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2006年的工作重點主要有兩方

面。減少空氣污染一直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在2006年

夏季推出「藍天行動」，鼓勵廣大市民一同參與改善空氣

質素。我們的另一個工作重點，是因應推行廢物管理和改

善水質計劃而需尋求可承擔的費用方案，落實污染者自付

原則。 
 

「藍天行動」呼籲公眾支持政府的減少空氣污染措施，鼓

勵市民從個人層面為改善空氣質素出一分力。政府以身作

則，率先在各政策局和部門推行一連串的節約能源措施，

主要政府辦公大樓在2006年已減少耗電量2.9%。在這運動

下，其他推出的措施還包括撥款32億元，鼓勵車主把舊式

柴油商用車輛更換為新型號的車輛；而環保汽油私家車首

次登記稅則獲減免30%。

 
我們同時要求市民在廢物管理和改善水質方面作出進一步的承擔，接受按污染者自付原則，負起處理自己所產生的污

染的責任。我們在2006年提出建議，以溫和及漸進步伐增收排污費，以支付「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和其他計

劃興建的污水處理設施的營運開支。環保署也進行了試行計劃，研究徵收都市固體廢物費用的細節，這項措施的目

的，是由市民按其廢物量支付所需要的處理費用。同時，就廢物處置而言，我們設立更多收集站，方便市民回收和循

環再用廢物。在2006年，我們回收了45%的都市固體廢物，比預期早三年達到目標。 
 
環保署也明白有責任減低本身運作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在2006年，我們的耗電量減少了1.7%，耗紙量減少了5%。環保

署還遵行《清新空氣約章》致力減少廢氣排放和節約能源；並將於2007年成立能源及排放管理小組，收集環保署廢氣

排放和耗電量的詳細資料，制定緩解措施。有關進度會於下一個環保工作報告中匯報。 
 
本人希望這份報告所載的資料闡述我們在2006年為改善香港環境所作出的努力，能夠滿足你的需求。歡迎你們對本署

的工作表現和這份報告給予意見和建議，請填妥回應表格交回或電郵至：epr@epd.gov.hk。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太平紳士

1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action_blue_sky/action_blue_sky.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action_blue_sky/action_blue_sky.html
http://www.cleanharbour.gov.hk/chinese/index.html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other/feedback.pdf
mailto:epr@epd.gov.hk


 

 
 

 
 
1.   除另行說明外，本環保工作報告所涵蓋的期間是由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本報告概述我們為改善香港

的環境，盡量減少本身營運對環境造成影響的責任和所作出的努力。撰寫這份報告時，我們參考了一些如「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所提倡的可持續發展標準守則，並盡可能加入其他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考慮因素。

2.   本報告的讀者群主要有行政、立法兩會議員、學術界、環保團體、本地及海外機構及企業、對環保有興趣的市民

及其他政府機關。

3.   為節約用紙，本報告只出版電子版本，發行唯讀光碟，以及登載於本署網頁。

4.   除本報告外，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亦會出版年報《香港環境保護2007》，詳述在涵蓋期間推行的環保計劃的主

要背景資料、趨勢和值得注意的發展。這是一份公開的教育／資料文件，讓市民大眾參閱。
 
環保工作報告讀後回應 
 
5.   我們冀盼讀者就本報告提出意見。讀者可將意見透過網上回應表格傳送給我們。在2006年，我們簡化了2005年環

保工作報告的回應表格，並收到九份回應。大部分意見指報告的「資料大致實用」和「內容結構健全，文字和數字圖

表比例得宜」，但應「專注多些主題報導」。有讀者特別對社會影響和來年目標感興趣，本報告已盡量在這方面加強

內容；其他最受讀者關注的部分是空氣、廢物及環境評估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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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誠如我們的抱負和使命宣言所述，可持續發展是環保署工作的主導方向。我們是專責保護環境的政府機構，我們

的政策和計劃綱領與廣大市民息息相關。 

抱負

2.   我們的抱負是為香港締造一個健康宜人的生活環境，鼓勵市民重視環保，明白必須為自己和下一代着想，使這個

生活環境得以持續。

3.   為實現上述抱負，我們運用專業知識和判斷力，並憑借在環境保護與環境保育的範疇汲取所得的工作經驗 

• 制定環境保護及保育政策與計劃；

• 致力提高公眾對環境保護及保育的意識；

• 實施環保法例及計劃；及

• 參與城市規劃
 
務求達至並維持高水平的環境及保育質素。 

策略

4.   環保署職責所涵蓋的範疇，包含六個計劃綱領－－空氣、環境評估與規劃、保育、噪音、廢物及水質（詳見第六

章－甲部）。我們以整體的策略去落實推行計劃綱領，務求達至更大的環境可持續性（見表1）；並且推行各項措施以

控制本身內部運作所造成的影響（見表2；詳見第六章－乙部）。 

表1：環保署推行的策略對環境的改善 
 

策略 環境成效 

參與制定主要的政府政策與計劃，包括城市規劃。 • 盡量減低擬議政策、策略和規劃的環境影響。

• 在決策程序中考慮到可持續發展因素。

發展和實施改善環境的計劃、監察環境質素及處理污染投

訴及污染事件。

改善以下各方面：  
 

• 空氣質素

• 消減噪音 

• 水質 

• 廢物管理 

• 自然保育

規劃及提供廢物管理設施。 確保以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方式處理及處置廢物。

建立規管形式的管制架構，執行環保法例。 減低污染活動所造成的空氣、水質、廢物及噪音影響。

建立夥伴合作關係，邀請相關人士參與。 加強合作，拓展各行各業從業員的技能，同心改善環境。

舉辦環保教育活動，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和鼓勵公眾參

與。

提高公眾環保意識，鼓勵他們支持改善香港環境的計

劃。 

支持有關環保範疇的研究及專業人才發展。 促進香港的環保管理專業人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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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環保署營運活動的環境影響  
 

 工作效果及環境影響 管制環境影響的措施

收集、轉運和處置廢物

的服務

處置污水和滲濾污水 • 污染受納水體 收集廢物管理設施所產生的污

水到設施內的處理系統或其他

附有污水處理系統的地方處

理，確保所排出污水符合污水

排放標準。

排放堆填區沼氣 •可能導致火災及危害人身安全

的意外

現行及已關閉的堆填區均設有

沼氣管理和監察系統，監管堆

填區及相鄰地區的潛在危險和

風險。此外我們還設有機制，

將收集到的沼氣供應堆填區本

身和外間使用。 

環境滋擾 • 噪音、氣味及視覺影響 定期監管噪音和氣味滋擾，確

保符合內部及法定標準；視覺

影響則於設施發展期間作出評

估；並會在合適地方實施景觀

美化和視覺屏障等消減措施。

實地處理廢物設施、車

輛及運輸車隊噴出的廢

氣

•污染空氣和排放溫室氣體 定期監察有關設施噴出的廢

氣，確保符合排廢標準；使用

轉運設施網絡，減少車輛來回

次數；可行的話使用大型海路

轉運，減少車輛噴出廢氣。

耗用燃料和電力 •污染空氣和引致排放溫室氣體 在已關閉和現行堆填區，利用

沼氣作為化石燃料代用品產生

電力／熱力。 

化驗室服務 抽煙櫃和安全櫃噴出廢

氣

• 空氣污染影響 廢氣經淨化或過濾後才排放至

大氣層；定期監察，確保符合

標準。

排放污水 • 污染受納水體 設置緩衝貯存池，防止意外排

放不當物質至污水渠；定期監

察盥洗盤的污水，確保符合標

準。

化學品意外濺溢 • 可能危害人身安全 員工已接受處理意外濺溢事故

的訓練；所有化驗室均設有緊

急濺溢裝置和處理化學品濺溢

／滲漏的程序。

產生化學及生物廢物 •廢物處理過程產生的殘餘污染 化學廢物由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妥善處理和處置，而生物廢物

則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消

毒和處置。

實地工作 耗用燃料以及車輛／車

隊噴出廢氣

•污染空氣和引致溫室氣體排放 使用汽油或石油氣的車輛，以

及遵行停車等候熄匙政策；不

同的組別及辦公室盡量安排一

同出外實地工作。

使用化學品 • 污染泥土和水體 只使用無毒染劑追蹤污染源

頭。

處置樣本 •廢物處理過程所產生的殘餘污

染

樣本使用後交回化驗室妥善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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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活動 耗用能源及資源（電

力、紙張、水、文具

等）

•污染空氣和排放溫室氣體

•耗用資源

•把空調恆溫器的最低溫度設

定為攝氏25.5度。

•減少部門車輛數目，使用較

清潔的燃料。 

•引入長期措施減少耗紙量。

•鼓勵更多使用資訊科技傳閱

文件，提交電子版本的採購

標書和批核文件。

•採取節約能源措施，自行審

核；找出在環保署辦事處可

改善的地方，以及減低耗電

量。

環保政策

5.   環保署採納的「環保政策」已訂明我們日常提供服務和推行計劃以及內部營運的原則。這些原則包括： 

• 遵從環保法律的條文和精神；

• 防範於未然，藉着規劃和預防措施防止環境污染問題；

• 盡量減少耗用資源；

• 向員工及公眾傳達本署的目標；及

• 為員工提供培訓及專業訓練。

「環保政策」詳情請參閱附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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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保護署署長由常任秘書長兼任，直接向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負責。環保署負責制定和執行五個計劃綱領

的政策，即空氣、環境評估與規劃、噪音、廢物及水質，及制定保育的政策。而執行自然保育及節約能源政策的工

作，則分別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和機電工程署負責。

2.   我們的政策和計劃由立法會審議。此外，我們亦定期徵詢社會各界相關人士對本署工作的意見（詳見第四章）。

註: 

（1） 空氣、環境影響評估及規劃、噪音、廢物及水質計劃綱領的大部份執法行動由環境法規管理科負責。 

（2） 包括部門環境管理、知識管理、員工的職業安全與健康、人力資源管理及資訊科技。 

* 2007年7月1日後的環保署組織架構圖，請瀏覽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about_epd/organ_chart/organ_chart.html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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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編制 
 
3.   截至2006年12月31日，環保署的編制共有34名首長級及1 582名非首長級職員；其中有27.1%屬專業職

系，44.9%屬技術職系，28%為行政及輔助職系。按性別劃分的職員編制如下： 
 

 男性 女性 空缺

首長級 27 5 2

非首長級 1 070 496 16

小計 1 097 501 18

總數 1 616

 
財務 
 
4.   環保署的開支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撥款支付。2006年的開支總額為20.42億元，其中有53.8%用於支付處理及處置

都市和化學廢物的承辦費用，36%為員工薪津開支，2.7%為資本開支及7.5%為一般開支。
 
內部可持續發展管理 
 
5.   環保署設有綜合的環境、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由部門環境、安全及健康委員會監察及檢討，以確保該系統有效

運作，不斷改善，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部門環境、安全及健康委員會由管方、各個科別、職員工會、各個職系及部

門諮詢委員會的代表組成，務求各個組別都能發表意見和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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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保署在制定政策和計劃時，會充分考慮公眾關注的問題和經營者需要。如下文所述，我們鼓勵各階層的相關人

士參與；並將政策提交立法會和環境諮詢委員會審議，以及經常與其各成員聯絡，加強溝通。我們亦向區議會提供地

區事務的資料，並與區議會合辦提高公眾環保意識的運動。
 
鼓勵公眾參與 
 
2.   環保署會就重大政策諮詢公眾，聽取意見。諮詢的規模和形式不一，有全港性公眾諮詢，也有較小規模的公眾參

與專題工作坊（例子詳述如下）。我們也會舉辦教育計劃，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詳見第七章）。

