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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连九天的日本之旅，让我们这些来自香港的高中学生耳目一新，我们品尝

了日本的特色美食、体验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见识了日本的尖端科技等等的新事

物。而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如何能在经过一系列工业革命所造成对环境破

坏的劣况下，发展她的环保科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地球村的后代人作

出贡献。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们分别参观了中央防坡堤垃圾填埋

处理厂和先端技术馆@TEPIA，对她的环保科技有了一定的
基本认识。而且，我们随处都可见识到日本国民如何自觉地

节约能源，深深体会到他们强烈的环保意识。

在这份专题研习中，我们将从日本对垃圾的处理和减

少、对再生能源的大力提倡和对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减少、

日本国民日常生活的环保行动作出分析，务求令读者认识

日本的环保科技，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思考自身的生活习

惯和方式有否值得改善的空间，以为未来世界、未来人民

作一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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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行垃圾處理

日本東京等的大城市，面對地少人多的問題，大大限制了處理垃圾的模式。

同時，日本人向來重視環保政策，對於垃圾的處理，也加入了環保的考慮。

因此，日本除了使用節省土地的焚化方法外，亦使用了堆填方法去處理各

樣垃圾。兩種方法的並用，也確保了垃圾不會過份地大量產生，也不會造成資源

的浪費。

堆填處理

堆填處理是指將垃圾埋藏在泥土及其他隔離物料下的垃圾處理法。

基本上，這處理法需要四個階段：

1. 收集和運送垃圾

2. 垃圾分類及加工處理

3. 堆埋垃圾

4. 掩蓋垃圾

垃圾收集和加工

日本人要根據法例，在一星期內的指定日子分別丟棄可燃、不可燃及可回

收的垃圾，然後作相應的加工。由於垃圾內可能仍遺留了其他類型的垃圾或是

噴髮膠等化學物，垃圾必先經過基本的分類措施。

及後，大型垃圾會分類重用或被研碎，再送往堆填區；可燃垃圾則被運到

焚化爐，再把經加工（例如是分離出金屬等）後的爐渣送到堆填區；不可燃垃圾

也同樣在分出鋁等金屬後被送到堆填區。

另一方面，工業及市政的廢料也經過相似的程序後運往堆填。

堆埋和掩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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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過的垃圾將被卡車送到堆填範圍，並用了三

文治掩埋法，即在每 3 米的垃圾上舖一層約 0.5 米的

泥土。如此可有效防止垃圾到處飛揚、異味、害蟲滋

生和垃圾的氧化燃燒。

除了用堆土機壓平垃圾外、工作人員會定時巡視堆填範圍和做防蟲管理。

垃圾長期堆積會產生沼氣，即是甲烷，容易引起

燃燒爆炸等危險，所以垃圾山上有鋼管抽去垃圾層

內的氣體。圍繞着堆填區則建起了高牆及鐵絲網以

防垃圾分散到區外，污染環境。

堆填區設施

水再生中心

垃圾堆內可能存有廢水，特別是下雨時，雨水亦會流入垃圾山內。而日本

的堆填法不會讓污水直接溢出垃圾山。

以東京都的中央防波堤外側埋立地為例，廢水會被引渡通往一個調整池，

透過厭氧微生物等的發酵過

程清除污水內的有機物，再

利用雨水稀釋和潔淨廢水。

当地 1 號及 3 號調整池每天

分別可處理 4,500 及 11,500

立方米的污水。

水經進一步淨化後因可能仍然存有有害污染物，故不會直接流入大海，而

是送往東京都下水道局的砂町水處理中心，完全去除污染物後才流出東京灣。

開發再生能源

中央防波堤外側埋立地的運作顯示出能源的善用。垃圾山上建了大型的風

車作風力發電，及太陽電池板作太陽能發電；利用垃圾分解所釋出的甲烷及二氧

化碳等氣體，更可推動燃氣渦輪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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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項發電的最大功率分別為 180kW、1700kW 和 20kW。另外，垃圾本身

