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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 - 反對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本人反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為名向中
國購買電力。
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電網，為何電力供應穩定，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而為減少碳
排放，政府應仔細研究及投放更多資源去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或增加可再生能源發電量，
此方案環保之餘，亦能避免犠牲電力供應的穩定性。
市民
陳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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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補充：打錯了頭一句
我是反對開放香港電力市場 應100%維持現在非開放式，兩家電力公司的現況。
謝謝！
陳先生
On 19 Sep 2019 11:47 pm, D'Artagnan Chan <
致長遠減碳策略負責人：

> wrote:

本人100%反對香港電力之完全自主獨立性。
就這個問題，多倫多就因為聯網或非完全獨立而發生災難性停電事件。
而就中美貿易戰，國內能源有著嚴重風險，連美國零件也沒能購買之風險。
所以請接納悶本人之意見並放棄所謂減碳政策。
在另外的地方買電 並不會對地球的碳排放有任何影響，請貴委員會用常識反思根本理由。
買電也相信如東江水 給天價而得來污染嚴重之食水。
謝謝！
陳先生 一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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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長遠減碳策略」的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持以下意見:
策略中提及考慮尋求都市外圍輸入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方式，又或是區域合作方式減少碳排放。當
中訂明政府會與兩家電力公司和中國大陸南方電網進行一項有關加強電力聯網研究。
本人不支持有關建議，原因如下:
1. 澳門是依靠國家的南方電網供電，九成電力依賴大陸，而這狀況一直被澳門人批評，一
是電價貴，買大陸電比當地發電的成本更貴，二是不穩定，時常因輸電問題引發大規模停
電。澳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 購買大陸電有可能比香港本地發電更昂貴，情況有如香港購買大陸的東江水，其價格比
遠高於新加坡購買馬來西亞食水。
3. 大陸的廣東地區發展高速，對電力需求愈來愈大。同時南方電網又未能滿足當地需求，
當香港購買大陸電時，會爭奪電力，不利兩地發展。
4. 減碳排放量是全球的目標。為了減少本地的減碳排放量，而削減本地的碳排放源頭 - 發
電，並不是有效的方法，因為大陸的減碳排放量會因此而增加。本地的發電技術比大陸南方
電網優良，如果購買大陸電，只會導致全球的減碳排放量不跌反增。
5. 香港應該發展本地的科技-可持續發展電能，既可減碳排放量，又可把技術輸出，增加收
入。
希望以上意見能改善本港的長遠減碳策略。
香港市民
陳先生 謹啟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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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秀文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
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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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貝姬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對環境有害的事，把環境禍
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各地洩漏核
電，和洩漏核電後的禍害，全世界有目共睹。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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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佩寶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
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
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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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明慧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強烈反對，並
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在不同場所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
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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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芳貝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反對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從大陸購
入可再生能源的方案。
本人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大陸電網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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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桂冰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無法確保大陸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
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
社會對使用核電是否安全有質疑及核有洩漏的風險，核洩漏影響深遠。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
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本地就可再生能源其實仍有發展空間，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而文
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
疑。所以香港應堅守能源自主，自行積極發展本地再生能源。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以巴士公司為例，九巴巴士站頂現時有安裝太
陽板就個好例子。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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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珮愉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
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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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原因如下：
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如福島核電廠事故），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
電。
應多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
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
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政府應從日常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
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
目標。

此致
陳茜茜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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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健聰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政府希望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
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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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小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陳敏有以下意見，本人認真要減碳，能從日常生
活做起，多宣揚日常應如何減碳。
此外，對於政府有意向內地購入能源電，本人不支持。認為應該要港府主導地發展再生能源而不是
以靠內陸，這樣只是加重內地壓力，再者，參予減碳計劃，卻使用內地的能源，感覺就是偏離了計
劃的本身。
陳敏恩小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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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淑貞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促請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基於政府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
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即香港鄰近的內地區域，香港亦無法逃避當中的禍害。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
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政府未有足夠數據去證明本地可再生能源潛力的發展，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
穩定性尤為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就猶如未出征
先言敗，扼殺本地可再生源發展的空間，另人懷疑向內地買電的供電是否必要。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香港特區政府應積極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開源節流，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
廣告招牌霓虹光管時間，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向工商業界和市
民推廣節能減排，擔環保責任。
本人懇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穩定性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
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
《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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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雪嫻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中國的環保政策力度不足
香港未能確保國內的供電源頭的環保執法足夠，而中國的環保政策常受其它不可受控的因素影響，
例如貪污，居民環保知識不足等。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自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后，全球也意識到核電的安全問題。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
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
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堅守能源自主，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任何人和政府也應加強其自主性而不是一味依賴其它地區的幫助。以現在的通貨膨脹發展，國內的
成本正不斷上升，香港更應進盡早制定自給自足的長遠發展方向。以免像房屋問題一樣，不斷滯后
而導至現今的社會不安。
四、落實一國兩制,幫助國內其它偏遠地區
政府應為了落實一國兩制，維持香港的自主能力而不是只懂向國內尋求幫助。中國本身的發電比香
港的穩定性還要差，在未見到有大幅改善的可能性前，不應向中國加大買電。國內還有很多偏遠地
區用電困難，香港已有穩定的供電，我們應讓國家把資源留來幫助偏遠地區發電而不是插手其中。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方案。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而不是
向大陸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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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凱晴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理據如下：
一、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二、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三、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五、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敬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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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惠萍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此表示強烈反對(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
零碳能源的比例)，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供電源沒有約束力，監管及決策權，無法監管是否符合環保守則，同時無
法監察會否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日本核電洩漏至今成災難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社會一直對核電安
全質疑，觀及乎日本核洩漏的情況，至今已造成無可挽救之災難，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
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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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難以監管，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 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應先嘗試自給自足，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
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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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榮禮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原則上我不抗拒購買大陸的潔淨能源，但擔心既懶且貪的特區政府會用發展有限做借口而放軟手
腳。且不太相信一直以來官商勾結倡厥的政府承諾。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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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各位：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 陳漢薇 MAY CHAN 強烈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
根據你們的文件第三章3.1及3.2 提到：2050年「約八成為零碳能源及必須進行非常緊密的能源區域
合作（可再生能源及核電）」。
意味著香港會繼續向中國輸入核電，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日本對核
電的依賴及福島核事故已為世界過度使用核電響起紅色警示，為何香港反而要逆向而行？
有否認真考慮在社區大力推廣太陽能發電，由政府主導及支助，從叫民間做起，推動能源自主！
本人希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能以本土為本，真正為香港的需求和環保出發，令香港可以實行能源自
主，與民同行！

此致

陳漢薇
香港市民

1

E42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下午 4:28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Possible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是一名香港市民陳鳳愛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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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陳燕儀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強烈反對從內地購入電力，並建議應在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理由如下：
1.
2.
3.
4.

從內地購入電力，香港無從監管，亦不能確保內地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
鑑於核能發電有洩漏輻射和核爆等嚴重災禍的憂慮，所以本港絕不應使用核電。
本港應鼓勵發展地區性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發展社區「能源自主」。
基於環保理由，香港應該著手管理能源消耗，減少能源浪費。

以上是本人的建議。

從我的 iPhone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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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聰倩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同時提高其他地區為生產電帶來對環境的消耗，發
電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未有積極進取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向內地買電
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同時減輕
兩電壟斷帶來的負面影響。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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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寶芳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原因如下：

一）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三）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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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耀忠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拒絕大陸核電、並強烈建議政府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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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陸麗賢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香港是可以自己建立一套環保的電力供應。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其他的發電方
式其實也可以考慮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但一直未見具體的相關法案。現在，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
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
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
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可以考慮在天台，巴士站，巴士車頂等安裝類似供電的設施，令社會更現代化嗎？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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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黄美玲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
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由大陸購入電力，成本亦會提高，最終只會增加消費者負
擔。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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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傅美思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對於政府就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
中零碳能源的比例，例如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
地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向外尋解決方法，原因如下：
1．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並確保供電源頭穩定
政府應該加強硏究本地發展空間，並注重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
文件中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既沒有確定的確認，向內地買電的供
電的可靠性令人懷疑。
2．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政府對於大陸的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
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3．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4．鼓勵並推行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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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現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六月開始的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意見。謝謝！
彭錫榮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comments@susdev.org.hk

回應《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現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六月發表的《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1]及為制定香港長遠減碳策
略收集意見，回應如下。
氣候變化毫無疑問是要急切應對的全球環境威脅，它對人類的健康福祉、糧食、供水、安全
和經濟增長都會構成嚴重的危害。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警告說，如果全球變
暖無法控制在 1.5°C 以下，不可逆轉的不利的氣候影響會持久出現 [2]。
香港是一個沿海城市，尤其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相關的影響。其中的影響，包括酷熱天氣、水
浸、風暴和其他極端天氣都已經出現，頻率和強度都正在增加。2017 年的超強颱風天鴿和 2018
年的超強颱風山竹所造成的嚴重風暴潮引發了許多沿海和低窪地區的嚴重水浸，大量樹木倒
下，公共交通停頓以及水電供應中斷等都是明顯的徵兆，催促必須加入國際聯手應對影響我
們和子孫後代的氣候變化問題。
政府希望在緩解氣候變化方面作出努力，並製定了一項目標，即：在 2020 年將香港的人均排
放減至少於 4.5 噸，並在 2030 年進一步減至約 3.3-3.8 噸（大約是減少 2010 年水平的 25%至
35%），值得讚賞 [3]。但是，作為一個具高教育水平、高收入、充裕財政和良好公民意識的
國際城市，香港有責任作出有意義和實質的貢獻。為此，香港不應以減少碳強度為目標，而
是採用減少實際碳排放為目標。政府必須將 2030 年的臨時目標收緊至“減少 2010 年碳排放
量不少於 40%”[4]，並在 2050 年前達至淨零排放為目標。
雖然這些目標十分進取和甚具挑戰性，但只要政府和公眾有決心並攜手合作，當可實現。為
此，政府必須盡快制訂全面的香港長期脫碳策略。十分認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所指出的，我
們須要：





[1]

全民更積極地過低碳生活
強制要求所有現有大型建築物進行翻新及重新校驗等節能工程
強制全面改用零碳能源及必須進行非常緊密的能源區域合作
強制落實節能工作
強制所有新建建築物達到或近至淨零碳排放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Public Engagement, June 2019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of 1.5oC, 2018
[3]
Environment Bureau, Hong Kong’s Climate Action Plan 2030+, 2017
[4]
IPCC’s assessment in its Global Warming of 1.5oC, 2018 shows that global net anthropogenic CO2 emissions need to
decline by about 45% from 2010 levels by 2030 (40–60% interquartile range), reaching net zero around 2050 (2045–
2055 interquartile range) to achieve no or limited overshoot of 1.5°C increase of the global temperature.
[2]




強制零排放車輛取代所有傳統的燃油車輛
重大及廣泛的科技突破和進步，可進一步減少以至抵消碳排放

謝謝！

彭錫榮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Views Collection Form
基本資料
你以下列哪個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請選擇一個選項）
機構


專業團體
 建築
 運輸
公營機構
其他




工程
其他



經紀及代理公司

個人
你屬於哪個年齡組別？
 18 歲以下
 18-30 歲




31-60 歲
60 歲以上

你是否私人工商物業業主 ？
 是



否




公司
 地產業
 地產發展商
 物業管理公司
 商戶
 其他

問題一
這一代的碳排放會為後代帶來嚴重影響，包括極端天氣、水浸等。減碳是一項跨代的挑戰，
而投放相應資源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途徑，你支持這個方向嗎？
 支持
 不支持
 沒有意見
必須指出香港的減碳不能單靠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是需要全面的減碳計劃，全港共同努力，
才可真正減少碳排放。

問題二

在考慮香港的長遠燃料組合時，你會如何衡量以下因素（可靠性、安全及供應情況、合理價
格、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的重要性？（請按重要性順序排列：1 為最重要；4 為最不
重要）﹙參見文件第 27-29; 48-50 頁 ﹚





可靠性
安全及供應情況
合理價格
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

以香港作為先進和發達地區來說，上列因素同樣重要，也可同時兼顧。
香港有能力在著重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同時，不犧牲現有的可靠性、安全及供應情況和合理
價格的情況。其實，採用低碳或淨零碳電力可以帶來相聯效益，例如：改善空氣質素，增加
就業機會，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使用和安全性。
然而，在負擔能力方面，應注意必須設計一個公平合理的電價制度，以確保弱勢群體和節能
用戶不會受到不合理、甚至是懲罰性的不利影響。由於低耗電家庭用戶在碳排放上，其實是
補貼高耗電家庭，為避免不合理地雙重打擊前者，應向耗電量高於平均值的家庭用戶加收碳
排放稅，並按耗電量拾級遞升，以用作達至淨零排放的投資。
事實上，不管能源是如何被認為是潔淨的，都會惡化全球暖化或其他環境問題。唯一確實減
少碳排放方法，只有是節能，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問題三
你是否支持實行前言所述的措施，包括實踐低碳生活、提升能源效益，以及透過更緊密的區
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等，以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參見本意見收集表前言﹚
 支持
 不支持
 沒有意見
如支持實行前言所述的措施，你認為哪一項措施需要優先執行？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剔號）




實踐低碳生活模式
提升能源效益
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上述所有都是必要措施。應盡快實施，以實現零碳排放。

實現脫碳目標必須全盤改革能源供求和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 於 2016 年，香港的碳排放約
有 67%來自發電[5]。儘管逐步淘汰煤碳、改用天然氣發電有助於減少能源界別的碳排放，但
長遠可持續的解決方案還是使用淨零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和節能。
政府與電力公司於 2018 年 4 月推出優厚的上網電價，以鼓勵個人和非政府機構投資可再生能
源，值得欣慰。隨著更先進和創新的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商業化，發電成本可大幅降低。政府
必須繼續推動和鼓勵廣泛使用和開發可再生能源，包括：盡量利用水塘、樓宇屋頂和外牆以
及其他開放空間，以作可再生能源發電用途。
雖然到 2030 年，香港本身的可再生能源可能只能提供大約 3-4%的電力[6]，但有很大的潛力和
內地開展區域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政府必須盡快與大灣區城市合作，共同開發鄰近的廣東沿
海地區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尤其是海上風電場。根據 WWF 的報告，廣東離岸風電潛力可達
2,049 TWh，約是 2015 年廣東及香港耗電總和的三倍。
此外，香港必須緊抱節能和實施能源效益至上的原則，大幅減少能源消耗。為達至淨零碳目
標，公眾須改變行為習慣，採取低碳生活模式，進行需求管理，通過加強節能措施，大幅度
減少碳排放。
為購買或使用化石燃料（包括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氣），按照相關的碳排放量徵收碳稅，
是有效的誘因以加快能源界別脫碳，並可創造收入以推動新的淨零值碳項目。 政府應與相關
持分者和公眾協商，盡早推展有關措施。
政府還應考慮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合作進行共同研究和開發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技術，以減少
大灣區的化石燃料發電廠運作期間碳排放的可行性
必須指出核能發電並非緩解氣候變化的方案。核電廠不單有核洩漏的風險，核能發電後的核
廢料的處置都可能對公眾安全和健康有莫大的影響。不可以為處理一個環境問題而產生另一
個環境風險，必須否定核能為清潔能源。

問題四
你會採取甚麼措施來減少碳排放？（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剔號）

採購

機構／公司 （只適用於以機構／公司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的回應者）

[5]
[6]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i) 制定（或收緊）環保採購政策，並為員
工提供環保採購培訓

