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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第三组 

 

组员名单: 

黄嘉怡 仁爱堂陈黄淑芳纪念中学 

刘凯桃 南屯门官立中学 

施恬宁 嘉诺撒圣玛利书院 

张凤萍 蓝田圣保禄中学 

李溢升 圣保罗男女中学 

陈芊憓 香港真光中学 

邱腾辉 圣言中学 

李志斌 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 

杨启晴 香港英华女学校 

陈晓莹 中华基督教协和书院 

林均泽 东华三院张明添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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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九日的日本之旅, 游历四个地方, 组员一致认同, 令我们印象深刻, 发人深

省的是日本的环境保护工作。 

 

在日本, 环保不单是政策方针, 而是一种普及的文化。那里，不论年纪老幼，社

会地位高低，都会遵循一种自小建立的生活模式: 我们到处都有冷气侍候，他们

随身携带手摇扇，迫不得已才 冷气; 他们都把冷气温度调在 26-28℃，比香港

政府提倡的 25.5℃ 还要高; 我们用纸巾抹手抹汗，他们用手巾; 当垃圾分类回收

在大部份香港人心目中仍是薄弱而模糊的概念时，他们已把它溶入生活当中…… 

 

目到这一切的差异，我们心里都响起同样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日本是

否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 我们又有没有比他们优胜的地方?』 

 

这些疑问，都令我们个人，团队，作出研究和反思。我们把今次报告的题目定为 

“A New Lifestyle, A New World” 就是意识到更好的世界，更好的将来，是要建

筑在人们新的思维，新的生活方式上。我们会从各组员的交流经验出发，将日本

人的生活方式(Lifestyle)与香港作比较， 再透过反思，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建议，

期望报告可以对下届的团员以及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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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旧报纸察视香港的浪费问题 

引言 

 「大伙儿，来这边抹窗！」，在甲南高中里，我们收到了一份报纸用作抹窗

之用。作为一个香港的学生，这事的确新奇至极，向来，抹布就是清洁之中少不

得的好帮手，那料得到一张旧旧黄黄的报纸，原来有此用途。 

 在香港，报纸，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街边的垃圾箱中或者垃圾箱旁，又或

者，会见到有几个老婆婆拖着重重的报纸，在路上经过。 

 同是一张旧报纸，他们的命运怎会踏上岔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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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旧报纸处理问题： 

免费报纸的派发 

 如洪水的免费报纸  

香港的免费报纸日渐普及，2002 年都市日报 始免费派发，每日发行 30 万份、

头条日报及《AM730》则于 05 年 始派发，每日各发行 40 万份及 20 万份，分

别在地铁站设专柜或以人手在人流稠密地点派发。总计全港每日共派发近百万免

费报纸，日后亦将可能有其它免费报纸发行，如何处理使用后之报纸成重要课题。 

 

回收的失败 

 

 近年纸价飙升幅度惊人，不但印刷品成本上涨，连废纸回收价亦水涨船高。 

于是，很多的公公婆婆每朝清早就去到免费报纸的派发地等候，将那些未看过的

‘旧报纸’卖给回收商，运返内地循环再造。 

每份免费报纸的回收价值一角三仙 

区内一间回收店的店员对记者说：「平日很多阿公阿婆拿着一迭迭免费报纸卖给

我们，现在废纸回收价升近三成，就更加多人拿报纸卖给我们（免费报纸），十

份约重一公斤，卖到一元三角。」另一间回收店负责人阿健称，废纸回收价愈升

愈高，部分同行已加至一元五角一公斤。他说：「一吨免费报纸我可赚得几百元，

算作赚回少少租金，也可使阿公阿婆 心。」  

公公婆婆落力收集免费报纸，每人每日索取的免费报纸达数十份，甚至逾百份，

平均每十份便有三份被这批公公婆婆取去，大批连揭也未揭过的免费报纸，其实

是被卖给回收商，运返内地循环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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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广告谷高发行量 

