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觸覺香港有限公司 

2013 - 2014年度會務報告 



 

環保觸覺2004年成立至今已到第十年。由

當初的註冊社團至2010年6月成功申請為非

牟利慈善團體，十年來的發展雖未算一日

千里，卻沒有原地踏步，實在多得一眾幹

事與義工的堅持與支持！本會將繼續透過

調查、監察，點出社會有違環保的現象，

以提高香港市民環保意識及觸覺，從而達

至一個更環保的社會，令下一代的生活及

生態環境得到保障。 
 

(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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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報告 

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已成為香港

人表達訴求的其中一個方式。本會

希望市民向政府反映意見的同時，

亦能為保護環境盡一分力。2013年

已是本會第五年於七一大遊行設立

街站，街站分別位於灣仔軒尼詩道

368號交通銀行(天樂里口)及軒尼詩

道修頓足球場位置，主要收集遊行

人士已閱讀的傳單及膠水樽，並向

公眾宣傳生活上的環保小貼士，鼓

勵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為

緩減全球暖化共同努力之餘，亦將

本地規劃議題如新界東北發展及盲

目填海拓地等向遊行人士闡釋。 

七一回收活動2013 

當日活動約有40位義工及幹事參與，回收後的紙張及金屬交由梁輝

記公司處理，塑膠則交由仁愛堂環保園處理。是次活動有賴一眾義

工的積極參與及途經的市民支持，本會對他們為保護環境所作出的

努力，致以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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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無冷氣夜2013 

「香港無冷氣夜」是本會一年一度的全港節能活動，此活動透過少用冷氣作

為切入點，令市民能夠反思日常生活用電模式，減少濫用空調，明白節約能

源的重要。活動透過邀請全港市民在舉辦當日晚上7時至翌日7時關掉冷氣機，

以少用冷氣作為切入點，喚起大家關注家居用電量年年上升，令市民能夠反

思人常生活用電模式，減少濫用空調，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從而身體力行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加強環保意識。 

2013年9月10日 
「私人屋苑樓宇冷氣機位設計」發佈會  
 

本會在2013年8-9月抽樣調查不同時期落成的私人

屋苑樓宇設計，檢視冷氣機的位置，發現部份冷氣

機位置欠佳，也由於屋苑座距太近，形成酷熱天井

位以致熱力無法消散。是次發佈會主要提醒市民改

善依賴冷氣的習慣，以及對新訂立的香港建築環境

評估標準 (BEAM-Plus) 提出意見。當日本會亦邀

請香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細明先生介紹氣候變

化的最新現況，提醒大眾節能減碳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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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無冷氣夜2013 
 

2013年9月26日是本會舉行第四屆「香港無冷氣夜」。本屆活動共收到

50萬港元贊助，以協助推動節能減碳的環保工作，在此感謝社會各界包

括企業、學校及市民對活動的支持。 

 

活動啟動禮跳出大學校園，當日下午4時於香港中環天星碼頭7-8號碼頭

連接大樓地下舉行。據本會登記系統的數據，超過7萬5千個家庭及宿舍

登記：包括有273間學校（111間幼稚園、105間小學、57間中學）及15

間大學及大專學生參加；超過165間公司及機構支持參加，承諾向員工全

力推動；接近500幢大廈及屋苑也積極宣傳。參考電力公司提供之數據，

當晚最少已節省60萬度電，推算發電廠也減少排最少420公噸二氧化碳。 

 

活動亦邀請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參與並出席典禮，多位名人包括香港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立法會議員陳家

洛 博 士 、 學 民 思 潮 成 黎 汶 洛 同 學 等 拍 攝 短 片 呼 籲 ； 

數十位名人、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參與本屆「香港無冷氣夜」。其他詳

情可參考活動網頁：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http://noaircon2013.blogspot.hk/


5 

綠色聖誕 

綠色聖誕學校2013 
 

為使學生更懂得珍惜資源，以「綠色」概念過一個愉快的聖誕節，「綠色聖

誕學校」計劃參加學校需要在聖誕聯歡會符合以下最少三項，包括： 

 
(1) 交換／送贈禮物不用包裝紙；  
(2) 選擇少肉多菜的小食餐單； 
(3) 準確預備食物份量，避免浪費； 
(4) 大部份師生須自備餐具，減少使用即棄餐具； 
(5) 減少及重用佈置學校及課室的聖誕裝飾 及  
(6) 捐贈不合適的禮物，令物品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至2013年12月23日為止，本屆參與計劃的學校為215間，並已於12月20日

