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藩市一直是環境、社會和經濟
發奮圖強的領導。今天我們面對
可能是我們時代的最大挑戰──
氣候變化。
在過去二十年，三藩市本地政府、商業和市民，
有重大的進步，在建設經濟和改善生活質素的同
時，減少全市的碳足印14.5%。三藩市更見清潔
和更美好！但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由於我們目前比預期更快和更強烈的感到氣候變
化之影響，三藩市市府目前正更新其2004年的
氣候行動計劃。此報告提供計劃進展和成功政策
與項目之摘要，並扼要說明一連串市民、商業和
政府可以採取的行動。以下的行動，組成策略的
核心：
• 100％的住宅電氣來源和80%的商業電氣來
源，來自可更新的來源，並配合改善節能項
目，減少用量。
• 50%的所有旅程，均不使用個人汽車。
• 達到三藩市0垃圾的目標（將此方面的排放減
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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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直至今天的進展

三藩市的領導
三藩市是顯示一個低碳經濟世界路徑的領導城
市之一。三藩市的溫室氣體（GHG）排放，在
2010年是五百三十萬公噸，比起1990年的水平
下降了14.5%。這些減少發生在即使城市經濟（
生產總值上升40%）和人口（上升11%）有所增
長之同一二十年期內。
三藩市已接近達到我們初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
目標：在2012年底比1990年少於20%（確實三
藩市排放之經審核的數據，需直至2014年才發
出）。這使三藩市遠遠超出加州眾議院32號法
案、全球最化方案法，和國際京都議定所訂之目
標。三藩市在繼續實施有關建築物、交通、零垃
圾、城市森林，和市政營運能源使用之有效政策
時，將堅持目標到底，始終不渝。預計顯示，在
2017年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至25%低於1990年
的水平，和在2025年減少至40%低於1990年的
水平是可以達到的。

圖表1。
三藩市在其經濟增長的同時溫室氣體排放有 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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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排放之減少，來自更清潔的電氣、減少商
業之使用天然氣和電氣，和由於堆肥和回收之不
斷增加，從而減少了送往堆填區的垃圾量。最大
的減少，來自三藩市用電排放強度的減少。能轉
移不使用化石燃料電氣，是因為加州設定之可更
新組合標準，以及關閉州兩個在三藩市東南區最
污穢和最欠效率的化石燃料電力廠所致。
整體來說，三藩市之用電量，在1990年和2010
年之間，增加了11%，但由於電網碳強度之減
少，勝過用電量之增長，因而造成建築物溫室氣
體排放之淨減少。
三藩市在2010年達到80%轉移垃圾率，那是北美
洲任何一個大城市的最高率。三藩市回收和堆肥
計劃之成功，意指來自送到堆填區之垃圾的溫室
排放量，比起1990年的水平，下跌了近一半。
自1990年以來，來自私人汽車的排放量增加了
4%，因為人們用車更見頻仍，而開車前往工作
地點路程更長。汽車燃料經濟性之改善──從二
十年前的平均每加侖汽油行車18哩到2010年每
加侖行車25哩──代表了一個正面的趨向，但只
是減慢交通排放之增長而已。
在建築能源、交通和垃圾各方面之這些排放趨
向的淨結果，比起1990年的水平，整體減少了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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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溫室氣體庫趨向, 19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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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已出現

準備適應

三藩市居民正面對一個氣候變化已影響他們生活
的事實。海平線之上升、積水層之減少和Sierra
Nevada山之更多火災，以及極端的天氣事件，
特別是熱浪和導致氾濫的強烈暴風雨，是影響整
個灣區生活的因素之一。最近的科學預測海平線
到2050年將上升11吋至19吋，和到2100年將上
升30吋至55吋。三藩市國際機場的跑道、主要
的交通幹線如101高速公路，以及多哩的海岸線
和公園，尤其在風險之中。海平線之上升的一個
情境，最後可帶來估計約六百二十億元的基建破
壞。1到世紀中時，三藩市可以看到比2013年出
現的三至四倍更多的極熱的日子，使有關之住院
和死亡人數增加，特別是長者、幼兒，以及其他
脆弱的人口例如那些住在低收入地區的人士。

更深理解與氣候有關之環境和健康影響，及準備
適應氣候不穩定和變化之影響，對三藩市同樣重
要。三藩市目前已採取步驟，準備氣候變化之影
響。市長辦公室聚合一個來自市府部門的不同專
業之專家小組。此小組稱為Adapt SF，將建議
政策和推廣行動，使三藩市居民、商業和市政部
門能管理氣候變化之影響，並結合入基建投資和
經濟計劃內。

