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工作成效 

環保的規劃及設計

環保工作成效

•	規劃及建造新屋邨的措施
•	現有屋邨推行的措施
•	辦事處推行的措施

環保的規劃及設計

微氣候研究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竭力為市民提供優質及環保的公共屋邨環境。房委會根據本地氣候狀況，

包括風環境、自然通風、污染物擴散、日照及加熱效應等，使用已調校的電腦模擬軟件並進行微氣

候研究，研究結果會應用在公營房屋的規劃及設計階段。我們已有逾 10年進行微氣候研究的經驗，

並繼續於年內在 40個公營房屋項目進行微氣候研究，以及於 30個項目中進行空氣流通評估，以增加

住宅大廈的自然通風及日照。

低碳建築設計

為支持政府於 2005年至 2020年達至減少 50-60%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房委會致力於設計及建造

階段，採用各種環保建築策略，以減少轄下房屋發展項目的碳排放量。

自2011年起，我們在新發展項目的規劃及設計階段進行碳排放量估算，並以新和諧一型第六款

大廈及啟晴邨的估算作為碳排放量的基準。我們利用碳排放量為計算方法，以二氧化碳當量計單

位，估計公營房屋大廈於整個生命周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年內，我們共於 16個項目的設計階

段進行碳排放量估算。截至 2015年3月底，我們共完成了 143幢住宅大廈的碳排放量估算工作，

並與基準數字作比較，結果顯示這些住宅大廈在整個生命周期估計可減少796 000公噸的排碳量，

較基線數字減少 12%。

我們於房屋發展項目採用配合天然環境的設計，並因應個別用地的特點，因地制宜，增加屋邨

的自然通風及日照。此外，我們亦探討於工程項目中採用環保設計的可行性，例如使用低輻射

玻璃，以減低屋邨整體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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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建造環保樓宇

採用環保建築材料及組件

要在樓宇中注入綠色元素，我們的其中一個策略，是於轄下工程項目採用環保建築材料和組件。

為減少採用混凝土及提高循環再用建築材料的使用率，我們於一項試驗性地基工程合約，訂明須於

預製混凝土外牆以礦渣微粉取代三成半水泥，及於大型混凝土（例如樁帽）中以礦渣微粉取代六成

水泥。目前，我們正研究在半預製樓板、預製橫樑、預製樓梯及預製垃圾槽使用礦渣微粉；而我們

已完成在石硤尾邨第二期的試驗項目，以礦渣微粉加於預製混凝土外牆，效果令人滿意。

除了混凝土外，我們亦特別在臨時工序中，要求承建商採用來自可持續再生來源的木材，同時利用

這類木材製造公共屋邨的木門。年內，我們就使用指接及拼合連接的方法製造木門實施了新的

規格，從而大幅度減少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原材料。

我們在合約中訂明須使用以下環保建築材料，藉以推動環保建築：

• 以粉煤灰代替大型澆灌的結構性混凝土；

• 於土方工程採用循環再用的碎石填料，道路工程則採用循環再用的底基層物料；

• 於新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合約訂明園景及相關工程須採用來自土地勘探工程的循環再用石材；

• 於新建築及土木工程合約訂明使用循環再造的玻璃及碎石製造的混凝土鋪路磚，以取代混凝土鋪

路磚；

• 於新打樁工程及建築合約訂明採用從工地以

水泥加固海泥製造有用的回填物料；

• 以合適的項目採用螺栓及螺母安裝的可再用

組件圍板；及

• 在適當情況下，採用合成纖維強化混凝土路

面板。

我們現正檢討選購環保產品和服務，如資訊科技

器材的可行性，以便可在未來的工程項目中引入

更多環保物料。
可持續發展來源認證的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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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採取環保建築方法

