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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全港幼園80中小學驗水
林鄭稱無延遲處理 堅持3原則面對「鉛」問題

劏房空污衰過路邊 超標4倍

從「小」飲到「大」
嶺大鉛水超標2.5倍家長憂心擬送飯 學生指鉛少不怕

反
對
派
借
鉛﹁
抽
水﹂
林
鄭
用
科
學
還
擊

立法會內會昨日召開3小時特別會議，討論食
水含鉛事件。林鄭月娥發言時表示，對鉛

水事件引起公屋居民日常生活不便及健康憂慮，
深感不安，指事件顯示政府過去在公屋食水供應
系統建造和供水設施監督的制度上存在不足，但
強調政府不會迴避問題，定必採取適當行動保障
市民食水安全。

公開透明以人為本全面徹查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堅持3個原則處理事件，
包括公開透明、以人為本及全面徹查，以實事求
是態度面對問題，有新發現或措施會盡快公佈。
她指出，目前已為61個公屋項目驗水，其中11
個項目發現食水樣本含鉛超標，其餘50個公屋項
目的水樣本均符合世衛標準，當局會爭取在本月
內為其餘大約50座公屋樓宇完成驗水。
至於學校驗水問題，林鄭表示，由於6歲以下

兒童為最容易受影響的群組，政府決定優先為全
港約980間幼稚園先行驗水，特別是全日制和長
全日制的幼稚園將獲優先處理，而由於私營幼稚
園學生亦是受影響對象，政府決定特事特辦，全
面負責驗水工作。她期望於數個月內完成驗水工
作，倘發現有幼稚園食水含鉛量超標，會安排有
關學童驗血。

5「超鉛」童發展遲緩待跟進

她強調，特區政府沒有延遲處理學校食水含鉛
問題，加裝除鉛濾水器只是在最短時間內讓家長
安心的措施，學校仍有需要進行抽樣驗水，以確
定食水含鉛量是否符合世衞標準，又指現時無任
何資料顯示幼稚園有鉛水問題。她提到，截至8
月31日，血鉛超標的86名兒童中，20人需覆
驗，5人則出現發展遲緩情況，會按個別情況交
予不同部門跟進。

議員倡先驗小學水林鄭樂意考慮
她又說，下一步會計劃為2005年或以後落成的

約80間中小學驗水，並基於經驗、數據和水務署
稍後完成的專家小組報告及建議，研究就其他學
校所需跟進工作。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則要求政府
考慮小學與幼稚園看齊，優先驗水，林鄭表示樂
意考慮。
經民聯昨晚發聲明指，該黨已與教育局商討，

將透過教育局聯絡2005年或以後落成的約80間
中小學，並盡快安排專業人士到這批學校，按照
政府標準收集食水樣本，送到政府認可的化驗所
化驗。經民聯會承擔全部費用，並將化驗結果交
由政府公佈及通知相關學校。

陳恒鑌促公屋加密換濾芯
此外，民建聯議員陳恒鑌關注，承建商為受鉛

水影響的公屋住戶安裝除鉛濾水器，當局會否要
求承建商加密至3個月更換一次濾芯，以免濾水
器的過濾能力下降。房屋署署長應耀康回應指，
公屋住戶在安裝濾水器後，的確要在適當時更換
濾芯，房署為住戶提供承建商的電話，如要提早
更換，住戶可自行聯絡承建商。
有議員要求政府提供「驗血券」予市民，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認為不可行，指醫管局已與
私人化驗所聯繫，商討公私營如何合作增加驗血
容量。工聯會議員王國興關注政府會否為受影響
居民提供合理金額的水費豁免作補償，林鄭回應
指，政府目前為受影響公屋居民提供食水供應，
認為更到位及實際，當局不會考慮豁免水費或租
金。
林鄭又重申，要減低食水中含鉛水平，需要政

府、發展商、建築承建商、持牌水喉匠、業主、
物業管理公司等所有持份者共同承擔和努力，強
調政府沒嘗試把責任推卸予持份者，但認為每人
都應該關心自己食水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本港食水含鉛風波由住宅蔓延至學校，特區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表示，特區政府決定優先為全港約

