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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律律援援助助署署   

二二 ○○ ○○ 九九 年年 管管 制制人人 員員 環環 保保 報報 告告   

  

  

環環 保保 目目 的的   

  

法法 律律 援援 助助 署署 會會 竭竭 力力 確確 保保 部部 門門 的的 日日 常常 運運 作作

和和 一一 切切 事事 務務 均均 切切 合合 環環 保保 精精 神神 。。   

  

  

除除 提提 供供 優優 質質 法法 律律 援援 助助 服服 務務 外外 ，， 推推 行行 環環 保保

亦亦 是是 本本 署署 的的 目目 的的 。。   

  

  

環環保保政政策策   

  

本本 署署 制制 訂訂 了了 一一 套套 環環 保保 政政 策策 ，， 以以 下下 列列 三三 項項

原原 則則 為為 本本 ：：   

  

一一   本本 署署 會會 透透 過過 積積 極極 鼓鼓 勵勵 的的 方方 式式 ，， 盡盡 力力

令令 員員 工工 明明 白白 支支 持持 環環 保保 的的 重重 要要 ，， 從從 而而

令令 他他 們們 視視 保保 護護 環環 境境 為為 己己 任任 ，， 而而 非非 只只

是是 管管 方方 的的 責責 任任 。。   

LLeeggaall  AAiidd  DDeeppaarrttmmeenntt  

TThhee  CCoonnttrroolllliinngg  OOffffiicceerr’’ss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RReeppoorrtt  22000099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GGooaall    

  

TThhee  LLeeggaall  AAiidd  DDeeppaarrttmmeenntt  iiss  ccoommmmiitttteedd  ttoo  eennssuurriinngg  

tthhaatt  iittss  ooppeerraattiioonn,,  bbuussiinneessss  aanndd  aaccttiivviittiieess  aarree  

ccoonndduucctteedd  iinn  aann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llyy  rreessppoonnssiibbllee  mmaannnneerr..  

  

IItt  iiss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ss  ggooaall  ttoo  ddeelliivveerr  qquuaalliittyy  lleeggaall  aaiidd  

sseerrvviicceess  wwhhiillee  aatt  tthhee  ssaammee  ttiimmee  ttoo  ccaarree  ffoorr  tthhee  

eennvviirroonnmmeenntt..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PPoolliiccyy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hhaass  ffoorrmmuullaatteedd  aann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ppoolliiccyy  wwhhiicchh  iiss  pprreemmiisseedd  uuppoonn  tthhrreeee  tteenneettss..  

  

TThhee  ffiirrsstt  iiss  ttoo  eennssuurree  tthhaatt  tthhrroouugghh  aaccttiivvee  

eennccoouurraaggeemmeenntt,,  eeaacchh  ssttaaffff  mmeemmbbeerr  iiss  aawwaarree  ooff  tthhee  

iimmppoorrttaannccee  ooff  rreessppoonnddiinngg  ttoo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iissssuueess  ssoo  

tthhaatt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eeffffoorrttss  bbeeccoommee  tthhee  rreessppoonnssiibbiilliittyy  

ooff  eevveerryy  ssttaaffff  mmeemmbbeerr  aanndd  nnoott  jjuusstt  tthhee  rreessppoonnssiibbiilliittyy  

ooff  tthhee  mmaannaaggeemmeenn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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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向向 員員 工工 提提 倡倡 ““ 三三 用用 原原 則則 ”” ，， 即即 ““ 物物

盡盡 其其 用用 、、 廢廢 物物 利利 用用 、、 循循 環環 再再 用用 ”” 。。

本本 署署 會會 提提 醒醒 員員 工工 ，， 雖雖 然然 香香 港港 處處 理理 廢廢

物物 的的 主主 要要 方方 法法 是是 把把 廢廢 物物 棄棄 置置 於於 堆堆 填填

區區 ，， 但但 要要 物物 色色 新新 的的 堆堆 填填 區區 用用 地地 愈愈 趨趨

困困 難難 ，， 因因 此此 貫貫 徹徹 ““ 三三 用用 原原 則則 ”” 是是 減減

少少 廢廢 物物 的的 關關 鍵鍵 。。   

  

三三   繼繼 續續 制制 訂訂 可可 持持 續續 推推 行行 的的 措措 施施 ，， 減減 少少

部部 門門 耗耗 用用 的的 資資 源源 及及 能能 源源 。。   

  

  

環環 保保 目目 標標   

  

本本 署署 的的 環環 保保 目目 標標 為為 ：：   

11 ..   切切 實實 遵遵 行行 本本 港港 所所 有有 環環 保保 規規 例例 ，， 並並 適適 當當

地地 採採 納納 政政 府府 公公 布布 的的 方方 針針 及及 指指 引引 。。   

  

  

  

22 ..   向向 員員 工工 宣宣 傳傳 或或 宣宣 揚揚 環環 保保 小小 貼貼 士士 ，， 以以 提提

高高 他他 們們 保保 護護 環環 境境 的的 意意 識識 ，， 使使 他他 們們 在在 日日

常常 生生 活活 及及 家家 庭庭 生生 活活 中中 為為 環環 保保 出出 一一 分分

力力 ；； 灌灌 輸輸 員員 工工 環環 保保 的的 概概 念念 ，， 以以 助助 他他 們們

養養 成成 離離 開開 辦辦 公公 室室 時時 關關 燈燈 ，， 及及 將將 不不 使使 用用

的的 電電 子子 器器 材材 關關 掉掉 的的 良良 好好 習習 慣慣 。。   

  

