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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消費者對生活素質要求越見

提高，關注食物𦋐生之餘，對食水

水質亦有要求，除了希望無雜質

和無異味等基本條件外，有些更

期望食水可以促進健康。看準消

費者對健康的訴求，近年坊間出

現了不少濾水器以外，強調「健

康」、「生命」、「活力」和「能量」等

字眼的有健康聲稱的食水處理

器。究竟這類食水處理器能否達

到消費者的期望？飲用經處理的

水是否可以如產品聲稱般，提升

「能量」之餘，又改善「健康」，令人

擁有新「生命」呢？

食水處理器和濾水器
分別何在？
濾水器

一般有水龍頭裝套型和水盆上型等，

結構和操作原理較簡單。根據本會2003年

和2005年的濾水器測試報告，小型濾水器

（過濾量2,500公升或以下）和水盆上型濾

水器（過濾量由2,200至20,000公升）的價

錢由數百元至五千元。建議換芯時間為3至

24個月。可濾除沉澱物、顏色、異味、微生

物、氯氣和部分有機物。

食水處理器

本文研究的數款食水處理器，都附帶

健康聲稱，結構和操作原理看來較複雜，有

產品濾芯數目多達6支，亦有產品強調其

「高科技」效能，聲稱可製造出「健康水」、

「生命水」、「活化水」或「鹼性離子水」。價

錢由$3,000至$6,000。建議更換濾芯時間

為1年至3年。

聲稱方面，除了可濾除食水中的沉澱

物、顏色、異味、微生物、氯氣、有機物和其他

雜質外，更聲稱擁有幫助改善健康的特性：

如「改變水分子團大小，有益健康」、「具特殊

健康功效」、「可活化食水」、「改變水分子的

特性」、「重整水分子排列」、「改變食水酸鹼

度」、「提高食水中的溶氧和礦物質含量」等。

食水處理器健康聲稱逐一破解
不少消費者在選購時，都受「高科技」

食水處理器廣告內聲稱的神奇效能吸引，但

又或多或少感到疑惑。單在2005年7月至

2006年6月期間，本會分別收到37宗和455

宗有關濾水器和食水處理器的投訴和查詢。

相信很多消費者都想知道，到底這些

食水處理器背後的原理何在？毋須用電都

可以「打細」水分子團？水分子團細小的水

真的可以「活化」人體，令人更易吸收，促進

新陳代謝？水有分酸性和鹼性？鹼水有益健

康但酸水不能飲用？

為增加消費者對食水處理器的認識，

本會搜集了市面5款食水處理器的產品資

料，向有關代理商或生產商暸解產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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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原理，並要求代理商提供有關產品的

