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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北創科」格局，解決長期以來本港

1.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簡稱滬港）、

積極回應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

所（簡稱研究所）長期關注內地與
香港兩地經濟發展的相關議題，積
極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言獻策。
滬港和研究所於 2021 年中意識到新
界北部發展具有一定潛力，於《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稱《發展

「南重北輕」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賦予了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的使命，為推動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
設邁進了一大步，是全面對接國家
發展重大規劃的一份策略發展報告

書，為香港整體發展打開全新局面。

策略》）出台前，開展了一項有關

3. 本研究特別針對《發展策略》帶來

查。及後《發展策略》出台，進一

港相關經濟產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的問卷調

步 通 過 焦 點 小 組 和 深 入 訪 談， 綜
合數據整理出新界北現有的發展問

題，作為發展北部都會區的重要借
鏡，提出如何通過完善規劃促使發
展，期望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

2. 《發展策略》以《香港 2030+：跨

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為基

的深港合作發展機遇，提出豐富香
以積極進取、互惠共贏的取態與深
圳優勢互補，發揮大灣區內的「雙
引擎」功能。

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意見問卷調查
的主要結果和分析

礎，把當中提出的北部經濟帶擴展

4. 本研究於 2021 年 9 月下旬，在街頭

與南邊的維港都會區形成「南金融、

名 18 歲或以上於天水圍／上水／粉

和加以整全，通過發展北部都會區

以抽樣訪問方式，成功邀請到 1,013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i

嶺／沙頭角／打鼓嶺居住的本地市
民接受問卷調查。

5.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受 訪 者 普 遍 對 交

高的受訪人士，對政府改善宏觀經
濟及城市規劃有較大渴求。

通、醫療、地區設施等圍繞日常民

7. 針對「最希望立法會跟進的社會議

間交通過於擠擁」（23.8%）和「公

地房屋」（26.6%）得到最多受訪

生生活的問題最為關注。「繁忙時

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22.1%）

是他們最關心的首兩項住區問題，

緊 隨 其 後 的 是「 地 區 設 施 老 化 」
（14.2%）， 以 及「 通 關 後 水 貨 客
重臨」（14%），四個項目累計超
過七成。年紀越輕、學歷程度越高

受訪者，較為關心繁忙時間的交通
擠塞問題；相反年紀越大、學歷程

度越低人士，視公營醫療問題至為
重要。

6. 就「最希望特區政府改善新界北問
題」部份，受訪者最希望特區政府
可以「改善往市區交通」（20.0%）

題」，以香港目前最為嚴峻的「土

者關注，其餘包括：疫情（14.7%）、
與 內 地 通 關（13.2%）， 以 及 經 濟
（11.8%）。 中 青 年 人 最 關 心「 就

業／經濟／新市鎮發展」，年長居
民則關心「與內地通關及深港／內
地與香港關係」。而教育程度較低
居民對「土地房屋」最為關注，教

育程度較高者則期望立法會能多討
論經濟和社會發展議題。

新界北居民對目前社區發展以至北部
都會區規劃的意見

和「 改 善 公 營 醫 療 」（19.1%），

8. 就業經濟發展：新界地區一直欠缺

通擠塞和公營醫療服務輪候時間過

基層行業為主，區內就業機會和選

呼應了他們關心現時新界北的交
長 的 問 題。 年 長 人 士（61 歲 或 以
上）最期望公營醫療服務得到改善
（45.1%），其他年齡組別則希望

政府可以改善跨區／跨境交通、水

ii

浸、社區配套及設施。學歷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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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經濟價值的行業，工作崗位又以
擇不足，居民跨區工作已成常態，

需 費 時 跨 區 通 勤， 既 不 符 經 濟 效
益，亦影響個人和家庭生活。針對

北部都會區建設，特區政府雖表明

主力發展創科，可提供 15 萬個相關

設計未能與時並進，未符合居民需

23%），但具體規劃細節欠奉，居

有機會造成大規模區域性交通癱

職 位（ 佔 區 內 65 萬 個 工 作 職 位 的

民認為「實在感」不足。而且從事

創科人員大多是教育程度和平均收

入較高水平的一群，居民擔憂未能
吸納大量本地跨階層勞動人口。此
外，他們亦關心目前區內就業機會
增長滯後長期未獲解決，對北部都
會區能夠創造足夠多元就業機會以
達致職住平衡的目標存有疑慮。

9. 交通基建：普遍意見指跨區交通擠

塞問題嚴重，繁忙時間情況尤為惡

劣。不論鐵路還是幹道都呈飽和狀
態，連接南北交通運輸網絡亟待改
善。尤其近年入住新界人口數目急
速上升，對公共交通需求大增，惟

交通配套設施卻趕不上人口發展速

度。同時，區內車流增長，違例泊
車問題嚴重，令交通系統承受壓力
不斷加大。此外，幹道路面設計不
善，影響車流的暢順程度，加上早

年規劃的輕鐵系統已不符社區發展

需要，加劇元朗區路面的交通擠塞

問題。另外，居民指巴士、小巴等
港鐵以外的公共交通有不可被取代
性，然而服務覆蓋範圍不足，路線

要，擔憂倘若港鐵出現嚴重事故，

瘓。再加上全面開發新發展區在即，
擔心區內交通基建滯後，對北部都
會區「基建先行」的目標能夠如願
落實不感樂觀。

10. 醫療：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壓力不勝

負荷的警號早已響起，隨著人口持
續增長和老齡化，大眾對公營醫療
服務需求不斷增加，輪候服務時間
越來越長，居民普遍認為當局未有
從源頭解決醫護人手不足問題。對
於醫管局「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改
善公營醫院硬件建設的目標，居民

大致認同。但是區內人口急速增長，
擴建工程需時，認為未能解決當下
公營醫療服務不足、輪候時間長的
困境。同時，由於私營醫療機構收
費高昂、透明度不足，令社會大眾

較多依賴公營醫療系統，公營醫療
亟待改善。至於最近設立的地區康
健中心，其構思雖好，但宣傳不足

和服務點覆蓋範圍有限，中心選址
也未有全面考慮區域的人口分布。

11. 地區設施：不少意見反映地區配套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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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規劃欠周詳，天水圍有不少地

當兩地往來的渠道越多、越容易，

才落成，興建速度緩慢，產生滯後

而居民亦不敢寄望限發簽證等措施

區設施是待居民遷入一段長時間後
問題，加上區內設施分布不均，未

能配合居民的生活需要。面對新區
開發在即，擔憂若設施落成速度滯
後於人口增長，新遷入人口後只能

可杜絕水貨客，認為水貨涉及內地
食品、藥品的安全生產和監管制度
等問題，應認真正視。

跟原區或鄰區居民共享資源，對原

13. 房屋：居民對北部都會區矢志增加

影響原區居民的生活。而作為香港

明確的建屋目標和落實時間表，擔

有社區設施的承載力帶來挑戰，也
社區設施規劃依據的《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部分內容已跟現實脫

節，加上只按單一標準放諸全港是
忽略了照顧不同社區和居民的特性
及他們的需要，未有與時並進。除
此之外，未來兩、三年區內將有多
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峻工，居民

認為當局必須同時關注「過渡性房
屋」居民對日常生活和社區設施的
需求。

12. 水貨客：疫情前水貨客問題嚴重，

在不同層面挑戰社區原有的承載

力，居民的購物、飲食選擇，無形
中受到左右，變得單一化，令社區
面貌大幅改變，更帶來治安問題。

大多意見表示擔心疫情過後水貨客

會重臨，加上通關便利化事在必行，

iv

要成功阻截水貨客的難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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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供應的決心表支持，惟仍欠缺
心已立項的新發展區房屋計劃會受

最新《發展策略》規劃影響而需要

重新進行研究工作，拖慢建屋進度。
此外，他們亦憂慮北部都會區若沒
有恰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和組成，
會不利社區平衡發展。再者，如果

區內可提供的就業職位的種類和分
布與整體房屋供應規劃未能互相配
合，有機會加劇職住失衡問題。針

對目前當局以「見縫插針」方式在
區內興建房屋，居民認為對交通網
絡、公共服務，以至醫療系統帶來
不少壓力。對於日後北部都會區的
建設，他們至為擔心會重演天水圍
規劃不善的問題，尤其大量規範化

兼「倒模式」的建築群設計，既無
法展現如港九地區街道的生命力，

更打擊社區的經濟活力和多元結構。

14. 小結：新界北居民反映的意見，其

實涉及整個香港新發展區的規劃問

題，也為特區政府施政帶來重要啟

推進深港合作北部都會區建設的對策
建議

示。過去特區政府在規劃工作上的

總體原則

望，導致大眾對當局兌現承諾的能

15. 北部都會區整體建設要以全面融入

港是否具備足夠的人力、物力，以

大 灣 區 發 展 規 劃， 以 更 好 地 實 踐

表現因未能與時並進而多教人失
力 抱 觀 望 甚 至 懷 疑 態 度， 憂 慮 香
至財力支持北部都會區計劃。不少
受訪居民指過去有太多先例，規模
不如北部都會區的工程尚且完工無

期，是次更牽涉眾多持份者和不同
的利益群體，因此只採取觀望當局
有何嶄新的破題措施。此外，北部

都會區作為一個以創科產業帶動的

發展項目，在現代科技已進入光速
發展的年代，其建設面臨的最大挑
戰是與時間競賽。為此，當局應藉

著發展北部都會區的契機，反思過
去制訂政策未能符合大眾期望、規
劃工作跟不上時代步伐和發展需要
的根本原因，直面長期以來以「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碎片化方式
處理問題的不足之處，加上如何用
好公共政策和資源，調動新資金進
行投資的積極性，才能為香港未來
迎來曙光。

國 家 發 展 大 局 為 優 先， 積 極 配 合
「十四五」規劃對大灣區、對香港
發展的期盼。建議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下成立「深港合
作—建設北部都會區規劃（聯絡）
小組」，除行政長官外，未來負責

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副司長級官
員，必須是小組的當然成員之一。

小組一方面作為建立深港兩地政府
共同商討北部都會區建設工作和探

索兩地合作新模式的溝通平台，以
推進兩地合作體制機制創新，並達

致兩地共同發展、共建共贏為目標。
與此同時，負責統籌的副司長級官
員參與其中，能夠讓日後的跨部門

協調工作做得更加到位，糾正過去
政出多門、各自為政引致政策效率
低下和滯後發展的問題。

16. 深化「四新精神」，全面引入政府

績效管理制度，訂定客觀的關鍵績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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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標（KPI），制定與表現掛鈎

影響居民就補償和安置安排取得共

建立，以全力提升行政效率為目標，

們持守的傳統價值得到保護和保留

的評核框架。藉著透明激勵機制的

全面體現問責精神，重拾市民大眾
對特區政府的信心。

17. 借鑑國家近幾十年為了推動區域發

展而勇於作出大膽嘗試的經驗，加
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工作。緊抓「提

速而不失序」為原則，以全局概念
制訂北部都會區發展路線圖和落實

時間表。當局應進行徹底的流程改

革，務求在施政程序和社會效益之
間取得平衡。訂定北部都會區四十
多個工程項目的落實時間表須小心
謹慎，產業發展、交通網絡建設和

房屋供應之間要做到高度配合，並

要盡快實現把部分無地域限制的政

之同時，又可以配合未來城市規劃
的發展需要。此外，舊思維下設置

的各項厭惡性設施與新規劃存在抵

觸，必須遷移或改用現代化技術主
導的設施改裝改建，包括考慮把殯

葬服務與現有的宗教場所融合，例

如在寺廟及周邊範圍興建殯葬設
施，以及可多向居民和社會大眾以

「三動」（生動、互動、活動）方
式進行解說工作，包括安排實地考
察，全面解決厭惡性設施造成的問
題。同時，當局不可忽略新界北現

有居民的生活需要，對他們反映的
各種問題須予以正視。

府部門搬入北部都會區的承諾，甚

19. 改變過去既單向又沉悶的傳統諮詢

展成「香港行政都會區」、中環、

見，包括製作普羅大眾亦能聽得明、

至把政府總部搬到北部都會區，發
金鐘則是「香港金融都會區」。同

時，要確保政策能順利過渡予不同
的管治班子，並能夠準確掌握規劃

建設精神，不受人事更迭替換所影
響。

18. 建議成立官民諮詢小組，與受收地

vi

識，讓鄉民、居民的合法權益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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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善用創新科技，聆聽公眾意

看得懂的資訊短片，設計網上遊戲
加強公眾參與感，主動通過多元的

日常溝通渠道發放資訊及收集意
見，適時組織邀請不同持份者親身
參與考察團，提高市民大眾對北部
都會區建設的投入程度和能力感。

若特區政府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上能

突破以往做法，相信可以更容易凝

低稅制等，在金融、創新科技、專

展帶來正面影響。

能達致深港合作共贏方案，為一向

聚社會共識，為北部都會區長遠發

具體對策建議
20. 原區就業經濟發展
20.1 特區政府應藉此良機重整香港的
經濟產業規劃，制訂產業政策，通
過全速發展創新科技，推進香港產
業的轉型升級，成為創新驅動的經

濟體。當局預料北部都會區最終可
容納 250 萬人口，按目前全港勞

動人口參與率約六成推算，如要
做到充分當區就業，即要 150 萬

個就業職位才能滿足。既然北部

都會區建設強調以解決職住分離
為目標，必須以多條腿走路方式，

主攻創科同時亦積極推動不同產

業服務等領域跟深圳加強合作，定
活躍於維港都會區的創新科技、現
代金融，以至高端服務業帶來龐大
的服務業發展機遇。

20.3 就全速發展創新科技方面，建議特
區政府提供更多誘因，增加企業來

港發展的意欲，成立類似新加坡淡
馬錫的產業投資基金，投資和引導
私人資本激活新興產業投資；並要

進一步革新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
院校相關政策，包括校外執業等不
合時宜的限制，推動本地研究成果

產業化。同時，要更好地借助深圳

完善的供應鏈和雄厚的生產實力，
促進本地創科產業的發展和實現
經濟轉型的目標。

業發展，以「創科為主，多元產業

20.4 聆聽和吸納創科業界意見，為創科

劃，促進原區就業機會均衡增長，

積極和具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培訓

為副」為原則，豐富產業多元化規
長遠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

20.2 積極對接《前海方案》，發揮香港

既有制度和人才優勢，包括全面市
場化、高效的金融監管制度、簡單

產業訂定長遠人力需求規劃，通過

專才、聚集人才。推出相應的培訓
課程，讓有志投身或有意轉投創科
產業人士加深對行業的認識，及早
裝備自己。積極支援青年創業者，
打造北部都會區版「前海深港青年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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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場」，為有潛質的年青人創業
締造「孵化」的條件。

20.5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促進製造業發
展聯盟」、訂立以「官產學研」為
本的科研創新體系，以及由特區政

府協助不同工商領域制定產業轉
型藍圖等，務求以創新科技加快本
地「再工業化」進程，協助傳統工

業升級轉型，從而為本地生產性服
務業帶來新的服務需求，開拓多元
就業機會，提振北部都會區經濟活
力，帶來更多向上流動機會。

20.6 盡快訂定和公布各新發展區的房
屋和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提供誘

因吸引企業進駐。做好各新發展區
的跨階層人口分布規劃，利用不同

社經階層的消費能力帶動社區經
濟發展，創造多元化職位吸納創科
以外的勞動人口。修正過去新市鎮

「倒模式」的設計，建議當局拍賣

土地時地契要求商場內須預留若
干比例的單位予小店，或以創新方
式經營類似以往屋邨商場、舊式街
市模式的商場或綜合大樓，為小店
創造生存空間。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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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港商要積極參與國家大循環建設，
做好開拓內銷、迎接內地中產市場
的準備。尤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

內地中產對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
配合「深港一小時通勤網絡」的建
設，有助推動兩地在中高端消費、
專業服務等領域的開拓。北部都會

區應積極發展高等教育和私營醫
療服務產業等具潛力領域。教育方

面，建議由兩地一流大學合作共建

高端研究型高等院校，香港需要

撤銷公私立大學自資本科境外收

生分別不能逾兩成及一成的限制，
並大興配合產業發展的職業教育
以滿足內地和香港兩地對進修技
工／專業培訓的需要。至於私營醫

療，建議在北部都會區設立與內地
一流醫院合作的醫院，結合臨床、
研究與科技。並利用好非本地培訓
醫護等機遇，積極開拓既能服務本
地居民，同時面向內地市場需要為
目標的私營醫療服務，協助解決廣
東一帶中高端醫療服務的需求。

20.8 為了有效建設北部都會區，應以公
私營合作方式推動。當局宜積極考

慮發行「北部都會區發展債券」，

盤活全社會對參與北部都會區的

積極性和參與感，從而加快發展效

目，避免日後浪費時間疏理建議。

列明要求發展商須撥出一定百分

21.2 針對中短期紓緩交通擠塞措施，當

施和優先聘用區內建造業工人，鼓

使用創新科技推行智慧出行的步

率。另建議特區政府在賣地條款中

比的建築面積提供指定的社區設
勵企業以多元形式展現企業社會
責任。

20.9 完善推廣生態旅遊的政策及配套
措施，包括訂立本地生態導賞員牌

局須採取多管齊下方式，包括加快
伐、在繁忙時段增設港鐵專列列車
班次。

22. 房屋

照制度、推動培訓機構推出相應的

22.1 特區政府應盡快訂定明確的建屋

所需，及早裝備自己。成立負責推

展區域的公私營房屋組成和分布，

培訓課程，讓有志者盡快了解行業

動和管理發展新界北深度體驗式
旅遊、可持續鄉郊生態旅遊的專責

部門，發展以社區為本的旅遊項
目。

21. 交通基建
21.1 針對交通運輸建設的長遠規劃，當

局要以前瞻性而非局部解決問題

目標和落實時間表，以及各個新發
並緊記天水圍的前車之鑑，吸取有

關經驗。城市規劃需注重不同風格
和功能的設計，並謹慎做好社區配
套設施規劃工作，展現地區的生命
力。同時，應為入住「過渡性房

屋」的住戶提供適切的社區支援，

落實做好計劃以紓緩他們生活困
境的原意。

的思維推行，制訂全盤交通政策，

22.2 建議當局借鑑新加坡組屋政策，在

應對。特區政府同期將開展多項交

「北都組屋計劃」。推出「首置」、

有重疊之處，當局必須有效協調各

提供多元住房選擇。

配合新的公共交通運輸網絡作為
通專題研究，它們涵蓋的研究範疇

個與交通運輸發展相關的研究項

北部都會區以先導計劃形式試行
青年共居空間，為中生代、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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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以現有「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為
基礎，擴大原來屋苑項目的規模，
打造「北都樂齡社群小區」，邀請

藥發展和中西醫協作模式。

初創企業參與小區的住房及配套

23.3 區內新建的私家醫院需要照顧本

展，同時提升創科成果產業化的效

助具經濟能力者分流到私營醫療

設施的設計，利用需求推動創科發
率，繼而促進北部都會區內樂齡科

技生態系統發展、打造北部都會區

成為樂齡生活結合科技創新應用
的新基地。
23. 醫療
23.1 建議當局投入更多資源改善基層
醫療配套設施，以疏導區內醫療需

地市民的醫療需求，更好地發揮幫

系統的功能。古洞北醫院的設計應

以配合醫院具體功能需求為要旨，
周詳考慮醫院設施的連貫性，以

促進醫療成效和提升效率為目標。
並要聽取前線醫護和病人的意見，
確保醫院的設計符合日常運作流
程需要，提升醫療系統營運整體效
率。

求，通過強化基層醫療服務，亦能

24. 地區設施

就業職位。因應區內陸續有大型基

24.1 盡快全面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

北區增設「建造業從業員社區健康

定期諮詢公眾。尤其踏入 21 世紀

有助開拓更多與基層醫療相關的
建項目上馬，建議分別在元朗區和

中心」，讓有需要人士及早接受治
療。

23.2 推行公私營醫療協作是一個務實

可行的方向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
的壓力，建議當局開拓多元化公私
營醫療協作模式，日後宜拓展至中
醫服務範疇，為病人提供不同的治

x

療選擇之餘，也有助促進本地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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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並設固定的全面檢討期，
以來，科技進步已為日常生活帶來
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少城市規劃和

設計應可透過應用科技進一步提
升生活質素，規劃署應更加主動，

通過與不同政策局和部門的通力
合作，借鑑外國先進經驗，與時並
進，適時更新準則。

24.2 當局應於整體房屋供應規劃和興
建時間表出台之後，盡快為新發展

區建設各項社區設施和服務制訂

銷市場做大做強，能有助解決水貨
問題。

時間表，並按區域人口結構特徵作
出適當選址。尤其香港已踏入深度

老年化階段，建議在每一座新落成
的公屋，最底三至五層改建為安老

院舍或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令長者

可以和兒孫居於同一幢大樓互相
照顧，讓長者可以活得更快樂，亦

有助減輕他們對社會福利服務的
依賴。針對現有地區設施不足的狀
況，建議當局整理元朗區和北區區

議會以往就相關議題作出的討論
和諮詢，吸納適用意見，利用建設
北部都會區時機，改善不足之處。
25

水貨客：從源頭打擊水貨的牟利鏈
條，通過內地邊防、海關與香港海
關、入境處等部門攜手合作，加強

執法和巡查。建議當局提高對主要
犯事者甚至是重犯者的罰則，考慮
罰款以外更重的刑責，並要針對水

貨客層出不窮的走水貨方式調整
執法方式。此外，因應內地市民對

香港貨品品質的信賴，本地要進一
步發展跨境電商行業，把港商在內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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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Background
The Hongkong-Shang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Pan Sutong Shanghai-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ngnan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are concerned about issues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have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BA”).
Recogniz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in mid2021,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prior to the launch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conducted focus group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mpile data on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which w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suggest how to promote development through better planning and bring the greatest
benefits to the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rich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ectors, with a view to
complementing Shenzhen's strengths with a proactive and win-win approach,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twin engines” function in the GBA, in the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Findings and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Residents
In late September 2021, a sample of 1,013 local residents aged 18 or above living in Tin
Shui Wai / Sheung Shui / Fanling / Sha Tau Kok / Ta Kwu Ling were successful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cessive traffic congestion during
peak hours” (23.8%), “long waiting time for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22.1%), and
“aging fac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14.2%) are the most concerning problems in the
respondents’ daily lives.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do you want the HKSAR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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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o for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the most”, respondents tend to choose the options
of “improve transportation to the urban areas” (20.0%) and “improve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19.1%), echoing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 traffic congestion in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and the long waiting time for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Regarding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to be followed up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and and housing”
(26.6%), which is the most critical issue in Hong Kong,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from
the respondents, while the rest included the epidemic (14.7%), resumption of normal
travel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13.2%), and the economy (11.8%).

Views of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residents on cur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for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his study has collected residents'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long the dimensions of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healthcare services, community facilities, parallel
trading activities, and housing. In terms of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it is common for residents to work across districts and that
commuting across districts is costly and affects both personal and family life.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many are worried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will not be able to absorb much of the local workforce, and
that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may not be able to create enough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workers. As fo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congestion on crossdistrict railways and major roads is a serious problem during peak hours.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recent years, the demand for public
transport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transport facilities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coverage of bus and minibus services is inadequ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private cars has increased, but there are not enough parking
spaces, resulting in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illegal parking problem. In addition, the poor
design of the major roads, compounded by the inadequacy of the light rail system, has
fail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generally not optimistic that the
“infrastructure-led” goal for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will be achieved as hoped.
In terms of “healthcare services”,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has led to increasingly long waiting times. As the Hospital Authority's
‟10-Year Hospital Development Plan” takes time to materializ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inadequate medical services and long waiting time continue. The high cost and 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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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 of private healthcare services have led to a huge shortfall in public hospital
services. Although the idea of the District Health Center is goo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publicity, service coverage and site selection. As for the
“community facilities”, the residents complained that the planning of the facilities in
the district is not well thought out leaving many gaps in services, which is compounded
by the slow construction speed. Residents are also concerned that the completion rate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in new development areas is lagging behind population growth,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capacity of the facilities in the original districts or
neighboring districts. The expected completion of a number of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s in the next two to three years will surely make things worse. Besides, The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which is the basis for community facilities
planning in Hong Kong, is out of step with reality and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In addition, the problem of “parallel trade activities” had been serious before the
epidemic and had caused overloading in many of the community's roads and open space,
sometimes also causing law and order problems. Residents are worried that the problem
of parallel traders will return after the epidemic, but they dare not hope that measures such
as visa restrictions will eliminate parallel traders, as they believe that the prevalence of
parallel traders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food and drug production in the Mainland
and the regulatory system. Last but not least, resid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lack
of clear housing supply target and implementation timetab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ing”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that the lack of a proper ratio and composi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will be detrimental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nd aggravate the imbalance between jobs and
housing. Residents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approach to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the district
has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ublic services, and eve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addition, residents are worried that the tragedy of poor planning in
Tin Shui Wai will be repeated.
Chapter Conclusion: The views reflected by the residents of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are
in fact related to the planning of the whole Hong Kong new development area and bring
important insights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As a development
project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is the race against time in an era of lightning-fas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past policies to meet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the
failure of planning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t is hoped that better plan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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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leveraging on new capital raised in the markets, will help build a better Hong
Kong before too lo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General Principl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should prioritize full integration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actively co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GBA, so as to better fulfill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GB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is study recommends an establishment
of a task force on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under the Leading Group for Development of GBA. In order
to boost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deepen the “Four Attributes of Innovation”, introduce a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lear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adopt the principle of “speeding up without missteps”,
formulate a roadmap and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with a holistic concept, and ensure a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policy team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et up a public-private consultation
group to reach a consensus with the affected residents on compensation and rehousing
arrangements, and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existing residents in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The obnoxious facilities set up under the old mindset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new plan, must be relocated or converted to modern technology-led facilities,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funeral services and existing religious
sit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funeral facilities in templ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so make use of innovative means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nd collect opinions, so as to enhance the public's commit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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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o-local employ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organize Hong Kong'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formulate industrial polici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will eventually accommodate 2.5 million people. Based
on the current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about 60%, it is estimated that 1.5
million jobs will be needed to meet the demand for full employment in the area.
Therefore,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emphasizes the goal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ome-job imbalance, it must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s the mainstay and diversified industries as vice”,
and enrich the planning of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so as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growth of Northern
Metropoli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ch will help enhance Hong Kong's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ong run.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support the Qianhai Plan to achieve a win-win solution for Hong Kong and Shenzhen,
which will bring hug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xvi

•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companies to come to Hong Kong. Leveraging on Shenzhen's comprehensive supply
chain and strong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t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novation industri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similar to Temasek in Singapore can be established to invest
and guide private capital to activate investment in emerging industr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rther revamp the policies of the UGC-funde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backward restrictions on outside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research.

