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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常见的灾害 

一. 火灾 

日本境内有多个火山，全球有十分之一的火山位在日本，总共约有 83 座 , 其中 为著

名的火山是富士山。富士山是日本一座横跨静冈县和山梨县的睡火山，国内的活火山活动

频密，如浅间乌帽子火山群 近的一次喷发是在2009 年年头。火山的溶岩会引致严重火

灾，加上日本郊野住房木质结构较多，相对来讲火灾发生率比较高。在日本无论是公共场

所还是私营住宅，都备有各种灭火器，火势不大时可自当消防员，使用灭火器灭火，并同

时立即拨打 119（火警）通报火势、地址、电话和姓名，呼叫消防队前来灭火。 

香港的山火 常发生于秋冬两季，基于此时雨水稀少，湿度较低，郊区植物非常干

旱。而每年的雨季，野草生长迅速，增加燃料，导致日后山火更易发生。在每年 10 月至翌

年 4 月的山火频繁季节，渔农自然护理署灭火队都会 24 小时驻守郊野公园管理站，轮值负

责监察及灭火的工作。如不幸发生山火，他们会实时利用火拍及背泵，执行灭火行动。如

有需要，消防处及民安队会到场增援，政府飞行服务队亦会出动，投掷「水弹」，淋水熄

灭山火，同时协助侦察山火情形及运载灭火队员至偏远地方。香港火灾危险警告讯号分为

红色、黄色及绿色。由香港天文台根据天气情况订定及宣布。 

香港的山火

日本的山火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9C%E5%B2%A1%E7%B8%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B1%E6%A2%A8%E7%B8%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4%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9%E6%9C%881%E6%97%A5&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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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泥倾泻 

    在日本，山泥傾瀉多為持續豪雨或地震所致。當岩層上部為透水層，下部為不透水層

時，則不透水層頂部易於聚水，容易使上部岩層下滑。加上日本時常地震，令到山泥在一

般風化下更為鬆散，容易受震盪而下滑。在日本，在山坡上興建泥石防擋屏障能有效地防

止山泥倒塌。 

 

香港市區及其邊緣地帶多為花崗岩，其節理明顯。在濕熱氣候影響下，易受風化，變

成鬆軟土層或風化殼；到了冬季，乾冷的氣候則使土層的孔隙擴闊；這樣，當雨季復至

時，水份便更容易滲入土層內，令土層很容易便飽和浸濕，然後向坡下滑動。在香港，天

文台設山泥傾瀉警告，猶如其他天氣預報一樣，是根據最新資料而判斷出最有可能出現的

天氣狀況。 

 

三. 风灾或水灾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 3000

多个小岛组成。由于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梅雨强台风多。在雨季时会时常出现狂风暴

雨，造成人命伤亡。在日本，当暴风雨侵袭时，有关部门便会发出风灾水灾避难劝告，并

且为灾害弱势者开设避难所。  日本有史以来 大的海啸发生于 1771 年 4 月 24 日琉球群

岛，海浪高达 85 公尺，11,941 死，石垣岛一半的人口罹难。另外,1896 年发生在日本三陆

的海啸亦夺去 27,122 人的性命。 

夏天蒙蒙细雨是日本

的特色 
 

香港位处北半球亚热带，背靠欧亚大陆、面向太平洋，形成海洋性亚热带季候风气

候，四季分明。年中的时候，太平洋形成高气压，这股夏季季候风反而吹向欧亚大陆，为

香港带来多雨潮湿的夏季。而七八月份期间更经常有台风吹袭。2008 年 6 月 7 日香港出现

百年罕见的暴雨，多处地区水浸，更促成数千处山泥倾泻，令湾仔及铜锣湾大塞车，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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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北大屿山干线被封闭。在香港，当台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天文台会挂起热带气旋警

告及暴雨警告。该警告系统旨在及早提醒市民暴风雨将至，可能造成严重混乱，并确保各

应急服务机构和部门都已作好准备，随时执行紧急救援工作。 

四. 地震 

    日本由欧亚大陆板块与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及菲律宾板块碰撞突起而成。是位于亚

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消亡边界，为西太平洋岛弧-海岸山脉-海沟组合的一部分。由于地

