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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件列出住宅、商业及运输各类别之组别，指标和百分位数注释。 

 

住宅类别 

 

组别的定义 

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R1. 公营房屋 - 出租公屋单位 房屋委员会的出租单位或房屋协会的出租单位 

R2. 私人房屋 

R21. 房屋协会（HS）资助出售单位 房屋协会资助的出售单位 

R22. 私人住宅单位 私人发展的房屋 

R23. 独立屋 
简单石制结构的房屋、傅统村屋、别墅、平房及

现代村屋 

R3. 房屋委员会（HA）资助出售单位 房屋委员会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单位 

  

主要指标的定义 

指标 定义 

每年能源消耗量 每年能源消耗量（度数/年） 

  

二級指標的定義 

指标分类 指标 定义 

楼宇及环境因素 

楼龄 楼龄是根据建筑物条例所定，自入伙年份起推算。 

实用面积 单位外墙起或两单位分隔墙之中线起所包围之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成员 住宅的居住人数 

睡房 睡房数量 

所有房间 住所内所有会消耗能源的房间数目 

教育 户主的教育水平 

每月家庭收入 平均每月家庭收入 

西斜 客厅设有西斜的窗口 

天台 确定受访住宅家庭是否位于天台 

自己拥有或租用 确定自己拥有或租用状况对住宅的整体消耗具影响 

物业种类 确定物业种类是否对整体消耗具影响 

能源最终用途系统 
热水设备 与商业类别类似，正在运行的能源最终用途系统可定义为： 

- 每种正在运行的最终用途的总安装数量 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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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类 指标 定义 

冷冻设备 - 每种正在运行的最终用途的总安装功率 

- 每种正在运行的最终用途的已负载及安装之功率强度 厨房及煮食设备 

洗衣设备 

照明设备 

影音设备 

电脑及办公室设备 

其他设备 

其他指标 

仅使用电力 该场所仅使用电力 

风扇 正在运行的电风扇数量 

家用窗口式空调机 正在运行的家用窗口式空调机数量 

家用分体式空调机 正在运行的家用分体式空调机数量 

煤气炉 正在运行的煤气炉数量 

电脑 正在运行的笔记本和电脑数量 

  

百分位数的定义 

百分位数 定义 

第 10 百分位及之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九成群体佳（即您位于头十名内）。 

第 11 至 2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八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十一至二十名内）。 

第 21 至 3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七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内）。 

第 31 至 4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六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三十一至四十名内）。 

第 41 至 5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五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四十一至五十内）。 

第 51 至 6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四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五十一至六十名内）。 

第 61 至 7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三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六十一至七十名内）。 

第 71 至 8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两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七十一至八十名内）。 

第 81 至 9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一成群体佳（即您位于第八十一至九十名内）。 

第 90 百分位之后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九成群体差（即您位于第九十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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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类别 

 