和所佔的土地資源可在能源方面有所貢獻，減低浪費。

造林技術

垃圾堆填區本來給人又臭又髒的印象，但中央防波堤外側埋立地的垃圾山

卻像一片天然綠洲。原因是該堆填區在垃圾層

上種植了大量樹木。做法大概是在垃圾上舖上

約 1 米厚的泥土層才種樹，以避免垃圾發酵的

熱力危害樹木的生長。

種樹除了可借助樹根抓緊泥土和垃圾外，

更有助於城市綠化，改善空氣質素，降低城市

的氣溫。

堆填處理的好處与不足

好处

1. 幾乎不會釋出任何有害或會加劇地球暖化的氣體

2. 雖然垃圾會釋出甲烷，亦可有效防止它排到大氣層，更可將之燃燒發電，

減低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

3. 十分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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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 浪費土地資源，特別在地少人多、寸金尺土的東京等大城市

2. 為了有更多的堆填空間而作出的填海工程會污染環境

3. 堆填區壽命短，一旦飽和了便無法再使用

4. 在垃圾的重量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堆填區其實正在不斷下沉，但速度卻因

为位置和重量有所不同而有很大落差。結果，堆填區在飽和後亦不可在上興

建任何建築物

焚化處理

焚化處理是指以高溫焚燒各種有機材料或物質以縮減廢物體積。在日本，

紙張、木、食物渣滓等，基本上都是可燃垃圾。

舊式焚化技術問題

舊式的焚化爐十分簡陋。而且，直接收集回來的垃圾，事前沒經過分類的過

程，就会进行燃烧处理。因此，舊式焚化处理会造成以下問題：

1. 資源浪費，有些本來可循環再造的物質也被燒成灰燼

2. 因當時的設備不夠完善，令很多垃圾未能完全燃燒，排出碳氫化合物

等物質，形成黑煙，加劇空氣污染和全球暖化的問題

3. 塑膠或其他物質在燃燒時很容易產有有害物質如二噁英，危害人體健

康

4. 燃燒垃圾需要大量電力，龐大的能源消耗加劇能源短缺的問題

基於以上原因，焚化垃圾遭到不少團體的反對，很多國家已沒有再使用焚

化技術處理垃圾。

日本現代焚化技術

日本經過不斷研發，現在使用的焚化技術已沒有以往的問題。日本的焚化

設施可以超越最高的環境保護及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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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全國實施非常嚴格的垃圾分類措施，所以可回收的或燃燒時會生

出有害物的物質已被分隔出來，不致浪費和污染。

在燃燒效率方面，日本有焚化爐的燃燒溫度須

一直維持在 850 度或以上，並不斷均勻攪動，以確

保垃圾能徹底燃燒。

同時，高溫亦有效摧毀二噁英，令日本焚化爐

的二噁英排放遠低於歐盟的法訂標準。除此之外，

過濾措施亦令它們的懸浮粒子、硫化物、氮化物、

氯化氫、水銀等有害物在廢氣的濃度也相當低，部

分甚至達到測不出的極低水平。

雖然燃燒垃圾仍然需要大量電力，然而透過程序設

計和較有效率的新科技設備，已大大減低了不必要的能源浪費。而經燃燒產生

的熱能，可回收到鍋爐產生水蒸汽，再轉換成電能供給工廠內的使用，多餘的

熱能更可通過連接局部的熱電設施來供應區域的供熱體系。

焚化处理的好处与不足

好处

1. 可大大縮減垃圾的體積約九成，從而減少要送往堆填的垃圾量，間接節省土

地

2. 有些高危垃圾，如醫療廢料、牲畜屍體等，

有機會傳播病菌，而焚化的高溫可確保細菌

及病源體被消滅，是維持社區衛生的重要措

施

3. 燃燒垃圾所產生的熱力可用作發電

4. 燃燒後的灰燼沒有害，可送到堆填區或用作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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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 一旦系統有任何故障或損耗，便很可能會引致垃圾不能徹底燃燒，污染物便

可能排出

2. 高溫的焚化爐始終有爆炸和洩漏等的危機。2010 年 7 月也在神奈川縣發生過

焚化爐在維修時爆炸造成兩人重傷的事故

3. 興建和營運焚化爐需要龐大資金，由政府建設的焚化爐要很長時間才能回

本。然而，一般焚化爐的壽命只有 25至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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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行垃圾回收

日本每年排放出产业垃圾 4亿吨，生活垃圾约 5000万吨。绝大部分垃圾都
被用来填海或被焚化处理。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可再利用资源，还污染环境。

