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淑莊議員 Hon Tanya CHAN 

地方選區 – 香港島 

公民黨 

 

環境相關委員會成員: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7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2017年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2017年郊野公園(指定)(綜合)(修訂)令》小組委員會 

 《2017年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修訂附表 1)令》小組委員會 

 《2016年海岸公園(指定)(修訂)令》小組委員會 

 《2017年〈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修訂)條

例〉(生效日期)公告》及《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小組委員會 

 研究電動車發展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投票記錄: 

2016 年 12月 8 日: 陳恒鑌議員動議，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

易志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

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議案 

贊成 

2017年 6月 1日:「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議案 贊成 

2017年 7月 5日: 環境局局長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釋義及

通則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贊成 

2017年 11月 16日: 根據《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動議的擬議決

議案 
 

2018年 1月 31日:《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 - 

三讀 
贊成 

2018 年 4 月 12 日: 易志明議員動議，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

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推動電

動車普及化」議案 

贊成 

 

  



環境事務委員會出席率: 

以委員身份 

 

 

環境相關委員會的意見發表: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0123 16. 陳淑莊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參考海

外經驗，推動在合適地點/建築物安裝太陽能板發電系統

作發電用途。 陳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

考慮推出綠色金融措施，例如綠色債券，以支援公、私營

環保項目，包括可再生能源裝置項目。 

氣候變

化 

20170227 55. 陳淑莊議員關注到，承建商被指稱把伸延的填海土地

用作工地的一部分，而在海堤事件後海提伸延的兩個地點

經完全整固後，似乎已形成 "新填海地"。路政署大橋香港

工程管理處處長表示，在海堤事件後，承建商已建議在海

堤前面的位置加大臨時填石平台，以加強海堤的穩定性，

確保海堤可在原來設計位置建造。經加大的臨時填石平台

依然在環評報告所述 10 公頃臨時損失海床的範圍內。他

強調，臨時填石平台並非傳媒所報道的"新填海地"。 

其他 

20170303 13. 陳淑莊議員、許智峯議員及邵家輝議員提述政府當局

的文件 (立法會 CB(1)573/16-17(02)號文件 )附件 I，並認

為因非法堆填或非法棄置廢物而被定罪的個案數字及所

判處的罰款均過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3 年至 

2016 年的 4 年期間，並沒有任何因在未撥用政府土地非

法傾倒拆建廢物而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被定罪的

個案。陳淑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檢控人員擬備的案情摘

要中加入非法堆填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她亦詢問環保

署會否與其他局/部門分享經監察攝像機收集的證據，以

便對此類活動採 取法律行動。 

廢物 

20170327 6. 陳淑莊議員表示，屬於公民黨的議員支持早日落實都 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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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固體廢物收費，體現"污者自付"的原則。 

20170327 32. 陳淑莊議員表示，雖然當局確認以都市固體廢物按量

收費作為大方向，但鑒於收費計劃複雜及有深遠影響，政

府當局應繼續致力教育公眾及解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

運作問題，以確保計劃順利實施。 

廢物 

20170429 37. 陳淑莊議員轉達部分環保團體對上網電價措施的支

持，並認為上網電價收費率應定於對市民具吸引力的水

平，以鼓勵潛在的可再生能源生產者投資在可再生能源設

施，例如太陽能電池板。 

氣候變

化 

20170429 57. 鑒於政府當局收緊排放量目標及香港島要達致該等

目標時所面對的環境限制，陳淑莊議員認為，在 2033 年

新的《管制計劃協議》年期屆滿前，加強本港現有電網之

間的聯網安排的需要將會出現。 

氣候變

化 

20170429 61. 陳淑莊議員反對香港進一步增加使用核能，並認為政

府應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經驗，着力發展可再生能

源。事實上，很多國家為了保育環境，一直在環保措施方

面互相競逐，而部分環保團體在香港一直朝着這個方向工

作。她促請政府引入更多措施，以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氣候變

化 

20170522 22. 朱凱廸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詢問當局將於何時決定是

否在旅遊巴士應用太陽能空調系統，該系統現正獲綠色運

輸試驗基金資助進行試驗。 

氣候變

化 

20170522 29. 應盧偉國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

資料，說明清理海床垃圾的現行機制和制度為何，以及在

進行清理海床垃圾工作時或之前有否進行任何文物影響

評估。 

廢物 

20170626 17. 許智峯議員、葛珮帆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詢問，政府當

