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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1.1 背景

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營運的南丫發電廠現時運行的發電機組包括六台燃煤機組（即 L2、L4 至

L8）、三台燃氣的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即 L9、L10 和 GT57），以及五台燃油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

（即 GT1 至 GT4、GT6）。 

早於 80 年代末，（即《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實施前），南丫發電廠已經有七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

（GT1 至 GT7）在運行中。其中的 GT5 和 GT7 兩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於 2002 年被改裝成一個

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GT57），總發電量達 345 兆瓦，GT57 並於 2008 年改以天然氣作為燃料。其他

五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即 GT1（55 兆瓦），以及 GT2、GT3、GT4 和 GT6（各達 125 兆

瓦），均用於調峰和在緊急情況下提供後備電力。 

位於南丫發電廠的燃氣機組區內的 GT2、GT3、GT4、GT57 和 GT6 機組（總發電量達 845 兆瓦）已

接近其使用年限。因此，港燈建議從 2022 年起陸續拆卸這些機組，並在燃氣機組區內建造和營運最多

四台發電量為最高達 130 兆瓦的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即擬建的 GT8、GT9、GT10 和 GT11，

總發電量達 520 兆瓦）（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以維持南丫發電廠的調峰和緊急運作時的要

求。位於燃氣機組區外的 GT1 並不包括於本工程項目之內。GT1 將會在南丫發電廠繼續運作。 

機組逐漸老化，運作效率亦漸低，有可能產生更多廢氣。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效率較高，而且可

以達到更嚴格的排放標準，因此，可以在發電量相同的情況下，比現有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產生較

少氣體排放，特別是氮氧化物。因此，本工程項目對環境方面有好處，可視為港燈持續努力的一部分，

以進一步減少南丫發電廠運作時所排放的氣體，並有助於長遠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 

提交這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及報告的內容，並不代表港燈承諾會進行本工程項目。 

1.2 本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本工程項目的內容，是停用和拆卸已接近其使用期限的現有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即 GT2、GT3、

GT4 和 GT6）和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GT57），然後建造和營運最多四台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

（即 GT8、GT9、GT10 和 GT11），以替換現有機組。在現有機組逐步退役後，其原有功能會由新的

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接替，在調峰期間提供額外發電能力，並在緊急情況下維持後備電源，以保證南

丫發電廠能夠持續運作。四台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各有最高達 130 兆瓦的發電能力，所以總發

電量可達 520 兆瓦。本工程項目的主要工作包括下列各項： 

 停用和拆卸現有的 GT2、GT3、GT4、GT57 和 GT6 機組，以及其輔助設備，包括斷電起動燃氣輪

機組、雜類儲物棚，以及位於 GT5 附近的潤滑油儲存缸；

 建造新的 GT8、GT9、GT10 和 GT11 機組，並安裝新的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和電池儲能系統；

 建造新纜槽、新樓梯和新電梯，以及把 GT57 輔助機樓改裝為新的 132 千伏開關站；及

 營運新的 GT8、GT9、GT10 和 GT11 機組。

按照《環評條例》（499 章）的規定，本工程項目因為下列元素，所以屬於指定工程項目： 

 停用和拆卸南丫發電廠內四台現有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和一個現有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附表 2

第 II 部第四項：公用事業設施–發電廠）；及

 在南丫發電廠裝設最多四台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附表 2 第 I 部 D.1 項：公用事業電力

廠）。

1.3 本環評研究的目的和目標 

本環評報告，是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按照 2020 年 7 月發出的「環評研究大綱 ESB-

331/2020 號」（以下簡稱「環評研究大綱」）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以下簡稱「環評

程序技術備忘錄」）所闡述的要求，為港燈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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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是次環評研究旨在根據環評研究大綱所闡述的要求，提供有關本工程項目所進行的退役／拆卸、建造和

營運等工作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有關其影響性質和範圍的資料。這些資料有助於環境保護署署

