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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建基於政府多個成功加強環保意識的獎項，「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是一個綜合「香港環保企業獎」、「明
智減廢計劃」及「香港能源效益獎」的環保獎項。為配合政府的環保政策及社會需要，「香港環保卓越計
劃」旨在鼓勵企業及機構採納環境管理及創新概念，並藉此提供機會予參加者就卓越環保表現評比其現狀。
始於 2008 年，「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由環境運動委員會聯同環境保護署及九個機構合辦，分別是：環境諮
詢委員會、商界環保協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總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排名不分先後)。

本計劃以金字塔形狀作為標誌，表示社會各界承諾達致卓越
環保表現。標誌頂部是一棵小樹苗，寓意社會大眾的環保意
識有如樹苗般茁壯成長。而圍繞金字塔的白色絲帶交織出的
「Q」字，則代表獲獎機構的環保表現是有質素(Quality)及值
得嘉許(Qualified)的。

1.2 2014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概覽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成為在香港最具公信力的環保獎項計劃之一。2014年，本計
劃包括五個部份，分別為「環保標誌」、「綠色機構標誌」、「減碳證書」、「環保創意卓越獎」及「界
別卓越獎」。「環保標誌」旨在表揚機構在減廢、節能、改善室內空氣質素及產品設計方面能達到既定目
標；「綠色機機標誌」為採取了多項環保措施的綠色機構訂定基準；「減碳證書」計劃用以表揚成功為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作出貢獻的機構；「環保創意卓越獎」旨在表揚具卓越成效的環保創意措施，而並非機構
的整體環保表現；而「界別卓越獎」則向在指定界別中整體環保表現有卓越成就的機構頒發獎項殊榮。
下表簡述這五項計劃的概要，以下的章節介紹界別卓越獎，並闡述物業管理界別的特點。環保標誌、「綠

色機構標誌」、減碳證書及環保創意卓越獎的詳情則於個別指南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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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4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轄下的五個認可計劃
認可獎項
獎項的目的及機制
環保標誌
鼓勵機構自行持續實施改善措施及表
揚在下列環保管理範疇達到既定環保
目標數目的機構：
1. 減少廢物
2. 節約能源
3. 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4. 提升產品環保特質

獎項
「標誌」用於表揚在相應環保管理範
疇的成就：
 減廢標誌
 節能標誌
 清新室內空氣標誌
 產品環保實踐標誌
每項標誌按有關成就可分成下列兩個
級別﹕
 良好級別
 卓越級別

綠色機構標誌

減碳證書

綠色機構訂定基準及鼓勵參與機構採
取多方面的環保措施
鼓勵及表揚機構自行持續實施改善措
施並達到經核實碳減排量的樓宇或機
構

每項標誌並無限定頒發數量
綠色機構標誌表揚每個綠色機構
並無限定頒發數量
減碳證書註明碳排放量減少的百分比
(「N%」) ：
減碳 N% 證書

環保創意卓越獎

鼓勵機構以顯著創新的環保方法解決
問題，締造實際的環保效益的年度比
賽

並無限定頒發數量
設有
 環保創意卓越獎一名
 優異獎不多於五名

重點主題：「節省能源」及「廢物管 或由評審團按情況決定最終的得獎組
合
理」
(其他主題的參賽項目，若具創意及環
保效益，亦會獲考慮)
界別卓越獎

按界別表揚已實施全面及卓越環境管
理的機構的年度比賽
十一個界別(非中小企組別)﹕
(1) 建造業
(2) 酒店及康樂會所
@
(3) 製造業及工業服務
(4) 媒體及通訊業
(5) 物業管理
(6) 公營機構及公用事業
(7) 餐飲業
#
(8) 學校 (小學 / 中學)
(9) 服務及貿易業
(10) 商舖及零售業
(11) 交通及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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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的十一個界別，各界別設有
的獎項包括﹕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銅獎一名
 優異獎不多於十名
或由評審團按情況決定最終的得獎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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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界別(中小企組別)*﹕
@
(1) 建造業、製造業及工業服務
(2) 服務業
(3) 商舖及零售業
(4) 貿易業

