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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政策勤督導 減碳減廢成氣候

守原則重民意 省吾身迎選戰
林鄭：接受社會批評 冀公眾「重新認識返我」

爭議話題答問撮要
問：是否被「欽點」做特首？
答：不覺得有欽點成分存在。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我喜歡落手落腳去做，都是靠自
己努力去爭取想做到的事。

問：如何看民調上支持度落後他人？
答：我在任職政務司司長時處理了很多爭
議性的事，有人不接受，就會對官員看法
較負面。未來一段日子努力，希望公眾給
我一個機會，認識返我個人。

問：如何看待自己被指為「梁振英
2.0」？和梁振英的分別是什麼？
答：世上沒有兩個人完全相同，尤其是擔
當重要位置。政務司司長的性質是輔助行
政長官施政，可能因此令市民對我的印象
開始模糊。

我有36年公務經驗，和立法會打交道，也
有幾十年的經驗，很重視和立法會的溝
通，及立法會監察政府的功能。

問：會否延續所謂「梁振英路線」？
答：我參選的原因之一，是想延續本屆政
府「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
在兩日前我也詳細解釋了，這是在說良好
的政策，建基於上述理念。

問：做不做官對於施政的分別是什麼？
答：政府政策是集體努力，是經過政府
內部很審慎、平衡利益後制定的，非一
人看法。

辭去政務司司長職務後，有空間可以分
享自己對施政、管治、行政立法關係等
看法。

我不是百分百「屁股指揮腦袋」的人，不
會因為位置不同、或在爭取另一樣東西，
而「推翻晒」自己做過的事，因為我做事
較有原則。

問：日後若當選特首會否更膽大？
答：選舉令參選者接受社會檢視，讓參選
人作自我反省，我很接受社會對我往時工
作的檢視，自己也在做反省。

問：管治班底會否「大換血」？
答：大或細都要看有沒有有志之士肯加入
特區政府，今日的政治情況、工作要求、
（對）司局長私隱的衝擊，未必有太多人
願意。但若當選，會用自己最大的感召力
去說服別人加入。……即使是現任官員，
我覺得他適合、社會覺得他適合，也是要
感召的。

問：故宮館事件反映「家長式管治」？
答：事件的處理在技術上是百分百對的，
沒有繞過程序、無違規違法，但大家不信
任政府，才會出現此反彈，這展示了如果
不去處理深層次問題，再做政策或好的項
目也會舉步維艱。

故宮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例子，我是很倡議
「與民共議」的官員，以往任發展局局
長，由文物保護至市區重建，都是採取由
下而上、「與民共議」的方式。

問：如何看自己對鉛水事件的回應，及當
中「官到無求膽自大」的言論？

答：面對立法會議員有時不太合理的批
評，自己需要回應，當時想着會退休，所
以會講大少少，讓市民收到訊息，為公務
員討回公道。

我沒有說過無人需要負責，事實上也有兩
位署長就事件道歉，在個人問責制度下，
要很清晰責任誰屬，我不是怕承擔責任，
若個人作了錯誤的政治判斷，亦不會去戀
棧位置，但制度是需要講清楚。

資料來源：林鄭月娥電台答問 整理：甘瑜

談起林鄭月娥任政務
司司長時的政績，不少
人都會講扶貧、安老、

助弱，但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就不禁笑言好像沒有什麼人關注她在環保
方面的工作。
她表示，自己過去4年多所主持的會
議，其中很多都與環保有關，自己亦先後
處理了增加香港在回收業的力度，及督導
整個政府回應有關氣候變化的《巴黎協
定》的措施。
翻查有關紀錄，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去年
的施政報告中，就宣佈成立由政務司司長
主持的跨部門委員會，成員包括10個決
策局和3個部門，負責督導和統籌各決策
局和部門的有關氣候行動。
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成立後，林鄭月娥
主持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視應對氣候
變化的現行政策，認為要加強宣傳和教育
公眾，鼓勵社會各界攜手應對氣候變化。
同時，會議討論了《巴黎協定》對香港
的影響，以及外地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
委員會要求決策局和部門檢視其減緩、適
應和應變方面的工作，以便在年底提出進
一步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計劃和制訂
2030年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為港密密獻策 力行鼓勵節約

去年7月，環境局舉辦了「氣候變化持
份者參與論壇」，林鄭月娥主持了是次會
議。
她在致辭時表示，氣候變化是迫在眉睫

的問題，對基建、運輸、能源、食物、
水源及公共健康等帶來深遠影響。

同時，應對氣候變化亦為本港帶來機
遇，讓香港發展成低碳智慧型城市，例如
有新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綠色金融。特區
政府會繼續接觸不同界別，鼓勵市民節能
及減廢。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新年度施政報告

