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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摘要
1.
在香港，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以及
減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衞生署是負責執行政府控煙工作的政府部門，執行
方式多管齊下，包括立法、執法、宣傳、教育和戒煙服務。本港現有兩項規管
控煙的條例，分別是《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 章) 和《定額罰款 (吸煙
罪行) 條例》(第 600 章)。《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為限制煙草產品在香港的使
用、售賣和宣傳提供了法律框架：
(a) 在指定區域禁煙 任何人在《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指明的法定禁
止吸煙區 (禁煙區) 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犯
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處以罰款 5,000 元。法定禁煙區
包括室內工作地方和公眾地方 (例如食肆和酒吧)、部分室外公眾
地方 (例如公共運輸設施)，以及公共運輸工具；
(b) 規管煙草產品的銷售 任何人不得售賣任何香煙、雪茄、煙斗煙草
或香煙煙草，除非封包和零售盛器以《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訂明
的式樣和方式展示健康忠告；及
(c) 規管煙草廣告 任何人不得印刷、刊登、展示、播放、藉電影上映
或在互聯網上放置《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所界定的煙草廣告。

為加強禁煙的執法效率和成效，《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引入了吸煙罪行
定額罰款制度。《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訂明，如觸犯《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下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的罪行，可處以定額罰款 1,500 元。

2.
衞生署推行多項有關控煙的推廣活動，例如派發禁煙標誌及宣傳物品、
舉辦健康講座和製作政府宣傳短片。衞生署也向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供撥
款，資助委員會舉辦宣傳運動，以鼓勵吸煙人士戒煙，並爭取公眾支持建立無
煙香港。此外，衞生署開設綜合戒煙熱線，提供專業的戒煙輔導和資訊。衞生
署也向 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提供資助，讓這些機構提供戒煙服務和預防
吸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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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
2001 年，衞生署成立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透過控煙辦推展控煙工作。
在 2016–17 年度，控煙辦的控煙工作開支為 1.013 億元，衞生署向香港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 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 (見第 2 段) 提供的資助總額則為
8,320 萬元。審計署最近就衞生署的控煙工作進行了審查。

控煙辦的執法工作
4.
處理吸煙投訴 控煙辦使用一個電腦化試算表的記錄系統，記錄投訴個
案的詳細資料 (第 2.6 段)。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開發電腦系統用以妥善記錄並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投訴
個案的詳細資料並沒有完整地記錄在該系統內。控煙辦在 2017 年
接獲 18 354 宗投訴個案，其中 7 003 宗 (38%) 的初步答覆日期、
7 542 宗 (41%) 的首次巡查日期、8 334 宗 (45%) 的巡查結果，以及
6 401 宗 (35%) 的最後答覆日期，都沒有記錄在該系統內 (第 2.7 段)；
及
(b) 有需要披露控煙辦的處理投訴時限指引 就 2017 年接獲而首次巡
查日期已記錄的 10 812 宗投訴而言，首次巡查在接獲投訴平均
8 個曆日後執行。雖然控煙辦訂有內部指引，列明處理投訴個案的
時限 (例如發出初步答覆的時限、進行首次巡查的時限)，控煙辦
並不視這些時限指引為服務承諾，所以沒有披露這些指引 (第
2.11 及 2.12 段)。

5.

執法打擊吸煙罪行 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提供更多指引以釐定進行投訴巡查和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
行巡查的密度 控煙督察因應投訴進行巡查，並負責到須加強巡查
地點進行巡查，巡查次數由控煙督察各自判斷，所以巡查次數不
等，而且有很大出入。舉例而言，審計署從控煙辦在 2017 年 8 月
接獲的投訴當中抽取 493 宗樣本作審查，其中 191 宗投訴各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 7 宗投訴則各進行了 5 次巡查。在 2017 年 8 月，
控煙督察巡查了 353 個須加強巡查地點，其中 109 個地點各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 26 個地點則各進行了 5 次巡查 (第 2.17、2.18、2.22 及
2.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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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需要對各類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增加巡查 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控煙辦在 2 387 個場地進行了 8 066 次
巡查，其中包括投訴巡查和須加強巡查地點的巡查。審計署分析這
些巡查，發現就某些類別 (例如巴士轉乘處和遊戲機中心) 的場地
而言，在巡查時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較高。對於各類有較大機會
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控煙辦有需要考慮增加巡查 (第 2.25 及
2.26 段)；及
(c) 有需要增加“通宵＂巡查 控煙督察分不同時段執行巡查，即“上
下午”時段、“下午和晚上”時段、“晚上”時段和“通宵”時段。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的合共 8 066 次巡查當中，“通宵”巡
查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最高，但“通宵”巡查只佔期內所有巡查
的 1.6% (第 2.27 及 2.28 段)。

定額罰款制度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控煙督察如目睹有
6.
人在法定禁煙區內違例吸煙，可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要求違例者繳
付 1,500 元定額罰款。再者，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房屋署、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康文署) 的獲授權人員，以及警務人員，也有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第
2.35 及 2.36 段)。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妥善處理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錯漏 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所
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有 306 張因種種原因須予撤回。這
306 張撤回的通知書當中，有 139 張 (45%) 是因“通知書有錯漏”而
撤回。以這理由撤回的定額罰款通知書，都是由控煙辦以外的執法
部門所發出。控煙辦並不會撤回通知書，而是會逐一視乎情況，決
定是否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書，以修正遺漏或錯誤。控煙辦有需
要把其做法告知其他執法部門，即可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書，以
修正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遺漏或錯誤 (第 2.38 至 2.40 段)；及
(b) 有需要促使本地和非本地違例者繳交定額罰款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訪
港的非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 (21.5%)，遠高於居港的本地違
例者欠交的比率 (1.3%)。此外，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從
2013 年的 0.4%，上升至 2017 年的 3.2%。控煙辦有需要研究如何
增加方法以促使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付定額罰款通知書
的罰款 (第 2.41 及 2.42 段)。

— vii —

摘要
7.
有需要處理便利店和報攤的煙草廣告問題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已取締煙草廣告。近年，控煙辦接獲投訴指便利店和報攤有煙草廣告 (2015 年
有 8 宗，2016 年有 8 宗，以及 2017 年有 4 宗)。所涉廣告形式，是在陳列箱內
展示香煙包。鑑於有便利店和報攤展示其他類似的煙草廣告，控煙辦有需要加
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止煙草廣告，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煙草廣告的執
法行動 (第 2.45、2.46 及 2.48 段)。

突擊查核可予改善 控煙辦執法隊伍的巡查工作，由控煙辦內 4 名行政
8.
主任進行監管查核。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這 12 個月期間，共有
51 次監管查核。審計署經審查後發現：(a) 其中有 20 次 (39%) 查核，行政主任
未能在巡查場地找到執法隊伍；(b) 共 21 支執法隊伍當中，每隊接受查核的次
數由 0 至 9 次不等；以及 (c) 在上午 9 時 30 分之前，以及在晚上 7 時 30 分之後，
都不曾有監管查核。但根據規定，執法隊伍在全日24 小時都會進行巡查(第2.51
及 2.53 段)。

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9.
有需要改善禁煙標誌的展示 控煙辦已發出指引，建議法定禁煙區的場
所管理人 (例如管理公司) 在顯眼位置展示足夠的禁煙標誌，以提醒市民在法
定禁煙區內禁止吸煙。為此，控煙辦製備了禁煙標誌，場所管理人可向控煙辦
免費索取。食物及衞生局也發出指示，要求各決策局和部門在所掌管和管理的
法定禁煙區張貼足夠數目的禁煙標誌，並標明定額罰款金額。審計署選出 4 類
法定禁煙區 (見下文 (a) 至 (d) 段 )，審查展示禁煙標誌的情況 (第 3.8 至 3.10 段)。
審查結果如下：
(a) 圍封的公眾地方 圍封的公眾地方，包括圍封式樓梯和圍封式行人
道。審計署在全港其中 3 個地區，共視察了 4 條圍封式樓梯和 4 條
圍封式行人道，發現全部都沒有展示禁煙標誌，而樓梯或地上有煙
頭，顯示有人在該處吸煙 (第 3.12 及 3.13 段)；
(b) 室外自動梯 審計署視察了 20 條室外自動梯 (部分位於兩個地區
內的公共屋邨，部分位於灣仔)，每處視察時間為半小時。審計署
發現 20 條室外自動梯當中，只有 5 條 (25%) 有展示禁煙標誌。此
外，在 15 條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自動梯其中 5 條，審計署共發現
6 人吸煙；在5 條有展示禁煙標誌的自動梯，則沒有發現有人吸煙(第
3.14 及 3.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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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眾遊樂場地 審計署視察了康文署管理的 9 個公眾遊樂場地 (分
布於 3 個地區)，每處視察時間為 1 小時。審計署發現，全部 9 個
公眾遊樂場地都有展示禁煙標誌／橫額，當中絕大多數為康文署自
己的標誌／橫額。有別於控煙辦的標誌／橫額，康文署的標誌／橫
額並沒有顯示違例定額罰款，以及康文署或控煙辦投訴熱線的資
料。此外，在 9 個公眾遊樂場地其中 8 個 (89%)，審計署共發現
33 人吸煙，並在全部 9 個場地找到煙頭 (第 3.16 段)；及
(d) 公共運輸設施 控煙辦負責在公共運輸設施展示禁煙標誌和橫
額。審計署視察了 9 個公共運輸設施 (分布於 3 個地區)，每處視
察時間為 1 小時。發現全部 9 個公共運輸設施都有展示禁煙標誌和
橫額，但在其中 6 個 (67%) 共發現 12 人吸煙 (第 3.17 段)。

有需要加強執法 如第 9 段所示，審計署發現有人在政府部門管理的法
10.
定禁煙區 (例如房屋署轄下公共屋邨的室外自動梯，以及康文署轄下的公眾遊
樂場地) 範圍內吸煙。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食環署、房屋署和
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發現食環署和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
目，遠低於控煙辦和房屋署發出的數目。舉例而言，在 2017 年，食環署在轄
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52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康文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5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而控煙辦則在食環署和康文署轄下法定禁煙區，分別
發出 517 張和 495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同年，房屋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41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第 3.22 段)。

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11.

透過受資助機構和衞生署轄下診所提供戒煙服務 審計署發現：
(a) 監察受資助機構服務表現的工作可予改善 衞生署監察 7 間受資助
機構服務表現 (見第 2 段) 的主要途徑包括審核機構定期提交的服
務表現報告，並與機構開會討論其表現。此外，控煙辦表示曾對機
構進行特別視察。舉例而言，在 2015 至 2017 年期間，作為控煙辦
每年舉行的控煙人員國際培訓計劃的一部分，控煙辦人員 (和培訓
計劃的參加者) 曾探訪 2 間機構所營運的戒煙診所。由於控煙辦只
會在特別情況下才進行視察，控煙辦實有需要妥善規劃對 7 間受資
助機構的視察，包括考慮視察的密度和進行突擊視察的需要。此
外，控煙辦視察內容要更全面，例如要確定機構是否有完善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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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匯報服務表現和管制衞生署資助的運用 (第 4.5 及 4.6 段)；
及
(b) 有需要檢討衞生署其中一間診所的未來路向 衞生署其中一間基
層護理門診診所，為一般市民提供戒煙服務。衞生署的記錄顯示，
在 2009 至 2017 年期間，獲衞生署戒煙熱線 (見第 2 段) 轉介至該
衞生署診所的個案數目由 2009 年的 619 宗降至 2017 年的 13 宗，
減 幅 為 606 宗 (98%)； 新 個 案 數 目 也 由 2009 年 的 354 宗 降 至
2017 年的 6 宗，減幅為 348 宗 (98%)。由於近年該診所的轉介和新
個案數字偏低，加上獲衞生署資助的機構正提供同類的戒煙服務，
衞生署有需要就該診所戒煙服務的未來路向進行檢討 (第 4.8 及
4.10 段)。

可訂立更多服務表現指標 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的衞
12.
生署《管制人員報告》內，與衞生署控煙工作有關的表現指標只有 1 項 (即委員
會推行的宣傳或教育活動數目)。衞生署有需要訂立和公布更多表現指標 (第
4.14 及 4.15 段)。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運作
13.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管治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委員會) 是於
1987 年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第 389 章) 成立的法定團體。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委員會共有 17 名成員，分別為主席、副主席和 15 名其他
委員 (其中 2 名為政府官員，即衞生署副署長和政府新聞處 (新聞處) 助理處長
(宣傳及推廣))。委員會下設 5 個常務委員會和 1 個秘書處，協助委員會執行各
項職能 (第 5.2 及 5.3 段)。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改善會議出席率 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計至 2018 年
1 月) 期間，委員會大會的會議整體出席率高於 70%，行政委員會
的則高於 90%。然而，其餘 4 個常務委員會有部分會議的整體出席
率未達 70%。此外，部分委員 (例如在 2016–17 年度有 5 名委員)
的出席率低於 50%，在 2016–17 年度更有 1 名委員全年不曾出席會
議 (第 5.7 及 5.9 段)；
(b) 有需要釐清政府官員出席會議的問題 衞生署副署長曾參與委員
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會議，與會者討論了年度預算案和額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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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請並決定向政府提交所擬方案。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
計署，衞生署副署長出席有關會議，並不代表委員會的活動和預算
方案其後定必獲得衞生署批准。基於良好管治原則，委員會和衞生
署有需要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充分了解衞生署副署
長 的 有 關 角 色 和 職 能。 此 外， 審 計 署 留 意 到， 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計至 2018 年 1 月) 期間，新聞處以首席新聞主任代
表助理處長出席所有委員會大會和教育及宣傳委員會的會議。然
而，委員會並沒有訂立替補委員出席會議的規則(第5.11 至5.14 段)；
及
(c) 有需要披露高級人員的薪酬 2003 年 3 月，行政署長發出通函，
就管制及監察政府資助機構薪酬事宜頒布指引。委員會曾在網站
公布消息，指出委員會已檢討最高三層人員的薪酬條件，並已建議
維持不變。然而，委員會並沒有在網站一併公布最高三層人員的數
目、職級和薪酬條件等資料 (第 5.17 及 5.18 段)。

