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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26 日 

  

中電延長電動車免費充電服務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電」）支持推動綠色駕駛，致力在供電範圍內擴展

電動車充電網絡。中電今天（ 11月26日 ）宣布，轄下 40 個電動車充電站將延長提供

免費充電服務至 2016 年底，以鼓勵更多市民加入綠色駕駛行列。 

 

此外，因應香港電動車市場發展及駕駛人士的需求，中電繼今年 6 月引入全港首個多

制式快速充電器後，最近於將軍澳尚德邨增設同款充電器，並於日前開放予駕駛人士

試用。 

 

多制式快速充電器適用於現時香港大部份電動車型號，並提供不同制式的快速充電，

包括日本快速充電制式（CHAdeMO直流）及兩種歐洲快速充電制式（CCS直流及IEC 

Type 2 AC 3 Phase交流），讓大部分兼容快速充電制式的電動車能於半小時內充電達八

成，足夠行駛約 100 公里路程。 

 

環境局在早前發表的「香港氣候變化報告2015」指出，香港交通的碳排放，佔總排放

約 17 %，政府將透過推廣使用電動車和增建充電設施，以減緩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

中電響應政府的發展策略，計劃於 2016 年年底前，在多個地區加裝 9 個同款充電器。

完成上述安裝後，駕駛人士在九龍及新界區平均每行駛約 10 公里，便能找到中電的電

動車快速充電站。同時，中電亦計劃將其他充電器陸續升級，為駕駛人士提供更便捷

的充電服務。 

 

中電早於 2009 年開始在供電範圍設置電動車充電站，現時在九龍、新界和大嶼山提供

合共 147 個充電器給公眾駕駛人士使用。市民可以下載中電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隨時

查看中電電動車充電站的位置，並附有詳細地圖及建議行駛路線。 

 

 

附件：中電電動車充電站地點 

 

 

關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是香港公用事業公司，由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中

電控股全資擁有，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中華電力在香港經營縱向式

綜合電力業務，為供電地區範圍內 590 萬人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供應及優質的客戶服

務。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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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中電最近於將軍澳尚德邨新增多制式快速充電器。大部分兼容快速充電制式的電動車

能於半小時內充電達八成，足夠行駛約 100 公里路程。 

 

 

– 完 – 
 

傳媒查詢，請聯絡：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公共事務經理 

李振威先生 

電話: (852) 2678 8528 

傳呼: (852) 7116 3131 A/C 8686 

電郵: louis.li@clp.com.hk  

mailto:louis.li@cl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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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電電動車充電站地點  

中電電動車標準/中速充電站 

 地點 地址 電動車泊位號碼 地區 充電器類別 

1  龍翔中心  黃大仙龍翔道136號龍翔中心停車場三樓 320-322  九龍  標準充電  

2  樂富中心 黃大仙橫頭磡樂富中心停車場地下 67-69  九龍  標準充電  

3  Mega Box  九龍灣宏照道38號Mega Box停車場地庫 139-141  九龍  標準充電  

4  海運大廈  尖沙咀廣東道3至27號海運大廈(海港城)停車場四樓 1406-1408  九龍  標準充電  

5  奧海城二期  西九龍海庭道18號奧海城二期停車場地下 33,35  九龍  標準充電  

6  又一城  九龍塘達之路80號又一城停車場 P1層 P15-P16  九龍  標準充電  

7  浪澄灣  西九龍海輝道8號浪澄灣停車場 L1層 107-108  九龍  標準充電  

8  觀塘廣場  觀塘開源道68號觀塘廣場停車場六樓 6P10  九龍  標準充電  

9  中港城  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停車場地庫 B111  九龍  標準充電  

10  美麗華商場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商場停車場B2層 2116-2119  九龍  標準充電  

11  朗豪坊  旺角亞皆老街8號朗豪坊停車場B4層 40-42  九龍  標準充電  

12  油麗商場  油塘油塘道9號油麗商場停車場LG1層 28-33  九龍  雙制式中速充電 

13  彩德商場  牛頭角彩德商場停車場二樓 258-262  九龍  多制式中速充電  

14  富盛大廈  元朗西菁街9號富盛大廈停車場一樓 33-35  新界  標準充電  

15  屯門市廣場一期  屯門屯順街1號屯門市廣場一期停車場三樓 3030-3031  新界  標準充電  

16  日出康城-首都  將軍澳日出康城首都停車場地下 V14-V16  新界  標準充電  

17  石籬商場  葵涌石籬邨石籬商場停車場四樓 33-35  新界  標準充電  

18  上水廣場  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停車場B3層 79-81  新界  標準充電  

19  太和商場  大埔太和邨太和商場停車場一樓 B1-B3  新界  標準充電  

20  粉嶺名都  粉嶺車站路18號粉嶺名都停車場地庫 22-24  新界  標準充電  

21  黃金海岸商場  屯門青山公路1號黃金海岸商場停車場地庫 189-190  新界  標準充電  

22  華懋荃灣廣場  荃灣青山公路457號華懋荃灣廣場停車場一樓 C2  新界  標準充電  

23  香港科學園  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8-10號香港科技園二期

停車場地庫 

D042 - D052,  

D106 - D112  
新界  標準充電  

24  天盛苑  元朗天水圍天靖街3號天盛苑停車場三樓 3177 - 3206  新界  標準充電  

25  沙田中心  沙田橫壆街2-16號沙田中心停車場二樓 73-75  新界  標準充電  

26  如心廣場  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停車場LB層 131-134  新界  標準充電  

27  彩園廣場  上水彩園邨彩園廣場三號停車場地下 7-10  新界  雙制式中速充電 

28  長發商場  青衣長發邨長發商場停車場二樓 2094 - 2096  新界  雙制式中速充電 

29  葵涌邨  葵涌葵涌邨葵涌商場停車場二樓 P115-P120, P168  新界  多制式中速充電 

30  富東商場  東涌富東邨富東商場停車場地下 1001-1003  離島  標準充電  

31  東薈城  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停車場北面地庫一樓 121, 122  離島  標準充電  

32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暢達路11號四號停車場一樓 1004 -1005, 1085-
1086  

離島  雙制式中速充電 

中電電動車快速充電站 

 地點 地址 電動車泊位號碼 地區 充電器類別 

1 尚德廣場 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邨尚德廣場停車場B地下 

 

B0010, B0011 新界 多制式快速充電 

(CCS, CHAdeMO & IEC 

Type 2 AC 3 Phase) 

2 中電百周年大樓  佐敦渡華路1號中電百周年大樓停車場地下  九龍 多制式快速充電 

(CCS, CHAdeMO & IEC 

Type 2 AC 3 Phase) 

3 德朗邨 

 

啟德發展區德朗邨停車場一樓  40, 41 九龍 雙制式快速充電 

(CCS & CHAdeMO) 

4  油麗商場  油塘油塘道9號油麗商場停車場LG1層 27  九龍  快速充電  

(CHAdeMO) 

5  香港科學園  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8-10號香港科技園二期

停車場地庫 

D104  新界  快速充電  

(CHAdeMO) 

6  彩園廣場  上水彩園邨彩園廣場三號停車場地下 5-6  新界  快速充電  

(CHAdeMO) 

7  水邊圍邨  元朗水邊圍邨停車場地下 7  新界  快速充電  

(CHAdeMO) 

8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暢達路11號四號停車場一樓 1002  離島  快速充電  

(CHAde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