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紅色小巴服務的混合動力公共小型巴士試驗 

（梁錫照） 

中期報告 

(2019 年 6 月 10 日) 

羅家驊 博士 
吳逴彥 先生 
莊家浩 先生 

本報告內監察及評估小組的意見並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的意見 



監察評估小組成員 

羅家驊 博士（小組主任） 
中心經理 
賽馬會重型車輛排放測試及研究中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吳逴彥 先生（組員） 
測試工程師 
賽馬會重型車輛排放測試及研究中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莊家浩 先生（組員） 
行政助理 
賽馬會重型車輛排放測試及研究中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3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紅色小巴服務的混合動力公共小型巴士試驗 

（梁錫照） 

中期報告 
（試驗時間：2018 年 5 月 1 日 -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行政摘要 

1. 介紹 

1.1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下稱：基金）旨在鼓勵運輸業界試驗各類綠色創新運輸技術，

為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及公眾健康而作出貢獻。梁錫照獲得基金資助試驗一輛混合動力

公共小型巴士以提供紅色小巴服務。梁錫照依照與政府簽訂的資助協議招標程序，購置

了一輛 GMI GEMINI 混合動力公共小型巴士(型號: GM6700GAREEV)（下稱：混合動力

小巴）試驗。 

1.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獲環境保護署委託為獨立第三方評核者，監察試驗並

評估試驗的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梁錫照同時指派一輛提供相同類型服務的傳統石油氣車

輛（下稱：石油氣小巴）與混合動力小巴作對比。 

1.3 本中期報告匯報在首六個月的試驗中混合動力小巴的表現，並與其同類的傳統石

油氣車輛比較。 

2. 試驗車輛 

2.1 混合動力小巴和石油汽小巴的主要特點和照片分別載於附錄 1 和附錄 2。它們主要

用於九龍區提供紅色小巴服務。往來秀茂坪和佐敦道之間。根據混合動力小巴製造商的

資料，該混合動力小巴的車輛總重量為 7,000 公斤，汽缸容量為 2,800 毫升。 

3. 試驗資料 

3.1 試驗於 2018 年 5 月 1 日開始，為期 24 個月。梁錫照需要搜集和提供的資料包括混

合動力小巴加油前的行車里數讀數、加油日期、加油量、定期和非定期維修費用及營運

時間損失。梁錫照同時須要提供石油汽小巴的同類資料。除了開支數據外，梁錫照也要

提供混合動力小巴的維修報告、運作困難紀錄和司機及梁錫照的意見，以反映混合動力

小巴的任何運作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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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表 1 概括混合動力小巴和石油氣小巴的統計數據。在該試驗期內，混合動力小巴

比石油氣小巴每公里消耗較少燃料(以每公里百萬焦耳計算)，但 混合動力小巴的每公里

平均燃料費比石油氣小巴高 1.44 港元 (90%)。同時混合動力小巴每公里平均總營運費用

比石油氣小巴高 1.49 港元(89.2%)。 

表 1：各車輛的主要運作統計（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10 月） 

 混合動力小巴 石油氣小巴 

總里數 / 公里 33,693 43,881 

平均燃料效益 / (公里/公升) 4.50 2.26 

平均燃料效益 / (公里/百萬焦耳 ) 0.125 [3] 0.096 [4] 

平均燃料費用 / (HK$/公里) [1] 3.04 1.60 

平均總營運費用 / (HK$/公里) 3.16 1.67 

維修費用/ (HK$) [5] 4,210 2,880 

營運損失時間 [2] / 日 27 0.5 

[1] 燃料費用以市場價格計算。 
[2] 營運損失的時間是由車輛因維修而不能營運的日期計起，至車輛交還車輛營運商的日

期為止 
[3] 假設柴油的低熱值是 36.13 百萬焦耳/公升。 
[4] 假設石油氣的低熱值是 23.67 百萬焦耳/公升。 
[5] 維修費用不包括與車輛表現沒有關連的維修紀錄。 

3.3 在試驗的首 6 個月報告期內，混合動力小巴有三次定期維修及導致 5 日營運損失時

間。而石油氣小巴則沒有定期維修。 

3.4 混合動力小巴有 6 次非定期維修及導致 22 日營運損失時間。而石油氣小巴則有 4
次非定期維修及導致 0.5 日營運損失時間。 

3.5 在這報告期間，混合動力小巴有 27 日營運損失時間和石油氣小巴則有 0.5 日營運

損失時間。混合動力小巴及石油氣小巴的可使用率分別為 85.3%及 99.7%。 

4. 總結 

4.1 在首 6 個月的試驗期內，混合動力小巴的平均每日里程為 215 公里，而石油氣小巴

的平均每日里程為 239 公里。混合動力小巴比石油氣小巴每公里消耗較少燃料(以每公里

百萬焦耳計算)，但是, 混合動力小巴的每公里平均燃料費比石油氣小巴高 1.44 港元 
( 90%)。主要原因是混合動力小巴是使用柴油，而石油氣小巴則使用石油氣。柴油每公升

售價（13.67 港元）比石油氣（3.63 港元）高出 10.04 港元（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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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梁錫照有委派指定小巴司機去駕駛混合動力小巴。司機表示，混合動力小巴製造

較少空氣污染。然而，混合動力小巴在電池驅動模式時比石油氣小巴寧靜，但當充電時

則非常嘈吵，而且情況越來越壞。夜班的混合動力小巴司機亦不想使用混合動力小巴。

乘客亦投訴發動機嘈吵，他甚至聽不到乘客通知他在下一站下車。有關問題已向供應商

反映，著其跟進改善。混合動力小巴司機表示，混合動力小巴除上斜時動力較弱外，起

動時亦一樣。一般來說，梁錫照和混合動力小巴司機均不滿意混合動力小巴的性能。  

4.3 此報告中的各項結果只反映試驗中的混合動力小巴於首 6 個月的表現。其燃料效

益及可靠性均需要較長時間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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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車輛的主要特點 

1. 試驗的混合動力小巴 

登記號碼： EN9248 
廠名： GMI 
型號： Gemini (GM6700GAREEV) 
類別： 公共小型巴士 
車輛總重： 7,000 公斤 
座位限額： 20 位乘客 (包括司機) 
汽缸容積： 2,800 亳升 
最大馬力 (匹/轉) ： 150/3,500 
電池類別： 磷酸鐵鋰 
製造年份： 2017 

2. 對比的石油氣小巴 

登記號碼： KK8931 
廠名： 豐田 
型號： BZB40RZCMSCYY 
類別： 公共小型巴士 
車輛總重： 4,000 公斤 
座位限額： 17 位乘客 (包括司機) 
汽缸容量： 4,104 毫升 
製造年份：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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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車輛的照片 

1. 試驗的混合動力小巴 

  
混合動力小巴前方 混合動力小巴後方 

  
混合動力小巴左側面 混合動力小巴右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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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比的石油汽小巴 

  
石油氣小巴前方 石油氣小巴後方 

  
石油氣小巴左側面 石油氣小巴右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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