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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的第四次會議。

議程 1 – 通過第三次會議摘要

2. 第三次會議摘要無須進一步修訂，獲工作小組確認通過。

議程 2 – 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結果(工作小組文件第 1/2018 號) 

3. 總結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結果的工作小組文件第 1/2018 號已在會前發送

予各委員傳閱。

I. 概述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背景和在 2017 年 6 月向工作小組報告三個

專家小組(能源和發電、陸路運輸和海上運輸專家小組)的工作 

 

4. 何德賢先生(環境保護署)概述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背景及工作小組已完

成的工作：

(a) 陸路運輸、海上運輸和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共探討了 70 項改善空

氣質素的可能新措施，並詳細考慮實施新措施的可行性。在這 70

項措施中，專家小組同意 27 項為短期措施，4 項為中期措施，13

項為長期措施，其餘 26 項措施為不可行、不具改善空氣質素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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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不符合是次檢討範圍。此外，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設立的專題

小組，探討了 8 項在 3 個專家小組討論範圍以外的其他空氣污染

源的新措施，當中包括 3 項短期措施。除此，在 2018 年施政報告

內公佈的兩項新方案亦屬短期措施。

(b) 環保署於 2017 年 9 月及 10 月展開一個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公眾

人士對改善空氣質素的可能新措施的意見。公眾參與活動共接獲

約 370 份書面意見，當中大多數的意見都關於陸路運輸、海上運輸

和能源與發電的可能新措施，並已被相關的專家小組討論。

(c) 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討論並確認了進行空氣質素評估和健康

與經濟影響評估的方法。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的會議上，空

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討論了空氣質素的評估、收緊空氣質素指

標的可能範圍、及健康和經濟影響的評估。會議支持評估的結果，

即二氧化硫和微細懸浮粒子的空氣質素指標可按工作小組第

1/2018 號文件第 19 至 20 段所述收緊。 

 

5. 有委員質詢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的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會議

是否已確認收緊二氧化硫和微細懸浮粒子的空氣質素指標的可能範圍，主席

回憶他作為該專家小組的主席，在該會議結束前的總結表示會議已考慮顧問

團隊的評估結果，包括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可行空間。主席指出在空氣科學

與健康專家小組的會議上，並沒有委員就把結果提交到本工作小組考慮，提

出異議或有所保留。

委員就改善空氣質素措施的意見

6. 部份委員建議政府執行以下措施以改善空氣質素：

(a) 因應很多新建的郵輪會以液化天然氣作燃料，探討及推廣在遠洋

船使用液化天然氣；

(b) 探討在船隻上使用輕質物料(如碳纖維)及促進建造電動船的充電

設施；

(c) 加快巴士路線重組計劃；

(d) 繼續向陸路運輸業界提供資助，淘汰老舊柴油商業車輛；

(e) 支持發展及使用電動車，包括電動商用車輛；及

(f) 繼續與廣東省政府合作改善區域空氣質素。

會後備註：一名未有出席會議的委員於會議後提交意見，指出船隻使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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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天然氣有較大減排效益，並有助提升港口競爭力，建議將探討在船隻上使

用液化天然氣的措施推前為短期措施。] 

7. 主席備悉委員的意見，並回應指政府會繼續留意相關技術發展，以期引

入新的切實可行的措施以改善空氣質素。政府長期以來與廣東省政府合作以

改善區域空氣質素。兩地制定了 2015 年和 2020 年的區域減排目標以改善區

域空氣質素，並已開展制定 2020 年以後的減排目標聯合研究。

8. 一名委員表示會議文件未有反映運輸業界在陸路運輸專家小組會議上

表達的意見，包括興建新的過海隧道或道路以減輕交通擠塞問題。何德賢先

生(環保署)回應指建議的措施已列在會議文件的相關附件內。主席補充本會

議的重點在於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評估結果及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可能範

圍。

委員就量化可能新措施的減排成效的意見

9. 一名委員指出，在 14 項陸路運輸的短期可能新措施中，政府只量化「加

強推動巴士路線重組的地區宣傳」一項措施的減排成效，而未有量化其餘 13

項短期陸路運輸改善空氣質素措施及其他中、長期更有效的陸路運輸改善空

氣質素措施，因而可能低估 2025 年空氣質素的改善幅度。另有數名委員建

議若量化短期可能新措施的減排效益，尤其是涉及重大投資或在推行上具挑

戰性的措施，可能有助在推行措施時得到區議會及公眾的支持。

10. 何德賢先生(環保署)澄清大部份陸路運輸專家小組所探討的短期可能新

措施的減排效益並不顯著，或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因此未有量化這些措施

的減排效益。副主席指出 2025 年的空氣質素評估已考慮所有具有顯著減排

潛力的現行措施、已承諾實施的措施和可能新措施(例如收緊汽車排放標準、

淘汰老舊及高污染的柴油商業車輛等)。副主席補充指在即將舉行的公眾諮

詢時，會清楚列明那些措施的減排效益已被或不被量化。

II. 報告經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討論的空氣質素模擬結果

11. 顧問滙報 2015 年、2020 年及 2025 年的空氣質素評估結果：

(a) 2015 年的空氣質素模擬結果與環保署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所錄得

的空氣質素監測數據的吻合度很高；

(b) 除臭氧的 8 小時平均濃度外，香港可在 2020 年大致達致現行的空

氣質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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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5 年的空氣質素模擬結果指出，實施現行措施、已承諾實施的

