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ESC Working Paper 25 
 
 

 
 

 

香港 2030 太陽能未來： 

香港太陽能發展回顧及太陽能發展情景分析 

Solar future in Hong Kong 2030: 

A review of past solar development and  

scenario analysis of future solar development 
 

Daphne Ngar-yin Mah  馬雅燕1,2 

Darren Man-wai Cheung  張文偉1,2 

Glenn Hin-fan Lee   李顯勳1,2 

   Benjamin-craig McLellan3       

Martin Ho-man Cheng  鄭皓文1,2 

Choi-yin Lung   龍采妍1,2 

 

Publication Date: 08-03-2021 
 

 

 

 
1 香港浸會大學 地理系 
2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亞洲能源研究中心 
3 日本京都大學 能源科學研究所 

 
 

 

 

 

 

 

 

Disclaimer: This working paper is a work-in-progress and is intended to stimulate discussion with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n the many aspects of energy studies. The author welcomes any constructive feedback.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working paper are solely of the authors, and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e Asian Energy Studies Centre 

on the discussed issues and topics.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cited or quote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rrespondence to author: Darren Man-wai Cheung, dmcheung@hkbu.edu.hk

mailto:dmcheung@hkbu.edu.hk


1 
 

香港 2030 太陽能未來： 

香港太陽能發展回顧及太陽能發展情景分析 

Solar future in Hong Kong 2030: 

A review of past solar development and 

scenario analysis of future solar development 

 

馬雅燕 1, 2；張文偉 1, 2；李顯勳 1, 2； 

Benjamin-craig McLellan3； 鄭皓文 1, 2；龍采妍 1, 2 

 

1 香港浸會大學 地理系 

2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亞洲能源研究中心 

3 日本京都大學 能源科學研究所 

 

摘要 

隨着全球碳排放不斷上升，氣候變化的影響愈趨嚴重，極端天氣更愈見頻繁。為舒緩氣候變化

的影響，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變得更為重要。香港雖然就能源規劃發表過不同

文件，如 2017 年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但從未提及具體目標及計劃。可見相比世

界其他主要城市，香港的太陽能發展進度相對落後竹水。 

本工作文件旨在簡介香港的主要能源規劃以及太陽能的發展概況，及根據香港的情況提出三個

太陽能的發展方案，並剖析其利弊，以研究香港太陽能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最後於附錄列出與

議題相關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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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列表 

 

EV 電動汽車 (Electric vehicle) 

GW 吉瓦 (Gigawatts) 

GWh 吉瓦時 (Gigawatt hours) 

kW 千瓦 (Kilowatts) 

kWh 千瓦時/ 度 (Kilowatt hours) 

MW 兆瓦 (Megawatts) 

PV 光伏 (Photovoltaic(s)) 

Smart HEMS 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 (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VPP 虛擬發電廠 (Virtual Power Plant) 

W 瓦 (Watt) 

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上網電價；FiT 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 (Feed-in Tariff) 

中電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港燈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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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氣候變化的影響愈趨嚴重，各國極端天氣愈見頻繁，而使用化石燃料發電為其中一個主要碳排

放的源頭。各地政府因此正著手推動能源轉型：透過提升可再生能源發電（如太陽能）的比例，

減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從而減低碳排放，紓緩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為應對氣候變化，香港政府近年從環境政策著手，推動能源轉型。其中，政府於 2017 年發表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估計 2030 年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潛力能達到總電力需求的 3 

- 4%；其中 1 - 1.5%可從太陽能取得（環境局，2017）。除推行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外，

香港政府尚未就上述發展潛力提出其他具體計劃。可見香港在太陽能發展的長遠規劃上落後世

界其他主要城市。 

本工作文件旨在：1）回顧香港能源轉型及太陽能發展歷程；2）提出三個香港太陽能未來的發

展方案，分析各方案的潛在影響及利弊；及 3）研究香港太陽能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本工作文

件首先簡介議題背景，然後就背景提出三個香港太陽能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最後，本文件於

附錄列出與議題相關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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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題背景 

2.1. 氣候變化的影響 

踏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地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的影響。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各

國均增加生產來應付經濟發展的需求。同時，人類在生產過程中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成温室

效應及加劇全球氣候變化。近年，各國極端天氣愈見頻繁，對世界各地及香港構成影響（圖

1）。 

為應對氣候變化，香港政府近年開始從環境政策及能源轉型著手，以減低本地碳排放；其中包

括使用更多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作發電用途，以及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等。 

颶風哈維 

美國德州（2017 年 8 月） 

1,250 億美元經濟損失 (相當於 9750 億港

元) 

颱風山竹 

香港（2018 年 9 月） 

約 460 名市民受傷；超過 40,000 戶電力

供應中斷，當中約超過 13,500 戶停電超

過 24 小時。 

山火 

澳洲（2019-2020 年）· 

超過 11 萬平方公里的森林被燒毀 (相當

於約 99 個香港)；超過 33 名市民死亡 (當

中包括 4 名消防員) 

氣溫上升 

香港（2019 年） 

全年平均氣溫達攝氏 24.5 度，為有紀錄

以來 (1884-2019) 最高 

熱浪 

日本（2018） 

超過 95,000 名日本市民需要緊急救護服

務 

海平面上升 

香港（1954-2019 年） 

維多利亞港的平均海平面自 1954 年起已

上升約 20 厘米 

圖 1：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對世界各地及香港 的影響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2020，超強颱風山竹（1822）：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至十七日；香港天文台，2020，平均

海平面；香港天文台，2020，溫度；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20, Australia fires: A visual guide to the 

bushfire crisis;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19, Zero Emission Tokyo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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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近年的主要能源規劃 

2017 年《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煤是香港最主要的發電燃料，截止 2019 年 10 月，煤佔發電燃料組合約 50%；其次是天然氣和

非化石燃料（包括輸入核電），各佔約 25%1。香港在 2017 年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能源規劃中提出，在 2030 年前以天然氣及非化石燃料（包括可再生能源）減少煤在發電燃料

組合的比重（圖 2），從 2015 年的約 48% 減少至 2020 年的約 25%，並在未來持續減少。天然

氣在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將從 2015年的約 27% 提升至 2020年的約 50%，並在未來持續增加。

另外，非化石燃料（包括可再生能源及輸入核電）在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例會在 2020 年後逐

漸增加。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能源規劃中提出，2030 年香港發展可再生能

源的估計潛力約為總電力需求的 3-4%2。 

 

煤 天然氣 非化石燃料 可再生能源 

圖 2：2017年《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能源規劃： 

1) 2030 年太陽能的潛力約為總電力需求的 1-1.5%； 

2)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總電力需求的 3-4% 

(資料來源：環境局, 2017,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 

香港政府在 2014 年亦曾就應否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向內地購電發表《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

詢文件》。該文件提出兩個 2023年發電燃料組合方案（圖 3）。方案一建議大幅增加天然氣的

比例，從 2012 年的約 22% 增加至 2023 年的約 60%，而煤則從 2012 年的約 50% 減少至 2023

年的約 20%。方案二建議煤和天然氣在 2023 年發電燃料組合中分別佔約 10% 及 40%，同時向

內地電網購買約佔發電燃料組合 30% 的電力。在這兩個方案中，可再生能源最多佔 2023 年發

電燃料組合的約 1%。 

                                                           
1 香港立法會, 2019, 立法會六題：發電燃料組合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435.htm) 
2 環境局, 2017,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pdf/ClimateActionPlanChi.pdf) 

非化石燃料

25%

天然氣

27%

煤

48%

2015

非化石燃料

25%

天然氣

50%

煤

25%

2020
非化石燃料

繼續增加

天然氣

繼續增加

煤

繼續逐

步減少

可再生能源

3-4%

(太陽能佔

1-1.5%)

2030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435.htm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pdf/ClimateActionPlan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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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天然氣 從內地購電 核能 可再生能源 

圖 3：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中兩個 2023 年發電燃料組合方案： 

1）方案一及方案二均提出 2023 年可再生能源最多佔發電燃料組合的約 1%； 

2）方案二的組合中包括從內地電網購買電力，約佔發電燃料組合 30% 

（資料來源：環境局, 2014,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 

2019 年《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繼《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後，香港政府在 2019 年發

表《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文件提出與區域合作，從內地輸入可再生能源。該諮詢文件

提出香港可通過加強中電與南方電網和大亞灣核電站的輸電系統，輸入更多區域內的「零碳能

源」（包括核能及可再生能源）。強化工程預計在 2025 年完成，預計從內地輸入的「零碳能

源」將來最多可佔本地燃料組合約 30-35% (圖 4)，從而讓香港可提早達成 2030 年的減碳目標
3。 

 

煤 天然氣 
從內地輸入 

「零碳能源」 
可再生能源 

圖 4：2019年《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中從內地輸入「零碳能源」方案： 

1）2030 年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總電力需求的 3-4%； 

2）從內地輸入的「零碳能源」將來最多可佔本地燃料組合約 30-35% 

（資料來源：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19，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環境局，2017，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3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2019,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核能

20%

天然氣

60%

煤

19-20%

從內地購電

0%
可再生能源

最多1%

方案一：增加以天然氣發電

核能

20%

天然氣

40%煤

9-10%

從內地購電

30%

可再生能源

最多1%

方案二：向內地電網購電

從內地輸入

「零碳能源」

30-35%

天然氣

由 2020 的 50%

繼續增加

煤

由 2020 的 25%

繼續逐步減少

可再生能源

3-4%

2030年能源規劃：從內地輸入「零碳能源」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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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的太陽能發展概況 

一直以來，太陽能只佔香港整體發電系統的一小部分。截至 2017 年，香港太陽能發電系統裝

機容量約為 6.29 兆瓦，發電量約為 6,289 兆瓦時，佔 2016 年香港總用電量的 0.014%4。較大型

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包括小濠灣污水處理廠的太陽能發電場（裝機容量達 1.1 兆瓦）5 及機電工

程署總部大樓天台的太陽能發電系統（裝機容量達 350 千瓦）6 等。 

2018 年 10 月及 2019 年 1 月，香港政府與中電及港燈簽署的《管制計劃協議》分別開始生 

效7，當中規定兩電需設立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下稱上網電價計劃）及可再生能源證書等機

制，推廣香港可再生能源發展8, 9。 

上網電價計劃由兩電與已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住戶簽訂合約。現時中電的平均淨電價約

為每度電港幣 1.22 元10；港燈的平均淨電價則約為每度電港幣 1.26 元11。上網電價計劃讓電力

公司以高於市價（每度電港幣 3-5 元）購買住戶的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系統生產的電力，現行

的售電合約直至 2033 年底結束12。同時，電力公司將出售可再生能源證書給香港市民及企業

（請參閱附錄 2），推動香港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截止 2020年 1月，兩電已批出超過

6,000 宗安裝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系統的申請，每年可產生約 9 千 1 百萬度電力13。 

在發展太陽能長遠規劃方面，香港政府在 2017年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中提及，2030

年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估計潛力為總電力需求的 3-4%，其中太陽能的估計潛力為總電力需

求的 1-1.5%（約 660 兆瓦）14。香港並未就太陽能發電提出具體目標，然而，其他大城市（例

如：倫敦、紐約、首爾）均已提出太陽能目標（例如：柏林目標在 2030 年或以前太陽能佔總

電力產量的 25%），香港在太陽能發展長遠規劃上較其他城市落後（有關其他城市的太陽能目

標請參閱附錄 1）。 

 

 

  

                                                           
4 機電工程署，2019，香港光伏系統應用情況及建築物天台光伏系統的潛力研究報告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les/2019_Executive_Summary_for_PV_Study_CN.pdf) 
5 渠務署，2016，小濠灣污水處理廠太陽能發電場正式投入運作 

(https://www.dsd.gov.hk/TC/What_s_New/What_s_New/news553.html) 
6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n.d.，太陽能光伏 (https://re.emsd.gov.hk/tc_chi/solar/solar_ph/solar_ph_ep.html) 
7 香港政府與中電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於 2018 年 10 月 1 日生效，與港燈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8 環境局，2017，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下列公司達成的管制計劃協議：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

司 
9 環境局，2017，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下列公司達成的管制計劃協議：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1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2019，多管齊下抵銷電價調整 撥二億港元推紓困措施 

(https://www.clp.com.hk/zh/Documents/tariff2020/20191210_tc.pdf) 
11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2019，港燈調整 2020 年電費 並推出措施紓緩社會事件衝擊 

(https://www.hkelectric.com/zh/MediaResources/PressReleases/Documents/Tariff%202020%20Press%20Release_CHI.pdf) 
12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2019，上網電價：簡介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

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

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13 黃錦星，2020 上網電價實施一年批約六千申請，香港政府新聞網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1/20200121/20200121_214924_109.html) 
14 環境局，2017，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pdf/ClimateActionPlanChi.pdf)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les/2019_Executive_Summary_for_PV_Study_CN.pdf
https://www.dsd.gov.hk/TC/What_s_New/What_s_New/news553.html
https://re.emsd.gov.hk/tc_chi/solar/solar_ph/solar_ph_ep.html
https://www.clp.com.hk/zh/Documents/tariff2020/20191210_tc.pdf
https://www.hkelectric.com/zh/MediaResources/PressReleases/Documents/Tariff%202020%20Press%20Release_CHI.pdf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1/20200121/20200121_214924_109.html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pdf/ClimateActionPlan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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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專業用語簡介 

