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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每年能源總使用量有超過一半是以電力形式消耗，而建築物佔香港

用電量約 90%。提升政府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及節約是政府首要任務之一，有助

減少用電量。政府一直以身作則，制訂節能目標，減少政府建築物的用電量，

為市民大眾樹立良好榜樣。政府曾就 2003–04至 2019–20年度這段期間，為政

府建築物制訂了4輪節電目標 (並達到相關目標)，同時就2020–21至2024–25年

度的 5年期間，制訂了一項新的綠色能源目標。環境局負責能源效益及節約政

策，包括訂定政府的節能目標、制訂達成目標的策略和監察有關的落實情況。

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主要負責監察在達到節能目標方面的進度、統籌和監督

為獲揀選政府建築物進行的能源審核和重新校驗工作，以及管理有關動用政府

一般收入帳目下一筆整體撥款推行政府建築物節能項目的申請。建築署主要負

責管理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小規模建築工程整體撥款、在政府建築物推行涉

及建築工程的節能項目，並監察這些項目的推行進度。審計署最近審查了環境

局、機電署和建築署在政府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及節約方面的工作。

達到節能目標的情況

2. 需要探討措施以盡早完成編制和提交有關達到節能目標情況的周年報

告 就最新的節電目標而言，《2015年施政報告》公布於 2015–16至 2019–20年

度的 5年期間，在運作環境與 2013–14年度相若的基礎上，把政府建築物的總

用電量減少5%的目標 (2015–20年節電目標)。機電署 (轄下的能源效益事務處)

負責分析和整合政府決策局／部門的用電量數據，以判斷政府整體達到

2015–20年節電目標的情況，並編制有關達標情況的周年報告，以便向環境局

匯報。環境局表示，政府於 2018–19年度已達到 2015–20年節電目標；而截至

2018–19年度，整體節電量為 5.7%。機電署表示，有關的最終結果 (即截至

5年期最後一年的 2019–20年度)會在 2021年首季得出。審計署留意到：

(a)在 2015–16至 2018–19年度期間，機電署每年編制該周年報告 (包括向決策

局／部門收集報表)並提交予環境局需時頗長，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11至 13個月才完成；及 (b)決策局／部門以試算表形式向機電署提交其轄下

政府建築物總用電量的報表，而機電署未有使用具備程式編寫功能的資訊科技

系統，以匯入和整理決策局／部門所提交的數據，製備管理報告。審計署認

為，機電署需要探討措施，以盡早完成編制和向環境局提交有關達到節能目標

政府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及節約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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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的周年報告，並在編制政府整體能源使用量數據時善用資訊科技 (第 2.2、