委員會推行計劃的情況 委員會推行 3 類活動計劃，分別為社區教育、
14.
宣傳活動，以及研究和會議 (第 5.23 段)。審計署審查了其中兩項大型計劃，
發現：
(a) 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在每個學年，委員會都與一個本地專業藝
團合作製作一個劇目。藝團到參與計劃的小學巡迴演出。表演宗
旨在於讓學生明白吸煙的禍害，從小開始認識無煙文化，參與推廣
無煙的健康生活模式，並鼓勵吸煙的家人戒煙。在 2012/13 至
2016/17 學年共 5 個學年期間，約 230 間學校曾參加劇場計劃，佔
全港小學約 46%。然而，約 270 間 (54%) 學校不曾參加這計劃 (第
5.25 及 5.27 段)；及
(b) “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委員會招募地區組織擔任地區伙
伴，向這些地區伙伴提供資助以舉辦無煙推廣活動。不過，有若干
地區在近年一直沒有地區組織獲招募參加這計劃。舉例而言，從
2012–13 年度起的 5 屆活動，有 3 個地區都沒有地區組織獲招募參
加這計劃 (第 5.28 及 5.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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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5.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控煙辦的執法工作
(a) 密切監察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的實施，確保不會出現不當的延誤，
不會阻礙加強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第 2.14(a) 段 )；
(b)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處理投訴的數據能適時和完整地輸入控煙辦公
室資訊系統內，以便適當地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第 2.14(b) 段 )；
(c) 考慮披露控煙辦有關處理投訴個案時限的指引，以及在時限內處理
投訴的達標程度 (第 2.14(c) 段 )；
(d) 提供更多巡查指引，以便控煙督察就接獲的投訴和須加強巡查的地
點，釐定巡查密度 (第 2.33(a) 段 )；
(e) 考 慮 對 各 類 有 較 大 機 會 發 生 吸 煙 罪 行 的 場 地 增 加 巡 查 (第
2.33(b) 段)；
(f)

考慮增加“通宵”巡查 (第 2.33(c) 段 )；

(g) 把控煙辦的做法告知其他執法部門，即可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
書，以修正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遺漏或錯誤 (第 2.43(a) 段 )；
(h) 研究如何增加方法以促使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付定額罰
款通知書的罰款 (第 2.43(b) 段 )；
(i)

加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止煙草廣告和這類廣告在法律上的定
義，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煙草廣告的執法行動 (第 2.49 段)；

(j)

採取措施，處理在突擊查核期間未能在巡查場地找到執法隊伍的情
況 (第 2.54(a) 段 )；

(k) 制訂指引，以便行政主任進行突撃查核 (第 2.54(b) 段 )；

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l)

找出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圍封式公眾地方和室外自動梯，並鼓勵該
等場地的場所管理人展示禁煙標誌 (第 3.19(a)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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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提議場所管理人展示包含有關禁煙資料 (例如違例定額罰款和控煙
辦投訴熱線) 的禁煙標誌 (第 3.19(b) 段 )；
(n) 對於以政府部門為場所管理人的法定禁煙區，促請管理人遵從食物
及衞生局的規定 ( 第 3.19(c) 段 )；
(o) 更頻密地向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提供其轄下經常接獲吸煙投訴
的法定禁煙區資料，以便這些部門更有效地採取執法行動，並與這
些部門進行更多聯合行動，藉此為其獲授權人員提供更多訓練 (第
3.24 段)；

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p) 對於獲衞生署資助提供戒煙服務的機構，採取措施以更好地規劃控
煙辦對這些機構的實地視察，視察內容也要更全面 (第 4.11(a) 段 )；
(q) 就衞生署診所提供予公眾的戒煙服務，檢討服務的未來路向 (第
4.11(b) 段 )；
(r)

考慮訂立和公布更多表現指標，以提高衞生署控煙工作的透明度和
問責度 (第 4.16 段)；及

委員會的運作
(s)

考慮要求委員會公布其最高三層人員的薪酬詳情 (第 5.20 段)。

16.
審計署也建議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檢討部門
在轄下法定禁煙區採取的執法行動，並在有需要時加強在這些法定禁煙區的執
法 (第 3.25 段)。

17.

審計署也建議 委員會應：
(a) 監察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整體委員出席率，並視乎需要
採取措施，以改善整體出席率 (第 5.19(a) 段 )；
(b) 採取措施，以改善在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偏低的委
員的出席率 (第 5.19(b) 段 )；
(c) 聯同衞生署採取措施，以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充分了
解衞生署副署長在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能 (第
5.19(c)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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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聯同新聞處就該處以首席新聞主任代表助理處長出席所有委員會
大 會 ／ 常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情 況， 檢 討 並 修 正 有 關 安 排 (第
5.19(d) 段)；及
(e) 加強招募工作，邀請不曾參加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的學校參加該
計劃，並以近年沒有地區組織參加“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的
地區為對象，邀請地區組織參加該計劃 (第 5.31 段)。

政府和委員會的回應
18.
衞生署署長、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以及委員
會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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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和範圍。

背景
1.2
衞生署資料指出，吸煙以至接觸二手煙的禍害，都已為科研結果所確
認，並獲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為應付煙草成癮作為公共衞生流行病的問題，世
界衞生組織 (世衞) 制定了《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現時該《公約》有 168 個締
約國 (註 1)。根據該《公約》，締約國須採取各項有關措施，包括管制和減少煙
草需求，以遏制煙草流行 (註 2)。
1.3
在香港，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以及
減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政府表示，這項政策已充分考慮《煙草控制框架公
約》的條文 (註 3)。衞生署是負責執行政府控煙工作的主要政府部門，執行方式
多管齊下，包括立法、執法 (見第 1.4 至 1.6 段)、宣傳、教育和戒煙服務 (見第
1.7 及1.8 段——註4)。衞生署的目標是推廣“無煙文化”，以保障市民的健康。

立法和執法
1.4
本港現有兩項規管控煙的條例，分別是《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 章) 和《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第 600 章)。

註 1： 中國是簽署並通過《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國家。
註 2：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是在世衞主持下談判制定的條約。世衞資料指出，在制定處理
成癮物質的管制策略方面，該《公約》肯定了減少需求策略的重要性，體現出一種觀
念上的轉變。《公約》內有關減少需求的主要規定涵蓋以下幾個範疇：防止接觸煙草煙
霧；煙草製品成分管制；煙草製品披露規定；煙草製品的包裝和標籤；教育、交流、
培訓和公眾意識；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與煙草依賴和戒煙有關的降低煙草需求措施；
以及減少煙草需求的價格和稅收措施。
註 3：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適用範圍由 2006 年起擴大至香港。
註 4： 根據《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價格和稅收也是減少煙草消費的有效和重要手段。食物
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會密切監察煙草零售價的變動和本港整體的吸煙情況，並定期檢討
煙草稅稅率。香港的煙草稅稅率 (適用於香煙、雪茄等) 對上一次調整是在 2014 年調
高 12%。此外，香港海關也致力打擊非法走私煙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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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條例最初於 1982 年制定，為限制煙草產品
在香港的使用、售賣和宣傳提供法律框架。其後多年來，因應社會訴求和國際
發展，條例經過逐步修訂，多方面收緊控煙規定。條例所訂明的控煙制度概略
如下：
(a) 在指定區域禁煙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及其附屬規例《吸煙 (公
眾衞生)( 指定禁止吸煙區) 公告》(第 371D 章)，已把若干地點指定
為法定禁止吸煙區 (禁煙區)。現時，法定禁煙區包括室內工作地
方和公眾地方 (例如食肆和酒吧)、部分室外公眾地方 (例如公共運
輸設施)，以及公共運輸工具。法定禁煙區的名單載於附錄 A。任
何人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犯
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處以罰款 5,000 元。衞生署資料
指出，法定禁煙區也一律禁止吸食水煙、加熱非燃燒香煙或電子煙
(見照片一)；
照片一
其他吸煙方式

(b)
(c)
(a)

說明：	(a)
(b)
(c)

加熱非燃燒香煙
水煙煙斗
電子煙

資料來源：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記錄
附註：	衞生署資料指出，加熱非燃燒香煙使用有真正煙草的煙枝，
煙枝可更換。煙枝加熱後會產生含有尼古丁的氣霧，讓吸煙
者吸入。水煙是煙草受熱後釋出煙霧，吸煙者吸啜煙斗軟管，
煙霧便會流經盛水器皿讓吸煙者吸入。電子煙是一種電子裝
置，外形與香煙或雪茄相似，內有煙彈盛載會汽化的液體，
吸煙者吸入所產生的氣霧，這些氣霧或含有毒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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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規管煙草產品的銷售 任何人不得售賣任何香煙、雪茄、煙斗煙草
或香煙煙草，除非封包和零售盛器以《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訂明
的式樣和方式展示健康忠告；及
(c) 規管煙草廣告 任何人不得印刷、刊登、展示、播放、藉電影上映
或在互聯網上放置《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所界定的煙草廣告。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 條例於 2008 年制定，以實施吸煙罪行
1.6
定額罰款制度 (於 2009 年生效)，加強禁煙的執法效率和成效。《定額罰款 (吸
煙罪行) 條例》訂明，如觸犯《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下在法定禁煙區吸煙的罪
行，可處以定額罰款 1,500 元。違例吸煙者藉着繳付定額罰款，解除因犯吸煙
罪行而被定罪的法律責任。

宣傳與教育和戒煙服務
1.7
宣傳與教育 衞生署推行多項有關控煙的推廣活動，包括派發禁煙標誌
及宣傳物品、舉辦健康講座和製作政府宣傳短片，並向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委員會 —— 見第 1.12 至 1.14 段) 提供撥款，資助委員會舉辦宣傳運動，以鼓
勵吸煙人士戒煙，並爭取公眾支持建立無煙香港。

戒煙及相關服務 為配合各項控煙措施 (見第 1.4 至 1.7 段)，衞生署開
1.8
設綜合戒煙熱線，提供專業的戒煙輔導和資訊，並推出戒煙流動應用程式。此
外，衞生署轄下有 6 間診所的臨床服務，也包括戒煙服務 (註 5)。衞生署還資
助機構提供戒煙服務和預防吸煙項目。現時，受資助機構包括 6 間非政府機構
和 1 所大學 (見第 1.16 段表三)。這些機構和大學利用不同途徑和方式 (例如輔
導、臨床諮詢、流動診所和職場外展服務)，提供戒煙服務和預防吸煙項目。

控煙辦公室
1.9
2001 年，衞生署成立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透過控煙辦推展控煙工作。
衞生署資料顯示，控煙辦的職能如下：

註 5： 醫院管理局轄下有 67 間診所也根據醫院管理局戒煙輔導服務計劃，為吸煙人士提供
戒煙服務 (作為臨床服務的一部分)。這些僅限於戒煙的診所服務並不屬於是次審查工
作的範圍。是次審查範圍，是政府控煙工作主要執行部門衞生署以多管齊下方式進行
的控煙工作 (見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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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為《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的主要執法機構；
(b) 為法定禁煙區的場所管理人 (註 6) 提供協助，以確保公眾遵守《吸
煙 (公眾衞生) 條例》；
(c) 透過宣傳與健康教育，以推廣無煙文化和確保公眾遵守《吸煙 (公
眾衞生) 條例》；
(d) 協調衞生署的戒煙服務；及
(e) 協助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所隸屬的決策局) 檢討控煙法例。
1.10 控煙辦由 3 個組別組成 (即執法組、戒煙及宣傳組和行政組)。控煙辦主
管 (由 1 名首席醫生擔任) 負責監督控煙辦的運作。在 2017–18 年度，控煙辦
的編制有 140 個職位 (包括主管、執法組的 106 個職位、戒煙及宣傳組的 11 個
職位和行政組的 22 個職位)。附錄 B 顯示控煙辦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組
織圖。
1.11

表一顯示控煙辦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的主要控煙工作。

註 6： 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法定禁煙區的場所管理人指：

(a)	任何掌管或控制或負責管理有關區域的人，並包括助理管理人和任何擔任類似管
理人或助理管理人職位的人；或
(b)	在沒有以上所述的人的情況下，有關區域的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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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控煙辦的主要控煙工作
(2013 至 2017 年)
工作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數目)
執行《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a)	接獲投訴 (在法定禁煙區
吸煙)( 註 1)

18 079

17 354

17 875

22 939

18 354

(b) 執行巡查

27 461

29 032

29 324

30 395

33 159

   8 330

   7 834

   7 693

   8 650

   9 711

(a) 派發教育素材 (註 2)

