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價格調節機制 

與公共及專線小巴業界會議摘錄 

 

日期：  2005年12月30日 

時間：  下午3時30分 

地點：  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機電工程署總部7102室 

 

部門代表： 

陳 帆先生     (機電工程署) 主席 

王錫章先生     (機電工程署) 

岑仲堯先生     (機電工程署) 

沈忠義先生     (機電工程署) 

莫偉全先生     (環境保護署) 

劉建熙先生     (運輸署) 

 

公共及專線小巴業界代表： 

鄧贊洪      漢華小巴商會有限公司 

及九龍公共小型巴士潮籍工商聯誼會 

梁雄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專線小型巴士聯合總商會 

黎銘洪      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 

魏初      藍田惠海小巴商會 

凌志強及梅志剛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代表： 

劉仁杰先生     華潤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白曉松先生     華潤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廖佩賢女士     華潤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蕭錦華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林文立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譚尚斌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 

  

2 主席首先指出石油氣車輛在專用加氣站排隊輪候加氣是由於專用加氣站石

油氣上限價格滯後所致。根據營運商和政府簽訂的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

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上限價格每六個月須按國際石油氣價的升跌調整一

次。由於近期國際石油氣價格大幅波動，導致大約 74%的石油氣車輛前往

12個專用加氣站加氣；而餘下 26%的石油氣車輛則前往 41個非專用加氣站

加氣。供求失衡的情況對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加氣設施和相關供應鏈帶來壓力。  

 

  

3 主席表示政府分別與華潤及易高商討，以確保它們能提供一個合理水平的

加氣服務，切合石油氣車輛業界的需要。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改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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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水平，在確保持續供氣的情況下盡量使用多些加氣槍，以減少對業

界的影響。雖然在目前的條件限制下，華潤及易高均承諾盡力調配專用加

氣站內多些加氣槍投入運作，在繁忙時段把 70%加氣槍投入運作，在實際

可行情況下盡量縮短石油氣車輛排隊輪候加氣的時間。兩間公司亦會在安

全情況下增加石油氣缸車運送石油氣至專用加氣站的次數。 

 

  

4 主席向與會者說兩個營運商會安排與石油氣車輛業界每季進行聯絡會議，

加強彼此溝通和了解。機電工程署、環境保護署和運輸署亦會出席會議，

以聽取有關專用加氣站的意見及建議。 

  

5 主席提出為長遠解決有關問題，現行專用加氣站的價格調整頻率安排有修

改的必要，將國際石油氣價格的變動適時反映在專用加氣站的零售價格

上。所以，調整頻率會由每半年一次改為每月一次，並參考之前一個月的

國際石油氣價格。有關的調整長遠來說對用家的影響是中性的，因為國際

石油氣價格是直接反映在零售價錢上，改變後的調整安排更能適時反映國

際石油氣價格的走勢。政府計劃在 2006年 2月 1日引入新的價格調整安排。

  

6 黎銘洪先生提出政府可考慮將調節頻率改為每 3個月一次。 

 

主席表示，如石油氣價格上限每 3個月調整一次，也可能出現石油氣價格

上限滯後市場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每月調整石油氣價格上限一次。

  

7 黎銘洪先生認為政府應管制非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價格，使之與專用加氣

站的石油氣價格相同，並向非專用加氣站的擁有人支付差價。 

 

莫偉全先生表示，當前的問題是石油氣價格上限滯後所致。最好的解決方

法是每月調整石油氣價格上限一次，將國際石油氣價格的變動適時反映在

專用加氣站的零售價錢上。 

 

主席補充說，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價格上限是受合約所限制，但非專用加

氣站會因應市場條件而調整石油氣價格。 

  

8 魏初先生指出，位於觀塘的專用加氣站經常有石油氣車輛大排長龍輪候加

氣。 

 

華潤公司劉仁杰先生向與會者簡述他們在運作上遇到的問題，並解釋石油

氣供應鏈所受的限制，並承諾盡力調配專用加氣站內多些加氣槍投入運作。

  

9 凌志強先生要求在繁忙時間內開放全部的加氣槍。 

 

