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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食水供應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大灣區城市急速發展，為香
港輸入的東江水帶來競爭；而香港的水務設施老化，水管滲漏更浪

費供水。不斷增長的人口加上低廉的水費，導致香港耗水量高，增加了供水
壓力。

要應對以上挑戰，香港需要一個長遠的解決方案。這份由思匯政策研究所
進行的研究，水資源管理政策現代化，由兩份報告組成。本報告集中論述
節約和消耗，檢視本地用水需求以及在節約用水方面的挑戰，從而建議政
策解決方案，並提出如何通過負責任的資源運用，減少本地用水需求。與
本報告相關的一份姊妹報告，則評估如何善用本地水務基建系統，長遠確
保香港水資源的安全和可靠性。

節約用水：
邁向智能用水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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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挑戰
香港本地水源受降雨模式影響，酷熱天氣亦增加了都市用水需求。政府和
立法機關均指出香港供水系統面對以下幾項主要挑戰：

• 若把沖廁用的海水計算在內，香港每日人均耗水量比全球平均110
公升高出一倍。

• 水費低廉，自1995年以來從未調整。

• 2006至2016年間，超過30%淡水因水管滲漏、非法取水和水表失靈
而未經水表量度。

• 資料過時、記錄不全和數據不足，嚴重妨礙當局推行監察用水、水
管維修，以及執行用戶責任制。

香港的主要水源來自內地人口最多的省份—廣東省的東江流域。輸入東
江水過往只佔香港整體供水量的20%至30%，然而現時已逐步增至70%
至80%。根據2017年的東江水供水協議，目前由東江輸港的水量每年上限
為11億立方米i。

儘管輸入東江水為香港帶來可負擔的食水保障，但這也意味著香港供水
的質素和穩定性取決於珠三角洲其他城市水資源的使用情況。一旦中國
內地遇上極端天氣而導致水資源競爭加劇，難保香港仍可按協議輸入其認
購量的東江水。香港需要節約用水，確保面對區域競爭以及氣候變化下，
得到可持續水源，同時確保下一代和鄰近城市有可靠的供水ii。我們還有責
任為國家達致供水安全目標 iii，以及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
所述，確保人人享有水和可持續管理用水的全球目標，作出貢獻iv。

香港政府水務署（水務署）革新其供水政策時，可考慮從「全流域」的角度
出發。本地節約用水的措施，從減少水管滲漏到降低家庭用水量，都值得
推及至珠三角洲地區，為該區帶來正面影響。有研究預計，2031至2050
年，中國內地中高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模式將會令用水需求有增無減，隨之
而來的，是內地對可持續和潔淨水源的需求加劇。因此，推動節約用水更
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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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定位
為應對水資源安全問題，香港於2008年推出《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透
過推廣節約用水，控制都市用水需求增長，並尋找新的水資源。該《策略》
的修訂版本預計在2019年底公布。

《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所實施的措施包括：更換長達3,000公里的老化
水管、透過「智能管網管理電腦系統」把全港食水分配管網分成多個獨立
的監測區域，以及定期舉辦教育活動，向各界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推廣
節約用水。

過度的耗水
香港製造業式微，甚至幾乎沒有農業可言，然而現時香港與世界其他主要
城市相比v，卻是耗水量最高的地方之一。住宅用戶是本地食水的最大消費
群，可見推廣節約用水以改變家居用水習慣的重要性。住宅用水，以及服
務業和商業用水兩個類別，佔香港整體食水用量近80%。

香港用水量高企有數個原因。首先是香港的水費低廉，即使生產成本以至
輸入東江水的「統包總額」價格上漲，香港的水費在過去超過二十年來仍
維持不變。

過時的水費
香港居民的水費開支不成比例地少。根據水務署的數字，2016至2017年
度，住宅用戶的每月平均水費為48港元，約相當於住戶每月平均開支的
0.3%。

不少地區也採取按用量分級收費的方式，鼓勵節約用水。在歐盟，以高昂
的徵費直接減少用水需求，是最普遍的價格干預措施。也有研究指出，當
用戶毋須繳付全部的用水成本，用水效益往往偏低。然而，公用事業和決
策者必須在用者的負擔能力和有效供水之間作出平衡。貧困家庭如無法
減少基本用水需要，調高水費可能會加重他們的負擔；反之，較富裕的家
庭亦未必會因為價格調整而意識到過度用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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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水費採用分級遞增的結構，按用水量劃分不同級別，並以漸進收費
率計算。因此，邊際價格會隨級別遞增而上升，但在同一級別之內，即使用
水量不同仍按同一收費率徵費。儘管水費分級遞增，香港的用水量卻沒有
因而減少。

