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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對能源的需求十分巨大，能源的供應及價格影響著全

球經濟發展的步伐，亦影響國際上不同地區的關係。另一方面，

能源的使用亦帶來對環境的影響，關係著地球的未來。

「能源」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和環境的重要課題，教育局亦

將此納入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之中。市面上已有不少有關能

源的參考書籍，但都以外地的資料為主，少有談及本地情況。然

而，本地例子能讓學生有切身的體會，學生更可從本地情況，延

伸至思考世界其他地方在能源使用和發展方面的問題。

有見及此，綠色力量在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的支持下，

整理本地電力生產科技、發展與影響的相關資料和數據，提供了

大量教學參考資料，協助中學教師更有效地教授能源相關課程。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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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的電力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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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有兩家電力公司提供供電服務，分別是「香

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

電）。港燈的控股公司是電能實業有限公司，而中電的控

股公司是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港燈於1889年成立，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電力公司之

一。港燈為香港島、鴨脷洲及南丫島超過五十六萬客戶

提供電力。港燈的發電廠位於南丫島，裝機發電容量為

3,736兆瓦，當中包括在南丫發電廠內設置的550千瓦太陽

能發電系統和在南丫島興建的800千瓦南丫風采發電站。

中電於1901年成立，為九龍、新界及大部分離島，包

括大嶼山、長洲等超過二百三十萬客戶提供電力。中電在

香港境內有三間發電廠，分別位於青山、龍鼓灘和竹篙

灣，其裝機發電容量分別為4,108兆瓦、2,500兆瓦及300

兆瓦。此外，中電亦持有香港境外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的權

益，該核電站的發電容量為1,968兆瓦，當中約70%發電

量輸往香港。

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者之一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

司，是中電附屬公司。中電佔有大亞灣核電站25%的淨權

益，廣東核電投資有限公司則佔75%的淨權益。

香港的電力生產1

港燈南丫發電廠

南丫風采發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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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的用途
在日常生活中，電力可以轉化為：

	 熱能

	 零件／聲音的動能

	 光能

	 （電子）訊號

發電容量 （generating capacity）

發電容量是指該發電機組能力上可以產生的最大電量，單位是瓦(watt)，是功率

(power)的單位，即每單位時間內產生的電能，一般會以此來形容發電機組的規模

大小。而在運作上所產生的電量則稱為「發電量」(electricity generated)，單位

是千瓦小時(kWh)或稱「度」，是能量(energy)單位，而能量單位亦可以焦耳(J)

表示。

1.1.1 化石燃料 — 燃煤

煤是從地底開採而來，成功開採之後便可運往發電廠。

以往香港會從中國國內購買，但隨著國內近年經濟急促發

展，本身對煤的需求也不斷增加，香港的電力公司於是轉

移向其他國家如印尼、澳洲及南非等地購買。

運送煤的船隻會在燃料碼頭卸煤，再經長長的輸送帶將

煤運送至鍋爐房直接燃燒，或運送至煤場儲存。由於每次

生產程序（化石燃料：燃煤、燃油與天然氣；核能）1.1

港燈南丫發電廠的煤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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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量很大，卸煤的時間可長達數天。

煤場一般會佔用頗大的儲存面積，由於位處室外，為免

煤塵隨風飄散，煤場會有灑水裝置把煤弄濕，防止煤麈飛

揚。

煤進入鍋爐房後，經過煤斗、給煤機和磨煤機磨成粉

末後，會輸送到鍋爐的燃燒器燃燒。在鍋爐內，燃燒煤所

產生的熱力把水變成高溫和高壓的蒸汽。高溫高壓蒸汽被

送往汽輪機，在汽輪機葉片之間流過，驅動汽輪機轉動。

汽輪機帶動連接的發電機，再利用發電機內的磁場轉變產

生電力。當高溫高壓蒸汽的能量轉化為動能和電能後，會

在凝汽器內凝結為水，經過高壓泵再送往鍋爐。這種利用

蒸汽作為介質，將熱能轉化為動能和電能的發電模式，稱

為「朗肯循環」(Rankine Cycle)，或簡稱「蒸汽循環」發

電。

燃煤機組

發電原理
1831年，Michael Faraday的電力研究發現，當磁鐵在線圈內移動，電線內便會有電

流流動，一般發電機便是採用這種原理發電。大部分發電機均由燃氣輪機或汽輪機

推動，使發電機內的磁鐵沿著軸心轉動，圍在磁鐵外的電線圈，因著磁鐵的移動而

產生電流。

給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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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化石燃料 — 燃油

跟燃煤一樣，燃燒燃油也可利用「蒸汽循環」發電。一

般發電用的燃油為重油和輕質柴油，兩者都是從石油提煉出

來的燃料。重油是石油提煉過程中剩餘下來的渣滓油，由於

含硫成分較高，燃燒後排放的二氧化硫也較高。基於環保原

因，從2008年7月開始已在香港被禁止使用。目前香港發電

廠的燃煤鍋爐正逐步改進，以超低硫輕質柴油替代重油，作

為燃煤鍋爐的輔助燃料，在鍋爐起動和低負荷時作助燃用。

輕質柴油也可作為燃氣輪機的燃料。燃油在燃燒器內燃

燒，產生高溫氣體直接噴射往燃氣輪機，驅動發電機發電，

作功後的氣體會排出煙囪外。這種利用氣體作為介質，將

熱能轉化為動能和電能的發電模式，稱為「布雷登循環」

(Brayton Cycle)，或簡稱為「燃氣循環」發電。

1.1.3 化石燃料 — 天然氣

天然氣一般藏於地底油田的頂層，也有藏於地下煤層

之間。天然氣主要成分為甲烷。當天然氣從地下泵上地面

後，經壓縮器將氣體加壓，迫使氣體在輸氣管內移動，再

送到儲存區。有些發電廠會利用長距離的輸氣管道，直接

從開採場地輸送天然氣到廠房使用。另一方法是經船隻

運送，天然氣會被冷卻至-162°C，轉為液體形態以方便運

輸，液體形態的天然氣稱為「液化天然氣」。液化過程能

夠將天然氣的體積減少至原來氣體形態的六百分之一。液

化天然氣到達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時，會輸往液化天然氣貯

罐儲存，溫度一般保持在-160°C左右。在供氣往用戶使用

時，液化天然氣經加熱後會轉回氣體狀態，再經輸氣管送

至目的地。

燃氣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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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天然氣發電多採用「燃氣循環」模式。天然氣被輸

送往燃氣輪機內燃燒，驅動發電機發電。由於排出的煙氣

還處在高溫狀態（一般有500°C至600°C左右），現代發電

技術會將這些有用的餘熱回收，通過餘熱鍋爐產生蒸汽，

再驅動汽輪機發電，以增加發電量。這種既採用「燃氣循

環」、又採用「蒸汽循環」的發電模式，稱為「聯合循

環」發電。採用「聯合循環」模式發電，比只單用「燃氣

循環」模式，發電效率可增加50%以上。

1.1.4 核能

核能發電主要以鈾235作為燃料。鈾燃料會被造成一個

個如手指般大小的陶瓷芯塊，每一個陶瓷芯塊可產生相等

於150加侖石油的能量。這些高能量的陶瓷芯塊一個疊一

個，形成4米長的金屬燃料棒。一束燃料棒就是一組燃料

組件。當中子撞入鈾原子核，原子核分裂，並釋放大量熱

能。裂變引發連鎖反應，在反應堆內產生熱能，情形就如

燃煤在鍋爐內產生熱能一樣。透過蒸汽發生器產生蒸汽，

轉動汽輪機葉片，帶動發電機發電。蒸汽最後會經核電廠

的凝汽器轉換成水，循環再用。故核能發電乃採用「蒸汽

循環」模式。

鈾235原子相當容易分裂，在裂變過程中產生的核廢料

仍存有放射性，必須密封及埋於地底深處多年以減低其放

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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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電力公司主要發電機組的燃料組合
港燈 

