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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Time 项目的第一阶段研究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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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 10 月 25 日，Mobility Prici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简称该委员会）开展了 It’s Time 项目。本摘要报
告概述了第一阶段中完成的研究及参与。带附录的完整报告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找到。

关于本项目
It’s Time 是 一 个 分 多 阶 段 进 行 的 研 究 ， 也 是 一 项 由 公 众 人 士 参 与 的 项 目 ， 旨 在 探 讨 “ 缓 解 交 通 拥 堵 收 费 ”
（decongestion charging）在温哥华都会区可以起什么作用。即将展开的几个阶段将会包括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以及
利益相关者、顾问小组和公众人士就区内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可能方法进行参与。按照职权范围（Terms of
Reference）规定，该委员会的工作着重于这三个目标：

减轻温哥华都会区内各处道路和
桥梁的交通拥堵，使人和货物运
输能保持通畅，生意兴旺发达

促进公平，以解决以前某些道路
和桥梁要收费而其他则不收费的
做法所衍生的问题，并且提供可
负担的交通选择

支持交通投资，以改善温哥华都
会区当前的交通系统，让所有用
户都可受惠

该委员会要负责的工作是在 2018 年春季向区域交通市长议会（Mayors’ Council on Regional Transportation）及运输
联线董事局（TransLink Board of Directors）作出有关在温哥华都会区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及道路收费（mobility
pricing）的建议。如决定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接下来的工作将须包含进一步的研究及公众人士参与，以设计一个
系统，并加以实施。
推行 It’s Time 项目，目的是支持在区域交通策略（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trategy）（2013）及市长议会温哥华都
会区十年交通计划（Mayors’ Council 10-Year Vision for Metro Vancouver Transit and Transportation）（2014）里
所概述的目标。

关于该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由 14 名来自温哥华都会区各地的代表所组成，他们通过申请和招募程序获得任命，去领导和推动一个具有透明
度和独立性的研究及参与进程。
自 2017 年夏季成立以来，该委员会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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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1 - 2017 年 7 月 28 日
该委员会审视了界定这个项目的背景和目标的职权范围，并同意在研究及参与活动方面采用一个高水平的工作计划。该委员
会也探讨了这个项目进程中的一些目标和价值观。
会议#2 - 2017 年 9 月 6 日
该委员会审阅了与研究及参与程序有关的更详细计划。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有条理的评估程序，在本项目的稍后时间
这个程序将会用来帮助探讨不同“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法之间的取舍。委员会成员也被要求，就他们需要有什么信息，才
可以在 2018 春季作出最终建议，提出意见。
会议#3 - 2017 年 11 月 28 日
该委员会审视了从首阶段的交通拥堵研究得来的证据，以及有关温哥华都会区十年交通计划的资金的数据。该委员会决定了
哪些可能的政策方法将会延续到项目的下一阶段，作进一步分析。他们也审阅了一份评估纲领的草稿，从中他们可得到在
2018 春季作出最终建议所必需的信息。在会议上也提出并讨论了首阶段的利益相关者及公众人士参与的初步结果。

第一阶段扼要重述
It’s Time 项目的第一阶段交流及参与系列工作，向温哥华都会区居民及利益相关者介绍了道路收费及“缓解交通拥堵收
费”，并通过探讨目标和原则，设定这个项目的规范。第一阶段研究及分析工作，通过设定温哥华都会区现况和预期将来趋
势的基线，研究其他城市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面的经验，及找出在区内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可能方法作进一
步分析，为即将展开的几个阶段奠定基础。

1.

第一阶段活动：我们做了什么

有个好的开始 – 研究活动
在第一阶段，项目小组的研究及分析工作旨在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们问了什么

我们做了什么

问题 1：
在温哥华都会区目
前的交通拥堵情况
如何，将来情况又
会如何？

区内交通方面的研究
随着 It’s Time 项目的开展，小组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名为“Moving in Metro Vancouver: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gional baseline, and implications for mobility pricing”（在温哥华都
会区内出行：探讨区域基线，以及道路收费的含意）。
•
这份报告设定了温哥华都会区交通拥堵问题和挑战的基线。报告确定了人口预测、交通数据
及整体研究背景，在 It’s Time 项目向前迈进的过程中将会使用这些信息
报告分析了该委员会的三个目标中每一个目标所存在的问题和机遇，这三个目标是：在温哥
•
华都会区内减轻交通拥堵、促进公平及支持交通投资
通过交通模拟及分析，报告也提出了一份名单，列出区内八个交通拥堵热点，供公众及利益
•
相关者发表意见
在 It’s Time 网站上的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可以找到这份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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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我们可以从其他城
市实施“缓解交通
拥堵收费”的经验
中学到什么？

“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政策的分析及可得到的借鉴
项目小组与专家合作，以便：

•
•
•
•

更清楚地认识“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及其运作
对于适用于“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公平性基本特征，通过对其背后的理论进行分析，探讨确
保平等和公平而应考虑的因素
研究世界各地公众人士对“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接纳是如何形成的
从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国际经验中得到借鉴

通过这项研究，项目小组可对“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作为政策工具以及对实施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
有更深入的了解。
“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及可借鉴的国外实例报告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的完整第一阶段项目
最新消息里找到。