为了节约有限资源，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安全，上世纪末以来，日本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大力促进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形成。

相关法例

日本立法规范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汽车、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等的循环

利用。日本促进循环经济社会形成的法律主要有《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

《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等。

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

日本每年废弃 1800万台电视机、冰箱、空调和洗衣机，重量达 60万吨。在
这些废弃家电中，有各类金属 10万吨。

日本颁布和实施了《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该法规定，家电生产企业、销

售商、消费者有回收和循环利用废弃家电的义务，并且有义务负担部分费用。该

法还规定电视机、冰箱、空调和洗衣机四种家用电器是必须回收利用的。

生产企业在家电回收利用方面，必须达到标准。具体回收利用率为：空调

60%以上、电视机 55%以上、冰箱 50%以上、洗衣机 50%以上。在规定时间内，
生产企业若达不到上述标准，将会受到相应处罚。

消费者也必须为废弃家电的回收利用承担部分费用。费用标准为：空调 3500
日元、电视机 2700日元、冰箱 4600日元、洗衣机 2400日元。

消费者在废弃大件家电时，先打电话给家电经销商，由它们负责收回废弃家

电。家电经销商将废弃家电集中起来，并送到主要由家电生产厂家出资设立的「废

弃家电处理中心」，将其分解，并按资源类别进行循环利用。

截至 2002年底，日本的家电生产厂家已经在全国建立了 40家废弃家电回收
利用研究中心和处理工厂，负责废弃家电循环利用的研究和处理。据统计数据，

2002年度全国的处理中心和工厂共接到 1015万台废弃家电，在家电回收利用方
面基本上达到了政府规定的要求，一些家电企业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例如，

三洋电机公司 2002年度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回收利用率，分别达
到了 81%、62%、61%和 80%。

可以说，日本的废弃家电循环利用已取得了良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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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循环使用法

日本每年生产约四百万部报销汽车，这些报销汽车包括了有用的金属和其它

装置。

回收的工作一向由分拆公司和切碎厂负责。但由于堆填区的容量越来越少，

减少报销汽车残余部份的工序变得更加重要。

为了建立一个适当的回收处理系统，《汽车循环使用法》规定汽车回收处理

需由相关业务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担当适当的角色。根据生产者延伸责任的概

念，汽车制造商和入口商均有责任回收气垫和分拆开的零件。

而政府制定了一个有效的网络以方便车厂回收工作，例如制定回收和出厂的

方法等等。

当车主购买新车时，部份费用将作为车厂的回收费用。管理组织会负责监察

这些基金运用，以防止车厂在回收汽车零件时由于开支过大而导致破产。而费用

的金额主要由车厂制定，政府则负责监察。

国民配合

日本政府提出的战略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企

业和国民都十分积极地响应，主动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工作：

日本理光、松下电器、新力、丰田汽车、三洋电机、夏普等公司都采取了有

效措施，基本上达到了「产业垃圾零排放」标准，即是将生产过程中排放出来的

垃圾不断进行循环使用，将所有都加工成各种有用产品，最后达到彻底消除垃圾

的目的。

日本早就对生活垃圾实施了分类，将那些可以重新利用的资源集中到一起。

在指定的日子放到指定地点，有关人员将垃圾回收，并送到指定地点再次加工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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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日本垃圾處理技術展望