壳活动不稳定，地震十分频繁严重的地震则每一个世纪都会发生几次；近年发生的阪神大

地震、新潟县中越地震都是芮氏地震规模 6 级以上的强震，03 年日本发生的北海道大地震,

震度更高达 8 级, 是 80 年来日本发生的震级 高的一次地震,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因此,日本

当局对于防震的措施做得十分充足。  

香港位于欧亚板块内，且远离环太平洋地震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很低。自 1905 年以

来，香港的有感地震从未引致任何伤亡，其中绝大部份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

度表」的 V(五)度以 下， 高记录则是 1918 年由距离香港 300 多公里汕头附近发生的地震

所引起的 VI 至 VII(六至七)度。1918 年的地震令到香港少数建筑物的墙壁出现轻微损毁，

是有史以来唯一在香港引起损毁的地震。近年香港震感较强的一次地震发生于 1994 年，烈

度为 V 至 VI(五至六)度，震中位于台湾海峡南部。因此香港居民的防震意识薄弱，对防震

的技术和措施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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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科技 

由于日本是火山岛和其地理位置关系, 自然灾害如地震和火山爆发都是日本需要面对的

一大难题。正所谓预防胜于一切，因此日本政府一直都非常注重地震科技研发和灾害教育

二环。面对濒密且难以预测的地震，日本政府在建筑、通讯两大技术上大力研发各种高科

技，务求能在灾难中有效地保护人命、建筑物和资产。而为了令国民意识到灾害的影响和

利害，日本于各地设立防灾馆供国民体验不同的灾害以及其应变方法。 

一. 建築 

在地震中大部分的死伤者都是被建筑物压伤，因此能在地震中屹立不倒的建筑物可说

是抗震的第一防线。 

要确保第一道防线的坚固，日本法律实在功不可没。日本法律自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就

要求建筑房屋必须计算防震强度。一个建筑工程必须提交建筑抗震报告书才能获得开工

许可。报告书要根据地震的不同强度，计算不同建筑结构的受力大小，进而确定建筑的

梁柱位置、承重以及钢筋、混凝土的规格和比例。建筑抗震报告书经过相关部门确认无

误后，建筑才能开工。现在日本建筑物的抗震度一般都可达 7 级。 

 

日本耐震能力强的建筑

在 7 级的地震下会有裂

缝但不会倒下，相反耐

震力低的房屋在 6 级地

震时已瓦砾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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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是严格的法律使商人们愿意投放大量资源钻研建筑抗震技术，其中以「阻震

建筑」、「隔震建筑」、「抑震建筑」三种技术 受青睐，「局部浮力」也受到注目。 

(1) 「阻震建築」是指利用螺栓、墻體和其他建築構建的彈性吸收地震能量，如「ア

ドバンス制震装置」就是利用建築物內鑄鋼結構的快速變形能力吸收地震的能量; 

 

图中的铸钢架制作原理简单，

但已足以抵受地震的巨大能量 

 

 

 

 

 

 

(2) 「隔震建築」是指在地基或樓層間置放軸承等吸收地震能量，如工程人員切斷山

梨縣政府縣廳地下一樓的梁柱，插入「ゴムアイソレーターを」隔震裝置，防止

建築物震動; 

山梨縣政府縣廳 

採用「アドバンス制震装置」

的川口市立青木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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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抑震建筑」是指利用抑震设备如墙内阻尼器来吸收地震能量，进而控制整个建

筑物的摆动。  

建筑物金色的部分本来

的设计是竖立的，在抗

震的准则下，建筑师唯

有把它放平。 

 

(4) 「局部浮力」是指在建筑物上层结构与地基之间设置贮水槽，使建筑物的一半重

量受到水的浮力支撑。地震发生时，由于浮力作用延长了固有振荡周期，即晃动

一次所需时间，建筑物晃动的加速度得以降低。这种技术不仅具有较好的抗震效 

果，同时贮水槽内贮存的水在发生火灾时还可以用来灭火，或者作为地震发生后

的临时生活用水。 

 

