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地球資源

共踐
綠色願景

共享地球資源
管理方針
港燈承諾盡量減低業務營運對環境的影響，致力

在港燈環境事務委員會的統籌下，我們將環境

達至各項重要環境目標，尤其是應對氣候變化及

因素全面融入業務策劃及營運之中，包括採用

改善空氣質素。

符合 ISO 14001 標準的環境管理系統和符合 ISO
50001 標準的能源管理系統。我們透過環境影

我們積極響應政府的環境及氣候政策，不但遵守

響評估、緩解措施，以及定期進行環境監察和審

相關法律和條例，更將保護環境的理念融入我們

核，有系統地預防和減低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

的 策 略 和 管 理 方 針。 為 持 續 提 升 港 燈 的 環 境 表

響。我們在 2021 年合共制定了 60 項環境管理計

現，我們在 2021 年檢討環境政策並隨後作出修

劃，依據一系列可量度的指標，不斷改進環境表

訂，加入更詳盡的指引，尤其針對業務營運所產

現。

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提供應對方法，例如與供應
商、承辦商和其他業務伙伴通力合作，加強在供

港燈深明，保護環境是一項群策群力的工作。因

應鏈各個環節的環境保護工作。

此，我們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通力合作，推出多
項教育項目及服務和資助計劃，以期提高僱員、

我們的企業風險管理框架全面管理環境風險，並

業務伙伴、客戶及大眾的環保意識，並特別著重

將氣候變化視為我們業務營運的主要風險之一。

鼓勵年輕一代實踐環保。

有關詳情，請參閱「經營可持續業務」章節。

用心守護 － 你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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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與
改善空氣質素

個案分享 2

珍惜天然資源

綠色教育與
環保意識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在 2021 年，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頻現，持續對
世界各地造成嚴重影響。聯合國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辦了
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促進全球實現
《巴黎協定》的目標。香港特區政府響應《巴黎協定》，發
布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
，提出香港在 2050 年前
實現碳中和的整體策略、計劃、目標和行動。
港燈全力支持香港的減碳目標和措施，包括成為環境局
的「碳中和夥伴」、簽署由商界環保協會發起的《低碳約
章》
，以及參與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的「邁向淨零」計劃。
我們不單逐步邁向低碳發電，更積極推廣能源效益及節
能、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等低碳方案，同時竭力減低其他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量，讓香港擁有更清新的
空氣與藍天。
另一方面，我們每年參與「碳信息披露項目」，詳盡披露港燈業務對氣候的影響和減碳策略。

邁向低碳發電
以天然氣取代燃煤發電，不但潔淨可靠，更是符合成
本效益，並可同時減排和改善空氣質素的方法。我們
的 2019-2023 年度發展計劃達 266 億，當中大部分用
於南丫發電廠的「由煤轉氣」發電項目，包括興建 3 台
全新的高效能燃氣聯合循環發電機組，每台機組均配
備「選擇性催化還原脫硝系統」這種尖端的減排技術。
首台新燃氣機組 L10 已在 2020 年 2 月投產，第 2 台
新燃氣機組 L11 亦在 2021 年 11 月成功併網，待其在
2022 年 5 月全面投入運作後，另一台舊有燃氣機組及
兩台舊有燃煤機組便可退役。第 3 台新燃氣機組 L12
亦在興建中，將會在 2023 年投產。而南丫發電廠剩
餘的燃煤機組將按計劃在 2030 年代初逐步淘汰。

告別燃煤年代
在 2021 年， 天 然 氣 發 電 輸 出 量 比 例 佔 總 輸 出 量 約
50%，碳排放量較 2005 年減少約 26%。待 3 台新燃
氣發電機組在 2023 年全面投產後，天然氣發電輸出
量比例可望顯著增加，進一步大幅減少碳排放量。

2021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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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由煤轉氣」的政策能符合商業及營運效益，我

力。工程已在 2020 年 11 月展開，於 2021 年期間進

們正與中華電力攜手合作，興建一個採用「浮式儲存再

展順利，預期將在 2022 年竣工。

氣化裝置」技術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接收站啟用
後，可為南丫發電廠提供新渠道接收來自各地市場的

港燈支持由「碳信息披露項目」、聯合國全球契約組

天然氣，令我們的燃料供應更有保障和更具成本競爭

織、世界資源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推出的
「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參考行
業最佳做法設定科學基礎目標。在
2017 年， 港 燈 制 定 的 2022 年 減
碳目標獲「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
認可。我們現正制定下一階段和符
合氣候科學的目標，長遠達至淨零
排放。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全力支持政
府推動低碳或零碳能源，和減碳技
術。
港燈與你攜手 邁向低碳未來