HK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Hong Kong by Sector 2016
Environment Bureau, Hong Kong’s Climate Action Plan 2030+, 2017

(ii) 為辦公室購置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如有
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例如電腦、打印









































































機及發光二極管（LED）燈泡等
(iii) 參與節能約章，實施節能措施，例如
夏季使用空調設備時，維持平均室溫在24

能源效益及節約

℃至26℃之間或以上
(iv) 翻新辦公室以提高能源效益，例如安
裝新的燈光和冷氣系統
(v) 參與政府4T（即包括制定目標、訂時間
表、開放透明、共同參與）約章，訂下節
能目標及時間表，節能減碳
(v) 參與政府4T（即包括制定目標、訂時間
表、開放透明、共同參與）約章，訂下節
能目標及時間表，節能減碳

交通

(vii) 以視像會議或電子郵件取代出差，以
減少因乘搭飛機而產生的碳足印
(viii) 使用新能源車（例如電動車）作為公
司車
制定政策

(ix) 制定（或更新）內部減廢及回收政策
（例如紙張和塑膠回收物料）

其他

(x) 請註明：

除上述項目外，機構／公司也考慮採取以下措施，以協助達至淨零碳排放。
（x）飛行碳補償
（xi）強性提交年度碳排放報告
另外，上述所謂“機構／公司”，也應包括大形商場、酒店、公私營醫院私人樓宇、公共場
所等。

物

衣／減少廢

個人 （只適用於以個人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的回應者）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i) 減少購買衣物









(ii) 購買簡約包裝的貨品









(iii) 實踐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









(iv) 避免購買過多食物／過量點菜

















(vi) 多吃蔬果，少吃肉類









(vii) 避免購買塑膠樽裝飲品等，自備水樽









































































































食

(v) 盡可能選購本地／較鄰近地區食材，以
減少因運輸而造成的能源消耗

(viii) 採購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如有一級能
源效益標籤的電器），例如變頻式冷氣機
及發光二極管（LED）燈泡等
(ix) 盡量使用自然通風／風扇代替冷氣
(x) 在夏季使用空調設備時，維持平均室溫

住

在 24℃至 26℃之間或以上
(xi) 關閉不使用的電器，減少備用能源消
耗
(xii) 關掉不使用的燈
(xiii) 安裝低流量式的花灑頭和縮短淋浴
時間
(xiv)待洗衣物儲存至一定數量才使用洗衣
機
(xv) 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行

(xvi) 盡量以步行代替短途交通
(xvii) 減少使用飛機及郵輪外遊，並多享用
本地／較鄰近地區休閒設施，例如郊野公

進度評估

園等
(xviii) 不時利用環境局的「低碳生活計算
機」，以評估個人碳足印及找出可減碳空
間

其他

(xix) 請註明：

有關 (xvii) 項，政府應向市民提供按年遞減的資助，鼓勵公眾主動作出旅遊（特別是飛行及
郵輪）碳補償。

問題五
除問題四列出的措施外，你或你所屬的界別可如何減少香港新建建築物及現有建築物
的能源消耗量？有甚麼支援措施和資訊有助進一步推動它們的能源效益？﹙參見文件
第 25－26 頁 ﹚
新建建築物：
香港的建築物用電量約佔90%，碳排放總量約60%。必須採取有效的整合的方法，全面減少日
常運作相關的能源和碳排放以及包含於建築及其他物料的能源和碳排放。
必須要要求建設發展和建築行業有必要在相關發展項目內，考慮碳足跡，溫室氣體排放，能
源效益等因素，以協助達至淨零碳排放。 所有新建築的設計都應符合最新的能源效率建築守
則，並通過盡量利用自然通風、照明、取暖／冷凍和其他被動節能設計元素，以及審計和盡
量減少包含於建築及其他物料的排放，使用即場可再生能源和碳排放抵消等方法，及致力達
至淨零碳。應予強化香港綠色建築委員會現行管理的碳標籤計劃，通過綠色設計和建設，綠
色採購和製造，綠色經銷和包裝，可持續供應和消費，資源回收等，協助建築業界構建淨零
碳建築物。
現有建築物：
現有建築有很大的潛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通過節能，能源審計，碳審計，追溯調試和改
造來提高成效。 也應立即加強有效的需求管理和簡約運作，實施節約能源和提高效率，協助
減少碳排放。

問題六
政府已推出多項推廣綠色建築的措施。﹙參見文件第三章﹚ 政府是否有需要；及如有需要，
應加推哪些政策措施及誘因，以進一步提升新建建築物和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協助香港
達致減碳目標？﹙參見文件第 26; 45－46 頁﹚
 有需要 ( 請註明應加推哪些政策措施及誘因)
 沒有需要
新建建築物：
政府必須制定新而有效方法和工作計劃，盡快促使建築物全面脫碳。政府應諮詢建築業界和
其他持分者，以立法方式，要求新建築物符合樓宇淨零碳排放除的目標。同時，也必須加強
教育地產發展商、市民、設計界對節能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需要。
現有建築物：
政府應與建築業界，物業管理業及其他持分者磋商，以立法方式強制要求商業樓宇審核和公
布碳排放，並採取可行措施，盡早達至淨零／低碳排放除的目標。

問題七
你對促進本港更廣泛地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有甚麼建議？﹙參見文件第 30－31 頁 ﹚
政府努力推動電動汽車等新能源汽車，雖然值得讚賞，但轉變的步伐十分緩慢。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只有 11,942 輛電動汽車 [7]（不及私家車總數的 2%）。很明顯，香港十分迫切須要
廣泛使用綠色和創新的運輸技術。
政府必須加強公共集體運輸服務、為安全使用單車和步行提供良好的網絡和基礎設施，加速
推動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和高能源效益的車輛，積極投向淨零碳運輸 。而使用氫燃料是有望
減少重型車輛碳排放的方法，政府應盡快探討本地應用的可行性。
在鼓勵引進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方面，儘管政府設有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但成效不彰。 政府必
須採取直接和積極的角色，作出明確和實在的指示，要求只集中加快測試那些有希望適合本
地運作的創新運輸技術。
政府應該盡快推出一項邁向淨零碳運輸的路線圖。其實，相關措施也會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相贏互利。

問題八
世界各地開始有禁止化石燃料車輛（如汽油和柴油車輛）的訴求，有些國家亦會在 2030 年或
之後禁售化石燃料車輛。你對禁止化石燃料車輛有何看法? 對進一步減少運輸方面的碳排放
又有甚麼其他建議？﹙參見文件第 30－31 頁 ﹚
運輸業，尤其是化石燃料汽車，碳排放約佔香港總量的 18% [8]。為了大幅度減少車輛的碳排
放，一些先進國家（例如英國和歐盟國家 [9]）已承諾在 2030 年或 2040 年淘汰石化燃料車輛。
香港應跟隨國際的做法和步伐，根本性改變運輸模式，包括停止非淨零碳車輛的登記，盡快
達至淨零碳排放。
此外，政府應確保更有效的運輸管理，包括限制私家車增長，採取道路收費和其他有效手段，
以降低整體車輛交通活動的水平。
航空和船隻航運也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目前航空和船隻航運在提高燃油效率和減少碳排放
[7]

https://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promotion_ev.html
HK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Hong Kong by Sector 2016
[9]
UK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Net Zero – The UK’s Contribution to Stopping Global Warming, May 2019
[8]

方面已有不少的進展。香港必須加強國際和區域合作，以確保大幅減少這些行業的碳排放。

問題九
要鼓勵個人實踐低碳生活，你會向（一）政府／公營機構及（二）私人機構提出甚麼建議？ ﹙參
見文件第 22－24 頁 ﹚
實現淨零碳排放目標須要公眾全情深入參與。為協助產品或服務供應商，客戶／消費者和公
眾採取低碳措施，加強公眾教育和立法管制兩者都是必須的。
香港的消費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比直接排放高一、兩倍或更多。必須加強大力推動綠色生
活，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和減少廢物生產。為使公眾有改變消費行為的認知，意願和行動，必
須加強灌輸氣候變化風險和不良影響及可採取的緩減措施的知識。政府應立法要求服務／產
品供應商或供應商實施消費品碳標籤計劃，以協助公眾選擇更環保的低碳產品和生活模式。
同時，也應就高碳排放的消費品徵收碳稅，鼓勵公眾改變消費模式。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估計，來自牲畜的直接或間接的碳排放量是 IPCC 估算的人為碳排放
總量約 14.5%[10]。低肉，低奶類，多蔬菜和其他可持續生產（特別是本地生產）的食物，不
僅有助於減少碳排放，也更為健康、可以騰出生產空間促進本地農業和低碳農業生產。政府
應採取實際行動，向有關食品（包括肉類和奶類食品）徵收碳排放稅，以鼓勵公眾減少食用
肉類和奶類食品，減少碳排放。也應考慮向素食餐館和其他可持續生產的食品或供應商提供
稅務優惠或其他獎勵。
使用智能信息技術宣傳氣候變化和碳排放訊息十分有效。政府應開發生動、方便和具吸引力
的智能流動程式或其他實時資訊系統，以方便市民實時檢閱碳排放及得到在日常生活中減少
碳排放的方法。
立法管制是實現零碳排放目標的公平和有效手段。它在改變供應商，消費者和公眾的行為上，
發揮極為重要作用。政府須制定必要的法例和規例，要求供應和銷售消費品，必須在設計，
採購，製造，營銷，包裝等方面採取綠色措施，減少碳排放和促進循環經濟。
同時，政府應設立“溫室氣體消減”基金，用作支持消減碳排放工作。其中一些用途可以是
支持非政府及非牟利機構提升樓宇加裝能源效益設備和節能工程、盡早符合《建築物能源效
益守則》的要求，推動素食，步行等綠色生活及發展和使用非生物燃料的再生能源。基金的
經常營運費用其中部分來源可以是上述提及的碳排放稅收。

[10]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Livestock – A Global Assessment of Emissions
and Mitigation Opportunities, 2013

問題十
除了文件中提及的各項減碳措施外，你還有其他建議可以協助香港減少碳排放嗎？﹙參見文
件第三章﹚
政府必須有效運用“立法規管”、“徵收稅款”、“補貼支助”的手段，訂定適當的減碳政
策，以達到零碳排放目標。
另外，香港要低碳轉型，必須要得到業界和公眾的積極參與。政府應鼓勵工商界審查其業務
營運所產生的碳足跡，並創新及更新業務，以實現業務零碳排放。訂定的政策應是穩定和對
業界有吸引力，可以容許採取靈活手段達到目的。
同時，政府應該發展綠色經濟和靈活機制，包括：碳交易，綠色債券和其他融資機制，以協
助達到零碳排放。香港有能力成為區域的綠色金融中心，應立即採取行動，以確保領導的地
位。
雖然在應對氣候變化危機，可能會創造不少的綠色就業機會，但轉向低碳、可再生能源和循
環經濟時，有些現有的勞動力可能面對重大變化和挑戰。政府應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第二十四屆締約國會議通過的《關於團結和公正過渡西里西亞宣言》，確保公正過渡
[11]
。
創新技術、架構、運作模式和政策設計是達至淨零排放的主要組成部分。政府應制定政策部
署推動創新，支持研究和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並進行架構上的改革，以降低技術成本和資
金成本，確保政策機制和基礎設施會為推動解決方案提供機會，並盡力提昇脫碳的經濟機會，
促進綠色投資，達至淨零碳目標。政府應支持在可再生能源，智能網絡和電池，氫能和儲能
等領域的研究和開發，推動轉型至淨零碳的解決方案。同時，政府應確保財政預算和公共投
資不單不會有明顯“影響氣候” 的風險，更是全速轉向實現淨零碳目標。
由於主要的基礎設施和發展項目也是碳排放的原因，政府應努力確保可持續發展，盡快將相
關發展項目的碳排放量減至最低，並最終達到淨零值。政府應修訂《香港規劃和標準指南》
和《環境影響評估技術備忘錄》，加入碳排放和氣候變化影響的評估作為其中一項批核的核
心項目，要須符合淨零／低碳排放標準和上限。對於很大可能無法達到淨零排放的發展項目，
例如“明日大嶼”等計劃，應予以中止。而發展方面，不應採用新加坡所謂“花園城市” 半
城市、半鄉郊的模式。這種發展不利有效和集中的公共運輸及其他公共服務，也沒有很大的
自然環境保護效益，不利達到淨零碳目標。
實施淨零排放的新技術和創新，可能須要設置新的基礎設施。 例如：須要擴充和加強充電基
礎設施以便加速電動汽車的使用，強化電力網絡以容納可再生能源，設置新的配氣網絡以配
合氫的使用等。政府應盡早開展替換或改裝必要的相關基礎設施，以確保它們兼容脫碳的目
[11]

https://cop24.gov.pl/fileadmin/user_upload/Solidarity_and_Just_Transition_Silesia_Declaration_2_.pdf

標。
雖然香港缺乏做林吸碳的條件，但仍可在郊野公園多種植樹木，盡力減少大氣的二氧化碳。
然而，在綠化植樹時，必須停止選擇種植能大量釋放生物有機化物排放的樹木品種，以免惡
化本港和大灣區區域臭氧光化學污染問題。同時，也可考慮與廣東其他城市合作，大規模種
樹做林吸收二氧化碳和加強綠化比例。而香港是巴西牛肉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政府應考慮
協助巴西政府保護亞馬遜森林，不可對為開闢牧場而導致亞馬遜森林減少及尚未平息的大火、
置身事外。
除碳排放外，亦應致力減少其他溫室氣體排放。應進一步減少垃圾堆填的甲烷排放，並根據
《蒙特利爾議定書》的《基加利修正案》規定的時間表，逐步停止使用氫氟碳化合物 [12]。

[12]

https://ozone.unep.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4/MOP-28-1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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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飲管及即棄餐具，亂丟可回收物料問題，實在嚴重。建議如下：
1. 切實不派飲管，若有需要，就付款 0.5 - 1.0 元。
2. 不少商號(尤其是快餐店)仍免費提供膠袋，應加強巡查及罰則，更可鼓勵檢控(最重要是宣傳並提供
渠道)。
3. 麥當勞餐廳的即棄餐具耗"廢"極大，此連鎖店損害地球，罪大惡極。第一步可做的是堂食的減去杯
蓋及盒蓋，然後逐步取締
即棄餐具。
4. 貴會與飲食集團商議如何提升市民自攜食物盒及杯子的可行方法，能配合外賣時可減廢的目的。
5. 有關減廢、減碳的宣傳及教育仍然非常不足，內容宜加入每人都要做的事及不做會引致的後果，並
宜在電視及電台宣傳。
6. 可仿傚歐洲芬蘭，在超級市場內設自動回收機，即時換取購物券。
以上愚見，望有助益。
一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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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曾冠榮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強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

烈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
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
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
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四、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
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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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曾綺文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有關「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文件中提及《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以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
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強烈反對，並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
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可能把禍害轉嫁其他地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根本無法約束和決策其供電的源頭，也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
電過程是不是可再生能源和符合環保標準，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
事。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有關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已承諾向大亞灣買
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往後的日子仍會輸入核電，有可能提高電量。此舉亦無視社會對核電
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政府必須積極減用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有限，並認為只有從內地買電成達至零碳來源。其實本地仍有發展空
間，更必須維持本地的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
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積極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供
應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
管制協議，開放電網，讓市民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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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湯智文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守護香港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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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馮天麗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有關公眾咨詢中「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
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
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成效存疑，顧此失彼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和所屬公司，則是沒有任何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
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符合環保能源守則，有可能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
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不應依賴單一的再生能源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到目前為
止，核事故的情況都卜曾六合彩妝飾物資源 5::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
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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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馮雨慧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使用本地再生能源，電源自主，付合環保，政府應大力推廣及推動社區節能方案！
大陸供電源頭存疑，沒有環保的可靠性，更有禍害其他地區的可能性！
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至屆滿，即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核電安全有一定風險，當局理應全
面減用！