圖例 簡介 

 

能源安全 (Energy Security)：參與發展太陽能是確保能源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

能源安全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指市民能否透過減少對電網的依賴，從而減少因

電費增加所帶來的影響。另外，市民亦可透過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自主發電，

減低電網發生故障時的停電影響，提升能源安全。 

 

能源自主 (Energy Autonomy)：參與發展太陽能可以讓市民在能源選擇上有更大

的自主性。能源自主是指：1）市民能否積極參與所屬社區有關生產電力、供應

電力，及電力消費的事項；2）市民可以通過選擇電力的類別（例如可再生能

源）、電力供應商、安裝家用蓄電池等；以及 3）市民能否把社區內所生產的可

再生能源供應給區內使用，從而減少從電網購電或依賴進口電力，來體現能源

自主。 

 

電力成本 (Electricity Cost)：香港市民能否透過參與發展太陽能減低電費開支甚

至獲得利潤將直接影響其參與意欲。電力成本會因應多種因素改變，這些因素

包括：1)）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初置成本受到太陽能系統的價格升跌影響；

2）對於已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市民，他們的電費取決於其家居的用電量，以及向

電力公司出售太陽能電力的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收益；3）電力公司亦可能引入

「分時段電價」，市民在「繁忙用電時段」支付較高的電價，而在「非繁忙用

電時段」則享有優惠回扣。已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市民可以透過安裝家用蓄

電池儲存太陽能電力，並在「繁忙用電時段」使用，代替從電網購電以降低電

費開支。 

 

電網互連 (Grid Interconnection)：加強電網互連讓香港市民出售更多由屋頂太陽

能發電系統產生的電力，及增加市民獲得太陽能電力的途徑。電網互連是指將

各個分布式發電系統與主要電網連接。在市民層面上，電網互連可指把屋頂太

陽能系統連接駁至電網（併網），這亦是市民賺取上網電價收入的必要程序。

在區域層面上，電網互連是指把各地區的電網互相連接，形成一個由香港及周

邊地區（如粵港澳大灣區 （下稱大灣區）） 所組成的區域電網（附錄 4 的補充

資料 2）。 

 

便利性 (Convenience)：如果香港市民有簡單的方法來管理用電及安裝太陽能系

統的方法，市民便有更大意欲參與發展太陽能。便利性是指市民能否因使用某

類能源產品（例如智能電錶）或服務（例如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mart HEMS），從而節省時間和精力管理及

查閱電力使用狀況。在太陽能使用方面，便利性則指市民若要在住所安裝太陽

能系統，會否需要進行複雜的改裝工程（如改裝屋頂）或申請手續。 

 

需求響應 (Demand Response)：香港市民可以通過管理其住所的電力需求來減少

電力成本及總用電量。如果市民擁有太陽能發電系統，將可以適時及靈活回應

需求響應信號。需求響應是指所有電力消費者，因應電力公司提供的優惠措施

或電力的價格升跌，改變其沿有的用電習慣，從而達到提升電力系統整體使用

效率、舒緩電力供應緊張問題、控制電價升幅壓力等目的。需求響應通常有兩

種運作方式：1）通過引入「分時段電價」等彈性電價制度，鼓勵市民避免在

「繁忙用電時段」用電以減低在該時段的電力需求；以及 2）通過鼓勵市民採取

節能措施及選用節能電器，從而減少用電量。如果市民擁有太陽能系統，便可

在電力公司發出需求響應信號時使用太陽能電力，減少從電網購電。 

 

電力市場改革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電力市場改革可吸引專賣太陽能電力

的電力供應商進入香港市場，令香港市民更容易購買到太陽能。現時香港電力

市場由中電及港燈兩間公司在其所屬地區以「垂直一體式」經營，提供發電、

輸電及售電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多年來一直討論應否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

爭，當中方案包括：1）開放電網供新的供應商使用；2）加強兩電現有的電網

互連；及 3）加強中港兩地的電網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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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電網是太陽能可否在香港普及的一項關鍵因素。若將本屬同一公司的發電

系統和電網分拆，新的電力供應商（如專賣太陽能電力的公司）便可使用電網

直接賣電給市民，電網公司則對其收取「電網費」，在台灣便有類似的做法

（請參閱附錄 4的補充資料）。此外，若零售電力市場開放，市民便可自由選擇

供應商，如向專賣太陽能電力的公司購買太陽能。同時，其他零售商亦可透過

與兩電買電，再以捆綁式服務出售電力（如售電及電訊服務套餐等）（請參閱

附錄 4 的補充資料 4）。 

 

電力市場種類 (Types of Electricity Markets)：不同規模的電力市場有助香港市民

從不同的渠道獲得及使用太陽能，讓市民可透過不同方式支持太陽能發展。假

設香港的電網容許第三方使用，屆時香港可能出現不同的電力市場，例如：1）

社區電力市場──社區電力公司可在社區內購買太陽能電力，然後出售給區內

其他居民；2）灣區的區域電力市場──大灣區內的電力公司可透過區域聯網，

輸送太陽能電力到香港。 

 

太陽能投資 (Solar Investment)：太陽能投資為不能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

香港市民提供另一種參與香港發展太陽能的渠道。未能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系統

的市民可通過投資社區太陽能發電項目，來支持香港的太陽能發展。這些太陽

能項目通常由志願團體或社會企業等組織負責管理及經營，而國外亦有私營公

司推出社區太陽能發電項目，例如日本的太陽能共同參與計劃 (Do it Ourselves 

model)（請參閱附錄 4 的補充資料 7）。 

 

電動汽車 (Electric Vehicles)：如果香港市民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動汽

車可以作為「流動式充電池」使用，並代替傳統家用蓄電池。市民可利用電動

汽車內置的電池儲存太陽能系統生產的電力，並在需要時使用電池內的電力為

其住所甚至社區內的住戶供電。同時，電動汽車亦能替代傳統汽車，有效減低

碳排放。 

 

虛擬發電廠 (Virtual Power Plant；VPP)：當太陽能在社區得到較廣泛使用後，虛

擬發電廠能協助社區更有效整合及分配太陽能電力。虛擬發電廠是一個能整

合、管理和優化分佈式發電資源 （如太陽能）及儲電設備的雲端系統。虛擬發

電廠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連接分布式發電資源、儲電設備等，協助有效分配

太陽能電力以及用戶在電力市場的交易，最終達到降低成本及減少電力流失等

目的。現時國外已有部分城市開始發展相關項目，例如首爾的成大谷能源社區

在 2019 年 12 月共集資 2 百萬美元以籌劃虛擬發電廠項目，容許市民參與電力交

易以獲取利潤 （請參閱附錄 4 補充資料 9）。 

 

上述技術用語的詳細解釋請參閱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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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 2030 太陽能未來的三個發展方案 

3.1. 三個太陽能未來發展方案的概覽 

在 2030 年的香港，市民在電力市場中可以擔當更積極、重要的角色：市民可以不單只是電力

消費者，他們亦可以是電力生產者、出售太陽能電力給電力公司。我們的研究團隊設立了三個

2030 年香港太陽能未來發展的方案，目的是讓參加者通過探討不同的太陽能發展方式，了解

香港市民能如何在 2030 年時參與香港的太陽能發展。太陽能發電能夠以分散式系統安裝，市

民除了可以在屋頂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外，亦可以投資社區的太陽能項目，又或者透過不同機

制參與跨境太陽力電力的買賣。以下是這三個方案的簡介： 

方案一：沿用現行方案 

第一個太陽能未來發展方案以香港政府現行對可再生能源的評估及所制訂的目標為基礎15：

2030 年的太陽能發電比例將提升至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1.5%，而其他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

例將提升至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2.5%。香港生產的太陽能將可減少約 42 萬公噸的碳排放（相等

於約 1 千 8 百萬棵樹在生命週期中可吸收的二氧化碳量）16。 

要達到方案一的太陽能發電比例，香港的太陽能發電系統裝機容量將由 2017 年的約 6.29 兆瓦

增至 607 兆瓦。香港需使用約 1-5%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17。 

香港住戶將繼續使用現行的「累進式收費」支付電費。住戶將攤分上網電價計劃的支出，該支

出在扣除出售可再生能源證書的收益後，反映在電費升幅中。 

市民參與發展太陽能的方式：除了在處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來賺取上網電價收入外，市民可

透過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來支持本地太陽能發展。香港及內地南方電網將加強電網互連，為兩

地之間進行太陽能電力交易提供基礎。 

方案二：中度的太陽能發展目標 

第二個太陽能未來發展方案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7 年發表的《香港的可再生能源

資源研究》中建議的 2030 年發電燃料組合為基礎：2030 年的太陽能發電比例將提升至香港總

電力需求的 4.1%，而其他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將提高至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6.6%。另外，

香港透過購買大灣區可再生能源證書來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約佔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9.7%。香港生產的太陽能將可減少約 112 萬公噸的碳排放（相等於約 4 千 9 百萬棵樹在生命週

期中可吸收的二氧化碳量）20。 

要達到方案二的太陽能發電比例，香港的太陽能發電系統裝機容量將由方案一的 607 兆瓦增至

1,600兆瓦，增加多約 1.6倍。香港需使用約 5-10%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21，並使

用約 5% 的總水塘面積安裝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 

                                                           
15 按照 2016 年生效的《巴黎協定》，中國政府制定了「中國至 2030 年的國家自主貢獻」，並決定《巴黎協定》適

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回應《巴黎協定》及中國政府對減碳的貢獻，香港政府須於 2020 年或以前制定至 2050 年

的長遠減碳策略，政府亦先後在 2017 年發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及 2019 年發表《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

與》。方案一便是根據《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中對可再生能源的評估及《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中提及的

「碳強度和絕對減幅」──將香港 2030 年的碳強度相對 2005 年水平降低 65% 至 70%；碳排放總量相對 2005 年水

平降低 26 至 36%──的目標所制定。 
16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11，紓緩氣候變化：從樓宇節能減排開始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susdev/html/b5/council/ccc_ird_c.pdf) 
17 三個方案均假設香港適合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天台面積 (扣除 1. 被其他建築物陰影遮蔽的範圍；及 2. 被使用作

其他用途的範圍) 約為總天台面積的 20%。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susdev/html/b5/council/ccc_ir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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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住戶可選擇使用現行的「累進式收費」或新引入的「分時段電價」，如果住戶選用「分時

段電價」，住戶在繁忙用電時段需支付較高電價，而非繁忙用電時段則可享優惠回扣。住戶在

電費中需支付可再生能源附加費，用以分擔上網電價計劃及太陽能發電系統的併網成本。 

市民參與發展太陽能的方式：除了在處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來賺取上網電價收入，及購買可

再生能源證書外，市民可投資本地太陽能發電項目來支持本地可再生能源發展。香港及內地南

方電網將加強電網互連，從而促進香港及大灣區可再生能源證書的市場發展 。 

 

方案三：進取的太陽能發展目標 

第三個太陽能未來發展方案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7 年發表的《香港的可再生能源

資源研究》中評估的香港可再生能源資源為基礎18：2030 年的太陽能發電比例將提升至香港總

電力需求的 21%，其他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將提升至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14%。另外，香

港透過購買大灣區可再生能源證書及從大灣區輸電來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約佔香港總

電力需求的 17.7%。香港生產的太陽能將可減少約 5 百 8 十萬公噸的碳排放（相等於約 2 億 5

千 3 百萬棵樹在生命週期中可吸收的二氧化碳量）20。 

要達到方案三的太陽能發電比例，香港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將由方案一的 607 兆瓦增至 8,309 兆

瓦，增加約 12.7 倍。香港需使用約 20%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21；另外，香港亦

需使用約 30% 的總水塘面積上安裝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以及使用約 50% 總空置可發展土地

面積上安裝大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香港將實行「分時段電價」，繁忙用電時段價格將大幅提高，非繁忙用電時段則可享優惠回扣。

住戶亦需支付可再生能源附加費，用以分擔電力公司擴充電網的新增成本。 

市民參與發展太陽能的方式：除了在處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來賺取上網電價收入、購買可再

生能源證書，及投資本地及大灣區的太陽能發電項目外，市民可從電力公司選擇購買太陽能或

其他可再生能源。香港及內地南方電網將加強電網互連，從而促進香港及大灣區太陽能電力交

易及可再生能源證書的市場發展。 

  

                                                           
18 如果香港在 2030 年完全開發 2017 年發表的《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研究》中評估的香港可再生能源資源，其可

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將超越中國 2030 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使用 20% 非化石能源作整體發電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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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方案一：沿用現行方案（香港本地生產的太陽能約佔香港電力需求組合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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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方案二：中度改變（香港本地生產的太陽能約佔香港電力需求組合的 4.1%。） 

  



16 
 

圖 5.3：方案三：進取改變（香港本地生產的太陽能約佔香港電力需求組合的 21%。） 
 

 

（來源： Google 地圖，2020，粵港澳大灣區，

(https://www.google.com/maps/@22.7813125,113.0591667,506847m/data=!3m1!1e3); Asian Energy Studies Centre, 2018, 

太陽能發電場；Mah, D., Lo, K. and Lam, V., 2017, Towards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urban energy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household solar PV in Foshan city, China; Asian Energy Studies Centre, 2015, 大潭水塘） 

 

 