為甚麼會出現垃圾？这是由於物品已经完成本來的用途，其本身再無作用

的結果。而基於人類的生活所需，這樣的物品卻又不斷產生。

對於未來的日本垃圾處理，相信有几大方向：

1. 減少垃圾的產生

2. 更妥善處理垃圾

3. 減低為處理垃圾所造成的負擔

減少垃圾的產生

市面上幾乎每種商品都伴隨着一些必要的、

卻會造成浪費的副產品，例如買汽水一定会有膠

瓶，電器一定会有紙盒和發泡膠。在日本這個把

華麗包裝視為禮儀的國家裏，改變包裝的形式，

盡可能地減少過度包裝，是困難但相當有效的減

少垃圾的方法。

「減少垃圾的產生」更可以指將已用完的資源循環再用或再造，使其不會變

成垃圾。現今日本已發明了一些油化化學再生法，將原本要送去堆填區的廢塑

料包裝，熱裂解或催化裂解為油與燃氣。日本早前以 15 億日元成立和建設的世

界首個綜合塑膠迴圈處理工廠，讓 10至 15%的能量被再生復用。

更妥善處理垃圾

雖然焚化是快捷方便的垃圾處理方法，但基於它的潛在危險性和對環境的

潛在破壞，應該逐漸減少對這方法的依賴。東京橫濱的政府也希望在 2012 年前

將焚燒的垃圾比例由 80%下降到 30%。

假若减低对焚化方式的依赖，大部分垃圾都要被運到堆填區。若可解決垃圾

堆填區因重量不勝負荷而不斷下沉的問題，讓堆填區在飽和後可供給作更完善

規劃的城市設計，便能够更加善用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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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减少垃圾固然理想，但在日本某些地方，甚至会以把垃圾量降至最低、

甚至零作为展望。例如是大城市的东京，零八年的垃圾年产量相比二十年前，已

经减少近一半，足见城市文化并未影响环保作为主流文化。而在德岛县上胜町，

居民期望能够在 2020年实现「零垃圾」的目标。

減低為處理垃圾所造成的負擔

日本的垃圾處理政策是在每星期的特定日子，由专人收集垃圾運往處理中

心。如此一來，垃圾必需在個人家居內或者街道上擺放一段時間，造成各種不便

與衛生問題。而且，垃圾的收集也需依賴運輸和多次繁複的分類程序，浪費金

錢和時間。

現在日本已發明了不少以家居或工廠為單位的垃圾處理及回收技術，例如

桌上油化裝置可把平常難以回收的水瓶膠蓋催化成油，作為能源使用。这样便

可以省略中間的運輸及重覆分類程序，節省金錢和時間之餘，更有助減低對中

央垃圾處理系統的

壓力，延長它的壽

命。因此，將這類

桌上垃圾處理裝置

普及化是有很大益

處的。

另外，日本的嚴格垃圾分類對保護環境起

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人類使用的物品有時未能

被準確地界定為可燃、不可燃或是可回收，導

致在日本的不同縣甚至不同市，都有不同的分

類法，令人們以至是外國人難以適應。

因此，在未來必需將垃圾分類統一，減低

對市民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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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垃圾處理文化

無可否認，日本人對生活的認真處於相當高的水平，當中亦包括其於垃圾處

理方面的文化表現。

即使没有经过从小至大的环境熏陶，来到日本的新移民，要适应日本的垃圾

处理文化，同样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协助。这是有助他们融入传统日本人的生活

和文化。

國民教育

日本的家長和學校，在兒童幼年時已開始教導他們正確處理垃圾的方法。因

此，日本人在垃圾處理方面，除了受到政府和輿論壓力的規範，自身的家庭對

個體的垃圾處理亦有相當高的要求。

正因為每個家庭認真地進行正確處理垃圾的教育，配合學校、政府宣傳，

使保護環境逐漸成為日本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反過來看，這种家庭压力同時亦

成為了一種社會壓力。特別是在鄉鎮農村，由於當地人都彼此認識，不把垃圾

好好分類的人自然會備受鄰里的批評和指責。

而在某些地區，垃圾處理更設有明確的惩罰制度。例如在橫濱，不按建議處

理垃圾的人需要接受指導、勸告、甚至命令。這些小区壓力可作為家庭持守垃

圾教育的推動力，亦可成為個別家庭的壓力來源之一。換言之，家庭壓力和社會

壓力兩者相互影響。

垃圾分類文化

另一方面，日本人的認真亦可體現於他們對垃

圾分類的一絲不苟。

由於地理環境和交通情況存在差異，日本不同

地方分類垃圾亦有不同。除了可分為可燃物、不可

燃物、資源類、粗大類、有害類等的類別，不同地方

會再把垃圾細分為其他子項目。例如，橫濱市便把以上類別再細分十類，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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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款多達五百一十八項，就垃圾的新舊程度、數量、大小作出不一樣的處

理。

而收集垃圾的日期、時間，甚至收集內容

亦有地方性差異。例如，東京都港區會在週一

上午收集不可燃垃圾，週二上午收集資源垃圾

等等。

當新移民來到日本，在居住地的政府進行

登記時，同時可以領取當地有關扔垃圾的規定。而在入住出租房時，房東亦會

提供扔垃圾規定的提示。部份行政區甚至會在年終，為居民送上來年的日曆，

在上標明收集不同垃圾的日期。

由此可见，不难发现精确的垃圾处理法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和文化的重要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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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日本能源政策