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定立真正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否決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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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馮美玲就場院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出意見書。
在文件中政府提及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需要來自零碳能源。香港一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購買核電至2034年才
屆滿，故現在不需要再從大陸購入電。此舉政府亦無視了社會對核電安全的質疑及洩漏核電嘅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
電，而並非依賴核電。
另外政府應提供技術及支援或資助讓不同界別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為自己社區供應部份電力，政府應利
用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供應嘅環保電力。
再者政府應該從需求管理着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例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管制限制廣告商的招牌不得在
一間開放。另外可管制商場政府公共場所等地方的冷氣溫度。
本人懇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他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及可靠性。
香港 市民
馮美玲
2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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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意見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馮逸飛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長遠來說，如要符合減碳目標，必須透過非常緊密的區
域合作，方可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這意味着香港須從內地輸入更多包括可再生能源及／或
核能的電力。"本人對此表示極度強烈反對,原因有幾點:
第一,本人極度不同意,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未來只有從內地買電這條唯一的出路。明明可以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減少能源消耗」等等多方面去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第二,香港直接由內地電網購入電力,只是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方,《巴黎協定》的原意是"把全球
平均氣溫升幅控制....",所以購買內地電力是沒有意思和有違原意。
第三,香港一直受內地空氣/環境汙染的影響,空氣/水把內地的汙染物帶來香港,如果增加內地發電量,
亦可能會為香港帶來嚴重影響,影響香港市民健康。
第四,如果香港直接由內地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
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基於以上幾點,本人極度強烈反對從內地購買電力作為香港長遠目標。
另外,對於長遠減碳策略有一些少少意見:
第一,積極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本地能源自主可以有效監察/監督發電過程是否真正
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第二,大力支持本地有關減碳/綠色能源等科學研究,提供資助和鼓勵
第三,政府應立法要求新建築物要有環保設計,減少能源消耗,甚至強制要求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
發電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的能源自主。
第四,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現在政府一
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重新檢視「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減少能源消耗」等可能性,在避免以購
買內地電力為長遠目標之餘,可以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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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susdev.org.hk
持續發展委員會鈞鑒：
全球面對氣候危機, 任何一個國家及城市都不能獨善其身.香港作為一個人口密集及經濟活動非常頻
繁的城市, 本人作為市民認同我們必須改變生活方式及消費模式, 然而, 各公私營機構能否立刻減少碳
排放更為關鍵, 因此, 港府有責任和必須立刻制定嚴格規定予各界跟從.
就貴會 長遠減碳策略的議題, 本人認同附件中 Ms Janice Baird 之建議, 本人認同:
1. 設立碳價格, 仿效全球多個國家及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 開徵碳排放費用或碳排放稅。
2. 仿傚澳洲 National Australian Built Environment Rating System (NABERS), 以將溫度升幅限制在工業化
前水平以上 1.5℃之內為目標, 為全港建築物制定更有效的效能等級系統, 以及強制商業和住宅樓宇於
出售或租賃前披露其能源效益及未來能源消耗的資料。
3. 仿傚日本 Top Runner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labelling programs (EESL) , 從生產商入手, 制定電器設備
最高能源效益規定 及 給市場上最具能源效益的電器獎勵, 如稅務優惠。
*以上三點是根據本人之個人理解及意見而編成，並不一定及完全代表 Ms Janice Baird之建議及其立
場。Ms Baird 是一名專注環境議題的律師，附件中 Ms Baird 有詳細闡述及分析各建議, 敬請貴會參閱.
順頌
道祺！
馮嘉茵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 attachment 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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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6/F, Revenue Tower
5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By email: comments@susdev.org.hk
Dear Sir/Madam
Submission on Long 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It is clear from the 2018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⁰C (Special Report) that the next ten years are critical
and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world is able to limit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to 1.5⁰C.1 In
order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at any level, we must reach zero CO2 emissions.
If global emissions are to reach zero in thirty years, there is a one-in-two chance of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1.5 C. To increase chances to a two-in-three chance,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must be reduced to zero in twenty years.
Incremental steps are no longer adequate – we need to dramatically increase action. It is
incumbent on cities like Hong Kong, which have th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accelerate action, to do twice as much in half the time.
In the last 12 months, a growing number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eclared a
climate emergency to drive deep cuts in emissions. As of July 2019, 822 cities, councils
and jurisdictions worldwide have declared a climate emergency. These include New
York, San Francisco, Paris, Sydney and Melbourne.
It is submitted that Hong Kong’s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should meet those of other
major cities at the forefront of climate change action. Accordingly, we submit that Hong
Kong should match Sydney, London and San Francisco’s targets by reducing its
emissions by 50% by 2030 and reach zero emissions by 2050.
Reducing Hong Kong’s emissions to net zero by 2050 falls short of the IPCC’s call to
reduce emissions to zero in twenty years. However, it is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to
Hong Kong’s current target of reducing absolute emissions by 26-36% by 2050. Hong
Kong’s current level of ambition is untenable and must be revised given the urgency and
urgency of the findings of the 2018 IPCC Special Report.
This submission calls for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be implemented:
•
•
•

1

a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a NABERS disclosure regime for buildings; and
Top Runner appliance standards.

IPCC, 2018: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Global Warming of 1.5°C. An IPCC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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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 can be contacted at by email at
telephone at

or by

.

Yours sincerely,
Janice Baird

2

My background
I am an environmental lawyer. I have worked on projects involving contaminated land
litigation, climate change law,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and energy law as well as
offshore oil and gas regulation.
M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cludes working for the 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Commission. I have also worked a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teams in Clayton Utz, a top tier Australian law firm.
I have written submissions a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Law Committee of
Young Lawyers NSW in re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law and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The
submissions I have written have resulted in policy and regulatory changes in various
jurisdictions including Australia, the Cayman Islands and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 hold a Bachelor of Laws (LLB) from Sydney University and a Bachelor of Arts (BA)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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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The need for a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1. Earlier this year, the IMF said,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that carbon pricing—
charging for the carbon content of fossil fuels or their emissions—is the single most
effective mitigation instrument.’2 A carbon price is a critical instrument for reducing
emissions because it provides across-the-board incentives for shifting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transitioning to cleaner fuels, and mobilising private finance.3
2. The IPCC,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ave all called
for urgent, comprehensive and robust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s to be implemented
globally.4 These calls have been repeated in light of record high levels of emissions
in 2018 and the IPCC warning that the narrow window to limit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 effects is fast closing.5

Global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3.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s in the form of carbon taxes or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E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or are scheduled for implementation in 57
region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jurisdictions (see Figure 1 below). At present,
these schemes cover 11 gigaton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GtCO2e) or about 20
percent of global GHG emissions.6
4. The following cities are implementing or planning to implement carbon pricing
schemes:
•
•
•
•
•
•
•
•
•
•

Beijing – pilot ETS;
Chongqing – pilot ETS;
Fujian – pilot ETS;
Hubei – pilot ETS;
Rio de Janeiro – ETS or carbon tax under consideration;
Saitama – ETS;
Sao Paolo – ETS or carbon tax under consideration;
Shanghai – pilot ETS;
Shenzhen – pilot ETS;
Singapore – carbon tax;

2

Ibid.
Christine Lagarde and Vitor Gaspar, ‘Getting Real on Meeting Paris Climate Change Commitments’ (May 3,
2019) <https://blogs.imf.org/2019/05/03/getting-real-on-meeting-parisclimate-change-commitments/>.
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9”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Jun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oi: 10.1596/978-1-4648-1435-8. Licenc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5
IPCC, above n 1.
6 World Bank, above n 4, 6.
3

4

•
•

Tianjin – pilot ETS; and
Tokyo- carbon tax.7

Figure 1: Summary map of region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scheduled for implementation and under consideration (ETS and carbon
tax)

7

World Bank, above n 4, 13-15.

5

Figure 2: Sectoral coverage and GHG emissions covered by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or scheduled for implementation, with sectoral coverage and GHG
emissions covered8

8

World Bank, above n 4, 9.

6

5. Regionally, China, Korea and Singapore have already implemented or are planning
to implement national carbon pricing schemes (see Table 1 below).
Table 1: Asian national carbon pricing schemes - commencement and volume
Commencement

Volume

China (national ETS)

2020

3 GtCO2e

Korea (ETS)

2015

694.1 Mt CO2e

Singapore (carbon tax)

2019

40.7 Mt CO2e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at are considering carbon pricing schemes include Thailand,
Indonesia and Vietnam.
6. Of the above, the most proximate and relevant to Hong Kong is China’s national
ETS. It will commence operation in 2020 and will be the largest carbon market in the
world.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en have been trialling ETS
schemes since 2013 and have already completed 5 compliance years. It is submitted
that Hong Kong must commence a carbon price to remain on the cutting edge of
discovery,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9
7. Hong Kong is well-placed to implement a carbon pricing scheme because of its
human capital, financial expertise and position as a leading financial center.10 If Hong
Kong implements an ETS, it is in a position to facilitate trading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relation to carbon mitigation under market based approach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8. Given the global scale of current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Hong Kong also has the
opportunit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in relation to carbon pricing to reduce
the cost of implementing mitigation actions, increase market liquidity and increase
effectiveness in achieving emissions reductions.11

Are carbon taxes or ETSs more effective?
9. There are two main policy options for introducing a carbon price. The first is a carbon
tax that sets a tax or fee on GHG emissions or the carbon content of fossil fuels. The
second is an ETS that limits the total allowable volume of GHG emissions over a
particular time period from a specific set of sources and that allows for trading of
emission rights.

9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2017.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8.
10
Ernest Kao, ‘Hong Kong can take the lead in carbon trading US economist argu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February 2017)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healthenvironment/article/2074770/hong-kong-can-take-lead-carbon-trading-us>.
11
World Bank, above n 4, 9.

7

10.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system are summarized below.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a carbon tax and ETS
Characteristic

Carbon tax

ETS

1.

Administrative
costs12

Lower administrative
costs.

Higher administrative costs.

2.

Pricing certainty

Price certainty.

Uncertain price. However,
uncertainty can be reduced
by price containment
mechanisms such as price
floors (eg UK), price ceilings
(eg US RGGI) and
auctioning of reserve units
at a fixed price (eg Korea).

3.

Emission
reduction
certainty

Uncertain quantity of
emission reductions.

Fixed quantity of emission
reductions.

4.

Sector coverage

Typically cover a broad
range of sectors.

Typically covers a limited
number of sectors such as
industry, power generation,
transport or buildings.

5.

Revenue

Higher revenue

Lower revenue

11. Both carbon taxes and ETSs are capable of delivering deep cuts to GHG emissions
and driving transformative structural change to driv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carbon
economy.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have published reports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of existing carbon pricing schemes. These reports have
concluded that it is not the particular form of the carbon pricing scheme (eg a carbon
tax or ETS) that determines effectiveness but rather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eme.
12. The following factor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being important for delivering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outcomes:
•
•
•

Price – Is the price high enough to meet Paris Agreement commitments?
Sectors – Which sectors and what percentage of GHGs are covered?
Interactions - How does the scheme interact with other policy instruments?

13. According to a new IMF report, the most appropriate policy instrument will depend
on local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in fossil-fuel intensive jurisdictions like India
12

Fiscal Policies for Paris Climate Strategies –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2019.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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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ina, taxing coal alone is estimated to be as effective as an economy-wide
carbon tax. In the USA, the projected emission reductions of an ETS as compared to
an electricity CO2 tax ar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 table
below contains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IMF report comparing CO2 reductions from
different policy measures.13
Table 2: CO2 Reduction from Various Policies, 2030 (as a fraction of CO2 reductions
under a US $70 carbon tax)
Country

Coal Tax

ETS

Electricity
Output Tax

Electricity
CO2 tax

Road Fuel
Taxes

Australia

0.77

0.83

0.36

0.84

0.03

Canada

0.26

0.40

0.03

0.37

0.07

China

0.95

0.79

0.20

0.73

0.01

France

0.24

0.28

0.00

0.24

0.08

Germany

0.72

0.71

0.13

0.68

0.02

Japan

0.69

0.67

0.26

0.63

0.02

USA

0.48

0.69

0.23

0.68

0.06

14. The IMF found that, broadly speaking, “ETSs are typically around 40-70 percent as
effective as broad carbon pricing, not because of the instrument itself but rather its
assumed coverage (based on general practice to date) of power generators and
large industry only.”14
15. For various reasons, most ETSs have also resulted in carbon prices being too low to
meet Paris Agreement targets (see Fig 3 below). The High 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Commission), which is chaired by Joseph Stiglitz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Lord Nicholas Stern, found that, for a carbon price to deliver the
deep emissions cuts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to 1.5C, the carbon price must be at
least USD $40-$80/tCO2 by 2020 and US $50-100/tCO2 by 2030.15 These price
estimates assume ambitious carbon policies being implemented simultaneously.
16. Without such complementary policies, the IPCC Special Report estimates that
carbon prices ranges of US$135–6,050/tCO2e in 2030, US$245–14,300/tCO2e in
2050, US$420– 19,300/tCO2e in 2070, and US$690–30,100/tCO2e in 2100
(undiscounted values) are necessary for a pathway to keep peak temperatures
below 1.5°C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50–66 percent probability.16

13

Ibid 31.
Ibid.
15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above n9, 3.
16
World Bank, above n 4, 22.
14

9

Executive summary

15

Carbon price (US$/tCO2e)

i ure 3: Prices
rices in i in le
ented car on carbon
ricin initiati
es
Figure
implemented
pricing
initiatives
130
127

Note: Nominal prices on April 1, 2019, shown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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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n response to the IPCC Special Report, many jurisdictions that have carbon pricing
schemes are urgently tightening their requirements. Such measures include
increasing prices, removing exemptions or increased stringency.17
18. Accordingly, it is submitted that whether Hong Kong chooses a carbon tax or ETS,
the carbon price level must be set at levels necessary to keep peak temperatures
below 1.5°C. Further, the pricing mechanism must be flexible and adaptable enough
to account for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the impact of policies on emissions.