在房屋建造階段，房委會不單要求承建商遵從法例規定，更需進一步採用各種環保建築方法。我們

在地盤平整、拆卸、地基、上蓋及土木工程項目中訂立了各種規定，以確保承建商的環保工作成效。

這些規定包括：

• 遞交及實施環保管理計劃；

• 禁止於地盤使用鎢絲燈泡作臨時照明

• 使用附有優質機動設備標籤的發電機；

• 安裝循環再用水設施；

• 限制地盤車速；

• 於打樁及建築地盤採用預製混凝土鋪設進行硬地施工；

• 採用預製混凝土部件；

• 於工人淋浴室提供太陽能熱水器；

• 於設有食堂或提供膳食服務的偏遠地盤設立廚餘堆肥設施；

• 綠化地盤環境；

• 使用電動車為地盤合約車輛，行駛特訂的路線；及

• 為本地製造的鋪路磚回收無破損的木托板，重複使用或循環再造。

於地盤採用預製混凝土鋪設地面進行硬地施工 採用預製混凝土部件

綠化地盤 於偏遠地盤提供廚餘堆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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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除了上述的措施外，我們探討廣泛應用各項創新環保建築方法的可行性。我們於水泉澳邨第二期試

用預製分隔式天台水缸及探討日後應用在其他項目中。此外，我們亦於安泰邨推行嶄新措施，包括

採用五維建築信息模擬系統，以及結構性土壤（結構性土壤由硬質石材和泥土混合而成，能同時滿

足工程負重需求及容許樹木根部生長）。 

2014年9月，房委會正式啟動轄下地盤非惰性建築廢料及可循環再用拆建物料的數據庫。數據資料

現已可在房委會網站查閱，資料每月進行更新，以協助回收業界進行建築廢料回收工作。

表揚環保建築工程

房委會致力成為業界模範，帶領業界推行環保建築。我們在合約規格上加上多項規定，確保轄下

所有新項目均達到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綠建環評」計劃的「金」級別。年內，我們向香港綠色建

築議會登記了 16個新工程項目。 2014/15年度內，啟晴邨及啟晴商場取得 4/04版「鉑金」評級，

而位於新蒲崗及安達臣道地盤A和地盤B第一及第二期（安泰邨）的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發展

項目，則取得「綠建環評」1.2版的「暫定鉑金」評級。

除了「綠建環評」的認證外，前凹頭政府宿舍（朗

善邨）、東涌第56區、新蒲崗、安達臣道地盤A

及地盤B第一及二期（安泰邨）及柴灣工廠大

廈改建（華廈邨）公屋發展項目，均取得中國

綠色建築與節能（香港）委員會的中國綠色建築設

計標識最高的「三星」評級。

於新蒲崗的公屋發展項目獲得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香
港）委員會建築設計標識證書最高的「三星」評級

節約能源

系統化的高效能源管理

要有效使用能源，實施能源管理體系至為重要。自 2011年起，房委會已在轄下房屋發展項目根

據ISO 50001標準實施能源管理體系，並在新建住宅大廈的設計階段進行能源估算，以評估大廈

啟用後的公用能源消耗量。截至 2015年3月，我們已在新公營房屋發展項目中的135幢住宅大廈

進行能源估算。

此外，我們亦向承辦商推廣能源管理模式，並規定凡於 2014年1月1日或以後申請列入房委會承

建商（新工程）及打樁工程承建商名冊內的承建商，均須取得 ISO 50001認證；而在 2014年1月 

1日前已列入房委會名冊的承建商，則需於 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取得該認證。更多有關我們實

施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的資料，可參閱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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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於2014/15年度，我們取得由機電工程署在旗下「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計劃」中頒發的 65份能源

證書，可見我們在照明、電力、空調、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等裝置均達到能源效益的規定。

