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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簡介：香港東南海域海上風力發電場

1 基本資料
1.1 項目名稱
香港東南水域海上風力發電場。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目的
由 Wind Prospect (HK) Limited 持有 100%的附屬公司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建議在香港水域內，興建一個海上風力發電場，用作可再
生能源發電。
建議的風電場有助改善以下問題：

氣候變化
引述自大型石油公司 BP∗ :“全球溫度上升是人類面對最大的挑戰之一，

相信這是與生產和消耗化石燃料，如煤、石油、天然氣有關。＂
•
•

1990 年代為上一世紀全球最暖的十年†。
自 18 世紀以來，全球的二氧化碳含量上升了 30%，並正以每年
1%的速度上升。‡

有證據顯示，近年全球溫度上升，是由於人類的活動，主要是燃燒石化
燃料發電和運輸，產生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使之在大氣層的水平增加
了。在使用傳統較潔淨能源的同時，利用可再生能源，有助減慢氣候變
化的速度。
風力發電是一種潔淨的發電方式。風力發電機組在生產電力的過程中不
產生有任何排放物，所以，風電機組生產的電量，可取代由傳統發電方
式生產的同等電量，從而避免溫室氣體的產生。建造風電場所消耗的能
源，一般能在電場首年的運作中收復，所以這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明顯
地有正面的效果。
建議的海上風力發電場每年能抵銷約 188,000 噸的二氧化碳§，或在整個
項目運作期 20 - 25 年內能抵銷 370 - 460 萬噸的二氧化碳，這相等於
100,000 - 125,000 貨卡的煤炭。
∗

http://www.bp.com/sectiongenericarticle.do?categoryId=9002327&contentId=3072035
East Anglia 大學氣候研究組 Dr. David Viner 於 2002 年 2 月的講演
‡
East Anglia 大學氣候研究組 Dr. David Viner 於 2002 年 2 月的講演
§
根據 2004 年中華電力年報內的 2004 年碳強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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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力發電場運作一年能抵銷約:*
• 595 噸二氧化硫
• 265 噸二氧化氮
• 22 噸微細粒子

能源多元化及安全性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05 年 11 月 6 日致北京可再生能源大會的信
中指出：“採取正確的行動來應付環境和能源的挑戰，並達至可持續發

展是全球的願望和共同責任。＂
近年來，香港的電力公司已從燃煤發電，分散到天然氣及核能發電。多
元化的電力來源改善了長期的能源安全性，使香港成為全世界其中一個
擁有最可靠的電力供應的城市。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香港的聲譽、生
活素質以及吸引外資的能力，實有賴於不間斷的電力供應及可承受的電
價。由於香港天然資源有限，海上風力發電可在改善電力生產多元化方
面擔當一個重要角色。
風能是一種可靠的能源，它不僅無須進口原材料，而且用之不竭。儘管
風本身不能以瞬時方式來控制，但當風力發電在整體電網內還未達至
10%或以上，大部份電網仍能正常運作†。

合乎政府政策及可持續發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2005 年 1 月曾說‡“我們願意分擔

對抗氣候變化的責任。＂
由香港特區行政長官曾蔭權為主席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制訂了香港的
首個可持續發展策略，並已於 2005 年 5 月公佈。
經過對可持續發展的全面評估，包括探討可再生能源在香港的潛在應
用，總結出在 2012 年前，1%至 2%香港的總供電量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作為香港的策略性目標。
建議的項目擬利用可再生能源來供應香港 0.7%的電力需求，這與政府在
可持續發展的立場很大程度上是一致的，有助香港達到策略目標。
在 2005 年初，中國政府通過了可再生能源法，鼓勵可再生能源在中國境
內的應用。在 2005 年 11 月，國務院副總理曾培炎宣佈政府已訂下 2020
*

根據 2004 年中華電力年報內的 2004 年排放強度
www.bwea.com
‡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1/25/012524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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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前達至 15%的發電量來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標*。因此，開發可再生能源
同時也是區內的一個目標。

增加投資機會
Goldman Sachs 主席兼首席執行官 Henry M Paulson Jr.，在 2005 年 4
月說：“Goldman Sachs 深信風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將會成為全球

能源類別中的重要部分。＂
這建議的項目對本土經濟是一項龐大的投資，並能在項目施工階段及
20-25 年運作期間創造大量工作職位。
可再生能源是全球增長速度最快的發電技術。除了項目投資以外，與可
再生能源相關的行業亦會因項目的發展而建立起來。