TThhee  sseeccoonndd  iiss  tthhee  iimmpplleemmeennttaattiioonn  ooff  tthhee  33RR  PPrriinncciippllee  

ooff  ““rreedduuccee,,  rreeuussee  aanndd  rreeccyyccllee””  bbyy  aallll  ssttaaffff..    SSttaaffff  aarree  

rreemmiinnddeedd  tthhaatt  aass  llaannddffiillll  iiss  tthhee  pprriimmaarryy  mmeetthhoodd  ooff  

wwaassttee  ddiissppoossaall  iinn  HHoonngg  KKoonngg  aanndd  iitt  iiss  ggeettttiinngg  

iinnccrreeaassiinnggllyy  ddiiffffiiccuulltt  ttoo  ffiinndd  nneeww  llaannddffiillll  ssiitteess,,  tthhee  

iimmpplleemmeennttaattiioonn  ooff  tthhee  33RR  PPrriinncciippllee  iiss  ccrruucciiaall  ttoo  tthhee  

rreedduuccttiioonn  ooff  wwaassttee..  

  

TThhee  tthhiirrdd  iiss  tthhee  ccoonnttiinnuueedd  ffoorrmmuullaattiioonn  ooff  ssuussttaaiinnaabbllee  

mmeeaassuurreess  ttoo  rreedduuccee  ddeeppaarrttmmeennttaall  uussee  ooff  rreessoouurrcceess  aanndd  

eenneerrggyy..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OObbjjeeccttiivveess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ss  oobbjjeeccttiivveess  aarree::  

11..  TToo  ccoommppllyy  wwiitthh  aallll  ddoommeessttiicc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rreegguullaattiioonnss  aanndd  aaddoopptt  ddiirreeccttiivveess  aanndd  gguuiiddeelliinneess  

pprroommuullggaatteedd  bbyy  tthhee  AAddmmiinniissttrraattiioonn  aass  

aapppprroopprriiaattee..      

  

22..  TToo  pprroommoottee  oorr  pprroommuullggaattee  hhaannddyy  ttiippss  ttoo  rraaiissee  

ssttaaffff  aawwaarreenneessss  ooff  tthhee  nneeeedd  ffoorr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llyy  

ffrriieennddllyy  bbeehhaavviioouurr  iinn  aallll  aassppeeccttss  ooff  tthheeiirr  wwoorrkk  

aaccttiivviittiieess  aanndd  iinn  tthheeiirr  hhoommee  lliivveess..    TToo  iinnssttiillll  iinn  

ssttaaffff  tthhee  hhaabbiitt  ooff  ttuurrnniinngg  ooffff  lliigghhttss  wwhheenn  nnoott  iinn  tthhee  

ooffffiiccee  aanndd  ooff  ttuurrnniinngg  ooffff  eelleeccttrriiccaall  eeqquuiippmmeenntt  

wwhheenn  nnoott  iinn  uus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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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繼繼 續續 探探 討討 不不 同同 的的 方方 法法 ，， 以以 減減 少少 耗耗 用用 電電

力力 及及 紙紙 張張 、、 改改 善善 內內 部部 環環 保保 措措 施施 及及 盡盡 量量

推推 行行 循循 環環 再再 用用 的的 做做 法法 。。   

  

  

環環 保保 經經 理理 及及 環環 保保主主 任任     

  

  

部部 門門 主主 任任 秘秘 書書 是是 部部 門門 指指 定定 的的 環環 保保 經經 理理 ，，

各各 組組 的的 高高 級級 一一 等等 律律 政政 書書 記記 及及 副副 部部 門門 主主 任任

秘秘 書書 則則 獲獲 委委 任任 為為 環環 保保 主主 任任 ，， 負負 責責 推推 行行 各各

項項 環環 保保 措措 施施 和和 監監 察察 所所 屬屬 組組 別別 在在 環環 保保 方方 面面

的的 表表 現現 。。   

  

33..  TToo  ccoonnttiinnuuee  ttoo  eexxpplloorree  wwaayyss  ttoo  rreedduuccee  eelleeccttrriicciittyy  

aanndd  ppaappeerr  ccoonnssuummppttiioonn,,  iimmpprroovvee  iinntteerrnnaall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pprraaccttiicceess  aanndd  mmaaxxiimmiissee  rreeccyycclliinngg  

pprraaccttiicceess..  

  

GGrreeeenn  MMaannaaggeerr  aanndd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OOffffiicceerrss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aall  SSeeccrreettaarryy  iiss  tthhee  ddeessiiggnnaatteedd  GGrreeeenn  

MMaannaaggeerr  ooff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aanndd  aallll  SSeenniioorr  LLaaww  

CClleerrkkss  II  ooff  eeaacchh  sseeccttiioonn  aanndd  tthhee  DDeeppuuttyy  DDeeppaarrttmmeennttaall  

SSeeccrreettaarryy  aarree  aappppooiinntteedd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OOffffiicceerrss..    

