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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將於十月十日發表其施政報告，而我們選擇在政府發表施政報告
前出版這份另類施政報告。
在撰文期間，我參閱了現任行政長官參選時的政綱以及他在選舉後發表的一些宣言。當中
包含很多主張和措施，但只有少部分備有詳盡解釋或道出其背後的理念。我相信這意味著
政府欠缺長遠的思維，往往只被動地回應事件或危機。這份另類施政報告則會先列出一套
管治原則和價值觀，然後提出一系列以這些原則和價值觀為基礎的建議。
本年度的另類施政報告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希望藉此提出更具觸覺地去發展香港的理
由。我知道這份另類施政報告並沒有覆蓋所有政策範疇，但我希望這足以點出香港在未來
五年發展的一個方向，其中不少意見乃從思匯政策研究所過往的研究中抽取出來。
我必須感謝多位曾跟思匯政策研究所合作進行研究項目的人士，他們的研究結果為我們帶來
不少意念和靈感。由於他們人數眾多，我無法在此逐一列出，所以請大家參閱注釋便可知
他們是誰。另外，我也要多謝黎文燕為這份另類施政報告設計封面及排版、葉溵溵負責有關
刊印的工作、溫敏萃負責協調不同程序，以及潘寶蓮和趙婉玲把這份另類施政報告翻譯成中
文。
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
陸恭蕙
200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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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我們剛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0周年。行政長官選舉於年初3月舉行，這是我連任行
政長官後的首份施政報告。

2.

有關我的施政方針1，我收到許多意見和批評，並已再三思量和領會。現在，我會勾畫
出未來5年的計劃，希望這些計劃可以符合市民的期望。

理念2
個人信念
3.

首先，我會闡述驅使我帶領香港發展的動力。我相信人類可以改變自己的世界。人類
在這個世代的使命，是要建立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世界，令這個世界不單環境美好，
而且可以維持社會公義。我希望參與創造這個世界，但如果我未能制訂適當的變革方
案，便無法達致理想。同時，如果我不能夠使其他人投入為這些變革發揮自己的潛
能，最終也不能成事。

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4.

未來5年的施政會致力尋求可持續發展，而這與中國整體的優先發展方向一致。3能夠維
持長期的發展，方可稱得上可持續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絶不會損害或削弱社會為
滿足今日和下一代所需的必要資源。

5.

這意味我要保護環境，投資於保障生態資源，因為天然環境是承載所有生物存活的空
間。同時，這亦意味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單單考慮生產力或效益的問題，因為從普
遍的人道立場而言我們理應如此。

以可持續發展為經濟的火車頭
6.

創造財富可以改善民生，同時亦可以提升環境質素。事實上，放眼今天世界，環境的
可持續發展與氣候變化已成為經濟發展及催生創意的主要原動力。我確信在大勢所趨
下，注重能源效益4及低排碳量的經濟體系會愈加受惠。

7.

香港應該採取哪些行動，才可以及早趕上可持續發展之路，而非遠遠落後於人？政府
的任務不單是指引方向，而且還要達致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服務香港和廣大市民。我
們要制訂明智的政策，為富有競爭力的事業注入活力，讓企業及公民把握機遇，透過
可持續發展之路創造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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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施政報告背後的理念
關注事項
1.

官員因害怕被邊緣化而令政府採取干預行動

2.

領導仍有建設硬件的思維，在建設軟件方面，如環境、健康、教育、公共機關及
管治則表現欠佳

3.

政務主任文化妨礙訂定政策

4.

內地看到香港的弱點，而看不見香港的優點

5.

政府未能處理公眾的要求及他們的不滿

從另一角度出發
1.

可持續發展有利可圖，並非昂貴

2.

政府採購是一個有效的可持續發展工具

3.

了解內地資源的優先次序

4.

建立南中國的影響

5.

國際化，發揮其他中國城市不能發揮的作用

6.

相信香港人

可持續發展與市場導向
8.

在制訂及落實政策時，我們會尋求保障公眾健康及安全；強化公正原則、增加選擇權
及公平競爭；以及消除阻礙市場正常運作的不必要障礙。

9.

我們會恪守自由市場的原則。我們會制訂確保市場自由和公平運作的規則，而非選擇
其結果。政府不會設法排擠私人企業，而會透過收緊標準、利用政府採購推動變革、
增加公平參與市場的選擇及掃除阻礙香港達致可持續發展的不當誘惑，以達致協助改
變市場選擇的目標。

如何制訂政策
10. 在制訂政策及政策工具時，我們的原則是依據實證並以結果為考慮基礎。我的方法是
在企業及技術發展方面保持中立，亦即是我們不會偏袒特定行業及技術。政府的任務
畢竟是要維持公正、不偏不倚，以及加速創新。我們並非旨在判別輸贏。而且，我們
會傾向選擇稅收中立（亦即自負盈虧，無需庫房實質支出任何款額或取得任何實質進
賬）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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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

我們的政策原則

良好的管治、透明的決策

1.

保障健康及安全

2.

強化公平原則、選擇權和

11. 推行良好的管治主要包括在決策及如何落實決策的過程

公平競爭

中，保持開放及問責。 這是說易行難。就公共架構而言，

3.

緊守自由市場原則

有若干事實是備受忽略和未經熱切討論的。

4.

消除阻礙市場正常運作的

5

力量

公共機構面對的挑戰

5.

確保政策以實證為依據，
不偏袒特定公司或技術，

12. 政府是擁有專利的機構。從政者及官員可能會因而變得不樂
意冒險、不關心外界及反應遲緩。政府分配預算時常會基

以及保持稅收中立
6.

