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劍指
二手汽車市場

股市泡沫
快破了嗎？ 

英國身上
難以抹走的印記

從慈善界寵兒
到政治醜聞主角p14 p20 p28

商業 金融 政治 特寫

香港有關舊物與新城的討論如火如荼。不論是「明日大嶼」發展計劃，抑或深
水埗主教山蔚為奇觀的地下蓄水池，整個城市充斥著如何保留舊物與創造新空
間的討論。在這個急速變幻的時代，香港人應思考如何去蕪存菁，為
城市規劃重新引發想像，注入更多靈魂和血肉。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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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矽谷可能失去免費的員工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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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和黨依然受特朗普擺布的情況下，美國大
公司有種被遺棄的感覺

 ●撰文 Peter Coy

結果的認證是「煽動叛亂」，他希望副總統彭斯能「認真考慮

與內閣合作，援引《憲法第25修正案》罷免特朗普的總統職
務。」《憲法第25修正案》規定，可以在總統喪失履行權力和
責任的能力時解除他的職務。

美國商會在國會衝突後發布的聲明中指出：「美國民

主沒有妖言惑眾者的容身之所。」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則表示，應該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有關大選成果
被竊取的說法予以譴責。

一些公司已斷然和特朗普決裂：多個社交平台封鎖

了 他 的 帳 號。 萬 豪 國 際（Marriott International）、Verizon 
Communications、陶氏化學（Dow）、藍十字和藍盾協會
（Blue Cross Blue Shield Association）、摩根士丹利、Comcast
等公司紛紛宣布，將暫停給那些投票反對勝選結果的國會議員

的政治捐款。

若以小人之心度之，大公司此舉是趁特朗普即將下台、

人走茶涼之際才斗膽和他作對，未免有落井下石之嫌。但事

實並非如此。無論是汽車廢氣排放、移民問題、或是種族

歧視，大公司的CEO們早就對特朗普的所作所為表示過反
對。雙方第一次大摩擦始於2017年8月維珍尼亞州夏洛特鎮
（Charlottesville）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極端份子遊行引發的暴力
事件。當時，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駕車衝向反示威人群，造成

一名婦女死亡，另外十餘人受傷。在沉默了兩天之後，特朗普

才輕描淡寫地表示，「凡事都有兩面，這個群體中既有這樣的

壞蛋，但是也不乏好人。」幾天後，特朗普被迫解散了兩個總

美國大型企業感到有些無所適從。共和黨傳統上一直是

美國商界的靠山，但是目前，離經叛道的特朗普追隨者在黨

內的影響力正日益壯大。另一方面，儘管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本人是一個溫和派，但是民主黨當權派的左傾思潮
達到了數十年未曾見過的水平。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行政副總裁兼政策總監布拉德利（Neil Bradley）表
示：「站在商業立場看，我們對共和黨內部民粹主義思潮的不

斷壯大、以及民主黨內部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日益抬頭

的現象感到擔心。」

因此，在當前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大公司、還是像美國

商會這樣的商界組織，無一不謹小慎微。它們不僅急於與特朗

普撇清關係，期待他卸任後對共和黨的控制也能隨之下降，同

時也在想方設法尋求與民主黨展開合作。自2009至2010國會
會期以來，民主黨第一次大權在握，不僅拿下了白宮，還一舉

控制了參眾兩院。

大企業和特朗普的關係本就不牢固，1月6日特朗普支
持者衝擊國會事件更讓兩者水火不容。美國全國製造商協

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總裁蒂蒙斯（Jay 
Timmons）當天發表書面聲明稱，以衝擊國會的方式阻止大選

誰還會為美國大企業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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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高級別顧問委員會，原因是委員會中包括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的伊梅爾特（Jeff Immelt）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戴蒙（Jamie Dimon）在內的一些大公司行政總裁紛
紛退出，以示抗議。

這只是美國大企業和特朗普之間矛盾的開始。由於選擇

與加州站在一起，致力將汽車廢氣排放量降至低於聯邦標準的

水平，與特朗普的政策背道而馳，福特汽車（Ford Motor）等
五間汽車公司令特朗普大發雷霆。此外，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英國石油（BP）和蜆殼公司（Shell）曾試圖阻止特朗
普政府撤銷奧巴馬時期頒布的有關石油和天然氣甲烷釋放的規

定。通用電氣、微軟（Microsoft）、Verizon和其他一些公司向
法院遞交申請，反對特朗普試圖結束哈佛大學在招生中採取的

平權行動。

美國大企業還反對特朗普政府限制對技術工種發放H-1B
簽證的做法。2018年，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Parkland）的一
所高中發生槍擊事件後，由於特朗普拒絕加強對槍支銷售的管

控，沃爾瑪（Walmart）和迪克體育用品公司（Dick 's Sporting 
Goods）宣布停止向21歲以下的顧客出售槍支，並對彈藥銷售
實施限制。眾多商業團體反對特朗普對鋁材、鋼材等進口產

品徵收關稅，此舉引發了中國和其他交易夥伴對美國出口商

品徵收報復性關稅。「貿易可以解決問題，關稅則沒有這個能

力，」美國商會對此評論說。

當然，美國商界不總是和特朗普唱反調。下調企業所

得稅的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及其他一些解除監管措施
就深受企業歡迎。到了2019年，特朗普再次成功將一些商
界重要人物招致麾下，組建了一個總統顧問團，針對勞動力

政策徵求他們的意見，顧問團由他本人和他的女兒伊萬卡

（Ivanka Trump）擔任聯席主席，成員包括Apple行政總裁庫
克（Tim Cook），埃森哲（Accenture）行政總裁沈居麗（Julie 
Sweet），Visa董事長兼行政總裁艾克禮（Alfred Kelly）和沃爾
瑪（Walmart）行政總裁董明倫（Doug McMillon）。這個顧問團
在總統大選結束後仍沒有解散，之所以能堅持這麼長時間，很

大可能是因為特朗普把顧問團的大部份事務都轉給了伊萬卡。

總括而言，在擔任總統期間，特朗普將共和黨引向了民

粹主義方向，他想團結對美國社會的現狀極為不滿的人。甚

至在國會衝突事件後，特朗普依然是共和黨黨內最強大的一

股勢力。在衝突的兩天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重新選出特朗

普的盟友麥丹尼爾（Ronna McDaniel）為委員會主席，希克斯
（Tommy Hicks）為聯席主席。

美國商會的布拉德利表示，由於擔心兩黨內部的極端勢

力會導致黨內奉行中間路線的力量瓦解，美國商會在過去兩年

決定將國會議員黨派合作的情況納入對議員評分的考量，新

見風使舵

◼ 民主黨控制參議院   ◼ 民主黨控制眾議院   

資料來源：敏感政治問題研究中心

1999-
2000

2019-
2020

商界政治行動委員會給民主黨議員的政治捐款比例

澤西州民主黨眾議員哥特海默（Josh Gottheimer）和緬因州共
和黨參議員柯林斯（Susan Collins）因為致力於兩黨合作而得
到讚賞。在本輪國會選舉中，美國商會向民主黨捐款15.2萬
美元，是該機構過去28年給民主黨的最大一筆捐款，相比之
下，美國商會給共和黨的捐款高達48.3萬美元。除此之外，
美國商會還罕見地向23名民主黨眾議員表示了支持。在此次
國會選舉中，私募股權基金、大型石油和天然氣企業以及房

地產公司等紛紛轉向支持民主黨，支持程度大大超過往年。在

民主黨控制國會期間，商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在政治捐
款方面往往對民主黨議員出手大方，從這一點看，未來兩年民

主黨議員的日子應該會很好過。

對美國大企業來說，拜登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會比特朗

普政府更加高效，此外，新政府也不想（政治上也不允許）推

行大規模增稅或其他對商界不利的計劃。1月6日，在佐治亞
州參議員改選結果出爐、民主黨對參議院的控制穩操勝券之

後，與經濟增長和企業盈利密切相關的股市持續上漲。

儘管如此，一旦擺脫了特朗普的影響，美國商界還是

會很快倒向共和黨一邊。對於一些公司宣布暫停政治捐款

的情況，共和黨能源諮詢顧問、前白宮顧問麥肯納（Mike 
McKenna）認為沒什麼大不了，他表示：「每輪競選周期開始
的幾個月，政治捐款的情況並不多見，再者，商界的那些政治

行動委員會其實並沒那麼重要。」

曾經在美國商會任職的共和黨策略師里德（Scott Reed）
表示：「一旦特朗普卸任，共和黨領袖就有機會對黨內進行整

頓，這麼做並不是要疏遠特朗普的支持者，而是制定一種新

的模式，迎接新的發展和機遇。」而這正是那些美國大企業領

導人所期盼的。�─Mark Niquette、Jennifer A. Dlouhy、
Bill Allison對本文亦有貢獻；譯 納德

50%

25

0

5

◼ REMARKS 開卷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January 20, 2021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保誠 )作為香港領先的保險及理財機構， 不但致力開拓靈活周全的產品和
推動創新服務，更一直秉承「用心聆聽 實現您心」的企業理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開展不
同形式的公益項目，促進社區發展，為社會帶來正能量。憑藉其優越服務及持續履行對社會

的承諾，保誠於本年度《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版》金融機構大獎中再度榮膺「企業社會責任卓
越大獎」，足證其在社會上的貢獻卓著。

蟬聯桂冠 保誠再獲「企業社會責任」卓越大獎

精進專業實踐可持續發展
貢獻備受業界肯定

▲ 保誠策動全「誠」捐血配對認捐飯餐
計劃，同事熱心參與，管理層更與義

工隊到社區派發飯盒予基層手上。

落實推動環境社會管治 實踐可持續發展
扎根香港逾56年， 保誠多元化、靈活兼高質素的業務

模式，多年來穩健發展， 在多項業界獎項一直取得優異成
績。我們重視公司的業務表現，同樣十分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竭力成為傑出的企業公民。

保誠深明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支柱，透過將ESG因素納入投資考量，建立一個更可
持續的社會及環境，亦能降低風險，有助提升投資潛在回

報，為我們的客戶創造可持續的價值。此外，將ESG思維
融合至業務運作及決策中，嚴謹的工作流程、強化風險控制

管理策略，面對疫情時迅捷部署，亦反映我們對企業治理的

重視。

保誠的產品策略，一直堅持合規、公平及環保等原則，

業務運作融合了環保概念及數碼化，如網上投保及理賠， 以
應對客戶對自動化及數碼服務的需求， 及增加金融科技服務
效率，在疫情下特見成效。

▲ 保誠行政總裁容佳明先生 (右 ) 及保誠首席客戶及市場拓展總監吳詩雅女士 (左 ) 
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早前呼籲大眾疫境互助，參與捐血配對認捐飯餐計劃。

特別廣告



保誠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更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UNSDGs）一致，我們為客戶恪守務實誠信的原則，在每
個營運範疇，都以良好的企業公民身份出發；著眼於理財教

育、青少年發展、健康生活及社區服務四個主要領域，用

心推動可持續發展，為社會福祉不斷作出貢獻。

用行動與港人同心抗疫 提供全方位保障及支援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健康與民生； 

疫情迄今， 保誠一直與香港市民並肩抗疫，在關鍵時刻迅速
應變， 以創新的思維，開拓貼心的保障產品予客戶， 更因時
制宜策劃不同項目去支援各社群。於疫情爆發初期， 已鼓勵
員工居家辦公，以維護同事健康及維持對客戶服務的品質；

另外主動積極施行防疫措施，配合社區防堵疫情。在疫情肆

虐期間，保誠率先推出免費「新型冠狀病毒保障」予50萬名
香港市民，更特別提供200個名額予社福機構前線義工。第
四波疫情一觸即發， 保誠再為港人提供500萬「惠您 •抗疫
基金」，讓大眾能於疫情期間得到全面的保障。

於社區上，保誠的企業責任並非單是現金慈善捐贈，而

是已經發展為長遠策略性社區服務計劃以及重要的實物支

援，當中包括義工服務。保誠與香港青年協會舉行「鄰舍有

愛 · 非常關懷行動」社區計劃，早已四出籌備防疫物資予基
層， 保誠義工隊亦親身到社區派發防疫用品、食米及日用品
給長者及基層家庭，以解燃眉之急。於2018年保誠已與香
港紅十字會合作「全城防災 共建更好生活」計劃，向市民推
廣急救、備災等知識，提升大眾應對危難事故的能力。疫

情期間，保誠贊助的全港首輛「流動防災教育車」即變身為

「流動抗疫教育車」，巡迴港九新界多區，為受疫情影響的

主要屋邨居民提供防疫資訊及派發防疫物品。

保誠首席客戶及市場拓展總監吳詩雅女士表示：「保誠

先後推出免費『新型冠狀病毒保障』及『惠您 •抗疫基金』的
名額予香港人登記， 同時號召一班保誠義工到社區派發抗疫
物資，我們希望企業非但於順境時回饋社會，於逆境時更應

發揮影響力與大眾守望相助，逆風同行。」

創新重點項目 夥社福機構切合社會所需
全「誠」捐血「疫」境救病人助基層

保誠定期舉辦全「誠」捐血大行動，呼籲公司理財顧問

及後勤員工參與捐血救人。憑藉各員工的不懈支持，保誠成

為香港首間私人企業榮獲由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頒發

的「特別榮譽獎」，此外更得到《給血聯盟》最高級別的大聯

盟金章及連續四年成為捐血人數最多的私人企業。

疫情持續爆發， 無阻保誠上下一心救急扶危，保誠於去
年三月在辦公室加設緊急捐血站，呼籲員工立即捐血。眼

見疫情嚴峻， 血庫與基層生計響起警號，於十月份及十二

月初，分別策動第一輪及第二輪的「捐血配對認捐飯餐計

劃」，每一名市民到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捐血，保誠

相應認捐一份愛心飯餐予弱勢社羣， 此舉於社會上作出很大
迴響。第二輪的計劃， 更擴大服務範圍，與多間機構合作，
包括惜食堂、九龍樂善堂、樂施會、保良局、東華三院及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

保誠行政總裁容佳明先生表示：「保誠一直『用行動』與

香港人並肩抗疫，運用企業的力量協助有需要人士，保誠

發動全『誠』捐血配對認捐飯餐計劃，同事熱心參與，市民

更踴躍支持，為社區帶來正能量。鑑於去年十二月時疫情更

嚴峻，為延續守望相助精神，我們再次啟動這項有意義的捐

血行『膳』計劃，並聯同更多慈善機構，使支援範圍擴大，

令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我們更跨年舉行，呼籲大家踴躍參

與，救病人助基層。」 

培育及支援青年 助其成就所想
保誠與香港青年協會（青協）合辦旗艦項目—「成功

在望」青少年計劃，多年來協助數千名年青人發掘潛能及確

▲ 疫情爆發初期，保誠義工隊已立即為居住偏遠地區的長者及基層家庭送上防疫物
資、食糧及基本日用品。

▲ 保誠義工隊身體力行走進社區，將愛心飯盒派送到受惠人士手上。

特別廣告



立職業志向。於疫情期間，年青人難免遇到求職困難，保誠

即時與青協推出「成功在望Ready Get Set Go」計劃，舉辦
網上就業博覽、視像互動工作坊等，提供不同行業資訊及面

試技巧。保誠更為每位有經濟困難的青年發放服裝津貼，支

援他們裝備自己，邁向他們的理想職業。

推廣不同運動 建構健康生活
保誠與港協暨奧委會「奧夢成真」計劃合作「誠」就奧夢

體育合作計劃，舉辦多元化運動訓練課程及體適能工作坊，

一方面提供機會予香港退役運動員轉型為教練；另一方面，

以他們的專業向大眾推動健康生活。鑑於疫情影響，運動場

及健身室等皆停止服務，計劃特別拍攝具創意的運動短片，

教市民鍛鍊身體以增強抵抗力。

精明理財教育 由全家做起
保誠作為理財機構，多年來推出理財教育學堂，教授小

學生及中學生基本理財知識，助他們從小建立正確的理財觀

念。計劃一直推陳出新，以不同學習形式舉辦，更與香港

家庭福利會和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合作推出《成家學理

財》親子工作坊，邀請家長一同參與，推廣家庭理財教育的

▲ 保誠前線及後勤同事參與「成功在望」視像互動工作坊及拍攝短片，與參加的年
青人及畢業生分享保險業工作及理財技巧，助他們於疫境中求職。

▲ 為鼓勵市民鍛鍊身體，保誠與奧委會奧夢成真計劃特拍攝運動短片，由亞洲車神
黃金寶先生教授如何強化肌肉及心肺功能，於疫境中保持身心健康。

特別廣告

重要性。疫情令全球的經濟及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在當前別

具挑戰的經濟環境下，理財教育為個人及家庭提供財務管理

的支援和指引尤為重要。

貫徹「用心聆聽 實現您心」理念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新冠肺炎測試個人、家庭、經濟和企業的韌性，一場

疫情儼然已改變了世界，「後疫情時代」更成為所有公民要

面對的重要課題。保誠在面對新冠疫情而採取的反應和措

施， 「用行動」務實支援社區， 建立了更強大的品牌認可度、
技術能力和財務實力。

容佳明先生表示：「保誠連續多年蟬聯《企業社會責任

卓越大獎》 ，對我們竭力回饋社會的不懈努力予以肯定。以
往用成長、利潤和前瞻性來評估企業前景已不足夠， 大眾真
正想知道的是公司的願景、使命、宗旨、文化和價值觀。

隨著全球開始關注『後疫情時代』充滿變動的『新常態』生

活，與環境、社會和管治相關的議題亦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策略方針。保誠會積極建立新思維與部署，加強風險管理、

強化營運彈性、創造共享價值等方式，於未來繼續發揮其影

響力，服務社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達至成功的可持續

發展。」

▲ 保誠安排專車接送同事到輸血服務中心捐血，全力支持同事為社區出一分力。

▲ 保誠多年來致力推動理財教育，當中的「兒家學理財」、「成家學理財」校園親子
工作坊，更得到老師及家長的正面迴響。



 ●新冠危機暴露了供應鏈中的嚴重缺陷，特朗普
和拜登都要推行「購買美國貨」計劃，然而，沒
有哪個國家可以既富裕又能夠自給自足，抑制貿
易會增加成本並削弱競爭力，讓所有人的處境都
變糟。