詳盡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港燈南丫發電廠發電產生的直接排放（稱為範圍 1 排放），以及
在整個價值鏈中各種活動產生的間接排放（稱為範圍 2 和範圍 3
排放），皆會造成全球暖化。在 2021 年，我們完善了溫室氣體
排放清單，包括間接排放的主要來源，以更全面地披露我們的總
碳足印。
在 2021 年，主要涉及燃料相關活動和資本產品的範圍 3 排放量
為 110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佔我們的總碳足印約 13%。（請參
閱「統計數字概要」。）

40

管理方針

應對氣候變化與
改善空氣質素

個案分享 2

珍惜天然資源

綠色教育與
環保意識

推廣能源效益及節能、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
港燈深信，促進能源效益及節能、令可再生能源和電

提供了約 580 萬度綠色電力，並已透過「可再生能源

動車更普及，是減排及改善香港空氣質素的關鍵。

證書」獲全數認購，較前一年增加 66%。

為支持本地發展分佈式可再生能源，我們向客戶推出

我們計劃在香港及南丫島現有的設施及辦公大樓天台

一系列「智惜用電服務」，當中包括「上網電價計劃」

增設太陽能光伏板，合共將可增加近 1.2 兆瓦發電容

及「可再生能源證書」兩項服務：前者在 2021 年的參

量。

與人數持續上升，有 105 個可再生能源裝置成功接
駁至電網，而後者亦深受客戶歡迎，他們可藉此支持

此外，我們繼續探討在本地大規模生產可再生能源的

本地可再生能源發展，同時抵銷自身的碳足印。要

方案，現正計劃在南丫島對開西南水域興建一個發電

了解更多有關我們透過「智惜用電服務」推廣能源效

容量不少於 150 兆瓦的離岸風場。

益及節能，和電動車的其他資助及服務計劃，請參閱
「盡心服務香港」章節。
港燈現時在南丫島設有一座
發電容量達 8 百千瓦的「南
丫風采發電站」，以及一個
發電容量達 1.1 兆瓦的太陽
能 發 電 系 統， 兩 者 在 2021
年生產了約 200 萬度綠色電
力，與透過「上網電價計劃」
和我們其他較小規模的可再
生能源裝置所生產的可再生
能源，合計為港燈供電系統

改善空氣質素
港燈利用先進科技應對污染問題，盡力減少由業務營
運產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
放。縱觀 2021 年，南丫發電廠的污染物排放量完全
符合政府規定的排放上限。年內，我們與政府完成磋
商，按照《第九份技術備忘錄》進一步收緊排放限額，

我們在港島南區及長洲設有 6 個監察站，持續監察南
丫發電廠的排放對周邊空氣質素的影響，收集所得的
監察數據其後會提交予政府，並會在集團網站內公布。

並由 2026 年起開始實施。

2021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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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淨零
現今世界各地的天氣變化無常、海平面持續上升，不但衝擊各國經
濟，甚至影響民生，可見氣候變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威脅全球。應
對氣候危機刻不容緩，我們必須立即行動，減緩和應對氣候變化。
我們響應《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和相關議題，致力協助香港在
2050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除了「由煤轉氣」發電外，我們亦設法增加
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同時研究引進氫能等其他零碳發電方案，全力
協助香港實現碳中和。

利用更多風能

為進一步發展風力發電，我們在數年前已開始籌劃

港燈是在香港率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企業，早於

進行可行性研究、環境影響評估和海域風力資源測

2006 年和 2010 年便已在南丫島營運一座發電容量
達 800 千瓦的「南丫風采發電站」和一個具商業規模
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在南丫島對開西南水域興建大型風力發電場，並已
量。我們現正重新審視項目計劃，以期將風力發電
場的計劃發電容量由 100 兆瓦提升至 150 兆瓦或以
上。
按照目前計劃進度，離岸風力發電場將在 2027 年
竣工和投產，預計每年可產生約 4 億度環保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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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發電的可能性
另外，港燈亦正研究氫能發電，即以綠色氫氣作為燃
料產生電力的可行性。氫氣是一種潔淨燃料，燃燒時
不會產生碳排放。儘管氫能發電的發展尚未成熟，但
這項技術蘊藏龐大潛力，有望加快實現淨零碳排放。
港燈工程建設科正探討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的燃氣發
電機組改用氫氣燃料運行的可行性，計劃在中期可先
使用不同比例的天然氣與氫氣混合燃料，再逐步過渡
至 100% 氫氣燃料的長遠目標。

