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議 程 Agenda

期 ：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13:00-17:10

會 議 主 題： Implication of Toxicology in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會 議 方 式： ZOOM
開幕式
13:30 - 13:40

李志恒理事長 致詞
周平坤理事長 致詞
第一單元 演算毒理學
演講者

主持人

AI in Toxicology 人工智慧於毒理學之應用
童俊維 /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藥物研究所 研究員

劉宗榮 / 陽明交通大學
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
研究所 榮譽教授

14:05 - 14:30

基於高維琪因組和人工智慧探索輻射損傷機理
陳河兵 / 北京放射醫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景文 / 大連理工大學
環境學院 教授

14:30 - 14:55

整合總膳食調查及人群毒物動力學模擬之食安風險 - 效益評估： 林嬪嬪 / 國家衛生研究院
以膳食硝酸鹽及亞硝酸鹽為例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林怡君 / 陽明交通大學食安所 副教授
研究員

14:55 - 15:20

TTC 在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隋海霞 /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研究員

13:40 - 14:05

胡向軍 / 北京放射醫學
研究所 研究員

第二單元 標的器官毒理學
15:20 - 15:45

塑化劑對巨噬細胞的影響及肝毒性研究
楊輝 /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副研究員

賈旭東 / 國家食品安全
風險評估中心 研究員

15:45 - 16:10

食品汙染物 - 塑化劑對慢性腎臟病的影響探討
The effects of plasticizers exposure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吳鎮天 /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營養學系 助理教授

劉興華 / 台灣大學毒理學
研究所 教授

16:10 - 16:35

基於斑馬魚高內涵成像的環境化學物心血管毒性評價
韋豔宏 / 中山大學 教授

陳雯 / 中山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教授

16:35- 17:00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mislocalization of a secretary
proteoglycan, Endocan, in cancer
華國泰 / 台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 副教授

何元順 /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特聘教授

閉幕式
17:00 - 17:10

李志恒理事長 致詞
周平坤理事長 致詞

台灣毒物學學會理事長的話
李志恒

各位敬愛的海峽兩岸毒理學學者專家：
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從 2001 年第一次在南京舉辦，之後每兩年輪流於台灣和大陸辦理，至

今剛好 20 年。在歷次的研討會中，成功地建立起海峽兩岸毒理學專家學者的研究交流平台。今年
的會議，輪由台灣主辦，但因受到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的影響，實體參與有其困難，改採視訊方
式進行，以使兩岸毒理學的學術交流能持續不輟。

從 Paracelsus 提出毒理學的基本概念迄今，毒理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不僅已成為一門跨領域

的基礎科學，更成為解決現今藥物食品安全、職業醫學、法醫科學、環境污染等重要議題的入世學
問。近幾年來，由於保護動物觀念興起，也因為我們對於毒性物質作用機制的逐漸了解，體外替代

毒性試驗方法及運用資訊科技的預測毒理學益形重要，而隨著地球暖化及生態被破壞，綠色毒理學
(Green Toxicology) 更成為我們維持生態永續的重要方案之一。

本次會議因此以毒理問題為經，新發展的科技方法為緯，由兩岸學者共同探討，期望第十屆海

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順利舉行之際，也期待下次再次召開時，疫情已經遠颺，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
會能回復以實體舉辦。感謝各位的踴躍參與，敬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台灣毒物學學會理事長 李志恒 謹識
2021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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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毒理學會理事長的話
周平坤

周平坤，醫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現任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輻射醫學研究所科技委主任，

研究員，放射生物學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毒理學會理事長。長期從事放射生物學與核輻射
損傷醫學防護研究，發現低劑量 g 輻射誘發 DNA 修復興奮效應，揭示核輻射致基因組損傷的修復調

控與細胞有絲分裂災變死亡新機制，實現了低劑量核輻射暴露損傷快速檢測的技術突破，發展了對

抗空間輻射損傷的分子靶標及有效防護技術。發表 SCI 論文 110 餘篇，被亞洲輻射研究協會授予「輻
射研究傑出貢獻獎」。

4

第一單元

演算毒理學

劉宗榮
服務單位

主持人

陽明交通大學 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榮譽教授

個人簡歷

劉宗榮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並於美國愛荷華大學預防醫學與環境衛生研究所 ( 主修毒理學 )

