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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1/2018號(27.11.2018) 

 
 

隧道交通流量合理分布  
 
 
 過海隧道交通擠塞的問題急須解決，刻不容緩。鑑於每天均有

大量乘客出行和大量貨物運送，交通擠塞問題對香港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深

遠。海底隧道(「紅隧」)和東區海底隧道(「東隧」)現時平日早上繁忙時間
的交通需求，已顯著超越各自的設計容車量，分別超出達 77%及 38%之
多，導致連接道路出現相當長的車龍，影響非過海交通。  
 
2.  現時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平日早上南行和傍晚北行的交通需
求，較其每天 118 000 架次的設計容車量，分別少 10%及 14%。然而，西
隧的剩餘容車量受到其位於中環和上環的連接道路的擠塞的限制。隨著中

環灣仔繞道與東區走廊連接路將在 2018 年底／2019 年初通車，西隧連接
道路的交通情況將隨之改善，使西隧可接收從紅隧和東隧分流的交通。  
 
 
顧問研究  
 
3.  運輸署於 2017 年 1 月經公開招標程序委託艾奕康有限公司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就隧道交通流量合理分布進行研究。  
 
4.  顧問公司首先建立策略性的交通模型，用作評估未來的交通流

量。這個模型根據多項社會經濟因素而建立，包括人口及就業分佈、土地

運用、家庭收入、經濟增長等。  
 
5.  顧問公司透過策略性的交通模型，以四個階段的運算模式，即

「行程產生」、「行程分配」、「交通模式選擇」及「行程路徑」，來推

算不同主要道路的未來交通流量。運算過程中，顧問公司加入相關數據，

包括交通及運輸系統發展、出行習慣、現時隧道收費水平等。  
 
6.  其後，顧問公司建立一個三條過海隧道的交通分流運算模型，

以分析不同的隧道費方案。顧問公司透過駕駛者「意願偏好」調查 (即駕駛
者陳述或顯示不同隧道費對其選擇路線偏好的影響 )搜集數據，並使用現有
數據作精密調校，利用這個模型詳盡分析駕駛者因應不同隧道費方案而作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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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研究過程中，顧問公司仔細測試了不同隧道收費組合的相

互效應，以計算出不同隧道收費組合的交通流量預測並作深入比較，從而

建議最佳的分流方案。由此可見，建議的指定隧道費水平是建基於具科學

基礎及數據分析的交通數值模型。  
 
三條過海隧道的隧道費調整方案  
 
8.  為三條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得以較合理分布，並盡量減少隧道

交通對非隧道交通的影響，研究建議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隧道費如下：  
 
表 1 :  建議指定隧道費水平  
 

車輛類別  

西隧  紅隧  東隧  

現時法定  
隧道費  

現時優惠  
隧道費  

建議  
指定  
隧道費  

現時  
隧道費  

建議  
指定  
隧道費  

現時  
隧道費  

建議  
指定  
隧道費  

私家車  $240 $70 $50 $20 $40 $25 $40 

電單車  $140 $25 $20 $8 $16 $13 $16 

載客的士  $240 $65 $36 $10 $20 $25 $20 

非載客的士  $240 $65 

(另有深
宵優惠隧

道費) 

$15 $10 $15 $15 $15 

 
9.  按建議的隧道費水平實施「三隧分流」方案，可帶來四大成

效：  
 

(i)  有效紓緩過海交通擠塞：方案預期可減短繁忙時間紅隧和
東隧的總車龍長度達一成至超過四成，和縮短過隧道的時

間多達 13 分鐘。  
 

(ii)  減低對非過海車輛及乘客的影響：方案可縮短紅隧和東隧
連接道路上的車龍，釋放現時受過海車龍阻塞的多個港九

交通分流點，減低對非過海交通，包括大量每天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的乘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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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鎖定未來西隧隧道費：根據擬議西隧隧道費補償方案(見下
文第 12 至 16 段)，私家車和電單車駕駛者，以及的士乘
客，由 2020 年開始至西隧專營權屆滿前，只須繳付指定隧
道費，不用再承受西隧隧道費加價的壓力。  

 
(iv)  整體社會受恵：現時每日乘坐專營巴士過海的市民，高達

近六十萬人次。方案使路面交通暢順，不僅利便了駕駛

者，亦令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廣大巿民節省出行時間。方

案每年可節省約 8億元的社會成本 1，以及每年減少經車輛

排放產生的約 3,800 公噸二氧化碳，相等於種植 16 萬棵樹
木改善空氣質素。  

 
 
