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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監
葉溵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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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標誌香港成為中華 性。該項目幾乎涉及整個團隊的 排放對健康的影響，以及香港和珠
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 參與，因為我們需要走出去，親身 三角可如何攜手應對挑戰。這些工
15 週年。當香港 各界討 體驗無論是否具有特殊需要的行 作進一步加強我們透過協作改善
論此城的政 治 發展可能 人在香港街頭步行時所遇到的問 香港空氣質素的承諾。
方案時，2012年3月和9月 題。我們感謝參加了這個創新和具
舉行的兩個選舉正正產 意義項目的人士。該研究就香港在 2012年，我們亦加強了另外兩個政
生了新的 行政和立法機 促進可步行性和包容性方面提供 策領域的工作︰自然保育和水資源

關。兩個機關將負責與香港社會 了建議。

管理。《生物多樣性公約》於2011

一起繪製香港的政制發展至2016

年5月延伸至香港，是 就保 護香

年、2017年，或甚至2020年。2012 我們也就香港的能源結構開展了 港生物多樣性擴大討論的合適時
年是香港政壇轉變的一年。

新的項目，旨在進一步提升香港市 機。水資源管理方面，思匯政策研
民對能源的認知。這是一個重要 究所去年的工作主要涵蓋珠三角
課題，因為香港正制定自己的能源 地區，因為我們相信香港的水安全

回顧

政策。研究結果有助我們理解該 問題需要更全面的視角。這將為

過去一年，思匯政策研究所繼續 如何入手討論這個議題。與此同 未來一年我們的香港水資源管理
更新其於2007年出版的香港政制 時，我們致力於氣候變化相關議 研究提供有用的背景資料。
發展報告，以探討香港的政治發 題，組織了多個活動以加深對碳排
展狀況。我們亦於2011年12月合 放、碳交易和節能建築的認識。

過去一年我們繼續進行性別研究

辦一個論壇，由行政長官候選人講

工作，並完成了身有殘疾學生的研

述城市發展議題，並回答觀眾提 思匯政策研究所的空氣質素研究 究。這些工作將思匯政策研究所
問。我們期望了解候選人的願景， 項目多年來已建立聲譽。過去一 帶回平等機會政策範疇，而這將
論壇亦讓候選人了解觀眾所關注 年，我們繼續與我們的空氣質素 繼續是我們其中一個重點領域。
的城市發展議題。

和綠色港口研究員合作，進行減少
港口排放的領先兼具開創性的多 為促進更和平的社區，思匯政策研

思匯政策研究所去年開展了一些 學科研究。我們亦舉行了持份者 究所亦加深和擴大了社會風險管理
新項目，包括探討香港的可步行 參與活動和研討會，以助了解船舶 和衝突轉化的工作。原有在內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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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東北部的培訓項目推展至新的 文燕在2009年離開思匯政策研究 在推動社會改變的過程是必不可
城市，並在去年夏天抵達東北亞地 所到英國進修城市規劃。我們也熱 少的。來年思匯政策研究所將繼
區。思匯政策研究所在未來一年將 烈歡迎吳家穎，吳家穎在過去幾年 續推展多個政策領域的工作，包
繼續推展這方面的工作。

與思匯政策研究所緊密合作空氣 括空氣質素、香港和珠三角的水

2012年是變化的一年，不僅是香港，
在思匯政策研究所亦然。
我們的團隊

污染相關的研究。我們的團隊對

2012年是變化的一年，不僅是香 他倆並不陌生。雷奕思也加入了我
港，在思匯政策研究所亦然。我 們當中，協助提升中文和促進參與
們在持續進行政策研究和持份者 的能力。他們皆是團隊非常重要的
參與項目的同時，亦經歷了人事變 新成員。
動。
人是思匯政策研究所的資產，我
在秋季和夏季我們分別向我們的 們重視協作的工作關係，這不僅限

資源管理、可步行性、能源結構、
自然保育、城市福祉、公共記錄管
理、政治發展和平等機會。我們也
將投入更多資源和關注於更具條
理和策略的持份者參與活動，確
保我們的工作推展至更廣泛的目
標群體。
我們期待繼續與合作伙伴和支持
者一起，透過證據為本的研究和
持份者參與活動促成具建設性的
社會改變。

同事陸恭蕙和吳敏道別。我們必 於思匯政策研究所核心團隊成員
須感謝思匯政策研究所前行政總 之間的關係，而且包括我們的合作
監陸恭蕙過去12年富有遠見的領 人員，當中許多人已和我們緊密合
導，為這個小型智庫得以繼續發展 作了很長時間。他們慷慨分享其見
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我們也感謝吳 解和資源，為研究團隊創造協同
敏在過去四年的貢獻。

效應，以促進香港的政策討論和
改變。

我也要感謝原來核心團隊成員及
董事在過去一年的努力。此外，我 我還必須感謝各資助單位在過去
由衷歡迎黎文燕回到團隊當中，黎 一年支持我們的工作，他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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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
鄔嘉莉的話
資金水平

在2010年11月舉行的「低碳之城」

述，ADMCF還共同資助了我們

今年（2011/12財政年度）項 國際會議經已結束，該活動約有
目捐款總額為890萬港元， 50%的資助來自政府的環境及自

協作的珠三角船舶排放項目，

比去年（2010/11財政年度） 然保育基金。

船舶排放清單和香港大學計算

的1,0 40萬港元少14%。然

所產生的健康影響，包括模擬

而，我們錄得1,311,894港元 就本地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
淨盈餘，對比去年淨盈餘為 企業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和/或基金

四個替代減排方案的影響。

244,045港元。去年的盈餘主要是 會，我們的主要資助者概述如下：

涉及香港科技大學編撰珠三角

• 社 商 賢 匯（ h t t p : / / w w w .

由於WYNG基金會資助後勤辦公

communitybusiness.org）為

室運作（詳見第四點）。因此截至 主要香港非政府組織和∕或基金
2012年9月30日，我們的資金結轉 會的捐助者（按英文字母順序排

一項研究提供了部份資助，該

增加至近200萬港元。

列）包括：

研究集中探討身有殘疾人士入
讀香港本地各大學時所遇到的
問題。

• ADM Capital Foundation

2. 資金來源

（簡稱ADMCF，http://www. • 崇仁慈善基金共同資助了我們

今年我們的資金來源主要為香港

admcf.org）提供連續第六年

就本地和區域水議題的促進參

的本地香港非政府組織和∕或基

資助，使我們能夠繼續專注於

與工作。

金會，佔整體資助額近43%，相比

創新的研究和促進參與活動，

去年為整體的31%。來自公共部門

以解決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 傅德蔭 基金（h t t p: / / w w w.