措施以及新措施可持續減低大氣中空氣污染物的濃度，唯臭氧的

濃度會有輕微上升。預期臭氧濃度輕微上升的主因是由於已實施

的/將推行的車輛排放管制措施會減少車輛排放的一氧化氮。儘管

車輛排放管制措施能有效降低二氧化氮的濃度，一氧化氮的消減

會同時降低其與臭氧的滴定效果(即一氧化氮與臭氧的化學反應從

而消耗臭氧)，因此推算出臭氧濃度會有輕微上升，尤其是在交通

流量較高的地區；

(d) 2025 年的空氣質素評估結果顯示，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平均濃度可

符合下一階段的世界衞生組織(世衞)中期目標(即中期目標-2)，容

許超標次數可維持在現時的三次； 

(e) 空氣質素評估結果顯示，微細懸浮粒子的年均濃度或可以符合下

一階段的世衞中期目標-2。至於微細懸浮粒子的 24小時平均濃度，

則可以在放寬可容許的超標次數由現時 9 次至 35 次下，符合下一

階段的世衞中期目標-2；及

(f) 評估亦包括一個假設香港在沒有空氣污染物排放的假定情景下的

空氣質素，與 2025 年的空氣質素評估結果作比對。

12. 一名委員查詢設定微細懸浮粒子的 24 小時空氣質素指標容許超標次數

的政策指引，何德賢先生(環保署)回應指設定容許超標次數是參考世衞《空

氣質素指引》(《指引》)，考慮在不可控制的因素下(如不利的氣象條件)而導

致的超標情況。例如歐盟亦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 24 小時指標的容許超標次

數訂為 35 次。

13. 一名委員指出假設香港在沒有空氣污染物排放的假定情景下的空氣質

素充分顯示政府應加強與內地合作以改善空氣質素。另有委員建議政府應制

訂工作計劃達致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主席告知政府一直與廣東省政府緊密

合作，並制訂區域空氣質素管理計劃，減少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排放，

以改善區域空氣污染。 

 

14. 一名委員支持收緊微細懸浮粒子的空氣質素指標，他指出有科學證據證

明長期暴露於微細懸浮粒子(以年均濃度計)會對健康有重大影響，而短期濃

度的變化則較受不利氣象條件所影響。他支持放寬微細懸浮粒子的 24 小時

空氣質素指標的容許超標次數，唯建議政府需清楚向公眾解說相關的科學理

據。

III. 匯報經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討論的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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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顧問滙報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的結果：

(a) 以 2015 年健康數據為基線數據，評估了 2025 年因空氣質素改善

所帶來長期(以死亡率計)和短期(以入院和門診就診的發病率計)的

健康效益；

(b) 2025 年空氣質素的改善可減少約 1 848 宗早逝、1 528 次醫院入院

和 262 277 宗門診就診個案；

(c) 然而，2025 年臭氧濃度的增加會輕微抵消部份短期健康效益；

(d) 因減少入院和門診就診直接節省的開支估計約為 9 600 萬港元，而

減少生產力下降所節省的成本估計約為 1.5 億港元。根據「統計生

命價值」法，減少早逝的經濟得益估計約為 330 億港元；

(e) 與所有的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一樣，其評估方法均有局限性，例如

缺乏經私家醫院急診入院個案的數據，而採用統計生命價值亦是

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

16. 一名委員指出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應包括一個將所有空氣質素指標訂

為世衞《指引》水平的情景。他亦認為應採取與上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報告

中類似的方法，為每個可能新措施進行獨立的成本效益分析。另一名委員認

為應在檢討開展時設定健康目標，以推動政策，並質疑今次檢討的健康和經

濟影響評估的目的。另外，有意見認為評估未有就改善空氣質素對健康人士

的健康影響，評估結果趨向保守。

[會後備註：一名委員於會議前提交意見，建議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及為健康

和經濟影響評估範圍以外的經濟效益(例如香港競爭力的提升)進行量化。另

一名委員於會議後提交意見，建議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可考慮空氣質素改善

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如空氣質素達致及維持在世衞《指引》水平的相關成本。]

17. 何德賢先生(環保署)提醒委員評估健康和經濟影響的方法已經過空氣科

學與健康專家小組的充分考慮和確認。是次檢討所考慮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

施是以措施的可行性定優次。主席進一步解釋，個別空氣質素管制措施的詳

細成本效益分析較適用於以詳細成本效益分析以決定措施的相對優次。然而，

本檢討採用的方法是所有可行的新空氣質素短期措施均已考慮在 2025 年的

空氣質素評估內。因此，經濟效益方面的評估結果僅供參考，而非用於措施

的優次排序或證明。

18. 有個別委員認為，進一步收緊空氣質素指標可加強改善空氣質素的推動

力從而保障公眾健康；措施的可行性不應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主席解釋，

就香港目前的空氣質素管理系統而言，改善空氣質素的推動力是達致世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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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以保障公眾健康，途徑是透過採取各種措施減少不同污染源的排放，

