調查人口學、復

工、精神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若勞工精神

症狀得分高者（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and 
post-traumatic symptom checklist scores）即
邀請他們接受第二階段電話訪談，該訪談使

用的工具為中文版迷你國際神經精神會談工

具（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
view）。

推估職業傷害後第六年憂鬱症、創傷壓

力症候群／部分創傷壓力症候群、與自殺傾

向的盛行率為9.2%、7.2%與9.5%，此三種精
神狀況的盛行率皆高於職業傷害後第12個月
（2.0、5.1%、4.8%）。在控制家庭社會因
子後，研究團隊發現職傷後發生重大生活事

件、再次發生嚴重職業傷害、不穩定的經濟

狀況（失業、薪水減少）都是較差生活品質

的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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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職傷後第六年精神疾病盛行率推估（引用自 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
roscience	267:507–516,	2017）

	▲表 4：職傷後 3 個月與 12 個月與第六年的自殺傾向推估（引用自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79(5),	2018）

	▲圖 5：職傷後第六年生活品質與各危險因子（引用自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7:609–6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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