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202020年年33月月262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口罩供應仍

緊張，不少團體設立口罩生產線，

期望能紓緩口罩供應短缺的問題，

惟一次性口罩會造成大量棄置問

題，與環保背道而馳。有STEM老

師則與香港創科公司合作進行

「Saving The Mask」計劃，斥資近

百萬元研發出一款達N95民用口罩

標準的可重用口罩，這款口罩最少

可使用30日，將由內地廠房生產，

目前正在申請 GB 2626-2006 認

證，預計4月底推出。

教師研環保罩 換芯可用1個月
達N95民用口罩標準 料日產兩萬下月底推

■香港文匯報記者成祖明

立法會經過兩星期審議，昨日終於通過2,158億
元臨時撥款，但會議期間泛暴派政客朱凱廸、鄺
俊宇等人聲嘶力竭，上演拉布鬧劇，又威脅這只
是阻擋財政預算案通過的「預演」云云。有建制
派老友對自明話：「朱凱廸之流口稱民主，實質
是施暴，自以為代表香港人，其實是要拉市民跌
入財政懸崖。立法會淪為此等政棍拙劣表演的舞

台，禍港害民，實在令人憤懣。」
今年的臨時撥款金額較去年的1,311億高出848

億，主要是給全體香港永久居民每人派發1萬元。
本來，在疫情嚴峻的特殊時刻，這筆撥款用於幫
市民解困，理應不會有人反對，但泛暴派仍然不
放過任何一個攬炒的機會。老友分析：「朱凱廸
等泛暴派聲稱，針對的是撥款當中包括行政長官
辦公室及警務處的預算開支，但其實相關款項只
佔整個臨時撥款的2.6%。每年的臨時撥款本來都
涵蓋所有部門，並非今年獨有，泛暴派根本是
『無嗰樣吵嗰樣』」

每年的臨時撥款，是確保政府由4月1日新財政
年度開始，到新一年財政預算案通過期間，能夠
有資源維持運作，尤其是在當下抗疫的關鍵時
刻，顯得尤為重要。老友話：「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劉怡翔講明，如果撥款不獲通過，政府7日

後就無錢用，眼下迫切要購置的口罩和保護衣物
等防護裝備，就可能被迫擱置，其後果絕對是推
港人落火坑。但即使如此，泛暴派仍然要在立法
會擾攘兩星期之久。更離譜的是，朱凱廸聲大夾
惡地說：『很多香港人跟我說，就是要跌入這個
財政懸崖，如果我們連這個意志都沒有，香港市
民怎會繼續相信民主派。』」

老友聽到這些話好激氣：「這充分暴露了朱凱
廸失心瘋，企圖裹挾港人『攬炒』。泛暴派宣揚
『攬炒香港』的謬論，動輒揚言代表港人『寧為
玉碎，不作瓦全』，他們憑什麼代表港人？絕大
多數港人渴望香港和諧穩定、安居樂業，大家現
在最關心的是攜手抗疫，希望疫情過後再出發，
誰會有心情陪朱凱廸『攬炒』？朱凱廸代表的，
只是極少數的黑衣暴徒。」

泛暴派聲言這次臨時撥款只是「預演」，意味

着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審議才是「戲肉」，定必
更瘋狂拉布。老友話：「財政預算案包含擴大警
隊預算和增購裝備應對黑暴，泛暴派一早聲言會
無底線阻擋。這班人拿着公帑支付的薪水，卻以
癱瘓議會作為政治籌碼，分明與市民為敵。泛暴
派只是議會中的少數，卻口口聲聲代表『香港
人』，真是不怕笑壞人。朱凱廸之流越是大言不
慚，建制派越要團結一致，快刀斬亂麻通過預算
案，讓朱凱廸知
道誰才真正代表
主流民意。今年
立法會選舉，廣
大市民更要以手
中神聖一票，踢
走扮代表的禍港
政棍。」

朱凱廸扮代表圖攬炒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民建
聯本月中旬以電腦隨機抽樣，電話訪
問了1,369名18歲以上市民，探討市
民對防疫物資供應、聚會習慣、失業
危機、精神健康及防疫工作的看法。
結果顯示，近七成受訪者擔心自己或
家人將會失業，另有七成人認為街頭
暴力示威阻礙防疫工作。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建議特區政府盡快以「公私營
協作銷售平台」規管口罩供應、推出
第二輪防疫基金及「逆境失業援助
金」，呼籲暴徒停止滋事，齊心抗
疫。
疫情打擊不少市民生計，是次調查

