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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新居環保且健康
您住房的設計著重環保且有助健康，對您和環境都十分有益。

環保
 
環保的住房消耗更少的能源、水、原材料及其他資源。這些特
點減輕您的住房對社區和地球的影響。

環保住房為您帶來好處：

 
健康
 
影響您健康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您的飲食和運動次數等，而住
房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在室內的時間較長，所以，盡量
保持住房潔凈且不含化學製品是重要的。在許多情況下，室內
空氣比室外空氣更受污染，以至對呼吸道敏感的人士（特別是
哮喘病患者）造成不良影響。
 
如果您依照本手冊所闡述的方法去做，您將能夠：
 

•	保持住房安全、舒適。
•	減少不必要的用水和用電，節省金錢。
•	指出問題，讓維修人員和其他行內人士修理。
•	恰當地使用和保養住房內的器具和其他設施。

節省金錢 
通過降低水電 
   煤氣費。

保持健康
通過減少住房內的
   有害化學物質。

保護地球 
通過減少能源消 
    耗和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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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新居安全且潔凈
確保您的住房和器具清潔且使用狀況良好，對於保持您和家人的
健康至關重要。
 

讓您的住房有助健康

確保定期清潔、整理您的住房，避免污垢與雜亂。很多家居清潔
產品包含有毒化學製品，對呼吸造成危害，有時甚至不宜觸摸。
很多實惠的「綠色」和「含天然成分」的清潔產品在超市有售。

您可使用廚房中已有的物品進行有效清潔，並節省金錢。下一頁
提供了一些簡單、安全且有效的自製清潔配方。

 
避免使用有害化學物質 

空氣清香劑、殺蟲劑和清潔產品包含能危害您健康的化學物質。
當您噴洒這些產品時，任何釋放到空氣中的化學物質都能通過呼
吸進入您的體內。
 
下列簡單的方法可以減少您接觸到有害的化學物質：
 
•避免使用空氣清香劑和香味蠟燭。這些產品僅僅覆蓋臭氣，且在
		住房釋放化學物質。聞起來帶有濃烈的花香或檸檬的味道並不表
		示您的住房是清潔的。

•按照產品說明，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使用清潔產品。

4



安全的清潔配方

窗戶清潔劑
等量的水和白醋

浴缸和牆磚清潔劑
等量的小蘇打和洗碗劑	或
等量的小蘇打和橄欖香皂

多用途的清潔劑
等量的水和洗碗劑	或
等量的水和白醋

廁所清潔劑
等量的白醋和小蘇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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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且潔凈

避免雜亂

雜亂是住房的一個嚴重問題，應加以避免。

•雜亂是一個潛在的火災源：堆滿雜物的住房在火災中燃燒得更快， 
		且在緊急情況下阻礙逃生通道。

•雜亂是危險的：如果通道有雜物，能夠把您絆倒並導致嚴重受傷。
 
•雜亂會為蟑螂、老鼠提供藏身之地，從而成為一個嚴重的健康危害源。

•雜亂阻礙維修人員對水管和供暖設備進行必要的保養和修理工作。

雜亂可達到不受控的地步。請查看下面的4張圖片：

如果您的住房看起來像3號圖一樣雜亂或比它更甚，您必須盡
量減少堆積雜物。

1 2

3 4

6



安全且潔凈  
 

垃圾

• 如果您所住樓宇採用大型垃圾箱處
理垃圾，請常倒垃圾，避免垃圾在
住房內堆積，否則會招致蟑螂和老
鼠。但如果您所住的屋村需要您把
垃圾放在街邊，請確保僅在垃圾收
集 日 才 棄 置 垃 圾 。 如 果 您 於 垃 圾
收集日之外在市區行人道上棄置垃
圾，會給昆蟲、老鼠提供覓食處，
對所有居民構成健康威脅。

•倒垃圾前，請確保垃圾袋已捆好。 

•不要在走廊或共用區域內留下垃圾。

•不要讓孩童倒垃圾，因為他們個子矮小，通常無法妥善地丟棄垃
圾袋。

回收

回收對地球是有益的。在回收時，請記得以下幾點：

• 定期處理您的回收物品。不要讓瓶子、罐子或紙張堆滿您的住
房。

•沖洗並晾乾所有的瓶罐，以避免招致害蟲。

•確保依照管理處提供的處理指南來回收可再循環的物品。

7



 安全且潔凈

 
一氧化碳和煙霧探測器

安置在您住房內的一氧化碳和煙霧探測器可
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請確保探測器運作良
好。每年，管理處會檢查您的住房，確保探
測器運作良好。無論何時，一旦察覺住房內
的煙霧探測器或一氧化碳探測器開始鳴響或
看似已破損，請立即通知管理處。當您的住 
房內一氧化碳或煙霧過多時，探測器將響起警報。