问题 3：
有什么适当的方
法可减轻温哥华
都会区的交通拥
堵？

对适用于温哥华都会区的政策工具进行评估
在基线研究及政策分析这个基础上，项目小组确定了 10 种“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工具，可以
不同方式应用于温哥华都会区。项目小组只审核了与道路使用收费（而不是可用来减轻交通拥堵的
任何和全部工具）有关的政策工具。重点放在道路使用上，这是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所规定的。
项目小组进行了一项称为粗略评估的概括性评估，用以下的标准和问题，对已确定的 10 种政策工
具中的每一种进行分析：

•
•

这种工具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这种工具可否以能够符合该委员会的三个目标（减轻交通拥堵、促进公平及支持交通投资）的
方式来加以应用？

•

这种工具在实施和执行方面有多复杂？
通过这项评估，项目小组把政策工具从 10 种收窄到四种。这四种工具将要接受进一步分析，以了
解它们在温哥华都会区这个背景里可如何实施。
粗略评估报告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找到。

制订“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法
问题 4：
我们可如何确定
和评估适合用于
温哥华都会区的
方法？

项目小组现正建立模型，探讨在温哥华都会区的独特背景和地理环境中这四种“缓解交通拥堵收
费”政策工具可如何应用。
这次模型的运用将会把这四种政策工具应用于不同交通拥堵热点、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及一星期中的
不同日子。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法的制订。

制订评估纲领
项目小组亦正着手订立评估纲领，提出方法和标准来评估每种用于温哥华都会区的“缓解交通拥
堵收费”做法。
这些标准将会包括政策设计问题（例如可负担性和公平）及实施问题（例如成本、简单性、隐私和
问责性）。评估纲领将会评估每种“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法可如何在区内起作用。公众及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将会对这些标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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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话 – 参与活动
在第一阶段里，项目小组在参与方面的工作，目的在于倾听公众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帮助解释及界定 It’s Time 项目的
目标和原则。

我们如何确定利益相关者
第一步是通过接触并邀请合适的利益相关者及机构，成立 It’s Time 项目的咨询小组。这个项目的咨询小组将会从头至尾参
与，并将包括地方利益相关者、区域利益相关者、用户顾问小组 （User Advisory Panel）及同侪顾问小组（Peer
Advisory Panel）。
利益相关者
区域和地方利益相关者包括来自维权、社会服务、卫生、交通、工业、商业、环境、学术及劳工等界别的机构代表，他们在
交通改变和“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面有既得利益及/或受到潜在影响。有特殊的外展工作去吸纳文化、长者及社会组织。
我们也通过一个提名程序，确定那些在包括交通、城市设计及规划等相关范畴有参与社区及/或委员会工作的人士，从中物
色到一些个人。
市民
我们设立了一个用户顾问小组，作为将持续为该委员会提供指导和意见的市民代表小组。一家第三方招聘公司征募了小组成
员，确保该小组可代表温哥华都会区的多元化人口。年龄、族裔、性别、收入、地理条件及交通方式是代表性的考虑因素。
同侪专家
项目小组也聘请了一个同侪顾问小组，就审核在温哥华都会区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重要理论与实际考虑因素，寻求
独立观点及知识。同侪顾问小组的成员将会对项目研究进行同侪审查。同侪顾问小组包括三组专家：
1.

曾在世界其他城市参与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人士，例如来自伦敦和新加坡的资深政策制订者

2.

曾研究在北美的城市和州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人士，例如在旧金山、华盛顿州和俄勒岗州

3.

曾研究在加拿大环境中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学者

我们如何使利益相关者参与
规划人员及技术专家
第一阶段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于 10 月中展开，举行了一个互动的开放空间科技（Open Space Technology）研讨会，邀请
温哥华都会区各地的城镇和区域规划人员、学生及技术专家参加。参加者提出了 13 个与该委员会的目标有关的有趣话题，
作为进行讨论的起点，另外进行了互动对话，把话题集中于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

利益相关者
为支持对适用于温哥华都会区的政策工具的评估，项目小组寻求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探讨及界定这个项目的目标和原
则。
项目小组也主办了应要求举行的会议，与多个机构开会，包括大温哥华城市货运联合会（Greater Vancouver Urban
Freight Council）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货车业联会（BC Trucking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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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在 11 月和 12 月，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项目小组成员与各级政府的民选和行政官员以及政策专家会面。该委员会与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印第安酋长联盟（Union of BC Indian Chiefs）会面，寻求有关如何使温哥华都会区每一个原住民部族都参
与的指引。根据这些初步对话，在 It’s Time 项目的稍后时间，将会举办一个供温哥华都会区原住民参加的研讨会。
与政府和原住民代表的会面，让项目小组能分享信息，从作为其社区代表的官员那里获得真知灼见，以及支持该委员会的研
究与分析目标。项目小组也主办了应要求举行的会议，与多个城镇议会，包括北温哥华区、高贵林市及温哥华市，分享有关
It’s Time 项目的信息。

我们如何使公众人士参与
民意调查
在开展 It’s Time 项目之前，民意调查为项目小组提供了帮助，使他们能够将工作植根于居民的意见基础上。调查显示出区
内交通拥堵面临严峻挑战：
•
•
•
•

89%对交通流量高造成的延误感到失望
80%对行程时间不可预测感到失望
81%表示每星期交通延误导致他们损失时间
62%认为研究一些方法去改变区内道路收费是明智之举

民意调查结果摘要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找到。
公众人士网上参与
It’s Time 项目小组在 11 月 6 日至 26 日在网上进行了首轮公众参与。这个网上平台可以从 It’s Time 网站进入，就该委员
会的三个目标征求居民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
•
•
•

