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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文件列出住宅、商業及運輸各類別之組別，指標和百分位數註釋。 

 

住宅類別 

 

組別的定義 

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R1. 公營房屋 - 出租公屋單位 房屋委員會的出租單位或房屋協會的出租單位 

R2. 私人房屋 

R21. 房屋協會(HS)資助出售單位 房屋協會資助的出售單位 

R22. 私人住宅單位 私人發展的房屋 

R23. 獨立屋 簡單石製結構的房屋、傅統村屋、別墅、平房及現代村屋 

R3. 房屋委員會(HA)資助出售單位 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 

  

主要指標的定義 

指標 定義 

每年能源消耗量 每年能源消耗量 (度數/年) 

  

二級指標的定義 

指標分類 指標 定義 

樓宇及環境因素 

樓齡 樓齡是根據建築物條例所定，自入伙年份起推算。 

實用面積 單位外牆起或兩單位分隔牆之中線起所包圍之面積，單位為平方米。 

成員 住宅的居住人數 

睡房 睡房數量 

所有房間 住所內所有會消耗能源的房間數目 

教育 戶主的教育水平 

每月家庭收入 平均每月家庭收入 

西斜 客廳設有西斜的窗口 

天台 確定受訪住宅家庭是否位於天台。 

自己擁有或租用 確定自己擁有或租用狀況對住宅的整體消耗具影響 

物業種類 確定物業種類是否對整體消耗具影響 

能源最終用途系統 
熱水設備 

與商業類別類似，正在運行的能源最終用途系統可定義為：  
空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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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分類 指標 定義 

冷凍設備 - 每種正在運行的最終用途的總安裝數量 

- 每種正在運行的最終用途的總安裝功率 

- 每種正在運行的最終用途的已負載及安裝之功率強度 

廚房及煮食設備 

洗衣設備 

照明設備 

影音設備 

電腦及辦公室設備 

其他設備 

其他指標 

僅使用電力 該場所僅使用電力 

風扇 正在運行的電風扇數量 

家用窗口式空調機 正在運行的家用窗口式空調機數量 

家用分體式空調機 正在運行的家用分體式空調機數量 

煤氣爐 正在運行的煤氣爐數量 

電腦 正在運行的筆記本和電腦數量 

  

百分位數的定義 

百分位數 定義 

第 10 百分位及之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九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頭十名內)。 

第 11 至 2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八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十一至二十名內)。 

第 21 至 3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七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內)。 

第 31 至 4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六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三十一至四十名內)。 

第 41 至 5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五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四十一至五十名內)。 

第 51 至 6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四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五十一至六十名內)。 

第 61 至 7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三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六十一至七十名內)。 

第 71 至 8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兩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七十一至八十名內)。 

第 81 至 9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一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八十一至九十名內)。 

第 90 百分位之後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九成群體差 (即您位於第九十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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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類別 

 