•

To listen to and take on board the views of the industry, formulate a long-term
manpower demand plan for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launch
corresponding training courses. To actively support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launch a
programme similar to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Hub”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

It is proposed to set up a “GBA Alli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stablish a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in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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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es” collaboration bas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system, and have the
HKSAR Government assist differen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s in formula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lueprints, with a view to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local
“re-industrialization”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help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upgrade and transform, thereby bringing new demands to local producer services,
opening up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oosting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bring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mobility. To formulate and announce specific plans for hous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ach new development area as soon as possible, provide incentives to attract enterprises to settle in, use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classes
to drive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reate diversified jobs opportunities.
•

Hong Kong businessmen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Mainland's new development plan and be prepared to explore the Mainland market and welcome the
Mainland middle class market.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should actively develop
potential areas such as higher education and private healthcare services industries. On the education front, an establishment of a high-end research-oriented
tertiary institution by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two places is highly recommended.
In addition, Hong Kong needs to remove the 20% and 10% restrictions on admission of students from outside Hong Kong for self-financing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to develop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line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both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for further technical/vocational training students. As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Hong Kong should build a hospital, which combines research,
clinical practice and applying technology,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hospitals
i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should also take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such as
non-local train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actively develop private healthcare
services targeting the needs of the Mainland market, so as to help address the
demand for high-end healthcare services in the Guangdong region.

•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velop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actively consider issuing bonds and specify in the Conditions of Sale that developers must allocate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building area to provide designated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employment of local construction
workers

•

To improve the policy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promoting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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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licensing system for local eco-tour guides. Establish a dedicated department to help promote and manage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ti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rural eco-tourism in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 For the long-term planning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the authorities should adopt
a forward-looking rather than a parti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d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olicy, and respond to the new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ies must effectively coordinate a number of future
research projects related to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o as to avoid wasting
time in the future in sorting out the proposals.
•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is required for short to medium term traffic
congestion relief measures,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us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smart mobility and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dedicated MTR trains during peak
hours.

Housing
• Clear housing supply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timelin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as well as the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in each new development area. Urban planning in the region
should focus on the design of different styles and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provision
of appropriate community support for households in “Transitional Housing”.
•

It is recommended to learn from Singapore’s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policy and launch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HDB Scheme” in the form of a pilot
scheme. Introduce “first Starter Homes” and youth co-housing in Northern Metropolis
to provide diverse housing options for the middle and new generations.

•

Create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ging Community Distri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ing technology ecosystem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make the North Metropolis a new bas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erontech.

Healthcare services
• It is proposed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to improve primary care facilities to ease
the demand for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district and to create more jobs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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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care by strengthening primary care services. In view of the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be launched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it is proposed to set
up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for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actitioners” in the
Yuen Long District and North District respectively.
•

It is proposed to develop a diversifie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healthcare
an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o provide different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services.

•

The newly built private hospital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needs to take care of
the medical nee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help people with higher financial capability
be diverted to the private healthcare system. The design of Kwu Tung North New
Hospita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pecific functional needs of the hospital, listen
to the opinions of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ensure that the design of the
hospital meets the needs of the daily operation process, and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ntire operation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Community facilities
• Expeditiously and comprehensively update the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and establish a fixed period for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regular
public consultation.
•

To expeditiously draw up implementation timetables for various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areas, and to make site s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ea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hortage of facilities in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it is proposed to make use of the
opportunity of developing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improve the deficiencies.

The parallel trade activities
• Combating the profit-making chain of parallel trading activities at source, and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ent and inspections throug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n addi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onfidence of the Mainlanders in the quality of Hong Kong good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develop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so that Hong Kong
businesses can expand and strengthen their positions in the Mainland market,
which can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parallel im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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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帶來發展機遇
隨著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及選舉制度的完善，新形勢下的香港確保了愛國者治港，

讓特區政府可以重新聚焦經濟和民生建設工作，為香港未來迎來新篇章。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 2021 年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稱《發展策略》），
通過發展北部都會區與南邊的維港都會區形成「南金融、北創科」格局，解決長
期以來本港「南重北輕」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國家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下稱

「十四五」）規劃中賦予了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使命，《發展策略》
提出了最切實的回應，展現了過去特區政府所欠缺的宏觀視野和全區域觀念，為推
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邁進了一大步。《發展策略》堪稱

對接國家發展重大規劃的一份策略發展報告書，為香港整體發展打開全新局面。從
政治意義而言，《發展策略》旨在改變過去邊境的屬性就是與內地保持高度分隔的
禁區，變身為供香港跟內地雙方積極合作的機遇。

《發展策略》的出台，以《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1（《香
1

自 1970 年代起，規劃署約每十年便檢討全港發展策略，為香港的土地及基建發展，以至建設環境的塑造提供規劃

和指引。2007 年公布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 2030》），已為香港至 2030 年的土地供應和城

市規劃訂定了概括性方向。而為了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當局於 2015 年展開了《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

景與策略》（《香港 2030+》）研究，以更新《香港 2030》。建基於《香港 2030》，《香港 2030+》旨在為香港
跨越 2030 年的整體空間規劃、土地和基建發展，以至為建設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塑造探討策略和可行方案。《香港

2030+》延續《香港 2030》的願景及規劃目標，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並以可持續發展為總目標。《香
港 2030+》提出三大元素：「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

發展」，以及一套概念性空間框架，將以上的三大元素轉化到空間規劃層面。而概念性空間框架將未來的發展集中

在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區、兩個策略增長區，以及三條發展軸上。《香港 2030+》期望透過在新界創造更多職位，以
助緩解本港現時居所與職位地點分布失衡的情況。當中提出的兩個策略增長區其中一個，就是「新界北」。目的是
透過綜合規劃，更有效地善用新界的棕地和荒置農地，新界北發展將提供土地建設新區，以及發展現代化產業和需
要在邊境附近營運的產業，並同時改善現有地區的居住環境。香園圍、坪輋、打鼓嶺、恐龍坑及皇后山將發展成一

個新市鎮，配以兩個位於新田／落馬洲和文錦渡的具潛力發展區。而三條主要發展軸其中一條是「北部經濟帶」，
經濟帶適合作倉儲、科研、現代物流和其他輔助用途，以及新興產業，為社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資料來源：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發展局局長和規劃署署長出席《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記者
會開場發言》，https://bit.ly/3AXEgfa，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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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2030+》）為基礎，把當中提出的北部經濟帶擴展，納入了多個處於不同規劃及
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和發展樞紐，以及相鄰鄉郊地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

橋，更覆蓋了元朗、天水圍、上水／粉嶺等新市鎮，在其之上進行擴展和整合，是
一個具有宏大願景和視野的策略方案。經擴展和整合後的都會區，進一步提升成為
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更為日後與深圳邁向更深層次、更全面的合作邁出重
要的一步。《發展策略》在解決社會房屋及經濟發展兩大深層次問題下，引起各界

的關注。社會人士普遍認同新界北有極大發展潛力，希望特區政府提出有效的開拓
土地方案，既為香港發展帶來新動力，又可解決積累已久的深層次問題。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簡稱滬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簡稱研究
所）關注內地與香港兩地經濟發展的相關議題，積極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言獻

策。滬港和研究所於 2021 年中意識到新界北部發展具有一定潛力，於《發展策略》
出台前，開展了一項有關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的問卷調查。及後相關規劃出台，

進一步通過焦點小組和深入訪談，綜合數據整理出新界北現有的發展問題，作為發
展北部都會區的重要借鏡，提出如何通過完善規劃促使發展，為社會帶來最大福

祉。本研究特別針對當中帶來的深港合作發展機遇，提出豐富香港相關經濟產業發
展的政策建議，以積極進取、互惠共贏的取態與深圳優勢互補，發揮大灣區內的「雙
引擎」功能。

報告共分四大部份，包括（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二）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

展意見問卷調查的主要結果和分析；（三）新界北居民對目前社區發展以至北部都
會區規劃的意見；以及（四）推進深港合作北部都會區建設的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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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研究 方 法

問卷調查
為了解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的意見，滬港和研究所於 2021 年 9 月下旬（特區政

府公布《發展策略》兩周前）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以街頭訪問形式，由訪問員以

預設電子版問卷向受訪者發問。研究對象是 18 歲或以上，在天水圍／上水／粉嶺

／沙頭角／打鼓嶺居住，並能夠以廣東話溝通的居民。為確保樣本具代表性和以隨
機抽出方式進行，樣本於 22 個區議會選區（全屬 2021 年 12 月立法會選舉新界北

選區）附近進行收集，並以 ｢ 每三名 18 歲或以上人士邀請一位參與 ｣ 為抽樣原則，
由研究員抽取合資格受訪者進行調查。最終成功收回 1,013 份有效問卷，表 1 和表
2 列出各訪問地區和完成的樣本數：
表 1：天水圍訪問地點及完成樣本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天水圍：地區 ( 訪問地點 )

預設樣本 ( 成功問卷數 )

M17 盛欣 ( 天盛商場 )

50 (51)

M19 天耀 ( 天耀商場 )

45 (45)

M22 嘉湖南 ( 嘉湖銀座 )

45 (45)

M23 瑞愛 ( 天瑞商場 )

M25 頌華 (T Town ／輕鐵站連接 T Town 和天華邨的天橋 )
M27 嘉湖北 ( 嘉湖銀座 )
M29 晴景 ( 天悅站 )

45 (45)
45 (45)

M31 逸澤 ( 天逸站 )

45 (45)

M32 天恒 ( 天澤商場 )

備註：* 其中三名受訪者住區為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

45 (45)
45 (45)

M30 富恩 ( 天暉路體院館外馬路 )

M33 宏逸 ( 俊宏軒麥當勞附近 )

45 (45)

45 (49)
共  計

45 (46)

500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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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訪問地點及完成樣本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地區 ( 訪問地點 )

預設樣本 ( 成功問卷數 )

N01 聯和墟 ( 帝庭軒購物商場 )

50 (50)

N03 祥華 ( 祥華商場 )

45 (45)

N04 華都 ( 華心商場 )

45 (47)

N05 華明 ( 華明商場 )

45 (45)

N06 欣盛 ( 欣盛苑商場 )

45 (47)

N08 盛福 ( 嘉福商場 )

45 (48)

N09 清河 ( 清河商場 )

45 (45)

N12 彩園 ( 彩園商場 )

45 (45)

N13 石湖墟 ( 旭埔苑 )

45 (45)

N14 天平西 ( 天平商場 )
N17 天平東 ( 天平商場 )

45 (45)
共  計

45 (45)

500 (507)

焦點小組和深入訪談
問卷調查完成後，研究員以調查結果為基礎，進行了三場焦點小組討論，對象皆是
天水圍、上水／粉嶺居民，涵蓋不同年齡階層和職業背景，旨在深入了解不同階層

居民對與新界北相關議題以至北部都會區規劃的看法和意見。此外，有見自《發展
策略》出台後，社會大眾強烈關注，坊間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因此邀請了負責推動

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勤教授進行線上訪談，以進一步了解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理念和規劃構想。與此同時，由於北部都會區涉及開拓新界大量
土地，影響不少當地鄉民、居民，本研究亦跟現任立法會議員兼打鼓嶺區鄉事委員

會主席陳月明女士進行訪問，以了解新界原居民對發展北部都會區的意見和期望。

此外，研究員亦跟具公私營醫院服務經驗的潘佩璆醫生進行電話訪問，探討提升醫
療服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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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研究 方 法

二、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意見問
卷調查的主要結果和分析
1. 最關心的住區問題
受訪者普遍對交通、醫療、地區設施等圍繞日常民生生活的問題最為關注；中
青年人、學歷程度越高者，較為關心繁忙時間的交通擠塞問題，相反年紀越大、
學歷程度越低受訪人士，視公營醫療問題至為重要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繁忙時間交通過於擠擁」（23.8%）和「公營醫療輪候時間

過長」（22.1%）是受訪居民最關心的首兩項住區問題，緊隨其後是「地區設施老

化」（14.2%），以及「通關後水貨客重臨」（14.0%），四個項目累計超過七成。
由於新界北跟市區距離較遠，再加上跨區工作者眾，交通問題自然成為居民關心的
首要項目。而公營醫療系統負擔沉重，輪候專科門診病人數目不斷上升，更是普遍
存在於各區的問題。至於地區設施老化、水貨客等問題，都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也容易獲得較高關注度。此外，數據分析顯示，居於天水圍的受訪人士，關

注「缺乏就業機會」的比率（16.5%），比起關注地區設施（13.9%）和水貨客問
題（10.7%）更高，可見天水圍就業機會不足對不少居民而言是一個困擾。至於上
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的受訪居民關注公營醫療問題（26.1%）比繁忙時間交
通擠塞（23.1%）的比率更多，反映他們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殷切。此外，跟天

水圍（10.7%）相比，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居民對「通關後水貨客重臨」
（17.3%）的關注程度也較高，顯示他們對於水貨客日後或會捲土重來感到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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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最關心的住區問題
最關心的住區問題
繁忙時間交通過於擠擁
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
地區設施老化

通關後「水貨客」重臨
缺乏就業機會

開發新市鎮在即，
擔心未來交通不勝負荷
不清楚

其 他*
拒 答
總 計

天水圍
分區百分比
( 頻數 )

上水／粉嶺／
沙頭角／打鼓嶺
分區百分比 ( 頻數 )

18.1% (91)

26.1% (133)

24.5% (123)
13.9% (70)
10.7% (54)
16.5% (83)
10.1% (51)
3.2% (16)
2.6% (13)
0.4% (2)

100.0% (503)

總百分比
( 頻數 )

23.1% (118)

23.8% (241)

14.5% (74)

14.2% (144)

17.3% (88)
9.2% (47)
7.5% (38)
1.4% (7)
0.4% (2)
0.6% (3)

100.0% (510)

備註：* 其他包括：房屋土地問題、物價太貴、交通燈太多、地鐵站清潔問題等

22.1% (224)
14.0% (142)
12.8% (130)
8.8% (89)
2.3% (23)
1.5% (15)
0.5% (5)

100.0% (1013)

若按受訪人士的年齡和學歷程度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會發現中青年人和學歷程度

較高居民，較為關心交通擠塞及水貨客重臨，對此兩項表示關注而具有「大學學

士或以上」學歷的受訪者合共佔 55.6%。年紀最輕的一批受訪居民（18-30 歲），
有超過三成關注交通擠塞，比起「61 歲或以上」人士多出一倍。而踏入 50 歲以
後的受訪居民，則集中關注公營醫療，最年長一批（61 歲或以上人）比率更達

43.5%。同樣，學歷程度在預科或以下的受訪居民，亦以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為
首要關心的問題。上述結果反映年紀越大、學歷程度越低人士，他們是公營醫療服
務的主要使用者，或者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對醫療服務需求漸增，因此對本地公
營醫療服務資源短缺狀況有更深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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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意見問卷調查的主要結果和分析

表 4：按年齡組別劃分最關心的住區問題

缺乏就業機會
繁忙時間交通過於擠擁
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
地區設施老化

18-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
或以上

31.4%
(90)

23.8%
(60)

26.0%
(44)

21.3%
(26)

15.2%
(21)

17.2%
(29)

23.0%
(28)

19.6%
(27)

15.3%
(44)
13.2%
(38)
8.0%
(23)

開發新市鎮在即，
擔心未來交通不勝負荷

11.5%
(33)

總 計

100.0%
(287)

通關後「水貨客」重臨

20.6%
(59)

16.7%
(42)
15.9%
(44)
14.3%
(36)
11.5%
(29)
17.9%
(45)

100.0%
(252)

13.6%
(23)
26.0%
(44)

33.6%
(41)

8.3%
(14)
8.9%
(15)

9.0%
(11)

6.6%
(8)

100.0%
(169)

6.6%
(8)

100.0%
(122)

備註：†剔除年齡拒答＝ 2，剔除本題目拒答＝ 5，其他＝ 15，不清楚＝ 23，共 45
受訪人數 = 45 + 968 = 1013 人

表 5：按學歷程度劃分最關心的住區問題

缺乏就業機會
繁忙時間交通過於擠擁
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
地區設施老化

開發新市鎮在即，
擔心未來交通不勝負荷
通關後「水貨客」重臨
總 計

小學或
以下

中學或
預科

17.8%
(29)

23.0%
(89)

8.6%
(14)

35.6%
(58)
25.2%
(41)
3.1%
(5)
9.8%
(16)

100.0%
(163)

100.0%
(387)

23.0%
(223)

3.6%
(5)

10.9%
(15)

100.0%
(138)

31.7%
(65)

13.7%
(29)

11.9%
(46)

43.5%
(60)

27.5%
(58)

29.7%
(115)
7.2%
(28)

13.4%
(130)

大學學士
或以上

18.0%
(38)

15.5%
(60)

7.2%
(10)

大 專

12.7%
(49)

11.4%
(24)

24.9%
(241)
14.8%
(143)
9.2%
(89)

14.7%
(142)

100.0%
(†968)

總 計

14.1%
(29)

13.5%
(130)

10.2%
(21)

23.1%
(223)

8.8%
(18)

15.6%
(33)

11.2%
(23)

100.0%
(211)

100.0%
(205)

13.7%
(29)

總 計

23.9%
(49)

24.9%
(241)
14.8%
(143)
9.2%
(89)

14.5%
(140)

100.0%
(†966)

備註：† 剔除教育程度拒答 =9，剔除本題目拒答＝ 5（當中 1 人為教育程度拒答者），其他＝ 15（當中 1 人為教育程
度拒答者），不清楚＝ 23（當中 3 人為教育程度拒答者），共 47
受訪人數 = 47 + 966 = 10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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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希望特區政府如何改善新界北地區
受訪居民最希望特區政府改善往市區交通和公營醫療；長者期望公營醫療服務
得到改善，其他年齡組別則希望特區政府改善跨區／跨境交通、水浸、社區配

套及設施；學歷程度越高受訪人士對特區政府改善宏觀經濟及城市規劃有較大
渴求

就「最希望特區政府改善新界北問題」部份，得出的調查結果跟上一題脗合。受
訪居民最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改善往市區交通」（20.0%）和「改善公營醫療」

（19.1%），呼應了他們關心現時新界北的交通擠塞和公營醫療服務輪候時間過長
的問題。同時，「改善社區配套及設施」（16.2%）亦是不少受訪居民期待特區政

府可提出針對性改善措施的範疇，相信原因包括當區設施出現老化之餘，亦因為近
年遷入新界人口不斷增加，不少地區設施，甚至是交通配套都出現不敷應用情況，
故此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回應市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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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意見問卷調查的主要結果和分析

表 6：最希望特區政府如何改善新界北地區
最希望特區政府如何
改善新界北地區
改善往市區交通
改善公營醫療

改善社區配套及設施
開發更多住宅

天水圍
分區百分比
( 頻數 )

上水／粉嶺／
沙頭角／打鼓嶺
分區百分比
( 頻數 )

16.9% (85)

21.2% (108)

9.7% (49)

11.6% (59)

21.1% (106)
15.5% (78)

增加職業／高等教育機會

12.7% (64)

加快城市規劃、開發新市鎮

6.2% (31)

改善跨境交通
開發地區經濟

盡快完成河套地區開發，
發展新產業
解決水浸問題
不清楚

其 他*
拒 答
總 計

6.6% (33)
5.8% (29)
3.0% (15)
0.4% (2)

總百分比
( 頻數 )

19.0% (97)

20.0% (203)

16.9% (86)

16.2% (164)

4.9% (25)
8.2% (42)
5.7% (29)
6.1% (31)
2.7% (14)
1.0% (5)

19.1% (193)
10.7% (108)
8.8% (89)
7.4% (75)
5.9% (60)
5.9% (60)
2.9% (29)
0.7% (7)

1.2% (6)

2.2% (11)

1.7% (17)

0.4% (2)

0.2% (1)

0.3% (3)

0.6% (3)
100.0% (503)

備註：* 其他包括：增加老人康樂設施／物價太高／就業機會／政府施政

0.4% (2)

100.0% (510)

0.5% (5)

100.0% (1013)

若按受訪者年齡組別和學歷程度分析調查結果，大致上亦跟前一題的結果一致。

「61 歲或以上」受訪者期望公營醫療得到改善的比率高達 45.1%，比率較年輕一
群多出幾倍，其他年齡受訪者最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改善「改善往市區交通／跨境交

通及解決水浸問題／改善社區配套及設施」等日常民生問題。值得留意的是，學歷

程度愈高受訪者除了希望「改善往市區交通／跨境交通及解決水浸問題／改善社區
配套及設施」外，同時亦傾向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完成河套區開發以發展新產業／

開發地區經濟／增加職業及高等教育機會／加快城市規劃及開發新市鎮」等宏觀經
濟及城市規劃問題，至於學歷較低受訪者，除了傾向希望改善日常民生問題外，亦
能「改善公營醫療」的社會福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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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按年齡組別劃分最希望特區政府如何改善新界北地區
18-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
或以上
10.6%
(15)

10.9%
(108)

25.5%
(75)

29.9%
(76)

28.0%
(49)

20.2%
(25)

9.9%
(14)

24.2%
(239)

改善往市區交通／
跨境交通及解決水浸問題／
改善社區配套及設施

50.3%
(148)

45.3%
(115)

44.6%
(78)

48.4%
(60)

34.5%
(49)

45.5%
(450)

總 計

100.0%
(294)

100.0%
(254)

100.0%
(175)

100.0%
(124)

100.0%
(142)

100.0%
(†989)

開發更多住宅

盡快完成河套區開發，
發展新產業／開發地區經濟／
增加職業／高等教育機會／
加快城市規劃及開發新市鎮

改善公營醫療

14.6%
(43)

9.5%
(28)

10.2%
(26)

14.6%
(37)

7.4%
(13)

20.0%
(35)

8.9%
(11)

22.6%
(28)

備註：†剔除年齡拒答＝ 2，剔除本題目拒答＝ 3，其他＝ 2，不清楚＝ 17，共 24

45.1%
(64)

總 計

19.4%
(192)

受訪人數 = 24 + 989 = 1013 人

表 8：按學歷程度劃分最希望特區政府如何改善新界北地區
小學或
以下

中學或
預科
11.1%
(44 )

大 專

12.9%
(27)

大學學士
或以上
11.4%
(24)

10.9%
(107)

盡快完成河套區開發，
發展新產業／開發地區經濟／
增加職業／高等教育機會／
加快城市規劃及開發新市鎮

15.1%
(25)

24.4%
(97)

27.8%
(58)

27.5%
(58)

24.2%
(238)

改善往市區交通／
跨境交通及解決水浸問題／
改善社區配套及設施

45.8%
(76)

41.1%
(163)

46.9%
(98)

52.6%
(111)

45.6%
(448)

改善公營醫療

31.9%
(53)

總 計

100.0%
(166)

100.0%
(397)

100.0%
(209)

100.0%
(211)

100.0%
(†983)

開發更多住宅

7.2%
(12)

23.4%
(93)

12.4%
(26)

8.5%
(18)

總 計

19.3%
(190)

備註：†剔除教育程度拒答 =9，剔除本題目拒答＝ 3，其他＝ 2，不清楚＝ 17( 當中 1 人為教育程度拒答者 )，共 30
受訪人數 = 30 + 983 = 10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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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意見問卷調查的主要結果和分析

3. 最希望立法會跟進的社會議題
土地房屋、疫情、與內地通關，以及經濟等皆為受訪居民最希望日後立法會可
以跟進的社會議題；中青年人最關心「就業／經濟／新市鎮發展」，年長居民
則關心「與內地通關及深港／內地與香港關係」；教育程度較低居民對「土地
房屋」最為關注，教育程度較高者則期望立法會能多討論經濟和社會發展議題

針對「最希望立法會跟進的社會議題」，以香港目前最為嚴峻的「土地房屋」

（26.6%）得到最多受訪者關注，有超過 1/4 受訪者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能積極跟進。
其次是近兩年困擾全球各地的「疫情」，有 14.7% 受訪人士視為立法會首要處理

的議題。緊接是「與內地通關」，佔 13.2%，相信這跟新界地區居住人口與內地關
係相對緊密有關，他們對盡快通關有極大渴求。至於「經濟」，亦有 11.8% 人士

認為是最重要的，期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上任後能夠跟進。上述四個議題合共獲超
過六成受訪人士關注。

表 9：最希望立法會跟進的社會議題
最希望立法會
跟進什麼社會議題

土地房屋
疫 情

與內地通關
經 濟

新市鎮發展
就 業

深港／內地與香港關係
國安法

選舉制度
不清楚

其 他*
拒 答
總 計

天水圍
分區百分比
( 頻數 )

上水／粉嶺／
沙頭角／打鼓嶺
分區百分比 ( 頻數 )

14.5% (73)

14.9% (76)

22.3% (112)
12.5% (63)
11.7% (59)
11.1% (56)
8.2% (41)
6.4% (32)
7.0% (35)
3.6% (18)
0.6% (3)
1.8% (9)
0.4% (2)

100.0% (503)

備註：* 其他包括：醫院建設及人手不足／學生成長／物價太貴

總百分比
( 頻數 )

30.8% (157)

26.6% (269)

13.9% (71)

13.2% (134)

12.0% (61)
5.1% (26)
5.3% (27)
5.9% (30)
5.1% (26)
3.1% (16)
2.5% (13)
0.2% (1)
1.2% (6)

100.0% (510)

14.7% (149)
11.8% (120)
8.1% (82)
6.7% (68)
6.1% (62)
6.0% (61)
3.4% (34)
1.6% (16)
1.0% (10)
0.8% (8)

