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知識 香港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約為6噸，低於澳洲、美國、英國、日本及新加坡。

　　政長官在10月13日宣讀的  

《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環境

保護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措施，

重點之一為改善空氣污染。

　 香 港 的 空 氣 質 素 正 逐 步 改

善。2009年一般空氣中的主要污染物，

例如二氧化硫、懸浮粒子和二氧化氮

等，濃度已較2005年分別下降36%、15%

及4%。但路邊空氣污染方面，二氧化氮

的濃度仍然偏高。

鼓勵使用零排放巴士
　在繁忙路段，專營巴士是路邊空氣的

主要污染源。政府的政策最終目標是全

港使用零排放的巴士。當現有巴士專營

權在未來數年陸續屆滿時，政府會在新

的專營權中加入條款，要求巴士公司在

更換巴士時，在考慮公司和乘客的負擔

能力及可行性後，積極使用零排放或最

環保巴士。

　以現時市場供應情況及技術發展而

言，混合動力巴士有望在短期內大規模

取代柴油巴士。故此，政府建議全數

行

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置6輛混合動力巴

士，在香港繁忙路段試驗行駛，以測試

運作效益，包括能否應付香港地形和氣

候的要求，以及收集營運數據。如果巴

士公司有意測試其他更環保巴士，例如

電動巴士，政府亦願意同樣資助。

　現時，超過六成的專營巴士為歐盟二

期或三期的型號。由於這些巴士數量甚

多，難以在未來數年悉數淘汰，政府正

聯同專營巴士公司試驗為歐盟二期及三

期巴士安裝「催化還原器」，減少氮氧

化物的排放，以達到歐盟四期的水平。

倘若試驗成功，將由政府出資全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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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而巴士公司則承擔日後的額外營運

及保養費用。

　此外，政府計劃在銅鑼灣、中環及旺

角等繁忙路段設立低排放區試點，目標

是由下年度起，盡量增加低排放專營巴

士行駛區內的比例，到2015年，只有低

排放巴士才可於區內行駛。 

　陸上和海面運輸是本港第二大空氣污

染及溫室氣體排放源。為鼓勵運輸業界

試驗低污染和低碳的綠色運輸工具及相

關技術，政府計劃在本年度成立3億元的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供運輸業界申

請。

政府將資助專營巴士公
司，購入6輛混合動力巴
士，測試是否適合在香
港繁忙路段行使。

行政長官在《施政
報告》中，用了不
少篇幅提出改善空
氣質素的新措施。

專營巴士公司已自發
購置環保巴士，圖為
城巴購置的歐盟4型環
保巴士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10-11/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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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華視察減低堆
田區氣體的裝置。

