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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許多政策措施已落實致力改善香港的路邊空氣質素。1

究竟正式排放量的模式和路邊測量值的濃度有異的原因是什麼？部分差異可能源於香

港車輛保養不善。我們需要來自直接測量車輛排放量的更準確估算排放量，以加入政

策評估，從而制訂政策，以盡速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官方估計，這些措施經已大大降

低了總體排放量。然而，對健康最敏感和有害的路邊空氣質素卻未有相當程度的改

善。 

以理論模型估算真實世界的數據十分危險，這點可從金融服務界的經驗觀察到 2

 

。由模

型估算的排放總量應該備受質疑。數據應迅速收集，以確定實際排放量是否大於排放

量模型的結果。收集這些數據可能涉及進行隨機路邊排放量測試，這是在美國幾個州

運作的檢修計劃的例行工作。如果香港惡劣的空氣質素是基於路邊車輛的保養不善，

則應訂立一個更嚴格的檢修計劃。 

模型估算值和路邊測量值之間的差異 
圖 1 追蹤官方排放量估算的趨勢，顯示即使車輛數目增加，但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

粒子 (RSP) 的排放量仍大幅下降。 

圖 1：香港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量趨勢 3 

 

                                                           
1 William Wong, “Vehicle Emission Control Programmes in Hong Kong”, Proceedings, Motor Vehicle Emissions Control Workshop, 3-6 

March 2010, Hong Kong, edited by  W. T. Hung and William Wong；及 Kate Trumbull, 屏息「淨」氣：香港空氣質素管理政策十
年回顧，頁 32-43 ，思匯政策研究所，香港 2007 年。 

2 這點自 2008 年的財經海嘯後有大量文章提及，如 Carrick Mollencamp et al, “Behind AIG's Fall, Risk Models Failed to Pass Real-
World Te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8 年 10 月 31 日 

3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空氣質素指標公眾諮詢」第 9 頁。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ub_consult/files/book_cn.pdf，擷取日期：2011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ub_consult/files/book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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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圖 2 顯示，當地測量兩個與車輛有關的重要排放量濃度，即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

浮粒子，都未顯示類似的下降趨勢。 

 

圖 2：本地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濃度 4 

 

路邊測量的二氧化氮最近更進一步惡化。
5 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嚴重地超出世界

衛生組織 (WHO) 的指引，也未能符合香港政府較寬鬆和較低的目標。因此，直接源於空

氣污染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6

 

 應該注意的是，圖 2 反映了路邊環境空氣

的實際測量結果，而圖 1 的數字則源於自下而上的模型程序，這點將在本文稍後討論。 

改善現狀的努力 
香港政府的政策已嘗試把車輛移往較低的排放目標，要求或提供誘因讓車輛更換或改裝

使用新的排放控制設備，以符合更嚴格的歐洲聯盟標準。 

表 1 清晰地顯示，應從符合上述較嚴格標準的新車所預期的氮氧化物和微粒物質排放量

已大幅減少。 

表 1：柴油車的歐盟排放標準 (克/千瓦時) 

級數 氮氧化物 微粒物質 

歐盟一期 8.0 0.36 

歐盟二期 7.0 0.25 

歐盟三期 5.0 0.10 

歐盟四期 3.5 0.02 

歐盟五期 2.0 0.02 

歐盟六期 0.4 0.01 

 

                                                           
4 同上，第 7 頁。 
5 http://epic.epd.gov.hk/ca/uid/airdata/p/1，擷取日期：2011 年 3 月 21 日 
6 「空氣污染：經濟成本及解決問題方案」，思匯政策研究所，2006 年 6 月。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ea/papers/ea1127cb1-232-1-c.pdf，擷取日期：2011 年 3 月 9 日。 

http://epic.epd.gov.hk/ca/uid/airdata/p/1�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a/papers/ea1127cb1-23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a/papers/ea1127cb1-232-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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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顯示，符合越來越嚴格的歐盟標準的車輛確實可以減少氮氧化物及微粒的排放量，

並以三或四倍甚至高達 20 至 30 倍計。因此，讓車輛標準升級可以使排放量比歐盟一期

或歐盟前期車輛的排放量少二十分之一。 

但是，這點假設車輛維持其保養，以持續符合有關標準，或至少確保車輛未至於太大幅

降級。另一方面，如果車輛的保養真的糟糕得使其排放量回復至較早期的一個標準—舉

例說，如果車輛的催化轉換器發生故障、失效或被移除，則該等車輛的排放量可以比預

期高二至 20 倍 (見第 5 頁檢修的重要性。) 

