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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

一) 换购环保车

环保车是由电池,净洁柴油或是氢气推动的汽车. 由于该类汽车不会排放如氧化
碳和碳氢化合物等废气, 它们对环保的污染跨传统燃油汽车少. 为了推动市民改
用这类环保车, 日本政府于 09 年实行环保汽车补贴政策, 为每位有意购买环保
车的市民提供最高 25 万日元(约 2 万港元)的补助.

二) 绿化小区

日本的城市规划重视绿化区的建立,包括在建筑物四周种植树木. 例如在繁华的东京
市内我们不难发现大厦四处都有青葱的植物. 2010 年英国时尚杂志《Moncle》公
布的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市排行榜中日本东京排行第四. 而人均享有的绿化区域就是
的评估准则之一.另外,到2013 年东京将再增加 200 公顷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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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家居垃圾分类

(负责组员︰邱政熙)

与大家在日本街头，袋着几张用完的纸巾，拿着两个空的胶樽，东张西望找垃

圾桶时的痛苦相比，在香港掉垃圾几乎可以用幸福来形容。

从 1980 年开始，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非常严密的垃圾分类制度。每年
12 月份，日本的每一家住户都会收到一张来年的特殊「年历」：每个日期都用
黄、 绿等不同的颜色来标示，每一种颜色代表在哪一天可以扔哪种垃圾。

垃圾弃置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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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附有图文，说明哪些垃圾要用怎样的方式弃置，为垃圾处理作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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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 时日方的家人正在解构胶樽进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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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放进所属的垃圾桶

日本通常将垃圾分为 4 类：

1︰一般垃圾，包括厨余类、纸屑类、草木类、包装袋类、皮面制品类、容
器类、玻璃类、餐具类、非资源性瓶类、橡胶类、塑料类、棉质白色恤衫以外的
衣服毛线类。

2︰可燃性资源垃圾，包括报纸（含传单、广告纸）、纸箱、纸盒、杂志（含书
本、小册子）、旧布料（含毛毯、棉质白色恤衫、棉质床单）、装牛奶饮料的纸
盒子。

3︰不燃性资源垃圾，包括饮料瓶（铝罐、铁罐）、茶色瓶、无色透明瓶、可
以直接再利用的瓶类。

4︰可破碎处理的大件垃圾，包括小家电类、金属类、家具类、自行车、陶瓷
器类、不规则形状的罐类、被褥、草席、长链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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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常将垃圾分为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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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时居处的 2 个垃圾桶，用以收集不同类别的垃圾

Homestay时日方同学的校内的 2 个垃圾桶，收集不同类别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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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日本横滨市将垃圾分类数量增加到 10 类，并给当地居民分发了一
份 27 页的「生活垃圾分类弃置手册」。手册共涉及到 518 种不同的垃圾。希望

在未来 5 年内，提高垃圾的回收总量，将焚烧的垃圾比例由 80%下降到

30%。 手册中规定：唇膏属于可燃类；唇膏管子属于小金属或塑料类；高度不超

过

30 厘米的铁罐属于小金属类，超过 30 厘米的则属于大型废物；单只袜子归于可
燃类，成双的则归于旧布类。

一字排开的垃圾桶，收集不同类别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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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1995 年-2004 年的消费总量及垃圾的回收总量

从家用垃圾袋来看，不同，共分为迷你、小型、中型和大型 4 种，可视需要在
超市购得，而价位则分别为 100、200、400 和 800 日币，每包有 10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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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丢垃圾用的垃圾袋，也由垃圾收集公司指定，而且要在袋上写上家

宅名字，方便计算垃圾费，因为在不适当的时候丢错垃圾是要罚款的。亦因此，

日本很少在街道上提供垃圾桶，供大众免费弃置垃圾。

关于垃圾分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以前使用的垃圾袋都是黑色的。为了

方便垃圾回收人员的分拣，增加垃圾分类的透明度，日本政府曾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期，决定将垃圾袋全部改为白色透明的。对于日本人来说，生活垃圾装在透