南丫發電廠：

八台機組（3 x 250兆瓦	+	5 x 350兆瓦）主要以煤發電；

兩台（335兆瓦	+	345兆瓦）聯合循環機組使用天然氣發電；

五台燃氣輪機（4 x 125兆瓦	+	1 x 55兆瓦）使用燃油發電；

一台0.8兆瓦風力發電機；

一套0.55兆瓦太陽能發電系統。

中電 

龍鼓灘發電廠：共八台聯合循環機組（8 x 312.5兆瓦）均以燃燒天然氣發電。

青山發電廠：共八台機組（4 x 350兆瓦	 +	 4 x 677兆瓦）主要以煤發電，其中兩台

677兆瓦機組可使用天然氣發電。

竹篙灣發電廠：三台燃氣輪機（3 x 100兆瓦）使用燃油作為中電的後備發電機。

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兩台機組（2 x 984兆瓦）以核能發電。

1.1.5 輸配電設施

電力由發電廠生產後，會以極高電壓（高電壓在輸送

時能量損失會較低）經輸電系統輸往不同的負荷中心（或

稱「變電站」），然後透過配電網絡以較低的電壓分配至

客戶。由發電廠輸送電力往各負荷中心的過程統稱為「輸

電」，而由負荷中心配電至客戶樓宇則稱為「配電」。

由發電廠生產的電力，會經由主變壓器把電壓提升，

這些高壓電力（達400千伏、275千伏或132千伏）透過郊

區的架空線路、市區的地底電纜和電纜隧道、或是海底電

纜，輸送到各區的負荷中心。負荷中心則會以大容量的變

架空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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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過程的流程圖

燃料

發電廠

蒸汽 汽輪機 發電機 主變壓器

架空電纜/
地底電纜/
海底電纜

架空線路/
地底電纜/
海底電纜

負荷中心
(變電站)

工業用户

商業用户

住宅用户

客户變電站
(配電站)

壓器把電力降壓至11千伏、

22千伏或33千伏，然後再透

過架空線路、地底電纜或海

底電纜配送到各區的客戶變

電站（或稱「配電站」）。

客戶變電站會進一步把電力

降至3 8 0伏或2 2 0伏，供應

大部分工商業或住宅用戶使

用。

位於大廈內的變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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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系統控制中心

系統控制中心負責全日二十四小時監察及控制發電、輸

電及配電系統，以及其附屬設施等，確保以最有效的方式

輸送安全及可靠的電力給客戶。系統控制中心是公司電力

供應系統的神經中樞，一般會由當值工程師負責監察、控

制和操作各個電腦系統。

系統控制中心功能

• 監察及控制公司的電力系統 ；

• 協調設備的停運工作；

• 處理系統上的突發事故；及

• 處理客戶對電力供應不正常的查詢。

透過上述功能以達至下列目標

• 以最經濟和有效的方法生產及傳送電力；

• 確保電力供應的質量、可靠性和安全；

• 確保電力系統和營運上的安全；及

• 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

港燈位於鴨脷洲的系統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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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燃料過程中產生的熱能轉換成電能，在這樣的能量

轉換過程中，能量必會有所損失。熱能最終轉換成電能的百

分比，稱為「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對電力行業十分重要，

能源效率較高，代表產生相同電量所需的燃料較少，除了燃

料成本較低，所產生的排放物亦較少。

一般燃煤機組生產電力的能源效率為32%至37%，燃氣聯

合循環發電機組可利用煙氣的餘熱產生蒸汽推動汽輪機以增

加發電量，因此能源效率達42%至50%，港燈的天然氣機組

甚至可達到55%以上的水平。

港燈的發電燃料仍以燃煤為主，但天然氣發電量的比例

在2010年已提升至三成以上。中電的發電燃料分別是燃煤、

天然氣和核電，各佔約三分之一。由於發電燃料、規模、燃

燒方法及環保裝置等等的差異，不同發電機組的能源效率亦

有所不同。綜合兩電的不同機組，在2009年港燈發電的能源

效率為36.2%，在2009年中電的能源效率為37.2%。

能源效率、安全性和穩定性1.2

燃煤發電機組

燃氣聯合循環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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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損失
正如上文提及，燃燒燃料，以熱能轉換成電能，在轉換過程中能量會有所損失，即

並非所有熱能都轉換成電能，以蒸汽循環發電為例，最明顯的損失在蒸汽通過汽輪

機後本身亦會帶走一定的熱能。

即使在極理想的熱機(heat engine)條件下，熱能在轉換成動能過程中的效率亦會必

然低於100%。因此，發電機的設計只能盡量增加能源效率，即盡量減少能量損失，

以盡量達至理想的能源效率。要計算理想的能源效率，即計算理想條件下熱能轉換

的能源效率的極限數值，可從一些熱工學(thermodynamics)的理論，例如「卡諾循

環」(Carnot cycle)來計算，而「朗肯循環」(Rankine cycle)	則比較接近現實。

關於發電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香港電廠在這兩方面的

表現都很好。據港燈的資料顯示，其電力供應可靠度超過

99.999%，在2007年至2009年間，客戶每年的平均意外停電

時間為0.64分鐘至1.34分鐘。中電的資料顯示其供電可靠程

度則達99.99%，在2007年至2009年間，一般客戶每年的平

均意外停電時間為2.7分鐘。此外，本港近年來沒有出現關

於電廠的嚴重安全事故，可見香港發電廠的營運已達到很高

的安全水平。

水 使用燃料加熱
高温蒸汽的
熱能和動能

汽輪機的動能 發電機 電
能

冷卻水的熱能

凝汽器

較低温蒸汽的熱能 散失的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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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港燈的總發電容量為3,736兆瓦，中電的總發電

容量則為6,908兆瓦，此發電容量只計算中電在香港境內3間

發電廠的發電容量。此外，中電還利用位於大亞灣的廣東核

電站七成的發電容量，以及廣州抽水蓄能發電站第一期的一

半發電容量供應本港電力所需。

發電容量和燃料組合1.3

廣州蓄能水電廠
電力需求一般會在夜間較低，燃煤和燃氣的發電機可以相應的減低燃料供應量和關

掉部分機組，以減低發電量。可是，核能發電機因為運作要求，宜於滿負載運行，

因此在電力需求較低的時間仍須維持一定的發電水平，抽水蓄能水電廠便能發揮儲

存夜間多餘發電能量的功能。

廣州抽水蓄能發電站主要由兩個高度相差五百多米的水庫組成，兩個水庫經由隧道

連接，隧道連接較低的水庫一端有8座水輪發電機。在夜間系統需求較低時，抽水蓄

能發電站利用大亞灣核電廠生產所剩餘的電力驅動蓄能系統運作，把水抽到上層的

儲水庫，將電能轉化為位能，達到蓄能效果。在日間需要增加電量供應時，只需把

上層水庫的儲水排往下層水庫，通過水輪發電機逆轉運行，便可發電，即把儲起的

位能釋放，變回電能。這些電力可支援電網系統於日間的高峰運作，亦可在其他裝

置故障時作後備能源。抽水蓄電功能可確保核電廠經常保持全負載運作，無懼日夜

間系統需求波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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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06年底
*
所採用發電燃料的組合

