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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co Acquitted of Big Spender Charge
Government Advised to Tighten Electricity Regulation

(23/4/2007)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ve been engaged in a year-long battle for the acquittal of Big
Spender charge.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rules in favour of the LegCo based
on physical evidence gathered.

The LegCo slashed its annu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20%, lea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by 7%.

What

is saved of course is the public’s money and environment. The total fall of
1.59 million kWh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has resulted in a total saving of
$1.40 million and 1,111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spokesperson said the drive to win was the key,
“Energy conservation is the quickest, most efficient and cost effective mean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improve air quality.”

The group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for chronic negligenc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by placing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commercial interests before
the benefits of the environment, as insured in current agreements.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 (SoC) allows the two companies to rip the
biggest return with asset expansion and encourage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users, and the companies are entitled to raise the tariff if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end users falls.

This turns the virtue of frugality into a vice

and is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FoE (HK)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rectify the flaws in the agreement upon its
expiration in 2008 and negotiate for: 1) aggressive energy conservation targets;
2) rules of rewards and penalties to encourage energy conservation; 3) a
different mechanism for tariff adjustment, like imposing extra charge for big
spenders, having time of use metering etc to offset the pressure for tariff raise
from less energy consumption.

Donald Tsang and the legislator Audrey EU Yuet-mee accused each other as a
big spender in a LegCo meeting on 30 Mar 2006.

The Chief Executive

proposed to use a year’s time to evaluate the energy saving results of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and the LegCo then.1

FoE (HK) gathered the electricity bills of both contestants in the past year and
found the LegCo led the other in energy savings by big margins, whether it
was in the percentage of reductio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r the electricity
intensity.

The overall electricity savings of LegCo reached 20%, 13 times

more than the annual reduction target set by the government. Each LegCo
occupant saved an average of 1,525 kWh of electricity, over a double of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But the government’s saving of 13.69%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not to be over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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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remarks by CE at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of Legislative Council, 30 Mar 06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3/30/P2006033002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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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Consumption Result between LegCo & CGO

Time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Legislative

Central Government

Big Cut

Council(LegCo)/kWh

Offices (CGO)/kWh

Winner

2005-2006

2006-2007

2005-2006

2006-2007

1,328,718

1,061,800

9,673,202

8,348,737

Reduction in consumption

-266,918

-1,324,465

CGO

Reduction in %

-20%

-13.69%

LegCo

Per capita reduction(kWh)

1,525

662

LegCo

Reduction in electricity

39

31.4

LegCo

intensity by floor space (kWh)
Note 1：The Big Cut race starts from April 2006 to Mar 2007
Note 2：The total of LegCo staff and the councilors is 175 (there will be more users during
the LegCo meetings which are open to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include the central, east and west wings) have about 2000 staff.
Floor space of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42,097 m2 LegCo floor space: 6,855 m2
Source: LegCo and HKSAR

The group discovered that both had used similar and familiar low-cost
measures to cut energy consumption like frequent inspection; regular issuance
of switch-off notice; 25C stickers on the air-con switch; and dressing down.
The group staged a street drama, “No Big Spender”, outside LegCo today
when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 Affairs was to discuss energ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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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big-spender awards were present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s surrogate
and the legislator Audrey Eu including two copies of the group’s position
papers on energy conservation.

FoE (HK) read aloud the group’s

recommendations and 7 places for improvement i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measures by the government. (see table)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rose by 19.9% from 1990 to 2006 while the city’s
energy consumption had a disproportional 75% hike, among which the
domestic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shot up 86.1%. FoE (HK) is organizing a
Power Smart contest to curtail the rise i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calls on
the public to reduce 3% of electricity use between May and August this year,
the peak season for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ontest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schools, household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foe.org.hk

Friends of the Earth (HK)’s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Energy
Conservation Measures
Areas of
Concern
Electricity
Regulation
Policy

Places for Improvement

FoE (HK)’s recommendations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 Term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oC:
(SoC) with the two power ¾ Clear and aggressive energy
companies
encourages
asset
conservation goals;
expansion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¾ Fair rate of return or economic
for higher rate of return. This is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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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¾
development and stifles energy
conservation.
¾

¾

Set up an
Energy
Bureau

The existing energy regulation is
¾
divided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ch lacks consistent
coordination and defeats efforts to
create a holistic energy policy
covering area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Advisory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conducts
its
meetings and discussions, mostly
about energy use, in confidence.
This leaves the public clueless
about what it has done.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mittee is
closed, passive and conservative.

