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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渡輪使用超低硫柴油試驗計劃 
試驗報告 

 
第一章  前言 
 
 
目的 
 
1.1 行政長官在 2007 年《施政報告》宣布香港將會研究所有港內輪

船使用高質燃料。為推行這項政策，我們於 2009 年 8 月底展開試驗

計劃，以確定本地渡輪1使用品質不遜於超低硫柴油的柴油(在本報告

內統稱「超低硫柴油」)技術上是否可行，並收集重要的運作數據，

例如耗油量、引擎馬力、加油需求及維修需求等。研究結果有助政府

為減少本地渡輪廢氣排放制訂未來方向。 
 
 
背景 
 
1.2 工商業使用的陸上柴油含硫量上限定為 0.005%，車用柴油為

0.001%，而本地船用輕柴油則一般為 0.5%。近年，美國、加拿大、

歐盟、澳洲和新西蘭等海外國家已把本地渡輪燃料的含硫量上限收緊

至 0.1%或以下。為符合國際趨勢，並減少二氧化硫和懸浮粒子排放

對在渡輪航線附近居住或工作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們與渡輪營辦商攜

手推行本地渡輪使用超低硫柴油的試驗計劃。 
 

                                                 
1 除另有註明外，本報告所述的「本地渡輪」為非街渡渡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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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試驗計劃的安排 

 
2.1 政府轄下跨部門的管制海上污染專責小組2在 2008 年制訂試驗

計劃。政府邀請渡輪營辦商參加試驗，由營辦商自願提供渡輪作測

試，並透過招標聘請燃料供應商向參與渡輪提供超低硫柴油添加服

務。 
 
2.2 我們成立了試驗計劃監察委員會，以協助政府監督試驗，成員

包括一名以海事工程為專業的教授、來自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海事

處和運輸署的人員以及本地渡輪營辦商代表。委員會召開了四次會

議。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分別載於附錄 A 及 B。  
 
2.3 試驗計劃在 2009 年 8 月 25 日開始，三家渡輪營辦商，即新世

界第一渡輪服務有限公司 (新渡輪)、港九小輪有限公司 (港九小輪) 
及香港油蔴地小輪船有限公司 (油蔴地小輪)合共提供五艘渡輪參與

試驗。有關引擎製造商曾表示，這五艘參與測試的渡輪的引擎可採用

超低硫柴油運作。這三家渡輪營辦商於 2010 年 5 月 31 日完成試驗。

2010 年 4 月 21 日，天星小輪有限公司 (天星小輪) 提供一艘客輪加

入試驗，該客輪於 2010 年 7 月 31 日完成 1 000 小時測試。參與渡輪

營辦商的名稱及有關資料載於下表： 
 
新世界第一渡輪服務有限公司 3 艘客輪  
港九小輪有限公司 1 艘客輪 
香港油蔴地小輪船有限公司 1 艘危險品汽車渡輪 
天星小輪有限公司 1 艘客輪 

  
 為深入了解燃料轉換帶來的影響，參與試驗的渡輪營辦商亦安排

了五艘「對照渡輪」以作比較。試驗渡輪及其對照渡輪的資料載於附

錄 C。 
 
2.4 政府通過公開招標把合約批予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 (「中石

                                                 
2 由環境局、運輸及房屋局、環境保護署、海事處和運輸署代表組成的「跨部門管制海上污染專

責小組」於 2008 年成立，負責研究及建議可行措施，以減少船舶廢氣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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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中石化於長沙灣設置油躉，在試驗期間為測試渡輪供應超低