424 000

552 000

254 000

246 000

224 000

(b)	舉辦有關《吸煙 (公眾衞
生) 條例》的研討會

     12

      9

     12

      9

     11

13 079

13 203

   9 301

   7 782

   7 355

     43

     41

     51

     27

     27

(c)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宣傳與健康教育

戒煙服務
(a)	處 理戒煙熱線的電話查
詢 (註 3)
(b) 舉辦戒煙研討會 (註 4)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註 1 ︰	衞生署表示，接獲的吸煙罪行投訴大幅增加 (由 2013 年 18 079 宗增至 2016 年 22 939 宗，增
幅為 27%)，可能與在 2016 年有 8 個隧道入口範圍的巴士轉乘處被指定為法定禁煙區有關 (見
第 2.2(a) 段註 11)。
註 2 ︰	衞生署表示，派發的教育素材數量大幅減少 (由 2013 年 424 000 份減至 2017 年 224 000 份，減
幅為 47%)，主要是由於該等教育素材已上載控煙辦網站可供市民下載。
註 3 ︰	衞 生署表示，處理的戒煙熱線電話查詢數量大幅減少 (由 2013 年 13 079 宗減至 2017 年
7 355 宗，減幅為 44%)，是由於吸煙人口比例下跌，以及不願意戒煙的吸煙者比率上升。
註 4 ︰	衞生署表示，舉辦的戒煙研討會數量大幅減少 (由 2013 年 43 次減至 2017 年 27 次，減幅為
37%)，是多項因素所致，例如有關申請下降、控煙辦未能在短時間內安排足夠人手舉辦研討
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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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1.12 委員會是政府於 1987 年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第 389 章)
成立的法定團體。該條例訂明，委員會的職能是通過下列工作來保障和改善市
民的健康：
(a) 宣傳和教育市民吸煙的害處及其對健康的不良影響；
(b) 進行或委託進行有關煙草成癮的成因、預防和戒除方法的研究；及
(c) 向政府、社區衞生組織或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有關吸煙與健康的意
見。
1.13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委員會共有 17 名成員，包括主席、副主席、
衞生署代表和政府新聞處代表等。委員會下設 5 個常務委員會和 1 個秘書處 (見
第 5.3 段)，以支援其運作。
1.14 衞生署每年向委員會撥付經常資助金和額外補助金，以供其營運 (在
2016–17 年度撥款 2,290 萬元)。衞生署與委員會訂有《津貼及服務協議》，列
明衞生署撥款的範圍、方式 (即酌情補助金方式 —— 註 7) 和用途 (即只用於受
資助活動)。《津貼及服務協議》也述明衞生署監察委員會服務表現的安排 (例
如預設的表現標準和定期的表現統計匯報)。詳見本報告書第 5 部分。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開支
1.15

表二顯示控煙辦在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的控煙工作開支。

註 7： 酌情補助金用於協助機構支付政府核准活動計劃的全部或部分開支。資助額的多寡，
完全由政府酌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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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控煙辦的控煙工作開支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
2012–13
年度

開支

2013–14
年度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百萬元)
執行《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39.6

42.7

49.9

51.5

54.5

宣傳與教育和戒煙服務

46.3

48.2

45.1

46.7

46.8

85.9

90.9

95.0

98.2

101.3

總計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1.16 表三顯示衞生署向委員會、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提供的資助 (見
第 1.7 及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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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衞生署向委員會、非政府機構和大學提供的資助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
2012–13
年度

受資助機構

2013–14
年度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委員會

20.7

22.0

24.3

22.4

22.9

東華三院

26.5

34.7

37.0

39.1

41.5

博愛醫院

6.0

7.3

7.8

7.3

7.6

無
(註)

2.6

2.6

2.6

2.6

1.4

1.9

1.9

2.3

2.4

無
(註)

1.3

2.3

2.3

2.3

1.7

2.2

2.0

2.2

2.0

無
(註)

無
(註)

1.5

2.3

1.9

56.3

72.0

79.4

80.5

83.2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九龍樂善堂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保良局
香港大學

總計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註︰	由 2013–14 年度起，開始向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和生活教育活動計劃提供資助；由 2014–15 年
度起，開始向香港大學提供資助。

吸煙人口比例
1.17 衞生署資料指出，吸煙是導致癌症和心血管系統疾病等致命和慢性疾病
的單一最重要的可預防風險因素。吸煙人口比例，一般指年滿 15 歲的人口中
習慣每日吸煙者所佔比例。根據政府統計處歷年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結果，
吸煙人口比例由 1982 年的 23.3% 下降至 2017 年的 10% (見圖一)。2017 年約有
615 000 名習慣每日吸煙者。儘管如此，衞生署表示會繼續推展控煙工作，務
求令吸煙人口比例進一步下降。尤須留意的是，衞生署面對電子吸煙裝置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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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 15 歲人口中

(百萬元)

引言
普及的挑戰。根據 2017 年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習慣每日使用電子煙的人
數為 5 700 人，而根據 2015 年的調查，該人數則未見顯著 (估計少於 1 000 人)。
圖一
吸煙人口比例
(1982 至 2017 年)
45%

年滿 15 歲人口中
習慣每日吸煙者所佔比例

40%

39.7
34.4

35%

32.8

30%
25%

30.6 30.0

28.5

27.1

26.1

19.9

5.6

24.5

22.0
18.7 17.4
16.8

15.7

15%

5%

26.7

23.3

20%

10%

27.2

4.8 4.1

3.8

2.9

2.6

14.9

2.7

14.8

3.1

15.0
12.4

3.5

2.9

20.5
14.4

19.9

19.1

18.6

18.1

11.8

11.1

10.7

10.5

10.0

3.6

3.0

3.1

3.2

2.7

14.0

4.0

3.6

0%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年份
說明：

習慣每日吸煙的男性
習慣每日吸煙的女性
習慣每日吸煙者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附註：	政府統計處定期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但並非每年都調查吸煙習慣。在沒有調查吸煙習慣的
年份，上圖不會顯示年滿 15 歲人口中習慣每日吸煙者所佔比例。

審查工作
1.18 2017 年 10 月，審計署就衞生署的控煙工作展開審查。審查工作集中在
以下範疇：
(a) 控煙辦的執法工作 (第 2 部分)；
(b) 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第 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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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第 4 部分)；及
(d) 委員會的運作 (第 5 部分)。
1.19

審計署發現上述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相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政府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整體回應
1.20 衞生署署長及委員會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衞生署署長感謝審計署就衞生
署的控煙措施提出寶貴建議。委員會也感謝審計署在審查期間為委員會所做的
工作和協調。

鳴謝
1.21

在審查期間，衞生署和委員會的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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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控煙辦公室的執法工作
2.1

本部分探討控煙辦的執法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a) 處理吸煙投訴 (第 2.5 至 2.16 段)；
(b) 執法打擊吸煙罪行 (第 2.17 至 2.34 段)；
(c) 定額罰款制度 (第 2.35 至 2.44 段)；
(d) 執法打擊違例煙草廣告 (第 2.45 至 2.50 段)；及
(e) 監管查核 (第 2.51 至 2.55 段)。

控煙辦公室的執法隊伍
2.2
控煙辦的控煙督察由《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授權在全港指定為法定禁
煙區的場地執法打擊吸煙罪行 (註 8)。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控煙辦有下列
員工：
(a) 89 名全職的公務員控煙督察，包括 6 名高級控煙督察、23 名控煙
督察和 60 名助理控煙督察 (註 9)。他們組成 21 支由 6 名高級控煙
督察領導的執法隊伍，每隊各有 1 名控煙督察和 2 至 3 名助理控煙
督 察。 在 21 支 隊 伍 中，20 支 負 責 全 港 18 區 的 吸 煙 投 訴 巡 查
(註 10)，1 支負責 8 個巴士轉乘處 (屬於法定禁煙區——註 11) 的同
類巡查。此外，21 支隊伍也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行巡查 (見第
2.21 段)；

註 8： 控煙督察除了在場地執法打擊吸煙罪行外，也由《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授權執行該
條例其他規定，例如執法打擊違例煙草廣告和打擊售賣煙草產品予未成年人。在
2017 年，共有 18 354 宗有關在法定禁煙區吸煙的投訴 (見第 1.11 段表一)、80 宗有關
違例煙草廣告的投訴和 4 宗有關售賣煙草產品予未成年人的投訴。
註 9：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職公務員控煙督察的編制人數是 89 人，實際人數為 81 人。
為處理欠缺 8 名控煙督察 (89 人減 81 人) 的問題，控煙辦聘請了 6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
約控煙督察，使人手差額由 8 人減少至 2 人。
註 10： 控煙督察也負責其他巡查工作，例如有關違例煙草廣告和售賣煙草產品予未成年人的
巡查。
註 11： 8 個巴士轉乘處分別位於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獅子山隧道、城門隧道、大欖隧
道、大老山隧道、青沙公路和西區海底隧道的繳費廣場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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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辦公室的執法工作
(b) 36 名兼職的非公務員合約控煙督察。他們陪同並協助全職的控煙
督察進行巡查；及
(c) 20 名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控煙督察 (都是退休警務人員)。他們組
成 4 支於 2017 年 12 月成立的特別執法隊伍，主力負責到須加強巡
查地點進行巡查，特別是在晚上和公眾假期。每隊各有 1 名高級控
煙督察和 4 名控煙督察。
2.3
21 支全職控煙督察執法隊伍在不同時段進行巡查，即“上下午”時段、
“下午和晚上”時段，以及“通宵”時段。由 2017 年 2 月起，兼職控煙督察除了
協助全職控煙督察巡查外，也會進行“晚上”時段巡查 (註 12)。至於負責巡查
須加強巡查地點的 4 支特別執法隊伍，則主要在“下午和晚上”時段和“通宵”
時段執勤。
2.4
控煙辦表示，由於吸煙行為僅持續片刻，而且全港場地數目眾多，控煙
督察接到吸煙投訴後，不可能立即到達現場進行投訴巡查。控煙辦執法隊伍的
做法，是把有吸煙投訴的場地和須加強巡查地點組合起來，以設計巡查路線。
執法隊伍會按編定時刻巡查沿線的所有場地和須加強巡查地點 (例如在上午
10 時巡查某個場地，然後在上午 10 時 30 分巡查下一個場地)。

處理吸煙投訴
2.5
根據控煙辦的執法指引，有關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的投訴，處理程序
(註 13) 如下：
(a) 投訴

市民可利用多種途徑提出投訴，例如電話、寄信或電郵；

(b) 初步答覆 控煙辦在接獲投訴後，會聯絡投訴人以獲取進一步資
料，並會發出初步答覆；
註 12： 各時段如下︰

(a) “上下午”時段︰上午 6 時至下午 6 時；
(b) “下午和晚上”時段︰中午 12 時至晚上 11 時；
(c) “晚上”時段︰下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及
(d) “通宵”時段︰晚上 8 時至翌晨 6 時。
註 13： 程序也適用於處理其他類別的投訴，例如投訴違例煙草廣告和投訴售賣煙草產品予未
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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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巡查

控煙辦人員會巡查有關場地；及

(d) 最後答覆 在完成首次巡查和隨後巡查 (如有需要) 後，控煙辦會
向投訴人發出最後答覆，告知巡查結果。
2.6
每處理一宗投訴個案，控煙辦都會以人手填寫調查報告，詳細記錄因應
投訴採取了的行動 (包括與投訴人的談話、所進行的巡查，以及所發出的回
覆)。控煙辦也會使用名為“個案總記錄冊”的記錄系統，以電腦試算表的格式
記錄投訴個案的詳細資料。有關投訴詳情、初步答覆日期、巡查日期、巡查結
果和最後答覆日期等資料，都會記錄在系統內。

有需要開發電腦系統用以妥善記錄並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2.7
審計署審查了個案總記錄冊所載在 2017 年接獲的吸煙投訴資料，發現
在 2017 年共 18 354 宗的投訴個案當中，下列資料沒有登載在總記錄冊內：
(a) 7 003 宗 (38%) 個案的初步答覆日期；
(b) 7 542 宗 (41%) 個案的首次巡查日期；
(c) 8 334 宗 (45%) 個案的巡查結果；及
(d) 6 401 宗 (35%) 個案的最後答覆日期。
2.8
控煙辦在 2018 年 2 月告知審計署，個案總記錄冊所載資料不全的原因
包括：
(a) 部分投訴個案沒有聯絡資料，以致未能給予投訴人初步答覆；及
(b) 部分於 2017 年 11 月和 12 月接獲的投訴個案，由於跟進行動還未
完成，因此投訴個案資料尚未登載入個案總記錄冊內。
2.9

在 2018 年 2 月，控煙辦又告知審計署︰
(a) 個案總記錄冊並非用以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其功能在於方便檢取
舊記錄供分析之用；
(b) 為了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控煙辦每個月隨機抽取 40 宗投訴個案
作查核。此外，由於控煙辦投訴熱線由政府的綜合電話查詢中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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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接聽，該中心按月發出報告，匯報未依期處理的個案，控煙辦可
藉此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及
(c)	 
“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正在開發當中，將於 2018 年第二季推出，
屆時會取代個案總記錄冊。該電腦系統可利便輸入執法數據，並有
助確保有關處理投訴的資料得以完整地記錄。控煙辦也會運用該
系統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2.10 上文所述的資料不全情況 (見第 2.7 段) 有欠理想。審計署認為，控煙辦
有需要密切監察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的實施，確保不會出現不當的延誤。控煙
辦也應採取措施，確保有關處理投訴的數據能適時和完整地輸入系統，以便適
當地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有需要披露控煙辦的處理投訴時限指引
2.11 就處理投訴個案的時限，控煙辦訂有內部指引 (註 14)。控煙辦表示，這
些指引旨在為處理投訴個案的控煙督察提供一般指示。控煙辦也告知審計署，
首次巡查的準備時間受到多個因素影響，例如與投訴人聯絡以取得更詳細資料
所需的時間、個案的複雜程度、有關場地是否偏遠、人手的限制等。
2.12 審計署查閱初步答覆日期已記錄的 11 351 宗投訴個案 (即 18 354 宗減
7 003 宗——見第 2.7(a) 段 )，以及首次巡查日期已記錄的 10 812 宗投訴個案 (即
18 354 宗減 7 542 宗 —— 見第 2.7(b) 段 )，並加以分析，以確定控煙辦在內部
指引所定時限內處理投訴的達標程度 (見表四)。

註 14： 控煙辦表示，內部指引並非服務承諾，因此不會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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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處理已記錄投訴個案
(2017 年)
在控煙辦內部指引所定時限內
處理的已記錄個案宗數

平均需時

發出初步答覆

10 645
(佔初步答覆日期已記錄的
11 351 宗個案當中的 94%)

2.7 個工作日

進行首次巡查

10 658
(佔首次巡查日期已記錄的
10 812 宗個案當中的 99%)