特別功效聲稱的理據。

此外又邀請多位專家，包括：香港中

文大學化學系陳建成教授、生物化學系客

席教授曹宏威博士、香港大學食品科學課

程馬正勇教授、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陳漢輝博士、香港醫學會會董陳以誠醫生

以及有關的政府部門，就一連串的問題，提

供意見。（詳見表一）

甚麼是水分子團？

水分子由1個氧原子（oxygen atom）

和2個氫原子（hydrogen atoms）組成。水在

液態中，水分子與水分子間以氫鍵

（hydrogen bonds）聯繫，組成不同大小的水

分子團（water molecule clusters）。但水分子

團的大小並不固定和劃一，而是以動態平

衡（dynamic equilibrium）形式，不斷進行分

裂和重組，因此，水分子團的大小和排列每

一刻都在改變。

有方法改變水分子團的大小和排列嗎？

綜合多位學者和政府部門的意見，水

分子團的大小不一，甚至在不停變化。要改

變水分子團大小，即是要影響水分子間的

氫鍵的強度。在無任何外物的情況下，可利

用物理方法改變水分子團的大小，如改變

壓力和溫度，或者利用強力磁場和電力。不

過，這些方法都不可能「固定」水分子團的

大小，極其量只可產生「瞬間反應」，更不可

能「固定」水分子團的排列方法。

改變水中離子（ions）成分雖然可改

變水的特性，而產品代理商提供的水質測

試報告結果亦因此與普通自來水有分別，

但當中的「改變」只因水經過食水處理器處

理後，礦物質含量有差異所致，並非因為水

分子團真的被「打細」。

多位專家均表示，沒有證據顯示遠紅

外線和靜電場能夠改變和固定水分子團的

大小，亦不會改變純水的化學、物理和生物

特性。

改變水分子團大小有助人體吸收水分？

有食水處理器代理商指，產品可「打

細」水分子團，但沒有清楚交代的當中技術

原理，只強調水分子團細小的水比一般自

來水，更易被人體吸收，可改善皮膚之餘，

又可解決便祕問題。

事實是，雖然改變溶解離子成分可改

變水分子團的大小，但「純」水本質不變。不

管利用甚麼科學方法進行檢測和比較，看

到的所謂不同，都只說明一般自來水的礦

物成分的改變，並不代表「純」水的水分子

團改變了「結簇」的能力。

根據200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Peter

Agre和Roderick MacKinnon的研究結果，當水

進入人體後，水分子是以一個一個的模式

經細胞膜內的特設管道（water channels）進

入細胞。因此，水分子團「縮小」有助人體吸

收水分的理論未能成立。

𦋐生署表示沒有確實證據顯示，水分

子團「縮小」有助人體吸收，改善皮膚及解

決便祕問題。

甚麼是溶氧？

溶氧（dissolved oxygen）即是溶解在

水中的氧氣，是水生態水質污染的其中一

個健康指標。食水中溶氧量主要受水的溫

度和氧分壓（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影

響。一般大氣壓力，氧分壓通常不變。因

此，水溫高，溶氧量較低；相反，水溫低，溶

氧量則較高。海洋生物靠吸取水中溶氧維

持生命，水中溶氧量多少，可能影響海洋

生物的健康，如溶氧量過低，則可能導致

死亡，不過，影響主要針對用腮或皮膚呼

吸的生物。

食水溶氧量與人體健康有何關係？

有食水處理器聲稱，產品可提高或補

充水中溶氧量，消費者飲用後，身體會「更

健康」。代理商亦向本會提供測試報告，聲

稱經產品過濾的水的溶氧量，比一般自來

水高0.9 mg/L。

不過，測試是在馬來西亞進行，代理

商亦表示沒有就香港的自來水另作測試。

人體主要透過呼吸吸收氧氣，至於食

物和食水中的溶氧，人體可以吸收的十分有

限。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WHO）的食水水質

指引，食水中的溶氧量對人體健康無直接影

響，因此，世𦋐並沒有訂定溶氧量與健康有

關的指引值。

其實，要提高水中的溶氧，最簡單的

方法是利用氣泵，將空氣打入水中，作用就

如魚缸內的氣泵一樣。但即使食水處理器

可提高水中溶氧，飲用高溶氧量的食水是

否能令人更健康仍有疑問。

經食水處理器處理的水含礦物質，

有抗氧化功能？

有食水處理器代理商指，經產品處

理的水礦物質含量增加，具抗氧化效能，

浸泡15分鐘後，蘋果果肉表面沒被氧化，是否代表

「經處理的水」有抗氧化奇效？

水管道 水分子

細
胞
膜

細
胞
膜

蛋
白
質

蛋
白
質

水分子以一個一個的模式，經細胞膜內特設的水管

道（water channel）進入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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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處理器
健康聲稱

代理商回應
𦋐生署 水務署

香港醫學會會董
陳以誠醫生

表一：政府部門及專家對食水處理器的健康聲稱作出的回應

提高食水含氧量　
有益健康
有食水處理器聲稱可
提高食水中的溶氧量
（ d i s s o l v e d
oxygen），並聲稱高
溶氧的水有益健康。

● 身體中90%的氧來自肺，皮
膚吸收佔2%，其餘則來
自食物的離子運輸（ionic
transfer）和內部運作。細胞
中的氧飽和時，對於身體
組織和整個生物都有正面的
作用，有助預防疾病。

● 代理商稱有報告指，氧氣充
足的水可減少硝酸鹽、減少
氧化壓力、增加氧氣量和清
除毒素，提高血液和免疫系
統的功用。

現時沒有科學理據證明飲用
含高溶氧的食水，會對人體
健康有幫助。

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WHO）制
定的食水水質指引(1993)，食
水中的溶氧含量不會對人類健
康有直接影響。此外，WHO亦
沒有為食水中的溶氧含量制定
與健康有關的指引值。

人主要透過呼吸系統吸收空氣
中的氧氣，提高食水含氧量不
會對人體健康有任何幫助。

水分子團大小影響人體吸收

水分
● 有代理商向本會提供公司

內部（in-house）實驗報

告，證明植物生長和浸發乾

貨等所需時間，比用普通食

水更快、更有效。
● 另提供一份有關其產品的單

盲交叉研究（single-blinded,

cross-over）報告，證明飲用

經產品處理的水，可提高血

液中抗氧化劑的活性。

現時沒有科學理據證明，水分

子團的大小會影響人體對水分

的吸收。

根據200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Peter Agre 和 Roderick MacKinnon

的研究結果，發現細胞膜內有

專為吸收水分而設的「管道」

（water channels），這些「管

道」只讓水分子一個一個的吸

收入細胞內。

沒有醫學證據證明水分子團的

大小會改變人體吸收水分的速

度。

檢測水分子團大小的技術和分析
● 有一代理商向本會提供測
試報告，指以氧-17核磁
共振（17O NMR）進行測
試，證明經產品過濾的水
的水分子團，比普通食水
的為小。