的資助（佔去年整體的40%而今年

這一輪資助額特別用於了解美

ftifoundation.org）支持了達

為5%）雖然大幅下降，但因來自

國加州空 氣 資 源局的空 氣 質

理指數（http://hedleyindex.

本地非政府組織和∕或基金會的

素管 理在 減 控 污染 策 略上的

sph.hku.hk）在2008年推出的

資助額上升，加上本地香港企業的

有效性，我們相信這是值得香

原版本，以及2012年推出的網

資助（佔去年整體的16%而今年為

港和珠三角學習的模範，因為

站改良版本。該指數已成為香

35%）顯著上升而得以彌補。來自

我們 面臨 著 類 似 的人口和 行

港本地空氣污染健康和經濟影

公共部門的資助下降是由於我們

業增長議題。此外正如去年所

響方面最熱門的網上權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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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分類

11%
7%
35%
31%

香港企業

16%
6%

43%
40%

6%
5%

2011/12 財政年度

香港個人
香港公共部門
（包括政府）
香港非政 府 組 織 和∕
或基金會
國際非政 府 組 織 和∕
或基金會

2010/11 財政年度

期的資助有助將目前和平均污

org）啟動了一項研究，檢視過

終於達到高峰。近期項目報告《

染水平發展為更易於閱覽的「一

去20年香港女性狀況和態度的

健康有價︰珠江三角洲船舶排

目了然數據」、工具和資訊。

轉變，預期2013年初發佈。

放管制方案》為思匯政策研究
所過去五年一直提倡的政策建

• Muses Foundation 資助了一 • WYNG基金會（http://wyng.

議提供了急需的科學基礎，並成

項研究，探討車輛的檢驗和保

hk）除了為我們的後勤辦公室

為我們在改善區域空氣質素努

養及其對空氣污染的影響，預

提供資金和服務支援（見下文

力上的強大工具。

期在2013年年中發佈。

後勤辦公室開支）外，亦資助符
合其目標的項目，即加強個人和 香港主要企業的捐助者（按英文

• River Star Foundation 是陳氏

組織得到、交換和傳播資訊的 字母順序排列）包括：

家族的本地家族基金會，繼續

能力，以達致更先進和充滿愛

支持思匯政策研究所為生態修

心的社會。當中第一個項目是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長期

復電影製作人和專家劉登立及

顧汝德撰寫有關香港貧窮問題

支持能源和空氣污染的研究和

其企業環境教育媒體計劃提供

的書（預期2013年發佈），第二

討論，過去一年支持了我們的

後勤辦公室支援。此項資助始

個是回顧和更新思匯政策研究

2011年和2012年能源結構項

於2011年4月，並自2012年4月

所較早期的小型屋宇政策報告

目。兩者旨在展開各項能源議

加上來自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

（預期2013年初發佈）。

題研究，並就香港未來能源政

資助。River Star Foundation

策和策略為專家和決策者提供

還支持一項多年期項目「亞洲 主要國際非政府組織和∕或基金

公開討論的機會。

福祉城市生活指數」，旨在建立 會的捐助者包括：
量度亞洲城市宜居性和福祉的

不時有人擔心，中電的資助可

指數，以促進城市間公眾參與和 •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http://

能會影響我們的研究範圍和∕

社會變革。

w w w.rbf.org）繼續支持我

或政策建議。作為獨立的公共

們的區域性空氣污染研究，自

政策智庫，我們的宗旨是培育

• 婦女基金 會（h t t p: / / w w w.

2010年啟動的開創性珠三角船

證據為本的政策建議，免受任

thewomensfoundationhk.

舶排放協作項目（參考第4頁）

何持份者群體的影響，但仍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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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鄔嘉莉的話

按項目議題的資金用途分類

39%

環境和保育

27%

52%
69%

4%

公民參與和社會發展
總體可持續發展

9%

2011/12 財政年度

2010/11 財政年度

我們在資金來源和項目參與單位
方面保持透明，以消除不當影響的
憂慮。

社會發展和公民參與
雖然投放於社會發展和公民參與
的項目經費仍然相對較低為9%，
但此資金用途類別的項目代表著
我們部份主要關注領域，涵蓋的研

進所有持份者參與以了解多面 • 建基於來寶集團早期的支持， 究和討論課題圍繞香港貧窮、性
向的問題，並推導出實用、創

我們得以在香港和大中華地區 別態度和狀況轉變、身有殘疾人士

新和有效的解決方案。我們在

的水議題方面增加專業知識和 獲得教育的障礙、新行政長官的政

資金來源和項目參與單位方面

政策影響力，包括但不限於香 綱回顧及行政長官選舉過程的進

保持透明，以消除不當影響的

港主要水源的東江流域。

憂慮。

一步討論。更廣泛的還包括我們
繼續與美國Plowshares Institute
合作，集中於理解和發展中國的協

• 埃 克 森 美 孚 香港 為一些自然

3. 資金用途

作流程和衝突解決方案。

保育項目提供了重要的部份資 環境和保育
助，包括供決策者保護生態價 環境和保育項目佔我們今年整體 可持續發展
值地的參考框架及供保育規劃 項目的52%，相比去年為27%。然 可持續發展項目佔我們總資助額
者的決策清單。
而，去年環境和保育項目的相對較 的39%，相比去年為69%。然而正
低比例是被壓縮的，因為（第4頁 如前文所述，去年可持續發展項
• 得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 提到的）
「低碳之城」專注於整體 目的比例相對較高是因為「低碳
公司）的支持，我們就城市步行 可持續議題，該活動佔資助總額 之城」。在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範疇
的最佳實踐和本地問題的研究 的45%。往年在舉行「低碳之城」 內，重點項目包括一些上述已提到
結果發表於報告《步行城市． 前，環境和保育項目佔我們的項目 的項目，包括我們的城市福祉指
樂活街道》。該研究認為，雖然 資助總金額至少50%。上述已涵蓋 數、2011年和2012年能源結構、
香港一些地方適合步行，但要 我們許多（如非大多數）環境和保 可步行性和小型屋宇政策。其他
成為世界級步行城市仍有一段 育項目，項目詳情載列於各項目經 還包括檢視港珠澳大橋和新機場
距離。
理的報告中。
跑道的影響、進一步討論綠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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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華

