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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時期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如報告內刊載超出此報告時期的活動，為清晰起見會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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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中的第
一工作組報告，人類活動對氣候系統的影響顯然易見，不斷城市化
已加劇全球變暖帶來的影響。香港作為一個高密度發展，且易受
風暴影響的沿海城市，已遭受更頻繁的酷熱天氣、風暴潮和極端
天氣事件影響，對社會、環境和經濟造成破壞。

自2000年成立以來，思匯政策研究所一直研究應如何設計、建
造、管理以至居住在此城市空間，才可創建低碳、宜居，且有能力
應對氣候變遷的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我們致力發表基於實證
的研究報告，以回應香港的社會、發展和環境的挑戰。

今年，思匯獲捐助者、合作夥伴以及本地和國際研究網絡的支
持，發表一份關於為香港電力系統減碳的報告，以及三份為香港
建築減碳的報告，更開始深入研究交通運輸系統，並把研究範圍
擴大至粵港澳大灣區。於各範疇減碳可有助減低排放、改善空氣
質素、緩解環境帶來的相關健康問題，並促進公眾福祉。

我們期望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可以成為一個以人為本、更
宜居、更健康繁榮的社會。除了透過減碳促成此願景，還可以從社
區層面出發改善生活質素。今年，思匯延續以往對公共空間的關

董事會主席的話

注，探索香港如何令海濱變成多元舒適的空間，以及如何透過街
頭表演創造更具活力的城市環境。

為確保研究成果可以轉化為實際行動，思匯與政府部門、環保組
織和各大企業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並樂見政府於2021年10月發
表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部份目標與我們報告的低碳轉型
建議方向一致。除了建立社區夥伴關係，思匯亦透過外展計劃促
使香港年輕一代實現更可持續的未來。

儘管邁向可持續發展的路途充滿挑戰，道阻且長，但思匯相信變
幻無盡的氣候和不斷發展的城市環境也為香港帶來機遇，讓大眾
可以共同重新思考香港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我城的未來取決於
我們今天所做的選擇，讓我們攜手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香港！思匯
團隊在此感謝您一直以來的關注和支持。

歐陽杞浚
2022年2月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思匯樂見政府於2021
年10月發表的《香港氣
候行動藍圖2050》部份
目標與我們報告的低碳
轉型建議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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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思匯政策研究所

思匯政策研究所於2000年成立，是一個獨立的香港公共政策研
究智庫組織。我們致力透過深入研究和對話，提出政策倡議，並
推動持份者關注香港社會和環境的問題。為建構宜居城市，我們
的研究涵蓋四大範疇 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和管治。思匯政
策研究所連續十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評為全球五十大環保
政策智庫之一。

 
 

 進行研究
進行獨立、跨學科，並以
實證為基礎的研究

持份者參與
推動政府、學術界、非政府組織與公
眾參與討論，就爭議焦點促進各方諒
解，尋求可行解決方案

識別議題
辨識社會議題與
現行政策之間的
落差

重塑議題
透過研究結果，重新
認識社會議題，修正
與政策相關的爭議
焦點
 

 

推動改革
夥拍持份者推動改革，
促進公眾在心態與行為
上作出改變

我們如何運作

思匯政策研究所連續
十年獲美國賓夕法尼
亞大學評為全球五十
大環保政策智庫之一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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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2000
思匯於2000年由後來出任香港
環境局副局長的陸恭蕙和環境
研究員 Lisa Hopkinson成立。思
匯是最早深入調查香港及珠江
三角洲居民環保行為和態度的
機構之一。

2006
思匯編著香港首份全面的
空氣管理政策建議，並發表
了一份比較本地與區內污
染源的創新報告。以此為基
礎，思匯繼而於2007年發表
首份關於香港和珠江三角
洲氣候變化的報告。