硫柴油。油躉位置參見附錄 D 地圖。根據合約，中石化可按照國際

市場的燃料價格，隨著轄下加油站的車用柴油零售價走勢調整其超低

硫柴油價格。 
 
2.5 為免參與渡輪營辦商承擔額外燃料成本，各營辦商只須向中石

化支付船用輕柴油的價格(價格參考該營辦商旗下沒有參加試驗、仍

使用船用輕柴油的渡輪支付的油價而釐定)，政府則向中石化支付超

低硫柴油與船用輕柴油之間的差價。按審慎會計原則，環保署定期檢

查參與渡輪營辦商的月結單，並覆核中石化的超低硫柴油價格調整與

其車用柴油零售價調整是否一致。 
 
2.6 環保署亦透過化驗所檢測渡輪引擎的潤滑油，以證明引擎在技

術上與超低硫柴油兼容。因此，參與渡輪營辦商定期從主引擎和輔助

引擎收集潤滑油樣本，供環保署檢驗是否有異常情況。就新渡輪、港

九小輪及油蔴地小輪而言，在試驗期首三個月，測試每月進行一次，

在餘下六個月則隔月進行。至於天星小輪，測試在試驗期間 (2010
年 4 月底至 7 月底) 每月進行。 
 
2.7 除了化驗潤滑油，環保署亦要求參與渡輪營辦商每月遞交問

卷，匯報引擎性能及環保表現的結果和觀察所得。空白問卷副本載於

附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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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試驗結果 

 
3.1 下表概述主要試驗結果。 
 
參數 整體結果 

 
燃料差價 每公升平均 0.93 元，較船用輕柴油的平均價格 

(每公升 4.4 元) 高 21% 
 

耗油量 5 艘測試渡輪錄得-2.6%至+2.2%的變幅，餘下 1
艘錄得+10.4%的變幅 
參照化驗所測試結果：超低硫柴油的淨熱值較船

用輕柴油的淨熱值低 1%。 
 

引擎維修需求 
 

沒有明顯變化 (不過，天星小輪認為這一般情況

不能涵蓋其參與試驗的渡輪，因為其引擎型號(低
速二衝程引擎)獨特。)  

引擎馬力及速度 略減 
 

燃料潤滑度 超低硫柴油與船用輕柴油潤滑度相若 
 

環境滋擾 氣味及黑煙排放輕微減少。然而，天星小輪表示

觀察到廢氣排放增加，並認為這是旗下渡輪的運

作性質使然，因為須在甚短航程間頻密改變推進

方向。 
 

 
 
燃料價格 
 
3.2 在試驗期間，船用輕柴油與超低硫柴油的平均進口價格差距為

每公升 0.08 元。上表列出的每公升 0.93 元的平均差價遠高於進口差

價，原因是超低硫柴油並非本地航運業的主要船用燃料。根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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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運輸署與主要油公司的會議討論，由於試驗船隻數目小而且耗油

量低，因此，向試驗船隊供應超低硫柴油會有高昂的間接行政成本和

燃料處理費。愉景灣航運服務有限公司指出，上述價格差別可能和貯

存油品成本、其他間接成本及油價釐定策略有關。  
 
3.3 下表比較中石化在試驗期間中石化供應的超低硫柴油價格和參

與渡輪營辦商同期的船用輕柴油平均價格。平均差價為每公升 0.93
元。 

月份/年份 

參與營辦商的船

用輕柴油平均價

格(元/每公升) 

超低硫柴油較船用

輕柴油高出的平均

價格(元/每公升) 

超低硫柴油較船

用輕柴油高出的

平均價格(%) 
09/ 2009 3.93 1.05 26% 
10/ 2009 4.19 0.89 21% 
11/ 2009 4.41 0.92 21% 
12/2009 4.33 0.85 20% 
01/ 2010 4.52 0.96 21% 
02/ 2010 4.26 0.97 22% 
03/2010 4.45 0.96 22% 
04/2010 4.90 0.82 17% 
05/ 2010 4.81 0.95 20% 
平均 4.42 0.93 21% 

