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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序

公共衛生的決策，往往發生在有限的時間、複雜的情境與不確定因素的脈絡下，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聞事件，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選擇利益最大化而危害最小化的決
定，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是極具挑戰的事。這次血中鉛檢驗的政策，不同於傳統決策，
過分依賴外部環境、脈絡因素的影響，企圖於實證證據與環境脈絡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代表市府團隊在第一時間「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信念，透過市府各局處間，以及
與議員和民眾的溝通，找出共識並解決問題，也成功運用以實證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決
策模式，提供最有效和具成本效益的介入措施，謹慎使用有限資源，產生對個人和社
區更好的健康結果。
許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與政策，涉及中央政府的管轄與法規，非臺北市能獨
立完成。因此，跨域合作與府際關係是未來相當重要的課題；期望未來從中央到地方
攜手一致，積極推動實證決策，促進政府決策模式的創新。

市長

2016 年 3 月 1 日

1

序文

本人施政理念是「快」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衛生局在黃世傑局長卓越領導下，
不到二個月時間即妥善解決鉛管風暴，以「整合資源便民先、多元管道齊宣導、為民
服務不設限、全責照護一條鞭」為中心，整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 北水處 ) 資源，建立市府跨局處橫向合作模式，召開專家會議共同研討解決方案與推
動流程，並整合醫療資源，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也透過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
設置網頁專區、市府 line 訊息、製作衛教宣導單張等方式，以提升民眾對鉛危害的正
確認知。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衛生局提供免費血中鉛檢驗、超過
建議值者診療追蹤及環境調查等三階段服務，共 5,479 人完成血中鉛檢驗，計 5 人血
中鉛濃度超過建議值 ( 臺北市 3 人、新北市 2 人 )，經北水處資料比對，及透過雙北合
作平臺與新北市分別提供居家訪視關懷服務與後續診療追蹤，初步了解應與個人職業
史及生活習慣等有關，與鉛水管無關，解決民眾鉛健康危害疑慮。

2015 拒鉛危害 護民健康紀實

局長序
序文

衛生局於 2015 年 10 月 21 日接獲柯市長評估指示－提供使用鉛管用戶民眾做血
鉛檢驗，當日即初步諮詢相關公共衛生及職業醫學專家，隔日即開會討論解決方案。
建議於 10 月 27 日於市政會議通過衛生局執行方案，採兩階段檢驗，第一階段全面開
放鉛水管用戶預約免費檢驗血中鉛 ( 不設限現居鉛水管住戶 )，高風險族群 ( 六歲以下
及孕婦 ) 應積極參與，血中鉛濃度超出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標準時，將通知至特
約門診進一步診療與檢查。
一星期後於 10 月 28 日召開臺北市檢驗血中鉛對外說明記者會，本人親自發布「北
市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 11 月 2 日開放電話及網路預約登記」新聞稿。並於
11 月 7 日正式啟動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抽血服務。
一個月又 10 天後於 11 月 30 日衛生局發布「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預
約登記服務於 12 月 4 日截止」新聞稿。衛生局將於 104 年 12 月 5 日截止免費檢驗血
中鉛服務。
於 12 月 14 日衛生局年終記者會中發布「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 健康照護不停格」
新聞稿，說明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5 日共計 5,479 位完成血中鉛抽血檢驗，在 5,479
名受檢市民血中鉛濃度超過建議值者，計有 5 位個案，皆排除與鉛水管有關，亦無群
聚情形。衛生局統計分析本次整體血鉛濃度平均為 1.39 µg/dL，相較於美國疾病管制
與預防中心在 2000 年調查 7,970 位美國民眾血中鉛濃度平均值 1.66 µg/dL，顯示此次
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
為分享與傳承此次事件經驗，衛生局與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合作，以 letter 形式
於國外期刊發表有關「臺灣鉛水管戶事件之公共衛生調查結果」；聯合醫院則以「以
實證為基礎的衛生政策決策－以臺北市自來水鉛管之健康疑慮議題與驗血服務為例」
投稿臺灣公共衛生雜誌，並以兒童 Follow-up 為題進行後續追蹤研究；另請臺北海洋技
術學院吳建忠助理教授進行「重大公眾事件之風險感知與危機處理回顧─以北市自來
水鉛管健康疑慮事件為例」，期盼以此做為相關公共政策未來施政規劃的參考。
臺北市 2015 年鉛水管事件發生初始，臺北市政府在柯市長帶領下，責成衛生局
立即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由聯合醫院提供民眾正確認知及完整檢驗
及診療服務，感謝參與本案之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環境污染物分析等跨領域專家學
者提供專業意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及臺北病理中心提供血中鉛檢驗與診療服務，於
2016 年 3 月 1 日市政會議柯市長親自頒發 8 位專家學者及台北病理中心感謝狀。另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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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局長

2016 年 3 月 1 日

3

序文

謝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衛生福利部部立桃園醫院同意成為後援
檢驗單位，於檢體量過大且必要時可協助支援檢體檢驗，使我們得以準備服務更多民
眾；對於所有曾經參與本案規劃及執行的單位，及默默付出的同仁們，在此一併獻上
由衷感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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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2015 年 10 月 21 日柯市長文哲答覆戴議員錫欽、汪議員志冰質詢，承諾提出評估
報告。為維護民眾身體健康並安定民心，臺北市柯文哲市長責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 以
下簡稱：衛生局 ) 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服務，衛生局在黃世傑局長領導下，
以「整合資源便民先、多元管道齊宣導、為民服務不設限、全責照護一條鞭」為中心，
整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 以下簡稱：聯合醫院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 以下簡稱：北水處 )
資源，建立市府跨局處橫向合作模式，召開專家會議共同研討解決方案與推動流程，
並整合醫療資源，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也透過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設置網
頁專區、市府 line 訊息、製作衛教宣導單張等方式，以提升民眾對鉛危害的正確認知。
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衛生局提供免費血中鉛檢驗、超過建議
值者診療追蹤及環境調查等三階段服務，共 5,479 人完成血中鉛檢驗，計 5 人血中鉛
濃度超過建議值 ( 臺北市 3 人、新北市 2 人 )，經北水處資料比對及透過雙北合作平臺
與新北市分別提供居家訪視關懷服務與後續診療追蹤，初步了解應與個人職業史及生
活習慣等有關，與鉛水管無關。衛生局統計分析整體血鉛濃度平均為 1.39 µg/dL，相
較於美國疾病管制署在 2000 年調查 7,970 位美國民眾血中鉛濃度平均值 1.66 µg/dL，
顯示此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
北水處長期持續對供水管網及用戶端等代表點，進行系統性採樣及檢驗，檢測內
容已含括鉛在內的重金屬項目，檢測結果自來水之鉛含量均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為
消弭因鉛管問題造成民眾用水疑慮，北水處 2015 年 10 月起特別對鉛管用戶加強檢測，
並將結果公布於官網，檢測結果水質鉛含量均符合國家飲用水水質標準。雖然水質安
全無虞，但鉛管的存在仍會造成民眾心中疑慮，因此，北水處加速管線汰換工作，預
計 3 年內完成轄區鉛管全面汰換 (105 年完成 60%、106 年累計完成 90%、107 年將
剩餘的 10% 完成 )，在汰換完成前會持續監測水質，以確保用水安全。
為分享與傳承此次事件經驗，衛生局與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合作，以 letter 形式
於國外期刊發表，另規劃以環境化學物為題進行前瞻性研究，建立臺北市基礎資料；
聯合醫院則以「以實證為基礎的衛生政策決策－以臺北市自來水鉛管之健康疑慮議題
與驗血服務為例」投稿雜誌，並以兒童 Follow-up 為題進行後續追蹤研究；另請臺北海
洋技術學院吳建忠助理教授進行「重大公眾事件之風險感知與危機處理回顧─以北市
自來水鉛管健康疑慮事件為例」，期盼以此做為相關公共政策未來施政規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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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鉛是一種天然生成的藍灰色金屬，環境中鉛幾乎無所不在，多由燃燒化石燃料、
開採礦業及工業製造等人為活動所產生。鉛的用途多元，可用於製造電池、彈藥、金
屬製品 ( 焊錫與水管 ) 及 X 光專用的屏障設備。但基於健康考量，含鉛塗料、陶瓷產品、
嵌縫以及管道焊接等，近年來已大幅減少使用。美國也於 1996 年開始禁止使用含鉛汽
油。鉛進入環境中變化如下：鉛並不會自行分解，但鉛的化合物會跟陽光、空氣與水
作用而產生變化。當鉛被釋放於空氣中時，在它沉降至地表前可能會飄很遠。一旦鉛
落入土壤上，鉛便會吸附於土壤顆粒。從土壤滲入地下水時，鉛的變化將視鉛化合物
的種類以及土壤特徵而定 (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
鉛可經由食物、水及空氣等方式進入人體，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估計，由飲
用水攝入之鉛含約為由食物總攝入之 1/10。成 人每天大約攝取 200 微克 (µg) 的鉛，
如果長期每日攝取量超過 0.6mg( 毫克 )，將造成終身性的累積鉛中毒。鉛急性中毒之
情形極為少，多為長期暴露所致累積性中毒。當血中鉛濃度高達 40-60 µg/dL 時，即
可能導致腦神經病變，逐漸造成四肢麻痺、增加心臟血管疾病、高血壓、貧血、消化
系統障礙及慢性腎臟病的機率；當血中鉛濃度高達 100-120 µg/dL 時，可能造成不可
恢復的腦部損傷，對孕婦、胎兒及孩童身體發育與智能發展造成遲緩，影響尤其嚴重
( 張勝輝、林淑美、史午康、鉛管水質調查研究、自來水會刊第 26 卷第 2 期 )。
無論是經由吸入或食入，鉛對人體的影響都是相同的，且幾乎對人體內所有的器
官和系統都會有影響。鉛的毒性主要是影響神經系統，成人及孩童皆然。成人若長期
暴露於鉛會導致進行神經系統功能測試時，有些項目的檢查結果下降，此外，鉛也會
導致手指、手腕或腳踝無力。鉛暴露會使人們的血壓有些許升高，特別是中老年人，
也會引起貧血；高濃度的鉛暴露，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會造成腦部以及腎臟的嚴重損
害，甚至造成死亡；懷孕中的婦女，若暴露到高濃度的鉛將可能造成流產；而男性，
若暴露到高濃度的鉛則會損害製造精子的器官 (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
心 )。
在下列情況下會暴露於鉛：吃到含鉛的食物或飲用到含鉛的水。因部份老舊的房
子過去在配裝水管管線時可能使用了含鉛的焊條，鉛便從焊條溶出進入水中。待在過
去使用含鉛油漆的區域，脫落的油漆可能會變成鉛塵。工作場所中含有鉛，或是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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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面對全球化、都會人口高度集中、資訊普及、民主化 ( 公民參與 ) 和
環境污染等趨勢的複雜挑戰，加上有限的時間與金錢，使得公共衛生政策的制訂日趨
困難，亦因涉及層面廣泛，公共衛生政策不斷被要求必須使用經科學驗證的介入策略
來有效地改善人口健康。因此，目前實施趨勢是以實證為基礎的公共衛生，以達全民
健康目標和維持行政資源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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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使用鉛，例如製作彩色玻璃。使用含鉛的保健產品或民間偏方 (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

前言

影響鉛管鉛溶出之主要水質因素包括水之溫度、流速 ( 接觸時間 )、pH 值、有機
物 (NOM)、無機鹽及接觸管材之電極效應等。就水中之鉛而言，一般是由含鉛之給水
管線、銅合金 ( 黃銅、青銅 ) 配件 ( 水龍頭、閥或接頭 ) 等、鍍鋅鐵管、焊料 ( 助熔劑
不當使用更促成過量釋出 )、以及家庭中所使用之鉛襯裡水塔或蓄水設備等溶出而進入
飲水中 ( 張勝輝、林淑美、史午康、鉛管水質調查研究、自來水會刊第 26 卷第 2 期 )。
鉛致癌的可能性：目前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鉛會導致癌症。從動物實驗中
得知，大鼠和小鼠餵食高劑量的某種鉛化合物會形成腎臟腫瘤。美國衛生與健康服務
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 認定鉛及其化合物可以合理地
預期為致癌物，而美國環境保護署 (EPA) 訂定鉛為人類可能的致癌物。國際癌症研究
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已將無機鉛認定為可能的
致癌物質，但對於有機鉛化合物則尚無足夠的資料可以將其認定為人類致癌物 ( 國家衛
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
鉛對孩童的健康影響：幼童接觸到鉛可能的途徑為啃咬用鉛油漆的玩具、咀嚼以
鉛油漆的物體或吞到室內的灰塵或含鉛土壤。孩童對於鉛毒性的容忍度遠低於成人。
當孩童吞入大量的鉛時，會導致貧血、嚴重胃痛、肌肉無力，以及腦部損害。但就算
是較低濃度的鉛暴露都可能影響到孩童的身體成長與心智發育。鉛暴露對於幼童及胎
兒更危險。胎兒會經由母體而暴露到鉛。對孩童健康的危害包括：早產、胎兒體型小、
嬰兒的心智能力降低以及減少幼童的生長發育，這些對孩童健康危害的情形，特別是
在有高濃度鉛暴露的母親或嬰兒更常見，過了童年時期這些影響也有可能還會持續下
去 (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建
議全國 1 至 2 歲的孩童都必須進行鉛暴露的檢驗。另外，必須接受鉛含量檢測的兒童
包括：3 至 6 歲未曾接受過鉛暴露檢驗的孩童；接受公家協助的貧戶，如醫療補助或
補給食品計畫的婦女、嬰兒以及孩童；以及兄弟姊妹或玩伴曾經有鉛中毒者。美國疾
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認為血鉛濃度達到 10µg/dL 將會對孩童造成危害。美國環境保護署
(U.S.EPA) 規定飲水中的含鉛量不得超過 15 µg/L(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
中心 ) 。
在家中減少暴露於鉛的風險方法：避免暴露到鉛的可能來源。禁止孩童啃咬或用
嘴唇接觸到含鉛油漆的玩具。若飲用水中含鉛時，在飲用或烹飪前要先將水放置一天
後再使用。有些種類的含鉛油漆或顏料會使用在化妝品或染髮劑，要使孩童遠離這些

6

2015 拒鉛危害 護民健康紀實

產品。若所住的房屋中使用含鉛的油漆來粉刷或居住於受鉛汙染的環境，記得經常清
洗孩童的雙手以及臉部，以去除含鉛的灰塵或泥土，並定期清掃房屋的粉塵以及泥土
足跡 (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

注意到鉛含量超標，但整個事件開始受到大眾的關注，主要是由於 2004 年 1 月 31 日
華盛頓郵報報導所引起；在媒體與民眾的持續關注下，華盛頓供水管理部門在 2004 年
至 2008 年間為 1.76 萬戶家庭更換外部供水管線，而絕大多數住戶選擇不更換內部管
道。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報告 (Guidotti et al,2007），供水管理部門採取更
換含鉛供水管線等措施，並未有效降低兒童鉛中毒風險。
2015 年 7 月香港飲水含鉛事件的發生，則是經過香港在野政黨所屬的民主民生協
進會收到啟晴邨居民投訴食水中含有雜質，自行抽驗居民家中的飲用水樣本，發現含
鉛超標問題，經由民主黨和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引發政府與民眾的重視。香港政府於 7
月 10 日公布房屋署及水務署抽取飲水樣本化驗後，證實有樣本的含鉛量超過世界衛生
標準 ( 世界衛生組織的飲用水含鉛量每公升 10 微克標準，是可容忍污染量，並非安全
攝取量 )。香港飲用水含重金屬超標原因仍有爭議，主要原因可能是建商採用不合標準
規定的水龍頭、水管配件材料。香港政府處置方式，是由房屋署有系統的為含鉛量超
標住戶更換水龍頭，並針對受影響較大的家庭 ( 包括：孩童、嬰兒、哺乳婦女及孕婦 )
發瓶裝水，或提供水車與臨時供水系統，並為較易受影響的居民進行免費驗血，以使
居民安心。香港飲水含鉛事件調查委員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啟晴邨和葵聯邨第二期
食水含鉛量超標是因為錫焊接物料含鉛；而銅合金水喉裝置雖然會釋出鉛，但不會令
食水含鉛量超標。(1) 如食水在喉管裡停留了長時間 ( 數小時沒有使用、一晚、周末或
假期後 ) 在取水飲用或煮食之前先行放水約二分鐘。(2) 於熱水會讓鉛更容易溶入水中，
因此自水龍頭取水作飲用或食用用途時，應取冷水。
臺北市於日治時代即發展自來水設施，隨著時代與科技演進，自來水管的材質也
有其不同的歷程，如鉛管、鐵鑄管、塑膠管與不鏽鋼管。鉛管因具耐壓及展延性，在
1920 到 1970 年代前曾被廣泛應用在水管上，因而各國發展較早都市，還有部分鉛管，
如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德國柏林、比利時安特衛普、日本東京、大阪等，而
北水處轄區鉛管比例為 1.7%，長度 157 公里。北水處於 1979 年停止使用鉛管做為用
戶給水外線，臺北市目前輸配水管均未使用鉛管，僅有少部分用戶給水外線及屋內管
線殘留鉛管。
7

前言

自來水鉛管所造成的健康問題，在國際間已有案例可循，2004 年在美國首都華盛
頓特區以及 2014 年 7 月在香港都發生過相關的爭議。華盛頓特區的自來水鉛污染問題，
主要是因為該地區從 2000 年開始以氯胺取代氯氣作為自來水消毒劑，加速鉛管線的侵
蝕及老化，使水中鉛含量上升，美國環境保護署早在 2001 年開始在部分自來水抽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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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水處自 1998 年後，開始主動抽換用戶表前給水管線。2003 年到 2005 年進行
管網改善中程計畫。2006 年推動 20 年之管網改善長程計畫，2008 年因應國內自來水
含鉛標準修訂，經實測後發現，單一鉛管水栓長度 30 公尺以上時，具超越鉛含量標準
之風險，已於 2013 年 12 月 9 日將鉛管長度 20 公尺以上之水栓全部改善完成。經過
20 公尺以上鉛管汰換專案，以及管網改善中、長程計畫的汰換之下，12 年內也已陸續
汰換了 1,994 公里的管線，其中鉛管佔了 424 公里，約佔兩成左右。北水處預計 3 年
內將轄區鉛管全面改善完成，其中 105 年完成 60%、106 年累計完成 90% 的鉛管改善、
107 年將剩餘的 10% 鉛管全部完成。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08 年 1 月 2 日修正發布「飲用水水質標準」第 3 條，
自 2013 年 12 月 25 日起鉛含量最大限值修正至 0.01mg/L，與國際比較已屬嚴格，如
表 1。飲用水水質標準訂定時已考慮人體健康風險及代謝能力，標準值為 70 公斤重的
成人，每天飲用 2 公升的水，喝了 70 年後對健康無任何不利影響之最高濃度，故長期
飲用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的飲水，其健康無虞。
北水處長期持續對供水管網及用戶端等代表點，進行系統性採樣及檢驗，檢測
內容已含括鉛在內的重金屬項目，檢測結果自來水之鉛含量均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2015 年因鉛管事件造成民眾用水疑慮，北水處 2015 年 10 月起特別對鉛管用戶加強檢
測，依轄區鉛管分布路段及區域，共規劃分為 600 個檢測點，目前已全數檢測完成，
檢測結果水質鉛含量均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可安心使用。在鉛管汰換完成前將會持
續加強監測水質，確保用水安全。
表 1. 世界各國「飲用水水質標準」一覽表

項目

中華民國
Taiwan
2015

美國
U.S.A
2009

加拿大
Canada
2010

含鉛量
標準

0.01 mg/L

0.015 mg/L

0.0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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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濟共同 世界衛生組織
W.H.O.
組織 E.U.
2008
1998
0.01 mg/L

0.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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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鉛水管風暴簡介
2015 年 9 月 22 日謝維洲議員於第 1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業務部門，就鉛管汰換
等相關議題，請北水處提出說明。北水處答覆自 1979 使用鉛管，2009 年起即造冊列
管單一支鉛管長度 20 公尺以上之水栓優先汰換，並於 2013 年 12 月 9 日全部改善完成，
餘將配合小區管網改善，將區內鉛管全數汰換。