2.3、2.5及 2.6段)。

3. 需要繼續就決策局／部門的節能表現採取跟進行動 審計署留意到，

能源效益事務處在 2018年 9月採取了一次過的新措施，通過以下方法協助決

策局／部門改善節電表現：(a)分析決策局／部門截至 2016–17年度的節電表

現，發現有 13個決策局／部門的表現低於政府整體節電表現；及 (b)要求機

電工程營運基金 (有關決策局／部門機電裝置的維修保養代理)提供技術支援，

協助該 13個決策局／部門改善節電表現。審計署認為，機電署宜繼續就決策

局／部門的節能表現採取跟進行動 (第 2.7及 2.8段)。

4. 常態化處理過程有可予改善之處 機電署表示，為評估節電目標的達標

情況，實際用電量會藉常態化除去活動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從而折算成與基準

年相若的運作環境下的用電量，才用來計算節電量。機電署抽樣查核決策局／

部門就政府場地提交的常態化計算。審計署審查了15個政府場地在2018–19年

度用電量的常態化計算 (這些計算均經由機電署查核，而機電署亦有就計算向

有關決策局／部門提出意見)，留意到儘管所有相關決策局／部門均已就機電

署的意見作出回應，但在該 15個政府場地中，機電署或可就當中 4個場地的

活動變化對常態化計算的影響，尋求負責管理該等場地的相關決策局／部門作

進一步釐清。審計署亦留意到：(a)在查核決策局／部門提交的常態化計算的

程序方面並沒有詳細指引；及 (b)機電署並未就常態化計算的查核結果定期編

制管理資料 (第 2.14、2.16及 2.17段)。

5. 需要持續檢討綠色能源目標的推行情況 《2019年施政報告》公布綠色

能源目標，務求於 2020–21至 2024–25年度的 5年期間，在運作環境與

2018–19年度相若的基礎上，提升能源表現 6%。綠色能源目標是一項新措施，

所涵蓋的若干新範疇包括政府基建設施的用電量，以及政府建築物和基建設施

的其他能源 (例如煤氣及石油氣)使用量。審計署留意到，機電署已就用電量

進行常態化處理發出指引，但沒有就其他能源發出相關的指引。審計署認為，

環境局及機電署需要持續檢討決策局／部門為達到綠色能源目標 (特別是該目

標涵蓋的新範疇)而推行措施的情況，並提供所需的協助，以便決策局／部門

能達到相關目標 (第 2.20及 2.21段)。

6. 需要盡早完成現有政府建築物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由 2017–18至

2019–20年度，政府已預留共 20億元在現有政府建築物和基建設施安裝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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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系統。有關決策局／部門在 2017–18至 2019–20年度提交並由建築

署推行的政府建築物小型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議，截至 2020年 6月，有 67個項

目已獲准推行，當中有 28個已經完成，39個則在規劃或施工階段。審計署留

意到，在這 39個 (在規劃或施工階段)可再生能源項目中，有 9個的進度較原

定完工日期遲約 3至 5個月。審計署亦留意到，截至 2020年 6月，建築署仍

就 14個項目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這些建議均由決策局／部門在 2018年 8月

前 (即大約兩年前)提交予建築署。由於在評估綠色能源目標的達標情況時，

可再生能源的效用也會計算在內，審計署認為，建築署需要盡早完成現有政府

建築物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第 2.22、2.24及 2.25段)。

為政府建築物進行的能源審核和重新校驗工作的管理

7. 需要確保符合甄選準則的政府建築物獲揀選進行能源審核 能源審核指
有系統地檢查建築物的能源消耗設備／系統，以找出能源管理機會。為達到綠

色能源目標，共有 251幢政府建築物獲揀選在 2020–21至 2022–23年度期間進

行能源審核，以找出能源管理機會。甄選準則之一是 2017–18年度全年用電量

超過 50萬千瓦小時，並有空間進一步節電的建築物。審計署發現，有 5幢政

府建築物符合此項甄選準則但未獲揀選。機電署經審計署轉介後作出核實，表

示會與有關決策局／部門進一步檢討是否需要為該 5幢政府建築物中的 4幢進

行能源審核 (餘下 1幢在 2017–18年度後已關閉並進行拆卸)。審計署認為，

機電署需要採取措施，確保符合甄選準則的政府建築物獲揀選進行能源審核，

並就審計署所找出的政府建築物，及早完成檢討該等建築物是否需要進行能源

審核的工作 (第 3.2、3.4、3.6及 3.7段)。

8. 可就獲揀選的政府建築物收集經能源審核找出的能源管理機會推行情況

的資料 機電署表示，為達到 2015–20年節電目標而推行的上一個能源審核計

劃下，有 344幢政府建築物獲揀選於 2015–16至 2016–17年度期間進行能源審

核。在該 344幢政府建築物中，有 136幢 (40%)建築物再度被納入為達到綠色

能源目標而現正推行的能源審核計劃 (2020–21至 2022–23年度期間)。在短時

間內需要再次就該 136幢政府建築物進行能源審核，主要是由於該等建築物在

2017–18年度的節電表現低於平均水平。事實上，審計署留意到，在該 136幢

政府建築物中，有 106幢 (78%)的節電表現在 2018–19年度亦低於平均水平。

就此，機電署表示：(a)通過推行在能源審核時找出的能源管理機會，能源審

核可達到提升能源效益及節約的目的；及 (b)決策局／部門負責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選定能源審核報告所載的能源管理機會，並訂定推行工作的優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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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審計署留意到，決策局／部門均無須就能源管理機會的推行情況和所達到