 
3.4 上表顯示渡輪營辦商在試驗期間的船用輕柴油平均價格。不

過，個別營辦商的船用輕柴油價格 (以至超低硫柴油較其船用輕柴油

高出的價格) 會因其需求量、議價能力及市場波動而升跌。 
 
3.5 上述價格比較有其侷限，因為超低硫柴油價格是政府在 2009 年

年中通過公開招標得來，至於渡輪營辦商的船用輕柴油價格，則按照

各營辦商在不同時間簽署的不同燃料合約中列明的供應模式計算得

來。再者，在試驗期間，測試船隊的超低硫柴油價格因應車用柴油零

售價作出調整，後者與國際燃料價格走勢大體一致；另一方面，渡輪

營辦商的船用輕柴油價格有本身的調整機制，未必與為這次試驗訂立

的超低硫柴油合約的調整機制相同。為更準確估計兩種燃料的市價差

別，環保署要求沒有參與試驗的渡輪營辦商 (包括愉景灣航運服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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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向其燃料供應商索取超低硫柴油報價。然而，有關渡輪營辦

商表示部分油公司不甚願意提供報價，因為他們相信渡輪營辦商的船

隊對超低硫柴油沒有確實和迫切的需要。最終只有兩家營辦商在 2010
年 4 月獲得報價，兩者的超低硫柴油價格分別較船用輕柴油價格高出

0.44 元/公升及 1 元/公升。鑑於油公司態度保守，這些差價對業界來

說可能不具代表性。 
 
 
耗油量 
 
3.6 試驗的目的之一是確定引擎轉用燃料後會否耗用更多燃料，原

因是超低硫柴油與船用輕柴油的能量含量可能不同。因此，我們比較

了參與渡輪在試驗期間的耗油量與基線耗油量(即一年前使用船用輕

柴油期間的耗油量) ，得出變化如下： 
 
組別 測試渡輪 變化 (試驗與基線) 
A 新渡輪 新輝 III 

(中環─梅窩) 
-0.5% 

B 新渡輪 新輝 III 
(中環─長洲) 

-1.4% 

C 新渡輪 新輝 VIII 
(中環─梅窩) 

-1.5% 

D 新渡輪 新輝 VIII 
(中環─長洲) 

-0.9% 

E 新渡輪 新英 -1.7% 
F 油蔴地小

輪 
民富 -2.4% 

G 天星小輪 午星 缺乏基線數據，故不適用

H 港九小輪 海鳴 +14.4% 
 
3.7 除了轉用燃料外，上述耗油量變化亦可由外在因素造成，例如

引擎負載變動、天氣、海面情況、操作模式、乘客載重、航程及船身

狀況等。我們依照傳統經常採納的測試和實驗方法，設定一個「對

比」， 務求盡可能抵銷外在因素的影響。我們找出五艘與測試渡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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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類似物理特性及行走相同航線的「對照渡輪」，並記錄這些船隻在

