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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就人境事務處（人境處）提供的個人證件服務及自助出人境

檢查進行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人境處負責為香港居民辦理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簽發香港身分證、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各類個人證件，以及處理

訪客、外籍家庭傭工、商人及優秀人才（註1）的簽證申請。人境處透過其總

部及全港各分區辦事處，為市民提供個人證件服務。 

1.3 人境處個人證件部下設兩個科，提供以下服務： 

卹 證件科 負責下列辦事處的管理和運作： 

。） 四間出生登記處、三問死亡登記處、五間婚姻登記處和婚姻

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以辦理在香港出生、死亡及婚姻的

登記，以及提供相關的服務； 

。 六間人境處分區辦事處，以處理香港特區旅行證件、延長逗

留期限及簽證的申請，以及收取與外籍家庭傭工有關的僱員

再培訓徵款；及 

(iii) 旅行證件及國籍（申請）組和旅行證件（簽發）組，均設於人境

處總部，以處理及簽發香港特區護照和簽證身分書；及 

(b）人事登記科 主要負責下列辦事處的管理和運作： 

。） 五間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以處理有關香港居民就登記和

簽發身分證遞交的申請； 

(ii) 九間智能身分證中心，以推行全港市民換領智能身分證計

劃；及 

。泌居留權組，以核實領取永久陸居民身分證的資格。11歲及以

上的合資格申請人將獲安排前往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辦

理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手續。 

註”：優秀人才指根據輸人內地人才計劃申請來港工作進人許可證的內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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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4 個人證件部組織圖載於附錄A。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個人

證件部的編制共有1215名人員，以及為推行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而從政府中

央調派的 523 名額外人員。在2005-06 年度，提供個人證件服務的收人和開

支分別為 3.16億元和5.73 億元。 

服務承諾 

1.5 自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起，人境處每年均發表服務承諾，冀提高該處的透

明度和問責程度，並且在公營部門建立以客為本的文化。就個人證件服務訂定

的服務承諾，列出處理和簽發證件的標準時間。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年間， 

個人證件部均能達到人境處管制人員報告中的服務表現目標。 

提供服務途徑 

1.6 個人證件服務 部分個人證件服務可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人境處

的電話預約系統作出安排，藉以改善提供服務的質素和效率。 

1.7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政府推出公共服務電子化計

劃，利用互聯網或生活站，為市民提供服務。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共設立了15個生活站。人境處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部分個人證了4: 
服務。這些服務包括下列各項預約： 

卹 在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辦理登記和換領身分證； 

(b）在人境處分區辦事處申請旅行證件或延長逗留期限； 

(c）在婚姻登記處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及 

(d）根據全港市民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在智能身分證中心換領身分

證。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市民亦可申請翻查出生、死亡及結婚記錄和申領有

關登記的核觀叮本，通知人境處提前終止輸人勞工／外籍家庭傭工的合約，瀏

覽關於人境處的資料，以及索取申請表格。 

1.8 電話預約系統 市民石〕利用人境處的電話預約系統，預約公共服務電子

化計劃亦有提供的個人證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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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助出入境檢查 

1.9 二零零三年一月，財務委員會批准 3.53 億元撥款，就旅客自助出人境

檢查（旅客自助檢查）系統和車輛司機自助出人境檢查（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系

統裝設自助過關通道俗道），以應付出人境管制站不斷增加的過境旅客及來往

車輛。透過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智能身分劃寺有人和過境司機可分別使用八個

管制站內的旅客自助檢查e∼道和三個管制站內的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 道，以

自助方式辦理出人境手續（註 2)。 

帳目審查 

1.10 審計署就人境處提供個人證件服務及自助出人境檢查的節省程度、效率

和效益進行了帳目審查。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卹 分區辦事處的管理（第 2部分）; 

(b）提供服務途徑（第 3 部分）；及 

(c）管制站自助出人境檢查（第4部分）。 

1.11 審計署在進行帳目審查時，曾查閱人境處的記錄，並與人境處的人員面

談。審計署發現有若干方面可予改善，並已就有關問題提出多項建議。 

當局的整體回應 

1.12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1.13 保安局局長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1.1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歡迎審計署就改善人境處提供個人證件服務及自

助出人境檢查的成本效益而提出的建議。 

鳴謝 

1.15 在帳目審查期間，人境處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註 2：設有旅客自助檢查e- 道的八個管制站分別位於香港國際機場、中國客運碼頭、港

澳客輪碼頭、紅砌、羅湖、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設有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間道的三個管制站則位於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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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審計署就人境處提供個人證件服務及自助出人境檢查的節省程度、效率

和效益進行了帳目審查。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卹 分區辦事處的管理（第 2部分）; 

(b）提供服務途徑（第 3 部分）；及 

(c）管制站自助出人境檢查（第4部分）。 

1.11 審計署在進行帳目審查時，曾查閱人境處的記錄，並與人境處的人員面

談。審計署發現有若干方面可予改善，並已就有關問題提出多項建議。 

當局的整體回應 

1.12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1.13 保安局局長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1.1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歡迎審計署就改善人境處提供個人證件服務及自

助出人境檢查的成本效益而提出的建議。 

鳴謝 

1.15 在帳目審查期間，人境處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註 2：設有旅客自助檢查e- 道的八個管制站分別位於香港國際機場、中國客運碼頭、港

澳客輪碼頭、紅砌、羅湖、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設有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間道的三個管制站則位於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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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2.1 本部分探討提供個人證件服務的分區辦事處的管理事宜，匯報有關成

效，並建議改善措施。 

分區辦事處 

2.2 人境處主要透過各分區辦事處（即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人境處分

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向市民提供個人證件服務。詳情載於附

錄B。這些分區辦事處位置適中、交通便利，並有集體運輸系統的交通工具直

達。 

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 

2.3 證件科下設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提供下列服務： 

卹 出生登記 除改名或加名、簽發出生登記記錄核證副本及翻查出

生記錄外，四間出生登記處亦為指定地區提供出生登記服務。生

死登記總處並提供領養登記、簽發領養登記記錄核證副本及翻查

領養記錄等服務； 

(b）死亡登記 三間死亡登記處提供死亡登記、簽發死亡登記記錄核

證副本、翻查死亡記錄，以及簽發將屍體移離香港許可證等服

務；及 

(c）婚姻登記 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和五問婚姻登記處辦理遞

交擬結婚通知書的申請、提供婚姻登記、證婚、翻查結婚記錄， 

以及簽發結婚證書核證副本和無結婚記錄證明書等服務。 

入境處分區辦事處 

2.4 證件科下設六間人境處分區辦事處，提供下列服務： 

卹 為香港居民簽發香港特區旅行證件，包括護照、回港證、簽證身

分書及海員身分證； 

(b) 審批延長逗留期限、回港簽證及轉移簽註； 

(c）審批外籍家庭傭工續簽僱傭合約時的人境簽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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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d）收取與外籍家庭傭工有關的僱員再培訓徵款。 

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 

2.5 人事登記科下設五問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提供下列服務： 

卹 為香港居民、新抵港人士及內地新移民登記和簽發身分證； 

(b）為根據補充勞工計劃來港人士登記身分證（註3); 

(c）辦理因遺失、殘破、損毀及更改登記事項而補發身分證；及 

(d）簽發登記事項證明書。 

個人證件服務的工作量 

2.6 人境處使用服務人士委員會（註4）定期監察和檢討人境處在實踐服務

承諾方面的表現、就或須改善的地方向人境事務處處長提供意見，並協助釐

定達標所需的資源水平。 

2.7 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年間，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的工作量增加

了13%，而人境處分區辦事處的工作量也增加了1%。至於人事登記處分區辦

事處的工作量，則減少8%，詳情載於附錄C。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和人

境處分區辦事處的工作量雖然有所增加，但仍能達到服務表現目標。 

重組分區辦事處 

2.8 因應《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七號報告書》的建議（註5)，人境處以五個分

區（即香港島、東九龍、西九龍、新界東及新界西）為基礎，重整和重組分區

辦事處。結果，有11間分區辦事處在二零零三年關閉。餘下20問辦事處獲提

供額外資源，以確保這些辦事處可吸納被關閉辦事處原先的工作量。所有個 

註 3：只有觀塘辦事處為根據補充勞工計劃來港人士辦理身分證登記手續。 

註 4：人境處使用服務人士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九月，由人境事務處處長擔任主席， 

非官方成員由保安局局長委任，其他成員包括保安局和人境處代表。委員會每半

年開會一次，以聽取和審議人境處擬備的實踐服務承諾表現檢討報告。 

註 5：審計署在二零零一年檢討人境處生死及婚姻登記分科的運作後提出多項建議，其

中一項是人境處應審慎研究可否關閉部分使用率偏低的登記處。這些登記處包括

香港島的東區婚姻登記處、北區的粉嶺區出生和婚姻登記處，以及服務西貢和離

島的流動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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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人證件服務的服務承諾維持不變。重組分區辦事處估計每年節省的開支

為 3,900 萬元（註 6)。 

2.9 二零零三年重組分區辦事處後，所有分區辦事處合共可處理的登記個案

數目（註7）有所下降。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使用率（即接獲申請的數目佔

可處理的登記個案數目的百分率），減少了 2% ，由二零零三年的 86% 減至二

零零五年的 84%。然而，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和人境處分區辦事處處理

的申請宗數，皆有增加。這些辦事處的使用率如下： 

卹 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 使用率增加了18%，由二零零三年的 

61% 增至二零零五年的79%；及 

。）入境處分區辦事處 使用率增加了8%，由二零零三年的78%增至

二零零五年的 86% 。 

審計署的意見 

出生及死亡登記處的使用率 

2.10 二零零五年，出生登記處的平均使用率只有 65%，而死亡登記處則為 

152% 。審計署注意到： 

卹 出生登記處在二零零五年的使用率偏低。四間出生登記處的使用

率，由生死登記總處的60% 至九龍出生登記處的68% 不等；及 

(b）所有死亡登記處在二零零五年的工作量皆超逾其可處理的登記

個案數目。三問死亡登記處的使用率，由生死登記總處的118%至

九龍死亡登記處的172% 不等。 

2.11 根據《香港統計年刊》，出生人數由二零零三年的46 965人，增至二

零零五年的57 124人，增幅為 22%；死亡人數則由二零零三年的36971人， 

增至二零零五年的38 683人，增幅為5%。鑑於出生登記處使用率偏低，死亡

登記處工作量繁重，以及處理這些服務的申請的效率因推行智能身分證計劃而

有所提高（註8)，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檢討各出生及死亡登記處可處理

登記個案數目的上限。 

註 6：主要藉耆調派被關閉分區辦事處釋出的人手執行其他職務，從而節省開支。 

註 7：可處理的登記個案數目指分區辦事處可處理的個案宗數。 

註 8：二零零一年三月，財務委員會獲告知，透過簡化工序和有策略地使用新科技，新

智能身分證電腦系統可提高在處理申請方面的效率。把縮微膠卷式的身分證記錄

轉換為數碼影像後，人境事務人員將可於數分鐘內以聯機方式取得有關記錄，從

而縮短處理所有申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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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婚姻登記處的使用率 

2.12 各婚姻登記處的使用率差異甚大。二零零五年，使用率由大會堂婚姻登

記處的61% 至屯門婚姻登記處的 99% 不等。審計署注意到： 

卹 根據《香港統計年刊》，婚姻宗數由二零零三年的35 439宗，增至

二零零五年的43 019 宗，增幅為21%; 