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免费报纸在很多地方，例如公屋及铁路沿

线都可随手拿取，读者群由无收入人士到中产阶级都有。但因免费报纸属大众化

产品，只能吸引非高档消费品在这些免费报纸刊登广告，故发行量成为免费报纸

争取广告客户的指标，不过发行量愈高，未必代表读者人数愈多。他说：「传统

付费报纸会拿回家给家人观看，但是免费报纸的读者只是随意翻翻便丢入垃圾

箱，不会带回屋里。」  

近年报纸兵团人数愈来愈多，免费报纸的派发量亦有增无减，现时四份免费报纸

每日总发行量高达一百四十多万份。  

 

九成免费报纸 港铁回收 426 吨废纸 (2008/04/03)  

看免费报纸已成为坐港铁上班一族的主要消闲活动，但乘客阅毕弃掉，衍

生了废纸处理的问题。港铁去年在市区线回收 426 吨废纸，当中九成属免费

报纸。  

  

「保护环境是减少使用」  

 

废纸回收亦录得较大升幅，2006 年时原地铁系统的废纸回收量达 393 吨，

到去年上升 8%至 426 吨。金泽培承认，九成回收废纸都是免费报纸。绿色

力量执行总干事文志森认为，虽然有关方面把报纸回收，但在再造纸过程

中工序仍会伤害环境，「虽然是弃置在回收箱，但这样仍和环保矛盾，因

为保护环境是减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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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分析，造成免费报纸大量浪费的原因，可以尝试从文化的层面解释，

而文化的形成很多时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港口城市，它的特色之一就是「快」、「效率」。所

以，既方便又「易来易去」的免费报纸，就得以在香港大行其道。香港人普遍都

贪图方便，很多时候即使只是举手之劳的垃圾分类，也会因为嫌麻烦而置之不理。 

 

而且，因为浓厚的商业气息，香港人过分着重经济利益。而免费报纸发行商

亦大多只求数量，以增加广告收入，并不在意真正的读者有几多个。另外，大量

变卖报纸的公公婆婆们，虽有其它原因驱使，但他们的行为亦部分地反映了，香

港人对环保与利益之间的看法。 

相比较于日本，因为她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所以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需

要有更多的与自然配合、去适应，才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所以，日本人往往比

香港人更注重环保，因为他们重视与自然的关系、关心如何才能够与自然融洽相

处。 

 

事实上，日本在平衡自然与发展方面，确实下了功夫，亦得到不错的回报。

例如，虽然因为地震，建筑物不可以建得太高，土地效率看似浪费了，却意外地

避免了成为冰冷的石屎森林。而且，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空旷运动场，在地震时，

不但是 安全的避难所，在平时，更是令人民获得了充足的休憩空间。 

再说有关报纸等纸张类垃圾，日本人一样会很妥善地处理，例如使用旧报纸清洁

窗户、循环再造大部分废纸等等。这些亦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 平常不过

的习惯而已。 

香港人在对待资源上，想到的多数是如何运用资源，去把事情「做得 好」。

而日本人想到的更多是，如何把这些资源「用得 好」，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匮

乏的国家，不容有丝毫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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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对日本人的影响可说是巨大的，对香港而言

也一样。不同的地理环境需要不同的生活方式，亦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这或许是

造成香港、日本之间存在差异的部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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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环保，从小事做起… 

  根据以上的数据及分析，我们接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建议： 

 

一、 免费报纸的浪费情况 

建议各大传媒及派发团体通力合作，改善问题。单靠现时在免费报纸派发点

「每人限取一份」的标语，并未能有效地减低免费报纸浪费情况，我们仍能

不时见到闸外的公公婆婆拖着大堆免费报纸。虽然，港铁公司已经加设回收

箱，但回收情况并不显著。 

 

有见及此，我们建议此源头着手，减少免费报纸的浪费。 

参考自日本汽水、烟酒售卖机的普遍程度，我们建议各大传媒及派发团体在

各个派发点增设免费报纸派发机，透过八达通登记，限制市民每人每日只可

取报一份，以从根本减低报纸的浪费。 

 