兴建防震设备令建筑成本上升，但长远而言却能増长建筑物的寿命。商人和政府的衷诚

合作，使日本能更有信心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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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讯 

    信息流通在地震中可让居民能有充足的时间逃生，同时也使救援队伍能尽快赶到灾害现

场。数秒钟时间很短，但已足够让学校的孩子们躲到课桌底下，让人们跑离建筑物，让列

车汽车停驶，让核电站安全关闭，因此良好的信息网络是减低伤亡人数的不二法门。 

 

 

 

 

 

 

 

地震波分為橫波和縱波，其中傳播方向與地震振動方向垂直的橫波在地殼中傳播速度

較慢，是造成災害的主要原因；而縱波傳播方向與地震波振動方向一致，在地殼中傳播較

快。因此自 2006 年 8 月开始，日本氣象廳利用地震两种震波的時間差，在地震橫波到达前

數秒至三十秒透過電話訊息、电视、电台等發出「警戒宣言」。這個「緊急地震速報」系統

先向電站、鐵路、建築、醫療等部門提供服務；現在，已進入尋常百姓家了。 

    日本氣象廳的地震預警系統自兩年前啟用以來，錄得驕人成績，2007 年 7 月新潟縣

中越海域發生地震，總部位於橫濱市相模鐵道公司在地震前 63 秒便接到警報，17 輛

正在運行的列車全部緊急制動；建築工地 30 秒前收到警報立即停工；長野縣震前 17

秒收到警報，有線通信設備即時通報各家各戶，使居民及時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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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通知居民「警戒宣言」的途径~ 

●电视‧电台 

●警报车  

  

●鐘  

反复的 5 連打 

●无线电报  

反复鸣响 45 秒休 15 秒

 

    

三. 防灾教育 

据防灾馆人员所说，每年日本的学生都回来参观防灾馆，体验灾害以及学习应变的方

法，减低受伤的机会。日本的学校也会举办特定的灾害演习，让学生们有练习面对灾害应

变的机会。 

 

今次的交流，我们特地去防灾馆参观，认识面对灾害时的应对方法。我们一共进行了

四个体验，他们分别是地震体验，灭火筒的正确使用方法，暴风雨体验和火警时的正确逃

生方法。 

 

由于日本处于地震带，地震可算是日本面临一大重要灾害之一，因此懂得正确的应变

方法和防御方法才能够有效减低受伤的几率以及降低伤亡率。是次体验，我们一众香港学

生尝试了七级大地震。地震发生时，我们感受到剧烈的摇晃，而且衣柜和橱柜均有倒下的

危险，所以防灾馆工作人员教导我们，一旦感受到地震就需要藏到桌下。因为躲到桌下可

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以防被塌下的对象砸到。除了亲身体验地震和进行演习外，我们更了

解到日本的政府在防灾一环上的努力。日本的火炉都装有地震感应器，只要感受五级或以

上的地震，火炉便会自动关上，此装置能够有效防止因地震而产生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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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体验地震把我们吓

得手足无措 

 

我相信香港的学生对于灭火筒一物一点都不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用过

呢？我们就在防灾馆学到灭火筒的用法并且自己亲生实践了一回。实践的过程当中，有些

组别能够成功灭火，有些侧失败了。这次的体验让我明白到即使学会了正确的使用方法，

也需要懂得使用的技巧，不然只称得上是纸上谈兵。在整个体验当中，我明白到惟有将灭

火筒对着燃烧物或者起火的源头才能够真正有效灭火，反之将灭火筒对着已经蔓延开去的

火势或火焰，往往不能成功灭火。我认为日本的防灾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实践的机

会给日本的国民，从上述的体验中让我明白到凡是要经过实践才真正称得上学会了。防灾

馆正好提供了此机会，教育日本的学生。 

 

 

 

 

一场火警往往造成很多伤亡，但是造成庞大的伤亡数字背后的原因却不是被烧死而是

吸入过多浓烟，中毒死亡或者窒息致死。我们在防灾馆的 后一个体验就是从浓烟中逃生

出来。按照常理烟是往上升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在逃生时将身体压低，便能够成功降低吸

入浓烟的机会。我甚至可以在用一条是的毛巾盖着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如此简单的常