 
水質方面 
 
3.   我們曾為「淨化海港計劃」廣泛諮詢公眾，在2004年，完成了為期五個月的諮詢，聽取市民對此計劃幾個最後方

案的意見；市民普遍贊成分兩個階段落實計劃。我們亦諮詢相關人士和廣大市民，他們均贊同增收排污費，以資助

「淨化海港計劃」和建設其他污水處理的基建設施。逐步增加收費的建議將於2007年提交立法會（詳見第五章）。我

們現正就消毒設施的環境影響評估，與環保團體、專業人士和其他關注此問題的相關人士溝通，徵詢意見。該評估預

計於2007年完成。
 
廢物方面 
 
4.   《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於2005年12月公布。我們隨後透過不同渠道收集公眾意見，設立

指定的電郵帳戶和藉着民政事務局舉辦的公共事務論壇聽取市民意見。此外，環境諮詢委員會亦舉辦公開論壇，讓環

保團體、廢物管理人員、回收商、其他關注此問題人士和市民大眾直接交流意見。市民普遍支持這個政策大綱。 
 
5.   我們於2006年向葵青區議會和青衣居民講解擴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計劃，包括安裝處理醫療廢物的設施和提升

處理中心至符合最新歐洲聯盟（歐盟）排放標準。環保署在進行堆填區擴建工程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時，也致

力保持公眾的持續參與。

6.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詳見第五章）於2006年底推出，我們邀請20個屋苑的居民、管理人員和其他相關人

士參與，以問卷調查收集意見。我們在擬訂收費計劃的實際方案時會參考他們的建議，並計劃於2007年諮詢公眾。
 
噪音方面 
 
7.   「處理香港道路交通噪音的全面計劃（擬稿）」於2006年公布（詳見第六章 - 甲部噪音），並曾諮詢公眾3.5個

月。我們舉辦了幾個公開論壇，向市民解釋此計劃，諮詢不同界別的相關人士，包括公共運輸業界、專業人士、學術

界、發展商、環保團體和市民大眾。「擬稿」也上載於民政事務局舉辦的公共事務論壇網頁，讓論壇的成員討論。諮

詢期於11月中完結時，我們共收到超過130份意見書，現正加以分析，以便納入計劃。 
 

 

環保署官員在研討會上解釋「處理香港道路交通噪音的全面計劃（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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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經營者參與 
 
8.   受環保政策影響的業界，環保署都與他們直接溝通。我們與建造業、飲食業、汽車維修業和物業管理業設有正式

夥伴計劃，向他們提供意見，鼓勵他們採用較環保的作業方法，也聽取他們對本署環保計劃的意見。2006年，我們開

辦行業環保支援中心，為其他行業提供意見和協助（詳見第六章 - 甲部夥伴合作）。

9.   我們減少廢物計劃特點，是設有多個主要夥伴合作，協助推行自願性計劃。如充電池回收計劃是由一個工作小組

執行的，成員包括有關業界、環保團體及環保署代表。2006年有十間大型零售連鎖店與環保署達成自願性協議，減少

派發膠袋。舊電器、電子設備和舊電腦回收計劃，則交由聖雅各福群會和明愛兩個志願團體負責；此計劃於2006年還

增加了另一個新的回收電腦試驗項目，由香港電腦商會執行。

10.   此外，我們又與多個可能造成重大環境影響的主要業界成立使用者聯絡小組，成員包括政府工務部門、顧問、

承建商、私人發展商及公共機構。我們會定期開會，商討新的發展項目及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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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第三章所述，環保署的開支來自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我們在2006年的開支總額為20.42億元。

2.   環保署也負責推動即將進行的大型廢物管理和污水處理項目，這些工程將需要廣大市民在財政上共同承擔責任。

政府須斥資逾80億元擴建堆填區，並另外投放80億元建造「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政府將會承擔各項設施的

建造費用，可是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公眾也應承擔有關設施的營運費用。
 
污染者自付 
 
3.   為了保護環境和提倡減少浪費的生活習慣，政府已積極在多個政策範疇實行污染者自付原則。目前化學廢物產生

者須支付部分廢物的處置費用，而家居和工商企業則須分擔部分污水處理費用。我們又推行了建築廢物處置收費，現

正研究應否收取都市固體廢物費用。有關能否進一步增加收回處理廢物和污水的費用，我們於2006年取得以下進展：
 
排污費 
 
3.1   現時排污費占處理污水54%的營運開支，由於排污費自1995年起一直未有調整而且開支不斷上升，故此這百

分比正在持續下降。在「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設施以及其他計劃興建的新污水處理設施落成後，污水處理服務

的營運開支將於未來十年上升一倍以上。政府已建議以溫和漸進及可預計的方式遞增排污費，從而到2016-17年度

的排污費，將可支付「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和第二期甲以及其他污水處理設施約80%的營運開支，（在2006年，

平均每個住戶每月支付11元排污費，到2016年則每月支付27元）。我們已諮詢相關人士，他們普遍支持這個計劃。

我們將於2007年把包含排污費十年內固定增幅表的整條法例提交立法會。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3.2   污染量較大的工商經營者需要支付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現在有30個行業需要支付這費用，承擔處理其污水

83%的費用。個別公司如能減低污水濃度，可申請重新評估；而簡化有關程序的建議已於2006年12月公佈。環保署

還會調查業界產生的污水濃度，作為2008年調整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準則。
 
建築廢物處置費 
 
3.3   有關收費於2006年1月20日生效後，廢物產生者在堆填區處置建築廢物需要繳付每公噸125元的費用；在廢物

分類設施處置廢物，需要繳付每公噸100元的費用；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廢物，則需要繳付每公噸27元的費

用。截至2006年底，送往堆填區的建築廢物減少了40%，而整體建築廢物則減少了25%。徵收處置廢物費用可能是促

使廢物數量減少的原因，但其他因素如建築活動多寡也會帶來影響。 
  

宣傳堆填區收費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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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3.4   我們在11月邀請了20個屋苑參與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試行計劃，研究以徵收按量收費去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可

行性。試行計劃完成後，環保署收集相關人士的意見，在參考了這些意見後，再研究收費計劃的可行性。我們計劃

於2007年就實際方案諮詢公眾意見後，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例。
 
生產者責任 
 
4.   按照"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政府建議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由生產商、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及其他污染

產生者負起避免製造、回收及循環再用廢物的責任。我們已有一個自願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回收充電池；我們亦正

安排一些購物膠袋、廢輪胎、廢電子用品和電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如果市民達至共識，並且支持方案，我們將

會在2007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為強制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提供法律依據（詳見第六

章–甲部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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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務求盡量減輕因其政策、計劃和營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致力改善環境質素。我們在2006年這方面的工作載

於第六章甲部和乙部。全年的工作重點如下： 
 

「藍天行動」於2006年7月展開，鼓勵市民參與改善香港空氣質素。

宣布展開為期18個月的研究，全面檢討香港空氣質素指標和制定長遠的空氣質素管理策略。

完成「珠江三角洲火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計劃」的實施方案。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於2006年1月20日起實施。

2006年11月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研究於不同類型屋苑的廢物回收和處置運作安排，有關的資料將會用

作制定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計劃，並諮詢公眾。

有497個屋苑和住宅樓宇約200萬名市民參與「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宣布提高污水處理收費，以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並為「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及其他污水處理設施的營運費用

提供可持續的財政支持。

發表「處理香港道路交通噪音的全面計劃（擬稿）」諮詢公眾。

成立行業環保支援中心，為商界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包括環保法規、污染預防及環境管理的最新資訊和意見。

環保署辦事處的耗紙量減少5%，耗電量減少1.7%。

第六章 － 甲部 － 政策與計劃的環境影響

第六章 － 乙部 － 內部營運活動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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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工作涵蓋六個範疇的計劃綱領：空氣、環境評估與規劃、保育、噪音、廢物及水質，我們會就環保法規管

理和跨境及國際合作進行包含兩個或多個計劃綱領的活動。下文載述本署在2006年的主要工作成效，有關本署工作詳

情請參閱本署網頁。

 
空氣 
 
 
目標 
 
我們旨在透過規劃過程介入和執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保護臭氧層條例》及其他法定要求，達致和維持令人滿

意的空氣質素。
 
空氣質素 
 
2.   環保署設立了11個一般監測站和三個路邊監測站（詳見圖1地圖）監測空氣質素。2006年，空氣污染指數超過100

的日數為57日，而2005年和2004年的日數分別為49日和87日（空氣污染指數超過100顯示不符合短期空氣質素指標水

平）。各監測站的監測結果及位置詳見表1。 
 

 

圖 1 － 環保署空氣質素監測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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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2006年符合長期（平均一年及三個月）空氣質素指標的狀況 

監測站
二氧化硫 

一年

二氧化氮 

一年

總懸浮 粒子 

一年

可吸入懸浮粒子 

一年

鉛 

三個月

一般監測站

中西區 . . . . .

東區 . . -- . --

葵涌 . . x x .

觀塘 . . . . .

深水埗 . . . . --

荃灣 . . x x .

沙田 . . . . --

大埔 . . . . --

東涌 . . . x .

元朗 . . x x .

塔門 . . -- . --

路邊監測站

銅鑼灣 . x -- x --

中環 . x -- x --

旺角 . x x x .

註:

"." 符合空氣質素指標

"x" 不符合空氣質素指標

"--" 無測量數據

 
區域性合作 
 
3.   香港與廣東省政府現正攜手合作，以期在2010年前將空氣污染降至低於1997年水平。兩地的區域空氣質素聯合監

測網絡於2005年11月開始運作，在廣東省及香港分別設立13個和三個監測站。網絡運作首六個月的報告已於2006年10

月31日發表。兩地政府亦對管理計劃展開中期回顧，評估成效和按需要制定進一步行動（詳見下文跨境及國際合作部

分）。

4.   政府有信心香港能達致2010年的目標，現正集中減少發電廠和其他污染源頭排放的污染物。發電廠是本地主要的

二氧化硫污染物源頭。
 
控制排放物 
 
 
發電廠 
 
5.   香港對區域空氣污染的最大影響來自發電廠。2005年本港所排放的91%二氧化硫、50%氮氧化物和48%可吸入懸浮

粒子都是源自發電廠。2006年，我們繼續設定本港發電廠的每年排放總量上限，電力公司必須遵守有關規定方可獲續

發指明工序牌照，這跟以往設定每小時污染物濃度和比率上限不同。而在2月，本港首個風力發電站已投入運作。
 
取締含氯氟烴 
 
6.   香港恪守《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現正逐步減少含氯氟烴的消耗量。自2004年1月，氯氟烴

的進口配額已下調35%。環保署呼籲相關人士，使用環保製冷劑空調及冷凍的系統取代使用含氯氟烴的系統，以便在

2010年把進口配額減低65%，並在2015年前再減低90%。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7.   我們在2006年擬備法例，禁止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超出規定上限的產品。預期法例可在2007年4月1日實施。香

港是全球少數強制規定產品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上限的地方之一。
 
車輛廢氣 
 
8.   2006年，我們繼續推行管制車輛廢氣的計劃，並與歐盟同步，分階段規定新登記車輛須

符合歐盟IV期廢氣排放標準（歐盟IV期汽油和歐盟IV期柴油早已是法定標準）。除長怠速歐

盟前期柴油車輛外，所有歐盟前期柴油車輛都必須安裝認可減少排放物器件。自1999年至

今，香港路邊氮氧化物已減少19%，可吸入懸浮粒子則減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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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9.   政府於2006年宣布檢討空氣質素指標，並研究世界衛生組織、歐盟及美國最新空氣質素標準檢討的適用性。這項

為期18個月的研究將於2007年展開，包括制定香港未來20年的全面空氣質素管理策略概要，期間會諮詢公眾及讓市民

參與。
 
規劃建議 
 
10.   環保署為策略性規劃、用地及運輸的規劃程序提供專業建議。2006年，我們就622宗個案提供建議（詳見圖2a及

2b）。

 

圖 2a - 2006年空氣規劃建議統計數字。

 

圖 2b - 歷年空氣規劃建議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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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environmental/epr2007-ch6a-fig2a.xls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environmental/epr2007-ch6a-fig2b.xls


