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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討論坊 - 九龍西（第 1 組）
2019 年 8 月 9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塘香港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 8 樓多用途房 A、B 及 C

計劃總監 1說討論坊分為三部分：第一，從個人層面應如何就衣、食、住、行四
方面減碳；第二，從政策層面應如何制訂一個有效和長遠的減碳目標，以及在能
源方面，應如何使用低碳能源，從而達致《巴黎協定》的目標；第三，討論公眾
參與文件內未有提到的部分，即是其他很重要的意見。他說在衣和食方面，當中
很多的過程涉及碳排放，他邀請參與者參考傳閱的資料。該資料顯示購買衣物或
褲子所牽涉的碳排放。他指購買一件 T 恤會產生 8 至 10 公斤或不等的碳排放
量，如購買 60 多件 T 恤，便約有 1 噸的碳排放量。若我們改變日常的購物習慣，
便可減少很多碳排放量。他續稱，肉類及奶類製品較蔬菜的碳排放量高，雖然他
不清楚參與者的日常飲食習慣，但他們仍可以做很多事情達致減碳的目標。他詢
問參與者聽畢相關的背景資料後，若從衣和食方面著手，可以如何減碳。此外，
很多持份者曾說，或許減碳教育和提升意識仍有不足，未知能否加强工作，推動
低碳轉型。他邀請參與者發表衣和食方面的意見。
參與者二表示剛才的簡報和小組討論的資料卡具有很好的資訊，但在日常生活是
很少，甚至沒有機會認識及獲得這些資訊。她認為一般商戶及食肆並不會提供商
品的碳排放量，點餐紙最多只提供卡路里。由於市民欠缺碳排放量資訊及有關資
訊的來源，他們在消費時根本沒有辦法選擇低碳排放量的產品。她建議應該從提
供碳排放量資訊的方法、設備及途徑著手，從而再加強教育市民認識及利用這些
資訊，而商戶亦應該提供產品來源地和碳排放量的資料。她認為商戶提供碳排放
量的資料，或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讓市民認識及選擇低碳產品，這個做法較有效。
學生和市民聽完簡報會後，大都沒機會在日常生活實踐。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二發表了有關資訊方面的意見，消費者或許未能掌握不同產品
的資料。若有這些資訊，未知能否幫助他們購買較低碳的產品。
參與者二認為必須再加強推廣及執行，才有成效。她舉例，從幼稚園已看過電視
廣告宣傳不要用膠袋，但二十年後，仍然有人使用膠袋。故此，她認為須要在日
常生活中給予消費者一個選擇，繼而成為一個習慣。
計劃總監向參與者展示在歐洲非常盛行的碳標籤，他相信難以在本地找到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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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邀請參與者參閱衣服內的碳標籤，它顯示該衣服的碳排放量是 2.4 公斤。碳標
籤讓大眾知道該產品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量。若消費者有這些資訊，可
讓他們購物時作出較精明和對環境較為負責任的選擇。他詢問參與者這類型的做
法對香港有沒有好處。他續說或許本地大型的連鎖店會有這些做法，但採用碳標
籤屬自願性質，又未必能推廣至所有產品。他邀請參與者考慮是否必須採用碳標
籤和應否自願或強制推行。
參與者二表示，如果要有效減低碳排放量，必須從主要碳排放者著手，例如運輸
業的碳排放量較衣服、食物等為高，所以從監管及執行上來說，必須先從這方面
（如運輸業及建築業）入手。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五表示，討論坊提供的資訊很好，例如豬肉的碳排放量與其他食物有很大
分別，相差數倍，他對那些數字感到震驚。雖然他修讀環保，但也沒有這方面的
知識。他認為資訊對人們來說當然是愈多愈好，但大家都認為事不關己，例如電
費單顯示了碳排放的資料，但市民並不知道與他們或社會有什麼影響，而且這些
資訊並不切身。他認為市民需要這些資訊，並可透過不同渠道潛移物化。此外，
他認為香港是個注重物質享受的社會，以往的生活很簡單，巴士乘客也願意乘坐
「熱狗」巴士，但現今乘客們一定不會乘坐，因為沒有冷氣。市民收入增加，追
求舒適，打扮光鮮，希望買車給家庭或小朋友用。他希望改變追求方便、舒適生
活的模式，學會簡樸的生活。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七是一位中學老師，並認為他的學生知識水平較高，大部分的學生都曾聽
過及知道有關環保、減碳的知識，但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機會選擇和實踐，例如台
灣的捷運站提供飲水機，隨時隨處也可以飲用，可以不買樽裝水。香港的飲品大
部分也是膠或罐裝，而超市的大部分蔬菜也是過度包裝，畢竟超市的分店較街市
多，學生根本別無選擇。他認為學生及下一代是有環保和減碳的知識，可惜政策
不完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機會選擇和實踐。再者，他指出學校推動回收，
但學生也不太願意參加，因為他們知道回收後的物品很多時得不到妥善處理，最
後會送到堆填區。
計劃總監說公眾參與文件內提到商品或服務供應商可如何促進客戶改變行為或
使他們在購買時可以作出明智的選擇。他未知能否規定超市售賣若干部分與低碳
有關的產品，或者規定某地方售賣的產品須要附有碳標籤，讓消費者獲得更多產
品資訊。他詢問參與者這類型的策略或想法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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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表示，雖然已有回收桶，但成效見仁見智。她同意參與者剛才關於商品
或過度包裝的看法。她認為香港商人很聰明，很會賺錢，有方法應對不同政策，
而她亦同意大家有責任做得更好。政府也應該帶頭和有責任做得更好，例如回收
垃圾及提供免費水。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六任職大型私人屋苑物業管理，經常也會接觸回收。他指出很多人也支持
環保，但前提是要有誘因或罰款才願意做最基本的環保工作。例如徵收五角的膠
袋收費，成效並不顯著。因工作關係，他比其他同事更注重環保，會先行清潔器
皿，才放入回收桶。他認為已經有大量宣傳，但市民覺得事不關己，不願意做。
因此，他認為要有誘因或罰款，以及制定標籤，便利願意參與回收或減碳生活的
市民。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四表示日前看了有關節能冷氣的報導，研究結果指出即使長期開著節能冷
氣亦比一般冷氣較能節省電費，他認為須提供足夠的資訊和標籤給予市民，而這
些資訊必須同時與誘因或金錢掛鉤，這樣才能有效鼓勵及推動市民實行減碳生
活。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四所說，當局在提供資訊予市民時，內容須與金錢掛鉤，吸
引大眾仿效。
參與者三認為市民是「針不拮到肉是不知痛」
，例如全球暖化未必是切身的問題，
所以市民不會在日常生活上作出改變，但如果知道是有切身壞影響及嚴重性，或
者對小朋友有影響，可能會激發市民採取行動。另外，金錢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如果增加 10%稅，對市民有一定的影響，而她也不反對增設碳稅。她認為凡事於
開始時，必須用強硬的方法或政策迫使市民作出改變，才有快速的成效，這樣做
才可成為習慣。她認為 2030 年及 2050 年是很迫切的。她亦同意必須同時透過游
說或為消費者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
計劃總監表示曾到訪不同的團體，包括商界組織，向他們提問有關徵收碳稅的問
題，並得到正面的回應。一些人士提出稅款應用於環保項目或減碳的措施。他希
望參與者在這方面給予意見，並向政府反映意見。
參與者三詢問，在外國實行的綠色經濟（green finance）是否在香港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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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在住方面，不單是住宅，也與商業樓宇有關，它們用電量高，並產生
碳排放。此外，公眾參與文件內有問題問及如何促進業主、租戶和建築物使用者
減少消耗能源和提升能源效益。他邀請參與者六給予意見。
參與者六表示，他從事的行業有採購指引，如果投標者選用環保產品便會獲得加
分，但選用環保產品的成本通常比較高，而客戶又想要較便宜的標書。他認為必
須教育市民，讓他們知道環保產品是對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九表示，朋友的私人屋苑更換了環保節能升降機，一個月可以節省三十六
萬元電費，雖然更換成本貴，但其實三年已可以回本，長遠是可以節省電力和電
費。他指出要說服大廈花費大額金錢更換升降機是很不容易，但慢慢說服大家更
換 LED 燈就較容易。
計劃總監說假若政府知道更換節能升降機可在長遠方面節省金錢，便毋須介入。
參與者六表示，在七、八年前已更換了 LED 燈，當時是由供應商為大廈更換 LED
燈，其後亦顯示可減少了多少電費，住戶才漸漸認識及接受，所以他認為香港人
比較在乎金錢。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五表示在夏天時，市民會常開冷氣機，而冷氣費佔家庭電費的大部分，故
電費也明顯增多。他認為可以在晚間、日落後減少開冷氣或調高溫度，減少耗電，
但市民沒有意識或誘因這樣做。他指出現時有一些智能產品（AI）或其他方法可
以幫助調較冷氣溫度。他又指出可否制定用電「Time of Use」的政策，用電量低，
電費便較平宜；用電量高，電費則較昂貴，他認為有這樣的誘因或罰則才可令市
民思考自己的用電模式。他表示自己用電時，完全沒有考慮過要節省用電，隨心
使用，這是不太好的習慣。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五所指的地方是住宅。他提到香港有「冷凍之都」的稱號，也
相信不是很多地方的室溫被調至 25.5℃，亦相信討論坊的會場冷氣溫度是由中央
系統自動調節。
參與者三表示，台灣新建的公屋設有智慧電錶（smart meter）
，記錄用水量或用電
量，住戶可以透過顯示器得知每月的用水量和用電量。她認為這個方法很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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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市民沒有機會知道自己的用水量或用電量，那麼他們是沒有意識或並不
容易察覺用電量和上個月的變化。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會否認為公共房屋和私人住所應該設有智慧電錶，並詢問他
們會否認為政府和商界也須設置相同類型的裝置，又或如何促使他們仿效這個做
法。
參與者六表示，他的物管公司是發展商，從商界角度來看，所有決定通常只著重
金錢。他舉例，現時的商廈大多以玻璃幕牆為主，設計時也會考慮散熱降溫的方
法及設施。相反，住宅的建築設計沒有考慮這方面，甚至冷氣槽的位置也很差，
因此開冷氣時熱力四散，鄰居因而感到悶熱，原本不打算開冷氣，也被迫開冷氣。
他認為屋宇署或城市規劃方面必須提供誘因或實施罰則規範發展商，在城市設計
及建築樓宇時，要好好解決散熱降溫的問題或採用多些綠色元素。
計劃總監說屋宇署或負責城市規劃的部門須要思考在樓宇設計或城市設計上，應
如何增加綠色元素，以減少使用冷氣機等設備。
參與者七表示，香港可多考慮採用垂直綠化（vertical greening）
。他不知是否因早
前香港城市大學的綠化天台發生意外，而使大家沒有再推廣綠化。他希望香港可
以多推廣及採用綠化。
計劃總監說應該可以進一步推廣垂直綠化概念。
參與者八表示，香港的電費較便宜。由於市民及商家較看重金錢，她建議電費應
仿效稅收的階級累進式，而非累退式，用電量愈多，電費就愈貴，這樣增加了市
民及商家的用電成本，如果他們不想增加開支，便會想方法節省用電。即使有用
家不介意多付額外的電費，政府也可從這途徑多收款項用作推動其他減碳的工
作。她亦希望政府可以教育市民節省用水和用電，因為供水也須使用電力。
參與者九認為香港的電費是累退式收費，用得愈多便愈平，他覺得很奇怪，猶如
鼓吹市民多用電，他不同意這樣。
計劃總監總結參與者九所說，電費應採取分級的收費制度。此外，他認為這與教
育和資訊有關。美國加州曾統計大廈樓宇的用水量，發現用水佔三成碳排放量，
故此他認為若全民減少用水及用電，便可減碳，這或許須加強教育和發放資訊等，
讓大眾明白箇中的重要性。
參與者二認為透過電視特備節目教育市民節省用電，是最有效的方法。節目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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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節省用電的家庭日常生活模式，以及節省了多少用電量。她認為實際例子、數
據和方法，比較貼身，市民便容易了解及跟隨。以她的家庭為例，她只會叫父母
省電，但不懂教他們如何做。
參與者五表示香港人習慣消費享樂，造成很多碳排放，他認為應該要把省電造成
潮流、生活的一部分，以鼓勵減碳生活。
計劃總監相信參與者曾聽過低碳出行的倡議。香港以鐵路作為主要的運輸工具。
很多意見指在減碳時也須要處理路面的交通問題，例如，是否有方法減少路面私
家車的增長數量，或使用電動車或其他能源車輛。曾有持份者提到為何本地不可
效法其他國家的經驗，使用以生物柴油驅動的車輛。他詢問參與者香港是否仍有
空間可在這方面做得更好，採用低碳交通的模式，還是大眾對現時的交通模式感
到滿意。此外，他詢問參與者有否駕駛私家車。
參與者五表示他喜愛駕車，但希望市民理性，不要只追求大馬力的車輛。他亦不
明白為何男士婚後育小孩就想買車，只貪求方便。他小時候也是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並覺得沒有問題。
參與者九表示，他在何文田上班，工作地點附近有名校，早上整條街也停滿私家
車。他不明白為何小朋友上學要由父母或司機駕駛私家車接送，而車上卻只有一
位小朋友。
計劃總監分享其他地方的經驗，如挪威奧斯陸，該處市中心地區劃為無車區；倫
敦某些區域設立低排放區，屬高排放或高碳排放量的車輛不可駛入，假如駛入，
便須付款，甚或罰款；歐盟則有規定採用電動巴士的條例。就多個地方的經驗，
他未知香港會否採用哪個做法。另外，大眾都希望減少路面上的車輛，故此詢問
參與者是否須要興建更多公共停車場。
參與者七常常想為何不可以從香港島經隧道步行到九龍。因為道路設計不便利行
人，車多、熱、空氣差，又沒有好的連接，所以香港人要乘坐車輛。相反，外國
設計的道路十分便利行人，道路又闊，又有單車徑。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三的意見。
參與者三認同香港的道路設計得很差，而且主要以車輛為優先使用者。
參與者九表示，香港的道路設計主要以車輛為優先使用者，特別是貨車使用者，
根本完全沒有考慮行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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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指共享單車計劃的理念很好，假如路程是十至十五分鐘，可以使用單車
往返目的地，他也會考慮使用單車而減少乘坐巴士。另外，他亦指出單車計劃必
須要用者友善，要有相關的單車徑及停泊配套。他建議在屋苑或商廈增設配套及
停泊位置。
計劃總監總結參與者五的意見，在可行的情況下，應考慮讓行人與單車共存。
參與者六表示，讀書時認識到香港要發展新市鎮，每區也應該自給自足，可惜經
過多年後，他察覺很多經濟活動、商廈、上班地點也是集中在九龍，所以住在新
市鎮的人，每日也要長途出行，増加了不必要的出行。他的朋友亦認為公共交通
不方便，所以才買車駕駛。他指出有些商業活動不一定要在市區營運，他建議政
府帶頭把一些工作機會或服務營運帶入新市鎮，從而減少居民長途出行的需要。
參與者二表示自己是單車使用者，她指出在香港使用單車時會面對的問題：第一，
泊位不足；第二，香港單車的措施並不友善，例如不可載人、不可用三輪車；而
共享單車的發展又不用者友善。相反，外國很成功。她以菲律賓太陽能單車的成
功例子為例，表示菲律賓對單車的措施和管制並不嚴苛，太陽能三輪車的開發既
可以賺錢，又可方便村民出行，而且每次可坐六人。可惜，香港對單車的使用有
太多管制，或以安全為理由，限制如非指定的合法車輛，即其他有電的小型車輛
不可在路上行駛。她指內地也有很多小型電動單車在街上行駛，而且沒有太多管
制。
計劃總監回應參與者二，或許須要重新檢視交通政策或須要增加在單車方面的配
套。然後，他指剛才的簡報提及某些地方制訂了一些進取的零碳目標，如紐約、
柏林和波士頓。他詢問參與者香港應否跟隨某個方向，如考慮制訂進取或保守的
目標。
《巴黎協定》提到將升溫控制於 2℃的指標，而近期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的數據顯示，若要減少或
紓緩氣候變化所引致的影響，或須要把升溫控制於 1.5℃內。他未知這對香港有
何影響。若須控制於 2℃或 1.5℃內，便須分別減少六成和八成的用電量。若要
達致零碳排放，則須要更進取的態度，減少更多的碳排放量。他詢問參與者應採
取進取，或是保守的態度。
參與者二表示應要以進取的態度，制定較高的目標，才可減更多的碳排放。假如
最終只做到目標的八成，也算是好成績，而且她認為香港富裕，又有資金及能力，
大家又有知識，所以要制定較高的目標，大家可以一同努力改善。
參與者三認同進取的態度，尤其是制定長遠目標時，但就中短期而言，也應制定
-7-

一些切身的政策及每兩年檢討成效，以達致長遠目標。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五認同進取的態度，因為人有惰性，往往會拖延，所以他強調制定長遠目
標政策時，必須集中提及問題的迫切性。
計劃總監說剛才簡報提及發電界別在減碳上佔了很重要的角色。假設行為不變，
有八成用電量須要來自零碳能源，若要達致這個目標，本地須要發展可再生能源，
或考慮通過區域合作，引入核能等零碳能源，或在其他國家購入或輸入可再生能
源。他詢問參與者對這兩個大方向的看法。
參與者七表示，就可再生能源的問題，視乎有否新及合適的科技。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二表示，現時討論可再生能源的作用不大，因為過去三十年也沒有積極推
行。她認為只有政府願意開放電力市場才會有成效，這是一個大商機，她相信有
商機自然有人願意投資開發、研究及推動可再生能源。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七談到新科技的問題，而參與者二則認為須要開放電力市場。
參與者五認為只有輸入核能才會較有效，因為其他新能源未必有大的成效。他指
出水力發電已被提議了二十、三十年，但從來未推動過，但核能是可以大規模及
穩定地提供電力，它能有效地代替燒煤的供電方法。他曾參觀過發電廠和核電廠，
核電廠環境優美，而且有效地提供大量穩定的電力。雖然發生事故的後果是非常
嚴重，但機會率十分微。他支持香港使用核能電力，並同意提升核能佔香港供電
率的百分比。他指香港的資源不足以自給自足，無論是化石燃料、天然氣、水、
豬也是由內地輸入，他不明白為何不可由內地輸入電力。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九建議應逐少推行，例如每人由今天開始以樓梯代替乘搭升降機、巴士站
上蓋安裝太陽能板，以供電給旁邊的街燈照明，由需求開始（demand-side）做起。
計劃總監總結參與者九的意見，問題須從電力需求的層面解決。他再指剛才的簡
報提及本地可再生能源佔總百分比的三至四，並認為可以提升百分比，有研究指
可將之提升至百分之十或以上。他詢問參與者本地有否空間增加這個百分比。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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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表示曾有參與者說，可將農地改建成太陽能發電場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設
施，他詢問參與者該如何平衡這方面的想法。
參與者五表示不同的可再生能源供應應該要互相平衡，因為如果單靠農地太陽能
發電是不可行的。
參與者七表示，靠風車發電是不可行的，普通市民家中不會有太大空間安裝風車
及發電機。他希望有些方法可讓市民利用小型發電機器，如單車機，自行發電並
供家中使用。
計劃總監總結參與者七所說，或許在推動小型可再生能源的設備時，在政策上作
出配合。
參與者二同意參與者七的想法，利用小型發電機器，如單車機，並建議學校體育
課讓學生踏單車發電。
參與者八提議多安裝太陽能板於水務署的水塘，亦要多加推廣轉廢為能的想法。
此外，她同意要透過區域合作解決能源問題，例如從內地輸入能源。她指出問題
在於如何說服市民接受從內地輸入能源及水，因為一般市民抗拒內地，他們又認
為東江水昂貴及不清潔。她建議政府必須多研究及監察安全，加強市民對從內地
輸入能源及水的信心。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區域合作及其他建議方面，有否補充。
參與者二指現時城市路邊有太多燈，須要減少，從而節省能源。
參與者六表示從事物業管理，基於住客的安全及保險責任，他所管理的住宅大廈
也開了很多燈，而走廊燈亦長期開着，不能關上。他在三、四年前到訪深圳，覺
得內地住宅大廈的燈光節能系統很好，只要有人經過才開燈，沒有人就關燈。他
表示現在自己居住的屋苑開始研發公用電，在屋苑的公用地方安裝太陽能板，供
電給公用地方。他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相關的研究資助及資源，吸引更多業界或創
科人士研究可行的技術，這樣才最重要。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六提到技術支援的建議。他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二認為政府應該管制不必要的燈光或霓虹燈，如大廈有過多、過大的廣告
燈或幻彩詠香江等，都是浪費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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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填寫意見收集表，並說可以經互聯網提交。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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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西（第 2 組）
2019 年 8 月 9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塘香港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 8 樓多用途房 A、B 及 C

計劃總監 1詢問參與者在過往三個月有沒有購買衣服，為什麼會購買及購買給誰。
參與者十表示，因減價而購買了一些衣服給自己。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曾否購買超過十件衣物。
參與者三指會因減價而購買一些物品。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為什麼會購買衣物。
參與者三再次指會因減價及有需要而購買一些物品。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參閱公眾參與文件內有關不同物品會產生不同碳排放量的
內容。從衣物的製作、「洗水」、洗衣，乃至丟掉衣物的整個過程的碳排放量都
會被計算。她希望通過一個小遊戲讓參與者了解相關的概念，從而知道自己每年
在這方面會產生多少的碳排放量。此外，她指公眾參與文件所述的碳排放量已經
涵蓋製造該物品時所採購物料而產生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十一指使用聚酯（polyester）製造的物品碳足跡會較高。
計劃總監指這或許與工業製作過程有關。她詢問參與者商戶應否讓大眾知道有關
物品的碳含量，並詢問他們曾否在市面看到碳標籤。
參與者三指她曾在外國見過碳足跡標籤。
參與者四指他曾見過一些使用回收物品製造的衣服。

1

計劃總監 - 柳淑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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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表示，假設香港將來要實現低碳生活時，碳標籤這類做法能否幫助大眾
決定購買什麼東西。她詢問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十一指碳足跡標籤能幫助我們邁進低碳生活，而他也會優先選擇那些有碳
足跡標籤的貨品，並指價錢並不是首要的考慮條件。他表示並不介意與兄弟交換
衣服穿着。最後，他認為碳足跡標籤會使物品更有價值。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四指他會考慮有碳足跡標籤或使用環保布料製造的衣服，就算貨品的價錢
昂貴些，他也會接受。他再指，因這些貨品是必須購買，雖然價錢可能相對昂貴，
但若能保護環境的話，他也會欣然接受。另外，他對有認證的標籤會有較大信心，
因可從這些有認證的標籤得知製造商不是因商業理由而加上標籤。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會否希望製造商或賣方提供附加資訊，從而幫助他們決定會
否購買某樣東西。
參與者五指在製作過程中的碳排放資料須包括在內，令市民易於選擇。他認為由
哪個機構進行認證也是相當重要。他詢問政府會否立法推行認證標籤，使衣服也
須附有標籤。至於是自願或強制附有標籤，他認為要製造商自願加上標籤會相對
困難，但可先以自願性質在市場上推廣，令市場接受標籤後，其他公司也會爭相
在貨品加上標籤。他相信政府必須參與其中，或於條例上要求製造商附有標籤。
他以機電工程署的能源標籤為例，有一些是強制性的能源標籤，有一些是自願性
的。可逐步推行標籤，由自願性慢慢變為強制性。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四認為價錢一定會是市民的考慮因素，但如製造商能把碳足跡標籤貨品的
部分收益捐予減碳活動，這會令整個活動更具意義。
參與者五以公平貿易咖啡為例，市民喝到公平貿易咖啡時可能感覺會良好一些。
計劃總監指女士購買衣物時考慮「平、靚、正」的因素，而現時又有快速時尚的
風氣，故此她詢問女參與者在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三認為在香港推行碳足跡標籤是相對困難的，只有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才會
較易接受認證標籤，如剛才提到的公平貿易標籤。相反，如要大眾市民購買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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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碳足跡標籤的貨品，必須有誘因吸引他們購買，例如價錢比普通貨品便宜。
她重申，如市民得到優惠，他們才會購買這些貨品。
參與者一提到如市民能得到更多相關資訊，提高他們的認知，從而讓他們可選擇
的種類會多些。她也指政府須教育市民相關的資訊，提高他們的認知。
計劃總監繼續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五認為在辦公室上班的人很多時都被逼穿著西裝上班，這使他們購買很多
類似的衣服，而辦公室的也因而調低空調溫度。因此，他認為應推動休閒衣服上
班的文化，而政府官員可在一些大型活動中作榜樣，穿著休閒衣服。他又提到回
收衣服的市場不大，因香港市民很少會購買二手衣服，所以對減碳的成效並不會
很大。
計劃總監向參與者介紹一個小遊戲，並邀請參與者估計及排列不同食物所產生的
碳排放量。參與者均認同肉類的碳排放量是最高，其次是蔬菜和水果。計劃總監
指牛肉的碳排放量是最高。她指烹調方法也會影響碳排放量，例如烚蛋的碳排放
量較低，而水果的碳排放量更低。她續指野生三文魚的碳排放量是最少的，但並
不建議進食。她表示這個小遊戲讓參與者知道肉類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必定較高，
而蔬菜和水果的碳排放量則較低。她詢問參與者有否素食的習慣及選擇素食的原
因。計劃總監希望在飲食方面著手，減低碳排放量，尋找減碳的方法。她詢問參
與者能否養成每周有數餐是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
參與者六指群體影響非常重要，如家人或朋友也認為改變飲食習慣是好的話，這
必定能影響身邊的人改變。如他的生活圈子或身邊的人也是比較喜歡素食的話，
他也會跟隨。故此，他認為教育是非常重要。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七希望連鎖餐廳能有素食給食客選擇，現時往往都沒有多菜少肉的選擇給
予大眾。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三表示餐廳大都是多肉少菜的菜式，蔬菜較多或素食的選擇是相對地少。
再者，就算有蔬菜或素食的選擇，此類食品並不美味。她認為如可將素食或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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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肉的菜式烹調得更美味，就能吸引多些食客支持。她又指食材，如未來漢堡扒，
如能讓消費者更容易接觸，這將能吸引更多人食用。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十表示，如能給予誘因或加強推廣，這將會吸引更多人食用。
參與者三以連鎖餐廳的焗豬扒飯為例，她曾建議該飯應一半是菜，及少些肉。她
指出其實很多人並不能吃光整份飯，所以建議把一半的飯及肉轉為菜，或減少分
量，令市民能有更多選擇。
計劃總監指為達致低碳生活，除了多菜少肉外，吃光所點選的食物也是一個良好
的飲食習慣。此外，她詢問參與者對處理廚餘有否看法，而政府又可以在這方面
做什麼事情。
參與者十一認為香港在廚餘回收方面是絕對落後於其他國家。他再指政府並沒有
提供資源、政策及教育，即使市民想回收廚餘，也沒法做到。他指政府可以教育
市民，或推行先導計劃，引導市民多做廚餘回收。他認為環保工作是一門生意，
而廚餘回收更有商業機遇，我們應從外國引入廚餘產品來種植。他重申香港因地
形複雜，我們不能只靠單一計劃管理廚餘問題。他建議進行短期的先導計劃，再
慢慢引入可行方案。另外，他認為政府應接納不同意見及方案，讓市民嘗試不同
方法，而不是強制市民跟隨政府的方案。政府亦可補貼民間可行的方案，鼓勵市
民使用他們認為可行的方案。他的太太是想進行垃圾分類，但垃圾房沒有相關指
引及配套，令她無從入手。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若在屋苑推動收集廚餘的方法是否可行，會否面對困難，例
如住戶會否對此感到麻煩。
參與者五表示現時一般家庭不會把廚餘及家居廢物分開，因為廚餘數量不多，令
他們難以進行分類。另外，天氣炎熱，須使用密封的容器盛載著廚餘。因此，他
認為可以多鼓勵市民進行廚餘回收，或考慮如何透過垃圾徵費也能達致回收廚餘
的目標；也應多從飲食業中著墨會較好。他相信不少大集團已進行廚餘回收，政
府可給予資助，令他們有更大誘因實行。
參與者七詢問回收廚餘可往哪裏出口，因香港本地農業是不能消化那麼多廚餘。
參與者五指廚餘除了可作化肥外，也可作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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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八回應指小蠔灣便是一個例子。她認為最大的問題是運輸，並詢問產生廚
餘的人會否進行分類，及誰會承擔收集廚餘的責任。
計劃總監表示政府或許在沙田開展先導計劃，將廚餘轉化成能源，或許這是一個
較為創新的概念，可作嘗試。
參與者十一指我們不應只靠單一方案，而是試行不同的方案。
計劃總監指剛才談到衣的部分時，討論了本地一些地方的冷氣十分強勁。現時倡
議將室內溫度控制於 25.5℃，但很多地方仍未能達到倡議的溫度。她詢問參與者
有否誘因可將室內溫度控制於某一水平，又或可減少使用電力。
參與者四指我們應使用節能產品，例如玻璃隔熱膜，有助阻擋紅外線，變相可減
少使用空調，或不用調較更低的冷氣溫度。他也建議政府可提供誘因，協助不同
持份者購買節能產品。
參與者十二指有些電梯只會在有需要時才啟動，有助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五回應指香港在早幾年已使用該種電梯，在沒有人使用時，電梯的速度會
減慢，但很少地方能像內地的電梯，在沒有人使用時，會完全停下來。他又認為
此方法在香港不可行，因為市民會以為該電梯是壞了。
參與者十一詢問樓宇中最大的碳排放是什麼。
計劃總監說電燈、冷氣及電梯的碳排放是最多。
參與者三認為要管制用作裝飾的燈，如可再收緊戶外廣告的燈飾，減少光污染或
用電。她建議將法定的開放時間提早一些，把不需要的燈關上。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十一同意須減少戶外燈飾。他又以外國為例，很少會在入夜後仍看到如此
光亮的燈飾。
參與者三以晚上的廣東道為例，指燈飾的光亮程度令她以為當時是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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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或許先從商業樓宇方面著手，減少用電。
參與者二指我們可從多方面著手節省能源，一般家庭都會減少用電，因他們須自
行繳交電費。相反，員工不會替公司節省能源，因為他們毋須繳交電費。故此，
她認為可從企業方面入手。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會否認為政府須在相關指引上進一步下工夫。
參與者三表示政府在節省能源方面有提供指引，但她認為可實施罰則，強制不同
持份者跟隨。
參與者十一認為中電可將電費比例再增加。
參與者四指現時有綠色企業計劃，但沒有太多人了解。
參與者五指現時兩間電力公司於家居用電方面實行累進制，用電愈多，電費便愈
貴，所以他認為以加電費來鼓勵市民節約用電是個可行方法。在商業用電方面，
現時的機制是用電量愈多，電費便愈便宜。他認為政策有問題，例如香港沒有光
污染的法例。他又指香港現時雖有樓宇的能源審計，但政府沒有相關的跟進工作，
例如在能源審計後，有些樓宇耗損較多的能源，但政府沒有跟進，改善問題。他
指現時新樓宇並不存在太大問題，因新樓宇的通風系統一般都做得很好，而且擁
有綠色認證，但仍有不少舊樓宇。他認為政府須在政策上強制不同持份者跟隨，
又或可提供誘因，給予資源轉用節能設備。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十一以「地球一小時」為例，建議把活動時間延長至兩至三小時，甚至每
季也有類似活動舉行。
計劃總監說這是提倡綠色的活動。她詢問參與者有否參與者「地球一小時」的活
動。
參與者八指活動（如「地球一小時」）包含了相關的信息，但問題仍是商界不願
改善戶外的廣告燈飾。因此，她認為須實行指引，鼓勵商界多做一些。另外，她
建議不同時段用電有不同收費，令商界會因昂貴的收費而減少用電。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曾否於外國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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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指很多國家會於午夜十二時後關掉所有廣告燈。他建議使用兩種不同手
法令商戶關燈。第一，要有誘因鼓勵他們做。第二，要強制他們實行。由於立例
的過程太長，政府應利用誘因鼓勵他們實行，如獎勵有參與的商戶，而懲罰不參
與的商戶。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關新建築物的減碳方法。
參與者八指大部分新落成的商業大廈都很樂意爭取綠色環評的認證，所以重點還
是現有的建築物，政府應要想想如何改善這些現有的建築物。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八所說，須著重如何改善一些現有的建築物。
參與者五指現時仍有不少舊建築物，而它們消耗較多能源，所以他認為使舊有建
築物更節能是個有效的方法。在能源審計方面，現時只有商業大廈須做審計，很
多舊有的大型商店毋須進行審計。因此，他認為這些舊有的大型商店也須進行能
源審計，並在店舖加上能源標籤，例如每一平方米的耗電量，在群體的壓力下，
可令更多商店效法。
參與者七回應指在店舖加上能源標籤成效可能不大，並質疑能否影響市民選擇從
哪一商戶購物。
參與者五回應指店舖的能源標籤不會影響顧客的消費欲，但如很多商店也效法，
加上能源標籤，其他商店便不會想成為碳排放最高的一個。
參與者八回應指同行會互相比較。
計劃總監指這有如「朋輩壓力」的效應。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就低碳出行及如何在交通方面實行減碳發表意見。
參與者九指港島區的單車徑太少。
參與者八回應指香港島受地形限制，令單車徑在港島難以落實。
參與者十一從事電動車行業，他指香港除了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外，並沒有其他落
實綠色運輸的計劃。即使政府增加了電動車的充電設施，相關設施也只是給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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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使用。他也提到巴士及商業用車的碳排放量是最高。他認為香港須實行低碳區，
只有低碳排放的車輛或電動車才可進入。他認為巴士是空氣污染指數最高的地區
的車輛，政府可強制巴士公司轉用電動巴士，如不轉用電動巴士，將會撤銷該牌
照或專利權。他相信如政府實行該方法，巴士公司一定會願意轉用電動巴士。他
又以啟德為例，政府在該區進行先導計劃，規劃為零碳排放地區，進入該區的巴
士必須為電動車。他再指，香港在所有核心及繁榮地區都有巴士車廠，他認為可
改建車廠為巴士充電站。
參與者七詢問電動巴士的電池壽命。
參與者十一回應指，一輛電動巴士不止有一組電池，而是多組電池。在更換電池
時，毋須同時更換全部電池，只是更換耗損了的電池。這些電池的壽命大概是八
年至十年，更換耗損的電池後，該電動巴士又能延續壽命。但香港沒有這些技術
及跟進工作來延續電動巴士的壽命，而政府也只著眼於柴油車的問題。他認為如
市場上有電動巴士的需求，政府就應培育相關技術的人才以支援市場所需。他又
以深圳為例，指深圳在三年內更換了三萬多部巴士為電動巴士。他指過程中資金
一定是其中一個問題，但當中包括了不同的構思，從而吸引公司推行。他認為香
港公共停車場的充電設施是免費，令電動車車主長期霸佔著充電車位，所以應有
罰則，改善長期霸佔充電車位的問題。他又指很多人會駕車到郵輪碼頭充電，因
充電及泊車是完全免費。
參與者四也同意推行電動公共交通工具，因這是可行及能即時有效地減低碳排
放。
計劃總監指世界各地有禁止使用以化石燃料驅動的車輛的例子，而部分國家於
2030 年便會完全停止使用。她詢問參與者本地應否效法外國，完全禁止使用那
些車輛。
參與者七擔心如完全禁止使用柴油車輛的話，公共交通工具的成本會增加，這變
相也會增加推行電動公共交通工具的難度。
參與者六提到如將引擎轉為電動的話，會減低成本，但他也指出相關配套仍是一
大問題。
參與者五指很多時電動商業車輛也是續航力不足，令推行電動商業車輛變得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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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一回應指一般的電動巴士在充電後，可行駛三百至三百五十個小時，所
以電動巴士的電量是可以應付一整天的路程。電動私家車及客貨車的電量可行駛
大約四百個小時，所以續航力應不是問題。他認為我們不能期望一步登天，而是
逐步實行，在分區試行。他認為啟德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地區實行零碳排放，因它
是個新及獨立的地區，行駛的巴士線也不多，這可吸引不同巴士公司試推電動巴
士。
參與者八認為政府使用很多商業車輛，應先實行轉用電動車，為業界樹立榜樣。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除了電動交通工具外，在踏單車及步行出行方面有什麼意
見。她詢問參與者目前的環境及城市規劃是否適合踏單車及步行出行。
參與者六指很多人都不是住在車站附近，很多時都要轉乘接駁小巴。他認為如可
多鼓勵市民步行至車站，地面的交通工具就能減少。
參與者八回應指只能鼓勵市民步行，因很多老人家或行動不便者必須乘搭接駁小
巴。
參與者三指地面不平令市民難以步行，路途間亦沒有任何遮蔭設施。
參與者四以多倫多為例，該城市在繁忙時段會在公路設有高乘載車道（carpool
lane），這能鼓勵市民多共乘，令道路能夠暢通些。
計劃總監建議參與者討論制訂長遠減碳目標及發電方面的議題。剛才的簡報提到
紐約及柏林已經開始制訂零碳目標，香港也須制訂一些目標。她詢問參與者應該
制訂進取型的目標，還是務實型的目標，即是究竟應制訂一個先易後難，抑或先
難後易的目標。
參與者八指這不關乎訂立什麼目標，而是政府願意投放多少資源及成本在這議題
上。
參與者五指訂立相關目標將會影響我們將來的電費，因使用清潔或再生能源一定
會令電費更加昂貴。他認為一般市民都會認同 2℃的目標，因為這是一個最低限
度的目標。他再指我們雖然仍跟隨國際標準來訂立目標，但香港始終只有七百多
萬人口，對全球的影響並不是很大；我們可盡量跟隨國際標準，但只訂立最低限
度的目標便可以。如香港訂立太進取的目標，電費將會非常昂貴，市場未必能接
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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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三認為政府應鼓勵市民多用可再生能源，例如上網電價。她又指安裝太陽
能板最昂貴的是工程人員的工資。
計劃總監指市民多數居於高樓大廈內，若市民須自行安裝太陽能板，會否有遇到
困難。
參與者八提到在高樓大廈安裝太陽能板，使用上網電價，已給予市民很大誘因，
但在運作上有一定的困難，因這牽涉到不同的業主。她再指隨着太陽能板的技術
提升，發展空間很大，但政府要從業權方面考慮一下。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十一詢問香港能否像荷蘭一樣發展風力發電。
計劃總監說曾構思興建離岸風力發電場。
參與者五回應指在香港發展風力發電是相對困難的，因香港受地形限制，我們要
發展風力發電就必須興建一個人工島，再在人工島上興建相關的風力設施。可惜，
這方案不能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因此，使用太陽能發電應是最簡單及容易。他個
人也不排斥使用核能，並認為香港可增加使用核能的比例。
計劃總監說若要進一步減少碳排放量，便須尋找使用燃煤發電的代替品，而可再
生能源是其中一種的代替品，或許須使用核能發電。她詢問參與者對使用核能發
電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三表示不抗拒使用核能，但在選址及安全方面必須做得更好。
參與者五指大亞灣核電廠並不只供應電力予香港，也有供電予其他內地城市。他
指出內地不同的核電廠有不同標準，我們須選擇一些較高質量的供應商，以確保
供電的安全性。他也指我們可從國內購買適量的再生能源，平衡供電組合，令電
費不會大幅提升。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 10 -

參與者十一認為政府應開通渠道，把目標訂立，再就目標訂下消費者能接受的商
業模式，令目標能更易達到。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六指九龍的電費比香港島的電費便宜，其一原因是中電有購買核能。
參與者五回應指不是因中電購買核能，而是中電的天然氣合約比港燈的便宜。
參與者一指她最大的顧慮還是安全問題。
參與者五指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些已發展國家的用電需求是相對較低，
所以可以使用其他再生能源代替核電。但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可能，因中國作為一
個發展中國家，用電需求仍然很大。他也指中國現時也有發展再生能源。
參與者一指如使用核電，並不是本地發電，可能有機會太依賴內地。
參與者五指我們都不能完全依賴內地，他認為兩間電力公司在本地發電的比例不
應減少，但在供電組合方面應考慮如何使用更多再生能源。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除了風力和太陽能發電，本地有否發展垃圾能源的潛力。
參與者三指潮汐能是一個可行的發電方法。
參與者五指除了提供誘因外，他認為不同部門要配合。他以在單幢樓安裝太陽能
板為例，工程會有不同因素須考慮，但他不知道可以從哪一部門尋求支援及幫助。
參與者十一認為政府須做一個核心的角色，要推動及督導不同部門推行不同方
案。
計劃總監說或許政府部門各自為政。
參與者五認為可設立一個跨部門小組，協助大眾市民。他也認為就著碳排放徵收
稅項是很困難。相反，鼓勵比懲罰更可行。
計劃總監再次詢問參與者，除衣、食、住、行方面，有否有助推行減碳的其他意
見。有些人提到碳稅，她詢問參與者對此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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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同意獎勵比懲罰更可行，但他認為政府須加強所提供的獎勵，以吸引不
同持份者參與，例如一間公司在本年度省了七十元電費，政府將會在下一年度獎
勵七百元作鼓勵。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十所說，須鼓勵而非懲罰的措施。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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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西（第 3 及 4 組）
2019 年 8 月 9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塘香港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 8 樓多用途房 A、B 及 C

計劃總監 1表示討論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如何在衣、食、住、行方面減碳，第
二部分是能源界別方面可以如何再進一步減低碳排放。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回
想過去一年購買了多少衣物，並請他們參考卡上的碳排放量，計算過去一年購
買的衣物的碳足跡。卡上的數值是衣物生態循環數值，即是一件外套由製造、
穿洗等過程所涉及的碳排放量，包括清洗五十次的數值。除了穿衣方面有碳排
放，使用冷氣也可能有碳足跡。她表示衣、食、住、行，每一樣東西都有碳足
跡。她指現時的「速食時裝」，即某些大品牌大量生產衣物，對碳排放或水足
跡影響很大。她希望參與者可反思是否可以改造不合穿或者舊款的衣服，延長
它們的壽命，從而減少購買新衣物。她詢問大家就著衣方面有何意見。
參與者一是退休人士，表示過去一年都沒有添置新衣，因為已有足夠的衣服。
參與者二表示因工作需要，很難不添置新衣。由於大多是網上購物，與實體店
不同，很難避免過度包裝。
計劃總監表示參與者二所提及的是長途網購，而運送的過程也有碳足跡的。
參與者二從事教育，表示最近舉辦一項認識歷史人物的活動後，整理報銷的單
據文件時，發現全部均採購自淘寶網。與同事開會檢討時，大家都覺得非常不
環保，因所有物資都不能循環再用，同學亦不能有所發揮，而且包裝物料製造
了很多垃圾，十分不環保。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三表示淘寶的貨物或許是有訂單才生產，相反一些大品牌在沒有訂單的
情況下依然會大量生產，並不環保。因此，應該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計劃總監表示作為消費者，如果我們買少一點，生產商會否生產少一點。我們
作為消費者能買少一點，給予生產商一點壓力，她詢問「速食時裝」文化會否
在消費者層面上改變。
參與者一認為香港的衣物價錢相對便宜。他分享自己的經驗，將發黃的衣物用
作抹布，直至不能用才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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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 - 李嘉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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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表示與氣溫有關。由於室內有冷氣，無可避免地穿著很多衣物。若從
調節冷氣溫度入手，溫度較高，可少穿一些衣服。否則很難避免要購置新衣
服。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根據食物的碳排放量排列各食物卡，又指出不同的烹調方
式也會使相同的食物有不同的碳排放量，例如煎蛋比水煮蛋的碳排放量高很
多。她並邀請參與者多考慮支持本地生產。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意見。
參與者五表示雪藏食物須耗電，因此應減少進食。
參與者一認為應減少進食，亦可以減輕體重。
計劃總監表示現時香港人均碳排放是 5.7 噸，一噸的碳排放就如手掌般大的牛
扒。她以蔬菜為例，假設一碗蔬菜有三百克，一噸的碳排放等同於一千六百五
十碗蔬菜。她邀請參與者想象一下肉和蔬菜的碳排放的差距是可以很大的。
參與者四表示牛放屁、反芻時會釋放甲烷，因此飼養牛會排放更多溫室氣體，
而且飼養牛隻需要大量飼料，相比靠光合作用生長的植物，牛的碳排放量很
大。食用雞肉則沒有此問題。
參與者三認為若不妥善處理，會排放更多溫室氣體。
計劃總監認為是供應和需求的問題。她指如果還有那麼高的需求，供應還是會
依舊。
參與者六認為應提供不同素食菜式以供選擇，鼓勵人吃素。
計劃總監表示現在愈來愈多素肉。
參與者四表示即使改吃素，一些菜式如素三文魚等，亦是化工原料，而且為了
調味，會加入很多調味劑。他認為如要素食，便應直接吃植物。
參與者六表示應以不同食材配搭以增加款式，而非進行食物加工。
參與者三認同不應該製造素牛扒等加工食物，因為加工時可能產生更大的氣體
排放。
參與者六提出鼓勵吃未經烹煮的食物。
參與者四認為應該減少進食，亦可以解決營養過剩的問題。
參與者六認同應進食沙律等毋須烹煮的食物。
計劃總監表示香港很多時被稱為「冷氣之都」。她曾經於夏季到韓國旅遊，當
地很多地方未達 26℃是不可以開冷氣的。她指香港很多的建築物或商廈用家在
不太炎熱時已想啟用冷氣，目的是令自己感到舒適一些。她表示香港人均 5.7 公
噸的碳排放，以全香港的總碳排放量計算，有七成來自能源發電，當中有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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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來自建築物。因此，她詢問參與者在建築物，或住的方面可以如何減
碳，會否像外國那樣，未達致某個溫度便不能開啟冷氣。

參與者一認為香港濕度高，體感溫度會較高而感到不適，應該引入高效抽濕以
改善情況。他認為現時的抽濕機能源效益不太高。他指早前新加坡推出的新式
冷氣機，與壓縮機完全沒有關係，而是利用抽濕功能將水化為蒸氣降溫，令溫
度由 30℃降至 18℃。我們可參考類似方法，不一定要用冷氣降溫，而是改善舒
適度。
參與者七表示設計樓宇時須減少使用玻璃幕牆，也應該採用那些能探測到有足
夠光源便會自動關上的燈，或使用太陽能板，減少樓宇內的熱量，人們便可以
減少穿著不必要的衣物。除了一些如將軍澳濕度特別高的地方，其他地區的樓
宇可適量使用抽濕機，以改善不開冷氣時濕度高的問題，減少浪費能源。這樣
可以使電力公司減少開發發電機以保障供電穩定。因此，他認為應該由源頭減
少電力需求，只要電力公司少用一座發電機，已經能減少很多碳排放。電力公
司需要海水冷卻發電機，亦是消耗能源，加劇溫室效應。
參與者一詢問降低濕度而提高冷氣溫度，是否能夠保持相同室溫。
支援小組成員 2 指現時相對濕度為百分之七十五，今日溫度不高，但相對濕度
高，所以感覺並不舒適。體感溫度主要有三個參數，即溫度、相對濕度及風
速。另外，雖然在室內開抽濕機可以降溫、降濕，但卻浪費很多電力。抽濕機
的基本原理和冷氣沒有大分別。就玻璃幕牆的問題，據了解，業界做了一些緩
減措施，包括節能玻璃、利用玻璃隔熱膜來減低陽光透射，甚至根據日照角度
而旋轉的大廈，這都是可以減低室內溫度過高的方法。
參與者四表示相比於歐美，香港的冷氣系統設計有問題，香港的冷氣出風位一
般在上方，由於熱空氣向上升，冷空氣向下降，因此上方出風的冷氣效能低。
如在地面出風可節省更多能源，能源效益更佳。業界希望在不同建築物都引進
這種設計，包括機場、金融中心等。
支援小組成員詢問是否想收緊建築物樓宇設計。
參與者四認為若非由政府規管，業界未必願意花費更多金錢改善樓宇設計，反
而只會以最低成本興建樓宇出售。
支援小組成員表示，建築署或者私人設計建築中有很明確的指引，而且須根據
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守則設計，不能隨便做的。
參與者七認為建築署已經有指引，冷氣系統的設計須依照指引來做。另外，亦
有能源效益法例，包括第六百零一章所提及的內容。雖然如此，設計流程可以
再加以改善。
2

支援小組成員 - 梁榮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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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認為即使有指引，但若執行過於嚴謹，業界很難跟從。如非由設計入
手，可能會出現用戶互相滋擾的情況，例如開窗的用戶要忍受開冷氣的用戶所
造成的環境問題。相反，若由設計着手，可以令用戶不能開窗。假設用戶希望
開窗而不受冷氣的熱力或噪音滋擾，應由設計樓宇方面規管，以節省能源。
參與者八表示香港的冷氣溫度很低，是由於香港地方細小，二氧化碳含量高，
令人昏昏欲睡，因此要調低冷氣溫度，才能令人不會入睡。因此辦公室多數較
冷，令員工能繼續工作。
參與者三表示以往的冷氣系統設計會有較多鮮風，因此亦需要更多能源令空氣
變冷，而為了省電而抽入較少鮮風，就會令二氧化碳含量較高。因此，要令空
氣循環一定會較耗電。
參與者一表示以往交流電式摩打會較耗電，現時冷氣機使用直流式摩打，會較
省電。原理是現代的無碳刷的摩擦力較低。他表示以往只有高、中、低檔冷氣
機而自動變頻配備探測器，可自動調節，使用的冷水較少，較少用泵，因此能
夠省電。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除了剛才提及的變頻、冷凍方式等，在住方面，有何方
法可使建築物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二曾居於大圍，指在九、十月時開窗便有風，但自從興建了一幢幢「屏
風樓」後，即使是老人家，亦因為空氣太侷促而要開冷氣。由於土地不足令新
建的大廈又高又密集，造成問題，如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亦很難省電。此外，
颱風來襲期間，密集的高樓大廈亦令強風走向改變，造成危險。因此，政府應
該考慮由城市規劃做起。然而，基於成本效益問題，現時在大圍仍不停地興建
樓宇。
計劃總監表示現在有七成碳排放來自樓宇，餘下的三成是來自交通。她指沙中
綫等鐵路網絡會否方便了用家，從而減少駕駛的需要。另外，傳統電油及柴油
車的排放量最多，而現在也有很多電動車、生物柴油等科技，參與者會否考慮
使用較低碳排放的車輛。
參與者四表示香港只有一間生產生物柴油的公司，不足以應付全港車輛的需
求。在歐洲亦只是在柴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生物柴油，而非採用純生物柴油。
在香港能否做同類型的生產亦成疑問。以往曾經有人生產膠樽式生物柴油，但
難以售賣。就如香港每日產生的廢紙亦沒有廢紙廠回收，因此沒有生物柴油的
產業是最大問題。
計劃總監表示政府在推行電動車方面，也有減首次登記稅，她詢問參與者在這
方面有何意見。
參與者四表示電動車表面上是使用潔淨能源，但是電動車電池老化後會引起污
染，因此須先解決如何循環再用這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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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表示除了生物柴油或者電動車外，我們會否在交通規劃和城市規劃著
手，例如倫敦有無車區域或電子道路收費，以減低駕駛人士的駕駛意欲。另
外，她也提到電子道路收費在香港不是新概念，她詢問參與者此收費計劃可否
有助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七認為可以參考內地限制單雙號車牌行走的做法，制定相關法例。
參與者四表示一些人為了能夠每天駕駛，買入單、雙號車牌和多一輛車，而新
增的車輛可能是較舊和低性能的型號，因而製造更多空氣污染。他表示電子道
路收費的好處是方便車主，若希望減少車輛，令車主出行不便亦是其中一種方
法，以減低駕駛意欲。即使這些政策對於富裕人士未必有效，但亦有助減少一
定數量的車輛。
計劃總監表示剛才參與者提及的單雙數號車牌，會導致市民購買二手車輛，甚
至引擎更差的車輛。她指有些國家已經禁止售賣傳統的車輛，如把舊車輛轉為
電動車，香港有沒有足夠配套應對。她再詢問參與者認為要有那些配套，及他
們能夠應付那一類型進取的做法。
參與者八認為巴士、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數量龐大，如能全部轉為電動車已能
減少很多污染，至於私家車，很多只是每星期行駛一天，即使轉為電動車亦幫
助不大。
參與者四表示現時巴士的冷氣溫度低，消耗很多能源，不明白為何巴士的溫度
過低。
參與者六認為巴士載客量大，即使消耗能源較私家車多，但若以人均來計算，
人均消耗的能源亦比私家車低。
參與者四認為若調高巴士的冷氣溫度，更能節省能源。他認同應該由大型公共
交通工具著手省電。他指現時地鐵車廂的溫度較以往高，因此，由用電源頭做
起，能節省的能源一定比減少購買衣服所節省的多。
計劃總監指剛才的簡報提及現時是人均 5.7 噸的碳排放，如果要達到《巴黎協
定》控制在工業時期的升溫在 2℃以內，我們要減少差不多六至七成的人均碳
排放。她詢問參與者在日常生活可如何著手達標。她再詢問在訂立目標方面，
參與者認為要進取一點，訂高一點目標，還是循序漸進。不論進取或保守的目
標，都有周期性的檢討，可以再進取一些，還是保守一些。就此，她詢問參與
者有何看法。
參與者九表示不論政府訂立的減碳目標是高或低，市民只會做自己能夠做到
的，與目標高低無關。
參與者五認為政府缺乏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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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認為不應只有環保署做減碳工作，其他政府部門亦應該進行相關工
作。現時缺少了規劃和統籌。
參與者七表示建築署執行有關環保的設計，只限於政府工程，如公屋、居屋。
另外亦有一些如啟德的中央冷卻系統工程，但這些工程的進度比預期緩慢。
參與者四認為要將環保設計建築推廣至其他工程。他認為政府現時推行政策
前，首先經過漫長的試驗，往往需時十年八載，而試驗成功後推行已經太遲。
他認為政府應該加速和擴大測試項目，並加快宣傳和推行。就如啟德中央冷氣
的工程，只有業界人士知道，明顯是推廣和教育不足。他認為有效宣傳能令眾
人知道最新的技術，令市民在買樓或租樓時可作比較，令發展商以環保設計做
賣點，勝過訂立法例。
參與者二認同教育和宣傳不足，而且推行時虎頭蛇尾。政策推出後不久便不了
了之，政府沒有提供足夠支援，任由非牟利機構自行運作，亦沒有跟進和檢
討。政府應該檢討以往推行的政策和計劃成效如何，成功或失敗之處，並改善
現行政策，勝過再推行新政策或計劃。反之現時只見過往推行的政策慢慢消
失，最終無聲無息。推行新政策亦屬多此一舉。
計劃總監表示某些政策要持續地進行，例如推出了環保政策，可能須每隔幾年
檢討，看看做得好不好或者再作跟進。
參與者八表示缺乏現時消耗能源的數據，以致難以評估如何訂立目標。
計劃總監詢問是否要在私人住宅安裝有 smart meter（智能電錶），讓住戶清楚
用電量。
參與者六表示中電和煤氣公司等網站均有列明每一度電或水的碳排放量。另
外，關於衣服和食物的碳排放量，網上亦有不同研究提供製造一噸衣物纖維或
食物的碳排放量等數據。政府的網站亦有列出這些資料。他指近年每度電和水
的碳排放量持續下跌，反映情況有改善。公共設施的碳排放量，以至使用多少
發電機組，都有相關的資料可供研究。
參與者七指供電商的碳排放量有改善，是由於在澳洲、中國和印度等全球區域
的再生能源發電工程，拉低了香港的碳排放數字。他表示兩間電力公司在港的
再生能源項目規模很小，能源成效很低。
計劃總監表示現在香港可再生能源發電應該達到百分之四，其實只佔很少比
例。有見及此，我們該如何訂立能源組合的目標。她指 2020 年的目標比例是天
然氣佔五成，煤是減至百分之二十五，其餘是可再生能源或引入內地供應的能
源，包括核能。這個組合相對地不是很進取，也不是零碳的能源的組合。她詢
問參與者，如果要更進取，大家應如何訂立目標，減低整體的碳排放。
參與者八表示增加天然氣比例，但是一旦使用天然氣而興建了天然氣發電廠
後，往後五十年亦要繼續使用，他認為這種做法很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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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表示現在的困局應該如何解決，區域合作是否可解決方法。
參與者四認為各種能源的配搭比例都須考慮其穩定性。此外，電力公司亦會考
慮其專利等商業因素而作出選擇。電力公司可考慮互相支援後備電力，以減少
儲備。
參與者七認為政府對外公布的資訊有時是誤導公眾，例如現時業界指投資太陽
能板較合乎成本效益，但以兩電以五元一度電向市民買電計算，投資回報期需
時三十至三十三年。但政府為了向屋村、業界等推廣投資，指回報期只需要六
年，但當中並不包括維修、損耗、工資等成本。此外，政府亦隱瞞了太陽能板
的效能十分低，發電量的效能只有百分之十二至十六。在中國或中東等沙漠地
區使用太陽能板發電，由於用地空曠，地積比較高，效能亦較高。但在香港，
由於外牆或天台受屋宇條例管制，能否得到相同的效果成疑。
參與者一表示安裝太陽能板需要電力公司審批，而且計劃亦隱瞞了很多事實，
即使有資源，電力公司亦未必會批准，所謂政府推動，名不符實。
計劃總監表示剛才提及過上網電價，她解釋政府有所限制。而除了上網電價，
參與者會否考慮離岸風力發電。她指離岸風力發電也有它的限制，以北歐為
例，丹麥有約百分之四十四的電是來自風力發電，雖然地理環境不容許，但丹
麥有區域性的合作。
參與者四指香港未必適合風力發電，原因是颱風令風速不穩定，強風不利風力
發電。
計劃總監表示任何可再生能源都不是百分百穩定，以瑞典、丹麥和挪威為例，
她們有不同的可再生能源，而這三個國家有區域合作安排，例如丹麥以太陽能
發電，當遇到天氣不好時，她可引入其他國家的可再生能源，如風力、水電。
她詢問香港能否與鄰近的地方作區域合作。
參與者六指廣西有很多水力發電，例如南方電網，但要視乎當地是否批准供
電。
參與者三認為兩間電力公司推出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目的並非環保，純粹只是
商業決定。此外，中國或其他國家會用電池儲電，可以趁低值時充電，在電力
不足時使用，穩定電力。香港可以向南方電網協議在不夠電時由南方電網供
電，不需要後備電源，而且效益更高，因為後備電源的效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參與者二對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合作存有疑問，若周邊城市拒絕合作，香港電力
公司亦無可奈何。若基於商業考慮，不開放專利等因素，即使有再多建議亦沒
有用。政府應擔當先導角色。
參與者四認為政府應開誠布公，公開所推行政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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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表示要靠多方合作，不單是自己。
參與者一認為政府應該讓全民參與，並定期宣傳，否則不會有效果。
計劃總監表示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困難的，而且每人想法也不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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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西（第 5 組）
2019 年 8 月 9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塘香港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 8 樓多用途房 A、B 及 C

