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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污染物是什麼?



「新認定或之前未確認」、「尚未受法規規範」、
「且對人體健康及生態環境具有風險性」的化學污
染物

新興污染物 (Emerging contaminants)

水回收再生
利用觀念缺乏

因氣候因素，一般水
資源匱乏現象日益顯
著，影響全國產業

用水

大多中小型廠商對自廠
回收再利用技術不熟悉
，對於外部再生水如何

利用仍感陌生

特殊
污染物

(光電等
高科技產業) 藥物及個人

保健用品(Phar

maceuticals and Per

sonal Care Products

, PPCPs)

環境
荷爾蒙

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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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於再生水中的新興污染物？



可能存在於再生水中的新興污染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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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目的

• 新興污染物是否存在於水中、普遍存在濃度，以及對
生物之影響，仍有很多面向尚待釐清，也常未有公認
的看法

• 對於新興污染物的研究，主要源自於對飲用水、地下
水，對於再生水與海淡水者相對較少

• 特定新興污染物是否對人體（或使用者）造成影響，
與濃度、接觸時間、使用方式有關，在仍有許多未知
之情況下，需要風險管理配套，讓使用者用得安心

• 本次即就新興污染物種類與再生水使用風險管理架構
進行簡介



再水中可能存在之新興污染物



再生水中新興污染物可能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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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戶

都市污水廠&
再生水廠

放流

再生水

塑膠製品

清潔劑
個人衛生用品

藥物 藥劑

-工業用途
-生活次級用水

事業單位

特殊製程特殊化學品

大宗製程化學品



新興污染物分類

持久性有機物
(Persistent Organic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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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持久性有機物類別

鄰苯二甲酸酯

塑化劑
非離子界面活性劑
衍生物壬基酚

有機錫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DEHP、DBP與DMP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DNOP

 僅中國大陸放流水標
準有管制值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壬基酚、壬基酚聚乙
氧基醇

 目前國內外放流水標
準未管制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氧化三丁錫、氫氧化
三苯錫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計33種

 目前國內外放流水標
準未管制

 廣泛添加於高分子
塑膠產品，以提高
柔軟度

 以DEHP [Di (2-et
hylhexyl) phthala
te] 使用量最多

 人工合成界面活性
劑(NPnEO)，排放
至水體後會被分解
成壬基酚(NP)

 NP化學結構式類似
雌激素17β-雌二醇 ，
屬內分泌干擾物質

 氧化三丁錫 (TBTO)
廣泛應用於船舶防
護漆

 三苯醋錫與三苯基
錫類作為農藥

 一基錫和二基錫為
聚氯乙烯(PVC) 的熱
安定劑

戴奧辛

 世紀之毒
 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管

物質-持久性有機物
 美日針對特定事業已

訂有放流水標準

 工業活動或製程
中的副產物

 戴奧辛為多氯戴
奧辛 (PCDDs)與
多氯呋喃(PCDFs)
之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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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苯二甲酸酯塑化劑

物種

鄰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Di-butyl phthalate 

(DBP)

鄰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i-n-octyl phthalate 

(DNOP)

鄰苯二甲酸二甲酯
Di-methyl phthalate 

(DMP)

使用現況說明 國內使用量最大 使用量次之 使用量次之

毒性化學物質 第四類 第四類 第一類 第四類

日本環境廳公佈之
環境荷爾蒙

○ ○

REACHECHA 首次
公告高度關切物質

之候選名單
○ ○

放流水標準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環境水體背景濃度：10-1 ~ 100μg/L（以DEHP最常見）

可能排放源：日常塑膠用品（如保鮮膜等）
以GC/MS進行分析

原廢水具高濃度DNOP、DBP、DEHP和DEHA，最高達58,000μg/L

廠內廢水處理 (生物處理+活性碳或砂濾) 效果良好，去除率達99%以上，
放流水濃度均低於偵測極限，污染疑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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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基酚（NP）

• 國外目前尚無廢水中之管制標準，僅有日本在飲用水標準訂定目
標管制濃度 (Target Value)

• 環境水體背景濃度：100 ~ 102μg/L

• 可能排放源：從清潔劑衍生

– NP以GC/MS分析

– 原廢水NP濃度高達70,000μg/L

– 採「生物處理+活性碳」處理效果良好，去除率達90%以上

– NP於納管水中濃度約為10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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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基酚聚乙氧基醇（NPEO）

• 國外目前尚無廢水中之管制標準，以NP1EO與NP2EO較具毒性

• 環境水體背景：資料不足

• 可能排放源：非離子型清潔劑（工業用）

– NP1EO和NP2EO以GC/MS分析，NPEO (n=3~17) 以LC/M
S分析

– 原廢水之NPEO (n=1~17)濃度最高達35,000μg/L

– 經該廠其他股廢水稀釋和生物處理後，長鏈之NPEO會分解
為較低鏈數之NPEO，再進一步分解為NP

– 納管水長鏈NPEO (n > 3) 之濃度多為ND

– 短鏈NP1EO至NP3EO於納管水中濃度約界於20 ~ 1,000μg/
L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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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錫