2009-2012
思匯參與開發達理指數，
該指數評估並追蹤空氣污
染損害香港市民健康和整
體經濟的成本代價。

2011
思匯積極推動成立名為「乘風約章」
的自願性環保約章計劃，鼓勵遠洋
船舶在香 港停泊期間改 用低硫 柴
油，共獲得逾三千艘船響應參與。

2016
思匯合作舉辦第17屆Walk21
國際會議，為此會議首次於
亞洲舉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
的156位講者，600名各地代
表和逾300名出席公開論壇
的參加者。

2017
思匯自2009年起開始研究
珠江流域的水資源議題，
並於2017年發表《水沛蜃
樓》報告，獲媒體、公眾以
至政府廣泛關注。

2019
思匯推出「Hong Kong 2050 Is 
Now」項目，旨在推動氣候 行
動，於本 世 紀中葉 前 使 香 港
達 至 碳 中和 的 未 來。迄今為
止，Hong Kong 2050 Is Now已
參與10個大型氣候研究項目、
超過55個公眾活動，並吸引逾
500名青少年參與。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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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摘要

15,479位
 社交平台追蹤者

6份 
研究報告

超過30項 

48次 
新聞媒體報道

46,758次 
社交媒體互動

公眾活動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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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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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總覽
項目 為能源減碳 為建築減碳 為交通運輸減碳 為粵港澳大灣區減碳 維港海濱公共空間管理 街頭表演政策管理

發表日期 2021年10月 2020年12月 進行中 進行中 2021年11月 2021年4月

項目目標 評 估 潔 淨 能 源 技 術，
並 研 究 不 同 能 源 組 合
方案，以助實現香港於
2050年前為發電能源減
碳。

評估國際綠色建築評級
標準體系和政策，指出
香港相關政策差異，並
為香港建築減碳提出建
議。

評估潔淨車輛技術，就
城 市 交 通 減碳 提出建
議。

探索技術、政策和金融
方案，以促進大灣區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檢討私營機構參與海濱
管理的現有機制，並提出
建議以完善管理框架，促
使機構肩負更多責任。

根據持份者的不同利益，
制定政策建議，以建立有
效的街頭表演管理系統。

內容重點 以可再生能源和進口核
能為主的電力系統可在
2035年前減少發電排放
達70%，並於2050年前
達至淨零排放。

定期報告能源績效可以
更有效管理建築能源效
益，並有助減碳。

建立減碳路線圖，以協
調 推 廣 使 用電 動 車或
氫燃料電池車所需的技
術、財政和政策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
合作制定標準以及設立
碳交易市場，是香港減
碳關鍵。

當私營機構參與未來的
海濱發展項目時，需要改
進設計指引，加強協作，
並提供財政誘因，並草擬
合約時著重使營運更靈
活且釐清責任所在。

一個全面的街道管理方
案能促進街道動感活力，
包容各類街頭表演者，並
有利於所有公共空間使用
者。

研究影響 成功推動政府在《香港
氣候行動藍圖2050》部
份目標與思匯的低碳轉
型建議方向一致，包括
逐步淘汰燃煤發電，於
2050年前把可再生能源
發電比例提高到15%，
以及發展氫能經濟。

成功推動政府在《香港
氣候行動藍圖2050》訂
立香港首個絕對能源強
度目標，並促使 大型企
業研究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產品，及促進各界對
綠色建築的承諾。

與本地專營巴士公司和
能源公司成立聯盟，並
將於2022年第一季度
向政府提交最終建議。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論壇
中展示研究成果，以促
進跨地區的系統變革，
並獲得知名企業支持。