8 個曆日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2.13 撇除 7 003 宗欠缺初步答覆日期和 7 542 宗欠缺首次巡查日期的個案 (見
第 2.12 段)，如表四所示，其餘投訴個案大部分都在控煙辦內部指引所定時限
內處理。為了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度，審計署認為，衞生署有需要考慮披露有關
處理投訴個案時限的內部指引，以及在時限內處理投訴的達標程度 (例如在衞
生署網站和《管制人員報告》內披露)。

審計署的建議
2.14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密切監察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的實施，確保不會出現不當的延誤，
不會阻礙加強監察處理投訴表現；
(b)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處理投訴的數據能適時和完整地輸入系統內，
以便適當地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及
(c) 考慮披露控煙辦有關處理投訴個案時限的指引，以及在時限內處理
投訴的達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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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2.15

衞生署署長同意第 2.14(a) 及 (b)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並表示：
(a) 部門早已訂立措施，確保控煙辦處理投訴的工作質素。有關措施包
括培訓員工、提供執法工作內部指引，以及實施有效的監察和審查
制度，以監督處理投訴的表現；及
(b) 部門現正開發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進一步提高在處理投訴表現方
面的監察效率。新系統會在 2018 年第二季推出，可利便適時輸入
執法數據，並有助確保資料完整。衞生署會運用這套新開發的資訊
系統監察處理投訴的工作。

2.16 衞生署署長知悉第 2.14(c)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並表示衞生署會就公
布控煙辦內部指引會否影響執法成效一事加以研究。

執法打擊吸煙罪行

有需要提供更多指引以釐定進行投訴巡查的密度
2.17 審計署選出在 2017 年 8 月接獲的多個吸煙投訴作樣本，分析控煙辦因
應這些投訴而進行的巡查。這些巡查都已在 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表五顯示
審計署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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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因應在 2017 年 8 月接獲的投訴而進行的巡查
(2017 年 8 至 10 月)

每宗投訴的
巡查次數

接獲的
投訴宗數

在巡查時
發現吸煙罪行的
投訴宗數

1

191   (38.7%)

32 (16.8%)

2

214   (43.4%)

36 (16.8%)

3

57   (11.6%)

22 (38.6%)

4

23    (4.7%)

11 (47.8%)

5

   7    (1.4%)

   1 (14.3%)

6

   1    (0.2%)

   0   (0.0%)

493 (100.0%)

102 (20.7%)

整體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附註：	控煙辦在 2017 年 8 月共接獲 1 455 宗投訴。在這 1 455 宗投訴中，審計署分析了 493 宗
(34%)。

2.18 如表五所示，各宗投訴的巡查次數不等。例如，有 191 宗投訴各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 7 宗投訴則各進行了 5 次巡查。
2.19 巡查次數由控煙督察各自判斷。在控煙辦的《執法程序指引》中，有關
巡查的指引訂明，“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有關罪行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控煙督
察應制訂行動計劃”。在 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計署，到投訴個案事發
場地進行巡查的次數，視乎多項因素而定，包括：
(a) 新巡查的場地或需多次巡查以了解環境；
(b) 是否有證據顯示有人吸煙 (例如煙頭和煙味)；
(c) 過往是否有較嚴重的吸煙問題；
(d) 投訴人有否提供補充資料；
(e) 舉報是否指出在多個時段都有吸煙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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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場地的性質；

(g) 公眾的關注；
(h) 違例吸煙者的特徵；及
(i)

任何其他理由，令執法隊伍認為有需要加密巡查以加強阻嚇。

2.20 為確保控煙督察的資源調配得宜，審計署認為控煙辦有需要在《執法程
序指引》中提供更多巡查指引，以便控煙督察因應不同投訴個案情況釐定巡查
密度。

有需要提供更多指引以釐定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行巡查的密度
2.21 有些場地經常接獲吸煙投訴，因而須增加巡查次數，控煙辦把這類場地
組成“須加強巡查地點”名單，並且訂明把場地納入這名單的準則 (例如投訴達
若干次)。該名單會在每月月底按既定準則檢討和更新。控煙辦表示，就名單
中的各個場地，控煙督察每個月至少巡查一次。
2.22 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7 年 8 月和 9 月兩個月份，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行
的巡查。表六顯示審計署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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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行的巡查
(2017 年 8 月和 9 月)
2017 年 8 月的巡查

2017 年 9 月的巡查

每個須加強
巡查地點
月內巡查次數

巡查了的
須加強巡查地點
數目

發現吸煙罪行的
須加強巡查地點
數目

巡查了的
須加強巡查地點
數目

發現吸煙罪行的
須加強巡查地點
數目

1

109   (30.9%)

40   (36.7%)

106   (30.0%)

32   (30.2%)

2

92   (26.1%)

52   (56.5%)

106   (30.0%)

49   (46.2%)

3

64   (18.1%)

44   (68.8%)

65   (18.4%)

37   (56.9%)

4

42   (11.9%)

32   (76.2%)

40   (11.3%)

21   (52.5%)

5

26    (7.4%)

17   (65.4%)

20    (5.7%)

14   (70.0%)

6

   9    (2.5%)

   6   (66.7%)

   8    (2.3%)

   7   (87.5%)

7

   9    (2.5%)

   8   (88.9%)

   4    (1.1%)

   3   (75.0%)

8

   1    (0.3%)

   1 (100.0%)

   2    (0.6%)

   2   (100.0%)

9

   1    (0.3%)

   1 (100.0%)

不適用

不適用

20

不適用

不適用

   1    (0.3%)

   1 (100.0%)

21

不適用

不適用

   1    (0.3%)

   1 (100.0%)

353 (100.0%)

201   (56.9%)

353 (100.0%)

167   (47.3%)

整體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附註︰ 在 2017 年 8 月和 9 月，各有 353 個須加強巡查地點。

2.23 巡查次數由控煙督察各自判斷 (見第 2.19 段)。如表六所示，各個須加
強巡查地點的巡查次數不等。例如，在 2017 年 8 月，有 109 個地點各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 26 個地點則各進行了 5 次巡查。
2.24 與投訴巡查的情況一樣 (見第 2.17 至 2.20 段)，控煙辦有需要提供更多
巡查指引，以便控煙督察釐定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行巡查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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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對各類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增加巡查
2.25 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控煙辦在 2 387 個場地進行了 8 066 次巡查，
其中包括投訴巡查和須加強巡查地點的巡查。審計署就這些巡查進行分析。表
七顯示審計署的分析結果。
表七
分析各類場地的巡查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

場地
數目
(a)

巡查
次數
(b)

發現吸煙
罪行的
巡查數目
(c)

(a) 巴士轉乘處

    8

  264

  103

39%

(b) 遊戲機中心

   90

  528

  192

36%

(c) 桌球室

   30

  129

   37

29%

(d)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

   57

  315

   86

27%

(e) 公共運輸設施／工具

  208

  762

  173

23%

(f) 購物商場／店舖

  324

1 353

  302

22%

(g) 街市／熟食中心

  155

  737

  164

22%

(h) 公眾遊樂場地

  160

  478

   89

19%

(i) 商業／工業樓宇

  465

1 543

  265

17%

(j) 酒吧／會所

  206

  413

   67

16%

(k) 食肆

  402

  871

  105

12%

(l) 行人天橋／行人隧道／行人道

   59

  167

   15

9%

(m) 住宅樓宇

  138

  317

   17

5%

(n) 其他 (註)

   85

  189

   38

20%

2 387

8 066

1 653

20%

場地類別

整體

發現吸煙罪行的巡查
所佔百分比
(d)=(c) ÷ (b) ×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註：	其他場地類別包括機場設施、浴室場所、海灘、骨灰安置所、建築地盤、政府／非政府機構辦公室、
醫院、卡拉 OK、公廁和大學。有關這些其他類別，每個類別的巡查次數較少。例如，在 2017 年 8 月
至 10 月期間，骨灰安置所和建築地盤這兩個場地類別，各只有 2 次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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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如表七所示，就某些類別 (例如類別 (a) 至 (g)) 的場地而言，在巡查時
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較高。為加強執法打擊吸煙罪行，控煙辦除了進行投訴
巡查和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行巡查外，對於各類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
地，也有需要考慮增加巡查。

有需要增加“通宵＂巡查
2.27 如第 2.3 段所述，控煙督察在不同時段進行巡查。有關在 2017 年 8 月
至 10 月期間進行的 8 066 次巡查 (見第 2.25 段)，審計署按巡查時段 (見第 2.3 段)
加以分析。表八顯示審計署分析的結果。
表八
在不同時段進行的巡查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

時段

時段數目
(a)
(佔時段
總數的
百分比)

該時段內
的巡查次數
(b)
(佔巡查
總數的
百分比)

上下午
(上午 6 時至下午 6 時)

358
(73.5%)

5 737
(71.1%)

1 152

20%

下午和晚上
(中午 12 時至晚上 11 時)

109
(22.4%)

1 837
(22.8%)

  431

23%

晚上
(下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13
(2.7%)

  362
(4.5%)

   31

9%

通宵
(晚上 8 時至翌晨 6 時)

   7
(1.4%)

  130
(1.6%)

   39

30%

487
(100%)
(註)

8 066
(100%)
(註)

1 653
(註)

20%

整體

發現吸煙罪行
的巡查次數
(c)

發現吸煙罪行的
巡查所佔百分比
(d)=(c) ÷ (b) ×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註：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控煙辦在 487 個時段內進行了 8 066 次巡查，有 1 653 次巡查發現到吸煙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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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如表八所示，“通宵”巡查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最高。然而，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的所有巡查當中，“通宵”巡查只佔 1.6%。為加強執法打
擊吸煙罪行的成效，控煙辦有需要考慮增加“通宵”巡查。

有需要設置電腦系統以記錄巡查結果
2.29 按照控煙辦的慣常做法，控煙督察在完成巡查後 (投訴巡查和須加強巡
查地點巡查)，會人手填寫巡查報告以記錄巡查詳情 (例如巡查場地、場地位
置、巡查時間，以及發現的吸煙罪行數目)。控煙辦並沒有電腦系統記錄上述
詳情。設置電腦系統能更易製備巡查數據，以供管理人員進行檢討，也有助控
煙辦進行分析並找出較高風險的場地以進行巡查。
2.30 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計署，控煙辦公室資料系統 (見第 2.9(c) 段 )
將會利便輸入執法數據和有助確保執法記錄資料完整。審計署認為，控煙辦有
需要採取措施，以確保執法數據能適時並完整地輸入系統內，俾能有效率地製
備資料，供規劃和檢討執法工作之用。

有需要提供更多便衣巡查指引
2.31 根據控煙辦的執法指引，控煙督察在進行巡查時，必須穿着控煙辦背心
或外套。但指引也訂明，如有場地屢遭投訴，而巡查人員到場後卻未見有違例
罪行，則執法隊伍應徹查個案，了解是否有人把風。執法隊伍可考慮在到場時
穿着便裝，而在採取行動檢控違例者時才穿上控煙辦背心或外套。
2.32 審計署留意到，根據人手填寫的巡查報告 (見第 2.29 段)，在所巡查的
場地，執法隊伍發現煙頭、煙灰和煙味，但未有找到違例吸煙者，這種情況並
非罕見。為加強巡查成效，審計署認為，控煙辦有需要向執法隊伍提供更多便
衣巡查指引 (例如說明適用情況和須遵守的程序)。

— 22 —

控煙辦公室的執法工作

審計署的建議
2.33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提供更多巡查指引，以便控煙督察就接獲的投訴和須加強巡查的地
點，釐定巡查密度；
(b) 考慮對各類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增加巡查；
(c) 考慮增加“通宵”巡查；
(d) 採取措施，確保執法數據能適時並完整地輸入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
內；及
(e) 向控煙辦的執法隊伍提供更多便衣巡查指引。

政府的回應
2.34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部門已為控煙督察訂立指引，說明如何因應投訴和針對須加強巡查
地點安排巡查。此外，多巡查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是
控煙辦的現行策略；
(b) 控煙辦由 2017 年起採取了一些動員措施，包括設立特別執法隊伍
(見第 2.2(c) 段 )，由這些隊伍加密巡查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
場地，特別是在晚間和公眾假期巡查這些場地；
(c) 控煙辦明白在某些情況下便衣人員可發揮的特殊作用，因此在適當
的執法行動中，一直有派遣便衣控煙督察進行偵察工作和擔任控方
證人；及
(d) 展望未來，衞生署會增訂指引以協助控煙督察釐定巡查密度，並會
密切監察接獲投訴和在不同時段發現吸煙罪行的模式，以便日後有
效地調動執法人手。衞生署也會繼續加強便衣控煙督察的角色，並
檢討這方面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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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款制度
2.35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控煙督察如目睹有人在法定禁煙區
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可要求違例者提供其姓名、地址、電
話號碼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然後，控煙督察會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要求繳付 1,500 元定額罰款。《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訂明：
(a) 在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日期起計的 21 天內，違例者須繳付定額罰
款。違例者如沒有繳付罰款，控煙辦會向其發出繳款通知；
(b) 在繳款通知的日期起計的 10 天內，違例者須繳付罰款，或通知控
煙辦欲提出抗辯；
(c) 如違例者就該罪行提出抗辯，控煙辦會發出傳票，要求違例者出席
法庭聆訊。如違例者既不繳付罰款，也不提出抗辯，控煙辦會向裁
判法院申請發出法庭命令，要求違例者在 14 天內繳付定額罰款
1,500 元、附加罰款 1,500 元和訟費 300 元 (即合共 3,300 元)；及
(d) 如違例者沒有遵從法庭發出的命令，法庭會發出欠交罰款手令，可
由警方拘捕違例者。
2.36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除了控煙督察外，條例也賦權予食
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的獲授權人員，
在所屬部門管理的法定禁煙區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註 15)。該等法定禁煙區包
括食環署的熟食中心和街市、房屋署轄下公共屋邨的室內公眾地方和室外自動
梯，以及康文署的公眾遊樂場地。此外，警務人員也獲授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上述人員在執行職務 (例如巡邏任務) 期間如發現有人在法定禁煙區內吸
煙，可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務人員也負責支援執行禁煙規定的人
員。例如有人被發現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控煙辦、食環署、房屋署或康文署
獲授權人員要求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卻遭拒絕，便可召喚警務人員提供協助。
2.37 控煙辦設置了定額罰款資訊系統，用以處理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其他 4 個執法部門 (即食環署、房屋署、康文署和警務處) 也使用該系統。表
九顯示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執法部門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

