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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路交通意外對受害人及其家人都可能造成難以承受的影響。雖然香港

的交通意外死亡率近年有所下降，並屬於世界上其中一個最低的地方，但在二

零一二年，本港發生了 15 894 宗交通意外，導致 120 人死亡及 20 090 人受傷。

近年來，運輸及房屋局在運輸署和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的協助下推出了多項新

措施，以打擊不當駕駛行為和促進車輛更安全營運。審計署最近就這些道路安

全措施的施行情況進行了審查。

打擊酒後駕駛的措施

2. 推行隨機呼氣測試　酒精影響中樞神經系統，令人感覺遲鈍，反應緩

慢，並且減低察覺危險的能力。研究顯示，駕駛前曾經喝酒的駕駛者涉及意外

的風險，遠高於沒有喝酒的駕駛者。當局在二零零八年修訂《道路交通條例》，

從二零零九年二月起，賦予警務人員權力在無須合理懷疑駕駛者有否喝酒的情

況下，也可以要求他們接受呼氣測試。審計署的審查顯示，由二零零九年二月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警方的隨機呼氣測試有 42% 在日間進行，而平均的測

試拘捕比率為 0.11%，明顯低於晚間測試的 0.75%。審計署認為，警方必須以

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測試工作，以確保有限的執法資源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

運用。鑑於進行測試會對駕駛者造成不便，警方須以審慎而明智的方式進行測

試 (第 2.2、2.4、2.5、2.8、2.9 及 2.11 段)。

3. 執行三級罰則法例　根據醫學證據，發生意外的風險會隨駕駛者體內血

液酒精含量增加而上升。當局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修訂法例，按照駕駛者體內

酒精濃度的比例訂定三級罰則制度。如駕駛者未能通過在路邊進行的檢查呼氣

測試，以及在警署進行的舉證呼氣測試，便會被控以酒後駕駛罪名。由二零一

二年一月至十月，共有 744 名駕駛者因無法通過檢查呼氣測試而被捕。然而，

當中 182 名駕駛者其後獲得釋放，215 名被控以較輕的罪名，因為他們在接受

舉證呼氣測試時，體內的酒精濃度已降至較低的水平。審計署的抽查結果顯

示，進行舉證呼氣測試用了額外交通時間，因為部分用作報告逮捕案件的警署

並沒有設有測試儀器，而有些個案則涉及測試儀器故障問題 (第 2.15、2.16 及

2.18 至 2.20 段)。

道路安全措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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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超速駕駛和衝紅燈的措施

4. 在香港，超速駕駛和衝紅燈是常見的交通罪行，可造成嚴重後果。在二

零一二年，與超速駕駛和衝紅燈違例個案有關的檢控數字分別有 266 250 宗及

55 815 宗。偵察車速攝影機 (偵速攝影機) 系統和衝紅燈攝影機系統具備 24 小

時監察功能，因此成為主要的執法工具 (第 3.2 及 3.8 段)。

5. 執法攝影機系統的操作　現時的偵速攝影機系統只能在有限範圍內起阻

嚇作用，因為部分駕駛者在駛過攝影機系統後便可能加速。在二零零七年，當

局開始研究使用偵察平均車速攝影機系統的可行性，以便在更長距離 (如在高

速公路上)影響駕駛者的行為。一些國家自一九九九年起已使用該系統。不過，

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當局計劃於 2013-14 年度才推行試驗計劃。至於衝紅燈

攝影機系統， 審計署留意到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偵察所得的

22 871 宗衝紅燈違例個案中，有 2 109 宗 (9%) 由於違例車輛的影像被其他車輛

阻擋而未能採取行動。此外，兩個執法攝影機系統拍得的照片均只能顯示違例

車輛的身分，而非違例駕駛者的身分。曾經有登記車主未能識別違例駕駛者身

分的個案。由於兩個執法攝影機系統作為執法工具的成效，取決於它們所能提

供的檢控證據，當局有必要研究措施進一步改善系統，並按需要參考海外地區

的經驗 (第 3.9 至 3.14 及 3.17 段)。

促進車輛更安全營運的措施

6. 公共小巴、的士和專營巴士是公共交通系統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二零零

七至二零一一年期間，這些車輛涉及意外率持續高於所有機動車輛的平均意外

率 (第 4.2、4.37、4.44 及 4.45 段)。

7. 為公共小巴而設的措施　當局已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公共小巴營運

安全，包括在二零零四年實施的裝設乘客安全帶法例，以及在二零一二年推出

規管公共小巴行車速度的措施。關於裝設乘客安全帶的規定，在二零零四年法

例生效前已在使用的公共小巴可獲豁免遵從規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在 4 350 部公共小巴中，有 1 815 部 (42%) 沒有裝設安全帶，2 535 部

(58%) 則有裝設安全帶。為保障乘客安全，並讓公共小巴乘客養成經常配用安

全帶的習慣，運輸署有必要致力使安全帶規定適用於所有公共小巴。根據法例

規定，如車內設有安全帶，公共小巴乘客必須配用。不過，安全帶配用率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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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改善，這可從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二年期間向干犯沒有配用安全帶違例