提高社會關注和達到期望
與國外情況相若，近年來，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在社會上備受關注。香港
的環保團體一向非常支持區內可再生能源的推廣。例如，地球之友推動
籌組的香港區 Renewable Energy Network，而綠色和平最近進行了名為
“風力廣東” 的研究，對省內潛在風資源作全面評估。
中電及港燈皆在地區內推廣可再生能源，並且成為在這範疇內的地區領
導者。這正好反映在引進技術的單風電機組項目，和中電的自願性目
標：於 2010 年前他們在全球生產的電力有 5%來自可再生能源，此乃區
內首間企業作出這樣的承諾。
可是，香港陸上的可再生能源資源較差；土地亦有限：多是已發展或受
保護，對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造成極大的局限性。相反，海上有
更多可利用的空間；儘管仍然面對一些挑戰，在現有技術中，海上風力
發電仍為發展大型商業項目最可行的方法。
香港擁有一個海上風力發電場可帶來以下好處:
1. 能源多元化: 一個大型的海上風電場能使香港有更多元化的能源結
構。由於風電在電網中只佔少於 10%，不會對目前世界一流的電網可
靠性有影響。
2. 環境受惠: 海上風電場在運行中不會產生任何污染物質，反而能抵銷
現有熱電廠的污染物排放。這有助於改善本地和地區的空氣質素。

*

中國國務院副總理曾培炎在北京國際可再生能源大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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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目開發進度: 在香港範圍內興建風電場，整個發展都在一個行政管
轄權範圍內，有清晰的政策和法例來監管基礎建設項目。
4. 惠及經濟和創造就業: 在香港興建海上風電場是一項重大投資，這不
單能創造大量工程和建造業職位；更能讓香港在這快速增長的技術領
域內，擠身在世界的先進行列中。

1.2.2 性質
香港海上風力發電場共有五十台每台約 3 兆瓦發電容量的風力發電機組，
風電場的最大總輸出約為 150 兆瓦。
風電場裏的風電機組由收集電纜連接在一起，並通過一個海上變壓站，把
電力輸送至岸上。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項目倡議人是由 Wind Prospect (HK) Limited 持有 100%的附屬公司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Wind Prospect（www.windprospect.com）為國際上領先的垂直綜合風電
場開發､建造和運營公司。公司在全球各地曾參與包括在海上和陸上共超
過 25 個風電場。Wind Prospect 的附屬公司 Ocean Prospect 是全球其中
一個領先的海浪電力開發商。
Wind Prospect 在 2004 年已開始在香港運作。

1.4 項目地點和場地歷史
1.4.1 選址概述
要選取合適的地點來建造風電場，首要通過一個選址過程，識別出主要
設計參數，篩選準則和個別地點的情況。選址過程包括下列 4 項主要工
作:
場址參數定義
初步定下較廣泛的場址要求。在選擇這些參數時，須在確保場址在經濟
及技術上是最可行，和能否找到合適場址這兩方面取得一個平行。三個
主要參數定義如下：
•
•
•

場地須能容納連續排列的 50 台機組，每機組相隔距離不少於 560
米。這相當於 50 x 30 兆瓦機組，總的裝機容量為 150 兆瓦
水深不多於 30 米
場地與最接近的島嶼的距離最少 2 公里，以把對近岸的影響降到
最低。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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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立篩選準則
識別出一系列與風電場選址有關的規劃､社會､技術､實際和環境準
則。這些包括：
•

水深

•

與島嶼的距離

•

基建設施，包括︰
i. 橋樑和隧道
ii. 擬填海區
iii. 海底管道及電纜 (現有及建議中)

•

受限制的水域，包括：
i.
ii.
iii.
iv.
v.
vi.

•

建議中的海岸公園和漁業保護區
傾卸區
受管制區域
人造珊瑚配置區
魚類養殖場
伐木塘

船隻航道，停泊區，包括：
i. 遠洋船隻航行情況資料
ii. 本地船隻航行情況資料
iii. 與航海雷達裝置的距離

•

高､中量漁獲地區

•

海岸公園及具生態價值的地點，包括︰
i.
ii.
iii.
iv.
v.

中華白海豚主要出沒水域
江豚主要出沒水域
魚類產卵地
馬蹄蟹出沒地區
珊瑚覆蓋地區

分析
當所有已識別出的限制條件都加進地理資訊系統（GIS），便能對各項情
況進行分析，從而推斷出有可能興建風電場的地點。在一些篩選準則上
會適當地加上緩衝距離。
識別出潛在地點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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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準則篩選出來的地點，再與期望的場址參數比對並再作進一步
分析，從而找出有可能使項目無法進行的因素，當中包括咨詢民航處對
有關航空安全方面的考慮。

1.4.2 場址篩選結果
圖 1.1 表示分析階段的結果。從圖上可見，共有四個局限較少的地帶，
可以進行下一步更細緻的篩選：
• 南丫島南面水域
• 大嶼山南面水域
• 大鵬灣
• 東南面水域
圖 1.1 – 可能的風電場地點

