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5日
有關3M呼吸防護產品查詢
3M™ N95 口罩

Nexcare™ 口罩

類別

3M™醫用外科口罩

型號

T1926

掛耳式口罩

舒適保暖口罩

N95 防顆粒口罩

9205+ N95 防顆粒口罩

N95醫用防護口罩

防止飛沫傳播

防止飛沫傳播

降低飛沫傳播機會，
防寒保暖

減少吸入空氣內的非油性微粒及飛沫

減少吸入空氣內的非油性微粒及飛沫.
具有抗液體飛濺能力

減少吸入空氣內的非油性微粒及飛沫.
具有抗液體飛濺能力

相關產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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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2

注意

口罩無法完全貼合面部，
藍色表面在外面

口罩無法完全貼合面部，
藍色表面在外面

口罩無法完全貼合面部，
為舒適和保暖而設計

需要進行貼面測試

需要進行貼面測試

需要進行貼面測試

標準

EN14683 Type II/ ASTM level 1*
BFE* : >98%
PFE* : >99% 0.1 um
Delta P*: <3.0 mm
防濺* : 80 mmHg

BFE : 99%
PFE : 99%

無

NIOSH N95 標準 (美國)
隔濾有害微粒不少於95%

NIOSH N95 標準 (美國)
隔濾有害微粒不少於95%
防濺能力測試
(Fluid resistance test)

NIOSH N95 標準 (美國)
隔濾有害微粒不少於95%
防濺能力測試 (Fluid resistance test),
FDA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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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備註

*ASTM = ASTM F2100 -11
*BFE = 細菌過濾效率, ㇐般細菌大小 3 -5 微米
* Delta P = 壓力差, 透氣性- 壓差 數值越小越好
*防濺 = 測量在規定壓力下抵抗流體的能力 ( level 1 = 80mmHg, Level 2 = 120 mmHg, level 3 = 160 mmHg)
*PFE = 微粒過濾效率, 微粒大小 0.1 微米
N95是美國國家職業安全及健康協會標準(NIOSH)的口罩等級，N95口罩可有效隔濾有害微粒不少於95%.
ASTM 是美國材料和試驗協會, ASTM F2100 -11 是醫用口罩所用材料性能標準規範. 醫用口罩所用材料可分類為 1 ,2 和3 級. 1級適合用於少量液體, 液體噴霧或霧化液體。2 和 3 級 分別為適量和大量液體. 主要區別是防濺.
EN14683是歐洲標準為醫療口罩要求和測試方法. 分別為1,2和2R 型. 1 型和2 型主要區別為BFE. 2 型和2R 型區別防濺和透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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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渠道

3M特約經銷商:
健力醫療器材 Clinicon Medical - 27301883
雅各臣藥業 Jacobson Medical - 25961832
健本醫療用品 Healthy Medical - 83383333
或網上店HKTVmall
(http://bit.ly/2XMLLSO)

各大家品店、五金店及網上銷售點:
五金街 (https://tinyurl.com/r3zlffb)
恒和 eStore
(https://tinyurl.com/qk6l2ap)
HKTVmall (https://tinyurl.com/wueacyb)
指定屈臣氏、藥房、化妝品店、百貨、 Home Delight
指定藥房、家品店及 網上店HKTVmall
書局、家品店及 網上店HKTVmall
(https://tinyurl.com/r4hfcnc)
(http://bit.ly/2XMLLSO)
(http://bit.ly/2XMLLSO)
ASHOP (https://tinyurl.com/sgdudll)

建議零售價
(此乃3M建議的零售
價，各銷售點可自行
釐定其銷售價格。)

HK$56/盒(50個)

HK$12/包(5個)

HK$37/盒(1個)

HK$154.5/盒(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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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口罩產品供應如
何?

有貨

有貨

有貨

供應有限

請參考包裝盒上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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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與3M營業代表聯絡

直接與3M營業代表聯絡

保質期為5年
(從包裝上生產日期起計算)

優先供應醫護人員及關鍵用戶

㇐般保質期為5年(從包裝上生產日期起計算)
請參考以下包裝盒上的使用日前

保質期為3年

如何查閱口罩的到期
日？

如何分別口罩真偽?

直接與3M營業代表聯絡

3M特約經銷商:
恒和化工Henry Chemical – 2881 6833
環球國際Atlas International – 2797 9193
安全科技Safetech - 2687 4038

6

8

直接與3M營業代表聯絡

每個口罩的右下方
應印有3M標誌

包裝或產品上的
Nexcare品牌及批號

包裝或產品上的
Nexcare品牌及批號

建議客戶經由3M特約經銷商供貨之商
戶或3M網上官方旗艦店採購3M™N95
呼吸防護口罩以確保購入正貨及行貨。
任何懷疑假貨或偽冒,
請透過以下連結通報:
https://engage.3m.com/covidfraudbil_hk
或向海關部門反映。

任何懷疑假貨或偽冒, 請透過以下連結通報:
https://engage.3m.com/covidfraud-bil_hk
或向海關部門反映。

佩戴口罩的正確步驟
3.橡筋帶的位置正確，將口罩牢牢固定在適當的位置。
是怎樣?

