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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摘摘摘要要

可持續消費的挑可持續消費的挑可持續消費的挑可持續消費的挑戰戰戰戰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的抱負是「致力成為消費者信賴的聲音，在市場上建

立安全，公平及可持續的消費環境」。推動可持續消費是消委會的重點工作之

一。藉著發表是次的報告，消委會全面展開這議題的工作，並搭建溝通平台，

聯繫各未來有機會合作的組織。

經濟、人口及消費的增長，已經對地球的自然環境和資源，構成巨大、甚至經

常是負面的影響，例如過度提取自然資源、破壞物種的棲息地和大氣層成分有

所改變等。近年東亞地區經濟發展騰飛猛進，對全球可持續性危機影響的比重

亦隨之增加。

過去數十年，香港從一個漁港發展成為世界上十大ᓿ富裕的經濟體之一，然而，

快速發展也同時令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有所改變，甚至影響本地及為

本地提供貨品、食物和原材料的國家的環境。舉例說，按人均計，香港人是全

球食用ᓿ多海魚和使用ᓿ多高污染的碳化石燃料的用家之一。香港作為達致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水平的東方經濟體，並且為全球ᓿ重要的國際城市之一，在

未來香港可以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展示可持續消費與經濟發展如何共存，成

為範例，啟發其他城市的發展。

香港經濟要達致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企業、消費者及其他持份者共同付出

和參與。政府擔當的角色包括提供基礎建設，例如公共交通工具和回收設施、

收集及發放有用的數據、制定和實施有效的政策和財政措施，限制或以誘因帶

動企業去保護環境。企業亦需要為消費者提供更環保的選擇，以及提供準確和

有法律規範的產品資訊，以便消費者在購物時作出知情之選和有效使用。消費

者組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則可擔當監督者的角色，倡議對可持續消費的關注及

提供公眾教育，協助消費者建立正確的消費行為。

消費者在實踐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消費者需要理解他

們同樣有責任和義務，因為他們每項選擇都甚具影響力，包括消費者選購哪款

產品、修復或扔掉一件貨品、向朋友和鄰居借用不常用的物品或是否購買一件

絕少使用的物品等，每一項決定都影響可持續發展。消費者需要學習在可持續

消費影響他們的選擇上持開放態度，並在決定購買時，無時無刻將關注環境的

理念付諸實行。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就可持續消費與生產(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SCP)提出定義：「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是一個整體的方針，在促進人

們生活質素的同時，盡量減少從消費及生產系統帶來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聯

合國於 2015 年發表了「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可持續消費與生產目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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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了具體指標。香港作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將發揮其作用以支持這項重要

的全球議程。

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者對可持續消消消消費的費的費的費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及行為及行為及行為及行為意意意意見調查見調查見調查見調查

消委會以電話訪問形式搜集了 1,000 位香港消費者的意見，就消費者對可持續消

費的認知、行為和意願進行基準研究。這是首項在香港進行的同類型研究，消

委會認為日後應持續進行有關調查，以監察消費者態度及行為的長遠發展。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認知認知認知認知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調查結果顯示，接近四成受訪者表示關注環境及認為他們現時的消費模式會為

環境帶來影響。然而，亦有不可忽視的小眾，約 22% 的受訪者表示不太關注或

完全不關注環境。

香港人對可持續消費直覺的理解與聯合國的官方定義相若。如圖 I 顯示，「可持

續消費」對受訪者來說，首三項是為下一代設想（76%）、保護環境（75%）及

社會需要更善用資源（64%）。有趣的是，較少受訪者認為他們需要減少消費

（39%）。

報告的圖 4 顯示，ᓿ多受訪者選擇與可持續消費有關的議題，包括減少廢物（75%

同意）、節約能源（70%）、避免使用有害物質及方式生產（66%）及保護瀕危

物種（62%）。另外，一些非環保而較少接觸的道德議題，例如公平貿易（52%）

及動物權益（51%），也引起受訪者的關注，但程度略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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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帶 ۿ），很多受訪者都表示已選擇可持續產品，特10和9、7列於報告內圖