長在下列各方面作出決定： 

 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任何不良環境影響（若有）的整體可接受程度； 

 本工程項目為緩解各項不良環境影響而需在詳細設計、退役／拆卸、施工和營運等方面必須盡可能

符合的條件和要求；及 

 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各項剩餘影響（若有）的可接受程度。 

有關環評研究的詳細規定，均於環評研究大綱的第 3 條闡述。是次環評研究已處理環評研究大綱所指定

的，有關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施工和營運等工作的主要環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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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項目的目標和效益以及對其他方案的考慮 

 

2. 本工程項目的目標和效益以及對其他方案的考慮 

2.1 本工程項目的目標和必要性 

是次環評研究詳細考慮了本工程項目的目標和必要性。現有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聯合循環燃氣輪

機組（即 GT2、GT3、GT4、GT6、GT57）已接近其使用年限。這些裝置需要逐步退役，並由新的開

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取代，以接替這些現有機組的功能，即在調峰期間提供額外發電能力；並在緊急情

況下維持後備電源，以保證南丫發電廠能夠持續運作。若沒有本工程項目，港燈將會慢慢失去應付調峰

期間額外電力需求的能力，以及在緊急情況下維持電力供應的能力，因而令港燈供電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受到威脅。 

2.2 本工程項目的環境效益 

現有的 GT2、GT3、GT4、GT6 和 GT57 機組自 1989 年以來一直在使用，但其效率日益下降，亦可能

產生更多的氣體排放。用於取代這些現有機組的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效率更高，能夠達到更嚴格的排

放標準，因而在運行過程中產生較少氣體排放，特別是氮氧化物。因此，本工程項目對環境方面有好

處，亦有助於持續減少南丫發電廠在運作時所排放的氣體；而且在長遠而言，亦有助改善香港的空氣質

素。 

2.3 其他發電方案的考慮 

環評報告第 2.4.1 節探討了多個方案，以應付上述的現有發電機組逐步退役後，在調峰和緊急情況下的

電力需求。是次研究考慮過的方案包括： 

 建造新的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 

 建造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 

 延長現有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的使用； 

 從中國大陸輸入電力；及 

 使用可再生能源。 

上述各個方案在調峰和緊急情況下發電的優點和缺點，均羅列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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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個發電方案在調峰和緊急情況下的優點和缺點 

方案 優點 缺點 結論 

建造新的聯合

循環燃氣輪機

組 

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的效率

較高，而且運作時的能源消

耗量和氣體排放都較少。 

聯合循環燃氣輪機沒有快速起動

能力。在調峰和緊急情況時，快

速起動能力是能夠迅速供電的關

鍵。 

並非可取的方案 – 由於欠缺

快速起動能力，所以並非切

合需要的方案 

建造新的開放

式循環燃氣輪

機組 

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具備

快速起動能力，可以在較短

時間內發電。 

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

在運作時，比現有機組產生

較少氣體排放。 

- 是個可取方案 – 它的快速起

動能力切合需要，而且其氣

體排放較現有機組少，對環

境有好處。 

延長現有開放

式循環燃氣輪

機組的使用 

- 需要為現有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

機組大幅更換配件和進行翻新工

程。 

現有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的

控制系統已過時；設備供應商沒

有必要的零件或技術支援可讓現

有機組繼續運作。 

並非可取方案 – 技術上不可

取，亦不具備成本效益；而

且在保證調𡶶和緊急情況下

供電方面，亦非長遠解決辦

法。 

從中國大陸輸

入電力 

- 缺乏連接中國大陸電網的基礎設

施。 

對於從中國大陸輸入電力，香港

政府沒有直接控制和規管的權

力，因此不能保證電力供應的可

靠性。 

把發電所產生的污染物從香港轉

移至中國大陸。無論香港政府還

是港燈，都沒法控制當地的排放

表現。 

並非可取方案 – 缺乏基礎設

施；未能確定電力供應的可

靠性；而且沒法控制排放表

現。 

使用可再生能

源 

不會產生排放。 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屬間歇性，不

能按需求供電來配合調峰和緊急

情況的需要。 

並非可取方案 – 由於不能按

需求供電，所以未能切合需

要。 

建造和運營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是最切實可行和最可取的方案，因為這樣基本上是以類似的新設