Energy
The energy reduction potential of
Efficiency registered buildings in the scheme
Registration is 11% or abov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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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lasting plan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avoid short-lived
public relation activities;
Penalty for failure by the power
companies to reach energy
conservation goals;
Explore options of tariff adjustment
mechanism, like imposing extra charge
for big spenders, having time of use
metering etc to offset the pressure for
tariff increase from less energy
consumption.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Energy Policy Bureau to maintain the
reliability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formulate a holistic energy policy
covering area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public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Announcements to be made:
¾ What has the committee achieved in
areas about energy conservation?
¾ Review the function of the committee
and strengthen its role in energy
conservation;
¾ More transparency: open meeting,
agenda and minutes. Hold media
briefings after each meeting.
¾
¾

Make it a mandatory scheme, or
Amend relevant building ordinances to
require new buildings to meet the

Scheme for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the current registration scheme is
voluntary and only 12% of the
buildings in the scheme ar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e existence of
the energy-intensive buildings
is detrimental to the health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environment.

criteria set in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egistration sche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datory
¾
energy efficiency labeling scheme is
slow.
¾

Set a time table to extend the
mandatory scheme to more home
appliances and office equipments;
Energy efficiency labeling scheme for
TV sets should be a priority with the
advent of digital broadcasting, as the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TV sets is
foreseeable.

Set up a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 has great potentials but is seldom
platform
assisted by the government.

Research

The lack of systematic studies
abou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ur in HK by the
government impedes its ability to
formulate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ies.

¾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lists local recyclers on its
web. The same could be done with a
lis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companies,
which is a low-cost way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and boost employment rate.
¾ Conduct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surveys, establish an extensive
database.

Media Contact﹕Angus Wong, Environmental Affairs Officer,25285588
Hahn Chu hon-keung, Environmental Affairs Manager, 25285588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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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不是用電大花筒
香港地球之友之節約能源政策立場
(修訂本)
修訂本)

2007/5/7

查詢：黃俊賢 (Angus Wong Chun Yin)、朱漢強 (Hahn Chu Hon-Keung)
電郵：foehk@foe.org.hk
電話：2528-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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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球之友就政府節能措施之回應 (撰要
(撰要)
撰要)
議題

不足之處

電力監管

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管

政策

香港地球之友建議
在利潤協議中，清楚列明：

制計劃協議》
，容許電力公司在擴 

明確而進取的節能目標；

大投資及鼓勵用電下，賺取更多



清晰的經濟誘因或投資回報；

回報。政策有違可持續能源發展



節能計劃必須持續進行，避免「公關式」

原則，窒礙節能空間。

節能活動；


電廠無法達到節能目標，要有處罰機制；



研究改變電費機制，例如向高用電戶收取
附加費、實施分段收費等，以彌補電力公
司因節能帶來的部分賣電損失，也可減輕
願意節能用戶的加價壓力。

成立能源局

能源諮詢委
員會角色

現行的規管導致政府部門間分工



研究成立獨立能源政策局，在確保電力供

割裂，協調上每多紊亂，無法梳

應穩定的同時，製訂兼顧環保、節能、市

理出兼顧環保、節能、可再生能

民健康及氣候變化的整全政策；

源等各方面的整全能源政策。



委員會討論涉及能源使用的重要

向外公布：

資訊，但委員會既沒有開放會



委員會過往在節能議題上的具體成果？

議，也沒有對外發放討論結果，



檢討委員會職能，強化其節能角色；

給人「封閉」、「被動」、「保守」



增加透明度，事前公布議程、開放會議、

的印象。

重新研究訂立節約能源法的可行性。

會後舉行傳媒簡報、公開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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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建築物