如果您的警報器響起：

•立即離開住房，並確保把門關上。

•立即撥打911求助。
 

•一旦發生火災，請走樓梯，不要使用電梯。

•用手背觸碰門把手，感覺是否過熱。

您能做什麼？

缺乏保養的住房更易滋生蟲霉。如果不加注意，小問題會發展成大
問題。一旦發現油漆脫落、漏水或其他問題，請立即報告。

每年，管理處的職員對您的住房至少需要執行一次檢查。在檢查期
間，他們將記錄需要維修的項目，為每一項簽發維修訂單。如果發
現雜亂或骯髒的情況，他們將發出傳票給您，要求您清理妥善；同
時，將再安排檢查住房，以確保這些隱患已被消除。如果住房內有
破損、不妥善棄置的垃圾，或其他任何違背租約的行為，管理處可
發出傳票。

如果您住房內的設備在這些檢查期間以外有破損，請立即致電管理
處，報告有關問題。工作人員將盡一切努力儘快解決問題。部分情
況屬緊急事故（例如停電、馬桶溢水、漏煤氣等），工作人員將在
接獲通知後24小時內作出回應。

您不得以任何理由
對這些探測器進行
拆除、篡改或切斷
電源，這是極其極

重要的！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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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做什麼？
 
您可通過許多方法預防住房內的蟲害。
 
管理處定期進行蟲害控制檢查。一旦您察覺住房內
有昆蟲或害蟲，請立即通知管理處。管理處將立即
為您的住所安排蟲害控制服務。請不要害怕或羞於
報告此類問題。管理處對您的合作深表謝意。
 
害蟲也像人類一樣，需要食物、水份、遮蔽處和來
往通道。綜合性的蟲害治理就是通過斷絕這些基本
需求來運作的。

斷絕它們的食物與水源 

蟑螂和老鼠喜歡廚房，因為那裡溫暖，而且有食物與水源。下面是
一些方法，幫助您預防蟲害並保持住房潔凈：
 
•及時清理食物殘渣，並僅在廚房和飯廳存放食品。 

•不要把髒的盤子放在櫃檯或水槽。

•使用有蓋的垃圾箱，並定期清理垃圾。

•將食物保存在封閉容器內。

•每次烹飪後，擦凈爐台及其週圍的牆 
		壁。每週至少一次，使用不帶磨蝕作 
		用的全功能清潔劑清潔爐台及其四週。

•定期整理、清洗櫥櫃表面，防止濺出 
		的食物堆積。

•檢查水槽和洒水器噴頭週圍是否已填隙，如需修理，請聯絡管理處。

•如果櫃檯、桌面和地板上有溢出的東西，應儘快擦乾。

•告知管理處任何的滲漏或滴漏，以便進行修補。

保持新居無蟲害
住房內的蟲害，例如蟑螂或老鼠，可以影響您和家人的健康，對患
哮喘的兒童和成人影響尤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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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蟲害
 
消除其遮蔽處 

•雜亂能為蟑螂和老鼠提供大量遮蔽處。蟑螂也喜歡住在紙板箱內。
•清理舊報紙、購物袋、待洗衣物或其他堆積雜物。
•用肥皂和水清潔害蟲出沒的路線。

請向管理處報告：
 

•破損或毀壞的紗窗。
•護壁板及週圍管道出現爆裂，尤其是連接兩個住房的管道。
•牆壁或壁櫥上的洞。
•走廊、共用區域或屋村地面上的垃圾或食物殘餘。
•屋村地面上任何蟲害的活動，例如老鼠。

殺蟲劑似乎是唯一有效的辦法。但使用殺蟲劑有什麼問題呢？

殺蟲劑在初期可以奏效。但過一段時間，老鼠和蟲子又再出沒。殺死昆
蟲和嚙齒動物的化學物質對人體也是有害的，尤其是兒童和長者。請不
要在您的住房內使用殺蟲劑！只有持牌的蟲害管理承包商才可以妥善使
用這些化學物質。通過介紹如何防治蟲害，灌輸常識並減少對有害化學
物質的過度依賴，居民和職員能夠利用綜合性的蟲害治理來處理蟲害問
題。