# 燃油主要是供燃煤發電機組於動、停機或低負載時使用；

		其中輕質柴油也作為燃氣輪機的燃料，作調峰運行和緊急備用。

燃料 

燃煤

燃油#

天然氣

核能

抽水蓄能

整體發電容量百分比 

52

10

22

11

5

*環境局於2009年公佈的香港發電燃料組合數據為2006年底的數據，有關

最新數據可從環境局網站（http://www.enb.gov.hk/）內有關「能源」的

欄目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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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間電力公司在2009年*所釋出的排放物和溫室氣體量

對環境的影響1.4

港燈

2009年總發電量12,312百萬度

二氧化硫 (SO2)   17.0千公噸  

氮氧化物 (NOx)   12.5千公噸  

可吸入懸浮粒子   0.39千公噸  

二氧化碳 (CO2)   9.13百萬公噸

中電

2009年本身發電量 26,410百萬度

二氧化硫 (SO2)   29.4千公噸

氮氧化物 (NOx)   25.6千公噸  

可吸入懸浮粒子   1.2千公噸  

二氧化碳 (CO2)   19.1百萬公噸

*數據截至2010年第一季有關方面公佈的最新數據。有關電力公司排放量

的最新資料，可參考電力公司每年的年報。

港燈《社會及環境報告》：統計數字概要

中電《可持續發展報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主要表現數據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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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
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硫是一種無色、有刺激氣味的氣體，可被吸收進入血液，對人體全身產生有

毒副作用。它能破壞酶的活力，影響代謝，對肝臟有一定的損害。二氧化硫進入呼

吸道後，因其易溶於水，在濕潤的上呼吸道粘膜上會形成具腐蝕性的亞硫酸、硫酸

和硫酸鹽，刺激呼吸道，使氣管和支氣管的管腔收縮，增加氣道阻力。

急性中毒可引起眼、鼻、黏膜刺激症狀，嚴重時產生喉頭痙攣、喉頭水腫、支氣管

痙攣，大量吸入可引起肺水腫、窒息、昏迷甚至死亡。慢性中毒則導致嗅覺遲鈍、

慢性鼻炎、支氣管炎、肺功能和免疫功能下降，嚴重者可引起肺部彌漫性間質纖維

化和中毒性肺硬變。

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是NO、NO2	、N2O、N2O4、N2O5等物質的總稱，可引起多方面的環境及健

康問題。氮氧化物中，特別是NO2，可影響人體呼吸系統，引起支氣管炎和肺氣腫

等疾病。NO則非常容易與動物血色素結合，造成血液缺氧而引起中樞神經麻痹。氮

氧化物亦是造成酸雨、酸霧的主要污染物，與碳氫化合物可形成光化學煙霧。N2O

亦會破壞臭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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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吸入懸浮粒子

可吸入懸浮粒子是指直徑小於10微米的懸浮粒子，可深入人體肺部，對人體健康造

成不良影響。可吸入懸浮粒子會引致呼吸急速、咳嗽及氣喘等呼吸系統毛病，使原

有的呼吸疾病病情惡化，並且破壞肺部組織。部分人士對可吸入懸浮粒子的影響最

為敏感，包括慢性肺病、心臟病、流行性感冒及哮喘病患者，以及老人和小童。

二氧化碳(CO2)

二氧化碳本身並無毒性，不過它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成分。溫室氣體能令大氣層變

暖、溫度上升，導致全球暖化、水平線升高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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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以「管制計劃協議」的模式規管港燈和中電的

業務，訂明了電力公司須以合理的最低價格為客戶提供充足

可靠的電力，並訂下一套由政府監察電力公司財務和營運表

現的機制。與此同時，電力公司可以收取足以令其收回營運

成本及准許利潤淨額的電價。

港燈及中電與政府新簽訂為期十年的管制計劃協議，分

別由2009年1月1日及2008年10月1日起生效。政府有權於

2016年1月1日之前發出通知，按相同條款將年期分別延長五

年至2023年12月31日及2023年9月30日。在新簽訂的管制計

劃協議下，兩間電力公司的准許利潤回報訂為除可再生能源

資產外的固定資產（例如其供電設施）平均淨值的9.99%，

而投資在可再生能源的回報，則訂為11%。

兩電的回報率將與排放表現掛鈎，按排放表現能否達標

來釐定賞罰。新的管制計劃亦同時提供誘因，鼓勵兩電提升

能源效益及發展可再生能源。

政府對電力市場的規管1.5

有關電力公司在管制計劃協議下的利潤資料，可參考電力公司每年的年報。

港燈年報：十年管制計劃明細表（www.hec.com.hk）

中電年報：管制計劃明細表（www.cl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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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用電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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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家居最終用電量數據2.1

從電力公司可得知售電量的統計資料，而機電工程署則有

最終電力使用數據的統計資料。

類別

住宅

商業

工業

運輸

總計

機電工程署2007年*最終電力使用數據

電力使用量（太焦耳）

36,422

95,051

13,104

2,495

147,072

比例

25%

64%

9%

2%

100%

從機電工程署的數據可以看出，商業用電量最高，佔整體

用電量的64%。用電第二高的是住宅，其所佔的比例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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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商業用電

家庭用電

工業／製造業用電

基建及公共服務用電

總計

電力公司售電量

除了從機電工程署可得知最終電力使用數據的統計資料，我們也可以從電力公司得知

售電量的統計資料作參考比對。在相對應的2007年*，本港兩家電力公司的售電量統

計如下：

售電量（百萬度）

港燈 中電 總計

8,109

2,394

388

--

10,891

12,144

7,724

2,418

7,676

29,962

20,253 (49.6%)

10,118 (24.8%)

2,806 (6.8%)

7,676 (18.8%)

40,853

從上述圖表可見港燈佔全港的售電量27%，中電佔73%。此外，與機電工程署最終電

力使用數據相同，商業用電佔整體用電量第一位，即比例最重（50%），但此數字較

機電工程署的最終電力使用數據的64%為低。至於第二位是家庭用電，其所佔的比例

和最終電力使用數據同為25%。

由於電力公司和機電工程署用戶類別的分拆不盡相同，所以電力使用量比例數字不是

完全一致，不過若只分為家庭用電和非家庭用電，則數據均同樣分別為25%和75%。

*有關電力公司最新售電量統計資料，可參考電力公司每年的年報。

港燈年報：十年經營統計（www.hec.com.hk）

中電年報：五年項目摘要（www.cl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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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類別中的能源最終用途比例：

21% 21%

19% 20%

11% 8%

住宅能源最終用途（包括非電力能源如煤氣）

商業能源最終用途（包括非電力能源如煤氣）

煮食

空氣調節

照明

冷凍

熱水

其他

煮食

空氣調節

照明

熱水及冷凍

辨公室設備

其他

年份 2007

年份 2007

27%11%

37%

4%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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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類別中的能源最終用途比例：