• 有機錫毒性與其鍵結之官能基數目有關
– 官能基愈多毒性愈大 (以三苯基錫和三丁基錫毒性較大)

– 三丁基錫 (TBT) 使用最為廣泛

• 常用於聚氯乙烯的熱安定劑，為一基錫和二基錫混合使用

• 美國環保署2005年公佈的自來水候選污染物名單 (Drinking Wat
er 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 CCL)中包含「有機錫」

• 在廢水管制標準方面，尚無相關管制標準

• 環境水體背景濃度100~103μg/L(係指海域，陸面水體資料甚少)

• 可能排放源：有機錫運作與生產工廠
– 以GC/FPD進行分析

– 以單丁基錫與二丁基錫最為常見，經處理後，單丁基錫與二丁基錫之濃度在
300 ~ 5,000μg/L間

– 四丁基錫、三丙基錫和三苯基錫等均無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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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污染物分類

廢水藥物與個人保健用品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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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藥物與個人保健用品

• 全球已開始積極地從事新興污染物 (如抗生素、止痛藥)相關研究

• 台灣環境中新興污染物藥物類之抗生素和止痛藥環境流佈調查分
析極度缺乏

• 可能排放源：

– 醫院、製藥廠

– 污水處理廠、社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 污水下水道未普及區域之區域排水

– 畜牧業和養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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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化合物

• 磺胺劑類 (Sulfonamides) 

– 磺胺二甲氧嘧啶 (Sulfadimethoxi
ne, SDM)

– 胺二甲基嘧啶 (Sulfamethazine, 

– SMT)

– 胺甲基噁唑 (Sulfamethoxazole, 
SMX)

– 磺胺一甲氧嘧啶 (Sulfamonomet
hoxine, SMM)

– 磺吡酮 (Sulfinpyrazone, SFZ)

• 非類固醇類消炎止痛藥 (NSAID)

– 異布洛芬 (Ibuprofen, IBU)

– 酮洛芬 (Ketoprofen, KET)

– 萘普生 (Naproxen, NAP)

– 乙醯胺酚 (Acetaminophen, ACE)

• 乙內醯胺類(β-Lactam)

– 安匹西林 (Ampicillin, AMP)

– 盤尼西林G (Penicillin G, PENG)

• 巨環素類 (Macrolides)

– 泰黴素 (Tylosin, TYL)

– 紅黴素 (Erythromycin, ERM)

• 四環黴素類 (Tetracyclines)

– 四環黴素 (Tetracycline, TC)

– 羥四環黴素(Oxytetracycline, OTC)

– 氯四環黴素(Chlortetracycline, 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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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水PPCPs含量調查

化合物 污水處理廠進流水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區域排水

磺胺劑類抗生素
(Sulfonamides)

SDM ND~0.032 ND~0.02 ND

SMT ND~0.004 ND~0.008 ND~1.46

SMX 0.196~1.73 0.046~0.934 ND~0.175

SMM ND~0.011 ND~0.002 ND~0.005

SFZ ND ND ND

巨環素類抗生素
(Macrolides)

TYL ND ND~0.009 ND~1.85

ERM 0.237~1.66 0.349~0.803 0.046~0.677

四環黴素類抗生素
(Tetracyclines)

TC 0.047~0.235 0.017~0.042 0.01~0.053

OTC ND~0.011 ND ND~0.041

CTC ND ND ND

乙內醯胺類抗生素
(β-Lactam)

AMP ND~0.021 ND~0.013 ND~0.007

PEN-G ND ND ND

非類固醇抗發炎藥
(NSAIDs)

IBU 0.625~17.4 0.306~3.28 0.236~15.4

KET ND~0.147 ND~0.119 ND~4.62

NAP 0.664~17.6 ND~4.68 ND~3.61

ACE 2.02~27 ND~0.117 0.02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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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水PPCPs含量調查(續)

化合物 醫療院所 製藥業 畜牧業 養殖業

磺胺劑類抗生素
(Sulfonamides)

SDM ND ND~70.1 ND~0.038 0.032~0.833

SMT ND ND~4.0 ND~0.152 ND

SMX 0.118~6.0 0.005~87.8 ND~0.026 0.179~0.9

SMM ND~0.019 ND~60.1 ND ND~0.002

SFZ ND ND ND ND

巨環素類抗生素
(Macrolides)

TYL ND ND~37.3 ND~1.15 ND~0.012

ERM 0.168~4.67 0.067~4.45 ND~0.047 ND

四環黴素類抗生素
(Tetracyclines)

TC 0.01~0.252 ND~38.30 0.698~1.32 ND

OTC ND~0.006 ND~14.2 1.09~16.4 ND~0.028

CTC ND ND~93.0 ND~5.14 ND~0.016

乙內醯胺類抗生素
(β-Lactam)

AMP 0.021~6.04 ND ND ND

PEN-G ND ND~0.007 ND~0.108 ND

非類固醇抗發炎藥
(NSAIDs)

IBU 0.055~5.8 0.038~53.7 ND~0.041 ND~2.07

KET ND~0.048 ND ND~0.307 ND

NAP 0.006~98.5 ND~0.476 ND ND~2.86

ACE 7.14~7.96 0.006~97.4 ND~0.017 0.009~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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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污染物分類