公開比賽的四個界別，各界別設有的
獎項包括﹕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銅獎一名
 優異獎不多於三名
或由評審團按情況決定最終的得獎組
合

主辦機構保留申請機構或所遞交的環保創意參選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 以香港為業務基地而其生產線位於珠三角的公司，符合界別卓越獎 – 製造業及工業服務界別(非中小企組別)
或建造業、製造業及工業服務界別(中小企組別)之參選資格。
# 參加資格只限由環境運動委員會過去頒發的歷屆「香港綠色學校獎」冠、亞及季軍得獎中小學；及由環境運動
委員會提名的綠色學校。
* 「中小企」是(i)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中小型企業定義；及(ii)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的公司或機構。主辦
機構保留申請機構參選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1.3 「界別卓越獎」之目的
「界別卓越獎」旨在﹕
•

鼓勵企業及機構實施環境管理；

•

衡量機構在業界內對環境管理承諾的表現；及

•

認同及表揚在環境管理工作上表現卓越之企業及機構。

1.4 「界別卓越獎」的一般參加資格
所有以香港為主要業務基地的機構及其營運單位，而其主要業務符合有關界別的定義，均有資格參加香港
環保卓越計劃 –「界別卓越獎」。機構的營運單位可按其所屬界別競逐「界別卓越獎」，但每個營運單位
只可參與競逐一個界別的獎項。整間機構和機構的營運單位不能同時參加同一界別。若單一機構同時有多
個不同的營運單位參加同一界別時，各營運單位需要顯示其特定的環保工作，才可獲接受申請。
為鼓勵更多企業參加「界別卓越獎」，去年各界別的金獎得獎機構將不獲接受參加競逐本屆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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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卓越獎 - 中小企組別
在 2014 年，設立四個適合中小型企業參加的界別。參加機構(i)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中小
型企業定義；及(ii)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的公司或機構，應競逐界別卓越獎 – 中小企組別所
屬界別的獎項。詳情請參閱表一。
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中小型企業定義是從事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100 人的企業；或從事非製造
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50 人的企業。"僱用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業務的在職東主、合夥人及股東，以及
企業的受薪員工，包括在遞交本計劃申請書時，由有關企業直接支付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僱員，其中包
括長期或臨時聘用的僱員。

主辦機構保留申請機構參選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1.5 物業管理界別(非中小企組別)的參加資格
由業主委託，負責管理該物業的營運單位均符合資格參加物業管理界別。
符合本計劃中小型企業定義的物業管理公司，應競逐界別卓越獎 (中小企組別) - 服務業界別的獎項。

1.6 本物業管理界別指南之目的
本指南旨在解釋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界別卓越獎」中物業管理界別的申請程序及評審標準。此外，貴機
構亦可透過使用本指南內的自我評核清單 (附錄一) 及良好作業守則 (附錄二) 協助改善環保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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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選程序
物業管理界別的評選程序如下：

階段

活動

第一階段 – 初步遴選

審議所有參賽單位遞交的文
件

第二階段 – 詳細評審

到入圍的參賽單位進行實地
評審

第三階段 – 最終評選

評審團選出最終得獎機構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銅獎一名
優異獎(不多於十名)

或由評審團按情況決定最終的得獎組合

。5。

2014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界別卓越獎指南 - 物業管理界別(非中小企組別)

得獎者將經過三個階段的嚴謹評選程序選出。

2.1 第一階段 — 初步遴選
主辦機構會在接獲申請表格後，向合資格的參賽單位寄出一份問卷，以便參賽單位提供其環保表現的詳情。
評審人員將根據訂定的評審準則對各參賽單位提供的所有資料進行評審。主辦機構可能要求任何參賽單位
提供額外文件，用以核實已提交的資料。主辦機構會選出合資格的參賽單位，作第二階段的詳細評審。
所有合資格的參賽單位，完成第一階段後若最終未能獲得任何獎項，將於所有評審階段完成後獲得「參與
證書」。