備替換舊設備，而且切合需要，在技術上也最切實可行，亦對環境有利，並能配合現有機組的退役時間

表。其他方案則會出現不可行和不確定等情況，亦可能沒法配合現有機組的退役時間表。 

2.4 選址考慮 

環評報告第 2.4.2 節討論了把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安裝在南丫發電廠及擴建部份之內各個潛在選址

的利弊，有關的優點和缺點亦於表 2.2 中羅列。當中考慮了各種因素，包括選址情況、空間是否充足、

施工的可行性和複雜性，以及對環境的影響。建造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的最可取選址是在燃氣機組

區，即擬議拆卸的現有機組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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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潛在選址的優點和缺點 

潛在選址 優點 缺點 結論 

燃氣機組區 在移除現有機組後，有足夠

空間建造新的開放式循環燃

氣輪機組、電纜槽和相關設

施。 

無需進行地基工程，因為現

有的地基樁柱和鋼筋混凝土

結構都可用於建造新的開放

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新的開

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也可以

使用現有的煙囪。 

- 這是個可取方案 –項目規模

小；亦無需進行地基工程；

涉及的土木工程很有限；對

環境的影響也較小。 

L13區 L13區現時是清空的，有足

夠空間供本工程項目使用。 

按照規劃，L13區是留作擬建的

L13機組日後發展之用。在L13區

建造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

組，可能會對擬建的L13機組在設

計和施工上造成限制。 

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需要

建造地基和混凝土結構。此外，

亦需要建造新煙囪。 

並非可取方案 – 與擬建的

L13機組互相影響，令設計

更複雜和受限制。由於需要

建造新地基和進行大量土木

工程，項目規模、施工時

間、成本和環境影響都會增

加。 

L3機組的主廠

房大樓 

- 需要進行大量拆卸工程來拆除L3

機組主廠房大樓的現有結構和設

備，以便騰出空間來建造新的開

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 

 

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需要

建造地基和混凝土結構。此外，

亦需要建造新煙囪。 

並非可取方案 – 需要進行大

量拆卸工程來騰出空間。由

於需要進行大量拆卸、地基

和土木工程，項目規模、施

工時間、成本和環境影響都

會增加。 

 

2.5 進行和不進行本項目的情景 

倘若不進行本工程項目，當現有發電機組於 2022 年起逐步退役後，港燈將會逐漸失去應付調峰期間電

力需求所必須的額外發電能力，以及在緊急情況下維持電力供應的能力。當相關的現有機組全部退役

後，這些能力將會完全消失。這樣會顯著影響南丫發電廠的正常運作，並令港燈供電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受到威脅。 

若能實施本工程項目，港燈便可以安排現有機組逐步退役，同時建造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即安

排至少一台現有機組退役，然後再啟用一台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這樣既能讓更換開放式循環燃

氣輪機組計劃順利過渡，亦能保持必要的發電量，以應付調峰和緊急運行期間的額外電力需求。開放式

循環燃氣輪機組在開始運作後，可以繼續使用多年，並能配合南丫發電廠日後的運作，為香港提供穩定

可靠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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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工程項目概覽 

3.1 工地位置和簡史 

本工程項目的工地位於南丫發電廠內的現有燃氣機組區，詳見圖 3.1a / 圖 3.1b。南丫發電廠的填海區

於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完成。本工程項目的工地一直空置，直至 1989 年才建造現有的 GT2 至

GT7 機組。其後，GT5 和 GT7 機組於 2002 年被改裝為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即 GT57）。從 2002 年

起，燃氣機組區的運作便一直保持不變。 

3.2 本工程項目的組成部份 

本工程項目是由以下主要部份組成。有關細節，請參閱環評報告第 2.5 節。 

 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 – 共有四台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當中每台基本上都是由一台燃氣輪

機和一台發電機組成，以超低硫柴油作為燃料，在峰值負荷和緊急情况下發電。每台新開放式循環

燃氣輪機組的發電量最高達 130 兆瓦，總發電能力可達 520 兆瓦。由 GT8、GT9、GT10 和 GT11

等機組所產生的廢氣，會分別以現時供 GT5、GT6、GT7 和 GT2 機組使用的現有煙囪排放。GT3

和 GT4 兩台機組使用的現有煙囪會被保留，但不會供本工程項目使用。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