運輸能源最終用途(包括非電力能源如煤氣)

巴士

的士

汽車及電單車

貨車

鐵路及其他

年份 2007

13%

34%

18%

12%

23%

工業能源最終用途(包括非電力能源如煤氣)

工業生產/設備

照明

空氣調節

雜項設備

年份 2007

82%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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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空氣調節

照明

冷凍

工業生產/設備

煮食

熱水

辦公室設備

鐵路

其他（包括洗衣機、視聽器

材、鐵路車站及雜項設備的能

源使用等）

總計

電力最終用途

電力使用量（太焦耳）

42,617

22,810

7,366

9,373

4,933

5,069

6,036

2,495

46,372

147,072

比例

29%

16%

5%

6%

3%

3%

4%

2%

32%

100%

除了其他的一些雜項外，香港使用電力最多的用途為空氣

調節，佔29%，其次是照明，佔16%。

*2009年機電工程署發表的能源使用數據為2007年數據，最新的有關資料

可參考機電工程署每年匯編的「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

http://www.emsd.gov.hk/emsd/chi/pee/edat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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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力公司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了管制計劃協議，電力

公司會收取足以令其收回營運成本及准許利潤淨額的電價。因

此，除了基本電費，電力公司亦會因應燃料價條款調整、特別

折扣和一些減費折扣來釐定淨電費。由於管制計劃協議中准許

利潤回報和電力公司的資產值掛鉤，隨著電力公司的發展，其

淨電費亦可能隨之而有所調整。

目前，港燈平均淨電費每度約一元多，中電平均淨電費每

度約一元以下。由於不同電力公司的發電機規模、燃料比例、

輸電和配電成本均有不同，兩電的淨電費亦有所差異。

兩電亦設有電費優惠計劃，減輕有需要人士負擔。港燈的

計劃惠及四類人士，包括長者、殘疾人士、失業人士及單親家

庭，提供每月首 200 度用電量的四折優惠，並可豁免電費按金

和最低收費。中電亦有為年滿六十歲或以上、獨居或與同等資

格長者合住、及目前領取或符合資格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

長者用戶，提供每張帳單之首400度電力的半價電費優惠（中

電每兩個月為住宅用戶發單一次）。

。

電費和電費監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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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量趨勢和預測2.3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997-2007總用電量變化

總用電量（太焦耳）

116061

125446

125288

130675

134138

137112

138434

141202

144171

145204

147072

較上一年變化

--

8.1%

-0.1%

4.3%

2.7%

2.2%

1.0%

2.0%

2.1%

0.7%

1.3%

各項類別中的能源最終用途比例：

0

20 000

40 000

60 000

80 000

100 000

120 000

140 000

160 00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住宅 商業 工業 運輸

太焦耳

年份

在1997年至2007年這11年中，除了1999年本港用電量曾經

下跌外，多年來的用電量從116,061太焦耳穩步上升至147,072

太焦耳，每年升幅由0.7%至8.1%不等。隨著本地人口不斷增

加，預料用電量隨後每年都會有輕微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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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用電情況與其他地區比較2.4

地區

澳洲

加拿大

中國

中華台北

中國香港

日本

馬來西亞

菲律賓

韓國

新加坡

泰國

美國

香港及世界不同地區人均用電量數據

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用電量（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上述圖表顯示2002年至2006年不同地區的人均年用電量，

香港約為5,600度至5,900度，較中國大陸多三至五倍多。不

過，相比一些已發展國家如日本、韓國、特別是加拿大和美

國，香港的人均年用電量仍偏低。然而，香港經濟以金融業及

服務業為主，需耗用大量電力的工業或廠房設施相對較少，這

亦是造成本港與其他地區用電量出現差別的原因。再者，上述

提及的已發展國家，一般都是位於緯度較高的地區，氣候寒

冷，寒冬時需耗用大量能源於供暖設施；相反香港的冬天並不

太嚴寒，反而夏天天氣炎熱，因此能源耗用在空氣調節方面就

相對較多。然而，除新加坡外，香港的人均年用電量都比其他

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為高。

數據來源 :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
組織能源統計2006

9,670

15,606

1,003

7,658

5,647

7,589

2,839

486

6,318

7,447

1,625

12,282

9,566

15,838

1,167

8,065

5,713

7,623

2,969

526

6,648

7,643

1,722

12,270

9,874

15,844

1,325

8,271

5,782

7,876

3,065

532

7,030

7,829

1,832

12,332

10,124

15,851

1,513

8,577

5,878

7,998

3,146

534

7,407

7,928

1,917

12,534

10,129

15,286

1,768

8,826

5,882

8,155

3,237

530

7,671

7,931

2,007

1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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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香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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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環境中可不斷產生供使用的能源。

常見用作可再生能源的天然資源包括風力、太陽能、河流水

力、海浪、潮汐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用之不竭，不會出現資源

耗盡的問題。

各種可再生能源在香港使用的可行性分析3.1

月 份

1971年至2000年在天文台觀測之雲量月平均值與及在
京士柏觀測之日照的月平均值及平均每日太陽總輻射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 值

60

73

79

80

77

76

68

69

65

57

53

51

67

  雲量(%)  
日   照

時間(小時) 百分率(%)

平均每日

太陽總輻射(MJ/m2)

141.7

93.8

89.6

101.8

138.6

158.3

214.9

189.7

171.8

191.1

178.2

173.3

1842.9

42

29

24

27

34

39

52

48

47

53

54

52

41

10.55

9.61

10.18

11.83

14.35

15.31

17.52

16.07

15.14

14.46

12.64

11.13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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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可再生能源在香港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月 份

1971年至2000年在天文台及橫瀾島觀測之盛行風向及平均風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 值

香 港 天 文 台

盛行風向(度) 平均風速(公里/小時)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11.0

12.1

12.6

11.7

10.8

11.0

10.9

10.2

11.0

12.4

10.9

10.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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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風能

風就是空氣的流動，以風車把空氣的流動轉化為旋轉的

動能，便可轉動發電機產生電力。香港天文台及橫瀾島平

均風速分別為每小時11.2及23.9公里，足夠以風能發電。風

能可說是現時最適合在香港作大規模發電的可再生能源項

目。然而風力難以預測，只會間斷出現，而且風能設施須

佔用大範圍的空地，對周邊環境或會構成一定影響。

3.1.1 太陽能

太陽照射到地球的陽光含有光能，現時主要以太陽能光

伏板，吸收光能以產生電流。太陽能光伏板大多數是由半

導體物料（如矽）製成的薄身固體光伏電池所組成，將太

陽能光伏板暴露在陽光下，便會產生直流電。

雖然太陽能光伏板頗為耐用，可以長時間操作而不會

損耗，不過價格高昂，且發電效率較低。在香港，估計

每1平方米的光伏板每年可產生121度電，有顧問報告推

算，全港可裝設光伏板的面積約4,900萬平方米，如果可

以裝設光伏板的面積都裝設光伏板，便可滿足約15%香港

的全年電力需求。目前，太陽能在香港只作輔助發電用

途，例如港燈在南丫發電廠天台裝設5,500塊太陽能薄膜

光伏板，此類光伏板的發電效率已有所提高，整個系統

預計每年可生產62萬度電，相當於150個四人家庭全年用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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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生物質能