组别的定义 

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C1. 私人写字楼 

C11. 甲级写字楼 

包括甲级写字楼大厦内的写字楼物业，但不包括综合用途楼宇内的非

住宅用途单位。 

甲级写字楼大厦为新型及装修上乘；间隔具弹性；整层楼面面积广

阔；大堂与通道装潢讲究及宽敞；中央空气调节系统完善；设有良好

的载客及载货升降机设备；专业管理；普遍有泊车设施。 

C12. 乙级写字楼 

包括乙级写字楼大厦内的写字楼物业，但不包括综合用途楼宇内的非

住宅用途单位。 

 乙级写字楼大厦为设计一般但装修质素良好；间隔具弹性；整层楼面

面积中等；大堂面积适中；设有中央或独立空气调节系统；升降机设

备足够；管理妥善；不一定有泊车设施。 

C13. 丙级写字楼 

包括丙级写字楼大厦内的写字楼物业，但不包括综合用途楼宇内的非

住宅用途单位。 

丙级写字楼大厦设计简单及有基本装修；间隔弹性较小；整层楼面面

积狭小；大堂只有基本设施；一般并无中央空气调节系统；升降机仅

够使用或不敷应用；管理服务属最低至一般水平；并无泊车设施。 

C14. 工贸大厦写字楼 
工贸大厦内的写字楼物业；  

 工贸大厦包括设计或获证明作工贸用途的物业。 

C15. 分层工厂大厦内的写字楼 

分层工厂大厦内的写字楼物业； 

 分层工厂大厦包括为一般制造业工序及与该等工序有直接关系的用途

（包括写字楼）而建设的楼宇。此 类物业并不包括特殊厂房及香港 

房屋委员会兴建的工厂楼宇。 

C2. 餐饮服务 

C21. 中式餐馆及酒楼 
包括广东式、北京、四川、上海餐馆及其它中式餐馆；并包括港式茶

餐厅。 

C22. 非中式餐馆及酒楼 
包括西式餐馆、日式餐馆、韩式餐馆、泰式餐馆、越式餐馆、供应冷

/热饮及蛋糕/西饼的咖啡店，和其他提供非中式食物的餐馆。 

C23. 快餐店 包括快餐厅、小食店和其他类型的快餐店。 

C24. 酒吧 包括提供小食和饮品的酒吧。 

C25. 其他餐饮场所 
包括甜品店、凉茶店、台式饮品店、雪糕店、果汁店、豆浆/豆腐花

店，和其他类型的餐饮场所。 

C3. 零售 
C31. 需要烹调、冷藏、供水供

氧予其所出售的货品零售 

售卖需要烹调、冷藏、供水供氧处理的食品或饮料的零售商，如面包

及糕饼烘焙、冷冻食品或饮料、小食制作、雪糕、新鲜或急冻的鱼类

/其他海产食品及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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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C32. 燃料零售 包括加油站；柴炭煤类燃料零售店；火水及石油气零售店。 

C33. 资讯及通讯设备、电脑设

备及电器零售 
包括资讯及通讯设备、电脑及周边设备、电器及视听器材零售。 

C34. 其他货品零售 其他货品零售。 

C4. 酒店及住宿 

C41. 酒店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5501，被定义为

酒店的处所。户外绿化面积和停车场面积将不纳入场所内部楼面面积

的计算。酒店内领有独立营运牌照的餐馆、酒楼及零售店铺不包括在

内。 

C42. 宾馆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5509，被定义为

宾馆的处所。户外绿化面积和停车场面积将不纳入场所内部楼面面积

的计算。 

C43. 安老院 
包括疗养院、护理院、老人院、老人宿舍等，为年长人士而设的处

所，并须提供住宿服务。因此，日间服务中心不包括在内。 

C44. 住宿照顾服务 (残疾人士)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8740，被定義為

殘疾人士住宿照顧的處所，須提供住宿服務。因此，日間服務中心不

包括在內。 

C45. 住宿照顾服务 (其他)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8790，被定義為

殘疾人士以外的其他住宿照顧的處所，包括育幼院、兒童之家、未婚

媽媽宿舍等，須提供住宿服務。因此，日間服務中心不包括在內。 

C5. 医院及诊所 

C51. 医院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8611 (但不包括

8612)，被定义为公营或私营医院的处所。户外绿化面积和停车场面

积将不纳入场所内部楼面面积的计算。 

C52. 公营诊所 包括由医院管理局管理的特殊及普通科门诊诊所。 

C53. 私营诊所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8621 (但不包括

8692 及 861)，是被定义为诊所，但不包括公营诊所。户外绿化面积

和停车场面积将不纳入场所内部楼面面积的计算。 

C54. 私家牙科诊所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8623，被定义为

私家牙科诊所的处所。 

C55. 中医诊所 
由注册中医师主诊的诊所，但不包括在家、医院、西医诊所或药房执

业的中医师。 

C56. 化验所 
按照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8691，被定义为

化验所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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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C6. 教育服务 

