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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宗旨：

成⽴於1993年，常綠林為⾹港最早成⽴的⼤專綠⾊組織之⼀，�⼆⼗

多年來致⼒提⾼港⼤同學的環保意識及宣揚綠⾊⽣活的重要性。除

了舉辦不同的綠⾊活動，我們亦會與校⽅商討與環保有關的校政，

令環保校園的理念得以實踐。

�

推動保護⼤⾃然及維持⼈與⼈和諧共存的關係，就是常綠林的⽬

標。最重要的是，我們相信每個⼈在環保踏出的每⼀步，都會令地

球變得更美好。

⾹港⼤學學⽣會常綠林

主席

�

内務副主席

出版及宣傳幹事

外務副主席

策劃幹事

常務幹事

學術幹事

財務幹事

市場推廣幹事

2021-2022年度幹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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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殺⼿�̶�煙癮（受害者真的
只有⼈類嗎？）
提起環境保護，相信絕⼤部分⼈只會聯想到其對環境的貢獻，但其實環保和個⼈健康也可

以是息息相關的，素⾷就是其中⼀個最明顯的例⼦。可是本⽂章探討的環保議題並不是⼤

家經常留意到的素⾷，⽽是很多⼈都會忽略其和環保的關聯的戒煙。提到戒煙，個⼈健康

或許會是第⼀個浮現在⼤家腦海的⼀⼤原因，普羅⼤眾對戒煙對環保的重要性似乎並不瞭

解。看完這篇⽂章，或許會給你多⼀個理由去勸諭⾝邊的家⼈朋友戒煙，甚⾄是多⼀份動

⼒去戒煙。

⾹煙包裝所需的煙紙和煙盒對紙的需求⼤。每

⼀噸⾹煙所需的煙紙需要20棵⼤樹，全球製造

商每年⽣產六萬億⽀⾹煙，即多於80萬噸，即

需要多於1600萬棵樹，相等於8⽚⼤森林。

吸煙所派出的⼆⼿煙禍害也不限於傷害⾝體的

健康。⼆⼿煙有超過7000種化學物質，為有毒

空氣污染物，每年的⼆⼿煙⼤概有40噸尼古

丁、365噸有害呼吸物質、1900噸⼀氧化碳

（CEPA,�2006,�as�cited�in�Lam,�2021），由

此可⾒⼆⼿煙對空氣的污染也⾮常嚴重。

吸煙後所製造的廢物也會對⼤⾃然造成破壞。

煙蒂為不可降解的，它對⼤⾃然的破壞程度等

同於⽩⾊膠袋，⽐塑膠飲管更為嚴重，亦為最

Andrew

吸煙對⼈體的禍害數之不盡，同樣地，吸煙對環境的傷害亦多不勝數。

吸煙對環境的傷害從製造煙草過程已經開始。煙草成⻑期⻑達半年，對⼟地的需求⼤，⽽

且種植煙草需要⼤量磷肥，這會導致⼟地板塊化，所以種植煙草不但會浪費⼟地資源，還

會造成⼟地貧瘠化�(KKNEWS,�2017)。

總括⽽⾔，由製造煙草過程，到包裝⾹煙，再

到吸煙和呼出的⼆⼿煙，到最後所製造的垃

圾，吸煙對環境都⼀直在傷害地球。因此，希

望⼤家都不要忽略或低估吸煙對地球以及健康

的傷害，踴躍地⿎勵⾝邊的⼈戒煙！

先説⼀説⼀些吸煙的基本資訊，⾹港每⼗

個⼈就有⼀個吸煙者，⽽兩個吸煙者中有

⼀個會因吸煙⽽早死，死亡率即50%；若

年⻘時開始吸煙，死亡率更提升⾄66.66%

(WHO,�2008,�as�cited�in�Lam,�2021）。

換⾔之，若情況持續，⾹港每年最少⼤概會有35萬⼈因吸煙⽽早逝。

污染⼤海的垃圾之⼀�(KKNEWS,�2017)。

KKNEWS（2017年3⽉25⽇）。《環保戰略

̶̶吸煙》。取⾃�https://kknews.cc/zh-

hk/news/z68g2el.html.

Lam,�T.�F.�（2021年7⽉17⽇）。《吸煙及⼆⼿

煙的禍害》。

參考資料：
1.

2.