組都是以空氣進行冷卻，所以在運作時無需使用和排放冷卻用水。 

 斷電起動燃氣輪機 – 會以一台新的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取代現時裝設於燃氣輪機區西邊界線附近的

現有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新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的發電量與現有的一台相若（即約為 2.2 兆

瓦）。在罕見的大停電情況下，這台機組會為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提供起動電力。 

 電池儲能系統 – 會在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的南面裝設一個新電池儲能系統，其輸出電力估計約達 3

兆瓦。這個電池儲能系統和新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一樣，會在罕見的大停電情況下，為開放式循環

燃氣輪機組提供起動電力。在發生大停電時，電池儲能系統會首先運作，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則會

作為電池儲能系統的後備設施。 

 132 千伏開關站 – 現有的 GT57 輔助機樓會被改裝成新的 132 千伏開關站，以輔助新開放式循環燃

氣輪機組的運作。新的 132 千伏開關站會配備新樓梯和升降機，還有新電纜槽，以便鋪設 132 千伏

的電纜連接至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和電池儲能系統。 

環評研究在本工程項目附近識別了多項現有和已承諾的工程項目，這些項目可能與本項目的退役／拆

卸、建造和營運等工作互相影響。這些項目若有任何累積影響，都已按照環評研究大綱的要求，在是次

環評研究的技術評估中作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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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例要求、評估準則和敏感受體 

4.1 概覽 

本工程項目主要包括以新的，更有效率的機組（即 GT8、GT9、GT10 和 GT11）來更換位於燃氣機組

區內的現有，並正在老化的機組（即 GT2、GT3、GT4、GT57 和 GT6），藉此在調峰和緊急情況下維

持所需要的發電能力，以保證南丫發電廠能夠持續運作。由於新機組的效率比現有機組高以致氣體排放

量較少，所以本工程項目的運作，從空氣質素方面對環境帶來好處。 

4.2 空氣質素 

是次環評研究檢視了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等階段對空氣質素可能造成的影響。在識別

有關的影響後，是次研究分析了這些影響在符合相關規定方面的表現，當中包括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頒佈，並會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的新香港空氣質素指標，以及在《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4

和 12 中分別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評估範圍是指距離本工程項目工地邊界 15 公里內的範圍，其中包括六個地區，即：離島（南丫島、長

洲、坪洲、喜靈洲、大嶼山北部和東部）、港島南區、港島中西區、港島東區、九龍和青衣。是次研究

在這六個位於評估範圍內的地區中，共識別了 61 個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並評估了本工程

項目在退役／拆除、施工和運作階段對它們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 

4.3 噪音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在進行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等活動時，可能產生的潛在噪音影響。是

次研究識別了可能出現的影響，並分析它們是否符合《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5 和 13 中分別闡述的準

則和指引，以及《噪音控制條例》中的適用準則。 

本工程項目的工地位於南丫島上的南丫發電廠內。該處屬鄉郊性質，四周有天然地貌環繞，南面則是開

闊海域。本工程項目的工地和四周的背景噪音主要是當地的一般背景噪音，包括海浪和現有南丫發電廠

運作所產生的噪音。在本工程項目工地邊界 300 米範圍內的評估範圍內，未發現任何現有或已規劃的噪

音敏感受體。在評估範圍外識別了兩個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即位於大山中和洪聖爺的村屋，分別

距離本工程項目的工地約 810 米和 1,450 米。同時，亦評估了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階

段對它們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 

4.4 水質 

環評研究闡述了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等工作可能對水質造成的潛在影響。是次研究識

別了有關的影響，並分析了這些影響是否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所規定的水質指標，以及在《環評技

術備忘錄》附件 6 和 14 中分別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是次研究進行水質評估的評估範圍包括距離本工程項目工地邊界 500 米以內的地區，以及南區水質管制

區。評估範圍內和附近地區的基線情況，主要受珠江流出的水影響。是次研究共識別了五個水質敏感受

體，並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階段對它們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 

4.5 廢物管理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等活動可能造成的潛在廢物管理影響。是次研

究識別了可能出現的影響，並分析它們是否符合《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7 和 15 中分別闡述的準則和

