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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23%全球疾病負擔和 26%五歲以下兒童死亡可歸因於

有調整可能的環境因素。以全球觀點來看，傳染性疾病仍是影響兒童健康極重要的環境因子；

但對已開發或工業化國家來說，導致兒童罹病或致死最主要因素已被慢性疾病取代。氣喘、神

經發展性疾病、白血病與腦瘤、兒童肥胖盛行率逐年增加，且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環境暴露

為重要致病因子（表 1）。本章節將著重於化學物質對兒童健康的危害，其他因子則於相關章

節討論，包括第三章第三節兒童感染症及第七節兒童自體免疫疾病、第十章第一節營養與飲食、

第十二章心理健康與發展、第十三章第一節 3C 產品使用及第三節物質濫用防治等。 

 

表 1、兒童疾病或臨床症狀與可能相關的環境暴露* 

症狀或疾病 環境汙染物 可能的暴露來源 

早產、低出生

體重、先天性

缺陷 

空氣汙染 

 (一氧化碳、懸浮微粒) 

交通汙染或工業污染 

居家附近有焚燒爐或廢棄料排放 

菸草煙霧 母親懷孕期吸菸 

鉛 職場暴露 

(塑膠安定劑製造、鉛蓄電池、錫鉛熔鑄、色料及

釉藥製造、電線電纜、映像管與日光燈製造、油漆) 

油漆、鉛水管或水龍頭、化妝品、民間療法、玩具

蠟筆 

甲基汞 大型掠食性魚類(鯨、鯊、旗、鮪魚、油魚) 

多氯聯苯# 冷卻劑、潤滑油、阻燃劑和密封膠 

老舊的變壓器、電容器、其他電器設備的絕緣液及

螢光燈具 

有害廢棄物處理場的空氣或水源汙染 

農藥  

（有機磷、陶斯松

(chlorpyrifos)） 

居住地靠近農田 

家用和農用殺蟲劑 (防治蟑螂、跳蚤和白蟻，壁蝨

及農作物害蟲) 

氣喘 
室內外空氣汙染(二氧化

氮、一氧化碳、多環芳烴

碳氫化合物、臭氧、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甲醛、懸

浮微粒、柴油引擎微粒) 

室內燃燒源  

(蠟燭、香、蚊香、生質燃料)  

交通汙染或工業污染 

居家附近有焚燒爐或廢棄料排放 

菸草煙霧 母親懷孕期吸菸或暴露二手菸 

家塵 (居家化學物質) 個人護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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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蟲劑、塑化劑、阻燃劑 

多氯聯苯# 同上述 

肥胖 
菸草煙霧 母親懷孕期吸菸 

 
雙酚 A 環氧樹脂 (食物及飲料罐的內襯保護膠條、住宅飲

用水儲存桶的塗層) 

聚碳酸酯塑膠 (食品容器包裝、金屬食品罐內襯、

醫療器械) 

 
戴奧辛及類戴奧辛物質 垃圾及固體廢棄物的焚燒 

防腐劑、除草劑和油漆添加劑等化工過程 

紙漿和造紙工業的氯氣漂白過程 

 
有機氯殺蟲劑 

DDT(dichlorodiphenyltric

hloroethane) 

六氯苯 HCB 

(hexachlorobenzene) 

控制傳染瘧疾之病媒蚊的殺蟲劑 

穀物種子的殺菌劑 

治療蝨子和疥瘡的洗髮水 

自閉症 
空氣汙染 (鎘、汞、鎳、

氯化溶劑) 

居家附近有工業污染源或發電廠 

居家靠近高速公路 

塑化劑  塑膠食品容器/包裝袋、塑膠地板和玩具、個人護

理產品 

醫療管路和血袋 

有機磷殺蟲劑 居住地靠近農田 

 
空氣汙染(多環芳香烴碳

氫化合物、懸浮微粒、二

氧化氮) 

燃燒廢氣、接觸有害廢棄物處理廠的空氣、水或土

壤 

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 

菸草煙霧 暴露二手菸 

砷 工業廢氣污染的水 (地下水)、木材的防腐劑 

鉛 同上述 

鎘 採礦、冶金、丟棄電池等含鎘廢棄物、垃圾焚化、

鎘污染的食物、香菸 (二手菸) 

塑化劑 同上述 

氯化合物 (多氯聯苯) 同上述 

全氟碳化物 不沾鍋塗料、防汙包裝袋或容器、防水透氣紡織品 

有機磷殺蟲劑 (陶斯松) 同上述 

兒童腎臟疾

病 

鉛、砷、鎘、汞 同上述 

三聚氰胺 美耐皿廚具及餐具 

阻燃劑的使用，如電器零件、防火材料、粘著劑、

著色劑等 



 

474 

 

馬兜鈴酸 (Aristolochic 

acid) 

中草藥 

兒童白血病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

研究機構 (IRAC)訂定為

人類致癌物： 苯、砷、

鎘、石棉、苯並芘、甲醛、

戴奧辛及類戴奧辛物

質、柴油機廢氣和煙草煙

霧 

土壤流失、火山爆發、採礦及精煉 

工業汙染、汽機車排放廢氣 

污染的空氣、飲用水、食物及土壤 

 

#國際上，戴奧辛和多氯聯苯經 2001 年【斯德哥爾摩公約】禁用，但因其半衰期長且高親脂性

等特性，人體暴露大多來自食物鏈的累積如魚、肉和乳製品 

*內容節錄自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Etzel, RA, ed. 

