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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實施環境管理?

透過有效運用資源，提升效率減省成本
加強競爭力及改善市場機會加強競爭力及改善市場機會
減低違法的機會
減少環境事故及投訴減少環境事故及投訴
提升公司形象，增進良好的客戶關係
履行社會責任 為我們的下一代持續改善環境履行社會責任，為我們的下一代持續改善環境
改善工作環境
提高員工的環保意識提高員工的環保意識



企業於各階段營運的
環保及節流管理環保及節流管理

業務生命週期

業務規劃

業務開創
業務撤離

業務開創

業務營運
管理



業務規劃及開創

及早規劃污染控制及早規劃污染控制

減少日後為補救而付出的成本及代價減少日後為補救而付出的成本及代價

預留足夠空間設置污染控制設備(如消音設施及
污水處理系統)

設備設置於合適位置(如:煙囪位置)設備設置於合適位置(如:煙囪位置)

規劃污染控制防治

1. 找出有可能導致污染的地方或工序1. 找出有可能導致污染的地方或工序

2. 評估污染程度(空氣、水、廢物、化學品、噪音等污染)

3 選址3. 選址

4. 找出附近受影響的處所: 住宅、學校、醫院 、安老院等

5 了解大廈/工廠原有設備: 如污水渠(非雨水渠) 、通風系5. 了解大廈/工廠原有設備: 如污水渠(非雨水渠) 通風系
統等

6. 確保一切規劃符合法規要求，如申請相關牌照或許可6. 確保一切規劃符合法規要求 如申請相關牌照或許可

(例:污水排放牌照; 安裝/更改火爐、烘爐和煙囪) 

6 定下改善目標6. 定下改善目標

7. 選擇合適的技術/措施 (可聘請技術顧問)



營運管理 - 污染控制防治

1. 訂定環保管理政策和目標

2. 制定各項環保、節能、節水及各類節約措施，
把環保管理概念滲入日常運作中或與其他品質
管理系統一併實行管理系統一併實行

3. 建立問責制度

組織污染防治團隊 負責監察技術 措施成效4. 組織污染防治團隊，負責監察技術/措施成效，
管理維修保養等

5 定期檢討技術/措施 的成效 監察及持續改善5. 定期檢討技術/措施 的成效，監察及持續改善
環保方面的表現

6 培訓員工，提高他們的環保意識6. 培訓員工，提高他們的環保意識

香港的環保法規概要香港的環保法規概要

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噪音管制條例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保護臭氧層條例

噪音管制條例

廢物處置條例

保護臭氧層條例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

水污染管制條例 產品環保責任條例

海上傾倒物料條例

詳情請參閱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laws_regulations/envir_legislation/laws_maincontent_el.html



剛獲通過的環保法例

《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條例》《 （ ） 》

由本年七月七日起，於本港出售
(1)食物或飲品、(2)藥物或急救用品及
(3)個人衞生或美容用品的零售店鋪(包括超市、( ) (
便利店、百貨公司等)，須申請為登記零售商/店，
向顧客收取每個膠袋五毫的徵費

精明環保提示



精明環保提示 –污水

 排放污水均須符合由環保署發出的
牌照所訂的條款及條件

 私人建造的污水處理設施必須向環
保署申請牌照及遵守牌照條款

定期進行自我監察 確保排放的污 定期進行自我監察，確保排放的污
水符合訂明標準設立審核制度，例
如聘請獨立檢查員，監察承辦商的如聘請獨立檢查員，監察承辦商的
表現

精明環保提示 – 空氣



在辦公室改善空氣的方法

 提供足夠通風，切勿阻塞通風口及排氣管。 提供足夠通風，切勿阻塞通風口及排氣管。

 保持通風系統運作正常，定時維修及清洗隔
塵網。塵網。

 把會產生臭氧的影印機設置在遠離一般工作
的地點。的地點

 選用水劑油漆，避免使用以有機溶劑為主的
油漆，減少散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可為市民提供關於室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可為市民提供關於室

內空氣污染及改善空氣質素的資料。

精明環保提示 –噪 音

 通風管道口/進氣口/出風口的方向應設於遠離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產生噪音的設備，應盡量置於設有厚牆的機房之內

 選擇較寧靜的牌子或型號

 在選購新設備時 應參考法定噪音限度 並訂明設備的噪音聲級規格 在選購新設備時，應參考法定噪音限度，並訂明設備的噪音聲級規格

 定期維修，例如在活動部分添加潤滑油、扭緊鬆脫的零件（例如螺栓/
螺絲帽、傳動帶和儀錶板）、更換損壞的組件（例如軸承）及調準設） （ ）
備組件等

 設置隔音屏或滅聲器

 減低設備的轉速 減低設備的轉速



精明環保提示 –廢物管理

採用清潔生產措施

適當處理有害化學品

廢物分類及循環再用/再造: 
紙品 金屬 塑膠 電子廢物 廢油 廚餘紙品、金屬、塑膠、電子廢物、廢油、廚餘

選用環保或無害物料/資源選用環保或無害物料/資源

節約能源 = 節省開支 = 減少空氣污染

可考慮:

