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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電」）致力以合理的成本提供安全、穩定可

靠和潔淨的電力供應，為香港超過八成市民提供優質電力服務。中電在香港共

營運三間發電廠，包括青山發電廠、龍鼓灘發電廠及竹篙灣發電廠，發電廠由

中電及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合資組成的青山發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青電」）所擁有。中電擁有青電的70%股權。 

中電及青電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改善本港空氣質素及環境保護的目標。為配合香

港特區政府要求，於本地發電增加採用天然氣的中期策略，同時亦有助減少本

地發電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量，中電及青電認為最可取的方案是提供新增本地

燃氣發電容量。 

香港沒有本土能源資源，而香港需要的所有能源均來至進口。可靠的燃料來源

對為我們的客戶保持可靠供電，同時提供環境效益，至為關鍵。早在2000年代

初，青電鑑於當時唯一天然氣來源（位於南中國海的崖城13-1氣田）的蘊藏量

日漸減少，開始籌劃未來的天然氣供應。青電在考慮過多個方案後，建議在香

港境內建造一個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相關設施（以下稱為「香港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青電於2004年開始與香港政府及其他持份者商討有關事宜。該

個位於大鴉洲的項目的環評報告（登記冊編號：AEIAR-106/2007），於2007年
4月3日獲得有條件批准，並獲發環境許可證（編號EP-257/2007）。其後，香港

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簽署了一份能源合作諒解備忘錄，令香港可以經由中

國大陸的第二條西氣東輸管道獲得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供應。香港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項目因而被暫時擱置。 

目前，中電和青電的龍鼓灘發電廠均依賴崖城13-1氣田和經西氣東輸管道的土

庫曼斯坦所供應的天然氣為進口氣源。兩者皆由連接中國內地的管道輸送。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以下簡稱「環境局」）於2014年完成了有關香港未來發

電燃料組合的諮詢和商討工作。根據環境局發表的諮詢文件，共有兩個發電燃

料組合方案： 

 方案 1：通過從內地電網購電以輸入更多電力；及 

 方案 2：利用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5年3月31展開了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的公眾諮詢，為期三個

月。按照上述兩個發電燃料組合方案，香港特區政府計劃在2020年，增加本地

燃氣發電的百分比， 至佔整體燃料組合約百分之五十。 

為支持本港於2020年起增加利用天然氣發電的計劃，中電認為若採用浮式儲存

再氣化裝置的技術，在本港發展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便能為香港提供長遠

的能源可靠性，及在全球市場上，取得具競爭力的天然氣供應，因此是一個增

加天然氣供應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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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技術比原本建議的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成本更

低，對環境影響也較少，而且施工時間亦短得多。 

若能在香港境內設置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為基礎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便能令香港的未來天然氣來源有更多選擇，同時亦令香港能更靈活地從全球的

液化天然氣市場（包括相關現貨市場）直接取得價格較低的天然氣，因而改善

香港在未來作為液化天然氣買家的整體議價地位，並增加供應來源的多樣性。

新增的天然氣供應來源，亦能提高本港電力供應的可靠性。 

有見及此，為香港島及南丫島提供電力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

燈」）亦有興趣探討未來液化天然氣的供應來源，以補充現時從位於深圳的廣

東大鵬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經管道進口的天然氣的唯一來源。 

因此，中電和港燈同意共同探討在香港海域內設置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為基

礎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可行性，作為潛在的天然氣供應選擇，藉以應付

香港的未來燃料需求（以下稱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或簡稱「本工程項

目」）。 

本工程項目計劃為一個共同使用的天然氣進口設施，可以接收和儲存液化天然

氣，然後以海底管道，把再氣化後的液化天然氣輸送至中電／青電的龍鼓灘發

電廠和港燈的南丫發電廠。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亦可能會供應予使用天然氣

作為其原料的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煤氣公司)使用。 

本項目建議的目的，是要考慮開發、建造和日後營運一個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及其相關的海底管道／天然氣接收設施，以連接在中電的龍鼓灘發電廠和港

燈的南丫發電廠的終端用戶。在本擬議項目中，中電會代表港燈領導有關的開

發工作，因此也是本工程項目簡介的項目倡議者。 

然而，中電和港燈在正式決定進行本工程項目前將需要進一步研究，基於該投

資決定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天然氣需求的增長速度、環保要求、技術可

行性、經濟效益及香港特區政府的審批等。因此，提交本工程項目簡介及本簡

介所描述的內容不代表中電或港燈已決定開展本工程項目。 

一如前文所述，中電和青電已經為香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提交一份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並已取得環境許可證（編號EP-257/2007）。中電打算在本工程項目的

環評研究中，採用上述環評報告的一些依然有效的資料，如擬議連接龍鼓灘發

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及在深入分析後也不需更新的資料。 

1.2 本工程項目簡介的目的 

中電已與各個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商討有關本工程項自的事宜，因此，現時可以

草擬和提交本工程項目簡介，以便能夠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香港法例

第499章）（以下簡稱「環評條例」）的規定，取得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研究

概要。本工程項目簡介的目的 是讓環境保護署署長可以決定環評研究內加以處

理的環境課題的範圍，以制定環評研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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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介闡述了中電和港燈若決定並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批准開展本工程項目，項

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可能對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當中所闡述的內容，都是根

據中電（代表港燈）就本工程項目提供相關的施工活動和營運細節，以及有關

工程項目地點狀況和附近環境的基線資料所整合出的最佳資料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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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資料 

2.1 工程項目名稱 

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利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技術） 

2.2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3 工程項目之目的和性質 

本工程項目會在索罟群島東面的香港南部海域，建造和營運一個海上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一艘具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船隻，會繫泊於一個雙泊位碼頭。碼

頭會提供設施，讓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到達碼頭後，可以把液化天然氣卸載至浮

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儲存缸，再進行再氣化，以便透過兩條海底管道，把天然

氣輸送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 

2.4 陸上與海上液化天然氣進口設施比較 

較早前所規劃的香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其環評報告也納入了浮式儲存再氣化

裝置作為接收進口液化天然氣的可選技術之一。然而，這項技術在當時被視為

尚未成熟。其後，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相關技術發展迅速，而採用特製船隻

來裝設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做法，已被視為一項已成熟的技術，全球已有多

個採用實例。截至2016年3月1日為止，全球共有22個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為

基礎的液化天然氣進口設施在營運，還有7個同類項目在不同階段的開發中。 

香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是一個陸上設施，需要佔用約37公頃土地來容納各項必

要的基礎設施，包括碼頭及相關連接設施、液化天然氣儲存缸（2個）、進行壓

縮、氣化和輸出天然氣的工序處理區，當中包括緊急火炬及公用設施區、控制

室，以及維修工作室、行政大樓和警衛室。此外，碼頭亦需要4公頃土地，令佔

地總面積增至41公頃。 

相對而言，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只佔用約8公頃海面，並已包含相約的設

施，亦能提供一樣的液化天然氣進口作業，只是規模較小。所有液化天然氣卸

載、儲存、再氣化和輸出設施，均設於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雙泊位碼頭

上；兩者都是海上設施，並不佔用陸上土地。 

如上文所述，具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船隻可以是新建船隻，也可以利用現有

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改裝。所以，若與容量相若的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相

比，建造一個利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設施所需要的施工時間顯著較短，其

建設成本也較低(1)。 

 
(1) Franklin等人（2010年）。把現有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改裝作浮動式液化天然氣設施 (FLNG, FSRU, FSO)。 離岸技術

會議，2010年5月3-6日，美國德州侯斯頓市。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OTC-20683-MS（於

2015年8月1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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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的土地需求日益增加，可用土地的短缺成了限制發展的重要因素。把

海上設施安排在香港海域內偏遠位置亦有其優點。而且，採用浮式儲存再氣化

裝置技術可以縮短施工期、降低建造成本及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故此，是次研

究認為，本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工程項目，比陸上的液化天然氣進口站較

佳，是更可取的選擇。 

2.5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技術 

2.5.1 設有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液化天然氣供應鏈簡介 

由於各個主要天然氣市場通常都遠離生產地點，為了把世界各地所生產的天然

氣供應予這些市場，其中一種方法是以遠程管道輸送；另一種方法是把氣態的

天然氣轉化為液化天然氣，然後用特製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運往市場。液化天

然氣運輸船會在出口國的天然氣液化廠裝載液化天然氣，然後運往進口國，並

把船上的液化天然氣卸載至當地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一個典型的浮式儲

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如圖2.1所示。 

圖 2.1 典型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技術近年逐漸發展成熟。在一些受到各種限制而難以設置

大型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設施的地方，都已採用這類技術來實施這種可行和具

成本效益的設計。 

圖2.2顯示了利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來進口液化天然氣的完整供應鏈。在

天然氣生產國，液化天然氣的生產過程需要以管道將天然氣從氣田運送至液化

廠。在進行液化過程之前，要先去除二氧化碳、水和硫等雜質，以免天然氣被

冷卻至-162°C及轉成液態時，這些雜質會凝固並損害設施。經過冷卻程序生產出

的液化天然氣將經由管道輸送至儲存缸。兩者均採用隔熱設計以保持低溫。液

化天然氣儲存缸是以特別的設計和材料建造，適合儲存低溫液體。然後在有需

要時，從儲存缸中抽出液化天然氣，裝入配備特別設施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

並運送至進口國家。在到達進口地點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會把液化天然氣卸

載至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並儲存於設施船的液化天然氣儲存缸內。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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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按需求把液化天然氣重新氣化，再透過管道提供給發電廠和主要工業等最終