「買美國貨」不會讓美國更強大

新冠疫情動搖了美國人對全球貿易的信念。見證了危及

生命的醫療用品和商品（例如家用電器零件）一度短缺之後，

政客開始傾向於一種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強迫企業在美國

的土地上生產美國需要的東西。

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但這種做法將伴隨著高昂的成本

（假設在國內生產所有必需品一事有可能）。我們需要實現從

「及時」（just in time）製造到「以防萬一」（just in case）製造
的明智轉變，但這需要以有智慧的方式進行。最強大的復原

力並不意味著最大程度的孤立。

新冠危機暴露了供應鏈中的嚴重缺陷—在過去幾十

年中，全球供應鏈漸漸嚴重依賴於來自遙遠地區的製造商

準時交貨。這種脆弱性也許不應該讓人吃驚，但事實卻是

如此。

截至2018年，中國生產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個人防護裝備
進口量，其中包括N95口罩以及電子和國防生產所需的大多
數稀土礦物。企業有太多的供應商，供應商也有太多的供應

商，以至於他們通常都不知道供應鏈潛伏在幾層供應商之下

的脆弱之處。

當疫情切斷貿易聯繫，打斷供應鏈，全球市場在很大程

度上適應了。但在關鍵領域，適應程度還不夠。護士們正在

重複使用一次性N95口罩，因為醫院只保留了一周的庫存，
生產商缺乏增產能力，並且美國的國家戰略儲備已經枯竭，

設施破敗不堪。由於國外工廠停工以及安排從地球另一端運

送貨物的複雜程度，運輸所需的車輛和準備飯菜所需的廚房

用具等物品都供不應求。

於1月20日卸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新任總統拜登都在
競選時承諾，要推行「購買美國貨」計劃，目的是確認可能具

有戰略意義的所有商品，並確保它們在本國生產。然而，沒

有哪個國家可以既富裕又能夠自給自足。抑制貿易會增加成

本並削弱競爭力，讓所有人的處境都變糟。

各國政府需要從廣義上看待復原力，並專注於自己

的特殊責任。在國際方面，這意味著要恢復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作用，以便各國同意在危機時期保持邊界開放。在
國內，這意味著要以長期合約來支持民間的增產能力，並為

國家戰略儲備提供最新的庫存和配送系統，以便能夠在緊急

情況下提供所需的物資。

真正的復原力還意味著讓美國成為更具吸引力的產地。

政府應在基礎設施、研發以及支持未來產業所需的長期融資

和先進製造能力上進行更多投資。

對於企業而言，它們將受益於對過去一年經歷的反思，

並在設計和管理其供應鏈方面做得更好—如果做得好，這

些努力應該會在增強復原力和流程創新方面帶來好處。它們

不應等著政府來指令它們做這項工作，因為這符合他們的利

益：下一次危機遲早會到來的。�─譯 竹西

新冠危機暴露了供應鏈中的嚴重缺陷，關鍵領域產品（如口罩）

成了兵家必爭之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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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交易所數據顯示，本年

首九個月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金額達

2,114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8%，
反映香港扮演著亞洲地區最主要的首次

上市集資中心角色，一直保持著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
版》作為區內具影響力的財經雜誌，本

年再度舉辦第五屆「年度上市企業」。

《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版》根據彭博終端
機上的數據研究，從業績表現、企業管

治、投資者關係、拓展策略、企業社

會責任、可持續發展、創新變革及風

險管理共八大範疇，對參選企業進行全

面分析及篩選，再參考評審團的評分，

以選出2020年度上市企業。能在眾多
上市公司中脫穎而出，得獎企業實在實

至名歸。

「年度上市企業2020」旨在表揚表
現出色的上市企業，並肯定其為經濟穩

定作出的貢獻。本年度大會榮幸邀得

由《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版》主辦的第五屆「年度上市企業2020」已經圓滿結束。活動獲得多
間上市公司的踴躍參與，獲獎公司來自各行各業，包括發展商、運輸、資訊科技、工業、娛

樂、金融，醫療及生物科技等。

《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版》第五屆

「年度上市企業2020」
圓滿結束

年度上市企業2020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Great Eagle Holdings Limited 00041.HK

新鴻基有限公司 
Sun Hung Kai & Co. Limited 00086.HK

四環醫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Sihuan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00460.HK

網龍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NetDragon Websoft Holdings Limited 00777.HK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Yuexiu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Limited 01052.HK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Kais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01638.HK

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03320.HK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Sino-Ocean Group Holding Limited 03377.HK

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有限公司 
Aoyuan Healthy Life Group Company Limited 03662.HK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06869.HK



特別廣告

▲ 四環醫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首席投資官繆瑰麗小姐

▲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聯席首席財務官孫暐健先生

▲ 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有限公司公司秘書翟慧婷小姐

▲ 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管理部副總經理陳雨琳小姐

▲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總監孫晶小姐

▲ 新鴻基有限公司集團首席財務總監Mr. Robert James Quinlivan

▲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高級企業傳訊經理陳詩藍小姐

十位來自政界、商界、以及學界的領袖擔任專業評審團。包

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 JP、香港貿易發展
局助理總裁梁國浩先生、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鄭

大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兼劉佐德全球經濟

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

策系副教授麥萃才博士、香港上市公司商會總幹事黃明偉先

生、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女士、香港會計師公會會

長江智蛟先生、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主席陳綺華博士，以及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董事局成員曾昭武先生。

《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版》期望活動能加深投資者認識表
現突出的上市企業，並為商界建立一個互相交流、促進共同

發展的有利平台。



 ●中國劍指二手汽車市場

 ●即使是最大的拉美裔主題餐廳都沒有
拉美裔董事，維權人士想改變這一現狀。

拉美裔佔美國人口

18％⋯⋯

但僅佔公司董事的
這些變化旨在改變目前依然以白人男性為主

導的董事會。2019年，在標普500指數成份股公
司中，80％的董事為白人，72％為男性。雖然公
司不需要公開披露董事會及員工的種族或族裔構

成，但一些企業已開始自願披露相關資料，更有

調查結果顯示，美國企業不夠多元化。根據畢馬

威（KPMG）的資料，2019年財富1000企業中，僅
2.7％的董事會成員是拉美裔。根據管理人員獵頭
公司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去年10月發布的
研究結果，37％的標普500指數公司董事會沒有任
何黑人董事。

該研究發現，羅素3000指數所有公司的董事
會中，少數族裔的比例於2019年首次超過10％。
然而，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LCDA）的行政總裁
阿奎萊拉（Esther Aguilera）很清楚，許多公司僅僅
將多元性看作一個數字遊戲，一些企業未能確保

在填補董事空缺時，考慮不同的少數族裔。每年

空缺的上市公司董事會席位數量有限，而競爭卻

日益加劇，特別是其他女性團體和種族平權組織

正在同時爭取更多位置。「董事會挑戰（The Board 
Challenge）」是在去年秋季發起的一項行動，已有
60多家公司簽署了該行動的承諾書，表示將在未來
12個月內聘請一名黑人董事。通過該行動，已有9
名黑人董事入職。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正致力於確

保拉美裔人群不會被排斥在外。

至今為止，拉美裔一直是代表性最不足的群體

去年夏天，爭取種族平等的示威浪潮令大眾

關注美國絕大多數的權力中心都缺乏種族多元的問

題。在改革警隊和消除收入不公的呼籲佔據新聞頭

條之時，一些拉美裔領袖把握時機，將社會的視線

引向一個不那麼引人注目、但更難以推行的多元化

行動：在一個拉美裔已是最大種族的國家，增加公

司董事會中拉美裔人口的比例。

拉美裔維權人士認為，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

去年9月，加州通過一項法律，要求總部位於該州
的上市公司在2021年年底之前，必須增加董事會
中女性的比例，並確保至少有一名董事來自未能

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裔。12月，納斯達克向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了一份規則建議，要
求其3000多間上市公司都至少有一名女董事，並
有一人來自未能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裔或性小眾

（LGBTQ）。
基金管理巨頭領航（Vanguard）和貝萊德

（BlackRock）今年將開始追蹤所投資上市公司的性
別、族裔及種族多元性。領航將關注這些公司的董

事會結構，並稱會在2021年開始，投票反對那些
未能在公司推動多元化的董事；貝萊德將自2022
年開始採取同樣做法，並自今年推動各間公司公布

其整體族裔和種族數據。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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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雖然加州已是最積極及努力提升企業多元性

的司法管轄區，但拉美裔的處境並無特別改善。根

據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和企業數據供應商Equilar的
數據，拉美裔佔加州人口近40％，但在總部位於加
州的企業中，拉美裔董事僅佔2.1％。與此同時，
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的數據亦顯示，黑人在加州

人口中佔6.5％，但在該州企業董事會中佔2.9%；
亞裔美國人在人口中佔15.5％，在董事會中佔
9.7％。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發現，加州在2018年
9月通過董事會性別多元化法律之後，截至去年3
月新任命的511名女董事中，只有3％是拉美裔。
「一些企業或許想說，他們已完成這項任務，」

阿奎萊拉表示，「這正是需要我們努力的地方。」

去年9月，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與包括美國拉美
商會（U.S. Hispanic Chamber of Commerce）、拉
美聯合公民聯盟（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和最大的拉美非牟利維權組織UnidosUS
在內的多家機構聯手，發起「拉美裔為董事會平權

發聲（Latino Voices for Boardroom Equity）」的行
動。該行動遊說一些美國最大的企業在填補董事會

空缺時考慮拉美裔候選人。他們的偉大目標是，有

朝一日讓拉美裔在董事會席位的比例達到20%，與
他們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大致相同。

在2020年最後4個月裡，拉美裔公司董事協
會向上市公司發出了大約240封信函。他們預計會
在今年1月再發出400封。所傳遞的資訊很簡單：
鑒於拉美裔群體的「經濟實力」，任命拉美裔男性

或女性做董事符合「公司持份者及股東的利益」。信

中提出這一要求的同時，還提供數據強調拉美裔在

2018年為美國貢獻了大約2.6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
總值（GDP），而且過去十年中，一直在持續增加
其消費支出。該組織指出，拉美裔是一個「活力十

足且不斷增長的員工和消費者群體」，不僅是最大

的少數族裔群體，而且每年人口會增加100萬。
「拉美裔為董事會平權發聲」運動要求與每一

間公司的行政總裁或董事會代表會晤。該組織希望

通過第一輪信函來陳述自己的觀點。他們從眾多擁

有強大拉美裔客戶群的行業中選擇了9間公司，其
中3間公司更從拉美裔文化中獲利，並且是該群體
的聚會場所，分別是連鎖餐廳El Pollo Loco、Del 
Taco和Chipotle。然而，這三間公司總計25名董事
中，沒有一人是拉美裔。此行動的結果好壞參半。

El Pollo Loco沒有回覆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
的信函，但該公司對彭博社表示，他們正在「按部

就班地」執行加州法律，將啟動一套「採用新標準

的」遴選程序。該公司沒有具體說明新標準的內

容。Chipotle給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回信稱，該公
司「致力於積極地尋找優秀的女性和少數族裔候選

人」，並正與獵頭公司合作以「增加性別和其他方

面的多元性」，並表示公司「致力於考慮」拉美裔候

選人。在給彭博社的一份聲明中，Chipotle指出了
其最新聘請的董事人選為Bed Bath & Beyond的前
暫任行政總裁溫斯頓（Mary Winston）。她是一位黑
人女性。

在最初選定的9間公司中，拉美裔公司董事協
會僅與其中大約一半公司進行電話會議，並在等待

其他幾間的回覆。目前為止，對方的態度都不太積

極，這令他們有些失望。阿奎萊拉表示，在拉美主

題的連鎖餐廳沒有拉美裔董事，「我想我們都很震

驚。我們原本以為，他們會特別願意在董事會級別

加入我們的代表，因為你在決策桌上的人選代表著

你的價值觀和你所關心的事情。」

在Del Taco Restaurants，情況看來似乎更有
希望，該公司主席列維（Lawrence Levy）致信該行
動稱，公司「在過去幾個月一直積極尋找拉美裔

「一些企業或許想

說，他們已完成

這項任務，」

阿奎萊拉表示，

「這正是需要我們

努力的地方。」

 ▲阿奎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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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多元化的候選人」。和Chipotle一樣，Del 
Taco也表示，他們與旨在增加拉美裔代表比例的拉
美裔董事行動「方向一致」，不過這間公司還沒有

與該組織安排會面。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已經向這

兩間公司發送了一份拉美裔候選人名單。

這個拉美裔組織最成功的一次是與PG&E的會
面，他們在會上直接向這間能源公司的董事會代表

提供了一份潛在的董事候選名單。阿奎萊拉說：

「人們沒有意識到，這裡有一個巨大的拉美裔人才

庫，並且能帶來許多價值。」拉美裔公司董事協會

正在安排本月與其他四間公司的會面。

為投資者提供公司管治和多元化資料的機構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ISS）表 示， 這
類努力正是創建更多元化董事會所需要的。ISS
環境、社會與管治（ESG）解決方案負責人米勒
（Brett Miller）認為，加州的法律將令女性、黑人和
拉美裔董事人數增加，但這一增長可能不會持續。

「這將會出現一個停滯期，」米勒表示，「致力

於多元化的企業會有超出預期的表現，但其他企業

則只會確保自己有一名多元化董事。除非外界的期

望提高，例如，投資者爭取推動公司多元化。」ISS

今年將開始公布公司董事和行政總裁的種族和族裔

多元化情況。明年，該機構將開始建議投票反對缺

乏多元性的董事會。米勒說：「但如果你不了解你

的持份者，無論是你的社群、還是你的客戶，這都

將影響你的收入。」

拉美裔維權人士表示，多元化的董事會能

夠帶來思想和經驗的多樣性，因此有利於企業發

展。美國拉美裔商會的行政總裁卡瓦佐斯（Ramiro 
Cavazos）深知高層決策者中能有人發出不同的聲
音是多麼重要。作為一間小型社區銀行貸款委員會

中唯一的拉美裔，他經常為最初被拒絕的拉美裔企

業說話。「如果我不舉手問問原因，這些企業就得

不到第二次機會，」他如此說道。問題是董事會成

員大多數都是白人，他們不了解這些客戶。卡瓦佐

斯說：「我們需要在董事會中有一名擁護者，一個

能夠確保公司裡有公平代表性的人。」─Maria 
Eloisa Capurro；Carolina Gonzalez對本文亦有
貢獻；譯 曉立

總之 拉美裔在公司董事會中沒有足夠代表。在拉美裔佔人口近
40％的加州，當地企業董事會中的拉美裔比例只有 2％，有組織
嘗試推動提高拉美裔董事的比例。

 ●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新車市場
現在才開始發展二手車銷售。

中國劍指
二手汽車市場

雖然中國的汽車擁有量超過了2.7億輛，但
2019年售出的二手車估計只有1500萬輛。與此情
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澳洲、英國和美國等地，

民眾購買二手車的數量多於新車。因此，打算刺激

國內消費的政策制定者有意改變這種狀況。中國正

在爭取把二手車市場的規模翻一倍，目標於2025
年達到約2萬億元人民幣（約合3060億美元）。
為了實現這目標，中國政府大幅下調二手車經銷

商的稅率，在5月將二手車的增值稅率從3％降至
0.5％，遠遠低於新車的17％稅率。通過把沒有牌
照的二手車作為商品而不是個人資產進行銷售，從

而簡化交易，也使經銷商之間的二手車交易更加便

利。「二手車交易業務將進入一個新篇章，」中國汽

車流通協會（CADA）秘書長肖政三說，「我們將在

這一領域看到更多積極的政策。」

中國沒有發展大規模二手車市場的原因有兩

個。首先，中國的汽車市場整體比較年輕，大眾汽

車（Volkswagen）和上海汽車集團到1984年才成
立了第一間外資合資企業，針對私人用家的汽車銷

售增長也只是在21世紀初才開始起步。即使到現
在，中國的汽車擁有量仍落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每1000人中約有173人擁有汽車，而馬來西
亞和俄羅斯的這一數字分別為433人和373人。麥
肯錫（McKinsey）的數據顯示，美國和澳洲的這一
數字分別為837人和747人。在中國，許多人都是
第一次購買汽車。

第二個原因主要是文化因素。在中國，購買

第一輛車或第一個物業通常是人生大事，用以宣示

無 1人

2
人

3
人
及
以
上

768

205

20 7

 ●財富1000企業的拉美
裔董事人數情況

（截至2019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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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地位，不僅是個人也是家族成功的象徵。近

年，這種心態出現了轉變。年輕消費者變得越來越

成熟，已不太接受依靠光鮮的財產來顧全面子的觀

念。家長寧願住在好學校附近的老舊公寓，也不願

意住在地段偏遠的新建公寓。同樣，如果要多花錢

買一輛新車，那麼選擇一輛外觀完好的二手車也被

認為更加符合經濟效益。

消費者態度的轉變燃點了二手車的需求。中

國汽車流通協會預計，未來五年二手車的每年銷

量將增長到2500萬輛。這種轉變已經顯而易見。
2018年，里安納度狄卡比奧（Leonardo DiCaprio）
為納斯達克上市的二手車銷售網站優信拍攝廣告，

二手車的戶外銷售點已經開始在各大主要城市紛紛

湧現，北京也有一個類似於大型停車場的戶外銷售

市場。

肖政三預計，強勁的二手車市場將刺激新車銷

售，尤其是電動汽車，因為更有效率的以舊換新制

度將使消費者更樂意升級新車。電動汽車製造商蔚

來汽車董事長李斌創立的研究公司易車去年8月發
布一份報告稱，到2030年，中國近三分之一的汽
車買家將是單身人士。研究發現，這些年輕單身買

家更加重視環保，因為他們更有可能想要換掉現有

的化石燃料汽車。

針對那些賣不出去的老舊汽車，中國已經啟

動了出口計劃，主要將其出口到阿塞拜疆、孟加拉

和塔吉克等周邊的「一帶一路」國家，這些交易夥

伴的汽車市場競爭力較弱，發展程度較低。2019
年，中國出口的二手車約有3000輛，政府希望在
2025年將這數字提高到約50萬輛。儘管如此，這
仍將遠遠落後於另一個二手車出口業務蓬勃發展的

發達國家日本。2019年，日本向海外輸出了120萬
輛二手車。

刺激二手車銷售的措施預計將有利於在這個新

興行業佔主導地位的「夫妻店」。超過80％的二手
車經銷商都是小公司，平均庫存車輛不到30輛，
而且只有很少員工。

雖然優信不屬於這類企業，但這間公司仍從中

受益。該公司董事長戴琨在2005年創立了中國最
早的網上二手車網站之一—汽車簡歷網，及後在

2011年創立優信。為了解決如何準確評估二手車
價值的問題，優信在去年10月啟動專有的評級系
統，該系統在優信網站上給車輛打上「幾成新」的

分數，以評估二手車的狀況，使其更容易與其他汽

車進行比較。易車和其他企業在2014年創立的精
真估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也提供類似的服務。

