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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保營商研討會

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香港能源最终用途數據庫

香港電力最終用途資料香港電力最終用途資料

節約能源的程序 - 能源管理機會

增進能效和節約能源科技

減少備用狀態能耗減少備用狀態能耗

目標設定與耗能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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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源最终用途數據庫香港能源最终用途數據庫香港能源最终用途數據庫香港能源最终用途數據庫

 于1997年建立

 數據庫每年更新一次 數據庫每年更新一次

 現時儲存了1984年到2006年的數據

 提供香港耗用能源的數據，幫助市民為
節能项目制訂策略及方向

 制訂選定组别的能源消耗量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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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量指標及基準能源消耗量指標及基準

商業建築物類别

私人辦公室

商店

酒店及旅馆

學校

醫院和診所

車輛運輸類别

私家車

輕、中、重型貨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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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源最終用途資料庫 (2006)香港能源最終用途資料庫 (2006)

住宅
18%

運輸運輸
35%

商業工業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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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源最終用途資料庫 (2006)

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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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源最終用途資料庫 (2006)

250 000

150 000

200 000

50 000

100 000

0

50 000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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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源消耗在過去十年的每年平均增長率約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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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力最終用途資料(2006)
29%

香港電力最終用途資料(2006)

31%

17%17%

4%
7%3%3%4%

2%
7%3%3%4%

空氣調節
Space conditioning

照明
Lighting

冷凍
Refrigeration

工業生產/設備
Industrial Process/EquipmentSpace conditioning Lighting Refrigeration Industrial Process/Equipment

煮食
Cooking

熱水
Hot water 

辦公室設備
Office equipment

鐵路
Rail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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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的程序 - 能源管理機會

數據统計

達到節能目的

能源審計
數據统計

校果檢視校果檢視

能源管理機會 (Energy 
Management 

實施

Opportunity – 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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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數據统計能源消耗數據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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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審計能源審計

目的

對一個能源系統的效能作定期
檢查，找出並落實能源效益及
節約方案後，以確保樓宇的能
源使用達致最大能源效源使用達致最大能源效益

找出能源管理機會，並估算改
善工程的投放量，可節省能源
空間和相對投資回本期空間和相對投資回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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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計劃節約能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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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能源管理機會三類能源管理機會
(Energy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 EMO)

 第一類：簡單而有效的內務管理
守則守則

 第二類：措施所費較高，但省錢
亦相對更多亦相對更多

 第三類：措施雖然需要相當資金
投資 但長線而言 卻能節省更投資，但長線而言，卻能節省更
多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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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類能源管理機會第一類能源管理機會

應該即時付諸實行簡單的內務管理 措，
投放相對少但效果顯著

能源消耗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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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的能源最終用途辦公室的能源最終用途

其他
Others

照明 Lighting
19%19% 11%

22%

辦公室設備
Office Equipment

資料來源：香港能源最終用途資料庫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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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節能項目重點節能項目

 空調設備

 照明設備

 辦公室設備

 升降機及自動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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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設備空調設備

減低用電量

設施╱房間使用完畢後立即關掉空調設設施╱房間使用完畢後立即關掉空調設
備 – 出口附近貼上「節約能源」標貼

在夏天，將空調設定於攝氏 25.5 度及合適
的送風速度，並定時檢查室溫

定下維修計劃，確保空調系統能有效率地
運作運作

在更換冷氣機時，儘量選用貼有第一級或
第二級能源標籤的型號第二級能源標籤的型號

鼓勵員工在夏日穿着輕便而合適的服裝上
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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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設備照明設備

凡沒有人使用的地方，均
應關掉照明設備 在開應關掉照明設備 – 在開
關掣附近貼上「節約能
源 標貼源」標貼

靠近窗邊的地方應關掉或靠近窗邊的地方應關掉或
調暗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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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設備辦公室設備辦公室設備
將辦公室設備調致

『節能 模式，在長『節能』模式，在長
時間不使用時把電源
關掉關掉

適當安排最後離開辦
公室的員工把設備電公室的員工把設備電
源關掉，或使用七天
時間掣以協助管理時間掣以協助管理

利用電腦的電源管理
功能使系统進入『待
命』或『休眠』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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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備用狀態耗電減少備用狀態耗電