Pediatric Environmental Health, 3rd Edition Elk Grove Village, IL: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2 

 

表 2、環境汙染物的可能暴露途徑* 

 汙染物次分類 暴露途徑 

  吸入 食入 皮膚

接觸 

胎盤

轉移 

母乳 

室外空氣

汙染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多環

芳烴、臭氧、懸浮微粒 
V   V V 

室內空氣

汙染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醛、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臭氧、懸浮微粒 
V   V V 

菸草 
尼古丁、焦油及一氧化碳 

V   V V 

化學物質 
重金屬 (鉛、砷、鎘、汞) 

V V V V V 

農藥 (有機磷、有機氯殺蟲劑、陶斯松) 
V V V   

三聚氰胺 
 V  V V 

塑化劑 
V V V V  

壬基酚 (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 
 V V V V 

持續性有機汙染物(戴奧辛和多氯聯

苯、全氟碳化物) 
V V  V V 

*撰稿專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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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可經由多種途徑接觸到環境汙染物，吃的食物、飲用的水、呼吸的空氣與家塵、個人

用品如乳液的皮膚接觸等都是常見來源。兒童某些特質讓他們特別容易受到環境毒素的危害，

例如喜歡把手放到嘴巴的行為，可能增加來自地毯、家塵或土壤中毒物接觸；以每單位體重與

成人相比，孩子喝較多的水、吃較多的食物、呼吸較多的空氣；大多數的汙染物可以通過胎盤

或經由母乳傳給幼兒；兒童的代謝系統發育較不成熟；兒童處於快速生長與發育階段，這些精

細的發展進程容易被外來因子干擾、破壞；再者，對於生命早期的環境暴露，兒童比成人有更

多時間發展成慢性疾病。近年來的研究更支持健康與疾病發育起源（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的理論，即早期的生命事件，包括母體內源性因素如基因、營養，和外源

性暴露如環境汙染物，都可能影響整個生命歷程的發展與健康。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曼谷舉行「第一屆兒童健康之環境威脅」國際會議，提出幾項措

施，包括移除汽油中的鉛、清潔的飲用水、減少汞污染和反吸菸運動等。而臺灣過去重大環境

污染議題，從半世紀前含砷地下水導致的烏腳病流行、米糠油遭多氯聯苯汙染的油症事件、有

機化學廢料或重金屬農地污染；到近期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惡意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起

雲劑遭非法添加的塑化劑事件，這些對健康面向最大的影響往往是孕產婦及幼童；同時，臺灣

也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或室外空氣污染威脅。依據 PM2.5 的來源，東北部因地理位置，大多數

汙染來自境外移入如大陸霾害，而其他地方則以本地製造為主，包括交通運輸如道路揚塵、工

業汙染、燒稻草或金紙等活動。還有各種新興關注汙染物（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因為人類活動而進入環境生態圈。這些物質可能長期存在環境中，或已在人類或其他生物體被

檢測到，卻未納入規律監測或管制，這都是未來訂定管制標準或策略時的挑戰，應特別考量易

受傷害族群之兒童健康。  

  環境汙染物對健康危害的作用機轉相當複雜，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歸類為「具有改變內分泌

系統功能的特質，並會對生命體或其後代產生不利之健康影響」 的環境荷爾蒙。內分泌系統

的運作平衡，對胎兒、嬰幼兒和青春期成長與發育尤為重要。日本早在 1998 年透過「環境內

分泌干擾物質因應策略」 （Strategic Programs on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SPEED’98）

公布相關化學物質。美國 2009 年啟動「環境荷爾蒙篩選計畫」（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EDSP）篩選管制清單。有些人類合成的化學物質會在環境中持久存在，並透過食物

鏈而累積生物體內，進而對環境及人類健康造成危害，因而被歸類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聯合國則主導訂定「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2001 年通過，並於 2004 年頒佈，迄今列管 2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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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目的是減少或消除生產、使用和散佈。國際間針對兒童玩具與相關用品也訂有規範

或標準，如歐盟玩具安全指令和美國消費者安全規範中的玩具安全標準。這些物質都是我們關

注兒童環境健康應優先考量、評估的。 

  美國自 1971 年起利用全國健康和營養調查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al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收集不同年齡層健康問卷和生物檢體，以瞭解其環境汙染物之背景暴露資

料、暴露變化趨勢以及重要的暴露族群，並提供暴露評估及科學研究的參考與資源。因應兒童

在不同發育階段，因為行為、器官構造或生理機能所相對應的不同暴露風險，美國環保署 2008

年發表「兒童暴露參數手冊」（Child-Specific Exposure Factor Handbook），建立兒童相關暴露參

數，作為孩童健康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及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分析決策的重要

依據。資料顯示，三歲以下嬰幼兒因暴露在環境汙染物而受傷害的敏感度，比成人高十倍以上。

國內缺乏長期且周期性的監測或調查，沒有兒童體內環境汙染物背景資料，日後更需要建置兒

童本土化暴露參數，方可降低健康風險評估的不確定性，以改善兒童環境相關疾患和創造健康

支持環境目標。 

  兒童日常生活中的環境暴露大多是低劑量、但混合多種汙染物的暴露，若以健康危害觀點，

單一汙染物的影響或許微弱，但難以評估混合物的交互作用，也缺乏相關實證研究。再者，個

體間基因易感性不同，環境基因的交互作用都是臨床上評估環境汙染物對兒童健康威脅的挑戰。

有時環境汙染物扮演的是疾病的誘發因子，不具專一性或需要與其他的不良因素共同作用；這

些限制都可能導致我們低估環境汙染物對健康的影響，尤其是易感的孕產婦與兒童。隨著全球

化發展和檢測工具進步，各種環境汙染物的檢出已是常態。「零檢出」背後意涵可能和檢體採

樣、分析方法或數值運算有關，所以進行風險評估、管理和溝通時，都應謹慎考量生態平衡與

人體健康。預防是兒童環境健康的核心，為了維護孕產婦及兒童環境健康，應採取「預警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不應以科學證據確鑿為由，延緩採取必要的介入行動。 

