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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
絡繹不絕

本港交通擠塞問題日益嚴重，在中環、灣
仔一帶的中心商業區，問題更有嚴重化的趨

勢。特區政府計劃於 2016 年進行全港性的大型諮詢，就如何
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計劃」諮詢公眾意見。事實上，有關計
劃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已經提出，然而擾攘多年一直未能實
施，到底有關計劃內容為何？推行時在不同持份者之間又有
甚麼爭議？現一一分析。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教師 李浩彰

交諮會倡增「牛肉乾」罰款疏堵
交通諮詢委員會（
交通諮詢委員會
（下稱交諮會
下稱交諮會）
）於 2014 年 12 月發表
了 《 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
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
》，當中指出了由
當中指出了由
(
2003 年到 2013 年，本港市區平均行車速度
本港市區平均行車速度，
，由每小時
(
25..6 公里
25
公里，
，減慢至每小時 22
22..7 公里
公里，
，減幅為 11
11%
%。而在
部分主要道路（
部分主要道路
（如德輔道西
如德輔道西），
），平日早上繁忙時間的行
平日早上繁忙時間的行
車速度約為每小時 10 公里甚至更慢
公里甚至更慢，
，即僅比一般成年
人的步速（
人的步速
（約為每小時
約為每小時4
4 公里至
公里至5
5 公里
公里）
）略快
略快。
。
根據交諮會的分析，
根據交諮會的分析
，形成道路擠塞問題的成因如下
形成道路擠塞問題的成因如下：
：

主題 1：生活素質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
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不
同看法？
同看法
？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
？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
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
？甚麼
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
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
？為甚麼
為甚麼？
？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
？有甚麼障
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
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
，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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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
$

資料 B：
環境保護署發布的《2013年香港空氣質素》監測結果報告，總結本港去年11個一般監測站、3個路邊
監測站所收集的空氣質素監測數據，並進行分析，發現本港的臭氧濃度呈現上升趨勢，而路邊二氧化氮
的濃度仍處於高水平。旺角、中環和銅鑼灣等 3 個路邊監測站的二氧化氮濃度全年平均值均超標，其中
中環路邊監測站錄得最高的全年平均值為 122 微克/立方米，超出有關標準 42 微克/立方米。2009 年至
2013 年期間，路邊二氧化氮的濃度增加了 9%，令近年路邊空氣污染指數達「甚高」水平（即指數超過
100）的日數有所增加。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各大報章

本港交通擠塞令港人花大量時間於等候
交通工具和路面上，未能善用有關時間
進行工作，生產力下降，為物質層面生
活素質帶來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

資料 C：

■有人建議應實行電子道
路收費，
路收費
，紓緩堵車和空氣
問題。
問題
。
歐陽文倩 攝



■繪圖：美術部

資料 D：

香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未來空氣今日靠你」的諮詢文件中提及實行
電子道路收費，為繁忙路段定出收費價格，以改善空氣污染。經過4個月的
公眾諮詢，該委員會收集到8萬多名市民意見，有42%同意實施道路收費，
但巴士、校巴、殘疾人士車輛應獲減免道路收費；也有 21%受訪者反
對，反對者中近半人是因為擔心要因此而付出高昂的額外交通費用。
根據香港大學一份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研究文章，香港曾於
1983 年至 1985 年進行為期 21 個月的試驗計劃，發現電子道
路收費可有效減低 17%車輛排放，減少 20%至 24%
收費區內的交通擠塞。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各大報章

c. 香港如果要就「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在主要持份者間
達成共識，你認為有甚麼障礙？試指出其中兩項障
礙，並解釋你的答案。

．文江學海

1. 《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
究報告》，運輸及房屋局網

站 ， http://www.thb.gov.
71
hk/sc/boards/transport/
land/Full-Chi_C_cover.
pdf
2. 《電車測 PM2.5 多區空氣差》，香港文匯報，
2015 年 5 月 1 日 ，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5/05/01/HK1505010054.htm
3. 《交諮會 12 招改善塞車》，香港文匯報，2014 年 12
月 31 日 ，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12/31/
HK1412310010.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周五

．中文星級學堂

周四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a. 試 描 述 資 料 A 所
示的本港行車速度趨勢，
並提出一個這些趨勢會帶
來的潛在問題。

b. 有人認為，本港交通現象會為我們的生活素質帶來負面影
響，試解釋可如何利用資料 B 及 C 解釋有關觀點。

周三

通識把脈）

周二

周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

(c)

資料 A：

(a)