備用狀態耗電在住宅、商業和工業
總用電量中約佔百分之五至十。總用電量中約佔百分之五至十。

備用狀態耗電一般在0 5至10瓦，備用狀態耗電一般在0.5至10瓦，
但個別低能效設計產品，備用耗電
可高達15至20瓦。可高達15至20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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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設備辦公室設備
在備用狀態下，設備的耗電量常被怱畧。

備用狀態下耗電量的例子：

影印機一晚備用耗電可供700張影印
打印機的備用耗電佔總耗電70%
香港的手提電話電池充電器總備用耗香港的手提電話電池充電器總備用耗

電每年估計有港幣三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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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狀態能耗怎樣溜走

資料來源：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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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和電腦伺服器的用電需求電腦和電腦伺服器的用電需求

由於電腦和電腦伺服器的使用非常普遍，耗用能源的比例
不斷增加，我們應關注這方面的節能方案。

不應將電腦伺服器房間的温度調得太低

將24小時運作的伺服器數量減少

伺服器散熱系统應集中在伺服器上

應由專業人士設計伺服器和其相關設備

監察數據中心效率，例如：

數據中心的電力效率 = 數據器耗能/數據中心的電力效率 數據器耗能/

數據中心總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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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及自動梯升降機及自動梯

上落一兩層樓時使用樓上落一兩層樓時使用樓
梯 – 在升降機附近貼
上 「節約能源」標貼上 節約能源」標貼

在非繁忙時間關掉部分
升降機及自動梯升降機及自動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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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和推廣宣傳和推廣

爭取管理層的支持爭取管理層的支持
舉辦簡介會、分享會，利用電

郵 告示板和員工通訊把節能訊郵、告示板和員工通訊把節能訊
息推廣

指派環保經理和能源監督執行節指派環保經理和能源監督執行節
能工作

定期進行能源審核定期進行能源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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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能源管理機會第二類能源管理機會

節能 >  第 1 類

少量投資

回本期 一般比較短 (少於3年)

小規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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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用慳電膽代替鎢絲燈泡

照明

用慳電膽代替鎢絲燈泡

節能 : 80%節能 : 80%

慳電膽及慳電膽及
慳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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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把 T12 或 T10 粗光管改為 T8 幼光管
節能 10%

照明

節能 : 10%

T
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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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

T
8

55

T
1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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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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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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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把傳統電磁鎮流器改為電子鎮流器
節能 : 20 40%

照明

節能 : 20~40%

電磁鎮流器電磁鎮流器

電子鎮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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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例子一照明

使用新科技「隨裝隨慳

常見例子一照明

使用新科技「隨裝隨慳」
Plug and Enhance (PnE)

配合「仿電子鎮流器」使用
更新方法簡單 常見例子二更新方法簡單
亦不須改動任何接線
減低滋擾

常見例子二

減低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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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為近窗的照明安排獨立控制，在光猛的日子關掉該

照明

等照明

節能 : 10~15%

控制近窗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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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空調

安裝百頁簾

‧ 節能 : 10%

安裝風閘，減少冷氣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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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改動溫度感應器的位置，以更好地反映受控
的參數

空調

的參數

(包含溫度感應器)

節能節能

更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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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類能源管理機會第三類能源管理機會

節能 > 第 1 和第 2 類

一定數額投資

回本期比較長

工程比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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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節能空調節能

水冷式空調系統
( 節省整體能耗 14 20%)( 節省整體能耗 ~14-20%)

變速驅動器
(節省能耗 10 20%)(節省能耗 ~10-20%)

太陽隔熱膜
(節省能耗 2 5%)(節省能耗 ~2-5%)

自動管道清洗系統
(節省能耗 5 10%)(節省能耗 5~10%)

清洗前 自動清洗後

34 環保營商研討會



空調
應用可變速驅動器(VSD)於風櫃、凍水泵等，以
便在非滿載情況節省能源

節能 : 10%~20% 可變速驅動器應用於次級冷凍水泵及冷凍
機馬達驅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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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在玻璃窗安裝防陽光窗戶薄膜 ，減少紅外線進
入，但讓可見光透過