讓公眾參與

於政治考慮，而不是務求達致更高的服務標準或符合成本基
準。由於在這種環境下難以衡量管理層的表現，所以真正需
要承擔的責任甚少，而龐大的官僚架構亦往往缺乏改進和變革的動力。
13. 但政府面對的壓力亦很大。不論在哪一方面，公眾對變革及前進的期望和市民對穩定
及安全的關注永遠存有衝突。社會轉變、科技創新及全球化的急速步伐，使今日的政
策瞬即變得不合時宜和無關宏旨。政策問題愈趨複雜，亦意味從政者及官員必須以前
所未有的勇氣及創意克服面前的種種挑戰。他們亦須確保所有機關及機構同心協力，
解決各項問題。等級及政令由上而下的文化不但常常妨礙自由討論新理念和新方案，
且無助負責執行這些理念和方案的機關及個別人士培養通力合作的文化。
14. 香港政府尤其需要面對一項特殊的挑戰。市民大眾希望香港達致最高標準，更期望社
會的成就趕上世界其他頂尖城市的水平。這使他們毫不留情地批評政府的每項措施。
因此，我們的管治需要有高度的效率及活力，容許不斷檢討及更新各種政策。我們需
要以更好的方式滿足不斷轉變的需求、改善施政表現，以及融合政府以外的新思維及
新資訊。

政務主任的文化已經過時？
15. 我們需要檢視政務主任的制度及文化。政府內部的專業員工往往埋怨這些接受通識訓
練的政務主任是精英份子及內向型的官員，常常無法掌握技術性的問題，從而制訂恰
當的政策。 6我認為需要仔細檢視這個制度。政府面對的風險是常常無法領悟或體會
周圍環境的變遷，而這些變遷卻使現有政策及架構變得過時和欠缺效率。這情況令我
們的偏見及預設以至個人的忠誠變成障礙，使我們無法察覺或誤解若干最新的發展。
政務職系的官員一直為社會提供良好的服務，我們有需要人盡其材。然而，我們亦必
須知道，在香港這個現代化的國際都會，經受高等教育和深具創意的人才遍佈整個社
會。在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學術機構的專家，是我們不容忽略的資源。如果要香
港這個亞洲區具領導地位的商業中心和最吸引人的城市全面發揮本身潛能，政務主任
要跟政府以外的專家建立聯繫是一項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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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領導
16. 我既為行政長官，自有特別的責任在行政會議內、在接受政治任命者之間和在各級
公務員之間，推動坦誠討論的嶄新內部文化。我們亦必須在諮詢機構內和與民間組
織坦誠對話。我們的思維必須走在前頭、跨越界限，而且有時候必須反覆檢討。

用心思費精神
17. 再者，社會要向前發展，必須為其公民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要使社會大眾對政策目
標凝聚一致意見，我們需要改善各項諮詢程序，讓各方人士得以參與在發展政策的每
個階段中。不論是制訂或重新制訂政策、使大眾認同嶄新的處事方式、提升各界別和
不同參與者的能力和建立支持基礎、獲取資源以至動員社會採取實質行動，均牽涉相
當複雜的層面，這意味政府只是其中一股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力量（即使政府的推動
力十分重要）。這將是政府的新做事風格，且具有本身的用語。但其目標十分簡單，
就是確保廣大市民真心相信政府是為自己服務，而香港是真正由香港人來管治。
18. 因此，我們需要尋找嶄新的方法讓市民大眾參與決策。我們必須積極設法，讓社會大
眾投入各自的力量。我期望可以在大眾間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識，讓各人認識到身為公
民，理應更專注於社會的長遠發展和大眾的福祉。我說要建立「以民為本」的政府正
是這個意思，而「和諧的社會」亦因此可以建構起來。7

引入「可持續發展工具」
19. 讓市民投入參與不單是希望聽聽他們要說些甚麽。投入參與是積極參與政治的一種
方式，而不單是設立委員會及諮詢組織。我們從過往的經驗得知，設立諮詢組織或
甚至成立新的機構並不足夠。政府中的每名成員必須確信，公眾真正感受自己是整
個過程的一部分，而且全情投入決策及參與官員的施政。每名公職人員均要知道為
何與社會對話是優秀表現的關鍵。我已要求民政事務局
局長制訂一個優先處理計劃，以達致這些目標。 8 事實

管治

上，我們需要發展一系列可持續發展工具，協助我們推
動市民真正投入社會的發展。 9

1.

提升開放及透明度

2.

重新平衡政務主任和專業

整頓良好管治的措施

級別的官員
3.

20. 在未來 5 年內，我希望與立法會衷誠合作，為我們的管治
措施打下更穩固的基礎。我會提議制訂下列多項法例：

利用可持續發展工具鼓勵
公眾參與

4.

通過法例：公開資料、檔
案及公開會議

•

公開資料法案：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推行相關的行政

5.

跨境合作

守則。 目前正是就此立法的適當時機，讓市民大眾

6.

正面處理對民主的渴求

10

有權索取官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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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案11：至今我們一直採用行政指引處理政府檔案，

可持續發展工具

但這種做法並不足夠。事實上，現時中國內地、澳門及

•

其他大部分司法管轄區均透過立法強制執行保存政府檔

這些技能有助：

案及紀錄的制度。我們必須迎頭趕上。

1.

聆聽

2.

設計及進行討論

開放會議法案 ：過去10年，我們亦已嘗試開放不同諮詢

3.

討論、對話及辯論

組織的會議。目前是為所有公共機構制訂法律準則的適

4.

處理假設

當時機。

5.

找出相同及相異之處

6.

將衝突轉化成機會

12

普選
21. 於7月發表的《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期在今日結束。 13我
們會就收到的公眾回應提交報告，我的任務是向中央政府全面而準確地反映社會的意
見。
22. 我注意到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吸引了兩位前任公務員角逐有關議席。14我對這些事件的看
法是正面的。為了發展香港的政治體制，我們也曾在公務員隊伍中尋找適當人選接受
政治任命，如今我們更看到前任官員透過選舉制度成為從政人士。
23. 我希望香港可以及早把握機會改革其政治體制，達致《基本法》就憲制發展所作的普
選承諾。

跨境合作
24. 在引言末端，我會談談香港與廣東以至全國多個機關的跨境合作事宜。憑藉過去多年
處理跨境事務的經驗，我發覺司法制度的差異使我們每日面對許多挑戰，但事實上亦
是促使我們覓得解決方案的真正因素。只要我們互相尊重，保持開放及信任，我們亦
可以改變各種關係、處事方式及制度，使我們可以採用嶄新的方法解決跨境問題。我
的政府將會繼續努力，使香港成為南中國地區一個朝氣蓬勃、充分合作和可持續發展
的地方，並與中國其他地方建立密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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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25. 過去10年，我們經歷了兩次嚴重的經濟下滑而不倒。幸運地，我們的經濟再度表現良
好，200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6.8%，通脹則維持於温和的2%。我們已設法
限制政府開支，使開支水平低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0%，而年度財政盈餘更逹到700億
港元。

人口增長緩慢
26. 最新的人口數字預測顯示，假如目前的出生率維持不變，香港的人口至2036年會達到
857萬，在頗大程度上低於過去的預計水平。15這使我們可以爭取喘息的空間，為人類
及環境資源作出投資。我們可以改善年輕一輩的教育工作、優化環境、重新設計這個
城市，使香港成為全國和國際間的上佳選擇。