  

https://www.google.com/maps/@22.7813125,113.0591667,506847m/data=!3m1!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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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案一：沿用現行方案 

方案一的概要 

 

 

成本  10 千瓦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成本約為港幣 175,710 元 

 13 千瓦時家用蓄電池（足夠提供一般家庭一日的用電量）的成

本約為港幣 15,000 元 

 

電價  住戶將繼續使用現行的「累進式收費」支付電費 

 住戶將攤分上網電價計劃的支出，該支出在扣除出售可再生能

源證書的收益後，反映在電費升幅中 

 上網電價計劃繼續生效（現行上網電價合約將在 2033 年屆滿） 

 

技術和 

基礎設施 

 香港及內地南方電網將加強電網互連，為兩地進行跨境太陽能

電力交易提供基礎 

 少部分家庭安裝了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统 (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mart HEMS)，讓使用者實時監測太陽能系

統產電及電器用電情況 

 電動汽車約佔整體汽車的 3.8% 

 

電力市場  香港兩家電力公司除了供電服務外，亦開始提供如智能家居能

源管理系统和虛擬發電廠試點服務 

 香港市民主要通過安裝太陽能系統及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來支

持太陽能發展 

 市民以固定的上網電價價格出售太陽能電力 

 

 

  

能源狀況 

 香港的太陽能裝機容量達到 0.6 吉瓦，足夠每

年生產 607吉瓦時電力，佔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1.5% 

 香港使用約 1-5%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發

電系統 

 太陽能以外的本地可再生能源佔香港總電力

需求的 2.5% 

 所有可再生能源均在香港生產，香港沒有從

大灣區輸入可再生能源 

 與 2018 年相比，總電力需求將減少約 8% 

 改變用電時間對電費沒有影響 

 香港生產的太陽能可減少約 42 萬公噸的碳排

放（相等於約 1 千 8 百萬棵樹在生命週期中可

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太陽能

1.5%

(607 吉瓦時)

其他可再生能源

(香港生產)

2.5%

(1,012 吉瓦時)

可再生能源

(大灣區輸入)

0%

(0 吉瓦時)

其他發電燃料

96%

(39,017 吉瓦時)

方案一的2030年

香港電力需求組合

太陽能 (香港生產)

其他可再生能源 (香港生產)

可再生能源 (大灣區輸入)

其他發電燃料 (包括化石能源及核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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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沿用現行方案 

好處 壞處 
電費： 

 在現行「累進式收費」制度下，香港

市民支付的電費相對低廉和穩定。電

力公司的電費價目簡單。 

 要省電費只能靠減少用電這一方法，

香港市民未能透過調整用電時間來節

省電費。 

電力市場及服務選擇： 

 香港現有的電力公司繼續提供穩定的

電力供應。市民亦可以選擇智能家居

能源管理系统和虛擬發電廠等試點服

務來更有效管理家居用電。 

 香港市民在供電服務上沒有其他電力

公司可供選擇，他們只可選擇是否使

用其電力公司提供的如智能家居能源

管理系统和虛擬發電廠等增值服務。 

市民參與太陽能的方式： 

 如果香港市民打算在住所安裝太陽能

發電系統，他們可以評估上網電價計

劃的回報率、太陽能潛力和風險，來

決定是否安裝太陽能系統。透過太陽

能系統出售電力給電力公司可賺取穩

定的上網電價收入。 

 由於市場資訊不足，香港市民很容易

接觸到信譽欠佳的太陽能系統承辦

商。這些承辦商可能會銷售品質參差

的太陽能板，其安裝工程亦有可能破

壞住戶的天台結構，造成滲漏等問

題。另外，擁有屋頂的香港市民才有

機會安裝太陽能系統來賺取上網電價

收入；沒有屋頂的市民仍需承擔因為

電力公司購買太陽能電力的開支增加

所帶來的電費價格升幅。 

分佈式發電系統及虛擬發電廠： 

   隨着香港市民安裝更多分佈式太陽

能發電系統，市民可透過參加電力公

司提供的試點計畫來體驗虛擬發電廠

服務，並幫助改善未來電力市場的虛

擬發電廠項目，提高社區的產電（包

括太陽能）、用電及節能效率。 

 儘管香港市民安裝更多分佈式太陽能

發電系統，大多數市民不明白虛擬發

電廠能帶來什麼好處。市民亦不甚關

注虛擬發電廠試點計劃。 

本地發電與跨境電力交易的合適比例： 

 由於香港的太陽能皆由本地生產，香

港的能源自主較高，電力供應問題較

少受到中港政治因素影響。發展本地

太陽能亦能加強市民對能源問題的關

注，及培養市民對珍惜大自然資源的

責任感。 

 由於香港使用的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

只佔整體發電燃料組合的一小部分，

化石燃料仍佔多數，空氣質素沒有顯

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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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方案二：中度的太陽能發展目標 

方案二的概要 

 

 

成本  10 千瓦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成本約為港幣 168,680 元 

 13 千瓦時家用蓄電池（足夠提供一般家庭一日的用電量） 的成

本約為港幣 15,000 元 

 

電價  住戶可選擇現行使用的「累進式收費」及按時段定價的「分時

段電價」 

 實施可再生能源附加費，為上網電價計劃及太陽能發電系統的

併網成本提供資金 

 上網電價計劃繼續生效（現行上網電價合約將在 2033年屆滿） 

 

技術和 

基礎設施 

 香港及內地南方電網將加強電網互連，從而促進香港及大灣區

可再生能源證書的市場發展 

 一些家庭安裝了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统 (Smart HEMS)，讓使用

者實時監測太陽能系統發電及電器耗電情況 

 電動汽車約佔整體汽車的 30% 

 

電力市場  香港兩家電力公司仍然是香港主要的電力供應商。少部分電力

零售商通過捆綁式服務出售電力（如售電及電訊服務套餐等） 

 社區能源管理系统和虛擬發電廠服務變得較普及 

 除了安裝太陽能系統及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外，香港市民可投

資由社會企業管理的社區太陽能項目來支持太陽能發展 

 市民以固定的上網電價價格出售太陽能電力 

  

能源狀況 

 香港的太陽能發電系統裝機容量達到 1.6 吉

瓦，足夠每年生產 1,600 吉瓦時電力，佔香港

總電力需求的 4.1% 

 香港使用約 5-10%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

發電系統；及約 5% 的總水塘面積安裝浮動太

陽能發電系統 

 太陽能以外的本地可再生能源佔香港總電力

需求的 6.6% 

 香港以購買大灣區可再生能源證書的方式來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佔香港總電力

需求的 9.7% 

 香港總電力需求自 2018 年起逐年減少約 1% 

 將用電時間由用電高峰轉移至非繁忙時段可

節省少量電費 

 香港生產的太陽能將可減少約 112萬公噸的碳

排放（相等於約 4 千 9 百萬棵樹在生命週期中

可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太陽能

4.1%

(1,600 吉瓦時)

其他可再生能源

(香港生產)

6.6%

(2,600 吉瓦時)

可再生能源

(大灣區輸入)

9.7%

(3,830 吉瓦時)

其他發電燃料

79.6%

(31,407 吉瓦時)

方案二的2030年

香港電力需求組合

太陽能 (香港生產)

其他可再生能源 (香港生產)

可再生能源 (大灣區輸入)

其他發電燃料 (包括化石能源及核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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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中度的太陽能發展目標 

好處 壞處 
電費： 

 在現行「累進式收費」制度下，香港

市民可使用相對低廉的電費價格。他

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分

時段電價」計劃，透過將用電時間轉

到非繁忙時段來獲得優惠回扣並節省

電費。 

 對香港住戶而言，電力公司提供的非

繁忙時段優惠回扣沒有太大吸引力。 

電力市場及服務選擇： 

 香港市民可以選擇大型且可靠的電力

公司來得到穩定的供電服務。他們亦

可選擇其他提供捆綁式供電服務（請

參閱附錄 4 的補充資料 5）的電力零

售商（如售電及電訊服務套餐等）。 

 儘管香港市民可以選擇大型電力公司

或電力零售商，但電力公司只有很少

電力計劃可供選擇。其他電力零售商

提供的捆綁式供電服務品質參差，可

靠性成疑。 

市民參與太陽能的方式： 

 除了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外，

香港市民可透過投資由社會企業管理

的社區太陽能項目（請參閱附錄 4 的

補充資料 7）來支持太陽能發展。由

於這些項目鄰近社區，投資者可易於

監測項目的運作情況。 

 除了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外，

在社區中僅有數個太陽能項目可供選

擇，其回報率通常很低。 

分佈式發電系統及虛擬發電廠： 

 隨着香港市民安裝更多分佈式太陽能

發電系統，一些社區透過參加虛擬發

電廠計劃（請參閱附錄 4 的補充資料

9），可以提高電力使用效率及減低

電力消耗。 

 儘管香港市民安裝更多分佈式太陽能

發電系統，由於只有一部分社區參與

虛擬發電廠計劃，而且技術尚未完全

成熟，電力公司沒有足夠住戶用電數

據進行分析，因此未能有效的電力管

理。 

本地發電與跨境電力交易的合適比例： 

 由於香港以購買大灣區可再生能源證

書的方式來增加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

的發電比例，大灣區的可再生能源需

求因而增加，促進香港及大灣區使用

及發展更多潔淨能源，從而減低使用

化石燃料發電對空氣的污染。另外，

大灣區可再生能源證書的認證制度變

得更完善，有助香港增加與內地的電

力交易。 

 為了達成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在發電

燃料組合的目標，香港需要與其他買

家競爭購買大灣區及廣東省的可再生

能源證書。證書價格受市場波動影

響，香港整體電費有可能跟隨證書購

入價格而浮動。另外，由於大灣區的

可再生能源證書認證及交易制度還未

發展健全，市場信息混亂，香港難以

估計能否購入足夠及有質素保證的證

書來達成發電燃料組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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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方案三：進取的太陽能發展目標 

 方案三的概要 

 

 

成本  10 千瓦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成本約為港幣 161,650 元 

 13 千瓦時家用蓄電池（足夠提供一般家庭一日的用電量）的成

本約為港幣 15,000 元 

 

電價  使用「分時段電價」，繁忙用電時段需的電費比正常時段高出

10 倍以上，非繁忙用電時段則可享優惠回扣 

 實施可再生能源附加費，為上網電價計劃及擴充電網發展大型

太陽能項目提供資金 

 上網電價計劃繼續生效（現行上網電價合約將在 2033年屆滿） 

 

技術和 

基礎設施 

 香港及內地南方電網將加強電網互連，從而促進香港及大灣區

太陽能電力交易及可再生能源證書的市場發展 

 大多數家庭安裝了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统 (Smart HEMS) 來實時

監測太陽能系統產電及電器耗電情況 

 電動汽車約佔整體汽車的 30% 

 

電力市場  除了現有兩家電力公司外，市場上開始出現其他電力公司。有

更多電力零售商通過捆綁式服務出售電力（如售電及電訊服務

套餐、售電及煤氣服務套餐等）進入電力市場 

 除了現有兩家電力公司外，市場上開始有其他供應商提供智能

家居能源管理系统和虛擬發電廠服務 

 除了安裝太陽能系統及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外，香港可投資由

私人公司管理的本地或大灣區太陽能項目來支持太陽能發展 

 市民以固定的上網電價價格出售太陽能電力 

 

  

能源狀況 

 香港的太陽能發電系統裝機容量達到 8.3 吉

瓦，足夠每年生產 8,309 吉瓦時電力，佔香港

總電力需求的 21% 

 香港使用約 20%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發

電系統；約 30% 的總水塘面積安裝浮動太陽

能發電系統；及約 50% 總空置可發展土地面

積興建太陽能發電場 

 太陽能以外的本地可再生能源佔香港總電力

需求的 14% 

 香港從大灣區或廣東省輸入可再生能源，佔

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17.7% 

 香港總電力需求自 2018 年起逐年減少約 1% 

 將用電時間由用電高峰轉移至非繁忙時段可

節省大量電費 

 香港生產的太陽能將可減少約 5百 8十萬公噸

的碳排放（相等於約 2億 5千 3百萬棵樹在生

命週期中可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太陽能

21%

(8,309 吉瓦時)
其他可再生能源

(香港生產)

14%

(5,530 吉瓦時)

可再生能源

(大灣區輸入)

17.7%

(6,970 吉瓦時)

其他發電燃料

47.3%

(18,628 吉瓦時)

方案三的2030年

香港電力需求組合

太陽能 (香港生產)

其他可再生能源 (香港生產)

可再生能源 (大灣區輸入)

其他發電燃料 (包括化石能源及核能等)