指引。 

4.6 土地污染 

是次環評研究已檢視了本工程項目工地的潛在土地污染問題。是次研究根據《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9 的指引，以及其他相關指引和實務指南，進行了土地污染評估。 

是次研究根據實地評估結果，以及有關本工程項目工地潛在土地污染源的文獻檢視結果，建議在五個熱

點位置（包括 4 個探土孔和 1 個試孔）進行實地勘察和收集樣本，以便評估與本工程項目有關的潛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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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污染影響。在擬議採樣的位置上的現有機組和構築物被拆除後，便會根據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核淮

的污染評估計劃書進行實地勘測和採樣。 

是次研究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階段所產生的潛在土地污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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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影響概要 

5.1 工程項目描述 

本工程項目的內容包括停用和拆卸南丫發電廠燃氣機組區內的現有機組（即 GT2、GT3、GT4、GT57 和

GT6）和其相關輔助設備，以及在燃氣機組區內建造和營運四台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即 GT8、

GT9、GT10 和 GT11）。本工程項目的工地包括燃氣機組區（見圖 3.1a）。在項目工地內的現有機組和

擬建新機組的位置，則分別展示於圖 3.1a 和圖 3.1b。 

5.1.1 退役／拆卸、施工和營運活動 

本工程項目在進行退役／拆卸或施工期間，無需進行大型工地平整工程或挖泥工程。本工程項目的主要

活動均羅列於表 5.1。 

表 5.1 主要工程活動概覽 

項目 詳情 

退役／拆卸活動  現有的GT2、GT3、GT4、GT57和GT6等機組及其輔助設備均會退役，並被拆

卸。 

 現有的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位於該機組附近的雜類儲存棚、以及位於GT5

機組附近的現有潤滑油儲存缸都會被拆卸。 

 GT57輔助機樓內的現有渦輪增壓器構建物和設備會被移走和拆卸，因而需要

在約200平方米的範圍內進行小型挖掘工程，深度約為2.6米。 

 拆卸工程會使用一些常用的設備，例如挖掘機、流動起重機、電動破碎機、

打磨機、火𦦨切割器和手持機動工具等。 

施工活動 建造新機組： 

 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的主要設備會在場外組裝，然後安裝在位於燃氣機

組區內的被拆機組的現有基樁和鋼筋混凝土結構上。 

 新的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和電池儲能系統會安裝在燃氣機組區的西北角附近

位置。 

 在建造和安裝新機組時，會使用一些常用的設備，例如流動起重機和手持機

動工具等。 

 把現有的GT57輔助機樓改裝為新的132千伏開關站： 

 新的132千伏開關站內會安裝氣體絕緣開關設備、電力和控制台，以及其他

相關設備。 

 在安裝這些設備時，會使用一些常用設備，例如高架起重機和手持機動工

具。 

 建造新樓梯、升降機和電纜槽： 

 在GT57輔助機樓的正東面會建造一條新樓梯和升降機，佔地約為10米 x 5

米，因此需要進行小型挖掘工程，挖掘深度約為5米。 

 會建造闊約1.5米，長約1,240米的新電纜槽，以便鋪設新的132千伏電纜，用

於把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和電池儲能系統連接至

新的132千伏開關站。因此需要進行小型挖掘工程，探度約為1.8米。 

 在建造新樓梯、升降機、電纜槽和接著的電纜鋪設工程時，會使用一些常用

的設備，例挖掘機、流動起重機、焊接機器和其他手持的機動工具。 

營運活動  新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和輔助設備會在調峰和緊急情況下運作。 

 新的電池儲能系統和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會在出現罕有的大停電時啟動，以

便為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提供啟動所需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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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暫定實施計劃 

港燈擬於 2022 年至 2028 年期間，在燃氣機組區內停用和拆卸現有的 GT2、GT3、GT4、GT57 和 GT6 機

組，並依次建造和營運新的 GT8、GT9、GT10 和 GT11 機組。暫定實施方案如圖 5.1 所示。 

圖 5.1 本工程項目的暫定實施計劃 

 

5.2 空氣質素 

5.2.1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 

除了建造新電纜槽、新樓梯和升降機，以及在現有的 GT57 輔助機樓內的重建工程需進行小型挖掘工程

外，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和建造工程都並非潛在的粉塵來源。有關的工程只會產生有限數量的挖出