使用這些服務很簡單。賣家只需輸入一些基本

資訊，如汽車型號、購買時間、汽車行駛里數、

車牌登記的城市，下一頁就會顯示出經銷商和個人

消費者給出的平均報價。

在截至去年9月30日的三個月內，優信的網
上交易總量為2653輛，而截至6月的季度銷量為
1702輛。戴琨表示：「二手交易肯定會在未來五年
加快發展，政策變化令我們這樣的公司能夠發展

壯大。」

李銳就是一位滿意的客戶。去年9月，他在優
信的網站上購買了自己的第一輛二手車，這輛車齡

兩年的黑色邁騰價格為14萬元。邁騰在中國以外
的市場稱為大眾帕薩特（Volkswagen Passat）。這
次體驗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以後自己只買

二手車。「人生短暫，我能花的錢也是有限，」34
歲的李銳說，他住在山西省北部最大的城市太原，

現在打算給妻子買一輛二手寶馬迷你汽車（BMW 
MINI），「為什麼不利用這種方式，盡可能地多嘗
試一些品牌呢？」─ Katrina Nicholas、Tian 
Ying；譯 孟潔冰

總之 中國擁有汽車的人口比例偏低，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這阻
礙了中國二手車市場的發展。但這種狀況將隨著政策的推動而有

所改變。

 ▲上海的二手車停車場

美國

澳洲

意大利

加拿大

日本

德國

英國

法國

馬來西亞

俄羅斯

中國

173

837

747

695

670

591

589

579

569

433

373

 ●每千人汽車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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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A：紐約梅隆銀行財資服務部
首席數字及信息主管  Saket Sharma

2019年初，巴德里（Mohammed Badri）成為
了Tuck Shop的廚師，這是提供雲端儲存服務的科
技企業Dropbox的飯堂。對於巴德里而言，在當時
被稱為矽谷最佳飯堂之一的地方工作，可謂是夢寐

以求的事。他做的大都是這樣的菜式：用加入了香

料調味的西瓜汁和泡菜醃漬黃鰭金槍魚，肉丸薄

餅搭配芝麻葉沙律等等，而且不用反覆做相同的

菜式。

巴德里並非Dropbox的員工，而是通過承包公
司受聘。不過，與他之前在餐廳的工作相比，在一

間科技企業的飯堂裡工作，報酬更有競爭力，也更

穩定。而且，他也不必像在傳統餐飲行業那樣，一

口氣工作12至15個小時。
去年3月，一切都改變了，當時Dropbox的行

政總裁Drew Houston在Twitter發文說，公司將要
求員工遙距工作兩周，以幫助減緩新冠肺炎的傳

播。Dropbox繼續向巴德里支付薪金，直到4月下
旬。從那以後，他就一直留在家裡。

31歲的巴德里不太願意再回到餐廳工。因為
疫情的緣故，灣區的餐廳差不多全都關門了。由於

家裡有一個小嬰兒，他擔心在不熟悉的廚房裡工作

會有安全隱患。「這是種可怕的疾病，」他說。

在過去的十年裡，與穿著印有企業標誌的衛

衣、可以帶狗上班的政策一樣，附設高級員工飯

堂成為了科技企業辦公室文化的標籤。它們從灣區

最好的餐廳挖來了數以千計的員工，在公司飯堂工

作，並提供豐富的本地農產品，讓大廚們製作早

餐、午餐和晚餐。

提供免費餐飲的飯堂已經成為了科技企業的標

準配置，以至於三藩市考慮禁止或者限制新的員工

飯堂開業，因為一些官員擔心，在員工飯堂用餐會

損害當地的餐飲業。與此同時，企業內部餐飲的繁

榮發展，也創造出一種新的工作崗位，它比一般的

餐廳工作更為穩定，薪金可以高出20%以上。
之前在Airbnb負責全球餐飲計劃，後來與合作

伙伴共同創辦企業餐飲策劃公司Fare Resources的
科爾（Gabriel Cole）說，科技企業搶奪餐飲人才，
對餐廳造成很大衝擊。「有利的一面是，這也為許

多廚師創造了更好的生活品質，」他說，「我跳到這

個領域是因為我想要朝九晚五地工作，也想要更好

的福利和生活品質。」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許多企業承諾會繼續支

付飯堂員工的薪金，但目前科技企業將遙距工作視

為長遠對策。企業飯堂可能不會完全消失，但可能

不再需要那麼多員工，而且不會再提供一天三餐加

上無限量的零食。

Alphabet旗下的Google等企業繼續向兼職員
工支付薪金，包括飯堂員工。勞工組織矽谷崛起

（Silicon Valley Rising）在去年11月發表的一份研究
報告發現，在覆蓋矽谷大部份地區的聖塔克拉拉

縣和聖馬刁縣（但不包括三藩市），科技企業仍然

聘用了1.4萬名加入了工會的飯堂、清潔和保安人
員。據該組織估計，其中70%的人是非洲裔和拉
美裔。

「這些飯堂是這些工人的家，」 矽谷崛起的企
劃總監費爾南德斯（Maria Noel Fernandez）說。根
據該組織的報告，大多數的大型科技企業並沒有解

僱其服務人員。「未來會怎麼樣？老實說，我也不

知道。」

許多餐飲從業者，無論是承包商還是僱員，都

已經失業。有些人甚至已經離開了灣區，就如巴德

里。由於失業無法負擔房租，巴德里最近舉家搬到

了父母在巴黎郊外的家中，那是他長大的地方，目

前他正在當地尋找工作機會。他說，如果沒有失

 ●這場疫情可能永久顛覆灣區餐飲服務業的一個獨特標誌

科技企業員工飯堂的
黃金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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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廚沃德去年10月失去在Thumbtack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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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Dropbox的工作，他不會離開灣區，至少不會
這麼快就離開。

Dropbox的一名發言人證實，已經終止了飯堂
員工的合約，但表示該公司保留了部份餐飲服務的

員工。她還說，公司仍然在研究疫情結束之後，飯

堂要怎麼辦。Airbnb、Twitter、威訊通訊（Verizon 
Communications）等企業也解僱了主廚、廚師和洗
碗工。Airbnb飯堂的一名前經理表示，廚房合約員
工直到去年6月仍有收到工資，另外還獲發3000美
元的補助。由於簽署了保密協議，此人要求匿名。

Airbnb拒絕評論。
在加入本地生活服務平台Thumbtack之前，

沃德（April Word）在伯克利一間著名餐廳Chez 
Panisse工作了五年，負責煮意粉、燒烤和其他流
水線作業，後來她成為了Thumbtack烹飪項目的負
責人。沃德之所以被Thumbtack所吸引，是因為她
是公司的正式僱員，而不是來自承包公司，這跟許

多其他企業飯堂的職位不同。她帶領著17人的團
隊，為Thumbtack的員工提供早餐、午餐、晚餐
和各種小吃，例如葡式蛋撻、烤玉米等。

在疫情初期，沃德的團隊在通訊軟體Slack
上創建了一個名為#ChefSupport（來自大廚的支
援）的頻道，教在家工作的員工烹飪。他們還通過

視像會議軟件Zoom進行烹飪課程。到了3月底，
該團隊的大多數人都被解僱了，這是Thumbtack
裁員三分之一的一部份。沃德留了下來，但到了

夏天，公司告訴她，她的工作將在10月結束。在
Thumbtack工作的最後幾個月裡，她把公司飯堂裡
剩下的食物能捐的捐出去，能分給大家的分出去，

還安排人清理隔油器，確保油煙機符合標準。

Thumbtack的發言人表示，飯堂的員工是
「團隊中深受喜愛的一部份」，稱解僱他們是公

司因為疫情不得不做出的最為艱難的決定之一。

Thumbtack預計，至少在今年7月之前，全體員工
都將遙距工作。

在加州森尼韋爾市的威訊通訊，桑切斯（Erika 
Sanchez）在它的員工飯堂工作了10年，去年8
月，她得知自己必須在一周內離開。公司把她剩餘

的假期折現，46歲的桑切斯認為，自己的積蓄足
夠她撐到今年2、3月份。與此同時，她一邊找工
作，一邊在一間食物銀行做義工，那裡更為義工提

供膳食。

桑切斯不知道威訊通訊恢復辦公室工作之後，

是否會給大家回去上班。不管怎麼說，她在這家公

司工作得很開心，時薪有19美元，年薪在3.8萬美
元左右。「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那裡是極少數我願

意去工作，而且大家會對我的付出說『謝謝』的地

方，」她說。

Uber和DoorDash等企業已經建立或者擴大了
容許僱主向員工發放餐券的計劃。以前為企業飯堂

供應農產品的農場，現在也轉為提供配送服務，以

彌補收入的損失。

LinkedIn的糕點行政主廚阿塔利（Vincent 
Attali）在Kickstarter上籌集資金後，在三藩市

開了一家法式糕點快閃店，他的許多支持者都

是LinkedIn的員工。阿塔利還銷售每月訂閱盒
（subscription boxes），裡面有抹茶泡芙、巧克力
餅乾、紫薯椰香糯米糍等糕點，以迎合人們對外賣

日益增長的需求。

阮馬丁（Martin Nguyen）曾在LinkedIn的員
工飯堂擔任大廚，後來創辦了一間名為Kraving 
Foods的餐飲公司。他說，在疫情期間創業很不容
易。他賣出了24份感恩節大餐，但自從去年夏天
開業以來，每周的訂單量已經下降了50%。「生意
很艱難，」他說，「大家都不敢聚餐。」─ Priya 
Anand、Kurt Wagner；譯  杜然

總之 高科技企業的員工飯堂對餐飲從業員而言本來是很具吸引力
的工作，但疫情之下，幾乎所有公司都轉向在家工作，這些員工

飯堂亦風光不再。

 ▲巴德里在Dropbox的
員工食堂Tuck Shop做
的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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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紐約梅隆銀行財資服務部首席數字及信息主管  
Saket Sharma

隨著虛擬銀行進入金融業，傳統銀行面對的

競爭越來越大，加上新冠疫情幾乎影響所有

公司的營運，客戶無法親身到銀行處理業

務，因此過往主要提供實體服務的傳統銀行

亦需要迎合客戶對網上服務的需求，為固有

業務進行數碼轉型。紐約梅隆銀行財資服務

部首席數字及信息主管Saket Sharma接
受《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訪問，分享數

碼化如何重塑財資行業。─區倩怡

們為客戶提供高彈性、穩定且靈活的平台，以便安全和順利

地進行交易。數碼化亦能幫助我們的客戶實現其對環境、社

會、企業管治（ESG）目標。我們最重要的策略就是關注客戶
和在市場驅動創新，提供嶄新和改良的解決方案，幫助推動

業內數碼化轉型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們利用機器學習和以

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模型，提高效率和自動化，建立起以數據

驅動的文化，這是數碼化轉型的關鍵。

過去傳統金融業毋須考慮數碼安全問題，但客戶可能對網上

付款的風險、如何驗證身份等有所疑慮，銀行可以採取哪些

措施以提高安全性？

傳統紙本交易潛在的欺詐風險較大，而電子數據能夠

幫助我們更好地管理這些風險。我們在第三方付款平台進行

投資，確保款項在處理過程中的每個階段，都妥善地驗證及

核實，從而降低欺詐風險。通過與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全球支付創新計劃的合作，我們推出了付款追蹤和
通知服務。在美國，為支援客戶由紙本交易過渡至數碼化，

我們使用實時支付和標記化支付（Payment Tokenization），讓
客戶免於列印、簽發、郵寄支票這些繁複的過程，轉而使用

電子付款處理B2C和B2B的支出，並即時送出發票。為了提
高付款的安全性，我們推出驗證服務，讓客戶在付款前核實

帳戶的狀態和權限。

適應數碼化似乎是新常態的一部份，隨著越來越多客戶願意

轉往數碼交易，財資業務數碼化的終極目標是否完全取代實

體業務？

金融機構引進數碼化服務的程度取決於客戶所在地，比

如歐洲的數碼化服務會比美國領先一點。美國仍有很多人選

用實體支票，而在亞太區，電子支付技術更普及，以中國內

地為例，幾乎所有人都使用電子支付及非現金支付。但我們

仍需在紙本交易和電子支付之間尋求平衡點。我們著重如何

讓客戶在數碼化過程中獲得更好的體驗，通過高度靈活的開

放應用程式介面 （API） 框架，協助客戶加速採用電子支付服
務的進程。財資行業內不同範疇，如支付、流動性服務和貿

易融資，都正在經歷創新變革。我們希望藉此能夠重塑財資

服務行業為客戶提供市場洞察及強化數據分析，終極目標是

為客戶提供實時支付、貿易融資和流動性服務，而數碼化確

實幫助我們能更快、更好、更順暢地實現這些目標。�

新冠疫情催化了數碼轉型的速度，市場研究機構 IDC 在

《Worldwid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pending Guide》

中預測，從2020年起至2030年，對於數碼轉型的直接投

資將以17.4％的年複合增長率增加，反映數碼化的重要性。

對於以實體服務為主的財資服務業而言，數碼轉型能夠如何

改善服務？

在疫情初期，很多公司均安排員工在家工作，我們的客

戶也不例外。早在疫情開始前，我們已經投資數碼化技術，

現時部份交易工作仍涉及紙本文件，但我們已開始逐步從紙

本文件過渡到電子版本，從而更好更快地與客戶互動。數碼

化能改善整體端對端的客戶體驗、提高效率、自動化和提供

實時資訊的透明度。我們在營運韌性方面的持續投資幫助我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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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價飛漲 廢銅受惠

股市泡沫
快破了嗎？

 ● 有跡象顯示目前市場升勢過多，但事實上，歷史上曾出現過更加瘋狂的價格升勢

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堪稱瘋狂。股票紛
紛升至互聯網泡沫時代以來最高的水平。納斯達克

100指數在兩年之內翻了一倍，估值如吹氣般膨脹
起來—與此同時，市場波動幅度仍然居高不下。

這種市況使投資者在經歷難以解釋的一年之後坐

擁豐厚回報。但也有越來越多專家就市場泡沫發出

警告。

判斷市場上揚何時由合理轉為過度一直是個

難題。2020年年末，在利率保持接近零的水平，

聯邦政府追加9000億美元資金刺激受疫情打擊的
經濟之際，這個問題更是幾乎無法回答。但歷史

為我們提供了線索，目前有幾項市場特徵符合「泡

沫清單」中的標準。財富管理公司AlphaOmega 
Advisors的創辦人切基尼（Peter Cecchini）2020
年12月底在彭博社播客What Goes Up中稱：「市
場上是不是有一些領域存在泡沫？對，顯然存

在。」他補充：「其中許多是明顯帶有投機性的科技

公司。」

 ●西盟斯律師事務所（Simmons & Simmons）法律
顧問（新加坡／香港）張秀玲（Grace 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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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於2019年發表的一項研
究稱，雖然股市的大幅上漲並非次次都以災難

告終，但以災難告終的上漲有一些共同的特

點，一是股票發行量增加，二是波動幅度

大，三是某一板塊或指數在兩年之中上

漲一倍，且漲幅較整體市場高出逾100
個百分點。第一條可以寫上剔號，第

二條可以寫上剔號，第三條也基本

可以寫上剔號。 
先看股票發行。彭博社編制

的數據顯示，美國公司2020年發
行了3680億美元新股，較上次出
現在2009年的高位多54%。IPO
融資規模達1800億美元，創有史
以來最高水平，因Snowflake、
Airbnb和DoorDash等公司利用
了股市反彈帶來的優勢。投資顧

問公司Renaissance Capital的行
政總裁兼共同創辦人史密斯（Bill 

Smith）表示，新股上市首日漲幅為
二十年來最高水平。哈佛商學院教

授、上述2019年研究的共同作者格林
伍德（Robin Greenwood）稱：「這些跡
象可以暴露出問題。目前，市場調整的機

率遠高於歷史平均水平。」

IPO的其中一個大分類於2020年非常
火爆。利用股票發行所得收購其他公司的特殊

目的收購公司（簡稱SPAC）於2020年籌得約800
億美元，高於過去十年的集資總和。財富管理公

司Bespoke Investment的全球宏觀策略師皮爾克
斯（George Pearkes）的研究顯示，已進行收購的
SPAC 2020年平均升幅達100%左右。他在近期的
報告中寫道：「這個泡沫相當大。」但他補充稱，

「更值得注意的是」，尚未宣布交易的SPAC也上漲
了約20%，「這顯然是相當投機的行為」。 

接下來看波動幅度。疫情襲擊美國時，標準普

爾500指數下跌了約三分之一，隨後又在瘋漲中奪
回失地。衡量交易員對股市短期內波動幅度預期的

指標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Cboe Volatility 
Index）仍然處於高位。股票價格所釋放的訊號尚不
明確。某些資產出現令人擔憂的跡象，但整體市場

可能暫時不致出現反噬。聯儲局承諾將利率維持在

接近零的水平，令股票估值與債券收益率相比顯得

更加合理。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100指數在短
短兩年之內翻了一倍，但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稱，

該指數尚未達到標準普爾500指數在以往的泡沫期
所觸及的超高水平。因此，這一點並不符合研究人

員的泡沫標準。 
不過，股市崩盤的說法已經發酵了好幾個

月，促使許多投資家發出警告，其中包括對沖基金

Greenlight Capital的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和資
產管理公司GMO的共同創辦人格蘭瑟姆（Jeremy 
Grantham）。格蘭瑟姆1月5日寫道，本輪牛市現
在是「脹了氣的大泡沫」。格蘭瑟姆因就2000年和
2008年股市崩盤發出預警而聞名，但過早看跌也
有痛苦：GMO的旗艦基金2020年就出現了虧損。 

標準普爾500指數2020年以16%的堅實升幅
收爐，但在市場的邊緣地帶，有一些地方最近出現

了問題，反映投資者有些焦慮。「疫苗英雄」莫德納

（Moderna）和BioNTech自2020年12月升至頂峰
之後，在無任何明顯拋售誘因的情況下雙雙下跌逾

30%。電視流媒體服務公司FuboTV截至12月22
日上漲了596%，之後，由於股票禁售期（限制了
10月份 IPO之後的一些拋售）期滿，該股的價值損
失近半。金融科技保險公司Lemonade的股票也因
類似的約束解除而出現大幅波動。 

2021年，到公司需要用利潤來證明高估值的
合理性之時，泡沫預警的聲量可能會更大。標準普

爾500指數2020年年末的市盈率接近30倍，這意
味著，該指數新年伊始便處於2000年（互聯網泡沫
破裂之前）以來的最高水平。納斯達克100指數的
市盈率為40倍，處於20年來最高水平。 

還有一些令人瞠目的趨勢：比特幣出現破紀

錄的上漲；Tesla 2020年上漲了743%；散戶投資
者炒高了之前名不見經傳的公司。投資顧問公司

Exencial Wealth Advisors的高級投資組合經理伯基
特 -聖勞倫（Jon Burckett-St. Laurent）表示：「你
可以把『顛覆者』這個名號套在某個公司身上，令