此外，我們在新工程項目中的住宅熱傳送值和自然通風系統，均採用屋宇署於 2014年第三季度推

出的新版《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中所建議的相關規定。

使用再生能源

房委會作為業界的先驅者，致力在轄下的房屋

發展項目注入綠色元素，盡量使用再生能源。

在新公屋住宅大廈加裝連接電網的太陽能光

伏發電系統，以提供最少 1.5%公用地方所需

的電力。我們更檢討藍田邨使用有關系統的成

效，以核實該系統能否達到設計目標，結果令

人滿意。我們亦繼續監察裝設在啟晴邨及德朗

邨的太陽能光伏板系統，進一步核實我們的設

計成效。此外，我們新建房屋發展項目內安裝

一至兩蓋太陽能街燈作教育示範。

太陽能光伏板

減少照明系統耗能量

房委會積極探討各種具能源效益的裝備，並已

於安泰邨、安達邨及華廈邨的設計上採用發光

二極管（ LED）凸面照明器。自 2013年起，我

們一直就安裝在啟晴邨的試驗裝置進行成效檢

討，至今效果理想。我們亦鼓勵 LED供應商替

其產品進行認證，確保其產品質素及表現。

LED凸面照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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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此外，我們在住宅大廈的升降機大堂、走廊和

樓梯，安裝兩級光度的照明控制系統，以節省

耗電量及符合無障礙通道的要求。系統設有動

作感應器及內置定時器的按鈕開關，方便調校

照明光度。

減低升降機能源消耗

在住宅大廈的公用設施中，升降機系統的耗電

量佔第二位，有見及此，我們在最新的升降機

安裝規格中，規定能源級別屬 18千瓦或以上

的升降機電動機須使用再生動力，以及使用高

能源效益的無齒輪升降機驅動系統。年內，我

們監察了採用此系統的啟晴邨及德朗邨地盤

的升降機的成效，有關報告預計於 2016初完

成。此外，我們在部份項目採用升降機永磁同

步電動機，進一步節省能源。

智能計量儀

我們於所有新建住宅大廈的入口大堂，安裝

配備顯示屏的智能計量儀監察系統。此系統

可顯示公用裝置及租戶的用電量、煤氣和食

水用量，以及與各座大廈的比較值，從而提

高租戶的環保意識。

應用混合式通風系統

混合式通風系統能有效節省空調系統及機動通風系統的耗能量。年內，我們在已採用該系統的

油麗商場、彩德商場及「大本型」進行檢討，並已完成其應用評估，以及制訂一套準則及

指引，以便日後於合適的項目中應用此系統。

節約用水

為保護我們的珍貴水資源，房委會採取一連串措施，務求在轄下的房屋發展項目中，減少用水及

珍惜水資源。

我們於龍逸邨率先採用零灌溉種植系統，該系統利用毛細管作用，把儲存在地下儲水箱的雨水

直接用來灌溉植物，代替過往以食水灌溉的方法。目前，我們正計劃在彩園路公屋發展項目，

採用該系統作平台植樹之用。此外，我們在水泉澳邨及朗善邨兩個項目，進一步引入綜合水敏

性城市設計。該設計可收集高地及綠化草坡的雨水，並透過生物蓄留處理，再儲存到儲水缸留

待日後再用。

兩級光度照明控制系統

設置於德朗邨大堂的智能計量儀監察系統顯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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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零灌溉種植系統直接輸送儲存在地下儲水箱的雨水灌溉植物

此外，房委會在轄下新公共屋邨發展項目採用收集雨水澆溉系統，務求減少利用食水灌溉植

物。我們將繼續監察系統裝置的表現及成效，進一步探討可行的改善空間。

於2014/15年度，我們完成「大本型」利用水冷式空調系統回收水作植物灌溉的研究，並將結

果整理留代日後參考。此外，我們亦為轄下項目公布了用水效益裝置的規格，適用於例如 6公

升單沖式坐廁或雙沖式坐廁，以及於水務署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下已登記的水管系統裝置，進一