以往，香港有關當局曾推動只針對新車執行更嚴格的排放標準，讓舊車車主自行決定改

裝或淘汰車輛。因此，雖然香港的新車符合較高的排放標準，但老化車輛可能不達標，

若這些舊車缺乏維修保養，更可能嚴重低於標準。香港特區政府要到近期才提出舊車置

換計劃。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氮 
氮氧化物指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混合物。在氮氧化物混合物中兩者各佔多少，視乎一

氧化氮在化學過程轉化為二氧化氮時留有多少一氧化氮，反之亦然。二氧化氮排放量對

人體健康的危害比一氧化氮更嚴重。 

多位專家認為，香港路邊氮氧化物的二氧化氮比例越來越高。7

圖 3：在香港路邊空氣監測站錄得的每月平均氮氧化物和二氧化氮濃度趨勢 

 圖 3 顯示在香港銅鑼灣 
(CB)、中環 (CL) 及旺角 (MK) 路邊監測站錄得的實際路邊氮氧化物 (左) 和二氧化氮 (右) 測
量值。 

8 

 

                                                           
7 Linwei Tian et al, “Increasing trend of primary NO2 exhaust emission fraction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2011 年 2 月 18 日在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q3x86554t8v28567/fulltext.pdf 於網上發表 (擷取日期為：

2011 年 3 月 8 日). 
8 同上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q3x86554t8v28567/fullt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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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圖表可與圖 1 和 2 比較。兩者之間的一大圖案差異是，圖 3 的數據以月份計算，而

圖 1 和 2 則以年計。此外，圖 2 和 圖 3 的數據由測量儀器獲得，而圖 1 的則是模型估算

值。 

圖 3 的左方顯示在 1998 年至 2009 年間氮氧化物逐步下降。圖 3 所示的氮氧化物下降模

式基本上與圖 1 所示的下降形勢類似。圖 3 的右方顯示在上述年期間的二氧化氮測量

值。結果與圖 2 所示的二氧化氮走勢一致。 

要解釋為何二氧化氮佔氮氧化物的比例一直增加的假設有幾個，都可能成立。曾經研究

過這個問題的人建議這是基於車輛在 2000 至 2005 年間加裝柴油氧化催化劑。 

旨在減少碳氫化合物的排放...微粒過濾器和柴油氧化催化劑有個缺點，就是它們可能

會增加氮氧化物排放量中的二氧化氮比例。柴油氧化催化劑藉著把一氧化氮轉為二氧

化氮，使一氧化碳和碳氫化合物的排放經催化後氧化。然後，二氧化氮用於協助被困

微粒的氧化，從而減少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和微粒物質的廢氣排放。 9

其他可能成立的解釋是，從珠江三角洲吹來的額外臭氧增加了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而

街道峽谷效應則把氮氧化物圍困更長時間，使一氧化氮經氧化轉為二氧化氮的過程加

劇，甚至超過氮氧化物被氣流迅速帶走。 

 

無論如何，氮氧化物以及 (特別是) 其成分二氧化氮均未迅速下降至足以符合健康標準；

在考慮已引進新的排放控制後，兩者的下降速度也未如預期般迅速。 

 

檢驗和維修 (檢修) 的重要性 
保養優良的車隊排放量和保養不善的車隊排放量之間有重大差別。香港環境保護署曾表

示，「如不妥善保養，個別車輛的排放物數量可增加逾四倍。」
10

不過，高排放車輛和低排放車輛之間的差別可以大得多。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研

究顯示，自1999年開始，每20輛汽車中就有一輛排放多於其他19輛的排放量總和。

 

11

                                                           
9 同上，頁 6 

 這
表明，雖然高污染車輛和低污染車輛的部分差別來自車齡和車型的差異，但整隊保養不

善的車隊排放量卻可以比保養優良的車隊排放量高達 20倍。高排放車輛和低排放車輛之

間的差別自1999年起不斷擴大，因為排放量最低的車輛遠比以往同類車輛清潔得多，但

排放量高的車輛卻同樣地髒。排放量最大的車輛之所以排放嚴重，全因保養不善。 

10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files/additional_PA_measures.pdf，擷取日期為：2011
年 2 月 28 日 

11 Stedman, Donald H., “Remote Sensing A New Tool For Automobile Inspection & Maintenance” p 5. 
http://www.altfuels.us/pdf/stedman%5B1mdf%5D.pdf，擷取日期為：2011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files/additional_PA_measures.pdf�
http://www.altfuels.us/pdf/stedman%5B1mdf%5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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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修可以比單一排放控制技術更重要。有一項研究表明，「保養優良和保養不善車輛 
(不論車齡) 的絕對排放量差異，均明顯大於可以觀察到的排放控制技術效果和車齡。」

12

圖 4顯示該效果。垂直軸顯示洛杉磯 15個車齡隨碳氫含量分為5組後的排放量平均碳氫百

分比。碳氫含量明顯隨不同車齡 (顯示於水平軸) 有異，屬預期之內。但是，碳氫含量更

依賴深度軸所代表的其他因素，其中最前面的是保養優良的車輛，特別的重要因素是保

養最差的車輛。 

 