A carbon tax for Hong Kong
19. In my view, an economy-wide carbon tax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policy option
for Hong Ko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Predictable and credible price signals – A carbon tax enables economic
actors to reliably predict their estimated liabilities. Further, entrepreneurs who
invest in low-GHG technologies can anticipate market advantages over highGHG competitors.18

•

Lower administrative costs – A carbon tax would require lower administrative
costs in developing market rules, administering the market and enforcing rules to
prevent market manipulation.19

•

Higher government revenue – According to the IMF, the revenue potential from
an ETS, even when units are fully auctioned, is about 30-50% of a carbon tax.20

20. Hong Kong should have a carbon price that rises at fixed intervals similar to the
Canadian federal backstop. However, the carbon price for Hong Kong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 of a range of US $40-$80/tCO2e and
rise incrementally per year until it reaches US $50-100/tCO2e.
21. If, in the alternative, the government finds that an ETS is more suitable for Hong
Kong, it is submitted that the ETS should have broad industry coverage that reflects
the city’s emission profile. As such, an ETS should cover the building, power
generation,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and waste sectors. As with the carbon price, the
ET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a price floor, similar to one implemented by the UK, to
ensure minimum prices meet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ed price range to keep
peak temperatures below 1.5C.
22. Should Hong Kong implement an ETS, it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to
lower the cost of implemention. The World Bank has estimated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ETS jurisdictions could lower the costs of implementation by 32% by
2030.21 For example, New Zealand and California are exploring options to cooperate
with EU in relation to carbon markets.22
17

World Bank, above n4, 9-10.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above n9, 10.
19
Ibid.
20
IMF, above n12, 32.
21
World Bank, Global Cooperation through Carbon Markets Could Cut Climate Mitigation Costs
Dramatically: New World Bank Report (18 October 2016)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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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venue from a carbon tax
23. Carbon price schemes are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revenues for governments. Based
on current CO2 emissions and an abs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a US $30/tCO2e
price has the potential raise more than 1.5 percent of GDP in half of 87 countries.23
Based on Hong Kong’s 2018 GDP this would mean revenue of approximately USD
$5.4 billion.
24. Carbon policy packages that have both revenue and spending components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success than packages with only revenue components.
“Revenue” refers to policies that have a tax or pricing instrument. “Spending” refers
to policies such as tax reductions, increased spending on social protection, cash
transfers or public services.
25. In its 2017 report, the Commission mad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regarding carbon
pricing revenue:
•

Revenue can be “recycled” into broad cuts in other taxes, potentially through
“revenue neutrality” to offset the burden of the carbon tax and encourage progrowth tax reforms. Examples of this include household rebates to support
poorer groups.24

•

Revenues can be used to smooth the transition to decarbonisation for carbonintensive sectors. Examples of this include Japan providing support for
“structurally depressed industries” when modernizing its econom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the US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declining sectors when liberalizing
trade policies in the 1970s.25

•

Revenues can help finance public good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safety nets. A recent study showed that a US $30/tCO2 tax could more than
double levels of social assistance in 60 out of 87 countries.26

•

Revenues can foster technological change to drive the transition to
decarbonisation. Examples of this include investment tax credits, R&D tax credits
or to support energy investments and innovation.27

26. It is submitted that, if a carbon price is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it should be
revenue neutral, with funds used to assist the poor and vulnerable, to invest in
energy 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and to encourage technological change.

release/2016/10/18/global-cooperation-through-carbon-markets-could-cut-climate-mitigation-costsdramatically-new-world-bank-report>
22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California to step up cooperation on carbon markets (13 September 2018)
<https://ec.europa.eu/clima/news/eu-and-california-step-cooperation-carbon-markets_en>
23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above n9, 37.
24
Ibid 39.
25
Ibid 41.
26
Ibid 44.
27
Ibid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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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

An economy-wide carbon tax that rises at fixed intervals in line with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 of a range of US $40-$80/tCO2e and
rises incrementally per year until it reaches US $50-100/tCO2e.

•

Alternatively, an ETS with broad industry coverage that reflects the
Hong Kong’s emission profile. As such, an ETS should cover the
building, power generation,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and waste
sectors. As with the carbon price, the ET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a
price floor, similar to one implemented by the UK, to ensure minimum
prices meet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ed price range to keep peak
temperatures below 1.5C.

•

If an ETS is determined to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m of carbon
pric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in relation to carbon
markets to lower the cost of implementation.

•

A carbon price that is revenue neutral with funds used to assist the poor
and vulnerable, to invest in energy 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and to
encourage technolog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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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onsumption By Secto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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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ed for ambitious building policies

27. Buildings are critical to reducing Hong 21%
Kong’s emissions because they account for
Residential
over 90% of its electricity usage and 60% of its GHG emissions.28
Total: 289,219 TJ

Figure 4: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Sector 201629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Secto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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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Hong Kong already has a wide range of measures to address energy efficiency and
savings in buildings. However, existing measures have not resulted in a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or Hong Kong. On the contrary, GHG emission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remained between 40-45 million tCO2e per annum. 30
29. The IPCC has called for urgent and immediate reform to the building sector because
of lock-in risk. Th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 states:
“Even if the most ambitious of currently planned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approximately 80% of 2005 energy use in buildings globally will be ‘locked in’ by
2050 for decades, compared to a scenario where today’s best practice buildings
become the standard in new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existing building retrofit. As a
result, the urgent adoption of state-of-the-art performance standards, in both new
and retrofit buildings, avoids locking-in carbon intensive options for several
decades.”31
28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c Engagement on Long 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14
June 2019 <https://www.susdev.org.hk/en/public-engagement.php>.
29
Ibid.
30
Environment Bureau, Hong Kong’s Climate Action Plan 2030+ (January 2017)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report/en/HK_Climate_Action_Plan_2030+_booklet_En.pdf>.
31
Lucon O., D. Ürge-Vorsatz, A. Zain Ahmed, H. Akbari, P. Bertoldi, L. F. Cabeza, N. Eyre, A. Gadgil, L. D.
D. Harvey, Y. Jiang, E. Liphoto, S. Mirasgedis, S. Murakami, J. Parikh, C. Pyke, and M.V. Vilariño, 2014:
Buildings. In: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enhofer, O., R. PichsMadruga, Y. Sokona, E. Farahani, S. Kadner, K. Seyboth, A. Adler, I. Baum, S. Brunner, P. Eickemei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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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eep decarbonisation of the building sector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but also
necessary for improving Hong Kong’s efficiency and enabling it to remain competitive
in the global market. Every dollar spent unnecessarily on energy can be used for a
higher purpose by the government, businesses and people.
31. The following sections apply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and
AR5 to the building sector in Hong Kong. These sections address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answer questions 5 and 6 of the Long 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The urgent need for more green buildings in Hong Kong
32. Making buildings more sustainable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issions.
Advanced green buildings can vastly outperform conventional buildings in relation to
energy consumption. For example, a typical commercial building in a hot-humid
climate consumes 50-150 kWh/m2/year. In contrast, an advanced building in the
same climate consumes 15-30 kWh/m2/year.32
33.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 table below contains data extracted from AR5 comparing
energy consumption between typical and advanced green buildings.33
Table 7: Typical and current best case specific energy consumption (kWh/m3/yr) for
building loads directly related to floor area
End use

Climate
Region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dvanced

Typical

Advanced

Typical

Heating

Moderate

10-20

40-100

10-30

40-100

Cooling

Hot-humid

3-15

10-30

15-40

50-150

Ventilation

All

4-8

0-8

0-20

10-50

Lighting

All

2-4

3-10

5-20

30-80

34.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building emissions, Hong Kong must rapidly transition its
building stock from typical to advanced buildings. Since its launch in 2010, only 1061
projects were registered by Hong Kong’s voluntary green rating tool,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Plus (BEAM Plus). 34 The 1061 also includes
projects which fulfilled prerequisites but did not obtain enough credits for a Bronze
Kriemann, J. Savolainen, S. Schlömer, C. von Stechow, T. Zwickel and J.C. Minx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675.
32
IPCC, above n 31, 688.
33
Ibid.
34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HKGBC Beam Plus
<http://greenbuilding.hkgbc.org.hk/posts/view/BEAMPlus_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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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 Only 156 buildings were rated Gold and 81 buildings were rated Platinum
under the BEAM Plus scheme.35
35. Given that Hong Kong currently has 42,000 building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percentage of advanced green buildings in the city is extremely low. After 8 years of
the BEAM Plus scheme in operation, only 0.2% of private sector buildings are rated
Platinum and only 0.39% are rated Gold.
36. The situation is urgent. IPCC AR5 found that without a significant shift to the highest
performing buildings, building energy use will continue to rise and “a major reduction
in building energy use will not take place without strong policy efforts, and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building codes that require adoption of the ambitious performance levels
set out in Section 9.3 as soon as possible. Recent research (Ürge-Vorsatz et al.,
2012a) finds that by 2050 the size of the lock-in risk is equal to almost 80 % of 2005
global building heating and cooling final energy use (see Figure 9.12).”36
37. IPCC AR5 found lock-in risk is further exacerbated by climate feedback loops. If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continue to rise, demand for cooling will rise, which will further
increase energy demand. The risk presented by this situation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8
below. By 2050, even if temperatures continue to rise, the best case scenario shows
a 52% reduction in energy use from building from 2005 levels with wide deployment
of state-of-the art green buildings. In a sub-optimal scenario, buildings remain
inefficient and energy use and there is a 76%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st case and
sub-optimal scenario.37

35

Hong Kong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Investing in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How to Enhance
Hong Kong’s Policy Framework (2019).
36
IPCC, above n 31, 697.
3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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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Final building heating and cooling energy use in 2005 and in scenarios from
the Global Energy Assessment (GEA) for 2050, organized by eleven regions (UrgeVorsatz et al., 2012a)

How green buildings are rated in Hong Kong
38. Green building rating tools incentivise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green buildings.
A building that has obtained a green rating can advertise its rating to tenants or
purchasers. This allows developers to capitalize on their investment and increases
awareness of building performance, which drives demand for such buildings.38
39. At present, the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HKGBC) has a voluntary green
building ratings tool called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Plus
(BEAM Plus). Relevantly, it can rat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buildings either
38 Lily Allen. Green Building Rating Tools.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Cole R, Howard N, Ikaga T,

Nibel S. Building Environmenal Assessment Tools: Current and Future Rol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ustainable Building 05 Conference, 28 September, Tokyo Japan; Campbell E, Hood I. 2006. Assessment
of Tools for R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Existing Buildings. A Preport on the Options. Greater Vancouver
Region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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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ly or as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sustainability rating that considers
others factors such as management, water use and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40. BEAM Plus is comparable to other rating tools such as the 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BREEM) in the UK, the
Leadership in Energy & Design (LE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nd the
Green Star in Australia.
41. BEAM Plus, BREAM, LEED and Green Star are intended to differentiate and market
buildings with strong environmental credentials, rather than as tools for general
application to all buildings. For example, the Green Star certification in Australia is
intended for buildings in the top 25% of the Australian market.39
42. For example, the BEAM Plus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energy use are comprehensive
and rigorous. They include:
•

an energy management plan;

•

data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 such as sub-metering systems, energy audit
reports and carbon audit reports;

•

energy efficient practices such as turning on equipment based on operating
hours, encouraging stair use and routine cleaning of lighting equipment;

•

energy efficient measures such as air conditioning motion sensors, LED
lighting, lighting dimming controls and windows that can be opened;

•

benchmarking energy results when compared with data published by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and

•

innovative techniques and performance enhancements that result in
exemplary performance.40

43. Further, BEAM Plus registration fees range between HK $69,000 – $687,000
depending on floor area. The assessment fees range between HK $154,400$3,044,300.41 Certifications are valid for 5 years.
44. It has been said by industry participants that the complexity and cost of tools such as
BEAM Plus, LEED and BREEAM render them unsuitable for use as a practical tool
to communicate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carbon emissions of buildings. 42 It is
39

Ibid.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Beam Plus Existing Buildings Version 2.0 Selective Scheme (2016) <
https://www.beamsociety.org.hk/files/download/BEAM%20Plus%20Existing%20Buildings%20v2_0_Selectiv
e%20Scheme.pdf>.
41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BEAM Plus Project Assessment Scheme (September 2019) <
https://www.hkgbc.org.hk/eng/beam-plus/beam-plus-references/fee/FeeFiles/NB_Fee%20Scale(v71)_20190904_e.pdf>.
42
Larsson N. 2004. An overview of green building rating and labeling system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ymposium on Green Building Labelling, 19 March Hong Kong, Hes. D Effectiveness of ‘Green’ Building
Rating Tools: A review of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 Social
Sustainability 3(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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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ed that BEAM Plus cannot drive market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dvanced
green buildings unless it is accessible and widely used.

A more practical way to rate energy efficiency
45.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have recognised the need for simpler, more
practical and accessible 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rating systems that can be
broadly implemented across the building sector. These systems are often recognised
as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orld.43
46. In 1999, both countries commenced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 schemes in tandem.
Key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cheme are compared in Table 8 below.
Table 8 Key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Star (United States) and NABERS (Australia)

1.

Characteristic

Energy Star

Input

•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

Gross floor area (GFA)

•

Net lettable area.

•

Occupancy – percentage
of GFA that is occupied
and operational

•

Number of computers

•

Hours of occupancy

•

Irrigated area – amount of
outdoor vegetated area
that is regularly supplied
with water

•

Number of buildings

NABERS

Additional input may be
required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building.
For example, a financial office
will require data on:
•

Weekly operating hours

•

Number of workers on
main shift

43

Paul Bannister, Lane Burt and Adam Hinge. Under the Hood of Energy Star and NABERS: Comparison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Benchmarking Program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2016 ACEEE
Summer Study on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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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2.

Calculation

Energy Star
•

Number of computers

•

Percent of the property that
can be cooled by
mechanical equipment44

Energy Star compares the
energy intensity to a range of
energy intensities of the same
building typ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produces an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 on a
scale of 1-100.

NABERS

NABERS converts data on
energy use to GHG
equivalents and then
“normalizes” the figures to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hours of use,
equipment density and
local climate.
The normalized figures are
then divided by the rated
area, giving a figure
expressing emissions per
square meter.
This number is then
compared against the
benchmark for the
State/Territory and type of
building, which produces in
a rating.

3.

Mandatory
voluntary

4.

Coverage

or Energy Star is voluntary at the
federal level. It is applied by a
number of states at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levels.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Disclosure (CBD) Program
requires most sellers and
lessors of office space of
1000 square meters to
have an up to date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Certificate (BEEC). The
BEEC requires a NABERS
rating and a Tenancy
Lighting Assessment.

The rating covers whole
buildings energy performance.

There
are
separate
NABERS ratings for
•

Base building energy –

44

US EPA, Portfolio Manager Data Collection Worksheet
<https://portfoliomanager.energystar.gov/pm/dataCollectionWork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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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Energy Star

NABERS
this is used when
central services like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s, and lift and
lobby lighting are rated.
•

Tenancy energy rating
– this is used when
business choose to rate
the space they occupy
within a building

FIGURE 37. IMPACT OF NABERS RATINGS REPORTED BY IPD
FIGURE
38. NUMBER OF NABER
• Whole building
energy
AUSTRALIAN GREEN PROPERTY INDEX 2013/14
rating – this rates the
base
building
and
tenant occupied space.
This is used when a
single tenant occupies
an entire building. 45
5.