同年 10 月 21 日議員於第 1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質詢，有關自來水鉛管引發民眾
恐慌，北水處原擬花 10 年完成鉛管汰換，但市長認為這樣無法讓臺北市民接受，北水
處處長承諾 3 年內將約 3 萬戶自來水鉛管全部更新，約需花費 20 億元。陳重文議員質
詢柯文哲指出，鉛管影響市民健康，是否可用二備金處理？市長當場允諾。汪志冰議
員則認為，北市府應讓使用鉛管用戶民眾做血鉛檢驗；戴錫欽議員說，血鉛檢驗可從
同社區抽樣檢驗，縮短流程不用每戶都做。對此，市長徵詢衛生局長黃世傑後，承諾
一周內評估是否做血鉛檢驗。
北水處表示，現有鉛管用戶詳細資料已於 2014 年 11 月 9 日全面通知完成。為提
供民眾查詢鉛管資訊，北水處提供下列管道供民眾查詢：(1) 客服中心 24 小時專線：
8733-5678 (2) 傳 真 電 話：8733-5761、2739-2156 (3) 電 子 信 箱：call@water.gov.
taipei (4) 至北水處網站 (www.water.gov.taipei) 以水號查詢。
為維護民眾身體健康並安定民心，臺北市柯文哲市長責成衛生局啟動鉛水管用戶
免費檢驗血中鉛服務，衛生局在黃世傑局長卓越領導下以「整合資源便民先、多元管
道齊宣導、為民服務不設限、全責照護一條鞭」為中心，整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北
水處資源，建立市府跨局處橫向合作模式，召開專家會議共同研討解決方案與推動流
程，並整合醫療資源，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也透過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 ( 如
附件 5、7、8、13、14、15)、設置網頁專區、市府 line 訊息、製作衛教宣導單張 ( 如
附件 18、19) 等方式，以提升民眾對鉛危害的正確認知。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衛生局提供免費血中鉛檢驗、超過建議值者診療追蹤及環境調查等三階段
服務，共 5,479 人完成血中鉛檢驗，計 5 人血中鉛濃度超過建議值 ( 臺北市 3 人、新
北市 2 人 )，經北水處資料比對，及透過雙北合作平臺與新北市分別提供居家訪視關懷
服務與後續診療追蹤，初步了解應與個人職業史及生活習慣等有關，與鉛水管無關。
衛生局統計分析整體血鉛濃度平均為 1.39 µg/dL，相較於美國疾病管制署在 2000 年調
查 7,970 位美國民眾血中鉛濃度平均值 1.66 µg/dL，顯示此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
高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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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9 日網路媒體報導，民眾開始對自來水鉛管可能造成鉛中毒產生疑
慮。新聞報導包括：「夭壽 3.6 萬戶是鉛水管，水公司竟拒公布」、「水管含鉛 ? 全教總：
教育部應清查校園水管」、「全台 3.6 萬戶是鉛水管，喝久恐傷腎，影響智力」、「全
台 3.6 萬戶用鉛水管，114 年將全數汰換」、「全台爆半數供水鉛，水公司拒公布怕造
成恐慌」等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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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血鉛檢驗總動員
一、政策與決策
臺北市政府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媒體披露鉛管問題後，即刻啟動危機應變
機制，針對媒體、民眾與民意代表所提出的疑慮展開面對和緊急應變處理。
10 月 21 日衛生局初步詢問專家 (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及工
業衛生研究所陳保中教授、詹長權教授、王根樹教授、吳焜裕教授、黃耀輝教授、
林靜君博士，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顏宗海醫師、聯合醫院忠孝院
區楊慎絢醫師 ) 意見。並向北水處索取相關資料 ( 鉛管汰換計畫、臺北市鉛管行政
區 - 路段統計、鉛管網代表點 100-103 年數據、水質調查報告、鉛管水質調查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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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取得北水處之相關資料，衛生局會同北水處與臺大專家學者開會
面談，綜合結論：(1) 鉛的暴露來源甚多，就北水處提供長期監測數據顯示，水中
鉛濃度相當低，說明水中鉛對體內鉛的貢獻度可能不高，但仍需比對監測數據是
否為鉛水管位置點。(2) 北水處對重點地區重新進行水質檢測，為避免民眾質疑，
建議另送第三方公正單位 ( 如臺大公衛學院 ) 同時進行水質檢測。(3) 為減輕民眾
疑慮，建議可對高風險族群，如 6 歲以下孩童並在自來水鉛檢測濃度高居前 25%
之地段，居住一段時間以上等，進行門診衛教、血液篩檢及問卷研究。
10 月 23 日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提供初步之含鉛水管的行動方案，由衛生
局與臺大醫院環境職業醫學部、北水處及聯合醫院研商整合出一個行動計畫；同
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召開專家會議，決議暫不會公布結論，僅專家意見諮詢。
10 月 27 日衛生局於市政會議中提出相對政策以解決問題，特別是確立民眾
血中鉛檢驗相關執行方式。市政會議柯市長決議採用衛生局方案，採二階段檢驗，
第一階段全面開放鉛水管用戶預約免費檢驗血中鉛 ( 不嚴格認定鉛水管住戶 )，
高風險族群 ( 六歲以下及孕婦 ) 應積極參與，血中鉛濃度超出美國疾病管制與預
防中心標準時將通知至特約門診進一步診療與檢查。在政策制定與決策過程中，
除充分掌握媒體、民眾與民意代表所提出的疑慮、問題與建議，亦透過「平衡計
分卡」(Balanced Scorecard)：財務構面 (ﬁnancial aspect)、顧客構面 (customer
aspect)、 內 部 流 程 構 面 (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 aspect) 及 學 習 與 成 長 構 面
(learning and growth aspect) 等四大構面思考，整合跨局處資源，以及積極尋求專
家意見，以「為市民服務，替城市創新」為使命，制定最後的政策方案。
10 月 27 日聯合醫院由黃遵誠副總院長召開血鉛篩檢推動會議會前會議，包
括各院區負責人、行政中心承辦人、相關單位 ( 醫療事務室、公關中心、檢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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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室、兒童醫學部、產科、社工室、家庭醫學科、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 ) 等代
表與會，討論內容包括：民眾版服務流程、孕婦及小孩於門診時併做抽血檢驗妥
適性討論、檢驗專櫃動線、每日預約掛號時間等。
衛生局於 10 月 28 日召開「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邀集北水處、聯合醫院、檢驗單位與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及工業
衛生研究所陳保中教授共同研討方案推動細節與流程，並於會後隨即舉行臺北市
檢驗血中鉛對外說明記者會，另於本局外網架設「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服務專區」
提供服務訊息。
表 2. 諮詢專家群一覽表
姓名 / 職稱
陳保中 教授 / 所長
詹長權 教授
王根樹 教授
吳焜裕 教授
黃耀輝 教授
林靜君 博士
顏宗海 醫師 / 主任
楊慎絢 醫師 / 主任

服務機關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及工業衛生研究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於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由黃局長世傑親
自主持，當日會議決議：一、第一波採自願、不限制人數及登記截止日，第二波
將視檢查狀況 ，發布截止訊息。二、由於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將孩童、孕婦
及哺餵母乳的婦女列為高風險群，聯合醫院可彈性處理是否由婦產科、兒科門診
直接問診後，依需要提供血中鉛檢驗。三、聯合醫院客服專線 02-2555-3000 轉 9
應置於 1999 轉＊ 888 之前，若有流量與轉接限制，應先尋求解決方案。針對網路
預約登記部分，聯合醫院網路登記系統將設計超連結與衛生局及北水處首頁專區
進行連結。四、聯合醫院安排首批血鉛抽血時段為 11/7( 六 ) 下午、11/8( 日 ) 上午、
下午，共三場；北水處派員於現場提供民眾健康以外用水問題諮詢。五、需請民
眾填寫完整基本資料 ( 含身分證、出生年月日及地址等 )，俾利統計及檢驗結果異
常時後續聯繫。六、聯合醫院於寄送報告時，應併附相關衛教單張，並針對血中
鉛檢測建議值從嚴比照。七、人體血液中鉛濃度檢驗單位由衛生局說明，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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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鉛濃度單位則由北水處說明。八、衛生局與聯合醫院均提供免費血中鉛濃度
檢驗相關 FAQ 予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1999。九、針對鉛管用戶用水宣導，依北水
處建議，每日清晨或隔 6 小時以上未用水時，在用水前先行放流排水約 3 分鐘。
10 月 28 日推動會議後召開對外說明記者會，會中發布「北市啟動鉛水管用
戶免費驗血中鉛 11 月 2 日開放電話及網路預約登記」新聞稿，11 月 7 日下午 1
時 30 分正式啟動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抽血服務，現場亦有北水處人員駐點，提
供民眾相關諮詢服務。黃世傑局長表示，凡為北水處鉛水管用戶 ( 含新北市中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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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三重地區 )，有意願接受檢查之市民皆可採預約方式登記，再攜帶身分證或
健保卡至聯合醫院接受免費驗血服務，若經檢驗其血中鉛濃度超出建議值者，聯
合醫院主動提供通知及安排診療及檢查，如確診為鉛中毒者，亦可至門診接受治
療及追蹤服務，直至該市民血中鉛濃度回復正常。衛生局為安定民心，建置血中
鉛檢驗專區，除公布相關訊息，並持續定期公佈後續作為及相關衛教宣導資訊。
10 月 28 日由聯合醫院黃遵誠副總院長召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血鉛篩檢推
動會議會議」，出席人員包含各院區行政中心主任、各院區醫療事務室課長、公
關中心、醫事室、資訊室、企劃行政中心等代表。討論血中鉛檢驗相關作業流程。
11 月 7 日衛生局發布「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
情形」新聞稿，邀請媒體至聯合醫院現場採訪，局長並親自至聯合醫院各院區查
訪現場服務情形。預約登記 11 月 7 日檢驗人數 660 人，首日實際完成受檢 534 人，
其中最年長者 88 歲、最小未滿 1 歲。
11 月 16 日衛生局召開「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會議，
由黃世傑局長親自主持，會中報告「臺北市血中鉛檢驗執行現況及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建議事項」與討論「臺北市血中鉛檢驗後續診療流程及個管機制」，包含：
(1) 寄發檢驗報告事項。(2) 異常個案後續診療安排、衛教服務與追蹤。
11 月 17 日由聯合醫院黃遵誠副總院長召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血中鉛專家
諮詢會議會前會」，出席人員包含社區醫學部部主任、各院區家醫科主任、婦產部、
職業醫學科、小兒科、和平檢驗部副主任、各院區總務課課長等，會中針對血中
鉛檢驗個案後續診療相關事項進行討論。
11 月 19 日衛生局召開「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
由黃世傑局長親自主持，會中分別由相關單位報告「臺北市血中鉛檢驗執行現
況」、「臺北市血中鉛檢驗服務流程等項目說明」、「異常個案診療與環境評估
規劃」及「異常個案水質比對及優先汰換鉛管等辦理情形」，並針對公布檢驗結
果時間及內容、社區環境調查的範圍及分工等進行共識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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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衛生局發布「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預約登記服務於 12
月 4 日截止」新聞稿。衛生局於 104 年 12 月 4 日起截止血中鉛檢驗預約登記，
12 月 5 日截止抽血檢驗服務，鉛水管用戶如有檢驗血中鉛之需要，可在截止前儘
速預約登記。衛生局局長黃世傑再次強調，請民眾於生活中應避免鉛暴露如鉛汽
油、污染工廠排放之廢氣、老舊自來水輸送鉛管、油漆顏料、不確定來源中草藥、
食入受鉛污染的食物或水、吸入受鉛污染的土壤粉塵等。
12 月 14 日衛生局年終記者會中發布「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健康照護不停
格」新聞稿。大臺北地區因鉛管事件引起民眾疑慮，臺北市政府積極當責，於事
件發生一週內，立即啟動專業諮詢、資源整合及跨域合作，於市政會議上經市長
同意啟動血中鉛檢驗服務機制，提供便民的「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
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5 日共計 5,479 位完成血中鉛抽血檢驗，衛生局統計
分析 6 歲以下兒童為 197 位，孕婦 59 位，其血鉛濃度均低於建議值 (5 µg/dL)；
7 歲以上兒童及成人 5,223 位，血鉛濃度高過建議值個案共 5 位 ( 臺北市 3 位、新
北市 2 位 )，均已排除與鉛水管有關，透過雙北合作平臺提供個案居家訪視關懷服
務與後續診療追蹤，並透過多元管道宣導，降低民眾對鉛危害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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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衛生局召開記
者會發布新聞稿。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服務，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22 日共計登記 6,187 位，11 月 7 至 22 日累計完成抽血 3,590 人。臺北市已完成
11 月 7 日至 14 日抽血者之首波檢驗報告，共計 2,135 人，其到檢率達八成以上；
於 23 日寄發報告，計有 3 位成人檢驗報告超過建議值 (10 µg/dL)，臺北市已於 11
月 22 日前透過雙北合作平臺啟動個案訪查及安排轉介診療服務，北水處亦至家戶
進行採水檢測事宜，另經比對個案資料後表示該戶不是鉛水管戶，這 3 位超過建
議值個案無群聚情形，初步排除與鉛水管有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表示，有關臺
北市超過血中鉛濃度建議值的個案，衛生局已指定忠孝院區專責醫師進行家戶訪
查，持續以家庭責任醫師服務提供個案及家屬專屬之醫師關懷與診療服務。衛生
局初步分析 2,135 位受檢者血鉛濃度數值分布情形，受檢個案的血鉛濃度平均為
1.56 µg/dL，相較於美國疾病管制署在 2000 年調查 7,970 位民眾血中鉛濃度平均
值 1.66 µg/dL，顯示本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
表示，大規模篩檢中可能會發現部分的市民血鉛濃度超過建議值，需進一步去瞭
解其生活習慣、職業史、及居住環境史，找出其接觸鉛的源頭予以根除，方能改
善血中鉛濃度偏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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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資源便民先
大臺北地區因鉛管事件引起民眾疑慮，臺北市政府積極當責，於 2015 年 10
月 22 日事件發生一週內啟動服務鏈，由衛生局整合聯合醫院、北水處資源，建立
跨局處橫向合作模式；透過臺北市及新北市雙北合作平臺啟動雙北跨域合作，進
行個案訪查及安排診療、後續追蹤服務；召開專家會議共同研討推動細節與流程；
整合醫療資源，設置單一窗口，啟動血中鉛檢驗服務機制，提供即時、便民的鉛
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服務計畫。
表 3. 免費檢驗血中鉛相關會議一覽表

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相關會議

血鉛檢驗總動員

日期

會議名稱

2015.10.28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2015.10.28

「北市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11 月 2 日開放電話及
網路預約登記」記者會

2015.11.16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

2015.11.19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

2015.11.23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記者會

2015.12.14

「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健康照護不停格」年終記者會

鉛水管風暴期間，衛生局也曾設想抽血人數超過聯合醫院現行血鉛檢驗單位
臺北病理中心負荷時將啟動備援機制，衛生局遂於 2015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6 日
行文各大醫院 ( 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及衛生福利部部立桃園醫
院 ) 請求協助本局代檢血鉛濃度，各大醫院皆紛紛表示同意配合辦理；所幸無超量
情形發生，故無動員這 5 家醫院協助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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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管道齊宣導
為提升民眾對鉛危害的正確認知，降低疑慮及恐慌，衛生局透過召開血中鉛
檢驗啟動及結果記者會、發布新聞稿 ( 如附件 5、7、8、13、14、15)、設置網頁
專區、市府 line 訊息、製作衛教宣導單張 ( 如附件 18、19) 等多元方式，向高危險
群及ㄧ般民眾宣導正確鉛中毒防治訊息。
衛生局並將預約及受檢情形之資訊透明化公開在衛生局外網，於 11 月 2 日至
11 月 23 日期間每日上、下午各公布統計資訊，11 月 24 日至 12 月 4 日期間因接
受服務人數已明顯降低，故改為每日公布 1 次。

血鉛檢驗總動員

圖 1. 網頁專區

圖 2. 市府 line 訊息

四、為民服務不設限
( 一 ) 不限戶籍
凡現在或過去曾為北水處鉛水管用戶，且有意願接受檢查之民眾，皆可
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 ( 星期一 ) 上午 8 時起以電話或網路至聯合醫院先預約
登記免費血中鉛檢驗，再擇日接受服務。2015 年 12 月 4 日 ( 星期五 ) 截止
血中鉛檢驗預約登記，12 月 5 日 ( 星期六 ) 截止抽血檢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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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限日夜
依民眾登記預約及受檢情形調整檢驗服務時間 ( 包含假日及夜間 )，以
民眾照護為中心，不限制人數。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 4 日止，民
眾經專線與網路洽詢及預約數共計 6,900 人。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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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1日 2日 3日 4日
累計預約 2186 3160 3644 3963 4189 4363 4562 4860 5058 5198 5309 5431 5489 5520 5626 5709 5808 5910 5974 6008 6028 6204 6362 6447 6527 6588 6607 6620 6676 6745 6847 6893 6900
每日預約 2186 974 484 319 226 174 199 298 198 140 111 12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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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每日預約受檢人數隨民眾異動整而有所不同

圖 3. 民眾登記預約服務情形
五、全責照護一條鞭
( 一 ) 第一階段
針對現在或過去曾為北水處之鉛水管用戶，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 4 日止接受 6,900 位民眾透過電話及網路二種方式進行預約登記，其
中，計有 256 位高風險族群 (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 ) 積極參與，5,479 位已
預約民眾自 11 月 7 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分別在聯合醫院 6 院區 ( 中興、仁愛、
忠孝、陽明、林森、和平院區 ) 接受免費檢驗血中鉛，後續檢驗結果聯合醫
院以郵寄方式通知。
表 4. 免費檢驗血中鉛受檢者年齡及性別分佈

血中鉛年齡層及性別分布
性別

1-5 歲

6-11 歲

12-19 歲

20 歲以上

總計

女性

78

90

76

3,147

3,391

男性

81

104

85

1,818

2,088

總計

159

194

161

4,965

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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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第二階段
針對第一階段血中鉛檢驗濃度超出建議值 (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 5 µg/
dL、成人≥ 10µg/dL) 的 5 位個案 ( 臺北市 3 位、新北市 2 位 )，由聯合醫院
主動通知並安排進一步診療，並追蹤至血中鉛回復正常。
表 5. 血中鉛檢驗各主要年齡層異常人數分佈

血中鉛各主要年齡層異常人數分布
人數

≥10μg/dl

10-5μg/dl

<5μg/dl

18 歲以上

4,946

4

29

4,913

7-18 歲

277

1

1

275

7 歲以下

197

0

0

197

孕婦

59

0

0

59

總數

5,479

5

30

5,444

( 三 ) 第三階段
由聯合醫院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針對 血鉛異常者 進行居家環境調查，
提出後續健康分級管理與改善計畫，聯合醫院家庭責任醫師亦持續給予關懷
及醫療諮詢，展現全責照護一條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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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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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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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血鉛異常成人追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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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血鉛異常兒童追蹤流程圖

血鉛檢驗總動員

年齡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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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續研究
衛生局於 12 月 24 日召開「血鉛檢驗資料討論會」，由陳正誠副局長主持，
會中討論共識：(1) 請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以 letter 形式投稿，衛生局協助提供所
需資料。(2) 聯合醫院以「以實證為基礎的衛生政策決策－以臺北市自來水鉛管之
健康疑慮議題與驗血服務為例」投稿臺灣公共衛生雜誌，並以兒童 Follow-up 為題
進行後續追蹤研究。(3) 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以環境化學物為題進行前瞻性研究，
依衛生局合作案程序及相關規範向衛生局提出申請。另於 105 年 1 月 15 日邀請吳
建忠助理教授討論本案風險，並進行「重大公眾事件之風險感知與危機處理回顧
─以北市自來水鉛管健康疑慮事件為例」，供未來施政規劃的參考。

血鉛檢驗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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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鉛水管風暴的省思
危機發生前常有一些徵兆會重複發生，而一個好的危機管理者便是能夠察覺這些
徵候，並加以妥適處理，本次「鉛水管風暴」雖然已經有了很好的危機處理，但是我
們不禁要問「鉛水管風暴」有可能避免嗎？是否以後還會出現其他重金屬的污染呢？
危機預防不只花錢，更重要的是看不到顯著績效。因為危機預防的成功，以致沒
有發生危機，所以民眾誤以為錢白花了。這在幾千年前的孫子，就已經看出這個矛盾。
所以孫子在「軍形篇」中說：「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以致於管理者也忽略危
機預防的重要性。管理者卻往往受限於主觀想法，以致無法察覺這些徵候，或受限於
文化影響而忽略這些徵候，以致無法在危機發生前偵測到危機的存在。因此為了避免
危機所帶來的損失，必須要設計一套完整的危機管理計畫，以做為危機發生時的應變
原則。但此一計畫必須依據所處的環境、利益相關者、組織規章等變數來制定，還必
須能保持彈性，不斷加強、學習與修正，以應付下一次的危機。
一、「風險的社會放大」概念框架提出

為回答這一問題，「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將風險的技術評估、風險感知和
風險相關行為的心理學、社會學研究以及文化視角系統地聯繫起來，認為風險事
件與心理的、社會的、制度的和文化的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會增強或減弱公眾的
風險感知度和相關的風險行為。行為模式，以及繼而產生的漣漪的社會或經濟後
果，也有可能增加或減少物理風險本身。
漣漪效應激起對制度反應和保護行動的需求，或相反（在風險減弱的情況下）
阻礙必要的保護行動。這樣，風險體驗的社會結構和過程，對個體和群體認知產
生的後果，以及這些反應對社區、社會和經濟造成的影響，共同組成了這個現象。
Kasperson 將這個一般現象用「風險的社會放大」這一術語來稱呼，由此形成了
一個概念和研究框架 ( 如圖 6 所示 )，「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由兩個階段構成。
第一階段關注風險的資訊傳播、社會站和個體站（個體站是風險社會放大框架中
的流程之一，意指個人的認知、情感、直覺等心理因素對風險事實的建構與加工），
及由此帶來的公眾和社會感知，風險信號在該步驟經歷了多重的放大或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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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6 月，Kasperson 提出一種新的框架，稱為「風險的社會放大」（Social
Ampliﬁ- 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用來分析風險問題。它致力於回答
風險分析中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為什麼有些相對較小的風險或風險事件，正如
技術專家所鑒定的，通常會引起公眾廣泛的關注，並對社會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誠如鉛水檢驗後，並未達影響人體之標準，卻還造成大眾恐慌，衛生局更必須藉
由血鉛檢驗來安撫民眾的不安。