其他隧道費調整方案  
 
10.  我們明白有意見認為應修改方案，例如調低建議的紅隧和東隧

的隧道費加幅。顧問公司已仔細分析不同的隧道費方案，研究數據顯示，

這些建議會導致東隧的擠塞比不實施「三隧分流」更差，或令西隧的車龍

阻礙非過海交通，因此並不可行。  
 
11.  假設紅隧和東隧的私家車隧道費改為 $30(即較建議加幅減少
$10)，對東區而言，相比不實施「三隧分流」或建議的「三隧分流」方
案，會令東隧往九龍傍晚繁忙時間車流增加，延長東區走廊的車龍，令東

區走廊往東隧的交通擠塞惡化，亦無法釋放東區走廊由民康街連接路往柴

灣方向的交通分流點。其他例子的情況載述於附件一。  
 
 
擬議西隧隧道費補償方案  
 
12.  西隧是以「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建造的隧道，現時由私營

的西隧公司擁有並營運，直至 2023 年 8 月 1日專營權屆滿為止。根據《西
區海底隧道條例》 (第  436 章 )，西隧專營公司只要符合該條例所訂明的條
件，便可調高法定隧道費最多六次 2，直至專營權屆滿為止。西隧公司可基

                                           
1  即可節省的行車距離乘以車輛運作成本，再加上可節省的行車時間乘以
時間值。  

2  西隧公司只可每年增加一次法定隧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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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業考慮，全權決定隨時把優惠隧道費調高至法定隧道費水平，政府沒

有法定權力否決或押後。  
 
13.  為鼓勵使用紅隧或東隧的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  (「目標車
輛」)駕駛者轉用西隧，以更善用西隧容車量，我們自 2017 年年底起與西
隧公司商討如何作出安排，讓目標車輛駕駛者使用西隧時所須繳付的實際

隧道費，可調低至建議的指定隧道費水平 (即上文表 1 所示 )，直至專營權
屆滿為止。政府和西隧公司已原則上同意擬議的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如下:   

 
(i)  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直至 2023 年 8 月 1 日專營權屆滿，
目標車輛駕駛者使用西隧須繳付的實際隧道費，將會訂為

私家車 50 元、電單車 20 元、載客的士 36元及非載客的士
15 元(即上文表 1 內的西隧建議指定隧道費)；  

 
(ii)  就目標車輛的每一次使用西隧的車程，政府會向西隧公司
補償建議指定隧道費和西隧公司預期未來的隧道費水平(載
於附件二)之間的差額；以及  

 
(iii)  政府在整個補償期內就目標車輛支付的補償總額將以 18 億
元為上限。  

 
14.  政府向西隧公司補償的金額將會按目標車輛的實際車流量 (即
「每車輛架次」 )計算。我們將會和西隧商討為擬議計劃設立獨立的檢查和
審核機制。  
 
15.  要落實擬議的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需得到立法會通過法例修

訂 (並同期實施 )調整紅隧和東隧的目標車輛隧道費至表 1 內的建議指定隧
道費水平。  
 
16.  擬議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的總額上限為 18 億元(見上文第 13(c)
段)。此上限是政府和西隧公司商討的結果，當中考慮到西隧公司因要收取
建議指定隧道費而引致的收入損失，以及由 2020 年 1月 1日至專營期屆滿
期間不能彈性調整目標車輛優惠隧道費。在擬議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下，

政府向西隧的補償將以大幅低於現時法定隧道費水平的預計未來隧道費水

平(載於附件二)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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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現行法例並無強制西隧公司必須向政府出售西隧。除非售價對

西隧公司十分吸引，否則該公司並無商業誘因出售西隧，加上商討售價涉

及更多的因素(如剩餘資產值等)，因此回購西隧的建議並不可行。  
 
 
專營巴士的隧道費豁免  
 
18.  根據豁免專營巴士隧道費的建議，每個專營巴士營辦商須把節

省的隧道費開支撥入其各自專門就此開設的基金帳目下，預留作紓緩其加

價壓力，以期降低市民日後所需承受的加價幅度，讓市民可繼續享用實惠

且高效的專營巴士服務。  
 
19.  專營巴士作為路面集體運輸工具，載客量高，豁免其使用收費

隧道及道路的收費應為優先。正如《2018 年施政報告》所述，政府將按
「擠塞徵費」的理念，研究各類別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及青馬、青沙管