C61. 大学/大专院校 

被定义为大学/大专院校的处所。这些处所涵盖所有属大学/大专院校

的建筑物，包括图书馆，教学楼，体育场馆和大学宿舍。户外面积将

不纳入场所内部楼面面积的计算。 

C62. 成人教育学院/补习社/职

业训练学校 

这些处所包括提供各种课程的私人学校，和商务课室。这些处所涵盖

所有建筑物，包括图书馆，教学楼，体育场馆和宿舍。户外面积将不

纳入场所内部楼面面积的计算。 

C63. 中学 

被定义为中学的处所。这些处所涵盖所有建筑物，包括图书馆，教学

楼，体育场馆。户外绿化及游乐场面积和停车场面积将不纳入场所内

部楼面面积的计算。 

C64. 小学 

被定义为小学的处所。这些处所涵盖所有建筑物，包括图书馆，教学

楼，体育场馆。户外绿化及游乐场面积和停车场面积将不纳入场所内

部楼面面积的计算。 

C65. 幼稚园 幼稚园将包括「本地」和「国际」幼稚园，及幼稚园暨托儿所。 

C66. 特殊教育学校 
透过特殊教育课程提供教育予学生，并已获教育局常任秘书长为此目

的而批准的学校。 

C67. 表演艺术学校 提供学术以外的多种文化项目训練的学校。 

C7. 仓库 

C71. 冷冻货仓 冷冻储存，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5211。 

C72. 非冷冻货仓 
一般货物仓库，包装和装箱服务，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5212。 

C8. 个人服务 

C81. 电讯网络营运及其他电讯

活动 

电讯服务，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6110、6191

及 6199，包装电讯网络营运、互联网接驳服务、数据中心及其他电

讯活动。 

C82. 地产经纪及代理 地产经纪及代理，香港标准行业分类2.0版 (HSIC v2.0)编号为6821。 

C83. 兽医、宠物及动物护理服

务 

兽医 (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7300)、宠物美容、

其他与动物护理及照顾相关服务。 

C84. 洗涤及干洗服务 洗涤及干洗服务，香港标准行业分类2.0版 (HSIC v2.0)编号为9601。 

C85. 电器/电子及家居用品维修 
电脑及通讯设备、电器、影音器材、家俬、其他个人及家庭用品维

修，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952 及 953。 

C86. 汽车及电单车维修 
汽车及电单车维修，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9510。 

C87. 美容及美体护理 

美容及美体护理，香港标准行业分类2.0版 (HSIC v2.0)编号为9602，

包括理发服务、化妆/皮肤及面部护理服务、体重控制及纤体服务，

以及其他美容美体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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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8. 旅行代理 
旅行代理、代订服务及相关活动，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7910 及 7990。 

C89. 健身中心及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HSIC v2.0)编号为 9312 及

9319，包括体操及健身中心、网球场馆、溜冰场、足球及田径场、综

合运动场馆、体育俱乐部及其他体育活动。 

C810. 本地银行 
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6412。 

C811. 拍摄服务 
拍摄、相片冲印及修整服务，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

号为 7521 及 7522。 

C812. 电影放映活动 电影管理及放映，香港标准行业分类2.0版 (HSIC v2.0)编号为5914。 

C813. 创作及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艺术创作人、音乐人及作家、及表演艺术场所经营，香港

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9010、9020 及 9030。 

C814. 当铺、外币兑换店及外汇

经纪或交易商 

当铺、外币兑换店及外汇经纪或交易商，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649201 及 649901。 

C815. 速递服务 
本地及国际邮件及包裹速递服务，包括取件、分类、运输及送递等活

动，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5321 及 5322。 

C816. 个人及家庭用品租赁 

个人及家庭用品租赁，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 (HSIC v2.0)编号为

7721、7722 及 7729。包括书籍、服饰、康乐及运动用品、录影带及

光碟，其他个人及家庭用品租赁。 

C817. 游戏机中心、网吧及其他

杂项娱乐活动 

游戏机中心、网吧、博彩活动、夜总会及舞厅、卡拉 OK、的士高及

其他杂项娱乐活动，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HSIC v2.0)编号为

9391、9392、9393、9394 、9395 及 9399。 

C818. 设计活动 

室内和家具设计、多媒体/视觉和图形设计、时装设计服务、工业设

计和其他设计活动，香港标准行业分类2.0版 (HSIC v2.0)编号 7511、

7512、7513、7514 和 7519。 

C9. 大厦公用地方 

C91. 甲级写字楼大厦公用地方 

甲级写字楼大厦之公用地方； 

甲级写字楼大厦为新型及装修上乘；间隔具弹性；整层楼面面积广

阔；大堂与通道装潢讲究及宽敞；中央空气调节系统完善；设有良好

的载客及载货升降机设备；专业管理；普遍有泊车设施。 

C92. 乙级写字楼大厦公用地方 

乙级写字楼大厦之公用地方； 

乙级写字楼大厦为设计一般但装修质素良好；间隔具弹性；整层楼面

面积中等；大堂面积适中；设有中央或独立空气调节系统；升降机设

备足够；管理妥善；不一定有泊车设施。 

C93. 丙级写字楼大厦公用地方 丙级写字楼大厦之公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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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丙级写字楼大厦设计简单及有基本装修；间隔弹性较小；整层楼面面

