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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與環境＋今日香港＋全球化

「
太陽 來電」

能源科技與環境（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裹足不前
為改善本港空氣污染問題，政府一直致

再生能源

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礙於地理條件等因
素，在眾多可再生能源中以太陽能及風力
能的呼聲最高。但回顧本港可再生能源的

發展，多年一直裹足不前。政府在最新公布的發電燃料組
合諮詢中，估計可再生能源在 2020 年僅佔 3%至 4%，可見
可再生能源仍未成為發展主力。到底可再生能源在港發展
面對甚麼困難？下文將以太陽能為例作出分析。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通識科教師

主題1：能源科技的影響
探討問題：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
相關？
．能源科技的發展在甚麼程度上引起或解決環境的問
題？
主題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探討問題：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
現與科學及科技的發展又有何關係？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可持續發展的
未來作甚麼回應？

太陽能技術
利用不同的技術，太陽能可被轉化為
熱或電。太陽能熱水技術或太陽能光伏
發電技術都是適合在港應用的可再生能
源技術。
太陽能熱水：是一種發展成熟的技
術。太陽能熱水系統能利用太陽輻射的熱能來產生熱水。
太陽能集熱器能吸收太陽輻射，直接或間接地給水加熱。
由此產生的熱水儲存於儲水缸，可供後用。
太陽能光伏：太陽能光伏組件是由可把光能轉化為電能
的半導體元件（太陽能電池）所組成。光伏組件連接在一
起組成小型或大型的系統，發電功率可由幾百瓦到幾百千
瓦。
■資料來源：可再生能源網（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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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香港公園

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
報告，可持續發展是︰「既能滿足我們
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
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可持
續發展包含三大向度：

環境

■ 雖然多個公共設施
和政府機構試用太陽
能發電，
能發電
， 但其規模始
終有限。
終有限
。
資料圖片

灣仔政府大樓

社會 可持續發展
經濟

海防博物館

■製圖
製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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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成本

碳排放

其他環境污染

公眾關注*

煤
天然氣
太陽能
風力能
水力發電
核能
*註：大眾對有關能源的看法。
■資料來源：中電：《能源挑戰與抉擇》（原著為英文版）
（為方便設題，資料曾被修改）

本港較大型光伏系統例子

資料二

千瓦
在太陽能光伏系統設計過程中，一個重要設計參 例子
灣仔政府大樓
55
數是每個月的日均水平太陽輻照量。右表為本港
科學館
10
較大型光伏系統的例子，包括灣仔政府大樓、科學
18
館。本港日均太陽輻照量達 3.56（千瓦時/平方米/ 九龍醫院（西翼）
2.4
天），7月至9月更高逾4（千瓦時/平方米/天）。 香港公園
根據機電工程署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報告，一個典型的水平放置的光伏系統，每平方米的
光伏板每年可產生121千瓦時電量。
另外，1 千瓦時的電量等於 1 度電的電量。按照港燈統計，一個 4 人家庭年均用電約
6,340度計，除以365日，其每日用約17.4度電。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四

資料三

政府在新公布的《能源發展策略》中表示，為改
善本港環境問題，建議於2020年前大幅提高天然氣
發電比例由現時23%增至四成到六成。《策略》指
出：「香港面對的問題是能否找到辦法，利用可再
生能源為消費者提供穩定和具成本效益的電力──
佔用面積相當大 尤其要考慮的是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技術需要較多土
受氣候、晝夜的影響 地，但香港卻缺乏裝置大型設施的地點。由於在香
造價成本高昂
港境內可做的有限，因此對於利用可再生能源作部
可再生
高損耗
分發電，我們應訂下切合實際情況的目標和指標，
潔淨
裝置效率偏低
同時也應研究其他更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有效利
用能源的方法。」
有學者說，不少國家及地區近年傾向透過加電
費等方法減少市民用電量，藉此減少因發電而衍
生的環境問題。學者認為此方法為治本之道，建
■製圖
製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議港府效法。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太陽能利弊

利

弊

1. 有人說：「發展太陽能是弊多於利。」資料一、資
料二及資料三是否支持這個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2. 參考以上資料並就你所知，試評估大型太陽能光伏
系統在港發展的可行性。
3. 資料四提出兩項改善本港環境的建議。你認為有關
建議對港而言，是否皆優於設置大型太陽能光伏系
統？解釋你的答案。

當我們討論「香港太陽能應用」
時，必與「能源科技」有關，而且
作答相關問題時要盡量應用概念詞
及典型例子。
首先，香港為何發展太陽能？基
於空地不多、又常受颱風影響，風力發電
受到限制；相反，太陽能佔地不多，而且
日照時間充裕，故較可行。