它沒原因地上漲10倍。所以說，股市有很多東西
在我看來不太能說得通。」—Vildana Hajric 、
Elena Popina；譯  牛小婧

總之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 100指數兩年內翻了一倍，不少投
資專家就市場泡沫發出警告，但聯儲局維持低利率的承諾有助於

解釋股票估值的普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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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斯達克100指數於
2020年12月底的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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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價飛漲            
廢銅受惠

世界各地的交易員都在押注封鎖結束後的經

濟復甦。你可以從股票和石油期貨價格中看到這一

點，也可以從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附近75號州
際公路旁、Regional Metal Services（RMS）的加工
廠裡，變形的紗門和爆裂開的暖氣片堆放在一起的

廢銅中看到這一點。

隨著銅價飆升，2020年倫敦金屬交易所期銅
價格上漲26%，12月31日達到每噸7766美元，越
來越多滿載廢棄的電線、銅管和汽車零件的貨車出

現在RMS等公司的營業點，賣家希望賣掉這些廢
金屬套現。RMS購買廢金屬，並將其作為汽車和電
子產品中使用精煉金屬的廉價替代品轉售。該公司

總裁里滕豪斯（Gary Rittenhouse）表示，他經常接
到來自廢品堆場和電子垃圾處理中心等小型交易商

的電話，詢問他們如果今天把廢金屬運過來，是否

能賣個「好價錢」。

銅價大漲的部份原因是中國對大宗商品的需

求旺盛（中國最先受到新冠疫情打擊，但已開始復

甦），現在，疫苗將帶動全球其他地區恢復正常的

樂觀情緒是推高銅價的另一個原因。轉向使用更環

保技術也是銅價上漲原因的一部份。例如，BMO 
Capital Markets的分析師表示，一輛典型的純電動
汽車含有83公斤銅，這些銅被用於高壓電線、轉
子和電機等。相比之下，一輛燃油車的含銅量為23
公斤。

與此同時，銅供應也面臨中斷的威脅，交易

員預計這將有助於保持銅價高企。智利和秘魯的銅

礦仍在繼續生產，但由於疫情限制措施導致企業裁

員，開足馬力生產的情況可能無法持續。過去幾

周，高盛、瑞士信貸和其他投行的分析師都重申

或上調了對銅價的看漲預期。高盛分析師在一份報

告中寫道：「目前的價格漲勢並非一種非理性的反

常現象，我們認為這是一輪結構性牛市行情的第一

階段。」

不過，ED&F Man Capital Markets的分析師梅
爾（Ed Meir）表示，所有流入回收中心的廢銅可能
會削弱銅價漲勢。「廢銅供應仍很充足，可能是一

個重要的供應來源，至少明年都是如此，」他說。

「這表明，我們看到的任何供應短缺都會被抵銷。」

可以從所謂的2號銅（一種再生銅品種）較原生銅
出現折讓的情況中，看到廢金屬供應充足的跡象。

2號銅較原生銅的折讓由去年7月份的少於30美分
擴大至今約42美分。

在過去的銅價漲勢中，廢銅並非如此常見，

梅爾說。這一次，當新冠疫情導致一切活動停止，

二手材料的正常流動暫時受阻。「我們看到的是，

那些可能被囤積起來的材料正在流入市場，」鹽湖

城Utah Metal Works的總裁勒文（Mark Lewon）表
示，他最近從懷俄明州的一個交易商那裡購買了一

些裸光亮銅線，這是價格最高的再生銅品種之一。

自3月以來，該交易商一直在囤積各種材料。
廢銅佔銅業務的很大一部份，彭博行業研究的

高級分析師科斯格羅夫（Andrew Cosgrove）表示。
而且它將變得更加重要：中國最近澄清了廢金屬進

口規定，規定將允許中國生產商使用更多廢銅，而

非價格更高的頂級銅，即所謂的陰極銅。對於任何

持有大量廢舊銅管和電線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

好消息。—Yvonne Yue Li；譯  徐安琪

總之 中國需求反彈和環保技術推高銅市，價格高企使廢銅重新流
入市場，不少小型交易商希望以廢金屬套現。銅供應的穩定性將

成為銅價持續看漲的決定因素。

 ●大量汽車零件、廢舊銅管和電線流入
市場，可能會抑制銅價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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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西盟斯律師事務所（Simmons & Simmons）法律顧問（新加坡／香港）

張秀玲（Grace Chong）

根據彭博社分析，去年6月不少投資者剛從數
月前的股市暴跌中喘過氣來之際，全球ESG
（環境、社會、企業管治）相關的交易所買賣

基金（ETF）資產規模已逼近千億美元。現時
投資市場雖已走出疫情的陰霾，重回正軌，但

面對波譎雲詭的社會環境，投資者更著重企

業應對危機的能力及可持續發展的潛能，令

ESG投資備受追捧。西盟斯律師事務所法律
顧問張秀玲專注於ESG的監管領域。她與《彭
博商業周刊／中文版》談談ESG的發展，以
及相關法規的推行情況。─何綺綾、鄭梓沖

準，並確保實際報告的內容與事實一致，而非為了企業的綠

色聲譽進行所謂的「漂綠」。

香港交易所在去年12月宣布成立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

「STAGE」，設有網上產品資料庫，包括可持續發展與ESG

相關的產品。這個平台的成立有何影響？

「STAGE」能夠為業界制定一個一致的標準，決定金融產
品是否符合環保的標準以及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從而確保企

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採取一致的政策。另外，「STAGE」能
令投資者獲得更多有關可持續投資產品的資訊，配合可持續

金融生態圈的發展。未來，我認為監管機構和交易所需要更

緊密地合作，以建立對ESG的共同認知和理解。

香港證監會最近建議修訂《基金經理操守準則》，就環境、氣

候變化方面對基金經理有更多要求。這個新準則對金融業界

有何影響？

證監會今次的建議頗為關鍵，因其要求業界考慮及披露

更多氣候風險資料，以應對投資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不過，

業界對此頗為擔憂，因為這個新準則會增加基金經理的負擔。

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準備工作，以確保投資管理符合標準。

而在證監會的計劃之中，基金經理只有12個月的過渡期，較
新加坡的18個月短。

另外，證監會建議要求大型基金經理披露加權平均碳強

度的資料，但當前數據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仍有所限制，特別

是不少亞洲企業未公開相關數據，令基金經理較難執行有關

準則。

全球不少地區正加強有關ESG的監管，要求企業披露ESG

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在此方面的監管有何發展？

歐盟數年前已經開始為ESG訂立相當廣泛的披露規定。
至於在亞洲地區，新加坡近年開始要求金融機構，包括銀行、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人等遵守環境風險管理的準則。

香港的監管機構亦逐步引入更多有關氣候訊息披露的要

求，但我認為ESG在亞洲地區還需要更多時間來達到國際標
準。一些行業專家亦認為香港有關ESG的法規以至社會對
ESG的意識都比歐洲和美國落後。

話雖如此，如要在業界培養良好的ESG實踐，仍需採取
更靈活及協調的手法，而教育及分享將有助促進此發展。�

投資者日益重視ESG。若企業要趕上此潮流，也需要制定

及披露更多有關ESG的數據和報告，這對企業帶來什麼

影響？

ESG為企業同時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一方面，如果企業
能夠滿足投資者和監管者的要求，提高ESG數據披露的透明
度，他們將會從更多可持續投資中得益。

但另一方面，ESG對企業來說仍是較新的概念。他們
需要在發行數據時平衡與其行業相關的要求及可持續性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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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應否
減免學貸？

 ●民主黨人一直呼籲政府應減免學生貸
款，但亦有人指大規模減免學貸將加劇社
會貧富懸殊

是一種幫助經濟復甦而又不會令國會為此陷入爭執

的做法。但拜登在去年聖誕節前曾表示，他不太可

能採取這種大刀闊斧的手段。

而對於反對豁免學貸的自由派智囊團以及一些

國會共和黨人來說，他們希望新總統完全放棄免除

學貸的想法。他們說，將資源分配給已經比大多數

美國人境況更好的大學畢業生的做法既不公平且無

法刺激經濟，亦不會令美國消費者支出有所增長。

接下來是雙方的論點及論據，以及與之相關

的數據。在未來的幾周中，這些內容將成為辯論

焦點。

美國學生學貸問題的由來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家庭的新增學

幾年前，免除美國1.7萬億美元中的大部分學
貸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在幾周後，這可能就是美

國政府的政策了。

拜登（Joe Biden）在競選時承諾，將免除每名
借款學生至少1萬美元的學貸。當選總統後，他正
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意見「轟炸」，這些意見的內

容都是敦促他擴大豁免計劃—或直接放棄它。

在拜登所屬的民主黨中，許多人希望他上任後

立即頒布行政命令，取消大部份學貸。他們說，這

2007年第四季 2020年第三季

學貸
+ 9990億美元

按揭貸款
+ 7600億美元

汽車貸款
+ 5450億美元

信用卡
- 320億美元

房屋淨值貸款
- 2850億美元

債務餘額累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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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總額達到近1萬億美元，超過其他債務類型。而
同時期美國家庭的按揭貸款規模為7600億美元。
截至2019年，約有4300萬美國人背負著學貸，他
們通常每月要還款200至300美元。

學貸數額與大學學費同步增長，而大學學費的

升幅超過了一代人的收入增長速度，並且在2008
年經濟危機後急增—部份原因是各州政府削減了

對高等教育的資助，公立大學則通過向學生收取更

多費用來彌補資金缺口。此外，高等教育的擴張已

長達數十年之久，期間新入學的基層學生可能更依

賴學貸。未付債務會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因為

即使在超低利率時期，學貸的利息亦相當高。近年

來，貸款利息一般從4.5％到8％不等，而為子女借
貸的父母和大學畢業生支付的利息通常會更高。

多年來，學貸的拖欠率和違約率一直高於其他

類型貸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即使在美國歷

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中，經濟亦未能創造出足夠

多畢業生期望的高薪工作。此外，高輟學率（尤其

是在牟利大學中）也是一個因素。在2019年，僅約
40％的借貸人還在償還學貸。

這些數據成為部份人認為美國政府應免除學貸

的有力論據。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城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的經濟學教授富維爾
（Scott Fullwiler）說：「這些債務現在沒有得到償
還，可能永遠都得不到償還，那為什麼不免除這些

學貸呢？免除這些學貸將帶來更大好處。」 富維爾
是2018年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貸款豁免研究的
合著者之一。

因疫情而凍結的學貸

背負學貸的人在2020年獲得了一次喘息的機
會：美國國會在3月通過疫情救助計劃，暫停了貸
款還款，並停止利息累積。此次凍結適用於所有欠

聯邦政府的貸款，數額佔全美國貸款總額的90％以
上，而凍結期將於1月底到期。

這就是拜登政府在上任伊始便要面臨的局面：

他們需在學貸問題上早作打算。否則，重新要求借

貸者開始償還貸款或將拖累美國經濟，違背民主黨

人要振興美國經濟的承諾。

「早作打算」未必一定要實行大規模的債務豁

免，拜登可能只會延長還款凍結期。特朗普總統

在去年8月就以行政命令方式這樣做了，因此不

會引發關於總統權限的爭論。但是，一些分析預

計，如果拜登試圖使用同樣的手段取消學貸，他可

能遭遇法律挑戰。包括紐約州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和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在內的民主黨領導人認為，通過行政命令
免除學貸沒有任何障礙，他們敦促拜登超越其競選

承諾—在就職後便立即豁免每位學貸借貸人5萬
美元。

美國學貸的規模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數據顯示，拜
登的1萬美元計劃會豁免約3700億美元的學貸，
在更慷慨的舒默及沃倫版本中，這一數字將增加到

近1萬億美元。由於大部份債務是由美國財政部借
出，而財政部已經發行了債券覆蓋這筆款項，因

此免除學貸不會觸發國債突然增加。取而代之的

是，這筆成本將出現在每年的預算中，因為政府

將放棄來自還款的收入—在2018年，這筆收入
的規模約為800億美元，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學貸危機解碼
有關學貸的一些關鍵統計數據

薪金和大學學費 (單位：美元 )
 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
 一名四年制大專院校本科生的平均學費

1974-75 學年

*學年結束的年份
數據來源：大學理事會、美國人口普查局、布魯金斯學會、對國家學生貸款數據系統中數據的支付分析

15%
處於延期/
容忍期中

2019年學生貸款借款人的佔比

8%
拖欠還款

40%
如期還款

19%
在校/
在寬限期

18%
違約

2006-07

按收入五分位值計算的2019年未償學貸佔比

5%

14%

22%

32%

26%

最低 最高

8萬

5

2

2018-19

「免除這些學
貸將帶來更大
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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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0.4％。因此，豁免學貸的效果本質上和減稅
一樣。

減免學貸的好處

減稅屬於一種刺激經濟的手段，這種做法亦會

引發關於公平性和有效性問題：誰將從中受益？美

國經濟整體能獲得多少好處？

有批評指，減免學貸的確令大學畢業生受益，

但疫情當下，大多數沒有學位的低薪服務業工人

遭受的衝擊更為嚴重。在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美

國，這會播下擴大階級差距的種子。他們亦表示，

這對已償還學貸的人士並不公平。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城市研究所等左傾智囊團
對此觀點進行了強而有力的論證。「長遠來看，大

規模減免學貸將令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與沒有受

過大學教育的人之間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經濟

學家鮑姆（Sandy Baum）和魯尼（Adam Looney）
去年10月在布魯金斯網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
寫道。

亦有人認為，豁免學貸目前不會對美國經濟產

生太大影響，因為這一政策所釋放的額外現金流將

分散在數年之內，並會不成比例地流向不太可能用

掉這些錢的較富裕家庭，並可能產生抵銷刺激作用

的稅負。

支持減免學貸的人士亦同意較富裕家庭所背負

的學貸總額往往較大的說法。因此單純從豁免的金

額來看，他們或會受益更多。但他們亦指學貸對於

基層家庭而言是更大的負擔，因此，即使減免的貸

款金額較小，減免學貸亦將令基層家庭受益良多。

減免學貸亦會減小種族間的財富差距。如黑人

借貸者的貸款金額通常較多且很難還清。摩根大通

（JPMorgan）的一份報告顯示，黑人借貸者拖欠學

貸的機率是白人借貸者的兩倍多，因此，免除這筆

債務可以促進社會公平。

美國的經濟前景亦會因免除學貸而改變

豁免學生的債務並不能解決許多美國人無法負

擔大學學費的根本問題。正因如此，提出這項政策

的每個人都將其與其它降低未來學生就學成本的措

施聯繫起來。比如，拜登希望為年收入少於12.5萬
美元的家庭免除公立大學的學費，而這需要國會通

過相關立法。

支持免除學貸的人士亦指，試圖計算該政策

經濟回報的做法無視了支撐家庭資產負債表的重要

性，這與民主黨在房地產市場崩盤後所犯的錯誤一

樣，當時數百萬美國人因喪失抵押贖回權而被趕出

家門，無法償還的按揭債務卻得以保留，令當時經

濟復甦更為艱難。他們說，有時候，免除債務、重

新出發是最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的做法。

富維爾說：「當然，許多人可能做得很好。他

們可以約束自己並設法還清債務。然而，消費者需

要被迫克制自己，平心而論，這是我們想要的經

濟前景嗎？」—Ben Holland、Alex Tanzi；譯 
永年

總之 支持豁免美國學生學貸的人士認為，此舉等同減稅，將有助
於刺激美國經濟。反對者則認為，這一舉措僅針對大學畢業生，

沒有令其他美國民眾受益，本質上是一種不公平的做法。

值得借鑒的
北歐模式

 ●慷慨的福利體系和高水平的數碼化是
疫情期間北歐經濟趨於穩定的秘密武器

新冠疫情突顯了北歐經濟模式的優勢—美國

總統特朗普的顧問在2018年一篇名為《社會主義的
機會成本》（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Socialism）
的報告中曾大力抨擊這種模式，稱其降低了民眾的

生活水平。

疫情爆發將近一年後，與其他歐洲大國相比，

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表現出了非凡的適應能

力。據彭博經濟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

 ●表示7月的情況比三
個月前差的瑞典人和丹

麥人的比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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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該地區前兩大經濟體瑞典和挪威在2020年
經濟萎縮了3.3％，而同期有19個歐元區成員國的
的經濟萎縮了7％以上。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去
年12月發布的最新《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稱，北歐模式為擺脫新
冠危機提供了「最有希望的道路」，因為這一模式

重視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並兼具社會包容性。

這並不代表沒有出現失誤，事實是有些失誤

較大，有些則較小。在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

塔夫（Carl XVI Gustaf）與國際衛生專家一起譴責當
局的反封鎖策略，該策略被認為造成了該國相對較

高的死亡率。（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冠狀病毒資源中

心發布的數據，瑞典每10萬感染新冠病毒者中有
85.7人離世，死亡率是迄今為止所有北歐國家中最
高，並且超過了德國和荷蘭。）在丹麥，疫情摧毀

了該國的水貂養殖業，而此前該國政府已下令撲殺

全國1700萬頭水貂。
不 過， 彭 博 經 濟 研 究 的 詹 森（Johanna 

Jeansson）說，這些以出口貿易為主的小國在危機
中還是有一定優勢，例如「雄厚的公共財政實力、

緊密的社會保障網絡、更依賴能在家工作、在線

銷售的行業」。

在通過財政支出擺脫經濟衰退方面，北歐各國

政府有更大的空間，因為這些國家的選民很久以前

就接受了以高稅收來確保社會更公平、更穩定的理

念。再加上財政上的謹慎，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水

平一直保持在歐盟最低水平之列。挪威擁有全球規

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基本上沒有債務。瑞典和

丹麥的債務約等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
芬蘭的債務負擔率近70％，但總額仍不到意大利債
務負擔的一半，也低於歐盟近90％的平均水平。丹
麥央行行長羅德（Lars Rohde）在去年12月9日接
受彭博新聞（Bloomberg News）訪問時說：「公共
債務負擔輕，家庭和企業的財務狀況良好，這樣的

起點意味著我們可以更好地度過危機。」

國家注資的全民醫療保險和慷慨的失業補助也

是北歐經濟的優勢所在。根據歐盟Eurofound的研
究，在一項覆蓋全歐盟的調查中，受訪者被要求評

估7月份和三個月前的財務狀況的變化，結果丹麥
人和瑞典人的表現最好：每個國家中只有11％的
人表示財務狀況變差了，而在有27個成員國的歐

盟，這一比例平均為34％。滙豐銀行經濟學家波
默羅伊（James Pomeroy）表示：「疫情已經表明，
將錢實實在在地放到民眾口袋裡是維持經濟運轉的

最佳方式，北歐的情況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預

測，一旦社交距離限制不再，北歐地區的經濟活動

將比歐洲大陸其他地區更快反彈。

北歐國家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即女性勞動

人口佔所有15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 )位
居世界前列，這是該地區政府數十年來促進性別平