用戶。 

圖2.2 設有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液化天然氣供應鏈 

 

2.5.2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主要組成部份和運作程序 

在天然氣供應鏈末端，會設置一個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用作儲存由液化天

然氣運輸船運來的液化天然氣，並會在具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船隻上把液化

天然氣重新氣化，以便透過海底管道提供給發電廠和主要工業等最終用戶。浮

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運作，與傳統的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相若。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常見的主要特色包括： 

 具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船隻，並設有下列船上設施： 

- 液化天然氣儲存缸–薄膜型（液化天然氣儲存缸配合船體的結構）或莫

氏球型（圓球形的液化天然氣儲存缸）的密封； 

- 液化天然氣再氣化設施–例如液化天然氣增壓泵、液化天然氣氣化器

等； 

 設有雙泊位的碼頭，以便繫泊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運送液化天然氣的運

輸船； 

 位於雙泊位碼頭的液化天然氣和高壓氣體卸載設備–例如液化天然氣卸載

臂；及 

 連接雙泊位碼頭及岸上發電廠和主要工業等最終用戶的海底管道。 

圖2.3顯示了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裝／卸碼頭上，各個

主要組成部份和運作程序概覽。 

 

 

氣田 液化 
液化天然氣 

運輸船 
浮式儲存再氣

化裝置 
發電廠 

天然氣 液化 
天然氣 

液化 
天然氣 

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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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主要組成部份和運作程序概覽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的設計和運作，都會遵照國際商船航運標準，例如國際

海事組織的《國際散裝運輸液化氣體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國際氣體規

則》），以及船級社的規則等。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必須符合國際上有關液

化天然氣運輸船的規則和行業指引。液化天然氣行業已有逾50年歷史，一直沿

用這些規則和指引。這個行業現時在全球各處都有顯著增長，都保持出色的安

全記錄。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和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在設計和運作上，都會保持下列各

項典型安全措施： 

 設計上符合國際氣體運輸船規例和船級社的要求； 

 船體和船底均採用雙層結構； 

 前端防撞艙壁； 

 獨立和分開的液化天然氣儲存區； 

 消防系統； 

 按照相關的規例和做法加入速度限制； 

 在停泊／駛離碼頭時有領航員留駐船上； 

 在停泊／駛離碼頭時，有拖船協助；及 

 設有脫離機制，以便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或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在必要時能

迅速分離。 

2.5.3 國際上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工程項目 

近年，採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技術的海上液化天然氣進口設施，比陸上設施

更多，而且趨勢持續，因為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為基礎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工

程項目，已被證實為可行和具成本效益的設計，可以克服很多大型陸上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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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發展時經常遇到的許可審批和環境保護限制。截至2016年3月1日為止，全

球共有22個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為基礎的液化天然氣進口設施在營運，還有7
個同類項目在不同階段的開發中。 

2.6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本工程項目包括在本港的開放海域建造一個可供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碇泊的

雙泊位碼頭，以及兩條連接該設施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

為方便把天然氣潛在供應予煤氣公司，會在連接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的策

略性位置安裝T型接駁管等部件。 

所以，本工程項目具備下列各項主要基礎設施：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這是一艘標準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船上裝有液化

天然氣儲存缸和再氣化設備； 

 雙泊位碼頭，配有液化天然氣卸載設備和管道，以及為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而設的繫泊設施； 

 連同天然氣接收站的海底天然氣管道，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連接至龍鼓灘

發電廠；及 

 連同天然氣接收站的海底天然氣管道，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連接至南丫發

電廠。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會經由已議定的海運接引水道前往雙泊位碼頭，把液化天然

氣運送至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2.6.1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均配有隔熱儲存缸，採用雙殼設計

來建造，在發生任何事故、碰撞或擱淺時，能最有效地保護密封貨艙（薄膜型

或莫氏球型）的完整性。 

為方便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透過長期合約和現貨市場購入液化天然氣，浮式儲存

再氣化裝置設施在香港海域內的位置應該盡量方便船隻在該設施與國際海域之

間的往來，其中必須考慮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海運通道／途經路線的方便程

度。 

2.6.2 雙泊位碼頭 

雙泊位碼頭的設計，必須能夠同時繫泊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

輸船。典型的雙泊位碼頭是一個海上設施，會包括繫泊／防護設施，以便浮式

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繫泊。在雙泊位碼頭上會裝設兩套液化

天然氣裝載臂和低溫喉管，以便把液化天然氣從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輸送至浮式

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此外還會裝設高壓連接管道，以便把天然氣從浮式儲存再

氣化裝置輸出至通往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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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海底天然氣管道 

本工程項目會裝設一條直徑約為30吋（~760毫米）的海底管道（確實尺寸需於

發展階段予以確定），以便把天然氣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輸送至龍鼓灘發電

廠的天然氣接收站。管道的鋪設路線，會盡量依循已獲批准的香港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環評報告內所闡述的路線。由於管道鋪設路線貼近香港西南邊界的大濠

水道分通道航制範圍，因此本項目在進行環評研究時，會諮詢負責執行該措施

的有關部門。 

本工程項目會裝設一條直徑約為20吋（~500毫米）的海底管道（確實尺寸需於

設計階段予以確定），以便把天然氣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輸送至南丫發電廠

的天然氣接收站。這條管道鋪設路線中，位於石鼓洲南面的一段，會橫過長洲

南面的高速船隻建議航線。因此本工程在項目進行環評研究期間，將會諮詢海

事處。 

2.6.4 天然氣接收站 

連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及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會在該廠新建的天然氣

接收站處終止。接收站的相關設施並不複雜，所需要的工地面積一般較小。因

此，現正計劃把天然氣接收站設於龍鼓灘發電廠範圍內，但會在本工程項目的

環評研究及發展階段內再予確定。 

連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及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會在該廠新建的天然氣接

收站處終止。現時打算把天然氣接收站設於南丫發電廠範圍內，但會在本工程

項目的環評研究及發展階段內再予確定。 

2.6.5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主要工程要求 

中電現正探討本工程項目的最佳工程設計方案。考慮到本工程項目簡介的目

的，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參數設定為可容納最大容量為267,335立方米的浮式儲存

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以確保雙泊位碼頭可以停泊最多類型的液

化天然氣船隻。 

必須注意的，是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的確實設計和大小，都會在日後才作決

定；而且，這些決定都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在2020年及以後香港電力市場對

天然氣的需求，以及本工程項目在發展階段作出決定時，船廠建造新船或改造

舊船可以達到的容量。 

常見的大型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主要尺寸均羅列於表

2.1和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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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大型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的典型尺寸 

典型尺寸 規格 
船隻總長度 345米 
船隻滿載／設計吃水深度 ~12.5米 

 
船寬 54米 

 
船隻性質 新造或改裝 
  
總儲存量 267,335立方米 

表2.2 大型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典型設計參數 

典型尺寸 規格 
船隻總長度 345米 

船隻滿載／設計吃水深度 ~12.5米 

 

船寬 54米 

船隻性質 由液化天然氣供應商租賃／擁有的現有液化天然

氣運輸船 

液化天然氣卸載 透過雙泊位碼頭的液化天然氣裝載臂（16”直

徑）及互相連接的低溫喉管 

最高卸載速度 每小時12,000立方米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都會繫泊於雙泊位碼頭，而碼頭則

會設於停泊區。考慮到本工程項目簡介的目的，本工程項目的海運通道和碇泊

的主要要求，都是根據表2.3所展示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

船設計參數而釐訂。 

表2.3 大型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海運通道及碇泊要求 

海運通道和碇泊設施的要求 數值 
海運通道和碇泊設施的水深 海圖深度基準面以下15米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之雙泊位碼頭

長度 
450米（包括繫泊船墩）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之雙泊位碼頭

闊度 
50米 

 
停泊區及運轉區 

 

   - 長 500米 
   - 闊 475米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海運通道區

直徑 

 
690-700米 

  
海運通道的闊度 250-260米 
   - 長度會視乎實地情況而定  
  

* 所有估計數值，都是根據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的建議地點，即香港西南面海域的情況而推

算；確實的參數／大小均視乎最後選址的水深測量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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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工程項目展開前期工程設計階段之前，中電根據其他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工程的資料，以及可取得的海洋氣象資料，包括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