正確佩戴防護口罩
1.佩戴眼鏡人士應先除下眼鏡。
2.把兩條頭帶預先拉鬆 (8210適用)。
3.將口罩覆蓋鼻和口，金屬鼻條向上。
1. 將口罩兩側的黑色耳掛帶綁結。
4.將上端頭帶向上拉，越過頭部，放於後枕，位置在耳朵以上。
2. 白色裏布面置於口、鼻及下巴正面。 5.將下端頭帶向上拉過頭部，放於頸後，位置在耳朵以下。
3. 兩邊耳掛帶輕扣於耳朵。
6.用雙手食指及中指從上而下向放於鼻樑位置的金屬條按壓，直至該部份完全貼近面部，有效密封空氣。
4. 調整鼻樑片，將其與鼻樑貼合。
7.正壓檢查(針對沒有呼氣閥的口罩): 以雙手完全遮著口罩，然後呼氣 ,
口罩應該微微隆起。如空氣從口罩邊緣溢出，表示佩帶不當，請重新調整口罩位置或調校金屬鼻樑條。
8.負壓檢查(針對設有呼氣閥的口罩):
以雙手遮著口罩，然後大力吸氣,口罩應該微微凹陷。如空氣從口罩邊緣進入，表示佩帶不當，請重新調整口罩位置或
調校金屬鼻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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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面部和手的清潔。
2.檢查並確保口罩沒有損壞，留意保質期限，和包裝是否妥善。
佩戴口罩前後應注
3.移除口罩時請勿觸摸口罩的外表面。
意什麽？
4.用過的口罩應即時棄置在有蓋垃圾筒内。
5.之後立即洗手或用酒精擦手。

1.個人面部和手的清潔。
2.檢查並確保口罩沒有損壞，留意保質
期限，和包裝是否妥善。
3.清洗方式可用中性清潔劑加水稀釋後
，將口罩放入，輕輕用手搓揉、洗清、
並放置陰涼處晾乾即可。

1.個人面部和手的清潔。
2.自己身體健康情況。
3.檢查並確保口罩沒有損壞，留意保質期限，和包裝是否妥善。
4.移除口罩時請勿觸摸口罩的外表面。
5.用過的口罩應即時放入封閉的垃圾桶中。
6.之後立即洗手或用酒精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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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人士不適合使用
？

以下情況不建議佩戴口罩:
1.空氣不流通、呼吸不順或睡眠中
2. 三歲以下幼童因肺活量較低

以下情況不適宜佩戴口罩，或使用前諮詢醫護人員：
1. 患上呼吸系統疾病，例如哮喘、肺氣腫等；
2. 懷孕；
3. 如佩戴後身體感到不適，例如呼吸困難，頭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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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 N95
正確地使用3M™N95和醫用外科口罩對預防傳染病有㇐定程度的幫助，而醫護
和醫用外科口罩可幫
人員應選用兼具防濺凃層的型號以提升防護效能。
助預防傳染病嗎？

1.將口罩覆蓋鼻和口，金屬鼻條向上。
2.口罩的藍色面朝外，金屬條在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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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口罩覆蓋鼻子，嘴巴和下巴。
5.金屬條模製到鼻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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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尺碼之分？

對口罩物料過敏

同㇐型號的口罩並沒有尺碼之分。如個
別人士對口罩尺碼有特別要求，可向3
M營業代表查詢。

對口罩物料過敏

兒童及成人

㇐般舒適和保暖作用

兒童及成人(中碼及大碼)

正確地使用3M™N95和醫用外科口罩對預防傳染病有㇐定程度的幫助，而醫護人員應選用兼具防濺凃層的型號以提升
防護效能。

同㇐型號的口罩並沒有尺碼之分。如個別人士對口罩尺碼有特別要求，可向3M營業代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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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應注意什麽？

1.避免在高溫和高濕度的環境下儲存。2.整潔的儲存環境和器具。3.記錄購買日期或保留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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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使用過的口
罩？

避免直接接觸使用過的口罩，應該用膠袋包裹好然後棄置在有蓋垃圾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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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使用時間為多久
？何時需要更換？

因應個人使用情況及環境而定，但當發現呼吸困難或不適，便需立即離開高危環境（例如病房或空氣混濁的地方）及脫除口罩。
當發現有以下其中㇐項情況，亦需立即更換新口罩：1.當口罩受污染如有血漬或飛沬等異物； 2.當口罩損毀。

其他相關查詢
3M™ Avagard™D快速免過水消毒洗手液於 HKTVmall (https://bit.ly/3aCSll1)有售，或可聯絡3M特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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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消毒產品供應如 健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Clinicon Medical Limited - 2730-1883
雅各臣藥業 Jacobson Medical (HK) Ltd - 2596-1832
何?

健本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Healthy Medical - 8338-3333

3M™護目鏡貨存將會不定期更新，你可於以下銷售點查閱。
網上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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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3M™護目鏡供應
五金街 https://bit.ly/3aTVVHu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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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環境下不適宜使
在含氧量低於19.5%的環境中，切勿使用。
用 N95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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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是否適合使用N9 3M現時供應的N95規格口罩只為配合職業安全工作而設，口罩大小未必能配合小童面型，而影響防護效能，故不建議小童使用3M現時供應的N95規格口罩。
5口罩？

恒和eStore https://bit.ly/2u2FOGQ
及各大五金店均有代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