步節約用水。

綠化環境

為確保屋邨範圍內有足夠綠化面積，房委會於公營房屋設計

準則中加入綠化設計指引，規定整體綠化覆蓋率佔總面積最少 

20%，而兩公頃以上的大型用地則不少於 30%。此外，我們基

本上規定每 15戶種植最少一棵樹的植樹率，為居民提供綠化的

生活環境。

房委會也於合適的多層大廈項目設計中加設綠化天台，並對

善明邨兩幢住宅大廈的綠化天台進行研究，探討該措施為環境

帶來的裨益。研究的相關建議，將會納入 2015/16年度推出的

《綠化設計指南》。

我們於葵聯邨及屯門第54區第2號地盤的社區花圃區，裝設可

把園林廢物轉化為堆肥的設施。而我們亦研究了於洪福邨混合

使用廚餘及園林廢料，製造部份的堆肥。

堆肥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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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為鼓勵區內居民及社區人士積極參與新建公共屋邨的綠化工作，房委會於2014/15年度內，在八個

項目開展「育苗行動」及於另外三個項目引入種植區，讓邨內人士參與。

「育苗行動」計劃

年內，我們積極在轄下發展項目新建的斜坡進

行綠化工程，包括安達邨、水泉澳邨，以及

美東邨。

經綠化後的新建斜坡

噪音控制

房委會繼續在13個新項目，因應它們的特點，

採用不同類型的消減噪音措施，包括隔音窗、

隔音露台、隔音翼牆及隔音屏障等，以減低路

面交通噪音對居民的影響。

隔音露台

8



環保工作成效 

改善空氣質素

房委會在完成長沙灣邨菇廢生物過濾器的安裝後，監察該系統的表現，並收集數據以檢討其效

能。中期檢討結果顯示，該系統能有效減少空氣污染物。

位於長沙灣邨的菇廢生物過濾器

為響應政府推廣使用電動車，以改善空氣質素的

政策，房委會與電力公司合作，在轄下六個停車

場內 22個時租車位加裝電動車充電設施，包括彩

德邨、葵涌邨、水邊圍邨、德朗邨、漁灣邨及油

麗商場。同時，我們亦在五個新公屋發展項目，

包括長沙灣邨、啟晴邨、牛頭角下邨、美田邨、

德朗邨，以及轄下最大的商業中心「大本型」商

場的停車場，提供合共約 200個設有標準電動車

充電設施的車位。我們更為充電的電動車提供最

多兩小時免費泊車優惠，提倡使用電動車。

返回頁首

電動車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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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現有屋邨推行的措施

履行環保責任的管理及維修

屋邨環境管理體系

有效的環境管理體系有助我們有系統地控制、

監察及改善環保工作的成效。自 2010年起，房

委會便開始根據ISO 14001國際標準建立環境管

理體系，我們更於 2011年及 2013年，為所有公

共屋邨分別在維修保養和改善工程及物業管理

服務取得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年內，

我們繼續在公共屋邨的定期維修和改善工程的

規劃、設計、工程策劃和合約管理，以及公共

屋邨的物業管理服務（包括清潔、保安、園藝

和辦公室管理），實施環境管理體系。2014/15

年度，再有6個新峻工的公共屋邨，在物業管理

服務實施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

綠化現有建築物

我們揀選葵盛西邨作為先導屋邨進行綠建環評既有建築評估，並引入各種環保設計及設備，包括

改善現有垃圾房設計、採用節能照明裝置和在公共洗手間使用節約用水的設備，以及多項環境管

理和維修保養工作，以提高環保成效及於屋邨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葵盛西邨於2014年

6月取得綠建環評的既有建築「暫定鉑金」評級，是首個取得「暫定鉑金」評級的住宅屋邨。隨

後，我們於2015年3月提交最終評估的申請。2014年11月，我們就博康商場取得綠建環評認證進

行可行性研究。此外，我們已制定指引，為維修保養及改善工程提供各種環保建築物料及產品等

級和標籤的狀況。

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意識培訓班

葵盛西邨及垃圾房──優化前(左)及優化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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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

作為香港首家為現有住宅樓宇獲取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認證的機構，房委會會致力繼葵盛西邨