大鵬灣

東南部
水域

大嶼山南面

南丫島南面

東南面海域
由於有較大的相連面積和較少的潛在敏感問題 (篩選準則內的)，東南面
海域有可能對開發大型的海上風力發電場，提供最大的潛力。
橫瀾島的風力數據（在香港的最東南面）顯示，這區域幸運地有著香港
最高的近海面風速，所以這地區大概是香港海上風資源最佳的地點*。由
*

香港天文台 2002 年《香港風力統計數據與風力發電的關係--技術簡要（本地）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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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潔淨電力的生產量隨著風速上升而增加，因此風資源是一個很重要的
條件，所以須優先考慮這正面的環境因素。
為了把選址收窄至東南面水域內一個特定範圍，我們對以下一些方面作
較深入考慮：
1. 電網接入：經過與中華電力公司商討，我們認為在將軍澳區內接入電
網較為可行。這選址的系統接入線路經過香港內一個環境敏感度較低
的地區，而海底線路地沒有經過任何敏感的水域。靠近電網接入點對
環保､技術和經濟性方面的問題非常重要，因此從這角度來看，位置
越接近，吸引力越大。
2. 捕漁：在果洲群島附近地帶和新界東岸擁有較優良的捕漁價值，所以
須避開這些地點。
3. 已知的船隻航道：避開所有已知的高交通量地帶，減低對海上安全及
航行的潛在影響。
4. 海上雷達位置：在設計上協調機組的排列與已知的橫瀾島和東平洲雷
達站，儘量減少在雷達上的陰影區。
5. 景觀影響：設計機組排列和位置，使之在遠眺時體積較少，和儘量遠
離敏感的視線範圍。
6. 主要風向：設定機組排列使其能最大地利用主要風向。
7. 避開 Victor Rock（已知具有生態/活動價值的獨立海中石柱）

1.4.3 場址位置
考慮過上述問題後，為建議的風電場構想了一個機組佈置，如下頁的圖
1.2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進一步的咨詢及研究，這建議的佈置和海底輸電纜
的路線，或會有所修訂。圖中的佈置雖然具備相當的代表性，但實際的
機組數目與大小，和電纜的確實走向，還須視乎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發
現的限制與機會，而作出更佳的配合。
風電技術不斷進步，在環評開始到完成期間，從技術上或環評結果都可
能會讓專案有所改進。這在風電專案開發中是常見的。因此，環評將會
涵蓋一個較現在建議的風電場更大的面積範圍，確保任何改動都須通過
必要的研究。

1.4.4 場址歷史
該場地過往曾用作練靶場，並且曾有大量的拖網活動。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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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果洲群島西南面一帶的海床，曾被用作海上（潔淨）傾倒沙泥。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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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項目及基建設施的規模
1.5.1 風電機組部件
圖 1.3 展示一個現代的海上風力發電機，包括鋼塔架､機艙和三葉片-是本項目考慮使用的機型。一般風機看似相同，但實際上它們從大小、
功率、電機和葉片技術都不一樣。海上風力發電機組在設計上比陸上風
機更為可靠、耐用和更具產能。

圖 1.3
最近投產的英國 Kentish Flats
風電場使用的 3 兆瓦 Vestas 風
電機組
風機輪轂高度為 70 米，轉子直
徑 90 米，葉尖最高為高於水面
115 米，最低為 25 米（足夠空
間避過大部份的當地船隻）。

鸣谢 ©Elsam

風力發電機的主要部件如下：
•

塔架﹕一個空心的鋼管型塔架

•

機艙﹕內裝置有發電機和控制設備

•

轉子﹕風機上的葉片都是設計成能夠獨立擺動，藉以加強控制和提高
效能。它們在低風速時能儘量利用風能，在很高風速時能卸掉風力以
保護機組。

•

測風儀﹕量度風向和風力，並把訊息返饋至控制系統，從而調較葉片
和機艙來擷取最大功率。

•

控制器﹕風機操作是全面自動化的，無須人手。風電場一般是無須人
員看管的，而是通過遠程控制來操作。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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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風儀

轉子

控制器
齒輪箱

圖 1.4
機艙內部

鸣谢 ©Nordex

發電機

1.5.2 地基結構
海上風機地基設計視乎場地的獨特環境。目前，主流設計為：深入海床
中的單鋼管樁；和利用本身重量來保持機組豎立的大型混凝土重力地
基；或介乎兩者間的沉箱式地基。
其他設計還包括混合方案和一些在研究階段的新概念，如三腳架等。最
合適的方案將被挑選出來，並須通過環評研究。圖 1.5 顯示幾種典型的
海上地基結構方案*
圖 1.5 典型的海上地基結構