凡取得機電署頒發建築能源效益



把計劃由自願性質改為強制執行；或

的能源效益

註冊證書的建築，可減少耗電



修訂建築及屋苑條例，要求新建成建築物

水平

須符合該能源標籤制度要求。

11%或以上。但現行的認証計劃
屬自願參與性質，私人建築物取
得的認証只有 12%。這些無認証
的建築耗能相對較大，最終有損
用家荷包及環境質素。

電器能源

本港推行強制性能源標籤的進度

標籤計劃

緩慢。



制定時間表，盡早擴展強制計劃至更多家
電及辦公室文儀電器；



為迎接數碼廣播可能出現的換電視潮，優
先推出電視機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設置業界

節能產業有利環保和就業，且具

平台

發展潛力，但卻鮮獲政府支持。



比照環保署在官方網頁公布回收業界名
單的做法，推出節能業名錄，以利市民使
用。此舉成本不高，卻在便民之餘，還有
助業界發展，增加就業。

開展研究

政府對社會使用電力的態度及行
為，缺乏有系統的研究及跟進，
不利於制訂相應的節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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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系列研究及調查，完善相關的資料
庫。



前言

「特別對於人口稠密的地區而言，節約能源毫無疑問是最快捷、最有效及最

具成本的對策，來減排溫室氣體和改善空氣質素。」1
歐洲委員會 2005

1. 香港政府的節約能源措施，早被國外論者批評為「層次膚淺」(with a lower level
of sophistication)2。香港地球之友認為，政府於 2007 年 4 月 23 日3向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提交的節能措施4 (下稱「節能文件」)，有欠進取，也沒有觸及核心，
讓香港擺脫不了「用電大花筒」的命運，也因而無奈地製造大量無謂的空氣污染
物及溫室氣體。

2. 對於政府提及香港每年的能源消耗增幅「只有」1.2% (「節能文件」第 2 段)，
本會促請立法會議員及公眾擦亮眼睛，宏觀地掌握本港不成比例的電力增長趨
勢。本會整理了統計處的資料後發現，香港在 1990 年至 2006 年間，人口累計
增長 20%，但同期全港用電量卻不成比例地增加了 69%5；其中「住宅」的耗電
1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Doing More With Less - Green Paper on Energy Efficiency”,

pp.4. (原文為 “Energy saving is without doubt the quickest, most effective and most
cost-effective manner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well as improving air quality, in
particular in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
2

Evan Mills, Nathan Martin, and Jeffrey Harris (1998) Energy Management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1998.
3

本文件的初稿於 2007 年 4 月 23 日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前夕向委員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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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4 月 23 日文件 「節約能源」CB(1) 1374/06-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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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統計處用電量資料，1990 年至 2006 年，本港所有類別的用電量上升了 75%。若不把售電與
4

增長，更達 86.1% (見表)，反映在累積增長下，「只有 1.2%」其實頗為驚人。

3. 「時間」是一把很好的尺度，清清楚楚地丈量出過去十多年來無節制的電力
增長，同時反映出兩大重點：

(1)

香港存在龐大的節能空間；

(2)

凸顯香港政府長年忽視推動節能的疏失。

4. 「節能文件」第 6 段提及「香港人均用電量低於許多經濟發展相若的國家」。
這其中一個主因，是香港大部分工業早已北移；而工業，往往是耗能大戶，拉高
了「許多經濟發展相若國家」的人均用電量。儘管如此，香港人均用電量仍然位
於國際前列。專門比較各國資料數據的網站 NationMaster，於 2007 年 3 月 15
內地計算在內(即只計算住宅、商業、工業及街燈用電量)，則同期本港整體用電量則上升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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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布全球 209 個國家及城市的人均消耗電力數據，其中香港人均耗電量排名由
原來的 38 位上升至 35 位，較英國 (43 位) 和意大利 (49 位)的排名高。6

5. 「國際能源組織」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發表的《世界能源展望 2006》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6) 指出，「過度消耗能源而導致的環境傷害」，是「當
今世界正面臨著兩大能源威脅」之一。該報告進一步指出，國際社會推動節能，
可減輕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也可減少排放空氣污染物。「重要的是，這些政策會
提高能源的生產和使用效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遠遠大於其經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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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用電大花筒？
誰是用電大花筒？