制區的收費水平，讓載客效率高及支援經濟活動的車輛類別，可享有較優

惠的收費，而載客量低的車輛類別則需付較高的費用。  
 
20.  然而，由於非專營巴士營辦商所提供的服務一般由使用者 /團體
與營辦商自行協商安排，其收費水平不受法例規管，票價調整亦無需運輸

署審核 3。因此，即使將來考慮過後認為可以減低或豁免非專營巴士營辦商

的隧道費，政府亦會較難如專營巴士般能確保營辦商會預留相關款項作減

輕未來加價壓力之用，或要求營辦商減免乘客車費。  
 
21.  至於公共小巴，由於其載客量較少，我們須小心考慮其隧道費

的安排。而由於紅色小巴的行車路線及收費同樣無需運輸署審批，因此紅

色小巴營辦商即使獲減低或豁免繳交使用收費隧道及道路的收費，運輸署

亦較難如專營巴士般能確保營辦商會預留相關款項作減輕未來加價壓力之

用，或要求營辦商減免乘客車費。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檔案編號︰H A D  W TS DC  1 3- 15 /5 / 2  P t . 24  

 

                                           
3  如營辦商欲更改服務詳情表上所指定的細則（包括時間表和收費等），
運輸署會要求營辦商先獲得使用者/團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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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調整幅度 
相比不實施「三隧分流」，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
會造成以下主要情況 

相比政府建議的方案，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亦會
造成以下情況 
 

1.  政府建議水平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為$50、$40、$40 

(a) 車龍: 紅隧車龍最多可以減短約 1.1公里；東隧車
龍最多可以減短約 300米。兩隧總車龍長度減少
達一成至超過四成。 

(b) 車流: 紅隧及東隧繁忙時間的車流可以分別減少
每小時 600架次及 100至 2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可釋放紅隧及東隧連接路的
10個交通分流點。 

(d) 社會成本: 每年可節省約 8億元 1。 

(e) 環保：每年減少排放約 3,800公噸二氧化碳，相
等於種植 16萬棵樹木。 

(f) 西隧隧道費：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隧道費，由
2020年開始的 3年多，鎖定在政府指定的隧道費
水平。 

-- 

                                           
1 即可節省的行車距離乘以車輛運作成本，再加上可節省的行車時間乘以時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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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調整幅度 
相比不實施「三隧分流」，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
會造成以下主要情況 

相比政府建議的方案，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亦會
造成以下情況 
 

2.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為$50、$20、$25
（即紅隧及東隧隧道費

不變） 

(a) 車龍: 紅隧最長車龍只能減短約 300米。 

(b) 車流: 紅隧繁忙時間的車流只能減少每小時 100
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影響額外兩個位於觀塘的交
通分流點（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 

 

(a)  車龍: 紅隧和東隧最長車龍分別延長約 800米及
約 300米。 

(b) 車流: 紅隧和東隧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分別增加
500架次及 100至 2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可釋放的交通分流點減少 7
個（例如無法釋放告士打道大部分交通分流點），

以及影響額外兩個位於觀塘的交通分流點（例如

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 

3.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為$50、$30、$30 

(a)  車龍: 觀塘繞道往東隧的車龍會延長約 400米。 

(b) 車流: 東隧往港島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會增加
2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影響額外 3個位於觀塘及藍
田的交通分流點（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

及鯉魚門道轉入東隧路口）。 

(a) 車龍: 紅隧和東隧最長車龍分別延長約 300米及
約 500米。  

 
(b) 車流: 紅隧和東隧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分別增加

200架次及 3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可釋放的交通分流點減少 3
個（例如漆咸道北與蕪湖街交界處和東區走廊由民

康街連接路往柴灣方向），以及影響額外 3個位於
觀塘及藍田的交通分流點（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

交界處及鯉魚門道轉入東隧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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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調整幅度 
相比不實施「三隧分流」，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
會造成以下主要情況 

相比政府建議的方案，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亦會
造成以下情況 
 

4.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為$50、$35、$35 

(a) 車龍: 藍田往東隧的車龍會延長約 200米。 
 
(b) 車流: 東隧往港島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會增加 100
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影響額外 3個位於觀塘及藍
田的交通分流點（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及

鯉魚門道轉入東隧路口）。 
 

(a) 車龍: 紅隧和東隧最長車龍分別延長約 100米及
約 300米。 

 
(b)  車流: 紅隧和東隧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分別增加

100架次及 2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可釋放的交通分流點減少兩
個（例如無法釋放漆咸道北與蕪湖街交界處），以