1. 將處所分成多個獨立照明/空調區域，以配合不同需要

2. 安裝節電的照明設備，如T-5光管、LED 、電子鎮流器

3. 於窗戶安裝鰭板遮擋陽光，減少空調用量

4. 採用水冷空調系統，比風冷系統可節省多達30%

4. 盡量使用高能源效益的電器

5. 空調溫度調至25.5度

6. 委任能源監督一職 ，確保員工上下嚴守節省能源的措施

7. 在適當時關掉所有電器，或設定於節能狀態

8. 鼓勵員工走樓梯，減少使用升降機



節能省 $ 例子:  香港生產力大樓

舊冷水機組每年耗電量: 
3,400,000 kWh

新冷水機組每年耗電量:新冷水機組每年耗電量: 
2,200,000 kWh

每年節省 1 200 000 kWh ，即每年節省 1,200,000 kWh ，即
HK$900,000 

回本期 6 年回本期 : 6 年

碳審計

 碳審計 增加能源效益 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碳審計 = 增加能源效益 = 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香港生產力大樓於2008年排放的溫室氣體: 4777.5 噸(二氧化
碳); 碳補償 (如種植、 回收紙張): 269 5 噸; 淨排放: 4508 噸;碳); 碳補償 (如種植、 回收紙張): 269.5 噸; 淨排放: 4508 噸;
淨排放每人每年8.2 噸

 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編製了《香港建築物（商業、住宅 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編製了《香港建築物（商業 住宅
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審計和報告指引》

 該指引讓使用者為其建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作出核算
及報告、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並本身所訂下的目標自願地
推行計劃以減低及／或抵銷建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



精明環保提示 –節約用水

精明環保提示 –其他

環 保 採 購 守 則 :

不購買有毒或對環境有害的物料
選擇購買鹼性乾電池 可循環再用的碳粉盒和選擇購買鹼性乾電池、可循環再用的碳粉盒和
用再造物料製造的文具



超越法例要求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環境管理體系 (ISO 14001)

 環境審核 環境審核

 歐盟指令 RoHS & WEEERoHS & WEEE

 食品安全管理體系 (ISO 22000)

 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 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 (HACCP)

 良好藥品生產作業規範 良好藥品生產作業規範

 五常法

業務撤離

如涉及拆卸

評估污染程度
採取補救行動採取補救行動



個案分享

個案分享

 方案名稱：高反射性燈具反射器及高效
光管光管

 方案效益：利用高反射比材料，裝於光
源後方。加裝反射器後，可以減少光管

更換前

源後方。加裝反射器後，可以減少光管
數目至原有的30%左右，因而節能30%
。降低照明功率密度，即時增加亮度水
準，並且安裝簡便。

 公司情況：公共機構

更換後

 舊系統：普通照明燈具

 新系統：安裝高反射性燈具反射器並拆
走一半光管

 投資回本期：投資約HK$300,000, 回本
期為 年

LED節能新趨勢

期為1年。



綠色照明

下載指南 http://www.hkpc.org/html/eng/highlight/latest_services/environ_tech/doc/greenlighting.pdf

企業環保支援企業環保支援



技術支援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商界環保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環境測試實驗所

香港研發中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理工大學

其他環境顧問 香港科技大學

嶺南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
環境顧問環境顧問

服務服務

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服務服務

污水環境分析環境分析
服務服務

私營企業資助

中小企業資助計劃中小企業資助計劃
 協助中小企業 (1)支付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而增加的營

運開支；(2)應付中小企業因允許買家掛帳而引致的營運
資金需求 (3) 支援中小企業參與境外商品展銷會 展資金需求 ；(3) 支援中小企業參與境外商品展銷會、展
覽及考察團 www.smefund.tid.gov.hk/homepage.html  

創新及科技基金創新及科技基金
 資助尚未獲創業資金投資的科技創業者，助其創立業務

和進行研究發展及確立市場需求 www itf gov hk和進行研究發展及確立市場需求 www.itf.gov.hk 

培訓支援計劃
 為有意讓員工接受新科技培訓以協助業務發展的公司， 為有意讓員工接受新科技培訓以協助業務發展的公司，

提供資助
www.sfaa.gov.hk/cef 

www.vtc.edu.hk/vtc/web/main/home/index.jsp 



環保設施可享稅務扣除及貸款優惠

稅務扣除

 某些環保機械設備的資本開支在購買年度可享有 00% 某些環保機械設備的資本開支在購買年度可享有100%
的利得稅扣除

 讓那些主要附設於建築物的環保裝置的折舊減值期 讓那些主要附設於建築物的環保裝置的折舊減值期，
由一般的25年縮短至5年

 2008 至 2009 課稅年度開始生效 2008 至 2009 課稅年度開始生效
www.ird.gov.hk/chi/faq/2009_en.htm

綠色融資計劃

 5大 銀行提供優惠借貸方案，鼓勵廠商投資清潔生產 5大 銀行提供優惠借貸方案，鼓勵廠商投資清潔生產
技術及作業方式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 免費諮詢服務

 助中小企拆解財務及成本上升困局

 “The Centrepoint＂ 舉行的業務配對及每月主題研討會提供
推廣合作的機會

 無論是內地與香港的商會、專業組織及相關單位，都可以
在此加強彼此合作，並在輕鬆環境下與業務夥伴交流營商
心得心得
http://www.hkpc.org/html/tch/centres_of_excellence/cp/index.jsp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 環境管理部

本局提供下列項目的諮詢服務:本局提供下列項目的諮詢服務:

消減空氣、水和噪音污染; 

廢物管理/棄置 廢物減量

環境及產品創新化驗室

廢物管理/棄置; 廢物減量; 

循環再造和資源回收; 

能源管理及碳審計; 

開發清潔生產及環保技術;開發清潔生產及環保技術;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環境審核; 

建立環境管理體系建立環境管理體系

提供環境培訓服務及廣泛的環境分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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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788 5647
傳真: 2788 5608傳真: 2788 5608
電郵: kenny@hkpc.org
網址: http://www.hkpc.org
地址: 九龍達之路 78 號生產力大樓地址: 九龍達之路 78 號生產力大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