6. 國際上推廣節能的趨勢，剛好與香港揮霍電力的現況形成鮮明的對比。2006
年 3 月 30 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與立法會議員針鋒相對誰
是「用電大花筒」，並以一年為期，比拼政府總部與立法會的節能成果。8

7. 一年過去，香港地球之友整理出對賽成績單。結果發現，立法會無論在減省
用電百分比、人均耗電減幅，或者以面積計的耗能減幅，均勝過曾特首領導的政
府總部。其中立法會的整體用電減幅高達 20%，遠較政府提出每年減電 1.5%的

6

NationMaster 網頁：
http://www.nationmaster.com/graph/ene_ele_con_percap-energy-electricity-consumption-per-capit
a (2007/4/18)
7

《世界能源展望 2006》http://www.iea.org/w/bookshop/add.aspx?id=279

8

2006 年的立法會對話，詳見 2006 年 3 月 30 日 行政長官立法會答問大會談話內容（四）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3/30/P2006033002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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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大大超出 13 倍。

8. 至於政府總部的成績表，其實也不遜色，減省了 13.69%或 130 多萬度的用電，
相當於節省了超過 100 萬元的公帑。

「用電大花筒」
用電大花筒」比拼一覽
比拼一覽
立法會用電量(度)
日期
用電度總計

中區政府合署用電量(度)

2005-2006

2006-2007

2005-2006

2006-2007

1,328,718

1,061,800

9,673,202

8,348,737

賽果

節省度數

-266,918

-1,324,465

政府總部勝

慳電百分比

-20%

-13.69%

立法會勝

人均減幅(度)

1,525

662

立法會勝

面積減幅(度)

39

31.4

立法會勝

備註 1：比賽日期由首年四月到翌年三月

9. 對賽雙方的節能措施，大都是耳熟能詳的管理手段 – 譬如加強巡查；定期
發出通告，提醒記緊用後關電腦電燈；使用空調時避免製造「城市雪房」；鼓
勵輕裝上班等，都是無須大灑金錢的對策。9

香港地球之友知慳惜電比賽

9

立法會和政府總部的節能措施，參考自立法會行政管理委員會《2005 至 2006 年度事務報告》
及特區政府行政署的《環保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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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節能，遠比興建電廠便宜。

11. 香港地球之友 2006 年首度發起「知慳惜電」節能比賽，呼籲市民在夏季
的用電高峰期減少耗能 2% (與 05 年同期比較)，藉此達至節能和珍惜資源的目
標，並藉此降低電力公司的備用電量，延緩其興建新發電設施以賺取高額固定
回報。10

12. 參賽的家庭及學校，絕大部分都輕易做到節能 2%的要求；而住宅組的平
均節能幅度，更高達 24.3%。而這些家庭的節能板斧，很多都是從改變浪費電
力的生活習慣著手。

13. 上述兩個例子，重點是重申香港具備節能的龐大潛力，政府沒理由知而不
行。可惜，政府就是錯失良機。

難產的節約能源法規

14. 事實上，早在 2000 年 2 月，環境食物局已經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提
出「我們相信現時是時候研究制訂有關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法例的可行性。有

關研究將於 2000 年進行。我們會就所擬訂的任何建議，在 2001 年諮詢社會

10

「知慳惜電」詳情，可參閱本會網頁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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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各專業學會和發展商等的意見。(文件第 11 段)11」

15. 接著的 2001 至 02 年度，機電工程署進一步提及會在該年度「就制定能源
效益和節約能源的法例規定諮詢市民的意見」12。但再過一年，有關建議急轉
直下，機電署由過去一年表示會「諮詢市民意見」，倒退到「研究需否制訂能
源效益及節約能源的法例規定」13

16. 再到 2007 年 4 月 23 日，環保署向立法會提交節約能源的文件，已經再沒
有「制訂節約能源法規」的內容。

17. 如果眾多數據都証明了本港存在極大的節能空間、而且成效又高，香港地
球之友就好奇上述的法例諮詢是否無疾而終？若是有疾而終？究竟有什麼理
據？過程又跟誰做了諮詢？

