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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環境
我們的環保巴士車隊及多項可持續的創新科技
推動集團邁向新時代。2050年，我們銳意成為
碳中和的巴士營運商，帶領業界達致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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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政策
九巴及龍運深明巴士服務對環境的影響，因而採取以下

措施，盡力將影響減至最低：

 訂立及實現目標與指標，力求避免污染環境，並持續

提升環保工作的表現；

 透過源頭減廢、循環再造和再用，保護資源；

 推行多種管制措施，提供專業的巴士維修保養工程服

務，控制及減少巴士的廢氣排放；

 減少營運上的環境足跡，以應對氣候變化；

 透過培訓，提升員工的環保意識，讓員工了解我們的

環保政策、目標和指標，以及巴士服務對環境造成的

潛在影響；

 與供應商就環保政策和相關要求進行交流，並供市民

大眾查閱有關政策；

 迅速回應持份者有關環保的查詢，確保公司內部能有

效地就環保事項溝通；及

 確保遵守本地所有環保法例及相關要求。

環保管理
九巴最大的兩間車廠獲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ISO14001)；而九巴四間主要車廠和龍運車廠每個季度

均會進行審核，確保符合嚴格的環境管理標準。各車廠

的環保工作小組負責執行環保工作及確保符合ISO的標

準。工程師團隊在管理層領導下，致力為巴士車隊和營

運研發創新的環保技術。

九巴致力引進環保巴士，推動香港達致碳中和

良好健康

與福祉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

與基礎設施

負責任消費

與生產

氣候行動

清潔飲水和

衞生設施

可持續城市

及社區

良好健康
與福祉

清潔飲水和
衞生設施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氣候行動

產業、創新
與基礎設施

可持續城市
及社區

負責任消費
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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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匯報框架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由國際金融穩定

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所成立，負

責擬定一套具一致性的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建議。集

團採納TCFD建議的框架，全面討論氣候變化風險及對我

們業務的潛在影響，與及應對這些風險的相應措施。

管治
載通國際董事會為管理集團所有風險與機遇問責，當中

包括氣候變化。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獲董事會委任，

監督集團ESG有關議題，包括氣候相關策略、政策、行

動及披露；亦會向董事會報告氣候變化的策略性風險及

機遇，供董事會討論集團的短至長期計劃。

願景及目標
為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減碳減排政

策，集團制訂了發展藍圖，把長遠目標定為於2050年

前將全線車隊提升為新能源巴士，而短期目標則定為於

2023年財政年度實踐六大環保關鍵績效指標。我們計劃

以2019年財政年度作為基準年，減少包括巴士碳足跡、

耗油量、耗電量及用水量的碳密度及能源密度。同時，

集團正在進行ESG深度檢查，計劃長遠目標以實現2050

願景。

風險管理
我們已將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納入為集團的風險管

理。管理層會每年三次向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提交

風險關鍵績效指標報告，概述由管理層識別的集團主要

風險，以及訂立的風險監察機制。

2023年財政年度前
（基準年：2019年財政年度）

* 基於疫情防控措施和減少使用柴油巴士，用水量及用電量預計在未來兩年或會有所增加。

環境目標及指標

用水量
立方米/巴士

2021年財政年度進程：-19.72%* (按進度推進)

柴油用量
千兆焦耳/百萬公里

2021年財政年度進程：-1.42% (按進度推進)

-5%

-10%
巴士碳足跡

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公里
2021年財政年度進程：-1.29% (按進度推進)

用電量
千瓦時/平方米

2021年財政年度進程：-37.50%* (按進度推進)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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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
九巴及龍運積極採用最新的科技和相關技術，致力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環保巴士車隊
為建造更美好的環境及減少氣候相關的影響，我們致力