綠色頭條

　　政長官在《施政報告》重點談及應

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他指出，香港減排

策略重點，是多使用清潔低碳的能源和

燃料發電，政府建議優化發電燃料的組

合，大幅減少依賴化石燃料，逐步淘汰

現有的燃煤發電機組，並增加使用非化

石、潔淨和低碳的燃料，包括可再生能

源和輸入核能。

　政府建議2020年的發電燃料組合為：

天然氣約40%、煤不多於10%、可再生能

源約佔3-4%，其餘約50%為輸入核能。

政府會同時致力提高能源效益、推動綠

色建築、提倡節約用電、促進低碳運

輸，以及建設轉廢為能設施等。

　政府估計在2020年，香港的碳強度可

以由2005年的水平，減少五至六成。溫

室氣體排放量亦會由高點回落，相比

2005年的水平，減幅達19-33%。人均排

放量亦會由6.2公噸，下降到3.6至4.5公

噸，遠低於美國、歐盟和日本水平。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積極參與應對氣

候變化工作及國際交流，特區政府組織

的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思匯政策研究

所及C40城市氣候變化領導小組，將於11

月5日及6日攜手合辦「C40論壇」，專注

香港一年運往堆填區的廢物達327萬噸，即每日要填埋9000噸。

探討氣候變化的兩大議題：綠色建築及

建築物能源效益；以及綠色交通運輸。

政府並已開展《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

及行動綱領》公眾諮詢，市民可以於

2010年12月10日之前提交意見。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接受本刊專訪時指

出，香港的人均排放量較其他已發展經

濟體為低，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完善

的公共運輸體系。

　「高度密集的城市設計同時造就了高

效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並且減低個人

汽車擁有率。」邱騰華說。

　他續稱，香港溫室氣體最主要的排放

源為發電，以2008年為例，發電佔香港

總排放量高達67%。故此《施政報告》

建議到了2020年燃煤發電佔比減至不多

於10%，有助持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接近九成的用電

與建築物有關。換言之，建築物的耗電

量佔本港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高達60%。

故此政府會繼續推動措施，改善建築物

及電器的能源效益。此外，廢物處理約

佔總排放的5%，政府計劃分階段興建綜

合廢物管理設施，一方面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同時紓緩堆填區的壓力，並且轉

廢為能。

　為加強統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工

作，政府在2007年成立了由環境局領導

的「氣候變化跨部門工作小組」，成員

包括5個決策局和16個部門。

行

香港接近九成
的用電與建築
物有關，推動
綠色環保建築
能有效減少碳
排放。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指出，香港集體運輸系統成熟，是人
均排放較少的重要原因。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consult.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cons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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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電力公司的燃煤發電成本約為每度電0.4至0.6元，燃氣發電約0.7至0.9元。

行　　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透露，繼在2008年向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下稱「環保基金」）注資10億元後，會預留5億元，因應基金

的運用情況，在適當時候再注資。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條例》（第450章）在1994年6月通過後，

環保基金隨之成立，在同年8月開始運作。

　在1994年至2008年，環保基金合共只獲注資2.35億元，行政長官在

2008年宣佈一次過注資10億元，現時又宣佈預留5億元再注資，再次

顯示特區政府對環境及自然保育的高度重視。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10月13日在立法會表示，環保基金已預留款

項，資助學校推行現場派飯，以助減少廚餘及即棄飯盒。　

　邱騰華指出，環保基金在過去數年間，在公眾教育，或

引入環保應用技術上發揮效用。在獲得增撥

的10億元中，最少已撥出了7億元來進行

這些工作。 

政　　府10月15日在憲報刊登《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以大幅減低

電力行業在2015年及以後三類空氣污染物（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

的排放，從而進一步改善區內空氣質素。

　新一份技術備忘錄是按《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頒佈。它把電力行業於2015年及以後

的排放總量上限收緊至每年12,482噸二氧化硫、27,552噸氮氧化物和831噸可吸入懸浮粒

子。對比首份技術備忘錄，三類空氣污染物的減幅分別為50%、35%和34%。

　環境保護署發言人說：「在訂定新的排放上限時，我們已考慮了兩間電力公司在採用

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包括充分利用現有的燃氣機組的發電能力，及優先使用為達致首

份技術備忘錄的排放上限而已加裝減排設施的燃煤機組）下的減排空間。」

　電力行業在2008年的排放總量佔全港二氧化硫總排放量的88%，氮氧化物的44%和可

吸入懸浮粒子的28%。收緊的排放限額將會有助改善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的空氣質素。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環保基金已動用約7
億元推動公眾教育和環保應用工作。

政府預留5億元再注資環保基金，顯示政府高度重視環境
及自然保育。

http://www.ecf.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www.ecf.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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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修訂相關立例，有助
生化柴油逐漸普及。