2.2 第二階段 — 詳細評審
評審人員將實地考察入圍的機構。考察範圍將包括參觀機構的設施，及會見機構的主要代表，包括管理高
層、部門主管及員工。如有需要，參賽單位需為評審人員申請准許證及安排交通往返香港／內地作現場考
察。考察期間，主辦機構鼓勵參賽單位向評審人員進行簡報，重點講述其環保表現，以便評審人員能深入
了解其環保計劃及實施進度。
評審人員會編寫評審報告，提交主辦單位進一步選出進入第三階段最終評選的參賽單位。
入選第二階段評審的參賽單位，將獲得有關其環保表現的報告。報告會概述機構的優勢，並重點指出可改
善的環境管理範疇。

2.3 第三階段 — 最終評選
評審團將對入選單位作出評審。在最終評選階段，評審團可能邀請入選單位進一步報告其環保成果。評審
團將由多個商會、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體的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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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審標準
物業管理界別 (包括工商業樓宇及住宅樓宇) 的評審準則，建基於已完善建立的「環保企業模式」。該模式
顯示企業的內部運作與環境的密切關係。在機構實行環保措施的過程中，其成果應從機構的環保領導、環

保計劃與表現及夥伴協力合作 三個範疇作出評審。

保企業模式

Environmental
環境及社會
and
裨益
Community

Corporate

企業裨益
Benefits

環保領導

 符合環保法



加強環保意
識



保護有限資
源



減低污染造
成的影響



改善全球環
境



香港在環保
工作所付出
的努力得到
國際認可

例要求
 節省成本
 加強生產力

及競爭力
 提升公司形

象及顧客對
公司的認同

環保
企業
環保計
劃與
表現

夥伴協
力合作

「環保企業模式」描述一間環保物業管理公司應擁有的主要特點。它列出成為一間成功「環保企業」的標
準，並解釋符合這些標準後可獲得的裨益。若你的公司希望為環境管理作出承諾，你可考慮遵從由下列三
個主要部份組成的模式標準。
持續改進是維持高水平的不二法門。遵循「環保企業模式」內的環境政策，使企業能滿足客戶需求的同時，
亦可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除政策外，「環保企業模式」亦包括實踐環境管理的規範。不同種類的環境管理
模式，可採用不同的環保措施及實踐方法。以下列出了每個環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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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環保領導
能否成功落實環保措施，取決於企業內高級管理層對保護環境的承諾。要成功地推行，必須得到企業內決
策人的領導。「環保企業模式」建議管理層領導員工採用環保措施，高級管理層亦須制訂環境管理的目標
與環境政策；分派資源以配合環境政策的要求；公布企業環保政策及目標；以及讓員工參與計劃的推行。
此外，高級管理層亦須建立培訓員工的渠道，訓練員工如何執行環保措施。

3.1.1 領導
高級管理層對公司環境管理的承諾程度愈大，環保措施的成效也將會愈好。

3.1.2 政策
機構應正式以書面政策宣佈保護環境的承諾。

3.1.3 組織及資源
機構應指派職員專責環境事宜，並分配充足的資源實踐機構內的環保工作。

3.1.4 環保意識的傳達
向職員、住戶/租客、合作夥伴和社區人士推廣機構對內和對外的環保管理措施十分重要。積極推廣環境管
理可鼓勵其他人採取環保措施。

3.1.5 環保培訓
安排所有職員接受培訓，以便在機構內實行各種環保措施。

3.1.6 持續管理，不斷改進
機構應定期檢討以監察所採取的措施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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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環保計劃及表現
機構一旦正式宣佈它打算成為「環保」機構後，便須制訂一個計劃，以決定為機構及由它管理的物業執行
甚麼環保措施。詳述如何減少運用資源，如水和能源的實質措施；訂立應減少多少廢物的目標；機構也應
制訂一套監管機制，以監察該計劃的成效。
機構承諾保護資源及改善環境質素的程度，視乎在保護資源及減少污染所採取的措施。這些措施應包括但
不限於以下各項：
•