註 15： 除了衞生署的控煙督察外，《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也賦予食環署人員 (例如衞生
督察)、房屋署人員 (例如房屋事務經理和房屋事務主任)、康文署人員 (例如康樂事務
經理和經理 (文化事務)) 和警務人員根據該條例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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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執法部門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2013 至 2017 年)
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
執法部門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總計

衞生署
(控煙辦)

8 330

7 834

7 693

8 650

9 711

42 218   (89.8%)

警務處

  743

  556

  515

  483

   325

2 622    (5.6%)

房屋署

  226

  310

  318

  445

   410

1 709    (3.6%)

康文署

   34

   57

   56

   60

    54

   261    (0.6%)

食環署

   36

   31

   28

   33

    52

   180    (0.4%)

9 369

8 788

8 610

9 671

10 552

46 990 (100.0%)

總計

資料來源：控煙辦的記錄

有需要妥善處理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錯漏
2.38 執法部門可因不同理由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例如通知書有遺漏或錯
誤，或違例者身故或健康欠佳 (註 16)。表十分析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撤回的
定額罰款通知書。

註 16： 如以健康欠佳作為撤回理由，必須提供醫生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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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執法部門撤回定額罰款通知書
(2013 至 2017 年)
撤回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
撤回理由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總計

定額罰款通知書
有錯漏

35

19

29

30

26

139
(45%)

違例者身故／
健康欠佳／
醫療原因

12

18

20

25

23

98
(32%)

證據不足 (註) ／
不屬法定禁煙區

6

23

8

17

1

55
(18%)

其他原因
(例如繳款通知
沒有送達)

4

4

2

3

1

14
   (5%)

57

64

59

75

51

306
(100%)

總計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註：證據不足的例子，包括定額罰款通知書所載案發地點資料不清楚。

2.39 如表十所示，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通知書有錯漏”是最常見的撤
回定額罰款通知書的理由。審計署留意到，這些撤回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全部
由控煙辦以外的執法部門所發出。錯漏的主要例子包括漏填案發地點和未有說
明違例者當時吸食的是香煙、雪茄或煙斗，這些都是定額罰款通知書必須填報
的資料。審計署又留意到，當發現定額罰款通知書有錯漏，控煙辦並不會撤回
通知書，而是逐一視乎情況，決定是否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書，以修正遺漏
或錯誤。
2.40 審計署認為，控煙辦有需要把其做法告知其他執法部門，即可向違例者
發出修訂通知書，以修正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遺漏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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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促使本地和非本地違例者繳交定額罰款
2.41 表十一分析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所發出的
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欠交罰款情況。
表十一
在 2013 至 2017 年所發出的
定額罰款通知書欠交罰款情況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年份

居港的
本地違
例者

訪港的
非本地
違例者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整體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數目 (a)

9 029

8 452

8 210

9 193

9 933

44 817

欠交定額罰款個案
數目 (註) (b)

   39

   52

   58

  105

  322

   576

欠交罰款比率
(c)=(b) ÷ (a) × 100%

0.4%

0.6%

0.7%

1.1%

3.2%

   1.3%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數目 (d)

  340

  336

  400

  478

  619

2 173

欠交定額罰款個案
數目 (註) (e)

   72

   76

   81

  104

  135

   468

欠交罰款比率
(f)=(e) ÷ (d) × 100%

21.2%

22.6%

20.3%

21.8%

21.8%

21.5%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註︰法庭已就該等欠交定額罰款個案發出命令 (見第 2.35(c) 段 )。

2.42 如表十一所示，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訪港
的非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 (21.5%)，遠高於居港的本地違例者欠交的比
率 (1.3%)。 此外，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從 2013 年的 0.4% 上升至
2017 年的 3.2%。審計署留意到，現行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繳付方法包括自動櫃
員機、繳費靈、網上銀行、電話銀行、郵遞 (以支票、銀行匯票或銀行本票支
付)，以及郵政局櫃位等。審計署認為，控煙辦有需要研究如何增加方法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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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付罰款。例如提醒控煙督察向違例者講解繳
付罰款的方法，以及考慮引入其他繳付方法以促使違例者繳付定額罰款 (舉例
而言，可徵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意見，研究可否引入其他繳付定額罰款的方
法，例如經便利店付款——註 17)。

審計署的建議
2.43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把控煙辦的做法告知其他執法部門，即可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
書，以修正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遺漏或錯誤；及
(b) 研究如何增加方法以促使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付定額罰
款通知書的罰款。

政府的回應
2.44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控煙辦一直有向其他執法部門分享處理吸煙罪行的指引和經驗。
控煙辦會告知這些部門，如發給違例者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出現遺漏
或錯誤，可如何處理；
(b) 即場向非本地違例者講解繳付定額罰款的方法，是既有的做法。各
種繳款方法亦已印載在定額罰款通知書上；及
(c) 展望未來，控煙辦會繼續即場提醒非本地違例者繳付罰款的方法，
並會與有關各方探討可否增加付款方法。

執法打擊違例煙草廣告
2.45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已取締煙草廣告。廣告如載有以默示的方式
誘使、建議或促請任何人購買或吸食香煙或其他煙草產品，即屬煙草廣告。任
何人如違反煙草廣告禁令，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判罰款 5 萬元，如屬
註 17： 這個方法不單方便繳付吸煙罪行的定額罰款，也方便繳付其他罪行 (例如交通罪行和
亂拋垃圾罪行) 的定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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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罪行，則可在該罪行持續期間，每日另加罰款 1,500 元。控煙辦在接獲
有關煙草廣告的投訴後會展開調查，如有充分證據，會採取執法行動。

有需要處理便利店和報攤的煙草廣告問題
2.46 近年，控煙辦接獲投訴指便利店和報攤有煙草廣告 (2015 年有 8 宗，
2016 年有 8 宗，以及 2017 年有 4 宗)。所涉廣告形式，是在陳列箱內展示香煙
包 (見照片二的例子)。
照片二
便利店在燈箱內展示香煙包

資料來源：控煙辦的記錄

2.47 2017 年 9 月，控煙辦到若干便利店和報攤調查並在收集證據後，就上
述形式的煙草廣告 (見第 2.46 段) 採取執法行動。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
計署，執法行動仍在進行。
2.48
要：

鑑於有便利店和報攤展示其他類似的煙草廣告，審計署認為控煙辦有需

(a) 加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止煙草廣告，以及這類廣告在法律上
的定義 (見第 2.45 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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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煙草廣告的執法行動。

審計署的建議
2.49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加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止煙草廣告，以及這類廣告在法律上
的定義；及
(b) 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煙草廣告的執法行動。

政府的回應
2.50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監管查核
2.51 控煙辦執法隊伍的巡查工作，由控煙辦內 4 名行政主任進行監管查核。
控煙辦表示，監管查核的主要目的，是查找執法隊伍任何偏差情況或違規行為
(例如缺勤)。
2.52 根據控煙辦發出的控煙督察常務行政指示，該 4 名行政主任每人每月應
進行最少 1 次突擊查核 (查核 1 個或多個巡查點／場地)。負責突擊查核的行政
主任會查閱既定巡查路線，在原定巡查時刻 (見第 2.4 段) 到訪巡查點。在完成
突擊查核後，行政主任會把查核結果記錄在突擊查核記錄表內。

突擊查核可予改善
2.53 審計署審查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間共 12 個月的突擊查核
記錄表，發現：
(a) 期內共有 51 次突擊查核。這 51 次查核當中有 20 次 (39%)，查核
的行政主任表示未能在巡查點找到執法隊伍。這 20 次查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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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 16 次 (80%) 查核未能找到執法隊伍，是因為執法隊伍的巡
查時間沒有依足原定時刻 (例如在原定時刻之前已完成巡查)；
及

(ii) 有 4 次 (20%) 查核由於場地範圍過大，行政主任未能找到執法
隊伍 (見個案一的例子)；
個案一
突擊查核時未能找到執法隊伍
(2016 年 11 月)
1.

2016 年 11 月 9 日，一名行政主任到訪一處商場巡查點進行突擊查核。

2.
下午 2 時正，行政主任抵達商場 (較原定巡查時刻下午 2 時 10 分提
早了 10 分鐘)，並在商場等候了 47 分鐘，但未能找到執法隊伍。下午 2 時
47 分，行政主任離開商場。
3.
根據執法隊伍的記錄，隊伍在該商場進行巡查的時間為下午 2 時
30 分至 2 時 50 分。從記錄所見，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2 時 47 分期間，行政
主任和執法隊伍都身處商場內。
4.
行政主任在突擊查核記錄表指出，由於商場範圍過大，無法找到執法
隊伍。
資料來源︰ 控煙辦的記錄

(b) 21 支全職執法隊伍當中，有 1 隊 (4.8%) 從未接受突擊查核，各隊
伍的突擊查核次數由 0 至 9 次不等 (見表十二)。審計署在 2018 年
2 月向控煙辦查詢，控煙辦表示突擊查核哪些隊伍和查核密度，都
由行政主任酌情決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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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對 21 支執法隊伍進行突擊查核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每隊伍的突擊查核次數

執法隊伍數目

0

1

1至3

16

4至6

3

9

1

總計

21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附註： (a)	由於兼職控煙督察須陪同全職執法隊伍進行巡查 (見第 2.2(b) 段 )，
因此對全職隊伍進行的突擊查核，也同時包括查核兼職控煙督察。
		 (b)	由於特別執法隊伍於 2017 年 12 月才成立 (見第 2.2(c) 段 )，因此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間，沒有對這些執法隊伍進行突擊查
核。

(c) 突擊查核記錄表也顯示，在上午 9 時 30 分之前，以及在晚上 7 時
30 分之後，都不曾有突擊查核。但根據規定，執法隊伍在全日
24 小時都會進行巡查 (見第 2.3 段)。因此，有些巡查並未接受突擊
查核監管。

審計署的建議
2.54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採取措施，處理在巡查點未能找到執法隊伍的情況 (例如行政主任
可立即致電執法隊伍，以確定他們的位置並作出跟進)；及
(b) 制訂指引，以便行政主任進行突撃查核，包括有需要查核不同時段
的執法隊伍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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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2.55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監管查核制度是質量保證其中一環，用以監察實地執法的表現，部
門已就查核程序制訂明文指引；及
(b) 展望未來，衞生署會增訂指引，並會查核不同時段的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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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3.1
本部分探討控煙辦如何加強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審查工作集中於
以下範疇：
(a) 為場所管理人提供支援 (第 3.2 至 3.7 段)；
(b) 展示禁煙標誌 (第 3.8 至 3.20 段)；及
(c) 其他政府部門的執法工作 (第 3.21 至 3.28 段)。

為場所管理人提供支援
3.2
法定禁煙區的場所管理人 (見第 1.9(b) 段註 6) 獲《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授權，如發現任何人在有關處所吸煙，可採取下列步驟：
(a) 要求吸煙者將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弄熄；
(b) 如吸煙者不合作，要求吸煙者提供其姓名和地址，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以及離開該處所；及
(c) 如有需要，召喚警方協助。
此外，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的獲授權
人員可向在其管理的法定禁煙區內吸煙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3.3
從大約十年前開始，控煙辦已就下列 4 類法定禁煙區，發出有關實施無
煙措施的指引：
(a) 遊戲機中心；
(b) 食肆及款待業的處所；
(c) 工作地方；及
(d) 學校。
首 3 類法定禁煙區的實施指引以場所管理人為對象，說明無煙處所的好處 (例
如可擴闊客源)、適用的無煙措施 (例如展示禁煙標誌)，以及控煙辦可提供的
支援和協助 (例如控煙法例講座)。最後 1 份實施指引則以學校為對象，說明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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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學校的全面控煙措施 (例如教導學生吸煙的害處)。實施指引可向控煙辦免
費索取，或從控煙辦網站下載。

有需要為場所管理人更新實施指引
3.4

審計署檢視 4 份實施指引，留意到一些有用資料並未更新到指引內：
(a) 吸食電子煙、加熱非燃燒香煙和水煙 衞生署資料指出，這幾類香
煙在香港漸受歡迎。有關產品可能會對人體健康構成不良影響，應
在指引內加以說明；
(b) 三手煙 三手煙是指依附在頭髮、皮膚、衣服、家具、牆壁等的煙
草殘餘化學物質。衞生署資料指出，三手煙尤其對嬰兒和幼童的健
康構成威脅；
(c) 定額罰款制度 打撃吸煙罪行的定額罰款制度 (見第 1.6 段) 由
2009 年起生效；及
(d) 戒煙服務 在實施指引內的戒煙服務名單並不完備。部分非政府
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並未列入名單內 (例如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
務和九龍樂善堂所提供的服務——見第 1.16 段表三)。

3.5
除了上述 4 類法定禁煙區 (見第 3.3 段) 外，還有其他類別的法定禁煙區
(見附錄 A)。控煙辦有需要考慮為其他類別的法定禁煙區擬備實施指引 (包括
涵蓋多類法定禁煙區的一般指引)。

審計署的建議
3.6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更新無煙措施實施指引；及
(b) 除了現有 4 類法定禁煙區的實施指引外，考慮為其他類別的法定
禁煙區擬備實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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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3.7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展示禁煙標誌
3.8
控煙辦的實施指引建議，場所管理人應在顯眼位置展示足夠的禁煙標
誌，以提醒市民在法定禁煙區內禁止吸煙。為此，控煙辦製備了禁煙標誌 (見
照片三的例子)，場所管理人可向控煙辦免費索取。
照片三
控煙辦的禁煙標誌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7 年 12 月拍攝的照片

