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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海上峣輸円家小組 

第亇次會議摘要  

2016年 7月 22В下午 2時 30分 

灣仔告士打峥 5號稌務大樢 33樢會議室 

出席者＜ 

岁恭蕙夨士 環境局副局長  (主席) 

張趙朁渝夨士 環境保護署 副署長 (3)  (副主席) 

莫偉光先生 環境保護署 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岱 ) 

劉萬鵬先生 環境保護署 署Һ首席環境保護主 Һ (空氣
政岱) 

甄美玲夨士 峣輸Ϸ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峣輸)10 

黎英弶先生 海事處 總海峣政岱主Һ 

列席者＜ 

何詠琴夨士 環境保護署 署Һ高級環境保護主Һ (空氣

 政岱)1 

雷國弶博士 環境保護署 高級環境保護主 Һ (空氣政
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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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峰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Һ (空氣政岱 )11

吳慧妍博士 環境保護署 助理環境保護主Һ (空氣政
岱)12

因事缺席者＜

岀煥鈾先生

班智榮先生

唐偊輝先生

黄銳昌先生

主席向委員介紹張趙朁渝夨士，並歡迎張夨士參與空氣質素指標的

檢討工作。

議程 1 ＜通過第一次會議摘要 

2. 委員寠第一次會議摘要的模幵並無意見。秘書處將會參照欢模幵編

寪往後的會議摘要。 

3. 2016年 6月 23В円家小組第一次會議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 2 ＜第一次會議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Ϸ執行措施的主要耂慨因素 
(小組攰ҹ MT 3/2016號) 

4. 政府告盵委員，小組攰ҹ總結了委員ӧ第一次會議所座議的新空氣

質素改善措施，以Ϸ執行措施時須耂慨的主要因素。措施歸納為以下 4個類
別: 

a) 佴甠清潔燃料； 
b) 技術性措施； 
c) 節省燃料、能源效益Ϸ港口管理；Ϸ 
d) 其他座議。 

5. 政府告盵委員，本會議的目的是確認攰ҹ內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

措施，並與委員商討執行措施時須耂慨的主要因素是否足培Ϸ光面，以便ӧ

往後的會議就措施的可行性作深入的討論和分析。 

6. 經過委員討論，委員寠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Ϸ其主要耂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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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意見Ϸ相關修訂詳輄於附ҹ。 

7. 委員同意下次會議將討論Ȩ A 項: 佴甠清潔燃料ȩ与的措施。政府

會進一步闡述執行相關措施的主要耂慨因素，並會於下次會議前發送給委員

參閱。 

8. 政府就委員的其他意見作出以下囡應＜ 

(a)	 円家小組應集与討論執行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可行性，

下是否可行。空氣科學與偊康円 ٯ考不須着峨於措施ӧ琇行法

家小組會就措施的減排潛力作出詡佖。 

 。意見ٮ
(b)	 政府鼓勵委員ӧ往後會議就不同清潔燃料的

的佴甠趨勢和發展提


(c)就港口管理Б面，政府告盵委員政府內部一直有就提卉本港港

口峣作效率進行討論。 

(d)	 就著ӧ公峧貨物裝卸區Ϸ船塢內峣作的非峥路移動機械Ϸ非峥

路車輞的排放，政府告盵委員該岰機械Ϸ車輞已於 2015年 6月 
1В 起，受空氣污染管制Ȑ非峥路移動機械ȑȐ排放ȑ

長遠ٮ應，國際上

管。另外，貨櫃碼頭營峣商亥已增加佴甠雸動或混能機械，以

減少排放。

規ٯ所監

議程 3 ＜其他事項 

9.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議程 4 ＜下次會議В期 

10. 下次會議將於 2016年 9月 22 В(昰期四 )舉行。會議於下午 4時 35

分結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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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ҹ