珍惜⾷物�-�解決廚餘問題
⾷物是⼈類⽣存不可或缺的⼀環，然⽽，全球現時共有約⼋億多⼈沒有⾜夠糧⾷，與此同

時，⾹港每⽇有超過三千公噸廚餘被丟棄⾄堆填區，佔了所有都市固體廢物的三成，重量

相當於棄置⼆百五⼗輛雙層巴⼠，這驚⼈的數⽬⾜以為⾹港廚餘問題響起警號。

隨著社會急促發展，⼈們⽇趨富裕，浪費問題亦逐漸嚴重。近年，任⾷放題等⾵氣越趨流

⾏，客⼈只需付⼀個價錢，便能無限量地點餐，為不少⼈帶來豐富⼜歡樂的⼀餐，但這種

形式的聚餐卻為環境帶來了悲劇。在⾹港這個物資充裕、⾷物唾⼿可得的地⽅，不少⼈都

養成了過度消費的習慣，有⽇式放題餐廳⽼闆指出短短⼀個晚上的垃圾便可放滿四⾄五個

⼤垃圾袋，每⽇亦浪費近百⽚三⽂⿂，可⾒數量龐⼤得可怕。

⼈們亦越來越追求⾼質素的⾷物，這不只限於⾷材的最優質部分，更包括⾷品的包裝和外

表，⾷品公司經常因為庫存過剩⽽丟棄⾷物，也會因為包裝破損、標纖錯誤等原因將⾷品

棄置，不少⼈亦誤會「最佳⾷⽤⽇期」就等於「使⽤期限」，其實，「最佳⾷⽤⽇期」只

說明⾷物品質，⽽不是安全性，即使如此，市⺠和商店依然會棄置這些完好的⾷物，造成

不少浪費。

受到中華傳統思想及⽂化影響，⾹港⼈亦⼗分喜歡⼤排筵席，於喜慶節⽇時情況更為明

顯，⼈們往往準備過多份量的飯菜，只為遵從傳統，在其他客⼈前不失⾯⼦。中國⼈喜歡

送禮的習俗在⾹港也是⼗分常⾒，每逢新年、中秋等節⽇，不少⼈都會互相送禮以⺬祝

福，但這也造成了很多⾷物浪費，每年中秋節，全港丟棄的⽉餅逾⼀百萬個，曡⾼的⾼度

超過⼆百座國際⾦融中⼼，為堆填區添加不少壓⼒。

不吃的⾷物便隨⼿丟棄，廚餘問題看似對我們的影響不⼤，但事實並⾮如此。在我們製造

廚餘的同時，浪費的不只有⾷物，還有⾷品的包裝、運輸等所需的能源，產⽣的碳排放⼀

點都不少，這些廚餘被丟棄後，便會被送到堆填區，浪費了寶貴的空間。很多⼈以為⾷物

會⾃然分解，其實⾷物需要泥⼟、酶和微⽣物才能分解，可是⾷物被送到堆填區後便會被

絕氧分解，釋出⼤量甲烷，加劇全球暖化，對環境百害⽽無⼀利。

Winkie

有⾒及此，政府推⾏了⼀系列的廚餘管理策

略，例如⿎勵市⺠源頭減費，透過「咪嘥嘢

⾷店」等計劃，以宣傳⾓⾊「⼤嘥⻤」推廣

「惜⾷、減廢」⽂化，也有商戶將剩餘⾷物

捐贈給慈善機構送予有需要⼈⼠，以關愛社

會和減少廚餘。近期，政府也開始推⾏廚餘

回收計劃，接收多間場所、私營機構和學校

的廚餘，將其轉化為能源和堆肥，並逐漸向

家居展開此計劃。

除了政府的措施外，也有社會企業收集即將

到期和包裝有缺陷的⾷物，GreenPrice就是

專⾨售賣這種產品的商鋪，旨在減少浪費，

這類⾷物的售價都⽐市價低，令夾⼼階層都

能⼀嘗⾼級產品，環保之餘亦令市⺠得益，

受到不少⼈歡迎。



在⽇常⽣活中，其實要減少廚餘也並不困難，只要我們懂得好好計劃三餐，在買菜時制定

購物清單，避免⼀次購買過多⾷物，就能減少買菜回家後，⾷物被放置到腐壞的情況。我

們也能嘗試選購包裝不完好的⾷物，改掉「以貌取⾷物」的習慣，只要包裝的破損程度不

影響⾷物質素與衛⽣，其實它們吃起來也是⼀樣和安全的！去到餐廳，我們也可以⾃備飯

盒，以便帶⾛剩餘的⾷物，⼜或是在下單的時候要求減少份量，這就能輕易做到減少廚

餘。

在國外，⿇省理⼯學院的媒體實驗室運⽤創意，發

明了FoodCam，將⼤樓的剩⾷減低了很多，⽤家

只要將⾷物放在指定的相機下，按下按鈕，

FoodCam便會⾃動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訊息，邀請

⼈們來免費享⽤這些剩⾷，這個簡單的程式在短短

半分鐘便讓⼈們吃完了⼀整個薄餅，是個⾮常有效

的⽅式來減少廚餘，在衛⽣情況許可下，⾹港的⼀

些辦公室和學校或許也能採取這種⽅式。

⾹港的廚餘問題已迫在眉睫，除了政府的措施外，

我們也應⾃律和⾝體⼒⾏，朝著保護環境的⽬標主

動改變⽣活習慣，為環保出⼀分⼒，共同創造美好

的世界。

⾹港01：〈直擊放題⾷肆⼀晚廚餘量�清潔⼯：換五⼤個垃圾袋〉。取⾃https://www.hk01.com/開

罐/107170/直擊放題⾷肆⼀晚廚餘量-清潔⼯-換五⼤個垃圾袋

⾹港經濟⽇報：〈社企Green�Price�2年開3店�拯救過期⾷品〉。取⾃