二、 家居报纸的回收管理 

撇除免费报纸，大多市民有购报习惯，但当中大部分市民均会把报纸直接弃

置。家居废物源头分类计划实施以来，一直只属鼓励作用，并无实质立法管

制，倘若政府能加大力度，更妥善管理废物分类及回收。市民亦可从小事出

发，出一分绵力。 

 

除回收以外，市民可选择参考日本的家庭，以报纸清洁窗户，或者作包装用

途。另外，市民也可从源头着手，多选举电子报纸而减少纸张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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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校报纸、废纸回收 

师生订购的报纸、图书馆提供的报章、同学的笔记，都促成学校成为另一个

纸张的坟地。政府对于学校的环保、回收支持力度就仅限于「自 2000 年 5

月，学校 始参与废物分类及回收。各参与学校获免费分配一套三色分类回

收桶。」（环境保护委员会：www.ecc.org.hk/tc_chi/core/core_detail.php?id=42），

力度明显不足。 

 

作为学生，我们首该支持环保，好好利用获派的回收箱。但更重要的则是校

方应与同学合作，教导并培养同学回收废物及支持环保的意识，从教育着手。

例如，支持双面笔记影印，或者利用电子笔记；鼓励学生以手巾代替纸巾；

安排学生定期联络废物回收商，让他们从直接的联络当中吸取环保信息。 

 

单从一张灰黄以残旧的报纸，只见日本与香港在环保方面的大不同，培养习惯、

教育非一日之功，但持之以恒，蓝天终必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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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冷气制度 

 

政府方面 

 

环保省的方针为将环保融入生活当中,促进向防止温暖化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

转化,为了促进每一位国民向有利于防止温暖化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转变,通过

防止地球温暖化的国民运动"协同负6%",与以经济世界为主的各界合作,有效利用

电视、冷气、报纸和杂志等,呼吁大家参与以清凉着装提案(COOL BIZ)及保暖着

装提案(WARM BIZ)为主的具体的防止温暖化行动。此外,还提环保质量很高的生

活模式作为环保生活,通过网页及宣传册介绍节能型产品的选购方法及使用方法

等。 

 

环保省推行了防止全球变暖的活动名为Team -6% 

 

 

自2005年4月起,这活动目标为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百分之六,鼓励公司和个人

采取具体行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小组成员人数> 

(截止2005年9月20日) 

个人・・・・・・・・・116,539人 

公司・・・・・・・・3,052个实体 

NPO・NGO ・・・・・・・・207个 

(非牟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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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233个实体 

活动内容 

-呼吁人们将空调温度设定为28℃ 

-Cool Biz被列入此活动之中,鼓励人们穿凉爽而时尚的衣服,即使在商务场合也不

打领带,不穿夹克。这样,就无须将办公室内温度调得太低。 

 

结果 

 

经过此活动后,从6月份到8月份节约供电量,减少能耗时二氧化碳排量约79,000 吨,

约2.1亿千瓦时 

 

据苹果日报,日本男性上班族，向来几乎清一色穿黑西装和结领呔，即使走在

炎夏的街头上汗流浃背，他们对西装和领呔依然不离不弃。但这个夏日，日

本上班族的办公室服装，将要来一次大解放。 

 

在日本政府催谷下，日本公务员由今天起一连三个月的炎炎夏日，就会扔掉

西装扔掉领呔，改穿便服上班，以免办公室冷气大 浪费能源。 

 

日本各地的办公室工作坊向来冷气大 ，这样男性上班族就穿着西装和结上

领呔，可以保持传统和专业形象。但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的推手，根据议

定书日本要在二○一二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百分六，为了达标，政府

大楼内的空调一般调校至摄氏二十八度，比一般高三度，但实在酷热难耐，

加上油价高企，日本政府决定今年推动Cool Biz穿便服上班运动，以改变男性

上班族向来西装配领呔的穿衣之道，以节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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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动不只是在夏天时进行,在冬天时亦有另一计划-Warm Biz。 