● 另有產品代理商，暫時未
能提供測試水分子團大小
和排列方法的報告和標
準，但表示如本會有適當
的測試標準和方法，代理
商樂意進行有關測試。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改變水分子團大小的技術
● 為改變水分子團大小，濾水
器採用的物料可提供很強的
靜電場和磁場，而且產品毋
須用電。

● 產品所採用的物料會釋放出
遠紅外線（4-14微米電磁
波），可將水分子團切斷，
並且重新組合，令水分子排
列整齊，分子團較小，成為
有益健康的水。

● 兩個產品代理商均表示，產
品的濾芯物料同時有穩定水
分子團大小的功能。

沒有意見。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沒有科
學證據證明水分子是以穩定的
分子團（wa t e r mo l e c u l e
clusters）模式存在。

沒有醫學證據證明遠紅外線可
以「打細」水分子團。

改變水分子團大小

有益健康

改變水分子團（water

molecule clusters）大

小，並聲稱經過濾的

水更易被人體吸收，

能促進新陳代謝，

有助排除人體內的

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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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食品科學課程
馬正勇教授

政府及專家意見

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陳漢輝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
陳建成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客席教授
曹宏威博士

水中的溶氧量主要受溫度和氧分壓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影響，一般
情況都已達飽和(saturated)狀態，改
變溫度或磁場可改變水中溶氧量。
人體主要由肺吸入氧氣，飲食並無
助吸收氧氣。人類和魚不同，魚是
以腮呼吸，但不同種類的魚所需氧
量亦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如需要
增加魚缸中的氧氣，用氧氣泵是既
方便又便宜的方法。

世界𦋐生組織（WHO）定下94項與人
體健康有關的化學物測試，評估飲用
水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水溶氧量不在
測試之列。水溶氧量受溫度及水中雜
質影響，由於經過濾後的水部分雜質
已被去除，水溶氧量或有少量提升。
提高水中含氧量對水中動物（例如：
魚）有幫助，但沒科學理據顯示對主
要用肺呼吸的動物的健康有幫助。

人類用肺呼吸，和魚不同，增加食
物和食水中的含氧量無助人體吸取
氧氣。

增加水中溶氧的確有可能改善海洋生
物的健康狀況，但對於人體健康的影
響則成疑問。

沒有科學證據顯示水分子團大小會影

響人體吸收水分的能力或速度。

水分子團大小對人體吸收並無影

響，而水分亦並非一團一團進入身

體。因此，水分子團縮小並無幫助

人體吸收。

雖然改變離子成分可改變水分子團

在水樣本中的大小，但「純」水本

質不變，並不代表「純」水的水分

子團改變了「結簇」的能力。 一般

商家提供的所謂證據，多是「自來

水」和「經處理後的自來水」的水

團譜樣比較， 不是「純」水受改動

的前後比較；它們的唯一分別只在

於離子含量的不同，絕不能改變水

的「結簇」能力， 水亦無任何「記

憶」結簇的能力。

若有任何與生理有關的影響，極其

量只可能源自水樣本中的礦物成分

的不同。

改變水分子團大小並不能夠增加人體

或植物吸收水分的能力。

沒有意見。

使用氧-17核磁共振進行檢測，結果
可能受水中溶氧量（d i s s o l v e d
o x y g e n，簡稱D .O .）、酸鹼度
（pH）、微粒和鐵質含量所影響。
經過濾的水的溶氧量、酸鹼度和雜
質含量如有改變，有機會影響檢測
結果。
即使測試結果不同，亦不代表經處
理的水對人體具任何特別影響。

測試結果顯示水分子團縮小，估計

只是因為自來水和處理後的水之間

的離子成分有所改變，不管水中金

屬離子多了還是少了，都會影響氫

鍵的結合能力。測試這些改變了成

分的自來水樣本所得的結果，當然

與一般自來水有別。商家誇大的只

是離子效應而已。

氧-17核磁共振方法可用作量度水分
子團的大小，但水的溫度和酸鹼值有
機會影響試驗結果。

一般水的水分子團並非劃一，有大
亦有小。如要改變水分子團大小，
需要高溫、強磁場，或要耗用大量
電力。靜電場或遠紅外線未必能夠
提供足夠能量影響水分子團大小。
即使可以「打細」水分子團，其穩
定性很差，在低於一百萬分之一秒
（microsecond）的時間內已「打回原
形」，即是水未流出濾水器，水分
子團的大小已經和未經處理時分別
不大。

