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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的船舶排放 
  
船舶是空氣污

染的主要來源 

2010 年，在香港的所有海上船舶排放了 16,900 噸二氧化硫、35,000 噸氮

氧化物和 2,260 噸可吸入懸浮粒子。相對各主要空氣污染來源，海上船舶

是繼發電廠後第二大二氧化硫（48%）排放源頭，並是氮氧化物（32%）

和可吸入懸浮粒子（36%）的最大排放源。1香港特區政府近日表示，海上

船舶在 2011 年已成為上述三種空氣污染物的最大來源 2

遠洋船排放最

多污染物 

，但實際數字尚

未公佈。 

根據環境保護署委託顧問進行的香港海上船舶排放清單研究 3

貨櫃船和郵輪

是主要排放者 

，相比內河

船隻和本地船隻，遠洋船隻排放量最大。舉例來說，79%二氧化硫和 68%

可吸入懸浮粒子來自遠洋船。氮氧化物方面，遠洋船排放約佔 44%。 

在不同類型的遠洋船中，貨櫃船的二氧化硫排放佔 80%，氮氧化物佔 79%

和 81%可吸入懸浮粒子，貨櫃船是空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第二位是郵

輪，二氧化硫排放佔 9%，氮氧化物 11%，可吸入懸浮粒子則為 9%。4

停泊點的排放

顯著，卻提供

了減排的機遇 

 

同一項研究同時強調，遠洋船在停泊時排放了 42%二氧化硫、32%氮氧化

物和 33%可吸入懸浮粒子。 5

船舶排放被世

界衞生組織定

性為致癌物 

香港的主要遠洋船停泊點包括葵湧貨櫃碼

頭、海運碼頭、青衣島的油庫碼頭、天然氣和煤炭的接收碼頭，以及貨物

裝卸泊位。此外，亦有貨船於中流作業地點起卸貨物，以及郵輪停泊在中

流地點，如位於維多利亞港的政府浮泡。 

船用柴油引擎是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去年，世界衞生組織的國際癌

症研究機構將柴油引擎廢氣由「很可能對人類致癌（2A類）」重新分類為

「確定對人類致癌（1 類）」。6

 

上文列出的停泊點不但錄得船舶排放的顯

著比例，而且靠近香港民居和商業區，人們因此特別關注船舶排放及其對

健康的負面影響。此乃迫在眉睫的問題，極需社會各界立即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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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願行動和政府監管 
 

航運業界透過

「乘風約章」

採取了自願行

動 

為回應減少船舶排放的號召，航運業帶頭推出為期兩年的「乘風約章」，

由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7

「乘風約章」為香港帶來了顯著的減排效果。舉例而言，自願燃油轉換計

劃估計在 2011 年減少了 890 噸二氧化硫排放。

最初，17 家主要船公司簽

署了約章，後來增加至 19 家。簽署機構自願承諾其船隻在本港停泊時，

自資轉用含硫量不超過 0.5%的低硫燃料。在 2013 年 1 月，17 家船公司同

意延長「乘風約章」一年至 2013 年年底。 

8

政府推出寬減

計劃回應業界

行動 

此外，約章簽署機構也要

求在香港和整個珠三角地區實施符合國際標準的船舶排放監管措施。 

2012 年 9 月，政府引入一項寬減計劃以回應業界的舉措。遠洋船在香港

水域停泊時使用含硫量為 0.5%或以下的清潔燃料，可獲減免 50%港口設

施和燈標費。業內人士估計，費用減免可補償每次燃料轉換而致的四成額

外開支。 

2013年施政報

告承諾立法及

申請撥款在啟

德提供岸電 

今年，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他首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政府決定立法要求遠洋

船在香港停泊時實施泊岸轉油。9

郵輪方面，政府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在新的啟德郵輪碼頭安裝岸電供應

設施。

這是香港船舶排放管制政策上的重大突

破。政府與業界的磋商正在進行中，並計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交建議進

行審議。政府也正尋求與廣東省政府合作，在整個區域實施泊岸轉油管

制。 

10

 

 

 
1.3 郵輪業和新的啟德郵輪碼頭 

  
香港郵輪市場

在增長，但受

制於碼頭容量 

香港不但有本地郵輪，亦有國際郵輪。本地郵輪是停泊香港的賭場郵輪，

定期每晚或甚至一日兩次出海。國際郵輪提供客運服務，而香港是其整個

航程遊覽的許多港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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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99 年到 2005 年，香港整體郵輪乘客增長超過 50%達 215 萬人，其中