TThheeyy  aarree  rreessppoonnssiibbllee  ffoorr  iimmpplleemmeennttiinngg  vvaarriioouuss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pprrootteeccttiioonn  mmeeaassuurreess  aanndd  mmoonniittoorriinngg  

tthhee  ppeerrffoorrmmaannccee  iinn  tthhee  rreessppeeccttiivvee  sseeccttiioon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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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 ○○ 九九 年年 採採 取取 的的 環環 保保 及及 內內 務務 管管 理理

措措 施施   

  

節節 約約 用用 紙紙   

aa ))   二二 ○○ ○○ 八八 年年 年年 報報 以以 電電 子子 版版 本本 取取 代代 印印 刷刷

本本 ；；   

  

  

bb ))   參參 加加 署署 內內 培培 訓訓 活活 動動 的的 學學 員員 獲獲 發發 軟軟 複複 本本

而而 非非 印印 刷刷 本本 的的 教教 材材 。。 本本 署署 並並 把把 教教 材材 上上

載載 部部 門門 的的 入入 門門 網網 站站 ，， 供供 員員 工工 參參 考考 ；；   

  

  

cc ))   在在 可可 行行 情情 況況 下下 ，， 以以 電電 郵郵 方方 式式 向向 退退 休休 員員

工工 發發 送送 《《 員員 工工 通通 訊訊 》》 ，， 而而 非非 郵郵 寄寄 印印 刷刷

本本 ；；   

  

dd ))   鼓鼓 勵勵 員員 工工 採採 用用 下下 列列 方方 法法 減減 少少 用用 紙紙 ：：     

  

**   盡盡 量量 安安 排排 把把 通通 告告 及及 其其 他他 文文 件件 以以

電電 子子 方方 式式 傳傳 閱閱 ，， 以以 取取 代代 每每 人人 一一 份份

的的 做做 法法 ；；   

  

**     減減 少少 提提 交交 會會 議議 的的 參參 考考 文文 件件 的的 數數

量量 ；；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IInniittiiaattiivveess  aanndd  

HHoouusseekkeeeeppiinngg  MMeeaassuurreess  TTaakkeenn  iinn  22000099  

    

EEccoonnoommiicc  uussee  ooff  ppaappeerr  

aa))  AAnnnnuuaall  DDeeppaarrttmmeennttaall  RReeppoorrtt  22000088  wwaass  ppuubblliisshheedd  

iinn  eelleeccttrroonniicc  ssooffttccooppyy  iinnsstteeaadd  ooff  pprriinnttiinngg  

hhaarrddccooppiieess;;  

  

bb))  TTrraaiinniinngg  mmaatteerriiaallss  ttoo  ttrraaiinneeeess  ffoorr  iinn--hhoouussee  ttrraaiinniinngg  

aaccttiivviittiieess  wweerree  iinn  ssoofftt  ccooppiieess  iinnsstteeaadd  ooff  hhaarrdd  

ccooppiieess  aanndd  wweerree  uuppllooaaddeedd  ttoo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aall  

ppoorrttaall  ffoorr  ssttaaffff ’’ss  rreeffeerreennccee;;  

  

cc))  SSttaaffff  NNeewwsslleetttteerr  iiss  iissssuueedd  ttoo  rreettiirreedd  ssttaaffff  bbyy  eemmaaiill  

iinnsstteeaadd  ooff  mmaaiilliinngg  hhaarrddccooppiieess  iiff  aapppplliiccaabbllee;;  

  

  

dd))  SSttaaffff  wweerree  eennccoouurraaggeedd  ttoo  mmiinniimmiissee  ppaappeerr  

ccoonnssuummppttiioonn  bbyy::  

  **  aarrrraannggiinngg  cciirrccuullaattiioonn  ooff  cciirrccuullaarrss  aanndd  ootthheerr  

ddooccuummeennttss  eelleeccttrroonniiccaallllyy  aass  ffaarr  aass  ppoossssiibbllee  

iinnsstteeaadd  ooff  iissssuuiinngg  iinnddiivviidduuaallss  wwiitthh  ppeerrssoonnaall  

ccooppiieess;;    

  **  rreedduucciinngg  ccooppiieess  ooff  rreeffeerreennccee  mmaatteerriiaallss  ttaabblleedd  

aatt  mmeeeettiinnggss;;    



 

5 

 

**   盡盡 量量 減減 少少 影影 印印 文文 件件 的的 數數 量量 ；；   

**   紙紙 張張 雙雙 面面 使使 用用 ；；   

**     把把 尚尚 有有 一一 面面 未未 用用 的的 紙紙 張張 用用 作作 草草

稿稿 紙紙 ；；   

**     以以 電電 郵郵 及及 電電 話話 作作 內內 部部 溝溝 通通 ；；   

  

**     避避 免免 使使 用用 傳傳 真真 首首 頁頁 ；；   

**     避避 免免 使使 用用 信信 封封 發發 出出 通通 知知 書書 ／／ 信信

件件 (( 改改 為為 把把 地地 址址 印印 在在 已已 摺摺 疊疊 好好 的的

通通 知知 書書 ／／ 信信 件件 背背 面面 )) ；；   

  