「能源科技」相關 善用概念典例

資料一

1. 答題關鍵：題目並非要求考生陳述立場，而是辨別資料對回應命題的
效度，故分析時務必集中資料本身。命題亦頗複雜，關鍵在於「弊多於
利」，故即使資料有利亦有弊，仍需辨別資料主要集中表述哪方面，以
回應「多於」字眼。切當騎牆派，指資料一半程度支持「弊多於利」，
否則被視為迴避題目。以下僅列舉資料的正反觀點，考生可根據提示判
斷是否「弊多於利」：
資料一
．太陽能與其他能源比較，在碳排放及公眾關注方面皆獲正評；
．太陽能是唯一一種能源在其他環境影響方面獲正評；
．即使同屬可再生能源，太陽能比風力能及水力發電對環境影響更少；
．在可靠性方面，太陽能獲負評，遜於不可再生能源（如煤）；
．成本方面，更是少數獲負評的能源。
資料二
．本港太陽輻照量相對穩定，部分月份更達4（千瓦時/平方米/天），反
映日照時間充足；
．不少太陽能應用系統，技術相對成熟，具一定普及性；
．太陽能系統的發電量小，難以滿足全港需求。
資料三
．天秤未有傾斜，反映利弊重量可能相若；
．右邊象徵弊端的貨物體積明顯較大。
2. 答題關鍵：以「評估」作為字眼，故分析時除點出可行性外，也須指
出限制。但要留意須按本港處境作分析，也不應集中討論太陽能好處，
因為與可行性無直接關係。
可行之處
．本港作為已發展城市，能負擔太陽能的投資成本；
．市民環保意識提高，對太陽能的接受程度高；
．已有一定數量的太陽能光伏系統供應用，為進一步發展帶來重要參考
價值；
．本港氣候證明日照時候充足，保障輻射量。
限制
．政府的政策方針未以太陽能發展作主流；
．本港地方細小，可用地面不足，難以發展佔地廣的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穩定性不足，不適合香港這個對能源穩定高度依賴的城市。
3. 答題關鍵：先辨清資料四提出甚麼建議，後須分別與設置大型太陽能
光伏系統作比較，不可只討論其中一者。此外，比較時可善用概念，如
以可持續發展的三大向度作評價準則。
i. 增加天然氣使用 VS 大型太陽能光伏系統
太陽能光伏系統較優：
．可再生，用之不竭，長遠較天然氣佳；
．本港沒有天然氣蘊藏，依賴內地西氣東輸線路；但本港則有較充裕的
日照時間；
．太陽能的碳排放較天然氣少。
增加天然氣使用較優：
．大型太陽能光伏系統成本高昂，而天然氣相對便宜；
．本港土地不足，天然氣的土地使用量較太陽能少。
ii. 加電費（經濟誘因） VS 大型太陽能光伏系統
加電費（經濟誘因）較優
．從源頭減少使用量，避免浪費，大型太陽能光伏系統更符合環保原
則；
．能為政府帶來更多收入，可用於改善其他環境問題上；相反大型太陽
能光伏系統則需投資成本；
．太陽能光伏系統欠穩定，且覓地困難，可行性低。
大型太陽能光伏系統較優
．市民對太陽能的反應較正面，推行時阻力較少；相反，一旦加電費則
阻力較大，甚至影響政府管治威信。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符「可持續發展」原則

太陽能優點方面，其發展符合「可持續
發展」原則，亦是潔淨能源，產生能源時
不會排放溫室氣體。而且太陽能的運作成
本低，裝置方法簡單，安裝電池板即可。
而在科技先進的國家，太陽能的轉換效能
可以很高。
那麼，究竟太陽能發電在港的運作情況
如何？天文台估計，若本港可供興建太陽
能發電設備的樓宇中，有 10%願意安裝
效能為 15%的矽太陽能電池板，太陽能
佔港每日總用電量的 5%。參考外地例子
如德國，致力推動太陽能發展，而為吸
引用戶安裝太陽能發電設施，更推行電費
減免優惠。

限制不少 發展受阻

最後，我們也要知道在港應用太陽能時
將面對以下問題：
1. 成效緩慢。
2. 空地有限，若依靠天台放置太陽能板，
規模小，難以提高發電量。
3. 太陽能佔全國總用電量的比率依然很
低。
4. 雖然太陽能板的運作成本低，但裝置本
身及維修費用昂貴，短期發電成本較
高。
有見及此，現時太陽能發電只是小規模
地在政府大廈發展，本港能源始終需依靠
化石燃料及境外核能的供電。
■劉穎珊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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