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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年來發生幾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使各界高度

關注食品安全問題，目前食品安全管制雖已逐漸完

善，但民眾仍未能安心。由於政府向來未重視食品毒

理學「劑量」之風險溝通，而伴隨食品科技發展，各

種新型食品陸續問世，其對生態環境與人體健康之影

響更未臻明確。本文以為，盡速建構風險溝通制度，

推廣食品安全教育，培養民眾建立正確食品安全觀，

乃當前政府之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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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major food safety events raised highly concerns 
in food products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Currently, the regulatory infrastructure of food safety 
is almost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ed, but people still 
highly worry abou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ood. Probably, 
it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adequate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which need more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dosage” concept by our regulatory agen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umerous 
novel food products have been generated, but their impacts 
on the ecosystem and human health are still unclear. In 
order to abolish the gap between food safety and health 
impact,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risk communication system, deliver comprehensive 
food safety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the optimal food 
safety concept in Taiwan society.

壹、前言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這句話已成為數年來食品

安全相關文章的破題金句，然而，「食品安全」卻在近幾年成

為臺灣民眾心中不可承受的痛！食品安全真的離我們這麼遙遠

嗎？美食王國真的回不去了嗎？本文以一名臨床醫師的觀點來

看，所謂的「食品安全問題」是否真的如此令人憂心忡忡？

貳、食品毒理學

近幾年來筆者時常接受媒體採訪，詢問的問題雖然五花八

門，其實可以歸納成「因食品變質或添加，產生有害物質的毒

性問題」。只是媒體記者提問時，多僅關注於某項物質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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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體有害或可能致癌，忽略納入「劑量」此一重要因素的

考慮，因而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無法全面、客觀的進行分析，

殊為可惜！事實上，毒理學有多種分類，至少可分為「藥物

毒理學」與「食品毒理學」。簡單來說，藥物毒理學主要是

研究藥物的毒性，評估藥物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對生物體

造成的損害作用及其機制的一門科學；而食品毒理學與前者

最重要的區別就是「暴露劑量」，亦即在食品毒理學的討論

中，探討某一物質是否致害人體健康，除了其臨床上的毒性

反應以外，更必須以「暴露劑量」為判斷前提，如咖啡中含

有丙烯醯胺（acrylamide），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將之列為

2A級的致癌物1，也就是在動物實驗上有致癌風險，可是沒有

人因而視咖啡為「高風險食品」，除非每天喝183杯咖啡且持

續很長一段時間，才有可能致癌。由此可知，「劑量」才是影

響健康風險的重要指標。以下就食品毒理學觀點，針對食品安

全議題中常提到的「檢出」與「超標」，進行簡要說明及觀念

釐清。

一、零檢出、不得檢出與未檢出

食品安全議題中，常見消費者要求某項食品中特定物質必

須「零檢出」，顧名思義，零檢出係指「食品中完全沒有驗出

（有害）物質」，然而此一用語在現實中並不存在，比較接近

口號宣示。相關法規範中亦僅有「不得檢出」及「未檢出」等

1  IARC人類致癌因子分類表將致癌物質分為四級：1級是對人類為確定
之致癌物；2A級是對人類為很可能致癌物，對動物則為確定之致癌
物；2B級是對人類為可能致癌物，對動物也是可能致癌物；3級是目
前尚無足夠的動物或人體流行病學資料，因證據不足而難以證實該物
質是否為人類致癌物；4級是依據現有的資料，足以認為該物質對人
體可能沒有致癌性。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gents Classified by 
the IARC Monographs, Volumes 1-124, https://monographs.iarc.fr/
agents-classified-by-the-iarc/ (last visited Oct.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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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前者指的是不能被檢測到，後者則是指以目前的檢測儀

器沒有檢測出來。

過去的檢驗機制和現在不同，以往使用酵素法或比色法

進行檢測，當受檢物質經由酵素反應後，所產生的代謝物讓

試劑成色深淺不一，受檢物質量越濃，表示含量越高；相反

地，當成色越淡，表示含量越低，經由比色法並輔以標準品不

同濃度的成色，即可檢驗出其含量有多少，檢測結果至多只

能到達ppm（10-6）層次。現在使用高效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LC-MS/MS）分析來檢測，可以測量到ppb（10-9）層次之

濃度，檢驗儀器靈敏度大為提升，極微量的殘餘物質亦可輕易

檢出。

以往政府訂定「不得檢出」之目的在於維護健康，然而現

在的檢測技術進步而能測得極其微量之殘餘物質，環境背景值

也大有不同，因此應該轉換成「最大殘留容許量」2（maximal 

residue level, MRL），較符合行政管制之目的。MRL的概念即

是以明確的數字改變以往檢驗報告所呈現的結果，避免食品中

檢出極其微量的某物質，遭部分媒體渲染後造成民眾無謂的恐

慌。

未來針對不同的溝通對象，政府應有不同的食品安全命

題；對民眾，應教育民眾認識並能分辨「未檢出」與MRL的

概念；對農政單位，應轉換為MRL的管制標準；對種植農作

物的農民，則應宣導如有「不得檢出」之規定，係指不得施

用。

2  最大殘留容許量的設定需要參考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並考量到飲食習慣、攝食量、田間農藥測試結果、國
際組織標準等，才能決定出執法的劑量。因此，驗出MRL超標的產品
並不見得代表很危險或必然導致中毒。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
物質局，這是毒還是藥？先搞懂「每日容許攝取量」和「最大殘留安
全容許量」吧！，https://www.tcsb.gov.tw/cp-263-2729-96aad-1.html
（瀏覽日期：2019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