天然氣運輸船在雙泊位碼頭航行、停泊和安全繫泊所要求的風、浪和潮水速

度，以及安全地把液化天然氣卸載和再氣化等作業的要求等，找出了典型浮式

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運作極限。這些運作極限建議，均羅

列於表2.4。 

應予注意的，是這些運作極限都是根據液化天然氣行業的常用方法，以及在準

備本工程項目簡介時可以取得的資料而計算出。此外，各項與海洋氣象情況有

關的具體運作極限，均會在本工程項目進行環評研究時，以及在發展階段加以

證實。 

表2.4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典型運作極限 

 極限風速 
（米／秒）* 

極限浪高（米） 極限流速 
（米／秒） 

航行 26.0 3.5 1.54 
 

停泊 12.0 2.0 0.6 
 

液化天然氣卸載作業 19.0 2.0 0.6 
 

於繫船柱／雙泊位碼頭繫船 26.0 2.25 0.8 
 

* 需注意的，是上表所示的風、浪和水流極限均為假設的配套值，但在現實中，這幾項因素會互

相影響，例如在風速較低時，有關的作業便可能可以承受較大的浪高和水流速度。此外，具體的

海洋氣象極限值，會在本工程項目進行環評研究時，以及在發展階段再作決定。 
 

在對水深的要求方面，估計需有海圖深度基準面以下約15米的深度。有關的運

作極限，都須於本工程項目進行環評研究時，以及在發展階段，透過詳細水深

測量和航運研究來檢查和核實。 

2.7 選址方案分析過程 

中電在2015年初開始在香港境內找尋可以容納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及其相

關基礎設施的地點。下文各節詳述了物色適當地點的過程。所找到的地點，會

在進行環評研究時再作仔細分析，藉以決定本工程項目的實際位置。 

為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進行選址所用的方法，是按照香港其他選址研究所

採用的方法(1) (2) (3) (4) (5)。這個方法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的焦點在於剔除

不相融的地區；第二階段是把範圍收窄至一個最可取／最合適的地點。選址過

 
(1)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2005）機場東部及沙洲東部擬建污泥卸置設施的選址研究。最終報告。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署進行 

(2)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2000）有關污泥處理的策略及選址研究。策略篩選報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土木工程署進行 

(3)      青山發電有限公司（2006）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及相關設施。環評報告（申請編號EIA-125/2006） 

(4)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2009）在香港發展一個100兆瓦海上風力發電場。環評報告（申請編號EIA-177/2009） 

(5)     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工程及環境研究–可行性研究（2011）環評報告（申請編號EIA-201/2011）（合約

編號 CE 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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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參考了第2.6.5節所闡述的主要工程要求，特別是有關海運通道和停泊的要求

（表2.3），以及海洋氣象情況（表2.4）。 

2.7.1 絕對限制 

這些因素都涉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可被視為對本工程項目的發展構成

「絕對」的障礙。在進行選址時便利用這些因素來剔除和避免所有不合適的地

點，以便設定「不予考慮地區」，其中包括不會批准建造本工程項目的法定受

保護地點。這些絕對限制被分為海運安全和環境等類別，並在首輪篩選中用來

剔除不合適的地點，藉此找出香港海域內可供考慮的地點。 

海運安全限制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在運作時需要運送和儲存液化天然氣，以及把液化天

然氣再氣化，並透過高壓海底管道輸出天然氣。所以，從安全角度考慮，設施

的位址應該遠離海運交通繁忙和人口較多的地區，亦不應選擇過於受惡劣天氣

或海洋氣象情況影響的地點。有鑑於此，選址程序便排除了香港海域中安排作

海運交通用途的地區，其中包括下列各項： 

 海運航道； 

 船舶進出航道和分道通航制所涵蓋的範圍； 

 受限制地區（交通流量高／低／不受限）； 

 現有碇泊處（危險物品、入境及其他）；及 

 已刊憲的避風塘和遊艇停泊處。 

已繫泊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在卸載和運送液化天然氣

時，以及在輸出氣態天然氣時，都必須保持穩定，以免低溫液體意外溢漏。因

此，香港海域內會出現極高海浪，或水流較急的地區，都不予深入考慮。 

一如表2.4所示，船隻航行時的浪高極限假定為3.5米。由於風、浪和水流會互相

影響，風速本身對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運作，不一定

是制約因素，但它對浪高所造成的疊加效果，便有可能影響船隻的運作。本項

目在選址過程中，模擬了雨季和旱季的高潮和低潮期間，船隻在停泊時所能承

受的最高水流速度，並採納了模擬結果。一如表2.4所示，在進行船隻停泊、液

化天然氣的卸載和再氣化，以及氣態天然氣的輸出等工序時，最高水流速度假

定為每秒0.6米。 

環境及保育限制 

對於一些已被指定作環境保育的地區，項目選址也不再作深入考慮，其中包

括： 

 指定的海岸公園和海岸保護區；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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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保護區； 

 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 

 米埔自然保護區； 

 已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的規定刊憲的限制地區； 

 魚類養殖區； 

 已刊憲的人工魚礁；及 

 已刊憲的泳灘。 

上文所述的各項限制都有某種形式的發展管制措施，因此未能配合發展浮式儲

存再氣化裝置，或者需要花費高昂成本和大量時間才能為設施取得發展許可。 

2.7.2 潛在限制  

這些因素包括已既定或建議中的地點用途、環境價值及／或技術困難，或其他

原因，可能令潛在的地點不可取。這些限制雖然不會阻止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設施在有關地點發展，卻可能會產生重要問題或成本影響，因而成為本工程項

目的發展障礙，並影響其安全和準時完成。這些潛在限制涵蓋了四個主要類

別： 

1. 海運：(a)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沿途路線的航行容易程度；(b) 浮式儲存再氣

化裝置設施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沿途路線的疏浚要求；(c) 是否有海底公

用設施存在；及，(d) 是否有指定卸泥／挖砂區存在。 

2. 環境保育：(a) 建議的和潛在的具保育價值地區，包括海岸公園和地質公

園；(b) 海洋哺乳類動物的生境；(c) 漁業資源、繁殖區和育幼區；及 (d) 

沿岸生態資源，例如珊瑚、紅樹林等。 

3. 規劃：(a) 建議的和潛在的土地發展；(b) 與龍鼓灘發電廠的距離；及 (c) 

與南丫發電廠的距離。 

4. 社會：(a) 水上康樂區，包括次級接觸區；及 (b) 相距最近的人口數量和

距離。 

被絕對限制因素剔除的地區均於地圖上標示，餘下的地區則參考潛在限制因素

再作檢查。這個過程有助於找出適合作為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選址的地

點。 

從上述過程可以清楚看出，西部和西北部海域的大部份地區都在被排除的範圍

內，其中包括龍鼓灘發電廠附近地區。該廠是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所供應

天然氣的最終使用者之一。排除這些地區的理由，是該海域的水流大都較急，

水深亦很淺，所以需要進行大量疏浚工程才能夠容納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

施。能夠符合所需水深（海圖深度基準面以下約15米）的區域，通常都是船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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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線或航道，因此不適合作為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選址。此外，液化天

然氣運輸船亦不適宜途經這些地區，因為該處的海上交通已很繁忙。 

這項限制因素標示工作亦排除了南丫島北面的中部水域大部份海域。這些海域

有多種海事和港口作業，會對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航

行構成安全限制。此外，這些海域的水流大都較急，水深亦不足，所以需要進

行大量疏浚工程才能夠容納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南丫島西南面的海域亦

受到極高海浪的影響（超過3.5米的航行運作極限，見表2.4），因此也不適合發

展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 

2.7.3 物色優先選擇的地點 

選址程序在各個沒有任何限制的地區中，找出了有足夠空間予浮式儲存再氣化

裝置設施，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又大致上可以到達的地點，然後再仔細檢視。

最後再以上文所述的潛在限制作為衡量準則，更仔細地檢視了三個地點。 

該三個地點如下： 

1. 南丫島西面 

2. 長洲和石鼓洲南面 

3. 香港海域西南邊界 

地點3被認為是優先選擇的選址，原因如下。 

地點3遠離人群聚居地和次級接觸康樂區，而最接近的少量人口位於大嶼山的沙

咀，距離超過5公里。地點3亦遠離指定的船舶航道，以及來往香港和珠江三角

洲之間的高速客輪航線。當地水深也能達到海圖深度基準面以下10至16米的要

求，當與其他潛在地點相比，只需為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或液化天然氣運

輸船途經的路線進行極少量疏浚工程，甚至無需疏浚。地點3所在的海域比較平

靜，亦有可以躱避颱風的環境，對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運作有利。該地

點距離龍鼓灘發電廠約43公里，距離南丫發電廠約20公里，因此若要從浮式儲

存再氣化裝置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合共需要安裝約63公里的新

海底管道。 

地點3較為不足的，是它位於具保育價值物種的已知生境內，其中包括在其西面

的江豚和中華白海豚；同時，其東面是長洲南海泥卸置區。 

此外，擬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而設的海岸公園，將位於索罟群島和石鼓洲之

間，最小面積為700公頃，但實際的大小和邊界尚待確定。預計該海岸公園亦鄰

近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優先選擇的地點。在一與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負責該項目的部門的會議上，中電同意觀察擬議海岸公園的建議邊界，以決定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地點，而實際細節需於日後再行協商。應予注意

的，是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優先選擇地點遠離索罟群島海岸公園。 

本工程項目在進行環評研究期間和在發展階段，都會再作深入分析，藉此確定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最佳選址。在進行這項分析時，亦會全面考慮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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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在諮詢期間所提出的意見，包括有關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海岸公園，

