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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汰弱留强，是世界竞争的一大原则。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应如何保留其

优势而继续在国际的舞台上发光发亮呢？ 
 
  我们这一群香港青少年，在九日的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中亲身体验到日本

地道的文化及其优胜的地方，并感受到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尊重及爱护。这个计

划不单能让我们扩阔视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反思香港的不足之处及改善的方

法。 
 
  我们希望透过这份报告探讨日本在平衡经济发展及环境保育两方面的优胜

之处，从而带给香港进步的新方向。我们将在报告中分述两地的背景，经济发展

的面貌及保育的措施，并申述我们对香港的期望及未来展望。 
 
  我们作为未来发展的一股动力，必须发挥我们青少年最大的潜能，并了解及

认识香港的优势及局限，从而携手合作带领香港跳出固有的框架，开创新的一页，

缔造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吸引的国际城市。 

 

背景 
  香港只是一个小城市，而日本却是拥有丰富天然资料的大国家，两地不论在

规模、地理环境、还是历史文化，都是截然不同的。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

的特别行政区，位处华南沿岸、珠江口以东，

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内陆地区，以及

262 个大小岛屿组成。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中国与英国共同

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而成立的。中方承

诺执行一国两制，主权移交后 50 年内不会实行中共的社会主义，亦可享受除外

交及军事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是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富裕、

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



并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制而闻名于世。 
 

日本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岛岛、四国、九州岛

岛四个大岛和 3000 多个小岛组成。周边为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东中国海、菲

律宾海、太平洋所包围。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以国际汇率计算的话

GDP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第四大出

口国与第六大进口国。过去日本长期实施君主制，

目前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日本是司法、行政、立法

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日本的国家理念为立宪主

义、国民主权、基本人权的尊重、和平主义，以君

主天皇作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象征。 
 

  日本的人口超过 1.2 亿，是世界人口数量第 10 大国。首都东京及周边的数

县构成的首都圈居住了 3000 万以上的人口，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圈之一。 
 
 香港 日本 
总面积 / km² 1,104.04 377,835 
人口 

总人口（2007 年） 
人口密度（2006 年） 

 
6,963,100 人 
6,350 / km² 
（全球排名第 3） 

 
127,767,944 人 
337 / km² 

GDP（国际汇率）（2006 年） 
总计 
人均 

 
2067 亿美元（第 37 名）

29,650 美元（第 27 名）

 
4.911 兆美元（第 2 名）

38,341 美元（第 14 名）

 