遊說推動維港海濱管理
改革，令香港的海濱長廊
成為優 質多元、管理良
好、充滿活力並受大眾喜
愛的公共空間。

建議妥善管理的街頭表
演可以增添城市動感活
力，為香港市民營造更愉
快宜居的都市環境。

相關持份者 香港政府、本地及廣東
省能源公司

香港政府、綠色建築評
級機構、地產發展商、租
戶、金融機構

香港政府、專營巴士公
司、的士公司、私家車
主

香港政府、粵港澳大灣
區各地政府、金融機構

香港政府（海港辦事處、
發展局、地政總署、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地產發
展商

香港政府、街頭藝人、社區
倡導團體、區議員、本地企
業（房地產、零售、酒店行
業）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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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NG KONG 2050 IS NOW
背景
「Hong Kong 2050 Is Now」是思匯目前的主力項目，於 2019 年與
世界資源研究所、RS Group和 ADM Capital Foundation合作推出，
著重關注氣候危機，並推動相關研究、合作、教育及行動。通過跨
學科研究，我們致力為香港制定可行的減碳策略和政策路線圖。
我們的努力為推動政策改變和氣候行動奠定堅實的基礎，以助香
港成為一個可持續、有力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低碳城市。 

到目前為止，Hong Kong 2050 Is Now已進行10個研究項目。於
2020年6月，我們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合作發表《邁向更美好的香
港：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放藍圖》 一份關於香港深度減碳行
動方向的政策報告。以此為基礎，我們正與研究夥伴在香港減排
的主要範疇，即能源、建築物和交通運輸，展開多項深入研究，並
進一步把研究工作擴展到粵港澳大灣區。

Hong Kong 2050 Is Now與持份者合作，推動香港的氣候行動。我
們連繫政府、行業領袖、商界人士、環保組織和民間團體，把計劃
轉化為行動。這些研究項目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實際可行的
建議，亦促使更多企業認識邁向淨零碳排放是社會經濟持續繁榮
的動力。

為能源減碳
本地發電是香港最大的碳排放源，佔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66%。
香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各行各業電氣化將增加電力需求。為此，
我們需要盡快建立零排放電力系統。為鼓勵本地政策制定者和電
力公司確立更積極進取的目標邁向零碳，思匯和世界資源研究所
合作，在2021年10月19日共同發表報告《為無碳香港發電：香港
實現淨零排放電力系統藍圖》。

本報告審視了不同潔淨能源技術的機遇和挑戰，並評估五種既維
持穩定可靠供電，亦可減碳的能源組合方案。研究發現，以可再生
能源和進口核能為主的電力系統可在2035年前減少發電排放達
70%，並於2050年前達至淨零排放。

我們與環境保護署和本地能源公司經過長達一年的諮詢後，撰寫
本報告，當中建議已獲政府納入《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包括
政府承諾逐步淘汰燃煤發電，訂立更積極進取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比例目標，並探索區域合作的可能。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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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築減碳
建築物用電佔香港總用電量達90%，並為本地製造60%碳排放。
因此，減少建築物的電力消耗對香港邁向零碳至關重要。思匯和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HKGFA）在Hong Kong 2050 Is Now中合作推
動綠色建築項目，以解決此迫切問題。

在2020年12月8日的網上研討會中，Hong Kong 2050 Is Now就綠
色建築項目發布兩份報告。第一份報告《綠色建築評級體系：能
源範疇對標研究》是與中國節能皓信環境顧問集團（CECEP）合
作發布。透過比較8個國際綠色建築評級體系的節能要求，我們
發現衡量能源運行績效的成效型評級體系，比著重於設計的綜
合得分評級體系更有效推動減碳。而第二份報告《香港低碳建
築：政策建議及行動》是與奧雅納（ARUP）合作發布。報告透過
全面審視本地和國際政策環境，建議香港積極完善其建築法規
並增加市場誘因。

於2021年7月與環境局會面時，我們向環境局局長提交《為香港
建築業減碳》白皮書，詳細說明對政府相關部門的主要建議，並
樂見政府把建築方面的絕對能源強度目標納入《香港氣候行動
藍圖2050》。