獲得博士學位 (1982)，回台灣後先在衛生署任簡任技正，一年後轉到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與陽明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參與相關的服務，如台灣毒物學學會 (TSTA) 理事長 (20032007)，台灣生醫品質保證協會 (TSQA) 創會理事長 (2008-2012)，社會責任公益減害研究發展協會
理事長 (2021- 今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健康食品審議委員 (1999-2007)，化妝品
諮議委員 (2010- 目前 ) 等。教學除了毒理學相關的課程外，亦進入法規毒理學的範疇。研究則以
應用毒理學為主：早期在探討殺蟲劑誘發不同品系小鼠血癌及再生不良性貧血與代謝的關係；後

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建立基因毒性及活體毒性測試實驗室，此段時間還主持血漿 B 型肝炎疫苗的（黑
猩猩）安全性試驗；接者以毒理學的方法探討檳榔及香菸與口腔癌關係及機轉之探討，用到了傳統
的動物 / 細胞實驗及 HPLC TOF MS 對未知代謝物的檢測。此時體會到外來物質與疾病（癌症）的

關係非常複雜，除了致癌物所誘發的鍵結物及突變外，外來物中甚至有對抗突變 / 致癌物的成分，
所以評估時要非常小心；基於此原因，就進入法規毒理學的領域，參與毒性測試規範的制訂、並在
台北榮民總醫院成立細胞治療核心實驗室、建立品質保證管理機制如 GXPs (GLP, GT 及 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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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in Toxicology 人工智慧於毒理學之應用

童俊維
服務單位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研究員

個人簡歷
學歷

•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資訊研究所 博士 (2010)
•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學系 學士 (2005)
經歷

•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研究員 (2021/08 – present)
• 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 副院長 (2020/08 – 2021/07)

• 臺北醫學大學國際生技醫療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2020/08 – 2021/07)
•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教授 (2020/02 – 2021/07)

•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2019/03 – 2020/01)
•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副教授 (2016/03 – 2019/02)

•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兼任助研究員 (2014/10 – 2021/07)

•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兼任助研究員 (2013/10 – 2014/09)
• 美國國家毒理學研究中心 訪問學者 (2012/03 – 2012/05)
•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助理教授 (2011/08 – 2016/02)
• 陸軍官校電機系 助教 (2011/02 – 2011/07)

• 德國杜賓根大學計算機科學研究所 訪問學者 (2008/09 – 2009/08)

7

研究興趣

化學資訊、生物資訊、計算毒理、藥物開發、機器學習、資料庫設計

研究成果

童俊維教授實驗室專注於開發人工智慧與資料庫技術應用於生物與化學分子的功能與毒性預

測，目前已開發有 ChemDIS 與 SkinSensDB、SkinSensPred 等系統。目前已發表超過 50 篇科學
著作，並受邀擔任包括 Scientific Reports 與 Current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等六個期刊
的編輯委員會成員。

摘要
人工智慧泛指能模擬人類智慧的方法，一般可大致分為傳統將專業知識轉化為規則 (Rule) 集

合的專家系統，與利用統計方法或演算法讓電腦從資料中找出規律 (Pattern) 的機器學習方法。對
應到計算毒理學上的應用分別為規則為基礎的結構警示 (Structural Alerts) 與統計為基礎的定量構

效關係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QSAR) 模型。由於毒理資料不若圖片或文
字資料豐富，屬於少量資料學習領域，因此在圖片與文字領域取得巨大進展的深度學習演算法無

法直接套用至毒理資料，而遷移學習 (Transfer Learning) 就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工智慧框架來輔

助進行少量資料學習，也就是從多個待測毒性終點相關的實驗資料找出共通知識並應用於目標毒
性預測。另一方面由於毒理學對於證據的可靠性要求更高，單一模型的證據無法滿足對證據可靠
性的要求，此時機器學習演算法能應用於整合多個不同機轉的計算證據進行證據權衡評估。作者
將以實驗室開發的演算法做為案例，介紹人工智慧於毒理學的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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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文
服務單位