生物質能泛指一切貯存於動植物或動物糞便的化學能

量，轉化方式包括把生物質量直接燃燒成熱能或先轉型成

燃料，再轉換成電能。

3.1.4 水力能

利用流動的水，可以推動渦輪及發電機，將動能轉化成

機械能便可發電。可是香港的河流規模較小，且本地全年

降雨量極不平均，並不適合發展水力發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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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潮汐能

月亮和太陽對地球的海洋產生引力，加上地球自轉，造

成了潮汐現象。想利用潮汐發電，只須在海灣處築起堤堰

或水壩，潮漲時海水流入盆地（潮池），當潮退時產生水

位差距，利用潮差將盆地內所貯存的水放掉，水流經過渦

輪便能產生電力。

香港最大的潮差大約少於3米，尚算有足夠的潮汐高度

發展潮汐能發電，不過發展潮汐能發電須改造海岸築成潮

池，是否具效益尚待研究。

3.1.6 海浪能

海浪含有動能和位能，當海浪直接衝擊或引起氣流時，

可推動渦輪產生電力。香港三面環海，海岸線長，海洋資

源豐富，具備發展海浪能發電的潛質。不過，海浪發電技

術現時仍未發展成熟，世界其他地區亦沒有具商業規模的

海浪發電設施。

3.1.7 地熱能

地熱能是來自地球內部的熔岩，以熱力形式存在。高溫

的熔岩可將附近的地下水加熱，滲出地面，直接取用這些

熱源，可推動汽輪機發電。香港由於位處地層穩定區域，

並沒有地熱資源可供利用。

如欲了解更多可再生能源類型和相關資料，可參閱機電工程署的能源資

訊園地網站：http://www.energyland.emsd.gov.hk/chi/energy/renew.htm

40



本港一些樓宇的天台安裝了太陽能光伏板或小型風車，也

有一些村屋安裝了利用太陽熱能產生熱水的裝置，不過都是一

些小型的輔助設施，或是作教育示範的用途。

香港具商業規模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目前有港燈位於

南丫島大嶺的「南丫風采發電站」，以及設於南丫發電廠的

太陽能發電系統。「南丫風采發電站」佔地2,500平方米，裝

有一支總高度為71米，裝機容量為800千瓦的風力發電機。

該發電站自2001年籌備，2005年10月試用，2006年2月23日

正式啟用。

太陽能發電系統設於南丫發電廠主廠房的天台，由5,500

塊光伏板組成，覆蓋總面積達8,470平方米，總容量為550千

瓦。該系統在2010年7月29日落成投產，預計每年發電量可達

620,000度。

此外，中電現正在西貢晨曦島上建造一個獨立運行的太陽

能商用供電項目。工程涉及安裝共1,000塊太陽能板及2台風電

機，供電量最高可達約200千瓦。首階段的100塊太陽能光伏板

加裝工程已完成，預計整項工程將於2011年底完成。

香港現有的設施和使用情況3.2

港燈設於南丫發電廠的太陽能發電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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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風采發電站」

南丫風采發電站簡介

南丫風采發電站落成啟用，標誌著香港的電力發展

史展開新一頁。 這是本港首個具商業規模的風力

發電站，為港燈的商業及住宅用戶提供電力。

這個風站佔地2,500平方米，屹立在南丫島大嶺的

山丘之上。

（內容取自港燈網頁）

港燈興建這個風力發電站主要有以下三個目的:

探討在香港發展風力發電，作為輔助以燃燒化石燃料發電的可行性 

掌握風力發電的知識和實際經驗，包括規劃、設計、興建、營運以及維修等，以

決定日後是否在香港大規模發展 

促進公眾對風力發電的認識，了解其優點和限制

風力發電機組接駁至港燈現有電網，並由南丫發電廠控制室人員負責監控。

選址和機組的規模

香港人煙稠密，選擇合適興建風力發電站的地點並不容易。選址的首要考慮是土地

和風力資源，其次是地點是否靠近交通運輸網絡，方便興建及日後維修保養，及對

附近生態、居民和景觀的影響等。

為何選址大嶺?

平均風能達每平方米200瓦，風速達每秒5.5米，具風力發電條件 

接近現有的電網 

靠近現有道路，方便日後維修及保養的工作 

環境評估報告確認不會對附近生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高度限制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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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機組容量？

風速對風力發電機組的運作非常重要，而地勢越高風速越大。因此，只要增加風力

發電機塔桿的高度，車葉就可獲得更強和更暢順的風力推動，而採用更大的車葉可

生產更多的電量。可是，民航處規定大嶺的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165米，由於風

力發電機組所在的地點已為主水平基準92米，因此要把塔桿連車葉的總高度訂為71

米，使風力發電機組的最高點保持在主水平基準163米內。

金紫荊 天壇大佛 尖沙嘴鐘樓 南丫島的風力發電機

16米

26米

45米

46米

7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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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過程

籌建風力發電站，歷時近五年。由開始進行風力測試，至最終落成啟用，港燈在興

建過程中克服了不少困難，包括找尋適合興建風電站的地點、解決選址的高度限

制、對環境的影響、 技術困難，以及運輸設備限制等。

日期

2001年4月

2003年4月

2004年3月

2004年11月

2005年2月

2005年8月

2005年9月

2005年10月

2006年2月

里程碑

進行為期一年的風力監控測試

進行評估及選擇興建地點

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確認大嶺是最適合興建風力發電站的地點

獲發環境許可證

開始土建工程

機件設備由德國送抵香港

機件運抵大嶺山丘，由於要經過陡峭的山坡及狹窄的道路，為

方便運輸，特別將重量超過五十噸的塔桿一分為三，然後再在

現場接駁

調試風力發電機組功能，確保操作正常，並開始興建發電站的

展覽中心，及進行路面鋪砌及綠化等工程

風力發電站正式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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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

額定容量

葉片直徑

塔桿高度

切入風速

額定風速

停機風速

葉片轉速

總重量

南丫風采發電站技術資料

800千瓦

50米

46米(相約15層樓)

3米/秒

14米/秒

25米/秒

15-24轉/分鐘

8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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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組件

塔桿

葉片

主軸

葉輪

制動裝置

變速機

測風裝置

引擎艙

發電機

對風控制裝置

支撐整個風力發電機組，內置

控制屏及電纜，工程人員可通

過塔桿到達引擎艙進行維修

接收風力而轉動軸心

提升轉軸的旋轉速度

計算風向和風速

內設變速機及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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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站的效益

提供環保電力，不會耗用天然資源 

 - 每年可減少使用約350公噸煤

為將來在港發展可再生能源提供寶貴經驗 

 - 風站的興建及營運為港燈以至香港帶來寶貴經驗，同時亦有利探討在港發展

    更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計劃的可行性                               

促進公眾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 

 - 展覽中心提供豐富資料，可以加深市民對可再生能源以及環境保護的認識 

為南丫島增添新地標 

 - 這是香港第一台風力發電站，開放後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參觀

美化環境　融入南丫

港燈的發電廠及新建的風力發電站均位處南丫島。多年來，港燈一直致力與島上的

社區及自然環境融合，和諧共處。

風力發電站的顏色經過精心挑選，務求配合島上的自然景色。

港燈積極參與建設南丫島上的社區設施及綠化計劃，包括南丫基金、植樹計劃、綠

化及園景。

綠化及園景

南丫發電廠廣植樹木和灌木，鋪設地底電纜和修築堆石海堤，讓電廠與周圍環境保

持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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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基金