https://ps.hket.com/article/2452392，2-8-2021擷取。

樂餉社：〈如何教育「剩⾷與貧窮」〉。取⾃https://feedinghk.org/wp-

content/uploads/2018/12/FHK-Education-Kit-EN-CN-DRAFT-2017.07.26.pdf，2-8-2021

擷取。

環境保護署：〈問題與解決⽅案〉。取⾃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rob_solutions/food_waste_chall

enge.html，2-8-2021擷取。

Sun�Y.F.(2016,May�31).Food�waste�in�Hong�Kong.�http://www.encyclopediaesd.com/blog-

1/2016/5/31/food-waste-in-hong-kong

Wheelock�J.,Long�Z.,Branin�L.&�Bethea�N.(2017,May�10).Food�waste�is�the�world's�dumbest

proble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RlxySFrkIM�

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9,July�15).World�hunger�is�still�not�going�down�after�three�years

and�obesity�is�still�growing�‒�UN�report.�https://www.who.int/news/item/15-07-2019-world-

hunger-is-still-not-going-down-after-three-years-and-obesity-is-still-growing-u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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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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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疫」境
⼀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港⼤部分⼈的⽣活模式：禁堂⾷⽽改以外賣、外出必備各種

防疫⽤品、網購取代「⾏街」習慣�…�為個⼈衛⽣及安全著想，此等舉措固然無可厚⾮，卻

為⼤⾃然鋪上⼀層陰霾。事實上，疫情期間的即棄塑膠餐具多達5000萬件，較以往急增⼀

倍；⼝罩物料亦多為難以分解的塑膠製造，如聚丙烯、聚⼄烯和⼄烯基；網購更多以膠袋

等材料作包裝，增加塑膠使⽤量。
�
肆意使⽤這些塑膠製品，只會令⼈⾃⾷其果。⾹港家居塑膠廢料主要經由焚化或堆填兩⼤

途徑處理。然⽽，焚化使塑料釋放各種有毒氣體；堆填則因塑料不能短期分解，令⽔份及

養份難以滲透，污染⼟地及⽔源。不少塑膠製品更被隨意棄置於⾃然之中，郊外或海灘不

乏膠袋⾝影。動物誤把其當作⾷物⽽影響健康，甚⾄因此窒息死亡；海洋⽣物吸⼊這些微

膠粒後，則可能因被漁⺠捕撈⽽進⼊海鮮市場，塑膠輾轉流⼊⼈體，對市⺠健康亦構成威

脅。

現時無疑是對全球公共衛⽣的「疫」境，卻同時是對環保的逆境。即棄⼝罩為對抗疫情起

關鍵作⽤，固然不能不⽤，但在其他維持個⼈衛⽣的⾏為上須多加注意環保。⾃疫情以

來，外賣或外送平台逐漸普及，當中部分公司因看⾒即棄餐具對環境的禍害⽽向消費者提

出「⾛餐具」的建議，倘若顧客購買外賣時能⾃備便攜式餐具，便能減少不必要浪費。疫

情初期，酒精搓⼿液曾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現今已成為⼀年多以來外出必備的防疫物