等政策的成果。詹森說，瑞典的學校和幼兒園仍在

運作，這一事實可能有助於解釋一個現象：相比歐

盟平均水平，疫情高峰期瑞典女性的失業率升幅小

於男性。在挪威，由於政府增加了照顧小孩的帶薪

假期，2020年該國不同性別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差
距甚至有所改善。

當疫情迫使全世界採取社交距離措施、遙距

工作和網上教育時，沒有多少地區的準備像北歐人

那樣充足。該地區在電腦技術、連接性和數碼技能

教學上的多年投資正帶來回報。

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就工時而言，2020
年第二季與2019年最後三個月相比，芬蘭和瑞
典的跌幅最小，僅減少了5％，挪威處於類似水
平。波默羅伊說：「在疫情中經濟受影響最嚴重的

地區是那些無法輕易實現數碼化的地區。但若一

個國家本身數碼技術水平較高，這個國家經濟復

甦的速度亦將很快。」—Niclas Rolander、Ott 
Ummelas、Morten Buttler；譯 融夕

總之 疫情之下，全球經濟遭受到社交距離或封鎖令等防疫措施打
擊。北歐國家所受影響相對較小，復甦速度亦更快，這可能得益

於他們慷慨的福利社會體系及較高的數碼化水平。

 ▼在瑞典，學校仍在運
作，這令女性的勞動人

口參與率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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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赦免盟友的機會即將結束

綁在一起。

2020年的平安夜，英國與歐盟終於敲定了脫
歐貿易協議，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宣
布，踏上新旅途的時刻已經來臨。12月30日，為
趕在新年前將協議簽署為法律，約翰遜在下議院發

表的演講中說，英國必須把「那些陳腐、空洞、乏

味、翻來覆去的爭論拋在腦後，致力完成英國脫歐

的大業」。

考慮到英國戰後的歷史，與歐洲一刀兩斷恐

怕只是一廂情願。的確，用德國歷史學家俾斯麥

（Helene von Bismarck）的話來說，英國內部主張脫
歐的陣營一直試圖淡化英國歷史中的歐洲維度。俾

斯麥一直對20世紀國際關係中英國發揮的作用進行
研究，她說：「脫歐陣營一直都選擇性地宣揚英國的

歷史，其核心思想就是我們終於可以做回自己，僅憑

歷史並不能證明英國的根本。」

英國在戰後德國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幫助

我們從側面了解它與歐洲大陸之間的關係。1948年
的柏林風聲鶴唳，那年4月，一架從倫敦經由漢堡市

對於柏林這座有著太多二戰亡靈的城市，發生

在1948年加托的那場空難很容易被人忘記。樹立在
柏林西區一塊樸素的墓碑，是為了紀念冷戰初期在柏

林上空一宗空難事故中遇難的15個人。雋刻在石碑
上的碑文並不起眼，但墓碑所在的柏林聖公會大教

堂的顯赫地位卻無聲地訴說了英國與柏林這座德國

都城之間的長久淵源，而碑文中記錄的事件，也折

射出英國在塑造戰後歐洲新秩序進程中發揮的重要

力量。

雖然脫歐已塵埃落定，但是英國可能會發現，

無論是歷史淵源，還是地理位置，它身上的歐洲印

記不會就這樣被輕易抹去。事實上，儘管英國政府

竭力將英國重新包裝成一個致力與全球各國發展

自由貿易關係的先鋒，但上述難以抹煞的事實，以

及長期被英歐關係發展所困擾的政治文化，都注定

了在未來的幾年，英國和歐洲之間的命運將繼續

 ●英國與歐洲錯綜複雜的關係不會因為
脫歐而說斷就斷

英國身上難以抹走的印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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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往柏林的維克斯飛機，即將降落在位於柏林加托

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時，與前蘇聯一架雅克戰機在

空中相撞，機上14人和雅克戰機上的蘇聯飛行員當
場遇難。雙方都指責事故是由對方造成，這宗國際

事件最終導致了東西方關係迅速惡化。

不到兩個月時間，倫敦就成了西方國家準備

建立西德的大本營。同盟國此舉激怒了蘇聯領導人

史太林（Josef Stalin），他下令切斷柏林與德國其
他地區的所有聯繫。歷史學家朱特（Tony Judt）在 
2005 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時任英國外交大臣貝文
（Ernest Bevin）勸說美國帶頭給處在封鎖中的柏林空
投補給品，才化解了這場危機。若不是1989年柏林
圍牆倒塌，歐洲大陸仍會一直處於分裂之中。

冷戰的主角也許是華盛頓和莫斯科，但是在打

造戰後歐洲新秩序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始終都能看

到英國人的身影。甚至在1970年代英國最終加入到
歐盟這一歐洲標誌性的政治工程、並最終將英國和

歐洲大陸的命運聯結在一起之前，英國就一直在戰

後歐洲的重建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2020年2月，2016年舉行的脫歐公投最終獲得
了議會批准，英國正式脫離了歐盟。在描述英國脫歐

後的未來前景時，首相約翰遜是這樣說的：「在經過

數十年蟄伏後，英國將再度崛起，並準備重新擔當

起倡導全球自由貿易的歷史角色。」

設在柏林的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近期的一
項研究發現，英國與歐洲之間的種種恩怨情仇不可

能就這樣輕易地一筆勾銷。來自英國政府、智庫、

學界以及私營領域的政策專家同樣認為，未來英國

在全球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將繼續與歐盟緊密聯

繫在一起，而統領「英聯邦國家復興」被認為是最不

切合實際的結果，只有不到2%的受訪者認同這一
觀點。

儘管12月24日簽署的英歐貿易協議對於未來雙
邊關係進行了詳細闡述，但上述研究發現，雙方未來

仍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特別是在氣候變化、移民

以及外交政策領域，但前提是英方願意和歐洲展開

合作。

但是雙方也需要盡早採取行動，以不至於因為

脫歐而隔閡太久。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進行的另外一

項研究發現，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只有愛爾蘭將
對英關係放在首位。總括而言，英國對於歐盟的重要

性排在中國、俄羅斯和美國之後，其重要性甚至不

及西巴爾幹半島。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柏林辦事處

主任、研究項目負責人普格利林（Jana Puglierin）表
示：「漫長的脫歐談判讓雙方都有些厭煩，我認為這

對雙方重新開始接觸會有一定影響，那些傳統上與

英國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如今都已經各奔前程。」

不過，英國可能並不在乎這樣的合作。自二

戰以來，因為對歐洲一體化心存疑慮，英國政府

一直被這個問題搞得焦頭爛額。1950年，當有關
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計劃一經拋出，英國就因為擔心歐洲
大陸對其內部事務的干預而拒絕參與其中。除了上

述憂慮，英國拒絕加入這一組織也有經濟方面的考

慮。1947年，得益於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英國經濟
的健康狀況要比歐洲的鄰居好很多。不過，歷史學

家朱特在他的著作中寫道，到了1951年底，在西德
出口的強勁帶動下，歐洲大陸掀起了一場「歐洲經濟

復興」。

到1955年，英國與歐盟簽署了一項結盟協
議，1961年，英國正式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但申請遭到時
任法國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否決，這一
事件轟動一時。一直到1973年1月1日，首相希思
（Edward Heath）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才最終帶領英
國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然而，在加入歐洲經濟共

同體後不久，由於黨內圍繞對歐政策問題分歧嚴重，

執政的工黨政府曾就英國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去留

問題舉行過一場全民公投。

時間來到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出任英國首相，她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
對於歐洲一體化計劃的疑心越來越重，戴卓爾夫人

在1990年下台與歐洲國家也有很大關係。而自從入
主唐寧街10號，戴卓爾夫人的繼任者馬卓安（John 
Major）一直疲於應對保守黨內部在對歐政策上分歧
嚴重的問題。接下來，為一勞永逸地解決英歐關係，

卡梅倫（David Cameron）決定就英國的歐盟成員國
地位再次發起全民公投，結果不僅斷送了他自己的政

治生涯，連他的繼任者文翠珊（Theresa May）也未
能幸免。

在去年2月發表的演講中，英國首相約翰遜宣
稱：「所有恩怨都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擺在我們面前

的是新的機遇，英國將發揮全新的力量，我們清

「自二戰以來，因

為對歐洲一體化

心存疑慮，英國

政府一直被這個

問題搞得焦頭爛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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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未來前進的方向，那就是英國將走向世界。」約

翰遜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全球化的英國」。

但是，在當前中美兩個大國對抗的關鍵時刻，

選擇單飛可能會讓英國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在支

持脫歐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離開白宮、英聯邦兩

大成員國印度和澳洲正在與日本共同抵禦來自中國

的挑戰之際，與作為半個世紀經濟和政治盟友的歐

盟分道揚鑣，可能會讓英國面臨更大風險。

英格蘭肯特大學政治和國際關係教授古德溫

（Matthew Goodwin）近日對彭博電視表示，在誰來
領導歐盟的問題上，歐洲國家自身也面臨著挑戰。在

當前英國積極謀求與非歐盟成員國發展自由貿易關

係的情況下，英歐雙方可能漸行漸遠。

但歷史昭示我們，英國和歐洲有一天將殊途同

歸。就連約翰遜自己也承認，「除了條約和法律上沒

有規定，無論從歷史、地理、語言、文化，乃至本能

和情感來看，英國始終都是一股歐洲力量，這是誰

都無法篡改的事實」。

1948年， 時 任 英國首 相艾德 禮（Clement 
Attlee）領導的工黨政府面臨著如何發展對歐關係的
歷史性抉擇，並最終做出了打破傳統思維、發展與

歐洲聯盟關係的重大決定。考慮到英國的國家安全

已經與歐洲大陸的防禦事務需求密不可分，同樣在

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的力主之下，英國表示將「致力於

同歐洲近鄰就共同防衛戰略，也就是『西歐聯盟』保

持接觸」。

1949年4月，「西歐聯盟」正式升級為「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發起國包括美國、加拿大和
10個歐洲國家。北約至今依然是跨大西洋兩岸關係
的基石。

翌年，聖公會大教堂在英國控制下柏林西區一

處毀於二戰空襲的英格蘭教堂舊址上舉行了奠基儀

式，加托空難事件的紀念碑後來也安放在這裡。

深厚的歷史淵源最終將可能超越脫歐為英歐關

係帶來的隔閡。在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普格利林

看來，儘管眼下英國政府極力渴望擺脫歐洲對它的

束縛，但是英歐在不同政策領域中的共同利益預示

著雙方未來還將展開合作，「脫歐並不代表一切就此

結束，」她說。—Alan Crawford；譯 納德

總之 英國與歐盟最終在 2020年平安夜敲定脫歐貿易協議。但英
國能否如首相約翰遜所願擺脫歐洲在英國歷史上的影子，則有待

時間考驗。

 ●拜登料將恢復特朗普棄置的美國司法部赦免程序

特朗普赦免盟友的機會
即將結束

2020年聖誕節前的一周，美國總統特朗普發
布了一系列的赦免和減刑命令，其中有不少是針

對他的個人助手以及政治擁護者：他的女婿庫什

納（Charles Kushner）的父親、前顧問斯通（Roger 
Stone）和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還有兩名前共
和黨國會議員。獲得赦免的49人幾乎都沒有經過美
國司法部赦免辦公室的審核。

特朗普等於是從司法部奪過了赦免程序，將之

變成了遊說活動，這令民主黨人憤怒。然而同時，他

也給馬頓（Hershy Marton）這樣的人帶來了希望。
幾個月來，26歲的馬頓在Twitter上給特朗普發

了一長串熱情洋溢的內容。他是布魯克林一家小型家

庭護理機構的行政總裁。他聯繫了幾十位議員，要求

他們致信白宮。他還宣傳一個網站，上面有德尚維茨

（Alan Dershowitz）等名人的支持。
馬頓發起的行動旨在為他的叔叔韋斯（Sholam 

Weiss）爭取總統赦免令。韋斯是紐約的一名商人，
在2000年代初因洗錢和其他罪名被判入獄800多
年。現年66歲的韋斯不是那種引人同情的人物。他
在保釋期間逃離美國，後來有關部門在奧地利抓到

了他。然而這宗案件困擾馬頓家人已經20年之久。
「這就像心裡的一塊大石頭，」馬頓說。

在特朗普政府即將下台的時候，他看到了解救

叔叔的希望。「特朗普不在乎其他人說什麼，我覺得

我們有機會，」馬頓說，「他在上Twitter，能看到世界
上發生的事情。有時會有一些相當有名氣的人物轉發

我們的貼文。」

總統樂於幫助朋友，以及願意支持保守派媒體

提倡的事項，這一點鼓勵了所有人，從穆勒調查行動

中的邊緣人物，到不知名囚犯的絕望親屬，紛紛向

白宮遊說，要求赦免。「毫無疑問，這樣混亂的機制

存在著大量機會，」曾經擔任美國赦免檢察官、現在

幫助客戶獲得赦免的律師洛弗（Margaret Love）說，
「任何人只要能全力遊說、全力寫信、全力試圖獲取

權力的槓桿，都大有機會。」

多年來，刑事司法改革倡議者呼籲實現更公

● 2020年獲特朗普赦
免的四人

馬納福特
（Paul Manafort）， 
赦免日期：12月23日
特朗普的前競選事務主
席，2017年在穆勒調查
行動中被控多項罪名，
特朗普攻擊該調查是
「獵巫」

庫什納
（C h a rl e s Ku s h n e r）， 
赦免日期：12月23日
這位房地產開發商在
2005年 承 認 進 行 非
法競選捐贈、逃稅和
阻撓證人。他是特朗
普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的父親。

約翰遜
（Alice Johnson），
赦免日期：8月28日
2018年，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 West）前
往白宮為約翰遜求情，
特朗普將她的無期徒刑
減刑。去年8月，約翰
遜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
讚揚特朗普；第二天，
特朗普宣布徹底赦免她。

斯雷頓
（Nicholas Slatten）， 
赦免日期：12月22日
Blackwater在伊 拉 克
的前承包商，因2007
年參與一次槍擊事件
而被判無期徒刑，那
次事件導致 14名平民
死亡。白宮就他和另外
三人獲得赦免的聲明
中稱，原因是霍士新聞
主持人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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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或電視評論員

個人關係

政治利益

名人崇拜

特朗普任內的赦免情況
法律研究所（Lawfare Institute）對相關記錄的分析顯示，特朗普發出的70份赦免令中，多達60份都受到個人關係或政治關係影響

赦免是否受到影響？ 是否由司法部檢察官推薦？

 是    有可能*  可能    可能不    不是**

 *剔除「或許」和「不明確」的結果 **不在數據庫，無待處理申請，或未及時提交以便司法部全面調查
數據：JACK GOLDSMITH、MATTHEW GLUCK，法律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

平的赦免程序。他們期待候任總統拜登能恢復更

理性的機制，即由白宮評估符合明確標準的赦免請

願—例如某位長期服刑的犯人按照當前法律會獲

得較短刑期的情況。拜登已經承諾，要將赦免權廣

泛地用於幫助因某些非暴力毒品犯罪而被定罪的人。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對於赦免制度的混亂

狀況，任何嚴肅的解決方案都必須釐清在特朗普之

前就存在已久的種種問題。

按照標準程序，尋求赦免者應向美國司法部提

交申請，司法部的赦免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Pardon Attorney）會確定申請是否符合赦免或減刑
標準。隨後副總檢察長會審核這些建議，並向白宮

提交一系列文件。

特朗普事實上已經將司法部排除在赦免程序之

外，成立了一個負責赦免事務的白宮小組，並接受名

人的非正式建議，譬如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 
West）就在2018年成功遊說總統赦免了約翰遜
（Alice Johnson），此人是一名非暴力犯罪者，因參
與犯罪集團而被定罪。

「我不知道他們在進行什麼程序，我完全不

知情，」美國全國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的負責人雷默

（Norman Reimer）說。該協會在去年10月向白宮提
交了一系列赦免申請，其中包括韋斯的申請。

根據哈佛法學院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
匯總的數據，特朗普總共發出了94份赦免和減刑
令，遠遠少於奧巴馬或喬治布殊的數量，而其中似乎

只有七宗是由赦免檢察官建議的。超過1.4萬名赦免
申請者正在等待其向司法部提交的申請的裁決。

然而這樣的積壓事項算不上什麼新現象。2014
年，奧巴馬政府宣布了一項赦免計劃，設立了新的減

刑標準，預計多達1萬名服刑犯人將符合資格。政
府最終批准1696宗減刑，令許多改革倡議人士大失
所望。在遞交到總統手上之前，每項申請都必須經

過繁瑣的手續，需要眾多政府部門進行至少六重審

核。由於人員不足，數千項申請根本未得到審核。

在奧巴馬時期任職副赦免檢察官庫珀斯（Larry 
Kupers）回憶當時聘請了一批新律師，在該部門負
責評估赦免申請的團隊任職。他說，在國會強烈反

對之後，時任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削減
了他的預算。「我只能給10位律師打電話說，謝謝
你，我很抱歉，我們必須撤回之前的錄取通知，」

庫珀斯說。

紐約大學研究人員2018年就奧巴馬赦免計劃的
一份報告記錄了一些隨心所欲的決定，其中一個例子

是兩兄弟申請赦免，兩個人的情況差不多，都因為同

樣的販毒罪行被判刑；其中一個的申請獲得批准，另

一個卻被否決。

紐約大學的報告呼籲成立獨立於司法部的委員

會來給出赦免建議。庫珀斯倡導另一種做法：赦免

程序仍由司法部負責，但赦免檢察官有權直接向白

宮提交建議，省去重重審核。

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後時日，他繼續發布赦免

和減刑令—僅僅是出於他常有的不可預知的衝

動—據稱有大批白領囚犯爭相引起他的注意。這

其中就包括韋斯，聯邦記錄顯示，他聘請了遊說公司

Tolman Group為他的赦免案奔走。
12月初，一名法官披露，檢察官正在調查一宗

涉嫌賄賂案件，一名聯邦囚犯涉嫌以政治捐贈換取

赦免。韋斯沒有牽涉其中。但他的侄子馬頓擔心，有

關賄賂和醜聞的種種傳言會嚇倒白宮，導致白宮方

面減少赦免和減刑。他看到特朗普的反應時鬆了口

氣—特朗普用全文大寫字母在Twitter上發文，譴
責其為「假新聞」。

「我想，謝天謝地，」馬頓說，「我們還有機

會。」—David Ya�e-Bellany；譯 編輯部

總之 特朗普將赦免作為其追隨者的獎賞。僅管拜登上任後可能恢
復傳統的赦免程序，但該程序仍需要改革，特別要改善因繁複的

審核所導致的積壓情況。

▼ 赦免和減刑
◼ 一屆任期或以下
◼ 超過一屆任期 

羅斯福 1,031

塔夫脫 744

威爾遜 2,453

哈定 686

柯立芝 1,546

胡佛 1,077

羅斯福 3,307

杜魯門 2,031

艾森豪威爾 1,157

甘迺迪 572

約翰遜 1,186

尼克遜 923

福特 404

卡特 563

列根 406

老布殊 77

克林頓 457

喬治布殊 200

奧巴馬 1,927

特朗普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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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城 新 規 劃
香港有關舊物與新城的討論如火如荼。不論是「明日大嶼」