華潤公司劉仁杰先生解釋了石油氣的物流問題，並表示如地底的石油氣缸

的石油氣用罄，加氣服務可能會中斷，引致更大的不便。 

 

主席補充說政府分別與華潤及易高商討，以確保它們能提供一個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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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氣服務，切合石油氣車輛業界的需要。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改善目

前的服務水平，在確保持續供氣的情況下盡量使用多些加氣槍，以減少對

業界的影響。 

  

10 魏初先生認為華潤應購置多些石油氣缸車。 

 

主席表示，華潤已訂購一輛石油氣缸車，而該車將於 2006年 2月投入運作。

  

11 凌志強先生建議政府將合約期延長，以便營運商可以有更長的回本期。 

 

主席解釋說，專用加氣站的合約為期 21年，但定價公式的檢討工作則每 5

年按合約所訂明而進行一次。 

  

12 凌志強先生表示，部分公共小巴路線並無石油氣加氣站。 

 

莫偉全先生表示，在符合安全規定的前提下，所有新建的加油站均會加設

石油氣加氣設施，以擴大石油氣加氣站的網絡。 

  

13 易高公司林文立先生向與會者展示部分運作數字，並表示易高專用加氣站

的石油氣耗用量在最近數月有所增加。 

  

14 凌志強先生對機電工程署安排這類會議表示謝意，認為此舉有助加強業界

與政府的溝通。 

  

15 主席總結說，在新的調整機制下，定價公式的兩個元素將繼續維持不變；

唯一的改動是把調節頻率由每六個月一次改為每月一次。在新的機制下，

專用加氣站營運商必須按照國際石油氣價格的升跌每月加或減零售氣價，

不能加快減慢。新機制不會增加司機的營運成本；亦能免卻司機在專用加

氣站長時間輪候之苦。政府計劃在 2006年 2月 1日引入新的價格調整安排。

業界代表在會上並無提出反對。 

  

16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5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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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價格調節機制 

與市區及大嶼山的士業界會議摘錄 

 

日期: 2005年 12月 31日 

時間: 上午10時 30分 

地點: 香港九龍啟成街３號 機電工程署 7102室 

 

部門代表：  

陳 帆先生 （機電工程署）  主席  

王錫章先生  （機電工程署）  

岑仲堯先生  （機電工程署）  

許健華先生  （機電工程署）  

許榮觀先生  （機電工程署）  

莫偉全先生  （環境保護署）  

黃志光先生  （運輸署）  

 

市區及大嶼山的士業界代表：  

袁鑽琼  車馬樂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羅雪芬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文漢明、黃保強  香港九龍的士貨車商會有限公司  

林勝達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有限公司  

任太平、温卓明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杜燊棠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劉倩娟  百佳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伍海山  泰和車行有限公司  

梁紹昌  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張耀豐  交通事業從業員協會  

梁澤生、劉鍚禧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郭志標  市區的士司機聯委會有限公司  

劉寶賢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李國英  惠益港九及新界的士車主聯會  

黎海平  香港計程車會  

倫國輝  忠誠車行有限公司  

 

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代表：  

劉仁杰先生  華潤石化 (集團 )有限公司  

白曉松先生  華潤石化 (集團 )有限公司  

廖佩賢女士  華潤石化 (集團 )有限公司  

蕭錦華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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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代表 (續 )：  

林文立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譚尚斌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 
  
2 主席首先指出石油氣車輛在專用加氣站排隊輪候加氣是由於專用加氣站石

油氣上限價格滯後所致。根據營運商和政府簽訂的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

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上限價格每六個月須按國際石油氣價的升跌調整一

次。由於近期國際石油氣價格大幅波動，導致大約 74%的石油氣車輛前往

12個專用加氣站加氣；而餘下 26%的石油氣車輛則前往 41個非專用加氣站

加氣。供求失衡的情況對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加氣設施和相關供應鏈帶來

壓力。   
 

  
3 主席表示政府分別與華潤及易高商討，以確保它們能提供一個合理水平的

加氣服務，切合石油氣車輛業界的需要。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改善目前

的服務水平，在確保持續供氣的情況下盡量使用多些加氣槍，以減少對業

界的影響。雖然在目前的條件限制下，華潤及易高均承諾盡力調配專用加

氣站內多些加氣槍投入運作，在繁忙時段把 70%加氣槍投入運作，在實際

可行情況下盡量縮短石油氣車輛排隊輪候加氣的時間。兩間營運商亦會在

安全情況下增加石油氣缸車運送石油氣至專用加氣站的次數。 

 
  