壹、現況檢討 

一、環境荷爾蒙對兒童成長發育的威脅 

  臺灣 2003 年開始積極關注環境荷爾蒙議題，先推動國際環保群組行動計畫之「斯德哥爾

摩公約計畫」，並於 2010 完成訂定「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及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篩選認

定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增列確認具有環境荷爾蒙特性的物質，列入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依據上述計畫與作業原則，提出環境荷爾蒙物質管制名單，共計 104 種化學物質，主要包括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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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工業用化學物質、苯酚及芳香族類、金屬及藥品。政府藉此計畫明確界定我國環境荷爾蒙

的權責機關，由各部會分工共同管理。此外，並針對兒童玩具、文具及雨衣等用品增列塑化劑

和甲醛釋出量，修正「嬰兒食品類衛生及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完成「汞汙染衛教參考

資訊」；其中，對兒童健康有顯著影響的環境荷爾蒙，擇項分述如下： 

（一）重金屬（鉛、汞、砷） 

1. 鉛 

  鉛對兒童的毒害主要是造成智力、行為發展等神經系統、貧血及生長遲緩。臺灣 2000 年

全面停止含鉛汽油供應後，鉛的環境暴露即大幅下降。依據 2015 年臺北市鉛水管事件普查，

其中 197 名六歲以下兒童和 59 名孕婦之血鉛濃度均低於 5μg/dL。然而，目前研究顯示，對兒

童智力造成負面影響的血中鉛濃度是沒有下限的，兒童的鉛暴露應全面避免，所以美國疾病管

制與預防中心除了在 2012 年修訂兒童血鉛濃度參考值（reference level）為 5μg/dL，並建議依

據兒童暴露風險高低，於六個月或十二個月內接受血鉛篩檢，同時定期追蹤高於參考值兒童。

居住在大臺北地區以外的兒童也可能面對鉛水管或含鉛油漆或不符合標準的玩具用品暴露，需

要規劃全面普查，以研擬適切本土的篩檢與追蹤規範。 

2. 汞 

  汞依其存在形式，用途和毒性不盡相同。元素汞主要使用於血壓計、體溫計及調溫開關，

臺灣環保署已於 2008 年公告限制水銀溫度計輸入及販賣。至於無機鹽，1940 年代，曾有兒童

接觸到含氯化亞汞的牙粉造成肢痛症報導；目前國際間已不再銷售許多含汞化合物，例如補牙

用銀粉（汞齊、汞合金）在挪威、瑞典已全面禁用，英、法、德、加拿大等歐美國家及澳洲則

禁止孕婦、哺乳婦女及六歲以下孩童使用銀粉補牙，但國內尚無相關規範。有機汞則因其對胎

兒及幼童神經毒性而持續受到關注。自然界或工業排放的汞，被細菌轉化為有機汞（甲基汞），

並在食物鏈中累積，人類食入含高濃度甲基汞的魚類，即可能造成神經系統病變，例如 1950

年代日本水俁病事件。國際研究資料顯示，當母親頭髮含汞量增加百萬分之一，孩童智商（IQ）

會減少 0.18 分。臺灣的研究則指出，載脂 E 蛋白（Apolipoprotein E， APOE）基因易感型會

加劇汞暴露的影響。因此，美國環境保護署及食品藥物管理局訂定飲用水的汞參考值為 2μg/L，

市售魚類之甲基汞含量標準為百萬分之一（1μg/g），並建議孕婦、育齡婦女、哺乳期婦女及兒

童，應避免食用大型掠食性魚類，如鯊魚、鯖魚、旗魚、方頭魚等魚類。至於居家環境空氣中

的汞濃度，則不宜超過 0.5μg/ m3。臺灣對飲用水的規範與美國相當，但缺乏對環境監測，尤

其是國人常食用的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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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砷 

  有機砷存在於海鮮中，毒性微弱，反之，無機砷則具高毒性和致癌性。砷暴露會使孕婦增

加流產、胎死腹中及早產風險，兒童的暴露則干擾智力發展、肝功能、皮膚角化或脫色等病變，

日後成年期得到肺癌和支氣管擴張症的死亡率增高。目前公共衛生防治政策著重於飲用水的砷

管控，臺灣砷中毒的研究資料提供了可靠的實證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及美國環保署規定飲用水

含砷量不得超過 10 μg/L（0.01 ppm）。若是砷含量超標，則建議改用瓶裝水，煮沸或過濾並無

法將砷移除。至於以鉻化砷酸銅（Chromated Copper Arsenate, CCA）處理之防腐木材，環保署

已在 2007 年公告禁用於居家用途，規劃 2016 年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應落實並監測

是否仍有違法使用情形，尤其是兒童的教育或遊戲場所。 

（二）塑化劑（Plasticizers） 

  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 是一類最普遍的塑化劑，廣泛應用在兒童玩具、個人保養

清潔用品、醫療設備與藥品、食物包裝、地毯、建材等。過去研究已發現，鄰苯二甲酸酯類暴

露會對人體生殖發育、甲狀腺及免疫功能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毒性效應，特別是影響孕產婦及幼