22 
 

3.4. 方案三：進取的太陽能發展目標 

好處 壞處 
電費： 

 香港市民可透過將用電時間轉到非繁

忙時段來避免支付高昂的繁忙時段電

價。市民亦可透過安裝家用蓄電池在

非繁忙時段將電力儲起，再在繁忙時

段使用預先儲存在蓄電池的電力。 

 有些時候，香港市民無法避免在繁忙

時段用電並承受高昂的電價（如使用

冷氣機及雪櫃等），容易引起市民不

滿。如果市民選擇安裝家用蓄電池，

由於蓄電池壽命一般只有約五年時

間，市民需要花費大量金錢置換家用

蓄電池及時間計算何時儲電來節省用

電成本。 

電力市場及服務選擇： 

 香港市民可以從多於一間電力公司及

不同電力零售商中選擇供電服務，及

選擇虛擬發電廠供應商進行電力管

理。 

 不同電力公司及電力供應商的電力計

劃變得更加複雜。由於市場上有許多

不同的電力零售商提供不同種類的電

力相關服務，香港市民很難比較電力

零售商的優劣。 

市民參與太陽能的方式： 

 除了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外，

香港市民有很多選擇投資太陽能並賺

取收入，包括：1）購買可再生能源

證書；2）投資本地太陽能項目；及

3）投資大彎區的太陽能項目。 

 除了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外，

投資本地或大彎區的太陽能項目具有

不同程度的風險。由於太陽能項目的

運作資訊不足、地區偏遠難於管理及

中港兩地法例不同等因素，市民有可

能招至投資損失。 

分佈式發電系統及虛擬發電廠： 

 隨着香港市民安裝更多分佈式太陽能

發電系統，由於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

统和虛擬發電廠得到廣泛使用，普遍

香港市民可實時管理電力使用情況及

減低電力消耗。 

 即使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统和虛擬發

電廠提供實時太陽能發電及用電資

訊，香港市民幾乎沒有時間留意發電

和用電情況。 管理住戶電力資料的虛

擬發電廠供應商可能以不正當的方式

使用客戶資料（如出售資料以獲取利

潤等）。 

本地發電與跨境電力交易的合適比例： 

 由於香港從大灣區或廣東省輸入太陽

能及可再生能源，大灣區及廣東省的

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需求大幅增加，

促進香港及大灣區使用更多潔淨能

源，大灣區內的空氣質素得到明顯改

善。 

 由於香港需要經長距離從大灣區或廣

東省輸入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發電

成本大幅增加，電力公司必須調高電

費價格支付發電成本。另外，大量輸

入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造成能源自主

度下降，引起更多因中港政治因素而

引起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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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愈趨嚴重，減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及減低碳排放將會是未來香港環境政

策的重點之一，因此，太陽能在香港能源轉型中的角色尤其重要。本工作文件回顧了香港能源

轉型及太陽能發展的歷程，亦就香港太陽能發展提出了三個發展方案，並分析利弊，以研究香

港太陽能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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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香港的減碳目標及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潛力研究 

香港自 2010 年起就未來減碳方向提出公眾諮詢，並在 2017 年《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訂

立 2030的減碳目標（表 1）。香港的減碳目標主要根據中國回應《巴黎協定》所制定的「中國

至 2030 年的國家自主貢獻」（碳強度由 2005 年水平減少 60-65%）而制定。此外，香港政府

亦需就《巴黎協定》在 2020 年或以前訂立至 2050年的長遠減碳策略19。 

在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香港並沒有訂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香港政府在《香港氣候行動

藍圖2030+》列出2030年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估計潛力（當中太陽能可佔總電力需求的1-1.5%，

即約 660 兆瓦）（表 1）。然而，世界其他主要城市均已訂立了進取的太陽能目標（表 2），

政府解釋，2030 年可再生能源潛力只是根據現已發展成熟的技術作出估計，而在全面利用可

再生能源潛力前仍需解決技術和財政上的問題；加上上網電價計劃至今只推行約一年，政策屬

初始發展階段，因此香港政府認為現時並不適合設立可再生能源目標20。 

表 1：香港政府自 2010年起政策及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減排目標及香港可再生能源估計潛力 

政策/諮詢文件  內容 

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

領公眾諮詢文件21 

（環境局 2010 年出版） 

2020 年減碳目標 （以 2005 年為基準年）： 

 碳強度減少 50-60%；相當於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 19-33%；及 

 人均碳排放量減至 3.6-4.5 公噸 

2020 年建議發電燃料組合 

 可再生能源佔 3-4%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22 

（環境局 2014 年出版） 

2023 年香港燃料組合方案： 

 可再生能源最多佔 1%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23 

（環境局 2017 年出版） 

2030 年減碳目標 （以 2005 年為基準年）： 

 碳強度減少 65-70%；相當於 

 絕對碳排放量減少 26-36%；及 

 人均碳排放量減至 3.3-3.8 公噸 

2030 年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估計潛力: 

 總電力需求的 3-4%  

 當中 1-1.5% 可從太陽能獲得，即約 660 兆瓦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24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2019 年出版） 

從內地輸入「零碳能源」（包括核能及可再生能源）： 

 最多可佔發電燃料組合的 30-35% （2025 年後） 

 

 

                                                           
19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19，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20 香港立法會，2019，立法會二十一題：可再生能源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381.htm) 
21 有關《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公眾諮詢文件》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files/Climate_Change_Booklet_C.pdf)。 
22 有關《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zh-

hant/node2606/Consultation%20Document.pdf)。 
23 有關《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pdf/ClimateActionPlanChi.pdf)。 
24 有關《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381.htm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files/Climate_Change_Booklet_C.pdf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zh-hant/node2606/Consultation%20Document.pdf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zh-hant/node2606/Consultation%20Document.pdf
https://www.enb.gov.hk/sites/default/files/pdf/ClimateActionPlanChi.pdf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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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其他城市的太陽能目標 

城市 太陽能目標 

倫敦 

（英國） 
裝機容量達 2 吉瓦 （2050 年或以前） 

慕尼黑 

（德國） 
可再生能源佔總電力產量的 100% （2025年或以前） 

柏林 

（德國） 
太陽能佔總電力產量的 25% （預計 2030年或以前） 

紐約市 

（美國） 
裝機容量達 1 吉瓦 （2030 年或以前） 

悉尼 

（澳洲） 
可再生能源佔總電力需求的 50% （2030 年或以前） 

東京 

（日本） 
裝機容量達 1.3 吉瓦 （2030 年或以前） 

京都 

（日本） 
住宅太陽能的電力產量達 475 吉瓦時 （2030 年或以前） 

首爾 

（南韓） 
裝機容量達 1 吉瓦 （2022 年或以前） 

佛山 

（中國） 
裝機容量達 1.5 吉瓦 （2020 年或以前） 

新北市 裝機容量達 50 兆瓦 （2024 年或以前） 

(資料來源：Mah, D., Cheung, D., Leung, M.K.H., Wang, M., Wong, M., Lo, K. and Cheung, A., 2020, Policy mixes and 

the policy learning process of energy transitions: Insights from the feed-in tariff policy and urban community solar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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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機電工程署及不同機構亦曾就香港太陽能/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發表研究報告（表

3）。部分報告較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潛力估算進取，有報告亦提出可以利用如建築整合太陽能

系統25及在水塘安裝浮動太陽能系統等技術以提升香港使用太陽能的比例。 

表 3：部分研究機構對香港太陽能/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 （出版機構，年份) 內容 

香港可再生能源應用潛力： 

第一階段研究報告 

Study on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Renewable Energy in Hong Kong: 

Stage 1 Study Report26 
（機電工程署 2002 年出版） 

太陽能潛力：5,944 吉瓦時 

建議可再生能源目標  （以 1999 年總電力需求為基

準）： 

 2012 年：1% 

 2017 年：2% 

 2022 年：3% 

香港 2050 能源願景： 

碳排放和電價的共治良方27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2015 年出版） 

建議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 

 2020 年：2% （本地） 

 2025 年：3% （本地） 

 2030 年：5% （本地） 

 2035 年：10% （本地）；20% （從內地輸入） 

 2050年：約 30% （本地）；約 55% （從內地輸

入） 

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研究 

Hong Kong’s Renewable Resource 

Base28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2017 年出版） 

（研究報告摘要請參閱附錄 5） 

香港太陽能潛力：合共約 9,500 吉瓦時 

 屋頂太陽能發電潛力：2,660 吉瓦時 

 公共空間太陽能發電潛力：2,880 吉瓦時 

 水塘太陽能發電潛力：3,950 吉瓦時 

香港可再生能源潛力：22,000 吉瓦時 

建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10% 

巴黎監察──香港氣候行動報告 

Paris Watch Climate Action Report: 

Hong K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Paris Agreement Goals29 
（低碳想創坊 2018 年出版） 

香港太陽能及風能潛力：20% 電力總需求 

 屋頂、平台及公共空間發電潛力：11-14% 電力

總需求 

 水塘太陽能發電潛力：7% 電力總需求 

香港光伏系統應用情況及 

建築物天台光伏系統的 

潛力研究報告 

Study Report of Photovoltaic (PV) 

Applications and PV Potential on 

Building Rooftops in Hong Kong30 
（機電工程署 2019 年出版） 

香港屋頂太陽能潛力： 

 裝機容量：568-1002 兆瓦 

 年電力產量：505-881 吉瓦時 

 佔 2016 年總電力需求：1.1-2% 

                                                           
25 建築整合太陽能系統 (Building-Integrated Solar System, BIPV) 是指利用光伏系統取代傳統建築材料，整合至建築

物各部分如外牆、屋頂等以作發電之用。 
26 有關《香港可再生能源應用潛力：第一階段研究報告》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www.info.gov.hk/archive/consult/2003/emsd-e.pdf)。 
27 有關《香港 2050 能源願景：碳排放和電價的共治良方》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2050_final_1.pdf)。 
28 有關《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研究》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L2-2.pdf)。 
29 有關《巴黎監察──香港氣候行動報告》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www.ccinnolab.org/upload/files/Paris%20watch%20Climate%20Action%20Report%20(1).pdf)。 
30 有關《香港光伏系統應用情況及建築物天台光伏系統的潛力研究報告》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完整報告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les/2019_Executive_Summary_for_PV_Study_CN.pdf)。 

https://www.info.gov.hk/archive/consult/2003/emsd-e.pdf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2050_final_1.pdf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L2-2.pdf
https://www.ccinnolab.org/upload/files/Paris%20watch%20Climate%20Action%20Report%20(1).pdf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les/2019_Executive_Summary_for_PV_Study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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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太陽能外，風力發電亦是香港可再生能源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補充資料 1）。 

補充資料 1：香港現時風力發電的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Iflwlou, 2008, 南丫風采發電站;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2019，上網電價：簡介，環境局，2017，香港氣候

行動藍圖 2030+；香港電燈有限公司，2015，南丫風采發電站；Energy Efficiency Office, 2011, Examples of Small 

Wind Turbines Projects by the Government)  

香港現時風力發電的發展概況 

香港現時有數個小型風力發電項目，裝機容量合共不足 1 兆瓦，當中最大型的是港燈位於

南丫島的風采發電站 (圖 6)。港燈的風采發電站設有一部風力發電機，其裝機容量為 800千

瓦，平均每年可產出約 1,000,000 度的風電。除了南丫島外，政府亦有在香港各地安裝小型

風力發電機包括在馬鞍山海濱長廊安裝 3 組裝機容量分別為 40 瓦的風力發電機，以及在機

電工程署總部安裝兩組裝機容量分別為 1 千瓦及 1.5 千瓦的風力發電機。 

在發展風力發電的長遠規劃方面，香港政府在 2017 年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中提

及香港有兩個海上地點適合發展大規模的風力發電場，兩個地點分別位於南丫島西南面海

面及果洲群島東南面的海面。這些海上風電場在興建完成後，估計裝機容量可達 300 兆

瓦，每年能提供的電力佔香港總電力需求不多於 1.5%。 

同時，在市民的層面上，現行上網電價計劃亦有包括風力發電。市民可以在其住所安裝風

力發電裝置，並出售所生產的電力予電力公司以獲取與太陽能發電相等的上網電價收入。 

 

圖 6： 南丫島風采發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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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香港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 

2018 年 10 月及 2019 年 1 月，香港政府與中電及港燈簽署的《管制計劃協議》分別開始生 

效，當中提出多項鼓勵香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措施，如 1）上網電價計劃；2）可再生能源證

書等等。除了在《管制計劃協議》中制訂的政策外，香港政府亦推出 3）「採電學社」計劃協

助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1) 上網電價計劃 

上網電價計劃在香港現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項，這計劃容許電力公司與已安裝太

陽能或風力發電系統（裝機容量在 1 兆瓦或以下）的市民簽訂合約，市民能以一般電費最高約

五倍的水平向電力公司售賣所生產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系統能獲取上網電價收入直至

2033 年。香港上網電價計劃將採用「總上網電價」(gross FiT) 計算，即每度由可再生能源系統

所產生的電力均能賺取上網電價收入。上網電價價格將每年作出檢討（表 4）。 

表 4：香港現時的上網電價價格31。 

裝機容量 上網電價價格 

≤ 10 千瓦 港幣 5 元 

> 10 千瓦至 ≤ 200千瓦 港幣 4 元 

> 200 千瓦至 ≤ 1 兆瓦 港幣 3 元 

 

中電及港燈已分別於 2018 年 10 月及 2019 年 1 月開始上網電價計劃。截止 2020 年 1 月，兩電

已批出超過 6,000 宗申請，有關申請涉及村屋、工商大廈、學校等場地。相關太陽能系統在完

成安裝後的面積預計將合共等於約 70 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並且每年可產生約 9 千 1 百萬度

電力，相當於約 27,000個家庭用戶的用電量32。 

 

 

 

                                                           
31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2019，上網電價：簡介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

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

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32 黃錦星，2020 上網電價實施一年批約六千申請，香港政府新聞網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1/20200121/20200121_214924_109.html)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1/20200121/20200121_214924_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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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上網電價能降低住戶電費 