局會採取甚麼措施，協助住宅樓宇、商業樓宇及村屋的業

主安裝設備，把太陽能轉化為電力。葛議員及陳淑莊議員

詢問有何跨部門合作措施，以簡化市民裝設太陽能設備的

程序，以及有何其他措施，在地區層面推動在住宅及商業

樓宇裝設太陽能系統，並使用該等系統自行發電。陳淑莊

議員亦詢問當局曾否就太陽能電池效率進行任何研究，例

如藉此決定陽光照射電池的最佳入射角，以產生最多電

力。 

氣候變

化 

20171030 14. 陳淑莊議員察悉，自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豁免額

下調後，新登記電動車的數目在過去數月已大幅下跌。她

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進一步推動使用電動車，從

而達到規劃署於 2011 年修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空氣 



中訂立的目標，即在 2020 年有 30%私家車屬電動車或混

合動力車輛。鑒於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政 府就電動車

配套設施作出的規劃及安排，她亦詢問政府當局提升本港

公共充電器充電速度的詳情，以及有何改善充電設施的計

劃。 

20171030 64. 陳淑莊議員建議，因應環保署在住宅樓宇推行都巿固

體廢物收費試點計劃的結果，當局可考慮將良好做法和智

慧錦囊製作為短片，以供住戶分享經驗。她亦要求政府當

局考慮制訂關於減少及回收廢物的實務指引和錦囊，供市

民參閱。 

廢物 

20171127 28. 陳淑莊議員與陳克勤議員亦有相同的關注。她並指

出，一些小型回收商難以符合在環保園創業的招標要求

(例如承諾投資數千萬元以上的資金)和向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申請資助的資格準則。她籲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透

過發行綠色債券提供發展基建設施及其他設施的前期資

金，協助小型回收公司在環保園營運，或者指定其他用地

供小型回收公司營運。她強調有迫切需要因應內地由 

2018 年 1 月起收緊進口要求提升本地可回收物料的質

素，亦有迫切需要應對其他本港可出口可回收物料的市場 

(例如日本及美國)的要求。 

廢物 

20171219 8. 陳淑莊議員對政府當局改變廢物回收策略，只以特定

種類的廢紙及廢塑膠為目標的做法表示有保留。她詢問政

府當局會如何透過相關的宣傳及公眾教育，令公眾更意識

到將可回收物料放進三色桶前有需要識別"三紙兩膠"。她

進一步詢問，就其他種類的廢紙(例如雜誌)及廢塑膠(即塑

膠材料編碼為 3 號至 7 號的廢塑膠)而言，如任何一種這

些可回收廢料的數目可觀，當局會如何處理。她呼籲政府

當局採取更全面的措施處理問題。 

廢物 

20171219 22. 陳淑莊議員提到當局亦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

保基金")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管理協議"計劃的項目，而

當局也在"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下選定了 12 個須優先

加強保育的地點。她詢問鄉郊保育辦公室會如何協調各局

/部門加強鄉郊保育的工作，以及如何與其他資助計劃(包

括環保基金)協作，以加強保育的政策和措施。她進一步詢

問政府當局日後會否向立法會匯報核准項目/新項目的進

展，又或就該等項目向立法會尋求額外撥款。 

廢物 

20171219 32. 陳淑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就擬議污水繞流安排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及會否就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的維

