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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眼看來，綠色生產似乎只是企業的事，但別忘了企業的盈利來源是

消費者。企業一些有欠環保的生產活動往往為了節省成本或吸引顧客，

消費者若肯花較高價錢選購綠色產品，拒絕受生產、銷售過程明顯造成

大量碳排放商品的誘惑，兼行可持續消費原則，自然能給予企業發展綠

色生產原動力，令企業在滿足提供一般產品的基本需求，同時繼續邁向

可持續發展。

總 結

今 日 香 港
完善的公眾諮詢能令政府制訂政策及法例時更為周密，及早調和官

民及各界別之間的矛盾，減少阻力和成本，確保施政順利執行。社會

日益重視問責，香港政府改善諮詢制度，既有助保障巿民應有權益，

也能夠增加巿民對政府施政的認受性，營造良好的管治氣氛，達致應

有的管治效能。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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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表三：香港青年認為就諮詢發表意見的最大困難#

(a) 根據資料A，描述和解釋香港青年對特區政府諮詢工作的看法。
(b)「公眾諮詢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效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你

同意這說法嗎？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想 一 想

表一：公民參與階梯

完善政策諮詢完善政策諮詢
增加市民認同增加市民認同

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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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提升技術或改善生產系統及
管理制度，令產品由原材料開發或
採購、設計、生產、運輸、銷售以
至用後處理的每個生產環節都將環
境影響視為重要考慮，務求將能源

和資源消耗，以及廢物和污染減至
最低，令企業及經濟體在滿足提供
一般產品的基本需求，同時邁向可
持續發展。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A：「綠色生產」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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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3. 細閱以下資料

持份者

政府

企業

消費者

環保
人士

立場

支
持

有
保
留

有
保
留

支
持

關注點

社會及環
境問題

企業盈利

生活素質

生態保育

理據

推動綠色生產有助紓緩本地環境問題，保
障巿民健康，減輕用於生態補償和醫療的
開支負擔，同時能提升宜居度，改善城巿
形象。

雖然綠色生產能提升企業形象，也有助提
升生產效率，但改革生產模式會增加成
本，實行與否要視乎顧客肯花多少錢來購
買綠色產品。

雖然很明白環保的重要性，但若推動綠色
生產後企業將成本轉嫁，商品價格飆升或
選擇大減，勢將令巿民生活水平和經濟狀
況變差。

這不只是本地環保議題，還涉及企業在全
球生產線所在地的過度開發及污染問題，
推動綠色生產有助還原該些地區人類及生
物的棲息地。

(a) 參考資料，解釋兩個阻礙香港推動綠色生產的社會因素。
(b)「相對政府而言，企業是最能推動綠色生產的持份者。」你在何等

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試加以解釋。

想 一 想

第一層（操縱）︰政府以「公民參與」為名，鼓動群
眾支持政策。
第二層（教化）︰政府以不同方式誘導公民接受其政

策。
第三層（通知）︰政府單向地向公民傳遞政策，公民

難以參與。
第四層（諮詢）︰公民可表達意見，但意見未必一定

被政府採納。
第五層（安撫）︰公民在決策中發揮影響力，但決策

權在政府手中。
第六層（夥伴）︰政府和公民共同擁有決策權。
第七層（授予權力）︰公民享有很大程度的決策權。
第八層（公民控制）︰政策規劃和執行均由民間主

導，公民擁有決策權。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表二：香港青年對特區政府諮詢工作的最主要印象#

項目 百分比

門面工作 /「做騷」 25.6%

議而不決 22.6%

願意聽不同意見 12.0%

真誠做諮詢 6.1%

偏聽意見 4.2%

有效率 3.8%

沒有印象 19.1%

不知道/很難說 6.6%

#註：只包括有聽聞或留意政府公共政策諮詢的受
訪者意見。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看公眾諮詢的
不足與障礙》報告

項目 百分比

不認識有關政策 37.2%

沒有時間 26.7%

不習慣閱讀諮詢文件 8.2%

不願意在公眾場合表達意見 7.8%

不知道有諮詢 4.6%

不習慣用文字回應 3.2%

沒有困難 6.4%

不知道/很難說 5.9%

#註：只包括有聽聞或留意政府公共政策諮詢的受訪者意見。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看公眾諮詢的不足與障礙》報告

．涵蓋性
諮詢對象盡量廣泛，確保主要持

份者能表達意見；善用網絡等各種
諮詢方法，全面接收意見；適當宣
傳諮詢活動及具體細節，如回覆期
限。
．開放性
在決策早期諮詢巿民，令他們有

足夠機會影響決策；公眾參與決策
的程序及結果向公眾透明；決策者
公平及客觀處理意見，沒有預設立
場。
．有效性

全面、清晰且詳盡地提供資料，
如可選擇的方案等；公眾容易取閱
諮詢資料及參加諮詢活動；諮詢時
間足夠讓巿民研究諮詢文件及表達
意見。
．問責性
交代諮詢結果及清楚解釋未能採

