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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路透社文章的事實 

 

 

201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路透社發表了一篇關於嬌生 (J&J) 嬰兒爽身粉的報導，該報

導扭曲嬌生的產品、我們的行動以及關於滑石粉的科學。路透社刊印不精確的聲明誤導讀

者，隱瞞了會破壞其論點的關鍵資訊。儘管有人建議其論據有誤，路透社仍發表了此篇報

導。 

 

在發表之前，路透社獲得了大量的資訊，其證實了在最終文章中被遺漏的以下內容： 

 

1. 嬌生的嬰兒爽身粉是安全的，而且不會導致癌症。對數萬名女性和數千名男

性所進行的研究顯示，滑石粉不會導致癌症或石綿相關疾病。 

2. 數十年來，嬌生的嬰兒爽身粉已多次進行石綿測試，並被發現不含有石綿。 

3. 文章忽視嬌生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以及其他全球監管機構充分和公開地合作，為他們提供數十年來其要

求的所有資訊。我們還將化妝品滑石粉來源和加工後的滑石粉提供給監管機

構進行測試。監管機構已經測試了兩者，並且沒有發現石綿。指控我們有任

何隱瞞都是不實的。 

多年來，路透社所仰賴的資訊一直是公開的。遺憾的是，雖然提供給路透社許多詳細的事

實，但他們仍選擇不報導。 

 

以下是這些事實。更多資訊可在 www.factsabouttalc.com 上取得。 

 

I. 路透社的故事忽視了壓倒性的科學，其顯示滑石粉不會致癌。 

 

http://www.factsaboutta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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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拒絕報導由獨立、頂尖的健康研究人員所進行的關鍵、決定性的科學研究，這些人

員研究了化妝品滑石粉產品的致癌作用，並得出結論認為滑石粉是安全的，並且不會導致

卵巢癌或間皮瘤。 

 

 卵巢癌研究。路透社沒有提及對數萬名使用滑石粉女性的科學研

究，這些研究顯示卵巢癌的風險並未增加。 

護士健康研究 (NURSES’ HEALTH STUDY) 

這項研究對 78,000 名女性進行了 24 年的追蹤（超過 31,000 名使用

過滑石粉）。研究顯示卵巢癌的風險並沒有整體增加。 

婦女健康倡議研究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STUDY) 

這項研究對 61,000 名女性進行了 12 年的追蹤（超過 32,000 名使用

過滑石粉）。研究顯示卵巢癌的風險並沒有整體增加。 

姊妹研究 (SISTER STUDY) 

這項研究對 41,000 名女性進行了 6 年的追蹤（超過 5,500 名使用過

滑石粉）。研究顯示卵巢癌的風險並沒有整體增加。 

 這些研究是由哈佛醫學院、哈佛公共衛生學院、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

特分校和美國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等機構的科學家所進行。 

 滑石礦工和碾磨工研究。路透社不重視針對來自嬌生公司歷來採購

滑石粉地區成千上萬礦工和碾磨工所進行的多項同業審查研究。這些

人是最好的研究對象，因為他們每天工作最接近滑石粉，並且沒有發

現間皮瘤案例。路透社提及了佛蒙特州礦工和碾磨工的研究，但沒有

提到這項研究 沒有發現間皮瘤案例。 



 3 

 其他研究。路透社還捨棄了其他已經確定滑石粉不會引起間皮瘤的

化妝品或藥用滑石粉研究。針對曾接受在肺部肋膜注入滑石的醫療程

序的病人所進行的大規模報告發現，其中沒有任何一位病人罹患間皮

瘤。將來自嬌生使用礦床的滑石粉注入齧齒類動物的動物研究發現沒

有導致間皮瘤。 

 沒有一項可靠的研究顯示滑石粉會引起間皮瘤。再一次，路透社獲知

這事，並且忽略了這些事實。 

II. 路透社誤導讀者有關顯示嬌生滑石粉不含石綿的事實。 

 

A. 儘管路透社收到決定性資訊顯示現在的滑石粉 — 過去 15 年在中國開採 — 

並不含石綿。路透社選擇不將此一事實告知讀者。 

 