購置符合歐盟環境部長理事會所訂嚴格廢氣排放標準的

環保巴士。

截止2021年年底，九巴車隊擁有584部歐盟六型巴士

（包括3部歐盟六型柴油電力混合巴士）、2,935部歐盟五

型巴士和10部電動巴士，而龍運車隊則有119部歐盟六

型巴士、117部歐盟五型巴士及4部電動巴士。最新的歐

盟六型雙層巴士在樓梯旁邊的部分車身加入玻璃元素，

將陽光引入至梯間，提升安全和搭乘體驗。上述巴士主

要安排行駛低排放區，以改善繁忙地區的空氣質素。為

進一步提升車隊環保表現，我們陸續更新車隊，引入最

新及節能車型，提升車隊環保表現，邁向零排放。九巴

車隊平均車齡約6.6年，而龍運車隊的平均車齡約6.0年。

九巴購置了16輛單層電動巴
士，為2050年全面使用新能源
巴士的目標持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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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可再生能源及零排放巴士技術
九巴及龍運積極研究可再生能源及零排放技術，顯示九

巴及龍運促進本港綠色運輸的決心。為配合政府2050年

前達致碳中和的政策，九巴及龍運計劃安裝超過22,000

塊太陽能板及訂定使用新能源及電動巴士的發展藍圖。

 九巴計劃於2025年前增購500輛電動巴士，佔現時巴

士車隊的八分之一。長遠而言，九巴期望於2050年

將全線車隊提升為新能源巴士，帶領香港邁向綠色城

市。九巴及龍運擁有30輛現役單層電動巴士，連同自

資購置的52輛雙層電動巴士，逾80輛電動巴士預計於

2022年投入服務；

 九巴引入第三代配備太陽能發電裝置雙層巴士。備有

新裝置的巴士與沒有此裝置的巴士相比，車廂溫度降

低約攝氏8至10度，系統亦會供電予車廂冷氣系統的

風扇，從而減少油耗。第三代太陽能裝置能為每部巴

士每日節省耗油量5-8%，相等於每年每部巴士減少約

6噸碳排放。太陽能裝置已成為新車的標準配置；

 九巴正與巴士生產商研發「氫能巴士」，期望新能源技

術能提升巴士的續航力。九巴亦會與不同氫氣供應商

合作，以符合政府最新政策及參與試驗計劃；及

 九巴及龍運會在巴士車廠、巴士站及巴士車頂一共設

置超過22,000塊太陽能光伏發電板，預料每年可產生

超過1,000萬度的可再生能源，相等於近2,300個香港

家庭一年的用電量，可以為香港減少大約5,400噸碳

排放量。九巴及龍運將成為全港擁有最大太陽能發電

系統的專營巴士公司，帶領香港公共運輸業邁向綠色

新時代，同時為推動香港實現碳中和作出貢獻。

檢查二氧化碳含量
九巴及龍運每年分別抽選80部及15部行駛乘客密集路線

的巴士，進行車廂內二氧化碳含量數據記錄測量，大部

分巴士均符合標準。

為推動本港綠色運輸發

展，九巴及龍運定下電動

巴士計劃路線圖，並會在

巴士站及巴士車頂等安裝

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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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車隊 

實現碳中和

為緩解全球暖化危機，九巴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應

用。安裝在巴士車頂的第三代太陽能裝置，所收集的

電能會供予車廂冷氣系統的16把風扇。巴士停車熄匙

後，當車廂溫度達至35度時，由太陽能供電加裝的抽

風機便會啟動，將車內的熱空氣抽出，車廂溫度最多

可降低約攝氏8至10度。因此能為每部巴士每日節省

約7公升燃油，耗油量減少5-8%，相等於每年減少約6

噸碳排放。九巴在2017年已經開始研發巴士太陽能裝

置，與上一代相比，第三代裝置可產電面積增加，太

陽能薄膜只有兩毫米厚，能直接貼在巴士車頂上，毋

每部巴士每年碳排放

減少約6噸

每部巴士每日耗油量

減少最多8%

須加裝鋁架，大大將車頂加裝重量由110公斤減至70公

斤，減少負重之餘，更可以供電予冷氣機風扇，較第二

代裝置提升33%的效能。

九巴工程師張勻耀

 香港夏天炎熱，巴士停泊在戶外，在猛烈的陽光照射

下，令車廂溫度上升，以往需要先開動引擎和冷氣降溫，

才能接載乘客，這往往耗用更多燃料。有見及此，我們研

究在車頂裝設太陽能板，供電予抽氣扇排走車內的熱空

氣，利用太陽能去解決太陽帶來的炎熱問題。我們不斷改

進太陽能裝置設計，引入厚度只有兩毫米的超薄太陽能薄

膜，除了使車身負重大減，每塊可產電面積更大，供電效

能提升近一倍。而過程中，我們發揮團隊合作，非常高興

能為環保出一分力。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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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氣排放
九巴及龍運積極採用先進技術減少路邊的廢氣排放，並