980間幼稚園先行驗水，特別是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優先處理，爭取在數月內

完成，下一步會為2005年或以後落成的約80間中小學驗水。她強調，特區政府沒有

延遲處理學校食水含鉛問題，並會堅持3個原則處理今次事件，包括公開透明、以人

為本及全面徹查，以實事求是態度面對問題，有新發現或措施會盡快公佈。

鉛水事件爆發近兩個月，反對派頻頻借事
件「抽水」，包括要求「全城驗水」、引用
特權法調查等，反對派議員昨日更在會上多
次要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道歉。林鄭回應

指，特區政府部門已盡心盡力工作，政府不會迴避問題，
又揶揄「全城驗水」的建議「無科學根據」。

林鄭重申政府不會迴避問題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昨日在內會特別會議上聲稱，特區政

府在事件上「進退失據、訊息混亂」，要求林鄭月娥致
歉。林鄭表明不同意郭的批評，強調政府部門已盡心盡
力，加快及加大驗水驗血的容量，又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早前已就事件表示歉意。
激進派議員黃毓民其後「接力」，指稱官員「方寸大

亂」，作為負責任政府應該道歉。林鄭聞言即反唇相譏：
「我坐咗喺呢個議會咁多年，我從來都無期望黃毓民會認
同特區政府做嘅工作」，又重申政府不會迴避問題。

無科學根據 不全城驗水
公民黨議員陳家洛則要求政府「全城驗水」，林鄭回應

說，明白市民關注食水安全問題，但特區政府不會進行所
謂「全城驗水」，因為沒有科學根據，又指倘有食肆因要
招徠客人，可以自行驗水，「我睇唔到市民要為食一兩餐
飯而引致好大恐慌。」
27名反對派議員在會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在14天內公
佈一套清晰可行的步驟處理鉛水問題，但民建聯議員譚耀
宗質疑，以往都不會在內會中提出動議，倘開此先例，便
與立法會例會的功能重疊。動議最終在20票贊成、25票反
對的情況下被否決。
建制派議員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政府盡快公佈一套

全面策略處理鉛水問題，包括具體執行計劃和時間表，以
重新建立市民對食水安全的信心，並提出16項具體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昨日為開學天，家
長在新學年可能要提
心吊膽。昨日不少送
子女上學的家長均表
示擔心學校食水的安

全，會提醒子女飲用自備水。教育
局將2005年或之後落成的學校訂為
較高風險，但前日爆出落成逾30年
的黃大仙浸信會天虹小學驗出鉛
水，加裝濾水器後的水辦仍被驗出
超標，有家長感到憂慮。
深水埗聖公會聖多馬小學再驗出
食水含鉛超標，大部分的受訪家長
均表示擔心子女的安全。梁太的女
兒於該校就讀小三，她希望政府能
為全港學校驗水，正視水源問題，
「學校自己驗，自行抽取水辦，未
有一致的準則，最好是政府為學校
驗水。」

家長稱兒曾飲學校水肚痛
兒子同樣就讀小三的盧太則稱，
未驗出食水問題前，兒子經常在學
校斟水飲用，擔心會對身體有害。
她又說兒子過往每逢上學便稱肚
痛，疑與學校食水有關。由於校方
尚未公佈午膳的安排，盧太正考慮
每天為兒子送飯。
不過，亦有家長及學生表示不擔
心食水安全。升讀小六的文同學表
示，與父母討論過，大家均認為不
必擔心，「平時一向自己帶水，早
前課室驗出超標的食水，平日也不
會飲用。」送孫兒上學的吳先生則
稱，不用太緊張，「不少人也照樣
飲用，這個情況很普遍，政府會有
監管。」其孫兒則說，父母向他講
解過事件，認為含鉛分量並不多，
無須多慮。

至於首間舊校爆出「鉛水」風波
的浸信會天虹小學落成逾30年，不
符合教育局為2005年或之後落成的
公立學校及資助學校加裝濾水器的
計劃。學校自行驗水，發現檢驗的7
個水辦中，有3個超標，分別來自教
職員休息室的兩部已加裝濾水器的
水機，及小食部的清潔用熱水機，
而教職員的飲水機含鉛量每公升15
微克及24微克，已即時停用涉事水
機，至於在操場供學生使用的飲水
機則全部正常。
浸信會天虹小學校長朱子穎於昨

日早會上稱，上月收集7個飲用水樣
本交往政府認可化驗公司進行飲用
水化驗，其中3個水辦超標。他呼籲
學生轉告家長，超標的水辦並非來
自學生的飲用水，家長可安心，因
此不會舉辦家長會。