組別的定義 

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C1. 私人寫字樓 

C11. 甲級寫字樓 

包括甲級寫字樓大廈內的寫字樓物業，但不包括綜合用途樓宇內的非

住宅用途單位。  

甲級寫字樓大廈為新型及裝修上乘；間隔具彈性；整層樓面面積廣

闊；大堂與通道裝潢講究及寬敞；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完善；設有良好

的載客及載貨升降機設備；專業管理；普遍有泊車設施。 

C12. 乙級寫字樓 

包括乙級寫字樓大廈內的寫字樓物業，但不包括綜合用途樓宇內的非

住宅用途單位。  

乙級寫字樓大廈為設計一般但裝修質素良好；間隔具彈性；整層樓面

面積中等；大堂面積適中；設有中央或獨立空氣調節系統；升降機設

備足夠；管理妥善；不一定有泊車設施。 

C13. 丙級寫字樓 

包括丙級寫字樓大廈內的寫字樓物業，但不包括綜合用途樓宇內的非

住宅用途單位。  

丙級寫字樓大廈設計簡單及有基本裝修；間隔彈性較小；整層樓面面

積狹小；大堂只有基 本設施；一般並無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升降機僅

夠使用或不敷應用；管理服務屬最低至一般水平；並無泊車設施。 

C14. 工貿大廈寫字樓 
工貿大廈內的寫字樓物業；  

工貿大廈包括設計或獲證明作工貿用途的物業。 

C15. 分層工廠大廈內的寫字樓 

分層工廠大廈內的寫字樓物業；   

分層工廠大廈包括為一般製造業工序及與該等工序有直接關係的用途

（包括寫字樓）而建設的樓宇。此類物業並不包括特殊廠房及香港 房

屋委員會興建的工廠樓宇。 

C2. 餐飲服務 

C21. 中式餐館及酒樓 
包括廣東式、北京、四川、上海餐館及其它中式餐館；並包括港式茶

餐廳。 

C22. 非中式餐館及酒樓 
包括西式餐館、日式餐館、韓式餐館、泰式餐館、越式餐館、供應冷

/熱飲及蛋糕/西餅的咖啡店，和其他提供非中式食物的餐館。 

C23. 快餐店 包括快餐廳、小食店和其他類型的快餐店。 

C24. 酒吧 包括提供小食和飲品的酒吧。 

C25. 其他餐飲場所 
包括甜品店、涼茶店、台式飲品店、雪糕店、果汁店、豆漿/豆腐花

店，和其他類型的餐飲場所。 

C3. 零售 
C31. 需要烹調、冷藏、供水供

氧予其所出售的貨品零售 

售賣需要烹調、冷藏、供水供氧處理的食品或飲料的零售商，如麵包

及糕餅烘焙、冷凍食品或飲料、小食製作、雪糕、新鮮或急凍的魚類

/其他海產食品及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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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C32. 燃料零售 包括加油站；柴炭煤類燃料零售店；火水及石油氣零售店。 

C33. 資訊及通訊設備、電腦設

備及電器零售 
包括資訊及通訊設備、電腦及周邊設備、電器及視聽器材零售。 

C34. 其他貨品零售 其他貨品零售。 

C4. 酒店及住宿 

C41. 酒店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5501，被定義為

酒店的處所。戶外綠化面積和停車場面積將不納入場所內部樓面面積

的計算。酒店內領有獨立營運牌照的餐館、酒樓及零售店舖不包括在

內。 

C42. 賓館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5509，被定義為

賓館的處所。戶外綠化面積和停車場面積將不納入場所內部樓面面積

的計算。 

C43. 安老院 
包括療養院、護理院、老人院、老人宿舍等，為年長人士而設的處

所，並須提供住宿服務。因此，日間服務中心不包括在內。 

C44. 住宿照顧服務 (殘疾人士)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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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照顧服務 (其他)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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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及診所 

C51. 醫院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8611 (但不包括

8612)，被定義為公營或私營醫院的處所。戶外綠化面積和停車場面

積將不納入場所內部樓面面積的計算。 

C52. 公營診所 包括由醫院管理局管理的特殊及普通科門診診所。 

C53. 私營診所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8621 (但不包括

8692 及 861)，是被定義為診所，但不包括公營診所。戶外綠化面積

和停車場面積將不納入場所內部樓面面積的計算。 

C54. 私家牙科診所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8623，被定義為

私家牙科診所的處所。 

C55. 中醫診所 
由註冊中醫師主診的診所，但不包括在家、醫院、西醫診所或藥房執

業的中醫師。 

C56. 化驗所 
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8691，被定義為

化驗所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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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C6. 教育服務 

C61. 大學/大專院校 

被定義為大學/大專院校的處所。這些處所涵蓋所有屬大學/大專院校

的建築物，包括圖書館，教學樓，體育場館和大學宿舍。戶外面積將

不納入場所內部樓面面積的計算。 

C62. 成人教育學院/補習社/職

業訓練學校 

這些處所包括提供各種課程的私人學校，和商務課室。這些處所涵蓋

所有建築物，包括圖書館，教學樓，體育場館和宿舍。戶外面積將不

納入場所內部樓面面積的計算。 

C63. 中學 

被定義為中學的處所。這些處所涵蓋所有建築物，包括圖書館，教學

樓，體育場館。戶外綠化及遊樂場面積和停車場面積將不納入場所內

部樓面面積的計算。 

C64. 小學 

被定義為小學的處所。這些處所涵蓋所有建築物，包括圖書館，教學

樓，體育場館。戶外綠化及遊樂場面積和停車場面積將不納入場所內

部樓面面積的計算。 

C65. 幼稚園 幼稚園將包括「本地」和「國際」幼稚園，及幼稚園暨託兒所。 

C66. 特殊教育學校 
透過特殊教育課程提供教育予學生，並已獲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為此目