環境評估與規劃 
 
 
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在工程項目、規劃及政策開始前探討相關的環境問題，透過評估其對環境的影響，從而針對可能出現的

問題，擬定有效的預防及消減措施，防範於未然。
 
策略性環評 
 
11.   主要規劃及發展建議如《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等皆進行策略性環評。2005年10月行政長官宣布所有主

要政府政策均需要通過環保審視，進一步加強應用策略性環評。2006年，我們修訂政策局及部門在制定主要政策建議

時須依循的指引及程序。政策局及部門向政策委員會、行政會議、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與環境事務委員會以及其他

公共機構提交建議時，亦須報告對環境的影響。年內，我們審閱了逾40份策略性環評及規劃研究，以及逾200份建議書

內有關環保的章節。

12.   環保署在2005年底設立策略性環評網上知識中心，推廣應用策略性環評。該網站在2006年錄得530 000次的瀏覽

次數。去年更增加了旅遊、貿易、廢物管理和運輸等界別的策略性環評資料。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13.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於1998年開始實施，至今保障了約150萬名市民和不少生態易受破壞的地點。截至2006年

底，本港有103宗總值約3,400億元的工程達到《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而獲批准進行。

14.   環保署於2006年擬定新的環保成效簡介，列舉過往環評的有用成果和緩解措施，用意是在2007年讓工程項目倡

議人、顧問及市民都能廣泛以之作為參考。 
 
鼓勵公眾參與 
 
15.   環保署致力推廣在大型工程項目採用立體環評公眾參與工具，讓公眾持續參與及協助市民了解環評的主要結

果。2006年底，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石油氣庫率先擬備立體環評報告，把環評的主要結果形象化，成為首個使用

這工具的大型工程項目。在公眾查閱階段，立體環評報告存放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及其他在名單上的辦

事處，供市民查閱。現時有16項大型基建工程的研究概要已列明須要附有立體形象化的表達形式。 
 

大鴉洲是中電擬建液化天然氣站的其中一個考慮地點，有關的環評結果於進行公眾審查期間使用了立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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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 
 
 
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在顧及社會和經濟因素的考慮下，以可持續的方式維護香港的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同時鼓勵公眾善

用能源，使現在及將來的市民均可享用這些資源。 
 
節約能源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右）和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左）主持「藍天行動」開展儀式。

16.   政府以身作則致力推動節約能源。所有政策局和

部門已實行一系列的節能措施，包括在夏季維持空調室

溫在攝氏25.5度。各部門均已委任能源監督，負責監督

實施節約能源的措施。2006年7月，政府開展「藍天行

動」，鼓勵社會人士參與。政府又簽署了由商界發起的

《清新空氣約章》，以鼓勵社會人士一同改善空氣質素

（詳見第六章 － 乙部）。

17.   我們將於2007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推行強

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草案以供審議。兩間電力公司

正積極研究在香港以風力發電的可行性，以在2012年或

之前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應付香港1%至2%的總電量需求。

（詳見上文空氣部分）。

 
 
自然保育 
 
18.   2004年11月，政府公布了《新自然保育政策》，並且推行兩項試驗計劃。非政府組織可通過「管理協議試驗計

劃」向政府申請撥款，以經濟誘因鼓勵私人土地擁有人保護生態易受破壞的地點。現時有三個項目經已展開，土地擁

有人和社會人士對該計劃反應良好。「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則允許申請人發展在指定地點中生態較不易受破壞

的範圍，但申請人必須承諾長期保護指定地點的其餘範圍。有關申請結果有待公布。我們將於2007年檢討「管理協議

試驗計劃」的成效。

19.   政府已草擬《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案》取代較早時實施的法例。新的條例草案將確保香港全面遵從《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規定，消除現行法例中不一致的地方，並簡化發牌制度。環保署亦建議將《卡塔赫

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延伸至香港。

20.   我們已修訂《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通過許可證制度管制海岸公園的玻璃底船，並且簡化在海岸公園

或海岸保護區採集海洋生物和資源，作教育或科學研究的手續。
 
噪音 
 
 
目標 
 
我們旨在透過制定噪音政策，介入規劃過程，推行噪音消減措施以及執行《噪音管制條例》，以預防、盡量減少和解

決環境噪音問題。
 
交通噪音 
 
21.   目前，本港有逾100萬名市民飽受過量的道路交通噪音（超過70分貝（A））影響。如對該問題置之不理，至

2016年將有再多10萬名市民受到影響。環保署一直採取多項措施處理該問題，在2006年，環保署提出「處理香港道路

交通噪音的全面計劃（擬稿）」以擴大措施範圍，徵詢各相關人士的意見，包括區議會、公共運輸業界、專業人士、

學術界、發展商、環保團體和一般市民。
 
現有道路 
 
22.   大部分的交通噪音問題來自現有道路。我們在較早時揀選了72個路段，重鋪低噪音路面，至2006年底，有30個

路段已經完成重鋪路面工程，讓42 000名市民受惠。我們已獲得撥款，為另外35個合適的路段加建隔音屏障或隔音

罩，至今有兩個路段的工程已經完成，讓7 000名市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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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公路的粉嶺段（左）及上水段（右）於2006年加建隔音屏障。

23.   2006年，「擬稿」除了強化這些措施，也建議了以下的其他控制交通噪音方法： 
 

探討低噪音鋪路物料的新設計。

擴大以低噪音物料鋪路的試驗計劃，將另外20多個路段納入試驗範圍。

探討隔音屏障優化設計。

研究管制使用中車輛所發出的噪音是否合宜。

探討《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鼓勵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公開噪音資料。

研究改善行車天橋的接縫。

探討夜間交通噪音標準。

加強公眾參與及夥伴關係。
 
新建道路 
 
24.   我們藉着規劃和環境影響評估來減少新建道路的交通噪音。自1990年起，我們一直致力採取各種規劃措施，使

約50萬名市民受惠。而在新建道路興建的隔音屏障，已斥資17億元，讓大概25萬名市民受惠。目前，在高速公路鋪設

低噪音路面已是政府的標準做法。此外自1995年，已有約7 900個住宅單位安裝了隔音設施及空調裝置。

 

圖 3 － 隔音屏障可減低交通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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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截至2006年獲安裝隔音設備的累積住宅數目。

 
規劃建議 
 
25.   環保署自1986年至今，透過介入規劃過程，保障了15萬個住宅單位免受道路交通噪音滋擾。2006年，我們就

1 137宗個案提供專業建議。

 

圖 5 - 2006年1 137宗噪音規劃建議／個案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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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 
 
目標
 
 
我們旨在為香港策劃和推行一套可持續發展的廢物管理策略，保障公眾健康和福祉，確保市民不會因廢物處理和處置

不善而受到不良環境因素影響。我們將實施多項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的政策工具，提供先進的廢物管理設施，與業界

建立夥伴合作關係，以及持續進行公眾教育工作。
 
 
固體廢物量 
 
 
 
26.   在廢物處理和處置方面，我們採用多種技術處理，減少廢物量，並且斥資逾80億元以擴建現有的堆填區。

27.   隨着2006年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和持續推廣廢物回收再造，各堆填區年內接收的廢物較2005年少了15%。儘管

如此，三個策略性堆填區仍會在五至九年間填滿。家居廢物、工商業廢物、建築廢物和特殊廢物的統計數字詳見圖6。

三個策略性堆填區的詳細資料載於附錄II。

 

圖 6 － 堆填區處理的固體廢物種類。

28.   環保署正按照2005年12月發表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建議，致力把家居、工商各界

別產生的廢物總量每年減少1%。2006年的廢物量增加了3.6%，未能達致目標，不過整體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則上升了

2%， 達到45%。
 
減廢措施 
 
29.   環保署根據政策大綱，在多方面努力減少都市廢物。其中一個目標是在源頭盡量減少、循環再造及回收廢物。

至2006年底，「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已擴展至497個屋苑和樓宇，當中有210個屋苑推行樓層廢物分類，有287個屋

苑在地下設置廢物分類設施。參與屋苑回收的可再造物料增加逾50%，而運往堆填區的廢物則減少差不多達4%。我們的

目標是在2010年前，有八成本港人口，即超過1 300個屋苑參與此計劃，這當然不易達到，因為很多願意參與的屋苑都

已加入了這計劃。

30.   我們必須提供經濟誘因以減少廢物，善用資源，第五章對此已詳細論述。為了配合污染者自付原則，我們建議

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製造商、進口商、零售商和其他廢物產生者負責避免產生廢物，並把廢物回收再造。

我們在2005年4月推行自願性質的充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至2006年底，共回收了一成的充電池。我們亦推行了固

體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則由2006年1月20日起實施，使堆填區的建築廢物減少40%，整體建築廢物則

減少25%。此外，為期三個月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已於11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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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廢物設施 
 
31.   我們將應用各種減廢技術減少廢物的體積。在2006年底開始物色地點，興建先進的多元技術廢物管理設施。這

些設施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就是：生物處理（每日500公噸）、機械分類和再造（每日500公噸）以及熱能處理（每

日2 600公噸）。我們現正就擴建兩個策略性堆填區（新界東北及新界東南）進行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預計於

2007年完成。新界西第三個堆填區的研究工作將於2007年開始。位於屯門的環保園為循環再造和環保工業提供用地及

支援設施，建造工程於2006年展開，造價2.57億元。環保園第一期的三幅土地已於12月招標承租。
 
化學廢物 
 
32.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專門處理化學廢物（化學廢物量資料詳見圖7），由2009年起亦會處理醫療廢物。在2006年，

一項環境及工程研究顯示，該中心沒有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為提升該中心的環保表現，2008年4月續訂合約時，我們

會加強中心的排放管制，進一步減低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排放，以符合歐盟的最新標準。

 

圖 7 － 2006年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收集的化學廢物。  
 

 

圖 8 －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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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目標 
 
確保香港的海水和河溪水質符合有關的保育目標，制定及實施多項計劃，以確保香港的污水系統能安全有效地配合現

在及未來的都市發展。
 
水質 
 
33.   至2006年，環保署已進行了20年水質監測工作。我們定期檢查泳灘、海水和河溪的水質是否符合水質指標，監

測結果為改善水質的政策和計劃提供科學根據。2006年本港水質指標的整體達標率超過80%。要進一步改善，便須投放

更多資源，進行「淨化海港計劃」和鄉村污水收集改善工程。我們的監測結果詳載於圖9（香港海水水質）、圖10（香

港河溪水質）及香港泳灘水質。

 

圖 9 － 1986年至2006年香港海水水質指標的整體達標率。

 

圖 10 － 1986年至2006年香港河溪水質指標的整體達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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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海港計劃 
 
34.   「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工程於2001年底落成啟用，處理維港兩岸75%的污水。維多利亞港的海水水質指標達標

率，亦因此由2001年的50%上升至2006年的90%。然而水質問題依然存在，在排放已處理廢水的西面水域尤為嚴重。要

進一步改善以及全面符合水質指標，就必須進行「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工程。我們在2004年就不同的方案諮詢公

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於2005年決定將第二期工程分兩個階段推行，並尋求全數收回污水處理服務的營運開

支。第二期甲工程將收集餘下未經處理的污水和提供消毒，建造費約80億元，每年營運費4.2億元。第二期乙工程將提

升污水處理水平，建造費為108億元，每年營運費7億元。

35.   第二期甲的建造工程要待財務安排議定後方能展開。政府在2006年建議增加排污費，以秉承污染者自付原則，

並為第二期甲及其他排污設施提供可持續的財政支持（詳見第五章）。如立法會在2007年支持增加排污費，第二期甲

工程便可在2014年完成。

36.   另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是採用加氯消毒。政府建議為經處理廢水進行除氯，去除殘留的氯成分。有關的環境影

響評估將於2007年完成，初步結果顯示，加氯和除氯一起的影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若該環境影響評估按照《環境影