交通拥堵在何处和何时影响您？我们是否遗漏了任何对您有影响的交通拥堵热点？
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遗漏了任何与公平有关的重要意见？
在交通投资方面您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对于从“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筹得的资金，我们是否遗漏了其他使用途径？
该委员会的每一个目标对您有多重要？

项目小组采用了一种网上工具，内设分析方法，可提供投票结果的实时记录。这些结果反映了在某条问题上投“同意”或
“完全同意”的所有网上参加者的百分数，显示出最多人同意的交通拥堵热点、有关公平的陈述以及在交通投资方面的当务
之急。
参加者也可以选择通过网上平台提供个人及用户数据，让项目小组得知投票结果所代表的观点范围。

无障碍
参加者在网上参与平台可选用自己偏好的语言：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及旁遮普文。网上参与平台所包括的语言是根据
温哥华都会区几个最大的文化社群的人口数据来选定的。
项目小组接触了温哥华都会区各地支持长者、文化及低收入社群的机构，让他们知道 It’s Time 项目，并提供支持，鼓励其
社群中的人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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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网上参与的障碍减到最少，项目小组制作了纸质问卷，里面列出和网上参与一模一样的问题。通过外展方面的努力，
400 份纸质问卷及翻译资料被送到 15 个参与机构。

推动对话 – 交流活动
It’s Time 项目把第一阶段外展行动的重点放在培养公众对以下几方面的认知：该委员会、It’s Time 项目的目标以及“缓解
交通拥堵收费”的概念。
推出交流平台
项目网站 - www.itstimemv.ca – 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推出。这个网站重点介绍重要项目信息，包括“缓解交通拥堵收
费”方面的厘清、有关该委员会和项目进程的说明，以及已发表的报告。这个网站也设有指向参与平台、信息图表及常见问
题的链接，均有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心及旁遮普文版可供浏览。要想得知后续情况，居民可在网站上报名收取项目电邮
最新消息。

It’s Time 的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及 Medium 帐户提供了互动平台，让公众人士可共同参与。这些平台被用
来分享一段介绍性质的视频和项目信息、促进网上参与，以及鼓励就有关“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和在温哥华都会区四处走动
的重要考虑因素，进行对话。通过这些方式，共获得 16,162,212 次媒体曝光。网站的浏览量达到 30,176 次。
促进 It’s Time 网上参与
我们在重要媒体上散发了数码和印刷广告，以提高 It’s Time 项目的知名度，及推动网上的公众人士参与。
所用的印刷媒体有不同的类型，由销量大的（包括 Vancouver Sun 和 The Globe and Mail）以至地区报章（包括 24
Hours、Metro News 及 Megaphone Magazine）。翻译了的印刷和数码广告刊登于非主流语文报章（包括星岛、
Punjab Guardian、明声报、Canada Punjab Times）以及社交平台上。通过印刷媒体接触到 5,346,668 名读者。
描述交流工作整体成果的信息图表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找到。

2.

研究结果：我们得知什么

本部分概述从项目小组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活动得来的结果，为进一步研究在温哥华都会区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建立
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

温哥华都会区交通研究
在开展It’s Time项目时所进行和公布的最初研究，设定了温哥华都会区交通拥堵的基线，让项目小组可决定和影响如何使
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以下有关交通和人口的重要研究结果以及交通规划的考虑因素，均节选自研究摘要报告。
交通趋势

交通拥堵何时出现及持续多长时间？
It’s Time 项目的研究显示，交通拥堵热点分散于区内各处，而且与早上繁忙时间相比，下午繁忙时间的交通拥堵往往更为
严重。平均来说，在黄昏繁忙时间汽车的速度要比早上繁忙时间为低，而且这些较低速的时段在黄昏时更长。

交通热点遍布区内各处
以下列表显示了区内其中一些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地点（排名不分先后）。不要忘记，民众可能遇到其他没有包括在这份列表
中的交通拥堵时间，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横跨菲沙河的桥梁和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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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列治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温哥华之
间的桥梁
3. 温哥华及本那比西部的主干道
4. 城市中心区 – 例如新西敏、铁道镇、
素里市中心及列治文市中心
5. 北岸多个地点
6. 本区的东北地区 – 例如高贵林、高贵
林港及满地宝
7. 区域公路 – 例如 1 号公路和 91 号公
路
8. 温哥华市中心的都会核心区
本区

温哥华都会区的人口已迅速增加，并很有
可能继续增加。
在 2016 年，有大约 250 万人住在温哥华
都会区，自 2001 年以来增加了大约 50 万人。温哥华都会区的预测估计，未来 30 年间区内将会增加超过 100 万名新居民，
相等于卡尔加里市的人口—或者换一种说法，从现在直至 2045 年每天一辆挤满人的城市公交车。

多个城市中心区将决定本区的面貌。
温哥华都会区内不断涌现兴旺的城市中心区。虽然温哥华市在人口和就业等方面持续增长，但素里、本那比及列治文等其他
地区正吸纳更多增长，形成多个区域中心区，以及它们之间需要有效率的连接。

将以增加密度来应付增长。
这些图表（下页）显示到了 2045 年预计人口和就业密度的增长在区内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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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带来的利弊。

规划未来

即使有重大的交通投资，未来 30
年间交通拥堵很有可能恶化。

1.50
1.45

Indexed growth (Base year = 2016)