2015 拒鉛危害 護民健康紀實

Kasperson 等認為，組成社會放大的資訊系統和公眾反應的特徵是決定風險
的本質和嚴重性的主要因素。資訊通過社會以及個體放大站加工。放大站一般包
括：技術評估專家、風險管理機構、大眾媒體、社會團體中的輿論領袖、同輩和
參考群體組成的個人網路等。社會放大站通過溝通管道，包括媒體、信件、電話、
直接交流來製造和傳輸信息。每一個資訊接收者都參與放大過程，成為放大站。
這樣，風險的放大有兩個步驟：第一步關注的是風險事件、各放大站之間的關係，
以及放大站與公眾感知和第一階行為反應之間的關係。在這一過程中進行資訊過
濾（是不是在我家附近）、資訊編碼（資料圖像化，做出鉛水管地圖）、資訊傳遞；
將社會價值附於資訊從而為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意義；與文化和同輩群體互動以
理解和證實資訊；形成忍受風險或採取行動抵制風險的行為意圖。

鉛水管風暴的省思

第二階段著眼於風險的「漣漪效應」，即風險的後果可能遠遠超出其最初
影響，表現為接踵而至的漣漪甚至多級效應，包括汙名化、社區抵制、政府公信
力喪失等。在此，風險感知和行為的放大與漣漪影響之間具有直接的聯繫。根據
Kasperson 等的闡述，漣漪效應包括：持久的心理認知、圖像和態度（反對技術
的態度、對物理環境的疏離、社會冷漠、對環境或風險管理者的汙名化）；對地
方經濟活動的局部影響；政治和社會壓力（如政治需求、政治氣候和文化的變化）；
對其他技術的影響（如較低的公眾接受度）和對社會制度的影響（如對公眾信任
的腐蝕）等。
一個不幸事件可類比為將一塊石頭扔進一個池塘。波紋向外擴散，首先波及
直接受害者，然後是責任公司或部門，並到達其他的公司、部門和產業。需要指
出的是，風險的放大並不只有一個向度。Kasperson 在對風險放大的相關問題進
行澄清時強調，風險放大的形成過程可以是擴大（放大）或降低（衰減）風險對
社會造成的負擔。風險的減弱也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風險減弱的例子隨處可
見，如吸菸等，由於低估和較少採取措施，同樣可以導致潛在而嚴重的消極影響。
風險的減弱是隱藏型災難產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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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與弱化

訊息源

訊息渠道

社會站

漣漪效應

個體站

機構與社會行為
社會

個人經驗

個體感覺

意見領袖

資訊過濾

態度及變化

風險
與
風險
事件

直接傳播

非正式網絡

政府機構

資訊解碼

組織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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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

社會環境中
的認知

社會抗議

社會

對公部
門喪失
信心

圖 6.「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譚爽、胡象明，2012：25）
二、風險放大的經驗研究
風險放大的根源在於風險的社會體驗，包括直接的個人體驗和間接的漣漪體
驗。當直接的個人體驗缺失或極少時，個體則從其他人或媒體那裡獲得風險認知。
大多數個人對風險事件或風險蔓延的認知，都借助於資訊系統，而媒體是主要的
資訊傳播仲介，媒體的報導是社會風險建構的一部分。對風險社會放大資訊機制
的經驗研究，也是以媒體在風險放大過程中的作用機制研究為主。
最有可能導致風險感知放大或減弱的因素，著重探究了媒體在風險放大過程
中的作用。這一研究認為，在整個風險事件中，有很多不同的風險結構（如漣漪
風險），並且在不同的時期，它們會成為風險形成的主導、促進了對恐慌題材的
報導，媒體企圖提供更新更快的消息，從而忽視了報導真實的科學；調查的缺失
導致對易得的和預先簡化的新聞的追求；不同的媒體目標會有不同的報導優先秩
序；壓力群體控制著媒體；利用爭議和不確定性，吸引觀眾的注意。所有這些因
素都在「風險的社會放大」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表 6 可以看到這些因素彼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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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鉛水危機偵測分析矩陣
分析

指標

意圖

脆弱性

觸發因素

民意代表監督質詢
民選政府競爭

選票壓力

促進因素

水價調漲

經費不足

結構因素

管線汰換困難

鉛管分布資訊不足

因素

三、風險能被避免嗎
政府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危機時刻，如何避免風險的存在。真實的危機情況很
少會與想像的一模一樣，危機預防階段最重要就是危機意識，防範未然。但是在
危機發生之前，這個階段主要工作內容有三，即：發展危機情境 (scenario)、危機
偵測、以及預擬各危機情境下的應變計畫。

鉛水管風暴的省思

( 一 ) 發展危機情境
這必須從危機預防開始講起，自以為是的主觀想法與見樹不見林的局部
思維，往往是構成危機意識的兩大障礙。機關首長要能喚起員工的危機意識，
必須建立危機論述。
危機預防很重要，但實際上幾乎都被忽略了。原因有二：一、僥倖的心
理，總認為不會這麼倒楣。這從過去國人出國，不願意花錢買保險的行為，
最能說明這種僥倖的心理。二、危機預防不只花錢，更重要的是看不到顯著
績效，因為危機預防的成功，以致沒有發生危機，所以誤以為錢白花了。換
句話說，一般發展危機情境，即是利用未來事件（Future Events）表，發展
未來三年左右的決策環境。並根據此一決策環境，以及對手威脅模式（若有
明顯對手時），分析構成危機情境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並根據驅動
力的組合，發展成對政府單位，具有威脅性的各種情境。再依發生機率及該
情境發生時構成之損失，求取損害期望值，最後再依期望值，選定偵測之情
境。
未來事件表記錄未來一定會發生的事件，提前進場布局，等社會大眾將
注意力轉移過來，反而政府是獲利出場時機。未來一定會發生的事情，找出
組織面臨的各種風險及其如何發生之原因，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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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 擇 辨 識 方 法 以 尋 找 風 險。 它 是 一 個「 開 放 的 管 道 」（open
access）。「開放」的優點是什麼？就是公開討論，不是密室作業。
辨識方法常用的有：歷史資料分析、作業分析、腦力激盪、SWOT、
問卷調查、民眾意見反饋、情境模擬……等。
2. 聚焦在新的政策或有變動的政策計畫。
3. 文件化所發掘的各種風險。

評估

辨識

各業務單位
溝
通

滾動檢討風險項目

風險項目
年度重大業務或
施政方案

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
擬定風險處理對策
殘餘風險評估

協
調

完成年度風險管理及對策
局長核定

圖 7. 發展危機情境

行政管理

•R1：總務、會計
•R2：人事、資訊

疾病管制

•R3：疫情監測
•R4：營業場所衛生

•R5：急、慢性傳染病

醫護管理

•R6：醫事管理
•R7：醫療安全管理

•R8：緊急救護

•R9：證照管理
•R10：產業輔導

•R11：消費者保護
•R12：衛生查驗、稽查

食品藥物管理

圖 8. 衛生局的風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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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風險管理圖像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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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北市政府來說，潛在的對手威脅包括對國外事件的反應、臺北市議
員質詢及鄰近縣市問題、媒體爆料。對國外事件的反應，一些行為事件或許
由於前幾次事件所造成的傷亡數字不大，引起的關注程度亦有限，我們的社
會輿論，其實並沒有非常深入地去討論這些問題的背景原因與社會的因應之
道。例如香港自 7 月爆發鉛水風波之後，已有逾百名市民驗出血液鉛含量超
標，全城人人自危，而此風波更蔓延至臺灣。
民意代表調閱資料，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其助理通常是跨局處交叉檢證，
聲東擊西。可以確認的方向是，通常議員問政關心議題有其一致性，除非是
民眾陳情，重點是民眾陳情於民意代表前，往往與行政機關溝通不順暢，行
政部門必須有警覺的發現這些徵候。例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拒絕透露受影響
3.6 萬住戶的具體地址，僅回應指，住戶的鉛管資料由早期建築圖紙取得，
與實際情況不同，月底會研究派人員進行實地調查。

鉛水管風暴的省思

臺北市政府更可以透過文字探勘（Text Mining）的科技，將新聞報導、
民代調閱資料等自然語言文字型的資料中，蘊藏可觀、極具潛力的「礦產」，
也就是有價值的資訊，等著臺北市政府用資訊技術去開採，進一步去探究民
眾、民代、媒體在關心什麼議題，避免曲高和寡。
( 二 ) 危機偵測
發現和確認可能發生哪些危機？衛生局可以從議題管理、風險溝通和關
係管理等面向蒐集資訊，進而分析資訊，找出各種可能的危機，例如下列 5
項：
1. 組織或產業曾遭遇的危機種類及主要問題。
2. 過去緊急狀況與意外事故的報告檔案、簡報資料。
3. 部門依賴關係流程圖、財務報表。
4. 與組織內外相關單位和人員的溝通。
5. 親自到各部門、場域詳細了解可能的潛在風險。
「危機偵測」是搜尋內外部環境變化所產生的訊息與信號，解讀及偵查
是否影響整體安全之危機因子，以提供危機預防與準備之具體依據，力求消
弭當前危機，使危機不至於爆發。根據危機知覺模式與危機管理的觀點，可
歸納整理出下列 11 個事項，以概括表示危機偵測應具有的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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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狀態比較：判斷現在環境狀態與預期狀態的差異。
2. 經驗範本：可供參考的其他危機管理成功或失敗的經驗。
3. 損失估計：狀態比較之後，就可能對發生的損失訂定出範圍。
4. 悲觀預期：評估狀況落差之後，預期心理即認為造成結果是負面的變化。
5. 組織衝擊：接續於悲觀預期後，認為變化必定會衝擊其核心價值造成影響。
6. 威權裁定：決策高層對危機的一般預期或估計 ，以其策略核心地位，指示
事件確定是否為危機。
7. 時間壓力：危機被確認後，因情況緊迫，不論處理目標為何，進入處理時
都有相當的時間壓力產生。
8. 劇本模擬：確認危機事件，為危機發展之趨勢及走向訂定處理方式。
9. 授權機制：成立危機管理小組，並正式獲得授權偵測危機。

11. 資源動員：可運用內外資源，分配在危機管理之不同階段。
進一步來看危機偵測，即依據選定的危機情境，進一步拆解成危機發展
的情節（plot），事實上，即是構成此一危機情境的重要事件。例如我們看到
這次鉛水事件，是由臺北市議員進行資料調閱數次不果後，於是召開記者會，
透過媒體引起討論。其次，再分析每一情節發生時，將產生何種信號（signal）
或徵候，以及該徵候產生之地點或來源，及其出現的時間，接著將所有危機
情境的徵候，整理成徵候分析表，並將徵候分類，設定預警門檻及指標，最
後再編製徵候搜集計畫及分工表。而依據分工，政府的相關部門或人員，有
系統的去搜集，監控預警指標，必要時發出不同等級的預警。
( 三 ) 預擬各危機情境下的應變計畫
密切監測潛勢危機，力行「走動式管理」，機關首長必須主動發掘危機
發生的可能性。實施「例外管理」與「弱點管理」，將機關作業內容最容易
出差錯或最脆弱之處進行有效的管理，以降低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加強平時
的演練或演習，提升危機預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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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動紀錄：危機事件管理的正式記錄可形成獨特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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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自 SARS 風暴後逐漸走向成熟，在主事者及風險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具
有完善描述和解釋複雜多變的風險現象能力。
本次鉛水風暴獲得許多寶貴經驗，首先，衛生局對於風險的理解是獨到的，既承
認風險的客觀實在性，又承認社會文化的影響，即風險是客觀傷害和社會文化經驗的
共同結果。這種風險的本體論使該框架在理論上具備整合風險的技術取向和文化取向
的天然基礎，同時在研究上有助於達成微觀和宏觀水準的結合。第二，衛生局的關懷
導向是對社會公平和弱勢群體的提升，在對「風險的社會放大」原因的探討中注重社
會文化背景因素，媒體一致認為供水單位的輕忽，對邊緣群體中的風險忽視，導致了
漣漪隱藏的風險漣漪，而這些被忽視的風險往往對於社會安定和人類幸福非常重要，
這種價值導向體現了社會科學存在的價值，也就是人文關懷。

鉛水管風暴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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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展望
鉛水污染事件發生之初，為緩和事件對民眾造成之疑慮，衛生局除透過媒體、網
路及各式宣導管道，提供即時透明資訊外，也匯集專家學者之意見提供民眾正確認知，
協調聯合醫院提供血中鉛檢驗專業診療服務，以明確分工、即時動員與有效執行調查，
充分發揮團隊工作績效，並獲得民眾高度肯定，給予衛生局局長滿意度第 1 名評價，
計畫執行團隊亦獲頒市長即時獎勵績優團體獎狀乙幀及獎金。雖然整體血鉛濃度平均
為 1.39 µg/dL，相較於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在 2000 年調查 7,970 位民眾血中鉛濃
度平均值 1.66 µg/dL，顯示此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但鉛管的存在仍會
造成民眾心中疑慮。因此，北水處加速管線汰換工作，預計 3 年內完成轄區鉛管全面
汰換 (105 年完成 60%、106 年累計完成 90%、107 年將剩餘的 10% 完成 )，在汰換
完成前持續監測水質，確保民眾用水安全。未來，臺北市府團隊除持續配合中央各項
政策外，更進一步增進跨領域合作，妥善運用所建立之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為
臺北市民建構更健康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為分享與傳承此次事件經驗，衛生局與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合作，以 letter 形式
於國外期刊發表「臺灣鉛水管戶事件之公共衛生調查工作」，另規劃以環境化學物為
題進行前瞻性研究，建立臺北市基礎資料；聯合醫院則以「以實證為基礎的衛生政策
決策－以臺北市自來水鉛管之健康疑慮議題與驗血服務為例」投稿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並以兒童 Follow-up 為題進行後續追蹤研究；另請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吳建忠助理教授
進行「重大公眾事件之風險感知與危機處理回顧─以北市自來水鉛管健康疑慮事件為
例」，期盼以此做為相關公共政策未來施政規劃的參考。

人體血鉛濃度
臺北及美國
建議值
成人
低於 10μg/dl
兒童
低於 5μg/dl

臺北
2015 年

平均值

人數

美國
2000 年

平均值

人數

全體

1.39

5,479

全體

1.66

7,970

1-5 歲

1.16

159

1-5 歲

2.23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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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臺北市 2015 年鉛水管事件發生初始，臺北市政府在柯市長帶領下責成衛生局得
以立即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由聯合醫院提供民眾正確認知及完整檢
驗及診療服務，感謝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環境污染物分析等跨領域專家學者 ( 依姓
氏筆畫排序 )：王根樹教授、吳焜裕教授、林靜君博士、陳保中教授、黃耀輝教授、詹
長權教授、楊慎絢醫師、顏宗海醫師提供專業意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及臺北病理中
心提供血中鉛檢驗與診療服務，並於 2016 年 3 月 1 日市政會議由柯市長親自頒發 8
位專家學者及台北病理中心感謝狀。另感謝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衛生福利部部立桃園醫院同意成為後援檢驗單位，於檢體量過大時，及時支援檢體檢
驗，使我們得以準備服務更多民眾；吳建忠助理教授協助進行重大公眾事件之風險感
知與危機處理回顧；對於所有曾經參與計畫推動的單位，及默默付出的人員，在此一
併獻上由衷感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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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 (2015.11.19 核定版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

(二) 105 年：動支新臺幣 75 萬元。
第三階段：新臺幣 75 萬元，係針對「血鉛異常者」居
家環境調查，預計 105 年提出後續健康分級管理及改善
計畫，預估異常個案 300 人，每人居家環境調查新臺幣
2,500 元。
二、本局 104 年公衛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係為行政相關費
用，包括印刷費、郵資費、通訊費、資訊系統規劃及建置、
預約登記專案及專人服務，資料鍵入與整理，異常個案追
蹤及統計分析等費用。預估受檢人數 1 萬人，每人行政費
120 元。

104.11.19 核定

壹、依據本府第 1859 次市政會議主席裁示事項、本局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81 次晨會指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業務授權執
行作業要點」暨預算法第 70 條第 3 款辦理。
貳、前言
鉛於環境中幾乎無所不在，暴露途徑包括鉛汽油、老舊自來水輸
送鉛管、油漆顏料、非法中草藥、食入受鉛污染的食物或水，或
是吸入受鉛污染的土壤粉塵。鉛的毒性主要是影響神經系統，包
括手指、手腕、關節無力等神經功能的障礙，也可能造成高血壓
或腦和腎臟的疾病，爰此，鉛污染的防治與後續治療，是政府目
前刻不容緩的工作，故提供民眾鉛衛教宣導、檢驗及後續照顧服
務，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並降低疑慮及不安。

陸、計畫工作重點說明
一、目標：提供現在或過去曾為臺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戶，且有
意願接受檢查之民眾免費血中鉛檢驗。
二、對象：
(一) 第一階段：現在或過去曾為臺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戶。
預估受檢人數約計 1 萬人。
(二)第二階段：第一階段血中鉛檢驗濃度超出建議值者診療
服務。
(三) 第三階段：所有血鉛檢驗結果異常個案居家環境調查後
之健康分級管理與改善計畫。
三、實施策略：
(一) 第一階段：針對現在或過去曾為臺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
戶（含臺北市及新北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區）
，自
104 年 11 月 2 日開始接受民眾預約登記，已預約民眾
自 104 年 11 月 7 日起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6 院區(中
興、仁愛、忠孝、陽明、林森、和平院區)為其免費檢
驗血中鉛，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此採自願性預約登
記，並建議高風險族群(六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積極參
與。
(二) 第二階段：
1.針對第一階段血中鉛檢驗濃度超出建議值者，由衛生
局及醫療團隊安排後續身體檢查及必要之檢驗，以供
後續評估。若確診為鉛中毒，則安排治療並追蹤至血
中鉛回復正常。
2.血中鉛檢驗結果異常之門診追蹤檢驗項目：

參、實施期間：自 104 年 11 月 2 日(一)至 105 年 12 月 30 日(五)止。
肆、執行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6 院區(中興、仁愛、忠孝、陽明、
林森、和平院區)。
伍、執行經費：本計畫預估所需經費總計新臺幣 639 萬 1,000 元
一、 本府第二預備金:預計動支新臺幣 519 萬 1,000 元：
(一) 104 年：動支新臺幣 444 萬 1,000 元。
1. 第一階段：新臺幣 400 萬元。自 104 年 11 月 2 日上
午 8 時起至 11 月 9 日下午 5 時共計登記
5,120 位，11 月 9 日當日登記人數 240
人，預估至 12 月 5 日止受檢人數 1 萬人，
每人檢驗費 400 元。
2. 第二階段：新臺幣 44 萬 1,000 元。係針對血中鉛檢
驗結果異常個案，提供每位個案複診 3
次之掛號費、基本部分負擔及藥品部分負
擔（新臺幣 490 元 x 3 次），並參考香港
案例，其異常個案約占 10%，本案預估異
常個案 300 人（占 3%）。

類別

經費

1. 基本項目

內容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視力(矯正) ；
辨色力測試。
2. 各 系 統 或 部 位 齒齦鉛線；血液系統(貧血) ；消化系統；
理學檢查
神經系統；腎臟系統。
3. 血中鉛檢查
4. 血液檢查
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值。
5. 尿液檢查
尿蛋白；尿潛血。
X 光；神經傳導速率與肌電圖；腦波；MMSE；
6. 其他
神經行為檢查。

來源

年度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元)

105

人

400

400 萬

預

104

血鉛

調查

300

人/次 2,500

75 萬

家環境調查，預計 105 年提
出後續健康分級管理及改
行政相關費用，包括印刷
費、郵資費、通訊費、資訊

公
衛
補

104

行政
管理

系統規劃及建置、預約登記
10,000

人

120

120 萬

專案及專人服務，資料鍵入
與整理，異常個案追蹤及統
計分析等費用。

助
款

合計：新臺幣 639 萬 1,000 元整

用途及說明

104 年：新臺幣 444 萬 1,000 元
105 年：新臺幣 75 萬元
2.本局公衛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

104 年 11 月 2 日上午 8
時起至 11 月 9 日下午 5
時共計登記 5,120 位，11
月 9 日當日登記人數 240

柒、經費執行暨核銷
一、本計畫申請動用本府 104 年、105 年第二預備金及本局公衛
補助款支應。
二、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擔任窗口，統籌辦理 6 院區(中
興、仁愛、忠孝、陽明、林森、和平院區)申請補助費用給
付，104 年經費(第一階段檢驗、第二階段診療、公衛補助
款/行政相關費用)應於 105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月報表｣(如附件 1)、｢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受檢清冊｣(如
附件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異
常個案追蹤診療清冊｣(如附件 3)及收據提送本局辦理核銷
作業；105 年經費應於 105 年 12 月 9 日前完成｢血鉛異常者
健康分級管理及改善計畫書｣及收據，提送本局辦理核銷作
業。
三、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建立覆核機制，避免個案重複抽血。

果異常個案，提供每位個

備

案複診 3 次之掛號費、基
300Ｘ3 人/次 490

環境

局

2. 第二階段：血中鉛檢驗結

檢驗

金

用途及說明

善計畫。

人，預估至 12 月 5 日止
受檢人數 1 萬人，每人檢
驗費 400 元。

府
二

總價(元)

1.市府第二預備金：新臺幣 519 萬 1,000 元

總價(元)

市
第

(元)

本

1. 第一階段：受檢民眾接受
血中鉛檢驗所需費用，自

10,000

單價

44 萬
1,000

本部分負擔及藥品部分
負擔（新臺幣 490 元ｘ3
次），並參考香港案例，
其異常個案約占 10%，本
案預估異常個案 300 人
(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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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單位