響評估條例》獲得批准，而所建議的排污費及消毒設施的費用也在2007年獲立法會批准，則消毒設施可於2009年啟

用，有助重開荃灣的泳灘。

37.   第二期乙的具體時間表將於稍後決定。政府承諾於2010/2011年度檢討第二期乙的推行時間，當中會考慮水質轉

變、污水流量及人口增長的趨勢。有關這些規劃參數的監測工作於2006年繼續進行。
 
鄉村污水 
 
38.   村屋未接駁污水系統而污染河溪，是由來已久的問題。政府繼2005年預留13億元提供鄉村污水系統後，在2006

年再預留21億元，讓402條鄉村共245 000名居民的住所可接駁到污水系統。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鄉村污水管工程， 已

為94 000名鄉村居民接駁上污水系統，是次預留款項讓鄉村污水系統計劃再邁進一步。
 
再生水 
 
39.   2006年秋季，我們在北區展開一項再生水示範計劃，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部分污水進行薄膜過濾及加氯處理，

生產高質素的已消毒再生水，供應予選定的家居、學校和老人院作非飲用用途，如沖廁、園景灌溉及水景設施。該計

劃將於2008年結束，希望可為北區更廣泛使用再生水建立基礎。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高級別處理設施用污水生產再生水。 北區一所小學使用再生水灌溉園景。

 
其他工作範疇 
 
 
環保法規管理 
 
40.   我們透過夥伴合作和執法行動促進公眾遵守環保法例。2005年4月，中央檢控組亦正式脫離環保法規管理科，直

接向一名副署長負責。這項新安排可清晰區分檢控及執法的權責。
 
夥伴合作 
 
41.   環保署與四個主要產生污染的業界正式建立夥伴關係，包括建造業、飲食業、汽車維修業及物業管理業。夥伴

合作計劃的活動有：研討會、技術轉移和表揚良好作業方法。例如，我們在2006年為建造業舉辦了11次研討會，參加

人數達1 307人；在中小企發展基金的資助下，與其中一個飲食業協會推動控制煮食油煙；向汽車維修工場推廣環保噴

塗技術；並且推出環保物業管理夥伴計劃網頁。上述行業的定罪個案由2000年的1 095宗下降至2006年的12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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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我們亦透過行業環保支援中心鼓勵其他經營者改善

環保表現。該中心於2006年成立，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

包括有關環保署所有工作範疇的資訊及協助申領牌照。各

行業的經營者均可到訪該中心，在那裡索取牌照或許可證

的申請表，並查詢有關遵守環保法例、防止污染及環境管

理的資訊及意見。該中心設於灣仔地鐵站附近的修頓中心

28樓，現時每月處理約450宗個案。

汽車維修業界參觀行業環保支援中心。

 
執法 
 
43.   2006年，檢控及投訴數字均見上升。年內共有341宗檢控個案，其中有315宗被定罪（見表2）；另有27 553宗投

訴（見圖11及表3），包括3 017宗為向警方作出的噪音投訴。有關廢物的投訴亦大幅上升（由2005年的1 153宗上升至

2006年的3 375宗）。此外我們的顧客服務中心年內處理了42 413個一般電話查詢，另執行了約56 000次巡查（見表

4），以及發出約7 000個牌照及許可證（見表5）。

 

圖 11 － 污染投訴個案年度記錄。

表2 － 2006年定罪個案數目－按引用條例分類

條例 定罪個案數目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142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0

《噪音管制條例》 81

《水污染管制條例》 20

《保護臭氧層條例》 1

《廢物處置條例》 71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0

總數 315

24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ac/index.html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environmental/epr2007-ch6a-fig11.xls


表3 － 投訴個案數目－按媒體分類 表4 － 2006年巡查次數

性質 2006年

空氣 － 車輛廢氣 6 976

空氣 － 其他 6 288

噪音* 5 738

廢物 3 375

水質 1 939

其他 220

總數 24 536

* 不包括警方處理的投訴（2006年警方共調查了3 017宗

個案）。

條例 巡查次數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18 833

《保護臭氧層條例》 1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518

《噪音管制條例》 4 653

《廢物處置條例》 12 536

－ 禽畜廢物 2 895

－ 化學廢物 3 628

－ 非法傾倒廢物 5 505

－ 進口及出口 508

《水污染管制條例》 18 742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457

累積總數 55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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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 2006年發出的牌照和許可證

條例 活動 發出數目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煙囱審批

指明工序牌照

露天焚物許可證

小計:275

268

6

1

 

《噪音管制條例》 建築噪音許可證 

（撞擊式打樁） 

建築噪音許可證 

（一般建築 － 總數）

小計: 2591

173 

2418 

 

《廢物處置條例》 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

化學廢物處置牌照

化學廢物收集牌照

廢物進出口許可證

小計: 794

777

9

4

4

 

《水污染管制條例》 新牌照

續領牌照

小計: 3136

1362

1774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海上傾物許可證

小計: 96

96

 

其他 棄置醫療廢物許可證 

小計: 88

88

 

總計 6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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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及國際合作 
 
跨境合作 
 
44.   香港和廣東省政府已協定，在2010年前將空氣污染減至低於1997

年水平。除了聯合推行污染管制措施外，粵港雙方亦各自控制區內的排

放量（見上文空氣部分）。在第七屆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會議

上，雙方通過了排污交易試驗計劃的實施方案，並將於2007年向有意參

與的發電廠介紹計劃。 

45.   我們在2006年11月委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進行一項試驗計劃，以

提升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對清潔生產的認知。另外，粵港政府亦繼續

支持香港工業總會的環保計劃，促進這些工廠提升其環保表現。

參加清潔生產技術支援試驗計劃的港資工廠接受實地

評估。

46.   在區域水質管理方面，香港亦與珠三角其他地區政府合作，繼續監測和改善后海灣及珠江的污染情況。

 
國際合作 
 
47.   政府於2006年9月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了管制本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實施計劃。中國將於2007年5月第3屆《關

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方大會舉行前，提交國家實施計劃，而香港的實施計劃亦會包括在內。

政府又於2006年5月向立法會提交了《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以規管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包括受《斯德哥爾摩

公約》及《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管制的有毒化學品。

 
氣候變化 
 
48.   根據京都議定書，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無須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但須呈交溫室氣體排放及有關氣候變化活

動的資料。我們現正編訂有關資料，資料顯示自1990年起，香港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已減少6%至2005年的每人每年

6.5公噸。政府亦正進行科學研究，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

第六章 - 環保署的可持續發展方針 - 環境影響

第六章 - 乙部 - 內部營運活動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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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透過部門環境、安全及健康委員會管理各種內部營運活動的環境影響（詳見第三章）。內部營運活動產生的

環境影響共分兩類：第一類由辦公室工作所產生，主要是紙張、電力消耗和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應用；第二類來自廢物

設施、化驗所及戶外工作，這類環境影響較為複雜，需要特別的管制措施。

2.   環保署屬下各辦事處及設施的地圖和照片詳見附件Ⅱ。

 
盡量減少本署辦事處構成的環境影響 
 
 
耗電 
 
3.   我們推行下列節能措施，使辦事處的耗電量於2006年減少了1.7%: 
 

為各主要辦事處進行能源審核，找出實施能源管理的機會。

促進員工的節能意識。

調節辦公室的照明時間。

在熒光燈安裝電子鎮流器。

以T5熒光燈管取代T8熒光燈管。

4.   我們將繼續推行更多節約能源的措施，例如：在辦公室進行自我審查、確保在非辦公時間關掉電器，以及實施能

源審核所建議的中期及長期能源管理機會。

5.   現時，環保署所有辦事處已委任能源主任，主動檢查和提醒同事在工作期間執行節約能源措施。我們並嚴格遵從

政府的指令，在夏季將空調溫度定於攝氏25.5度。
 
用紙 
 
6.   在2006年，環保署的耗紙量符合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為整體政府擬定減少用紙的目標。2006年的耗紙量比2005年

減少了5%。耗紙量下降，主要是由於本署持續推行多項節約用紙措施，包括： 
 

雙面印刷或影印；

再用單面已用的紙張；

推廣電子版年報；

將更多員工納入環保署的電郵系統內；

透過每日電子布告板發放各類行政資訊；

採用電子系統申請及辦理內部採購事宜；

採用電子系統申請及辦理休假事宜；

寄發電子聖誕卡及賀年卡；以及

擴展內部知識管理入門網站，鼓勵員工以電子方式儲存及分享更多報告及簡報材料。
 
減少廢物 
 
7.   我們推行多項減廢措施，減少用紙，提高廢紙及雷射打印機炭粉盒的回收率，用完即棄電池和新原子筆用量亦下

降。在2006年，我們簡化了部分辦事處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回收程序，亦在分區辦事處設置渠道方便回收可循環再造物

料；以及聘用環保承辦商收集可循環再造的廢物。年內我們共回收了51 131公斤廢紙和429公斤塑膠廢料。
 
室內空氣 
 
8.   環保署參與了自願性質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截至2006年底，本署有14個處所獲發證書，一個為「卓越級」

證書，另外13個為「良好級」證書（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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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處所 認證日期 檢定證書級別

1 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 2006 年 11 月 卓越

2 修頓中心辦事處 2006 年 12 月 良好

3 稅務大樓辦事處 2006 年 12 月 良好

4 灣仔環境資源中心 2006 年 12 月 良好

5 荃灣政府合署辦事處 2006 年 12 月 良好

6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行政大樓 2006 年 6 月 良好

7 沙田政府合署辦事處 2006 年 6 月 良好

8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辦事處 2006 年 9 月 良好

9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2006 年 1 月 良好

10 新界東南堆填區辦事處 2006 年 2 月 良好

11 華懋交易廣場辦事處 2006 年 2 月 良好

12 長沙灣政府合署辦事處 2006 年 2 月 良好

13 華懋荃灣廣場辦事處 2006 年 2 月 良好

14 南豐商業中心辦事處 2006 年 5 月 良好

 
審核 
 
9.   環保署轄下所有辦事處均在2006年進行自我審核，以便檢測及評估工作環境的環保、安全及健康情況，找出可以

改善的地方。
 
運輸 
 
10.   環保署屬下51部車輛全部採用汽油或石油氣驅動。我們亦推行停車等候熄匙政策，盡量安排結合車程，減少廢

氣排放和節約燃油。
 
盡量減輕本署設施構成的環境影響 
 
 
廢物設施 
 
11.   我們營運的25所廢物設施均推行一系列的法律、合約及技術管制措施。2006年，我們共接獲142宗針對本署廢物

設施的投訴，主要涉及氣味、塵埃及滋生蒼蠅等問題。我們深入調查每宗理據充足的投訴，並且採取補救行動。年內

並無任何廢物管理承辦商因觸犯環保法例而遭檢控。 
 
與本署廢物設施相關的其他事項： 
 

11.1.   堆填區沼氣。2006年，每日回收的堆填區沼氣平均為653 000立方米，其中48%供應差不多全部堆填區本身

所需的能源。新界東北堆填區的承辦商將由2007年夏季起，向公用事業公司出售堆填區沼氣。船灣堆填區經修復

後，承辦商於2006年向煤氣公司供應相等於66 362兆焦耳的堆填區沼氣生產煤氣。 
 
11.2.   化學廢物處理。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設有多項污染控制措施，確保焚化及其他程序排放的氣體安全無

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周邊空氣每年監測兩次，二噁英則每月量度一次，兩項結果均低於或相當於其他已發展大

城市的水平。在2008年4月續訂處理中心的合約時，我們會加強中心排放物的管制，並安排接收醫療廢物（詳見第

六章 － 甲部廢物）。固體廢物方面，所有處理程序的殘留物，包括焚化灰燼，都經過化學處理並經分析確定為穩

定，方運往新界東南堆填區作最終處置。2006年，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共回收3 734公噸油及465公噸氧化銅。
 
化驗室 
 
12.   環保署設有空氣、水質科學和微生物化驗室。2006年，各化驗室均全面符合法例規定及法定牌照的條款，同時

嚴密監察通風櫃及安全櫃排放的氣體和洗滌槽的廢水，並按需要處理排放物。

13.   化驗室的化學廢物由持牌收集商收集，交由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及處置。生物廢物則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指