(b）為應付對更靈沽證婚服務日增的需求，及利用私營機構的資源提

供這類服務，首批婚姻監禮人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在婚姻監禮人計

劃下獲得委任；及 

(c）由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

處接納了18090宗遞交打算在大會堂婚姻登記處和紅棉路婚姻登

記處舉行結婚儀式的擬結婚通知書申請。然而，在 18090宗申請

中，有13375宗。4%）因申請人未能在申請時提交全部所需文件， 

以致須補交文件。 

2.13 鑑於第2.12段的審查結果，以及處理申請的效率因推行智能身分證計

劃而有所提高，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檢討各婚姻登記處可處理登記個案

數目的上限。 

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使用率 

2.14 審計署對人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在二零零五年的使

用率所作出的分析顯示： 

卹 各人境處分區辦事處的使用率差異甚大。二零零五年，使用率由

港島辦事處的71% 至沙田辦事處的 100% 不等；及 

(b）各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工作量分布較為平均。二零零五年， 

使用率由觀塘辦事處的74%至港島辦事處及九龍辦事處的87%不

等。 

2.15 火炭辦事處及元朗辦事處是同時辦理人境事務及人事登記的聯合辦事

處。為提供更佳服務，人事登記處九龍辦事處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開始

接受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的申請（註9)，是項服務以往只由人境處分區辦事處

提供。同時，人境處修訂處理該等申請的目標時間，由15個工作天減至10個

工作天。 

註 9： 持單程證人境人士就首次登記香港身分證作出的申請。 

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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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12

9



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2.16 鑑於第2.14及2.15段的審查結果，以及處理申請的效率因推行智能身

分證計劃而有所提高，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 

卹 檢討各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可處理登記個

案數目的上限；及 

(b）探討可否擴大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所提供

的服務種類。 

沙田辦事處與火炭辦事處合併 

2.17 原定建議 根據人境處二零零二年十月的分區辦事處重組計劃，沙田

辦事處日後會與火炭辦事處合併。屆時，新界東分區只會有一間人境事務及

人事登記的聯合辦事處（見第 2.8 段）。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人境處在 2004-05 
年度周年辦公地方檢討中，向政府產業署建議關閉沙田辦事處，並與火炭辦

事處合併，以節省開支和改善運作效率。火炭辦事處將需約 250 平方米的額

外辦公地方，以接手處理沙田辦事處原先的工作量。 

2.18 修訂建議 二零零四年二月，人境處向政府產業署提出修訂建議，由

於沙田辦事處所在位置對市民較為方便，因此會擴展沙田辦事處，而非火炭

辦事處。人境處要求給沙田辦事處增加約 426 平方米的辦公地方。二零零四

年三月，政府產業署表示： 

卹 沙田政府合署沒有合適的剩餘地方；及 

(b）人境處的原定建議，是騰出沙田辦事處414 平方米的地方，以及

為火炭辦事處租用額外250 平方米的辦公地方，會涉及支付額外

租金及一筆裝修費。即使建議獲得支持，人境處將須承擔租用新

辦公地方的經常租金。 

在2005-06及2006-07年度的辦公地方檢討中，人境處沒有提及合併該兩問辦

事處的建議。 

2.19 兩間辦事處相距不遠 沙田辦事處與火炭辦事處皆可經九廣鐵路東鐵

直達，兩個火車站（沙田站和火炭站）的位置是相鄰的。二零零五年，火炭辦

事處的使用率為79% ，而沙田辦事處則為100% 。鑑於該兩間辦事處相距不

遠，以及合併後可節省開支和改善運作效率，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加

快合併該兩間辦事處，或探討可否在新界東分區設立另一問分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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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境處的原定建議，是騰出沙田辦事處414 平方米的地方，以及

為火炭辦事處租用額外250 平方米的辦公地方，會涉及支付額外

租金及一筆裝修費。即使建議獲得支持，人境處將須承擔租用新

辦公地方的經常租金。 

在2005-06及2006-07年度的辦公地方檢討中，人境處沒有提及合併該兩問辦

事處的建議。 

2.19 兩間辦事處相距不遠 沙田辦事處與火炭辦事處皆可經九廣鐵路東鐵

直達，兩個火車站（沙田站和火炭站）的位置是相鄰的。二零零五年，火炭辦

事處的使用率為79% ，而沙田辦事處則為100% 。鑑於該兩間辦事處相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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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合併該兩間辦事處，或探討可否在新界東分區設立另一問分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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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收回提供服務的成本 

2.20 收回全部成本政策 根據政府的政策，服務收費一般應定於足以在合理

時間內收回提供有關服務全部成本的水平。政府各項費用及收費是以“用者自

付”原則為依據，尤其是不會影響民生或一般商業活動的項目。 

2.21 加快簽發旅行證件 人境處不時接獲加快簽發香港特區護照和簽證身分

書的申請（註 10)。申請人如能證明確有真正和急切的需要領取香港特區旅行

證件，人境處會方口怏處理申請，而不會徵收額外費用。申請加快簽發證件的宗

數大幅上升，詳情如下： 

卹 香港特區護照 申請加快簽發香港特區護照的宗數增加了29716 
宗（209%)，由二零零一年的14206宗增至二零零五年的43 922宗 

（見附錄D)；及 

(b）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 申請加快簽發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的宗數

增加了 654 宗（29%)，由二零零四年的2 260宗增至二零零五年的 

2914宗（見附錄動。 

人境處表示，處理該等申請需要額外人力資源。然而，人境處並無徵收附加

費。審計署發現，中國內地及另外四個國家（即澳洲、加拿大、英動及美動

均就加快簽發旅行證件徵收附加費。 

2.22 其他免費提供的服務 在一夕u毛九年進行的檢討中，人境處注意到，重

新數經被拒絕的簽證申請佔用了大量資源。根據人境處在二零零四年進行的一

項初步評估，就某些與簽證管制有關的申請徵收申請費用，以及就重新考慮被

拒絕的簽證申請開徵新收費的建議是石〕行的，並應就此進行詳細研究。審計署

發現，中國內地及另外四個國家都規定在遞交申請時，必須繳付申請簽證手續

費。 

2.23 檢討費用及收費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人境處向保安局表示，有意就某

些免費提供的服務（如加快簽發香港特區旅行證件，以及重新考慮被拒絕的簽

證申請）開徵新收費。二零零四年五月，保安局建議人境處考慮調整收費，並 

註 10：加快簽發旅行證件指在較目標處理時間為短的時間內簽發證件。人境處處理申請

的目標如下： 

申請 	 目標 

首次申請或換領香港特區護照 	 15 個工作天內 

未滿 11歲而未領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19 個工作天內

兒童的香港特區護照 

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自二零零六年四月起 	10 個工作天內

提出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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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提供服務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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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就加快簽發旅行證件徵收附加費。 

2.22 其他免費提供的服務 在一夕u毛九年進行的檢討中，人境處注意到，重

新數經被拒絕的簽證申請佔用了大量資源。根據人境處在二零零四年進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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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如下： 

申請 	 目標 

首次申請或換領香港特區護照 	 15 個工作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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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徵新收費進行檢討。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申請簽證、許可證及某些

旅行證件的手續費，以及人事登記服務的收費，一律作出調整，以期在三至

七年內能收回全部成本（註11)。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就某些免費提供的服

務開徵新收費的檢討，仍然沒有進展（註 12)。 

2.24 收回全部成本 人境處將於二零零七年推出新的生物特徵護照（註13), 
以配合國際要求。為符合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

要： 

卹 確定加快簽發香港特區旅行證件的額外成本，以及某些免費提供

服務的成本；及 

(b）探討可否就這些服務徵收費用，務求 終能收回全部成本。 

審計署的建議 

2.25 審計署建議入境事務處處長應： 

卹 檢討各出生 ∼ 死亡及婚姻登記處 ∼ 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

處分區辦事處可處理登記個案數目的上限； 

(b）評估婚姻監禮人計劃對婚姻登記處使用情況及提供婚姻登記服務

的影響； 

(c）檢討辦理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申請的程序，並透過入境處網站及小

冊子，告知市民在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申請時所需的文件； 

(d）繼續探討可否擴大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所

提供的服務種類； 

(e）加快合併沙田辦事處及火炭辦事處，或探討可否在新界東分區設

立另一間分區辦事處； 

o 確定加快簽發香港特區旅行證件的額外成本，以及某些免費提供

服務的成本；及 

(g）探討可否就上述服務徵收費用，務求 終能收回全部成本。 

註”：調整收費後，處理香港特區護照申請的收回成本比率為 16歲以下人士的41%至 16 
歲或以上人士的 83% 不等。 

註 12：開徵新收費的諮詢及立法程序需時至少 14 個月。 

註 13：香港特區生物特徵護照將內置非接觸式晶片，並以激光技術把護照持有人的相片

及個人資料刻在聚碳酸酷個人資料頁上，以增加未經授權而改動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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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事處的管理 

當局的回應 

2.26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卹 人境處會檢討各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處、人境處分區辦事處， 

以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可處理登記個案數目的上限，並繼續

密切監察其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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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配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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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更清楚知道在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申請時所需的文件； 

(d）人境處會繼續探討可否擴大人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

辦事處所提供的服務種類，以改善顧客服務和提高使用率； 

(e）政府產業署隨時樂意協助人境處合理釐定沙田及火炭兩間辦事處

對辦公地方的需求；及 

o 人境處會探討可否就加快簽發香港特區旅行證件和免費提供的服

務徵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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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政府產業署署長表示，政府產業署隨時樂意協助人境處白 .r 釐定沙田及

火炭兩問辦事處對辦公地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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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事處每天處理的申請數目如下： 

The daily processing capacity of this office is as follows: 

星期一至星期五 

Monday to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即日籌 2 5 0 125 
Walk-in quota 

預約籌 
Appointment quota 50 0 12 5 

即日籌於早上八時三十分在本辦事處的接待處櫃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
派發，額滿即止。 

Walk-in quota tags are distributed on the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at Reception Counters of this office from 8:30 a.m. 

Telephone Number for Appointments: 2598 0888 

！生活易」網上預約網址： 

ESOlife Internet 	 h廿p:/'www.esdJ 
appointment booking website: 

使用上述二十四小時電話／互聯網預約服務可避免排隊輪候 

Please use the 24-hour telephone I internet appointment 
booking service to avoid queuing.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口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 Closed 

http://www.escl.gov.hk  

第 3 部分：提供服務途徑 

3.1 本部分探討市民透過不同途徑（例如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

統），獲取人境處個人證件服務的情況，匯報有關成效，並建議進一步改善措

施。 

派籌制度 

3.2 人境處的分區辦事處實施每天派籌制度，以先到先得的方式為市民提供

服務。分區辦事處按其可處理的登記個案數目釐定每日籌數。申請人除石〕親往

分區辦事處輪籌外，還可利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或人境處的電話預約系統預

約服務。圖一顯示某間設有即日籌和預約籌的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每天可處

理的申請數目。無人應約的時段會用於為當日未經預約的申請人提供服務。 

圖一 

某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每天可處理的申請數目 

資料來源：審計署拍攝的照片 

附註：告示牌設於該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詢問處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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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途徑 

預約 

3.3 	自二零零零年起，人邑 r 'A 'I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部分個人證件服 

務的預約服務（註 14)。根據公共服務電子化合約，由二零零五年五月起，政

府須向服務營辦商繳付40萬元月費，並須就每宗收費交易繳付5.5 元的交易費 

（註 15)。除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外，市民也可使用人境處的電話預約系統。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的其他服務 

3.4 除預約外，人境處還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下列個人證件服務： 

卹 申請翻查出生、死亡及結婚記錄和申領有關證明書的核證副本； 

(b）通知提前終止輸人勞工或外籍家庭傭工的合約；及 

(c）索取申請表格（註 16)。 

人境處設計了電子申請表格（例如變更登記事項通知書、更改地址通知書及更

改香港身分證登記事項申請書），以便市民透過該處網站遞交申請。 

審計署的意見 

預約婚姻登記處的服務 

3.5 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擬結婚人士可在結婚日期三個月前的14 日內，透

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或電話預約系統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註 17)。過了 

14日的預約期後，未用的籌會撥給當日未經預約的申請人。二零零五年，預約

在婚姻登記處遞交申請的使用率（言主 18）為 31% 。 

註 14：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是政府“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下的一項主要措施，旨在以