积狭小；大堂只有基本设施；一般并无中央空气调节系统；升降机仅

够使用或不敷应用；管理服务属最低至一般水平；并无泊车设施。 

C94. 工贸大厦公用地方 
工贸大厦之公用地方； 

工贸大厦包括设计或获证明作工贸用途的物业。 

C95. 分层工厂大厦公用地方 

分层工厂大厦之公用地方； 

分层工厂大厦包括为一般制造业工序及与该等工序有直接关系的用途

（包括写字楼）而建设的楼宇。此类物业并不包括特殊厂房及香港 房

屋委员会兴建的工厂楼宇。 

C96. 商业楼宇/商场公用地方 

商业楼宇之公用地方； 

商业楼宇包括零售业楼宇及其他设计或改建作商业用途的楼宇，但不

包括专作写字楼用途的楼宇，亦不包括车位。 

C97. 非公营房屋公用地方 

设计或改建作非公营房屋住宅用途的楼宇之公用地方； 

设计或改建作非公营房屋住宅用途的楼宇包括私人住宅楼宇及资助出

售房屋等，但不包括车位。 

C98. 公营房屋公用地方 
设计或改建作公营房屋住宅用途的楼宇之公用地方； 

设计或改建作公营房屋住宅用途的楼宇包括公屋等，但不包括车位。 

C10. 政府写字楼大厦 

适用于由多个政府决策局和部门用户占用的写字楼大厦。写字楼大厦

业主/管理机构有全权控制大厦的屋宇装备，例如冷气装置、升降机

及电梯、电灯、水泵系统等，而业主/管理机构能够推行节约能源措

施。 

  

主要指标的定义 

指标 定义 

每年能源消耗量 每年能源消耗量 (度数/年) 

 

二级指标的定义 

指标分类 指标 定义 

楼宇及环境因素 

内部楼面面积 
外墙及／或毗连共用墙的向内一面所围绕的所有范围的面积，单位

为平方米。 

楼宇内部楼面面积 以单位为平方米计算的楼宇内部楼面面积 

楼龄 楼龄是根据建筑物条例所定，自入伙年份起推算。 

天气 大气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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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类 指标 定义 

运作时间 

每年运作小时数；医院及学校范围内之建筑物运作时数可能各个不

同，可以加权平均值计算； 包括有关场所的平均每星期运作时间(即

由星期一至日)及公众假期运作时间。 

入住/占用率 
酒店客房的入住率；餐馆座位；医院病床；教育服务学生和员工；

医院和诊所每年病人数。 

租户行为特征，运作及保

养因素 

为租户的行为特征，运作及保养因素，即保养的频率，灯具、中央

空调和冷气机的检查。其保养频率越高，该处所的评分越高。 

中央空调设备 
中央空调设备是否在受访场所可用，其能耗包含在受访者的能源账

单中。 

温度设定 即为室内平均温度设定 

已运作年数 在现址的运作年数 

座 座数 

层 层数 

楼宇类型 
楼宇类型: 特定用途、商场、写字楼、屋村平房 / 别墅、商住、住

宅、工商两用及其他 

设施 楼宇内的设施，例如会所及游泳池。 

能源最终用途系统 

热水设备 

正在运行的能源最终用途系统可定义为： 

- 每种正在运行的最终用途的总安装数量 

- 每种正在运行的最终用途的总安装功率 

- 每种正在运行的最终用途的已负载及安装之功率强度 

空调设备 

冷冻设备 

送风设备 

厨房及煮食设备 

主要煮食设备 

洗衣设备 

照明设备 

电脑及办公室设备 

供水及排水系统 

垂直运输设备 

马达驱动系统 

医疗设备 

其他设备 

其他指标 拥有权 拥有权种类: 自己拥有、租用或政府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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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类 指标 定义 