水 



修工程另行申請撥款；若會，所需撥款額為何。 

20180122 25. 黃定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考慮資助受影響住宅

單位的居民安裝雙層玻璃窗或購買/更換冷氣機，加強這

些住宅單位的隔音效果，因而不再需要在鄰近路段加裝隔

音屏障。他亦詢問當局會否使用低噪音物料重鋪有關道路

的路面。副主席贊同黃議員的意見，並認為就 解決交通

噪音問題而言，按建議提供資助可能較推展擬議工程更經

濟及更具成本效益。陳淑莊議員表示，利用空調隔音會增

加耗電量，並造成其他環境問題。 

氣候變

化 

20180226 15. 陳淑莊議員、易志明議員、葛珮帆議員、梁耀忠議員、

何俊賢議員及許智峯議員促請環境局與相關的局/部門(例

如民政事務局)合作，為電動車車主/準車主提供更多協助，

讓他們可在現有樓宇安裝電動車充電器；為業主立案法團

提供協助及誘因，爭取他們支持在其處所內安裝電動車充

電器；及訂立發展電動車充電網絡(包括公共及私人充電

器)的時間表。 

空氣 

20180326 38. 陳淑莊議員留意到《規例》現時就受規管機械(例如挖

土機)訂定的法定排放標準是歐盟第 IIIA 階段或同等標

準。她詢問政府當局在收緊受規管機械的排放標準方面有

何計劃及時間表(如有)。 

空氣 

20180423 18. 陳淑莊議員及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有否估計中電和

港燈各自 的服務範圍 內上網電價計劃的參與率，並估算

參與計劃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對應付本地電力需求方面的

貢獻。陳淑莊議員亦詢問，兩家電力公司至今接獲多少宗

有關上網電價計劃的查詢，以及查詢者的身份。 

氣候變

化 

20180625 5. 除上文所述外，許智峯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建議訪問行

程包括研究在香港 有較高發展潛力的可再生能源(例如

太陽能)的發展，以及海外推行上網電價計劃的經驗。 

氣候變

化 

20180625 34. 陳淑莊議員詢問，現有及經修訂的室內空氣質素指標

沒有納入微細懸浮粒子("PM2.5")參數的原因。 

空氣 

20180625 38. 副主席、謝偉銓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加強宣傳工作，提高市民對檢定計劃及室內空氣質素指標

的認識，以及室內空氣質素檢定的公眾認可。陳淑莊議員

亦詢問，更新室內空氣質素指標後，政府當局會否就檢定

計劃設訂目標參與率。 

空氣 

20181011 7c. 過度使用戶外燈光的情況及噪音污染：葛珮帆議員及

陳淑莊議員建議在 2018-2019 年度會期討論與過度使用

戶外燈光的問題有關的事宜； 

其他 



20181011 8b. 推廣使用電動車輛：陳克勤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葛珮

帆議員建議 在 2018-2019 年度會期討論此事項。他們建

議，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相關政策及措施、提供

電動車輛輔助設施(例如充電設施)的最新進展，以及政府

當局淘汰傳統車輛的長遠計劃(如有的話)； 

空氣 

20190128 11. 陳淑莊議員指出，根據政府當局對她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發出的函件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1)524/18-

