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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 (第 474章 ) 

《 2015年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 (修訂附表 1)公告》  

 
 
 
引言  

 
 運輸署署長將根據《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 (第 474
章 )(“《條例》＂ )第 45(1)條，在憲報刊登《 2015年大欖隧道及元

朗引道條例 (修訂附表 1)公告》 (“《公告》＂ )(載於附件A)，以公

布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三號幹線＂ )新的法定使用費。三號幹

線實際的使用費將維持不變，三號幹線使用者將不會受到影響。  

 
 
背景及理據  

 
2. 《條例》第 39條訂明三號幹線的使用費調整機制。根據

該機制，專營公司 (“公司＂ )可視乎某一個年度的淨收入，在三個

指明日期 (二零零三年、二零一零年及二零一七年的一月一日 )實施

使用費增加。如公司在緊接有指明日期的年度之前的一個年度的實

際淨收入，少於《條例》附表4所訂明該年度的最高估計淨收入，

則公司可以書面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局長＂ )申請在指明日期

增加使用費；這類加費稱為“預期的使用費增加＂ (“預期加

費＂ )。  

 
3. 另外，《條例》第40條訂明，如公司任何一個年度的實際

淨收入少於《條例》附表4所訂明該年度的最低估計淨收入，公司

可申請在指明日期前實施使用費增加 (即提前實施預期加費 )。《條

例》第42條亦訂明，如已實施所有三次預期加費，公司可申請額外

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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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上文第 2及 3段所述各種情況下，每次使用費增加的幅

度不得超過《條例》附表2所訂明各類車輛使用費的加幅。根據此

機制調整的使用費，稱為“法定使用費＂。《條例》中相關條文的

副本載於附件B。  

 
5. 《條例》亦訂明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使用費穩定基金

(“基金＂ )的設立，及公司須在指明情況下 1將指明款項撥入基金。 

 
6. 《條例》第 39條訂明，當公司申請增加法定使用費，局

長須通知公司：  

 
(a) 它可實施適當的使用費增加；或  

 
(b) 須根據第43條從基金支付一筆款項予公司。  

 
 
上文 (b)項旨在當基金有款項可供運用時，免除增加法定使用費的

需要或延遲增加法定使用費。  

 
7. 自三號幹線於一九九八年通車以來，公司的實際淨收入

一直低於《條例》附表 4所訂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水平，故基金下

並無款項可按上文第 5及 6(b)段所述根據《條例》第 43條付款予公

司。因此，政府接獲公司申請增加法定使用費時，如信納有關年度

的實際淨收入報表 (“報表＂ )準確無誤，便會同意公司可實施適當

的使用費增加。  

 
8. 截至二零零五年六月十九日，公司已實施所有的預期加

費，並曾九度申請及獲准實施額外加費。即將實施的法定使用費增

加，將為第十次額外加費 2。附件C載有列表，概述公司歷年來有關

法定使用費增加的情況。  

                                                       
1
   如公司在任何年度的實際淨收入超過該年度的最高估計淨收入，則公

司須將實際淨收入與最高估計淨收入之間的差額撥入基金。 
 
2 除即將實施的法定使用費加費外，公司亦曾按《條例》第 42(1)條所准

許，分別以 2011/2012年度、 2012/2013年度和 2013/2014年度報表為依

據，申請三次額外的使用費加費；至於因這些申請而調整的新法定使

用費在何時生效，公司未有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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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條例》第 39條訂明，任何增加法定使用費的申請，須