消費者行為消費者行為消費者行為消費者行為

受訪者被問到可持續消費對他們現時的購買習慣及行為有甚麼影響時（結果載

來節省金錢的好處或在銷售點有可靠的產品資訊（節能電器，78%受訪者表示非

常同意或同意）或容易實踐（不在房間時關上電燈，76%常常或有時）的習慣和

行為。相反，一些價格較高的可持續產品（環保標籤產品，35%非常同意或同

意），或實行一些需要在行為上作出多些改變（使用窗簾或百葉窗節能，58%

常常或有時）或在生活模式要更改（減少乘坐飛機的次數，35%非常同意或同

意）的行為，就較難獲得支持。

結果顯示，香港消費者有很大的空間去加強其可持續消費的行為，從「有時」

或「間中」實行轉變為「常常」實踐的習慣。調查同時反映，年紀較大的人士

可能因為年青時已建立慳儉的生活模式，令他們更傾向實踐回收及把吃剩的食

物打包。年輕一代無疑在這方面可向他們的長輩學習。

由圖 II 可見，受訪者被問到是否同意自己的回收及節省能源行為是有益、有效

及方便，三者的同意率明顯地按序下降。要將信念轉化為實際行動，消費者需

要持續的教育、較佳和更方便的回收系統，並有一系列合適的可持續產品以作

選擇，例如更耐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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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意願意願意願意願

是次調查發現，大部分消費者表示願意為可持續產品或服務支付額外 5%或以上

的費用，對於有意進軍綠色消費市場的營商者而言是一個喜訊。不過，成功與

否取決於生產者能否與消費者建立互信，令消費者對產品可持續特性的聲稱更

有信心。例如近期一家知名汽車生產商，因排放量測試造假，動搖了消費者的

信心。然而，當可持續產品成為市場主流，便有機會造成良性循環，令貨品價

特ۿ

格下降，進一步擴濶市場空間。市面部分綠色貨品已經歷這個循環，例如發光

二極管燈泡（LED light bulbs）。這個成功例子，展示透過商界提供綠色選擇及

準確資訊（既容易獲取、可信及可在銷售點獲得的資訊），以及政府制訂正確

的法例及基礎設施，能激勵消費者參與。

不過亦有少數（約 25%）受訪者表示，不願意為可持續產品付出較高的費用，

是一些在安全或節省開支上沒有較大優勢的產品（圖 13），情況在沒有收

入的受訪者尤其明顯。

只有約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經常購買可持續產品。較年輕的消費者和學生

聲稱他們願意付出額外金錢，但事實上並沒有採取行動。只有少數的年輕受訪

者聲稱他們經常購買可持續產品。沒有採取實際行動的原因，大多數是因為缺

乏合適的資訊、產品太昂貴或市場上缺乏合適的選擇（圖 16）。相反，表示有

經常購買可持續產品的原因包括：保護環境、節約能源，以

表示，是為下一代設想（圖 15）。

可持續消費指可持續消費指可持續消費指可持續消費指數數數數（（（（SuSuSuSussssttttaaaaiiiinnnnaaaabbbblllleeee CCCCoooonnnnssssuuuummmmppppttttiiiioooonnnn IIIInnnnddddeeeexxxx，，，，SCSCSCSCIIII））））

及特ۿ是退休人士

消委會綜合意見調查所得的結果，建立了一系列統計數據，並制定了「可持續

消費指數」，方便比較和監察未來發展。按問卷的結構，即「認知—行為—意

願」，消委會把統計結果組合成 3 組指數。每組指數包含 3 個部分—即總共有 9

個部分（詳見報告圖 18）。ᓿ高分數的部分是「對節約能源的態度」及「節約

行為」。此行為涉及節省電力和水、善用公共交通及減少廢物，而「購買行為」

（指對選購有關節能產品、食物、瀕臨絕種動物及公平貿易產品的行為）和「回

收行為」的分數則略低一點，ᓿ低分的是「消費者購買可持續產品的意願」。

總括而言，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的認知程度相當高，同時大

部分受訪者對可持續消費的議題表示關注。然而，消費者的支持行動可以加強—
他們在一些較貼身的議題上有較高的支持，例如減廢及節約能源；但在一些較

離身的議題上，例如公平貿易和動物權益，支持度則較低。因此需要透過教育，

增加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的認識，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的選擇權，在可持續消費

上可發揮影響力。

正如上文提及，消費者在理性上同意可持續消費的重要性，跟他們作為一個消

費者及市民而作出的實際行動，存在重大差距。在一些簡單的行為上，例如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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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電燈，消費者表現積極；但是，消費者需要多走一步，才可實踐更具挑戰性