將有關認證擴展至所有現有住宅樓宇。

年內，我們分兩個階段逐步把有關認證擴展至全部167個公共屋邨。我們成功在2014年8月為92個

公共屋邨取得 ISO 50001認證，其餘屋邨的認證審核則於 2015年3月完成，並將於同年 4月正式取得

相關證書。 

整體耗能量

2014/15年度，房委會轄下的公屋大廈公眾地方的耗電量為每戶每月 54.9度，較 2013/14年度減

少3.0%。

屋邨公眾地方耗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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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實施節能減排措施

自2012年4月，房委會開展照明裝置更換計劃，以電子鎮流器取代現有的電磁鎮流器，從而提

高公共屋邨的能源效率及效益。我們計劃是在 42個月內為 960幢公屋大廈更換約一百萬個照明

裝置。截至 2015年3月，我們已完成 820幢大廈的更換工作，其餘 140幢大廈的更換工作預計於 

2015年9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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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何文田邨的照明裝置換上電子鎮流器

此外，我們於年內開始探討採用感應控制式發光二極管（LED）裝置，以取替傳統的照明裝置，

並於一幢住宅大廈完成試驗，以評估其效能。

於2014/15年度，我們透過升降機現代化計劃共更換了105部舊式升降機。對比舊式升降機，新型

號升降機能節省超過 30%電力。此外，我們根據 ISO 14064國際標準在富山邨進行碳排放審計，以

研究升降機現代化計劃的減碳成效。計劃實施後，該屋邨三幢住宅大廈在 2012/13年度的總碳排

放量共減少了 19.7%，成績令人鼓舞。富山邨的升降機現代化計劃更於 2014年6月獲香港品質保

證局頒發「減碳標籤」。

我們持續在 14幢典型的公共租住房屋大廈進行碳排放審計，以便監察及訂立碳排放基準。對比 

2011/12年度的基線數字，該 14幢公屋大廈於 2013/14年度的總碳排量介乎-16.67%至+5.04%。

碳排放審計結果有助我們找出合適的措施減低碳排放量。

為支持政府的節能措施，房委會已簽署《節能約章》，並承諾致力減少用電量。夏季期間，我們

規定轄下所有中央空調的商場公眾地方，維持平均室內溫度在攝氏 24至26度。此外，我們在各

商場實施不同的節能措施，包括於非繁忙時間關閉部份扶手電梯及照明裝置，以及安裝磁浮冷水

機組。

噪音管制

確保居民不會受住宅樓宇或公眾地方的噪音（鄰里噪音）影響非常重要。我們已採取各種措施減

低在運作上產生的噪音。自2005/06年度起，我們並無接獲政府任何消減噪音的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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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廢物管理

房委會積極支持廢物源頭分類，於轄下所有屋邨實施「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我們採用各式

各樣的宣傳渠道，例如短片廣播及推廣活動，提高公屋住戶的關注及參與。年內，我們在各屋邨共收集了

約27 127公噸廢紙、1 983公噸膠樽、1 362公噸鋁罐及896公噸舊衣物以供循環再造。此外，我們

已在轄下所有屋邨設立回收站，回收可再造的家居廢物，並推行獎賞計劃以鼓勵住戶積極參與。

紙

膠樽

鋁罐

舊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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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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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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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8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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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廢物回收量（公噸）廢物類別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舉辦嘉年華提高公屋居民廢物源頭分類的的意識和參與 宣傳廢物源頭分類的海報

於小西灣邨設立回收站 從葵盛西邨、安蔭邨及坪石邨回收到的月餅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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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2014年7月至12月期間，我們於轄下所有公共屋邨開展「屋邨是我家 減廢靠大家」活動，並舉辦

一連串宣傳活動，以鼓勵公屋居民減少產生固體廢物。其中在「月餅盒回收2014」活動，我們成

功回收超過54 000個相等於16公噸的月餅盒，以供循環再造。

此外，我們亦在房委會轄下商場提供免費場地予非政府機構或其他政府部門舉辦環保活動。舉例

說，我們在 2014年9月於「大本型」舉行的減廢推廣活動提供場地贊助，並聯同食肆及超級市場

商戶，實施減少廚餘的管理模式。

「大本型」減廢推廣活動

年內，公屋居民平均每人每日產生的家居廢物量為0.59公斤，較2013/14年度降低超過6%，成績

令人鼓舞。

綠化環境及樹木管理

綠化與園景美化

為美化公共屋邨的斜坡外觀，我們於年度內完成了多項綠化處理工程，例如在五個屋邨共10處斜

坡上栽種植物，以美化原有的灰泥表面。此外，我們在和樂邨、富山邨、彩虹邨、福來邨及坪石

邨設置10個綠化天台，深受居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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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2014/15年度的綠化天台