增加密度可让民众住得较接近工
作的地方、学校和服务，也可便
利意见、货物和文化的交流。不
过密度也带来弊端，例如因为某
时段需求量大所致的塞车和交通
系统拥挤。以下是预计就业、汽
车数量、车程次数及行车公里数
（VKT）会如何与人口一起增长。

1.40
1.35
1.30
1.25
1.20
1.15
1.10
1.05

预计未来 30 年间温哥华都会区
1.00
人口会增加 100 万及新增职位超
2016
2030
2045
Population
Employment
Vehicles
Vehicle Trips
VKT
过 40 万，当中大部分将会出现
在稠密的混合用途区，可以容易
使用到班次频密的公共交通。已有计划在新增公共交通设施方面作重大投资，包括千禧线（Millennium Line）的百老汇街
（Broadway）延线、在素里兴建新的轻轨（LRT）、区内各处新的 B 线巴士服务、新的海上巴士（SeaBus）及新的天铁
（SkyTrain）车厢，还将持续检讨公共交通服务，作为对需求的响应。也有计划再投资于主要道路网，以及持续对交通管
理和讯号作出修正以改善城镇道路上的交通情况，及在巴士优先、步行和骑自行车等方面的改善。这些变革全都会对交通拥
堵有影响。
可是，虽然新的公共交通和道路改善可能有助于减轻在某些地点和某些时段的交通拥堵，但人口不断增加，可能导致在其他
地点和时段的交通拥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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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科技瞬息万变的时期。
虽然人口增长是可以预测的，但流动性方面的发展却可能使预测和规划未来有一定困难。以下是其中一些要考虑的重要科技
趋势：
•
•

电动汽车的购买价正在下跌，使其更大行其道
自动和半自动驾驶能力可能会减少撞车和减轻交通拥堵，以及使得能够有新的基建和随选运输模式而不必拥有汽车，但
它们同样可能会有反弹效果，例如增加对汽车的倚赖性及公共交通方面的竞争
• 共享经济以及出租车服务和公共交通工具，使流动作为服务成为可能，从而减少了私家车的拥有和使用
• 数据分析能力正为停车管理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以及更好的交通工具用户信息和鼓励措施提供新的可能性
• 新科技，比如移动应用程序、无人机及甚至3D打印，可影响货运
研究报告可以在It’s Time网站上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找到。

对“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及世界各地公众人士接纳此政策的分析
项目小组外聘了具备多年实施和评估“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经验的瑞典 WSP 专家，来总结以下各方面的现有证据：
•
•
•

“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如何运作
公正和公平可能如何得到考虑
“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在世界其他地方实施时如何获得公众接纳

以下的部分包括他们的重要分析结果及从其他地方可获得借鉴的主要节选。
了解“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在严重塞车的时候，道路的容量可能远低于其设计容量。换言之，设法驶过某一点的汽车越多，实际上可通过的汽车则越少。
这样一来，接受交通拥堵就等于接受道路网以较低水平运作。“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目的是在道路网的效率受到交通拥堵
影响的时段和地点对行车收取较高费用，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当民众作出有关采用什么交通方法和何时采用的个人决定时，他们考虑到自己要负担的成本：公共交通车费、燃料及停车费，
以及需要花的时间，但不是考虑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成本。在使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方面，这些共同负担的成本可能很庞大，
并包括交通拥堵、废气排放、安全及马路和街道的损耗等。由于民众因驾车而要支付的直接费用不包括这些所谓的“外部成
本”，我们可以说个人并不支付驾车的全部成本。
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是一种方法，把其中一些外部成本，尤其是那些与交通拥堵有关的成本，纳入民众支付的直接费
用内，结果是某些交通工具使用者将产生行为上的反应，包括更改交通方式及起程时间。不过，大部分驾车人士倾向于保持
现状及付费。由于交通需求和交通时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因此，并不是很多人需要改变其行为才可在交通时间方面取
得显著改善。
随着某些交通工具使用者的行为改变，对替代交通方法的需求会增加，而想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就可能需要投资于其他交通
方式，例如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基建。
公正和公平
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面有关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因素，可以通过这项收费的成本和好处在人口中的分布情况来评估。
通常，“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好处是均匀地分布于人口中，因为有些人会体验到很大改进，其他人就只会见到极小或微不
足道的得益，而有些人的情况甚至比引入这种收费之前还不如。不用说，不同人士对公平有不同看法，而对于某项政策是因
为哪些方面或属性而变得公平或不公平，人人意见一致是极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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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公平的基本特征方面的理论，已在之前的研究里受到考验，并被认为是与公众对各种“缓
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案的公平性的看法有关系。根据他所写的书 A Theory of Justice（1971），罗尔斯的理论是基于三项
原则：
•
•
•