兒健康。2011 年 5 月臺灣爆發不肖廠商在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違法添加工業用塑化

劑 Bis（2-ethylhexyl）phthalate（DEHP）及 Diisononyl phthalate（DINP），引發國人對食品安

全的疑慮，也促成相關措施與法規修訂。目前環保署將 18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列管為毒性化學

物質，並限制其用途。美國NHANES從1999年起監測尿液中八種鄰苯二甲酸酯類代謝物濃度，

其中過半數物質偵測率皆大於50%，而6～11歲兒童的暴露濃度較高。根據國內研究資料發現，

幼兒尿液中的鄰苯二甲酸酯類代謝物之偵測率大部分高於九成，而塑毒事件前後調查比較，短

時間內確有暴露減少趨勢；然而，臺灣日常生活塑化劑相關產品使用普遍，應持續監測孕產婦

及嬰幼兒日常暴露情形和長期健康效應，特別建議孕婦以及幼兒，應謹慎使用化妝品或個人照

護產品，注意包裝容器，以保護健康。 

  雙酚 A（Bisphnol A）則是塑料（聚碳酸酯 Polycarbonate，PC）材質的原料單體之一，常

用於製造飲料容器、罐頭內襯和收銀機的感熱紙。我國環保署在 2009 年將雙酚 A 公告為第四

類毒性化學物質，廠商須定期申報其用途及用量。衛福部並制定「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規範嬰幼兒奶瓶不得使用含雙酚 A 之塑膠材質，其他聚碳酸酯類之食品容器雙酚 A 溶出限量

為 0.6 ppm。目前研究證實雙酚 A 對人體健康危害的影響，主要與不孕、兒童認知發展、生殖

發育及免疫系統等有關，而美國 NHANES 資料也顯示，6～11 歲兒童為主要暴露族群。 

（三）全氟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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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氟碳化物被廣泛應用於各種生活消費品，如家具防汙劑、鐵氟龍不沾鍋塗料、防汙包裝

袋或容器、防水透氣紡織品等。國內研究資料顯示，孕婦或兒童血液中全氟碳化物濃度並不低

於國外監測或研究報告；而這些暴露可能與胎兒成長、兒童神經行為發展、過敏性疾病、甲狀

腺功能及心血管疾病風險有關。依據北臺灣半導體和電子產業密集處之河川水採樣分析，顯示

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ate，PFOS）、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和

全氟癸酸（perfluorodecanoic acid，PFDA）是普遍存在的污染物，而工業汙水處理廠則是主要

的污染來源。聯合國已於 2009 年 5 月將 PFOS 和 PFOA 與其鹽類納入「斯德哥爾摩公約」第

二批列管限制使用物質，北美、歐盟也陸續啟動相關的停產行動。我國環保署僅在 2010 年新

增 PFOS、全氟辛烷磺酸鋰鹽（lithium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與全氟辛烷磺醯氟

（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為第一、二、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並未列管 PFOA。持續觀

察臺灣的暴露背景值和健康危害，實有必要。 

（四）農藥 

  農藥是環境荷爾蒙中最主要的分類，多數是環保署已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臺灣 2013 永

續發展指標系統評量結果顯示，臺灣每平方公里農地使用 12.38 公斤農藥，遠高於環境永續指

標 2005（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2005）的同單位世界平均值 3.12 公斤。依據國內

2014 年農藥殘留調查資料，針對 311 種農藥進行檢驗，在抽驗的 2,528 件農產品中，整體合格

率為 87.2%（蔬菜 85.7%、水果 92.2%、茶類及雜糧類 92.0%），顯示飲食途徑仍存在暴露的風

險。而美國 NHANES 資料顯示，殺菌劑、除草劑與殺蟲劑中的氨基甲酸鹽的尿液偵測率大多

低於 75%；有機氯殺蟲劑雖已被禁用，但血液中部分偵測率仍大於五成；有機磷及合成除蟲菊

劑仍是尿液偵測率大於 50%，說明其仍普遍存在。即使是禁用的農藥，依其環境或食物鏈的半

衰期長短，仍有監測人體暴露濃度之必要。懷孕期間的農藥暴露已證實與流產、死胎、早產、

低出生體重、發育和神經行為異常及生育力下降有關。兒童因含手行為及待在室內環境時間長，

更需特別注意居家殺蟲劑使用，有機磷殺蟲劑除了危害瀕危物種如鳥、蛙和魚類外，也可能導

致兒童認知能力發展遲緩，在美國已限制大利松（diazinon）及陶斯松（chlorpyrifos）等居家

環境用途，臺灣實有必要採行相關監測與規範。 

（五）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主要應用於裝飾傢俱用面板、黏著劑、熱固性塗料及美耐皿餐具。2008 年爆發

的嬰幼兒毒奶粉事件，不法商人故意添加在奶粉中，藉其高含氮量冒充高蛋白質的假象。三聚

氰胺為低急毒性物質，主要引起腎臟毒性病變，依據中國大陸因毒奶事件造成嬰幼兒尿路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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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腎臟功能衰竭的相關研究，在追蹤 12 個月後，仍有 8%嬰幼兒呈現腎功能異常。而高雄醫學