识，相信每个人都听过，可是真正碰到火警时，依然有很多人因吸入大量浓烟而丧生，原

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原因是因为香港的教育方式和日本有所差异所致的。香港的学生

大多都是从书本学习有关的知识，他们从没辅以实行，印象不深，因此当真正遇到火警

时，心一慌，便忘记了。此外，虽然说要靠低爬行，但是要多低？我相信这些细节只有通

过亲身体验才会印象深刻。 



2009 JENESYS Group 2      11 

 

防灾馆里的指导员强调他希望我们能充实自己的防灾知识，以成为在灾难中帮助他人

的人，我们觉得正正是这一种积极的学习心态和互助互利的精神使日本人在一次又一次的

灾害中奇迹地降低死伤人数。 

 

第一次要扑灭真火，大

家都雄心壮志 

大家从烟场出来时高兴

得忘记了逃生要门‐‐‐将

身体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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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 

在日本及香港两地都受着不同的天灾威胁。而两地在防灾警报方面的工作亦相若，如

在天灾侵袭前发出天灾警告，让大众各界作出及时的防灾应变措施。然而，日本的防灾意

识宣传和建筑物监管上更值得香港人借镜。 

 

防灾意识宣传 

在香港，普罗大众对于灾难的认识大多只局限于在火灾时如何循走火通道逃生，而学

生亦只有在学校的一年大约两次的火警演习中再能体现实习逃生技能，面对其它较复杂的

紧急情况就可能会变得束手无策。 

 

相比香港“紙上談兵＂的書本學習，日本更著重於親身體驗和實踐。日本的教育方式

明顯比香港的優勝得多。日本政府于境內興建多间防災館，用意就是在於提供一個環境讓

國民和學生能夠有機會親生感受災害的威力和學習當時的應變方法。防災館设有不同的模

擬災難的情況，教導遇難的自救方法，以互動方式去教授市民灾害知识。馆内普遍设有急

救區、地震區、濃烟區、火災區和報警演習區等，让大众可以从中体验真正的灾情，并且

实习救灾及逃生的技能，深受日本市民的欢迎。 

日本静冈县地震防灾

博物馆‐‐‐包括海啸

馆、地震体验馆和灭

火体验 

香港可仿效日本兴建防灾馆的方法，建立规模较小的防灾中心，引入科技互动的形式

教学使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透过将相关防灾课题放入通识初中课程，使学生除了从小

在学校接受防灾演习外，引导学生参观防灾中心，深入了解灾害知识，从而提高防灾意

识。香港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曾玩过学生保健中心的牙齿健康计算机游戏。防灾中心可以透

过计算机游戏教懂小朋友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正确地在火场逃生等。另外，针对少年

人，政府可找年轻的偶像拍摄短片或举行联校防灾科技展览，透过互相切磋和搜寻有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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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令青少年主动了解防灾知识。政府也可透过小区中心定期开办一些急救班，使市民能

有基本的自救救人能力，从而成为在灾祸中帮助他人的一群。 

建筑物监管 

回顾香港的防灾配套，目前并无法例规定楼宇必须符合抗震要求，但由于本港受风比

较强，因此楼宇规定须能抵受每小时 250 公里的阵风风力。政府表示在发生修订麦加利烈

度 VII 度(七度)的地震时，高楼大厦亦只会有轻微损毁。基建如桥梁、铁路及隧道等的设计

已能抵受烈度 VII 度(七度)或以下的地震，至于水塘的设计亦能抵受烈度 VIII 度(八度)的地

震。香港有部分楼宇为增加实用面积，墙身较薄，一般不超过 300 毫米，令一些高过 40 层

的楼，墙身承受的力较大及脆弱，有地震时更易受损。 

 

 

 

 

 

 这彷佛十分坚固石屎森林能否保护我们面对未知的灾难呢? 