　　影裏曾出現這樣的情節：一輛汽車

停在快餐店前面，然後把吃剩的薯條

沙律倒進油缸，汽車便有動力絶塵而

去。

　這種技術已在實驗室中開發成功，但

在現實生活中仍未普及。今天的香港，

可以使用生化柴油，是以菜油、動物脂

肪、煮食廢油等製成的可再生燃料，並

用作汽車燃料，減低對化石能源的依

賴。

　幾乎所有在香港路面行駛

的車輛都依靠化石燃料，

包括汽油、柴油和液化

天然氣，排放的溫室

氣體佔全港16%。

生化柴油是一種

可再生能源，燃

燒時釋出的二氧

化碳，會由植物透

過光合作用吸收，

循環成為製造生化

柴油的原料。

　政府在《香港應對氣

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諮

詢文件中提出，因應國際趨勢和技術進

步，研究顧問建議車用汽油混入10%乙

醇，與及車用柴油混入10%生化柴油，

有助在2020年進一步減輕香港汽車依賴

化石燃料。政府將研究本地更好地

利用廢食油生產生化柴油的可能

性。

　在國際上，歐盟已立法規定在

2020年時，其運輸燃料要達致10%

的可再生能源水平(主要是使用生

化燃料)。這將促進全球生化燃料

的生產，及使香港在2020年時可獲充足

的生化燃料供應。

　政府於2007年公布，作為一項長期政

策，車輛使用生化柴油可獲免稅優惠。

另外政府已訂立《2009年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修訂)規例》，以立法規管

於汽車使用生化柴油的燃料規格要求，

及出售汽車生化柴油的標籤規定。這將

有助增強車主使用生化柴油的信心。此

外，政府正積極考慮在政府車隊中使用

生化柴油。

　環保署提醒駕駛人

士，使用生化柴油

前應查核加油

機或容器上是

否附有標籤。

若沒有標籤，

該汽車生化柴

油應該含有不

電

生化燃油在歐洲發展較
快，圖示瑞典的Sysav
公司收集廚餘用作生化
燃油的流程。

改善路面空氣

其他地方使用生化燃料
　現時在不少國家已有提供混有乙醇

及純生化柴油的車用汽油或柴油。在

歐盟，許多成員國已在汽車燃料銷售

方面，定立強制性的生化燃料所含比

例，例如英國在2010/2011年度的水平

為3.25%。在歐洲，利用廚餘大量製造

生化柴油更日漸普及。

　在內地，部分省份已要求出售的汽

油必須混有10%乙醇。現時已有部分

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出售混有不同生化

柴油水平的燃料，如澳洲、加拿大、

印尼、日本、韓國、泰國及美國。

香港首艘環保船於2009年3月出現，由AVIVA與香港大學合作，採用B5混合生物柴油。

高於5%的生化柴油，並且適用於所有車

輛；若附有標籤，應核對標籤上提供的

生化柴油含量，並在使用前諮詢有關的

認可車輛代理商。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consult.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cons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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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輛是香港空氣污染第二大源頭。在

各類車輛中，以柴油商業車輛造成的空

氣污染最為嚴重。其中歐盟二期車輛排

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比歐

盟四期車輛分別高出七倍及一倍。

　為改善本港空氣質素，由2010年7月1

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政府會向歐盟

二期柴油商業車輛車主提供金額達五億

四千萬元一筆過資助，鼓勵他們購買新

商業車輛，盡早替代他們的歐盟二期舊

車。

　這項資助計劃中的「商業車輛」，包

括輕型貨車、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公

共小巴、私家小巴、非專利公共巴士及

私家巴士；而「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

輛」則按右表的首次登記日期劃分。

　自七月一日起，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

輛車主，凡更換新商業車輛，而新車符

合現時新登記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即

歐盟四期排放標準，車主將會獲得一筆

過資助。每輛汽車的資助額視乎車輛的

車

車輛是香港排放的重要源頭，
圖為9月6日舉行的「放駕一
天」減碳行動啟動典禮 ，環境
局局長邱騰華(左三白衣者)積
極參與。

商用車輛如非專營公共
巴士，是空氣污染的主
要源頭之一。

億

資助更換
商用環保車

車輛類別[1] 許可車輛總重 首次登記日期
  (包括首尾兩天)

貨車 不超過3.5公噸 1998年10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
 超過3.5但不超過4公噸 1998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
 超過4公噸 1997年4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

非專利巴士  不適用 1997年4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

柴油小巴 不超過3.5公噸 1998年10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
 超過3.5但不超過4公噸 1998年10月1日至2003年7月31日
 超過4公噸 1998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

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輛的界定

[1] 車輛類別、許可車輛總重及首次登記日期，以運輸署車輛登記文件所列為準。

類別，由一萬七千元至二十萬三千元不

等。

　資助計劃為期三十六個月，以歐盟二

期車輛首次登記日期作識別。現時香港

約有二萬七千三百輛領有牌照的歐盟二

期柴油商業車輛。

　此前，環保署於本年三月，為歐盟前

期和歐盟一期的車輛完成類似的資助計

劃，約有二萬三千輛即約四成符合更換

資格的車輛被淘汰。

改善路面空氣

首輛香港開發的電動車MyCar於2009年10月開售，每輛售價97,000港元。

環保車輛資本開支可扣稅
政府為了改善空氣，積極推動公民教育
及引入新條例，由2010年6月18日起，
營商機構購買合資格的環保車輛所產生
的開支，可以從利得稅中扣除，新的稅
務寬減將適用於2010/11及其後的課稅
年度。