節約能源及減少碳排放

•

節約用水

•

減少污水問題

•

減少、再用及回收廢物

•

保持所管理的物業清潔、衞生而整潔

•

減少噪音污染

•

減少空氣污染

•

保存及保護環境

本年度物業管理的「界別卓越獎」評審，將專注於下列主要因素：

商業及工業：
•

能源效益及碳管理

•

供應鏈管理

•

廢物源頭分類

•

噪音控制

•

空氣污染控制

•

水質污染控制

住宅：
•

能源效益及碳管理

•

供應鏈管理

•

廢物源頭分類

•

推動住戶參與環保活動

機構應制訂一個指導採取行動的計劃，以確保措施得以有系統及有序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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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夥伴協力合作
管理一個物業（不論是住宅、商用或工業）就像為一群分享同一個工作地點或住
宅的人群服務。由於你是為你管理的社群拓展環保計劃，社群成員的合作直接影
響你推行的各個計劃能否成功。因此，讓你的顧客在環境計劃設計初期共同參與，並得到他們的意見、同
意和支持是有需要的。當你已收集充足資料，了解那些環保計劃與你所管理社群相關後，便可為你的社群
開展環保計劃。作為物業管理者，你擁有凝聚及推動社群參與活動的條件。你可透過意識提升活動，向你
服務的社群介紹你推行的計劃，並鼓勵他們參與及提出建議。
與業務夥伴合作也是可以採取的環保管理做法，同時能宣傳成功進行的多項工作。與夥伴交流資訊可有助
減少重複工作。

貴機構亦可透過使用本指南內的良好作業守則（附錄二）改善環保表現，夥伴也可在有

需要時提供支持和分享經驗。物業管理機構的夥伴包括：

3.3.1 租客/住戶
你為機構制訂的環保計劃不單能影響你機構的員工，也應延伸至由你管理物業的相關社群，因為環境策略
是圍繞人而設，如果每個人都參與實行，必定會有好成效。同樣，機構內部和在受管理物業的社群之間有
充足的溝通和交流，便會讓人們明白他們參與的原因和裨益，自然會改變陋習。故此，你應：
•

明白租客/住戶的需要

•

獲取租客/住戶的支持

•

鼓勵及推動租客/住戶參與各項計劃

•

收集意見，並在適當時候採取改善措施

3.3.2 供應商和承辦商
機構應通知供應商和承辦商環保管理的重要性，鼓勵他們在其內部運作中採取相關措施，可加速改善香港
的環境質素。

3.3.3 社群
「綠色」企業最 重要是 需 要理解並讓市民知道他們對社會的影響。「綠色」企業 也應作為一個榜樣，向
公眾展示他們為保護環境所作出的努力。機構向普羅大眾推廣環保管理的裨益，有助鼓勵更多人參與保護
香港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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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評審準則的比重
前文提及，評審會就三個範疇評核物業管理界別合資格參賽者的表現，包括環保領導、環保計劃與表現及
夥伴協力合作。此界別的評審準則比重如下：

界別

環保領導

環保計劃與表現

夥伴協力合作

物業管理

20%

45%

35%

為了鼓勵及表揚參賽單位在推廣及宣傳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在申請「環保標誌」、「減
碳證書」及其他認證或獎項計劃時所作出的努力，在第二階段評審期間主辦單位將按以下情況向「界別卓
越獎」計劃的參賽單位給予不多於 10 分的額外分數：

推廣及宣傳「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所帶來的額外分數(不多於 2 分)


參賽單位透過他們的業務渠道推廣及宣傳本計劃（例如在他們的處所、網站等顯示在本計劃獲得的標
誌；把在本計劃獲得的標誌印在名片和信紙等），可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



參賽單位積極向公眾推廣及宣傳本計劃（例如通過媒體刊登專題文章），可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

參加「環保標誌」、「綠色機構標誌」及「減碳證書」所帶來的額外分數(不多於 5 分)


同時申請任何「環保標誌」的參賽單位，可就每個標誌獲得 0.5 分的額外分數。



擁有任何有效「環保標誌」的參賽單位，可就每個標誌再獲得 0.5 分的額外分數。



同時申請「減碳證書」計劃的參賽單位，可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



擁有有效「減碳證書」的參賽單位，可再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



擁有有效「綠色機構標誌」的參賽單位，可再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

參加其他認證或獎項計劃所帶來的額外分數(不多於 3 分)


擁有有效環保證書 (例如ISO 14001、ISO50001, IECQ HSPM QC 080000、「香港Q嘜環保管理計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低碳辦公室計劃」及「低碳製造計劃」、「優質餐飲業環保管理計劃」、
中電的「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世界綠色組織的「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或主辦機構認可的其他
環保計劃) 的參賽單位，就每項計劃的證書可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主辦機構保留給予額外分數的決
定權。

* 註：
1.

