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a）同學需要注意的是立場不等同價值
觀，立場是指持份者是否贊成發展郊野
公園土地，價值觀是指立場背後所抱持
的理念。例如可嘗試運用「着重保
育」、「經濟至上」、「個人主義」、
「功利主義」、「着重社會利益」等與
價值觀有關的概念字眼，並連繫持份者
立場加以解釋。

（b）在回答持份者衝突題時，同學切勿
只把各持份者的意見分段各自表述，而
應着重分析持份者間的衝突點。
每段的段落結構應為：一，兩組持份
者的衝突點；二，持份者組A的立場、價
值觀及理據；三，持份者組B的立場、價
值觀及理據；四，說明及解釋他們之間
的衝突點。

題 目 拆 解

參 考 答 案

（b）衝突點1：環保人士和地產商對
「社會利益」理解不同
地產發展商認為，增加土地供應、幫
助市民「上樓」才符合整體社會利益，
而環保人士認為不應剝削市民及下一化
享用郊野公園的權利。
故環保人士和地產商對社會利益的理

解不同而產生衝突。
衝突點2：政府和環保人士在「保育」

理解不同
環保人士認為，發展郊野公園會破壞

生態平衡，即使只是邊陲地區，亦會造
成不可逆轉的破壞，不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更不應在有其他替代方案的情
況下，向郊野公園的土地開刀。
政府則認為，保育的重要性在於保護

高生態價值的地區，而郊野公園邊陲地
區生態價值不高，應釋放土地資料用以

建屋，但同時會做好高生態價值地區的
保育工作。
故環保人士和政府在發展和保育問題

上意見不一致。
衝突點3：學者和政府對「發展難度」

理解不同
學者認為，郊野公園缺乏基建配套，
開發涉及龐大的興建成本及種種技術問
題，發展難度較大；而市區重建、開發
棕地、高爾夫球場、留作興建丁屋的土
地等均較少技術性問題，更能提升現時
土地運用的效益。
政府則認為，相比之下，市區重建、
開發棕地等方法多涉及業權及使用權問
題，在規劃和開發過程中面對種種挑戰
和阻力，可導致項目延誤、規模縮減，
成效低微。
故他們對發展難度的看法產生衝突。

持份者 立場 價值觀
專家 意見不一， 着重社會利益，平衡保育及住屋需求：會造成不

有贊成， 可逆轉的破壞，可發展棕地及重建舊區；探討利
有反對 用郊野公園保育價值不高的邊陲地帶建住宅。

環保人士 反對 着重保育：着重可持續發展，保持生物多樣性，
不應剝奪後代權利，避免不可逆轉的破壞。

地產發展商 贊成 功利主義：有效地管理或運用荒廢的郊野公園土
地，更能幫助市民置業。

政府 贊成 着重解決民生問題：官員明白保育生態的重要，
但傾向支持適度開發郊野公園以容納增加的人
口，回應市民的實際需要先於環境。

「郊野公園」覆蓋香港所有水塘的
集水區，確保本地食水來源的供應及
不受污染，具保護集水區、防止水土
流失等重要的功能，而且為市民提供
康樂和旅遊空間。郊野公園亦兼顧生
態學研究、動植物保護、防火、保留
鄉郊景觀及歷史等價值。
郊野公園還有助發展多元旅遊形

態，例如進行考古、地質探索、遠足
行山等。這些綠化地帶能調節香港的
微氣候，有助抗衡全球暖化，同時兼
具「市肺」的功能，透過光合作用，
為香港淨化空氣，減低空氣污染。
反對團體認為，政府應先有完整而

長遠的人口規劃，否則不斷破壞天然
資源以造地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且郊野公園地勢陡峭，附近配套不
足，發展難度較大，在社會有巨大爭
議及會破壞自然生態的情況下，政府
應優先考慮發展棕地、高爾夫球場用
地、軍事用地、丁地等土地，以解決
香港土地供應問題。