以知識為基礎的增長
27. 這個方向亦可使我們達致國家「十一五規劃」為香港釐訂的目標，使香港強化「國際
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16這個信念是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處理全球
高產值的金融和商貿服務以至其他致力發展的行業。我們亦須理解，要挽留和吸引相
關行業的高質素人才，最佳的方法是提供優質生活。

可持續發展的公共工程項目
28. 過去政府一直致力透過基建項目推動經濟發展，但其中甚少可以說得上是遵循可持續
發展的原則。事實上，亦已曾有批評指出推動實物基礎建設的建築界說客對我產生不
良影響。 17現時發展局局長正檢討多個項目，以確保這些項目符合公眾的期望及可持
續發展的原則。 18為了重新設計市容，達致更高的效益、更佳的用途、可持續發展、
舒適、健康及美觀，我知道我們需要改變處事方式。
29. 我們一向以速度為先，因為我們過去需要應付激

經濟（I）- 發展項目

增人口的問題。今天，我們會花更多時間確保
質素、規劃及設計。我們會更關注工程項目的細

1.

人口增長放緩提供一個喘息的機會

節，並為這些項目設定更有抱負的目標。我們將

2.

恪守可持續發及具質素的原則

會優先處理的問題之一，是維多利亞港的海旁，

3.

以素質、健康及能力為本，重建及

我們從未充分認知這項龐大的資產和資源。政府

恢復城市及效外

已經承諾停止填海，19刻下我們必須專注於重新設

4.

放棄興建十號貨櫃碼頭

計海旁一帶，並以子孫後代的福祉為念。對於香

5.

縮小葵涌貨櫃碼頭

港這個令人驚歎的海港竟然被形容為全世界「最
差勁」，我感到失望。20我們必須扭轉這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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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及有關土地的政策

經濟（II）

30. 檢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是合理的。目前該基金的預算是

1.

檢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每年撥出290億港元進行公共工程。 21財政司司長會在公

2.

檢討與土地有關的政策

佈下一份財政預算案前就此提供更多資料。根據初步評

3.

盡快通過公平競爭法

估，其中部分資金應用作重新設計市容、擴展鐵路網絡

4.

推動航運及貿易服務

及在短期內恢復我們的自然生態。

5.

不資助製造業

6.

探討境外執法的權力，檢控

31. 檢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必然觸及一個極需討論的問題，那

於廣東污染的香港公司

就是香港應如何就土地徵稅。我認為這些討論可能會集中

7.

善用知識及人才，推動增長

討論香港土地政策需要作出的改變。這項課題會引起頗大

8.

加強與深圳的關係

爭議，因為這會牽動許多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們必須坦
誠及無畏地討論箇中問題，因為在香港這種人煙稠密的城
市，土地對其命運尤其有特別的影響力。

朝氣蓬勃和可持續發展的地區
32. 基建規劃及設計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要確保我們的規劃與深圳、澳門、珠海及廣東
的規劃緊密呼應。要達到這個目標往往有一定難度，因為我們需要顧及不同地區本身
的利益，從港珠澳大橋的磋商進展便可知一二。22
33. 我們已開始與深圳探討港深這兩個城市的發展計劃。今天港深已成為一個真正的都會
區，各有自己獨特的行政及法律制度。雖然目前我們還需多下功夫，致力確保兩地
居民順利進出，而環境方面的規例尤其需要多作努力，但促使港深建立緊密合作的關
係，為兩地居民創造美好的將來，將是令人感到十分興奮的工作。我們與深圳的機關
在不斷探討各項計劃的同時，亦會不時公佈各項建議，讓公眾提出意見。23

並未被「邊緣化」
34. 在談及香港的未來時，我希望釋除其中一種巧辯。香港並未因為中國的發展而被邊緣
化。首先，中國是個幅員甚廣、人口甚多的國家，而且一向包括多個重要城市和不同
的經濟發展區域。其次，我們是香港、澳門及廣東地區的重要支柱，即使存在一定爭
議，仍可以稱得上是全國最有朝氣的地區。其三，包括香港的9+2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
發展論壇，實質上反映我們的後勤基地有更廣泛的擴展。香港人需要明白自己的國家
幅員甚廣，香港是其中一部分。24

不干預
35. 在金融服務方面，外匯基金於9月7日購入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5.88%權益，此舉
並不代表政府加強干預。市場一度議論紛紛，認為我們購入該公司股份是因為我們有興
趣推動與內地交易所發展套戥的機會。25我亦關注部分官員可能令人感覺這是可行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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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III）

畢竟大不相同，而且內地的資本賬目維持封閉，國家對人
民幣的匯兌亦設有多種限制。除了透過若干特定計劃買賣

1.

不干預

股份外，內地與其他地區的投資者並未獲准在彼此的市場

2.

政府放售手上持有的股票

互相買賣股份。往前發展的最佳路向並非期望兩地市場提

3.

改善市場和企業管治的資

早結合，而是尋求改善各個市場之間的資訊流通速度。
36. 我希望明確指出，香港特區政府不會以收購的形式處理
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放棄長久以來一直堅持的不干預

訊流通
4.

向納稅人發還資金

5.

推動討論計劃及服務的優
先次序

政策。 事實上，除了基於有限及技術上的理由外，政府
27

毋須持有一個股權組合，而且我們的原則向來是有秩序
地把手上持有的香港股票在市場放售。
37. 我知道香港特區政府已因為外匯基金的持股收益而累積大額盈餘。這使我們可以在未來數
年作出多種投資。由於香港採用預算會計制度，所以我們只可以在出現預算赤字時運用累
積的資金。我們均熟知《基本法》第107條規定我們「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在經濟
疲弱的非常時期，或如屬目前的情況由政府累積異常龐大的盈餘，出現幾次預算赤字亦算
合理。事實上，讓過去因預算盈餘過多而累積的資金回歸社會，亦是回復收支平衡的一種
方法。這些資金是屬於社會大眾的。我們可以透過加強服務和增加工程項目或減少稅收，
讓資金回歸社會。目前財政司司長正檢視明年可以減少哪方面的稅收，而且會致力壓抑香
港家庭面對的通脹問題，這個目標他亦已向公眾表達。
38. 基於政府擁有可觀的財富及大家期望這些財富如何運用，我懇請大家考慮我在這份施
政報告內提議的資本及經常開支處理方法。