原则 1：人人都可享有一系列基本权利；
原则 2：有平等机会作出改变和适应；及
原则 3：不平等的情况应该是对弱势人士有利的

罗尔斯的第一项原则论述人的起码权利：例如人人都应该可以有流动这种基本权利的观念。“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可负担
性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公平方面的问题，反映了罗尔斯的第一项原则。换句话说，它带出了以下问题：“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的可负担性是否或如何影响流动这种基本权利的使用。
罗尔斯的第二项原则可能关乎到人人都需要获得合理的机会，去适应有关“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情况。举例来说，忽然和
突如其来的实施某项收费，可能会让人感到，比给民众有时间去适应的分期较长的方法更不公平。
罗尔斯的第三项原则表明，假如某项政策会把资源从穷人重新分配给富人，它就被视为不公平的。换句话说，来自“缓解交
通拥堵收费”的钱是如何收集和使用，在公平方面将会是很重要的。
关于世界各地公众人士的接纳我们知道什么
从已引入“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城市中汲取经验，研究显示，在实施之前公众人士通常不太接纳，而收费一旦落实，接纳
程度就会上升。在本次进程的初期，当讨论是笼统的及收费的影响被描述成抽象概念，通常公众人士没有提出很多形式化的
反对。不过，随着“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概念变得更具体，公众可能开始担心，自己因此要面对相关的负面后果。这往往
会导致在实施接近完成时，接纳程度会下跌。
在实施之后，公众人士的接纳程度通常会上升，而这可以归因于多项因素：
•
•
•

行程时间的改善程度高于驾车者的预期
负面后果（所付的费用、方式改变）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麻烦
民众适应及接纳一种新的现状，不再将它评定为“收费”

从国际经验中得到的借鉴
从审核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国际实例中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借鉴：
1. 至今所有实施了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案用意都是减轻交通拥堵及/或减少废气排放
2. 大部分“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也提供了切实的收入来源，通常用来资助额外的交通选择和服务
3. 并无任何地方曾实施这样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采用以一天中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来估定的按距离收费。考虑到在实
施的时候可以用的技术，这种系统已被评定为复杂和昂贵的
完整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及得到的世界各地的借鉴报告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的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找
到。

3.

参与结果：我们从利益相关者那里听到哪些意见

通过在参与方面的努力，项目小组通过网上参与听到 6,078 名温哥华都会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通过亲自参加的
研讨会听到超过 151 名机构及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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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完全的第一阶段参与报告，请参阅在 It’s Time 网站上的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本部分总结通过供利益相关者、
民选官员及用户顾问小组亲自参加的研讨会收集得到的反复出现的主题。

关于减轻交通拥堵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利益相关者结果：减轻交通拥堵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与利益相关者、民选官员及用户顾问小组举行的研讨会可知，以下是参加者在探讨和界定减轻交通拥堵这个目标方面所提
出意见的重点：
•
•
•
•
•
•
•
•

为那些享受较少交通服务的人士提更多交通方式选择作为鼓励，并帮助减少单人用车
在行程时间方面提高一致性、可靠性及可预测性
缩短行程时间
减轻所有交通方式的拥堵情况，而不单是汽车的
考虑到行为改变及交通分流始料不及的后果
促进安全，以减少撞车及提高道路上步行者或骑自行车者的安全
考虑改变卡车在主要走廊和建筑工程地点的路线和时间表
探讨采用弹性工作时间表（可能的话）来缓和交通拥堵时段

利益相关者结果：交通拥堵在何处影响您？
利益相关者、民选官员及用户顾问小组全都被问及交通拥堵热点对他们的影响，而项目小组收到 1,173 个有关以下的网上
问题的公众意见：我们是否遗漏了任何对您有影响的交通拥堵热点？
所得到来自各方的响应符合最初报告里所确定的八个一般热点，当中有几个经常指明的地区，包括马西隧道（Massey
Tunnel）（包括在横跨菲沙河之内）、高贵林和新西敏地区的主干道及布鲁内特（Brunette）1 号公路交汇处，以及北岸
各条桥梁。

关于促进公平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利益相关者结果：促进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考虑到“公平”这个词的主观性质，并且考虑到这个项目的其中一个目标是促进公平，项目小组要求利益相关者、民选官员
及用户顾问小组，就公平是什么意思提出意见。此外，公众网上参加者被问到：我们是否遗漏了任何与公平有关的重要意见？
结果网上平台有 1,250 个关于公平的意见。
新出现的主题包括：
•
•
•
•
•
•

不基于他们在何处居住和工作来增加交通选择较少的人的负担
在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之前，增加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班次安排选项
承认人人对公平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都会有不同解读
考虑不同边缘群体受到的可负担性和社会平等的影响
考虑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收入来取代现有的税项和收费
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收入来改善本区的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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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结果：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与 90 名利益相关者举行的多个研讨会上，项目小组进行了一项基准调查，要求利益相关者就有多同意那六项描述不同
“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法的陈述，根据自己对公平的解读，提供意见。这些陈述也通过网上参与向公众人士提出—这些结
果可见于下一部分。这些结果可见于以下的一览表：
我们如何得出利益相关者结果？
同意程度的显示方式是每个等级获分配一个百分数 （完全不同意=0，不同意=25，不知道=50，同意=75，完全同意
=100），然后取其平均数。
请注意：这些结果代表了出席亲身参加的研讨会的利益相关者。
有关公平的陈述
我认为在公共交通选择较少的地区驾车的费用应该较低。

利益相关者同意程度
中高 74%

我认为收入较低的人士应该支付较少费用。

中高 69%

我认为民众应该支付较多费用才可驶入及驶出市中心地区。

中高 63%

我认为民众应该支付较多费用才可在交通拥堵的地方驾车。

中高 71%

我认为民众应该支付较多费用才可在一天中的繁忙时段驾车。

中高 66%

我认为民众支付的费用应该根据他们驾驶了多少公里来计算。

中高 60%

•

与公众人士参与结果相似，在全部有关公平的陈述当中，“我认为在公共交通选择较少的地区驾车的费用应该较低”这
项陈述，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最高程度的同意