這項稅務優惠措施涵蓋以下三種環保車
輛類別

混合動力車

環保署所執行的
“環保商用車輛稅務寬減計劃”

及
“環保汽油私家車稅務寬減計劃”

下的環保車輛

電動車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old_diesel_com_veh_replace_prog.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old_diesel_com_veh_replace_pro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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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在時代廣場舉辦「環保回收桶型格展」，城中知名的藝術家、設計師和藝人展示設計的回收桶。

　　沒有想過，垃圾桶也可以有型有

格，滿載藝術氣息？環境保護署為推動

環保回收的概念，舉辦「環保回收桶型

格展」，特別邀請了九位城中知名的藝

術家、設計師和藝人，義務創作一系列

別具特色的環保回收桶，以藝術手法表

現綠色理念，喚起大眾的支持及參與廢

物回收和分類處理，增加使用環保回收

桶來處理廢物。

　特別設計的環保回收桶已由八月十三

日起，一連三日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地面

展覽廳展出。這些回收桶均別具特色、

創意無限，吸引了很多市民關注，並且

身體力行參與分類回收。

　參與展覽的李永銓、何國鉦、鄧卓

越、小克、Chocolate Rain、李寶勳、劉

見之、任達華及慧妍雅集的作品。

　其中任達華以「從心」的概念創作出

這次展出的環保回收桶，意思是環保回

收必須由心出發，這樣才是保護環境的

最好方法。而慧妍雅集這次由趙雅芝、

曹敏莉及莫可欣代表設計環保回收桶，

以「盡力盡心，創造美好將來」鼓勵市

民盡力保護環境，支持分類回收，經過

每人的努力必定能令將來更美好。

　年紀最小的一個設計者是四歲半的劉

見之，他曾於「第38屆捷克利迪策國際

繪畫展」中以一幅老虎畫作奪得玫瑰金

章大獎。他這次以花朵中央作為地球，

這「地球花」寓意人們如能珍惜資源，

把廢物循環再用，陪伴我們成長的地球

有

便能保持像花一般美麗。

　「環保回收桶型格展」是「少棄置．

多珍惜」減廢大行動的其中一環，旨在

透過與商界及不同團體攜手合作舉辦一

系列的活動，鼓勵市民積極響應綠色生

活、善用資源。

   減廢大行動遍及每個生活環節，已於五

月二十三日啟動，除了回收桶設計活動

之外，並聯同六間連鎖咖啡集團組成綠

色咖啡聯盟，呼籲市民少用即棄餐具，

並與顧客分享咖啡店的綠色消費貼士，

鼓勵市民實踐綠色生活。而政府亦希望

透過這一系列的展覽，讓市民進一步明

白減廢的重要性，並且成為精明一族，

在 生 活 上 各 個 環 節 減 少 浪 費 、 善 用 資     

源，令香港成為一個綠色城市。

劉見之的設計以花
朵中央作為地球，
寓意人們如能珍惜
資源，把廢物循環
再用，地球便能像
花一樣美麗。

綠色生活

香港的廢物回收率由2005年的40%，增至2009年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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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綠色新政

根據用者自付原則，環保署估計，處置一公斤醫療廢物的收費成本約3元

　　物需要妥善處理，否則會危害健康，醫療廢物的風險更高，需要更

小心處理，政府已啟動立法程序，預計由2011年初開始，處理醫療廢物

將要領有牌照。

　於2010年6月18日，政府將《廢物處置（醫療廢物）（一般）規例》、

《廢物處置（醫療廢物處置的收費）規例》以及《2010年〈2006年廢物

處置（修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一同刊登憲報。

　簡而言之，醫療廢物是指牙科、醫科、護理或獸醫業務，及相關研究

及化驗工作所產生的廢物，包括經使用或受污染的利器、化驗所廢物、

人體和動物組織、傳染性物料、敷料。

　由於醫療廢物可能帶有傳染性物質，及針咀和手術刀等利器，因此有

潛在危險。所以在處理和管理醫療廢物時必須特別謹慎，務必盡量減低

其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危險或對環境造成的污染。

　政府計劃實施「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確保醫療廢物得以環保和安

全的方式處理及處置。根據管制計劃，醫療廢物產生者（例如醫

院和診所）將須聘用持牌廢物收集商收集和運送醫療廢物到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

　兩條規例載有管制計劃詳細的規管要求和處置醫

療廢物的收費。此外，兩套工作守則亦於2010

年6月18日發出，為醫療廢物產生者和收集

商就醫療廢物的處理和管理提供指引。

　待立法會相關程序完成後，《一般規

例》中的發牌條文將會於2010年11月19日

起生效。讓醫療廢物收集商和處置設施經

營者有充足的時間，於2011年初管制計劃

實施前取得相關的牌照。

勤洗廢物運送車以黃色膠袋包裝第三組的醫療廢物利器收集箱以紅色膠袋包裝利器放入利器收集箱

http://www.epd.gov.hk/epd/clinicalwaste/nonflash/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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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自2005年1月開始