重力

*

單樁

三腳架

鳴謝 www.offshorewindener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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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電纜和連接
海上風力發電項目的其他設施包括：海底的收集和輸電纜，海上變壓器平臺，
和陸上電纜連接房。電纜分別有兩種功能：電力收集和輸送。收集電纜把機組
連接一起，操作電壓為 33kV。這些電纜連接到一個小型的海上變壓站。這個變
壓站將作為一個集中點，通過變壓器把電壓提升至 132kV，並由一或多條電纜
把電力輸送至岸上。
可採用的電纜鋪設方案包括：犁耕法、水力噴射法和挖掘法。最理想的方案將
通過環評研究來確定。在電纜上岸的位置，會設有一所電纜房和一些輔助設備
及小型設施。
測風塔在項目開發過程及風電場運作期中擔當重要角色。測風塔用於收集風資
源數據及其他環境數據 (空氣、水溫、波浪高度和週期、水流等)。測風塔亦可
在風電場運作期中可提供獨立數據，用作優化產出和研究風電場情況。

圖 1.6 鋪設電纜
圖 1.7 海上變壓站

*

1.5.4

圖 1.8 海上測風塔

*

鳴謝 Elsam (http://uk.nystedhavmoellepark.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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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場佈置
機組佈置有四大推動因素﹕
•

實在位置﹕平均風速、水深、海床特徵和表面地質條件海岸作用、海
景和地形評估

•

生態環境﹕受保護區域、生態種類和特性、海洋生物品種（魚類、鳥
類品種、哺乳動物等）

•

人類活動環境﹕電力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機會、旅遊娛樂、文物、航
行、漁業、港口設施、民航及軍用、雷達設施

•

機組表現﹕風電機組間距、排序、機組選型、基礎設施優化

圖 1.9 海上風力發電場佈置（英國 60 兆瓦 North Hoyle 項目）

1.5.5 風電場的建設施工和退役
興建海上風電場從首個地基起到完全投產，一般需時一至兩年。施工期
分兩個階段：首先建造各機組的地基結構，繼而是鋪設電纜，最後是機
組安裝。
在許可情況下，基礎設施會儘量在陸上預製，在現場各種的特備船隻會
把風電場各項設施穩妥地安裝起來。在施工現場最大型的船隻，是那些
可在各種海面情況下能夠屹立在海面上的安裝台（圖 1.10 和 1.11）。
風力發電機組的設計壽命，一般為 20 至 25 年。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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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興建時相反的程序，能把整個風電場完全拆卸。由於拆卸風電場不
會產生任何有害排放或須清理的殘留物，所以項目不存在遺留成本的。

圖 1.10 安裝風電機組

*

圖 1.11 安裝基礎結構

1.5.6 風電場的運作
風電機組是經由電腦控制和大部份自動化的。事實上，大部份風電場是
沒有長駐現場人員的。機組間中需要維修，而所有機組都要通過每年的
檢修。風電場一般十分可靠，設備可利用率超過 95%。海上變壓站和個
別風電機組都無須人員長期駐守，但會設有用於應急時的住宿設施。風
電場日常運作是從陸上控制的。

1.6 聯絡人姓名、職稱及電話號碼
Wind Prospect (HK) Limited 總經理 Alex Tancock 先生
電話：2922 1792

1.7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 499 章)，本工程項目簡介涵蓋以下指定工程
項目﹕
*

鳴謝 Elsam (www.kentishflat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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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及營運一個海上風力發電場，以生產出潔淨可再生能源（環境影
響評估條例附表 2 第 1 部份 D.1 項）。

•

鋪設一條或多條連接風電場和在九龍將軍澳區內的陸上電力設施（環
境影響評估條例附表 2 第 1 部份 C.12 項）。

本工程項目簡介並不包括與本項目相關的陸上電網接入設施，該設施將
另行申報。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行
下列的項目計劃只是一個設想，實際將要視乎這申請、往後的申請、環
境評估的結果和其他研究而作出調整：
•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2006 年第 2 季度 – 2007 年第 3 季度

•

現場施工：2009 年度開始

•

調試及投產：2010/2011 年度

視乎環評和其它技術評估的結果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投產日期或可提
前。

3 主要的四周環境因素
3.1 環境概況
風電場位置是最靠近的風機在清水灣半島東面 7.5 公里，在萬宜水庫的
東南面 7.5 公里（最遠離的風機分別約在 12.4 和 2.2 公里以外）。
最接近項目地點的島嶼，分別是在西北面 3.2 公里的火石洲和在西面
2.2 公里的東果洲。