在呈交相關年度的報表時同時提出 3。二零一一年八月，公司提交

經審計的 2010/11年度報表，同時提出額外的使用費增加的申請。

我們已按照使用費調整機制的規定，仔細審閱報表。報表顯示，公

司2010/11年度的實際淨收入為7.03億元，較《條例》附表4所訂明

該年度的最低估計淨收入 20.66億元為少。其後，我們在二零一一

年十月致函公司，表示知悉公司根據 2010/11年度報表所提出的使

用費增加的申請，並確認報表計算準確及已妥為審計。我們亦在二

零一一年十月，把公司所呈交報表的副本，交給立法會交通事務委

員會參考 (請參閱立法會CB(1)159/11-12(02)號文件 )。  

 
10. 二零一五年六月，公司通知政府，根據其2010/11年度報

表，公司希望新的法定使用費由二零一五年八月一日起生效。運輸

署署長會按照《條例》第 45(1)條的規定，在憲報刊登《公告》，

公布三號幹線由二零一五年八月一日起生效的新法定使用費。  

 
11. 公 司 為 所 有 類 別 的 車 輛 提 供 優 惠 ， 因 此 實 際 使 用 費    
(或優惠使用費 )低於法定水平。這次法定使用費增加生效後，公司

會繼續為所有類別的車輛提供現有優惠。換言之，目前的優惠使用

費將會維持，三號幹線使用者不會因法定使用費調整而受到影響。

三號幹線的新法定使用費和優惠使用費與現時使用費的對比，載於

附件D。  

 
 
公告  

 
12. 公告訂明各類車輛使用三號幹線的新法定使用費。  

 
 
 
 
                                                       
3 《條例》第 42(3)條訂明，根據第 42(1)條申請的使用費增加，如獲准實

施，可在該申請所關乎的年度終結後隨後的一月一日實施。不過，

《條例》第 44(2)條訂明，公司可將可實施的使用費增加，延遲至公司

與局長協定的日期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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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程序時間表  

 
13.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憲日期  二零一五年七月二十四日  
生效日期  二零一五年八月一日  

 
 
影響  

 
14. 增加法定使用費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對財政、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生產力、競爭力、性別、家

庭及公務員並無影響。公告不會影響《條例》現行的約束力。  

 
 
宣傳安排  

 
15. 我們會於二零一五年七月二十三日發出新聞稿。  

 
 
查詢  

 
16.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192 與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運輸 )林瑋琦女士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五年七月  

 
 



A 





附件 B 
(第 1 頁，共 5 頁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條例  
憲報編號： L.N. 106 

of 2002 

條： 39 條文標題：實施預期的使用費

增加  
版本日期： 01/07/2002

 
(1) 在符合本部及工程項目協議的規定下，公司可按照本部及工

程項目協議，在專營期內，在每個指明日期實施使用費增

加。  
 
(2)  如公司在緊接有指明日期的年度之前的一個年度的實際淨

收入，是少於該年度的其最高估計淨收入，則公司可以書面

向局長申請，按適當的預期的使用費增加的款額增加使用

費。  
 
(3)  根據第 (2)款提出的申請，須在根據第37(1)條呈交有關年度的

實際淨收入報表時同時提出。  
 
(4) 凡局長接獲根據第 (3)款提出的申請，則除第 (5)款另有規定外，

局長須在可實施預期的使用費增加 (如予以實施的話 )的日期

前21日或之前，通知公司─  
(a)  它可實施適當的使用費增加；或  
(b)  根據第43條從基金支付一筆款項予公司。  
 

(5)  如公司根據本條提出申請，而局長對就該申請所關乎的年度

而呈交的實際淨收入報表不感滿意，則─  
(a)  凡爭議中的實際淨收入的款額並不影響公司根據本部

實施使用費增加的資格，則第 (4)款須予適用；而  
(b)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如依據第37(5)條所述的談判或依據

該條將事宜交由獨立專家解決後─  
(i)  局長與公司同意實際淨收入的款額令公司有資格

根據本部增加使用費；或 (視屬何情況而定 ) 
(ii)  專家決定了實際淨收入的款額令公司有資格根據

本部增加使用費，  
則局長須在可實施使用費增加的日期前21日或之前，通

知公司它可實施使用費增加，或將會有一筆款項根據第

43條從基金支付予公司。  



附件 B 
(第 2 頁，共 5 頁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條例  
憲報編號： L.N. 106 

of 2002 

條： 39 條文標題：實施預期的使用費

增加  
版本日期： 01/07/2002

 
(6)  就第 (5)(b)款而言，可實施使用費增加的日期為在─  

(a)  局長與公司就實際淨收入報表透過談判達成協議後；或

(視何者適當而定 ) 
(b)  專家就該報表作出決定後，  
根據工程項目協議條款可實施使用費增加 (如可實施的話 )的
日期。  

 
(1995 年制定。由 1997 年第 362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2002 年第