水在液態中，水分子利用氫鍵
（hydrogen bonds）組成不同大小的水
分子團（water clusters），而且以動態
平衡形式，不斷裂斷和重組，因此，
個別水分子團的大小雖然不斷改變，
但平均水分子團的大小在同樣條件下
基本守衡。
除改變水液中的離子（ionic）和物理
（physical）條件外，強磁性亦有可能
在瞬間改變水分子團的特性。不過，
改變上述因素即使可以改變水分子團
的特性，改變亦只是「瞬間反應」，
只要消除這些因素，食水很快就會
「打回原形」，和飲用普通食水並無
分別。

利用電場或磁場有可能改變水分子團
的大小，但不能夠「固定」其大小和
排列。
此外，遠紅外線技術並不能「打細」
水分子團。

沒有科學文獻顯示靜電場遠紅外線可
以「打細」水分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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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處理器
健康聲稱

代理商回應
𦋐生署 水務署

香港醫學會會董
陳以誠醫生

表一：政府部門及專家對食水處理器的健康聲稱作出的回應（續）

加礦物質的水　
可改變人體或
植物吸收水分
的速度

● 有代理商表示，經該公司產
品過濾的水加有礦物質，可
縮短煮飯和泡茶所需時間。

● 以內部（in-house）實驗報
告，證明煮食所需時間，比
用普通食水更快、更有效。

在一般的情況下，加有礦物質
的水並不能明顯改變植物或動
物吸收水分的速度。

沒有意見。
沒有醫學證據證明加有礦物質
的水可以改變植物或人體吸收
水分的速度。

經產品處理的水
加有礦物質
人人合適

● 產品過濾的食水曾進行並
通過測試，包括細胞毒性
測試、色素、味道、氣味、
混濁度和毒性金屬測試，
證明經產品過濾的水，適
合任何人長時間飲用。

人體需要許多不同的礦物質，
例如鈉（ s o d i u m ）、鉀
（ p o t a s s i u m ） 、 鈣
（calcium）、鎂（magnesium）
和鐵（iron）等。人體攝取礦
物質的主要途徑是從食物中吸
收，食水並不是攝取礦物質的
主要途徑。因此，為確保身體
吸收適量所需的礦物質，均衡
飲食是必須的。
此外，礦物質有很多種類，不
同分量的礦物質會對人體產生
不同的效果。因此，不能一概
而論加有礦物質的水，是否特
別有益健康或適合所有人。長
期病患者，如腎病和心臟病患
者，如需要在飲食中添加礦物
質，應先徵詢醫生意見。

沒有意見。

患有腎病的病人須小心控制每
日吸收礦物質的分量。如吸收
過量礦物質，有可能會影響身
體機能平衡。
如人體缺乏維他命D，即使水
中含有鈣質，人體亦未必可以
吸收。多攝取維他命D則有助
吸收鈣質，對於鈣質需求較高
的人，如孕婦和老人家，多吃
奶類製品、豆腐和紅肉是吸取
鈣質的主要途徑。單靠飲水並
不能夠提供足夠鈣質。
相反，如吸收過多鈣則有機會
增加患腎石的風險。

鹼性食水加速
新陳代謝　
酸性水有助美容

● 產品利用電力將水分解，經
產品處理的食水，可變成鹼
性食水及酸性水，聲稱鹼性
食水有助加速新陳代謝，酸
性水可用作美容護膚，但不
宜飲用。代理商亦提供臨床
研究報告，證明鹼性水可舒
緩消化不良、便祕和長期腹
瀉等情況。

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WHO）食
水水質的資料，食水的酸鹼度
一般控制於6.5至9.5之間。