像在2012年颱風桑迪給紐約和新澤西州帶來的破
壞，突出了人們對氣候變化可能威脅之警覺。桑
迪風暴之巨創力，使東岸措手不及，其造成之經
濟和財物損失，需要多年才可完全復元。三藩市
和灣區並無像東岸臨海各州會出現之颱風，但我
們有其他獨特和極端的天氣模式，使此地區易受
傷害。在2012年十二月一個強力的太平洋風暴「
大氣河流」襲擊北加州時，使一些地區在數天內
帶來十吋的雨水，導致三藩市氾濫。在科羅拉多
州博爾德市地球系統研究實驗室的國家海洋和大
氣管理局科學家，預測此類型的強烈、含水份的
暴風雨，可以成為灣區正常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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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之最佳希望
在三藩市準備適應天氣改變時，本市必須同時孜
孜不倦地保持我們減少導致全球暖化之溫室氣體
排放的工作。最近的研究建議全球的溫室氣體排
放趨向，正推動地球接近一個無法逆轉之大氣及
生物變化，和在本世紀內可能出現的災難結果。
因而只作適應是不足夠的。
加州的氣候和清潔能源法（眾院32法案，2006
年全球暖化方案法）提供一個典範的指導，目標
是在2020年，將加州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減
至1990年的水平。在過去七年，加州實行此里
程碑的立法、平衡其預算，和復甦它的經濟。要
成功的處理氣候變化，我們必須繼續從我們的經
濟剔除用化石燃料，同時支持另類能源和燃料的
新增長、創造新工作，和照料我們的天然和開放

土地。
奧巴馬總統的2013年氣候行動計劃，是一個領導
的明證，支持目前已在州和城市層面推行的重大
工作。雖然有此行動，美國國會仍未對氣候變化
有所行動，因而遺憾地，由卞政見之不同，致使
聯合國之國際氣候條約之談判，近於癱瘓。
因為在國際和國家層面管制行動之緩慢，使城市
處於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之最佳位置。在全球各
地，城市僅佔地球大陸塊2%，但它們使用80%
的能源，和產生70%的排放。2在這個世紀內，
當有更多人搬入城市時，這些數字將會增加。市
政府一般對重要的排放來源例如電力、公交和垃
圾，有相當的運作權力。C40－一個由四十個最
大和最進步城市組成的全球團體（代表了五億四
千萬人，全球人口8%，和全球生產總量20%），
在2012年六月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峰會中宣
佈，正在實施的城市政策，到2030年每年可減少
相等於二氧化碳之氣體排放十億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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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氣候行動策略和重
要表現指示器
前進途徑
當三藩市的經濟繼續增長和人口繼續增加時，我
們同時從實施以下的策略，同時減少排放和改善
生活的質素：
樓宇的能源使用
1) 將100%住宅樓宇和80%商業樓宇的用電，改
為100%可更新的電氣.
2) 在商業和住宅樓宇，通過節能和行為之改
變，達到每年增加節能2.5%.
交通
3) 到2017年將人們50%的旅程，轉為不用車輛
的旅程，到2030年增至80%
4) 發展使用公交的選擇，和擴大另類公交基建
5) 擴大使用清潔的車輛和燃料，包括：
a) 將灣區捷運（BART）改為用100%可更新
的電氣
b) 將的士和三藩市公車（Muni）改為用100%
可更新的燃料.
零廢料
6) 通過回收和堆肥，達到無垃圾須送往堆填區
之目標
7) 通過材料管理和生產者責任政策，減少上游之
浪費  
城市森林

三藩市目前已實施很多經識別的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之策略。減少排放之早期進展已有紀錄，並估
計直至2030年和之後未來減少量之可能。一些策
略，例如那些和可更新能源有關者，制定政策者
需要從多種政策和計劃中作出選擇，以達到最期
望的目標。一個使用三藩市環境局氣候模式之全
面分析，顯示估計從所有主要策略工作減少之溫
室氣體排放，與目前比較，到2030年每年可減少
二氣化碳二百萬公噸。預計這些策略可使三藩市
的二氧化碳碳足跡，為二百九十萬公噸，或44%
低於1990年的水平。三藩市從此途徑中，將可達
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2017年（低於1990年的
25%）和2025年（低於1990年40%）的目標。