年內，我們於20個公共屋邨完成園景美化工程，

並引入新植物品種以配合園景及地理環境，提升

整體美感。此外，我們於10個屋邨設立社區園圃，

以鼓勵社區參與。

坪石邨的社區園圃計劃

加強樹木管理

要完善管理轄下公共屋邨共100 000棵樹木並不簡單。因此，房委會建立完善的地理信息系統，

把樹木數據儲存在系統內，以助規劃樹木管理工程及有效進行年度樹木風險評估。我們亦可利用

數據庫，透過進行評估及巡查，確定需要即時採取補救措施的問題樹木。所有數據均在完成每次

評估後，更新及上載到數據庫。我們也會在需要時進行額外的樹木風險評估及保養工作。

此外，我們招募屋邨樹木大使，協助推廣屋邨樹木保育的工作。截止2015年3月，我們成功招募

650名屋邨樹木大使，並開辦三個複修及培訓課程，提高他們的樹木保育知識及興趣。我們與發

展局定期進行會議，共同制訂樹木保育及管理的新指引及合約規定。此外，我們設立網頁平台，

公眾可利用平台瀏覽公共屋邨中常見樹木品種的資料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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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舉辦環保活動

自2005年起，房委會與多個環保團體合作，展開「綠樂無窮在屋邨」長期社區環保計劃，以提高

公共屋邨居民的環保意識。

2014/15年度，我們繼續推展第八期「綠樂無窮在屋邨」計劃，主題為「減少都市固體廢物」。

我們舉辦多個環保教育活動，包括「『廢』事話你知」運動, 攝影比賽、環保嘉年華、以物易物

二手市場、環保肥皂及環保清潔劑工作坊、家居園藝推廣日、講座及實地參觀等，讓公屋居民

參與，並招募了約3 500名義工擔當綠屋邨大使，協助開展活動及推廣減廢意識。此外，我們委

託香港中文大學就公屋住戶的環保意識進行居民意見調查，以了解這些活動的成效及「綠樂無

窮在屋邨」計劃的改善空間。

第八期「綠樂無窮在屋邨」計劃開幕禮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邨管諮委會)時刻向公屋居民推廣環保生活。年內，邨管諮委會籌辦多項活

動，旨在提高公屋居民的環保意識，鼓勵他們投入參與綠化公共屋邨。這些活動包括在10個屋邨

舉辦植樹日及於20個屋邨進行綠化活動。

植樹日 慈康邨由邨管諮委會資助的綠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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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我們推行「環保視窗」先導計劃，向公屋住戶發放環保信息，並舉辦其他環保活動，包括綠色

生活推廣、綠色嘉年華及預防傳染病等，以加強公屋住戶的環保意識。

減用石棉

我們以往曾於部份舊式屋邨大廈及其他樓宇採用含石棉的建築物料，在正常情況下，如它們保持完

整無缺，沒有受損，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有見及此，我們每年於現有公共屋邨進行兩次調查，監

察含石棉成份的建築物料，確保它們狀況良好。我們亦委聘註冊的石棉專家，在需要時進行地下石

棉水泥喉管的緊急維修工作。

年內，我們於東頭邨第八期拆卸工程中拆除了一幢大廈的石棉物料，及在一間小學開展進行拆除

石棉物料的工程。

返回頁首

辦事處推行的措施 

實施環境管理體系

2013年12月，房委會機構事務處就房委會總部物業管理工作取得 ISO 14001認證；而我們的獨立

審查組亦於 2014年5月獲頒 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及 ISO 9001品質管理體系的證書。房委會是