以及其他有關環境、風險、社會和技術等因素。 

因此，在本工程項目簡介中，中電計劃以地點3–香港海域西南邊界作為本工程

項目的優先選擇地點，並對該地點進行有關工程、施工性、海事、定量風險評

估、海底、海洋氣象、海運交通等研究，包括環評研究，亦會諮詢相關的持份

者，例如海底電纜的持有人、海岸公園持有人等，以及各個政府部門，務求能

夠為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選出實際的發展地點。 

2.8 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和規模 

中電計劃在環評研究中作更深入分析的地點，是香港境內一片開放的海域，一

如圖2.4所示。這個地點在海洋氣象和海浪情況，以及與人口聚居區的距離等方

面，都是最佳選擇。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是一個百分百的海上設施，無需

任何岸上土地。本工程項目的最終選址會位於這個地點所在的範圍內。 

為了把再氣化的液化天然氣（即天然氣）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輸送至龍

鼓灘發電廠，將會建造一條長約43公里的海底管道。同樣地，為了把再氣化的

液化天然氣（即天然氣）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輸送至南丫發電廠，亦會

建造一條長約20公里的海底管道。兩條海底管道的初步路線如圖2.4所示。海底

管道的確實路線會在進行環評研究和工程設計時再作決定。 

龍鼓灘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需要佔用土地，但會在龍鼓灘發電廠範圍內作出

安排。同樣地，南丫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需要佔用土地，但會在南丫發電廠

範圍內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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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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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施工階段 

2.9.1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會是由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改裝，並加設氣化器，也可以

是全新建造的船隻。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無論在外觀、設計和運作上，都是

一艘海洋船舶，並會在本項目的整個使用期間，一直繫泊在碼頭，除非遇到颱

風等緊急情況而必須離開，或需進入船塢維修。為了加強液化天然氣儲存區的

實質保護，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會與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一樣，整個船身都是

雙層結構。 

為了令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都能夠安全地往來雙泊位碼

頭，會視乎選址的水深而進行必要的疏浚工程。正如上文所述，本工程項目在

選址時，會優先選擇估計挖泥量最少的地點，但確實的挖泥量需於環評研究和

設計階段決定。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任何挖出物料，都會按照「認可人士作業

備考ADV-21號–處理疏浚／挖掘的沉積物的管理架構」所註明的程序和要求來

管理和處置，亦會按照《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第466章）的規定，申領海上傾

倒物料許可證。 

2.9.2 雙泊位碼頭 

雙泊位碼頭通常都是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選定地點，以鋼柱建造。 

2.9.3 海底管道 

本工程項目會以多種技術安裝海底管道，包括前挖坑法（例如挖泥）和後挖坑

法（例如沖噴法），視乎與有關當局的協議而定。海底管道的設計和施工方

法，都會盡量減少影響水質、海洋生態和漁業。由於施工時間較短，而且採用

了證實可行的安裝方法，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對海底管道擬議鋪設路線上的

海運交通，只會造成極輕微的影響。 

2.9.4 天然氣接收站 

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的建造工程，都會採用傳統的陸上技

術進行，並會透過明槽與登岸的海底管道互相連接，然後再加以掩埋。岸上的

管段都會加上保護外層，並會提供陰極保護。 

2.10 運作階段 

2.10.1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途經路線、接收設施及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上的液化天然

氣儲存設施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所需要的水深約為海圖深度基準面以下15米，視乎下列設施

的靜態及動態容許量而定：港口接引水道、海港途經路線，以及雙泊位碼頭。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在前往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的路途中，會沿著指定的航

道航行，再轉入接引水道駛向雙泊位碼頭，然後在拖船協助下靠近碼頭側。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016年5月 

18 

當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安全地在雙泊位式碼頭旁繫泊好後，便可以開始卸載液化

天然氣。這時，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會透過碼頭的卸載臂和低溫管道，與浮式儲

存再氣化裝置船連接。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會利用船上的排氣泵，把船上的液化天然氣輸送至浮式儲存

再氣化裝置船的液化天然氣儲存缸。一艘容量介乎150,000立方米至180,000立方

米之間的普通大小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需要約12至18個小時才能完成卸載。按

照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估計運轉量，預料液化天然氣的運送頻率，大約會是

平均每五至八天有一艘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到達。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會全年365天，每天24小時地運作，務求持續、可靠地為龍

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輸出天然氣。一般而言，具備170,000立方米容量的浮

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最多可以儲存77,000公噸液化天然氣。中電尚未決定本工程

項目所使用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的大小和容量。正如前文所述，作出這項

決定的依據，將會是香港在2020年及以後的預計天然氣需求量。 

2.10.2 再氣化過程 

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上的液化天然氣，會透過一個簡單的熱力交換過程被

再氣化。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常用的氣化器包括：中間介質式氣化器和殼管

式氣化器；兩者都能承受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可能遇到的海浪波動。再氣化

後的液化天然氣（天然氣）會經由海底管道分別輸送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

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作發電之用。 

再氣化過程會使用海水來暖化氣化器內的液化天然氣。使用過的海水會被排回

海中，其溫度會比周邊水溫低約7-10oC，而且會含有小量防垢劑，例如次氯酸

鈉。這個過程對水質的潛在影響，會在環評研究和本工程項目的發展階段，根

據適用的標準來評估。 

在液化天然氣的海運歷史裏（1964-2016），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都有很出色的業

界安全記錄，而且極少涉及碰撞和擱淺等事故；當中更從未出現液化天然氣儲

存缸破裂的情形。 

自從第一個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啟用以來，迄今為止（2016年）從未發生過意

外(1)。這項優異的營運安全記錄，端賴液化天然氣業界所實施的多項措施來保

持，包括嚴格的安全政策、設計守則和營運方法。 

2.11 本工程項目簡介所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量和種類 

按照《環評條例》的規定，本工程項目簡介所闡述的下列工程項目元素屬於指

定工程項目： 

 建造一個液化天然氣的儲存及轉運設施，其儲存量超過 200 公噸（環評條例

附表 2 第 I 部份第 L.2 項）； 

 
(1) CLP/DNV GL 於2016年3月1日發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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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建造航道、碇泊區和海底管道需要進行超過 50 萬立方米的挖泥工程（環評

條例附表 2 第 I 部份第 C.12 項）；及 

 裝設兩條海底輸氣管道，把擬建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設施，連接至龍鼓灘

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份第 H.2 項）。 

2.12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姓名、職位及稱謂 電話號碼 
  
Mr Graham Holland 
項目發展總監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678-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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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3.1 工程計劃與執行 

本工程項目的項目倡議者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正如第1.1節所述，在

本工程項目中，中電亦會代表港燈。 

中電會帶領本工程項目的規劃、設計和發展。至於負責施工、營運和保養的機

構，則會在本工程項目進行環評研究時，以及在發展階段再作決定。 

項目倡議者會委託環境顧問進行環評研究，並會委託工程顧問進行工程設計工

作。此外，項目倡議者亦會在本工程項目的稍後階段，委託具備適當經驗和資

格的承建商，負責本工程項目的施工。 

3.2 工程計劃概要 

本工程項目的發展階段，包括環評研究，預計會於18至24個月內完成。倘若本

工程項目獲得香港政府批准，而有關機構亦作出最終投資決定，預計本工程項

目會於2019年動工，並預計於2020年年底前開始商業營運。 

3.3 與附近其他工程項目互相影響 

本工程項目會於五個地區建造： 

(i)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會裝設於香港南部海域，並會於該處運作；預計液化天

然氣運輸船的途經路線亦會從香港海域的南面邊界伸延至浮式儲存再氣化裝

置； 

(ii) 連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與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會經過香港海域的

西南面、西面和西北面； 

(iii) 龍鼓灘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會在現有發電廠範圍內建造和運作； 

(iv) 連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與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會經過香港的南面海

域；及 

(v) 南丫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會在現有發電廠範圍內建造和運作。 

本工程項目與這些地區內的現有、已承諾或已規劃項目可能產生的互相影響均

於下文闡述。這些資料均會在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及開發階段再作檢查和確

定。 

3.3.1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位置及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途經路線 

擬議建造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地點位於香港南面的開放海域；浮式儲存再氣

化裝置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均會繫泊於這裏的雙泊位碼頭。附近有部份發展

項目可能會與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和日後的營運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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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登記冊編號：AEIAR-163/2012）：雖然這

個工程項目的海事工程不會與中電的海事工程重疊，但這個工程項目環評

的其中一項主要要求，是發展一個面積最少達 700 公頃的補償性海岸公

園。環保署現正為這個補償性海岸公園進行選址和管理的研究。一如第

2.7.3 節所述，中電同意觀察擬議海岸公園的建議邊界，以決定浮式儲存再

氣化裝置設施的地點，而實際細節需於日後再行協商。 

 尚待指定的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和索罟群島海岸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現正進行法定核准程序，以便於 2016 年在憲報公佈這兩個海岸

公園。兩個海岸公園的擬議邊界，都不會與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擬建地

點，或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重疊。 

 可能於索罟群島發展的水療及度假設施：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在為索罟南島

發展水療及度假設施的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該項發展計劃位於陸上，因

此不會與本工程項目重疊。然而，在水療及度假設施的施工和營運期間所

產生的海上交通，可能與本工程項目互相影響。該項目的實施計劃細節，

現時尚未確定。 

3.3.2 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 

與連接龍鼓灘發電廠海底管道的建造工程可能會互相影響的發展項目包括： 

 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登記冊編號：AEIAR-185/2014）：這

個工程項目包括各種海事活動，可能與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裝

設工程互相影響。其中包括把現有的海底公用設施改道和進行土地平整工

程。該項目的環評資料顯示，海事建設工程會在 2015 年至 2021 年之間進

行。該項目的環評亦建議設置一個補償性的海岸公園，但其具體範圍，預

計會在連接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安裝工程完成後才會劃定。 

 銅鼓航道：深圳港銅鼓航道建設辦公室的資料顯示，這條航道可能會每年

進行一次維護性疏浚工程。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會檢視這方面的最新資

料，以確定這類維護性疏浚工程會否與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互相影響。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登記冊編號：AEIAR-144/2009）這個工程項目以高