 路透社被要求清楚地報導此一事實，以便消費者了解在過去 15 的年

裡，市面上的滑石粉中不含石綿，然而路透社選擇不在文章中清楚報

導。事實上，常規的嬌生測試記錄至少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並且

顯示嬰兒爽身粉中所使用的滑石粉不含石綿。 

 在文章發布之後，路透社記者出現在 201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 

CNBC 的《Power Lunch》、MSNBC 的《Velshi & Ruhle》以及 

NBC 的《Nightly News》節目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接受

《Power Lunch》採訪時，她說：「沒有證據表明[嬌生]現在販售的[]

裡面有任何石綿」，但聲稱她沒有查看證據。然而，在《Nightly 

News》上，揭露出路透社記者承認，嬌生提供了過去 15 年的測試

報告，顯示在嬌生滑石粉中沒有發現石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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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知道，原告的律師在最近的 Henry 審判中（其中陪審團一致

做出有利於嬌生的裁決）同意「中國礦場中沒有石綿」。然而，路透

社並沒有在其文章採用這一點。 

B. 數十年來，由世界頂尖的實驗室、監管機構以及大多數知名大學對我們滑石

礦場和加工滑石粉的數千份樣品進行獨立測試，發現我們的滑石粉不含石

綿。然而，路透社並未向讀者揭露，獨立機構、實驗室以及大學測試了嬌生

化妝品滑石粉，並得到其不含石綿的結論。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NIOSH）。NIOSH 和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聯合發

表了一份關於嬌生在佛蒙特州礦場的科學研究報告。他們的結論是

「20 世紀初的地質研究顯示，佛蒙特州滑石礦床不含石綿」。 

他們還通過「岩石學顯微鏡分析、穿透電子顯微術和步進掃描 X 射

線繞射」來測試滑石粉，在這些樣品中「沒有發現石綿」。 

 

這些資訊皆提供給路透社，但他們在報導中省略不提。 

 

 其他法人實體。除了 NIOSH 和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路透社還知道許

多其他法人實體測試了嬌生滑石粉，並且發現其中不含石綿，然而路

透社並未充分告知讀者有關這些測試的資訊： 

 

 伊利諾州環保局（Illinois EPA） 

 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科羅拉多礦業學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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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University） 

 美國地質調查局（Geological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t Harwell （英國） 

 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威爾斯） 

 Mining Institute of Torino （義大利） 

 RJ Lee Group（嬌生保留的外部實驗室） 

 McCrone Associates（由兩位世界頂尖的顯微鏡學家創

立） 

 EMV Associates 

 ES Laboratories 

 

 路透社報導，在 1970 年代 Arthur Langer 博士在嬌生的滑石粉中發

現了一種「相對較少」量的溫石綿。儘管路透社指出，他在隨後對同

一樣品的測試中沒有發現任何石綿，但他們提及獨立顯微鏡學家測試

了 Langer 博士所使用的相同批次。他們都發現，樣品中發現溫石綿

是有所錯誤，測試樣品中不含石綿。 

 

 路透社認為「濃度法」（是一種測試滑石粉純度的實驗方法）是最先

進的方法，而嬌生應該使用它。 

 

然而，儘管路透社獲悉以下資訊，但它卻選擇不披露： 

 

o 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迄今沒有採用任何形式的濃度法，儘管這

種方法自 1970 年代以來一直是為公眾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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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本身在 40 多年前（從 1974 年

至 1976 年）測試過一種濃度法並拒絕了這種方法，因為它無

法測試出最被廣泛使用的商業石綿。 

 

o 嬌生使用了比濃度法更靈敏、更可靠的方法來測試其滑石粉：

X 射線繞射、偏光顯微鏡以及穿透電子顯微術的組合。使用這

種測試方法超越了產業標準。 

 

o 專家們實際上在嬌生滑石粉上使用了濃度法，並且沒有發現任

何石綿。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的 Frederick 

Pooley 博士和科羅拉多礦業學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兩方皆使用濃度法測試了嬌生的滑石粉（Pooley 博

士使用濃度法和 TEM)，並且沒有發現任何石綿。 

 

C. 路透社承認，在罕見的情況下，可能形成石綿的礦物也會形成路透社所說的

「不起眼」的岩石，這些岩石並非石綿或「非石綿形式」。這就像石墨和鑽

石之間的區別。兩者都是由相同的元素（碳）所組成，但他們有著非常不同

的屬性；你不能用石墨切割玻璃。然而，路透社繼續把這些「不起眼」的岩

石作為石綿。沒有科學證據表明發現微量的非石綿形式礦物（根據美國地質

調查局，它在地殼中無處不在）意味著你發現石綿，這是非常罕見的。它忘

了告訴讀者，沒有證據表明接觸微量的非石綿形式礦物會產生致癌作用。 

 