的而批准的學校。 

C67. 表演藝術學校 提供學術以外的多種文化項目訓練的學校。 

C7. 倉庫 

C71. 冷凍貨倉 冷凍儲存，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5211。 

C72. 非冷凍貨倉 
一般貨物倉庫，包裝和裝箱服務，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5212。 

C8. 個人服務 

C81. 電訊網絡營運及其他電訊

活動 

電訊服務，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6110、6191

及 6199，包裝電訊網絡營運、互聯網接駁服務、數據中心及其他電

訊活動。 

C82. 地產經紀及代理 地產經紀及代理，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 (HSIC v2.0)編號為6821。 

C83. 獸醫、寵物及動物護理服

務 

獸醫 (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7300)、寵物美容、

其他與動物護理及照顧相關服務。 

C84. 洗滌及乾洗服務 洗滌及乾洗服務，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 (HSIC v2.0)編號為9601。 

C85. 電器/電子及家居用品維修 
電腦及通訊設備、電器、影音器材、傢俬、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

修，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952 及 953。 

C86. 汽車及電單車維修 
汽車及電單車維修，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9510。 

C87. 美容及美體護理 

美容及美體護理，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 (HSIC v2.0)編號為9602，

包括理髮服務、化妝/皮膚及面部護理服務、體重控制及纖體服務，

以及其他美容美體相關服務。 



 

P. 6/13 

版權所有© -機電工程署 覆檢日期: 2022 年 05 月 06 日  

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C88. 旅行代理 
旅行代理、代訂服務及相關活動，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7910 及 7990。 

C89. 健身中心及體育活動 

體育活動，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9312 及

9319，包括體操及健身中心、網球場館、溜冰場、足球及田徑場、綜

合運動場館、體育俱樂部及其他體育活動。 

C810. 本地銀行 
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6412。 

C811. 拍攝服務 
拍攝、相片沖印及修整服務，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

號為 7521 及 7522。 

C812. 電影放映活動 電影管理及放映，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 (HSIC v2.0)編號為5914。 

C813. 創作及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藝術創作人、音樂人及作家、及表演藝術場所經營，香港

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9010、9020 及 9030。 

C814. 當鋪、外幣兌換店及外匯

經紀或交易商 

當鋪、外幣兌換店及外匯經紀或交易商，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649201 及 649901。 

C815. 速遞服務 
本地及國際郵件及包裹速遞服務，包括取件、分類、運輸及送遞等活

動，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5321 及 5322。 

C816. 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 

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7721、7722 及 7729。包括書籍、服飾、康樂及運動用品、錄影帶及

光碟，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 

C817. 遊戲機中心、網吧及其他

雜項娛樂活動 

遊戲機中心、網吧、博彩活動、夜總會及舞廳、卡拉 OK、的士高及

其他雜項娛樂活動，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 (HSIC v2.0)編號為

9391、9392、9393、9394、9395 及 9399。 

C818. 設計活動 

室內和家具設計、多媒體/視覺和圖形設計、時裝設計服務、工業設

計和其他設計活動，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 (HSIC v2.0)編號 7511、

7512、7513、7514 和 7519。 

C9. 大廈公用地方 

C91. 甲級寫字樓大廈公用地方 

甲級寫字樓大廈之公用地方；  

甲級寫字樓大廈為新型及裝修上乘；間隔具彈性；整層樓面面積廣

闊；大堂與通道裝潢講究及寬敞；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完善；設有良好

的載客及載貨升降機設備；專業管理；普遍有泊車設施。 

C92. 乙級寫字樓大廈公用地方 

乙級寫字樓大廈之公用地方；  

乙級寫字樓大廈為設計一般但裝修質素良好；間隔具 彈性；整層樓面

面積中等；大堂面積適中；設有中央或獨立空氣調節系統；升降機設

備足夠；管理妥善；不一定有泊車設施。 

C93. 丙級寫字樓大廈公用地方 丙級寫字樓大廈之公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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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丙級寫字樓大廈設計簡單及有基本裝修；間隔彈性較小；整層樓面面