100.0%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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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調查結果按受訪者教育程度和年齡進行分析，發現年青和中年人士最希望立法會
跟進「就業／經濟／新市鎮發展」等發展機遇議題；年長人士就希望議會可以跟進

「深港／內地與香港關係／內地關係」等跨境生活和商務往來的議題。需要留意的
是，最年輕（18-30 歲）的受訪群體，他們期望立法會跟進「選舉制度／國安法」

等與政治相關議題的比率遠較其他年齡階層為高，共 18.4%。而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越高，亦對立法會跟進「就業／經濟／新市鎮發展」議題有越多的寄望，學歷較低

者，則傾向關注「土地房屋」方面，同時，他們對立法會可以處理兩地關係、通關
等議題的期望遠較高學歷受訪人士為高。

表 10：按年齡組別劃分最希望立法會跟進的社會議題

土地房屋
選舉制度／國安法
疫情／醫療
就業／經濟／新市鎮發展
與內地通關及深港／
內地與香港關係
總 計

18-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
或以上

18.4%
(53)

9.0%
(23)

4.6%
(8)

2.4%
(3)

5.5%
(8)

26.4%
(76)

27.1%
(69)

26.6%
(46)

29.8%
(37)

27.6%
(40)

27.2%
(268)
9.6%
(95)

11.8%
(34)

16.5%
(42)

14.5%
(25)

22.6%
(28)

17.2%
(25)

15.6%
(154)

13.9%
(40)

18.8%
(40)

19.7%
(34)

21.0%
(26)

33.1%
(48)

19.9%
(196)

29.5%
(85)
100.0%
(288)

28.6%
(73)
100.0%
(255)

34.7%
(60)
100.0%
(173)

24.2%
(30)
100.0%
(124)

備註：†剔除年齡拒答＝ 2，剔除本題目拒答＝ 8，其他＝ 2，不清楚＝ 16，共 28
受訪人數 = 28 + 985 = 10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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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24)
100.0%
(145)

27.6%
(272)
100.0%
(†985)

表 11：按學歷程度劃分最希望立法會跟進的社會議題

土地房屋
選舉制度／國安法
疫情／醫療
就業／經濟／新市鎖發展
與內地通關及深港／
內地與香港關係
總 計

小學或
以下

中學或
預科

4.8%
(8)

5.0%
(20)

28.1%
(47)

大 專

大學學士
或以上

13.1%
(27)

18.8%
(39)

28.2%
(112)

23.8%
(49)

22.2%
(37)

17.6%
(70)

11.2%
(23)

22.8%
(38)

23.4%
(93)

22.2%
(37)
100.0%
(167)

25.7%
(102)
100.0%
(397)

34.0%
(70)
18.0%
(37)

100.0%
(206)

備註：†剔除教育程度拒答 =9，本題目拒答＝ 8，其他＝ 2，不清楚＝ 16，共 35
受訪人數 = 35 + 978 = 1013 人

總 計

27.4%
(57)

27.1%
(265)

11.1%
(23)

15.6%
(153)

12.5%
(26)

19.8%
(194)

9.6%
(94)

30.3%
(63)

27.8%
(272)

100.0%
(208)

100.0%
(†978)

4. 受訪居民背景資料
受訪居民性別比例接近；居於天水圍者接近一半，其次是上水；有超過一半受
訪者的年齡介乎 18-40 歲；教育程度以中學或預科為主；接近一半有全職工作

就受訪人士的背景資料，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男（50.4%）、女（49.6%）比例差
不多各佔一半。以現居於天水圍的受訪人士比例較高，共 49.7%，上水和粉嶺分

別佔 26.5% 和 21.3%。年齡方面，以較年輕的受訪者為主，18-30 歲（29.3%）和
31-40 歲（25.4%）合共佔超過五成，61 歲或以上佔比最少（12.3%）。教育程度

方面，具備大專（20.8%）和大學學士或以上（20.9%）學歷的受訪者比率相若，
而有中學或預科學歷共四成。職業方面，48.7% 人士有全職工作，其餘包括退休人

士（14.9%）、家務料理者（12.7%）和學生（9.5%），兼職工作人士亦佔約一成。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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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受訪者性別

表 13：受訪者居住區域

沙頭角／打鼓嶺

2.6%

粉  嶺
上  水
天水圍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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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26.5%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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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9.7%
40.0%

50.0%

60.0%

表 14：受訪者年齡組別

18-30 歲

29.3%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或以上

25.4%

17.5%			

15.3%

12.3%

拒  答

0.2%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表 15：受訪者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中學或預科

17.5%
			

39.9%

大  專

		

20.8%

大學學士或以上

		

20.9%

拒  答
0.0%

0.9%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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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受訪者職業

全職工作人士

						

退  休

				 14.9%

家務料理者

			

學  生

		

兼職工作人士 *

12.7%			

9.5%

6.7%

兼職工作人士 ^

4.0%

待業或失業

3.5%
0.0%

10.0%

20.0%

備註：* 兼職工作人士（每周平均工作多於 18 小時）
^ 兼職工作人士（每周平均工作 18 小時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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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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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0.0%

50.0%

60.0%

三、新界北居民對目前社區發展以
至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意見
1. 就業經濟發展
1.1 區內就業機會和選擇不足，居民費時跨區通勤，既不符經濟效益，亦影響
個人和家庭生活

新界地區一直欠缺高經濟價值行業，工作崗位又以基層職業為主，新界居民跨區工

作已成常態。香港過去發展新市鎮，往往忽略為社區提供多樣性工種，特別是金融、
保險、地產、進出口貿易等行業相關職位甚少，區內高薪的工作選擇不多。再加上

香港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面對經濟結構轉型，政府原來欲透過新市鎮改善市區過
於擠迫的環境，並達致自給自足和均衡發展的目標根本無法達成。尤其天水圍，一

開始就被定位為住宅用途，沒有主要產業及就業區，規劃時主要依靠附近的新市鎮
提供就業機會，但因為經濟轉型，傳統工業佔比不斷下降，原來規劃的工廠區已難

以按本來的規模發展起來，鄰近的屯門等區內人口都難以做到原居就業，更遑論新
遷入天水圍的外來人口，加上天水圍後來也未有積極發展當區經濟、創造就業機
會，因而限制了居民的就業選擇。

在新界區內就業機會和選擇不足，居住人口卻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導致職住分離，

並衍生不少問題，跨區交通擠塞是其一，同時亦影響居民的個人和家庭生活。有受

訪天水圍居民需要跨區到東九龍工作，坦言：「其實也沒有什麼辛不辛苦，因為

身處『大西北』，『出城』工作很平常。當然，如果可以選擇，相信沒有人希
望每天要風塵僕僕往返市區，但重點是沒有選擇，我在原區根本無可能找到同
樣的工作機會 ( 註：受訪者從事金融及保險業 )，賺取同樣的薪酬。不過隨著年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17

紀漸長，我同意每天花幾小時在通勤上真的令人感到疲累，再加上有了自己的
家庭和小朋友，女兒近年升讀小學，開始要花更多時間陪她做功課、督促溫習，
就更加覺得時間不夠用，( 跨區工作 ) 也對家庭生活造成影響。」 跟這名受訪居

民情況相似的個案比比皆是，不少在新市鎮落成時遷入的青少年，現已踏入職業生
涯的人當中，不少仍然與家人同住，也有不少選擇留在原區組織新家庭，繼續每天
跨區上班的人生。有焦點小組分享，有朋友為了就近工作地點寧願在市區租住劏

房，雖然要花一筆租金，但可以節省交通時間，下班後可以安排個人活動，也計劃

利用節省下來的時間進修，希望能找到更理想的工作，儲到足夠金錢後便在市區購
買單位，不用再跨區工作。然而代價是少了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縱感無奈也只能作
出取捨。

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全港同區工作人口比率是 17.4%，天水圍卻只
有 9.4%，較全港比率低了 8 個百分點。同時，從天水圍跨區到新市鎮 2 工作的則佔

32.3%，比起元朗市（20.5%）、粉嶺／上水（23.1%）高出甚多。總體而言，需

要跨區工作的天水圍、元朗市、粉嶺／上水就業人口，合共 21.9 萬人；若包括整
個元朗區和北區，人數更達 28.4 萬人。由此可見，天水圍的就業機會和選擇相對
缺乏，同區工作人口比率低，需要跨區工作比例又較其他幾個新市鎮為高，本研究
第二部份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有 16.5% 受訪天水圍居民最關心的問題是「缺乏
就業機會」，比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的數字高出 7.3%（詳見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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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處定義，各新市鎮界線乃採自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訂定的新市鎮發展範圍。全港共有 12 個新市

鎮，分別是葵涌、青衣、荃灣、屯門、元朗、天水圍、粉嶺／上水、大埔、沙田、馬鞍山、將軍澳及北大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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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全港、元朗區和北區同區和跨區工作人口 *
同區工作 ^
全 港

17.4% (65.5 萬) 19.0% (71.5 萬)
10.4% (3.1 萬)

11.8% (3.5 萬)

元朗市 16.6% (1.4 萬)

13.2% (1.1 萬)

元朗區

天水圍 9.4% (1.3 萬)

北 區

香港島

16.3% (2.5 萬)

粉嶺／上水 18.0% (2.3 萬)

11.0% (1.5 萬)
9.6% (1.4 萬)
9.9% (1.2 萬)

九 龍

跨區工作

新市鎮

新界其他地區

28.4% (8.6 萬)

7.0% (2.1 萬)

21.8% (81.8 萬)

14.1% (53.0 萬)

17.6% (2.4 萬)

32.3% (4.5 萬)

17.5% (5.3 萬)
17.4% (1.4 萬)
20.0% (3.0 萬)
21.0% (2.6 萬)

20.5% (1.7 萬)
24.4% (3.7 萬)
23.1% (2.9 萬)

3.7% (14.0 萬)
8.4% (1.2 萬)
8.2% (6.7 千)
5.6% (8.4 千)
5.9% (7.5 千)

備註：* 表內數字並未包括「無固定地點／水上」、「於家中工作」，以及「香港以外地方工作」。
^ 根據政府統計處劃分，同區工作的人士包括 (a) 在香港島或九龍居住並在同一區議會分區內工作的人士；(b) 在
新市鎮居住並在同一新市鎮工作的人士；以及 (c) 在新界其他地方居住並在同一區議會分區非新市鎮地區內工
作的人士。

職業方面，天水圍和粉嶺／上水居民任職「經理及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的
比 率， 分 別 是 4.8%、3.4%， 以 及 6.7%、5.2%， 遠 較 全 港 比 率 為 低（10.1%、
7.0%）。反觀元朗市的工作人口，從事的職業跟全港的比率分布十分接近，任職「經

理及行政人員」的比率也是幾個新市鎮中最高的。總的來說，天水圍工作人口相對
較少從事平均就業收入水平較高的職業，任職「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和「非技術

工人」共佔 43.1%，跟同區元朗市工作人口相比（35.2%），存在頗大差異。行業

方面，不論元朗區（11.4%）或北區（11.2%），居民從事「建造業」的人口都比

全港（8.5%）的佔比為高，當中以天水圍的數字最突出，達 13.4%；其次，元朗
區（11.6%）和北區（11.3%）居民從事「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的比
率較全港（8.8%）分別高 2.8 和 2.5 個百分點。反觀「金融及保險業」，元朗區有

4.0%，北區有 3.8%，兩者佔比都較全港（6.5%）為低，其中天水圍更只有 3.4%。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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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全港、元朗區和北區按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
職 業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專業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
文書支援人員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
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漁農業熟練工人及
不能分類的職業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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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港

元朗區

10.1%
(38.1 萬)

8.2%
(2.5 萬)

4.8%
(6.6 千)

10.2%
(8.3 千)

7.0%
(1.1 萬)

20.5%
(77.0 萬)

19.8%
(6.0 萬)

17.5%
(2.4 萬)

21.8%
(1.8 萬)

21.0%
(3.2 萬)

7.0%
(26.5 萬)

14.1%
(53.1 萬)
17.2%
(64.6 萬)
5.6%
(21.0 萬)

5.1%
(1.5 萬)

14.3%
(4.3 萬)
18.5%
(5.6 萬)
7.3%
(2.2 萬)

4.3%
(16.3 萬)

6.1%
(1.8 萬 )

0.1%
(5.1 千)

0.3%
(9.0 百)

20.9%
(78.6 萬)

100.0%
(375.7 萬)

20.6%
(6.2 萬)

100.0%
(30.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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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

3.4%
(4.6 千)

15.4%
(2.1 萬)
22.0%
(3.0 萬)
8.9%
(1.2 萬)
6.7%
(9.2 千)
21.1%
(2.9 萬)
0.3%
(4.1 百)

100.0%
(13.8 萬)

元朗市

7.0%
(5.7 千)

14.3%
(1.2 萬)
16.5%
(1.3 萬)
6.3%
(5.1 千)

北 區

4.9%
(7.4 千)

15.0%
(2.3 萬)
18.9%
(2.8 萬)
7.5%
(1.1 萬)

5.1%
(4.2 千)

6.9%
(1.0 萬 )

0.2%
(1.8 百)

0.4%
(5.8 百)

18.7%
(1.5 萬)

100.0%
(8.2 萬)

18.4%
(2.8 萬)

100.0%
(15.1 萬)

粉嶺／上水
6.7%
(8.4 千)
5.2%
(6.6 千)
21.5%
(2.7 萬)
15.7%
(2.0 萬)
19.4%
(2.5 萬)
7.5%
(9.5 千)
6.1%
(7.7 千)
17.6%
(2.2 萬)
0.3%
(3.4 百)

100.0%
(12.6 萬)

表 19：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全港、元朗區和北區按行業劃分的工作人口
職 業
製造業
建造業
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倉庫、郵政及
速遞服務業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業
金融及保險業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公共行政、教育、
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
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
其 他*
總 計

全 港

元朗區

3.8%
(14.2 萬)

4.5%
(1.4 萬)

4.6%
(6.4 千)

4.4%
(3.6 千)

4.5%
(6.8 萬)

18.9%
(71.1 萬)

18.8%
(5.7 萬)

19.0%
(2.6 萬)

18.8%
(1.5 萬)

18.9%
(2.8 萬)

8.5%
(32.0 萬)

8.8%
(33.1 萬)
8.2%
(30.7 萬)
3.6%
(13.6 萬)
6.5%
(24.5 萬)
14.3%
(53.7 萬)
15.1%
(56.7 萬)
11.7%
(43.9 萬)
0.6%
(2.2 萬)

100.0%
(375.7 萬)

11.4%
(3.5 萬)

11.6%
(3.5 萬)
7.9%
(2.4 萬)
2.7%
(8.3 千)
4.0%
(1.2 萬)
13.0%
(3.9 萬)
14.4%
(4.3 萬)
10.4%
(3.2 萬)
1.0%
(3.2 千)

100.0%
(30.2 萬)

天水圍

13.4%
(1.8 萬)

12.8%
(1.8 萬)
9.5%
(1.3 萬)
2.6%
(3.6 千)
3.4%
(4.7 千)
13.4%
(1.9 萬)
13.9%
(1.9 萬)
6.5%
(9.0 千)
1.0%
(1.3 千)

100.0%
(13.8 萬)

元朗市

10.0%
(8.2 千)

10.6%
(8.7 千)
7.7%
(6.3 千)
3.0%
(2.5 千)
4.9%
(4.0 千)
13.6%
(1.1 萬)
15.7%
(1.3 萬)
10.3%
(8.4 千)

1.0
(8.2 百 )
100.0%
(8.2 萬)

北 區

11.2%
(1.7 萬)

11.3%
(1.7 萬)
7.6%
(1.1 萬)
3.2%
(4.8 千)
3.8%
(5.7 千)
12.8%
(1.9 萬)
16.6%
(2.5 萬)
9.1%
(1.4 萬)
1.0%
(1.4 千)

100.0%
(15.1 萬)

粉嶺／上水
4.5%
(5.7 千)
11.2%
(1.4 萬)
19.0%
(2.4 萬)
10.7%
(1.3 萬)
8.0%
(1.0 萬)
3.4%
(4.3 千)
4.0%
(5.0 千)
13.3%
(1.7 萬)
17.4%
(2.2 萬)
7.8%
(9.8 千)

0.8%
(9.6 百 )

100.0%
(12.6 萬)

備註：*「其他」包括「農業、林業及漁業」、「採礦及採石業」、「電力及燃氣供應」、「自來水供應；污水處理、
廢棄物管理及污染防治服務業」等行業，及報稱的行業不能辨別或描述不足。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21

1.2 北部都會區明確以發展創科為主，將提供 15 萬個相關職位（佔區內 65 萬
個工作職位的 23%），可是具體規劃細節欠奉，「實在感」不足，並擔心
其吸納住區勞動人口的能力

長期以來，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專業服務及其他工

商業支援服務業、旅遊業）為香港生產總值（GDP）帶來不少貢獻（2020 年佔本
地 GDP 共 55.1%），也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口（2020 年從事四大支柱產業的就業

人數佔總就業人數 41.1%）3。不過，其他產業的發展速度，尤其創科方面卻停滯
不前。香港一直以來推動創科產業的形式，是以「平台引進模式」（設立技術開發

及產業化平台）引進外來的先進技術和創新人才為主 4，然而成效並不顯著。參考
立法會資料，2019 年創科業界僱員人數約 4.5 萬，佔全港總就業人口 1.2%，2020
年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只有 0.99%5。
表 20：創科業界就業情況及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僱員人數

佔本地生產總值 %

2015

37,010 人
0.7%

2016

38,060 人
0.7%

2017

39,490 人
0.7%

2018

41,580 人
0.8%

2019

44,590 人
0.9%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秘書處資訊服務部資料研究組：《創新及科技人才》，https://bit.ly/34zO5o9 ，最
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20 日。

就特區政府提出「南金融、北創科」的發展布局，焦點小組普遍同意這是糾正香港

以往過份依賴金融地產等行業的正確方向，始終全球已無不重視創科發展之地，但
認為很多規劃細節始終欠奉，「實在感」不足。本研究認為《發展策略》確實展示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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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與 2015 年相比，2020 年四個主要行業的總增加價值從 57.2% 下降至 55.1%，主要是旅遊業佔比大幅

度減少。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方面，亦由 2015 年的 47.2% 跌至 41.1%。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 :
《香港統計月刊—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2021 年 12 月。

資料來源：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從創新環境看香港創科產業如何破局》，https://bit.ly/3gABnYy，最後訪

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8 日。

行政長官於 2017 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在本屆政府五年任期結束前把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提升至 1.5%，並逐漸將公私營機構研發開支的比例從公營主導扭轉至公私營共同投入的可持續局面。

三、新界北居民對目前社區發展以至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意見

了特區政府對發展創科的決心，單是港深創科園的規模就從 87 公頃擴大至相當於
16.5 個香港科學園的「新田科技城」，並聯同深圳科創園區共同組成「深港科創合

作區」，規模的大幅擴大，自然有助刺激行業發展 6。不過，在硬件配置以外，關

乎香港創科長遠的發展藍圖和與就業相關的總體規劃，仍待特區政府向大眾作更多
解說，尤其《發展策略》預計北部都會區可提供約 65 萬個工作職位，其中 15 萬個
職位與創科相關，約佔 23%。因此，15 萬個創科相關職位的具體工種、分多少個

階段出現、每個階段的職位數量，以至因應「園區」（港深創科園）擴充成為「城
區」（新田科技城）之後，聚焦發展的領域有何變化等，都是大眾所關心的。

有受訪居民指創科在香港一直不盛行的主因之一，是企業在香港的營運成本高，既
然深圳等地成本較低，企業自然會作出相應選擇。雖然特區政府可以通過不同政策
措施吸引企業落戶，例如免租或稅務優惠，但說到底最大的成本是人力資源。當內

地有大量人才，即使只有 1% 人口從事創科，當地專才都任君選擇，在供過於求的
情況下，成本自然低，這正是香港難以匹敵之處。既然北部都會區跟深圳只是一河

之隔，當局必須思考香港有何優勝之處能吸引具規模的科創企業落戶。在吸納勞動
人口方面，有人直言，大埔香港科學園已落成數年，但實際上能吸納鄰區居民在園

區就業的數目應有限，始終從事創科的人員大多是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均較高水平
的一群，若沒有全方位的政策配合，包括教育、培訓、引入外來人才等政策，擔憂
科技城最終未能吸納大量本地跨階層的勞動人口。

6

原來的港深創科園是以醫療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機械人、新材料、微電子和金融科技作為優先發展的六個科

技領域。創科園的總樓面面積有超過一半會作研發用途，另約 15% 會作高等教育用途，預計創科園內高等院校將
會聚焦於應用研發。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30 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https://bit.ly/35Sw04P，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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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受訪人士的憂慮不無根據。2019 年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布的《2027 年人力資

源推算報告》，按職業組別劃分的創新及科技產業 7 的人力需求，不論是 2017 年實
際的人力需求還是 2027 年的推算數字，兩組數字的相差甚微，主力皆是「專業人

員」，佔七成以上；其次是「輔助專業人員」，約佔一成五。若按教育程度劃分，
一如大眾認知，從事創科的人員是高教育水平的一群，學歷程度達「學士學位」和

「研究院」佔整體超過 85%，預測到了 2027 年，市場對持有高中和文憑學歷的創
科產業僱員需求將減少，即對從業員的學歷要求進一步提高。
表 21：《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

2017 年及 2027 年按職業組別劃分的創新及科技產業的人力需求
職業組別

經理及行政人員

2017 年實際人力需求

人 數
2,500

2027 年人力需求推算

%

人 數

6.6%

4,000

%

6.9%

專業人員

27,200

71.6%

40,800

70.8%

文書支援人員

2,600

6.7%

3,400

5.9%

輔助專業人員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工人

司機、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工人
總 計

5,400
-

14.2%
-

8,900
-

15.5%
-

300

0.9%

500

0.8%

-

-

-

-

-

38,000

-

100.0%

-

57,600

-

100.0%

7 《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https://bit.ly/3LBQUFw）指「創新及科技產業」主要涵蓋工商機構以及高等教育機

構和公共科技支援機構的研究及發展（研發）活動，亦包括在工商機構透過產品及程序創新過程，將研發成果商品
化的經濟活動。嚴格來說，創新及科技產業並不是一般的行業，而是存在於任何行業及機構中與科學、技術和創新
有關的活動。就人力資源而言，創新及科技產業的僱員包括曾接受科學或技術訓練，並有參與研發活動的專業工作

的人員（包括研究員、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亦包括監督研發活動的行政人員及其他高層人員和那些被調派到為
內部進行的研發和購買自其他機構的科技及專門技術（有關產品及程序創新）進行商品化的僱員。與將研發成果商

品化有關的活動例子包括生產啟動；為生產或運送新產品組裝所需設備和工業工程；在市場推出新產品；以及因應
使用新生產技術或新程序而提供培訓予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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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

2017 年及 2027 年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創新及科技產業的人力需求
教育程度

2017 年實際人力需求

2027 年人力需求推算

人 數

%

人 數

%

高 中

3,200

8.5%

3,600

6.2%

副學士

1,600

4.1%

2,500

4.4%

初中及以下
文 憑

-

700

-

1.7%

-

800

-

1.4%

學士學位

18,000

47.5%

28,200

48.9%

總 計

38,000

100.0%

57,600

100.0%

研究院

14,500

38.2%

22,500

39.1%

1.3 關心目前區內就業機會增長滯後長期未獲解決，對北部都會區能夠創造足
夠多元就業機會以達致職住平衡目標存有疑慮

《發展策略》預計北部都會區最終可提供約 65 萬個工作職位。如按產業劃分，15
萬個是與創科產業相關，其餘 50 萬個是與創科非相關職位；如按建設規劃劃分，

新界北（包括元朗區和北區）現有可提供就業機會共 11.6 萬個，現正進行規劃及
發展的項目可提供的就業機會約 45 萬個，餘下的約 8.4 萬個是新增的就業機會。
表 23：按建設規劃劃分北部都會區可提供的工作職位
區內現有
工作職位

約 11.6 萬個

北部都會區可提供工作職位：約 65 萬個
現正進行規劃及發展的項目
可提供的工作職位
約 45 萬個

新增
工作職位

約 8.4 萬個

基於北部都會區以多個現有的主要策略發展項目為基礎，包括：洪水橋／廈村新發
展區、元朗南發展區、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港深創科園、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

展區、新界北新市鎮及多個棕地改造項目，因此，上述約 45 萬個就業機會是創造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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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上各發展項目 8，涵蓋不同行業、不同工種。然而，由於《發展策略》未有具

體列出各主要策略發展項目所創造的工作職位數量和工種，本研究只能嘗試通過整
理不同政府部門的資料，估算相關工作崗位的分布和內容。詳見下表：
表 24：主要策略發展項目預測可提供的就業機會 9
主要策略發展項目

預測可提供的就業機會

約 15 萬個，工種分布詳見表 25

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

約 1.36 萬個，工種分布如下：
商界：9.79 千個
社會服務：1.76 千個
貯物及工場行業：2.08 千個

元朗南發展區

約 4.01 萬個，包括由已規劃的「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途所創造的就業機會。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新界北新市鎮、文錦渡物流走廊

約 6.4 萬個
合 共

約 13.4 萬個

約 40.17 萬個

表 25：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新增 15 萬個就業機會
範 疇

數 量

商 業

約 7.5 萬

特殊工業

約 6.1 萬

社區設施

約 1.4 萬

行 業

零售、餐飲、娛樂及其他：4.1 萬
辦公室工作：3.2 萬
酒店工作：2 千

物流設施：2.3 萬
企業及科技園 10：1.9 萬
港口後勤、貯物及工場用途：1.4 萬
工業用途：5 千

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包括醫院和教育）：1.2 萬
其他服務：2 千

資 料 來 源： 洪 水 橋 ／ 廈 村 新 發 展 區：《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經 修 訂 的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資 料 摘 要 》，https://bit.
ly/3HTmGeX，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4 日。
8
9

節錄自《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段 35。

資 料 來 源： 洪 水 橋 ／ 廈 村 新 發 展 區：《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經 修 訂 的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資 料 摘 要 》，https://bit.

ly/3HTmGeX，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4 日；城市規劃委員會：《2021 年 3 月 31 日舉行的城市規劃委員會，
第 1242 次會議記錄》，https://bit.ly/36gMRP1，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3 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段