 路透社誤導地說，政府機構將這些被稱為「裂解碎片」的礦物視為石

綿，儘管它們不是石綿。路透社沒有告知讀者，大多數衛生和安全性

監管機構與組織已認識到此一區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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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美國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 (U.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美國礦場安全及健康管理局 (U.S.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美國環境保護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美國毒性物質及疾病登記署 (U.S.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美國地質調查局 (U.S. Geological Survey)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路透社確實提到了其中的兩個法人實體——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和環境保

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但卻是以誤導的方

式進行。 

 OSHA。路透社承認，OSHA 在經過廣泛研究之後決定不將裂解碎片

作為石綿規範。但文章接著提出了不精確的說法，即 OSHA 仍然建

議將裂解碎片計算為石綿。這些 OSHA 計數規則並不是為了確定石

綿是否存在於某處。它們僅適用於已經確定石綿存在的情況下估計這

些纖維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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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A。路透社誤導地報導說，美國 EPA 並未區分石綿形式和非石綿

形式礦物，儘管 EPA 確實區分。在文章中，它引用了一個曾經由區

域性 EPA 辦公室表明的立場，該立場現在已由 EPA 歸檔留存。目

前聯邦 EPA 規範中並不持有此一立場，但路透社報導聲稱其持有此

立場。 

 

D. 路透社未能解釋石綿背景值的含義。 

 

 原告自己的證人已經承認，在一生當中，光是空氣中的「背景石綿」

會在每個人的肺部積累數百萬和數十億的纖維，但不會增加健康風

險。 

 在 1986 年對公民請願的回覆中，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確定

即使在「從化妝品滑石粉接觸到石綿的最壞情況」下，風險將「低於

一生中暴露在石綿背景值（非職業性接觸）環境下的風險」。 

E. 路透社錯誤地報導了 1980 年代 「佛蒙特州營運礦場採集的樣品中含有石

綿纖維」。但它實際上引用了五個測試結果，這些測試結果是來自加州礦場 

（紅山）— 而不是佛蒙特州 — 的工業滑石粉樣品，其從未用於化妝品用

途。 

F. 路透社誤導性地報導 X 射線掃描為嬌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嬌生僅定期用

穿透電子顯微術 (TEM) 測試其滑石粉。事實上，自 1970 年代以來，嬌生

已經制定了嚴格的常規測試計畫，要求其或其供應商每小時採集化妝品滑石

粉生產的樣品，並使用 X 射線繞射 (XRD)、偏光顯微鏡 (PLM) 以及 TEM 

來測試這些樣品的複合物。實際上，嬌生已經定期以 TEM 測試來源滑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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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樣品的複合物。在執行這些測試時，嬌生總是使用最先進的方法和技術

來測試滑石粉。此測試的結論是，嬌生的化妝品滑石粉中沒有石綿。 

G. 路透社隨後批評了嬌生的 TEM 測試，因為其只測試了「銷售產品的一小部

分」。路透社完全摒棄了複合物採樣的科學有效性。這就是為什麼當你去驗

血的時候，你的醫生不會取走你所有血液來測試它，只是取樣品。 

 

儘管嬌生的外部專家用 TEM 測試了滑石粉樣品，但是組合在每個班次期間

採集的每小時樣品，確保了這些樣品代表其總供應量，接著以 TEM 隨機測

試這些複合材料。 

路透社獲知這些事實。 

H. 路透社對訴訟過程中所進行的測試提出了片面的看法。 

 路透社報導了原告專家聲稱從測試嬌生滑石粉中發現的情況。但他們

只講述了故事的一面。例如，路透社沒有提及其中一人承認，他會稱

他發現的東西為石綿，「儘管它不是」。 

 文章提到，嬌生的其中一位地質學專家已經同意為多達 100 次審判

作證。但文章沒有提到，原告經常雇用的專家也作證同樣多的次數，

就算次數沒有更多。路透社也沒有告訴讀者，法院認定他的實驗室製

造了「垃圾科學」，而且 30 年來，原告的律師已經支付給他的公司

超過 3,000 萬美元的費用。 

 當在討論訴訟中的測試時，路透社報導稱「根據 2017 年 8 月 11 日

的法院報告，一實驗室從 1990 年代開始在 Shower to Shower 系列

滑石粉中發現石綿」。路透社沒有告訴讀者，原告的律師並沒有將這

份報告提交給陪審團，因為它充滿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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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聲稱，在一起案件的中間，「嬌生律師幾週前已收到羅格斯大