物料，因此預期潛在揚塵排放也會相對少。由於工地與南丫發電廠外最近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的距離很

遠（至少 800 米），預計本項目的退役／拆除和施工活動不會對廠外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造成不良的揚

塵影響。此外，由於預期潛在的揚塵影響程度有限，範圍亦很小，所以行政和控制大樓與項目工地之間

也有足够的間隔距離（相距超過 100 米）。若能實施良好的建築工地管理方法和《空氣污染控制（施工

粉塵）規例》中建議的相關緩解措施，預計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和建造工程也不會對行政和控制大

樓內的港燈員工造成不良的揚塵影響。 

由於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和建造工程規模相對較小，而且機組會分階段拆卸和安裝，現場只會使用

數量有限的建築機械。因此，這些建築機械在運作時產生的排放也會較少。若能遵守《空氣污染管制 

(非道路移動機械) (排放) 規例》和《空氣污染管制（燃料限制）規例》所闡述的規定，使用這些建築機

械不會造成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已拆卸的設備會經海路運離現場。由於本工程項目的拆卸工程和建築工程規模都較小，因此，預計在退

役／拆卸和施工階段為了運送有關設備而新增的海上交通數量有限（每 2 天不超過 1 至 2 次船舶行

程）。船舶的操作將遵守《空氣污染管制（船用輕柴油）規例》和《空氣污染管制（船舶燃料）規例》

的規定。預計與本項目相關的船舶排放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不良影響。 

5.2.2 運作階段 

由擬議新建的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所產生的煙囪排放，會是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的主要空氣排放

源。是次研究進行了比較評估，旨在評估有關的機組在實施本工程項目之前和之後所造成的空氣質素影

響。這些比較評估考慮了表 5.2 所羅列的「沒有本項目」情景和不同階段下的「有本項目」情景。 

Q3-Q4 Q1-Q2 Q3-Q4 Q1-Q2 Q3-Q4 Q1-Q2 Q3-Q4 Q1-Q2 Q3-Q4 Q1-Q2 Q3-Q4 Q1-Q2 Q3-Q4

GT2

GT3

GT4

GT57

GT6

GT8

GT9

GT10

GT11

建造新電纜槽

建造新的132千伏關關站、樓梯和升降機

安裝電池儲能系統和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

GT8

GT9

GT10

GT11

啟用新機組

2027 2028

停用和拆卸現有機組

建造新機組

其他建造工程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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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模擬情景和排放源 

模擬情景 排放源 

「沒有本項目」  現有的 GT2、GT3、GT4、GT57、GT6 機組 

「有本項目」–第 1 階段  現有的 GT2、GT3、GT4 機組 

 新建的 GT10 機組 

「有本項目」–第 2 階段  現有的 GT3、GT4 機組 

 新建的 GT8、GT10 機組 

「有本項目」–第 3 階段  現有的 GT4 機組 

 新建的 GT8、GT9、GT10 機組 

「有本項目」–第 4 階段  新建的 GT8、GT9、GT10、GT11 機組 

在每個「有本項目」情景中（第 1 至第 4 階段），各個已識別的具代表性空氣質素敏感受體所受到的空

氣質素影響，都分別與「沒有本項目」情景中的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影響作出比較。比較評估的結果顯

示，本工程項目在「有本項目」情景的各個階段中所導致的污染物增幅（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可吸

入懸浮粒子、微細懸浮粒子），在所有已識別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處的所有相關評估高度，都低於「沒

有本項目」情景。表 5.3 羅列了「有本項目」情景的預測污染物濃度在與「沒有本項目」情景比較下的

降低情况。由於本工程項目營運的各個階段中，已識別的具代表性空氣質素敏感受體處的空氣質素影響

都有所減少。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的運作不會產生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表 5.3 預測污染物濃度在「有本項目」情景與「沒有本項目」情景比較下的減幅 