经济发展 
  日本与香港的经济体系是有所不同的。由于日本地大物博、天然资源丰富，

能够发展高劳动力及高资本的工业。反之，缺乏天然资源的香港必须依靠转口港

贸易及金融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 
 
  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要素，也是我们在交流中体会最深的一个范

畴，故此我们将集中比较两地的旅游业发展项目。 



经济概况 

香港 

  香港的经济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经济系

统；因为香港缺乏自然资源，食品及原料均需从外输入。事实

上，入口及出口（包括转口）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即使在

1997 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香港的贸易和投资都与中国

大陆有密切关系，中国大陆长期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香港主

要生产为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占了生产总值接近 90%。 
 
  政府一直坚持维持低税率的政策，以鼓励贸易和生产。与

其它国家的税率相比，香港税项相对上比较优惠。此外，香港

凭着一个没有贸易障碍的免税港、政府在经济方面干预很少、

极低通胀、资金流动及对外投资障碍极少、金融与银行业限制

极少、薪酬与价格干预很少、产权观念牢固、维持低程度的

规管以及非常规市场活动很少等的特点，积极不干预自由市

场，为公平贸易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成功吸引大量外资投入本港。而且高效率

的物流服务包括拥有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与最大货柜吞吐量及优秀的国际机场

都对香港的未来作出贡献。现时香港国际机场自 2001 年起连续五年获荣为全球

最佳机场。 
 

日本 

  政府以资本扶持工业与企业、强大的劳动力以及高科技的发展，帮助日本经

济高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科技发达程度和经济体规模都仅次于美国的经济

体。日本的经济特点是生产商、供货商和经销商的紧密结合；为加工型经济；强

大的企业联盟；以及部分城市人口

的终身就业保障。日本的经济支柱

为工业，需要倚赖进口的原材料和

能源。而较小的农业则倚赖政府的

补助与保护，日本的大米能够自给

自足，但其它农作物则须要进口。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渔业国家之一。

东京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正在扩

大，日本正在朝金融大国化方向发

展。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位于神户的崇光百货公司 



旅游业 

香港 

  香港十分依赖服务业，旅游业固然是其中一项经济支柱。根据香港旅游发展

局的数据显示，以 2007 年计算，访港旅客超过 2 千 8 百万人次。香港集中西文

化于一身，又是闻名于世的购物与美食天堂，每年都吸引大量世界各地以及大陆

的游客到访。香港政府亦计划发展多元化的旅游景点，藉以增强香港作为旅游胜

地的吸引力。 
 
  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昂坪 360 及太平山顶。旅

客也可以在维多利亚港乘坐观光船，欣赏「幻彩咏香江」。 
 
 
 
 
 
 
 

日本 

  踏入二十一世纪后，旅游业逐渐成为领导日本经济的项目之一，每年到访日

本的旅客超过 8 百万。这大大刺激消费及制造就业机会，并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培

训及公共设施的发展。日本购物地点主要为东京及大阪，而在国内各县所能品尝

到的料理也各有特色。 
 
  日本的旅游景点十分多元化，主

要为东京及京都多个旅游胜地，以及

遍布尔日本的多个世界遗产（如城堡、

神社、岛屿、国家公园等）。滑雪及温

泉的设备非常完善，而乘搭新干线子

弹火车也是游客所向往的。 

两地比较 

  香港与日本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香港以开发新颖的景点

为首，而日本则重视推广原有的文物。大多香港的旅游景点，都是一些近半世纪

的建筑，例如 2006 年启用的昂平缆车、2005 年建成的迪斯尼乐园、2004 年建成

的星光大道、2000 年开张的杜莎夫人蜡像馆、1993 年建成的天坛大佛、1977 年

新干线子弹火车 

幻彩咏香江 



樱岛 

落成的海洋公园及 1976 年开业的珍宝海鲜舫。香港并不是缺乏文物古迹，只是

并没有将之作为发展旅游业的方案。 
 
  相反，日本著名的旅游景点皆是历史相当悠久的。

我们这次到访东京，曾到浅草寺，它有超过 700 年的

历史，而皇室故居及二重桥也是自17世纪遗留下来的。

至于我们行程之一的鹿儿岛仙岩园，也有超过 300 多

年的历史，而我们最后到访的大阪城，也是建于 16 世

纪末的。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于推广历史文物是

不遗余力的，而这些景点正正就是日本旅游业的根基。

新兴的旅游胜地在日本则较少，例如 50 年前建成的东

京铁塔，以及 1983 年开张的东京迪斯尼乐园。 
 

  日本的生态游也较香港发达的，

日本生态旅游协会于 1998 年成立，

为非牟利组织，致力推广当地生态

游。日本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室外温

泉、富士山、庙宇等根本已经是生态

游的精髓。日本也不乏自然景色，有

浮冰、瀑布等，游客也可以参与其它

活动，如乘木筏及潜水。我们这次旅

行有部分同学曾到樱岛，这座活火山

正是鹿儿岛最有名的旅游景点，更能

看出日本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善用。香

港也有私营机构推广生态游，其旅游团可观赏中华白海豚、海星、湿地等，但规

模明显较小，对象主要为本地人。尽管香港有不少文化遗产，例如渔村、庙宇，

然而，香港政府并没有大力推广及保育此类型文化遗产例子。 
 
  值得一赞的是香港旅游事务署也开始重视生态游，像 2006 年开放的香港湿

地公园，不到半年时间已经达到预定全年的访客目标，这也证实了生态游的确有

一定的市场。不过，有不少旅客认为展馆说明不足够，难以协助访客欣赏生态，

只会是走马看花，而所提供的导览也非常有限，大多为非牟利团体所办。总而言

之，湿地公园未能向外界清晰地显出其对环保的使命。 
 
  香港的旅游业确实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一年的访港人数竟达 2 千 8 百万人次