18. 至於政府現行的節能政策，香港地球之友的意見如下：



檢討兩電《管制計劃協議》，強化節約能源內容

11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0 年 2 月 CB(2)1020/99-00(03)號文件。

12

2001-02 年財政預算案機電工程署內容 http://www.budget.gov.hk/2001/draftfc.html

13

2002-03 年財政預算案機電署內容 http://www.budget.gov.hk/2002/cframe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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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容許電力公司在擴大投資
及鼓勵用電下賺取最大回報。這種有違可持續能源發展的政策，先天上窒礙了
推動節能的空間，經濟發展及勞工局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責無旁貸。

力行節儉，
力行節儉，絕不應成為受罪的理由

20. 在現行制度下，電力用戶履行節能的美德，可能會變相被兩電處罰 – 加
電費。原因是用戶省電愈多，代表電力公司賺得愈少，兩電可以按准許利潤提
出加價。2005 年，香港區的耗電增長 1.6%，未符香港電燈公司 3%的如意算盤。
港燈以此作為 2006 年加價 7.2% 的其中一個理由。倘若不檢討、修正現行的電
力市場監管機制，節約能源的成效將會受到天先上的制約。

21. 對此，政府在《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毫無承
擔地提出「輕描淡寫」的回應：

(1) 我們建議給與電力公司誘因，鼓勵他們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或改善節

能、推行用電需求管理…….。

(2)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五年的施政報告中，要求電力公司推行用電需求管
理、配合政府在能源節約方面的工作……。
(a) 給與電力公司經濟誘因，改善他們在能源效益及節約方面的表現，衡量
指標會包括用電需求管理工作(如能源審計)、能源節約的推廣、所節省的能
10

源等；
(c) 根據定下的表現目標，來衡量電力公司的實際表現，以釐定獎勵金額。
我們建議電力公司就此所獲得的「得益」應與用戶分享。(文件 2.45-2.46 段)14

22. 縱管政府建議提供經濟誘因，鼓勵電力公司推動節能。然而，諮詢文件中
並沒有像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般，列出須達致的「目標」(諮詢文件建議可再
生能源在 2012 年的供應量，足以供應本地用電需求的 1%至 2%)和「具體誘因」
(發展可再生能源，大概可享有 11%的投資回報)。

23. 香港地球之友憂慮，沒有實質的承諾，節能不過是點綴陪襯，失去意義。
因此，本會認為政府必須提出：

(1)

明確而進取的節能目標，而目標應該至少倍於過去與電力公司簽訂
的用電需求管理計劃15；

(2)

明確的經濟誘因或投資回報；

(3)

節能計劃必須是長久性，避免政府以一筆過或短期的「經濟誘因」，
與電力公司推出「交差」的節能項目；及

(4)

14

電力公司若無法達至節能目標，應有相應的處罰機制。

《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經濟發展及勞工局，2005 年 12 月
http://www.edlb.gov.hk/edb/chi/papers/electricity/pdf/StageII_CP.pdf
15
政府於 2000 年 5 月分別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協議，由電力公司推行用電需求管理計劃，提供經
濟誘因鼓勵工商業用戶使用節能產品或安裝節能設備。為期 3 年的計劃已經於 2003 年 6 月完成，
估計全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因此減少了 1.7 億度電。
11

24. 為減省政府提供誘因而加重公帑的負擔，同時顧及電力用戶的電費壓力，
政府亦應探討修訂現行的電費收費策略的可行性，以達至分攤經濟誘因成本，
和鼓勵節能的效果：

(1)

研擬「多用電、多付帳」的原則徵收電費。例如對特定高用量用戶
徵收附加費，而這些費用，會轉化為提供給電力公司的部分經濟誘因，
某程度上作為「補償」電力公司因電力增長「不乎預期」而加價的壓力。

在多用多付的原則下，電力用戶會有較強的慳電誘因。一如前述，香港
有相當大的節能空間，除非高用電戶仍然要當「用電大花筒」，否則絕
對有減少用電的潛力。對高用電量徵收附加費的收費模式，可參考美
國、英國和澳洲的經驗。16

(2)