包括本地居民和國際旅客。11

經濟效益尤其

吸引… 

亞洲郵輪市場將會持續增長，中國內地旅客

市場尚待開發，世界最大的郵輪公司計劃以香港作為其基地港口，然而海

運碼頭只能提供有限設施。為滿足未來的市場需求，政府在 2006 年決定

在前啟德機場跑道發展新的郵輪碼頭，首個泊位預計於今年 6 月啟用，第

二個泊位則於明年落成。 

可以預見，新郵輪碼頭將有助加強香港成為亞洲郵輪中心，這將為香港帶

來直接的經濟效益。此外，新的設施也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39B…但空氣質素及

市民將受影響 

不過，越來越多郵輪來到新的郵輪碼頭和香港，將會為空氣質素帶來不良

影響。郵輪停泊時耗電量一般都非常高。船隻停泊時通常會關掉主引擎，

而輔助引擎和鍋爐則會繼續開動，為乘客和船員提供電力和熱能。由於大

多數郵輪一直使用含硫量高的重油以供電和熱能，因此，來自輔助引擎和

鍋爐等設備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是極高的。 

新郵輪碼頭因為靠近民居，市民因此關注郵輪排放出的空氣污染物將按季

節和風向，被吹向鄰近處於下風位的地區，當地的空氣質素和居民的健康

將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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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郵輪排放量 
  
 

2.1  2007 年排放量 

  
2007年郵輪排

放值得關注，

尤其是靠泊位

置的排放 

2007 年，訪港郵輪有 3,562 船次，估計其在香港水域內排放 1,145 噸二氧

化硫、1,598 噸氮氧化物和 132 噸可吸入懸浮粒子。12

 

圖 1 顯示位於在靠

泊位的郵輪排放佔顯著比例，因為正如在段落 1.3 所述，郵輪在停泊時仍

有十分高的電量需求。 

 
圖1：2007年按不同操作模式劃分的郵輪排放13

9B

 

 

海運碼頭和維

港內靠近紅磡

和九龍灣的政

府繫泊浮泡位

是排放熱點 

從郵輪排放的空間分佈可見：（一）海運碼頭和位於紅磡以東和九龍灣以

南的政府繫泊浮泡位為兩個主要排放熱點；（二）維多利亞港航道（中航

道、紅磡航道和東航道）和鯉魚門以東的藍塘海峽為郵輪的主要航線，因

此排放水準也非常高；及（三）香港水域東南部是郵輪交通繁忙的區域，

郵輪排放亦很高，因該區是郵輪出入公海的主要出入口（圖 2）。 

 
 
 
 
 

0% 20% 40% 60% 80% 100% 

可吸入懸浮粒子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港內常速航行 慢速航行 調度 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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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07年郵輪的二氧化硫排放（噸）空間分佈圖14

 

 

  
 

 就兩個主要排放熱點而言，海運碼頭是一、兩艘本地郵輪的定期停泊

點，亦幾乎是所有訪港國際郵輪的首選停泊點（除非該船噸位太大），

而位於紅磡及九龍灣對開海面的政府繫泊區是多艘以香港為基地的郵輪

的熱門停泊點。在 2007 年，海運碼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為 266 噸，在維

多利亞港的政府浮泡區則錄得 323 噸，兩者共佔所有郵輪停泊期間排放

量約 93%，以及郵輪在香港水域的總排放量約 51%。 
 
 

表1：2007年在主要停泊點的郵輪排放量（噸） 

地點 船次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海運碼頭 1,063 266  (42%) 251 (30%) 27  (43%) 

維多利亞港的政府繫

泊浮泡位 
1,877 323  (51%) 542 (65%) 32  (51%) 

其他 622 41  (7%) 41 (5%) 4  (7%) 

停泊點排放總量 3,652 630  (100%) 834  (100%) 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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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2 年排放量 

  
2007年至2012

年郵輪訪港船次

下降，但平均靠

泊時間延長了 

 

郵輪訪港船次在過去幾年顯著下降（表 2）。在 2012 年，有 2,185 郵輪

訪港船次，相比 2007 年的 3,652 船次，大約下降 40%。另一方面，每船

次的平均停泊時間由 2007 年的 9 小時 15增至 2012 年超過 13 小時。16

 

 