資，⽽其塑膠容器可多次循環再⽤，避免使⽤⼀次便送進堆填區。⼝罩作為另⼀種初期缺

乏供應的物資，現今款式可謂五花百⾨，不少⼝罩廠商更與環保組織合作，推出可重⽤⼝

罩，在確保防疫功能可靠的情況下，消費者選擇使⽤可重⽤⼝罩，對環境⽽⾔實為最好不

過。隨著環保成為全球的⼤趨勢，更多企業開始著重其綠⾊形象，⼀些公司會向⽤戶回收

產品包裝及膠樽，循環再⽤，亦有商戶會在運輸貨物時，以較環保天然的物料取代發泡膠

保護貨品，消費者若能多在網購時留意各企業的環保措施，將此納⼊考慮之中，便能減少

網購對環境的破壞。

減塑之說已是⽼⽣常談，但實⾏起來卻困難重重。縱然政府有推出膠袋徵費等措施，企業

及環保組織等亦加強呼籲響應環保，但本地塑膠使⽤率及棄置量依然⾼企，回收率相⽐國

際⽔平亦偏低。其根本原因，還是消費者無法抗拒塑膠製品帶來的便利，政府⽴法推⾏的

環保措施也頗為有限，注重環保的企業亦為少數。倘若各持份者⾛前⼀步，「疫」境之中

保護環境⼜豈是難事？
�
這場世紀疫症必定會有完結⼀天，但減塑的終點卻寥寥無期。

Justin

新聞公報（2020年11⽉4⽇）。《⽴法會三題：塑膠的使⽤、回收及再造”》。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1/04/P2020110400502.htm

科技新報（2020年9⽉6⽇）。《全球每⽉丟棄�2�千億個⼝罩，塑膠污染問題迫在眉睫》。取⾃

https://technews.tw/2020/09/06/recycle-economy/

消費者委員會。《環保篇−塑膠廢料》。取⾃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shopping-

guide/products/plasticwaste.html

華嘉昌（2021年6⽉25⽇）。《遠離網購更環保？�過度包裝、碳⾜印、環保政策逐⼀拆解》。取⾃

https://www.greenpeace.org/hongkong/issues/health/update/28669/遠離網購更環保？-過度包

裝、碳⾜印、環保政策逐/

陳曉瑩（2021年3⽉15⽇）。《港⼈⽇棄逾1,200公噸塑膠製品 消委會籲⼤眾正視問題》。取⾃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01384/【塑膠污染】港⼈⽇棄逾1,200公噸塑膠製

品%E3%80%80消委會籲⼤眾正視問題【內附⾛塑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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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港的環保學校̶�聖⾔中學

太陽能光伏發電板：

聽到環保學校，你是否認為有太陽能板就能算得上是⼀所環保學校?�聖⾔中學

每年能夠節省⾼達三成的電⼒，並於2013年獲取了全球最綠學校的獎項，當然

內有乾坤！

1.

於校園七樓及各級班房窗戶外設置了太陽能板，能將吸收到的太陽能轉化成電

⼒。除此以外，更可以保護⼀些冷凍的組件，讓其冷凍功能發揮得更好。太陽

能板更精⼼設計⾄傾斜22度，讓其吸收太陽光的效果更加顯著。課室窗外的太

陽能板亦能減少室外熱⼒的進⼊，減少冷氣的負擔。

位於四樓和六樓的空中花園各有不同的

⽤處。於六樓的空中花園能夠為下⾯的

樓層提供降溫和隔熱的功⽤，⽽草地亦

可以透過光合作⽤，減少⼤氣中的⼆氧

化碳。⽽四樓的空中花園設⽴了天窗，

能夠讓太陽光照射到地下有蓋操場。減

低對燈光的需求。

���2.⾵⼒發電⾵⾞：

⾵⾞能夠安靜地把⾵⼒透過轉動，將動

能轉化為電⼒。即使當天⾵速較低，亦

能轉動發電。

���3.空中花園：

Marcus



���4.升降機

是不是沒有想到呢?連升降機也是其環保設施的⼀員。它設有發電功能，在升

降機降下時，可以將位能轉化成電⼒發電，就連乘坐升降機也是⼀種環保呢。

���5.環保政策

聖⾔中學亦有設⽴⼀系列的環保政策，務求培養同學的環保意識，在校園內推

廣環保。

例如：

按照開關冷氣的準則，當熱指標⾼於攝⽒25.5度或當濕度在95％以上，班房的

空調才批准開啟，並使⽤⽔冷或空調系統來節省能源。

回收墨粉、廢紙，膠樽和鋁罐。

設有環保⾓和⼀個珊瑚⽔族缸，提⾼同學對⽣態系統的認識，宣傳環保資訊，

美化校園，且為師⽣減壓。



融了吧，如無意外∼ Anson

酷暑難耐，燥熱異常，哀我⾹江，不能徼幸避劫。學者專家，徵引信據，繁博堅實，破斥

異論頑篇，顯⽴正道真理。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頑冥不靈之徒，尚不知醒悟，且胡説