築的最佳實踐和回顧中國的綠色

5. 我們的會計團隊

經濟。

在這裡，我要再次感謝、很榮幸並
告訴大家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經
理陳玉華的驚人能力。除了打理一

4. 後勤辦公室開支和
WYNG 基金會的支持

般事務外，陳玉華亦負責簿記，並
與我們同樣出色的顧問會計師黄

眾所周知，香港的中小型非政府 建玲緊密合作，準備我們所有的財
組織缺乏資源以支援和發展其後 務會計和資助單位報告。陳玉華和
勤辦公室，縱然普遍認為後勤辦 黄建玲組成具實力且有效率的會
公室在執行使命驅動的任務上是 計團隊，一同面對來自30多個獨立
至關重要的。有鑑於此，我們很高 項目所產生的挑戰，這還未包括我
興WYNG基金會承諾提供資助， 們為劉登立及環境教育媒體計劃
以支援我們五年間的後勤辦公室 在世界各地經營的10多個項目。
和通訊工作發展。除此財政支持
外，WYNG 基金會最近還邀請我 我仍然非常訝異於陳玉華的耐心、
們免租共用其在上環的全新現代 能力、團隊精神和良好性格。
化寬敞辦公室，在2012年年底我
們將會自豪地視該處為家。我們非 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副本載列於第
常感激W YNG基金會，該基金會 28至43頁。
由我們的熱心董事吳崇文共同創
辦。如第二點所述，WYNG基金會
也資助香港貧窮問題和小型屋宇
政策的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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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潔文

里程碑和時間表
在2011年至2012年度，思匯政策
研究所合辦了22項活動和發表了
超過30份文件（包括研究報告、新
聞稿和提交政府機構的意見書）。
在重要的議題上如能源和氣候變
化、空氣污染、供水、自然保育、環
境影響評估、亞洲城市福祉和其

2011年至2012年度
出版物和活動總數的
相對比例

他議題，我們的工作旨在提高公眾
意識、促進合適持份者的參與，並
與決策者會面以塑造政策轉變。
空氣污染 .................................................. 13
能源 .......................................................... 12
自然保育..................................................... 5
公共檔案管理 ............................................. 5
水資源管理................................................. 4
管治 ............................................................ 3
城市宜居性 ................................................ 2
廢物 ............................................................ 2
福祉 ............................................................ 2
平等機會 .................................................... 1
城市規劃 .................................................... 1

思匯政策研究所網站
谷歌分析錄得思匯政策研究所網站（http://www.civic-exchange.
org）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間有51,274訪問量。其中過
半數（63%，32,263訪問量）為新到訪者，顯示思匯政策研究所繼續吸
引不同層面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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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4
訪問量

2011年至2012年度活動和出版物

2011
10月12日

12月9日
論壇

2012年行政長官參選人
論壇：市區發展的遠景

10月31日
意見書

回應法改委屬下
慈善組織小組委
員會諮詢文件

新聞稿

思匯政策研究所對
於施政報告中有關
管控船舶排放措施
表示歡迎

11月7日

研究報告

CLSA 報告 –《綠
色船舶與港口：未
來水域導航》（只有
英文版︰Green ships
& ports: Navigating
the waters ahead）

11月20 日
意見書

回應《共建優質生
活圈專項規劃》公
眾諮詢文件

十二月

十月
十一月

11月24日

10月6日

研討會

研究報告
《香港生物多樣性
及保育重點指標》

《公民科學行動：加強社
區接觸香港自然》

11月1日

（只有英文版︰Citizen
Science in Action:
Enhanc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 Nature
in Hong Kong）

論壇
活動報告

《建築物碳排放的
未來可少於零？》

研究報告

（只有英文版︰Less
Than Zero?... The
Future for Buildings &
Carbon Emissions）

《勿讓歷史留白：
香港需要檔案法》

10月26日
論壇

從歐洲經驗看珠三角
優質生活

11月12日
論壇

自由呼吸（三）：
泛珠三角航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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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2011年至2012年度活動和出版物

2012

What happened at
COP17, Durban 2011?
February 2012
J Robert Gibson

2月7日

活動報告
《2011年德班的第17次
締約方大會發生了什麼
事？》（只有英文版︰What
happened at COP17,
Durban 2011? ）

2月26日

青年工作坊
Disney Friends for Change

3月5 日
意見書

實現具成本效益的溫室
氣體排放減緩措施和氣
候變化適應措施
（只有英文版︰
Achieving cost – effective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

1月10日

研究報告
《廣東省產業轉移對
水資源的威脅：警惕重
蹈珠三角覆轍》

1月14 日
意見書

致函財政司司長

二月
一月

三月

1月12日

研究報告
《空氣質素：行政
長官曾蔭權施政
成績表（2005 2012）》

研究報告
《改善空氣質素
的原則及措施：向
新一屆特區政府
獻策》

2月14日

圓桌會議

1月17日
新聞稿

推出更新版達理指數

非政府組織簡報會︰
實現具成本效益的溫室
氣體排放減緩措施和氣
候變化適應措施（只有
英文版︰Achieving cost –
effective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

研究報告
《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
的法律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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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研究報告
《香港的抉擇 - 解讀福
島核事故︰提高對核能
的認知能力》

3月10 日

3月22日

研討會

福島核事故一週年研討會–
安全及風險工程的未來路向
（只有英文版︰Symposium on
One Year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 the Way
Forward with Safety and Risk
Engineering ）

意見書

致立法會環境事
務委員會：有關減
廢、回收、妥善處
理廢物的建議

4月30日

研究報告
《減少船舶排放 –
香港珠江三角地區的
科學和政策參與》

4 16

月 日
研討會
中國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對香港的啟示

《核災之後 – 全球
核工業的前瞻與反思》

（只有英文版︰China New
AQOs –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

《量度城市福祉 –
指數回顧》（只有英文版︰
Measuring Wellbeing in
Cities – Indices Reviewed）

《量度城市福祉 –
文獻探討》

三月

四月
五月
3月24日

研究報告

3月12日
研討會

學術機構可以如何協
助及影響政府和企業
的氣候變化政策

《加州空氣資源局 –
在持續增長的經濟體
系中改善空氣質素：給
香港及珠江三角洲上
寶貴的一課》

4月24 日
研討會

嚴重核事故的安全
管理和緊急應變

（只有英文版︰How
academics can help
and influence the
climate change policy
of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3月19 日