 香港的電費以「累進式收費」的方式計算，該用戶首 400 度電的電價為每度電港幣 85.5

分，之後的 600 度電為每度電港幣 98.9 分。 

 該用戶在 2020 年 4 月 20日至 6 月 19 日期間的用電量為 995度。 

 從可再生能源系統所產出的電力會全數售予電力公司。由於該用戶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

低於 10 千瓦，所以上網電價價格為港幣 5 元。 

 根據該用戶的電費單： 

 用電量：995 度 

 應繳電力費用：港幣 1,236.92 元 

 上網電價收入：港幣 8,120 元 

 用戶需付電費：毋須付款 

 用戶獲得利潤：港幣 6,883 元 

註: 根據業界人士提供的資料，若以一間天台面積七百平方呎的香港典型村屋為例，若屋頂太

陽能系統的規模是 10 千瓦，在夏季，每兩個月可賺取港幣約 12,000元的上網電價收入（中電

用戶每兩個月交一期電費），在冬季則可賺取港幣約 8,000 元；若屋頂太陽能系統規模是 6 千

瓦，則冬季一期可賺取港幣約 6,000 元。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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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再生能源證書 

中電及港燈均於 2019 年 1 月推出可再生能源證書供市民及企業購買。證書上標示的每一度電

均代表由太陽能、風能和堆填區沼氣項目所產生的電力，客戶購買證書則可宣稱其正使用可再

生能源33。可再生能源證書將根據市場需求定價，並每年就證書價格作出檢討34，現時可再生

能源證書價格為每度電港幣 0.5 元35。電力公司將出售可再生能源證書的收入用以補貼上網電

價計劃的買電成本。企業可通過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以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及支持香港可再生能

源的發展（表 5）。截止 2019 年 9 月，兩電共售出 256 張可再生能源證書，涉及電力超過 340

萬度36。 

  

                                                           
33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2019，中電「可再生能源證書」規格(https://www.clp.com.hk/zh/community-and-environment-

site/Documents/CLP%20REC%20Specification_Chi_201901_final.pdf) 
34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2019，上網電價：簡介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

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

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3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可再生能源證書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renewable/certificates.htm) 
36 香港立法會，2019，立法會二十一題：可再生能源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381.htm) 

香港要促進與大灣區太陽能交易及可再

生能源證書的市場發展需先考慮以下因

素： 

 由於大灣區有其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香港需考慮能否優先區的

再生能源，同時亦需評估其交易量及

交易成本 

 香港與大灣區需設立可再生能源證書

認證系統，以防市民在購得證書後轉

售，令市場上有多人宣稱自己正使用

同一張證書上的可再生能源。 

https://www.clp.com.hk/zh/community-and-environment-site/Documents/CLP%20REC%20Specification_Chi_201901_final.pdf
https://www.clp.com.hk/zh/community-and-environment-site/Documents/CLP%20REC%20Specification_Chi_201901_final.pdf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re.emsd.gov.hk/tc_chi/fit/int/fit_int.html#:~:text=%E4%BB%BB%E4%BD%95%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A7%8B%E6%88%96,%E5%B0%87%E6%A0%B9%E6%93%9A%E5%80%8B%E5%88%A5%E6%83%85%E6%B3%81%E8%80%83%E6%85%AE%E3%80%82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renewable/certificates.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3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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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香港 2019 年可再生能源證書主要購買客戶 

表 5.1：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購買客戶 可再生能源認購量（度） 

NTT Com Asia Ltd. 1,000,000 

郎順國際有限公司 280,000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250,000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 210,000 

花旗銀行 200,000 

億保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太興 100,000 

敏華冰廳 100,000 

茶木 100,000 

靠得住 100,000 

海港城 80,00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58,000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表 5.2：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購買客戶 可再生能源認購量（度）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00,000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 120,000 

敏華冰廳 100,000 

太興環球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 

花旗銀行 100,000 

点点綠有限公司 10,000 
 

（資料來源：中華電力有限公司，2020，證書名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2020，最近 10 名認購量最多的客戶） 

 

c)「採電學社」 

「採電學社」由香港政府在 2019 年三月推出，以協助學校（官立及牟利學校除外)及接受社會

福利署經常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在其機構安裝小型太陽能發電系統。在「採電學社」計劃下，機

電工程署會跟進整個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安裝過程（包括設計、採購、安裝及進行技術系統測試

等）。機電工程署亦會協助機構接駁太陽能系統至電網以賺取上網電價收入37。截止 2019年底，

政府已接獲超過 210 份申請。截至 2020 年 1 月，計劃已協助三間學校完成安裝太陽能系統，

並開始賺取上網電價收入38。  

                                                           
37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2019，採電學社：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支援計劃 

(https://re.emsd.gov.hk/tc_chi/gen/4S/4S.html) 
3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0，「採電學社」為學校安裝的首批太陽能發電系統啟用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1/P2020012100286.htm) 

https://re.emsd.gov.hk/tc_chi/gen/4S/4S.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1/P20200121002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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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海外太陽能發展的規管方法 

香港上網電價計劃在香港已實施約一年，尚在起步階段，在規管及鼓勵太陽能發展的相關政策

上需參考更多海外的例子。例如美國加州在 2006年正式推行「百萬太陽能住宅」計劃 (Million 

Solar Roofs initiative)39，通過補助措施鼓勵市民在住宅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加州亦在 2007 年

起通過多項有關太陽能發展的法案，確保加州的太陽能政策能順利推行。美國及其他國家在發

展太陽能同時亦推出有關太陽能/可再生能源的監管措施，確保太陽能發展及供電安全，如 1）

美國的 a) 縮短申請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審批時間及 b)《太陽權法》(Solar Right Act)及《遮陽法》

(Solar Shade Control)； 2）南韓的 a) 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以及 3）日本的 a) 大型太陽能項目

招標及 b) 太陽能「電力輸出控制」等等。 

1) 美國 

a) 縮短申請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審批時間 

自 2019 年開始，美國加州開始規定物業管理機構 (Homeowner Association; HOA) 需在 60 天內

審批住戶有關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申請。若業主在 60 天後仍未得到物業管理機構的回覆，

該申請則被視作申請成功。同時，物業機構在處理安裝太陽能系統申請時，應確保處理太陽能

系統申請的等候時間並不會較一般改裝物業申請的等候時間長。而自 2009 年起加州亦縮短審

批學校安裝太陽能系統的時間，規定相關部門需在 45 天內完成審批申請，而根據部門要求而

作出修改的申請，則需在 10 天內完成審批40。 

b)《太陽權法》(Solar Right Act)及《遮陽法》(Solar Shade Control) 

早在 1978年加州訂立了《太陽權法》及《遮陽法》，確保市民均有權使用太陽能41。當樹木陰

影遮蓋太陽能系統 10% 的陽光，而樹木擁有人拒絕修剪，即屬違法42。為避免條例被濫用，加

州在 2009 年起規定條例只適用於在太陽能系統安裝後所種植的樹木。同時，修訂案亦要求太

陽能系統擁有者需在安裝前以書面形式通知其他可能受影響的住戶43。 

2) 南韓 

a) 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 (Renewables Portfolio Standard; RPS) 

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規定可再生能源需佔電力公司發電燃料組合中的一定比例。南韓在 2011

年廢除上網電價計劃後引入可再生能源組合標準44，規定裝機容量達 500 兆瓦或以上的電力公

司需利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燃料的比例逐年增加，從 2012 年的

2% 增至 2022年的 10%。電力公司亦可通過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以達至目標，而未能達至可再

生能源目標的電力公司將會被罰款，藉此促進南韓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45。 

                                                           
39 有關「百萬太陽能住宅」的資料，請參閱 https://environmentcalifornia.org/blogs/blog/cae/three-lessons-californias-

million-solar-roofs-milestone。 
40 Go Solar California, n.d., California & U.S. Renewable Energy Legislation 

(https://www.gosolarcalifornia.ca.gov/about/gosolar/legislation.php) 
41 Go Solar California, n.d., Solar Rights: Access to the Sun for Solar Systems 

(https://www.gosolarcalifornia.ca.gov/solar_basics/rights.php) 
42 Marla Dickerson, 2008, Hey, your shad trees are blocking my solar panels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

2008-nov-15-fi-solarspat15-story.html) 
43 Go Solar California, n.d., California & U.S. Renewable Energy Legislation 

(https://www.gosolarcalifornia.ca.gov/about/gosolar/legislation.php) 
44 Mah, D., 2018, Community solar energy initiatives in urban energy transi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shan, China and 

Seoul, South Korea. 
45 Korea Energy Agency, 2015,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 

(https://www.energy.or.kr/renew_eng/new/standards.aspx) 

https://environmentcalifornia.org/blogs/blog/cae/three-lessons-californias-million-solar-roofs-milestone
https://environmentcalifornia.org/blogs/blog/cae/three-lessons-californias-million-solar-roofs-milestone
https://www.gosolarcalifornia.ca.gov/about/gosolar/legislation.php
https://www.gosolarcalifornia.ca.gov/solar_basics/rights.php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2008-nov-15-fi-solarspat15-story.html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2008-nov-15-fi-solarspat15-story.html
https://www.gosolarcalifornia.ca.gov/about/gosolar/legislation.php
https://www.energy.or.kr/renew_eng/new/standard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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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 

a) 大型太陽能項目招標 

日本政府在 2017 年首次對太陽能項目展開招標，逐漸取代上網電價。政府首先在每年的財政

年度開始前，訂立可供招標的太陽能項目數量。有興趣的投資者可以按照他們理想的售電價格，

提交申請，而中標者則可獲得一份 20 年的長期售電合約46。政府從 2017 年起共進行了四次招

標，而平均中標價格從 2017年的每度電 19.6日元（港幣約 1.41元）下跌至 2019年每度電 12.98

日元 （港幣約 0.93 元）47。招標政策的目的是降低電力公司購買太陽能的成本，同時確保市民

能以一個合理且便宜的價格使用太陽能。日本的招標計劃只適用於大型太陽能發電項目，並未

包括其它可再生能源。 

b) 太陽能「電力輸出控制」以保障電網安全 

日本電力公司可以通過控制太陽能生產商發電量，避免供需失衡而導致大規模停電。日本的九

州電力在 2018 年 10 月首次對所屬區域內的太陽能發電場實施「電力輸出控制」。當時正值秋

季的一個下午，陽光充足而且氣溫適中，此時太陽能系統的發電量較高，但市民的電力需求則

較少。當地的電網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九州電力隨後實施「電力輸出控制」，暫停部分太

陽能發電場的電力生產，維持電網的供需平衡以及避免因供應過剩而引致停電48，以保障電網

安全。現時日本的「電力輸出控制」政策只適用於大型太陽能發電場，住宅的太陽能系統則不

受此限49。 

  

                                                           
46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9, Japan Solar PV Auctions (https://www.iea.org/policies/6563-japan-solar-pv-auctions) 
47 Bellini, E., 2020, Japan’s Fifth Solar Auction Delivers Final Lowest Price of $0.10/kWh (https://www.pv-

magazine.com/2020/01/27/japans-fifth-solar-auction-delivers-final-lowest-price-of-0-10-kwh/) 
48 Kyodo, J., 2018, Fearing blackouts, Kyushu Electric asks solar power contras to suspend generation, The Japan Time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8/10/13/business/fearing-blackouts-kyushu-electric-ask-solar-power-generators-

suspend-generation-saturday/#.XtcW6GgzaUk) 
49 日經新聞, 2019，共 60 天沒有可再生能源，九州電力限制太陽能發電（再生エネ、年 60 日使えず 九電の出力制

御実施 1 年）(https://r.nikkei.com/article/DGXMZO51166210Y9A011C1TJC000?s=4) 

https://www.iea.org/policies/6563-japan-solar-pv-auctions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0/01/27/japans-fifth-solar-auction-delivers-final-lowest-price-of-0-10-kwh/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0/01/27/japans-fifth-solar-auction-delivers-final-lowest-price-of-0-10-kwh/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8/10/13/business/fearing-blackouts-kyushu-electric-ask-solar-power-generators-suspend-generation-saturday/#.XtcW6GgzaUk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8/10/13/business/fearing-blackouts-kyushu-electric-ask-solar-power-generators-suspend-generation-saturday/#.XtcW6GgzaUk
https://r.nikkei.com/article/DGXMZO51166210Y9A011C1TJC000?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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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專業用語的解釋 

1) 能源安全 (Energy Security) 

參與發展太陽能是確保能源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能源安全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指市民能否透

過減少對電網的依賴，從而減少因電費增加所帶來的影響。另外，市民亦可透過安裝太陽能發

電系統自主發電，減低電網發生故障時的停電影響，提升能源安全。 

由於安裝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能為其住戶提供獨立電力供應50，市民可不需單靠電網提供電力。

安裝太陽能系統長遠能減少未來電價上升對他們所帶來的影響。此外，太陽能亦能作為備用電

源，在電網發生故障時或停電時可以供電給住戶，使住戶即使在遇到大規模停電時仍能維持電

力供應，提升住戶電力供應的穩定51。 

太陽能在作為備用電源的同時亦是一種間歇性能源，太陽能系統的發電量會受各方面如季節與

天氣等影響，難以長時間提供穩定電力供應。一般地區電網可容納約 15% 的可再生能源而不

會對供電穩定有明顯的影響52。若香港在將來大規模使用太陽能時，則需通過安裝蓄電池在太

陽能系統的發電量較低時供電給市民以保障能源的穩定供應。 

  

