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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會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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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明博士 環境保護署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科學)4

葉浩然先生 環境保護署 署任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流動污染源)3

林卓峰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11

曾偉力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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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基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流動污染源 )34

吳慧妍博士 環境保護署 助理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12

周瑜敏女士 環境保護署 助理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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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華教授

麥凱薔博士

麥玉儀女士

吳毅洪先生

寧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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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工作小組的第二次會議，並向各委員介紹由

環保署委聘負責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顧問 -艾奕康有限公司。主席亦告知各

委員，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的兩名前委員黃子惠教授及馮志雄教授已加

入顧問團隊，並辭任工作小組。

議程 1 – 通過第一次會議摘要  

2. 2016 年 5 月 25 日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的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 2 – 匯報各專家小組工作進度  (工作小組文件第 3/2016)  

3. 總結過去 6 個月各專家小組的檢討工作進度的工作小組文件第 
3/2016 號已發送予各委員傳閱。劉萬鵬先生向各委員簡介海上運輸專家小組

的整體工作進度。 

4.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 

(a)	由於啟德郵輪碼頭已預留位置安裝岸電供應設施，委員建議加快安

裝有關設施，並認為岸電供應設施有助郵輪的運作，及推動郵輪碼

頭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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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另有委員指出，為了符合郵輪排放要求，近年所有主要的郵輪營辦

商陸續於新置和現有的船隻上安裝可同時於航行及泊岸期間使用

的洗滌器。岸電技術在航運業界已日漸式微。於 2017 年約有 30,000

遠洋船次來港停泊，包括約 300 次為郵輪，當中只有 13 次的郵輪

配備岸電設備。因潮汐問題，只有一半的船次可以連接到岸電供應

設施。此外，使用岸電在許多燃煤發電的國家並不可行。原因是燃

煤發電比使用船用燃料會造成更多污染，並且發電成本往往比船上

發電昂貴得多。該委員補充目前很多已訂購並預期自 2019 年起交

付的新郵輪均以液化天然氣驅動，液化天然氣將會是未來航運業的

主要科技，亦是航行及泊岸期間最符合環保的選擇。使用以液化天

然氣驅動的船隻，如渡輪及散裝貨船等的趨勢全球亦正在增長。本

地電力公司正研究建立海上液化天然氣供應設施，以配合增加使用

液化天然氣發電，在該設施上同時設置設施為船隻供應液化天然氣

將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c)	有委員認為郵輪使用岸電較使用洗滌器或液化天然氣有優勝之處，

在泊岸時可實現零排放，而同時發電廠的排放亦有嚴格的監管。 

(d) 有委員表示基於船隻所使用的燃料受船隻設計所限，限制進入香港

的船隻使用指定燃料，如液化天然氣，在執行上有困難。該委員則

認為收緊燃料質量的要求會較為切實可行。 

(e)	有委員認為香港近年推行的船舶排放管制措施均具成效，可帶領推

行船舶排放管制的工作。 

5. 政府的回應如下： 

(a)	主席指出如香港能發展海上液化天然氣儲存及再氣化設施，在香港

使用以液化天然氣驅動的船隻實屬可行。 

(b) 政府指出為配合國家於珠江三角洲實施的船隻排放控制區，政府計

劃在得到立法會審批後，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香港水域實施

同樣的船隻排放管制。規定所有在香港水域內的船隻須使用含硫量

不超逾 0.5%的低硫燃料。 

(c)	政府認為要求郵輪在香港使用岸電，在現時郵輪行業的營商環境下

未必見效。然而，由於珠江三角洲區內其他郵輪碼頭正逐步發展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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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施，郵輪公司可能願意調派更多配置岸電設備的郵輪往珠三角

地區。政府會密切留意區域間郵輪使用岸電的發展，在適當時機推

行此措施。 

[會後補註：有委員在會後向秘書處提交進一步意見，指出建設岸

電供應設施將涉及龐大開支，但其減排效能將未如其他較新的技術，

對達到 2019 年起實施的船隻排放控制區的排放要求並無幫助。另

一方面，使用液化天然氣作船用燃料在許多地方日漸普及，例如波

羅的海、北美和地中海，一些亞洲港口亦正開發相關設施。有本港

的珠三角渡輪營辦商亦表示，有意轉用液化天然氣，而於船上加裝

相關設施的成本亦較低。 ] 

