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4 

9

強化氣候

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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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評估是，由於我
們過去已長時間建立和
加強基礎設施，就惡劣
天氣事件所帶來的人身
風險，本港已經作出相
當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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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應變能力不僅需要在減緩和適應方面作出努力，亦需要加強社會對氣候相關風
險和緊急情況的反應。彌補知識差距和建立適當的決策架構，是政府在內部執行《巴
黎協定》的兩大關鍵層面。促進和鼓勵持份者之間的對話，以及持續推廣有關氣候變
化的公眾教育也應優先處理。在香港，每個人都可以作出更低碳的選擇。

本章討論香港在面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準備。我 除了硬件之外，社會的「軟件」也非常重要，這就
們的評估是，由於我們過去已長時間建立和加 是香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畢竟，市民的行為，
強基礎設施，本港已經就惡劣天氣事件所帶來 包括我們的認知及合作能力，決定了整個城市
的人身風險作出相當充分的準備。第 7章指出了 處理各項挑戰的能力，而氣候風險是其中的一
需進一步考慮的範疇，如海平面上升。 項。政府的計劃需要社區參與。本章聚焦討論社

會方面的項目。

圖 22
氣候變化可能對香港產生的主要影響

生物多樣性 建築環境與實體
基礎設施

商業和
工業

能源供應

加重對山林和淡水生態系統
的壓力，原因是表面溫度上
升和極端天氣增加；因海平
面上升而令珊瑚礁或紅樹林
等潮間帶棲息地消失；以及
物種分佈及遷徙模式的改變

損壞建築地基；損壞公
共電纜、管線與資產；
因為暴雨、風暴潮、塌
樹及極端天氣，令雨水
滲透、水浸和山泥傾瀉
的風險上升

因極端天氣的相關破壞
導致保養和保險成本上
升；為應對極端天氣進
行員工培訓

極端天氣使電纜和其他
資產受損；氣溫上升與
極端天氣令能源需求上
升；出現供電中斷和電
力尖峰

金融服務 食物資源 人體健康 水資源

與電訊及電腦系統故障相關
的直接和間接風險；個別業
務和投資的風險概況轉變；
保險業需承受更高的極端天
氣風險

因極端天氣使本地  /區
域農產減少

慢性健康問題惡化；熱
負荷、哮喘發作和中暑
的風險上升；意外和緊
急情況增加；傳染病的
傳播模式改變

降雨模式的改變和高溫
下對水資源的需求上
升，可能影響本地水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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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氣候變化報告 2015》讓我們看到氣候風
險和香港的脆弱範疇，以及我們必須針對增加
氣候應變能力而採取的行動。我們會在本章闡
述其他觀點和計劃。

關鍵在乎「共同參與」
為了加強氣候應變能力，香港須與時並進以補
足知識差距、鼓勵創新、提高行動力、為緊急情
況作好準備、與持份者共同合作，以及提高公眾
意識。

知識與時並進

政府進行了大量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研究。另外，
研究資助局、創新及科技基金和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都有資助大學及專上院校進行有助決策
和制定氣候計劃的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很多都
是與政府部門合作進行的。例子包括能源供
應、節約能源、綠色建築、用水效益、城市基建、

低碳材料、智慧城市、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
優化景觀、轉廢為能、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科學
和剖析城市形態以及利用城市規劃及設計有效
改善通風及空氣流通。政府還參加了許多與氣
候變化有關的國際論壇，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
框架公約召開的締約方會議、 C40城市氣候變
化領導小組、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政府間氣
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和政府間氣候服務委員會。

加強行動能力

知識和經驗必須共享和加以利用。在第 7章中
提到新設立的跨部門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
能夠幫助政府部門間的知識交流，並應用新的
信息和經驗。同樣地，環境局局長於 2013年就
綠色建築成立的內部督導委員會，吸收了政府
部門和外界人士的知識，以改善決策和加強與
外界機構（包括建造業議會和香港綠色建築議
會）的夥伴關係。

