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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適應氣候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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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為適應氣候
變化已實施不少措施，
但是未來仍需進一步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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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適應氣候變化上雖然有一定的基礎，但是仍須進一步改善內部資訊分享和統
籌架構，從而加強公共部門基建和工程計劃。我們亦須強化城市結構及斜坡安全、整
合排水及洪水管理計劃與結合優質園林，提升共享和生物多樣化的價值。另外，再造
水、中水重用及雨水回收，加上海水淡化，能增加香港的水源。我們亦已開始更深入思
考如何面對海平面上升的挑戰。

建立在一定的基礎上
由於全球平均氣溫比前工業時期已上升超過
1℃，世界必須適應氣候的變化。另外，全球暖
化在未來數十年將會持續。本章主要敍述為應
付極端氣候而強化的市區基礎設施。

香港為了應付每年的熱帶氣旋及暴雨作了大量
的適應工作。我們可在相關的設施及管理制度
的基礎上去應對大雨、強風、山泥傾瀉和水浸。
在城市規劃和設施配套上，我們亦已經展開將
市區高溫列入考量範圍以內。

電力公司和港鐵公司在極端天氣下作出計劃保
護其設備及營運的同時，亦有作出適當的應變
措施。相關的政府部門保持緊密的聯繫，確保
若服務在極端天氣下受到影響時，能盡快恢復
正常。

《香港氣候報告 2015》詳盡描述了香港在極端
天氣下的風險及脆弱範疇（包括較高的氣溫，
亦見於第 9章）和截至目前為止為適應氣候變化
而實施過的措施，我們不會在這裏重覆這些資
料。本章闡述 2030年前為強化規劃和管理而作
出的新舉措。

優化規劃和統籌
《香港 2 0 3 0 +》提出了一個智慧、環保及具抗
禦力的城市策略框架，突顯氣候變化對人類和
環境的威脅越見迫切。為提高香港對氣候變化
的應變能力，我們在思維上需要做出最根本的
改變－為低碳城市作出完備及全面的規劃策
略及減緩、適應和應變的行動。與此同時，政府
各部門亦繼續進行各種有關氣候適應決策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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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城市結構

《香港都市節能藍圖》和本文件第 5章討論香
港在推廣樓宇節能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綠建環
評系統推廣本地環保樓宇。總括來說，近年新
建的樓宇更能抵禦極端天氣。另外，屋宇署現
正編寫一份新的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以
更新現有於2  0  0  4年開始實施的版本。新守則
將考慮由氣候變化引致可能增加的熱帶氣旋
強度。

為緩減都市熱島效應、改善都市氣候和應對氣候
改變，我們將都市氣候和空氣流通考量結合在規
劃和城市設計中。有需要時，我們會進行空氣流
通評估，令發展對行人通風環境的影響得以制約
及改善。香港都市氣候規劃建議圖和其相關的
建議措施更進一步提供了更多有關都市氣候上
有價值和有問題區域的資訊，亦提供了一些整體
策略性規劃建議，利用優化城市規劃和設計以改
善都市環境中的熱舒適度和風環境。

香港較長樓齡的建築物迅速增加，對透過強化
城市結構以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構成挑戰。根
據《香港203  0+》的估算，預計在  20  4  6年香港

會有大概  3  2  6  ,  000個  7  0年或以上樓齡的私人
住宅單位。《香港 203 0+》倡議更新城市結構，
整個社會確實需要針對市區舊區强化更新的
力度。

樓宇失修是存在已久的問題，尤其是在業權分
散的私人住宅樓宇。由於樓宇持續老化，它們
在面對極端氣候時會更脆弱。屋宇署實施了兩
項強制性建築物及窗戶檢查計劃，自 2012年計
劃開展後，分別發出超過  45,000和  390,000張
檢驗通知書。自  2  0  0  3年起，市區重建局（市建
局）亦實施了不同的樓宇復修計劃，為 3 0年或
以上樓齡樓宇的業主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以
便在樓宇的公用地方進行維修工程。截至 2016
年9月，市建局曾協助約 3,70 0棟樓宇進行維修
工程。市建局計劃在未來每年幫助 250個申請人
（約 400棟樓宇）復修樓宇。自2 016年 10月起，
《香港 2 0 3 0+》展開為期六個月的公眾参與活
動，以收集面對樓宇急速老化挑戰的意見，當中
包括由環境建設專業人士提供的，以便政府考
慮在未來活化城市結構時作出更周全的決策。

須保養及維修
的現存樓宇群 

為確保知識及經驗的分享，以及不同部門所採
取的措施可相互配合，跨部門氣候變化基建工
作小組於 2016年 6月成立，負責監督設計標準
的修訂及審視強化現有基建的抗逆能力所需的
改善工程 11。該小組亦會進行研究，決定現有主
要基礎設施所須的提升程度與實施策略。跨部

門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現正專注於降雨強度
的增幅、極端暴雨年份的增加、海平面上升、風
暴潮威脅出現次數增加和極端氣溫的影響。這
方面的工作會幫助提升現有和新基建設施在受
氣候變化影響時的適應和應變能力。