創新的方式在網上 24 小時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以促進香港電子商貿的發展。 

註 15：政府須在二零零四年年中收費交易達至 230 萬宗的指定限額一年後，向服務營辦

商繳付費用。收費交易包括除查詢或搜尋資料性質以外的所有交易。費用須繳付

至公共服務電子化合約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屆滿為止。 

註 16：在收到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出的要求後，人境處會在兩個工作天內把申請

表格（例如香港特區護照申請表格）寄給申請人。 

註 17：舉例說，如結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預約期是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至

二十九日。至於錯過該預約期而又希望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結婚的申請人， 

他們需要在婚姻登記處排隊輪籌，以便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註 I8：預約使用率指預約數目佔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或電話預約系統獲分配籌數的百分

率。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只適用於在婚姻登記處舉行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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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途徑 

3.6 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規定 根據《婚姻條例》（第181章），擬結婚通知

書可於結婚日期前不超過三個月及不少於 15 日遞交。入境處有需要考慮延長

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下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預約期，以便市

民可利用法例所允許結婚日期前的整段時間。 

預約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服務 

3.7 入境處分區辦事處預約籌 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起，每間人境處分區辦

事處把總籌數的 40% 撥作預約之用。二零零五年，預約數目只佔總籌數的 

26% ，未經預約的申請則佔總籌數的 68% 。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推行

措施，鼓勵更多人使用預約籌，並根據所得的經驗，修訂即日籌數目。 

3.8 應約率偏低 二零零五年，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

預約服務的應約率：婚姻登記處為 76%，人境處分區辦事處為 70%，人事登

記處分區辦事處為 53%。在各類分區辦事處中，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整

體應約率 低，由觀塘辦事處的43%至元朗辦事處的66% 不等。應約率偏低

浪費人境處的資源，並且影響分區辦事處的效率。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

探討可否改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俾能提醒申請人（例如在

一日前）依時應約或取消預約。 

3.9 濫用預約系統 人境處先後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和二零零四年一月及五

月，就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預約服務的應約率偏低進行調查。調查的主要結

果如下 

卹 部分無人應約的時段是由職業介紹所為新來港的外籍家庭傭工或

技工預約。部分介紹所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

統，只須輸人一個六位數字作為識別代碼（言主 19)，便可以連串順

序的識別代碼，進行多次連續日子的預約；及 

(b）部分申請人放棄預約卻沒有取消預約（註 20)，因為他們不知道有

此需要，或以為在預約日期之前已前往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辦

理手續，預約便會自動取消。 

二零零四年十月，人境處著手研究使用獨特密碼（例如申請人的身分證號碼或

旅行證件號碼連同出生日期），作為識別代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該處並無推出改善措施，以防止申請人進行多次預約。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 

註”9：識別代碼以一個六位數字作為預約參考的蝙號。 

註 20：原因包括申請人選擇在預約日期之前前往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以及在預約當

日需要處理緊急私人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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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識別代碼，進行多次連續日子的預約；及 

(b）部分申請人放棄預約卻沒有取消預約（註 20)，因為他們不知道有

此需要，或以為在預約日期之前已前往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辦

理手續，預約便會自動取消。 

二零零四年十月，人境處著手研究使用獨特密碼（例如申請人的身分證號碼或

旅行證件號碼連同出生日期），作為識別代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該處並無推出改善措施，以防止申請人進行多次預約。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 

註”9：識別代碼以一個六位數字作為預約參考的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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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快落實使用獨特密碼作為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進行

預約的識別代碼。此舉可防止濫用預約系統。 

電話預約系統的剩餘處理能力 

3.10 自二零零四年七月起，人境處定期檢討人境處分區辦事處和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的電話預約系統使用情況。二零零五年七月進行的檢討顯示，在選

定五天的繁忙時間內，在 64 條電話線中只有 31條是同時在使用中，而 33 
(52%）條電話線一直閑置著。二零零五年——月，人境處展開一項宣傳活動， 

以鼓勵更多人士使用預約系統。在二零零六年一至五月期間，人境處分區辦事

處預約服務的使用率，由二零零四年的63%，大幅上升至 83%。然而，人事

登記處分區辦事處同期的使用率，則由二零零四年的99%，下降至 84%。審

計署認為，入境處應考慮推出更多宣傳計劃，鼓勵市民通過預約使用分區辦事

處的服務。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預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情況 

3.11 在2005-06年度，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的其他服務（除預約以

外的服務——見第 3.4段）的使用率偏低。在 53 350宗通知提前終止輸人勞工

或外籍家庭傭工的合約中，只有16宗是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出通知；

在1 860 420宗索取申請表格中，只有 67 632宗仔%）是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

計劃進行的。 

3.12 審計署注意到，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起，人境處已改良公共服務電子化

計劃及更新有關資料，以便更易於使用。為進一步改善服務，人境處會於二零

零七年在處理所有電子政府交易的一站式人門網站，加人一些人境處電子申請

服務連結。鑑於使用率偏低，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進行檢討並找出方

法，鼓勵市民使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服務（除預約以外的服務）。 

3.13 審計署從人境處網站注意到，申請人必須持有數碼證書，方可透過公共

服務電子化計劃申請翻查出生、死亡及結婚記錄和申領有關證明書的核證副

本。然而，申請人必須持有數碼證書的規定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已剔除。審計署

認為，入境處有需要確保經網站向市民發放的資料是 新和準確的。 

索取申請表格 

3.14 個人證件服務的申請表格和填表須知可親身索取，亦可以郵寄方式索

取。審計署注意到，大部分申請表格可從人境處網站下載。透過公共服務電子

化計劃，申請人可要求人境處在兩個工作天內寄上申請表格。由二零零五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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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860 420宗索取申請表格中，只有 67 632宗仔%）是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

計劃進行的。 

3.12 審計署注意到，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起，人境處已改良公共服務電子化

計劃及更新有關資料，以便更易於使用。為進一步改善服務，人境處會於二零

零七年在處理所有電子政府交易的一站式人門網站，加人一些人境處電子申請

服務連結。鑑於使用率偏低，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進行檢討並找出方

法，鼓勵市民使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服務（除預約以外的服務）。 

3.13 審計署從人境處網站注意到，申請人必須持有數碼證書，方可透過公共

服務電子化計劃申請翻查出生、死亡及結婚記錄和申領有關證明書的核證副

本。然而，申請人必須持有數碼證書的規定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已剔除。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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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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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審計署注意到，大部分申請表格可從人境處網站下載。透過公共服務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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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途徑 

月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人境處收到 39 767 宗這類要求。根據公共服務電子化

合約，服務營辦商對每宗交易的收費為5.5元，不包括人境處所支付的郵費。 

3.15 審計署注意到，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

可供市民索取的33類申請表格中，有 30 類可從人境處網站下載。鑑於透過公

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寄出的申請表格涉及成本，入境處有需要考慮在其網站提供

所有 33類申請表格，並鼓勵市民下載使用。 

監察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 

3.16 二零零四年二月，在收費交易達至乃0萬宗的指定限額前，工商及科技

局曾提醒人境處，作為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主要參與部門，確保有關交易是

因用戶真正使用其服務而進行的重要陸。人境處在回應時表示，該處已密切注

視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預約服務使用率，務求盡量善用資源，並會調查

任何使用率急升的情況。 

3.17 二零零四年八月，在收費交易宗數達到指定限額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資科辦）開始就監察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成效，向人境處索取涉及 

“沒有現身”（即用戶沒有應約）和“沒有提交文件”（即用戶沒有提交相關文件） 

的交易的季度報告。這些交易均屬收費交易。人境處應資科辦在二零零五年六

月的要求作出匯報，表示檢討過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進行的190萬宗有

關人境事務的交易，並無發現欠妥之處。 

3.18 審計署注意到，人境處的檢討並無包括部分收費交易（即更改和取消交

易）。人境處在進行檢討時發現，由於該處對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所進行的更

改和取消交易並不知情，因此難以核實這類交易的真確性。根據資科辦其後提

供的資料，在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零六年三月期間進行的收費交易中，有 

19%（即約 222 000宗交易）屬於更改和取消交易。鑑於更改和取消交易為數

甚多，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應徵詢資科辦的意見，加強監察機制，以確保所有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均是真實的。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重複交易 

3.19 二零零六年二月，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服務營辦商發現，有用戶在短短

數秒內，以同一互聯網規約地址成功進行多宗交易。在二零零五年二月至二零

零六年二月期間，在 38000 宗遞交擬結婚通知書預約（包括作出、更改及取

消預約）中，有 15580宗仔1%）屬重複交易。這些交易是由 1 412對持有相同

香港身分證或旅行證件號碼的申請人所作出的。詳情載於附錄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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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要求作出匯報，表示檢討過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進行的190萬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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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審計署注意到，人境處的檢討並無包括部分收費交易（即更改和取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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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資料，在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零六年三月期間進行的收費交易中，有 

19%（即約 222 000宗交易）屬於更改和取消交易。鑑於更改和取消交易為數

甚多，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應徵詢資科辦的意見，加強監察機制，以確保所有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均是真實的。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重複交易 

3.19 二零零六年二月，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服務營辦商發現，有用戶在短短

數秒內，以同一互聯網規約地址成功進行多宗交易。在二零零五年二月至二零

零六年二月期間，在 38000 宗遞交擬結婚通知書預約（包括作出、更改及取

消預約）中，有 15580宗仔1%）屬重複交易。這些交易是由 1 412對持有相同

香港身分證或旅行證件號碼的申請人所作出的。詳情載於附錄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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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途徑 

3.20 申請人一再作出和取消預約的情況常有出現。審計署注意到，就；言止墜重

複交易，資科辦和人境處曾與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服務營辦商商討。審計署認

為，入境處聯同資科辦，有需要密切監察重複交易的頻密程度，並考慮把更改

和取消交易涉及的成本告知市民。 

審計署的建議 

3.21 審計署建議入境事務處處長應： 

預約婚姻登記處的服務 

卹 考慮延長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預約期，以便市民可利用《婚姻條

例》所允許結婚日期前的整段時間預約； 

預約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服務 

(b）推行措施，鼓勵更多人使用預約籌，並修訂提供個人證件服務的

即日籌數目； 

(c）探討可否改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俾能提醒申

請人（例如在一日前）依時應約或取消預約； 

(d）為防止濫用預約系統，加快落實使用獨特密碼作為透過公共服務

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進行預約的識別代碼； 

電話預約系統的剩餘處理能力 

(e）探討可否推出更多宣傳計劃，鼓勵市民通過預約使用分區辦事處

的服務；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預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情況 

o 檢討並找出方法，提高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其他服務（即除預 

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量，俾能向市民提供更佳服務； 

(g）確保經入境處網站向市民發放的資料是 新和準確的；

索取申請表格 

(h）探討可否在入境處網站提供所有種類的申請表格，並鼓勵市民下

載使用； 

提供服務途徑 

3.20 申請人一再作出和取消預約的情況常有出現。審計署注意到，就；言止墜重

複交易，資科辦和人境處曾與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服務營辦商商討。審計署認

為，入境處聯同資科辦，有需要密切監察重複交易的頻密程度，並考慮把更改

和取消交易涉及的成本告知市民。 

審計署的建議 

3.21 審計署建議入境事務處處長應： 

預約婚姻登記處的服務 

卹 考慮延長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預約期，以便市民可利用《婚姻條

例》所允許結婚日期前的整段時間預約； 

預約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服務 

(b）推行措施，鼓勵更多人使用預約籌，並修訂提供個人證件服務的

即日籌數目； 

(c）探討可否改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俾能提醒申

請人（例如在一日前）依時應約或取消預約； 

(d）為防止濫用預約系統，加快落實使用獨特密碼作為透過公共服務

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進行預約的識別代碼； 

電話預約系統的剩餘處理能力 

(e）探討可否推出更多宣傳計劃，鼓勵市民通過預約使用分區辦事處

的服務；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預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情況 

o 檢討並找出方法，提高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其他服務（即除預 

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量，俾能向市民提供更佳服務； 

(g）確保經入境處網站向市民發放的資料是 新和準確的；

索取申請表格 

(h）探討可否在入境處網站提供所有種類的申請表格，並鼓勵市民下

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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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途徑 