中透露，由林鄭月娥主持的跨部門委員會
去年底提交報告，建議採取減緩、適應和

應變的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 將香港
2030年的碳強度從 2005年的水平減低
65%至70%。他已接納這些建議。
另外，林鄭月娥亦身體力行，實踐環

保，例如在出席公開活動時，她就婉拒了
主辦方送贈的紀念品，連大會安排小朋友
向她獻花亦同樣婉拒，着小朋友將鮮花轉
送予自己的媽媽。 ■記者 甘瑜

林鄭月娥
昨晨先後接
受兩間電台

訪問，其中一間電台更安排了
facebook直播，讓她在網上獻出
「第一次」。
她更應主持要求，即席揮毫

寫下自己於政改期間的名
句——「太上心，要保重身
體」，更除下眼鏡以「真．面
目」示人。主持大讚她有求必
應，又指她除下眼鏡後的樣子
「柔情好多」，她聽後笑言：
「唔好玩啦，Stephen（主持之
一陳志雲）！阿姐你都玩。」
林鄭月娥坦言，自己暫時沒

有計劃開設個人facebook戶口，
現時傾向尋找更多途徑與市民
直接溝通，如果當選後就會考
慮。

冀廣開途徑 直接與民溝通
她解釋自己要有所準備、親

力親為，不希望將開設及管理

facebook假手於人，「我只有那
麼短的時間，又要學習，又要
做得好，就有技術上的困難，
當我準備了就會做。」
雖說林太暫時不會開 face-

book，但其實她在與網民交流
方面已經快人幾步：「我是第
一個寫網誌的官員，我在2002
年、即是15年前，當社會福利
署署長的時候，每個星期就會
寫一個網誌叫『署長隨筆』，
其後更結集成書，免費派發予
我的好友。」
沒有了司長職銜，林太希望

市民如何稱呼她？她說可以叫
她做「林太」、「Carrie」，也
可以稱呼她為「Madam」，因
為她曾公開講過喜歡紀律部隊
的同事叫她做「Madam」，這
樣就等如自己是他們的一分
子，而現時在街上也有不少警
務人員這樣稱呼她。
那麼「奶媽」呢？「最好不

要吧。」 ■記者 陳庭佳

除眼鏡寫金句 好打得又玩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自林鄭月娥有意參
選的消息流出後，多項傳聞隨即湧現，包括其競選辦
多名成員是在「背後有人發功」下加入。林鄭月娥昨
日強調，大部分支持她的人都是自發的，不少朋友在
她表示重新考慮參選後鼓勵她。
林鄭月娥在節目中表示，在她上月10日表示「不
得不重新考慮」後不久，就看看身邊有沒有朋友支持
她，其間接觸過的人包括競選辦主任陳智思，及競選
辦主席團成員之一的夏佳理。她指在自己重新考慮
後，當時不在港的陳智思發短訊鼓勵她認真考慮，
「我想了一陣子，我問他如果我考慮做，他會否支持
我，他又考慮了一陣子，就答應幫我了。」
她強調，大部分支持她的人都是自發的，肯定不是

「背後有人發功」，而競選團隊的其他人等也是以相若
模式邀請，包括智庫「三十會」召集人李律仁。日前有
傳陳智思先答應為其他參選人助選，她指自己不方便
代陳回應，至於會否覺得自己「撬」了其他人的班底，
她就說競選辦成員「咁大個人」，尊重他們的決定。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早前在活動上，主

動和林鄭月娥擁抱，即被外界揣測為「祝福」舉動。

林鄭月娥表示，董建華在她重新考慮期間有接觸過
她，叫她認真考慮、「為香港好。」

指董建華笑言「唔抱你」
她在節目後強調，董建華是她非常尊敬的長輩，兩

人又是同鄉，特別有親切感，雙方一直有溝通，過去
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飲杯茶」傾談國家大事，相信對
方不是因她表示重新考慮才聯絡她，又指擁抱是兩人
見面的慣常動作，但事後對方笑言「現在不擁抱你
了，原來引起那麼多揣測」。

班底自發支持 背後無人發功
昨晨出席電台節目的林鄭月娥，就連
廣告加新聞時間也不能小休一會，要應
付不間斷的facebook直播，貫徹「好打

得」的作風。以家庭為重的她透露，自己向家人首次提到
有意參選時，除了丈夫不贊成外，「兒子更給了我三個
字：『我反對』。」
那麼如何拆招？林鄭月娥坦言，一家人沒有坐下詳談，
相信他們經過自己的思考、了解到她的性格及使命感後，
「最後他們自己告訴我：『唉，好吧，我支持你吧』。」
她說，自己的大仔對此反應最激烈，做過社署署長的她
擔心破壞母子關係，得悉他「開綠燈」那刻如釋重負，強
調如果丈夫及兩個兒子都「開紅燈」，她就不會參選。
她更笑言大仔雖然已25歲，也已經在社會工作，但每