11. 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路政署、水務署、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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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安全和氣候變化


於2 008年的暴雨下，大澳的天然山坡曾發生範圍廣泛的山泥傾瀉

香港是一個坐擁許多山丘的城市，大量人口居
住於山坡附近。天然山坡容易在極端降雨時發
生山泥傾瀉。但是，由於設立了全面的斜坡安
全系統，因山泥傾瀉而致命個案自  1970年代
後大幅下降。雖然此系統一直表現良好並享譽
國際，但是山泥傾瀉的風險永不可能消失。例
如， 2008年 6月 7日於大嶼山便發生破紀錄的暴
雨引致西大嶼山大規模山泥傾瀉。在氣候變化
的影響下，極端降雨將會變得更頻繁和強勁。
極端天氣引致嚴重的山泥傾瀉事件，在我們的
城市或許引致較嚴重傷亡及經濟損失的機會將
會增加。

為防範更頻繁和強勁的暴雨情況，土木工程拓
展署於2 010年實施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以
處理天然山坡及人造斜坡。創新的風險緩減措
施，例如建設泥石防護壩以保護高速公路，成
效顯著。署方並定期進行研究及評估，和發佈
設計及風險緩減措施的指引。另外，人造斜坡
維修能有效提升斜坡對短時間強降雨觸發山泥
傾瀉的抗逆能力，所有政府的人造斜坡均有進
行定期維修。署方同時向負責私人物業上斜坡
維修的私人斜坡業主，提供指引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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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政府的人造斜坡均會定
期維修，加強斜坡於短時間
降雨觸發山泥傾瀉的抗逆能
力。相關指引和諮詢服務亦
會提供給負責私人物業斜坡
維修的私人斜坡業主

北大嶼山公路在 2008年 6月暴雨期間因泥石流而癱瘓

保護通往機場的主要道路（北大嶼山公路）的隔泥石屏障，防止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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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多功能效益
通過「藍綠建設」概念進行排水管理和防洪

渠務署正積極推廣「藍綠建設」概念以提高城
市的抗洪能力。這個概念與其他同類概念相似，
如「水敏型城市」、「可持續排水系統」、「低影
響開發」和「海綿城市」，旨在通過滲透、蒸發
和蒸騰來模擬自然水循環，以採集雨水、控制洪
水和善用雨水。因此，城市可以保留雨水以供善
用，而非將雨水匯入大海。在開發項目中，政府
部門正在合作增加水資源，並在管理排水和洪
水方面創建具吸引力的「藍綠建設」，以優化景
觀，促進生物多樣性、連通性和多功能效益。

藍綠建設概念

適當的排水系統需要良好的規劃和大型基建
以截流、蓄洪和排放雨水。渠務署的雨水排放
整體計劃正在分階段進行檢討，並適當考慮
氣候變化下的降雨量增加及海平面上升。大
埔（ 2013-2017）；沙田及西貢（2 013-2017）；
港島北（  2  0  1  4  - 2  0  1  8）；和大嶼山及離
島（ 2 016 -2018）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皆
在進行中。屯門、荃灣和葵青、將軍澳及港島
南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將於未來數年分階段展
開。自 1989年起，香港已投放超過 250億元，為
城市進行防洪基建工作。

濕地 蓄洪湖泊

生態河道

綠色天台

雨水花園

蓄洪池

多孔路面

雨水集蓄

生物窪地



69

位於跑馬地遊樂場的雨水集蓄作灌溉運動球場用途

新項目會提供更佳的多功能效益，例如已建成
的元朗排水繞道可提高景觀的吸引力和使生態
系統更完善，供公眾欣賞；以及在跑馬地遊樂
場進行的地下蓄洪計劃會回收地下水和雨水作
為灌溉和沖廁之用。下一步，渠務署將推出兩項
全新氣候適應措施： 

‧防洪堤壩計劃：渠務署會研究元朗的防洪堤
壩計劃。這是一個多功能工程，既是一個防
洪計劃，以紓緩低窪地區的水浸問題，亦把
現有由水泥鋪砌的排水渠改設成怡人的藍綠
走廊，改善元朗市中心的公共環境。

位於元朗排水繞道的人工濕地

活化啟德河（合成照片）

‧延續項目的可持續性：隨著元朗排水繞道、
蠔涌河及林村河的成功及受到歡迎，正在啟
德河、深圳河、翠屏河及東涌河畔公園進行
的活化計劃採取了重視生態的方法和具連通
性的設計，以供公眾享用。安達臣道石礦場
發展計劃（請參閱第  71頁）、元朗南發展計
劃和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當中的蓄洪湖規
劃，皆具多功能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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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整個華南地區降雨模式的變化，長遠而言，
香港需透過增加新的水源，包括海水化淡及再造
水，以及更有效地利用水資源，以加強水安全。

水務署和渠務署一直緊密合作，相互配合，以
盡量發揮多功能的成效。水務署於  2  0  0  8年頒
布了「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通過用水流失
管理和節約用水以控制用水需求的增長，並
同時加強供水管理。水務署現正檢討相關策
略以提出新的措施，為香港做好氣候變化的
準備。

