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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題需要根據資料作答，先指出
室內空氣污染物的種類，即文中
提及的二氧化碳、氡氣、懸浮粒
子、細菌、臭氧及黴菌等對身體
有害的物質及生物污染物。
至於影響室內空氣質素的因素很
多，例如文中曾提及的家居環境
欠衛生，即沒有定期清潔家居和
冷氣機等設備，又或是使用噴射
式的化學品，都會令家居的空氣
質素變差。
其他因素還包括個人的生活習
慣，例如在室內吸煙就會釋出超
過4,000種氣體及粒子物質，焚香
或利用加濕機加入精油放濕的過
程亦可能釋放化學物，影響健
康。

2. 本題需要回答如何可以改善室內
空氣質素，同學在答題時可以根
據文中提出的方向來回答。例如
減少在室內使用化學物、香煙及
合成香薰等，如有必要使用化學
物，則應選擇非噴灑性產品，避
免化學品長期飄浮在空氣中。
同時，室內亦應保持清潔，減少
塵埃、黴菌及塵蟎等生物污染物
家居布藝物料及寢室用品亦應定
期進行消毒及清洗，避免皮屑成
為塵蟎的食糧。
另外，針對部分無法避免的污染
源，則可以透過保持室內空氣流
通，或是使用具有過濾功能的空
氣淨化器來減低影響，雖然不能
完全清除室內空氣所含的空氣污
染物，但仍可降低空氣中的甲醛
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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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空氣污染日趨嚴重，世

界衛生組最新資料顯示，全球

每10人中就有9人呼吸含有高

濃度污染物的空氣，每年造成

超過700萬人死亡。香港各區

近年「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錄

得「嚴重」水平的日數日漸增

加，不少市民都會減少室外活

動，選擇留在室內，甚至關閉

門窗長開冷氣，避免接觸室外

污染物。然而，不少市民忽略

了室內衛生環境，以致室內空

氣同樣嚴重，把自己困在室內

可能弄巧成拙，對身體危害更

大。 ■李啟豪老師

青松侯寶垣中學

延 伸 閱 讀

1. 室內空氣污染包括什麼污染物？
有什麼因素影響室內的空氣質
素？

2. 如何可以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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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差原因
．家居衛生環境
．個人習慣
．室內裝修更換
傢具

改善方法
．減少造成室內污染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室內勤清潔
．清除已存在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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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
污染

室內氣體污染來源

室內除了指辦公室及家居等日常經常逗留
的環境外，車廂、商場及店舖等封閉空間亦
屬於室內空間，市民日常逗留在室內的時間
一般較室外多，因此室內污染的危害可能較
室外的更大。空氣污染是指二氧化碳、氡
氣、懸浮粒子、細菌、臭氧及黴菌等對身體
有害的物質及生物污染物。這些空氣污染物
來源廣泛，可以經由室外流入，例如附近工
地、汽車廢氣及跨境污染物等；亦可來自室
內，例如物品發黴腐化、二手煙、家居揮發
性物質、焚香及使用化學物品等。
由思匯政策研究所聯同香港城市大學進行
的研究發現，市民日常接觸到的微細懸浮粒
子，超過一半來自家居，而家居環境中的
PM2.5指數持續較世衛建議的高，可見市民
長期曝露於污染物中，長遠對健康造成損
害。
環保署早於2003年已推出「辦公室及公眾

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鼓勵物業業
主及管理公司透過參與計劃，自費委託公司
進行室內空氣監測，每5年評定地點空氣質
素是否達到良好或卓越級別，「良好」代表
足以保障一般公眾人士，包括幼童及長者；
「卓越」則代表能提供較佳的室內空氣質
素。環保署亦將收緊部分指標濃度，並
加入黴菌參數，以便市民了解公眾地點
的空氣質素情況。
除了檢定計劃，環保署亦透過設立資
訊中心，向市民及專業人士宣傳
及教育，提高市民對室內空氣污
染的認知及健康意識。

新 聞 背 景

室內污染 危害更大

1. 家居衛生環境
家居環境欠衛生是導致生物污染物

滋生的主要原因，污染物在合適環境
中滋生及散播，進而影響空氣質素。
透風設備例如冷氣機需要定期更換隔
塵網或進行大規模清洗，否則真菌便
會在塵埃中滋生，並透過通風系統散
播到室內。除此之外，布藝物料容易
積存塵埃及塵蟎，如未有定期清洗亦
可能令塵蟎大量繁殖，成為致敏來
源。地氈或牆身積水亦會滋生黴菌，
污染空氣。遇上這些情況，不少市民
會利用化學劑潔淨空氣、消毒及清
潔。然而，使用噴射式的化學品亦會
造成室內空氣污染，在欠缺保護措施
下經常使用，更會吸入大量化學品，