積狹小；大堂只有基本設施；一般並無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升降機僅

夠使用或不敷應用；管理服務屬最低至一般水平；並無泊車設施。 

C94. 工貿大廈公用地方 
工貿大廈之公用地方；  

工貿大廈包括設計或獲證明作工貿用途的物業。 

C95. 分層工廠大廈公用地方 

分層工廠大廈之公用地方；  

分層工廠大廈包括為一般製造業工序及與該等工序有直接關係的用途

（包括寫字樓）而建設的樓宇。此類物業並不包括特殊廠房及香港 房

屋委員會興建的工廠樓宇。 

C96. 商業樓宇/商場公用地方 

商業樓宇之公用地方； 

商業樓宇包括零售業樓宇及其他設計或改建作商業用途的樓宇，但不

包括專作寫字樓用途的樓宇，亦不包括車位。 

C97. 非公營房屋公用地方 

設計或改建作非公營房屋住宅用途的樓宇之公用地方； 

設計或改建作非公營房屋用途的樓宇包括私人住宅樓宇及資助出售房

屋等，但不包括車位。 

C98. 公營房屋公用地方 
設計或改建作公營房屋住宅用途的樓宇之公用地方； 

設計或改建作公營房屋用途的樓宇包括公屋等，但不包括車位。 

C10. 政府寫字樓大廈 

適用於由多個政府決策局和部門用戶佔用的寫字樓大廈。寫字樓大廈

業主/管理機構有全權控制大廈的屋宇裝備，例如冷氣裝置、升降機

及電梯、電燈、水泵系統等，而業主/管理機構能夠推行節約能源措

施。 

  

主要指標的定義 

指標 定義 

每年能源消耗量 每年能源消耗量 (度數/年) 

  

二級指標的定義 

指標分類 指標 定義 

樓宇及環境因素 

內部樓面面積 
外牆及／或毗連共用牆的向內一面所圍繞的所有範圍的面積，單位

為平方米。 

樓宇內部樓面面積 以單位為平方米計算的樓宇內部樓面面積 

樓齡 樓齡是根據建築物條例所定，自入伙年份起推算。 

天氣 大氣溫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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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分類 指標 定義 

運作時間 

每年運作小時數；醫院及學校範圍內之建築物運作時數可能各個不

同，可以加權平均值計算；包括有關場所的平均每星期運作時間(即

由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運作時間。 

入住/佔用率 
酒店客房的入住率；餐館座位；醫院病床；教育服務學生和員工；

醫院和診所每年病人數。 

租戶行為特徵，運作及保

養因素 

為租戶的行為特徵，運作及保養因素，即保養的頻率，燈具、中央

空調和冷氣機的檢查。其保養頻率越高，該處所的評分越高。 

中央空調設備 
中央空調設備是否在受訪場所可用，其能耗包含在受訪者的能源賬

單中。 

溫度設定 即為室內平均溫度設定 

已運作年數 在現址的運作年數 

座 座數 

層 層數 

樓宇類型 
樓宇類型: 特定用途、商場、寫字樓、屋村平房 / 別墅、商住、住

宅、工商兩用及其他 

設施 樓宇內的設施，例如會所及游泳池。 

能源最終用途系統 

熱水設備 

正在運行的能源最終用途系統可定義為： 

- 每種正在運行的最終用途的總安裝數量 

- 每種正在運行的最終用途的總安裝功率 

- 每種正在運行的最終用途的已負載及安裝之功率強度 

空調設備 

冷凍設備 

送風設備 

廚房及煮食設備 

主要煮食設備 

洗衣設備 

照明設備 

電腦及辦公室設備 

供水及排水系統 

垂直運輸設備 

馬達驅動系統 

醫療設備 

其他設備 

其他指標 擁有權 擁有權種類: 自己擁有、租用或政府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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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分類 指標 定義 