65；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 主體工程、詳細設計及特設現
金津貼撥款》，https://bit.ly/3HQEZkZ，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8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新界
北新發展區》，https://bit.ly/3rYxmDT，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5 日。

10 當時規劃了約 9 公頃土地作企業和科技園，提供多種創新科技用途，包括研究中心、檢測認證、數據中心、現代工
業和其他相關業務，以及非污染工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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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中對於非創科就業的描述，只是大致提及職位來源自金融及專業服

務、物流和科技服務，又會在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建設多層式現代物流中心；鼓

勵公私營機構在都會區設立業務運作點，並與非牟利組織及／或中小企合作，支援
和推動新興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等，卻未有列出具體細節。此外，規劃
中的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已從「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提升為「新

界北核心商務區」，原來經濟用地的用途在新規劃之下理應有所增刪；又如古洞北
新發展區亦由原來「商貿及科技園」用地改作房屋用途，本來的用地功能轉移至新
田科技城，因此對該區域範圍的就業職位供應亦應有影響。綜合而言，因應部分新

發展區定位的改變，當局應盡快向公眾詳細交代會對原來所預測的就業機會帶來什
麼影響，因為這關係到北部都會區的多元就業規劃，影響居民日後的求職擇業。

有焦點小組反映，一方面對目前區內就業機會增長呈滯後感到擔憂，「雖然政府表

示北部都會區會積極發展創科和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但整件事感覺好遙遠。近
年已不斷有居民陸續遷入元朗區和北區，而原區工作職位的開拓就如同其他配
套措施，例如交通，都是滯後於人口增長需求，所以不論是跨區就業，與因而

產生的連帶影響，我認為短期內不會得到改善，甚至會有惡化趨勢。」另一方面，
由於仍未知悉最新規劃下所有工作職位的工種和分布，受訪人士認為最終能為現時
需要遠赴港九地區，或者到其他新市鎮工作的居民提供多少額外就業選擇其實難以
預測。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 11，全港勞動人口參與率約六成，據此推算，將來北部
都會區 250 萬人口，約 150 萬是勞動人口，然而《發展策略》只預算會創造約 65

萬個工作崗位，這似乎跟特區政府希望達致「原區就業」的目標有一段距離，居民

對北部都會區內能夠創造足夠多元就業機會以達致職住平衡的目標存有疑慮，亦預
視居民日後跨區工作是必然的，重點是他們需要跨到多遠才能覓得合適的工作崗
位。

11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勞動人口、就業及失業》，https://bit.ly/3tTaXY8，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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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基建
2.1 跨區交通擠塞問題嚴重，繁忙時間情況尤為惡劣，不論鐵路還是幹道都呈
飽和狀態，連接南北交通運輸網絡亟待改善

跨區交通擠塞問題不斷惡化，新界往返市區交通在繁忙時段擠塞情況非常嚴重，主
因之一是區內缺乏就業機會，每天有大量居民需要離開住區跨區工作。根據運輸署
《2011 年交通習慣調查》，香港工作人口平均每程交通需時 47 分鐘，即每日上下

班需時合共超過 1.5 小時，而住在偏遠地區的居民，上下班所花的交通時間就更長。
鐵路和巴士是大部份市民日常選用的交通工具，參考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
乘搭鐵路是港人前赴工作地點最普遍的交通方式，共 40.7% 在港有固定工作地點
的工作人口日常乘搭鐵路（本地線）上班，另外有 27.4% 的工作人口乘搭巴士，
步行則佔 10%。

表 26：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

按前赴工作地點的交通方式劃分在港有固定工作地點的工作人口

45.0%
40.0%

40.7%

35.0%

27.4%

30.0%
25.0%
20.0%
15.0%

10.0%

10.0%
5.0%
0.0%

鐵路

巴士

步行

6.7%

6.5%

公共小巴 私家車／客貨車

備註：^「其他」包括公司巴士／小巴、香港鐵路（輕鐵）、的士、屋邨巴士、小輪／船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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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其他^

本港多條鐵路綫繁忙時段的承載力早已超標。參考港鐵公司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
西鐵綫早上最繁忙一小時最繁忙路段（單方向）乘客量，由 2015 年約 3.6 萬增加

至 2018 年約 4 萬，增幅超過 10% 12。由於 2020 年後的數字受疫情影響，未能反

映實際情況，下表列出 2019 年上半年部份重型鐵路系統於早上最繁忙一小時最繁

忙單向路段的載客率，可見西鐵綫在繁忙時段已接近飽和，而荃灣綫的載客量甚至
達 107%，可以想像到市民日常不但要忍受異常擠迫的車廂，更因為車廂乘客載滿
而需要耗時等候下一班列車。根據運輸及房屋局數字，錦上路至荃灣西一段車程，

是西鐵綫早上繁忙時間載客率最高的路段，於 2015 至 2019 年上半年，此路段繁
忙時間的載客率介乎 99% 至 104%，繁忙度僅次於荃灣綫。
表 27：2019 年上半年部份重型鐵路系統於早上最繁忙一小時.
最繁忙單向路段的載客率 ( 每平方米站立四人 )

120%
100%
80%

87%

99%

98%

98%

97%

107%

75%

60%
40%
20%
0%

東鐵綫

西鐵綫

將軍澳綫

港島綫

南港島綫

觀塘綫

荃灣綫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升鐵路綫信號系統的最新進展》，
https://bit.ly/3LQY6Oo，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1 月 15 日。

12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七題：西鐵綫載客率》，https://bit.ly/3sj2wof，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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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鐵綫多年來出現載客量飽和現象

北區居民主要依賴東鐵綫，在原來 12 卡列車都不敷應用的情況下，為了配合港鐵

新信號系統的啟用，2021 年初起更逐步改以 9 卡列車行駛。自改動以來，大部分
意見指帶來甚多不便，包括班次穩定度不足、繁忙時段擠迫非常。原本繁忙時段鐵
路擠迫的問題尚未獲解決，9 卡車的引入更進一步加劇問題的嚴重程度，而且每輛

列車的載客量變相減少 1/4，整體載客量較過去為少。據報導，東鐵綫過海段最快
於 2022 年 6 至 7 月通車，屆時將全面使用 9 卡車，受訪居民直言：「目前東、西

兩鐵基本在繁忙時間已達飽和，又經常故障，再加上東鐵綫改以 9 卡車行駛，

港鐵又明言加班空間不大，只會令到情況雪上加霜，實在難以想像日後如何到
市區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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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幹道方面，北區居民出外主要依靠粉嶺公路和沙頭角公路，而雞嶺迴旋處和大頭
嶺迴旋處作為主要的交通交匯處，在北區人口持續增長下，兩個迴旋處的設計已經

追不上車流的增長，居民在繁忙時間幾乎每天都受塞車困擾，假如發生車禍需逾一

小時路面始回復正常 13，「吐露港公路現時早上返工、返學時段，即使路上沒有

交通意外，從七點幾開始就由沙田堵塞到白石角。只要雞嶺迴旋處塞車，上水
的陸路交通就幾乎癱瘓。」加上北區鄰近多個邊境管制站，包括羅湖、文錦渡、

沙頭角及香園圍，有相當數量的跨境貨車及私家車會途經北區前往港九各地，使北
區交通更加繁忙。同樣，元朗區三個迴旋處，包括錦繡、博愛和十八鄉的擠塞問題
至今仍未解決，居民認為即使發展了廈村、洪水橋，但一旦居民要前往港九地區，
除非發展第三條路，否則新界連接市區的交通擠塞問題根本無從改善。

吐露港公路平日多車，繁忙時間擠塞，一旦遇上交通意外馬上出現癱瘓情況

13 根據《北區交通幹道及樞紐汽車流量調查》，雞嶺迴旋處在平日交通繁忙時間期間的容車量已接近飽和。資料來源：

北區區議會：《北區交通幹道及樞紐汽車流量調查》，https://bit.ly/3HxYiQa，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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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目前新界居民需要跨區工作而導致交通運輸系統面對龐大壓力的問題，特區政
府矢志打造都會區成為「三宜社區」（宜居、宜業、宜遊），強調通過發展高新科
技產業為區內創造就業機會，然後各類新的工商活動隨之而來，又可為當區提供更
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崗位。誠然，特區政府的方向是正確的，區內越多就業機會，居

民原區工作機會自然增加，跨區交通壓力繼而得到紓緩，對整個社會有莫大好處。

不過，就如受訪人士所言，「無論政府如何興建商貿區、工業區，都不可能容納

過百萬人在這裡工作的，即一定會有人需要跨區，不一定是由北部都會區出港
九，也有可能是從港九到來工作，所以人流增加是必然的。這個考慮跟政府有
意把北部都會區打造成『宜居、宜業、宜遊』社區是沒有抵觸的，反正香港也
不算很大，流動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南北交通的問題是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解
決的。」人員流動速度快向來是香港的特色，加上北部都會區既非孤島，區內人口
也必然有外出需要。《發展策略》亦預期，當多項港深合作項目陸續起動時，「會

激發更龐大的發展動力和更高強度的跨境互動 」。在深圳人南下不會局限到北部都
會區而止，港人北上也不會只限從都會區而出，理順南北交通規劃、整頓已達飽和
的南北向交通系統網絡，絕對是發展都會區的首要工作。

2.2 入住新界人口數目急速上升，對公共交通需求大增，惟交通配套設施卻趕
不上人口發展速度；區內車流增長，違例泊車問題嚴重，令交通系統承受
壓力不斷加大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元朗區和北區人口在過去十年呈上升趨勢，元朗區的升幅尤

為顯著，從 2011 年的 57.9 萬增至 2020 年的 64.1 萬。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
粉嶺／上水人口約 26.0 萬，天水圍人口約 28.6 萬，元朗市人口約 16.0 萬。參考
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 2021》初步統計數字，2020 年落成的 20,890 個

私人住宅單位中，74% 位於新界，其中屯門、大埔和元朗三個地區提供最多新單位，
共佔整體落成量的 55%，署方亦預測 2021 和 2022 年的落成量分別有 18,230 個及
19,980 個，新界地區佔前者 55%，後者更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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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元朗區和北區人口數目 ( 括號內為佔全港人口百分比 )
2011

2016

2020

元朗區

57.9 萬 (8.2%)

61.4 萬 (8.4%)

64.1 萬 (8.7%)

總 數

88.3 萬

92.9 萬

95.5 萬

北 區

30.4 萬 (4.3%)

31.5 萬 (4.3%)

31.5 萬 (4.3%)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1 年人口統計》、《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2020 年按區議會
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元朗鐵路站上蓋大型私人屋苑處處，吸引不少中產家庭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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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居住人口數目不斷增加，加上屯馬綫開通，居民表示要成功登上位於屯馬綫中
途站的元朗站和錦上路站就更見困難。現時錦田南又有發展計劃，他們擔心將來北
環綫通車後，新田、古洞兩個主要地區為錦上路站帶來更大壓力，懷疑港鐵系統是

否有足夠的承受能力。此外，元朗區近年經常有新樓宇落成，吸引不少高薪職位人
士落戶，他們擁有私家車的比率較公屋居民多，但當局卻未有擴充相應道路流量

（例如興建新道路），在車流大幅增加同時，基建的承載能力卻沒有同步提升。根

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元朗區居民以「私家車／客貨車」作為前赴工作地點為

主要交通方式的人數多達 20,076，佔全港（185,924）比率超過一成，僅次於沙田
區（21,276）。「現時的問題是，譬如由天水圍出九龍，經大欖或屯門公路，路

口都已經被完全堵住。最近（天水圍）嘉湖銀座又表示會清拆重建，意味人口

又會增多。」、「三、四年前，不論是駕駛私家車或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多

數繁忙時間才會塞車，所以從前在繁忙時段駕車，我多數不會行經屯門公路而

元朗早上交通繁忙，輕鐵與各類型車輛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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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大欖，雖然都會塞車但情況相對輕微。但到近一、兩年，不論是大欖還是
屯門公路，同樣塞車，有時大欖甚至比屯門公路的情況更加嚴重。」
車流增多同時，人流亦多，違例泊車問題又越趨嚴重，加上不時有大量客貨車停泊

一旁卸貨，雜物經常佔用路面，但執法部門打擊違泊的力度卻不足，令居民感到無

奈。「我認為元朗大馬路塞車某程度是因為人車爭路，有大量巴士（包括旅遊巴）

等待靠站，再加上大量違例泊車、貨車卸貨，令本來的兩條行車線最終只餘下

一條可用。所以我覺得若違泊、人車爭路情況可以改善的話，一定程度上可紓
緩塞車問題。」北區方面，參考《北區交通幹道及樞紐汽車流量調查 2018》，上

水廣場停車場對出的一段龍琛路違泊情況亦值得關注。報告指車輛於限制時段仍會
佔用龍琛路慢線作上落客貨用途，再加上龍琛路在週末期間又會被等候使用上水廣
場停車場的車輛佔據，使路面只餘下一條行車線可通行。同時，調查又指令到車速

減慢和道路容量下降的還有大量不守法、隨便橫過馬路的行人，這些行為更會危及
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14。

2.3 幹道路面設計不善，影響車流的暢順程度；早年規劃的輕鐵系統已不符社
區發展需要，加劇路面擠塞情況

有受訪居民反映路面設計不善，也會影響車流的暢順程度，成為交通擠塞的元兇之
一，包括轉線設計有誤，車輛經常要在左右行車線之間切換、公路沿途太多樽頸位
等，認為當局應考慮重新進行規劃。又以蓮塘口岸為例，認為該處自從重新規劃了

路口和擴闊了路面，交通擠塞情況得到改善。針對路面設計，有居民指現時新界區

內有不少村路非標準道路或仍然沿用舊式道路設計，在轉折位容易出現塞車。例如

最新被納入《發展策略》的馬草壟只有一條雙向行車的窄路，但該範圍預計將會成

為港深創科園和古洞北新發展區的連接交匯點，提供大量住宅單位，當局須因應馬
草壟日後會進行大規模發展而加快處理步伐。
14 資料來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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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大馬路一帶經常行人路及馬路均見擠塞

此外，焦點小組普遍認為元朗區交通擠塞問題嚴重，跟輕鐵系統已不配合現時區內
居民需要和人口增長有關，包括輕鐵車輛本身的設計最多只可容許拖卡運作，而大

部份月台的設計又只能容納最多兩部輕鐵同時停泊。自西鐵開通之後，輕鐵就成為
連接西鐵站與各住區之間主要的接駁交通工具，繁忙時段根本不勝負荷。此外，因

為輕鐵在部分路口享有優先權，有時候遇到連續燈位往往因為要讓輕鐵先行，結果
其他交通工具的行車時間無形中延長了，加劇路面擠塞。例如天水圍的天福路、天
河路、天耀路和天湖路有連續四個燈位，屬於重災區。另有指由於目前元朗大馬路

路段的輕鐵路軌佔用了一半路面，輕鐵月台都設置在馬路中心，行人要靠交通燈和

斑馬綫前往，容易造成燈位擠塞，也導致連接元朗和各區的交匯處（如博愛交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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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車路（如十八鄉路）的擠塞加劇。就輕鐵長遠發展，2017 年公布的《公共交

通策略研究》已建議強化輕鐵，並提出一系列的短、中、長期措施，以提升服務及

可載客量，配合新界西北發展。但輕鐵系統本來就存在局限性，從長遠發展角度考

慮，當局已表示會在《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中探索未來以
新的重鐵系統連接新界西北至市區的需要性和可行性 15。

2.4 巴士、小巴等港鐵以外的公共交通有其不可被取代性，然而服務覆蓋範圍
不足，路線設計未能與時並進，未符合居民需要

基於鐵路具有運量大兼污染少的特性，特區政府在整體公共交通規劃上以鐵路為

主，以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小巴等為輔，對於人口密度甚高的香港而言是能

夠理解的。不過，有受訪居民指，自屯馬綫通車後，原本多條由屯門往返市區的巴

士路線受到影響，被削減班次，甚至取消，他們認為這樣等於間接催谷更多人乘搭

港鐵，倘若港鐵出現嚴重事故，會有機會造成大規模區域性交通癱瘓。此外，有部

分人對於乘搭鐵路需要不斷轉換乘車綫感到困擾，認為十分不便，但無奈巴士又經
常塞車亦只能接受。另外，居民又反映巴士路線規劃經常忽略一些住宅區，例如元

朗公園一帶和十八鄉路沿線屋苑，而且班次太疏，「雖然近年上水、粉嶺有新增

的巴士路線，但班次好疏，在新界西北地區行走的 K 巴（港鐵巴士）也一樣，

不太便利。」、「其實天水圍有很多學生和長者需要前往屯門醫院、健康院及
學校區，但早上繁忙時段要成功登上車廂並不容易，希望有巴士線採用循環線
模式前往屯門醫院和學校區一帶。」
另外，有意見表示不太理解運輸署對個別專營巴士路線重組後的走線安排。受訪人
士以往來北區和機場，以及往來元朗及北大嶼山的路線為例，自屯赤公路通車後，

相關巴士修改了行車路線，新走線反而要行經塞車路段，令乘車時間大增，而且路
15 2017 年《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提出的短、中、長期措施包括：購置 10 輛額外輕鐵車輛、重組部分輕鐵路綫、調整

繁忙路口的交通燈號、研究改善繁忙路口設計、改善輕鐵元朗大馬路段長遠的運作模式，以及長遠研究興建新重鐵

連接新界西北及市區的可行性。資料來源：屯門區議會：《提升輕鐵服務》，https://bit.ly/3L2Fiv4，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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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為便利乘客使用輕鐵、屯馬綫服務，於元朗站、天水圍站、兆康站及屯門站提供 K 為首
的接駁巴士服務

線又取消部分中途站，造成不便，對於前往東涌或到機場上班市民而言，是「開倒

車」的安排。又有居民指部分巴士路線走線迂迴，既對區內交通帶來負擔，又徒添
市民出行時間。席間有受訪居民分享，指有時候陪同長者或年幼子女外出，乘坐輕

鐵比較狼狽，認為巴士或小巴是較好的選擇，希望運輸署可批出更多區內巴士分段
長途線，予居民更多選擇 16。

16 根據資料，2020 年運輸署批准了新界西 17 條巴士路線加設新分段收費，讓屯門、元朗、天水圍及洪水橋的居民短
程來往新界西時，可選擇乘搭新設區內分段長途線。資料來源：屯門區議會：《要求九巴研究擴大雙向分段收費安
排》，https://bit.ly/3AXBC9d，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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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面開發新發展區在即，擔心區內交通基建滯後，憂慮北部都會區「基建
先行」目標是否可如願落實

現時北部都會區的整合和拓展工作將以鐵路為主要骨幹所帶動，《發展策略》提及
的五個鐵路項目，是以達致貫通新界西至東為目標，惟打通與市區的新鐵路網方面
暫未見具體規劃，新設的鐵路項目仍需要接駁現有鐵路到市區。按目前的路線規
劃，現擬北環綫東延段在羅湖南站連接東鐵綫，繞經香園圍後改向西南方向，終點

站設於安樂村，然後以行人通道和東鐵綫粉嶺站連接；另一條港深西部鐵路在洪水

橋站接駁屯馬綫，已經落實興建的北環綫也是在錦上路站和屯馬綫連接，意即日後

乘搭鐵路從北部都會區到港九須繞經東鐵綫或屯馬綫多個鐵路站，估計時間起碼要
一小時以上，定必令高峰期承載力早已飽和的東鐵綫和屯馬綫更不勝負荷。加上政

府又擬於大埔白石角興建東鐵綫車站，連同新增的羅湖南站，雖然可以便利相關地
區居民，但亦令大眾更加擔憂日後東西鐵的承載能力。

在北部都會區計劃尚未公布之前，其實洪水橋、古洞、粉嶺北等已有完整的發展規
劃，坊間亦預料日後新發展區人口的大幅上升會對社區、交通造成龐大壓力。多名

受訪居民反映，他們最為擔心現擬在北部都會區進行的鐵路工程，有部份仍處於研
究階段，或者只是剛剛開始動工，但同時間已陸續有居民遷入，意味原來已非常擠

塞的幹道、擠迫的鐵路問題更趨嚴重。「當預期會興建大量鐵路，意味附近會有

房屋群出現，尤其近年幾乎所有新建鐵路站都會起上蓋物業，當區人口會有爆
炸性增長，但問題是這批房屋未興建之前，交通配套已經有很大問題，如何再
承受更多人口進駐？鐵路起得快還是房屋起得快？現在政府有意擴大整個區域
（新界北）的發展，但除了原有鐵路之外又未見到有其他能夠紓緩交通的計劃，

作為當區居民，這個我最擔心。」有受訪居民以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為例，指
居民入伙之時，位於屯馬綫天水圍站和兆康站之間的洪水橋站才開始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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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屯馬綫洪水橋站和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建設規劃

兆康站

洪水橋站

預計動工時間：2024 年
預計峻工時間：2030 年

洪水橋站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天水圍站

可容納人口：21.8 萬（原有居民
約 4.2 萬，新增人口 17.6 萬）
可新增就業職位：15 萬個
預計首個專用安置屋邨入伙
年份：2024 年

焦點小組普遍反映，他們擔心北部都會區「基建先行」的目標是否可如願落實執行。
居民表示，過往政府不少工程，無論是鐵路（例如沙中綫）又或者其他工程（例如

西九），都出現不斷超支、延誤的情況，他們認為「基建先行」的目標是必須的，
但對於能夠如願落實卻不感樂觀。「 我相信用 20 年建設到北部都會區應該是不

可能的，最少 30、40 年吧，更遑論有人要求說希望 15 年做到。整個計劃涉及

那麼多工程項目，單是收地起樓、建設鐵路前的一系列準備工程，未去到真正
起鐵路階段都不知道要花上多少時間。」有受訪人士以 11 號幹線和北環綫為例，

對兩個項目能夠如期落成都不敢抱太大期望。根據資料，興建 11 號幹線的原意是

紓緩新界西北居民往返市區的交通擠塞情況，加上洪水橋新發展區及元朗南等大型
發展計劃陸續上馬，希望可減輕屯門公路及大欖隧道的壓力。不過，據當局最新預
計，11 號幹線元朗至北大嶼山段，預料要到 2036 年或之前才會分階段開通整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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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北環綫和 11 號幹線規劃

首次提出興建北環綫

《鐵路發展策略 2000》

2000 年

再次提出興建北環綫，
原預計 2018 年動工，
2023 年通車

預計 2036 年前落成
元朗至北大嶼山段

《鐵路發展策略 2014》

11 號幹線

2023 年

2014 年

2036 年

北環綫最新規劃

古洞站：2023 年動工，
2027 年完工
新田站、牛潭尾站、凹頭站：
2025 年動工，2034 年完工

要幹道 17。而北環綫的動工計劃亦一拖再拖，一改再改 18。對於已經討論和研究多
時的鐵路項目尚且出現不斷延期動工，面對一個如此龐大的都會區，又涉及邊境範
圍，居民難免信心不足，他們的擔憂正好反映特區政府過去在啟動大型工程上的不
足之處。再加上同一時間推出那麼多工程項目，包括舊區重建，乃至「明日大嶼」

等計劃，而且多個項目又與鐵路相關，居民既擔心港鐵的承造能力，又懷疑香港是

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手應付，更害怕原材料價格會因此變得高昂而令到建造成本更上
一層樓，最終「埋單」的是香港人，「未見官就先被打三十大板」。

17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路政署簽署十一號幹線（元朗至北大嶼山段）的勘查研究顧問合約》，
https://bit.ly/3B085M7，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18 日。

18 《鐵路發展策略 2000》出台時已提出需要興建北環綫，到《鐵路發展策略 2014》再度被提及，當其時曾預計 2018
年動工，2023 年通車。現最新規劃是先完成興建在東鐵綫落馬洲支綫上增設的古洞站，料 2023 年動工，2027 年完

工，餘下為西鐵綫錦上路站及古洞站之間的北環綫主綫，即於新田、牛潭尾及凹頭增設的 3 個中途站，預計在 2025
年動工，2034 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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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療
3.1 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需求不斷增加，輪候時間越來越長，認為當局未有從
源頭解決醫護人手不足問題

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壓力不勝負荷的警號早已響起，目前逾八成的住院服務是由公營
醫院提供、逾九成的長者也是使用公營醫院的住院病床服務。隨著人口持續增長，

市民大眾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加上罹患慢性病患者數目越來越多，年
長病患者比率大，部分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更有患者年輕化趨勢，對專
科門診服務構成沉重壓力。與此同時，公營醫療機構醫護人員短缺情況亦越趨嚴

重。2020 年醫管局和衞生署共欠缺 710 名專科醫生和準專科醫生，以人均醫生比
例而言，香港目前每 1 千名人口有 2.0 名醫生，較其他先進經濟體落後 19，在醫生
人手短缺的情況下，專科服務的輪候時間只會不斷延長。面對人手長期不足兼人口

老齡化的夾擊下，導致公營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成為新界居民關注的社
區問題 20。

針對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當局表示已採取不同措施加強公共醫療
服務和解決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包括最近落實放寬引入海外培訓港人醫生計劃。
焦點小組認為，現時醫護人手流失情況持續並有惡化趨勢，既涉及金錢因素，但也
不全然。當中有受訪居民因為工作關係較常接觸到醫生，據他們所知，有部份離開

公營醫院轉為私人執業的醫生確實是為了賺錢，但也有為數不少只是覺得在公營醫
療機構工作未能發揮他們的專業，例如在公營醫院的診症時間可能就只有一分鐘，

19 例如新加坡（2.5 名）、日本（2.5 名）、美國（2.6 名）、英國（3.0 名）和澳洲（3.8 名）。資料來源：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我的網誌：改善醫療 刻不容緩 病人為本》，https://bit.ly/3sozzrb，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6 日。  

20 根據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專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的最新數字，內科專科門診預約新症最長時間，

新界東需要 134 個星期，輪候時間僅次於九龍東（152 星期），新界西亦需要 105 個星期。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專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https://bit.ly/32ZRmfA，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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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們希望能夠花更多時間診症、關心病人狀況，無奈資源不允許，於是寧可私

人執業，做真正的醫生去「醫人」。所以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要投放更多資源在公營
醫療系統，改善醫院工作環境，從源頭解決醫護人手不足問題。若工作環境欠佳，