大學研究顯示，食用盛裝在美耐皿餐具的熱食，會增高人體尿中排泄三聚氰胺的量，是環境中

主要暴露來源之一。美耐皿餐具不適合盛裝過熱或過酸食品，也不建議微波使用。目前國內針

對「以甲醛-三聚氰胺為合成原料之塑膠」管制，訂定三聚氰胺溶出限量標準為 2.5 ppm 以下，

與國際間一致。若以食用一碗 500 毫升速食麵為例，所測得尿液中平均三聚氰胺累積總量為

0.031 毫克，未超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訂定的每日容許攝取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之每日每公斤 0.063 毫克。 

二、自在呼吸的空氣是兒童健康生活的基本需求 

（一）室外空氣汙染 

  臺灣在 1975 年制定「空氣污染防治法」，以空氣汙染指標（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 PSI） 

為評估標準，2012 年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增訂 PM2.5 標準：24 小時日平均值 35 μg/m3、年

平均值 15 μg/m3，與美國日本一致。以全國現況來看，2015 年平均 22.0 μg/m3較 2013 年 24.0 

μg/m3改善 8%；而分區評估僅東部三縣大致符合年均值標準，其餘縣市均超標；中部以南及

金門縣、連江縣為超標較高地區；其中，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及金門縣年均值超過 25μg/m3；

顯示空氣汙染有可能造成區域間的健康不平等，尤其兒童屬於易感受族群。政府已規劃 2020

年 PM2.5 年平均值達 15 μg/m3以下為目標。為了與國際接軌，2016 年並改用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 取代空氣污染指標（PSI）。AQI 依據臭氧、PM10、PM2.5、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汙染物最大濃度，加總轉換為 0 ～500 分數，分成六級：良好（0～50，

綠）、普通（51～100，黃）、對敏感族群不良（101～150，橘）、對所有族群不良（151～200，

紅）、非常不良（201～300，紫）、有害（301～500，褐紅）。2016 年空氣品質監測結果，空氣

品質指標良好及普通（AQI≦100）等級比率共 81.55% （占總監測站日數），不良站日數比率

（101≦AQI≦500）為 18.45%。歷年濃度趨勢變化，改善幅度最大者為二氧化硫，（細）懸浮

微粒、二氧化氮及一氧化碳濃度亦有下降，但臭氧濃度則有升高趨勢。 

  環保署亦將 PM2.5 指標，參考英國每日空氣品質指標（Daily Air Quality Index）的預警濃

度分級，並以顏色示警， 2012 年協同教育部實施「校園空氣品質旗幟宣導試辦計畫」，利用

四色旗幟綠（正常活動）、黃（尚可）、紅（不良）、紫（危險），做為學童保健與戶外活動規畫

參考。應檢討是否參考 AQI 指標及國內現況修訂標準。 

（二）室內空氣汙染 

  國際間對於室內通風或空調系統規範，主要是參考美國冷凍空調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481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ASHRAE）訂定的通風規範（ASHRAE 

Standard 62），可接受的室內空氣品質是指空氣中沒有已知高於法定濃度的汙染物，且 80%以

上的多數人沒有不舒適感，目前規範是建議室內每人需要的外氣量大約是 15～20 cfm（Cubic 

Feet Per Minute），並建議二氧化碳濃度值不應超過 1000ppm，以避免在建築物內的人產生病態

大廈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若因建築物內空氣污染導致人體產生各種急性或暫時

性異常症狀，如眼、鼻、喉頭感到刺激，頭暈、頭痛、流鼻水或是咳嗽等，可能降低學習或工

作效率，並影響個人情緒；長期處於不良室內空氣品質之環境，也可能後續引發呼吸道疾病。

兒童 80%以上的時間處於室內，加上呼吸量與體重比率較成年人高，更容易受到不良空氣品質

影響。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每年約有 3.5 萬兒童可能因為不良室內空氣污染而死於氣喘。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2012 年 11 月 23 日施行，針對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

及大眾運輸工具之搭乘空間，規範空氣汙染物濃度、空氣濕度與溫度。該管理法的污染物，包

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細菌、真菌、粒徑小於十微米之懸浮微

粒（PM10）、粒徑小於 2.5 微米之懸浮微粒（PM2.5）、臭氧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物質。目前環保署所規範的室內空間，包括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政府機關、金融機構、

體育健身場所、休閒娛樂場所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等，採取分批公告檢查場所，以逐步落實。 

（三）菸害  

1. 主動吸菸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發表的資料，全世界最主要的死因有70%與非傳染性疾病有關，

其中，吸菸是最重要的危險因子。臺灣在 1997 年實施「菸害防制法」，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則從 2004 年起針對成人、高中職與國中學生吸菸行為持續調查，顯示不同年齡層的吸菸率皆

呈現下降情形。然而，2016 年國人男性吸菸率最高值為 42% 落在 36～45 歲區間，其次為 40% 

落在 26～30 歲區間，此年齡層恰好是家庭中生育子女與照顧幼小孩童時期，因此可能增加家

中成員二手菸或三手菸暴露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國人女性吸菸率在近 20 年間約在 3～5% 之

間，但 2016年各年齡層分析顯示，女性吸菸率最高值為 11.6%落在 31～35歲區間，其次為 10.2% 

落在 21～25 歲區間，正好與適孕年齡重疊，不僅直接影響吸菸婦女健康，懷孕期吸菸更會影

響胎兒、甚至嬰幼兒健康發展。根據文獻指出，母親懷孕時期抽菸，易造成流產、前置胎盤、

胎盤早期剝離、早產、死胎、胎兒生長遲滯、低出生體重等健康影響。政府仍應持續推動相關

菸害防治政策與宣導，以降低吸菸率，保護婦女與胎兒健康。 



 