表2：2007年至2012年郵輪訪港架次17

 
 

 

年份 訪港船次 
2007 3,562 
2008 2,910 
2009 2,345 
2010 2,134 
2011 2,140 
2012 2,185* 

 *初步數字 

 
 

以自下而上、基

於船舶活動的方

法估算郵輪排放 

為估算 2012 年的郵輪排放量，我們採用了與香港海上船舶排放清單研究

相同的自下而上、基於船舶活動的方法。18

2012年郵輪排

放量較2007年

減少了 

每船次的排放量估值是，根據

（一）英國勞氏船級社的船舶及引擎資料；（二）海事處網上船隻活動

報告的船舶活動數據；和（三）其他有助估算排放的數值如燃料質量、

海上船舶排放清單研究採用的負載因子和排放因子等。 

2012 年，郵輪在香港水域的排放量估計為 867 噸二氧化硫、1,287 噸氮氧

化物和 97 噸可吸入懸浮粒子。2007 年至 2012 年間排放量約減少 20%至

25%（表 3），反映訪港船次下降和平均停泊時間延長之間的相互作用。

然而，2012 年按不同操作模式的排放量分佈仍然與 2007 年相似，大部份

排放在靠泊過程中產生（圖 3）。 

 
 

19B表3：2007年和2012年的郵輪排放估值（噸） 
 年份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2007 1,145 1,598 132 
2012 867 1,28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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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12年按不同操作模式的郵輪排放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郵輪排放量在 2012 年的空間分佈。雖然郵輪數目減

少，主要停泊點和船隻活動模式卻大致不變。海運碼頭和位於紅磡及九龍

灣的政府繫泊區繼續是郵輪排放的主要地點。 

但主要靠泊點

的排放水準仍

然高企 

2012 年，郵輪在香港水域的排放量估計為 867 噸二氧化硫、1,287 噸氮氧

化物和 97 噸可吸入懸浮粒子。2007 年至 2012 年間排放量約減少 20%至

25%（表 3），反映訪港船次下降和平均停泊時間延長之間的相互作用。

然而，2012 年按不同操作模式的排放量分佈仍然與 2007 年相似，大部份

排放在靠泊過程中產生（圖 3）。 

  
表4：2012年在主要停泊點的郵輪排放量（噸） 

地點 船次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海運碼頭 437 271 (53%) 246 (32%) 27 (53%) 

維多利亞港的政府繫泊浮泡位 1,129 158 (31%) 414 (55%) 15 (30%) 

其他地點 619 79 (16%) 100 (13%) 9 (17%) 

停泊點排放總量 2,185 509 (100%) 761 (100%) 51 (100%) 
 

  
 

  

0% 20% 40% 60% 80% 100% 

可吸入懸浮粒子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港內常速航行 慢速航行 調度 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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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啟德郵輪碼頭排放量 

  
啟德郵輪碼頭

將會吸引更多

郵輪訪港 
 

執筆之時，已確認於 2013 年 6 月至 12 月將有 5 艘郵輪訪港，另外 11 艘

將於 2014 年的首 4 個月抵達（表 5）。預計在 2014 年 4 月後，啟德郵輪

碼頭將會接待更多郵輪。 

  
 

表5：2013年和2014年啟德郵輪碼頭郵輪時間表19

船名 

 

預計抵港時間 預計離港時間 預計停泊時間 

（小時） 

海洋水手號 12/06/2013 16:00 13/06/2013 16:00 24 

海洋航行者號 15/10/2013 12:00 16/10/2013 07:00 19 

鑽石公主號 16/10/2013 08:00 16/10/2013 19:00 11 

海洋水手號 05/11/2013 12:00 06/11/2013 01:00 13 

菁英千禧號 20/12/2013 07:00 22/12/2013 20:00 61 
MV Voyager 18/01/2014 07:00 20/01/2014 17:00 58 

菁英千禧號 15/02/2014 07:00 17/02/2014 20:00 61 
MV Balmoral 21/02/2014 12:00 22/02/2014 23:00 35 