監察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 

。 徵詢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的意見，加強監察機制，以確保所有公共

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均是真實的；及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重複交易 

o 聯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密切監察重複交易的頻密程度，並考慮

把更改和取消交易涉及的成本告知市民。 

當局的回應 

3.22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預約婚姻登記處的服務 

卹 人境處正積極研究，在暫定於二零零七年年初推行的電子化服務

系統中，延長預約期； 

預約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服務 

(b）人境處會繼續探討推廣使用預約系統的方法及途徑，以及修訂即

日籌數目。已採取的措施包括在政府辦事處張貼海報和展示電子

信息。申請表格亦載有這類資訊； 

(c）二零零五年六月已作出改善，加人了一段備忘信息，在申請人作

出預約後，提示他們如未能依時前來，便須更改或取消預約。人

境處會繼續探討可否改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 

(d）人境處會盡力加快落實使用獨特密碼，作為所有預約的識別代

碼。由二零零六年年底起，政府的一站式人門網站亦會分階段提

供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有關人境事務的服務。在設計新的電子

化服務時，已顧及使用獨特密碼作為預約的識別； 

電話預約系統的剩餘處理能力 

（。）除網站現有資訊和透過傳媒進行宣傳外，人境處會繼續探討可否

推出更多宣傳計劃，以提高預約服務的使用率；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預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情況 

0 人境處會繼續設法推動市民多使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服

務； 

提供服務途徑 

監察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 

。 徵詢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的意見，加強監察機制，以確保所有公共

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均是真實的；及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重複交易 

o 聯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密切監察重複交易的頻密程度，並考慮

把更改和取消交易涉及的成本告知市民。 

當局的回應 

3.22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預約婚姻登記處的服務 

卹 人境處正積極研究，在暫定於二零零七年年初推行的電子化服務

系統中，延長預約期； 

預約入境處分區辦事處及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的服務 

(b）人境處會繼續探討推廣使用預約系統的方法及途徑，以及修訂即

日籌數目。已採取的措施包括在政府辦事處張貼海報和展示電子

信息。申請表格亦載有這類資訊； 

(c）二零零五年六月已作出改善，加人了一段備忘信息，在申請人作

出預約後，提示他們如未能依時前來，便須更改或取消預約。人

境處會繼續探討可否改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 

(d）人境處會盡力加快落實使用獨特密碼，作為所有預約的識別代

碼。由二零零六年年底起，政府的一站式人門網站亦會分階段提

供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有關人境事務的服務。在設計新的電子

化服務時，已顧及使用獨特密碼作為預約的識別； 

電話預約系統的剩餘處理能力 

（。）除網站現有資訊和透過傳媒進行宣傳外，人境處會繼續探討可否

推出更多宣傳計劃，以提高預約服務的使用率；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預約以外的服務的使用情況 

0 人境處會繼續設法推動市民多使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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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途徑 

(g）人境處網站的有關資料已經更新。人境處會確保向市民發放的資

料是準確和 新的； 

索取申請表格 

(h）人境處正探討可否在網站提供所有種類的申請表格，並鼓勵市民

下載使用； 

。） 個案簡易處理系統將於二零零六年年底分階段推行。屆時，市民

便可享用電子了胡區務，包括從網站取得申請表格； 

監察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 

o 會加強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監察機制；及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重複交易 

(k）人境處會繼續與資科辦保持聯絡。自二零零六年二月起，資科辦

已著手處理此事。 

3.2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表示： 

卹 延長婚姻登記處服務的預約期是改變業務流程。改善公共服務電

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是可行的，俾能提醒申請人依時應約， 

或如未能應約，則取消預約。如有需要，資科辦會協助人境處修

改系統； 

(b）如須就公共服務電子化服務和使用獨特密碼作為識別代碼而修改

系統，資科辦會協助人境處； 

(c）如有需要，資科辦會協助人境處推廣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一站

式人門網站； 

(d) 資科辦 近檢討公共服務電子化合約的管理後，會對公共服務電

子化計劃的監察機制作出改善。由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如交易模

式不正常，有關的公共服務電子化部門會收到提示，以作參考或

即時進行調查；及 

(e）推行公共服務電子化的部門和資科辦會定期檢討核實申請資料的

成效，並探討需要改善之處及可行的改善方法，以確保在交易

時，無效資料或交易已被剔出。 

提供服務途徑 

(g）人境處網站的有關資料已經更新。人境處會確保向市民發放的資

料是準確和 新的； 

索取申請表格 

(h）人境處正探討可否在網站提供所有種類的申請表格，並鼓勵市民

下載使用； 

。） 個案簡易處理系統將於二零零六年年底分階段推行。屆時，市民

便可享用電子了胡區務，包括從網站取得申請表格； 

監察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的交易 

o 會加強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監察機制；及 

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重複交易 

(k）人境處會繼續與資科辦保持聯絡。自二零零六年二月起，資科辦

已著手處理此事。 

3.2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表示： 

卹 延長婚姻登記處服務的預約期是改變業務流程。改善公共服務電

子化計劃和電話預約系統是可行的，俾能提醒申請人依時應約， 

或如未能應約，則取消預約。如有需要，資科辦會協助人境處修

改系統； 

(b）如須就公共服務電子化服務和使用獨特密碼作為識別代碼而修改

系統，資科辦會協助人境處； 

(c）如有需要，資科辦會協助人境處推廣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和一站

式人門網站； 

(d) 資科辦 近檢討公共服務電子化合約的管理後，會對公共服務電

子化計劃的監察機制作出改善。由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如交易模

式不正常，有關的公共服務電子化部門會收到提示，以作參考或

即時進行調查；及 

(e）推行公共服務電子化的部門和資科辦會定期檢討核實申請資料的

成效，並探討需要改善之處及可行的改善方法，以確保在交易

時，無效資料或交易已被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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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4.1 本部分探討管制站為進出香港人士所提供的自助出人境檢查服務，並建

議改善措施。 

出入境檢查 

4.2 目的 人境處負責管制和方便進出香港的人士。人境事務人員在各管制

站（註21）為每名經海、陸、空抵港和離港的人士辦理出人境檢查。出人境檢

查的目的如下： 

卹 對合法人境執行管制； 

(b）防止不受歡迎人士人境和阻止通緝犯離境； 

(c）方便遊客、商務訪客及本地居民出人境；及 

(d）處理往返內地的過境車輛。 

4.3 出入境管制系統 持香港身分證的永久性居民可憑身分證辦理檢查手

續，而訪客則須向人境事務人員出示旅行證件。在一九九五年九月至二零零四

年七月期間，所有管制站均使用出人境管制自動化系統，為持舊式身分證及其

他電腦可讀旅行證件的旅客辦理檢查手續。 

4.4 處理和記錄系統 二零零四年七月，當局以快檢通系統（快檢通）取代

出人境管制自動化系統。附連於怏檢通終端機的光學字元閱讀器會讀取印於身

分證上的號碼和登記日期，所讀取的資料會與遺失身分證名單互相核對。當檢

查手續完成後，旅客便可過境，而有關的出人境資料亦會記錄在案。 

管制站 

4.5 除有兩個管制站負責為進出香港船隻辦理出人境檢查外（註 22)，下列

八個管制站均為經海、陸、空抵港和離港的旅客辦理出人境檢查： 

註 21：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全港有十個管制站（即香港國際機場、紅砌、落

馬洲、羅湖、文錦渡、沙頭角、中國客運碼頭、港口管制、港澳客輪碼頭及內河

碼頭）。 

註 22：港口管制為進出香港的船隻提供船上出人境檢查服務，內河碼頭則為內地內河商

船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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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機場管制站 機場管制站為乘飛機抵港和離港的旅客提供出人境

檢查服務； 

(b）五個陸路管制站 紅磯管制站為乘坐直通火車往返內地與香港的

旅客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羅湖管制站為乘坐九廣鐵路東鐵的旅

客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至於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三個管制

站，則負責處理往返內地的車輛和乘坐旅遊巴士或私家車往返內

地的旅客；及 

(c）兩個海路管制站 中國客運碼頭管制站為往返內地、澳門及公海

的旅客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港澳客輪碼頭管制站則為乘坐客輪 

及直升機往返澳門和內地的旅客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 

旅客及車輛司機自助出入境檢查 

4.6 批准撥款 人境處在二零零二年二月委聘顧問，研究可否利用生物特徵

識別技術和將在二零零三年年中簽發的智能身分證，在管制站實施自助出人境

檢查程序。這項 Iq 牲研究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完成，所得結論是推行旅客自助

檢查系統和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系統，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而在財政方面亦有理

據支持。二零零三年一月，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 3.53 億元推行這兩個系統。 

當局於二零零四年三月批出合約，承辦商須在2006-07 年度完成裝設系統工

程。 

設置e∼道 

4.7 旅客自助檢查 e領首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起，人境處分階段在八個管

制站，裝設旅客自助檢查。∼ 道。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已有 234 條

旅客自助檢查 e間道如期裝設。智能身分證持有人（註23）可使用旅客自助檢查 

。∼道，辦理出人境檢查（註 24)。旅客使用旅客自助檢查e∼道，平均檢查時間

約為12 秒。在傳統出人境櫃抬檢查則需時 14 至 39 秒不等。 

4.8 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道 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人境處分階段在三個

車輛管制站（即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裝設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道。截至 

註 23：智能身分證持有人如未滿11歲，便不會有指紋模板及不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 

e-道。由二零零六年一月起，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持有人如同時持有智能身分

證，便可使用旅客自助檢查。一道。 

註 24：負責監察。間道的人境事務人員在有需要時才會介人（如協助旅客或採取執法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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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已有 40 條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口道如期裝設。跨境

司機可辦理自助出人境檢查（註 25)，平均檢查時問約為11秒。人境事務人員

的平均檢查時間則約為 15 秒。 

任道的使用情況 

4.9 自從在八個管制站增設 e∼道後（註 26)，使用 e∼道辦理自助出人境檢查

的旅客和司機，都有所增加。詳情如下： 

卹 旅客自助檢查e∼道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八個管制站

共裝設了 180條旅客自助檢查e-道。在羅湖管制站使用旅客自助

檢查e∼道的旅客數目，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五年二月（即

實施旅客自助檢查e∼ 道首三個月）的每月平均161 724人次，增至

二零零六年三月的 390萬人次；及 

(b）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道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個車

輛管制站共裝設了26條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間道。在落馬洲管制站

使用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 道的司機數目，由二零零五年四至六月 

（即實施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 道首三個月）的每月平均 54 263 人

次，增至二零零六年三月的262 407 人次。 

審計署的意見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4.10 按照2006-07年度的人境處管制人員報告，就管制站的出人境檢查所定

的服務表現目標如下： 

卹 在15分鐘等候時間內為92%乘飛機進出香港的旅客辦妥出人境檢

查手續；及 

。）在30分鐘等候時間內為92%經陸路或海路進出香港的旅客辦妥出

人境檢查手續。 

註 25：除了用於旅客自助檢查系統的指紋識別技術之外，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系統還採用

容貌識別技術。司機駛人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的行車線後，須面向安裝於出人境檢

查亭的攝影機，其容貌影像會與儲存於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系統資料庫的容貌影像

互相核對。 

註 26：按照推行時間表，旅客自助檢查e- 道數量，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的 3 條，增至二

零零六年三月的180 條；而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一道數量，則由二零零五年四月的 

2 條，增至二零零六年三月的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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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顯示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年間，出人境檢查服務表現達標的情況。 