ISO 14001 是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頒佈的環境管理體系
認證計劃。

2.

2. ISO 50001是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頒佈的能源管理體系認
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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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ECQ HSPM QC 080000 是由「國際電子元器件品質評定體系」(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頒佈並規範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的認證體系。

4.

「香港 Q 嘜環保管理計劃」是一項由香港工業總會轄下的香港優質標誌局主辦的環保系統認證計劃。

5.

「低碳辦公室計劃」及「低碳製造計劃」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舉辦的計劃。額外分數只適用於
適合的界別。

6.

「優質餐飲業環保管理計劃」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共同籌劃推出之評核餐飲業環
保表現的自願性行業認可計劃。

7.

「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 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主辦，目的是表揚已實施節能措施並達致顯著節能效
果的機構。

8.

「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是世界綠色組織主辦針對辦公室的認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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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加表格（物業管理界別）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6 月 10 日

第 1 部份 – 機構背景
(請注意：以下所示的機構名稱是指申請機構，並會在日後的獎項及宣傳品中使用。如沒有合理原因，將不
得更改。)
機構名稱 (持有有效的香港商業登記證)﹕
英文﹕
中文﹕
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營運單位名稱 (如適用)﹕
英文﹕
中文﹕
地址﹕


物業類別﹕



工商廈

住宅樓宇

母公司名稱 (如適用)﹕
英文﹕
中文﹕
僱員人數 (按申請機構／工廠的商業登記所聘用人數計算)
香港﹕

(全職員工)

(兼職員工)

母公司：

(全職員工)

(兼職員工)

貴機構是否中小型企業？

(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中小型企業的定義，是從事製造業而僱用少於 100 人的企業；或從事非製造業
而僱用少於 50 人的企業。"僱用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業務的在職東主、合夥人及股東，以及企業的受薪
員工，包括在遞交本計劃申請書時，由有關企業直接支付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僱員，其中包括長期或臨
時聘用的僱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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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份 – 聯絡詳情及聲明
請提供 貴機構聯絡人的下列資料。
聯絡人姓名﹕
職銜﹕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如與第 1 部份不同)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提供之資料全屬確實無訛，同意主辦機構所作的一切決定為最終決定，並於一切有關「香
港環保卓越計劃」事宜上均具約束力。

簽署(連同機構蓋章)﹕

日期﹕

簽署者姓名﹕

簽署者職位﹕

所有收集的機構資料會作本計劃之用。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方法和其他資料）將會
用於處理、評估和管理閣下參與本計劃之用。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您推介本局的最新發展、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
如您不同意此安排，請在以下面空格加上『』號。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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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
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或以前提交報名表格者，有機會免費參觀過往的獲獎機構。請選擇以下其
中一間:


香港逸東酒店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機場管理局



香港中文大學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不會參加

註：名額 150 名，以申請單位計算，每個申請單位只限一人參與。若申請超出名額，將由主辦機構決定。
(參觀將於 2014 年 8 月期間舉行)

貴機構從下列那些途徑認識香港環保卓越計劃之界別卓越獎? (請選擇一項)
 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巴士電視
 參與「環保創意卓越獎」、「環保標誌」或「減碳證書」而獲知
 主辦機構的推廣資料或網頁
 透過商會提供的資訊(商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的研討會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參加表格，並把表格遞交至「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傳真：2776 1617 或
電郵：awards@hkaee.org.hk 或 郵寄至香港九龍九龍塘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4 樓「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技術顧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貴機構亦可透過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網頁提交申請：www.hkaee.org.hk 或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組織.香港

注意：
如申請人於遞交申請表後 7 個工作天內尚未收到「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技術顧問發出的申請確認，請致電
熱線 27885903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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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鳴謝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感謝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贊助「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6.