本港自來水的酸鹼值一般在6.0

至9.5之間。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

（WHO）的食水水質指引

(1993)，食水的酸鹼值不會對

人類健康有直接影響。因此，

WHO並沒有為食水中的酸鹼值

制定與健康有關的指引值。

日常的飲食當中，鮮奶屬弱鹼

性，橙汁含果酸則屬弱酸性，

兩者同樣有益健康。人體體內

有平衡機制，調節體內各個器

官的酸鹼度，因此，食物的酸

鹼值對人體健康或新陳代謝的

影響不大。

部分胃病的主因是受到幽門螺

旋菌感染，單靠飲水或飲鮮奶

並不能減輕病徵。要徹底解決

問題，應先查明病因方可對症

下藥。

至於便祕問題，多喝水和多吃

蔬果應可緩和情況，身體有問

題就要及早就醫。

適合所有人長期飲用。產品推銷廣告示範

以經過濾的水，浸泡切開的蘋果，可令蘋

果表面長時間暴露在空氣中保持果肉不

被氧化。

陳建成教授表示，上述情況有如在

水中加入鹽分，延緩蘋果表面被空氣氧化。

不過，如飲用礦物質含量過高的水，或用作

植物灌溉，則可能「越飲越口渴」或令植物

缺水。

𦋐生署指出，礦物質有很多種類，不

同性別、年齡、體質和身體狀況的人所需要

的分量和種類都不同。人體攝取礦物質的

主要途徑是從食物中吸收，食水並非主要

途徑。例如青少年和孕婦處於骨骼或胎兒

發展時期，對鈣質的需求比一般成年人高，

可多吃奶類製品、芝士和蔬菜補充鈣質。因

此，為確保身體吸收適量所需的礦物質，均

衡飲食才是最重要。

本會認為，食水處理器的代理商有責

任在銷售產品時提醒消費者，部分人可能

不適合飲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消費者如有

疑問，應先諮詢家庭醫生的意見。

甚麼是「電解水」？

將水電解（electrolysis）即是利用電力

分解（decompose）水分子，使成為氫氣

（hydrogen）和氧氣（oxygen）。工業上，電解

水分所得的氫氣可用作生產肥料或分解含

氫石油。

至於代理商所謂的「電解水」，則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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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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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宏威博士

加有礦物質的水，不會改變人體或
植物吸收水分的速度。
水中礦物質如含量過高，反而有可
能抽走人體或植物中的水分，情況
有如飲用海水，可能令人體或植物
更缺水，嚴重的或可致死。

沒有意見。
增加水中的礦物質含量不會影響植物
的吸水能力或速度。

沒有科學證據顯示水中礦物質含量
會影響人體或植物吸收水分的能力
或速度。

人體每天只需微量的礦物質，只要飲
食均衡，一般從食物中已可攝取足夠
分量。不過，運動後或需要補充某些
鹽分。
世界𦋐生組織（WHO）對飲用水中的
礦物質有嚴格規定，過多反而對身體
有害，尤其是腎病患者。

礦物質有多種，不同年齡、性別、
身體狀況的人對礦物質的需求亦不
同，例如孕婦在懷孕期間需要補充
鈣質；長者或患有長期病患者，尤
其腎病病人，由於機能衰退，身體
不能負荷過量礦物質，否則可能有
損健康。因此，在購買和使用濾水
器前，宜考慮家人的需要和身體狀
況。

對於忌服過量某種礦物質的病人來
說，這個說法未必合適。

水中部分礦物質有益健康，但對於腎
病病人則不宜飲用含礦物質的水。

世界𦋐生組織（WHO）定下94項與
人體健康有關的化學物測試，評估飲
用水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酸鹼度不在
測試之列。酸鹼度與水中的雜質有
關，但與水分子團大小則無甚關係。

人體血液酸鹼值（pH）約為7.4。除
非長期飲用強酸性或強鹼性飲品，
否則人體體內有緩衝機制（buffer
mechanism）調節，因此改變飲食的
鹼值值並不會改變新陳代謝速度。
亦無科學證據顯示，飲用弱酸性的
水有害健康。

人體體內不同的𦘦（enzymes）在不
同酸鹼度的環境發揮作用，體內的緩
衝機制會調整各個器官內的酸鹼度。
胃液是強酸性的，一滴胃酸已比食水
酸很多倍，無論食水屬於弱酸性或弱
鹼性，改變身體各個系統內酸鹼值的
能力幾近乎零。因此，正常食量的食
物或食水的酸鹼度並不影響人體新陳
代謝速度。

輕微改變食水的酸鹼值不會影響人體
健康或改變新陳代謝速度。除非飲用
強酸或強鹼的水，則可能有損健康。

用電力將水分解，聲稱在陰極表面製成「具

還原能力」的弱鹼性水，在陽極表面製成

「具氧化能力」的弱酸性水。代理商稱，弱酸

性的水可以殺菌，作清潔皮膚和家居環境

之用；而弱鹼性的水則可飲用和煮食，具保

健醫療作用。

弱鹼性的水有益健康？

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WHO）的食水

水質指引，食水的酸鹼值不會對人體健康

有直接影響。食水的酸鹼值一般介乎6.5

至9 . 5 之間。人體有緩衝機制（b u f f e r

mechanism），可調節和平衡體內各個系統

的酸鹼值，保持各器官運作正常。因此，對

健康正常人士來說，無論飲用弱鹼性或弱

酸性的水，對人體機能的影響都不大。例如

牛奶屬弱鹼性，果汁屬弱酸性，但兩者同樣

有益健康。

不過，如飲用強鹼性（酸鹼值高於

10）或強酸性（酸鹼值低於3）的水，很可能

電解水機聲稱可製造

出鹼性水和酸性水。

操控屏顯示藍色代表

正在輸出鹼性水，紅

色代表酸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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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食道和消化系統，長遠則可能影響身

