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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和
基建的
能源和碳效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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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不但可行，更
有利可圖。節能是香港
持續減低碳排放至關
鍵的方法，亦有助改善
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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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在任何時候都是重要的。我們除了持續提升新建建築的節能表現外，更會集中處
理既有建築及公共基礎建設。我們與主要的商業和公共樓宇業主建立的「 4T」夥伴關
係，以提升既有建築的節能表現並藉此刺激本地能源效益市場。透過夥伴關係改變能
源使用及管理的做法，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

能源和碳效益 
節能不但可行，更可帶來經濟效益。節能是香
港持續減低碳排放至關鍵的方法，亦有利於空
氣質素。設計和技術發展、良好的節能綜合管
理和行為改變均能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長遠
來說，節能或可助我們縮減發電量。

《香港都市節能藍圖》是本章的相關文件。該 
藍圖以 2005年為基礎，制定了於 2025年全面減
低能源強度 40%的目標。它為我們在制定節能
工作計劃上奠定基礎，並進而將減碳工作推展
至2 030年。

本章涵蓋香港兩個
主要的節能範圍－
公營及私營界別的
建築物；以及主要屬
於公營界別的基建。
 

香港都市
節能藍圖
 

2015~2025+

環境局 

發展局
運輸及房屋局 合力支持 

2015年5月

建築物節能
城市的碳排放主要源自建築物。香港的建築物
佔全港用電量 90%。超過 60%的碳排放來自建
築物耗能相關的電力生產。因此，在與建築物
相關界別實踐節能是我們的短期以至長期的基
本目標。我們的策略包括：
‧ 由政府在公營界別建築物方面擔當領導角
色；

‧ 推廣「 4T」並與持份者合作激勵持續改進；
和 

‧促進新興能源效益市場，以利建築物業主能
獲取投資能源效益的所需資金。

新建建築
《香港都市節能藍圖》已論述透過收緊標準，
推廣「綠建環評」為新建建築提供的經濟誘
因（在發展項目中給予總樓面面積寬免）以及政
府在公營機構的建築物方面以身作則，以多管
齊下推動綠色建築的重要性。自 2010年起，超
過8 80個項目，合共約 2,600萬平方米的空間，
已在「綠建環評」內登記，佔了截至 2016年 9月
為止落成的新建建築物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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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陽抗眩光裝置－控制陽光的
直接照射
遮陽抗眩光裝置－控制陽光的

使用低碳建築材料

建築行業的材料消耗佔全球經濟的40%。建築
材料所隱含的碳排放可佔建築物終生碳足跡的
顯著部份。因此，謹慎選用低碳建築材料以降
低碳排放是重要的一環。

獲得政府及業界支持的建造業議會推出了建築
產品碳標籤計劃，為樓宇設計及建造業使用的
建築產品的碳足跡提供可驗證和準確的資訊。
該計劃現涵蓋四個含碳量高的建築產品範疇：
水泥、鋼筋、結構鋼材和預拌混凝土，稍後產品
範疇再增。

香港科學園
第3期

結合彩釉玻璃天幕及遮陽帳篷的行
人天橋－盡量減低太陽吸熱及阻隔
西斜陽光問題

使用再造材料製成的鋪路磚

起動九龍東
辦事處

室內綠化牆為室內空間帶來生氣

政府物流服務署
印務科辦事處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設計了本地標籤計劃－香港
綠色建築產品認證計劃（綠材環評），為綠色建
築材料、產品和建築服務的組件提供認證。該
計劃在2015年1月推出，現已涵蓋20個產品範
疇，有助促進建造業環保材料與產品的供應與
需求。

同時，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及其他機構現
正構思一系列與建造業相關的節能材料（見
第9章）。

竹遮陽裝置



 
 
 
 

商業 102,627太焦耳
住宅 43,415太焦耳
工業 9,230太焦耳
交通 2,875太焦耳

 

 

 圖 13
  商界的用電百分比
（包括政府及機構大樓）

商界的
既有建築

政府建築 

5%

學校及大學 

4%
醫院管理局 

3%

機場
管理局 

1%

用電量最高的
400座

商業建築物
（公用地方） 

11%

酒店 

4%

地鐵辦事處、
車廠和地鐵站 

1%

公營部門的
既有建築

相當於香港總用電量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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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新建樓宇的未來方向，為了在私營界別加
強推廣綠色建築，發展局和屋宇署會檢討現時
只要求發展項目註冊「綠建環評」認証登記，作
為就適意設施申請總樓面面積寬免的安排。