針對｢血鉛異常者｣進行居

(三)第三階段：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針對｢血鉛異常者｣進行
居家環境調查，包含：地理分布，評估是否
有群聚現象，並對比年齡、性別、生活習慣
等因子，依血鉛異常數值排序，優先評估血
鉛最高者的居家環境，提出後續健康分級管
理與改善計畫。
四、執行經費預算表：
經費

年度 項目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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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月報表

附件 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受檢清冊

月份：____________ 月
醫院名稱

預約人數

檢查人數

異常人數

編

回診人數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現在或過去是否曾為臺
個案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戶
是

總計
中興院區

仁愛院區

忠孝院區

陽明院區

林森院區

和平院區

製表人：

單位主管：

院長：

製表人：

附件 3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異常個案追蹤
診療清冊
編
號

個案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掛號費
(50 元/人)

基本部分

藥品部分

負擔

負擔

(240 元/人)

(200 元/人)

總計

附件
製表人：

單位主管：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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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院長：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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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 (2015.12.24 修正核定版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

占 0.1%，預估異常個案 10 人。
二、 本局公衛補助款預計動支新臺幣 72 萬 3,380 元：
(一) 104 年預計動支新臺幣 68 萬 3,680 元：
1. 第三階段：新臺幣 2 萬 5,000 元。係針對｢血鉛異常
者｣於 104 年進行居家環境調查，後續提出健康分級
管理及改善計畫，並參考本案異常個案約占 0.1%，
預估異常個案 10 人，每人次居家環境調查新臺幣
2,500 元。
2. 行政管理費：新臺幣 65 萬 8,680 元。係為行政相關
費用，包括印刷費、郵資費、通訊費、資訊系統規劃
及建置、預約登記專案及專人服務，資料鍵入與整
理，異常個案追蹤及統計分析等費用。預估受檢人數
5,489 人，每人行政費 120 元。
(二) 105 年預計動支新臺幣 3 萬 9,700 元：
1. 第二階段：新臺幣 1 萬 4,700 元。依據臨床處置建議，
血鉛濃度超過建議值個案，前 3 個月每 4 週監測血鉛，
之後每半年監測 1 次。故針對 104 年血中鉛檢驗結果
異常個案，提供每位個案跨年度(105 年)複診 3 次之
掛號費、基本部分負擔及藥品部分負擔(新臺幣 490
元 x3 次)，預估異常個案 10 人(占 0.1%)。
2. 第三階段：新臺幣 2 萬 5,000 元。係針對｢血鉛異常者
｣於 105 年進行居家環境調查，提出健康分級管理及改
善計畫，預估異常個案 10 人，每人次居家環境調查新
臺幣 2,500 元。

104.12.24 核定

壹、依據本府第 1859 次市政會議主席裁示事項、本局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81 次晨會指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業務授權執
行作業要點」暨預算法第 70 條第 3 款辦理。
貳、前言
鉛於環境中幾乎無所不在，暴露途徑包括鉛汽油、老舊自來水輸
送鉛管、油漆顏料、非法中草藥、食入受鉛污染的食物或水，或
是吸入受鉛污染的土壤粉塵。鉛的毒性主要是影響神經系統，包
括手指、手腕、關節無力等神經功能的障礙，也可能造成高血壓
或腦和腎臟的疾病，爰此，鉛污染的防治與後續治療，是政府目
前刻不容緩的工作，故提供民眾鉛衛教宣導、檢驗及後續照顧服
務，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並降低疑慮及不安。
參、實施期間：自 104 年 11 月 2 日(一)至 105 年 12 月 30 日(五)止。
肆、執行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6 院區(中興、仁愛、忠孝、陽明、
林森、和平院區)。
伍、執行經費：本計畫預估所需經費總計新臺幣 293 萬 3,680 元。
一、 本府 104 年第二預備金:預計動支新臺幣 221 萬 300 元：
(一) 第一階段：新臺幣 219 萬 5,600 元。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4 日止共預約登記 6,900 位，12
月 5 日完成抽血總人數 5,479 人，預估至
12 月 30 日止受檢人數 5,489 人，每人檢驗
費 400 元。
(二) 第二階段：新臺幣 1 萬 4,700 元。係針對血中鉛檢驗
結果異常個案，提供每位個案複診 3 次之掛
號費、基本部分負擔及藥品部分負擔（新臺
幣 490 元 x 3 次），並參考本案異常個案約

陸、計畫工作重點說明
一、目標：提供現在或過去曾為臺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戶，且有
意願接受檢查之民眾免費血中鉛檢驗。
二、對象：
(一)第一階段：現在或過去曾為臺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戶。
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4 日止共預約登
記 6,900 位，12 月 5 日完成抽血總人數
5,479 人，預估至 12 月 30 日止受檢人數

5,489 人。
(二) 第二階段：第一階段血中鉛檢驗濃度超出建議值者診療
服務。
(三) 第三階段：所有血鉛檢驗結果異常個案居家環境調查後
之健康分級管理與改善計畫。
三、實施策略：
(一) 第一階段：針對現在或過去曾為臺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
戶（含臺北市及新北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區）
，自
104 年 11 月 2 日開始接受民眾預約登記，已預約民眾
自 104 年 11 月 7 日起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6 院區(中
興、仁愛、忠孝、陽明、林森、和平院區)為其免費檢
驗血中鉛，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此採自願性預約登
記，並建議高風險族群(六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積極參
與。
(二) 第二階段：
1.針對第一階段血中鉛檢驗濃度超出建議值者，由衛生
局及醫療團隊安排後續身體檢查及必要之檢驗，以供
後續評估。若確診為鉛中毒，則安排治療並追蹤至血
中鉛回復正常。
2.血中鉛檢驗結果異常之門診追蹤檢驗項目：

四、執行經費預算表：
經費
來源

年度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元)

(元)

用途及說明
1.第一階段：受檢民眾接受血中鉛檢驗

5,489

市

人

400

府
第
104

預

5,600 元

所需費用，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2 月 4 日止共預約登記 6,900 位，
12 月 5 日完成抽血總人數 5,479
人，預估至 12 月 30 日止受檢人數
5,489 人，每人檢驗費 400 元。

血鉛

2.第二階段：血中鉛檢驗結果異常個

檢驗

案，提供每位個案複診 3 次之掛號

備
10X3 人/次 490

金

1萬

費、基本部分負擔及藥品部分負擔

4,700 元

(新臺幣 490 元ｘ3 次)，並參考本案
異常個案約占 0.1%，預估異常個案
10 人。
小計：221 萬 300 元
行政相關費用，包括印刷費、郵資費、

104

行政
管理

5,489

人

120

65 萬

通訊費、資訊系統規劃及建置、預約登

8,680 元 記專案及專人服務，資料鍵入與整理，
異常個案追蹤及統計分析等費用。

類別

內容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視力(矯正) ；
辨色力測試。
2. 各 系 統 或 部 位 齒齦鉛線；血液系統(貧血) ；消化系統；
理學檢查
神經系統；腎臟系統。
3. 血中鉛檢查
4. 血液檢查
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值。
5. 尿液檢查
尿蛋白；尿潛血。
X 光；神經傳導速率與肌電圖；腦波；MMSE；
6. 其他
神經行為檢查。

本

1. 基本項目

局
公

環境
104
調查

10

衛
補
助

2萬
5,000 元
人/次 2,500

105

環境
調查

2萬

10

5,000 元

款

針對｢血鉛異常者｣於 104 年進行居家
環境調查，後續提出健康分級管理及改
善計畫。
針對｢血鉛異常者｣於 105 年進行居家
環境調查，提出健康分級管理及改善計
畫。
針對 104 年血鉛檢驗結果異常個案，提

(三)第三階段：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針對｢血鉛異常者｣進行
居家環境調查，包含：地理分布，評估是否
有群聚現象，並對比年齡、性別、生活習慣
等因子，依血鉛異常數值排序，優先評估血
鉛最高者的居家環境，提出後續健康分級管
理與改善計畫。

105

血鉛
檢驗

10X3 人/次 490

1萬

供每位跨年度(105 年)複診 3 次之掛號

4,700 元 費、基本部分負擔及藥品部分負擔(新
臺幣 490 元 x3 次)。
小計：72 萬 3,380 元

合計：新臺幣 293 萬 3,68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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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執行暨核銷
一、本計畫申請動用本府 104 年、105 年第二預備金及本局公衛
補助款支應。
二、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擔任窗口，統籌辦理 6 院區(中
興、仁愛、忠孝、陽明、林森、和平院區)申請補助費用給
付。
(一) 104 年經費應於 105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月報表｣(如附件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受檢清
冊｣(如附件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
血鉛檢驗異常個案追蹤診療清冊｣(如附件 3)及收據提
送本局辦理核銷作業。
(二) 105 年經費應於 105 年 12 月 9 日前完成｢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月報表｣(如附件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受檢清
冊｣(如附件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鉛水管用戶
血鉛檢驗異常個案追蹤診療清冊｣(如附件 3)、｢鉛水管
用戶血中鉛檢驗統計分析報告｣及｢血鉛異常者健康分
級管理及改善計畫書｣函送本局，經審核通過(若不通過
依本局規定期間限期改善)後，通知貴院開立收據，提
送本局辦理核銷作業。
三、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建立覆核機制，避免個案重複抽血。

附件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____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月報表
月份：____________ 月
醫院名稱

號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忠孝院區

陽明院區

林森院區

和平院區

製表人：

單位主管：

院長：

附件 3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______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異常個案
追蹤診療清冊
編

否

號

個案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掛號費
(50 元/人)

基本部分

藥品部分

負擔

負擔

(240 元/人)

(200 元/人)

附件
製表人：

單位主管：

回診人數

仁愛院區

北自水處之鉛水管用戶
是

異常人數

中興院區

現在或過去是否曾為臺
個案姓名

檢查人數

總計

附件 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____年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受檢清冊
編

預約人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院長：
製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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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院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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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 年 10 月 27 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血鉛篩檢推動會議」會議紀錄
4. 每日預約掛號時間至抽血檢驗前一日晚上 23:59 止。

10/27 14:30-16:20 血鉛推動會議會前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血鉛篩檢推動會議會議紀錄

5. 各院區醫事室請於抽血檢驗當日早上提供名單給檢驗科。(醫事室)

開會時間：10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二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院本部鄭州辦公室 B106 會議室
主
席：黃副總院長遵誠
出席人員：副總暨各院區負責人+行政中心承辦人+相關單位(醫療事務室、公關中心、檢驗部、

7. 民眾至醫院專櫃報到時提供身份證及健保卡提供確認身份，請民眾
填寫信封。

6. 民眾預約血鉛篩檢給予正式病歷號，不需紙本列印保存。(醫事室)

8. 檢驗結果數值需提供給民眾參考。

資訊室、兒童醫學部、產科、社工室、家庭醫學科、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等

9. 擬訂第一批抽血時間為：11/7(六)下午、11/8(日)上、下午三診次

列席人員：謝明軒、陳慈惠、陳家蕎

中興、仁愛、和平婦幼、忠孝、陽明院區每診次 120 支；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每診次 60 支，其餘 11/9(一)-13(五)下午或夜間診
由院區選擇後回報

壹、 討論事項：
一、

民眾版作業流程

11/7(六) 11/8(日) 11/9(一) 11/10(二) 11/11(三) 11/12(四) 11/13(五)
V

上
午
診
下
午
診

V

V

夜
間
診
貳、 散會時間：10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二十分

二、

聯醫：
1. 企劃行政中心協助與衛生局要 SOP 及標準版應答。
2. 明日於衛生局晨會討論孕婦及小孩是否可於門診時順道做抽血檢
驗。
3. 各院區需有志工協助資料登打、醫師開醫令、設一諮詢人員、提供
檢驗專櫃動線、人員及位置。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四、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會議紀錄
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會議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 301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東南區 3 樓)
主席：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黃局長世傑

記錄：彭淑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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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壹、業務單位報告：(略)
貳、會議決議：
一、 本案第一波採自願、不限制人數及登記截止日，第二波將視檢查狀
況，發布截止訊息。
二、 由於美國 CDC 將孩童、孕婦及哺餵母乳的婦女列為高風險群，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可彈性處理是否由婦產科、兒科門診直接問診後，依
需要提供血中鉛檢驗，但面對媒體時不特別強調該項服務方式。
三、 市立聯合醫院客服專線 02-2555-3000 轉 9 應置於 1999 轉＊888 之
前，若有流量與轉接限制，應先尋求解決方案。針對網路預約登記
部分，聯合醫院網路登記系統將設計超連結與本局及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首頁專區進行連結。
四、 市立聯合醫院安排首批血鉛抽血時段為 11/7(六)下午、11/8(日)上
午、下午，共三場；上午場：09:00-12:00、 下午場：13:30-16:30，
並請聯合醫院提供各院區聯絡窗口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由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派員於現場提供民眾健康以外用水問題諮詢。
五、 原會議簡報第 8 頁為請民眾「填寫問卷並留下聯絡資料」修改為「填
寫資料」，需請民眾填寫完整基本資料(含身分證、出生年月日及地
址等)，俾利統計及檢驗結果異常時後續聯繫。
六、 市立聯合醫院於寄送報告時，應併附相關衛教單張，並針對血中鉛
檢測建議值從嚴比照，以美國 CDC 建議值為準(美國 CDC 建議人體血
鉛濃度上限: 孩童為 5 µg/dL，成人為 10 µg/dL)
七、 人體血液中鉛濃度檢驗單位由衛生局說明，自來水中含鉛濃度單位
則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說明。
八、 衛生局與市立聯合醫院均需提供免費血中鉛濃度檢驗相關 FAQ 予臺
北市民當家熱線 1999。
九、 針對鉛管用戶用水宣導，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建議，每日清晨或隔 6
小時以上未用水時，在用水前先行放流排水約 3 分鐘。
參、散會：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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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5 年 10 月 28 日「北市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11 月 2 日開放電話及
網路預約登記」新聞稿
發 稿 單 位 ： 健康管理處
發 稿 日 期 ： 104 年 10 月 28 日
聯 絡 人 ： 許朝程主任秘書

附表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血鉛篩檢服務訊息一覽表
預約專線：02-25553000 轉 9
一、預約登記
或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888
網路預約：http://www.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10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二、特約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30 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和平：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2 段 33 號）

北市啟動
北市啟動鉛水管用戶
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
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
11 月 2 日開放電話及網路預約登記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表示對於鉛水管用戶將提供免費驗血服務，凡
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含新北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區)，有意願接
受檢查之市民皆可採預約方式登記，再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接受驗血服務，若經
檢驗其血中鉛濃度超出建議值者，聯合醫院將主動提供通知及安排診療及檢查，
如確診為鉛中毒者，亦可至門診接受治療及追蹤服務，直至該市民血中鉛濃度回
復正常。
衛生局黃世傑局長表示，將提供兩階段服務，第一階段針對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之鉛水管用戶且有意願者提供免費血中鉛檢驗服務，尤其建議高風險族群（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積極參與，將自 104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起提供預
約，不限制人數及登記截止日，採以電話（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 轉*888）及
網路（http://www.tpech.gov.tw）預約方式登記，並於 104 年 11 月 7 日（星期
六)下午 1 時 30 分起由聯合醫院安排免費驗血鉛，接受檢驗者請攜帶身分證或健
保卡至聯合醫院中興、仁愛、忠孝、陽明、林森與和平等 6 院區（如附表）指定
之櫃台報到，即可接受檢查，後續檢驗結果聯合醫院將以寄送方式通知。
第二階段針對血中鉛檢驗濃度超出建議值者，將由聯合醫院主動通知並安排
進一步診療。如確診為鉛中毒，將安排後續治療及追蹤服務，直至民眾血鉛濃度
回復正常。黃世傑局長表示為提供民眾友善、便捷的就醫服務，聯合醫院 6 院區
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服務。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為安定民心，將研擬建置血中鉛檢驗專區，除公布相關訊
息，並持續定期公佈後續作為及相關衛教宣導資訊。有關免費驗血中鉛服務預約
資訊請參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health.gov.taipei）/公告，如有相
關問題可逕洽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客服專線電話 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外
縣市 02-27208889)轉*888，或網路預約（網址：http://www.tpech.gov.tw)。

六、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血鉛篩檢推動會議」會議紀錄
10/28

16:30-18:00 血鉛推動會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血鉛篩檢推動會議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院本部鄭州辦公室 B106 會議室
主
席：黃副總院長遵誠
出席人員：各院區行政中心主任、各院區醫療事務室課長、公關中心、醫事室、資訊室、企劃
行政中心等

附件

聯醫：

壹、 討論事項：
一、

1. 各院區需有志工協助資料登打、醫師開醫令、設一諮詢人員、提供
檢驗專櫃動線、人員及位置。

民眾版作業流程(更新版)

2. 11/2 上午 8 時起開始預約登記時，網路需有人監看系統確保沒有問
題。
3. 醫事室明日(10/29)下班前將各院區班表提供給企劃行政中心以便統
整給衛生局。
4. 各院區醫事室請於抽血檢驗當日早上提供名單給檢驗科。
5. 11/7 下午中興發媒體，詢問衛生局局長是否巡視。(公關)
6. 各院區抽血人員應有一位具備會抽孩童之護理或檢驗人員。
7. 客服中心接電話時不需告知民眾掛到的號碼，告知民眾於何時段來
院即可。
8. 客服中心若接到欲掛林森院區之民眾，請提前告知該院區無小兒科
及婦產科。
二、

9. 初診民眾報到時請填寫”初診基本資料表”，煩請志工幫忙用螢光筆
勾選姓名、ID、生日、地址、電話、E-mail(不強迫)，以身分證或健
保卡確認身份後，請民眾填寫信封。

資訊室設立聯合醫院首頁血中鉛檢驗鈕

10. 衛教單張需提供給水處發放。
11. 首批抽血時間為：11/7(六)下午、11/8(日)上、下午三診次
中興、仁愛、和平、忠孝、陽明院區每診次 120 支；林森院區每診
次 60 支。11/9(一)~11/13(五)五大院區各配額 90 支，林森院區配額
50 支(需至少一天為夜診)
→

11/15(一)之後每星期五大院區各配額 350 支，林森院區配額 200 支
(需至少一天為夜診)
貳、 散會時間：1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六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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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5 年 11 月 7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
形」新聞稿
發 稿 單 位 ： 健康管理處
發 稿 日 期 ： 104 年 11 月 7 日
聯 絡 人 ： 林夢蕙處長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首日抽血情形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自 104 年 11 月 2 日上午 8 時起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
鉛預約登記服務，並於 104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 時 30 分正式啟動鉛水管用戶血中
鉛檢驗抽血服務，現場亦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人員駐點，提供民眾相關諮詢服務。
本日預約登記檢驗人數為 660 人，本日截至下午 5 時，實際完成受檢 534 人，其
中最年長者 88 歲、最小未滿 1 歲。檢驗結果將於 2 週內以郵寄方式提供，若檢出
血鉛濃度超出建議值的民眾，將由本市立聯合醫院進一步安排診療及檢查。
圖一 每日血中鉛預約人數趨勢

衛生局局長黃世傑表示，凡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含臺北市及新北
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區)，有意願接受檢查之民眾皆可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
電話或網路預約登記，尤其建議高風險族群(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積極參與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預約登記服務。截至今(7)日下午 5 時
共計預約登記 4,697 位，依據每日預約數由 11 月 2 日 2,394 人至 11 月 7 日降為
165 人，已有逐日下降趨勢(圖一)，各院區預約登記尚有名額，民眾不需憂心
(圖二)。
健康管理處處長林夢蕙提醒，有關免費驗血中鉛服務預約資訊請參閱臺北市
政 府 衛 生 局 網 站 / 鉛 水 管 用 戶 血 鉛 檢 驗 服 務 專 區 查 詢
（http://health.gov.taipei），如有相關問題可逕洽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客
服專線電話 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888 詢問。

圖二 每週預檢及受檢人數圖

八、2015 年 11 月 7 日「北市聯醫啟動血中鉛檢驗，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新聞稿
發稿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發稿日期：104 年 11 月 7 日
報 告 人：黃遵誠 副總院長

北市聯醫啟動血中鉛檢驗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

臺北市衛生局黃世傑局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黃勝堅總院長也在血中
鉛檢驗首日，一一前往本院 6 院區，了解民眾抽血情形並給予關懷，同時
慰勞醫檢師、護理人員、行政人員及志工，為在第一線服務民眾的辛苦工
作人員加油打氣。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也安排駐點服務人員到場，提供民眾
相關諮詢。
北市聯醫指出，自 11 月 2 日上午 8 時起，啟動第一階段鉛水管用戶
免費驗血預約登記服務，截至 11 月 5 日上午 9 時，預約於 11 月 7、8 日
集中進行抽血的民眾計有 1,980 人，6 院區受理窗口皆已額滿。而第二階
段將針對檢驗結果血鉛濃度超出建議值的民眾，由本院進一步安排診療及
檢查，若確診鉛中毒，可至門診接受治療及追蹤服務，直至血中鉛濃度回
復正常。
此外，截至 11 月 6 日下午 5 時，透過電話或網路已預約至 11 月 30
日，將至本院 6 院區進行血中鉛抽血檢驗的民眾，共計 4,532 人，其中網
路預約 3,894 人，電話預約 638 人。
北市聯醫表示，只要是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含臺北市及新
北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區)，有意願接受檢查的民眾，仍可透過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客服專線（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 轉＊888）
，或聯醫網站
（網址 http://www.tpech.gov.tw，首頁/血中鉛檢驗專區）預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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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自 104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 時 30 分起，於中興、和
平、仁愛、忠孝、陽明、林森等 6 院區分別設置專責櫃台，提供民眾第一
階段血中鉛抽血檢驗，已預約民眾可親持身份證或健保卡，依現場報到順
序進行抽血；有疑慮且尚未登記之鉛水管用戶，仍可透過電話及網路預約
檢驗時間，北市衛生局建議，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等高風險族群，應多利
用此項服務，積極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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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5 年 11 月 11 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血中鉛檢驗之後續應變流程」研商會
議會議紀錄
出，並可作為沖馬桶、澆花等非食用用途。