所有香港用戶，不論是住宅、企業或是政府，每四個月均獲得免費供水	
12立方米。為此，政府每年須向水務署補貼超過10億港元。除非用戶超
出每四個月43立方米的用水量，否則仍按第二級徵費；若用戶用水超過62
立方米，水務署開始採用懲罰性收費率，以反映實際成本。然而，即使是
最高徵費的級別，也不過是每立方米用水9.05港元，即只佔總供水成本的
54.5%。

供水成本與用戶繳付極低廉水費之間存在差距，政府可檢討現行各收費級
別的定價和門檻，以更新收費機制，透過用者自付的原則鼓勵節約用水。

改善措施可能包括調高每立方米用水的收費，以及降低施以第一和第二級徵
費的最高用水量。目前政府每四個月向每個用戶補貼36港元，但水務署每個
用戶平均每月只需支付48港元的水費，因此這些收費調整措施尤為重要。

當局亦可考慮改變收費周期。現時，水務署以每四個月為一個周期向用戶
收取水費，當局可透過先導計劃，探討香港用戶會否因需要更頻密地繳費
而節約用水。由於住宅用戶是本地食水的最大消費群，當局應考慮運用經
濟手段，教育公眾珍惜水資源並改變用水習慣。然而，當局必須提供政策，
確保水費維持在弱勢社群可負擔的水平。

水管滲漏導致用水流失
香港耗水量大的第二個原因是水管滲漏。當局鼓勵用戶節約用水，但其	
實大量食水在輸送到用戶的水龍頭之前已經流失，當中絕大部分是潔淨的
淡水。

香港的目標是在2030年或之前，把公共水管滲漏率降低至10%以下(由
2017年的滲漏率15.2%下調）。香港申訴專員公署就水務署修護政府水管
進行的調查發現，每年從政府水管流失的食水足以供應約200萬香港人使
用。

政府缺乏數據和抱負 
另一個導致香港耗水量高的原因，是當局欠缺詳盡而有系統的相關數據。
要更有效地監察、解決和堵截滲漏問題，關鍵是有系統地收集不同用水情
況下的數據。加強監察用水數據有助推動消費者節約用水，但這些數據，
尤其是水管滲漏量，在香港非常缺乏。

香港的定位



6

香港的定位

水務署亦可以檢討其目標策略，降低耗水量。署方公開列出其服務目標，
並於2017年10月發表的政策綱領訂下目標，以2016年為基礎，在2030年
或之前把人均耗水量降低10%。署方可透過集中在某一平台或網頁，持續
編集和更新主要的用水目標，展開更一致而全面的策略。此舉能展示署方
達成更進取目標的決心，並按季度或年度有序地推進節約用水的願景。

最後，香港亦可透過改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來減少耗水量。為提倡珍
惜食水，香港於2009年推出《自願參與用水效益標籤計劃》，該計劃涵蓋
一系列用水裝置，例如淋浴花灑、洗衣機、小便器用具和節流器。此外，水
務署亦推行其他計劃，為家庭用戶於花灑和水龍頭安裝流量控制裝置，以
節省用水。

《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並非強制性，而即使自願參與計劃的產品在香港獲
評定為最高用水效益級別，其所需符合的效能要求仍遠較其他城市的要
求寬鬆。

此外，水務署已推出多項措施，為本地工業用水訂下標準，以便更廣泛地
向業界推廣節約用水的措施。然而，相關措施的推廣範圍有限，目前僅針
對酒店和餐飲兩個行業。2017年，這兩個行業的用水量佔全年總食水用量
的16%。為提高這兩個行業的用水效益，水務署制定了「用水效益最佳
實務指引」（以中、英文出版），提供業者適用的節水措施。

然而，相關指引並沒有委員會審查機制，業者有否履行承諾、他們的參與
程度，以至運作是否長期合乎指引的要求，署方都無從跟進。除非署方為
指引建立一個正式的評估程序或執行機制，否則指引仍不過是自願推動節
約用水的行動，更別枉論可大量節省用水。

因應上述的挑戰，水務署投入資源致力改善香港的水資源管理，但署方對
於解決用水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仍流於零碎，並不足以對善用水資源和節約
用水產生持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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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建議
有見及此，本報告有下列七項政策建議：