在全港推行，參加計劃的屋苑至今超過

1500個，涵蓋全港四分之三的人口。計

劃於2007年10月擴展至工商業樓宇，而

參加了計劃的工商業樓宇亦已超過600

座。

　為了推動計劃持續發展，環境及自然

保育基金將繼續向有需要的屋苑及工商

業樓宇提供專項撥款資助，用以設置回

收設施。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亦繼續

向住宅及工商業樓宇提供回收桶，協助

住宅及工商業大廈實踐可行的廢物分類

回收模式，從而提高回收量。

　　施超過5年的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取得

有效成績，由2004年至2009年，家居棄

置廢物量累計下跌15%，環境局及環境

保護署(環保署)正積極推動計劃擴展至

鄉郊地區。

　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論壇暨頒獎典禮於8

月20日舉行，超過400位各界代表參加，

氣氛熱烈。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環境保

護署署長王倩儀致開幕辭時，感謝社

會各界積極支持和參與廢物源頭分類回

收，令家居廢物的回收率從2004年的14%

上升至2009年的35%，而在同一期間家居

棄置廢物量累計下跌15%，同期棄置在

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也累積下降了

3.8%。

　王倩儀說：「本港普遍市民對廢物源

頭分類回收的接納程度，開始步入身體

力行、以為己任的實踐階段。下一步環

保署會繼續向市民深化推廣廢物源頭分

類計劃，並會將計劃推展至鄉郊地區。

因應外籍家傭在家居廢物源頭分類的角

實

政府今明兩年的工作重點之一

便是將「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推展至鄉郊地區，在鄉郊垃圾

站放置三色分類回收桶並安排

回收商定時收集回收物料，設

有回收桶的鄉郊地區回收點由

計劃實施前的約360個增加至

現時約920個。而鄉議局將繼

續協助政府落實計劃並鼓勵村

民參與分類回收。

色，環保署會向他們加強宣傳，灌輸回

收觀念。」

　在論壇暨頒獎典禮上，來自物業管理

公司、屋苑和機構等各界代表分享推廣

廢物源頭分類的經驗，以及塑膠資源再

生的運作和收集計劃。過去一年在廢物

源頭分類工作上有出色表現的單位，亦

獲頒獎項和嘉許證書。

環境局常任秘書
長/環境保護署署
長王倩儀在廢物
源頭分類計劃論
壇暨頒獎典禮上
致詞。

在鄉郊的三色廢物回收桶。

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推廣至鄉
郊，教育村民將廢物分類。

綠色新政

環保署特設二手物品交易平台，減少廢物棄置。

回收年上升

https://wasteexchange.wastereduction.gov.hk/tc_chi/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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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李樂詩博士的環保教育影碟，推動極地及水資源保護。