隨著氫能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新機遇，我們可以符合成本效
益和環保原則的方式探索和調整現有燃氣發電機組。加入
項目團隊已逾一年，我們在改裝氫能設備、確保安全處理
氫氣和獲取可靠氫氣燃料供應上仍面對不同的技術挑戰。
然而，氫作為宇宙中最常見、最簡單的元素，絕對具有成

淨零碳排放

為未來最清潔能源解決方案的龐大潛力，有望協助我們實
現淨零碳排放。
工程建設科工程師

林卓盈

Net-zero
Carbon
跟隨著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步伐，海上風力發電場可為
香港提供可再生能源，有助我們達至淨零碳排放目標。能
夠成為團隊的一份子，一同策劃執行這個別具意義的項
目，我感到十分榮幸。同時，我們會一如既往，密切留意
風力發電場的工程和運作對環境和社區可能帶來的潛在影
響。作為工程師，我的工作不單是處理項目的技術問題，
還要與相關持份者緊密合作，確保在整個項目發展過程中
顧及他們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工程建設科工程師

郭浩駿

2021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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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天然資源
地球天然資源有限，必須加以保護。港燈除了將節能措施融入業務營運的每個層面外，更
鼓勵公司上下秉持減少 (Reduce)、重用 (Reuse)、復原 (Recover) 及循環再用 (Recycle)
的 4R 原則，實踐物盡其用、珍惜天然資源的企業文化。

與多方通力合作
共同保護環境
在 2021 年，我們與各界人士展開合作計劃，
推廣珍惜天然資源的理念。

生物多樣性
• 《綠化伙伴約章》

節能
• 《節能證書》

• 《戶外燈光約章》

• 《節能約章》和《4T 約章》

水資源
• 「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

減廢
• 《減廢證書》

• 「惜食回收標誌」計劃

• 《惜食約章》

• 「活動減廢承諾」

落實節能措拖
鑑於全港總用電量近 90% 來自建築物，因此我們的建

會。我們亦會分析辦公大樓的用電數據，以便更有效

築環境在節能減碳方面蘊藏著龐大機會。

地監察能源消耗及優化節能方案。我們採用符合 ISO
50001 標準的能源管理系統監察南丫發電廠的 4 座大

港燈致力開展綠色建築設計和管理項目。我們定期進

樓，並計劃在未來數年透過能源管理系統監察更多設

行能源審核及碳審計，以進一步評估節能減碳的機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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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2021 年訂下新節能目標，致力在 2025 年將主
要辦公大樓的用電量較 2020 年減少 5%。年內，我們
推行節能措拖，例如使用高效能的機械通風和冷氣系
統，並計劃在部分設施及辦公大樓額外安裝太陽能板。
同時，我們繼續對大樓設備和系統進行「重新校驗」，
旨在提升其能源效益。我們利用人工智能系統及智能
溫度感應器，確保空調設備高效運作，達至節能效
果，並計劃在 2023 年底前對港燈中心和南丫發電廠
另一座大樓進行「重新校驗」。

綠色建築設計
在 2021 年， 南 丫 發
電廠擴建部分的行
政及中央控制大樓在
綠建環評新建建築
2.0 版榮獲暫定鉑金
級認證。

妥善減廢
港燈的全面減廢方針以減少、重用和循環再用為首要
任務。在別無其他可行減廢方法的情況下，我們會嚴
格遵循相關法律和條例的要求處置各種廢料，並根據
「運載紀錄制度」
，將廢油這類有害廢物交由持牌收集
者處理。
我們在業務營運各個環節致力實踐重用及循環再用的
原則，例如以創新方式重用電動車退役電池，將這類

年，我們利用電動車退役電池開發出兩個便攜式儲電
裝置供工地使用，以減少柴油發電機的使用。年內，
我們亦回收了 9,600 公升廢油用作南丫發電廠卸煤機
的潤滑油，並將 294 立方米的園林廢物轉化為綠色肥
料；而港燈各主要建造項目所產生的 34 千公噸建築廢
料，其中約 95% 已回收作填海物料。

電池改裝成便攜式儲電裝置，作為流動電源在電纜接
駁工作中使用，或作為變電站的後備電源。在 2021

循環再用煤灰和石膏
煤灰和石膏是燃煤發電所產生的兩種無害副產
品。我們與合資格第 3 方合作，將這兩種物料用
作其他工業生產用途。我們按計劃協助南丫發電
廠逐步以天然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持續降低煤
灰和石膏的產生量，目標在 2024 年將煤灰和石
膏的產生量較 2019 年減少 37%。