冀教局加強支援舊校驗水
朱續稱，為確保學生安全，學校

決定自行化驗食水，是次成本約
1,300元。對於教育局只為2005年或
以後落成的學校加裝濾水器，他認
為學校落成超過30年，其間有大大
小小的工程，「相較2005年後落成
的學校，舊校更難跟進，這次驗出
含鉛超標的水辦，教員室的大樓是
之後才加建。」他說，局方應加強
對舊校的支援。
不少家長對學校有水辦超標感到

憂慮，小一新生家長陳女士說，看
新聞報道方知學校受鉛水影響，有
提醒小朋友自己帶水飲用。插班生
家長呂太表示透過朋友得知事件，
認為當局應全面為學校更換水喉，
因加裝濾水器不是根治問題的辦
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鉛水風波由屋邨「吹到」學校，首
間驗出食水含鉛超標的深水埗聖公
會聖多馬小學，再在其中央廚房驗
出4個水辦超標，包括洗滌缸、洗
手缸及灼菜機等，本月學生要轉吃
午膳供應商提供的飯盒。無獨有
偶，油麻地真光女書院亦發現5個
食水樣本含鉛超標，當中學生飯堂
的水喉水樣本，超標逾10倍。嶺
南大學學生飯堂用膳大堂的熱水
機，及室外運動場的一台飲水器，
食水樣本分別超標20%及2.5倍，
校方已作出相關處理措施。
昨日是開學日，深水埗聖公會

聖多馬小學再公佈4個取自中央廚
房的樣本，驗出食水含鉛量超
標，包括洗滌缸每公升水含鉛
12.1微克、洗手缸24微克、洗水
缸29微克，最嚴重的是灼菜機，
驗出食水含鉛量64.3微克，超出
世衛10微克標準。

聖多馬停用廚房 改食飯盒
校長譚先明表示，學校會暫停

使用中央廚房，學生轉吃午膳供
應商提供的飯盒，並在廚房加裝5
個濾芯，最快在下月重新使用中
央廚房煮飯。
譚先明又說，將會在校內所有飲

水的位置，按教育局的規格再做一
次專業的驗水，希望確保學校食水
質素達到飲用標準。他續說，日後
會每半年更換一次濾水器濾芯，冀
教育局日後能有中、長期措施，如
濾芯替換及保養的安排等，給予學
校更多指引及協助。
與此同時，油麻地真光女書院上

周三自行抽查合共15個食水樣本，
並送到化驗所化驗。報告發現，校
內有5個食水的樣本含鉛超標，當
中2個是來自學生飯堂，3個是來自
學校新翼的飲水機，其中學生飯堂
的水喉水樣本超標逾10倍。

油麻地真光5水辦「中鉛」
該校校長譚劍虹接受本報記者

查詢時指，校方已即時封閉有關
的水喉及飲水機，並已聯絡小食
部的供應商安裝隔鉛濾水器。他
又指，昨日已向學生家長派發通
告，未有收到家長的反映及投
訴，並且學生多集中在舊翼，該
處未有發現食水含鉛超標，故對
學生的影響不大。
鉛水風波不但吹至中小學外，

連大學都難以倖免。嶺南大學早
前委託生產力促進局在校園不同
地點抽取58個初始水辦，並進行
化驗。化驗結果表示，一個位於
學生飯堂用膳大堂的熱水機，及
位於室外運動場的一台飲水器的
樣本，含鉛量分別超出世衛的標
準20%及2.5倍。

嶺大將擴大驗水範圍
嶺南大學發言人表示，校方已即

時暫停學生飯堂用膳大堂內所有熱
水機的運作，及室外運動場飲水器
的供水，同時在兩個相關地點設置
蒸餾水機，為教職員和學生提供食
水。發言人又指，大學將會擴大驗
水範圍至校園內更多地點，及在學
生飯堂用膳大堂的熱水機和室外運
動場飲水器，安裝NSF53認證濾水
器，以確保食水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有團體量度
本港部分劏房內的空氣污染物微細懸浮粒子
PM2.5的平均濃度，結果發現，有劏房的空氣
污染物濃度超出世衛標準4倍，劏房內的空氣
質素亦較路邊空氣質素差。團體估計與劏房的
地理位置有關，汽車及船舶的污染物亦會有影
響。被量度出PM2.5超出世衛標準的劏房住
戶指，「打開窗見到玻璃係黑色」，因而不敢
開窗，室內的通風情況變差。
健康空氣行動聯同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於