物流及貨櫃碼頭營運28
39. 在物流方面，愈來愈多貨櫃在內地裝卸。在不久將來，深圳的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大有
可能超越香港的葵涌貨櫃碼頭。然而，我們無需為此過分擔心，因為這個過程是漸
進的，而在可見的將來，因為香港所需要處理的貨櫃數量仍大，有關工作職位不會流
失。但事實上，處理貨櫃裝卸已是香港的夕陽工業。深圳坐擁相對優勢，有大量土地
擴展以減低成本，這是香港做不到的。若香港要多建貨櫃碼頭與深圳競爭，其實質意
義並不大。
40. 貨櫃碼頭營運商在深圳和中國其他地方作了大量投資，而現時出現的情況是他們一直所
期待的。我不認為有需要堅持興建十號貨櫃碼頭及大嶼山的配套物流基建設施。
41. 貨物的移動模式會隨內地的貨物裝卸能力增加而有所改變。屆時香港處理的轉口貨運
將會減少，這意味我們可為葵涌貨櫃碼頭用量減少，釋放海旁的珍貴用地變成高價商
業、住宅和康樂用地的一天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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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但我必須強調一點，香港轉口貨運減少並不代表會動搖香港企業家和公司在製造業的
地位。我們相信香港製造業仍然強勁，而香港的公司會從源自內地的不同港口和其他
地方獲得直接貨運生意。

製造業
43. 香港的製造商在內地的生產面臨挑戰。業界知道要競爭是需要提高產品質素和企業的
管理。內地政府機關期望可從基本加工作業轉向高增值生產。它們把低價值生產從珠
江三角洲心臟地帶遷移至較落後地區，而且執行更高的環保標準。政府已盡力與內地
政府澄清與香港製造商息息相關的內地新法規，使用公帑資助香港在內地的企業並不
會造成問題。29

境外執法權
44. 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還有來自其他地方）的製造商多年來在中國造成重大的環境破
壞，皆因許多製造商不遵從負責任的環保措施。我們已與廣東開始討論實施境外執法
的權力，探討是否能夠在香港檢控那些污染廣東的香港公司。 30我知道此舉會惹來爭
議，但社會大多數人士都意識到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使中港兩地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及
降低生產力。

推廣海運服務
45. 現在是時候探討如何推動航運業。船運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活動，而其實它是香港
存在的主要原因。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五大的船舶註冊中心。香港在船東業務和管理
業務、註冊、融資、保險和船務經紀業務等方面有豐富經驗。我的政府正在重新打造
香港成為國際海運中心，並會爭取吸引船主在香港註冊。31

競爭與可持續性
46. 香港本地經濟以地產物業和物流為主導，而這些行業多被香港大企業集團所控制。我
們短期內會引入新的公平競爭法，此法例目的是為本地經濟創造競爭環境，32我們期待
立法會將快速通過有關法例。
47. 另外，我們也將檢討建築及能源守則，確保新建樓宇將符合更高的能源和環保標準，
而且，香港現存的所有樓宇應該加裝有關設施以提高能源表現。至於物流方面，我們
的目標是要提高能源表現，我會在稍後部分再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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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環境和健康

環境

48. 我 會 以 嶄 新 的 方 法 優 先 處 理 環 保 和 生 態 恢 復 的 問

1.

題。淨化環境和提高生態資產是經濟和公共衞生的
關鍵目標，亦是優質生活的原動力。可是，我們在

旨在跟倫敦、紐約和東京的潔淨
程度看齊

2.

這些方面未盡全力。我今早已在行政會議簡述推動

投放資源進行與環境和健康有關
的研究

香港走向環保可持續發展之路是現政府未來5年的首

3.

推動能源及資源效益

要目標。

4.

與深圳淨化船舶和港口經營的廢
氣排放

雄心目標

5.

參與「863計劃」，跟廣東合作

6.

與廣東/廣州聯手，為2010年亞

49. 我們將檢討所有範疇的環保標準，以確保香港不落後

運淨化環境

於其他主要金融中心，如倫敦、紐約和東京。33這些

7.

實施境外責任制，要求污者負責

城市雖不是最清潔的，但其空氣質素都比香港好。我

8.

淨化海港計劃，承諾利用污水生

的政策是要改善室外空氣質素，使空氣污染不會如目

物處理

前般危害人體健康。34未來5年，我們會努力拉近香港

9.

節約水源及保護珠江流域

跟這些較優質城市的差距。我們承諾實施許多新措施

10.

限制因室內裝修而起的噪音

（參看附件的時間表），而這需要立法會配合及公眾

11.

恢復生態資產

支持。

35

50. 我們將專注改善空氣和水的質素、能源表現和氣體排
放標準。我們將就下列新指施進行諮詢，包括能源36、氣候變化37、生態恢復38、船舶廢
氣和港口管理及陸路交通。我們會與內地合作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並會加入C40城市，
分享世界各大城市均使用的最佳守則。39我很高興看見香港交易所及結算有限公司已展
開以其貿易平台開發與氣體排放關聯產品的研究，我深信這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甚為
重要。40

環境和健康之間的政策關連
51. 我已要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環境局局長聯手研究疾病模式，讓我們理解環境、健康
及相關的長期及急性的健康風險。我們也就能從中知道當中涉及的成本代價和益處，
然後訂出最恰當的政策。我們會確保有足夠撥款，並將與私營機構的公共衞生及環保
專家合作，確保完全善用香港的專業專長。

管制計劃談判
空氣政策

52. 我們與兩間電力公司就2008年到期續約的管制計劃建
議的最近一輪談判中，提出了一個新概念，而這個概

目標在於改善室外空氣質素，直至空

念包含具遠見的能源政策元素。我們已清楚向電力公

氣污染不再對人體健康構成重要威脅

司表達政府的目標是要使香港達到更高的能源效益。
我們願意消除電力公司售出電量和其利潤的關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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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再與銷售額掛鈎。那麼，電力公司便會有真正的誘

能源政策建議

因去全力達到能源效益，並協助客戶提高能源效益，而
不是盲目只求增加耗電量。41

一套綜合的能源政策旨在確保公眾能
以合理價錢享用可靠及安全的能源

53. 我們也表示有興趣收購供電網，因為我們希望探討日
後是否可開放電力市場給其他供電商供應較環保電

1.

以最低價錢為社會提供能源

力。此舉會刺激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小規模供電的發

2.

不浪費稀有能源；注重能源

展，對香港未來發展有利，因為世界其他地方已靜靜

效益

起革命，使用這些發電方式。42我們也正在研究能為電

3.

促進經濟發展；保護環境

力業帶來真正競爭的另類模式。我們正在檢討在電訊

4.