模擬情景 預測濃度的減幅（g m-3） 

二氧化氮1

小時最高濃

度 

二氧化氮全

年濃度 

二氧化硫10

分鐘最高濃

度 

二氧化硫24

小時最高濃

度 

可吸入懸浮

粒子／微細

懸浮粒子24

小時最高濃

度 

可吸入懸浮

粒子／微細

懸浮粒子全

年濃度 

「有本項目」–第 1 階段 -138.55 至 -

2.58 

-1.41 至 -

0.08 

-39.21 至 -

0.72 

-2.17 至 -

0.05 

-2.40 至 -

0.06 

-0.14 至 -

0.01 

「有本項目」–第 2 階段 -138.09 至 -

3.37 

-1.51 至 -

0.10 

-38.67 至 -

0.70 

-2.11 至 -

0.05 

-2.54 至 -

0.07 

-0.15 至 -

0.01 

「有本項目」–第 3 階段 -146.61 至 -

4.21 

-1.62 至 -

0.12 

-37.77 至 -

0.67 

-2.06 至 -

0.05 

-2.63 至 -

0.08 

-0.16 至 -

0.01 

「有本項目」–第 4 階段 -155.65 至 -

6.84 

-1.76 至 -

0.13 

-37.26 至 -

0.65 

-2.03 至 -

0.04 

-2.82 至 -

0.09 

-0.18 至 -

0.01 

 

5.3 噪音 

5.3.1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噪音影響，主要來自建築工地使用的機動設備。在 300

米評估範圍內沒有噪音敏感受體，而最近的噪音敏感受體與本工程項目工地的邊界最少相隔 810 米。由

於距離很遠，而且受到地形和現有建築物屏蔽，預料本工程項目的拆卸和建築工程所產生的噪音影響將

會極輕微。 

所有噪音敏感受體都距離南丫發電廠碼頭很遠（最少 1.6 公里）；與海運路線相距更遠。由於每 2 天只

會有不多於 1 至 2 次船隻往來，預料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的海上交通不會造成不良噪音

影響。 

在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均無需實施緩解措施或進行噪音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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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運作階段 

在本工程項目運作階段可能產生的噪音，主要來自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即 GT8、GT9、GT10 和

GT11）在運作時產生的固定機器噪音。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只會在調峰和緊急情況下，間歇地使

用。在 300 米評估範圍內並沒有噪音敏感受體；但在距離本工程項目工地邊界 810 米及 1,450 米的地

方，則分別識別了兩個噪音敏感受體（即分別位於大山中和洪聖爺兩處的村屋）。由於位於洪聖爺的村

屋（噪音敏感受體 N2）是距離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最近並有可能可以直接看見機組的噪音敏感受

體，因此對此噪音敏感受體進行了固定機械噪音定量評估。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在運作時對距離噪

音敏感受體 N2 正面 1 米位置造成的預測噪音聲級是 37 分貝(A)，符合相關的日間和夜間噪音準則。因

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不會造成不良噪音影響。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無需實施緩解措施或進

行噪音監察。 

5.4 水質 

5.4.1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和建築工程無需進行任何海事工程或工地平整工程。若能實施良好施工方法和

水質緩解措施，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所產生的地面徑流和建築工人排放的污水，均不會

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5.4.2 運作階段 

本工程項目的運作不會排放冷卻用水，所以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水質影響。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無需

實施緩解措施或進行水質監察。 

5.5 廢物管理 

5.5.1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會產生的廢物包括：拆卸及移除現有機組和相關設備／零件，

以及進行小型土木工程所產生的建造及拆卸物料；建造新電纜槽、新樓梯和升降機，以及 GT57 輔助機

樓內的重建工程所產生的挖掘物料；拆卸現有機組、維修施工機器和啟用新機組所產生的化學廢物，以

及建築工人所產生的一般垃圾。表 5.4 羅列了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的估計廢物產生量。在實施各項

建議的緩解措施後，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因為存放、搬運、收集、運送和棄置廢物而造成不可接受的環

境影響。 

表 5.4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的估計廢物產生量 

廢物種類 大約數量 

建拆物料（拆卸工程）  廢棄金屬：4,500噸 

 其他非惰性建拆物料（例如塑膠、木材、紙板）：100立方米 

 惰性建拆物料（例如碎混凝土）：720立方米 

建拆物料（土木工程）  惰性建拆物料：84立方米 

 非惰性建拆物料：21立方米 

挖掘物料  5,000立方米 

化學廢物  每月數百公升 

一般垃圾  每日162.5公斤 

5.5.2 運作階段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會產生化學廢物（每月數百公升）和一般垃圾（微量）。一般垃圾的收集、處