及影響額外 3個位於觀塘及藍田的交通分流點
（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及鯉魚門道轉

入東隧路口）。  
 

5.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為$40、$30、$30 

(a) 車龍: 藍田往東隧的車龍會延長約 400米；西九龍
公路往西隧的車龍會長達 1.9公里；中西區往西隧
的車龍會長達 1.5公里。 

 
(b) 車流: 東隧及西隧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會分別增
加 100至 200架次和 1,0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影響額外 7 個的交通分流點
（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西九龍公路連

接路往窩打老道及由干諾道西天橋往西營盤）。 

(a) 車龍: 紅隧和東隧最長車龍分別延長約 100 米及
約 500米；西隧的車龍延長約 500米。 

 
(b) 車流: 紅隧、東隧和西隧繁忙時間車流分別增加
每小時 100架次、300架次及 3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可釋放的交通分流點減少 1
個（無法釋放東區走廊由民康街連接路往柴灣方

向的交通分流點），以及影響額外 7個的交通分流
點（例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西九龍公路

往窩打老道及由干諾道西天橋往西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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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調整幅度 
相比不實施「三隧分流」，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
會造成以下主要情況 

相比政府建議的方案，這樣的調整在 2021年預計亦會
造成以下情況 
 

6.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劃一為$25（即東
隧隧道費不變） 

(a) 車龍: 藍田往東隧的車龍會延長約 400 米；東區
走廊往東隧的車龍會延長約 300 米；西隧車龍長
達 1.5至 2.0公里。 

 
(b) 車流: 東隧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會增加 200 架
次；西隧繁忙時間的車流每小時增加 1,000 架次
至 1,1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影響額外7個交通分流點（例
如觀塘道與將軍澳道交界處及鯉魚門道轉入東隧

路口、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往柴灣方向的交

通分流點及西九龍公路連接路往窩打老道）。 
 

(a) 車龍: 紅隧和東隧最長車龍分別延長約 800 米及
約 600米；西隧的車龍延長約 500至 600米。 

 
(b) 車流: 紅隧和東隧繁忙時間車流每小時分別增加

500至 600架次及 300 至 400架次；西隧繁忙時
間車流每小時增加 300至 4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可釋放的交通分流點減少 7
個（例如無法釋放告士打道大部分交通分流點），

以及影響額外 7個交通分流點（例如觀塘道與將
軍澳道交界處，由西九龍公路往窩打老道及由干

諾道西天橋往西營盤）。 

7.  西隧、紅隧、東隧私家車
隧道費劃一為$40 

(a) 車龍: 西九龍公路往西隧的車龍長達 2.4公里；中
西區往西隧的車龍長達 1.9公里。 

 
(b) 車流: 西隧繁忙時間的車流每小時增加 1,200 架
次至 1,3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影響額外4個交通分流點（例
如由西九龍公路連接路往窩打老道及由干諾道西

天橋往西營盤）。 
 

(a) 車龍: 西隧的車龍延長約 1公里。 
 
(b) 車流: 西隧繁忙時間的車流每小時增加 500至

600架次。 
 
(c) 非過海交通分流點: 額外影響 4 個位於中西區及
西九龍的交通分流點（例如由西九龍公路往窩打

老道及由干諾道西天橋往西營盤）， 
 

 



附件二  

 

 
擬議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  

預期未來隧道費水平  

 

 
因 應 擬 議 的 西 隧 隧 道 費 補 償 計 劃 ， 西 隧 公 司 的 業 務 計 劃 預 期 ， 直

至  2023 年  8 月  1 日專營屆滿：  

 
(a) 由現時的優惠隧道費水平（私家車和電動載客車輛為 70 元，的

士為  65 元）開始，每年上調私家車、電動載客車輛和的士的每

程隧道費（於 2019 年  6 月  1 日首次上調，其後在每年 6 月 1

日起實施），每次幅度為 5 元；  

 
(b) 現時電單車和機動三輪車的每程優惠隧道費（ 25 元）維持不變； 

 
(c)  現時就非載客的士在深宵時段（午夜零時至早上七時）提供的

推廣隧道費（ 10 元）維持不變；及  

 
(d) 在 2019 年 6 月 1 日把單層專營巴士的每程優惠隧道費上調

至  140 元和把雙層專營巴士的每程優惠隧道費上調至 200 元，

隨後在  2022 年 1 月 1 日把單層專營巴士的每程隧道費上

調  10 元和把雙層專營巴士的每程隧道費上調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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