引消毒及處置。空氣化驗室的石棉樣本由持牌收集商送至新界東南堆填區處置。

14.   環保署各化驗室的職員定期在化驗室進行環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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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勤工作  
 
15.   我們只會使用無毒性染料追蹤污染源，將調查工作的環境影響減至最低。外勤工作所收集的樣本，會送往政府

化驗所及環保署化驗室作適當處理。我們並為外勤工作人員提供安全指引及處理有毒物料的訓練。
 
緊急事故應變行動 
 
16.   我們已就各設施制定多套內部緊急應變計劃。2006年，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舉行了四次緊急應變演習。化學廢物

處理中心承辦商每年必須最少舉行一次海上意外演習。年內，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本署各化驗室和其他設施並無發生

緊急意外事故。
 
ISO 14001認證 
 
17.   本署環境基建科的環境管理系統自2000年起一直獲發 ISO 14001認證。環境管理系統涵蓋環境基建科各項活

動、運作及服務。該科亦促使新建廢物處理設施的承辦商，實施符合 ISO 14001標準的環境管理系統，以及為長期合

約取得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清新空氣約章》 
 
18.   政府在2006年簽署由商界發起的《清新空氣約章》。這份約

章旨在控制、監測和報告各源頭（包括汽車及輪船）排放的空氣污

染物，並減少日常運作所耗用的能源。各政府部門日後須在環保工

作報告匯報這方面的表現。環保署會在2007年成立能源及排放管理

小組，收集現時排放廢氣／耗用能源的數據、確定排放污染物的源

頭、以基準評估目前狀況、制定及實施減低耗用能源／排放污染物

的措施，並檢討各項措施的成效。我們會在來年的環保工作報告中

報導進展情況。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右）簽署《清新空氣約章》。

第六章 － 環保署的可持續發展方針 － 環境影響

第六章 － 甲部 － 政策與計劃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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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保署政策和計劃的影響範疇既不限於環保，也超越污染者和個別政策議題的主要相關人士。我們的工作涉及公

眾健康，所發布的空氣污染指數和泳灘水質評級則與市民生活質素息息相關。社區環保意識和教育計劃把環境保護帶

進日常生活，鼓勵市民改變習慣。在部門內，我們亦透過推行健康、安全和專業知識的培訓課程，滿足員工的需要。

公眾環保意識和環保教育

2.   2006年的社區環保意識和教育計劃主要圍繞兩個主題，就是空氣污染和廢物處理；鼓勵市民在家居、學校和辦公

室減少產生污染及廢物。

3.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在2006年7月25日為「藍天行動」主持開展儀式，呼籲全港市民合力與政府共同改善香港的

空氣質素，支持各項減少空氣污染措施，例如把空調室溫設定於攝氏25.5度、在夏日穿着輕便裝束、停車熄匙、使用

節能電器和不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等。各項持續推行的計劃有第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學生環境保護大

使計劃」和「2006香港環保企業獎」，都以節能為主題。此外，我們還與一些社區團體合辦推廣節能和改善空氣質素

的活動，並在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15輯片長一分鐘的節目和兩套片長30秒的政府宣傳短片。

 

「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的教育和宣傳

活動提高市民的廢物回收意識。

4.   在減少廢物方面，我們重點宣傳「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詳見第六章 

― 甲部廢物），活動包括巡迴展覽、在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十輯片長一分鐘的

節目，以及在「2006世界環境日」和跨越2005-06年度的香港環保節推廣減廢信

息。我們亦資助社區團體進行廢物回收項目。自2001年至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已撥出約2,100萬元，資助70多項社區廢物回收項目，並撥款支持較大型環保

團體與規模較小的機構配對，推行與減廢有關的項目。

5.   我們在2006年還取得以下成果： 

5.1.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 這項每年舉行的計劃由環保署、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環保會）與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合辦，吸引了805間學校和16 639名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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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參與「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的中小學數目。

  

 
圖 2 ― 參與「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的學生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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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香港綠色學校獎 － 由環保署、環保會與教統局合辦，約有240間幼兒學校和中小學參與。 

 

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中）與嘉賓主持第六屆

「香港綠色學校獎」揭幕禮。

5.3.   2006香港環保企業獎 － 有185間機構參與競逐多個獎項，包括環保中小型企業獎、環保實踐創意獎及環保

物業管理獎（分為商業及工業樓宇、公營及私營房屋類別）。計劃由環保會、環保署、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

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

5.4.   環境資源中心 － 約有100 000人到訪位於粉嶺、荃灣和灣仔的環境資源中心及流動環境資源中心。

5.5.   綠色社區網絡計劃 － 在屋苑和公眾地方設立95個「綠色資訊站」，另隨流動環境資源中心設立48個資訊

站，向市民提供意見及解答問題。我們亦透過這項計劃舉辦了49次講座。

5.6.   環境教材資訊站 － 資訊站處理了接近12 000宗查詢、接待逾4 800名訪客，及為588間機構提供服務。

5.7.   其他 － 環保署定期公布香港泳灘水質、空氣污染指數、區域空氣質素指數、檢控、環境影響評估、河

道、溪流及海水監察及固體廢物監察的報告。環境保護互動中心可讓市民為所搜尋的資料設定參數，及在網上申請

和領取許可證及牌照，繳付費用。

員工計劃

安全與健康

6.   環保署是首個獲得職業安全健康局持續進步安全管理確認計劃認證的政府部門；2001年首獲證書，後又再獲續發

證書，有效期至2007年。

7.   相對其他工作地方的職業意外受傷數字，我們的職業意外受傷率一直維持在極低水平。2006年，與工作有關的意

外受傷率平均約為每千名員工1.2宗，而根據勞工處2005年的報告，所有主要經濟活動的平均職業意外受傷率為每千名

員工18宗。職業意外受傷事件主要涉及提起或搬動重物時受傷、道路交通意外、滑倒、絆倒或從高處墮下。由於導致

受傷的原因一般是警覺性低或經驗不足，因此我們為員工提供更多培訓和加強安全意識的課程。

8.   我們每年進行安全審核，並為每組指派組安全代表，專責處理安全及健康事務。2006年，我們為超過390名員工

提供70項安全及健康培訓課程。

培訓與發展

9.   所有新聘員工的入職培訓包含我們的環境管理措施簡介，現職員工可參加專業技能發展課程。2006年，我們就不

同的環保主題為875名員工舉辦了64項課程和11次會議／研討會，其中包含12項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環境管理、節約能

源等主題的會議／研討會，受訓同事有148人；此外我們亦舉辦了多次培訓，以增進員工的專業知識。

10.   環保署透過環保畢業生培訓計劃促進環保工程專業的發展。該計劃自1997年一直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計劃A訓

練」認證，至今已有32名環保工程學畢業生接受我們的在職培訓，其中18人已於2006年完成培訓。

員工的意識

11.   我們鼓勵員工參與各類環保計劃。我們的工作地方設有廢物回收及節約能源等計劃（詳見第六章 ― 乙部），

員工更可透過部門職員意見計劃提出環保建議。公餘的環保活動由職員委員會統籌，讓員工和家屬參與；2006年的活

動有：參觀港島西廢物轉運站，及在大澳和香港以西水域觀看海豚。另外，本部門也安排員工實地參觀污水處理廠、

科學園及南丫島風力發電站，以提升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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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員工康樂及聯誼活動委員會為本署職員及家屬舉辦大澳觀賞海豚之旅。 

34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pdf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progress/progress.pdf


 

 
 

 
 
 
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I －  對策略性決策的貢獻

II －  透過環境影響評估擬定預防及消減措施

III －  清新空氣

IV －  寧靜環境

V －  更佳水質

VI －  符合環保原則的廢物管理及設施

VII －  跨境與國際合作

VIII －  自然保育及節約能源

IX －  有效的執法行動及緊急應變措施

X －  合作夥伴及顧客服務

XI －  環保意識及教育

XII －  部門環境管理

XIII －  減少本署的運作對環境的影響

XIV －  締造環保辦公室

XV －  員工的環保意識、培訓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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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I – 對策略性決策的貢獻

長遠目標 （1） : 提供方便公眾查閱策略性環評手冊及相關資訊的途徑，藉此在本港及國際推廣策略性環

評。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廣泛派發策略性環評手冊。

 
根據網上策略性環評知識中心的瀏覽

人次來衡量。

進展 

2006年，網上策略性環評知識中心的

瀏覽人次約有530 000。

2007年目標

i.改善網上策略性環評知識中心，增

設中國內地及其他國家的策略性環

評資源，如有關策略性環評報告及

策略性環評網站的超連結。

 
根據網上策略性環評知識中心的瀏覽

人次來衡量。

備註 

會記錄2007年增設的超連結數目。

 
 

II – 透過環境影響評估擬定預防及消減措施

長遠目標 （1） : 協助公眾了解環評結果。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推廣及促進公眾持續參與環評

程序的不同階段，以及更廣泛的應

用立體視像環評公眾參與工具，讓

更多市民參與。

 
根據開發全港適用的地理信息系統平

台的進度及成效來衡量，該平台將應

用立體視像技術促進公眾參與大型工

程項目的環評程序。

進展 

已設立全港適用的地理信息系統平

台。

在16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

出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之內，要

求使用立體視像顯示主要環評結果。

 

2007年目標

i.應用立體視像環評公眾參與工具促

進市民大眾參與環評的過程。

 
根據應用立體視像環評公眾參與工

具，在真實環評個案增強持續公眾參

與的進展和成績來衡量。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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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清新空氣

長遠目標 （1） : 遵從《蒙特利爾議定書》北京修訂案的規定。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遵照《蒙特利爾議定書》將溴氯甲

烷（哈龍1011）納入《保護臭氧層

條例》附錄，列為最新受管制物

質。 
 
 

 
根據《保護臭氧層條例》修訂能否順

利通過來衡量。

進展 

環保署取得中央人民政府原則上同

意，於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北京修訂案

時，把有關條款延伸至香港。

2007年目標 

沒有。

 

 備註 

 
 

長遠目標 （2） : 減少本港空氣污染。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致力管制車輛、發電廠及含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產品所引起的污

染。

 
根據個別政策措施相關目標的達標成

效來衡量。

進展 

發電廠於牌照續期時，其排放上限仍

繼續受到管制。在車輛及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方面，政府已於2006年立法將

新登記車輛的排放標準收緊至符合歐

盟IV期規定；並向立法會提交規例，

管制塗料、印墨及指定消費品的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 
 
 

2007年目標

i.推行一筆過資助新計劃，鼓勵以歐

盟IV期車輛代替歐盟前期及I期的

柴油商用車輛。 

  

 
根據個別政策措施相關目標的達標成

效來衡量。

備註

定於2007年4月1日實施。

 

ii.推行稅項寬減新計劃，推廣使用

環保汽油私家車。

  

定於2007年4月1日實施。

iii.諮詢公眾應否規定車輛停車時必

須熄匙。

  

計劃於2007年內進行公眾諮詢。

iv.實施《2006年空氣污染管制（車

輛減少排放物器件）（修訂）規

例》。

  

定於2007年4月1日生效。 

v.分期實施《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規例》，管制塗料、

印墨及指定消費品的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含量。

定於2007年4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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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目標 （3） :  

（從2007年開始）
檢討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並制訂長遠的空氣質素管理策略。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7年目標

i.開展一項為期18個月的研究，檢討

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並制訂長遠

的空氣質素管理策略。

  

 

 
根據如期完成研究來衡量。

備註 

研究會於2007年年中開始。

 
 

IV – 寧靜環境

長遠目標 （1） : 透過在早期規劃的過程介入，預防及減少環境噪音。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檢討140項規劃工程和策略性建

議，為大約32 000名市民紓減噪音

問題。 
 
 

 
根據已檢討的規劃工程／策略性建議

數目及受惠人數來衡量。

 

進展 

檢討122項規劃工程和策略性建議，

讓27 000名以上市民受惠。

 

2007年目標

i.檢討120項規劃工程和策略性建

議，為約27 000名市民紓減噪音問

題。

 

 

 
根據已檢討的規劃工程／策略性建議

數目及受惠人數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2） : 透過推行消減措施，緩解道路交通噪音問題。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在36個已揀選的路段進行加裝

隔音屏障工程，並在72個已揀選的

路段進行重鋪低噪音路面工程。 
 
 

 
根據計劃進度來衡量，包括已開始施

工的路段。

進展

•已在兩個路段加裝隔音屏障。

  

•已進行建造一項加裝隔音屏障工

程。

  

•已進行18個乙類工務計劃項目加裝

隔音屏障工程的調查／設計工作。

  

•已重鋪八個路段。.