-鼓励人们将室内温度设定为20℃。 

-提倡人们在上班时多穿衣服,不应依赖空调的暖气。 

-向人们推荐有助于节能的产品和技术。 

 

结果 

 

 

日本的空气温度调节之所以成功有赖于环保省的目标明确,环保省推出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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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计划 

-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削减6%温室气体的目标 

-建立资源消耗少、能源效率高的社会经济体系 

-发扬节约精神促进资源循环使用 

 

日本政府各部门的冷气温度均调整为28度,如外务省等。 

 

日本政府更把《京都议定书》的承诺，重点放在“一人一天一千克”的全民运动

上，这等于把实现承诺的责任从大量排放者推给民众。证明必须全国上下一心去

达到减排温室气体。 

 

教育方面 

日本的环境教育亦占一席位１９７０年，“公害”一词首先在日本《小学学习指

导大纲》中出现。１９７１年，日本文部省决定在社会课程中增加有关公害的学

习内容。在“环境教育”还未引进日本之前，环境教育是以公害教育这一形式存

在的。日本学校的环境教育大致分为亲近自然教育、了解自然教育和保护自然教

育三个阶段。除重视学校环境教育外，日本还重视社会教育和小区教育，在培育

个人自由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的同时，平衡自由与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渗透

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参与环保社会活动的自觉性，增强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承担义务的责任感。日本在神户市亦设立环境未来馆,里面有介绍环境保

护的信息。更设有名侦探阁教育儿童及青年善用能源及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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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推广环境教育的关名系图) 

日本学生于放学后需要留校当值打扫学校,他们不会 动冷气,而且更自备毛巾抹

汗、扇子拨凉。鹿儿岛的甲南高中、兵库县立神户铃兰台高等学校的课室即使在

炎炎夏日下,课室都不会 空调。 

 

 

社会方面 

 

富士施乐有限公司推出奖励计划,加强员工对环保的承诺,为日本及海外的所有员

工，提供在办公室、本地小区甚至家中推动环保的机会。新活动名为「富士施乐

爱地球行动」或「树叶」，旨在加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实践，活动为期四个月，

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举行。 办公室节能活动富士施乐鼓励员工

在日常办公室活动中节约用电，特别是在夏天耗电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把室内气

温设定为摄氏二十八度。公司更会派发扇子作为宣传物品。日本家庭使用空调时

都调较为睡觉状态,即不会全晚都 空调,只 半晚或三至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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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空调方面的使用习惯及其节约能源措施 

本港作为商业都市，并位处亚热带地区，它的空调使用占全港总耗电量一个颇大

比例。以2000 年为例，空调使用占全港总耗电量百分之三十二，而非住宅楼宇

占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二。本港总 耗电量在1990年至2000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二，而空调方面的耗电量在此期间更从27,253 太焦耳上升至42,225太焦耳，约增

加了百分之五十五。 

 

一. 家庭方面 

在炎热的夏季， 空调睡觉已是等闲之事，但许多家庭都会把温度过度调低 (设

定低于24度)。地球之友曾委托中大亚太研究所进行「香港人用电态度及行为意

见调查」，结果发现，市民有不少浪费电力的习惯。例如在夏天晚上睡觉时，有

近六成受访者爱用冷气被，有近一成人更会盖上毛毡或羽绒被等，另有约两成受

访者表示间中或经常会因冷气太冻而冻醒。 

 

除了 空调睡觉之外，某些家庭甚至会 空调吃火锅 (俗称打边炉)或煮食，可

见香港人滥用空调。 

 

针对家庭的空调使用，政府推行了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规定在本港供应的

订明产品(即空调机、冷冻器具和紧凑型荧光灯) 须贴上能源标签，让消费者知

悉有关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从而鼓励家庭选用较省电的电器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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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校方面 

