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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 校園午餐有瘦肉精與四環素 

 

2011年5月 塑化劑污染食品事件 

 

2013年10月食用油添加低成本葵花油及棉籽油混充，且還添加銅葉綠素調色 

 

2013年11月粉圓、魚板、濕海帶、涼麵等使用著色劑銅葉綠素、銅葉綠素鈉 

 

2014年10月 DEHP、DINP、DBP塑化劑 

 

2014年12月致癌豆乾含工業染劑二甲基黃 

 

2015年1月豆腐乳含工業染劑二甲基黃 

台灣地區近幾年【食安風暴】 

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8%A6%E8%82%89%E7%B2%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7%8E%AF%E7%B4%A0%E7%B1%BB%E6%8A%97%E7%94%9F%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B5%E8%8A%B1%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89%E7%B1%BD%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A%85%E8%91%89%E7%B6%A0%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5%8C%96%E5%8A%91
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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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ciFinder can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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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 

屬 

                    (包括：四環

素類、大環內酯類  磺胺

類、奎諾酮類等)  

                     (鹽酸克倫特

羅、萊克多巴胺、沙汀

胺醇) 

              (如：
蘇丹紅、  咳
喘素…) 

仔豬期注射的疫

苗多達十幾種 

(有機砷、
硫酸、
銅、鉻、
鋅) 

歐盟、日本禁用瘦肉精， 

目前仍有美國等少數國家， 

訂有肉品中Ractopamine(培林) 

之最大殘留容許量，允許添加 

在豬隻飼料中使用。 

讓我們用科學角度，以 

Ractopamine為例，來看 

看SciFinder 有什麼相關 

資訊呢?  

瘦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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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Ractopamine進行物質檢索 

詳細列出與Ractopamine 

相關文獻的數量、化學反應、

銷售廠商、及法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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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文獻中主要
的研究概念(idea)。 
(*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Ractopamine 在Mass spectrometry 領域之相關文獻 
                 ~分析至探討質譜技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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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UPLC-MS/MS 測定牛肉中殘留的β-agonists 

研究羊的血漿和尿利用enzymolysis和有機溶劑萃取的影響判定兩種 β2-agonist 

 Ractopamine 在Mass spectrometry 領域之相關文獻 
                 ~分析至探討質譜技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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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透過分析的
Section title了解文獻
研究的分類 

也可再透過文章
發表單位了解是
哪些單位在做這
樣的研究 

 Ractopamine 在Mass spectrometry 領域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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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期刊~極致效能液相層析串聯質譜技術之驗證以測定Ractopamine： 
應用於豬隻殘留耗盡研究 

A. 研發及確認一靈敏與可信賴之方法以分析豬隻組織中的Ractopamine。 

B. Ractopamine耗盡研究採自健康豬隻：這些豬隻是連續30天以濃度20  mg/kg 之 

Ractopamine口服餵食。在用藥後11天，除了肌肉組織，Ractopamine 仍在所有組織中 

          被偵測到。在肺部組織中，Ractopamine量最高。 

C.      此方法可成功應用於豬隻組織中，Ractopamine之耗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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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topamine 與Hormones, animal之相關文獻 

~利用Categorize的三階層分類功能，可鉅細靡遺的進行篩選，精準挑選有興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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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期刊 ~ 2種型促效劑類固醇混合物與BSA (bovine serum albumin)之 
交互作用分析：螢光光譜與化學劑量研究 

A. -促效劑如：ractopamine (RAC)及Clenbuterol (CLEN)，與生合成代謝類固醇有相似的效果：皆可

促進肌肉組織生長並降低體脂肪。此類促效劑皆已被成功施用於動物與人類但也因其產生之嚴

重副作用，許多國家原則上是禁止使用的。諷刺的是：非法使用仍持續進行著。 

B. 此類促效劑與生物分子 (如：BSA)之交互作用特別顯著， 尤其是混合配基與蛋白質間的協同反

應。 

C. 本分析可用來解釋每一反應成分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此研究發現：二種配基 (RAC與CLEN)皆

與BSA的site  結合。CLEN形成CLEN-BSA(1:1)複合體； RAC形成RAC2-BSA二元複合體(2:1) 。 

D. 有趣的是，當CLEN或RAC 分別再加入RAC2-BSA或CLEN-BSA中，會形成三元體。即當二元複合體

再加入過量之第二種配基時，會提高BSA對再加入之配基的親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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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數 (Citing 
References) 
最高 => 核心專利 