之多，但别忘了有超过 55%的旅客是来自内地，随着外国逐渐对中国护照限制的

放宽，这批游客生意很可能会转移到其它国家。香港有甚么独有之处能够维持对

这些旅客的吸引力？我们能否真的无止境地兴建一些新景点来，带动旅游业的发

大阪城 



二重桥 

展？香港是不是也应该参考日本，以自然及文物景点吸引游客，作为一个较长线

的旅游发展项目呢？ 

 

文化遗迹保育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过去」正在逐渐消失：传统的习俗

和文物渐无容身之所，历史悠久的建筑换成高楼大厦，饱历风霜的文化遗迹湮没

于野草荒郊之中…… 然而，我们身边仍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古迹和文物，值

得我们去细味和欣赏。 

日本 

  在日本，除了国家重点历史文化遗迹，

如位于兵库县姬路市的姬路城，或是京都的

清水寺外，地方上的遗迹保育多由民间发起，

与地方政府磋商合作，经由中央政府审批后

便可进行保育工作；在保育方面，可谓上下

一心，所以日本保留了很多古街老巷，在大

街小巷，也可轻易找到上百年历史的民居。 
 
  就以我们曾在东京参观的皇居二重桥为例。那里有充满着古老江户风味的皇

居，它过去是德川幕府居住的宅第，现在变成了日本天皇的官邸，而皇居外苑内

有二重桥，顾名思义就是两座互相重迭的桥；一座为「铁桥」、另一座是人称「眼

镜桥」的石桥。 
 
  虽然皇居的位置邻近东京站，而东京又有极为绵密的地下铁路网，但并没有

任何一条穿过皇居的地底下。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了保存这座富

有文化气息，见证着时代变迁的宫殿，把

它周遭的范围均划成禁区，严禁兴建任何

建筑物。在东京这高人口密度，寸金尺土

的地方，要划出一块空地来的确并非易

事，但日本政府却做到了。 
皇室故居 



香港 

  香港的历史遗迹遍布香港、九龙及新界各处，反映了本港五千多年的中国传

统及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历史。 
 
  就以 07 年被港政府立为法定

古迹，有七十年历史的「景贤里」

为例，有 70 年历史的景贤里是本

港仅存的四间中式大宅之一，是香

港战前中式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的

罕见尚存例子，在七十年前的中

国，当时有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处

于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具有中国固

有建筑风格的景贤里诞生，体现了

华人有立足之地，可见证香港乃至

中国的建筑史。在建筑上，它体现岭南建筑的特色，设计者是熟悉中国建筑特点，

布局讲究，其设计理念体现当时先进的建筑思想。最大建筑特点是景贤里糅合了

优秀的中西式建筑特色。这种中西结合的风格，令该建筑物在香港成为一幢罕见、

出色的建筑艺术品。所以景贤里绝对具资格列一级历史建筑。 
 
  可是香港在文化保育方面显得踟蹰。其实早在 2000 年便有民间组织（长春

社）向政府提出应关注景贤里的前途，立为古迹，严禁进行任何工程，可是港政

府却没有加以理会，最后致使景贤里受到无可补救的损害。 
 
  在香港，文化古迹并非必然存在，随时要让

位给地产发展商。但东京也是一个璀璨繁华的城

市，人口密度虽然很高，可是街道整齐清洁，现

代化的建筑与文化遗迹并立，双生共融。为何香

港却不能呢？是香港寸金尺土，土地竞争激烈，

遗迹不得不为发展而让路？还是政府只顾眼前

库房收益，土地政策靠向发展商，而对土地只有

短视粗疏的规划？ 
 
  其实，繁荣也是建基于历史的演化，没有昔日历史的基础，怎会有现今的景

况？把历史遗迹留下，既可旁证历史，也可为城市保留一点历史文化的色彩，增

加城市格调的内涵，上海便是一个好例子。多伦路是上海的旅游胜地，那里有着

很多旧式楼房，全都有它们的历史，有备受敬重的文人，如鲁迅、茅盾等在此居

住过，于是上海政府便让市民继续在楼房居住，继续为这个小区注入新的活力。

景贤里 

具有英国殖民地色彩的香港天文台 



