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ARTH HOUR 2009 
 
Saturday 28 March 2009, 8:30PM 
The hour the world unites in a stand against global warming  
 
 

Bold, simple and accessible, Earth Hour 2009 has one major aim: to show 
governments,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tak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world can no longer wait; and the first step is as easy as turning off a 
light. 
 
In 2008, 50 million people across 370 cities in 35 countries turned 
off their lights for one hour. Sydney’s Opera House, San Francisco’s 
Golden Gate Bridge, and London’s City Hall were among the many 
famous landmarks that went dark. 
 
At 8:30pm on 28 March 2009 (Saturday), Hong Kong will join other 
towns and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to turn off their lights for one hour 
sending a powerful global message that it’s possible to tak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ill 
be joining Earth hour and calling for mor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o join.  
 
Earth Hour is a message of hope and action. Imagine what we can do if we act 
together. 
 
 
Your Participation Needed 
WWF hopes Earth Hour 2009 w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mass participation event. 
WWF Hong Kong targets to engage 1 million people to take this simple action on that 
night and we cannot accomplish this without your support. 
 
 
What you can do  
� Turn off your lights for one hour on 28 March, 2009 at 8:30pm 
� Take part in Earth Hour and show your support for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 Tell your families, friends, everyone you know about Earth Hour,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 Organise your own events on the Earth Hour night.  
 
For more, go to www.earthhour.org to check out more ways to participate. Sign up on 
the Hong Kong Earth Hour website in December to show your support.  
 
 
 
 
 



 

 
 
 
地球一小時地球一小時地球一小時地球一小時2009 
 
200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8 日星期六晚上日星期六晚上日星期六晚上日星期六晚上 8 時半時半時半時半 

各界團結一致各界團結一致各界團結一致各界團結一致，，，，對抗全球暖化的一小時對抗全球暖化的一小時對抗全球暖化的一小時對抗全球暖化的一小時  
 
 

「地球一小時 2009」的目標大膽、清晰、簡單，就是向政府、個人和商界證明，我們

有能力協助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情況已不容忽視，而我們所需要踏出的第一步，就

是把燈熄掉這樣簡單。 

 
2008年，全球35個國家370個城市有5000萬人把燈關掉一小時。不少

世界著名的建築物，包括悉尼歌劇院、三藩市金門橋和倫敦市政廳，

亦響應這個行動，把燈熄掉。 

 
在 2009年 3月 28日（星期六）晚上 8時半，香港亦將參與這個行

動，與世界其他地方一同把燈熄掉一小時，讓更多人明白這個重要的

信息：我們有能力協助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在中國，北京、上海和

香港會帶頭參與「地球一小時」，並且希望有更多城市和社群支持。  

 
「地球一小時」鼓勵身體力行，傳遞一個充滿希望的訊息。只要我們

同心，所達到的效果將超乎你的想像。 

 
 
我們需要你的參與我們需要你的參與我們需要你的參與我們需要你的參與 

世界自然基金會希望「地球一小時2009」能夠成為全球最大型的公眾參與活動。香港

分會的目標就是爭取到100萬人的支持，在當晚齊齊熄燈。若缺少了你的支持，這個目

標是無法達成的。 

 
 
你的支持行動你的支持行動你的支持行動你的支持行動  

� 在 2009年 3月 28日晚上 8時半把燈熄掉 

� 參加「地球一小時」，表示你對解決氣候問題的支持 

� 從不同途徑，向你的家人、朋友，以及所有你認識的人推廣「地球一小時」 

� 在「地球一小時」當晚舉辦你自己的支持活動  

 
其他詳情和支持方法，請瀏覽 www.earthhour.org。請於 2008年 12月後登入香港的

「地球一小時」網站報名參加，以示你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