表－ 

管制站的出入境檢查 

服務表現達標的情況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無） 

無份 	 服務表現目標 

旅客在下列時間內辦妥檢查手續 

15分鐘等候時間 

空 

30分鐘等候時問 

陸 	海 

2001 98.2% 98.8% 98.7% 

2002 99.3嗎 98.5% 99.0% 

2003 99.7嗎 99.5% 99.7% 

2004 99.9% 99爭7% 99爭5嗎 

2005 99.9% 99.7% 99.9% 

資料來源：人境處管制人員報告 

4.11 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年間，人境處均能達到出人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

標。所有管制站均能為超過92%的旅客在所定目標等候時間內辦妥檢查手續。 

雖然進出香港的旅客數目，由二零零一年的 1.49 億人次，激增至二零零五年

的 1.91億人次，人境處仍能為超過 98% 的旅客在所定目標等候時間內完成出

人境檢查（即較服務表現目標所定的 92% 高出 6%)。 

4.12 審計署注意到，管制站的出人境檢查服務表現目標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便

沒有修訂過。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年的五年問，人境處均能達到高於所定目

標的服務表現水平。現有的兩個服務表現目標，已變得稍欠意義。審計署認

為，入境處有需要檢討和修訂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例如縮短等候時

間），以便更充分顯示其達標程度。 

4江3 推行 e∼ 道後，人境處得以提高管制站的處理量和縮短旅客等候辦理出

人境檢查的時間。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完成後，將有更多旅

客可使用e∼道。鑑於旅客自助檢查e∼道、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道及傳統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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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櫃抬辦理手續所需的時間不同，入境處有需要考慮就此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

目標，以便更有效監察上述三項設施的使用情況。 

決定管制站所需 e∼道數量的依據 

4.14 e-直數量減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人境處建議在七個管制站（落馬洲

除外）裝設259條旅客自助檢查e口道。如表二所示，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旅客自助檢查 e間道的實際數量為 234條。 

表二 

管制站傳統出入境櫃抬和旅客自助檢查e∼道 

傳統出入境櫃抬數目 

於 2002 無 於 2006 無 

”月 	5月 

於 2002 無 

”月 

任道數目 

於 2006 無 

5月 

管制站 設置 設置 建議 設置 增／（減） 

(a) 

機場 206 182 61 28 (33) 

中國客運碼頭 64 54 9 15 6 

紅鋤 48 40 10 10 0 

羅湖 184 116 125 104 (21) 

落馬洲 50 50 0 20 20 

港澳客輪碼頭 68 40 42 42 0 

文錦渡 28 22 6 9 3 

沙頭角 16 11 6 6 0 

紉計 664 5巧 259 234 (25)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附註：設立三條。一道以代替兩個傳統出人境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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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便更有效監察上述三項設施的使用情況。 

決定管制站所需 e∼道數量的依據 

4.14 e-直數量減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人境處建議在七個管制站（落馬洲

除外）裝設259條旅客自助檢查e口道。如表二所示，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旅客自助檢查 e間道的實際數量為 234條。 

表二 

管制站傳統出入境櫃抬和旅客自助檢查e∼道 

傳統出入境櫃抬數目 

於 2002 無 於 2006 無 

”月 	5月 

於 2002 無 

”月 

任道數目 

於 2006 無 

5月 

管制站 設置 設置 建議 設置 增／（減） 

(a) 

機場 206 182 61 28 (33) 

中國客運碼頭 64 54 9 15 6 

紅鋤 48 40 10 10 0 

羅湖 184 116 125 104 (21) 

落馬洲 50 50 0 20 20 

港澳客輪碼頭 68 40 42 42 0 

文錦渡 28 22 6 9 3 

沙頭角 16 11 6 6 0 

紉計 664 5巧 259 234 (25)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附註：設立三條。一道以代替兩個傳統出人境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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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6 2002 2006

11 5 11 5

( )

(a) (b) (c) (d) (e)=(d)–(c)

(33)

(21)

20

664 515 259 23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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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假設和評估因素的轉變 人境處在二零零二年進行了一項可行陸研究， 

評估管制站內傳統出人境櫃抬與e間道的組合。現把用於該研究的假設和方法

簡述於附錄G。其後，人境處曾檢討所需 e∼道的數量。審計署注意到，在以

下個案中，所採用的方法與二零零二年可行陸研究的方法並不相同： 

卹 機場管制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人境處機場管制科根據下列資

料檢討所需 e∼ 道的數量： 

。） 二零零五年的工作量統計數字（註 27)。結果，繁忙時問的人

境訪客百分率由 59% 增至 81% ，而離境訪客則由 58% 增至 

75%; 

(ii) 假設“每一名未成年人對兩名成年人”，而非二零零二年可行

性研究中所採用的“每一名未成年人對一名成年人”；及 

。泌根據在羅湖管制站實施旅客自助檢查系統的經驗，假設機場

旅客中有 5% 仍會使用傳統出人境櫃抬； 

(b）羅湖管制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為更能靈活處理可能改變的旅

客組合，人境處邊境管制科在拆除現有櫃抬前，檢討所需 e∼道的

數量。該檢討根據下列資料進行： 

。） 二零零五年的工作量統計數字，但卻沒有採用繁忙時間的旅

客組合來決定所需 e口道的數量；及 

(ii) 雖然以往記錄顯示，居民和訪客的出人境繁忙時間並不相

同，但人境處仍採用了兩個假設的極端情況（即居民和訪客兩

者的每小時 高出人境人數——註 28)，以估言撮高處理量的

情況。 

該檢討建議裝設104條e∼ 道，而非原定的125條（見表二），以便

人境處可更靈活處理激增的人境訪客及 e一道服務可能中斷的情

況。人境處的目的，是要找出傳統出人境櫃抬與。∼ 道的 佳組

合，以應付 壞的情況（例如旅客自助檢查系統失靈）；及 

註 27：工作量統計數字指在二零零五年三至七月期間的 30 天抽樣數字，以及二零零四年

和二零零五年八月和九月的 12 天抽樣數字。 

註 28：本港居民每小時 高人境人數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五時至五時五十九分

錄得；而訪客則於同日上午十時至十時五十九分錄得。本港居民每小時 高出境

人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至十時五十九分錄得；而訪客則於二零

零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至六時五十九分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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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假設和評估因素的轉變 人境處在二零零二年進行了一項可行陸研究， 

評估管制站內傳統出人境櫃抬與e間道的組合。現把用於該研究的假設和方法

簡述於附錄G。其後，人境處曾檢討所需 e∼道的數量。審計署注意到，在以

下個案中，所採用的方法與二零零二年可行陸研究的方法並不相同： 

卹 機場管制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人境處機場管制科根據下列資

料檢討所需 e∼ 道的數量： 

。） 二零零五年的工作量統計數字（註 27)。結果，繁忙時問的人

境訪客百分率由 59% 增至 81% ，而離境訪客則由 58% 增至 

75%; 

(ii) 假設“每一名未成年人對兩名成年人”，而非二零零二年可行

性研究中所採用的“每一名未成年人對一名成年人”；及 

。泌根據在羅湖管制站實施旅客自助檢查系統的經驗，假設機場

旅客中有 5% 仍會使用傳統出人境櫃抬； 

(b）羅湖管制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為更能靈活處理可能改變的旅

客組合，人境處邊境管制科在拆除現有櫃抬前，檢討所需 e∼道的

數量。該檢討根據下列資料進行： 

。） 二零零五年的工作量統計數字，但卻沒有採用繁忙時間的旅

客組合來決定所需 e口道的數量；及 

(ii) 雖然以往記錄顯示，居民和訪客的出人境繁忙時間並不相

同，但人境處仍採用了兩個假設的極端情況（即居民和訪客兩

者的每小時 高出人境人數——註 28)，以估言撮高處理量的

情況。 

該檢討建議裝設104條e∼ 道，而非原定的125條（見表二），以便

人境處可更靈活處理激增的人境訪客及 e一道服務可能中斷的情

況。人境處的目的，是要找出傳統出人境櫃抬與。∼ 道的 佳組

合，以應付 壞的情況（例如旅客自助檢查系統失靈）；及 

註 27：工作量統計數字指在二零零五年三至七月期間的 30 天抽樣數字，以及二零零四年

和二零零五年八月和九月的 12 天抽樣數字。 

註 28：本港居民每小時 高人境人數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五時至五時五十九分

錄得；而訪客則於同日上午十時至十時五十九分錄得。本港居民每小時 高出境

人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至十時五十九分錄得；而訪客則於二零

零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至六時五十九分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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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落馬洲管制站 二零零二年，由於有計劃在皇崗口岸設立車港城

管制站，所以人境處並無預算在落馬洲管制站裝設 e間道。二零零

三年五月，車港城項目被擱置，人境處計劃把 12 個傳統出人境櫃

抬改為 18 條 e口道。然而，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實行斜小時通關， 

以及在二零零三年七月推行個人遊計劃（註 29）後，該管制站的交

通流量便由二零零二年的 1 670 萬人次，大幅增至二零零五年的 

4460萬人次。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人境處根據可供使用的地方， 

決定在管制站新建的人境及離境附翼分階段裝設 20 條 e口道。 50 
個傳統出人境櫃抬予以保留，以便處理無法預計增加的旅客量。 

4.16 工作量統計數字和旅客組合 審計署注意到，人境處在決定落馬洲管制

站所需 e口道的數量時，並沒有採用 新的工作量統計數字。此外，在計算羅

湖管制站和落馬洲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時，亦沒有採用旅客組合。工作量

統計數字和旅客組合是決定管制站所需e- 道數量的重要因素。審計署注意

到，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五年間，落馬洲管制站的旅客組合大約是居民佔 

83% ，訪客佔 17% 。由於裝設e-道的數量，是根據附翼可供使用的地方來決

定，所以裝設 20 條 e∼ 道與 50 個傳統出人境櫃抬，未必是 佳組合。審計署

認為，入境處在決定每個管制站 e∼道的數量時，有需要顧及工作量的趨勢及

繁忙時間的旅客組合。 

4.17 e∼道服務中斷的風險評估 旅客自助檢查系統及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系

統的設計均具備應變後備功能，以支援管制站持續進行出人境檢查。然而，只

有在羅湖管制站的檢討中，採用了兩個假設的極端情況，以評估 e口道服務大

規模和長時問中斷時的影響。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就各種情況進行 e-
道服務中斷的風險評估，以便應付管制站可能發生服務中斷的情況。 

4.18 把假設用於其他管制站 審計署注意到，在決定機場管制站e∼ 道的數

量時，當局採用了兩組新假設（即每一名未成年人對兩名成年人，以及有5% 
的旅客使用傳統出人境櫃抬）。審計署認為，在決定新管制站 佳 e∼ 道數量

時，入境處應確保已顧及不同管制站在決定 e∼道數量時所採用的新假設。 

4.19 較小規模的管制站 人境處曾在中國客運碼頭、紅磯、港澳客輪碼頭、 

文錦渡及沙頭角五個管制站，就 e∼ 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進行特別檢

討。審計署認為，在該五個管制站所計劃的 e∼道完成裝設，以及換領智能身

分證計劃在二零零七無完成後，入境處有需要全面檢討這些管制站的旅客量和

組合，以評估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是否處於 佳水平。 

註 29：二零零六年五月，透過該計劃，內地 44 個城市的2.2億名持有常住戶口的居民， 

可以個人身分訪港。 

一26 一 

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c）落馬洲管制站 二零零二年，由於有計劃在皇崗口岸設立車港城