減少紅外線 : 70~90%

防陽光窗戶薄膜防陽光窗戶薄膜
(Solar Control Film)
73% 可見光透光率73% 可見光透光率
94% 94% 紅外線紅外線反射率
99% 紫外光阻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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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把海水冷凝器管道清洗工作由人手改
為自動 — [冷凝器管道自動清洗系統]

人手清洗人手清洗人手清洗人手清洗
[ 清 ]

節能 : 5~10%
人手清洗人手清洗人手清洗人手清洗

自動清洗自動清洗自動清洗自動清洗

清洗前 冷凝器管道自動清洗系統清洗前 冷凝器管道自動清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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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節能照明節能

更換照明裝置及採用T5光管更換照明裝置及採用T5光管
(節省能耗 ~20-30%)

發光二極管(LED)
(節省能耗 80 90%)

T8
T10
T12

(節省能耗 ~80-90%)

自動感應器控制照明設備開關
(節省能耗 - 視乎使用率)

T5

( )

LED燈LED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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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把 T8 照明燈具改為 T5 燈具

節能 : 30~40%

新式T5燈具 舊式T8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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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把照明由人手控制改為由活

照明

動感應器控制

節能 : 20%

活動感應器控制T5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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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把高強度放電照明系統改為高輸出T5照明系統

照明

節能 : 30~40%
九龍灣室內運動場

改裝前 改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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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發光二極管 (LED)

照明

優點：

堅實及可靠、耐用、多幻變色彩、堅實及可靠 耐用 多幻變色彩

保護環境

應用應用：

出路指示牌

大厦外牆照明

交通燈

維修困難位置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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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節能方法其它節能方法

按需求而改變速度的自動梯按需求而改變速度的自動梯
(節省能耗 ~10-20%)

按需求
自動梯
出口

按需求按需求
自動梯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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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節能方法 應用可再生能源其它節能方法 - 應用可再生能源

太陽能供電系統

太陽能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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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行如何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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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作組能源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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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商戶 積極參與

向商戶解釋能源政
策、內務管理守則和
獎勵計劃

透過獎勵計劃，鼓勵
商戶積極參予節能

47 環保營商研討會

動員商戶 積極參與動員商戶 積極參與

在開關掣、門、出口、
升降機及自動梯貼上升降機及自動梯貼上
「節約能源」的標貼以
作提示作提示

監察在節能方面的表現，
並將結果和既定目 標並將結果和既定目 標
進行基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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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商戶 積極參與

舉行集思會 找出不足舉行集思會，找出不足
之處以作出改善，並收
集及設計新的節能方案集及設計新的節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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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與耗能監察目標設定與耗能監察

在設定目標與監察耗能時，應考慮商業

運作因『活動改變 的影響 才能更客運作因『活動改變』的影響，才能更客

觀比較耗能在同一活動水平下是否有所

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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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改變活動改變

「活動改變」的例子包括：

生產量(如總樓面面積)
設施的輸出(如水處理容積)設施的輸出(如水處理容積)
使用情況(如運作時數、場所使用率、佔用人數)

等等
天氣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記錄影響能耗的「活動改變」參數
確保不會雙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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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綜合審計及提升能源政府資助綜合審計及提升能源
效益工程

在2009年政府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中預留4.5
億元，推動公衆採取實質行動以提高建築物能源效億元，推動公衆採取實質行動以提高建築物能源效
益

 1.5億元資助進行 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
 3億元資助進行 能源效益項目

涵蓋範圍:

住宅、商業及工業建築物的公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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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綜合審計及提升能源政府資助綜合審計及提升能源
效益工程

 2009年4月8日開始接受申請
申請期為三年，或直至撥款用盡為止
預期可資助超過1,600個計劃

計劃詳情請參閱以下網址:

www.building-energy-fund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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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MSD (機電工程署)

www.emsd.gov.hk

ENERGYLAND (能源資訊園地) 

www.EnergyLand.emsd.gov.hk

HK SUSTAINABLE TECHNOLOGY NET (香港可持續科技網) 

http://Su t h m d hkhttp://Sustech.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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