計劃總監一 1指討論坊將會圍繞三部分進行，第一是衣、食、住、行，第二是能
源發電，最後則討論其他意見。她詢問參與者會多久購買新衣服，以及購買衣
服時有什麼考慮的因素。
參與者四表示在夏天會選擇穿短袖汗衫或裙子，便不會感覺那麼熱，還會選擇
一些透氣的物料，如棉，因為棉是吸汗的。她問這樣做是不是會減碳。
計劃總監一表示使用吸汗的衣服物料能減碳，並邀請參與者傳閱小卡，上面列
明了每一件衣服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
參與者八問計劃總監一所展示的衣物碳排放標籤上的數字，如何定義多或少，
追問有什麼可以作參考或比較。他又查詢碳排放標籤上的數字是不是指原料到
最終用戶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計劃總監一指現時市面上有不少連鎖服裝店，銷售較便宜的衣服，她詢問參與
者在選購衣服時會否只考慮價錢，而不考慮其碳排放和空運的過程。
參與者四不知道怎樣分辨衣物的碳排放量是多或少。
就參與者四的問題，參與者七亦有同感。她表示主要考慮衣服物料是不是吸
汗、透氣，如果覺得衣服便宜便會多買一點。
參與者五指現在有很多衣物是採用有機物料，可以減低碳排放量。
參與者七詢問外國的衣服碳排放標籤的擺放位置。
計劃總監一指大家可在衣服標籤上找到衣服的碳排放量，但並不是所有衣服標
籤都顯示這項資料。
參與者八表示很少見到這些衣服碳排放標籤。
參與者六提出在選購衣物時應該如何取捨。他指現在有一些運動服裝、遠足服
裝標榜使用膠樽循環再造而成，然而，他發現這種用料的碳排放較高，因此他
詢問如以消費者的角度，應如何作出平衡。他建議減少碳排放要由教育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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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 - 劉恬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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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消費者。他以為購買這種利用膠樽循環再造而成的衣服便代表環保，會減
少了膠樽變成垃圾的數量，但原來是會製造更多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二 2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碳排放標籤，並會在購買衣服時多考慮碳排放
量。
參與者六表示如果每件衣服也有碳排標籤，那麼市民便會很容易比較。
參與者八指食物材料也應該有碳排放資料。
計劃總監二指現時香港還未有衣服碳排放標籤，網上也難以找到相關資訊，她
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消費者委員會或部分商舖可先行推出衣服碳排放標籤。
參與者七表示如果香港效法外國的衣物碳排放標籤，也是不錯的。
參與者八指如果引入衣物碳排放標籤，生產商的成本會大幅上升，如果沒有政
府補貼，基本上會沒有人購買。
計劃總監二詢問參與者認為應由生產商還是政府的驗證機構負責衣服碳排放標
籤，例如食品標籤由食品商準備，而政府則負責抽驗標籤是否準確。
參與者七指如果採取參與者八所說的方式引入衣物碳排放標籤，分析碳排放會
增加衣物生產商的成本。她表示香港服裝市場競爭很大，租金昂費，員工工資
也高，很難經營。她表示如推行衣物碳排放標籤，須引入機構監管。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認為經營二手衫是否可行。
參與者四表示普羅大眾很支持社企，現在只有社企經營二手衫，或循環再造成
另一件衣服，才能夠維持下去。她認為市民合資買賣二手衫是很難經營的，又
表示社企支援了低收入家庭，提供就業機會給社區，可以達到香港人支持香港
人的效果，製造就業機會予低學歷的市民、新移民。她表示自己會買二手衫，
但是可能很少機會穿著。
計劃總監一指現時本港的二手衫風氣還未流行，但大家可能會傾向同意發展衣
服碳排放標籤，因為能讓大眾知道衣服的碳排放。她詢問參與者認為可從什麼
渠道教育大眾這方面的知識。
參與者三認為，除了採用碳排放標籤，也可以教育市民購買具高質素的東西，
而不是買快速時裝（fast fashion），便不會那麼快丟棄衣服，她又指快速時裝的
質量不高，未必能進入二手市場。
計劃總監一指養殖三文魚比野生三文魚的碳排放高，而炒蛋、烚蛋也有不同的
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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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一詢問煮食方法會不會影響碳排放，但指煮食方法會影響食物的味道。
參與者六提議生食，不用煮。
計劃總監一指生食的話也要注意碳排放，例如本地生菜比外國生菜的碳排放
低。
參與者九表示認同。
參與者一認為可以使用簡單的煮法。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日常的飲食習慣，會否多菜少肉。
參與者四表示自己是多菜少肉為主。
參與者五表示生食應該是最好的。
參與者四指吃素也未必很環保。
參與者五回應參與者四，指素食應該是很環保，但是中式素食很油膩。
計劃總監一指肉類的碳排放的確較蔬菜多，她詢問參與者認為應如何推廣多菜
少肉的習慣，因為現時似乎已有足夠的宣傳，但真正實行的人不多。
參與者十表示香港現在也多了人選擇多菜少肉或少飯，而他剛剛吃飯時也選擇
了一份蔬菜。
計劃總監一指現時廚餘問題嚴重，例如市民在餐廳進食時會忘記要求少飯，或
是進食比實際所需的多，她詢問參與者認為在此方面應如何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九表示外出用膳時，會盡量吃光食物，如果不能夠吃光食物，便打包回
家，或是打包給朋友。
計劃總監一指須考慮實際上是否有朋友願意接收打包的食物。
參與者八指外國流行打包食物，但在香港不是十分流行。他又指在外國餐廳的
侍應會主動詢問客人是否須打包吃剩的食物。
參與者五指相比以前，現在多了市民携帶食物盒外出。
參與者九指香港沒有什麼餐廳使用環保的餐盒。
計劃總監一指現時開始出現關於未來肉和食品碳標籤的討論，都是令公眾更關
注食物碳排放的策略，她詢問參與者對減低食物碳排放的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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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表示現時有餐廳停止派發飲管及即棄餐具，已經改變了市民的想法。
她指很多年輕人也不會要求即棄餐具。
參與者八表示只要東西變得不是那麼方便的話，市民便不會用了。他指以前餐
具是讓人任意取用，過於方便，於是人們便會使用，但現在餐廳改為客人主動
要求才會派發餐具，已經大大減低了餐具的使用量。
計劃總監一指走塑的確是現時的趨勢，她詢問參與者有沒有其他建議。
參與者十提議鼓勵多點本地耕種。香港有很多農地沒有人耕作，應多鼓勵本地
耕種，便可以有多些本地種植的蔬菜。他相信即使有機農作物成本高，價格昂
貴，但只要質量好，仍然會有市場。他舉例，即使日本的蜜瓜售價是數百元，
也有人購買。他指如果是種植普通蕃茄，可能會因為價錢高而沒有人買，但種
植比較特別的品種，便可能有人購買。
參與者八指食物碳標籤是十分好的提議，未必是每個人也會因而減碳，但會讓
市民有內疚感，吃肉原來背後有上千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十又指市民擔心農藥的問題，如果可以認證有機農作物，相信可發展本
地有機耕種。
計劃總監一指香港每天平均有三千多噸廚餘，然而現時未有廚餘徵費的計劃，
但未來可能會有垃圾徵費，她邀請參與者就廚餘問題發表意見。
參與者四表示廚餘是個惱人的問題，天氣炎熱時，廚餘便會有異味，而廚餘當
中有肉有骨，會令異味變得濃烈。針對廚餘問題，她認為一定要在社區擺放廚
餘機，並定期回收廚餘，如每隔一小時便回收。她又指這個方法已在外國推
行，而政府一定要投放資金添置廚餘機，並以屋苑為單位，透過屋苑減少廚
餘。她也提出衛生問題，積存的廚餘可能會滋生細菌。
計劃總監一指源頭減廢也是重要一環，例如在煮食時應考慮分量。
參與者四指即使嘗試減少剩食，但是進食過程中依然會產生很多渣滓，因此須
鼓勵使用廚餘機。她補充，廚餘桶需時處理廚餘，須連續灑廚餘粉十多天。
計劃總監一指生食和減少使用醬料有助減少廚餘異味，而廚餘的問題也值得各
位思考，因為大家每天都會製造廚餘，她詢問參與者有沒有其他想法。
參與者九提出教育是很重要，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怎樣處理廚餘，或覺得很難
處理便直接丟棄。他指台灣市民都習慣把廚餘放到冰格，便不會產生異味。
參與者四補充台灣的廚餘情況，指當有回收車到社區回收時，市民才會拿廚餘
出來，放到廚餘機，固體的廚餘會製成肥料，而廚餘汁將會提煉。
參與者五補充指廚餘汁會提煉成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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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認為廚餘是有很多用途，應該廢物利用，用來賺錢的，但是需要政府
投放大量資金才可以推動。
參與者十回應參與者四，因為處理廚餘程序複雜，通常售賣廚餘的利潤，不足
以彌補成本。
參與者五表示政府應該推出資助計劃，補貼發展廚餘回收的公司。
參與者八表示，香港有一個從事中央收集廚餘的回收場，位於上水或元朗，但
是車費等等成本很高，回收場難以經營。他認為必定要有整個供應鏈、商業模
式，而政府應該以補貼推動這件事，才會成功。他又表示，如果香港推行廚餘
徵費，垃圾徵費是會立即成功的，因為市民為了節省金錢，會多加考慮，吃少
一點。他指可能教育年輕人會奏效，但對於年長一輩，可能徵費模式成效更
大。他表示會支持垃圾徵費。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對廚餘徵費的意見，現時有不少人覺得垃圾徵費須自行
購買膠袋，對他們的負擔較大。
參與者四指垃圾徵費是有效的，一定要做。她認為年輕一輩對這方面的知識不
高，指他們的觀念有別，不會費心在環保方面。
參與者十相信最重要的是教育，如果推行垃圾徵費後，有人把垃圾丟到別處，
是很難處理的，不可能找警察四處監察市民，也拿那些缺德人士沒辦法。
參與者四提出要有系統地向市民講述廚餘有什麼用途，要解釋即使今天丟棄廚
餘，不是已一了百了，仍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要市民選擇把廚餘偷偷胡亂棄
置到郊野，還是放入廚餘機繼續發揮用途。她表示監管是很重要。
計劃總監一表示香港到處的冷氣都較大，而針對建築物和家居也有很多減碳措
施，她詢問參與者的意見。
就屋宇的減碳議題，參與者十覺得現時最大的問題是有很多屏風樓。他指現在
住宅樓宇間隔跟以前不同，有很多樓宇很難感受到風。他的親戚居住在中半
山，有時開窗便已足夠，不用開冷氣，但是大部分居住在市區的人便不能，由
於樓宇十分密集，鄰居的冷氣面向其他單位的窗，因此鄰居開冷氣，其他單位
也要開冷氣。
計劃總監一指這關乎城市設計的問題，例如有些單位迎風、坐北向南，就可減
少使用空調。她表示如果現時的目標是要減五度電，即每天減少大概五小時的
空調電量，她詢問參與者有沒有信心做到，並詢問有沒有參與者平常不開冷
氣。
參與者四表示自己不會在日間開冷氣，只會在晚上開冷氣。
計劃總監一指減少開冷氣有助減碳，但剛才提及的屏風樓也是一個重要的問
題，她詢問參與者對建築物設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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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他曾經聽說過樓宇一定要有對流窗，所以以前的樓宇的廁所一定有
窗，可以通風，而不同方向也會有窗。他表示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城市設計的問
題。他闡述，現時納米樓只是一面有窗，因為發展商為了景觀，便會安排所有
單位向著風景的方向。這樣的設計讓人感覺不涼快。他認為除非風向剛好吹入
單位，否則空氣不流通，令住客不舒服，只好被迫開冷氣。
計劃總監二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政府應有指引規管樓宇設計。她指舊式屋苑的
空氣較流通，而新樓或會有「黑廁」（沒有窗的廁所），令住戶被逼開抽氣
扇。她詢問參與者認為發展商有沒有責任在興建樓宇時考慮這一點。
參與者六表示發展商製造「黑廁」（沒有窗的廁所），因為他們要預留窗向着
風景的方向，而「發水」露台（非實用的、用不到）也是政府准許的。他指政
府的政策影響發展商如何盡量運用地積比例。
參與者三指政府的政策是為了鼓勵發展商加入環保元素，才會讓發展商獲得更
高的地積比，但是發展商卻興建了不實際的露台及窗台。因此，她認為要編寫
得詳盡些的指引，才可以避免發展商鑽空子。
參與者六表示只要條例像以前一樣，強制樓宇要有對流窗，便已經可以解決問
題。
參與者三指以前樓宇設計須計算日照角度，但是現在是不會考慮此因素。
參與者十認為在設計樓宇時，不單需要指引，還須有法例的規定。他表示英國
政府會規管屋宇的能源效益，成為售樓時的一個指標，影響樓價及徵稅。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認為若香港有標示樓宇的碳排放指標，會否成為市民買
樓的參考因素。
參與者十指在英國，如果樓宇不能達到一些能源效益級別，便要在售樓後施展
相關工程。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在香港推出相關指標，會否為市民造成負擔。
對於英國類似的規範，參與者四表示應該由建築商做的。
計劃總監一指建築商並不是唯一的持份者，因為根據英國的個案，買樓後須安
裝環保設施，例如節約電能和水的設施。
參與者十又指通常能源效益不高的樓宇樓價會比較便宜。
參與者四指這樣做的話，會遏止炒風。她表示，炒風使香港的樓價愈來愈貴。
即使價格昂費，有質量的樓宇還是會有人買的。沒質量的樓宇昂貴，會令買家
猶豫；但是對樓宇有剛性需求的人還是會買的，故香港市民還是要被迫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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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回應參與者四，英國的售樓宣傳單張，會印上能源標籤。
參與者四指在香港售樓不是講究能源標籤，是在乎有否拆卸僭建物，大家對前
者沒有知識。
參與者十認為商用樓宇使用的能源比私人屋苑多很多，因此要由商廈或公共樓
宇開始使用能源標籤系統。他提到現時有能源審計，指出須考慮舊樓是否要審
計，及制定罰則，促使用戶改進。
參與者九認為商用樓宇的用戶應該多做一步，因為他們有資金更換電器，但是
小市民更換電器會相對上困難一點。
計劃總監一指商場冷氣過大的問題經常出現，她詢問參與者對此的建議。
參與者十認為是設計的問題。他以自己的經驗作例子，指自己的辦公室很冷，
於是調高溫度，但會影響在風槽下的人。如果要讓風槽最末端的人感覺涼快，
那麼在風櫃附近的人便會冷得像冰一樣。他覺得現時的通風系統設計者隨意設
計，只是作大概評估，沒有仔細研究冷氣系統。建築物落成後，設計有所改
動，例如把一間酒樓改劃成數間小店，為了令離通風系統最遠的小店維持涼
快，較近系統的小店便會冷如冰箱。他指大學、商場也可能有類似的問題。
參與者八認為商場是較易減碳，因為很多商場是同屬一個大集團，比較容易商
量。他分享自己的經驗，在澳門很多商場、賭場、酒店，也是同屬一個老闆，
政府制定目標、標準給集團，假使集團達到某一些標準，便會得到優惠，但政
府不會理會細節。他闡釋，小目標如限制酒店冷氣溫度為 25℃、26℃，對於酒
店來說，是很難做到的，因為他們服務客人時，很難跟從這些目標。他指澳門
政府會先跟賭場、酒店等集團協商，做到一些環保目標便會得到優惠，於是商
戶便會主動換燈、放棄用樽裝水等等，想方法達到目標。他認為政府要提供誘
因給商界減碳，從而達到目標。
參與者十認為應該由電費著手，因為現時商戶的電費比住戶便宜，所以商戶多
用電力也不會心痛。他認為電費收費應該相反，是住戶的電費比商戶便宜。
參與者八認為電費應該是達致某一個水平便貴一點，沒有達到那個水平便宜一
點。
參與者十認為，現時大商戶的電費比私人用戶便宜，提出是否須考慮改變收
費。他建議用電量達致某水平便大幅度提升電費，而不是用電愈多愈便宜。他
認為用電量愈多，電費便愈貴，這樣才會驅使商戶做些隔熱保溫的設施，從而
不會使用強勁的冷氣。他又指他從來沒有見到香港的大廈採用雙層玻璃，以助
隔熱保溫。
參與者九問商用電器有沒有能源標籤。
參與者十指好像也有規定商戶要用能源標籤的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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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對現時電力公司推行太陽能上網電價的計劃抱有疑問，質疑是否能夠
幫助用戶。她指現時居住的屋苑，正在商討會否參加這計劃，但是有人反對，
擔心會有輻射。她表示這是新事物，資訊不多，很多住戶也不是很認識。她的
屋苑低層住戶沒有什麼意見，但是距離太陽能板較近的高層住戶不喜歡，怕受
影響，會更熱。她擔心太陽能板儲電以後會散發熱力，傳到地下。
參與者十指太陽能板吸收了電力，儲電到電網，實際是會涼一點。
參與者四指現在太陽直射到地面，而地面是吸熱的，安裝了太陽能板有可能會
涼快一點，但是她擔心會有輻射。
參與者五指太陽能板不會有輻射。
參與者十反而應該擔心太陽能板在颱風時的安全，建議找合資格的承建商負責
安裝。
參與者六指打雷的時候，太陽能板應該是有避雷器。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若撇除以上考慮，他們會否支持這項措施。
參與者四認為政府應該協助電力公司宣傳太陽能上網電價計劃，讓市民了解詳
情，如太陽能板會否對人有何影響。她指在現階段，市民對這個計劃一知半
解。由於太陽能板有機會放在公眾用地，要得到業主立案法團跟用戶等持份者
支持。以她的屋苑為例，一些高層住戶反對，中層的住戶也不敢和議。
參與者五建議參與者四參考其他大型屋苑鋪設太陽能板後，管理費有否下調，
這可能會成為一個誘因。
參與者十認為香港的上網電價補貼在全球算是最高的。
參與者四表示知道是會有電費回贈。
參與者五及參與者六指電費回贈級別分三級，少於十千瓦為每度電五元，多於
十千瓦而少於或等於二百千瓦為每度電四元，多於二百千瓦而少於或等於一兆
瓦為每度電三元。
參與者六表示是要視乎容量。
參與者五指如果是容量高一點，電費便會少一點。
參與者四聽說屋苑愈大愈實惠。
參與者五指是愈多的電量，電費相對便會愈低。
參與者四提出要電費愈低，便要密集鋪設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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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是否支持在自己家中安裝太陽能板。
參與者十對屋苑安裝太陽能計劃表示支持，指如果自己居住村屋，一定會安
裝。
參與者六表示如果在自己家、村屋，安裝一定沒有問題。他提出，如果在舊樓
加裝太陽能板，會長期加重了頂樓的負荷，如果屋頂滲水或有其他問題，不知
道責任誰屬，必須先釐清責任。他又指政府也曾推動非政府組織安裝太陽能，
但是很多時也做不到，因為非政府組織要先證明其樓宇的天台是可以加裝太陽
能板才行。他指結構工程師的評估費用可能會比將來得到的電費減免大，但如
果沒結構工程師的評估，萬一發生意外，便要自己承擔後果，而且維修費也可
能很貴。他指這都是人們對於這個計劃有所保留、爭拗的原因所在。
參與四同意參與者六所說的責任問題，會令人卻步。
參與者五表示政府要跟香港的兩間電力公司多溝通，多點投入參與公眾討論。
參與者四引述自己的經驗，指曾有公司到自己的屋苑舉行講座，但是諮詢過程
聽到很多負面說話，愈高層的人愈不願意安裝。她表示香港很多樓宇已經有二
十年、三十年的樓齡，本來已經有漏水的問題，這個隱憂會令安裝太陽能板很
困難，而且業主立案法團也會怕負上責任。
參與者十表示在舊樓加裝太陽能板是有一定難度。
參與者六認為如果政府是想推行太陽能上網電價計劃，應該多做一步，提供免
費的顧問服務給樓宇或屋村。他指政府或中立團體所進行的評估中立可信，可
以釋除市民覺得承建商的評估是不可信的疑慮，令到居民的信心大些，也可讓
他們了解此計劃多些。
參與者八指承建商招標也是一個麻煩的過程。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日常多使用交通工具還是私家車，並詢問他們在交通方
面減碳的建議，例如有什麼措施能吸引他們多乘搭交通工具或踏單車。
參與者八指可以多推廣電動車，但現在加了稅。
參與者十指政府不是加稅，只是不支持豪華、價格昂貴的車，如上百萬元的
車，如果是比較小型的車，政府還是繼續提供支持。
參與者八指，一百萬元的車在加稅後變成了二百萬元，Tesla 本來預備的配套都
沒有了，而銷售員都只有推廣三十多萬元的其他型號。他指香港政府可以參考
深圳，在深圳政府推動下，深圳的計程車全部也是電動車。他指與其與眾多小
市民商談，政府高層跟大商家商談比較容易，這樣推行政策已經可以顯著減
碳。他認為政府要成為推手，以公共交通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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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指電動車減碳也是要視乎能源組合，如果能源組合依然以碳為主，情
況可能是更糟，因為現時充電的效率不是那麼高，有很多能源損失，會比用汽
油更差。他認為發電的能源組合一定要潔淨，電動車才可以發揮減碳效用，不
然車輛不會排放溫室氣體，但是充電時發電廠也是會排放溫室氣體，情況可能
更糟。他又指假使全部車也是電動車，根據外國統計，發電廠可能需要雙倍發
電量。他質疑如果所有車也是電動車，香港的發電廠是不是可以足夠支持電動
車。他指選擇公共交通也比電動車好。
參與者四指很多香港人不會選擇電動車，因為現時很少充電設施，服務配套不
足夠；而很多地方尚在發展，很多人都不願意提供這些設施。她以自己的屋苑
為例，便無意提供充電設施。
參與者十指安裝汽車充電設施，萬一發生意外，責任誰屬也是問題。
參與者四害怕充電設施會爆炸，存在安全問題。
參與者十指漏水到停車場內的汽車充電設施也是很嚴重的事，要考慮很多實際
的問題。
參與者八指配套設施未成熟。
參與者一指現時電動車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充電設施，政府去年才開始有一億元
的撥款，到現時也不是安裝了很多充電設施。她建議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
而政府可以著眼於商用汽車如巴士、小巴，如現在也多了很多電動巴士，但充
電設施仍是最大的問題。她指業主立案法團等持份者，一定會反對加設充電設
施，而舊樓也很難安裝充電設施。她指香港有土地問題，所以這件事是要政府
牽頭。她指在外國的車廠，二十年內會全部變成全新電動車，這是一個潮流，
所以要解決充電問題。
參與者四指商用車有固定的路線，容易控制，而私家車四處走動，如突然沒有
電要怎樣辦，譬如市民因為行程調動，如要加班，沒有充電，屆時該如何是
好。
參與者一指自己從事電動車相關的行業，她表示如有配套設施，私營公司自然
會投入市場。香港的市場不是很大，沒有人敢於投資電動車，但政府做好充電
配套就會提供誘因。
參與者十指聽說有人開發了一些新能源電池，有一些液體電池放進缸裡便可以
充電，用畢便換一些已充電的液體電池。他認為香港應該要多投放資源研究新
技術。他指現時電池技術到了一個瓶頸。他表示英國和韓國開始研究路面充
電，一邊在路面駕駛，一面無線充電。他又指韓國科技大學研發在路面用無線
技術充電，英國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他不知道結果。他認為如果可以成功在
路面無線充電，充電便不再會是個議題。
參與者五表示這個模式在韓國已經實施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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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指無線充電不是新事物，在很多主題公園亦有應用這些系統，在地底
已經鋪設了電纜，可以一面駕駛車，一面充電，但問題是如何提升效率。他闡
釋現在有人會用超高頻技術，令到電力傳輸有效率，如電磁流達到 800 兆赫，
但要研究如何提升。他又指要電動車的續航能力強，電池容量便要大，充電時
間便會長，如快速充電，便會縮短電池壽命。
對於有支援小組成員提到限制香港車輛數目，參與者八問如何限制香港的車輛
數目，是不是投標。
參與者三指內地也實施單雙號行車，但有錢人鑽空子，會買兩個車牌，方便自
己出行。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對此有何意見。
參與者四認為限制香港車輛數目會造成炒風，有人會炒賣私家車牌。她指香港
人擅長炒賣，炒賣樓、車位。
參與者八同意限制香港車輛數目會是一個商機。
參與者四指的士牌也會被炒賣。
參與者十建議可以限制車輛在繁忙時間進入繁忙地區，以新加坡為例，在早上
十時前，只有一人乘坐的車輛是不可以進入市中心。他認為這個措施可以控制
車輛數目，如在上班、下班時間限制私家車，或是一人乘坐的私家車不可以進
入，讓市民感到不方便，便會選擇坐地鐵。他表示自己來往香港島及九龍，與
其在隧道塞車，他會乘搭地鐵，方便預算時間。
參與者八認為私家車是用錢買方便，如果價格高了，市民便會懂得如何選擇。
參與者十認為應該盡量令到市民很不方便。
計劃總監一指剛才討論的電動車也是淨零碳能源的討論範圍，她詢問各參與者
對這個議題的想法，包括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使用。
參與者五指香港發展淨零碳能源有很大的限制，除了風力、太陽能之外，在香
港很難發展其他可再生能源，如潮汐能、離岸（風力發電）等更沒有可能。
參與者四指香港沒有可能以水力發電。
參與者五認為要在現有的可再生能源，如風能或太陽能，多做一步，多推行。
他又指香港有些地方有發展風能或太陽能的潛力，但是可能在郊野公園，我們
要取捨，例如可否在大帽山建設數枝風力發電機，可能已經足夠供電予整個錦
田。他認為政府要先行一步，考慮可否在這些地方興建風力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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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認為陸地風場是比較難的，如果真的進行風力發電，只可考慮離岸，
因為城市規劃委員會不會通過這建議，而且會影響樓價，樓價下跌，會遭鄰近
居民反對。
參與者五指曾有研究離岸風力發電，跟在西貢以東建設幾排風力發電機，但是
胎死腹中。
參與者四提及馬鞍山也有風力發電設施。
參與者十建議向環境局反映，要求重新審視條例，而且會有人擔心電費貴。
參與者五指太陽能板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發電，即使是最頂級的單晶太陽能
板，才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他指風力發電機是比較好，但有礙景觀、噪音大，
而且影響雀鳥生態環境。
參與者十指在外國很多人會因影響景觀而反對風場，尤其是附近的居民。在市
區是很難建設風場，但郊區居民喜歡寧靜的環境，他們會對風力發電機有很大
的反應。在歐洲很多地方，社區對於陸上風場的反抗程度是比建核電站更大。
因為建核電站影響樓價，景觀變差。他指如果要有足夠的電力，須有很多風力
發電發電機組，少量是沒有效果。由於市民會有很大的反彈，於是只有離岸的
風場才行。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認為除了可再生能源外，還能以什麼能源發電。
參與者四指在陸地安裝太陽能板比風力建設更難，但是收集太陽能會否較收集
風力容易。
參與者五指在香港來說，最有潛力的是郊野公園，但郊野公園是不能動用的地
方。
參與者四指郊野公園在低位，太陽能板須放在高位。
參與者五表示太陽能板不一定要放在高位，只要能接收到太陽的方位，跟光度
對準便可以。
參與者十指政府曾經把太陽能板放到水塘做測試。
參與者五指在水塘放置漂浮太陽能板，會引致鋼支架氧化，分解重金屬，影響
水質。他又指兩年前有很好的進展。
參與者六表示怕會有鉛水。
參與者十表示在水中通常會使用不鏽鋼，不鏽鋼裡面可能有鉻（chromium）。
參與者四擔憂放置漂浮在水塘的太陽能板會分解金屬。她詢問可否在高山上鋪
設太陽能板，但又怕影響斜坡泥土，在大雨時，會引致山泥傾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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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指在郊野公園較難發展太陽能，因為土地問題和難以維修，她認為
發展太陽能的地點值得大家思考。她再詢問參與者認為除了可再生能源外，香
港還能發展什麼能源。
參與者五認為可以改變能源組合，他指現時用煤的比率超出百分之五十，他指
將來可能用多些鈾，或是多從內地輸入多些核能。
參與者四指在城市使用核能，怕會洩漏輻射到民居。她引述日本海嘯，引致核
電廠發生嚴重事故。
參與者十指福島的核電廠旁邊的女川核電站，較福島的核電廠更接近震央跟海
嘯中心，但是沒有發生意外，全因女川曾經進行風險評估，並且依據風險評估
提升設施。他認為如果福島發電站也做了足夠的風險評估與維修，可以做到更
安全，不會發生意外。他又指飛機失事死亡風險遠比核電為高，反問參與者會
不會乘坐飛機。
參與者四表示害怕核輻射。
參與者十進一步解釋，在福島核事故中，沒有人因為輻射死亡。
參與者八指即使不進入核電廠，居所附近已建設了核電廠。
參與者四指興建核電廠時，須諮詢當區市民。
參與者十指現時只是在大亞灣建核電廠，基本上不會在香港興建核電站。
參與者五指在台山好像有一個核電站。
參與者十指除了基於一國兩制，香港沒有足夠土地建設核電站。他表示核電站
需要很多配套，例如處理核燃料、核廢料，還有安全監管。他指香港政府不會
為了一個核電站而興建全部設施。他舉例，美國有上數百個核電站，美國政府
有足夠的人力物力籌備所有配套設施。他指通常不會為了一個核電站而有這麼
大的服務配套。
參與者四同意，指不用這麼大的服務配套來服務一個小型核電站。
參與者十表示現時通常在內地興建核電站，但是否可以從大亞灣輸入更多核
電。
參與者四問到底香港是否需要這麼多核電，這麼多能量。
參與者五跟參與者六認為目前的核電量仍然是不足。
參與者十表示內地的核電是不足夠。他指如果香港政府想要核電，是要跟內地
商量。中國現時建設了三十多個核電站，才只約佔全國發電量百分之三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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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 2030 年，中國建設了一百個核電站，才只是全國發電量百分之九。他表
示，如果香港需要核電的話，中國早已在大亞灣預留了兩個位置，還有兩個在
嶺澳一期，兩個在嶺澳二期旁邊。他進一步補充，香港的電力公司並不是單純
購買電力，而是以股東身份投資大亞灣核電站，中華電力公司持有約佔二十多
個百分比的股份，同樣，中華電力公司持有陽江核電站約五分一的股份。
計劃總監一指核能是較低碳和潔淨的能源，但人們大多因為危險而反對。
參與者十指很多人未必同意計劃總監一所言，用低碳潔淨的能源來形容核電，
他表示核電只可以算是低碳能源。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認為可否向內地購買可再生能源或一些低碳的電力。
參與者五指現時有部分電力是由水壩產生，核電不是中國唯一一種可再生能
源，可再生能源只佔二十多個百分比，能源組合可以變得多樣性。
參與者十闡釋大部分在內地的可再生能源在雲南、貴州或集中在北方，在南方
比較少。因此，他認為購買可再生能源是紙上談兵，可能只是在火力發電的機
組上增加發電量以供給香港。除非有供應香港的可再生能源專線，否則水力發
電、風力發電的電力經電網輸出是不能分辨出來。他表示由中國北方所生產的
可再生能源，不足以輸往香港。他指珠三角一帶可能會興建離岸風場，而風能
與太陽能在珠三角不是十分有利。他認為香港是一個福地，因為不會過熱，太
陽不會過猛，相對其他地方，風力也不算很大。他指假若風力太強，達到三號
風球的水平，已經是不可以再發電，須鎖上機組。他指大部分時間，香港岸上
的風力是不足夠維持風力發電，這個情況在廣東省附近亦然。他曾經閱讀太陽
能能量分布圖跟風力分布圖，發現中國南方不是在一個有利位置，中國的大西
北才是一個有利位置。
參與者九指一間電力公司能源組合愈多，混合不同的能源，才可以拉低整體的
碳排放。
參與者十表示認同。
參與者一問原則上可以買內地的電，買些低碳能源的電力。
參與者十指中國南方電網能源不潔淨，煤的質量比香港差。香港採用低硫、品
質比較好的煤。
參與者一問參與者十是否不支持向內地買入電力。
參與者十表示並非不支持向內地買入電力，而是在意電力是不是由可再生能源
生產，是在雲南或貴州輸入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到香港，還是只在附近的火
力發電廠、燃煤廠增加產量。
參與者五提出可以由監管著手，由雲南的可再生能源電廠直接用直流電傳送到
廣東，再做一些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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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回應參與者五的提議，指這樣做會增加成本。他指一千伏特的直流電
運過來，損失是會少。他指能否提供可再生能源給香港是要商談的。他認為透
過電網把雲南、貴州的水力發電輸港是不足的，通常要增加供電，只是在附近
的火力發電廠、燃煤廠增加輸出，心理上覺得好一點。他解釋內地發電的污染
遠比香港高。香港兩間電力公司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成本處理污染物。
他指如果內地發電量加大，夏天吹南風，海風吹到大陸，污染物較少吹到香
港。冬天吹北風時，污染物會吹來香港。他指現時在大亞灣有直線輸出核電，
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得來的電力是核電，低碳能源。他指單純在南方電網買電減
碳，而電力是由珠三角的離岸風場輸出，才是可以得到可再生能源的電力。
參與者六聽說德國已取消核電，詢問他們以什麼來補替核能及為什麼可以做
到。
參與者十指廢除核電在德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政策上取消了核能，但德
國可從法國或其他地方引入核能，以補貼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德國轉向可
再生能源發電，有過多的能量的話，也是會輸往歐洲電網。價錢是大幅上升，
但碳排放沒有顯著下降。另外，建設風場困難，市民對於建設內陸風場很抗
拒，因而風場的建設速度比預期慢。由於不再使用核電，於是增加了化石燃料
的發電量，實際沒有減少碳排放。雖然暫時看不到效果，但是他不知道將來是
否可以減少碳排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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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Name of event:
Date:
Time:
Venue:

Regional Forum - Kowloon West (Group 6)
9 August 2019
7:00 p.m. - 9:30 p.m.
Multi-Purpose Rooms A, B and C, 8/F, Lau Ming Wai Academic
Build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wloon Tong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the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C) had organised over 60 engagement events in Hong Kong and
received many first-hand opinions from various stakeholders. He looked forward to
receiving views from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forum today. An independent analysis and
reporting agency would be recording all views. Participant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fill in the Views Collection Form before leaving. He then asked what the brands and
clothing manufacturers needed to do in order to encourage more sustainable practices
in the fast fashion industry.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fashion industry needed to change their primary sources, for
example, recycling and reproducing second-hand clothing. He did not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brands would do something towards sustainable fashion
businesses.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what sort of activities the fashion brands could do to
encourage a sustainable practice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5 thought that international fashion brands should pay their workers a higher
salary so the prices of clothing would increase and therefore consumers would buy less.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other costs of fashion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elling price. For
instance, things that would affect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rice.
Participant 6 suggested carbon tax.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anything in the market such as food and fashion that would cause
carbon effect, carbon tax should be included. Taking biscuits and shirts as examples,
how much carbon emissions would be generat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verything
should have a carbon ratio as well.
1

Programme Director - Mr. Wils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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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Director said the Carbon Tru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d introduced a
carbon emission label. He asked whether the participants thought that this label w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6 said that carbon was not the only issue related to sustainability. He
commented that carbon was only one of the nine planetary boundaries. If the SDC was
going to focus on carbon issue, it would be too limited. There should be some
discussions about water and nitrogen issues as well. He said that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 - should we be reorienting
how humans tended to prioritise extrinsic behaviour over intrinsic behaviour, e.g.
everyone thought that it was good to be successful but if ‘good’ was defined as welldressed or having great skin. He said that we needed to think about how we were going
to define ourselves and what was important in the society, and these were all related to
social norms.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whether the participants thought the SDC should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He also asked Participant 8 whether he thought carbon emission label
w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8 sai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make carbon emission labels visible to
consumers. Taking himself as an example, he did not know how much carbon would be
emitted in manufacturing a pair of jeans, probably 35,000 kilogram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This was something new to him and to many people as well. He emphasise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increase the public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 then
carbon emission label should be made visible. He said that energy efficiency label
worked in Hong Kong and was really common now, but he did not see the government
was doing anything with the labels.
Participant 10 wondered who had the capability to make a change in the society towards
decarbonisation.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question what
changes could be made within the society instead. He said that if people were not
willing to make a change and companies were not willing to have new incentive, then
nothing could be done.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the participants how the government should go ahead and
to change or to incentivise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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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9 said that everyone had to change their behaviour and the key was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well as universities should be available to induce individual behavioural changes.
Participant 4 thought that society was conditioned to think in certain ways and in a
wrong way. For example, children were taught that gases were clean and were a source
of energy, but this was completely wrong.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really needed to
change the form of education to our children.
Participant 3 added that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was to incentivise.
Participant 6 comme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a very good job of telling people that
smoking was bad for health. However,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impress the
public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figure out what they could do. He commented that the
goal to produce 6.6 tonnes per person of carbon emission was already wrong. Our
carbon emission was 30 tonnes per person. He said that the issue of decarbonisation
should be put on table to discuss and people would be willing to take ownership of it.
Programme Director said that the discussion would now move to food. He mentioned
that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released the 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yesterday. More people adopted a plant-based diet
these days and he asked if any participant was a vegetarian. He then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o rank the cards with food printed according to their level of carbon
emission. He ranked the cards according to the food’s carbon emission level and asked
the participants what major challenges they faced when they adopted a vegetarian diet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vegetarian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5 said that even in local markets,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food that would
indicate their information about carbon emission. She said that it would be great to have
some sort of indications about the products’ origin and whether they were organic
products in both local and supermarket outlets.
Participant 8 suggested promoting healthy diet since it had lower carbon footprint.
Participant 9 said that it was quite challenging to find vegetarian dishes in Hong Kong
restaurants. Even some of them provided vegetarian dishes, choices were ver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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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pensive. He sugges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vegetarian options in restaurants
and this should become a norm. He mentioned that due to the strong Buddhist culture
in Hong Kong, some of the believers would like to have vegetarian dishes.
Participant 2 wondered how much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influence the diet habits
of Hong Kong people.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packaging of food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apples were usually wrapped with plastics which she thought was
unnecessary. Furthermore, she said that people in Hong Kong like to have takeaway
meals. Such packaging consumed a lot of plastic wrap and plastic bags which were also
unnecessary.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people in Hong Kong were too used to using plastic bags and
disposal containers. It would be har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get rid of them.
Participant 10 emphasised that individual actions were all part of education.
Participant 6 was happy to see that Denmark put tax on meat. He said that Hong Kong
had the highest meat footprint in the world. Each person consumed 660 grams of meat
per day and the carbon intensity was incredible. He thought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propose tax on meat in Hong Kong too.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on food waste.
Participant 3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entivise people to recycle food
waste. For example, people who did not recycle should pay more than people who did
so.
Participant 5 added that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a food waste collection system in the
restaurants. In addition, custom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 portion and weight
of food when they ordered takeaway so less food would be wasted.
Participant 9 said that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NGOs) such as Food Angel had
done a lot on food waste collection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do anything but rely on NGOs. He also mentioned that no
volunteers were out there to find the sources of food waste. H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implement a green waste programme to sort out the sources of food
waste with a view to compiling a general figure on how much food were being wasted
in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ban and penalise people who put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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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into the trash. Separate bins for food waste should be available so people could
identify them and realise how much food they had wasted in a day.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relying on NGOs on food waste collection.
She said that her company worked with NGOs to recycle coffee grounds, and she
thought this was goo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She wondered if the government could
provide some sort of incentives and promotion to encourage companies to contribute to
food waste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Participant 5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acilitate food waste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so they could deliver the food waste to NGOs and other charities.
Participant 3 comme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advertise more on food waste
collection.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for opinions from the participants regarding how the
government could incentivise people to use less air conditioning.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the air conditioning temperature in Hong Kong was freezing.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price of water in Hong Kong was too cheap when compared to
that of Singapore and London. He said that water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was too
crazy and wondered if the government could adjust the water prices.
Participant 4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H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ducate people about water wastage and its cost, which were
interrelated to each other.
Programme Director mentioned that there was a suggestion from the earlier public
engagement session to limit the usage of air conditioning below 28℃.
Participant 9 thought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adopt some restriction on air
conditioning usage. He said that most of the energy usage in Hong Kong came from air
conditioning. There should be some restrictions to limit the air conditioning usage under
28℃.
Participant 2 commented that excessive lighting in Hong Kong was also a problem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k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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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the participants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motivate
landlords to decarbonise.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law enforcement was necessary towards landlords on carbon
emission.
Participant 6 mentioned the idea of central and individual air conditioning units. He
said that window-typed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ere terribly inefficient and consumed a
lot of electricity when compared to central units, which had better isolation insolation
systems and consumed less. He said that the central units could maintain the same level
of temperature indoor but needed to increase the energy efficiency, especially for new
buildings, individuals units must be banned.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raw reference to Singapore in green
building design which had easy and good air flow.
Participant 6 suggested that the idea of downdrafts should be applied into building
design. He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the right concept because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heavily got used to air conditioning.
Participant 10 said that air conditioning was an example of carbon emission because it
was all about consumption.
Participant 6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ideas against
the benchmark of the goals, something very small might have symbolic values, for
example, plastic straw usage,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like coffee grounds recycling,
etc.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heir thoughts on low-carbon mode of
transport.
Participant 9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have an efficient system when they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every individual into their own mode of transport. Transport
needed to be massively shared. He said that there were proofs from scientists saying
that cars were very inefficient in terms of space, cost and consumption. He comme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start downsizing private transport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is should be given high priority in transpor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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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6 said that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 were too conveniently and
excessively available in Hong Kong e.g. Uber and other car companies. He suggested
scaling up the use of public transport.
Participant 5 mention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ome encouragement and
incentives to those who worked in Hong Kong. They had long working hours and did
not have spare time to do something on food waste collection or walk from work to
home. They would take a taxi.
Participant 10 wondered why cycling was not being included in this agenda and
discussion. He saw there was a picture of bicycle in the booklet but without any content.
It was not acceptable not to include cycling in decarbonisation. He said that all cities
were now including cycling as part of their transport policy.
Participant 4 agreed that cycling was important to reduce carbon footprint.
Participant 5 said that many spaces were used for private car parking in Hong Kong.
He said that it was a choice we made on how to use our urban space and there were
many opportunities to put cycling in place of car infrastructure.
Participant 6 wondered how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SDC were represented as he did not
see any student, housewife or people who would be affected and pay the price of carbon
and climate change representing in the SDC.
Participant 10 mentioned that he went to the Harbour Front development meeting
before. During the meeting, many participants stood up and suggested that cycl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evelopment plan and cycling would play a part in terms of
urban city development.
Participant 4 wondered if tram lines could be redesigned and used for cycling.
Participant 9 said that there were too many restrictions about cycling in Hong Kong e.g.
no bicycles were allowed on ferry, in tunnels and on bridges. He said that he could not
even cycle from Kowloon to Hong Kong Island. He believed this was really wrong that
cycling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agenda. Furthermore, he thought that cycling as a way
to commute had never being discussed but cycl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s a way of
leisure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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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10 said that 40% of journey in New Territories were by bike.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she did not see anything about bicycle-sharing system in Hong
Kong. She said that transport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was very different. She
noted that in some Mainland cities, the government forced taxis to change to electric
vehicles and no fuel vehicles were allowed.
Participant 10 commented that China allowed new ideas to flourish and they would let
them happen for a good long while and let the market to see how they would work, and
then bring them into some control.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accept any new
options of transport simply because any of these engineering had to be a car or a bike.
Participant 7 commented that this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homologation process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9 commented that the airport could not be expanded if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decarbonisation were not addressed.
Programme Director mentioned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d banned diesel
vehicles. He asked whether this w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10 said that diesel vehicles should be bann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he
wondered why nothing was done right now. He said that in the agenda of the SDC, it
clearly stated that priorities had to be changed right now, and this was a pressing issue
that required urgent solution. The SDC said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but without any
solutions propos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He wondered what the word ‘urgent’ meant
there.
Participant 6 said that the whole climate strategy was to get China Light and Power and
Hong Kong Electric to use gas.
Participant 10 asked why one inter-continental flight would release between 1 to 3
tonnes of carbon emission per person and we were now aiming at 2 tonnes per person.
He wondered why carbon emission of taking a flight was already more than what was
required for the aim. He said that flying was promoted everywhere and Hong Kong had
the largest airport in the geographical region. He said that if we needed to aim at the
maximum limit of co2, flying must be ‘criminalised’. If not, the issue would neve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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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d. He proposed airport tax and flying should also be addressed in the agenda.
Participant 3 wondered if there would be new technology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e.g.
nitrogen powered plane.
Participant 2 suggested that shipping, aviation and flying quota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is agenda.
Participant 10 commented on labels. He asked why no inform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of a person taking a flight were printed on the ticket. He said that if people knew the
flight had 2.2 tonnes carbon emission and each person was supposed to have a quota of
only 2 tonnes of carbon emission per year, he thought that people would start to think
and realise they were doing something really wrong.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education was important so people would be aware of the carbon
emission problem.
Programme Director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discuss decarbonising energy in the energy
industry which was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 He mentioned that the government aimed
to reduce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increase the use of natural gas in 2050. He asked
the participants whether this would be a good idea or if they had any other methods to
decarbonise electricity.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natural gas was a fraud and one could not change one single fossil
industry to another non-renewable industry. This was not going to work and the same
problem would arise in the future.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the target 3% to 4% was not ambitious enough since there were
studies saying that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in Hong Kong could be 15% to 20%.
Programme Director said that many cities in the world had proposed a carbon neutral
plan. He asked the participants whether this plan w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7 said that gas an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arbon neutral plan.
Participant 3 comme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in innovation. There were
so many innovations that could happen on renewable energy and generating power from
-9-

different resources.
Participant 7 mentioned that 60% to 70% of carbon emission came from energy and we
needed to reduce to 15%.
Participant 10 said that air conditioning was somewhere around 40% to 50% of
electricity usage in both industrial and private sectors in Hong Kong and there were lots
of energy that could be saved indeed.
Participant 9 mentioned that nuclear power made up of 23% of energy mix in Hong
Kong. He suggested increasing to 25% and then moving to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that could be bought from China.
Programme Director replied Participant 9 that it was exactly the question he was going
to ask next which was about regional cooperation featured in this case.
Participant 6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knew all these ideas already and the same
consultations had been repeated over years.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instead.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wave energy was not included as one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in
Hong Kong.
Programme Director asked what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improve its
energy potentials.
Participant 10 suggested that wind and solar energy could be potential energy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that solar panels should be made more affordable for people.
Participant 3 thought that solar panels in Hong Kong were already very affordable.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s.
Participant 9 commented that the economy in Hong Kong was essentially banking
which was one of the worst sector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He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green bank or eco-friendly bank in Hong Kong. All the major banks were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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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ing’ and extracting resources.
Participant 5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Green Bond.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green rules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9 said that we needed to change the paradigm; then we still had growth, but
growth without consuming the environment.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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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東（第 1 組）
2019 年 8 月 14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服務中心