前線醫護的熱忱只會不斷被消磨，即使引入多少海外醫生都於事無補，也不能吸引
優秀的人才留港工作。「現時新界西有三間公營醫院（屯門醫院、博愛醫院、天

水圍醫院），我覺得最大問題不是規劃問題，是醫管局資源不足，病人多但醫
生不足。擴建醫院、增加床位自然是好事，起碼環境改善，床位供應增加，可
以接收更多病人，但問題核心還是人手不足，不只是醫生，而是所有專業醫護
人員，包括護士、治療師等等。以我的經驗，其實天水圍醫院硬件設備很好，
但為何只能開設少量專科，最大問題是不夠醫生。以我兒子為例，他有扁平足，
要看物理治療，現時在天水圍醫院排期。但在天水圍醫院排期的時間其實遠比

圖 3：北部都會區公營醫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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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醫院長，因為同一個物理治療師需要在新界西聯網醫院輪班，他們編配予
天水圍醫院的資源相對少，可能每個星期（物理治療師）只有一天駐天水圍醫
院診症，其餘日子就在屯門和博愛，於是能夠為天水圍醫院服務的人數就少了。

不過因為地點就近我家，所以仍會作此選擇。」有受訪居民補充，在公營醫院看

專科不只輪候時間和候診時間長，連等候取藥時間一樣長，一般的等候時間平均需
要 30 分鐘至 1 小時，視乎覆診時段，等候取藥的時間不時遠比看醫生的時間還要
長。

3.2 認同「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改善公營醫院硬件建設的做法，但區內人口急
速增長，擴建工程需時，未能解決當下公營醫療服務不足、輪候時間長的
困境

政府在 2016 年與醫管局針對改善公營醫院硬件建設，開展了第一個「十年醫院

發展計劃」（2016-2025）（下稱「十年計劃」），後來增設第二個「十年計劃」
（2026-2035），期望通過計劃提供額外病床、增加專科和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

名額，其中北區醫院、屯門醫院、天水圍醫院和博愛醫院的擴建等工程都在規劃之
內。

北區醫院自 1998 年成立至今只有 600 多張床位，除床位不足之外，醫院的急症室
非緊急診症等候時間可長達 8 小時、專科門診如超聲波掃描更要排期 28 個月。在

首個「十年計劃」下，北區醫院的擴建工程包括增設 1,500 張病床，預計在 2028

年完工 21。有意見指，隨著北區人口急促增長，北區醫院服務已達嚴重飽和程度，
再加上皇后山的公屋和居屋陸續入伙後，相信當區醫療的需求會出現遞增，希望擴
建工程能加快完成。根據規劃署《人口分布推算 2021-2029》（2021 年）預測，

21 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新界東聯網將涵蓋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的擴建工程，以應付新界東
人口的需求。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https://
bit.ly/3rOkShO，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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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至 2029 年期間，北區是其中一個推算人口數目增長最大的區議會分區
（增加 10.9 萬人），僅次於離島區（增加 11.5 萬人），由此可見，居民的憂慮不
難理解。

新界西聯網方面，屯門醫院在第一個「十年計劃」的擬議工程只有擴建手術室大樓，
未有增加床位供應；而重建屯門醫院以提升臨床服務量的第一期工程，則被納入第
二個「十年計劃」內，即最快要在 2026 年後才動工。至於天水圍醫院和博愛醫院

的擴建工程，也同樣被列入第二個「十年計劃」，預計分別為兩間醫院增設 800 張

及 300 張床位，同期還計劃在元朗興建一間新的社區健康中心，以應付未來出現
的服務需求。除了擴建現有醫院外，當局已落實在第二個「十年計劃」於洪水橋新

發展區興建新醫院，原先預計可增設共 1,500 張床位，但隨著北部都會區出台，洪

水橋醫院的規模將會擴大並成為區內的三間大型醫院之一，預料可提供逾 2 千張病
床，惟現時未知興建時間表會否有相應調整。

表 29：部份第一個和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項目

北區醫院
社區健康中心
屯門醫院

天水圍醫院
博愛醫院

洪水橋醫院

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2016-2025)

2028 年前完成擴建計劃，
增設 1,500 張病床

計劃在北區百和路興建社區健康中心，
以重置石湖墟賽馬會診療所內的普通科
門診診所
2022 年前完成擴建手術室大樓

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2026-2035)

進行重建計劃第一期
增設 800 張病床
增設 300 張病床

新建洪水橋醫院，
料可提供逾 2,000 張病床 *

備註：* 因應發展北部都會區，可提供病床由原來的 1,500 張增至 2,000 張。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https://bit.ly/3CJAPK1，最後訪
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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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應北部都會區建設，政府已預留土地在北環綫古洞站附近興建大型醫院。

據行政長官透露 22，新建的古洞北醫院將會是一間具綜合功能的研究型醫院，在提
供治療和診症服務外，亦會發展醫學科研和教學用途。就上述規劃，受訪居民對於

第一個「十年計劃」未有就新界西聯網醫院增加任何額外床位感到失望，因為按當
時規劃處的推算，未來人口增長將集中在新界區，對公營醫療的需求自然大增，據

醫管局預測，到 2026 年按所服務地區的區域人口計算，新界西聯網每一千人當中，
普通科病床數目僅得 2.4 張，是全港七個醫院聯網中最少 23。居民不理解當初政府
制定「十年計劃」時為何不納入新界西聯網醫院，認為計劃出現資源錯配。就洪水

橋醫院為了配合最新發展規劃而將擴充，居民表示認同，但是規劃新醫院至少要十
年時間，而洪水橋醫院本來也只是被納入第二個「十年計劃」，究竟何時建成仍是
未知之數，當下大家面對的公營醫療服務不足問題彷彿難以得到紓緩。

3.3 私營醫療機構收費高昂、透明度不足，普羅大眾主要依賴公營醫療系統，
公營醫療亟待改善

本地公營醫療的服務收費向來低廉，對比私營醫療機構收費制度的不透明，兩者收
費相距甚大，導致不少市民寧願花上以年計的時間輪候公營專科服務，都不欲向私
人醫生或醫院求診，最終加重公營醫療體系負擔之餘，更令病人錯失治療的黃金時
間。有受訪居民屬中產階級，對私營醫療服務又比較熟悉，他們認為普羅大眾依賴

公營醫療是十分自然的事，因為醫療服務高度專業化，基本上是脫離一般市民的認
知範疇，即使有相熟的人脈介紹，向私人醫生求診也形同一場冒險，最擔心花費一

大筆金錢卻未能保證服務質素。如果是慢性病患者，更要顧慮長期診治所帶來的醫
療開支，所以公營醫療彷如救生圈，即使明知專科的輪候時間以年計算也不會放
棄，導致公私營醫療失衡狀況難以改善。

22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行政長官答問會開場發言》，https://bit.ly/3rrCnUW，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22 日。  

23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9 年 4 月 15 日會議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https://bit.ly/3Gs4ub5，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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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北部都會區未來私營醫院規劃

對於具有相當經濟能力，同時對私營醫療市場有認知的求診人士，受訪者指他們較

傾向使用私家醫院或診所，亦認為高度發展的城市不能只依賴公營醫療，公私營醫

療合作也是必然的趨勢 24，「我覺得目前公私營醫療有越來越多協作的趨向是好

的，例如需要照 MRI（磁力共振）、CT（電腦掃瞄），公立醫院醫生可以寫轉介

信讓病人到外面的私營醫療機構進行，又有折扣。又例如做白內障手術都可以
有資助（註：耀眼行動）。其實無論是政府有資源做好，或者由商人，甚至是
由私人基金資助或關愛基金資助都可以，重點是（公私營合作）覆蓋的範圍應
該擴大和放寬限制。例如我知道現時私家醫院有某些病床種類是獲得政府資助，
但對做什麼類型的手術卻存在較多限制，這些限制應該放寬。」長遠而言，受訪

24 根據資料，自 2008 年以來，醫管局至今推出了九項公私營協作計劃，分別為「耀眼行動」白內障手術計劃；天水
圍基層醫療合作計劃；共析計劃、病人自強計劃；公私營協作放射診斷造影計劃；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療

養服務協作計劃；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以及青光眼治療協作計劃。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立法會十八題：公私營醫療協作》，https://bit.ly/3L7685p，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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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有感自願醫保效果不理想，根本無助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指特區政府應

該思考如何推動更多有能力人士分流去私營醫療市場，認為通過政府津貼是一個相
對直接和可行的方案。

3.4 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構思雖好，但宣傳不足和服務點覆蓋範圍有限，中心選
址也未有全面考慮區域的人口分布

有受訪居民提出，食物環境及衛生局最近推出的地區康健中心是一個好的政策，可
以加強以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有助減輕公營醫院的壓力，但宣傳不足，

位於上水的北區地區康健站，為居民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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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居民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有此服務。而且服務據點覆蓋範圍有限，例如北區的地
區康健站主中心設於上水，只在粉嶺、沙頭角及打鼓嶺設立服務點，難以滿足粉嶺
北（例如聯和墟、祥華邨）和鄉郊地區居民的需要。至於元朗區，明顯區內人口甚

多，但整個元朗區只計劃設一個主中心和三個康健附屬中心，認為當局未有全面考
慮區域的人口分布，希望中心選址有更完善的規劃。另外有受訪居民分享，有部份

人士，例如骨質疏鬆症或嚴重糖尿病患者未必有能力離開居住的屋苑範圍，認為地
區康健服務的流動性有加強的必要，可考慮增設外展隊伍。

4. 地區設施
4.1 地區配套設施規劃欠周詳，興建速度緩慢，產生滯後問題
對於地區設施的意見，居於天水圍的受訪人士反應頗為兩極，一方面有意見認為設
施配置尚算完善，但另一方面卻批評甚為不足。原因之一是天水圍有不少地區設施
是待居民遷入一段長時間後才落成，根本追不上居民的生活需要。近年情況雖已改
善，但作為首批入住居民，其實經已忍受地區設施不足的問題經年。以圖書館服務

為例，天水圍首批居民自 1992 年起陸續遷入，但到了 2001 年臨時的天水圍公共

圖書館才開館，具規模的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要待至 2013 年才落成。又如天水
圍雖然被視為房屋供應區，但原來的發展規劃竟然沒有包括興建醫院，後來因為區
內的醫療需求不斷增加，最終在 2016 年建成天水圍醫院，於 2017 年初開始分階
段提供服務，醫院急症室初期只能提供 8 小時服務，直至 2018 年 10 月才提供 24
小時急症室服務。明顯不是設備問題，主要是人手不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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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和天水圍醫院發展歷程

首批天水圍居民
遷入

1992

臨時天水圍公共
圖書館開館

2001

屏山天水圍公共
圖書館落成

2013

天水圍醫院急症室
投入服務
2016

2017/18

天水圍醫院落成

除此之外，居民亦反映天水圍南、北設施有分布不均的問題。天水圍由天華路分隔，
分為南部和北部，原先天水圍的發展集中在南面，後來才把本來作預留區區域用的
北部發展為公營房屋，以應付大量的住屋需求。因此，天北人口密度比原先規劃為
高，但相對來說，居民認為南部的公共設施反而較具規模和集中，包括天水圍運動
場、屏山天水圍游泳池、天水圍泳池、天水圍公園，以及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等
皆設於南部。

就地區設施，政府的慣常做法是先有人口，然後才增加相應的社區服務，加上興建

地區設施項目會受到相關政策局或部門的資源運用優次影響，不時出現滯後情況。
有團體在 2020 年曾就新屋邨規劃及周邊閒置用地進行調查，發現過去五年政府落

成超過 30 條公共屋邨，有部分於居民入伙三年後仍欠缺公共設施及社區服務，又

有超過一半新屋邨鄰近 500 米範圍內，閒置了大量的短租官地，因此團體提議政府
應撥出土地，興建康體設施及社會服務用途中心。根據報導，規劃工作欠佳的新社

區包括元朗的洪水橋洪福邨，調查發現邨內社區設施欠奉，居民慘成開荒牛 25。席
25 資料來源：Now 新聞：《社區發展陣線：新屋邨欠規劃致社區設施不足》， https://bit.ly/3AYtZzr，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5 日；《東方日報》：《政府大嘥鬼 新屋邨旁 39 官地養蚊》，https://bit.ly/3uQYJl8，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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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天幕街市，為區內居民解決日常生活需要

間有受訪居民以天水圍欠缺公營街市為例，指區內街市基本上由領展壟斷，導致平
均物價較鄰區為高，所以天水圍有不少居民寧願跨區到屯門或元朗市買餸菜。「提

到天水圍的社區設施，其中一個最為人垢病的是天水圍沒有公營街市。去年底
落成的天水圍臨時街市（天幕街市）在天北，屬於臨時性質，可說是聊勝於無。
天水圍有 30 萬人口，其實設公營街市也有必要性，臨時街市的攤檔太少，只有
三十幾個，物價也因為太少競爭而變得昂貴。」受訪者反映由於臨時街市非常接

近民居，建成之後附近一帶多了噪音和出現車輛違泊情況，又擔心會引致鼠患和污
水問題，感到無奈 26。

26 關於天水圍街市的最新建造安排，特區政府已提出在天福路近天水圍西鐵站側興建位於道路上蓋的架空式公營街
市，預計可提供約 151 個檔位及園景花園，料 2023 年動工，2027 年上半年完工。據了解，政府鑑於市民對公營

街市的強烈訴求，未來會在六個不同地區興建永久街市，選址包括上述的天水圍南，以及現時被納入北部都會區的
古洞北新發展區和洪水橋新發展區。資料來源：元朗區議會：《興建天水圍新公眾街市及臨時街市》，https://bit.
ly/3ulTMjX，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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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焦點小組認為《發展策略》似乎對地區設施的描述相對較少，估計可能

是因為個別新發展區已經開始相關研究工作，甚至已就某些項目進行公眾諮詢。以
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為例，諮詢文件建議規劃一個文娛中心，會興建醫院和許多
其他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包括幼稚園、學校、社區會堂、街市等等 27。不過，

重點是上述的規劃內容非常籠統，受訪居民相信每個新建設的社區，政府自然會有
以上的規劃。關鍵是各項設施落成的時間表和選址，若設施落成速度仍然如天水圍

過去一樣滯後於人口增長，即居民遷入後只能跟原區或鄰區居民共享資源，對原有
社區設施的承載力帶來很大挑戰，也影響原區居民的生活，這是不能繼續出現的。

4.2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部分內容不合時宜，社區配套設施未能配合居民
生活需要；受《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限，公眾泊車位不足，加劇了區
內違泊問題

香港社區設施規劃的依據是《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下稱《規劃標準》），源於
1965 年，後於 1990 年重新編印。《規劃標準》訂明政府按照人口及其他因素釐定
各類土地用途、社區設施和基礎設施規模、位置及地盤規定的一般準則，以配合居
民需要。不過隨著人口及社會的發展，部分《規劃標準》已跟現實脫節，只按單一

標準放諸全港亦忽略了照顧不同社區和居民的特性及他們的需要。例如香港整體人
口老化已經出現，不少屋邨有人口老化情況，應可彈性增加相應的長者健體設施。

縱使當局強調規劃署會不時對標準作出增減和修訂，以配合政府的政策和不斷轉變
的社會需求，不過這種小修小補式的改動未能徹底回應大眾的期望，社會要求政府
就《規劃標準》進行全面檢討的聲音早已出現。譬如《規劃標準》中第六章有關零

售設施的標準及指引部分，雖於 2009 年曾作出修訂，但當中提及跨界購物活動的
章節，指「內地旅客偏好大型連鎖零售商和著名品牌商所提供品質優良和款式時尚

27 例如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9 年 10 月已就「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與鄰近地區環保運輸服務可行性研究」進行公眾

諮詢，以蒐集公眾對第一階段研究結果及建議的意見，經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會在第二階段研究時予以充分考慮。資

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與鄰近地區環保運輸服務可行性研究」第一階
段公眾諮詢活動展開》，https://bit.ly/3GpSPt7，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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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而且他們會選擇到傳統的旅遊區購物，例如旺角、銅鑼灣和尖沙咀（第
38 段）。 」相信普遍港人都認為以上結論早已不合時宜，偏離了實際情況。

就《規劃標準》部分內容不合時宜，泊車位數量不足正是其中一個例子。目前香港

公私營房屋的泊車位標準，在 2002 年至 2018 年期間先後七次被降低 28，導致私營

和政府發展項目的附屬泊車設施供應不足，忽略了本港汽車數目不斷上升的實際情
況，在車位增幅未能追上汽車增加速度的情況下，令違泊問題越趨嚴重。有居民指

近年港鐵上蓋有不少新落成樓宇，當局可能以為這批住戶因為鄰近港鐵站而不會購
買私家車，但顯然是誤判。擁有私家車既是身份象徵，也有實際需要，尤其購買港

鐵上蓋物業人士不少屬中產家庭，具備一定經濟能力，「其實我理解政府的邏輯，

他們認為如果繼續增建停車場，等於間接鼓勵大家買車，這樣便與政府希望大
家多用公共交通工具、減少碳排放等政策背道而馳，於是一直嚴控泊車位供應。
不過，有意買私家車的市民會否因此放棄？可能會有的，但數量不會多。在香
港生活，要買車的原因有好多，無可否認，香港乘搭港鐵、巴士外出十分便利，
但如果家中有老有少，尤其是長者年紀大，有病痛的話，出入不方便，那麼私
家車的重要性就很明顯。政府的思維是希望通過車位供應緊絀而『嚇怕』一些
人，從而減慢私家車增長速度，不過現時的情況是區內的泊車位被集團式壟斷，
好多私人露天停車場又改建為住宅樓宇。車主不想捱貴租，就惟有停泊位於俗
稱『爛地場』的臨時停車場，結果就是苦了車主，也造成近年車位價格大幅上
升。」
除此之外，新界地區毗鄰深圳，不少跨境車輛也會停泊在新界，但參考立法會文件

資料，北區的泊車位數目由 2019 年的 24,378 個減少至 2021 年的 24,073 個，「北

區多鄉郊地方，居民多以私家車代步，晚間經常出現嚴重違泊，希望政府在打

28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21 年 8 月 20 日的會議 有關香港泊車位供應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https://bit.ly/3B5i432，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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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違例泊車同時，能夠規劃興建多層停車場。」有居民評估，北區居民對上水的
石湖墟、聯和墟等一帶的公眾泊車位亦有大量需求。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政府在

2021 年 8 月更新了泊車標準，把比例由原來的每 6 至 9 個降低至每 4 至 7 個單位，
就闢設一個泊車位。不過，新標準只適用於新建住宅單位，遠水始終不能救近火，

短期內增加泊車位供應才能回應市民所急，從而緩減因泊車位不足而產生的違泊問
題。

4.3 關注「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生活配套設施，擔心社區會出現另類弱勢社群
當討論居民對地區設施配套的需求時，有焦點小組提出需要同時關注「過渡性房

屋」居民對社區設施的需求。行政長官於 2017 年施政報告提出增加「過渡性房屋」，
以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有居民指雖然房屋只屬
過渡性質，但各個項目的營運期基本以五年起跳，即使每個項目看似可容納的入住

人數不算很多，但也不能漠視他們的生活需要，既然計劃的目的是紓緩入住者生活
困難，就不能忽略整體的配套措施。據運輸及房屋局資料顯示，目前已落實的「過

渡性房屋」計劃中，其中九個項目坐落北部都會區，亦預計尚有其他項目陸續在新

界推出 29。粗略估算，九個項目至少可容納 2 萬人，包括在洪水橋、天水圍、元朗
錦田等一帶，大部份預期在 2023 年峻工。

其中最早落成的元朗錦田江夏圍，是現時全港最大型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於 2022

年第一季將有第一期的四幢住宅建築物共 781 個單位可供入住，並建有兩幢便利設
施服務大樓，而第二期預料在同年第三季入伙。整個項目提供約 2 千個單位，可供

約 6 千人入住。江夏圍項目在配套設施方面有較完善的規劃，營運組織博愛醫院會

29 例如博愛醫院現正積極研究發展一幅由私人土地擁有人借出位於古洞的土地，作為過渡性房屋的可行性，預料可提

供約 2 千個單位。資料來源：博愛醫院：《元朗過渡性房屋項目—博愛江夏圍村 現正接受申請 為約 6,000 基層紓解
住屋壓力 建構和諧共融新社區 邁向更好未來》，https://bit.ly/32EBcYu，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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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錦田江廈圍預計提供約 2 千個臨時居住單位

延伸現有的醫療及社會服務到區內 30，又表示會與政府相關部門爭取開設更多交通

路線往來元朗市中心／港鐵站，便利鄰近鄉民及新住戶。至於其他的過渡性房屋項
目在社區支援方面的規劃，除了「打鼓嶺坪輋路」和「同心村」之外，其餘項目著

墨不多。有關當局必須關注，包括原區是否可提供合適的就業職位以減少居民需要
跨區工作的不便？附近的交通配套和社區設施是否足以應付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社
區各方面的支援是否足夠？特別針對有適齡學童入住的家庭單位，需妥善處理就學
的安排。受訪人士認為，假若當局未有認真看待上述問題，等於把入住的基層市民

推向另一個困局，亦不利於社區的和諧建設，做好當區的過渡性房屋的社區配套也
是當務之急。

30 包括於兩幢便利設施服務大樓內設置中西醫療服務及牙科診所、健康諮詢中心、長者中心、兒童青少年及家庭中心、
資訊科技資源中心、社區飯堂、食品及家品商店等，預計會定期舉行多元化社區活動，與居民共建和諧友愛社區，
以及聘請專業機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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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坐落北部都會區正動工興建和已啟動的「過渡性房屋」項目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項目名稱

營運機構

地 點

元朗錦田
江夏圍

博愛醫院

元朗錦田江夏圍

元朗東頭
「同心村」
打鼓嶺
坪輋路

元朗
粉錦公路

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博愛醫院

元朗八鄉粉錦公路
近打石湖村

仁愛堂
有限公司

洪水橋洪元路
近洪福邨

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

「光村」

要有光

元朗八鄉
錦田七星崗

元朗錦田
2160 號地段

打鼓嶺坪輋路
（原昇平學校）

香港路德會
有限公司

元朗牛潭尾
（新潭路）
洪水橋

元朗東頭

香港路德會
有限公司

新界社團聯會
社會服務基金

預計住戶／單位數目
預計
及
竣工日期
可供入住人數
住戶 : 1998 戶
人數 : 6000 人

2022 年
第3季

住戶 : 596 戶
人數 : 1000 人 ^

2023 年
第4季

住戶 : 1800 戶
人數 : 約 3800-4000 人

單位 : 510 個
人數 : 約 860 人

2022 年
第2季

2023 年
第2季

元朗牛潭尾
新潭路近高行路

單位 : 1076 個
人數 : 約 2676 人

2023 年
第2季

屏山聚星路

單位 : 約 100 個 #

2023 年
第1季

元朗八鄉錦泰路
近七星崗村

元朗錦田（東匯路／
錦匯路）2160 號餘段

備註：編號 1-2 是正動工興建項目，編號 3-9 是已啟動項目。
^ 與持分者已協商推展項目
# 與持分者諮詢中
@ 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批出規劃許可

單位 : 約 404 個
人數 : 約 756 人

單位 : 約 900 個
人數 : 約 2250 人 @
住戶 : 1020 戶
人數 : 約 2760 人

2023 年
第2季

2023 年
第1季
2023 年
第2季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運輸及房屋局：過渡性房屋項目，https://bit.ly/349uN8U，最後訪問日 期：202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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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貨客
5.1 疫情前水貨客問題嚴重，在不同層面挑戰社區原有的承載力，令社區面貌
大幅改變，影響所及不限於日常生活層面，甚至帶來治安問題

自「個人遊」、「一簽多行」實施以來，再加上往來內地與香港交通越來越方便，
內地來港旅客數目日增。無疑，遊客數目增加一方面為本地經濟注入動力，但同時

卻衍生不同的社會問題。例如隨著內地遊客消費模式的改變，由過往以購買奢侈品
為主，逐漸變成日常用品，消費模式變得平民化的後果，是他們的到訪範圍由典型

旅遊區轉而至非旅遊區，不論是一般商店還是食肆的價格都被抬高。而原意為了促
進香港經濟增長的「一簽多行」，後來更被利用成為走水貨的渠道，自此水貨客問

題就一直困擾新界區居民，在不同層面挑戰社區原有的承載力 31。例如水貨客日常
會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作運貨之用，對其他乘客構成極大不便，尤其上水、粉嶺等港
鐵站附近，基本上是水貨客的聚腳地。而載水貨的客貨車又經常在馬路上停車落

貨，造成交通擠塞。「因為內地與香港兩地交通越來越方便，會刺激更多水貨客

到來，譬如不少水貨客分貨後就直接到天水圍西鐵站乘搭接駁巴士回深圳灣口
岸，比我到港島上班更方便。」、「我認為大家對水貨客好反感，因為影響到民

生，其實被（行李箱）『碌腳』事小，最大問題是水貨客把物價拉高了。試幻
想如果水貨客是可以令物價變得便宜，我相信大家被『碌腳』都不會感到有問
題，但現在是水貨客太猖狂，不只令貨品價錢被大幅度抬高，甚至會出現有錢
都買不到貨品的情況，日用品變得供不應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阻街，很多藥
房在上落貨時經常把貨物放到行人路，本來行人路都不算寬敞，他們又把貨物
隨處擺放，堆積大量垃圾，影響市容和造成衛生問題。」受訪人士強調，粉嶺、
上水市中心的人流特別多，水貨客又喜歡就地分貨，令到環境變得嘈雜混亂。每逢

31 根據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顯示，2016 年北區水貨客活躍的地點包括上水港鐵站、石湖墟、上水工業區、落

馬洲路及落馬洲支線管制站一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八題：打擊水貨活動的行動》，https://
bit.ly/3LakyBG ，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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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石湖墟一帶是本港水貨活動主要地區之一