通过亲身接触、观赏、考察这些历史文物，我们可以认识香港在百多年间的沧桑

变化，多了解这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在怀缅已逝时代留下的一点一滴

之余，更可重拾这小岛从古老渔港走进现代化都会的细碎足迹。只可惜在经济发

展的大前提下，港府对古迹文物的保育一向不甚重视，甚至轻率；数十年后，香

港将会变成一个没有自我格调的城市！我们这一代又可以如何去改变这命运？ 

 

环境保育 

  你可知道十年内香港的堆填区将会饱和，而每日数以万公吨计的废物就再没

有处置的地点呢？你又可知道以香港目前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将会严重影响下一

代享用自然环境的权利呢？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再看不到中华白海豚、湿地、甚

至蓝天白云。环境保育已经成为香港一个迫切性的问题，无论是政府、地方团体、

还是香港每一位市民，都有责任去正视这个问题及作出适当的行动。 
 
  环保这一个大计划，需要每一个层面、每一个人去携手合作及支持，以形成

一个广泛社会风气及意识。香港与日本同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然而日本却是世界

知名着重环保的国家，究竟日本在环保这方面有甚么优胜之处呢？ 
 

日本 

政府 

  日本政府在社会环保上有着带头的角色，主动推出产者责任的环保政策及健

全回收系统。例如：1993 年的《环保基本法》、推动环保教育及学习、环保研究

及技术发展、环境税等等。 
 
  踏入 21 世纪，「最优生产、最优消费和最少废弃」成为日本社会的基本追求。

日本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经济社会」为目标，并以「环保立国」为发展

战略。由于《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于 2000 年正式颁布，而环境厅也于

2001 年升格为环境省，所以日本社会环保观念大幅度提升。日本也开始成为循

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十分注重节约能源的教育，务求做到广泛社会的环保

意识。日本国民环保意识的形成来自锲而不舍的环保教育。日本环保教育分为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层面进行。环境教育被纳入义务教育法，进入



中小学课本，列为学生必修课，从小给孩子传授环保忧患意识和节能环保理念。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还会通过建设环境教育馆、环保俱乐部、编制通俗环保教材、

成立环保民间组织等多种方式，以不同方法去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甚至连生态工

业园、超级环保小镇等环保设施聚集区，都成为环境教育基地供市民参观、游览。 
 

  就以我们于日本神户参观的神户市资

源回收中心为例，中心规范非常大，大楼

达五层高，并配有先进的回收设备，例如：

破袋除袋机、磁选机等等。所有收集得来

的废物会经有系统的程序，当中包括人手

筛选及机械分类，以最有效率的方法达到

废物回收的效果。除此之外，回收中心里

还有一个「环境未来馆」，当中设置不少的

大型展板及游戏摊位，务求以互动的学习

方式去教育小孩环保的概念及重要性。 
 

地方组织 

  与西方国家的环保组织相比，日本类似的组织规模尚小，历史相对较短。日

本最大的环保组织为「日本野生鸟类协会」(The Wild Bird Society of Japan)，拥

有 50,000 名会员。而「日本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The Nature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Japan)则拥有 20,000 名会员。此外，日本还有 5,000 多个规模较小的环保组织。