由于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天颇为炎热 (可达至摄氏36度)，加上每班学生人数

众多，因此一般学校都在夏季 空调，而冬季时则相对较少使用。虽然香港政府

推动室温保持摄氏25.5度，但一般课室的温度都由学生们自行调较，他们也会把

温度调低，如22度。有趣的一点是许多学生都会倾向穿着毛衣 空调，也不愿把

温度调高，造成了以衣着迁就空调的情况。 

 

三. 社会方面 

香港的办公室多使用中央空调，个别职员无法控制温度，加上白领人士要穿着正

式的衣服如西装及打领呔，更感焗促，空调亦相对要较强。香港理工大学屋宇设

备工程学系副教授陈维田博士就曾对本港楼宇使用空调的情况进行调查，他指出

香港是全世界室内空调温度 低的地方，大多数办公室的室温约为21至22度，

冷的只有17.6度，与25度相去甚远。 

 

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于2006年7月25日宣布展 「蓝天行动」，目标清晰明确，呼

吁全港市民与政府携手合作，改善香港的空气质素。政府已用行动树立榜样，把

办公室空调室温设定于摄氏25.5度，并且鼓励公务员在夏季穿着简便服饰，以节

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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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限制 

 

一. 家庭方面 

问题在于湿度；相对湿度愈高，人体就愈难散热，于是就觉得愈辛苦。现实的问

题是，冷气机实际运作起来，由于室外的空气是潮湿的空气，当温差不大，冷气

暂停制冷时，室外的潮湿空气就会源源不绝地送入室内，于是室内的温度就会大

幅提升；可是当冷气制冷时，空气来的水份将会变成「倒汗水」排走，所以冷气

送出来的空气，是干的。 

 

然而，当冷气 得比较冷时，由于「暂停制冷」的过程比较短，于是湿度的提升

不会太快，要是冷气 得比较暖时，「暂停制冷」的过程就会比较长，湿度就会

升得很高，人就会变得很不舒服。 

 

日本的冷气不是 廿八度都没有问题吗？日本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日本的湿度

低，夏天的湿度往往都只有 40%-60%，潮湿的天气不常见。欧洲也没有这个问

题，地中海型的天气，夏天干，冬天才湿呢；香港的夏天湿度则长期维持在 

80%-100%，敏感的人超过 70% 就 始觉得辛苦了，因此 空调就成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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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校方面 

除了气候的原因外，亦有其它重要因素促使香港的学校不得不长时间 空调，首

先是噪音的问题。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楼宇与楼宇非常邻近，没有太多空

间分隔。因此许多学校就在马路边，车辆的行驶发出噪音影响学生上课，课室的

窗要关上，导致有时候冬天也要 空调。 

 

而且香港的空气质素甚低，街上的车辆喷出大量废气，为了阻挡污染物，学生们

都 空调使其更舒适。 

 

相反，日本的学校之所以能够不 空调，除了是因为国家文化之外，亦与日本的

地理环境有关。日本面积大，学校也甚少位于马路旁，因而不受噪音和污染的影

响。 

 

后就是香港人 “锱铢必较”的心态，许多学生都在 学时缴交了冷气费，因

而认为自己有享受的权利，为了不要浪费已付的金钱，他们都会选择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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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方面 

办公室常用的冷气，通常为大厦提供的中央冷气；理论上中央冷气可以节省电力，

因为较大的制冷机组，是可以提高制冷的效率，消耗较少的能源，但实际上中央

冷气衍生出来的问题，却比各单位独立的问题严重。经济上来说，由于中央冷气

制冷马力大，即使天气较凉快时，亦有一个制冷的下限，简单来说，就是 “节

省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冷气费是「人民公社」式的大镬饭，”用又三十

六，唔用又三十六”，于是大家都不会节约，因为 终电费都是由全体摊分，用

得少就是傻子。 

此外，香港的发展商为了外墙的美观，或者是用作卖广告之用，不少商业大厦都

没有可以打 的窗户，然而大厦内密集的人口，唯有就靠冷气作换气，成为了唯

一新鲜空气的来源。 

至于穿西装打领呔，商界一直有如此的传统，认为这样才是给予客人尊重和稳重

的形象，即使鼓励在夏季穿着简便服饰，但这些传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 

团体亦指政府在能源政策上鼓励用电多于推动节能，如政府每晚的幻彩咏香江本

身都消耗大量能源，容易让市民产生「愈多用电、愈繁荣」的观念，故建议当局

落实强制性电器产品能源卷标计划及建筑物能源效益守则。 

 