綠色出版

　　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環保會)透過不

同的出版活動，向各界推動環保教育及

理念。	

　為響應「世界環境日2010」，環境保

護運動委員會與極地博物館基金攜手合

作，於2010年6月5日特別推出三張環保

教育影碟：《阿樂跟蹤北極》、《阿保

追蹤南極》及《飲水思源》，免費派發

予中小學，以傳遞愛護地球、關心氣候

異變的訊息。

　影碟中以生動手法帶出全球暖化的禍

害，希望藉以加強公眾環保意識。其中

兩套影片以3D動畫形式製作，透過由李

樂詩博士親自設計的角色，以第一身手

法講述南、北極的氣候變化與全球暖化

的關係。另一套光碟則揭示雅鲁藏布大

峡谷和喜馬拉雅山的水資源污染問題，

呼籲大眾關愛地球。

　李樂詩博士曾十次前往北極、八次到

南極，隨同中國科學隊考察，影碟旨在

向青少年介紹極地暖化與全球氣候異變

的關係。另外李博士十分關心水資源保

護議題，是香港第一位前赴雅魯藏布大

峽谷的女探險家，她曾四次隨中國科學

家前往珠穆朗瑪地區，拍攝水資源及植

物生態情況。

歌手林一峰在以青少年為對象
的《聽大樹唱歌》一書中，分
享他的低碳生活體驗。

　環保會於9月18日推出《低碳生活@香

港》叢書，向市民推廣低碳生活，推動

社會各階層從日常生活入手緩減氣候

變化。是次活動由環保會主辦，並得到氣候組

織（香港）及路訊通支持。在活動中，藝人與居民和現場觀眾分享他們如何

實踐低碳生活，參與的市民反應熱烈。

　共四冊的中文叢書提供環保知識，推介低碳生活的心得，更有實踐低碳生活

的真實個案分享，讀者對象包括青少年、家庭人士、上班一族及商界。

　《低碳生活@香港》叢書其中兩冊─《聽大樹唱歌》及《一家人	 好天氣》在

9月18日的活動上推出。叢書的餘下兩冊，將會以低碳經濟和綠色城市生活為主

題，對象為商界和上班一族，預計於今年十一月推出。

據美國《時代》雜誌報道，北極冰川融化，會在未來40年造成2.4兆至24兆美元經濟損失。

http://www.ecc.org.hk/tc_chi/news/news_detail.php?id=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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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約70%來自城市。處理氣候危機

的成敗將取決於城市都會付出的努力，要應對氣候變化

的挑戰，必須加強城市之間的交流合作。香港作為一個

活力十足的國際城市，與全球主要城市一直有許多深入

交流，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香港特區政府將於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主辦香港C40論壇，探討發展低碳城市以達

致優質生活的路徑，當中會集中討論締造現代化、適宜

居住、低碳及優質城市都會的機遇。

　香港C40論壇的目標包括：提高大城市對氣候變化所帶

來的逼切影響及機遇的認知；展示本地及國際公共和私

營機構在城市推動低碳經濟的活動；及透過互相交流國

際間的最佳實踐、專業知識和經驗，提升專家和專業人

士的能力。

　應邀出席論壇人士包括：所有C40成員城市及聯繫城

市，倡議低碳措施的國內城市，及推動低碳城市工作的

相關持份團體專家和專業人士。

　約600名參加者將會在論壇中聽取來自香港及25個確

認出席的成員城市領袖代表，分享其應對氣候變化的經

驗，確認出席之成員城市包括柏林、倫敦、莫斯科、紐

約、東京及多倫多。另外來自5個聯繫城市及兩個非C40

城市的領袖，也會分享他們的寶貴經驗。

　C40城市氣候變化領導小組現任及下屆主席、多倫

多市長苗大偉 (David Miller) 及紐約市長彭博 (Michael 

Bloomberg) 將會發表主題演講，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政務司司長、及環境局局長也將會分享香港經

驗。論壇的另一焦點，是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及多個內地城市領導的演說。

全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積極參與C40活動，圖為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左一)今年6月參與德國柏林舉行的C40工作坊。

綠色大事

論壇主要圍繞兩個主題：

（集中討論在翻新樓宇和新建樓宇時達致能源

效益的最佳實踐）

一系列樓宇裝修的方案：容易取得成效的改建

方案與要作出根本改變的方案；分析方案：減

碳量與成本效益。

「社區建設」-----包括能效審計、基準測量、能

源評級等相關討論。

未來的新建樓宇：政策調控、技術和物料、創

新系統及未來的挑戰。

低碳樓宇的融資：不同城市採納的方案。

（集中討論電動車輛）。

基建設施：在確保提供安全的充電設施時，城

市可發揮什麼作用？城市應否確保有充足的快

速充電設施？電動車輛與供電網如何配合？

誘因及激勵措施：世界各地城市提供哪些誘

因？城市如何能夠取得最大的效益？城市如何

激勵消費者？

電動車輛之供應

香港為今次C40論壇的主辦城市。論壇由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組織的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思

匯政策研究所及C40城市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攜手

合辦。此論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自

然保育基金慷慨支持。

鳴謝政府新聞處及《星島日報》提供本刊圖片。

要成為C40成員城市，人口最少要有300萬，所以著名綠都哥本哈根，也只能做聯繫城市。

http://www.c40citie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