圖 4：據車齡分為五組的一氧化碳排放因素 13 

 

圖4顯示，在大部分車輛的保養均較佳的地方，即洛杉磯，保養最差的20%佔排放量的最

大部分。同一項研究表明，在大部分車輛都嚴重缺乏調節和保養不善的地方，即加德滿

都，顯示排放量的直棒圖扭曲較少，因為當地絕大部分車輛都排放量高，而不是只有

20%車輛才有高排放量。
14

根據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環境部，「由於保養不善、蓄意修改或移除污染管制 (特別是催

化劑) 和錯誤加油 (即以含鉛燃料為需用無鉛汽油的車輛加油)，使用中的機動車所排放的

污染物一直超出既定標準。」

 

15

在香港，保養不善的普遍模式、蓄意修改和錯誤加油 (使用低級燃料) 均可能導致大部分

的車隊成為高排放車輛。這可以解釋為何當局未能成功以排放量估算模型抓緊實際排放

量的全面影響。香港收集更多數據，以確定現狀的真相是很重要的。 

 

                                                           
12 Zhang, Yi et al, “Worldwide On-Road Vehicle Exhaust Emissions Study by Remote Sens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29, No. 9, 1995, pp 2286. 
13 同上，頁 2291. 
14 同上，頁 2288. 
15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環境部和自然資源部污染防治和環境援助組 (Nor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ivision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sistance), “Motor Vehicl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http://www.p2pays.org/ref/02/01245/3017120.pdf，擷取日期為：2011 年 3 月 2 日 

車齡 (年)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http://www.p2pays.org/ref/02/01245/30171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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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清單 
香港政府已公佈排放量在近年來有所下降，暗示這是基於他們對抗空氣污染的措施。事

實上，毫無疑問，要求燒煤發電廠減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規定非常有效。 

另一方面，來自路上車輛的排放量卻是另一回事，特別是那些最損害健康，也最易在大

量人口聚居之處集中濃度的排放物：氮氧化物和微粒物質。 

明白排放統計數字是以可用數據作出估算是很重要的；那些數據的質量越低，估算便越

粗糙。 

來自路面流動污染源的排放清單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制定的。「根據自下而上的方針，

來自單一排放源的排放量會作出估算，然後總結所有排放源，以獲得城市、地區或國家

級的估值。」16

已為珠江三角洲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用於建立排放清單的模型是美國環境保護署的 
MOBILE 5B模型，要求來自七種車輛類別的數據。

 

17 對於每個車輛類別，排放因素在25年
內為每個公曆年份作出估算，視乎以下條件：「環境溫度、平均車行速度、操作模式、

燃料波幅和行車里數累積率。」
18

然後， MOBILE 5B模型為檢驗和維修計劃的水平作進一步調整。本文附錄包括供 MOBILE 
5B計劃用戶使用的手冊節錄，說明該等檢修計劃應如何輸入計劃中。此節錄顯示，嘗試

為檢修計劃調整估算排放量的因素可以有多複雜和困難。然而，該等指示卻沒有提及這

些檢修計劃的執行有多完善，或遵守這些檢修計劃的程度有多高。 

 

保養計劃的差異可以非常廣泛，也可以為車輛的排放量帶來重大差別。為訂立排放清單

而向電腦計劃發出的輸入值，其實只是大約估算值；然後計劃自行採用近似方法和假

設，由輸入估算值產生輸出估算值。 

雖然這些模型產生看來意義豐富的數字，以作為它們的終端產品，但對編制這些模型的

過程有深入了解的任何人都知道，這些數字最多只能算是猜測而已。 

同樣，雖然依賴科學或工程方法作出的估算遠好於依賴經濟假設的方法，然而，一旦引

入像檢修計劃等人為因素，估算的過程隨即更像個約數。 

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在香港環保署採納的模型 (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的EMFAC模型) 中，

檢修只經簡略處理，正如香港環保署的文件「為車輛廢氣排放制訂模型的指南」在以下

段落引證：19

                                                           
16 Zheng, Junyu et al, “A highly resolved temporal and spatial air pollutant emission inventory for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and its uncertainty assessment,” p. 5113.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3 (2009) 5112–5122. 