研擬「分時收費」或「分季收費」的制度，鼓勵用戶多在非用電尖
峰的時段或季節用電。此舉有助推延電力公司投資新發電設施的進程，
長遠對壓抑電費增長有利。「若要令這種收費計劃發揮效用，非高峰期
的電費必須大幅低於高峰期的電費。」17

25. 香港地球之友必須強調，上述建議的研究方向，並非新鮮事物，方法也不限

16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網頁，就電力市場檢討中，列舉了多個有利節能的海外徵收電費機制。

詳情可參閱 http://www.edlb.gov.hk/edb/chi/papers/electricity/pdf/Reference03.pdf
17

同上
12

於此，國外有頗多成功的例子，只是政府長年迴避考慮，致錯失機會。



研擬成立獨立的能源政策局

26. 香港政府的能源政策，最大的敗筆是緊抱「經濟發展為先」的原則，把能源
政策簡化為「穩定 (電力供應) 壓倒一切的思維」
，讓人有「能源政策 = 電力公
司帳冊」的印象。這種向經濟傾斜的能源政策，未有與時並進地顧及環保、節能、
市民健康及氣候變化等應有的整全承擔。

27. 另外，
《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指現行的規管架構「有
效地規管供電業，並於確保經濟、安全、可靠和環保等相關供電的議題達致適當
平衡(文件 2.71 段)」
，本會難以認同。我們認為，現行的規管導致政府部門間分
工割裂，協調上又每多紊亂，更無法梳理出兼顧環保、節能、可再生能源等各方
各面的整全能源政策，故有必要考慮成立具透明度、允許公眾參與的新監管機制
或獨立的能源政策局。

28. 這個獨立的政策局，應同時提昇現時機電署因位階較低「有欠牙力」推動節
能的制度不足，同時要統合、梳理清現時由機電署與環保署分頭推動節能的關係。



檢討能源諮詢委員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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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政府在 1991 年成立「能源效益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於 1996 年 4 月解散後，
政府在同年 7 月成立了「能源諮詢委員會」，其職能為「就能源政策，包括有關
能源供求、節約與效益的政策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18 委員會轄下又設
有「能源效益及節約小組委員會」，其職權為「從技術上的優點、潛在效益以及
對環境、經濟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這幾個角度來考慮促進香港能源效益和節約能
源的建議，並向能源諮詢委員會報告。」19

30. 這兩個諮詢委員會，擔負起重要的守門角色，參與涉及能源使用的討論。不
過，委員會現行的操作，既沒有開放會議，會後也沒有積極發放討論的結果，給
本會「封閉」、「被動」、「保守」的負面印象。

31. 雖然能源諮詢委員會秘書處遲至 06 年 3 月，才推出首份年度工作報告 (04
年 7 月 15 日至 05 年 12 月 31 日)20。但整份報告，諷刺地竟然完全沒有「節約能
源」的內容，本會質詢其存在的意義和代表性。因此，我們促請政府就委員會作
出以下承諾，並公開以下資料，讓公眾知悉委員會的角色：

(1) 委員會在節能議題上，貢獻過哪些具體成果？
(2) 機電署當年就節約法規時，有沒有諮詢這個委員會？
(3) 若果有，委員會作過哪些具體的寶貴意見？
18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網頁 http://www.edlb.gov.hk/edb/chi/related/eac.htm
環境保護署網頁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boards/energy/maincontent.html
20
能源諮詢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edlb.gov.hk/edb/chi/related/Annual_Work_Report_of_EnAC.pdf
14
19

(4) 檢討委員會的職能，強化其節能的角色；及
(5) 增加透明度。例如事前公布會議議程、對外開放會議、於會後舉行傳媒
簡報會，及公開會議記錄。



強制推行建築物能源效益計劃

32. 機電工程署自 1998 年 10 月推行自願參與的「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計劃」，
計劃的主要對象為商業樓宇及辦公室等建築物。倘若建築物取得計劃中「照明」
、
「空調」
、
「電力」
、
「升降機」和「自動電梯」五項用電裝置的能源效益証書，日
後運作時一般可減省 11%的電力消耗。