106 號法律公告修訂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條例  
憲報編號： L.N. 106 

of 2002 

條： 40 條文標題：提前實施使用費增

加  
版本日期： 01/07/2002

 
(1)  如公司在任何年度的實際淨收入，少於該年度的最低估計淨

收入，而該年度又並非緊接有指明日期的年度之前的一個年

度，則公司可向局長申請實施下一次的預期使用費增加。(由
1997年第362號法律公告修訂；由2002年第106號法律公告修

訂 ) 
 
(2)  第 39(3)、 (4)、 (5)及 (6)條就根據第 (1)款提出的申請而適用。 
 
(3)  根據第 (1)款能實施使用費增加的日期，是公司根據第 (1)款所

提出的申請所關乎的年度隨後的1月1日。  
 

(1995 年制定 ) 



附件 B 
(第 3 頁，共 5 頁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條例  
憲報編號： L.N. 106 

of 2002 

條： 42 條文標題：  實施額外的使用費

增加  
版本日期： 01/07/2002

 
(1)  凡公司已依據第39(1)或40(1)條實施所有預期的使用費增加，

但公司在專營期屆滿前任何年度的實際淨收入，少於該年度

的其最低估計淨收入，則公司可向局長申請實施額外的使用

費增加。 (由 1997年第 362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2002年第 106
號法律公告修訂 ) 

 
(2)  第 39(3)、 (4)、 (5)及 (6)條就根據第 (1)款提出的申請而適用。 
 
(3) 根據第 (1)款申請的使用費增加，如獲准實施，可在該申請所

關乎的年度終結後隨後的1月1日實施。  
 

(1995 年制定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條例  
憲報編號：  

條： 45 條文標題：附表 1 的修訂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凡按照本部及工程項目協議增加使用費，運輸署署長須藉在

憲報刊登的公告，將附表 1修訂以更改有關的使用費，而該

項修訂須自實施加費的日期起生效。  
 
(2)  為免生疑問，現聲明公司不得在同一年度內實施超過一次的

使用費增加。  
 
(3)  《釋義及通則條例》(第1章 )第34條不適用於根據第 (1)款刊登

的公告。  
(1995年制定 ) 

 
 



附件 B 
(第 4 頁，共 5 頁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條例  
憲報編號：  

附表：  2 條文標題：大欖隧道及元朗引

道使用費的加幅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28 及 44 條］  

 
 

分類  
 

車輛  
加幅  

$ 
1 電單車、機動三輪車  5 
2. 私家車、電動載客車輛、的士  5 
3.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  15 
4. (a) 許可車輛總重不超逾 5.5 噸的輕型貨車及

特別用途車輛  
15 

 (b) (a)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 2 條車軸

的，每條額外車軸  
5 

5. (a) 許可車輛總重在 5.5 噸以上但不超逾 24
噸的中型貨車及特別用途車輛  

15 

 (b) (a)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 2 條車軸

的，每條額外車軸  
5 

6. (a) 許可車輛總重超逾 24 噸的重型貨車及特

別用途車輛  
15 

 (b) (a)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 2 條車軸

的，每條額外車軸  
5 

7. 公共及私家單層巴士  15 
8. 公共及私家雙層巴士  15 

 
(1995 年制定 ) 