海洋水手號 11/03/2014 19:00 12/03/2014 16:00 21 

菁英千禧號 15/03/2014 07:00 17/03/2014 20:00 61 

鑽石公主號 20/03/2014 08:00 20/03/2014 19:00 11 

七海旅行者號 29/03/2014 13:00 30/03/2014 18:00 29 

瑪麗皇后二號 01/04/2014 08:00 02/04/2014 18:00 34 

鑽石公主號 08/04/2014 07:00 08/04/2014 18:00 11 

菁英千禧號 12/04/2014 07:00 13/04/2014 20:00 37 

鑽石公主號 23/04/2014 08:00 23/04/2014 19:00 11 
 

啟德郵輪碼頭

的排放估值

高，因為郵輪

噸位較大，靠

泊時間亦較長 

根據取自英國勞氏船級社有關上述船隻的船舶及引擎資料，以及從已公佈

刊物取得的船隻活動資料，預計表 5 所列的 16 艘船隻將在訪港期間在香

港水域排放約 43 噸二氧化硫、44 噸氮氧化物和 5 噸可吸入懸浮粒子（表

6）。按不同操作模式再細分的排放量顯示，大部份排放（約 86%）將在

碼頭靠泊時產生（圖 4）。停泊時的排放比例高於平均水準是因為如表 5

所示，在啟德郵輪碼頭的船舶停泊時間比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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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2013年和2014年啟德郵輪碼頭的郵輪排放估值（噸） 
 年份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2013 年（6 月-12 月） 13.1 13.4 1.4 

2014 年（1 月-4 月） 29.6 30.4 3.3 

總計 42.6 43.8 4.7 
 

 
  

 
圖4：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間抵達啟德郵輪碼頭的船舶 

按不同操作模式劃分的排放量 

 
  
鄰近社區的空

氣質素在夏季

將最受影響 

夏季的風主要來自西南或南方，可能會把在啟德郵輪碼頭產生的郵輪排放

吹向位於碼頭北面的啟德發展區和東面的觀塘區。 

 
 

  

0% 20% 40% 60% 80% 100% 

可吸入懸浮粒子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港內常速航行 慢速航行 調度 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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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郵輪排放管制方案 
  
海運碼頭和維

港政府浮泡區

的二氧化硫排

放總和，比道

路交通的總排

放高出50% 

上一章節估計，2012 年在兩個郵輪主要停泊點（海運碼頭和維多利亞港

位於紅磡及九龍灣附近的政府浮泡區）的二氧化硫排放約為 429 噸，比

2010 年道路運輸二氧化硫總排放量（286 噸）超出 50%以上。 

啟德新郵輪碼頭在今年 6 月啟用後，首 16 艘訪港船隻將增加額外 42.6 噸

二氧化硫，以及其他空氣污染物。一旦碼頭運作達至預計操作上限，這個

位置的郵輪排放量將急速增加，對在周邊社區生活和工作的人帶來新的健

康威脅。 

公眾關注健康

影響，要求各

界採取行動 

公眾關注空氣質素和健康，引發社會各界要求郵輪業盡快採取減排措施。

這章節將會闡述多個管制方案的細節。 

 
3.1 泊岸轉油 

  
除非有更嚴的

管制，否則郵

輪一般會使用

重油 

所有海上船隻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燃燒重油發動引擎和提供熱能，在這

方面郵輪也不例外。在國際海事組織規定下，郵輪一如其他船舶類型，可

以使用不超過 3.5%含硫量的船用燃料，除非是在國際海事組織核定的排

放控制區之內，或個別司法管轄區對船用燃料質素或排放標準有特定要求

則例外。然而，香港或亞洲其他地區目前都沒有此等規定。在沒有任何強

制性的管制下，郵輪將繼續使用重油以節省成本。 

部分郵輪已轉

用低硫燃料 

香港也有例外情況。首先，據瞭解一些以本地郵輪已有多年使用含硫量

0.5%的低硫燃料，以減少黑煙排放。其次，水晶郵輪及 Prestige Cruise 

Holdings 兩所公司簽署了「乘風約章」，承諾在香港停泊時改用清潔燃

料。雖然兩家公司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只有少數訪港船次，但他們參與

「乘風約章」仍然顯示郵輪業在減排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泊岸轉油是經

驗證可行的方

法，政府亦計

劃立法 

由於政府計劃在香港規管泊岸轉油，並推出了一項寬減計劃，這是郵輪業

短期內可採取的減排措施。此外，泊岸轉油是船舶減排的有效措施。舉例

而言，自 2011 年起香港每年因「乘風約章」而出現過千次泊岸轉油，主

要牽涉貨櫃船，但從沒有船舶呈報技術問題。同樣，加利福尼亞州自

2009 年起要求所有遠洋船使用低硫燃料，至今未有郵輪呈報問題。 

更重要的是，泊岸轉油的主要優點是其大力迅速減少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

浮粒子排放量的潛力，而這只需要低硫燃料供應上的配合和有人負責支付

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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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效益顯著 
 