亂道，詭辭欺世。然環保⼯作，不容耽擱，減排緩暖，刻不容緩。本⽂將⼀探全球暖化之

原委，列舉減排緩暖之良⽅。

問：全球暖化，孰真孰假？

答：堅過⽯堅！據考證，1880⾄1980的百

年間，全球年均氣溫上升了攝⽒0.8度。

及⾄1981⾄2021的四⼗年間，全球暖化⽇

益加劇，年均氣溫上升了攝⽒1.8度。⽽

⾃1880年以來，年均氣溫最⾼的⼗年，均

於2005年或以後錄得，當中有七年更是分

佈於2014年以後。且近年全球暖化之勢經

已把過去五千年⽇趨冷卻之態⼀舉逆轉，

反映氣候危機實是迫在眉梢。

若論⾹港，情況亦⼤體類同。據天⽂台資

料所⺬，1885⾄2020年間的年均氣溫上升

了攝⽒1.75度。⽽⾄⼆⼗世紀後半期，平

均氣溫升幅加劇。在1991⾄2020年間，年

均氣溫上升了攝⽒0.70度。連帶⾹港熱夜

（全⽇最低氣溫達攝⽒28度或以上）數⽬

及酷熱（全⽇最⾼氣溫達攝⽒33度或以

上）⽇數雙雙倍增，⽽寒冷（全⽇最低氣

溫達攝⽒12度或以下）⽇數則顯著減少。

由此可⾒，在全球暖化下，⾹港亦不能倖

免於難。

問：全球暖化，與我何⼲？

答：實關你事！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委員會（IPCC）考證：「有超過95%的機率

顯⺬，⼈類⾏為是過去五⼗年來造成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反映出當代全球暖化之勢，

實與⼈類⼤興⼟⽊，肆意破壞不無關係。如⼈類⼤量燃料化⽯原料，⼤幅開墾林地，均使

溫室氣體濃度上升，終致全球暖化加劇。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危機亦會反

過來影響⼈類社會。如全球暖化

加速冰川、冰帽和雪蓋融化，致

使冰雪的反光⾯⼤為減少，繼⽽

削弱地表反射陽光之能⼒，令地

球吸收更多熱⼒，使得冰雪⼀再

融化，形成惡性循環。⽽冰雪融

化，加上海⽔受熱膨脹，亦使全

球海平⾯持續上升，提⾼沿岸及

低窪地區每遇氣旋所致之⾵暴潮

的⾵險。

問：全球暖化，何以紓緩？

答：緊有辨法！查畜牧業佔⼈類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23％，謂之全球暖化之元兇也絕不為

過。究其因，仍養殖畜牲需開墾林地，騰出

空間，亦要耗⽤飼料，飼養⽜⽺所致。故減

少⾁⾷實為紓緩全球暖化的不⼆法⾨。

另外，減少使塑膠製品亦有助減緩全球暖化。據國際環境法中⼼（CIEL）估計，⾄2050

年，從⽯油中⽣產塑膠及焚燒廢棄塑膠製品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將⾼達27.5億噸，相當於

615座燃煤發電廠。故此，實踐無塑⽣活亦能⼤⼤減少製造和焚燒塑膠所需耗費的資源及造

成的污染，實可減緩全球暖化。

港府近年亦積極落實減緩全球暖化的政策。在建築規劃⽅⾯，�環境局、發展局及運房局共

同頒佈《⾹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推⾏了⼀系列的措施，以求提升建築物的能源

效益、延⻑現有樓宇的壽命並採⽤綠⾊施⼯的⽅法，繼⽽減少不必要的浪費，緩和全球暖

化之勢；⽽在植林⽅⾯，發展局轄下的綠化、園境及樹⽊管理組亦負責協調郊野公園地區

範圍以外的整體綠化，進⾏種植及相關維護⼯作，以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供電⽅⾯，港

府亦在《電⼦市場未來發展公眾咨詢》中承諾會將天然氣的⽤量由21%提升⾄約50%，⼜據

《管制計劃協議》要求兩間發電廠增加新型發電機機組，並推動熱電聯產及冷熱電聯產，

以求把碳排放減少約60%，從⽽紓緩全球暖化。



減緩全球暖化實⾮朝⼣之事，亦⾮⼀國⼀⺠⼒所能致，惟願吾等不苟不懈，克勤⼩物，勉

⼒同⾏，雖不中，亦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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