研究報告
《香港各大學如何招
收、取錄及支援身有
殘疾的學生》

5月2日
研討會

低碳能源的未來 – 好消息、
壞消息和未來最佳路向
（只有英文版︰Low Carbon
Energy Future – Good news,
Bad news and the Best route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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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2011年至2012年度活動和出版物

2012

《保護生態價值地︰
供城市規劃及決策者
的參考框架》

機場管理局修訂的工
程項目簡介擴展香港國
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
統（只有英文版︰Airport

論壇

RIO+20塑料論壇
（只有英文版︰
RIO+20 Plasticity
Forum）

研討會

研究報告

意見書

5月24 日

5月22日

8月31 日

7月12日

《保護生態價值地︰
保育規劃的決策清單》

Authority’s revised
project profile for the
expansion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to
a Three-Runway System）

世界能源和碳市
場展望（只有英文
版︰Outlook for
World Energy &
Carbon Markets）

七月
五月

九月
八月

5月18 日

9月19日

研究報告
《香港在珠三角削減碳
排放和碳交易試點計劃的
角色》（只有英文版︰Hong
Ko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Activities and
Carbon Trading Pilots in
the PRD Region）

研究報告

8月3日
研討會

5月30日
研討會

髒又渴：將是東江流域的未來
嗎（只有英文版︰Dirty & Thirsty: Is
this the future of Dongjiang）

研究報告
《流動資產IIIA：東江超載 –
2011 東江考察報告》
《梁振英先生的處方：
新政府將如何改變香
港？》（只有英文版︰CY’s
prescription – How will
new Chief chang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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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IIIB：圖說東江
考察》

與 Darin Toohey
教授會面

《健康有價︰
珠江三角洲船舶
排放管制方案》

項目
回顧

生態修復

平等機會

自然保育
空氣

第

19頁
第 頁
20
第

能源
第

14

頁

第
第

17

小型
屋宇政策

頁
第

15

頁

18頁

第

第

22頁

第

16

頁

第

26

頁

城市宜居性

亞洲城市福祉

水資源管理
第

21頁

24頁

23頁

社會風險管理、
衝突轉化與和平教育

公共檔案管理

綠色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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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穎

空氣

2

011年，中環、銅鑼灣和旺
角的路邊空氣污染指數
有超過20%時間均超出
100，不但是歷史新高，
還比2005年惡劣十倍。
這引起幾乎所有社會階層
的強烈反彈，要求政府迅

速採取行動清理環境。

思匯政策研究所繼續在公共論壇和
私人簡報會上就香港的空氣質素及更
廣泛的廣東省和中國空氣質素管理發
言，並提出我們的想法。
間社會對政府的承諾越來越不信 研究方面，我們出版了一份有關美
任，差劣的空氣質素亦明顯會損害 國加州空氣資源局的加州空氣質

在此背景下，思匯政策研究所去年 公眾健康和經濟發展。其次，我們 素管理報告。儘管人口、產業和車
出版了兩份空氣政策檢討文件。首 向新政府建議可為香港空氣質素 輛持續增長，加州空氣資源局在帶
先我們回顧了曾蔭權政府（2005 帶來即時影響的政策框架，以及可 領加州減控污染上仍然取得巨大
年至2012年）為解決空氣污染所 迅速和顯著減少路邊和船舶排放 成功，非常矚目，實在是香港和珠
作的努力，結論是雖然個別項目 的措施。

三角學習的典範。

取得成功，但曾蔭權政府未能扭
轉空氣質素惡化的總體趨勢。民 此外，思匯政策研究所繼續在公 思匯政策研究所繼續與香港大學
共論壇和私人簡報會上就香港的 公共衞生學院合作改善達理指數。
空氣質素及更廣泛的廣東省和中 達理指數已吸引中國的興趣，我們
國空氣質素管理發言，並提出我們 已出席多個工作坊並應邀在多個
的想法。我們指出續期專營權協 會議上展示達理指數，解釋中國城
議是提高專營巴士公司環保表現 市的空氣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影響，
的機會，並與航運業紮實地推進 並促進以更理想的方式向民眾發
排放管控（詳見綠色港口一節）。

14

佈空氣質素和公眾健康的訊息。

吳家穎

能源

2

011年至2012年報告年度 應變主辦或協辦了一些公眾活動。
是思匯政策研究所能源 除了核能，英國低碳商務大使Julia
項目又一辛勤耕耘和取得 King教授亦在一個研討會上就脫
進展的一年。

碳能源生產和消費的迫切性，介紹
最新狀況。

福島事件後，思匯政策研
究所發表了若干文件，以 為回應提升決策者和廣大市民對

提升人們對一般能源問題的認識， 能源認知的號召，思匯政策研究所
特別是核能。《香港的抉擇》強調 於2012年初開展能源項目。該項目
提升香港對核能認知的迫切需要， 將就不同但相關的能源題目發佈一
而《核災之後 – 全球核工業的前 系列研究報告，以及舉行小規模討
瞻與反思》則講述嚴重的核反應堆 論會議和公開公共論壇以分享和
事故是如何發生的，縱然發生機會 傳播知識，從而促進香港未來能源
實際上非常罕見。

政策和策略的知情討論。

思匯政策研究所亦就能源議題包 就綠色建築和能源效率方面，思匯
括核安全管理、風險管理和緊急 政策研究所與德國駐香港總領事
館於2011年11月合辦論壇「建築物
碳排放的未來發展」。德國代表團
與香港本地專家一同探討零排放
建築和正能源建築的概念並交流
意見，以及就香港推進節能建築發
展提出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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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嘉

綠色港口
著環境保護署公佈 洲船舶排放管制方案》是具開創性 研究船舶對公眾健康影響的國際
其船舶排放清單， 的研究，我們的大學夥伴編撰整個 專家的演講。澳門、深圳、廣州、上
思匯政策研究所過 珠三角地區的遠洋船排放清單、模 海和印尼的官員均有出席是次活
去一年接觸業界、 擬污染物擴散、估算珠三角的公眾 動，並分享他們應對船舶排放的經
政府和其他持份者 健康影響及評估四個減排方案。

