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冚廁板沖水 無阻病毒飄散
有隙可霧化滲出 城大倡如廁後開抽氣扇半小時

專家建議如廁九步驟
1. 進入廁所時先關上廁所內所有窗戶
2. 開啟抽氣扇
3. 如廁
4. 如廁後把廁所蓋蓋上
5. 沖廁
6. 使用梘液及清水洗手
7. 離開廁所後隨即關門
8. 繼續開啟抽氣扇約15分鐘至30分鐘
9. 在客廳或其他房間位置打開窗，
有助將新鮮空氣帶入廁所

資料來源：城大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賴志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城大工學院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副系
主任賴志強，從事病原體藉水珠和氣

溶膠散播的研究多年。其團隊模擬家居廁所
沖廁情況進行測試，發現每次沖廁可產生
1.4萬顆至8萬顆水珠。若水箱位置相對廁板
較高，或採用閥門裝置的沖水系統，水珠均
會濺起至較高位置，最高可至距離廁所板一
米。
研究同時發現，沖廁過程中細菌會隨水珠
飛濺污染洗手間，及隨霧化過程飄浮於空氣
中，而體積愈細的細菌，沖廁後在空氣中的
濃度愈高。「我們的研究可以見到，愈多水

珠，愈多細菌；同時，細菌體積愈大，（沖
廁後）出嚟嘅量愈少」。

料病毒飄浮時間比細菌久
病毒的體積比細菌更小，被問到若體積及
飛濺量成反比，是否代表病毒更容易透過沖
廁飄浮於空氣中？賴志強表示，其研究只集
中細菌部分，但觀乎數據所顯示的趨勢，
「有可能相信病毒是會多點，飄浮時間一般
亦會更久。」
他並引述國際文獻指，由於廁板和廁缸之

間有數毫米的縫隙，就算蓋上廁板沖廁，過

程中細菌仍會透過霧化過程離開廁缸及飄浮
於空氣中，污染附近環境。同時，部分細菌
還會黏附在廁缸表面，多次沖廁後，仍會透
過霧化過程飄浮於空氣中，廁板、附近的洗
手盆以及地板等，均會被細菌污染。「所以
唔能夠只係蓋上廁板就算，還要多做工
夫。」

定期用稀釋漂白水洗廁缸
賴志強建議必須定期以1：49的稀釋家用

漂白水刷洗廁缸，「記緊要刷！只有刷才可
以讓微生物甩出來或者殺死，就咁倒漂白水

落去未必做到徹底清潔。」同時，也宜用
1：99的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洗手間各處。
被問及何謂「定期」，賴志強表示，須
視乎家庭人數多寡、家庭成員有否出現
病徵而定，「如果家人無事的話，或者
一星期清潔一次；但如果有家人出現病
徵，就可能要隔日或逐日抹一次較
好。」
團隊成員、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李

慧芯補充指，如有家庭成員出現肚瀉、嘔
吐等徵狀，清潔應更為頻密，可能要每日
清洗。

若洗手間無抽氣扇應開窗
賴志強又建議市民如廁後開啟洗手間的

抽氣扇15分鐘至30分鐘，以稀釋空氣中
的細菌和病毒，「大約而言，抽氣扇開15
分鐘可減少約87%氣溶膠濃度，30分鐘可
減少98%。」若洗手間沒有抽氣扇就應開
窗，保持空氣流通。
在公廁方面，賴志強坦言有太多因素難以

預料，市民只可盡量小心，如可戴上口罩如
廁，其間盡可能減少接觸公廁物件，及在如
廁後立刻用梘液洗手。

■左起：李慧芯、賴志強。城大團隊發現，每次沖廁可產生多
達8萬顆水珠，最高可濺起至離廁板一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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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促防疫基金按需求「加碼」
民建聯建議措施

1. 為醫護人員發放一次性抗疫津貼
2. 為前線清潔工人及保安提供辛勤津貼
3. 設立「檢疫或缺勤津貼」
4.向長者、弱勢社群及前線服務人員免費
派發口罩及防疫裝備