管制站，所以人境處並無預算在落馬洲管制站裝設 e間道。二零零

三年五月，車港城項目被擱置，人境處計劃把 12 個傳統出人境櫃

抬改為 18 條 e口道。然而，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實行斜小時通關， 

以及在二零零三年七月推行個人遊計劃（註 29）後，該管制站的交

通流量便由二零零二年的 1 670 萬人次，大幅增至二零零五年的 

4460萬人次。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人境處根據可供使用的地方， 

決定在管制站新建的人境及離境附翼分階段裝設 20 條 e口道。 50 
個傳統出人境櫃抬予以保留，以便處理無法預計增加的旅客量。 

4.16 工作量統計數字和旅客組合 審計署注意到，人境處在決定落馬洲管制

站所需 e口道的數量時，並沒有採用 新的工作量統計數字。此外，在計算羅

湖管制站和落馬洲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時，亦沒有採用旅客組合。工作量

統計數字和旅客組合是決定管制站所需e- 道數量的重要因素。審計署注意

到，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五年間，落馬洲管制站的旅客組合大約是居民佔 

83% ，訪客佔 17% 。由於裝設e-道的數量，是根據附翼可供使用的地方來決

定，所以裝設 20 條 e∼ 道與 50 個傳統出人境櫃抬，未必是 佳組合。審計署

認為，入境處在決定每個管制站 e∼道的數量時，有需要顧及工作量的趨勢及

繁忙時間的旅客組合。 

4.17 e∼道服務中斷的風險評估 旅客自助檢查系統及車輛司機自助檢查系

統的設計均具備應變後備功能，以支援管制站持續進行出人境檢查。然而，只

有在羅湖管制站的檢討中，採用了兩個假設的極端情況，以評估 e口道服務大

規模和長時問中斷時的影響。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就各種情況進行 e-
道服務中斷的風險評估，以便應付管制站可能發生服務中斷的情況。 

4.18 把假設用於其他管制站 審計署注意到，在決定機場管制站e∼ 道的數

量時，當局採用了兩組新假設（即每一名未成年人對兩名成年人，以及有5% 
的旅客使用傳統出人境櫃抬）。審計署認為，在決定新管制站 佳 e∼ 道數量

時，入境處應確保已顧及不同管制站在決定 e∼道數量時所採用的新假設。 

4.19 較小規模的管制站 人境處曾在中國客運碼頭、紅磯、港澳客輪碼頭、 

文錦渡及沙頭角五個管制站，就 e∼ 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進行特別檢

討。審計署認為，在該五個管制站所計劃的 e∼道完成裝設，以及換領智能身

分證計劃在二零零七無完成後，入境處有需要全面檢討這些管制站的旅客量和

組合，以評估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是否處於 佳水平。 

註 29：二零零六年五月，透過該計劃，內地 44 個城市的2.2億名持有常住戶口的居民， 

可以個人身分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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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制站 

4.20 為應付旅客和車輛流量增加，當局會於不久將來設立新的管制站。人境

處已計劃在落馬洲支線（註30)、深港西部通道、香港國際機場翔天廊及屯門客

運碼頭的新管制站，裝設旅客自助檢查e-道和傳統出人境櫃抬。 

4.21 審計署注意到，如表三所示，人境處為四個新管制站規劃旅客自助檢查 

e-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時，採用了不同的依據。落馬洲支線、深港西部

通道及屯門客運碼頭，採用了每名旅客 15 秒的檢查時問（而非每名旅客 12 
秒斗口旅客自助檢查 e∼ 道的平均檢查時間）來計算。審計署認為，入境處

或有需要訂立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新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 

表三 

決定新管制站裝設 

旅客自助檢查e∼道數量的依據 

落馬洲支線 深港西部通道 機場翔天廊 屯門客運碼頭 

暫定啟用日期 	2006年 11月1日 2007 年 7 月1日 2006年第4 季 2006年第 3 季 

旅客自助檢查 70 29 3 6 
e- 道數目 

傳統出人境櫃抬數目 “ 38 16 8 

每名旅客的 15 秒 15 秒 12秒 15 秒 
檢查時間（註） 

旅客組合 

卹本港居民 75% 85% 40% 66 

卿訪客 25% 15% 60% 34% 

本港居民使用下列 
途徑的百分率 

卹 e口道 73% 印嗎 100% 72嗎 

(b) 傳統出人境櫃抬 27% 20% 28%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旅客自助檢查 e- 道的平均檢查時間為每名旅客 12 秒。 

註 30：落馬洲支線現正建造，以連接現有的九廣鐵路東鐵上水站與落馬洲的新邊境通

道，為應付跨境交通流量的增長及疏導羅湖管制站的大量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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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制站 

4.20 為應付旅客和車輛流量增加，當局會於不久將來設立新的管制站。人境

處已計劃在落馬洲支線（註30)、深港西部通道、香港國際機場翔天廊及屯門客

運碼頭的新管制站，裝設旅客自助檢查e-道和傳統出人境櫃抬。 

4.21 審計署注意到，如表三所示，人境處為四個新管制站規劃旅客自助檢查 

e-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時，採用了不同的依據。落馬洲支線、深港西部

通道及屯門客運碼頭，採用了每名旅客 15 秒的檢查時問（而非每名旅客 12 
秒斗口旅客自助檢查 e∼ 道的平均檢查時間）來計算。審計署認為，入境處

或有需要訂立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新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 

表三 

決定新管制站裝設 

旅客自助檢查e∼道數量的依據 

落馬洲支線 深港西部通道 機場翔天廊 屯門客運碼頭 

暫定啟用日期 	2006年 11月1日 2007 年 7 月1日 2006年第4 季 2006年第 3 季 

旅客自助檢查 70 29 3 6 
e- 道數目 

傳統出人境櫃抬數目 “ 38 16 8 

每名旅客的 15 秒 15 秒 12秒 15 秒 
檢查時間（註） 

旅客組合 

卹本港居民 75% 85% 40% 66 

卿訪客 25% 15% 60% 34% 

本港居民使用下列 
途徑的百分率 

卹 e口道 73% 印嗎 100% 72嗎 

(b) 傳統出人境櫃抬 27% 20% 28%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旅客自助檢查 e- 道的平均檢查時間為每名旅客 12 秒。 

註 30：落馬洲支線現正建造，以連接現有的九廣鐵路東鐵上水站與落馬洲的新邊境通

道，為應付跨境交通流量的增長及疏導羅湖管制站的大量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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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4.22 利用旅客自助檢查 e口道進行出人境檢查較傳統出人境櫃抬更具成本效

益，因為一名人境事務人員可同時監察五條。∼ 道，而一個傳統出人境櫃抬亦

由一名人員管理。另一方面，傳統出人境櫃抬為持有不同類別旅行證件的旅客

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而 e∼ 道則只容許智能身分證持有人通過。為了在成本

效益及運作彈性之間取得平衡，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密切監察所有管制

站的旅客量及組合，以便提供的 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處於 佳水平。 

4.23 當局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完成裝設 234 條 e∼ 道。審計署注意到，人境處

會在計劃推行後進行檢討（註 31)，以確定達到議定目標的程度，以及是否取

得預期效益。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定期檢討所有現存和新設管制站

任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並須顧及： 

卹 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在二零零七無三月完成後，各管制站的e∼道
和傳統出入境櫃抬的使用情況，以及旅客量和組合的情況；及 

(b）新管制站啟用對現存管制站旅客量和組合的影響。 

審計署的建議 

4.24 審計署建議入境事務處處長應：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卹 檢討和修訂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以便更充分顯示入境處

的達標程度； 

。）考慮就旅客自助檢查 e∼道、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道及傳統出入境

櫃抬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目標，以便更有效監察這些設施的使用

情況； 

決定管制站所需 e∼道數量的依據 

(c）確保在決定各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時，已顧及工作量的趨勢及

繁忙時間的旅客組合； 

(d）考慮須否就可能發生在所有管制站的各種情況進行e∼道服務中斷

的風險評估； 

註 31：使用部門必須在主要資訊系統運作六個月後，向資科辦遞交計劃推行後部門報

表。 

一28 一 

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4.22 利用旅客自助檢查 e口道進行出人境檢查較傳統出人境櫃抬更具成本效

益，因為一名人境事務人員可同時監察五條。∼ 道，而一個傳統出人境櫃抬亦

由一名人員管理。另一方面，傳統出人境櫃抬為持有不同類別旅行證件的旅客

提供出人境檢查服務，而 e∼ 道則只容許智能身分證持有人通過。為了在成本

效益及運作彈性之間取得平衡，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密切監察所有管制

站的旅客量及組合，以便提供的 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處於 佳水平。 

4.23 當局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完成裝設 234 條 e∼ 道。審計署注意到，人境處

會在計劃推行後進行檢討（註 31)，以確定達到議定目標的程度，以及是否取

得預期效益。審計署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定期檢討所有現存和新設管制站

任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並須顧及： 

卹 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在二零零七無三月完成後，各管制站的e∼道
和傳統出入境櫃抬的使用情況，以及旅客量和組合的情況；及 

(b）新管制站啟用對現存管制站旅客量和組合的影響。 

審計署的建議 

4.24 審計署建議入境事務處處長應：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卹 檢討和修訂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以便更充分顯示入境處

的達標程度； 

。）考慮就旅客自助檢查 e∼道、車輛司機自助檢查 e∼道及傳統出入境

櫃抬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目標，以便更有效監察這些設施的使用

情況； 

決定管制站所需 e∼道數量的依據 

(c）確保在決定各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時，已顧及工作量的趨勢及

繁忙時間的旅客組合； 

(d）考慮須否就可能發生在所有管制站的各種情況進行e∼道服務中斷

的風險評估； 

註 31：使用部門必須在主要資訊系統運作六個月後，向資科辦遞交計劃推行後部門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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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e）在決定新管制站 佳e∼道數量時，確保已顧及不同管制站在決定

任道數量時所採用的新假設； 

o 就中國客運碼頭、紅磯、港澳客輪碼頭、文錦渡及沙頭角各管制

站的旅客量和組合進行全面檢討，以評估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在

二零零七無完成後，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是否處於 佳

水平； 

新管制站 

(g）考慮採用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日後新管制站所需e∼道的數量；及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h）定期檢討每個管制站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以確保提供

具效率及效益的出入境檢查服務，並顧及： 

。） 成本效益及運作彈性；及 

(ii) 新管制站啟用對現存管制站旅客量和組合的影響。 

當局的回應 

4.25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卹 人境處會檢討和修訂出人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b）人境處會就旅客自助檢查e間道、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口道及傳統出

人境櫃抬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目標，以便更有效監察這些設施的

使用情況。為了讓市民易於理解，服務表現目標仍應盡量免於複

雜 

決定管制站所需 e∼道數量的依據 

(c）早於二零零六年一月e∼ 道投人運作前，落馬洲管制站所處理的旅

客量，已遠超於其設計的每日 35 000人次的可處理量。人境處決

定在出人境大堂兩旁加建附翼，以設置 e∼ 道，處理龐大的居民流

量，從而盡量把大堂的櫃抬，撥作處理訪客。分開處理的做法可

減低因管制站擠擁而對旅客造成的不舒適。人境處在決定 e∼ 道的

數量時，會繼續顧及工作量的趨勢和管制站在繁忙時間的旅客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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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決定新管制站 佳e∼道數量時，確保已顧及不同管制站在決定

任道數量時所採用的新假設； 

o 就中國客運碼頭、紅磯、港澳客輪碼頭、文錦渡及沙頭角各管制

站的旅客量和組合進行全面檢討，以評估換領智能身分證計劃在

二零零七無完成後，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是否處於 佳

水平； 

新管制站 

(g）考慮採用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日後新管制站所需e∼道的數量；及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h）定期檢討每個管制站e∼道與傳統出入境櫃抬的組合，以確保提供

具效率及效益的出入境檢查服務，並顧及： 

。） 成本效益及運作彈性；及 

(ii) 新管制站啟用對現存管制站旅客量和組合的影響。 

當局的回應 

4.25 入境事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卹 人境處會檢討和修訂出人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b）人境處會就旅客自助檢查e間道、車輛司機自助檢查e口道及傳統出

人境櫃抬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目標，以便更有效監察這些設施的

使用情況。為了讓市民易於理解，服務表現目標仍應盡量免於複

雜 

決定管制站所需 e∼道數量的依據 

(c）早於二零零六年一月e∼ 道投人運作前，落馬洲管制站所處理的旅

客量，已遠超於其設計的每日 35 000人次的可處理量。人境處決

定在出人境大堂兩旁加建附翼，以設置 e∼ 道，處理龐大的居民流

量，從而盡量把大堂的櫃抬，撥作處理訪客。分開處理的做法可

減低因管制站擠擁而對旅客造成的不舒適。人境處在決定 e∼ 道的

數量時，會繼續顧及工作量的趨勢和管制站在繁忙時間的旅客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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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d）人境處會就各管制站e口道服務中斷的情況進行風險評估。風險評