大時大節，石湖墟的行人路完全是水洩不通，大家被迫要在馬路上行走，造成人車
爭路，加上區內又多長者，不時出現推撞場面，險象環生。

面對日常生活被水貨客圍繞，居民即使想避免到水貨客重災區也不可能，因為基本
上他們是無處不在，居民的購物、飲食選擇，無形中受到海量內地遊客、水貨客左

右，變得單一化，社區的面貌大幅被改變。「水貨客問題其實又會衍生其他問題，

當水貨客數量越多，自然會吸引更多以水貨客為目標對象的店鋪開張，比如藥
房，於是令到整個社區的生態不平衡，藥房越多，其他類型的店鋪自然越少。

從前還會有賣時裝、賣文具的小店，到後來只剩下藥房。」當店舖租金被推高後，
五金舖、布料店、電器舖等傳統街坊老店也逐漸被連鎖店和藥房所取代，越來越多

地方售賣的東西不符合當區居民的需要。有居民直言，其實水貨客影響所及已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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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常生活層面，甚至影響到區內治安。因為他們不少是集團式營運，有一式一樣

的背包，分小組集合，甚有規模，更經常連群結黨，有時候行為鬼祟，又會隨處吃
東西和抽煙，把地方弄得烏煙瘴氣，有受訪的母親表示，當只有自己和年幼子女一
起時，寧願繞路走都不會行經水貨客聚集地方，其實心裡面覺得委屈，因為明明是
自己的地方，為什麼反而要迴避他們。

5.2 擔心疫情過後水貨客重臨，不敢寄望限發簽證等措施可杜絕水貨客，認為
水貨涉及內地食品、藥品的安全生產和監管制度等問題，應認真正視

近兩年因為疫情緣故，水貨客問題得以紓緩。譬如上水龍琛路、新康街等一帶有不
少藥房、化妝品店倒閉，當街道沒有水貨客，衛生環境亦得到改善。但很多受訪居

民都擔心疫情過後，內地與香港通關回復正常，水貨客又會捲土重來。例如蓮塘／
香園圍口岸，暫時只開通了貨運，客運尚未開通，然而當疫情趨向穩定，全面通關

日子終會重臨。受訪居民指，整個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境內促進港深融合發展和聯

繫大灣區至關重要的地區，通關便利化事在必行，旅客過境會否因此更加便捷仍屬
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當往來的渠道越多、越容易，要成功阻截水貨客的難度就越
大。「 其實我們不是不歡迎內地旅客，問題是水貨客並非旅客，他們只是純粹

買日用品，根本不是享受在港旅遊，對旅遊業不存在貢獻，得益的只是大財團。
你知道其實不少藥房、海味店背後都是集團式經營嗎？他們當然多多 ( 水貨客 )
都無拘，但對小市民而言，我完全看不到有什麼得益。物價貴了，社區環境又
變得惡劣，十分困擾。」

有焦點小組指疫情前水貨客已經開始以貨車模式營運，因流動性高，容易在不同區
域遊走和避過警方、入境處的打擊行動。不少受訪居民表示，雖然「一簽多行」的

措施已經調整，水貨客猖獗的程度或許會有輕微改善，但相信不會有太大改變，因

為有些水貨客根本不是內地人，「有時會明顯見到有些水貨客是本地新移民，或

者跟內地關係緊密人士，他們是以走水貨業務維持生計的，所以即使有限發簽
證措施，但對於根治水貨客問題起不了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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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解決水貨客問題，基本上大家都認為是難以解決，即使收緊簽證都不能根

治問題，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受訪居民坦言，水貨客之所以出現，因為
很多貨品在內地根本買不到，或者打稅原因令到貨品價格高昂。不過，相信即使本

地貨品價錢跟內地一樣，內地人仍然傾向到香港購買，這不只關乎消費者的信心，

更涉及內地食品、藥品的安全生產和監管制度的問題，已非香港能夠處理的層面。
有居民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走水貨其實跟「代購」無異，沒有違反香港法例。例

如「限奶令」的推出，源起於本地居民的強烈不滿，於是政府以「限奶令」作為回
應，但問題的核心未有解決，甚至因此把「行為」合法化了。從前水貨客可能會一
次過偷運十罐奶粉，有了「限奶令」之後，反而可以名正言順每次運兩罐，變成合

法帶貨，更不用擔心被查或者扣關，代價只是需要多運兩轉貨，但免卻了其他風險。
有焦點小組人士直言，其實不只水貨客需要依賴走水貨生存，香港某程度都需要水

貨客的存在，「其實換另一個角度看，或許香港都有好多人不希望水貨客消失，

因為有太多人以此維生，包括水貨客本身和商家，最明顯的是賣奢侈品的店舖，

好像一些售賣蔘茸海味的店舖，全盛時期舖內的人潮相當誇張，但疫情出現後
真的冷清了許多。」不過亦有受訪居民不認同，認為走水貨本質上跟走私無異，

都是把未完稅的貨品私自運到另一個地方，以逃避官方的關稅和規管，屬於違法行
為，無論如何都是不妥當的，期望當局須嚴肅正視，採取更嚴厲的打擊行動，加強
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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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屋
6.1 對北部都會區矢志增加房屋供應的決心表支持，惟仍欠缺明確的建屋目標
和落實時間表，憂慮沒有恰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和組成，將不利社區平衡
發展

房屋問題長期以來困擾不少港人。根據房屋署最新數字，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公

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升至 6 年，約有 15.2 萬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 9.65
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合共約 24.85 萬宗 32。另外，2021 年底公
布最新的《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顯示，居住環境欠佳住戶（包括劏房、分
租或工廈住戶）多達 12.7 萬，數字連續五年上升，創本屆政府的新高。

從整體角度而言，受訪居民對於特區政府矢志在北部都會區增加房屋供應的決心表
支持，惟仍欠缺明確的建屋目標和落實時間表，居民更擔心已立項的新發展區房屋
計劃會受到最新《發展策略》規劃影響而需要重新進行研究工作，拖慢建屋進度。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固然重要，不過一個區域的住房種類及其分布將直接影響當區人
口的結構組成、對就業職位種類的需求，進而影響交通流量、公共配套設施，在環

環相扣的影響之下，社區是否能有一個和諧共融、具生命力的發展空間，就取決於
規劃的全面性。

根據已公布內容，《發展策略》中完全新增的約 16.5 萬至 18.6 萬的住宅單位是被

納入 2031/32 年後的下一個 10 至 15 年供應期，這些較後階段的房屋工程仍處於
規劃和研究階段，建屋程序其實尚未開始。有受訪者表示，「 嚴格而言，都會區

新增的住宅單位不算多，只有不足 20 萬個，本身已進行或規劃中的單位已有 35
萬個，說實在似乎效益不算好大。但當然，之前的規劃方式並非以『全局』方

32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委員會：《公屋申請數目和平均輪候時間》，https://bit.ly/3v5I9hj，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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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切入，若然在新的方案下，政府會因此而對各個方面，譬如交通、社區配套
措施等有更全面的規劃，是一件好事，尤其希望政府可以就幾十萬個新增房屋
的發展計劃提出一個清晰的建屋時間表。」

表 31：《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新增房屋供應範圍及單位數目
發展範圍

流浮山及尖鼻咀一帶

新增住宅單位數目
4.7 萬 -5.25 萬個

流浮山至白泥一帶

1.55 萬 -1.75 萬個

古洞北部馬草壟一帶

1.2 萬 -1.35 萬個

新田科技城 ^

古洞北新發展區 #
羅湖南站

1.45 萬 -1.65 萬個
超過 1 千個

9 千 -1.05 萬個

搬遷上水屠房、上水濾水廠及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1.15 萬 -1.3 萬個

老鼠嶺

9.5 千 -1.1 萬個

羅湖道和文錦渡路一帶
上水華山

3.9 萬 -4.4 萬個

區域新增單位數目總計
6.25 萬 -7 萬個

1.3 萬 -1.45 萬個

7.5 萬 -8.5 萬個

6 千 -6.5 千個

備註：^ 新田科技城共可容納約 4.6 萬 -4.8 萬個住宅單位
# 原劃作「商貿及科技園」的用地改作房屋用途，有關用地的功能轉移至新田科技城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21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理念與動力」簡介會，由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
香港集思會主辦，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勤教授負責主講。

除了時間表之外，都會區內公私營房屋的比例和組成亦受到居民關注，擔憂同一個
片區如過份集中某類型房屋供應，將不利平衡發展。而且，政府有意藉建設北部都

會區改善職住不平衡，若區內可提供的就業職位的種類和分布與整體房屋供應規劃

未能互相配合，尤其入住資助房屋居民的學歷和工作經驗未必可符合創新企業的用
人要求，有機會加劇職住失衡問題。自 2018 年《長遠房屋發展策略》更新以後，

政府把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由 60:40 調整至 70:30，而公屋／「綠置居」與「其他

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為 70:30。較早前行政長官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北部都會區
的公私營房屋比例至少 70:30，而公營房屋中較多為出售單位 33。根據規劃署 2019
33 資料來源：無線新聞：《特首稱短期房屋措施已「傾囊而出」 正檢視加快建屋流程》，https://bit.ly/3HrnqIb，最
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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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料 34，幾個涵蓋在北部都會區的新市鎮和新發展區的公私營房屋單位比例或擬
議比例如下：

表 32：公營房屋與私人永久房屋的整體單位比例 35
區 域

天水圍

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 ^
粉嶺／上水

古洞北新發展區 ^
粉嶺北新發展區
元朗市

^

備註：^ 擬議公營／私營房屋比率

公營／私營房屋比率

75：25
51：49
65：35

合計
69：31

66：34
70：30
20：80

房屋其實牽涉深層次的城市規劃，背後反映當局對區域的建設思維。回望天水圍的

發展，其中一個為人垢病的地方是因為規劃的改變，由原來的出售房屋改變為出租
的公營房屋，導致公私營房屋的比重失衡。天水圍共有 11 個公共屋邨，低收入和

新移民家庭比例較高，對區內經濟發展及構建健康社區而言都不理想，地區設施又
未能配合居民所需。當整個社區規劃的「脫序」，有房屋而沒有經濟，社區又無法

通過多元房屋類型形成有機的社區經濟生態，社區活力和凝聚力難以得到提升。故
此政府在早期規劃洪水橋新發展區時曾言，因應天水圍原來的公營房屋佔比較高，

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的比例訂定於 51:49，目的是為求在較大地區層面上取得
較平衡的公私營房屋比例。然而，參考 2020 年的立法會文件，發展局又表示因為

《長遠房屋發展策略》調高了比率，有機會把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的比例提升至
70:30，並會審視發展區第二期發展及餘下發展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的可能性，審視

範圍會包括已規劃的基礎設施的承載力。言猶在耳，北部都會區又將如何規劃和落
實，當局宜盡快向大眾交代，因為之後更涉及社區配套，當區產業發展等問題。

34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新市鎮／新發展區規劃小冊子》，https://bit.ly/3s9gxos，最後訪問時間：
2021 年 12 月 15 日。

35 包括公共租住房屋和資助出售單位，資助出售單位包括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單位、可租可買計劃單位，以及房屋協會的住宅發售計劃單位。粉嶺／上水、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新發展區、
粉嶺北新發展區，以及元朗的「私人永久房屋」包括鄉村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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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以「見縫插針」方式興建房屋，為當區公共設施帶來一定壓力，有感政府
漠視新遷入人口對原區居民生活帶來的影響

新遷入人口無可避免會跟原來的新市鎮居民共享當區設施，並對交通網絡、公共服
務，以至醫療系統等帶來一定壓力。「房屋方面，我最關心的仍然是規劃問題，

如果規劃不善，就會影響原來居民的日常生活，這些都是民生問題。我認同要
盡快興建更多房屋，現時太多人受房屋問題困擾，但作為原區居民，新遷入人

口同時為我們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最明顯就是交通。」例如遠離粉嶺市中心的
皇后山，剛落成的皇后山邨提供接近 9 千個租住公屋單位，居屋「山麗苑」則提供

3 千多伙單位，合共超過 1.2 萬伙單位，可容納 3.43 萬人居住，居民於 2021 年底

陸續入伙。據知由九龍坑開始以高架橋連接至石湖新村的粉嶺繞道東段工程，本身

是配合粉嶺北發展工程的項目，同時也是疏導皇后山交通的重要項目，不過卻要不

遲於 2026 年才落成。鐵路方面，雖然北部都會區有意發展北環綫東延綫並增設皇
后山站，但鐵路興建需時，在可見的將來仍只能依賴東鐵綫出入，居民對此難免感

到憂慮。「 我其實真的想像不到到時北區居民的生活會如何？入住人口不斷增

加，但其他配套卻嚴重滯後，最起碼交通方面我就未見到，舉例說鐵路，大家

仍然是依賴東鐵綫出去，現時都已經『迫爆』了。政府以『見縫插針』的方式
興建房屋，好處是大家終於『有瓦遮頭』，但到底居民在北區的『生活』如何？
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政府在做建屋規劃時究竟有否考慮這些？」
受訪人士分享，有朋友住北區，因為害怕遲到會收到警告信或者扣勤工獎，惟有將

早上出門上班的時間越提越早，間接拉長了工作時間，影響作息，可見區內入住人
口增加會帶來環環相扣的影響。近兩年因為疫情關係，自由行少了，擠迫情況得以
紓緩，但如果按疫情前的情況評估，自由行多數會經羅湖乘搭港鐵來港，即使非繁
忙時段，有時候在上水站都未能成功登上列車，更莫說粉嶺站。席間有人笑言，上

水、粉嶺除了自由行多，還有水貨客，再加上新入住居民，日後可能會懷念現時的
疫情生活，起碼在社區可以享受到片刻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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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擔心重演天水圍規劃不善的問題，過於規範化兼「倒模式」的建築群設計，
打擊社區的經濟活力和多元結構

回首原屬於第三代新市鎮的天水圍，後來演變成一個滿足了住屋需求卻忽略了生活
需要的產物。社區空間運用過於單一化的結果，令天水圍一度被貼上負面標籤，因
為規劃不善，天北比天南處於更邊緣位置。此外，天水圍原來的設計沒有多功能的

街道，也沒有橫街窄巷，只有馬路、行人路、單車徑等整齊並列，這種過於規範化
兼「倒模式」的設計，無法展現港九地區街道的生命力。區內即使有商場，但基本

上都是千篇一律的連鎖店舖，集團式的壟斷，令居民看似有很多選擇，但其實不然。
一旦區內未能保持經濟的活力和多元的結構，自然難以活躍區內的消費活動和吸引

天水圍居住人口約 28 萬，不少公私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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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行業進駐，無形中削弱多元化工作職位的衍生空間，乃至整個社區的生
命力。

焦點小組有意見認為，相信有關當局應該已很好地吸收了發展天水圍的經驗，不可
能重覆犯錯，而且坊間也有大量討論和給予意見，對特區政府很有信心。但同時亦
有持相反意見者提出，指原來天水圍規劃也非「房屋需求主導」，無奈社會大環境
起了突變，房屋政策一改再改，大量基層人口遷入，商業活動卻不盛，社區設施在

規劃上又失了預算，引發日後的連串社會問題和矛盾。居民希望特區政府能認真檢
討「計劃趕不上變化」的經驗，期望北部都會區不單只規劃要做好，在落實執行層
面更要大力做好。

7. 小結
上述新界北居民的意見，不只反映了當區的發展問題，也觸及到一些積累已久的深
層次問題，甚至已超越地區層面，更涉及整個香港新發展區的規劃問題。其實就業
經濟發展、繁忙時段交通擠塞、公營醫療系統負荷過重、地區設施不足、房屋供應
短缺，甚至水貨客湧現，都是全港市民關心的議題。無疑，新界北居民現時面對的

社區問題有其特殊性，加諸政策互為影響下，未來將更顯重要。例如最受居民關注
的繁忙時間跨區交通擠塞問題，源於社區規劃不善，區內就業機會和選擇不足，居

民只好前赴港九或其他新市鎮工作，令不少人每天消耗大量時間在跨區通勤之上，
無形中降低了社會生產力。與此同時，政府為了解決房屋供應問題，無可避免採用

「見縫插針」方式興建房屋，而私人發展商在港九地段已幾近全面發展的情況下，
也是向北進發，結果是土地有限而人無盡，新遷入人口只能與原區居民共享各種設
施，最終令到公共交通系統、公營醫療服務，以至地區服務設施面臨更龐大需求，
再加上近十年水貨客在新界地區湧現，社區承載力面臨極大挑戰，令問題雪上加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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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居民的意見其實也為政府施政帶來重要啟示。由於政府以往在規劃工作上的

表現因未能與時並進而多教人失望，導致大眾對當局兌現承諾的能力抱觀望甚至懷
疑態度。面對北部都會區如此龐大的一個建設項目，單是收地補償、遷移和安置的

工作已困難重重，還有大量的興建工程。不少受訪居民指過去有太多先例，規模不

如北部都會區的工程尚且完工無期，是次更牽涉眾多持份者和不同的利益群體，因
此只採取觀望當局有何嶄新的破題措施。一方面，他們肯定《發展策略》對香港的

重要性和認同其劃時代的意義；另一方面，卻憂慮香港是否具備足夠的人力、物力，
以及財力支持計劃，以及會否重蹈覆轍，最終時間在反覆的諮詢、研究和規劃中溜

走。歸根究底，過去不少計劃、工程願景雖好，然而落實無力。加上政出多門、議
而不決延伸出的各種弊端，造成發展滯後現象，現實的落差難免讓市民失去信心。

北部都會區作為一個以創科產業帶動的發展項目，在現代科技已進入光速發展的年
代，其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與時間競賽。根據報導，由「港深創科及科技園」和
「深圳科創園區」組成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於 2021 年 10 月中正式開園，

而科技園公司已率先在深圳科創園區設立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讓有興趣開展大灣
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率先落戶深圳分園，亦有部分香港高校研究院與香港團隊早於
2020 年已開始進駐深圳園區，包括香港城市大學深圳福田研究院 36。反觀香港，佔
地約 87 公頃的港深創科園，在交地之後預算用七年時間分階段進行興建，現預料

2024 年底第一批共八座樓宇會落成開放，主要用途包括濕實驗室、創新斗室及附

屬設施、辦公室或乾實驗室等 37。若按新田科技城新增約 150 公頃面積計算，從前
期規劃到落實興建至峻工之日，即最少需要十年、八年時間，建設的速度根本趕不

上科技發展的步伐。須知道新田科技城、可媲美數碼港的流浮山地標性創科設施不

36 資料來源：文匯網：《河套科創園區開園
1 月 9 日。

18 重大項目新入駐》，https://bit.ly/3redAUt，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37 創科園會分兩期發展，每期大致分為三個批次，預計可提供共 67 座樓宇。第一期總樓面面積約為 54 萬平方米，共

建 31 座樓宇，第二期總樓面面積約為 66 萬平方米，共建 36 座。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工商事務

委員會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30 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https://bit.ly/35Sw04P，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2 日；香港電台網站中文新聞：《創科局預計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第一批樓宇 2024 年落成》，https://bit.ly/3oKE2U7，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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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是地標性建築物，更是推動創科發展的重要硬件配置。政府必須有所覺悟，開
發土地、建設硬件只是第一步，如何成功轉化為制定政策、招商引資和培育產業動

力是關鍵的下一步，假如當局仍然沿用原來的發展模式和舊有思維，恐怕今日的先
進技術到十年後已成明日黃花，當下的超前規劃屆時只淪為滯後建設。為此，當局

應藉著發展北部都會區的契機，反思過去制訂政策未能符合大眾期望、規劃工作跟
不上時代步伐和發展需要的根本原因，直面長期以來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碎片化方式處理問題的不足之處，加上如何用好公共政策和資源，調動新資金進行
投資的積極性，才能為香港未來迎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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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界北居民對目前社區發展以至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意見

四、推進深港合作北部都會區建設
的對策建議
總體原則
1.

北部都會區整體建設要以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優先，積極配合大灣區

發展規劃，以更好地實踐「十四五」規劃對大灣區、對香港發展的期盼

為了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未來的發展藍圖須考慮配合大灣區整體發展規
劃，並以有利於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建設對國家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的整體貢獻為要
旨。北部都會區以創科為產業軸心，將有利香港跟大灣區城市群合作，在優勢互補
下發揮群聚效應，共同營造更加蓬勃的創科生態環境，並進一步完善創科產業鏈，

以更好地實踐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對大灣區、對香港發展的期盼。在深港合作上，
特區政府過去浪費不少與深圳融合發展的機會和時間，《發展策略》的出台，成為

香港深化和擴大與深圳合作重要的一步，本研究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下成立「深港合作—建設北部都會區規劃（聯絡）小組」。除行政長官外，未

來負責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副司長級官員，必須是小組的當然成員之一。小組一

方面作為建立深港兩地政府共同商討北部都會區建設工作和探索兩地合作新模式的

溝通平台，以推進兩地合作體制機制創新，並達致兩地共同發展、共建共贏為目標。
與此同時，負責統籌的副司長級官員參與其中，能夠讓日後的跨部門協調工作做得
更加到位，糾正過去政出多門、各自為政引致政策效率低下和滯後發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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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化「四新精神」，全面引入政府績效管理制度，訂定客觀的關鍵績效指標

（KPI），提升行政效率，體現問責精神，重拾市民大眾對特區政府的信心

為了增加工作透明度，《發展策略》提出制訂滾動式十年計劃，以按年更新方式向

社會大眾公布都會區相關基建發展和房屋供應的達標情況，讓市民有監察的渠道，
藉此提升大眾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信心。誠然，計劃方向正確，基於以往政府項目工
程經常出現延誤、超支，令大眾對特區政府的承諾失去信心，滾動式十年計劃一定

程度上回應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然而，匯報式的進度報告實在難收具體成效，
即使項目進度不似預期，也不一定有後果，加上這種監察方式「只能見量，難以證

質」，對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信心未必有顯著效果。本研究建議，既然《發展策略》

提出了「四新精神 38」，特區政府應該更加務實進取，全面引入政府績效管理制度，
訂定客觀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制定與表現掛鈎的評核框架，評核更可引入回
應社會需要的評估指標，包括加入持份者評分、評定工作成效表現等，建立透明的
激勵機制，以全力提升行政效率為目標。只有施政思維的徹底革新，全面體現問責
精神，才能提升管治效能，重拾市民大眾對特區政府的信心。

3.

以「提速而不失序」為原則，以全局概念制訂北部都會區發展路線圖和落

實時間表，產業發展、交通網絡建設和房屋供應之間要做到高度配合；確
保政策能順利過渡予不同的管治班子，並準確掌握規劃建設精神

《發展策略》敢於打破政府舊有思維，提出設立一個高層次的政府專責機構負責統
籌和領導北部都會區建設工作，行政長官又表明會「拆牆鬆綁」，顯示特區政府對

推動北部都會區的決心。不過，《發展策略》包含十個重點行動方向、45 個行動

項目，涉及產業發展、交通運輸、房屋建設、環境保育等不同政策範疇，屬於一個
高能量、高效率推動的建設項目，特區政府在顯示決心的同時還需兼備足夠的魄力
和行動力才得以成事。本研究建議當局緊抓「提速而不失序」的原則，以全局概念

38 根據《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四新精神」指「空間拓新」（拓展空間維度）、「觀念更新」（更新固有觀念）、
「政策創新」（創新政策制定）、「機制革新」（革新機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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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路線圖和落實時間表，適時對外公布各個項目的細節，包括
造價估算，以增加公眾對計劃的信心。此外，現預期北部都會區建設周期長達 20

年，自然會經歷不同管治班子負責接手推動，中央需要監督當局並向公眾確保政策
能順利過渡、連貫一致，即使管治團隊變更都能夠準確掌握規劃建設的精神，不受
人事更迭替換所影響。

本研究建議，特區政府須借鑑國家近幾十年為了推動區域發展而勇於作出大膽嘗試
的經驗，以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工作。其中，與香港相鄰的深圳正是值學習的對

象。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深圳只用了 40 年時間，就從一個「邊陲小鎮」
發展成一座現代化創新型國際大都市，成為國家通向世界的窗口城市。自上世紀

80 年代設經濟特區以來，深圳發揮先行先試作用，實踐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突
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其他傳統制度和觀念的束縛，全面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改

革創新，最終實現從加工工業為主的高速增長模式逐步轉而為以由科技要素作支撐

的高質量增長模式，反映了深圳勇於從體制機制處入手進行改革的堅定意志和決心。
40 年前的制度基礎和資源配備還不及今日堅實和豐富，深圳都能創出如此成就，

以 20 年時間完成基本建設為目標的北部都會區，如何才能做到「提速」？首先，
因應現行城規程序過於臃腫，個別評估工作的相關考慮和要求重疊，導致行政效率
低下、發展滯後，土地由「生地」變「熟地」的過程漫長 39，配合不了社會發展步
伐。就精簡發展程序工作，發展局透露將於 2022 年 3 月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提出具體建議，包括精簡及縮短法定程序、避免重覆執行性質相近的程序、明確授
權部門同步進行某些程序，以及理順不合時宜或不清晰的安排，將涵蓋《城市規劃

條例》、《收回土地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多條法例，目標是今年內提
39 據運房局指，「現時土地由『生地』（即未有明確規劃和發展計劃的用地）變成『熟地』（即可動工用地），一般

需時最少六年。以改劃單一地塊作公營房屋發展為例，首先需要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評估交通、環境等方面的影
響，需時大約兩年。隨後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進行改劃（按法例一般需要 11 個月），然後展開詳細工程及建
築設計（一般需要 18 至 24 個月）。如牽涉私人土地，亦要按《收回土地條例》和其他條例為收地和工程範圍刊憲

和處理反對意見。待詳細研究及預算開支準備就緒，政府會向立法會申請工程撥款，獲批後啓動收地程序和為受影
響住戶或經營者提供安置補償，然後清理土地，以便展開為期大約兩至三年（視乎地盤情況而定）的土地平整和基
建工程。以上環節部分可以同步進行，一般需合共用上約六年或以上的時間。興建單位則最少要大約四至五年。」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二題：房屋問題》，https://bit.ly/34KhjRh，最後訪問時間：
202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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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條例修訂草案 40。本研究認為，上述修訂草案工作必須爭取儘快落實，把握發展

時機。必須通過徹底的流程改革，壓縮規劃程序，理順政出多門、互不協調、窒礙
溝通等問題，設立專責部門負責統籌，加快規劃申請的審批和同步公布審批結果，

保留關鍵階段的社區諮詢步驟，務求在施政程序和社會效益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加
強監督項目承建商的施工進度和質素，才能做到「提速」，保持香港競爭力。

「有序」方面，《發展策略》合共四十多個工程項目，它們落實的緩急先後對於北

部都會區能否如願發展有重大影響，當局訂定落實時間表時須極為謹慎，產業發

展、交通網絡建設和房屋供應之間要做到高度配合。雖然特區政府強調「基建先
行」，但開發北部都會區有異於開拓荒島，不可能等到 20 年後，待所有基建落成
才開放予人口遷入。事實上，區域內已有項目陸續展開首階段工程，洪水橋、古洞

北等首批公私營房屋亦將於未來兩、三年相繼落成，當局需要盡快實現把部分無地

域限制的政府部門搬入北部都會區的承諾，甚至把政府總部搬到北部都會區，發展
成「香港行政都會區」、中環、金鐘則是「香港金融都會區」，並為吸引企業進駐
都會區提供誘因，才能帶動發展，創造就業。

4.