查詢

有關「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的查詢，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此計劃的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2788 5903
傳真：2776 1617
電郵：awards@hkaee.org.hk
如想進一步了解「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的詳情，請瀏覽「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的網頁：www.hkaee.org.hk 或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組織.香港

主辦機構

環境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境諮詢委員會

商界環保協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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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此指南所載資料只作指引。雖然主辦機構已竭盡全力確保此指南準確，但作者或任何涉及此計劃之機構一
概不就此刊物內任何內容導致的任何索償、損失或開支負任何責任。

。17。

2014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界別卓越獎指南 - 物業管理界別(非中小企組別)

附錄一：物業管理界別的自我評核清單

環保領導
有

沒有

領導才能


管理層作出環保承諾







管理層參與環保計劃及活動







以雙向形式與員工溝通







管理層設立任何獎賞鼓勵員工執行環保措施







制訂環保或可持續發展方針







環保或可持續發展方針內承諾保護環境







環保或可持續發展方針全公司適用







就方針內聲明目標組織活動及制訂程序





方針

組織與資源


委派「環保經理」協助推行環保計劃







成立環保工作小組協助推行環保計劃







分配足夠資源推行環保計劃







鼓勵員工參與環保計劃







建立及執行一套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





環保溝通


定期公開環保或可持續發展方針、活動及成效







鼓勵員工對環保計劃提出建議或回應







收集員工意見，回答員工所關注的問題







對熱心於推動環保的員工予以鼓勵或獎賞







向社會宣示環保計劃的成績





環保培訓


決定培訓項目







決定應接受培訓的員工







決定培訓課程內容的深入程度







根據已確認的需要進行環保培訓





持續改進的管理


制訂計劃，定期檢測公司的環保計劃







記錄檢測結果，並進行相關的糾正措施







檢查有否採取合適的糾正措施，並完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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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計劃與表現
有

沒有

推行環保計劃


進行檢討，確定需改善的地方







制訂目標及指標







制訂達成目標及指標的措施







選定員工負責執行不同措施







計算你的「碳足跡」及制定減排計劃







跟進計劃的進度





節約能源及碳管理
一般


定期審查電費單







進行能源及/或碳審計，了解能源使用及碳排放的主要源頭，從而作出改善







制定減低能源使用或碳足跡的目標







制訂及推行減低能源消耗的程序





電燈與電器設備


使用慳電燈膽取代普通燈泡







在午膳時間，超時工作及辦公時間後關掉辦公室部份的電燈







安裝時間器，以便辦公時間後電燈會自動關掉







將電燈調較至合適光度







鼓勵使用天然光線







關掉非使用中的電子儀器







盡可能以電子鎮流器取代電磁鎮流器







在採購新電器時挑選較具能源效益的產品







在電器上張貼告示，提醒員工將非使用中的電子儀器關掉







在電子儀器上安裝時間器，確保它們在辦公時間後會自動關掉







考慮在非繁忙時間內，關掉自動扶手電梯







鼓勵員工、租戶及居民儘量使用樓梯





通風及室溫控制


在辦公時間後關掉空調系統







於空調系統安裝時間開關或電腦程序控制







制訂空調/通風系統的維修計劃







限制控制空調系統的使用，避免濫用







定期檢查室內溫度，檢查是否適當控制空調系統







使用窗簾反射太陽的熱力，而在冬季則將之開啟接收太陽的熱量







關閉開啟空調地方的門和窗







因應天氣，調校所供應的冷卻水溫度







確保冷卻塔運作正常及定期保養，冷卻用的水應經過消毒及定期測試水質







於次級冷卻水循環配置中使用可變速的抽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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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沒有



安裝淡水或鹹水冷卻系統 (例如﹕取代空氣冷卻系統)







