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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至今，空氣污染仍是香港最嚴重和最持久的公眾健康威脅。本文除了列出七個更有效控制空氣污染的

原則，也提出八項措施，以助迅速和顯著地減少對人們威脅最大的排放，即路邊廢氣的排放量。本文

謹此向新一屆特區政府建議一個能迅速改善路邊廢氣排放的框架和一些有關措施。 
 
2. 七個原則 
 

2.1. 建立一個總體政策框架，其中包括具體和訂明時間的目標 
 
目前，特區政府在控制空氣污染方面欠缺一個貫徹的方針，現時所採納的措施只是一些不清

晰、欠缺時間表、不能衡量的策略和零散目標。 
 
政府目前的方針確實有欠理想，未能改善香港的空氣污染情況。其原因在於，各項措施互不

協調，以致未能帶來所需成效。政府多項政策都被視為不及格，令公眾失望。 
 
清晰闡明一個總體政策框架的目的是： 
 
a. 開拓寬闊視野，讓社會接受明確的政策目標； 

b. 匯報措施的成效，提升問責性； 

c. 解釋針對持續污染者所採取的措施； 

d. 制定一個架構，而其中各項工作倡議均可互相支持。 
 
根據空氣質素指標的諮詢建議，政務司司長現時需要負責落實空氣污染管制措施，而環保署

則負責在技術上提供大部分協助。由於需要涉及政府不同部門和需要推行在下文詳述的行政

改革，政務司司長應被授予明確的責任來制定有關框架。 
 

2.2. 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和空氣質素指標的監督工作撥回負責衞生範疇的局長 
 
自 1983 年制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至 1989 年來，衞生福利司一直負責《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1

 

最重要的是，上一次修訂空氣質素指標是於 1987 年，由時任衞生福利司監督，反映

了該條例緊密遵從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空氣質素指引。此舉是恰當的，因為空氣污染對

公眾健康的影響最為嚴重。負責落實條例的責任也一直頗恰當地由環境保護署署長（環保署

署長）和環保署負責。  

1990 年代政府重組後，負責落實執行條例的責任轉到規劃環境地政科手中，但規劃環境地政

科和環保署都缺乏直接相關的專業知識，也缺乏有關衞生事宜的職權。很明顯的是，負責衞

生範疇的局長在談論公眾健康時會有更大權威，如基於空氣污染的過早死亡、住院和就診。

若要試圖游說立法會推出強硬措施，令污染者付出經濟代價，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改善空氣質素的原則及措施：向新一屆特區政府獻策 
 
 

 2 

為了確保負責衞生和環境範疇的政府官員能通力合作（如共同出席立法會及其他相關公開會

議），新的行政長官要向公眾表示政府重視保護公眾健康。 
 

2.3. 讓環境保護署各關鍵崗位再次變得專業 
 
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下，環保署署長的角色是監管者，但此安排卻導

致利益衝突，因為環保署署長和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的職位同由一位政務主任擔任，而該政務

官並沒有環境科學和很技術性的《環評條例》的背景，但卻有明確的任務──做到「精簡決策

程序」2。其實，特區政府於 2005 年決定把這兩個職位合併時，可能未完全認識到健全的環

評或會受損。3

 
 

2011 年 9 月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的上訴結果，給了環保署署長在《環評條例》中審核及批准

工程項目時更大的酌情權。4

 

因此，政府實在必須恢復良好的管治，把環保署署長和常秘職位

分拆，而環保署署長一職則應由一位在環境科學和《環評條例》均具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來

出任。 

2.4. 最能迅速減低健康威脅的措施應獲優先處理 
 
最威脅公眾健康的排放物是人們在最接近排放源的位置所呼吸的，而該處的排放物濃度也是

最高。香港排放物濃度最高的位置是路邊，來自路面車輛的有毒排放往往集中在通風欠佳的

「街谷」之內。 5

 
 

污染最嚴重的車輛是柴油巴士、貨車和非道路流動機械，其排放量直接影響路邊空氣污染水

平。 
 
處理這些污染源應該採取的措施包括：以法例作後盾的檢查和保修制度，懲罰違規的車主。

另外，巴士和的士引入催化轉換器以及要求定期更換，使這些車輛符合歐盟 IV 期引擎標準，

而這也是在交通最繁忙的市區為「低排放區」所建議的標準。請參閱下文第 3 部分。 
 

2.5. 結合「賞」與「罰」 
 
多年來，造成污染的企業並未受到較為嚴格的規管。因此，大部分控制污染的措施都不會對

污染者額外徵費。這使污染者和立法會期望污染者不必繳費，但這種狀況實在有必要改變。 
 
立法會一直否決推出強制性控制措施，但其實重要的是，把強硬與獎勵性的措施互相結合，

讓污染者不會只面對增加業務成本的措施。污染者也有權選擇：廉價地進行清理或以更高成

本繼續污染。6

 

讓污染者繼續如常的做法實際上是向他們發出「污染許可證」，但此舉絕不能

再獲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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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制訂逐步改善/收緊標準的路線圖 
 
在面臨新的管制措施（如立法執行停車熄匙、推出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和老舊車輛的牌費更