舉行新聞發佈會，並即場參觀綠色聖誕聯歡會。 

綠色聖誕學校計劃由環保觸覺於2006年發起，

至今已第七屆，過往過去共有近一千三百間

中、小學及幼稚園逾七十萬師生支持，也成

為百多間學校每年參加的環保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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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聖誕聯歡會環保程度調查2013》發佈會 
 

本會再度進行《學校聖誕聯歡會環保程度調查》，結果發現參與調查的中小學

在聯歡會當日，平均產生11.1個大黑色垃圾袋的垃圾量，由此可推算出全港

1,088間中小學於當日共產生12,100袋垃圾，足以填滿超過6個標準游泳池。調

查亦發現學界剩食及即棄餐具用量有明顯增幅，可能因校方在聯歡會中以方便

為先，及普遍憂慮「不夠吃」、「不夠體面」，結果造成浪費；另外，班內垃

圾欠分類回收處理的問題也需要改善。 

 

2013年聖誕及除夕籌款活動 
 

本會獲社會福利署發出公開籌款許

可證，並得到荃灣如心廣場提供場

地，於2013年12月7日至31日如

心廣場客戶服務中心設置籌款箱，

另在12月24日平安夜及31日除夕

晚於如心廣場露天廣場設置籌款箱，

為推廣綠色節日及其他環保活動籌

劃經費。是次有賴商場管理人員協

助，共籌得21,269港元。本會也

獲邀出席如心廣場聖誕及除夕的活

動，分享綠色聖誕及節日的資訊。 

綠色聖誕學校活動照片、公開籌款之
審計報告及其他詳情可參考活動網頁：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http://greensense.org.hk/gx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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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籌款2014 
東涌．梅窩．銀礦瀑布之旅 

環保觸覺步行籌款是本會一年一度的慈

善籌款活動，目的是透過親身參與，加

強市民的自然保育意識，宣揚環境保育

的重要。另外，步行籌款活動能夠讓公

眾認識本會的工作，為本地環境保育及

教育項目籌募經費。步行路線景點多樣

化及富教育意義：沿大嶼山北部一邊欣

賞沿岸景致，同時亦看到港珠澳 

大橋填海，對環境及中華白海豚 

的嚴峻考驗。 

 



8 

   活動於2014年3月23日早上9時半舉行，

   歷時約四小時。參加者由東涌東薈城露天

   廣場起點集合及起步，由北大嶼山海岸接

往東梅古道「奧運徑」，途經「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之大蠔河，經過大蠔

三鄉之白芒及牛牯塱，沿路遊覽北大嶼山郊野公園（擴建部份）至阿婆塱，

末段到達梅窩著名景點銀礦洞，最後至銀礦灣瀑布公園為終點。 

 

中途設有導賞及多個活動點，除向參加者介紹生態、歷史與人文景點外，更

透過親身感受，啟發參加者思考城市發展對自然環境與當地社區的影響。 

 

是次的步行籌款活動反應熱烈，近400 人參與，共籌得逾40萬港元

（$402,237.2）款項；當日有賴80 名義工積極參與，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當日活動路線及其他詳情可參考活動網頁：http://greensense.org.hk/walka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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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導賞 

NIKKO愛地球 青少年探索家計劃 
 

計劃源於2010年底， 2013年暑假5團為最後的

活動階段，生態導賞員繼續負責「大蠔生態文化

之旅」及「東涌河生態歷史之旅」，讓青少年及

傷健人士能夠透過此計劃探索和了解大自然，從

另一個角度認識香港。整個計劃已舉辦54團予學

校及社區服務中心，受惠人數接近1300人次。 

生態導賞訓練計劃2014 

 

為提高年輕一代的環保意識，本會以認識

大自然為大前題，於2014年1月推出「生

態導賞訓練計劃2014」。我們希望招募一

班熱忱環境保育的義工，透過一系列的生

態講座、理論課程及戶外考察，訓練成為

生態導賞義工。 

是次訓練由1月起至4月，課程時數為40

小時，本會從三十多位申請者中挑選22位

進行訓練，最後有18位完成考核，合格率

超過八成。 

生態導賞詳情可參考專頁：

greensense.org.hk/ecotour 

file:///C:/Users/HYS/Desktop/greensense.org.hk/ecotour
file:///C:/Users/HYS/Desktop/greensense.org.hk/eco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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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綠環保教育坊 
(2013及2014) 本會與柯尼卡美能達合作舉行環保工作坊計劃，