US $1,000-$1,50046
(HK $7,839 - $11,759)

Cost

AU $4,000 - $13,00047
(HK $ 21,275 - $69,146)

47. In Australia, the National Australian Built Environment Rating System (NABERS) has
The NABERS
Annual Report
2013/1441 shows
63 per cent
of the
NSW office
market isgreen buildings.
been
successful
in transforming
buildings
into
higher
performing
now rated.
NABERS
Energy average
for rated base
buildings
in NSW
was buildings. From
This
has The
been
accompanied
by score
a decrease
in less
energy
efficient
3.7
stars
with
520MJ/sqm
p.a.
average
building
energy
intensity.
The
NABERS
Energy
2010/2011 – 2013/2014,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with ratings of 4.5 stars and over
average
for rated
4.4 stars
with 351MJ/sqm
rose
from
32%tenancies
- 41%. inInNSW
thewas
same
period,
buildings p.a.
withaverage
ratings of 5-6 stars rose
intensity.
rated time
buildings
and average
star-ratings
from
8%The
to number
27%. of
InNABERS
the same
period,
buildings
with 0continue
– 3.5 stars decreased
to increase
in Table 5 and Figure 38.
from
60% as
to shown
32%.48

Lead agency: NSW Government on beh

TABLE 9:
5. NABERS
ENERGY
STARStar
RATING
OFFICE
BASEBase
AND WHOLE
Table
NABERS
Energy
Rating
Office
and Whole Building Distribution
BUILDING DISTRIBUTION41
NABERS rating
0 to 3.5 stars
4 to 4.5 stars
5 to 6 stars

2010/11
60%
32%
8%

Website: www.nabers.com.au
2011/12
48%
37%
15%

2012/13
36%
44%
20%

2013/14
32%
41%
27%

45

NABERS, Offices <https://www.nabers.gov.au/ratings/spaces-we-rate/office-buildings>.
Energy Star, Media FAQs about ENERGY STAR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https://www.energystar.gov/buildings/about-us/press-room/media-faqs>.
47
Australian Governmen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Commercial Building Disclosure
<http://www.cbd.gov.au/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48
City of Sydney, Energy Efficiency Master Plan: Improving Energy Productivity 2015-2030 (August 2015)
5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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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BY IPD

Figure
9: Number
of NABERS
buildings
in Australia
41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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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ABERS
RATED rated
BUILDINGS

he NSW office market is
buildings in NSW was
sity. The NABERS Energy
J/sqm p.a. average
e star-ratings continue
Lead agency: NSW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Australian,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NABERS in Hong Kong

D WHOLE

/13
%
%
%

Website: www.nabers.com.au

2013/14
32%
41%
27%

48. In my view, a mandatory performance-based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 system similar
to NABERS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policy option for Hong Ko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Simplifies input requirements by minimising the amount of data owners and
developers would need to collect;

•

Effectively communicates energy efficiency data at the base building, tenancy
and whole of building levels;

•

Low assessment cost compared to BEAM Plus;

•

Effectiveness in driving change because it makes energy efficiency data more
transparent.

49. If a NABERS system is implemented, it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disclosure of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s and expected energy cost/m2 should be
mandatory at point of sale or lease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with
space of more than 1000 m2; and
CITY OF SYDNEY | Energy Efficiency Master Plan

•

annual emissions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with space of more than 1000 m2 with display requirements in the buildings.

50. Government buildin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change. As such,
performance standard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government buildings. For
example, where the government owns and occupies more than 50% of a building, it
should commit to a NABERS or equivalent rating of more 4.5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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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

A “NABERS” performance-based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 system.

•

Mandatory energy efficiency and expected energy cost/m2 disclosure at point
of sale or lease of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with space of more
than 1000 m2.

•

Annual emissions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with space of more than 1000 m2 with display requirements in the
buildings.

•

Performance standards in relation to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s for government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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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ances
Emission reductions from efficient appliances
51. Appliances and building equipment such as lights, air conditioning and water heaters
account for almost all the energy used in buildings. 49 Accordingly, increasing
appliance energy efficiency is fundamental to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buildings.
Rece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and cost reductions in technologies make it
possible to achieve large, cost-effective reductions in building energy use.
52. AR5 found that significant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can be achieved by
replacing appliances by more efficient model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 table below
contains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report comparing energy savings from different
appliances.
Table 3: Potential savings in energy consumption by appliances50
Item

Savings potential

1.

Televisions

32-45% in Europe
44-58% in North America
55-60% in Australia

2.

Computer monitors

70%

3.

Refrigerator-freezers

40% minimum potential savings compared to best
standards

4.

Cooking

50% in Europe

5.

Ovens

25% for natural gas ovens
45 % for conventional electric ovens
75% for microwave ovens

6.

Clothes driers

50% in Europe

7.

Air conditioners

50-75%

8.

Ceiling fans

50-57%

9.

Office computers and
monitors

40%

49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udy Institute, Fact Sheet –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for Appliances,
Lighting and Equipment (2017) < https://www.eesi.org/papers/view/fact-sheet-energy-efficiency-standardsfor-appliances-lighting-and-equipmen>.
50
IPCC, above n 31,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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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he potential for emissions reductions from efficient appliances is substantial.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program is expected to
deliver an emissions reduction of 470 million tCO2e by 2035, which is the equivalent
of the annual emissions of 118 coal-fired power plants or 100 million cars.51
54.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are not only effective, but cheaper than other
alternatives. In its 2016 report on appliance standard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4E: Achievements
Appliance
Energy
Efficiency
and Labelling
Agency (IEA) of
has
found that
end-use
energy Standards
efficiency measures,
suchPrograms,
as energy2016
efficiency standards for appliances, have the lowest marginal cost compared to other
mitigation options (see Figure 5 below).

Figure 7: Marginal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 for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2050 (IEA) [33]

Figure 5: Marginal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 for the global system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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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hould be noted that cost-effectiveness of EESL measures are usually ensured by setting performance
Going beyond minimum standards
requirements at a level where the life cycle costs are minimised8.
Since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EESL programs relate to the expected changes in product
55.price,
Globally,
many countries
use thecost
combination
of energy
efficient standards
and
purchase
understanding
the incremental
of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s key to accurately
labels for appliances. The tools operate together by “pushing” manufacturers to
predicting the benefit to cost ratio and setting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his is discussed further in the
supply more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s and “pulling” the market by providing
following section.

information to consumers to make better informed decisions and purchase more
efficient models (see Fig 5 below). A system that uses both tools creates compelling
incentives that enable “market transformation”, or in other words, permanent
transformation of a market towards increased sale of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s.53

51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Strong U.S.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Decades of Using Energy
Smarter” (December 2014)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appliance-energy-efficiency-standardsFS.pdf>.
52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chievements of appliance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labeling
programs: A global assessment in 2016
<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4E_S_L_Report_180915.pdf>.
53
North American Energy Working Group. North American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Labelling.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2013/12/f5/naewg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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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Labels
Standards and label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policy tools for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using appliances, equipment, and lighting by accelerating the penetration of
energy-efficient technology into the marketplace.
Figure
5: Standards
Effect of standards
labels
on thetomarket
for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Figure 1.
and Labelsand
Work
Together
Transform
Markets

Number of
Models
Market Push
with Standards
Market Pull
with Labels

Minimum Standard

Energy
Efficiency

As Figure 1 shows,
effectshas
of standards
and labels
the marketplace
are schemes for
56. Currently,
Hong the
Kong
mandatory
and involuntary
labelling
complementary.
For
each
energy-using
product
or
process
(e.g.,
household
appliances,
appliances. It does not, however, have any mandatory standards
in place. Such
office
equipment,
lighting
products,
industrial
processes,
automobiles),
one
can
standards are the norm in many regional a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 identify
such as the
a metric States,
that measures
energy
(e.g.,
kilowatt
hours
per year for
refrigerators
United
Canada,
theefficiency
European
Union
(EU),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and miles
per gallon
for automobiles). The black line in Figure 1 represents the market
Korea,
China
and Singapore.
for energy-using products in the absence of standards and labels. As the red line shows,
standards
“push”
themain
marketmethods
by causingfor
manufacturers
to eliminate
the
57. There
are
three
determining
energy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standards
for
least
efficient
models
previously
sold.
As
the
hatched
blue
line
shows,
labels
“pull”
the
appliances. Key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method are as follows:
market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to consumers that allows them to make betterinformed decisions and purchase the most efficient available models, thus stimulating
• Minimum – All appliances must exceed the minimum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
manufacturers to design higher-efficiency products. Together, standards and labels
(MEES).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s offered in the market.
•Energy
Average
– The
weighted
average
efficiency
of appliances
exceed the
efficiency
programs,
including
standards
and labeling,
aim to fostermust
a
standard.
This
is
determined
by
manufacturer
and
category
with
a
target
year.
sustainable “marke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 permanently transforming specific

markets toward increased sales of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s. This is done by:
• •Maximum
– The
base
value isthedetermined
by the
efficient
model in the
developing
a metric
to measure
energy efficiency
of amost
country’s
(or region’s)
market.
The
standard
is
set
by
considering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major energy uses;
The
weighted
average
efficiency
must
standard.
• designing
clear
procedures
to test of
andappliances
verify energy
use exceed
for each the
of these
uses; This is
determined
by
manufacturer,
by
category
with
a
target
year.
and
• establishing consistent criteria for mandated and/or recommended efficiency
58.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gion’s
the three
methods
are set out below.
levels throughout
a country or
different
energy-efficiency
policies and
programs.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Characteristic
1. Focus: on top
or bottom of
market in
terms of
efficiency

Minimum standard

Average standard

Maximum
standard

6
Bottom of
market– eliminates
the least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s

Bottom of market
– eliminates the
least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s

Top of market
– drives all
products to
achieve maximum
efficienc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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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Minimum standard

Average standard

Maximum
standard
the target year
passes (eg 5
years), the next
“top runner” is
selected.

2. Flexibility for
manufacturers,
importers and
retailers

Not flexible
– all products must
exceed standard

Flexible
– weighted
average of
products must
exceed standard
determined by
manufacturer and
category.

Flexible
– weighted
average of
products must
exceed standard
determined by
manufacturer and
category.

3. Removing
products that
do not meet
minimum
standards from
the market

High
– all products that
do not meet
minimum
standards are
prohibited from
being made,
imported or sold.

Moderate
– products that do
not meet minimum
standards may still
be made, imported
or sold, provided
the weighted
average exceeds
the minimum
standard.

Moderate
– products that do
not meet minimum
standards may still
be made, imported
or sold, provided
the weighted
average exceeds
the minimum
standard.

4. Administrative
burden

High
– Lengthy period to
establish
standards.
Extensive
consultation.

High
– Lengthy period to
establish
standards.
Extensive
consultation.

Moderate
– Target standard
values to be set
are clear, which
shortens the
period required
from the start of
the study to the
final standard
determination.

Which standard has been the most effective?
59. In a 2016 Report, the IEA found that new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labeling
programs (EESL) deliver about 30% improvement for new programs and 10-25%
improvement for mature programs. These rates of improvement are highly
accelerated when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rate of 0.5-1% per annum.54
54

IEA, above n 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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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able 5 below sets out the IEA’s findings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ESL
programs in the EU, Australia and Korea. Figure 6 below shows the trajectory
improvements from the EU EESL program.
Table 5: IEA comparison between results of EESL by jurisdiction

1.

2.

3.

55
56

Jurisdiction

Type of EESL

Result

EU

MEES + labeling

•

18% improvement by 2020.

•

Average rate of 3.4%
improvement per annum
from
2004-2014 55 for
refrigerators

•

Average improvement of
2.7% per annum from 19932014 for refrigerators.

•

Average improvement of
2.2% per annum from 19932014 for separate freezers.

•

59% improvement
1996-2010.

•

Average improvement of
3.4% per annum from 19962010.56

Australia

Korea

MEES + labeling

MEES + labeling

from

Ibid 3.
Ib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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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6 Update
Updated impact analysis of the EU Ecodesign program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program will cut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due to these products by 18% (890 TWh) in 2020 (Figure 1); equivalent to a reduction of
9% of the total 2010 EU energy consumption [3].
Figure 1: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ofof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eco-design
impact
accounting,
May57
2015 [3]
Figure
6: Energy
consumption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EU
EESL
program

ECO PRIMARY ENERGY (T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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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revious

Ventilation

In the years prior to efficiency regulations in 2004,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Australian air conditioning units
improved at approximately
0.5% per annum. This grew to around 3% per annum after 2004 and to around 4%
4000
per annum after updated requirements in 2006/07 [15]. In Korea, a 59% increase in energy efficiency across
all products covered by its EESL program was observed between 1996 to 2010 [16], equivalent to an annual
improvement2000
of 3.4% per annum.

Space Cooling
Space Heating
Water Heating
BAU Primary Energy (T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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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r improvement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example when new EESL
programs have been first introduced to market where few energy efficiency
For the larger EESL
0
programs had existed
previously. A 32% efficiency improvement was achieved
programs in the USA,
in one year (1994-1995) when Mexico first implemented MEPS for refrigerators
China and Europe total
[17]. A 7% improvement in the efficiency of refrigerators in the EU was recorded
savings are estimated
in the first year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energy labelling in 1995
range betweenin
10-20%
Between
the average sales weighted efficiency of newto
refrigerators
the EU has improved by 3.4%
[18], [19], [20]2004-2014,
.
of national
or sectoral
per
annum,
as indicated
by the market
share
labelled
products shown
in Figure
2. This resulted in a 25%
The rate
of improvement
in the efficiency
of televisions
and of
some
other consumer
energy consumption
electronics products
has also
been above average
sinceperiod
the introduction
of
reduction
in energy
consumption
over this
[4].
EESL programs by several economies from 2008. In most of these cases, the
underlying
rate of technology
has also exceeded
1% per annum [21]
[22]
. the EU-28 [4]
Figure
2: Efficiency
classchange
distribution
of new refrigerators
sold
in

61. Higher rates of improvement to energy efficiency not only result from the type of
standard used but how often the standard is revised and updated. For example, “in
the years prior to efficiency regulations in 2004,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Australian
air
conditioning units improved athave
approximately
0.5%
per annum. This grew to
Where lower long-term rates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been OF
observed,
this appears
to be the result of
EU: EFFICIENCY CLASSES
REFRIGERATOR
SALES
around
3%andper
annum
after
2004to and
to
around
4% per inannum
after updated
a failure to review
upgrad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keep pace
with
the rate of improvement
new
58evidence to show that significant and sustained improvements in
products entering a market.
There is strong
requirements
in 2006/07.”
The
were1%present
with
successive
rounds of
2%
4%
4%
2% trends
4%
1% same
energy efficiency100%
occur where
to on-going revision and7%
updating.
6% policies
9% are
14%
9%(see Figure 7 below)
policy
revision
in
relation
tosubject
Australian
refrigerators
13%
20%
For example, Figure 4 illustrates the impact of successive
policy measur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refrigerators
17%
27%
21%
in Australia, leading to an annual 3.6% decline in the 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between 1986 and 2010.
The
32%
80%
USA has also seen a 4% per annum improvement in the energy efficiency41%
of its refrigerators over the period
1989 to 2010,59
driven by continued
updating of policy measures in 1990, 1993, 2001 and 2014 [23].
55%

A+++
Figure 7: Changes to energy efficiency of Australian refrigerators as a result
of policy
changes
A++
52%
61%
Figure 4: Change in60%
efficiency of Australian
refrigerator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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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substanti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for individual appliances and equipment have translated to national
energy savings and reductions in CO2 emissions. The scale of these savings depend upon the scope and maturity
of national EESL programs, but for the larger programs in the USA, China, Europe and Australia total savings are
estimated to range between 10% and 25% of national or relevant sectorial energy consumption, as applicable
(see Attachment C).
57

Ibid 3.
Ibid.
59
Ibid 5.
5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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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The most successful EESL program has been the Top Runner program in Japan,
which selects the most efficient product on the market as a base value and sets it as
a target for other appliances in the same group. The Top Runner program has
resulted in all covered appliances meeting and exceeding targets. The rate and
extent of improvements of the Top Runner program far outstrips program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EU and Australia. The program’s results come much closer
to achieving the potential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projected by AR5 in Table
3 above.
Table 6: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from Japan’s Top Runner Program60
Appliance
1.

Computers

Expected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77.9%

Actual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2.

DVD recorders

20.5%

45.2% (FY2006èFY2010)

3.

Freezers
(for residential use)

12.7%

24.9% (FY 2005è FY 2010)

4.