19(01)號文件)，由 2018 年 2 月 至 12 月，共有 4,788 

輛拆毀後取消登記的私家車符合"一換一"計劃的條件。然

而，在同一期間，在計劃下只有 329 宗申請，似乎顯示計

劃吸引力不足。因此，她認同政府當局應考慮增加電動私

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的意見。 

空氣 

20190128 15. 陳淑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補充資料：(a) 在

上文第 11 段提及的 4,788 輛舊私家車中，有多少相關

車主購買了新的汽油 /柴油私家車以替代舊車；及(b) 政

府當局有否研究為何上文(a)項提及的私家車車主沒有選

擇購買電動私家車以替代舊私家車，儘管在該段期間購買

電動私家車可獲首次登記稅寬減；如有研究，結果為何。 

空氣 

20190325 5. 陳淑莊議員引述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摘要 (立法會 

CB(1)723/18-19(03)號文件附件甲附錄 K)第 18 段，她質

疑設立指標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公眾健康，抑或只是作為環

境影響評估("環評")程序下指定工程項目的考量準則。她

關注到，倘若指標主要是為後者而設，政府當局便可能會

故意採用較寬鬆的標準，以確保指定工程項目能符合指

標。 

空氣 

20190325 40. 陳淑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把"廚餘/污泥共

厭氧消化"技術與未來將會興建/進行提升工程的污水處

理廠相結合，促進污水處理廠循環再用來自其服務地區的

廚餘。 

廢物 

20191017 12a. 過度使用戶外燈光的情況及噪音污染：許智峯議員

及陳淑莊議員認為，此項目應在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

較早舉行的會議上討論；若此安排並不切實可行，則政府

當局應盡早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文件，以回應委員對有

關事宜的關注。陳議員亦提到，她特別關注在遊客常到的

地方(例如銅鑼灣)設置的大型戶外燈光裝置造成的環境滋

擾； 

其他 

20191017 13b. 使用催淚煙的環境影響：陳淑莊議員代陳志全議員

建議，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此前數月在社區頻密

空氣 



使用催淚煙對環境及健康的影響，以及政府當局會如何處

理催淚煙殘留物造成的環境污染(如有的話)。 

20191216 43. 陳淑莊議員 查詢政府採購電動私家車的現行政策，

因為她留意到政府車隊中新投入服務的部分私家車是汽

油車。她認為當局應更新相關採購指引，訂明就政府官員

使用的私家車而言，所有局/部門必須優先考慮採購電動

私家車。 

空氣 

20200122 58. 應陳淑莊議員的要求，環境局副局長承諾，在政府當

局就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提出的事項及意見所作的書面

回應內，會加入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署就其政策範圍內的

事宜提供的資料。 

空氣 

20200122 59. 莫乃光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的當前要

務，是設定淘汰以化石燃料驅動的傳統車輛的目標年份，

藉以作為推廣使用新能源車輛政策措施的指引。 

空氣 

20200122 64. 陳淑莊議員察悉，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及香港房

屋協會("房協")擁有/管理的停車場中，設有電動車充電設

施的泊車位所佔比例非常小，而且大部分充電設施只可供

標準充電。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向房委會及房協提

供資助及/或技術協助，以助其增加轄下停車場的電動車

充電設施數目，並把現有的充電設施升級為中速充電器。 

空氣 

20200427 14. 陳淑莊議員支持在郊野公園裝設加水站，並建議相關

政府部門加緊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廢物 

20200427 26. 陳淑莊議員建議，在建造郊野公園的新設施時，應盡

量使用外觀天然的物料，使之與四周環境和諧協調；政府

當局在郊野公園設立的遊客中心，亦應採用創新設計。 

其他 

20200427 30. 陳淑莊議員籲請政府當局使公眾更加意識到應在到

訪郊野公園後自行帶走垃圾。她尤其關注大眾普遍誤以為

有機廢物(例如廚餘)對自然環境無害，以及因亂拋煙蒂而

引起山火的風險。 

廢物 

 

《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70707 1. 陳淑莊議員反對提供任何形式的特惠金。若提供任何特惠金，

有關的立法程序可能進一步推遲禁止象牙貿易規定的生效日

期。鑒於內地已公布在 2017 年年底全面禁止象牙貿易，香港

如傳遞任何錯誤的信息，則會有風險成為非法象牙的分銷中

心。 

20171129 2. 陳議員詢問香港及國際間採用甚麼技術確定某象牙項目是否

《公約》前象牙。 



3. 陳議員表示，環境事務委員會自 2016 年起已在多次會議上討

論政府當局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計劃。在法案委員會於

2017 年 9 月聽取公眾對禁貿建議的意見前，環境事務委員會

亦已在 2017年 6月的會議上聽取公眾對建議的意見。對於公

眾提出的多項關注事宜，委員過去亦有提出。陳議員同意主席

的意見，認為法案委員會在現階段應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

的條文。 

 

《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90218 1. 陳議員詢問在先導計劃下為回收廢塑膠飲料容器而將會設置

的逆向自動售貨機的位置。 

 

《2017年郊野公園(指定)(綜合)(修訂)令》小組委員會 

20171016 1. 主席提述陳嘉琳就總監把 6幅"不包括土地"從建議納入郊野公

園名單中剔除的決定提出的司法覆核，法院在該案件中裁定，

總監沒有將其結論提交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考慮及徵

詢該委員會意見的做法，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責任。主席關注到，

當事人有否就該案件進一步提出上訴，因為有關判決或對郊野

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日後的工作帶來影響。 

 

《2017年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修訂附表 1)令》小組委員會 

20170613 1. 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命令》的相關條文作簡介時，一併解

釋新訂明產品的定義。 

 

《2016年海岸公園(指定)(修訂)令》小組委員會 

20161122 1. 姚議員表示支持《修訂令》。姚議員及主席要求當局闡釋以下

事項： 

(a)除上述船速限制及捕魚許可證制度外，保護大小磨刀海岸公

園海洋生態的措施，以及相關的監察機制為何； 

(b)《海岸公園條例》(第 476章)及《規例》的執行情況為何，

包括搜證工作、訂明罰則及過往成功檢控的數目；及 

(c)政府當局會否定期向立法會匯報海岸公園的生態基線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