計劃總監 1簡介小組討論的流程，並提出如有重要議題沒有納入討論框架，可以
預留時間討論。據他所知，參與者來自不同界別，有觀塘街坊、專業團體、非
政府組織及運輸業界人士。他相信今日的討論是多元化的，但希望大家尊重每
一位發言人表達意見的機會，而且發言應盡量簡短，讓大家有機會作交流。計
劃總監建議他們可從個人層面開始，先討論衣、食、住、行，然後再探討如何
在建築物、能源組合等方面進行減碳。計劃總監表示大家可以傳閱桌上的卡
紙，指出大家每天所用的產品、食物的背後涉及很多碳排放，例如買一件襯
衫，由製造、運輸、消費甚至乎掉棄，都會產生碳排放。換句話說，大家每天
選購的貨品，或者各人的生活、飲食習慣，其實都與減碳和達至《巴黎協定》
有着密切的關係。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衣和食兩方面的習慣，例如飲食方面
是偏向多肉少菜，還是少肉多菜；過去一、兩個月有否不自覺地買了很多衣
物。他邀請參與者分享如何從衣、食、住、行，特別是衣和食兩方面可以做到
減碳。
參與者九認為香港在衣和食方面都很「厲害」。香港是個購物天堂，香港人喜
歡購物，故捐出來的物品和衣物特別多，會是一整季的衣物。食物方面，香港
的食物很豐富，無論宵夜還是早餐也是很豐富。
計劃總監請在座素食者舉手示意。他們可以討論飲食習慣及相關的碳排放。
在回收方面，參與者九表示可以做得更多，回收是為了環保，可以減少碳排
放，故可以向這個方面做。
參與者四質疑回收的物資去了哪裏，要有人接、有人用。每個人拿去回收其實
也是浪費。食方面，中國人大魚大肉，會浪費很多東西，吃六款菜式，豪華一
點吃九款，不論香港或內地也如是。如果不是「AA 制」的話，大家大魚大肉，
餸菜分量少一點也會認為是被欺騙。
計劃總監詢問有什麼是大家可以再做好一點，例如教育、文化問題等。
參與者四表示這是文化的問題，自小跟父親吃飯也如是，一定會吃剩餸菜。
參與者六是一名學生，修讀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科目。她認為香港人在衣物和食
物方面有個習慣，一般來說也喜歡叫多點食物，或者自助餐的問題一向沒有改
善。剛才也提到，很多人願意回收衣物，但回收後會送去哪裏。其實，香港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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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有政府回收衣物的位置，另外，有衣服的大牌子也推廣回收舊衣物，即使
不是在他們那兒購買的，他們也願意幫忙回收，並給予折扣。她認為政府可以
多點鼓勵商家推廣回收衣物，因為可以舊衣物換購便宜一點的新衣物，她相信
能鼓勵多些人做這件事。生產商回收衣物後，可以捐給較窮的國家，例如印
尼，或捐贈予小朋友或者分類。他們知道那些物料可以循環再造，並會分類。
如果有多一些服裝店做這件事的話，她認為市民是不介意將衣物回收。
參與者九認同參與者六所提及的建議，因為她有回收圖書，並呼籲街坊捐贈圖
書，讓其他街坊免費拿取，之後歸還給她，再讓其他街坊閱讀，不斷循環，如
果有舊書沒有人閱讀，才拿去回收。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看看手上的卡，並以 T 恤為例，初步估算一噸的碳排放，
等於 67 件 T 恤。如果要減少買衫，或者減少買的次數，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參與者一表示，一件只有六公斤，但以噸作單位的碳排放，六十件代表三百多
公斤，並詢問如何與噸相應兌換。他請計劃總監教他如何兌換數字。
計劃總監指那是以 T 恤為例的參考數字。
參與者一表示電視曾提及一宗大生意，德國有一間公司收回二手衣物，找專人
分新、舊、尺寸、牌子，然後賣往非洲，賺很多錢。他們是私人公司，有自己
的貨倉、貨櫃，可以售賣二手衣物到非洲。不過普遍香港人的尺寸不適合非洲
人，他們要很大尺寸。但我們可以賣二手衣物到印尼，或窮的非洲國家，不用
只給予救世軍，救世軍也消化不了。那盤生意是低智的，要學德國人做得很驚
人，賺很多錢，未穿過的衣物就貴一點。非洲有些人會向那間公司購買二手衣
物，批發回家鄉，在市場賺得更加多錢。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一認為商家還是政府的角色重要。
參與者一表示，政府推動任何政策只要有利可圖，都會吸引人做。碳排放、環
保也是同樣的道理，誰能令這東西賺到錢，就會自發做，並會搶著做。食物方
面，不吃牛肉和米是最好，米的碳排放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二是牛，所以不吃
牛會減低第二大的碳排放。如果想大家不吃牛，便要想辦法讓大家吃豬、雞、
羊，那是廚師的責任。東北的羊較我們的羊好吃，山東羊比廣東的好吃，因為
羊所吃的草不一樣，廣東的羊是膻的，不好吃；蒙古的就好吃的，羊的製作是
要改變的。另外，他最喜歡吃飯，每餐吃三碗飯，故他的碳排放肯定消耗大。
他不吃飯就轉吃鍋物，嘗試其他東西，並希望了解不吃米時的身體反應。他認
為米的碳排放是最大的，中國水稻要改變種植方法，便要找方法，例如網上的
資料。
計劃總監補充，剛才提及的計算方法是假設穿、洗的次數是少一點，而另一個
數據則假定穿、洗次數達到五十次，碳排放會少些。
參與者一表示在服裝方面，不要太相信設計師、品牌。買衣服方面，不要今年
流行黑色便買黑色，今年流行白色便買白色。年年都轉顏色，一穿就說是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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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修讀設計包裝，並認為自己有理念，不會跟著潮流走，衣物是否耐用視
乎設計和品質，正如最近美國海軍戰隊所穿的恤衫是防水的，香港勞工處亦已
經推出來，做工人的衣物，款式最傳統。
計劃總監表示曾有持份者說，譬如歐美國家都已經引入了碳標籤項目，很多食
品或者日用品都有類似的標籤。他詢問參與者對這類標籤計劃有何看法，如果
消費者有這種資訊，比較不同產品後，某件產品的碳排放是較低的話，參與者
在選購時會有什麼考慮，會否考慮價格因素。
參與者四表示，現時購買電器時，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比三級、四級的貴。
參與者十一是觀塘市民，關心觀塘區的發展。他認為政府說謊，並曾經責罵過
很多官員，他們全部在睡覺，坐在寫字樓發夢。觀塘區是一個重建區、發展
區，空氣污染，住宅密度也高，他們在觀塘駕駛小巴時感到無法呼吸，特別在
開源道、裕民坊。政府在幾年前已經提及碳排放的議題，並就著觀塘將會有翻
天覆地的改變，邀請他們到九龍塘城市大學出席業界會議。當時政府表示已撥
出三億元，讓小巴業申請建造環保基金。雖然巴士並不是全部用電的，但小巴
可以做到。他感到很開心，並指自己有二十部車，如果成事的話，全條線都會
支持政府轉電動車。他不用三億元，只要二千萬元的資助就可以，如果不夠的
話，他會自行補貼。現在市面上也有電動小巴，他不明白為何政府不支持。現
時政府部門互相推搪。本來政府和環保署均答應觀塘重建後，會在交匯處有三
個充電站。小巴現時用混能、油渣發電，電力不足的話，就會由油渣泵發電，
這樣便有碳排放的問題。政府已經要求更換柴油車，但又諸多留難，最後邀請
他們到西環開會，會議有七個官員，互相推卸責任，最後把責任推了給議員。
政府要動用幾百萬的公帑來興建充電站。他曾徵詢私人公司，指是可以自己興
建充電站的，只要有電線、位置，而充電器由研發者出資金，但最後不成事。
計劃總監詢問核心問題所在。
參與者十一表示核心問題在於政府不要玩弄他們，只要政府批准就可以聯絡公
司來興建充電站，免費改裝十多部混能車，便可以做到零排放。電費取代入油
費用，便宜很多，起碼便宜百分之六十或以上。現時每架小巴需要八百至九百
元的油渣，排放出來的石油氣是致命的。現時小巴牌照價格下跌了很多，經營
小巴生活不了。他認為討論坊探討衣物、食物也是對的，但也要講環保、空氣
質素的問題。
計劃總監表示如有運輸業界人士在場，就會有更熱烈的討論，並多謝參與者十
一的意見。
參與者十表示，剛才提及碳排放的數據，是發電廠的問題。發電廠的利益當然
很大，例如中電、港燈、煤氣。如果將來把大部分發電組合改用天然氣發電，
他看來是不可行的。他認為光、風力發電可以做到零排放，一定要朝那個方
向，節能減排一起做。第二點是配套設施。無論將來用電車、電船也好，政府
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推動基礎設施最重要的一環。他表示政府曾承諾不會
使用在觀塘對出的郵輪碼頭，但現時大郵輪停泊在那兒，整艘郵輪就像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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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無論游泳池或熱水等有很多煙冒出來，氣體在九龍灣困住了。他認為必須
爭取岸電設施提供予郵輪。另外，他認為有很多人想換電動車，但沒有電插位
而無法充電。在屋苑安裝充電設施可能需要幾百萬元，由全部業主分擔費用，
但如果大部分業主不使用充電設施的話，他們會質疑為何要付款安裝。他認為
須處理這個責任問題，才可以推動電動車的使用。第三點是即使市民有責任，
政府亦要想更多辦法，例如考慮碳排放稅，按不同情況增加碳排放稅，例如吃
漢堡包，到某個價錢大家便會吃少一點；衣物賣少一點，穿兩件也一樣，不用
買幾十件的。以他的大學迎新營為例，他有五、六十件 T 恤也不捨得掉棄，但
又不會穿，只有回憶在內。再有創意一點的例子便是興建一條跨海的玻璃行人
道，市民既可以不坐車，步行過海，又可以觀光。還有很多方法，例如多用單
車、步行等。
計劃總監表示剛才的討論很有趣，涉及電動車、能源、交通運輸，歡迎大家討
論。
參與者七在私人機構負責環保工作，對這個議題相當關心。他認為在交通方面
可以低碳一點，贊成將公共運輸交通工具轉為電動，電能運作是一個可以考慮
的方向。由於大眾依賴公共交通工具，所以要首先考慮這方面。另一樣要考慮
減少登記車輛數目，尤其私家車。香港地少人多，很多地方都塞車，泊車位不
足，應該控制車流量。私家車不斷轉型號，香港人有錢便可以購買得到，當然
要視乎購買人士的階層，所以，他認為政府要介入私人市場，在稅率、控制私
家車入口或價錢方面下工夫。稅率方面可以大幅增加，令某些人卻步，從而控
制車的數量，並訂立標準或者比例，香港的面積有多大就有多少輛私家車。這
個做法應該可以控制道路的使用情況，從而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數量及電動化，
降低碳排放。現時使用太多石化燃料。
參與者一表示，電動車不是那麼簡單的。設立充電站很容易，不是什麼高科
技，只要政府給予發展就可以，但電池使用多年後要維修，可否收回電池成
疑。使用電池一年後，第二年的功率是多少。現時深圳的電動車電池充電三小
時也未可以行駛，電池是未達到大部分功能，尤其是雙層巴士的應用，所以貨
車是沒有電動的，力量不足以行走斜路，但石油氣車可以。不論將來訂什麼時
間，技術不行就沒有辦法。此外，太陽能板是不能回收的，它們會損壞的。至
於風力發電，它們的風扇大都停留在海並已生銹，不能維修；該區的魚又走
光；附近噪音大，住不了人；長遠來說，風力發電不一定可以使用。另外，枱
底發電機亦可，原則上安裝在車內，只要啟動了汽車，以後就不用再加電，所
產生的電會儲存於電池，電池會放大功率。第二是海水發電，美國戰艦會安裝
來試驗，將來輪船、貨船、汽車也可以用。此外，他認為微風可發電，不用大
風扇，小巴也可以安裝此設施，永遠不用加電、充電，有氣流的地方就可以發
電。用柴油也如是，加點東西下去是可以增加燃燒度的，雖然沒有正式的數
據，但沒有資金推動，如果沒有人投資，技術便不能發展。科技不只是從報紙
看到的，有很多未有報導，如水草發電。他又認為不用考慮生物柴油，因為只
有很少百分比，加下去也沒有用，不是全部用到，分解不了，浪費金錢。此
外，如回收的東西，例如玻璃樽、塑膠，未能升級再造，也是浪費資源。
參與者六表示，剛才提及很多新科技和環保新資訊，很少在大眾媒體會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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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些她也未聽過，她想知道在什麼渠道可接觸到這些資訊。
參與者五表示，香港的城市設計很有問題，密度太高，不通風，四圍都是冷
氣，要達到零排放很困難。美國的特斯拉電動車很成功，但現在香港要徵收重
稅，不想人換那些電動車。他質疑為何不鼓勵更換電動車，從而減少排放，他
更指出現時運泥車也不是電動車，使用油渣，想達到零排放很困難。
參與者三同意關於很多碳排放都是來自電，如果目標是要減半，甚至更多，便
要將最大的元兇解決，才能達到目標，而且時間不多。雖然她同意要使用電動
車，但是電的來源是來自燒煤的，是不潔淨的能源，所有亦是不能解決問題。
最重要是電從何來，現有的發電技術是未達標。太陽能方面，太陽能板不能回
收，還有故障的問題。不同公司的太陽能板的故障率有多高，故障後是否可以
拆解成新的太陽能板都是未知之數。風力發電也有很多問題。她較少從新聞聽
到由本地大學所研發的技術、破天荒的研究，認為政府可以投放多一點資源給
本地大學、學者做多些研究，要自己幫自己，不能只等美國、德國的新技術。
參與者八在社福機構負責可持續發展的項目，但做了三年政府就不再撥款。她
看不到政府有誠意做減碳的事情，只是粉飾太平，說他們做了宣傳而已，但沒
有做過實際的事情，沒有改變過。政府或者大學要做研究，那些兩年、三年的
計劃不能做到什麼。她認為要有長遠的計劃，資助大學十年、二十年，大學是
有很多有心的學者，但奈何沒有人真的支持他們做研究。她感受不到政府真正
想減碳的誠意。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就區域合作的問題、核能等問題，發表意見。
參與者六認為區域合作是個很廣的說法。
計劃總監表示，香港有協議從大亞灣輸入核電，他日會否從內地輸入潔淨能
源，如太陽能或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也可考慮以專線或聯網輸入。此外，亦有
外國研究指出，例如紐西蘭有新的技術，可以製造氫氣然後運到其他國家，都
是將可再生能源帶到其他國家的方法。技術是日新月異。他邀請參與者就本地
可再生能源、區域合作，發表意見。
參與者一表示，可以用海水冷卻冷氣系統，該技術已經發展了很多年。他質疑
為何沒有一棟沿海興建的商業大廈使用這技術，減低大廈的用電量。他認為不
用立法，電費也可以成為誘因，只要每個人少用電就可以節省很多。高科技是
明日的事，但今日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參與者二表示，海水冷卻技術成本高，這是二十年前的技術。
計劃總監詢問應該採取的方向是立法，還是提供資助以鼓勵減碳。
參與者八表示應該雙管齊下，外國有很多技術，不是沒有方法，而是政府不
做，要做也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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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表示沒有人做，是因為賺不到錢，要推動商家做，就要讓他們賺到
錢，而商家要想想是否要「賺到盡」。政府可以做什麼來幫助商家，例如鼓勵
或者立法。只要人人也不要「賺到盡」，便有餘地、進步的空間。
參與者二表示香港地產商很想賺到錢，但由於高成本技術高，要有大量人才、
電力，才能做到。現在的發電廠都是用「火」燒，政府要引入新的機組，但就
算天然氣、核能，都是用「火」燒的，燒出來一定不乾淨。香港有幾間大學研
究了風力發電，香港的地理環境有兩、三個海島，但海事處拒絕，電力公司又
說成本高，他認為皆不是的。只要政府做就可以，政府有能力鋪設海底電纜，
但早期的風力發電設施已生銹政府應該做多一點科研。另外，交通方面，當政
府與運輸公司簽新合約時，可以要求他們轉用電動車。電池技術日新月異，保
養電池七年，電池廠免費回收，現在那家很有名的電動車公司已經在做，電池
廠為客人免費回收，但當然不知道回收的電池是否埋藏在地底。他表示即使很
小的電池也是無法回收的，大學的科研也就這方面清楚顯示。電池多漂亮也
好，也是垃圾，也是有害的垃圾，一定要找地方埋藏。他總結，高科技是不環
保的，碳排放量非常高。
參與者八表示，現時山林被破壞，碳便會走出來。植林就可以做到碳封存。
參與者二表示，就如印尼四年一次大山火，是人為放火，往後就可以找到值錢
的木材。
參與者一表示，深圳已經成立碳排放交易中心。以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有
能力成為亞洲的碳排放交易中心，要搶做「搶錢生意」，賺錢後可以將利潤放
回環保事業。他認為深圳的交易中心不成氣候，香港要搶來做。如果碳排超標
的話，大家要用錢買回額度；如果額度用得少的話，大家能賺錢。將來所涉的
金額很大。他認為個人又要節省，政府又要出辦法，才能解決問題。
參與者二表示，香港地方小，就算有地方做回收業，都會收購了土地用來興建
房屋。政府應該騰出地方讓人做回收業、收垃圾。現時已經有將垃圾轉化為其
他產品的技術。他表示當年把廠房搬上內地是因為在香港聘請不到人手，父母
又不讓子女在工廠工作。今天的工業已回不了頭。
參與者九表示，如果政府最終不肯撥款給予想做的人，他們沒有資金做，只能
在個人層面上，吃少一點、回收書本、做很簡單的東西。他認為我們可仿效外
國踏單車發電的做法，在公園安裝設施，老人家很喜歡踏單車，讓他們一面做
運動，一面發電。屆時全香港也可以發電，十分簡單。外國好像有個機場或地
鐵站，用家可以踏單車可以為自己的電話充電，這些是最簡單、最基本的民生
方向。
參與者二表示，有五百多輛單車給中學生，但最終弄壞了。
參與者三表示，單車被中學生弄壞是與人有關，那些單車不斷要維修，修好後
被人拔走線，復修又再被弄壞，這是文化上很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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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九表示，這是教育的問題。
參與者八表示，現時的環保教育實在太膚淺，幼稚園生要特意買益力多做環保
功課。她的子女平時都不會飲牛奶，但要買牛奶並用盒子做燈籠，雖然勞作很
漂亮，但拍照後卻變回垃圾。每年學校的環保燈籠大賽也是浪費的。
參與者一表示，應該立例禁止三年內更換電話，電話很不環保，一年賣一億、
兩億、三億部。
參與者六表示，教育的方向不應只是簡單地宣傳要環保，而是要深入探討可持
續的概念。要節省、要環保的背後原因是資源要可持續地使用下去。很多人視
環保為潮流，但環保是要可持續下去的，要有責任感的。人們只視很多環保活
動為遊戲，在過程中產生了別的垃圾。他們不明白背後的道理，就是如何有效
地、可持續地使用資源。她認為政府要加強在這方面的宣傳，繼而改變大眾的
生活模式，或者制作一些標籤，引起他們的注意。她認為政府可以做多一點。
參與者八表示，她做了兩年可持續發展項目，感到很無奈。她認為社區推廣很
有效，想繼續延續下去，想再做好一點，但可持續發展基金會覺得這個項目是
「照板煮碗再做」，沒有創意。即使她認為她的項目是有效，但基金不讓他們
繼續做下去。她舉例說明，雖然本來的項目做得好，但會被要求做另一個項
目，原本項目儲下來的資源、推廣的東西就沒有了。因此，她認為可持續發展
基金是不能可持續發展的。她已做婦女教育，計劃做多一點兒童教育，但計劃
被拒絕，要靠自己做。
參與者六表示，關於能源組合，最大的污染源頭在發電。如果在短期內要減碳
排放，要從源頭做起。她知道有兩間公司生產可再生能源，但政府看似沒有大
力推動，例如太陽能板。她又知道政府有太陽能牆取電，也有提及離岸風牆，
但都沒有進取地進行；政府同時卻想在大亞灣輸入更多核電。她認為香港已能
夠穩定發電，也有充足的電量，為何要增加大亞灣的核電比率。
計劃總監詢問大家是否認為要從自己境內先做起。
參與者六表示政府的文件指要增加大亞灣的核電比率，中電有百分之二十五由
大亞灣輸入核電，核電的碳排放算偏低。即使政府已支付很多資金予港燈興建
新的天然氣機組，而港燈亦續漸轉用，並聲稱已經減少了很多碳排放，但政府
仍要增加輸入核電，事情有矛盾。這十年來一方面給了很多錢港燈轉用天然
氣，目的是減少使用煤發電，但現時又認為天然氣未足夠，不如買核電。她認
為真正零排放，例如太陽能、風力發電就停滯不前、不做。她質疑政府的方
向。
計劃總監詢問是否想釐清相關政策。
參與者六表示她疑惑政府想向哪一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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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表示，她認為政府是貪方便，假如要自己研發，既要投資，又要時間
等待，而旁邊已經有材料做好，便可使用。純粹以環保角度來，大亞灣核電是
可以減低很多碳排放。因為社交媒體瘋傳，此提議有很多人反對，先撇開環
保，只是政治因素已經有很多的憂慮，已經不用做。如果為了方便而大幅度依
賴核電的話，她質疑這並非可持續，因核電安全有很大問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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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東（第2組）
2019年8月14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禮堂

計劃總監 1 希望所有參與者在這次討論中有機會發表意見。今天討論衣、食、
住、行及發電組合的議題。獨立分析及匯報機構會記錄參與者的所有意見，並
將之寫成一份獨立的報告書。由於所有參與者同意先討論行方面的議題，計劃
總監隨即邀請參與者一就此提供意見。
參與者一代表運輸業界，曾任綠色運輸事業基金委員，同時由環境保護署委任
為綠色清新空氣委員會委員。他向其他參與者分享委員會的工作。他說綠色運
輸事業基金是資助新科技車輛試驗。他以電動車為例，若進行新科技車輛試
驗，當局按每組別劃分，提供一架車輛，以供試驗。他質疑這項試驗的做法。
他是小巴商會主席。他認為若每組別有十架車輛，應至少提供一半車輛甚至所
有車輛，以供試驗。而只提供一架車輛，是無法試驗的。此外，環境保護署及
路政署都不支持這項試驗。他說需要充電站為商用車輛提供服務。若沒有充電
站，即等同沒有誘因及不支持綠色運輸事業基金試驗使用電動車，因為商用車
輛也沒有地方充電。他曾向路政署提出有關申請，但不獲批准。他出任觀塘市
區重建局委員，長達十三年。他說某地已興建了一個新的交匯處，希望可以在
該處興建一個充電站，同時，他與電力公司商討在該處加大充電「火牛」。他
說一間名為 GMI 的公司在本地研發並生產電動小巴，但因現時並無充電站，目
前那些電動小巴是以混合模式驅動。若有充電站的話，混合模式的電動小巴可
以即時改以全電動模式驅動。另外，他說環境保護署打算招標。此外，一部分
支持環保的觀塘小巴業界人士已經開始試行營運幾十輛電動小巴。他提到政府
給予兩年期限的小巴牌照，若兩年內牌照持有人不提供服務，牌照會被取消，
於是業界人士都提供服務。業界經已試行，惟無法取得當局支持。當局在觀塘
建設智慧城市，卻不容許於新興建的交匯處內設立充電站。當局曾約他會面，
他與其工程師在該處量度三個地方，該工程師說會自費三百多萬元興建一個充
電設施，只需當局提供地方，惟不獲批准。他說當局每事要求市民支持，但卻
不批准做事。當年，環境保護署引進石油氣小巴，他的紅色小巴公司是帶頭參
與試驗，並安排三輛小巴作試驗之用，由此，他反問難道小巴公司不正是支持
當局。他希望香港及觀塘好，又說沒有人會就重建及新建的交匯處的事上爭
吵。他也在綠色清新空氣小組上提出此議題。他認為環境保護署、機電工程署
及其他政府部門須協調，讓業界為此出一分力。他說當局經常向業界尋求支
持，業界也為此付出並提供方案，最終竟不獲支持，業界對此事不置可否。即
使政府不支持更換電動小巴，業界也更換它們，現時只要當局支持興建充電
站。他說商用車輛是沒有電，又提到沒有人會願意更換電動車，加上沒有充電
站。另外，他說若無法維持經營的話，又怎會更換電動車輛。
1

計劃總監 - 柳淑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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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邀請其他參與者給予意見。
參與者二說電動車在空氣及溫度的層面上都會帶來好處，但在碳排放量方面，
卻不如是。他提到須注意電從何來，又說電力是綠色，非常乾淨。然而，他詢
問電力由太陽能產生，抑或如計劃總監所言，由煤或天然氣產生。他是 100%支
持使用電動車。他認為城市要乾淨，空氣好，溫度低，故此須使用電動車。然
而，電動車在碳排放量是沒有幫助。若以幫助綠色運輸及減碳排放量的角度出
發，須從發電開始著手。香港中文大學發明一種相對較高級的蓄電池，可長時
間儲存電量，不會流失，而普通的蓄電池或乾電池，放置一段時間後，電量便
會流失。
參與者一說他的電動車採用西門子的充電裝置，而西門子是與東芝合作，充電
3 至 5 分鐘，車輛能行走 80 公里。商界已自費採用電動車，故此質疑環境保護
署為何窒礙他們就新交匯處的議題上所提出的意見。另外，他說市區重建局所
指的交匯處即將入伙。當局要求在該處入伙時，須同步進行一些事情，惟不獲
當局批准。他說不獲批准，又如何同步做事。此外，小巴業界將進駐該地，又
提到已說服中電在交匯處內加大充電「火牛」。中電曾詢問為何要在該處加大
充電「火牛」。他說若日後須用電，而事前不加大「火牛」，啟用後是無法將
之加大。他與中電的經理和高級職員相熟，他們也同意其建議，指將來不論使
用電動小巴或其他電動車輛，只要電量充足，日後便毋須為此煩惱。
計劃總監邀請其他參與者給予意見。
參與者三說剛才某參與者有關電動車的倡議是好的，因為可以改善空氣質素。
發電時需要燃料，然而卻擔心過程中會產生其他東西，故此便有 67%是指發電
時，會產生碳排放之說。他認為現時使用天然氣和核能發電。長遠來說，減碳
須從電力方面著手。再生能源發電有太陽能、風力及水力等發電方法。使用電
力方面，涉及整個社會，如家庭、建築物、個人及電動車，都須使用電力。政
府須在怎樣減少發電上下工夫。他說大眾是要用電的。他提到參與者一所指，
第一，在推動電動車的政策及其配套上，政府沒有下工夫。第二，他反問，市
區少一些傳統車輛，多一些電動車，空氣是否會變好。當空氣質素改善，市民
便會多開窗，少用冷氣，這是一個循環來的。然而，他認為不踏出第一步，便
開展其他工作，是毫無意義。
參與者二說電動車數量增加，使用石油氣的車輛減少，便可以使用石油氣發
電。
參與者三提到當局曾豁免電動車輛首次登記稅，然而後來卻增加了稅款。另
外，他提到街上沒有充電站，卻有很多油站，故此質疑當局為何不設置充電設
施。
參與者二指當局害怕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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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認同參與者二的說法。他提到當局有不同的要求，如少吃牛扒等說
法。他認為即使少吃一萬塊牛扒，也不及目前的做法。目前有很多討論和建
議，當局卻不願意推動及配合，繼續談下去也沒有意思。他提到發電所引致的
問題，並非一、兩個市民就能解決。他提到剛才有參與者提及有關使用可再生
能源，如風力、太陽能、水力和核能發電之意見。另外，他表示湛江有新建設
的核電站。
參與者二提到核能是很乾淨的。核電是零碳排放量，但其耗熱量是無法解決。
核能對世界立了大功，有好處，但也有壞處，因為核廢料需要數百年時間才能
處理。
參與者三認為市民的要求十分簡單，只須走到街上，呼吸新鮮空氣，而不會吸
入廢氣，這是第一步。
參與者二說無法打開窗戶。
參與者三說先不要談觀塘道，在遠一點的地方，如秀茂坪和藍田，也是因為太
多廢氣，居民不敢打開窗戶。
參與者四說從前在觀塘道時，是不敢打開窗戶，但現時觀塘道的空氣質素已經
大幅改善。他曾在該處置業，並為此後悔一生，近十年來，空氣質素經已改
善。
計劃總監邀請其他參與者給予意見。
參與者二表示自己任職保安員。現時很多大廈的天台和機房，長年使用光管和
抽氣扇，即使到了冬天，情況不變，也沒有人理會，若然有人理會，會減少很
多耗電量。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在運輸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一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環境保護署及路政署是否給予支持。若政府部門
不給予支持，做什麼也是沒有用的。他曾與環境局局長談過，但對方卻指轄下
部門沒有就此議題向他報告。他又說曾與環保局局長及其轄下部門會面。他在
運輸業界薄有名聲，曾任多個委員會委員，包括綠色運輸事業基金委員會、清
新空氣小組委員會、綠色清新空氣委員會，並由前任環境局局長陸恭蕙委任。
他說問題主要在路政署和環境保護署。商用車輛面對沒有電力的問題，若使用
電動車行駛，會面對在何處才可充電的問題，因為電動車需要電力才可以行
駛。觀塘是第一個試行智慧城市的地區，他表示支持，皆因在觀塘長大及工作
長達 40 多年，並且在小巴業界工作。他質疑為何路政署和環境保護署不支持，
只有業界支持是沒有用的。
參與者四說政府在很多方面可以先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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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一指已經向當局提出建議接近一至兩年，又說當局可以找他們商談。事
已至此，他質疑現時還有什麼作用。他認為當局經常邀請他出席不同會議也對
事件沒有作用。他再次提到自己曾在兩個委員會內工作。
計劃總監詢問另外兩位女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五說最多人使用運輸工具的時候是上班和下班。她提到香港有大部分人
都是跨區工作。她認為若市民可以在住所附近上班，便能減少使用交通工具，
減低對運輸工具的需求，從而減低由運輸工具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她提到飛機
是碳排放量最高的運輸工具。若減少乘坐飛機甚或購買海外貨品，可以減少碳
排放量。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五所說，支持購買本地貨品便可以減少碳排放量。她邀請
另一位參與者就綠色運輸方面給予意見。此外，剛才有參與者提出希望推動使
用電動車，為此她亦詢問其他參與者會否認為就近的環境適合採用步行的方
式，前往較短途的目的地，以減少短途乘車。
參與者六提到要有其他輔助設施，才會選擇步行。目前所有交通工具都使用燃
料。另外，長時間在街上逗留，會感到空氣污濁，而健康較差的人士，也會受
到影響。若電動車能夠普及，將改善周遭環境。相對現時，會增加市民選擇步
行的機會。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要否優化路面，例如興建有蓋通道及栽種樹木等。
參與者三認為減少車輛的排放量，便會改善空氣質素，而優化或栽種樹木之說
都是沒用的，因為無論如何，車輛也會排放廢氣。若站在巴士站旁，難免在巴
士開車及煞車時掩蓋口鼻，故此減少車輛排放廢氣是最重要。然後才將之優
化，如鼓勵市民踏單車及步行等。反之，本末倒置，毫無意義。
參與者一回應參與者五所說，目前香港政府是有集體運輸工具，如地鐵，故此
跨區工作是沒有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短途旅程，然而，目前地鐵發生很多事
故，無法達致跨區運輸的效益。此外，他認為最主要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另
外，他認為電力是最合適使用。中電和港燈都使用優質的電力，如核電等，將
電力注入電動車後，也有達致清新空氣的效果。
參與者三剛才閱覽有關碳足印的資料，並引述當中內容，指運輸佔 18%，當中
2%是指集體運輸系統，如地鐵，是佔電力的 67%。長遠來說，假設所有東西須
使用電力，包括車輛，如使用電動車，及家中的煤油變成電子化的東西後，便
等同由發電廠供應所有能量。發電廠可以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天然氣及核能發
電，故此只需在此著手改變，便可以減低整體碳排放量。當所有東西依靠電
力，如家中的用電設備，電力公司或其他公司便較容易控制並掌握碳排放量。
在運輸方面，也許與石油氣公司相關，因為他們主要售賣燃油，難有誘因支持
使用電動車。另外，當局呼籲市民少開冷氣，而現時正正使用冷氣，不開冷
氣，人們會感到不習慣的。打開窗戶，有清新空氣，大眾自然少開冷氣。另
外，香港有很多斜路是依山而建，相對於荷蘭，當地位處平地和低窪地區，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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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時不會出現上下斜的情況，危險性較香港低。故此，當局不應建議市民多
踏單車，若在斜路踏單車剎掣失靈，會引致嚴重傷亡，在香港市區是不適宜踏
單車。在新界，如沙田是填海而建，會較適宜踏單車；而於市區，如觀塘、秀
茂坪、藍田及安達村等，則不可行。反之，適合步行及搭乘升降機，但亦有需
用電力來驅動升降機的問題。此外，當局鼓勵市民多打開窗戶時，也須在車輛
廢氣排放量著手，才可誘使市民多步行，少開冷氣。他認為這是一個循環。另
外，他說即使購買電動車，也不知道可以在何處充電，而當局早前卻建議在商
場充電之做法。
計劃總監感謝參與者三的意見。她邀請參與者七就此議題發表意見。
參與者七支持節省用電。他說因為工作和學習的地點與住所並不相近，故此必
須使用交通工具。在節省用電層面，他支持推動綠色交通，除了能減碳外，也
可改善空氣質素，有很多好處。他認為沒有足夠的充電站，確實影響市民使用
電動車的意欲，自用和工作上都不方便，已是很大的問題，故此必須擴大充電
站的發展。若打算推動綠色交通，卻不在這方面做好，將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故此，他贊同剛才參與者提出的大部分意見。在密集的市區，推動並增加充電
站的數量是困難，但當有新項目，當局應把握機會，增加配套。
參與者一曾提出小巴充電站的構想。他曾向當局建議在郵輪碼頭及其他偏遠地
點，如秀茂坪和坑口設置充電站。他說很多小巴站並不鄰近民居，也有有蓋的
小巴站。他提到有蓋交匯處，並多次向當局提出建議，而環境保護署回覆會就
此研究。此外，他提到市區重建局新發展的某處地方是一個交匯處，故認為在
新建設的地方，是沒有反對聲音，但環境保護署不同意其建議，他不明白箇中
原因。另外，若使用電動車的話，加價空間少，開支較柴油車便宜三分之二，
司機反而可以多賺錢。
參與者七說雖然節省燃料費用，但電動車價格卻很昂貴。若政府提供資助，可
彌補差價。
參與者一指綠色事業基金曾批准綠色電動小巴的計劃，但資助卻不全面。它是
按路線每組只資助一至兩輛電動小巴，此項資助毫無作用。當年試驗使用石油
氣車時，是按路線每組資助三輛石油氣車輛。他認為只給予一輛電動小巴作試
驗，若小巴壞車，便無法產生數據。他申報利益，表示對相關車廠沒有關係。
他只希望可以幫助香港及觀塘成為智慧城市。他說現時 22M、22A 等路線經已
自費開始試驗在觀塘使用電動車。業界已經購買電動車，只希望當局批准在交
匯處興建充電站，毋須當局支付費用，由 GMI 承擔 300 萬元，興建 3 個西門子
品牌充電站的費用，故他不明白環境保護署的顧慮。
參與者七曾閱覽政府文件，當中提到公眾充電站只是輔助作用，並鼓勵購買電
動車的人士自行購買充電器材。他認為香港的情況與外國不盡相同，外國平房
多，有屬於自己的車房，甚至可以安裝充電器，而香港大部分人居住在高樓大
廈，難以要求擁有電動車的人士有所屬的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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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一指深圳電動的士是個很成功的例子，反而香港在推行電動的士並不成
功。他說內地的電動的士由所屬公司經營，而香港則是個體戶。若內地有壞的
士時，所屬公司即時拖車，香港卻無法做到。此外，香港沒有充電站，的士業
界曾投放金錢試驗電動車，卻不成功，皆因沒有充電站及有維修問題，而內地
維修公司不願意為本地電動的士提供維修服務。
參與者七回應參與者一所指，這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數量少所致。
參與者一提到現時有本地研發公司，故此質疑為什麼不幫助他們。現時該公司
接到拖車要求後，會派人處理，而將來則是未知之數。該公司的一個小巴維修
站位於九龍。他談到本地電動巴士不成功。他在某委員會內，與代表冠忠的委
員相熟。該公司有電動巴士，也有車房，計劃最終卻不成功，因為曾經在晚上
充電時「跳掣」，以致電動巴士無法在翌日投入服務。他說該公司與九巴等集
團的做法不相同，那些公司有人監察情況，而該公司員工則只為巴士連接充電
器後，隨即離開。他說公共巴士可以隨時調配車輛，而客運巴士有牌照制度，
指明該牌照是規定某車輛只可在香港某處營運，並不能調派其他車輛，故此這
是隱憂，計劃不成功。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就發電問題給予意見。外國某些城市，如紐約及柏林，已
經制訂零碳目標。她說香港須按照《巴黎協定》制訂一些目標，並詢問參與者
應制訂「先易後難」，還是「先難後易」的目標，即應該訂立一個較高但難以
達到的目標，還是穩健的目標。
參與者一說外國城市密集度不如香港。他舉例說，在密集的城市內，A 能達成
的事，B 未必能達成。他認為垃圾袋徵費不會成功，若然實施，他斷言必定滿
街垃圾，因為市民會在街上棄置垃圾。
參與者三說回收冷氣機及雪櫃的計劃實施後，滿街都是冷氣機及雪櫃。
參與者一說商戶接受金錢後，卻把須回收的冷氣機和雪櫃棄置於街上，故此，
徵費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他說當局可以訂立目標，但不會成功，皆因難以執
行。他又說曾有人在半夜三更棄置廢料，現在也可看到滿街都有建築材料。
計劃總監指若訂立一個 2℃以內的目標，全球便須要減少 40%至 70%碳排放量。
她詢問參與者打算訂立一個怎樣的目標，讓香港人較能達致那個目標。
參與者三說發電在整體的碳排放量上是佔最大份額。他指廢物、少吃牛扒及其
他類別等是佔整體碳排放量的十多個百分比。
計劃總監指若從發電組合的層面考慮進一步減少本地的碳排放時，便須要思考
發電組合內零碳能源的比例分配。她詢問參與者是否同意減少燃煤發電的比
例。
參與者一知道目前仍有使用燃煤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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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煤佔目前的能源發電組合四分之一。她詢問參與者是否同意逐步減
少使用燃煤發電，擴大使用天然氣的比例或使用其他能源發電。
參與者三認為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是不穩定和不可靠，若沒有
風的時候，則無法使用風力發電，而陰天時則無法使用太陽能發電，而香港是
沒有水力發電。換句話說，發電只可依靠太陽能和風力，而這些都是「望天打
卦」的發電方法，即是不可靠，等於零，故此只能依靠核能。
參與者二說太陽能發電已有幾十年歷史，但仍然無法取代燃煤、石油和天然氣
發電，而碳排放量卻逐年增加，並無下降。
參與者三說香港是沒有核能，必須向廣東省購買。他說興建一座核電廠的安全
系數非常低，當核泄漏或地震時，如日本的事件，香港便會遭殃。
參與者一說曾試用生化柴油，最終卻不成功。香港曾成立工業城，試驗生物柴
油，當局曾邀請他了解該項目，其概念是收集豬油等東西，再提煉及混合其他
燃料，供車輛使用，惟燃燒生物柴油所產生的爆炸力不足以驅動小巴，甚至私
家車，燃料也須有相應的車輛配合，故此須更換車輛，而油價又不穩定，只由
一間公司提供生物柴油。
參與者三絕對反對因為須使用核能，而在香港興建核電廠。他不會反對香港使
用廣東省的核電，但須商討所佔用量的百分比。他認為天然氣發電須佔固定某
個百分比的建議是可行的，因為這屬自主發電的供應模式，亦考慮到缺乏其他
供電來源時，或會出現很大影響的因素。燃煤發電會產生粒子，其中的煙槍或
會產生很少或接近零排放的可能性。若能提升這些技術，便能使用如煤般便宜
的能源，然而他未知目前是否有這些技術。他認為應該「三條腿走路」。第
一，向不同的地區購買核電。第二，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第三，研究有否科
技可以減低燃煤發電的負面影響。他認為煤是最重要、最多和最便宜的能源，
並不能夠將它排除在外。加上核能的危險性很高，而很多地方會發生地震、海
嘯，一次意外可以造成災難。當經歷日本那次的意外後，大眾認為使用核能的
危險性較其他能源高。他提到所有核電廠都是臨海，除地震外，也面對海嘯摧
毀的危機，安全系數低。作為香港人，他感到擔憂。
計劃總監感謝參與者三的意見。她說若須達致零碳排放，無可否認可再生能源
或核能，是其中的一個選擇，並就此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二提到水浮力發電。他指每個人都明白水浮力，水浮力是一種能量，可
以轉化，並不能消滅。只要善用這個能量，轉化成為動能，便可以發電，百分
百是可再生能源。因為它沒有被燃燒，沒有化學反應，但目前未見成功。若能
成功，即如雨後春筍，布滿漫山遍野，加上是零碳排放量，沒有污染。
參與者四指世界很多先進城市都希望達致零碳排放及百分百使用潔淨能源。一
般來說，探討該地有多少可再生能源可以被開發，便盡量開發。若要完全達致
使用潔淨能源，該地方便不會發電，選擇輸入電力。他說一些如香港般密集的
外國城市，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做法有限，只能夠盡量做。若完全不希望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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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則選擇輸入電力，所輸入的電力可以是可再生能源或核電，故這是一個
組合的概念。他說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完全滿足香港的電力需求，香港有 700 多
萬人，也有很多工商行業，只依靠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是不敷使用。剛才有參與
者提及天然氣較乾淨，又提到有新技術作燃煤發電，但成本昂貴，將來或有新
技術。
參與者五談到可以在外地輸入電力的說法，她指出中電在內地擁有一間核電
廠，並從該處直接輸電。該核電廠將於未來數年內停止營運，故此須尋找替代
方法，取代從該處所產生的 20%的電力。她認為或應趁機考慮是否繼續從內地
輸入電力，或將供電來源設於本地。她認為若因減少碳排放量，而將發電的代
價轉移至其他地方，整體上並不能為地球減少碳排放量。她質疑若香港與其他
地方的電網連接，當地供電不穩定或中斷，在香港生產的電力只佔整體用電量
很少的時候，怎樣在短時間內提升電量。
參與者四認為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即不生產發電，又想達致零碳排放量。當
從其他地方供電時，又擔心其可靠程度，最終只會重新落入是否考慮在本地發
電的老問題上。
參與者五提到颱風天鴿吹襲廣東省發電的地方，澳門電力由廣東省供應，致使
澳門停電，故此她認為不可完全依靠其他地方的電力，應該在本地層面上，多
思考其他不同的解決方法。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六有否意見。
參與者六聽聞一個有關由太陽能發電的上網電價初步計劃。她參閱資料後，認
為最重要是市民有意識關掉不使用的電器。她認為這是相輔相成，只要雙方共
同努力，這會是個更好的做法，並認為需要時間和教育。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七發表意見。
參與者七說在購買電力方面，可以購買核電，但仍須依靠本地發電，這才有議
價能力。若全面依賴輸入電力，輸電方加價，消費者便要承擔，故須看重其中
的比例，並認為本地發電應佔整體用電量六成左右，出現事故時，可以外購電
力。他不希望六成電力是外購所得，而四成電力則自行發電。在安全的技術
上，他認為採用核電不會引致太大問題，並認為廣東地區的核電廠不位處地震
帶，較為安全。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八有否意見。
參與者八認為應該在天台上種菜、花和樹。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在食方面給予意見，特別在推廣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參
與者會否希望政府和餐廳配合，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她說上次的討論坊曾有
參與者提到，市面沒有很多合適的食物以供選擇，又不知道哪裡有素食餐廳及
與價錢相關等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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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指一般而言，多吃肉並不健康，碳排放亦較高。她認為多推廣健康飲
食的做法，會一石二鳥。她認為人是注重自己的健康，多於注重環保和碳排放
等議題，故此不如提倡注重健康飲食，一方面可以減少大眾過分吃肉，另一方
面可減低碳排放量。從健康飲食層面推廣，市民較會關注，並支持相關議題。
相反，碳排放的概念較抽象，難以了解即時的效果，因為在其他國家產生碳排
放，又不影響本地，故不如從注重大眾健康層面上開始，提倡注重健康飲食，
大眾則自然少吃肉類。她喜歡吃肉，但非暴飲暴食。她說或許有人支持素食主
義，但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很清淡，很難堅持，但以注重飲食和健康的層面推
廣，相信大眾會更加受落。
參與者六說多菜少肉，對身體健康好，容易吸收營養，並無飽肚感。若用多菜
少肉的概念來表達有助減少碳排放量，這個說法則難以讓人明白。
參與者五同意參與者六的說法，並指難用三言兩語說明白的。與其如是，她建
議不如使用大眾普遍接受的觀念，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或許達致更環保的效
果。
參與者七說香港本地沒有或甚少生產肉類，大部分由其他國家或內地進口豬
肉，基本上本地沒有農業。
參與者五認為食物廢料是個值得探討的題目。她表示在家很少吃剩和浪費食
物。食物經處理後，會有殘渣，即是廚餘，如皮等，一般來說，不會食用。然
而，目前沒有簡易方法有機處理，也沒有良好的渠道收集廚餘，故此大眾視之
為普通垃圾，當運至堆填區後，則變成沼氣，這是個無法處理的家居廚餘問
題。另外，她認為大部分食物廢料，源於食肆，但相信他們有渠道處理，盡量
減少產生食物廢料，又或許將之給予有需要人士。她認為發展有機廢料處理，
對此有莫大幫助，可以處理因無可避免而食剩的食物廢料。她又重申將之送至
堆填區，成為沼氣，是一個大問題。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五會否認為政府須推動發展有機廢料，又或是否應交由私
人機構承接這項工作。
參與者五認為在處理廚餘方面，很大程度須由政府推動實行。為了快速取得成
效，她相信當局首先會與私人機構，如大型飲食集團合作，而下一步則是如何
處理家居產生的廚餘，她認為早晚須處理這個問題，當中包括收集渠道及安排
人員收集等流程，並不簡單。若沒有當局支持和立例規管，不會成事。她認為
依靠大眾自律地做，是很困難。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六附和參與者五的說法，她認為須有政府及某些機構支持，才可做到。
她曾聽聞有人在廚餘處理方面工作。長遠來說，她認為相關工作難以成功，計
劃中途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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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現時在處理家居廚餘上面對什麼困難，及有什麼方法可以
幫助大眾處理家居廚餘。
參與者五說一般家庭考慮有沒有相關渠道處理廚餘。她說一般屋苑或街道會設
置回收箱，如回收膠樽，廢紙和金屬，而廚餘則沒有相關渠道。她覺得是否須
手持如此噁心的東西走動，並認為這是無可能的。
參與者七提到上海現時實施垃圾分類回收，並指網上有相關內容。當地回收垃
圾時，分類為乾垃圾和濕垃圾等，規定只准在某處棄置垃圾，並安排專人負責
棄置，亦會聘請專人在該處分類垃圾。
參與者五認為若參與者七所述的方法能夠實施，而又有相關渠道收集廚餘，只
要有簡單的教育，如教導把果皮和菜根送往有機回收、在家中先分類廚餘等，
這並不困難。最重要的是廚餘收集點不應離住所太遠，以方便收集。她認為立
例時應考慮如何實行相關做法。
參與者四指大部分香港住宅都是高樓大廈，一座多戶，收集廚餘時較其他地方
方便。在其他地方，或許相隔很遠才有一間房屋，故此整個區域的居民會集中
於某一個垃圾站棄置廢物。相反，香港的一棟住宅樓宇，已經可以收集多戶的
廚餘，實施更方便。依常理推斷，他認為是更易收集廚餘。
參與者五說收集這些東西無可避免地須增加人手，而大眾須為此付出代價。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五是否須要為收集廚餘而訂立賞罰機制。她以實施 5 角膠
袋徵費為例，表示這是促使大眾減少使用膠袋的例子。
參與者五認為首先應從教育著手。另外，當具備相關配套後，才推出懲罰的做
法，將較為理想。膠袋徵費的做法是因為先有回收渠道，故此大眾並無理由說
這是無法做到。現時並未開始回收，故此賞罰應是再下一步的做法。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兩位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四說有很多人有家居垃圾分類的習慣，可是市面卻沒有收集途徑。即使
大眾希望自發分類回收，也未必做到。因此，他認為當局應先推行有關分類的
做法，為有意為垃圾分類的人士提供途徑。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在衣方面給予意見。她詢問參與者這一年有否購買多於一
件的衣服，又是否有經常購買衣服的習慣。
參與者四曾購買二手衣服，但香港較少二手衣服買賣。他說很多商場的時裝店
減價促銷，刺激大眾消費意欲，有時或許因為一時衝動，購買衣服，造成浪
費。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將衣服送往回收的習慣。她向參與者展示不同衣服
碳排放量的資料，當中涉及了衣服的物料、工廠加工的過程、運輸、消費者
穿、洗、熨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每樣皆列有相關數據。她向參與者展示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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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本，並介紹內容。她指可在外國常常看到這類型的標籤，反而在本地較少
看到。她詢問參與者這類型的標籤會否幫助他們選購衣服。
參與者五說未必因為碳排放量的高低而決定購買衣服，這個機會很微。反而，
她認為應提倡不要過度購買衣服，即不要因衣服便宜和有新鮮感便心動選購，
這個構思較為實際。她重申不會在購買衣服時比較碳排放量的高低。她說，若
知道製造衣服的會產生碳排放量，寧願少購買衣服。然而，她未必會在芸芸眾
多的衣服牌子中，考慮碳排放的因素。因為購買衣服要考慮眾多因素，而碳排
放是考慮列中最低的。
參與者四說製造某衣服的碳排放量或許多了 10%，但卻可以多次清洗該件衣
服。
參與者五說當看到網上的衣服和鞋的售價便宜，便會多選購，或許應改變這方
面的想法，即少買、少用一些，避免浪費。
參與者六認為成效大，因為可以知道某種物料的碳排放較高。買少一件衣服的
機會大於比較和了解兩者的碳排放量高低。相比之下，後者的功效較不大。
計劃總監說或許須從教育上著手，改變大眾對此的習慣。
參與者五說這概念是減少浪費，大眾容易受落。衣服標籤是難令人理解。剛才
計劃總監提到在整個供應流程中，每個環節都要使用能源，造成碳排放。若從
科學角度考慮，不如提倡大眾不要浪費，這會直接使大眾容易明白，加上不浪
費這個真理一定是對，也能節省金錢。人們不浪費，已經可以為他們節省金
錢。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而那些意見可不限於剛才所討論的議題。
參與者二說多棟大廈天台的升降機機房的抽氣扇和光管不斷開著，浪費電力，
夏天亦如是。這是為了保險，所以不會關燈。他認為當有師傅須入內時，可以
開燈，離開後，便可關燈，但很多大廈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認為在香港，
大家都要做好，節省電力和金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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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東（第 3 組）
2019 年 8 月 14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禮堂

計劃總監 1帶領參與者從衣、食、住、行方面討論減碳議題。她邀請參與者參加
破冰遊戲。首先，她向參與者展示小卡片，講解卡片上物品的碳排放數字，當
中包括衣物從製作、運輸，以至穿洗 50 次等過程中的生命周期所產生的碳排放
量，並指不同衣物的生命周期會產生不同的碳排放量。她說，一般而言，會鼓
勵大眾購買棉質衣服，因為製造過程中不會產生較多的碳排放量。合成纖維的
衣物的碳排放量則較高。她邀請參與者拿取小卡片，並想象自己在過去的一年
購買了多少如卡片上的衣物，計算在衣物方面所牽涉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五指衣物是最高碳排放的。
參與者六回應參與者五，內衣褲是要買的。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參閱小卡片的內容，並希望參與者思考除了將衣服穿至破
舊才丟棄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延長它們的「壽命」，避免浪費資源。此外，
她提到速食時裝，並指一些大品牌的時裝店大量生產衣物，但實際上，市場對
衣物沒有龐大的需求。她說大眾可逐漸改變消費模式，一季只選購一件衣服，
並更新衣服的價值，例如改變現時衣服的款式及將兩件衣服合併等的改造方
法，延長衣服的「壽命」。她詢問參與者棉質衣服和合成衣服相比，哪件衣服
的碳排放量為高。
參與者一指合成纖維的衣服碳排放量較高。
計劃總監向參與者展示碳標籤，並介紹該標籤上所指衣服的碳足跡，又說現時
手持的碳標籤拍該衣服的碳足跡是 2.4 公斤。這種標籤於外國盛行。她指若本地
引進這種標籤，未知能否有助大眾選購附有低碳標籤的衣物。她詢問參與者對
此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一表示引進了衣物碳排放標籤，一定會有人留意。
參與者五表示由衣著的角度爭取減碳，可以使市民由個人習慣開始對環境負責
任，採取「可以不買便是不買，多便宜、多美也不買」的策略。他指衣著是最
重要的碳輸出，他闡述由種植原材料開始，到採摘棉花、紡紗、織布，而裁剪
的過程又會丟棄三成材料，然後到包裝，以及到上架零售，又丟棄了很多，當
衣服賣不了的時候，又再丟了很多。他指零售衣服售出七成已經是很幸運，浪
費了剩下的。因此他很少買衣服，他身上的衣服已經穿了十年。他分享自己的
1