體健康。

有代理商表示，飲用經產品處理的鹼

性水有助減輕胃病和便祕病徵。不過，香港

醫學會會董陳以誠醫生則表示，胃病和胃痛

的成因有許多，可能因為生活緊張、飲食和

生活上的壞習慣，亦可能因食物中毒、過敏

或潰瘍所致。要徹底根治就要先查清楚病

因，方能對症下藥。例如牛奶雖然能夠緩和

因胃酸分泌過多的胃痛，但並不能解決因感

染幽門螺旋菌所致的腸胃不適。另外，只要

平日飲食均衡，多吃蔬果和飲水，作息有序，

配合適量運動，便祕問題應可緩和。如果身

體持續不適，應盡早求醫。

𦋐生署表示，如病人有胃病病徵，應

盡早請醫生診治。

食水處理器認證知清楚
市面部分食水處理器聲稱已獲某些

機構的認證。消費者購買時，可會留意這類

認證的真正意思？產品聲稱的效能和這些

認證是否相符？用這樣的價錢，購買這些認

證產品是否物有所值？

選購時，消費者除了要留意產品的濾

芯物料、耐用程度和可濾除的雜質外，濾芯

的過濾效能是否符合認可標準，亦是一個

重要的考慮因素。

美國國家𦋐生基金會標準（U . S .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Standard，

簡稱NSF/ANSI）和紐西蘭濾水器效能表現

標準（New Zealand Performance Standard

for Water Filters，簡稱AS/NZ 4348）都是針

對食水處理器和濾水器濾芯過濾效能的

指標。

現時，市面的食水處理器在宣傳產品

時較多引用NSF/ANSI標準。根據濾芯的過

濾效能或過濾原理，不同編碼表示不同標

準，部分編碼代表的標準表示產品只具美

化效能（aesthetic effects），包括改善味

道、氣味、顏色和外觀，濾除對人體健康無

影響的雜質。因此，消費者於購買前須清楚

編碼的意思和其代表的過濾效能或原理。

即使濾水器聲稱獲得NSF/ANSI認證，

消費者亦不可掉以輕心，須認清楚獲認證

的是哪支濾芯，而獲認證的濾芯又合乎哪

一項標準，所合乎的標準又是否如產品聲

稱般可以提供健康保證。

例如一個獲得NSF/ANSI 42認證的

濾水器，代表產品可濾除無損健康的雜

質，如食水中的氯氣、氣味和微粒等，並不

能夠濾除有機會損害健康的物質，如隱孢

子蟲、賈第蟲、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和甲基叔丁基醚（methyl-tertiary

ether，簡稱MTBE）等雜質。如果消費者想

濾除上述有機會損害健康的物質，則可選

擇具備NSF/ANSI 53認證的濾水器（資料

見表二）。

無論是美國國家𦋐生基金會標準抑

或紐西蘭濾水器效能表現標準，暫時並未

就改變水分子團大小和電解水的技術和效

能釐定標準。

切勿盲目相信食水處理器緩
和嚴重病症的聲稱

調查期間，本會發現有食水處理器的

推銷人員，為新用戶安裝處理器作免費試

用時，除提供產品說明書外，還附送「文件」

詳列各種嚴重疾病的自然保健法。

有關資料內容建議，患有高血壓、貧

血、肝炎、糖尿病、腎病人士，每天飲用經產

品處理的水，隨後便會出現「好轉反應」。經

常用處理過的水清潔眼睛，可改善白內障

和提高視力。不過，資料文件上沒有提及食

水處理器的牌子和型號。

安裝濾水器是否必要？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陳建成教授表示，香港水質不錯，基本上可放心飲用，而且

加有氟，可保障牙齒健康。如濾水器濾除氟，食水便少了保護牙齒的作用。煮沸食水

已經可以殺死水中的細菌，是最經濟又安全的食水處理方法。另外，如使用濾水器須

注意保養，定期清理和更換濾芯，以免細菌滋生。

陳漢輝博士表示，本港水務署已有嚴格的水質監控機制，故只需定期清洗大廈

水箱，更換破損的喉管，以及將水煮沸才飲用，便足以確保健康。只有在特殊情況下，

例如沒有食水供應的鄉村，才需要使用濾水器。

香港水務署表示，不鼓勵客戶使用濾水器，因為一旦保養不當，濾水器極可能成

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反而影響食水水質。

水務署又稱，香港是世界上享用最安全食水的城市之一。由水務署供水網絡系

統供應的食水， 都經過一系列嚴格的食水處理程序，水務署亦經常從濾水廠、配水

庫、輸水幹管和用戶水龍頭抽取樣本進行廣泛化驗，監測食水水質，確保水質在化學

成分及細菌含量方面均符合世界𦋐生組織（WHO）所定的食水水質標準。

有關水務署對使用濾水器的詳細意見，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wsd.gov.hk/

tc/html/others/faq_wq.htm#waterpurifier。

食水處理器真的可以令人健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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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資料提及，高血壓患者可能出現持