目的是讓本地基層學生透過參與一系列活動，

學習環保訊息，寓環境教育於娛樂。 

趣綠環保教育坊 (2013) 
 

2013年活動對象擴展為全港基層學生（高小至初中），

透過參與一系列活動，投入校外環境教育活動，並在身

體力行的過程中增加他們對環保的熱忱。是次系列活動

包括: 手作再造紙工作坊、香草盆景手作坊及大埔滘生態

遊，以上活動皆免費參與，目標受惠學生約120人。 

手作再造紙工作坊已於2013年

6月22日舉行，當日有接近40

位高小學生參與；香草盆景手

作坊於2013年8月17日舉行，

當日有38位高小至中學學生參

與；大埔滘生態遊於2014年1

月4日進行，當日有廿多位高

小至初中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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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綠環保教育坊 (2014) 
 

2014年活動對象繼續為全港基層學生（高小至初中），當中加入珍惜資源、

減少廢物為主題，系列活動包括：參觀九龍灣回收物料轉運中心、升級再造

工作坊及蒲台島生態遊，以上活動皆免費參與，目標受惠學生為150人。 

參觀九龍灣回收物料轉運中心已於2014年6

月22日舉行，當日有接近40位高小學生參與

；升級再造工作坊及蒲台島生態遊分別於

2014年8月16日及2015年1月3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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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藝術活動 SKYART 

本會受邀參與The East 「法國五月」

活動，透過天空藝術（SkyArt）創作，

喚起大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也到校

與學生宣揚環保的低碳生活。 

本會參與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第二期（第四季），在2014年4月至7月

間錄播13集一小時節目:「綠適香港」。內容包括環境政策、教育、推廣經驗

及了解再造行業等，每集嘉賓除點歌外，也會分享一個環保小貼士。節目在

香港電台數碼31台播放，也可在網上重溫： http://goo.gl/IxXfR6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 
計劃第二期（第四季） 

「綠適香港」 

http://goo.gl/IxXfR6
http://goo.gl/IxXfR6
http://goo.gl/IxXfR6
http://goo.gl/IxXfR6
http://goo.gl/IxXfR6
http://goo.gl/IxXf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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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及保育議題─城市規劃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公眾諮詢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在2013

年9月發表文件，建議未來十年的

房屋供應目標為47萬個單位。 

 

本會擔心這個目標將合理化各式的

盲搶地，建議應以控制人口著手來

舒緩房屋壓力，以減少環境及社群

的犧牲。 

計劃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於2013年7月展開，本會提交之意見書建議包括：減少

預期人口、保留非原居民村落、預留土地作廢物再造廠及增加物流設施用地、

及設跳蚤市場及休閒用地，加強地區凝聚力。 

洪水橋新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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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劃綠化地帶 
作住宅用途 2014年初，由於施政報告中提出大規模改

劃「綠化地帶」用地，本會聯同15個環保

團體發出聯合聲明，要求重新審視發展綠

化地帶，並就此重大規劃政策改變諮詢公

眾，惟規劃署只願分割推出各區的改劃建

議。環保觸覺聯同各地區團體舉辦多次活

動喚起政府名公眾對綠化地生態的關注，

包括露輝路樹林遊行、政府總部靜坐、區

議會請願、派發單張等。直至2014年6月，

先後有大埔、南區、深水埗、葵青、沙田、

觀塘等地區就綠化地帶進行區議會諮詢及

城規會修改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預計來年

有更多改劃的項目需要關注。 

我們設立了綠化地帶專頁 

www.hkgreenbelt.weebly.com 

讓大眾緊貼各區綠化地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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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政府在2013年7月發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結果＞及項目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同年10月有條件地批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EIA-213/2013)及於11月發出環境許可證。  

本會聯同立法會議員在2013年7-8

月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

行三題有關該發展項目的電話訪問

，問題包括新界東北居民原有生活

方式、發展商原址換地有否官商勾

結成份、及以粉嶺高爾夫球場作替

代方案。結果顯示67%支持保存當

地居民原有既生活方式，也有6成

半支持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作發

展住宅，取代發展古洞及粉嶺北。 

城規會在2013年12

月底開始就項目大

綱草圖進行公眾諮

詢，本會也積極呼

籲市民發表意見。

本會也積極提出以

高爾夫球場的替代

方案，希望對當地

居民及農業的影響

減至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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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問題 