計劃總監 - 李嘉皓女士

-1-

經驗，表示自己盡量不洗衣服，盡量保持衣服乾淨整潔，即使衣服有異味，他
也不會洗。他表示每日開一次洗衣機，跟兩天開一次洗衣機，「拉勻」一生，
便會多用了一倍水、一倍洗衣粉和一倍能源，即是多了一倍污染。他又指自己
不常買衣服，但是太太卻常常買，因此常為此吵架，他又指太太常常勸他買衣
服，是為了補償自己買衣服時沒有罪惡感。
參與者一認為改變消費者行為，嘗試減少由衣著產生的碳排放，是屬於小規
模，很難產生大的改變。他指製衣廠不會先向消費者徵詢或同意，便生產衣
服，有很多產品最終被丟棄，所以他覺得在香港減少碳排放，衣著不是一個重
點，而且外國輸入物品的碳排放不會計算在內。
計劃總監說運輸時所產生的碳排放/碳足跡不會計算在本地的碳排放量之內。
參與者五進一步闡釋他的論點，他表示由衣著開始減少碳排放，是可以改變整
個人的思維，會慢慢由衣物延伸到食物，使市民可以在減少碳排放方面盡一分
力，例如不吃牛扒。他又舉例，養一隻牛要四年，養一隻雞要四十天，而種菜
只是要十二天。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六指自己從事製衣業，他認為由衣著減少碳排放，可能會影響整個產業
鏈，包括製衣、布廠、拉鏈廠、鈕扣、漂染、印花、繡花，導致大量工人失
業。他舉例，假若每人也是穿一件衣服，最後會導致很多人失業，於是市民沒
有錢，便可以做到零消費，的確會減少碳排放。他提議須在減少碳排放及成衣
生產方面作出平衡，必須要考慮清楚。他又指製衣商人利潤不多，但整個產業
鏈養活了不少工人，平均一間製衣廠養活了數千個工人。
計劃總監說考慮所有事情時，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她希望帶出不是要求大眾
完全不要購買衣服的訊息，而是在有需要的時候，才購買衣服。若從過往大眾
或會購買四件衣服的消費模式來看，若改為只購買一件衣服，便可減少從衣物
方面所產生的碳排放量，當中是可以減少高達八成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五指應該分開看待事情，生計歸生計，個人角度應該盡量爭取環保。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九表示自己不是經常買衣服，她曾聽說一年買衣服的上限應該是七件，
便可以環保一點，也不至於造成快速時裝（fast fashion）。她由消費者行為角度
出發，而參與者一的說法是由商家著手，她認為不論是由上而下，跟由下而
上，也是要推行措施減少碳排放。她表示，香港市民還是不知道怎樣做的時
候，由大機構開始推動減少碳排放，然後市民跟從，是比較有效的。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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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表示，快速時裝品牌會回收顧客的衣服，把物料循環再用，她認為這
種是參與者九所說的由上而下的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再看看在大公司的層面能
否多做一步，推動市民把舊衣物拿去回收，以及買少一點。她又指坊間有人一
直做這種事。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七表示自己從事燈光照明、LED 燈設計，他相信要市民少買一點，是需
要個人修養，改變行為是可以的。他提議可以由原材料著手，生產商未必可以
即時完全改變。他舉例，如燈光業會嘗試選擇一些比較節能的燈，提議可以選
用比較節約能源的汽車。他指香港是個經濟比較繁榮和富裕的地方，可以負擔
比較昂貴的物品，相反，不可以要求非洲的人即時用比較有機、可生物降解的
物品。他建議如果政府可以推動改變，或給予商家優惠，令商家可以轉營。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三表示用女性的角度發言，她指改變個人行為以達至碳排放是最理想
的。即使她樂意實踐舊衣回收，把所有衣物拿到回收站，但如果香港沒有機構
配合，沒有人回收的話，也是沒有用。故此，她認為現階段推行個人行為改
變，仍需要更多大機構的配合，達至長遠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五同意大部分參與者的觀點。
參與者七回應參與者三，他曾看到台灣的電視節目，有一些台灣機構會把衣服
送到非洲，令衣服在當地可再使用，促進當地的經濟。他覺得香港政府比較少
有這些操作。
計劃總監指有些機構主要收集鞋，並轉交予小朋友。他們也收集眼鏡和眼鏡
框。
參與者七指沒有政府的協助，是很難經營回收生意的。
參與者九補充，假使物品可以回收，市民便會沒有罪惡感，可能導致市民買更
多。
參與者七指這種消費者行為是有關個人修養的問題。
參與者二回應參與者七，指曾閱讀一些文章說非洲有些機構已經停止接收舊衣
物，因為他們不再需要。
參與者六認同購買衣物與個人行為有關。他指自己即使買了十件衣服，每次也
是從衣櫃裡拿出最唾手可得的數件衣服，到換季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有很多衣
服不曾穿著。他認為大眾是可以減少衣服的。他同時認同參與者七的說法，表
示香港物質太富裕，太多吸引，有時候經過店舖便會被吸引，同時發現買得愈
多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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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回應參與者六，指大機構應該盡一分力。他批評商家有時就像精神分
裂，如香港的製衣商人現身活動，指商品變得更環保，但實際是是推廣消費主
義，其商店更千方百計提升商品的吸引力，吸引顧客多買一點。他指如果大機
構不減少這種刺激客人購買更多商品的行為，只會繼續令人愈買愈多。他又引
述戈爾（Al Gore）的著作─《The Future》，每年美國石油商的收益達七萬億
元，每個石油商會派人向各參議員表示減碳、減石油是沒有用的，這些最頂層
的商家皆質疑減碳的策略。他提問如何可以令減碳事倍功半。
參與者三就參與者一曾經提到香港的碳排放不會計算入口產品，詢問衣物碳排
放標籤有多少百分比是會計算香港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說《巴黎協定》訂明入口貨品不會被計算在香港的碳排放數字之內。
她回應參與者三說，在尋找相關的參考數據時，涉及香港方面的衣物的碳排放
量已被綑綁計算在衣物的整體碳排放量，故此未能回答參與者三的問題。
參與者六指香港沒有製衣業，而碳排放沒有計算入口的產品，所以香港碳排放
的數字是被低估。
計劃總監說所提到的數字是外國文獻上所提到的數據。她指或許外國已將其本
國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計算入所提到的數據之內，而那些數據未必涉及出入
口因素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她說那些數字僅在了解和比較某些衣物的碳排放量
時，作參考之用，如牛仔褲、含運動物料的 T 恤或普通 T 恤。
參與者三表示既然減少買衣服也不會影響碳排放數字，不應該繼續著眼於衣
著，因為這樣是不能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計劃總監說或許衣服的碳排放量不佔減碳數字很大比例，但當中必定涉及碳足
跡。
參與者六表示減少使用冷氣可能有效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五回應參與者六，指不覺得翳焗，便不開冷氣。
參與者六表示在酷熱天氣下，如 33℃，是很難不開冷氣的。
參與者八指自己平時買衣服時也有閱讀衣物標籤，自己想買全棉的衣服，但是
市場上很少選擇，而她也覺得全棉的衣服比較貴。她又指香港的水是硬水，用
來洗衣物會容易破爛。她表示自己曾經在使用軟水的國家居住，衣服沒有這麼
容易破爛。
計劃總監說香港應該是供應軟水的地方。
參與者五回應參與者八，指香港的水是軟水。如果用硬水，洗衣物會硬。
參與者八回應參與者五，表示自己在香港洗衣服，真的很容易破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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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表示在坊間所售的衣物質素差，不耐用，會令人更快買新的衣物。
計劃總監曾在外地讀書。她認為香港製造的衣服較為耐用。
參與者五認同參與者二的說法，表示這個是商家的策略，指很多牛仔褲多洗幾
次，便會容易破爛。
參與者一認為因為不計入口貨物之下，衣服對香港碳排放影響是很少，建議不
再討論衣服。
計劃總監展示及介紹印有不同食物的小卡片，那些該片背後印有食物的碳排放
量。她邀請參與者按碳排放量，順序排列小卡片，估計食物的碳排放量的高
低。
參與者八表示沙律菜的碳排放比較少。
參與者二指炒蛋應該比烚蛋的碳排放高一點。
參與者九問養殖三文魚的碳排放是否比較高。
參與者五認為養殖魚的碳排放比較高，因為要用很多飼料。
參與者七表示穀物類也是高碳排放。
參與者五回應參與者九，牛油源自牛奶，沙律菜不是本地種植，用飛機運來香
港，所以碳排放較高。
參與者六認為多士的碳排放比較多，因為用油炸。
參與者一指牛油多士的碳排放比炒雞柳高。
參與者五認為野生三文魚的碳排放較低，但是野生三文魚較難找到。
計劃總監分享各款食物的碳排放量，她希望大眾盡量選用本地新鮮的食材，減
少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七表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但是食物可以帶給人生很多喜悅感，沒有
食物也是很難維持人生。
參與者六回應參與者七，表示寧願不穿衣服，也要食。
參與者七認同參與者六，又表示可以尋找更實際的方法，他曾聽說在天台種植
植物，但好像在香港是不可以的，而他認為這樣可以節省運輸。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七的建議可能須使用電力，而電力在減碳上有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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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在香港的食品也是由外國輸入，因此任何食物也會成為高碳排放。
參與者七認同，指香港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所以沒有辦法，便要由外國輸
入食物。
參與者五指食用本地食品便等如低碳排放是謬誤。他闡釋，因為每次運送本地
食品數量很少，例如由元朗運送二十斤芥蘭到柴灣，所用貨車的碳排放可能是
很高。他又引述書本的例子，一個紐西蘭居民想到附近的農場買牛奶，但是農
場不願意，因為他們已跟中國的蒙牛公司簽訂了協議。而蒙牛公司在中東會進
行批發，又會到荷蘭取材料，生產過程完畢後，牛奶會在紐西蘭超級市場上
架，所以那個居民要到超級市場才可以買到牛奶。他指這一個極端而荒謬的例
子，顯示喝本地牛奶也不一定是低碳的，因為必須從超級市場買入。
計劃總監居於元朗，並呼籲參與者到元朗買餸。此外，她說「食物里程」的概
念已討論多年，她的老師也曾在論文提出所購蕃茄從種植地運至零售點有很長
的距離。另外，除討論食材的來源，她提到不同的烹調方法，例如烚蛋與煎蛋
都產生不同的碳排放量，而在烹調食物時，以快熟和時間短為要，便可減少碳
排放量，然而，壞處是味道不佳。
參與者二回應計劃總監，指低碳煮食，可能是要盡量不用炆或炸的煮法。
計劃總監說不要採用慢煮式的慢火烹調方式。
參與者一回應參與者二，指可以改用壓力鍋。
參與者五指可以在家中做到低碳煮食，例如用壓力鍋煮老火湯。
參與者七問有沒有研究指哪一種煮食的碳排放較多，大量生產的食物，還是在
家煮食的碳排放會多些。
計劃總監說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她說雞肉有 600 克左右的碳排放量，牛肉的碳
排放量更高達 2,600 克，而炒菜的碳排放量則低至約 300 克。某些人提議少吃肉
類，取而代之進食素肉。她詢問參與者若倡議進食這種肉類，能否改變大眾的
飲食習慣，而又詢問他們這是否低碳的進食模式。
參與者七表示自己會按價格選擇食物，因為素肉價格昂貴，沒有辦法每天食
用，只可以間中選擇。他認為需要一個商業化進程，供應商需要時間推低價
格，一時間未能立即解決問題。
參與者二認同參與者七，指素肉價格昂費。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食方面有沒有其他意見。
參與者六建議大家多吃沙甸魚，十元一罐，對於基層市民最好，又便宜又低
碳，是最可持續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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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問政府有沒有考慮處理廚餘。
參與者六回應參與者七，指那是不行，很複雜。
計劃總監指難以收集廚餘。
參與者五指在香港處理廚餘，是根本不可行，廚餘量很大。
計劃總監說政府現時沒有中央處理廚餘的措施，反而個別屋苑卻會自行推動。
參與者六指沒有出路。他表示擺放了廚餘機也沒有用，即使製造了肥料，香港
又是否有這麼多花圃可以消化肥料。
參與者五指香港小蠔灣有廚餘中心，計劃中的廚餘中心也可能有三四間。他指
現今香港面對的問題是全香港七百萬人，家庭以及食肆所製造的廚餘量十分龐
大，而全世界也近乎沒有廚餘製成品的銷路，只是可以製成魚糧、肥料，想出
售也沒有人購買，而在中國廚餘也是多得不得了。
參與者七表示有朋友經營由歐洲進口有機食品的批發生意，他指這樣進口食品
是很浪費能源的。他的朋友表示，香港的批發商以及商店對於產品的過期日期
很著緊，只要食物是在過期日期三個月以內便不會購買，於是他朋友積存了很
多貨物。他朋友想把這些即將過期的食物送給別人，但是沒有人接收，即使送
給惜食堂（Food Angel），也不會接收全部產品，因為有一些是有機食物，未
必適合煮成熟食。他又指日本人有意識，把最佳賞用日期跟有效日期當成是兩
回事，因此他覺得宣傳很重要，為何日本人可以做到，香港做不到。
計劃總監說可以將貨物送給惜食堂。
參與者一指他最反感的浪費是宴會食物的浪費，如公司社團晚宴、婚宴，很多
人也會吃剩四成至五成的食物，他不知道有什麼改善方法。他表示有些人覺得
付了人情，便要吃九道菜餚，他提議可以付了人情而不吃。他覺得到目前為止
的討是圍繞消費者行為，即使每個人也可以改變行為，但對於減少碳排放，是
得不到一個很快、很大的影響，這樣子的諮詢便得不到什麼成果。他提出政府
制定政策，例如是引入碳稅，或是垃圾徵費，從而推動市民改變行為。如果沒
有牽涉成本，市民也只是嘴上說少吃一點、少買一點，他認為市民未必會接納
碳稅，但可以思考什麼人要多付一點，提議大家就此討論。
計劃總監提到以用者自付的原則徵收碳稅。她舉例說，具體做法是每個人可獲
分配配額，若某些使用量超過配額時，便須繳付更多的稅款。她詢問參與者六
在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六表示不知道什麼是碳稅。
參與者五指這個是高層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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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碳稅的做法是每人擁有相關的配額，當某些使用量超過配額時，便
須繳付較多金錢。
參與者六表示電費也是反映了每個人的限額。
計劃總監認為除了徵收電費外，也可思考及提議其他的可行措施。
參與者一指電費沒有反映每個人的限額，現時電費依然是很便宜。他指在香
港，如果是大規模使用電力，便會更便宜，例如商場及地鐵，因為電力價格較
便宜，成本更低，所以可以用很多電力。他舉例，茶樓的冷氣比較大，如果茶
樓、商店減少使用冷氣，便可以節省許多電費。他又指一些茶樓反對收取廚餘
費，但是卻很心甘情願付很多電費。
參與者五回應參與者一，指一些酒樓不是心甘情願的，因為他們是在簽租約
時，繳交整筆冷氣費跟管理費。
參與者一表示參與者五說得對，指冷氣費在這個情況下變成成本。
參與者五表示酒樓作為租戶沒有談判的空間，業主以這個名目收取更多金錢，
指出冷氣跟管理費佔 50%，租金佔 100%。
參與者一提議政府推行措施處理這個問題，例如向業主徵費、限制業主，他又
指香港要地產霸權改變行為，而不是使用者。
參與者五也認為針對大機構的改變，不可以靠小市民。他又指烹調之前，食材
的裁剪是很厲害，愈高檔的食肆，浪費得愈厲害。例如在國金軒的燒腩仔，上
菜的時候可能只有原本食材的一半；一斤菜可能只會挑十數條菜遠，再切去菜
頭菜尾。他認為外出用饍時所浪費的食材是超乎想象。
參與者一認同參與者五，表示烹調前浪費食物的三分一，烹調後亦浪費食物的
三分一。
參與者五表示最終只吃了三分一。
參與者一表示在中國的說法，這種食物浪費就是「折墮」。
參與者五表示同意參與者一的說法。
計劃總監詢問如何改善這個問題。改善的方法會否如剛剛在討論衣物環節時所
提出的意見，即是由大型機構及政府帶頭改善相關問題。
參與者六表示大機構減少碳排放比眾多消費者改變行為容易。
參與者五提議引入排污費、固體廢物徵費，加重他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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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消費者在減少浪費食物方面，可以做的就是少吃一點，一百多人少
吃一點，始終不及大機構一貶眼的工夫，他們對於碳排放的影響力比較大。
參與者五指食肆的碳排放才是最嚴重。
計劃總監說大型機構能發揮的影響力較大。指剛才某幾位參與者提到冷氣，她
認為這個場地的溫度低，並感到寒冷。另外，冷氣用電量多，而建築物的用電
量佔人均的總碳排放量七成。某些人認為香港是「冷氣之都」，這個說法亦非
錯誤。她說某些國家的政策是溫度不超過某度數，便不會使用冷氣，並詢問參
與者這個措施在本地實施的可行性。另外，她說現時在電器方面有強制性標籤
的做法。她未知能否強制實行不低於某度數便不可以使用冷氣，而高於某度數
才可使用冷氣的做法。
參與者五指享受冷氣的權利是香港基本法與人權公約保障，如果政府要強制限
制一定溫度才可開冷氣，便要違反人權。
計劃總監說韓國已有低於 26℃便不可以使用冷氣的限制。
參與者八問韓國是如何執行冷氣溫度限制。
計劃總監說當地有罰款機制。她曾在夏天到訪韓國，感到很熱，而導遊則向她
表示當地有高於 26℃才可使用冷氣的做法。
參與者六指討論坊上講者曾經提到香港將會發展成為智能城市，他表示香港將
會發展 5G 技術，可以更自動操作電器，例如市民駕車回家的途中，冷氣已經準
備好，當市民一回到家，便已經感到很涼快了。他覺得這種發展，對於減少碳
排放是本末倒置。他指市民現時也可以利用冷氣計時器預先把自己的地方變得
清涼，例如習慣了六時半回家，可以調較在六時十五分開啟冷氣，家中便可以
變得涼快。他指在繁榮的香港，政府很難執行冷氣溫度限制，又補充自己也容
易出汗，真的是很難減少使用冷氣或電力。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並詢問男士是否較有使用冷氣的需要。
參與者九指在全球變暖之下，香港愈來愈熱，始終舒適度對市民也是重要的。
對於計劃總監提出多用一點抽濕器而減少使用冷氣機的提議，參與者五回應，
指有一些抽濕器會排熱的，會更熱的。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建築物的用電量方面有什麼改善方法。
就建築物用電量方面，參與者五再次提出一個星期只用一次洗衣機跟兩次的分
別，一星期少用一次便已經省下很多電和水。他也提議要給自己一個溫度限
制，他表示自己是很少開冷氣的，說只要通風足夠，熱的時候嘗試抹面、洗
手，也是可以的，盡量忍受。他又指在熱夜睡覺是很難忍受的，身體好的人還
容易忍受，指在 30℃的天氣下，沒有冷氣，老弱的人很可能會喪命，所以是很
難避免不使用冷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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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因為屋苑的設計使各單位很密集，即使住戶可以開窗，但是鄰居
冷氣機所發出來的熱空氣會吹過來，那麼住戶只可以關窗及開冷氣，這個問題
是十分嚴重。
參與者一指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參與者六認同這種樓宇設計帶來惡性循環，指住戶不想開冷氣，但鄰居開了冷
氣，熱空氣便會傳入家中，於是在這樣的建築設計下，酷熱天氣時很難不開冷
氣，住戶根本沒有可能獨善其身。
參與者五指鄰居開冷氣，自己也一定要開冷氣，然後把熱空氣傳回給他。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五和參與者六的意見都涉及了樓宇設計的問題。她詢問參與
者有什麼新的樓宇設計和科技可促使大眾多開窗戶。
參與者五控訴，黑廁、黑廚（沒有窗的廁所或廚房）很耗費能源，因為沒有
窗，不能通風，令到環境又暗又悶焗，只可以使用抽氣扇進行機械通風。
參與者一指這些問題是牽涉建築物與城市規劃。
參與者六認同參與者一。
參與者一指政府要研究長遠來說，究竟香港適合多少人居住，是否需要住得這
麼密集。
參與者五認為，由於發展商興建密集的樓宇，才會令甲單位的廁所對著乙單位
的廁所。
參與者一表示香港人口不斷增長。儘管未能改變建築物的高密度設計，也可以
嘗試限制，但依然是很難作出改變。他進一步指香港的土地問題，如新界土地
問題，是須要長遠規劃。
參與者六認同根本上是需要人口規劃以促使改變。
計劃總監說人口和土地規劃是根本問題。
參與者七表示他小時候住的地方，在走廊安裝了感應器，每當有人走近才會開
燈，但是他發現在香港很少安裝這些感應器，他的屋苑沒有感應器，二十四小
時也是開燈。他提出為何沒有安裝這些便宜及基本的感應器。
參與者二回應參與者七，指以前唐樓會有感應器，但是新型的樓宇沒有。
計劃總監說其所屬的辦公室設有燈光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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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指政府可以建議業主立案法團這樣做，用數十元安裝感應器便可以。
他又指市民很難單獨擠身到大型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建議這些措拖。
計劃總監說政府有推動的責任，但未知立案法團在這方面能否發揮其角色。
參與者六指內地的發展商在屋苑加裝了感應器，每當有人出入，燈便會亮，但
是在香港是很難做到。他又指香港走火通道是要二十四小時亮燈，走廊如一梯
八伙也是要亮燈的，浪費了很多電力。
計劃總監認為可以向相關管理層提出剛才的建議。
參與者六提出多買電動車。
參與者五表示應全線更換電動車。
參與者九表示單靠市民不開冷氣，是改變不到什麼。她指以前住在勵德邨，它
的圓型設計有利通風，即使不開冷氣也是很舒服；又指這種樓宇設計是做到通
風效果，而舊式屋邨的設計是容許住戶開窗，不用開冷氣。現時的樓宇非常密
集，是很悶焗、很熱，令住戶一定要開冷氣。
計劃總監說或許舊式屋邨的設計較能促使居民打開窗戶。
計劃總監說現時有很多新車種。她說購買電動車可獲減免首次登記稅。某些地
方推出以生物柴油驅動的車輛，而九巴也曾引入電動巴士。她未知本地的道路
環境是否適合使用電動車，也未知電動車是否能減低碳排放量。她提到現時採
用燃煤發電，並說改用電動車或只能將原有的碳排放量轉移至發電廠，故此她
詢問參與者在電動車及新車種方面的意見。
參與者六指行是最重要的。
參與者五指即使他有車，如果步行路程是二十分鐘之內、道路暢通、不用很麻
煩及爬樓梯等等，他一定會選擇步行的。他又很不滿現時人們常常乘坐飛機，
覺得已到了放肆的地步。他聽說有人會一個月坐六次飛機，乘搭飛機是很高碳
排放的活動，他指現時在天空上，每一分鐘也有四萬架飛機在飛航。
計劃總監說整架飛機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是很多的。
參與者一認同，何解人們每次放假也要坐飛機。
計劃總監不明白為什麼留學生每逢假期都要返回香港。
參與者五表示也不明白，他的朋友八十歲，一年坐了十一次飛機，南非、南美
也去了。他又指電動車在香港是可以更流行，因為香港的車程是短的。車輛注
滿一缸油可行駛四百公里，如果電動車充滿電也可行駛四百公里，便會很好
用。他表示 Tesla 的車是可以行駛四百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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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未知以現時科技，電動車在充滿電後能否走四百公里的車程。她得悉
Tesla 擁有能走四百公里車程的能力後，才知道其價格昂貴的原因。
參與者五補充，電動車使用電池，而製作電池會產生大量污染物。電池壽命完
結時，處置會有污染。他指香港用燃煤、天然氣發電，而電動車充電，只是把
污染留在發電的過程，是個問題。他又指現在電動車的引擎效能很高、很大
的，S Class 的容量也是 2,000CC，很小的車也只是 1,000CC，耗油量也是很低
的。雖然時下流行七人車，很多市民都會購買，但很多時會留空六個座位，所
以他不鼓勵所有人買七人車。他覺得七人車的駕駛者，要呼朋喚伴一起出發到
不同的目的地。他建議如車子是兩個人用就應該買兩個人的車。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五所說，不要一個人使用可搭載七個人的七人車。她也提
到需要有多些泊位。
參與者六表示自己有時會用七人車來接載家人。
參與者五問參與者六這樣的情況，一年有多少次。他指如一年也沒有一次，買
七人車是的目的為何。
參與者六指間中會用七人車接載家人。他表示知道發電廠、電池會排放污染，
但停車場及家中沒有電動車充電設施。故此，電動車未能普及是沒有足夠配
套。他補充燃油汽車，可以隨時找加油站入油。
參與者一指政府的政策須大力投資電動車，如果不是大力投資便無法推行。因
為在其他地方，如深圳，也是由政府推動，例如比亞迪。他提出如果香港也不
這樣推行，單靠市場，是不能解決推行電動車的問題。
計劃總監指內地近期興建了「高速單車徑」，取代高速公路。
參與者五指歸根究底地球還是在燃燒石油，即使如何減少碳排放，每天還是燃
燒九千萬桶石油，加上煤炭，相等如一億三千萬桶石油，人均每日用四公升石
油，表示即使我不用，別人也在用化石燃料。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五所說，即使一般人不使用石油，每人每日依然平均消耗
四公升石油。
參與者一同意。
參與者五指因為隨人口不斷上升，由 1960 年地球人口為三十億人，2019 年地球
有七十八億人，多了四十億人，人口跟消耗量不斷上升。他覺得可再生能源是
騙人的。
參與者一指人口不斷上升是全球性的問題，香港未必可以解決的，討論應該著
眼於香港可以做什麼措施，例如是如何增加投資可再生能源。他認為政府要加
速投資在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又指現在太陽能上網電價計劃是相當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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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一所指的是上網電價計劃。
參與者五表示可再生能源是相當好，因為可以補充化石能源的不足，但隨著人
口上升，用可再生能源不等於少用了化石能源。
參與者一指現時香港沒有足夠的投資，故不可能應用太陽能的。他指如果有足
夠的投資，應用太陽能是足夠的。
參與者六問風力發電是不是最省錢的可再生能源。
參與者八指去年看到新聞關於村屋安裝太陽能發電板，當時聽到很多人說成香
港有救的樣子，會變得很環保，但是之後沒有了消息。她指如果要做到上網電
價，要很大的太陽能板。
計劃總監簡介上網電價計劃，並指現時 1 度電的電費是 1 元。當安裝太陽能板
後，其裝置能連結電網，電力公司便可向用戶以 1 度電 5 元的價格購買所產生
的電力。然而，非居於特定建築物內的居民便無法參與這個計劃。
參與者六分享自己的經驗，指自己住所的天台將加裝太陽能發電板，已經外判
予承辦商。
計劃總監指剛才在簡報提到，現時有五成的能源供應源自天然氣發電，而 25%
的能源供應則是源自燃煤發電，而其餘的 25%的能源供應是由可再生能源及零
碳能源所產生。她未知日後邁向怎麼樣的能源組合。剛才參與者所提到的可再
生能源概念在本地是不可行的。若事實如此，她詢問參與者在這方面有什麼對
策。
參與者五表示香港在國際上受到壓力，在環保這方面做到最差，一定要做些事
情。
參與者五提出香港的能源組合有 25%零碳能源，應該是包括了大亞灣核電廠。
他問香港有什麼辦法做到 25%零碳能源。
參與者一回應參與者五，因為用了核電，故零碳能源受市民爭議。
與者六指他在內地一些高速公路，看到在田野間有很多風力發電的設施。他又
指香港是沒有風，亦很熱，所以在香港風力發電是沒有可能的。
計劃總監說那些是風車。另外，她詢問參與者若須漸漸邁向低碳的目標，在這
方面有什麼對策。
參與者一表示香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用太陽能發電，例如有人在水塘面鋪設太
陽能板，已經可能提供香港百分之十的電力。他舉例，外國的高速公路已經加
裝太陽能板，進行實驗，即是一面駕車，一面提供電力，並不是天方夜譚。他
指香港推行太陽能發電時是要循序漸進，有策略地一直增長。他認為香港是不
可以不開始，然後突然一步登天，以甲取代了乙。所以他認為太陽能上網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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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是個好開始，不致於從未踏出一步，他指香港還是有多事情可以做。他補
充，循序漸進的速度，也是快或是慢，他認為必須用快版的循序漸進。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一所說，須逐步達致目標。她詢問參與者在長遠減碳方
面，應制訂循序漸進的目標，還是進取的目標。
參與者九認為應該制定一個較高的目標，如屆時未能實踐，便調整一下，即使
做不到 100%，也可能達到目標的 90%。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九所說，制訂一個較為進取的目標。
參與者八提出《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中的問題三「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
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她引述討論區上網民的詮釋就是向內地購
買電力，指出網民質疑內地常常停電，為什麼香港還要向內地買電，問到底是
不是互買電力。
計劃總監說廣西使用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在區域合作方面，她提到北歐的
瑞典、丹麥和芬蘭使用各自的可再生能源產生電力，也會就此互相補充合作。
她說本地難以獨力達致零碳或低碳的目標。若內地電網能向本地供應可再生能
源或低碳能源，或許這是其中的一個選擇，並認為當中所涉及的比例也是須考
慮的因素。數年前，政府曾對兩間電力公司實施利潤管制協議，如他們引入可
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政府便容許他們賺取更多利潤。她認為電力公司和市民
可在此達致雙贏的局面。
參與者二回應參與者一所指快版的循序漸進，她提議政府在公共空間安裝太陽
能板發電，但毋須在所有公共空間安裝，例如在社區，如荔枝角公園鋪滿太陽
能板，現在的科技可以加裝不同的太陽能板以供電給該社區。她表示可以大規
模在巴士站上蓋安裝太陽能板，作小型發電。
計劃總監說在某些社區的巴士站上發現太陽能板及其下方發現小風扇。
參與者一表示這個設計也可以提供電力支持無線網絡。
參與者二認為可以做很多小規模的東西，也可以嘗試大規模做，總要找一個起
點。
參與者一提議可以在維多利亞公園開始。他又指外國的公園，如美國加州，安
裝了很多太陽能板。
參與者二回應參與者一，指這種公園很美麗，在公園加裝太陽能板才可以把這
件事融入社區，由小社區做起，才大規模發展。
計劃總監說或許須由公共組織帶頭開始做這些事情。
參與者六問太陽能板是不是會反光，會不會令眼睛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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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回應參與者六，太陽能板是不會反光的，傾斜擺放太陽能板來採光。
參與者六指這樣對高層住戶不利。
參與者七認同參與者六。
參與者六又表示這種太陽能板，三尖八角，在風水學來說，是不行的。
參與者七指在美國，會把數塊太陽能板聚在一個地方，在鄉郊發電沸水，而香
港是打算把太陽能直接上網。
參與者六指在水塘鋪設太陽能板，讓太陽直接射到水塘便可以。
參與者七回應香港向外國合作供電的問題，他認為這個關乎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度，以及如何編寫好的條款，如現在買水愈來愈貴，要如何商討。
參與者一認同參與者七，表示這個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參與者七指歸根究柢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問題。
參與者一認同參與者七所言，但沒有答案。
計劃總監說即使大眾贊成區域合作方案，也須思考怎樣合作及須為此付出。此
外，她向參與者派發意見收集表，並邀請他們寫下意見。
參與者七指這個層次不是他們作為市民可以討論的，是屬於高層的討論。
參與者八表示在網上有討論區罵是次的《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中的問題三
「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鼓勵以電力之名
「送中」（向中國輸送利益），網民十分憤怒，認為這個是捆綁式問題，鼓勵
大家一起來填「不可以」。
參與者九詢問問題三是不是明顯指向大陸，向大陸購買電力。
參與者七指其他周邊地區沒有辦法發展可再生能源，也不可以從遠方，如日本
取電，因為沒有辦法把電纜由日本鋪設到香港。
參與者八問為什麼電力也是要「送中」（向中國輸送利益），這是卑鄙的做
法。
參與者九指問題三，不如把「更緊密的區域」直接寫成大陸。
參與者七引用大會說法，指是次公眾參與是沒有前設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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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東（第4組）
2019年8月14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禮堂

計劃總監 1邀請參與者討論衣、食、住、行、長遠減碳議題及其他方面的議題，
以及在記事貼上寫上意見，並指獨立分析及匯報機構會記錄這次討論的內容。
她詢問參與者是否知道購買的衣服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二知道購買衣服時的碳排放量很多，也知道當中產生更厲害的溫室氣
體。
計劃總監說運輸因素會影響某衣服的溫室氣體含量，就此她傳閱小卡片讓參與
者參考。小卡片註明某物件，如運動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含量。
參與者三詢問衣服的碳排放量是否主要來自運輸及當地的製作過程。
計劃總監回應參與者三指衣服在運輸及當地的製作過程決定了它的碳排放量。
她詢問參與者有什麼因素可以影響他們購買衣服的決定。
參與者三參閱資料得知一件衣服的碳排放量達 8 公斤至 14 公斤。他說從前購買
衣服是考慮款式及喜好，現時則會考慮實際的需要，才購買衣服。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例如是否對衣服有需求才購買，還是
有其他的原因。她指目前流行將曾經使用的布料重用及製作衣服，並就此詢問
參與者對這種模式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二詢問現時會否有些做法，例如在換季前會減價促銷。此外，政府有否
措施收集未能出售的衣服，而非送到堆填區。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二的建議好，或許政府可以以較低的價錢收集未能出售的衣
服，然後把它們給予有需要的人士。她詢問參與者有否其他意見。
參與者二說當局希望減碳，並指生產衣服會有碳排放。以現時經常變化的潮
流，衣服出售的時間很短。另外，她質疑有多少衣服是在本地製作，並說很多
衣服是從外國進口。她詢問這類型的碳排放量會否由香港承擔，抑或由生產地
或運輸的地方承擔。她認為若當局重視這項議題的話，首先應由當局從普通商
店以低價回收賣剩的衣服。在舊衣回收方面，當局可與舊衣回收機構合作，構
思類似食物銀行的回收措施。她又提到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二手衣服店，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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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 - 劉恬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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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商店都很有心，是呼籲市民不要多購買衣服。由此，政府會否宣傳和呼籲市
民不要購買新衣服。
參與者九就未能出售的衣服，認為應該從源頭減廢開始。另外，她認為應從物
料和生產衣服的過程上思考，以避免污染環境，而當局應就此立例。她指過往
生產線多數位於中國，而現時則在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等國家。就當地的工
人和工作條件的議題上，未知香港政府現時有否法例或與國際間有否安排。另
外，她重申減廢應由源頭做起。此外，她認為消費者不會非常清楚碳排放等箇
中的來龍去脈。她認為當局應有相應的控制措施和法例，也須教育消費者。
計劃總監繼續詢問參與者對此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一要求澄清衣服的碳排放量是否歸入原產地。他說預期一年內購買約 20
件衣服。若一年內只購買一件衣服，便能減少碳排放量。他詢問這是否計算在
香港整體碳排放的目標或將數字歸於個別國家的生產商。
計劃總監希望可從個人層面實踐減碳，即使購買一件新的衣服時，消費者可為
全球減碳作出貢獻。
參與者一說除非衣服是在香港製造，否則是無法幫助香港於 2050 年達標。
參與者三說加與減對香港的數字沒有幫助。
參與者一認為應以宏觀或偉大的角度看，是幫助地球及全世界。他認為服裝銀
行的構思是可行的。從前，超級市場將隔夜或即將到期的東西棄置，而現時則
捐予食物銀行，也幫助了一群人。他指自己不知道如何處理換季的衣服，但若
將衣服捐予一些非政府機構，或許對事情有幫助。
參與者九說現時所有回收的衣服會送到相關機構，最終它們會被送到第三世
界，成為垃圾，無法循環再造，也增加那些國家處理垃圾的負擔。她認為，這
是將垃圾轉移到別人的地方，而那些衣服無法合適地被循環再造或重用。她認
為現時所談論的回收無法解決問題。
計劃總監覆述剛才參與者一所說，除非衣服在本地製造，否則無法幫助香港減
碳。她詢問參與者對源頭減廢有什麼意見，例如在改變消費行為模式或從教育
方面著手。
參與者二若要求市民減少購買衣服，首先是改變工作文化。另外，她說人們不
應該穿短袖衣服。
參與者九說冷氣溫度降低。
參與者二說辦公室很寒冷，原因是冷氣溫度降低。在夏天及長時間工作，須帶
備外套。此外，她說，尤其是女性，為了美觀，一星期內不重穿相同的衣服，
才稱得上有禮貌，而穿拖鞋更是不允許的。她說須為上班工作而特地購買平底
鞋，但她在夏天和平日外出卻是穿拖鞋，更希望可以穿波鞋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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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外國推行碳標籤，該標籤附於衣服上。它列明該衣服的碳排放量，
讓消費者知道，並在購買衣物時三思。她詢問參與者若政府建議推行類似的標
籤措施，例如能源標籤，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九指標籤的做法只在歐盟、法國和瑞士等國家存在。
計劃總監說不是全部國家都有這類標籤。
參與者三說衣服和紡織品是一定要有這類型的標籤，又說這些是自發性的做
法。
計劃總監說這是自發性的措施。
參與者九說類似食品標籤那類東西。
參與者三提到食品標籤或素食標籤。他說這些資訊是法例規定的，故此須讓公
眾知道。他認為標籤的構思是好的做法，讓人知悉衣服的碳排放資訊，供市民
參考，否則，人們是不會知道的。他續說一件衣服幾十元，很便宜，故此認為
這個做法可行。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將意見寫在記事貼上，並在稍後時間討論這些意見。
參與者四說有參與者提到實行標籤的做法。他認為若自發實行標籤制，製造商
只會按照它的規格製作，又指沒有人願意做額外的事情。雖然有立法，但須在
需求方面做工夫。他說作為消費者，是希望看到這些標籤，才會購物。
計劃總監說或許政府須提供一些誘因或推行一些利誘的政策。
參與者四不知道政府可以從哪方面提供誘因。在操作上，這是個大規模的項
目。他對實際操作仍有疑惑。他質疑當局究竟可以在個人的實際操作層面上，
為大眾提出什麼可行的方法。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針對購買及消費的行為上，有什麼建議。
參與者四認為須在實驗室內，先證明其他國家的做法。當他們完成或驗證後，
也許可以就其他的激勵措施上下工夫。他說香港沒有進口稅，若有進口稅，便
可從減稅方面著手。另外，他指當中涉及財務上的條件，而這個做法亦未知能
否真正地影響減排的宗旨。他說，衣食住行都可以討論。在衣方面，可以有些
做法使市民減少購物。他亦提到另一位參與者的說法，說人的天性是喜歡漂
亮，不時作出轉變，要刻意改變這些行為，相對於食、住、行方面，或只減了
0.1%，故他質疑是否須將焦點集中在這個範疇。他認為從消費者的行為方面著
手，促使製造業多下工夫，這會是好的。他指出標籤的做法是希望人們達致某
個行為，即人們留意標籤後，才決定購物。否則，消費者只會重視物件是否漂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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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或許須思考實施碳標籤後的成效。
參與者四說在環保界別上，較少提到衣服。他估計衣服於人們而言，或許沒有
效益。
計劃總監再次邀請參與者將意見寫在記事貼上。
參與者三指購買衣服後，須穿著、保護、清洗和晾乾，引致的碳排放量或會更
大。當然，一次性的購買也會有碳排放量。
參與者四回應參與者三說這是生活需要。他閱讀資料上有關計算方式的部分，
得悉很容易便可計算碳排放量。他發現衣服佔全部碳排放量的百分比很少，故
此應否轉移討論焦點。他又指，若以很「離譜」的方式購買衣服，也不會影響
食和行方面的做法。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就食方面提供意見。同時，她也邀請參與者估計某些食物
的碳排放量，如芝士漢堡及薄餅。
參與者三說香港製造的食物少。
計劃總監說當討論飲食的範疇時，參與者或會想到低碳飲食，並就此詢問他們
的意見。
參與者三說素食是最直接的低碳飲食方式，而有機食品也有明顯的效益，十分
支持。另外，他認為不應進食歐洲的生菜或外國食物，應購買本地食物。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三所說，即減少進口外地食品。
參與者四說本地食品是最新鮮。從改變人的行為上說，最重要是健康飲食。他
重視碳排放與健康飲食的結合和連繫。他指這是會使人較為清醒。另外，若眾
人認同吃牛肉是很有益和強健，便未必有人理會這行為會否造成更多的碳排放
量。他說，現在較少人吃牛肉，皆因有紅肉等其他說法和原因。他說一般人並
不知悉牛肉會引致高碳排放，反而認為進食牛肉對健康是很重要。他又提到有
很多環保的做法，如可持續海鮮等，有很多酒樓已在餐單上標明魚類是否屬於
可持續海鮮，並認為這些做法會使大眾容易理解。
計劃總監指剛才參與者四提到某些酒樓在餐單上標示哪些海鮮屬可持續海鮮或
本地養殖生產海鮮。這些做法讓大眾在選擇食物時，視之為指標。即使大眾未
必在選擇食物時考慮減碳的因素，或只為健康著想，少吃一點食物，但這也改
變了他們的行為。她未知這個模式是否有助減碳。
參與者九認為食物減碳是困難，皆因是很少人會理會。她建議不使用或不食用
所有進口產品。然而，她卻說自己很自私，希望吃某些東西。另外，她認為可
以在卡路里的基礎上，再在碳足印上下點工夫，因為若只著重碳足印，未必會
有人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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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較關心卡路里。
參與者九詢問會否有法例訂明，可以減少進口食品的數量，或限制數款碳排放
最高的產品，例如南美洲的牛肉等。因為消費者看到市場上的產品，便會購
買。
參與者一說香港是自由市場。
計劃總監說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如「食物里數」的指標，例如顯示挪威及亞洲等
地的三文魚的「食物里數」，以作比較，供大眾在選購食物時參考。
參與者一提到目前有很多營養餐單，註明該份食物的卡路里，也可將之加入食
物標籤。他指剛才有參與者提到可持續海鮮，認為這即是養殖海鮮。他說養殖
三文魚的碳排放量是 1,070 而野生三文魚的碳排放量是 70，相比之下，可持續
海鮮的說法顯得較為笨拙。
參與者三認為那些三文魚未必在香港養殖，可能在某些國家養殖。
參與者一認為這項數據不應歸屬香港。
參與者七認為可以考慮中國人的煮食方法。剛才提到的都在源頭，或與大眾無
關。他說香港人或內地人煲老火湯一般須兩小時至三小時，並認為這類煮食方
法會引致嚴重的碳排放。在源頭方面，他認為或可鼓勵本地種植，首先是有機
食品，至少可保障健康。在煮食方面，或許可以多在家中煮食，避免外出飲
食，以免浪費食物和製造廚餘。另外，他認為改變數千年的飲食文化是困難
的。
參與者四認為參與者七的意見都是對的。他提到目前有逐漸淘汰明火煮食的趨
勢。以現時的技術，在很多情況下，用電煮食也可炒東西和使食物有「鑊
氣」。
參與者二詢問明火煮食與用電煮食哪種較為浪費。
參與者九希望知道參與者二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
參與者三引述中電和煤氣公司指出，家居使用明火煮食與用電煮食的碳排放量
相差不大。相對於酒樓蒸煮東西，用電煮食的碳排放量會較為明顯。
參與者二詢問發電所產生的碳排放會否被計算在內。
參與者四說發電所引致的碳排放一定會被計算在內，原因是它處於整個能源
鏈。他認為目前很多法例都把相關的問題分割。另外，他強調在計算碳排放
時，是以整體的方法計算。他說用電煮食的效能相當高，有約超過 90%的電能
可被轉化為煮食用途，反而火卻會產生光及其他東西。他認為，有時兩者的碳
排放或會相差很少。他又說有人會談到自行發電。另外，在控制環境的方面，
他認為發電所引起的最壞東西已在過程中受控，因發電廠有很多過濾系統，反

-5-

之，家居煮食所引致的碳排放卻無法受控。最後，他認為應該多用電或其他方
式煮食。
參與者九認為政府可推廣素食，例如在政府管理的餐廳等地方增加素食供應及
選擇。她說在香港難以找到素食餐廳或可供選擇素食的餐廳。她認為政府可以
健康名義，帶頭實踐這項建議。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廚餘管理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二說廚餘可以發電。
參與者六說燃燒廚餘，便能發電，但收集廚餘有困難。若以廚餘作發電用途，
須考慮處理燃燒廚餘後所產生的消耗物等問題。當電力公司須負責處理這些消
耗物，便會有商業考量。他指自己並非反對廚餘發電，又以一棵菜和蛋殼為
例，菜頭、菜尾和蛋殼都會被棄置，但蛋殼或許不可用作燃料，故質疑會否有
專人將它們分開處理，這增加了收集廚餘的難度，加上廚餘的放置時間並不長
久。另外，他提到教育也是面對困難。故此，他認為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
參與者五說剛才參與者六所提到的例子，大多數會被用作生物燃料。
參與者三認為廚餘主要被用作化學肥料，因為它們較容易被直接轉化，複雜性
低。但發電也是出路，若將廚餘轉為電力，或須下很多工夫，所轉化的電量也
不多。他認同參與者六所指，廚餘難以收集，或只能用作其他用途。
參與者五指在收集廚餘方面，台灣的中央管理做法是個相當成功的例子。
參與者三說香港很少有專門收集和處理廚餘的機構。
參與者四說現時垃圾分類的處境甚為艱難，當局在整個收集和處理的程序，並
無垃圾後期的處理方法，故此所收集的垃圾最終也被棄置於堆填區。
參與者三指一般家庭不會像餐廳的廚房將廚餘分類處理，只會以「一桶過」的
方式處理，並質疑家庭內有否足夠空間分類，以及後續收集方法的可行性。
參與者四表示自己的家庭有垃圾分類的習慣，如將廚餘和紙分類，認為是容易
處理的。他把已經分類的紙張放於街道的回收箱，但廚餘則難以處理，只能使
用廚餘機，將之變成肥料，栽種花朵，並不能作大型的處理。
參與者二聽聞沒有人需要廚餘機製造的化肥。
參與者四認同參與者二的說法，並說只能自用。
參與者二提到很多污泥沾染其他混合物，難以潔淨地將它們分開。即使將它們
全部燃燒發電，也會剩下殘留物。她質疑處理廚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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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在廚餘管理方面，或許可以仿效 T·PARK（源·區）的做法。剛才某
參與者提到難以收集廚餘，就此她詢問參與者是否須收集廚餘。此外，她未知
將已分類的垃圾放入三色回收箱後，是否真的有人回收那些垃圾。
參與者三說馬灣和珀麗灣有實施廚餘分類。然而，大部分的客戶卻將廚餘倒在
一起，清潔工人不做廚餘回收，只是「口頭上說有做」，但實際上卻把廚餘混
合。
參與者九回應參與者三的說法，指這是因為無法賺錢。
參與者三認為是誘因問題，加上處理廚餘的方法是較為困難，故此他認為實際
上難以推行。
參與者四提到目前 O·PARK 有廚餘變電的計劃。他認為應該考慮全部的後勤因
素。他引述外國的做法，如在星期一收集樹葉、星期二則收集其他東西，直至
某日收集廚餘，並規定有專門的車輛用作收集。他強調 O·PARK 應考慮整個後
勤因素，使之容易處理。他建議設計良好的廚餘箱，至少不會發臭，也應安排
專門的車輛收集廚餘。他提到 O·PARK 啟用時，已經不敷應用，並準備開設另
一間更大的機構。他擔心無足夠地方處理廚餘，應就此多作考慮。
計劃總監說中國人多用醬油煮食，使那些廚餘產生濃烈的氣味，引致大眾不願
收集這些廚餘。
參與者二說在飲食和營養教育方面，即進食太淡的食物或對身體產生不良影
響，濃味食物或會引致高血壓等問題。
參與者四提到由陳智思主持的低鹽低糖委員會，但不知道該委員會有何效用。
參與者三提到陳智思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參與者四說陳智思身兼多個委員會的主席，又指從未看見張建宗出席氣候變化
委員會，已有三年。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教育層面上，對食方面有什麼建議，會否如剛才參與者
二所說，或許須倡議減少使用鹽、糖和醬油。
參與者二說在營養教育方面，普遍來說，是不希望市民常吃肉類，進食紅肉會
引發病症。她認為健康飲食與低碳飲食是有重疊的地方。當局應在重疊的地方
宣傳，或須與食物環境衛生署商議。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是否認為當局已經廣泛推廣健康飲食。
參與者四指在食物層面的健康教育議題上，目前的處理方法是相當好。以本地
利益出發的層面上，他認為應該針對當中的過程和棄置處理的做法。若然如
此，香港應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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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說剛才的參與者提到衣和食所引致的碳排放都未必與香港有關。她詢
問香港的碳排放主要源於什麼地方。
參與者三回應參與者二說香港的碳排放量主要是源於電和交通。於市民而言，
住與行的碳排放量，則較為貼身。
計劃總監指稍後時間將會討論電力能源組合及日後的減碳策略。她再次邀請參
與者將意見寫在記事貼上，並於稍後時間討論這些意見。在住方面，夏天時，
大眾或會使用冷氣，她指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議題。另外，新建築物有相關的
綠色指引，她未知這會否使建築物減少用電，並達致恆溫的某個標準要求，故
此邀請參與者就此提供意見。此外，在家居層面上，她詢問參與者對使用電器
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七認為談及電器，必然與能源標籤扯上關係。夏天時，市民都會使用冷
氣。他認為當局可以資助舊區用戶更換冷氣，因舊區樓宇的冷氣已經十分殘
舊，能源效益必然是低。他認為當局可效法樓宇維修的做法，舉辦運動及給予
資助，又指低收入家庭難以負擔購買冷氣機的費用，並指這個做法長遠來說，
可以減少耗電量及提升效益。另外，他指可以查看樓宇是否擁有綠色認證，如
LED 燈或綠建環評。他續指每個發展商都會達致這些要求，從而取得誘因（如
多了樓宇面積以作售賣用途），而這些誘因一直存在。他認為當局應持續推
廣，給予更多誘因，然而，當發展商取得更多的樓宇面積，這或會引起密度等
問題，當局須就此考慮。另外，在傢俱方面，他聽聞宜家家居目前正在構想租
用傢俬的計劃。這個計劃在外國較為流行，而外國人經常搬遷，喜歡租住房
屋。宜家家居考慮到經常搬遷且購買傢俬或會造成浪費，故構思租借傢俬計
劃，即為期數年，歸還後作簡單維修，重新租出，達致廢物重用。他感到香港
人對此會有惰性，但認同這是一個方向。這間公司的廠房也被納入其整個的可
持續發展構想。從廠房選址上，靠近民居，降低運輸的難度，並指大企業是按
其商業策略考慮。他認為當局可鼓勵循環再用。香港現正興建很多新樓宇，以
滿足住屋需要，而發展商都會贈送廚廁傢俬，部分業主或會棄置。數年後，有
新住戶搬入新屋時，可能只有些殘舊，但戶主會重新裝修，裝修公司從中受
益，但卻浪費很多資源。他認為可在這方面多作思考。
計劃總監指某些居於新式樓宇的住戶經常須使用冷氣，原因是該處有通風的問
題。那些單位面積較少，沒有對流窗讓風吹進單位內，住戶在夏天時便會感到
更加焗熱，須使用冷氣。她認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但她相信按照政府對發展
商發出有關樓宇的指引，遵照當中的規限，或會出現不同的情況。
參與者四說綠建環評有涵蓋剛才提到的意見。若發展商願意相信這方面的意
見，將會帶來很大的幫助。然而，他說大規模的發展則須從城市規劃著手，即
如綠色地帶與樓宇分配的相隔程度，因為在通風上會有很大幫助的。當局應自
行考慮綠建環評與空氣對流的關係。他指參與者七的意見是指共享經濟，值得
應用在居住層面和構思方法推行。就宜家家居計劃，他表示自己居於新界，有
使用一些外派網站，用作交換雙方傢俬。他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做法。他表示
從前曾居澳洲，將不使用的傢俬擺放在屋前，供有需要的人士隨便取走。他建
議可分區域推廣這些做法。他居於西貢，當地居民會在市集內交換或以少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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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取得所需物品。他認為或許難以在廣泛地區推行，但卻認同互聯網可便利雙
方聯繫，故此認為可考慮以區域化的形式推行上述建議。
計劃總監覆述參與者四指借用的做法未必須在全港推行，反而可先在小區域內
推行。
參與者四舉例說，或可在星期六把多餘的電腦擺放出來，讓別人取用。他說，
在推行共享經濟上，也許很少人探討住的層面。
參與者七不樂於看見目前愈來愈多納米樓。市民或會發現目前所居住的區域有
很多洗衣店。他表示自己居住土瓜灣，現時納米樓劇增，突然湧現數十間洗衣
店，皆因很多人無能力購買洗衣機，即使他們購買了，也沒有足夠的地方晾曬
衣服。於是，他們須到自助洗衣店洗衣和乾衣，消耗很多能源。
參與者三認為這未必是從住方面所引發問題。他表示曾在物業管理行業工作。
商場和辦公室大樓有接近四成多的用電量源自冷氣，冷氣溫度很低。無論有沒
有人，都會使用冷氣，有部分是因為伺服器及感觀原因，而要二十四小時連續
使用冷氣；晚上可能因為樓宇保養原因，才會關掉數部冷氣，非常浪費。他又
提到，晚上十一時才關掉照明系統等設施，但實際上，晚上七時至八時經已十
室九空，故此他認為商戶較家居的用電量高。在商言商，租金收入足以支付冷
氣等開支。此外，商場使用者也因此感到舒服。
參與者九詢問剛才參與者三的說法是否與電費太便宜有關。
參與者三指因為商家所賺取的租金多於電費開支。他又說溫度有時會達 21℃至
22℃。
參與者四說香港電價是很特別的，用電量愈多，電價愈便宜。
參與者三說商業用電量較多。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三，以他的經驗，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商業的用電量。
參與者三提到剛才有參與者談及綠建環評。綠建環評和綠建專業都是要求新樓
宇取得認證，讓人知悉樓宇經已達致的效益，另外，現存的樓宇也有改良做
法，但他認為這不是強制性的要求。因為新樓宇會取得樓宇面積，但現存樓宇
則不會獲得此誘因，而當局亦沒有給予相應的誘因予管理公司，皆因樓宇早已
建成和租售，管理公司沒有就此多做工作，責任自然歸於業主，故他認為當局
可寬減差餉或提供其他誘因，幫助他們節省電費和取得認證。另外，他說樓宇
維護系統內的感應器有自動感應功能，若感應樓梯沒有人出現，一部分的照明
系統會關掉，晚上只有保安員巡邏和清潔工人倒垃圾，故在晚上的十個小時
內，真正有需要使用的只有兩個小時，而一棟樓高幾十層的大廈，只會在樓梯
提供照明及開啟一部升降機。他以中半山根德閣附近的某棟樓宇為例，一層有
三戶，有四部升降機是二十四小時使用的，皆因業戶需要升降機隨時候命。然
而，他認為晚上只需要兩部升降機，並在照明系統上可以安裝感應器，同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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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方式啟動冷氣。他認為這些都不是複雜的做法，問題是會否加裝這些設
備，以及冷氣不應以 21℃作為標準。
參與者七認為內地的做法比香港更好。內地很多新樓宇都有安裝智能感應器。
他認為內地人接受新事物更前衛。他們普遍在午飯後會小睡一會，並習慣關掉
電燈。反之，香港人不會有這樣的做法，這或許與教育有關。另外，他認為很
容易達致硬件的要求，感應器不是很複雜的裝置。另外，他認為應把舊的冷氣
機更換成效益更高的冷氣機，家居的變頻式冷氣機相比舊式冷氣機的電費及用
電量已相差很遠。他建議當局應給予少許誘因，更換所有舊式冷氣機，至少可
以減低碳排放量。
參與者六認為在商用及家居層面，不單要給予誘因，也要強制性更換冷氣機，
雙管齊下。他認為須興建新樓宇，並不知道現時有否強制為新樓宇進行綠建環
評和綠建專業。至於舊式樓宇，他說可以「半賣半送」的形式，提供誘因及強
制性要求更換冷氣機。他又以柴油車為例，按現時規定，車齡超過 15 年便須更
換，否則不獲發牌，故此認為這是值得嘗試的參考方向，同時也可徵詢其他持
份者的意見。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對低碳出行有什麼意見，並指剛才簡報有多乘搭港鐵的建
議。她指本地有很多私家車，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另外，她詢問參與者對
電動車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七提到當局早前提供稅務誘因，較容易購買電動車，而現時的做法卻須
舊車換新車，感到購買電動車有困難，但認同這是個好做法。然而，假設有人
沒有舊車，便無法承擔電動車的售價。他說數年前可以較便宜的價格購買電動
車，但突然沒有稅務誘因，唯有購買普通汽車。現時香港車輛價格便宜，惟電
動車價格昂貴。
參與者五提及配套。
參與者三說電動車的配套仍未成熟，或須經歷過一段里程或年代。當電池及設
計改良後，人們或會使用電動車，故此它們暫時仍屬於較新的事物，價格昂
貴，達 70 萬元至 80 萬元。反之，使用電油的車輛可能只是 20 萬元至 30 萬元。
計算成本效益後，使用普通車 10 年或會較使用電動車划算。另外，電動車的充
電裝置暫時仍不太方便，充電後，也未必能夠完成預期里程，而商業用途的電
動車輛，或須一日充兩次電，較為麻煩。相反，普通車只入滿一缸電油後，即
可駕駛數天。新產品從推出，直至成熟階段，需要時間改進。他建議政府應給
予誘因，使年輕人能夠購買電動車，同時提供充電設施。他認為電動車比傳統
使用電油的車輛節省三分之一能源。此外，他鼓勵使用集體運輸系統，如港鐵
可容納數百人，故此他認為集體運輸是最好和最貼切的方法。
計劃總監認為港鐵是否能承受更多的載客量，也是一個問題。她說有些人認為
使用電動車是一個好的選擇。另外，她認為有些車主因為稅務誘因，而多購一
輛車，這也許引申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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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說港鐵已飽和。
參與者七指舊車會逐漸被淘汰。他指深圳所有巴士和的士已經改用電能，由此
看到兩地的執行力相差很遠，原因是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和既得利益者，
故此難以做到。
參與者三說香港可以做到。當局可與專營巴士公司和小巴商會商討使用電動車
的方案。他認為應雙管齊下，令業界改用電動車，若他們不願商討，則可從法
例著手，例如之前訂定某期限前停止使用歐盟 1 型及 2 型車輛，淘汰舊車及拒
絕維修壞車，並只允許購買新車輛。當達致某程度時，強制淘汰舊車輛，軟硬
兼施。
參與者二關注雙層巴士改用電動車的說法。她認為雙層巴士的運載量大，電動
車馬力不足。她得悉有電動巴士在上山路段行駛時冒煙，故此她認為環保亦應
顧及安全。她發現的士、單層巴士和小巴也有使用電動車。她認為雙層巴士暫
時不應轉用電動車，因目前電動車的市場仍未成熟，未能承受雙層巴士的運載
量和馬力。她說電動車的發展商是外國公司，而外國少有雙層巴士，亦相信不
會專門為香港而加強研究開發電動雙層巴士。她認為，若有如此的一天，或許
已經是幾十年後的事情。
參與者三鼓勵市民多步行。他發現目前很多道路無法供行人使用，橫過馬路也
相當困難。他估計將來或會有一些道路系統。此外，他經常須從中環步行前往
金鐘，因他在香港公園附近的中半山工作。另外，他說現時已經發展了多條單
車徑，如大埔、馬鞍山、沙田沿線及屯門，他的同事前往科學園工作時會踏單
車。他未知單車徑日後會否從元朗伸延至上水和大埔，也許日後前往這些地方
時，可以單車代步。
計劃總監指英國於高速公路上設有單車專線。若本地仿效這個做法，或許須面
對山勢陡峭的問題。
參與者三估計會將公路加闊，開闢單車專線，惟暫時未見成功。若然成功，將
可連接北區和西北區。他認為難以在市區開展這項計劃，或可在新界推行，如
從上水至粉嶺及粉嶺至大埔。
參與者七詢問是否正在興建單車專線。
參與者三說正在興建單車專線。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討論發電組合的議題。
參與者九指，直至 2030 年，香港所制訂的可再生能源目標，只是 3%至 4%。她
指鄰近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城市所訂立的目標卻是 30%至 40%。她認為香港以
面積不足為藉口。另外，她質疑很多新樓宇是否無法安裝太陽能板、使用風力
及生物燃料發電。她認為目標訂於 3%至 4%，是太保守的做法，故此她想了解
這個預定目標是怎樣計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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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九本地哪些地方有潛力可以發展可再生能源。
參與者九指可在屋頂安裝太陽能板及在海上安裝流動的太陽能板。另外，她不
肯定香港是否適合使用風力發電，但卻認為香港氣候炎熱，或許適合安裝太陽
能板。
參與者二提到上網電價。
計劃總監指現時村屋可以參與上網電價計劃。
參與者三提到可以在村屋的天台上安裝太陽能板。這是港燈和中電的倡議，並
在新界區實行。安裝後，以轉駁器將直流電轉成交流電，附有儀表計算發電流
量，並可以將發電量以某種價格賣給中電，從中賺取金錢，每電流量約 4 元至 5
元，價格則取決於所生產的電量。他指有很多人爭相參與上網電價計劃，卻往
往因設施的問題未能做到。他認為可以朝這個方向工作，因太陽是沒有價格
的，村屋屋頂也沒有任何東西，故此可以安裝太陽能板吸收免費能源，使自己
得益，也可讓他人使用，加上政府與發電者簽署協議，在某年期賣出產生的電
力，結束後重新定價，而暫時則實施固定價格。此外，他指這種做法難以在市
區實行。
計劃總監說某些屋苑曾商議參與上網電價計劃。
參與者三續指采頤花園也有參與這項計劃。最近，他參與了機電工程署的講
座，得知參與屋苑從中獲得幾十萬元盈餘。他估計政府或許補貼電力公司。他
認為這個計劃是值得推行的，因為房屋樓底高，可以直接吸收輻射，效果較
好。他指天台都是放置發射器和水箱，無人居住，又說學校可以參與這個計
劃，故此認為太陽能發電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另外，他說，回報率是取決於使
用時期，並非安裝太陽能板後，即可有幾十萬元的回報。
計劃總監指某屋苑的法團委員對參與上網電價計劃有不同的意見，因為當中有
很多不同的持份者，也有意見認為安裝太陽能板的價格昂貴，或擔心穩定性等
不同問題。
參與者九認為太陽能發電一定是擔當輔助的角色，因一直有正常的能源供應。
計劃總監指某些人會對此顧慮，反而在村屋容易推行這項計劃。
參與者九認為政府大廈可率先參與這個計劃。
參與者三說機電工程署和警署都有參與這個計劃，警署是以此供應熱水。
參與者九聽聞上網電價計劃的原理是生產電量愈多，所得到的回報愈少，故此
並非鼓勵出產更多電量。她說不知道這會否能源中央化的原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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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指有關計劃能看到回報周期，可以賺錢。另外，她更關注更緊密的區
域合作。當局希望輸入更多核電，她認為這點是備受爭議，並強烈反對。她指
港燈的供電穩定性是 99.999%，中電則是 99.99%，而南方電網只是 99.9%。她
說「停電的鐘數」相差很遠。香港作為一個繁忙的城市，如果停電時間長，所
招致的經濟損失是很巨大。澳門百分之九十的電力依靠南方電網供應，當颱風
出現，所有電力中斷，而食水方面，因為須依靠電力，故此會有制水的情況出
現。若香港將更加依賴內地的電力供應，其供電穩定性會備受影響。
計劃總監指現時中電持有大亞灣核電廠部分的擁有權及完全的管理權，並非由
內地完全管理所生產和供應的核電，故此其供電的穩定性較澳門優勝。
參與者二指核電並非可再生能源，不明白為何要將核電與可再生能源一併討
論。她認為可再生能源是較好的選擇，而在核電方面，以碳排放來說，確是較
化石燃料好，因為化石燃料產生很多其他的問題。她認為，目前當局為減低碳
排放量而希望輸入更多核電，其實是「為了跑數而跑數」。她指核電的遺害比
化石燃料大。
參與者六支持使用核電，也同意它所引致的後果是非常嚴重。他以乘飛機與駕
車為例，駕車較飛機出現的事故率高。他說核電與普通的化石燃料的比率相
若。他曾修讀電力學，並指截至現時為止，只有三宗嚴重的核電事故達到七
級，認同達到七級的核電事故確實嚴重。他指出，當推行可持續發展時，核電
或可再生能源是很重要的元素，因不論燃煤或天然氣，若以同一度電計算，核
電是少了 10 倍以上的碳排放。此外，他提到核電的發電設施是可以使用 50 年
至 60 年。他認為大眾關注核電的主因是目前大部分的地方依然使用第一或第二
代的產電方法。然而，學術研究已經到了第三及第四代的產電方法。他提到
1984 年、1987 年及 2011 年發生很大的事故，但那些廠房都是採用舊機組，而且
事故發生牽涉很多因素。另外，他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察悉切爾諾貝爾等嚴重
事件，又提到切爾諾貝爾及其周邊範圍被撤離和封鎖。因為發生了這類嚴重事
故，故此目前很少就核電發展研究。另外，現時多採用第一和第二代的產電方
法，即是使用鈾元素，但大眾知道了鈾的安全問題嚴重，可以不使用鈾產生電
量。他又指釷和鈈都可用作核電發電。
參與者二詢問參與者六目前大亞灣是否使用新的元素發電。
參與者六指大亞灣核電廠現時是使用鈾發電。他說香港不會使用核能發電，因
為有安全性問題，地方並不容許，而大亞灣距離香港有 40 公里，故此核電站不
可以鄰近民居。
參與者二指大亞灣鄰近香港，當出現事故，香港也會遭殃，故此她認為這裡已
經有一個計時炸彈，而現時的建議是希望將計時炸彈變大。
參與者三得悉華東也有其他核電廠，並估計已經投產，大眾或會顧慮泄漏等危
機。
參與者六說陽江核電廠位處大亞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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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指若然那些核電廠發生事故，或只須半日至一日時間，幅射便可以擴
散至鄰近的香港。
參與者二說若然核電廠即時爆炸，輻射隨即便到。
參與者九與參與者二有相同的說法。
參與者三說若即時泄漏，100 米範圍會有嚴重影響。他得悉新一代核電廠的技術
是經過改良，希望科技可以改善。
參與者二說發電廠的供應和需求是可以即時調試，但核電卻無法調試。調試是
依靠化石燃料的機組，無可能依靠可再生能源及核電。核電一經啟動，便須持
續使用，而我們是無法控制調試可再生能源的。最終，可控制電力的供應是化
石燃料。她認為，從理想的角度出發，是完全捨棄會造成碳排放的化石燃料，
但以現實層面來看，為了供電的穩定性，若不希望每小時停電的話，基本上是
無法捨棄使用化石燃料的。
參與者六說沒有完全捨棄化石燃料供電的意思。他同意剛才自己提及的說法是
難以達成。在香港，用電量的頂峰和低點相差很遠。他說只可「整大個
base」，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所涉及的持份者太多，例如港燈與中電
的電網可否相連。他更正，兩電是有連網，但只作緊急用途，實際上，兩間公
司是分開購買電力，中電是向九龍和新界地區供電，而港燈則負責其所轄地
區。他指出香港地方小，如要增加使用核電的比率，除非在電網方面下工夫，
否則難以達成。
參與者二認為不應該「擴大個 base」，又指擴大一個計時炸彈的目的竟然是為
了符合所謂的碳排放的目標。她認為從環保角度而言，碳排放只是其中一個指
標。若不計算碳排放量，「CI2CO」只是其中一種溫室氣體。她說內地沒有一
個很好的碳排放目標。她說其他溫室氣體及其他因工業而產生的有毒氣體，也
沒有研究顯示是變得更加嚴重。當地所指的碳排放，若以溫室氣體的吸熱量
看，目前較以往嚴重。若現時使用核電，以減少碳排放量，卻會忽略很多其他
問題，如熱污染和核污染。她以飛機失事為例，會全機遭殃，而核電出現事
故，則整個香港遭殃。她說若化石燃料機組爆炸，受影響範圍也只限於廠房，
故此，從安全和其他層面考慮，她質疑為何要「擴大個 base」。
參與者六認為確是不合適在香港「擴大個 base」。他認為香港地方小，並贊同
參與者二的說法，使用其他發電機組調控發電確是很困難，但他認為不可以抹
殺將來使用核電的可能性。曾經出現事故，也不代表日後會出現事故。當每次
出現嚴重事故，人們都會學習，會以轉移方式、系統控制及安全系統，保障安
全。他說完成設計流程後，將會有新事物出現，這些事物或許不會由香港製
造。他重申並再次贊同參與者二的說法，香港地方太小，無法「擴大 nuclear
base」。然而，他認為可如其他國家一樣，核能也可以是個發展的方向，或許
不是使用鈾或這一代的做法，也許在未來十幾年至二十年，以釷和鈈取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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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元素，是沒有核排放或安全的顧慮，故此這是個研究的方向，也是解決
問題的方法。
參與者二指剛才參與者六提及了很多新的元素，並詢問有沒有堅實的研究基礎
支持，證明發生爆炸後，也不會產生有害的影響。
參與者六說學界是有相關的研究。
參與者二詢問有關的元素曾否被使用。香港是個進步的城市，當選擇產品時，
須通過測試、標準和要求，當中安全是最重要的，也須有歷史驗證，並符合更
高的標準，例如歐盟和美國的標準，穩定正常，才會使用。她認為參與者六的
說法具前瞻性，以及核電是個很大發展方向的說法，但卻質疑目前的討論或言
之過早。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三若政府採用歐盟或美國的準則以及要求業界按此把關，
會否增強她對使用核電的信心。
參與者二說 30%已經很足夠。她未知大亞灣核電廠的合約會延長至何時。她說
大亞灣核電廠現時是使用鈾元素，未知合約完結後會否改用新元素。她認為可
改善現有的形式，但不應增加供電比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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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九龍東（第 5 組）
2019 年 8 月 14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禮堂

計劃總監 1指這次討論分為衣、食、住、行四個主題，以及本地如何在能源方面
進行減碳。他邀請參與者參與小遊戲，讓他們從小遊戲中了解購買衣服與碳排
放的關係。小遊戲所附的卡片背面印有某衣物的碳排放量。
參與者一問衣物碳排放標籤是不是指生產的時候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說碳排放標籤上的內容是指該衣物整個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當中包
括因運輸而產生的碳排放量。他說大眾日常購買衣物時所牽涉的因素中，以環
境因素為主。若參與者於一年內購買約 67 件 T 恤，便會產生約一噸碳排放量。
此外，他詢問參與者為什麼不選擇將衣物修補、回收或升級再造，並詢問他們
在重用和日常購買衣物上，會遇上什麼困難。
參與者九表示市民很多時也是跟潮流買衣服，一年很可能換季幾次。
計劃總監說若大眾跟隨潮流，大約三年至四年時間便會重新添置衣服。他邀請
參與者在便利貼上寫上意見，並在減碳方面提供「奇招」。此外，他詢問參與
者在修補衣服或配搭衣服有沒有遇上困難。
參與者四表示市民可能不懂得修補衣服，而選擇買衣服。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生產商或產品供應商在什麼方面可使衣物耐用，而他們
能做什麼事情，促使消費者在消費方面作出改變。
參與者三表示環保一點的方法是把用舊衣服抹地，或當成枱布、清潔廁所或廚
房的毛巾。她又表示有些機構回收膠，不知道有沒有承辦商可以回收衣物，她
不知道回收衣物，循環再用是不是符合經濟效益。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八指可以回收二手衫重用，或是選擇送給低收入家庭，又例如現時志願
團體救世軍會回收並出售二手衫，又列舉日本的「古著」。他表示自己用不
到，仍然是可以給別人多穿幾次。他提議可以在每區加設一個箱，讓市民投放
二手衣服。他分享自己的經驗，常常看到在協和街有個衣物回收箱，但是不知
道衣物回收了以後會給什麼人，不知道會有什麼用途。他表示應該推動多些社
福機構做這些事，不至於浪費，把別人丟棄的衣服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1