架道路／橋樑等形式，為港珠澳大橋的主橋和香港口岸提供必要連接通

道。它位於大嶼山北面，橫跨機場水道，現時正在施工，其施工計劃正在

進行檢討。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連接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暫訂鋪設路線位於

這個海岸公園之外。有關這個海岸公園旁建造管道的環境可接受程度，已

於香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中予以證明，並會在本工程

項目的環評研究中確認。 

3.3.3 連接至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 

與南丫發電廠海底管道的建造工程可能會互相影響的發展項目包括： 

 南丫發電廠航道挖泥改善工程（環保署環評研究概要 ESB-282/2014）：這

個工程項目會為南丫發電廠毗鄰的航道進行改善航道挖泥工程，務求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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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船隻能夠安全地航行和停泊。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會檢視這方面的最

新資料，以確定這類改善航道挖泥工程會否與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互相

影響。 

 在香港發展一個 100 兆瓦海上風力發電場（登記冊編號：AEIAR-
152/2010）：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建議在南丫島和長洲之間，毗鄰博寮海峽

西南面的海域，大約於南丫發電廠西南方 4 公里處，發展一個海上風力發

電場。連接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應該不會與這個風力發電場重疊。這個

項目的實施計劃細節現時尚未確定，會於環評研究中再作探討。 

3.3.4 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 

天然氣接收站會設於龍鼓灘發電廠現有範圍內。與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

的施工和營運可能會互相影響的發展項目包括： 

 屯門 38 區工業邨工程可行性研究（環保署研究概要 ESB-277/2014）：這

個工程項目包括發展一個設有石油化工原料臨時裝載及儲存區的工業邨，

以及屯門 38 區的其他道路修改工程，現時正在進行環評。這個工程項目可

能會與本工程項目同期進行。它距離龍鼓灘發電廠超過 3 公里，施工期暫

訂為 2019 年至 2023 年； 

 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登記冊編號 AEIAR-147/2009）：這個堆填區擴展

計劃距離龍鼓灘發電廠約 2 公里，可能在不久後動工，但工程計劃尚未確

定； 

 龍鼓灘潛在填海地點：這個地點是位於龍鼓灘和龍鼓上灘之間的近岸海

域。該處面積約達 200 - 300 公頃，可能會用作發展住宅項目 (1)。該項目的

實施計劃細節，現時尚未確定； 

 屯門曾咀煤灰湖 (中湖 )西面部分的解除運作工程（登記冊編號：AEIAR-
186/2015）：這個工程項目涉及屯門曾咀煤灰湖（中湖）西部的粉狀燃料

灰湖的拆卸工程。煤灰中湖西部的粉狀燃料灰湖過往是由青電營運，主要

用作儲水及粉狀燃料灰的存放地。這項拆卸工程會提供可建築土地，以便

政府日後發展。有關方面建議在該處建造靈灰安置所。拆卸工程暫定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間進行。該處距離龍鼓灘發電廠約 1 公里。 

 新增燃氣發電機組工程（環保署研究概要 ESB-286/2015）：這個工程項目

會在龍鼓灘發電廠建造和營運最多兩個 600 MW 級的燃氣發電機組。倘若

本工程項目獲得香港政府批准，而中電／青電亦作出最終投資決定，預計

本工程項目會於 2016 年下半年開始，分階段實施；首個機組將於 2019 年

底開始商業運作。 

 
(1) 合約編號. CE 14/2013 (CE) 「香港西部水域三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地點的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勘測研究–行

政摘要（最終報告）（2013年）」 2015年10月6日從土木工程拓展署之網頁取得，其網址如下： 
http://www.cedd.gov.hk/tc/landsupply/doc/Executive%20Summary%20on%20Final%20Report%20(Chinese)(
S2)b.pdf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016年5月 

23 

3.3.5 南丫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 

天然氣接收站會設於南丫發電廠現有範圍內。與南丫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的施

工和營運可能會互相影響的發展項目包括： 

 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地區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環保署

研究概要 ESB-270/2014）：這個工程項目包括在距離南丫發電廠約 3 公里的

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建造旅遊及康樂設施，以及進行住宅發展計劃，

連同相關的基礎設施。該項目的實施計劃細節，現時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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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本工程項目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均於下文摘要闡述，並展示於圖4.1。本工程項

目對這些元素和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影響，會在環評研究中探討。 

4.1 規劃與發展背景 

擬建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會設於海洋水域，並不在任何法定規劃工具（例如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涵蓋範圍內。擬建的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會設於現

有的龍鼓灘發電廠內，該處並不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覆蓋範圍。擬建的南丫發

電廠天然氣接收站位於南丫發電廠範圍內。根據已獲通過的南丫島分區計劃大

綱圖（編號：OZP S/I-LI/11），該處的土地用途分區是「其他指定用途（發電

廠）」。 

4.2 工業、商業及住宅發展項目 

各個現有、已承諾和已規劃的工業、商業、和住宅發展項目，都屬於可能對空

氣質素、噪音影響和生命危害等因素敏感的潛在敏感受體。這些敏感受體均羅

列於表4.1。 

表4.1 本工程項目附近可能對環境元素敏感的現有和已規劃潛在敏感受體 

敏感受體 土地用途種類 

下白泥居民 住宅 

上白泥居民 住宅 

龍鼓上灘居民 住宅 

沙埔崗居民 住宅 

擬於龍鼓灘填海區（已規劃）進行的發展計劃 住宅 

工業／商業廠房（例如青洲英泥廠、環保園、紹榮鋼鐵廠等）的現場辦公室 工業／商業 

龍鼓灘發電廠的現場辦公室 工業 

青山發電廠的現場辦公室 

南丫發電廠的現場辦公室 

工業 

工業 

新界西堆填區的現場辦公室 工業 

污泥處理設施的現場辦公室 工業 

榕樹灣居民 住宅 

洪聖爺灣居民 住宅 

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的擬議發展項目（已規劃）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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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鄰近環境的敏感受體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016年5月 

26 

4.3 海運航道 

預計連接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擬議鋪設路線，會無可避免地橫過龍鼓水

道。該水道目前並非指定航道。然而，它是一條重要航道，把珠江口、香港西

部海域和西北部海域，與赤鱲角和屯門之間的海域連接起來。預料海底管道走

廊會在大嶼山西南面橫過大濠水道的分道通航制範圍。 

西博寮海峽是各類大型船隻經常使用的通道。它位於連接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

道擬議鋪設路線西北面約2公里。這條管道鋪設路線的大部份管段都會避開長洲

南面的高速船建議航線，但在石鼓洲南面的一段管道，會橫過這條建議航道。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最可取發展地點位於多條海運航道外，包括北面的北長

洲海峽，以及東面的西博寮海峽。預計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會從南面進入香港海

域。 

4.4 海底公用設施和其他設施，包括電纜、管道、挑水口和沉積物卸置地點 

龍鼓灘至蛇口海底電纜系統的登岸點位於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北面約50
米。最接近的排水口是龍鼓灘發電廠本身的渠口。 

在龍鼓灘發電廠北端有兩條海底管道，是從內地的兩個天然氣輸出設施連接至

龍鼓灘發電廠。然而，本工程項目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無需跨過這

些海底天然氣輸出管道。 

現時連接南丫發電廠和深圳大鵬灣廣東液化天然氣設施的海底管道，是位於本

工程項目連接至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東面。雖然擬建管道會與南丫

發電廠共用現有管道的登岸點，預料這些管道不會互相交疊橫跨。 

有多條海底遠程通訊電纜從南部進入香港海域，並於大嶼山南面登岸。從浮式

儲存再氣化裝置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必須橫

跨這些電纜。按照規劃，擬建的離岸風力發電場會有一條輸電電纜連接至南丫

發電廠。本工程項目連接至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可能無需與這條電纜重疊。 

長洲南海上海泥卸置區距離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超過500米。本工程項目連接至

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暫定鋪設路線，會避免與這個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地區重

疊。 

4.5 已刊憲的泳灘 

在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的5公里範圍內，沒有已刊憲的泳灘。在非刊憲泳

灘方面，龍鼓灘（上灘及下灘）距離龍鼓灘發電廠最少達2公里。大嶼山南岸的

已刊憲泳灘包括塘福、長沙（上灘及下灘）和貝澳，距離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超過8公里，亦距離連接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超過6.5公里。 

在南丫島西岸的兩個已刊憲泳灘（洪聖爺和蘆鬚城），距離南丫發電廠天然氣

接收站和連接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最少達2公里。長洲的泳灘距離

本工程項目連接至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約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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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海水進水口 

附近的海水（冷卻用水）進水口包括龍鼓灘發電廠本身的進水口。其他海水進

水口包括：青山發電廠的進水口、永久性飛機燃料儲存設施的進水口、紹榮鋼

鐵廠的進水口和屯門沖廁水進水口；這些進水口均距離龍鼓灘發電廠超過4公
里。 

南丫發電廠及其擴建部分的海水（冷卻用水）進水口，位於本項目連接至南丫

發電廠的海底管道登岸點東北面約500至800米。長洲水務署沖廁用水的海水進

水口，距離本工程項目連接至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約4公里。 

4.7 具保育價值的地區 

在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北面的白泥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是一片潮間泥