何時報告臭蟲問題 
 

臭蟲
臭蟲問題應該嚴肅對待！如果您察覺住房內有臭蟲，或被臭蟲叮咬，請
立即報告管理處。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專業人士來處理。您無需
羞於啟齒，立刻通知管理處！

臭蟲的信號 

•叮咬
•血點
•脫皮

•活的或死的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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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報告問題：
 
住房空氣中過多的水分或濕度過高可導致黴菌生長或蟲害問題。
例如，水災或滲水等情況出現後，黴菌能在牆壁和地板上生長。
這類黴菌能導致呼吸問題，尤其是過敏人士。滲水也能損壞樓
宇材質，並能導致油漆剝落或結構損壞。為了避免情況惡化，
請正視這些問題。一旦出現以下情況，儘快向管理處報告： 

•住房或共用區域內出現漏水，或過於潮濕 

•定期清潔的地方再次出現黴菌
 
•破損的門窗
 
•供暖系統或通風系統出現問題

保持新居乾爽且通風
保持您的住房乾爽且通風，將有助您解決黴菌和蟲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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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爽且通風 

新鮮的空氣

新鮮的空氣有助降低我們在室內對化學物質和其他污染物的接
觸。風扇和窗戶可以引入新鮮的空氣，或清除污染物（例如烹飪
中產生的煙熏）和空氣中的濕氣。請嘗試以下的建議：
 
•在廚房烹飪或使用洗碗機時，請使用排氣扇，直到所有濕氣已從 
	 廚房排出。
 
•如果您的浴室內有通風口，您應每年至少一次用吸塵器或掃把除
		去通風口蓋上的污垢，然後清潔乾淨。 
 
•當天氣溫暖、乾爽時，請打開窗戶。

您能做什麼？
 
•液體溢出後立即徹底擦乾。
 
•使用普通家用清潔用品，定期清潔和擦乾水槽、浴缸、花灑頭、 
		馬桶和窗戶週圍的牆壁與地板。

 
• 如果您看到黴菌正在形成，請立即用白醋和肥皂水清理（把白 
		醋先灑在黴菌上，再用肥皂水擦洗）。您也可以使用小蘇打和白 
		醋調和的混合物。不要使用摩擦類的清潔劑，因為它們會損傷地 
		磚、水槽、浴缸和塑膠制浴缸週圍的表面。
 
•花灑浴後擦乾地板與牆壁，讓浴室儘快乾爽。
 
•花灑浴或浴缸洗澡後，請打開浴室門，讓水氣散去或蒸發。
 
•不要讓潮濕的衣服或紙張長期四處堆放。
 
•使用尼龍質料的浴簾，並經常清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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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抽煙政策 

在家中抽煙是對健康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它影響到家裡的每個人。

• 無論來自您家裡或來自鄰居家的二手煙，都會影響您和家人的健 
	 康。二手煙是沒有安全的接觸程度的。

• 兒童和有呼吸困難（例如哮喘病）的人，受二手煙的影響尤為明 
		顯。

•抽煙是導致多家庭樓宇發生火災的主要原因。

禁止抽煙政策意味著什麼？
 
禁止抽煙政策是指，任何人不得在樓宇內的任何地方或樓宇外的一
定距離內抽煙。家庭的每位成員和訪客都得遵守禁止抽煙政策。請
注意，禁止抽煙政策並不阻止抽煙者居住於禁止抽煙的樓宇內，它
只是要求居民和訪客不得在禁煙區內抽煙。違反該政策（在禁煙區
內抽煙）將被視為違反租約，並可導致迫遷。
 
雖然戒煙可能會很難，但有資源可以幫助您戒煙。如果您有意戒
煙，請聯絡管理處，查詢有關的服務。

禁止在新居抽煙
不要在住房或社區內吸煙，這對您、您的家人和您的鄰居都有好
處。為了您的健康，請遵守禁止抽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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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和用水
採取措施來節約能源和用水是有益環境的。您可以通過下列方法在日
常生活中節約能源和用水。

節約能源
 

您的住房屬節能型設計。下列方法將有助減低能源使用量，為您節省每
月的水電煤氣費等開支： 

•每當您離開房間時，關閉電燈和電視。如果您
  想留一盞燈在夜晚照明，請用小夜燈。

•盡量用日光或小燈照明。在晴天時打開窗帘，讓
自然光照入室內並提高室內溫度。在閱讀或 
工作時，不必讓電燈照亮整個房間。用檯燈或 
類似的燈具，集中照明需要的空間便可。