「血中鉛檢驗之後續應變流程」研商會議

2. 目前水龍頭國家標準 CNS 8088 規定水龍頭溶出鉛及其化合物為 7 ppb 以
下，建議民眾選用具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標章之水龍頭或管材。

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11 日（週三）下午 4 時 00 分
地點：國民健康署 6 樓 1601 會議室
主席：國民健康署游副署長麗惠
出席單位及人員：
專家學者：
弘光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吳聰能
陳秀玲
莊弘毅
何啟功

校長
教授
教授
局長

政府單位及機構:
經濟部(水利署)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台灣自來水公司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彭雅琴
張順莉
林 康
林柳吟
侯佳玲
張章裕
康弘典
詹瑞慧
楊耀城
吳錦松

副工程司
主任秘書
副處長
專員
股長
科長
專案助理員
科長
簡任技正
專門委員

陳妙心
曾伯昌
吳承勳
余宗祐

組長
科長
研發替代役
派遣助理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3. 倘仍有用水疑慮，可選用離子交換樹脂或 RO 逆滲透淨水器。

紀錄：吳研發替代役承勳

4. 某些水晶玻璃及有染料的容器可能含鉛，應避免盛裝酸性液體，並避免兒
童使用。
5. 如要使用中藥須注意其來源安全可靠，尤其避免兒童使用欠缺安全管理的
藥物。
6. 兒童玩具建議選用具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安全標章之玩具，避免將廉價、
色彩鮮豔之玩具贈品，交給嬰幼兒(較會咬食玩具)。
7. 兒童所處環境，宜注意清掃、吸塵，避免處於有落漆、剛油刷或焊接作業
的場所。
8. 油漆建議選用獲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動之健康綠建材標章之水性漆。
9. 家長從事含鉛作業時，應穿著工作服，且勿將工作服穿回家，下班時需於
工廠更衣、沐浴再回家。
(三)建議民眾若有健康疑慮，可至醫院諮詢，並由醫師判斷是否執行血中鉛濃度檢
驗，當檢測結果逾所訂行動值時，應由醫師協助瞭解民眾血鉛暴露源。目前本
署已將血中鉛健康指引及血鉛監測系統納入研議。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二、各縣市衛生局說明目前民眾血中鉛濃度檢驗情形及後續處理方式

一、業務單位(國民健康署)報告：

(一)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台灣自來水公司及北水處已公告提供鉛水管用戶民眾電話預約血中鉛濃度抽

1. 10 月 22 日台北市衛生局接受議員質詢，揭露本市共有 1.7 萬鉛管用戶，本

檢事宜，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部分截至 11 月 7 日止計有預約登記 4,697 位，截

市自來水係由台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應。血中鉛檢驗於 11 月 2 日開放登記，

至 11 月 9 日止新北市三重、中和、永和、新店四區衛生所共有 107 位 6 歲以

登記方式分為電話及網路預約兩種，接受預約對象為其供水係由台北自來

下及孕婦登記預約，另苗栗縣、花蓮縣、宜蘭縣的六千多戶鉛管用戶自 11 月

水事業處供應者，並非以民眾戶籍或居住地為準，截至 11 月 11 日早上 10

2 日起，持自來水公司抽血檢驗通知單及證件，即可抽血，本次會議係針對民

時，共有 5441 位民眾預約血中鉛檢驗，86%網路預約，14%採用電話預約，

眾血中鉛濃度檢驗後續事項，進行協商。(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統計目前民眾血

考量民眾上班及上學時間，本局於 11 月 7 日(六)13:30 執行抽血，截至 11

中鉛預約人數截至 11 月 9 日，已有 5120 人登記，共 1652 人完成檢驗)

月 11 日 11:00，共有 1172 位民眾已完成抽血。

(二)本署業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召開「鉛暴露對人體健康影響專家會議」，會中專

2. 本局因應對策共分為 3 階段，第 1 階段為提供民眾血中鉛檢驗預約服務(電

家研議之血中鉛衛教傳播資訊如下：

話及網路預約)，第 2 階段為抽血服務，所有個案檢驗結果以郵寄方式通知，

1. 早上或返家後自來水水龍頭先打開，讓水流 1-2 分鐘，將沉積在管路之鉛排

另高血鉛個案將以掛號郵寄及電話追蹤通知，第 3 階段為異常個案追蹤服

後續管理，本局將於近期請自來水公司邀集前述四大醫院、毒物科醫師、

務，由專屬人員執行個案管理及啟動健康管理分流機制，針對高血鉛個案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及本局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執行居家環境調查。第 1 階段及第 2 階段之經費來源係由市長第二預備金

(五)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籌措，部分行政費用由本局支付，因考量本案民眾健康需求及安撫民心，

1. 花蓮縣共有 217 戶鉛管用戶，10 月 29 日起由自來水公司逐戶通知，並由自

本局與聯合醫院協調優先啟動民眾抽血服務，相關行政程序後補。

來水公司辦理抽血預約登記，登記日期至 11 月 6 日截止。11 月 11 日及 11

3. 有關個案管理及居家環境調查之團隊編列，本局尚在研議中。

月 12 日至部屬花蓮醫院辦理抽血，目前共 28 位民眾抽血，預計 11 月 20

附件

(二)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日寄送檢驗報告。
(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書面意見)：

1. 透過雙北合作交流平台，與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開啟合作機制，新北市鉛管
用戶分佈於三重、中和、永和、新店，11 月 2 日起由新北市市區衛生所(三

1. 對專家建議：針對檢驗異常者進行家訪，需要時轉由具鉛中毒處理經驗的

重、中和、永和、新店)及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針對孕婦 6 歲以下

醫師衛教治療，至表贊同。

兒童(高風險族群)辦理血中鉛檢驗預約登記。

2. 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依健保相關規定予以保險給付，

2. 11 月 9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辦理高風險族群抽血服務，經費來源係由市長

但如為公害所發生的相關醫療費用，將依健保法第 95 條進行求償。

第二預備金籌措，兩週內寄發血中鉛檢驗報告，針對高於世界衛生組織所

三、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台灣自來水公司說明目前處理現況

定之血鉛濃度之個案管理，將由衛生所辦理後續健康追蹤服務，並建議民
眾前往醫院尋求醫療服務。

(一)經濟部(水利署)

(三)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1. 鉛管因具有耐壓及延展性，早期被廣泛使用於用戶給水外線。用戶外線鉛

1. 苗栗縣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與台灣自來水公司、部屬苗栗醫院開會討論決

水管尚未完成汰換的主因，係因時代久遠分布地下清查不易，另分佈在巷

議，由部屬苗栗醫院依據台水公司所提供的名冊進行抽血，費用比照健保

道狹窄之老舊社區或用戶外線埋設於防火巷（因用戶於防火巷加蓋造成管

400 元/案，費用由台水公司支應，期程為 104 年 11 月 09 日(一)至 104 年 11

線在屋內），因部分用戶不能配合水表位置遷移等有施工困難者。

月 25 日(三)。

2. 歐盟已於 1988 年頒布飲用水品質指令，飲用水含鉛量均不得大於每公升
0.01 毫克(0.01 mg/L)，於環保署所訂飲用水水質標準相同。該指令生效日最

2. 苗栗縣主要集中在苗栗市中正路雙號之住戶(個人戶及公司戶)共有 256 戶，

遲 15 年內(即 2013 年起)必須開始落實執行。

截至 11 月 10 日止共 349 位民眾登記抽血服務，已完成 26 人次抽血。後續
個案管理將視陽性個案多寡，再與台水公司、部屬苗栗醫院召開會議，於

3.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水轄區內，民國 68 年以後已無使用鉛水管；台灣自來

會中所提之建議納入後續對策研議。

水公司供水轄區用戶外線屬鉛水管者，係台水公司民國 63 年成立前各鄉鎮
水廠經營時其所施設，台水公司成立後即不再使用。目前全台約有 3.6 萬戶

(四)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之用戶外線仍使用鉛水管，其中北水處約 3 萬戶，台水公司約 6,407 戶。

1. 本局業於 10 月 29 日召開協商會議，邀請環保局及自來水公司，會中達成協

4. 為汰換鉛管，北水處將投入 20 億元，以 3 年時間改善完畢。台水公司部分

議，由自來水公司辦理鉛管用戶親訪，已於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完成 904
鉛管用戶親訪，並遞交通知書，11 月 2 日起至 11 月 14 日止，由通知書上

皆已納入管線汰換工程計畫，所需經費計約 8 億元，預計 105 年底前可全

之流水號辦理抽血服務(宜蘭博愛、聖母、陽大附醫、蘭陽仁愛醫院)，截至

部改善完成。

11 月 10 日，共有 430 人完成抽血，並於 11 月 14 日後寄送報告。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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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台北市政府針對鉛水管用戶水費自 10 月起給予 1 個月 5 度水費減免，直

3. 鉛在環境中有多重來源，飲用水暴露僅為其中之一。對於血鉛濃度檢驗異

到鉛管全數汰換為止，與提供免費驗血服務部分，台水公司原則將比照辦

常之用戶，希冀透過衛生單位協助民眾就醫，瞭解民眾血中鉛濃度來源，

理，並已洽三個縣政府衛生局協助處理，務求對用戶權益最大保障。

釐清該個案鉛暴露源，以降低環境中鉛暴露。

(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叁、專家意見：

1. 本處針對轄區鉛管分布路段，主動規劃 600 個監測點，檢測自來水鉛含量，

一、吳聰能校長：

第 1、2 階段已分別完成 155 點及 100 點檢測，並分別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

(一) 各檢驗所檢驗品質及檢驗數據是否具代表性亦須納入血中鉛檢驗服務之考

與 11 月 9 日公布第 1、2 批檢驗數據，結果均符合我國、世界衛生組織、

量因素之一，如原子吸收光譜法(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 ,AA)

歐盟及日本等先進國家飲用水水質標準 (限值 0.01mg/L)，水質安全無虞。

及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mass spectrometer,

未來每兩週將持續公布 100 點檢測數據，至完成 600 個監測點檢測為止。

ICP-MASS)其儀器靈敏度不同，可測得之最低血中鉛濃度亦不同。

後續針對該 600 個監測點也將每半年持續檢測 1 次，直至轄區所有鉛管完

(二) 建議應於檢驗報告寄送前，先定義何謂血中鉛濃度異常值，針對血中鉛濃

成汰換為止。

度異常者，其後續流行病學現場調查係屬重要，應著重瞭解環境中鉛暴露來

2. 有關鉛管汰換時程，本處預計 105 年底完成轄區內 60%鉛管用戶路段汰換，

源(如中藥材、鄰近鉛作業工廠地區)，可結合當地相關大學學系(如職安系

至 106 年底完成 90%鉛管用戶路段汰換，最後一年處理施工最困難的 10%

等)聯合進行環境訪視及家庭訪視。

用戶路段。
(三) 家訪團隊的組成須經過專業的訓練，建議由職醫科醫師協助進行。

3. 對於鉛管用戶，本處除專函通知外，並籲請該等用戶夜間或長期(超過 6 小
時)未用水，於用水前先行排放 2 至 3 分鐘，再行作為飲用。前揭措施對鉛

(四) 應制訂民眾就醫之標準，另呼籲醫師不可隨意用藥(如螯合劑)。

管用戶生活造成之不便，本處主動減免每月 5 度用水量，至鉛管汰換完成

二、莊弘毅教授：

為止。
(一) 建議各縣市衛生局應選擇經認證之實驗室，委託人體血中鉛濃度檢驗。過

4. 有關主席垂詢報載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民宅鉛水超標事宜，據悉該媒體之

去國內血中鉛檢驗以職業族群為主，其血中鉛濃度規範，男性為 40 μg/dL，

採樣程序並未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飲用水水質採樣方法－自來水系

女性為 30 μg/dL，但因原子吸收光譜(AA)最低可偵測極限約為 5 μg/dL，低

統」進行；案經本處 104 年 11 月 10 日現場重新採樣檢驗，該用戶表前與

於 5 μg/dL 者建議使用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IAP-Mass)執行分析。

表後及鄰戶表後自來水鉛含量檢測結果均未檢出。

(二) 勞工職業鉛暴露，男性鉛作業員工以 40 μg/dL，女性以 30 μg/dL 為高血鉛

(三)台灣自來水公司

個案通報標準，因本次事件係非職業暴露族群，如設定 6 歲以下兒童及孕

1. 台水公司比照北水處辦理，針對鉛水管用戶水費給予每月減免 5 度用水量

婦血中鉛濃度不得大於 5 μg/dL、成人不得大於 10 μg/dL 應屬可行，若超

之用水費至鉛管汰換止，並提供免費驗血服務；鉛管用戶水質檢驗持續辦

出上述可容許上限值者，須進一步執行健康評估(如每三個月臨床診斷及追

理中，截至目前為止水質檢驗結果符合環保署飲用水水質標準之最大限值

蹤)。

規定。後續血中鉛濃度之健康管理事宜，將與各縣市衛生單位協調規劃。

(三) 血中鉛半衰期約為 1 個月(範圍：7-63 天)，建議高血鉛個案應於 2 到 3 個

2. 現規劃之水質檢驗係從鉛管用戶端之直接供水處(水龍頭)採取，若檢驗結果

月內執行血中鉛複檢，並執行家戶環境訪視，針對學齡前兒童應執行家庭訪

異常者，將進一步拆除用戶水表，從水表連接用戶之內線處採樣檢測，如

視，成人則以電話訪視進行即可。

水中鉛來自於用戶用水設備，將建議民眾更換用戶內線之用水設備。

(四) 建議制定民眾血中鉛檢驗之健康評估，包含居家環境調查、螯合劑使用時

機須符合健保給付之標準，若民眾無患病，則不建議使用螯合劑治療(因其亦

二、自來水公司應公開水質檢測標準程序(含採樣點規劃及頻率等)，且水質檢驗報

可排除人體必須元素，如鋅)。

告應檢附數據相關品質管理規範。
三、各縣市衛生局應委託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三、何啟功局長：

Foundation, TAF) 認證之醫檢機關執行血中鉛檢驗，並於郵寄血中鉛檢驗報告

(一) 持續監控自來水含鉛量(如北水處所談之設立 600 個水質檢測點)至全部更

前，倘民眾血中鉛濃度逾本署建議可容忍上限，建議先召開專家會議逐案認

換水管為止，但須交代取水點是否有大口徑水管，如何採取水樣及其採集頻

定，在寄發檢驗結果並同時執行鉛管用戶問卷調查，以釐清家戶鉛暴露來源，

率，由何機構執行分析，數據的品保品管規範，另須考量管線中鉛來源是否

問卷將由本署提供予各縣市衛生局。

僅水表內線，其他部分是否可能含鉛。

四、各縣市衛生局應制訂民眾血中鉛檢驗之後續健康追蹤標準程序，包含用藥及複

及執行則應規劃收集的程序，避免發生爭議。問卷設計內容必須包含過去案
例、職業鉛暴露、環境中鉛來源(如含鉛油漆、玩具等)、飲食等資訊(如 94
年爆發糖果鉛事件、不良中藥含鉛事件)。
(三) 建議對外說明過去台灣曾發生的各種嬰幼兒食入鉛污染物的來源，處理流
程可參考過去糖果鉛及中藥含鉛的方式進行。
(四) 避免血鉛偏高的民眾受不肖人士詐騙(推銷降血鉛藥物)情事，建議擇定特
定追蹤偏高血鉛的醫療院所醫師，訂出民眾就醫之標準流程。
四、陳秀玲教授：
(一) 自來水公司表明檢驗水質皆合格，取水是由用戶端水龍頭取得，台水作法
是由水龍頭水質異常者，由水表中內線回溯水質異常的原因，此為較合理的
作法，協助民眾釐清問題。
(二) 目前全國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
認證之血中鉛實驗室共有 16 間，分析儀器是以原子吸收光譜(AA)為主，但
其靈敏度約為 5 μg/dL，分析方法穩定性較低，故建議應針對檢測方法一致
性與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制定品質保證及品質管理規
範。
(三) 血中鉛檢驗異常者，應將家庭中其他未受檢成員一併納入檢驗，以便於釐
清此異常情形是源於個人生活習慣不同，或家戶環境存在鉛暴露源。同時應
將展開家戶環境調查及水龍頭水質檢測。
肆、主席結論：
一、 建議血中鉛可容忍上限定義為 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小於 5 μg/dL，成人小於
10 μ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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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時機，家訪團隊的組成與任務等。
伍、散會

(二) 建議應於抽血前執行民眾問卷調查，以協助釐清民眾鉛暴露來源，若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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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5 年 11 月 16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會議紀錄

(一)血中鉛檢驗結果異常個案診療應集中於同一院區，由聯合醫院忠孝
院區楊慎絢主任主導，許良豪醫師及杜戎玨醫師協同診療，婦產科
醫師名單請聯合醫院會後儘速提供。
(二)針對家中有 1 人檢驗結果異常時，應同時評估個案所在區域及建築
物，以了解是否有集中趨勢。
三、記者會：
(一) 血中鉛檢驗結果預訂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召開記者會，
請於 11 月 20 日(星期五)前先行針對異常個案召開專家討論會。
記者會前請聯合醫院準備檢驗相關數據分佈圖表等資料(如年齡
分佈、檢驗數值分佈、區域分佈情形等項目)，並於記者會中公佈
預約受檢及檢驗結果、預計寄送報告時間及相關衛教內容。
(二) 異常個案專家討論會及記者會，邀請專家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人
員出席。
四、血中鉛檢驗結果請就異常個案名單提供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作為優先換
管對象之參考。

會議時間：10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 803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東南區 8 樓)
主席：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黃局長世傑

記錄：彭淑萍

壹、 報告與討論：
一、 臺北市血中鉛檢驗執行現況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建議事項（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略)
二、 臺北市血中鉛檢驗後續診療流程及個管機制（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略)
1. 成人診療流程及個管機制
2. 兒童診療流程及個管機制

貳、 待決事項決議：
一、寄發檢驗報告事項：
(一) 血中鉛檢驗結果報告(含正常及異常)，請聯合醫院於 11 月 23 日第
一波記者會當日統一寄送。後續檢驗正常個案由各院區分別寄送，
異常個案集中處理，預計第二波記者會為 11 月 30 日，配合本局每
週一例行性記者會辦理。
(二) 針對血中鉛檢驗結果≥5µg/dL 的個案，請聯合醫院同步確認其年齡
層及是否懷孕，以鑑別檢驗結果是否確實異常。
(三) 請聯合醫院針對異常個案設置單一窗口與專職人員，提供後續診療
安排與衛教服務。
(四) 寄送檢驗結果異常報告前，建議應事先安排後續診療服務。
(五) 聯合醫院寄送資料內容包含檢驗報告及報告結果說明單，該單張有
別於衛教單，需向民眾說明數據意義，讓民眾安心。
(六) 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個案滿意度調查，依聯合醫院規劃採隨機抽
樣進行電話訪查。
(七) 目前台北病理中心檢驗承載量由每週 2,200 支調整為 2,000 支，目
前尚在可負荷之範圍，尚不需臺大醫院及臺北榮總等醫院協助。
(八) 請聯合醫院估算 11 月 20 日前可完成檢驗量，以利 11 月 23 日記者
會發佈。
二、異常個案追蹤：

參、散會：上午 12 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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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5 年 11 月 17 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血中鉛專家諮詢會議會前會」會議紀錄
11/17

15:30-17:30 血中鉛專家諮詢會議會前會

四、

臨時動議
1. 客服中心接到民眾問及血中鉛問診，原則仍由客服中心先行回
覆，惟若涉醫療專業問題無法詳盡答覆時，可轉接至忠孝院區
專線電話，專線服務時間(8:00AM-9:00PM)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血中鉛專家諮詢會議會前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下午三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院本部鄭州辦公室 B105 會議室
主
席：黃副總院長遵誠
出席人員：王瑩軒、林陳立、鍾鎮鴻、郭冠良、洪淑如、林儀蒂、廖峰偉、陳家傑、莊獻章、

2. 家醫科及檢驗科因寄送報告衍生加班費用可提出申請。
3. 先前發放衛教單張不需與檢驗報告一同寄送，但院區同仁仍需
知道血中鉛相關事項，請院區落實宣達動作。

鄺仲倫、凌生銓、林德和、陳沛宜、徐煌庭、朱昭美、陳慈惠、唐明紅

(社區醫學部部主任、各院區家醫科主任、婦產部、職業醫學科、小兒科、和平檢

一般成人(18 歲以上)：

驗部副主任、
各院區總務課課長)

記

數值(ug/dL)