建議成立官民諮詢小組，與受收地影響居民就補償和安置安排取得共識；

各項厭惡性設施在新規劃下須另行安置；關顧新界北現有居民的生活，對
區內問題予以正視

北部都會區建設其中一個難點，是涉及大量收地工作和更改用地規劃。過去特區政

府在發展新界東北時遇上不少收地爭議，居民反應激烈。是次北部都會區涉及的收

回土地結構成分複雜，包括私人擁有的濕地和魚塘，又有大批「祖堂地」。誠然，
特區政府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也事在必行，但香港現正處於「由亂

轉治，由治及興」的轉捩點，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達到官民共識的機制。我們了解

到新界原居民認同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只要在尊重他們的意願下提出合理的補
償機制和拆遷安置方案，自能成事。基於歷史原因，開拓新界土地時必須考慮當地

40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發展局局長出席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開場發言》，
https://bit.ly/3LHqzWI，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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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特殊性和土地的複雜性，特別是祖堂地牽涉祖堂傳統和祖堂成員的權

益，當局要在溝通協調方面多下工夫。建議成立官民諮詢小組，不只邀請受影響的

原居民、村民加入，亦要邀請熟悉新界地區事務，能與鄉民、居民、乃至特區政府
有良好溝通的有能之士加入，發揮橋樑角色，讓鄉民、居民的合法權益和他們持守

的傳統價值得到保護和保留之同時，又可以配合未來城市規劃的發展需要，避免演
化成城鄉矛盾。

收地工作牽涉居民安置和補償，建議可借鑑內地城市的發展模式，當中以「政府主
導，市場運作」的「城中村」模式最為普及，可更高效運用土地。模式是由當地政
府給予政策支持，負責統籌和協調，同時引入開發商參與改造，除了現金補償，村

民亦可獲發集體擁有的房屋，成立集體股份公司。此改造模式是通過解決產權、規
劃、地價及拆遷補償安置四方面來平衡政府、發展商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

自 2000 年代起，廣州、深圳等城市已積累了豐富的改建經驗。據統計，深圳市現

有 1,300 多條城中村，模式多樣化，會針對市場化需求作出調整 41。當中亦有項目

是由本地熟悉的企業主導，例如華潤集團負責開發位於南山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中
區東部的大沖村，以及位於羅湖區東門街道的湖貝村。建議當局可跟有經驗的開發
商了解和研究，吸收他們進行改造工程的經驗和細節安排，尤其拆賠方面，靈活採
取不同的特別政策，包括容許選擇以金錢或／及房屋為補償，如果是調遷的，允許

居民免入息審查申請特設安置屋邨、原村一同搬遷至新的安置處所等。如能及早做
好疏導工作，可助加快項目的推進。

區內的各項厭惡性設施，有需要另行安置。要知道，目前以至未來一段長時期，融

入國策下發展的北部都會區是七個口岸的匯集點，交通樞紐所在地，土地資源相當

珍貴。舊思維下設置的沙嶺「超級殯葬城」、污水廠、堆填區、屠房等厭惡性設施
與新規劃存在抵觸，必須遷移或改用現代化技術主導的設施改裝改建，包括考慮把

殯葬服務與現有的宗教場所融合，例如在寺廟及周邊範圍興建殯葬設施。當局要多

向居民和社會大眾以「三動」（生動、互動、活動）方式進行解說工作，包括安排

41 資料來源：司南、陰劼、朱永：《城中村更新改造進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變化—以深圳市為例》，《城市規劃》，
2020 年第 44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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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以加深社會對新技術的認識和了解，扭轉他們對於厭惡性設施的舊有觀
念，全面解決厭惡性設施造成的問題。例如位於屯門的 T·PARK 源·區不僅是一座
污泥處理廠，更附有休閒和教育設施，兼具學習和體驗香港綠色文化的元素。

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與以往開發新區計劃其中一個最大分別，是北部都會區的開拓
工程是建基於宏觀的理念基礎，具有策略性意義，同時也是一個「新舊融合」的發
展方案。除了多個已規劃的新發展區外，分別屬於北區和元朗區的粉嶺／上水、元
朗市、天水圍等第二、三代的新市鎮亦被納入規劃中。不過暫時《發展策略》對兩

個地方行政區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的角色著墨不多，後續的討論焦點也集中在幾個新
發展區上。作為「具規模和動態城市空間 」的其中一元，本研究提醒當局切勿「迎

新忘舊」，只顧新發展區的建設，卻忽略目前在北區和元朗區 90 多萬名「原居民」
的生活需要。報告前一部分已就新界北居民對社區發展的意見進行綜合分析，當中
以交通擠塞、公營醫療服務不足等為重中之重，當局須予以正視，認真看待現有居
民生活所需的不足。

5.

改善諮詢方式，善用創新科技，聆聽公眾意見，提高市民大眾對北部都會

區建設的投入感和能力感

北部都會區是一個與全港市民息息相關的建設規劃。自《策略方案》公布以來，行
政長官以至各司局長級官員等，馬不停蹄到處走訪，包括出席不同節目、參與座談

和研討會，希望加強社會大眾對規劃的認識，以全力支持北部都會區漫長的建設之
旅。但是迄今為止，大眾對北部都會區的具體細節和落實規劃仍然所知甚少，存有
不少疑惑，甚至轉化為質疑的態度。既然建設北部都會區是眾人之事，本研究認為

傳統的諮詢方式既單向又沉悶，特區政府應該多採取有效令公眾認識和參與的手
法，善用創新科技製作普羅大眾亦能聽得明、看得懂的資訊短片，設計網上遊戲加

強公眾參與感，主動通過多元的日常溝通渠道發放資訊及收集意見，適時組織邀請
不同持份者親身參與考察團，提高各界對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投入程度和能力感。尤
其北部都會區建設涉及產業規劃、用地更改，過去政府多數跟管理層諮詢，甚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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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業的前線員工，聆聽他們的意見 42。若特區政府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上能突破以
往做法，相信可以更容易凝聚社會共識，為北部都會區長遠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具體對策建議
1.

原區就業經濟發展

1.1 重整香港經濟產業規劃，制訂產業政策；以「創科為主，多元產業為副」為原
則，豐富產業多元化規劃，提供多元就業機會

北部都會區以「南金融、北創科」作為發展願景，為香港的發展揭開新一章。特區

政府應藉此良機重整香港的經濟產業規劃，制訂產業政策，通過全速發展創新科
技，推進香港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創新驅動的經濟體。

建議以「創科為主，多元產業為副」為原則，豐富北部都會區產業多元化規劃，提

供多元就業機會，為不同階層人士創造發展空間，並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產業，減少

日後受外來經濟變化所帶來的衝擊。北部都會區建設既然強調以解決職住分離為目
標，必須以多條腿走路，主攻創科同時亦積極推動各個產業發展，更好地結合和應

用創新科技作為增值的手段，大力發揮北部都會區以產業帶動發展的特性，促進原
區就業機會均衡增長，長遠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

當局預料北部都會區最終可容納 250 萬人口，按目前全港勞動人口參與率約六成推

算，如要做到充分當區就業，即要 150 萬個就業職位才能滿足。本研究建議，首先

須因應原來零散的新發展區已調整的用地規劃，盡快向公眾明確交代《發展策略》
中提及的「已計劃好的 45 萬個工作職位」的最新安排，包括工種和分布。其次，

42 例如有報導指，豬商業界反映現時上水屠房內的部分機器已沿用多年，並不適合香港使用，希望政府利用是次的搬
遷計劃優化設備，打造適合香港使用的新式屠房。資料來源：星島網：《政府建築大遷徙 「年輕」廠房冀趁機優化
設備》，https://bit.ly/3LeXsKr，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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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向大眾展示北部都會區多元產業規劃的具體發展藍圖。據悉北部都會區將會形成
五大就業板塊，分別是：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的「新界北現代服務業中心」、「新

田科技城」、以民生服務、個人護理和醫療服務為主的「羅湖／文錦渡綜合樞紐」、
以食品處理、檢測及物流服務為基礎的「香園圍管制站一帶」，以及在「大鵬灣／

印洲塘」推動可持續生態康樂／旅遊發展。除了 14.8 萬個創科職位集中在「新田
科技城」，其餘很大部分的工作崗位將分散到以上各個版塊、不同產業之中。下一

步該聚焦於完善化產業規劃，讓發展走在正確的軌道上。結合特區政府的規劃與本
研究的建議，未來北部都會區的產業發展及就業機會如下：
表 33：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及開創的 150 萬個就業機會分布
產 業

內 容

I．由特區政府提出，創造共 65 萬個（當中 15 萬與創科相關）就業職位 43
板塊一：新界北現代服務業中心
目標：在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發展
現代服務業，提升成為高增值、高科
技水平的經濟板塊

●●
●●
●●
●●
●●
●●
●●
●●

板塊二：新田科技城
目標：在新田科技城發展創新科技產
業，打造為香港矽谷

●●
●●
●●
●●
●●

板塊三：羅湖／文錦渡綜合樞紐
目標：面向港深兩地居民，促進港深
生活更為互動和融合發展 44
板塊四：香園圍管制站一帶
目標：促使兩地產業合作發展
板塊五：大鵬灣／印洲塘

●●
●●

●●

●●

以創新及科技帶動的金融及專業服務
面向大灣區的創新科技產業投融資平台
數碼科技研究、應用與培訓
現代物流
金融科技
跨境大數據平台
基礎研究
應用科研
技術研發
樣本研製及測試
先進製造
創投融資
專業及商業服務
教育與培訓

利用羅湖南及文錦渡鐵路站的優勢，集中發展民生服務、個
人護理和醫療服務等方面的產業
利用香園圍管制站鮮活貨檢測的功能，發展高端科技推動以
食品處理、檢測及物流服務為基礎的產業
與深圳攜手合作在深圳東部沿岸地區及香港新界東北地區倡
議綜合生態保育及推動可持續生態康樂／旅遊發展

（接下表）

43 資料整理自 2021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理念與動力」簡介會，由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香
港集思會主辦，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勤教授負責主講。

44 目前在羅湖區居住的香港居民約 4 萬人，超過 6000 間港資企業。資料來源：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口岸
經濟帶：深港合作新引擎》，https://bit.ly/341Oi2Z，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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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內 容

II．由本研究報告提出，創造共 85 萬個就業職位
●●

醫療服務業

●●
●●

教育服務業
幼兒照顧業

●●
●●

●●
●●

●●

安老服務業

製造業
貿易及物流業
餐飲業
零售業
酒店業

●●

●●

●●

●●

●●
●●

中高檔消費服務業

●●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

民生小店服務業
深度體驗式旅遊和生態旅遊業
建造業

（續上表）

●●

●●
●●

設立與內地一流醫院合作的醫院，積極開拓既能服務本地居
民，同時面向內地市場需要為目標的私營醫療服務，結合臨
床、研究與科技，協助解決廣東一帶中高端醫療服務的需求
強化基層醫療建設，開拓相關職位
增設「建造業從業員社區健康中心」

由兩地一流大學合作共建高端研究型高等院校
大興配合產業發展的職業教育以滿足內地和香港兩地對進修
技工／專業培訓的需要
開辦多元託管服務，配合區內跨階層勞動人口的需要
開拓年青人為高端／高管人才家庭提供託管幼兒、學童功課
輔導的職業空間

打造「北都樂齡社群小區」，融入創科元素，改變安老服務
工作的刻板形象，吸引新生代入行
每一座新落成公屋的最底三至五層改建為安老院舍或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方便家人照顧，以及開拓更多相關就業職位，
包括保健員、護理員等
推動「再工業化」，對科研、生產管理、現代化物流倉儲、
檢測認證、市場銷售、定單處理、材料採購、產品設計、產
品發展、品質控制、包裝及後勤服務的職位需求會有增長
發展跨境電商，刺激對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業人員的需
求

發展多元化餐飲服務以應付區內跨階層入住人口需要，包括
高級餐飲、特色餐廳、快餐、甚至是軟餐，部分以中央廚房
模式運作
吸引不同檔次的零售商店進駐，提供零售業職位

興建商務或精品酒店，招待來自鄰近內地城市的商務客和遊
客，開創包括酒店及餐廳的服務員、房務員、客房服務員、
廚師及侍應等職位
針對區內中產對服務消費的需求，刺激美容、健身、培訓課
程、藝術展覽、個性化興趣課程的發展
開拓與「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相關工作職位，包括教育、社
會工作、公共行政、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

以創新方式經營類似以往屋邨商場、舊式街市模式的商場或
綜合大樓，商場或大樓的興建工作交予發展商負責，由社企
負責營運，以低於市場價格租予小商戶，為小店創造生存空
間
發展以社區為本的旅遊項目，成立負責推動和管理發展新界
北深度體驗式旅遊、可持續鄉郊生態旅遊的專責部門
開拓與旅遊業相關職位，包括社區和生態導賞員
多項建造及樓宇工程陸續開展，開創大量建造業職位，優先
聘用當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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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積極對接《前海方案》，發揮香港既有制度和人才優勢，加強深港金融、創新
科技、專業服務合作，達致深港合作共贏方案

長期以來，香港把傳統金融業和服務業集中在維港都會區，現在是時候作出突破。
前海作為科技、創新金融、現代產業集成服務的新興重地，加上國務院早前頒布了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簡稱《前海方案》），方

案以服務業為切入點，提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機制體制要跟港澳、國際接軌，在深

化改革創新、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方面提出不少切實的措施，可見前海合作區未
來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發展策略》提出把位於「深圳灣優質發展圈」內的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從「新

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提升為「新界北核心商務區」，顯然是為了對接前
海發展而作的策略調整。香港多項專業服務經驗豐富，服務業人才表現一向備受國
際社會肯定，專業資格與國際水平接軌，管理規則和標準均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因

此，香港只要能發揮既有制度和人才優勢，包括全面市場化、高效的金融監管制度、
簡單低稅制等，在金融、創新科技、專業服務等領域跟深圳加強合作，定能達致深

港合作共贏方案，為一向活躍於維港都會區的創新科技、現代金融，以至高端服務
業帶來龐大的服務業發展機遇。

1.3 提供更多誘因，增加創科企業來港發展意欲；成立類似新加坡淡馬錫的產業投

資基金，投資和引導私人資本激活新興產業投資；借助深圳完善的供應鏈和雄
厚的生產實力，促進本地創科產業發展和實現經濟轉型的目標

就全速發展創新科技方面，建議特區政府提供更多誘因，包括以優惠價批地、容許

落戶創科企業有興建所需硬件的自由度，或者給予其他的經濟及稅務優惠，才能抵
銷香港人力資源成本高昂的問題，增加企業來港發展的意欲。香港亦要進一步成立
類似新加坡淡馬錫的產業投資基金，投資和引導私人資本激活新興產業投資。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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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企業選擇在港落戶，其衍生的配套需求無形中能帶動產業鏈上中下游企業的發
展，對香港創科長遠發展至為關鍵。

香港一直擁有扎實的基礎研究能力，尤其在生物醫學、神經科學、幹細胞技術等領

域的研究實力已達國際領先水平，但研究成果產業化則是香港的短板，這要進一步
革新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相關政策，包括校外執業等不合時宜的限制。再加上

當前大灣區多個城市已有非常成熟的產品開發和產業化能力，深圳更是全球最具影
響力的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之一，為整個灣區的科創發展提供豐富的行業
資源，香港應更好地借助深圳完善的供應鏈和雄厚的生產實力，促進本地創科產業
發展和實現經濟轉型的目標。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在專利認證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方面十分成熟，建議當局定期在大灣區城市群舉辦博覽會和招商團，主動出擊，以
吸引內地企業到港設立研究基地。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必須增強在發展創新經濟所發揮的引導作用，進行制度革新，

加大支援研發活動和產業發展的力度，並以壯大企業發展、調動科創人員積極性為
目標。除了在融資、吸納人才、促進商品成果化等方面盡快提出具體政策之外，亦

要增加對研發活動提供資金支持、積極推動各類公共研發平台向企業迅速轉移核心
技術，以及向企業直接提供稅務優惠和政府採購訂單等。

1.4 聆聽和吸納業界意見，為創科產業訂定長遠人力需求規劃；積極支援青年創業

者，打造北部都會區版「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為有潛質年青人創業締造「孵
化」的條件

人力資源是支持創科長遠發展的關鍵要素。香港一直欠缺本地培養的研發人才，以
引進外來的創新人才為主。目前本地個別領域，例如生命健康創新上雖具備優勢，

但因為中層人手長期不足，人才斷層問題成為隱憂。建議當局需要與創科業界保持
緊密溝通，聆聽和吸納業界意見，通過積極和具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培訓專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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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按照規劃，日後都會區有接近 1/4 工作職位與創科產業相關，並會分散到不
同範疇 45，對從業員的技能需求不一。當局要抓緊時間與培訓機構溝通，加深機構

了解特區政府對本地創科產業發展的長遠規劃，以助推出相應的培訓課程，讓有志
投身或有意轉投創科產業人士加深對行業的認識，及早裝備自己，增強競爭力。

創新科技既是不少初創企業的業務類型，也是年青人的專長所在。行政長官亦強

調北部都會區是為年輕一代而建設的，將為他們帶來無限機遇，讓他們得以發
展所長。近年 STEM 教育成為全球大趨勢，香港教育局也積極在中小學生推動

STEM，本地學生已較過往熱衷參與資訊科技和科學發明比賽，並在比賽中大放異

彩 46。建議當局在新田科技城打造北部都會區版的「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為有

潛質的年青人創業締造「孵化」的條件，利用科技城的條件優勢，為他們搭建更多

交流平台，擴闊人脈網絡，讓他們在「一高兩低」（高支援、低成本、低風險）的
環境下得以全情投入於創業或科研之中。同時，創科的關鍵在於創意的實踐，建議

科技城可特設以本地中小學生為目標對象的創新企劃，讓中小學生具創意和潛力的
科研成果在科技城展示，並安排他們接受專業創科人士的指導，其成果甚至有獲量
產的機會。藉此鼓勵年輕新一代學習創新科技，激起他們日後升讀與之相關學科的
興趣，提高加入創科行列的意欲，成為日後本地創科產業的生力軍。

45 詳見表 33。

46 根據報導，由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及香港科學館攜手主辦，並由創新科技署、香港科技園公司共同支持和贊助的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20」，於 2020 年曾派出多支優勝隊伍參與三項大型網上國際科學比賽，分別是「2020 年國
際科學及發明比賽」、ExpoSciences Mexico 2020 Virtual 和「2020 年韓國科學及工程大賽」。本地代表隊伍在各

比賽中均獲得佳績，包括：荔景天主教中學隊伍，憑「超能皮膚」獲得「國際科學及發明比賽」最高榮譽大獎和物

理、能源及工程組別的金獎、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的隊伍，於同一比賽憑「一路暢通」奪得最高榮譽大獎和科技
組別的金獎；本港六支隊伍分別包攬「ExpoSciences Mexico」金獎、銀獎和銅獎；而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憑「植

物脂肪酶抑制劑的研究」奪得「韓國科學及工程大賽」生物組別的金獎，另「水質的生物標誌物」贏得環境科學的
金獎，至於計算機科學的金獎則分別由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的「AR 愛心玩具識別學前讀寫障礙學童」，以及基
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的「基於 YOLO 網絡實現的香港手語餐廳」奪得。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學生憑創
新科研成果勇奪國際科學比賽多項殊榮》，https://bit.ly/34vUWhN，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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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促進製造業發展聯盟」、訂立以「官產學研」為本的科研

創新體系，以創新科技加快本地「再工業化」進程，為本地生產性服務業帶來
新的服務需求，創造就業職位

特區政府已公布有意把「創新及科技局」改組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提升「再

工業化」的政策職能，積極在港推行「再工業化」。舉措包括在北部都會區撥出大
量用地發展創科及先進工業，以創新科技加快本地「再工業化」進程，協助傳統工

業升級轉型。本研究認為「再工業化」有助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開拓多元就業機

會 47，進一步提振北部都會區經濟活力，帶來更多向上流動機會。為了加快本地「再
工業化」步伐，建議包括 48：
(i)

從頂層設計和組織領導入手，成立跨區域政府管理和協調制度及相關常設機

構。例如設立由三地政府、製造業界、學界及科研機構代表組成的「粵港澳大

灣區促進製造業發展聯盟」，提升區域內的交流和融合，全面建設協調大灣區
的產業合作的運作機制，落實執行各項制度化、常態化建設。

(ii) 訂立以「官產學研」為本的科研創新體系。通過政府牽頭和全力投入，聯合區

內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單位（尤其香港高等駐大灣區九市的分校或分支科研

機構、中科院、工程院一級的科研機構）等力量，加大產、學、研合作的深度
和廣度，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官產學研相結合的製造業創新體系

暨生態圈，構成真正的科研成果轉化應用的全鏈條發展模式，實現科研成果直
接在大灣區城市範圍內產業化，提供整條產業鏈的支援綜合服務，讓創新體系
更為完善，以助促進技術轉移和落地。

47 參考政府統計處資料，目前已把生產工序遷移至內地的公司，但在港仍以進出口貿易公司形式營運的港商，他們在
港的業務活動有不少涉及與製造業相關的技術支援服務，包括市場銷售、定單處理、材料採購、產品設計、產品發
展、品質控制、包裝及後勤服務，聘用不少人員。若香港能加大推動工業發展力度，以上範疇將需要大量勞動力。

而且，「再工業化」除了先進製造工序，亦必須有科研、設計、生產管理、現代化物流倉儲、檢測等生產性服務互

相配合。香港在這些領域本來已有相當基礎，只要配合得宜的「再工業化」政策，定可為本地創造更廣闊的就業選
擇。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從事分判製造工序的安排及提供與製造業相關
的技術支援服務的貿易公司》，2015 年 3 月。

48 詳見本研究所於 2020 年 6 月出版《粵港澳大灣區的港資製造業經營情況、對灣區經濟貢獻與實現轉型升級發展策
略颶問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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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特區政府應提高主動積極性，深入了解傳統製造行業在升級轉型上面對的挑戰
和困難，因應不同行業的特定需求，協助不同工商領域制定產業轉型藍圖。

1.6 盡快訂定和公布各新發展區的房屋和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提供誘因吸引企業
進駐；創造多元化職位吸納創科以外的勞動人口；以創新方式為小店創造生存
空間

特區政府宜盡快訂定和公布各新發展區的房屋和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提供誘因吸
引企業遷入，以便進駐社區的各項服務和零售設施能高度配合當區的工作人口和居
民的結構和社會特徵，為經濟創造最大效益。作為一個優質的居住生活空間，並能

容納 250 萬人口，為了滿足不同階層居民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區內必須提供適合的
商業、購物，以及政府、機構或社區服務。再者，北部都會區是「宜遊」之地，與
旅遊業相關的零售、酒店、餐飲業亦將蓬勃發展，由此衍生的工作職位有助吸納大
量基層勞動人口。

除此之外，建議當局要做好各新發展區的跨階層人口分布規劃，利用不同社經階層
的消費能力帶動社區經濟發展。北部都會區強調以創科帶動區域發展，一般從事創
科人員的薪酬待遇相對理想，消費能力強，對生活配套設施服務的質量要求高，有

助刺激社區創造更多元化、更優質的服務業工種。創科從業員在服務消費方面相對

有較大需求，包括各種高檔次、訂製化的服務，以及能夠充實精神生活方面的活動，
例如特色餐廳、美容、健身、培訓課程、藝術展覽、個性化興趣課程等。類似的生
活模式和服務消費常見於港島中西區、灣仔一帶，現在北部都會區就有極大潛力開
拓上述的服務消費市場。

吸取以往建設新市鎮的經驗，建議修正過去「倒模式」的設計，建設北部都會區時

應盡量保留、融合原來社區的特色，並避免區內的商業和零售設施過於集中在商場
和連鎖店化，為小店創造更多生存空間，讓普羅市民有自力謀生的機會。建議當局

拍賣土地時地契要求商場內須預留若干比例的單位予小店，或以創新方式經營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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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屋邨商場、舊式街市模式的商場或綜合大樓，商場或大樓的興建工作交予有份

參與建設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商負責，營運方面可邀請具經驗的社企承辦，以低於市
場價格租予小商戶，由營運單位訂定租賃期和「淘汰機制」，以確保經營者能做到
回應市場需要，避免有人利用租金低廉的特點混水摸魚。

1.7 鼓勵港商抓緊時機參與國家大循環建設，做好開拓內銷、迎接內地中產市場的
準備，宜積極發展高等教育和私營醫療服務產業

「十四五」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
格局，香港既是內循環的參與者，也是外循環的促進者。隨著國家大幅拓展內地的

消費和投資，「十四五」為香港經濟發展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的契機。一方

面，港商要抓緊時機，做好開拓內銷市場的準備，積極參與大循環的建設。另一方

面，現時內地擁有 4 億中等收入群體，以及約 3300 萬擁有 300 萬元以上人民幣流

動資產的中產人口，面對內地中產人口的崛起，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起他們對生活

性服務業的需求，通過各種服務消費提升生活品質。伴隨各跨境口岸逐步落實升級
和優化，以及「深港一小時通勤網絡」的建設，兩地往來的便捷度將會提升，內地

中產群體到港消費和投資的成本會進一步降低，將有助推動兩地在中高端消費（包
括各類訂製服務、上門服務）、專業服務等領域的開拓，其中香港高等教育和私營

醫療服務對內地民眾具有吸引力，屬於具發展潛力的領域，不只為界別創造更多優
質的就業機會，更為其他經濟活動帶來協同效應。

高等教育方面，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多間本地大學在全球有傑出的排名和優秀
的學術表現，匯聚了不少海內外頂尖學者。現北部都會區以發展創科為主，區內有