主持人

大連理工大學 環境學院
教授

個人簡歷

陳景文，1997 年獲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

獲得者，國家萬人計畫科技創新領軍人才。

研究方向：環境計算化學與毒理學、污染生態化學。發表論文 350 餘篇，出版著作 3 部。國

家一流本科課程 ( 金課 ) 及精品資源分享課「環境化學」的主講和負責人、教育部環境科學與工程

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科評議組成員；期刊“ACS

Sustain. Chem. Eng.”副主編，「生態毒理學報」副主編，“Ecotox. Environ. Safe.” “J. Environ.
Sci.”和 「環境化學」「海洋環境科學」「環境科學」編委，中國毒理學會常務理事及計算毒理學
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化學會環境化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

1987.09~1991.07：東北師範大學環境科學系，本科，環境科學專業

1991.09~1994.07：東北師範大學環境科學系，碩士生，環境化學專業

1994.09~1997.06：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生，環境化學專業

1997.07 至今：大連理工大學。1998 年 8 月破格晉升副教授，2001 年 4 月破格晉升教授。

1999.02~2003.04：德國國家環境與健康研究中心生態化學研究所，訪問學者，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學者，歐盟國際合作項目及博士後研究。

2004.05~2004.06：耶魯大學森林與環境學院，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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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高維琪因組和人工智慧探索輻射損傷機理

陳河兵
服務單位

北京放射醫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個人簡歷

陳 河 兵， 北 京 放 射 醫 學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員， 北 京 市 科 技 新 星。 主 要 研 究 染 色 質 的 結 構 和 功

能，運用深度學習等方法開發三維基因組計算方法並加以應用。作為負責人承擔國家自然科學
基 金、 軍 委 科 技 委 項 目 等 多 項 課 題， 在 Nucleic Acid Research、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Bioinformatics、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等專業期刊發表研究論文二十餘篇，授權中國發
明專利 3 項，軟體著作權 4 項。兼任《Quantitative Biology》期刊特邀編輯、中國人工智慧學會
生物資訊學與人工生命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自動化學會智慧健康與生物資訊專業委員會委員。

摘要

電離輻射會導致 DNA 雙鏈斷裂，引起 DNA 修復異常，造成基因組不穩定、染色體片段缺失、

染色體易位以及突變的累積，引起癌症和多種疾病的發生。輻射引起的基因組損傷和修復發生在染

色質結構的不同維度，並且與損傷類型、時間密切相關，其具體機制需要從高維琪因組的角度進行
解析。

高維琪因組主要研究染色質三維結構的時空特異性變化及其與表觀遺傳修飾、轉錄調控網

路、基因表達等多組學信號之間的關聯。近幾年，隨著 Hi-C、ATAC-seq 以及單細胞等測序技術
的飛速發展帶來了高維琪因組研究的突破，人們發現，染色質拓撲關聯結構域（topologically

associated domain，TAD）是染色質結構的基本單元，並可進一步細分為染色質環（LOOP），
如調控基因表達的增強子 - 啟動子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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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顯示，高維琪因組解析有助於揭示輻射損傷機制，包括：染色質結構決定著基因組的

脆性，如 LOOP Anchors 和 TAD 邊界更容易出現 DNA 雙鏈斷裂；TAD 是 DNA 損傷修復的功能單位，
能夠調控修復回應蛋白 γH2AX 的擴散；另外，人類基因組編碼區只占 3%，輻射損傷引起的基因

組變異主要位於非編碼區，從 LOOP 遠端調控的角度能夠找到更多的非編碼靶點，有助於發現新
的輻射損傷標誌物、治療靶點等。

然而，通過高維琪因組解析輻射損傷機制面臨諸多挑戰，如解析度不夠、資料有噪音、資料量

龐大等，並且不同實驗室、不同方法、不同物種組織以及不同尺度的多源異構資料更是增加了計算
的難度，傳統分析方法難以勝任。隨著人工智慧技術在生命組學領域的迅速發展，採用適配資料特
點、契合生物問題的深度學習模型成為新的選擇。我們的研究發現，人工智慧技術不但可以通過預
測的方法對缺失實驗資料進行補齊，還可以降低雜訊提高資料解析度，更重要的是擅長處理複雜關