仅使用电力 该场所仅使用电力 

酒店星级 仅适用于酒店；酒店获得的星级数。 

出租率 每年客房的平均出租率 

私家医院 场所为私家医院与否 

急症室服务 医院有否提供急症室服务 

病房 医院或诊所的病房数量 

床 / 房间 / 座位 / 课室 
老人院，住宿照顾及医院的床数量；酒店，宾馆，私家牙科诊所及

化验所的房间数量；餐厅的座位数量；以及中学的课室数量。 

冷藏区 冷藏区的空间 

货仓及贮物室比例 货仓及贮物室用途的面积比例 

耗能工序 
耗能工序，如包装和重新包装、小型工场运作和非冷冻货仓内的小

型冷库 

电脑 正在运行的笔记本和电脑数量 

人数 即员工、客人、病人及学生人数 

学校类型 
学校类型: 官立学校、政府资助学校、非牟利团体资助学校及私立 / 

直资学校 

大学 场所为大学与否 

业务类型 
受访的业务类型: 贸易、商业服务、金融、资讯 / 出版 / 电信、工程 

/ 建筑、制造、物流及其它 

位於街上 具面向街道的入口 

风冷式中央空调设备 正在运行的风冷式中央空调设备数量 

水冷式中央空调设备 正在运行的水冷式中央空调设备数量 

风冷式或水冷式中央空调

设备的制冷机 
正在运行的风冷式或水冷式中央空调设备之制冷机数量 

窗口式及分体式空调机 正在运行的窗口式及分体式空调机数量 

分体式空调机 正在运行的分体式空调机数量 

通风扇 正在运行的电通风扇数量 

商用式冷冻设备 正在运行的商用式冷冻柜及冰箱设备数量 

家用式冷冻设备 正在运行的家用式冷冻柜及冰箱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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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的定义 

百分位数 定义 

第 10 百分位及之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九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头十名内)。 

第 11 至 2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八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十一至二十名内)。 

第 21 至 3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七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内)。 

第 31 至 4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六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三十一至四十名内)。 

第 41 至 5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五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四十一至五十名内)。 

第 51 至 6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四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五十一至六十名内)。 

第 61 至 7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三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六十一至七十名内)。 

第 71 至 8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两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七十一至八十名内)。 

第 81 至 9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一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八十一至九十名内)。 

第 90 百分位之后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九成群体差 (即您位于第九十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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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类别 

 

组别的定义 

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V1. 电单车 (汽油) 汽油电单车 

V2. 私家车 

V21. 1,000 cc 或以下 (汽油) 发动机容积 1,000 cc 或以下的汽油私家车 

V22. 1,001 – 1,500 cc (汽油) 发动机容积 1,001 – 1,500 cc 的汽油私家车 

V23. 1,501 – 2,500 cc (汽油) 发动机容积 1,501 – 2,500 cc 的汽油私家车 

V24. 2,501 – 3,500 cc (汽油) 发动机容积 2,501 – 3,500 cc 的汽油私家车 

V25. 3,501 – 4,500 cc (汽油) 发动机容积 3,501 – 4,500 cc 的汽油私家车 

V26. 4,500 cc 以上 (汽油) 发动机容积 4,500 cc 以上的汽油私家车 

V27. 私家车 (柴油) 柴油私家车 

V28. 电动车 电动机推动的私家车 

V29. 混合动力车 使用两种或以上能量来源驱动的私家车 

V3. 私家巴士 (柴油) 
V31. 私家巴士 (单层) (非专营) 非专营柴油驱动的私家单层巴士 

V32. 私家巴士 (双层) (非专营) 非专营柴油驱动的私家双层巴士 

V4. 公共巴士 (柴油) 
V41. 公共巴士 (单层) (非专营) 非专营柴油驱动的私家单层巴士 

V42. 公共巴士 (双层) (非专营) 非专营柴油驱动的私家双层巴士 

V5. 私家小巴 
V51. 私家小巴 (柴油) 柴油私家小巴，载客量不多于 17 人(包括司机) 

V52. 私家小巴 (石油气) 石油气私家小巴，载客量不多于 17 人(包括司机) 

V6. 公共小巴 

V61. 公共小巴 (柴油) 
柴油公共小巴，载客量为 17 人(包括司机)。红色及绿

色专线小巴均包括在内 

V62. 公共小巴 (石油气) 
石油气公共小巴，载客量为 17 人(包括司机)。红色及

绿色专线小巴均包括在内 

V7. 出租车 (石油气) 

