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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屋污水渠安全成疑 逾七成居民憂渠管播毒 

九龍東公屋渠管安全意見調查 

  

問卷調查 

 

一． 調查簡介 

1.1 調查目的：跟進去年 12 月有關公屋渠管滲漏的情況，開展針對公屋渠管的民調， 

以了解住戶的實際意見，並提出對應的改善建議。 

1.2 訪問日期：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6 日 

1.3 調查方式：網上及街頭問卷 

1.4 訪問對象：觀塘區及黃大仙區內的公屋居民 

1.5 有效問卷：2,548 份 

 

二． 調查結果摘要 (詳見附件) 

2.1 憂慮渠管播毒 關注渠管狀況 

在接連發生渠管「播毒」事件後，調查顯示逾七成的受訪者表示「憂慮」(42.7%)

或「非常憂慮」(31.7%)渠管或會成播疫途徑。有高達 61.6%的受訪者會「刻意」

關注家中的渠管情況，反映居民普遍關注及擔憂渠管播毒的風險。不過，由於大

部分受訪者(75.3%)自覺對渠管維修保養沒有基本的知識，故遇到問題大部份受

訪者(80.3%)都會尋求房署人員提供協助。 

 

2.2 渠管失去「隔氣」功能 情況令人擔憂 

調查發現有逾四成的受訪者表示，家中的渠管經常(11.1%)或間中(29.6%)發出「臭

味」，雖然臭味大部份持續不久，約六成(58.9%)的臭味問題持續短於一小時，但

已顯示渠管的「隔氣」功能已喪失，潛在渠管播毒的風險。 

 

2.3 渠管狀況欠佳 潛在滲漏播毒風險 

調查發現分別有 21.9%、14.1%及 42.8%的受訪者表示家中的渠管或接駁位有「裂

縫或破損」、「鬆脫或搖晃」，以及「生鏽或老化」現象。同時間亦有 13.8%受訪者

表示，室外的渠管亦有「出現破損、搖晃或生鏽等耗損現象」。而渠管出現不同

形式的損毀，顯示渠管已存在極高滲漏風險，遇有疫情出現容易成為垂直播毒的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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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對房署維修渠管滿意度一般 

雖然社會對渠管播毒已提高警覺，居民亦依靠房署為渠務安全把關，但房署的

表現卻令人失望。調查發現有四成左右的居民認為房署跟進渠管問題只屬「一

般」，更有 20.3%受訪者認為房署未能及時跟進問題，17.8%受訪者認為房署未有

妥善跟進問題。至於維修保養工作方面，受訪者較多認為房署的表現「一般」，

認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則有 15.5%及 7.6%。在 2017 年及 2019 年

房委會曾就進公屋居民對整體維修保養服務進行調查，當中感到滿意的分別為

75% 及 77%1，而相比於現時居民對渠管維修保養的滿意度，房署現時的表現顯

然低於期望。 

 

2.5 不滿渠管普查進度 要求加快工作 

雖然房委會去年 10 月宣佈開展「公共租住房屋單位的排水管檢查計劃」，但逾四

成的受訪者對房委會需要 18 個月才能完成「排水管檢查計劃」表示「不滿意」

(29.9%)或「非常不滿意」(11.9%)。就政府應如何處理公屋渠管問題上，最多受訪

者選擇的建議正正就是「要求政府加快『排水管檢查計劃』進度」，人數達 1,963 或

77.0%。 

 

三． 建議 

3.1 盡快完成全港屋邨喉管檢查 

民建聯在去年 11 月進行調查，當時已有逾一成（11.3%2）的公屋居民反映「排

水管」出現滲漏，比率已較房署已完成的勘測結果更高。而我們今次再跟進調查，

更發現有逾四成受訪單位出現渠管臭味問題，顯示渠管應有的「隔氣功能已消失，

無法隔臭的同時，亦顯示無法防止病毒透過渠管散播，加上渠管及接駁位出現不

同的損毀(見 2.2 及 2.3 段)，令我們擔憂渠管播毒事件會不斷重演。因此我們再

次要求房委會，增加資源及人手，提前在今年上半年內完成「排水管檢查計劃」，

至於長者住戶較多、樓齡較高及水管滲漏記錄較多的高風險樓宇，應爭取在今年

首季內完成。同時，盡快為渠管「隔氣」有問題和渠管滲漏的住戶完成合乎安全

標準的維修。長遠而言，當局應落實改善渠管系統的設計，並將設於室內的渠管

改為設於室外，以減低潛在的衞生風險。 

 