 

香港会发生大型地震的机会虽微，但市民亦不应掉以轻心，多关心楼宇的结构安

全，多留意天文台的灾害监测报告。其实加入耐震设计的成本并非十分高昂，政府可趁着

旧区重建计划替换在灾害中不堪一击的旧唐楼，资助及鼓励地产建筑商在兴建新楼宇时加

入耐震设计。 相信高瞻远瞩的教育良策及未雨绸缪的抗灾态度将会使香港成为一个能有效

保障香港市民的人命、建筑物和资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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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日本在垃圾分类手法的不同 

一、香港方面 

香港政府为了进行垃圾分类，多年前推

行了「三色回收筒」，分别有回收废纸

的蓝色筒、回收铝罐的黄色筒和回收胶

樽的啡色筒，回收率约达到百分之二十

三。现时，全港有二万八千多套三色回

收筒，为增加回收的种类，环保署由去

年开始已陆续推出新一代回收筒，如胶

樽回收延伸至胶袋及塑料玩具、铝罐回

收则延至金属制煮食器皿等。 新三色回收箱

   

 

 

虽然垃圾分类的采施推行已久，但由于香港人的环保意识

较薄弱，为免市民乱抛垃圾污染环境，政府在各街道上都

设置了为数不少的垃圾箱，香港垃圾箱的密度更是全球之

冠，弃置垃圾的方便使很多市民都不大重视垃圾分类，因

此废物回收的比率还有待改善。 

 

  

 
人们不进行分类便随手把废物丢入垃圾筒内



2009 JENESYS Group 2      15 

 

香港和日本在垃圾分类手法的不同（续） 

二、日本方面 

在日本的街道上，几乎都找不到垃圾筒，人

民都习惯把废物储起来进行分类后才弃置。

日本人对于垃圾分类的处理既认真又严谨，

一般的家居垃圾大致可分为四类：可燃垃

圾、不可燃垃圾、粗大垃圾及资源垃圾。和

香港不同的是，分类好的垃圾不会被马上回

收，而是由住户收集好后，在每周的不同日

子由有关部门回收不同种类的垃圾，如周一

收集可燃垃圾、周六收集资源垃圾等。 
日本的四色分类箱   

 

 

日本全国各地区的垃圾收集日

都不尽相同，假如错过了便要

等下一次的收集日，堆积起的

垃圾亦有造成卫生问题的可

能。虽然日本垃圾分类的方法

在外国人眼中较繁复，但是拥

有良好环保意识的日本人绝大

多数都能自发性地遵守分类的

规则。值得留意的是，日本商

品的包装上都有详细记载垃圾类别，方便人们进行分类，这一点亦是香港或其它地区所欠

缺的，因此人们很多时候都因不清楚垃圾类别而投错分类箱或是索性掉进垃圾箱内。 

干净的垃圾车全赖有系统的垃圾分类

 

 



2009 JENESYS Group 2      16 

 

香港可向日本借鉴的地方 

一、 环保意识 

在这九天内，每当谈及环保的事情，导游小姐 Rumi San 挂在口边的往往都是

“combustible＂、“incombustible＂、“3R＂云云。的确，日本人已将环保当作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不只单纯停留于铝罐、胶樽、废纸的回收。 

反观香港，虽然政府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不少的环保宣传，例如黄蓝啡回收箱、电池

回收、重用再重用等等，然而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却是鲜有提高。他们的借口往往是

「太麻烦」、「不需要」、「别人会环保」等等。日本人对环境的坚持实在是香港

人所应该学习的。 

 

 

 

 

 

 

有明清扫工场的废物处理工序  

 

 

Let’s Reduce Garbag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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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向日本借鉴的地方（续） 

二、 商业机构对环保的态度 

虽然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没有正面认识到商业机构如何看待环保，然而，有一次

到一所超级市场参观时，看到他们对垃圾的分类非常仔细。我们研究了一段时间，

才知道原来他们把垃圾分作即弃食物盒、可燃、不可燃等等。商人们在这种小细节

上也讲究环保，可见日本人对环保的重视。 

再看看香港，每当政府提出各种环保政策时，他们的反应都颇大，认为这些政策有

害他们的利益。然而，他们重视金钱，谁来重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呢？试看 近推

行的胶袋税，为什么商人们在一开始时有着反对的声音呢？这都是我们应该深思

的。 

 

 

 

 

 