4 主席向與會者說兩個營運商會安排與石油氣車輛業界每季進行聯絡會議，

加強彼此溝通和了解。機電工程署、環境保護署和運輸署亦會出席會議，

以聽取有關專用加氣站的意見及建議。 
  

5 主席提出為長遠解決有關問題，現行專用加氣站的價格調整頻率安排有修

改的必要，將國際石油氣價格的變動適時反映在專用加氣站的零售價格

上。所以，調整頻率會由每半年一次改為每月一次，並參考之前一個月的

國際石油氣價格。有關的調整長遠來說對用家的影響是中性的，因為國際

石油氣價格是直接反映在零售價錢上，改變後的調整安排更能適時反映國

際石油氣價格的走勢。政府計劃在 2006年 2月 1日引入新的價格調整安排。
  
6 易高及華潤的代表分别向與會者簡述他們在運作上遇到的問題，並解釋石

油氣供應鏈所受的限制。 
  
7 對於兩間營運商承諾在繁忙時段在專用加氣站會最少開放 70%的加氣槍，

黎海平先生詢問這項改善措施會於何時實施。 

 

主席回答說，兩間營運商已實施有關改善措施。鑑於目前的情況，並呼籲

業界多加諒解。機電工程署會記錄專用加氣站所使用的加氣槍數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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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數目、儲氣缸的儲存量等資料，密切監察專用加氣站的運作情況。 
  
8 黎海平先生又詢問，改動了價格調整頻率後，石油氣車輛排隊輪候加氣的

問題可否解決。 

 

主席回應說，在改變有關價格調整頻率後，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價格更可適

時反映國際石油氣價格的走勢，有關的調整長遠來說對用家的影響是中性

的，但卻能令專用和非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供求趨於平衡，解决石油氣車

輛排隊輪候加氣的問題。 
  
9 郭志標先生向易高查詢其石油氣缸車的數目。 

 

蕭錦華先生表示易高現共有 9 輛石油氣缸車。此外，亦有向埃克森美孚香

港有限公司及雪佛龍香港有限公司租借石油氣缸車，運載石油氣到易高氣

站。 
  
10 任太平先生建議華潤向其他氣體公司尋求支援，要求這些公司提供石油氣

缸車運送石油氣到其專用加氣站，藉此紓緩供應鏈的問題。  

 

劉仁杰先生解釋說，專用加氣站的整體石油氣供應量也受其石油氣運輸船

從台灣運送石油氣到香港的運作周期所限。 
  
11 杜燊棠先生詢問，在新的價格調節機制實施後，石油氣價格上限的價格調

整會否有加快減慢的現象產生。杜先生亦詢問，在建議的改動實施後，專用

與非專用加氣站之間的石油氣價格上限有多大差別。 

 

主席向與會者保證，在新的機制下，專用加氣站營運商必須按照國際石油氣價格的

升跌每月加或減零售氣價，不能加快減慢。主席表示不宜揣測日後情況。但根據過往五

年數據，專用站和非專用站之間的價格差距大部分時間都維持在3毫左右。 

 

主席進一步解釋說，專用氣站的石油氣價格上限是受合約所限制，但非專

用氣站會因應方市場條件而調整石油氣價格。不過，他補充說，專用加氣

站的石油氣價格會對非專用加氣站價格的升幅起着抑制作用。 
  
12 梁紹昌先生建議政府試行新調節機制一段時間後才決定是否採用。 

 