係資料，可以將輻射損傷預測及機理探究轉化為節點分類問題及可解釋性研究，突破基於先驗知識
解析高維琪因組與輻射損傷關係的局限性。基於人工智慧技術，從高維琪因組的角度解析輻射損傷
機制，將為輻射醫學領域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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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嬪嬪
服務單位

主持人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研究員

個人簡歷
經歷

2014/11 至今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研究員

2019/01 至 2020/07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代理所長
2014/11 至 2019/01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副所長

2013/03 至 2014/10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07/12 至 2014/10 國家衛生研究院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組 研究員

2006/01 至 2007/11 國家衛生研究院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組 副研究員
2003/07 至 2006/0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分子毒理學研究所 教授
1996/08 至 2003/06 中山醫學院 毒理學研究所 副教授

1994/10 至 1996 /05 美國密西根大學 醫學院皮膚科 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

1990/09 至 1994/04 美國密西根大學 毒理學 博士
1985/09 至 1987/06 臺灣大學 醫學院生化所 碩士
1981/09 至 1985/06 臺北醫學院 藥學系 學士
近期代表作

1. Ho, C.-C., Chen, Y.-C., Tsai, M.-H., Tsai, H.-T., Weng, C.-Y., Yet, S.-F.*, Lin P.* (2021) Ambient Particulate

Matter Induces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Phenotypic Changes via NOX1/ROS/NF-κB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Pathways: Protective Effects of Polyphenols. Antioxidants 10 (5): 782.

2. Luo, Y.-H.; Cheng, H.-J.; Tsai, F.-Y., Tsou, T.-C, Lin, S.-Y., and Lin, P.* (2020) Primary amine modified

gold nanodots regulate macrophage function and antioxidant response: potential therapeutics
yargeting of Nrf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 15: 8411—8426.

3. Ho, C.-C., Chen, Y.-C., Yet, S.-F., Weng, C.-Y., Tsai, H.-T., Hsu, J.-F., Lin P.* (2020) Identification
of ambient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components related to vascular dysfunction by analyzing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19: 137243.

4. Ho, C.-C., Wu, W.-T., Chen, Y.-C., Liou, S.-H., Yet, S.-F., Lee, C.-H., Tsai, H.-T., Weng, C.-Y., Tsai, M.-

H. and Lin, P.* (2019) Identification of osteopontin as a biomarker of human exposure to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45, 97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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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總膳食調查及人群毒物動力學模擬之食安
風險 – 效益評估：以膳食硝酸鹽及亞硝酸鹽為例

林怡君
服務單位

陽明交通大學 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副教授

個人簡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副教授 (2021/08 – 迄今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助理教授 (2017/08 – 2021/07)
臺灣檢驗及品保學會 理事 (2020/10 – 迄今 )

臺灣檢驗及品保學會 副秘書長 (2017/10 – 2020/09)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Comparativ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2019/08 – 2020/01)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2017/01 – 2017/07)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2015/08 – 2016/12)
臺灣大學環境生物科技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 (2014/08 – 2015/07)

摘要

Dietary nitrates and nitrit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potential risks and health benefits,

thus igniting a debate about the health outcomes of ingested nitrates and nitrites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heir risk and benefit assessment of nitrates and nitrites is complicated by the large

variation in nitrate and nitrite intake among people and the endogenous nitrite formation in the
bod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probabilistic risk-benefit assessment of dietary nitrates and nitrites

based on internal dose by integrating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exposures with human data
13

on cardiovascular benefits to further address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risk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nitrate and nitrite consumption. A total diet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ntrations of nitrates and nitrites in food in Taiwan and to assess the dietary exposures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including 2 – 6, 7 – 12, 13 – 18, 19 – 65, and >65 years. A recently wellvalidated physiologically-motivated human toxicokinetic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internal