新興產業 (Emerging Industries) 
特殊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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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影製程大宗製程化學品

成膜 微影 光阻去除 基板清洗蝕刻玻璃基板洗淨

光電TFT-LCD Array製程

金屬蒸鍍 微影 光阻去除 封裝測試蝕刻磊晶洗淨

光電LED 製程

•氧化
•擴散
•化學沉積
•金屬鍍膜

微影 光阻去除 研磨切割蝕刻晶圓洗淨

晶圓半導體製造

光阻劑：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PGMEA)
光阻稀釋液：醋酸正丁酯 (n-BA)
顯影劑：氫氧化四甲基銨 (TMAH)
去光阻劑：乙醇胺 (MEA) 、二甲基亞碸 (DMSO)
洗劑：異丙醇和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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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影製程大宗製程化學品(續)

用藥 用途
急毒性

LD50 (mg/kg)
慢毒性或環境衝

擊性
原物料使用上
對勞工健康危害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PGMEA

光阻劑、光阻
稀釋液

>5,000 
(小鼠-皮膚接觸)

未知 會刺激眼睛、鼻、呼吸道

醋酸正丁酯
n-BA

光阻稀釋液
14,000 

(大鼠-口服)
未知 刺激皮膚、眼睛和呼吸道

氫氧化四甲基銨
TMAH

顯影劑
20 

(小鼠-注射)
未知

與人體大面積接觸15~30分
鐘急性中毒死亡

二甲基亞碸
DMSO

去光阻劑
14,500 

(大鼠-口服)
未知 對眼睛及皮膚造成刺激

乙醇胺
MEA

去光阻劑
2,100 (大鼠-口服) ；
1,500 (大鼠-皮膚

接觸)
未知

高濃度對鼻和呼吸道具中度
刺激，可能有灼熱感和咳嗽
等症狀

丙酮
Acetone

清洗溶劑
5,800 

(大鼠-口服)
未知

高濃度蒸氣可能造成噁心和
動作不協調

異丙醇
IPA

清洗溶劑
5,840 

(大鼠-口服)

IARC歸類於第三
類 (group 3)：致
癌性的證據不足

會造成頭痛和噁心，大量暴
露會造成意識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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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影製程大宗製程化學品(續)

• 以LED製造業、太陽能電池製造業為例

物種
LED製造 太陽能電池製造

原廢水 納管水 原廢水 納管水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PGMEA (光阻劑)
ND~42 ND ND ND

醋酸正丁酯n-BA

(光阻稀釋液)
ND ND ND ND

氫氧化四甲基銨TMAH 

(顯影劑) 
ND~5,560 1,200~1,400 ND ND

二甲基亞碸DMSO

(去光阻劑)
ND~2,387 ND~42.4 ND ND

乙醇胺MEA

(去光阻劑)
ND~16,800 ND ND ND

丙酮Acetone

(清洗溶劑)
ND~13,700 7,980 30~863 784~1,600

異丙醇IPA

(清洗溶劑)
ND~77,200 ND~14,983 ND~2,325 285~2,837

註：單位均為μg/L；ND為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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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處理方法

種類 常見分類 去除方法

鄰苯二甲酸酯 國內至少有十七類常用者 厭氧生物處理 (約有10~30%之去
除率)

好氧生物處理 (去除率應大於30%)
高級氧化 (去除率 > 50%)
吸附 (吸附材難處理)

壬基酚與辛基酚 - NP
- OP
- NPnEO
- OPnEO

厭氧生物處理 (去除率應大於10%)
好氧生物處理 (去除率應大於10%)
高級氧化 (去除率 > 50%)
吸附 (吸附材難處理)

有機錫 -丁基類 -苯基類（酚基類）
-丙基類 -辛基類
-含鹵素鹽類

生物處理 (約有10%之去除率)
高級氧化 (衍生其它類有機錫）
吸附 (吸附材難處理)

PPCPs 抗生素
消炎藥

厭氧生物處理 (去除率應大於10%)
好氧生物處理 (去除率應大於10%)
高級氧化 (去除率 > 50%)
吸附 (吸附材難處理)

製程有機化學物質 光阻劑：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光阻稀釋液：醋酸正丁酯
顯影劑：氫氧化四甲基銨(TMAH)
去光阻劑：乙醇胺 (MEA) 、二甲
基亞碸 (DMSO)
洗劑：異丙醇和丙酮

傳統有機廢水處理法，惟通常無法
降至1 mg/L以下



新興污染物之於多元化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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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環工水處理單元對於新興污染物之去除效率
了解有限
– 主要原因為在真實廢水中存在都極為微量(ng/L至
μg/L)，微生物不易取之作為碳源

– 多數研究反以mg/L為等級進行探討，其數據難以
援引

• 高級處理單元過於昂貴，可能大幅提高再生水單
價

• 現階段再生水建議使用於非與人體接觸目的，如
使用於工業次級用水之冷卻用水或設備清洗，使
用上較無危害性，惟民眾仍對再生水使用風險性
帶有疑慮，故建議可以健康風險角度進行管理



再生水中新興污染物
水質監測與管理策略

1 機率分析用於水質監測

2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來自使用端之疑慮

「你怎麼知道還有什麼是沒驗出來的？」

「水質沒問題，不代表水用起來沒有問題！」

「我們根本不知道哪些水質會對製程不利！」

「我只相信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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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水質監測管理參考流程

再生水不可危害到

人體健康及環境生態

三階段 - 第一階段
What might happen and how it might occur?