5.向在社區私家診所求診的市民提供特別
資助分流病人

6.向因公屋大廈被用作檢疫中心而要押後
上樓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

7.支援滯留日本及湖北省的香港居民
8.向有需要的跨境工作港人提供租金津
貼，在工作地點租用臨時居住地點

9.停課期間為家長提供補助
10.成立「逆境失業援助金」
11.開設臨時職位招聘一些合適的失業人

士投入防疫工作
12.設立「防疫創科基金」
13.支援在港生產抗疫用品企業
14.暫停各項政府貸款計劃還款和豁免利

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文根茂）民
建聯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就如何
運用百億元防疫基金提出14項建議，包括要
求特區政府主動立法規管口罩供應和價格，
杜絕囤積炒賣；向醫護人員、前線清潔工人
及保安派發特別津貼，設立失業援助金，及
支援在港生產抗疫用品企業，鼓勵抗疫產品
技術的研發和生產等。民建聯強調，疫情非
常嚴峻，特區政府此前設立的防疫基金不應
以百億元為限，必須視疫情變化及實際需求
「加碼」，並希望能將相關撥款盡快提交立
法會審批及通過，及時為民紓困。
特區政府早前宣佈成立百億元防疫抗疫基
金，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聯同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周浩鼎、葛珮帆、陳恒鑌、柯創
盛、鄭泳舜、劉國勳、何俊賢等，向林鄭月
娥提交14條建議（見表）。
李慧琼特別提到口罩供應的問題。她表
示，市民對政府就口罩供應和價格的不作為
忍無可忍，特區政府不能以自由市場為由不
處理。要解決「一罩難求」，特區政府必須
採取主動。

倡立法規範口罩供應價格
她要求特區政府根據《儲備商品條例》立
法規範口罩的供應及價格，以杜絕囤積炒

賣，及動用特區政府的口罩儲備，和更積極
主動往全球採購口罩，並免費派發予長者及
弱勢社群，還要支持及鼓勵本地生產口罩，
協助生產商進口有關設備與原材料，及協助
尋覓合適場地等。他們期望特區政府並研究
教導市民自製或延長口罩的使用。
陳恒鑌則表示，在疫情下，酒樓等飲食業
將出現結業潮，不少重災行業的收入幾乎完
全停頓，故民建聯分別就協助不同業界渡過
難關提出建議，包括為跨境運輸、旅遊、零
售、餐飲及漁業等「受災」行業減免營運開
支、租金、牌照費，以及延期清還政府貸款
等。
他續說，在停課進一步延長下，需協助家
長解決託兒問題，並為幼稚園、保姆車服務
商處理紓解經營壓力，以及協助大廈管理人
做好清潔及防疫管理的工作。
民建聯形容，是次疫情非常嚴峻，加上停

業停課衍生大量問題，及大批港人滯留外
地，相信政府需要兼顧的工作，以及市民和
行業需要的支援都非常大，故我們認為防疫
基金不能以百億元為限，必須因應疫情變化
及實際需求而「加碼」，並盡快提交立法會
審批及通過。
同日，李慧琼、陳恒鑌及鄭泳舜約見食物及
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要求政府參考2003年對

抗沙士的經驗，做到「多元抗疫」，允許包括
註冊中醫師在內的所有醫療專業人員一同加入
抗疫，為入住檢疫中心人士提供到診服務，監
察相關人士健康狀況，協助他們調理身體，增
強抵抗力，減少染病風險。

促發特津獎勵醫療人員
他們並提出，在早前部分醫護罷工期間，

一直堅守崗位的醫療人員承受了極大及不必
要的額外壓力，促請政府發放特別津貼作為
獎勵，以表揚他們服務社群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衣
長康邨康美樓接連有住戶感染新冠肺
炎，使各界關注公屋的排污系統是否
安全，房委會發言人昨日重申，在
「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尚未出售公
屋單位，其固定裝置或設備（包括排
污系統）均符合原來設計及當時有關
法例要求。
發言人指出，當租戶提出有意購買

其租住單位時，可向房委會申報有關
單位所需維修的項目。房委會委聘的
物業服務公司工程人員會檢查單位的
室內裝置，以跟進所需維修的項目。
如發現單位內之固定裝置或設備損
壞，物業服務公司會盡快安排維修承

辦商進行維修工程，然後再經工程人
員檢查及驗收。

若發現擅改 會要求先還原
發言人說：「若發現單位內有擅自

違規改動或改建情況包括排污系統，
房委會會要求租戶先還原違規項目至
單位的原本設計，才會接受其購買單
位申請。」
發言人強調，房委會亦會要求申請

人在購買其租住單位時簽署聲明書，
確認其單位並沒有違例改裝或改建。
換句話說，有關單位的設計、裝置及設
備包括排污系統，在出售時均符合房委
會的原來設計及當時有關法例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
佈，因應疫情最新情況，政府會
繼續實施部門的特別上班安排至
本月23日，以減低社交接觸和病
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有關安排
屆滿時會再檢視情況。
針對延長特別上班安排，政府

發言人強調，政府部門會繼續為
市民提供緊急或必需的公共服
務，及提供基本和有限度的公共
服務。如有需要，個別部門會就
各項服務最新安排，另行作出公
佈，並呼籲其他僱主彈性處理員
工上班安排，盡量減少市民之間
的接觸。