反對發展

目前法律只可擴大郊野公園範圍而
不容許縮小，做法未能切合實際情況
及需要，認為政府應彈性處理郊野公
園用地，變成可加可減機制。
香港土地供應緊張，現時不論填

海、市區重建均會遇到阻力，發展生
態保育價值不高的郊野公園用地或綠
化地帶，僅是利用當中的 2.5%土
地，便能有效增加住宅用地，紓緩本
港土地問題。
加上現存的熟地及棕地供應有限，

開發郊野公園土地來建屋，涉及法例
修訂、重新策劃以至落實興建，動輒
花上20年的時間，現時房屋問題已
成為香港主要的社會問題，實在不能
再拖。

正 反 對 對 碰
贊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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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能源科技與環境-
本港缺乏土地資源，居住面積偏低，面對高樓價，年輕人大嘆「上樓

難」。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最近的施政報告中建議，發展郊野公園中低生態

價值、低景觀價值的邊陲地帶，作公營房屋、非牟利老人院等非地產用

途，為此展開21個月研究。有人認為，此舉可紓緩香港土地供應緊張，

亦有人認為，香港尚有許多棕地有待發展，不應動用郊野公園土地，以免

破壞生態。不同的持份者對此有何意見？發展郊野公園又會引起哪些持份

者衝突？ ■何彩艷 資深通識科老師

目前，郊野公園約佔香港土地總面
積的四成，是住宅用地總面積的6倍。
自1976年通過了「郊野公園條例」到
如今，香港共擁有24個郊野公園。
據統計，截至 2046年，全港尚欠
1,200公頃可供發展土地。政府預計5
年內公營房屋建屋量接近9.5萬個單
位，數字未及長遠房屋策略10年目標
的一半。另一邊廂，城、鄉、郊、野之
間發展密度差異亦愈來愈大，城市人口
稠密，市民生活空間狹小，梁振英希望
市民「打破劃地為牢的舊觀念」，反思
郊野公園的土地利用，增加土地供應，
從根本解決房屋短缺。
此項建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在可
行性方面，興建公營房屋需考慮交通運
輸、鄰近配套能否滿足公屋高密度的人
口、排污系統、發展郊野地區的造價等

因素。政府已邀請房協研究郊野公園邊
陲地帶土地的生態價值及發展潛力，將
會動用過千萬元，就大欖郊野公園及馬
鞍山郊野公園周邊範圍的兩幅共40多
公頃的土地進行技術及生態研究，需時
21個月。

新界棕地近半個九龍半島
除了發展郊野公園，社會還討論其

他較少爭議的替代方案。根據《新界棕
土研究及土地發展方略》研究報告，
在 2011 年，棕地主要分佈在新界4個
區域內，分別是元朗區、北區、屯門區
及大埔區。新界棕地總面積接近半個界
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不過有人認為，
由於涉及業權及使用權，棕地發展有困
難。
政府4月中建議將收地特惠津貼由寮

屋拓展至棕地，讓棕地上的合
資格工商經營者獲得一個能夠
迅速申領補償的新途徑，希望
有助新發展區計劃能夠迅速落
實。同時，規劃署正就新界棕
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進行委
託顧問的工作，有關研究預計
於2017年上半年展開，期望可
於2018年底前完成。
除棕地外，還有預留丁屋發
展的1,200公頃用地、約700公
頃高爾夫球場用地、較少的軍
事用地等，各項土地面積約共
2,600公頃。

郊園邊陲研起屋紓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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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盼打破「劃地為牢」觀念