(可能會發生什麼危害?危害如何發生?)

三階段 - 第二階段
How likely is it that it will happen and how seri

ous will it be if it does?

(危害發生的機率為何?造成的風險有多大?)

三階段 - 第三階段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如何預防危害的發生?)

Ref. 經濟部水利署(2011)「再生水水質監測技術與制度建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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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中新興污染物
水質監測與管理策略

1 機率分析用於水質監測

2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1. 用機率分析水質超標風險

• 風險特性描述

– 統計水質發生頻率，建立最大限值（最大容忍濃度）和平均
限值（平均容忍濃度）

• 調查再生模廠進流及產製水水質，計算平均值和變異係數，
並統計各種等級水質之發生頻率

• 利用標準常態分布(Normally Distribution)或對數常態分
布計算方式，求得最大限值和平均限值

– 依據再生水用途及暴露劑量，訂定可接受風險管制標準

– 考量是否加訂因應對策單元措施

• 警示系統

• 廢棄物回收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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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99.997%以上的信心度可將
再生水應用於Ａ製程用水而無風險

•＜Ａ用途水質標準

註：C(X)為長期最大濃度值，

μ為水質對數平均值，

σ為水質對數標準差

 4+= eXC )(

使用端對於

水質波動之忍受度
要求非常嚴格 要求次嚴格 要求嚴格

用途舉例
參與化學反應用水

(長時間直接接觸產品)

機台清洗水

(短時間接觸產品)

循環冷卻系統補充用水

(不接觸產品)

廠商用水標準依據 純水系統進水水質標準 通常為當地自來水水質 通常為當地自來水水質

建議最大

可容忍風險

eμ＋4σ＜自來水水質標準

（具99.997%信心度可符合
用水要求)

eμ＋3.8σ＜自來水水質標準

（具99.92%信心度可符合
用水要求)

eμ＋3.7σ＜自來水水質標準

（具99.85%信心度可符合
用水要求)

一年內水質

不合格機率
10-5 10-4 10-3

1. 用機率分析水質超標風險 (續)

• 依據使用端對於水質波動之不同忍受度，訂定出不同信心指數的
再生水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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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機率分析水質超標風險 (續)

• 對數常態分布統計理論：
– 若X1、X2、…Xn代表n次隨機檢測結果

樣本平均值

樣本變異數

樣本變異係數

長期最大濃度 ，其中

Z 值愈大代表信心度愈高

n

XXX
E n


...21

 

1

-
1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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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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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中新興污染物
水質監測與管理策略

1 機率分析用於水質監測

2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

• 某項因子在某種情境下，對於人體健康所造成影響高於無此因子

存在時所發生的機率，即稱為具有「健康風險」

• 可接受之健康風險

– 定量風險發展初期，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採用10-8 作

為可接受風險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於1977年採用10-6，之後就成了

黃金定律

– 美國環保署 (USEPA) Superfund採用10-4至10-6

–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採用10-5

– 美國聯邦法規中採用不同的可接受風險值 (4×10-3至1×10-6)

– 美國工業衛生領域於工作環境的可接受風險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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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一、危害性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

– 探討某一危害性因子 (種類、釋放量、來源、各環境傳輸介質

特性等)是否與影響人體健康風險有關

– 依據水質標準、文獻資料與再生水經處理前後之水質調查結

果，評判再生水中是否存在上述潛在性危害物質

二、暴露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

– 依據使用狀況，設定暴露情境 (exposure scenario)

– 不同環境介質 (水、空氣、土壤或食物)暴露頻率和強度

– 暴露途徑：口服吸收 (Oral)、皮膚接觸 (Dermal) 吸收和吸入

(Inhalation)吸收等

– 暴露受體：成人、小孩或孕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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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三、劑量反應評估 (Dose-response assessment)

– 暴露劑量與發生感染或致病程度間的關係：「劑量/反應模式

」

– 污染物的毒性被分為致癌性及非致癌性

– 非致癌毒性因子 (Non-carcinogenic Toxicity Factor)

• 以參考劑量 (Reference Dose, RfD)表示

• 依據毒性資料中無明顯不良反應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

ffect Level, NOAEL) 、最低明顯反應劑量 (Lowest Observed A

dverse Effect Level, LOAEL)，或低基準劑量 (Benchmark Dos

e Low, BMDL)，再考量不確定因子 (Uncertainty Factor, UF) ，

最後計算出參考劑量

– 致癌毒性因子 (Carcinogenic Toxicity Factor)

• 以致癌斜率 (Cancer Slope Factor, SF)表示

• 劑量/反應曲線估計平均每增加一個單位劑量所增加的致癌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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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四、風險特性描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

