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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為支持政府改善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的政策，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

燈＂）計劃於南丫發電廠的第四及五號機組（兩台現有的350兆瓦燃煤機組）加

裝兩台烟氣脫硫裝置。 

考慮到選址上的局限及目前污染控制技術的發展，港燈建議為第四及五號機組加

裝“濕潤式石灰石/石膏＂程序的烟氣脫硫裝置。此烟氣脫硫技術已採用於現時

南丫發電廠第六，七及八號機組，經過廣泛驗證及極度可靠。 

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需要將烟氣從第四及五號機組鍋爐送入烟氣脫

硫裝置，烟氣與石灰石漿産生脫硫反應後經現有的烟囱排到大氣。因此烟氣進入

烟囱的温度會降低，而烟氣脫硫裝置吸收塔會排出廢水及製造石膏為副産品。根

據《第499章：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附表 2 - 第 I 部，本改建計劃是一項對受豁免

的指定工程項目(即現時的南丫發電廠)的實質改變。 

為騰出適當空地作烟氣脫硫系統的安裝，兩台在第四及五號機組鍋爐前的輕油缸

（每台為250立方米）將被拆卸。根據《第499章：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附表 2 - 

第 II 部，是項輕油缸拆卸工程屬指定工程項目。 

這份工程項目簡介，旨在提供有關在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於南丫發電

廠第四及五號機組的環境事宜資料，以便向有關當局申請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

要，從而進行環評研究。 

 
2. 基本資料 

 

2.1 工程項目名稱 

第四及五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 

2.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南丫發電廠總發電量為3,420兆瓦，分別為三台250兆瓦及五台350兆瓦燃煤機組，

一台365兆瓦燃油聯合循環機組，及一台55兆瓦及四台125兆瓦燃油氣輪發電機

組。最近期的三台350兆瓦燃煤機組，即第六，七及八號機組已裝設有烟氣脫硫

裝置。建議中的加裝工程會包括安裝烟氣脫硫效率達百分之九十的烟氣脫硫系統

於第四及五號350兆瓦燃煤機組，從而減少南丫發電廠總二氧化硫排放。 

2.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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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程項目的地點 

圖2.4a 展示擬議的烟氣脫硫裝置位置。 

是項工程將拆卸現有的第四及五號輕油缸及將在鍋爐前相關的管道改位，以騰出

適當的空地為鍋爐安裝一套烟氣脫硫系統，除去鍋爐烟氣中的二氧化硫。 

2.5 指定工程項目的數目及種類 

這份工程項目簡介包括以下的指定工程項目： 

1) 拆卸現有第四及五號輕油缸（每台為250立方米）〈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附

表 2 - 第 II 部〉。 

2) 加裝兩台烟氣脫硫裝置在南丫發電廠第四及五號機組( 兩台現有的350兆瓦

燃煤機組)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附表 2 - 第 I 部〉。 

2.6 聯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楊玉珍女士（公共事務總經理） 

電話：2843 3268  

成潔徳女士 (公共事務經理(企業傳訊)) 

電話：2843 3205 

2.7 擬議的增補、改良及修改工程 

現時第四及五號機組鍋爐烟氣是直接排放到大氣。是項加裝工程將現有第四及五

號輕油缸（每台為250立方米）拆卸及將在鍋爐前相關的管道改位，務求騰出空

間供第四及五號機組安裝烟氣脫硫裝置。鍋爐烟氣會被引入到烟氣脫硫吸收塔內

與石灰石漿發生化學作用，除去烟氣中的二氧化硫。經處理的烟氣會由烟氣加熱

器加熱至80ºC ( 鍋爐額定功率 ) ，再送到現時210米高的烟囱排出。   

現時第六，七及八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的共用石灰石/石膏儲存及處理裝置在設

計上基本可容納五台350兆瓦機組，建議中第四及五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

程的新增設備只會局限於擴建現時的石膏脫水系統。 

圖2.6a 展示建議中的烟氣脫硫系統加裝工程將安裝的新增設備，包括: 

a) 兩台吸收塔及相連管道  

b) 兩台增壓風機 

c) 兩台烟氣加熱器 

d) 烟氣脫硫開關裝置及設備大樓 

e) 石膏脫水系統，包括兩台旋流器及真空帶式過濾器 

 

圖2.6b 展示建議中將拆卸的兩台250立方米輕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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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行 

 

根據設計和施工所需的時間，這項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的預訂竣工日

期如下: 