為交通運輸減碳
城市交通是香港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源，佔約18.1%，亦是路邊
空氣污染的主要成因。為了於2050年前實現淨零排放，香港需要
重塑交通運輸體系。思匯積極構思設計零排放交通系統，再確定
過渡至此階段前香港可以應用的技術，並考慮其中所需的城市規
劃、生活方式和基建設施變化。

為了幫助政府制定零排放道路交通路線圖，思匯正進行兩個項
目。第一個項目是由世界資源研究所帶領的城市交通減碳報告，
分析香港如何在轉型過程中以電動車和氫燃料電動車取代燃油
及混合動力私家車。此報告預計將於2022年中發布。

而第二個 項目是 於2021年7月成 立 的 零 排 放 交 通 運 輸 聯盟 
(ZEMC)，其中涉及10個主要持份者，包括來自專營巴士公司、能
源公司、學術界和社區代表。此聯盟就加快商用車和公共汽車過
渡至零排放所需的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議。此外，聯盟正討論如何
革新公共交通的商業模式，以實現淨零排放，同時保持盈利和低
廉成本。聯盟將於2022年第一季度向政府提交最終建議。

進行中項目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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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粵港澳大灣區減碳
2020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將力爭在2030年前碳排放達
峰，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
濟支柱之一，有條件成為引領全國提早實現減碳目標。為使粵港
澳大灣區更快減碳，思匯正在評估及研究切實可行的方案，並探
索香港應如何善用此龐大機遇。

我們 正與 清 華大學 建 築 節能研 究中心、香 港 綠 色金融 協會
(HKGFA)、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GBA-GFA)以及世界資源
研究所合作，研究廣州、深圳、珠海和佛山低碳建築的挑戰和機
遇，為粵港澳大灣區建築業制定減碳路線圖。該報告預計於2022

年初發布。

第二個粵港澳大灣區項目於2021年8月開展，與香港綠色金融協
會、世界資源研究所、廣東省節能中心、中央財經大學和廣東工業
大學合作，為工業、建築和交通運輸領域構建減碳路線圖，並探
索如何借助轉型金融加快減碳。該報告預計於2022年底發布。

迄今為止，粵港澳大灣區項目廣受好評。我們已分別於2021年9月
的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年會以及2021年11月的香港綠色
金融協會論壇上發表研究的中期成果。研究粵港澳大灣區淨零排
放藍圖時的相互合作可加強城市間意見交流，使思匯得以在各大
論壇上展示研究成果，並為此地區帶來結構上的變革。

深圳福田區

進行中項目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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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香港生活節奏急速、人口稠密、崇尚效率，令政府推動可持續的城
市規劃以及提高本港面對氣候變化的韌性時帶來不少挑戰。政府
不應只優先發展大型基建設施，而應將重點轉向建設更為宜居的
城市，而良好的城市規劃有助實現此願景。街道環境不應僅視作
為基建設施或交通運輸系統的一部分，而是更優質舒適的公共空
間。

思匯一直以來均致力推廣易行度和公共空間規劃，多年來引領研
究、分享相關知識並鼓勵持份者積極參與，促進創建一個易行方
便，且多元動感的香港。我們在2018年發表《動感街道管理》報
告，提出多項改善香港街道管理的建議，並於本年度發表此報告
的第二部分，集中研究街頭表演政策。此外，我們亦有研究如何
完善管理香港海濱的公共空間和康樂設施。

城市規劃非能一蹴而就，展望未來，思匯會繼續協助建設一個以
人為本且可持續發展的香港。

維港海濱公共空間管理
香港政府正沿著維多利亞港海岸線建造一條長達38公里的海濱
長廊，並希望私營機構在海濱的建設和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維港海濱公共空間的私人發展和管理》由思匯城市規劃高級研
究員黎文燕撰寫，探討如何更完善管理海濱以供公眾享用。

報告檢討私營機構參與海濱管理的現有機制，並基於分析其實際
管理、監管和公開問責方面的成效，建議政府需要一個更完善包
容的海濱發展和管理框架，讓私營機構參與改善維港海濱。此外，
草擬營運合約中須列出明確成果、績效指標和定期評估流程。