港燈設立南丫基金，協助改善島上的社區設施，又贊助多項綠化計劃，保護環境和

生態。

植樹計劃

過去多年，港燈一直支持及參與多項社區綠化計劃和活動。港燈亦積極投入綠化

南丫島。在2005年，港燈與環保團體長春社攜手在南丫島開展一項為期三年的

「共創『綠』南丫」計劃，透過綠化環境和環保教育，加強島上的生態保育，提

高環保意識。

植樹計劃

過去多年，港燈一直支持及參與多項社區綠化計劃和活動。港燈亦積極投入綠化

南丫島。在2005年，港燈與環保團體長春社攜手在南丫島開展一項為期三年的

「共創『綠』南丫」計劃，透過綠化環境和環保教育，加強島上的生態保育，提

高環保意識。

「太陽能發電系統」

港燈於2001年7月正式啟用一個具商業規模的太陽能發電系統，該系統為目前全港

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系統，亦是香港第一個大規模採用非晶硅薄膜光伏板的系統。

系統簡介

系統由5,500塊非晶硅薄膜光伏板組合而成，發電總容量為550千瓦，預計每年可

生產620,000度電力。此外，採用太陽能取代燃煤發電，每年可減少520公噸二氧

化碳、2.9公噸二氧化硫及1.4公噸氮氧化物排放。

港燈於2009年5月開始為系統進行可行性研究，至2010年6月底竣工，所有審批、

招標、詳細設計、生產及付運、安裝及調試工作於十三個月內完成。

（內容取自港燈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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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考慮

公司在選址時考慮到安裝地點需有大面積平地、陽光不受遮蔽、景觀因素及容易

連接電網等，最後決定將太陽能板分組安裝於南丫發電廠廠房天台，產生的電力

經由逆變器、配電箱及電纜連接到港燈的380伏電力系統。為提升系統吸收日照的

效率，所有光伏板都面向南面及傾斜22度以收集最多陽光。 

系統優點

非晶硅薄膜光伏板相較傳統晶體硅太陽能板優勝之處，包括在生產過程中使用較

少硅材料，耗能較少，亦更環保。另外，在高溫下，非晶硅光伏板維持輸出功率

的能力較晶體硅光伏板為高，加上即使日照微弱，非晶硅光伏板仍可有效將太陽

能轉化電能，相比傳統的太陽能板更具效益。

系統基本資料

總容量

光伏板數量及種類

光伏板尺寸 

光伏板重量 

光伏板最大輸出 

安裝位置 

預計每年可生產量 

550千瓦

5,500 塊非晶硅薄膜光伏板 

每塊1.4 米 x 1.1米x 35 毫米 

每塊26.4 千克

每塊100 瓦

主廠房及鍋爐房天台

62萬度 

每年可減排:

520公噸二氧化碳

2.9 公噸二氧化硫

1.4 公噸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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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亦與國際風場發展商Wind Prospect合作，擬在香港東南

水域發展一個達200兆瓦海上風力發電場，有關的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已在2009年8月獲批准，而下一階段可行性研究工作的

全面評估報告預計於2011年完成。

港燈正計劃在南丫島西南水域興建離岸風場，擬建的離岸

風場佔地600公頃，計劃安裝風力發電機組約28台至35台，每

台機組容量為2.3兆瓦至3.6兆瓦，總發電容量約達100兆瓦，

產電量佔港燈年總發電量約1%-2%，預計每年產電1億7000萬

度，約足夠50,000個4人家庭全年使用。有關其環境影響評估

已在2010年獲得通過，並獲發環境許可證。港燈將設立風力監

測站，收集所需的氣象及海洋數據，供周詳設計風力發電場之

用。若項目順利推展，可望於2015年落成投產。

計劃中的發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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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2005年5月公佈的《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為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擬定一些指標，當中包括在2012年或之前，

利用可再生能源應付香港1%至2%的總電力能源需求。這個目

標會因應科技發展及其間出現的可持續發展考慮因素而作出定

期檢討。

由於發電是香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主要來源，政府在2010

年9月進行的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公眾諮詢，諮

詢文件表示為增加使用非化石、潔淨和低碳燃料發電，建議在

2020年，本地的發電燃料組合改變至煤不多於10%、天然氣約

40%、輸入核能約50%，可再生能源則提升至大約3%至4%。

除了政府設立機制鼓勵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能源，兩電在

社區上亦積極推動裝設小型可再生能源設施或有關教育，分別

設立了「港燈清新能源基金」和「中電創新能源基金」，資助

社區團體和學校裝設小型可再生能源設施作輔助發電或教育示

範用途。

未來動向及政府的目標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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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力生產面對的問題和
現行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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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香港電力生產面對的問題和
現行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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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用於發電的煤均從外地入口，而煤價的走勢難以預

測，電力公司須訂立風險管理措施，例如物色更多的供應商、

簽訂長期供應合同等，以穩定煤的供應。

除了燃煤，天然氣發電比例亦不低。不過，天然氣亦須從

外地進口。以港燈為例，使用的液化天然氣是來自澳洲西北大

陸架氣田，經由運輸船送至深圳秤頭角的廣東大鵬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氣化後再經埋於海床下3米、全長約92公里的輸氣管

道送至南丫發電廠。至於中電，天然氣來自海南島以南的崖城

氣田，經由一條780公里長、70厘米直徑的海底管道，輸往龍

鼓灘發電廠。此外，另有一條5公里長的地下管道，可將龍鼓

灘發電廠所接收的天然氣輸往毗鄰的青山發電廠。

為了確保天然氣的穩定供應，電力公司會簽定長期的天然

氣供應合約。

燃料供應4.1

有關燃料價格資料，可參考Argus Media Limited的網站：

http://www.argusmedia.com

煤

煤主要是碳、氧及氫原子混合物，並含有少量硫磺及其它成分。煤分有不同等

級，等級越高擁有的能源含量則越高，而硫、煤灰及其他污染物質的含量則相對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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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的規模龐大，選址需進行詳盡的環境影響評估。例

如港燈在南丫發電廠工程展開前，已進行有關環境影響評估。

另外，港燈在動工前需謹慎考慮發電廠可能對當地地形和景觀

造成的影響，並以此規劃發電廠及其他附屬建築物。南丫發電

廠背靠山丘，形成一個天然屏障，把發電廠與榕樹灣民居分

隔。廠房土地平整後，港燈隨即展開大型的綠化活動。此外，

為免電廠其他設施影響景觀，島上的電纜全部敷設於地底，而

電纜路徑亦鋪上美觀的混凝土植草，廠房更髹上自然素淡的顏

色，以配合四周的環境。

又例如中電持有權益、位處香港境外的廣東大亞灣核電

站。核電廠的安全備受大眾關注，大亞灣核電站選址位於深圳

市大鵬以東7公里的大亞灣海岸，距離深圳市中心約45公里，

距離香港的尖沙咀則約50公里。選址的地質條件須符合要求，

並與民用飛機航道及高風險工業設施相隔充足的距離。

由此可見，發電設施的選址要有周詳的計劃，以減低對環

境和市民的影響。

設施選址4.2

發電廠選址的一般要求：

大片平地

基於排放物的擴散問題，需考慮風向、風速等因素之影響

合適的土地利用區域（例如不能建於郊野公園範圍）

55



煤灰

煤灰是燃煤發電過程中的主要固體副產品，可用於填海或

製成水泥和磚塊。兩間電力公司均有向承建商推廣把煤灰作為

建築材料，使煤灰能循環再用之餘，亦能幫助承建商減省建築

成本。為了儲存煤灰，港燈在發電廠旁興建煤灰湖作臨時儲存

煤灰用途；中電的青山發電廠則會將多餘的煤灰，經地底管道

泵往發電廠以北約5.5公里的曾咀煤灰湖。

石膏

石膏是煙氣脫硫裝置的固體副產品。電力公司會將其作工

業用途，例如用作建築材料，予以善用。

廢料處理4.3

港燈南丫發電廠內的煤灰湖

56



曾咀煤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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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電力邁向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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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制訂香港可持續發展策略的重要持份者，有責

