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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使用淡水於  

節能空調系統的蒸發式冷卻塔  

先行性計劃  

 

第 1 部：引言  

 

 

1 背景  

 在香港推廣水冷式空調系統的初步顧問研究，在 1999 年年中完成。研究結

果確定了與氣冷式空調系統相比，水冷式空調系統在環境、經濟及財政各

方面均更有好處。其後，當局計劃從本年起，在全面實施水冷式空調系統

前，先進行全港性實施研究。實施研究旨在研究及找出適合推廣使用水冷

式空調系統的地區，並詳細研究有關財務、規管、土地行政、基礎建設、

環境及健康，包括防止退伍軍人病症等事宜。  

 

 為進行全港性實施研究，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現已成立，推行一項為期兩

年，有關廣泛使用淡水於廊能空調系的蒸發式冷卻塔的先行性計劃。計

劃選定的六個地區，現時的供水及排污網絡足以應付額外需求。雖然海水

和淡水均可用作冷凝冷卻媒介，但考慮過現有供水網絡的水源和供水量等

問題後，先行性計劃將著重使用淡水作蒸發式冷卻用途。工作小組的成員

來自兩個決策局和八個政府部門：  

 

 環境食物局  

 工務局  

 屋宇署  

 渠務署  

 機電工程署  

 環境保護署  

 衛生署  

 地政總署  



2 

 規劃署  

 水務署  

 

 六個選定地區，載錄於第 2.6 段的位置圖。推行這項先行性計劃所累積的經

驗及所收集的資料和數據，將可用作全港性實施研究的參考。  

 

2 先行性計劃  

 2.1 目的  

 先行計劃旨在：  

 (a) 推廣節能的水冷式空調系統；  

 

 (b) 評估對用水的額外需求；  

 

(c)  監察從系統所流失的污水排放的數量和質素；  

 

(d)  監察系統所引致的健康及環境影響；及  

 

 (e) 收集有用的資料和數據，以協助進行全港性推行水冷式空調系統的

實施研究。  

 

2.2 參與計劃的條件  

 這項計劃適用於六個選定地區內所有非住宅類別的新建及現有建築物。歡

迎所有地產發展商、業主、物業管理公司、設計者及系統操作人員申請為

他們在選定地區內的建築物所設空調系統裝置使用淡水。向有關當局提出

申請時，必須連同第 4.1 段所訂明的所需資料。  

 

 

 在參加先行性計劃期間，參加者必須向有關當局提供第 4.2 段所訂明的資

料。  

 

 參加者亦須遵守所有相關的法定規例，以及計劃訂定的要求。所有這些要

求都是為在蒸發式冷卻塔使用淡水時，能達至更佳的能源效益，並收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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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保障市民健康和安全之效。  

 

2.3 時限  

 參與這項先行性計劃的時限為由 2000 年 6 月 1 日起計的兩年。  

 

2.4 接駁用水的延續性  

 兩年時限屆滿後，參加者如能繼續遵守本資料小冊所訂明的規定，以及進

行先行性計劃中期檢討後可能增加的要求，可獲有關當局批准及同意繼續

提供經水錶記錄的淡水。  

 

2.5 中期檢討  

工作小組會對先行性計劃進行中期檢討，以分析計劃的成效、研究參加計劃的

步伐和程度，並考慮全港性實施研究的建議，以及這項計劃的末來路向。



4 

第 2 部：參與計劃的程序及指引  

 

申請在進行先行性計劃的地區的非住宅樓宇的空調系統使用淡水蒸發式冷卻

塔，在法定要求、所需資料及申請過程方面會涉及多個政府部門，資料小冊的

這個部分旨在對這些方面作出簡述。  

 

3. 法定要求及工作守則  

一般而言，申請人須遵從下述條例、技術備忘錄及工作守則的規定：  

 水務設施條例  (第 102 章 )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 

 污水處理服務條例  (第 463 章 )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 章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 章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 章 ) 

 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  

 預防退伍軍人病症工作守則  

 

申請人宜查核其他有關的法定要求，並在對程序及工程水準的要求有疑問

時，請教持牌水喉匠、認可人士，以及屋宇裝備或機械工程的註冊專業工程

師的專業意見。  

 