重要政策和計劃
改用100%可更新電氣，是市府可以採取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的最大行動。從此計劃減少之可能溫
室氣體排放，估計到2030年每年減少二氣化碳
941,000公噸。執行商業樓宇之節能基準和審核
法令，可驅動節能的新投資。此政策和其他節能
行動，可以將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302,000
公噸。一系列與交通有關的緩和措施，包括從
改善公交服務及擴大自行車線、控制塞車、和增
加使用電氣車輛等以改變人們使用汽車來往之方
式，可以每年減少排放量432,000公噸。另外每
年可從三藩市通過增加回收和堆肥達到我們的零
垃圾目標，減少排放293,000公噸。從更多植樹
和改善樹木的保養以保護城市森林，雖然對排放
水平亦將會略有影響（每年15,000公噸），但它
們可為三藩市產生其他重要的環境和生活質素之
利益。

8) 取得資助，保持目前的城市森林
9) 在城市地區，增加城市森林罩蓋25%
市政運作
10. 減少使用天然氣體30%
11. Muni 巴士改用100%可更新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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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氣候行動策略清單
氣候行動策略

#

100% 可更新電氣

1

節能
2

實施目前的商業樓宇基準法令

3

實施節能計劃

4

在出售房子時執行更新住宅節能法令規定

5

提供貸款和回扣

2030年減少 (二氧化碳公噸)
(941,785)
(301,979)

為新發展提供節能設計

6
7

到 2020 年達到零垃圾目標

(292,957)

交通要求管理和定價

(217,794)

8

在商業區實施不同費率之道路徵稅計劃

9

擴大三藩市公園停車錶需求定價計劃

10

將街位轉為需求定價計劃

11

在優先發展地區促進以公交取向之發展

12

通過資訊整合改善認識使用公交之好處

13

為新發展提供公車票

14

繼續改乘公車換取停車補助之計劃

15

增加僱主分發公車票

16

規定酒店旅客用公車票

17

擴大參與三藩市的共乘 511 計劃

18

給學生和職員分發公車票

19

統一公車穿梭車

20

支持地區的旅行選擇計劃

21

擴大 SFGO 的信號同步化

22
23

BART 地鐵到 2030 年達到使用 100% 可更新能源的目標

(89,048)

交通模式之轉移

(72,154)

建設受保護的自行車軌網絡

24

完成建造三藩市的自行車計劃

25

擴大共用自行車，電氣自行車

26

促進新發展之共用汽車和自行車停車項目

27

優化公交系統車量、儲存和維修

28

擴大地區公交核心

29

加強目前快車走廊的能力

30

完成更好街道計劃

31

Muni 巴士 100% 無碳

(69,302)

電氣車

(59,774)

32

發展和擴大本地的電氣車市場

33

將的士改為用電氣車

34
35

將提供服務的車輛改為用電氣車
城市森林：增植 700,000 株樹

商業如常的節能
州行動

(15,594)
(2,060,388)
來自州行動預估的額外節能

A. 可更新組合標準

279,496

B. Pavley 汽車燃料經濟標準

89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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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營運
以2010年為準，三藩市的溫室氣體排放，只有
4%是從市政府樓宇和汽車所產生的，這包括衛
生服務（三藩市總醫院和地區診所）、安全和緊
急服務（警察、消防、和緊急部門）、公共工
程維修（馬路和公園）、機場和海港之營運、公
園和康樂，以及Muni巴士和輕鐵。在1990年和
2010年之間，市府在這些方面減少排放二氧化
碳量25,870公噸。3  
在市政層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樓宇使用
Hetch Hetchy Power供應的清潔電力。在三藩
市公用事業委員會於2011-2012財政年度開始為
所有市府樓宇提供無碳的電力時，排放量預料甚
至進一步減少。從1990年至2010年，因樓宇使
用天然氣做暖氣，導致相關的排放量之增加。市
內巴士之柴油耗量亦有所增加，但來自柴油之排

放，因為使用更有效率的巴士和混合模型，以及
增加使用生物柴油燃料而有所減少。來自市府能
源使用和Muni燃料之整體排放，自1990年以來
已有下降。
在2005年三藩市市縣政府開始自願向加州氣
候行動登記處報告我們的操作碳足跡。在2008
年，在市議會法81-08的指令下，市府甚至採取
一個更詳細紀錄我們排放量庫存的方法，在每個
部門均有碳排放之統計。因為81-08法令規定之
統計水平更詳細，所以已無須再向加州氣候行動
登記處提交報告。

1
加州能源委員會，三藩市灣區之氣候變化影響、脆弱性和和適應：一個綜合的PIER
計劃報告和其他有關研究，2012年七月。
2

聯合國棲息地、城市和氣候變化：人類居住區之全球報告，2011年三月。

三藩市2010年全社區溫室氣體庫存，三藩市市縣政府。三藩市環境局氣候小組。
經第三方核證，ICF International，2012年四月十日。
3

7

v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