學一名地質學家的來信，證實她在該公司的嬰兒爽身粉中發現了石

綿，在她 1991 年發表的研究中確認為透閃石『石綿』針」。路透社

向讀者隱瞞了顯示為何該地質學家言論不可靠的事實。 

實際證據顯示，她測試的樣品很有可能不是嬌生的滑石粉，此外，她

拒絕讓嬌生在樣品上進行自己的測試。 

I. 對照使用最先進的方法對數千個樣品進行獨立測試，文章指出了一些正常範

圍以外的結果，而這些結果要麼被撤回、被後續測試證明為錯誤或是被證明

為不可靠。這個問題沒有開放討論。科學已經清楚表明，我們的滑石粉現在

和過去都不含石綿。 

J. 在 1970 年代，嬌生經歷了媒體上類似的虛假資訊事件，根據粗淺且錯誤的

測試結果，有報導聲稱嬌生的滑石粉被發現含有石綿。在這些不精確的報告

後所進行的測試再次證實，我們的滑石粉不含石綿。 

 

III. 路透社收到的資訊顯示，嬌生已分享了包括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在內的

全球監管機構所尋求的任何資訊，而且公司對此一直保持公開透明。 

 

A. 嬌生一直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提供公司的加工滑石粉和獨立實驗

室的測試結果。嬌生不僅沒有隱瞞任何東西，還提供了大量的測試紀錄和方

法的檔案，用以協助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了解這些問題。 

 

此資訊提供給了路透社，然而他們選擇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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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透社報導嬌生拒絕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提供資訊，卻沒有提到

嬌生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提供了廣泛的測試資訊、揭露了路透社

聲稱嬌生隱瞞的許多問題，儘管在法律上不要求揭露。例如： 

 

 嬌生提供 McCrone 實驗室（其在 1970 年代的主要外部測試實驗

室）書面許可，允許其揭露嬌生消費者用滑石粉樣品的所有測試結

果。 

 嬌生在將近 50 年前提供給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測試結果

揭露，在某幾個邊緣地區有非石綿形式角閃石和在滑石礦床中發現了

微量的非石綿形式透閃石。這從來不是新的資訊。 

 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的 Pooley 博士（作為公開的嬌生

顧問發言），在 1975 年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小組公開地

討論了他在實驗濃度法方面的研究。 

 嬌生提供和其專家的開放接觸，他們在 1970 年代初與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FDA）進行了公開和建設性對話。 

C. 路透社報導嬌生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施壓，要求允許其使用僅偵

測 1% 石綿的測試方法。這是誤導性報導。 

 

 嬌生使用遠超出該規範的方法來測試自己的滑石粉。嬌生使用步進掃

描 XRD（其具有 0.1% 的偵測限值），並採用了靈敏度更低的 TEM 

方法。 

 此外，自 1970 年代以來，嬌生不僅使用 XRD 和 PLM，還使用了 

TEM，超越了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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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路透社也沒有提及嬌生只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其中一個資訊的來

源。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也從其自身對嬌生產品和來源進行的獨

立測試中獲得資訊，從 1970 年代的四年多期間、1980 年代繼續監

測以及在 2009 到 2010 兩年多的時間裡進行測試。 

 儘管路透社聲稱 1970 年代的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測試並未

使用 「最靈敏的方法」，但它忽略了在那段期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FDA）也收到了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科學家提

供的資訊，該醫院使用穿透電子顯微術測試了嬌生的滑石粉，並且同

樣證實它不含石綿。 

E. 路透社錯誤地報導許多檔案「被法院命令排除在公眾視線之外，此命令讓嬌

生指定數千份檔案轉變為機密」，並聲稱這些檔案的內容首次在文章中被報

導。事實上，路透社錯誤地聲稱為新資料的每一份公司檔案，都在審判中被

列入了證物清單，其中幾次是由嬌生獲勝的。在審判中展示給陪審團的嬌生

檔案（無論由嬌生或原告提供），都在嬌生的網站 

www.factsabouttalc.com 上公開託管。 

 