这些致力于基层环保工作的团体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在环保方面担当协助政府的

一大重要角色。为提倡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材料和服务，民间团体和企业、地

方小区组织和日本环境省于 1996 组成一个网络，鼓励市民购买此类产品，并向

消费者提出指导性建议，倡导优先购买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和服务。 
 

社会 

  由于日本不断上升的废物量已成为一

大环境问题，所以日本整个社会都非常重

视废物回收一环，街头上任何的垃圾箱都

要分类。最重要的是，日本普及的环保教

育，令到日本人无论在街头上、学校、还

是家居，都会自觉地将废物分类及有系统

地弃置。 

  在日本，垃圾分为四大类，包括：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大型垃圾及作循

环再用的资源，一星期收集两次可燃垃圾，包括厨余，必须用小塑料袋装好，然

由左至右：其它垃圾、罐和樽、 胶樽、报纸杂志 

神户资源回收中心 



后再放入可燃袋中，而不可燃则包括危险物品、锅子、灯泡等等，这些物品在丢

入黄色垃圾袋前，也需要做适当的包裹，以免伤及无辜。 
 
  其它资源回收的物品，如牛奶盒、铝罐、酒瓶等，

虽不需使用垃圾袋，也须事先洗净并包装好，再依指

定时间丢到指定地点，有些甚至在雨天是不可丢弃的。 
 
  日本的各种包装几乎都会载明丢弃的类别，塑料

套也有便于撕开的设计，牛奶盒也图示教大家该剪成

何种形状，最重要的是，所有日本人都会照着指示去

正确丢弃废物。由此可见，他们的自觉性、服从性及

对社会的责任感是非常高。 
 

香港 

政府 

  近十年来香港的环境污染日渐严重，当中就以空气污染和持续递增的废物

量最为人关注，有见及此，香港政府就推出多个改善环境污染的措施。措施包括

2000 年推行了一项全面的车辆废气管制计划、2005 年于全港推行家居废物源头

分类计划、2007 年推行蓝天行动、2008 年提出的《产品环保责任条例》等等。

这些措施都可以看得出政府为改善环境而不遗余力。 

  就以 2007 年的蓝天行动为例，香港政府深彻了解到改善空气的问题必须要

与邻近区域合作，共同策划统一方案去实施。所以，就联同广东省共同改善区内

的空气质素。而《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则于 2008 年 7 月 10 日经立法会审议通过，

为推行生产者责任计划提供法律基础，并以塑料购物袋环保征费作为该条例首个

生产者责任计划。  
 
  另外，由于香港的废物量随着经济的起飞

而每年持续递增，现存堆填区将会在 6 至 10
年内饱和，满溢的情况比预期来得更早。因此，

为减低废物数量，政府就推行多个减少家居废

物的方案，当中包括设置回收箱以鼓励更多市

民参与废物分类回收。另外，除了现时由三色

分类回收桶收集的废纸、铝鑵和胶樽外，可回

收物料的类别将会扩大，以纳入其它物料，例

如：其它金属罐 (例如饼干鑵、清洁的空鑵头)、混合金属物品 (例如煮食锅、保

温瓶)、胶袋 (例如购物袋、包装袋)、混合塑料 (例如光盘、玩具)。 

三色分类回收桶 

可回收再用的塑料瓶 



地方团体 

  香港的主要环保团体包括绿色力量(Green Power) 、 地球之

友(Friend Of The Earth)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ong Kong) 、长春社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等等。