亦有66.7%受訪者擔心疫情令自己或
家人失業，72.3%受訪者認為政府需因
應疫情成立失業援助計劃。李慧琼認
為社會急切需要失業支援，並指出民
建聯早前推出「關懷您」活動，向因
疫情失業或影響生計者發放2,000元至
5,000元援助金，推出3周便接到逾千
宗申請。她說，特區政府應設立「逆

境失業援助基金」，為可能出現的失
業潮及倒閉潮作準備，並盡快推出第
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支援其他行
業如洗衣業、補習社、美容業、理髮
業等，避免出現大規模裁員。

民記倡設機制規管口罩供應
在防疫物資方面，有44.4%受訪者

最擔心買不到口罩。李慧琼認為特
區政府應推出規管口罩的實質措
施，建議成立由醫院、藥房及認可
社會服務機構組成的「公私營協作
銷售平台」，把收購到的口罩以低
廉價錢出售予有需要人士，以安民
心。
她續指，有18.2%受訪者表示會間

中或經常出席5人或以上的聚會，反
映市民防疫意識仍有不足，建議特區
政府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接觸，預早制
定限制社交聚會措施。她並呼籲各界
加強防疫，任何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都要戴口罩，酒樓食肆亦需增加用餐

距離。
此外，調查

顯示有 43.3％
受訪者曾因擔
心疫情，導致
失眠、煩躁不
安或抑鬱，有
56.4%受訪者
滿意特區政府
的防疫工作，
有 71.3%受訪
者認為街頭暴
力示威阻礙防
疫工作。
李慧琼指，

雖然歐、美多國的疫情暴發令市民
對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滿意度上
升，但市民經歷近10個月的黑暴衝
擊，加上疫情威脅，精神健康難免
受影響。她建議衛生署及醫管局設
立熱線，輔導確診患者的家人及有
需要人士，並呼籲任何人無論政

見，絕不可以政治訴求凌駕防疫工
作，必須停止暴力，團結一致，打
贏這場抗疫戰。
至於酒吧業界對特區政府計劃的限

酒令措施反應強烈，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恒鑌提醒特區政府，在執行措施
時必須有配套支援業界。

逾七成市民指街頭暴力阻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特區政府早前推出300億元「防
疫抗疫基金」，包括向前線清潔
工、保安員等物管人員，每人派
發每月1,000元「辛勞津貼」，為
期4個月。工聯會屬會護衛及物
管從業員總會主席麥億昌表示，
很多前線物管人員並無受惠於抗
疫基金的「辛勞津貼」計劃，不
少工友都對此有疑問，促請特區
政府擴大津貼涵蓋範圍，簡化申
請，並確保津貼能直達所有工友
手上。
工聯會屬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

理從業員總會、香港環保物流及

清潔從業員協會昨日舉行記者
會，麥億昌表示，「抗疫基金」
對前線物管的「辛勞津貼」只針
對私人住宅或綜合用途樓宇的物
管人員，並未涵蓋工廈、商廈、
商場、停車場工作的物管人員及
關口的衛生檢查員。他認為，每
一位物管人員同樣為抗疫堅守崗
位，特區政府應肯定他們的辛
勞。
麥億昌續說，若申請人為業主

立案法團，需在下月15日前向物
業管理業監管局遞交申請表，並
需同時提交法團會議記錄，證明
申請已經法團開會議決通過，手

續繁複，冀特區政府簡化程序，
使人易於申請。
在商廈任職清潔工的儀姐表

示，疫情使她的工作量倍增，每
兩小時要清潔一次門柄、升降
機、大堂等公眾地方，而僱主只
曾在上月給予10個口罩，其他防
疫物品均需自備。她坦言自己
「搵食唔驚得咁多」，冀政府能
給予「辛勞津貼」，補貼她購買
防護物品。
麥億昌重申，單一座大型工業

中心就有近百名前線物管人員，
而全港的工、商物業的有關人員
卻未能受惠於今次的「辛勞津
貼」計劃。他認為特區政府需一
視同仁，盡快擴大支援範圍，鼓
勵大家齊心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疫情發展未明朗，家長
對保護孩子免受感染深表關注，教育局特別製作5分鐘的
《同心抗疫 你我出力》有聲故事繪本，透過對話鼓勵孩子
學習病毒傳播與預防、有效清潔雙手及正確佩戴口罩等衛生
知識，同時引導兒童欣賞社會上於不同崗位抗疫的人，協助
家長和孩子以正面態度一起面對疫情。
《同心抗疫 你我出力》有聲故事繪本以小孩子視角出