任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政府初步的目標是在2012年

或之前，本地的電力供應有1%至2%來自可再生能源。政

府亦透過環保條例和管制計劃協議，規定電力公司的總

排放量上限。

政府會要求所有政府工程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利用可

再生能源，亦會研究向發展商及其他各方提供誘因，以鼓

勵他們安裝可再生能源設施。在推廣可再生能源方面，政

府通過印製刊物、分享技術數據和資訊，以及在學校課程

中加入可再生能源和節約能源的課題，達到宣傳和教育目

的。政府亦會聯同兩家電力公司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有

關節約能源等活動；而各團體也可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申請撥款，作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政府在決定可再生能源設施的選址上負有把關責任，須

仔細考慮和評估對電力供應的穩定性、電費和環境可能造

成的影響，並會知會市民任何有關的計劃。政府在制訂電

力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時，亦須考慮各方的意見。

政府一直通過內務管理措施、安裝節能設備、制訂及公

佈建築物能源守則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等，推行促進能源

效益和節約能源計劃。當局不時舉辦推廣運動、工作坊和

研討會，教育市民提高能源效益和節約能源。

政府對電力的規劃和管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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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部門

不同機構和政府部門對電力服務的權責

環境局

機電工程署

環境保護署

消費者委員會

權責
賦予機構/部門

權責的相關條例

負責統籌整體能源事務的決策部門

跟電力公司簽訂《管制計劃協議》

確保電力裝置及電氣產品的安全、電力供

應的安全及可靠性，以及透過公眾教育，

宣傳安全使用電力的訊息。

避免、盡量減低或控制能源設施的指定工

程項目對環境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接收及審查消費者投訴有關電力供應服務

個案

---

---

電力條例、電力供應規例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

據英國石油的世界能源統計資料顯示，按現時煤和天

然氣的消耗量計，全球已知的煤藏量和天然氣藏量，分

別可供約一百二十多年和約六十年使用。   

由於使用煤的成本較低，可用年期較長，在可再生能

源和新能源未有突破性發展之時，燃煤發電可能仍是主

流方法。因此，如何減少燃煤發電所產生的排放物，減

低其對環境的影響，仍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化石能源的可用年期及環保措施發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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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石油出版的2008世界能源統計 - 煤(單位為十億噸)

1.4

15.0

32.0

246.1

259.3

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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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石油出版的2008世界能源統計 - 天然氣(單位為萬億立方米)

14.65

15.39

7.31

8.87

75.91

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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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於發電廠的環保措施包括：

靜電除塵器

發電機組的鍋爐配備靜電除塵器，能將煙氣中的飛灰

抽出，方由煙囪排出。

煙氣脫硫裝置

裝置能除去煙氣中超過90%的二氧化硫。另外，電力

公司會定期檢測燃料的含硫量，並監察二氧化硫的排

放情況，確保符合排放標準。港燈現時裝有6台煙氣

脫硫裝置，而中電亦正為青山發電廠的燃煤發電機組

加裝煙氣脫硫裝置。

低氮氧化物燃燒器

為減少燃燒燃料時產生的氮氧化物，兩間電力公司均

採用排放量較低的燃燒系統。港燈所有燃煤鍋爐均採

用切向燃燒方法（tangential  f ir ing techniques），

即鍋爐中以切線方向注入氣流，以增加燃燒時的空氣

流量。而較新的鍋爐則已安裝最新的低氮氧化物燃燒

系統。相比傳統的鍋爐，新低氮氧化物燃燒系統可將

煙氣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減少三分之二。至於中電，青

山發電廠安裝了氮氧化物排放量比以前低一半的低氮

氧化物燃燒器；龍鼓灘發電廠的燃氣輪機則採用乾式

低氮氧化物燃燒技術，將氮氧化物排放量減低。

高聳的煙囪

發電廠採用高聳的煙囪能使煙氣有效擴散，當排放物

到達地面時，其濃度已大大減低。

I. 

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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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處理

電力公司於卸煤機及其他主要的轉運點均會噴灑灰塵

抑制劑，以減少煤塵。另外，所有輸送帶及轉運點在

情況許可下均採用密封式設計，進一步減少煤塵。煤

場亦利用收集得來的雨水和廢水，在有需要時向煤堆

噴灑，減少煤塵飛揚。

監察灰塵排放量

V.

VI.

電力公司於發電廠邊緣設置高流量空氣採樣儀，就源

自發電廠的灰塵進行監察。

港燈更會定期於附近區域抽取樹葉樣本，確保附近環

境不會受到煤灰或煤塵所污染。

空氣質素監察站

裝置監察站以監察發電廠的排放物對四周空氣質素的

影響。

水質及噪音監察

電廠的工作人員會定期抽查海水樣本，確保電廠操作

不會影響海洋生態；同時透過設於電廠附近的監察

站，以先進儀器進行噪音監察。

VII.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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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再生能源需要地理環境的配合，由於香港缺乏

大型河流或湖泊實施水力發電，較為可行的可再生能源

發展項目主要是風能和太陽能。

機電工程署於2 0 0 2年發表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

行性研究，認為太陽能光伏系統、風能（郊區風力發電

場、近岸風力發電場及在市區個別裝設的風車），以及

廢物轉化能源是本地有潛力廣泛採用的技術，當中以風

能佔發電量的大多數。不過，如想利用風能達到較高水

平的發電量，本港大部分離岸島嶼和水域將要發展為風

力發電場，這對海洋生態和郊野公園地區，會帶來負面

影響。

風能設施較適合在沿岸地區、郊區或偏遠小島上設置

風輪機。相反，由於太陽能設施發電量不大，太陽能裝

置（如太陽能光伏板）主要是安裝在建築物上，再將其

所產生的電力納入樓宇的電力供應系統內。不過，正正

由於太陽能轉換電能的效率不高，所以需要龐大的面積

設置太陽能裝置才能滿足香港對電力的高需求。可是本

港能設置太陽能裝置的面積有限，所以太陽能只能作輔

助發電用途。至於廢物轉化能源方面，技術包括堆填區

沼氣的應用和其他熱能及生物反應技術。

機電工程署的研究還指出可再生能源可滿足香港長遠

電力需求中一個不小的部分，如果一些主要非技術性的

問題得到解決，可再生能源技術便可以為香港提供另類

能源，帶來一定的環保進展。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限制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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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廢物產生能源 ＝ 可再生能源？