第四及五號輕油缸拆卸工程動工   2006年   4月1日 

土木工程動工     2006年   9月1日 

第五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安裝    2007年 10月1日 

第四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安裝   2008年   8月1日 

第五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開始運作  2009年   7月1日 

第四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開始運作  2010年   4月1日 

 

 
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4.1 涉及的工序 

在南丫發電廠第六，七及八號機組所採用的“濕潤式石灰石/石膏”工序將會應用

在計劃中的加裝工程。此技術已經證實可靠及有效，而且營運及維修費用相對為

低。第四及五號機組如選取同一的技術，便可共用現時已運作的烟氣脫硫裝置共

用石灰石/石膏儲存及處理裝置，從而獲得在維修及運行上的最佳協同效果。 

圖4.1a 展示加裝後的烟氣脫硫系統。 

石灰石以水混合形成漿，然後運到吸收塔吸取烟氣中的二氧化硫。其副產品被抽

取往脫水系統，製成可出售的石膏。潔淨後的烟氣會經過加熱才送往烟囱，從而

重拾浮力供擴散及預防酸雨在烟囱中凝聚。 

鍋爐烟氣會被引進吸收塔，在吸收塔內二氧化硫與石灰石漿在懸浮狀態下發生化

反應成亞硫酸鈣，然後在吸收塔儲槽氧化成硫酸鈣。吸收塔儲槽內的循環再用漿

由攪拌器保持活動狀態，有助加強石膏結晶，達到高亞硫酸盬氧化率及促進石灰

石溶解。 

增壓風機主要用途是抵消因烟氣通過烟氣脫硫系統所產生的風速衰減。三套檔板

及一對閘刀式檔板用作旁路及隔離烟氣脫硫系統。烟氣加熱器將潔淨後的烟氣加

熱，減低吸收塔出口烟氣的凝聚，及確保剩餘污染物在大氣中有效擴散。 

石灰石漿在吸收塔儲槽內經過化學反應，形成石膏漿，由於再沒有用途，會排放

到安裝於現有建築物的旋流器及真空帶式過濾器進行脫水，製造成餅狀石膏。剩

餘濾液將送到現時的廢水處理系統。 

石膏經過帶式過濾器後其純度，濕度及氯含量分別為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十及

200ppm，處理後的石膏經由輸送機運往現時的石膏粉缸，再用駁船送到廠外作

工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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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能夠除去鍋爐烟氣中百分之九十的二氧化硫。 

4.2 潛在的環境影響 

4.2.1 施工階段 

a) 空氣質素 

雖然建築機器所排放的廢氣可能會影響空氣質素，但由於加裝工程規模較

小，因此在施工期間所使用的建築機器將會很少；而且對空氣敏感的接收

地點距離工地最近也超過八百米，中間更有南丫電廠的工業設施擋隔。因

此預計施工期間不會對空氣質素造成不良影響。 

b) 噪音 

噪音主要來自施工期間運作中的打樁機及建築機械。在南丫島北端的民居

(多屬一至三層的住宅樓宇)，大都集中在榕樹灣，以及附近的鄉村，包括

榕樹塱、沙埔、高塱、橫塱和大灣新村。這些民居大都受發電廠北面山丘

(蠄蟧磡)的遮擋而不同程度上免受發電廠的噪音滋擾。 

c) 水質 

因建議中的工地位於已平整的土地上，預計這些工程將產生極少的地面徑

流水，並不會對水質造成不良影影響。 

d) 陸上生態 

因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均位於現有的發電廠內，預計這些工程將不會對

陸上生態造成不良影響。 

e) 土地污染 

因建議中的工地過往為第四及五號輕油缸而有可能受污染，烟氣脫硫裝置

動工前將進行土地勘察污染評估並會根據環保署發出的有關指引去清除

污染，從而對健康及環境的風險減至最低。 

4.2.2 運作階段 

a) 空氣質素 

是項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的目的，是減少現時第四及五號燃煤機組的鍋

爐烟氣二氧化硫排放量，否則這些二氧化硫會被排進大氣之中。因此，無

論在現時的第四及五號機組加裝工程之前或之後，鍋爐所排放的烟氣都是

唯一產生的污染物。 

烟氣脫硫裝置運作後，不但令二氧化硫的排放量減少超過百分之九十，而

且烟氣脫硫系統中的濕潤式擦洗處理系統亦可減少鍋爐烟氣中的懸浮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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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降低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從而大大改善環境。 