有别于日本的环保组织，香港的环保团体一直担当着监察政府及

社会、推广环境教育及环保活动的角色，他们以辅助的角色去协

助政府推行环境保护。他们鼓励市民多参与为环保活动的目的，

如绿色力量环岛游、绿野先锋 2008 等等，希望借着不同类型的活动去让香港的

都市人亲力亲为去认识及保护自己所居住的环境。 
 
  香港的环保团体一直致力推动环境教育，因为他们相信「教育」是改变「观

念」和「行为」的最根本方法。他们一直以「环境教育」为首要工作目标，以提

高市民的环保意识。 

社会 

  近年来，香港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一直不断提升，

市民不但会选择使用有能源效益标签的高耗电量家

电，如雪柜、冷气等等，还会主动参与有关环境保

护的运动，如植树、废物回收等等。根据中大 2008 年 4
月所发表有关市民对香港环保问题的意见调查结果显

示，市民对各项环境问题普遍感到情况严重，与八年前

比较，情况改善轻微，对未来五年展望，亦不太乐观。

在保护环境方面，他们都愿意在税务上多作承担，也热

切期望政府的环保法的会有更周详的规划。 
 

  由此可见，公众在环境保护上更加愿意去出一分力。然而，环境保护在香港

仍然欠缺广泛性，究竟是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呢？ 
 

改善及反思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要做到经济及保育两者的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

的事情。然而，在比较香港与日本两地的情况之后，我们发觉日本在平衡这两方

面是做得较为出色。从文化保育方面，日本的着眼点是在教育人们如何尊重自己

的文化。反之，香港往往以经济效益作为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在环境保育方面，

港日最大的分别在于两地的带领者 － 政府的目光不同。日本会为环保的问题作

长远的方针及措施，但香港只会为眼前的问题作短期的解决方法。 

能源效益标签 

世界自然基金会 



经济发展 

  香港能够在旅游业上持续创出佳绩，更是 2006 年世界各城市的国际旅客中

第五多，实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做得好之余，却仍有一定的进步空间。凭着我们

这次日本之旅，我们正领会到香港原来有一点正可将我们旅游业推至更高峰，而

尚未得到高度的重视 － 文物与环境之美。 
 

  日本自 2003 年开始看重旅游

业。到 2007 年，外来旅客人数急升

了超过 60%，实在叫人惊讶。这全赖

日本政府投放大量

资源于文物及环境

的保育上，并大力

发展旅游及康乐设

施，再加上政府与

私营机构合力宣

传，才能尽力发挥

出国家本身吸引之

处，为自己旅游业

打了一支强心针。单看二重桥与浅草寺，它们已成为了东京有名的景点。当然，

每一个国家都各有不同，我们并不是提议将这套政策完完整整搬到香港用，但足

以看到的是文化遗迹与环境的价值所在。 
 
  再看看其它杰出的旅游景点，例如伦敦、巴黎，它们固然是古色古香的地方，

伦敦以英国皇室宫廷特色，而巴黎则以其数不尽的画廊，两地每年皆吸引大批游

客，而值得留意的是它们闹市中仍能划出大片土地作为公园，环境显得甚为优雅。

亚洲的新加坡和曼谷的旅游业也是十分出色的，关键就在于能在购物、饮食及全

新的建筑之余，顾及到自己国家的历史与环境。 
 

这些城市都已体会到这点，然而香港却依然在起步点上，仍须在这方面下不

少功夫。借着文化遗迹作为发展旅游业的一个方向，确实是个有效而回报良好的

投资，这是可以在不少城市中看得到的。我们并不是在提议放弃发掘新颖的旅游

景点。反之，这个方案只是辅助香港旅游业在世界的舞台上更迈进一步。必须理

解的是旅游业的重心围绕着如何在文物保育、环保、创新景点，以及发展购物商

场、食肆等，取得平衡。这样才能使访港旅客感觉到香港具有全面的发展，看到

我们新兴的建筑之外，又感受到香港是一个历史及文化深远的地方。只有达到这

个平衡，香港才可以长期维持自己对外国旅客的吸引力。 
 

 

 