4. 所需的資料  

4.1 申請所需資料  

申請人必須將下列資料連同申請表格一併提交：  

 (a) 系統擁有人的詳細資料、聯絡電話及地址；  

 (b) 系統提供服務的地址、總樓面面積及該空調系服務的地方面積；  

 (c) 每座冷卻塔的地理位置，包括：街道名稱、門牌號碼、建築物名稱、樓

數及定向；  

 (d) 每座冷卻塔的編號、牌子、型號、安裝年份、尺寸、操作重量、設計製



5 

冷量及水循環率；  

 (e) 每座冷卻塔的外殼及其支架的種類；  

 (f) 每座冷卻塔的鼓風機數目、直徑及發動機功率；  

(g) 每座冷卻塔與最鄰近的窗戶、入風口及出風口之間的分隔距離；  

(h) 噪音評估；  

(i) 設備及房產的位置圖及系統的結構簡圖；  

(j) 泄放安排和管制，以及任何使用泄放作沖廁或其他用途的安排；  

(k) 系統的設計電力功率及製冷量；  

(l) 每座冷卻塔蒸發、漂水及泄放的設計最大流速，以及系統每日最高和

平均用水需求；  

(m)  擬於系統使用的化學劑種類和劑量；以及  

(n) 有關每座冷卻塔的日常化學劑處理、目視檢查、清潔、清除沉積物及

消毒的計劃。  

 

參與計劃用的申請表表格 CT1 見附件一。  

 

4.2 操作所需資料  

 如有任何改變，申請人必須更新其申請表格所提供的資料，此外，在系統

操作期間 (直至系統被拆卸及終止服務為止 )，申請人亦須每月向機電工程署

提供下列資料：  

 

 (a) 每座冷卻塔的外殼及其支架的狀況  

 (b) 水冷式空調系統的所有用水設備每月最高用電需求及能源消耗量  

 (c) 以每月計，系統的用水最高流速、總用水量及用水時間  

 (d) 以每月計，系統的污水排放最高流速、總污水排放量及排放時間  

 (e) 每座冷卻塔每月抽取殘留化學劑及殺菌藥、五天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

量及流失排放物懸浮固體負荷的樣本所得濃度及成份等資料  

 (f) 按照《預防退伍軍人病症工作守則》 (以下簡稱「工作守則」 )第 4.2.3

段所載維修每座冷卻塔詳細資料的紀錄  

 
   提交運作資料用的表格 CT3 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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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言  

5.1 現建議申請人應事先委聘一名屋宇裝備或機械工程的註冊專業工程師，就冷

卻塔的妥善設計、安裝、操作及維修提供意見。  

 

5.2 在興建冷卻塔的支架前，應先得到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及同意。  

 

5.3 冷卻塔不應安裝於會突出地段界線以外的地方。  

 

5.4 冷卻塔的泄放應排放到減壓水缸，並再作用途。這項安排的目的，是為

了減低額外的污水流入污水收集系統造成的負擔。  

 

5.5 申請檢查已建成的冷卻塔時，應將申請書與註冊專業屋宇裝備或機械工程師

簽署的證書一併提交，以證明冷卻塔的安裝均遵照有關的法定要求及工作守

則辦理；而冷卻塔擁有人亦須簽署一份承諾書，承諾按照先行性計劃的規

定，向機電工程署提供系統的操作資料。證明書副本及承諾書表格 CT2 見

附件二。  

 

5.6 參加者須向機電工程署提供資料小冊第 2 部第 4.1 及 4.2 段所規定的資料，

倘參加者在提供設施以監察第 4.2 段所述的任何情況時遇到技術困難，便應

在申請中解釋有關情況，並提供其他足夠的補充資料，以供水務監督評估其

申請。  

 

6. 水務設施  

6.1 在提交為冷卻塔供應自來水的新喉管裝置建議或修改現有喉管裝置前，申請

人應向水務監督索取與喉管設計有關的資料。申請人應以書面向水務監督申

請批核此等建議，並將此等建議的批核申請與指定表格  (承接用戶權人士表

格 WWO 2 及 WWO 3 及有遞交影印本予機電工程署署長與屋宇署署長的表

格  CT1) 及水務設施條例和《擬備水喉圖則指南》第 4 章指定的其他文件

一併提交。水務監督的批准信中會提醒申請人遵從工作守則有關安裝、操作

及維修冷卻塔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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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一收到在冷卻塔使用自來水的建議時，水務監督便須在 20 個工作天內書面