(d) 政府回應委員有關帶領船舶排放管制的意見，香港正與廣東的海事

局緊密合作在珠三角水域共同建立船隻排放控制區，並認為區域合

作能帶來更大的環境效益。 

6. 何德賢先生向各委員簡介陸路運輸專家小組的工作進度。委員的意

見總結如下。 

(a)	為加強宣傳車輛維修保養的重要性，有委員建議政府應考慮為車輛

維修行業提供額外支援，並規管現時的車輛維修技工及車輛維修工

場的自願註冊計劃。 

(b) 有委員認為有關管制車輛排放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主要以

交通管理為主。他詢問現時車輛尾氣排放管制措施的實施進度，並

建議推行更多車輛尾氣排放管制措施，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型車輛如

貨車等。 

(c)	有委員亦建議政府可參考倫敦使用電動巴士的經驗，加快引入這類 
“零排放”的巴士。 

7. 政府的回應如下： 

(a)	政府現時會與車輛維修業定期舉辦座談會，就符合車輛最新排放標

準的維修保養技術提供所需支援。至於車輛維修技工及維修工場的

註冊規管，政府須與業界作進一步商討。 

(b)	現時管制在用車輛尾氣排放的主流技術是柴油粒子過濾器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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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催化還原器。然而，由於老舊車輛的引擎運作狀況 (例如引擎的

溫度高 ) 欠佳，這些技術應用於老舊車輛的成效並不理想。從減排

角度而言，逐步淘汰這些老舊及高污染的車輛會更為有效。因應所

有歐盟 IV 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將於 2019 年年底前退役，進一步

推行車輛尾氣排放控制措施的空間有限。 

(c)	陸路運輸專家小組會商討包括使用電動車及新能源車種在內的「推

動低排放的交通模式」等措施。 

8. 劉萬鵬先生向各委員簡介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的工作進度。 

9.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 

(a)	有委員建議政府應探討為現有燃氣發電機組加裝額外減排裝置的

可能性以進一步減少排放。他亦關注現時可用的減排技術是否足夠

協助達致長遠的減排目標。 

(b) 另一委員認為政府應開放電網，並制訂可再生能源的回購價格，吸

引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投資。 

10. 政府的回應如下： 

(a)	一間電力公司已提升其電廠中一台燃氣發電機組以改善燃料效益

及排放表現，並正檢視成效。 

(b) 政府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頒布多份技術備忘錄，制訂發電

廠分配排放限額。政府在檢討技術備忘錄時，會充分考慮進一步收

緊排放上限的關鍵因素，包括新燃氣發電機組的落成、未來電力需

求及發電燃料組合等。 

(c)	主席補充政府即將發表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制訂的 2030 年減少碳排

放的目標。當中的氣候變化行動藍圖將提供更多有關長遠發電燃料

組合及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資料。 

(d) 為配合增加燃氣發電，電力公司計劃興建一個海上液化天然氣儲存

及再氣化設施，並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 

11. 曾世榮先生向各委員簡介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的整體工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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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專家小組成立了兩個專責小組，分別就減排估計和空氣質素模擬，以及

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兩個特定範疇進行詳細討論。 

12. 主席請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委員提出意見，以確定他們同意以

現時方式與其餘三個專家小組共同工作。 

13. 回應有委員的查詢，主席表示歡迎委員透過書面聯繫秘書處，與其

他專家小組分享意見。 

14. 政府簡介有關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源的現行管制策略，並表示會

在空氣質素指標檢討過程中，探討強化現有管制措施或實施額外管制的可能

性，進一步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 

15. 政府補充環保署已與廣東省政府商議在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測

網絡監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監測數據有助研究及評估排放的成因、空間分

佈及其主要源頭，對了解珠江三角洲臭氧的成因和管制提供有用的資料。 

16. 政府告知委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和專家小組的會議文件，

會上載至環保署特設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網頁供公眾查閱。 

17. 政府感謝各委員對是次檢討的關注及參與，並表示將會加開額外的

專家小組會議，以期在 2017 年第一季完成討論由三個專家小組所建議的新

空氣質素改善措施。與此同時，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會開展空氣質素及

健康影響評估的前期準備工作。

議程 3 – 其他事項  

18.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議程 4 – 下次會議日期  

19. 下次會議將於 2017 年 6 月舉行。秘書稍後將確定會議日期及地點。 

20. 會議於下午 4 時 1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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