3.2 附近環境
建議的場址周圍的香港東部水域的海上交通情況已被審視。它處於深圳
鹽田港和香港海港區中心之間的 “河流貿易”活動航道的東面，大型遠
洋船隻進出鹽田港的南北航道的西面。
在風電場範圍東北面約 900 米處，有一在水底下形成的石塊，在航海圖
上稱為 Victor Rock，該石塊並不露出水面。
在風電場南面約 500 米處是一個面積約 2.7 平方公里的廢物棄置區。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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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可能對環境這成的影響
4.1 空氣質素
建議的項目地點位東南面海域，那裡現時沒有工程在進行，只有來自當
地船隻的廢氣排放。最接近的環保處一般空氣污染監測站位於西灣河和
塔門，其空氣污染指數（API）2005 年的平均值為 42，屬於中-高等級
別。

施工階段
安裝機組專用船隻只會在短暫時間及在非常局部的範圍內排放廢氣。預
計這些排放不會對空氣質素帶來重大或長遠影響。

運作階段
風電機在發電過程中不會排放廢氣，輕型維修船隻每天會駛進風電場，
遇有重大工程時才使用大型船隻。這些船隻的進出不會對空氣質素構成
重大影響。

4.2 噪音
場地的背景噪音是典型的空曠水域。由於最接近噪音敏感地點（NSR）在
距離場地西面的數公里，預計這項目的噪音不會構成嚴重問題。

施工階段
船隻活動和現場安裝所產生的噪音將是短暫和局部性的。由於項目所在
地與最接近的 NSR 有很大段間隔距離，因此施工噪音不會構成重大問
題。鋪設海底電纜不會產生重大噪音影響。
海底施工噪音對江豚的影響預期不會嚴重。雖然項目地點在江豚活動範
圍內 (儘管不是主要範圍 )，各可行的地基方案都會使用預制組件，或
可避免海上打樁活動。儘管如此，方案都須通過初步技術評估及詳細的
環評研究

運作階段
風力發電機組運作時，葉片在風中轉動時會產生氣流噪音。另外，機艙
內機械部件在運作時只會產生少量的噪音。觀乎項目與最接近的 NSR 有
數公里的分隔，運作噪音應不會是一個大問題。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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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廢料管理
建議的場址在空曠的水域，就近沒有任何項目在進行。最接近的工程也
要到東面 5.5 公里外的深圳 （秤頭角）至南丫島的 LNG 管道工程。
參考環保署的例行海床底泥監測站 （“MS14”）的數據，項目所在區域
的底泥被界定為“未受污染”。

施工階段
由於地基結構和機組安裝工序不會產生大量廢料，所以預期只有極少量
的建築廢料。在地基工程中，底泥會被橫向移置，並不會產生固體廢
料；如使用鑽孔打樁方式，亦只會產生少量廢料。同樣地，使用沈箱式
地基時，從沈箱內抽出來的海水會被送至躉船上保留，讓固體沈澱後再
按批准放回海中。數個方案會被篩選出來，再作評審；環評研究將對優
先方案進行更深入的評估。
鋪設電纜只會產生極小量的建築廢物或其它固體廢料。
大部分建築廢料為工人拋棄的垃圾、消耗品、包裝物料等。這些都會按
政府規定帶回岸上妥善棄置，不會產生不良影響。

運作階段
風電機組不會連續地排放廢料。運作階段的廢料包括使用過的部件、液
體和垃圾。這些都會在例行維修活動時收集，並按廢料管理法例規定妥
善棄置或儲存，不會構成不良影響。

4.4 水質
建議的場址位處香港特區東南水域的大鵬灣水質控制區（WCZ）。最接近
的環保處例行海水質量監測站是“MM14”。在 2004 年，整個大鵬灣 WCZ
達至 100%符合水質目標。
在旱季流向西南方，在雨季則流向東北方的洋流為該水域的水文特質。

施工階段
機組地基安裝和鋪設電纜為海上工程。儘管地基方案還待工程可行性研究
來確定，機組地基可能只須要極少量的預開挖以便進行安裝。經初步方案
評審，鋪設電纜至所需深度可能需要進行挖掘工程。
海床工程可能把底泥釋出水中，令局部範圍內的懸浮物質水平上升，對水
質構成潛在影響。儘管洋流存在，但現場水較深 (∼27 米)，水流在海床
的作用只會很弱，所以預期風電場海上工程不會對水質構成重大影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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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再加上較小的地基規模和工程地點與水中敏感點的距離，會防止發生
重大的影響。
同樣地，電纜鋪設的工程性質，加上較弱的水流和敏感點的距離，預期並
不會對水質產生任何嚴重的影響。從計算得知，利用噴射技術在東部海域
鋪設管道，預測混合區距離管道約 400 米 * 。最接近收集電纜的敏感點
(水中生態) 為在 900 米外的 Victor Rock；而最接近輸電纜的敏感點為 2
公里外的果洲群島。
工作船隻會有少最的排放物，而且只是短暫的，不應引至嚴重的水質污
染。