2007年目標

i.繼續在36個已揀選的路段進行加裝

隔音屏障工程，並在72個已揀選的

路段進行重鋪低噪音路面工程。

  

 
根據計劃進度來衡量，包括已開始施

工的路段。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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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目標 （3） : 制訂一套全面計劃處理道路交通噪音。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就建議的全面計劃進行公眾諮詢，

同時展開相關研究。 
 
 

 
根據公眾諮詢及有關研究的進度來衡

量。

進展

•已於2006年7月31日推出建議計

劃。

  

•已向相關人士諮詢建議計劃。

  

•已揀選超過20個路段，擴大低噪音

鋪路物料的試驗計劃。

  

•已就低噪音鋪路物料、隔音屏障優

化設計及改善天橋接縫展開／進行

研究。

2007年目標

i.進一步制訂及繼續推行建議的全面

計劃。

  

 
根據計劃進度來衡量，包括已展開的

研究。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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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V – 更佳水質

長遠目標 （1） : 回復后海灣潔淨面貌。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在2006年3月完成餘下的北區河溪

污染調查，以及在2006年12月底前

更新后海灣水質模型。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所有河溪污染調查已於2006年3月完

成。水質模型的污染負荷估算和預測

工作則遠較預期複雜。有關的更新模

型工作將延期至2007年6月。 
 

2007年目標

i. 於2007年6月底前完成更新后海灣

水質模型。

  

ii.於2007年12月底前完成《深圳灣

水污染管制聯合實施方案》的第

一次檢討。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2） : 發展珠江河口區域水質管理的方案。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在2006年12月底前完成開發珠江三

角洲水質模型。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須要進一步校準，以改善水質模型的

性能。開發模型工作將延期至2007年

5月。 
 

2007年目標

i. 於2007年5月完成珠江三角洲水質

模型。

  

ii.與廣東省商討下階段的合作，共

同研究珠江河口區域的水質管

理。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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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目標 （3） : 將使用再生水列為香港全面水質管理計劃的主要方案之一。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按照北區再生水使用示範計劃完成

建造工程，以及開始為特選用戶生

產經處理的再生水。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於2006年10月啟用以高級別處理的設

施進行示範計劃，並由2006年11月開

始向一些用戶供應再生水。 
 

2007年目標

i.向所有特選用戶供應再生水。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4） : 透過污水處理服務收費計劃收回污水處理服務設施的全部營運費用。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完成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計劃的檢

討，以及實施檢討的結果。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2006年已完成檢討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計劃的運作，並已公布有關的改善建

議。

ii.取得公眾明確支持，向所有使用

者全數收回污水服務設施的營運

費用。 
 

已向市民提出漸進式增加收回污水處

理服務營運費用的建議。

2007年目標

i.就着增加排污費的建議，通過有關

法例。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5） : 推行「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以改善海港水質，並長期維持改善的結果。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取得「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

程的撥款（視乎立法會是否同意透

過排污費，全數收回營運費用）。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污水處理服務收費計劃的檢討工作需

時較預期長，這也影響了撥款申請。

隧道設計及勘測工作已取得撥款，但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的策劃及

設計撥款申請則延至2007年。

ii.決定「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

的消毒程序。

  

建議的消毒程序為加氯（使用購買的

次氯酸鈉）及其後的除氯，將會在

2007年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提

交審議。 

iii.決定「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的採

購安排。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已決定

使用「改良的設計及建造」採購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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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目標

i. 為前期消毒設施取得根據《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的批核。

  

ii. 取得「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相關設施改

善工程的策劃及設計的撥款（視

乎立法會是否同意增加排污費的

建議）。

  

iii.取得建造「淨化海港計劃」第二

期甲前期消毒設施撥款（視乎立

法會是否同意增加排污費的建

議）。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6） : 藉着「公私營夥伴計劃」提高污水收集計劃的成本效益。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草擬對污水收集項目推行「公私營

夥伴計劃」的路線圖。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繼續討論草擬路線圖。

2007年目標

i.制訂對污水收集項目推行「公私營

夥伴計劃」的路線圖。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7） : 檢討《水污染管制條例》的相關事項。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 就《水污染管制條例》的修訂建

議，進行內部檢討。

  

ii. 就《水污染管制條例》技術備忘

錄的修訂建議，進行內部檢

討。.

  

iii.展開水質指標的檢討。

  

iv. 就制訂《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排

放標準而發出的指引，進行檢

討。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第（i）及（ii）項已完成，第

（iv）項正在進行中。

第（iii）項已界定檢討的範圍。有

關檢討建議已修訂，讓整體檢討過程

可加快，以達致公眾可能有的期

望。.

 

2007年目標

i. 展開水質指標的檢討，如有需

要，進一步調整檢討計劃。

  

ii.完成檢討就制訂《水污染管制條

例》排放標準所發出的指引。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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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VI – 符合環保原則的廢物管理及設施

長遠目標 （1） : 提倡循環再用及減少廢物，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藉此紓減處置廢物造成的環境負擔及

對堆填空間的需求。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制訂長遠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發展

計劃，實現減少都市固體廢物體積

的目標。

  

 
根據草擬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發展計劃

的進度來衡量。

進展 

於2006年後期開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的選址工作。

ii.推行第二階段回收廢輪胎試驗計

劃。

  

根據回收輪胎數量來衡量。 回收了1 850公噸廢輪胎不用送至堆

填區。廢輪胎經處理後成為橡膠碎

屑，可用作生產各類橡膠產品。

iii.委任承辦商在九龍灣廢物轉運

站，回收再造合共 42 000件舊

電腦、電器及顯像管。

  

根據九龍灣廢物轉運站各中心回收或

處理的廢物件數來衡量。

明愛中心和聖雅各福群會在九龍灣廢

物轉運站處理了45 000件舊電腦、電

器及顯像管。

iv.在2006年底前與電腦業界合辦電

腦循環再造試驗計劃，收集商業

營運數據。

  

根據計劃進度來衡量。 工作年底前已完成。

v.按照充電池回收計劃加強回收充電

池，以在2007年4月前將回收率提

高10%。

  

根據充電池的回收率來衡量。 進行中。於2006年4月至12月的九個

月內回收22公噸充電池，即回收年率

達11.7%。

 

vi.在2006年中展開環保園建造工

程，並在2006年底前完成環保園

第一期，供租戶使用。

  

根據租賃的情況來衡量。 於2006年12月開始，為屯門第38區環

保園第一期首批共三幅土地招租。

vii.在2006年底前，吸納470個屋苑

／樓宇參與「家居廢物源頭分類

計劃」。

  

根據參與的屋苑／樓宇數目來衡量。 於2006年底前有497個屋苑／樓宇報

名參與「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viii.建議及落實最適當及具成本效

益的延續營運安排，以便在港

島東廢物轉運站現有營運合約

屆滿後繼續營運。

  

根據完成顧問研究和落實延續合約的

成效來衡量。

進行中。於2006年12月接獲投標者的

初步標書，有關合約將於2007年底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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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於2007年，在西九龍廢物轉運站

落成啟用隔油池廢物處理設施。

  

根據項目落成啟用的進度來衡量。 在2006年簽訂附加協議後，開始設施

的設計工作。

x.立法會完成審議《廢物處置（修

訂）條例草案》，以管制醫療廢

物。

  

根據修訂草案的審議進度來衡量。 《2006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於

2006年4月頒布為法例。

xi.草案通過後向立法會提交草擬

《廢物處置（醫療廢物）（一

般）規例》。

  

根據提交草擬規例的時間來衡量。 正擬備有關規例。

xii.與大型超市及零售連鎖店制定自

願性計劃，減少膠袋使用量。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有十家大型零售商（包括三大連鎖超

市在內）在2006年與環保署簽訂「自

願性減發膠袋目標協議」，承諾於一

年內少發1.2億個膠袋。截至2006年

底，他們已減少派發超過1.24億個購

物膠袋，超越訂下的目標。  
 
同時，在2006年6月至12月期間，有

數個主要綠色團體在環保署的支持下

合辦每月「無膠袋日」運動，並獲30

多間零售連鎖店參與。參與的零售連

鎖店在「無膠袋日」裏減少派發膠袋

33%至54%。參考此次成功經驗，這些

零售店將於2007年繼續參與這運動。

 

2007年目標

i.制訂長遠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方

案，實現減少都市固體廢物體積的

目標。

  

 
根據草擬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發展方案

的進度來衡量。

備註 

已於2006年後期開展綜合廢物管理設

施的選址工作。

ii.在2007年繼續向回收及環保行業

出租環保園第一期的土地。

  

根據租賃情況來衡量。 將於2007年上半年開始出租環保園第

一期首批三幅土地。

iii.委任承辦商在九龍灣廢物轉運站

回收再造合共 42 000件舊電

腦、電器及顯像管。

  

根據九龍灣廢物轉運站各中心回收或

處理的廢物件數來衡量。

沒有。

iv.根據《2006年廢物處置（修訂）

條例》向立法會提交草擬《廢物

處置（醫療廢物）（一般）規

例》。

  

根據提交草擬規例的時間來衡量。

v.根據2007/08年度財政預算案，提

出就購物膠袋徵收環保費的提議。

  

根據能否達標來衡量。

vi.建議及落實最適當及具成本效益

的延續營運安排，使港島東廢物

轉運站現有的營運合約屆滿後能

夠繼續營運。

  

根據完成顧問研究及落實延續合約的

成效來衡量。

vii.按照充電池回收計劃加強回收充

電池，以在2008年4月前將回收

率提高15%。

  

根據充電池回收率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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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在2007年底前吸納700個屋苑／

樓宇參與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

劃。

  

根據參與的屋苑／樓宇數目來衡量。

 
 

長遠目標 （2） : 全數收回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收集及處理化學廢物與海洋污染廢物的變動營運成本。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推行計劃，調整在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處置化學廢物及海洋污染廢

物的收費。

  

 
根據調升收費的進展來衡量。

進展 

海洋污染廢物的費用於2006年3月31

日修訂。由於牽涉法律問題，調整化

學廢物收費的進度有所延遲。

2007年目標

i.調整處理化學廢物的收費。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3） :  

（從2007年開始）

批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連同混合處理醫療廢物所需改建的延續合約。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7年目標

i. 預審有意投標者的資格。 
 

  

ii. 進行投標。 
 

 
根據完成投標資格預審及招標來衡

量。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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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VII – 跨境與國際合作

長遠目標 （1） : 根據《斯德哥爾摩公約》履行香港特區的責任。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計劃」，以納入中國「國

家實施計劃」，於2006年11月前送

交《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方大

會。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進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已於

2006年9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中國

「國家實施計劃」將於2007年5月的

第三屆會議前送交《斯德哥爾摩公

約》締約方大會。

ii.於2006年向立法會提交《有毒化

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已於2006年5月提交立法

會。

2007年目標

i. 根據《斯德哥爾摩公約》－ 「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展開

優先行動項目。 

  

ii.促使《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

案》盡早通過。

  

 
根據進度及達標成效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2） : 與廣東省合作改善珠江三角洲區域的空氣質素。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與廣東省聯合推行「珠江三角洲地