嚴格）時，大多數企業都強烈反抗；但在制訂一條明確的升級路線（如收緊更換車輛和燃料

的標準）時，他們的回應通常較好。 
 
若當局制訂一個明確的路線圖，企業一般都較能為符合環保要求早作計劃，並依照合理的時

間表達到逐步改善的里程碑。如能建立期望，就能讓污染者有責任自費保持環境標準，而這

就是「污者自付」的原則。 
 

2.7. 迅速推出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行政長官和環境局局長最近的發言都明確表示，直至現屆政府能就如何達標訂出全盤計劃，

否則現屆政府將不會公佈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其實，訂立要求高的目標並不一定要求政府知道和準確闡明如何達標。相反，如政府只在他

們知道將如何達標時才公佈有關目標，將： 
 
a. 為政府增加制訂和執行策略的壓力； 

b. 導致延遲公佈目標，令公眾更失望； 

c. 擴大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距離； 

d. 否定了政府的創意和廣大市民對迅速採取行動的意願。 
 

 
3. 立即減少空氣污染的措施 

 
以下簡表列出最能直接在短期內改善空氣質素的空氣污染控制措施。易見成效的措施已標上星號。 
 
3.1. 海洋排放 

 
3.1.1 讓停泊在香港的遠洋船轉用低硫柴油* 

 
私營界別對《乘風約章》7

 

的承諾，有效期至 2012 年年底，目前合力減少海洋排放的

善意及意願實不應浪費。在短期內，香港可提供獎勵計劃，鼓勵更多船公司加入約章，

在停泊香港時轉用燃油；也應同時試行其他減排措施，如在香港水域減速航行和轉用

燃油。 

註：本地船隻（渡輪、水翼船、拖船、駁船和小艇）也可以在香港水域燃燒更清潔的

燃油，其中部分已表示有興趣與當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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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為整個珠三角控管制計劃建立一個時間表 
 
這項措施將需與珠三角有關當局合作，這點也符合《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公眾諮

詢文件》8和 2011-12 年度施政報告 9所表示的意願。新一屆特區政府應明確承諾盡快

展開有關工作。10

 
 

3.2. 路邊排放 
 
3.2.1 及早推出以污染物為基礎的檢查和保修制度* 

 
針對以液化石油氣和汽油推動的車輛所造成的有毒污染物，推出遙感技術加以衡量

（如 2011-12 年度施政報告所指）將是路邊排放管制的一大範式轉變。11此舉已在許

多發達國家長期執行，12

 
其潛在的優點包括： 

(a) 鼓勵更好的引擎保修和採用車上排放控制系統； 

(b) 減少石油氣的士的排放（平均減低 90%，如環保署試行計劃所示）； 

(c) 提高燃料效益和減少汽車拋錨； 

(d) 使更多車主（大多數私家車都採用汽油）積極參與，讓他們首次自行清理自己的

車輛；及 

(e) 締造技工對「綠色技能」的新需求。 
 

3.2.2 「舊車換現金」計劃：歐盟前期、歐盟 I 期及歐盟 II 期貨車和巴士* 
 
與商用柴油車主的討論點出了市場萎縮是現屆政府為老舊商用柴油車推出汽車置換補

貼計劃時不甚成功的一個原因。13

 

在這樣的市場條件下，鼓勵結業對減低「陳舊車隊」

造成的污染可能更有效。另一可行方法是支持物流業積極調整規模，以滿足新的市場

條件。 

3.2.3 向非道路流動機械實施保修標準和最高車齡限制* 
 
平均來說，非道路流動機械造成的污染比商用柴油車較嚴重四倍，它們接受的監管也

較弱。14

 

由於未來的發展項目以及本地港口和機場的持續經營都很可能繼續需用這類

設備，適當的控制措施可以包括： 

(a) 為不同類別的非道路流動機械訂立排放標準； 

(b) 制訂強制性的檢查和保修制度； 

(c) 通過以高於「如常」的更替速度逐步收緊政府招標的要求，加速淘汰老化設備； 

(d) 對於帶來最嚴重污染的非道路流動機械，考慮訂立一個資助更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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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在擁擠的市區引入低排放區時間表 
 
2011-12 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個資助專營巴士和石油氣公共小巴及的士的催化轉

換器更換計劃。15

 

此舉將令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在未來幾個月內符合以歐盟IV期為基礎

的低排放區要求。在繁忙地區的低排放區也將使貨車和非專營巴士車主增加更換或升

級老舊車輛的壓力。 

在赤鱲角島引入類似的分區將減少目前和未來與機場相關交通所造成的排放量，也將

是減少港珠澳大橋對空氣污染影響的一項重要措施。此外，應為低排放區升級到歐盟

V 期及以上提出一個時間表。 
 

3.2.5 加速更換專營巴士車隊*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已概述了加速淘汰污染最嚴重的專營巴士類型的詳情。16

 

該方案將

是減少來自該界別排放量的最有效方法。 

長遠來說，當局也將有必要檢討巴士專營權的條款，以更理想的方式採用替代技術，

但目前關於有毒物質排放的主要關注是，不論將來採納什麼技術，當局能否迅速淘汰

現時的柴油車隊。 
 

 
思匯政策研究所 

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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