， 2009 年 至
■據環保署資料
邊二氧化氮
2013 年 期 間 ， 路
。 資料圖片
的濃度增加了 9%

題目拆解：有關內容要求「描述趨勢」，不少考
生一般會指出上升或下降，繼而引述資料「由X升到
Y」。事實上，根據公開試準則，同學要「處理」數
據方達最高層級，意味同學要對數字作出計算，例如
指出「上升了多少倍/百分比」，「兩者相差了多
少」等。
參考答案：
．本港2003至2013年行車速度整體呈下降趨勢
．新界區平均行車速度由 42.5 公里/小時下降至 39.9
公里/小時，下降了6%
．九龍區平均行車速度由 27.6 公里/小時下降至 23.5
公里/小時，大幅下降了15%
．香港則在21公里/小時徘徊
．上述情況反映了本港交通擠塞問題多年沒有改善，
且有嚴重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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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單元二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指引
按教育局指引))

(b)

為了應對交通擠塞問題，
為了應對交通擠塞問題
，交諮會於研究報告中提出了多項方案
交諮會於研究報告中提出了多項方案，
，包括將違
例泊車的「牛肉乾
例泊車的「
牛肉乾」
」定額罰款增加最少四成
定額罰款增加最少四成，
，即由 320 元加至約 450 元、增
加「咪錶
咪錶」
」泊位費等
泊位費等、
、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及牌照年費至少一成五
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及牌照年費至少一成五，
，以遏
止私家車增長，
止私家車增長
，並重提擾攘多時的
並重提擾攘多時的「
「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
「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提倡一個電子收費系統
提倡一個電子收費系統，
，旨在透過
旨在透過「
「用者自付
用者自付」
」原
則，紓緩指定地區的交通擠塞情況
紓緩指定地區的交通擠塞情況，
，即向繁忙時間駛進指定地區的駕駛者收
費，鼓勵他們轉乘公共交通工具或改行其他路線
鼓勵他們轉乘公共交通工具或改行其他路線。
。香港政府早於上世紀 80 年
代就開始着手研究道路收費計劃，
代就開始着手研究道路收費計劃
，2001 年的發表報告認為
年的發表報告認為，
，可在中環
可在中環、
、灣仔
和銅鑼灣一帶列出收費區，
和銅鑼灣一帶列出收費區
，在繁忙時段收取 8 元至 31 元，以減少區內車流
以減少區內車流，
，
但有關計劃一直未有進展。
但有關計劃一直未有進展
。有消息指
有消息指，
，政府計劃於
2016 年進行全港性的大型諮詢
年進行全港性的大型諮詢，
，
就如何實施電子道路收
費計劃諮詢公眾
意見。
意見
。

車多「龜速
龜速」
」空氣差
道路收費是出路？
題目拆解：題目問及考生就「電子道
路收費計劃」在主要持份者間達成共識
的障礙，故考生先要辨清計劃涉及了多少
持份者，諸如政府、車主、市民、職業司
機、乘客等，再將之配對起來，指出持份
者之衝突，以示「障礙」之何在。
參考答案：
．不同持份者因自身利益不同而反對計劃
市民因希望有較佳的空氣質素而贊成計劃；
但車主可能因要付額外的開支而反對，因而難
達成共識。
．不同持份者對於措施的執行準則有矛盾
政府與車主或業界，對於甚麼時段、收取多少費
用，可能會存在分歧。
．不同持份者對於措施的必要有不同看
法
乘客希望以最快的時間，同時又要最
少的金錢到達目的地；但職業司機可
能認為，他們要滿足乘客路經有關地
段，若將金錢轉嫁乘客可能引起爭
議。

簡述
截至2020年，本港道路增長率估計會下跌至0.4%
左右，遠低於目前車輛每年3.4%的增長比例
由 2003 年至 2013 年間，本港領牌車輛的總數由約
524,000 部增至約 681,000 部，增幅約為 30%，按年
增長率為3.4%
道路使用者爭相使用 貨車上落貨物；巴士、小巴、的士上落客等，均會令
路面空間
交通受阻
管理和執法問題
對交通擠塞相關的違例事件（如違例泊車）的執法
道路工程
保養路面或其他交通基建（如港鐵新線路）的實施

題目拆解：題目要求考生指出本港交通現象會為
我們的生活素質帶來負面影響，故考生要先辨別出
「本港交通現象」為交通擠塞問題，然後，再利用資
料作解釋。同學要分辨出資料 B、C 反映的問題，並
引申至生活素質的不同層面，如物質和非物質層面。
參考答案：
資料B
本港交通擠塞令汽車於路面長時間停留，因而形成空
氣污染惡化，2009 年至 2013 年路邊二氧化氮的濃度
增加了 9%，市民吸入過多空氣污染物會影響身體健
康，破壞非物質層面生活素質。
資料C

原因
增建路面運輸基礎設
施的空間有限
過多車輛在路上行駛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