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2006年工

作計劃。

  

 
根據工作計劃下各項任務於2006年底

的進度來衡量。

進展 

進展良好。有關進度摘要見於2006年

12月18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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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目標

i.與廣東省聯合推行「珠江三角洲地

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2007年工

作計劃。

  

 
根據工作計劃下各項任務於2007年底

的進度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3） : 與廣東省研究推行排污交易及其他改善空氣質素措施。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於2006年與廣東省合作擬定「珠江三角洲火

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計劃」。

  

 
根據制定建議試驗計劃的

進度來衡量。

進展 

排污交易試驗計劃的實施方案已於

2006年12月18日通過。

2007年目標

i.成立粵港排污交易管理小組，向發電廠推廣

「珠江三角洲火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計

劃」，邀請他們自願參與。 

  

 
根據成立管理小組的進度

來衡量。 
 

備註  

沒有。

 
 

VIII – 自然保育及節約能源

長遠目標 （1）: 制訂政策及推行措施，以規管、保護及管理對香港生物多樣性為重要的自然資源。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監察《新自然保育政策》的推行過

程，特別是兩項新保育措施的試驗

計劃，即「管理協議」及「公私營

界別合作」。

 
根據計劃的進度來衡量。

進展

•於2005年底在塱原及鳳園實施三個

管理協議試驗項目，進展理想。 

  

•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審批「公私

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接獲的申請

書。

  

ii.監察新頒布的《保護瀕危動植物

物種條例》實施情況。

  

根據持續監察的進度來衡量。 自2006年12月1日實施以來，該條例

一直順利運作。 

iii.準備立法建議，使《生物多樣性

公約》下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

議定書》適用於香港。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現正擬備條例草案。 

iv.修訂《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條

例》，加強管制海岸公園及海岸

保護區範圍內的船隻及標本收集

活動。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修訂於2006年10月18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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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目標

i.監察《新自然保育政策》的推行過

程，特別是兩項新保育措施的試驗

計劃，即「管理協議」及「公私營

界別合作」。

  

 
根據計劃的進度來衡量。

備註 

沒有。

ii.根據公約締約國大會的決定，修

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附表。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iii.準備立法建議，使《生物多樣性

公約》下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

議定書》適用於香港。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長遠目標 （2） : 制訂政策及推行措施，提倡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監察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計劃的推

行過程。 

 
根據計劃的進度來衡量。

進展 

「藍天行動」於2006年7月推行，鼓

勵市民參與改善空氣質素，包括節省

能源。此外，政府亦推行各項能源效

益及節省能源措施，包括自願參與的

能源效益標籤計劃、香港建築物能源

效益註冊計劃、廣泛使用淡水於蒸發

式冷卻塔先行性計劃。

ii.擬備立法建議，推行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現正擬備新法例，以推行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將於2007年第二季提交立

法會。  
 

2007年目標

i. 監察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計劃的

推行過程。

  

ii.向立法會提交強制性能源效益標

籤的法例。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備註 

沒有。

 
 

長遠目標 （3） : 制訂政策及推行措施，促進在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就「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

階段諮詢文件」所建議的推廣可再

生能源措施收集公眾意見。

  

 
根據建議的進度來衡量。

進展 

「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階段

諮詢文件」於2006年3月完成，現正

與兩家電力公司商討2008年後的《管

制計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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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目標

i.與兩家電力公司商討2008年後的

《管制計劃協議》，特別是推廣使

用再生能源。

  

 
根據計劃的進度來衡量。

備註 

沒有。

49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progress/part_3.pdf
http://www.epd.gov.hk/epd/misc/er/er2007/pdf/tc_chi/progress/part_5.pdf


 

 
 

 
 
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IX － 有效的執法行動及緊急應變措施

長遠目標 （1） : 利用遙控及實時追蹤方法，監測傾倒物料活動，以便更有效防止任何人士於非指定地點棄

置疏浚沉積物損害海洋環境。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完成所有測試和海上試航，以便在

2006年應用實時追縱及監察船隻系

統（簡稱「實時系統」）管制海上

傾倒物料活動。

  

 
根據實時系統的進度及應用情況來衡

量。

進展 

完成測試和海上試航。實時系統已率

先應用於一個在海上傾卸第三類沉積

物的私人項目。

2007年目標

i.把實時系統應用到土木工程拓展署

的拆建物料出囗項目。

  

  

 
根據項目的《海上傾倒物料條例》許

可證所規定使用實時系統來衡量。 

備註 

沒有。

ii.知會相關人士實時系統強制規定

的建議生效日期。

  

  

根據發信予相關人士及上載實時系統

的資料到環保署網站來衡量。

 
 

長遠目標 （2） : 所有執法行動全面應用流動電腦解決方案，藉此提高資料操作及通訊效率。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新綜合電子平台運作後，全力推行

流動電腦系統。

  

 
根據推行流動電腦系統的進度及實施

情況來衡量。

進展 

2006年2月開始測試設有介面連接到

現有執法數據庫的流動電腦系統。 
 

2007年目標

i.檢討開發設有界面連接至新綜合電

子平台的更完善流動電腦系統的需

要。

  

 
根據流動電腦系統的開發進度及實施

情況來衡量。

備註 

在2007年完成用戶經驗及新要求的檢

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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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目標 （3） : 提供共用綜合電子平台，以便完善管理執法資料及促進資料分享和製作模型。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開發綜合數據／資料管理方

案，以精簡多媒體執法工作流程及

數據管理。

  

 
根據項目的完成比例來衡量。

進展 

項目約完成80%，大部分推行工作已

完成。因工作流程控制及數據庫管理

繁複，最後完成日期會延至2007年初

至年中。 
 

2007年目標

i.於2007年中推出綜合電子平台。

  

  

 
根據推行系統的進展來衡量。

備註  

在2008年檢討用戶經驗和研究改善平

台的需要和可行性。 

 
 

X – 合作夥伴及顧客服務

長遠目標 （1） 引用新的管制技術及良好管理守則，促進各業界遵守環保法規，同時向業界提供專門指導

服務。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物色及提倡廣泛使用環保技術及物

料。

  

 
根據舉辦的活動數目來衡量。

進展 

•為1 481名建造及物業管理專業及

技術人員舉辦了12次研討會／講

座；及

  

•為1 438名餐飲業及汽車維修專業

及技術人員舉辦了13次研討會／講

座。 
 

ii.進行現場非立案審查，評估公共

及私人屋苑的環保表現。

  

根據所涉樓宇的數目來衡量。 完成了401次審查。 

iii.進行現場非立案審查，評估建築

地盤承建商的環保表現。

  

根據所涉建築地盤的巡查次數來衡

量。

 

完成了100次審查。 

iv.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香港建造

商會、建造業訓練局及其他機構

共同開發所有必要的管理工具

（環境管理計劃範本）、支援後

勤及培訓課程，以便順利推行安

全及環保獎勵計劃。 

  

根據完成指標性的環境管理計劃一般

範本及推出環保主任培訓課程的成效

來衡量。

環境管理計劃範本大綱於2006年2月

完成，交由香港建造商會擬定細節。

建造業訓練局在2006年推出了兩個與

安全及環保獎勵計劃有關的訓練課

程，7月舉辦環保主任課程，9月舉辦

建造經理環境管理課程。

v.在營商環保支援辦事處設立行業環

保支援中心，取代環保支援熱線。

  

根據是否能順利推廣行業環保支援中

心來衡量。 

行業環保支援中心於2006年9月20日

啟用，每月大約平均處理450宗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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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目標

i.制訂「環保法例及基建商業指

南」，促進本地工商界遵行環保措

施。

  

 
根據項目進展來衡量。

備註 

商業指南預定於2007年第二季出版。

ii.物色並提倡廣泛使用環保技術、

作業方法及物料。

  

根據舉辦的活動數量和性質來衡量。 沒有。

iii.進行現場非立案審查，評估公共

及私人屋苑的環保表現。

  

根據所涉樓宇的數目來衡量。

iv.進行現場非立案審查，評估建築

地盤承建商的環保表現。

  

根據所涉建築地盤的巡查次數來衡

量。

 
 

長遠目標 （2） : 提高餐飲業環保意識，使其明白管制煮食油煙的需要；加強汽車維修業的合作顆伴計劃。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支持本港飲食業協會的計劃

（HKFORT），協助中小型食肆及飲

食業控制及紓減煮食油煙。該計劃

於2006年4月由中小企發展基金撥

款展開。

  

 
根據項目的成果來衡量。

進展 

中小企項目於2006年6月展開，預定

於2007年底大致完成。項目進展良

好。 

2007年目標

i.改善環保食肆及環保車房顆伴計劃

的網站功能，吸引及方便業內人士

使用。

  

 
根據項目進展來衡量。

備註 

改善工作預定於2007年第三季大致完

成。

ii.推廣汽車維修業顆伴計劃，延續

環保親善大使任期，特別為他們

舉辦研討會。

根據舉辦的活動來衡量。 為新委任的環保親善大使及相關人士

籌備委任典禮和舉辦研討會，典禮訂

於2007年第二季舉行，研討會訂於第

三季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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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 環保意識及教育

長遠目標 （1）: 推廣政府的環保措施。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鼓勵公眾參與減廢及廢物回收。

 

 
根據參加「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的屋苑數目及推廣活動來衡量。

進展

•截至2006年底，共有497個屋苑／

樓宇參加了「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

劃」。

  

•播放一系列片長一分鐘的電視節

目，宣傳「生產者責任計劃」及污

染者自付原則。

  

•在2006年，以減廢為「香港環保企

業獎」、「世界環境日」、「香港

環保節」、「香港綠色學校獎」及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的其中

一個主題。

  

•在屯門、大埔和北區48間學校舉辦

推廣減廢的教育計劃。

  

•與綠色學生聯會合辦「無膠袋

日」。

  

•進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的

宣傳項目。

  

  

ii. 提高公眾節約能源的意識。 根據推廣活動來衡量。 •播放一系列片長一分鐘的電視節

目，宣傳節約能源。

  

•推行「藍天行動」，宣傳節約能源

和減少空氣污染。

  

•在2006年，以節約能源為「香港環

保企業獎」、「世界環境日」、

「香港環保節」、「香港綠色學校

獎」及「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的其中一個主題。

  

•與環保團體合辦教育計劃，推廣把

空調室温設定於攝氏25.5度。

  

2007年目標

i. 鼓勵公眾參與減廢及廢物回

收。 

  

ii.提高公眾節約能源的意識。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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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目標 （2）: 接觸社會各界，向市民宣揚最新的環保資訊。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安排流動環境資源中心探訪社區。

  

 
根據探訪次數來衡量。

進展 

進行了105次社區探訪。

ii.在社區設立「綠色資訊站」宣揚

環保信息。

  

根據設立的「綠色資訊站」數目來衡

量。 

在屋苑、學校和其他公眾地方設立

143個「綠色資訊站」。 

iii.透過環境資源中心推廣環保信

息。

  

根據環境資源中心的訪客人數來衡

量。 

四個環境資源中心接待了約10萬名訪

客。 

2007年目標

i.安排流動環境資源中心探訪社區。

  

 備註 

沒有。

ii.在社區設立「綠色資訊站」宣揚

環保信息。

  

iii.透過環境資源中心推廣環保信

息。 

  

 
 

長遠目標 （3） : 協助相關人士發展技能，達至長遠的環保目標。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為目標社群提供環保培訓。 
 

 
根據舉辦的培訓課程數目來衡量。

進展

•有16 639名學生參加「學生環境保

護大使計劃」，為他們舉辦了78個

工作坊。

  

•為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舉辦了21個

環保工作坊。

  

•為環保物業管理大使舉辦了16個培

訓課程。

  

•為公務員舉辦了91個工作坊。 
 

ii.在學校及商界推廣環境管理。 
 

 

根據參與的學校及機構數目來衡

量。 

•有111間中小學及126間幼兒學校參

與「香港綠色學校獎」。

  