•

与公众人士参与结果相似，在全部有关公平的陈述当中，“我认为民众支付的费用应该根据他们驾驶了多少公里来计算”
这项陈述，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最高程度的同意，而当中有人表达对那些为执行工作而要驾车的在职人士（例如承包
商、紧急车辆司机、卡车司机）的关注和经济考虑

民选官员结果：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项目小组就该委员会的促进公平目标，及可用来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不同方法，向城镇和省的民选官员收集意见。
这些辅助对话带出了多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
•
•
•
•
•
•
•
•
•

提高公共交通选项的可用性、服务水平、可负担性、班次和容量
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收入是如何使用及所带来的得益方面要确保有公开性和透明度
建议根据汽车的类型和大小、根据用户自付按距离收费，及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累进定价，制定不同收费模式
明白民众在住房费用和交通费用之间所作出的取舍
不基于他们在何处居住和工作来加重交通选择较少的人的负担
考虑可负担性和社会平等影响，尤其是那些负担不起在工作地附近居住的群体
检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作为资金来源的所有选项，并确保民众明白这些选项及其含意
明白选民付出和得益的区域如何分布
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收入来改善本区的交通系统
考虑车辆共乘和合伙用车的影响

在两个城镇研讨会上，普遍支持根据距离或地理位置来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向收入较低和有较少公共交通选项的人
士收取较少费用，及采用一致的付费方法（例如全部桥梁而不是其中一些要收过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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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省级研讨会上，普遍支持向进出市中心地区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及向有较少公共交通选择的人士收取较少费
用。在根据距离来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及向收入较低的人士收取较少费用方面，意见则没有那么一致。
用户顾问小组结果：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项目小组与用户顾问小组的 15 名成员进行了辅助对话，听到多个反复出现有关促进公平的主题，包括：
• 提高温哥华都会区内所有城镇的公共交通可用性
• 考虑可负担性方面的忧虑及民众已经支付的费用
• 考虑不同定价，以收入水平、汽车类型及对象为游客和访客作为根据
• 考虑定价机制，包括月票（包括雇主月票）及费用上限
• 提供充足的信息和多种途径与公众人士交流，以影响和建立有关“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面的理解
• 实施一致的定价方法，例如全部桥梁而不是其中一些要收过桥费
普遍支持根据地理位置来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热点收费），及向收入较低和有较少公共交通选项的人士收取较少费
用。

关于支持交通投资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利益相关者结果：支持交通投资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与供利益相关者、民选官员及用户顾问小组举行的研讨会上，项目小组在被要求探讨和界定该委员会的第三个目标时，听
到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
•
•
•
•
•
•
•

改善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方式，提供多些交通选项及改变行为以减少只载一人的汽车
把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结合起来，将可负担房屋与市镇中心和就业地带相连接
采取策略性方法建造交通基建
支持与交通有关的科技和创新，包括车辆共乘和停车应用程序、车队电气化以及自动驾驶的汽车
把“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收入用于及再投资于交通，而优先投资于交通方式选项
展示交通投资所带来的有形好处
确保运输联线在使用潜在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收入方面有问责性和透明度

关于 It’s Time 项目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利益相关者结果：有没有什么其他目标是我们要考虑的？
在我们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中，有多个新出现的目标被提出来，给该委员会考虑，包括：
•
•
•

采用综合方法，考虑到未来的土地利用规划、区域人口变化及与交通有关的科技
通过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及区域交通产生的整体碳足迹，促进环境可持续性
通过评估商业盈利能力、交通时间和后勤工作及人员配置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及通过使温哥华都会区能继续成为经济贸
易门户，确保经济可行性

利益相关者结果：在考虑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时有什么重要原则？
项目小组问利益相关者、民选官员及用户顾问小组，除了公平和公正之外，他们认为 It’s Time 项目应该考虑什么重要原则。
新产生的建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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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障碍：把交通的实质和财务障碍减到最少，以及增加交通选择的多样性、鼓励措施和可用性（特别是对边缘社群和那
些住在远离城市中心区的人士）
综合规划：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经济情况、社会影响、科技进步（例如自动驾驶的汽车）、政治目标和政策，以及有
必要把与“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有关的始料不及后果减到最少
透明度和问责性：在处理“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系统所得到的收入方面
简单性和效率：在设计、实施及管理“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面，包括把费用与现有的收费程序结合起来的建议
适应性和可扩展性：在调整或改变“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以符合交通拥堵的变化，及保持能对抗区内或省内交通拥堵的
作用方面
公众意识：确保人人都能够参与 It’s Time 项目并了解后续情况，以及了解选择不同交通方式的时间及财务费用和好处
隐私和保安：在保护数据方面

•
•
•
•
•
•

4.