僅使用電力 該場所僅使用電力 

酒店星級 僅適用於酒店；酒店獲得的星級數。 

出租率 每年客房的平均出租率 

私家醫院 場所為私家醫院與否 

急症室服務 醫院有否提供急症室服務 

病房 醫院或診所的病房數量 

床 / 房間 / 座位 / 課室 
老人院、住宿照顧及醫院的床數量；酒店、賓館、私家牙科診所及

化驗所的房間數量；餐廳的座位數量；以及中學的課室數量。 

冷藏區 冷藏區的空間 

貨倉及貯物室比例 貨倉及貯物室用途的面積比例 

耗能工序 
耗能工序，如包裝和重新包裝、小型工場運作和非冷凍貨倉內的小

型冷庫 

電腦 正在運行的筆記本和電腦數量 

人數 即員工、客人、病人及學生人數 

學校類型 
學校類型: 官立學校、政府資助學校、非牟利團體資助學校及私立 / 

直資學校 

大學 場所為大學與否 

業務類型 
受訪的業務類型: 貿易、商業服務、金融、資訊 / 出版 / 電信、工程 

/ 建築、製造、物流及其它 

位於街上 具面向街道的入口 

風冷式中央空調設備 正在運行的風冷式中央空調設備數量 

水冷式中央空調設備 正在運行的水冷式中央空調設備數量 

風冷式或水冷式中央空調

設備的製冷機 
正在運行的風冷式或水冷式中央空調設備之製冷機數量 

窗口式及分體式空調機 正在運行的窗口式及分體式空調機數量 

分體式空調機 正在運行的分體式空調機數量 

通風扇 正在運行的電通風扇數量 

商用式冷凍設備 正在運行的商用式冷凍櫃及冰箱設備數量 

家用式冷凍設備 正在運行的家用式冷凍櫃及冰箱設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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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數的定義 

百分位數 定義 

第 10 百分位及之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九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頭十名內)。 

第 11 至 2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八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十一至二十名內)。 

第 21 至 3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七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內)。 

第 31 至 4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六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三十一至四十名內)。 

第 41 至 5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五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四十一至五十名內)。 

第 51 至 6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四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五十一至六十名內)。 

第 61 至 7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三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六十一至七十名內)。 

第 71 至 8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兩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七十一至八十名內)。 

第 81 至 9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一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八十一至九十名內)。 

第 90 百分位之後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九成群體差 (即您位於第九十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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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類別 

 

組別的定義 

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V1. 電單車 (汽油) 汽油電單車 

V2. 私家車 

V21. 1,000 cc 或以下 (汽油) 發動機容積 1,000 cc 或以下的汽油私家車 

V22. 1,001 – 1,500 cc (汽油) 發動機容積 1,001 – 1,500 cc 的汽油私家車 

V23. 1,501 – 2,500 cc (汽油) 發動機容積 1,501 – 2,500 cc 的汽油私家車 

V24. 2,501 – 3,500 cc (汽油) 發動機容積 2,501 – 3,500 cc 的汽油私家車 

V25. 3,501 – 4,500 cc (汽油) 發動機容積 3,501 – 4,500 cc 的汽油私家車 

V26. 4,500 cc 以上 (汽油) 發動機容積 4,500 cc 以上的汽油私家車 

V27. 私家車 (柴油) 柴油私家車 

V28. 電動車 電動機推動的私家車 

V29. 混合動力車 使用兩種或以上能量來源驅動的私家車 

V3. 私家巴士 (柴油) 
V31. 私家巴士 (單層) (非專營) 非專營柴油驅動的私家單層巴士 

V32. 私家巴士 (雙層) (非專營) 非專營柴油驅動的私家雙層巴士 

V4. 公共巴士 (柴油) 
V41. 公共巴士 (單層) (非專營) 非專營柴油驅動的私家單層巴士 

V42. 公共巴士 (雙層) (非專營) 非專營柴油驅動的私家雙層巴士 

V5. 私家小巴 
V51. 私家小巴 (柴油) 柴油私家小巴，載客量不多於 17 人(包括司機) 

V52. 私家小巴 (石油氣) 石油氣私家小巴，載客量不多於 17 人(包括司機) 

V6. 公共小巴 

V61. 公共小巴 (柴油) 
柴油公共小巴，載客量為 17 人(包括司機)。紅色及綠

色專線小巴均包括在內 

V62. 公共小巴 (石油氣) 
石油氣公共小巴，載客量為 17 人(包括司機)。紅色及

綠色專線小巴均包括在內 

V7. 的士 (石油氣) 