政府除了由2011年開展

維港以外填海的公眾諮詢

，本會成員曾在兩個階段

參與多場焦點小組及公眾

論壇，強烈反映填海對海

洋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

壞。2014年3-4月顧問公

司出版了最終報告，除指

出5個填海地點的可行性

外，更提出中部水域人工

島方案。同一時間，規劃 

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展開東涌新市鎮擴

展研究第二階段公眾諮詢，計劃在東涌

東西兩面分別填海120及14公頃。本會

出席2014年7月13日的論壇時重申對西

部水域大規模填海的憂慮。 



17 

保衛郊野公園行動 

保衛郊野公園 (Save our Country Parks, SOCP) 行動最初由本地十多個環境

及保育團體於2013年9月成立，本會為其中一員。由於政府有意開闢郊野公園

土地作建屋等發展用途，各團體擔心工程一開先例，將難以遏止蠶食郊野公

園及相關土地與海岸，對自然生態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因此聯合組織起來，

希望透過不同活動喚起政府及公眾對郊野公園保育及生態平衡的重視。 

SOCP第一個大型活動為同

年9月29日的大型行山活動

「一齊行」，由黃泥涌郊野

公園起步，途經大潭水塘建

築群，到大潭道作終點，得

到3千名。及後SOCP舉辦

多個請願、記者會、公眾論

壇、生態考察等，監察郊野

公園及「不包括土地」的「

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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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 

環保觸覺由2011年6月機管局公布之《機場2030規劃大綱》的公眾諮詢起作出

強烈反對，並就環境影響評估之工程項目簡介各環保署提出多項意見，如兩個

方案的比較、設施裝置、生態影響、噪音及空氣污染等都存極大疑慮。本會於

2013年8月與多個環保團體發出聯署，要求機管局就興建第三條跑道進行全面

檢討，並應就社會代價及回報作出評估。機管局於2014年6月20日公佈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更於6月28日進行一連兩場的公眾論壇，本會亦有派員出席發言

。環評報告公眾查閱諮詢期至7月19日，及後由環境諮詢委員會審核，本會在

期內亦有出版單張、於街站收集反對書等。惟其後環保署仍批出環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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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發展計劃 

政府早於2004年提出「大嶼山發展

概念計劃」，及後於2005年發表「

修訂計劃」，指出保育自然、文物

和景觀的重要；更在2007年的《香

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略──經修

訂的大嶼山發展概念計劃策略性環

境評估》，進一步確定避免在北大

嶼山具高度保育價值的地區及環境

上易受影響的地區（如大蠔灣、東

涌河及大蠔河等）進行發展。 

然而，政府竟於2014年1月成立「大嶼山

發展諮詢委員會」，大嶼山再次面對大規

模發展的壓力。因此本會聯同多個團體組

成「守護大嶼聯盟」，希望加強民間保育

大嶼山的聲音。聯盟曾經進行的工作包括

：搜集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成員的利益

衝突資料；擺設街站及派發單張，向公眾

闡述當下大嶼山發展的各種弊端；舉辦「

大嶼保育行」，讓公眾了解大嶼山的自然

美和現時所面對的社區和生態問題；就各

項議題提出意見，如機場第三條跑道、大

蠔灣發展及東涌新市填擴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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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反高鐵 誓反大白象」大遊行 

本會參與2014年5月4日由「青年重奪未來」舉辦的遊行，反對第三條跑道及其

他大白象基建。是次遊行要求包括立即停止 3 億撥款予新界東北計劃的前期工

程、2 億人工島研究、82 億蓮塘口岸超支撥款等等；要求政府擱置將來用來大

搞基建的 2200 億「未來基金」；及促請政黨在議會否決大白象工程的撥款。 

2013年初政府刊憲將中環海濱碼頭部份位置改劃

，成為軍事用地。本會聯同其他團體對此表示強

烈不滿，並呼籲在城規會公眾諮詢過程積極表達

意見。本會及關注團體透過舉辦簡介會，協助未

能出席會議之申述人士拍攝短片及將文字內容讀

出。是次為首次出現「十分鐘發言時限」的城規

會會議。 

中環軍事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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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及保育議題─生態保育 