該報告於2021年11月18日的閉門座談會中發布，報告作者黎文燕
與講者Ian Brownlee 先生、司馬文先生、陳啟豪先生和魏華星先生
一同討論香港海濱發展。講者均認為政府、私人發展商和社會企
業均需要抱持共同的願景，並產生協同效應，為香港建設一個更
具創意、活潑包容的海濱。以此座談會為基礎，思匯將於來年協助
推動持份者間的合作，繼續研究改善海濱公共空間。

B 創造充滿活力的公共空間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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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表演政策管理
街頭表演使街道充滿活力，鼓勵市民交流，並促進本地文化。然
而，儘管政府承諾令街道更多樣化、易行且充滿朝氣，香港現行的
監管框架卻視街頭表演為滋擾。思匯在2018年發表《動感街道管
理》報告，指出街頭表演是其中最需要關切的議題之一。而2021 
年發表的《動感街道管理（二）：香港街頭表演政策》報告由城市
規劃高級研究員黎文燕女士和周禧敏博士撰寫，研究街頭表演如
何重新融入公共空間，納入為香港街道表演管理系統的一部分。

2020年9月發布的中期報告從調查中分析主要持份者的觀點，並
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他們普遍認為，街道公共空間和街頭表演
需要更明確的規管制度以及更客觀的量度標準。政府需要下定決
心改變不同部門與決策局間各自為政的思維，協調跨部門工作，
並加強與藝術界合作。故此，香港街道管理需要：（一）促進城市
的活力和多元化；（二）確保街頭藝人參與其中；以及（三）確保所
有使用者均可享用公平開放的公共空間。

《動感街道管理（二）：香港街頭表演政策》獲香港特區政府創
新辦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資助，於2021年4月20日發表終
期報告並舉辦網上研討會，邀請兩位街頭藝人周先生和蘇春就先
生，以及何名瀚博士與報告作者對談，討論街頭表演如何成為合
法專業的活動，以及政府必須成立一個管理機構負責街頭表演政
策，以促進香港獨有的文化活力。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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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社群 
及教育項目2

12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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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年輕一代作為未來的社會棟梁，將要解決目前高碳排放和生態破
壞等活動遺留的問題，應對無法避免的全球暖化危機。思匯相信
氣候教育有助創建更安全、潔淨且公正的未來，故在過去一年，我
們付出更多努力與中學及大學生接觸。

行動
思匯支持多項本地大學舉辦的活動和比賽，其中多與香港科技大
學合作舉辦活動如Eco-Chats、公開論壇和可持續經濟創新獎。此
外，我們亦努力聆聽並協助傳揚青少年的意見，鼓勵他們為可持
續發展的世界作出貢獻。思匯在本年度籌辦首屆青年環保大使計
劃，以培養明日環保領袖。在1月時，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一系
列年輕人的訪問，以了解其對2021年度《施政報告》的看法。過去
一年，我們聘請了7名實習生和4名研究助理，有助支援思匯的研
究和溝通工作。

影響
雖然思匯舉辦及參與更多與青少年親身接觸的活動，但因為
Facebook等網站演算法於2021年改變，我們跨平台社交媒體的互
動較去年減少約50%。在未來一年，思匯會改善社交媒體經營策
略，以接觸更多青少年社群及與他們互動。我們也將透過與學生
交流、青年環保大使計劃和實習生計劃來繼續培育青少年。

 
 

A 培育青少年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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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環保大使計劃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慷慨支持，並與透過遊戲
促進學習的初創機構Press Start Academy合作舉辦。在過去數個月
的培訓，參與者已具備成為氣候領袖和變革者所需的知識、技能和
實踐經驗。展望未來，我們將舉辦展覽嘉許學生的社區服務項目成
果，並繼續籌辦來年的青年環保大使計劃。
 