莫偉全先生表示明白部分業界可能對新調節機制有一些顧慮，但他認為試

行並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辦法。既然專用加氣站的營運商、業界、和政府

有關部門會定期就專用加氣站運作事宜開會討論，他建議利用該會議解決

新調節機制在落實後的任何時間所出現的問題。經討論後，與會人士同意

在 2月中舉行首次會議。 
  
13 郭志標先生表示並不反對落實新調節機制。他強調的士業界是理解專用加

氣站的石油氣價格需要按國際石油氣價格升降而調整，業界亦不希望營運

商做蝕本生意，以致最終沒有人願意營辦石油氣加氣服務，令的士業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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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但營運商有責任提供合理的加氣服務。 
  
14 主席總結說，在新的調節機制下，定價公式的兩個元素將繼續維持不變；

唯一的改動是把調節頻率由每六個月一次改為每月一次。在新的機制下，

專用加氣站營運商必須按照國際石油氣價格的升跌每月加或減零售氣價，

不能加快減慢。新機制不會增加司機的營運成本；亦能免卻司機在專用加

氣站長時間輪候之苦。政府計劃在 2006年 2月 1日引入新的價格調節安排。

業界代表在會上並無提出反對。 
  
15 餘無別事，會議於上午 11時 5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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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價格調節機制 

與新界的士業界會議摘錄  
 
日期：   2005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上午 11 時 45 分  
地點：   香港九龍啟成街３號機電工程署總部 7102 室  
 

部門代表：  

陳 帆先生  （機電工程署）  主席  

王錫章先生   （機電工程署）  

岑仲堯先生   （機電工程署）  

許健華先生   （機電工程署）  

許榮觀先生   （機電工程署）  

莫偉全先生   （環境保護署）  

黃志光先生   （運輸署）  

 

新界的士業界代表：  

黎建民先生    新界電召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何治勤先生    新界的士商業聯誼會  

黃羽庭先生    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  

劉克溪先生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有限公司  

倫國輝先生  及  吳坤成先生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有限公司  

梁宇榮先生  及  梁靜珊小姐  新界的士司機權益大聯盟  

陳樹生先生    新界的士營運協會  

鄧廣棠先生    新界的士司機協會  

 

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代表：  

劉仁杰先生    華潤石化 (集團 )有限公司  

白曉松先生    華潤石化 (集團 )有限公司  

廖佩賢女士    華潤石化 (集團 )有限公司  

蕭錦華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林文立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譚尚斌先生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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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 
  
2 主席首先指出石油氣車輛在專用加氣站排隊輪候加氣是由於專用加氣站石

油氣上限價格滯後所致。根據營運商和政府簽訂的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

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上限價格每六個月須按國際石油氣價的升跌調整一

次。由於近期國際石油氣價格大幅波動，導致大約 74%的石油氣車輛前往

12個專用加氣站加氣；而餘下 26%的石油氣車輛則前往 41個非專用加氣站

加氣。供求失衡的情況對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加氣設施和相關供應鏈帶來壓力。  
 

  
3 主席表示政府分別與華潤及易高商討，以確保它們能提供一個合理水平的

加氣服務，切合石油氣車輛業界的需要。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改善目前

的服務水平，在確保持續供氣的情況下盡量使用多些加氣槍，以減少對業

界的影響。雖然在目前的條件限制下，華潤及易高均承諾盡力調配專用加

氣站內多些加氣槍投入運作，在繁忙時段把 70%加氣槍投入運作，在實際

可行情況下盡量縮短石油氣車輛排隊輪候加氣的時間。兩間公司亦會在安

全情況下增加石油氣缸車運送石油氣至專用加氣站的次數。 

 
  