482 

 

  青少年主動吸菸及電子菸的接觸與取得，可能造成更長期健康危害、甚或成癮等行為問題，

詳細討論請見第十三章第三節的物質濫用防治。 

2. 二手菸與三手菸 

  二手菸是指被動或非自願吸入的環境菸，是分佈最廣的室內空氣污染物。二手菸包含 7,000

種以上化學物質，其中超過 250 種對人體健康有害，超過 93 種為致癌物質。依據世界衛生組

織資料，長期生活在二手菸環境中的兒童，會造成或加重氣喘、支氣管炎、肺炎、中耳炎等呼

吸道疾病，且與兒童白血病、淋巴瘤、大腦與中樞神經系統病變、肝母細胞瘤等癌症有關。根

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調查資料，我國家庭二手菸的暴露率從 2005 年 35.2%下降至 2009 年

20.8%，但在 2016 年再度上升至 25.4%，或許與禁菸公共場所嚴格執法後，吸菸行為遁入私領

域有關。其中，尤以青少年家庭的二手菸暴露率最高，國中生為 32.6%，高中職生為 32.4%。 

  與吸菸者同住的兒童不僅要承受二手菸危害，還要面對「三手菸」威脅。研究證實，吸菸

者即使不在孩子面前抽，但殘留在衣服、車子、房子內的三手菸，一樣會危害健康。此外，尼

古丁有很強表面粘附力，會與空氣中的亞硝酸、臭氧等化合物發生化學反應，產生如亞硝胺等

新毒物，黏在衣服、家具、窗簾或地毯上。2009 年美國兒科學期刊的「三手菸對健康的影響

和家庭禁菸的信念」研究報告指出，三手菸殘留在環境中的毒性微粒，至少有 11 種高度致癌

化合物，會造成兒童認知能力缺陷，增加嬰幼兒哮喘機率及中耳炎風險，尤其對於常在家中爬

行的幼兒威脅最大。國內落實並持續推廣居家禁菸，實有其必要性。 

三、健康的孩子與媽媽需要完善的職場母性保護 

  臺灣適孕年齡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增加，依據 2014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力調查，25～

44 歲女性勞參率為 75～88%，而第一胎生育年齡為 30.6 歲，若職場中存在健康危害因子，可

能對妊娠造成不良影響，或間接影響育兒環境。 

  參照 2005 年抽樣調查的臺灣出生世代研究（TBCS），婦女在懷孕期間在職率為 61%，每

月平均工時為 45.8 小時，從事日夜輪班作業佔就業者 7.2%，晚上需要工作者為 19%。韓國為

了維持婦女就業率，推動第一及三孕程工時減少，韓國就業與勞動局在 2014 年公告，勞工人

數在 300 名以上的公司，懷孕職員在妊娠 12 週前、36 週之後，可以每天減少工時（最少要工

作六小時），且於 2016 年推廣至更小型公司。短期的成效顯示，新生兒死亡率降低。 

  臺灣職場母性健康保護法規主要為「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職業安全衛生

法」，前兩者主要規範女性勞工平等工作權、產假、陪產假及育嬰假、哺乳等權利，包含禁止

夜間工作；職安法主要規定職場環境與工作性質，如「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 18 歲勞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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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即詳列礦坑、鉛和危害性化學物質、物理性如輻射散布

或重體力勞動及生物感染風險等工作限制。2012年勞委會發布「職場母性健康保護工作指引」，

提供職場健康風險評估、危害控制、風險溝通及工作調整等管理流程，唯懷孕初期是胎兒發展

的關鍵時期，環境危害因子的控制尤其重要；但礙於民間習俗，懷孕三個月內不宜張揚，如何

落實懷孕早期的職場健康是重要關鍵。早期流產或先天缺陷等與孕期職場環境的相關性，更需

持續監測，以實證科學研究為基礎，研擬兼顧勞動參與率與健康的政策並加以落實。 

四、監測與研究是促進兒童環境健康的基礎 

  臺灣的出生率低，但早產比例卻一直皆維持在 8～9% 左右，且活產新生兒的低出生體重

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從 2005 年 7.4%到 2013 年 8.6%；新生兒死亡率則從 2005 年 2.9‰ 下

降至 2013 年 2.4‰，其中先天性缺陷（畸形、變形及染色體異常）為新生兒死因之首，平均約

3%新生兒有嚴重先天性疾病。現居住臺灣的兒童有 11%罹患氣喘病，醫療費用和相關家庭開

銷逐年攀升。而依據教育部學生健康檢查資料顯示，104 年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比率為 28.7%，

國中生過重及肥胖比率為 29.2%。另外，兒童最常見的精神疾病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和自閉症

等，也有逐年上升趨勢。針對臺灣 1996～2010 年癌症登記資料，分析 0～14 歲兒童癌症發生

率約為每百萬人 128.8 人，低於歐美、中國大陸、日韓等國，但生殖細胞瘤和肝腫瘤比例明顯

較高，整體發生率仍以每年 1.2%速度增加。這些疾病成因相當複雜，究竟有多少比例來自環

境物汙染物？需要詳細的環境評估、體內暴露濃度監測、疾病發生率及預後追蹤、確定診斷及

因果相關性或機轉的研究，加上周詳的風險評估，才能有效改善兒童環境健康。 

  臺灣出生世代研究（TBCS）是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委託進行的全國性長期追蹤研究，以分