減少令氣候變化惡化的活動

業的有關經驗，電訊業因新成立的獨立供應商獲准加

5.

增加人力資源生產力

入供應網絡而得益，確實值得借鏡。

6.

保障公眾健康

陸路交通

行動

54. 在陸路交通方面，我們的目標是到2010年，全面禁止最

1.

找出香港的能源危機

污染的車輛（歐盟一型和二型的柴油車輛）在路上行

2.

訂出全面的能源政策，包括交

駛。我們會建設更加龐大的鐵路網絡吸引公眾放棄使用
道路交通。我們將重新設計香港部分地區，務求讓行人

通運輸及發電燃料組合政策
3.

於社會各界推動能源效益、檢

步行時可走更遠，走得更輕鬆，而且我們將探討是否

討守則、透過政府採購推動改

可使用收費機制（道路收費）去改變道路使用的行為模

變、奬勵公共事業

式。

4.

管制計劃預留空間讓小規模供
電得以發展

船舶和港口經營造成的污染
55. 在海上運輸方面，我們將為船舶訂立新的燃料標準；並與船運和港口經營界別合作發
展一個具前瞻性的環保港口政策，並與深圳當局合作使兩地的船舶和港口運作更清
潔，以減低對市民健康的危害。43
氣候變化政策
1.

2.
3.
4.

區域空氣質素管理

投放資源進行研究 ( 尤其

56. 在管理地區性空氣污染問題方面，2003年制訂

專注南中國 )，當中包括如

《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以及其後的空氣

何應用

監測網絡標誌著我們在空氣問題上踏出了正確的一

考慮南中國能如何為全國

步 。 香 港 和 廣 東 為 履 行 承 諾 ， 在 2010年 時 要 達 標

作出貢獻

而努力。 44 我們會繼續與廣東合作，進一步加強區

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

域空氣質素管理的工作。例如，我們將建立一個污

會議，如京都協議書會議

染物動態清單，方便將來共同進行空氣管理。 45 同

加入C40城市，跟其他主要

時，我們已參加由廣東領導的「863計劃」，在未

城市交流最佳守則

來 5年 合 作 進 行 空 氣 質 素 和 技 術 研 究 。 46 另 外 ， 我
們會與廣州和所有相關的機關緊密合作，為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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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舉行的亞運會改善區域空氣質素。 47 將來，香港和

航運及港口經營

廣東將需要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共同空氣監測和管理系
統。

1.

減低港內航速

2.

港內船隻的推動器及輔助

淨化海港計劃和污水生物處理

機件使用超低含硫柴油
3.

利用最新科技減排

57. 至於污水處理，我們現時的目標是在2013年前完成淨化海

4.

改型翻新本地船隻的機件

港計劃第2A期，這會進一步改善維多利亞海港的水質。

5.

為泊岸船舶提供電力

下一個階段第2B期，我們應該將計劃提升為污水生物處

6.

為全球船用燃料以1%含硫

理。政府過去因成本問題而傾向以氯化進行消毒。其實，
我的政府支持直接使用污水生物處理。 下一屆2008年選
48

量為上限進行游說
7.

出的立法會在香港作出正確選擇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另

與深圳合作，推行環保港
口政策

外，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排污費將提高以支付當中的
經常性開支。
道路交通

節約用水及保護珠江
1.

58. 供水方面，香港與廣東的購水協議將於2008年屆滿。我們
希望協商取得有彈性的供水協定，以助雙方推廣珍惜和節

燃料的策略
2.

約用水。我們希望配合廣東保護對南華地帶長遠健康非常
重要的珠江河口。49

設計一套涵蓋環保車輛和
改善規劃和城市設計，以
求減少「街道峽谷效應」

3.

於2010年禁止歐盟前期及
一期的柴油車輛在路上行駛

噪音管制

4.

優先興建鐵路

59. 噪音方面，香港人生活在甚為嘈吵的環境，這對聽覺和健
康有長期影響。我們在減低建築噪音，特別是打樁方面採
取了不少措施。可是，室內裝修噪音除週日外仍不受管制。既然五天工作周已實施，
現在是時候讓有關噪音管制伸延至週六。

生態恢復
60. 在生態恢復方面，香港生態多樣性十分重要，除其本身存有內在價值，它還能為香港市
民提供關鍵的服務，實值得加以保護。一直以來，我們的自然保育政策不足以保護生態
多樣性，因此有迫切需要在有關政策中加入恢復生態的元素。這意味我們可能需要修改
大嶼山和邊境地帶的原有計劃。我們需要更嚴格選擇可容許的發展類型，更好保護香港
的生態資本。50我們也要改變十多年前承諾卻一直未能取代的小型屋宇政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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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措施

健康

61. 我已於較早前列出淨化環境的政策，這其實也對香港市民

1.

的整體健康有很大幫助。我們還沒做好準備去推行大型的

香港仍未做好準備迎接重
大的醫療改革

醫療改革，特別是融資問題，但我希望提出三項應該盡快

2.

發放環境健康數據

推行的措施。

3.

實施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度

4.

要求醫院為患病兒童訂出

62. 第一項是盡快實施新的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度，優先處理最
危急的個案。這制度在世界很多地方經已實行，在分秒必

特別守則
5.

爭的個案中，救回心臟病、中風病人的性命。 第二是醫

確保需要特別照顧的病人
得到妥善照顧

52

院為患病兒童建立一套特別的守則，以減低父母的徬徨不
安及讓父母在醫院照顧病童時發揮更大的效用。 53第三是
確保需要複雜且特別護理的病人，如需要長期使用呼吸器
的小童，不會因醫院缺乏資源而被送返家。

教育
提高一般學生的質素

教育
1.

改善一般學生的質素

2.

重建教師與學校間的互信

3.

小班教學

4.

增加中六學額

5.