 21

 

建议 

日本为亚洲其中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现期节约能源的政策值得成为其它国家的

借鉴,香港虽为现代化的商业城市,但其繁荣的背后却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在香港

进入各大商场或乘搭地下铁时,彷如进入了一个冰箱,日本的节约能源政策比香港

较为可取的是它制定温度为28度,较适合人体的需要,日本市民的节约能源意识都

比香港的好,因为日本家庭会自动自觉 半晚冷气。香港政府应着手多一些宣传

活动,以及跟照日本的学生没有穿着毛衣的习惯。对比之下,香港的学生即使在炎

炎夏日还穿着毛衣 着课室的冷气,十分讽刺。我认为学校应该限制25.5度以上学

生不得穿着毛衣。 

香港理工大学屋宇设备工程学系副教授陈维田博士指出，「只要解 衣领钮

扣，或卷起衣袖，已经可以感觉到起码半度至一度的凉快，无须 大空调。」

理工大学纺织及制衣学系副教授吴文正博士指出，丝质、棉质、麻质的衣服，

都很适合在夏季穿着，也远较西装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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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垃圾箱制度’ 

 

前言 

在日本的九天里，我们这班香港学生遇上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 垃圾箱问题。在

日本，丢垃圾要先面对一个大挑战：日本的公众垃圾箱极为稀少，行人可能要走

二百米才能找到适当弃置垃圾的回收箱。应付这些日常生活的不便，公民意识一

向教人咋舌的日本人索性把垃圾统统带回家。日本人处理垃圾的手法确实非凡，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探讨这背后的起源、发展及影响。 

 

环保在日本 

谈环保，离不 清洁。日本在游客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洁净且无垃圾的，这相信

对从未到过日本的人亦如是。在日本，清洁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地区，居民会团

结起来去保持周遭环境的洁净，有些甚至会主动地清扫街道，帮忙扫除落叶。日

本人培养成这些美德，绝非朝夕之事。 

 

日本完善的环境保护工程，其实是不少波折的成果。二次大战后，日本百业待兴，

为了改变极为严重的贫困局面，日本政府致力复苏经济，过程中几乎没有考虑过

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环境破坏的事件屡见不鲜，

空气污浊，环境脏乱，人民健康也受到了威胁。日本政府总结经验教训， 始把

环保问题列为政府的重要议事。 

 

改变观念加强环保意识，是解决环保问题的关键，为此，日本政府首先从孩子着

手。将环保学制定为小学至高中的必修课。孩子不仅在学校学习环保知识，学校

还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如组织学生作垃圾问题的社会调查、组织垃圾处理场和污

水处理厂参观等，以深化孩子的环保知识和意识。有的学校甚至在郊游后举行竞

赛，看哪个班级离 时景点比初到时更干净。另外，学校还定期与家长沟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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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对学生的环保教育。不少学校定期搞一些如废品回收等

与环保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将家里的废旧报纸、塑料罐头盒等废弃物带到

学校，由学校和家长联席会把旧物资送到回收站，所得款项再给学生购买一些学

习用品。经过常年不懈的努力，环保逐渐成了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 

 