行為的公共小巴乘客發出傳票的數目反映出來。當局有必要加強有關公共小巴

乘客配用安全帶的執法及宣傳工作 (第 4.3、4.4、4.7、4.16、4.19 及 4.32 段)。

8. 為的士而設的措施　除了在二零零一年實施乘客配用安全帶的法例外，

當局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將改善的士服務質素的建議告知交通事務委員會，建議

包括規定準備入行的的士司機必須參加職前培訓計劃，以改善他們的安全駕駛

知識和態度。不過，當局其後沒有推行有關建議。審計署從警務處的執法統計

數字注意到，的士司機所觸犯的超速駕駛罪行總數，由二零零七年的 25 338 宗

增至二零一二年的 31 258 宗，增幅為 23%。就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二年期間每

千部車輛的超速駕駛罪行數目而言，的士超速駕駛的問題較公共小巴和專營巴

士的問題更為嚴重。鑑於上述情況，當局有需要推出更多措施，以提升的士的

營運安全 (第 4.38 至 4.41 段)。

9. 為專營巴士而設的措施　為提升專營巴士的營運安全，法例規定專營巴

士的最高速度限於每小時 70 公里。應運輸署的要求，專營巴士公司亦已採取

加強安全的措施，包括規定年滿 50 歲或以上的司機須每年接受體格檢驗。在

二零一二年六月至十一月期間，發生三宗據報肇事巴士司機在意外發生時失去

知覺的嚴重專營巴士交通意外。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當局承諾會檢討專營巴士

司機接受體格檢驗的安排。根據互聯網上的資料研究，審計署發現內地和多個

海外國家的法例對的士司機和巴士司機訂立的體格檢驗規定，都比本港適用於

所有司機的現有法例規定更加嚴格 (第 4.45 至 4.48 及 4.50 段)。

交通意外資料的準確程度

10. 交通意外位置　警務處負責調查交通意外，以及把意外資料輸入至其電

腦化資料庫，該資料庫與運輸署資料庫連結。運輸署利用電腦整理交通意外資

料，以助編製一份意外黑點清單。該署採用座標系統識別交通意外位置。鑑於

所輸入的座標不準確，運輸署須多費額外時間和資源糾正問題。此外，交通意

外黑點資料的及時性亦可能受到影響。審計署認為，當局應採取迅速而有效的

措施，確保在第一步輸入交通意外的位置座標是正確無誤 (第 5.2 至 5.4 及 5.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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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意外成因　運輸署依靠警務處輸入的交通意外成因，識別有關道路

環境、道路使用者和駕駛行為的問題，從而制訂策略應對特定的意外類別。審

計署抽樣檢查 50 宗交通意外個案所輸入的意外成因時，發現 13% 的輸入成因

不準確，亦沒有記錄顯示當局曾對該 50 宗個案的資料進行監管覆核。就此，

當局需要加強管理監控 (第 5.17、5.20 及 5.21 段)。

宣傳與教育活動

12. 道路安全議會舉辦宣傳與教育活動，宣揚道路安全訊息。所採用的各種

宣傳媒介包括在電視播出政府宣傳短片。在二零一 一及二零一二年，由於接獲

對短片內容的投訴，一個打擊毒後駕駛的政府宣傳短片被擱置，另一個推廣騎

單車安全的政府宣傳短片則暫時停播。當局有需要從這兩宗個案汲取教訓，防

止再出現類似的問題 (第 6.2、6.3、6.5 及 6.6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3.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章節，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

 打擊酒後駕駛的措施

(a) 參考本審計報告書所載的意見，對隨機呼氣測試行動進行全面檢討

(第 2.13(b) 段 )；

(b) 簡化呼氣測試程序，以期改善三級罰則法例的執法成效 (第 2.25
段)；

(c) 盡快完成現時為流動式舉證呼氣測試儀器進行的測試工作，並及早

就提供合適而足夠的儀器以進行酒後駕駛呼氣測試的未來路向，作

出決定 (第 2.25(a) 段 )；

 促進車輛更安全營運的措施

(d) 聯同道路安全議會，加強有關公共小巴乘客配用安全帶的執法及宣

傳工作 (第 4.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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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意外資料的準確程度

(e) 改善輸入座標的程序和加強監控，以確保正確輸入交通意外位置的

座標 (第 5.14(a) 段 )；

(f) 加強管理監控，以改善輸入交通意外成因的準確性 (第 5.22 段)；
及

 宣傳與教育活動

(g) 聯同道路安全議會，加强管制以確保道路安全宣傳短片的內容獲嚴

格審核 (第 6.8 段)。

14. 審計署亦建議運輸署署長應：

 打擊超速駕駛和衝紅燈的措施

(a) 聯同警務處處長，加快推行偵察平均車速攝影機系統的試驗計劃

(第 3.18(a) 段 )；

(b) 聯同警務處處長，研究措施改善現有執法攝影機系統的成效，並按

需要參考海外地區的經驗 (第 3.18(b) 段 )；

 促進車輛更安全營運的措施

(c) 聯同環境保護署署長，加大力度鼓勵柴油公共小巴車主參與即將推

出的資助計劃，盡早更換車輛為更環保型號，以及裝設乘客安全

帶，以保護環境和保障乘客安全 (第 4.31(a) 段 )；

(d) 研究其他措施，鼓勵尚未裝設乘客安全帶的石油氣公共小巴車主為

車輛安裝乘客安全帶 (第 4.31(b) 段 )；

(e) 考慮有否需要推出更多措施，以提升的士的營運安全 (第 4.42(a)
段 )；及 

(f) 在現時正進行檢討相關措施以確保專營巴士和其他主要的路面公共

交通工具的道路安全時，參考內地和其他國家對的士司機和巴士司

機所採取的體格檢驗規定 (第 4.52(a)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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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15.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