計劃總監 - 陳雋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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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四認同參與者八，表示把衣服投進回收箱後，不知道回收業者會把衣服
拿作什麼用途。他表示如果市民可以知道衣服投進回收箱後，會經過什麼程
序，會吸引更多市民更積極回收。他又指如果市民不知道回收後的情況，可能
會以為衣物是直接送到堆填區，於是市民便把舊衣物直接放進垃圾筒。他表示
市民是因為不清楚衣服投進回收箱後的資訊而卻步，他提議加強宣傳與教育，
讓市民知道衣物回收後的用途、受惠者。
計劃總監說英國實施減碳標籤的做法，即衣服附有標籤，該標籤提供生產及運
輸時等的碳排放資訊。他詢問參與者，若本地實施這類型的做法，是否可行。
參與者一問理論上衣物回收了是否會低碳一點。
計劃總監指消費者在購買衣服時，從碳標籤了解減碳資訊。
參與者十指衣物碳排放標籤會讓消費者知道用了多少碳。她指出在外國大公
司，如馬莎、H&M 已經推行衣物碳排放標籤，但是在香港沒有推行。在香港，
可能只有 H&M 告訴消費者，出售的衣物是使用經低碳生產的棉花，但是其他
衣服生產商沒有類似的事情，她覺得標籤有用，在香港會是可行。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三指衣物碳排放標籤值得鼓勵。
參與者八指衣物碳排放標籤的功效不是很大，因為大家也不一定知道衣物碳排
放標籤上的意思，如 14.8 公斤的碳排放，因此是沒有意思。
參與者二指消費者不一定在意衣物碳排放標籤。例如消費者喜歡便會買，即使
寫成 33 公斤的碳排放，也是不會在意。
參與者八表示在重用衣服、延長衣服壽命方面多下工夫會更好。
計劃總監提及徵稅及資助。
參與者二建議因應衣服的碳排放程度來徵稅，如碳排放多一點，徵稅便會高一
點。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什麼工作。
參與者二提到有關消費者的選擇，他舉例一件合成纖維外套的碳排放較多，消
費者便可選擇較低的物料，如棉質。
計劃總監再次詢問參與者，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什麼工作。此外，他詢問參與
者，從徵稅方面著手，能否促使大眾參與回收衣物的行動或少用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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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提出仿效機電工程署，把現行的能源效益標籤的做法，套用到衣物碳
排放。他提議，可以根據衣物碳排放分成不同的等級，例如一級是碳排放效益
最差，五級是碳排放效益最好，而標籤評估模式可以包括碳排放或生命周期，
他指這個措施可讓市民在購物的時候，知道哪件衣物的碳排放是最少，或是生
命周期是最長的，而市民也可以預計買了這件衣服後，會不會很快破爛。另
外，他也回應二手衫的議題，表示自己工作的機構也有從事二手衣服回收的。
他指現時流行快速時裝（fast fashion），很多衣服很便宜，也常常速銷。他指衣
服生產商把春夏秋冬四季變成一星期一季，現時在網上也可以從內地購買很便
宜的衣服，衣物換季變成一件很簡單的事。他指他工作的機構曾經考慮是否須
捐贈二手衣物，救世軍有類似的安排。他經了解後，發覺這些機構是很難經營
回收衣物，因為一件新衣服只賣數十元，不知道如何為二手衣服定立市場價
值，同時他擔憂定價會不會帶來另類的標籤，只有窮人、基層市民、有心人才
會買這種平價二手衣服。「二手衣服」並不一定可以鼓勵市民循環再用衣服。
他表示在香港是個商業社會，要打擊時下的快速時裝是很難做到。他指香港理
工大學在南豐紗廠有一台機器，會把由市民收集而來的二手衣物，打碎成紡織
線，再重新製成一件二手衣服，而每一件衣物的成本很高，可能達一百元至二
百多元，他質疑到底會有多少人願意付費購買這種二手衣服。就衣物碳排放標
籤的建議，他回應指，如以商品說明條例的形式加入衣物碳排放標籤後，或許
可能有人會因此而選購，但營造這種市場文化是困難的。他又指要市民養成修
補衣服或改造衣服的習慣是很難的。他引述自己的經驗，他工作的機構曾經想
找一些較年長的婦女改造衣服，但現在的經濟環境比以前富裕，不再盛行改衣
服，很少人會這樣做。他指出要鼓勵別人修補衣服、把衣服循環再造，在香港
是不容易。他指在香港，用稅加強對衣物碳排放的經濟壓力，是比較難做到
的，建議給予稅務優惠予生產環保衣物的生產商，從而鼓勵商界，才可能有效
減少碳排放。但是對於市民，這一方面的參與度可能會比較低。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衣服減碳方面有什麼「奇招」，並邀請他們將意見寫在
便利貼上。
參與者六指出應該有生產者責任制，在售賣前，政府已經向生產商或零售店收
取費用，例如每一件衣服收取數元作回收費或處理費，政府也可以提供誘因予
生產商或零售店回收他們賣剩的衣服。就衣物碳排放標籤的建議，他認為可以
有收費減免或轄免，提供經濟誘因令生產商採取較環保的方法製造衣服，由於
增加了經濟成本，市民便會減少頻密買衣服。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將意見寫在便利貼上。
參與者一查詢衣服會否因為是入口貨物，而不計算到香港的碳排放數字。他指
世界的標準是不計算入口貨物，是不應該修改。他認為即使香港的碳排放數字
計算了衣服，比例應該是很少。因為一件衣服很輕，很難有數以噸計的衣服，
但市民可以思考。
計劃總監說本地進口衣物不會被計算在本地的碳排放數字內，並指這是國際間
的默示條款。此外，他說本地經常進口貨物，未知參與者會否認為須把剛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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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數字計算在本地的碳排放數字內；當本地制訂 2050 年的減碳策略時，又是
否須把剛才提到的數字計算在本地的碳排放數字內。
參與者六表示即使入口貨物不計算碳排放，但是丟棄廢物是會計算碳排放，因
此丟棄廢物愈多，碳排放便會愈高。他指出減少丟棄衣服，也是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一回應參與者六，提議應該想一些方法，令人少買衣服。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方法使大眾少買衣服。
參與者六認為政府可以收稅，提高產品價格，令市民少買衣服。他提議用容易
分解的物料，讓處理衣物過程的碳排放低些。他表示現在政府處理廢物的過程
很漫長，也會在過程中產生碳排放，可向生產商或供應商收取處理費，而強制
衣物零售店提供修補衣服、回收的服務，會有效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一認為丟棄衣服時，很難獨立收取費用。
參與者六回應參與者一，提議在購買衣服時先徵收將來的處理費，而現在垃圾
處理費，相對上，還是很便宜，未必可以有效針對衣物的碳排放。
參與者七同意現時垃圾處理費很便宜，對減少消費及衣物的碳排放未必有作
用。他提議可以參考「按樽」，他指「按樽」是現時一個相對成熟的系統。他
又建議可以仿效現時「四電一腦」，在定價之上收取一個價錢作回收費，如每
件衣服收取了一百元作回收處置費，然後回收過程時可以仿效「按樽」，如果
市民把衣服交回指定的回收商，便可以退回五十元。這個做法可以鼓勵市民減
少丟棄衣物，而丟到垃圾箱的衣物，即使被拾荒者拾到，也是可以退回費用。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十指政府可以在碳排放標籤以及意識宣傳多做一點。她提出要求女士一
年只許買四件衫，似乎是沒有可能，即使現時提倡簡約生活，仍未普及，所以
須加強推廣，而且可以選擇質素高的衣服，而不是選擇很便宜的衣服，這樣便
不用頻密地買衣服，可以節省很多材料。她指出要讓市民有購買耐用衣服的意
識比較重要。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怎樣才可讓自己接受和穿著別人捐贈的衣服或二手
衣服。
參與者八提出可以借鑒救世軍，把二手衣物擺放得整整齊齊，不要標籤二手衣
物，可能會吸引市民購買二手衣服。在日本，「古著」是很流行，日本人不會
有「二手衣物就一定是很差」的印象，認為可以加強推廣。
參與者十指救世軍對回收衣物的要求很高，即是一定光潔如新，一條線也不可
以掉，否則會拒絕回收的。她進一步列舉救世軍對於回收衣物的要求，如只會
收大品牌的昂貴衣服、本年度的款式、依然保存簇新的衣服。因此一些投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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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箱的衣服，也可以是不知所終。她認同這可能是與市民普遍對二手衣物有偏
見，因此回收衣物的機構對衣物有很高的要求。
計劃總監說大眾或許對穿著二手衣服持有偏見，故此相關機構須收集一些相對
簇新的二手衣服。他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大眾的偏見。
參與者一質疑二手衣物在香港有沒有這麼大的需求，他表示基層市民對於二手
衣服也是沒有需求，詢問到底是需求還是供應問題，也沒有理由強迫別人穿二
手衫。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必要提供捐贈二手衣服的服務。
參與者八表示衣物回收機構收回二手衣服後，運送到其他地方轉賣，也是延長
了衣服的壽命，減少碳排放，也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市民想知道衣物最終由誰
擁有。他提出可以像回收紙張的貨車一樣，以一元一件的價錢收購衣服，讓市
民知道舊衣物的價值，市民便自然減少丟棄衣物。
參與者七回應參與者八，指現時有很多衣服回收後會運到第三世界國家，因為
運輸路途遙遠，不一定會減少碳排放。除非衣服回收後可以在本地處理，否則
回收衣物不一定是減少碳排放。他提議市民打算回收衣物時，選擇一些可信的
回收商，可以知道衣物回收後的下落。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七提到信任的問題。
參與者八查問現時經營衣物回收的機構，是商營機構還是慈善機構。
參與者七回應，表示慈善機構會收集衣物，然後運到東南亞。
參與者八進一步詢問，回收衣物在香港有沒有很大的需求。
參與者七回答，回收衣物在香港沒有大的需求，但是在東南亞有需求。
參與者十提出可以要求快速時裝生產商，制定衣物回收數量目標。她表示因為
這些生產商的衣服質量愈來愈差，生產商應該須為自己的產品負責。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十提到責任的問題。
參與者八認為參與者十的提議很好，如果在售出的產品中有一半可以回收，也
是一件好事。
參與者一表示這個措施是客戶強迫生產商，生產商不一定會跟從。他提出可以
計算每一個衣物生產商的碳排放量，並且向大眾公布，讓市民自行選擇，以數
據影響市民的選購行為，以客戶的模式影響生產商。他表示衣物碳排放標籤可
以令市民更了解生產商的碳排放量，他指出碳排放標籤可以顯示一間公司一年
整體產生的碳排放，雖然一件衣物可以產生很少碳排放，但是生產商製作衣服
的數量龐大，造成很大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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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一提到消費者在促使生產商改變其生產模式上，扮演了很重
要的角色。或許實施碳標籤的做法，可以促使生產商改變其生產模式。此外，
他複述參與者五所說，須計算一間公司一年的整體碳排放量。
參與者五表示他留意到不論是在香港，還是東南亞，即使天氣是攝氏三十多
度，依然有很多人穿著長袖衣服，而香港的冬天愈來愈短，提出在香港是不是
依然須經常穿著長袖衣服。他表示穿著長袖衣服是因為香港的室內冷氣比較強
勁，提出大企業可以牽頭把冷氣調到正常的溫度，推廣便服日，從而帶動穿短
袖衣服的文化。他表示由於短袖衣服的用料、厚度及袖長，較長袖衣服節省，
減了很多碳排放。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五提到與冷氣有關的議題，並說稍後會在能源議題上另作討
論。
計劃總監說現時流行進食低碳食物，例如鼓勵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或許這使
更多人了解與食物有關的碳排放量。他向參與者展示一些印有食物的小卡片，
邀請他們估計這些食物所含的碳排放量，並請他們順序排列這些小卡片。及
後，他邀請參與者就此討論，並於稍後時間提供這些食物的碳排放量的正確答
案。
參與者十指牛肉和油炸食物碳排放比較高，而炒雞的碳排放可能較高。
參與者一問及人造肉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說稍候討論有關人造肉的議題。
參與者八指野生魚類的碳排放比養殖魚類低，炒雜菜用油比較多，碳排放較
高。
計劃總監向參與者提供答案，答案按碳排放量的高至低排列如下：最高是芝士
漢堡、其後是炒牛柳、煎養殖三文魚、披薩、炒雞柳、炒蛋、田園沙律、烚
蛋、炒雜菜、牛油多士、本地生果，而最低的是野生三文魚。養殖三文魚與野
生三文魚的碳排放量相差很遠，而野生三文魚的碳排放量卻低於本地生果的碳
排放量。隨著大眾的環保意識有所增長，大家都奉行多菜少肉的進食原則。他
詢問有沒有參與者茹素，又或有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
參與者十表示自己每星期會有一天選擇吃素。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在改變飲食習慣時，會考慮什麼因素。
參與者九表示改善飲食習慣，考慮因素是健康。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若希望更多人改變現有的飲食習慣，政府或供應商須做
什麼，才可成功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

-6-

參與者六同意參與者九，指健康是考慮改善飲食習慣的因素，他提議餐廳研究
提供多一些多菜少肉的選擇，因為現時不是很流行多菜少肉。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在低碳飲食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八指低碳飲食是個人選擇，有人喜歡吃素，有人喜歡吃肉，除了是健康
以外，是很難改變別人的。
參與者一表示食物的營養是最重要，健康比碳排放更重要。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少吃肉類使人更健康的說法，是否更能使大眾奉行多菜
少肉的進食原則。
參與者八認同參與者一的說法，指自己不會選擇低碳排放但不健康的食物。他
表示政府可以多宣傳少吃肉的健康與低碳飲食方式。
參與者四表示少吃肉的飲食，對於體力勞動大的人，是很辛苦。
計劃總監指本地在廚餘方面有很大的問題。廚餘佔全球的總碳排放量百分之
八。他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方法可推動大眾減少廚餘，例如湯渣及咖啡粉等。
參與者一表示垃圾徵費是減少廚餘的第一步。
參與者三指現時餐廳的食物分量劃一，她建議餐廳可以修改餐單，可以分成小
分量或大分量，避免顧客吃剩而產生廚餘。她分享自己的經驗，指自己點餐
時，如果預計自己不能吃光所有食物，會跟店員說不要部分食物。
參與者十表示現時有一些餐廳推行少飯減一元的推廣，但推行的餐廳不多。
參與者一表示這個措施可以推廣。
參與者三表示可以從價錢著手，不僅健康一點，少吃一點便可以省一點錢，例
如吃田園蔬菜較便宜，而吃安格斯牛扒會貴些，以價錢吸引市民吃素。
計劃總監提到「食物里程」。剛才參與者三提到安格斯牛扒，或許這些牛於美
國飼養，然後製成牛扒，並運至香港售賣。就此，她詢問參與者三怎樣促使更
多人選擇進食本地種植或生產的食物。
參與者三建議可以推廣本地食材，如肉，炮製美味的菜式推廣，使市民對本地
生產的食材有信心，從而吸引市民選用，不再選擇來自美國、內地的食材。她
又指這些從外國入口的食物，運費很高。對於未來肉或人造肉，她表示很擔
心，怕當中有化學成分，會對人體有害，她舉例新鮮雞蛋與人造雞蛋相比，人
造雞蛋的製作費用昂貴得多，因為經濟效益不高，而市民可能存有偏見，覺得
人造食物較自然食物遜色，也未必能夠習慣味道，怕對健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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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提到未來肉，即抽取牛細胞，毋須採用以往的飼養方法，便可以「種
出未來牛肉」。他詢問參與者在這方面有沒有考慮的因素。
參與者一指人造肉的價格也是較高。
參與者六表示市民可能會怕未來肉、人造肉會有安全問題，因而不敢嘗試。他
提議可以推廣素肉、植物肉。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提到對這些食物抱有一些特定的心態。此外，他詢問參與者
能否接受這類產品，以及詢問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見。
參與者一指「超越肉類」（Beyond Meat）也是美國的，所以運輸成本也會跟其
他進口食物一樣。
參與者六表示「超越肉類」也可能有基因、安全問題，吃了以後有沒有後果，
又或會影響其他生物，他表示自己不會偏好選擇這一類食物。他提議可以仿效
中式素菜館，推廣用其他食物製成仿製肉類，因為這些食物是取自其他天然物
料，會比人造食物好。
計劃總監說這個環節討論與冷氣有關的問題。在日常生活方面，若五小時不使
用冷氣，便能減少一公噸碳排放量。某團體曾批評香港是一個「冷凍之都」。
他詢問參與者，假若規定溫度升達 28℃才可使用冷氣，是否一個值得考慮的做
法。
參與者六指政府可以考慮設定冷氣溫度限制，室外的氣溫或濕度超出某個數值
才可以開冷氣，但要設立例外的狀況。他表示香港比較潮濕，室內通風不一定
佳，如果強制 28℃才開冷氣，有些人會忍受不了。
參與者十查問冷氣使用的碳排放數字，是否不開冷氣五小時便會減少一公斤的
碳排放量。
計劃總監澄清，不使用冷氣五小時能減少一公斤碳排放量。
參與者一指設定冷氣溫度限制涉及監管問題。他表示以前政府想推行商場冷氣
維持在 25℃，但是商場業界發現太熱會減少市民逛商場，才使商場開強勁的冷
氣。他指出在商業社會，冷氣愈大才會有多些人流，商場當然會選擇把冷氣開
得強勁一點。他提出除非立法規管商場的冷氣溫度，否則不可能做到，也是很
難監管。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參閱碳足印圖案。該圖案顯示，電力佔本地六成的碳排
放，而該六成的碳排放當中，源自建築物的碳排放佔九成。他詢問參與者在建
築物方面，有什麼誘因及措施可促使業主或大眾多開窗戶，少開冷氣，又或增
添更多可再生能源裝置。
參與者八提出可以用獎勵方式令市民節省建築物用電。他引述自己居住的大廈
委托了智能燈光照明公司更換所有燈光照明為環保智能燈，大廈沒有付一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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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而是把往後三年所節省的部分電費交給該公司。他表示，即使他們得不到
獎勵，仍然可節省很多電費，由原本約兩萬元減至一萬元，但是相對須較長的
年期才能看到節省的能源效益。他提議政府可以給予優惠、花紅、補貼。他提
出現時電力公司會給予優惠給節約能源的家庭用戶，但是沒有針對商戶的同等
措施。他又分享自己的經驗，指自己用電不多，不會胡亂浪費電力，有時候自
己可以得到這些優惠，但是在夏天得不到。他續指電力公司只提供優惠措施給
小用戶，沒有獎勵用電量大的用戶，政府是可以獎勵大用戶。他提議鼓勵智能
燈光照明公司主動接觸用戶，因為這些設備可以節省很多電力、電費，可透過
節省電費的角度向市民推廣。他表示如果不是自己大廈安裝了這些智能燈光照
明，也不會知道可以節省了接近一萬元的電費。新建築物應該有新的建築物條
例，以法例要求用戶選用環保燈具或是節能裝置。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八提到更換能源裝置便能節省電力。他詢問參與者是否應從
這方面鼓勵大眾，讓他們知道這個做法可以減少電費，並詢問他們在這方面的
意見。此外，他未知未來興建的建築物能否採用這些節能裝置，並說或許日後
會將之納入考慮因素。
參與者六指政府應該強制在設計建築物時，增加通風度，或使用其他設計，應
用風扇或其他特製的通風設備，從而減低冷氣使用和碳排放。就現時機電署的
能源效益標籤，他建議政府可以進一步推展政策，以法例規管，禁售能源效益
標籤評級低至某個水平的電器，例如是五級、四級的電器，這樣才可以要求生
產商製造具能源效益的產品。他指現時市場仍然會出售五級、四級能源效益標
籤的電器，不知道市民對能源效益標籤的意識，須加強教育。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六提到教育方面的因素。
參與者七指近年落成的樓宇是密封式，因為採用預製組件興建樓宇，故不及以
前和諧式樓宇或 H 型公屋般有很多通風的空間，如走廊。他指由於走廊和其他
空間沒有對流風，市民回家後被迫開冷氣。他指出本應可以透過樓宇設計，減
少使用冷氣。他續指，公營樓宇在香港佔了很大的比重，政府與房屋署是香港
其中一個大規模樓宇的建築商，可以透過規管樓宇設計，改善通風，減少使用
冷氣。至於私人樓宇的設計，他表示很難強制安排。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什麼是低碳出行，並會否盡量減少駕駛私家車，改搭公共
交通工具，又或改以步行或踏單車等。此外，政府須在城市規劃、實施電子道
路收費方面考慮什麼因素。
參與者六提議政府可以減少汽車的數量，例如增加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成為
經濟誘因，減少市民購買私家車。他指出私家車比公共汽車效率較低，即使巴
士碳排放較高，但每次搭載的乘客逾數十或百人；私家車每次只可以乘載最多
五人，碳排放跟巴士相差可能不超過十倍。他進一步指，由於私家車在香港佔
很大的比例，可以減少私家車增長的數量，不但可以減少碳排放，而且可以減
少道路擠迫及改善空氣污染的情況。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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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一指炒風促使私人屋苑的車位變得昂貴，達至數百萬元，令地產商得
益。他提議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內地，購買車輛要抽簽、排隊，或者借鑑新加坡
徵重稅，稅收歸政府。
計劃總監說外國實施無車區的做法，詢問參與者本地能否仿效，是否可行。
參與者八指出香港一些地區是很難禁車的，因為沒有配套。他舉例指觀塘沒有
單車徑，曾向觀塘區議員提議在觀塘海濱公園加設單車徑，在公園落成後十年
才加設單車徑。由觀塘踏單車到尖沙咀，也是不行。他續指香港曾討論加設單
軌鐵路、集體運輸系統，已經討論十年也還在設計階段，政府必須加快步伐。
如果要市民少用交通工具，必須要易行。他建議加設行人天橋系統，方便行人
行走。政府對於每一個地方或政策也要花很多時間研究，他認為必須加快步
伐，不可以紙上談兵。共享單車本來是好事，他覺得政府也會鼓勵大家使用共
享單車，但是沒有配套，於是共享單車變成廢物，沒有人用到。
參與者七表示早年香港的鐵路系統做得很好，可以有效減碳，因為連接不同的
基層社區，市民會選擇用地鐵出行。但是近年政府向地產項目傾斜發展，覺得
鐵路上蓋物業市值較高，這些地區較為中產，多數居民有私家車，較少市民使
用鐵路，這些地區的鐵路只服務少部分居民。他建議政府興建新鐵路時，或是
重建鐵路附近的社區（如彩虹村），可以考慮不賣地作私人屋苑，而是繼續建
設公屋，讓鐵路站得以發揮角色，有更多人可以使用鐵路，減少碳排放。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在城市規劃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五指現時油站很普遍，然而大部分車用充電站只供私家車使用，他提出
充電站會否開放予商用車，如巴士、小巴。他表示因為配套不足，未能推出電
動商用車、載客類型的電動車，因此建議政府加速興建商用車輛充電站，推動
商用車輛對碳排放的影響。
計劃總監說很多國家已經制訂禁止售賣柴油車的法例。他詢問參與者本地應否
效法外地的做法，制訂相關法例。
參與者十指香港政府現時打算淘汰歐盟四型、歐盟五型車輛，目前仍未禁止柴
油車。
計劃總監說現時政府並未禁止銷售柴油車，也沒有制訂與禁售相關的法例。他
詢問參與者是否須在 2025 年或 2050 年制訂相關的法例。
參與者一回應指香港淘汰歐盟四型車輛、歐盟五型車輛的措施是針對商用車，
目前沒有針對私家車的政策。
參與者四指在其他國家（如英國）有設立更換電動車的時間表，但是香港沒
有，他提出香港應該設立相關時間表，如四年之內把所有車輛完全更換成電動
車，給市民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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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表示香港在推動商用電動車方面，表現很慢，現在內地的士也全數使
用電動車，但是香港一輛電動的士也沒有。她舉例，九巴仍然試行電動車，集
中在數條路線嘗試，但有時會終止試行。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四提出引入個人移動工具，如風火輪（電動平衡車），即使車速低，但
市民出入更方便，如村民前往地鐵站，毋須家人用私家車接送。他指現在運輸
署只准許使用單車，但禁止有一定速度的電動平衡車。他又指政府可以規管平
衡車，例如在行人路上的速度。他認為這種車便攜，可以帶到公司或家裡。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八認為要改善單車徑，行人路始終留給行人使用，才會安全。如果單車
徑的網絡是好，風火輪（電動平衡車）也是可以在單車徑上使用，便會安全一
點。他建議加快改善單車徑的網絡，讓市民可以在這些基礎設施上使用其他工
具。
計劃總監感謝參與者八給予意見。他說很多外國城市已設立淨零碳目標，即碳
中和。他詢問參與者，應否為本地減碳而制訂一個進取的目標，還是一個較為
務實的目標。
參與者十認為可以設立一個積極進取的目標。
計劃總監提到或許須在 2030 年或 2050 年達致一個較高的目標。此外，他提到
或許在 2020 年前，本地的能源組合內的天然氣比例或須增加，而燃煤的比例則
須減少。然而，天然氣不是零碳能源。可能本地須探索使用其他能源的可能
性，例如自行發展可再生能源或輸入核電。他詢問參與者對此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一指如果香港的能源組合須有八成的零碳能源，是須進口的。如果不輸
入能源，香港是不是可以做到，他認為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四提出能源儲存（energy storage）在外國很盛行，例如汽車電池之類，
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強制樓宇設立空間儲存能源。即使香港看似供電
很穩定，但每一秒也有可能浪費。他認為把這些「浪費」儲存起來，在有需要
時便可使用。這些儲存的能源，再加上時下流行的太陽能板作為配套，可在建
築物又或是其他地方應用。能源儲存不一定要用新的電池，可以用舊電池組
合，幫助回收電力。
計劃總監說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能力有限。他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方法可進一
步在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
參與者六認為需要長期的支援才可以加強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以他所知，
政府只是資助不同機構安裝太陽能板，兩三年過後，這些資助機構未必能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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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的保養費，太陽能板或變成廢鐵。他建議政府除了資助安裝太陽能板
外，還要有長期保養或維修支援，讓太陽能板可能延續壽命。如果保養得宜，
太陽能板是比較耐用，但由於現時缺乏保養回收、清潔，所以太陽能再生能源
在香港未能普及。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在本地進一步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一指現時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以每度電五元賣給電力公司，如果太陽
能板用戶有經常性收入，便可能會維修。他又曾聽說維修太陽能板是很貴，要
數十萬元。
參與者六回應，指整個太陽能項目費用是數十萬元，維修費是否需要數十萬
元。
參與者一指太陽能板一年、兩年的保養費用可能需要六位數字，或需要換上偵
測光源的型號。
參與者六回應指普通村屋天台不一定再安裝偵測光源的太陽能板。
參與者一指申請安裝太陽能板後，才發現後續費用是很貴。
參與者六回應指這種模式可能是數年前的。
參與者一指加裝太陽能板確實可以很有效地發展可再生能源，但是因為缺乏回
收保養，最後太陽能板成為廢鐵。
參與者三回應指，可能就是沒有人或單位管理太陽能板。
參與者一指政府沒有想過需要有專業知識管理太陽能板，可能政府需要在這方
面提供多些資料、專業支援，以幫助太陽能板用戶維修。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六提到須在教育方面下工夫。
參與者六借鑑參與者八早前分享在大廈轉裝智能燈的經驗，認為私人公司可協
助大廈加裝太陽能板，並與大廈分享補貼。這樣便可以推動市場。
參與者三指一些中學天台也加設了太陽能板，但不知道現在狀況如何。
參與者一指最初安裝的一批太陽板能可能已成廢鐵。現時可透過可再生能源上
網電價計劃，按每度電補貼五元，使用戶每月有收入，有誘因維修太陽板。他
指以前的方法是補貼用戶的安裝費，用戶減省了電費。因為每度電只是一元，
誘因相對較少。但現在上網電價是五元，提升經濟誘因促使用戶繼續維修太陽
能板。他又指五元是全世界最貴的上網電價，內地每度電費是五毫，問為何不
購買內地的可再生能源，反而香港要用五元發電。他問為什麼要用十倍的成本
來鼓勵發電，深圳的太陽能跟香港的有什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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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說現時兩電與政府已展開上網電價計劃。他詢問參與者，有關方面與
私人公司合作時，須考慮什麼因素。
參與者三認為大幅度的回贈會促使太陽能板用戶及香港的電力公司繼續使用可
再生能源。她認同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不一定是最成功的方法。
計劃總監說上網電價計劃不是一個最成功的項目。
參與者一指以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吸引村屋居民是可以的，但是對港島用戶沒
有吸引力，因為香港島沒有放寬高度限制。
計劃總監提到錦繡花園。
參與者三提出類似錦繡花園的屋苑、小型屋村，建設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要
一直進行，並持續跟進，不管大型、小型也需要做。學校天台也可加設太陽能
板。她又指民間或許能夠自負盈虧，但須加多宣傳。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能否接受使用核電。
參與者三表示危險，怕會產生核洩漏問題，對市民各方面有影響。
計劃總監複述剛才參與者所說，若要達致控制升溫於 2℃之內的減碳目標，無
可避免須從外地輸入電力。若然如此，他詢問參與者對此有什麼疑慮。
參與者七表示透過引入內地核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來達致零碳排放，是沒有意
義的。他闡釋，內地供電緊張，如果強行向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只是能夠幫
助香港達致零碳排放，內地便會相對上少了可再生能源、核能。他指與其搶了
內地可再生能源或核能而達致香港零碳排放，不如在港發展可再生能源。世界
作為地球村，只是香港做到零碳排放，但拉大了內地的差距，結果仍然是一樣
的。他表示只是著眼於香港、區域性達到零碳排放是很短視。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對此有什麼疑慮或意見。
參與者七覺得香港有很多空間可以發展可再生能源，只是政府沒有推動，現時
在三大水塘加設了太陽能板發電，仍然可以在其他水塘繼續發展這類設施。他
提出不要浪費香港市區的天台，除了一些必要的空間如泵房，可以規定每個天
台要做一定百分比的綠化，加設太陽能板等等，以緩減熱島效應，或以綠化把
碳鎖在植物裡。
參與者一提出在所有天台加裝太陽能板，是否能夠達到八成的發電量。
參與者七回應，表示未必能夠達到八成發電量，但是至少有空間發展。
參與者一指政府已經進行了相關研究，沒有可能達到八成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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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指即使所有天台鋪滿了太陽能板也是不足夠。她猜測在大廈鋪設太陽
能板可能會影響結構，也要視乎業主立案法團的取向，可能是件難事。
-完-

- 14 -

A003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新界東（第 1 組）
2019 年 8 月 15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新界沙田廣源邨瀝源社區會堂

計劃總監一 1邀請參與者以其專業的角度，就大廈的節能減碳措施、訂立減碳目
標及其他可行的減碳措施給予具體的意見。他提醒參與者尊重彼此的發言時
間，並以簡短及扼要的形式發表意見，而稍候時間則將作討論。他邀請計劃總
監二 2就衣和食方面作出簡介。
計劃總監二邀請參與者參閱派發的資料，了解某類衣服整個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量。他讓參與者計算自身一年內所購買的衣服的碳排放量。
計劃總監一指衣服的整段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已經顯示在資料上，當中涉及該
件衣服的原材料、運輸和生產等。他認為消費者可以較精明地購買衣服，即只
購買必需的衣服，就可從日常生活中減碳。就剛才簡介提到碳排放量的議題，
他亦指進口產品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是計算於外國的碳排放量內。然而，從整體
環境來看，若本地須達到《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時，便須在各方面下工夫。
他詢問參與者會否認為自己是個浪費的消費者，或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參與者二認為自己屬精明的消費者，只會買適合自己的衣服，每年大概買五
件、六件衣物。
參與者五指政府在 2008 年曾做過碳審計，計算進口貨品的碳排放。政府應該公
布進口貨品的碳排放量，否則單由每個人計算自身的碳排放量，作用不大。
計劃總監一說或許須增加相關數據的透明度，讓市民及不同界別的人士知悉，
尤其是消費品。據他所知，環境保護署現時有提供按生產基地編製的本地碳排
放數據。他認為增加能源及碳排放數據的透明度是其中一個可向政府提出的建
議。他隨後向參與者展示一個碳標籤樣本。他指在不同的場合中，參與者提及
盡量減少購買衣服。他表示碳標籤能讓消費者知悉製作衣服時所產生的碳排放
量，並指外國也有碳標籤的做法，例如在歐盟國家。一些研究數據顯示，一件
T 恤的碳排放量是 8 至 15 公斤，而他手上的碳標籤樣本則顯示某衣服的整個生
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包括製作過程中所產生的 2.4 公斤碳排放量。曾有參與者建
議引入這類型的碳標籤計劃，未知會否讓消費者在購買衣服時作出精明的選
擇，他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七表示衣物加上碳排放標籤的做法恰當。
1

計劃總監一 - 梁子謙先生

2

計劃總監二 - 陳雋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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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認為網購會增加碳足跡。以往由店舖入貨、包裝貨品，但現時分拆網
購零售會增加碳足跡。
就參與者四的意見，計劃總監一指可引入碳標籤到零售點，但難以於網絡實
行。此外，他指若採用碳標籤是一個趨勢，網絡因素將是一個較難處理的問
題。
參與者八認為很難監管網購的包裝，應該以較多人購物的網購平台或熱門產品
作試點，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五表示只能統計在香港生產的貨物的碳足印，海外生產的則難以統計。
他對碳排放標籤的成效存疑。
參與者六認為應該由能源消耗較多、運輸需求較大的產品著手做試點，效果會
更佳，因為更易掌握生產這些產品時所消耗的能源。相反，要計算生產體積細
小的日常用品的碳排放量，所需的資源較多，在減碳方面所花的資源較多，但
效果較小。相反，由高耗能的產品減碳較易入手，效果較大。
計劃總監一指參與者六的意見與產品種類有關。他詢問參與者若實施碳標籤的
措施，應該選擇什麼機構或場所作為試點。
參與者五認為應以香港生產線作試點。政府去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及「再工業
化」，因長距離運輸增加大量碳排放，因此應該將一些簡單的工業或食物生
產、農業搬回香港，可以有助減排。
參與者三憂慮沒有機構願意做碳排放標籤，他亦質疑產品加上標籤後，未必會
減低消費者的購買意欲。很多人購買衣物只因價格便宜，而製造衣物的碳排放
量並不是購買時會考慮的因素，因此應該由其他方面著手，令市民認識購買衣
物時會產生碳排放。此外，若只著重於減排數字，流於空泛，市民難以掌握。
計劃總監一說參與者的意見似乎與教育及提升相關意識有關。
參與者六認為減低需求是最有效的方法。由於人們購物時大多只考慮是否合
適、價格是否合理等因素，碳排放量並非重要的考慮因素。但是減少浪費的理
念放諸四海而皆準，亦能有助減碳。
計劃總監一派發與食物有關的減碳資料予參與者參閱。他相信參與者對多菜少
肉及盡量少吃牛肉的倡議耳熟能詳，並琅琅上口，例如一些奶類製品及紅肉所
牽涉的碳排放量普遍較蔬菜高。他詢問哪位參與者茹素。他說曾有不少參與者
認為從食方面著手減碳，是相當重要的。有研究報告顯示本地肉類和奶類製品
的消耗量十分強勁。他詢問參與者從個人方面（包括飲食習慣）或商界方面，
可如何扭轉這個情況。他未知能否真正落實每個星期都有「Green Monday」。
他詢問參與者在這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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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表示即使希望轉吃素，但市面的選擇太少，例如十款菜式只有兩款是
素食，也不知素食是否美味，故減低了選擇的意欲。他認為應由商界做起，政
府應該促使商界提供更多素食選擇。此外，他認為應要考慮食物是否由外地輸
入，並留意食物的包裝，例如超級市場售賣過度包裝的蔬果。至於食物的碳里
程，他認為本地食品的供應量極低，政府應積極推動屋邨、都市農業，尤其是
在公眾地方。素食食物的種類應該更多。
計劃總監一詢問其他參與者在加強本地食品供應及減少進口外地食品的意見。
參與者七表示支持本地農業是十分重要的。他認為香港有不少素食餐廳，食物
質素不錯，價錢亦不算昂貴。然而，很多人根本不願光顧全素食餐廳，所以即
使商界提供了選擇，亦要有足夠的需求才能夠支持營運。
參與者五表示基於商業考慮，若難以營運的話，便不會再經營全素食餐廳。另
外，他提到香港的廚餘處理率十分低，很多廚餘被運到堆填區。以小蠔灣為
例，若能回收廚餘再處理，便能減少很多碳排放，但未必能完全回收沼氣。因
此，他認為應考慮在新的建築物回收廚餘，例如公屋、村屋等。至於膠樽回
收，真正回收率不足百分之一。廢紙、豬油等亦沒有本港企業回收。他認為應
該建立本地回收業，以減少回收時的碳里程。此外，他認為回收做得不好，是
因為成本太貴。
計劃總監一指在回收固體廢物及廚餘方面，實際上遇到很多問題。他詢問參與
者，問題是否源於相關政策或支援並不足夠。
參與者三表示台灣經濟不比香港好，但台灣亦有廚餘回收車，回收廚餘，故他
認為香港亦有潛力回收廚餘，而政府亦有推行一些試點。根據他當回收義工的
經驗，政府應該為回收廚餘的社福機構提供更多資助。現時這些機構以合約形
式接收一筆過的資助，若合約完成後未能再成功申請資助，則難以繼續提供回
收服務。另外，廚餘回收亦可以進行分類，例如果皮、茶渣、咖啡渣等應該各
自獨立分類，然後升級再造。
參與者六表示收集廚餘需要不少資源，成本高，要有需求才能有一系列相應的
配套，否則只會原地踏步，難以取得進展。
參與者七認同除了成本高外，廚餘的成品不外乎是化肥，但香港農業並不發
達，對化肥需求小。台灣地大，有農業，對化肥有需求。反觀香港，即使漁農
自然護理署免費提供廚餘製成的化肥，亦沒有需求。至於升級再造，這是可以
考慮，但大型的升級再造項目則難以實行。現時簡單如回收膠樽、廢紙、鋁罐
的分類亦做得不好，當中有很多垃圾，如果皮、茶渣等更難處理的廚餘，只會
增加回收難度。相反，若只是鼓勵市民在日常家居自行回收再用，比集體回收
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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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表示香港生活空間太小。在日本，回收物分可燃和不可燃，隔幾天才
回收，因此要將廢物留在家中數天。然而，在香港，例如劏房戶等，要求分類
回收是不切實際的。相反，香港可仿效台灣，每日由垃圾車進行回收的做法。
計劃總監一聽過幾位參與者的意見後，槪括政府似乎在回收方面擔當著一個重
要的角色。
參與者七表示日本將垃圾分為可燃與不可燃，並以焚化爐處理可燃的垃圾。他
認為可考慮在香港以焚化爐處理一些可燃的垃圾，例如食物包裝等。另外，香
港亦可考慮用廚餘發電。
參與者五表示小蠔灣有廚餘發電。
參與者十認為這做法既可以回收廚餘，亦能做到轉廢為能。
計劃總監一覆述參與者十的建議，使用生物柴油也是一石二鳥的做法，既能處
理廢物，又能轉廢為能。
參與者五表示屯門有一間已獲發牌照的廚餘回收廠，其餘兩間營業的回收廠則
尚未領牌。
計劃總監一指，正如剛才參與者所言，回收廚餘方面的發展較慢。接下來，他
講解住和行方面分別代表建築物和交通運輸，是減碳的主要範疇。他詢問有否
參與者是來自建築或物業管理公司界別。由於沒有人來自這兩個界別，故他視
參與者為業主、租客或建築物使用者，而剛才簡介提到約七成的碳排放量來自
發電，這些電量大部分用於建築物上，正如現場有很多設施都需要使用很多電
力。他詢問參與者作為建築物使用者，可以怎樣減碳，例如是否可以通過業主
委員會減碳。他相信參與者知道香港有「冷凍之都」的稱號，並相信參與者感
覺商場的溫度較低。他指曾有參與者認為政府要在這方面採取強硬的措施，甚
至訂立一些準則，如氣溫達致某度數才可以使用冷氣或對某些大廈設定使用電
量的上限，逼使使用者減少使用較耗能的電器。他詢問參與者就這方面，本地
應該朝哪個方向出發，是否由政府立法、提供資助予不同的界別推動、採用綠
色建築模式，又或是其他方法。
參與者六表示政府提供援助、引入能源標籤已有一段時間，接下來應該要引入
較強硬的方法。以他個人經驗為例，其租住單位的冷氣機壞了，業主卻購入只
有二級能源標籤的冷氣機，因電費並非由業主繳付，故業主不願意購買較省電
的一級能源標籤冷氣機。只要市面上仍有一些較低級別的電器，便會有人使
用。因此，為了追求更高能源效益，政府應該立法禁止非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進口。若政府有決心，應該以此方法停止市民使用低能源效益的電器。他認為
即使這些較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價錢較貴，但卻更省電和電費，長遠來說亦不一
定令用家花費更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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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若市場上只有一級和二級能源標籤的產品，會否擔心某
部分階層人士未必能夠負擔這方面的開支。
參與者五表示若只提供資助，是不切實際的。若不禁止進口，應可考慮向非一
級能源的電器加徵稅款。另外，他指使用升降機的能源消耗比買衣物多。在香
港，升降機、伺服器、冷氣機等長期使用的機器耗電量大。此外，建築物阻擋
了通風，令氣溫升高，冷氣用量亦會增多。他亦提到巴士的冷氣需要在車廠調
校，故應考慮要求巴士在行車途中亦能夠調校冷氣溫度。
參與者三表示公司大廈在晚上十時便會關掉大廈的用電總掣，需要開燈時要通
知物業管理處，洗手間內的電燈亦會在閒置時轉為備用狀態。他認為大型物業
應該要效法，這做法既環保，亦能節省電費，是雙贏的做法。他認同香港的建
築物太高，造成熱島效應，很多大廈為密閉式，通風系統欠佳，室內溫度亦相
當高。政府亦應該推行先導計劃，改善社區設施、建築物的設計，減少使用冷
氣機，並推行綠化。
參與者八表示政府應鼓勵機構容許員工不用穿著行政套裝上班，以減少因衣著
令體溫上升，繼而要使用更多冷氣。氣候變化令溫度再上升，故應該考慮為此
作出更大的改變。
計劃總監一相信某些大型機構，甚至政府也有實行參與者八提到的一些建議，
但這屬自願性的做法。
參與者五聽聞日本規定了氣溫高於 28℃才可以開冷氣。日本首相亦會以短袖
衫、短褲示人。
參與者七表示香港天氣又濕又熱，很難要求在高於 28℃時才開冷氣。
參與者五表示日本沖繩容許員工穿著夏威夷恤上班，香港的銀行亦應考慮容許
員工減少穿著隆重的服裝。政府應鼓勵一些企業先行推動，並逐步推行至全港
機構。
參與者六表示很多公司為招待客人，會將冷氣溫度調低，務求令來者感到舒
服。他認為此舉並無必要，亦會浪費能源。
參與者五指很多舊樓的升降機已使用多年，需要更換。政府應簡化資助舊樓大
廈更換升降機的申請手續，務求加快更換舊式升降機。
計劃總監一覆述參與者五所說，希望更換升降機的申請手續可以便利些。在低
碳出行方面，有參與者提到生物柴油，而簡介也提到低碳及新能源車輛。他說
本地仍停留於討論使用電動車的層面上，而外國已討論使用以生物柴油驅動車
輛及很多不同類型的新型車輛，以助減碳。另外，他認為應從根本開始做起，
減少或控制私家車的數量。他詢問參與者對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有什麼意見。
多年來，本地已推動電動車及電動巴士，但似乎仍未成氣候，故此他詢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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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何意見。他未知政府應否在這方面加快步伐，而運輸界別是否也要在這方
面多下工夫。
參與者二表示香港在綠色出行方面做得不夠多，巴士在路面行走時令氣溫上
升。他認為政府應該投放資源加建電動車充電站及考慮其他可行的方法。他表
示政府推行電動車計劃已有五年、六年，但仍未有實質的進展。
計劃總監一指最近歐盟的新規例要求所有購置的巴士必須是電動巴士。他未知
本地能否在這方面採取積極的做法。此外，他未知現時能否就 2050 年的事情展
開這方面的討論。
參與者五表示電動巴士分為兩種，一種是巴士車身安裝電箱，另一種是每個巴
士站安裝充電器。在香港，除非在重建時安裝充電器，否則難以在已經滿布公
用設施的地底再加建充電器。另外，一些山路，如中、上環等，很難加建充電
器，所以完全轉用電動巴士有困難。至於電動車方面，政策應該配合加快審批
發牌。
參與者二認為應在平坦的地方作為試點，試行電動巴士，測試技術。待技術成
熟後，才擴大推行範圍。政府表示商業車輛排放廢氣較多，所以應該加強推廣
商業汽車電動化。政府應該多建快速充電站，令更多商用車可轉用電動汽車。
參與者五表示的士轉用石油氣，但現時維修公司數目不足。再者，由於很多地
方的地底不適合儲存石油氣，導致加氣站不足。這反映政府在推行時沒有提供
完善的配套。他質疑政府在推行轉用電動車時，會否重蹈覆轍，沒有提供足夠
的充電站。現時很多巴士在每日停駛後會停泊在巴士站，正因巴士廠車位不
足。由於土地不足，很多政策未能提供合理的配套。
計劃總監一邀請參與者就低碳出行、城市設計及城市規劃上，例如在單車友善
環境等方面發表意見。
參與者二表示車輛本身的價錢不是太貴。相反，新加坡駕駛證的價錢最貴。政
府應該效法其他城市，限制私家車數量，從而減少車輛數目，達到減排。
參與者五表示在內地行駛的車輛排放很多廢氣，但這些車輛卻十分容易獲發中
港車牌，可以來港行駛。相反，香港對進口車的管制十分嚴緊。因此，政府發
出中港車牌時，應該嚴格限制車款或強制驗車後才能在香港行駛。雖然成本較
高，但值得做。
計劃總監一邀請參與者在制訂減碳目標等方面提供意見。假設大眾生活習慣等
因素不變，估計本地有八成的電力要來自零碳能源，這才有助邁向長遠減碳的
目標，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和區域合作也許是達到目標的兩大方向。他提到
曾有討論核能及從內地引入可再生能源，並以專線專供或通過電網輸入本地的
可能性。他亦指曾有討論能源組合中的本地可再生能源比率是否可從百分之三
至四增加至百分之十以上。他詢問參與者就此有否初步的想法及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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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表示小冊子提到在 2030 年時增加天然氣、核電，他不明白為何將可再
生能源與核電相提並論，兩者並不相關。他認同可再生能源有發展的空間，例
如現時太陽能板的發展。他建議可考慮在山上安裝太陽能板。
參與者五回應核電與可再生能源的關係。香港的鄰近區域合作只有內地，而內
地的南方電網有八組核能機組，而可再生能源則是廣西和雲南的水力發電。因
此，香港買電的選擇只有內地。由於中國簽訂《巴黎協定》，所以該協定亦適
用於香港。根據《巴黎協定》，有一些優惠小島國家的條款，例如新加坡、斐
濟，他們受資源所限，可以以較低的水平完成協定的目標。他認為香港應該爭
取成為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以得到較多彈性。
計劃總監一感謝參與者五提出的意見。他詢問參與者，若大眾希望增加使用低
碳或零碳能源時，應該做什麼，又或先做些什麼。
參與者五表示政府曾於 2000 年就香港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進行研究，結論是只
能達到百分之五至十。現時香港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電力來至核電和天然
氣，他建議減少燃煤比例，增加使用天然氣，有助達到減排目標。至於要達到
零碳排放，即使用盡方法增加太陽能和風力發電，亦不可能做到零碳。此外，
向中國買電亦有風險，以去年颱風吹襲澳門為例，供電至澳門的管道破裂，引
起大停電，他日香港亦可以出現相同的情況。
計劃總監一指參與者五考慮到穩定性的問題。
參與者六認同供電穩定是十分重要的，南方電網供電的穩定性只有百分之九十
九點九，但中電供電的穩定性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港燈則達百分之九十九
點九九九。香港境內不可能發展核電，只能向中國購買，若增加向中國買電，
便會影響香港供電的穩定性。近年常有強颱風襲港，難保香港將會遇到澳門斷
水斷電的情況。
計劃總監一指參與者五和參與者六的意見涉及能源的供應及其穩定性，同時，
有關討論似乎亦牽涉到要在減少能源消耗及減少浪費方面上加把勁。這樣或許
有機會可以達到相關目標。他再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意見。
參與者一認為政府應該擔當主導角色，但現時政府只做推廣，卻沒有進行實質
的工作。政府只是做了帶頭角色，然後任由市場衡量有沒有利潤、能否持續經
營。他認為市場的著眼點不在於環保，而是能否繼續經營生意。因此，若社會
需要這些環保工作，政府應該主導，市民只是配合。另外，他認為教育是十分
重要的，若政府做得好，市民就會跟從，而非由市民帶領政府行動。因此，減
碳並非是自由市場能夠做到的。
參與者十一表示自己並非專家，他認為小市民很少接觸減碳的資訊，不會如一
些商業機構會訂立減排目標。他認同政府應該擔當主導角色。以垃圾分類為
例，即使市民已經做好分類，並放到相應的回收箱，亦不能夠確定這些垃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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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正被回收。很多新聞揭發這些已分類的回收物最終被棄置在堆填區。再
者，即使有很多人或義工參與回收，但內地的垃圾或海洋垃圾卻不斷運到或飄
到香港。另外，他認為若要在 2050 年達到減碳目標，必須訂立目標，並進行相
應的公民教育，為下一代建造更美好的將來。此外，科技日新月異，十年前沒
有人想到終有一天手機可以隔空充電，而在 2050 年，沒有人知道人類的科技將
會發展如何，但重要的是要立即開始規劃，否則只會原地踏步。以旅遊為例，
現時大多數港人每年不止外遊一次，因此如何可以配合減碳，亦要由公民教育
做起。
參與者三認同現時訂立的減碳目標與市民所認知的差距甚遠，很多市民不知從
何入手。他亦認同這方面的公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舉例說，乘坐飛機旅行所
產生的碳足跡需要市民作相應的行動來彌補，政府應該灌輸市民有關意識。
參與者十一認為配套設施是十分重要的。以芬蘭為例，街道的設計分開馬路和
單車徑，市民可利用單車出行。可是，在香港，即使希望用單車代步亦難以實
行，香港道路的設計並沒有單車徑，而且難以跨海由新界到香港島。即使有單
車徑，很多時它們太短，起步不久就會連接馬路。他認為政府應該主動做好規
劃。他亦認同日本和台灣的垃圾分類做得好，但在香港卻永遠難以實行。此
外，減碳行動除了宏觀的目標，亦應該有微觀的目標，否則對普通市民來說，
減碳完全不切實際、很空泛。他認為政府應該以試點推行減碳項目。以玻璃回
收分類為例，推行亦不夠全面，甚至不知道玻璃樽是否真正被回收。即使市民
很想為環保出一分力，但由於政府沒有做好各項配套，以致事倍功半，令市民
十分洩氣。
計劃總監一邀請參與者就短、中、長期的減碳方法提供意見。
參與者七表示曾經有人嘗試以單車代步上班，但香港沒有完善的單車徑，即使
有心人亦難以實行，更遑論一般市民。日本或其他鼓勵單車代步的地方，容許
在行人路上踏單車，但香港法例規定不可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只能在單車徑或
馬路，但馬路太危險，又沒有單車徑，所以應考慮容許在行人路上踏單車。他
認為環保不應只著眼於碳排放。另外，核電與可再生能源不應該相提並論。他
贊成香港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即使只佔很小的比例，亦應該發展。相
反，現時使用核電的比例已經足夠，毋須增加。購買核電似乎只是利益輸送，
而在香港發展核電亦會有很多人反對。他認為若要有穩定的供電，必須依賴化
石燃料，因為一旦啟動核電模組，便不可以隨時關閉。由於電力需求有高有
低，需要以燃料調節，比較環保的是燃燒天然氣，故增加天然氣比例最為合
適。核電站是計時炸彈，不應該再增加核電站。
計劃總監一指參與者七提及規劃單車徑及能源組合內核電比例的意見。
參與者二認為政府應興建快速充電站。若要推廣電動車，必須有足夠的充電
站。如只依靠商業自行發展，興建的充電站皆是慢速充電站。政府應該興建快
速充電站，加快商業車電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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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指參與者二發表有關商業電動車的意見。他繼續邀請參與者建議心
目中認為最應該先推行的措施。
參與者八認為應該由個人生活習慣做起，因購物、用電量等都與生活習慣有
關。除了教育外，亦要建立環保文化，令更多人習慣減碳。政府與大型機構應
該多作宣傳，並樹立榜樣。他認為可以參考現時由環保團體舉辦的省電比賽。
參與者四認為應該限制車輛的數目，這是較快減碳的方法。
參與者五認為應該減少人口增長。
參與者三認為社區連結市民和政府，在社區中（如區議會），若食物、能源等
方面能自給自足，自行處理廚餘、回收塑膠等，並參考「綠在區區」，在每區
設立資源回收點，再由中央集合各區回收物，生產回收再造的產品。這有助改
善現時回收物資不知去向的情況，但這視乎政府有否決心解決問題。
計劃總監一認為從社區為本的角度實踐減碳是一個較新的概念。
參與者六認為香港人口稠密，減少浪費能源是必須的，但如不倚靠外地供應可
再生能源的話，便很難減碳。他認為人口稠密增加了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難度。
有很多外國例子是輸入外來的可再生能源，供本土使用。然而，這會令人擔心
外來供電的穩定性，須花時間解決。
參與者七認為不應該為了達到減碳目標而犧牲供電的穩定性，因為《巴黎協
定》中的減碳目標只是盡力而為。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應制訂一個較高的目標，還是一個保守的目標，並指政
府在這方面沒有取態，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希望能夠聆聽市民的意見。
參與者七對可再生能源應持觀望態度，因為它們未必是真正的環保，例如製造
太陽能板所需的電力不一定比其所能產生的電量少。即使有新技術，亦應該考
慮這些技術的不足之處，在確定真正能做到減碳前，不應該隨便引入。
計劃總監一覆述參與者七所說，持保守、樂觀和務實的態度。
參與者五認為應該發展回收業和農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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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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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地區討論坊 - 新界東（第 2 組）
2019 年 8 月 15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新界沙田廣源邨瀝源社區會堂

計劃總監 1指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碳排放，她展示一些小
卡，並詢問參與者去年購買了多少件衣服。每張卡片的背面顯示該衣服在整段
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當中包含衣服製作、運輸、使用、清洗所產生的碳排放
量。她邀請參與者參閱小卡片的內容，並就此給予意見。
參與者一表示牛仔褲很耐用，可以穿很久。她認為買衣服是為了跟隨潮流，只
穿一兩次就不再穿。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會否每逢轉季都會購買很多件衣服，又或購買衣服後，只
穿一至兩次，當那件衣服不再流行時，便不穿著。
參與者二認為很多男士所買的衣服通常都會穿至破爛才更換。
計劃總監提到「速食時裝」，並指大型服裝品牌會大量生產衣服。然而，消費
者和市場未必對此有很大的需求。有些人認為這種模式或消費行為可以製造供
求，使市場有此需求。她說或許男士未必會購買很多衣服。就個人層面上如何
做到衣服減碳，以及大型機構和社會能否改變這種消費模式，她邀請參與者發
表意見。
參與者一說可以用一件舊衣服換一件新衣服。
參與者三亦不太同意剛才提到的消費模式。她認為沒有需求就沒有供應，為何
沒有需求仍要供應。她早前到丹麥，看到很多跳蚤市場。雖然丹麥稅收比較
多，但都算是富裕。每個星期六、日都會在細小的地方舉辦跳蚤市場，售賣二
手衣物，有殘舊的、比較新淨的、過時的、很年青的，什麼類型都有。她覺得
那裡以售賣二手衣服為主。有些地方都有回收舊物，通常都偏向廚房用具、日
常用品，很少是衫褲鞋襪。香港有低收入家庭，如果可以多點這些渠道和地
方，或者有這些概念及相關人士出售這些衣服，可以令大量生產的需求減少。
計劃總監指除了參與者三提到的二手衣服市場外，坊間也有時裝升級改造的店
舖。她說若衣服不稱身時，可以將兩件舊衣服改造成一件新衣服，延長衣服的
使用期。