**     重重 複複 使使 用用 暫暫 用用 檔檔 案案 夾夾 及及 文文 件件

皮皮 ；；   

**     盡盡 量量 重重 複複 使使 用用 信信 封封 ；；   

**     使使 用用 舊舊 信信 紙紙 列列 印印 傳傳 真真 信信 息息 ；； 以以 及及   

    

**     盡盡 量量 使使 用用 再再 造造 紙紙 ，， 以以 取取 代代 普普 通通 紙紙

張張 。。   

  

ee ))   把把 部部 門門 出出 版版 的的 刊刊 物物 上上 載載 網網 頁頁 ，， 避避 免免 印印

製製 過過 多多 的的 印印 刷刷 本本 ；；   

  

  

ff ))   在在 辦辦 公公 室室 多多 處處 地地 方方 放放 置置 環環 保保 箱箱 ，， 回回 收收

廢廢 紙紙 作作 循循 環環 再再 造造 用用 途途 ；； 以以 及及   

  **  mmiinniimmiissiinngg  pphhoottooccooppiieess;;  

  **  uussiinngg  bbootthh  ssiiddeess  ooff  ppaappeerr;;  

  **  uussiinngg  bbllaannkk  ssiiddee  ooff  uusseedd  ppaappeerr  ffoorr  ddrraaffttiinngg;;  

  

  **  uussiinngg  eelleeccttrroonniicc  mmaaiill  aanndd  tteelleepphhoonnee  ffoorr  

iinntteerrnnaall  ccoommmmuunniiccaattiioonn;;    

  **  aavvooiiddiinngg  tthhee  uussee  ooff  ffaaxx  lleeaaddeerr  ppaaggeess;;  

  **  aavvooiiddiinngg  tthhee  uussee  ooff  eennvveellooppeess  ffoorr  iissssuuiinngg  

nnoottiiffiiccaattiioonnss//lleetttteerrss  ((iinnsstteeaadd,,  tthhee  aaddddrreesssseess  aarree  

pprriinntteedd  oonn  tthhee  bbaacckk  ooff  tthhee  ffoollddeedd  

nnoottiiffiiccaattiioonnss//lleetttteerrss));;    

  **  rreeuussiinngg  lloooossee  mmiinnuuttee  jjaacckkeettss,,  ffiillee  ccoovveerrss;;  

    

  **  rreeuussiinngg  eennvveellooppeess  aass  ffaarr  aass  ppoossssiibbllee;;  

  **  uussiinngg  oobbssoolleettee  lleetttteerr  hheeaaddss  ffoorr  iinnccoommiinngg  ffaaxx;;  

aanndd  

**    uussiinngg  rreeccyycclleedd  ppaappeerr  iinnsstteeaadd  ooff  oorrddiinnaarryy  

ppaappeerr  wwhheerree  ppoossssiibbllee..  

  

ee))  DDeeppaarrttmmeennttaall  ppuubblliiccaattiioonnss  wweerree  uuppllooaaddeedd  oonnttoo  tthhee  

HHoommeeppaaggee  aanndd  ggrreeaatteerr  ccaarree  wwaass  eexxeerrcciisseedd  ttoo  aavvooiidd  

eexxcceessssiivvee  pprriinnttiinngg  ooff  hhaarrdd  ccooppiieess;;  

  

ff))  GGrreeeenn  bbooxxeess  wweerree  ppllaacceedd  aatt  vvaarriioouuss  llooccaattiioonnss  aanndd  

wwaassttee  ppaappeerrss  wweerree  ccoolllleecctteedd  ffoorr  rreeccyycclliinngg;;  aann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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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   更更 換換 傳傳 真真 機機 ，， 以以 使使 用用 普普 通通 紙紙 張張 的的 型型 號號

代代 替替 ；； 而而 所所 有有 影影 印印 機機 和和 網網 絡絡 打打 印印 機機 均均

設設 有有 雙雙 面面 影影 印印 和和 列列 印印 功功 能能 ，， 並並 設設 有有

““ 環環 保保 盤盤 ”” ，， 以以 供供 存存 放放 尚尚 有有 一一 面面 未未 用用

的的 紙紙 張張 。。   

gg))  AAllll  ffaaxx  mmaacchhiinneess  wweerree  rreeppllaacceedd  bbyy  tthhoossee  uussiinngg  

ppllaaiinn  ppaappeerrss  aanndd  aallll  pphhoottooccooppiieerrss  aanndd  nneettwwoorrkk  

pprriinntteerrss  wweerree  iinnssttaalllleedd  wwiitthh  ddoouubbllee--ssiiddee  pprriinnttiinngg  

ffuunnccttiioonn  aanndd  ““ggrreeeenn  ttrraayy””  ffoorr  bbllaannkk  ssiiddee  ooff  uusseedd  

ppaappeer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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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節 約約 能能 源源 和和 改改 善善 空空 氣氣 質質 素素 的的 措措 施施   

  