 
香港实施征收胶袋税 

三、 绿化环境 

在东京这个繁忙的城市当中，竟也不乏一些绿化的园地！在行程的第二天，日中友

好会馆带我们到了位处于

东京都千代田区的皇居。

那里可是日本天皇所住的

地方呢！在到达之前，我

们经过了一大片的绿化公

园，那儿树木丛生，展现

着自己 美的一面。有外

国旅客在草地上小睡，感

受天地，也有人倚着小树，读着自己喜爱的小说。一片绿色，令人心旷神怡！ 

皇居．二重桥 



2009 JENESYS Group 2      18 

 

香港可向日本借鉴的地方（续） 

三、 绿化环境 

往后几天，去到早稻田大学，那

里同样是绿荫交错，与富有欧陆

特色或现代感的建筑相互配合，

一番好景。去到山梨县，正好赶

上河口湖的熏衣草节。满眼的熏

衣草，犹如一块紫色大衣般为大

地争艳。花香，湖水，富士山成

为 好的心露食粮。绿色能安稳

人的心，又能令地球不受现代化

的摧毁，日本人很明白这点，在

尽可能的程度下，也会设置一些

绿化园地或绿化机会。 

 

香港的确是很繁荣的地方，高楼处处，不

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她，也看到她强烈的动

感，然而，自然的环境始终不足。新界地

区虽然是过半绿野，但是香港人这么忙

碌，又有多少机会抽出时间欣赏此等美

景？何不在香港的市中心多建筑几个公

园，红花绿草不是很讨喜吗？ 

熏衣草真的很美！看我们笑得多开心！

 

 

 

 

东京都的绿化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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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清扫工场简介 

有明清扫工场位于东京临海副都心，于 1994 年落成，属东京二十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之

一。工场楼高六层并设地库，总面积为 24,000 平方米。为求与海滨景观和谐一致，与周遭

的景观协调，工场经过特别设计，而其高达 140 公尺并以玻璃幕墙覆盖的尖锋三角大烟

囱，有别于传统的圆形烟囱，不但为工场的标志，更是海滨区的地标之一。 

   有明清扫工场位置图  有明清扫工场

工场的主要设施包括垃圾焚化炉、5 条气压垃圾干管、热利用发电设备、公害防止设备及

污水处理设备，用以处理东京东南面江东市所产生的废物。 

      热利用发电机   气压垃圾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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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清扫工场兴建背景 

日本是一个高度生产的国家，因此垃圾处理就成了日本人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日本已采

取大量不同的措施去减少垃圾的数量，但及至

九十年代，堆填地的需求依然有增无减，当时

预计，不足十年，东京临海副都心的堆填地亦

会填满。有见及此，有明清扫工场于 1994 年建

造了两个垃圾焚化炉，并于 1995 年 12 月建成

气压垃圾管道，以延长堆填地的使用

期。 
临海副都心堆填地 

有明清扫工场是一个以高科技的方法处理垃圾的垃圾处理工厂，是东京都其中一个具代表

性的垃圾处理厂。工场内会有内部计算机仪器，研究室、以及每天的教育解说课程，支持

着庞大垃圾处理工程。  

 工场内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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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程序及流程 

除了垃圾处理外，垃圾焚化及掩埋之前的分类及回收工作，也扮演着能否成功垃圾终极处

置的关键角色，因此，日本非常重视垃圾分类。于日本，垃圾一般会分类为可回收资源、

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及大型垃圾四大类，且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及程序，流程如下: 

 

              

 

                                                                                                                   

 

 

各区会将可回收资源如塑料樽、铁罐等会在回收制造公司或私营回收机构经过加工

后将会变成再生品或建设用建材，而回收方式会因应各区而异。 

可燃垃圾如纸张、木材将会经清扫工场焚化，当中可燃的灰烬将经灰溶融设施加

工制成建设用建材或直接被送往堆填地。由于灰烬的体积只是未经加工的垃圾的

十分之一，因此垃圾焚化能减轻堆填地的负担。 

大型垃圾经破碎处理设施分解处理后，亦会被送到清扫工场焚化，再被加工制成

建设用建材或直接送往堆填地。 

不可燃垃圾如塑料等会运送至特定的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挑选，物质如含铁金属及

铝质金属会被送至特定回收场以作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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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收集系统的运作 