試驗期間的耗油量。由於外在因素對測試渡輪和對照渡輪的影響程度

相若，比較兩者在試驗期間的耗油量與基線耗油量的變化可盡量抵銷

有關影響。 
 
3.8 下表顯示比較測試渡輪的耗油量 (以基線耗用量為比較基礎)
與其對照渡輪耗油量得出的變動百分率。整體而言，耗油量變化輕微

(-2.6%至+2.2%)，只有港九小輪海鳴例外 (+10.4%)。據知在試驗期之

前或期間，多艘對照渡輪和測試渡輪進行了與試驗計劃無關的定期維

修工程，包括船身清洗或周年大修，同時新渡輪旗下有一艘測試渡輪

和一艘對照渡輪更換了引擎。下表註明有關維修檢查，以協助讀者了

解維修檢查可能對燃料效能帶來的影響(即使該等影響無法量化)。此

外，測試渡輪與對照渡輪的船身及引擎狀況不完全相同亦會影響耗油

量。 
 

比較測試渡輪與對照渡輪耗油量得出的變動百分率 
 
註：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表無陰影的方格表示渡輪在試驗期間的耗

油量與其基線耗油量之間的差異。 
 
(A)  新渡輪的新輝 III，中環 ─ 梅窩 
測試：新輝 III  -0.5% 
對比：新輝 V +0.6% 
變動 (測試與對比)： -1.1% 

備註：   
新輝III：2009 年 8 月進塢接受周年檢

修。 
新輝V : 2009年 11月進塢接受周年檢

修，並於 2010 年 2 月更換引擎。 
 
(B)  新渡輪的新輝 III，中環 ─ 長洲 
測試：新輝 III  -1.4% 
對比：新輝 V -3.1% 
變動 (測試與對比) +1.7% 

同上 

 
(C)  新渡輪的新輝 VIII，中環 ─ 梅窩 
測試：新輝 VIII  -1.5%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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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新輝 V +0.6% 
變動 (測試與對比) -2.1% 

新輝VIII：引擎在 2009 年 8 月更換，

同年 10 月進塢接受周年檢修。 
新輝V：2009 年 11 月進塢接受周年檢

修，並於 2010 年 2 月更換引擎。 
 
(D)  新渡輪的新輝 VIII，中環 ─ 長洲 
測試：新輝 VIII -0.9% 
對比：新輝 V -3.1% 
變動 (測試與對比) +2.2% 

同上 

 
(E)  新渡輪的新英，中環 ─ 梅窩 
測試：新英  -1.7% 
對比：新傑 +0.9% 
變動 (測試與對比) -2.6% 

備註：   
新英：2009 年 3 月進塢接受周年

檢修，船身底部於同年 9 月清洗

及大修。 
新傑：2009 年 1 月及 2010 年 2 月

進塢接受周年檢修。 
 
(F)  油蔴地小輪的民富，觀塘 ─ 北角 
對比：未有數據 不適用 
測試：民富 -2.4% 

備註：   
民富：2009 年 7 月大修；2009 年

10 月至 2010 年 3 月進行小型維

修。 
 
(G)  天星小輪的午星，中環─尖沙咀 
測試：午星  4.34 公升/公

里* 
對比：熒星 4.26 公升/公

里* 
變動 (測試與對比) +1.8% 

備註： 
午星：2010 年 1 月清洗船身/周年

大修 
熒星：2010 年 9 月清洗船身/周年

大修 
天星小輪認為此耗油量增幅小於

應有增幅，其解說載於第 3.12 段。

*天星小輪未有提供基線數據，故此比較測試渡輪及對照渡輪最高耗

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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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港九小輪的海鳴，中環─坪洲 
測試：海鳴  +14.4% 
對比：海雋 +4% 
變動 (測試與對比) +10.4% 

備註：   
海鳴：2009 年 11 月大修。  
海雋：2009 年 1 月大修，維修工

程於同年 12 月完成。 
 
由於海鳴的耗油量較其他測試渡

輪為高，我們進行了仔細分析，

詳見第 3.10 至 3.11 段。 
 
3.9 六艘測試渡輪中，五艘渡輪 (共七組耗油量數據 [組別(A)至
(G)]) 的耗油量與其對照渡輪的耗油量之間的差異介乎-2.6%至+2.2%  
[即約在±2%內]，只有港九小輪的測試渡輪 (海鳴) 例外，其耗油量