發展計劃，抑或深水埗主教山蔚為奇觀的地下蓄水池，整

個城市充斥著如何保留舊物與創造新空間的討論。在這個

急速變幻的時代，香港人應思考如何去蕪存菁，為城市規

劃重新引發想像，注入更多靈魂和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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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活化 
並非終點

● 香港曾經錯過許多值得保育的歷史建築，而現
在，保育慢慢成為了一種思潮，進入到香港人心

中。究竟香港需要怎樣的保育與活化？活化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有待香港人，尤其是新一代

的香港人深思。

撰文 楊括   編輯 鄧詠筠
攝影  楊括

香港城市規劃系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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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末的一個清晨，石硤尾主教山上地盤傳來
「嘭、嘭、嘭」聲，那是水務署工人以鑽挖機鑿地的聲

音。這時，住在附近的街坊李蘭芳獨自走到鑽挖機前，用手拉

著機器零件，十幾秒後，終於成功令工人停止鑽動。「我無論

如何都不會走！一定要保住這個遺蹟。」她斬釘截鐵地說。

令這位街坊無懼危險都要挺身而出的，正是估計有逾百

年歷史的主教山蓄水池。不出幾小時，這座古羅馬式風格的蓄

水池已成為香港各大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29日中午，文
物保育專員蔣志豪來到工地現場，公開表示這座蓄水池有其建

築特色價值，水務署已暫停食水缸減壓缸地盤重整工程、古

蹟辦亦已展開詳細研究及評估，並為敏感度不足致歉，風波才

算告一段落。

香港的建築活化與保育並非一夕之間便成為公眾議題。

自開埠以來，這座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面貌亦快速變化。

到20世紀5、60年代，香港人口急速上升，城市發展步伐更
為迅速、土地供應漸趨緊張，大拆大建亦越來越多。當時亦

有保育人士為此發聲，奈何社會議題眾多，保育議題未能得到

更多討論，到了70年代，不少富歷史價值和特色的建築如中
環舊郵政總局、尖沙咀九廣鐵路總站等知名建築相繼遭拆卸。

而在近年，建築文物保育慢慢成為城中熱話，其概念亦

隨時間的變化，迅速地深入每個香港人的心中。有了關於保育

的基礎認知之後，越來越多人亦開始思考，活化的意義到底是

什麼？怎樣才是好的建築活化？它對所在社區及整個城市的意

義究竟為何？這些都慢慢成為了香港人，尤其是新一代香港人

格外關注的問題。

●本世紀伊始的利東街重建爭議，無疑是香港人保育意

識覺醒的一個重要節點。那時，民間保育意識較薄

弱，由政府主導的地區項目多偏向於直接推倒重建，而重建後

的建築或街區多不復舊貌。2004年初，政府計劃重新開發以
售賣喜慶用品聞名的利東街一帶，引起當區居民不滿及抗爭。

坊間關於當局不顧市民意願、趕絕舊租客及居民的質疑聲不

斷，市建局卻仍在2006年10月收購到利東街的所有業權後的
短期內「清場」，並於2010年開始大刀闊斧地重建該區，喜帖
街之名遂成絕響。

建築師呂慶耀正是利東街重建的設計者。在他眼中，是

次重建的正面意義更多，比如環境得到改善，衛生情況亦有所

進步，「以利東街為例，比如這次疫情，若利東街還是舊時模

樣，如一些唐樓連水渠都沒有，就一定會因衛生問題爆疫。」

重建前的利東街充滿老鼠曱甴，衛生情況惡劣。

然而，當時社會上對於利東街重建的反對聲音仍然不絕

於耳，呂慶耀分析當時香港人在整個急速發展的城市面對大規



 ●呂慶耀認為，作為一個嶄新的公共空間，重建後的利東街亦
可以令附近的社區受益。

 ● 2021年新年時，利東街上掛起了蝴蝶燈飾，燈飾折射著太陽的光芒，幻彩非凡，
引得不少市民駐足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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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重建，一下子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建築物，包括2006年鬧得
火紅的清拆皇后碼頭及天星碼頭事件。「當年大家對於香港人

的身份出現混淆，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認同，」到利東街

重建時，便觸動到大家的神經，引起大量反對聲音。他認為，

身份認同需要靠文化、建築等回憶串聯，慢慢地沉澱、扎根。

有聲音指利東街未能做到保育，亦破壞了舊有的社區連

結。呂慶耀並不同意這個說法，他指，市建局重建利東街時，

選擇了三棟建築進行活化，亦盡量保留灣仔附近舊的社區運結

與情懷。據他的觀察，重建後的利東街，更能為街坊所用：

「我在這裡常見到街坊來這裡遛狗，也有大人帶著孩子來散

步。這個街區附近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這個公共空間。」他指，

自己作為一名建築師，考慮設計時，要有種遠見，也想以設計

去帶動整個社區。

謝安琪的一曲《囍帖街》，令這條街道成為一段城市記憶

的象徵，亦抒發了對於無法挽留舊事物的無限唏噓與傷感。但

呂慶耀卻認為：「一段浪漫故事是可以延續的，亦可以有個新

的起點，活化其實也是這樣，是為一個舊社區賦予新生。」

他與記者一起來到利東街往皇后大道東的出口，時近新

年，利東街掛起了幻彩蝴蝶燈飾，燈飾折射著太陽的光芒，閃

亮非凡，引得不少市民駐足觀賞、拍照打卡。看著這一切，

呂慶耀亦覺得自豪，「我想給本地市民一種氣氛，以前可能大

家結婚才會來這裡買喜帖，但現在新的浪漫故事可以是這樣

的：共進晚餐後、第一次牽手，在利東街走一走，在幻彩燈

飾下再拍張照。」一時興起，他亦與記者說起自己當時的設計

心思：「當時我刻意在利東街往皇后大道東的部分保留了一段

短短的暗斜位，令遊人在斜路上可以輕易地將整條街道上的美

景收納在鏡頭內。」

時移世易，市民不單重視建築物的歷史和建築價值，更

提出歷史建築應與社區感情和身份認同相連結的關切，呂慶

耀亦有留意到近年保育思潮的興起，「利東街項目若能重來一

次，結果或會大相徑庭。現在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當局處理建

築項目的方式或會好一些。」

講到1976年因地鐵站建設而遭清拆的中環舊郵政總局，
呂慶耀亦覺得可惜。「那棟建築應該留下來做保育，因為它能

代表一代人的歷史記憶，這種情懷是市場和消費者喜愛的，也

有其價值，它代表著香港某一個年代的東西終於回來了，這樣

的香港故事承傳下去才是有意義的。」他說，「以前市民的祖輩

來港，都抱持著一種僅為過渡的難民心態，但現在不是了，很

多人在這裡出生，他們開始關注自己的身份，這種情懷以及關

於香港的故事才是寶貴的。」

●利東街歷經重建風波之時，本地市民對建築保育的關

注度亦逐步上升。與利東街僅有一街之隔的藍屋建築

群，因其「留屋留人」的特色成為知名保育項目。而在建築本

身的保育之外，市民開始越發關注原有社區網絡與鄰里關係的

存續。

香港的建築保育與活化起步較晚，繼中區警署建築群、

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等歷史建築爆發保育爭議後，2008年開
始，當局始著手推動「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2009年，藍
屋建築群被列入政府的活化歷史建築物伙伴計劃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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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初與街坊一同抗爭的聖雅各福群會的營運申請計劃獲

批，藍屋建築群終得保留，活化後更在2017年奪得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

藍屋建築群是藍屋、黃屋、橙屋三座建築的統稱。藍屋

本身落成於上世紀20年代，原本大廈外牆並非藍色，直到90
年代維修時才塗上藍色，成了市民印象中的藍屋，後來藍屋附

近的建築亦油上不同的顏色，為這一區增添了幾分斑斕色彩。

活化後的藍屋目前正由非牟利機構聖雅各福群會營運。

據「WE 嘩藍屋」藍屋建築群活化計劃服務主管方志睿所說，
通常舊唐樓衛生系統不完善、沒有衛生間及淋浴間，垃圾收

集亦不成系統，居民需自行去到一條街之外的垃圾站扔垃圾及

「夜香」，很不方便。活化後的藍屋則擁有完備的衛生系統，

水渠經過重建，家家戶戶都有衛生間及淋浴間，居民亦自發一

起聘請人手處理垃圾，解決了這些舊唐樓的問題。

活化後的藍屋，有舊街坊願意留下，亦有新住客入住，

藍屋的「好鄰居計劃」便應運而生。方志睿指，對於舊街坊，

聖雅各福群會只收取公屋水平的租金，經「好鄰居計劃」招募

的新鄰居要經面試。認同藍屋理念、願意保留往日的唐樓文

化的人便可入住，租金則略低於當區一般市價。方志睿指，所

有從新鄰居與舊鄰居處收取的租金都會投入到街坊福利及藍屋

的日常開支中。

方志睿稱，有關藍屋日常營運的事，事無巨細、甚至更

換水管這樣的小事，只要事關藍屋日常營運，他們都會同當地

居民討論，住客亦可以對藍屋的發展計劃暢所欲言。他笑言，

「我們不會把新舊住戶叫做『租客』，而是會叫『新鄰居』和

『舊鄰居』。」

時至今日，仍有6戶舊鄰居在藍屋居住，數個地舖也相繼
發展為推動社區貨幣的「時分天地」、供街坊共同來往的「社

區公所」及一些社企開設的食肆。除「留屋留人」外，藍屋地

庫亦設有香港故事館，平日會展出舊時灣仔民間的生活用品，

方志睿表示，希望藍屋的保育例子可以喚起公眾對地區文化保

育的關注，以及社區網絡的構建。

他指著藍屋空地前懸掛起來的透明巨鴿，笑著說，那便

是社區居民們一起創作的作品，側面展現著這個小小社區和諧

的鄰里關係。

●三十出頭的藝術家張瑋晉是藍屋建築群中黃屋的「新

鄰居」之一，他從事升級再造（Upcycling）產品設計

 ●位於灣仔石水渠街的藍屋建築群以「留屋留人」聞名，藍屋原本大廈外牆並非藍色，直到90年代維修時才塗上藍色，並因此得名。



 ●方志睿指藍屋鄰里關係良好，他亦希望藍屋的保育故事可以喚起公眾對地
區文化保育的關注。

 ●搬來藍屋後，很多人會到訪張瑋晉的工作室，聽他講解他創作的藝術品，甚至親
自動手製作藝術品，香港作家小思亦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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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再造設計師張瑋晉是藍屋的「新鄰居」之一，他認為藍屋的街坊情誼彌足珍
貴，在香港其他地方很難體驗到。

已逾八年，樓下的巨鴿便是他和街坊們用廢棄塑膠樽一起完成

的作品。他說，每年聖誕時，他都會和街坊一起製作一個藝術

品，並擺在藍屋空地的中庭。

張瑋晉的家與工作室合二為一，走進他的工作室，一條

條木橫樑與地磚上的花紋告訴來訪者，屬於它們的時間仍停留

在上世紀20年代—這棟樓的始建時間。張瑋晉是「好鄰居

計劃」推出後的第一批「新鄰居」，以前與家人住私樓，他一

直為沒有鄰里的感覺而惋惜，「我比較嚮往以前那種住在屋邨

裡的感覺，大家會開著門、街坊經過會打個招呼，其實在香

港，這種情況越來越少。所以當時藍屋有好鄰居計劃時，我就

覺得：『正喎！』如果來這邊住，又可以得到一個在香港的市

中心體驗街坊文化與鄰里關係的機會。」

2021年已是張瑋晉住在這裡的第四年，他想要緊密、友
善的鄰里生活的想法實現了。「我們這個其實不算是唐樓，應

該叫低密度住宅。在這裡，街坊之間彼此熟識，會有好多交

流，社區關係頗佳。若是住了成千人的住宅，住客便很難熟絡

起來。」

他認為，住在藍屋，是在香港生活中意料之外的特別體

驗，「譬如之前『山竹』颱風期間，大家沒辦法出門，也沒辦法

買菜，就聚在一起吃飯談天，這令我很開心。」

藍屋亦為他帶來志同道合的來訪者，「會來藍屋探訪的

人，很多亦是關心保育、環保議題的人士，當他們到訪藍屋

時，我打開門，可能他們順便也會過來我這裡看一看。」，疫

情前藍屋每日有兩次導賞團，這亦為他帶來機遇。他工作室內

的一面牆上貼滿了他與曾來訪人士的合照，著名作家小思亦赫

然在列。他說，這種模式亦讓他就自己的藝術與製作與更多訪

客多了交流，「我這裡空間較小，需要預約，但對於每個上來

的人，我都可以跟他解釋清楚我在創作的內容，不會很多人一

下子湧進來，又過眼雲煙地離開，我想要來訪者可以親眼看到

廢物被再利用的那種轉變。」

藍屋的案例成為近年保育的一個著名範例。中文大學城

市規劃課程主任伍美琴亦肯定這種社區互助模式對於保育的作

用，「應該允許給公民社會一個創意的空間」，她說，「保育建

築不只是外觀，更要研究背後的歷史，以及與其關聯的那種社

區居民的情意結」，要做一個『深度發展』。」

●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主任李浩然亦認為，要挖

掘建築本身的歷史做深度發展。他自己則更關注於活

化與保育事業中「人」的作用：「保育的關鍵在於人，要重視建

築的社會性。」

李浩然同時也是大館文物工作小組主席，他認為保育過

後的建築會因其承載的歷史、文化及集體回憶變得有意義，

如此才能吸引本地乃至域外人士，而大館正有這一功能。他以

大館為例，指應該在建築內設展、舉辦文化藝術活動，以映

射本地的特色歷史文化，吸引本地及區外人士來訪，而這才



 ●李浩然表示，保育和發展並非衝突，在活化後的建築內配備「軟件」，是建築保
育後可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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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化後建築應該做的事。

「保育與發展並不是衝突或對立的概念，而是要考慮根

據公眾需要，利用建築勾勒出本地更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可

能，」李浩然說。在他眼中，舊建築活化後，其內涵亦應有所

變化，不僅應賣鋪及供人居住，更應在建築內配置屬於這個地

方的文化內容，即「軟件」，吸引當下的香港人，從而達到可

持續發展，並打造屬於香港這座城市的獨一無二的品牌。

李浩然特別提及新加坡活化舊聖安東尼修道院成為國家

設計中心的例子，證明建築活化後大展身手的一種可能。「新

加坡利用這個空間，專門培育有才華的設計師打造國際設計品

牌。」他認為，這樣才是一種可持續的活化後發展方式。但他

嘆息道，香港文物保育的問題在於地價太貴，「這不利於歷史

建築的保育工作。」

●部份活化後的建築遭坊間質疑過度商業化，與原先歷

史關聯甚少，如水警總部1881及和昌大押。李浩然對
這些活化後的建築抱有疑慮，「建築活化並非一定要完全原汁

原味，但更不應過度商業化。」

政府主導的建築活化之外，亦有民間力量以力所能及的

方式，為自己的店鋪和社區帶來活化新動力。香港的保育，似

乎也慢慢走到了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關鍵一步。

上世紀80年代，深水埗汝州街一帶曾以製衣業聞名遐
邇，如號稱「時裝街」的長沙灣道，附近便充斥著各種便宜的

批發和零售時裝店；作為「珠仔街」的汝州街，附近則有不少

專門售賣用作衣服裝飾的「珠仔」和其他縫紉配件的店鋪。製

衣業漸衰後，深水埗的光芒亦逐漸暗淡，但最近新潮的手作小

店及小食店紛紛入駐區內的大南街一帶，令這區搖身一變，

成為文青漫遊的好去處。時裝平台PHVLO HATCH與咖啡店
Colour Brown的聯乘店正是其中一員。

在這兩條街道之間、楓樹街運動場對面，便是PHVLO 
HATCH與Colour Brown的所在之處。這座三層高的唐樓位置
不算顯眼，卻正是PHVLO HATCH創辦人、時裝設計師何志恩
的理想之地。從事時裝設計近十五年的她稱，自己搬來這裡，

是正確的決定，目前自己亦正受益其中，「想買個紐扣，下樓

便是，十分方便。」

Colour Brown位於地面，一樓則由兩間店鋪共同使用，
二樓便是何志恩的PHVLO HATCH所在。連接地庫和一樓的綠
色懷舊風旋轉樓梯吸引了不少年輕人打卡。店內樓底較高，乍

一進入，便有種煥然一新的開闊感。工業風的裝潢，令人覺得

似乎裝修未完成，何志恩笑著說，這是她的主意。「當時裝修

到一半，我就請師傅不要再繼續了，」她說，「現在這個樣子剛

剛好。」

這種「半完成」的裝修方式與Colour Brown老闆李健明的
想法不謀而合，他向記者介紹道，店內的色調亦有一番用心，

他們的這些裝修其實有考慮到活化，亦有一份為這個社區帶來

活力和新氣象的心意。「大家來到我們的店裡，會有很親切的

感覺，這其實與我們裝修的顏色有關。包括外觀的顏色和店內

的主色調，我們都採用了接近深水埗地鐵站的那種綠色，若客

人是從那邊過來，從感官上就會覺得很親切。」李健明笑著說。

年輕人和小店的進入，確實令新潮和時尚慢慢成為深水埗

的新名片，但也引來坊間關於士紳化的憂慮。根據政府2019
年的貧窮情況報告，深水埗的貧窮率為16.6%，在全港十八區
中排行第六。有人批評小店售賣的產品價格過高，並不切合當

區街坊需求；甚至有聲音指出小店蜂擁入深水埗開店會令業主

認為有利可圖而加租，於是店舖轉移增加的成本到消費者身上

而加價，或將會剝奪店鋪樓上街坊的生存空間、甚至深水埗

這一區未來會因身價倍增引起政府和發展商注意，迎來大規模

重建，之後可能甚至變成大型地產炒賣項目，最後的結果可能

便是新建的商場與私樓趕絕原先的老店和這一區舊有的生活

方式。
 ●活化後的大館設有與舊中區警署歷史相關的常設展覽，亦有許多本地文化活動在
大館舉行。



 ● PHVLO HATCH創辦人、時裝設計師何志恩（左）與本地咖啡店Colour Brown老
闆李健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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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小店進入將這一區變得士紳化的批評聲，李健明無