浅草寺及其入口雷门 



  事实上，可以代表我们文化与历史的地方

却有不少，如黄大仙祠、车公庙、天后庙、大

澳渔村、张保仔洞等等，可看到本地传统习俗

与旧时的生活模式；又如李郑屋汉墓、宋王台

等，这些都是香港历史的踪迹；又如香港天文

台、旧上环街市、立法会大楼等，更能反映到

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的特色。香港更是有不少

传统节日，好像太平清醮、天后诞、端午节等，

皆充满中国色彩。只要得到更主动的推广，定能向外界展现出香港独有的一面，

也是宣扬中国文化的一个好途径。 
 
  加强对文物及自然景点的宣传与保育，对

旅游业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百利而无一害的。

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积极发展，定能换来好的成

果。 
 

文化遗迹保育 

  在文化保育上，香港政府的方向和手法的确可向日本借镜。首先，香港政府

应把文化保育视为一种教育，是一种尊重自身文化的表现。就像日本一样，日本

政府不单大力宣扬自己国家的文物遗迹，令更多的国民了解到日本的独有文化，

有一份自豪和归属感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局能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市民对文物保

育的意见，鼓励更多的民间组织提供保育的意见，令全国市民都能上下一心，把

日本最俱历史的一面完美地展现给我们。 
 

我们明白要在香港这地少人多的地方上再划出

一部份地皮作文物保育是很困难的，但为何我们不能

好好把香港的文物遗迹发展为旅游地点呢？就像我

们曾参观的大坂城、二重桥，它们不都是日本重要的

文化遗迹吗？但它们至今仍能美丽地、完整地呈现给

旅客。 
 
另一方面，香港一向对待古迹的手法便是『先弄

死、后活化』，即把该古迹原有的生活结束，然后再

重新规划，就像湾仔蓝屋便是一个好例子，但其实这

方法从文物保育角度上来看根本是背道而驰！从云南

丽江到浙江乌镇、从巴黎左岸到上海多伦路、从广州上下九到澳门板樟堂街，环

顾这些最扣人心弦的保育旅游地方的一个共通点，就是被保育下来的老区、老房

湾仔蓝屋 

西港城（旧上环街市） 

沙田车公庙 



子都「仍活着」—过去在里面生活的人仍旧那样生活，与徐徐加入的新住客和经

营模式慢慢融合，严厉的保育法例在有限度的情况下让市场法则运作，以保障古

城可继续在不同程度的有机性下发展成长。既然其它地方都可以做到，香港为何

不能从用相似的手法来保护现在硕果仅存的文物古迹呢？ 
 
所以，香港现在最急切要做的是如何确立、保存古建筑物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香港的古建筑为例，我们可以年期（如战前超过五十年的建筑）、特色、风格

（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历史地标等多项标准厘订单一建筑物是否古物古迹，

并加以保护和修复，就像「景贤里」便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好例证。 
 

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建筑活在一个特定

的历史环境，也因为这个环境才令人们对它有

无限和持续的追思。也就是说，历史建筑必须

「活」在人心，才显得有意义，而且它的意义

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赋予更多或更新的

诠释，例如中区立法局，它的重要性并非完全

是属于它的建筑特色，从过去到现在它是香港

政治体制中其中一个地标。因为它跟殖民地时

代的法治及政治传统有根深蒂固的关系，而且也是特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故它

有极强的历史象征意义。 
 
另外，即使政府现时可以个别保育有历史价值的私人产业，长远而言如没有

妥善的政策，有公平、透明的机制评定古迹以及补偿业主，不能避免类似的建筑

物被拆卸，所以政府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要重新制定合适的法律和机制，令更多香

港的文物古迹能受到妥善的处理，避免像「景贤里」这些同类事件再度发生。 
 
其实香港要做好历史文化遗迹的保育，单靠政府主导绝不足够，必须要依赖

民间的触觉与决心，及政府的合作与努力，上下一心方能成事！所以，政府一方

面应广开渠道，呼吁更多的市民发表对文物古迹的意见，并且鼓励民间组织多表

达对古迹的诉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香港的文物古迹，教育更多的年青人香港

的历史文化，令香港的下一代对香港更有归属感，更爱上这块我们生于斯、长于

斯的乐土。 
 

环境保育 

  要做好环境保护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同时发展经济和保育环

境，两者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平衡。虽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育不是一个绝对性