發，透過與大姐姐的對話，鼓勵孩子實踐健康生活方式，關
心身邊人，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疫情。繪本配合小學常識科
「健康與生活」和「社會與公民」的內容，以生動易明的方
式，說明新冠病毒主要的傳播途徑和預防方法，包括如何有
效清潔雙手，以及正確佩戴和棄置口罩的方法。
繪本亦引導孩子欣賞醫護、科研人員、清潔工人、邊境和

隔離營防疫人員等日以繼夜堅守崗位對抗疫情的人。父母則
可與子女一同閱讀繪本，聆聽他們的心聲及解答對疫情的疑
慮。有關內容可瀏覽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
source/500174047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本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繼續增
加，全港社區抗疫連線開放平台讓香港所有中小學可以在線
上申領抗疫物資，共接獲1,002份線上申請，約5萬人受惠。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通過舉行「齊心抗疫健康校園向老師致

敬」行動，向老師提供100支搓手液及500個成人口罩，以解
各院校燃眉之急。連線共接獲1,002份線上申請，約5萬名
中、小學及特殊教育學校教職員受惠。連線將於下周起（30
日）開始陸續與各院校負責人聯絡並安排抗疫物資發送。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成立一個半月以來，持續在港九新界

18區開展社區防疫、抗疫行動，至今共計已向全港前線人
員、弱勢社群及有需要的長者等派發近300萬個口罩及抗疫
物資，並提供家居檢疫支援服務及抗疫情緒熱線服務。

抗疫連線向5萬教師送物資

教局製有聲繪本勉孩子防疫

辛勞津貼涵蓋範圍窄 工會促擴前線支援

■李慧琼（右）及陳恒鑌指民調顯示大量市民擔憂會因疫情失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攝

■麥億昌（左二）、陳澤輝（右二）昨日與工友代表
講疫情下的業界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攝

■教育局
《同心抗
疫 你我出
力》有聲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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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The Mask」計劃斥
資近100萬元，研發出可重用口
罩。

▶口罩套裝，只需要每
日更換濾膜，口罩最少
可使用30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各界的影響，
「Saving The Mask」計劃斥資近100

萬元，研發可重用口罩和其解決方案，以
非傳統生產方式解決口罩龐大的需求問
題。這款MASKSAVER可重用口罩，使用
食品級環保物料，口罩以外部的兩層食品
級吸塑膠與中層濾膜組成，無毒無害，每
天只需要使用消毒噴霧或清洗，即可重複
使用。口罩的濾膜採用歐盟標準EN-149，
FFP2/3級，即是過濾微粒達94%至99%或
以上的濾芯，只需要每日更換，口罩最少
可使用30日，工廠產量可達每月60萬個至
100萬個。
這項計劃的設計師袁思明指出，是次推

出的可重用口罩，是針對PM0.3 微粒設
計，可以隔絕94%以上PM0.3的顆粒，現
正申請GB 2626-2006認證，預計4月中就
能獲取認證，4月底推出市面。

零售價68元 36元優惠售學生
他透露，可重用口罩套裝包含1個口罩和
60個濾膜，可以足夠使用1個月，建議零售
價為68元，而預售價為45元，學生優惠價
則只要36元。他續說，口罩是內地廠商在
東莞生產，一條生產線每日可生產兩萬

套，屆時視乎市場反應和需求，再決定未
來是否增加生產線和產量。
計劃召集人梁偉健建議，可重用口罩的

濾膜應每天更換1次，最少可使用30日。
他又表示，留意到不少外科口罩遭胡亂丟
棄，希望鼓勵市民減少使用一次性口罩，
並將珍貴的外科口罩留給前線醫護使用。

STEM老師、計劃發起人李偉康指出，
即棄式口罩需要每4小時更換1次，以每人
平均使用兩三個計算，單是100萬學童，每
日已消耗超過200萬個口罩，並會產生大量
廢料。他認為，當社會回復正常運作後，
可重用口罩能解決現有問題。
他又表示，多間學校面對口罩短缺情

況，學校難以復課，故於2月初停課間與學
生一起研究如何運用STEM協助防疫，萌
生設計口罩的念頭。他們先由紙黏土砌模
具，再利用3D打印技術製作，以真空吸塑
成型技術製成口罩，最後加入濾芯，更與
一眾夥伴建立生產線，生產可重用口罩，
令可重用口罩得以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