奈地說，這更是個現實的經濟問題，「你說這裡可能士紳化，

可能沒辦法，但真的被迫出來的。這是經濟自然變化的結果，

不應說是小店所造成的，小店只是因為租金低廉才會搬來

這裡。」

小店空降舊區，亦常被人質疑格格不入、未能與當地街

坊相聯結。兩位老闆不認同這一說法，他們表示他們的店舖亦

有與社區接軌、與基層交流。比如他們曾經舉辦的藝術展，

便吸引了許多小孩子和家長前來觀賞，李健明指，「小孩子就

上去看藝術展，創作者會親自為他們介紹，帶他們看藝術品，

家長就和我們坐在下面喝杯咖啡聊聊天，大家的交流都相當

愉快。」

何志恩亦指，他們與舊街坊的鄰里相處相當不錯，「工

作所需，我時常下樓買布料，亦問過常光顧布行的老闆，是

不是我們的進入令這區變得士紳化？」她說，自己亦有這方

面的擔憂，但對方的答案令她有點意外，「他說，千萬不要這

樣想，你們的到來為這一區增添了活力，對我們的生意也有

幫助。」

●城市研究學者、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黃宇軒

亦認為，沒有具體的租金等數據證實之前，不應該盲

目苛責小店。他與筆者一同走過大南街，街上仍有許多街坊店

鋪，偶爾還可見到士多的身影。「這一區還是很大的，並非完

全地士紳化了。」

從過去多年香港的城市規劃所見，市區重建往往成了私

樓、大商場甚至豪宅的溫床。但在黃宇軒看來，隨著文化消

費成為被認可的經濟力量，近年市建局的政策亦有調整，像活

化後接納小店入駐帶動區域發展的旺角「上海街618」便是例
子。他在一場對談中表示，小店做生意之餘是否能兼顧社區更

值得關注，「若能保留當區魅力，又留得住草根階層，同時平

衡到店鋪的經營就會很好，它們的存在，未必是扼殺舊的生活

模式，反而可能是種促進。」

黃宇軒指自己亦留意到網上一些關於深水埗變得越發士

紳化不利於原有居民生存的貶斥，「那些說法也有道理，」但

他依然覺得這一問題可通過其他方式解決，「活化與重建的可

能性之外，這一區未來應當建構成更具『整體性』的社區。在

這個整體裡面，小店和居民的自主性與彼此的溝通與連結更

重要。」

新加坡早於1989年便提出了「原區保育」計劃，嚴格限
制經歷史評級後的區域建設。根據該國的《規劃法令》，歷史

評級較高區域的建築須完整保留，不得進行任何改動，但可

改作商業用途。新加坡舊日的唐人埠牛車水便是這一規劃下

的範例，該區大部份受保護的店屋現已用作商店、咖啡店及

食肆。一篇名為《保育在新加坡：國家政策和民眾態度調查》

（Urban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A Survey of State Policies 
and Popular Attitudes）的文章引用了新加坡市區重建局的一段
說法：「單靠保存古蹟不足以建設一個具有獨特文物和個性的

城市，需保留整個地區的歷史、建築風格和氣氛，以保持城

市活力和突顯城市的獨特性。」

或許這亦正是香港目前保育需要做的事情，亦關乎社區

的整體發展。「香港講單獨的建築保育多一些，很少講街區或

者社區的保育，但現在我們應該意識到街區保育與區域整體發

展的重要性。」黃宇軒說，在深水埗，可能就是這種感覺令文

青與街坊相融，「活化之外，小店更應團結起來，並嘗試與舊

街坊合作，一起打造屬於這個社區的文化標誌與品牌。」

李浩然亦認為，比起保育建築本身，活化之後建築對於

所在社區或街區的意義更為重要，「保育不是終點，」他說，

「活化後的建築需符合這個時代的氣象，其用途要親民，並能

吸引市民來觀賞、激發社會討論，如此方能令建築及附近的

街區真正地活起來，亦應是活化的真正意義所在。」�
 ●黃宇軒指，隨著文化消費漸漸成為被認可的經濟力量，小店的進駐亦能令社區更
有活力。



香港還「好」
「易」行嗎？

● 2019年的連場街頭衝突中，香港不少街道設施
受損。時隔超過一年，縱使政府已完成大部份復

修，但意想不到的是，損毀的痕跡可能開展另一場

關於街道設計的思辨。

撰文 鄭梓冲   編輯 鄧詠筠
攝影 Fitz Suen

香港城市規劃系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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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經常下大雨都沒事，現在才突然有事？」站在觀塘翠屏河旁邊的當區區議員陳易舜指一指自己的腰說，「最

嚴重是浸過半身。」他所指的，是觀塘在去年6月及9月的兩場暴

雨中淪為「澤國」，行人路路磚甚至被沖散，整條行人路變成頹

垣敗瓦、凹凸不平，路人雙腳完全無法找到著力之處。由於畫面

震撼，引起社會關注。他認為問題出在路磚之上：「路磚的隙縫

可以讓水滲到地下，使用膠水黏合路磚引致無法去水，我們認為

（對水浸）是有影響。」在2019年的街頭衝突中，不少路磚被挖走

當作路障，政府及後使用膠水加固路磚。

街道上的種種損毀雖令社會蒙受損失，但城市面貌的改變

卻觸發起香港人對街道設計的反思：當忙碌的你每日在街道上匆

匆走過之際，有否想過街道的作用不限於讓人車通行？「公眾正

認知到街道有重要的（讓行人活動的）『場所』功能，」英國倫敦

大學學院交通及可持續發展教授Peter Jones在2008年撰文介紹

「運輸與場所（Link and Place）」理論時表示，「優先處理街道的

『運輸』功能已不再足夠。」世界不少城市近年都重新規劃街道，

重視「步行性（walkability）」。香港政府亦於2017年提出「香港

好．易行」政策。然而，三年過去了，「易行城市」依然無影無

蹤，政府在動盪後的復修工程亦引來爭議，到底香港還「好」

「易」行嗎？答案可由那些因社運而一度消失的街道設施說起。

街道的功能：運輸與場所（Link and Place）

主要使用者 次要使用者

運輸：街道作為供
人車通行的道路

場所：街道作為讓
人活動的目的地

資料來源：街道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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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觀塘行人路的
路磚隙縫，總會看到

膠水黏合的痕跡，而

膠袋垃圾桶則在灣仔

頗為常見。

 ●在2019年的街頭衝突中，欄杆、垃圾桶、路磚被用作堵路。

41

 January 20, 2021

「以工程角度來說，使用路磚有兩個好處，掘路維修時更為

容易，亦可以重用，省時亦省錢，」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資

深工程師黎廣德說，「路磚之間的隙縫可以滲水，符合海綿城市的

功能。」他批評，政府改變做法，違背了工程的「初心」。渠務署

回覆觀塘區議會時則稱，水浸原因是「高強度的降

雨」及「雨水排放系統未能及時排走雨水所致」，

但未有提及路磚問題。

 ●陳易舜憶述觀塘去年水浸時，翠屏河的水位上漲至湧出路面。

●香港政府去年中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由2019

年6月至去年5月，全港有740組交通燈、60公里的欄

杆、2.2萬平方米的路磚、177個閉路電視及超過1300個垃圾桶

被損毀。時至今日，政府已復修大多數設施，但部份做法招致批

評。除了路磚的滲水問題，政府以膠袋垃圾桶取代部份圓桶形垃

圾桶，被指造成衛生問題。至於欄杆的重置及於天橋加裝鐵絲

網，亦被認為令街道對行人有過大的「控制」。

18世紀末，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設計了圓形

監獄（Panopticon）。該監獄是一個圓形大廳，大廳中央是駐有警

衛的監視塔，住在牢房中的人看不見彼此，亦看不見警衛。這種

設計令囚犯感到孤立分化，同時承受無時無刻被監視的感覺。在

此情況之下，每一個人都要永遠保持警戒，遵守規則，惟恐稍有

不當便會被監視者發現。一個建築的設計可以造成心理影響，城

市的設計亦然。



 ●相較於通過天橋穿梭不同商場，楊雪盈自言更喜歡腳踏實地在街道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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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時有多條天橋加設鐵絲網。

「欄杆和行人天橋的鐵籠，每一個行人都好像困在一個監

獄之中，」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說，「有居民反映，沒有欄杆的

街道更廣闊，覺得城市更加自由。」去年1月，她在報刊中以《束

縛與開放 鐵籠與欄杆》為題撰文，指這些公共設施本已融入市民

的日常生活，但「最近卻因非常的事件，而引起分別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的思考和實質變化。」她憶述沒有欄杆的一段短暫日子，

政府曾以膠帶代替被拆除的欄杆，但「大家過路意志很強時，便

會拆開膠帶。」而這些膠帶被拆開的位置，也反映著行人有過路需

求，欄杆反而是障礙。

「你覺得這個城市是為誰而建？」城市研究學者、香港中文

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黃宇軒說，「許多人會關心多了哪些法律，而

城市的實質改變就比較不明顯，多了閉路電視、多了欄杆、多了

鐵絲網，這些東西沒有直接造成生活不便或壓制，更像是一種宣

言，令人的心理不好受。」去年10月，從事當代城市研究的黃宇

軒在YouTube建立「懷疑人生就去散步」頻道，上載多段在香港不

同地方散步的影片，希望讓觀眾感受在城市中散步之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的街道規劃問題是一點

一點的失誤所累積。「學術一點來說，就是管理主義泛

濫，」黎廣德指出問題根源所在，「香港的城市設計是從方便管理

者的角度出發，而非方便使用者或發揮城市功能的角度。」他舉

例說，當局傾向在街道設置更多欄杆確保交通安全，又或者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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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兆然建議拆除其身處的波斯富街及軒尼詩道交界的欄杆。
該處欄杆於去年8月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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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兆然對許多欄杆的設置到不明所然。

園訂立各種規則，「草地不可以坐，樹木不可爬，那就最容易管

理。」他表示，管理主義並非個別政府的問題，而是所有官僚系統

都會自然出現的傾向，「如果我們任由官僚系統自己制訂一些規

則，那它當然想讓自己做事更容易。」

黎廣德續說，香港的街道設計重視「車」多於「人」，亦是

管理主義的延伸。「這方面的管理者就是運輸署，」他說，「運輸

署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保障車輛出行的權利，而非行人，結果變成

車輛優先。」即使香港的公共交通發展成熟，但根據立法會整合

的統計，香港私家車數目持續增長，由2009年起每年平均增長

3.97％，數目在2018年突破56萬部。同期，倫敦私家車數目的

每年平均增長僅為0.26％。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形容香港的規

劃為「車本主義」，與全球現時由車輛為主導的道路轉變為以行人

優先的街道的規劃趨勢，剛好背道而馳。

「管理主義」加上「車本主義」，考慮安全就成為規劃的重

點。「欄杆是最便宜、最安全的方案，」黃宇軒說，「我們的城市

是以過度安全為設計考慮，如果這裡安裝一個欄杆便安全，那就

要安裝四個，卻很少會同時平衡美學、用者感覺。」他認為政府

決定重置所有被拆卸的欄杆，錯失了改變的機會。過去多年，香

港欄杆有增無減，總長度由2010年約700多公里翻一倍到2018

年約1500公里，幾乎足夠直線來回香港及台北一次。

「欄杆的數量反映著社會的互信，」灣仔交通成員羅兆然提到

欄杆、天橋鐵絲網等設施時不斷強調「信任」兩字，「這是信任問

題，如果你相信市民，即使我橫過馬路也不一定會有問題。」去

年11月的一個星期五，羅兆然帶領著記者，花了近一個下午的時

間，觀察灣仔區的街道情況。他笑言，香港有很多「神奇」的欄

杆，例如在花槽之上的、在樓梯扶手旁邊的，更見過安裝在一條

行人路中間的。灣仔交通於2017年成立，關注區內的交通規劃，

並提出不同的改善方案。

羅兆然不完全否定欄杆的功用，並指在車速較高或高低不平

的路面都有需要安裝欄杆，但現時政府安裝欄杆欠缺標準，不少

欄杆限制行人的靈活性，卻不一定能提升安全。「欄杆也可能是危

險的導火線，」他補充，「過多的欄杆反而令行人容易忽略四周環

境，以為有欄杆的保護。駕駛者亦以為行人有欄杆的保護，同樣

減少了警戒。」2018年，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分

析70個地點的交通意外數據後發表報告，指出這些地點拆卸欄杆

後，行人死亡或嚴重受傷的數目反而減少多達56％。該局自2011

年開始拆除欄杆，目標是令街道更安全及步行友善。

●隨著灣仔區內不少欄杆因2019年的街頭衝突而被拆除，

灣仔交通看見了提升街道步行性的契機，其中一處是波

斯富街與軒尼詩道交界。羅兆然表示，自該處欄杆被拆卸後，不

少行人直接在那裡橫過馬路，「去年中，我們曾經實地統計，



 ●嚴卓衡理想中的街道是令不同的使用者都感到安全及舒適。

 ●嚴卓衡表示香港部分街道設計令行人難以安全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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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非繁忙時間，約50分鐘內亦有近900人在此處過路。」

灣仔交通經過詳細調查，包括計算車流、人流、步行距離及

時間等數據後，向政府建議在該處增設行人過路處。他們撰寫的

報告寫道：「政府重新裝上欄杆前，應重新思考欄杆除去時的步行

環境及普遍市民在行人路使用習慣的轉變。」該建議得到楊雪盈在

內的多位灣仔區議員支持，政府則在區議會會議上表示會積極考

慮及研究，羅兆然相信他們的建議有很大機會落實。

「一個先進的城市不是窮人可以開車，而是富人選擇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街道變革發起人嚴卓衡引用國際組織運輸與發展政

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前

主席Enrique Peñalosa的名言。Enrique Peñalosa亦是哥倫比亞首

都波哥大的前市長，該市被譽為世上最佳的步行城市之一。嚴卓

衡介紹街道變革的理念：「變革是指不再以車為本位去看我們的街

道，而是將人放回本位，也就是『人本交通』。」於英國從事運輸

規劃，去年初在社交媒體成立街道變革群組，集合支持改變香港

街道設計的人士。

嚴卓衡表示改善街道問題的第一步是「實現限速」，逐步減

少車輛在街道的壟斷及速度，然後重新分配道路空間，收回部份

行車線作行人空間或單車徑。「香港的道路安全是世界前列，」他

說，「但公眾不再滿足於安全。」他舉例指，倫敦不少街道已限速

每小時30公里，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大大減低，亦有助推動欄杆

的拆除。世界衛生組織關於道路安全的文件顯示，行人被時速30

公里的車輛撞上時，有90％機會生存，但時速若為45公里，生

存機會少於50％。現時，香港多數道路的車速限制為每小時50

公里。

然而，香港塞車問題嚴重，限速、減少行車線，會否加

劇問題？嚴卓衡引述外國研究回應，在70個減少行車道路空

間的個案中，超過一半個案的車流會因而下降最少11％。該題

為《Disappearing traffic? The story so far（消失的車流？到目前

為止的故事）》的文章於2002年在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的期刊

《Municipal Engineer（都市工程學）》出版。他補充，即使新建道

路亦追不上車輛的增加，治本的方法在於改變規劃方向，減少對

私家車的依賴，重新分配道路空間。荷蘭交通政策分析研究所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Transport Policy Analysis）2018年的研

究顯示，一輛行駛中的私家車所需路面空間為單車的28倍、行人

的70倍。

除了步行之外，嚴卓衡認為適合中短途旅程的單車亦值得推

動，同時配合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我們不能因為一句市區路

況複雜，就不支持推動單車，」他說，「騎單車之所以危險，是因

為沒有足夠的基建令單車變得安全。」訪問當日，嚴卓衡與記者

由太子步行到深水埗。他不忘說：「深水埗也有很多人騎單車，它

的優勢就是成本低，對基層也是很吸引的交通工具，政府不能忽

略。」惟現時在香港，單車徑及設施主要在新界地區，而在市區騎

單車則往往要與汽車同行，導致險象環生。

●事實上，在2017年提出「香港好．易行」之前，香港政

府亦曾於2000年推動「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當時已經

提出「規劃道路以人為本」的原則，並在個別地區引入行人專用街

道，包括已在2018年被撤銷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這

是一個倒退，」黎廣德評論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取消決定時說，「你

不懂得管理，就乾脆不做，方向不是這樣，應將權力下放於使用

者，共同討論及制訂一套規則。」

至於「香港好．易行」則於2019年8月完成第二階段公眾參

與，並指其易行城市整體策略得到普遍參與者的支持，當中較受

關注的措施包括移除欄杆、設立低車速限制區及行人專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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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卓衡表示香港部分街道設計令行人難以安全過路。  ●程展緯近年推動改變垃圾桶煙灰缸設計，令清潔工人更易處理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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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計劃以深水埗及中環為試點。這些措施的成效仍待實行後才能