促使天台綠化以增加建築物的隔熱能力及能源效益





節約用水及污水控制


安裝水流限制器，自動關閉系統或其他設備，減少用水







鼓勵使用者徹底關掉水龍頭及匯報任何滴漏的情況







制訂監測及維修水喉的計劃，確保沒有漏水的情況







使用環保清潔劑







安排在早上或黃昏時灌溉植物，避免在正午時份進行







放棄使用植物除蟲劑及化學肥料







為大廈的客戶提供有關排放污水往正確排放點的支援/指引







確定大廈客戶已接駁污水往污水渠，而非雨水渠







維修樓宇內的污水管，避免水管爆裂或淤塞引致的水浸







確保中央污水處理系統運作正常







監測污水處理系統的運作及其排放的質量







監測植物載水量，以免有過多的水流出







以最佳化學品的數量以改善脫水程序的效果





廢物管理
一般廢物


雙面影印







鼓勵使用電子郵件作內部及對外溝通







簡化運作程序及減少不必要的表格和記錄







除必須外，避免複印收到的傳真文件







避免派發過量宣傳單張







包裝物品時，減少使用膠紙及綑帶







揀選尺寸合適的包裝物料，避免使用填充物料包裝







處理物品時避免損毀或濺漏，以減少損耗







使用碎布清理濺漏的物品







使用太陽能推動的電器，避免產生棄置電池







鼓勵員工在茶水間內儘可能使用可重用的器具、碟、杯及咖啡過濾器







使用可重用的器具盛載清潔劑







使用廢碎紙作包裝用途







在舊信封上貼上新標籤，再用信封







使用供應商提供的箱子，再儲存物品或運載貨物予租客/住戶







將未經使用的箱交還供應商







設立回收箱收集包裝物料，繩子，信封及其他可再用的物品







在個別工作位置設立廢紙回收箱







鼓勵清潔員工將廢紙分類







儘可能將使用過的產品，瓦通紙，紙箱及收縮包裝物料交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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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再造紙，可更換筆芯的原子筆，可再用的碳粉盒，充電池及其他可循環再造的

有

沒有





物品


儘可能將使用後的物品循環再造







參與社區的循環再造計劃







為鼓勵將回收物件分類，設立分類的廢物回收箱







將廢物回收箱放置在容易存取的地點







鼓勵餐館和食堂的承包商提供優惠予自備外賣餐盒的客戶和鼓勵使用電子堆肥器，





以進一步減少廚餘

化學廢物


聘用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及處置化學廢物







確保所排放的化學廢物有適當的標籤，包裹及暫時存放於指定的化學廢物存放處







確保儲存是按照環境保護署的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進行





內部管理


達致有條理及整潔的辦公室環境







採取「先到先用」的策略，避免物品過期







張貼通告提醒員工處理及儲存物料的正確措施







列出對環境有潛在影響的物品







將有害物品儲存在指定地方，以防止洩漏於環境中







在處理及儲存有害物品時，應採取安全措施，以防止洩漏於環境中





噪音控制


將嘈吵的辦公室裝修工作安排在不影響工作的時間內進行







將嘈吵的設備放在不影響工作的地方







定期檢查及維修滴水及發出噪音的空調設備







採取措施減低噪音源頭對民居造成的滋擾(例如泵房，機械通風及冷凍系統等)







指示停車場使用者遵守車輛防盜警報系統的有關噪音管制條例







當發現大廈內有噪音產生，向其源頭要求減低噪音







向環境保護署匯報由物業外產生噪音的活動







採取措施以控制從酒吧、的士高、卡拉 ok 及其他娛樂場所而產生的噪音





空氣污染 / 氣味控制


指示承包商依照有關使用空調系統內冷凍劑的條例







確保產生氣味的源頭(如污水處理房)遠離客戶或考慮安裝氣味控制設施







妥善保養後備發電機，避免產生黑煙







當有需要, 協助客戶(如飲食行業)訂定最可行的空氣排放控制計劃







減少餐館或飲食場所產生的油煙排放以降低滋擾







當有裝修工程，將儲存於場地外的沙子、碎片或其他材料掩蓋或弄濕









室內空氣質素


檢查大廈內是否已有足夠的新鮮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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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沒有