以直接燃燒廢物或燃燒其因堆填而產生的氣體（如沼氣），可推動發電機發電。香

港的堆填區亦有收集沼氣發電，但發電量少，只足夠堆填區內使用。「堆填」目前

在香港來說，主要是針對處理廢物而不是發電。另方面，政府正計劃發展綜合廢物

管理設施，目的亦在於大幅縮減混合都市固體廢物的體積，以及回收有用的資源。

不過，政府亦有將廢物轉化能源納入可再生能源可行性研究的技術之一，但須注意

的是，以廢物產生能源是否一種可再生能源，目前仍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反對者認

為廢物原本是可回收資源，所以利用廢物轉化能源變相是浪費資源，與「可再生」

的概念背道而馳，並不認同以廢物產生能源是一種可再生能源。

目前，香港的兩家電力公司都有在國內投資發展可再生能

源的項目，不過所生產的電力都是供應當地使用。現時本地

未有輸入鄰近地區的可再生能源，但合作發展可再生能源是

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在國內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提到將支援粵港共同研究合作發展清潔

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實施清潔生產等方面的合作，建設具有

經濟效益的區域能源供應銷售網路。而香港的策略發展委員

會，在2009年6月18日會議文件中，建議香港可協助引進先

進技術，轉介管理經驗及制度，促進環保創新科研，並結合

大珠三角在生產的優勢，把環保結合到經濟和兩地的產業結

構當中。其中可考慮共同研究合作發展清潔能源及可再生能

源，包括研究兩地對清潔能源的總體需求與發展潛力，以及

訂定和共同推進增加使用清潔能源的長遠方案。

與鄰近地區合作發展可再生能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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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電力公司著手發展更為環保的能源，作為市民在

個人層面亦要節省用電，這樣便能減少因使用能源而對環境

造成的影響。坊間已有不少提供節約用電方法的資料，例如

選用一些附有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而兩間電力公司每年亦

透過不同主題和活動，向用戶及年青一代推廣節約用電的訊

息，例如港燈智「惜」用電計劃（www.heh.com/hehWeb/

CommunityAndEducation/SmartPowerCampaign/）。

節能及能源審核5.5

有關節約能源方法的資料，可參閱機電工程署的香港節能網：

http://ee.emsd.gov.hk/cindex.html

「能源審核」則可在物業管理層面提供節約用電的方法。

能源審核是一種能源管理工具，透過對一個能源系統的效能

所作的定期檢查，查找及實施各種措施，提高能源效益和

節約能源；除了可減少用電，亦能延長設備和系統的使用壽

命，節省金錢。能源審核須由專業工程人員進行，審核員會

查察系統的能源帳戶，檢查各系統的能源使用情況，找出可

以減少浪費的地方，確保樓宇的能源使用達致最大能源效

益。審核員會按照所得結果撰寫能源審核報告，並提出實施

能源管理機會的計劃。管業公司可透過有關報告了解自己物

業的用電情況，擬備及實踐節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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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早於1994年開展能源審核計劃，為主要政府建

築物進行能源審核。該署亦出版了「能源審核指引」，內容

包括審核程序、怎樣挑選能源管理機會、審核報告內容和審

核技巧，有助物業擁有人及管業公司進行能源審核的工作。

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最新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亦有

訂定條文，鼓勵電力公司實施更多環保措施。電力公司會為

客戶進行免費的能源審核，政府則會以審核的數目和所節省

的電量作為指標，給予電力公司額外的准許回報作為獎勵。

另外，電力公司亦分別設立了教育基金，作推廣能源效益及

節能教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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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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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議題十分廣泛，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觀點，大致上可

歸納為三大方向，包括以人為中心、以環境為中心，以及以

人與環境互動為觀點。

對電力議題的不同觀點6.1

以人為中心

著重人類如何可以有效獲取能源作發展，其著眼點包括：

能源價格

經濟發展

提高生活水平

以環境為中心

以尊重環境和避免破壞環境為重點，其著眼點包括：

發展應顧及大自然中其他生物

能源設施應小心選址

著重以減少耗用能源為先

以人與環境互動為觀點

認為人和環境應和諧共存，其著眼點包括：

善用天然資源

可再生能源發展應合乎經濟效益

發展和保育之間應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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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持份者對香港能源未來發展的期望6.2

政 府

我們會密切監察電力公司，確保他們提供優質的電力供

應服務，我們與電力公司會就著規管計劃協議，確保市

民獲得可靠的電力。

在保護環境問題上，我們亦會確保電力公司以環保的原

則營運，例如有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規管發電廠的二氧化

硫等排放物。

在新建設施上，我們會透過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小心評

估和審核建議對環境的影響。

我們會致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亦會做好節約能源

的教育推廣工作。

電力公司
我們致力以環保的原則營運，確保為市民大眾提供優

質、安全可靠的電力服務。

我們會密切留意能源科技的發展，如有合適的能源技

術，會引入香港使用。

作為一間上市及對社會負責任的公司，我們會以合乎經

濟效益的模式營運，提供優質服務之餘，亦顧及股東及

市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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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

我們希望電力公司發電廠的排放量可進一步減低，除了

確保不會超出空氣污染條例的標準之外，亦要顧及對氣

候變化的影響。

在新建設施上，我們透過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小心評估

建議對環境的影響，提出相關的意見，為我們美好的環

境把關。

我們希望本地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可佔更大的比重，而新

建設施也要顧及環境的承載能力。

市 民

我們期望能有穩定而可靠的電力供應，亦支持使用更清

潔的能源，不過電費要維持在可負擔的範圍，最好是不

用提高電費。

在新建設施上，希望不要影響我們居住的環境，亦不要

破壞自然環境。

商 戶

我們期望能有穩定而可靠的電力供應，免受停電之苦，

因為停電嚴重影響運作，造成經濟損失，打擊商業及經

濟發展。而當出現電力故障時，要能清楚界定由那一方

負責，保障商戶的利益。

電力佔營運成本不少，我們期望能有廉宜的電價，減低

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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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電力議題的建議討論問題

政府應否進一步收緊電力公司的排放標準？收緊排放標準與否對電力公司、政

府、公商界和市民有什麼影響？

（討論指引：學生可首先研究「香港的電力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是否嚴重？」，在此立場上再加以討論應否收
緊排放標準。）

1.

香港的用電量是否過高？政府應否訂定節能目標？政府已訂下能源強度目標，討

論應參考此目標。

（討論指引：學生宜將香港的用電量與其他先進城市作比較。此外，學生亦應從「節能目標的執行方法及成
效」方向討論是否值得訂定節能目標）

2.

風力發電是本地較可行的可再生能源，但風力發電場也或會對自然環境和景觀造

成負面影響，必須進行仔細的選址及環評研究；怎樣在發展風力發電和保護自然

環境之間取得平衡？

（討論指引：除了相關客觀資料，學生宜考慮香港社會對海岸景觀的普遍主觀期望）

3.

香港是否應在本地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設施？抑或應從天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如

內地）引入可再生能源？

（討論指引：學生宜先考慮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以及其他地區的可再生能源是否足夠輸往外地）

4.

香港政府的能源規劃和管理是否能平衡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

（討論指引：學生可首先探討政府的能源規劃和管理中，生產者、消費者和政府討論的渠道和角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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