– 非致癌風險：危害指數 (Hazard Index, HI) 或危害商數 (Haz

ard Quotient, HQ)

• 暴露劑量 (單位為每日每公斤體重所承受的劑量mg/kg/d，表示

為 CDI) 除以參考劑量 (RfD)，或暴露劑量除以每人每日可接受

劑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 致癌風險 (Risk, R)

• 終生每日平均劑量 (Lifetime-Average Daily Dose, LADD)，單

位為mg/kg/d，代表每天每公斤體重所承受的污染物濃度，或

援用前述之暴露劑量CDI，乘以致癌斜率 (Cancer Slope Factor, 

SF)

 











k i i

i

RfD

CDI
HI

  
k i

ii SFC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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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國內對於再生水健康風險評

估計算尚缺乏整體評估架構

與完整之指引，缺乏暴露參

數

• 援引國內較具系統之「土壤

與地下水第1層次風險評估

準則」作為計算依據，考慮

非人體接觸用途

多使用預設之情境與數值，現地所需之調查較
少 (極端保守估計)

直接暴露途徑 (Direct Exposure Pathway)

三層次性風險評估架構

使用預設之暴露情境，暴露參數則以現地調查
之結果為主

直接暴露途徑 (Direct Exposure Pathway)

間接暴露途徑 (Indirect Exposure Pathway) 

暴露途徑與情境較複雜

暴露參數可以統計分布來代替定值

利用蒙地卡羅模擬 (Monte Carlo Simulation) 

之方法，計算風險的分布

考慮食物鏈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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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文獻資料 實測水質資料

評估再生水可能風險因子

依用途設定使用情境 攝食 (誤食) 呼吸道吸入 皮膚接觸

分析暴露途徑

評估暴露時間

蒐集毒性物質資料

試算健康風險

室內蒸氣吸入暴露：

•暴露頻率 (ETa)

8 hr/d

•呼吸率 (IR)

0.53 m3/hr

室外蒸氣吸入暴露：

•暴露頻率 (ETa)

3 hr/d

•呼吸率 (IR)

0.53 m3/hr

暴露頻率：1次/d

使用量：20 L

接觸面積（SA）：
採用洗澡時皮膚接
觸面積0.5 m2

食入量：

100 mL/d

致癌風險 非致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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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在考量再生水是否具有「健康風險」時，依據下述因素作為判斷

基準

– 針對化學物質致癌風險，以10-6（百萬分之一）為可接受風
險

• 致癌物在濃度很低情況下仍有機率誘發癌症形成，無所謂
「閾值」（threshold value，超過此值方會有效應），
故計算結果以機率來表示

• 惟在日常生活中致癌風險亦有一定機率，故低於某值（在
此選10-6）即可稱「某因子並未造成風險」

– 針對化學物質非致癌風險，以風險商數1為可接受風險

• 計算結果低於1代表不會超過「引起效應劑量」，無危害
之虞

– 針對微生物，考慮一次性感染風險

– 未考慮「致死風險」、「加成效應」（多種化學物質混合後
另外發生其他毒性）、「二次感染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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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篩選可能風險因子，評估人體健康風險

• 以水規所(2011)「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再生模廠效能與水

質驗證」計畫為例，針對福田再生水檢驗毒性物質或致病微生物

項目包含

– 化學物質

• 重金屬與兩性元素：銀、砷、鎘、鈷、鉻、銅、汞、鎳、

鉛、銻、硒、鋅…等

• 有機化合物：59種揮發性有機物、62半揮發性有機物、1

5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壬基酚 (NP)、NP1EO、NP2EO 和

壬基酚聚乙氧基醇 (NP3EO-NP17EO)

– 致病微生物

• 大腸桿菌、隱孢子蟲、梨形鞭毛蟲、退伍軍人症菌、線蟲

卵及腸病毒71型等致病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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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再生水水質-化學物質

– 59種揮發性有機物

• 曾檢出：三氯甲烷 (1.00 ~ 23.41 μg/L)、一溴二氯甲烷 (ND~2.

4 μg/L) 及氯甲烷 (ND~0.81 μg/L)

• 其餘56種皆未檢出

– 62種半揮發性有機物

• 皆未檢出

– 15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

• 皆未檢出

– 壬基酚類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

• NP、NP1EO、NP2EO：皆未檢出

– 重金屬與兩性元素

• 曾檢出Cd、Cu、Pb、Zn、M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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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再生水使用之對象，主要包含綠地澆灌、廠商製程用水、河川保

育用水及洗車用水等非接觸用途

– 製程用水、河川保育用水與洗車用水人體接觸機會小於校園

綠地澆灌用水

– 以最保守假設之校園綠地澆灌用途，計算再生水風險

• 可能之再生水暴露途徑

– 誤食 (口服吸收)

– 皮膚接觸

– 吸入吸收

• 暴露受體以學校老師為對象，假設老師於學校任教時間為25年，

暴露頻率為每年52天 (每週1次)，此外，皮膚接觸之身體暴露面

積以淋浴30%作為估算 (3,460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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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CDIO 口服吸收暴露劑量 (mg/kg/day)