参与结果：我们从公众那里听到哪些意见

本部分总结通过网上参与平台所听到公众反复提出的主题。有关完全的第一阶段参与报告，当中包括公众人士网上结果、
参与的分项数字及公众民意调查结果，请参阅在 It’s Time 网站上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
公众人士结果：该委员会的每个目标对您有多重要？
通过网上平台，项目小组要求公众人士评估三个目标，按重要性用 1 至 100 来给予评分，其中 100 代表最重要。由此我们
得知，减轻交通拥堵的重要性最高（78/100），紧随其后的是支持交通投资（76/100），之后是促进公平（65/100）。
我们如何得出整体参加者结果？
网上参与平台要求公众人士对一系列关于减轻交通拥堵、促进公平和支持交通投资的陈述，给予同意程度方面的评级。
参加者从以下答案之中选一个来回答问题：
不同意
不知道
同意
完全同意
完全不同意
介绍整体参加者结果指标。
虽然取得平均同意程度是一个有用的起步点，但它并不准确反映参加者提供的各种意见。整体参加者结果可更准确代表
参加者的意见，因为它结合了同意程度和共识程度：

•

同意程度是以参加者所投全部票的平均数计算出来，当中每一票获分配一个由 1 至 100 的数值（完全不同意=0，不
同意=25，不知道=50，同意=75，完全同意=100）。

•

共识程度是以所有响应者之间的同意程度的差距计算出来。换句话说，它反映了响应者之间的共识程度（或两极
性）。
整体公众人士结果是以高分至低分来排列：
图例
结果
说明
高
非常支持：
75%至 100%
非常同意及强烈共识
中高
55%至 75%
中度

45%至 55%

中低

20%至 45%

低

0%至 20%

较有争议：
低度同意及低度共识

请注意：整体参加者结果并不全面代表温哥华都会区。它代表了那些选择参加网上参与并表露自己身份的公众人士，而
得出的结果偏向于居住在温哥华、收入较高及男性的观点。
Phase 1 Project Update Summary [Chinese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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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轻交通拥堵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公众人士参与结果：交通拥堵在何处和何时影响您？
公众被要求对从研究得出的八个交通拥堵热点予以确认。通过网上平台，参加者作出评级，表明他们对自己认为每个热点的
交通拥堵有多恶劣的同意程度。普遍支持及确认所确定了的热点，这一点从以下的一览表中的“整体参加者结果”可以见到：
交通拥堵在何处和何时影响您？

整体参加者结果

我认为繁忙时间在区域公路（比如 1 号公路和 91 号公路）上行车时交通严重拥堵。

高（83%）

我认为开车前往和离开温哥华市中心以及在温哥华市中心周围行车时交通严重拥堵。

高（80%）

我认为开车前往和离开北岸以及在北岸周围行车时交通严重拥堵。

高（80%）

我认为在横跨菲沙河的桥梁上及周围交通严重拥堵。

高（76%）

我认为在列治文、机场和温哥华之间的桥梁上及周围交通严重拥堵。

中高（73%）

我认为温哥华及本那比的主要巴士路线交通严重拥堵。

中高（72%）

我认为开车前往和离开城市中心区（温哥华除外）以及在城市中心区周围行车时交通严重拥
堵。

中高（71%）

我认为开车前往及离开高贵林、高贵林港及满地宝时交通严重拥堵。

中高（64%）

在对网上问题“我们是否遗漏了任何对您有影响的交通拥堵热点？”的响应方面，项目小组收到 1,173 个响应，符合最初报告
里所确定的八个一般热点，当中有几个经常指明的地区，包括马西隧道（包括在横跨菲沙河之内）、高贵林和新西敏地区
的主干道及布鲁内特 1 号公路交汇处，以及北岸各桥梁。
也有多个关于减轻交通拥堵的一般网上意见，包括更有效率使用道路方面的分歧意见（包括自行车线与使用汽车相比的支持
和反对）、支持改善所有交通方式选项、建议修改交通灯号的计时和指示，以及对除现行的使用汽车费用之外还要征收额外
费用或税项普遍感到不满。

关于促进公平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公众人士结果：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通过网上平台，项目小组提出各种描述不同“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法的陈述，并要求参加者根据本身对公平的解读，对自
己的同意程度，给予评级。以下的一览表总结了整体参加者结果：
公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在公共交通选项较少的地区驾车的费用应该较低。

整体参加者结果
中高 58%

我认为收入较低的人士应该支付较少费用。

中低 40%

我认为民众应该支付较多费用才可驶入及驶出市中心区。

中低 35%

我认为民众应该支付较多费用才可在交通拥堵的地方驾车。

中低 35%

我认为民众应该支付较多费用才可在一天中的繁忙时段驾车。

中低 34%

我认为民众支付的费用应该根据他们驾驶了多少公里来计算。

中低 32%

•
•

在全部有关公平的陈述当中，“我认为在公共交通选项较少的地区驾车的费用应该较低”这项陈述，从网上参与的参加
者那里获得最高的整体参加者结果。这项陈述的措辞与其他陈述稍稍不同，可能导致有不同的解读
在全部有关公平的陈述当中，“我认为民众支付的费用应该根据他们驾驶了多少公里来计算”这项陈述，从网上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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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获得最低的整体公众人士结果

关于支持交通投资我们听到哪些意见
公众人士结果：我们可如何运用从“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得到的金钱？
由于“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可产生收入，项目小组通过网上平台提出了六个交通范畴，要求公众人士就本区可将资金分配和
投资于何处，提供意见。整体参加者结果可在以下的一览表找到：
在交通投资方面您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
整体参加者结果
应当优先考虑改善公共交通。
高 85%
应当优先考虑可负担的公共交通车费。

中高 71%

应当优先考虑改善道路和桥梁。

中高 68%

应当优先考虑处理交通污染。

中高 56%

应当优先考虑减低驾驶的费用（例如保险、停车费、燃料税）。

中低 44%

应当优先考虑改善步行及骑自行车等选项。

中低 44%

•

在全部网上参与问题当中，“应当优先考虑改善公共交通”这项陈述获得最高的整体参加者结果。这是第一阶段参与之
中的一个常见主题

•

根据参加者所投的票，“应当优先考虑改善步行及骑自行车等选项”和“应当优先考虑减低驾驶的费用（例如保险、停
车费、燃料税）”这两项陈述最有争议（即是共识程度最低），因此获得最低的整体参加者结果