背景

在 1970年代，中东石油减产，油价飙升，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对当年还十
分依靠制造业的日本来说是极大挑战。日本政府实时调整国策，提出国家节能目

标，表明每年要节约的石油耗用量，将节能化成具体目标。

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之「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
会（COP3）所通过的管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要求日本于 2008 年至
2012年间应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达成较 1990 年排放量再减 6%之目标。由于
日本节约能源已作得相当彻底，要达成上述目标相当不易，故日本需要再强化推

动节能工作。

内容

日本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实现 3Es的共同发展，即是：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Es中的三个因素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归纳起来的时候，日本的能源政策包括石油安全及储备、新能源发展、节约能源、

环境保护。

石油安全及储备

日本进口石油大部分来自安全形势极不稳定的中东地区。因此，近年来，日

本提出旨在分散风险的综合资源战略。日本强化石油与天然气的自主开发，降低

石油依存度；日本亦大力推行能源外交，积极推进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

石油的战略储备是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1970年代初，日本先后制定了《石
油储备法》和《天然气储备法》，建立了战略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制度，并通过立

法强制国家和企业进行储备。日本的石油储备有政府和民间两个主体。

新能源发展

日本为了开发新能源技术，在 1974 年开始推动阳光计划。在 1993年，日
本将阳光计划、月光计划等等整合为一体的「新阳光计划」，着手进行同时解决

持续成长与能源环境问题的创新技术的开发工作。

1994年地球永续高峰会召开后，日本「总和能源对策推进内阁会议」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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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能源导入大纲」，成为日本新能源发展之政策基础，宣示政府需寻求新能

源及再生能源。

1997年，日本内阁决议正式通过「环境保护与新商业活动之发展计划」，作
为政府实施新能源和再生能源行动方案之一，将新能源及再生能源工业成为新兴

工业中之一。同时，「促进新能源利用之特别措施法」被制定，政府需实施措施，

以加速新能源及再生能源之导入和使其普遍化。

节约能源

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产业部门节约能源工作作得相当积极。由于追求生活

便利及舒适，以及办公室自动化等因素，使得民生部门及交通部门占能源消费结

构比例增加。因此，日本加强推动民生部门及交通部门之节约能源工作。

为了节流，日本于 1978年开始推动节能技术研发的月光计划。2009年 4月，日
本政府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强化日本的绿色

经济，实现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等中长期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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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日本能源措施

节约能源

企业方面

在监督管理企业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标准的方面，日本

有一套完整的「首相—经济产业省—下属的资源能源厅—
各县的经济产业局」「四级管理」模式。

而为了鼓励节能，日本实施多项财税政策。企业使用

指定节能设备，可选择设备标准进价的的特别折旧或者税

额减免。政府又会对于企业引进节能设备、实施节能技术

改造给予补助，并且由经济产业省支持技术研发等活动。

日本政府又调整产业结构，鼓励企业由高耗能重工

业，向较节能的高增值精密仪器及电器等产业升级。

在政府引导下，日本企业纷纷将节能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重视节能

技术的开发。

社会方面

日本政府透过立法，为建筑物的设计、施工等定下标准，减少能耗。日本又

加速建造节能型建筑，争取到 2019 年有 50%的房屋达到节能要求。

日本政府亦都连手企业推出包括拟针对冰箱、空调产品在内的节能家电换代

补贴、微波数字电视天线补贴活动，以刺激家电市场更新换代消费。经济产业省

协助制造厂商、家电连锁店等实施节能家电大规模普及宣传活动。

在 2009年 5月，日本启动支持节能家电的环保点数制度。国民只要购买节
能达标的电视、空调、冰箱等三大类家电产品，消费者就可以获得不同的环保点

数，换成商品或商品券，用以购买节能产品，兑换环保产品的商品券等。日本期

望通过将日常消费行为固定为社会主流意识，集中展示绿色经济的社会影响力。

新能源发展

太阳能

日本政府实施「住宅用太阳光电系统补助计划」，以鼓励民众使用太阳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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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仅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县甚至村镇等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力度较