1

計劃總監 - 李嘉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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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指我們的目標是減少香港人均碳排放，然而，我們所購買的衣服都是
從外國運來的，即使我們不購買衣服，只穿舊衣，在數字上好像也不能將 6 噸
減少至 2 噸。當然有全球化的影響，但香港的目標要做些什麼。似乎我們不購
買衣服也未能減去三分之二的碳排放，她不知道可以怎樣做。她認為要討論每
個香港人都可以實行的減碳辦法。她表示自己很少購買衣服，棄置的衣服或許
可計算在其他行業內。
計劃總監指可從國際協作和本地政府方面減少進口衣服，解決參與者四提出的
問題。此外，她指棄置衣服的碳排放量會被計算在工業及廢物處理業的碳排放
內。
參與者三表示香港有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計算在內。
計劃總監說那些東西在本地包裝。
參與者五詢問衣服從外國運來香港，其碳排放會否計入香港的碳排放內。
計劃總監回應這會被算作外國的碳排放。她舉例指某衣服在英國製造，若她於
曼徹斯特購買這件衣服，它的碳排放量會被計算在英國的碳排放內。另外，清
洗衣服需要用電，使用能源也會產生碳排放。
計劃總監指有參與者曾於其他場合提到網購衣物也會產生碳排放。就時裝網店
能否在這方面下工夫及網購是否較其他消費模式好和方便，她邀請參與者發表
意見。
參與者三認為網購太方便。購買後不合心意可以即時更換，這驅使人購買更
多。
計劃總監說網購可以免費退貨。她向參與者簡介碳標籤，並以某件衣服的碳標
籤為例，指該件衣服整個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是 2.4 公斤。她說本地已有食物標
籤，參與者會否希望有衣服碳標籤，如有，當消費者知道某件衣服的碳排放量
高時，會否選擇不購買。
參與者六表示根本應該教育市民減碳的目標和 self-criticality（自我批評）。
參與者三認同衣服標籤對消費者有幫助，但又未必會有人留意標籤。她認為有
標籤是不錯的做法，但同時亦要教育市民。比方說，即使有回收箱，但不說明
它的用途，人們只會把垃圾掉進去。
計劃總監說公眾須認識相關資訊，而適當的教育和宣傳也很重要，大眾才會有
所警惕。
參與者七認為可以推廣多些本地製作，包括生產至運輸過程前的 induction（產
品構思）。因為香港有的選擇不多，所以有很多網購及須從外國進口。如增加
本地的選擇，可以減少碳排放。例如限制每人每年只購買兩件衣服對很多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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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未必是很輕鬆容易做到，因為需要很大的行為改變。反而，如果能夠提供多
些選擇給他們，便能直接減少碳排放。她認為應由原材料開始。
參與者六詢問可否向生產商或消費者徵收碳稅。她表示較喜歡碳稅。
計劃總監說本地實行低稅制。
參與者五指我們很容易購買衣服，尤其 fast fashion（速食時裝）。商場租金這
麼昂貴，某程度上只有大品牌才能負擔，最方便大家購物的地方都被大品牌商
戶佔據。她認為應給予補貼或推廣多些本地小店。
計劃總監指剛派發的小卡含 12 款食品的資料，並邀請參與者按碳排放量的高
低，排列小卡片。她特別提到野生及養殖三文魚，並請參與者想想哪種三文魚
的碳排放量較高。隨後，她向參與者展示各款食品的碳排放量，並向他們解釋
碳排放量高低的原因。她補充指，可從烹調方式和選用食材上著手減低碳排放
量。此外，她提到「食品里程」可以幫助大眾減碳。本地有很多進口食品，在
運輸時所產生的碳排放量並未被計算在內，即使空運和船運都有碳足跡，但
《巴黎協定》卻不包括運輸時所產生的碳排放，故實際的碳排放量會較計算所
得的數字為高。然後，她邀請參與者就收集廚餘方面給予意見。
參與者一認為不要浪費食物，應減少廚餘。她認為在香港很難做回收廚餘，因
為空間不足和需要大量人手，屬於厭惡性工作。除非政府給予資助，確保他們
有一部可處理廚餘的機器。
參與者三表示可以提供補貼，讓他們租用地方或投資該方面。
參與者一指申請資助亦不困難，只是香港空間不足，難以實行這方面的工作。
計劃總監說曾有參與者建議政府在收集廚餘方面推行不同的措施，包括宣傳，
又說廚餘可用作魚糧或其他農業用途。她詢問參與者政府能否在農業方面著
手，解決收集廚餘的問題。
參與者三表示很難達到申請資助的要求，只要有多些農地就可以處理更多廚
餘，還可以減少碳排放及食物里程。同時，她覺得政府做得很不足夠，如果有
多些本地耕種，可以減碳。以她的家庭為例，廚餘佔了其家居垃圾的最大部
分。當收集廚餘後，已大約減少了一半的垃圾，再加上減少剩餘食物或將餘下
的食物妥善用作廚餘，家裡只有少量的垃圾。
計劃總監覆述剛才參與者三提到的內容，指廚餘可用於本地種植。
參與者四認為農業太複雜，並質疑就算推廣本地農業，有沒有人（如年青人）
願意耕作。她續問是家家戶戶自行處理廚餘，還是由中心統一處理。剛才也提
到要考慮處理廚餘時所用到的能量，當處理廚餘時，亦會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究竟是否值得推行廚餘回收，還是推行後的碳排放比原來的還要多。她又詢問
如何收集廚餘。香港收集廚餘的地方太過分散，例如只會收集餐廳或住宅的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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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如要到每家每戶收集不是很大量的廚餘，而每次收集過程中使用的車輛都
會排放溫室氣體。假如我們真的要全面收集廚餘，她質疑有否數據證明收集過
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較原先的低。
參與者三表示如果不先處理廚餘，而是直接送去垃圾堆填區的話，這些碳排放
都是一樣的。她也指出須教育市民，讓他們知道使用廚餘製作肥料的比例。只
要少量廚餘，再加上泥土和枯葉，才可較成功地使廚餘減少排放。據她所知，
現時多了年輕人從事耕作，他們都是使用廚餘的。反之，老一輩的農夫以往較
少使用廚餘，但現在慢慢趨向多使用廚餘，但他們未能完全準確地做到減少碳
排放。在不浪費情況下，不論是回收或 upcycle（將物品升級改造），將垃圾變
成肥料，總較使用化肥好，化肥的碳排放或污染比其他還要多。她不能保證製
作廚餘能減少碳排放，但肯定較使用化肥好。她指自己用最簡單的方式，直接
把廚餘放入泥土，然後使用適量的泥土及枯葉，即泥土及枯葉一定要比廚餘
多，並一層層放上去，最後變成有用的肥料，泥土會較肥沃。她不懂箇中原
理，只知簡易版本，直接把廚餘放入泥土內。開始時就像土或沙般，之後再多
些枯枝、樹葉，就會變成深黑色的泥土。這不一定要很複雜，也要從錯誤中嘗
試。如果想做一次便成功，就須先搜集資料。然而，她這麼懶惰，直接完成了
便算。
計劃總監指曾有參與者使用廚餘機，將已處理的廚餘用作小盆栽的肥料，這便
是一個不將垃圾棄置於堆填區的例子。接下來，她說很多人認為香港在夏天時
是「冷氣之都」。即使在冬天，公共場所、巴士和地鐵的冷氣溫度也很低。剛
才的投影片提到，七成的碳足跡源於生產電力，而建築物則使用了本地九成的
電力。她詢問參與者如何從用電方面著手，進一步減少使用電力，從而減少碳
足跡。她說某些城市規定高於某溫度時，才可以使用冷氣，例如韓國必須在
25℃或以上。她詢問參與者這個措施會對香港有什麼幫助。
參與者一指香港長期處於 26℃以上，並認為類似的措施不切實際，又指以往沒
有現時這麼炎熱。
參與者六認為應該在城市規劃方面，把樓宇分隔開，要求地產商不要太過貪
心，不要將樓宇興建得太高、太密集。
計劃總監說這是樓宇設計和土地規劃的問題。
參與者三表示學校的冷氣溫度亦很低。她記得在冬天時穿上羊毛外套，同時開
著冷氣，覺得不開冷氣就是損失。她認為第一步要由學校做起，又指出用電愈
多便愈熱。
計劃總監說曾有參與者提到惡性循環及現時發展商興建新樓宇時所引申的問
題。
參與者六詢問現時有沒有樓宇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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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現時有相關的樓宇規例，但未知詳細內容。她提到曾有參與者指舊
式屋邨的設計十分通風，或許在樓宇設計方面，能否參考過往的設計，做到對
流通風，讓居民毋須經常使用冷氣，也會感到涼快。另外，曾有參與者提到當
人口愈來愈多時，樓宇也隨之增多，故應規劃人口，才可有效地規劃土地。她
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一表示現時人們已經很少生育或選擇不生育。
參與者三指現代人都選擇不生育，反而選擇生育的人，就會有幾名子女，兩者
是很極端的。她的朋友育有三名子女，以同年齡來說算是多，但有些朋友選擇
不生育。
參與者四指大部分現有樓宇都是舊樓宇，不可能拆卸重建。她詢問應該在舊樓
宇方面做些什麼，例如改造較舊的樓宇是否可行。她認為應在舊樓宇方面做點
工夫，而新樓宇方面可盡量跟隨通風設計。
計劃總監指或許舊式樓宇未能安裝變頻式冷氣機。她詢問參與者若政府為此提
供誘因是否可行。此外，她詢問參與者對能源標籤的意見。
參與者三表示如果能源標籤指標是正確的話，也會跟隨購買電器。她會選擇購
買擁有高效能標籤的電器。
參與者六認為應從源頭著手。她又認為城市規劃做得不好，如土木工程署批出
一塊山坡地興建樓宇，做法很奇怪。另外，能源標籤早已實行，她認為可能須
要有下一步行動。
參與者三表示有些更高、更適合的土地，但又不選用，只選用綠色土地。她詢
問衣、食、住、行中的「住」是否包括工商大廈。她認為商場應先進行減碳，
因為他們迫令租戶每兩、三年便要裝修，然後再加租；裝修會產生大量的工業
廢料，小商戶亦沒能力承擔新租金。結果，只剩下國際牌子，他們大量生產，
造成另一個循環。她認為正確來說，衣和食方面都是有關聯的。
參與者二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多安排 home office（在家工作），不用幾百萬人同
時上班，有助減少排放。他又舉例，在細小的居所裡，只開風扇也會感覺凍，
不一定要開冷氣，但他知道這是很困難的。另外，在辦公室有很多人毋須使用
電腦時亦沒有關掉，他認為辦公室裡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減碳。在辦公室裡，即
使整個星期不關掉電腦、風扇及冷氣，人們亦不用付電費；而在家中就須盡量
減少用量，積少成多，幾十萬人一同減少用量就能達到減碳效果。他認為在家
工作的模式在香港不用推行得太頻密，最初可以半年一次，但他不知道這有沒
有可能發生。
計劃總監說參與者二的建議既可節省交通開支，又可減少出行方面所產生的碳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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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認為在家工作的概念很有趣，家居是用者自付，所以要少用電，而辦
公室是由公司支付電費，故可以無限量使用。她表示有些公司會在星期六、日
關掉電燈及冷氣。她認為一星期可以安排一兩天在家工作。
參與者一詢問在家工作會否比較沉悶，因工作與休息都在同一地方。她同意這
個建議可以減少支出，同時減少衣、食、住、行四方面的支出。這就好像熄燈
一小時活動，如每月安排一次的話，大家都可能會贊同。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駕車，並追問他們每星期有多少次駕車上班。
參與者八表示只是假日才駕車。
參與者九表示因工作需要，他整個星期也要駕車。
計劃總監說在行方面主要是呼籲市民多用集體運輸交通工具。她說傳統車輛的
內燃機會排放死氣，又提到電動車品牌及外國已生產生物柴油車輛。她詢問參
與者有否增加引入非傳統車輛的可能性及現時有否提升相關配套的空間。
參與者七指出很多使用者都擔憂四周有沒有電動車充電站。很多用家會詢問安
裝充電位的價錢，而很多舊式停車場未必能負擔安裝費用，所以政府必須提供
補貼。她指有很多限制，令許多人認為可以先等待城市準備好，但可能或需十
至二十年的時間。
計劃總監詢問有駕駛習慣的參與者，若增加充電設施，會否轉用電動車。
參與者九表示他的公司有充電位，如果用作「腳車」來說是無問題的。然而，
他會考慮行車的距離，普遍日本牌子的電動車大約可以行駛 200 至 300 公里，
而一架七人家庭車可以行駛 400 至 500 公里，他會選擇較方便的。同時，電動
車較電油車昂貴。充電位是重要的，但也要考慮功能和性能，而且外型有點奇
怪和不實用。他舉例說，一個家庭外出約有五至六人，但電動車很少有七人車
的款式。他又指出可以先由公共交通工具，如的士、小巴、巴士轉為電動車，
因為這些都是路面上最多的汽車。再者，充電的時間亦較長，注滿一架柴油巴
士約需三分鐘，但他不知道充電需多久。
計劃總監指若建議小巴或巴士改以電驅動，業界或許須要面對有否充電設施的
問題。
參與者十認為電動車對於整個香港的減碳行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
在今天香港政府所有政策中，他們只是很積極地說明，但在實行方面卻沒有行
動。若有人曾使用過電動車，便知道充電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今年財政司司長
撥出 1 億 2 千萬元安裝充電樁，透過環境保護署落實，但很久仍未有進展，因
為電力供應或設置充電站均需多個程序，亦涉及很多私人土地、業主委員會及
立案法團，有很多障礙，即使環境保護署希望在某個地方安裝充電樁，他們也
做不到。他詢問為何會形成這個問題。他續說倘若政府落實推動電動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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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用車輛為例，它們去到的地方不是普通私家車也能去的，例如不能在巴士
站安裝充電樁，必須透過立法才能做到。如果政府要扮演積極的角色，便必須
立法。人人皆知於 2050 年之後不會再有燃油車引擎，現時各國政府及商家是對
立的，商家有他們的利益，而政府就必須為減碳制定政策，兩者有矛盾和衝
突。香港由東至西大約有 44 公里，而由南至北大約有 38 公里，是個很密集、
很細的地方，非常適合安裝多些充電樁。簡單來說，如果這筆 1 億 2 千萬元撥
款可以用於安裝 100 枝充電樁，每一枝樁需要約一百萬元，並不是很昂貴。這
樣便能夠安裝百多枝充電樁，讓整個香港的形象有所不同。政府必須扮演他的
角色，不是只待業界自行發展。雖然有很多資助可以申請，但是這些資助就如
現時的立法會般—「門常開」，門全部關閉著，卻沒有鎖匙，任何事都做不
到。政府一定要落實並向業界提供支援，業界才會研發、生產或者製造。所有
品牌，如私家車方面（如平治、寶馬）為何仍未推出電動私家車。大眾或許以
為他們不懂製造，但實情是他們選擇不製造。因為香港沒有充電的地方，所以
電動車便不會出現。他指若電動平治在香港行駛時，須經常致電拖車公司，實
在貽笑大方，品牌會因而降格。故此，如政府不行動，很多事情便不能實行，
金錢也不能解決。
參與者一贊成須透過立法（推動）電動車。
計劃總監說即使減低首次登記稅也毫無作用。除了討論電動車外，她也希望參
與者在能源組合與發電方面提供意見。她說煤是香港目前最重要的發電燃料，
緊接便是天然氣。長遠而言，繼續使用天然氣發電須要正視其產生二氧化碳的
問題。她詢問參與者若須要達到中期或長期的減碳目標，在能源組合方面有什
麼意見，而這些意見又會否與發展可再生能源、核電及其他能源組合有關。
參與者三強烈反對核電。她指可再生能源包括風力、水力和太陽能，並表示太
陽能不是想象中那麼困難，很多外國家庭在自己的屋頂安裝了太陽能板作自動
收集。雖然未必能供電給整個區，但可以供應給自己的家庭。她認為不是所有
事情都要全面發展才開始實行，這樣的話便會什麼都做不到。她指很多玻璃膜
面與太陽能板分別不大，因為玻璃膜面能吸取陽光，從而減少用燈。她續指不
一定要在天台才能安裝太陽能板，在不同角度也可以做到。同時，鄉郊有很多
平房，那裡都可以做到。現時太陽都很猛烈，而且有時下大雨，應該考慮太陽
能和水力的可再生能源，反而在香港較難實行風力。跨區買電並非不可行，可
是碳排放都是計算在出口國，故又是一個循環，並不代表減少全球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說剛才的投影片提到丹麥的例子。丹麥位處北歐，通過北歐數個國家
的區域合作，可以互補不足。她說丹麥以風力發電為主，而芬蘭以太陽能發電
為主，瑞典則以水力發電為主。
參與者六詢問碳排放歸買家還是賣家，以及可再生能源是否零碳。
計劃總監說碳排放是歸賣家的，而可再生能源是零碳能源。另外，興建可再生
能源的設施時會產生碳排放，環保團體也會對此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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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分享過去在機場管理局工作時關於太陽能、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他指
即使我們已經安裝了很多太陽能板，但可以使用的情況真的不多，工程學界也
曾研究並指香港日照時間真的不長，天氣經常很潮濕和有很多雲。若果將 cost
effectiveness（成本效益）計算在內，包括所需成本，太陽能板的 favour（優
勢）已經減低。由於現時的天氣很極端，有時太陽很猛烈，有時很多雨水，如
再多幾個颱風，如山竹，不知道將會有多少塊太陽板被吹掉。因為極端氣候較
頻繁，以及其他因素，導致將來需要很多資金用以維修，所以太陽能的發展受
很多不同因素影響，給其他能源比下去。提到有關風力發電，他指風從海面吹
來，雖然兩間香港電力公司曾表示會興建可再生能源設施，但十年仍未有任何
進展。在陸地上，即使有土地，也會先用來建屋，如在山上興建相關設施，可
能引起環保團體的爭拗。因此，他認為未能用到可再生能源的話，應以核電為
主。
參與者三詢問當完成統計及分析之後，最後會有什麼答案。
參與者二指出機場管理局之前所安裝的太陽能板都是以試行及教育性質為主，
所生產的電力不多，CP 值（性價比）不高。香港沒有太多地方可以發展水力發
電，一定要有大的河流才可做到，而城門河是不可以的。
參與者一及參與者十一也認為水力發電是最難的。
參與者十認為德國做得最好，其地理位置鄰近丹麥，丹麥把剩餘的風力給予德
國，例如德國的電力有 45%是環保電力，全部都是用風力和水力發電，從而減
少了燒煤碳的發電。由於香港地方太過密集，故很難使用上述可再生能源發
電。除非香港政府在未發展的土地上安裝太陽能板，以收集及儲存電力。他指
現時儲存系統已經很先進，可以先把全部電力儲存，然後再使用。有時一些地
震地區也需要這些電力。然而，這些裝置涉及到很多問題及教育。他認為香港
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或人才，而學校方面亦沒有本科專門教導這方面的知識。他
又認為香港這麼小，根本沒有可能進行風力、水力及太陽能發電，只能夠向內
地購買，而內地有一些綠色電源較為便宜，尤其是大灣區。大灣區有很多地
方，也有一些風力和水力。歐洲地區就多的是，例如他們的瀑布很強勁。另
外，他指出現時太陽能板的成本很昂貴，例如零碳天地的屋頂全都是太陽能
板，但維修費比電費昂貴。他表示大家都知道現今很多事都很奇怪，討論問題
是政府的問題，需要政府想辦法，並由專業人士實行，不能單靠市民的知識。
參與者八反對核電。
參與者四認為最重要是穩定性，因為香港有太多高樓大廈，所以我們較外國更
需要穩定性。另外，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就像早前分享過的外國例子，他
們周邊地區都有些可再生資源可以互相補足。然而，香港現時有限制，但又極
需要很穩定的供應。因為並不是許多市民能夠承擔停電的後果，如乘坐升降機
時突然停電，升降機不但會停止運作，甚至會墮下。香港的密集程度不能承受
不穩定的電力。她指要達到平衡的話，香港不能隨意跟隨外國的做法。我們的
維修費比別人還要高，她質疑是否值得做。她認為一定要檢視香港能否做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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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承擔風險。另外，她表示電纜鋪設愈長，它的 loss（損耗）便會很大，她
質疑鋪設電纜的意義。反而大家應減少用電，需求減少，便不用購買或供應這
麼多電力，她相信市民是可以做到的。再者，如果市民不駕駛，政府推廣電動
車便沒有意思，市民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的。
計劃總監認同參與者四有關電力的穩定性對人口密集的城市是很重要的。除了
具爭議性的核能外，她說近年內地也有沿著高速公路興建風力發電場，亦聽聞
廣西的水力發電設施十分完善。在區域合作模式上，本地或可以不完全淘汰使
用天然氣發電，並同時引入內地或澳門等地的能源。她詢問參與者認為這些說
法是否可行。
參與者三表示有人可能擁有多於一部私家車，再分享給不同需要的人士使用，
所以路面上就會愈來愈多車。如果限制每個家庭只能擁有一至兩架汽車，這樣
會更好。她認同香港不能只靠輸入能源，運輸也會產生碳排放。如果香港只進
口貨品，碳排放將計算在另一個國家內。如果有多些本土的東西，它們的碳排
放較進口外國貨品少，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也較少，但香港始終須供應一
部分的電力。她不太清楚能夠使用那種能源，但認為可以進行研究，不一定只
使用太陽能發電。她指不應只說任何地方都做不到及維修費很昂貴，而是應研
究有否合適的地方可先作試驗，減少 1%或零點幾個百分比的碳排放，逐少減碳
總較什麼也沒有好。
計劃總監說外國也有類似參與者三提到的例子，便是在新界的 GoBee.Bike。然
而，外國則是採用電動車的模式，允許用家預訂從甲點至乙點的電動車，用完
後放於乙點即可，而下一位用家則會在乙點等候車輛，達到共享車輛的效果。
這或可滿足大眾日常用車的需要，也可節省資源。
參與者十回應剛才所說由甲點至乙點的問題，認為香港有多些汽車轉乘點是件
好事，但現時只有錦上路和屯門轉乘點。除了隧道費貴外，也浪費燃油。假如
行走最快速的公路需要 20 至 30 公里，若一元相等於一公里，也需要三十元。
他希望有地方既可泊車，又可轉乘其他車輛。他又表示，香港的泊車費很昂
貴，而且很難找到停泊的位置。此外，我們面對土地問題。現時集中興建房
屋，但公屋單位的面積卻愈來愈小，應增加它們的面積，讓人們可以不用上
街，這也是個減排的方法。假如公屋設計為每個人 70 平方呎，但現時應該只有
50 平方呎。假如建成 80 平方呎的話，客廳或房間便寬闊一些，有足夠的空間可
以招待朋友到家中，人們上街的時間或機會都會降低；興建面積大些的公屋單
位是關於住的減排方法。他表示現時一些私人屋苑的房間面積細小而客廳較
大，或是再縮細單位，然後建一個很大的豪華會所，但人們現時都不會使用會
所。他建議參考新加坡的組屋，廚房和客廳都很大。
參與者一表示很難再增加公屋單位的面積，因為現時公屋的供應不足及輪候時
間長。
參與者五指出外國有些地方採用氫氣，若然香港亦有採用，但要改變及轉換全
部基建才可行。可是密集的香港已有很多高樓大廈，好像很難再翻新。她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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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冰島採用氫氣，情況很穩定，而內地一些地方交通也開始使用氫氣，如氫燃
料電動巴士。
計劃總監說如果大規模重建或發展新地區時，可以考慮使用新科技或模式，例
如啟德新發展區便引入區域供冷系統。此外，正如剛才某參與者所說，難以改
變現存的基建設備，但現時可以將那些基建所產生的問題記錄，將來重建時，
便可使用新設計或科技，這或許也是一個方向。她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意見。
參與者十認為這些資訊就如環境保護署與陸恭蕙女士在某會議所說，將銅鑼
灣、灣仔及中環以天橋連貫起來，這已討論超過兩年了，但至今什麼也沒有。
對於在中環工作的人而言，他們會步行回家或步行往半山。如果將銅鑼灣、灣
仔及中環以天橋連貫起來，這將是一個好地方，因為步行可以健康些，其次可
以減少駕車或乘坐巴士。
參與者二認為可以考慮如何完善轉乘車。他亦對於共享單車已經退出香港感到
很可惜，尤其是有些住宅與鐵路站距離約 10 至 15 分鐘的路程，很多人都會選
擇乘車（如小巴），但在早上有很多人排隊輪候，不知可否再使用共享單車。
他曾詢問很多同學，他們也不介意花 10 至 15 分鐘由住所踏單車前往鐵路站，
這樣可以做到完全零排放，而且下班時又可以在同一地點取共享單車。如果可
以加強這方面，便可以縮減轉乘巴士或小巴的時間，甚至不用等候。此外，他
認為要加強天橋網絡，這與規劃有關係。他認同需要單車徑，不然上落山坡會
很辛苦。他又認為政府的撥款時常以億元為單位，並指他們可以在某村落劃出
一百個單車位，市民不用花費也能夠借用，讓他們能踏單車到鐵路站。這些都
不算是大數目，但較有意義。
參與者三認為共享單車有問題，導致市民不使用，例如是否須要用信用卡或用
家不知如何登入，而在香港須支付的按金較內地為多，所以在內地使用較方
便。停泊的地方亦是個問題，單車往往未能整齊地擺放，而是隨處停泊，所以
共享單車的支出頗大，這是其中一個導致業務慢慢倒閉的原因。她在大埔居
住，在沒有共享單車前，大埔及太和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單車停泊在火車站，害
怕被偷車而須要上鎖。本來停泊單車的地方有一些類似圍欄的東西可以上鎖，
但政府部門指那些圍欄影響市容，所以把它們拆除，自此便再沒有人在那裡停
泊單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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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4
Name of event:
Date:
Time:
Venue:

Regional Forum – Hong Kong Island (Group 1)
9 September 2019
7:00 p.m. – 9:35 p.m.
Function Rooms 3-4, 2/F, Kennedy Town Community Complex, 12
Rock Hill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Programme Director 1 1 invited the participants to speak in order to collect views on
how Hong Kong could be decarbonised. In terms of what we worn, he demonstrated a
number of cards about general fashion garments, and then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o
reflect upon how many fashion garments they had bought over the past years and the
amou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associated with. He also stated that fashion industry was
one of the most polluting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He hoped the participants would think
about how to reduce pollution caused by fashion industry in Hong Kong, such as clothes
recycling or upcycling.
Participant 4 responded that she always put clothes that she could no longer wear in
Zara’s recycling bins. She also knew there were big bins in several businesses. She
hop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set up second-hand clothes shops. People were getting
over the idea that second-hand clothes were dirty; more young people were okay with
second-hand clothes. She also mentioned about Green Ladies. As her children had
grown so fast and clothes no longer fit, it would be convenient if she could exchange
clothes.
Participant 7 said he seldom bought second-hand clothes but he would share some of
the clothes with family and relatives. He mentioned tha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bought
clothes from China on e-shopping platforms cheaply. This led to the purchase of
excessive clothes, thus taking a long time to consume them.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she found the second-hand sale of shoes were harder because
they would be worn out easily. She suggested imposing high tax on extra clothes so
people who needed these clothes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em.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for more views on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o
decarbonise the fashion industry.

1

Programme Director 1 - Mr. Wils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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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2 said that he attended many events organis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nd many organisers had T-shirts designed for each event. He
would donate or give some T-shirts to his domestic helper so that she could share with
h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Given that he had a big family, he always shared clothes with
the children of his relatives as children always grew very fast. He added that he always
donated his children’s school uniforms to the lower form students to reduce waste.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the participants whether it would be easy to recycle clothes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donation of school uniforms to children was easy. There were
also collection bins near his home to recycle clothes.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this was Participant 2’s personal donation. He
asked what the retailers could do to encourage recycling or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Participant 3 shared a news article about a practice in Europe. Big retailing shops like
H&M would donate unsold clothes to power companie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as
biomass. She thought that this wa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s Hong Kong
power companies were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biomass, she suggested that
there could be cooperation between retailers and power companies.
Participant 4 asked whether the biomass was just for cotton.
Participant 3 replied it was just for cotton, but she thought in Europe, they burnt most
of the clothes.
Programme Director 1 gave an example of European retailers putting carbon labels on
clothes. He asked if this practice w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1 did not think so. Hong Kong people were not aware of environmental
issue, and when they purchased clothes, they seldom read the tag or label on the clothes.
Participant 8 said that fashion was fashion. It wa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buy an ugly Tshirt even though the carbon emission was low.
Participant 7 said that the carbon labels might be just a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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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key factor when buying clothes.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as Hong Kong people liked convenience, recycling and buying
second-hand clothes should be made convenient. Retailers should do something such
as dedicating part of the store for second-hand clothes. She suggested that there could
be tax discount for selling second-hand clothes or penalty if they produced too much
clothes. We might also force them to collect and resell second-hand clothing.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for more opinions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 7 stated that even if he read the labels and understood the inform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he did not know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t would be more
helpful to let them know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Programme Director 2 2 asked if the practice of labels would be helpful or abstract to
let people know how carbon emission was produced.
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fashion brands could do more marketing to improve brand
image. For example, Timberland had an advertisement about using plastic bottles to
make shoes. On one hand, this could promote the brand imag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ould also bring the message of how they make use of plastic bottles to make a better
environment.
Programme Director 2 asked if Participant 2 would buy the shoes.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education took time to take effect; it was a long battle.
Participant 5 said that it needed some incentives. She would buy later but not now.
Participant 1 shared that her female friends would visit rental shops for decent dressing.
Men could also borrow and recycle suits. Sh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offer
subsidy to promote this.
Programme Director 1 concluded that this was about th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
renting instead of buying. He introduced the second session about food. Food waste
was a huge problem in Hong Kong. As people’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was
increasing, they tried to have a more sustainable diet. He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o ran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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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od” provided in ascending order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
Programme Director 2 sai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rmed and wild salmons were
very surprising. The farmed ones wer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rticipant 4 asked if the Programme Directors could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rmed and wild salmons. She thought that people did not have to go to pick the farmed
salmons.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it was abou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intensive farming,
how fertilisers were used and how the produce was transported.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was the least evil among all and even better than veggies.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we could eat that more.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we would not know the source of the food when we were in the
shop.
Programme Director 2 agreed with Participant 2.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was also a consideration for retailers.
Participant 2 asked if locally produced food was better.
Programme Director 2 said locally produced food was better in terms of carbon
footprint.
Programme Director 1 stated that vegetables emitted less carbon than meat. He asked
if the participants would eat less meat, and if any of them was a vegetarian.
Programme Director 2 said that it was a good promotion.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what kind of consideration the participants would take
when trying to eat less meat.
Participant 1 stated that she would consider it if the food was cheaper and healt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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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2 said that he was not sure about the source of the food in the supermarket.
Programme Director 2 suggested putting a tag on the food to show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 for reference.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if it was a good idea.
Participant 7 said it was only one of the considerations. In the whole supply chain,
regarding the capture of wild salmon, they also needed to consider whether it would
cause the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Participant 4 stated that food waste was a big problem from her experience. In Chinese
restaurants, food was usually served in large portions; people might not be able to
consume all the food. They might take it back home but just leave it in the fridge.
Programme Director 2 asked Participant 4 how she would handle the food wastes.
Participant 4 replied that she did not have any food wastes because she usually finished
all the food.
Programme Director 2 said that wastage in Chinese cuisine was common.
Participant 4 asked if it was strange to order takeaway.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was normal.
Participant 4 added that people could also order less.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for more opinions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Food waste
represented 8% of global carbon emission.
Participant 7 said that he did not waste any food at home. He could not find any channels
to handle the organic wastes, and thus the wastes would go to the landfill and create
landfill gases.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it would be great to have composters in all big buildings.
Participant 7 thought this would be ideal but he was not sure where to find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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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Not all the housing estates had such facilities.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if there was any space to set up these facilities and whether
they would be appealing to local residents.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each estate should have a composter but people complained the
smell from it.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one of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was to
legislate.
Participant 4 added that there was a pilot scheme for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to set up
composters. There would be reimbursement for part of the set-up cost.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convenient to do it again. If there was a better chance, they would do it.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how to reduce the waste generated from production like
plastic food packaging.
Participant 4 stated that in supermarkets, plastic wrapping was not necessary for fruits
with thick peel like bananas and oranges. She would like to leave the govern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issue.
Participant 1 asked if most of the food waste came from homes or restaurants.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he was not sure.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waste probably came from restaurants.
Programme Director 1 agreed with Participant 4. He thought that the waste was
probably from the commercial sector like supermarkets. It was all about personal
behaviours and consumer demand; the more the consumers purchased, the more waste
was produced by supermarkets.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NGOs invited supermarkets to donate food. It was less popular
in the past but this could be encouraged nowadays.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encourag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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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3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might not do a lot. As this was all about brand
image, retailers could create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rand image.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Beyond Meat was just mentioned. It was a trend to have
plant-based meat, and peopl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dopting such meat.
He asked if Hong Kong people would accept this.
Participant 4 asked if such meat was genuine or lab-grown.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it was either lab-grown or plant-based. He asked if
Hong Kong people could accept this innovation.
Participant 4 thought i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it tasted good.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she would accept it if the price was cheaper.
Participant 2 agreed that it was good.
Participant 4 wondered if people knew that such food might not be good for their health,
and why they needed to pretend eating meat. They could simply eat vegetables.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we could encourage people for the sake of health
instead of climate change.
Participant 4 added that these dishes were made fancy, cool and convenient. People did
not realise they were not meat.
Programme Director 1 agreed with the idea of making it cool.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Hong Kong people loved fancy things.
Programme Director 1 introduced the next discussion session was about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ation, buildings caused quite a larg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
in Hong Kong. Many organisations complained that Hong Kong people heavily relied
on air-conditioning. He asked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regarding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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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8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irst improve the building. Airconditioning would be essential in urban areas where there were no windows. Although
some people had low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not all people could do so.
Programme Director 2 concluded that it was all about building structure.
Participant 4 agreed with the idea of natural ventilation in buildings. She also ad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keep the air-conditioning temperature at 26°C. Even in
government buildings, the air-conditioning was too cold. The temperature should be
increased gradually, say from 18°C to 19°C, and so on, so that people could get used to
it.
Programme Director 1 mentioned that some organisations in Europe proposed the limit
of 28°C.
Participant 4 responded that it was too far for Hong Kong which was very humid. She
thought that there should be a balance between freezing air-conditioning and humidity.
The recommendation of 26°C was very high and she thought 24°C would be acceptable.
Programme Director 1 concluded that better enforcement was required.
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decarbonisation for buildings was a big topic. Many old
buildings on major roads like Queen’s Road in Central were torn down. Such
demolishment was not allowed in Europe. Our buildings should be preserved. We
should reinforce the old buildings and build more storeys on top. He also suggested
using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r recycle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he
government had a loose control on the materials and should do more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ike mixing recycled materials with concrete. In addition, there
could be more solar panels for façade lighting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side the
buildings.
Participant 4 stated that in the tower buildings, one could slightly open the windows,
though it could not be fully opened, to have better ventilation.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encourage land
developers to install solar pa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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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there were more roof areas to install solar panels in buildings.
He was not sure if there were other polici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install solar panels.
Participant 3 stated that CLP allowed building owners to sell the electricity generated
back to CLP. This was an innovative and good w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install solar
panels.
Programme Director 2 stated that from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there was a resident
saying that her estate would like to install solar panels. However, many residents
opposed it on the concern of safety, maintenance cost, etc. When installing solar panels
in high-rise buildings, there should be consensus from all the residents. This might be
a resistance for the government. She asked if there could be any improvement.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legislation which required tinted glass and better insulation of
buildings. Walkability should be improved. It was quite good in Hong Kong that people
could walk from buildings to buildings. It could intentionally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of new buildings.
Programme Director 2 responded that footbridges could be built.
Participant 1 shared her experience of joining an ecotour in Seoul. She visited the
landfill and saw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e buildings and urban design. There was also
an artificial river (Cheong Gye Cheon) in the city, which could lower city temperature
by 1°C to 2°C.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kids could play around the river which was very famous. In Hong
Kong, people proposed to adopt this concept in Kai Tak River.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if other participants had any suggestions or opinions.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he did not know how the concept could be executed in the river
improvement project. It turned out to have no positive impact towards society.
Programme Director 1 wondered if there could be a better discussion with the Seoul
government in the example of Cheong Gye Cheon.
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they had made a lot of visits to Se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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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7 stated that they needed to clean up the stream first.
Participant 1 agreed that was the same issue in Seoul. Originally, the river was dirty
with sewage contamination. People nearby hence got sick. The government did a lot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S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New York had Central Park, London also
had many parks and we had Tamar Park.
Participant 4 stated there were not enough trees in Tamar Park.
Participant 2 agreed that there were not enough trees which were very important.
Participant 4 added that trees would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
Participant 2 suggested Waterfront Park.
Participant 1 described the Park was just like a playground with pipes. It was important
to plant lots of trees. However, Hong Kong did not have much land. K11 had vertical
planting. Indeed, there could be more vertical planting in Central, Admiralty and Tsim
Sha Tsui. Trees were better but we had limited space. In the vertical planting project in
Central, water collected from the plants were used for toilet flushing. This acted as a
biofilter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in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 as well.
Programme Director 1 commented it was very good idea.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there were many retailers in Hong Kong. When the tenants had
to move out, they would have to reinstate the premises to their original condition. She
suggested that the tenants could retain the floor and the ceiling.
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it was an ethical problem.
Participant 4 added that there should be legislation regarding this matter so that some
of the things like ceiling could be re-used again.
Participant 2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legislate.
Participant 1 suggested taxation.
Participant 7 stated that shop should be restored to the lease condition so that the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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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easily rent the shop to the next tenant.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giving an opportunity to the potential tenants to see
if they would like to retain the things.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the tenants should be given such chance. He
introduced the next discussion session was about commuting. Cars produced lots of
carbon emissions. He asked for opinions on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and no-car zone and
if these c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that it would be good for pedestrians if there were wider
sidewalks. It was frustrating that there were no wide sidewalks in some areas.
Programme Director 1 invited views on cycling and fewer private vehicles.
Participant 2 sugges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cycling tracks along the waterfront of
Victoria Harbour, from Kwun Tong to Kowloon Bay to Hung Hom. People needed to
do more exercises when going to work or going to school. We also needed to legalise
Uber which wa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o share resources. Good planning
would be needed.
Participant 4 commented that public transport was very good in Hong Kong.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if one worked in Central, it was impossible to cycle
there.
Participant 2 added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taxis at midnight in Central. Many people
queued up to wait for taxis.
Participant 4 stated that public transport was already so good. She wondered if we could
further increase public transport rather than creating more cycling lanes.
Programme Director 1 stated that many countries proposed to ban fossil fuel vehicles.
He asked if Hong Kong should follow.
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we needed to have 100% electric cars. Especially, buses
generated too much carbon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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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1 stated that buses caused too much noise and air pollutions as well as too
much heat.
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in Palo Alto of America, all buses were electric vehicles.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minibus.
Programme Director 2 said that some minibuses changed to gas but not all.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KMB had a plan to introduce electric vehicles.
Participant 2 responded that KMB could do so.
Participant 1 stated that China had invest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electric vehicles.
Programme Director 1 stated that some countries started to ban fossil fuel vehicles by
2030. He asked if this was an ideal target for Hong Kong or we had to be more ambitious.
Participant 4 stated that we needed to give a report by 2020.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we could consider banning all fossil fuel vehicles
from 2020.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seeking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vehicles. It was less convenient
to drive; many people did not have cars and just walked.
Programme Director 1 responded that we could consider banning cars in some areas
and have more public transport.
Participant 4 stated that she could afford a car but she chose not to. If having a car was
less convenient, fewer people would use it.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what sorts of th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to make
having a car less convenient.
Participant 4 suggested more pedestrian areas. She gave an example of the car tax zone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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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1 stated that in the major cities in China, people needed to take 5 years or
more to get a driving license. The government had launched an incentive that if people
purchased an electric vehicle, they could get the license much faster.
Programme Director 1 commented that it was an interesting idea.
Participant 3 stated that they had talked about cycling lane. It was about the habit of
cycling. In Northern or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eople did not drive but only cycle
on Sunday morning or evening. Hong Kong could follow suit.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people would be encouraged to cycle in Hong Kong if there were
more cycling lanes available.
Participant 7 stated that cycling could connect homes and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He preferred cycling in low-density areas such as Tai Po and Shatin. However, there
was no way to cycle to workplace in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in some European cities where people cycled a lot, the roads were
flat so it was easy to ride a bicycle. However, the roads were not flat in Hong Kong.
Programme Director 2 stated that parking was allowed at Kam Sheung Road.
Participant 7 stated that MTR stations could also allow bicycle parking.
Programme Director 2 responded that it was better to have incentives to promote
cycling and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for example MTR.
Participant 1 said that regarding diesel vehicles, the government had provided drivers
subsidies for car renewal within one to two years.
Participant 2 responded that if buying an electric vehicle to replace your own vehicle,
part of the tax could be waived.
Participant 7 asked if it was first registration tax of vehicles.
Participant 2 responded that it was first registration tax.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if it was a good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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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2 stated that we already had this policy.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if it was working well.
Participant 2 responded that it was working well.
Programme Director 1 stated there were many Tesla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2 said that it was the most popular electric vehicle brand.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if there were any more comments.
Programme Director 2 suggested discussing fuel mix.
Programme Director 1 introduced that the next session was about fuel mix. From the
PowerPoint, in order to decarbonise Hong Kong, we had to deal with fuel mix and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or natural gas. By 2020,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reduce the
use of coal in the power plants 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gas. Yet, it was
still a carbon-polluting energy source. He asked what kind of initiatives could b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low-carbon energy sources.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we had to look at what resources Hong Kong had. We had the
sea. Generating energy from wave might work, but it was not easy. We also had wind.
Programme Director 2 responded that wind was too strong and was not stable under
typhoons.
Participant 4 further suggested buying renewable energy from the Mainland.
Participant 3 said that we were buying nuclear power.
Participant 4 commented it was not renewable but it was not carbon-generating.
Participant 2 asked if it was clean energy.
Participant 4 responded that it did not create carbon or just very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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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1 stated that it was clean as long as it did not explode.
Participant 4 stated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in France was small but the amount of
waste was huge. On the other hand, renewable energy could only supply a very small
part of energy people needed so nuclear power was good for the transition to renewable
energy.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the risk in Hong Kong might be higher because of
typhoons. He referred to nuclear reactors in Japan. This would be a consideration for
adopting nuclear power.
Participant 7 said that there was not enough space for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in
Hong Kong. The land should be used for housing. Solar and wind energy in Hong Kong
would generate little energy. We should buy the energy from China. He acknowledged
there were different voices in the community suggesting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However, he thought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our land for other more important purposes.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for more views regarding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buying renewable energy from China.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one was to buy more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other was to
decrease energy use.
Programme Director 1 introduced the last part which was about green bond and finance
as well as carbon tax. In Europe, there were carbon trading schemes. He asked if they
would work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7 stated that from the information, 70% of carbon emission came from two
power companies. It was already effective to deal with the primary sources from
companies so there was no need to impose carbon tax or carbon trading. Regarding
transportation, there were too many vehicle users and the emission wa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us there was no way to trace their carbon
emission. If the major emitters were not known, he did not know how it would work.
In addition, we had increased the use of expensive natural gas already, electricity tariff
would go up. Thus, there was no need to impose carbon tax.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what sort of initiatives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c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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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7 said that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would replace coal by more natural
gas. As natural gas was expensive, the price would go up. Carbon tax or carbon trading
created a price signal for raising energy or environmental concern. Since electricity
price would go up due to the use of natural gas, he was not sure if we needed another
carbon tax.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for more views from others about carbon tax.
Participant 2 responded that he thought carbon tax would be effective as it would create
great changes in Hong Kong.
Programme Director 1 asked for more views on decarbonising Hong Kong electricity
field.
Participant 1 shared the case from her friends who were working in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The power companies actively taught the owners of individual shops and
restaurants to use energy more effectively. If they could use energy effectively, they
could get a percentage discount on the electricity tariff.
Programme Director 2 asked if the electricity tariff was low in Hong Kong. The
electricity was so cheap that people used electricity a lot without consideration.
Participant 4 wondered if the companies wanted people to overuse the resources rather
than using the minimal amount they needed.
Participant 7 said that water supply was heavily subsidised. If the cost of water to end
users was more expensive, people would consume less. Water was special and whether
there was a tariff control on all the water supply was another matter. However, he
believed that the prices of coal, food and energy should be increased in order to
decarbonise Hong Kong. Better education was also needed to make decarbonisation
more effective. He agreed that water was quite cheap in Hong Kong so people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on water saving.
Participant 4 asked if people could drink tap water directly in Hong Kong. She had
drunk it for several years.
Participant 1 shared that her Chemistry teacher told her that water in Hong Kong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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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 water while that in Europe was soft. Fluoride was added into the water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 4 said that in Europe, fluoride was also added to kill bacteria. It could be
drunk to protect our teeth. It was a fact but people did not know.
Participant 7 thought that was a good idea. When he was a kid, he was told that tap
water was drinkable but he was not sure if that was true. He stated that water was boiled
every day. If people could skip this step, energy could be saved.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price was another consideration for people.
Participate 4 suggested launching a website about water information.
Programme Director 1 said that it was about whether people trusted the government but
this was controversial.
Programme Director 2 asked if there was any more comment or idea.
- END -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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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區討論坊 - 港島區（第 2 組）
2019 年 9 月 9 日
晚上 7 時至 9 時 30 分
香港堅尼地城石山街 12 號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活動室 3
及4號

計劃總監 1指討論會由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方面著手，她指參與者對碳排
放可能有少許認識，所以想看一看大家在衣、食、住、行方面，可以如何減
碳。她提到在衣方面，參與者有沒有想過穿衣服，甚至買衣服，碳排放量會否
很高或者很低。同時，她詢問參與者知否衣服會有碳排放。
參與者八表示在生產過程中，能源會用作為原材料。
計劃總監回應指生產衣服的原材料，很多時都是從運輸方面產生。她再解釋當
購買不是本地生產的衣服，當中的運輸及包裝等也會產生一些碳排放。然後，
她帶領參與者進行關於衣方面的熱身遊戲。她解釋卡後的數據是一個名為生命
周期的數據，意指這件衣物在它的生命周期裡會產生多少碳排放。她再詢問參
與者是否都很少買衣服。
參與者回答他們少買了衣服。
計劃總監詢問是什麼原因令參與者少買了衣服。
參與者八表示因他希望減碳。
參與者七表示覺得穿不完，所以會穿久一點，從而少一點買衣服。
參與者四詢問牛仔褲的生命周期是否應該更長。他指如果以五十次來計算，一
件短恤衫穿不夠五十次便已經耗損了，牛仔褲的壽命比較長一點。
計劃總監回應指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論點，她解釋很多時候我們穿衣服，可能是
以統一數據計算，所以會選用以上例子。她詢問參與者有沒有聽過「速食時
裝」，意指很多比較大型連鎖的品牌，他們會大量生產衣物，然後以便宜的價格
售賣，又或者待差不多時間，就再以更便宜的價錢售賣。她指這種「速食時
裝」的趨勢，在時裝界有頗大的影響及問題。她詢問參與者會不會把衣服穿至
很殘舊，才會丟棄，還是穿一季就不穿了。
參與者四表示他很少丟棄衣服。
計劃總監指她提及的「速食時裝」
，並詢問參與者有沒有聽過透過衣物的改造，
1計劃總監

- 李嘉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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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剪裁衣物也可以令衣物耐穿一點。
參與者都回答他們曾經聽過。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捐贈過衣物。
參與者二表示她每季都有捐贈。
計劃總監表示其實買少一點便會捐少一點。
參與者四表示他很少買時裝。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認為還有什麼方面可以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四認為減少「速食時裝」是最有效方法。因為太便宜，人們想不清自己
是否需要便購買。
計劃總監回應指「速食時裝」是個趨勢，大型品牌把產品定價得很便宜，她詢
問這是不是我們在衣方面的碳排放元兇之一。
參與者四表示絕對是。
計劃總監提到我們作為普通消費者，是否盡量少買衣服，不要買那麼多，以減
低碳排放。但就著那些「速食時裝」的牌子，她詢問商家能否賣少一點，就能
令「速食時裝」趨勢減低一點。
參與者四表示商家是靠這手法賺錢，他們的核心價值是大量生產、很便宜，令
消費者不用很喜歡都會購買，從而賺錢，所以他認為很難在這些大型品牌著
手。
參與者七表示不同品牌也有收回舊衣物，他認為這是好企業的責任。他認為其
他品牌都可以跟隨，這可能有一點用途（效果）。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聽過碳標籤。她解釋海外是有碳標籤的，並詢問如
果在衣物上有多一點資訊，參與者會不會作出選擇。她舉例說，如碳標籤告訴
消費者衣物用了什麼物料製造，譬如物料是在可持續的地方種植，會相對地環
保一點，但同時價錢會貴一點。就此，她詢問如果衣物有這些標籤，會否對參
與者有多一點幫助，協助他們選擇，還是大家認為碳標籤沒有大幫助。
參與者六表示應該有幫助的。
參與者四詢問可持續棉材料的意思。
計劃總監回應指是用可持續樹種植的，砍伐後會植回樹木。
參與者四詢問可持續樹，是經過認證的，還是每斬一棵便會植回一棵。他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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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這是一個理想方法，而是一個很大的環保問題，因為不停種植、不停砍
伐，但同時很多資訊都呼籲人們不要砍伐天然的樹。他又提到天然的樹數量很
多，不斷砍伐也砍伐不完。他是不同意種植可持續樹，因為他頗熟悉伐木，種
植者是為了賺錢而種植。他指與其是這樣，不如大家想想從文化上著手。例如
香港的氣溫那麼高，但很多人都穿西裝。他以自己為例，他也身穿西裝，但感
到很熱，可惜有些場合須穿西裝，他指出這是文化問題。就如新加坡有很多人
穿短褲及短袖衣服，他認為這可以實質地減少我們的衣物，而且相對容易。他
建議大家想想辦法，不穿那麼多沒有必要的衣服，同時又不用調較空調溫度至
那麼低，他認為這會比較有用。
參與者八表示，總括來說，他認為節省一點就是最好的。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用
什麼方法節省。他很贊同在文化上簡便些，可以節省很多。他以當晚為例，如
不開很大空調的話，可以節省很多。同時，如果空調不是這麼冷，他不用穿長
袖衣服。他指他晚上睡覺不開空調的。
計劃總監帶領參與者進行討論食方面的環節。她指桌上有一系列不同的卡片，
是關於不同的食物，而卡片後有一個數值，參與者應把食物的碳排放數值由高
至低排序。她指參與者應會留意到蛋有兩種烹調方法，而三文魚也有兩款，一
款是野生，一款是養殖。她希望參與者可想想，究竟哪一些食物的碳排放較
低，而哪一些較高。
參與者四認為野生飼養的碳排放是低一點。
參與者六表示野生三文魚不用人工飼養，因此碳排放較低，飼養三文魚的碳排
放會較高。
參與者八認為烚蛋的碳排放應該比炒蛋的高。
參與者六表示三文魚未必在本地飼養，可能要運輸，而不知道野生三文魚在哪
裡捕捉。
計劃總監解釋水果是以一公斤為單位。她解釋沙律的碳排放高，是因為運輸的
原因。就算是本地種植，它的種植方法，如水耕，也會影響用水及用電量，亦
可能因為用了化學農藥，所以碳排放會偏高。
參與者九表示自己從事水耕，並指水的用量是會比傳統的節省了九成九。化學
物質及化學堆肥填料等，已經被有機產品取代，很多都不會用化學肥料，所以
這可能會令計算方法有所不同。
參與者八表示那些數據可能不包括一些元素，例如剛才簡介提到電力方面，他
懷疑風力發電是否真的這麼好。
計劃總監指這個遊戲主要希望告訴參與者在飲食方面可能嘗試多菜少肉，改善
自己的飲食習慣，從而減低碳排放。而就這個題目，她詢問參與者，有沒有曾
經試過吃菜不吃肉，又或者男參與者會不會覺得一定要食肉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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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八表示大家都知道在香港附近的水域都沒什可能找到野生魚，在捕捉野
生魚的過程也產生碳排放，反而飼養的話，不用使用船隻出海捕捉，從而減少
了運輸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提及關於運輸方面的意見，涉及「食物里程」。參與者應該知
道香港有很多食物是進口的，雖然並不是沒有本地食材，但我們能否透過某些
東西，例如政策，鼓勵多一點本地農作業或食材提供給予本港。
參與者八表示除了水耕可令消耗少一點外，亦要鼓勵多些人做農夫，因為沒有
人耕種，便沒有農作物收成。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八如何把農業政策做好些。
參與者九表示政府也比較注重金錢或利益。例如衣服、食物、住屋，所有東西
都是關於金錢或利益。因為從外國進口比本地還要便宜，例如從內地，或者其
他國家運來；本地的土地、能源、人工，全部都很昂貴。故此，如果政府可以
給予津貼，或制定支持的政策，將有助本地農業。他指自己也從事水耕的，但
同時那裡亦是一個漁農中心，他們亦從事室內養魚，是個魚耕混合的系統，這
節省水的資源。同一系統的水不停運轉，形成類似人工的自然生態系統，這可
以節省地方，也有保育的成分。因為使用這系統不用挖海底，能保護自然生
態。他指這兩種技術在 2016 年才正式被政府承認是農業的一種，亦正式讓他們
在工業大廈內使用這兩種技術。他指在正式被政府承認前，人們還是不了解，
如政府大力宣傳的話，這將有助普及化。
參與者八表示參與者九提及的漁耕混合是還沒有完成的，因為魚的氮肥是不夠
用作耕種的肥料，他並指在這方面要多研究。
計劃總監詢問關於漁耕混合種植的成本及價格。
參與者八表示這一定是昂貴的，雖然漁耕混合不是有機的，但是不放農藥的。
參與者九表示漁耕混合正處於有機界的臨界點，所以需要業界或大學研究的幫
助。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會不會在食方面有一些想法。
參與者一表示如果鼓勵香港人從事農業是有一定的難度。首先是土地問題，我
們如何找出來農地。她再指，即使可以在工廠大廈從事農業，但現在連住屋也
不足夠，還要再騰空位置從事農業的話，實際性比較低。另外，她指青少年有
選擇的話，也不會從事農業，他們比較嚮往較舒適的工作方式。
參與者四反覺得現在新界很多農地都被用作「興趣農夫」，是頗為浪費，浪費了
土地。
參與者九解釋在工業大廈從事農業比在農地更好。第一，假設我們有一畝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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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很少人會於這畝農地興建輔件。反之，他們在工業大廈作垂直耕種，他們
可以做到農田的七倍至十倍。同時，工業大廈內的環境或不會被天氣影響，如
下雨或颱風。他指青少年有沒有興趣從事這行業，是另一個需要考慮的議題。
參與者一認為如食物從外地（如美國）運來，能否讓消費者知道相關資訊，就
如剛才所提到的標籤一樣。她指如我們多點光顧這些店舖，就會改變自己的模
式，變得比較環保。
參與者八表示能負擔消費的人可能會作出選擇。反之，消費不起的人看到價錢
的差距時，他們就不會看那些有標籤的產品。
計劃總監回應指這些標籤最少也能讓人知道所購買的產品碳排放是很高的。
參與者八關注標籤是否齊全，像剛才三文魚和水果的比較，如資料不齊全，他
們也無法知道完整的資訊，因為可能於生產過程掉棄了很多，但它不計算在
內。
參與者四表示香港八成的豬肉都是來自巴西，食物是否進口不是由我們選擇，
所以這一點是很難做到。
計劃總監回應指我們要一同協力實行減碳。她再帶領參與者討論住方面的議
題。住是包含所有建築物中所產生的碳排放。曾有參與者提及關於空調和用
電，香港被稱作「空調之都」，大家去到那裏都要穿外套。她詢問參與者會不會
因為對面住戶開空調，熱空氣傳過來，引致他們也要開空調，構成惡性循環。
她表示有些國家規定，例如室外溫度要高過某一個溫度，才可以在室內或公眾
地方開空調。她詢問會不會有一些類似的政策，減少開空調，用少點電。
參與者七表示應該制定這些政策，商界都應該做多些。
參與者四對這個例子有很大感受，由於他對樹木認識很深，認為香港是嚴重缺
少樹木；而在嚴重缺乏樹木的烈日當空下行走，令不少人因感到太過炎熱而須
購買支裝水。他指香港人口多，缺乏樹木，如街道上全都是樹蔭遮蓋，可能人
們連水也不用購買。他提到新加坡種植了很多樹木，而香港是因不種植樹木而
造成了這個情況。如果要香港人不用空調，便要種植很多樹，令人們上街走路
不用因流汗而走到有空調地方乘涼。因為室內、室外溫差太大，所以不種多點
樹木或者想辦法使室外溫度降低的話，這目的很難達到。
參與者八不反對這看法，但認為如何執行是更重要。當政府制定了關於冷氣溫
度的法例，人們會因為哪一家商店涼爽一點而光顧。他認為這是惡性競爭。
參與者四詢問應該如何執行。他表示自己有一店舖的空調不夠冷，顧客不能接
受。
參與者五提議商場的空調太大便要罰款。
參與者九指公眾參與文件中提到百分之四十三的能源是在商界中消耗，他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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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有沒有哪一類商業的細分。
計劃總監回應指文件中的數據都是整體的，而商業包括一些政府用地、醫院、
學校及政府大樓等都計算在內。
參與者九認為可考慮研究酒店。他留意到酒店客人離開房間時，會找東西插入
房間的電源開啟掣，例如八達通或卡片，這樣就能長期開著空調，而酒店作為
營運商，又不可以走進客人的房間關掉空調。
參與者四回應指使用應用程式就可以解決問題。回家前使用應用程式開啟空
調，那已經能減少大部分電力。
參與者九表示比較小型的酒店（如精品酒店）未必有資源開發應用程式，所以
他認為若政府可以做橋樑，製作相關應用程式，很多商界都會願意使用。
參與者七回應指這是政府經常說的智慧城市。
參與者八詢問能否檢查使用者有沒有使用這應用程式。他表示因為這是自願性
的。
計劃總監表示參與者七提及的智慧城市已在一些新發展區實行，試驗區域供冷
（district cooling）的技術，而這種技術在啟德試行。她向參與者解釋該技術如
何運作，另表示雖然該技術在啟德發展區還在試驗階段，她詢問參與者這會不
會有幫助。
參與者四表示可將熱水管變做海水管。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如果區域供冷的技術是可行的話，其他區域會否也可實
行這技術。
參與者七表示啟德是新區。
參與者八表示雖然現在未就這技術有一個模擬模型，但他認為會產生蝴蝶效
應，而風能對整個地球的影響有多大亦是未知之數。
參與者四表示會不會因為這樣而不用風力發電，很多東西也有蝴蝶效應。
參與者八詢問有多少能源是零碳，他認為應該是不止於百分之二十，大概是四
分之一。他提到零碳能源是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計劃總監指如果不發生核爆事故，核能是最環保的。
參與者八也同意如不發生核爆事故，核能是最環保的。他詢問我們能否平衡利
弊，選擇中立的東西。
參與者四不太明白核能組合，他指簡介中提及到核能部分來自大亞灣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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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他詢問如我們用少了電力，會否能輸出剩餘的核電。同樣，如我們少用了核
電，我們是否就不再需要核電廠。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應該知道核能是從大亞灣輸入。大亞灣核電廠的約滿期大概
是 2034 年，在 2034 年後，我們是否還應依賴核能，以及核能在能源組合的比
例；現在是百分之二十五，屆時可否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以及核電廠是否真的
可以提供所增加的電力。
參與者四表示將核能最大化才合理些。
參與者八詢問我們是否接受核能。
參與者四指不論接受與否，核電廠已存在。他詢問百分之二十五跟五十有什麼
分別。
參與者八表示，現時的問題是大家是否接受核能，如果不接受的話，便沒有需
要興建新的。
計劃總監表示她的團隊曾參考外國的例子，如核電廠保養得宜的話，就應該有
額外約二十年的生產年期。
參與者八表示核電廠的生命快完時，我們該何時停止使用它，以及停止使用後
該如何安置它。關鍵是我們該如何商議，取得平衡。
計劃總監表示在不同場合也聽到其他人的意見，就算香港不興建核電廠，內地
也會興建。就此，她詢問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六詢問誰能保證跨區域輸入的能源一定是清潔能源。
計劃總監回應參與者六指，曾有人提出過相同的疑問。由於我們未必能夠分辨
可再生能源還是其他的能源，所以有意見指須專線專供。因為它是專線，而不
是一個電網，我們便很清楚來源是核能來的。
參與者八質疑專線專供是否一定是好事，如專線有問題時，該如何處理。
參與者六認為大家該如何衡量可靠性和穩定性。
計劃總監回應指在系統上，電網可能比專線穩定，但使用電網就不能肯定能源
是否清潔。
參與者八表示這需要以整個電網來看，他認為這不是很大的問題。
參與者八表示現在的重點是零碳，雖然他不同意核電是零碳，但核電的碳排放
實際比煤碳或天然氣低。關鍵是我們的接受程度及會如何限制它。
參與者一表示如果核電是現有方法中最低碳排放的話，她認為在安全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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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提升核電的用量。
參與者八表示我們把核電當作是零碳，但現實不是零碳的，因為生產核能也要
用能源。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什麼看法。她指如果我們引入一些低碳能源，例如
自行產生電力，發電所帶來的碳排放可以相對減低一點。
參與者四表示他看到政府的南方電網事件，詢問那個核電當時說可以提高到百
分之五十。
計劃總監回應參與者四指，應提高到百分之五十，還是再高一些。她又提到有
一些人不支持核能，他們認為可能數十年後，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會成熟很多。
參與者四表示早前放棄了的液化天然氣，他詢問政府會否考慮重啟液化天然氣
的計劃。
參與者七表示如實行液化天然氣便須興建管道。
參與者四表示天然氣於香港很難實行。每個城市都有液化天然氣站將世界各地
不同的天然氣液化。我們可能需從內地購買液化天然氣，透過管道運輸到港。
如我們向內地購買液化天然氣，好像被內地控制著供應。由於香港沒有液化天
然氣站，可以用天然氣的比例是不會增長的。
計劃總監表示如果我們要增加天然氣的組合，電費可能會增加，因為要投資機
組及液化天然氣站。
參與者四表示我們便買天然氣站。
參與者一表示既然成本貴，那便可以促使市民少用電，那便真正的由源頭入
手。
參與者八表示在住方面，經常更換電器都是碳消耗。
參與者四表示這是人類習慣的問題。
參與者八表示更換新空調可更省電，值得做。但更換行動不會持續，因已再沒
有電器可更換，故絕對有需要從發電方面考慮減碳。
參與者六表示天然氣站是在海興建的。
參與者八表示其實是將液化天然氣運到廠內再氣化。
參與者七表示我們只提到在內地購買天然氣，但如果船隻也可以運載的話，便
會有多些來源地可供選擇，成本有機會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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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表示，如果比例拉到那麼高，必然就會貴。
參與者八表示液化天然氣只可以從不同的來源購買，有機會競價購買較便宜
的。但天然氣是礦物產品，供應始終會越來越少。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駕車。她指簡報中提及約兩成的碳排放來自交通。
參與者四表示有很多人轉為駕駛電動車。
參與者八表示只是把碳排放轉嫁給電力公司。
計劃總監指碳排放是由道路上轉到了電力公司。她又表示在不同地方有很多不
同的措施，例如巴士、私家車轉為電動車，以減低路邊的碳排放。也有些城市
設有無車地帶，禁止車輛進入的，全部都是行人或者單車。她詢問參與者這些
措施能否減低交通的碳排放。
參與者八表示上述措施一定能減低碳排放，問題在於如何應用。
參與者四表示馬灣或愉景灣好像也是禁止車輛進入，只有的士才可進入。
參與者九表示愉景灣有穿梭巴士進出。
參與者七表示雖然有無車地帶，但不等於減少了用車，車輛數量始終仍在。
參與者四回應指，如住在馬灣或愉景灣，應該不會購買車，因不能駕駛回家，
車輛的數目因而一定減少。例如他住在西環，如西環是無車地帶，他不會買
車，因不能駕駛回家。
參與者八表示，他居住的地方交通方便，又不是每日需要駕車。他以前在中環
居住，駕車往大埔上班，如不駕車就很辛苦了。關鍵在於住所跟工作的地方接
近，那麼便不用駕車。
參與者七表示如交通方便，便會減少用車。
參與者四表示政府應勒令絕大部分車輛轉做電動車。他認為有些車輛很適合轉
做電動車，尤其旅遊巴士，因這些旅遊巴士長期停泊，長期空轉引擎。
參與者八表示這是執行的問題，現時有法例禁止空轉引擎。
參與者四表示執法很有問題，他指無論環保署或警方的執法很奇怪，誰人也能
在三分鐘內關掉引擎。如想要豁免的，他建議只要有一個乘客在車內就可以豁
免。
參與者七表示香港的巴士大部分都是雙層，很多路線都行走斜路。他曾聽過電
動巴士的技術在香港未成熟，未曾研發適合在香港使用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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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表示很多不同巴士路線重複，她詢問如多些轉乘、減少重複的路綫的
安排有否幫助減碳。
參與者四表示最主要是誘因，如果電動車的成本總括來說是低了，大家才會考
慮。如果沒有誘因，什麼也是空談。
計劃總監指現在電動車配套，如充電位，非常不足夠，她詢問會不會先給予相
關配套，才大力推廣電動車。
參與者八表示執行上是困難的，過去曾經討論於中環實行無車區，但不能實
行。
參與者四表示電子收費很多時候存在私隱問題。
參與者八表示駕駛電動車就減少路邊的碳排放，但整體問題在於充電，如選低
成本那款，其電池只有四年、五年的壽命。
參與者四表示，要電動車和氣油車停車熄匙，不是純粹針對污染，而是人類的
健康。此外，現時的電池很浪費電，必須處理。
參與者八表示，最初都說須小心處理慳電膽，但都是未能處理。雖然慳電膽可
以節省電力，但處理時需要很多資源。
參與者六表示需要整體檢視問題，如何處理整個生產過程，不是路邊不排放就
沒有問題，因為只是轉了在電廠排放。
計劃總監表示可能需要平衡傳統汽車和電動車的排放及運作。
參與者四並不知道實質數據，但表示整個歐盟也是在 2040 年起禁止汽油車，事
實上他也不相信這是可行的，但全球使用電動車比例會較多。
參與者八表示電動車的比例會一直增加，雖然他不反對，但是當中還有很多問
題須解決。
參與者七表示飛機用氫能，也是一種新能源。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對生物柴油的看法。
參與者四表示生物柴油又不同。
計劃總監表示現在除了電動車，還有人曾討論柴油車轉用生物柴油。
參與者八表示，不論用什麼油，甚至核能也好，都是消耗地球的資源。故此，
他認為可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減少駕車，這對地球一定有好處。他也提到地
鐵的重要性，地鐡能夠大量運輸。如果能吸引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那麼
很多人也可以像他一樣不再駕車，那就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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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四表示是要改變行為，又指在家工作就不用交通出行。
計劃總監提到可能改善城市規劃，例如興建更多單車徑或行人路。她詢問參與
者的看法。
參與者九表示，香港島是中心區，所以港島的規劃是不可能改變。而且香港島
有很久的歷史，道路亦不能重建。
參與者四表示倫敦十多年前實行了單車區，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上班，但都產生
了問題。他們回到公司後，因為有體味及汗，大約七成多人會被歧視。故此，
香港天氣炎熱，使用單車上班肯定不行，反而只作休憩用途就可行。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關於共享汽車的想法，她指現時德國和韓國都已經試行，
如以駕駛人士的出行模式考慮，共享汽車會否可行。
參與者四表示現在已有共享汽車。
計劃總監指現有的共享汽車是自發的，她剛說的可以是政府或者九巴特許經營
了這個服務來運作。就此，她詢問實行這樣的共享汽車是不是很困難，駕車人
士會不會考慮。
參與者八詢問是哪種模式的共享。
參與者六建議在不同村屋間增設巴士路線，用電動巴士接載，居民便不用駕
車。
參與者四表示需要完善的交通網絡。
參與者八表示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巴士路線很密集，如果巴士能夠準時到達的
話，那就不一定需要那麼密集的班次。因為巴士不準時，才需要密集的班次。
參與者六表示香港的交通網絡已經比其他國家發達，有些地方半小時才有巴
士。
計劃總監指現時香港的人均碳排放是 5.7 公噸，如果我們向進取的目標進發，要
達標將會有難度，但如果循序漸進，例如 5.7 公噸減到 3.5 公噸，相對來說可能
比較容易。
參與者四不明白這個邏輯，例如現在考試不合格，訂目標要拿一百分，但其實
是希望自己只拿八十分，還是真的想拿一百分。
計劃總監回應指，是否應訂立高一點的目標，然後就著目標調整，不要太貪
心。訂立低一點的目標，做到了，然後再減。她詢問參與者應該怎樣訂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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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八表示根本無可能訂立進取的目標，就算循序漸進的目標，他也覺得有
困難。
參與者七表示大家都想有些強制性的措施，但是實行上有困難，但不知政府有
否決心實行。
參與者八表示政府就算有決心，也未必能夠推行得到。
參與者一認為要提升市民對減碳的關注。她認為大家不太關心多買了衣服、多
開了空調。她建議可以配合科技或者制作指標，像恒生指數一樣，每日作新聞
報道，讓市民知道碳排放指數。
參與者八表示如有相關指數的報道，便可知應從那一方面先著手才可以減碳。
他又建議可從電力公司方面著手，鼓勵他們進取一點。
參與者四表示增加天然氣時，同時要想想如何減少電力消耗。
參與者八表示這需要大眾實行。
參與者一表示如果直接呼籲電力公司轉用天然氣，但成本昂貴，變相用同樣的
電量，但要給多一點錢。
參與者八表示，關鍵在於有什麼方法使全港市民減少用電。
參與者一表示，香港人很喜歡儲優惠劵，例如買有環保標籤的東西，掃描條碼
以證明參與了減碳行動，從中還可以得到優惠劵。
參與者八表示就垃圾徵費，市民遲些要用錢買垃圾袋，屆時可看看推行時有多
大的阻力。另外，他不明白政府為何不在居民方面著手，從這方面著手可以減
少很多垃圾。將來棄置垃圾都須收費，居民就會計算及節省。但如果居民把家
中垃圾丟棄於後巷，成效可能不大。同時，他指商業情況不同，他有很多同事
也有使用廚餘機，但因為運輸費、租金昂貴，導致成本增加，而成本往往都是
轉嫁到客戶身上。
參與者四表示要客戶接受，就先要全港市民接受，要市民接受才可以推行，而
不是強行訂立目標。他也指香港沒有足夠地方，對於植樹，還是安裝太陽能
板，他本人認為先植樹。
參與者八表示現在電力公司已經有一些相關計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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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4
活動名稱： 地區討論坊 - 港島區（第 3 組）
日期：