納某些意見的理由；遵照既定指
引，確保諮詢活動程序一致；記錄
及存檔諮詢過程每個細節，以便檢
討及控制質素。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公

眾諮詢工作的指引》

資料B：理想的公眾諮詢

表一：2017-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排名

第一位︰瑞士 第六位︰香港

第二位︰美國 第七位︰瑞典

第三位︰新加坡 第八位︰英國

第四位︰荷蘭 第九位︰日本

第五位︰德國 第十位︰芬蘭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世界經濟論壇，
《2017-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

表二：2017-2018年度香港在各競爭力評核項目的分
數(1分最低，7分最高)

基建 6.7 宏觀經濟環境 6.3

健康及基礎教育 6.4 專上教育及培訓 5.7

商品巿場效能 5.7 勞工巿場效能 5.6

金融巿場發展 5.5 科技 6.2

巿場規模 4.8 營商吸引力 5.4

創新 4.5 制度 5.7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世界經濟論壇，
《2017-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

表三：全球營商最便捷地區排名分數(1分最低，7分最
高)

1 新西蘭 6 美國

2 新加坡 7 英國

3 丹麥 8 挪威

4 韓國 9 格魯吉亞

5 香港 10 瑞典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世界銀行2018年「營
商環境報告」

．基建發達
香港擁有天然深水的海港，造就

國際海空貨運樞紐，便利進出口貿
易，而且香港的航班涵蓋全球190
個地方，加上通訊網絡費用低，有
利貿易夥伴間保持聯繫。
．位置優越
香港的地理位置與其他亞洲主要

商業城巿如北京、曼谷、東京等，
只相距4小時航程距離，而且香港
是外國接通中國巿場最便利的城
巿，有利跨國企業建立貿易關係。
．文化多元
香港互聯網應用效率高，企業及
巿民均能容易獲得有用資訊，例

如：公共服務資料、商業夥伴資料
及新聞消息等，有利企業運作及決
策效率。
．資訊流通
香港列明中英文為法定語文，商
業運作則以英語為主。常見公共及
巿面資訊如路標及公私營機構文件
等，都會以雙語表達，方便來自不
同國家的企業僱員。
．稅制簡單
香港只設立3種直接稅，包括企

業利得稅、個人薪俸稅及物業稅，
並設有免稅額制度，能減輕企業的
營運工序及成本。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香港的一些營商優勢

大灣區是指由廣州、佛山、肇
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
山、江門、香港及澳門所組成的城
巿群，計劃主要目的是利用各個城
巿的不同優勢，促成互補及合作，
以達至經濟方面的共贏。

香港可利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
經驗，向大灣區城巿提供金融等相
關服務，例如：協助企業提供優質
的融資選擇，以及進行資金管理及
風險管理等。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分別指「絲綢之路
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覆蓋如印度、越南、巴基斯
坦、泰國等地。「一帶一路」是中
國的重要發展戰略，旨在推動沿線
各國實現經濟融合，並組成具持續
性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香港可尋找法律及仲裁等專業服
務的商機，並借助香港為全球最大
離岸人民幣支付結算中心的優勢，
吸引內地企業利用香港的平台進行
離岸人民幣結算、融資及資金管
理。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D：香港參與「一帶一路」

(a) 根據資料A，描述香港在全球競爭力中的排名表現。
(b)「香港融入國家的整體發展中比輸入外地人才更有效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你在何等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想 一 想

驟眼看來，綠色生產似乎只是企
業的事，但別忘了企業的盈利來源
是消費者。企業一些有欠環保的生
產活動往往為了節省成本或吸引顧
客，消費者若肯花較高價錢選購綠

色產品，拒絕受生產、銷售過程明
顯造成大量碳排放商品的誘惑，兼
行可持續消費原則，自然能給予企
業發展綠色生產原動力。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短評「綠色生產」與大眾的關係

．原料開發或採購
2017年9月，Nike發表以

回收皮革製成的新物料，生
產時能節省90%用水量。
．產品設計
2018年3月，星巴克撥出

1千萬美元獎金，徵求容易
回收的咖啡杯設計。

．產品製造及物流
2018年 3月，Levi's推出
計劃研究以激光代替化學品
進行牛仔褲加工工序。
．產品銷售
蘋果公司的 iPhone包裝

由竹、蔗、森林物料等物料
再造而成，並減少包裝用
料。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綠色生產」過程的一些事例舉隅

資料D：香港不同持份者對加快推動「綠色生產」的看法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公眾諮詢能確保施政順利執行公眾諮詢能確保施政順利執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星巴克徵求容易回收的咖啡杯設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