確保辦公室抽取新鮮空氣的源頭並不接近空氣污染源







定期清理空調設備內出風口、喉管、過濾器及冷凍線圈







定期清潔地毯及纖毛傢俱







將影印機及鐳射打印機放置於空氣流通的地方







向環境保護署報告外間任何構成滋擾的空氣污染源頭







指示承包商採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較低的裝修物料







獲取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







於停車場提供足夠的通風系統







避免安裝出風口於任何窗口或其他建築物的鮮風口







鼓勵員工儘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上班







當公司設有停車場，鼓勵員工共用汽車







制定汽車維修計劃







鼓勵購買非柴油推動的汽車







鼓勵公司所有司機使用最快捷的交通路線







鼓勵在非繁忙時間運送貨物





運輸

美化環境


美化樓宇外的環境







選擇適合樓宇環境的植物





有

沒有

夥伴協力合作
租客/住戶的需要


定期與租客/住戶溝通







了解租客/住戶的環保需求







留心及滿足租客/住戶的環保需要





租客/住戶的支援


租戶 / 住戶參與制訂及實行環保計劃







為租戶 / 住戶組織環保活動







舉辦獲租戶 / 住戶支持的環保活動





鼓勵及推動租客/住戶


鼓勵租客/住戶參與







在適當時候獎勵參加者







為租客/住戶提供支持與輔導







為環保活動訂定目標及就進度向租客/住戶匯報







為管理的物業推廣一個正面的環保形象







組織有助推動環保的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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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分享目標及成就的渠道

有

沒有





租客/住戶的回應


收集租客/住戶的回應







適當回應租客/住戶的意見及查詢









供應商及承包商
運用你的採購影響力


購買可再用、循環再造、含有可再用配件、減低資源消耗、壽命較長及含有較少有
毒污染物的產品



制定任何有助員工採購環保產品的政策，並知會供應商







支持購買貼有環保標籤的產品







鼓勵員工以維修代替購買全新產品







鼓勵員工對大量使用的物品進行簡單的調查研究，了解有否其他的環保選擇







鼓勵員工建議其他更環保的產品







鼓勵理性地採購產品，避免購買影響生態的產品







採用大批購買模式





溝通與動力


將公司的環保或可持續發展方針及使命聲明通知供應商







與供應商共同確認環保產品，以取締正使用的一般產品







鼓勵供應商提供文件證明環保產品的真確性







與社會人士分享推行環保計劃的經驗







確定公司對社會的影響，並知會社會人士







參與及支持本地環保活動







設立捐款箱，將所得捐款贈予本地的慈善環保團體







在雜誌及其他刊物中匯報你的環保活動







申請獎項或標誌，為公司作出的努力取得認同







發表環保或可持續發展報告向公眾推廣公司的環保成就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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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物業管理界別的良好作業守則
•

獲得最高管理層對環境保護的承諾和參與是行業成功實施環保活動的關鍵。

•

建立環境管理體系以管理公司的環保事宜，及獲取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的證書。

•

建立能源管理體系以管理營運／運作上的能源事宜，及獲取 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的證書。

•

分配充足的資源實踐機構內的環保工作。

•

鼓勵或獎勵予積極參與及推動環保活動的員工。

•

進行能源或碳審計以識別需要改善的地方。

•

採用以下的節能措施：

•



使用 T5 慳電管及 LED 燈具。



使用動態感應器、二氧化碳感應器及時間掣控制電燈和空調系統。



將辦公室分開不同區域，以便更好地利用電燈和空調系統，節約能源。

為租客／住戶舉辦環保活動，以推廣環保及提升他們的環保意識。活動可包括參觀、工作坊、講座、
展覽、嘉年華會、有機耕種等。

•

在可行情況下使用收集的雨水或冷凝水作灌溉或沖廁用途。

•

於標書或合約上訂明環保要求，以提升供應商和承包商的環保意識及確保他們遵守環保法例及法規
的要求。

•

與承包商一同建立環保措施，以持續追求實施最佳作業守則。

•

要求承包商提交化學品之化學品安全數據表，及使用含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成份之產品，例如水溶
性油漆。

•

提供特別泊車安排或獎勵予駕駛環保車輛的員工或租客。

•

與社會企業合作建立有機花圃。

•

推廣減少廚餘及進行廚餘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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