容許興建更多私校

63. 我要強調我們在公共教育的目標是要提高一般學生的質
素。教育問題，從幼稚園教育以至大專教育，都備受爭
議。 54 政府要求學校問責，學校因而要處理大量文書工
作，令學校感到不快。另外，每班的人數仍然太多，教師未能多照顧學生，而我們都
知道需要花上910億港元以及一段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55

增加中六學位
64. 另外，新高中學制將於2009年9月實施。現時就讀中二的學生將會是首批受惠於新334學
制的學生。然而，直至2010/2011學年，我們仍沒有足夠的中六學位，讓合資格的學生
升讀中六。我非常關注上學年學額嚴重不足的情況。我們有51,208名會考學生考取到升
讀中六的最低入學要求，但政府的學額只有25,640個。56這情況實在令人尷尬，同時又
反映出這是長久以來忽視有關問題的結果。我會要求教育局局長，在財政司司長的配
合下，設法於新制推行前盡量提供中六學位。政府會持開放態度，聽取大家對有關方
法的意見。政府的任務是要提供資源和實施辦法，讓公眾可以進行辯論，討論如何提
升香港的教育質素。

私立教育的角色
65. 我們也需要鼓勵那些願意投資私立教育的人。借力於我們在直資學校和國際學校的成
功，我們要鼓勵更多政府資助的學校轉為私校，我們也要探討如何減少申辦新私立學
校時的繁瑣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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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憲制改革仍然是關鍵
66. 我再次強調，我們面對最大的挑戰是政制發展，這並不是因為香港已變成了政治大於
繁榮的社會。相反，這是因為我們知道普選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基礎、是良好管治不可
或缺的。我們別無他選。
67. 我已曾多次提及，我跟香港市民一樣，堅持普選。但當中涉及的難題有來自過去的，
也有來自按照「一國兩制」原則而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然而，香港在創造美好將來
之時，不應視憲制發展為節外生枝、干擾香港面對挑戰的一環。
68. 在整份施政報告中，我已再三點出我們需要讓整個社群投入到管治香港的過程中。我
亦已解釋為何公眾參與以及與公眾聯繫是制訂政策和公共服務的成功關鍵。除非我們
恰當地使用人才，我們不能在環球市場和越趨向知識性的經濟中繼續蓬勃發展。要達
到這個目標，最有效的方法是開放香港的選舉。要讓人信服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堅持
普選，因為只有這個原則才可說服每一位市民，他們的聲音和意見會在權力圈中受到
重視。
69. 民主制度常被描繪成內部不和、遲疑不決，同時往往看來有點紊亂，但其力量卻是其
他制度無一能及的。民主制度可讓爭議轉化成妥協、衝突變成共識，是一個真正和諧
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就不僅僅是服務香港社群，而是真正屬於香
港人的政府。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積極協助工業界減排及提高能源效益（2008-2009年）：發
電、交通、製造業、港口及機場營運、物流業、樓宇設計與
建造等

加入國家及國際合作計劃
（2007年及以後）；保育國
家重要遺產（如敦煌的莫哥
窟）；加入國際地方環境倡
議理事會；加入Large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國家及國際合作計劃

區域空氣質素管理：提供即時空氣質素資料（2007年）；贊助、支持港珠澳空氣質素研究和合作；創立珠江三角洲空氣資源委員會（2012年）

港口、航運及物流業：制訂區域性環保港口政策（2008-2009年）；中央政府已確認《防污公
約》附則六，要求把珠江三角洲整個水域劃為「硫排放管制區」（2009-2010年）；

製造業：在深圳及東莞推廣使用潔淨燃料發動私人發電機；
探 討境外執法權

機場營運：要求機管局研究
節能和減排

航運及港口經營：在維港範圍內減慢船速（2008年）；港內船隻使用低硫燃料（2008年）；
推廣最新的減排技術（2008年及以後）；向泊岸的船隻供電（2008年）；向業界提供收費
及關稅優惠、財政資助及其他鼓勵措施（2008年）；正式確認《防污公約》附則六（20082009年），準備把香港劃為「硫排放管制區」

加快鐵路擴展：南港島鐵路、北港島鐵路、沙中線和北環線
（2008年及以後）

道路交通：制訂策略、引入潔淨燃料和環保車輛（2008年）；改善城市規劃及設計（2008年）；立法禁止空轉引擎（2008-2009年）；課稅及牌照年費按廢氣排放水平釐定（2008年）；
向使用邊境加油站的司機提供折扣（2008年）；推行電子道路收費（2009-2010年）；向巴士營辦商施加排放總量上限（2010年）；禁止歐盟前期和一期巴士在路上行駛（2010年）；設
立「低排放區」（2011年）；只容許歐盟三期或更環保的車輛在路上行駛（2012年）

發電：公佈燃料組合政策（2008年）；確認液化天然氣供應
（2008年）；積極讓香港和廣東的持份者參與，探討排污交
易計劃

空氣質素：收緊空氣質素指標（2007年）；重新調準空氣污
染指數（2007年）；設立空氣污染警報系統（2007年）

新能源政策：透過政府採購提倡能源效益（2007年及以
後）；修訂管制計劃（2007年至2008年）；在地區推行節能
運動（2007年及以後）

積極協助工業減排

採取全面的方法處理區域
污染

採取全面的方法處理本地
污染

加強政策力度

附錄────空氣質素管理計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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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曾蔭權在競選期間曾刊發多份描述其政綱的文件：1. 《施政綱領 ── 用心、務實、為
香港》；2.《我的競選宣言：協造新香港 共創好環境》；3. 曾蔭權：《施政綱領，主
要施政方針》；及4.《我的競選政綱：進步宣言》。他的行動計劃旨在創造「一個良
好的經濟、就業、生活、未來及民主的環境」。

2.

曾蔭權在參選期間提出的理念是：「嚴格按照《基本法》，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國家與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擔當內
地與世界的橋樑角色；建設一個安定繁榮、令港人引以自豪的香港」，見《施政綱
領 ── 用心、務實、為香港》。

3.

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官方政策，而且已在「十一五規劃」中反映。

4.

在本另類施告內所用的「效益」，是從工程學的角度而言，意指消耗的每個電力單位
提供的實質服務（例如光能、扭轉力或熱能）。經濟學家談及效益時，常指以具經濟
效益的方式使用基本能源提供的產量總值。

5.

見聯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對「管治」及「良好管治」的構想，www.unescap.org。曾蔭權
在首任行政長官期間強調「強政勵治」，有關評論見陸恭蕙及黎文燕的《解構董建華
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思匯政策研究所，2007年，第126-131頁。

6.

舉例而言，環境保護署的官員提出環境保護署署長應具備專業知識，而不應是接受通
識訓練的政務主任。

7.

「施政以民為本」的理念在曾蔭權的競選素材中相當重要，他對此的定義是「施政力
求貼近民意，符合民情，以行政主導為基礎」，見《施政綱領 ── 用心、務實、為香
港》。曾蔭權其中一項施政方針是「建構和諧穩定社會」。

8.