一. 水費結構
目前香港水費的收費模式是1995年制訂的，沿用至今超過二十多年，已不
足以收回全部成本，因此當局亟需改革。當局應立即檢討分級遞增的水費
定價和門檻，並恢復用者自付的原則，讓香港每一個消費者共同負擔珍貴
天然資源的價格。

分級遞增水費的每一個門檻，都反映了居住在公共房屋的平均家庭人數，
計劃在1995年檢討時人數為3.7，而目前的平均家庭住戶人數已經縮減
26%至2.75人，每個水費門檻也應相應減少。

目前香港每人日均用水量是130公升。若根據2.75人的平均家庭人
數，以及水務署發布最新的每單位用水的淨生產成本以及總生產成
本計 	算vi，一個三人家庭，如果按用者自付原則支付水費，每四個月的收
費應為622港元，較目前的255港元高1.4倍。

更新收費並不一定等於懲罰性地向社會所有群體增加徵費，傷害低收入社
群，但當局應該審視並考慮某些以用者收入和資產為基礎的收費級別和
豁免措施。

住宅用戶可能更頻密地收到水費帳單：每四個月一次的繳費通知書或不足
以讓消費者感受到食水供應的壓力和價值；反之，更頻密地收到水費帳單
可讓消費者更意識到其用水量和所繳付的費用息息相關。

除了低於某個家庭收入水平的人士之外，當局應認真考慮取消為所有用戶
免費供水12立方米的做法。另外，如當局決定完全取消這個免費供水額，
亦可仿效許多其他國家的做法，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水費資助。

二. 更進取的目標
香港現行的長期目標將實施至2030年，屆時用水情況應有基本改善，當局
可能會制定出一系列目標，更積極地解決浪費食水的問題，並為香港定下
更有雄心的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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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目前香港的官方目標，是在2030年或之前把政府水管滲漏率降至
10%以下。2018年的滲漏率約為15%，換言之，這個目標是要把滲漏率減少
三分之一，節省的食水（52,654,680立方米）	 將足夠每年供應約375,000
人使用。如要滿足更多人（接近500,000）的需求，滲漏率應更進取地降低
至約8%。這便可節省足夠食水（72,906,408立方米）每年供應約540,000
人使用。

水務署的年報提及水表準確程度、因預算進行的工程而暫停供水的時間
長度，以及食水供水水壓等方面的工作目標。署方應投放更多篇幅，闡述
該署在這些目標上的工作進度。此外，這些目標也需要不斷更新和修訂。
在撰寫本報告時，水務署的《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已有十年沒有更新。

減少耗水的目標（不論是人均水平，還是最理想地有更仔細的分析，例如
從水務署掌握的數據再深入就不同類型的用戶作出分析）亦應該列入水
務署的工作目標，與該署推動節約用水的使命一致。

三. 科技
如上文所提及，在區議會層面缺乏有關水管滲漏和耗水量的數據，不利於
快速應對水務基建設施不足的情況。

大量食水因水管老化造成長期滲漏而流失，香港的水務基建設施應準確
偵測滲漏情況，從而發展至具備以遙距方式截停水流的功能，以便更迅速
和有效地處理和維修滲漏的位置。對於不掌握準確和最新（更莫說實時）
水務消息的用戶而言，這樣亦有助他們調節用水模式。

香港正推廣應用自動讀表系統。2013年，水務署推出一項先導計劃，以評
估自動讀表系統的技術表現和處理數據的可靠程度。在該計劃下，署方挑
選了部分樓宇（一座政府宿舍和兩個公共租住屋邨）安裝約350個智能水
表，遠程收集個別用戶的用水數據。

水務署認為，自動讀表系統的主要優點，是能改善抄表效率、加強檢測水
管滲漏或不尋常的耗水情況，並向用戶提供更適時的用水數據，令他們更
留意用水情況。這些技術解決方案獲署方認同，可望成為推動節約用水的
理想平台。隨著相關技術在香港推行，更有望解決因水管長期滲漏而引致
過度耗水的問題。

四. 規管
以立法方式規限某些類型的用水，例如洗車或灌溉，已經取得一定的成
效。然而，這些措施最明顯的局限在於它們需要實施政策干預，並可能遭
受社會反對，因而削弱了規管力。

我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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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達致減少滲漏的目標、把節省用水目標納入新的建築法規，以及跨部
門合作等方面，香港可以向倫敦、悉尼和紐約借鏡，詳情見本報告第5.3節。