 Ractopamine 之核心專利 
    ~以被引用次數排序 (Citing References)： 

快速找到核心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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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topamine 之核心專利 ~ 利用-aminoalcohol治療發炎症狀與疼痛 

A. 一化合物，用於治療或防止T細胞增生或受發炎性細胞因子與/或抗發炎細胞因子調控之疾病。 

B. R1,R3= H, Me; R2=H, alkyl; 或 R2 與 R3 =CH2, -以此成一環; n is 0 -2 ; X is CH2, O ; 二個苯環都可被 

             OH, OMe, halogen等任意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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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得到

專利PDF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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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慢性退行性疾病 ： 類風濕關節炎、骨性關節炎、 骨質疏鬆 

3. 慢性脫髓鞘疾病 ：多發性硬化症 

4.呼吸系統疾病 ： 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病 

直接連結歐洲專利局(EPO)， 
取得相關資訊 

5.炎症性腸病（IBD） ： 潰瘍性結腸炎、克羅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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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P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常 

用於PVC 塑膠作為軟化劑，屬合法塑化 

劑，但卻是非法的食品添加物。DEHP 

亦屬環境賀爾蒙之一，就算添加在塑膠 

產品中，也容易逸散或溶出，隨著皮膚 

接觸、食物等進入人體! 

到底如何快速檢測DEHP呢? 有沒有方 

法可以把DEHP去除呢? 趕快利用 

SciFinder 來研究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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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EHP進行物質檢索 

詳細列出與DEHP法規資訊、
光譜以即實驗性質 

列出與DEHP相關文獻、化學反
應、銷售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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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物質資料 

CAS RN. 

完整化學名稱 
(包含商品名、俗名) 

物質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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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化學性質 
(實驗性數值) 

實驗性性質數據 

實驗性光譜數據 

預測性性質數據 

預測性光譜數據 

法規訊息 

其他詳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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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光譜資料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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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家之DEHP相關化學品登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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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P之相關法規 

歐盟在2006年將DEHP列為危險物質，2008年將DEHP改列為“高度關

切”物質並列於REACH之後選名單中。 

美國加州2005年將DEHP列為造成發展與生殖毒物。 

美國New Jersey州2010年將DEHP列為環境有毒物質。 

美國加州2007年將DEHP列為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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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具搭配使用，快速、精準找到所需資料! 

選取特定領域文獻 + 限縮 (Refin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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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C-MS測定在與油脂類食物接觸的材質中， 

鄰苯二甲酸酯類與己二酸二乙基己酯游移量 

A. 本發明揭露一利用GC-MS測定在與油脂類食物接觸的材質中，phthalate ester (鄰苯二甲

酸酯類如：Me phthalate)與 diethylhexyl adipate (己二酸二乙基己酯)游移量的測定方法。 

B. 測定方法包括：烘乾吸收劑、冷卻與去活性；製備管柱；以有機溶液溶解油脂類食物模

擬液 (如：橄欖油、菜籽油等) 、注入樣品、以有機溶液沖提、收集沖提液、濃縮與回溶；

由GC-MS測定前述酯類含量。   

C. 這項發明具有高有效性、高選擇性、無儀器汙染與低測定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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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具搭配使用，快速、精準找到所需資料! 

選取特定領域文獻 + 限縮 (Refin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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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HPLC-DAD 與 GC-MS同步測定美妝產品中， 

7種鄰苯二甲酸酯類與4種對羥基苯甲酸酯 

A. 本研究以HPLC與GC-MS測定在15種美妝產品(如：頭髮噴霧劑、香水、止汗劑、面霜、化妝

水等)中，7種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酯類) 與4種 parabens (對羥基苯甲酸酯)之含量。 

B. 此技術測定限度為 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酯類)=10.0-100.0 μg/kg ； parabens (對羥基苯甲酸

酯)=20.0-200.0 μg/kg。回收率為85-108 %，RSD=4.2-8.8%。 

C. 15種樣品中，只有一種未含此二種酯類，其餘14種樣品發現含有至少3種或多種鄰苯二甲

酸酯類與/或對羥基苯甲酸酯。 

D. 在此類樣品中，主要偵測到的酯類有：對羥基苯甲酸甲酯、對羥基苯甲酸丙酯、鄰苯二甲

酸二乙基酯、鄰苯二甲酸二丁基酯、鄰苯二甲酸二環己基酯、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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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具搭配使用，快速、精準找到所需資料! 