 
1 2019 年公營房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2019 年 12 月 16 日，附錄第 4頁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61-19TC.pdf 
2 按 654 名受訪者中有 74 位回覆有排污管滲水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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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渠管維修服務的質素 

調查顯示居民對房署跟進及維修渠管的工作表現僅屬一般，更有相當部份的居民

認為房署跟進問題是「不及時」、「不妥善」，並對其維修工作表示不滿(見 2.4 段) 。

據我們的了解，現時房署僅對「建造」渠務系統有較嚴謹的要求和監管，對日常

的維修及保養卻沒有清晰的指引和要求，加上對前線維修人員的專業水平並無要

求，但求「搞掂件事」就算，故維修質素參差不齊，甚至出現以英泥沙修補渠管

滲漏的情況。因此，我們要求房署尋求政府規管部門及專業團體，包括屋宇署、

渠務署及渠務專業組織等的協助，就日常的渠管維修制定工作指引及技術工藝要

求，以提升維修服務的水平，同時加強監督工程手工及承辦商表現，提高維修的

透明度。 

 

3.3 就回應渠管投訴制訂「服務承諾」 

過去渠管滲漏或臭味問題不被重視，亦看似沒有什麼即時危險性，但經過一年多

的疫情及持續發生的渠管播毒事件，公眾均關注到渠管失修及設計不良帶來的即

時衞生風險。不少公屋居民反映，房署一直對污水渠問題未見積極，例如他們發

現有臭味、滲漏或破損等問題，房署跟進程序和進度較慢，就算可提供維修服務，

需時亦較長，居民憂慮問題因拖延而惡化。故此，我們建議房署為處理渠管問題

訂立「服務承諾」，要求前線人員及負責承辦商，在限定的合理時間內回應居民

的投訴，以及妥善完成所需的維修。 

 

3.4 加強日常檢查和宣傳渠管保養 

是次調查我們發現不少渠管問題(見 2.2 及 2.3 段) ，這一方面反映房署的日常的

檢查、維修及保養工作「未到位」，以至出現渠管老化及失修，特別是室外的渠

管。但另一方面，不少渠管置於室內，需要居民配合，以提升渠管的保養及安全

水平。因此，我們建議房委會加強向居民宣傳渠管簡單檢查和日常保養的知識，

讓居民可以辯識渠管問題，以及維護渠管減慢渠管老化及避免人為破損。另外，

房委會亦應檢視現有的「日常家居維修服務」的工作內容和守則，以加密檢查和

保養渠管。 

  

3.5 採取即時措施淨化排氣口空氣 

除了渠管及室內隔氣位問題外，設於大廈天台的渠管排氣口，在特定的環境下，

如排氣口離地過低、過於接近對面單位，以及向風向風速影響等，亦有可能出現

「擾流效應」，令帶有病毒的空氣通過排氣口，回流頂層單位及對面樓宇的單位。

而據我們了解，本地科研機構已針對上述問題，研發出排氣口淨化空氣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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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機場應用。因此，我們建議房委會與本地的科研公司合作，為公屋天台渠管

排氣口位安裝空氣淨化設施，防止病毒在擾流效應下通過渠管排氣口，傳回高層

或對面單位。 

 

 

3.6 以更高層次架構處理渠管安全 

雖然渠務系統為樓宇結構的組成部分，但其安全性一向不被重視，在樓宇大維修

清單中亦處較後位置。不過，看似簡單的渠務系統卻涉及多個規管部門包括屋宇

署、渠務署及環保署等。現時社會各界均重視渠管播毒的風險，故我們建議政府

應成立跨界別、跨專業的渠務諮詢組織，吸納專家意見制定應對渠務安全的計劃，

並由高層次跨部門專責小組，統籌樓宇渠管的檢驗及維修工作，積極處理渠管播

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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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數據 

 