影響健康。
2. 個人習慣

室內空氣污染的來源可能源於個人
的生活習慣，例如抽煙者在室內吸
煙，燃燒香煙會釋出超過4,000種氣
體及粒子物質，其中40種具致癌風
險，二手煙的粒子會在空氣中飄浮數
小時，被人體吸入後造成危害。一些
有信仰需求、忠於傳統習俗或期望利
用香薰等紓壓的人，會在室內進行焚
香或利用加濕機加入精油放濕，焚香
或精油揮發過程中亦可能釋出化學
物，影響健康。
3. 室內裝修更換傢具
室內裝修使用的揮發性

化學品及打磨引起的灰塵，亦會令
室內空氣質素變差。新購置的家具
在製作期間使用的黏合劑亦可能含
有大量化學物，包括甲醛等，造成
健康風險。

1. 即時影響
接觸高水平的室內空氣污

染物，例如在欠缺保護下使
用清潔劑或殺蟲劑，可能會
刺激眼、鼻、喉部以及呼吸
道，引起不適、刺痛、頭
痛、頭昏及疲勞等反應。這
些反應經由接觸污染物發
生，只要遠離污染源就能紓
緩，而且一般可以治癒。然
而，有些人亦可能會出現較
嚴重的病徵，例如哮喘、過

敏性肺炎及增濕器發熱症。
2. 慢性影響
在長期接觸或大量接觸污

染物後，由於污染物會刺激
器官，部分污染物更包含致
癌物質，長期接觸可能會導
致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病及
癌症。污染物會增加肺癌的
死亡率，甚至影響兒童肺部
發育，令肺功能下降，可見
污染物對身體造成永久及難
以修復的傷害。

即時頭痛不適
長期可致肺癌

1. 減少造成室內污染
化學物、香煙及合成香薰等均會

造成室內空氣污染，因此最簡單的
解決方法就是避免在室內使用相關
產品。不少清潔用品均有天然的替
代品，例如清潔劑可利用小梳打
粉、醋及水等天然物料取代，如有
必要使用化學物，則應選擇非噴灑
性產品，避免化學品長期飄浮在空
氣中。
2.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除了減少應用引起污染的產品，

針對無可避免的污染來源，例如建
築材料散發出的氡氣，最佳方法是
保持空氣流通，避免積聚污染物在
室內。

3. 室內勤清潔
針對塵埃、黴菌及塵蟎等一些生物污染

物，最佳的處理方法是勤加清潔，避免塵
埃停留及生物在環境中滋生。一些通風及
過濾系統應按廠商建議，定期更換濾網及
進行清洗。家居布藝物料及寢室用品亦應
定期進行消毒及清洗，避免皮屑成為塵蟎
的食糧。
4. 清除已存在的污染物
現時坊間有不少具有過濾功能的空氣淨

化器，能過濾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及有害化
學物。消委會過往調查亦指空氣淨化機有
助過濾空氣中的污染物，可降低空氣中的
甲醛濃度。
然而，消委會及環保署亦提醒市民，空
氣淨化機只能擔任輔助功能，不能完全清
除室內空氣所含的空氣污染物。因此市民
應多加強清潔，減少使用化學品，並保持
家居空氣流通，才是降低室內污染物的有
效方法。

家居不衛生 空氣會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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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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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
環保署在2011年設立室內空氣
質素資訊中心，目的是向市民及
專業人士提供室內空氣質素及其
管理的資料，並展示改善室內空氣
質素的產品和技術。市民亦可瀏覽
中心網頁了解最新的室內空氣品質
資訊。

小 知 識

負離子
負離子可吸引懸浮在空氣中帶
正極電荷的微粒，使其重量增加
而失去懸浮能力，從而達到除塵
功效。有研究指出負離子或可對
一些患有呼吸系統疾病的人士有
好處及有時更帶來舒適的感覺。

小 知 識

COCO22

RnRn

懸浮粒子
懸浮粒子

細菌細菌
黴菌黴菌SOSO22

OO33

化學物品 發黴

塵埃 室外流入

二手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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