驗。這次會議是區內首個同類型

的外展工作取得躍

活動。

進。該清單首度顯 因此，排放控制區顯然應持續為
示香港水域內船舶排放的程度和 區域長期政策目標，而其他措施將 作為這個範疇的意念領袖，思匯
空間分佈，結合其總體排放清單可 可短期內改善公眾健康，如泊岸轉 政策研究所繼續是區內媒體和企
清楚顯示船舶排放是香港二氧化 油、仿效業界的「乘風約章」（由 業為此動態議題尋求背景和分析
硫、氮氧化物和懸浮粒子排放的最 思匯政策研究所召集）及在香港 的不二之選。我們一直接受大量
大單一來源。船舶排放的問題必須 水域內實施減慢船速。《健康有 電視新聞節目、國際及本地傳媒
儘快解決。

價》為思匯政策研究所過去五年 的訪問，亦是香港、廣州、上海、
一直提倡的政策建議提供了科學 北京、洛杉磯、長 灘和新加坡會

就此，思匯政策研究所出版了多 基礎。

議中受歡 迎的講者。此外，我們

份研究報告，包括2011年11月的

團隊中的吳家 穎，除了是環境保

《Green Ships & Ports: Navigating 在2011年11月，我們舉辦了《自由 護 署 船 舶 排 放 清單研 究 和 我們
the Waters Ahead》，探討航運公 呼吸（三）：泛珠三角航運排放論 的珠三角船舶排放清單研究的主
司在世界各地清理環境的動力，當 壇》，討論船舶排放對公眾健康的 要作者外，還擔任上海船舶排放
中一節集中亞洲的工作；2012年4 影響、業界通過「乘風約章」在環 清單及控制研究的專家諮詢小組
月的《減少船舶排放：香港珠江三 境清潔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國際監 成員。
角地區的科學和政策參與》展示思 管狀況。為期兩天的論壇包括香港
匯政策研究所為影響政策改變而 政府官員、業界資深代表、空氣質
結合科學與區域政策發展和參與 素專家、歐洲海事安全局和美國
的方法；以及《健康有價：珠江三角 環境保護署的監管人員，以及一位

16

劉于淳

自然保育
思匯政策研究

過 去 數 年，思 匯 政

所早已認 識 到 需

策 研 究 所 一直 按

要在規劃上更

《生物多樣性公

為 考慮 生物多樣

約 》的 指 引，為 香

性，過 去 一 年 我

港重 塑 更有 效的自

們就更有效的

然 保 育 政 策。就 我

生物多樣性決

們所作的準備功

策出版了一份報告及附帶清單，

夫 推 展 至 2 0 11年

名為《保護生態價值地︰供城市

《生物多樣性公約》

規 劃 及 決 策者 的 參 考 框 架 》和

終於延伸到香港，我

思

《保護生態價值地︰保育規劃的決 樣性的關注，並鼓勵其參與自然保 們感到非常鼓舞，而我們的建議
策清單》。報告概述了具五個步驟 育。香港喜愛大自然的人越來越 更得到行政長官採納在其政綱中，
的框架，以保護重要的生態棲息 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許多範 為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而更新
地，並為決策者提供簡化的評估過 疇上皆可吸引其興趣和參與。

香港的保育政策。思匯政策研究

程。此報告的出版可謂非常及時，

所將按《生物多樣性公約》繼續世

因為政府多個計劃顯示將大幅擴 思匯政策研究所在2012年2月與 界級做法的基準研究工作。預定
充土地供應，包括25個填海選址 香 港 迪士尼 樂 園 聯 手 舉 辦 保 護 在2012年年底發表的報告旨在幫
和局部開放邊境禁區，皆可能對當 生物多樣性的青年工作坊，題為 助決策者制定策略和行動計劃，
地的生物多樣性帶來顯著影響。

「Disney Friends for Change」。 積極保護香港獨特的生物多樣性
此獨特機會讓思匯政策研究所接 和維持城市的生活質素。更廣大

2011年6月，思匯政策研究所與英 觸新一代，並以非技術性辭彙重溫 的持份者參與將是此範疇未來一
國文化協會合辦大眾科學工作坊。 大自然的重要性。工作坊強化了年 年的重點工作。
大倫敦政府的 Peter Massini 擔 輕參加者有關生物多樣性價值和
任主講嘉賓並引發討論，探討如何 對當地物種威脅的知識，以及他們
使用網絡工具提高大眾對生物多 尋求改變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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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素

水資源管理

建

基於往年堅實的研 2012年5月舉辦了研討會推出這 香港及內地舉辦的論壇和會議的
究基礎，思匯政策 些報告並引發討論，活動當日反應 講者，亦在本地大專院校進行演
研究所在過去一年 熱烈，報告不但增進了思匯政策研 講。
繼續發展其水政策 究所對複雜的跨地域水議題的認
研究項目。與能源 識，而且使我們有機會與內地學者 來年，思匯政策研究所會繼續水
和自然保育相關課 和專家就此重要課題進行深入對 方面的研究，並且集中研究「一國
題一樣，香港的水 話和合作。

資源管理不能被孤立處理，必須考
慮內地的情況。

來年，思匯政策研究所會繼續水方面
的研究，並且集中研究「一國兩制」
以及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水能關係。
思匯政策研究所於2011年10月沿 為擴大影響力，思匯政策研究所
東江流域展開了為期兩星期的實 繼續向香港和內地的全國人民代
地考察，旨在透過在關鍵地點和時 表大會成員簡介水相關議題，協
間進行觀察，蒐習第一手資料，並 助他們於北京舉行的年度全國人
結合深入的案頭研究，出版三份有 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關東江的報告，包括2012年1月的 會議上提出意見。我們亦向本地
《廣東省產業轉移對水資源的威 和內地各平台投放中英文稿件以
脅：警惕重蹈珠三角覆轍》、2012 傳播及促進討論。思匯政策研究
年5月的《東江超載：2011東江考 所在此政策範疇的研究工作已經
察報告》和《圖說 東江考察》。 引起業界的關注，我們應邀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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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制」以及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水
能關係。

Anna Beech

生態修復

2

011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演說和製片，包括朝鮮、土耳其、 次觀看，並曾在法國和荷蘭播放。
與劉登立和環境教育媒 美國、海地、約旦、玻利維亞、印 環境教育媒體計劃與九個非洲國
體計劃以及國際自然保 度、香港、北京、阿迪斯阿貝巴、秘 家的廣播機構 Citizen TV 簽署了
護聯盟展開策略性合作。 魯、巴西、俄羅斯和荷蘭。劉登立 諒解備忘錄，在一個名為「What if
思匯政策研究所與環境 亦在2012年6月的 Rio +20 會議 We Change」 的節目中播放其影
教育媒體計劃的關係持 和2012年9月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在 片。環境教育媒體計劃亦與英國環
續至整個2012年，並由 濟州的世界保育大會上演講。