灘／紅樹林生境，距離本工程項目的擬議發展地點約5公里。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位於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旁邊。一個已承

諾於大小磨刀島附近設置的海岸公園正在進行法定刊憲程序。預計本工程項目

不會與這個已承諾的海岸公園互相影響。 

除了上述地點外，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一帶或毗鄰地區，也有其

他擬建的海岸公園。其中包括第三條跑道的環評研究建議的補償性海岸公園；

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會通過這個地區。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

管道也經過擬建的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的西面，以及索罟群島海岸公園的南

面。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環評所要求的緩解措施之一，是設置一個面積最小達700公
頃的海岸公園。現時，這個擬議海岸公園尚沒有公開的已知邊界。浮式儲存再

氣化裝置和連接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可能位於這個海岸公園附近。 

位於南丫島南部的深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是綠海龜（Chelonia mydas）的產卵 

地。這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位於南丫發電廠海底管道鋪設路線及其登岸點以

東超過4公里。據悉，這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四周的南丫島南岸，已被建議為

海岸公園的可能設置地點。 

4.8 海濱保護區 

下白泥、白泥和上白泥都是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例》，於

「上白泥及下白泥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YL-PN/9」裏指定為海濱保護區。這

些海濱保護區當中，最接近的一個距離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超過3公里。

在大澳沿岸，以及沿著水口至貝澳之間的南大嶼山海岸線，還有其他海濱保護

區。 

此外，南丫島西岸的部份地區，包括洪聖爺、蘆鬚城和下尾灣等，都已被指定

為海濱保護區（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I-LI/9）。這些海濱保護區距離南丫發

電廠的海底管道建議鋪設路線超過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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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生態敏感受體 

從圖4.1可見，沿著白泥海岸線、大嶼山西北海岸線（從大澳至東涌灣）和大嶼

山南岸的水口等地，有多個馬蹄蟹繁殖區。在大澳、二澳、東涌灣一帶，以及

在白泥，都有紅樹林區。 

大嶼山西北面和西面海域都是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的重要生境。在大

嶼山的西南面和南面海域，都可以在一年中不同時間記錄到中華白海豚和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出現。江豚也經常在南丫島西南水域出沒。 

在先前的液化天然氣站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中，沒有在龍鼓灘發電廠的擬議海

底管道鋪設路線的海床上，記錄到具保育價值的底棲生物，例如文昌魚和珊

瑚。在龍鼓灘天然氣供應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中，對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

廠附近的潮間帶和珊瑚情況，進行了調查。所記錄到的，是香港常見和普遍的

物種，以及一些零星分佈，互不相連的珊瑚群落。 

在先前的離岸風力發電場的環評研究中，在南丫發電廠的擬議海底管道鋪設路

線的鄰近海床上，記錄到本港常見及零星分佈的柳珊瑚群落。在離岸風力發電

場的環評研究中，對南丫發電廠附近的潮間帶和珊瑚情況，進行了調查。所記

錄到的，是香港常見和普遍的物種，以及一些零星分佈，互不相連的珊瑚群

落。 

4.10 漁業敏感受體 

龍鼓灘發電廠附近沒有任何魚類養殖區。最接近的漁護署指定魚類養殖區位於

馬灣，距離本工程項目的發展地點超過20公里。位於尖鼻咀至白泥之間海岸的

產蠔區，距離龍鼓灘發電廠超過4公里。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共放置了5,580立方米的人工魚礁。已知的北大嶼山魚類

繁殖區距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鋪設路線有一段距離。在南大嶼山海域也有

一個由漁護署發現的繁殖及育幼區。 

此外，南丫島東面有兩個指定魚類養殖區，分別位於蘆荻灣和索罟灣。 

根據漁護署2006年的「捕漁作業及生產調查」，有高漁獲量的主要捕漁區位於

沙洲和龍鼓洲、大澳、索罟群島、長洲和南丫島。 

4.11 文化遺產地點 

在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附近，沒有任何法定古蹟／認定古蹟、已評級／

已記錄的文物資源或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離岸風力發電場的環評研究在南丫發電廠附近發現了三個沉船／具潛在海洋考

古價值地點。沉船的資料如下： 

 沉船編號 60016–一艘「死的」（即被認為不存在的）沉船在南丫發電廠的

擬議海底管道鋪設路線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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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船編號 69098–一艘「活的」沉船在南丫發電廠的擬議海底管道鋪設路線

以西約 650 米；及 

 Lamma SC001 – 這艘「活的」沉船是在風力發電場項目進行地球物理調查

時發現，但沒有被加入英國海道測量部的沉船數據庫中。它位於南丫發電廠

的海底管道擬議鋪設路線東面約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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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 

5.1 潛在環境影響概覽 

本節探討了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探討結果均

羅列於表5.1，並於下文闡述。 

表5.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潛在影響 施工階段 (a) 運作階段 (a) 

 空氣質素 

- 粉塵 

- 氣體排放物 

- 氣味 

 

- 

- 

- 

 

- 

 

- 

 噪音   

 液體流出物及排放物   

 產生廢物或副產品  - 

 危險物品的製造、儲存、使用、搬移、運

輸或棄置 
-  

 生命危害   

 廢舊物料，包括可能已受污染物料的處置   

 對水流或底部沉積物的干擾   

 外觀的改變 -  

 文化遺產  - 

 陸地生態 - - 

 海洋生態及漁業   

 累積影響   

註： 
(a)   = 可能有       ‘—‘ = 預計沒有 

5.2 生命危害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及其相關的海底管道和天然氣接收站的設計、施工和營運

都以安全為首要考慮。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及其相關的海底管道和天然氣接收

站，均可能被列作「應具報氣體裝置」，因此，可能必須符合《氣體安全條

例》（第51章）的規定。 

本工程項目會按照香港的有關規例，在環評研究中進行定量風險評估，以確保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以及相

關的天然氣接收站，包括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加油作業及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在

香港海域途經的路線等，在施工和運作時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都已加以考慮，

並確保相關的風險水平不會超過《香港政府風險指引》（見《環評技術備忘

錄》附件4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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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質 

5.3.1 施工階段 

海事建設工程可能會影響水質敏感受體。在本工程項目中，可能會在施工階段

產生影響的海事工程如下： 

 前往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航道和該設施停泊區的疏浚工程；及 

 運用香港一貫採用的方法來裝設連接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

道，例如以挖泥法結合沖噴法來安裝，並以碎石或石塊回填來保護管道。 

航道和停泊區 

預計通往停泊區的航道需要進行疏浚工程，務求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能夠安全地

往來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確實的挖泥量會在環評研究中決定。疏浚工程會採

用吸式挖泥船或抓斗挖泥船進行。這類工程對水質的主要影響，是令懸浮沉積

物濃度短暫增加，並可能令溶解氧含量輕微減少。這些影響可能不單止影響工

程區內的水體，還可能會影響附近的敏感受體。 

疏浚工程對水質可能造成的影響，會在環評研究中進行詳細評估。倘若有必

要，便會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 

連接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海底管道 

本工程項目會以多種技術來安裝海底管道，包括前挖坑法（例如挖泥法）和後

挖坑法（例如沖噴法），視乎與有關當局的協議而定。本工程項目會採用能夠

盡量減少影響水質、海洋生態和漁業的海底管道設計和施工方法。在掩埋海底

管道時，沖噴作業會令沉積物懸浮於水體，但預料這些沉積物會迅速沉回海

床。換言之，沉積物不會漂移出貼近沖噴機械四周的範圍，因此，也不會對敏

感受體造成不良影響。在挖泥方面，確實的挖泥量會在環評研究中確定，而

且，預計在工程進行時若有需要，會使用隔泥幕來控制挖泥期間的沉積物擴

散。 

建議在進行環評研究時，以電腦模擬沉積物捲流的擴散和水質情況，藉以模擬

沖噴法和挖坑法活動可能造成的影響。這類模擬分析可以確定被挖泥工程揚起

而呈懸浮狀態的沉積物，最後落於何處，以及在接收水體和敏感受體處的懸浮

沉積物最終濃度。按照過去在香港的經驗，預計海底管道的建造工程不會對水

質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5.3.2 運作階段 

預計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運作期間，會排放冷卻水，因為再氣化設施會採

用海水來令液化天然氣變暖。因此，必須確保敏感受體處的水溫能夠符合水質

指標（與周邊水溫相差不多於  20C）。由於運作的需要，本工程項目的排放

物很可能含有防污劑。所以，它們在流出物中的濃度，必須符合《水污染管制

條例》的《水污染管制條例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

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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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會對這方面進行模擬分析，藉以確定相關的潛在影響，

並建議排放點的位置，務求盡量減少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若有需

要，環評研究會考慮其他適當的緩解措施。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運行需要雙燃料發電機和緊急柴油發電機組。加油操作