2021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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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創新環保填料

減少直接傾倒廢物

港燈與香港理工大學研究人員緊密合作，成功利用南丫發電廠航道改善工程和南丫發電廠燃煤發電所產生的
副產品研發出一款環保填料，這款特製填料以水利工程產生的海洋沉積物與煤灰和水泥為材料混合而成。
我們在實驗過程中調製了 17 款混合樣本，經過反覆測試不同海洋沉積
物乾燥度和材料比例，評估不同組合變化對製成品抗壓強度的影響，
最終研製出一款環保填料，可在南丫發電廠進行大批量生產。
在 2021 年，我們在南丫擴建工程中成功使用這款全新環保填料作填
海用途。這項重要成果不但充分反映港燈以廢物分流不棄置的實際行
動，兌現了對重視減廢及廢物循環再用的承諾，更有助南丫發電廠航
道改善工程在減少使用政府指定的海泥卸置區，別具價值。

我們在辦公大樓收集廚餘、廢紙、廢鐵、塑膠、舊電

另一方面，我們積極實行業務營運全面電子化，並選

池、光管和打印機墨盒等各類廢物並加以循環再用。

用再造紙列印，以減少耗紙量。我們更在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進行推廣活動，鼓勵客戶使

另外，我們的員工餐廳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和塑膠飲

用電子賬單和自動轉賬服務或「轉數快」。客戶只要轉

管，盡力避免產生塑膠廢物。港燈作為《惜食約章》

用上述電子服務，便可獲得一次性的 30 元回贈，並可

的簽署機構，一直多管齊下致力減少廚餘，不但提供

選擇把這項回贈用於繳付電費，或透過港燈將款項捐

訂餐服務和自助膳食服務，更設立指定廚餘回收點，

贈予其中一個指定的環保組織。

將廚餘進行分類，再經過廚餘機分解成肥料。我們期
望，待疫情過後及情況許可下，我們將恢復往常捐贈
服務，將廚房剩食捐贈予本地慈善機構「惜食堂」。

節約用水
港燈深明水資源珍貴而有限，一直努力管理各項業務

我們已在南丫發電廠裝設智能水表，實時監察用水情

範圍的水資源風險，務求以可持續的方式善用水資

況。在 2021 年，我們收集了 113,640 立方米的雨水

源。我們每年透過「碳信息披露項目」的水資源問卷調

和廢水作循環再用。我們更設置專用廢水儲存和處理

查，披露我們為管理水資源風險所採取的行動和表現

設施，收集在南丫擴建工程中產生的廢水作循環再用。

成果。我們銳意將環境政策的承諾付諸行動，致力減
少用水、重用或循環再用廢水和將南丫發電廠廢水排

廢水會先進行一系列處理工序，經過除油去脂，再隔

放的影響減至最低。

除懸浮物質和重金屬，然後才作排放。南丫發電廠擴
建部分的尿素溶液處理裝置已啟用先導泵系統，從排

我們已訂下目標，致力每年在南丫發電廠收集廢水和

污系統收集廢尿素溶液，在 2021 年成功回收了 36 立

雨水作循環再用，並在 2025 年將主要辦公大樓的耗

方米尿素溶液。

水量較 2020 年減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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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生物多樣性
多年來，港燈一直多措並舉保護南丫島的生態環境，
包括監控廢氣、噪音、污水和光污染、精心栽種本土
植物品種和捍衛生物多樣性，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企業
價值。以南丫發電廠為例，我們採用了一套能產生低
頻噪音的阻嚇系統，防止魚類闖入海水冷卻系統。
此外，我們在已完成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包括南
丫發電廠航道改善工程、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海
上風力發電場等主要項目，均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其
中一個重要考慮。我們亦在各項目實施期間進行環境
監察和審核，確保全面執行建議的緩解和補救措施。
年內，我們就南丫發電廠航道改善工程監測水質，以
確保海洋生態不受影響。另外，我們亦透過海上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項目推出了「海洋保育提升資助計劃」和

持續發展的支援，並在 2021 年接獲 19 項申請，共批
出近 2,700 萬元的資助。

「漁業提升資助計劃」，加強項目對保育和本地漁業可

守護南丫島的斑蝶
在 2021 年 11 月，兩個本地非政府組織－綠色力量和活在
南丫首次在南丫島發現斑蝶越冬地點，聚集斑蝶近 3 千隻，
相信這些斑蝶只是短暫停留，並可能在數週內飛離南丫島，
繼續遷移越冬。
當時，港燈在離斑蝶越冬地點不遠處有個建築工地。在收到
綠色力量的通知後，我們立即決定暫停工程 4 週，並要求僱
員和承辦商人員全面遵守綠色力量提供的守則，盡量避免打
擾斑蝶越冬。我們十分高興承辦商以認真態度
採取建議的措施，與我們一同守護美麗珍貴的
生態資源。