關注光污染問題 
環保觸覺多年來一直關注本港光污染問

題。過量燈光除了浪費能源、加劇全球

暖化外，更使附近居民受到強光滋擾，

影響睡眠質素、起居生活甚至健康。 政

府在2011年8月成立的戶外燈光專責小

組，於2013年8月發表研究報告，並就

有關結果諮詢公眾有關管制戶外燈光的

措施。 本會出席同月31日的公眾論壇，

並於期後遞交詳細意見書，表達要求當

局盡快立法管制光污染的訴求，並爭取

戶外廣告及招牌在晚上11時熄燈。 



22 

本會於2013年10月4日參與「國際大象步行日

」，過百人參與對抗在非洲日益嚴重的偷獵大

象問題，及在中國對象牙需要的急升。是次活

動旨在向大眾表示保護大象的團結及提升大家

對非法象牙貿易的意識。 

 

活動由2013年9月成立的「香港護象行動」發

動，更配合由香港學童發起的網上聯署，促請

香港政府銷毀已充公的象牙儲備，並應提高透

明度及責任感，列明自從1989年禁止象牙貿

易後，香港海關貨倉囤積的象牙數量及重量。 

國際大象步行日：香港站 

多年來長實欲於豐樂圍發展住宅項目，多次向城規會提出申請但全遭否決，本會

也多次表達反對意見，並與其他保育團體緊密交流，雖然 2013年5月世界自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基於對項目的疑慮，退出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最終城規會

仍於同年11月有條件下通過，實在令本會及眾多環團感到驚訝，恐怕為日後在

高生態價值地點發展立下極壞先例。 

城規會限定發展商須在發展期限2017年11

月22日前要找到合作夥伴管理濕地，並向漁

護署提交濕地營運基金計劃書。 

反對豐樂圍項目 



23 

本會於2014年1月搜集市面有毛衣飾的毛作為樣本，在顯微鏡下仔細分析及紀

錄，發現不同品牌、大型連鎖店或街頭小店，不論貨物價格，都有機會包含不

同動物毛 (例如︰兔、貓、狗、浣熊等等 )，以冬褸帽子綑邊、袖口綑邊、長靴

綑邊、毛帽子、毛頸巾、毛飾物等充斥市場，並以兔毛製品為主。調查樣本發

現，貨物價格與是否含動物毛沒有直接關係，而抽樣之冬季衣飾中有約6成含有

動物毛。 

 

根據「善待動物組織」( PETA -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報導揭示，中國大陸的兔仔繁殖場是以極殘忍的方式採毛，消費者對購買有毛

製品認知過低會讓血腥的採毛市場繼續擴大。 

 

是次調查發佈與香港兔友協會合作。由於消費者難以自行判斷，本會及兔協建

議盡可能減少購買有毛製品的衣飾，如真要購買，應嘗試透過衣物標籤確認是

動物毛髮還是植物纖維，或詢問店員，以免因誤選真動物毛製品，間接鼓勵繁

殖場繼續以不人道的手法採集動物毛髮。 

毛衣飾動物毛髮樣本
調查及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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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尾建人工泳灘 

龍尾人工泳灘於十多年前在區議

會開始討論，但因缺乏廣泛諮詢，

公眾一直未有得悉詳情。直至07-

09年政府為工程進行環評，大眾

才意識到該報告粗疏且沒有反映

項目的逼切性。本會早於2007年

環評報告及政府刊憲之時已提反

對意見，奈何政府現時仍無視，

除了生態外，報告也淡化工程對

水質、附近環境及單車徑等影響。 

本會為「守護龍尾大聯盟」一員，也參與和發起一連串守護龍尾活動。大聯盟

成員何來在2013年8月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申請，希望法庭下令吊銷2010

年批出的環境許可證，將工程擱置。惟高等法院於2014年8月裁定何來敗訴。 

大蠔發展近況 

大嶼山北岸大蠔灣及大蠔河乃「具特殊科學

價值地點」(SSSI)。規劃處於2014年3月將

大蠔河及村落位置納入＜大蠔發展審批地區

草圖＞，並擴大SSSI面積，此舉令三鄉村民

非常不滿。至6月村民將奧運徑部份通道及

大蠔河口紅樹林位置加上圍欄及鐵絲網，稱

私人路段已被封閉，禁止非村民進出。村民

在8月下旬更出動推土機摧毀受保護的紅樹

林，並稱要盤點動植物封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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