•使用低瓦數的燈泡。緊湊型熒光燈泡（節能燈泡）消耗的能源比白熾
  燈泡少75%，裝在燈具上可為您節省能源。您住房的燈具都已裝有節
  能燈炮。

•做一個善用能源的廚師，儘可能使用較小且有蓋的鍋和面積較小的爐
  灶，以減少電力浪費。

•確保冰箱的溫度在37°F 和40°F之間，並把冰箱內的所有容器加蓋。

節約用水 

•使用花灑洗澡，而不是浴缸浸泡：花灑洗澡不僅用
  水少，並且熱水用量更少，因為花灑洗澡的時間
  較短，將會節省更多的能源。每次用花灑洗澡，
  而不是浴缸浸泡，您可節省至少10加侖的熱水！ 

•盡量使用冷水、適合所有水溫的洗衣液洗衣。
  沖洗時使用冷水即可。只在衣服能滿載一台洗
  衣機時才洗衣。洗衣次數越少，您節省的能源越多。

•不用水時關好水龍頭。在刷牙時關閉水龍頭這樣的小事，也有助節約
  能源和減少浪費。

•水管漏水或出現任何問題，請立即報告。水管滲漏可浪費大量的水，
  並損壞住房內的地板，牆壁和器具。

提示 
如果您使用的花灑頭是
節能型，在塗肥皂或刮
鬍子的時候，您可以調
節活門使水流減慢至滴
水。回復水流的速度
時，無需調節水溫。



 
一般來說
 
由於玻璃的隔熱性不好，冷
和熱都能輕易地穿透玻璃。
因此，當陽光透過窗戶照射
時，我們享受到溫暖，冬天
也不例外。但是在晚上，窗
戶週圍往往也是住房內最冷
的地方。

供暖和製冷
您可以採取很多措施來節省能源並保持住房舒適。

 
您能做什麼：
 
• 把常用傢具擺放在供暖裝	 
		置的週圍，或擺放在陽光照 
		射的地方，但不要太靠近窗 
		戶。注意不要擋住暖氣通風 
		口。這樣，暖氣才能輕易地 
		流入整個房間。
 
•根據季節的氣候穿衣。在供暖季節時，穿著襪子、拖鞋和毛衣，可使
		您在不使用暖氣調溫器的情況下保持舒適。穿兩層或以上的衣服會比
		只穿一層厚重的更能保暖。
 
•晴天時拉開窗帘或百葉窗，以利用陽光的熱量。	在晚間或陰天時關閉
		窗帘或百葉窗，使暖氣保留在室內。
 
•在供暖季節時把門窗緊閉。在門底放置阻風門塞，以防冷空氣流入。
 
•白天外出或晚上就寢時	，減少供暖。如果住房內設有供暖溫度調節
		器，預先設定在需要供暖時系統才啟動。
 
•千萬不要用烤爐來給住房供暖！這不僅浪費電力，還容易引發極度危	
		險的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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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注意事項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共同努力，營造環
保且健康的社區。大家互相幫助、確保社區安全是很重要的。

 
當您花時間關注自家的事情時，也請留意社區內的情況。管理處的
職員不會總是清楚每個需要關注的問題。如果您察覺某事不對勁，
請不要忽視它，應該隨即報告。安全和保安問題可導致危險且危害
健康的狀況，繼而影響我們身處的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一旦出現下列情況，請向管理處報告：
 
照明 
• 位於走廊、樓梯或樓宇外的燒壞的燈泡或損毀的燈具，包括出口 
		指示牌。
 
通道受阻
•走廊和通道入口堆放了垃圾或私人物品（例如腳踏車和手推車）。 
  
共用區域或走廊需要維修，例如：
• 共用區域需要維修，包括但不限於：損毀的門鎖、窗戶與紗窗、 
		煙霧探測器、郵箱、洗衣機或烘乾機。
 

• 需要保養的地面，包括但不限於：表面出現塗鴉、容易絆倒的路 
		面、毀壞的共用座椅或遊樂設備、以及形成隱藏處的過高的灌木。
 
安全
•不要給陌生人開門。不要覺得您有義
		務為鄰居的訪客開門。	
 

• 遇上身穿制服且自稱是保養維修人員 
		或承包商的工人，不要羞於要求他們 
		出示工作證件。 

如果您不確定如何回應您所察覺的情
況，請致電管理處。謝謝您的幫助，
歡迎入住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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