青年環保大使計劃
過去幾年間，全球氣候行動中出現了不少年輕的面孔，積極參與甚
至帶領氣候行動。思匯希望促使香港年輕一代實現更可持續的未
來，故於本年度籌辦青年環保大使計劃，旨在提高本地中學生對不
同環保議題和氣候變化的認識，並通過培訓，使他們能夠舉辦社區
服務項目，開展氣候行動以幫助自己身處的社區。

本計劃於7月10日在開幕禮後開展，在7月至8月期間，50名來自15所
本地中學的學生參與8節課堂，包括氣候變化工作坊、實地考察和社
區服務項目規劃。自8月起，參加者分成9組，籌辦為期三個月的社區
服務項目，其中涵蓋不同的環境問題，如生態旅遊及改善巴士路線
規劃等。

重點 培育青少年  

Field trip to Mil Mil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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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Chats

除了舉辦對象為中學生的青年環保大使計劃，思匯亦有不斷與
大學生接觸，培養其氣候素養，並鼓勵他們成為未來的可持續發
展領袖。在2020-21學年，我們和香港科技大學環境及可持續發
展學部合作，為就讀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的學生舉辦一系列名為
「Eco-Chats」的對談活動。

憑藉思匯於各個領域中的廣闊人脈，我們邀請到匯豐銀行、香
港綠色金融協會和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等機構的專業
人士，向學生演講和分享職業所得。思匯團隊亦曾為其中一次 
Eco-Chats的講者，介紹我們的工作以及公共政策智庫在可持續發
展中的角色。

Eco-Chats作為別具意義的平台，每節活動均有約100名學生參
與，他們能從中了解可持續發展領域裡有眾多機會，獲得相關行
業的專業見解並拓展人脈，支持他們的未來職業生涯發展。在
2021-22學年，思匯將繼續和香港科技大學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
部合作籌辦此活動。

重點 培育青少年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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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不論是締造宜居城市抑或可持續發展，要改善香港社會，政府均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們冀望透過明確的路線圖和積極進取的
政策，以鼓勵政府優先考慮可持續發展，從而加快創新並鼓勵集
體變革。 

行動
過去一年，思匯與香港政府各決策局和相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
旨在推動政府加強氣候行動和其他環境問題的政策管理。思匯團
隊於7月5日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以及環境局和環境保護署的
代表會面，討論我們在綠色建築和能源減碳報告中提出的主要議
題。另外，我們亦獲邀參與財政預算案和施政報告的諮詢會。 

B 推動政策改變
影響
透過與政府積極溝通，思匯推動把氣候變化從棘手問題轉化為促
進香港繁榮宜居的機遇。我們亦致力推動改善香港公共空間，倡
議政府加強領導並制定相關政策，提出可先從政府採購方面推動
可持續發展，並促進專家和政府交流，使政府官員了解須在2050

年前應優先考慮氣候危機及其他問題。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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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意見書列表 思匯歷來均會就關鍵政策，向政府提出全面且實際可行的建議。
本年度我們遞交6份意見書，冀望政府制定政策時為可持續發展
作出更多承諾和行動。

11月17日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向政
府提交有關長遠減碳策
略報告

相關部門
環境局

具體意見
根據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
報告，就政府如何在六大
範疇中實施積極進取的減
碳行動計劃提出建議。

1月14日
2021-22年度
財政預算案

相關部門
財政司司長

具體意見
建議政府如何以符合成
本效益的方式幫助香港
經濟綠色轉型。

2月2日
水務設施條例 
修訂建議

相關部門
水務署立法檢討組

具體意見
建議水務署如何改善水
質和加強節約用水，同時
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2月17日
2018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條例草案

相關部門
立法會《2018年廢物處
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條例草案》法案
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

具體意見
敦促盡快通過《2018年
廢物處置（都市固體 廢
物收費）（修訂）條例草
案》。

3月24日
香港電動車普及化 
路線圖

相關部門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具體意見
與健康空氣行動和世界資
源研究所共同提出建議，
幫助政府制定具體行動計
劃，以實現淨零排放的交
通運輸系統。  