續長達2星期的頭昏；肝硬化者的大便可

能有血絲或血塊；腎病和糖尿病患者可能

有水腫反應。資料更聲稱這些好轉反應並

非副作用，當反應消失後，大部分疾病可不

藥而癒。

本會認為，有關資料嚴重誤導消費者，

聲稱緩和各種嚴重病症的功效並無有力臨

床實驗證據支持。有關推銷人員提供這類失

實資料予消費者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消費者

不應盲目相信食水處理器的相關功效，以免

因為延誤治療而令病症惡化。𦋐生署表示會

跟進資料有否違反《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給消費者的建議
購買前　想清楚　問清楚

1.先了解所面對的水質問題、成因及

解決辦法。（可參閱水務署網頁http://www.

wsd.gov.hk/tc/html/others/faq_wq.htm）

2. 瞭解濾水器的操作原理，考慮濾水

器可濾除的雜質和效能是否切合家庭需要。

3. 產品濾芯如獲認可機構的認證，

應查看該認證是否與產品聲稱相符。

4. 濾水器是否需要耗用電力或食水，

預算使用濾水器而要多繳的電費和水費。

5. 預先量度濾水器的體積和重量，考

慮放置的位置可否容納，是否穩固，附近有

否配備設施，例如插頭。

6. 查看濾水器是否配合家中水龍頭

設計，有沒有水溫限制，考慮是否需要額外

安裝水龍頭和相關費用。

7. 消費者要留意，濾芯數量越多，需

要換芯的次數和保養成本有機會隨之增

加。應預算每年維修保養的費用，包括更換

濾芯、喉管和零件的時間、數量和費用，暸

解代理商售後提供的維修服務範圍。同時，

亦要注意想買的型號是否有充足的濾芯供

應，或會否即將停售，否則將來可能找不到

濾芯更換。

8. 問清楚所有可能收取的費用，如上

門安裝費和安裝減壓器費用等。

註

標準編碼 濾水器類別 認證準則

1

2

3

4

5

6

7

8

NSF/ANSI
標準 42

NSF/ANSI
標準 53

NSF/ANSI
標準 58

NSF/ANSI
標準 44

NSF/ANSI
標準 55

NSF/ANSI
標準 62

NSF/ANSI
標準 177

NSF/ANSI
標準 P231

食水處理系統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Units
（具美化食水效能）

食水處理系統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Units
（具健康效能）

逆滲透食水處理系統
Reverse Osmosis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Systems

離子交換樹脂水軟化系統
Cation Exchange Water Softeners

紫外線微生物處理系統
Ultraviolet Microbiological Water
Treatment Systems

食水蒸餾處理系統
Drinking Water Distillation Systems

淋浴過濾系統
Shower Filtration Systems
（具美化食水效能）

食水微生物淨化系統
Microbiological Water Purifiers

NSF/ANSI為美國國家𦋐生基金會標準（U.S.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Standard）
「用水點裝置式」（point-of-use，簡稱POU）是指一般水龍頭裝套型和水盆上型水處理系統，用作過
濾由一個或多個水龍頭流出的水。
「大廈供水點裝置式」（point-of-entry，簡稱POE）食水處理系統是指從入水點處理整座或大廈部分供
水的水處理系統。

適用於以化學、機械及/或物理方法過
濾和處理含微生物的水處理系統。

適用於「用水點裝置式」（簡稱POU）
和「大廈供水點裝置式」（簡稱POE）
的食水處理系統，代表產品可濾除無
損健康的雜質，具美化食水的作用。
可濾除的雜質包括食水中的氯氣
（chlorine）、氣味和微粒，改善食水
的味道。

適用於POU和POE式的食水處理系統，
代表產品可濾除損害健康的雜質。可濾
除的雜質包括食水中的隱孢子蟲
（cryptosporidium）、賈第蟲（giardia）、
鉛（ l e a d）、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和甲基叔丁基醚(methy l -
tertiary-butyl ether，MTBE)等雜質。

適用於POU式的逆滲透食水處理系統，
代表產品具濾除氟（fluorides）、三價
和六價鉻（chromium III & chromium
VI）、總溶解固體（total dissolved
solids）和硝酸鹽（nitrates）等雜質的
功效。

適用於離子交換樹脂水軟化系統，代
表產品具軟化水，濾除鐳（radium）和
鋇（barium）的功效。

適用於POU和POE式的食水處理系統，
共分2個級別。屬甲級系統的食水處理
器，可將受污染水源消毒至安全程
度。屬乙級系統的食水處理器，可將
公眾食水或其他食水，消毒至可接受
水平。