废物由各个称为"用者设施"的个别废物存放单位自动收集后，透过建于地下的真空管道网

络输送系统送入焚化炉处理。五條地下垃圾管道分別設於青海その１地區、有明南地區、

有明北地區、台場地區及青海その２地區，為區內居民服務。 

 地下垃圾管道位置图 

 

在此五地区指定的 43 幢大楼内均设有丢垃圾的窗口，所有垃圾会到达地下室的贮藏所，

并透过直径 60 公分、全长 16 公里、风速 25m/s 的输送管将垃圾吸至有明清扫工场的垃

圾处理场磅重及焚化，焚化后的垃圾体积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  

   
垃圾收集场及起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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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收集系统的运作（续） 

 
负责监察焚化运作的中央控制中心

 

输送垃圾时使用的废气会经冷却器、脱臭器、排气管等净化和过滤，经由工场内的烟囱

排出，不会造成空气污染。此废物收集系统既能减轻堆填地的负荷和保护环境，又能为

区内居民提供更方便的生活。    

 
图右为经工场净化后之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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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处理的程序 

焚化炉每日可处理 400 公吨废物，从烟囱排放的二恶英每天会监察两次，平均水平约为

每立方米 0.0005 毫微克毒性当量， 远低于日本全国标准规定的每立方米 0.1 毫微克毒性

当量的水平。废物首先会被送往烧却炉，经焚化后，废物将烧至其原来大小的十分之

一。经焚烧后变成的废物或灰烬将经过高压蒸气设备、抽气蒸气设备、给热蒸气设备、

余热利用设备及地域冷暖房设备处理。 

 

 

 

 

 

 

热利用设备的运作 

其热力运用系统是焚化炉的另一项特点。该系统把焚烧废物所产生的热能回收，然后供

应予邻近的江东市有明体育中心和区内的冷暖设施，并用作推动蒸气涡轮机，以生产电

力。而且，由焚化炉及其热力运用系统提供的电力能为工场节省部份电源，为保护环境

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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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清扫工场对居民的裨益 

有明清扫工场利用的技术能以长远及可持续的方法处理废物，并能为东京临海副都心一

带的居民提供更方便的生活，对居民直接或间接都带来莫大益处： 

一、 工场对居民的直接裨益 

一般处理废物的地方往往或多或少

会对区内居民有着负面的影响，例

如有害废气，垃圾所带来的异味等

等。有明清扫工场，利用高科技设

备，不但减少都市固体废物所构成

的负担，与此同时，亦不会因处理

废物的过程而引致附近居民有任何

的不便。例如工场会有系统地监控

排放的废气，避免因排放有害废气

而影响东京都的居民之健康。此

外，工场收集垃圾的方法亦有所不

同，除了用传统的垃圾车收集垃圾

以外，亦发展了收集垃圾的管道系

统，以保护环境同方便居民。以上

都是有明清扫工场对东京都居民的

直接裨益。 

二、  工场对居民的间接裨益 

在有明清扫工场的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热能，会用以供应附近电力及维持赤道热带

植物园的热源。整个处理过程环环相扣成一自给自足体系，解决东京23 区的垃圾问

题的同时，亦能为附近居民供应电力。工场的电力供应，在某程度上亦能减少因利

用非再生能源发电而带来的能源虚耗。 

工场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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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垃圾问题及解决方法 

香港地少人多，而近年来垃圾的数量有增无减。数字显示，在二零零八年，香港人平均

每天制造 1.39 公斤垃圾，垃圾量之多为本港现存三个尚未饱和的策略性堆填区增添莫大

的压力。有环保专家指出，如按照现时的垃圾量，现存的三个堆填区将于未来三至六年

内饱和。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垃圾处理危机，香港政府亦希望能够找出一个长远而具可持

续性的解决方法。 

加建或扩充策略性堆填区诚然能够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可是若我们仔细想清楚，这只

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再者，采用堆填区作为处理垃圾的方法其实不大符合经济效益，