 

17 同上，頁 5114 
18 “User’s Guide to MOBILE5” p iii.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ocument EPA-AA-TEB-94-01。擷取日期為：28/2/2011，
於 http://www.epa.gov/oms/models/mobile5/mob5ug.pdf 

19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files/EMFAC_HK_Guidelines_on_Modelling_Vehicle_Emission
s_July2005.pdf，擷取日期為：18/4/2011 

http://www.epa.gov/oms/models/mobile5/mob5ug.pdf�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files/EMFAC_HK_Guidelines_on_Modelling_Vehicle_Emissions_July2005.pdf�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files/EMFAC_HK_Guidelines_on_Modelling_Vehicle_Emissions_July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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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和維修選項 
3.4 所有在EMFAC-HK模型的預設檢修計劃必須停用，因為它們不在本地執行。此外，

在此無須輸入任何檢修選項，因為近年來本地的檢修工作成效高，車輛排放黑煙的問

題也顯著減輕，這兩點均已納入在模型中。 

上述一切都是為了強調以下一點。如果我們首先假設提出的排放清單—該清單顯示氮氧

化物和微粒排放量在近年來急劇下降—就正如直接觀察所得的數據般理想，我們將留下

一個不解之謎：為什麼路邊污染物濃度的測量值沒有明顯下降？ 

事實是，基於各種原因，路面車輛的排放量減少或許不如排放清單提出般多。例如，在

2000年至2003年，數以千計的柴油計程車改用石油氣作燃料。在這些車輛中的催化轉換

器估計有六年壽命，理應在該期間結束後替換。 20

根據香港環保署，用於香港排放量估算值的排放因素曾用「現行本地交通、車隊和環境

數據，以及美國環保署和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自2005年來一直使用的車輛廢氣排放

數據庫」。

 排放清單有否考慮到事實上，許多—

也許是大多數—這些催化轉換器或許仍未替換或接受維修保養？故障或功能差的催化轉

換器將以高倍數增加排放量。如果排放因素的確嘗試顧及這一點，他們可以通過什麼方

式獲得仍未替換或保養的催化轉換器的估計數字？他們又怎能估計此舉使排放控制效果

下降多少？還有一個更難解答的問題，排放清單如何解釋許多車輛的催化轉換器在驗車

前後被移除或停用，以提高燃油效益和駕駛性能？ 

21

總之，基於多個因素，制訂排放清單的才與藝是個難題，容易出錯，產生的結果不但屬

高度近似值，而且很可能難免出現偏頗。因此，最好還是不要把排放清單視為排放趨勢

的指標。如果機動車的排放有更準確的數據，例如從隨機檢測路面的機動車，結果將會

很不同，可惜香港可以提供的有關數據仍然不足。 

 這似乎暗示，估算並沒有考慮到香港和美國車輛各自的檢修計劃及隨之而

來的車輛保養兩者之間可能有重大差別。 

 

需要更多數據以查明問題的根源 
路邊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量的來源問題一定藏在下表所列香港運輸署關於車

輛排放的數據中：
22

目前，這些污染源中的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分配仍屬未知之數。我們需

要由香港運輸署和環保署聯合進行研究，以準確地估算上表各類車輛產生多少二氧化氮

和可吸入懸浮粒子。該研究還應進一步把估算細分為： 

 

1. 每類車輛有多少排放量可歸因於該類車輛保養優良 (最好按車齡和歐盟標準細分)； 
2. 每類車輛有多少排放量—其餘污染物的排放量—可歸因於維修保養未能達標。 

                                                           
20 與香港理工大學熊永達博士所作的個人通訊 
21 Carol K. L. Wong, “PEMS Program in Hong Kong”. Proceedings, Motor Vehicle Emissions Control Workshop, 3-6 March 2010, Hong 

Kong, edited by  W. T. Hung and William Wong. 
22 香港運輸署， www.t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387/09fig3.14c.pdf，擷取日期為：14/4/2011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387/09fig3.1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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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由各選定機動車類別駕駛的機動車行車公里 

行車公厘 (百萬) 2009 

私家車 4,537 

輕型貨車 2,256 

計程車 2,130 

中型/重型貨車 1,191 

公共巴士 857 

公共小巴 377 

電單車 322 

輕鐵車輛 7 

電車 6 

其他 102 

 

減低路面車輛排放量的兩個主要工具如下： 

1. 在新車或改裝車輛有新的排放控制設備 
2. 進行保養，以保持排放控制設備操作暢順。 

維修保養是對驗車等負面鼓勵的一種回應，其中驗車不合格將受罰。如一輛私家車或貨

車、計程車、小巴、校巴或旅遊巴等在年檢時的排放量超過標準內幾種污染物中任何一

種的標準，該車將不獲發用車所需的「車輛宜於道路上使用證明書」。 

在新的排放控制設備和檢修兩方面，香港一直比大部分其他發達國家地區落後。例如，

在巴士上的新排放控制設備，香港便落後於新加坡，如表2所示：23

表３：據引擎類型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的巴士車隊 

 

 香港 新加坡 
引擎類型 專營巴士 預期退役年份 公共巴士 取替限期 

（年份） 
歐盟前期 456 2012 0  
歐盟一型 1,338 2015 2,700 2011 
歐盟二型 2,688 2019 586  
歐盟三型 1,233 2026 207  
歐盟四型 53  503  
歐盟五型