增加 10.4%。天星小輪認為試驗或許低估了午星的耗油量變化。下文

詳細分析及討論港九小輪和天星小輪的個案。 
 
港九小輪的耗油量 
 
3.10 關於測試渡輪 (海鳴) 的耗油量變化較大 (+10.4%)，港九小輪

估計這可能是由於海鳴的引擎在接近全負荷狀態下運作，因此，雖然

轉用超低硫柴油造成的馬力損耗原則上輕微，但引擎或須耗用更多燃

料以彌補馬力損耗。然而，我們對兩艘渡輪 (即海鳴和海雋)試驗完

畢後的相對耗油量作深入分析，證明這個論點不能成立。 
 
3.11 為把外在因素的影響減至最低，我們依照專家 (香港理工大學

張鎮順教授) 的建議，深入分析海鳴和海雋在試驗後(2010 年 9 月至

2011 年 5 月) 使用船用輕柴油的耗油量，並與兩艘渡輪在試驗期間的

耗油量作比較。下表的分析結果顯示：海鳴(測試渡輪)從採用船用輕

柴油轉用超低硫柴油後，與海雋(對照渡輪)相比之下的耗油量幾乎沒

有變化，反之亦然。海鳴轉回使用船用輕柴油後，耗油量並無減少。 
 
 
 
 

10 



平均耗油量 (公升/每程) 
 2009 年 9 月至 

2010 年 4 月 
(即超低硫柴油試驗期) 

2010 年 6 月至

2011 年 5 月 
差別 

海鳴 95.1 
超低硫柴油 

95.9 
船用輕柴油 

+0.8% 

海雋 
 

101.9 
船用輕柴油 

103.4 
船用輕柴油 

+1. 5% 

差別 -0.7% 
 
 
天星小輪的耗油量 
 
3.12 天星小輪對於旗下渡輪使用超低硫柴油對耗油量的影響有以

下看法： 
 
(a) 試驗結果 (即在試驗期間，對照渡輪的總耗油量只較測試渡輪的

耗油量低 2%) 可能低估了轉用超低硫柴油對耗油量的影響。在

試驗渡輪使用超低硫柴油期間，船長一直慢駛，以免船隻排放過

量廢氣，因而減少了耗油量。船長若非這樣做，試驗結果本該顯

示使用超低硫柴油的測試渡輪耗用更多燃料。再者，天星小輪過

往的超低硫柴油及乳化燃料的試驗結果指出，超低硫柴油令推進

力下降約 10%，進而可能導致耗油量增加； 
 

(b) 測試渡輪在 2010 年 1 月 (即試驗開始前三個月) 的周年大修期間

清洗船身，對照渡輪則在 2009 年 9 月清洗船身，即較測試渡輪

早約四個月。換言之，測試渡輪的船身較對照渡輪的乾淨。根據

天星小輪的經驗，一般渡輪在完成船身清洗後三個月及七個月的

船用輕柴油耗用量分別為每小時 30.5 公升和 45 公升，原因是船

身清洗後相隔的期間越長，船身表面累積的海洋生物會越來越

多。如把這點考慮在內，天星小輪認為測試渡輪在使用超低硫柴

油期間的耗油量該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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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料的淨熱值 
 
3.13 正如第 3.7 段所述，除了燃料特性外，尚有許多外在因素可能

影響耗油量。前一段闡述的天星小輪看法顯示，使用對照渡輪未必有

助完全解釋所有不明確因素。環保署曾依照委員的提議，研究是否可

以進行扭矩測試 (不適宜短暫應用於渡輪)，以了解耗油量變化，結

論是有關測試並不可行。環保署採納專家張鎮順教授和其他委員的建

議，聘用香港通用公證行有限公司和天祥公證行有限公司檢驗超低硫

柴油和船用輕柴油的淨熱值，以便得出更多關於轉換燃料對耗油量影

響的有用資料。兩家公司於不同地點和時間收集了共 16 個來自不同

油供應商的樣本。測試結果(附錄 F) 顯示：超低硫柴油樣本所含的能

量較船用輕柴油低 1%，與試驗結果顯示的耗油量變化情況相若，只

有港九小輪的測試渡輪例外。 
 
試驗結果及評估概要 
 
3.14 耗油增變化的整體結果及評估概述如下。 
 
(a) 下表列載試驗錄得的耗油量變化 (以基線耗油量為標準，並與對

照渡輪比較)。 
組別 渡輪 / 航線  變動 備註 
A 新輝 III 

中環至梅窩 
-1.1% 測試及對照渡輪均於試驗前後

接受大修 
B 新輝 III 

中環至長洲 
+1.7% 同上 

C 新輝 VIII 
中環至梅窩 

-2.1% 同上 

D 新輝 VIII 
中環至長洲 

+2.2% 同上 

E 新傑 
中環至梅窩 

-2.6% 同上 

F 民富 
觀塘至北角 

-2.4% 由於缺乏對比數據，故直接比

較試驗與基線數據。 
G 午星 +1.8% 天星小輪認為，如考慮船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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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至尖沙咀 
 

