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彙表
詞彙

釋義

氣體排放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及粒狀物等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

可用率

發電機組處於非停機及非降額狀態下的可用時間佔相應運行期的比例 ，又稱
「 等效可用系數 」。

基載

一種發電機組運作模式 ，以穩定功率連續長時間運行 ，供電予電網 ，而非
用以滿足用電高峰期或緊急情況下的用電需求 。

購電容量

為滿足客戶需求而透過訂立長期協議從第三方購入額外的發電容量 。部分協
議或授予中電如同資產擁有者一樣的權利 ，可使用相關發電資產以及行使調
度。

碳中和

當活動或個體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被在其他地方採取的減碳措施所抵銷 ，
例如碳信用 、碳匯或碳儲存 、可再生能源證書等 。

《 氣候行動融資框架 》
（《 融資框架 》）

中電於2017年推出《 融資框架 》，透過吸引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
融資資金 ，支持集團為發電減碳及提升能源效益作出投資 ，以配合社會轉型
至低碳經濟 。《 融資框架 》為氣候行動相關融資活動 ，包括發行債券 、貸款
及其他形式的融資活動 ，在項目評估 、管理和匯報方面確立管治模式 。

《 氣候願景2050》

中電《 氣候願景2050》以2007年的水平作為基準 ，制定一系列由2010年至
2050年間每十年的目標 。這些目標以集團權益發電容量及長期購電容量和
購電安排計算 ，當中包括減碳目標及潔淨能源目標 ，前者以集團的碳強度
量度 ，後者則是可再生能源及零碳排放能源佔中電發電組合的比例 。

聯合循環燃氣渦輪

一項燃氣發電技術 ，利用燃氣渦輪排氣的餘熱來推動蒸汽渦輪 ，從而產生
額外電力 ，顯著提高發電效率 。

減碳

電力行業減碳主要指降低發電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中電以碳強度的減幅
來計算 ，碳強度是以輸出年每度電而排放的千克二氧化碳所量度 。

標準市場價格

電力公司按既定平均用電量的常規價格合約 ，可向澳洲新南威爾斯省 、南澳
省及昆士蘭省東南部客戶收取的每年總電費上限 ，又稱「 參考價格 」。維多利
亞省亦實施類似計劃 ，稱為「 維多利亞省標準價格 」。請參閱此列表的「 常規
價格 」。

用電需求管理

用電需求管理計劃鼓勵參與的客戶承諾在特定短時間內減少用電量 ，以
幫助能源供應商在高負荷期間保持電網的最佳運行狀態 。

發展計劃

發展計劃是香港管制計劃協議的一部分 ，涵蓋五年期內為提供電力和擴展
電力系統所需的資本投資項目 。發展計劃須經香港行政會議審核批准 。

數碼化

應用新資訊技術 ，包括人工智能及數據分析 ，以助電力公司發展以客為本的
新服務及提升營運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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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分佈式能源

分佈式能源包括位置靠近用戶的太陽能板或風力發電機所產生的電力 ，
及來自可控電力負載或儲能設備 ，例如電動車和電池 。

發電輸出量

電廠的總發電量減去電廠設施所消耗的電力 ，在發電機組與輸電線路之間的
連接點量度計算 。

能源服務一體化

是能源公司業務策略的演進 ，指除了基本服務外 ，還會為客戶提供更多元化
的增值服務和解決方案 ，例如服務諮詢 、能源管理和有關分佈式能源的配套 。

購電量

為滿足客戶需求以長期協議形式 ，向非中電資產及沒有與集團簽訂購電容量
的賣方所購買的電力 。

能源安全

無間斷的能源供應 。

能源轉型

全球能源業由化石燃料發電系統轉型至低碳或零碳燃料的進程 。

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

香港電力公司根據管制計劃協議 ，向認可的可再生能源項目購買電力的
價格 。

煙氣脫硫設施

在電廠鍋爐產生的煙氣釋放到大氣層前 ，移除當中硫氧化物的裝置 。

發電容量

一台發電機的發電量上限 ，又稱「 裝機容量 」或「 額定容量 」。

溫室氣體排放

會引起溫室效應而導致氣候變化的氣體排放 。中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類別涵蓋
《 京都議定書 》所管制的六種溫室氣體 。就《 京都議定書 》第二承諾期所增加
的第七種強制性氣體三氟化氮（NF3），經評估後 ，確認為對中電的營運並不
關鍵 。