                                                           
50 Balcombe, P., Rigby, D. and Azapagic, A., 2013,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associated with adopting microgeneration 

energy technologies in the UK 
51 Qazi, S. and Young, W., 2014, Disaster relief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using photovoltaic energy 
52 亞洲能源研究中心，2016，香港太陽能政策發展工作坊簡介文件 (http://aesc.hkbu.edu.hk/wp-

content/uploads/2016/11/%E7%B0%A1%E4%BB%8B%E6%96%87%E4%BB%B6_1.11.2016.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6/11/%E7%B0%A1%E4%BB%8B%E6%96%87%E4%BB%B6_1.11.2016.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6/11/%E7%B0%A1%E4%BB%8B%E6%96%87%E4%BB%B6_1.11.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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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自主 (Energy Autonomy) 

參與發展太陽能可以讓市民在能源選擇上有更大的自主性。能源自主是指：1）市民能否積極

參與所屬社區有關生產電力、供應電力，及電力消費的事項53；2）市民可以通過選擇電力的

類別 （例如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商、安裝家用蓄電池等；以及 3）市民能否把社區內所生

產的可再生能源供應給區內使用，從而減少從電網購電或依賴進口電力54，來體現能源自主。 

香港市民現時並不能自由選擇家中的電力類別甚至電力公司。若香港在未來開放電力市場，容

許新電力公司供電給市民，市民便可自由選擇電力公司。再者，市民甚至能選擇只用太陽能發

電的電力公司以支持香港可在生能源發展。同時，市民亦可以社區或屋苑為單位選擇電力公司

或電力類別。市民在開放電力市場後在電力供應上有較大程度的自主性。 

而在市民層面上，太陽能系統雖然能在白天發電，但並不足而讓市民達至能源自主。在安裝太

陽能系統外同時安裝家用蓄電池能確保白天所產生的電力能儲存至電池以供晚上甚至停電時使

用。已安裝家用蓄電池的市民能選擇將太陽能發電系統轉至自用模式，太陽能系統所產生的電

力將不會傳送至電網並儲存在蓄電池。若香港在未來實施「分時段電價」，市民可選擇將太陽

能電力儲存，然後留待「繁忙用電時段」使用，可減低對電網供電的依賴。 

除了在家中安裝太陽能系統及家用蓄電池外，未來市民亦可將社區內的太陽能系統及蓄電池整

合，讓社區內太陽能系統所產生的電力供應給區內各住戶使用，從而提升整個社區的能源自主

程度，減少對電網的依賴 （詳情請參閱「虛擬發電廠」）。 

 

圖 8：在「繁忙用電時段」轉至自用模式以減低電費 

(資料來源：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19, Zero Emission Tokyo Strategy) 

  

                                                           
53 Lopez, F., Pellegrino, M. and Coutard, O., 2019, Local energy autonomy: Spaces, scales, politics 
54 Bentley, E., Kotter, R., Wang, Y.,Das, R., Putrus, G., Van Der Hoogt, J., Van Bergen, E., Warmerdam, J., Heller, R. and 

Jablonska, B., 2019, Pathways to energy autonomy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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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力成本 (Electricity Cost) 

香港市民能否透過參與發展太陽能減低電費開支甚至獲得利潤將直接影響其參與意欲。電力成

本會因應多種因素改變，這些因素包括：1）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初置成本受到太陽能系統

的價格升跌影響；2）對於已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市民，他們的電費取決於其家居的用電量，以

及向電力公司出售太陽能電力的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收益；3）電力公司亦可能引入「分時段

電價」，市民在「繁忙用電時段」支付較高的電價，而在「非繁忙用電時段」則享有優惠回扣。

已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市民可以透過安裝家用蓄電池儲存太陽能電力，並在「繁忙用電時段」

使用，代替從電網購電以降低電費開支。 

在初置成本方面，從 2010 年至 2017 年，太陽能光伏系統的成本已下降約 86%，並預期會繼續

下降。初置成本下降有助縮短系統回本期並吸引市民安裝太陽能系統，推廣可再生能源的應用。 

在電費方面，現時中電的平均淨電價約為每度電港幣 1.22 元55；港燈的平均淨電價則約為每度

電港幣 1.26 元56。以一個每月用電量 275 度 電的典型三人家庭計算，2019 年港燈與中電的每

月電費分別約為 230 元及 320 元57。但對於已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市民，用電量並不是影響電費

的單一因素。電費亦會受上網電價價格及太陽能系統發電量影響。香港市民可以將系統所產生

的電力售予電力公司，所得的金額除了縮短回本期之外，亦可以用作補貼電價，甚至從中獲得

利潤。 

此外，香港在未來會否推出「分時段電價」亦會對市民電費起重要影響。市民需在「繁忙用電

時段」支付較高的電價，而在「非繁忙用電時段」則支付較低的電價。市民可通過調整用電習

慣以降低電費。同時，已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市民可以安裝家用蓄電池，在白天儲存電力以

留在「繁忙用電時段」使用以避免支付較昂貴的電費。中電在 2017 年曾經推出「分時段電價」

實驗計劃，在計劃中「繁忙用電時段」的電價較現時電價貴約 5 成58。假設未來在香港全面推

行將能提供誘因鼓勵市民改變用電習慣及安裝家用蓄電池。 

  

                                                           
55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2019，多管齊下抵銷電價調整 撥二億港元推紓困措施 

(https://www.clp.com.hk/zh/Documents/tariff2020/20191210_tc.pdf) 
56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2019，港燈調整 2020 年電費 並推出措施紓緩社會事件衝擊 

(https://www.hkelectric.com/zh/MediaResources/PressReleases/Documents/Tariff%202020%20Press%20Release_CHI.pdf) 
57 香港立法會，2019 政府當局就項目 FCR（2019-20）39 有關落實財政司司長所宣布的一系列涉及總預算開支 216

億 9,500 萬元的措施，以減輕市民的財政負擔和支援香港的企業的跟進事項提供的資料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fc/papers/fc20191129fc-44-1-c.pdf) 
58 黃雅盈，張雅婷，2017，中電推分時段電價試驗計劃 繁忙時間用電貴 5 成，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98132/%E4%B8%AD%E9%9B%BB%E

6%8E%A8%E5%88%86%E6%99%82%E6%AE%B5%E9%9B%BB%E5%83%B9%E8%A9%A6%E9%A9%97%E8%A8

%88%E5%8A%83-

%E7%B9%81%E5%BF%99%E6%99%82%E9%96%93%E7%94%A8%E9%9B%BB%E8%B2%B45%E6%88%90) 

https://www.clp.com.hk/zh/Documents/tariff2020/20191210_tc.pdf
https://www.hkelectric.com/zh/MediaResources/PressReleases/Documents/Tariff%202020%20Press%20Release_CHI.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fc/papers/fc20191129fc-44-1-c.pdf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98132/%E4%B8%AD%E9%9B%BB%E6%8E%A8%E5%88%86%E6%99%82%E6%AE%B5%E9%9B%BB%E5%83%B9%E8%A9%A6%E9%A9%97%E8%A8%88%E5%8A%83-%E7%B9%81%E5%BF%99%E6%99%82%E9%96%93%E7%94%A8%E9%9B%BB%E8%B2%B45%E6%88%90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98132/%E4%B8%AD%E9%9B%BB%E6%8E%A8%E5%88%86%E6%99%82%E6%AE%B5%E9%9B%BB%E5%83%B9%E8%A9%A6%E9%A9%97%E8%A8%88%E5%8A%83-%E7%B9%81%E5%BF%99%E6%99%82%E9%96%93%E7%94%A8%E9%9B%BB%E8%B2%B45%E6%88%90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98132/%E4%B8%AD%E9%9B%BB%E6%8E%A8%E5%88%86%E6%99%82%E6%AE%B5%E9%9B%BB%E5%83%B9%E8%A9%A6%E9%A9%97%E8%A8%88%E5%8A%83-%E7%B9%81%E5%BF%99%E6%99%82%E9%96%93%E7%94%A8%E9%9B%BB%E8%B2%B45%E6%88%90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98132/%E4%B8%AD%E9%9B%BB%E6%8E%A8%E5%88%86%E6%99%82%E6%AE%B5%E9%9B%BB%E5%83%B9%E8%A9%A6%E9%A9%97%E8%A8%88%E5%8A%83-%E7%B9%81%E5%BF%99%E6%99%82%E9%96%93%E7%94%A8%E9%9B%BB%E8%B2%B45%E6%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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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網互連 (Grid Interconnection) 

加強電網互連讓香港市民出售更多由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產生的電力，及增加市民獲得太陽能

電力的途徑。電網互連是指將各個分布式發電系統與主要電網連接。在市民層面上，電網互連

可指把屋頂太陽能系統連接駁至電網（併網），這亦是市民賺取上網電價收入的必要程序。在

區域層面上，電網互連是指把各地區的電網互相連接，形成一個由香港及周邊地區（如大灣區）

所組成的區域電網。 

在市民的層面上，將住宅內的太陽能系統接駁至電網是向電力公司賺取上網電價收入的第一步。

目前，香港市民可把系統所生產的全部電力售予電力公司以賺取上網電價收入。此外，將太陽

能系統接駁至電網亦可替用戶節省購買家用蓄電池儲電的成本59。 

在區域的層面上，電網互連指把不同電力公司的電網連接。香港的中電目前亦與內地電網連接，

用以輸入從大亞灣核電廠輸港的核電。目前中電正在進行與內地南方電網和大亞灣核電站輸電

系統強化工程，並預計將在 2025 年完成。屆時香港可以從大灣區輸入更多能源，甚至可再生

能源 （補充資料 2）。香港政府預計從內地輸入的電力最多可佔本地燃料組合的 30-35%，變

相令香港能提早最多約 5 年達成原本 2030 年的減碳目標60。 

  

                                                           
59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Deployment, 2014, Residential Prosumers-drivers and 

Policy Options (re-prosumers) 
60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2019,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https://www.susdev.org.hk/download/pe_documen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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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2：粵港澳大灣區 

（資料來源：N509FZ, 2018, 港珠澳大橋；廣東電力交易中心， 2020，廣東電力市場 2019 年度報告；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2019，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2019，概要；國務院，2019，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8，廣東省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8，廣東省海

上風電發展規劃（2016-2030 年）；國務院，2016，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廣東省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2016，廣東省陸上風電發展規劃 （2016-2030 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籌備委員會秘書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可再生能源的來源地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是中國政府在 2015 年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所提出的區域發展規劃，這規劃是以促進珠江三角洲的經

濟發展及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為方針。大灣區包括 4 個中心城市（香港、澳門、

廣州及深圳）和 7 個重要節點城市（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及肇慶）所構

成。區內人口在 2018 年底超過 7,100 萬，地區生產總值達港幣 128,115 元，具有龐大經濟

潛力。在 2019 年，國家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落實大灣區的規劃大

綱。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區內需大力發展綠色低碳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

等等。此外，在廣東省的十三五規劃（2016-2021）中，提出太陽能裝機容量在 2020 年前

需達到 6 吉瓦及支持省內太陽能發電項目。除太陽能以外，廣東省的十三五規劃中亦提出

在 2020 年前增加風能的裝機容量至 8 吉瓦，並加快開發珠海等地的離岸風力發電場。預期

在 2030 年大灣區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會進一步增加。 

在太陽能方面，截至 2019年底，廣東省太陽能裝機容量達 2.92吉瓦。根據廣東省太陽能光

伏發電發展規劃（2014-2020年），珠三角擁有豐富的太陽能資源。珠三角地區全年日照時

間為 1400-2200小時，每平方米一年接受太陽輻射量達 4200-5000兆焦耳。在屋頂太陽能系

統方面，珠三角地區可用作興建太陽能系統的面積約為 6000 萬平方米，裝機容量可達 6 吉

瓦。 

在風能方面，根據廣東省陸上風電發展規劃 （2016-2030 年），大灣區內有 3 個區域可用

作興建風力發電場。當中包括惠州地區 （150兆瓦）、佛山及廣州地區 （1,900兆瓦）以及

肇慶地區。大灣區內的其他地區則因地形問題，因此並不適合興建風力發電廠。在離岸風

力發電場方面，廣東省在珠三角海域共規劃 3 個區域興建海上風力發電場，主要包括惠州

港口海上風電場（1,000 兆瓦）、珠海桂山海上風電場（200 兆瓦）以及珠海金灣海上風電

場（300 兆瓦）。 

中電與內地南方電網及大亞灣核電廠的電網強化工程將於 2025 年完成，屆時香港可從內地

輸入更多電力。大灣區及廣東省的未來規劃預計將能為大灣區內提供更多太陽能，而香港

亦可藉此機會從大灣區輸入太陽能，增加可再生能源佔本地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 

 

圖 9： 港珠澳大橋連接大灣區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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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2015，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3，根

據廣東省太陽能光伏發電發展規劃 （201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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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便利性 (Convenience) 

如果香港市民有簡單的方法來管理用電及安裝太陽能系統的方法，市民便有更大意欲參與發展

太陽能。便利性是指市民能否因使用某類能源產品（例如智能電錶）或服務（例如智能家居能

源管理系統；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mart HEMS），從而節省時間和精力管

理及查閱電力使用狀況。在太陽能使用方面，便利性則指市民若要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系統，會