選取特定領域文獻 + 分析 (Analysis) 功能 + 限縮 (Refine) 功能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利用TLC 確認 PVC 化合物中之塑化劑 

A. TLC提供一快速方法來分析與確認 PVC (poly( vinyl chloride))中之塑化劑。 

B. 將PVC溶於有機溶劑中，加入MeOH直至成一細粒狀沉澱物，將沉澱物分離、並將濾液中

之有機溶劑揮發，殘餘物質點在TLC板(內含5% eosin) ，最後將TLC板以特定比例之有機溶

劑中展開。 

C. 此法可得到15種已知塑化劑之Rf值。 

SciFinder提供完整索
引字詞與物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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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具搭配使用，快速、精準找到所需資料!  

選取特定領域文獻 + Categorize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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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敏的GC-MS測定法偵測廢水中之 

鄰苯二甲酸酯類、烷基酚、雙酚A及其氯化衍生物 

A. 鄰苯二甲酸酯類、烷基酚、雙酚A及其氯化衍生物被認為是內分泌干擾素 (EDCs)或致癌物

~俗稱“環境賀爾蒙” 。這類物質泛廣被當成塑料添加劑、漆料、樹脂或介面活性劑、也

經常被發現於環境中-如廢水。 

B. 本文探討一正確且有再現性之GC-MS測定法來檢測廢水樣品(取自西班牙Granada市)中之

環境賀爾蒙。  

C. 萃取固相物質並以有機溶劑洗提。分離後移除溶劑並矽化。鄰苯二甲酸酯類與矽化物由

GC-MS分析並定量。定量限度為20 ng/L~400 ng/L，異日間與同日間變異<5 %。 

D. 此法以標準添加校正曲線法與回收分析確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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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EHP為反應物質或反應試劑，找尋相關化學反應 

提供不同反應階段
condition 

可連結至出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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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Planner 實驗管理平台~整合所有檢索資料! 

可把與整個實驗流程相關的反應式、參考文獻、物質特性，彙整於同一平台， 
亦可轉出此檔案。 

檢測方法 

室溫下水解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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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摻加銅葉綠素涉及違法，麵條摻加

銅葉綠素鈉全面下架的新聞，如何分析銅

葉綠素? 以及除了銅葉綠素有無其他相似

物質是否也是對人體有害?而我們卻不認

識它們，我們可用SciFinder 有效率的找尋

相關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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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獻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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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A Section Title

限縮在與食物化學相

關的選項 
利用Get Substances  

了解文獻中有哪些其

他相關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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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銅葉綠素其他相關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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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具搭配使用，快速、精準找到所需資料! 

利用限縮 (Refine) 功能尋找探討的性質物質 

SciFinder提供不同物
理性質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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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具搭配使用，快速、精準找到所需資料! 

利用分析(Analyze) 功能分析物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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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想過二甲基黃是如何檢驗? 

你曾想過檢察官如何查出二甲基黃

是危害物? 

如何挖掘資料證明二甲基黃對人體

是毒害物? 

此篇探討 CAS編碼是什麼?以及

SciFinder可尋找二甲基黃致癌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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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SciFinder檢索物質CASRN. - 全球流通的CAS Number 由CAS專家審核並

核發的號碼，建立資料庫 “CAS Registry” 。 

SciFinder的物質資料庫為   CAS Registry (每日更新) 

什麼是CASRN 

數量 +9,000萬筆有機、無機物質 & 

+6,500萬筆基因序列 

內容 物質名稱(學名、俗名、商品名)、

分子式、結構式、物質實驗及預

測性數據、光譜圖、環系統資料 

涵蓋

範圍 

-1800年至今 

-來自CAplus期刊、專利、學術論

文，以及供應商化學品型目錄  

-CAS登錄系統的所有新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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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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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說明食用色素經常用來欺騙消費者，例如用於模仿健

康食品像是水果和蔬菜，透過檢測食物添加色素的毒性去

了解化學物質對人體有害的影響，以及探討食用色素結構

(Azo) 與溶解酶的作用和親和關係。 

科學探討二甲基黃對於人體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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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皆可 

將文獻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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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功能 

不遺漏辛苦找到的資訊並且可
與他人分享找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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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資 訊 

知 識 

創 新 創新 
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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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預約~ 

SciFinder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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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 

SciFinder最佳檢索案例!! 

歡迎投稿CAS台灣，不限主題 

經採用可獲得獎品與獎金喔!! 

cas.tw@igrouptaiwan.com  

mailto:cas.tw@igroup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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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傳奇      許佳儒 

美國化學索摘服務社(CAS)台灣代表 

Tel:+886 2571 3369#228, 213 

E-mail: cas.tw@igrouptaiwan.com  

Coach Hsu ; Claudia Syu ; iGroup TW C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