doses after dietary intakes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internal dose levels of nitrates and nitrites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benefits were collected from human experimental trials. The

present integrated approach was applied to different populations worldwide based on reported

exposure estimate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isk-benefit assessment of dietary nitrates

and nitrit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vegetable consumption wa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the internal nitrate and nitrite levels in all age groups. The present assessment suggests

that for general consumers, the current intake levels of nitrates and nitrites from various foods

are beneficial to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are unlikely to result in appreciable health risks.
Therefore, dietary nitrates and nitrites were inferred to have appreciable cardiovascular benefits

that may outweigh potential risks. The assessment of this study offers additional insights into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health outcomes of nitrates and nitrites in the diet and illustrates an

approach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other dietary constituents that warrant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risks and beneﬁ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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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向軍
服務單位

主持人

中國毒理學會

個人簡歷

胡向軍，研究員，中國毒理學會常務副秘書長。代表中國毒理學會參加夏威夷第十五屆國際毒

理學大會，負責組織申請並獲得第十七屆國際毒理學大會主辦權。負責學會秘書處日常工作，協助
組織 2021 年亞洲毒理學大會和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在推動毒理學發展中起到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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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C 在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隋海霞
服務單位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研究員

個人簡歷
研究領域

化學物風險評估和衛生毒理學。主要從事化學物和食品相關產品風險評估技術研發及應用

工作，並先後兩次赴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和馬里蘭大學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聯合研究中心
（JIFSAN）進修風險評估技術。負責我國食品相關產品的風險評估，目前正在構建我國食品接觸

材料安全性評估體系、食品加工用消毒劑安全性評估體系。作為課題負責人 / 技術骨幹主持 / 參與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十一五科技支撐專案、十二五科技支撐專案、轉基因重大

專項、國家風險評估優先項目等 20 余項科研專案。構建了化學物累積暴露評估和集聚暴露評估模
型，主持撰寫了毒理學關注閾值法在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指南、QSAR 和交叉參照在食品安

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指南等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和指南 7 項。主要社會兼職包括國家食品
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委員、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食品相關產品專業委員會委員、國家

衛生健康委 WTO 通報評議專家、食品中化學物質風險評估方法的國際聯絡小組 (ILMERAC) 成員、
中國環境誘變劑學會毒性測試與替代專業委員會第二屆委員會委員等。參與編寫專著和譯著 20 餘

部，發表中英文論文 70 餘篇。獲得 2020 年廣東省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020 年度中國食品科學技
術學會科技創新獎——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第一屆中國科協優秀科技論文遴選計畫優秀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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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毒理學關注閾值（threshold of toxicological concern, TTC）是一個人體暴露閾值。對於未知

毒性的化學物，當暴露量低於 TTC 閾值時，（經口）終生暴露於該化學物，不會引起可預見的健

康風險。TTC 不是對傳統風險評估方法的替代，而是一種快速篩選評估方法，適用於化學結構已知、
毒理學資料缺乏或不足的化學物的篩選評估。本報告介紹了 TTC 的基本概念、適用範圍、TTC 閾
值（經口）、TTC 使用流程、以及 TTC 在香料、食品中的微量雜質、食品接觸材料中的非有意添
加物、回收 PET 等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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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標的器官毒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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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旭東
服務單位

主持人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研究員

個人簡歷

賈旭東，博士，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研究員，毒理實驗室主任。FAO/WHO 食品添加劑

聯合專家委員會（JECFA）專家，中國毒理學會食品毒理學專委會主任委員，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
評委員會毒理學專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毒理學會替代法與轉化毒理學專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營
養學會營養毒理分委會副主任委員，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農業轉基因生

物安全委員會委員。2006-2007 年在美國 Tufts 大學做訪問學者。2014-2015 年在世界衛生組織食

品司做技術官員（P4 級）。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毒理學技術，食品毒理學安全性
評價，轉基因食品致敏性評價等。負責或參與多項科技重大專項、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及國際合作課

題等。先後獲得中華醫學會中華科技獎三等獎（2004 年）、中華預防醫學會科技獎二等獎（2011
年）和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科技創新獎二等獎（2020 年）。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科研論文