為顯示減排成效，假設所有郵輪同意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4 月停泊於

新啟德郵輪碼頭時轉用含硫量 0.5%的燃料，估計在此期間停泊時的二氧

化硫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量將分別減少約 83%和 78%，然而氮氧化物排

放量將只減少約 5%（表 7）。 

 
 

表7：2013年和2014年郵輪泊岸轉油在啟德郵輪碼頭的減排潛力（噸）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燃料轉換前 燃料轉換後 燃料轉換前 燃料轉換後 燃料轉換前 燃料轉換後 

停泊時 36.7 6.3 38.0 35.9 4.1 0.9 

總計 42.6 12.2 43.8 41.8 4.7 1.5 
 

  
 
 

 同樣，如果所有 2012 年訪港郵輪停泊時轉用 0.5%含硫量的燃油，停泊時

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量將分別減少約 71%、3%

和 63%（表 8）。就百份比跌幅而言，減排效益較上一個例子弱，其實這

是因為一些本地郵輪如 3.1 部份所述已在使用低硫燃料所致。 

 
表8：2012年郵輪泊岸轉油在香港的減排潛力（噸）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燃料轉換前 燃料轉換後 燃料轉換前 燃料轉換後 燃料轉換前 燃料轉換後 

停泊時 508.7 147.6 760.7 741.7 51.2 19.0 

總計 867.0 505.9 1,286.9 1,267.9 97.1 65.0 
 

  

 

潛在健康好處 
 

減少主要停泊點（包括新啟德郵輪碼頭）的郵輪排放對保障公眾健康是非

常重要的。這些碼頭皆位於城市的心臟地帶，靠近香港民居和商業中心。

改善空氣質素將可為社會節省醫療和其他方面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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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岸電 

  
岸電有潛力除

掉所有靠泊點

的排放 

雖然泊岸轉油可顯著減少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停泊的船

舶如使用岸電將可進一步降低其停泊時的排放。船隻一旦連接岸上電網，

將不會再直接排放空氣污染物。當然，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將

由碼頭轉移至發電廠。就此，推廣船舶使用岸電能否為香港帶來最大的環

境淨效益應另立研究項目，而不屬本文範疇。 

啟德發展岸電

有優勢 

目前，啟德郵輪碼頭具最大潛力安裝岸電設施，以吸引郵輪使用電網。政

府正計劃取得撥款以安裝岸電設施，但可能需要幾年時間岸電才能投入服

務。 

海運碼頭情況

較複雜 

海運碼頭如同其他使用中的碼頭一樣，情況更為複雜。首先，在岸上尋找

加裝供電設施的空間可能是一大挑戰。其次，需要電力公司確定現有的電

力分站能否提供岸電供應所需的額外電力。第三，海運碼頭由九龍倉集團

按與政府達成的租賃協議營運，包括每年支付租金。在海運碼頭提供岸電

的計劃將屬營運商的商業決定，也是政府的空氣質素管理決策。 

其他考慮因素

將決定岸電的

使用情況 

 

碼頭有岸電供應是郵輪選擇岸電的必要條件，但不足以令岸電成為具吸引

力的減排選擇，因為還有其他重要因素需要考慮。 

首先，船舶的電力需求和逗留時間長短是重要考慮因素。郵輪停泊時需要

大量用電，而郵輪通常停泊時間較長（不僅僅是幾個小時，有時是數

天），因此郵輪適宜使用岸電。 

其次，輔助引擎所用的船用燃料（重油或餾出燃料）和連接岸上電網的成

本比較是問題之關鍵。然而，這是取決於個別碼頭情況而定，甚至按個別

船舶而定的，因此香港需要就郵輪使用岸電的成本效益進行評估。岸電的

收費為何？船隻為能使用岸電需支付的成本又是多少呢？ 

第三，船東可能會問，目前有多少碼頭為郵輪提供岸電，而當中又有多少

屬他們的船隻會造訪之地？不幸的是，現有大部份岸電系統位於北美和歐

洲。20

最後，潛在的成本減省可能促使一些郵輪東主為其船隊添置具連接岸電能

力的船隻。不過更有效的仍然是強制規管措施，如加利福尼亞州實施的以

減少停泊時的排放，

如果香港是區內未來幾年唯一推動郵輪使用岸電的港口，亞洲市場

的郵輪東主可能不願意為岸電投資船上設備，因此區域合作在推動改革上

可能是重要的。 

21將促使郵輪東主和營運商尋找替代方案。舉例來

說，荷美郵輪、公主郵輪和挪威郵輪在北美改裝和經營配備連接岸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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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郵輪。22歌詩達郵輪是另一家公司，其船隻可以連接岸電。23

