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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事項／討論

跟進行動及責任

1.

主席劉福海先生 (港燈) 歡迎離岸風力發電場持份者聯絡小組（下稱小組）成員出席第四次小組會議，並將會議交由協調人樊秀麗女士
(高誠國際公關有限公司) 簡介會議議程 ，包括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和風場項目的進展。及後會有約一小時的答問環節。

協調人在會議後一個月內提
供會議記錄供小組成員傳閱
及確認，然後在港燈網站上
發佈。

2.

主席邀請譚萬鏘先生 (香港環境資源管理顧問有限公司，下稱 ERM) 回應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包括匯報為項目申請清潔發展機制的
可行性； 及簡介雀鳥及海洋哺乳類動物的基線調查方法。

--

3.

譚萬鏘先生 (ERM) 在簡介清潔發展機制的背景資料及分析所須參與條件後，總結南丫島離岸風力發電場並不符合申請成為清潔發展機
制項目的要求。譚萬鏘先生 隨後匯報建議的雀鳥及海洋哺乳類動物基線調查方法。

--

在風場項目進展方面，主席報告離岸測風站已建成，並已於本年 3 月份開始實地收集為期約一年的風力及海浪數據。主席亦匯報漁業
檢討及諮詢計劃的進展，指出所建議的風場漁業管理及人工魚礁方案已於漁業檢討及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獲得所有委員通過。主席
隨即交由譚萬鏘先生 詳細介紹風場的漁業管理及人工魚礁方案。

--

4.

陳樂文先生 (港燈) 隨後介紹離岸測風站的運作及錄得的初期風力數據。
5.

協調人於陳樂文先生報告完畢後邀請各小組成員就項目提問。

6.

主席補充，港燈每星期會派人員登上測風站作例行檢查，以確保其正常運作。另外，港燈亦已改良測風站設計，以確保測風站在颱風
下仍能正常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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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詢問離岸測風站所採用的激光雷達技術在收集風力數據的成功率為多少。

7.

跟進行動及責任
--

港燈代表回應，離岸測風站收集的風力數據成功率接近 100%。另外，測風站亦設有機械式測風儀，以確保所收集風力數據的覆蓋率
及可靠性。
另一小組成員詢問激光雷達收集風力數據的高度。
港燈代表回應，激光雷達收集風力數據的高度涵蓋離海面約 20 米至 180 米，覆蓋風力發電機葉片的最高及最低點。
小組成員詢問，根據離岸測風站錄得的初期風力數據顯示，風力發電量有可能比環評報告的預計為高。這對風場的設計，如風機的數
量及容量大小具有甚麼實質含意。

8.

--

主席回應，風場的整體容量將維持在 100 兆瓦。而風機數量是根據個別風機的容量計算。若風場的發電效能因風量有所提高，每年將
可節省更多燃煤及氣體排放量。
小組成員詢問，選擇風機容量時有何考慮。
主席指風機大小的選擇取決於民航處航空高度管制要求及市場供應的風機型號。根據現時民航處的要求，風機葉片的最高高度限制為
離海面 145 米。港燈認為因受風場範圍航空高度的限制，採用更大容量風機的機會不大，風場應該會採用容量少於 3.6 兆瓦的風機型
號以乎合航空高度限制的要求。
小組成員詢問漁業界對自願性禁捕區中的人工魚礁的意見。

9.

港燈代表回應指出，人工魚礁的主要部份來自風機樁柱範圍內的防冲刷裝置。為了風機本身及漁民捕魚作業的安全，建議於風機 50
米範圍內設立建議安全區及作為自願性禁捕區的安排，並且已在過去數次的漁業檢討及諮詢委員會會議中得到業界的共識，建議方案
並獲所有委員通過。另外，風場亦會裝設雷達、閉路電視及播音器，提示已進入建議安全區內的漁船離開。
小組成員詢問有否規定捕魚區內的捕魚作業方法。

10.

--

--

港燈代表回應指出，人工魚礁的設計仍在初步階段，現時對於在該區捕魚作業的方式並沒有特別限制。預計將來漁民會根據經驗及人
工魚礁的最終設計，選擇合適的捕魚方法。
小組成員表示擔心某些捕魚方法或會破壞人工魚礁，亦對非本地船隻在人工魚礁區捕魚表示擔憂。
ERM 代表表示，根據漁業檢討及諮詢委員會中業界提出的意見，決定在捕魚區設立人工魚礁，讓漁民可以在人工魚礁附近捕魚，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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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限制漁民的捕魚方法。另一方面，漁民亦明白一些捕魚方法可能不適合在人工魚礁區採用。由於在現階段還未確定人工魚礁的最終
設計方案，在設計人工魚礁時，將會考慮捕魚工具對人工魚礁可能造成的影響。

跟進行動及責任

主席補充，風場西北水域會設有可供捕魚的人工魚礁，而在風機 50 米範圍內的建議安全區/自願性禁捕區內，亦會放置人工魚礁，港
燈會在建議安全區 (自願禁捕區) 安裝閉路電作監察，亦會以播音器勸喻靠近建議安全區的船隻離開。自願性禁捕區範圍內放置的是結
構較細型的人工魚礁，適合細魚棲息以達至保育效果。而捕魚區內則會放置結構較強的人工魚礁。港燈希望透過兩區的人工魚礁，平
衡保育及漁業界的需要。至於非本地船隻在該水域捕魚的問題，則屬全港性的問題，超出了項目的控制範圍。漁農自然護理署 (漁護
處) 代表亦曾在漁業檢討及諮詢委員會會議中表示將會修例，並會加強執法限制非本地漁船在本港水域進行捕魚。

小組成員詢問有關捕魚區作業及人工魚礁功效的監察措施。
11.