的可持續消費行為，例如廢物回收。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匯報匯報匯報匯報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的的的的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關注可持續課題的消費者，在選購產品時，除按產品的特性作出選擇外，亦會

對其光顧的企業在可持續性方面的表現及行為感興趣。時至今天，消費者不再

只是關注企業所提供的貨品及服務，更期望他們在環保層面和涉及廣泛公眾利

益方面負起社會責任。這種更廣泛的企業角色定義，有時被稱為「三重底線」—
即企業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貢獻。從事服務行業的企業，為要達致這角色，

他們要匯報與企業業務直接和間接（例如透過採購電力和消費品）有關的溫室

氣體排放、資源使用，以及員工的安全和公平待遇等重要範疇。

消費者意見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者有興趣光顧在上述方面付出努力和有所貢

獻的企業。有見及此，消委會就部分企業匯報與可持續消費有關的資料之情況

及質素進行了研究。該研究檢視了 100 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的公司之情況，當中 53 間公司在香港有實際業務。

圖 III 顯示，在被抽樣的 100 間公司當中，有 41 間在年報或其他渠道（例如獨立

報告或公司網頁）提供了與環保相關的陳述，大部分的內容只就其有關環保的

工作提供簡單介紹。更甚者是，41 間公司中，5 間除了提供簡單的論述之外，

沒有進一步提供具體的環保政策或成果。

當中，只有少數公司提供了可量化的數據，而提供節約減排目標及達標情況資

料的公司，寥寥可數。下圖顯示有關公司匯報的資料範疇。

圖 III：匯報環境資料的範疇

匯報匯報匯報匯報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a[a[a[a]]]]

有具體環保政策/措施 30

能源/資源消耗或業務運作對環境影響的改善計劃/政策 26

廢物管理措施 13

生產/提供環保產品/服務 12

與環保有關的社區參與 7 

環保節能減排結果 7 

能源或資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 7 

有關環境影響的供應鏈管理 6 

只作出一般論述，但沒有報告具體的環保政策/措施，亦沒有生產/提供環保產品/服務 5 

生產/提供環保產品/服務，但沒有報告具體的環保政策/措施 5 

減少能源或資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 3 

使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或聯交所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進行匯報 
3 

抽樣公司總數 41 

[a]
 有些公司匯報多於一個範疇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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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國際間已有把環境匯報方式標準化的倡議，例如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或聯

交所的報告指引。一直以來，全球的普遍做法是由政府或股票市場提出建議或

要求企業進行可持續性匯報，然而強制性匯報快將成為全球的趨勢。在 2013 年，

全球 45 個國家及地區中，有 180 個國家層面的匯報政策和措施，當中 72%為強

制性質，28%為自願性質。消委會就聯交所近期進行的公眾諮詢的回應文件中

表示，支持聯交所的建議，包括修訂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須每年按其《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進行匯報，及在一般披露責任及主要範疇「環境」的關

鍵績效指標引入「不遵守就解釋」的原則。另外，消委會建議設立一個方便大

眾使用的統一平台，收集公司所有的環境報告，以致持份者能在一個具透明度

的環境下參閱相關披露。長遠而言，企業亦應視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為具策

略性的工具，讓公眾了解其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以及其管治的情況。

海外消費者組織海外消費者組織海外消費者組織海外消費者組織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可可可可持持持持續續續續消消消消費費費費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國際間，不同的消費者組織已開展了許多可持續消費的工作，它們都是消委會

可以借鏡的好例子。與消委會一樣，這些姊妹組織都有透過出版雜誌、進行產

品測試及公共政策倡議來推動可持續消費。他們的經驗顯示，沒有一套ᓿ佳方

案可適用於各地以推動可持續消費，相反，應按本地情況及可提供的資源制定

合適的方案。 

消費者組織堅守作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資訊提供者，扶助消費者作出正確

的可持續消費選擇。各組織普遍傾向扮演「選擇編輯者」的角色—在市場有適

合及可負擔的替代產品時，把環境表現較差的產品淘汰。 

從海外經驗中亦得出很多有趣及新穎的工作範疇，包括研究產品的耐用性、認

證系統及遊說能源效益政策的工作等。消費者是有理由懷疑製造商沒有誘因去

設計耐用的產品，刻意使用便宜及壽命較短的組件。對製造業而言，要以提高

耐用程度、維修能力及升級能力的設計概念，以替代現行的「製造—使用—廢

棄」的產品週期概念，是巨大挑戰。此課題將會是消委會及其國際夥伴未來一

個有趣的合作範疇。 

能源效益、食物的可持續性和廢物處理，將會是消委會未來幾年就推動可持續

消費的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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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未來邁向未來邁向未來邁向未來