當中包括發電廠、工業活動、汽車等。空氣質素指標的最大功能不是推動力，

而是作為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程序下指定工程項目的考量準則。當整

體空氣質素得到改善時，就必然收緊空氣質素指標以提升基準。法例亦規定

必須每五年最少檢討空氣質素指標一次，確保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達致世衞

《指引》的最終目標。由於空氣質素指標是環評程序的法定準則，必須要考

慮達致指標的可行性。否則，若訂定不切實際的空氣質素指標，香港的所有

發展可能會停止。不論空氣質素指標設定的水平，除非空氣質素已達致世衞

《指引》的標準，政府將繼續推行適當的改善空氣質素措施，以保障公眾健

康。 

 

IV. 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可能範圍 

 

19. 主席複述工作小組第 1/2018 號文件第 28 段有關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範

圍： 

 

(a) 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空氣質素指標，可以從世衞中期目標-1 的水平

(125 微克/立方米)收緊至中期目標-2 的水平(50 微克/立方米)，並

維持目前容許超標次數（每年三次）不變; 以及 

(b) 微細懸浮粒子的一年空氣質素指標，可以從世衞中期目標-1 的水平

（35 微克/立方米）收緊至中期目標-2 的水平（25 微克/立方米）；

其 24小時空氣質素指標，可以從中期目標-1的水平（75 微克/立方

米）收緊至中期目標-2的水平（50微克/立方米），而容許超標次數

則從目前的每年九次增加至 35次。 

 

20. 主席告知委員一名未能出席會議的委員，以書面向主席澄清傳媒就其對

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立場的不正確報導。他指出“.....對於以『健康為主導』

的方式修訂空氣質素指標，我們應逐步收緊已達致空氣質素指標的指標（除

非有關指標已訂在世衞《指引》的標準），然後確定收緊指標所需的政策;對

於那些未能達致指標的污染物，應維持其現行的指標，並集中實施政策以改

善相關污染物的水平。至於臭氧，由於我們仍未達致其 8 小時的指標，重點

應該是確定可減低 8 小時峰值臭氧濃度的政策。……最後，我想表示支持建

議修訂的空氣質素指標（即收緊二氧化硫及微細懸浮粒子的指標，其他的指

標維持不變。” 

 

21. 主席邀請委員就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可能範圍發表意見。  

 

22. 一名委員表示不同意檢討結果指出只有空間收緊二氧化硫和微細懸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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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空氣質素指標，而未能收緊可吸入懸浮粒子和臭氧的空氣質素指標。

他亦認為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空氣質素指標應收緊至世衞《指引》水平，因

為香港 2018 年的二氧化硫年均濃度為個位數字(低於 10 微克/立方米)，看不

到將 24 小時空氣質素指標訂在世衞中期目標-2(即 50 微克/立方米)的理由。  

 

23. 其他委員建議，除了將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空氣質素指標收緊至世衞中

期目標-2 水平並保持容許超標次數(每年三次)不變外，政府亦可考慮是否可

將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空氣質素指標收緊至世衞《指引》水平，同時放寬容

許超標次數。

24. 一名委員建議政府進行空氣質素模擬的補充分析，探討是否有空間收緊

可吸入懸浮粒子的空氣質素指標 [會後備註：環保署、顧問及有關委員於

2019 年 1 月 3 日舉行了一次技術會議，討論建議的補充空氣質素模擬分析。

根據分析的結果，會議同意顧問在「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提出的空氣質素

科學評估結果仍然有效（即預期 2025 年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濃度未能達致世

衞中期目標-3）。有關補充分析資料將會納入顧問的研究報告。] 。部份委員

建議若補充分析結果顯示無法收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空氣質素指標，應明確

告訴公眾政府在減少本地和區域性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所進行的工作，並在

下一次檢討進一步研究針對可吸入懸浮粒子的適當減排措施。

25. 顧問回應指空氣質素評估結果顯示並無收緊臭氧的空氣質素指標的空

間。假設在「香港零排放」的假定情景下的評估結果亦顯示香港大部份地區

的臭氧濃度均未能符合現時的空氣質素指標，並指出臭氧濃度極受區域性的

影響。主席重申了香港與廣東省雙方在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方面的共同努力。

26. 考慮委員的以上意見，主席建議及會議同意接納工作小組第 1/2018 號文

件第 28 段所述的為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結果，而上文第 23 及 24 段委員的

建議則作為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補充評估。環境局局長會向環境諮

詢委員會(環諮會)報告檢討結果及建議，以期在 2019 年進行公眾諮詢。補充

評估的結果會包括在環諮會的報告及相關的公眾諮詢文件內。

議程 3 – 其他事項

27.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28. 主席告知委員本會議為工作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並感謝委員參與工作

小組及為是次檢討和改善本港空氣質素所付出的寶貴貢獻。

29. 會議於下午 7 時 15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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