/EEV 
  357  

總數 5,768  4,353  
資料來源：立法會第CB(1)2312/0809(01)號文件及SGWiki.com/wiki/buses 

 
香港特區政府已表明願意積極主動地補救這些缺陷，但它必須走得更遠。對於專營巴

士，政府已對淘汰/更換政策有相當控制，但我們有必要澄清到底誰應負責確保專營巴士

的排放控制設備的保養優良。當局需藉著嚴格的年檢監測，並拒絕向不符合排放標準的

車輛發出許可證，以為所有車輛制訂嚴格的排放標準。 

                                                           
23 Eric Heimark 等，「誰來付帳：政府如何打破僵局」，頁 4，思匯政策研究所，香港，20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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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地估算應在哪方面努力，我們有必要加深了解哪些車輛類別負最大責任帶來問

題，以及問題有多少來自車齡和類型 (歐盟一期、二期等)，另有多少來自不達標的保

養、蓄意修改或使用劣質燃料。 

 

收集需用於確定檢修範圍的數據 
如果車輛排放的污染物因保養不善、蓄意修改、移除污染控制或錯誤加油而遠高於以往

所假設的，那麼我們有必要確定這種情況有多嚴重。 

香港可以藉著隨機截車和路邊排放測試收集數據，並藉著驗車確定車輛的排放控制系統

仍然存在和運作暢順。這種隨機的截車—通常與遙感結合—已在美國幾個州作為嚴格檢

修政策的一部分實施。24

香港應試行這項計劃以收集真實數據，卻不一定要處罰驗車不合格的司機或車輛。然

而，設計該計劃時應預期稍後有可能將之作為一個持續檢修計劃的一部分來實施，其中

車主將因為驗車不合格而面臨相關後果及受罰。 

 

香港應該提升其檢修計劃，以配合在歐美空氣質素退化地點所實施的較嚴格計劃。在這

個過程中，當局應充分了解歐美已對此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
25

 

 該經驗表明有需要實行

所有各種形式的檢驗和排放偵測，包括排放測試、遙感、車廂內的診斷、隨機測試和檢

驗。 

籌劃制訂嚴格的排放標準和檢驗計劃 
香港應立即把排放控制和檢修標準提高至歐美水平。此舉將需同時作出幾項行動。 

計程車、商用車和私家車車隊或許全都未能符合排放標準，因為當局從未要求它們定期

通過嚴格的排放測試。把它們的標準立即提升將需進一步的政府補貼，類似政府已宣布

對部分專營巴士進行選擇性催化還原轉換器的改裝資助。 

排放量最高的車輛車主往往傾向是財政較緊絀，負擔不起維修保養的人。因此可能有必

要在某些情況下以高達 100%補助讓車輛達標的成本。 

                                                           
24 http://apps.dmv.ca.gov/pubs/vctop/appndxa/hlthsaf/hs44081.htm; http://www.in.gov/legislative/iac/T03260/A00130.PDF; 

http://www.dmvstat.com/emission_diesel.htm；擷取日期全為：2011 年 3 月 11 日 
25 Douglas S. Eisinger and Peter Wathern, “Policy evolution and clean air: The case of US motor vehicl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13 (2008) 359-368.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H8-4T0FHYH-
1&_user=14084&_coverDate=08%2F31%2F2008&_rdoc=1&_fmt=high&_orig=gateway&_origin=gateway&_sort=d&_docanchor=&v
iew=c&_searchStrId=1684826512&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01598&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084&md5=15
f18edb083abdf3c4a76f2faf8d5d23&searchtype=a，擷取日期為：2011 年 3 月 19 日 

http://apps.dmv.ca.gov/pubs/vctop/appndxa/hlthsaf/hs44081.htm�
http://www.in.gov/legislative/iac/T03260/A00130.PDF�
http://www.dmvstat.com/emission_diesel.ht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H8-4T0FHYH-1&_user=14084&_coverDate=08%2F31%2F2008&_rdoc=1&_fmt=high&_orig=gateway&_origin=gateway&_sort=d&_docanchor=&view=c&_searchStrId=1684826512&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01598&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084&md5=15f18edb083abdf3c4a76f2faf8d5d23&searchtype=a�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H8-4T0FHYH-1&_user=14084&_coverDate=08%2F31%2F2008&_rdoc=1&_fmt=high&_orig=gateway&_origin=gateway&_sort=d&_docanchor=&view=c&_searchStrId=1684826512&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01598&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084&md5=15f18edb083abdf3c4a76f2faf8d5d23&searchtype=a�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H8-4T0FHYH-1&_user=14084&_coverDate=08%2F31%2F2008&_rdoc=1&_fmt=high&_orig=gateway&_origin=gateway&_sort=d&_docanchor=&view=c&_searchStrId=1684826512&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01598&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084&md5=15f18edb083abdf3c4a76f2faf8d5d23&searchtype=a�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H8-4T0FHYH-1&_user=14084&_coverDate=08%2F31%2F2008&_rdoc=1&_fmt=high&_orig=gateway&_origin=gateway&_sort=d&_docanchor=&view=c&_searchStrId=1684826512&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01598&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084&md5=15f18edb083abdf3c4a76f2faf8d5d23&searchty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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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過的豁免計劃將容許車主把車輛帶往指定的服務中心，他們可在此評估其排放控制