2019 年 9 月 9 日

時間：

晚上 7 時至 9 時 30 分

地點：

香港堅尼地城石山街 12 號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活動室 3
及4號

計劃總監 1先了解參與者的背景，當中包括附近的居民、運輸界、物業管理界和
建築界人士。他指團隊已準備相關資料，可供參與者傳閱和參考。他表示減碳須
從自身，即衣、食、住、行做起，而公眾參與文件內載有低碳計算機，讓市民計
算自己的生活習慣所帶來的碳排放。他指小卡內包含食物和衣服產品所牽涉的碳
足跡，有人亦曾向他建議可在衣服上加上碳標籤，列明產品由生產至消費過程的
碳排放量，以鼓勵市民作出低碳選擇，他詢問參與者對此的意見。
參與者七指若引入碳標籤，自己在選購衣服時會把碳排放納入考慮範圍，但始終
自己現時對碳標籤的認識不足。
參與者二認同引入碳標籤會令自己在選購衣服時考慮碳排放，但質疑碳標籤上的
數據是否準確。
參與者十指未必所有商店都引入碳標籤，例如一些較便宜的出口店，但如果市面
上有更多關於碳排放的資料，可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她以 H&M 的 Conscious
系列為例，該系列的產品標榜低碳排放，除了可提升公司的信譽，也能為消費者
提供額外的選擇。
參與者九指由政府認證碳標籤並推動計劃，成效會更理想。
參與者四指大品牌可帶頭引入碳標籤，讓其他商店效法，推動社會風氣。
參與者十指可由衣物品牌帶頭做起，因為他們通常製造較多固體廢物。
參與者一指自己選購衣服時，除了考慮款式和碳排放外，更會考慮耐用性。

1

計劃總監 - 梁子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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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指可多推廣二手衫買賣，不但便宜，又可以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二指現時流行快速時尚，未必能有效推廣二手衫買賣，他認為應由教育做
起。
參與者五指碳排放下降通常代表生產成本上升，而增加的成本會轉嫁予消費者，
令產品的價格上升，因此不能吸引消費者購買。
計劃總監指碳排放與價格未必有直接關係。他指除了衣服方面，食物也和本港碳
排放有密切關係，因為香港的廚餘較多，市民的飲食習慣也偏向進食紅肉和奶類
產品。然而，要令所有市民改吃素有一定困難，因此他詢問參與者從食物方面有
何方法幫助減碳。
參與者十指自己有同事是素食者，但香港現時較少素食餐廳，使他們用餐時有一
定困難，例如當他們一起吃泰國菜時，她的同事只能選擇咖喱雜菜飯，其價格與
咖喱牛肉飯相同。她認為應由小學開始教育學生吃素的好處，如鼓勵他們每星期
食素一天，並糾正素食會導致營養不良的觀念。另外，她指政府可資助餐廳推出
更多素食選擇，因為現時素食和肉食的價格相約，市民容易覺得食肉較划算而不
選擇食素，但她認為在香港推行肉稅並不可行。
計劃總監指在之前的地區討論坊中，有參與者提議硬性規定 Green Monday，但
須考慮餐廳的配合和市民的意願，他詢問參與者在食物方面還有何方法幫助減
碳。
參與者七指可在營養標籤上加上碳排放的資料。
參與者五指推出肉稅會引起商家不滿，但政府可考慮資助市民開辦素食餐廳，提
供誘因。
參與者八指應多宣傳教育低碳的好處，甚至可設立如 BMI（身高體重指數）的指
標，列明何謂過量的碳排放。
參與者九指均衡營養為最重要，有時素食也會多油和不健康。她認為應把健康、
營養與素食結合，再進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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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大家已討論衣和食方面的減碳方法，可討論住和行方面。他指樓宇佔
碳排放的最大比重，並詢問來自工程界別的參與者會否較關注大廈樓宇工程的節
能方法。
參與者四指自己在商貿寫字樓工作，當中最大的碳排放來自大廈的用電，其中中
央空調機組的用電量最高。他指現時政府鼓勵管理處與業主商討更換節能空調機
組的事宜，更換一年後能節省一百萬元的電費，但成本則要過千萬元，因此他建
議政府應資助大廈更換節能空調機組，以節省大量用電和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七指中央空調系統會較獨立空調更浪費用電，因為租客在使用獨立空調時
能根據自己的需求調較空調，所以他認為中央空調的電費應較獨立空調高，以鼓
勵用戶減少用電。
計劃總監指中央空調沒有分電錶，因此繳付同一個金額就可以肆意使用空調，他
詢問參與者商業大廈是否普遍出現這個情況。
參與者四指商戶管理費包括空調費用，因此商戶缺乏誘因關掉空調或調高溫度。
雖然每個商戶能透過電錶知道自己的用電量，但因他們不用額外繳交空調費用，
職員通常不會節省用電。他認為政府應多作這方面的推廣。
計劃總監指除了商業大廈之外，住宅也面對相同問題，始終空調的用量還是要視
乎住戶的行為與習慣。
參與者七指可在天台安裝太陽能板，以減少住宅的用電量。
計劃總監指現時政府推出上網電價，鼓勵不同人士，如丁屋住戶，安裝太陽能板，
他詢問來自建築界的參與者，現時安裝太陽能板的人數有否提升。
參與者九指安裝太陽能板的人數沒有大幅提升，反而客戶傾向把電燈轉成 LED
燈，以減省電力。不少大廈，例如學校，也會在天台種植草地，令大廈較涼快，
減少使用空調，而一些新大廈亦有安裝太陽能板，他們在興建大廈時已計算相關
成本，因此較舊的大廈容易實行。
參與者二指現時有四千幾個上網電價的申請，但他們只完成了一千個申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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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對這計劃有興趣。
參與者七指現時政府津貼舊樓維修，但並無補貼電價，他指立案法團每個月只有
幾百元，不足以推行相關措施，而大多住戶也不願意額外繳付費用，令議案難以
通過，因此他希望政府能提供多些補貼。
參與者四指管理公司向中電購買一級能源標籤的 LED 燈，以節省能源，他建議
政府和中電可提供多些補貼。
參與者一指政府可先資助大型屋苑安裝太陽能板，因為它們的層數、採光度一樣，
不會被其他樓宇遮擋陽光，較補貼層數較少的單棟舊樓效果為大。另外，她認為
補貼不應只局限於新建的屋苑。
參與者十指外國考慮推行四天工作周，相信能減少用電，而她作為僱員當然支持
政策，但她認為僱主未必贊成。
計劃總監指日本在幾年前發生核電廠事故後，核電廠須暫停運作，因此政府鼓勵
商界和市民減少使用能源，甚至晚上停止供應電力，成功減少兩成用電，紓緩當
時的電力需求。他表示市民可透過改變自身行為達至減碳，但要看他們有否動力
減少使用能源。
參與者二指推行四天工作周未必能減少用電，因為這會增加市民出外的機會，或
者市民會留在家中享用空調。
參與者九指現時巴士和商場的空調溫度普遍過低，可參考內地規定室內溫度的措
施。
參與者四指機電工程署正推行節能約章，鼓勵公司自願維持空調溫度在 25℃。
就大廈樓宇的問題，參與者五指自己在民政事務處的樓宇管理小組擔任兼職，認
為業主較關注金錢。他建議政府可提供較節能的空調和用電裝置選擇供業界參
考，並在招標過程中向業主推介，既能節省能源，又能節省金錢，相信會受業主
歡迎。
參與者七指，如政府提供維修補貼，便能推動業主更換更節能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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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指辦公室可安裝感應器，以節省能源。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政府可否硬性規定各界更換較節能的裝置。
參與者五認為不可以，業主會因金錢考慮而反對，另外一些較舊的樓宇未必能夠
支援高科技裝置，重新鋪設電線工程對樓宇結構的負荷也會較大，工程引致的空
氣污染甚至會影響居民。
參與者七指政府津貼能為業主提供誘因，更換更節能的裝置。
計劃總監帶領參與者討論運輸方面減碳的方法。
參與者七指可增加港鐵車卡，以供速遞公司運送貨物，從而減少路面車輛。
參與者一指這建議不可行，因為港鐵的載客量已飽和。
參與者七指港鐵增加車卡後，可向速遞公司收費。
計劃總監指路面交通的碳排放大多來自商業用車輛，例如貨車，其次是私家車、
的士和巴士，他詢問參與者，針對私家車、的士和巴士有何方法幫助減碳。
參與者七指可考慮共享私家車，達至滿載。
計劃總監指現時碳排放高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太多私家車，因此他認為共享的概
念值得考慮，他詢問參與者對制定私家車數目上限的看法。
參與者九指這項措施不可行，因為市民大多只會購買一部私家車，故限制私家車
數目沒意思。
參與者七指可提高第二部或之後的私家車首次登記稅，鼓勵市民只購買一部私家
車或舊車。
計劃總監指現時香港也有類似的政策，但力度似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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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二指政府可降低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鼓勵市民購買。
參與者十指現時車位不足，不應鼓勵市民再購買私家車。
參與者七指可立例要求各屋苑提供電動車充電設備。
參與者四指若在屋苑安裝電動車充電設備，須由業主付費，再交由停車場管理公
司負責安裝，而業主多不願意承擔相關費用。另外，他表示屋苑和商場的停車場
空間不足以安裝大量充電設備。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是否認為在本港推動電動車會遇到很多阻礙。
參與者四指現時九巴開始推出電動車，認為政府可先為電動巴士註冊，他也建議
政府可資助屋苑安裝充電設備，並資助市民購買電動車。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對公共交通電動化的意見。
參與者七指港鐵普及後，現時乘搭巴士的人比以前少，尤其在非繁忙時間，巴士
的載客量普遍較低，造成不必要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指在以往的地區討論坊中，有參與者建議重組巴士路線，以解決此問題。
參與者十指電動車雖然能減少路面空氣污染，但發電也會造成碳排放。另外，她
指出現時香港的單車設施不友善，例如單車泊位不足、單車徑的位置較危險。
參與者一指市區的單車泊位不足，而且政府缺乏這方面的宣傳，她認為政府在城
市規劃時，沒有視單車為交通工具，相反，外國會鼓勵市民踏單車上班和上學。
計劃總監指挪威的奧斯陸推出一項新政策，在市中心劃定不准車輛進入的區域，
以供行人和單車者使用，而內地也有人和單車共行的政策，他詢問參與者是規劃
不足，還是大家不習慣使用單車。
參與者一認為是規劃不足，她不明白為何現時興建一條單車徑要耗時四年、五年，
但其他先進國家並無此問題，這值得政府探討。她認為政府應帶頭推動單車用作
區內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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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指北京流行以單車代步，就算是只有兩個、三個地鐵站的距離，當地人
民也會選擇踏單車，但是單車、私家車、甚至公共交通工具都須共用公路，而北
京的交通規則十分凌亂，因此容易發生交通意外。他指出香港單車發展停滯不前
是因為土地不足，不能興建更多單車徑，就算容許單車和公共交通工具共用公路，
也會衍生很多問題，例如不專業的道路使用者會不遵守交通規則，但因單車使用
者不會被抄車牌，對私家車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造成不公。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香港能否參考外國例子，劃定不准車輛駛進、只准單車進入
的區域。
參與者九認為可以，例如可在西環碼頭興建連接至灣仔的長廊。
參與者八指難以協調單車使用者與行人使用道路。
參與者五指可規定單數車牌只可以在單數日子行駛，而雙數車牌則只可以在雙數
日子行駛。雖然香港的私家車數目較多，政策未必完全可行，但他認為可以嘗試
改善方案再推出。
計劃總監指現時北京已推行單雙號行駛，甚至須抽籤才能購買車牌，從而抑制私
家車數量的增幅，他詢問參與者香港應否實施類似的政策。
參與者十指劃定不准車輛駛進的區域主要是針對空氣污染問題，而不是碳排放，
若在香港推行，市民一樣會在其他地區駕駛私家車。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在香港實施限制私家車行駛數目的政策。
參與者十認為政策對富人影響不大，因為他們不介意繳交罰款，甚至可以購買兩
個車牌。
計劃總監指正如早前有參與者提到，電動車只是把碳排放轉嫁至發電廠，因此未
來的能源組合趨勢十分重要。他表示香港現時的方向是要使用更多低碳，甚至零
碳能源，以達到《巴黎協定》或更進取的目標。他指香港四分之一的電力來自大
亞灣核電廠，但大家可能會考慮當中的安全和環保問題，另外 1%至 2%的電力
則來自本地可再生能源，但也可能會引起價格問題。他詢問參與者認為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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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組合應從什麼方向發展，例如應否效法澳洲和新加坡，利用電纜運輸太陽
能，或是從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甚至增加核能的使用比例。
參與者七認為從外地購入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例如長江堤壩的水力發電，而核
電應是次要的選項。他指路燈可改用太陽能發電，政府亦可規定太陽能發電在新
建的獨立屋和商業大廈中須佔一定的比例。
參與者四認為大廈不能單靠太陽能發電，因為有些天台的日光不足，而且天台有
其他設施，不能全都安裝太陽能板，通常要交由供應商判斷。另外，他指在推出
上網電價後，不少獨立屋都安裝太陽能板，然後再賣電給中電，他認為日後可繼
續推行這項措施。
參與者七指硬性規定才能令業主有動力節能。
計劃總監邀請參與者討論能源合作的問題。
參與者一指自己身為使用者，認為穩定是最重要的因素。雖然可再生能源對氣候
有很大的好處，但香港風力和水力的供應均不穩定，導致價錢較高昂，令市民卻
步。她表示從外地購入電力也要優先考慮穩定性。
參與者五指自己最近到 T·Park 參觀，該園區利用污泥（即排泄物）發電，發電量
足以應付整個園區的需求，甚至有剩餘電力。他提議可把污泥發電應用在大廈內，
同時政府可額外爲大廈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當污泥發電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供
應不穩定時，可由政府提供的能源代替，確保住客有穩定的電力供應。
參與者四指在大廈利用污泥發電未必可行，因為單棟建築物的規模不如 T·Park
般大。
參與者七指可先在大型屋苑推行可再生能源，開支可由多個單位攤分。
計劃總監指曾有參與者建議運用社區概念，先在製造大量廢物的社區實行污泥發
電。
參與者七認為政策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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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對核能的看法。
參與者十曾閱讀一本書，作者把地球看作成一個生命體，但仍支持核能，因為現
時能源需求的增長太大，其他可再生能源也不能滿足需求。她同意作者的看法，
但認為政府應改變公眾對核能的觀感，多宣傳現時嚴峻的能源需求情況，令大眾
不再聚焦某幾次的洩漏意外。
參與者七指要考慮安全問題。
參與者五指雖然現時能源需求很大，但核洩意外所帶來的破壞十分長遠。他表示
面對能源需求增加，不一定要增加能源供應，反而應盡量改進科技和設施，探討
如何既維持現時生活又可節省能源，例如 LED 燈比傳統燈泡用電量少，但光度
更大，可見新科技能在減低能源消耗的同時也可以增加供應。他認為香港應朝這
方向發展。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是否同意應先減低自己的用電需求，再配合科技發展提升能
源效率，最後才考慮引入核能。
參與者七指市民未必會改變生活習慣，要靠政府多加宣傳。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就長遠減碳的方向而言，香港應制定較進取還是保守的目
標。
參與者四認為應制定較保守的目標，因為現時香港的人均減排仍未達到幾年前的
目標，他認為應先達到這個目標再進一步改善。
參與者七認同應制定較保守的目標，因為目標太高會令人們覺得不可行，失去減
碳的動力。
參與者五詢問通常多久才檢討目標一次。
計劃總監指根據《巴黎協定》，每五年會檢討目標一次，但若參與者認為應更頻
密地進行檢討，亦可提出意見。
參與者五指應每年檢討一次，定期探討方向是否正確，他認為訂定時間表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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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
參與者九指應至少每三年一次，因為推廣和教育均需時。
參與者十指政府在訂立目標後，應明確指示各個界別如何行動才能達成目標，因
為不少市民對碳排放的認識不足。
計劃總監指自己曾與建築物專家討論，他們均認為香港在這方面的數據不足，不
清楚大廈之間的比較數字，因此設定目標前可能要先了解大廈的表現。
參與者十提出地球超載日的概念，指地球資源就像銀行戶口，本來相關金額可供
一年使用，但現時可能到七月的時候就已耗盡一年的金額。她指市民可計算自己
的生活習慣所造成的碳排放。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誰能在數據上擔任相關角色。
參與者四指物業管理能知道大廈所釋放的碳排放，只要在政府的試算表輸入電費
單的數據，當中的方程式就會自動計算大廈所釋放的碳排放，還能定時檢查數據。
參與者七指可實行獎罰制度，向用電量比去年少的業主提供額外的電費減免，並
向用電量比去年多的業主收取額外電費，可鼓勵住戶減少用電。
計劃總監詢問其他參與者就制定目標的態度有否補充。
參與者二認為需要靠政府大規模推動減碳，單靠私人公司和家庭並不能輕易改變
大家的生活習慣。
參與者一認為應制定較保守的目標，先鼓勵大眾實行減碳，在市民的減碳意識提
高後，才制定較進取的目標。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討論了很多對碳排放議題的意見，感謝大家出席活動。
參與者十分享對四天工作周的看法，她自己可用四天的時間完成五天的工作，認
為四天工作周能減少商業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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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指應購買較耐用的衣服，例如很多年前流行的日本衣服質量很好，不像
現時的衣服經常破損，故需要時常購買新衣服。
參與者四指物業管理公司可了解各用戶的需要，甚至會進行家訪，介紹節能措施，
例如更換 LED 燈和安裝計時器，並派發節能貼紙，鼓勵他們張貼在空調和燈掣
旁，提醒住戶要將空調溫度維持在 25℃，並在離開房間時關燈，住戶在節省能
源的同時也可以節省電費。另外，他們會聯絡新供應商，一些寫字樓會安裝燈光
控制器，讓僱員離開座位時能透過手機關掉部分燈光，但其他位置的燈光仍能照
常運作，由於手機能無線上網，他們也可在系統上安裝計時器。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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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活動名稱： 地區討論坊 - 新界西（第 1 組）
日期：

2019 年 9 月 12 日

時間：

晚上 6 時 45 分至 9 時

地點：

新界荃灣大河道 72 號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計劃總監 1指可先從衣、食、住、行開始討論，再探討建築物節能、長遠能源界
別減碳和使用低碳能源的方法，以及有關低碳交通的議題，最後可一起制定目標，
並討論應以較進取還是保守的態度制定目標，亦歡迎大家提出任何遺漏了的議
題。他希望參與者的發言盡量簡潔，讓大家有機會回應。他隨後詢問參與者來自
什麼界別。
參與者五及參與者六是荃灣的地區代表。
參與者二是中學老師。
參與者三來自工程界別。
參與者一從事環保工程。
參與者八是學生。
參與者九來自商界。
參與者四來自非政府組織。
參與者十來自青年協會。
計劃總監指先從個人層面說起，指團隊準備的小卡內包含食物和衣服產品所牽涉
的碳足跡，相關資料亦可在網上和研究報告書查閱。就衣服方面，曾有人向他反
映不知道衣服產品的碳足跡，指可在產品上加上碳標籤，讓市民作出精明的低碳
選擇。就食物方面，他也聽到有人建議應推廣多菜少肉的低碳飲食習慣，甚至增
1

計劃總監 - 梁子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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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肉食稅項，鼓勵市民培養素食習慣。他強調只是分享曾聽到的意見，不代表一
定要推行這些措施，繼而詢問大家認為從衣服和食物方面有何方法幫助減碳。
參與者一指除了考慮碳排放和素食之外，可以從營養方面入手，改變個人習慣。
他也認同碳標籤有助市民作出低碳選擇。
參與者九指不少飲食業，例如麥當勞會在網站列出食物的營養成分和卡路里，她
建議網站可加設食物的碳排放資訊，並認為很多公司都希望實踐社會責任，會願
意配合行動。
參與者四指提供金錢誘因有助推動減碳，例如之前的減少飲管行動令生產者節省
開支，因此獲大部分餐廳響應。
參與者八指現時很多素食選擇都比較昂貴，市民因此卻步，而一些大型快餐店則
沒有提供素食選擇，所以她認為政府可與這些大型連鎖店合作。
計劃總監指選擇少和價格高是大多數人所提及的問題，並續問參與者認為政府和
商界應如何介入這些問題。
參與者九指商業考慮多從市民角度出發，若食客有需求，商界自然會有供應，而
這個一環接一環的帶動可先從政府或環境組織做起，例如政府可多作宣傳，將低
碳食物與瘦身和營養等概念掛鈎。她認為若一間餐廳推出的素食有很高的銷量，
其他餐廳也會效法，相繼提供素食選擇。
參與者六指就食物分量而言，自己平常購買飯盒都會要求少飯，但白飯的分量對
他而言依然過多，因此他建議餐廳可就不同分量的食物訂立不同價錢，減少浪費。
參與者四指就有關供應需求方面，他曾經到一間名為 Green Common 的餐廳，主
打素肉食品。他認為素肉的味道與真實的肉類相似，能令素食選擇更多元化，有
助推廣素食文化。
參與者二建議政府可多資助本地農業，她認為大多數人均明白蔬菜較健康，因此
未必要推廣素食的訊息，反而應著重如何提供多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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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有很多人曾提及本地農業的議題，並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政府應加強
推廣本地農業和增加投放資源。
參與者五指自己有親戚在荃灣村從事本地農業，但遇到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例
如近幾年西洋菜豐收時，缺乏人手收割。他認為只有依靠外勞才能有更多人投入
市場，因為收割工作較辛苦，需要長時間日曬雨淋，還很大機會被蚊子叮，故香
港人普遍不願從事這工作。他指雖然現時本地農業有水耕的方式，但多在室內工
廠進行。相反，露天農地需要經歷風吹雨打和定期除蟲，因此兩者性質截然不同。
他認為現時政府對本地農業有很大的資助，只是難以聘請人手，反而畜牧業較容
易聘請人手，因為它的經濟效率較高。
參與者四指他從事的機構也有運作有機農場，多聘請低學歷的新來港婦女負責管
理農場，亦有熱愛農業的本地人會幫忙。
參與者二質疑政府在土地規劃上預留了多少部分予本地農業，她指現時可能有不
少人希望從事本地農業，可惜土地多被收購，導致不能長遠推行農業發展。
參與者一指現時新界有很多荒廢的農地被地產商收購用作興建樓宇。他指在八十
年代，香港仍有很多農田，包括荃灣，但現時基於收益考慮，大多農地都被用作
興建樓宇。另外，他表示畜牧業的收益亦較地產發展少，因此同樣遇到人力資源
不足的問題。
計劃總監詢問來自工程界別的參與者會否較關注大廈樓宇工程的節能方法。
參與者三指工程界有為工人提供節能提示和訓練，管理層也希望藉此教育工人。
參與者六指現時工程師在設計和施工時多用預製組件，能減少使用板模，另外根
據風向設計燈光和通風系統能有助節能。
計劃總監指參與者提及的都是新大廈可引入的元素，他詢問可在現有大廈推行什
麼措施，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四指他工作的機構已轉用符合國際認證的電燈和水冷式空調系統，亦有幼
稚園以水冷扇取代空調，有助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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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參與者所接觸的大廈或機構都已開始推行節能措施，但正如講者所
言，部分舊樓或單棟樓未必有足夠資金和知識實行如此高效能的措施。因此他詢
問參與者，政府能如何推動這些大廈實行減碳措施。
參與者一以自己的住宅為例，指該大廈有四十年樓齡，獲政府資助更換更輕和更
節能的升降機，每個住戶亦須繳付一萬元，他認為一方面政府應資助有關樓宇並
對計劃加以推廣，另一方面市民需要有減碳的責任心並願意付出金錢，才能有助
節能。另外，他表示香港可以參考內地的一些節能設備，例如走廊的燈光感應器
和扶手電梯感應系統。他亦指十年前，BEAM Plus（綠建環評）計劃已開始推廣
綠色建材，吸引商家或現有建築物申請。最後，他建議大家在規劃時可多想一步，
例如在通風系統中引入自然風，有助減少使用空調。
參與者六指自己的樓宇會在晚上十一時後關閉其中一部升降機，以節省能源，而
管理處亦考慮以 LED 燈取代傳統光管。事實上，十年前早已有人提出這項建議，
唯當時轉換 LED 燈的經濟成本較高，最終沒有實行。此外，他認為政府的資助
計劃不理想，他批評市建局的官僚體制導致審批時間過長，例如私人單棟樓申請
資助須輪候最少兩年。他表示除了金錢資助，政府的技術支援也同樣重要，他指
若大廈的管理較好，相對的問題也會較少。
參與者五指中電有一個回購太陽能板的計劃，但每一區均有限額。他指香港有不
少大型建築物，例如學校，可研究各個建築物的機房能否儲存電力，以供電予該
座建築物的空調和燈光系統，達到自給自足之效，實踐零碳排放。另外，他認為
天台的太陽能板能有效吸收陽光，從而降低建築物的溫度。
據計劃總監所知，有空間安裝太陽能板的建築物本身不多，要達到能源自給自足
就更加困難。
參與者一指香港的再生能源是由政府推行，所儲存的電力會與中電和香港電燈兩
間公司的電網結合，再供應予全港市民，因此不用額外儲存電力。但他表示政府
在推行這個政策時忽略了規劃用途和環評要求的考慮，市民若希望投資土地以供
安置太陽能板，必須經過規劃署、城規會、地政署、環保署、機電工程署和建築
署的批核，耗時兩至三年，且投資回報期短，因而令不少人放棄計劃。他認為政
府可成立獨立組織加快審核過程及為投資者提供意見。他亦指出雖然天然氣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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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排放，但它本身是石油產品，因此仍會釋放二氧化碳，而且會有耗盡的一日，
因此兩間公司應積極考慮其他再生能源。另外，他指現時香港對潮汐能的研究較
少，可加快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他表示過往有不少人爭論應否增加投放在本地科
研的資源，以提高香港再生能源的潛力，若未來再生能源成為主流，要多考慮石
油持份者的意見。
計劃總監指若大家的生活習慣不變，八成電力須要來自低碳能源才能有效減碳，
但香港的限制很多，步伐也比較慢。他詢問參與者對此議題的意見。
參與者六指內地的屋頂通常已安裝太陽能板，而香港的一些公園亦有安置太陽能
街燈，可在白天吸收太陽能後轉化成電力，供晚上照明，他認為政府可更廣泛地
推廣這些政策。
參與者二指外國每條馬路旁邊均有單車徑，對此情景印象比較深刻，並認為如果
香港也有這些設備，很多人會願意以單車代替公共交通工具，但現時香港並沒有
太多選擇，因此需要政府帶頭制定政策。
計劃總監補充指，挪威曾提出在市區劃定不准汽車行駛的區域，只供行人和單車
者使用，而內地也有融合單車徑和行人的措施。他詢問參與者香港的主要問題是
否規劃不足、缺乏土地發展，還是大家對減碳議題的投入度不足。
參與者五認為是規劃不足所致。他指早在二十年前，大埔、沙田、元朗和屯門區
內也有不少人騎單車，但一些新市鎮如天水圍的單車徑反而規劃不完善，反映政
府缺乏城市規劃的思維。英國在二十年前興建新市鎮時，經常把馬路興建在行人
路上，車輛毋須經過交通燈，市民則可以在地上自由行走和騎單車，避免發生交
通意外。他建議香港在未來興建新市鎮和新馬路時要多考慮人車分割的概念。
參與者三指幾年前共享單車曾在香港流行起來，但之後似乎突然消失不見。他提
出現時可否逐步發展共享單車。
參與者五指在社區欠缺完善配套下，共享單車難以推行，但若能興建海濱長廊單
車徑，他會贊成推行共享單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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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指就出行方面，除了單車徑外，亦有很多人討論電動車、生物柴油汽車、
甚至氫動力汽車，他詢問參與者對香港在這方向發展的意見。
參與者五指現時科技發展尚未完善，因此車輛的行駛距離有限。
參與者一指香港的生物柴油工廠位於環保園和將軍澳，但它們的利潤非常薄弱，
因為生物柴油與普通柴油的價格相若，冬天時使用生物柴油會較困難，且生物柴
油依然會排放二氧化碳，因此人們普遍不願意把車輛改裝成生物柴油汽車。另外，
他指電動車也有不少問題，例如行駛距離較短、充電口不統一、不知如何處理耗
盡的電池和電池太重。
計劃總監指很多國家都對這些計劃訂立了目標和限期，他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在
香港的限制考慮下，這些計劃都難以實行。
參與者三指自己公司的機器大概每年使用一千萬升油，他們嘗試改用較環保的
V5，可惜機器太舊不能配合，因此他希望政府能資助他們更換機器。
參與者五指政府官員在推行相關政策時害怕被人指責官商勾結，例如以往興建一
條符合標準道路要求的單車徑時（即 7.3 米闊），就需要收購私人土地，以及路
政署和土木工程署的批核，當中有大概十年至二十年的阻力。他指出十年前，兩
任特首在推出慳電膽計劃後均被人指罵，因此政府官員大多不敢推行新政策。
參與者三指可能有部分官員的確希望推行政策，但他們的任期太短，不足以讓他
們完成整個計劃。
參與者六指現時人們的目標過於細緻，不夠長遠，而且出現人手錯配的問題，他
表示現時有太多資訊，人們未必能集中詳細地學習某一門技術。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沒有面對這些困難的解決方法。
參與者一指他曾建議一些官員要更勇敢地推行新政策，但在這二、三十年來，政
府都是行政主導，技術部門的領導人大多對技術一竅不通，因此不明白下屬在技
術方面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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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現時社會過於民主和透明度過高，所有政策都需要諮詢大量市民的意
見，消耗不少時間。
參與者八指就低碳出行方面，現時海外消費如乘坐飛機並不計算在本港碳排放之
內，然而該部分的碳排放實際上佔本港人均碳排放的四分之一，因此她建議政府
可在機票上增加碳排放稅，並向市民提供不同航程的碳排放量，教育他們將出行
與碳排放掛鈎。另一方面，她認為政府可多加推廣本地旅遊，為市民提供更多本
地消費選擇，提倡可持續旅遊模式，避免消耗式的快閃跨國旅遊。
參與者三指就交通方面，自己每天都要從屯門乘車到市區，經常塞車，他建議政
府可在繁忙時間限制私家車數目，既可避免拖慢車輛行駛速度，又可以減低碳排
放量。
參與者八認同政府可在繁忙時間限制私家車數目，她指新加坡實行了電子道路收
費計劃，鼓勵市民在繁忙時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計劃總監指曾有人建議控制私家車數量，甚至實施單雙號車牌的措施，他詢問參
與者對這些方案的意見。
參與者一指推行這些政策會引起車行和大商家的反對，但在現時的氣候變化危機
下，這些措施仍值得推動，政府須考慮如何補償相關持份者，以減低推行政策時
的阻力。
參與者四指接載老闆的司機大多要在路邊隨時候命，因此如要控制私家車數量，
推行政策時將面臨阻力。
參與者三指雖然巴士站等候乘車的人龍通常很長，但政府應考慮減少巴士班次以
減少其碳排放，但同時這似乎遭到很多區議員反對。
參與者六指現時長者享有兩元公共交通工具優惠，增加他們乘搭交通工具的機
會。
計劃總監指在之前的公眾參與活動中，有人提議四天工作，以減少出行機會。他
鼓勵參與者可大膽地提出各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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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長短周變相會令出外次數更多。
參與者三指這只會分散出外的時間。
參與者五指就長遠發展而言，香港應在各個大區興建鐵路網，例如現時的輕鐵和
電車，或者可以參考內地的無人駕駛鐵路。因為香港的人口密度較高，若區內交
通以鐵路和單車取替巴士和小巴，相信能減少碳排放。
參與者六指自己曾參與天水圍輕鐵的項目，每條村都有輕鐵站，輕鐵覆蓋區內整
個交通網絡。但他承認天水圍的單車徑規劃並不完善。
參與者五指輕鐵的使用率很高，因此區內不必使用接駁車。
參與者六指輕鐵只有兩個車卡，因此繁忙時間的載客量會較少。
參與者三指輕鐵和汽車共用車路，其他汽車須要待輕鐵停下才能使用道路，變相
令輪候時間過長，浪費能源。他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規劃欠缺前瞻性，沒預計現
時龐大的車輛數目。
參與者八指在用電方面，商場可考慮制定約章，承諾會把空調溫度維持在 24 至
25℃，因為現時商場的溫度大概低至 18 至 19℃。
計劃總監指現時已有這類型的約章，但成效不顯著，他詢問參與者是否認同應硬
性規定商場溫度。
各參與者均表示認同。
參與者一指早在二十年前，政府已推行室內空氣污染指標計劃，頒發 Excellent
Class（卓越級）和 Good Class（良好級）的證書予合資格的商家，然而政府對此
的推廣較少。他建議政府可重新推行這個制度，為商家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他們
申請證書，並減少能源消耗。另外，他表示政府可提供經濟誘因予廢物回收，例
如針對消耗大量即棄飯盒和餐具的外賣，政府可提供誘因鼓勵大家使用成本較高
但較環保的可分解餐盒和粟米製的餐具，減少生產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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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建議餐廳可制定加錢換取膠叉及少飯減價的措施。
參與者二質疑餐廳在商業角度上會否真的願意推行有關政策。
參與者三指可透過立法強制餐廳參與。
參與者六以商場控制溫度為例，指出措施能否實行主要是視乎管理層的態度，例
如他的公司要推動環保政策，都要先得到高層支持並發起，下屬才能遵從。
計劃總監指近期能源區域合作在各報章和網上平台均受到廣泛關注，甚至引申至
政治議題，因為香港約兩成電力來自大亞灣，天然氣也是來自內地。另外，他以
外國的區域合作為例，指澳洲計劃在北部興建大型太陽能發電廠，電力將經過
4,000 公里的海底電纜運送到新加坡，為其供應國內的兩成電力。他詢問參與者
對能源區域合作如從內地購入低碳能源及核電發展的意見。
參與者五指香港只有中電和港燈兩間公司，而它們都是以煤作利潤保證，因此欠
缺競爭，而增加電費令市民不滿，但市民沒有其他選擇，也因欠缺比較，不清楚
煤和公司人手的實際成本。他認為若有更多電力公司供市民比較，電力的價錢會
較低。他指現時煤佔香港碳排放的 67%，他希望百分比能進一步下調。
參與者一指市民不能選擇電力公司，居住新界、九龍的市民須使用中電，而居住
港島則須使用港燈，因為各區的電網均由這兩間公司興建。他建議政府回購電網，
就像內地的污水處理和電力公司都是由政府外判予其他公司，或可參考香港現時
電訊公司的做法，有效促進市場競爭並降低價格。
參與者八指自己曾與一些業界代表討論，他們均認為區域合作可行，但要考慮從
內地輸入再生能源，會否變相令當地須使用污染性較高的能源，造成地區性碳排
放轉移，因此雙方必須達成協議，以確保整體碳排放量能減少。
參與者二認同須開發可再生能源和開放電網。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就能源界別的議題有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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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指政府應限制光污染。
參與者八指就光污染方面，現時已有自願性約章，但因為不是強制實行戶外燈光
限制，成效不足。她指若能立法規管，效果會更好。
參與者一指作為市民，大家應檢討自己會否隨便批評政府提出的政策，令政府故
步自封。
參與者六指政策的推行要看時機，尤其是臨近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某些部門容
易受到針對。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認為香港長遠而言應否設立較進取的目標。
參與者一以空氣污染指標為例，建議可設定持分者現時須達到的最低標準，然後
再制定未來的目標。
參與者五認為須推廣汽油私家車。由於私家車為奢侈品，會較其他交通工具容易
推行。他建議設立淘汰年期，待技術漸趨成熟，可讓市民逐漸將柴油私家車換成
汽油私家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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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活動名稱： 地區討論坊 - 新界西（第 2 組）
日期：

2019 年 9 月 12 日

時間：

晚上 6 時 45 分至 9 時

地點：

新界荃灣大河道 72 號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計劃總監 1詢問參與者如何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減少碳排放，以及香港的減
碳成績如何，而且應如何訂立長遠的減碳目標。她指出，根據卡紙上有關衣物的
資料，一件外套從製衣、穿著清洗五十次到棄掉的總碳排放約是十八公斤。她邀
請參與者計算過去一年買了多少衣物，或以身上的衣物為例，估計自己在穿衣方
面製造了多少碳排放。
參與者二指她有時可以一年不買新衣，但有時一星期内會瘋狂購物，所以很難計
算一年平均的碳排放量。
計劃總監回應雖然這活動有點難度，但帶出一個道理—我們平時要買耐穿的衣
物，衣物穿至破舊後再循環再用，物盡其用才棄置。她問參與者五，作爲年輕人，
會否常買新衣。
參與者五回應自己常買新衣。
計劃總監指出時下的速食時裝以大量製造、低價售出聞名，為降低運輸原材料、
製造到銷售的成本，製造了大量碳足跡。她問參與者平時如何減低碳排放。
參與者四指校服款式變化不大，他會把完好的校服捐給學校，讓學校送給有需要
的學弟和學妹。
計劃總監問有否聽過將衣物升級再造，即把舊款衣物改造成合時的款式。
參與者七指她曾改造衣物，把過長的衣袖剪下，然後裝在其他的衣服上。
計劃總監回應一般不會再穿舊款衣物，但經改造後就可再穿著。
參與者七指當孩子的校服過長，她會把校服改至合身。

1

計劃總監 - 李嘉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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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指即使家裏衣物過時、不合身，或電器壞了，她也很難找到改衣或電器
修理服務，再買新的會更容易。
參與者九指當電子產品過時，運作速度減慢。即使還可使用，人們仍會更換新機，
產生更多的電子廢物。
參與者一指小時候的校服可穿三、四年，質料較現在的好。這可能是因爲在速食
時裝的文化下，生產成本降低，但質素和耐穿度也降低，現在的衣物無法穿兩三
年，很快就會破爛，因此生產者要負較多責任。另外，現在改衣服務不常見，而
且費用昂貴。現在人們把改衣包裝成衣物升級再造的潮流，但這其實是以前的傳
統智慧，他問有什麽誘因可推廣這傳統智慧。他補充，經過市區發展，改衣店、
修理店已經式微，被大集團取代。
參與者十表示現在很難找到電器修理服務。
參與者一希望每區都有地方提供改造、修理服務，復興這民間的傳統智慧，不需
要依靠設計師把改衣包裝成衣物升級再造。
參與者十指生命周期是很好的指標，日後可根據衣物的生命周期購買衣服，例如
運動服的生命周期較長，她會多買運動服。
計劃總監建議可參考外國做法，產品設有標籤，列明產品的生命周期和碳排放，
供消費者參考。
參與者十指政府的政策可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和指引。
參與者二指購買衣服時首要的考慮因素是款式和是否適合自己，而非碳排放量，
因此消費者不可能只選擇碳排放量低的衣服。
參與者一指消費者有權利知道衣物的可穿著和清洗的次數，避免購買容易退色、
脫綫和破洞的衣服。
就食物的方面，計劃總監進行一個遊戲，讓參與者根據原材料的生產模式、烹調
方法，將十二種食物的碳排放由低至高排序。她建議把食物分類，例如蔬菜和肉
類，肉類也分紅肉和白肉。揭曉答案後，計劃總監指一般參與者會估計蔬菜水果
的碳排放較低，但其實野生三文魚的碳排放最低，取得野生食材時不會增加額外
的碳排放。根據原材料生產模式、食物種類和烹調方法，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如
何減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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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九建議烹調食物時可主要用白灼的方法來減碳。
參與者二指可以選製作工序較簡單的食物。
計劃總監指不同食物種類，例如蔬菜、海鮮、紅肉和白肉的碳排放也有很大差別。
參與者二指烹飪節目常教一些工序繁複的菜餚，碳排放較高。
參與者七指出蒸煮的方式也較健康。
參與者四指牛肉生產過程的碳排放比其他高許多，因爲牛為草食動物。由此可見，
漢堡包一般都用牛肉做成，碳排放較高，應改用合成肉、素肉或鷄肉。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會否接受素食。
參與者五指大衆不介意自己吃的肉類。
參與者十一指香港人喜歡跟隨潮流，建議把吃素肉包包裝成一種潮流。
參與者一曾吃過素肉漢堡，但要八十元一個，而且素肉沒有肉味和口感，很難成
爲潮流；但有些素食，如素腸價格較便宜，味道效果較佳。比起美式食物漢堡，
他認爲素菜餐廳較本地化，效果也較佳。
參與者十建議平時的飲食要多菜少肉，極端天氣也影響食物供應。
參與者九指要少吃卡路里高的食物。
參與者一建議不要浪費食物，吃肉的朋友更加不要浪費肉類，特別是貴價的肉類。
基於養殖條件因素，貴價肉類的碳排放較高。
參與者十指自助餐浪費食物。
計劃總監詢問政府和私營機構可以如何減少食物的碳排放。
參與者五指可投放更多資源研發合成肉，取代牛肉等高碳排放的肉類，改善味道
和質感，讓公衆接受合成肉。
計劃總監總結研發改良合成肉，提升公衆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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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九提出集中處理廚餘，做成肥料。
計劃總監指應普及化廚餘處理，政府可實施廚餘回收。
參與者七指人們很難完全避免不吃剩食物，但她的屋邨設有廚餘機，可是其他屋
邨沒有，浪費大量廚餘。
參與者十指廚餘機的費用不菲，政府可資助公共屋邨安裝廚餘機，並提供誘因讓
發展商在私人屋苑安裝廚餘機。
參與者五指廚餘機不會佔用很大的空間，也可有助發展有機種植。
在住的方面，計劃總監指香港被稱為「冷氣之都」
，5.7 公噸人均碳足跡中，約七
成來自建築物，而九成的建築物碳排放來自電力，例如人們只使用半個禮堂，但
卻開著全部的電燈。由此可見，她詢問有何方法可以節省生活用電。她也介紹了
南韓的做法，在指定氣溫以上才可開空調。
參與者七指人們可多使用 LED 燈泡和省電的電器，參考能源標籤。
參與者四指人們無法完全避免不使用空調，但有研究指出比起不斷開關空調、每
次只開短時間，長時間開著空調的平均用電量較低，因爲長時間開著空調時只會
製冷一次，然後保持恆溫；但如不斷開關空調，須要製冷多次，所以即使每次只
是短時間開著空調，也會大量用電。
參與者十指可以在開著空調時也開著風扇，增加空氣流動。
參與者九指可以使用動態或聲音自動感應電燈，當有人經過時會開啟照明，沒有
人時便會自動關上。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這些裝置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省電。
參與者十覺得香港建築物的隔熱效果不好，令大家要經常開空調。
計劃總監分享一個常見例子：鄰居經常開空調，排放的熱力傳入家中，令其他居
民被迫也要開空調。因此，她詢問如何改善城市規劃或建築物設計，防止這類惡
性循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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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九指樓底的高低可以影響通風。另外，我們也可用水電機，不需要使用很
多電力，但又可降溫、令人舒適。
計劃總監認同空氣濕度也會令人感到不適，提出抽濕、風向對流，減低開空調的
需要。
參與者一指出天氣報告只報告真實溫度，沒有公布體感溫度，但濕度會影響人們
的體感溫度，所以他認爲應該公布體感溫度，反映氣溫和是否須要開空調。另外，
他把舊式分體空調換成新型變頻式空調，節省多於一半的電費，有很好的省電效
果。政府可以提供免稅優惠等資助，讓市民更換新型變頻式空調，不但可以省電，
而且可以減少噪音、提升抽濕功能，整體效果比舊式分體式空調的好。
計劃總監總結政府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市民更換新型的節能電器。
參與者一指自己剛更換了冰箱和洗衣機，現在電費是以前的三、四成，新電器較
省電。
參與者九指舊型號的電器非常浪費電力。
參與者一重申政府應提供誘因，鼓勵更換新型電器，大大減少用電量和電費。
計劃總監建議政府可發放相關資訊，鼓勵市民更換新型能源效益較高的電器。
參與者一指換洗衣機、冰箱較容易，但更換空調較昂貴，搭棚也要三、四千元，
市民一般不會更換空調，因此需要政府提供誘因。
參與者十詢問住宅裏有很多省電的方法，但區域中可有什麽措施。
計劃總監指啟德實行區域供冷，即使用中央系統抽取海水，然後透過管道提供冷
空氣給予附近的建築物，從而減少每個建築物使用空調的需要。就出行的部分，
在場沒有駕駛人士，主要使用公共交通。其實 18%的人均碳排放來自交通，因為
交通工具運行時會燃燒燃料，造成碳排放。
參與者九指的士是燃燒石油氣的，但也有碳排放。
計劃總監指的士的碳排放相對較少，但也有碳排放。政府鼓勵使用電動私家車，
但駕駛人士認爲配套、誘因不足；巴士公司也試過購入電動巴士。由此可見，政
府有相關政策，但爲何現在我們仍主要使用傳統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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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九指加油站沒有提供生物燃料，燃料的選擇由石油公司決定。
計劃總監同意市民不能完全自主地選擇使用哪種燃料。
參與者五指電動巴士可靠性較低，巴士公司表示巴士在上斜時不夠力、易壞。電
動巴士雖然較環保，但不夠可靠成熟，不能成爲公共運輸工具。現階段應繼續主
要使用傳統公共交通工具。
參與者四指電動車的電力來自化石燃料，而非可再生能源。
計劃總監指不論柴油汽車或電動車，它們的燃料都來自化石原料。就能源組合和
減碳目標，五成電力來自天然氣，四分之一來自燃煤，四分之一來自低碳或可再
生能源。不論天然氣或燃煤，也會造成碳排放，她詢問應如何減少這 75%的碳排
放。
參與者七指她的學員曾經參觀巴士城，發現巴士在停泊時可使用太陽能板充電。
故此，他們曾檢討為何所屬機構的宿舍不使用已有的太陽能板發電，以應付日常
用電的需要。
參與者九指太陽能的效率不高。太陽能可分爲兩種：直接發電和把水加熱，價格
較貴。機電署協助學校在天台安裝太陽能板，並連結電網，剩餘的電力可賣給電
力公司。
參與者七指那些太陽能板生產的電力，足以提供熱水讓他們洗澡。她詢問為何不
可以把太陽能板安裝在巴士上，以應付巴士的運作。
計劃總監解釋上網電價，一般每度電為一元，但若透過電網把剩餘的可再生能源
以每度電四元賣給電力公司，減少電費。可是，香港有很多高樓大廈沒有足夠的
平坦地方安裝可再生能源設施，可見生產可再生能源的限制很大。她詢問有何辦
法才可達到減碳目標，長遠的減碳目標應否更加進取，還是較循序漸進。
參與者九指除了太陽能發電，香港也有四、五個地方可發展風力發電。南丫島的
風力發電設施雖然效率不高，但西貢正在興建風力發電設施。
計劃總監回應香港可發展離岸風力發電。
參與者一指政府應加强宣傳，可在公營及教育設施，例如政府合署和學校，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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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安裝太陽能板，把剩餘的電力賣給電力公司。
計劃總監回應政府可作牽頭的角色，帶領市民。
參與者一指政府一向願意負擔興建成本，成本不是很大的問題。不過，現在學校
只把太陽能板作教育用途，安裝數塊太陽能板，讓學生做專題研習，大規模安裝
的效果會更好。
計劃總監指太陽能板的供電不夠穩定。她以北歐的區域合作為例，每個國家分別
發展風力發電、太陽能和水電。當任何一方的能源產量不足時，其他國家就會輸
出電力。她詢問香港能否實行這類的區域合作。
參與者九回應這要考慮安全問題。如香港要與其他地區合作或購買，我們不會知
道他們的發電來源，比如他們以核能發電，我們無法規管安全的問題。
參與者一指政府可考慮在建築地契上設有可再生能源設施的規定，讓發展商負
責。他參考日本的做法，不同時段的用電收費都不同，也鼓勵市民家中安裝小型
的太陽能板或太陽能玻璃，先使用太陽能，當太陽能的產量不足時才用政府提供
的電力。他認爲一般市民很難推行區域合作這些大型項目，但每人可在生活上做
出小改變，合力減碳。
參與者四指長遠來説，香港地方小，太陽能產量很難應付到這麽大的電力需求。
他認爲香港可利用沿海城市的優勢，發展風力、潮汐發電。
計劃總監回應，我們可盡量利用本地的優勢和科技，試行推廣可再生能源，慢慢
達到目標。
參與者十提出潮汐發電是否產量很低。
參與者十一指歐洲的速食時裝業會把剩下的棉花，用作生物燃料。香港人和商店
每年都棄掉很多衣物，她詢問能否研究把衣服廢物用作生物燃料。
計劃總監詢問參與者有否到過源·區（T·Park），該處利用處理淤泥時所產生的熱
力和電力提供溫泉服務。她詢問香港能否能大規模興建這些設施。
參與者四指興建焚化爐仍有爭議，香港人口密集，焚化爐產生的空氣污染物可能
會影響健康，因此必須要技術成熟，確保安全，公衆才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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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指我們很難大規模地依靠可再生能源，就例如不能用可再生能源來運作
地鐵。
計劃總監歸納出即使我們把可再生能源的產量達至最大化，也不能完全依賴可再
生能源。
參與者九指我們應發展生物燃料，但香港的配套不足，包括加油站應提供生物燃
料，以及應使用生物燃料的汽車。
計劃總監指只有全方面的發展才可引入這項科技，以及要加强日常生活中的配
套。
參與者四指香港應從能源來源、生活習慣達至可持續發展，才可與鄰國合作。
參與者一指香港應從生產者入手減碳。參考歐洲的例子，例如規定玻璃瓶要使用
一百年、每回收十個膠瓶就回贈一歐羅。香港應立法讓生產者負責，例如減少製
造速食時裝、多回收、告知消費者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讓消費者作出正確的
選擇。
參與者十指要靠政府政策的推動。
參與者九指有非政府機構（NGO）向大品牌施壓，要求減少浪費。
參與者四指非政府機構的力量比不上政府。商家往往只爲把盈利最大化，才會推
行環保政策，因此政府立法才是最有效的。
參與者一指快餐店仍然使用塑膠餐具，連鎖咖啡店仍然使用紙杯，因爲他們沒有
洗碗的地方，而且希望省掉聘請洗碗工人的成本。這些都是生產者的責任。
計劃總監指政府和商家應合作訂立規矩。
參與者一指政府應提供誘因，鼓勵市民安裝高能源效益的空調、更換節省能源的
汽車、安裝窗邊太陽能板等等。
參與者四再次解釋比起不斷開關空調、每次只開短時間，長時間開著空調比較省
電，因爲一次過長時間開空調時只會製冷一次，然後保持恆溫；但如不斷開關空
調，則需要製冷多次，比較耗電。
-完-8-