將由標準操作程序嚴格控制，以減少意外洩漏燃料的可能。 

在運作過程中，將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附近進行自然淤積調查，了解可能對

如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系泊等海洋操作的影響。如有需要將進行維護疏浚工程。 

5.4 海洋生態 

5.4.1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可能會對生態資源造成下列影響： 

 由於第 2.9 節所闡述的活動干擾了水質，因而對海事建設工程區四周的海洋

生態造成間接影響。在鋪設海底管道，以及在為航道和碇泊區進行挖泥工程

時受到滋擾的軟底潮下生物，都是香港其他地方常見的物種。根據有關海床

情況的文獻資料，在海底管道擬議鋪設路線、擬議航道和擬議停泊區內的海

床，其主要成份都是軟泥，當中沒有記錄到具有高生態價值的生物。建議在

環評研究中進行沉積物股流模擬，因為，若要全面評價本工程項目對海洋生

態資源可能造成的間接影響，便必須先評估本工程項目對水質的影響，而這

方面的評估又必須先了解海洋生態資源所受到的間接影響。 

 建造雙泊位碼頭需要進行的打樁工程，可能會對海洋哺乳類動物造成水底聲

音影響。這可以透過緩解措施把水底聲音的傳播加以控制。這些措施在香港

一直都行之有效，其中包括氣泡套罩和氣泡圍幕。環境影響評估會透過水中

噪音評估來詳細檢討這些事宜。 

5.4.2 運作階段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在運作期間，其再氣化設備需要汲取海水，然後再排出溫

度較低的水。這些已冷卻的水，以及一起排放的防污劑，例如次氯酸鈉，都可

能對敏感的海洋生境造成影響。因此，將會在環評研究中進行的設計研究，其

重點工作之一，便是探討減少這些排放物對海洋敏感受體造成影響的方法。 

由於可能需要進行維護疏浚工程及有意外洩漏燃料的可能，環評研究將對海洋

生態資源的間接影響進行評估。 

5.5 漁業 

5.5.1 施工階段 

是次研究檢視了本工程項目相關海域的商業漁業資源和捕漁作業的現有資料，

其中包括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擬議發展地點的毗鄰海域，以及兩條海底管道擬

議鋪設路線的沿線海域。根據一項有關香港捕漁作業的研究，以及漁護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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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捕漁作業及生產調查所得結果，在評估地點附近的漁獲價值介乎低至高

不等。在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區10公里範圍內，都沒有任何持牌魚類養殖活動。 

對漁業資源和捕漁作業造成潛在影響的原因，可以是漁業資源覓食的海底生境

受到滋擾，或者因為挖泥工程和裝設海底管道而令主要水質參數改變。由擬議

進行的挖泥或沖噴工程所產生的影響，大致上都局限於特定工程區，而且為時

短暫，因此預料，由本工程項目造成的懸浮沉積物增加不會超過有關的環境標

準，亦不會對水質、捕漁區或漁業重要品種造成不良影響。本工程項目無需實

施特別的緩解措施，因為，建議對沖噴和挖泥作業實施的各項限制措施，除了

能把本工程項目的水質影響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之外，也可以緩解對漁業的影

響。 

5.5.2 運作階段 

本工程項目需要汲取海水以供其再氣化設備使用，然後把溫度較低的水排回海

中。海水的汲入和已冷卻海水的排放，以及在流出物中含有的防污劑，都可能

對幼魚和魚苗造成影響。因此，將會在環評研究中進行的設計研究，其重點工

作之一，便是探討減少海水的汲入和排放對海洋敏感受體，例如漁類繁殖區和

育幼區造成影響的方法。 

由於可能需要進行維護疏浚工程及有意外洩漏燃料的可能，環評研究將對漁業

資源的間接影響進行評估。 

5.6 廢物管理 

5.6.1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最顯著建築廢物影響，將會是處理和棄置挖泥工程所產

生的海洋沉積物。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任何挖出物料，都會按照「認可人士作

業備考ADV-21號–處理疏浚／挖掘的沉積物的管理架構」所註明的程序和要求

來加以管理和處置，亦會按照《海上傾倒物料條例》（第466章）的規定，申領

海上傾倒物料許可證。其他建築廢物，例如一般垃圾的產生量有限，因此會實

施一般的廢物管理方法。 

5.6.2 運作階段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在日常運作中產生的廢物，大都是一般垃圾，因此，會實

施標準的廢物管理方法。 

如果需要進行維護疏浚工程，將明確指定維護疏浚的區域以減少產生廢物。將

小心進行海洋挖泥工程以減少沉積物洩漏到附近水域。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016年5月 

34 

5.7 文化遺產與考古 

5.7.1 施工階段 

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歷來都有貿易和捕漁活動，因此，擬議挖泥的地區具有

海洋考古潛質。故此，本工程項目有可能影響該區的海洋考古文物。所以本工

程項目會依循古物古蹟辦事處所闡述的下列程序： 

 檢視現有的基線情況資料，包括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和兩條海底管道一

帶進行的地球物理調查結果； 

 運用高解像度探測器、旁測聲納和回聲探測器，對挖泥地區進行地球物理

調查； 

 根據上述兩個步驟所取得的結果來確定該等地區的考古潛質，並據此撰寫

附有圖表的報告，及提交予古物古蹟辦事處。 

倘若發現該等地區很可能有考古文物存在，便會建議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和

兩條海底管道的施工期間，進行考古觀察。 

5.7.2 運作階段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5.8 景觀及視覺 

將會碇泊於雙泊位碼頭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外觀上與一艘液化天然氣運

輸船相若，所以亦與很多進出香港海域的大型船隻頗為相似。浮式儲存再氣化

裝置船所繫泊的雙泊位碼頭也是一個單獨零星的結構。所以，從附近海岸線

（例如南大嶼山的海岸線）觀看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會看到一艘停在海中不

動的船，因此預料不會造成顯著不良的視覺影響。主要的敏感受體包括在南大

嶼山郊野公園的旅遊人士，以及在已刊憲泳灘的遊人。鑑於所有敏感受體對浮

式儲存再氣化裝置都會是遠眺（超過6公里），並必須有非常良好的能見度方能

看到，因此，視覺影響的嚴重程度屬於低水平。 

5.9 空氣質素 

5.9.1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的機械在施工期間會產生氣體排放物。然而，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的發展地點和海底管道的鋪設路線，都距離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很遠，因此，有

關的影響會極之輕微，而且會在相關標準的許可範圍內。所以，本工程項目無

需在施工階段對空氣質素進行定量評估。 

5.9.2 運作階段 

在營運期間，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上的緊急發電機和船上的柴油泵以及龍鼓灘

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所產生的氣體排放物，都可能造成空氣質

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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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排放源與兩個地點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都距離很遠，而且這些設施都只

會偶然運作，因此預料不會造成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

會進行空氣擴散模擬，藉以確定這些影響的規模和程度。 

5.10 噪音 

5.10.1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包括海底管道的挖泥工程和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建

造工程，都會使用機動設備。這些設備都可能產生建築噪音。最接近浮式儲存

再氣化裝置的噪音敏感受體，是大嶼山石壁的村屋（距離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超過6公里）。這些噪音敏感受體都比較偏遠，因此預計不會受到建築工程的噪

音影響。環評研究會確定這個中期結論是否正確。 

5.10.2 運作階段 

在運作階段，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和雙泊位碼頭所裝設的設備都會產生噪

音。這些設備包括： 

 液化天然氣泵和壓縮機、氣化器和發電機； 

 氮氣產生機和排放口之類的特別設備。 

根據世界各地在運作中的相若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資料，液化天然氣進口設

施所產生的噪音不高。因此預計，大嶼山的偏遠村屋因為距離很遠，所以不會

受到營運噪音的影響。環評研究會確定這個中期結論是否正確。 

5.11 陸地生態 

本工程項目是一項海上設施，而新建的天然氣接收站亦會設於龍鼓灘發電廠和

南丫發電廠的現有邊界內，因此不會滋擾陸地生態資源（例如已知具保育價值

的地點、生境、植物和野生動物）。所以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都不會

影響陸地生態。 

5.12 土地污染 

按照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的天然氣接收站的現有土地用途，該處存在土

地污染的可能性較低。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都可能使用有限數量的

化學品。若能實施適當的工地管理方法和預防措施，預計不會產生土地污染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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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其他事宜 

5.13.1 晚間運作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可能需要在晚間進行建築工程。若要在受限制時段內（即晚上七時

至早上七時）使用機動設備，便需要申領建築噪音許可證。在申請建築噪音許

可證時，安裝工程的承建商需要提供評估結果，以證明有關的建築工程不會造

成不良的噪音影響。 

運作階段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和兩條海底管道都會全年365天，每天24小時地運作，務求

持續、可靠地為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供應天然氣。所以，浮式儲存再氣

化裝置和已泊岸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以及雙泊位碼頭旁的液化天然氣裝載臂

／互相連接的低溫管道，都會在晚間運作。 

環評研究將對夜間操作的照明要求，包括眩光的影響，進行評估，在必要時將

提出緩解措施。 

5.13.2 新增交通 

施工階段 

在本工程項目進行建築工程時，會產生海上交通，特別是建造兩條海底管道

時。在施工期間需要有船隻往來，以便運送物料、運輸廢物、挖泥、裝設海底

管道、建造雙泊位碼頭和連結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船，亦需要渡輪接載工作人

員往返工作地點。 

運作階段 

按照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運轉量計算，預料平均每五至八天便會有一艘液化

天然氣運輸船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卸載。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燃油加油操

作及接載維修和工作人員往返設施都會產生海上交通。 

5.14 累積影響 

在進行環評研究及本工程項目的發展階段，會考慮其他現有、已規劃或已承

諾，並於同期進行的項目可能造成的累積影響。第3.3節已列出各個可能造成累

積影響的工程項目。對各項可能產生的影響，都會採用在進行環評研究時可以

公開取得的最佳資料來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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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需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 