運作階段
由於地基規模較小，其引起的水力變化應不會影響敏感點的水質。
風電機組在運行時對水質影響是全無作用的，而用於進出場地以進行例行
維修的船隻只會有極少量的排放。

4.5 生態
4.5.1 電纜上岸點
預期中的地面電網接入點是在將軍澳填海區。那裡附近並沒有受影響自
然生態資源。

4.5.2 離岸/ 海洋生態
總體來說，東部水域的獨立島嶼和岩石為香港本地最重要和種類最繁多
的珊瑚棲身地†。這包括在果洲群島（西南面 2.1 公里外的東果洲）找到
的珊瑚生態環境，和在東北面約 0.9 公里處的一條不露出水面的尖石柱
Victor Rock。
東果洲和 Victor Rock 附生著品種繁多的群落，當中有海葵、軟珊瑚、
柳珊瑚、海綿、海參、海謄、水螅和魚類。該兩處地點皆被認為具有
“高保育價值”。‡

*

ERM， 1999 年《位於南丫島擴建廠址之 1,800 兆瓦燃氣發電廠環評研究報告》
香港政府土木工程處和 ERM-HK Ltd. 1998 年 “Backfilling Marine Borrow Areas at East
of Tung Lung Chau＂環境影響評估
‡
香 港 政 府 土 木 工 程 處 和 Binnie Consultants Ltd. 1995 年 “ Fill Management Study –
Phase IV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Borrow Areas; Marine Ecology of
Hong Kong: Report on Underwater Dive Surveys，Vol. 1，Oct 1991 - Nov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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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擁有獨特的草原生態，沙塘口山和火石洲 SSSI 皆為指定保護區。此
外，那裡的石灘生態亦同樣被視為具有高生態價值。
擬建風電場範圍內的海床特徵為軟底泥，而長期的拖網捕魚活動，造成
該處較一致的生態環境。由於這些 幹 擾，這裡的海床生態被評定為
*
“低”生態價值 （種類和數量少） 。
中華白海豚不在項目地點內活動。按漁農自然護理處網頁上提供的分佈
資料，江豚在該地點內活動的比率十分低，而按已知的數據，它們主要
出沒於南面水域、南丫島對開西南面水域。據瞭解，漁護處最近已完成
搜集江豚在香港水域的分佈和數量的數據。
這個項目場地範圍內沒有已知的鳥類棲息地或遷徙路線。

施工階段
由於該水域有大量的拖網捕魚活動，該處海床生態環境的基準生態價值
較低。因此預期工程對這類型生態環境的不利影響不會很大，特別是因
為風電機組而永久失去的生環境總面積是十分少----很可能少於 400 平
方米。鋪設電纜的影響只會短暫的，預期不會很重大。
至於由水質引發的影響，預計在非常局限範圍內，可能發生懸浮物數量
上升的情況。但是，預期這較小規模的海事工程將不會帶來重大的不良
影響。位於 Victor Rock 的生態環境和生物品種，在工程東北面距離約
0.9 公里，這麼遙遠的距離應不會受這些範圍局限的事情所影響。輸電
纜最終走向，當與電纜鋪設工程和生態敏感點的距離更為遙遠 (參考
“水質＂部份)。
在“噪音”部份指出，水中噪音對江豚的影響預期並不顯著。但是，這
須通過量化的分析來評估。
這海上工程地點遠離岸邊，並沒有已知的雀鳥棲息地或遷徙路線。但
是，在進行環評研究前，必須先與漁農處商討有關雀鳥普查和影響評估
要求。文獻翻查和咨詢將是整個工作的一部份。

運作階段
由於地基規模較小，建議中的項目並不會引起重大的水力變化或導致水
質問題而影響生態。附近並沒有可能受水力變化影響的潮間軟淺灘生態
環境，而工程規模亦排除這種可能情況的發生。

*

ERM， 1999 年《位於南丫島擴建廠址之 1,800 兆瓦燃氣發電廠環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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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漁業
東部水域對漁業的重要性總體上較香港其他水域為低。最高捕獲量的地區
傾向集中於近陸地和環繞島嶼。圖 4.1 是漁農處 2001/2002 年度的普查
數據，顯示在東部水域內的捕獲量分佈（成魚及魚苗）。