33. 政府在 2000 年，對這項計劃有以下樂觀的「想像」：

(1) 擬備建築物能源守則，鼓勵發展商及設計者在新建築物採用設計具能源

效益的屋宇裝備；
(2) 發出符合註冊要求的證書，以表揚通過符合建築物能源守則而達致高能

源效益的建築物21

34. 不過，自願參與計劃似乎是隻「無牙老虎」，私人發展商對此並不領情。在
機電署 2007 年 3 月發出的 1,822 張証書中，絕大部分為政府建築，私人建築只
佔其中的 12%，比例明顯偏低。而這些未有証書的建築，落成後的耗能一般較多，
21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0 年 2 月 CB(2)1020/99-00(03)號文件。
15

此舉等同要用戶繳付額外的電費，也無端多製造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22

35. 相較之下，政府辦公大樓的平均能源使用量較一般的私人商業大廈低 20 多
個百分點。23

36. 香港地球之友建議政府採取以下其中一項策略，提昇建築物的節能果效：

(1) 盡早把建築物能源效益計劃，改為強制執行；或
(2) 修改建築或屋苑條例，要求新建的建築物，須符合能源標籤制度的節能
要求。



盡早擴大《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 條例》的涵蓋範圍

37. 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草案》
。本會必須指出，本港
推動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的進度，已經落後於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南韓，
甚至菲律賓和中國。

38. 本會認為，政府應盡早擴大《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鑑於政府計劃在 07
年推出數碼電視廣播，意味計劃生效後，社會或會出現換電視機潮，故政府應先
22

建築大師 David Gissen 2005 年在其作品 Big and Green:Towar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in

the 21st Century，指陳全球 40%至 50%的溫室氣體源自於建築物，故極力鼓吹重視建築節能。
23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就節約能源在立法會的議案致辭，2005 年 12 月 14 日
http://www.etwb.gov.hk/press_releases_and_publications/press_releases/index.aspx?langno=2&nodeid
=778&Branch=E&lstYear=2005&PressReleaseID=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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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把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涵蓋電視機產品，以利市民識別。



設置業界平台

39. 節能產業廣泛，包含節能顧問、節能審計、技術科研、節能產品等多個範疇。
相較於其他行業，節能產業既有助於提升能源效益、也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屬
有利可持續發展的行業，政府按理應多加扶持。

40. 舉例而言，市場上有提供「節能共享」計劃的節能公司，以不收分文作招徠。
參加計劃的企業，只要把節省下來的電費與節能公司分享便可。這類計劃，做到
企業慳錢、減少浪費用電和節能公司有利可圖的三贏局面，較適合香港中小企的
需要。

41. 然而，本會發現，政府對節能產業並沒有廣泛支持和推介，業界往往要單打
獨鬥，以至事倍功半。本會建議政府為節能產業創造優勢，至少提供以下扶持：

(1) 成立節能產業的資料庫，收集產業的清單、產業和行業趨勢，以便釐定
相應的扶持策略；
(2) 探討在 CEPA 的機制下，整合本港節能產業與內地合作的商機；
(3) 比照環保署在其網頁開設「香港回收再造公司名錄」、「再造產業供應商
名錄」的做法24，於機電工程署網頁開設產業的網上名錄，以便市民使用。
24

環保署公布回收產業名錄的形式，詳見：
17



開展研究

42. 推動節約節能前，倘能能系統地剖析社會各界對使用電力的態度和行為模
式，將會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數據庫，有助政府擬定相應對策。



結語

43. 節能並非萬靈丹，還必須配合減少電廠燒煤發電、控制汽車排放等整全的措
施，方能事半功倍。但本會必須強調，在香港這個高耗能的社會，節能是對付空
氣污染最便宜、快捷和有效的方法，本應大力推行，奈何政府長年忽視。

44. 推動節能的另一重點，是提醒公眾醒覺，反思當下充斥「用電大花筒」的生
活模式。
補充文件：
香港地球之友 (2006)《知慳惜「電」 回應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 第二階段諮詢文件》
，立法會文件 CB(1)
1184/05-06(01)，2006 年 3 月 17 日 (中文版)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a/papers/ea0327cb1-1184-1-c.pdf
[CB(1)1230/05-06(01)] (English version)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ea/papers/ea0327cb1-1230-1-e.pdf

完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ref_dw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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