層隨機抽樣方法，納入代表 2005 年全臺灣申報的活產嬰兒，並以問卷面訪方式獲取有關懷孕

史、嬰兒生長發育、居家環境、工作狀態等寶貴資訊。居家潛在的環境汙染包括五成的父親有

吸菸、近六成的家庭有燒香拜拜習慣、四成有使用殺蟲劑習慣。本土學者也進行幾個區域性的

出生世代研究，臺灣出生長期追蹤研究（TBPS）、Taiwan Early-Life Cohort （TEC）、TMICS，

從孕期或新生兒開始收案，分析各種環境汙染物，包括室內外空氣污染物、二手菸、重金屬、

農藥、持續性有機汙染物和塑化劑等，並長期追蹤兒童的健康，如胎兒成長、兒童肥胖、兒童

認知與行為發展、過敏疾病及荷爾蒙與青春期發育，探討各種環境因子和兒童健康的關係，提

供政策規範的實證基礎。臺灣的育兒環境隨著全球化與現代化發展，已有很大改變，應參酌過

去經驗，規劃本土長期世代追蹤研究，記錄兒童健康或罹病狀況，藉由監測環境汙染物在孕產

婦及兒童的暴露情形，分析其與健康危害相關性，研擬符合國情之風險評估，以為政策轉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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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礎。 

  兒童的環境健康需要跨部門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外在環境的監測需要納入新興關注汙染物，

與不同年齡層兒童體內的暴露濃度比對，了解可能的暴露途徑並規劃有效防範對策。環境與不

良健康預後的關係則需嚴謹的研究，前瞻性的出生世代研究可藉由懷孕期或幼兒期環境量測，

長期追蹤健康效應，進而釐清暴露的關鍵時期、甚至辨識疾病發生的前驅指標。環境與基因的

交互作用或調控，也是未來發展精準醫療所需考量的。最終目標是將科學研究的成果轉譯為以

實證為基礎的政策或規範，利用教育與臨床服務，預防疾病發生，改善兒童健康。 

貳、目標 

一、 監測孕產婦、兒童環境暴露及與環境相關的健康危害、疾病或殘疾。 

二、 強化兒童環境健康的跨部會整合與國際研究。 

三、 落實政策轉譯，推廣兒童環境健康的行動計劃與政策。 

四、 建立並改善兒童環境健康之臨床服務能力。 

五、 推動環境健康教育並強化專業人員的培訓。 

六、 健全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的體制。 

 

參、策略  

一、監測孕產婦和兒童環境暴露及與環境相關的疾病或殘疾 

  標準化的定義和整合的統計系統是有效監測的基礎。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成果報告

指出，達成目標與否，和監測系統有直接關係；唯有有效地使用可靠的本土資料，才能發展策

略、執行措施、追蹤成果及釐清責任歸屬，最終達到減少疾病負擔目的。  

(一) 發展以人口為基礎的監控系統，包括現有通報系統之精進，例如活產、死產（含先天缺陷

通報）。並根據環境暴露對健康危害的影響力，規劃收集孕產婦和兒童環境相關的疾病與

失能數據，利用年報公開相關資訊，分析並監測早期健康警訊。 

(二) 建立全國或具代表性的兒童生物檢測資料，收集生物檢體如血液、尿液、母乳等檢體之環

境汙染物的暴露分布，並將健康狀態和疾病列為追蹤系統的核心。檢視有機汙染物、汞公

約、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等將環境監測延伸至孕產婦及兒童的健康影響。 

(三) 成立及強化跨部會推動小組，仿效「荷爾蒙管理計畫」，加強主動環境、玩具、醫療器材、

民生消費性商品、農產品及農藥、建材和作業場所的危害監測追蹤，建立從原料、商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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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健康之網絡，利用常規檢測推動預防措施，並即時更新新興汙染物的監控。 