今年6月中至8月中，到深水埗、太子、旺
角、大角咀、土瓜灣及葵青共44間劏房，量
度單位內的空氣污染物微細懸浮粒子PM2.5
的平均濃度。調查結果發現有9間劏房的
PM2.5平均濃度每立方米達51.6微克，超出
世衛標準的每立米25微克，平均超標1.06
倍，4間位於葵青區、3間位於深水埗、各1
間在油尖旺及土瓜灣，其中在葵青區的劏房

錄得最高的污染濃度，高達平均每立方米
124微克，超標4倍。
團體亦將單位內的空氣污染物與同區的空

氣監測站的量度數值作比較，深水埗區劏房
PM2.5的平均濃度每立方米49.6微克，較同
區當日錄得平均每立方米25.7微克，高出接
近1倍；葵青區劏房PM2.5平均每立米54微
克，亦較同區當日錄得的平均每立方米26.6
微克，高出超過1倍，反映劏房內的空氣質
素較路邊為差。
健康空氣行動社區關係經理龍子維認為，

調查中的劏房位處交通繁忙地區，亦屬市區
重建項目的地方，而部分污染濃度高地區，
例如葵青區鄰近貨櫃碼頭，船舶會排出空氣
污染物。他續指，劏房面積細，部分更沒有
窗戶，令空氣污染物積聚，情況特別嚴重。

劏房戶：開窗見玻璃係黑色

居住在深水埗月租3,000元的劏
房、現年逾70歲獨居長者權哥，其
單位內的PM2.5平均每立方米75微
克，超出世衛標準。他稱因為樓下
車輛多、食肆多，令空氣質素差，
被逼不能開窗，「打開窗見到玻璃
係黑色、洗冷氣機隔塵網嘅水又係
黑色。」他表示自己健康亦受影
響，「成日喉嚨痛、鼻塞，一個月
會有一兩次睇醫生。」
權哥說，家中備有3把風扇及一部冷
氣機，平日依靠開風扇及冷氣通風，
電費一個月達逾500元，為減少電費支出，他每
逢下午便走到附近商場及圖書館乘涼；又直言很
想搬走，但奈何市面租金太貴而未能成事。

團體倡向基層發能源補貼
龍子維就短期及長期措施向政府提出建議，

在夏天為低收入者提供能源補貼，因為街坊需
要開風扇或冷氣以增強通風；進行市區規劃重

建時，考慮利用棕土興建中轉房屋及公屋，以
及限制私家車的增長，減少排放污染物。
健康空氣行動亦引述港大的研究指，居住
地的PM2.5濃度愈高，死亡率就愈高，空氣
中每增加10個單位的PM2.5濃度，自然死亡
率便會增加14%、心血管循環系統疾病死亡
增加22%、缺血性心臟疾病死亡增加42%，
以及腦血管中風死亡增加24%。

9月1日(第15/10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9月3日

頭獎：$12,417,590 （0.5注中）
二獎：$405,330 （3.5注中）
三獎：$26,540 （142.5注中）
多寶：$6,208,795

5 6 8 10 31 36 17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決定優先為全港約980間
幼稚園先行驗水。 彭子文 攝

■獨居深水埗劏房的權哥表示，「打開
窗見到玻璃係黑色。」 鮑旻珊 攝

■■落成逾落成逾3030年的年的
浸信會天虹小學浸信會天虹小學
被驗出食水含鉛被驗出食水含鉛
超標超標。。何寶儀何寶儀 攝攝

■聖多馬小學文同學
何寶儀 攝

■天虹小學家長陳女
士 何寶儀 攝

■聖多馬小學家長梁太表示，當局
應盡快為全港學校驗水。何寶儀 攝

■聖多馬小學家長吳先生認為當局會
有適當措施監管學校食水。何寶儀 攝

■聖多馬小學家長盧
太 何寶儀 攝

■天虹小學家長
呂太說，透過朋
友得知該校受鉛
水影響。

何寶儀 攝

■健康空氣行動及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建議，政府應
在夏季為基層提供能源補貼。 鮑旻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