Gas water heaters
(gas space heaters
with water heater)

1.1%

7.9% (FY2002èFY2008)

5.

Lighting equipment
for fluorescent lamps

7.7%

14.5% (FY 2006 èFY 2012)

6.

Microwave ovens

8.5%

10.5% (FY 2004èFY 2008)

7.

Refrigerators
(for residential use)

21%

43% (FY 2005-FY 2010)

8.

Routers

16.3%

40.9% (FY2006èFY2010)

9.

Switching units

37.7%

53.8% (FY2006èFY2011)

10.

VCRs

58.7%

73.6% (FY1997èFY2003)

11.

Vending machines

33.9%

48.8% (FY2005èFY2012)

85% (FY2007èFY2011)

63. It is submitted that Top Runner is the only program that offers the potential to rapidly
decarbonise at the rate required to keep temperatures below 1.5°C.

60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Top Runner Program: Developing the Worlds Best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 and More” (March 2015)
< https://www.enecho.meti.go.jp/category/saving_and_new/saving/data/toprunner201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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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p runner program for Hong Kong
64. In my view, a top runner program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policy option for
Hong Ko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Incentivizes maximum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by aligning standards
to the most efficient appliance model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rather than
eliminating the least efficient models.

•

Provides flexibility to industry by allowing manufacturers, importers and
retailers to sell models that are below the standard provided that the average is
still above the standard.

•

Decreases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government by calibrating efficiency
standards to existing models, rather than developing minimum standards and
weighing considerations of economic fairness.

65. If a top runner system is implemented, we recommend a labeling program that tracks
an appliance’s achievement of the standard and clearly indicates when an appliance
fails to meet the standard. We also recommend aligning the standard with existing
maximum standards that already apply to manufacturers, as would be the case with
products made in Japan.
66. If, in the alternative, the government finds that a MEES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Hong
Kong, it is submitted that the MEES should be designed to allow for regular review
and updating of the standard to keep pace with the rate of improvement of new
products entering a market.61

Recommendations:
•

A mandatory “top-runner” maximum standard.

•

If a “top-runner” standard is selected: (1) a labeling program that tracks
an appliance’s achievement of the standard and indicates when an
appliance fails to meet the standard and (2) aligning the standard with
existing maximum standard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

Alternatively, a mandatory MEES.

•

If a MEES selected, regular review and updating of the standard.

61

IEA, above n 5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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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馮慧美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認為政府應該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
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災禍轉嫁到其他
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仍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當局應該
積極減用核電，而非更依賴核電，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盡對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
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市場，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
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
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
「累退制」， 變相鼓勵使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
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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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予」的意見
本人意見如下
１. 政府當局應立即透過行政措施帶頭減少能源（電力）消耗，具體例子包括：




特首指令行政會議進行會議時，予會及列席人員不需穿著正裝，以減輕空調帶來電力的負
荷，並起先導作用。觀乎行政會議各成員因應近期社會運動而對特首的百分百支持，相信他
們不會拒絕特首作出有利社會的指示；
天文台負責主持電子傳媒天氣報告節目的科學主任應放棄穿著正裝。天文台不應因循穿著正
裝即等同「專業性」的迷思，比如就近月社會運動的情況，政府部門人員即使身穿制服，社
會大眾也沒有天真地視該等人員必然具專業性；

２. 諮詢文件附錄３(第43頁)指「香港2030+建議了一個概念性空間框架，包括在新策略增長區内
創造經濟活動及建立就業樞紐，為不同技能人士創造職位，拉近職位與居所之間的距離，既可紓緩
交通擠塞，同時減少交通運輸使用量所帶來的碳排放，達致打造低碳城市的目標。」上述內容變相
完全背書「2030+」提出的其中一個策略增長區——東大嶼都會。
先不說當局仍未公佈「2030+」的研究結果，誠如負責今次諮詢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長遠減碳策
略支援小組」召集人林超英先生在其對特首的最新「施政報告」作出建議所言（註）：「在孤懸海
外的人工島上，人口（七成公屋住了基層市民）與職業（新的中央商業區，職業傾向高端）錯配，
勢必衍生每天大量出入人工島的跨海交通，以及相連的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有違巴黎協議下
香港必須履行的長遠減碳目標，面對這些嚴重負面因子，強烈建議擱置大嶼山東部海域的人工島計
劃」 。因此，政府當局應停止研究東大嶼都會／明日大嶼，以避免大幅增加的碳排放。

馮錦霖
2019年9月
註： https://tiandiyouqing.blogspot.com/2019/09/blog-post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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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小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及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其他地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買入電力，對於其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不能確保其提供的電
網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十分高，理應減用核電，減低風險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這樣無視
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要再買核電。
三、其實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方是上策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對用家來說十分重要。文件當
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那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實在令人存
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例如推廣太陽能儲電等等的不同方案，好讓市民可選
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從節能減排方面著手，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商場等的
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
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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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友光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及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A、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B、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C、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D、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E、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
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
協定》和能源自主的目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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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據知有關當局在「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諮詢中提出了向中國購買電力的建議，本人對此舉感
到非常費解。
本港供電穩定性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本人非常憂慮如向中國買電後，聯網供電會帶來嚴重電力不
穩，繼而影響市民日常生活，更會影響各行各業如航運、交通以至金融等的運作，令香港蒙羞。因
此本人非常反對採取有關當局之建議，並強烈要求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以確保電力穩定，從而
保障市民生活及各行各業的發展。另外，本人促請有關當局依照早年有關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諮
詢，提高本地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發電比例，以代替區域聯網。
事實上，參閱了眾多國際性文件後，發現有一紙協定為《巴黎協定》，此協定能為欠缺天然資源的
小型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如新加坡，制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策略。鑑於香港
同樣是地少人多，缺乏天然資源，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或是其他減排策略也存有局限，跟其他小
型發展中國家情況面臨同樣的挑戰，本人認為有關當局必須為香港爭取以發展中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具彈性地執行《巴黎協定》，並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匯報減排策略。
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本人認為當刻絕對有逼切性製訂人口政策，以放緩人口增長，如收緊移民
政策，從而減低人均耗電量。也需要同時配合對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從而減少貨物進口的碳
排放。
請有關委員會以電郵形式回覆本人之建議，謝謝。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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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黃安利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强 烈 反 對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政府想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
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現建議政府可於本地可發長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但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因內地也
經常需要停電去解決用電問題，怎可浪費金錢於一個不穩定的供應商？完全不能同意此建議！！
2。理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促請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公共設施、政府及私人大廈等 均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政府也可考慮提供保貼支助私營物業自置再生
能源設備，及提供技術人員給予支援 及 建議。
香港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
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3。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或强行限制廣告
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
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
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4。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5。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6。 請真正聽取民議，不可浪費金錢於不可靠的供應商。

誠希 嚴 正 檢 視 從大陸購入電力的非穩定和 不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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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
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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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品傑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災難發生就無法修復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請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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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就公眾參與文件 3.13 項關於區域合作的意見如下：
1. 本人反對輸入內地的可再生能源。
2. 本人反對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的電網和本港現有電網之間的聯網安排。
3. 本人認為香港電力過剩情況下，不需從內地輸入電力。
4. 本人支持香港自行研發可再生能源，及興建發電設施。
5. 本人認為應以推廣減碳生活為先。
香港市民
黃英傑
2019年8月19日
傳送自 Android 上的 Yahoo Mail

E447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下午 3:17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意見書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
來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
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日本在 2011 年漏輻射已引起世界關注核電的
安全，歐洲國家例如德國市民也贊成減少使用核電。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香港市民
黃婉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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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詠儀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不符合經濟效益，不能控制成本價格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價格完全沒有決策權，亦沒有能力控制成本價格，無法
確保其供電價格是否合理。供電一方成本價格必然是不斷上漲，最後亦只是轉嫁在香港小市民身
上，亦令政府支出不斷增加。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減少能源消耗，從改善管理制度着手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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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雅儀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從大陸購入可
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核電風險高，核洩漏影響極深，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過去外國核洩
漏的事件亦對該社區造成重大影響，我們應以歷史為鑑，減少使用核電。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製造更多職位空缺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有限，認為從內地買一電「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技術的
空間和土地。若政府多支持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更能製造更多職位空缺，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三、從電力管制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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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碧儀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反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
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對於大陸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
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有違道德。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日本福島核洩漏帶來的禍害，前車可鑑，當局應積極減
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積極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
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
「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
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敬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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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維界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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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鳳琼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在「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並停止兩電壟斷，及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
電網，給市民選擇再生能源公司所供應的環保電力和設施。
五、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的
「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理應取消！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
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停止一切從大陸購入電力的項目，請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
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
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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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德群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香港無法管控大陸電源是否符合香港人理想的標準，大家都知道大陸自有其標準和說辭。
二、向核電說不是環保一大守則，無二之說，不解釋。
三、就算本地再生能源潛力有限，也絕不絕不等於從大陸買電包裝成成達至零碳來源是「唯一出
路」，請不要再胡亂使用語言偽術。
四、開放供電市場，引入競爭，自然能引發新思維，不會局限政府及市民的選擇。
五、提高市民節約減排意識；鼓勵商界推行需求管理。政府更應帶頭先行，顯示承擔環保責任的決
心。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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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韻瓊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2034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黃韻瓊上
20-Sep-2019
從我的 Samsung Galaxy 智能手機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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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露思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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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艷媚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意思是從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
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內地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內地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這也是維護地球環境免受破壞。全球在合力保護環境下不應對嘗試做
出任何可能對地球產生破壞性影響。應為未來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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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然而本港電力穩定度
遠超過中國南方電網，擔心其自稱穩定供電的國家買電會帶來電力不穩，嚴重漠視本港金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日
常生活需求。
本人已經不只一次反對，煩請不要再作損害香港安定繁榮的小人，放過香港吧。
《巴黎協定 》中訂明為一些面積較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如新加坡及斐濟等，因應它們的特殊 情況，制訂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策
略。
香港地少人多，及受限制於可再生能源發展，缺乏天然資源，可選擇的減排策略非常有限， 與其他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情況面臨同樣的挑戰。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聯網供電會嚴重損害供電穩定，澳門早有先例，本港乃國際金融中心，時刻值千金，巨大經濟損失是否貴社成員
自行負責？故此反對進一步向中國買電，反對採取依賴自稱長期發展中國家的區域合作，香港應自行以本地發電的方法
為主，以確保電力穩定；
二. 遵照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本人已多次強調，本港必須尋求任何自主研討及發展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
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可行性，代替區域聯網；香港多次以自身條件與某發展中國家切割，突顯其國際性的獨立性。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 / 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的特殊情況用更彈性可行
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五. 放緩人口增長， 收緊移民政策以減低整體耗電量；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並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排放。
最後，香港人已經疲於奔命，希望有識之士能以香港利益出發，為世界作出巨大貢獻。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更加不
能固步自封，為所謂國家利益自斷雙臂，希望自主技術能足以成為香港人驕傲的一部份。
僅此
愛護香港的香港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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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楊桂芳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有意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強烈反對，並強烈
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中國任何地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中國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停止核電
很多文明國家的人民都反對核電，為何會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
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止，今次咨詢是否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
續輸入更高比例的核電。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
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假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為
達到利益輸送大陸，打擊香港本地再生能源發展空間。 當局應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
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
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恐怕如同香港購買的東江水一樣，港人俾錢飲屎水，品質唔好又要用。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不應只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因本人極質疑其供電的穩定和可靠性，建議委
員會該從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
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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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楊添添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
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
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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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楊裕賢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極度強烈
反對，並要求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其原因如下：
1.供電源頭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2.核電風險高
根據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
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3.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4.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5.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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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溫明蕙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表示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
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2034年才屆滿，意味著2034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
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空間發展可再生能源，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加上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
靠性令人十分存疑，因內地也常斷電。
四、應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
自主」。另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讓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
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
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
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位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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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香港參予減碳活動無疑是對環境帶來好處的。加強教育，令年輕一輩從生活習慣上減碳，是一個好
得開始。政府應加大宣傳從生活習慣上，可以如何減碳。

但對於為了達到減碳目的，而需向大陸購買能源，本人則不讚成。為了自己可以達到目標，則借助
別人的能源，這個方法只是將問題架禍於別人身上。要本港真正做到一個低碳城市，必須自我出
發，本港多投放資源發展低碳能源，而不是購入。

自己發展再生能源，更可增加本港就業，又可以方便業界進行減碳研究，將來更可以發展更有效的
減碳工作。

因此，本人認真香港應發展再生能源，而不是從內地購入。

市民
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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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香港2016年成為聯台國《巴黎協定》的諦約方，當局就此舉行名為「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
與」的諮詢。
根據《巴黎協定》第四段第六款：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可編制和通報反映它們特殊情況的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戰略、計劃和行
動；及
第十三段第三款：透明度框架應依託和加強在《公約》下設立的透明度安排，同時認識到最不
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以促進性、非侵入性、非懲罰性和尊重國家主權的
方式實施，並避免對締約方造成不當負擔。
香港地少人多，難以發展可再生能源，而經濟支柱如金融業、物流業及旅遊業都受外圍環境影
響，情況與新加坡等小島嶼國家類似。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由於南方電網供電穩定性遠低於香港經濟的支柱金融業、旅遊業所需的穩定電力，例如升
降機、供水等基本設施。故此本人反對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
並要求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政府應跟從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結果，當時絕大部份支持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
例，並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比例；
三.政府須爭取香港以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
特殊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四.香港用電約八成用於建築物耗電，人口密度太高，故此應減少單程證，減低整體電力消
耗；
五.提高本地糧食自給率，減少糧食運輸時的排放；
六.加強廢物回收，鼓勵港商在本港設立廠房處理廢紙、塑膠、金屬、玻璃等，並提供政策優
惠。
葉先生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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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葉芳芳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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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葉偉文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文件稱，港府擬透過更緊密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零碳能源的比
例，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就此強烈反對，反建議港府發展本地太陽
能等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是否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中国」電網購入電力，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
原則，可能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諮詢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惟香港早已承
諾向「中国」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諮詢文件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
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
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中国」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
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
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中国」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港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等再生能源設
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中電與港燈壟斷電
力市場，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港府應反而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
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港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有變相鼓勵用更多電之嫌，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
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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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葉智勤想參與提交意見書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計劃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強烈反對，同時建議香港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原因如下：
1. 供電源頭環保存疑，可能會禍害其他地區
從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其供電源頭係完全無約束力，不可保證發電過程符合環保守則，可能將再生能源變成壞事，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2. 使用核電風險較高，需減少使用核電
香港有部份電力來自大亞灣核電廠，有可能在完左合約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這樣會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
的風險，當局應減用核電，並不是依賴核電。
3. 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覺得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是「唯一出路」。但其實本地仍有發展空間。另外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
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4. 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
社區「能源自主」。
5. 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
「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希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謝謝
勤

從我的 iPhone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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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葉頌秋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 從大陸購
入可再生能源 ，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
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
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危害市民健康。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
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大陸並未能
確保提供穩定電源供應，所以為了能確保有穩定電源的供應，香港更應該自己發展電源，而非倚靠
大陸供電。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例如太陽能發
電設備，讓該社區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
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
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1