晚都要用微信跟她聊天才可，相反細仔就「比較cool」。

敬佩葉太 讚有心有力
林太又示範了何謂君子之爭。日前其對手葉劉淑儀強調
自己有擔當時，一度感觸哽咽，林太在直播中就鼓勵對
方：「Regina，你其實很有擔當，為公家做了很多事，尤
其是我很佩服你去接受選舉洗禮。」 ■記者 陳庭佳

知己莫如家人

林鄭月娥曾因為形象較為硬朗，而獲「好打
得」的美譽，及至她表示會重新考慮參選

行政長官，頓變成「強硬」的惡名。她在電台訪
問中坦承，自己在今屆特區政府民望越來越滯
後，「但看回之前，上一屆政府，我的民望是司
局長之冠。在這一屆政府經歷了很多事、處理了
很多危機，不少是有爭議性的，或多或少影響市
民對司長的看法，我覺得都很正常。」
她強調，「現在沒有了司長『包袱』，回復我
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服務了香港36年的官員。
在這36年公務生涯中，給意見我、和我共事的人
很多，而這不只是有影響力的人，還有一些『小
人物』都在這段時間認識我。我希望大家給我一
個機會，認識返我個人。」

輔施政須盡責 參選為續良策
被問及有人形容她是「梁振英2.0」，林鄭月娥
指出，世上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又解釋自己
過去4年半擔任政務司司長時刻意低調，是因為
司長是輔助性質，「因為我自己怎樣看政務司司
長的職位呢？就是去完全支持行政長官，包括向
他分析事情利弊，但最終要去支持他的施政。」
不過，這並不等於自己只是執行，她表示，政
府政策是集體努力，而昨日公佈的施政報告中的
措施，不少都是經過她及其同事過去一年努力
「砌掂」的政策。現在，她有空間可以分享自己
對施政、管治、行政立法關係等看法，亦不等於
會因為位置不同、或在爭取另一樣東西，就「推
翻晒」自己做過的事，「因為我做事較有原
則」、不是百分百「屁股指揮腦袋」的人。

被問及會否「延續梁振英路線」，林鄭月娥強
調是延續本屆政府「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
政理念：「行之正道」即一視同仁，不會偏幫某
一個企業或組群；「穩中求變」則是希望可以再
積極一點。
她強調，自己從不喜歡用「路線」一詞，「到
底什麼是『路線』呢？」……良好政策重要，但
不是良好管治的全部，良好管治還包括很多要
素，包括親和力，和社會傾偈、願意聆聽意見、
施政透明度增加。」現在她自己去作出爭取，發
揮應該比較大。

36年公務經驗 重視溝通立會
林鄭月娥又提到，自己有36年公務經驗，和立
法會打了幾十年交道，重視立法會履行他們監察
政府的憲制責任。自己當年任庫務科副秘書長，
看到一些官員處理議員質詢處理得不好、答問題
不詳細、資料提供得不充分時，有時主動收回文
件，「因為我覺得在此情形下，即使數夠票過咗
咁又點呢？有一大堆問題未解決。」
她坦言，要收回文件「好慘」，每次回到辦公
室就會收到相關官員向其上司投訴，但她始終重
視立法會監察政府的功能，並認為推行政策是
「勉強無幸福」。
論親和力，林鄭月娥認為，接觸過她的人應

該感覺到她對事情很「上心」，亦很認真處理
別人給她的意見。自己是很倡議與民共議的官
員，她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向市民解釋自己參
選的原因和理念，盡力爭取支持，憑自己努力
做好這場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林鄭月娥日前宣佈參選行政長官，

昨日分別到不同電台接受訪問。她指出，自己做事有原則，對別

人的意見「上心」，同時有36年公務經驗，與立法會打交道了幾

十年，重視立法會監察政府的責任，又強調自己重視與民共議，

近期雖因處理爭議議題而民望下滑，但林鄭月娥希望公眾給予她

時間，「重新認識返我個人。」自己也會藉今次選舉接受社會

的檢視及自我反省，並有足夠信心憑自己努力做好這場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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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早接受商台訪問林鄭月娥昨早接受商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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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節目上應主持要求，罕有除下眼鏡示人。 facebook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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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擁抱林鄭曾引起諸多揣測董建華擁抱林鄭曾引起諸多揣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中）
積極督導環保政
策推行。

資料圖片

■林鄭去年7月主持
「氣候變化持份者參
與論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