境電影機構TVE緊密合作，在中國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和 River Star
Foundation提供財政支持。環境
教育媒體計劃以北京為基地，主力
製作、撰寫和指導生態修復的紀
錄片。修復的訊息非常重要，因其
確保生活在退化地區並遭受頻繁
乾旱、洪水和飢荒的人的生活得以
提升，並有助進一步保護瀕危物

思匯政策研究所支持環境教育媒體
計劃的工作，通過提供策略性意見、
管理支持，並與香港、中國內地和國
際的持份者保持溝通。

種、提升土地肥力和有助於應對氣 環境教育媒體計劃在2012年為 發佈大量TVE和環境教育媒體計
候變化。

《聯 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聯 劃的電影以期在中央電視台播放。
合國環境署和盧旺達政府製作電
環境教育媒體計劃 影。這些影片在 Rio +20 會議和國 思匯政策研究所支持環境教育媒
創始人和董事劉登 際自然保護聯盟的世界保育大會 體計劃的工作，通過提供策略性意
立向全球廣泛觀眾 （自然世界奧運會）上播放。環境 見、管理支持，並與香港、中國內
包 括 學 者、政 府 官 教育媒體計劃共同製作了《 Green 地和國際的持份者保持溝通。思
員、政策制定者、學 G o l d》，一 套 剖 析 環 境 教 育 媒 匯政策研究所也正與香港其他各

生和廣大市民分享他的電影和想 體計劃工作的紀錄片。這部影片 方持份者通過舉辦活動和展覽，
法。2012年，劉登立前往許多地方 在 YouTube 已錄得超過82,000人 在學校和大學宣傳修復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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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敏莉

小型屋宇政策

2

00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多年前承諾會檢討相關政策，但
發佈了一份具開創性的小 結果至今仍然懸而未決。
型屋宇政策報告，深入回
溯政策的歷史背景以及 為了促使公眾和持份者對這項政
全面討論其對現今香港 策及相關議題進行理性討論，思匯
的影響。小型屋宇政策在 政策研究所在2012年初展開研究
1972年推出，是解決新界 以更新先前的報告《重新思考小

原居民住屋需要的臨時措施，但至 型屋宇政策》。研究亦指出不同持
今已經實施40年。

份者間仍然存在問題和衝突，包括
香港特區政府、鄉議局、原居民、

隨著近年大眾越益關注小型屋宇 非原居民、政界人士、環保團體、
的違例建築工程，以及城市規劃和 專業人士和學者及市民，並建議
郊區土地利用問題，小型屋宇政 可行的出路。報告結果預計會在
策再度成為爭議焦點。雖然政府 2013年完成。

為了促使公眾和持份者對這項政策及相關議題
進行理性討論，思匯政策研究所在2012年初
展開研究以更新先前的報告《重新思考小型屋
宇政策》。報告結果預計會在2013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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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穎

城市宜居性

思

匯 政 策 研 究所一直 化、綠色交通，以及文化和教育合
以來的願景之一，是 作相關問題的平台。
促 進良 好的公共政
策，使 香 港 成 為 居 香港方面，思匯政策研究所去年開
民、遊客和海外人才 展了城市可步行性的研究。我們看
的可持 續和宜 居城 到世界各地其他主要城市有著巨
市。近 來 亦 有 越 來 大動力以改善步行環境，但此議題

越多討論以更廣泛的努力打造珠 在香港卻備受忽略，未能促成政
三角地區成為優質生活圈。為此， 策討論和改進。我們相信可步行
思匯政策研究所在2011年11月就 的香港不僅可提升行人流動，也將
豐富社交生活、加強社區凝聚力

我們相信可步行的香港不僅可提升
行人流動，也將豐富社交生活、加強
社區凝聚力和提高香港人的福祉。

和提高香港人的福祉。我們預計
在2012年底發佈研究報告。這項
研究的詳情將在下年度報告中匯
報。
在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思

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的諮詢 匯政策研究所於2011年12月合辦
文件提交了意見書，支持珠三角成 了一個論壇，四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為綠色優質生活圈典範城市的願 分享了其對香港城市發展的看法
景。有了明確的總體政策原則，此 和願景。此活動除受歡迎外，也有
區域規劃藍圖將成為解決空氣質 助我們初步了解我們的未來領袖
素、供水、自然保育、能源結構、建 對我城發展和規劃多有遠見（或
築節能、減少碳排放、適應氣候變 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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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燕

亞洲城市福祉

世

界 各地 正 急 速 城 市 數，其作用不純粹是為各城市排 境、社會和個人生活，以及良好政
化，尤其是在亞洲， 名，更期望可促進城市間的公眾 府，從而量度公民的優先事項和其
預測在數十年間全球 參與和社會變革。在此項目階段 滿意度。
大多數人口將居於城 （2011年9月至12月），思匯政策
市。因此，各城市為 研究所進行了初步研究和概念發 此項目的第二階段始於2012年5
其 居民 提 供 宜 居 環 展工作。就現有研究方法進行的 月，預計將於2013年秋季完成。在
境，使其能夠健康成 文獻回顧《量度城市福祉–文獻 這個階段，我們會設計、翻譯、測

長變得越來越重要。為此，公民和 探討》於2012年4月在思匯政策 試並最終確定調查文本。為此思
決策者需要具有適當、相關和具 研究所網站公佈，同時亦編製了 匯政策研究所與香港浸會大學香
文化敏感度的工具以量度進展情 載有數百個現有指數的相關目錄 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合作，香港過
況，並指出可改善之處。

《Measuring

Well-being

in 渡期研究計劃提供設計和進行調

Cities – Indices Reviewed 》。為 查的技術性專業知識。思匯政策
自2011年秋季，思匯政策研究所 了發展我們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各 研究所亦在每個試點城市與非政
展開「亞洲福祉城市生活指數」 概念和方法問題已諮詢21名來自 府組織或顧問合作，以在當地帶領
研究項目（第一階段），旨在建立 亞洲各城市的專家，並在香港進行 促進參與的工作。
量度亞洲城市宜居性和福祉的指 了五場聚焦小組討論，以同一概念
和方法清單收集不同本地群體意 2012年8月，各參與組織代表在香
見，包括學生、專業人士、退休人 港會面，審閱了調查初稿，並討論
士、宗教團體和婦女團體。