有關香港公眾諮詢及投入經驗的有用討論，可參閱《從諮詢到公民參與 ── 優化香
港政府決策及管治之道》，由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為智經研究中心編
訂，2007年7月13日。然而，這份報告並未談及設計和造就不同類別參與過程所需的技
巧。

9.

思匯政策研究所對可持續發展工具的概念集中於一系列造就對話和參與所需要的核心
技巧，見陸恭蕙的《可持續發展工具介紹：採用有效的公共對話以改善政府和公民
社會的關係》，思匯政策研究所，2002年3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2/
Sustainability%20Tools%20Chinese.pdf；陸恭蕙的《推廣可持續發展工具》，思匯政策研
究所，2003年1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3/Promoting%20Sustainability%20
Tools.pdf；以及陸恭蕙的《可持續發展工具之應用：探索香港的政制發展2003-2004
年》，思匯政策研究所，2005年1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Applying%20
Sustainability%20Tools.pdf；思匯政策研究所的《三方合作研究；本地研究及參與》，由香
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進行有關研究，2005年10月，cpu.gov.hk/englishdocuments/new/
press/Local%20Research%20and%20Engagement%20(English).pdf；以及“Catalyzing Listening and
Dialogue: Building New Skills for Civic Engagement”，Walter Link、Thais Corral 及 Mark
Gerzon，Leadership is Global: Co-Creating a More Humane and Sustainable World，Shinnyo-en
Foundation，2006年，第245-265頁。

10. 為回應立法局及公眾施加壓力要求立法，政府於1995年3月引入《公開資料守則》。
11. 政府檔案處於1972年成立，是政府指定的檔案機關，但卻從未取得法律上的適當支
援。在其他絶大部分司法管轄區內，給予法律上的支援卻是常見的安排。提供法律

另類施政報告 2007-2008

20

上的支援是識別和保護公共檔案的最佳方法；如此可強化良好的管治，以及保護一
個社會的歷史、遺產及文化，見陸恭蕙、温富錦 及 Jaimie C Graham 的《公共檔案
的管理、優質管治與集體回憶的保存：香港需要制定檔案法的理據》，思匯政策研
究所，2007年3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7/archivalc.pdf。
12. 開放會議法通常讓市民預先知道及有權出席討論或以任何形式遵行公共機構任何事務
的所有會議。公眾只在有限的情況下不能行使出席權，例如是立法機關已具體界定可
能會明顯危害公眾利益的情況，或是個別人士之個人私隱或其受保證權利可能會在未
經許可下明顯受到侵害的情況。在1993至1995年間推動通過公開資料法的同時，便有
人提出這項法例。在公開會議規則受到行政規則規管下，部分公共機構亦有公開舉行
其部分會議，但卻無一致的做法。
13. 有關思匯政策研究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的意見，可見www.civic-exchange.org/
publications/2007/gp.pdf。
14. 補選將於2007年12月2日舉行，兩位候選人是前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前任保安局
局長葉劉淑儀。
15. 有關香港人口轉變的討論，思匯政策研究所於2005年的人口研究計劃檢視了一系列問
題，其概略介紹見於陸恭蕙的《老化的「問題」何在》，思匯政策研究所，2005年10
月，www.civic-exchange/publications/2005/ageingpop.pdf。
16. 中國的「十一五規劃」。
17. 曾蔭權參選期間倡議不斷和盡速發展基建及加速進行各項工程，見曾蔭權：《施政綱
領，主要施政方針》。有關評論見陸恭蕙及黎文燕的《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
1997-2007》，思匯政策研究所，第184-190頁。
18. 發展局局長似正檢討三年以上的計劃，但可持續發展看來並非其中一個標準。
19. 《保護海港條例》規定官員須視海港為特別的公眾資產加以保護。終審法院於2004年
的裁決界定了政府可以考慮在維多利亞港填海的情況。政府已承諾除了中環填海計劃
第III期外，不會再在維多利亞港填海，目前中環填海計劃第III期已在進行中。政府的
中環灣仔繞道計劃超越了中環填海計劃第III期，而且亦需要在灣仔至銅鑼灣填海，施
工範圍目前仍在爭議中。
20. Polly Hui，“Waterfront design ‘world’s worst’”，《南華早報》，2007年6月25日。紐約
公共空間計劃（Project Public Space）的總裁 Fred Kent 於2007年6月24日向政府委任
的共建維港委員會表示，就海岸線一帶的道路而言，香港是全世界最差勁的城市。
2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於1982年創立。出售土地的收入和與土地有關的收益（例如源自轉
變土地用途時徵收土地補價的收入，土地補價亦是牽涉土地的一種稅收）均有撥入此
基金內，然後用於基本建設工程。目前政府的預算是每年撥出約290億港元用於基本建
設工程。至於這個制度如何運作則甚少人理解和討論。這個制度為政府提供大筆資金
建設基礎設施。由於基金內的款項有需要加以運用，所以這種做法養成過量興建實質
基礎設施的習慣。自1997年起，由政府帶頭旨在檢討稅制的研究從未把這部分的稅制
問題納入研究範圍內。
22. 有關磋商港珠澳大橋一事的概述，可參閱陸恭蕙的 Love thy neighbor more: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里昂亞太市場，2007年9月14日，第35頁，www.civic-exchange/
publications/2007/hkstrategy.pdf。
23. 同上，有關港深關係，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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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有關香港「被邊緣化」的觀點，見第4-6 及19-23頁。
25. 我們的看法是，收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少數股權是政府的一種干預。自
2003年起，香港金融管理局一直運用其本地股票收益並把大部分股息再投資於恒指成
分股，而非按照過往已公佈的投資策略於股市攀升時出售所持股份，從而把組合分配
比重限制於5%。有關評論可參閱 David M Webb 的 “Intervention returns”，webb-site.com，2007
年9月10日，www.webb-site.com/articles/interven2.htm；及陸恭蕙的“Taking Shock”，《南
華早報》，2007年9月20日。
26. 有關評論政府發展A-H股套戥機制的主意，見 David M Webb 的 “Incredibubble!”，webbsite.com，2007年9月16日，www.webb-site.com/articles/incredibubble.htm。
27. 有關曾蔭權就干預與不干預發表的言論，見陸恭蕙及黎文燕的《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
的領導1997-2007》，思匯政策研究所，第141-148頁。
28. 詳細討論請參閱陸恭蕙的 Love thy neighbor more: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里昂亞太市場，2007年9月14日，第32-35頁，www.civic-exchange/publications/2007/
hkstrategy.pdf。   
29. 政府已撥款82億港元提供援助。有關本港製造業的討論請參閱陸恭蕙的 Love thy neighbor
more: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里昂亞太市場，2007年9月14日，第
11-27頁，www.civic-exchange/publications/2007/hkstrategy.pdf；及研究部，Implications
of Mainland Processing Trade Policy and Hong Kong，2007年6月，香港貿易發展局。  
30. 境外執法的權力在世界若干地方套用在色情物品和人口販運方面。境外執法權是為了
管制公民在國外的行為，並適用於該司法管轄區外非公民的行為。
31. 有關香港海運服務的討論，請參閱 Love thy neighbor more: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里昂亞太市場，2007年9月14日，第11-27頁，www.civic-exchange/publications/2007/hkstrategy.
pdf。
32. 2006年6月香港特區政府的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建議實行跨行業的競爭法。政府在
2006年11月刊發諮詢文件，競爭法並得到很大的支持。
33. 要比較香港和倫敦和洛杉磯的空氣素質管理的方式，請參閱溫富錦和 Rob Modini，《
給香港上寶貴的一課：倫敦和洛杉磯的空氣質素管理經驗》，思匯政策研究所，2007
年8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7/comp.pdf。
34. 這是一句倫敦的政策聲明。
35. 全面的《香港空氣質素管理計劃》已於2006年9月送交行政長官。本另類施政報告附載
的時間表來自該文件，請參閱 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6/airmanplan-c.pdf。
36. 思匯研究所就能源有關的議題曾發表許多報告，請參閱《政策的新方向：使用更環保的
燃料》，2005年7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cleanfuel-c.pdf；及陸恭蕙和
Amory Lovins，Consultation Paper 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Hong
Kong—Stage I Consultation，2005年4月30日，思匯研究所和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www.
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EDLB%20Consultation.pdf；及思匯政策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回應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諮詢文
件》，2006年3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6/electricitysub.pdf。
37. Alexandra Tracy, Kate Trumbull 和陸恭蕙，《氣候變化對香港及珠江三角洲的影響》，
思匯政策研究所，2006年11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6/cc.pdf。
38. Joanna Clark，Preserving Hong Kong’s Biodiversity: The Need for 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licy，思
匯政策研究所，2005年8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biodivers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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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40 城市 ── 氣候變化領導組在2006年8月全球一些城市攜手承諾減少碳排放量和增
加能源效益。北京和上海均是成員。本另類施政報告刊印時，香港獲邀參加但沒有接
受邀請。
40. 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在2007年7月委任顧問評估有關氣體排放產品的可能性。港交
所同時又進行衍生產品的研究。
41. 陸恭蕙和 Amory Lovins, Consultation Paper 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Hong Kong—Stage I Consultation，2005年4月30日，思匯政策研究所 和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EDLB%20Consultation.pdf；及思匯政策
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回應香港電力市場未
來的發展諮詢文件》，2006年3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6/electricitysub.
pdf。
42. Amory Lovins，Energy End-Use Efficiency，Rocky Mountain Institute，2005年9月19
日，www.rmi.orgimages/PDFs/Energy/E05-16_EnergyEndUseEff.pdf。
43. Kai-Hon Lau, Wai Man Wu, Jimmy CH Fung, Ronald C Henry 和Bill Barron, Significant
Marine Source for SO 2