的对立，但当中两者必会产生争拗的地方。究竟先要发展经济还是先保育环境

立法会大楼 



呢？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措施必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政府，作为社会的带头者，

必须聆听社会的声音和有一个长远的目光及计划。 

 

在推动环境保育方面上，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

要的，现行的废物回收计划不能全面性推行，部份

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支持不足。虽然政府有意推动

环保工业，但直接投放的资金、拨出的土地给回收

商是不足够的。就如我们在神户市所见，一个资源

回收中心已经占地一万四千平方米，更高达五层，

香港政府所拨出的土地是否足够建造这类型的回收

中心呢？虽然香港寸金尺土，但政府只要有一个好

的城市规划，并将未发展的土地拨出去支持环保工

业，已经是回收商最好的资源。其实，政府可以节

省那些邀请明星拍宣传片的资金，去直接拨款给予

回收商，帮助社会上的环保推动者。政府的环保宣

传品，如小册子及拼图游戏等等，可能会在宣传活动中变相制造垃圾，从而不符

合环保的基本概念。除此之外，政府使用立法去规范公众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

实在不是上策，如刚刚提出的《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堆填区收费等，政府以「污

者自付」的形式去减低废物的产量，实在难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环境保护计划要实行得好，除了要有政府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

的自愿性和主动性。政府必须由教育入手，汲取日本政府的经验，从学校、家庭、

社会三个层面上去进行教育，以提升新一代的公民及环保意识，做到一个广泛的

社会风气。教育绝对比立法更加长远和全面，让公众去自动自觉做到环境保护，

实在比以七百万份宣传品去呼吁环保的重要性更为有效。 

 

  要让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可爱的城市，让旅客能在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环境下

去欣赏香港的景色，香港政府必须在环保的政策上花点心思和有一个长远的计

划。 

 
 
 
  我们相信香港政府应担当一个积极带领的角色，不论是在环保或文化保育

上，策划一些长远的政策，能够针对现存的问题之余，更能带来一些持久的益处。

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将环境及文化的保育列入教育的一部分，让市民更加尊

重、了解自己的文化，及提高自己的保育意识，从而更加爱护香港这美好的家园。 

 



总结 

  居安思危，是现今日本在政策推行上的一大特点，究其原因，应是由于日本

处于地震带，又常受到火山爆发的威胁，令他们拥有极高的危机意识，知道如何

去避免危险发生和减低自己受伤的机会，最后他们更把这套理念成功融入到不同

层面的政策。 

 

  在文化保育上，他们深明要保留一些日本历史上的痕迹，于是便大力鼓励国

民齐齐爱护文物，推广保育工作，为的，是保存日本的过去。 

 

  在经济发展上，他们懂得利用现存的天然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游，吸引更多

本地或外来的游客，令日本的旅游业不断发展，为的，是改善日本的现在。 

 

  在环境保育上，他们为了维护下一代可以欣赏这美丽的大岛国的权利，不单

积极制定新的环保法例，如法定回收日，更在中小学课程引入环保课，令全国都

笼罩着环保气氛，为的，是开拓日本的未来。 

 

  虽然香港在地理位置上绝对是一片福地，但在各方面其实仍有进步的空间，

经过这九天的交流，我们深信香港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外，更有潜力发展其它的

长处，但首要的条件是政府必需一方面担任积极的带领者，在推行政策时起一个

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亦要虚心向邻近国家学习她们做得好的地方，这样，相信香

港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一百年，仍能够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