(四) 結合上述資訊，估算因環境危害所造成疾病的負擔。 

二、 強化有關兒童環境健康的跨部會整合與國際研究 

  政策與行動應來自科學證據的支持。科學研究的範疇相當廣泛，可包含單一健康中心個案

報告、資料收集與分析，亦或縱向長期追蹤研究的生物指標分析、兒童易感性和健康效應，尤

其應重視胎兒與嬰幼兒時期的影響。愈是生命早期的介入，未來的健康受益越大，需投注的總

醫療負擔越少。 

(一) 建立專責的兒童環境健康中心，彙整科學新知和國際規範，以辨識科學證據不足處，列出

本土高優先議題，進而推動環境汙染物與孕產婦及兒童健康的相關性研究；發展並更新關

於兒童環境健康的國家概況，為制定國家行動計劃提供基礎證據。 

(二) 由政府主導專家平台，設計並執行孕婦、新生兒及幼童的前瞻性世代研究，以探究人類持

續發展中的暴露關鍵時期及敏感的生物指標，進而擬訂早期介入方針。 

(三) 結合臨床醫學、教育體系、公共衛生與生態環境等面向，推動介入性及應用性研究。 

(四) 在疾病預防的投資規劃中，增加孕產婦和兒童環境健康研究的經費編列。 

三、 落實政策轉譯，推廣兒童環境健康的行動計劃與政策 

  依據監測資料及研究成果，考量本土及區域性差異，訂定優先策略，公告臺灣兒童環境健

康政策，並推動「兒童健康法」（child health act），以落實政策轉譯。執行相關方案時，尤須提

供教育或經濟等相關部門適當資源。 

(一) 依據場域、尤其是兒童受教場所，例如學校（或托育場所），落實環境監測與改善，制定

聯絡與轉介流程，規劃完善通報系統。  

(二) 在科學證據支持下，基於風險管理預防原則，制定兒童日常和學習用品的管理標準，含檢

測方法、殘留或限值標準。 

(三) 整合國內外資訊，訂定宣傳指南與環境健康照護溝通（care communication），建立兒童環

境健康的公開資訊平台，提供大眾獲取知識管道並分享經驗。 

四、 建設並改善兒童環境健康之臨床服務能力 

  環境衛生服務應涵蓋基層衛生保健和專業特殊醫療中心。第一線人員有足夠知識進行辨識、

篩檢或轉診，而特殊兒童環境健康中心能提供評估、診斷和治療相關疾患，並避免採行沒有科

學證據療法。 

(一) 將兒童環境衛生納入現有公共衛生規劃，特別是預防保健；並規劃相關訓練課程納入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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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環境健康方面識能。 

(二) 支持和加強專門轉介兒童環境衛生單位及服務網絡，以改善和促進環境相關疾病的預防、

診斷和治療，提供醫療諮詢服務，並精進臨床照護。 

(三) 對於突發或大型環境汙染事件，能採行及時因應兒童健康的緊急應變處理及長期照護。 

五、 推動環境健康教育並強化專業人員培訓 

  教育是獲取知識的重要方式，和兒童有關的從業人員包含行政單位的政策規劃或推動者，

都需要有與時更新兒童環境健康的知識。要進一步改變人與環境的關係，重視自身的環境健康，

知識就要從小扎根。 

(一) 以兒童和家庭為核心，從國民基本教育開始，依據不同年齡層兒童可能面對的環境風險，

尤其要涵蓋與生育子女相關的環境危害，開發合適教材，規劃並推動環境健康教育。 

(二) 納入環境健康知識於兒童相關專業人員的培訓教育，並定期以工作坊或研習營更新知識，

以提升對兒童環境健康的重視。 

六、 健全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的體制 

  應同時被保障育齡女性的工作權和生育/養育健康。懷孕前期至嬰幼兒二歲都是兒童發育

重要階段，母親的職場環境與健康息息相關。參採韓國在推動第一及三孕程工時減少後，不僅

維持婦女就業率，也降低了新生兒死亡率經驗，可採行以下策略： 

(一) 擴大加強職場母性健康保護工作，並確保妊娠早期即避免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依據對

象及工作性質，評估個人健康影響，依據場域區分風險等級，進行管理並追蹤成效，並同

時注意致癌、致突變和生殖毒性物質（CMR: carcinogenic, mutagenic or toxic for reproduction）

的接觸。 

(二) 參考文獻證據及效益評估，規劃第一及第三孕程減少工時，改善孕產婦及新生兒健康。 

(三) 推動職場友善育兒環境，包括有給付且合宜的育嬰假、上下班時間可變動的彈性工時、合

理的臨時育兒假，以應付突發意外或協助托育的中心等。 

 

肆、衡量指標 

一、 中程指標 （2022） 

(一) 建立具全國代表性的兒童生物檢測資料庫，監測鉛、汞等重金屬及塑化劑等環境荷爾蒙的

兒童暴露背景值及重要健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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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低室外空氣品質 PM2.5 年平均值達 15 μg/ m3以下。（環保署訂定 2020 年目標）（世界

衛生組織建議值為 10 μg/m3，2014 年公告已發展區域的 PM2.5 年平均值為 14μg/m3） 

(三) 定期公告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結果，並研擬改善策略與目標。 

(四) 建立標準化、有預警意義之戶外空氣汙染指標，及其對應的戶外活動指引，作為兒童健康

防護依據。 

(五) 依據汞公約，推動孕婦、哺乳婦女及六歲以下孩童使用銀粉（汞齊、汞合金）補牙規範。 

(六) 規劃兒童環境健康專責中心，建立全國代表性孕婦、新生兒及幼童的前瞻性世代研究，以

協助確立高危險族群等。 

(七) 定期更新學校供餐規範，並持續落實。 

(八) 規範兒童受教及遊戲場所、器材的油漆含鉛限制，定期修訂並落實。 

(九) 納入兒童環境健康議題於「孕婦健康手冊」和「兒童健康手冊」。 

(十) 納入兒童環境健康議題於醫事人員教育。 

(十一) 勞工人數在 200 名以上的公司擴大職場母性健康保護工作。（人數訂定是依據其母法「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條，自 2017 年 11 月修訂後有第四條，新增 200 人以上，漸次至

50 人以上公司）  

(十二) 規劃策略減少懷孕職員在妊娠 12 週之前及 36 週之後的每日工時。 

二、 長程指標（2030） 

(一) 擴大兒童生物檢測資料庫的環境汙染物監測項目，尤其是環境荷爾蒙及致癌物質。 

(二) 改善兒童受教及遊戲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 

(三) 建立兒童環境健康的公開資訊平台，定期發布國內兒童環境監測及生物指標年報。 

(四) 規劃兒童環境健康的醫療服務中心，以因應相關緊急醫療照護並長期追蹤。 

(五) 由兒童環境健康專責中心長期追蹤全國代表性孕婦、新生兒及幼童的前瞻性世代研究。 

(六)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納入兒童環境健康議題。 

(七) 勞工人數在 50 名以上的公司，擴大職場母性健康保護工作。 

(八) 懷孕職員在妊娠 12 週之前及 36 週之後，全面實施減少每日工時。 

(九) 降低監測之環境汙染物的兒童暴露值，並持續監測相關疾病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