  

aa ))   支支 持持 ““ 世世 界界 自自 然然 基基 金金 會會 ”” 於於 三三 月月 二二 十十

八八 日日 舉舉 行行 的的 ““ 地地 球球 一一 小小 時時 ”” 熄熄 燈燈 行行 動動 ，，

以以 及及 ““ 地地 球球 之之 友友 ”” 於於 六六 月月 二二 十十 一一 日日 舉舉

辦辦 的的 夏夏 至至 ““ 夠夠 照照 熄熄 燈燈 ”” 行行 動動 ；；   

  

bb ))   提提 醒醒 員員 工工 在在 適適 當當 情情 況況 下下 把把 電電 燈燈 、、 其其 他他

電電 子子 器器 材材 及及 電電 器器 關關 掉掉 ；；   

  

  

cc ))   退退 回回 打打 印印 機機 和和 傳傳 真真 機機 的的 噴噴 墨墨 盒盒 和和 炭炭 粉粉

盒盒 給給 供供 應應 商商 循循 環環 再再 用用 ，， 並並 使使 用用 可可 更更 換換

筆筆 芯芯 的的 原原 子子 筆筆 ；；   

  

dd ))   在在 《《 員員 工工 通通 訊訊 》》 介介 紹紹 各各 類類 環環 保保 措措 施施 ；；   

  

  

ee ))   鼓鼓 勵勵 員員 工工 使使 用用 樓樓 梯梯 往往 返返 各各 層層 辦辦 公公 室室 ，，

減減 少少 因因 乘乘 搭搭 電電 梯梯 而而 耗耗 用用 的的 電電 力力 ；；   

  

  

ff ))   縮縮 短短 使使 用用 空空 調調 的的 時時 間間 ，， 適適 當當 地地 調調 節節 温温

度度 ，， 以以 減減 低低 耗耗 電電 量量 ；；   

CCoonnsseerrvvaattiioonn  ooff  EEnneerrggyy  aanndd  AAiirr  QQuuaalliittyy  

IImmpprroovveemmeenntt  

  

aa))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ssuuppppoorrtteedd  tthhee  WWWWFF’’ss  EEaarrtthh  

HHoouurr  oonn  2288  MMaarrcchh  aanndd  FFrriieennddss  ooff  tthhee  EEaarrtthh’’ss  

““LLiigghhttss  OOuutt  oonn  tthhee  SSuummmmeerr  SSoollssttiiccee””  oonn  2211  JJuunnee..  

  

  

bb))  SSttaaffff  wweerree  rreemmiinnddeedd  ttoo  sswwiittcchh  ooffff  lliigghhttss  aanndd  

ootthheerr  eelleeccttrriiccaall  eeqquuiippmmeenntt  aanndd  aapppplliiaanncceess  wwhheerree  

aapppprroopprriiaattee;;    

  

cc))  IInnkkjjeett  aanndd  ttoonneerr  ccaarrttrriiddggeess  ffoorr  pprriinntteerrss  aanndd  ffaaxx  

mmaacchhiinneess  wweerree  rreettuurrnneedd  ttoo  tthhee  ssuupppplliieerrss  ffoorr  

rreeccyycclliinngg  aanndd  rreeffiillllaabbllee  bbaallll  ppeennss  wweerree  uusseedd;;  

  

dd))  AArrttiicclleess  oonn  vvaarriioouuss  ggrreeeenn  mmeeaassuurreess  wweerree  

ppuubblliisshheedd  iinn  tthhee  SSttaaffff  NNeewwsslleetttteerr;;  

  

ee))  SSttaaffff  wweerree  eennccoouurraaggeedd  ttoo  uussee  ssttaaiirrccaasseess  ffoorr  

iinntteerr--fflloooorr  ttrraaffffiicc  iinn  oorrddeerr  ttoo  rreedduuccee  eelleeccttrriicciitt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oonn  lliifftt  sseerrvviicceess;;  

  

ff))  OOppeerraattiinngg  hhoouurrss  ooff  tthhee  aaiirr--ccoonnddiittiioonniinngg  ssyysstteemm  

wweerree  rreedduucceedd  aanndd  tthhee  tteemmppeerraattuurree  wwaass  ssuuiittaabbllyy  

aaddjjuusstteedd  ttoo  mmiinniimmiissee  eelleeccttrriicciitt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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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   在在 辦辦 公公 室室 走走 廊廊 的的 大大 部部 分分 燈燈 位位 安安 裝裝 TT 55 光光

管管 ，， 以以 節節 省省 能能 源源 ；；   

  

  

hh ))   洗洗 手手 間間 內內 的的 電電 燈燈 安安 裝裝 時時 間間 掣掣 ，， 晚晚 上上 會會

自自 動動 關關 燈燈 ，， 於於 早早 上上 重重 開開 ，， 從從 而而 節節 省省 能能

源源 ；；   

  

ii ))   辦辦 公公 室室 電電 梯梯 大大 堂堂 的的 燈燈 光光 在在 晚晚 上上 自自 動動 調調

節節 ，， 以以 減減 低低 耗耗 電電 量量 ；； 以以 及及   

  

  

jj ))   司司 機機 在在 停停 車車 等等 候候 期期 間間 須須 關關 掉掉 引引 擎擎 。。 本本

署署 會會 派派 員員 進進 行行 突突 擊擊 檢檢 查查 ，， 密密 切切 監監 察察 有有

關關 情情 況況 。。   

gg))  TT55  fflloorreesscceenntt  ttuubbeess  wweerree  uusseedd  ffoorr  mmoosstt  ooff  tthhee  

lliigghhttss  aalloonngg  tthhee  ccoorrrriiddoorrss  ooff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ss  

ooffffiicceess  ttoo  ssaavvee  eenneerrggyy;;    