3.9
食物及衞生局在 2009 年 9 月發出題為《無煙政府》的通告，要求各決策
局和部門合力創建無煙政府。通告訂明：
(a) 各決策局和部門應在所掌管和管理的法定禁煙區張貼足夠數目的
禁煙標誌，並顯示罰款金額 (即 1,500 元——見第 1.6 段)；及
(b) 在開放予公眾的政府地方，場所管理人應在所有入口處、吸煙者可
能聚集的地點，以及可能被誤認作室外可吸煙區域的局部圍封式室
內區域，張貼禁煙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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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審計署選出 4 類法定禁煙區，審查公眾和政府地方的場所管理人展示禁
煙標誌的情況：
(a) 圍封的公眾地方 部分位於室外的公眾地方如被圍封，會視作《吸
煙 (公眾衞生) 條例》所界定的室內公眾地方，因此屬於法定禁煙
區。根據該條例，“室內”是指：
(i)

有天花板或上蓋的，或有充當天花板或上蓋的封蓋的；及

(ii) 除有任何窗戶或門戶，或任何充當窗戶或門戶的可關閉的開
啓口外，圍封程度至少達各邊總面積的 50% 的。
		

圍封的公眾地方的例子包括圍封式樓梯 (見第 3.13 段照片四)、圍
封式行人道 (見第 3.13 段照片五)、圍封式行人天橋和隧道；

(b) 室外自動梯 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所有自動梯 (不論室
內或室外) 都指定為法定禁煙區。室外自動梯可連接准許吸煙的地
方 (例如街道和行人天橋)；
(c) 公眾遊樂場地 公眾遊樂場地包括公園、花園和休憩處，由康文署
負責管理。大部分公眾遊樂場地已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指
定為法定禁煙區，但有小量公眾遊樂場地獲豁免 (註 18)。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約有 1 500 個公眾遊樂場地指定為法定禁煙區；
及
(d) 公共運輸設施 除了 59 個室內公共運輸設施 (例如位於綜合大樓
底層的公共運輸設施) 外，《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也授權衞生署
署長可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指定室外公共運輸設施為法定禁煙
區。公共運輸設施的定義是由兩類或以上的公共運輸工具的總站
所組成，供乘客轉換運輸工具的區域，或超過一條指明路線的巴士
總站。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240 個公共運輸設施 (包括
室內和室外公共運輸設施) 指定為法定禁煙區。
審計署選出上述 4 類法定禁煙區作審查，因為市民雖然普遍知道室內工作場所
和公眾地方 (例如食肆及酒吧) 禁煙，但未必知道上述 4 類法定禁煙區也須遵
守《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的禁煙規定。

註 18：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可把某個公眾遊樂場
地或其部分範圍指定為吸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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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為了解上述 4 類法定禁煙區展示禁煙標誌的情況，審計署到本港 3 個地
區 (分別為港島的東區、九龍的深水埗區和新界的葵青區——註 19) 視察。審計
署發現，部分有關的法定禁煙區沒有展示禁煙標誌，而且有人在法定禁煙區內
吸煙。第 3.12 至 3.18 段載述審計署的視察詳情。

有需要改善禁煙標誌的展示
3.12 圍封的公眾地方 審計署在葵青區找到 4 條圍封式樓梯，均連接一個公
共運輸設施，每條樓梯都有上蓋並沿大廈結構而建。在東區和深水埗區，審計
署分別找到 1 條和 3 條圍封式行人道，這 4 條行人道均設有上蓋並沿旁邊的建
築地盤伸展。
3.13

審計署留意到，上述圍封式樓梯和行人道：
(a) 沒有展示禁煙標誌；及
(b) 樓梯或地上有煙頭，顯示有人在該處吸煙 (見照片四和五)。
照片四
發現有煙頭的圍封式樓梯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8 年 1 月拍攝的照片

註 19： 審計署隨機在該 3 區的街道步行，找出圍封公眾地方和室外自動梯。至於公眾遊樂場
地和公共運輸設施，審計署則循地圖隨機選出視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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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
發現有煙頭的圍封式行人道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8 年 1 月拍攝的照片

3.14 室外自動梯 審計署在東區和葵青區分別找到 4 條和 6 條室外自動梯，
這 10 條室外自動梯全部位於區內的公共屋邨範圍。由於 10 條室外自動梯都在
公共屋邨範圍內 (即住宅區內)，審計署另前往灣仔視察，因該處有室外自動梯
位於辦公室樓宇附近 (即非住宅區內)，並在該區找到 10 條室外自動梯。審計
署合計視察了 20 條室外自動梯，每處視察時間為半小時。
3.15

該 20 條室外自動梯當中：
(a) 只有 5 條 (25%) 室外自動梯 (全部位於灣仔) 展示禁煙標誌，其餘
15 條 (75%) (位於灣仔的餘下 5 條，以及位於東區和葵青區的全部
10 條) 均沒有展示禁煙標誌；
(b) 在 15 條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室外自動梯其中 5 條 (2 條在灣仔、
1 條在東區和 2 條在葵青區)，審計署發現 6 人於該處吸煙或攜帶
燃着的香煙 (見照片六)；及
(c) 在全部 5 條有展示禁煙標誌的室外自動梯，審計署沒有發現有人吸
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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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
公共屋邨室外自動梯
有人攜帶燃着的香煙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7 年 12 月拍攝的照片
附註：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任何人在法定禁煙區
內 吸 煙 或 攜 帶 燃 着 的 香 煙， 即 屬 犯 罪 ( 見 第
1.5(a) 段)。

3.16 公眾遊樂場地 審計署視察康文署管理的 9 個公眾遊樂場地 (在 3 個選
定地區各視察 3 個公眾遊樂場地 —— 見第 3.11 段)，每處視察時間為 1 小時。
審查結果如下：
(a) 全部 9 個公眾遊樂場地都有展示禁煙標誌，部分場地並展示了禁煙
橫額。這些標誌／橫額當中，絕大多數為康文署自己的標誌／橫
額，餘下少數則屬控煙辦所製備。有別於控煙辦的標誌／橫額 (見
第 3.8 段照片三和第 3.17 段照片十)，康文署的標誌／橫額只印有
“嚴禁吸煙”的標識和字句 (見照片七和八)。至於違例定額罰款
1,500 元，以及康文署或控煙辦投訴熱線的資料，則沒有顯示在標
誌／橫額上；及
(b) 審計署在 9 個公眾遊樂場地其中 8 個 (89%)，共發現 33 人吸煙 (見
照片八)，並在全部 9 個場地找到煙頭 (見照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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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七
在公眾遊樂場地展示的康文署禁煙標誌

沒有顯示定額
罰款 1,500 元
和投訴熱線的
資料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8 年 1 月拍攝的照片

照片八
有人在公眾遊樂場地吸煙

沒有顯示定額
罰款 1,500 元
和投訴熱線的
資料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8 年 1 月拍攝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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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九
在康文署管理的公眾遊樂場地找到煙頭

煙灰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8 年 1 月拍攝的照片

3.17 公共運輸設施 控煙辦負責在公共運輸設施展示禁煙標誌及橫額。審計
署視察了 9 個公共運輸設施 (在 3 個選定地區各視察 3 處設施——見第 3.11 段)，
在每處視察時間為 1 小時。審查結果如下：
(a) 全部 9 個公共運輸設施都有展示控煙辦的禁煙標誌和橫額 (見照片
十)，並顯示違例定額罰款和投訴熱線等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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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
Photograph 10
控煙辦的禁煙橫額
TCO’s
no-smoking banner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7 年 12 月拍攝的照片

Source: Photograph taken by Audit in December 2017

(b) 審計署在 9 個公共運輸設施其中 6 個 (67%)，共發現 12 人吸煙 (見
照片十一)。
Photograph
照片十一 11
A person
spotted smoking at a PTF
有人在公共運輸設施吸煙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 2017 年 12 月拍攝的照片

Source: Photograph taken by Audit in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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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在法定禁煙區妥為展示禁煙標誌及／或橫額 (即顯示違例定額罰款和投
訴熱線的資料)，有助提醒市民這些地方禁止吸煙，違例者會被判處罰款。這
也有助不同政府部門 (例如房屋署和康文署 —— 見第 2.36 段) 的獲授權人員採
取執法行動。例如當違例者辯稱不知道自己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時，獲授權人
員即可向他們指出禁煙標誌。

審計署的建議
3.19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找出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圍封式公眾地方和室外自動梯 (例如在進
行巡查時 —— 見第 2.2 段)，並鼓勵該等場地的場所管理人 (例如
行人道個案的地盤經理和室外自動梯個案的管理公司) 在相關地點
展示禁煙標誌；
(b) 提議場所管理人展示包含有關禁煙資料 (例如違例定額罰款和控煙
辦投訴熱線) 的禁煙標誌 (可向控煙辦免費索取)；及
(c) 對於以政府部門為場所管理人的法定禁煙區，促請管理人遵從食物
及衞生局通告所載的規定 (例如張貼足夠的禁煙標誌並顯示罰
則——見第 3.9(a) 段 )，以及把控煙辦及／或部門的投訴熱線等資
料加入其標誌及／或橫額內。

政府的回應
3.20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根據現行做法，控煙督察在進行
巡查時，會向法定禁煙區的場所管理人提供禁煙標誌，並教導他們如何實施禁
煙規定。展望未來，衞生署會加強這做法。

其他政府部門的執法工作
3.21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除了控煙督察外，食環署、房屋署
和康文署的獲授權人員也可在所屬部門管理的法定禁煙區，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為協助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執行禁煙規定，控煙辦採取了下列措施：
(a) 就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編訂指引，以供各部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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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部門轄下法定禁煙區進行聯合行動 (例如在 2017 年有 48 次行
動)，從而為獲授權人員提供訓練；及
(c) 就部門轄下經常接獲吸煙投訴的法定禁煙區，每半年一次向有關部
門提供資料，以便部門採取跟進行動。

有需要加強執法
3.22 如第 3.14 至 3.16 段所示，審計署發現有人在政府部門管理的法定禁煙
區 (例如室外自動梯和公眾遊樂場地) 範圍內吸煙。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發現食環署和
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遠低於控煙辦和房屋署發出的數目 (見表
十三)。
表十三
在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管理的法定禁煙區
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2013 至 2017 年)

法定禁煙區
的管理部門

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
的部門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食環署

食環署

36

31

28

33

52

控煙辦

555

482

451

466

517

房屋署

226

310

318

445

410

控煙辦

237

186

173

173

150

康文署

34

57

56

60

54

控煙辦

461

381

398

445

495

房屋署

康文署

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控煙辦記錄的分析

3.23 審計署認為，食環署和康文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的執法，仍有加強的空
間 (例如更頻密地巡邏該等地方，並在有需要時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此舉有
助提高禁煙成效。為協助政府部門更有效地採取執法行動，審計署也認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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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辦有需要更頻密地向部門提供經常接獲吸煙投訴的場地資料，而非每半年一
次 (見第 3.21(c) 段 )。控煙辦也有需要適當地增加與政府部門的聯合行動 (見第
3.21(b) 段 )，在部門轄下法定禁煙區合作執法，藉此為這些部門的獲授權人員
提供更多訓練。

審計署的建議
3.24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更頻密地向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提供其轄下經常接獲吸煙投訴
的法定禁煙區資料，以便這些部門更有效地採取執法行動；及
(b) 適當地增加與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的聯合行動，在其轄下法定
禁煙區合作執法，藉此為這些部門的獲授權人員提供更多訓練。

審計署也建議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檢討部
門在轄下法定禁煙區採取的執法行動，並在有需要時加強在這些法定禁煙區的
執法。
3.25

政府的回應
3.26

衞生署署長同意第 3.24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並表示：
(a) 為協助食環署和康文署在其轄下場地實施禁煙，衞生署一直定期向
兩個部門提供已列作須加強巡查地點的場地名單；
(b) 控煙辦的做法，是鼓勵並安排與有關政府部門進行聯合巡查，以加
強在部門轄下法定禁煙區實施禁煙的阻遏作用。在 2017 年，控煙
辦與有關政府部門進行了聯合行動，涉及超過 200 次巡查；及
(c) 展望未來，除了把向兩個部門提供有關資料的密度增至兩個月一次
外，衞生署會繼續通知有關政府部門涉及其轄下場地的吸煙罪行投
訴，以便有關部門同步採取行動。此外，衞生署會繼續鼓勵在日後
採取更多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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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同意第 3.25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並表示：
(a) 由 2018 年 1 月起，食環署在轄下街市場地，加強票控違例吸煙者
的執法工作；及
(b) 食環署會與控煙辦研究雙方在公眾街市場地增加聯合行動的最佳
安排，以遏止有關場地的吸煙問題。

3.2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同意第 3.25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並表示：
(a) 康文署一直與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積極合作，在康文署管轄的場
地有效地實施禁煙規定。康文署已在轄下場地的入口處和顯眼位
置展示公告和橫額，教導市民不得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
(b) 康文署轄下的公眾遊樂場地，並非每個都有獲授權發出定額罰款通
知書的人員駐場。儘管如此，沒有獲授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康
文署保安員，在例行巡邏時如發現有人在康文署場地違例吸煙，會
向他們發出口頭勸諭。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康文署的保安員每
年向違例吸煙者發出超過 8 萬個口頭勸諭。違例吸煙者通常也會接
受勸諭並停止吸煙。獲授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康文署人員則
會在突擊巡查和執法行動中向違例吸煙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特
別是在較常發現有人吸煙的場地；及
(c) 康文署會繼續在轄下場地加強執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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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4.1
疇：

本部分探討衞生署的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範

(a) 透過受資助機構和衞生署轄下診所提供戒煙服務 (第 4.2 至 4.12 段)；
(b) 匯報控煙工作成果 (第 4.13 至 4.17 段)；及
(c) 其他加強控煙措施 (第 4.18 至 4.22 段)。