V71. 市區的士 石油氣市區的士 

V72. 新界的士 石油氣新界的士 

V73. 大嶼山的士 石油氣大嶼山的士 

V8. 輕型貨車 (汽油) 
V81. 1.90 公噸或以下 車輛總重 1.90 公噸或以下的汽油輕型貨車 

V82. 1.90 公噸以上 車輛總重 1.90 公噸以上的汽油輕型貨車 

V9. 輕型貨車 (柴油) 

V91. 2.50 公噸或以下 車輛總重 2.50 公噸或以下的柴油輕型貨車 

V92. 2.51 – 4.00 公噸 車輛總重 2.51 – 4.00 公噸的柴油輕型貨車 

V93. 4.01 – 5.50 公噸 車輛總重 4.01 – 5.50 公噸的柴油輕型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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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組別 次組別 定義 

V10. 中型貨車 (柴油) 

V101. 拖頭車類 - 5.51 – 24.00 公噸 車輛總重 5.51 – 24.00 公噸的柴油拖頭車類中型貨車 

V102. 非拖頭類 – 5.51 – 10.00 公噸 車輛總重 5.51 – 10.00 公噸的柴油非拖頭類中型貨車 

V103. 非拖頭類 – 10.01 – 15.00 公噸 車輛總重 10.01 – 15.00 公噸的柴油非拖頭類中型貨車 

V104. 非拖頭類 – 15.01 – 20.00 公噸 車輛總重 15.01 – 20.00 公噸的柴油非拖頭類中型貨車 

V105. 非拖頭類 – 20.01 – 24.00 公噸 車輛總重 20.01 – 24.00 公噸的柴油非拖頭類中型貨車 

V11. 重型貨車 (柴油) 車輛總重 24.01 – 38.00 公噸的柴油重型貨車 

  

主要指標的定義 

指標 定義 

公升/100 公里 或 度電/100 公里 每行駛 100 公里之燃油或耗電率 

  

二級指標的定義 

指標 定義 

發動機容積 發動機容積，單位為「立方厘米」。 

電池容量 電動車電池容量，單位為「度」。 

車輛總重 車輛總重，單位為「公噸」。 

最多乘客數目 最多乘客數目(包括司機) 

平均車輛負載 (公噸) 車輛的平均負載，單位為「公噸」。 

平均乘客數目 平均乘客數目(包括司機) 

平均每月氣溫 兩次入油期間的平均每月氣溫，資料來自香港天文台。 

車齡 基準年份減去車輛出廠年份 

汽缸排列 
發動機設計 - 汽缸排列：三個指標涉及四種排列，直列、V 形、W 形及水平

對臥。 

汽缸數目 汽缸設計 - 汽缸數目，為 1 – 16 之間。 

變速器 兩個指標涉及三種變速器種類，手動、自動及半自動。 

平均行駛距離 每天平均行駛的距離 

平均每月使用車輛天數 平均每月使用車輛天數 

平均每月車輛出行次數 平均每月車輛出行次數 

在港島區行駛的比例 在過往十二個月，車輛在港島區行駛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在九龍區行駛的比例 在過往十二個月，車輛在九龍區行駛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在新界區及離島行駛的比例 在過往十二個月，車輛在新界區及離島行駛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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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定義 

在中國內地行駛的比例 在過往十二個月，車輛在中國內地行駛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在本港入油的比例 車輛在本港入油次數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定期檢查 車輛有沒有定期檢查。 

空調 車輛有沒有空調機。 

空調運作的比例 開空調時間佔總行車時間的百分比。 

在高速公路行駛的比例 在過往十二個月，車輛在高速公路行駛的比例，單位為百分比。 

擁有權 車輛是否公司或私人擁有。 

  

百分位數的定義 

百分位數 定義 

第 10 百分位及之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九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頭十名內)。 

第 11 至 2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八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十一至二十名內)。 

第 21 至 3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七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內)。 

第 31 至 4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六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三十一至四十名內)。 

第 41 至 5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五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四十一至五十名內)。 

第 51 至 6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四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五十一至六十名內)。 

第 61 至 7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三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六十一至七十名內)。 

第 71 至 8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兩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七十一至八十名內)。 

第 81 至 90 百分位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一成群體佳 (即您位於第八十一至九十名內)。 

第 90 百分位之後 在您所屬組別的樣本中，您的能源消耗表現比九成群體差 (即您位於第九十名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