上網電量削減

在非自願的情況下 ，電廠需削減其資源本可生產的電量 。上網電量削減通常
是電網營運商因輸電限制而實施的限電措施 。

增量配電網

增量配電網是在現有電網以外新增加的配電網 ，是中國內地電力市場持續
改革的措施之一。政府有序開放配售電業務，鼓勵電力公司建立增量配電網 ，
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服務 ，為工商業園區供電 。

獨立發電商

獨立發電商擁有及╱或營運發電設施 ，可包括生產熱能 ，並將電力或熱能出
售給公用事業 、政府買家及最終用戶 。

微電網

涵蓋發電 、能源儲存及用戶端的地區式供電網絡 ，可以與現有電網聯網運行 ，
亦可獨立運作 。由於毋須興建輸電網絡的費用 ，微電網可以具成本效益
的方式滿足偏遠地區的能源需求 。

全國電力市場

澳洲的「 全國電力市場 」是電力批發的現貨市場 ，連繫六個地區市場 ，包括
昆士蘭省 、新南威爾斯省 、澳洲首都領地 、維多利亞省 、南澳省及塔斯曼尼
亞省 。

零碳排放能源

在發電過程中不會為大氣層額外增加碳排放的能源 ，如風能 、太陽能 、水能
及核能；但不包括轉廢為能和其他型態的生物質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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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接收由船運而來的液化天然氣 ，經處理後成為燃料 。
液化天然氣會在「 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 」上卸貨 、儲存及再氣化 ，然後運往
發電廠或其他用戶 。

購電安排

向另一家電廠購買電力的長期協議 。請參閱本清單的「 購電容量 」。

粒狀物

懸浮在空氣中的微小固體或液態粒子 。

調峰電廠

通常在用電高峰時段需要啟動用以增加發電量的電廠 。

准許回報率

根據與香港政府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 ，中華電力的准許回報率為固定資產
平均淨值的8% ，按中華電力於年初及年末電力相關固定資產的平均淨值減去
折舊率計算 。

光伏板

光伏板將太陽能轉換為直流電 。

購電協議

訂明交付細則 ，如容量分配 、將供應的電量及財務條款等的長期供電協議 。

抽水蓄能

用於大規模儲存能量的方法 。在非用電高峰時段 ，用電力將水輸送至水庫 。
在用電高峰時段 ，水庫開閘以水力發電 。

可再生能源

產生自可再生資源的能源 ，這些資源可於「 人類的時間尺度 」內自然補充 ，
包括陽光 、地熱 、風 、潮汐 、水 、轉廢為能和不同型態的生物質 。

可再生能源證書

香港的可再生能源證書從環境效益角度 ，反映由中華電力在香港本地購買或
生產的可再生能源 ，包括太陽能 、風電及轉廢為能項目 。

管制計劃協議（ 管制計劃 ）

與香港政府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 ，為香港電力行業提供一個規管架構 ，
使中華電力能按此營運發電設施及規劃新投資 ，以滿足客戶的用電需求及達致
環境目標 。

科學基礎目標

一項與《 巴黎協定 》相符的減少溫室氣體目標 ，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與
工業革命前相比攝氏2度以內 ，並努力將升溫控制在1.5度以內 。

常規價格

在澳洲 ，常規價格指沒有價格折扣的標準電力和天然氣零售計劃 ，適用於
沒有主動選擇特定能源公司的能源計劃的客戶 。

初創加速計劃

計劃為促進初創公司的發展提供支援 ，包括資金和指導 。

電費穩定基金

基金目的是紓緩電價上調壓力或在適當情況下調低電價 。管制計劃業務每年
的實際溢利與准許利潤的差額 ，將撥入該基金或從該基金中撥出 。

使用率

發電機組於特定期間的總發電量佔最高總發電量的比例 ，又稱為
「 總容量系數 」。

轉廢為能

一種利用廢物做燃料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方式 ，例如堆填區沼氣 。

批發電價

在電力批發市場中 ，由能源零售商或配電商向電廠大量購電所支付的特定
價格 ，反映當時的供求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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