透過受資助機構和衞生署轄下診所提供戒煙服務
4.2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港共有 7 間受資助機構 (即 6 間非政府機構
和 1 所大學 —— 見第 1.8 段)( 下稱機構 A 至 G) 為市民提供戒煙和相關服務。
衞生署與上述各機構簽訂《津貼及服務協議》，界定機構提供的服務，並為服
務訂定表現指標 (見表十四)。
表十四
受資助機構的主要服務和表現指標
機構

主要服務

主要表現指標

A和B

為吸煙人士而設的臨床和輔導
服務

服務使用人數

C

以新移民和少數族裔為對象的
輔導服務

接受輔導的吸煙人士數目和
轉介至診所的吸煙人士數目

D

職場輔導服務

接受輔導的吸煙人士數目和使
用服務的公司數目

E

中小學健康推廣活動

使用服務的學校數目和學生人
數

F

幼稚園健康推廣活動

使用服務的幼稚園數目和學生
人數

G

青少年戒煙熱線

青少年戒煙熱線的來電人數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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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受資助機構服務表現的工作可予改善
4.3
根據《津貼及服務協議》，受資助機構必須提交有關機構達至表現指標
的統計數字。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期間，7 間機構當中
有 2 間 (29%) 未能經常達到主要的表現指標 (見表十五)。
表十五
兩間受資助機構主要表現指標的達標情況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
受資助
機構

服務表現
指標

A

B

服務
使用人數

2012–13
年度

2013–14
年度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指標

3 250

4 000

4 400

4 000

4 000

實際

2 497

4 239

3 601

3 760

4 278

×



×

×



指標

1 200

1 250

1 300

1 200

1 220

實際

1 497

1 140

1 072

1 089

1 271



×

×

×



服務表現

達到指標

達到指標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4.4
如表十五所示，在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期間有 3 個年度 (60%)，機
構 A 和 B 都未能達到各自的主要表現指標。鑑於這兩間機構表現欠佳，衞生
署於 2017 年與該兩間機構延續《津貼及服務協議》時，調低了主要表現指標和
減少了每年資助額。根據新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涵蓋 2017–18 及 2018–19 年
度)，機構 A 的服務使用人數指標由 4 000 降至 3 200，機構 B 則由 1 220 降至
1 100；機構 A 的每年資助額由 4,150 萬元減至 3,400 萬元，機構 B 則由 760 萬
元減至 720 萬元。
4.5
審計署留意到，衞生署主要透過審核受資助機構定期提交的服務表現報
告，以及與受資助機構開會討論其表現，從而監察 7 間受資助機構的表現。此
外，控煙辦表示曾對機構進行特別視察。例如，在 2015 至 2017 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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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為控煙辦每年舉行的控煙人員國際培訓計劃的一部分，控煙
辦人員 (和培訓計劃的參加者) 在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0 月曾探訪由機構 A 和機構 B 營運的戒煙診所；及
(b) 控煙辦人員在 2016 年 1 月和 2017 年 7 月分別出席機構 E 在 2 間不
同小學舉辦的健康推廣活動，並在 2017 年 4 月出席機構 F 在 1 間
幼稚園舉辦的健康推廣活動。
4.6
《津貼及服務協議》訂明，衞生署可透過實地視察，詳細查核機構的表
現。審計署認為，控煙辦實有需要妥善規劃對 7 間受資助機構的視察，包括考
慮視察密度和進行突擊視察的需要。此外，控煙辦視察內容要更全面，例如要
確定衞生署提供的資助是否只用於《津貼及服務協議》的活動，以及是否有完
善的制度，以匯報服務表現和管制衞生署資助的運用。

有需要檢討衞生署其中一間診所的未來路向
4.7
除了透過受資助機構提供戒煙服務外，衞生署也在轄下 6 間診所的臨床
服務提供戒煙服務 (見第 1.8 段)。在該 6 間診所中，有 5 間為公務員和合資格
人士提供戒煙服務，作為公務員服務條件之一。
4.8
餘下 1 間診所，是位於牛頭角的基層護理門診診所 (下稱該衞生署診
所)，為一般市民提供戒煙服務。衞生署表示，致電衞生署戒煙熱線 (見第 1.8 段)
的市民如情況合適，會獲轉介至該衞生署診所接受戒煙服務。衞生署的記錄顯
示，在 2009 至 2017 年期間，獲衞生署戒煙熱線轉介至該衞生署診所的個案數
目由 2009 年的 619 宗降至 2017 年的 13 宗，減幅為 606 宗 (98%)；新個案數目
也由 2009 年的 354 宗降至 2017 年的 6 宗，減幅為 348 宗 (98%)( 見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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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該衞生署診所的轉介和新個案數目
(2009 至 2017 年)
年份

轉介宗數

新個案宗數

2009 年

619

354

2010 年

570

291

2011 年

329

228

2012 年

39

38

2013 年

26

24

2014 年

13

13

2015 年

11

10

2016 年

   9

11

2017 年

13

   6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4.9
衞生署的記錄並沒有註明過去幾年轉介和新個案數目減少的原因。衞生
署在 2017 年 12 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市民不選擇該衞生署診所的服務，
原因可能如下：
(a) 其服務需要收取費用 (註 20)，而受資助機構 (即機構 A 至 G) 提供
的戒煙服務則為免費；及
(b) 該衞生署診所的位置 (位於牛頭角) 對部分人而言並不方便。
4.10 由於近年該衞生署診所的轉介和新個案數目偏低，加上獲衞生署資助的
機構正提供同類的戒煙服務，審計署認為，衞生署有需要就該診所戒煙服務的
未來路向進行檢討。

註 20： 現行收費為首次診症 135 元，其後每次診症 80 元，每種藥物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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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4.11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
(a) 對於獲衞生署資助提供戒煙服務的機構，採取措施以更好地規劃控
煙辦對這些機構的實地視察，視察內容也要更全面；及
(b) 就該衞生署診所戒煙服務的未來路向進行檢討。

政府的回應
4.12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控煙辦一直有到獲衞生署資助的
機構，就其戒煙服務進行不定期的實地視察。展望未來，衞生署會制訂計劃以
定期視察有關機構。

匯報控煙工作成果
4.13 衞生署在“法定職責”和“促進健康”兩項綱領下執行控煙工作。如衞生
署《管制人員報告》所述：
(a) 法定職責

衞生署執行控煙法例 (見第 2 及第 3 部分)；及

(b) 促進健康 衞生署資助委員會推行支持控煙的推廣工作 (見第 5 部
分)。衞生署也與受資助機構合作提供戒煙計劃和推廣控煙 (見第
4.2 段)。
在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衞生署的控煙工作開支由 1.422 億元增至 1.845 億
元，增幅為 30% (見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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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開支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
2012–13
年度

2013–14
年度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百萬元)

法定職責
執行《吸煙 (公眾
衞生) 條例》

39.6

42.7

49.9

51.5

54.5

資助委員會、非
政府機構和大學

56.3

72.0

79.4

80.5

83.2

宣傳與健康教育
和戒煙服務

46.3

48.2

45.1

46.7

46.8

小計

102.6

120.2

124.5

127.2

130.0

總計

142.2

162.9

174.4

178.7

184.5

促進健康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可訂立更多服務表現指標
4.14 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的衞生署《管制人員報告》內，
與衞生署控煙工作有關的表現指標只有一項 (即委員會推行的宣傳或教育活動
數目)。表十八顯示這項表現指標下所呈報活動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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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有關控煙工作的表現指標
(2013 至 2017 年)

委員會推行的宣傳或教
育活動數目 (實際)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420

445

432

423

430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4.15 衞生署已調配大量資源執行控煙工作 (見表十七)。這些工作包括處理投
訴、進行巡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進行宣傳與健康教育工作和提供戒煙服
務。審計署認為只訂立和公布一項表現指標並不理想，並認為衞生署有需要訂
立和公布更多表現指標，例如法定禁煙區的巡查次數、衞生署戒煙熱線接獲的
電話數目等。

審計署的建議
4.16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考慮訂立和公布更多表現指標，以提高衞生
署控煙工作的透明度和問責度。

政府的回應
4.17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吸煙罪行的檢控數字已在控煙辦
網站內公布。衞生署會檢討和考慮可否公布更多指標，以及公布的資料是否適
用。

其他加強控煙措施
4.18 如第 1.3 段所述，衞生署負責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執行政府控煙工作，包
括立法和執法、宣傳、教育和戒煙服務。

— 54 —

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4.19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吸煙人口比例由 1982 年的 23.3% 減至 2017 年的
10% (見第 1.17 段)。衞生署表示，該署的目標是把香港的吸煙人口比例減至少
於 10%。為此，衞生署曾認為長遠而言，須修訂《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a) 修訂《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是為了要對沒有執行禁煙規定的場所
管理人施加法律責任；及
(b) 大部分海外控煙法例都對場所管理人施加法律責任，例如：
(i)

在新加坡，場所管理人在法律上有責任制止法定禁煙區內的
吸煙行為；

(ii) 在新西蘭、澳洲新南威爾士省和美國加州，場所管理人如容
許任何人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須負上法律刑責；及
(iii) 在紐約，場所管理人不執行禁煙規定屬於違法。
4.20 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計署，對場所管理人施加法律責任會對多
個行業產生衝擊，而且業界會擔心員工和場所管理人反對，並憂慮能否在其處
所有效執行反吸煙規定。

審計署的建議
4.21 審計署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不時作出檢討，審視是否有需要向場所管理
人施加法律責任。

政府的回應
4.22

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衞生署留意到，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已就場所內的吸煙罪行，向有
關的場所管理人施加法律責任。衞生署也留意到，各地政府實施相
關條文時，曾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公眾和有關行業的反應；
(b) 立法會在 2006 年修訂《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時，曾討論關於法
定禁煙區場所管理人須為未有在其處所執行禁煙規定而負上法律
責任的建議。有議員憂慮這項建議會對多個行業產生衝擊，而業界
也擔心員工和場所管理人會反對，並擔心能否在其處所有效執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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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規定。考慮到持份者的憂慮和執行上的困難，政府最終沒有在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的《修訂條例》訂明場所管理人須因未有
在其處所執行禁煙規定而負上法律責任；及
(c) 如政府擬仿效海外司法管轄區對場所管理人施加法律責任，則須仔
細研究和廣泛徵詢各持份者的意見，探討有關規定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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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運作
5.1

本部分探討委員會的運作，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a) 委員會的管治 (第 5.2 至 5.22 段)；及
(b) 委員會推行的計劃 (第 5.23 至 5.32 段)。

委員會的管治
5.2
委員會是於 1987 年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成立的法定團體
(見第 1.12 段)。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委員會共有 17 名成員，分別為主席、
副主席和 15 名其他委員 (其中 2 名為政府官員，即衞生署副署長和政府新聞處
(新聞處) 助理處長 (宣傳及推廣))。委員會成員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獲轉
授的權力作出委任，任期 2 年 (註 21)。非官方成員可以再次獲委任，以政府規
定的 6 年期為上限 (即同一委員所有任期合計不可超過 6 年)。2 名政府官員代
表則每 2 年重新委任一次。
5.3
委員會下設 5 個常務委員會，協助委員會執行各項職能，分別是行政委
員會、社區聯絡委員會、教育及宣傳委員會、資訊及研究委員會，以及法例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成員有來自委員會大會的委員，另加增選委員。此外，由總
幹事領導的秘書處負責為委員會大會和常務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秘書處共有 9 名職員 (包括總幹事在內)。
5.4

委員會與衞生署訂有《津貼及服務協議》，列明下列各項：
(a) 撥款範圍 (即只可用於實施健康推廣及宣傳計劃和進行研究)；
(b) 撥款方式 (即酌情補助金方式——見第 1.14 段註 7)；
(c) 服 務 表 現 標 準 (即 教 育 活 動、 宣 傳 活 動 和 參 加 者 的 目 標 數
目——註 22) 和服務表現監察安排 (即每季提交表現統計數據)；及

註 21： 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委員會成員應包括：

(a)	主席和副主席各 1 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不超過 3 年；及
(b)	13 至 15 名其他的人，每名均由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不超過 3 年。
註 22： 委員會須每年提供最少 340 次教育活動和宣傳活動 (包括最少 200 次教育活動和 80 次
宣傳活動)。教育活動的總參加人數最少須達 4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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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財務管理事宜 (例如提交年度預算案、每月匯報收支，以及年度審
計和工作匯報)。
5.5
審計署審視了委員會的管治，發現有可予改善之處，分述於第 5.6 至
5.18 段。

有需要改善會議出席率
5.6
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整體出席率 表十九顯示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計至 2018 年 1 月) 期間，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整體
出席率 (即全體成員的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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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整體出席率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整體出席率
委員會大會／
常務委員會

年內
委員人數

年內
會議數目

2013–14
年度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會議數目
計至
2018 年1 月)

委員會大會

15 至 17

4

81%

77%

82%

71%

78%
(4)

行政委員會

4

4

94%

100%

100%

100%

100%
(3)

社區聯絡
委員會

7至8

1至2

88%

57%

71%

64%

不適用
(0)

教育及宣傳
委員會

8 至 11

1至3

68%

60%

59%

64%

不適用
(0)

資訊及研究
委員會

5至8

2至3

63%

55%

63%

50%

71%
(2)

法例委員會

5至6

1

100%

83%

100%

60%

80%
(1)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委員會記錄的分析

5.7
如表十九所示，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期間，委員會大會的會議整
體出席率高於 70%，行政委員會的則高於 90%。然而，其餘 4 個常務委員會有
部分會議的整體出席率未達 70%。總括而言，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整體出席率可
予改善。審計署認為，委員會有需要監察會議的整體委員出席率，並在有需要
時採取措施改善出席率。