報告建議

<10

您的報告顯示符合成人血鉛上限的標準以內(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沒有明顯的

≧10

您的報告顯示已超過成人血鉛上限的標準(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建議您至聯合

錄：陳家蕎

健康風險，但仍請持續維持健康的生活型態。

壹、 討論事項：

醫院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門診進一步諮詢及檢查。

一、

第二階段異常個案診療流程說明

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門診時段

1. 檢驗報告在上限標準值內：各院區統一於 11/23 記者會後寄發

星期一
上午

2. 檢驗報告超過上限標準值：專人電話通知，集中於忠孝院區職
醫科、婦產科及小兒科進行後續追蹤。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許良豪

許良豪

數值(ug/dL)

報告建議

<5

您的報告顯示符合孕婦血鉛上限的標準以內(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例行產檢

≧5

您的報告顯示已超過孕婦血鉛上限的標準(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建議您至聯

(撥打時間 17:00-21:00)

即可。

4. 檢驗報告及宣導單張整理請家醫科及社工互相協助幫忙。
宣導單張內容(附件一)

合醫院忠孝院區婦產科門診進一步諮詢及檢查。

1. 註明專線及客服電話。

忠孝院區婦產科門診時段

2. 加上”回聯合醫院院區回診費用免費，請攜帶健保卡字樣”。
上午

3. 提供民眾檢驗結果在上限標準值內或超過上限標準值時應注
意事項及排班門診。

星期一

星期二

詹景全

歐名哲

下午

檢驗異常報告公佈後續民眾反應處理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歐名哲
詹景全

晚上

4. 請婦產科及小兒科比照職醫科格式填寫。
三、

楊慎絢

孕婦 ：

(02)2786-1288#8299(撥打時間 08:00-17:00)

二、

星期三

游文茹

晚上

3. 設立忠孝院區專線：

0979-308-343

星期二

歐名哲

詹景全

星期六
詹景全

歐名哲
詹景全

青少年(7-18 歲)：

1. 新北市民眾已請臺北市衛生局與新北市衛生局協調由誰主責。
2. 針對民眾預期反映想要增加抽血事宜，擬規劃臺北市民眾可將
預約或是與鄰里幹事合作至各地到點服務進行檢驗。

數值(ug/dL)

報告建議

<10

您的孩子報告顯示符合兒童及青少年血鉛上限的標準以內(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

≧10

您的孩子報告顯示已超過兒童及青少年血鉛上限的標準(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建

沒有明顯的健康風險，請持續維持健康的生活型態。

3. 若檢驗量超過北病負荷量，將需請其他醫院協助，請檢驗部儘
速與台大、北榮及三總簽署合約。

議您至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小兒神經科門診進一步諮詢及檢查。

孩童 6 歲以下(含)
數值(ug/dL)

報告建議

<5

您的孩子報告顯示符合兒童血鉛上限的標準以內(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沒有明顯
的健康風險，請持續維持健康的生活型態，但是如果孩子的血鉛值超過 2 ug/dL 而且有發
展遲緩或是學習障礙的疑慮，建議您至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小兒神經科門診進一步諮詢及
檢查

≧5

您的孩子報告顯示已超過兒童血鉛上限的標準(美國疾病管制局((CDC))認定)，建議您至聯
合醫院忠孝院區小兒神經科門診進一步諮詢及檢查。

忠孝院區小兒科門診時段(18 歲以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杜戎玨(隔

附件

上午

週)
下午

杜戎玨

杜戎玨

貳、 散會時間：10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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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15 年 11 月 19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3. 異常個案：在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呈現處置作為，包括追蹤管理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會議紀錄

流程及環境評估調查，由忠孝院區專責並指定醫師診療，以及已
完成前置作業處理等相關說明。
4. 灰色數值：針對檢驗數值在臨近值(6 歲以下及孕婦大於 2 至小於

時間：10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5ug/dl，成人大於 5 至小於 10ug/dl)提供衛教資訊及聯醫服務訊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東南區 3 樓 301 會議室(衛生局)
主席：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黃局長世傑

息。
記錄：彭淑萍

5. 後續公佈檢驗報告之時間及方式。
6. 相關資料以書面方式提供，會中不播放簡報檔。
(三) 記者會邀請臺大陳保中教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市立聯合醫

壹、報告與討論

院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代表共同出席。

一、 臺北市血中鉛檢驗執行現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略)
二、 臺北市血中鉛檢驗服務流程等項目說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略)

二、 社區環境調查的範圍及分工：

三、 異常個案診療與環境評估規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職業醫學
(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建立跨局處橫向合作模式，即時掌握血中鉛檢

科)(略)
四、 異常個案水質比對及優先汰換鉛管等辦理情形(臺北自來水事業

驗計畫執行進度及指標個案分佈、追蹤情形。

處)(略)

(二)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貳、待決事項決議
待決事項決議

1. 提供完成受檢之指標個案地址資料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確認是否

一、 公布檢驗結果時間及內容：

為鉛管用戶。

(一) 第一波檢驗結果將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記者會時統一公布，後續依
2. 於近日完成指標個案家戶訪查通知，提供家戶調查及同管線指標

檢驗結果完成時間每天寄送。

個案抽血。

(二) 記者會說明內容包括：
1. 執行現況：預約人數、已完成受檢人數、檢驗結果。

3. 若同一戶中僅有 1 人血鉛濃度高於建議值，建議透過資料分析、

2. 檢驗結果：請呈現雙北市數值，包括：年齡(分 6 歲以下兒童、孕

比對，釐清是否與鉛水管有關。

婦，成人)、性別、行政區分佈、數值分佈情形及與美國 CDC 比較

4. 指標個案家戶調查及追蹤由聯合醫院忠孝院區主責，成人由楊慎

結果、是否為鉛管用戶、是否有群聚情形，若初步排除與鉛水管

絢主任負責、兒童由杜戎玨醫師負責，孕婦請忠孝院區指定醫師

有關時，應加強宣導及衛教請民眾勿驚慌。

負責。
(三)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 針對指標個案優先確認是否為鉛水管用戶。
2. 指標個案社區環境調查時，派員偕同前往進行家戶水質檢測
3. 指標個案且為鉛水管用戶優先提供鉛水管汰換。
(四)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針對新北市指標個案提供後續追蹤。

附件

參、綜合討論
一、 指標個案問卷設計建議加強育樂問項(如嗜好)、居住史宜問居住較長
的時間，並同時詢問職業史。
二、 針對血鉛濃度檢驗結果未超過建議值的個案，應事先準備記者可能提
出的問題及回應。
三、 請聯合醫院應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記者會前設計完成有別於之前的問
答集，各院區應指定 1 名醫師專責處理檢驗結果介於灰色數值個案。
肆、散會：下午
5時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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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015 年 11 月 23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新聞稿
發稿單位：
發稿日期：
聯絡人：

戶訪查，發現個案有服用中藥粉、大客車營運相關職業史，以及洗腎 25 年，由

健康管理處
104 年 11 月 23 日
林夢蕙處長

於檢驗值介於 11-19ug/dl，目前暫時無給藥治療需求，聯醫持續以家庭責任醫師
服務提供個案及家屬專屬之醫師關懷與診療服務。北水處經比對個案資料後表示
該戶不是鉛水管戶，鄰近戶水質檢驗符合標準。有關新北市的 2 位個案，經調查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有職業暴露及中草藥史，目前由新北市接續提供個案服務，北水處亦表示這 2 戶

首波結果出爐
波結果出爐

也不是鉛水管戶且其水質檢驗符合標準。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服務，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至

本局初步分析 2,135 位受檢者血鉛濃度數值分布情形，本次受檢個案的血鉛

11 月 22 日共計登記 6,187 位，11 月 7 至 22 日累計完成抽血 3,590 人。本市已完

濃度平均為 1.56 ug/dl，相較於美國疾病管制署在 2000 年調查 7,970 位民眾血

成 11 月 7 日至 14 日抽血者之首波檢驗報告，共計 2,135 人，其到檢率達八成以

中鉛濃度平均值 1.66 ug/dl，顯示本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如附圖

上；於今日(23)寄發報告，計有 3 位成人檢驗報告超過建議值(10ug/dl)，本市已

一)。台大陳保中教授表示大規模篩檢中可能會發現部份的市民血鉛濃度超過建

於 11 月 22 日前透過雙北合作平台啟動個案訪查及安排轉介診療服務，北水處亦

議值，需進一步去瞭解其生活習慣、職業史、及居住環境史，找出其接觸鉛的源

至家戶進行採水檢測事宜。這 3 位超過建議值個案無群聚情形，初步排除與鉛水

頭予以根除，方能改善血中鉛濃度偏高的問題。此次首波受檢的民眾血鉛濃度平

管有關，請民眾不需憂心。

均值較美國疾病管制署調查數值低，且這 3 位超過建議值個案無群聚情形，初步
排除與鉛水管有關，請民眾不需憂心。

衛生局局長黃世傑表示，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起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
服務，今(23)日發出首波於 14 日完成抽血者之檢驗報告 2,135 人，為高危險群個

衛生局局長黃世傑強調，生活中應避免之鉛暴露如鉛汽油、污染工廠排放之

案 131 位(6 歲以下兒童為 108 位，孕婦 23 位)，其血鉛濃度均低於建議值

廢氣、老舊自來水輸送鉛管、油漆顏料、不確定來源中草藥、食入受鉛污染的食

(5ug/dl)；7 歲以上及成人 2,004 位，血鉛濃度低於建議值(10ug/dl)者 2,001 位，

物或水、吸入受鉛污染的土壤粉塵等。市民疑似鉛暴露後若有症狀，如：關節痛、

超過建議值者 3 位(新北 2 位，臺北 1 位)，已於 11 月 22 日前透過雙北合作平台

肌肉無力、顫抖、手腳酸麻、力量減弱、感覺異 常、手腕垂症，或有急躁不安、

與新北市分別啟動個案家戶訪查、環境調查及安排轉介診療等服務，北水處亦分

嘔吐、嗜睡、步態不穩、行為怪異、木僵、記憶力 減退、抽搐甚至昏迷等症狀時，

別至家戶進行採水檢測事宜。民眾收到檢驗報告後，若有相關疑問可洽詢臺北市

應至內科或家醫科門診就醫，不必過度恐慌，只要找出可能的污染源，避免持續

立聯合醫院可協助提供醫療專業諮詢。

暴露，症狀往往就改善，但當症狀無法緩解時則需考慮螯合劑（解毒劑）治療。

有關本市超過血中鉛濃度建議值個案，本局已指定忠孝院區專責醫師進行家

凡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含臺北市及新北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

區)，有意願接受檢查之民眾皆可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電話或網路預約登記，尤

附圖二 血鉛超過建議值成人追蹤流程圖

其建議高風險族群(6 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積極參與，各院區預約登記尚有名額，
民眾不需憂心，受檢民眾於抽血後約 2 週可收到檢驗報告，血鉛濃度超過建議值
的個案亦將安排後續治療及追蹤服務，直至民眾血鉛濃度回復正常(追蹤流程如
附圖二、附圖三)。
有關免費驗血中鉛服務預約資訊請參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鉛水管用戶

附件

血鉛檢驗服務專區查詢（http://health.gov.taipei），如有相關問題可逕洽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客服專線電話 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
轉＊888 詢問，聯合醫院家庭責任醫師將持續給予關懷及醫療諮詢。
附圖一 臺北市與美國 CDC 血中鉛檢驗結果之比較
整體平均值：臺北市 1.56，美國 1.66
顯示本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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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2015 年 11 月 30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預約登記服務於 12 月
4 日截止」新聞稿
發稿單位：
發稿日期：
聯絡人：

＊888 詢問，聯合醫院家庭責任醫師將持續給予關懷及醫療諮詢。

健康管理處
104 年 11 月 30 日
林夢蕙處長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預約登記
中鉛預約登記服務
預約登記服務

每日血中鉛預約人數趨勢圖

於 12 月 4 日截止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將於 104 年 12 月 5 日截止免費驗血中鉛服務，衛生局於
11 月 2 日上午 8 時起啟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服務，截至 11 月 29 日已登
記 6,694 位，尚餘 1,491 位名額。至 11 月 29 日止共計 4,672 位完成抽血檢驗，
到檢率約 70%，於 11 月 23 日公布首波檢驗結果後目前無新增超過建議值個案，
後續民眾於抽血後約 2 週可以收到檢驗報告。依據每日預約數由 11 月 2 日 2,394
人至 11 月 29 日降為 5 人，已有明顯逐日下降趨勢(如圖示)，故衛生局將於 10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起截止血中鉛檢驗預約登記，12 月 5 日(星期六)截止抽血
檢驗服務，鉛水管用戶如有檢驗血中鉛之需要，可在截止前儘速預約登記。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世傑再次強調，請民眾於生活中應避免鉛暴露如鉛
汽油、污染工廠排放之廢氣、老舊自來水輸送鉛管、油漆顏料、不確定來源中草
藥、食入受鉛污染的食物或水、吸入受鉛污染的土壤粉塵等。市民如欲知個人血
中鉛濃度，仍可至各醫療機構內科或家醫科門診健保掛號就醫，由專業醫療人員
評估抽血之必要性。
有關驗血中鉛相關諮詢服務請參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鉛水管用戶血鉛
檢驗服務專區查詢（http://health.gov.taipei），如有相關問題可逕洽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總院客服專線電話 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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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2105 年 12 月 14 日「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健康照護不停格」新聞稿

發稿單位：
發稿日期：
聯絡人：

醫院、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源，建立跨局處橫向合作模式，召開專家會議共同研

健康管理處
104 年 12 月 14 日
林夢蕙處長

討推動方案與流程，另整合醫療資源，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也透過召開記者
會、發布新聞稿、設置網頁專區、市府 line 訊息、製作衛教宣導單張等方式，提
升民眾對鉛危害的正確認知。

及時檢驗血
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 健康照護不停格

衛生局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起開放鉛水管用戶(含臺北市、新北市中永和、新

大臺北地區因鉛管事件引起民眾疑慮，臺北市政府積極當責，於事件發生一

店及三重地區)免費檢驗血中鉛電話及網路預約登記，提供免費血中鉛檢驗、超過

週內，立即啟動專業諮詢、資源整合及跨域合作，於市政會議上經市長同意啟動

建議值者診療追蹤及環境調查等三階段服務，共計完成 5,479 位血中鉛檢驗結

血中鉛檢驗服務機制，提供便民的｢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自 104 年

果，預計紙本檢驗報告將於 12 月 15 日全數寄出。衛生局統計分析 6 歲以下兒童

11 月 2 日至 12 月 5 日共計 5,479 位完成血中鉛抽血檢驗，檢驗報告超過建議值

為 197 位，孕婦 59 位，其血鉛濃度均低於建議值(5ug/dl)；7 歲以上兒童及成人

人數除 11 月 23 日已公佈的 3 位(臺北市 1 位、新北市 2 位)外，本次臺北市再新

5,223 位，血鉛濃度高過建議值個案共 5 位(臺北市 3 位、新北市 2 位)；整體血

增 2 位，均已排除與鉛水管有關，透過雙北合作平臺提供個案居家訪視關懷服務

鉛濃度平均為 1.39 ug/dl，相較於美國疾病管制署在 2000 年調查 7,970 位民眾

與後續診療追蹤，並透過多元管道宣導，降低民眾對鉛危害的疑慮。

血中鉛濃度平均值 1.66 ug/dl，顯示此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
有關 5,479 名受檢市民血中鉛濃度超過建議值者，計有 5 位個案，11 月 23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世傑表示，衛生局始終以建構一個促進市民健康的

日公佈的 3 位個案皆已透過雙北合作平臺與新北市分別啟動個案家戶訪查、環境

生活環境為目標。鉛水污染事件發生之初，為緩和事件對民眾造成之疑慮，除透

調查及安排轉介診療等服務。本次新增 2 位個案居住於臺北市，非 6 歲以下兒童

過媒體、網路及各式宣導管道，提供即時透明資訊外，也匯集專家學者之意見提

或孕婦等高危險群，且無群聚情形，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也比對個案資料後，表示

供民眾正確認知、協調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專業診療服務，以明確分工、即時

皆非鉛水管戶，經醫療團隊進行相關家戶訪查，初步瞭解應與個案個人職業史及

動員、有效執行調查、充分發揮團隊工作績效。未來衛生局亦將持續配合中央政

生活習慣等有關，與鉛水管無關，將進一步協助個案瞭解血鉛來源。由於檢驗值

策，進一步增進跨領域合作，並妥善運用所建立之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為

介於 10-19ug/dl，目前暫時無給藥治療之需求，醫療團隊後續將提供個案及家屬

臺北市民建構更健康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專屬關懷與診療服務。

臺大陳保中教授提醒，在生活中應避免食入或吸入受鉛污染的食物、水、土

臺北市長柯文哲重視市民朋友的身體健康，鉛管事件發生後，市長立即責成

壤或粉塵，以及避免暴露於鉛污染的環境(如：鉛汽油；污染工廠排放之廢氣；老

衛生局啟動鉛水管用戶提供免費檢驗預約登記服務。衛生局以｢整合資源便民先、

舊自來水輸送鉛管；油漆顏料；有落漆、剛粉刷或焊接作業的場所等)，並建議選

多元管道齊宣導、為民服務不設限、全責照護一條鞭｣為中心，整合臺北市立聯合

用獲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動之健康綠建材標章之水性漆、具有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安全標章之玩具。針對兒童尤其應該注意避免使用含鉛水晶玻璃及有染料的容
器盛裝酸性液體或色彩鮮艷的玩具。
有關血中鉛相關諮詢服務請參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鉛水管用戶血鉛檢

附件

驗服務專區查詢（http://health.gov.taipei），如有相關問題可逕洽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總院客服專線電話 02-25553000 轉 9 或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888 詢問。後續市民如欲知個人血中鉛濃度，仍可至各大醫療機構內科、小兒科、
職業醫學科或家醫科門診健保掛號就醫，由專業醫療人員評估抽血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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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2015 年 12 月 24 日「血鉛檢驗資料討論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血鉛檢驗資料討論會｣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中央區 8 樓 802 會議室(財政局)
主席：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陳副局長正誠

記錄：彭淑萍

壹、報告與討論
一、 現況說明（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略)
二、 申請注意事項(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企劃處)(略)
三、 臺灣大學研究方向說明(略)
四、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研究方向說明(略)
貳、待決事項決議
一、請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以 letter 形式投稿，本局健康管理處協助提供
所需資料。
二、未來可能研究議題：
(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兒童 Follow-up 為題，依本局及聯醫相關規範
提出研究案申請及辦理。

附件

(二) 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以環境化學物為題進行前瞻性研究，依本局合
作案程序及相關規範向本局提出申請。
參、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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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臺北市民血中鉛檢查結果分析摘要
臺北市民血中鉛
北市民血中鉛檢
血中鉛檢查結果分析
摘要
【目的】分析 2015 年台北市自來水用戶血中鉛檢查結果，以了解血
中鉛異常個案與鉛自來水管的相關性，並針對異常值個案進行追蹤健
康管理。
【方法】自 2015 年 11 月 7 日至 2015 年 12 月 5 日，由「台北市自來
水用戶」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進行血中鉛的檢驗，並針對血中鉛數值
進行分析。
【結果】共有 5479 位民眾接受血中鉛檢驗，其中包括男性 2088 人，
女性 3391 人(含孕婦 59 人)。各年齡層中，血中鉛的幾何平均數，在
5 歲以下為 1.16µg/dL，全體幾何平均數為 1.39µg/dL。其中異常個案(血
中鉛值大於 10µg/dL)有 5 位，18 歲以上者有 4 位；7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有 1 位。孕婦及 5 歲以下孩童高危險群數值皆在 5µg/dL 以

【結論】參與抽血之民眾其血中鉛值異常與否與鉛水管戶無關。
【關鍵字】血中鉛、鉛水管、自來水、飲用水、台北市、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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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無異常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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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常見問答（FAQ）
題
數

Question

Answer

1

請問如何查詢住家是否鉛屬水管用戶？

民眾可至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網站查詢(http://www.water.gov.taipei\臺北
自來水鉛管查詢)或撥電話(02)87335678洽詢

2

請問免費驗血中鉛對象?

只要過去或現在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之民眾(含臺北市及新北市中
永和、新店、三重地區)皆可參加

3

請問哪裡可以免費血鉛抽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6院區皆有提供服務，包含中興院區、仁愛院區、忠孝院
區、陽明院區 、林森院區、和平院區

4

1.採事先預約，現場民眾若看診欲辦理預約登記，現場櫃檯人員可協助預約
其他時間來抽血(非看診當日)。
如何預約驗血鉛?甚麼時候可開始預約檢 2.採電話及網路預約：
查？若民眾至院區現場櫃台，可以預約 (1)電話專線：02-25553000轉9、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888
掛號嗎？
(2)網路（http://www.tpech.gov.tw)預約登記。
3.預約時間:自104年11月2日(星期一)上午8時起開始接受電話或網路預約(24
小時服務)。

5

一般民眾若不會上網該如何預約？

電話亦可幫忙預約登記，需提供以下資料：
1.身分證字號 2.出生年月日 3.選擇日期 4.選擇院區

6

住院中病患可預約血中鉛抽血嗎?

可以，請以電話預約或網路預約方式預約登記。

7

請問驗血中鉛需要費用嗎？預約後何時
開始接受檢查，需帶那些證件？

1.本項檢驗免費
2.於104年11月7日(星期六)下午1時30分起依預約登記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
興院區、仁愛院區、忠孝院區、陽明院區 、林森院區、和平院區等6院區指
定櫃臺報到接受抽血檢查，並請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

8

血中鉛檢驗是否有限制人數及預約期限? 血中鉛檢驗不限制人數及登記截止日。

9

小兒、孕婦是否要先至診間(小兒科、婦
1.可以。2.高風險族群(6歲以下兒童及孕婦)可至院區門診詳細問診以利後續
產科)看診，再開檢驗單?請問客服可掛
追蹤。
號嗎?