發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先天優勢，日後勢必成為培育創科人才的重要搖籃。加上
地理優勢，便利內地學生在兩地穿梭，對有意來港就讀的內地生更具吸引力。建議

由兩地一流大學合作共建高端研究型高等院校，香港亦需要撤銷公私立大學自資本

科境外收生分別不能逾兩成及一成的限制，並大興配合產業發展的職業教育以滿足
內地和香港兩地對進修技工／職業培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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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方面，香港擁有世界級的醫療技術、先進而完善的醫療團隊，在多個醫療

領域達到全球領先水平，早已是一些具經濟能力的內地人士的求醫首選。建議在北
部都會區興建與內地一流醫院合作的醫院，結合臨床、研究與科技，並利用好非本

地培訓醫護等機遇，積極開拓既能服務本地居民，同時面向內地市場需要為目標的
私營醫療服務，協助解決廣東一帶中高端醫療服務的需求。

1.8 以公私營合作方式建設北部都會區，積極考慮發行「北部都會區發展債券」，

盤活全社會對參與北部都會區的積極性和參與感，並鼓勵發展商以多元形式展
現企業社會責任

為了有效建設北部都會區，特區政府已表明會研究採用私人參與及公私營合作等方
式，以分擔發展的資金需求。特區政府過去在基建、房屋、社區設施等項目，早已
有採用公私營合作的經驗，例如沙田新市鎮和多條海底隧道，主要由政府主導，發

展商配合要求，多採用建造、營運、轉移（BOT）模式。本研究對公私合營方向表
示贊同，除了考慮如何善用公帑之外，以公私合營模式建設可借助市場規律推進工
程進行，為項目建設提速。在具體合作形式上，建議特區政府多參考其他地方的經

驗，例如新加坡在許多基建設施都應用了公私營合作，亦相當成功。同時，要積極

考慮發行「北部都會區發展債券」，盤活全社會對參與北部都會區的積極性和參與
感，從而加快發展效率。

故此，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做好地區規劃，才能有效借助市場力量為發展提速。考慮

到過去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的公眾設施多以行人／車輛通道、休憩空間為主，建議

特區政府就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建設，在賣地條款中列明要求發展商須撥出一定百分
比的建築面積提供指定的社區設施，包括長者中心、幼兒園、青年中心、學校等，
以及優先聘用區內建造業工人。因應發展商在興建公共設施過程中，需要與不同政
府部門進行諮詢，當局必須提前做好協調工作，掃除流程障礙，加快批核，提升建

設效率，保證項目落成有期。而這些附帶要求引起的成本，要確保發展商是從項目

盈利中扣除（並非左袋扣右袋的數字遊戲），要強調這既是展現企業社會責任，

84

四、推進深港合作北 部 都 會 區 建 設 的 對 策 建 議

也是為了營造建立同心建設社會的正向氛圍，扭轉過去公私合營予人利益輸送的質
疑。

1.9 完善推廣生態旅遊的政策及配套措施，成立負責推動和管理發展新界北深度體
驗式旅遊、可持續鄉郊生態旅遊的專責部門，發展以社區為本的旅遊項目

旅遊業作為本地四大主要行業之一，在疫情爆發之前，其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口約
6%49，為市場提供不少就業機會。《發展策略》提出將逐步開放沙頭角碼頭作旅遊

活動，並擬在「雙城三圈」空間概念下跟深圳共同打造「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

旅遊圈」，相信可為兩地創造可持續的生態康樂和旅遊機遇。基於生態旅遊模式有
別於過去以消費作招徠的旅行團運作方式，對相關從業員的要求亦大為不同，建議

特區政府要完善推廣生態旅遊的政策及配套措施，包括訂立本地生態導賞員牌照制
度，確保導賞團的質素，以及推動培訓機構推出相應的培訓課程，讓有志者盡快了
解行業所需，及早裝備自己。

此外，近年本地亦興起在舊社區進行深度旅遊體驗活動，充分利用社區的獨有文化
和歷史資源發展富地區特色的「宜遊」模式，從而為居民創造專屬的經濟機遇和就
業機會。新界北原來就有不少歷史悠久、具特色的景點和傳統習俗，以及未被發掘

的自然景色。建議當局發展以社區為本的旅遊項目，成立負責推動和管理發展新界
北深度體驗式旅遊、可持續鄉郊生態旅遊的專責部門，包括處理與之相關的牌照申
請工作（例如民宿和食肆牌照）、優化深度體驗遊／鄉郊旅遊的硬件配套設施、統

籌社區和生態導賞員訓練等。專責部門須定期與不同持份者（包括居民和業界）保

持緊密溝通，做好平衡各方利益和需求工作，避免日後因旅客湧入而破壞區內原有
秩序和環境，朝達致各方共贏的方向推動發展。

49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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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基建

2.1 針對交通運輸建設的長遠規劃，當局要以前瞻性而非局部解決問題的思維推

行；必須有效協調各個與交通運輸發展相關的研究項目，避免日後浪費時間疏
理建議

規劃中的北部都會區將容納 250 萬居住人口，按目前全港勞動人口參與率約六成推
算，預計勞動人口達 150 萬。假如維持目前職住分離情況，粗糙估算，屆時跨區工
作人數增加至每天 66 萬（上升幅度為 131.8%），每天因此增加 15.3 萬人依賴鐵

路系統往返工作地點，地面交通亦因公共交通工具（巴士每天增加 10.3 萬人）及
私家車／客貨車（2.4 萬人）大增而造成無法解決的困局 50。

本研究建議當局要藉建設北部都會區，以前瞻性而非局部解決問題的思維進行全面
規劃，制訂全盤交通政策，配合新的公共交通運輸網絡作為應對。就大眾高度關注

的貫通南北的新運輸走廊，經已被納入為《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
研究》（下稱《跨越 2030 年》）的研究項目之一。據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

勤教授在簡介會的補充，指當局會研究已規劃的北環綫是否有向南延可能，成為新

的南北通道，同時亦開放探討現擬連接洪水橋和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向南延發
展的空間 51。除《跨越 2030 年》外，運輸署亦在事隔二十多年後再次展開全面性的
《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當中的「全港性的交通習慣調查」擬於 2022 年展開，
預計整項策略性研究在 2025 年內完成。

根據資料，除了《跨越 2030 年》和《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特區政府同期還開

展多項交通專題研究 52，它們涵蓋的研究範疇亦有重疊之處。例如北部都會區內的
50 跨區工作人數及對鐵路需求按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數據百分比計算。估計北部都會區發展後全港人口分布北移，
故將跨區人口比例由 62.9% 下調至 44% 計算。

51 資料來源：同註 43。

52 根據運房局 2021 年 10 月資料，尚有提升整體運輸研究模型的顧問研究，以及其他有關收費隧道擠塞徵費、中環電

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易行度和不停車繳費系統的研究。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交通運輸策略性研
究》，https://bit.ly/32Xnz7f，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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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項目已納入《跨越 2030 年》，同時《交通運輸策略研究》又會探討如何改善

並協調北部都會區中涉及的各項跨界公共交通服務，並就大灣區的最新運輸及交通
服務建議本地交通配套，再加上剛成立的「推動港深跨界軌道基礎設施建設專班」

又將探討改善羅湖口岸交通接駁的建議，以及負責展開洪水橋往前海的鐵路工程的
第一期研究，可見北部都會區鐵路工程項目的研究工作會重複出現在不同的研究計
劃之中。有鑑於此，主導不同研究計劃的部門，絕不能各有各做，必須在前期做好

協調工作，以免報告出台後尚要花時間疏理由不同委託機構提出的建議方案，拖慢
工程進度，有違「基建先行」的方針。按運房局資料，統籌和協調政府各項主要運

輸相關研究的進展及建議工作會由《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負責 53，新一屆立法會

要做好監督角色，確保各單位保持緊密溝通、各項研究的統籌和協調工作是有序進
行。

另外，針對新界地區現有的交通問題和日後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本研究建議：
(i)

提速興建「北環綫」。北部都會區五個鐵路項目中，「北環綫」鐵路，以及與

之連接皇崗落馬洲河套區／香園圍的延綫必須提速興建，既是追回落後多年的
步伐，亦為了配合 2024 年起將逐步落成的港深科技園的需要。

(ii) 為北部都會區鐵路建設項目引入競爭，以加快興建速度。就《發展策略》其中

三個屬於跨境建設的鐵路項目，宜引入更多競爭，例如批准內地軌道交通公司
興建新鐵路，既有助減少港鐵興建和營運壓力，提升效率，也有利於日後的跨
境對接。

(iii) 正視區內交通問題，加強理順區內主要幹路和地區幹路的連接系統，強化道路
建設工程。盡快改善新界鄉郊地區缺乏集體運輸系統和其他基建配套問題，擴
闊不符標準的村路，為日後需要應付更大交通流量作好準備。

(iv) 全面提升鐵路系統服務質素，加快配合「智慧出行」優化公共交通服務佈局。
隨著港鐵的覆蓋範圍愈來愈廣，使用率日增，建議港鐵公司盡快全面提升港鐵
的科技配套和服務質素，並加快配合「智慧出行」以優化公共交通服務佈局。
53 資料來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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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積極探索可疏導路面人流過多的解決方案。科技日新月異，以目前的建造技

術，應比以往有更多可行方案以疏導如元朗大馬路因人流擁擠而引致的交通擠
塞問題，建議當局加強積極探索各種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包括開發地下街，以
及檢討輕鐵的存廢或提升問題。

2.2 針對中短期紓緩交通擠塞措施，當局須採取多管齊下方式，包括加快使用創新
科技推行智慧出行的步伐、在繁忙時段增設港鐵專列列車班次

針對中短期紓緩交通擠塞措施，建議當局：
(i)

盡快改善路面交通規劃，包括元朗三個迴旋處的改善工程；建議運輸署檢討新
界北巴士的路線規劃，以及研究增設區內循環巴士線或加開特別班次。

(ii) 加快推行「智慧出行」的步伐，例如在路口設置智能感應行人及車輛的實時交
通燈號調節系統，應盡快進入實行階段。此外，運輸署已籌劃在六個地點試行

「自動泊車系統先導項目」以增加泊車位數目，惟選址中未有新界北地區，建
議計劃要盡快擴展。

(iii) 現時不少泊車轉乘設施位於市區，卻處於非繁忙地區外圍的交通樞紐，只能有

限地減緩繁忙時段過多車輛流入市區造成的壓力，建議當局在新界主要交通交
匯處設置更多泊車轉乘設施。

(iv) 考慮在繁忙時段復辦往來屯門及中環的渡輪航綫，疏導部分人潮。

(v) 建議港鐵在上下班繁忙時段增設專列列車班次從天水圍、元朗、朗屏、錦上路

等車站開出，或在繁忙時段開設輔助鐵路巴士從西鐵站直達市區，以疏導繁忙
時間的人潮。

(vi) 在繁忙時段增設更多點對點式專營巴士路線，以避開車流高峰地段。

(vii) 除了加大打擊違泊的力度外，可考慮利用暫未能發展的土地作臨時停車場之

用，以及新建屋苑的停車場地積比是否應該加回一個合理比例，也應盡快研究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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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屋

3.1 訂定具體建屋目標和時間表，以及公私營房屋的組成和分布；城市規劃需注重
不同風格和功能的設計，謹慎做好社區配套設施規劃工作

特區政府應盡快訂定明確的建屋目標和落實時間表，以及各個新發展區域的公私營
房屋組成和分布（尤其公營房屋中出租房屋與出售房屋的比例），並須緊記天水圍
的前車之鑑，吸收有關經驗。在城市規劃上要注重不同風格和功能的設計，展現地

區的生命力。而且當局以改善職住分離為建造北部都會區的目標，在規劃房屋分布

時必須高度注意與周邊環境產業發展的互相配合，避免出現資源錯配。若同一個區

域範圍內出租形式的公營房屋比重大，就必須及早規劃應對大量基層人口進駐的對
策，規劃對應的就業、交通和地區設施的配套需求。

此外，未來兩、三年內將有「過渡性房屋」項目陸續竣工，雖然項目屬過渡性質，
但新增人口對原來社區設施的承載力定必帶來不少壓力。當局需要及早做好規劃，
為入住「過渡性房屋」的住戶提供適切的社區支援，尤其是原居於港九人士的就業
和適齡學童的就學安排，落實做好計劃以紓緩他們生活困境的原意。

3.2 借鑑新加坡組屋政策，以先導計劃形式試行「北都組屋計劃」；推出「首置」、
青年共居空間，為中生代、新生代提供多元住房選擇

建議當局可借鑑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在北部都會區以先導計劃形式試行「北都組屋
計劃」。計劃可推出兼備長者及普通住宅單位的「混合式發展」項目，以促進長幼
共融和跨代互動。針對不同收入階層、家庭結構設多種類型組屋，以及推出不同形
式的津貼，例如為鼓勵分支家庭聚居，設「近居購屋津貼」，適用於購買靠近父母

住處的單位，滿足住屋需求。另外，針對夾心階層和青年人的需要，應在北部都會

區推出更多類似「首置」等上車盤，以及興建「青年共居空間」，為中生代、新生
代提供多元住房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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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打造「北都樂齡社群小區」，促進北部都會區內樂齡科技生態系統發展
《香港 2030+》提出建設長者友善社區以推動「積極樂頤年」和「居家安老」，本
研究認為北部都會區是試行新安老服務模式的契機，把安老理念從「居家」提升至
「居區」層面。鑑於不少現居於新界北的中壯年人口，到北部都會區落成之時已陸
續步入花甲之年，建議當局以現時「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為基礎，擴大原來屋苑

項目的規模，打造成「北都樂齡社群小區」，在空間規劃和運用上全面配合長者生
活需要，提供集中的社區式照顧（包括不同程度的醫療支援），讓他們有更多自由

活動空間。在住房及配套設施方面，可借助北部都會區大量創科企業林立之便，邀

請初創企業參與設計，以融入更多創科元素，此舉亦有助改變大眾對安老服務業的
刻板印象，以及緩減照顧者的壓力。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應用高端科研技術的門

檻逐步降低，既助醫護人員或照顧者解決不少日常照料長者的問題，更大幅提升樂
齡人士的生活質素。建議「北都樂齡社群小區」內設「樂齡創科空間」，鼓勵從事
樂齡科技企業派員進駐，讓研發者與需求者進行交流，試用研發產品。

在北部都會區推動新形式的安老服務，將有助全面體現科技與產業的對接。利用需
求推動創科發展，同時提升創科成果產業化的效率，繼而促進北部都會區內樂齡科
技生態系統發展、打造北部都會區成為樂齡生活結合科技創新應用的新基地，幫助

推動香港智能化安老服務產業的發展之餘，並幅射到整體大灣區，為長者科技人員
再創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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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療

4.1 強化基層醫療服務，開拓與基層醫療相關的就業職位；區內增設「建造業從業
員社區健康中心」，讓有需要人士及早接受治療

隨著醫管局啟動「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以及落實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等政策，對

於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有一定作用。不過，本地公營醫療系統長期超負荷，醫

療制度尚有許多結構性問題仍待解決。建議當局需要劍指核心，包括改善醫護的工
作環境和薪酬待遇，完善公私營醫療分流及人力政策，進行徹底的醫療改革。

就北部都會區的醫療建設規劃，兩間大型醫院（洪水橋、古洞北）處於籌建和規劃
階段，相信未來十年區內不會有全新的公營醫院落成。但面對大量新遷入人口，對

醫療的服務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建議當局投入更多資源改善基層醫療配套設施，以

疏導區內醫療需求，包括興建更多社區健康中心，加強中心服務的宣傳和與區內居
民的聯繫，以及強化外展工作，提高市民預防疾病和關注護理保健的意識。通過強

化基層醫療建設，亦能有助開拓更多與基層醫療相關的就業職位，包括保健員、護
理員等。

此外，因應北部都會區陸續有大型基建項目上馬，有大量建造業工人在區工作，容

易出現工傷或患上職業病。建議分別在元朗區和北區增設「建造業從業員社區健康
中心」，服務內容調整至配合建造業工人所需，例如增加物理治療師的比例，讓有
需要人士及早接受治療。另外，當局應積極協調非牟利機構（例如仁愛堂、博愛醫

院等）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或一般醫療車、非牟利社區藥房進入更多不同的屋邨或屋
苑範圍，甚至在私人大型屋苑設立服務點，以便利長者和有需要患者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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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開拓多元化公私營醫療協作模式，拓展至中醫服務範疇，紓緩公營醫療系統壓
力，為病人提供不同的治療選擇

本研究認為要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公私營醫療協作是一個務實可行的方
向 54。當局需要盡快檢視現行公私營協作計劃的成效，若得到業界和病人的肯定，

可進一步擴展至不同的醫療服務範疇。在地區層面，建議特區政府要求元朗區和北
區區議會整合以往居民對醫療服務需求作出的討論，先了解居民想法，才能對症下
藥，制訂能有效鼓勵居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政策措施，解決目前過分傾斜到公營
醫療的失衡狀態，幫助縮短輪候公立醫院服務的時間。

為了回應社會對專科門診的大量需求，醫管局在 2021 年第三季開始在「普通科門

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引入「共同醫治模式」，為病情穩定的專科門診病人提供選擇，
病人只需繳付公營醫院普通科門診的診金，就可以到區內的家庭醫生診所覆診 55。

本研究建議在計劃運作穩定後可拓展至中醫診所。隨著中醫在預防疾病與保健方面
的功效逐漸受到社會認同和肯定，加上現屆政府推動下，中醫藥在香港醫療發展上
已有新的定位。現時除了全港 18 個地區都設有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外，未來更會

有首間中醫醫院投入服務。對於病情穩定並樂意接受中醫治療的患者，服務拓展至
中醫門診，既為他們提供多一個治療選擇，也有助促進本地中醫藥發展和中西醫協
作模式。

54 根據醫管局資料，因為疫情關係，過去兩年當局擴大了原來的公私營協作計劃，加開了數個臨時性的公私營協作計
劃項目，包括安排病人到私家醫院進行骨科手術、乳癌手術、剖腹分娩及放射治療等。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發
展公私營協作計劃的三大方向》，https://bit.ly/3H1MCou，最後訪問時間：2022 年 1 月 20 日。

55 根據計劃，如病人日後有臨床需要，可由私家醫生轉介返回原來的專科門診跟進。計劃會首先在指定聯網的內科專

科門診試行，然後逐步涵蓋至骨科門診，視乎推行情況再擴展至其他專科。當局期望在新模式下，能夠騰出名額予
新症病人和縮短輪候時間。資料來源：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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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建私家醫院需要照顧本地市民的醫療需求；古洞北醫院善用科技設計，應以
配合醫院具體功能需求為要旨

現時本港營運的私家醫院雖然絕大多數以非牟利機構名義成立，並獲政府免地價或
以象徵式地價批出，不過大多運作模式與商業機構無異，亦非普羅市民的求醫首

選。為了更好地發揮私家醫院的功能，幫助具經經濟能力者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

將來在北部都會區興建的私家醫院，有需要全面照顧本地市民醫療需求，建議特區

政府批地予申請營運單位時須增設附帶條款，例如要求營運方確保不少於 30% 的
服務（包括基層醫療服務），以資助收費形式接收由醫管局轉介的現正輪候公立醫
院醫療服務的病人。特區政府須密切監察有關服務的使用人次能夠達到指標，並確
保病人的電子健康紀錄做到公私營醫療機構無縫銜接。

據了解，新建的古洞北醫院將以創科角度設計，以配合北部都會區內的科研發展，

本研究十分認同上述的發展方向。科技進步為人類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幫助

醫療機構更好地應對不斷增加的醫療服務需求所帶來的挑戰，也逐步改變了醫療服
務的模式 56。創新科技的應用，應以促進醫療成效和提升效率為目標，因此建議當

局在設計古洞北醫院時須以配合醫院具體功能需求為要旨，周詳考慮醫院設施的連
貫性。負責統籌設計的政府部門，應聽取前線醫護和病人的意見，確保醫院的設計
符合日常運作流程需要，幫助提升醫療系統整體營運效率。

56 例如九龍東聯網引入智能系統協助配藥及管理藥物庫存，「自動配藥機」能做到每日為病人配藥，有助減少浪費

藥物。又如將軍澳醫院已於院內設立 5G 網絡，醫護人員可以在手術過程中利用 5G 智能眼鏡，即時共享內窺鏡圖
像，提升手術服務質素。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香港生物科技與醫療健康業概況》，https://bit.
ly/3J49ap0 ，最後訪問時間：2021 年 12 月 11 日。

北部都會區研究初探

93

5.

地區設施

5.1 盡快全面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設固定的全面檢討期，定期諮詢公眾，
以符合新時代的社會需要

理想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是吸引有志之士匯聚到北部都會區的要素之一。《發展策

略》提出「超前規劃」，將在北部都會區合適地點建設重要的區域及全港設施，例

如高等院校、國際學校；又表示會發展馬草壟一帶，為港深創科園的創科企業提供

便捷的社區服務及生活支援，顯見特區政府對打造北部都會區成為「宜居宜業」社
區的重視。按此思路，本研究認為如當局能把「超前規劃」的決心放到全面更新《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工作上，相信帶來的效益更為深遠。建議應為《規劃標準》設

下固定的全面檢討期，定期諮詢公眾，無需待坊間對個別範疇有強烈意見才作出修
訂。尤其自踏入 21 世紀，科技進步已為日常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少城市

規劃和設計應可透過應用科技進一步提升生活質素，規劃署應更加主動，通過與不
同政策局和部門的通力合作，借鑑外國先進經驗，如發展智慧城市等，與時並進，
適時更新準則。

5.2 為新發展區的地區設施建設工作制訂具體規劃和時間表，選址應配合附近居民
的特性和需要

為解決以往地區設施／社福服務出現滯後問題，當局應於整體房屋供應規劃和興建
時間表出台之後，盡快為新發展區建設各項社區設施和服務制訂時間表，並按區域

人口結構特徵作出適當選址。例如發展初期需要提供較多與青少年相關的康樂和社

會福利設施，針對公營房屋較集中、人口密度較高地區，鄰近地方應該有公營街市、
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等（包括圖書館、體育館）。此外，香港已經踏入深度老年化階

段，建議在每一座新落成的公屋，最底三至五層改建為安老院舍或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令長者可以和兒孫居於同一幢大樓互相照顧，讓長者可以活得更快樂，亦有助
減輕他們對社會福利服務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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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現有地區設施不足的狀況，建議當局整理元朗區和北區區議會以往就相關議題
作出的討論和諮詢，吸納適用意見，利用建設北部都會區時機，改善不足之處。以
托兒服務為例，不少第一代遷進元朗市、天水圍、粉嶺／上水居民的人口已經踏入
組織新家庭階段，年輕的雙職家庭對托兒服務需求殷切，不過坊間選擇不多，以補
習社為主，而且收費昂貴。建議當局考慮與非政府機構合作，開設多元化託管服務
以減輕家長負擔。

6.

水貨客
內地與香港兩地攜手合作加強執法和巡查，提高對主要犯事者的罰則；進一步
發展跨境電商行業，把港商在內銷市場做大做強

水貨客主要是受利益驅動而行事，相信單靠收緊簽證等措施難收具體成效，即使內
地人來不了香港當水貨客，水貨集團也可以通過各種渠道聘用港人帶貨。故此，要

徹底解決水貨客問題，應從源頭打擊水貨的牟利鏈條，通過內地邊防、海關與香港

海關、入境處等部門攜手合作，加強執法和巡查。建議當局提高對主要犯事者甚至

是重犯者的罰則，考慮罰款以外更重的刑責，並要針對水貨客層出不窮的走水貨方

式調整執法方式。此外，食環署及警方必須加強巡查及檢控違例在行人道擺放貨品
的違法行為，以保持行人通道的暢順，減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

事實上，水貨之所以盛行，其中一個原因是兩地貨品價格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電
子產品、化妝品等奢侈品，而價格出現差距的部分原因可歸因於關稅。雖然關稅涉

及內地政策，但國家商務部都多次強調，進一步降低進口關稅利率（包括部分中高

級商品關稅）已是大勢所趨，內地早前曾降低奢侈品關稅，已直接令代購的奢侈品
種類大幅減少，因為進口商品的境內外差價越縮越少，市民對水貨的需求自然減

少。本地要進一步發展跨境電商行業，把港商在內銷市場做大做強，也是解決有關
問題的很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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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 結
今次特區政府銳意建設新界北部都會區，基本上解決以下三個問題，包括：解決土

地和房屋問題、解決經濟增長問題、解決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大灣區
發展的問題，並正面回應了社會各界普遍對香港土地及房屋方面長期的關注和訴
求，從善如流，值得肯定。滬港和研究所亦早已意識到新界北部的發展潛力，期望

通過本研究，幫助特區政府進一步了解新界北居民對社區和北部都會區發展的意

見，並分別從就業經濟發展、交通基建、房屋、醫療，以及地區設施等方面提出一
系列具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以助當局日後出台的政策措施能夠跟得上形勢發展，更
好地把握與深圳共建共贏的發展機遇，積極發揮大灣區內的「雙引擎」功能。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必須進一步豐富《發展策略》內涵，制訂措施讓深港充分合作，
達至在北部都會區做好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設工作，並能媲美支撐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維港都會區，令香港經濟得以並駕齊驅。更要讓社會大眾確切感受

到，特區政府有強大意志把北部都會區打造成一個多元產業綜合都會區，北部都會
區不只是美好願景，更是一個可實現的規劃、可望而可即的未來。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相信在中央的支持和關心下，特區政府會妥善處理相關問題，以迎難而上的精

神面對挑戰，令「一國兩制」走上光明大道；香港普遍市民尤其青年對未來發展的
信心問題，可望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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