主席回應指出，在自願性禁捕區和捕魚區都會有監察計劃以評估人工魚礁能否達致預期的效果。監察計劃及機制還須與漁護處作進一
步的討論。對於自願性禁捕區的監察，基於安全理由，港燈會勸喻進入自願性禁捕區的船隻離開。因此，自願性禁捕區比較容易管理
及監察。而在自願性禁捕區和捕魚區放置結構不同的人工魚礁，相信能增加該水域的漁業資源，讓漁民得益，同時亦透過建議安全區/
自願性禁捕區確保風機的安全，平衡業界與管理者的角色。

小組成員擔心在風場捕魚區中潛水打魚所構成的危險。

12.

--

--

港燈代表回應指出，在風場發展其間，會宣傳風場的安全資訊。至於捕魚區水域與香港其他水域一樣，港燈沒有法定權力去阻止任何
人仕在捕魚區進行潛水活動。
ERM 代表表示，會與業界保持溝通，將來會向業界派發資料，簡介該水域的人工魚礁類型及位置，包括魚類品種、特性及在該區以不
同捕魚方法作業所潛在的風險。

小組成員詢問，是否容許公眾在 50 米自願性禁捕區範圍內進行水上活動。
13.

--

主席回應指出，海事顧問表示比較憂慮遊艇進入自願性禁捕區並登上風機，因此港燈會特別設計風機的機座，令公眾難以由遊艇登上
風機平台。另外，由於港燈會以廣播方式來勸喻公眾離開該自願性禁捕區範圍，反而不大擔心其他活動會對風機造成影響。
小組成員詢問若風場中的人工魚礁遭破壞，在管理上的責任應由誰負責。

--

14.
主席回應指日後須與海事處及漁護處研究並制定人工魚礁的監察計劃，並會考慮聘用承辦商負責執行監察計劃。港燈表示一般而言公
眾只希望獲取漁業資源，相信對人工魚礁造出惡意破壞的可能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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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行動及責任

小組成員再詢問鳥類基線調查能否額外延長及提早一年展開；及風場將以甚麼方式進行打樁。
主席表示明白環保團體希望掌握更多的基線調查數據。但由於此風場發展項目受環境局監管，現時仍在可行性研究階段。因此難以獲
得政府批准提早進行鳥類基線調查的支出。當項目獲政府批准後，港燈才可考慮提早進行及延長鳥類基線調查的可能性。至於在打樁
方式方面，港燈已聘請顧問研究風場的打樁方案，研究會考慮風場範圍的海泥特性、水流和水深等數據，並預計在 2012 年底前能確定
風場的打樁方案。風場選址的土探項目亦預計將於 2012 年底進行刋憲。

小組成員詢問用吸力沉箱打樁方法的可能性。

15.

--

主席回應指吸力沉箱打樁方法會納入顧問的研究中。主席亦指出，吸力式沉箱打樁方法的規模較大，由於香港海泥較鬆軟，若以吸力
式沉箱打樁方法進行工程，風機的三支樁柱每支直徑估計需達 15 至 20 米，因此仍須就此打樁方法的成本效益及對工期的影響作進一
步研究。
另外，主席表示會避免於江豚繁殖期進行打樁工作，以減低對江豚可能造成的影響。

小組成員詢問風場使用浮式基礎的可行性。
16.

主席回應指出，港燈樂意參考各種類型的基礎樁柱。但一般而言，浮式基礎方法較適合用於深海水域，而南丫島離岸風場選址的水深
為 17 至 22 米，以單桶式樁柱相信較為合適。

小組成員詢問通常有多少人常駐在測風站，以及有何消防安全措施。
17.

--

--

港燈代表回應測風站屬全自動運作，除了進行例行保養維修外，其餘時間都不須要人員駐守。港燈亦有安排船隻在測風站水域範圍作
24 小時監察。測風站上亦備有滅火器以確保安全。

小組成員詢問若公眾希望購買風場所生產的電力，港燈會否作出安排。

--

18.
主席回應指出，風場所產生的電力須並網於港燈的系統，因此不能分開產電的來源是由煤、天然氣或風能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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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詢問雀鳥及海洋哺乳類動物基線調查的樣條線不包括西面水域的原因。

19.

--

ERM 代表回應，現有的樣條線位置是跟據以往環評報告對江豚及雀鳥調查而制定。這有利於日後用作數據比較。此外，顧問亦可在將
來更新風場環境監察與審計手冊時考慮是否須要更改樣條線的分佈。

小組成員詢問會否在江豚繁殖期於南丫島南面增加調查的頻率。
20.

跟進行動及責任

--

ERM 代表回應，進行江豚調查時，會包括樣條線兩邊的水域，因此已包含整個南面水域，而這亦是現有江豚監察的慣常做法。調查亦
會紀錄成年及年幼江豚的出沒次數及其行為。此外，風場已避開江豚的繁殖範圍，海洋哺乳類動物基線調查方法和路線不論在江豚繁
殖期或非繁殖期都是一樣的。

21.

主席宣佈小組成員的兩年任期將於年底前屆滿，並表示歡迎各小組成員繼續留任或推薦其所屬組織的另一位成員成為港燈離岸風力發
電場持份者聯絡小組成員。主席感謝所有小組成員過去兩年的貢獻，並表示會於會議結束後的一個月內，向小組成員發信查詢各成員
的留任意向。

22.

是次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港燈將於一個月內向小組成
員發信，查詢小組成員的留
任或推薦其組織成員的意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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