Cwater 再生水污染物濃度 (mg/L)

IRoral-water 飲水量 (L/day)

EF 暴露頻率，1年暴露的天數 (day/year)

ED 暴露期間，暴露的總年數 (year)

BW 體重 (kg)

AT 暴露發生之平均時間 (day)

• 以誤食再生水 (口服吸收) 為例 (Oral exposure) 

ATBW

IREFEDC
CDI wateroralwate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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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CDID 皮膚接觸吸收暴露劑量 (mg/kg/day)

DAevent 每次事件發生之暴露劑量 (mg/cm2)

EV 事件發生頻率 (1/day)

EF 暴露頻率，1年暴露的天數 (day/year)

SA 身體表面積 (cm2)

ED 暴露期間，暴露的總年數 (year)

BW 體重 (kg)

AT 暴露發生之平均時間 (day)

• 皮膚接觸吸收 (Dermal exposure)

ATBW

EFEDSAEVDA
CDI even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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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CDIIO 室外用途時，吸入吸收暴露劑量 (mg/kg/day)

Cair-outside 室外用途時，室內空氣中污染物濃度 (mg/m3)

IRinh 呼吸速率 (m3/day)

EF 暴露頻率，1年暴露的天數 (day/year)

ED 暴露期間，暴露的總年數 (year)

BW 體重 (kg)

AT 暴露發生之平均時間 (day)

• 吸入吸收 (室外用途) (Inhalation exposure)

ATBW

EFEDIRC
CDI inhoutsideair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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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劑量/反應評估可由已知的毒性資料庫中爰引毒理資料

– 各種檢出毒性物質的致癌斜率SF和參考劑量RfD

• 使用資料庫

– 風險評估資訊系統資料庫

• The 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AIS)

– 美國環保署綜合風險系統

•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 國際癌症中心

•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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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風險與「可接受風險」(續)

• 推估結果顯示再生水的致癌和非致癌風險，以及微生物感染風險

並不顯著

– RO水平均致癌風險 (R) 為1.30×10-7

• 風險主要來自於三鹵甲烷物質（從吸入途徑）

• 小於可接受致癌風險10-6

– RO水平均非致癌風險 (HI) 為6.09×10-3

• 小於可接受非致癌風險1

– UV產水和RO產水均無微生物感染風險

• 小於可接受感染風險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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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水規所(2011)「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再生模廠效能與水質驗證」



再生水中新興污染物
水質監測與管理策略

1 機率分析用於水質監測

2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架構

生
物
毒
性
（
衝
擊
）
試
驗

不造成毒性/
衝擊之劑量

致癌斜率

微生物
感染機率

致突變性
致畸胎性

人
體
健
康
風
險

環
境
衝
擊
風
險

對動物體
之毒性

哺乳類(鼠類)

體外細胞基因毒性
(其它可能間
接接觸)

對水生生
物之衝擊

(排放)

體外細胞基因毒性

魚類/甲殼類/藻類

再
生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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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比較

健康風險評估 生物總毒性測試

風險計算方式
實務作業為以水中各項可驗得化
合物之毒性資料計算風險後，逐
一累加，間接推算安全性

直接使用再生水，依實際狀況評
估再生水可使用量與安全性

成本
較低（若只進行第一層次）

需收集毒性資料與使用情境

較高

需以生物實地測試，時間甚長

困難點

1. 水中化合物未能均可精確測
得濃度

2. 毒性資料可能不足

3. 暴露情境之設定時而具有爭
議

1. 不易維持穩定生物飼養環境

2. 生物個體變異性高，當發現陽
性反應時，判斷確實原因困難
度較高

使用情形 方法較成熟
運用於再生水試驗時，其規範仍
有待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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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測試項目

特性 測試指標 測試時間 試驗目的

活體測試
(in vivo)

微生物感染機率 依微生物種類而訂 評估水中微生物對於受體生物之感染狀況

不造成毒
性/衝擊
之劑量

急毒性 96小時 評估待測物質之半數致死濃度 (LC50)

亞急毒性 28天或 1個月內

測試待測物質重覆給予28天，對生物可能
產生之毒性影響，測定無毒性顯示之劑量
(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

亞慢毒性 90天或 3個月以內
測試待測物質重覆給予90天，對生物可能
產生之毒性影響，提供更長期試驗劑量設
定之依據

慢毒性 90天或 3個月以上
測試待測物質重覆給予90天以上，對生物
可能產生之毒性影響，提供更長期試驗劑
量設定之依據

致癌斜率 致癌性 18~24個月 (鼠類)
針對試驗生物終生給予待測物質，測定其
致癌性

致畸胎性
器官形成期開始至生
物分娩 (鼠類約1個月)

評估待測物質對胚胎發育之影響及造成畸
胎之可能性

體外測試
(in vitro)

致突變性
(基因毒性)

72小時 評估待測物質直接或間接引發的基因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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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參考規範