研究夥伴關係和彌補知識差距

其中一個政府研究夥伴的例子，就是綠化、園
境及樹木管理組針對「提升香港宜居性」的新
研究和發展架構。相關議題涵蓋地方生態、城
市林務和具抗禦力的景觀，範圍從鳥瞰角度至
街道角度，並考慮了隨著時間所出現的變化。架
構由各大學、政策局及政府部門和業界組織攜
手合作，目的是促進知識共享和政策調整，以取
得更好的成果。此外，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現正通過大學－政府－工業聯盟與香港理工大

學合作，擴大架構範圍和拓展潛力。作為聯盟
的始創成員之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連同
環境局一起加強跨學科和跨界別的夥伴關係，
以在應用研究和開發方面，支援香港應對氣候
變化作好的準備。

研發知識共享來提升香港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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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創新

政府通過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研發項目。在過去
5個財政年度，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了約 50個與環
保技術有關的項目，撥款約 1億 700萬元，其中眾多
項目與節能和新能源有關，包括：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開發了一種先進的隔
熱塗料，可以減少室外天花板和建築物屋頂
的導熱性，有助降低能源消耗。在香港房屋
委員會及建造業議會的支持下，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已在多個地盤辦事處及天台進
行試驗，證明較其他塗料可以節省 15%的電
力。該技術已授權予一間香港公司作進一步
發展和商業化。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正積極研發與電動汽
車 (電動車 ) 相關的技術。在 2014年，中心研
發了電動車快速充電器，顯著縮短了普通電
動車的充電時間，從本來的幾小時縮短至少
於一小時便能完成充電。

‧香港科技大學開發了針對建築物和工業應用
的高效能吸收式冷卻系統。此系統由可再生
能源供電，包括太陽能。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透過廚餘轉化
成可被生物降解的纖維紡織品。此發明在
2016年第  4  4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得了
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

此外，創新科技署積極促進智能科技的研
發，以透過創新的環保技術，幫助應對氣候
變化。

由廚餘轉化為
聚乳酸纖維製
成的紡織品

與私人機構的持份者進行對話

發電和建築物相關界別是我們兩個重點工作範
疇，因為它們與減緩氣候變化最為相關。其他
進行對話的主要持份者還有公共交通營運者，
包括機場和鐵路服務。與他們分享知識對於促
進減緩和適應工作非常重要，有助加強整個香
港的氣候應變能力。我們亦與上述相關人士保
持對話。

在第 5章提及環境局局長在 2015年設立了聚焦
建築發展商和物業管理人員的對話平台，有效
地與主要的私人公司、公共機構和相關組織，
建立嶄新的合作夥伴關係，推動既有建築深化
節能。此外，透過每五年的強制空氣質素指標
檢討，我們亦定期與海陸運輸部門的持份者進
行包括節能課題在內的對話，有助減少空氣污
染和碳排放，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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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緊急情況作好準備

保安局一直負責協調緊急行動。除此之外，政
府還集中於加強特定部門的應變措施，如水務
署的乾旱應變計劃。我們會在本報告中列出土
木工程拓展署和發展局的最新工作（請參閱第
91頁）。

不同類型的自然災害可能同時發生。例如，熱帶
氣旋可以同時帶來大風、大雨和風暴潮。由發展
局領導的跨部門危急應變工作小組於 2014年 10
月成立，審視了極端天氣引致的多個災害的潛
在影響。工作小組正在創建一個採用地理資訊
系統的「聯合運作平台」，加強應對多項災害的
緊急信息分享和支援機制。該資訊科技平台能
夠及時提供緊急事件的整體情況，大大改進了
相關部門對災情的了解，並改善應對緊急情況
的決策和協調機制。

提高社區意識

氣候變化已成為社區層面一個積極討論的話
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可資助非牟利項目，
以提高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認知。許多商業、專
業、學術和社區機構亦與政府部門合作，組織
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工作坊和活動。香港天文
台為政府氣候變化的科學權威，研究並就香港
的氣候變化影響作出長遠預測，並透過其網站
提供有關資料 14。天文台亦定期舉辦學校及公
開講座，以及其他公共教育活動，加深大眾對氣
候變化的了解，包括在 2016年與其他政府部門
及持份者合作舉辦一個深受歡迎的巡迴展覽。 