設備的不足，並確定讓車輛達標所需的措施。
26

在初步升級後，車輛將需提交排放年檢，與歐美等地進行的類似。 

 然後，政府將提供為車輛升級的某個百

分比的補貼，但同時要求升級需在某具體日期前完成，屆時該車將需帶回中心再次檢

驗。需由政府負擔的補貼百分比將須另行確定，也許可以透過一個獨立的評估機構進

行。 

 

提升香港的排放檢驗和維修能力 
為了推出這項計劃，香港的排放檢修功能將需升級。香港環保署和運輸署應考慮與各個

排放檢修運營商、企業檢修供應鏈和排放研究實驗所合辦一系列會議，以確定如何為香

港帶來檢修設施達標。這些將由諮詢研究協助進行的多個會議將確定政府和其他持份者

需擔當什麼角色，以迅速地讓香港的檢修設施達標。 

 

法律結構 
為要實施更嚴格的檢修制度，政應必須訂制一些法律和法規。在美國，除非基於維修或

更換，否則停用或移除車輛上的催化轉換器是非法的。
27, 28 香港必須落實一個類似的法

規，輔以威嚇力充足的處罰。在美國，由於部分排放督察曾因受賄偽造驗車結果，如果

他們這樣做，將面臨檢控。
29

 

 正如其他建議迅速地使排放控制設備檢修升級的途徑，以

法律手段執行應透過與有關各方協商仔細研究，另需迅速諮詢研究。 

防止進口低級燃料 
許多商業車輛從香港過境到內地然後回港，有時在回程時載滿一缸成本低於香港的燃

料，卻不符合香港標準。在香港燃燒這種燃料時，不少原應在港透過燃料使用的規定降

低的污染物會因此污染本港空氣，使用這些燃料更可損壞車輛，甚至能使排放控制設備

退化甚至失效。 

                                                           
26 請參閱下文排放量標準。 
27 Clean Air Act TITLE 42, CHAPTER 85, SUBCHAPTER II, Part A , § 7522 Prohibited acts (a) Enumerated prohibitions paragraph 3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42/usc_sec_42_00007522----000-.html>，擷取日期為：2011 年 6 月 11 日 
28 http://www.e-laws.gov.on.ca/html/regs/english/elaws_regs_980361_e.htm#BK6 擷取日期為 2011 年 6 月 16 日 
29 http://www.atlantacriminaldefenseblog.net/2011/03/three-atlanta-men-charged-with-car-emissions-testing-fraud.shtml  擷取日

期為：2011 年 6 月 16 日 

http://www.e-laws.gov.on.ca/html/regs/english/elaws_regs_980361_e.htm#BK6�
http://www.atlantacriminaldefenseblog.net/2011/03/three-atlanta-men-charged-with-car-emissions-testing-frau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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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應安排額外措施，以減少由內地來港車輛的油缸所進口的這類燃油量。自1999年以

來，如貨車油缸進口超過上述指定的最低燃油量，一直須受燃油稅進口限制，如下表所

示：
30

表4：貨車油缸的燃油稅豁免 

 

車輛油缸容量 豁免 

低於3,000 立方厘米
 100 公升 

3,000-10,000 立方厘米
 200 公升 

超過 10,000 立方厘米
 300 公升 

 

其他不屬貨車之車輛的油缸燃油可豁免徵收燃油稅。 

這些豁免仍然容許不少車輛進口大量燃料。以往曾有大量額外燃料非法進口到香港。不

過，這種做法已透過加強執法和豁免對符合歐盟五期柴油燃料標準的車輛徵稅而得以遏

止。
31

新加坡實施的是四分之三油缸規則，要求離開新加坡的車輛油缸必須至少有四分三

滿。

 

32

 