試驗期間緩慢駕駛測試渡輪及

測試渡輪的船身較對照渡輪清

潔這兩個因素，轉用超低硫柴

油本可能令耗油量增加 10%。

(詳情見第 3.12 和 3.13 段) 
H 海鳴 

中環至坪洲 
+10.4% 差距較大，可能是因為測試渡

輪在基線期間 (即試驗前 12 個

月) 的耗油量極低。測試渡輪轉

回使用船用輕柴油後，耗油量

並未大幅減少。 
 
(b) 根據燃料樣本實際測試結果，超低硫柴油的淨熱值 (能量的標準

測量單位) 較船用輕柴油的淨熱值低 1%。雖然試驗中的耗油量

比較涉及不明確因素，但淨熱值的測試結果與試驗期間量度的耗

油量變化 (見上述(a) 段的表格) 狀況相若。 
 
 
引擎維修需求 
 
3.15 參與渡輪的主引擎和輔助引擎的潤滑油定期接受測試，以檢查

是否有異常情況。就新渡輪、港九小輪及油蔴地小輪而言，在試驗期

首三個月，測試每月進行一次，在餘下六個月則隔月進行。至於天星

小輪，測試在試驗期間 (2010 年 4 月末至 7 月底) 每月進行。測試安

排載於附錄 G。我們收集及測試了共 117 個潤滑油樣本，化驗結果顯

示一切正常，亦無異常耗損跡象，只有在天星小輪的化驗中發現鉻、

錫、鐵和銅等金屬含量增加，第 3.18 段會詳述這個情況。 
 
3.16 除了測試潤滑油外，環保署亦要求渡輪營辦商匯報在試驗期期

間或之後進行的引擎大修/檢查結果及觀察所得。新渡輪的測試渡輪

「新英」和油蔴地小輪的測試渡輪「民富」於 2010 年 7 月，即試驗

期結束後馬上接受大修，沒有發現異常。港九小輪報告在試驗期間進

行的大修中發現兩個燃料泵和兩個主引擎的 12 個噴油器中有三個出

現異常損耗。天星小輪匯報在大修期間發現主引擎 6 個汽缸中其中一

個汽缸套的表面出現異常耗損。渡輪營辦商的觀察所得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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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輪 
維修需求沒有變化 