火石洲

圖 4.1
香港東部水域漁獲量

牛尾海
項目
地點

果洲群島

果洲群島和火石洲的漁獲主要為有經濟價值的鱸魚、黃花魚和鯧魚。圍
網漁船主要停泊在它們的作業範圍的香港東部水域內的船籍港*。牛尾海
亦是經濟魚類品種的保育區，有數個魚類養殖區。在 2001-03 年間，本
港最大型的人工漁礁就是在鋪設有外牛尾海。

施工階段
由於工程的規模，工程進行時對水質的高度局限性，這地點的低魚獲量
和與高魚獲量的區域的距離等原因，預期工程項目不會對漁業構成重大
不良影響。

運作階段
基於上述各項原因，項目不會對漁業造成任何不良影響。相反利用改善
和管理措施，如人工魚礁和魚業保護區，再配合對拖網捕魚的管理，將
會對該地點的漁業有正面影響。在環評研究過程中，將會咨詢有關的利
益相關人士，探究這個課題。

*

香港政府漁農處和 ERM，1998 年“Fisheries Resources and Fishing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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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視覺及景觀
根據最近發報 * 的“香港景觀特色圖”，建議的項目是屬於“離岸水域景
觀”。

施工階段
影響會是短暫的，並且由於遠離岸邊，施工的影響不會很重大。

運作階段
儘量遠離岸邊，135 米高的風電機組在能見度高的日子裡，仍然能在香港
的不同地點上被看見。它們亦能讓途經該地點的遊艇看見。風機在視覺上
的影響是很主觀的，人們有不同的看法，環評研究過程將會探討這一個課
題。

4.8 文化遺產
這個離岸地點沒有已知的考古遺跡。由於地基規模小、範圍高度局限的潛
在影響、拖網作業的廣泛破壞和遠離岸邊，預期擬建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
段並不會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風電場佈局設計具有彈性的，機組位置可按要求調整。具體設計時可利用
收集到的地理資料，以確保不會對文物造成不利影響。
至於將軍澳的近岸水域，可參考近期為進一步填海和基建工程而進行的海
上地理/考古調查†。這些調查結果顯示，在擬鋪設的電纜路線周圍並沒有
發現任何文物，因此不預期工程會帶來不良影響。

4.9 安全風險
項目處於空曠的海上, 並無永久居住人口和只有少量的漁業活動。在項目
施工期間，現場海上會有工作船和海上升降臺和專用於電纜鋪設的船隻。
在需要時，施工現場曾被設定為臨時安全區，並由海事處按正常做法通報
其他船隻。
在施工期間和運作階段，項目對航運安全的影響有幾個方面：遷移海上交
通、影響雷達和通訊，和改變對搜救的回應措施。
英國最近發出一個指引可作為框架，以量化模式來檢視海上風電場構成的
航運風險（DTI 2005‡ ）。由於香港在這方面沒有相關和具體的指引，擬
*

香港規劃處，2005 年 9 月
Maunsell，2005 年《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行性研究》環評研究報告

†
‡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 Industry, UK (2005) Guidance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Offshore Wind
Farms: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the Marine Navigational Safety Risks of Offshore Wind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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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這個指引作為衡量擬建設施對商業或康樂用船隻的潛在影響。初步選
址已考慮到本地航運路線情況，選址處於較低交通量的香港東南部水域，
因此預期不會對船隻航行構成重大影響。項目對航海安全會按 DTI 指引被
深入審視。
風電機組對航海雷達（海事處和船隻上）的影響會被檢視。 從模擬推測
和受風機影響的雷達報告中顯示，因應雷達位置和運作條件的不同，幹擾
程度有很大的差異。有很多雷達設施的訊號也許完全沒有被減弱（DTI
2003*）。
目前，項目地點是在橫瀾島和東平洲兩個地面雷達的覆蓋範圍下，預期沒
有更多的雷達陰影。全球現有設施的經驗會在檢視過程中被用作參考。要
留意的是，歐洲海上風電場的經驗顯示，在船隻航行上應用越來越廣泛的
GPS（全球定位糸統）或 AIS（自動識別系統）訊號並沒有被減弱。同樣
地，VHF 方向搜尋設備和電波訊號也沒有被影響。
風機間的距離預計不少於 560 米。本地船隻將可在風機旁尺駛過。康樂船
隻甚至可利用項目作為比賽或巡航時的轉向點。在風電場內有碰撞或有事
故發生時，可能須要執行搜索及救援行動。近期演習（MCA 2005 † ）顯示
有一些問題會影響搜救行動。雖然這新環境會造成一定的挑戰，但在風電
場控制中心的配合下，應可順利執行搜救任務。
除了對船隻使用者有潛在影響外，風電場也可能對航空方面有影響。咨詢
民航處是初步設計過程中的重要工作，咨詢工作在環評過程中將會繼續。