香港土地利用規劃的最大特點是我們
擁有大比例的郊野公園土地。目前，郊
野公園佔香港土地總面積的四成，是住
宅用地總面積的6倍。
在大力做好鄉郊野外保育的同時，本

屆政府為滿足迫切的房屋及其他發展需
要，多管齊下釋放土地資源，包括新發
展區和新市鎮擴展計劃、發展棕地及填
海等。現實是，對土地開發項目，社區
以至全社會經常有不同意見，在規劃和
開發過程中面對種種挑戰和阻力，導致
項目延誤、規模縮減，甚至被迫放棄。
在土地利用問題上，我們應該將更多具
高生態保育價值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
圍，應該增加生態保育及郊野公園土地
總面積，以及提升康樂及教育價值，同
時也應該思考利用郊野公園內小量生態
價值不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位於邊
陲地帶的土地用作公營房屋、非牟利的
老人院等非地產用途。

資料二

a) 在探討發展郊野公園土地以解決香港房屋短缺的問題中，試指出及解
釋不同持份者的立場及他們所反映的價值觀。

b) 發展郊野公園會造成持份者之間的什麼衝突？

測量師：現時如大欖郊野公園個別地
方保育價值不高，為禿頭山，可以考慮
將其他有生態價值的地皮作交換，用來
興建公營房屋。

大學教授：政府應加快舊區重建，以
及考慮善用城市和郊區之間起緩衝作用
的農地和綠化帶及未開墾地帶。如政府
繼續進行收地、重建、更改土地用途等
工作，應能大致解決預測中的土地需
求。雖然牽涉的程序較為繁複，但不應
捨難取易，向郊野公園和水塘打主意，
當這些資源受到永久破壞時則難以逆
轉，整個社會需要負上沉重代價。

環保人士：任何發展，只有在其他土
地資源都完全耗盡，還要不會剝奪我們
後代「快樂地生活，活出生命」的權利
之時，才可算合情合理。

地產發展商：郊野公園的土地並非完
全不可觸碰，「不能動分毫」的說法太
過極端，因為並非所有公園地帶都有人
使用。
有效地管理或運用荒廢的郊野公園土

地，更能幫助市民置業，只要對環保及
環境無大影響，又能解決住屋問題，有
利香港整體發展。相信政府會有一套程
序及審批的方式，市民無需擔心。

想 一 想

資料一

概 念 圖
郊園邊建屋

郊野公園
香港現有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
地區，佔地443平方公里。郊野公園受
《郊野公園條例》保護，目的是為了保
護生態，及向市民提供郊野的康樂和戶
外教育設施。在2014年，約有1,120萬
人次前往郊野公園遠足、燒烤及露營
等。郊野公園除了擁有珍貴的動植物
外，亦發揮着市肺及保護集水區的功
效。

棕地
在香港，棕地是指位於新界的某些
農地或鄉郊土地，該等土地大多由私人

擁有，並已荒廢及改作其他與周邊環境
不協調的土地用途，包括貨櫃場、停車
場、修車工場、物流作業、鄉郊工場、
露天貯物、廢料回收場、建造機械及物
料貯存等。
棕地發展屬市區規劃過程，目的是

透過土地復修及更新，令一些之前受到
忽略的土地資源得以地盡其用。例如將
會發展的洪水橋、元朗南和新界北的棕
地，便是作為增加土地供應的長遠措
施。但由於部分棕地在過往的土地利用
中已受到污染，故發展棕地需考慮清理
環境的成本及業權問題。

概 念 鏈 接

1. 《郊邊建宅僅初研 郊園政策從未變》，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5/19/HK1705190029.htm
2. 《增房屋供應 收棕地「別無他想」》，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4/16/HK1704160032.htm

延 伸 閱 讀

■郊野公園的生態價值也是開發前的重要考
慮因素之一。 資料圖片

■■元朗大欖隧道收費站西面元朗大欖隧道收費站西面
的郊野公園邊陲是兩個研究的郊野公園邊陲是兩個研究
試點之一試點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具體內容
．研究試點：元朗大
欖隧道收費廣場以
西的大欖郊野公
園、沙田水泉澳邨
旁的馬鞍山郊野公
園

支持
．變成可加可減機制
．現存熟地及棕地供
應有限

．少量便可紓緩房屋
問題

反對
．具「市肺」功能
．不可逆轉
．剝奪後代使用權利
．應先嘗試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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