估是一項持續的工作，有助提升人境處應付緊急情況的能力。人 

境處會繼續留意每一個會影響 e- 道暢順運作的情況； 

(e）人境處在規劃新管制站所需 e口道的數量時，已顧及 新的假設。 

以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為例，在設計規劃階段，已顧及工作量的趨

勢和旅客組合可能出現的變動。由於每個管制站有其獨特的運作

模式、限制及環境，該處會顧及各個管制站在決定e間道數量時所

採用的新假設； 

o 人境處會就中國客運碼頭、文錦渡及沙頭角管制站的旅客量和組

合進行全面檢討，以評估當。∼ 道全面投人運作及換領智能身分證

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完成後，e∼ 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是否處

於 佳水平。檢討有助人境處評估屆時可供使用的人力和資源是

否得到善用； 

新管制站 

(g）不同時間規劃的工程項目所採用的假設可能有別。人境處或會因

應平均檢查時間的 新運作經驗及 e∼ 道的受歡迎程度，不時調整

該等假設。人境處同意有需要採用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日後所有

新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該處會適當考慮新管制站的特點，然

後定出一致的依據；及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h）人境處會設立機制，定期檢討所有管制站e∼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

的組合。 

4.26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支持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卹 人境處應檢討和修訂出人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俾能更充分顯

示運作目標的達標程度，以及考慮就旅客自助檢查e∼ 道、車輛司

機自助檢查e口道及傳統出人境櫃抬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目標，以

便有效監察這些設施的使用情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人境處擬

備2006-07年度的預算草案時，曾建議該處考慮提高出人境檢查的

服務表現目標。然而，人境處認為當時不是適當時間，因為過境

旅客量正不斷增加，而人境處在其他重要範疇的服務需求又持續 

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d）人境處會就各管制站e口道服務中斷的情況進行風險評估。風險評

估是一項持續的工作，有助提升人境處應付緊急情況的能力。人 

境處會繼續留意每一個會影響 e- 道暢順運作的情況； 

(e）人境處在規劃新管制站所需 e口道的數量時，已顧及 新的假設。 

以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為例，在設計規劃階段，已顧及工作量的趨

勢和旅客組合可能出現的變動。由於每個管制站有其獨特的運作

模式、限制及環境，該處會顧及各個管制站在決定e間道數量時所

採用的新假設； 

o 人境處會就中國客運碼頭、文錦渡及沙頭角管制站的旅客量和組

合進行全面檢討，以評估當。∼ 道全面投人運作及換領智能身分證

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完成後，e∼ 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是否處

於 佳水平。檢討有助人境處評估屆時可供使用的人力和資源是

否得到善用； 

新管制站 

(g）不同時間規劃的工程項目所採用的假設可能有別。人境處或會因

應平均檢查時間的 新運作經驗及 e∼ 道的受歡迎程度，不時調整

該等假設。人境處同意有需要採用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日後所有

新管制站所需 e∼道的數量。該處會適當考慮新管制站的特點，然

後定出一致的依據；及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h）人境處會設立機制，定期檢討所有管制站e∼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

的組合。 

4.26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支持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出入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 

卹 人境處應檢討和修訂出人境檢查的服務表現目標，俾能更充分顯

示運作目標的達標程度，以及考慮就旅客自助檢查e∼ 道、車輛司

機自助檢查e口道及傳統出人境櫃抬訂定不同的服務表現目標，以

便有效監察這些設施的使用情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人境處擬

備2006-07年度的預算草案時，曾建議該處考慮提高出人境檢查的

服務表現目標。然而，人境處認為當時不是適當時間，因為過境

旅客量正不斷增加，而人境處在其他重要範疇的服務需求又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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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攀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在人境處擬備2007-08年度的預算草案

時，促請該處考慮審計署的建議； 

新管制站 

(b）對於審計署表示關注人境處規劃新管制站的旅客自助檢查e口道與

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時，採用不同的依據（例如不同管制站所採

用的每名旅客檢查時間各異），他亦有同感。人境處應考慮在日後

釐定一致的依據；及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c）人境處應定期檢討所有管制站e∼ 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並

顧及有需要應付旅客量和組合因設立新管制站而出現的變化。 

管制站自助出入境檢查 

攀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在人境處擬備2007-08年度的預算草案

時，促請該處考慮審計署的建議； 

新管制站 

(b）對於審計署表示關注人境處規劃新管制站的旅客自助檢查e口道與

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時，採用不同的依據（例如不同管制站所採

用的每名旅客檢查時間各異），他亦有同感。人境處應考慮在日後

釐定一致的依據；及 

就各管制站推行 e∼道後進行檢討 

(c）人境處應定期檢討所有管制站e∼ 道與傳統出人境櫃抬的組合，並

顧及有需要應付旅客量和組合因設立新管制站而出現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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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閱第 1.4 段） 

個人證件部組織圖 

（二零零六無三月） 

個人證件部 

證件科 人事登記科 

生死及婚姻登記 

分科 

證件 

分科 

人事登記 

分科 

智能身分證 

分科 

生死及婚姻登記 

（支援）組 
旅行證件及國籍 

（申請）組 

人事登記 

（支援）組 
智能身分證組 

(註) 
生死及婚姻登記 人事登記 9 間智能 

（執行）組 
旅行證件 

紀錄組 身分證中心 

（簽發）組 
間出生登記處 (註) 居留權組 

間死亡登記處 國際 

協作組 
人事登記 

5 間婚姻登記處 事務（港島）組 

和人事登記事務 
證件 

婚姻登記事務 管理組 
（九龍及新界）組 

及紀錄辦事處 

 

6 間人境處 

分區辦事處 

s 間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 旅行證件及國籍（申請）組負責接收和集中處理親身前往總部及分區辦事處，以郵寄或投遞方式遞

交的香港特區護照申請，以及香港特區護照和簽證身分書的海外申請。旅行證件（簽發）組則負責

印製香港特區護照和簽證身分書的個人資料，然後安排經由總部及分區辦事處簽發有關證件。截

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該兩組的編制共有 183 名人員，處理每日平均約 400宗親身辦理的申

請、1 600本香港特區護照，以及 180 本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人境處設有機制，按該兩組的工作

量重新調配人手。 

附錄A 
（參閱第 1.4 段） 

個人證件部組織圖 

（二零零六無三月） 

個人證件部 

證件科 人事登記科 

生死及婚姻登記 

分科 

證件 

分科 

人事登記 

分科 

智能身分證 

分科 

生死及婚姻登記 

（支援）組 
旅行證件及國籍 

（申請）組 

人事登記 

（支援）組 
智能身分證組 

(註) 
生死及婚姻登記 人事登記 9 間智能 

（執行）組 
旅行證件 

紀錄組 身分證中心 

（簽發）組 
間出生登記處 (註) 居留權組 

間死亡登記處 國際 

協作組 
人事登記 

5 間婚姻登記處 事務（港島）組 

和人事登記事務 
證件 

婚姻登記事務 管理組 
（九龍及新界）組 

及紀錄辦事處 

 

6 間人境處 

分區辦事處 

s 間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 旅行證件及國籍（申請）組負責接收和集中處理親身前往總部及分區辦事處，以郵寄或投遞方式遞

交的香港特區護照申請，以及香港特區護照和簽證身分書的海外申請。旅行證件（簽發）組則負責

印製香港特區護照和簽證身分書的個人資料，然後安排經由總部及分區辦事處簽發有關證件。截

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該兩組的編制共有 183 名人員，處理每日平均約 400宗親身辦理的申

請、1 600本香港特區護照，以及 180 本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人境處設有機制，按該兩組的工作

量重新調配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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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2.2 段） 

分區辦事處的分布 

（二零零六無三月） 

分區 

出生 
登記處 
(p1) 

死亡 

登記處 

（註 2) 

婚姻 

登記處 
入區
 
境
辦
 
處

事
 

分
 
處
 

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香港島 L 生死登記總處 

（金鐘） 

L 生死登記總處 

（金鐘） 

2．港島死亡登記 

處（灣仔） 

1. 大會堂婚姻登

記處（註 3) 
2．紅棉路婚姻登

記處（註 3) 
3．婚姻登記事務

及紀錄辦事處 

L 港島區簽發旅

行證fq：辦事處 

（上環） 

1．港島辦事處 

（灣仔） 

（金鐘司三勺 

東九龍 2．東九龍辦事處 

（藍田） 

2．觀塘辦事處 

西九龍 2，九龍出生登記

處（油麻地） 

3．九龍死亡登記

處（長沙灣） 

4．尖沙咀婚姻

登記處 

3．西九龍辦事處 

（油麻地） 

3．九龍辦事處 

（長沙灣） 

新界東 3．沙田區出生

登記處 

5．沙田婚姻 

登記處 

4．火炭辦事處 

（註 5) 
5．沙田辦事處 

（註 5) 

4．火炭辦事處 

（註 5) 

新界西 4．屯門區出生

登記處 

6．屯門婚姻 

登記處 

6．元朗辦事處 

（註 5) 
5．元朗辦事處 

（註 5)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 1：各問出生登記處所服務的地區如下： 

登記處 	 服務地區 

生死登記總處 	 各分區 

九龍出生登記處 	 九龍及荃灣 

沙田區出生登記處 	 沙田、大埔、粉嶺及上水 

屯門區出生登記處 	 屯門及元朗 

註 2：生死登記總處辦理死因裁判官轉介的所有死亡登記。港島死亡登記處及九龍死亡

登記處則為各分區提供一般死亡登記服務。 

註 3：香港島保留了兩間婚姻登記處，因市民對這些婚姻登記處提供的服務有一定需求。 

註 4：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接受打算在大會堂婚姻登記處及紅棉路婚姻登記處舉

行結婚儀式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申請，並簽發無結婚記錄證明書及結婚證書核證

副本。 

註 5：根據人境處的重組計劃，沙田辦事處日後將會與火炭辦事處合併，為新界東分區

提供人境事務及人事登記服務。火炭辦事處及元朗辦事處是同時辦理人境事務及

人事登記的聯合辦事處。 

一33 一 

附錄 B 

（參閱第 2.2 段） 

分區辦事處的分布 

（二零零六無三月） 

分區 

出生 
登記處 
(p1) 

死亡 

登記處 

（註 2) 

婚姻 

登記處 
入區
 
境
辦
 
處

事
 

分
 
處
 

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香港島 L 生死登記總處 

（金鐘） 

L 生死登記總處 

（金鐘） 

2．港島死亡登記 

處（灣仔） 

1. 大會堂婚姻登

記處（註 3) 
2．紅棉路婚姻登

記處（註 3) 
3．婚姻登記事務

及紀錄辦事處 

L 港島區簽發旅

行證fq：辦事處 

（上環） 

1．港島辦事處 

（灣仔） 

（金鐘司三勺 

東九龍 2．東九龍辦事處 

（藍田） 

2．觀塘辦事處 

西九龍 2，九龍出生登記

處（油麻地） 

3．九龍死亡登記

處（長沙灣） 

4．尖沙咀婚姻

登記處 

3．西九龍辦事處 

（油麻地） 

3．九龍辦事處 

（長沙灣） 

新界東 3．沙田區出生

登記處 

5．沙田婚姻 

登記處 

4．火炭辦事處 

（註 5) 
5．沙田辦事處 

（註 5) 

4．火炭辦事處 

（註 5) 