概念、詞彙和調查方法的跨文化
問題，這亦是讓所有項目合作夥伴

思
思匯政策研究所按所收集得的意
面對面討論未來工作的上佳機會。
見，決定設計電話調查，並在五個 我們希望盡快落實調查文本，在
亞
亞洲城市包括香港、成都、德里、
2013年下半年於上述五個城市進
馬
馬尼拉和檳城喬治市試行。該調
行調查，並於下年度報告中再作匯
查
查集中六個方面：房屋和基礎設
報。
施
施、醫
療、教 育和就 業 機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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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溵溵

公共檔案管理

自

2006年，思匯政策 一個月公佈。《勿讓 歷史留白》
研 究 所 開 始 關 注 是 一次 重 要 嘗 試，顯 示 香 港 特
香港的公共檔案管 區 政 府 如 何 任 由 其 行 政 標 準
理。第一份研究報 滑 落。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期 望 這
告於2007年出版， 份 報 告 能 夠 有助所有 持 份 者了
並於2009年舉行了 解 香 港 公共 檔 案 管 理 工作上 的
一個論壇。思匯政 缺口。

策研究所其後展開另一項研究以
更新2007年的報告，並在2012年 報告作者傅理寧及思匯政策研究
11月發表報告《勿讓歷史留白：香 所團隊應邀出席論壇，並在多個電
港需要檔案法》。

視節目上發表意見。思匯政策研究
所在這方面的工作也被本地中文

該 報 告於 審 計 署 報 告《 政 府 檔 報章負責建立和管理的教育網站
案 處 的 檔 案 管 理 工作 》發 表 後 採用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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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a Mitchell

平等機會

殘

疾
思匯政策研究所一 委託進行此研究的社商賢匯亦舉
直關注平等機會議 行了企業活動，以討論如何為身
題。為加深 對 議 題 有殘疾的畢業生提供更多就業機
的理 解、提高公眾 會，各企業代表均踴躍出席，席間
關注並為在香港代 並採用了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報告
表性不足的群體制 作為背景討論資料。思匯政策研

定政策方案，我們針對在香港各大 究所曾在香港教育學院的特殊教
學的殘疾群體開展了一項重大研 育研討會上介紹是項研究。我們
究。題為《香港各大學如何招收、 亦為《南華早報》評論版撰寫了
取錄及支援身有殘疾的學生》的 幾篇稿件，並接受《中國日報》訪
研究報告在2012年3月發表，其源 問，獲該報頭版報導。
起在於非政府組織社商賢匯的成
員公司雖然希望聘請香港各大學
身有殘疾的畢業生，但這些學生並
沒有出現在招募的人才中。
自我們出版和寄出報告後，平等機
會委員會與九所大學的代表舉行
小組會議，並為向身有殘疾的學生
提供的服務進行了差距分析。目前
的工作包括定立有關平等機會的
服務提供準則，以及在大學發展相
互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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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奕思

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將繼續

我們將會在2013年推出三份研究

為香港身有殘疾的人士推動平等

報告。其中一份以按年齡組別劃分

機會。社商賢匯將舉辦企業研討

的人口普查數據和現有文獻，為現

會，探討為身有殘疾的學生制定

今不同年齡女性的社會經濟狀況

實習計劃，此乃思匯政策研究所

提供詳盡的分析和討論。另外一

報告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

份報告則蒐集了香港浸會大學香

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將繼續為
香港身有殘疾的人士推動平等機會。
性別

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數據，重新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進 行了一項 廣 分析過去20年女性人口和態度。而
泛研 究，了解香港現今不同年齡 第三份報告將是結集這兩份報告
女性所面對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的圖像摘要。
以及 過去 2 0年間帶來 轉變的原
因。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現 在報告出版後，我們將會開展持份
今 香 港女性 具 迫切 性 的 社 會政 者參與計劃，與非政府組織、婦女
策 問 題 提 供 全 新 的 觀 點，以 擴 團體和政策制定者進行討論，以研
闊 有 關 急 需 的 討 論，為 未 來 的 究報告作為對話基礎，目的是探討
政 策 建 議 和特定議 題 研 究建 立 現今香港女性的研究缺口和政策
優先事項，詳情將於下一份年報中
基礎。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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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險管理、
衝突轉化與和平教育

思

葉溵溵

匯政策研究所在過 和浩特共舉辦了兩期培訓班。來自
去一年擴大了這方 五個省份約40人（主要是警校教
面的工作。除了繼 官、警察和婦女團體代表）參加了
續在內地和印度東 2012年春季在北京舉行的培訓，
北部舉辦培訓外， 當中部份參加者更被選入「教師培
思匯政策研究所在 訓」計劃，期望他們未來會提供相
2012年夏季首次在 關培訓。

日本提供為期一星期的衝突轉化
培訓。

呼和浩特為期兩天的培訓於2012
年9月舉行，約有30名來自呼和浩

中國大陸

特五所不同大學的參加者，包括教

與往年一樣，思匯政策研究所與 授和學生，他們認為基本訓練非
美國 Plowshares Institute 緊密 常有用。
合作，在內地提供社會風險管理
培訓。過去一年在北京和內蒙古呼 隨 著 我 們 為 期 四 年 的 內 地 社
會 風 險 管 理 培 訓 項目進 入 尾
聲，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和
Plowshares Institute 在2012年
春季假北京、上海和南京舉辦聚
會，收集畢業生對項目的反饋和意
見。畢業生獲邀參加聚會，分享他
們最近進行的培訓班，以及為項目
提供反饋意見。我們亦在南京與
八位畢業生舉行了檢討會議，計劃
如何凝聚動力，未來繼續在內地
推展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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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繼續在內地和印度東北部舉辦
培訓外，思匯政策研究所在2012年
夏季首次在日本提供為期一星期的
衝突轉化培訓。
印度東北部