明的垃圾袋中，是很不雅观的。而且，一些居民和公司都存有不少黑色垃圾袋。

对此，日本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反复讲明透明垃圾袋的意义和好处，并安排

了一段过渡时期，使剩余的黑色垃圾袋不至于浪费。透明垃圾袋的推广应用，使

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更加完善。

我们都知道，垃圾只有在被分类后才能更有效地加以处理，并大大的避免垃

圾处理对环境造成第二次污染。倘若，有机物质在含有氯的环境下燃烧，便会产

生少量的致癌物质︰戴奥辛（别名︰二恶英）。将所有垃圾送去焚化或者填埋都

是一种懒惰的、愚蠢的做法。懒惰早晚要付出代价。垃圾分类并不是多放几个垃

圾桶这么简单，市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环保要成功，不能是噱头，它要

是每位老百姓每天的必须的生活方式。

日本的家居垃圾分类 -完-

(负责组员︰邱政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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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科技的发展与普及

(负责组员︰邱政熙)

日本国土面积小，总人口数目高。客观的地理因素决定他们不能如其它国家

一样，采用堆填的方式处理垃圾。以前，他们最多采用的方式是焚烧垃圾。曾经，仅

仅在东京，便有二十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本的焚烧发电厂数量占全球的

70%。

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测验，使垃圾焚烧的后果突然揭露︰日本空气中测

得 的二恶英(一种致癌物质，多在垃圾焚化炉中产生)浓度，比其它工业国家多出

10倍，空气和土壤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因此，日本人改变思迹，将垃圾处
理的关注点由终端——怎样处理垃圾——转至开端——怎样减少制造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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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拖《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等与垃圾
减量相关的法律。力求以个人与家庭为单位，在源头上减少制造垃圾，并实行垃圾

分类。

二恶英的化学结构

着力解决二恶英问题，日本政府因而大力推动促进垃圾末端处理无害化的技

术，加大了飞灰中二恶英控制技术的研究力度。目前日本已拥有熔融法、气相氢

气还原法、光化学分解法、电子束分解技术、低温等离子体等跨为成熟的处理二

恶英污染的技术。

二恶英问题最终得以舒缓。到 2003 年，日本二恶英排放量跨 1997 年减少了

95.1%，环境介质里的二恶英浓度也有所下降。

那时，日本亦推广加快开发垃圾再生利用技术。鼓励大学、企业界、研究机构

携手合作，共同研究，把垃圾从「终点」运回「起点」，促进物料循环利用。

同时，为抑制天然资源的消费量和废弃物的排出量，日本十分注重能源和环

境保护技术的研发。据日本内阁府 2008 年 9 月发布的数字，在科学技术相
关预 算中，仅单独列项的环境能源技术的开发费用就达近 100 亿日元，其中创
新性太 阳能发电技术的预算为 35 亿日元。

除了为人熟悉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外，日本还有其它高科技的能源制造方

法，如废弃物发电、生化燃料、冰雪能源、音力发电……音力发电是什么呢﹖电

流能使扩腼器震动发声。其实，反过来，通过震动和噪音发电也是可行的。

飞机的引擎运转时很嘈杂，在飞行过程中发电，这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不久的将

来也许会成为现实。



16

上午的东京五色樱大桥

下午的东京五色樱大桥

这项技术目前实验使用在东京五色樱大桥的照明上，这座桥上自日落至午夜

亮灯期间，部分电力便来自白昼时储存的振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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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物料和能源制造的话，政府作为一个单位，实行起来是最俱规模、最有

效率的。不过，减耗能源和物料的话，必须以个人或家庭作为单位，才是最俱规

模，最有效率的。

日本已在研发并改良燃料电池、燃料电池车、生化燃料车、氢氧动力车等等的

「环保车」及其电池。

多得科技产品公司的研究及开发。环保科技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汽车制造公司对报废汽车的部件进行回收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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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以沼气作为动力的新款汽车实现了污染的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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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 EP-801A 打印机是一款超薄型的新品，高度只有 15 厘米，跨该公司5
年前的同类产品实现了 60%左右的节能，体积减半。因为面新技术的渗入，使其
产品可以轻量化，减低对环境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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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包装图案直接打在礼品上，从而节省包装原料。



21

这个「悭水马桶」的最高处是洗手盘。洗手用的水会除即流下，成为冲洗马

桶的水的一部份。有效地节省用水和减少污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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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保马桶跟上述的「悭水马桶」有异曲同工之妙。利用的是饲养金鱼的

水。当然，金鱼是不会被冲进马桶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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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跟大家多介绍一个马桶—一个「高山马桶」—。