 
油蔴地小輪 
維修需求沒有變化 
 
天星小輪 
天星小輪在試驗完成後馬上進行大修，發現主引擎的六個汽缸其

中一個汽缸套的表面出現異常耗損，而損耗是在轉用超低硫柴油

後出現的。再者，潤滑油中發現金屬，即鉻、錫、鐵和銅，可能

意味軸承及襯墊耗損。 
 
試驗後發現引擎一個汽缸套有異常耗損情況，從操作角度看，試

驗的唯一變數是以超低硫柴油代替船用輕柴油作為燃料。不過，

環保署的潤滑油測試報告均顯示潤滑油樣本的含金屬量變化幅度

極小，因此無法肯定使用超低硫柴油直接導致異常損耗。 
 
詳細檢驗報告載於附錄 H。 
 
港九小輪 
維修需求沒有變化。 

 
測試渡輪海鳴在 2009 年 10 月 (試驗開始時) 接受大修期間，發

現兩個燃料泵和兩個主引擎 (型號是康明斯柴油引擎 KTA19M3) 
的 12 個噴油器中有三個出現損耗。為調查損耗是否與轉換燃料有

關，環保署已徵詢測試渡輪的超低硫柴油供應商 (中石化) 和引

擎製造商 (康明斯) 的技術及專家意見。中石化和康明斯均表

示，超低硫柴油潤滑度與康明斯引擎沒有太大關係，因為這款引

擎與超低硫柴油相互兼容。 
 

環保署、港九小輪及專家 (委員會專家成員張鎮順教授) 開會討

論及檢討事件。基於有關意見和研究結果 (包括潤滑性和淨熱值

的測試結果及潤滑油測試)，加上大修後超低硫柴油試驗進行期間

並無發現異常，與會者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使用超低硫柴油是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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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耗的原因。 
 

詳細檢驗報告載於附錄 I。 
 
3.17 結論是試驗中沒有證據顯示轉用超低硫柴油會令渡輪的維修

需求改變。而且要注意，大部分參與渡輪已獲引擎製造商證明其引擎

可以使用超低硫柴油。 
 
引擎馬力及速度 
 
3.18 由於技術限制，我們很難在實地試驗中客觀評估引擎馬力和速

度因燃料轉換而產生的變化。因此，我們要求渡輪營辦商每月遞交問

卷，提供旗下船長及/或負責人觀察所得的資料。 
 
 引擎馬力 速度 
新渡輪 輕微減少 輕微減慢 
港九小輪 輕微減少 輕微減慢 
油蔴地小輪 不變 不變 
天星小輪 輕微減少 輕微減慢 
 
3.19 上述觀察所得，跟超低硫柴油淨熱值較船用輕柴油淨熱值低約

1%吻合。 
 
燃料潤滑度 
 
3.20 為查證超低硫柴油的潤滑度是否較低 (潤滑度低可能損害船

隻引擎)，環保署收集了試驗期間的柴油潤滑度數據。首先，中石化(試
驗計劃的超低硫柴油供應商)提供化驗結果，證實其超低硫柴油的潤

滑度遠優於國際規定的水平，並媲美船用輕柴油的潤滑度(船用輕柴

油的含硫量標稱上限為 0.5%)。其次，環保署從其他油公司取得有關

潤滑度的詳細資料，全皆與中石化的測試結果一致。詳情及測試結果

載於附錄 J。 
 
3.21 天星小輪認為，轉用超低硫柴油可能使該公司難以為旗下渡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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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速二衝程引擎尋找合適的潤滑油 (即蜆殼的 Talpa-30)，目前這款

二衝程引擎在香港是獨有的。該等引擎在運作期間，潤滑油與燃料一

起在燃燒室內燃燒。新渡輪旗下亦有船隻使用二衝程引擎，但引擎高

速運作，因此沒有跟天星小輪類似的潤滑油情況。 
 
 
環境滋擾 
 
3.22 我們要求參與試驗的渡輪營辦商回應有否察覺到環境滋擾減

少。總體回應概述如下。 
 尾氣排放 氣味 
新渡輪 略減 略減 
港九小輪 略減 略減 
油蔴地小輪 略減 略減 
天星小輪 改變推進方向時增加 沒有增減 
 
整體而言，參與渡輪營辦商(天星小輪除外)的廢氣排放和氣味輕微減

少。氣味略減，應是因為帶有刺鼻氣味的二氧化硫排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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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四章   總結 

 
4.1 根據試驗結果，從技術角度來看，參與試驗的渡輪 (非街渡渡

輪，有不同的引擎型號、引擎容量、船隻特點及服務模式) 一般可以

超低硫柴油代替船用輕柴油作為引擎燃料。然而，天星小輪仍關注超

低硫柴油與其獨特的低速二衝程引擎不兼容。 
 
4.2 試驗亦顯示如超低硫柴油只應用於小部分本地船隻，會產生間

接的行政成本。這可能增加轉用燃料造成的燃料差價，進而增加營運

成本，對票價 (就渡輪服務而言) 構成壓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