學生參與常設的氣候變化講座

14. 香港天文台， http://www.hko.gov.hk /climate_change/climate_change_c.htm。

http://www.hko.gov.hk/climate_change/climate_change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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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診所

炎熱

觀測
高
中高
中低
低

2000 2040 2060 21002020 2080

6

5

4

3

2

1

0

-1

℃

10年平均氣溫異常

年份

中高
中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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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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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酷熱天氣

一般來說，香港未來的炎熱天氣日數會增多，
寒冷天氣日數會減少。然而，假若《巴黎協定》
的溫度目標不能達到，全球繼續依循高溫室氣
體濃度的情景發展，天文台預計香港年平均氣
溫將於本世紀末上升3℃至6℃（相對於1986-
2005年）。香港中文大學一項統計模擬研究發
現，若然日平均氣溫超過28.2℃，氣溫每上升
1℃，死亡率就會增加1.8%15。溫度越高，死亡率

就越高。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夏季（6月
至8月）平均氣溫均高於28.2℃。

當炎熱日子持續，並出現持續多日熱浪時，人類
健康會承受更高的風險。高濕度和高溫可能引
致與高溫相關的疾病或死亡，我們的身體也因
為不能保持涼快而承受暑熱壓力。當熱度和濕
度皆維持在高水平時，我們的身體很難透過排
汗而感到涼快，這樣可能會引致中暑。這些風

圖 23  
在不同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下，推算香港年平均氣溫的變化 
相對於1986-2005年

15. 2012年4月，Emily Chan et al, A study of intracity variation in temperature-related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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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對本來已經患有疾病的人、健康狀況已經衰
弱的長者或居住在極度狹窄及擠逼空間（例
如：分間樓宇單位）的低收入階層構成更大的
威脅。在戶外工作人士，例如從事建築、交通
運輸、電力供應、地面維修、園境綠化和垃圾
收集的工人也面臨較高的風險。

政府會在酷熱天氣時提醒市民，並提供有關
的健康建議。政府設有空調的社區中心也會開
放，供市民暫時休息。幸運的是，我們尚未曾
需要過長時間應對熱浪，但是，我們需要在未
來識別受到最大風險的人群，並考慮如何與他
們接觸，以及如何將來在異常長期酷熱天氣下
給予支援。

我們同時需要關注戶外工作僱員及商界，以協
助他們制定在酷熱天氣下減低風險的計劃。除
了休息和多喝水以降低脫水的風險，另外可能
需要制定守則以處理高溫所引起的問題，使僱

社區中心

員及僱主知道如何避免與高溫相關的風險，保
障僱員的安全。

加強山泥傾瀉的應急準備

極端降雨可能會引致各區出現嚴重的山泥傾
瀉。有鑑於此，土木工程拓展署加強了處理嚴
重山泥傾瀉的應急準備工作。改善措施包括訂
立服務持續計劃，以在土木工程拓展署總部的
電力供應或通訊服務長時間受阻時，仍能維
持山泥傾瀉的緊急服務。土木工程拓展署亦會
加強公眾教育，以提高社區應對極端山泥傾瀉
事件的能力。2 016年出版的刊物《香港的天然
山坡山泥傾瀉災害》，向公眾講解了山泥傾瀉
的風險，為長遠提高公眾警覺性的工作奠下了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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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和金融服務

財政司司長在 2016-2017年度發表的財政預算
案演辭中提及到綠色金融，並表示政府會加強
宣傳其具有競爭性的資本市場，突顯香港發展
綠色金融產品的優勢。 2016年 5月，政府諮詢組
織金融發展局發布了《發展香港成為區域綠色
金融中心》的報告 16。報告指出，香港作為亞洲
區域綠色金融中心具有許多獨特優勢。報告建
議政府及公營部門管控的發行人發行基準綠色
債券，並為各項項目及證券設立綠色金融標籤
計劃，以吸引發行人及新投資者來港。