  

hh))  TTooiilleett  lliigghhtt  ttiimmeerrss  wweerree  iinnssttaalllleedd  ttoo  aauuttoommaattiiccaallllyy  

ttuurrnn  ooffff  tthhee  lliigghhttss  ooff  ttooiilleettss  aatt  nniigghhtt  aanndd  ttuurrnn  tthheemm  

oonn  aaggaaiinn  iinn  tthhee  mmoorrnniinngg  ttoo  ssaavvee  eenneerrggyy;;      

  

ii))  LLiigghhttiinngg  iinn  tthhee  lliifftt  lloobbbbiieess  ooff  tthhee  ooffffiicceess  hhaavvee  

bbeeeenn  aauuttoommaattiiccaallllyy  aaddjjuusstteedd  aatt  nniigghhtt  ttoo  rreedduuccee  

eelleeccttrriicciitt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aanndd  

  

jj))  DDrriivveerrss  aarree  rreeqquuiirreedd  ttoo  sswwiittcchh  ooffff  vveehhiiccllee  eennggiinneess  

wwhhiillee  wwaaiittiinngg..    SSuurrpprriissee  iinnssppeeccttiioonnss  aarree  

ccoonndduucctteedd  ttoo  mmoonniittoorr  tthhee  ssiittuuaattiioonn  cclloosseell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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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減 少少 廢廢 物物   

  

aa ))   重重 複複 使使 用用 節節 日日 裝裝 飾飾 品品 ，， 並並 以以 電電 子子 賀賀 卡卡

代代 替替 紙紙 製製 賀賀 卡卡 ；；   

  

  

bb ))   參參 與與 大大 廈廈 管管 理理 處處 舉舉 辦辦 的的 廢廢 物物 分分 類類 計計 劃劃 ，，

收收 集集 紙紙 張張 、、 鋁鋁 罐罐 及及 膠膠 樽樽 ，， 循循 環環 再再 造造 ；；   

  

  

  

cc ))   在在 洗洗 手手 間間 安安 裝裝 自自 動動 感感 應應 的的 水水 龍龍 頭頭 ，， 以以

節節 省省 用用 水水 ；； 以以 及及   

  

dd ))   盡盡 量量 遵遵 行行 ““ 環環 保保 採採 購購 ”” 的的 原原 則則 ，， 例例 如如

採採 購購 以以 可可 降降 解解 或或 再再 造造 物物 料料 製製 造造 的的 膠膠

袋袋 。。   

MMiinniimmiissiinngg  WWaasstteess  

  

aa))  DDeeccoorraattiivvee  mmaatteerriiaallss  wweerree  rreeuusseedd  aanndd  ee--ccaarrddss  

wweerree  uusseedd  dduurriinngg  ffeessttiivvee  sseeaassoonnss  iinnsstteeaadd  ooff  ppaappeerr  

ggrreeeettiinngg  ccaarrddss;;  

  

bb))  JJooiinniinngg  tthhee  wwaassttee  sseeppaarraattiioonn  sscchheemmee  hheelldd  bbyy  tthhee  

BBuuiillddiinngg  MMaannaaggeemmeenntt  OOffffiiccee..    PPaappeerr,,  

aalluummiinniiuumm  ccaannss  aanndd  ppllaassttiicc  bboottttlleess  aarree  ccoolllleecctteedd  

aanndd  rreeccyycclleedd;;  

  

cc))  AAuuttoo--sseennssiittiisseedd  wwaatteerr  ttaappss  wweerree  iinnssttaalllleedd  iinn  

ttooiilleettss  ttoo  ssaavvee  wwaatteerr;;  aanndd  

  

dd))  ““GGrreeeenn  pprrooccuurreemmeenntt””  ccoonncceepptt  wwaass  aaddoopptteedd  aass  ffaarr  

aass  pprraaccttiiccaabbllee..    FFoorr  eexxaammppllee,,  ppllaassttiicc  bbaaggss  wwiitthh  

ddeeggrraaddaabbllee  oorr  mmaaddee  ooff  rreeccyycclleedd  mmaatteerriiaallss  wweerree  

ppuurrcchhaasse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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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環 保保 表表 現現 分分 析析   

  

本本 署署 的的 服服 務務 主主 要要 在在 辦辦 公公 室室 提提 供供 ，， 因因 此此 ，，

已已 盡盡 力力 控控 制制 用用 紙紙 和和 用用 電電 量量 。。   

  

  

  

用用 紙紙 量量 11  

aa ))   與與 二二 ○○ ○○ 八八 年年 相相 比比 ，， 二二 ○○ ○○ 九九 年年 的的 耗耗

紙紙 量量 為為 1111  887700 令令 ，， 增增 加加 了了 99 %%
22。。   

  

  

bb ))   與與 二二 ○○ ○○ 八八 年年 相相 比比 ，， 二二 ○○ ○○ 九九 年年 的的 影影

印印 文文 件件 數數 量量 為為 44  337777  336677 張張，，增增 加加 了了 66%%
33。。  

  