附件 B 
(第 5 頁，共 5 頁 )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 憲報編號：  

附表： 4 條文標題： 估計淨收入(百萬元)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36 條］ 
 

在下列年份的 7 月 31 日 
終結的年度 

 
最低估計淨收入 

 
最高估計淨收入 

1999 45 202 
2000 101 253 
2001 149 339 
2002 264 430 
2003 479 774 
2004 648 1095 
2005 762 1285 
2006 877 1488 
2007 1236 1602 
2008 1494 1670 
2009 1605 1819 
2010 1863 2159 
2011 2066 2344 
2012 2140 2348 
2013 2129 2551 
2014 2059 2648 
2015 1988 2571 
2016 1899 2483 
2017 2040 2439 
2018 2146 2419 
2019 2068 2348 
2020 1953 2234 
2021 1856 2125 
2022 1715 1976 
2023 1625 1895 
2024 1524 1757 
2025 929 1098 

 
註1︰凡解釋本附表中的“年度＂，須參照本條例第36條的“年度＂定義。 
註 2︰在第 1 欄最後的一項指明的期間，可按照工程項目協議更改。 

(1995 年制定) 



附件 C 
(第 1 頁，共 3 頁 ) 

 
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有限公司  

法定使用費增加的情況  
 

  實際淨收入報表 

公司有沒有申請 
法定使用費增加？ 

刊憲法定使

用費增加的

生效日期
會計年度 

最低估計 
淨收入 

實際淨收入/
(赤字) 差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1998/1999 45 (271) 316 有 1.4.2000 

      

根據《條例》第 40 條

提前實施 1.1.2003 的 
預期加費   

          
1999/2000 101 (68) 169  有 1.4.2001 

      

根據《條例》第 40 條

提前實施 1.1.2010 的 
預期加費   

          
2000/2001 149 55  94  有 19.6.2005

      

根據《條例》第 40 條

提前實施 1.1.2017 的 
預期加費   

          
2001/2002 264 238  26  有 17.9.2006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2/2003 479 286  193  有 19.8.2007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3/2004 648 361  287  有 28.12.2008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4/2005 762 371  391  有 1.8.2009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附件 C 
(第 2 頁，共 3 頁 ) 

 

  實際淨收入報表 

公司有沒有申請 
法定使用費增加？ 

刊憲法定使

用費增加的

生效日期
會計年度 

最低估計 
淨收入 

實際淨收入/
(赤字) 差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2005/2006 877 420  457  有 4.9.2010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6/2007 1,236 460  776  有 1.8.2011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7/2008 1,494 593  901  有 1.8.2012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8/2009 1,605  578  1,027  有 1.8.2013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09/2010 1,863  629  1,234  有 1.8.2014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10/2011 2,066  703  1,363  有 1.8.2015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11/2012 2,140  774  1,366  有 [待決定]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2012/2013 2,129  850  1,279  有 [待決定]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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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第 3 頁，共 3 頁 ) 

 

  實際淨收入報表 

公司有沒有申請 
法定使用費增加？ 

刊憲法定使

用費增加的

生效日期
會計年度 

最低估計 
淨收入 

實際淨收入/
(赤字) 差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2013/2014 2,059  904  1,155  有 [待決定]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實施額外加費   
      



附件 D 
 

三號幹線的現行使用費和新使用費  
 

 
現行使用費 ( 註 )  

新使用費  
(二零一五年  

八月一日起生效 )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實際  
加費額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70 $20 $75 $20 $0 

私家車、電動載

客車輛及的士  
$75 $40 $80 $40 $0 

公共及私家  
小型巴士  

$210 $100 $225 $100 $0 

輕型貨車  $210 $41 $225 $41 $0 

中型貨車  $220 $47 $235 $47 $0 

重型貨車  $240 $52 $255 $52 $0 

單層巴士  $210 $120 $225 $120 $0 

雙層巴士  $225 $140 $240 $140 $0 

兩條車軸以上

的貨車每條額

外車軸  
$80 $0 $85 $0 $0 

 
註：現行法定使用費由二零一四年八月一日起生效；優惠使用費由二零一

五年二月二十二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