否需要進行複雜的改裝工程 （如改裝屋頂）或申請手續61。 

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 (Smart HEMS) 是一個有助市民可以節省時間和精力分析家中電器的能

源效率及用電量，以及提升家居電力管理便利程度的一個例子。系統用戶可以收到家中全部電

器的實時用電量資訊，而已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市民亦可通過系統獲得當天太陽能發電量的相關

資訊62。同時，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亦能通過分析住戶的用電習慣而提出節省用電的建議，

市民亦可從中節省尋找減少用電量的方法。 

另一方面，安裝太陽能系統的便利程度取決於住戶是否需要進行複雜的改裝工程（如對屋頂進

行改裝）或申請手續。市民可能需要在家中預留位置安裝太陽能系統以外的裝置（如智慧電錶

等），有些市民更需在安裝前對屋頂進行改裝及加固工程。同時，市民在安裝後亦需花費更多

時間及精力對太陽能系統進行保養及維修工程。 

  

                                                           
61 Balcombe, P., Rigby, D. and Azapagic, A., 2013,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associated with adopting microgeneration 

energy technologies in the UK 
62 Zhou, B., Li, W., Chan, K.W., Cao, Y., Kuang, Y., Liu, S. and Wang, X., 2016, 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Concept, configurations and schedul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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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3：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資料來源：Panasonic, 2020, Smart HEMS: What is HEMS? (スマート HEMS : HEMS（ヘムス）とは？); Zhou, B., Li, W., 

Chan, K.W., Cao, Y., Kuang, Y., Liu, S. and Wang, X., 2016, 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Concept, 

configurations and scheduling strategies) 

  

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 (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mart HEMS) 

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是一個能替用戶有效地管理家中能源生產、儲存以及消費的系統。

此系統共有 5 個主要功能： 

1) 數據整合：提供家中每樣電器的實時用電量及太陽能系統發電量供用戶查閱。 

2) 數據分晰：收集各電器的用電量及用戶的用電習慣以進行電力需求分析（例如預測未來

電費轉變）。 

3) 遙距控制：用戶可通過智能手機或電腦遙距查閱家中的用電量及控制部分的電器的使用

狀況。 

4) 管理：系統可幫助用戶提升家中的用電效率，如自動在家中沒有人的時候關掉電燈等以

防止浪費電力。 

5) 發出警示：系統可在偵測到家中或電網發生故障的時候即時通知用戶。 

 

對於家中裝有太陽能系統的住戶，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除了可以提供實時發電資訊及分

析如何充分利用太陽能電力以減少電費外，系統亦可以替用戶管理家用蓄電池，防止充電

過量導致縮短電池壽命。同時，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亦能協助住戶將太陽能系統所生產

的電力出售以獲取利潤。 

 

圖 10：智能家居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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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需求響應 (Demand response) 

香港市民可以通過管理其住所的電力需求來減少電力成本及總用電量。如果市民擁有太陽能發

電系統，將可以適時及靈活回應需求響應信號。需求響應是指所有電力消費者，因應電力公司

提供的優惠措施或電力的價格升跌，改變其沿有的用電習慣，從而達到提升電力系統整體使用

效率、舒緩電力供應緊張問題、控制電價升幅壓力等目的。需求響應通常有兩種運作方式：1）

通過引入「分時段電價」等彈性電價制度，鼓勵市民避免在「繁忙用電時段」用電以減低在該

時段的電力需求；以及 2）通過鼓勵市民採取節能措施及選用節能電器，從而減少用電量。如

果市民擁有太陽能系統，便可在電力公司發出需求響應信號時使用太陽能電力，減少從電網購

電。 

在鼓勵市民避免在「繁忙用電時段」用電方面，「電力成本」中所提及的「分時段電價」可以

提供誘因讓市民為避免支付較高電價而改變用電習慣，轉而在其他時間用電，降低電費價格及

減少「繁忙用電時段」的電力需求。此外，美國的電力公司有 10-15% 的發電廠投資用於應付

1% 繁忙時段的電力需求，減少「繁忙用電時段」的電力需求亦有助電力公司減低興建新發電

廠的需要63。 

另外，香港亦可通過鼓勵市民採取節能習慣及在家中及辦公室改用能源效益較高的電器亦減少

整體用電量。香港的用電量自 2013 年起至 2018 年不斷上升，當中以商業類別更佔用電量的

66.7%64。市民通過採取節能習慣及改用能源效益較高的電器減少用電除了可以降低電費外，

亦能幫助香港達成 2030 年的減碳目標。 

 

  

                                                           
63 亞洲能源研究中心，2016，京都市電價及電力需求側管理討論會背景資料 (京都市の電気料金及び電力需要サイ

ド管理セミナー (http://aesc.hkbu.edu.hk/wp-

content/uploads/2017/01/14_%E4%BA%AC%E9%83%BD%E5%B8%82%E3%81%AE%E9%9B%BB%E6%B0%97%E6

%96%99%E9%87%91%E5%8F%8A%E3%81%B2%E3%82%99%E9%9B%BB%E5%8A%9B%E9%9C%80%E8%A6%8

1%E3%82%B5%E3%82%A4%E3%83%88%E3%82%99%E7%AE%A1%E7%90%86%E3%82%BB%E3%83%9F%E3%8

3%8A%E3%83%BC_FINAL_11.1.2017.pdf) 
64 政府統計處，2020，香港能源統計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000022019AN19B0100.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14_%E4%BA%AC%E9%83%BD%E5%B8%82%E3%81%AE%E9%9B%BB%E6%B0%97%E6%96%99%E9%87%91%E5%8F%8A%E3%81%B2%E3%82%99%E9%9B%BB%E5%8A%9B%E9%9C%80%E8%A6%81%E3%82%B5%E3%82%A4%E3%83%88%E3%82%99%E7%AE%A1%E7%90%86%E3%82%BB%E3%83%9F%E3%83%8A%E3%83%BC_FINAL_11.1.2017.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14_%E4%BA%AC%E9%83%BD%E5%B8%82%E3%81%AE%E9%9B%BB%E6%B0%97%E6%96%99%E9%87%91%E5%8F%8A%E3%81%B2%E3%82%99%E9%9B%BB%E5%8A%9B%E9%9C%80%E8%A6%81%E3%82%B5%E3%82%A4%E3%83%88%E3%82%99%E7%AE%A1%E7%90%86%E3%82%BB%E3%83%9F%E3%83%8A%E3%83%BC_FINAL_11.1.2017.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14_%E4%BA%AC%E9%83%BD%E5%B8%82%E3%81%AE%E9%9B%BB%E6%B0%97%E6%96%99%E9%87%91%E5%8F%8A%E3%81%B2%E3%82%99%E9%9B%BB%E5%8A%9B%E9%9C%80%E8%A6%81%E3%82%B5%E3%82%A4%E3%83%88%E3%82%99%E7%AE%A1%E7%90%86%E3%82%BB%E3%83%9F%E3%83%8A%E3%83%BC_FINAL_11.1.2017.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14_%E4%BA%AC%E9%83%BD%E5%B8%82%E3%81%AE%E9%9B%BB%E6%B0%97%E6%96%99%E9%87%91%E5%8F%8A%E3%81%B2%E3%82%99%E9%9B%BB%E5%8A%9B%E9%9C%80%E8%A6%81%E3%82%B5%E3%82%A4%E3%83%88%E3%82%99%E7%AE%A1%E7%90%86%E3%82%BB%E3%83%9F%E3%83%8A%E3%83%BC_FINAL_11.1.2017.pdf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14_%E4%BA%AC%E9%83%BD%E5%B8%82%E3%81%AE%E9%9B%BB%E6%B0%97%E6%96%99%E9%87%91%E5%8F%8A%E3%81%B2%E3%82%99%E9%9B%BB%E5%8A%9B%E9%9C%80%E8%A6%81%E3%82%B5%E3%82%A4%E3%83%88%E3%82%99%E7%AE%A1%E7%90%86%E3%82%BB%E3%83%9F%E3%83%8A%E3%83%BC_FINAL_11.1.2017.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000022019AN19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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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力市場改革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電力市場改革可吸引專賣太陽能電力的電力供應商進入香港市場，令香港市民更容易購買到太

陽能。現時香港電力市場由中電及港燈兩間公司在其所屬地區以「垂直一體式」經營，提供發

電、輸電及售電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多年來一直討論應否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爭，當中方案

包括：1）開放電網供新的供應商使用；2）加強兩電現有的電網互連；及 3）加強中港兩地的

電網互連。 

開放電網是太陽能可否在香港普及的一項關鍵因素。若香港開放電力市場及出現新電力公司時，

市民便可自由選擇電力供應商，甚至向專賣太陽能電力的公司購買太陽能。這些新電力公司能

使用既有電網供電給市民，而中電及港燈則對其收取「電網費」。現時，香港鄰近的地方如台

灣及日本已開放電網以引入競爭。台灣在 2017 年通過修法開放電網，容許可再生能源生產商

使用原有台電電網輸電給市民及企業，而台電則收取電費的約 1% 的傳輸費用。修法亦容許台

灣市民選擇除台電外的可再生能源銷售商作為其家中的電力供應商（補充資料 4）。台灣的例

子能有助市民了解香港未來電力市場的其中一種可能運作模式。除了可再生能源外，未來開放

電網亦可容許電力零售商透過與兩電買電，再以捆綁式服務出售電力（如售電及電訊服務套餐

等）（補充資料 5）。 

同時，如在「電網互連」中所提及，香港亦可考慮向內地開放電網，容許在大灣區的電力供應

商提供電力給市民。市民可通過電網購買大灣區、甚至廣東省的可再生能源，增加市民在電力

供應方面的選擇。若香港要與內地達成大規模能源交易，兩電必須繼續強化現有電網以實現區

域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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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4：台灣電力市場改革 

（資料來源：陳文姿，2019, 全台第一家綠能售電業誕生！公民電廠「陽光伏特家」拿下售電執照，成為民眾購買

電力的新選擇；林立勝，2018，開放電網討論無止境 港人用電何時有得揀，香港 01；方文秀，2017，電業法修

法後我國電力市場機制運作模式研析） 

 

  

台灣通過修改《電業法》開放電網 
在 2017年之前，台灣電力 （台電）為唯一電力供應及銷售商。太陽能生產商需要通過上網

電價售電予台電，再由台電分配及輸送給市民。2017 年政府通過修改《電業法》，首先開

放可再生能源的產電及售電市場。修法亦規定台電必須開放其電網以供其它可再生能源供

應商使用，但可從中收取電費的約 1% 作為「電網費」。台灣政府計劃在未來將把台電原

有的發電業務與輸電和售電分拆，並且容許傳統發電廠自由售電，完全開放電力市場。 

在新規例下，市民可以自由選擇繼續向台電購電，或與新可再生能源銷售商購電。可再生

能源供應商亦可以轉而向新可再生能源銷售商售電。而從可再生能源供應商所生產的電力

則可通過台電的既有電網輸送至市民家中。但是，若可再生能源在某個時段並不足以應付

市民的電力需求，市民便會自動向台電購電，在結算電費時亦會分開兩張不同的電費單，

有可能令市民感到困惑。同時，市民亦需購買兩家電力公司的服務，在一些情況下令使用

電力的成本上升，所以目前可再生能源銷售商主要客戶仍是以企業為主。 

 

圖 11：市民可從可再生能源銷售商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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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5：日本電力零售商以捆綁式服務出售電力例子 

 

8) 電力市場種類 (Types of Electricity Markets) 

不同規模的電力市場有助香港市民從不同的渠道獲得及使用太陽能，讓市民可透過不同方式支

持太陽能發展。假設香港的電網容許第三方使用，屆時香港可能出現不同的電力市場，例如：

1）社區電力市場──社區電力公司可在社區內購買太陽能電力，然後出售給區內其他居民；

及 2）大灣區的區域電力市場──大灣區內的電力公司可透過區域聯網，輸送太陽能電力到香

港。 

以日本為例，自 2016 年 4 月開放零售市場後吸引很多新電力零售商加入，而一些地方政府亦

出資成立市區內的電力公司，這些電力公司大多數只供電給該市區市民及周邊地區的公共設施，

並會收購社區附近的太陽能發電場甚至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所產生的電力作為發電燃料組合的

一部分，餘下的部分則會向傳統電力公司購買。補充資料 6 介紹了日本其中一個社區電力公司，

宮山市65智能能源會社的運作模式。 

                                                           
65 亦有非官方網頁譯作「三山市」。 

日本電力零售商甲推出「電力及電訊服務套餐」售電 
在 2016 年 4 月日本開放電力零售市場後，不同界別的企業相繼加入電力市場，當中包括

「零售商甲」。「零售商甲」是日本主要的電訊公司之一，公司在全國各地均擁有大量客

户。在日本開放電力零售市場後，「零售商甲」建立相關的電力零售部門：「電力零售商

甲」加入電力零售市場。 

「電力零售商甲」透過向傳統電力公司（例如：東京電力公司）購買電力，同時結合其原

有的電訊服務推出捆綁式「電力及電訊服務套餐」。市民若使用「零售商甲」的電訊服

務，便可選擇將其家中的電力零售商轉換至「電力零售商甲」。市民轉換電力零售商後可

將其電力供應及電訊服務的帳單結合，方便市民管理及同時支付帳單，並獲得折扣優惠。

同時，由於發電及輸電仍然由傳統電力公司負責，因此市民轉換至「電力零售商甲」亦不

會影響電力供應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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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6：日本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66－社區電力銷售商 