在2  016年  7月，作為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的管理公司－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宣布發
行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並按固定利率 2.875%
於2 026年前發售，成為香港首個發行綠色債券
的商營企業和亞洲首個發行綠色債券的地產公
司。該項債券的收益專為其九龍東辦事處項目
提供資金，這是一個將根據「綠建環評」新建建
築鉑金級別和美國綠色建築認證 LEED鉑金級
標準所建造的商業項目。在 2016年 10月，港鐵
公司以利率 2.5%發行首個值 6億美元的 10年綠
色債券，以帶動服務質素及環保方面的投資。

國家計劃中的碳排放交易

過去幾年，內地一直在不同地區試行各種不同
設計和範疇的碳排放交易計劃，根據中國的情
況取得實際經驗，為建立全國的排放上限與交
易計劃做好準備。內地碳排放交易市場預計
將包括發電等多個方面，而國家當局則預計在
2017年推行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計劃。

中央政策組正支持一個研究項目，研究香港在
國家推出碳排放交易計劃後，可以擔當甚麽角
色。項目其中一項研究重點，是計劃對香港不同
人士可能帶來的影響，包括可為香港這個金融
服務中心帶來甚麽機遇。研究項目有助提高各
界的意識，並有助政府考慮香港將來能夠擔當
的角色。

金融發展局與 HKU SPACE Executive Academy在
2016年 11月 17日合作舉辦綠色金融論壇

金融發展局在 2016年 5月 24日發表綠色金融報告

16. 政府諮詢金融發展局（金發局），《發展香港成為區域綠色金融中心》（摘要）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 les/Green%20Finance%20Report%20%28executive%20summary%29-Chinese.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Green%20Finance%20Report%20%28executive%20summary%29-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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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
政府內部的主流化

環境局在政府內部的氣候變化政策上擔當重
要角色，負責協調其他決策局和部門的行動
計劃。  2  015年，環境局與政府內部及主要的
非政府持份者合作編制《香港氣候變化報告
2015》，務求在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締約方會議（即《巴黎協定》獲通過的會議）前
發表報告。

《巴黎協定》在  2  015年訂立後，行政長官在
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一個由政務司
司長主持的局長級「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
委員會的成立，進一步強化了政府按照《巴黎
協定》作出的整體政策和執行能力。而「氣候
變化督導委員會」的機制將隨歷屆政府延續及

在2 016年 7月 12日的「氣候變化持份者參與論壇」

演化。

15年 11月發表的《香港氣候變化報告 2015》

在政務司司長的領導下，各決策局和各部門在
2016年間合作並審視以往的工作，訂立  2030
年碳強度下降的目標並制定本文件中提及的
策略和加強行動。為了分享和收集意見，委員
會在 2016年 7月 12日舉辦了大型的持份者參與
論壇。

環境局會繼續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氣候變化政策中
擔當領導地位，協調各局和
各部門的工作。「氣候變化
督導委員會」的管理框架可
以隨未來每屆政府於任期
內作調整，使其能回應《巴
黎協定》定下的每五年盤點
和作漸進檢討的要求。



 

94


全民節能 
17

機電工程署一直致力提高大眾對節約能源的意
識，並會繼續以此作為未來工作的重點。除了
一直主動接觸學校提供支持，包括展覽、講座、
導賞團、比賽及向大眾提供印刷版和網上資
訊外，機電工程署在 2012年首次推出《節能約
章》，旨在為業界和地區機構建立更緊密的夥
伴關係。這與前面章節提及的「 4T」方向吻合。

最初《節能約章》運動集中邀請建築及物業管
理界別，承諾在盛夏期間減少空調的耗電量，
把旗下物業的室內溫度維持在攝氏2  4至  26度
之間。在 2016年，《節能約章》的範圍得到擴
展。除了維持適當的室內溫度，簽署約章的團體
還需承諾關掉不需要使用的電器，以及選購具
能源效益的產品，包括獲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產品，攜手減少香港整體的耗電量及碳排放。目
前，超過 3,300個參加者已經簽署了《節能約章
2016》。未來，機電工程署會繼續在其他界別
推廣節約能源。