b) 噪音 

運作中潛在的噪音來源主要來自户外的設備，包括漿液泵，增壓風機等。

由於上述設備於體積及數量上皆遠不及現有的電廠設備，建議中的烟氣脫

硫裝置不會顯著增加南丫發電廠累積噪音。再者，大部分距離工地最近的

噪音敏感地點均處於南丫發電廠北面，且被地形部分遮擋。由於距離和地

形的關係，預計營運階段的噪音聲級將低於政府標準。 

c) 水質 

為求與現時第六，七及八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達到一致的水平，建議中的

第四及五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營運階段的污水也將會被循環再用，用作製

造石灰石漿及潤濕運送到廠外的飛灰等，從而減少污水排往現時的廢水處

理系統。由於現時的廢水處理系統仍有備用的容量，能夠有效地處理第四

及五號機組加裝工程所增加的廢水，因此預計廢水處理系統所排放到煤灰

湖的污水仍能符合煤灰湖潷水塔的《水污染管制條例》牌照要求。 

d) 固體廢物 

建成後的烟氣脫硫裝置所產生的石膏將運往廠外作工業用途，包括生產水

泥及牆板，與現有的第六，七及八號機組相等，預計這些工程將不會造成

不良影響。 

e) 海洋及陸上生態 

由於建議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位於發電廠範圍內，將不會影響陸上生

態。  廢水經由煤灰湖排出海中的流量也很少，預計對海洋生態無不良之

影響。 

f) 視覺及景觀 

現時的第四及五號機組，以及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均位於現有

的發電廠內，將不會直接影響南丫島的現有地形和海岸特色。第四及五號

機組烟氣脫硫裝置將會被低景觀質素的電廠設備所包圍。與鄰近的鍋爐及

烟囱比較，新建的吸收塔及增壓風機等均為低視覺特徵的小規模建築物。

若從南丫島上人煙較多的地區望向發電廠，視線大都會被菠蘿咀遮擋。若

能為新建的建築物選擇適當的配色，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所造成的任何

視覺影響都可被現時發電廠的既有特色吸收。建議中的烟氣脫硫加裝裝置

將和南丫電廠的現有裝置融合，將不會對現有的環境造成視覺和景觀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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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 

基於以上的評述，若能夠實施下列各項緩解措施，則建議中的烟氣脫硫裝置在施

工和運作階段均不會對環境造成任何不良的影響 :  

a) 實施以下有效的地盤管理措施以管理工程廢料和一般噪音： 

 所有垃圾和工程廢料在運離工地前都會妥善地覆蓋和儲放，根據空氣

污染管制條例的要求加上防水布或存放在有蓋地方以減少被風吹起

的垃圾和灰塵。 

 在建築工地施行一般的噪音緩解措施。包括採用低聲級的機動設備，

使用可移動的噪音屏障和只在較不敏感的時段使用噪音較高的設備。  

 建築廢物會在工地內妥善存放，並以有蓋的貨車或以密封的貨櫃來運

送，務求將因風吹產生的垃圾和灰塵減至最低。所有廢物會按照《廢

物處置條例》的規定棄置於頒有牌照的地點。若有需要，會向有關當

局申頒棄置許可證。若有化學廢物需要處理，會按照有關的工作守則

處理。 

 施工期間所排放的污水均會按照法定要求處理，並符合《水污染管制

條例》的要求。 

b) 以隔音物料將運作期間的主要噪音源圍起。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這份工程項目簡介曾參考下列環評報告： 

參考一 

名稱: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南丫發電廠第7及8號機組 

環境影響評估:最後初步評估報告 

 
參考編號:   EIA-012/BC 

批准日期:   1992年5月 

批准人:   環境保護署署長 

所涉及的環境事宜:  空氣質素  海洋生態 

   水質   陸上生態 

   噪音   社會經濟影響 

   廢物管理  海路交通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工程項目簡介: 南丫發電廠第四及五號機組烟氣脫硫裝置加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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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與視覺  環境監察及審核 

 
參考二 

名稱: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南丫擴建之1,800兆瓦燃氣發電廠 

環境影響評估 

 
參考編號:   AEIAR-010/1999 

批准日期:   1999年5月 

批准人:   環境保護署署長 

所涉及的環境事宜:  空氣質素  生態 

   水質   漁業 

   噪音   土地污染 

   廢物管理  危險評估 

景觀與視覺   

 



2005.09.05
11:34:36
+08'00'



2005.09.05
11:35:26
+08'00'



Figure 2.6b Arrangement of Existing Nos. 4 & 5 Light Oil Tanks (250m3) to be demolished
圖2.6b 將被拆卸現有的第四及五號輕油缸(250立方米)佈置圖