10 新生兒可做抽血檢查嗎?血液要抽幾C.C?

附件

11

幼兒園、學校、安養機構、長照中心若
有需求，是否提供檢驗單位到場服務?

可以，但建議先以新生兒母親抽血檢驗，若檢驗結果超過標準值再進行新生
兒抽血檢驗。
因所有人力皆投入血中鉛檢驗專櫃，需衡量人力狀況，視後續情況安排。

12 外傭與外籍人士是否可免費檢查?

可以。需提供居留證號碼。

13 抽血前需要禁食嗎？

血中鉛檢驗不需要禁食。

14 請問如何知道驗血中鉛結果?

約抽血後2週內會以平信方式寄送血中鉛檢查結果給受檢者。

15 請問如果血中鉛超過建議值要如何處理?

血中鉛檢驗濃度超過建議值者，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會主動通知並安排免費轉
介至門診診療及檢查。
註：美國CDC建議人體血鉛濃度上限: 孩童5 µg/dL(微克/100毫升)、成人10
µg/dL (微克/100毫升)

16

請問非鉛水管用戶之一般民眾若懷疑鉛
中毒如何處理？

民眾可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檢查

17 血中鉛檢驗預約登記明年還有嗎?

因應此次血中鉛檢驗開放專門櫃檯抽血，後續將依民眾預約抽血情形，再行
評估開放期限，並周知市民知道

18 請問目前是否還有血中鉛服務

血中鉛免費篩檢服務已於104年12月5日截止，民眾若有檢驗血中鉛之需求，
可至各大醫療院所健保掛號，由專科內科醫師或家庭醫學科門診提供專業評
估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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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血中鉛問答集」衛教單張

血中鉛問答集
●什麼情況會有鉛暴露？
暴露途徑： ( 1) 鉛汽油、污染工廠排放之廢氣
( 2) 老舊自來水輸送鉛管
( 3) 油漆顏料
( 4) 非法中草藥
( 5) 食入受鉛污染的食物或水、吸入受鉛污染的土壤粉塵
●那些人應該做血中鉛檢驗？
有長期鉛暴露史或從事鉛作業人員。
●鉛暴露的健康危害？
( 1) 造血系統－如：貧血。
( 2) 消化系統－如：腹痛、嘔吐、厭食與便祕。
( 3) 神經系統－如：出現肌肉無力、顫抖、垂腕與麻痺等症狀。
( 4) 腎臟危害。
( 5) 生殖系統。
●懷疑鉛中毒應怎麼辦？
民眾若有臨床症狀，如：關節痛、肌肉無力、顫抖、手腳酸麻、力量減弱、感覺異
常、手腕垂症，或有急躁不安、嘔吐、嗜睡、步態不穩、行為怪異、木僵、記憶力
減退、抽搐甚至昏迷等症狀時，應至內科或家醫科門診就醫，不必過度恐慌，只要
找出可能的污染源，避免持續暴露，症狀往往就改善，但當症狀無法緩解時則需考
慮螯合劑（解毒劑）治療。
●如何預防鉛中毒？

( 2) 不服用來路不明草藥：不明藥物因含鉛量可能偏高，吃多恐提高鉛中毒風
險。
( 3) 不要在密閉空間燃燒蠟燭：因少數劣質燭蕊可能含鉛。
( 4) 挑選有安全玩具標示的產品：為孩童選購玩具時，不購買劣質含鉛玩具，並
避免孩童啃咬或用嘴唇接觸到含鉛玩具。
( 5) 避用含鉛產品：避免有些種類的含鉛油漆或顏料，通常會使用在化妝品或染
髮劑，應遠離這些產品。
( 6) 居住於鉛暴露環境之注意事項：若所住房屋使用含鉛油漆粉刷，記得經常清
洗孩童的雙手以及臉部，以去除含鉛的灰塵或泥土，並定期清掃房屋的粉塵
以及泥土足跡，也可重新粉刷，避免持續鉛暴露。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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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飲用前先排水：經鉛管輸送的自來水，恐提高鉛中毒機率，若要降低風險，
取水前先打開水龍頭，盡量把鉛沖走後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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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守護兒童，遠離鉛危害」衛教單張

守護兒童，遠離鉛危害


某些水晶玻璃及有染料的容器可能含鉛，應避免盛裝酸性液體，
並避免兒童使用。



如要使用中藥須注意其來源安全可靠，尤其避免嬰幼兒使用欠
缺安全管理的藥物。



兒童玩具建議選用具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安全標章之玩具，避
免將廉價、色彩鮮豔之玩具贈品，交給嬰幼兒(較會咬食玩具)。



兒童所處環境，宜注意清掃、吸塵，避免處於有落漆、剛油刷
或焊接作業的場所。



油漆建議選用獲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動之健康綠建材標章之
水性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附件

二十一、血鉛檢驗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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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編號：

二十二、臺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血中鉛檢驗服務問卷單
臺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血中鉛檢驗服務

問卷單

一、基本資料
1.姓名：____________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

4.出生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5.您是否為鉛水管用戶：□是 □否
6.鉛水管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____年)
二、作業經歷(未滿 16 歲本項不適用)
1.目前從事
，起始日期：

年(曾經從事

，

年)

三、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缺血性心臟病 □心絞痛 □心肌梗塞 □貧血 □高血壓 □無
2.神經系統：□手部運動神經病變 □腳踝以下運動神經病變 □無
3.消化系統：□逆流性食道炎 □消化性潰瘍、胃炎 □間歇性腹痛 □無
4.生殖系統(未滿 16 歲本項不適用)：男□不孕 □性功能障礙 □無
女□不孕 □流產 □早產 □胎兒神經系統或發育問題 □無
5.其他：□糖尿病 □腎臟疾病 □________
6.□以上皆無
四、生活習慣 (請逐項勾選)
無

很少 (數個
月一次)

偶爾 (每月
至少一次)

常常 (每週
至少一次)

很頻繁 (每天
至少一次)

1、服用中藥
2、喝牛奶習慣
3、使用化妝品
4、食用進口食品
5、使用彩色鍋碗

2.神經系統：□手腕以下肌肉無力，扣鈕釦感覺吃力
□腳踝以下肌肉無力，穿拖鞋容易掉落
3.腎臟泌尿：□尿量減少 □水腫
4.消化系統：□腹痛 □便秘 □腹瀉 □噁心 □嘔吐 □食慾不振
5.生殖系統(未滿 16 歲本項不適用)：男□性功能障礙 女□經期不規則
6.其他________7.□以上皆無
簽名：

填寫日期：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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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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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運動時胸悶、胸痛 □頭暈(尤其是久站或坐、蹲姿勢改為站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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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鉛暴露社區健康評估表 B
鉛暴露社區健康評估表 B
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六、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

公分；體重

視力(矯正)：左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齒齦鉛線
(2)血液系統（貧血）

公斤；腰圍
右

(3)消化系統
(4)神經系統
(5)腎臟系統
3. 血中鉛檢查___________
4. 血液檢查：CBC&DC:紅血球數________
BUN________ Cr________
5. 尿液檢查：Urine routine_____ 尿蛋白

公分；血壓

/

mmHg

；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___

尿潛血

七、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健檢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其他，列為「第二級管理」
八、居家環境追蹤檢查(第二級管理)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

1、家中最近一年內是否有重新裝潢？

□是 □否

2、家中最近一年內是否有重新粉刷？

□是 □否

3、家中油漆是否有剝落？

□是 □否

4、家中燃燒油漆彩繪之物品?

□是 □否

5、是否住在一樓？

□是 □否

6、住家附近是否有鉛作業工廠?

□是:________________ □否

九、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至醫療機構
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應至職業醫學科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4.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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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居家環境評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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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臺北、新北供水轄區行政區鉛管戶分佈圖

北投區

1184

994
士林區

185

384
1273

328

內湖區

中山區

481

大同區

三重區

松山區

3971

3139
中正區

225

2990

信義區

萬華區
永和區

188
南港區

大安區

6870
1653

9187

文山區

中和區

附件
1397
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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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鉛管事件大事紀
謝維洲議員質詢：鉛管汰換專案報告及具體時程和規劃。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68年起不再使用鉛管，98年起即造冊列管單一支鉛管長度20公尺以上
10月1日
之水栓優先汰換，計965栓，共計25.573公里，並於102年12月9日全部改善完成，餘將配合小
區管網改善，將區內鉛管全數汰換。
網路媒體報導：
1.蘋果即時頭條要聞：夭壽3.6萬戶是鉛水管，水公司竟拒公布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019/36848163/)。
2.蘋果即時：水管含鉛?全教總：教育部應清查校園水管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019/714558/)。
3.聯合新聞網即時：全台3.6萬戶是鉛水管，喝久恐傷腎，影響智力
(http://udn.com/news/story/9/125787110月19日
%E5%85%A8%E5%8F%B03.6%E8%90%AC%E6%88%B6%E6%98%AF%E9%89%9B%E6%B0%B4%E7%AE%A1%E5%96%9D%E4%B9%85%E6%81%90%E5%82%B7%E8%85%8E%E5%BD%B1%E9%9F%BF%E6%99%BA%E5%8A%9B
%EF%BC%81)。
4.中央通訊社重點新聞：全台3.6萬戶用鉛水管，114年將全數汰換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10190249-1.aspx)。
5.自由時報即時新聞：全台爆半數供水鉛，水公司拒公布｢怕造成恐慌｣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479878)。

10月26日 本局第80次晨會黃局長世傑決定檢驗血中鉛之暫定方案。
市政會議柯市長文哲決議採用衛生局方案，採兩階段檢驗，第一階段全面開放鉛水管用戶預
10月27日 約免費檢驗血中鉛(不嚴格認定鉛水管住戶)，高風險族群(六歲以下及孕婦)應積極參與，血
中鉛濃度超出美國CDC標準時將通知至特約門診進一步診療與檢查。
本局召開｢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由黃局長世傑擔任主席，邀集北
10月28日 水處、聯合醫院、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與臺大陳保中教授共同研討方案推動細節與流程。會後
本局與北水處舉行檢驗血中鉛對外說明記者會。
10月28日 於本局外網架設｢鉛水管用戶血鉛檢驗服務專區｣提供服務訊息。
謝議員維洲假台北橋區民活動中心召開｢大同區鉛管說明會｣
10月31日 1.出席單位：北水處、環保局、本局(王祖琪簡任技正、林柳吟專員/簡報)、聯合醫院。
2.無與本局相關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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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市長文哲答覆戴議員錫欽、汪議員志冰質詢，承諾一週內提出評估報告。
2.本局初步詢問專家(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及工業衛生研究所陳保中教授、詹
長權教授、王根樹教授、吳焜裕教授、黃耀輝教授、林靜君博士，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
10月21日
庚紀念醫院顏宗海醫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楊慎絢醫師)意見。
3.向北水處索取相關資料(鉛管汰換計畫、臺北市鉛管行政區-路段統計、鉛管網代表點100103年數據、水質調查報告、鉛管水質調查研究)。
本局會同北水處與臺灣大學專家學者(陳保中、詹長權、王根樹、吳焜裕及黃耀輝教授)開會
10月22日 面談。
摘要：鉛的暴露來源多，需比對監測數據是否為鉛水管位置點。水質檢測建議另送第三方公
正單位。建議針對高危險族群進行衛教、血液篩檢及問卷研究。
10月23日 臺大公衛學院提供初步之含鉛水管的行動方案。
吳議員思瑤假北投區公所6樓會議室召開｢北投地區自來水鉛製管線改善社區座談會｣
10月24日 1.出席單位：北水處、環保局、本局(許朝程主任秘書)、聯合醫院楊慎絢主任(簡報)。
2.與本局相關決議：研擬辦理鉛管住戶人體血中鉛檢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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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11月2日

11月2日
11月2日
11月2日
11月3日

吳議員思瑤假士林區公所10樓禮堂召開｢士林地區自來水鉛製管線改善社區座談會｣
1.出席單位：北水處、環保局、本局(黃秋玉簡任技正、林夢蕙處長/簡報)、聯合醫院。
2.與本局相關請求及回應：
(1)抽血需耗時多久？(抽血若無困難採血情事，則數分鐘即可完成)
(2)出具報告需多久時程？(將儘速辦理，約至少耗用14日始得完成)
(3)鉛用戶與失智症之相關性為何？暨慢性病普查？(將議題收納後續再行研議/需健將保資料
庫與鉛用戶merge後再行評估)
(4)檢驗血鉛之配套建議，是否可與健康巡迴篩檢與促進方案結果？(容本局專線作業先行，
若有需要再行研議是否結合上開活動併同辦理)
(5)網路預約驗血鉛不便民，建議改為下鄉主動出擊。(關於抽血鉛作業，將此建議帶回研議)
(6)印製文宣宣導單與單一窗口。(提供文宣交由里長與里民以為宣傳，單一窗口將由1999處
理)
(7)血鉛檢驗，提昇主動性與便利性，並排定優先次序(如高危群與各里優先順序)，請市府再
行研議。(市府副秘書長回應血鉛檢測有2階段，第2階段作業，將再與衛生局研商)
1.上午8時起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預約登記服務，凡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
(含臺北市及新北市中永和、新店、三重地區)，有意願接受檢查之民眾皆可至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以電話或網路預約登記，尤其建議高風險族群(6歲以下兒童及孕婦)積極參與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預約登記服務。
2.首日截至下午5時共受理1,924位民眾完成預約，其中網路預約佔85%(1,645人)，電話預約
為15%(279位)。
本局提供聯合醫院宣導單張檔案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由其印送給里長及鉛管戶。
臺北電臺｢臺北你當家｣邀訪
1.訪綱主題：鉛毒疑慮 臺北市今起免費驗血鉛濃度。
2.受訪者：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林夢蕙處長。
去文台北病理中心支援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鉛。
去文臺大醫院支援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鉛。

1.本局(健康管理處林夢蕙處長、會計室王雯玲主任)出席財政建設委員會討論提案：｢由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每月針對各區主動辦理『鉛、鎘、鎳』納入市民得免費申請檢驗之水質檢測內
11月3日
容，並應公布管線連接之用戶確切位置｣。
2.會議無與本局相關決議。

附件

11月4日 去文臺北榮總支援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鉛。
11月5日 去文三軍總醫院支援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鉛。
11月6日 去文部立桃園醫院支援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鉛。
本局初步徵詢醫療機構血鉛檢驗可承載量及檢驗費用：臺大醫院120支/週、臺北榮總150-200
11月6日
支/週、三軍總醫院100支/週、衛福部桃園醫院250支/週；各院檢驗費用均為400元/支。
1.下午1時30分正式啟動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抽血服務，現場亦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人員駐
點，提供民眾相關諮詢服務。
11月7日
2.透過新聞稿發布｢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11月7日首日抽血情形｣：截至下午5時，
實際完成受檢534人，其中最年長者88歲、最小未滿1歲。
商請本局醫護管理處提供本市醫療院所名冊(含:名稱、地址、電話等)後轉予北水處，作為優
11月11日
先更換鉛管對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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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11月16日
11月18日
11月19日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召開｢血中鉛檢驗之後續應變流程之協商會議｣
出席人員：
一、專家學者：弘光科技大學吳聰能校長、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何啟功局長、高雄醫學大學莊
弘毅教授、弘光科技大學陳秀玲教授。
二、政府單位及機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經
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市衛生局(林柳吟專員)、新北市衛生局、苗栗縣衛生局、宜蘭
縣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
會議決議摘要:
1.血中鉛濃度建議值，建議比照目前臺北市及新北市作法，參考美國CDC建議人體血鉛濃度上
限: 5µg/dL(孩童),10µg/dL(成人)為依據。
2.專家提醒委託代檢的單位要經認證，需有公信力及品質，請代檢單位提供QA資料,健康署會
後提供16家通過認證檢驗單位供縣市參考。
3.中央僅就專業方面提供建議，無法補助相關受檢經費，會後將收集往年曾作過鉛案的問卷
內容，供各縣市調查時參考使用。
4.專家建議異常個案需留意"家戶管理"及環境調查，勿隨意用藥。
本局召開｢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由黃局長世傑擔任主席，會中邀請臺
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及工業衛生研究所陳保中教授，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代表人員
以血中鉛檢驗後續診療流程及個案管理機制進行討論。
北市血鉛異常個案第1次訪視：
晚間6時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楊佳莉主任、王一涵護理長、鍾慧藥師前往居家關懷。
本局召開「臺北市鉛水管用戶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由黃局長世傑擔任主席，會中
邀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及工業衛生研究所陳保中教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
北市來水事業處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代表人員，以血中鉛檢驗結果公布及社區環境調查分工
等進行討論。
汪議員志冰「鉛管沿線里民相關說明及宣導」

出席人員：
11月21日 1.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陽明分處：王銘水股長、張瑛興工程師
2.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林佩菁主任
3.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陳菁芬組長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電子郵件通知，請本局針對血中鉛濃度檢驗結果超過建議值個案進
行通報，通報內容包含：個案是成人、孕婦或兒童；檢驗結果；是否有召開專家會議；是否
11月24日
有做家訪；個案暴露來源等。另建議本局，如有檢驗結果超出建議值個案，寄送檢驗結果前
先召開專家委員會逐案認定。
北市血鉛異常個案第2次訪視：
中午12時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楊佳莉主任親送檢驗報告及個案關懷。
北市血鉛異常個案第3次訪視：
11月27日 晚間6時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許良豪醫師、王一涵護理長、鍾慧藥師、廖峰偉管理師前往環境
調查及訪視。
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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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局召開記者會，由黃局長世傑主持，並邀請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代表共同與會，發布首波血中鉛檢驗結果：自104年11月2日至11月22日共
計登記6,187位，11月7至22日累計完成抽血3,590人。11月7日至14日抽血者之首波檢驗報告
11月23日 ，共計2,135人，其到檢率達八成以上；計有3位成人檢驗報告超過建議值(10ug/dl)，已於11
月22日前透過雙北合作平台啟動個案訪查及安排轉介診療服務，北水處亦至家戶進行採水檢
測事宜。這3位超過建議值個案無群聚情形，初步排除與鉛水管有關。
2.整體平均值：臺北市1.56，美國1.66；顯示本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
有關本市超過血中鉛濃度建議值個案，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專責醫師進行家戶訪查
11月24日
，發現個案有服用不明來源之中草藥粉，爰以便箋移請食品藥物管理處依權責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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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市大安區公所開會通知：泰順街自來水管問題暨交通環境改善工程說明會。
11月29日 2.會議主持：龍泉里龐維良里長；本局所屬出席人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郭冠良主
任、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孫大偉護士。
北市血鉛異常個案第4次訪視：
上午9時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人員前往採二組水様檢測結果"ND"(未檢出)。
依據每日預約數由11月2日2,394人至11月29日降為5人，已有明顯逐日下降趨勢；經整體評估
11月30日
，透過新聞稿發布｢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預約登記服務於12月4日截止｣訊息。
11月30日

本市異常個案，且曾有服用中藥粉，為釐清鉛暴露可能污染源，依據本局食品藥物管理處之
12月8日 「『消費者中藥製劑重金屬送驗』作業流程」執行，請聯合醫院進行家戶訪查時，採取相關
樣品逕送本局食品藥物管理處，並由該處協助審查；另請檢驗室專案負責檢驗。
12月8日 新增血鉛檢驗結果異常個案1例(文山女9歲)，非鉛管戶
12月9日 新增寫鉛檢驗結果異常個案1例(松山女35歲)，非鉛管戶
本局｢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執行情形：
1.預約總人數6,900人(11/2-12/4)。
2.完成抽血總人數5,479人，受檢率79.4%(11/7-12/5)。
12月10日
3.累計完成抽血檢驗報告數：5,479人(11/7-12/5)。
4.累計已寄送紙本數：5,154人(11/7-12/10)，預12/15全數寄出。
5.累計超過建議值個案：5人(臺北市3人、新北市2人)。
本局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4年11月24日電子郵件通知｢如果有個案血中鉛濃度檢驗結
12月11日 果超過建議值(兒童及孕婦5μg/dL、成人10μg/dL)｣需通報之規定，通報本市異常個案3名之
資料。
1.由黃局長世傑主持召開年終記者會，發布｢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健康照護不停格｣血中鉛
檢驗服務成果：自104年11月2日至12月5日共計5,479位完成血中鉛抽血檢驗，檢驗報告超過
12月14日 建議值人數除11月23日已公布的3位(臺北市1位、新北市2位)外，本次臺北市再新增2位，均
已排除與鉛水管有關，透過雙北合作平臺提供個案居家訪視關懷服務與後續診療追蹤。
2.整體平均值：臺北市1.39，美國1.66；顯示本次血鉛濃度檢驗結果並未高於美國。
監察委員巡查：
監察院104年度地方機關巡察第1組臺北市責任區巡察委員(劉委員德勳、林委員雅鋒、章委員
12月24日 仁香、巡查秘書林仁堅、張勛杰、張永聰、陳一杰，計7人)至本府進行104年度第2次地方機
關巡察，由本處準備｢鉛對人體之影響｣及｢本局提供鉛水管用戶免費驗血中鉛服務｣等相關書
面資料送企劃處，供局長出席該巡察行程時參考。