個 別 委 員 的 出 席 率 表 二 十 顯 示 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 度 (計 至
5.8
2018 年 1 月) 期間，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個別委員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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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個別委員出席率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委員人數
出席率

2013–14
年度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計至2018 年1 月)

0%

0

3

0

1

0

1% 至低於 25%

0

0

0

0

0

25% 至低於 50%

4

1

4

4

3

50% 至低於 75%

1

4

5

2

3

11

12

10

11

13

16

20

19

18

19

75% 至 100%
總計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委員會記錄的分析

5.9
如表二十所示，部分委員 (例如在 2016–17 年度有 5 名委員) 的出席率
低於 50%，在 2016–17 年度更有 1 名委員全年不曾出席會議。審計署認為，委
員會有需要採取措施改善出席率偏低的委員的出席率，例如預留充分時間向委
員發出提示，以便委員早作準備。

有需要釐清政府官員出席會議的問題
5.10 衞生署副署長 根據效率促進組《受資助機構企業管治指引》(《管治指
引》)，政府委任代表加入機構的管治組織。該政府代表的角色，除了肩負作
為機構管治成員的法律責任外 (註 23)，主要是擔當政府與機構間的橋樑。然
而，《管治指引》也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當管治組織於會議上討論有關
機構的預算或商討如何爭取政府撥款等事宜，為確保不違背其對機構所須承擔
的法律責任，政府代表有需要不出席個別管治組織會議。
註 23： 管治成員有多項法律責任，其中包括謹慎行事 (例如確保機構設有資訊和匯報機制) 和
保持忠誠 (例如管治成員必須放下任何個人或業界利益，以機構利益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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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衞生署表示，委任副署長出任委員會成員，目的在於維持衞生署與委員
會間的有效溝通。審計署留意到，副署長曾參與委員會大會和行政委員會的會
議，與會者討論了年度預算案和額外補助金申請 (註 24)，並決定向政府提交所
擬方案。這安排似乎與《管治指引》並不一致。
5.12 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計署，副署長參與委員會討論年度預算案
和額外補助金申請的會議，符合其擔任政府與委員會間的橋樑這項主要目的。
副署長向委員會提供了全面的寶貴指引、意見、觀點和建議，確保委員會擬議
的工作計劃和活動能夠配合政府的控煙政策。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清楚明
白，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於會議上商定擬議的活動和預算方案，即使當時
副署長在場，也不代表方案其後定必獲得衞生署批准。
5.13 由於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有變 (成員的委任期為 2 年 (見
第 5.2 段)，而且各個常務委員會可能互調成員)，新成員未必熟知副署長在委
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能，以及不了解其出席委員會大會／行政委
員會會議並參與討論機構年度預算案和額外補助金申請的作用。審計署認為，
委員會和衞生署有需要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充分了解副署長在這
方面的角色和職能。
5.14 政府新聞處助理處長 衞生署表示，政府委任政府新聞處助理處長 (宣
傳及推廣) 擔任委員會成員，目的在於就委員會的推廣活動提供專業意見。然
而，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計至 2018 年 1 月) 期間，新
聞處以首席新聞主任代表該助理處長出席所有委員會大會和教育及宣傳委員會
的會議。審計署又留意到，委員會並沒有訂立替補委員出席會議的規則。審計
署認為，委員會和新聞處有需要檢討並修正有關安排 (例如訂立有關替補委員
出席會議的規則)。

有需要訂立議事程序規則
5.15 根據《管治指引》，為令管治組織有效運作，應就議事程序訂立規則，
例如：
註 24： 每年衞生署除了向委員會撥付一筆經常資助金，也會提供額外補助金，供委員會舉行
更多教育和宣傳活動。2016–17 年度的資助金總額為2,290 萬元(2012–13 年度為2,070 萬
元)，其中 900 萬元為額外補助金 (2012–13 年度為 918 萬元)。2016–17 年度經撥付額
外補助金後，委員會須舉辦的教育和宣傳活動目標數目由 340 次 (見第 5.4(c) 段註 22)
上調至 42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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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會議期間須有足夠法定人數；及
(b) 會議完結後須傳閱會議記錄擬稿。
審計署留意到，委員會並沒有為 5 個常務委員會設定會議法定人數 (註 25)。
2018 年 2 月，委員會告知審計署，其慣常做法是每個常務委員會以其半數委
員作為會議法定人數。審計署認為，委員會有需要正式為 5 個常務委員會設定
會議法定人數。
5.16 審計署又留意到，雖然會議完結後有安排傳閱會議記錄擬稿，但傳閱時
間不盡理想。委員會慣常做法是在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每次開會之前 1 星
期，傳閱上次會議記錄擬稿 (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每年開會 1 至 4 次 ——
見第 5.6 段表十九)。審計署認為，委員會有需要盡早向委員傳閱會議記錄擬
稿，以便委員確定曾於會上討論的事宜。

有需要披露高級人員的薪酬
5.17 2003 年 3 月，行政署長發出通函，就管制和監察政府資助機構薪酬事
宜頒布指引。根據該指引：
(a) 受資助機構如有超過 50% 營運收入來自政府，便應檢討機構內高
級人員的數目、職級和薪酬，並每年向有關的局長提交檢討報告。
如有充分理據，局長可批准受資助機構每2 年或3 年提交一次報告；
及
(b) 為增加透明度，局長應與受資助機構協商，決定公開檢討報告的安
排。
5.18 目前委員會每 3 年檢討一次最高三層人員的數目、職級和薪酬，向衞生
署提交檢討報告，呈予食物及衞生局審閱。最近一次檢討在 2016 年 5 月完成。
委員會在其網站公布消息，指出機構已檢討最高三層人員的薪酬條件，並已建
議維持不變。然而，委員會並沒有在其網站一併公布檢討報告內容 (即最高三
層人員的數目、職級和薪酬條件等資料)。審計署認為，為增加透明度，衞生
署應考慮要求委員會公布這些資料。

註 25：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規定，委員會大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 8 名委員。

— 62 —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運作

審計署的建議
5.19

審計署建議 委員會應：
(a) 監察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整體委員出席率，並視乎需要
採取措施，以改善整體出席率；
(b) 採取措施，以改善在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偏低的委
員的出席率；
(c) 聯同衞生署採取措施，以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充分了
解衞生署副署長在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能，以及在
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會議上參與討論年度預算案及額外補助
金申請的作用；
(d) 聯同新聞處就該處以首席新聞主任代表助理處長出席所有委員會
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情況，檢討並修正有關安排；
(e) 為常務委員會設定會議法定人數；及
(f)

盡早傳閱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擬稿，以便委員提出意
見。

審計署也建議 衞生署署長應考慮要求委員會在檢討最高三層人員的薪
酬後，公布檢討報告詳情。
5.20

委員會和政府的回應
5.21 委員會同意第 5.19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委員會的總幹事表示，委員
會將會：
(a) 設立提示機制，提醒委員出席會議；
(b) 檢討現行做法並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
充分了解有關的政府官員在會議的角色和職能；
(c) 就新聞處的助理處長持續地由首席新聞主任代表其出席會議的情
況，檢討有關安排；
(d) 為常務委員會設定會議法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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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適時傳閱會議記錄擬稿；及
(f)

5.22

就委員會在檢討最高三層人員薪酬後公布檢討報告詳情一事，檢討
有關機制。

衞生署署長同意第 5.20 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委員會推行計劃的情況
5.23

委員會推行下列計劃：
(a) 社區教育 例如健康講座、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以及製作宣傳
短片等；
(b) 宣傳活動 例如世界無煙日、無煙 Teens 計劃、無煙老友記計劃、
“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以及無煙領先企業大獎；及
(c) 研究及會議 例如控煙政策調查，以及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煙害防
制交流研討會等。

5.24

審計署選定下列兩項大型計劃，檢視其推行情況和可予改善之處：
(a) 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2016–17 年度，這項計劃的開支為 150 萬
元，佔所有計劃 (見第 5.23 段) 合計 1,210 萬元總開支的 12%；及
(b) “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2016–17 年度，這項計劃的開支為
320 萬元，佔所有計劃合計 1,210 萬元總開支的 26%。

審查結果載於第 5.25 至 5.30 段。

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5.25 背景 在每個學年 (註 26)，委員會都與一個本地專業藝團 (經局限性投
標選定——註 27) 合作製作一個劇目 (有特定主題，劇長大約 1 小時)。藝團到

註 26： 每個學年為每年 9 月至翌年 8 月。
註 27： 在局限性投標中，投標邀請書只發給限定數目的貨物或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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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劃的小學巡迴演出，共演出約 100 場，觀賞的師生超過 2 萬人。表演宗
旨在於讓學生明白吸煙的禍害，從小開始認識無煙文化，參與推廣無煙的健康
生活模式，並鼓勵吸煙的家人戒煙。
5.26 2016–17 年度的劇場計劃 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共 6 個月期
間，巡迴劇場共演出 95 場。現場又派發可帶回家的補充素材，讓出席的學生
吸收更多無煙資訊，有助與家人一起認識無煙文化。根據即場進行的調查，大
部分出席的學生都認為表演精彩，並且加深了他們對無煙文化的認識。
5.27 審查結果 委員會在為劇場計劃招募參與學校時，向全港小學 (約
500 間) 發出邀請函。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2/13 至 2016/17 學年共 5 個學年期
間，約 230 間學校曾參加劇場計劃，佔全港小學約 46%。然而，約 270 間 (54%)
學校不曾參加。審計署認為，為擴闊劇場計劃的接觸面，委員會有需要加強招
募工作，邀請不曾參與的學校加入。

“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5.28

背景 委員會推行這項計劃的情況如下：
(a) 招募地區組織擔任地區伙伴，由這些地區伙伴舉辦無煙推廣活動。
此舉目的在於提升控煙工作的社區參與，致力建立無煙社區。委員
會向地區伙伴撥款 (以在 2016–17 年度舉辦的第七屆計劃為例，每
區撥款 3 萬元)，資助其舉辦無煙推廣活動；
(b) 委託本地一所大學舉辦為地區伙伴的員工及義工和大學生而設的
戒煙培訓，以便他們進行戒煙推廣和輔導工作 (例如招募吸煙者參
加“戒煙大贏家”比賽——見下文 (c) 段 )；及
(c) 在全港各區舉辦招募活動 (以第七屆為例，共舉行 68 場招募活動)，
邀請吸煙者參加鼓勵戒煙的“戒煙大贏家”比賽。參加者由大學派
出的戒煙輔導員跟進 (以電話形式提供建議及協助)，為期 6 個月。
在 3 個月內成功戒煙者可參加抽獎贏取獎品。

第七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第七屆的主要活動在 2016 年 6 月
至 9 月共 4 個月期間舉行：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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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招募得 21 個地區組織參與，共舉辦 37 項無煙推廣活動，包括健康
講座、街站宣傳、嘉年華會、繪畫比賽和攝影比賽等，將無煙信息
傳遞予超過 18 000 名市民；及
(b) 招募得超過 1 300 名吸煙者參加戒煙比賽，由大學提供輔導服務，
3 個月後的自我報告成功戒煙率為 12.5%，經大學驗證的戒煙率則
為 6.2%。

審查結果 為招募地區組織參與，委員會聯絡全港 18 區區議會要求協
助。如果區議會沒有提名組織參加計劃，委員會便嘗試經本身的聯繫網絡招募
地區組織。儘管如此，審計署留意到，有若干地區在近年一直沒有地區組織參
加計劃。舉例而言，有 3 個地區從 2012–13 年度起的 5 屆活動都沒有地區組織
獲招募參加，有 1 個地區則從 2013–14 年度起的 4 屆活動都沒有地區組織參加。
審計署認為，為擴闊這計劃的接觸面，委員會有需要在那些近年沒有組織參加
計劃的地區加強招募工作，邀請地區組織參加。
5.30

審計署的建議
5.31

審計署建議 委員會應加強招募工作：
(a) 邀請不曾參加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的學校參加該計劃；及
(b) 以近年沒有組織參加“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的地區為對象，
邀請地區組織參加該計劃。

委員會的回應
5.32

委員會同意審計署的建議。委員會的總幹事表示，委員會將會：
(a) 檢討邀請機制，以期鼓勵學校參加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計劃；及
(b) 檢討有關準則及／或程序，以期鼓勵社區參與“戒煙大贏家”無煙
社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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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5(a) 及 3.5 段)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指定的
法定禁止吸煙區
室內
法定禁止吸煙區

室內和室外
法定禁止吸煙區

其他
法定禁止吸煙區

室內工作地方和辦公室

公共升降機和自動梯

公共交通工具

室內公眾地方 (例如升
降機大堂和後樓梯)

電影院、劇院、音樂廳
和遊戲機中心

公共運輸設施

行人天橋

幼兒中心、學校、大學
和大專院校

店舖、百貨公司、購物
商場、公營或私營街市
和超級市場
銀行
食肆
酒吧、夜總會、麻將天
九耍樂處所、浴室和按
摩院
院舍和治療中心

醫院
香港濕地公園
公眾遊樂場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轄
的公眾泳池和泳灘
香港大球場和旺角大球
場
受感化者的核准院舍、
感化院和收容所

資料來源：控煙辦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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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巴士轉乘處
(海底隧道、東區海底
隧道、獅子山隧道、城
門隧道、大欖隧道、大
老山隧道、青沙公路和
西區海底隧道)

附錄 B
(參閱第 1.10 段)

控煙辦公室：
組織圖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衞生署署長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衞生署副署長

助理署長
(特別衞生事務)

牙科服務
主任顧問醫生

其他助理署長

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公室主管

行政組

執法組

戒煙及宣傳組

分區執法組

定額罰款及執法支援組

公共運輸設施組
煙草廣告、無訂明地點投訴 (註)
及統計組
資料來源︰衞生署的記錄
註︰	 
“無訂明地點投訴”是控煙辦的用語。控煙辦表示，這類投訴不涉及某地點，例如投訴刊物或互聯網上的
煙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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