（資料來源：九州電力，2020，九州可再生能源連接狀況 (九州本土の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接続状況)；宮山市智能

能源會社，2020，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みやまスマートエネルギー）；九州觀光推進機構［日本］，2020，清水山的

伊呂波紅葉；宮山市，2017，日本首個能源自主城市（日本初、エネルギーの地産地消都市）；日經新聞,，2019，福

岡宮山市 社區電力公司的「理想與現實」（福岡県みやま市、挑戦的な地域新電力に見る「理想と現実」）  

                                                           
66 有關日本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的資料，請參閱 http://miyama-se.com/。 

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 (みやまスマートエネルギー)：日本社區電力公司 

日本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みやまスマートエネルギー）為一家社區電力銷售商。相比

其他電力公司如東京電力，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只在一個小市鎮運作，主要服務宮山市

（みやま市）及鄰近區域如大木町的公共設施等。 

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在 2015 年由宮山市政府成立。市民可以高於日本政府上網電價計劃

1 日元的價格出售其住所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所生產的太陽能電力予宮山市智能能源會

社，然後由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轉售予市內的企業、市民、學校以及公共設施，讓社區

內所生產的太陽能電力能供給區內消費。 

截止 2018 年，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已與市內大小太陽能供應商簽約，裝機容量達 58 兆

瓦。而在電力銷售方面，80% 的電力售賣至市內商業機構，市內 1,000 間企業中約有 520

間從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獲得電力。而在住宅方面，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截止 2017 年為

約 2,700 間住宅提供電力。 

 

圖 12：: 宮山市智能能源會社運作模式 

http://miyam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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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太陽能投資 (Solar Investment) 

太陽能投資為不能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香港市民提供另一種參與香港發展太陽能的渠

道。香港大部分的市民均住在高樓大廈，並沒有屋頂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但市民在未來仍可

通過投資社區太陽能項目以支持香港太陽能發展。這些項目通常會由志願團體或社區組織負責

營運。市民可以通過投資社區太陽能項目獲得部分上網電價收入。同時，市民可以通過投資這

些項目及與志願團體進行交流，獲得最新太陽能知識及節能資訊。類似的社區太陽能項目在日

本比較常見，而市民更有機會參與安裝及維修的過程，加深對太陽能發電的認識（補充資料

7）。 

補充資料 7：社區太陽能計劃：日本多摩地區的太陽能共同參與計劃 (Do it Ourselves model)67 

 

(資料來源：Furuya, S., 2017, Japan’s “Do it Ourselves” model for community power) 

  

                                                           
67 有關 Do it Ourselves 的資料，請參閱 http://dio.tamaempower.co.jp/。 

日本多摩地區的太陽能共同參與計劃 (Do it Ourselves model) 

太陽能共同參與計劃 (Do it Ourselves model) 在 2016 年由東京的一家初創企業，多摩電力

授權 (Tama Empower) 推出。此計劃不但能為社區提供太陽能電力，亦能為參與計劃的市

民加深認識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安裝過程及促進發展太陽能社區。 

參加者需先參加有關如何安裝太陽能板及支架的培訓課程，之後由業界專業人士指導下，

在社區的屋頂上（主要為社區內的工商大廈及部分私人住宅大廈）安裝太陽能系統。這些

專業人士亦會在計劃中替社區選擇太陽能板的物料及確保這些物料適合由業餘人士負責安

裝。除了安裝以外，太陽能共同參與計劃中的專業人士只會負責一年太陽能系統的保養與

維修，之後便需由計劃的參加者負責。 

太陽能共同參與計劃通過分拆安裝的工序並將部分交由市民分擔，能有效降低安裝太陽能

系統的人力資源成本。 

 

 

圖 13：市民參與安裝太陽能板 

http://dio.tamaempower.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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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動汽車（Electricity Vehicles; EVs） 

如果香港市民在住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動汽車可以作為「流動式充電池」使用，並代替

傳統家用蓄電池。市民可利用電動汽車內置的電池儲存太陽能發電系統所產生的電力，並在需

要時使用電池內的部分電力為其住所甚至社區內的住戶供電。市民利用電動汽車代替傳統家用

蓄電池，可以減省市民購買蓄電池的成本。海外已有市民使用電動車用作家用蓄電池，一般電

動汽車電池能供應家庭 2-4 天的用電量，當地市民可在停電或遇到天然災害時將電動汽車電池

用作備用電源使用，增加市民的能源自主68。 

同時，電動汽車以電力取代傳統汽油以減低碳排放。在香港，截至 2017 年 12 月運輸類別佔煤

及油產品最終用途的 89%69。使用電動車可以減低碳排放，減緩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影響及達至

香港的減碳目標。現時香港市民購買電動汽車可獲首次登記稅寬減，藉此鼓勵市民選擇使用電

動車（補充資料 8）。 

  

                                                           
68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19, Zero Emission Tokyo Strategy 

(https://www.kankyo.metro.tokyo.lg.jp/en/about_us/zero_emission_tokyo/strategy.files/Full-ver.ZE-strategy0311.pdf) 
69 機電工程署，2019，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 2019 

(https://www.ems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762/HKEEUD2019.pdf) 

https://www.kankyo.metro.tokyo.lg.jp/en/about_us/zero_emission_tokyo/strategy.files/Full-ver.ZE-strategy0311.pdf
https://www.ems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762/HKEEUD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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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8：香港政府推廣使用電動汽車的政策 

（資料來源： Mariordo, 2016, Electric Vehicles Charging in Amsterdam; 環境保護署，2020，在香港推廣使用電動車

輛 ; 明報，2020，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最快明年首季推; 香港立法會，2020，立法會秘書處就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措

施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香港政府近年推出各種政策支援及鼓勵市民選擇使用電動汽車 

自 1994 年起直至 2017 年，香港政府通過全數豁免首次登記稅，從而鼓勵市民選擇使用電

動私家車，而香港政府在 2011年曾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提出希望電動或混能私家

車能在 2020 年或以前佔私家車總數的 30%。 

隨後政府在 2017年更改電動汽車政策以貫徹以公共交通為本的交通政策。根據現行政策，

一般電動私家車可獲首次登記稅寬減，寬減上限為港幣 97,500 元。另外，政府在 2018 年

宣布若私家車車主購買電動汽車同時安排拆毀及取消其擁有符合條件的舊私家車（配備內

燃引擎的私家車或電動私家車）的登記，則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寬減上限為港幣

250,000 元。除電動私家車外，電動商務車（如巴士、小巴、的士等）則繼續獲全數豁免

其首次登記稅。 

在 2020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香港政府提及將撥款 20 億協助私人住宅安裝充電設施，

目標在 3 年內提供 6 萬個新充電設施，使電動車在香港逐漸普及。 

 

圖 14：電動汽車正在公路旁邊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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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虛擬發電廠 (Virtual Power Plant; VPP) 

當太陽能在社區得到較廣泛使用後，虛擬發電廠能協助社區更有效整合及分配太陽能電力。虛

擬發電廠是一個能整合、管理和優化分佈式發電資源（如太陽能）及儲電設備的雲端系統。虛

擬發電廠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連接分布式發電資源、儲電設備等，協助優化電力產出以及用

戶在電力市場的交易，最終達到降低成本及減少電力流失等目的70。虛擬發電廠在世界大部分

國家均在初始或實驗階段，例如南韓成大谷71社區及日本正在進行的虛擬發電廠實驗計劃（補

充資料 9 和補充資料 10）。 

 

                                                           
70 Saboori, H., Mohammadi, M. and Taghe, R., 2011, Virtual Power Plant (VPP), definition, concept, components and types 
71 亦有非官方網頁譯作「盛大谷」。 

市民若要在未來使用虛擬發

電廠技術，市民必須先為其

住所更換智能電錶以收集實

時用電資料以在社區內分配

太陽能電力。現時，兩電正

在為其服務範圍內的所有客

戶安裝智能電錶，相關安裝

工程預計將於 2025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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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9：南韓社區虛擬發電廠 

(資料來源：成大谷能源合作社 ， 2019, 結合太陽能生產性消費者及蓄電池的「市民虛擬發電廠」：商業簡介報告 

（태양광프로슈머 ， ESS 수요자원 결합한 “동작시민 가상발전소”：사업소개서）； 成大谷能源合作社,n.d., 

屋頂太陽能建造支援計劃（옥상 태양광 구축 지원사업）） 

成大谷能源合作社 （성대골에너지협동조합）：南韓首爾社區虛擬發電廠 

成大谷位於南韓首爾市銅雀區，該區在 2018 年成立成大谷能源合作社以籌備虛擬發電廠計

劃，希望促進該社區的能源自主。成大谷的虛擬發電廠的計劃是透過收集區內住戶屋頂太

陽能發電系統所生產並使用後的剩餘電力，以及區內其他地方的太陽能系統所生產的電

力，然後在南韓的電力交易市場 (KPX) 中出售可再生能源證書，所得利潤將會分配給太陽

能電力的提供者。此外，成大谷能源合作社亦通過租用區內的屋頂並裝設太陽能系統以增

加社區內太陽能的發電量。成大谷的虛擬發電廠計劃截至 2019 年 12 月已集資約 2 百萬美

元，目標希望吸引社區內 50 棟大廈及 4 座學校（裝機容量合共約 500 千瓦）參與計劃。 

參與虛擬發電廠計劃的市民需將屋頂太陽能系統連接至雲端系統，系統會詳細記錄各系統

的發電及輸電量，以作售賣可再生能源證書及分配利潤時之用。此社區虛擬發電廠計劃除

了可以以雲端系統監察區內太陽能系統的發電數據，亦能鼓勵市民在屋頂上安裝太陽能系

統並使用其所產生的電力，減少依賴電網供電增加社區的能源自主。 

 

圖 15：成大谷能源合作社運作模式 

註：由於南韓現時並不容許小額電力交易，從社區收集的太陽能電力需先輸送到蓄電池儲存，待收

集一定數量的電力後再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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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10：日本虛擬發電廠實驗計劃 

（資料來源：Nishimura, K., 2019, Latest Issue in Residential Market in Energy Business in Japan; Sakuma, Y., 2019, 

VPP/EV Aggregation Project in Japan; Yokohama Smart City Project, 2019, 地方自治團體的 VPP 的具體方案（自治体

VPP の取組みについて）） 

  

日本虛擬發電廠實驗計劃 

日本政府在 2016 年推行虛擬發電廠實驗計劃，並成功吸引包括電力公司、電力零售商及工

程界等不同界別的機構參與 （圖 16）。計劃希望通過虛擬發電廠計劃將分散式能源系統如

太陽能及電動汽車整合，減少繁忙用電時段的電力需求，從而減少電力公司興建新發電廠

的投資。有關實驗計劃已在橫濱實行，電力公司在學校裝設蓄電池，並以雲端技術管理電

池的充電及放電時段。在遇到自然災害時，利用電池為到學校避難的市民提供電力。但現

時的實驗計劃只集中在利用雲端技術控制蓄電池的運作，市民並未能直接參與。 

在虛擬發電廠普及後，市民在未來能通過虛擬發電廠技術以管理家中所有的電源生產及儲

存設備。例如，虛擬發電廠能替市民將白天太陽能板所產生的電力自動儲存到蓄電池，並

在晚上以蓄電池替家中供電，鼓勵市民達至能源自主。同時，虛擬發電廠亦能幫助市民在

繁忙用電時段出售電力以獲取利潤。日本政府希望能通過虛擬發電廠技術以活用市民在上

網電價計劃完結後的太陽能發電設施。 

 

 

圖 16：日本虛擬發電廠實驗計劃主要參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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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研究 (Hong Kong’s Renewable Resource 

Base) 報告摘要 

在 2030 年太陽能未來的三個發展方案中，中度太陽能發展目標及進取太陽能發展目標均參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在 2017 年出版的《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研究》(Hong Kong’s 

Renewable Resource Base)72，以下為其報告摘要： 

如欲瞭解更多研究報告內容，請通過以下連結參閱完整報告：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

L2-2.pdf  

  

                                                           
72 Vaze, P., 2017, Hong Kong’s Renewable Resource Base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L2-2.pdf)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L2-2.pdf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L2-2.pdf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Hong_Kong's_Renewable_Resource_Base_FINAL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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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陽能地圖  

香港太陽能地圖由香港浸會大學亞洲能源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香港浸會大學圖書

館、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和綠色和平在 2016 年合作研發。這地圖能估計用戶指定範圍適

合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面積，並估計出其安裝成本以及每年發電量。地圖亦會根據現行上網

電價政策以估算可賺取的上網電價收入及回本期。這地圖有助市民在安裝太陽能系統前估計安

裝 後 的 發 電 收 益 。 如 有 興 趣 ， 可 到 以 下 網 址 瀏 覽 香 港 太 陽 能 地 圖 ：

http://digital.lib.hkbu.edu.hk/solarmap/ 

 

圖 17：香港太陽能地圖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2016，香港太陽能地圖） 

http://digital.lib.hkbu.edu.hk/solar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