7月15日
2021-2022年度
施政報告

相關部門
行政長官

具體意見
鼓 勵 行政長官制定積極
進取和全面的氣候 行動
規 劃 和 相 關 政 策，以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
目標。

        

20212020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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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理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是國際減少廢物棄置量的方法之一，討論醞釀
近二十年，在2018年11月，香港政府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廢物
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為了解大眾對綠
色生活的關注以及促進議會討論，思匯與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
合作，調查公眾對此法案的理解和態度。

調查報告《公眾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意見調查結果》於2021年5

月20日在一個非政府組織聯合新聞發布會上發表，並獲12家主
流媒體報道為頭條新聞，接觸讀者超過300萬人。研究結果為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草案贏得更多大眾關注和支持，並促使其法案於
2021年8月26日獲得立法會通過，此舉標誌香港廢物管理的新里
程。

是次民調於2021年1月中以隨機電
話訪問形式成功訪問了1012名香港
市民，結果顯示，公眾普遍意識到廢
物處理問題。高達九成受訪者認同
大眾應從源頭減廢；近七成受訪者
同意香港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草
案，其中支持者橫跨不同社會階層；
有六成半受訪者表示接受草案擬定
每公升0.11元的徵費水平；近八成
受訪者認為，條例設立12至18個月
過渡期已經足夠。

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草案實施

68%  
同意

12至18個月 
過渡期

79%  
同意

重點 推動政策改變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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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夥伴關係
目標
只有得到社會大眾普遍支持才能實現政策和行為習慣的改變。因
此，思匯以此為行動基礎，積極連繫社群，希望透過與香港各界
保持密切聯繫以及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加深公眾了解氣候變化，
並視氣候變化為首要議題，並以基於實證的研究促進改變。

行動 
在過去一年，思匯團隊有幸多次主持並參與各大會議、研討會和
活動。為推動企業採取氣候行動，我們在商界會議和研討會中展
示各種減排方案的經濟效益，如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等。思匯亦
與不同非政府組織合作，召集環保團體共同就政府諮詢提交建
議，並和粵港澳大灣區類似組織聯繫起來。 

影響
透過努力建立夥伴關係，思匯與不同政策制定者、商界領袖、專家
和非政府組織積極溝通。匯集各持份者力量，為攜手實現可持續
的宜居香港，我們深入研究，分享成果，加強領導能力，並呼籲更
廣泛的變革。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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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GBA

於深港智庫聯盟網
上會議發表演說

3月29日
NGO

舉辦討論生物柴油
的「交通運輸替代
燃料」研討會

4月15日
GBA

參與「碳達峰、碳中和
下的綠色金融視角：粵
港澳大灣區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投融資研究
項目啟動會」

4月16日
COM

於香港總商會演講

5月20日
NGO

聯合舉行新聞發布
會，介紹《公眾對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意見調查結果》

9月2日
NGO

連同其他非政府組織
提交《施政報告》建議

9月17日
COM

在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
融聯盟年會中展示研究
成果

GBA
在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
融聯盟年會中展示綠色
建築研究成果

9月24日
NGO

舉行有關山火和氣候變
化的圓桌會議

10月6日
COM

在Rethink 2021中
組 織 籌 劃 能 源 減
碳講座

10月-11月
COM

共同籌辦一系列 
「邁向零碳」網上
研討會

11月30日
COM

在2021香港綠色
金融協會論壇上發
表研究的中期成果

2021 連結粵港澳大灣區GBA與商界交流COM 帶領非政府組織集體行動NGO

重點 建立夥伴關係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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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

