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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to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2021  
by IPS Researchers  

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回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2021 施政報告》 

 
 

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學者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的《2021 施政報

告》作出回應，詳情如下： 

 

1)    有關高等教育及文化藝術發展政策倡議的回應 
  

嶺大副校長莫家豪教授 
  

國家正全力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積極融入大灣區，深化同內地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已經

成為香港公共政策的策略性方向。我很高興看到行政長官剛剛宣

佈由教資會開始檢討增加研究生資助名額。最新的《2020 年研

究評估工作》清楚顯示，8 所公立大學的研究均具卓越表現，香

港大學群被國際公認為全球頂尖的高等教育體系之一，擁有世界

級的研究水準。政府有堅定的信念，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大學研究

方面的優勢，增加對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投資，創造更良好的制

度環境，吸引世界各地的青年人才來港從事研究及創業工作。 

施政報告還提議延長研究補助基金，以讓大學在未來兩年籌劃更

多研究經費，此舉值得讚許。政府又承諾鼓勵同協助更多年青人，

特別是大學生及畢業生，到大灣區進行不同形式的學習、就業及

創業。我對此也高度讚賞。我希望教育局和大學資助委員會所採

取的政策和措施能更靈活，方便學校和大學利用現有資源，與內

地院校合作，為香港青少年在內地大灣區進行廣泛的交流創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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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會。此外，香港作為全球城市，與倫敦、紐約及巴黎相比，

在藝術文化人才培養方面還需加倍努力。我十分贊成特首對文化

藝術人才的重視，同意她建議成立獨立的文化局，以推動文化藝

術發展，建構香港成為國際文化之都。 

 

2)    有關土地開發及房屋發展措施的回應 
  

嶺大政策研究院教授邱勇 
  

i)  新都會區發展計劃 勿過分着眼經濟效益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北部都會區計劃，結合已規劃或

規劃中的計劃，既能提供一共約 90 萬個住宅單位，容納約 250

萬名居民，同時提供用地作經濟及就業用途，創造約 65萬個就

業機會。通過鐵路網絡的延伸，釋放該區的發展潛力。 

 

不過，如果政府不改變「人前資源後」的規劃思維，只會重蹈天

水圍和東涌新市鎮的規劃失誤，公共服務及社區設施嚴重滯後，

交通配套不足，居民淪為開荒牛，生活素質受到影響。 

  

ii)  不應止步於過渡性房屋 更應發展「第三部門」房屋 

不應止步於提供臨時性質的過渡性房屋，更應把握因為劏房問

題所出現的契機，更加大力支持社企及非牟利組織參與提供「社

會房屋」，推動香港第三部門房屋(third-sector housing / Tri-

sector housing)的發展，打破固有公私營房屋供應二元思維的

框框。支持方案包括稅務寬減 (物業稅)及提供財政支援，同時

也要強化社企及非牟利組織的管治，提升營運的透明度。 

  

iii) 劏房租務管制 及 改善劏房環境 

行政長官在本份施政報告中，較少着墨劏房或不適切居所。現

屆政府就「劏房」租務管制立法，彷彿已「交了功課」。政府對民

間、學者有關推行「起始租金」的意見充耳不聞。本人建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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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推行「起始租金」訂立時間表 

2) 為租務管制制定「定期檢討機制」 

3) 研究訂立最低的人均居住面積的標準 
 

  

iv)  發展濕地及綠化地帶的可能性 

除非政府先訂立一套更全面的自然保育政策 (現行政策乃在

2004 年訂立)，我不支持發展濕地、濕地緩衝區及綠化地帶，

因為這只會催生「先破壞、後發展、再保育」的亂象，也導致棕

地和垃圾山的擴張。一套全面的自然保育政策並不止於為保育

工作提供資源，也應該參考內地的「生態保護紅線」措施，加強

執法，打擊違規行為。 

 

而發展濕地的提議，與行政長官在第 29 段有關「加強生態文明

建設」的論述，有矛盾之虞。 

  

v)  降低祖堂地轉售門檻 釋放新界土地發展 

我贊成政府研究為祖堂地出售「鬆綁」，要得到 100%的持分者

的同意，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很多時候，只要

有一個反對又或身在海外而聯絡不到，轉讓計劃就會告吹。政

府可參照「強拍」的模式，只要八成或以上宗族成員同意便可出

售祖堂地。 

 