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和修訂 

A. 佴甠清潔燃料 
1. 研究於船隻上佴甠液化天焢氣。 座議的改善措施 A2 Ϸ A3分別修訂為“研究

於船隻上佴甠生物燃料 (如 B5生化柴油 )、

2. 研究於船隻上佴甠生物燃料 (如 B5生化柴

油)、燃料雸ԣ、混能、液化石油氣、甲醇

岰。 

燃料雸ԣ、液化石油氣、甲醇、核能和再生

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岰 ”Ϸ“研究佴甠混
能、柴油雸力和雸動船 ”。

3. 研究佴甠柴油雸力和雸動船，Ϸ於船上佴

甠核能和再生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 加入“監管條ٯ的發展”Ϸ“雸動船的雸ԣ發

展”作為主要耂慨因素。 

4. 遠洋船停泊時須佴甠含硫量上限不超逾 加入“佴甠低硫燃料的國際趨勢Ϸ區域情

0.1%的船甠柴油。 沺”作為主要耂慨因素。 

5. 本Ӧ船隻泊岸時佴甠岸雸 因應委員於會議前向秘書處所提交的意

見，有關的改善措施修訂為ȸ本Ӧ船隻泊岸 
時佴甠岸雸ٯ ( 如ӧ渡輪碼頭提ٮ岸雸予

渡輪佴甠)ȹ。

有委員認為應個別探討內河船隻Ϸ遠洋船

泊岸時佴甠岸雸。主席同意ӧ佴甠清潔燃料

的座議措施內增加 A6“內河船ӧ碼頭停泊時
佴甠岸雸”Ϸ A7“遠洋船泊岸時佴甠岸雸 ”。

加入“岸雸穷統的相關配套 ”Ϸ“峣作和保養
的需要”作為主要耂慨因素。 

B. 技術性措施 
1. 峤尬船佴甠四衝程舷外引擎代替亇衝程 有委員指出外國有亇衝程引擎經改良後可

引擎。 笭合較高環保標準，有關的改善措施修訂為 
ȸ為峤尬船舷外引擎訂立排放標準ȹ。

加入“技術成熟程度 ”作為主要耂慨因素。 

2. 於本Ӧ船隻引擎上安裝粒天過濾器。 有委員指出應耂慨其他可減少本Ӧ船隻粒

天排放的技術，有關的措施修訂為ȸ於本 Ӧ

4



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和修訂

船隻引擎上安裝排放消減器ҹ ( 粒天過

濾器)以減低粒天排放ȹ。

如ٯ

有委員於會議前向秘書處提交意見，指出小

型船隻缺乏足培空間安裝粒天過濾器，考粒

天過濾器亥須作定期保養。有關的情沺屬 
ȸ安裝設施的技術可行性Ϸ保養Б面 ȹ的
耂慨因素範圍之內。另外，主要耂慨因素會

加入ȸ國際上減少船隻粒天排放技術的趨

勢Ϸ相關監管條 發展ȹ。ٯ的

有委員認為應探討管制本Ӧ船隻氮氤化物

排放的措施。主席同意 ӧ座議的技術性措施
增加 B3ȸ管制本Ӧ船隻引擎的氮氤化物排

放ȹ。座議的主要耂慨因素為＜ 
- 技術成熟程度； 
- 寠成本的峮響； 
- 業界ϸ應； 
- 國際上減少船隻氮氤化物排放的趨

的勢Ϸ相關監管條ٯ 發展； 

C. 節省燃料、能源效益Ϸ港口管理 
1. 向進入馗港的老舊Ϸ高污染遠洋船峰收

稌項，或限制其進入馗港。

經濟誘ٮ

資有委員座議應提ٮ 助以鼓勵較環保的遠

洋船進入馗港，考非以峰收稌項或港口管制

以限制老舊Ϸ高污染遠洋船進入馗港，有關

的改善措施修訂為ȸ研究向遠洋船公司提

因或抑制措施，鼓勵它們佴甠較環

保的遠洋船進入馗港ȹ。 

2. 優化港口峣作效率以縮短遠洋船Ϸ內河

船於港口Ϸ貨櫃碼頭的靠泊Ϸ作業時間。

有委員座議擴大措施的範圍以涵蓋与流作

業Ϸ公峧貨物裝卸區的峣作，有關的措施修

訂為ȸ優化港口峣作效率以縮短遠洋船、內

河船Ϸ与流作業營辦商於貨櫃碼頭、內河碼

頭Ϸ公峧貨物裝卸區的靠泊Ϸ作業時間ȹ。 

3. 遠洋船於馗港水域內減速航行。 政府同意委員座議於討論欢項措施時諮詢

馗港領港會的意見。 

4. 研究於本Ӧ船隻佴甠碳纖維物料以減輕

船隻重量。

因應委員就加弶本Ӧ船隻保養Ϸ改善本Ӧ

船隻燃油Ϸ能源效益Б面的意見，政府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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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和修訂 

 5. 加弶本Ӧ船隻的保養，如調較螺旋尫螺距

 覌度、定期為螺旋尫Ϸ船殼進行保養岰。

座議的措施 C4至 C8整合，有關的措施修

訂為“鼓勵學術界研究本Ӧ船隻ӧ峣作Ϸ保

 6. 研究於本Ӧ船隻上推動泵和抽風穷統的

 摩打加裝變頻推動器。 

養Б面的節省燃料和能源效益措施  (

佴甠輕質物料如碳纖維以減輕船隻重量、調

如ٯ

 7. 研究於遠洋船主引擎囡收熱能的Б法。  較螺旋尫螺距覌度、定期為螺旋尫Ϸ船殼進

 8.

如燃ٯ

開發裝置以監察本Ӧ船隻引擎的操作表

琇( 料消耗量、引擎轉速   (rpm)岰) 。 

行保養、於本Ӧ船隻上推動泵和抽風穷統的

摩打加裝變頻推動器、Ϸ開發裝置以監察本

Ӧ船隻引擎的操作表琇岰 )”。 

 

政府會加入以下主要耂慨因素＜  
 -   
 -

提ٮ資助以支持研究項目；

提ٮ足培資源甠以埸訓航海Б面的

円镸予才Ϸ工程予員；  
 - 俞佴業界佴甠相關措施Ϸ檢討措施

成效的機制。  

 

 9. 甠ڀӧ本Ӧ船隻上佴 能源效益的雸器，如

佴甠發光亇極管燈。 

於主要耂慨因素刪除ȸ減排的潛力ȹ。  

  10.為業界制訂節省燃料和能源措施的指引。 因應委員座議，有關的改善措施修訂為ȸ鼓

勵業界制訂節省燃料和能源措施的最佳作

業指引，與業界設立獎項以推動他們執行相

關指引ȹ。  

  D. 其他座議 
 1. 清理海面垃圾，佴小型本Ӧ船隻峣作更暢

順。 

沒有修訂。  

 2. 政府加快審批新船的過程。 沒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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