6.1 生命危害 

除了需要進行環評研究之外，本工程項目在動工前，以及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和海底管道在開始運作前，還需完成另一些與風險有關的許可申請呈序。其中

包括制訂緊急應變計劃和行動計劃，其內容必須獲得相關的政府部門（例如機

電工程署）通過。 

6.2 水質 

6.2.1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的航道和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停泊區，以及安裝兩條海底管道所

需的槽溝，都需要進行挖泥工程。預計這些挖泥工程都需要實施緩解措施，務

求把各項潛在影響控制在可接受水平。這些緩解措施可分為兩方面：一般運作

程序，以及為挖泥時減少懸浮沉積物產生量的特定措施。一般緩解措施包括採

用閉合式不透水抓斗、降低抓斗的下降速度、降低躉船的裝載速度，以及採用

適當的躉船操作方式。特定的緩解措施包括： 

 把挖泥速度調整至最適合水平；及 

 採用隔泥幕。 

至於是否需要實施這些緩解措施，則會在進行環評研究時運用電腦模擬，分析

相關的沉積物股流擴散對水質的影響後才能確定。 

雖然根據香港過去的經驗，兩條海底管道的鋪設工程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

的影響，但若施工期間的監察結果顯示有超標情況出現，便需實施適當的緩解

措施，例如： 

 把挖泥速度調整至最適合水平； 

 降低沖噴機械的速度和水柱的壓力；及 

 在鋪設路線的敏感地區（例如在毗鄰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的地區）採用隔

泥幕。 

預計在進行挖泥、回填和沖噴工程時，需要實施環境監測與審核計劃來監察工

程對水質的影響。這個監察計劃會確定各項必要的緩解措施均已被切實執行，

而且相關的影響亦在可接受水平。倘若環境監測與審核計劃偵測到有不可接的

影響出現，便會啟動額外的緩解措施。 

6.2.2 運作階段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在運作階段的主要排放物，是在液化天然氣重新氣化過程

中需要使用的海水。被排放的海水水溫會比周邊水溫低，而且會含有防污劑，

例如次氯酸鈉。因此，在進行環評研究時，會擬訂適當措施來確保這些流出物

能夠符合相關的法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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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行維護疏浚工程時，如有需要將採取緩解措施以減少對水質的潛在影響。

將建立標準操作程序以減少意外洩漏燃料的可能，相應的溢油應急程序將在詳

細設計確定。 

6.3 海洋生態及漁業 

6.3.1 施工階段 

在進行挖泥、回填和沖噴工程時，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來減少工程對水質的影

響，以防止水質變化令海洋生態和漁業資源受到間接影響。一般而言，能夠把

水質控制在可接受水平的措施，都能夠控制生態及漁業資源所受到的影響。 

若要防止打樁工程所產生的水底聲音影響海洋哺乳類動物，可以採用下列措

施： 

 採用氣泡屏障／套罩來減少水底聲音傳播； 

 妥善地安排打樁時間，避免在海洋哺乳類動物出沒最多的時間進行； 

 在打樁船四周設立隔離區。 

預計在進行海事工程時，需要實施環境監測與審核計劃來監察工程對海洋哺乳

類動物的影響。這個監察計劃會確定各項必要的緩解措施均已被切實執行，而

且相關的影響亦在可接受水平。倘若環境監測與審核計劃偵測到有不可接的影

響出現，便會啟動額外的緩解措施。 

6.3.2 運作階段 

一般而言，能夠把水質控制在可接受水平的措施，都能夠控制生態及漁業資源

所受到的影響。 

6.4 廢物管理 

6.4.1 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在進行建築工程時，會採用常見的廢物管理措施，包括有關廢物循

環再造、存放、運輸和棄置的措施，務求盡量減少產生廢物，及把廢物循環再

造。所有廢物都必須棄置於指定地點和設施。若有必要，亦會按照《廢物處置

條例》（第354章）的規定，向有關當局申請相關的處置許可證／牌照。 

被挖出的海洋沉積物，都會按照「認可人士作業備考ADV-21號–處理疏浚／挖

掘的沉積物的管理架構」所註明的程序和要求來加以管理和處置。 

6.4.2 運作階段 

若有需要進行維修疏浚工程，便需清楚地劃定疏浚範圍，以免產生不必要的廢

物。各項挖泥工程都會小心地進行，務求盡量減少挖出物料漏回水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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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文化遺產與考古 

若在環評研究中發現任何考古文物，便會決定適當的緩解措施。其中包括對海

底管道鋪設路作出輕微改動（倘若可行）。 

6.6 景觀及視覺 

由於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距離視覺敏感受體很遠（超過6公里），所以預料不會

對視覺敏感受體造成不良影響。位於大嶼山高處的地點都可能有限度地看到浮

式儲存再氣化裝置，但需在能見度較高的天氣情況下才能看到。 

6.7 空氣質素 

由於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位置較偏遠，所以不會對敏感受體造成不良的空氣

質素影響。 

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和天然氣接收站的營運期間，正常的運作程序都不會產

生廢氣。縱使在特殊情況下需要進行通風排氣，預計也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空

氣質素影響；特別是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和兩個天然氣接收站都遠離敏感受

體的情況下，猶其如此。 

6.8 噪音 

由於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位置較偏遠，所以，無論是在施工或運作期間，都

不會造成不良的噪音影響。然而，仍會實施標準措施來控制現場所產生的噪

音。 

至於海洋哺乳類動物在施工期間所受水底聲音影響的控制措施，已於6.3節闡

述。 

6.9 環境影響的可能程度、分佈和時間長短 

預計本工程項目會於2019年動工，並在2020年竣工。在施工期間的潛在環境事

項包括：本工程項目對水質、廢物、海洋生態、文化遺產和漁業可能造成的影

響。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營運期間的潛在環境事項包括：該設施對水質、海

洋生態、漁業、景觀與視覺，以及在生命危害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 

預計在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後，將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這方面的情況，

會在環評研究中予以確定。 

6.10 相關效益 

本工程項目在實施後，對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管理，會有顯著幫助。天然氣已被

廣泛認為是較清潔的燃料。此外，本工程項目還有下列優點： 

1. 具有安全和可靠燃料的電力供應：若要持續為中電和港燈的客戶提供世界級

電力供應，並能同時帶來環境效益，便必須有可靠的燃料來源。在香港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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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可以讓中電和港燈獲得充足和可靠的液化天然氣供

應，以配合未來對天然氣的需求。本工程項目啟用後，會以世界級的標準來

運作和保養，確保能夠暢順地把液化天然氣從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輸送至浮式

儲存再氣化裝置船，進行重新氣化，再經由海底管道從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輸出至龍鼓灘發電廠和南丫發電廠。新增的液化天然氣供應來源，亦能提高

本港電力供應的可靠性。 

2. 降低燃料採購成本：目前，從國內進口天然氣的採購成本包含國家徵稅。由

擬議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所進口的液化天然氣將可避免該等稅項，這可降低

中電與港燈燃料採購成本。 

3. 環境效益：本工程項目令中電和港燈可以從全世界的液化廠，靈活地安排液

化天然氣來源，以滿足未來對天然氣的需求。由於液化天然氣的排放物中，

基本上沒有粒狀物，只有微不足道的二氧化硫，以及比其他化石燃料少的氮

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所以有助於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 

4. 靈活地直接選購價格相宜的天然氣：若能在香港境內設置以海上浮式儲存再

氣化裝置為基礎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便能令香港的未來天然氣來源有更多

選擇，同時亦令香港能更靈活地從全球的液化天然氣市場（包括現貨市場）

直接取得價格較低的天然氣，因而改善香港在未來作為液化天然氣買家的整

體議價地位，並增加供應來源的多樣性。 

5. 工程項目發展的安排：把本工程項目安排於香港海域內，令既定的項目發展

可以在一個對基礎設施建設有清晰政策和規例的單一司法區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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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表7.1羅列了與本工程項目相關，並已獲通過的其他項目的環評報告。 

表7.1 先前已獲通過並與本工程項目相關的環評報告 

登記冊編號 工程項目名稱 相關之處 
AEIAR-185/2014 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 
 

AEIAR-163/2012 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和空氣質

素影響評估 
 

AEIAR-152/2010 在香港發展一個100兆瓦海上風力發電場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 
 

AEIAR-150/2010 龍鼓灘然氣供應項目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和水質素

影響評估 
海洋挖泥活動 
 

AEIAR – 146/2009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 
 

AEIAR – 145/2009 港珠澳大橋香港囗岸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 
 

AEIAR-144/2009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 
 

AEIAR-129/2009 淤泥處理設施 四周環境和敏感受體 
 

AEIAR-107/2007 香港國際機場的永久性飛機燃料設施 四周環境和敏感受體 
 

AEIAR-106/2007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及相關設施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漁業及生命危害等的影

響評估 
AEIAR-069/2003 南丫發電廠航道改善工程  

 
四周環境 
海洋挖泥活動 

AEIAR-010/1999 南丫島擬建之1, 800 兆瓦燃氣發電廠 四周環境、敏感受體、水質、

生態影響評估 
 

 

 

 
倘若本工程項目簡介的中文版與英文版內容或涵義有分歧，概以英文版為

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