回覆申請人，通知他有關建議是否獲接納。在一般情況下，在冷卻塔使用食

水須有獨立的水錶，因此便須有獨立的水費帳戶。水務監督亦會提醒申請人

須擁有減壓水缸，以保存從卻冷塔流失的污水作內部沖之用。如經核准的

建議有任何更改、修改及變更，便應提交水務監督審批。  

 

6.3 申請人應透過持牌水喉匠，以表格 WWO 46、  WWO 1036 及  WWO 1037，

向水務監督提出准許展開載於核准喉管建議內的冷卻塔自來水供應喉管工

程。水務監督會於 7 個工作天內發還已批核的表格 WWO 46 給持牌水喉匠，

通知他能否展開有關喉管工程。批准提供水錶供水對於冷卻塔的結構情況並

沒有任何法律含義，亦不妨礙其他部門會就冷卻塔的結構事宜採取行動。由

於冷卻塔的建築工程由建築事務監督管轄，就這些工程取得建築事務監督的

同意是樓宇擁有人的責任，否則建築事務監督可將這些冷卻塔拆除。  

 

6.4 冷卻塔的自來水供應喉管工程完成後，持牌水喉匠須提交表格 WWO 46 (第

IV 部 )，要求水務監督檢查已完成的喉管工程。當局只會在喉管工程經檢查

證實沒有問題後，才會批准已完成的喉管工程。水供應只會在機電工程署署

長與建築事務監督滿意其它己完成的相關工程方會生效。  

 

 

7. 建築工程  

7.1 任何人士如有意進行冷卻塔支撐架之類的建築工程，便須根據建築物條例的

規定，在開始任何工程前先委聘一名認可人士擬備圖則，供建築事務監督批

准及同意。建築工程完成後，認可人士須證明建築工程是根據建築物規例的

規定而進行的。  

 

7.2 現大力建議申請人應在一段時間之前先行徵詢認可人士的意見，屋宇署備有

按建築物條例註冊的認可人士目錄，供市民省覽。  

 

7.3 事前未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而進行的建築工程皆屬非法，建築事務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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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 及 40 條的規定，採取執法行動，要求有關人士拆

卸此等建築物及 /或控告違例者。  

 

8. 污水處理服務  

8.1 水冷式空調系統的用水須繳付排污費，如有需要，亦要繳付工業污水附加

費。現時的排污費為每立方米污水收費 1.2 元。不論其樓宇是直接或間接連

接公用排水渠或公用污水渠，每個水費帳戶均需繳付排污費用。至於工業污

水附加費，則只會向 30 種特定行業，以及污水濃度較住宅污水大的行業徵

收。污水處理服務 (工業污水附加費 )規例已指定了有關行業的工業污水附加

費數目。倘水冷式空調系統的用水已另行登記為獨立的水費帳戶，則當局只

會向這個戶口徵收排污費，否則便會根據該帳戶的總用水量徵收適用於原有

行業、業務或生產商的排污費及工業污水附加費。  

 

8.2 倘消費者或提供冷卻塔食水喉管內部供水設備的代理人認為，排放到公用污

水或排水系統的污水量未及用作計算排污費及 /或工業污水附加費的用水量

的 85%，可申請因排污比率有所改動而更改排污費。消費者亦須在申請中提

供用水量及最終污水量的資料。在提供這些資料時，消費者或提供服務的公

司最好安裝分錶，以量度使用樓宇最終排水出口的污水量。倘消費者或代理

人在安裝這些分錶時遇到技術困難，便應在申請中解釋有關情況，並提供其

他足夠的補充資料，以供排水事務監督評估其申請。  

 

8.3 為了核證用作決定排污費及工業污水附加費時所需的資料，排水事務監督可

在合理的時間進入消費者的樓宇內，並留下設備以量度污水排放量或收集冷

卻塔排放到共用污水渠的污水樣本。  

 