中国人有句偈后语︰高山上倒马桶—臭气熏天。

这是马桶。

这是高山。

大家知道这里不可能臭。

因为这是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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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高山马桶」是环保马桶，是每天可以处理 500人粪便的高性能厕所，傲然
的屹立在富士之巅。

混合「生物（锯屑）厕所」

「水净化循环式（牡蛎壳）厕所」

和「焚烧式厕所」 于一身。整个 尿液、粪便的分解过

程无色无味无臭，解为水份和二氧化碳。象徽着日本人︰

学习并亲近富士山的大自然，感谢其富饶恩泽；

认真保护富士山的美丽自然，孕育丰富的文化；

减轻对富士山自然环境造成的负荷，寻求人与环境的共生；

为了保护富士山的环境，每个人都积极行动；

将富士山的大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永久传承于后代。

（节录于静冈和山梨两县于 1998 年制定了《富士山宪章》）)

环保科技的发展与普及-完-

(负责组员︰邱政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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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政策-----国民教育
日本政府对环保的工作十分重视，而国民教育更是重要的一环。政府透过不同途

径培养人民的环保意识，例如以不同的媒体宣扬环保信息，最重要的莫过于日本人从

小在学校的环保教育。教育是指现代日本社会在节能环保理念的日常教育，以致广泛

社会充满着参与节能环保的气氛，日本国民强烈的环保意识来自锲而不舍的环保教

育。

日本环保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层面进行。

在学校教育方面，环境教育被纳入义务教育法，进入中小学课本，列为学生必修

课，从小给孩子传授环保忧患意识和节能环保理念，亦会让孩子参观及认识不同的环

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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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还通过建设环境教育馆、环保俱乐部、编制通俗环保教材、

成立环保民间组织等多种方式，提高公民环境意识。在我们的旅途中，也参观了此等

机构如 Urban Farm，加深我们对城市环保概念的认识。

甚至连生态工业园、超级环保小镇等环保设施聚集区，都成为环境教育基地供市

民参观、游览，我们参观了的中央防坡堤垃圾填埋处理厂正是一个例子。



27

由此可见，日本对于国民的环保意识教育从小便开始，由家庭培养，至学校教

育，最后便能应用于社会的层面。

经过了 JENESYS这个交流计划，我们能亲身体验到日本人对环保的热诚，特别在
家庭访问那天，就能从一些很细微的生活习惯看出环保教育下的效用。

首先从最小的生活垃圾开始，日本的居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如果一

时之间找不到垃圾桶就会把垃圾带在自己身上，回家以后再放入自家的垃圾桶内 。

而日本街道上的垃圾桶真的寥寥可数，所以大多日本人都养成自行处理垃圾的习惯。

而我提出疑问，问他们出门时是否要预备一个垃圾袋去处理一整天的垃圾，他们便回

答说最好的方法便是减少制造垃圾，可见他们的环保意念。有一次，我们吃完雪糕

后，剩下包着雪糕筒的纸，当我正在找垃圾桶的时候，我的交流同伴已替我拿走并说

要拿回家放进废纸回收箱；这证明了日本人自行处理垃圾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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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日本人还有一个的习惯，就是把喝完的可乐、吃完的布丁等的瓶子

上的商标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用清水洗一洗，才丢到装瓶罐的垃圾

桶内等待回收。可见环保教育清晰而仔细，并且生活化。

我的寄宿家庭在东北町，他们会在家用有机的方法种植蔬菜，然后带到小镇的中心售

卖。这样不但令镇内的人取得更新鲜的蔬菜，还减少运输时所需能源或蔬菜变坏而浪

费的情况。

他们告诉我这是种植蒜头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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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我们的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车内的电子仪器便会发出提示，说道：

是时候要让车子休息一下了！这样便不会让车辆长期消耗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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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方面，差不多所有学生也会携带饭盒回校，份量因个人而定，不会浪费，

而他们的习惯是将所有饭盒内的食物要全部吃掉，并会清洁饭盒循环再用。

至于室内温度的国民教育，前首相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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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一郎公开提倡「公务员不要穿西装、打领带，办公室冷气就不必开太冷」，以 28
℃为标准的温度来节约能源，这颠覆了日本上班族传统的正式西服穿着，获得了不少