公众人士结果：对于从“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筹得的资金，我们是否遗漏了其他使用途径？
除了就以上所列的优先范畴进行投票之外，项目小组要求公众人士建议交通方面的其他当务之急。网上参与所收集得的 821
个参加者意见带出了多个重要主题，包括：
• 改善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方式：进一步证实上面的一览表展示的参加者所投的票，在全部意见当中有几乎 25%是涉及
改善公共交通、步行及骑自行车
• 改善现有道路网：参加者的意见强调需要支持那些无法或不使用公共交通并倚靠用私家车的居民
• 把“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收入用于及再投资于交通
• 改善骑自行车基建方面意见分歧
• 扩大靠近公共交通车站和枢纽的停车选项

5.

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将会研究什么

作为研究项目，It’s Time 小组首先审视和分析适合温哥华都会区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工具。
通过研究在温哥华都会区我们已经要付什么费用，及已在世界其地方实施或研究过的工具，项目小组得出一份名单，列出十
种可能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可能会符合该委员会的目标：减轻交通拥堵、促进公平及支持交通投资。
小组的研究的下个阶段将会聚焦于研究实施，而项目小组将会致力更深入了解一下，假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温哥华都会区
使用这些不同的政策工具，情况可能会怎样。这牵涉到制订这些政策工具可在何处、在何时及如何使用的方法。为了解以不
同的方式运用这些政策工具的各种影响，项目小组将会使用区域交通模型（Regional Transportation Model）（温哥华
都会区的交通系统的一个计算机模型）及一系列的其他分析方法。

制订和分析这些模型和方法，以及作出测试这些不同方法所需的调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努力。因此，必须缩减
可能的政策工具的数量，这些政策工具在以温哥华都会区为对象的研究里，将会是最可行和有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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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样做，项目小组进行了初步评估，把政策工具的数目缩小，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本部分描述这项“粗略”评估的结
果。完整的粗略评估报告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上的完整第一阶段项目最新消息里找到。

可能适用于温哥华都会区的政策方法
评估确定了以下一系列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有可能成为温哥华都会区交通拥堵管理的全面、长远解决办法。把这些工具
应用于温哥华都会区这个背景里，将会是进一步分析以及即将进行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人士参与的重点：
•
•
•

按点收费系统——当汽车通过指定的地点时向汽车收费，比如道路、桥梁或隧道其中繁忙的一段
周界收费——当汽车通过入口及/或出口进出指定的地区时向汽车收费
因时间和地点而异的按距离收费（例如在一天中的繁忙时段某些地点和时间可能会收取较高的按每公里计算的费用）

此外，私人付费停车（通过停车销售税）及公众停车的定价将会接受调研，作为以上方法的可能补充工具。停车费定价是截
然不同但没那么全面的减轻交通拥堵办法，而且预计在公平和易于实施方面它会有不同的运作。由于本区在私人付费停车及
公众停车的定价方面有几十年经验，作为现有的政策工具，研究将会聚焦于其他有较大可能减轻交通拥堵的方法。
可探讨采用区域通行制，作为周界收费的变通方案。区域通行制是指向使用某个范围内所有道路的汽车收费，而不只是通过
周界时才收费。
评估也确定了以下一系列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可合情合理地作为长远交通拥堵管理解决办法的组合及/或途径的一环，
以及在本项目稍后阶段可加以考虑：
• 走廊费（强制性）：向特定道路上使用任何行车线的汽车收费
• 按距离收费（例如对行驶的公里数目收取固定费用）
• 汽车征费（又称为汽车登记费）：向所有在温哥华都会区登记的汽车每年征收固定费用
强制性走廊费有很大可能解决一个地点的交通拥堵，但必须是全面的交通拥堵管理系统的一个部分，以避免出现交通分流。
按距离收费及汽车征费在减轻交通拥堵方面，效果不及上面所确定的其他工具，但对减轻交通拥堵仍有一些帮助，并可能是
取得收入以支持区域交通系统的有效方法。

其他政策工具
这次评估导致一系列的政策工具要搁置，因为它们在减轻交通拥堵方面的作用不是那么大，而减轻交通拥堵是 It’s Time 项
目的一个基本目标：
•
•
•
•

孤立点收费：当汽车通过选定的地点时向汽车收费（例如过桥费）
走廊费（自愿性）：为汽车使用者提供选择，付费使用特定道路上的确定快速车道（例如 HOT 车道）
按距离而定的保险：把汽车保险由固定每年改为按每公里计算（不过可设立一个赖以实施因时间和地点而异的按距离收
费的初步平台）
停车费：向所有附有停车设施的私人非住宅单位收取费用（例如向办公室大楼及/或零售店停车场征收的停车费）

请保持关注
首阶段的研究及参与，为探讨在温哥华都会区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继续
提供更多信息及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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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保持参与的方法：
报名获得项目最新消息：

itstimemv.ca

在 Twitter 上关注我们：

@itstimemv

参加在 Facebook 上的对话

It’s Time, Metro Vancouver

Phase 1 Project Update Summary [Chinese Simplified]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