單位 環保署 衛生署 毒試所

測試基質 事業放流水 健康食品 藥物 農藥

毒性測試種類
急毒性 基因毒性、急毒性、

慢毒性、致畸性、致
癌性、繁殖試驗

單一劑量、重覆劑量、基因
毒性、生殖與發育毒性、致
癌性、皮膚過敏性、皮膚感
光過敏性、皮膚刺激性、眼
睛刺激性

急毒性、亞慢毒性、慢
性毒性、致變異性、生
物代謝、環境影響、非
目標生物毒性

應用規範
大型開發案之環
評規範

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
之分類

藥品非臨床試驗安全性規範
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
準則

類別
已公告藻類、水
蚤、米蝦和魚類
等六種急毒性測
試方法

區分為四個類別 (國
內健康食品多屬於第
一類和第二類)

新藥發展 (非臨床試驗、臨
床試驗、新藥審核和新藥監
視期)

化學農藥 (有機化學製
劑、無機鹽類製劑)、生
物農藥 (微生物製劑、
生化製劑)

備註 多遵照OEC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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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試驗流程圖(例)

55

再生水

急毒性試驗

基因毒性試驗

研擬慢毒性試驗

化學物質定量
分析結果解析

水再生模廠效
能改善與提升

致畸試驗 (Teratogenicity)

致癌性試驗 (Carcinogenicity study)

繁殖試驗 (Reproduction study) 

臨床觀察

臨床病理檢驗

組織病理檢驗

哺乳類動物
(鼠類) 

水生生物
(魚類) 

其他毒性試驗

確認再生水長期生物毒性

評估進行測試之必要性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魚類慢毒性試驗 鼠類慢毒性試驗

水蚤急毒性試驗

鯉魚急毒性試驗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急毒性測試

• 目的

– 評估再生水之急毒性

• 測試方法

– 鯉魚靜水式法 (NIEA B904.13B)

• 測試物種與時間

– 鯉魚 (Cyprinus carpio)

– 96小時

• 評估指標

– 半數致死濃度 (LC50)

– 鯉魚死亡之判斷

• 鰭及鰓的活動停止

• 魚體已翻倒，經細玻璃棒輕觸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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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急毒性測試(續)

• 目的

– 評估再生水之急毒性

• 測試方法

– 水蚤靜水式法 (NIEA B901.14B)

• 測試物種與時間

– 水蚤 (Daphnia similis)

– 48小時

• 評估指標

– 半數致死濃度 (LC50)

– 水蚤死亡之判斷

• 當水蚤第二觸角、胸腳、及後腹部等
器官或部位，有明顯不活動，並經過
輕敲燒杯亦無反應，即可認定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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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其他毒性測試(續)

• 目的

– 使用沙門氏菌評估再生水誘發沙門氏菌的
逆突變數量有無增加

• 測試方法

– 參照OECD 471

• 測試物種

– 鼠傷寒沙門氏菌 (Salmonella typhimuriu
m)，突變株有TA 97、TA 98、TA 100、T
A 102及TA 1353五種

• 評估指標

– 標準平板法或預培養法培養細菌，48小時
後觀察結果，檢查誘發的回復突變菌落數

– 若受試物的自發回變菌落數是對照組菌落
數兩倍或兩倍以上，並呈劑量-反應關係者
，則該受試物質判定為致突變陽性

S9製備

沙門氏菌細菌篩選鑑定

試驗用藥品器材準備

沙門氏菌細菌抗菌試驗

沙門氏菌逆突變試驗

S9製備為餵食小鼠多氯聯苯，導致肝臟
產生能對有毒物質反應酵素。

沙門菌需要鑑定其營養缺乏性狀無誤及
逆突變性狀方可繼續後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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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其他毒性測試(續)

• 目的

– 評估再生水是否會造成哺乳類細胞在

體外是否會發生染色體畸變

• 測試方法

– 參照OECD 473

• 測試物種

– 中國倉鼠卵巢細胞 (CHO-K1)

• 評估指標

– 每種濃度至少觀察100個分裂中期細

胞 (metaphase cell)

– 在油鏡下 (1,000-4,000倍) 觀察染色

體的畸變數和畸變類型

S9製備為餵食小鼠多氯聯苯，導致肝
臟產生能對有毒物質反應酵素。

CHO-K1細胞需經數代細胞培養，經
測定細胞形態及生長無異常方
可進行後緒試驗。

S9製備

CHO-K1 細胞培養

試驗用藥品器材準備

CHO-K1 細胞毒性測試

染色體變異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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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其他毒性測試(續)

• 哺乳類動物細胞染色體畸變試驗測試結果 (例)

正常染色體

異常染色體結構

正常細胞外觀 (透明圓形狀)

添加Cyclophosphamid

e monohydrate的陽性

對照組，照片中呈藍紫

色的物質即為染色體，

而所圈選的區域為染色

體結構異常處

稀釋2倍試驗結果
(1000X鏡檢結果) 

稀釋4倍試驗結果
(1000X鏡檢結果) 

未稀釋試驗結果
(1000X鏡檢結果) 

未發現結構異常的染色體，意即再生水無致使染色體結構異常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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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其他毒性測試(續)