此報導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路透社非但沒有新的理論或見解，而是重新啟用

一項關於嬌生滑石粉中有石綿的被證實為虛假的論點，其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的新聞報導。這些最近的指控在 1 月被其他文章掩護，其與據稱是近

一年前的新檔案有關。彭博社的一篇文章稱這個故事「對部分投資者而言似

曾相識」，引用了一年多前自己關於這一話題的文章。 

 

F. 路透社還扭曲了許多內部檔案的含義。下面僅為部分範例： 

 

http://www.factsabouttalc.com/
https://www.fairwarning.org/2018/01/talc-documents-revea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2-14/j-j-s-30-billion-blowout-brings-signs-of-deja-vu-for-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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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援引 1969 年 4 月 9 日的一份備忘錄，暗示嬌生在當時知道

透閃石會致癌。這份檔案與嬰兒爽身粉中使用的任何滑石礦床無關。 

 路透社錯誤地描述了一份「滑石粉的純淨是一個白日夢」備忘錄。此

評論與石綿無關，而與滑石的「可吸入顆粒」有關。換句話說，備忘

錄的作者是在討論使每一個滑石粒子大得無法被吸入的困難性。 

 路透社嚴重扭曲了嬌生員工寫的一句短語：「我們不能說一直」不含

石綿。另外，路透社向讀者隱瞞這個人所有意思是，有鑑於嬌生自 

1890 年以來一直銷售嬰兒爽身粉，在當時現代的顯微鏡並不存在，

因此不應該暗示說嬌生在那非常早的時期就進行了石綿測試。 

 路透社獲得的測試記錄顯示，滑石粉樣品的測試可回溯至 1949 年，

但其並沒有提及這一點。 

 Wilson Nashed 信件是路透社揀選特定短語的另一個範例，暗示嬌

生發現石綿，而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儘管信中提及了「纖維礦物」，

但與這封信相關由三個獨立實驗室進行的測試最終發現沒有石綿。 

 路透社報導了佛蒙特州礦場銷毀的檔案，並援引外部律師的話說這些

檔與測試記錄無關。路透社沒有提及嬌生提供給他們來自嬌生地質學

家的宣誓證詞，此位地質學家寫了一份討論檔案的備忘錄，並為其宣

誓。 

 

G.  路透社錯誤地報導了在 Coker 一案中發現嬌生文件的情況。 

 

 嬌生對 Coker 女士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患有間皮瘤和卵巢癌的人

深感同情。但嬌生並不為這些疾病負責。Coker 女士的組織進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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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發現鐵石綿的存在。鐵石綿是一種石綿的形式，其存在於其他商

業產品中，但從未與滑石粉有關。 

 Coker 女士自己的嬰兒爽身粉罐受到了測試，然而其中並沒有測試到

石綿。 

 在這一點上，很明顯她的間皮瘤來自另一個來源，所以沒有進一步蒐

證程序的命令。而所有這些蒐證程序都顯示，嬌生數十年來的測試並

沒有測試到石綿。 

 暗示說嬌生阻礙了 Coker 女士對她案件的追查，或以某種方式發現 

Coker 女士的律師選擇不追查會產生什麼不同的影響，都不是此案所

發生的情況。 

 原告的律師企圖延長本案的蒐證程序期限，以便完成肺組織測試。嬌

生服從原告的多次延期請求，包括一項第 11 條「停頓」協定，該協

議給予原告的專家測試原告組織樣品的時間。當專家報告最終完成時

（遠在協定所列的截止期限之後），原告提出要求繼續推遲法院規定

的對嬌生簡易判決動議作出答覆的最後期限。當原告無法遵守新的最

後期限時，嬌生再次同意允許原告延長最後期限。 

 最後，原告根據自己的組織和嬰兒爽身粉罐的專家測試結果，在對簡

易判決動議作出回應的最後延長期限後的幾天內提交了《不起訴通

知》。 

H. 路透社向其讀者隱瞞，在上訴後，沒有陪審團對嬌生滑石粉案不利的判決維

持原判，每一項通過上訴流程的判決都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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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路透社聲稱，儘管路透社收到了大量檔案，但「嬌生拒絕對這篇報導作進一

步評論」— 其中大部分檔案並沒有收錄在報導中。嬌生多次提出與路透社

親自會面，與適當的專家討論其所有指控，然而每次路透社都拒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