 為離港車輛訂立這個要求將減少進口到本港及在此燃燒的低級燃油量。更嚴厲的

措施也可行，如要求隨機測試的車輛在過境回港時卸下可能在油缸裡的任何低級燃料，

讓車輛只留下足以開回香港油站的燃油量。 

考慮使用便攜式排放量測系統 (PEMS) 
便攜式排放量測系統 (PEMS) 已在美國和中國測試，並已用於輕型車輛、市區巴士、重型

貨車和越野工程車。
33 有關方面已發現這些系統能測量氮氧化物是否處於美國聯邦參考

方法測量值的12%偏差值之內，微粒則在20%以內。
34

                                                           
30 

 歐美現正考慮把它們用作車上的實

時排放檢驗及監控設備，特別是重型車輛。PEMS 系統已獲香港的研究人員使用，以助

建立一個反映現實的數據庫，有助編訂排放清單。這項工作應該繼續下去。把PEMS 系
統安裝在專營巴士和重型貨車的做法應獲認真考慮，以作出實時排放監測。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EngDoc/B2DE9FB37129ECB54825748A00260424?OpenDocument，擷取日期

為：2011 年 4 月 27 日 
31 與香港特區政府香港海關反私煙調查組和反私油調查組指揮官 T C Wong 所作的個人通訊 
32 http://www.customs.gov.sg/leftNav/trav/Three-quarter+Tank+Rule.htm，擷取日期為：2011 年 3 月 8 日 
33 Imad A. Khalek, “PM-PEMS Measurement Allowance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R. A. Giannelli, “Development of PEMS 

Measurements”; Bao Kiaofeng, “PEMS Activiti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On-road Vehicles to Non-road Machines”, Proceedings, 
Motor Vehicle Emissions Control Workshop, 3-6 March 2010, Hong Kong, edited by  W. T. Hung and William Wong. 

34 Thomas D. Durbin et al,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Portable Emissions Measurement Systems and Federal Reference Methods 
for Emissions from a Back-Up Generator and a Diesel Truck Operated on a Chassis Dynamometer”,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7, 41 (17), pp. 6199-6204.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EngDoc/B2DE9FB37129ECB54825748A00260424?OpenDocument�
http://www.customs.gov.sg/leftNav/trav/Three-quarter+Tank+Ru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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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排放標準 
在香港作出一刀切的排放控制技術和檢修計劃升級，必須考慮究竟哪些標準技術應該升

級。為落實較高標準訂立一個務實而有效的時間表，上述建議研究所提供的資料可提供

輸入值。我們可以強烈爭辯說所有車輛都應盡快升級到歐盟五期或歐盟六期標準。雖然

不少人認為有害排放量會從歐盟一期到歐盟五期標準成直比減少，但事實似乎並非如

此。如上文所述，香港路邊空氣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中所發現有害的二氧化氮比例已在近

數年間增加，或許原因是旨在控制其他污染物而加裝柴油催化器。歐盟五期車輛有更有

效的催化還原轉換器系統，以尿素作為催化劑實際移除氮氧化物。因此，催化還原轉換

器的改裝能有效減少氮氧化物排放量，以達到歐盟五期的標準。 

然而，催化還原轉換器價值不菲而冗贅，或許只對像專營巴士和重型貨車等大型車輛進

行改裝才符合效益。因此，對於較小型車輛，一個切實地進行改裝的折衷標準可能是替

換老化或無效的催化轉換器。 

此外，很可能一些催化轉換器的改裝—採用依賴被困粒子燃燒物的微粒過濾器—或許在

實際上帶來高濃度的微粒排放量。35

 

 這點應在確定改良車輛需要哪些技術時仔細考慮。 

前瞻 
香港政府已表明它認真設法減少排放二氧化氮和微粒物質，為此要求和資助可行的最佳

排放控制技術—最近港府宣布它將支持部分專營巴士以符合歐盟五期標準的催化轉換器

進行改裝。
36

可惜，如果有關控制未能廣泛擴展，而車輛的檢驗和維修標準不獲改善，這些努力將無

濟於事。即使最終結果將可造福所有香港居民和遊客，但仍有不少特別的利益相關者反

抗和阻礙提升這些標準—這點不難理解。因此，現在我們有個問題，許多人為了追求一

己利益，因此為所有人帶來最壞的惡果。 

 

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面、致力而堅強地承諾提升排放控制標準水平和車輛檢修做

法，才可以遏止使香港空氣每況愈下的排放控制退化模式。因此有以下的政策建議： 

 

1. 由香港運輸署和環保署聯合推出研究，以估算每類車輛產生多少排放量，有多少源

於車輛排放控制設備的設計特點未如理想，又有多少源於車輛保養不足 

                                                           
35 Phil Johnson and Paul J. Miller, “Ultrafine Particles: Issues Surrounding Diesel Retrofit Technologies for Particulate Matter Control”, 

NESCAUM/NESCCAF, February 5, 2007. Available at www.nescaum.org/documents/ufp-white-paper-20070205-final.pdf (擷取日期