大的有大阪、静冈、爱知等地区。

电力公司又实施「净电表计量法」，系统设置民众可与电力公司签订契约，

将系统白天产生的剩余电力以与电力公司售电之相当价格，卖给电力公司。

在 2009年，日本再度启动太阳能屋顶计划，又计划在公立中小学里集中安
装太阳能发电设备。

风力发电

近年来，日本风力发电机急遽增加。随着大型风场计划的增加，日本风机的

建置成本已下降。日本企业计划发展功率更大的风机，并在横滨进行测试。

日本对于风力机设备除给予补助外，风力发电剩余电力亦可售予电力公司。

洁净能源车

日本积极普及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车，对环保型混合动力汽车提供补助金。

在 2000年底，日本洁净能源车总计共有六万多辆，燃料供应设备计有七百多处。
日本希望 2010年洁净能源车数量能达到 348万辆。

日本又计划到 2020年，将洁净能源车的占有比
例提高到 50%，并力争打造 10个「电动汽车先进典
范城市」。

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相对成本过高，当成本下降达量产规模，就可

与商用电力竞争。因此，日本藉由政府及公用事业带动燃料电池的先期需求。

日本为发展燃料电池，在经济产业省专门

设有「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日本政府

又计划投入资金 110亿美元进行研发，在 2010
年前使燃料电池的总装机容量达到 220万千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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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行动

全国性运动

「チーム•マイナス 6%」（Team Minus 6%）

日本在簽訂京都議定書後，於 2005 年 4

月實施「チーム•マイナス 6%」國民運

動，由日本首相作為運動領導角色。这
个运动是集结日本全体国民的配合，包括政府机关、公司行号、民间团体，以及

个人，来减低日本 6%二氧化碳排放量。

「チーム•マイナス 6%」有以下六項具體內容：
 冷气设定在摄氏 28度，暖气设定在摄氏 20度。
 节约用水。

 电器不用时拔掉插头，节约用电。

 选购环保及省能的产品。

 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实行效率驾驶。

 减少过度包装及塑料袋之使用。

「チャレンジ２５キャンペーン」（Challenge 25 Campaign）

2009年 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议中，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
日本在 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 1990年排放量，将致力削减 25%。

「チャレンジ２５キャンペーン」是一個全國性

運動，視為是「チーム•マイナス 6%」的延續，

加強削減二氧化碳排放，以防止全球暖化。这个
运动提出 6个挑战，并且有 25项建议措施让国
民坐言起行。

日常生活行为

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通过电视、网络、发行刊物、举办讲座等形式，向消费者提

供节能知识。日本长期进行节能宣传教育，使节能措施已经能够细化到日常衣食

住行的方方面面，亦成为多数日本人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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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方面

自 2005年起，日本实施「COOL BIZ」和「WARM BIZ」的商业模式。这个模
式鼓励上班一族更改衣着模式，提倡夏天穿

便装，秋冬两季加穿毛衣；男士不打领带，

女性放弃裙子改穿裤子等等。

这个措施之下，公司在夏天可将冷气的

设定温度，从原先的摄氏 26度上调到摄氏 28度；在秋冬可调到摄氏 20度。据
统计，仅夏天冷气温度设定调高摄氏 2度，办公室便可节能 17%。

饮食方面

日本人总结了一整套从购买、保存烹饪再到废弃各个环节详尽的节能窍门。

在购买食物的方面，日本人提倡购买当季蔬菜和水果，因为生产反季节的蔬

果往往耗费更多能源。日本人亦尽量选择产地较近的产品，这样可促使商家增加

从邻近地区进货，从而节省运输中消耗的能源。

保存食物时，日本人不将冰箱塞得过满，以免影响冷气循环。冰箱温度应随

季节调整。冰箱放置在远离炉灶、通风阴凉的地方，每年就可以节约电能。

在烹饪食物环节，日本人的能源帐也算得一清二楚：假如每天三次，每次将

一公升摄氏 20度的水煮开，那么用中火煮比用大火煮每年可节省更多燃气。

居住方面

日本人从房子建造开始就充分考虑到墙

壁、地板的隔热性能。而且，日本人能思考怎

样设计窗户的数量、大小和位置，才能利用最

大自然光，使房屋通风良好等等。

日本家庭在有效利用排放的热量方面也

各有绝招，例如一些家庭把洗澡的热水过滤

后，用水泵抽入洗衣机再利用等。

交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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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日本家庭的轿车只在外出游玩时使用，平时上下班人们更愿意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