謝偉銓盼澄清理順安排
針對有關安排，立法會建築、

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
偉銓認為，有關安排或會影響業

界工程的申請及審批程序，冀特
區政府盡快澄清及理順有關安
排，在安全及可行情況下，避免
因政府服務局部停擺，令業界生
計雪上加霜。
謝偉銓說，以建測規園業界為

例，涉及建築圖則、完工要求、
簽發入伙紙的申請及審批程序
等，都有法定或經合約規定的限
期，而特別上班安排不是假期，
特區政府必須說明有關安排對審
批效率及計算相關限期的影響，
並釐清若因此出現工程延誤的責
任誰負的問題。
他指出，政府工務工程的付

款程序繁複冗長，再受到特別
上班安排影響，將直接打擊中
小型承建商，令他們或會周轉
困難，甚或被迫裁員結業，故
促請當局盡快澄清及理順有關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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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租置未售單位排污系統安全

■民建聯就百億元防疫抗疫基金的運用向特首提交建議。

面對新冠肺炎威脅，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病房8
名醫生自願加入「DIRTY TEAM」，照顧確診或
隔離的病人，發揮捨己為人的大愛精神，令人動
容。一位醫護老友對自明感嘆：「疫症當前，有
人以『防護不足』為由搞罷工，干擾防疫、癱瘓
醫療服務，搞到市民怨聲載道。但與此同時，有
堅守崗位、不忘初心的白衣天使，他們發揚治病

救人的大愛精神，主動抗擊疫症，更加為節省珍
貴的醫護物資，寧願自己『一腳踢』照顧病人。
兩相比較，判若雲泥，那些罷工醫護真是顏面掃
地，還好意思因為『防護不足』而放棄天職？」

眾所周知，新冠肺炎至今未有疫苗或特效藥，
照顧確診病人是一項高風險的工作，醫護界通常
慣例是抽籤組成專責小組負責照顧。而威院內科
病房決定不抽籤，8名醫生自願加入專責小組。老
友話：「照顧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精神壓力相當
大，因為一不小心就容易中招；工作壓力也很
大，因為要節約防疫物資，其他輔助人員都盡量
不與病人接觸，打針、抽血，甚至送飯送水都要
『DIRTY TEAM』來做。但選擇得做醫護，就是
準備好救急扶難、治病救人，不可能話遇到危險
就走、遇到困難就避。威院內科病房這些自願照

顧病人的醫護，真正體現醫護的神聖。」
早前罷工的醫護，他們除了強求「全面封關」

之外，還不斷要求醫管局必須提供足夠的防護裝
備，否則絕不上陣。老友感嘆說：「要求醫管局
確保有足夠的防護裝備，看似合理，但現在全球
防疫物資都緊缺，一時間難以做到盡善盡美，也
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香港醫療系統的防護裝
備，還是能滿足需求的。說裝備不滿意就怠工，
難免令港人產生『貪生怕死』印象。抗疫如打
仗，戰士可以因為沒最好的裝備、沒有裝備到牙
齒，就不上前線？當逃兵，在戰場上可以被槍斃
的！威院內科主管周啟明醫生帶領的團隊，人家
不也面對防護物資短缺的問題，人家還長時間工
作冒着更大危險，為什麼人家就能迎難而上？防
護不足就罷工，根本不成理由。」

疫情出現，正是考驗人的時候。香港絕大多醫
護都有專業操守和大愛精神，敢於捨己救人，沙
士一役充分體現，謝婉雯醫生等醫護的犧牲精
神，港人刻骨銘心。老友激動地說：「香港大多
數醫護不會做貪生怕死的『逃兵』，那些搞事的
人，不能代表香港醫護。周啟明醫生帶領的團隊
才是香港醫護界的真正代表。那些堆砌借口、利
用防疫煽動、參
與罷工的人，對
不住專業、對不
住市民，害怕擔
風險，還是趁早
改行，不要玷污
了香港醫護界的
聲譽。」

抗疫真英雄與罷工黑醫護判若雲泥

青衣長康邨出現

懷疑廁所排氣管傳

播新冠肺炎的個

案，令人關注廁所

衛生的問題。香港城市大學最新研究指出，每次沖廁可產

生多達8萬顆水珠，最高可濺起至離廁板一米位置。由於

細菌可隨水珠飛濺造成空氣污染，單靠蓋上廁板沖廁不足

以杜絕細菌散播，建議應定期以稀釋漂白水刷洗廁缸及洗

手間各處，如廁後開啟抽氣扇15分鐘至30分鐘，減低細

菌和病毒的侵害。
■由於廁板和廁缸之間有數毫米的縫隙，就
算蓋上廁板沖廁，過程中細菌仍會透過霧化
過程離開廁缸及飄浮於空氣中，污染附近環
境。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