不過，有不少祖堂地司理去世已久，也沒有換人，以致一些祖

堂地沒有一個有法定地位的管理人。我在處理一些有關新界丁

屋僭建的上訴案件中，遇過不少上訴申請人並不是司理，他們

沒有法定地位代表村民處理上訴案件。民政事務署應主動更新

司理的註冊名錄，亦應加快司理換人的程序。 

  

vi)  加快市區更新 兼顧居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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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贊成政府研究進一步降低申請強拍門檻，加快舊區重建的步

伐。不過，政府須在加快重建的同時，防止重建區豪宅化。此

外，政府亦要防範地產商藉重建為名，利用強拍機制，在舊區

囤地囤貨。政府須研究規定發展商在強拍投得物業時，加入條

款，要求發展商限時完成重建。此外，政府應該審視其「價值獲

取」(value capture)的方針，「一鐵一局」的發展項目應包括資

助房屋，而並非一味追求價值最大化。 

 

另外，政府應該考慮用「土地重劃」(land readjustment)的模式

推行重建項目，讓原業主及商戶可以選擇在重建項目竣工後，

迴遷至新發展地段，而非必須搬離該地。土地重劃可加強受影

響人士對重建項目的接受度，加快重建步伐，同時也能減低重

建對社區網絡的破壞。土地重劃模式亦可用於祖堂地的發展。 

  

vii)  發展可轉移地積比市場 有利市區更新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及在合適的重建項目試行轉移地積比，

我非常贊成這項建議。這項建議除了可用於加快重建，還可以

為舊區舊樓的管理及維修提供資金。舊樓業主可以出售全部或

部分「未用的地積比」，收益撥入大廈管理及維修基金，以支付

有關開支。當然，要實行地積比轉移，我們需要一個完善的「可

轉移地積比」市場。 

 

3)    有關扶貧及就業問題的回應 
  

嶺大文化研究系系主任潘毅講座教授 
  

隨著施政報告的發表，雖然政府強調已透過政策介入，把貧窮人

口大幅由政策介入前的 149 萬減至 64 萬，但對長者貧窮問題的

解決仍然是沿用舊路，實行短效派錢之法，如「綜援」、「長生津」

等，見步行步。可見對長者貧窮問題的本質，政府依舊把錯脈，

開錯藥。隨著就業市場的越發不穩定和低薪就業越發嚴重（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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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 2017年間，兼職就業人數的比例大幅增長 76.6%），

不穩定就業與貧窮緊密相連，如政府想治本，則需盡快完善全民

退休保障制度，跳出「派糖」框架。 

  

另外，在疫情衝擊下，香港的失業率曾一度飆升。去年 12 月至

今年 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高達 7.2%，達 2004年以來歷史

新高。而 15-19 歲年青人的失業率在去年亦高達 18.9%，20-29

歲群組的失業率為 9.9%。可惜的是，香港人「樂業」的願景並未

走進這份施政報告的視野內。綜觀整份報告，對就業問題的提及

可謂少之又少。政府承諾會加快興建公屋，讓港人「安居」。可

「安居」後還有「樂業」二字，政府應加快實施失業保障制度的步

伐，方可使香港成為讓人「安居樂業」之地。 

 

4)    有關社會福利及勞工政策的回應 
  

嶺大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歐陽達初 
  

本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對社會福利及勞工保障著墨較少，

基本上是重申過去數年的一些措施。當然，部份措施嘗試回應民

間社會的聲音及訴求，亦能改善市民的生活。不過，整體社會福

利開支的增加，不一定代表福利服務質素的改善，從短中長期來

說，政府在收入保障方面，還有更多政策需要考慮： 

 

i) 就綜援制度來說，政府仍需檢討其對失業者、兒童、傷殘人士

及單親家長的支援，包括補助金及特別津貼等。中長期來說，政

府需要定期檢視安全網的保障功能，如何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視為社會投資的一部份。 

  

ii)  關於勞工及就業政策，政府應該進行以下政策的改變： 

1)     恢復個人為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因為這津貼的受

惠對象與職津不同，較集中於中老年的女性工人，亦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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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較低的零散工人得到支持，更不需要整個家庭的經濟