謝謝!
香港市民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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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葉嘉明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鑑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出政府將會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由大陸購入可
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不確定性，恐只將禍害轉嫁他區
若香港直接從大陸電網購入電力，那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話事權及約束力，無法確保其電網
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將環境禍害轉嫁
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潛在風險高，應減少核電用量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已承諾向大亞
灣買核電直到 2034 年，意味之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
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給自足，不依賴他區
政府聲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只能從內地買電。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
地能源自主對於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是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
源仍是未知之數」，即是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存不確定性。
四、應主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工廈、學校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
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本地在能源上的選
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能源消耗著手，達到節能減排
政府應從源頭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
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
制」， 變相增加用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
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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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董智童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環保存疑
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
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
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
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相反，向內地買電
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
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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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雷海森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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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廖秀菁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對於政府即建議從大陸
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應減用核電
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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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廖俊宏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保留工作就業機會給土生香港人，減少社會怨氣。
2）向外購電未能培養市民自行承擔發電所產生的污染的意識，從而減少用電，或承擔將來在社區建
立環保、回收等設施之想法，外購電力只將相關責任轉嫁其他地方，正如電動車一樣，只是將使用
能源的排放轉移其他地區，誤導市民的假環保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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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廖美裳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本人再次重申，強烈建議發展本地再生能源，反對購買大陸核電。
市民廖美裳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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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廖廣生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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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趙偉偉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巴黎協定》之目標，為限制全球暖化。為求達致目標，諸國需減少碳排放。此時，發展再生能
源亦是急切之務。然而，港府希望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余以為萬萬不可。理據有三：
第一、大陸之再生能源發展及其相關企業未見符合國際環保守則。華銳風電之例子即為一例。從
大陸輸入能源，其品質及安全即成嚴重問題。
第二、政府應優先在節能範疇內用功，尤其應考慮針對大型企業立法、或規範私家車數量等，限
制碳排放。
第三、政府應鼓勵民間自行安裝再生能源裝置甚至發明相關裝置，因其監管較易。在中小學的科
學課引入環保教育亦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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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ing public views about Hong Kong’s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18/08/2019 17:56
From:
To: comments@susdev.org.hk
1 Attachment

View seeking - Hong Kong Long Term Energy Strategy.pdf

Dear Sirs,
Please find my views attached with this email for your reference and records.
Yours faithfully,
Chiu Kai Hing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以下是本人對貴委員會為香港長遠減碳策略意見收集的回應。回應以回答貴委員會網頁
中的意見收集表內預設的問題方式列出。
問：

你以下列哪個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請選擇一個選項）

答：

本人以個人身份表達意見。

問：

你屬於哪個年齡組別？

答：
問：

31-60.
你是否私人工商物業業主？

答：

不是。

問題一：

這一代的碳排放會為後代帶來嚴重影響，包括極端天氣、水浸等。減碳是
一項跨代的挑戰，而投放相應資源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是減少碳排放的關
鍵途徑，你支持這個方向嗎？

對問題一
的回應 :

首先我想指出，減少碳排放是指減少二氧化碳 (此文中將二氧化碳簡稱為
“CO2”) 的排放。事實上 CO2 是可以透過自然的途徑和人為的途徑排放到大
氣中。CO2 透過自然排放的途徑例子包括：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呼吸、有機
物在大自然環境中的腐化 / 降降、火山活動。地球上若沒有了 CO2，地球
會變得極度寒冷，生物難以生存。
地球上本有一個自然的 CO2 循環，透過植物的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 CO2
吸收並轉化為各類生物的食物，以調節大氣中的 CO2 濃度。但人類因為懂
得用火去燃燒各種燃料 (木、石油、煤、天然氣)，導致人為的 CO2 排放不
斷增加，自工業革命後的增速非常驚人，令自然的 CO2 循環失衡，最終造
成全球曖化，天氣變異。
因此，香港的減少碳排放 (decarbonisation) 就不是單靠逐步淘汰化石燃
料，而是需要整全地審視香港各界的所有碳足跡。只有找出根源問題，才
可真正減少 CO2 排放。

問題二：

在考慮香港的長遠燃料組合時，你會如何衡量以下因素（可靠性、安全及
供應情況、合理價格、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的重要性？（請按重
要性順序排列: 1 為最重要; 4 為最不重要）﹙參見文件第 27-29;48-50 頁 ﹚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
 可靠性
 安全及供應情況
 合理價格
 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

對問題二
的回應：

香港是一個大都會城市，也如世界各地的大都會城市，極度依靠各類能原
(energy)。根據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 2018 (Energy End-Use Data 2018) 香
港所使用的能源可按燃料劃分為三個類別：
「電力」 (55%)、
「煤氣及石油
氣」 (28%) 與「油及煤產品」 (17%)；而能源使用者亦可劃分為四個類別 ：
住宅 (21%)、商業 (43%)、工業 (5%) 及運輸 (31%)。若要香港能達到真
正減少碳排放，四類能源使用者都需要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去減少不必要的
能源消耗。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就是指那些可有可無、完全不影響生存的能
源消耗，例如：一家四口，各人一間睡房，各人又同時開著冷氣睡覺。
現時香港的電力供應是極可靠的，供應情況又安全，對比歐美許多大都會
城市，電力價格算是合理。然而，若電力價格低廉，只會鼓勵更多的不必
要的能源消耗而非節約。
此外，不論能源是如何被認為是潔淨的，其使用實都會對全球暖化有貢
獻。例如：製造吸取太陽能的太陽能板需要使用大量的銀，而銀是一種礦
物，需要開採。而在開採的過程中，會造成環境破壞和污染。壞了的太陽
能板不單不可以回收，亦會造成安全棄置的問題。又例如：風能，風力發
電使用的機器亦是需要大量各種金屬，所有金屬都是礦物，都需要開採，
採礦本就是耗能的工業，仍是會對全球暖化有貢獻。
故此，唯一務實的減少 CO2 排放方法，只有透過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而不是靠燃料組合。事實上，香港有許多人已開始以有創意的方法去減少
CO2，這亦是合乎政府一貫的 4R 環保原則。若貴委員會和政府可以推動
能源消耗的 4R，相信減少 CO2 排應會有明顯的成效。

問題三：

你是否支持實行前言所述的措施，包括實踐低碳生活、提升能源效益，以
及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等，以符合《巴
黎協定》的目標？﹙參見本意見收集表前言﹚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
支持
不支持
沒有意見
如支持實行前言所述的措施，你認為哪一項措施需要優先執行？﹙請點選
適當的方格﹚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
 實踐低碳生活模式
 提升能源效益
 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對問題三
的回應：

《巴黎協定》已訂出目標，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
低於 2℃之內，並努力將溫度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 1.5℃之內。
正如貴委員會的意見收集表前言所指出，要達到這目標，社會各界都要加
強行動，透過落實各項措施，包括實踐低碳，生活模式、提升能源效益，
以及採用更多零碳能源發電，同時配合科技發展，以進一步降低碳排放量。
這亦意味着我們在日常生活和行為模式，要適應更低碳衣食住行等等的轉
型，包括更惜物減廢、低碳飲食、節能節水、日常及假期低碳出行等。
前言亦指出，按照《巴黎協定》，香港已訂下並逐步落實 2030 年的減碳目
標，而要訂定和落實 2050 年的目標，甚具挑戰。若追求的目標愈進取，
挑戰將愈艱鉅，而社會須承擔的代價，以及市民在生活和行為模式上須作
出的轉變亦會更大。
從近年的氣候變異及這些變異對食水 (可參考
https://qz.com/africa/1525526/cape-towns-day-zero-water-shortage-fear-spre
ads-in-south-africa/) 、糧食的供應的影響已不斷在各國及各地出現 (可參
考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08/climate/climate-change-food-supply.ht
ml)。若香港社會不願意去為落實 2050 年的目標而改變，恐怕香港須承擔
的代價將會更大。
但在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 2018 (Energy End-Use Data 2018) 香港所使用
的能源可按燃料劃分為三個類別：
「電力」 (55%)、
「煤氣及石油氣」 (28%)

與「油及煤產品」 (17%)，故此香港要減少 CO2 排放需要整全地審視及減
少這三類燃料。
至於透過區域合作入口零碳能源，有幾點需要謹慎細思：
第一，香港需要了解為何在香港的鄰近地區會有過剩的零碳能源可供香港
使用。
第二，若入口的零碳能源是核能，那麼就必須謹慎考慮如何處置核能發電
後的核廢料。眾所周知核廢料對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有危害性。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地震及引發的大海嘯，並導致福島核電廠核洩漏事故，已為
核電發出了嚴肅的警告。
第三，正如上述已指出，人為的能源生產本就是污染性的。核能發電除了
會產生對地球環境及所有生物極危害性的核廢料之外，在核能發電的過程
中，需要使用大量水去進行冷卻，這不單會對水體造成熱污染 (heat
pollution) ，亦會產生大量蒸氣 (steam)。不可不知，蒸氣亦是一種溫室氣
體，亦會貢獻地球暖化及氣候變異的。
第四，若將香港的耗能污染推給鄰近地區，即是將香港的發展及舒適建立
在鄰舍的痛苦上，那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有違傳統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
正如貴委員會的意見收集表前言所指出，在 2050 年前，舊發電機組會逐
步被取代，相信新的發電機組可提升發電時的能源效益。相信這亦是本地
兩間電力公司、特區政府、全港市民、貴委員會的願望，否則就是浪費公
款。
前言亦指出，要達《巴黎協定》中的減 CO2 目標，社會各界都要加強行動，
亦意味着我們在日常生活和行為模式，要適應更低碳衣食住行等等的轉
型，而香港特區政府一貫認為市民的行為可以透過經濟手段去改變，若如
貴委員會所言，無論我們選擇哪一種燃料及哪一個供電來源，供電成本有
可能因取代退役機組及使用潔淨能源而相應上升的話，那也不失為一個極
恰當的經濟誘因去推動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問題四：
採購

你會採取甚麼措施來減少碳排放？（請點選適當的方格）
採購
(i) 制定（或收緊）環保採購政策，並為員工提供環保採購培訓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ii) 為辦公室購置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如有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例如
電腦、打印機及發光二極管（LED）燈泡等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對問題四
採購的回
應：

此部分應是針對工商業機構辦公室的一條問題。若是香港社會各界都要加
強行動，那麼就不可只針對工商業機構辦公室，也應包括大形商場、私人
樓宇、公共場所等。
公、私營機構的環保採購政策對減 CO2 有一定的幫助，然而現時公營機構
仍未有實行完整的環保採購政策，這不利於在私營機構推行環保採購政
策。所以當務之急，必須從政府開始環保採購政策，如有法例配合則更佳。
至於為辦公室購置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如有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對減少
CO2 排放有一定幫助，然而，辦公室使用的電器不限於電腦、打印機及發
光二極管（LED）燈泡等，相信貴委員會也知道，現時不是所有電器都有能
源效益標籤。不知政府可否在這方面加一把力呢？

問題四：
能源效益
及節約

能源效益及節約
(iii) 參與節能約章，實施節能措施，例如夏季使用空調設備時，維持平均
室溫在 24℃至 26℃之間或以上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iv) 翻新辦公室以提高能源效益，例如安裝新的燈光和冷氣系統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v) 參與政府 4T（即包括制定目標、訂時間表、開放透明、共同參與）約
章，訂下節能目標及時間表，節能減碳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vi) 進行能源審核／碳審計，以找出減少使用能源及碳排放的方法，並付
諸實行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對問題四
能源效益

此部分應是針對工商業機構辦公室的一條問題。若是香港社會各界都要加
強行動，那麼就不可只針對工商業機構辦公室，也應包括大形商場、酒店、

及節約的
回應：

公私營醫院等。現時大形商場、許多私人屋苑的大堂及會所，普遍的冷氣
維持在低於 24℃，這是不必要的消耗的另一個例子。
現時許多辦公室、工商業場所的設計只著重美觀而忽略能源效益的考量，
因此能源效益必須先於源頭的設計界植根，否則問題不會能在下游的辦公
室、、工商業場所等內解決。
適時的翻新辦公室 (例如真的有翻新辦公室需要時) 以提高能源效益是好
的，否則翻新辦公室產生廢物也不是環保及節能的做法。須知道，所有物
品都是需要耗能地生產出來的，為提高能源效益去翻新辦公室必須考量清
楚，並應為雖然已舊但仍可用的物品找出路，而不是選擇棄置，令本港的
堆填區加重壓力。
參與政府 4T、進行能源審核／碳審計，以找出減少使用能源及碳排放的方
法，並付諸實行都是香港社會各界都要做的，而不是只有工商界辦公室要
做的事。

問題四：
交通

交通
(vii) 以視像會議或電子郵件取代出差，以減少因乘搭飛機而產生的碳足印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viii) 使用新能源車（例如電動車）作為公司車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對問題四
交通的回
應：

以視像會議或電子郵件取代出差，以減少因乘搭飛機而產生的碳足印的確
有需要。然而，電子化的溝通仍是非常依賴電力能源。不過，乘搭飛機而
產生的各類污染 (固廢、空氣、水、噪音) 的確可以因為減少乘搭的次數
而減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在減少因乘搭飛機而產生的碳足印這方面作先
鋒，成為香港社會減 CO2 排放的模範。
新能源汽車有多種，其中最為香港人熟悉的有電動車。有研究發現，電動
車碳足印明顯高於柴油汽車。這個問題與電動車電池生產過程以及電池充
電過程有密切關係。電動車的電池一般都是用鋰 (lithium)，鈷 (cobalt) 和
錳 (manganese)，這些金屬是製造電動車電池所需的關鍵原材料，不過這
些金屬的開採和加工使用了大量的能量。也因此，製造電動汽車所需的能
量是傳統電動汽車的兩倍多。此外，電動車所使用的電能至今大部分是來
自石化燃料發電系統，對減輕全球暖化的幫助不大。 (可參閱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334059、
https://www.dw.com/en/how-eco-friendly-are-electric-cars/a-19441437)。
另一種新能源汽車，是氫氣車，以氫氣作為燃料。雖然氫是地球上最常見
的元素之一，但若將其用作汽車的燃料，我們需要用水，天然氣或其他石
化燃料或其他化合物來生產。為此，需要使用能源，就必須考量環境和經

濟成本。當然，亦有研究指出，氫氣與核能可以結合，成為潔淨能源組合
(https://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on-power-nuclear-applic
ations/transport/transport-and-the-hydrogen-economy.aspx)，不過就核能的
問題作出的回應，煩請參閱問題三的回應。而且氫氣車的機件損耗亦因氫
氣的腐蝕性比其他新能源汽車較高，也需小心考量。
問題四：
制定政策

制定政策
(ix) 制定（或更新）內部減廢及回收政策（例如紙張和塑膠回收物料）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
不會

對問題四
制定政策
的回應：

回收在可持續發展中的確有其需要，然而政府及環保團體一直勸喻香港社
會各界要進行 4R，因此減少生產 (Reduce) 廢物（例如紙張和塑膠）才應
是上上之策。況且任何回收再造去生產再生原料都是耗能及污染的工業。

問題五：

除問題 4 列出的措施外，你或你所屬的界別可如何減少香港新建建築物及
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消耗量？有甚麼支援措施和資訊有助進一步推動它們
的能源效益？﹙參見文件第 25－26 頁 ﹚

對問題五
的回應：

據了解現時香港綠色建築協會已就建築物可以如何減少能源消耗量提出了
指引，有關指引資料亦可在協會的網頁找到。
然而，在對問題四能源效益及節約的回應中已指出，現時許多工商業大廈
及住宅樓宇的地產發展、市民在室內外的設計只著重美觀而忽略能源效益
的考量，因此能源效益必須先於源頭的設計界植根，否則問題不會能在下
游的建成品去解決。
現時歐美許多地方/城市都已開始採用樸門作業原則 (permaculture
principles)，不知貴委員會是否亦已知曉這原則 (可參考
https://permaculturenews.org/2015/10/06/are-green-buildings-healthier-buil
dings/)。