1. 在 2019 新冠肺炎疫情下，你對於公屋渠管或會成播疫途徑感到憂慮嗎？ 

 人數(%) 

非常憂慮 808(31.7%) 

憂慮 1,089(42.7%) 

一般 452(17.7%) 

不憂慮 161(6.3%) 

非常不憂慮 38(1.5%) 

 

2. 平時你會否刻意關注家中渠管情況 ？ 

 會 不會 

人數(%) 1,569(61.6%) 979(38.4%) 

 

3. 你或同住的家人擁有渠管維修或保養的基本知識嗎 ？ 

 有 沒有 

人數(%) 629(24.7%) 1,919(75.3%) 

 

4. 當你發現家中渠管出現問題時，你第一時間會找誰協助 ？ 

 人數(%) 

房屋署 2,045(80.3%) 

區議員 94(3.7%) 

自聘師傅 171(6.7%) 

自己處理 143(5.6%) 

不處理 44(1.7%) 

其他 51(2.0%) 

 

5. 你在家中經常聞到渠管發出臭味嗎 ？ 

 人數(%) 

永不 694(27.2%) 

很少 816(32.0%) 

間中 755(29.6%) 

經常 28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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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有臭味，臭味每天大約影響你多長時間 ？  

 人數(%) 

1 小時以下 1,092(58.9%) 

1-2 小時 373(20.1%) 

2 至 3 小時 148(8.0%) 

3 至 4 小時 56(3.0%) 

4 至 5 小時 36(1.9%) 

5 小時以上 149(8.0%) 

 

7. 按你目測，家中的渠管或連駁位置，有否出現裂縫或破損 ？ 

 有 沒有 沒有回答 

人數(%) 558(21.9%) 1,988(78.0%) 2(0.1%) 

 

8. 按你目測，家中的渠管或連駁位置，有否出現鬆脫或搖晃 ？ 

 有 沒有 沒有回答 

人數(%) 360(14.1%) 2,186(78.0%) 2(0.1%) 

 

9. 按你目測，家中的渠管或連駁位置，有否出現生鏽或老化現象 ？ 

 有 沒有 沒有回答 

人數(%) 1,091(42.8%) 1,455(57.1%) 2(0.1%) 

 

10. 按你目測，外牆渠管有出現破損、搖晃或生鏽等耗損現象嗎 ？ 

 有 沒有 不清楚 

人數(%) 351(13.8%) 615(24.1%) 1,582(62.1%) 

 

11. 當你發現家中渠管出現問題時，你認為房屋署的跟進是否及時 ？ 

 人數(%) 

及時 392(15.4%) 

一般 984(38.6%) 

不及時 518(20.3%) 

家中渠管從沒有出現問題 654(25.7%) 

 

12. 當你發現家中渠管出現問題時，你認為房屋署的跟進是否妥善 ？ 

 人數(%) 

妥善 366(14.4%) 

一般 1,150(45.1%) 

不妥善 454(17.8%) 

家中渠管從沒有出現問題 57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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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滿意房屋署對你現居屋邨在渠管維修保養方面的工作嗎？ 

 人數(%) 

非常滿意 137(5.4%) 

滿意 631(24.8%) 

一般 1,191(46.7%) 

不滿意 396(15.5%) 

非常不滿意 193(7.6%) 

 

14. 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出現可能由渠管播疫的問題，正開展全港屋邨「排水管

檢查計劃」，需時一年半，你滿意這進度嗎？ 

 人數(%) 

非常滿意 91(3.6%) 

滿意 508(19.9%) 

一般 868(34.1%) 

不滿意 762(29.9%) 

非常不滿意 304(11.9%) 

沒有回答 15(0.6%) 

 

15. 對於政府處理公屋渠管問題，你有什麼建議 ： (可選多於一項) 

 人數(%) 

要求政府加快「排水管檢查計劃」進度 1,963(77.0%) 

政府應以更高層次架構(例如政務司司長統籌)，積極處理公屋渠管播疫問題 1,056(41.4%) 

房屋署加強與衛生署合作，在疫情期間仍能上門協助居民處理渠管問題 1,460(57.3%) 

政府應加強宣傳渠管保養知識 1,279(50.2%) 

恆常性全邨渠管檢查及保養工作應加密進行 1,690(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