附件

由陳副局長正誠主持，召開｢血鉛檢驗資料討論會｣，邀請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連珖彣博士
後研究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許良豪醫師、杜戎玨醫師，決議事項：
(1)請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以letter形式投稿，本局健康管理處協助提供所需資料。
12月24日 (2)未來可能研究議題：
A.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兒童Follow-up為題，依本局及聯醫相關規範提出研究案申請及辦理。
B.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以環境化學物為題進行前瞻性研究，依本局合作案程序及相關規範向
本局提出申請。
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計畫變更：為符合計畫實際執行情形與所需，故修正計畫年度所
12月25日
需經費及來源，並採核實支付，計畫所需經費原為新臺幣639萬1,000元整，修正為新臺幣293
萬3,680元。
10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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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鉛水管事件新聞剪報
104 年 10 月 22 日 中國時報

104 年 10 月 22 日 自由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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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3 日 蘋果日報

104 年 10 月 23 日 自由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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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4 日 聯合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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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5 日 聯合報

104 年 10 月 26 日 蘋果日報

104 年 10 月 26 日 聯合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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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7 日 聯合報

104 年 10 月 27 日 聯合報

104 年 10 月 27 日 中國時報

104 年 10 月 27 日 蘋果日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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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8 日 中國時報

104 年 10 月 28 日 自由時報

104 年 10 月 28 日 聯合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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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8 日 蘋果日報

104 年 10 月 28 日 中國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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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8 日 聯合報

104 年 10 月 28 日 中國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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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9 日 自由時報

104 年 10 月 29 日 蘋果日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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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29 日 聯合報

104 年 10 月 30 日 自由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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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1 日 聯合晚報

104 年 11 月 2 日 聯合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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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2 日 中國時報

104 年 11 月 3 日 自由時報

104 年 11 月 3 日 中國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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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3 日 聯合報

104 年 11 月 4 日 聯合報

104 年 11 月 4 日 自由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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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5 日 聯合報

104 年 11 月 10 日 蘋果日報

附件

104 年 11 月 10 日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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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10 日 自由時報

104 年 11 月 10 日 蘋果日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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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12 日 中國時報

104 年 11 月 12 日 自由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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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23 日 聯合報

104 年 11 月 23 日 聯合晚報

104 年 11 月 24 日 自由時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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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24 日 中國時報

104 年 11 月 24 日 聯合報

104 年 12 月 3 日 聯合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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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血鉛事件網路新聞
序
號
1

2

媒體名稱

日期

蘋果即時

1041019

聯合
新聞網

1041019

標題

連結網址

夭壽 3.6 萬戶是鉛水管
水公司竟拒公布

全台 3.6 萬戶是鉛水管
喝久恐傷腎影響智力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
y/article/headline/20151019/36848163/
http://udn.com/news/story/9/1257871-%E
5%85%A8%E5%8F%B03.6%E8%90%AC%E6%88%B6%
E6%98%AF%E9%89%9B%E6%B0%B4%E7%AE%A1-%E
5%96%9D%E4%B9%85%E6%81%90%E5%82%B7%E8%
85%8E%E5%BD%B1%E9%9F%BF%E6%99%BA%E5%8A
%9B%EF%BC%81

3

中央
通訊社

1041019

全台 3.6 萬戶用鉛水管
114 年將全數汰換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
01510190249-1.aspx

4

自由時報

1041019

全台爆半數供水鉛 水公
司拒公布｢怕造成恐慌｣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
ingnews/1479878

5

蘋果即時

1041019

水管含鉛?全教總:教育
部應清查校園水管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
ews/article/new/20151019/714558/
http://udn.com/news/story/1/1260253-%E
7%B6%93%E6%BF%9F%E9%83%A8%E9%95%B7%E8%

聯合
新聞網

1041020

經濟部長表示:將個別通
知鉛製水管用戶

A1%A8%E7%A4%BA%EF%BC%9A%E5%B0%87%E5%80
%8B%E5%88%A5%E9%80%9A%E7%9F%A5%E9%89%9
B%E8%A3%BD%E6%B0%B4%E7%AE%A1%E7%94%A8%
E6%88%B6

7

蘋果日報

1041020

鉛毒傷童智力 殺精蟲害
不孕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
y/article/headline/20151020/36849816/

8

蘋果即時

1041021

鉛管供水 柯 P:一周內決
定是否動二備來驗血鉛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
ews/article/new/20151021/716118/

6,000 戶水管含鉛 經部: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

一周內通知

0151021000180-260205

用二備金為鉛管用戶驗
血鉛?柯文哲:一周內決
定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021/5
83584.htm

二備金幫民眾驗血鉛?柯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

文哲:一週內決定

ingnews/1482951

鉛水風波 北市 605 處鉛
管曝光了!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
ingnews/1483208

鉛對兒童危害大於成人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3

毒害大腦不可逆

51

林杰樑臉書:學會這 10
招，遠離鉛暴露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3
81

9

中時
電子報

1041021

10

東森
新聞雲

1041021

11

自由時報

1041021

12

自由時報

1041021

13
14

華人
健康網
華人
健康網

1041021
104102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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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媒體名稱

日期

標題

連結網址

15

自由時報

1041022

鉛管引發恐慌 ｢俠醫｣貼
心提醒 10 件事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
ingnews/1483879

16

蘋果即時

1041022

鉛毒怎麼防 林杰樑臉書
的 10 個叮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
ews/article/new/20151022/716912/

17

東森
新聞雲

1041022

如何預防鉛毒?林杰樑臉
書 10 點叮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022/5
84321.htm

18

中時
電子報

1041022

台北市 605 個路段飲鉛水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
0151022000397-260102

號

19

聯合
新聞網

1041022

你家上榜了嗎?鉛水管分
布地圖標給你看

http://udn.com/news/story/3/1264858-%E
4%BD%A0%E5%AE%B6%E4%B8%8A%E6%A6%9C%E4%
BA%86%E5%97%8E%EF%BC%9F%E9%89%9B%E6%B0
%B4%E7%AE%A1%E5%88%86%E5%B8%83%E5%9C%B
0%E5%9C%96%E6%A8%99%E7%B5%A6%E4%BD%A0%
E7%9C%8B

20

自由時報

1041022

世界衛生組織怎麼看水
中含鉛?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25836

21

蘋果即時

1041023

鉛水問題引恐慌 柯 P 公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布鉛水管懶人包

article/new/20151023/717350/

22

華人
健康網

1041023

排除鉛毒有撇步 營養師
激推 6 食物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408

23

中央
通訊社

1041024

台水:水質合格率 99.9%
鉛從未超標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510240
276-1.aspx

附件

24

聯合
財經網

25

聯合
新聞網

26

中央
通訊社

1041024

鉛水管問題/幫鉛管戶驗
血 下周方案出爐

1041024

擔心鉛問題?別喝隔夜自
來水、先放流 5 分鐘

1041024

水龍頭 9 成含鉛?標檢局
11 月公布新標準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2
69185-%E9%89%9B%E6%B0%B4%E7%AE%A1
%E5%95%8F%E9%A1%8C%EF%BC%8F%E5%B9
%AB%E9%89%9B%E7%AE%A1%E6%88%B6%E
9%A9%97%E8%A1%80-%E4%B8%8B%E5%91%
A8%E6%96%B9%E6%A1%88%E5%87%BA%E7
%88%90
http://udn.com/news/story/8869/1269191-%E
6%93%94%E5%BF%83%E9%89%9B%E5%95%8
F%E9%A1%8C%EF%BC%9F-%E5%88%A5%E5%
96%9D%E9%9A%94%E5%A4%9C%E8%87%AA
%E4%BE%86%E6%B0%B4%E3%80%81%E5%85
%88%E6%94%BE%E6%B5%815%E5%88%86%E
9%90%9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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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27

28

29

30

31

媒體名稱

日期

標題

連結網址

自由時報

1041024

比鉛管嚴重!全台 9 成水
龍頭含鉛量高歐美 28 倍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
news/1485508

1041025

鉛製水管爭議延燒 台水
再次強調:水質合格率
99%

http://n.yam.com/nownews/fn/20151025/201
51025350415.html

蕃新聞

聯合
新聞網

1041025

蘋果即時

1041025

聯合
新聞網

1041028

鉛水管風暴 鉛的輝煌年
代

鉛水管危機-來自世界衛
生組織的警告

雙北免費檢驗血鉛濃度
11 月 2 日開放預約

http://udn.com/news/story/7339/1270692-%E
9%89%9B%E6%B0%B4%E7%AE%A1%E9%A2%
A8%E6%9A%B4%EF%BC%8F%E9%89%9B%E7%
9A%84%E8%BC%9D%E7%85%8C%E5%B9%B4
%E4%BB%A3%E2%80%A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025/718446/
http://udn.com/news/story/8869/1277619-%E
9%9B%99%E5%8C%97%E5%85%8D%E8%B2%
BB%E6%AA%A2%E9%A9%97%E8%A1%80%E9
%89%9B%E6%BF%83%E5%BA%A6-11%E6%9C
%882%E6%97%A5%E9%96%8B%E6%94%BE%E
9%A0%90%E7%B4%84

32

蘋果日報

1041028

雙北市民眾驗血鉛 下周
一開放民眾登記受檢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028/720514/

33

NOWnews

1041028

不限人數！雙北｢鉛管｣
戶免費驗血鉛+治療

http://www.nownews.com/n/2015/10/28/185
9969

34

自由時報

1041028

新北市民也可免費驗血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
news/1490177

新聞網

1041029

http://udn.com/news/story/9/1280821-1%E5
1 年換全國鉛水管 3 年換 %B9%B4%E6%8F%9B%E5%85%A8%E5%9C%8B
北市
%E9%89%9B%E6%B0%B4%E7%AE%A1-3%E5%
B9%B4%E6%8F%9B%E5%8C%97%E5%B8%82

36

蘋果即時

1041029

37

自由時報

1041029

38

自由時報

1041029

39

華人
健康網

1041029

【新新聞】鉛水殺人!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029/721766/

記 不限戶籍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27
830

鉛管事件人心惶惶 9 項
建議讓你遠離鉛害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
ws/1491310

北市驗血鉛下週一起登

鉛沒有安全暴露值 9 招
減少｢鉛｣連

77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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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址

衛生福利
40

部國民健

1041029

從日常生活降低鉛危害

康署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News/N
ews.aspx?No=201510290002

41

中時
電子報

1041030

元氣磁場-生活中充斥鉛
危害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
1030004979-260603

42

中時
電子報

1041030

政府正在醞釀一場鉛風
暴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
1030001457-260109

43 TVBS 新聞 1041030

油漆、食器、玩具塗料 ｢
鉛毒危機｣無所不在

http://news.tvbs.com.tw/life/news-623737/

1041101

如何從日常生活降低鉛
危害

http://grinews.com/news/%E5%A6%82%E4%B
D%95%E5%BE%9E%E6%97%A5%E5%B8%B8%
E7%94%9F%E6%B4%BB%E9%99%8D%E4%BD
%8E%E9%89%9B%E5%8D%B1%E5%AE%B3/

東森
新聞雲

1041102

不只水管 公園遊樂器含
鉛量恐更高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02/5898
85.htm

46

華人
健康網

1041102

不只毒鉛水 6 大類用品
暗藏鉛中毒地雷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592

47

自由時報

1041102

避開 6 大類藏鉛用品 調
整飲食防｢鉛中毒｣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
ws/1495306

44

草根影響
力新視野

45

48

聯合
新聞網

1041102

雙北免費驗血鉛 你約了
嗎？

http://udn.com/news/story/6655/1287601-%E
9%9B%99%E5%8C%97%E5%85%8D%E8%B2%
BB%E9%A9%97%E8%A1%80%E9%89%9B-%E4
%BD%A0%E7%B4%84%E4%BA%86%E5%97%8
E%EF%BC%9F

附件

49

卡優
新聞網

1041102

雙北市啟動血鉛檢驗 首
日半天上千人預約

http://www.cardu.com.tw/news/detail.php?nt
_pk=28&ns_pk=27840
http://udn.com/news/story/7266/1286794-%E
6%96%B0%E5%8C%97%E5%AD%95%E5%A9%
A6%E3%80%816%E6%AD%B2%E4%BB%A5%E4
%B8%8B%E7%AB%A5-%E5%85%8D%E8%B2%
BB%E9%A9%97%E8%A1%80%E9%89%9B

50

聯合
新聞網

1041102

新北孕婦、6 歲以下童免
費驗血鉛

51

中央
通訊社

1041102

北市鉛水管用戶驗血鉛
上午千人登記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51102
http://www.ttv.com.tw/news/view/?i=104110
20032900L&from=579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292
78

52

台視新聞

1041102

北市今預約驗血鉛 兩小
時 400 人搶約

53

自由時報

1041103

幼童血鉛高 長大易偏差

78

020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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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媒體名稱

日期

標題

連結網址

54

蘋果即時

1041103

預約血鉛檢驗 北市衛生
局：已 2799 人登記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103/724647/

55

中時電子
報

1041103

鉛中毒半衰期長達 25 年
不可不慎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
151103004603-260405

56

蕃新聞

1041103

鉛排出速度慢 沉積骨頭
毒性可達 25 年

http://n.yam.com/uho/healthy/20151103/201
51103368480.html

57

自由時報

1041103

餐廳老闆談鉛水事件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29155

號

58 TVBS 新聞 1041104
59

蘋果日報

1041104

鉛毒不可大意！恐沉積
骨頭 25 年 排出速度慢
預約血鉛檢驗 北市衛生
局：已 3916 人

http://news.tvbs.com.tw/life/news-624278/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104/725515/

http://udn.com/news/story/7323/1293943-%E
血鉛驗不及，求助醫學中 8%A1%80%E9%89%9B%E9%A9%97%E4%B8%8
心
D%E5%8F%8A-%E6%B1%82%E5%8A%A9%E9%
86%AB%E5%AD%B8%E4%B8%AD%E5%BF%83
雙北鉛管戶注意！免費
http://www.nownews.com/n/2015/11/06/187
驗血鉛明開始 預約已破
2710
4 千人

聯合
新聞網

1041105

61

NOWnews

1041106

62

蘋果日報

1041106

血鉛檢驗今抽血 北市衛
生局：完成 534 人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107/727879/

63

大紀元
新聞網

1041106

減少鉛毒危害 台灣國健
署九項建議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7/n45
68062.htm

64

中央
通訊社

1041107

血鉛檢驗 北市：大安萬
華民眾較踴躍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51107
0166-1.aspx

65

中央
通訊社

1041107

減少鉛毒危害 國健署 9
建議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51107
0039-1.aspx

66

東森
新聞雲

1041108

67

蘋果即時

1041109

北市驗血鉛！首日逾 5 百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08/5933
人受檢
01.htm
長期喝高濃度鉛水 醫：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109/728927/

鉛中毒風險高
傳萬大路民宅自來水含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09/5939
16.htm

68

東森
新聞雲

1041109

69

蘋果即時

1041109

【踢爆】北市民宅驗出高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含量鉛水 超標 3.6 倍
article/new/20151109/728885/

70

台視新聞

1041109

自來水管線首驗出鉛超
標最多近 35 倍

鉛量超標 北水處：緊急
連絡釐清

79

http://www.ttv.com.tw/news/view/default.asp
?i=10411090033800L&from=568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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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71

媒體名稱
中央
通訊社

日期
1041110

72

元氣網

1041110

73

蕃新聞

1041110

74

NOWnews

1041112

75

三立
新聞網

1041112

76

聯合
新聞網

1041115

標題

連結網址

鉛中毒別瞎說 聽聽醫生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
11105011-1.aspx

怎麼說

鉛中毒可治療 專家籲別
恐慌

http://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2/130
4855-%E9%89%9B%E4%B8%AD%E6%AF%92%
E5%8F%AF%E6%B2%BB%E7%99%82-%E5%B0
%88%E5%AE%B6%E7%B1%B2%E5%88%A5%E6
%81%90%E6%85%8C

鉛水爭議 專家：由公正

http://n.yam.com/cna/fn/20151110/20151110

383267.html
免費驗血鉛預約破 5 千人 http://www.nownews.com/n/2015/11/12/188
千人已檢驗
0494
還有鉛水？水錶後管線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5
屬個人財產 北水處無法
891
檢測、汰換
第三方檢驗

血鉛檢驗第一周 2135 人
受檢

http://udn.com/news/story/7266/1316513-%E
8%A1%80%E9%89%9B%E6%AA%A2%E9%A9%
97%E7%AC%AC%E4%B8%80%E5%91%A8-2135
%E4%BA%BA%E5%8F%97%E6%AA%A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51118/735157/

附件

1041118

鉛管戶血鉛檢驗 北市衛
生局：5956 人登記

78

聯合
新聞網

1041119

驚！染髮劑驗出禁用毒
鉛

79

中央
通訊社

1041123

北市首波血鉛檢驗 3 個
成人超標

80

東森
新聞雲

1041123

新北市血鉛濃度 2 名成人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23/6
超標！衛生局：皆非鉛水
01778.htm
管用戶

81

東森
新聞雲

1041123

非鉛水管用戶也中毒？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23/6
毒物科專家 9 招教鉛毒怎
01803.htm
麼防

77

蘋果即時

82

台視新聞

1041123

雙北血鉛檢驗出爐，3 位
成人濃度超標，從事電
銲、服中藥，3 人排除與
鉛管有關
鉛管風暴人心惶惶 首批
檢驗 2,135 人

80

http://udn.com/news/story/7266/1324531-%E
9%A9%9A%EF%BC%81%E6%9F%93%E9%AB%
AE%E5%8A%91%E9%A9%97%E5%87%BA%E7
%A6%81%E7%94%A8%E6%AF%92%E9%89%9B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
01511235010-1.aspx

http://www.ttv.com.tw/news/view/defaul
t.asp?i=10411230014100I&from=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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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媒體名稱

日期

83

蘋果日報

1041123

台水：鉛管戶驗血鉛至今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
都未超標
ews/article/new/20151123/738416/

84

自由時報

1041124

血鉛檢驗雙北 3 人超標
均非鉛管用戶

號

85

86

87

聯合
新聞網

1041124

自由時報

1041125

健康
醫療網

1041126

標題

連結網址

雙北首波血鉛檢驗 3 人
超過標準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
/934737
http://udn.com/news/story/7266/1333661
-%E9%9B%99%E5%8C%973%E4%BA%BA%E8%A1%80
%E9%89%9B%E8%B6%85%E6%A8%99-%E5%88%9D%
E6%AD%A5%E5%88%A4%E5%AE%9A%E8%B7%9F%E8
%81%B7%E6%A5%AD%E3%80%81%E6%9C%8D%E7%9
4%A8%E4%B8%AD%E8%97%A5%E6%9C%89%E9%97%
9C

血鉛超標中藥惹禍？中
醫批北市府推責任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
ingnews/1519955

吃中藥血鉛濃度會超
標？中醫：絕對不會

http://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
5/1336828-%E5%90%83%E4%B8%AD%E8%97%A5%
E8%A1%80%E9%89%9B%E6%BF%83%E5%BA%A6%E6
%9C%83%E8%B6%85%E6%A8%99%EF%BC%9F-%E4%
B8%AD%E9%86%AB%EF%BC%9A%E7%B5%95%E5%B0
%8D%E4%B8%8D%E6%9C%83

88

89

三立
新聞網
中央
通訊社

1041130

要驗要快！｢免費驗血中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30/6
鉛｣將截止，名額剩不到 2
05778.htm
千

1041201

自己健康自己顧！北市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
免費驗血鉛 4 日將停止登
09515
記

1041201

北市免費驗血鉛 12 月 4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512

日截止登記

010094-1.aspx

81

附件

90

東森
新聞雲

2015 拒鉛危害 護民健康紀實

鉛水管事件照片剪輯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特
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1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2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3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4

2015 年 10 月 28 日「北市啟動鉛水管用戶
免費驗血中鉛，11 月 2 日開放電話及網路
預約登記」記者會

附件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特約醫院篩檢服務」推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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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1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2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3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4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5

附件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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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7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8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9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10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11

附件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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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_
中興院區團隊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仁愛院區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仁愛院區 -1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_
仁愛院區團隊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和平院區

附件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中興院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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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忠孝院區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林森院區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陽明院區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陽明院區 -1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陽明院區 -2

附件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和平院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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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聯合醫院
語音預約中心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聯合醫院
語音預約中心 -1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聯合醫院
客服中心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血中鉛檢驗專家討論」會 -1

附件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11 月 7 日首日抽血情形 _ 陽明院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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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9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1

2015 年 11 月 19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2

2015 年 11 月 23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
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記者會

2015 年 11 月 23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
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記者會 -1

2015 年 11 月 23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
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記者會 -2

附件

2015 年 11 月 19 日「臺北市鉛水管用戶
血中鉛檢驗第二次專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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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個案
居家訪視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聯合醫院個案管理師討論會議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
聯合醫院個案管理師討論會議 -1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個案
家戶內採水

北市鉛水管用戶免費檢驗血中鉛個案
家戶內採水 -1

附件

2015 年 11 月 23 日「北市鉛水管用戶
免費檢驗血中鉛首波結果出爐」記者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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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年 12 月 14 日「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
健康照護不停格」年終記者會

2105 年 12 月 14 日「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
健康照護不停格」年終記者會 -1

2105 年 12 月 14 日「及時檢驗血中鉛服務，
健康照護不停格」年終記者會 -2

計畫執行團隊獲頒市長即時獎勵績優團體
獎狀乙幀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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