$ 3,600,000獲得資助：

資金來源 資金用途
83%

17% 30%

30%
11%

17%

5%

7%

香港特區政府
私人基金

Hong Kong 2050 Is Now項目管理
為建築減碳項目
為交通運輸減碳項目
動感街道管理項目
青年環保大使計劃
組織運作、行政及一般開支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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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姚俊業
氣候變化及夥伴合作主管

劉理信
項目經理

鄒立怡
研究分析員

陳樂澄
研究分析員

Simran Sawhney
研究分析員

董事會成員 團隊成員

歐陽杞浚
董事會主席

陳恩怡 陳美瑩

Lisa Genasci 司馬文

(截至2021年9月30日)

蘇思進
營運經理

楊敬雯
助理營運經理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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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機構及個人捐助者
ADM Capital Foundation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綠色就業計劃：大專畢業生資助項目)

Overlook Foundation

Pierre Veniot

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River Star Foundation

何鴻毅家族基金

WYNG Foundation

HK 2050 IS NOW  
合作夥伴及顧問
ADM Capital Foundation

陳恩怡（董事會成員）

吳崇文

關凱臨

林超英

陳雲華 

劉祉鋒

歐陽杞浚（董事會成員）

香港科技大學

Joan Shang

Lisa Genasci（董事會成員）

周璐璐

紀必信

RS Group

Shailesh Sreedharan

黃翠芝

世界資源研究所

葉

合作機構
ADM Capital Foundation

沛然環境評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奧雅納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中國節能皓信環境顧問集團

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

China Green Building Advisory, IFC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委員會

China Oil and Gas Climate 
Investments

中國水風險

香港中文大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特區政府渠務署

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

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

綠惜地球

海港商界論壇

香港特區政府海港辦事處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香港警務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民意研究所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土木工程師學會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荷蘭外交部

電能實業

Press Start Academy

RS Group

丹麥外交部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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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Deefon Build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

渣打銀行

史丹福大學地球、能源與環境科學
學院

陽光電源

瑞典國際開發合作署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

中英(廣東)CCUS中心

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

行德

Wealth of Flows Consulting

世界自然基金會

世界資源研究所

WYNG Foundation

HONG KONG 2050 IS NOW合作人士

吳芷茵

Jim Taylor

Jing Wang

Kevin Hsu

Leo Chan

Lin Wu Sheng

馬駿博士

江穎敏工程師

Sandy Li

Thomas Lui

黃翠芝

鄺超靈

鄭世有博士

Wei Fang

Yu Gu

Xi Liang

楊曉亮

温新元

徐袁

Zhenwei Guo

公共空間項目合作人士及受訪者

馬逢國

Mary Melville

何麗芳

旺角羅文

蘇春就（Mr Funny）

Mr Kong

陳琦

司馬文（董事會成員）

龐一鳴

Margaret Brooke

何名瀚博士

Simpson Lo

周禧敏（報告作者）

葉 溵溵

余德寶

Ah Sun

Alain Chiaradia

Anna

Arrvin

黎文燕（報告作者）

鄭麗琼

黃健菁

Dorothy Lau

Gustavo

Henry Lai

Heyman

Jay Lee

Ken Chow

KK

Jennifer Walker Frisinger

謝如意

董事會策略及領導力發展
岸領諮詢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 

封面：Amy Woo, Negative Space, Freepik.com

第5頁：姚俊業
第9頁：維基百科用戶 - Wpcpey

其他：思匯政策研究所

平面設計： 
DESIGNORM

合作機構 (續)

陳永康工程師

Caterina Choi

蔡肇中

何志誠工程師

謝展寰

馬雅燕博士

Davis Bookhart

陳雲華

Dorothy Lau

周志賢

劉祉鋒

羅范椒芬

余鳴

郭美珩

朱漢強

郭浩

Helga Vanthournout

Hongyu Ding

Isabel Carrera 
Zamanillo

Jasper Chan

簡介 摘要 研究項目 連繫社群及教育項目 財務概覽 組織架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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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utian_District_2017.jpg
https://designorm.myportfol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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