罕见的垃圾箱 

日本减少垃圾箱的制度始于两个电车站。改革前的市川和本八幡车站，随处可以

看见往返的上班族将他们的垃圾弃置在车站里，撇除附近餐厅店铺的垃圾，两个

车站每日的垃圾排放量达 400 公斤。这些垃圾除了会影响市容外，更引来一大群

吵杂的乌鸦流连觅食，为乘客构成极大滋扰。有见及此，车站管理公司于二零零

零年十月一日收回了所有的垃圾桶，所有的垃圾竟随即奇迹消失。附近的巴士站

仿效的结果亦如是，教人惊讶。其后，弘前青森辖区亦 始实施相同政策，将９

５％的垃圾桶从所有公园收回，但却发现市民竟改在公厕或一些隐蔽的地方弃置

垃圾。虽然如此，辖区的垃圾量的确大大减少。因此，更多的地区都采取同这个

做法，将在公园、路边和车站的垃圾桶都收回，务求减少垃圾。而事实证明，大

量的垃圾桶只会吸引更多的垃圾。日本人 始将自己的垃圾就放进背囊带回家，

吸烟者甚至会携带可携式烟灰缸。日本人生活习惯上的变化，免却了公众垃圾箱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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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包装文化 

1.现象 

 

 

 

有人说︰「日本文化就是包装文化」。日本人的确十分重视包装，这是我

们和其它团员在九天的行程中的共同感受。不论在东京、神户、大板，甚至是鹿

儿岛，购物时店员都会主动将商品以花纸包裹，加以修饰，因为日本人认为精美

的包装可以代表自己对对方「体贴」和「款待」的心意。所以，日本的商品、特

别是礼品大多都包装精美，但是过度的包装虽然赏心悦目，却会为我们带来严重

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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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时移世易,以经济得益为 终考虑点的香港商业市场,爱采用无形的广告来包装产

品;相反,日本商业市场则爱采用有形的物质(如:花纸)来包装产品,以独特的包装

文化来吸引消费者。 

 

1. 世界各国对于包装设计发展的历程是与各个国家文化、经济的背景相关联的。  

日本方面:日本包装设计面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融合了大量的日本传统视觉因素，

又体现出时代感。其包装设计在世界包装设计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包

装文化便是日本风靡全球的独特文化,所以日本在环保及包装工业上一直难以取

得一个平衡点。 

 

香港方面:国内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如何包装／设计产品／服务以至商

店，建立醒目的企业形象和品牌，从而取得先声夺人的宣传效果，便成为企业在

商场驰骋面对的重要课题。 

所以, 包装不是香港的文化,只是香港市场一个少不了的发展元素。相对来说,香港

对产品宣传这方面的包装较美观包装为重视•正正因为这样,香港人在包装上的

浪费都较少,只因香港人怕实质包装成本贵。就这样,怕吃亏的心态使香港人较难

发展自己的包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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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方面:日本包装设计 大的特征是强调在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的设计理念

的同时重视发掘和弘扬传统设计风格。传统设计与现代设计共存，既强调民

族传统，又不失现代文明。日本是一个 讲究包装的国家。在日本，一个小

小的东西，可以用一个很大的盒子来包装，一个普通的物品，可以用很精致

的绸缎来包装，所以日本的包装，举世闻名。此外,在每件有特色或在旅游景

点买的商品,有部分更会附上小纸张写上其背后意义或历史,让游客能了解更

多当地历史知识。例子:贴在包装草上的仿宋版文招贴增添了米酒的酿造历史，

使整个包装融入一片文化氛围之中。还有用稻草包装的鸡蛋，稻草既给了鸡

蛋强有力的保护，又将鸡蛋的新鲜感呈现出来。 

 

香港方面: 一般香港人对日本精美的商品包装的心态 : 日本的包装真的很浪

费，用过多不必要的纸张，把一件平凡的东西，左包右包，然后就卖一个很

昂贵的价钱。我受不了那种精美，包装纸拆后，也只是一件寻常的生活用品。

内附的纸张更无聊,看过便当垃圾遗弃便算了,那会有人笨得好好好观看好好

收藏。 

虽然香港是个多国文化汇聚的地方,但香港人却缺少了吸纳他国文化的优点。

日本对包装充满着热诚,及非常尊敬珍惜包装文化,藉此将日本独特的民族色

彩发扬 去。日本人为了保留此文化而不违环保信念,在家庭排放垃圾及包装

再生 原料等方面实施了不少管制措施,让文化能与环保看齐。无可奈何,香港

人工作的心常建基于金钱上,难怪外地人总是寻觅不到本地独有的文化。没错,

包装是日本的文化,那香港人宣扬本地特色及历史的只有教育及传媒宣传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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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无论如何,针对日本在各商品上过份的包装,香港在此方面有针对本地商品有很好