五. 節水裝置
香港可以參考澳洲的做法。澳洲政府公開如何有效利用節水裝置減少用
水需求的統計數據，並把有關廁所水管滲漏帶來的財務後果，包括每小時
以至每年損失的水量和金額，公開給公眾參考。

香港也應該加強其《用水效益標籤計劃》。類似的標籤計劃已在全球廣泛
採用，不僅要求用戶在廁所、洗衣機和洗滌槽等設備使用符合節水標準的
裝置，而且用水效益標籤的評級標準也遠高於香港。香港不可能把其他城
市最低的評級套用為用水效益的最高標準。從微觀來說，提升香港對用水
效益標籤的評級標準，有助用戶節省開支；從總體而言，累積可節省的金
額也相當可觀。

水務署「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要求選擇參與的市民完成兩個登記步驟，
即簽署承諾宣言，並進行網上註冊以接收電子水費帳單，方可獲政府免費
派發兩個節流器。然而，市民要選擇參與才可獲得必要的工具去節約用
水，實在是令有心人卻步的做法。因此，香港應考慮讓所有或絕大多數住
宅用戶默認選擇參與，以鼓勵大多數人使用節流器。

六. 教育活動和學校參與
水務署在2011和2015年分別透過其網頁進行兩次意見調查。署方可以進
行更多評估，以便從整體水費定價到安裝節流器方面，更廣泛了解公眾對
於用水的取態。署方需要針對意見調查所得的主要結果直接跟進，把意見
化為有意義的實際行動。

水務署可就調查所得的意見，以及署方解決相關問題的擬定計劃發表白皮
書，或進行公眾諮詢，這些都是重要而有用的，亦有助改善署方對保護香
港水資源的策略流於零碎的問題。

七. 穩建和透明用水數據
上文指出透過監管法規公開用水數據的重要性，而資訊透明化對改善控
制家居用水也同樣關鍵。當局可為用戶提供有關其用水量的綜合資訊，例
如廚房或浴室的用水量，方便用戶了解哪些家庭活動的耗水量較多，有助
比較這些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本地家庭應該準確地知道他們的用水量與鄰舍、建築物、屋邨甚至地區是如
何相比。這些數據可以是匿名的，但仍有助他們用作評估用水量的基準。

我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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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是時候革新本地水資源管理
多年來，香港都在處理相同的基本用水問題：作為大城市，香港用水量持
續高企，但現行的水費結構扭曲了水的價值，數據不足使當局對最需要維
修水務設施的地區一無所知。

香港的消費模式浪費用水，同時又欠缺積極的節水計劃，加上水管長期滲
漏，不僅減少了珍貴水資源的可用性，也為這個城市的下一代以至珠江三
角洲的其他城市樹立了一個壞榜樣。

面對這些挑戰，思匯政策研究所建議水務署和香港政府採取具體政策行
動，訂立進取的方針改善現行控制用水的情況，主導進行有效的資源管
理。

本研究建議水務署在2030年或之前調整現行的兩個目標，以期在下一個
十年制定更有效益的節水目標：

• 將政府水管滲漏率從15%減低至8%，以節省7,290萬立方米的淡
水，或足夠每年為超過540,000香港居民提供的食水。

• 設定一個基本目標，到2030年，每日耗水量減少25%，即是從每日
人均220公升減至165公升，這意味著節省1.474億立方米的用水
（淡水和海水）。一個更進取的目標，是尋求節省50%用水，使我
們的用水量維持在每日人均110公升（每年節省2.947億立方米用
水），符合例如柏林和馬德里等國際城市所達到的指標。

每日人均用水量
資料來源: 思匯政策研究所根據水務署2016-17年年報，以及國際水協會，「首都城市家庭用水量
2016」的資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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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是時候革新本地水資源管

總而言之，這些目標可以讓香港在2030年或之前節省2.203億立方米的用
水，相當於2016年總食水用量的17.7%vii。如果我們能實現減少50%用水，
這個更進取的目標，香港就能節省3.676億立方米食水。但如果沒有這些
比較進取的目標，香港只能節省約7,230萬立方米的食水。

現時，以實行用水效益標籤計劃、提供節流裝置這等零碎的方案已不足
以解決問題，在這些方案之上，必須有更具規模的評估和數據監察計劃。

如香港未能全面、綜合並進取地革新現行的措施，其看似充足的食水供應
能否持續迅即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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