Institute 邀請，於2012年8月在日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對 再 次 獲 邀 本廣島為期一星期的衝突轉化和
在印度 東 北部 提 供 衝 突 轉化 培 調解技巧培訓班上擔任共同協調
訓 感 到 很 興 奮 和 鼓 舞。我 們 與 員。13名來自尼泊爾、巴基斯坦、
Plowshares Institute 合作，在 日本、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學員參加
2012年11月於印度東北部阿薩姆 了培訓。作為培訓的一部份，參加
的古瓦哈提舉行為期四天的培訓 者有機會參觀了原子彈遺址，並與
工作坊，超過20人參加，包括來自 原子彈倖存者會面，以體會和平的
印度東北部不同邦份的教授、非政 重要性。此乃思匯政策研究所開
府組織代表和大學生，當中有幾人 展區域性和平教育工作，以及理解
更駕車逾八小時到培訓場地。此 和平建設工作的文化多樣性的重
培訓班深受歡迎，特別是來自曼尼 要一步。
普爾的參與者渴望在家鄉的衝突
中應用這些新技巧。

通過上述活動，思匯政策研究所
已發展為亞洲建設和平與公正社

日本

會人員網絡當中的一員，期望來年

思匯 政 策 研 究所 獲N o r t h e a s t 繼續在此重要領域推展工作。
Asia Regional Peace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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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ll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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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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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力勤
李寶堯
來寶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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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思堂文教基金
英國文化協會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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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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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祥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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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港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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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駐港領事館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園境師學會
香港地質學會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青酒店）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香港定期班輪協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Nuclear Division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律師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歐洲商務協會

香港氣象學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
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
香港建造業議會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瑞典商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科技園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香港能源工程師學會
香港船東會
香港觀鳥會
香港輻射防護學會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創建香港
商台互動
商界環保協會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森記書局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奧美香港
婦女基金會
德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經濟日報
萬語通翻譯公司
機電工程署
氣候變化商界論壇
海港商界論壇
漁農自然護理署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綠色和平
嶺南大學
膳心連
華潤物業有限公司
豐田汽車公司

機構 (按字母/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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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G Asset Management Asia
Arup
ASB Biodiesel
Asia Business Council
Bruo Happold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China Center for Energy Economics Research
Clean Air Initiative - Asia
Cleanbiz Asia
Climate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 (UK)
Combat Climate Change Coalition
Dave Production House
DESIGNORM
Earthwatch Institute
Eco Sequestration Trust (UK)
EcoTrust (US)
EEMP Inc.
Electric Vehicle Association of Asia Pacific
Energy Resources Management
Envac
European Un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Glumac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Green Idea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Ltd
Greenagers
Immanuel
India Focus (India)
INSTN (France)
Kids4kids
MP International (Asia Pacific) Ltd
MZConsulting Inc.
Newbigging Susie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Peacebuilding Institute
Penang Institute
Planning Allianc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nmark
SustainAsia Ltd
The Climate Group
Urban Land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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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y, 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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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es, Courtney
Dean, Marissa
DeGolyer, Michael
Deng, Ti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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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Fengying
Dunn, Michael
Eaglestone, Aidan
Edesess, Michael
Ehrlich, Cr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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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 Alice
Evans,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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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ez, Maria
Cast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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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gerald, John
Fleishman, 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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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lander,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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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Fred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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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Yu
Gavron, N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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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L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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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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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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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Mi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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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burn, Mike
Kildahl, Ann
Kong, Apple
Kratzenberg, Rüdiger
Kuo,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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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g, Dixon
Kwong,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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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Edwin
Lai, Hak Kan
Lai, Harry
Lai, Kiu-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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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C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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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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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Peter
Lam, William
Lao, Mandy
Lancaster, Richard
Larse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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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Julia
Lau, Michael
Lau,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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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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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F
Lee, Daeho
Lee, Edwin
Lee, Frank
Lee, Jae Young
Lee, Ka-fai
Lee,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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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CH
Leung, CY
Leung, Don’t
Leung, Jason
Leung, Katherine
Leung, Peter
Leung, Rita
Levens, Mike
Leverett, Bill
Li, Agnes
Li, Andrew
Li, Bowie
Li, Dun
Li, Gladys
Li, Guiyi
Li, Hongtao
Li, KK
Li, Rita
Li, Vivien
Li, Winson
Lin, Boqiang
Littler, David
Liu, Chen
Liu, John
Liu, Kosima
Liu, Stephen
Liu, Shukun
Liu, Su
Llorca, Veronica
Loh, Christine
Lokho, Paul
Lorrimar-Shanks,
Jennifer
Louie, Peter
Lu, Zhi
Lu, Adrian
Lu, Xiaohong
Lui, Cissy
Luk, Bing-lam
Luk, Kendice
Luo, Rui
Luo, Kanglong
Lunsford, David
Lynne, Curry
Ma, Carrie
Ma, Kalmond
Ma, Wai Man
Macdonald, Stuart
Mansari, Kurosh
Massini, Peter
McArdle, Kay
McDuffie,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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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ken, Phoebe
Mitchell, Louisa
Mo, Kwong Tak
Morgan, 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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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Anthony
Ng, Cho-nam
Ng, Donald
Ng, Ka-chun

Ng, Mee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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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n, Vivian
Nguyen, Th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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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ffke, C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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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fler, Tom
Okumoto, Kyoko
Ooi, Pei
Ooi, Joanne
Or, Chloe
Organ, Bruce
O’Rorke, Fergus
Oswin, Joanne
Park, So-Ang
Pearson, Alison
Pearson, Veronica
Pickering, Elaine
Pierson Smith, Tim
Poh, Porsche
Poon, Pauline
Poon, Vera
Postma, Sjouke
Pun, Carol
Punte, Sophie
Reddy, Simon
Renton, David
Roberts, Stephen
Robinson, Daniel
Roño, Chee-Anne G.
Saing, Hnin
Schlein, Bruce
Scott-Parker, Susan
Sharma, Jay
Seaton, Andrew
Shadie, Peter
Shek, Astor
Shek, Selina
Shen, Li
Shi, SQ
Siegel, Noah
Sin, Kuen Fung Kenneth
Smith, Tim
So, Ivan
So, Ivy
So, Karen
Spence, Chris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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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Wenpeng
Swan, Robert
Sweene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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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enry
Tang, Sophie
Tao, Peng
Tatcher, Oren
Thompson, Peter
Tong, Stephen
Tong, Tim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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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i, Jasmine

Tsang,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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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Vic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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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Angie
Wong, Chit-ming
Wong, David
Wong, Dino
Wong, Frankie
Wong, Hiu-hung
Wong, 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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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 CH
Woodring, Doug
Woon,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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