相關的節能量向機電署提供資料 (第 3.4、3.8及 3.9段)。

9. 需要持續檢討為政府建築物進行重新校驗的時間表 重新校驗是一個有
系統和具成本效益的程序，通過定期檢查現有建築物的能源和其他效能表現，

以找出節能機會。2018年，機電署找出 280幢政府建築物並邀請相關決策局／

部門透過由 2019–20至 2025–26年度為期 7年的重新校驗計劃，為轄下的政府

建築物進行重新校驗。最終，會進行重新校驗的政府建築物有 230幢 (82%)。

機電署表示，截至 2020年 9月：(a)在 230幢政府建築物中，有 44幢已展開

重新校驗研究；及 (b)該署已為餘下 186幢政府建築物制訂進行重新校驗的初

步時間表。審計署認為，機電署需要就已納入重新校驗計劃的政府建築物，持

續檢討進行重新校驗的時間表，並盡早與有關決策局／部門確定落實時間

(第 3.12、3.16、3.25及 3.26段)。

10. 需要鼓勵相關決策局／部門把轄下政府建築物納入重新校驗計劃 相
關決策局／部門未決定是否納入重新校驗計劃的政府建築物有 50幢。機電署

表示，該 50幢政府建築物中，部分或會在稍後階段納入計劃以進行重新校驗。

審計署認為，機電署需要採取措施，鼓勵相關決策局／部門把轄下政府建築物

納入重新校驗計劃 (第 3.27及 3.28段)。

節能項目的管理及其他管理事宜

11. 監察節能項目進度的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政府已預留約 7億元撥款予

機電署管制的整體撥款 (機電署整體撥款)，用以於 2017–18至 2021–22年度期

間在政府建築物逐步推行節能項目。截至 2020年 3月，在機電署整體撥款下

支付的 267個節能項目中，有 174個 (65%)已經完成，93個 (35%)的工程正

在進行。在該 93個項目中，有 18個 (19%)(全部項目的推行期均為 1年)進度

較原定遲了 0.9至 1.9年 (第 4.2、4.5及 4.6段)。

12. 可改善節能項目的表現衡量工作 能源效益事務處表示，有關決策局／

部門及／或其工程代理於完成在機電署整體撥款下支付的節能項目後，須在一

年保養期內衡量項目表現 (即測量和驗證實際回本期和節電量)。截至 2020年

3月，在機電署整體撥款下支付並已完成的 174個節能項目中，有 136個的表

現衡量工作已完成，餘下38個則仍在進行。審計署留意到，在這38個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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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 3個 (8%)截至 2020年 3月已完成超過 1年，但表現衡量工作仍在進行

(第 4.9段)。

13. 可改善工程預算的準確度 決策局／部門及／或其屋宇裝備裝置的工

程代理在提交撥款申請，以動用機電署整體撥款推行節能項目時，須在撥款申

請表提供工程預算。審計署的審查發現，截至 2020年 3月，在機電署整體撥

款下支付的 267個節能項目中，有 121個 (45%)的核准工程預算有所變動，包

括有 47個項目的核准工程預算有所增加 (增幅為每個項目原定核准工程預算

的 4%至 300%，平均為 48%)，以及有 74個項目的核准工程預算有所減少 (減

幅為每個項目原定核准工程預算的 2%至 96%，平均為 41%)(第 4.11段)。

14. 監察節能項目進度及現金流量的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除了在機電署整
體撥款下預留的款項外，政府亦已預留約 2億元撥款予建築署管制的整體撥款