圖 12    
2014年不同界別的電力使用

既有建築
我們未來將重點聚焦既有建築，因為它們佔樓
宇總量的大部份，具有相當的節能潛力。

圖12顯示香港不同界別的用電情況。當中 6 5%
的電力用於商界（包括政府及機構大樓），此處
是我們須及早專注的範圍。

房屋
委員會
（公用地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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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進一步顯示現有主要的公營部門和商業樓 政府及公營部門應帶領既有公共樓宇進行節
宇相關集團的用電比重。這些樓宇的用電佔整 能，並與推廣綠色建築相結合，因為兩者環環
個商界用電的 3 0%，或香港總用電量約 20%。 相扣。我們會研究並考量如何推行。
它們是我們未來數年的首選節能對象。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是一項於2 005年完成的改建再用項目，並於 2016年獲頒發綠建環評既有建築鉑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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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樓宇和學校的節能工作

政府樓宇的電力消耗佔政府總耗電量約 54%。
政府於 2015年訂立在 2020年達成 5%的節電目
標。政府將向各個部門撥款不少於 5億元，以在
2017年開始於各個部門實施節能項目或採購節
能設備。另外，建築署正考慮如何將官立學校
的節能潛力及為學生提供實時資訊系統連結起
來，因此有關項目可包括學生參與，以展示用者
行為對節能的影響。

啟德消防局榮獲綠建環評新建建築鉑金獎

重建的九龍小學獲頒發綠建環評新建建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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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大型既有建築的可行方案策略


現有政策 邁向 2030年的政策

能源審核 按能源審核守則，須每 10年
為訂明建築物的四種屋宇
裝備裝置審核一次

要求為耗能量較大的供冷
系統進行更頻密的審核

基準工具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要求
公開能源消耗指標

從自願改為強制性資料共享

重新校驗 沒有特定要求，並未廣泛
使用

在公營樓宇推廣良好作業守
則，並與私營界別及專業人
士互動提升認知

建築翻新 能源審核提供建議，但並沒
有要求實施建議

鼓勵實施相關建議

綠色建築標準 除綜合評價外，「綠建環
評」系統已進而為既有建築
的評核選項增添可選擇性

鼓勵大廈業主在翻新樓宇
時考慮使用新版「綠建環
評」既有建築評級標準

超越法例要求 為公營與私營界別建立對話
平台

持續推動既有建築加強
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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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及與
 持份者合作

正如《香港都市節能藍圖》所述，環境局局長已
建立了對話平台，與建築界的主要持份者合作。
首個工作重點是與商界（包括各機構）的業主和
管理層進行溝通。這界別涵蓋用電量最高的用
家（圖 13）。

經過多輪與政府的聚會及資訊交流，持份者普
遍同意建築界應按照自願性「4T」框架合作，持
續減低電力消耗。此合作關係包括： 

‧根據時間表設立節能目標，該時間表最終須與
《巴黎協定》的報告時間表配合（見圖 2）；

‧執行建築物能源審核和實行建議；
‧定期進行重新校驗；
‧採購有助節能的環保產品；
‧新建建築物及進行主要裝修工程建築物須
超越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要求；

‧為新建及既有建築申請「綠建環評」或其他
相若的評級；及

‧參加政府的節能約章計劃（見第 9章）。

這項節能合作的推動已獲得一定認同，涵蓋了
公營和私營界別兩方面的樓宇。這為香港建築
物的節能進展增加透明度。此合作關係會持之
以恆，我們亦歡迎更多持份者參與。雖然現在
尚處於初期階段，我們相信此合作關係能加強
香港節約能源的潛力，同時使建築界發展商及
管理層互動提升認知和分享最佳作業方法，亦
能讓建築設計、建造及管理的專業人士持續提
升他們的知識和技能。 

2016年4月 23日與建築界的對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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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建築界的

「4T」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參與

香港政府 建築界

審核及
透過改造工程
實施能源管理
建議重新校驗

  新建建築物超越
《建築物能源效
  益守則》

展示綠色建築

環保採購

計劃、訂立
目標和
時間表 

5年

開放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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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既有建築的能源效益市場


政府現正致力重新校驗及翻新政府樓宇，物業
發展商及管理公司亦開始推出「綠色債劵」，當
中包括翻新既有建築（見第 9章）。此外，與公
營部門及私營物業的「 4T」合作夥伴關係，亦有
助在隨後年間刺激此市場。我們相信香港綠色
建築議會與我們的夥伴關係，以及建築環境相
關界別，都會在未來十年把節約能源及改造既