審查。這措施對支援及擴展中老年人士就業具正面作用，

應該延續改善而非取消。 

2)     另外，政府應考慮取消凍結最低工資，隨著經濟復甦、

市道回穩，即使面對經濟不穩定性，但基層工人仍面對通

脹壓力。若要等至後年才調整最低工資，屆時低薪工人的

工資很可能嚴重滯後於通脹。 

3)     為目前還受到失業打擊的工人，提供短期的審查式失業

援助，在失業綜援及遣散費外，提供多一層的保障。 

4)     以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方向，為再培訓及再就業服務投

資更多，特別針對較長期的培訓計劃及技術提升，以配合

經濟發展的需要。 

  

iii)   隨著政府研究如何整合強積金及年金，甚至是局長早前提及

的公共年金計劃，下屆政府應該重啟對於養老保障的諮詢，以重

新建立社會共識，審視公共年金、強積金以及其他長者津貼的作

用及可持續性。 

  

5)    有關跨境安老及福利可攜性措施的回應 
  

嶺大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教授黃耿華 
  

隨著越來越多港人（特別是長者）移居內地，爲他們提供跨境服

務及支援正成為香港公共政策的重要議題。近年來，特區政府實

施了「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等政策，通過提升「福利可攜性」

來回應跨境群體的需要。政府亦發起「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

劃」，為在中央輪候冊上的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讓他們可自願

選擇入住香港非政府機構在廣東營辦的安老院。不過目前此計劃

下只有兩間院舍，分別位於深圳和肇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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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施政報告提出探討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的離港限制，這一

舉措可視為對「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的進一步完善，將為在

內地養老的長者提供更大彈性。此外，施政報告亦提出探討擴大

「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的範圍至涵蓋其他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安老院，這無疑將會使更多在資助院舍輪候冊上的長者有更

多選擇，值得大力支持。 

 

然而，由於空間和技術限制，當前醫療服務尚未實現跨境提供，

內地港人經常必須大費周折回港就醫，這個問題困擾跨境生活的

人士許久。更糟糕的是，COVID-19 疫情使香港和內地政府加強

入境管制，這嚴重影響了內地港人的就醫安排。雖然特區採取了

「送藥服務」等臨時措施以解決部分病人的燃眉之急，卻無法根本

上解決跨境病人的就醫問題。COVID-19 疫情促進了遠程醫療在

世界各地的迅猛發展，其有效性和經濟效益已經得到不少研究的

證實。我提議政府應該抓住機遇，積極探討通過遠程醫療爲內地

港人提供醫療服務的可行性，及早為發展跨境遠程醫療構建一個

綜合性框架和具體行動策略。遠程醫療的發展對於推動本港醫療

系統改革和創新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符合我們將香港建設成為

「智慧城市」的願景。 

 

6)    有關大型開發項目的回應 

嶺大研究生院研究助理教授 OH Do Young 

北部都會區將是香港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好機會。我們可以

預期，這樣一個大型開發項目往往最終成為一個大型地產開發項

目，未能改善現有的社區不平等。例如，倫敦金絲雀碼頭

(Canary Wharf) 於 1980 年代開始發展，現已成為倫敦主要商業

區之一。然而，周邊地區的居民仍然面臨著相當大的貧困和不平

等問題，因為開發帶來的效益並沒有分配給現有居民。這方面必

須要制定良好的規劃，讓這個大規模開發項目的潛在利潤不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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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是分配給更廣泛的社區人士，包括居住在

該地區的現有居民。這對元朗、屯門和北區尤其重要，因為這些

地區的貧窮人口較多。這個新的大型開發項目如何通過提供機會

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來真正使他們受益，這將是北部都會區的一

個主要成功因素。 

 
Northern Metropolis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to 
achieve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 have seen 
that such a mega-development project often ends up as a large-
scal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that fails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inequality of neighbourhoods and cities. For example, 
Canary Wharf in London started to develop in the 1980s and now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business districts in London. 
However, the resident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re still 
experienc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ssues considerably since 
the benefits from the development haven't been distributed to 
the existing residents. In this regard, it is important to plan ahead 
that the potential profits from this mega-scale development 
project are not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but distributed 
to a wider society including existing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area. 
Such an aspect is important because Yuen Long, Tuen Mun and 
North districts are districts with larger poor populations. How this 
new mega-development project can actually benefit them by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will be 
a major success factor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 完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