160 余篇，主編（譯）論著 8 本，組織制定修訂《食品安全性毒理學評價程序和方法》（GB15193）
系列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26 項（主持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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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對巨噬細胞的影響及肝毒性研究

楊輝

服務單位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副研究員

個人簡歷
研究領域

楊輝，衛生毒理學博士，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副研究員。第二屆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

委員會委員，中國毒理學會食品毒理學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中國毒理學會青年委員會委員，中
國毒理學會毒理學替代法與轉化毒理學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食品中化學污染物的
毒理學危害識別技術和毒性效應機制。

Yang Hui, Ph.D of Health toxicolog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Center (CFSA). Member of the 2nd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Review
Committee, member and Deputy Executive Secretary of Food Toxicology Committee, Member

of Youth Committee of 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 Youth committee of Alternative and

Translational Toxicology Professional Committe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oxicological
hazard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toxic effect mechanism of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

摘要

在組織微環境中，巨噬細胞對 PPARγ 配體的回應可能強於其他細胞，這使其具有成為特異

性藥物靶點的潛力。我們發現在成功構建的 PPRE-eGFP-THP-1 誘導的 M0 巨噬細胞中，PPRE 及

20

CD36 對 PPARα 和 PPARγ 的配體具有良好回應，能夠用於識別以 DEHP 為代表的 PAEs 對 PPAR

信號通路的啟動作用。在體外 M2 型巨噬細胞極化過程中，DEHP 及 MEHP 通過 PPARα 和 PPARγ
的共同啟動影響 M2 極化，PPRE-eGFP-THP-1 誘導的 M2 型巨噬細胞能夠識別以 DEHP 為代表的

PAEs 對 M2 極化的調控作用。DIBP、BBP、DIDP 可能具有於 DEHP 類似的靶向巨噬細胞的毒作
用機制；DINP、DMP、DBP、DEP 可能具有部分依賴於 PPAR 信號通路啟動的影響巨噬細胞 M2
極化的毒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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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華
服務單位

主持人

台灣大學 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個人簡歷

教授

EDUCATION

• Ph.D.,1991 Institute of Pharma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M.S., 1986 Institute of Pharma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B.S., 1984 School of Pharmacy, College of Pharmac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 1999-prese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 2005-2012 Director,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1993-1999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1991-1993 Instructor,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JOR RESEARCH AREA

Cellular, Molecular, and Systemic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for investigation of mechanisms or

cellular signaling pathways of functional foods, drugs, toxicants, biomaterials, and diseases (diabetes,

inflammation,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osteoporosis, nephropathy, or digestive disorders)-related

cellular function/dysfunction,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JOURNALS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World Journal of Stem Cells; World Journal of Diabetes
SELECTED PUBLICATIONS (TOTAL 251 REFEREED PAPER from 1987-present)

1. Sheu WH, et al. (2021)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Tpl2 (Tumor Progression Locus 2) inhibition on

diabetic vasculopathy through the blockage of the inflammasome complex.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41:e46-e62.

2. Chung YP, et al. (2020) Arsenic induces human chondrocyte senescence and accelerates rat
articular cartilage aging. Archives of Toxicology 94:8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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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汙染物 - 塑化劑對慢性腎臟病的影響探討

The effects of plasticizers exposure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吳鎮天
服務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營養學系
助理教授

個人簡歷

EDUCATION

• Toxicology Ph.D. Graduated from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Medical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2005.08-2011.07.

• M.S. Graduated from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College of Medicine, Chung-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002.08-2004.07.

• B.S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1995.08-1999.07.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ACADEMIC APPOINTMENTS

• 2018~ Now: Medical Investigator,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Shuang Ho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pei, Taiwan.

• 2017~ Now: Senior editor and writer, Medjaden Bioscience Ltd. Hong Kong.
• 2015~ 2017: Study Director (S.D.), Level Biotechnology Inc. Taiwan Taiwan.