(小規模建築工程整體撥款)，用以於 2017–18至 2021–22年度期間在政府建築

物逐步推行節能項目。截至 2020年 3月，在建築署管制的小規模建築工程整

體撥款下支付的節能項目共有 204個。為免撥款因項目尚未能推行而被捆綁，

建築署只會考慮決策局／部門在核准年度的預算現金流量至少有 10%至 20%

的建議節能項目。然而，審計署的審查發現：(a)在 204個節能項目中，有 58個

(28%)在核准年度並沒有任何開支；及 (b)截至2020年3月，在這58個項目中，

有 17個 (29%)(核准工程預算總額為 1,900萬元)在核准年度其後的一個年度尚

未有任何開支 (第 4.2及 4.17至 4.19段)。

15. 需要要求有關決策局／部門或其工程代理 (視乎情況而定)在提交撥款
申請時就建議節能項目提供預算回本期和預計節電量的資料 審計署留意到，

機電署有要求決策局／部門在撥款申請表中就其整體撥款下支付的節能項目提

供預算回本期和預計節電量的資料，但建築署則沒有要求有關決策局／部門或

其工程代理 (視乎情況而定)在提交撥款申請時，就小規模建築工程整體撥款

下支付的建議節能項目提供相關資料 (第 4.21段)。

16. 綠色建築認證的參與情況有可予改善之處 綠色建築環保評估法 (綠建

環評)是用作認證香港綠色建築的全面評估工具。所有新建政府建築物如其建

築樓面面積超過 5 000平方米並設有中央空調，或建築樓面面積超過 10 000平

方米，均應取得綠建環評的第二最高或更佳評級。由 2015年 1月至 2020年

7月，建築署已完成 34個須符合綠色建築認證規定的政府建築物項目。審計

署留意到，截至 2020年 7月，在這 34個項目中，有 15個 (44%)尚未取得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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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築最終認證。至於現有政府建築物，環境局在 2017年 6月告知立法會，

將鼓勵決策局／部門為該等建築物申請綠建環評認證，彰顯政府採用綠色建築

的決心。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0年 7月，只有 5幢現有政府建築物已取得

綠建環評的最終認證 (第 4.28至 4.30及 4.32段)。

審計署的建議

17.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機電工程署署長應：

達到節能目標的情況

(a) 探討措施，以盡早完成編制和向環境局提交有關達到節能目標情

況的周年報告，並在編制政府整體能源使用量數據時善用資訊科

技 (第 2.10(a)及 (b)段)；

(b) 繼續就決策局／部門的節能表現採取跟進行動 (第 2.10(c)段)；

(c) 採取措施，改善常態化處理過程 (第 2.18段)；

為政府建築物進行的能源審核和重新校驗工作的管理

(d) 採取措施，確保符合甄選準則的政府建築物獲揀選進行能源審核，

並就審計署所找出的政府建築物，及早完成檢討該等建築物是否

需要進行能源審核的工作 (第 3.10(a)及 (b)段)；

(e) 考慮採取措施，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就獲揀選的政府建築物收

集能源管理機會推行情況和所達到相關節能量的資料

(第 3.10(c)段)；

(f) 就已納入重新校驗計劃的政府建築物，持續檢討進行重新校驗的

時間表，並盡早與有關決策局／部門確定落實時間 (第3.29(c)段)；

(g) 採取措施，鼓勵相關決策局／部門把轄下政府建築物納入重新校

驗計劃 (第 3.29(d)段)；及

節能項目的管理及其他管理事宜

(h) 於管理在政府建築物推行並由機電署整體撥款支付的節能項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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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有關決策局／部門或其工程代理 (視乎情況而定)緊密聯繫，
要求對方監察節能項目的進度 (第 4.14(a)段)；及

(ii) 提醒有關決策局／部門或其工程代理 (視乎情況而定 )，密切
監察已完成的節能項目的表現衡量工作進度，並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就節能項目作出更準確的工程預算 (第 4.14(b)段 )。

18. 審計署建議 ：

達到節能目標的情況

(a) 環境局局長及機電工程署署長應持續檢討決策局／部門為達到綠

色能源目標而推行措施的情況，並提供所需的協助，以便決策局／

部門能達到相關目標 (第 2.26(b)段)；及

節能項目的管理及其他管理事宜

(b) 環境局局長應採取措施，鼓勵決策局／部門為轄下現有政府建築

物申請綠色建築認證 (第 4.34(b)段)。

19. 審計署建議 建築署署長應：

達到節能目標的情況

(a) 盡早完成現有政府建築物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第 2.27段)；

節能項目的管理及其他管理事宜

(b) 於管理在政府建築物推行並由小規模建築工程整體撥款支付的節

能項目時：

(i) 提醒有關決策局／部門或其工程代理 (視乎情況而定)，就節
能項目作出更準確的現金流量預計，並定期把項目狀況及現

金流量告知建築署 (第 4.22(a)段)；及

(ii) 要求有關決策局／部門或其工程代理 (視乎情況而定)在提交
撥款申請時，就建議節能項目提供預算回本期和預計節電量

的資料 (第 4.22(b)段)；及

(c) 密切監察為新建政府建築物提交綠色建築認證評估申請的進度

(第 4.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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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20. 環境局局長、機電工程署署長和建築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