香港首個在樓宇管制方面獲頒這兩項認證的監管單位，標誌著我們在落實監管工作時，致力追求

卓越服務的重要里程碑。

碳排放管理及節能措施

在過去多年，房委會實施各項措施提高能源效益及減少碳排放，例如控制製冷劑消耗量、優化冷凍

系統控制、利用照明感應器減低耗電量，以及優化升降機和扶手電梯的作業時間及空調設備等。

自2008/09年度，我們每年均進行碳排放審計，監察我們的碳排放量，我們於2008年至2014年的

碳排放量如下：

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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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2014/15年度，房委會辦公室的用電量為35 991 009度，較2007/08年度基線用電量，減少超過6%。

廢物管理

在房委會各辦公室齊心協力減少用紙，並推行各種廢物管理措施下，本年度我們成功達到目標，用紙

量較 2007/08年基線的用紙量減少 4.0%。儘管如此， 2014/15年度每名員工的廢紙回收量卻達 61.9公

斤，較 2007/08年基線的數量增加接近兩倍，遠超出每名員工20.7公斤的回收目標，這可能是由於免

費報紙回收量的增加。除了減少用紙及回收廢紙外，我們亦優先採用環保紙印製所有宣傳物品。

房委會職員同樂會繼續響應由地球之友推動的「惜飲惜食」活動，我們鼓勵「無魚翅」及六道菜

的晚宴，更把員工食堂未經烹煮的蔬菜，以及在同樂會周年聯歡晚會及同事榮休晚宴剩餘的食物，

捐贈予一間非政府機構製作飯盒，轉送深水埗區有需要人士。

房委會職員同樂會在諮詢漁農自然護理署及嘉道理農場的專業意見後，於 2015年3月開展「同耕

樂無窮種植計劃」。我們在房委會總部設置24個流動花盆，讓約 120名於總部工作的同事互相分

享耕種經驗及收成。計劃深受員工歡迎，有見及此，我們於 2015年10月進行第二階段計劃，添

置多 6個流動花盆讓員工使用。

此外，我們收集所有房委會總部廢棄的含汞燈

進行特殊廢物處理，以減低棄置危險物料帶來

的影響。

節約用水

我們持續監察房委會總部的用水情況。於 

2014/15年度，總部的用水量為 12 723立方米，

較2007/08年度減少超過 16%。

同樂會就捐贈食物獲得表揚，並獲「惜食堂」頒發紀
念座。

推廣環保意識及綠化活動

房委會環保機構的短片，特別介紹我們推行的環

保措施，並已上載到房委會及房屋署的網站、社

交媒體平台及易學網，讓員工及公眾參閱，並作

為所有新入職員工的培訓課程教材。年內，我們

舉辦了 21次研討會，以及在房委會總部環保角

舉行三次環保展覽，以加強房委會員工的環保意

識及知識。

環保角的環保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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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年內，房委會與一間非牟利慈善團體合作，籌

辦兩次「惜物環保回收活動」，以鼓勵房委會

員工減廢回收，把多餘的家居物品捐贈予有需

要人士。在員工熱烈的支持下，我們共回收了

超過3.4公噸可再用物品，包括電器、衣服、鞋

履、手袋、書籍、文具、玩具、廚房用具、寢

具、運動用品及裝飾品等，所有回收物品均會

以低價售予低收入家庭重用。

房委會總部、龍翔辦公大樓及客戶服務中心的員工極積捐贈可再用家居物品予有需要人士。

此外，我們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外界各類環保綠化活動，例如香港植樹日及公益綠識日，提高他

們的環保意識。年內，我們約 110名員工及其家屬參與香港植樹日，房委會亦參與國際環保博覽 

2014、2015年香港花卉展覽及環保嘉年華，展示我們的環保成效之餘，亦向社區發放環保信息。

香港植樹日 國際環保博覽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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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成效 

2015年香港花卉展覽 環保嘉年華

返回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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