•有185間機構競逐「2006香港環保

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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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目標

i.為目標社群提供環保培訓。

  

 備註 

沒有。

ii.在學校及商界推廣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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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的主要計劃綱領報告事項： 
 

XII – 部門環境管理

長遠目標 （1） : 透過推行有效的管理系統，繼續改善本署內部運作的環保工作表現。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監察環保署內部運作所構成

的潛在重大環境影響。

  

  

 
根據環保署內部運作所構成潛在重

大環境影響的監察工作來衡量。

進展 

持續監察。於2006年12月檢討潛在重

大環境影響。

2007年目標

i.繼續監察環保署內部運作所構成

的潛在重大環境影響。

  

  

 
根據環保署內部運作所構成潛在重

大環境影響的監察工作來衡量。

備註 

沒有。

 

ii.成立能源及排放管理小組，釐定

及推行節約能源／減低廢氣排放

措施。

  

根據能源使用及廢氣排放的監察工

作來衡量。 

 
 

XIII – 減少本署的運作對環境的影響

長遠目標 （1） : 確保以符合環保標準的方法管理本署設施所處理及處置的廢物。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密切監察本署的廢物設施承辦

商，務求能完全符合法例及合約規

定的環保要求。

  

 
根據符合率來衡量。

進展 

堆填區及廢物轉運站 

 
•完全符合法律規定。

  

•年內進行了 21 097次環境監測計

量，其中有 21 078次計量結果符

合合約規定。

  

2007年目標

i.繼續密切監察本署的廢物設施承辦

商，務求完全符合法例及合約規定

的環保要求。

  

 
根據符合率來衡量。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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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 締造環保辦公室

長遠目標 （1） : 減少開支及耗用資源，以顯示本署工作效率及保護環境的決心。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繼續推行減少用紙措施，以達到目

標（以2002/03為基準年，每年平

均達2.5%的減幅）。

  

 
根據紙張用量來衡量。

進展 

達到目標。紙張用量比2005年下降

5%。

ii.繼續配合能源審查，推行節約能

源措施。

  

根據辦事處耗電量來衡量。 耗電量比2005年下降約1.7%。 

iii.繼續在辦事處進行能源審查，找

出更多節約能源途徑。

  

根據已完成辦事處自行進行的能源審

查來衡量。 

•委任能源主任，提醒員工遵從節約

能源的內部措施。

  

•環保署各辦事處均已自行進行能源

審查，找出更多節約能源途徑。

  

iv.監察物資用量，鼓勵循環再用。

  

  

根據物資用量及循環再用的監察工作

來衡量。

持續監察，進展理想。

v.繼續推行室內空氣質素證書計劃及

按需要安排續領證書。

  

根據新領或續發的室內空氣質素證書

數目來衡量。

環保署屬下有14個處所獲認證達到有

關標準。

2007年目標

i.繼續推行減少用紙措施，以達到目

標（以2002/03為基準年，每年平

均達2.5%的減幅）。

  

 
根據紙張用量來衡量。

備註 

沒有。

ii.繼續配合能源審查，推行節約能

源措施。 

  

根據辦事處耗電量來衡量。

iii.繼續在辦事處進行能源審查，找

出更多節約能源途徑。

  

根據已完成辦事處自行進行的能源審

查來衡量。

iv.監察物資用量，鼓勵循環再用。

  

  

根據物資用量及循環再用的監察工作

來衡量。 

v.繼續推行室內空氣質素證書計劃及

按需要安排續領證書。

  

根據新領或續發的室內空氣質素證書

數目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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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 員工的環保意識、培訓及參與

長遠目標 （1） : 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及鼓勵參與。

目標 衡量方法／指標 進展 （如計劃有延誤，請述明原

因。）／備註

2006年目標

i.為員工籌辦培訓課程／研討會及增

強環保意識的活動。

  

 
根據培訓課程及活動數目來衡量。

進展

•透過每日內部布告板系統發放關於

環保、安全及健康的有趣貼士。

  

•舉辦實地考察活動，加強員工的環

保意識。

  

2007年目標

i.為員工籌辦培訓課程／研討會及增

強環保意識的活動。

  

 

 

 
根據培訓課程及活動數目來衡量。

備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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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 
 
我們的抱負是為香港締造一個健康宜人的生活環境，鼓勵市民重視環保，明白必須為自己和下一代着想，使這個生活

環境得以持續。  
 
為了實踐上述抱負，我們會自強不息，努力達到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我們將制訂及實行多項措施，改善及保護環

境，並主動參與政府對環境有影響的策略性決策。我們矢志確保以環保的方式，發展和推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推

出的各項服務、計劃及內部運作， 並遵行《清新空氣約章》的規定。  

 
為了實踐上述目標，我們已採納下列工作守則： 
 
遵守法規 
 
我們旨在訂立有效的法例和高效率的監管機制，保障市民的健康及福祉不受任何不利的環境影響。  
 
我們會以身作則，確保所有營運項目均嚴守法律規定，遵從所有相關環保法例、標準及條例的精神，以及本署的內部

指引及程序。只要情況許可，我們更會致力超越有關的標準要求。 
 
防止污染 
 
我們旨在於規劃階段執行環境影響評估，防範因發展項目、規劃及政策所引起的環境問題，並尋求良機改善香港的環

境質素。  
 
我們實施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以持續改善本署主要設施的環保表現。我們會盡量避免、減少和控制本署日常工作

導致的環境污染。另外，我們會規定承辦商採取及實施完善的環境管理體系及污染控制措施，同時積極鼓勵商界及香

港其他機構採用類似的系統及措施。我們也會實行各種計劃和措施，致力減少廢氣排放，務使環保署的運作達到《清

新空氣約章》的規定。

 
對環境事故的應變行動 
 
我們設立處理環境事故的緊急應變系統，並聯同其他政府部門攜手作出迅速回應，盡量減低對環境的損害。  
 
 
 
減少消耗資源 
 
我們旨在規劃及提供方便而具成本效益的廢物管理設施，同時秉承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在香港推行廢物管理的工作，

以達至減少耗用資源和製造較少廢物的目標，並將有價值的廢物回收及再用。  
 
我們會根據「物盡其用、廢物利用及循環再用」的原則使用物料，同時繼續改善本署運作，更有效地使用天然資源及

能源。  
 
 
 
可持續發展  
 
我們積極鼓勵政府各部門推行符合環保及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政策和計劃。此外，我們採用及推廣最新的科技系統，繼

續與其他機構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致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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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我們旨在透過環保活動、宣傳、教育及行動計劃，以及向市民提供環保資訊，促進公眾的環保意識，藉此取得大眾的

支持及參與，攜手合作朝着理想的環保目標邁進。  
 
此外，我們亦向市民公布本署的環保政策，並發表本署環保表現的年報。我們亦確保所有員工均清楚了解環保政策的

內容，好讓他們能就社會各相關人士關注的問題，提供本署政策及行動的詳情。 
 
培訓  
 
我們透過適當的培訓和專業職能發展，確保所有員工具備應有的知識及能力，以履行環境保護職責，同時積極參與環

保活動。 
 
管理層檢討 
 
管方將根據內外因素的轉變，相應地檢討及調整本署的環保方針與目標，藉以持續提升我們的環保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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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小鴉洲低放射性廢物 

貯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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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廢物轉運站 新界西堆填區

新界東南堆填區 晒草灣遊樂場（已修復的晒草灣堆

填區）

區域辦事處（北） 區域辦事處（南）

稅務大樓46樓總部接待處 修頓中心28樓行業 

環保支援中心

中環路邊空氣監測站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海水監測船 流動環境資源中心

62



 

 
 

 
 
政府各局/部門及機構的環保工作報告可經下列網頁連結參考：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how_help/tools_epr/collec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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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委託環科顧問有限公司［環科顧問］評價及核實該署網上版的《環保工作報告2007》。報告陳

述環保署於2006年在環保、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工作表現。
 
核實目的 
 
核實工作的目的是向環保署的相關人士提供一份對本報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所做的獨立保證。 
 
此聲明是根據以下準則發表：

獨立第三者意見 ― 環科顧問並無參與編製此報告的工作；及

審核結果，包括審核報告內具代表性的數據及聲明，查核數據搜集機制和資料管理系統，評估報告的全面性，以及

改善環保署編製環保工作報告的建議。
 
核實方法 
 
在核實過程中，環科顧問於2007年5月14日至21日期間，多次與環保署各有關代表會面，審查資料，會見的人士包括高

級專業人員和技術員工。我們審閱、檢驗和核對了報告中多項被揀選的聲明與資料，及其相關的支持數據、證明文件

和數據系統。就個別存疑的聲明，我們已要求環保署提供更詳盡的資料予以作進一步調查核實。  
 
我們同時也為報告進行評核的程序，提出改善來年環保工作報告的意見。我們採用了本地和外國的報告、參考指引和

標準，作為評核的參照。評核結果會在改善建議和改善事項中詳述。
 
核實結果及評價 
 
 
報告的準確性 
 
於《環保工作報告2007》內，各項經環科顧問審核過的聲明確能準確反映2006年環保署的工作和表現。小部分於核

實過程中發現的疑似問題聲明和數據，環保署已作出相應的修訂，令環科顧問滿意；及

數據搜集機制及資料管理系統普遍可視為可靠、具效率、有組織及能達到效益。數據是按照特定的方法有系統地搜

集、記錄、儲存及分析，個別支持聲明的數據及報告資料亦恰當地檢取及闡釋。
 
報告函蓋範圍及相關性 
 
《環保工作報告2007》提供了環保署在2006年工作的概覽，內容均衡，包括它在香港擔當的角色與責任、重點綱領

及相關項目計劃，以及日常運作與服務所產生的主要環境影響。

報告清楚指出環保署針對其運作與服務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持續推行的措施。環保署以圖表形式陳述其按年度在

服務和環保工作上的主要趨勢，並且檢視2006年目標的進度，訂定2007年的目標。

《環保工作報告2007》採納了讀者對《環保工作報告2006》的建議，相對地加強了報導環保署就處理空氣污染和廢

物管理問題的相應措施。
 
對未來報告的建議 
 
我們鼓勵環保署編製日後的報告時考慮：

進一步透過趨勢分析圖表和簡略概述的方式，加強內部環保、社會和經濟工作成就的可讀性。 

擴大報告內容的篇幅，在適當情況下，增加有關環保署如何正面影響承辦商及／或供應商的環保工作表現的報導。

根據國際認可的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3報告指引，採納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做法，並於報告內列明已採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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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拔烈

環科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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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你對《環保工作報告2007》（本報告）發表寶貴意見，以幫助我們

改善來年的報告。請填妥這份回應表格，然後按下面的「遞交」鍵，或

者透過電郵：epr@epd.gov.hk，將意見傳送給我們。謝謝！

 
 
1. 你對本報告在下述事項如何評價？

 良好 一般 差劣 其他意見

a) 精簡度和可讀性

b) 圖表表達方式

c) 對本署環保工作的瞭解

2. 你希望本報告那些章節可提供更詳盡的資料？（可選擇多於一個方格）

 抱負與策略 組織架構與管治 相關人士參與

環保署的可持續發展方針—經濟

影響

環保署的可持續發展方針—政策

與計劃的環境影響

環保署的可持續發展方針—

內部營運活動的環境影響

環保署的可持續發展方針—社會

影響

目標 ― 檢討進度及訂立2007年的目標 

3. 你對那些政策／計劃最感興趣？（可選擇多於一個方格）

 空氣 環境評估與規劃 保育

噪音 廢物 水質

環保法規管理 跨境及國際合作 公眾的環保意識及教育

4. 你認為以下那方面的內容需要加強？（可選擇多於一個方格）

 統計資料 圖解 超連結到其他資料

其他（請說明）：

5. 其他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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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提供你的背景資料（公眾人士、環保團體、專業人士／學者、其他政府部門／機構等） 。（非必須填寫） 

 

姓名：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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