為：2011年3月8日). 
36 香港特區政府新聞稿「專營巴士與空氣污染」2011 年 1 月 5 日 

http://www.nescaum.org/documents/ufp-white-paper-20070205-final.pdf�


停濟不前──香港路邊空氣污染狀況 

 13 

2. 根據研究結果制訂嚴格的排放標準和檢修計劃 
3. 加強香港的檢修能力 
4. 建立嚴格的排放控制設備的要求和維修標準 
5. 實施更嚴格和嚴謹的排放量年檢 
6. 部署遠程路邊傳感器，結合隨機截車檢查排放量 
7. 為未能通過檢驗的車輛落實嚴格的要求和處罰 
8. 訂立法律制裁，禁止修改排放控制設備，並嚴禁稽查人員通過一些實際未能通過檢

查的車輛 
9. 制定措施，以防止進口和使用未達標的燃料 
10. 要求重型車輛使用 PEMS 系統，以實時監測排放量。 

香港城市環境的污染源於過千計的行動和缺乏行動；污染者和吸入空氣的旁觀者都假定

有些東西可以做。然而，如果我們能結合各方努力，堅定合作同時解決所有這些污染源

—正如歐美城市在二十多年前解決污染其城市環境的源頭，我們將可讓香港的路邊空氣

重現清新。效果可能相當迅速。至今，這種結合而堅定的努力尚未實現。現在就是付出

努力之時，事不宜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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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摘自MOBILE 5計劃用戶手冊，解釋檢修計劃應如何輸入：

37

每當輸入數據控制部分的 IMFLAG設定為 3或5 (見第2.1.9節)，用戶便需要輸入兩個檢修描述記

錄。這裡的第二個檢修描述記錄 (見 2.2.5節) 與第一個完全相同，包括所有相同的計劃參數，也使

用相同格式。MOBILE 5 讀取該兩個檢修記錄，並把其中包括的資訊結合，以確定設計者想要達到

的整體檢修計劃設計。當使用該選項輸入兩個檢修計劃的描述記錄時，有幾個考慮因素應在描述

檢修計劃時注意。 

 

首先要緊記以下事實：兩個記錄的所有參數會經共同考慮。任何一個記錄設定的任何參數也將使

模型的行為與該描述輸入保持一致。例如，如果一個記錄顯示檢修計劃只涵蓋載客車輛，但第二

個記錄則同時包括載客車輛和輕型貨車，則該模型將最少在部分對計劃獲益的計算中同時包括載

客車輛和貨車。 

第二，第二個檢修計劃的描述記錄一定會在兩者有衝突時比第一個記錄佔優。MOBILE 5模型會獨

立為每個車型年份計算排放量。如果第一個和第二個記錄同時聲稱，被描述的計劃涵蓋某個車型

年份，則只有第二個記錄描述的計劃才用於確定該車型年份的減排量。第一個記錄的資訊將在有

衝突時被略過。這項功能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非常有用。例如，如果第一個記錄表明所有車型年份

均採用引擎閒置測試，而第二個記錄則表明在1986年及較新的載客車輛採用IM240測試程序，則

引擎閒置測試將用於所有1986年及較新車輛，以及1986年前的載客車輛和貨車。第二個檢修的描

述記錄取代了1986年及較新載客車輛的測試類型。 

最後，兩個檢修描述記錄不應該用以顯示檢修計劃隨著時間推進所反映的轉變。檢修計劃的開始

日期影響 (原文如此) 車輛在任何指定的公曆年份為每個車型年份獲得多少益處。如果在第二個檢

修計劃的描述記錄中的檢修計劃開始日期與第一個不同，則第二個檢修計劃的開始日期將用於為

任何車型年份確定被納入檢修計劃描述的益處。 

例如，有一個自1984年開始實行至今的檢修計劃，在公曆1995年開始為1986年和較新車輛採用檢

修240測試程序。如果用戶為第二個檢修描述記錄設定檢修計劃的開始日期為1995年，而該記錄

描述計劃中檢修240的一部分，則其結果看來會是：從 1990年至1996年一系列的公曆年份評估將

呈現自1995年開始在計劃描述出現變化。然而，由於第二個檢修計劃的描述記錄實際上改變了 
1986年至1995年型車輛的開始日期，這些車輛的益處將在1996年變得不正確。在這情況下，將須

運作兩次獨立的 MOBILE 5計劃，一個描述在公曆1990年至1994年生效的計劃，另一個描述1995年
後的計劃。 

在第二次運作時，兩個檢修描述記錄的檢修計劃開始日期會是1984年，反映車輛首次檢驗的日

期。 

                                                           
37 “User’s Guide to MOBILE5” pp 1-16, 1-17.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ocument EPA-AA-TEB-94-01. 擷取日期為：

28/2/2011，於 http://www.epa.gov/oms/models/mobile5/mob5ug.pdf. 

http://www.epa.gov/oms/models/mobile5/mob5u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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