• 目的

– 評估再生水是否會使小鼠骨髓細胞突變
產生微核 (micronucleus) (原本為無細胞
核之細胞）

• 測試方法

– 參照OECD 474

• 測試物種

– BALB/c小鼠 (動物來源：國立陽明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

• 評估指標

– 動物觀察 (檢查試驗期間小鼠的臨床狀況)
、微核分析 (試驗後每隻動物需觀察1000
個多染性紅血球，並記錄其中微核發生
的數據)

– 測試結果，與陰性對照組有顯著差異時
，則判定此水樣為致突變之陽性反應

ICR小鼠檢疫及適應至少2週後進
行動物體內微核分析試驗。

試驗物質以口服方式投予小鼠，
經48及72小時後製備成血液
抹片，於螢光顯微鏡下觀察
微核產生之比例。

小鼠檢疫及適應

試驗物質口服

試驗用藥品器材準備

血液抹片製作

動物體內微核分析試驗

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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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其他毒性測試(續)

• 囓齒動物微核試驗測試結果 (例)

– 再生水各劑量組對小鼠週邊血液之網狀紅血球和網狀紅血球
中微核數目相較於陰性對照組皆無顯著性差異，即為陰性反
應

A代表成熟的正染紅血球 (normochromati

c erythrocytes)，外觀呈墨綠色，圓盤狀

B為多染紅血球 (polychromatic erythrocyt

es ; 縮寫PCE)，形狀大小和成熟的紅血
球相同，但顏色呈紅色

C為含微核的多染紅血球，正常情況下
總紅血球為正染紅血球與多染性紅血球
的總和

C的比例提高時，多染性紅血球數則會
降低，樣品中微核多染性紅血球之數目
落於不正常範圍之內時，此樣品則稱
「檢出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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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慢毒性測試

• 目的
– 評估再生水對水生生物之慢毒性影響

– 以自來水做為對照組

• 參考方法
– NEWater toxicity assay on Japanese medaka fish (Oryzias latipes)

– OECD 204：Long-term toxicity to fish

– USEPA：Short-term methods for estimating the chronic toxicity of efflu
ents and receiving waters to freshwater organisms

• 測試物種：青鱂魚 (Ricefish, Oryzias latipes)
– 別名：稻田魚、魚目娘、彈魚、未鱂

– 體長：最大可達4公分

– 特徵：體側稍扁，頭多有小黑點，

體背中線有一暗褐色帶，體側與腹

面為銀白色

– 生態習性：淡水魚類，棲息於靜水域之表層，主要攝食小型無脊椎動物，目
前分布於台北縣與宜蘭縣少數湖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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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慢毒性測試(續)

• 測試規劃

– 取體長1.0 ~ 1.2公分稚魚，以RO
產水與自來水飼養，每缸20尾魚

– 每週換水一次 (每次約換50%)，並
保持水溫恆溫

– 每日測量水溫、pH、導電度、溶
氧與每日餵食量等

– 於每次餵食完移除殘餘飼料

• 序列性稀釋試驗

以RO水取代
部分自來水

2/3 RO產水+ 1/3自來水100%自來水 1/3 RO產水+ 2/3自來水 100% RO產水

64

再生水青鱂魚慢毒性試驗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慢毒性測試(續)

• 評估指標

– 魚體體重與體長(第0、4、8及12
週)

– 鰓、腸及肝臟組織病理觀察：在
第0、12、26、39及50週採取魚
體 (2尾/缸/次)

• 組織切片方法：福馬林固定→
組織脫水→清洗→浸潤→石蠟
包埋→切片→染色→觀察

– 雌魚的GSI (生殖腺/體重×100%) 
及卵細胞發育

– 子代產出情形 (發育正常與否)

石蠟包埋

腮絲 卵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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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慢毒性測試(續)

• 目的

– 評估再生水經重覆餵食後對哺乳
類動物可能產生之毒性影響

– 以自來水做為對照組

• 參考方法

– 參考OECD452 

• 測試物種：小鼠 (mice, B6C3F1 stra
in)

– 經過基因篩選，對於毒性物質極
為敏感之小鼠品種

– 經常用於毒理試驗與致癌試驗（
農藥與醫療用藥）

– 曾為新加坡NEWater計畫所使用

一般品系

B6C3F1品系

66

小鼠慢毒性試驗



3. 生物毒性試驗評估 –慢毒性測試(續)

• 評估指標

– 臨床觀察

– 體重與食物消耗量

– 臨床病理檢驗：血液檢驗、血清生化檢驗

– 組織病理檢驗：主要臟器重 (肺、肝、腎等)，並進行組織／
生殖腺病理檢查

– 隔代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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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使用再生水健康風險與安全性評估未來方向

• 機率分析

– 評估自廠關鍵水質項目可接受
水質最大限值

– 由長時間累積數據推測未來發
生異常可能性

– 參考水質異常發生機率建立完
整水質監控機制

• 健康風險評估

– 更長時間與更頻繁的水質監測

– 擴大污染物種的監測數量

– 確立再生水的各種使用情境及
參數

– 納入不確定性分析的概念

– 納入食物鏈的概念

• 生物毒性

– 現地試驗

– 延長時間測試

– 危害現象深入探討(機制)

– 不同系統產水之毒性問題

– 與健康風險評估作業之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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