理、運輸及棄置，均會按照南丫發電廠的現行廢物管理方法進行。化學廢物會由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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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並運送至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棄置。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在廢物管理方面造成不可接受的

環境影響。 

5.6 土地污染 

5.6.1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 

基於實地評估的結果，以及有關本工程項目工地的潛在土地污染來源的文獻檢閱結果，不能排除在潤滑

油儲存缸、斷電起動燃氣輪機組、化學劑投配坑和雜類儲物棚等地方可能有土地污染的風險。是次研究

在這些地方共識別了五個熱點位置。建議在這五個熱點位置進行實地勘察和採樣，以便評估與本工程項

目有關的潛在土地污染影響。當擬議採樣地點的現有機組和構築物被拆卸後，便會根據環保署核淮的污

染評估計劃書進行實地勘測和採樣。在本項目工地若有任何潛在土地污染，應該只屬局部性質，而且所

識別的化學污染物亦可以用現有的整治技術處理。若能以適當的整治技術妥善處理在實地勘察時找到的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若有），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土地污染影

響。承建商必須實施良好工地管理方法，盡量減少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期間造成土地污染的

風險。 

5.6.2 運作階段 

預料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土地污染影響，並無需實施緩解措施。 

5.7 環境監察與審核 

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理和土地污染方面可能造成的影

響。結果顯示，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之後，這些影響均能符合《環評技術備忘

錄》的規定。本工程項目會透過詳細的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監察退役／拆卸和建造工程的實際影響，

包括定期進行工地環境勘察與審核，以確保各項有關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理和土地污染方面

的建議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均被妥善實施，而且確有成效。有關這項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環評報

告相關的《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一旦出現任何環境影響，這項計劃會提供相應的管理行動和補充緩

解措施，從而確保工程項目的退役／拆卸、建造和營運工作，在環境方面屬於可以接受。 

5.7.1 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 

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和施工階段，會進行定期的實地勘察和審核，以確保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均被

有效和及時地實施。 

此外，亦會定期進行廢物檢查，以確定工地產生的廢物是否按照建議的良好施工方法和廢物管理計劃來

處理。 

5.7.2 運作階段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無需進行定期監察或實地勘察／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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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是次環評研究仔細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在退役／拆卸、施工和運作方面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的整體可接受

程度。評估結果顯示了本項目各項剩餘影響的可接受程度，以及對人口和環境敏感資源的保護。環評研

究認為，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在環境方面是可接受的，而且符合《環評程序備忘

錄》的有關評估標準/ 準則。是次研究亦在適當地方建議了相關的環境影響監察和審核機制，以核實環

評預測的準確性，藉此確保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成效。 

鑑於燃氣機組區內的現有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組將從 2022 年起逐步退役，本工

程項目的實施能夠在調峰期間提供額外發電能力，以及在緊急情況下維持備用電源，因此對南丫發電廠

未來能夠持續運作至關重要。本工程項目中的新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在運作時所產生的空氣排放，按

相同的發電量計算，會比現有的、正在老化的機組所產生的排放為少。因此，本工程項目對環境有利，

有助於減少南丫發電廠在運作時的整體排放，並長遠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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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發電廠更換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組之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行政摘要 

說明 

 
本環評報告是為符合環評研究大綱及《環評技術備忘錄》的規定而擬備，以供環境保護署署長考慮批出

環境許可證，以准許本工程項目進行相關的退役／拆卸、施工及營運等工作。 

 

本行政摘要英文版的內容若與中文版有任何差異，概以英文版為準。 

 
提交這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及報告內提及的環境許可證申請，都不代表港燈承諾會進行本工程項

目。



 

 

 

 

The business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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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磡德豐街 18 號 

海濱廣場 1 座 

25 樓 2509 室 

 

T: +852 2271 3000 

F: +852 3015 8052 

 

www.erm.com 

 

http://www.er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