开车时，日本人亦会注意保持「经济速度」，不急起步，不猛加速。时常检

查车胎气压是否合适，不运载无用的负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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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日本能源发展

未来技术

发电

只要透过太阳能、风力、地热能等天然能源，加上核能等的大规模发电，就

能够营造一个能善用地域的风土气候和环境的社会。

用能量损失较少的超电导电缆，以及编配储电系统等，

这些有效率地使用能源的技术也将会变得普及。

汽车

本来无法使用的低质量石炭，将可以液化为汽车燃料。

日本又会继续大量引入使用洁净能源的燃料电池车，车身也将会使用生物由

来的塑料。供应氢能源给燃料电池车的氢能站取代传统的汽油站，并且变得普及。

人工卫星、道路、都市机械人等也将会和普遍已有的技术，组成一个网络，

让环境情报的发送和接收变得可能，营造绿色驾驶，减少燃料使用。

住宅

多样的分散型能源社会，如果能够把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过程展示给我们，就

能够让我们加以注意能源的重要性。

在未来，使用太阳能及燃料电池的双重发电系

统、备有储电系统的新能源住宅，将会变得普及。

利用地下水和地表温度差距，分别吸热和散热以达

到暖气和冷气的效果，加上有效率地运作的热泵，

来实现能源节省。

未来建筑则会运用轻且坚固的的先端复合素

材 CFRP，以及坚固且有高采旋光性的超硬玻璃。内外的装修也将采用光触媒的
物料，以防污物及有害物质黏着在建筑上。

家具电器和室内设计亦不再使用有害化学

物质或，而用容易循环再用的制品。例如是有

机 EL照明既薄又可弯曲、加上可有效发出多彩
的光，也将会被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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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日本国内经济对石油的依存度，从 1970年代的 71.9%下降到目前的 50%以
下。日本政府希望新能源比重将不断上升，到 2030年可以将对石油的依赖程度
降到 40%。或许不远的将来日本转变为能源输出大国不再是梦想。

日本提出的绿色经济发展目标，旨在改变目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社

会经济良性发展。日本的低碳革命如果能够得到顺利实施，将对日本产生积极影

响，对政府、企业以及老百姓都有借鉴意义。

现时日本不少正在进行的研究，就是去解决环境的和能源资源所面临的根本

问题。在有限的资源及全球暖化的背景下，为了能在顾及环境的同时享受到舒适

的生活，人类必须平衡能源的使用。



24

总结

日本根据垃圾的不同特性，将其分类，坚守「3R」的原则，减少垃圾的同时
也大力发展造林技术。当然，当中也有些漏洞，例如是焚化炉爆炸和泄漏等的危

机，是需要填补的。

日本通过制定能源政策和与之相对的能源法律制度，解决了能源安全问题、

环境问题，为保持经济增长，构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使其摆脱了

依赖石油型的传统能源政策束缚，发展成为能源多样化的国家。

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日本有几方面是值得借鉴的：首先，促进能源的多元化，

加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水力、风力、地热和太阳能等等可

再生能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其次，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节约

能源已经被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最

后，提倡全民参与的节能运动，通过大众传媒宣传节能政策，增强人民的环保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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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掀起「绿色经济」潮》－澳洲日报 2009年10月22日
《日本能源战略启示录》－经济参考报 2009年11月3日

《日本新能源政策及发展之介绍》－徐杰辉

《日本防制地球温暖化对策及新阳光计划》－刘哲仲、王炳琳、林崇成、朱博祥

《2025年エネルギーと暮らしが変わる!?》－新エネルギー・産業技術総合開発

機構

チーム。マイナス6%－http://www.team-6.jp/index2.html
チャレンジ２５キャンペーン－http://www.challenge25.go.jp/
先端技术馆＠TEPIA－http://www.tepia.jp/
日本环境省－http://www.env.go.jp/en/

http://www.team-6.jp/index2.html
http://www.challenge25.go.jp/
http://www.tepia.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