*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 Industry, UK (2003) Feasibility of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Wind Farms on Primary Radar

†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 UK (2005) Offshore Wind Farm Helicopter Search and Rescue – Trials
Undertaken at the North Hoyle Wind Farm

HK Offshore Wind Limited

22

工程項目簡介：香港東南海域海上風力發電場

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和其他環境因素
5.1 空氣質素
工程項目在施工、運作及維修活動中排放的氣體將是微不足道。事實上，
建議中的香港海上風電場每年能抵銷 188,000 噸二氧化碳排放量*，或在
整個項目運作期內能抵銷 370-460 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外，這相等於
†
100,000 - 125,000 貨卡的煤炭。此外，項目亦能抵銷約 ﹕
•
•
•

595 噸二氧化硫
265 噸二氧化氮
22 噸微細粒子

5.2 噪音
施工階段
項目施工期間產生的噪音，在最壞情況下仍會符合政府指引內的 75 分
貝，因此並不預期施工噪音會產生不利影響。

運作階段
項目運作和維修時只會產生很低的噪音。

5.3 廢料處理
預期沒有嚴重的環境問題。施工和運作會依照最佳作業指引進行，包括﹕
•

收集和運送廢料和水的躉船會在底部裝上防漏物料；

•

不會在發現有滲漏時進行挖掘和抽水工序; 任何滲漏會立刻被適
當處理;

•

所有廢料的儲存、處理和運輸按廢料棄置法例 (第 354 章) 及其
附屬法例，如廢料棄置（化學）（一般）規定，以同意和恰當的
方法進行。

5.4 水質
預期沒有嚴重的環境問題。施工和運作會依照水質控制的最佳作業指引進
行。包括：
•

適當地控制挖掘速度

*

根據 2004 年中華電力年報內的 2004 年碳強度
根據 2004 年中華電力年報內的 2004 年排放強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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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在雨季進行海事工程

5.5 生態
5.5.1 陸地生態
預期沒有嚴重的環境問題。

5.5.2 海洋生態
施工階段
預期沒有嚴重的環境問題。施工和運作會依照水質控制的最佳作業指引
進行。
如安裝機組地基需要在水中進行打樁，進度安排會被優化以儘量減少工
序時間，並在施工前和施工時執行以下預防措施：
•

人手監察環繞施工範圍的禁止進入區

•

每日安排停工時間

進出施工現場的船隻行駛路線會避過高生態價值的區域，如果洲群島。

運作階段
在風機基礎結構附近加設人工漁礁對當地水生態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專
用（獨立）人工漁礁曾被應用在漁農處的人工漁礁計劃，亦可利用作控
制東部海域的拖網作業，促進該處成為魚類繁殖和成長的水域。圖 5.1
和 5.2 是一些目前在香港水域應用的人工漁礁。

圖 5.1 和 5.2 在香港鋪設人工漁礁的例子
儘管風機的間距不足以對小型船隻造成限制，但預期拖網和大型船隻在風
電場內的活動或許需要特別管理（由於船隻碰撞和漁網纏繞的風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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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許能令所有類別的人工漁礁變得可行，有機會使該地點發展成一個大
型的人工漁礁投放區。

5.6 漁業
施工階段
預期沒有重大的環境問題。施工和運作會依照水質控制的最佳作業指引進
行。

運作階段
項目地點鋪設人工漁礁對水生態系統的好處同樣地對漁業有益處（參閱
“生態”部分）。

5.7 視覺及景觀
環評研究會使用電腦模擬視覺影響圖像，造出從六至七處有代表性的潛在
敏感地點拍攝的模擬照片，來評估項目對景觀及視覺的潛在影響。在選址
階段，項目倡議人已小心地把一些措施納入，以降低潛在的景觀和視覺影
響。考慮因素包括：
•

遠離岸邊和已知的高密度民居

•

整齊的機組排列，使在視覺上較為有序和舒適

•

在設計上減少場地在遠眺時的大小

•

選擇轉速較慢的大型風機

•

選擇合適的顏色來平衡視覺觀感和安全考慮

圖 5.3 是一幅項目的模擬照片。

5.8 文化遺產
預期不會有重大的問題。風電場地質普查的數據將會通過適當的考古分
析，以確認該地點沒有歷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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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1.1 曾參考 1999 年 2 月《位於南丫島擴建廠址之 1,800 兆瓦燃氣發電廠環
評研究報告》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xecutive/english/eia_00998.pdf

6.1.2 曾參考 2005 年 7 月《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行性研究”的環評研究報
告》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1112005/index.htm

6.1.3 曾參考在擬建項目地點附近的其他研究 (非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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