新界西 4．屯門區出生

登記處 

6．屯門婚姻 

登記處 

6．元朗辦事處 

（註 5) 
5．元朗辦事處 

（註 5)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 1：各問出生登記處所服務的地區如下： 

登記處 	 服務地區 

生死登記總處 	 各分區 

九龍出生登記處 	 九龍及荃灣 

沙田區出生登記處 	 沙田、大埔、粉嶺及上水 

屯門區出生登記處 	 屯門及元朗 

註 2：生死登記總處辦理死因裁判官轉介的所有死亡登記。港島死亡登記處及九龍死亡

登記處則為各分區提供一般死亡登記服務。 

註 3：香港島保留了兩間婚姻登記處，因市民對這些婚姻登記處提供的服務有一定需求。 

註 4：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接受打算在大會堂婚姻登記處及紅棉路婚姻登記處舉

行結婚儀式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申請，並簽發無結婚記錄證明書及結婚證書核證

副本。 

註 5：根據人境處的重組計劃，沙田辦事處日後將會與火炭辦事處合併，為新界東分區

提供人境事務及人事登記服務。火炭辦事處及元朗辦事處是同時辦理人境事務及

人事登記的聯合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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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參閱第 2.7 段） 

分區辦事處的工作量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無） 

分區辦事處 接獲申請宗數 

200”至 2005無 

增幅／（減幅） 

2001無 2002無 2003無 2004年 2005無 （宗數）（百分率） 

出生、死亡 

及婚姻登記處 

出生／死亡／ 115540 114723 119800 127826 139005 23465 20% 
婚姻／領養登記 

出生／死亡／ 98598 94822 86900 92390 103897 5299 5% 
結婚／領養證明書 

總計 214138 209545 206700 220216 242902 28764 13% 

入境處 

分區辦事處 

香港特區 38216 39156 51511 33270 53670 15454 40% 
簽證身分書 

香港特區護照 120735 124288 116661 144114 136550 15815 13% 

香港特區回港證 125639 127721 91123 101820 98481 (27158) (22%) 

總計 284590 291 165 259295 279204 288701 4111 1% 

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登記事項 	總計 555934 535661 513352 523001 512468 (43466) (8黝 

證明書 

及登記和 

換領身分證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附錄 C 

（參閱第 2.7 段） 

分區辦事處的工作量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無） 

分區辦事處 接獲申請宗數 

200”至 2005無 

增幅／（減幅） 

2001無 2002無 2003無 2004年 2005無 （宗數）（百分率） 

出生、死亡 

及婚姻登記處 

出生／死亡／ 115540 114723 119800 127826 139005 23465 20% 
婚姻／領養登記 

出生／死亡／ 98598 94822 86900 92390 103897 5299 5% 
結婚／領養證明書 

總計 214138 209545 206700 220216 242902 28764 13% 

入境處 

分區辦事處 

香港特區 38216 39156 51511 33270 53670 15454 40% 
簽證身分書 

香港特區護照 120735 124288 116661 144114 136550 15815 13% 

香港特區回港證 125639 127721 91123 101820 98481 (27158) (22%) 

總計 284590 291 165 259295 279204 288701 4111 1% 

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登記事項 	總計 555934 535661 513352 523001 512468 (43466) (8黝 

證明書 

及登記和 

換領身分證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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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2001 2005

( )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 ) ( )

214 138 209 545 206 700 220 216 242 902 28 764 13%

======== ======== ======== ======== ======== ========

284 590 291 165 259 295 279 204 288 701 4111 1%

======== ======== ======== ======== ======== ========

555 934 535 661 513 352 523 001 512 468 (43 466) (8%)



附錄D 

（參閱第 2.21(a) 段） 

申請加快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二零零一無一月至二零零六無五月） 

無份 

加快簽發 

(a) 

申請宗數 

總簽發 加快簽發百分率 

(a) 

2001 14 206 433 624 3% 

2002 20 785 416 744 5% 

2003 36 832 476 739 8% 

2004 52 380 633 688 8嗎 

2005 43 922 479 685 9% 

2006 19 907 220 014 9% 

（截至 5 月）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附錄D 

（參閱第 2.21(a) 段） 

申請加快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二零零一無一月至二零零六無五月） 

無份 

加快簽發 

(a) 

申請宗數 

總簽發 加快簽發百分率 

(a) 

2001 14 206 433 624 3% 

2002 20 785 416 744 5% 

2003 36 832 476 739 8% 

2004 52 380 633 688 8嗎 

2005 43 922 479 685 9% 

2006 19 907 220 014 9% 

（截至 5 月）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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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a) (b) (c) = —— × 100%

(b)



附錄E 

（參閱第 2.21(b）段） 

申請加快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分書 

（二零零三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五月） 

無份 	 申請宗數 

加快簽發 總簽發 加快簽發百分率 

(a) 
(a) 

2003 821 11 050 7% 

(9至12 月） （註） 

2004 2 260 33 270 7% 

2005 2 914 53 670 5% 

2006 969 22 110 4% 

（截至 5 月）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 電腦可讀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推出，人境處開始就所

收到的加快簽發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申請數目備存記錄。 

附錄E 

（參閱第 2.21(b）段） 

申請加快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分書 

（二零零三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五月） 

無份 	 申請宗數 

加快簽發 總簽發 加快簽發百分率 

(a) 
(a) 

2003 821 11 050 7% 

(9至12 月） （註） 

2004 2 260 33 270 7% 

2005 2 914 53 670 5% 

2006 969 22 110 4% 

（截至 5 月）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註： 電腦可讀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推出，人境處開始就所

收到的加快簽發香港特區簽證身分書申請數目備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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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a) (b) (c) = —— × 100%

(b)



附錄 F 

（參閱第 3.19 段） 

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的重複交易 

（二零零五無二月至二零零六無二月） 

每對男女 

重複交易次數 男女數目 

涉及重複交易 

（對） 

確有註冊 

（對） 

重複交易次數 

超過 100 7 3 1284 

51 至 1OO 18 10 1180 

21 至 50 139 95 4277 

11 至 20 204 133 2827 

6至 10 419 268 3 165 

4至 	5 625 419 2847 

總計 ” 412 928 15580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附錄 F 

（參閱第 3.19 段） 

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下預約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出現的重複交易 

（二零零五無二月至二零零六無二月） 

每對男女 

重複交易次數 男女數目 

涉及重複交易 

（對） 

確有註冊 

（對） 

重複交易次數 

超過 100 7 3 1284 

51 至 1OO 18 10 1180 

21 至 50 139 95 4277 

11 至 20 204 133 2827 

6至 10 419 268 3 165 

4至 	5 625 419 2847 

總計 ” 412 928 15580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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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 ( )

1 412 928 15 580

======== ======== ========



附錄G 

（參閱第 4.15 段） 

在二零零二無的可行性研究中 

評估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e∼道數量的依據 

休） 假設 

1． 傳統出人境櫃抬將予保留，以顧及：（抑沒有香港智能身分證的訪

客；小）11歲以下的未成年居民，這類人士的香港智能身分證並無

存人指紋模板；(c) 65歲以上的長者，他們較喜歡經傳統出人境櫃

抬作出人境檢查；及（。同行成年人，這是假設每名未成年人或長

者會由一名成年居民陪同。 

2． 可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 e口道的人士，會是年齡介乎 11至斜歲， 

已領取香港智能身分證的永久性及臨時居民。 

3． 可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 e∼道的人士，會延展至涵蓋臨時居民，而

當旅客自助檢查系統推行後，檢查和蓋印程序均可省免。 

4． 在扣除訪客、未成年人、長者及同行成年人所需的傳統出人境櫃

抬數目後，所有餘下的傳統出人境櫃抬皆會轉為旅客自助檢查 e-

道。 

(B） 評估依據 

L 旅客組合 

卹 採用二零零一年的工作量，以表示居民與訪客組合所涉及的

工作量，並顧及訪客量出現的變動。 

(b）居民的旅客組合，是按照以未成年人、長者、同行成年人及

可能使用e∼ 道的人劃分的居民類別計算。有關比例用以計算 

處理各類旅客量所需的傳統出人境櫃抬數目。 

2． 檢查時間 

卹 以持有香港智能身分證的永久性居民的檢查時間，計算臨時

居民的檢查時間。 

(b）以持電腦可讀及非電腦可讀證件的永久陸居民的檢查時間， 

作為未成年人的檢查時間。在計算時，亦考慮到使用電腦可

讀及非電腦可讀證件的比例，因為兩類證件所需的檢查時問

有別。 

一38 一 

附錄G 

（參閱第 4.15 段） 

在二零零二無的可行性研究中 

評估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e∼道數量的依據 

休） 假設 

1． 傳統出人境櫃抬將予保留，以顧及：（抑沒有香港智能身分證的訪

客；小）11歲以下的未成年居民，這類人士的香港智能身分證並無

存人指紋模板；(c) 65歲以上的長者，他們較喜歡經傳統出人境櫃

抬作出人境檢查；及（。同行成年人，這是假設每名未成年人或長

者會由一名成年居民陪同。 

2． 可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 e口道的人士，會是年齡介乎 11至斜歲， 

已領取香港智能身分證的永久性及臨時居民。 

3． 可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 e∼道的人士，會延展至涵蓋臨時居民，而

當旅客自助檢查系統推行後，檢查和蓋印程序均可省免。 

4． 在扣除訪客、未成年人、長者及同行成年人所需的傳統出人境櫃

抬數目後，所有餘下的傳統出人境櫃抬皆會轉為旅客自助檢查 e-

道。 

(B） 評估依據 

L 旅客組合 

卹 採用二零零一年的工作量，以表示居民與訪客組合所涉及的

工作量，並顧及訪客量出現的變動。 

(b）居民的旅客組合，是按照以未成年人、長者、同行成年人及

可能使用e∼ 道的人劃分的居民類別計算。有關比例用以計算 

處理各類旅客量所需的傳統出人境櫃抬數目。 

2． 檢查時間 

卹 以持有香港智能身分證的永久性居民的檢查時間，計算臨時

居民的檢查時間。 

(b）以持電腦可讀及非電腦可讀證件的永久陸居民的檢查時間， 

作為未成年人的檢查時間。在計算時，亦考慮到使用電腦可

讀及非電腦可讀證件的比例，因為兩類證件所需的檢查時問

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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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 

(續) 
（參閱第 4.15 段） 

3． 加權工作量分布情況 

卹 由於各類旅客的檢查時間有別，故不能純粹採用旅客組合的

百分率，推算處理有關的旅客量所需的傳統出人境櫃抬數

目。 

(b）根據旅客組合及檢查時問，制定加權工作量分布情況（以相對

比例表示），以分配傳統出人境櫃抬予各類旅客。在分配傳統

出人境櫃抬予訪客、未成年人、長者及同行成年人後，餘下

分配予可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e口道人士的傳統出人境櫃抬將

會拆除，以設立旅客自助檢查 e∼ 道。 

4． 其他考慮事項 

卹 已考慮旅客流量和運作程序（例如須提供寬敞的地方，供內地

旅行團辦理出人境手續）。 

(b）現有通道及檢查關卡亭的大小影響擬建通道的數量。 

(c）已考慮出人境大堂的實際位置（例如線槽和電腦室的位置）。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附錄G 

(續) 
（參閱第 4.15 段） 

3． 加權工作量分布情況 

卹 由於各類旅客的檢查時間有別，故不能純粹採用旅客組合的

百分率，推算處理有關的旅客量所需的傳統出人境櫃抬數

目。 

(b）根據旅客組合及檢查時問，制定加權工作量分布情況（以相對

比例表示），以分配傳統出人境櫃抬予各類旅客。在分配傳統

出人境櫃抬予訪客、未成年人、長者及同行成年人後，餘下

分配予可能使用旅客自助檢查e口道人士的傳統出人境櫃抬將

會拆除，以設立旅客自助檢查 e∼ 道。 

4． 其他考慮事項 

卹 已考慮旅客流量和運作程序（例如須提供寬敞的地方，供內地

旅行團辦理出人境手續）。 

(b）現有通道及檢查關卡亭的大小影響擬建通道的數量。 

(c）已考慮出人境大堂的實際位置（例如線槽和電腦室的位置）。 

資料來源：人境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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