企业及上班族的响应，可见日本国民教育一呼百应。而日本人也尽量减少使用冷气，

即使使用冷气，温度也不低于 25度，以达致最环保。我们最能感受得到的，相信是
乘坐旅游巴士的时候，因为日本的车辆停车便会关上空调设备，以节省能源。虽然我

们每次上车的时候车内总是较局促，但是为了响应环保大家也不会介意。

总括而言，日本对国民环保教育十分重视而且投放很多资源于此，这样渐渐培养

出日本人民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并让环保融入于生活当中，变为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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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电动车辆在行驶时不会制造任何排放物，对于香港这个空气污染严

重的城市帮助很大。而且电动车辆的驾驶 成本通常亦比汽油或柴油车辆的驾驶成

本低，有研究指出 行驶一公里只需毫半。

其次是香港地窄人多，环保电动车节能又静腼，加上体积较小型，适合在港特别

是闹市行驶。

图片来源: 环保署

路边空气污染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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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日本政府提供很多现金资助以普及电动车

中央政府会补贴汽油车与电动车之间的一半

差价

扣减后县政府再就差价补贴一半

个别市政府，如横滨市会再提供余下差

额的一半补贴

令电动车贴近汽油车价水平

所以日本居民很愿意购买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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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1. 政府建议将今年3月31日届满的电动车辆首次登记税豁免延长至2014年，以一

部售价15万元的电动私家车为例，可获豁免5万元首次登记税。这是一个很大
的诱因，可以鼓励市民购买环保车，为环保出一分力。

2. 中电为进一步推广环保电动车在港普及，特别推出免费充电服务，直至2010年

12月底。同时，领汇及威信亦会为使用充电服务的电动车用家，提供免费泊车
优惠。相信以上两种优惠都可以吸引市民转用环保车。

(图片鸣谢：香港电灯)

电灯公司正在使用电

动车

1. 其它机构的支持及配套
(a)

两家电力公司去年已公布，在停车

场增建电动车充电站，其中中电设

21个，而21个充电站将于年底前逐

一启动。而港灯则有7个， 部充已
启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更是本

港首个私人停车场提供充电服务，

率先开放六个电动车免费充电及泊

车位。充电站对于电动车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因此有充足的充电站有

效推广电动车的普及。

(b) 中电引入首部快速充电器，可于十数分钟时间，便能让电动车有足够电力行走60公里。 这可以
解除一些市民因害怕突然失去电力，要充电多个小时才可继续行走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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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研制

香港理工大学及本港企业 EuAuto

Technology Limited携手研发的环保

电动车mycar。 mycar 更得到香港
特区政府的高度关注，香港创新科技

署更拨款二百万资助部分的研发工

作。

本港多间企业早前已订购约10部

MYCAR，包括机管局、港铁及理大

等。机管局订购了3部安装冷气的两座

位私家车，每部约12万元，其中2部日
前已运抵机场。

自行研发电动车可以使产品根据

香港的条件及情况作为调适，而且售

价也跨便宜。

图片来源:IM O 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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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的支持

虽然环保车未必可以依靠内地生产，但内地生产的汽车电池和充电插头应可适用于 香

港，香港可充分利用这些廉价的副产品，推动环保车在香港的发展。

当然不是! 如果想有效

及全面地发展电动

力，有很多困难是需

要克服的。

1. 成本高昂

香港政府以四十九万港元一部的价钱在外地购入自用的电力车，价格高 昂，

纵使政府豁免了车辆首次登记税，对于一般市民来说，仍然是难以负担，以

及打击市民购买电动车的意欲。

建议的解决方法:

~参考日本政府的方法，为市民补贴电动车与燃油车之间的差价?

~大力鼓励本地企业研制低成本的电动车?

如理大MYCAR的售价只是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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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动车本身的不足

电动车辆亦有缺点，例如充电需时甚久，每次完全充电需要六至八小时。而

每次充电后只能行驶跨短的距离，每次充电后可行走最多200公里。这些缺点
都减低了电动车辆的普及程度。

建议的解决方法:

~增加快速充电站?

~研究出更短充电时间的电动

车??

~政府提出更多的优惠以吸引

市民?

为了蓝天白云，市民能牺牲少许方便，接受电

动车吗?