levels in Hong Kong, 香港科技大學和思匯政策研究所，2005

年6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MarineSO2.pdf；及 Caitlin Gall 和
溫富錦，《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減少船舶廢氣排放的方法》，思匯政策研究
所，2006年3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6/marineemission-c.pdf。
44. 2002年，香港和廣東當局協議減排，在2010年底或之前，以1997年為基準，盡最大努
力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可吸入懸浮粒子、氮氧化物及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別減少
55%、55%、20%及 40%。目前階段不清楚這些目標是否能達到。詳細討論請參閱Kate
Trumbull的《屏息「淨」氣：香港空氣質素管理政策十年回顧（1997-2007）》，內容
包括詳細討論交通的廢氣排放。思匯政策研究所，2007年6月，第 94-103頁。
45. 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系中，氣體排放的結構每年改變，所以訂立標準的污染物清單不會
很有用。而訂出污染物動態源清單以追蹤及評估廢氣排放，則能夠更有效更新管制的策
略。
46. 「863計劃」是科學技術部的全國項目。科學技術部已承諾給予廣東一億五千萬人民
幣，廣東省承諾投入同額款項，進行五年空氣素質科學和技術的一連串研究。廣東已
邀請香港參加，但本另類施政報告截稿時，香港特區政府仍未作決定。
47. 我們的觀點是，為了配合2010年廣州舉行亞運會而要大大提高空氣質素，香港和珠三
角整體必需協作，締造機會，讓整個區域攜手改善空氣管理。
48. 詳細背景見 Albert Koenig 給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Progress Update on
HATS Stage 2A，2007年2月14日，www.legco.gov.hk/yr06-07/english/panels/ea/papers/
ea-0122cb1-973-1-e-scan.pdf。
49. 有關討論請參閱李威、何麗莎、陸恭蕙及Kate Trumbull，《空轉引擎：香港環境政策
1997-2007》，思匯政策研究所，2007年6月，第71-74頁。
50. 有關香港鄉郊的討論，請參閱島嶼活力行動和思匯政策研究所，《我們的地方，我們
的時間：香港獨特的資產──鄉郊土地》，思匯政策研究所，2006年11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6/ruralland.pdf。
51. 有關小型屋宇政策的討論，請參閱何麗莎和劉敏莉，《重新思考小型屋宇政策》，思匯
政策研究所，2003年9月，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3/SHP%20-%20C.pdf。
52, 這是一個存在已久、不賦爭議性卻仍沒解決的問題。負責運作救護車服務的消防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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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流制度準備好。
53. 公立醫院對待兒童的方式與成人一樣，病童的父母一般都希望在醫院通宵逗留照顧
子女，醫院只要用少許資源便可以為他們提供較細緻的服務。
54. 最近的爭議包括幼稚園學券制以及調查政府干預香港教育學院的學術自由一事，調
查委員會發現一名高級官員干預學術自由。2007年9月17日，政府宣佈尋求司法復
核推翻委員會的部分裁決，請參閱 Winnie Chong 和 Carrie Chan，“Review sought
on institute ruling” ，The Standard，2007年9月18日。
55. 910億港元是行政長官曾引用的數字。Fanny Fung，“Legco can learn from you, Tsang
tells pupils” ，《南華早報》，2006年9月15日。
56. Winnie Chong，“S6 students studies on the line”，The Standard，2007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