問題六：

政府已推出多項推廣綠色建築的措施。﹙參見文件第三章﹚ 政府是否有需
要；及如有需要，應加推哪些政策措施及誘因，以進一步提升新建建築物
和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協助香港達致減碳目標？﹙參見文件第 26, 45-46
頁﹚
委員會提供的選項：
有需要 (請註明應加推哪些政策措施及誘因)

對問題六
的回應：

沒有需要

在對問題二、問題三的回應中已指出，若電力價格低廉，只會鼓勵更多的
不必要的能源消耗而非節約。
此外，地產發展商、市民、設計界對節能的迫切需要仍未了解清楚，故此
加強教育地產發展商、市民、設計界對節能有迫切的需要。

問題七：

你對促進本港更廣泛地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有甚麼建議？﹙參見文件第
30－31 頁 ﹚

對問題七
的回應：

貴委員會的文件第 30-31 頁中指政府希望透過多管齊下，減少來自運輸的
碳排放，對此本人有以下的回應。
鐵路作為骨幹
政府的政策是以鐵路作為本港公共客運系統的骨幹，並積極發展不同的公
共交通服務，為市民提供更多方便的選擇。相信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然
而，問題不是出於是否以鐵路作為本港公共客運系統的骨幹的構思，而是
在於現時香港人口已破 750 萬，本港公共客運系統已不勝負荷。眾所周知，
一個地方/城市/國家的環保/可持續發展與人口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地球的
資源有限，因此在考慮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時也必須考慮香港在地的整
體環境承載能力和從別處入口資源時對別處造成的資源剝削。因為全球暖
化造成的氣候變異是全球都要承受的結果，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避免的。
新能源車輛
對使用新能源車輛的回應，煩請看以上對問題四交通部分的回應。
易行性及步行性
就政府將繼續鼓勵以步行代替短途交通，本人發現不論香港、九龍、新界
都有許多地方是不可以用步行代替短途交通的。不知政府會否可以徹底解
決這個問題，讓步行代替短途交通可以在全港實踐呢？
此外，短途交通一般都是使用公共交通，現時在市區許多地方的巴士路線
都有重複的情況，這情況不利公共交通減 CO2，希望政府為香港減 CO2 目
標和持續發展，可以踏實地全面檢視這些重複的情況。

除了在新市鎮和新發展區締造單車友善環境外，亦應將單車友善環境在全
港推動，以達香港減 CO2 目標和持續發展。

總結
現時環保、持續發展仍未成為香港各級教育的科目及實踐內容，香港雖是一個大都會城
市，但一般市民對環保、持續發展的認知卻是極度落後，希望這情況可以隨教育改革而
有所改變。
環保、持續發展從來都不是獨立的板塊，也與人口有密切關係，因此在務實地去處理持
續發展持續發展時，也必須檢視香港的人口政策。每個地方都有其環境承載能力，若這
個能力被超越時，持續發展就難以達到。
全球暖化、氣候變異對香港及全球的影響都已愈來愈明顯，若香港仍繼續以鴕鳥政策去
處理，整體社會將要付上極大的代價。故此希望政府可以務實地去讓整個香港投入和參
與減少 CO2。

一市民
趙繼馨
2019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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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劉玉儀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相反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完全沒有對供電源頭有約束力，也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
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二、應減用核電
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應堅守發展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安裝再生能源設備在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
主」。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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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以下為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以供考慮。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
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有可能從中國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不同意此做法並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同時，強烈建議政府加大力度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現詳述本人看法的原因：
一、對於中國大陸供電源頭是否環保／零碳 有相當的疑慮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的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香港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
電過程是否使用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轉嫁環境禍害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停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自中電持股的
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
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停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說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
空間， 政府應加大力度去研究同發展， 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是十分重要的。文件當
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村屋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
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
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
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
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
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
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
標。
此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市民劉先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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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為香港巿民，現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
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
下:
一、 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怕把禍害轉嫁其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
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 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2034年才屆
滿，意味著2034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
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
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穏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
內地買地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 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
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
巿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 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
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温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
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巿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穏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
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巿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名香港巿民
劉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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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劉衍恒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亦應向廣東廣西省反映核電的運
作風險，若有任何核輻射意外發生，不單大灣區就連海南省及越南也會波及，同時也影響南中國海
這片海域不能捕魚，嚴重破壞糧食供應鏈，應該長遠無核電化。
2、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3、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4、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5、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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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劉漢棠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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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常欣賞港府鼓勵材屋安裝太陽能板的措施，認為政府更應該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例如在政府設施安裝太陽能板或
風能發電裝置。香港根本不用向內地購買電力。
香港市民
劉燕虹
從我的 iPhone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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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劉錦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從而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換句話說，就是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
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本人希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
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
《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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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樊錦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 貴會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諮詢文件中，政府為符合《巴黎協定》所訂下的減排目標，現提倡以更加緊密
的區域合作，提升發電燃料組合中所謂的零碳能源的比例，即是從中國購買可再生能源，本人感到強烈不滿，並強烈建
議政府應積極地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現逐點解釋：
一、供應電力的源頭的環保程度備受質疑，向中國購入電力更是風險甚高
若香港直接向中國的電力網絡購買電力，然後透過高壓電纜傳送，當中更容易做成電力損耗，香港因而要付出更多金錢
買入電力。此外，香港亦完全失去對供應電力源頭的約束力及決策權，根本沒有任何辦法確保由中國透過電網傳送過來
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由可再生能源產生，亦無法檢測當中的過程是否恪守環保守則或符合環保的資格。最後很大機會
演變成假借可再生能源之名包裝成一件好事，實質只是壞事一宗。
二、為何經過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和日本福島的核事故事，還要執迷發展或利用核電?
文件曾談及於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和大亞灣核電廠的購電協議要
到2034年(還有15年)才屆滿，這代表政府希望在2034年後繼續輸入核電，甚至提高輸入核電的比例。這的確令人相當擔
憂。在一切安好的情況下，核電的碳排放的確十分低。可是，只要一旦有事故的話，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卻是完全不可
逆轉。難道在烏克蘭和日本所發生的一切，還不足以令大家關注核電嗎?更可況中國的核電廠是否安全，是一個更令人
心寒的問題。 繼續選擇使用核電根本就是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的擔憂及潛在核污染的風險。此外，我強烈希望政
府馬上檢視和公佈在香港200公里內的所有已運行及興建中的核電廠的數量和位置，並詳細公開予公眾，繼而進行全民
公投，讓市民決定自己的電力來源。與其要求中國為我們供電，讓中國利用此藉口大力發展核電，危害環境，香港政府
倒不如投入資源，推動市民減低電量，再逐步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辧法總比困難多，為了減少碳排放，卻把核
電的計時炸彈放大身邊，實為不智。

三、積極發展本地生產可再生能源，絕不放棄能源自決
政府過往最錯的事是經常自行貶低香港的潛力，常常認為本地沒有任何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空間，並不斷催眠大眾從中國
購買電力是唯一減低碳排放的方法。實際情況卻是相反，發展空間永遠都在。大膽說句，香港一眾無人的外島，絕對有
潛力成為海上風力發電場;香港的屋頂可以是發展太陽能的實驗場。此外，不假外求，自主在手，永遠較依賴為佳。維
持本地能源的供應自主性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有百利而無一害。一個像香港這樣繁忙的都市，如何能承受電力不
穩? 貴會的文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即使向中國買電，香港又能否確定有接收電
力的優先權實在教人擔心。
四、提倡市民使用可再生能源
政府應鼓勵社會各界安裝可再生能源的發電的裝置，並引入技術支援及提供資助措施，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
等）自行發電，以便為個人及社區供應部分電力，傳播「自用能源自己負責」的概念。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
近年，中電開始和村屋居民合作，讓一些安裝了太陽能發電版的居民把電力賣給中電，這些行為應加以推廣。

五、全方位節能減費
節能減費才是真正能減少碳排放的方法。
如就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管制政府物業、商業場所的冷氣溫度等節能方案應加快推行。此
外，政府還要多加宣傳減少消費及浪費，亦應暫停大白象的公共工程，先集中減排，不應過度發展;著重善用現在基
1

建，而非妄自胡亂興建。最浪費能源的猶以機場第三條跑道和明日大嶼這兩項工程，這些才是令碳排放高鋸不下的原
因。
謹希 貴會尊重各種意見，即時放棄向中國買電的要求。要減排，先由減少浪費開始。要再生能源，由我們開始。要救
地球，由放棄核電開始。
此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香港市民樊錦源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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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關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
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建議政府嘗試
發展本地的再生能源，鼓勵更多民間合作（如中電的太陽能賣電計劃）, 提供津貼等誘因以吸引更
多合適的民居參與。
希望以能源獨立為目標，而非只猜測「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便向內地買
電， 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二、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三、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
經過日本福島核災難事故，已知核電的危險。雖然核電為再生能源，多國已開始關注核電安全及核
洩漏風險，多國民間亦有團體反對使用核電（如日本,台灣）。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應積極減用核
電，再而逃汏，而非更依賴。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1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市民
歐陽小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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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潘梓揚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中國內地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和監察權，無法確保其電網
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符合可再生能源並環保守則，變相令製造的污染(不論程度大小)，把環境禍
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前車之鑑，日
本福島核事件影響至今仍持續，做成嚴重全球性生態污染，應減少甚至零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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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潘惠敏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
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達到「長遠減碳策略」。本人強烈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
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一)
香港對於大陸供電源頭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
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二)
文件提到 2050 年約 80%的電力須來自可再生能源及核電。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
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
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四)
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
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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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乃生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核電風險高
日本福島核災從無解決，人類根本未能完全掌握核電技術。尤其中國建造的設施，安全性絕對成
疑。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
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二、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承上述提及過中國的建築安全性絕對成疑，如果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
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
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再者，萬一因為任何中國所認為的原因而
對香港供電減少或中斷，香港工商業絕對會因此而布所影響，必定會影響營商環境。切勿因爲要討
好中國而斷送香港的穩定電力供應。
三、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檢討現行工商業電費政策，檢討用電愈多電費愈便宜的政策。政府對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責
無旁貸，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
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如果更被中國控制電力
供應，實非香港人之福。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
保電力。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以身作則，鼓勵公務員下班關掉電腦及屏幕。再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
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
的冷氣溫度等。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五、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但本地再生能源潛力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
可是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
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
疑。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1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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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小琴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在「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
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亦覺不必要，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且增加電力成本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尤其金錢上，即幾貴
都要付費，對市民不公平。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
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另外，電力成本增加，倒不如發展本地可
再生能源。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參考日本核
災，人類不能控制洩漏時處理有害的物質，我們新一代實應向其他能源發展，以免危害下一代!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再加上，若
政府向本地可再生能源發展，將增加本地就業及創業的機會!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若市民有多方選用，更合乎效益。一路容許兩
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而且成本一路增加。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
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例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設立感應燈、
電梯在公共地方、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鼓勵家居用電低於某度數有回贈
金額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
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此外，在學校
推行教育減能約電，社區做推廣，讓公衆環保教育，減少能源消耗。
誠意希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及本港需求性，修訂利潤管
1

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
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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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仲濠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
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敬請當局應減用核電。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
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
疑。
三、減輕兩電壟斷市場的情況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希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安全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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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欣彤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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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蔡洛如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強烈反對，並強烈
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中
國地區，破壞地球環境。
二、核電風險高，危險民眾安全，應棄用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香港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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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淑華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政府應堅守及發展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以發展本地能源及以更依賴本地能源才
是最重要及有效的方法。而不是向外所求， 增加被加價/被控制的可能性，到有問題發生時所可以
控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局限性。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
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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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翠金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中國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中國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中國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中國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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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敬啟者：
本人反對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文件中關於從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的建議，理由如：
一、即使從內地購買電力可以為本港減碳，所減之碳排放量其實只是變相轉嫁至賣方所在地區，對
該地區居民極不公平，實乃極為自私及不負責任行為。
二、由於輸電距離對輸電效益有一定影響，相信建議中從內地購買之電力，將會來自香港鄰近地
區，透過購買電力所轉嫁至鄰近地區之碳排，最終亦必定同樣為香港及鄰近地區之區域性氣候，帶
來相同的負面影響，整體碳排放量亦將無法減少。
三、福島事件致今仍未能妥善處理，剛於日前卸任之日本環境大臣，表示即將被迫任由核污染廢水
傾注入太平洋。鑒於福島事件之災難性影響，包括德國等多個國家已決定永不再用核發電，或長時
間擱置建造新核能設施之計劃。此外，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明言切爾諾貝爾事件，是最終
導致蘇聯共產黨政權倒台的主因。無論從核安全、政治穩定、中國共產黨長久執政等角度而言，核
電風險非常高，應減用核電，甚或完全停止。
四、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避免在重要服務或經濟活動上依賴境外供應，才是香港
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之道。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才是有效本地減碳之正確方向。
六、向內地購電，由於賣方實質上是國有企業，加上內地法律及政策之不確定性，買方並無任何方
法有效約制賣方，確保賣方所售電力符合再生能源之國際認可標準，或符合買方對減碳或其他關乎
再生能源之要求。縱使雙方合約中明確列出相關標準及要求，買方是否能夠時刻要求賣方持續嚴格
執行合約規定，或於有需要尋求當地法院協助時得到秉公仲裁，無可否認將存在很大之不確定性，
其風險之高，令人無法不憂慮。隨時致令本港買方公司供電服務受影響之餘，香港廣大巿民及各行
各業亦必大受其累。
基於上述原因，本人完全反對建議，並專函夆達，誠希 貴委員會能以香港整體長遠健康發展為原
則，審慎考慮各相關因素後，作出符合為香港人福祉之決定，不因政治壓力而俯首。
此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香港市民衛少羽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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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鄧志偉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
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一一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
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
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又能增力加本地人材就業機會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而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
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
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例如太陽能，
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
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
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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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長遠減碳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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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李國章教授：
現在全球氣候變化持續不斷上升，溫度不停地上升也沒有下跌，熱浪及極端天氣現象
頻密令整個溫室排放量持續上升。否則這些影響持續加劇，並在未來幾十年以更快速
度發生。
本人建議政府制定長遠減碳目標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大自然災害為環保出一分力。
1.
減少砍伐樹木。
2.
所有經營食肆吃火鍋不可夏天進行只可冬天進行，政府必須監管。
3.
所有經營食肆外賣食物所給予塑膠餐具都必須徵費。
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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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李國章教授：
現在全球氣候變化持續不斷上升，溫度不停地上升也沒有下跌，熱浪及極端天氣現象頻密令整
個溫室排放量持續上升。否則這些影響持續加劇，並在未來幾十年以更快速度發生。
本人建議政府制定長遠減碳目標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大自然災害為環保出一分力。
1. 減少砍伐樹木。
2. 所有經營食肆吃火鍋不可夏天進行只可冬天進行，政府必須監管。
3. 所有經營食肆外賣食物所給予塑膠餐具都必須徵費。
4. 現在新落成高樓大廈安裝太陽能發電板發電可供給住戶、商戶以節省能源，更可擴展至現
有高樓大廈。不少住戶、商戶及經營者所支付昂貴電費。
5. 所有日常生活所用的電器、汽車及輪船……以及大廈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照明燈都是受用
LED可節省能源。
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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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鄭沛然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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