4 主席向與會者說兩個營運商會安排與石油氣車輛業界每季進行聯絡會議，

加強彼此溝通和了解。機電工程署、環境保護署和運輸署亦會出席會議，

以聽取有關專用加氣站的意見及建議。 
  
5 主席提出為長遠解決有關問題，現行專用加氣站的價格調整頻率安排有修

改的必要，將國際石油氣價格的變動適時反映在專用加氣站的零售價格

上。所以，調整頻率會由每半年一次改為每月一次，並參考之前一個月的

國際石油氣價格。有關的調整長遠來說對用家的影響是中性的，因為國際

石油氣價格是直接反映在零售價錢上，改變後的調整安排更能適時反映國

際石油氣價格的走勢。政府計劃在 2006年 2月 1日引入新的價格調整安排。
  
6 易高及華潤的代表分别向與會者簡述他們在運作上遇到的問題，並解釋石

油氣供應鏈所受的限制。 
  
7 陳樹生先生說如每月一調後可能會導致石油氣價格不受控制的情況發

生，他提出政府可考慮將調節頻率改為每 3個月一次。 
  
 主席表示，如石油氣價格上限每 3個月調整一次，也可能出現石油氣價格

上限滯後市場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每月調整石油氣價格上限一次。
  
8 吳坤成先生擔心石油氣價格會影響的士行業運作，對車主權益沒有保障。
  
 主席強調在新的調節機制下，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上限價格依然受定價公

式所約束，營運商必須按照國際石油氣價格的升跌每月加或減零售氣價，

不能加快減慢。而定價公式內的營運價格是營運商在投標時提出的營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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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邊際利潤。除每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外，營運價格在 21

年的合約期內維持不變。 
  
9 黃羽庭先生提出政府當初以免地價批出專用加氣站，現在改為每月調整石

油氣售價一次，是否明益專用加氣站營運商，為甚麼對於非專用加氣站公

司的石油氣價格又沒有監管？ 
  
 主席解釋當初以免地價批出專用加氣站，國際石油氣價格只是直接反映在

零售價錢上，並不是批出合約的因素。相反，投標者主要競投一個最低的

石油氣營運價格，當中免地價的因素已反映在石油氣營運價格內。此外，

政府與專用加氣站營運商簽訂的合約，訂明價格調節機制需每五年檢討一

次。現在五年期限已經屆滿，所以檢討價格調節機制是按合約行事，符合

合約精神。主席進一步解釋說，非專用氣站的石油氣價格是由市場帶動

的，而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價格令非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價升幅發揮抑制

作用。 

 
10 主席用電腦投影片向與會者詳細介紹現行及改變後的定價公式。並表示每

半年調整和每月調整的安排除了有六個月的滯後分別外，對用家來說，在

六個月內的石油氣總消費是一樣的。所以，有關機制長遠來說是中性的。

（有關的電腦投影片請參閱附件【一】） 
  

黎建民先生對機電工程署所介紹的定價公式及價格調節機制表示理解。 

 

劉克溪先生相信部分業界人士對接受新機制面臨一個「心理關口」，建議

政府在這一方面多下功夫，以釋疑慮。 

 

莫偉全先生強調，無論新檢討機制是否引入，專用石油氣站的上限價格都

會因應國際石油氣價格上升而在二月一日上調，他請業界代表向其會員解

釋。另一方面，他相信部分業界人士對引入新的檢討機制，如劉克溪先生

所說，正面對一個「心理關口」，為解決問題，他請業界就如何克服這個

「心理關口」發表意見。  
 

11 何治勤先生建議政府，增加定價公式的透明度及向業界提供國際石油氣價
格的資料。 

  
 主席承諾印製宣傳單張，並於石油氣加氣站派發給業界，詳細解釋有關專

用加氣站石油氣上限價格的定價公式及價格調節機制，以增加透明度。此

外，運輸署會在《的士季刊》內向業界公布改變後的價格調節機制。主席

並提出，如有需要，政府可直接向的士同業解釋有關計算石油氣上限價格

的方法。今後政府會每個月公佈國際石油氣價格，方便業界監察專用加氣

站價格調整的變動。 

 
  
12 主席總結說，在新的調節機制下，定價公式的兩個元素將繼續維持不變；

唯一的改動是把調節頻率由每六個月一次改為每月一次。在新的機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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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加氣站營運商必須按照國際石油氣價格的升跌每月加或減零售氣

價，不能加快減慢。新機制不會增加司機的營運成本；亦能免卻司機在專

用加氣站長時間輪候之苦。政府計劃在 2006年 2月 1日引入新的價格調

整安排。新界的士業界大部分代表在會上並沒有就新的調節機制提出反

對。 
  
13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3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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