Light Oil Tanks (250m3) to be demolished
將被拆卸的輕油缸(250立方米)

No. 4 
Light 

Oil Tank

No. 5 
Light 

Oil Tank



New Scope of Supply

Figure 4.1a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posed FGD Plant
圖4.1a  建議中烟氣脫硫裝置示意圖

ASH LAGOON
煤灰湖

LIMESTONE 
POWDER
石灰石粉

RAW WATER/ 
TREATED 
WASTEWATER

生水/處理廢水

ABSORBER 
RECIRCULATION 

PUMPS

吸收塔循環泵

GYPSUM 
SILO

石膏粉缸

SEA

ABSORBER 

吸收塔

BOILER
鍋爐

AH EP

AH EP

AIR HEATER
空氣預熱器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靜電除塵器

TO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廢水處理系統

RECLAIMED
WATER TANKS
回收水缸

BELT FILTER
真空帶式過濾器

HYDROCYCLONES
旋流器

CHIMNEY
烟囱

GAS REHEATER
烟氣加熱器

BOOSTER FAN
増壓風機

LIMESTONE SLURRY 
STORAGE TANK

石灰石漿儲備缸

OXIDATION AIR 
BLOWERS 
氧氣加風機

ABSORBER 
BLEED PUMPS 
吸收塔排出漿液泵


	1. 引言 
	 
	2. 基本資料 
	 
	2.1 工程項目名稱 
	2.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2.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2.4 工程項目的地點 
	2.5 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 
	2.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2.7 擬議的增補、改良及修改工程 
	a) 兩台吸收塔及相連管道  
	b) 兩台增壓風機 
	c) 兩台烟氣加熱器 
	d) 烟氣脫硫開關裝置及設備大樓 
	e) 石膏脫水系統，包括兩台旋流器及真空帶式過濾器 

	3.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4.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4.1 涉及的工序 
	在南丫發電廠第六，七及八號機組所採用的“濕潤式石灰石/石膏”工序將會應用在計劃中的加裝工程。此技術已經證實可靠及有效，而且營運及維修費用相對為低。第四及五號機組如選取同一的技術，便可共用現時已運作的烟氣脫硫裝置共用石灰石/石膏儲存及處理裝置，從而獲得在維修及運行上的最佳協同效果。 
	圖4.1a 展示加裝後的烟氣脫硫系統。 
	石灰石以水混合形成漿，然後運到吸收塔吸取烟氣中的二氧化硫。其副產品被抽取往脫水系統，製成可出售的石膏。潔淨後的烟氣會經過加熱才送往烟囱，從而重拾浮力供擴散及預防酸雨在烟囱中凝聚。 
	鍋爐烟氣會被引進吸收塔，在吸收塔內二氧化硫與石灰石漿在懸浮狀態下發生化反應成亞硫酸鈣，然後在吸收塔儲槽氧化成硫酸鈣。吸收塔儲槽內的循環再用漿由攪拌器保持活動狀態，有助加強石膏結晶，達到高亞硫酸盬氧化率及促進石灰石溶解。 
	增壓風機主要用途是抵消因烟氣通過烟氣脫硫系統所產生的風速衰減。三套檔板及一對閘刀式檔板用作旁路及隔離烟氣脫硫系統。烟氣加熱器將潔淨後的烟氣加熱，減低吸收塔出口烟氣的凝聚，及確保剩餘污染物在大氣中有效擴散。 
	石灰石漿在吸收塔儲槽內經過化學反應，形成石膏漿，由於再沒有用途，會排放到安裝於現有建築物的旋流器及真空帶式過濾器進行脫水，製造成餅狀石膏。剩餘濾液將送到現時的廢水處理系統。 
	石膏經過帶式過濾器後其純度，濕度及氯含量分別為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十及200ppm，處理後的石膏經由輸送機運往現時的石膏粉缸，再用駁船送到廠外作工業用途。 

	4.2 潛在的環境影響 
	4.2.1 施工階段 
	a) 空氣質素 
	b) 噪音 
	c) 水質 
	d) 陸上生態 
	e) 土地污染 


	4.2.2 運作階段 
	a) 空氣質素 
	b) 噪音 
	c) 水質 
	d) 固體廢物 
	e) 海洋及陸上生態 
	f) 視覺及景觀 




	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pd_pp_attachment.pdf
	504-06-030-4001_-.pdf
	504-06-030-4002_-.pdf
	L45 FGD Scope of Supply1_epd_project profil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