適用於蒸餾處理系統，代表產品可減
少水中總砷（tota l a rsen ic）、鉻
（chromium）、水銀（mercury）、硝
酸鹽（nitrates）、亞硝酸鹽（nitrites）
和微生物。

適用於POU式淋浴過濾系統，減少水中
氯氣（chlorine）含量。

表二：標準編碼與認證準則

無論使用任何一種食水處理器，用戶都須要定期進行清潔或更換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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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使用濾水器須知
新安裝

1. 讓水流沖過濾芯1至2分鐘，沖走濾

芯的碳粉和灰塵，才開始使用。

避忌

1. 切勿接駁濾水器於熱水喉上或讓

濾水器過濾熱水，高溫會破壞濾芯的功能。

2. 不應用來過濾水質不明的河水、湖

水或海水。

3. 已過濾的水，氯氣可能已被除去，

容易滋生細菌，不宜存放太久才飲用。

避免濾芯虛耗

1. 緊記洗碗或取水作其他用途時，將

用水選擇掣撥至「原水」的位置，以免虛耗。

2. 如遇上暫停供水後再供應食水時，

應選用「原水」，讓帶有大量沙粒的水從水

龍頭直接流出，然後才轉回選用濾水器，以

避免沙粒經過濾水器，增加濾水器的負荷，

甚至堵塞濾芯，縮短濾芯的壽命。

避免濾水器成細菌溫床

1.參閱說明書，定期更換濾芯。

2. 當停用一段時間，例如出外旅行，

重新使用前應先讓濾水器過濾一段時間，

流走積水和沖洗濾芯；有需要時，更換濾芯

才繼續使用。

3. 濾芯的壽命視乎個別家庭的用水

量和樓宇內的水質狀況，說明書所列的更

換日期只可作參考，不一定適合每個家庭。

當濾水器的提示器有警示、水的流速減慢

或經過過濾的水有異味時，都是濾芯失效

的窰象，應更換濾芯。

4. 如濾水器沒有「更換濾芯提示」的

設計，應記錄更換濾芯的日期，並貼在濾水

器上，提醒自己定期更換。

解讀食水處理器測試報告

因此，產品代理商提供的資料未能顯示，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比「普通自來水」

更有效浸發乾冬菇。

植物生長比較

此外，代理商亦提供一個有關植物生長的報告，分別用「經產品處理的水」和「經

逆滲透食水處理器處理的水」培植植物種子，7日後檢查植物生長情況，包括觀察葉

的數量和量度植物的高度。報告指，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所培植的植物，葉片數量較

多，植物亦長得較高。

其實，要就實驗作出結論，必須仔細檢查葉的數量和大小，以及整棵植物的長

度，但要準確量度每個參數有一定困難。因此，量度整棵植物的生物量（biomass）或

乾質量（dry mass）會較準確。不過，代理商所提供的報告則欠缺有關資料。另外，報

告中亦無關於「經產品處理的水」和「普通自來水」的比較。

在人體上的應用

即使經產品處理的水真正可產生上述效果，亦不代表對人體具同樣效用。

人體細胞與乾冬菇和植物不同，將上述測試結果投射在人體上，只不過是企圖引

導消費者相信人體在飲用經處理的水後，可以如乾冬菇和植物般有一樣的吸水

效果。

浸泡乾冬菇省時和加快植物生長速度，是否購買食水處理器的目的？消費者

在參考產品代理商提供的實驗數據時，要理智分析測試的方法和數據分析方法是

否合理。

浸泡冬菇測試

由於部分食水處理器聲稱的效能暫時沒有標準方法參考以進行測試，因此，有

代理商向本會提供公司內部（in-house）測試報告，分別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普通

自來水」和「經逆滲透食水處理器處理的水」浸泡乾冬菇，比較冬菇的浸發程度，以證

明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浸泡乾貨所需時間較短。報告稱，用不同的水浸泡乾冬菇，15

和30分鐘後，量度冬菇的重量，計算冬菇吸水後增加的重量（weight gained）。試驗重

複三次，將三次重量增加的平均數作比較，證明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浸發冬菇所需

時間較其餘兩者短。

表面上，用「經產品處理的水」浸發的冬菇所增加的平均重量是三種水中最

多，但在分析實驗數據時不難發現，測試只計算乾冬菇增加的重量，而沒有考慮吸

水後水分佔整個冬菇的比例。本會根據產品代理商所提供的數據，利用下列方法計

算冬菇吸水後水分所佔的百分比（%），發現在浸泡15分鐘後，用自來水浸發的冬

菇，比用「經產品處理的水」，冬菇重量增加的平均百分比稍高；再過15分鐘後，兩

者並無分別。

為食水處理器安

裝的水龍頭。

冬菇吸水後水增加的重量（g）

乾冬菇原本重量（g）
冬菇吸水後水分佔的百分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