原因有三。 

首先，在香港这寸金尺土的弹丸之地要拨出一片上十余公顷的土地实在不容易。有人或

会指出可以利用堆填的方法来填海，既可以处理垃圾又可以制造可供发展的土地，一举

两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完美。堆填的方法的确能够制造土地，可是过程需时很长，

说不定要等上十至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垃圾才能完全沉淀、被压平及压紧，成为

可发展的土地。而在堆填区饱和后至土地可使用的期间，政府更需要花上百万元的费用

来保养堆填区，以防止堆填区的污水外流，污染环境。此外，垃圾在堆填和腐化的过程

中会释出有毒的二恶英和苯等物质，构成堆填区附近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更甚者有机

会危害居住在堆填区附近的市民的健康。尽管使用堆填区能省却垃圾分类等繁复的步

骤，这传统的处理手法成本效益其实并不高。 

因此，要解决本港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香港政府的确需要改用别个更适合缺乏土地的

香港的方法。垃圾焚化则是其中一个香港可以考虑的方法。 

基于知道燃烧塑料会释出有毒物质，把所有垃圾抛进一个焚化炉焚化这个概念大概未必

能获得普遍港人的接纳。可是，利用焚化的方法处理垃圾在欧洲多个国家、台湾，以及

日本都十分普遍，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利用焚化炉 明显及直接的好处在于经焚化后的垃圾，体质会减少达八成，这对于面临

土地不足问题的香港可算是一个好消息。其次，相对于使用堆填区，焚化炉绝对是一个

效率较高的手法。以日本的有明清扫工场为例，一个焚化炉便能处理四百吨的垃圾，这

速度能有效减轻固体废料囤积的问题。再者，如前文曾提及，焚化炉在处理垃圾的同

时，能为邻近的小区发电，从而减轻焚化炉附近居民的电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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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如采用垃圾焚化能带来如此多的益处，为什么香港政府却迟迟未有落实兴建

垃圾焚化炉的方案呢？ 

背后的原因其实很明显，因为政府在焚化炉的选址上一直都未能与市民达成共识。虽然

深明利用超级焚化炉能更有效处理本港的垃圾，但十八区的市民均不希望居住在焚化炉

的旁边。一是怕焚化过程释出的物质会损害他们的健康，二是担心兴建焚化炉会拖低区

内的地价及破坏原有的景观。此外，政府缺乏透明度的办事手法亦令市民不置可否，例

如有区议员质疑政府兴建焚化炉能减电费之说时，政府却一直未能提出任何数据自圆其

说。 

如香港政府希望能成功在本港推行垃圾焚化，我们认为香港政府能向日本政府借鉴。首

先，政府必须加强透明度，凡事以实际数据支持。此外，为平息市民的不满，香港政府

可以考虑在兴建焚化炉的同时，在受影响地区加建小区设施，如图书馆、游泳池等，以

确保区内市民的生活质素不会因为焚化炉的落成而有所下降。在焚化炉的设计上，政府

亦应花点心思，以避免破坏区内原有的风貌及特色，构成视觉污染，引起市民的反感。 

与此同时，政府亦应推出一套更完备的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以配合垃圾焚化的方案。

由于垃圾在被焚化前需经过简单的分类为可燃和不可燃，所以如家居垃圾能在收集的时

候便已分成可燃和不可燃的话，这将能省却于焚化工场垃圾分类的时间，从而加快焚化

的效率。相对于日本，香港的回收率着实有待改善。在市民环保意识普遍较低的香港，

如要成功推行废物回收的话，便利将是个中的关键。很多香港市民其实并不抗拒参与垃

圾回收和垃圾分类等活动，可是需要先把铝罐洗净才可放进回收箱的规定往往便会使怕

麻烦的香港人却步。因此，回收箱摆放的位置，收集垃圾的时间等均应以方便市民为大

前题，这才能吸引更多市民积极的参与。 

香港政府更可以考虑引入日本垃圾真空吸管的可能性。政府大可趁着近年来多个大规模

的小区重建计划，把这些真空管道安装在大厦的底部。这高科技贯彻了以方便市民的主

旨，相信能更有效率地收集更多的垃圾，从而建立一个清洁无垃圾的香港。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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