托顧問公司制定有關重新校驗的技術指引，並
邀請不同的供應商為六個既有政府建築物進行
試驗性的重新校驗。有關重新校驗的技術指引
預計將於 2017年年中完成並出版，並將同時公
佈試驗項目的結果，協助我們與其他機構跟進
合作。

有建築的任務優次提升，進而為主流。

此外，為了最大程度發揮既有建築的節
能潛力，我們需要多管齊下地深入
分析成本效益，以定出每個別建築
物的最佳節能措施組合。這可以
通過聘請能源專業人士來匯集和
分析能源數據並進行能源審核，以
便提出適當的節能建議，包括改裝工
程、重新校驗和環保管理措施等。重新校
驗可不時檢查既有建築的性能，是一種具有成
本效益的系統程序。該程序有效確定節能並因
此降低能源費用的改善措施。機電工程署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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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20.8% 

16.5% 

5.9%

水務署
渠務署
路政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其他部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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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的節能 

政府基礎建設佔政府總用電量大約46%。所有
相關部門均會推行改善其能源表現的工作。

如圖14所示，水務署及渠務署需要提供持續泵
送服務，耗用大量能源，因此佔政府基建設施
的用電量比例最大（共約75%）。有見及此，兩
個部門正透過一系列計劃，盡量提升濾水廠、污
水處理廠和抽水站的能源效益，同時以新的高
效能的設施取代老舊設備，並優化設施的運作
等。如第4章所述，透過節約能源及發展可再生
能源，即使在人口增長的情況下，水務署及渠務
署仍可改善整體能源表現及減少碳足印。至於
街燈方面，因應發光二極管的技術發展成熟，
路政署會在合適的公共照明系統採用低至中瓦
數的發光二極管燈來減低耗電。同樣地，康文署
計劃分階段投放可用資源以落實節能項目，在
其管轄的場地以發光二極管燈替代水銀鹵素燈
及放電燈。

海水配水庫及高地配水系統

圖 14 
2014-15年度政府基礎建設用電量

華富華富海海水水抽抽水水站站

作沖廁用途的海水供應站的
節能措施  
華富海水抽水站是香港首個配備
變速水泵的海水抽水站。雖然設
備成本較高，該抽水站的變速水
泵有助根據波動的需求優化機械
運作，能減少最多20%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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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與節能

在炎熱潮濕的香港，空調在各種用電中耗電量
最大（約 30%）。在這方面節省能源對整體節能
成效至為重要。機電工程署的淡水冷卻塔計劃
及在啟德發展區分階段實行的區域供冷系統，
均為相當重要的工作。

淡水冷卻塔
大部份現有商業建築使用傳統氣冷式空調系
統，然而，水冷式空調系統有更高能源效益。
雖然該系統需要使用淡水來進行冷卻，但耗電
量卻低  20%。我們在  2000年推出淡水冷卻塔
計劃，截至  2016年底，已有超過  2,000個新設
及更換淡水冷卻塔項目完成，令每年節省  4.1億
度電。政府會繼續推動淡水冷卻塔的更廣泛使
用，包括增加採用淡水冷卻塔的指定地點。指定
地點數目由2 0 0 0年的 6個以增加至 2016年的
114個。

區域供冷系統
區域供冷系統是一個中央節能基礎建設。它比
傳統氣冷式空調系統的能源效益高3 5%。啟德

發展區的區域供冷系統是全港首個該類系統，
為所有非住宅式樓宇提供能源效益更高的空調
服務。系統完成後，預計每年可節省 0.85億度
電的耗電量。政府現正研究在數個地區興建區
域供冷系統的可行性，包括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上蓋發展、東涌新市鎮擴展、古洞北及其他新
發展區。

啟德發展區的區域供冷系統

區域供冷系統 

2
中央製冷站 

1
海水入口 

5
用戶樓宇 

3
地下配水管
網絡 

4
熱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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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行為及節能
建築物、設備、電器產品及系統（包括智能電
錶）由樓宇使用者操作使用，向他們推廣節能
可對整體耗能結果帶來重要成效。其中一個最
有效的管理措施是可提供主要電器產品能耗
資訊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市民可選
擇購買更具能源效益的產品，而政府可繼續收
緊對於這些產品的標準，並在計劃中加入更多
產品。

除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外，我們正與專門
節能推廣服務的商界、社會企業及非牟利機構
合作，善用它們的專長以提升大眾意識。樓宇發
展商及管理公司、公營機構及大學亦已開始採
用這些創新的方法，協助樓宇使用者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