  

用用 電電 量量
44
  

本本 署署 總總 部部 和和 九九 龍龍 分分 署署 已已 裝裝 設設 用用 電電 分分 錶錶 ，，

兩兩 個個 辦辦 事事 處處 的的 耗耗 電電 量量 為為 66 77 44   88 11 22 千千 瓦瓦 小小

時時。。香香 港港 分分 處處 並並 沒沒 有有 安安 裝裝 獨獨 立立 用用 電電 分分 錶錶 。。

在在 二二 ○○ 一一 ○○ 年年 ，， 本本 署署 會會 在在 位位 於於 稅稅 務務 大大 樓樓

的的 香香 港港 分分 處處 安安 裝裝 用用 電電 分分 錶錶 ，， 以以 記記 錄錄 整整 個個

部部 門門 的的 耗耗 電電 量量 。。   

                                                 
1、4

 有 關 數 字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整 數 。  
2、3 

 由 於 申 請 法 援 的 宗 數 上 升 ， 以 及 在 推 行 民

事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後 ， 本 署 在 案 件 管 理 實 施 新 程

序 ， 令 耗 紙 量 增 加 。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PPeerrffoorrmmaannccee  AAnnaallyyssiiss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ddeelliivveerrss  iittss  sseerrvviicceess  mmaaiinnllyy  iinn  aann  

ooffffiiccee  eennvviirroonnmmeenntt  aanndd  hhaass  tthheerreeffoorree  ddeevvootteedd  

ccoonnssiiddeerraabbllee  eeffffoorrttss  ttoo  ccoonnttaaiinn  iittss  ppaappeerr  aanndd  eelleeccttrriicciitt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PPaappeerr  CCoonnssuummppttiioonn
11
  

aa))  TThhee  ccoonnssuummppttiioonn  ooff  ppaappeerr  iinn  22000099  wwaass  1111  887700  

rreeaammss  wwhhiicchh  rreepprreesseenntteedd  aann  iinnccrreeaassee  bbyy  99%%  

ccoommppaarriinngg  ttoo  22000088
22
..  

  

bb))  TThhee  nnuummbbeerr  ooff  pphhoottooccooppiieess  iinn  22000099  wwaass  

44  337777  336677  wwhhiicchh  rreepprreesseenntteedd  aann  iinnccrreeaassee  bbyy  66%%  

ccoommppaarriinngg  ttoo  22000088
33
..  

  

EEnneerrgg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44
  

PPoowweerr--cchheecckk  mmeetteerrss  wweerree  iinnssttaalllleedd  iinn  tthhee  

HHeeaaddqquuaarrtteerrss  aanndd  KKoowwlloooonn  BBrraanncchh  OOffffiiccee,,  aanndd  aann  

eelleeccttrriicciitt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ooff  667744  881122  kkiilloowwaatttt  hhoouurrss  

((kkWWhh))  wwaass  rreeccoorrddeedd  ffoorr  tthhee  ttwwoo  ooffffiicceess..    TThheerree  wwaass  

nnoo  iinnddiivviidduuaall  ppoowweerr--cchheecckk  mmeetteerr  ffoorr  tthhee  HHoonngg  KKoonngg  

SSuubb--OOffffiiccee..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wwiillll  iinnssttaallll  

ppoowweerr--cchheecckk  mmeetteerrss  iinn  tthhee  HHoonngg  KKoonngg  SSuubb--OOffffiiccee  aatt  

tthhee  RReevveennuuee  TToowweerr  iinn  22001100  ttoo  rreeccoorrdd  tthhee  eelleeccttrriicciittyy  

ccoonnssuummppttiioonn  ooff  tthhee  wwhhoollee  ooff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1, 4

 T Figures are rounded to the nearest integer. 
2, 3

 The increases were at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of legal aid 

applications and new procedures in case management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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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 ○○ 九九 年年 ，， 因因 用用 電電 而而 導導 致致 的的 廢廢 氣氣 排排 放放

情情 況況 估估 計計 如如 下下
55
：：   

  

  
二二 氧氧 化化 硫硫   氮氮 氧氧 化化 物物   

可可 吸吸 入入 懸懸

浮浮 粒粒 子子   

  

電電 力力   11   22 88 88 .. 99 公公 斤斤   77 88 22 .. 88 公公 斤斤   44 00 .. 55 公公 斤斤   

  

本本 署署 擁擁 有有 的的 一一 輛輛 房房 車車 及及 一一 輛輛 輕輕 型型 貨貨 車車 均均

使使 用用 無無 鉛鉛 汽汽 油油 。。 本本 署署 鼓鼓 勵勵 員員 工工 在在 執執 行行 外外

勤勤 工工 作作 時時 ，， 盡盡 量量 乘乘 搭搭 公公 共共 交交 通通 工工 具具 。。 兩兩

車車 在在 二二 ○○ ○○ 九九 年年 的的 總總 行行 車車 里里 數數 為為 11 77   88 66 11

公公 里里 。。   

  

  

二二 ○○ ○○ 九九 年年 ，， 有有 關關 車車 輛輛 的的 廢廢 氣氣 排排 放放 情情 況況

估估 計計 如如 下下
66
：：   

  