• 2011~ 2014: Postdoctoral Fellow, Graduated from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Medical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HONORS

• 3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n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Excellence Presentation. Aug. 2016, Atlanta, USA. ( 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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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academy collaboration

• Healthy food for safety assessment: (1) Genotoxicity test, (2) Acute toxicity test, (3) Sub-acute
toxicity test, (4) Sub-chronic toxicity test, (5) Teratogenicity test

• Functional test: (1) 健康食品之調節血糖功能評估。

摘要

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 (DEHP) 為人所熟知的環境與內分泌干擾物會透過過氧

化物酶體受體代謝。依研究與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成人每天暴露鄰苯二甲酸酯污染的食物或環境
可能有增加男性生殖系統紊亂、癌症生成風險增加及神經系統訊號改變等影響。而 DEHP 長期暴

露於血液儲存袋和管道等醫療設備中亦可能加劇慢性腎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的進程。
從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在不造成細胞凋亡的劑量下，DEHP（而非 MEHP）會刺激腎小管細胞上皮間

質轉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形態學改變與纖維化進展。暴露 DEHP 後
會降低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 α 及 γ(PPAR-α 和 PPAR-γ) 表現。而處理 AKT 抑製劑 (MK-

2206) 或處理 PPARγ 活化劑 (pioglitazone) 會顯著抑制 DEHP 誘導的 EMT 作用與纖維化進程。
在纖維化小鼠模式下亦可觀察到類似現象。後續試驗我們將持續釐清 PPAR-γ 調控的訊息。並發

展有潛力之中草藥利用其功效成份如：淫洋藿單苷 (Icariin) 或醉茄素 A(Withaferin A) 減緩 DEHP

的影響與腎臟疾病的相關進程。期望未來有機會能於改善環境汙染物的暴露與減緩慢性腎臟病進程
的疾病治療中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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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雯

服務單位

主持人

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教授

個人簡歷

Professor Chen received her MD degree from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China in 1987

and her MS and PhD degrees from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respectively
in 1994 and 2001. Upon graduation from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she started an

academic career at the Institute of Chemical Carcinogenesis of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In 1993-1995, she worked at 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NCTR), USA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2001-2004, she received her postdoctoral training at 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cell transformation model in potent carcinogen screening, epigenetic mechanism of chemical
carcinogenesis,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identification

of biomarkers for risk assessment. Since joining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2005 as
Professor and the academic leader of Department of Toxicology, Prof. Chen has received
several prestigious awards including a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and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of 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 As an associated editor, she had 5 books and more than 200 journal

papers published. She also served as the board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utagen Society. Currently, she is an associate editor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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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斑馬魚高內涵成像的環境化學物心血管
毒性評價

韋豔宏
服務單位

中山大學
教授

個人簡歷

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百人計畫」引進人才。中國毒理學會生化與分子

毒理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環境誘變劑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

議評審專家。2008 年博士畢業于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2008-2016 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從事博士後及副研究員工作。研究方向為環境毒理學，重點關注環境化學物的健康危害及心血管損
傷機制。共發表 SCI 論文 27 篇，引用 >1500 次。其中以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在 PNAS、J Hazard
Mater、Arch Toxicol 等雜誌發表論文 15 篇。授權發明專利 2 項。研究成果被歐美多國環境管理

部門列為風險評估及制定新化學品策略的重要基礎資料，為美國宇航局空間動物實驗提供指導依
據。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專案、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專案、美國基金會資助專案等
課題。曾擔任國際環境污染與健康會議和美國毒理學大會分會場主席；獲中國環境與健康大會“特
殊貢獻獎”等獎勵。擔任 Environ Pollut 和 Arch Toxicol 雜誌編委。

摘要

隨著全球化學品的大量生產和使用，環境化學物種類和負荷急劇上升，對生態環境和人群健康

造成巨大威脅。研究揭示諸多環境化學物具有心血管毒性。心血管損傷既是心血管疾病的病因，也
是神經系統疾病、胚胎發育障礙等毒性效應的病理基礎。因此，心血管毒性識別和效應評價是環境
化學物風險評估的重要內容。由於血管形態學特徵動態多變，難以甄別和定量，化學物心血管毒性
效應識別難度大，評價進展緩慢。目前心血管毒性測試方法單一、效率不足、通量低、指標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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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當前繁重的環境化學物心血管毒性評價需求。斑馬魚是心血管研究常用模式生物，具有體外