保持車廂空氣質素良好。為符合歐盟環境部長理事會制

定的嚴格廢氣排放標準，我們多管齊下，包括使用含

硫量近乎零的柴油，添置最新的低排放巴士車型，並且

透過加裝減排裝置為現役巴士進行升級，例如柴油催化

器、柴油微粒過濾器和選擇性催化還原器等。

我們貫徹愛護環境的信念，積極投資優化巴士車隊和巡

邏車的環保表現。九巴及龍運引入電動巡邏車作為後勤

支援，並於主要車廠設置充電設施。

節約能源
九巴及龍運採取所有可行措施減少耗用資源，與此同時

亦精簡廢物處置程序。我們在處理及棄置廢料時符合現

有法例和法規，並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不會對人體健

康及環境造成任何風險。

燃油
為減少耗油，我們在車隊及營運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

施：

 採用飛機使用的「Posilock」加油系統為巴士補充燃

油；

 於空調巴士安裝溫差調節器，避免不必要的製冷，節

省能源；

 採用合成變速箱機油，減少80%的廢油；及

 採用以行車里數為基準的機油更換計劃，減少40%的

機油消耗量及廢油量。

用電量
我們會持續尋求更多環保方案，並投資於最新技術以盡

量減低能源用量和溫室氣體排放。

除了一次性更換二極管及各項內部監管舉措，我們根據

最新的營運規模，調整公司的用電模式，包括調整停車

場提供照明的時間，並優化各項設備來支援營運。

我們透過與電力公司合作，並在車廠、巴士總站及巴士

站上蓋安裝逾3,500塊太陽能發電板組成的太陽能光伏系

統，加強應用可再生能源，減少溫氣體排放。

綠色辦公室措施 
我們將綠色辦公室的環保概念納入設計項目和翻新工

程。為響應政府的《藍天行動》及節約能源，我們將空調

的溫度設定在攝氏25.5度，又設定運作時間，減少非辦

公時間的能源浪費。此外，我們在翻新辦公室時安裝高

能源效益的冷氣部件，並計劃為大廈外牆安裝隔熱膜，

阻隔戶外熱能效應，從而減少冷氣系統的需求及耗電

量。在循環回收管理方面，我們安排回收碳粉、塑膠物

品及紙張。

減少廢物
九巴及龍運致力執行良好的廢物管理，確保妥善存放及

處置所有廢料，並在可行的情況下循環再用資源。日常

營運產生的主要廢棄物，包括：

污水
九巴及龍運克盡企業公民責任，致力減少耗水量，妥善

處理污水排放。車廠裝設10套自動污水處理系統，每

天處理400立方米污水。車廠的水循環系統，將用作清

洗巴士的水回收及再用，此舉可減少車廠的總耗水量約

4%。此外，部份衞星車廠已引入用作收集雨水及循環再

用系統。未來，我們會繼續在各個車廠裝設收集雨水及

循環再用系統，進一步減少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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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目標及指標

2023年財政年度前
(基準年：2019年財政年度)

金屬
公斤/百萬公里

2021年財政年度進程：-1.28%(按進度推進)

固有化學廢料
公斤/百萬公里

2021年財政年度進程：-3.79%(按進度推進)

-8%

-4%

輪胎及金屬 
九巴及龍運交由指定承辦商翻新輪胎，並將金屬交予回

收公司處理。 

光管 
九巴及龍運將廢光管運往政府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循環再

造。 

廢油及化學廢料 
固體化學廢料經由車廠內指定區域處理和分類存放後，

交予政府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註冊的化學廢料回收商。此

外，廢油亦按照法規標準回收或處理。 

我們透過符合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要求的持牌承辦

商，回收處理廢棄的電池。其中部分運往獲環保署根據

《巴塞爾公約》認可的境外設施處理。 

九巴及龍運採取多項措

施，減少日常運作產生的

固體廢物，包括翻新輪胎

及將金屬廢料交予回收公

司循環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