這報告是消委會就倡議可持續消費作為策略性方向的第一步。由於可持續消費

是一個複雜和全球性的問題，而且會隨時間不斷發展，消委會需要時刻保持警

惕和不辭勞苦，致力完成其策略及行動，為消費者作出ᓿ大貢獻。 

消委會期待能在與政府和企業建立有效的夥伴合作關係上，發揮其角色，使香

港的消費模式得以持續地發展。消委會可為願意實踐可持續消費行為的消費者

給予重要的支持，包括向消費者提供實用的工具及資訊，並向政府及企業作出

建議，讓尋求可持續生活方式的消費者能夠獲得適當的設施和產品。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公民公民公民公民 

•	 作為公民，消費者有責任認識到自身的消費行為對環境及其他主要課題的

影響。 

•	 消費者就購買所作出的決定及行動應與他們的信念一致。只有當消費者有

需求，企業才會製造更多可持續產品。 

•	 消費者現在就應該坐言起行，進一步使其生活方式變得更可持續。香港消

費者已經實踐了一些簡單及良好的習慣，現在是時候推動自己作出更複雜

及更具挑戰性的改變。 

消委會消委會消委會消委會

推動可持續消費是消委會未來工作重點之一，將會藉以下四種不同的方式開展。 

•	 行為改變：消委會將運用其溝通渠道，透過教育活動及資訊發放工作，影

響及教育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行為。 

•	 國際合作：消委會將與其他消費者組織合作，監察全球性進展及尋求有意

義的合作機會。 

•	 傳遞消費者意見：在資源容許的情況下，消委會將利用不同機制，例如意

見調查、聚焦小組/訪問或網上媒介，了解消費者在可持續消費的意見及

關注，並向政府、企業或傳媒發布。 

•	 協調：消委會將致力建立夥伴關係，以實現可持續消費的目標。香港有不

同持份者正積極進行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不同工作項目的空隙以至新項目

的發展都需要協調。消委會將擔當重要的角色，與擁有共同理念的組織合

作推行聯合計劃，或支持由其他組織帶領具有意義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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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	 有一些可持續消費的範疇，需要不同決策局和法定組織在其責任範圍之間

緊密合作甚至同步行動。政府為協調香港氣候變化報告 2015 成立一個跨

部門的委員會。這也許是可倣效的模式，以推動可持續消費。 

•	 政府進行社會整體規劃時，必須加強收集、整合、分析及發放有用數據的

工作，例如政府可以考慮進行一個有系統的研究，以瞭解香港的消費模式

（例如食水、食品、成衣、林木產品等）如何對其他國家匱乏的資源構成

壓力，是否可以做更多工作以減少初級資源開採，以及鼓勵在香港的經濟

進行更多資源循環使用。 

•	 塑膠購物袋收費及超低硫柴油稅項優惠，顯示了適當的產品收費或補貼政

策，對於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力量。也許值得以類似方式，推動其他可持續

消費選擇。 

•	 香港在堆填區的供應上面臨重大挑戰，政府應實施更多政策以便利消費者

棄置及安排收集可回收的廢物。 

部分電器的能源效益級ۿ標準•	 能源標籤方面，雖然政府ᓿ近提升了 ，然而，

消委會認為有需要增加能源標籤所涵蓋的電器種類，並且推動及加快消費

者作出更具能源效益的購買選擇。政府或可透過特定的經濟誘因或支援計

劃，誘導消費者購買ᓿ具能源效益的產品。 

•	 政府應該就可持續消費（例如可持續食物、節約能源或節約用水），在學

校課程鼓勵更多學習經歷及提供相關資訊。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	 企業應在零售點提供高質素、適當及可信的資料，讓消費者得悉其所售賣

產品的可持續性表現，例如有關可持續性的認證計劃資料。 

•	 企業不應只是採取被動角色，更應預期到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的需求，為

本地市場帶來更多可持續產品。 

•	 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應根據聯交所或其他相關組織制訂的報

告指引加以全面改善，以就其可持續性表現提供更有意義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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