A005
活動名稱： 地區討論坊 - 新界西（第 3 組）
日期：

2019 年 9 月 12 日

時間：

晚上 6 時 45 分至 9 時

地點：

新界荃灣大河道 72 號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計劃總監一 1稱討論將分為五個環節，會由個人層面開始，目的是看看大家在衣、
食、住、行方面，如何幫助香港減碳及制定長遠減碳策略。
首先由衣的方面開始。計劃總監一指放在桌上的卡顯示普遍市民常用和買的衣
物，而卡的背面則記錄了衣物碳排放的數據。他希望參與者可先反省及思考一下
他們在最近一年買了多少件衣服及褲子，之後再看看這些衣物的碳排放是多少。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在看過自己的碳排放量之後，有否嘗試想想修補或升級
再造回收衣物。另外，如果要在香港修補或回收衣物，參與者會有什麼考慮因素。
參與者二稱她會把衣物拿去回收箱。
計劃總監一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八稱會將衣物拿去衣物回收箱，但衣物回收箱的數量很少。
參與者七補充指自己住所附近只有一個回收箱。因此，若果不是有衣物回收箱在
附近的地方，便需刻意乘車到別處尋找。
計劃總監一追問是否指在香港回收衣物是有一定的困難，並詢問其他參與者，如
果在香港要修補或回收衣物會考慮什麼因素。
參與者八稱，自己住所附近有兩至三個衣物回收箱。他也留意到之前有新聞報導
指，回收的衣物最後未必是給有需要的人，反而只是令人在回收的一刻，有種罪
疚感的代償，結果只會令人買更多不必要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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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 - 陳雋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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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衣服供應商有哪些措拖可改變他們的行為。
參與者五認為市民若果將舊衣服交給衣服供應商，例如 H&M，可獲折扣。
計劃總監一稱，製衣業（clothing industry）是第二大的污染源頭，第一是油（oil）。
他詢問其他參與者有否試過在衣物供應商回收衣物；如果要回收衣物，會否有難
度。
參與者八問是否一定要將衣物交回指定的品牌。
參與者五及九均回答不是，而且在這些衣物供應商回收衣物可享有九折的優惠。
計劃總監一詢問會否有其他衣服供應商應該要做的措拖，從而更加容易令市民作
出改變。
參與者五稱現時少有回收鞋。
參與者二稱以前有店舖設有賣二手衣物的生意，希望政府可幫補這類型的生意，
例如提供退稅優惠（tax refund）。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政府有什麼措拖可幫助供應商或衣服生產商，從而令到市
民改變他們的習慣。他舉例，外國（英國）有措施將衣服的碳排放量放在標籤上，
並詢問參與者覺得這類措施能否在香港實行，以及這類措拖能否改變參與者的習
慣。
參與者二認為這類措施沒有意思，不要買衣服會更好。
參與者三認為政府經常帶頭鼓勵市民消費，但若市民因響應環保而減少買衣服，
政府又會有意見。除非將整個政府換掉，換做一個全新思維的政府，否則市民無
法相信現時這個政府的辦事能力。
計劃總監一詢問如果有產品供應商提供這類型的標籤，參與者會否在買衣服前停
下想一想及在香港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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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認為成效會很低。因為市民只會一直買衣服，尤其現在是速食時代，市
民沒有可能一直只穿同一件衣服，所以很多時市民只會依舊買衣服，碳排放只會
更高。再者，衣物供應商也只會將賣不出的衣服銷毀，最後也是沒有環保可言。
參與者二認為生產商可設標籤，說明其製造衣物的方法是比較環保，從而令市民
有購買意欲，繼而改變市民的行為。
參與者八稱有時一些運動品牌有發展環保的行為，但不清楚成效有多大。例如
Adidas 曾推出過一款跑鞋，稱整隻跑鞋是用可回收物料造的。參與者八認為該產
品好像有用，亦有宣傳作用。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若果供應商強調該產品生產過程是有環保理念，成效是
否會比碳排放標籤高。
參與者八回答可能會。
計劃總監一詢問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參與者十認為，若果一般市民沒有受過教育及環保教育，便不會知道什麼是碳排
放及碳排放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因此，即使他們留意到碳排放標籤，也不會
影響他們會否購買衣物，因為他們不知道碳排放背後的影響。
計劃總監一詢問政府在宣傳及教育方面，如何鼓勵市民改變習慣。
參與者三認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令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變小，這樣香港人就毋須
買衣服。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政府在宣傳及教育方面，應該作出什麼改變。
參與者五認為，政府應發展其他產業的經濟及嘗試發展本地產業，因為香港現時
依靠旅遊業。而現時的消費模式只會一直產生更多的碳排放。政府可投放資源在
教育上。她指出，現時是科技社會，但香港卻沒有科技人才。雖然香港有科學園，
但科學園中只有少數人是從事科技行業，而大部分都是其他機構租用科學園的場
地營運自己的公司。她五認為政府應發展本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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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方面，計劃總監一指桌上的卡顯示了普遍市民經常會在餐廳看到的菜式。他
要求參與者先猜一下菜式的碳排放量，然後由高至低排列在桌上。
計劃總監一指，菜及水果的碳排放比較少。因為現時大部分人都實行多菜少肉的
習慣，他問有沒有參與者是素食者。
參與者八回答有。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是否會實行多菜少肉的習慣。而當參與者在香港實行多菜
少肉的習慣時，會有什麼考慮因素。
參與者二認為現時素食的選擇不多，快餐店現時都是食肉的菜式比較多。
參與者一認為一些快餐店永遠都沒有素食的菜式，而大快活最多只有一至兩個素
食的菜式。
計劃總監一詢問其他參與者意見。
參與者三認為，素食的價錢都是差不多，素食成本是便宜但不及食肉的飽。
計劃總監一問參與者，價錢是否也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及追問參與者八是否實行
多菜少肉。
參與者八稱實行多菜少肉的是他的朋友。
計劃總監一續問參與者朋友的考慮因素。
參與者八稱他的朋友關注動物權益。
參與者五問參與者八會否不喜歡他的朋友。
參與者八認為不會，因為做朋友無需要介懷太多。
參與者五問會否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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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八認為是他的朋友少選擇。
參與者五問是否容易買到在香港生產的食物。
參與者三認為就算買得到也要看是在哪裡生產。
參與者五問價錢方面會否有不同，例如本地菜及來自內地的菜。她也分享自己買
菜都會挑選新界種植的菜，並提問這些會否是其他參與者的考慮因素。
參與者一表示自己家裏通常會吃有機菜。他也認為新界菜一般是有機菜，沒有農
藥，所以比較貴，但也會比較難吃。
計劃總監一說若不從碳排放角度看，多吃肉會增加患癌症的機會。他問參與者，
如果從健康角度來說，多菜少肉的文化會否是比較好的考慮因素。
參與者一認為政府須在這方面（提倡多菜少肉的文化）多下工夫。因為多吃肉會
增加患癌症或糖尿病的風險，他認為政府可從小朋友的教育方面開始著手。另外，
他也提到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指出，一些經過加工的肉類，例如香腸、煙肉都是第
一組致癌物，連煙草的包裝也有警告字眼，但為何肉類卻沒有。
參與者三認為，政府若干預或管制市民的飲食行為會太過火，市民有責任控制自
己的飲食，不應在有問題的時候全都依靠政府解決。
參與者五認為政府只可以建議市民應健康飲食。
參與者一認為，政府須將事實披露，而不是控制市民的飲食。飲食的選擇權是在
市民手上的。
參與者五認為政府只可以建議市民應健康飲食。她認為若人因環保需要而故意控
制飲食會感到不開心，最後也只會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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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二 2詢問參與者有否考慮過廚餘的問題。她問參與者會否覺得現時在食
物上有浪費。她分享剛剛在超及市場買了一盒壽司，並有疑問，那些買剩的壽司
最後會去了哪裡。她希望參與者可就這些問題作出討論。
計劃總監一提及，現時廚餘佔了全球碳排放約百分之八，並問參與者有什麼方法
可減少廚餘產生。
參與者五認為應根據食量而買菜，就可減少浪費。
參與者十認為可從餐廳方面入手。他稱泰國及韓國有廚餘回收桶，建議香港政府
可參考。
計劃總監一稱現時流行用豆腐或其他材料來仿製肉類產品，亦有人會用牛的基因
來種牛肉，而他剛剛吃了「Beyond Meat」的漢堡包。他詢問參與者覺得這類食
品會否在香港成功流行。
參與者二認為要製造這類基因食品很困難，而且她希望知道這類基因食品的生產
過程及碳排放量。
參與者一回應指食基因漢堡的碳排放量一定比真的漢堡少。
參與者二認為須披露（disclose）基因食品的碳排放量。
計劃總監一問其他參與者覺得這類食品能否在香港實行。
參與者十認為這類高科技的（hi-tech）食品應該比較貴。香港始終是資本主義的
社會，如果正常漢堡相對基因改造漢堡便宜，他估計市民都會選擇吃非基因改造
的漢堡。
計劃總監一回應指參與者十有價錢上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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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二 - 周韻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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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開始討論下一個環節 — 住。他稱香港是「冷凍之都」，全部市民都
會開空調。他詢問參與者，在城市規劃及興建新樓房的時候，須有什麼考慮因素
令香港能減碳。
參與者二認為在香港居住是沒有空間做回收，因為地方太小，不是每棟樓宇都有
便利的設施供人做回收。
參與者二認為價錢是考慮因素。她建議政府可就市民的用電量來決定他們可退回
多少稅。
計劃總監一分享，很多外國的例子是限制氣溫達到某個度數才讓市民開空調，例
如 28℃。他問參與者，28℃度會否太高，而這類政策在香港能否實行。
參與者三認為，當香港的溫度達 28℃時，濕度會比較高。相反，在其他國家就算
溫度達 28℃，濕度也不會太高，而且整體溫度是令人覺得舒適，所以這類政策
在香港比較難接受。另外，以前大廈的樓梯可以開窗，但現時因有防火條例，所
有大廈的樓梯及防煙門是密封的，令香港的公共大廈不通風。他認為香港的環境
逼使市民要開空調。如果不是有太多屏風樓，市民還可以靠自然風代替空調。因
此，考慮到香港的環境，這類政策未必可行。再者，現時市民雖然知道開空調會
浪費電，但仍會繼續開空調，可能是市民覺得電費不太貴，他們絕對有能力負擔。
如果要市民不開空調，政府只可能靠價錢來控制，例如增加電費，屆時，市民覺
得電費貴便不會開空調。
計劃總監一稱，現時市民有很多選擇，例如可在樓宇安裝太陽能板等。他詢問，
如果要他們安裝太陽能板之類的措施，會否覺得這類措施可以減碳。
參與者三認為香港雖然有很多大廈，但因建築物條例，如果要在家中安裝太陽能
板便會出現麻煩。他指出，安裝太陽能板看似容易，但實際上，政府指安裝太陽
能板能賺錢，因此要付利得稅。同時，市民要遵守很多法例，要實行這類措施有
困難。政府希望推廣太陽能板，但卻沒有顧及其他方面。雖然他曾聽說市民安裝
太陽能板，便須交稅，但政府至今也未有對於此措拖公布任何消息，所以，他認
為政府一方面鼓勵市民減碳，但同時又要求市民為此措施交稅，是自相矛盾的做
法。
計劃總監一問參與者，政府有什麼措拖可令業主多安裝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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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認為資助對實行這類措拖有幫助。資助可鼓勵市民嘗試安裝太陽能板。
計劃總監一問，興建新的樓宇有什麼考慮，例如參與者三所提及的通風、少開空
調等等。
參與者三提到，有新聞報導曾指如果要安裝太陽能板，便用不了中電的電網。因
為中電的電網設計有特定的粗度，如果市民安裝太陽能板，該電網未必能夠負荷。
因此，很多時候未必是根據業主的個人意願就可以做到，即使市民願意安裝太陽
能板，都要考慮其他因素是否能夠配合。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可以做到。
參與者二認為在實行措拖先須要考慮規格，例如限制及管制電力公司可接收多少
電量。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認為香港的兩大電力公司有什麼措拖可以促使香港實踐
長遠減碳。
參與者二認為，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能源會有幫助。
參與者三認為政府可提供誘因鼓勵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能源。他曾聽過政府希望
發展可再生能源，但最後卻不了了之，不知道是否因為政府擔心可再生能源電費
太昂貴而不願意鼓勵電力公司。他認為現時因誘因不足，而令到電力公司難以推
動可再生能源。
計劃總監一開始討論下一個環節 — 行。他問參與者認為怎樣才算是低碳出行。
參與者三認為踏單車和步行。
參與者九認為乘搭公共交通公具和少買私家車。
計劃總監一舉例，外國設有電子道路收費及在某些道路規定只限公共交通工具進
入。他詢問參與者覺得這類措施在香港是否有實行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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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認為沒有實行的空間。第一，每位香港政府的官員都會使用私家車，並
認為他們不會推出一些政策令自己使用私家車時有所不便，所以他認為這類政策
太離地。第二，在香港購買私家車很便宜。他又舉例指，其他國家民選出來的總
統比較親民，他們會選擇踏單車及乘搭公共交通公具上班。如果要鼓勵市民不使
用私家車，香港政府的官員也要做到不使用私家車。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覺得這類政策是否可在香港實行。
參與者十認為較難實行，因為香港空間少，而且經濟發展迅速。如果政府限制或
禁止市民使用私家車，長遠來說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最後，不單市民不會願意
配合，政府也不會願意帶頭實行這類措施。
計劃總監一舉例說明，某些國家有禁售柴油車的措施，英國可能在 2040 年或 2050
年會有禁售柴油車的措施。他詢問參與者認為在香港應否實行這類措施。另外，
如果在 2050 年禁售的話，會否太早或太遲。
參與者三不覺得香港現時有意欲發展電動車。一來政府已經取消了稅務優惠，二
來充電也是個問題。他不覺得政府有措拖興建更多的充電站或油站。
參與者二認為若果要發展電動車，政府須要增加誘因，例如提供稅務優惠。另外，
政府也須要大幅度調低電動車的價錢。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如果要在香港踏單車，會有什麼考慮因素，包括政府及
自己。
參與者五認為在香港踏單車不方便。首先，踏單車須要一條單車徑及完整的裝備，
例如頭盔、護膝等等。在馬路上踏單車更是十分危險。另外，香港政府也沒有提
供支援措施給使用單車的人，而且也沒有提供地方給他們停泊單車，所以這類措
施在香港會較難實行。
參與者一同意參與者五所提及的原因是導致措施無法實行。
參與者十居住在青衣，當時他有踏單車，但因為他不想在馬路上踏，所以便在行
人路上踏（當時行人路上的人比較少），但他被警察告知不能在行人路上踏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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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回應，在香港行人路上踏單車是犯法的及要被罰款。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政府須要實行什麼措施來鼓勵香港人使用單車。
參與者一認為政府須要規劃在不同社區如何做到單車徑。他認為不是每一個人都
住在地鐵站的上蓋或附近。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如果用單車來連接交通工具，例如由家中踏單車到附近
的地鐵站，之後把單車停泊在地鐵附近，再乘坐地鐵上班，這類措施有沒有幫助。
參與者三提出，現時沒有地方供停泊單車。一來自己家中的空間少，二來外面根
本沒有地方供停泊單車。加上地鐵有限制，與外國做法不一樣，香港地鐵要求市
民先拆除單車前車輪方可上地鐵，但外國有單車專用的車廂，所以這類措施很難
實行。
參與者一認為公司可設彈性上班時間。地鐵作為大型的交通網絡，需要研究如何
鼓勵人，從而令到措施可實行，例如提供優惠，若果市民在某段指定時間（避開
繁忙上班時間）乘坐港鐵，可獲乘車優惠。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四天工作周的措施會否有幫助。
參與者一認為可行，但也要考慮如何支持。
參與者三認為除非扣取五分之一的薪金，否則不可行。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有什麼措施可鼓勵大家在上班時實踐低碳出行。
參與者五認為香港空間小，踏單車不方便，所以香港不太適合步行。再者，現時
香港有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供選擇，例如巴士、的士等等，所以乘坐交通工具會
更方便。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在單車方面有什麼措施可改善。
參與者五認為沒有，馬路本身也不夠地方供車輛行駛，港島連行人路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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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認為除非限制私家車數量或禁止駕駛私家車，從而騰出空間供人使用單
車。
計劃總監一開始討論下一個環節 ─ 制定長遠減碳策略和發電方面的考慮因素。
外國不同的城市都實踐了零碳的計劃 ─ 碳中和。他詢問參與者，香港應訂下進
取的減碳目標，還是慢慢來的減碳目標。
參與者三認為，香港已經不算是個浪費電的地方，因為不是每位市民都駕駛私家
車，不像外國需要私家車代步，所有香港在交通方面已經減少了很多碳排放。再
者，香港地方小，用電量也不會太多。他舉例，在香港三百呎的空間，一個月冷
氣費只需三百元左右。因此，香港減碳的幅度一定不會比中國及其他地方大。他
也認為大部分香港人的操守比較好，較有責任心，不會浪費太多能源。
計劃總監一提及，因為政府打算在 2030 年逐步淘汰煤炭設施及增加天然氣的比
例，而天然氣不是碳中和的能源，所以最後無可避免可能要作出區域合作。他詢
問參與者，如果要達成 2030 年或 2050 年的減碳目標，會有什麼考慮因素。
參與者三認為所謂的區域合作是指與中國內地合作，區域合作只是包裝的名詞。
他認為中國內地的能源不乾淨，變相更污染。中國內地的潔淨能源只是佔少比例，
潔淨能源本身也不足，所以與中國內地合作是不合理的。再者，奢求小城市有可
再生能源是不可能的，因為要發電必須用化石燃料，沒有其他選擇。同時，他認
為就算中國內地不用潔淨能源也不會造成浪費。因此，區域合作不會令能源排放
減少，反而令到香港失去能源自主，最後為香港安全及發展帶來更大問題。在香
港本身發電安全穩定的情況下，無必要冒險進行區域合作，就算要減排不等如要
犧牲所有東西，令香港碳排放看似很低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減排有很多東
西要考慮，自給自足會更好。因此，他認為沒有必要區域合作。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還有什麼考慮因素。
參與者五表示不太同意參與者三的其中一個論點。她認為香港是個很耗電的城
市，尤其是電燈。在晚間時段，很多商店都會開燈。政府應限制商業開燈的時間，
不要讓他們長期開燈。減排計劃應由商業開始，而不是市民。她指出市民耗電量
不大，例如正常人都不會在晚上開燈睡覺。
參與者三認為，商店覺得電費便宜，所以會一直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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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五希望政府可以限制商店，實行減碳，而不是聚焦於呼籲市民減少耗電，
以達到減碳。
參與者二認同商店須減少用電，但她亦表示，一些商店因安全問題需要一直開燈，
所以政府須要設立機制及達到平衡管理。
計劃總監一回應，有參與者提及過香港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他詢問參與者，
香港是否有潛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參與者十認為沒有，因為可再生能源昂貴，例如太陽能板，而且有新聞提及過無
法支持配套。一些有效的可再生能源，例如水動能 HDP，所需要的空間很大，而
香港缺乏地理優勢。在經濟及地理優勢方面，是無法發展可再生能源。
參與者二認為香港不應原地踏步。相反，應支持這方面的發展。她提及很多城市
現時也有發展可再生能源，用一些智慧型的感測器幫助減碳。雖然價錢可能會高
一點，但她認為可在區域攤分，不是完全負擔不起。
計劃總監一回應參與者二，此舉是要推動多一些科技發展。
參與者二答是。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香港有沒有其他方法加強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
參與者三認為鼓勵市民安裝太陽能板是個好的方向，但政府要提供配套安裝，例
如將來太陽能板的垃圾應如何處理，是否可回收等等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參與者五以機電工程署總部為例，它有通風的設計，採光度高，不需要運用太陽
能板來供電，整個大廈是相當省電，但是它需要很多東西配合，例如防禦設計等
等，才可以成為環保低碳的建築物。她認為如果所有大廈都要有這種設計，要配
合的話是有一定的難度。
參與者二認為可從規格着手，才可推動整個工業向這一方面發展，否則他們會覺
得沒有誘因發展環保建築。雖然現時有推行綠化的指標，但這都是自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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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三認為，現時香港很多大廈都沒有窗，所以市民被迫要開冷氣，他認為有
需做好通風方面的工作。
計劃總監一提出，如果在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有限，區域合作又有很多反
對聲音。他詢問參與者如果在香港發展核電會有什麼考慮因素。
參與者三認為，香港發展核電是拿中國市民的生命冒險，因為發展核電要把核電
廠設在中國內地，而這個措施會增加中港矛盾，所以他認為沒有這個迫切性。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如果在香港發展核電還有什麼考慮因素。
參與者九認為發展核電會有安全的問題，須要將核電廠興建在遠離地震帶的地
方，而且香港沒有空間興建核電廠。因此，在香港發展電力是有限的。另外，相
比之下，雖然中國內地經濟資源充足，但人才卻不足。他認為政府可以安排兩地
的人才交流。
參與者五認為香港需著重減低使用能源，而不是發展可再生能源。因為香港是一
個很小的城市，很難發展可再生能源，但她建議可發展 smart city（智慧城市），
IoT（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等的智慧科技減低排放。她舉例，最近的話題有
智能燈柱。政府撥了六億予香港電訊（HKT）建造智能燈柱，一枝的成本大概為
八百萬元。當有人經過燈柱，燈柱才會開燈，而且智能燈柱還可以監測環境、天
氣及空氣、提供無線網路等等。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還有什麼可以推動科技發展。
參與者二認為不單是政府，一些私人公司亦可幫忙做多一些。
參與者三認為，香港政府不應繼續允許其他國家的人來香港居住，減少人來香港
居住可做到大幅度減碳。現時碳排放大大增加是因為香港政府不斷批准其他國家
的人來香港居住，從而增加碳排放。
計劃總監一提到有很多外國國家有碳稅。他詢問參與者認為這個措施是否可在香
港實行。他亦詢問參與者還有什麼意見，可以幫助香港實行長遠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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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一認為，在衣、食、住、行中，食的方面是最直接及有效減碳。因為在食
的方面，養殖過程也會產生碳排放。在教育方面，很少人著重飲食所帶來的碳排
放，反而只會著重衣、住和行。
參與者二認為在教育方面應由最起初的部分開始，例如源頭、過程、如何處理等
等。
參與者十認為教育方面可做好一些。如果政府要市民交碳稅，會對較年長的一輩
有壓力，他們不明白為何政府要實行這些措施，所以政府在教育方面可做好一些，
令他們知道為何要實行這類措施。
參與者五認為政府可著重科技發展，例如 smart city，硬性規定減低使用電量和
強制性控制，令到減排更有效率。
參與者九認為香港可減少廚餘浪費。他早前到訪柴灣廚房，他們會將廚餘做成一
些新鮮的飯盒，然後派給有需要的人。一方面可減少碳排放，另一方面可減少浪
費。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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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活動名稱： 地區討論坊 - 新界西（第 4 組）
日期：

2019 年 9 月 12 日

時間：

晚上 6 時 45 分至 9 時

地點：

新界荃灣大河道 72 號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計劃總監一 1告知參與者，將根據衣、食、住、行四方面及相關議題作出討論。
她隨後邀請大家先從「衣」方面進行討論，並隨即展示道具，邀請眾人猜測桌面
上擺放的圖片，如一條褲或一件衣服等，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多少二氧化碳當量。
由此可知，我們日常買一件衣服，其實都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計劃總監二 2詢問眾人有否在近月來買過衣服，並邀請他們分享購買的東西及數
量。
參與者十二表示自己買過一件外套。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十二是否因為覺得有需要而買。
計劃總監二再次問眾人在本月或近月有否買過東西。
參與者十五表示自己曾經買過一件恤衫，作上班用途。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十五購買恤衫是否因為現有衣物過舊或損壞，服裝減價或
有其他原因。
參與者十五表示自己常常穿著舊的衣服。
計劃總監一追問是否想要換一下新衣著。
參與者十五表示購買是因為新鮮感。
參與者十二和參與者十九表示同意。
計劃總監一又問其他參與者對於購買衣物有何看法，例如購買的動因、消費模式。
1
2

計劃總監一 - 劉恬怡女士
計劃總監二 - 柳淑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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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表示，購買新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衣服款式罕見。
參與者六則表示自己一般會待衣物殘破不堪才購買新的。
計劃總監二表示現時比較流行快速時裝（fast fashion），並舉例指出一些大型服
裝品牌好看又便宜，並問眾人有否光顧及對快速時裝的看法。她表示該潮流會導
致大家覺得價格便宜便大舉購買，但又會因為質量欠佳、容易破損而造成浪費，
並因而產生很高的碳排放。
參與者十四表示自己會偶爾購買衣物。
參與者十四表示或許會因為場合需要而購買衣服，亦會因為衣服款式變舊，不甚
美觀而購買新衣。
計劃總監一補充說，現時坊間有租借適合於不同場合所需要的衣物或晚裝等服
務，並詢問大家會否考慮這項服務，因為該類服裝穿著次數較少，租借晚禮服亦
是不錯的選擇。
參與者十四表示會視乎類型而決定，並舉例說會考慮租借價格相對高昂的衣服，
但若價格不高的衣物，則會選擇購買，因為租借的服裝或會有衛生及其他方面的
問題。
計劃總監二表示若要減低「衣」這一方面可能產生的碳排放，最好的辦法便是減
少購買，並詢問參與者認為政府或者商界可以提供什麼幫助以減少碳排放，以及
二手衣物的成效又如何。
參與者十四表示產生碳排放的部分原因或與香港的文化有關。大家傾向認為二手
衣物均是殘破不堪；或物質量良好，但款式過時，便會扔掉。她建議引進組織作
監管、篩選質量合格的衣物，確保消費者的信心，讓二手衣物買賣變得可行。
計劃總監一和計劃總監二齊聲邀請在座年輕一代參與討論。
計劃總監一又問他們對於二手衣物的接受程度及會否考慮再造布料製成的衣物。
參與者十表示會考慮再造布料製成的衣物，這些衣物比較環保，因為不需要使用
全新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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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六表示缺乏購買途徑和缺乏渠道捐贈二手衣物。現行的二手衣物收集點
都是不方便的，亦有些地方並非專為捐贈予有需要的人士而設，而出現牟利的情
況。她認為須要引進監管及提高二手衣物收集的透明度，讓大家知道如何購買或
捐贈，並指出知悉相關渠道是很重要的。她又表示若相關工作進行得好，香港人
最終會接受並購買二手衣物，因為價格便宜，加上大家喜歡更換款式。同時，她
認為大多二手衣物仍然新淨。
計劃總監二表示，若有指標應用在衣物方面，會否能夠幫助大家在購物時先想想
才決定購買。她指外國已有相關設計，相關標籤更可加入產地、整體碳排放等資
料。若果在香港推行相關標籤，會否影響大家在消費上的考慮。
參與者十二表示會的。
計劃總監一表示，這就會讓我們買衣服的時候不僅僅因為潮流而買，或能為地球
出一分力。
參與者十二亦表示或許會留意相關碳排放的資料，並選擇購買碳排放最少的衣
物。
參與者六以選購鞋子為例，他會考慮鞋子的耐用度。如果買了一雙碳排放數值低
但不耐用的鞋子，可能兩雙才等於一雙一般鞋子的耐用度。他繼而指出選購時須
要注意鞋子的整體質素，如產地等，而不應單純看碳排放的數值。
計劃總監二表示，如認證魚、海鮮，確認它們是由可持續的方法捕捉，還有認證
衣物的棉花物料。參與者會否將此納入考慮的因素。
參與者六回應，認證一般食物並不常見，有認證者均為價格相對較貴的食物。若
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則會傾向選擇性價比較高的產品。他認為單憑認證或會
缺乏誘因吸引消費者，並指出政府或可能在這方面提供協助。
計劃總監二詢問參與者對認證有何意見。
參與者十表示引入認證的成效可能不大，因為現時都市人買衣服主要還是看價錢
和材質，而少有注意碳排放。因此，即使出現碳排放的認證亦會很少人留意，情
況就似食物上的食物標籤也是很少人留意的，故他擔心引入認證的普及化問題。
參與者六回應剛剛提及二手衣物的問題，他指出現時的快速時裝的價格應該比較
便宜，可能大約五十元左右，而二手衣物經過不同的轉手交易過程，成本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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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新衣服更貴，而這亦不是誘因促使消費者購買二手衣物。如要選擇，理應選擇
一件便宜而全新的衣物，這點值得考慮。
計劃總監一表示全新的衣服在製作過程中亦會花費很多資源，如水、油等，而這
些均可能是考慮因素之一。
參與者六表示，就普通消費者的角度而言，會傾向選擇價錢便宜而新的衣物。
計劃總監一邀請參與者討論「食」方面的問題，並邀請他們猜猜卡上的食物所產
生的碳排放。
參與者二覺得水果會有較少碳排放。
參與者六和參與者十先後選擇菜及沙律。
參與者十表示沙律應有較少碳排放。
計劃總監二鼓勵參與者踴躍參與。
計劃總監一表示可以看看碳排放最多的食物，指出煎三文魚及野生三文魚並不相
同。她詢問參與者是否認為漢堡包是最多碳排放。
計劃總監二補充指出炒蛋及烚蛋亦不同。
參與者十表示牛應該是最多碳排放的。
計劃總監二問參與者二，薄餅應該屬於最多還是最少碳排放。
參與者六表示繼牛之後，較少碳排放的是雞。
計劃總監一提點參與者思考養殖三文魚在養殖的過程中會用到的資源。參與者三
表示野生三文魚碳排放可能會少些，而養殖三文魚應該會多些。她也提醒參與者
還有牛油、多士、炒蛋、薄餅尚未排列。
參與者十表示牛油應該要放在靠右邊的位置。
計劃總監一問參與者十是否因為牛油的卡路里才有此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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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則覺得牛油牽涉到牛的緣故才有此想法的。
計劃總監一問參與者薄餅和炒蛋應該放在哪裡。
參與者十一表示應該放在中間。
計劃總監一又問參與者炒蛋、烚蛋的先後次序。
參與者十和參與者十一均認為炒蛋先。
參與者十表示薄餅可以放在蛋的旁邊。
計劃總監一說出不同食物的碳排放數值。
計劃總監二解釋為何沙律、菜、炒菜碳排放的分別會如此之大。她指出炒菜的碳
排放量受其烹飪方法影響，比如用電、油等；而田園沙律菜則因其新鮮，所以生
食，而其種植方法，或會用水、電，皆會影響碳排放量的高低。她又補充，由於
使用傳統方法耕種，炒雜菜的碳排放就會相對較少。炒蛋和烚蛋的碳排放量分別
亦在於其烹飪方法。由於野生三文魚是天然的，人們只可捕捉，而養殖的則需要
有農場，牽涉到人工、飼料等，因此會產生更多的碳排放。最後，她指出炒牛肉
含有最高的碳排放，原因是在於牛本身，因為飼養牛的過程已經產生很多碳排放。
總而言之，與牛有關的食材會有最高的碳排放量，而烹飪方法也會影響其碳排放。
她又表示，肉類總體的碳排放量會比較高，而蔬果則有較少的碳排放。減低碳排
放的其中一個途徑是嘗試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她詢問參與者會否願意少肉多
菜；及有否渠道實行上述方案。她又問參與者現時餐廳會否提供相關菜式讓大家
實行上述方案，如多菜少肉的菜單等。
參與者十一表示頗難改變飲食習慣，因為現時流行速食文化，如漢堡包、麥當勞
等隨處可見，所以很難控制自己是否可以多菜少肉。
計劃總監一問參與者有否素食的習慣，以及有否聽過未來肉。
參與者六問未來肉是否指植物肉。
計劃總監一說是的。
參與者六又問植物肉的碳排放高不高，尤其在烹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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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表示這可能會很高，亦視乎如何烹飪。
參與者六表示，由蛋白質變成一塊肉的過程，亦會產生很高的碳排放，並質疑這
甚至會比一些肉類，如炒牛柳還要高。
計劃總監一詢問，若是一般上班族，其生活條件會否影響其對於食物的選擇。
參與者六表示需要考慮一下。
參與者十四表示挑選碳排放低的食物是很困難的，她認為大分量的肉類比較划
算，而蔬菜似乎比較貴。
計劃總監二補充，其實沙律的價格跟一客牛扒飯的價格相若。
參與者十四亦表示同意，並指出價錢的差距頗小。
計劃總監二詢問其他人的意見。
參與者七詢問是否應該挑選本地而不是從外國入口的食材，如沙律菜，因為本地
的才是最少碳排放。
計劃總監一表示同意，因為其食物里程會比較少。
參與者七則表示本地菜仍會較入口的貴一點。他相信本地菜始終會貴一些。
計劃總監一和計劃總監二表示參與者七認為價錢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六，雖然本地菜價格稍為貴一點，但碳排放少一些，會否
選擇本地菜。假若有更多人挑選本地菜，其價格或有回落的可能性。
參與者六和參與者十四同時表示這是供求的問題。
參與者十四又指出，香港本地的農地較少，因此價錢似乎難以回落。
計劃總監一和參與者一均表示本地菜的競爭力亦似乎較低。
計劃總監一表示如果參與者認為對「食」方面已有充分的討論，則可以討論「住」
的部分。她詢問參與者現在公共場所的空調是否太冷，而建築物的用電較多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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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碳排放也較多。參與者會否就此提出改善方案。她又詢問參與者在商用樓宇或
者家裡，除了少開空調外，會否有節約用電的措施。
計劃總監三 3提問參與者三每個月的電費大約是多少。
參與者三表示不負責交電費，而電費不是每月繳交，而是每兩個月繳費，應該不
需要一千元，只需大約幾百元。她又表示通常在夏天會多開空調，但因家裡白天
較少人而少用電器。
計劃總監三問參與者十二會否在放學回家後便開空調。
參與者十二表示有時會這樣做，因為放學回家會感到很熱。
計劃總監三又問參與者三使用空調的情況。
參與者三表示從前較少使用，但近期因為天氣變得更熱而較多使用。
計劃總監三又問會否自己不開空調，但隔壁使用空調而導致熱氣影響自己。
參與者三表示同意。
計劃總監三又問其他參與者有沒有意見。
計劃總監二問參與者十和參與者十三會否回家後就開空調。
參與者十表示回家後會先開電視。
計劃總監一問會否也開電腦。
參與者十表示沒有。
參與者七問會否開風扇。
參與者十表示亦有這樣做。

3

計劃總監三 - 周韻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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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表示有時候商場的冷氣氣溫會調得很低，都是沒有必要的。她邀請參
與者思考有哪些必然的措施或誘因可以讓政府留意此事，最終讓大家可以少用冷
氣，從而降低碳排放。她又詢問大家若從商業樓宇方面開始降低碳排放會否是個
好的做法。
參與者十二認為可以監管商場的空調使用量，若商場的使用量減低，可獲得補貼，
以發展商場，如增加設施等。
計劃總監一表示這是不錯的建議。
計劃總監二詢問是否真的須要有監管或獎罰機制來推動大家，抑或訂立約章的成
效會更高。
參與者十二表示傾向獎罰，並認為應該獎賞而未必需要有罰則，因為獎賞可以推
動商場改善。她又認為約章的成效不大，約章可能只是一紙空文，而不會有人跟
進情況。
計劃總監二又詢問現時香港哪一樣東西最為浪費電力。
參與者十二認為是輕鐵的空調，因為真的太冷。
計劃總監一詢問其他參與者的看法。
計劃總監二詢問在商業方面，哪些東西是最浪費電力的。
參與者三表示燈光及大電視等。
計劃總監二提出如果政府制定條例，例如針對大廣告商或電商在深夜某個時段關
閉光源，會否對浪費電力問題有幫助。
參與者三表示一些廣告商的燈箱在白天仍開著，十分浪費電力。
計劃總監二又問其他參與者對於香港，尤其在商用方面，有哪些比較浪費電力的
地方及其可行的改善方法。
參與者六認為使用電器未必是問題，但能源如何達到效能才是大問題。一個很高
能源效益的空調和一個很低能源效益的空調可以有很大的分別。現時已有電力公
司贊助一些有關可持續電力、能源效益更好的電器，並指出這是個好的歷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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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表示政府可以更換較合乎能源效益的電器，例如內部的空調、燈光，樹立榜樣，
從政府的建築物推展至私人或家用，令商界跟從。
參與者十四表示同意，並指學校等均是採用價低者得的方法購買電器，乃至出現
一些雖然價格低但其器材物料卻極不環保的情況。她認為這個做法是可以改變
的。
參與者六又指出現時大家正身處政府建築物，其燈光亦不是能源效益最高的，並
指出若將悉數燈光轉成 LED 燈的話，當晚能節省的電力已經可以達到三至四成
之多。他表示由政府建築開始做起，是件好事。
計劃總監二詢問參與者是否有其他意見。
參與者十五建議取締一些低能源效益的產品。他舉例道，已經推行能源效益標籤
多年，而大家已經普遍習慣一級、二級、三級的分類，這應該是時候取締那些低
能源效益的產品。他又指出，如果這些產品繼續在市面上流通的話，有些人就會
覺得便宜而購買，或有機會購買者並不是用家，如業主買給租客，因為是租客負
責繳納電費。因此，如果繼續讓這些低能源效益的產品繼續流通的話，上述情況
便會繼續出現。他又補充，現在人們已經已有環保意識，只是各種因素而購買低
能源效益的電器，所以建議政府可以透過立法等手段取締之。他亦認為政府是時
候強硬一些。
參與者六指出現時大部分的空調均為一級的能源效益電器，在市場上已少見二級
和三級的空調，所以建議政府繼續收緊一級的分類，例如將一級再劃分成為新的
一、二、三級，從而逼使空調供應商再將能源效益提高。
參與者十五認為他的業主最近更換了二級能源標籤的空調，明顯是因為便宜，由
於不是業主繳納電費，故他無法選擇。
參與者十六表示政府或一般公營機構均有只更換損壞零件卻不能升級的情況，因
此是不能更換能源效益更好的配件，例如該電器是用鐵製成的，那麼就只能用鐵
更換，而不能更換一些比鐵更便宜、更環保的物料。這是墨守成規的表現，須要
政府帶動，從而做得更好。
計劃總監二回應指，這是否現時香港的教育制度或宣傳做得不好而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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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六表示現時已有相關教育及宣傳，惟其對象是缺乏經濟能力的學生，需
要注意成年人或一些有財政能力的人士，因為他們才能夠貢獻更多的人群。她又
指出不能事事推搪給年輕學生。
參與者十一亦表示他們現時在學校已經學習節約能源的知識，他的一代已經開始
明白節約能源及少用電力對地球的好處。年長一輩的人士可能不是很清楚相關情
況的運作。因此，他認為政府可以多加宣傳，或如其他參與者所言，立法縮減並
限制高耗能的電器。
計劃總監一表示現於「住」方面的討論已經完成，現在開始討論「行」方面。她
首先問參與者有否私家車，或平時出行會否使用碳排放較低的公共交通工具。她
詢問參與者對於交通工具減少碳排放的意見，及有什麼方法或建議可以進一步減
低碳排放。已經擁有私家車的參與者會否考慮轉用電動車，以減少碳排放。
計劃總監二指出參與者或年輕的參與者未必會有車，但家人是否有車。
參與者十表示自己家裡有一輛電單車。
計劃總監二表示大家出行均使用公共交通為主。
計劃總監一問參與者會否在假日使用單車。
參與者十表示使用情況比較罕見。
計劃總監一指出單車在外國屬於常用的交通工具，因為比較容易負擔，例如年輕
人可以踏單車前往目的地。她問參與者在香港是否可以實行以單車代步。
參與者十二表示應該不能在香港實行，她認為有關配套並不多，如單車徑不足，
所以無可避免走上公路。若不熟練者在馬路上使用單車會有危險。
計劃總監二曾經聽聞住在新界西的朋友前往輕鐵站或西鐵站時會以單車代步，而
不會使用私家車。她詢問參與者會否也會在一些接駁大型公共運輸工具的路途上
選擇使用單車。如沒有這樣的想法，會否考慮巴士。
參與者十表示我們都能輕易找到小巴站、巴士站或者地鐵站等，前往很多地方，
所以未必需要以單車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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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二表示香港的交通繁忙，現時的柴油車亦會造成很多污染，人們在街上
候車時會吸入各種廢氣。若果在未來以電動車取代私家車、巴士亦改成電動巴士
的話，參與者有何看法；還是現行的情況已經很方便而毋須改善，又或者覺得這
是沒有所謂的。
參與者十五表示多用大型集體交通工具是好的，因為其能源效益比私家車優勝很
多，減少碳排放的效益亦會更好。他又表示，如果集體交通工具可以電動化，從
而降低路面空氣污染則更理想，但需要考慮技術及充電方面的設備是否能夠跟
上。他曾聽聞業界正試行的電動小巴或巴士都遇到很多充電的問題，若能克服這
問題，會是好事，因為使用更多公共交通工具意味著減少路面私家車輛的數目，
並可以騰出空間，單車使用者就會更安全。他又表示或許未必所有人都喜歡單車，
若大家喜歡公共交通工具亦可多加使用，因為有一些比較潔淨的選擇始終是好
的。
計劃總監二又問參與者對於電動車、私家車、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有何其他看法。
參與者六認為單車確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但問題就在於香港的配套實在嚴重不
足。他舉例說，在高速公路或一般在馬路上踏單車是非常危險，望而卻步。若在
行人路上踏單車的話，又會觸犯法律，使他感覺寸步難行。若不是在沙田、大埔
等地方，基本上不會有踏單車的機會。
計劃總監二詢問單車會否只能淪為活動性質。
參與者六同意並指出，在香港踏單車是被理解為一種活動，而不是交通工具；但
反觀外國，單車被視為交通工具，即使在內地亦然。他又指出，若做出更新的配
套，例如在馬路旁劃出單車線讓單車行駛，似乎會是個好的選項。他亦頗為支持
使用電動車，因為它相對柴油車及汽油車較為潔淨，主要是人們能夠控制電動車
的發電系統，使用煤油以外的天然氣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就如汽油車使用汽
油發電則不需要再使用煤油一樣，所以他覺得使用電動車是個好的選項。他又指
出了相關的配圖問題，如充電設施太少，加上政府的參與不足，沒有感受到政府
推行相關工作，政府只是提供一些稅務減免，令電動車輛的數量一直上升，卻沒
有足夠的基建支持車輛，最終導致電動車輛過多而充電站太少，減低私家車車主
更換電動車的意欲。他再次強調基建的重要性。
計劃總監一詢問，若單車有相關配套，會否影響使用的意欲。
參與者六表示會有影響，尤其在短距離使用單車的情況。他又舉例說從荃灣大會
堂踏單車到青衣或葵芳等地，是頗為值得考慮的，因為單車會比走路快，又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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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開支。同時，他又指出現時的情況實在太過危險，在公路
使用單車會有危險；另一方面，在行人路使用單車會對行人造成危險，所以他放
棄使用單車。
計劃總監二詢問其他參與者會否有不同的想法。
參與者十四表示已經闡述大部分論點，但她補充，使用單車接駁其他交通工具時
或會牽涉到需要停泊單車，而現時缺乏一些可讓人長時間停泊單車的設施。若只
是停泊在路面，會有安全問題。
參與者六表示台灣在這方面頗為成功。以台中或高雄的其中一款租用單車品牌
（U-Bike）為例，乃由當地政府推動，並安排地方擺放單車，又提供租借服務等，
他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又表示香港雖有類似的租用單車服務，但似乎成效
不彰。
參與者十六亦表示這是因為香港沒有相關配套的緣故。
參與者六亦同意參與者十六的觀點，並指出一些不懂珍惜單車的人破壞了香港的
市場。
參與者七亦同意參與者六的觀點，她亦認為現時的配套就只有設施，其他很多事
情亦是如此，投放大量資金就以為解決了問題，但事實上有仍未推行配套。她又
表示購買或擁有單車並非難事，而單車的價錢又並非高昂。她覺得配套設施，如
計劃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宜花費大量資金提供單車。
計劃總監二問參與者三是否懂得踏單車。
參與者三表示不懂得踏單車。
計劃總監二又詢問參與者三平時會乘坐什麼交通工具上學。
參與者三表示會乘坐小巴。
計劃總監一又問他在早上等候小巴時，會否感到熱或來自其他汽車的廢氣。
參與者十五表示實質上確實會有困難的，即使踏單車比較健康，又可減低碳排放，
但市區有學校、公司，又或在一些比較密集的地方讓大家一窩蜂踏單車亦非可行
的方案。他又指出停泊位置、路面交通亦是問題。因此，他認為若有部分人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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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夠改用單車已經是十分理想。他又指出集體交通工具的潔淨也十分重要，因
為大部分市民依靠那些交通工具，故集體交通工具的潔淨能源就變得重要，情況
就如電動巴士一樣。
計劃總監一指出交通工具其實亦可指步行。她問參與者對於香港現時的步行環境
或配套有何看法，並邀請他們思考有什麼可以改善或鼓勵大家步行，如前往商場
時，由乘搭車票價格為兩至三元的小巴改為步行等。
參與者十五見到有一些社區已經陸續推行一些項目，例如在某些地鐵站或主要人
群穿梭的地方已經有天橋，例如荃灣。這些項目有助減低使用短途交通工具的意
欲。假若有行人通道的話，讓市民不用行十至十五分鐘，且人們在天橋行走，又
無需日曬雨淋，十分理想。雖然他相信政府正在著手相關計劃，但屬於長期工程，
希望可以陸續見到更多相關的配套。
計劃總監一詢問其他參與者的看法，並指出天橋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或許天橋
對於學生上學亦有幫助，可以省卻等候交通燈的時間。
參與者十一表示荃灣是很好的例子，荃灣大會堂已經有天橋直接通往地鐵站及荃
灣西。他表示其他地區也可以仿效荃灣的模式而多建天橋，並指出一些較狹窄的
行人路或會不利行人行走，所以他認為天橋能夠迎合市民的需求，他們亦會願意
使用。
參與者十五亦舉例說明，灣仔站通往稅務大樓的天橋，那裡的人流很高且有很多
人使用天橋，如政府能夠興建方便的通道，市民亦會樂意使用。
計劃總監一指出天橋或會減少人們在地面行走，影響地舖人流，這也是大家應該
考慮的地方。她並指出對於有需要的人士，例如有需要使用升降機的人，他們使
用天橋就會略有不便。她概括參與者對於天橋均有頗為好的評價，可以讓生活更
方便，免去人車爭路的問題。
計劃總監一表示將討論最後一個部分，即有關長遠減碳在發電方面的能源方案。
她詢問參與者對於可再生能源，以及一些能源組合會否有看法和意見。現時香港
已逐步減少使用煤，增加使用天然氣，但天然氣又非十分潔淨的能源。她詢問參
與者有何建議能夠讓現時的能源組合變得更加完善。
參與者十二表示可以使用更多太陽能，並以村屋為例，建議政府提供更多資助，
讓他們安裝太陽能板。香港現時有很多村屋，若加裝太陽能板發電，可以提升發
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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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一表示現時的做法為業主自發安裝太陽能板，並問參與者十二是否認為
政府可以直接安裝太陽能板。
參與者十二表示政府可以提供資助，因為太陽能板價格高昂，提供資助可以有助
他們購買相關設備，亦能吸引更多人參與。
計劃總監一概括參與者十二的意見，是由村屋開始做起，再推展至社會，並成為
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
參與者十二表示同意。
計劃總監一問其他參與者有何想法。
參與者十表示若就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而言，只有太陽能和風能是比較容易發展
的。其他能源如水能、潮汐能等，均會受地理或環境因數限制。若要普及悉數可
再生能源，應要克服相應的環境障礙。他舉例說風能亦會受到颱風的影響而不能
使用，又或會受到飛行的雀鳥撞擊，以及在香港這個如此細小的城市要找到合適
的地方安裝有關裝置或許亦是困難。
計劃總監二詢問參與者對可再生能源有何看法。
參與者十四表示有個比較爭議性的意見，即燒垃圾發電。她認為有技術限制。日
本現時已有燒垃圾的技術，惟細節上的問題，如過濾、裝置密封等技術的考慮，
若能跟上的話，此法比較適合在香港實行，因為我們必然會有垃圾，如何利用垃
圾則可以成為可再生能源的個重點。
參與者六表示發展太陽能是個好的趨勢，但是即使我們在全香港的村屋都裝滿太
陽能板，估計亦只是足以讓百分之一的香港市民使用。他指出在香港甚難安裝風
能設備，除非是在海上，但現時沒有這樣東西，其成本效益是有限的。他表示在
香港發展水能亦十分困難。以上可再生能源均難以在香港推行。他認為發展核能
比較合適，但在香港是個很大的議題。能源分布在香港頗難達到共識，他舉例說，
若我們要降低煤的用量，電費則會無可避免地增加，因為天然氣比煤貴大約三倍。
因此，在調整過程還需要看香港市民能否接受增加電費，在減少碳排放及調整電
費二者中作出取捨，亦即錢重要，還是碳排放更重要。
計劃總監二追問參與者六的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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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六表示自己的立場比較複雜，因為他來自相關行業，因此會傾向本地發電，
其可靠性大於一切。他指出一些人會傾向向內地購買電力，但內地生產的電力有
時或未能自給自足。因此，假若內地或香港出現天災時，能源會先配給予哪一方，
存在爭議，這一點已有可能被提升至政治層面。因此，他會傾向在香港生產電力，
亦指出降低煤發電而提高天然氣發電比率為中期發展目標，而長期的則須要再作
思考。
計劃總監二又詢問有關價錢的問題。香港的電費相對其他國家便宜，若真的須要
推高電費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用電量。電費愈來愈貴的時候，人們只好減
少用電，並養成習慣，例如會按時關燈等。她又詢問參與者六此法會否有效果。
參與者六表示這視乎個人習慣。他指出個人用電量有上升的趨勢，即使電費價格
有所提高。他認為由於天氣熱，若不使用空調，他或一般市民會感到很辛苦。這
裡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死循環：即天氣愈來愈熱，人們便更大量地使用空調；因而
導致天氣更熱。這個循環仿佛會一直持續下去，就算提高電費，對市民的習慣未
必會有太大的影響。此外，提高電費的過程頗為複雜，需要立法會通過等，存在
一定難度。增加使用天然氣和減少使用煤碳而提高電費亦是存在困難。他表示這
些都要視乎政府或香港市民的取態，而這亦是今天活動出現的原因。
計劃總監二詢問年輕參與者有何看法。
參與者六表示天然氣的價格已經很昂貴。
計劃總監二詢問若在香港興建核電站會否惹來較大的爭議。
參與者六表示會，但他仍認為核能確實比天然氣是更潔淨、更便宜的選項。核能
在眾多能源當中屬於最便宜的一種。他傾向核能。
計劃總監二詢問參與者會否同意這說法。
計劃總監一又問較年輕參與者對本地使用核能的看法。
參與者十表示不易在香港推廣核能，因為是安全的問題。他以切爾諾貝爾的核災
難為例，香港是個很小的城市，若出現事故，是很危險的，且有健康的風險。
計劃總監一詢問參與者十，就個人而言，在撇除安全考慮的情況下，會否支持核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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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十表示會支持。
計劃總監一又問參與者十是否因為會比較潔淨。
參與者十表示同意，並須要再改進核能的科技，降低危險性，以便能更好地使用。
參與者十一表示支持核能，惟核能卻會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福島核電廠的洩漏事
故。他指出，即使日本比香港大很多，但是福島輻射洩漏影響深遠，讓人很擔心
災難在香港發生。若日後的科技可以做到百分百安全的話，他亦會很支持發展核
能的計劃。
參與者十二表示若核能真的會引發災難的話，其影響是十分長遠的。她以日本為
例，受福島核輻射影響的地方變成死城一樣。若香港使用核能而出現事故的話，
香港亦會變成死城。由於核能所引起的後果很嚴重，所以她不怎麼支持發展核能。
計劃總監二問參與者會否因為增加電費而減少用電。
參與者十表示應該很難改變，因為外在因素，天氣愈來愈熱，或自己養成的生活
習慣等均是短期難以改變的。
參與者十四認為在短期而言，增加電費會讓人們覺得價格有所上調而減少用電，
但當人們習慣了電費的升幅而又能夠負擔時，最終亦是個人的生活方式及環境需
求決定了用電量。因此，她認為增加電費只是暫時性的措施，而且電費不可能無
休止地上調。就窮人而言，他們或許不能負擔上調的電費。由於電力的使用關乎
日常的生活，增加電費就略帶剝削的意味。
參與者七亦同意參與者十四的觀點。
計劃總監二表示毋須區分衣、食、住、行，參與者可隨意討論，為減低香港碳排
放出謀獻策，並鼓勵他們提出特別的想法。
參與者十二表示，或許市民已對相關議題的討論有很多聽聞，但對於其迫切性似
乎仍不甚了解，所以須要有更多宣傳，從而讓市民真正願意有所行動。
計劃總監二表示參與者十二指的是要在宣傳方面多做工夫。
參與者六表示希望兩位計劃總監分享一下她們在以往的公眾參與活動中收集到
減低碳排放的特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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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監二憶述，曾有參與者提議引進碳排放指數，每天如恒生指數般公布，透
過指標讓大家警覺香港在碳排放的表現是有多麼惡劣，推動大家改變習慣。
計劃總監一則表示曾有人提議將五天工作周縮短為四天，因為五天的工作可以在
四天內做完，從而可以減少出行、減少用電。
計劃總監一及計劃總監二引導參與者思考新的意見。
參與者十五認為香港市民並不能夠感受到近年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極端天氣，充其
量也僅僅是感受到山竹颶風的影響而已。在歐洲、澳洲錄得接近 50℃的高溫，並
因炎熱氣溫引致死亡，香港少有新聞報導，亦甚少人留意。因此，他認為可以拍
攝特輯，說明熱浪頻發的原因。香港是個很幸運的地方，沒有經歷過這些炎熱的
天氣。假若發生在香港，某部分人士，例如住在籠屋、板間房，或缺少空調的人
則必死無疑。惟這些問題少人留意，故逼切性下降。他又表示大家仿佛站在道德
高地談論如此長遠的東西，其實別人是不會重視的。他認為可以讓香港人認識外
國的經驗，諸如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配合，甚至是節約能源等，才能有效減
碳。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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