的环保政策例子可让日本市场借镜。 

 

简约包装----电视宣传短片  

http://www.isd.gov.hk/chi/tvapi/07_ep86.html 

 

例子:响应环保 推简约包装月饼  

中秋佳节将至，不少公司都会订购月饼送赠客户。经济持续好景，今年月饼销量

较往年大幅增长。有月饼商表示，七月起便已收到大量定单，营业额更达两位数

字增长。为响应环保，不少月饼商积极推出简约包装的礼盒，亦得到客户支持，

形成新兴的包装文化。  

香港人每年吃下数百万盒的月饼，但同时会丢弃超过 5,000 万件的月饼包装。其

实，欢度中秋佳节，可以「绿一点」。  

为推动「月饼简约包装」，减少包装废物的产生，香港地球之友推出了「月饼简

约包装认可计划」，凡符合指定的「简约包装标准」，将颁发《简》字认可标志。  

推动月饼简约包装，目的不仅在推动环保，还期望藉此 拓绿色市场，创出环保

与企业营利的双赢局面。  

本港面对沉重的废物压力，故减废将是当务之急。也因此，今年的月饼简约包装，

将以「减用包装」 (Reduce) 及有利回收 (Recycle) 为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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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简约包装」? 

 

包装件数尽量少：四个装月饼，包装件数少于 11 件 

包装体积要适中：避免「主客分」，每千克月饼，包装体积须少于 9000 立方厘

米 

包装物料要简单：包装纸盒不应过胶 

包装物料可回收：铁盒、纸盒及胶盒均可回收 

胶刀胶叉唔驶用：胶刀胶叉毋须随盒附送  

 

呼应商店例子: 

东海堂(每售出一盒东海堂「简约包装」系列月饼，东海堂将捐出每盒 港币$1 予

香港地球之友作营运经费) 

 

后续推广活动  

 

 于地下铁路刊登灯箱广告，呼吁消费者支持简约包装的月饼产品；  

 环境保护署拟进行宣传，鼓励消费者选购简约包装的货品，包括月饼产品；  

 透过香港地球之友网页及网上通讯，呼吁市民支持选购有关产品；  

 联系企业，优先选购简约包装产品；  

 召 记者会，公布简约包装活动及公布简约包装产品的评审结果；  

 记者会上，会公 颁发感谢状，表扬支持简约包装的商号；及  

 制作简约包装的识别 Logo，以便消费者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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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香港，环保似乎依旧是遥不可及的概念。从三色回收箱到近年的「蓝天行

动」，香港的环保工作一直只依赖政府的政策协助。像拉牛上树，吃力而不讨好。

环保工程往往落得被批评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命运。 

 

  反而观之，「生活一小步，环保一大步」就是日本人环保文化的概括。日本

的环保工作与成效，可以简单而自然地从他们的日常日活中深深地体验。简单地

从一张旧报纸、一把纸扇、一块手帕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体力行的环保事业。

有人争论，这些也许只是代代相传的传统，他们未必就知道当中意义，但也从中

反映了日本环保教育的成功。而无毋容置疑的是，从他们这些传统当中，就足够

我们反思平日所为。 

 

  我们是次报告的主题「A New Lifestyle, A New Asia」，正是从中反思而得出的

结论。环保需要由自身做起，走出第一步，从生活方式着手，把环保一点一滴地

做好。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始终，把理想推为现实，将香港的蓝天重现。亦但愿

能由我们 始，建构一个「New 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