3.生产量严重不足

目前全港只有31部电动车。 车厂生产

电动车无期，政府只能争取

市场上仅有的电动车款跮来香港试

用、销售。 目前与港府有合作协议

的三菱，于 2010至11年度，会预

留100辆配额予 香港。

如果想电动车全面地在香港普及，首

先必需要有足够的数量。同时,要把电
动车在政府的层面以外扩展出去。

4. 忽略了本地汽车工业的发展

政府积极引进外国电动车到香港，反

而忽略扶持本土电动车厂

例如港府未有以行动支持港产科研成

果(如 mycar)，反而一口气购买10

部 日本三菱制造的iMiEV电动车。

另外，虽然My Car的研发公司

EuAuto Technology曾得到政府的创
新科技基金资助，但那资金数目不足

支持一间车厂的发展。

建议的解决方法:

~扩展电动车的用途

(参考日本神崎县将电动车用作警车)

~增拨资源予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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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交流的9日之中，我们都深
切地体验到日本人的环保精神。身为

香港人，我们都想知道回收箱在香港

的成效以及它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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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站

学校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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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妥善并及时处理垃圾，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具体措

施。

以东京为例，市政府将垃圾

分为“可燃物”、“不可燃

物” 以及玻璃瓶和铁铝罐

等类， 并统一发放回收

桶，要求居民按不同类别将

垃圾放入不同的垃圾箱内。

尽管分类放垃圾比跨麻烦，

由于人们环保意识比跨强，

大家还都是很认真地去做。

另外，日本有关部门将垃圾

回收箱放到了一切可以放的

地方，如商店、公园、停车

场、街头、广场等，垃圾回

收箱在日本几乎是随处可

见，并有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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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特瓶

日本政府还为各项可

以回收的东西设计分

类标签，方便市民在

家中或学校等地方，

正确地分类。

纸制容器包装

塑料制容器包装 铝罐 钢罐

干湿废物分类试验计划在二零零五年推行，政府资助推行这个计划，鼓励居

民从家里开始将废物分为干、湿两类，为期一年。

干湿废物分类试验计划于港岛东区其中四个屋苑推行，包括爱蝶湾、杏花

(上 )、豪廷峰和鲤景湾，共7,877户，人口约24,000人。干的废物会在废
物转运站分为胶樽、纸张和铝罐等七类，然后变卖，而湿的废物则会弃置到

堆填区。

然而，计划开始至今，参与率只有约两成。

图片:环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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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政策工具与措施包括：

• 减少弃置废物，节省付费──

引入废物收费，促使市民改变

消费及弃置废物的习惯。

• 废物源头分类──提高整体都

市固体废物的回收率，由
2004 年的 40% 提高至2014年
的50% 。

• 支持回收业──兴建环保园及

引入生产者责任计划。

• 减少废物体积及最终弃置──

扩建现有堆填区及启用综合废

物管理设施。 图: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近年来回收数量上升，但这是因为垃圾的
数目上升了，还是市民的积极参与呢?

1.环保教育不足

要做好废物回收，政府必须提升

香港人的公民意识。台湾有二千万人

口，每天制造二千二百吨易腐烂的废

物（主要是住宅和食肆的食物废 物）

﹔香港只有六百多万人口，每天 却制

造三千六百吨。

而本港邻近地区市民的环保意识比

香港市民高，如日本人会自动自觉把

垃圾分类，然后每天把不同种类的垃

圾拿到家门前，让回收车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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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收的利润少

政府一向拒绝资助回收商，对于回收业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避

免造成不公平。虽然政府一直以间接的形式资助回收商，例如为回收商提

供短期租约的用地，并规定这些用地只能用作回收发展，藉此降低回收工

场的跮作成本。另外，政府也实施「示范计划」，资助回收商发展和引进

新的回收技术。

但是只提供短期租约不足够。发展商要投资和发展，其实三至五年的租

约不够，而且风险太大，令香港的回收业局限于小规模。

政府早前收回启德一幅已发展作回收用途的土地，又不愿意另觅地方安

置该回收商，正是政府对回收商协助不足的明显例子

3.香港地少，难以实行家居回收

香港的楼房比较细，寸金尺土，市民缺乏

地方去进行家居分类回收的工作。而且很

多市民都是在职人士，早出晚归，没有时

间及心机进行不同的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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