多個水源
從內地輸入的水滿足了香港 70-80% 的淡水需求。
在珍惜這水源的同時，我們亦致力增加本地的水
資源，提供更充足的本地淡水供應。為節省寶貴的
淡水資源，我們正繼續擴展沖廁用的海水供應系
統，現時系統已覆蓋全港 8 5%人口。此外，「全面
水資源管理策略」計劃將我們的水源由 3個（即本
地收集雨水、從內地輸入的水和海水沖廁）增加至
6個，新增水源包括海水化淡、再造水、中水重用和
雨水回收。（圖 18）

水安全的長期規劃

圖 18
邁向六支水源的供水結構

本地收集
雨水

海水沖廁 東江水 海水化淡 再造水 中水重用
和雨水回收

現有水源 新水源

在吐露港公路進行
水管修復工程

在  15年內更換及修復長約  3,000公里的老化水管，採用先
進的無開掘技術，以減少工程對公眾和交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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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中建議的防洪人工湖的合成照片，可作為一個康樂及雨水回收設施

從3個水源到 6個水源
香港已有相關項目以助增加水源： 

‧海水化淡：我們現正進行海水化淡廠的設計
工作，化淡廠產量可滿足香港 5%的總淡水
需求，並可在有需要時擴建至滿足 10%的總
淡水需求。

‧再造水：現時目標是向新界東北地區分階段
提供再造水作非飲用用途，並於  2  0  22年逐
步從上水和粉嶺開始供應再造水。

‧中水重用和雨水回收：為了更廣泛重用中水
（從浴室、洗手盆和廚房洗滌盆等地方收
集）和回收雨水，我們正在新的公營工程項
目中安裝相關設施。我們目前已有超過 6 0個
相關工程項目，並計劃進一步推展。其中最
注目的是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建造
一個中央中水重用系統，項目預計於 2024年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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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的長期規劃（續）

減低用水流失及增加本地收集雨水
除了發展 3個全新水源，我們還有另外兩個主要
項目： 

‧透過智能技術將滲漏情況減低
通過完成為期  15年之計劃，更換及修復了
3,0 0 0公里長的老化水管，香港的水管滲漏
率從  2  000年超過2  5  %，降低至  2  0  15年的
15%。我們正在進行建設「智管網」計劃，在
供水管網中安裝感應器以持續監測供水管網
的狀況，以便適時發現及解決供水問題和滲
漏（圖 19）。我們計劃試驗應用智能水錶和
自動讀錶系統，以其與「智管網」一併運用，
以助識別供水問題。此外，我們正在探索使
用自動讀錶系統和手機應用程式，以便適時
提高用戶用水的意識，從而協助他們改變行
為，達至節約用水。我們亦致力協助用戶採
取措施包括監測及維修其私人水管的滲漏，
以妥善維持有關水管的狀況。

‧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
為了增加本地收集雨水和紓緩水浸風險，水
務署和渠務署正在合作推行一個水塘間轉
運隧道計劃，包括在大雨期間將九龍水塘群
過剩的水引至下城門水塘，然後運往沙田濾
水廠（圖 20）。

節約用水
節約用水有許多方式能達到。水務署一直以多
管齊下、「軟硬兼備」的措施，來推廣節約用
水。公共和特定部門的教育必須長期維持，應用
新技術也將有所幫助。有關的教育工作會在第 9
章指出。

圖 19
透過實施「智管網」減低用水流失

圖 20
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

供水管網劃分
為約 2,000個監
測區域／水壓管
理區域 

監測和感應器
設備

制定最有效的管網管理措施

數據收集 信息分析
洞察
儀表板
警報
優先次序

主動探測和
控制滲漏

水壓管理 優質和快速
維修

重置水管

智能管網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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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保護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 2013年 9月
公布有關氣候科學最新的第五次氣候評估報
告，氣候變化預計可能會導致全球海平面在本
世紀末升高 1米，並增加風暴潮的威脅。因此，
在風暴潮的影響下，沿岸地區將遭到淹浸或面
對較頻密的水浸情况。我們將繼續密切留意最
新的科學發現，包括北極和南極地區冰川融化
的速度。

與所有海岸線一樣，香港的沿岸地區將面臨越來
越大的壓力，並越來越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
響。在香港，撇除一些低窪地區，因海平面上升而
造成淹沒的風險一般較低，但在惡劣天氣期間因
風暴潮而出現較頻密的水浸情況將會發生。

圖 21

土木工程拓展署根據第五次氣候評估報告的
模擬結果和其對海岸基建設計的影響啟動了研
究，檢視氣候變化影響，並已經開始檢討海港
工程設計手冊現行的設計標準。

除了考慮可能應付海平面上升的中期防禦方法
之外，未來也需要討論更長遠的考慮。某些地
區或許不能興建任何建築物，某些更有可能在
未來需要考慮後撤。這些考慮對社會、經濟和
政治具有深遠的影響。

在高及中低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下，推算香港至 210 0年
的平均海平面高度的未來變化
相對於 1986-2005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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