8.4 任何提交排水事務監督的申請及排水事務監督取得的核證結果，亦會給機電

工程署傳閱，但只會用作全港性實施研究及作登記用途。  

 

9. 水污染管制  

所有含有污染物質的排放物，必須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領取牌照。違反水污染

管制條例的人士將要面對執法行動。技術備忘錄中已列明大多數會出現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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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含量標準，而環保署亦大致上會遵從這些標準。至於殺菌藥方面，其標準

則須按情況而定。未來的排污者應事先向環保署提供他們會使用的殺菌藥資

料、擬議使用方法，以及擬議排污物的性質和地點。環保署會根據這些資料相

應定出條件。  

 

10. 空氣污染管制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如果由冷卻塔噴出的水氣造成滋擾，當局會予以起訴，

而環保署亦會在必要時發出消減通知書，處理冷卻塔霧氣的最可行方法，就是

把冷卻塔設置於可見的煙羽不會遭到非議的地方。  

 

11. 噪音管制  

與其他空調系統或固定的噪音來源相似，蒸發式冷卻塔發出的噪音亦受噪音管

制條例第 13 條管制。環保署會在收在投訴後採取行動，倘發出的噪音超出於《管

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規定的標準，噪音

管制監督便會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要求噪音產生者糾正問題，並遵守法定的

噪音標準。  

 

12. 職業安全及健康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一般規定，僱主及樓宇佔用人必須確保所有僱員在

工作時的安全和健康得到保障，例如提供或維持良好的工作環境，並為僱員提

供資料、指導、訓練及督導。在操作大廈通風系統的冷氣機組時，應注意避免

或減低與工作或工作環境有關的健康風險，例如僱員患上退伍軍人病症的風

險，以及過度曝露於處理冷卻水的化學劑等。妥善的維修對避免通風系統受污

染是很重要的，具有處理化學劑的知識亦可把健康風險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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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這項先行性計劃的進一步資料，請在辦公時間內與下列政府部門  
聯絡：  

機電工程署  
(能源效益及預防退伍軍人病症 )  
 
能源效益事務處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 111 號 11 樓  
 
電話號碼： 2881 1562 
傳真號碼： 2890 6081 
 
電郵地址： emsdgr@emsd.gcn.gov.hk 
網址： http://www.info.gov.hk/emsd/ 
 

水務署  
(供水、節約用水及收費 )  
 
新界北及沙田區辦事處  
香港旺角  
洗衣街 128 號  
 
電話號碼： 2399 4253 
傳真號碼： 2789 2149 
 
九龍西及葵青區辦事處  
香港旺角  
洗衣街 128 號  
 
電話號碼： 2399 4160 
傳真號碼： 2390 6814 
 

環境保護署  
(空氣污染管制、噪音污染管制、水污染  
管制、污水處理及冷卻塔泄放水的處置 )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 130 號  
環境保護署 28 樓  
 
 
電話號碼： 2835 1018(一般環境保護查詢 )
傳真號碼： 2938 2155 
 
電郵地址： enquiry@epd.gov.hk 
網址： http: / /www.info.gov.hk/epd/ 

新界西及荃灣區辦事處  
香港旺角  
洗衣街 128 號  
 
電話號碼： 2399 4281 
傳真號碼： 2789 3446 
 
香港及離島區辦事處  
香港北角  
英皇道 611 號  
 
電話號碼： 2880 2540 
傳真號碼： 2881 8152 
 
電郵地址：wsdinfo@wsd.gcn.gov.hk
網址： http: / /www.info.gov.hk/wsd/
 

渠務署  
(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  
 
香港  
灣仔  
愛群道 32 號  
愛群商業大廈 8 樓  
 
電話號碼： 2300 1414 
傳真號碼： 2771 9858 
 
電郵地址： enquiry@dsd.gov.hk 
網址： http: / /www.info.gov.hk/dsd/  

屋宇署  
(冷卻塔的建築工程和支架 )  
 
九龍  
旺角  
彌敦道 750 號  
始創中心 12 樓  
 
電話號碼： 2626 1587 
傳真號碼： 2524 3291 
 
電郵地址： bdenq@bd.gcn.gov.hk 
網址： http: / /www.info.gov.hk/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