V71. 市区出租车 石油气市区出租车 

V72. 新界出租车 石油气新界出租车 

V73. 大屿山出租车 石油气大屿山出租车 

V8. 轻型货车 (汽油) 
V81. 1.90 公吨或以下 车辆总重 1.90 公吨或以下的汽油轻型货车 

V82. 1.90 公吨以上 车辆总重 1.90 公吨以上的汽油轻型货车 

V9. 轻型货车 (柴油) 

V91. 2.50 公吨或以下 车辆总重 2.50 公吨或以下的柴油轻型货车 

V92. 2.51 – 4.00 公吨 车辆总重 2.51 – 4.00 公吨的柴油轻型货车 

V93. 4.01 – 5.50 公吨 车辆总重 4.01 – 5.50 公吨的柴油轻型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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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组别 次组别 定义 

V10. 中型货车 (柴油) 

V101. 拖头车类 - 5.51 – 24.00 公吨 车辆总重 5.51 – 24.00 公吨的柴油拖头车类中型货车 

V102. 非拖头类 – 5.51 – 10.00 公吨 车辆总重 5.51 – 10.00 公吨的柴油非拖头类中型货车 

V103. 非拖头类 – 10.01 – 15.00 公吨 车辆总重 10.01 – 15.00 公吨的柴油非拖头类中型货车 

V104. 非拖头类 – 15.01 – 20.00 公吨 车辆总重 15.01 – 20.00 公吨的柴油非拖头类中型货车 

V105. 非拖头类 – 20.01 – 24.00 公吨 车辆总重 20.01 – 24.00 公吨的柴油非拖头类中型货车 

V11. 重型货车 (柴油) 车辆总重 24.01 – 38.00 公吨的柴油重型货车 

  

主要指标的定义 

指标 定义 

公升/ 100 公里 或 度电/ 100 公里 每行驶 100 公里之燃油或耗电率 

  

二级指标的定义 

指标 定义 

发动机容积 发动机容积，单位为「立方厘米」。 

电池容量 电动车电池容量，单位为「度」。 

车辆总重 车辆总重，单位为「公吨」。 

最多乘客数目 最多乘客数目(包括司机) 

平均车辆负载 (公吨) 车辆的平均负载，单位为「公吨」。 

平均乘客数目 平均乘客数目(包括司机) 

平均每月气温 两次入油期间的平均每月气温，资料来自香港天文台。 

车龄 基准年份减去车辆出厂年份 

汽缸排列 
发动机设计 - 汽缸排列：三个指标涉及四种排列，直列、V 形、W 形及水平

对卧。 

汽缸数目 汽缸设计 - 汽缸数目，为 1 – 16 之间。 

变速器 两个指标涉及三种变速器种类，手动、自动及半自动。 

平均行驶距离 每天平均行驶的距离 

平均每月使用车辆天数 平均每月使用车辆天数 

平均每月车辆出行次数 平均每月车辆出行次数 

在港岛区行驶的比例 在过往十二个月，车辆在港岛区行驶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在九龙区行驶的比例 在过往十二个月，车辆在九龙区行驶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在新界区及离岛行驶的比例 在过往十二个月，车辆在新界区及离岛行驶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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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定义 

在中国内地行驶的比例 在过往十二个月，车辆在中国内地行驶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在本港入油的比例 车辆在本港入油次数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定期检查 车辆有没有定期检查 

空调 车辆有没有空调机 

空调运作的比例 開空調時間佔總行車時間的百分比。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比例 在过往十二个月，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拥有权 车辆是否公司或私人拥有 

  

百分位数的定义 

百分位数 定义 

第 10 百分位及之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九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头十名内)。 

第 11 至 2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八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十一至二十名内)。 

第 21 至 3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七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内)。 

第 31 至 4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六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三十一至四十名内)。 

第 41 至 5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五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四十一至五十名内)。 

第 51 至 6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四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五十一至六十名内)。 

第 61 至 7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三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六十一至七十名内)。 

第 71 至 8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两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七十一至八十名内)。 

第 81 至 90 百分位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一成群体佳 (即您位于第八十一至九十名内)。 

第 90 百分位之后 在您所属组别的样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现比九成群体差 (即您位于第九十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