 

 

 
3.3 其他方案 

  
 除了在停泊時的燃料轉換和岸電，還有其他管制選項可降低郵輪排放。 

  
船舶減速的空

間只限於維港

以外 

 

目前，維多利亞港實施船速限制，長逾 60 米的船隻在維多利亞港西部和

東部的最高速度分別為 8 節和 10 節。郵輪須遵守速度限制，但他們一旦

駛出限速區將會加速。換句話說，在維多利亞港進一步收緊郵輪航速的空

間很小。有效的郵輪減速真正潛力在擴大限速區，例如將藍塘海峽和香港

水域東南部納入。 

技術中立的策

略是將來的發

展方向 

 

洗滌器已越來越被視為清理船隻污染的替代選項。其他創新的解決方案陸

續有來，而技術中立的減排標準和策略明顯地是最好的辦法。簡言之，最

重要是政府制訂排放標準。該標準首要是改善環境和保護公眾健康，其他

可交由業界和市場決定最好的方法或解決方案的最佳組合，以滿足這些標

準和要求。技術中立的方法理應更加實用，因為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不只是

減少一種而是多種不同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需要超過一個方案以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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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科學證據指出

問題所在 
 

本文嘗試估算 2012 年郵輪在香港的排放量，以及預測 2013 年下半年和 2014

年初計劃在新啟德郵輪碼頭停泊的郵輪所產生的排放量。結果顯示，停泊於海

運碼頭和在紅磡及九龍灣附近的維多利亞港的郵輪排放，佔香港整體郵輪排放

量比例顯著。新啟德郵輪碼頭的排放預計將令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為空氣質素

和市民健康著想，各界應迅速採取行動，以減少郵輪排放。 

必須平衡旅

遊、經濟增長

與環境保護 
 

這並非表示香港不應該發展旅遊業和郵輪業。香港明顯具備很多優越條件，足

以成為亞洲最優質的郵輪中心，香港的經濟亦將從中獲益。然而，要成為宜居

城市，香港真正的挑戰在於要精明地發展，不致於犧牲香港的環境質素。因

此，問題是：香港在發展郵輪業時能減少對空氣質素的影響嗎？ 

 答案是「可以」。如本文指出，我們可選擇適用於香港的成熟和有效的管制方

法來減少郵輪排放，而這些措施都符合國際慣例。 

於不同層面及

與不同夥伴建

立合作關係至

為關鍵 
 

要取得進展的關鍵並非只在於尋找解決方案，而是要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及

所有主要的持份者要通力合作減少排放，保障市民健康。這些夥伴關係包括公

私營部門與公民社會於同一平台上合作。即使是公營部門，跨局和跨部門的合

作也是推動政策改變不可或缺的一環。 

政府機關、郵

輪公司及營運

者都能發揮作

用 
 

要攜手向前，政府機關如旅遊事務署、運輸及房屋局、環境局、海事處和環境

保護署必須： 

 加快香港的泊岸轉油管制； 

 加快在啟德郵輪碼頭安裝岸電； 

 與九龍倉集團探討在海運碼頭提供岸電的可能性； 

 安裝岸電後，通過鼓勵和規管措施推廣岸電使用； 

 與郵輪業界探討其他減排管制方案如船舶減速；及 

 制定技術中立的船舶排放管制框架，長遠鼓勵創新的解決方案。 

另外，鼓勵郵輪公司︰ 

 盡快簽署「乘風約章」，承諾其船隻在香港泊岸轉油； 

 為其船隻參加政府的寬減計劃，申請寬免 50%港口設施及燈標費以收回

額外燃油開支的部份費用；及 

 就岸電和長期減排策略檢討公司立場。 

郵輪碼頭東主和營運者則可以︰ 

 通過鼓勵和表揚方法向客戶推廣泊岸轉油； 

 探討在其碼頭提供岸電供應的可能性；及 

 安裝岸電後，向其客戶推廣使用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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