圖片來源 : 綠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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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教育與環保意識
港燈本著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共創可持續發展未來的信念，繼續加強綠色教育、提高環
保意識和鼓勵全民參與，從而一起實踐可持續發展。

「綠得開心計劃」
在 2021 年，港燈的「綠得開心計劃」以「減碳：New
Mission」為新主題，向年輕人推廣能源效益、可再生
能源和低碳生活。礙於疫情持續，我們主力透過「綠惜
電視 Green TV」在公司網頁和 Facebook 社交媒體等途
徑，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讓公眾學習減碳知識。

戶外電箱設計創作比賽
港燈在 7 月邀請全港市民發揮
創意，為旗下的戶外配電箱作
設計，透過畫作分享減碳願景。
比賽分為小學組、中學組和大
專及公開組 3 個組別，合共收
到超過 480 名參加者的作品。
評審準則包括：需切合「減碳：New Mission」
主題、整體美感、創意和啓發性。

在 2021 年，超過 40 名中學生獲學校提名參加「綠得
開心推廣大使」計劃並於 11 月接受培訓，在校內及社
區推廣綠色生活。在上一年表現優異的大使則參與由
港燈、數碼港和本地初創企業合辦「本地智慧城市體
驗」，各方代表與年輕人分享了各界如何合力推動香港
發展為智慧城市。
年內，「綠得開心學校」網絡繼續拓展，逾 500 間香港
中小學已加入成為會員學校。我們繼續以線上線下模
式舉辦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活動，包括 22 節互動劇
場演出、與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科藝工程計劃合辦 4 場
「智慧城市 STEAM」工作坊、與香港青年協會 M21 合
辦「綠色校園電視台」，以及 3 節港燈「智惜用電生活
廊」虛擬導賞。我們亦為 17 間學校各提供上限 1 萬元
的資助，用作在校園內推行環保項目。
因疫情停辦一年的「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在 2021 年
復辦，並延伸至大專院校。來自中學的 10 個項目和來
自大專院校的 7 個項目分別獲得上限 5 萬元的資助，
讓學生實現綠色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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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遊香港」
由港燈與長春社合辦的「綠遊香港」計劃，至今已踏入
第 17 年，旨在透過舉辦導賞團，向市民推廣香港的
生態文物資源。「綠遊香港」在 2021 年更榮獲第 17 屆
《中國公共關係行業最佳案例大賽》環境保護與綠色傳
播類－銅獎。
在 2021 年 3 月，我們在北角推出名為「光影城東」的
新一條生態文物徑，並透過一系列宣傳短片，介紹與
老街坊進行訪談和富特色的生態文物景點。為配合新

尹生帶你遊北角

線推出，我們更在「綠遊香港」Facebook 專頁上舉辦
手機攝影大賽，以提高公眾的興趣。
另外，由於年內的實體導賞因疫情而停辦，取而代
之，我們在 4 月起開始通過 Zoom 每月舉辦線上遊，
全年共有超過 1,300 人參與了分別介紹 4 條生態文物

路線的 9 次線上遊。每次活動均邀請不同嘉賓講者分
享當地生態和歷史故事，並設有有獎互動遊戲，增加
趣味和吸引力。

環保活動
我們鼓勵僱員和其他人士參與各項由政府或非政府組
織舉辦的環保活動。
原因是這些節日期間燒紙祭品的傳統習俗，容易引致
我 們 在 2021 年 支 持 由 環 保 促 進 會 舉 辦 的「 香 港

香港郊區發生山火。

綠色日」和「國際海岸清潔運動」，以及由綠惜地球舉
辦的「綠惜夥伴同行計劃」和由綠色力量舉辦的「世界

2021 年 6 月 5 日為聯合國一年一度的世界環境日，

清 潔 日 在 香 港 」。 我 們 亦 支 持 長 春 社 每 年 舉 辦 的

在為期一個月的「支持環保」活動中，逾 850 名僱員

「無山火」活動，在清明節和重陽節提高市民防火意識，

參與了各項推廣環保和低碳生活的活動，主題均環繞
著衣、食、住、行 4 大生活基本需要，當中包括小測
驗、城市有機種植工作坊，
以及舊書和電子產品回收再
用等。

2021 世界環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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