受精發育、早期軀體透明、易操作和觀察等優點，OECD 和 US.EPA 已將其引入用於化學品毒性評價
和高通量檢測專案。本研究採用血管特異性標記轉基因斑馬魚模型，應用高內涵成像技術高通量採
集心血管系統高分辨圖像，開發圖像自動識別演算法，構建高效、靈敏、精准的心血管表型組分析
方法。應用該方法獲取化學物暴露後斑馬魚血管表型資訊，通過評價分級，篩選高風險化學物，並

鑒別出各類化學物敏感血管部位及血管毒作用模式，構建定量結構 - 心血管毒效應預測模型。本研究

開發了基於表型組分析的化學物心血管毒性高通量測試方法，為環境化學物的心血管毒性評價開拓
嶄新思路，可為快速推進化學物環境風險評估提供重要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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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的功能性轉換與調控在細胞正常生理功能與病理變化上均有關鍵性的影響，我們實驗室致力
於研究腫瘤細胞中特異性的蛋白質型態與功能，嘗試挖掘出其中獨特的分子機制，藉以發展做為具
潛力的癌症治療新穎標的。過去團隊在糖解作用關鍵酵素丙酮酸激酶 PKM2 的系列研究中，就找出

了 PKM2 在肺癌與胰臟癌細胞中的特殊分子機制與其功能性影響，並首次揭露了雙聚體型態 PKM2

在細胞質中一種類似於分子伴侶 (Chaperone) 的嶄新角色，PKM2 不僅能同時與 HSP90 及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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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 如 EGFR) 結合，也能透過磷酸化特定位點促進標的分子 ( 如 PAK2) 與 HSP90 的結合，這種
具備腫瘤特異性的雙聚體型態 PKM2 即有可能成為下一代的藥物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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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Wnt/β-catenin 訊息傳遞路徑在細胞癌化、腫瘤轉移及癌幹細胞的自我更新過程中，扮演極

為關鍵的角色。許多種類的癌症中皆可發現 Wnt/β-catenin 訊息傳遞路徑相關分子高度突變的情
形，雖然這條訊息傳遞路徑的活化在晚期前列腺癌中十分常見，Wnt/β-catenin 訊息路徑相關基

因的突變在前列腺癌中卻相當少見，也因此在前列腺癌中，可能存在著未知的調控機轉影響其活

化。我們發現，內皮細胞特異分子 Endocan 在前列腺癌幹細胞中能與 β-catenin 直接結合，幫助

穩定 β-catenin 及其輔助轉錄因子 TCF4 所形成的聚合體，進一步使該聚合體在細胞核內停留時間
增長，造成 Wnt/β-catenin 訊息傳遞路徑持續地活化，闡明了 Wnt/β-catenin 訊息傳遞路徑在晚

期前列腺癌中的關鍵調控機制。Endocan 本屬於一種分泌型多醣蛋白，過去對 Endocan 的研究

皆著重於其胞外的角色，我們意外發現原本分泌至胞外的 Endocan，在較惡性的前列腺癌細胞中
會大量進入到細胞核內。後續研究更發現原來 Endocan 是由 β-catenin 直接帶入核中，Endocan

在細胞核中又回過頭影響了 β-catenin 與 TCF4 的結合及轉錄活性，兩者形成一個正向回饋調控路
徑。我們同時也以體外試驗證實，若以 Endocan 做為標靶，阻斷 Endocan/β-catenin/TCF4 聚合

體，能有效抑制癌細胞幹性從而阻止前列腺癌細胞轉移。此項研究證實了 Endocan 在前列腺癌細
胞內的分佈狀態與腫瘤轉移及癌幹細胞特性息息相關，以 Endocan 做為標靶的治療方式，未來有
機會幫助前列腺癌甚至是其他高度依賴 Wnt/β-catenin 訊息路徑癌症的患者。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