  氮氮 氧氧 化化 物物   可可 吸吸 入入 懸懸 浮浮 粒粒 子子   

車車 輛輛   11 66 .. 11 公公 斤斤   微微 量量   

  

                                                 
5、6

排 放 量 是 按 照 環 境 保 護 署 公 布 的 《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環 境 報 告 指 引 》 所 載 的 程 式 計 算 。  

TThhee  eemmiissssiioonnss  ffrroomm  tthhee  ccoonnssuummppttiioonn  ooff  eelleeccttrriicciittyy  iinn  

22000099  aarree  eessttiimmaatteedd  aass  ffoolllloowwss
55
  ::--  

  

  

SSuullpphhuurr  

ddiiooxxiiddee  

((SSOO22))  

NNiittrrooggeenn  

ooxxiiddeess  

((NNOOXX))  

RReessppiirraabbllee  ssuussppeennddeedd  

ppaarrttiiccuullaatteess  

((RRSSPP))  

EElleeccttrriicciittyy  11228888..99  kkgg  778822..88  kkgg  4400..55  kkgg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aallssoo  mmaaiinnttaaiinneedd  aanndd  ooppeerraatteedd  oonnee  

ssaalloooonn  ccaarr  aanndd  oonnee  lliigghhtt  ggooooddss  vveehhiiccllee,,  bbootthh  ooff  wwhhiicchh  

uussee  uunnlleeaaddeedd  ppeettrrooll..    SSttaaffff  wweerree  eennccoouurraaggeedd  ttoo  uussee  

ppuubblliicc  ttrraannssppoorrtt  aass  ffaarr  aass  ppoossssiibbllee  wwhheenn  ppeerrffoorrmmiinngg  

oouuttddoooorr  dduuttiieess..    IInn  22000099,,  tthhee  ttoottaall  mmiilleeaaggee  ooff  tthhee  ttwwoo  

vveehhiicclleess  wwaass  1177  886611kkmm..  

  

TThhee  eemmiissssiioonnss  ffrroomm  vveehhiicclleess  iinn  22000099  aarree  eessttiimmaatteedd  aass  

ffoolllloowwss
66
  ::--  

  

  NNiittrrooggeenn  

ooxxiiddeess  

((NNOOXX))  

RReessppiirraabbllee  ssuussppeennddeedd  

ppaarrttiiccuullaatteess  

((RRSSPP))  

VVeehhiiccllee  1166..11  kkgg  NNeegglliiggiibbllee  

  

  

  

    

                                                 
5, 6 

The emissions are estimated based on the equation provid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in its “Guide to 

Clean Air Charter Repor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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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雜 項項 耗耗 用用 量量   

11 ..   原原 子子 筆筆 及及 鉛鉛 筆筆 等等 消消 耗耗 品品 的的 用用 量量 分分 別別

為為 22  884466 支支 及及 55 55 22 支支，，前前 者者 的的 耗耗 用用 量量 增增

加加 66 %% ，， 後後 者者 增增 加加 55 55 %% 。。   

  

22 ..   二二 ○○ ○○ 九九 年年 退退 回回 的的 炭炭 粉粉 ／／ 噴噴 墨墨 盒盒 共共

667700 個個 ，， 減減 少少 了了   77%%。。   

  

33 ..   二二 ○○ ○○ 九九 年年 購購 入入 的的 膠膠 袋袋 共共 11  000000 個個，，減減

少少 了了 1199%%。。   

  

  

持持 續續 環環 保保   

  

本本 署署 會會 繼繼 續續 致致 力力 推推 行行 各各 項項 環環 保保 政政 策策 ，， 實實

現現 目目 標標 。。   

MMiisscceellllaanneeoouuss  CCoonnssuummppttiioonn  

11..  TThhee  ccoonnssuummppttiioonn  ooff  ootthheerr  ccoonnssuummaabbllee  ssttoocckk  ssuucchh  

aass  ppeennss  aanndd  ppeenncciillss  wweerree  22  884466  aanndd  555522  wwhhiicchh  

rreepprreesseenntteedd  aann  iinnccrreeaassee  bbyy  66%%  aanndd  5555%%  

rreessppeeccttiivveellyy..  

22..  TThheerree  wwaass  aa  ttoottaall  ttrraaddee--iinn  oonn  ttoonneerr//iinnkkjjeett  

ccaarrttrriiddggeess  iinn  22000099  ooff  667700  wwhhiicchh  rreepprreesseenntteedd  aa  

ddeeccrreeaassee  bbyy  77%%..  

33..  TThhee  pprrooccuurreemmeenntt  ooff  ppllaassttiicc  bbaaggss  iinn  22000099  wwaass  

11  000000  wwhhiicchh  rreepprreesseenntteedd  aa  ddeeccrreeaassee  bbyy  1199%%..  

  

  

CCoonnttiinnuuaall  CCoommmmiittmmeenntt  

  

TThhee  DDeeppaarrttmmeenntt  wwiillll  ccoonnttiinnuuee  ttoo  bbee  ccoommmmiitttteedd  ttoo  iittss  

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ppoolliiccyy  aanndd  oobbjjeeccttiivve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