2015年，機電工程署推出了「全民節能」網站，
提供入門網站平台，讓市民大眾進一步了解節
能。超過 50間公共機構、學術機構、專業團體、
公用事業機構、商會、智庫組織和環保團體都
有為網頁提供多種實用的節能資訊，包括節能
錦囊、教材、課程、能源數據、節能比賽及活動，
以及本地和海外機構的網址。此網站能有助於
向公眾提供實用的參考和建議，以實踐節能。

「慳神大比拼」比賽是機電工程署其中一項受
到大眾歡迎的新計劃。比賽旨在挑選及表揚在
採用節能科技、優化能源使用系統及向租戶和
住戶推廣節約能源等多方面有卓越節能表現的
團體，從而鼓勵他們和其他團體維持良好的做
法。參賽團體涵蓋 5個界別，包括商場、辦公大

樓、屋苑和住宅大廈，
以及中／小學校和專上
學院。 

在 2016年 6月 20日的「全民節能20 16」啟動禮

17. 「全民節能」網頁由環境局及機電工程署合辨， http://www.energysaving.gov.hk/tc/home/index.html 。

http://www.energysaving.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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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點滴
水務署一直透過活動加強大眾對節約用水的意
識。 2014年，水務署發起了「齊來慳水十公升」
運動。自 2015-16學年起，水務署以小學生為對
象，推出「惜水學堂」教育計劃。截至 2016年 10
月，該計劃吸引超過 200間學校參與。下一步的

目標是為幼稚園開發教育工具。計劃的吉祥物
「滴惜仔」亦廣受喜愛。此外，水資源教育中心
將於2 018 -19年投入服務，介紹更多有關不同
節約用水和水資源方面的新措施及更詳細的資
料，以供更廣泛界別人士參觀。

水務署也一直透過自願參與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推廣使用節水的裝置，並在政府建築物和公共
屋邨等政府項目安裝節水器具和節流器。計劃
的下一步是強制使用上述器具。另外，我們亦會
借鑑海外的成功例子，並探討進一步推廣使用
節水器具的措施。

「惜水新學堂」誓師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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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年輕人參與 
在2016-17年度，教育局的重點活動是「全港校 議會和非政府組織。另外，比賽旨在融合創意
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比賽目的是加 和科技，是首個結合科學、科技、工程學和數學
強中小學生學習有關氣候變化的課題。項目的 項目或其他專題研習模式的比賽，讓學生可以
合作夥伴有政府部門、本地大學、主要的學校 運用空間分析和地圖工具，從微觀以至宏觀的

角度研究氣
候變化，並提
出減緩、適應
和應變措施
來解決氣候
變化問題。

在2016年10月25日的「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啟動禮

減少廚餘，亦會將廚餘和其他都市固體廢物
分開處理，以便送往即將陸續落成的轉廢為能
設施。

除了原本的減少廚餘焦點，大嘥鬼形象進而幫
助宣揚其他減廢回收行動，並化身「慳神」推廣
節能及應對氣候變化，配合「氣候變化．香港行
動」的推展，呼籲大眾共同參與，包括於衣食住
行方面的低碳轉型。

咪做大嘥鬼
政府其中一項極為成功的公眾意識運動是減
少廚餘。這個運動的目標是到20  22年，將送
往堆填區的人均廚餘減少40%。要做到這一
點，每人都需要透過日常行動減少廚餘。飲
食及酒店業界可以針對減少廚餘而改善營運
的措施，而社會大眾可以在飲食方面做出更
明智的選擇。「惜食香港」運動在  2013年開
展，透過創造大嘥鬼來提高公眾意識，大嘥
鬼亦成為在香港人人樂道的形象。至 2 0 15
年底，運往堆填區的人均廚餘數量下跌了
約8%。而到2017年底，香港首個廚餘轉廢為
能設施將會落成，同時時會會
計劃和興建其他類似設似設
施。環保署將持續和飲飲
食及酒店業界、學校校
及公眾等界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