驗證，但黎廣德認為香港「由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始終難以做到

「以人為本」。他指出，在地區管理方面，目前區議會作為諮詢架

構欠缺實際權力，一般市民對規劃的參與及影響非常小，管理主

義在此形勢下只會愈來愈嚴重。

「以人為本的元素就是不要做太多規劃，我們現在是過度規

劃，」黎廣德笑說，「不要管理得太仔細，盡量多一些公共空間，

多一些留白的地方，由市民決定怎樣運用公共空間，會有多一些

創意發揮出來。」他指，人聚居在城市的「初心」，就是自由地互

相交流，但這種「初心」卻可能隨著街道設計的改變而失去。公共

空間的問題在香港多年來有持續的爭議，特別是不少公共空間是

私人擁有的物業範圍內的地方。而街道若要進一步發展其「場所」

功能，公共空間便舉足輕重。

英國運輸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的《街道設計手冊》

寫道：「街道通常接鄰建築與公共空間，雖然街道的關鍵功能仍是

作為通道，但亦有其他作用，而場所功能則最為重要。」於英國求

學及工作多年的嚴卓衡舉例，倫敦已嘗試將公共空間的設計融入

街道之中，例如把街道轉化成一個設有座椅的廣場，沒有行人路

及馬路之分，但車輛仍然可以通過。他補充：「駕駛者習慣了有行

人在旁邊，車速也會較慢。」

●就欄杆、行人天橋鐵絲網及「香港好．易行」政策的情

況，本刊向運輸署及路政署查詢。路政署回覆說，在部

份天橋加設鐵絲網是「基於公眾安全理由」，「防止有人向附近道

路（特別是主要幹道）拋擲雜物」，而此做法是「政府的集體決

定」，未來會因應情況決定是否繼續實施。

運輸署則回覆，該署會積極「提升行人友善環境，鼓勵行人

安步當車」，「自2019年第三季開始在全港各區陸續檢視路旁行

人欄杆，並根據檢視結果安排路政署移除非必要的欄杆」，包括

「設置於行人路邊已有花槽的欄杆」。該署亦已於去年11月在深

水埗偉智街進行「低車速限制區試驗計劃」，又指設立行人專用

區時要顧及行人容量或安全、附近交通情況、配合現有網絡及

環境設施等因素。對於推動單車的使用，運輸署則表示已在「新

界9個新市鎮為單車徑及單車設施擬定一系列改善措施」，包括

增加泊車位及增設安全設施，當中大部份設施的工程已完成或

正在進行，並表示「政府致力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締造『單車友

善』環境。」

● 2008年，銅鑼灣時代廣場被揭發違規出租位於地面、屬

於公共空間的地方作咖啡店。藝術家程展緯隨後聯同其

他團體發起「騎劫時代廣場」比賽，呼籲公眾到此處發揮創意，

有人在該處上演街頭劇，也有人設下飛行棋棋局，甚至是玩骨

牌。政府及後在輿論壓力下一度入稟法庭，指時代廣場違反批地

條款，索取賠償。「街道是屬於大家的，我們太依靠制度去規劃

或改變一些事情，」程展緯說，「我們要實踐管理自己的街道。」他

續說，「公共空間」的概念已不足夠，應該要進一步發展出「共同

空間（Common Space）」，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討論街道的設

計，並指2014年佔領運動時的金鐘可算是一次「共同空間」的大

型實驗。

程展緯說，在今天香港的社會環境之下，一般市民較難改

變政府的「大政策」、「大規劃」，「那不如拆散來處理，試一下

細小的改變。」他所指的「拆散」，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自己的

社區管理，並指一些管理地區事務的官員願意與市民就社區議

題溝通。「為何我們的街道一定要由清潔工人負責打掃呢？」

他舉例說，「可否我們自己放幾支掃把在街上，居民有需要就

使用？」�



●竹篙灣用地
香港不少新市鎮，包括荃灣、屯

門、沙田等都是填海得來，但是否所有

填海用地都適得其所？

香港其中一個大型填海項目為大嶼

山東北部竹篙灣填海區，1999年撥予華
特迪士尼公司興建香港迪士尼樂園，並

預留樂園以東一幅約60公頃填海地作第
二期發展（下稱竹篙灣用地）。按當時的

計劃，迪士尼擁有20年認購限期，然而
迪士尼開業15年來少有盈利，一直未有
購入竹篙灣用地。立法會建築、測量及

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2018年曾就竹
篙灣用地在立法會進行口頭質詢，當時

坊間已有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考慮收

回竹篙灣用地另作發展，但直至去年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才宣布不會延長迪士尼

認購權的有效期，等同收回土地。

目前竹篙灣用地因應新冠疫情

被改作檢疫中心，有人認為日後應考

慮改劃為住宅用地，興建公營房屋或

者過渡性房屋。宣布收回竹篙灣用地

後，政府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考慮

到現時全球旅遊業不景氣，當局現階

段無計劃把竹篙灣用地作旅遊相關發

展，對將其用作對整體社會有裨益的

用途持開放態度。

●「明日大嶼」面對
的高度限制

正當政府寄望「明日大嶼」可解決

土地問題時，一條遠於1999年由政府
與迪士尼簽訂的契約，卻可能大幅限制

「明日大嶼」的未來發展。早在上世紀迪

士尼落戶香港之時，香港特區政府與華

特迪士尼簽訂了《迪士尼樂園周邊高

度及用途限制契約》（下稱限制性契

約），為了打造完美的夢幻樂園，

迪士尼樂園須與現實世界在視覺

上隔絕，迪士尼四周均設有高度

限制區，限制範圍遠至欣澳及交

椅洲，建築物高度由近至遠限制50
米至300米。有關條款後來有所放
寬，於2017年將交椅洲及附近海域的
高度限制放寬約20至30米，而該區域
正正就是「明日大嶼」目前計劃填海的

位置，四個人工島合共有多達500公頃
面積的土地，剛好落入高度限制區，其

中中部水域人工島有近半面積在限制區

內。換言之，若政府不與迪士尼再次商

討放寬限制性契約，「明日大嶼」將難以

興建如市區商業區般密集的高樓大廈。

屆時即使花費巨款填海，但島上的發展

卻可能大受限制。

政府在土地規劃方面「踢一踢

動一動」，任由竹篙灣用地曬太

陽十多年，反映政府欠缺積極性和長遠規劃。

竹篙灣發展須考慮土地用途分配，以及建築

能否與周邊融合。現時不少康體設施，例如

度假村的交通都十分方便，政府可考慮將這

些度假村遷往竹篙灣用地，既符合現有土地

用途，亦可預留在有需要時作防疫用途，而

空出來的康體設施用地則可改作住宅用途。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

土地問題 
只餘填海可解？
● 香港房屋價格連續5年冠絕全球，截至去年年底，公屋輪候冊上約有 16
萬宗一般公屋申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6年，沒有能力負擔昂貴樓價的香
港人瑟縮在劏房、板間房、工廈中無了期等待一個「上樓」的機會。政府將
房屋問題歸咎於土地不足，於是在2018年祭出大型填海計劃「明日大嶼願
景」，去年年底終於獲批5.5億港元前期研究撥款，為 1700公頃人工島作準
備。但到底香港是否真的沒有足夠土地儲備？「明日大嶼願景」又能否滿足
政府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願望？

撰文 區倩怡   編輯 鄧詠筠
攝影 區倩怡

“

”

香港城市規劃系列 3

46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交椅洲至香港島運輸走廊（道路及鐵路）

交椅洲至欣澳鐵路

西部海岸鐵路

交椅洲至大嶼山連接路

P1公路

11號幹線

擴闊龍門路

交椅洲附近水域人工島

喜靈洲附近水域人工島

欣澳填海

龍鼓灘填海

屯門東發展

屯門西發展（包括香港內河碼頭）

機場城市（興建中）

東涌新市鎮
擴展（興建中）

小蠔灣發展
未來填海區

高度限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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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

 January 20, 2021

交椅洲

小交椅洲

周公島

坪洲 

喜靈洲

大嶼山

明日大嶼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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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並非不夠土地，而是土地和房屋價格不可負擔。香港地產市場其實仍有大量空置單位，政府清楚知道

這些數字，若將這些單位推出市場，絕對足以壓低樓價，因此房屋供應不足亦是「偽命題」。一手樓空置稅草案沒有社會壓

力，不可能不通過，但政府無緣無故自己抽走，反映政府與發展商關係微妙。政府並非不知道香港土地問題源自於房屋價

格不可負擔，但仍選擇將責任推到土地供應上，視推動「明日大嶼」前期研究是為了完成政治目標。政府推動「明日大嶼」，

受益的並非香港人，而是發展商。香港的發展商分兩種，有囤地的發展商可以用手上的地與政府換發展權益，而沒有囤地

的發展商就希望政府多多填海，追求買新地發展，樓價就繼續被推高。政府傾向將新造的大幅土地整個招標，有能力參與

投標的只有寥寥本地「大孖沙」，以及內地發展商，由於競爭者少，成交價通常偏低。大型發展商在香港等同半個政府，而

政府也傾向將珍貴的土地資源交予代理人發展，包括發展商和港鐵等，但私營機構賺到的錢卻不會回饋給社會。政府寧願

將公家可以賺的利益讓給私營發展商，而不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中科監察主席

潘焯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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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房屋供應有限
雖然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曾表示，整

個「明日大嶼」項目能提供26至40萬個
住宅單位，容納70至110萬人，以公私
營房屋達到七三比例作為目標。但專家

對於這個說法有所保留。揭發港鐵沙中

線紅磡站月台鋼筋被剪短事件的工程二

判商中科興業有限公司前董事總經理、

現為中科監察主席的潘焯鴻坦言，「明

日大嶼」絕不可能做到公私營房屋七三

比。他說，「明日大嶼」的情況與啟德類

似，預計平均地積比率為4至5倍，亦
即是每平方米只能起4至5層樓，加上
「明日大嶼」需要多條公路及鐵路連接香

港島、北大嶼山、新界及九龍，最終大

部分土地用於交通基建，可以興建樓宇

明日大嶼工程造價粗略估算
（單位：億）

發展區 

                          共 $3510

                                共 $2730

優先運輸網絡 

交椅洲人工島

欣澳填海、龍鼓灘填海  
及屯門沿海發展   
（包括內河碼頭）

交椅洲至香港島運輸
走廊 (道路及鐵路）

交椅洲至大嶼山連接路

交椅洲至欣澳鐵路

西部海岸鐵路

P1 公路及擴闊龍門路

$2560

$950

$550

$380

$190

$820

$270

資料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立法會文件

●建築成本不斷上漲
而不斷上升的建築成本，或許更會成為整個項目的夢魘。

在中國內地於2015年限制出口海砂前，香港過去一直高
度倚賴來自中國內地的海砂供應。2014年，香港建造業使用
多達2855萬公噸中國內地天然砂，故此中國內地的限售政策
令香港的填海原材料供應大受影響，建造業使用中國內地天然

砂量一度回落至每年約100多萬公噸，需要設法向其他國家進
口。由於全球供應受制，海砂價格因此水漲船高，根據政府統

計處的數據，海砂批發價由2014年9月的低位每噸118元，
飆升高達125%至去年9月的每噸266元，於2019年12月更
觸及最高峰的每噸318元。

根據機場管理局的資料，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填海工

程填海面積為650公頃，需要1億立方米填料。按此推算，
「明日大嶼」計劃填海1700公頃，將需要2.6億立方米填料，
單單是購買填料，未計通脹已需要近700億港元。

香港進口砂石價格趨勢（單位：港元/公噸）

碎石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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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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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積只有約3成，但政府又需要賣地才
可以維持項目收支，導致最後私人樓宇比

公營房屋多。前立法會議員姚松炎曾形容

「明日大嶼」是「基建旋轉門」，成本高導

致島上土地的售價高，最後建成的樓宇售

價自然也會貴。

根據政府規劃，中部水域人工島將被

打造成香港第三個商業核心區（CBD），
目標為分散經濟活動及就業人口。要分散

經濟活動，必然需要強大的交通網絡，然

而中部水域人工島位於海中心，鐵路、

高速公路、隧道等均從零開始建造。熟悉

政府工程的潘焯鴻認為，政府在基建方面

的估價最少低估了四成，連同通脹、超支

等因素，最終「明日大嶼」造價可能高達

14000億港元，目前政府只有8400億港
元的財政儲備顯然不足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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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規劃核心的問題不是沒有地，而是如何釋放及善用土地資源。這個問題源於體制，很多土地規劃或者分配的決

策缺乏民意授權，導致政府可以隨意更改規劃，抹殺公營房屋對減低房屋發展成本的作用。政府宣稱「明日大嶼」能解決房

屋問題，但同時將其視作投資項目，但其實兩者自相矛盾，如要透過賣地收益，樓價就必定會高，因此不可能解決現有房

屋問題。而且政府常說香港住屋問題「水深火熱」，「明日大嶼」卻要在二、三十年後才發展到，究竟這個「遠水」是否真的

用來救「近火」？ 雖然體制上「明日大嶼」已掃清障礙，但無可避免這將會是公眾的核心關注點，而民間就要持續拆解土地
現況和對填海的認知。公眾亦需要明白，今日的填海已經與昨日的填海不一樣，過往香港的填海項目都是沿著現有的土地

邊陲填海，而「明日大嶼」則是從海中心憑空建造一個島。即使現在政府可以完全不聽民意地做任何決策，但只要民意基礎

夠清楚、強硬、普遍和主流，政府仍有可能縮減「明日大嶼」的規模。對於政府而言，「明日大嶼」是一個計時炸彈，很大

程度上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甚至可能引發另一次大型民意爆發。�

目前營運中的棕地面積分配
（單位：公頃）

土地類別
（單位：公頃）

營運中的棕地土地用途分布
（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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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規劃署《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可行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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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研究社成員

陳劍青

私人住宅的「有屋無人住情況」 香港有多少住宅單位及家庭？
（單位：萬個）

1未被使用的私人住宅單位，包括裝修中或待租的單位    
2過去7成落成的私人住宅而仍未售出的單位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20》、運輸及房屋局

《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數字

1包括所有種類的住宅單位及非住宅樓宇內已知作居所用途的單位，數
字截至該年三月底   ^編製自該年8月至 10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及人口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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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地發展？
歸根究底，到底香港是否真的不夠

地用？政府與民間在這方面的意見完全

相反，前者堅持必須填海造地，後者則

認為香港有更多土地選項。目前政府手

上另有數個已獲批的填海區，包括龍鼓

灘、東涌東、大蠔新市鎮、小蠔灣、

陰澳以及沙田馬料水，共有600多公
頃。棕地，亦即是因農業活動減少而改

作其他用途的土地，則有過千公頃。

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

●香港「有屋無人住」？

2018年6月，政府向立法會提出《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為「維持樓市
健康平穩發展」，推出一手樓空置稅，推動發展商加快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供應。然

而政府卻在2020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即將審議一手樓空置稅草案時，決定撤回草
案，引起社會批評政府縱容發展商囤樓。

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 20202019 2019

  總面積：
1413.84

  總面積：
1413.84

  總作業數目：
7373個

私人 政府 兩者皆有

新界西北 新界東北 新界東南 新界西南

一般倉庫/貯物

落成量

住宅單位數目 1
已落成樓宇但仍未售出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 2

入住量

家庭數目

空置量 1

港口後勤業 （貨櫃相關）

建造業

廢物回收業

物流業

車輛維修及相關行業 泊車

鄉郊工業 一般工場 拆車業

年底空置率

320

280

240

200

160

120

80

40

0

56000

52000

48000

44000

40000

36000

32000

28000

24000

20000

16000

12000

8000

4000

0

^

琴指出，根據港英政府的數據，屬於原

居民的土地約為165平方公里，而香港
現在共有1111平方公里土地，換言之
香港政府擁有百分之85以上的土地，
「怎麼會沒有土地呢？」伍美琴曾訪問

不少原居民，由於出售門檻過高，祖

堂地，亦即是由傳統組織（例如家族或

堂）擁有的新界鄉村土地的發展相對受

限，亦難以售予私人機構，因此不少原

居民都表示願意、歡迎政府購買祖堂

地。據估計香港的祖堂地超過2400公
頃，比整個「明日大嶼」計劃還要多。



香港土地供應發展時序
香港基線人口推算（單位：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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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6
2025

2029 2032
2033

2024
2020

第一季完成「劏房」租務管制研究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期
結束，將舉行第6屆香
港行政長官選舉

古洞北及粉嶺北
新發展區首批居
民入住

「明日大嶼」開
始首階段1000公
頃填海

石籬中轉房屋完
成重建，提供約
1600個單位

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在施
政報告提出
「明日大嶼願
景」計劃

2021

2022

2023

2027

2028



香港土地供應發展時序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

811

799

787

775

763

751

739 51

2035 2037 2039
2036 2038 2040

香港人口推算達到頂峰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完工，
提供約72000個單位

2031

2041

2042 2044 2046 2048 2050
2043 2045 2047

香港迪士尼50年
認 購 權契約到
期，有權再續期
50年

2049

根據政府在2020年公布的十年
期房屋供應目標，公營房屋在
過去十年應達到30.1萬個單位，
而總房屋供應量為43萬個

「明日大嶼」首批住戶入伙

2030

2034



Essex
的
石油
男孩

去年4月，在短短幾個小時之
內，倫敦城外一個外號「抱抱」

的交易員和八名同伴賺了6.6億
美元─同時將全球石油市場

攪得天翻地覆

撰文

Liam Vaughan、Kit Chellel、
Benjamin Bain

插圖

Sophy Hol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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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時刻，而去年4月20日發生的事

情是最詭異的一種，原油價格跌到了負數。最普遍的原油交

易價格指標西德克薩斯中間基原油（簡稱WTI）期貨當天開市
時為每桶18美元。這個價格已經很低了，然而油價還在不斷
下跌，直到紐約時間下午2:08，油價跌為負數。

這種情景非常驚人，它意味著原油賣方必須付錢給人接

手原油。隨後原油市場徹底崩潰，在20分鐘內跌了近40美
元，收盤報負38美元。這是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簡稱Nymex）138年歷史上的最低油
價，也很有可能是從人類最初開始購買這種商品用於取暖和

照明以來的千年之中的最低價。

當時，交易員、能源公司高層、貨運公司員工都在關

注這奇景。他們的生計與油價波動息息相關。美國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簡稱
CFTC）的監管人員盯著他們的電腦螢幕目瞪口呆。「螢幕就像
是瘋了，」研究公司OPIS的分析師克洛薩（Tom Kloza）對《機
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表示。他說，那次經歷
如同看了一部超現實主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電
影：「你能夠欣賞它，但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到24小時，這場瘋狂市況就結束了，油價回復正數，
人們很容易覺得這是轉瞬之間的插曲。然而WTI期貨價格（即
買家和賣家一致同意在未來某日交易的價格）處於規模達到每

年3萬億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中心。這項指標是決定
全球油價水平的主要成份之一，無論是在中東某國出售的石

油，還是加拿大阿爾比省的壓裂開採集團出售的石油。WTI會
影響航空公司支付的航空燃油價格，以及製造商為石油化工

產品支付的價格。

除了實體石油本身，還有規模極其龐大的金融產品以特

定方式與WTI掛鉤。這些金融產品的價值在每月25日的四個
工作日之前，由WTI在下午2:30決定。5月WTI合約的關鍵
「結算」日正是4月20日。

當天的價格暴跌令一些押注油價反彈的投資者遭受重

創，這被解釋為多項宏觀經濟因素匯合的結果。疫情以及隨

之而來的經濟停頓導致石油需求大幅下降，而儲存原油的空

間也迅速耗盡。CFTC主席塔伯特（Heath Tarbert）4月21日
接受CNBC採訪時說，這似乎是簡單的「基本供需」狀況。擁
有Nymex所有權的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Group）行政總裁
達菲（Terry Duffy）也有類似看法。「市場以原本應有的方式運
行，」他對CNBC表示，「達到了極致。」

或許對於像達菲這樣的業內資深人士來說，這一切都

可以理解，然而一個人只要曾經付錢為汽車或者家用油箱加

油，就會難以理解負油價。此外，在收市前兩個小時左右出

現了一大波拋售，引人質疑是否有人故意壓低油價。石油生

產商Continental Resources的董事長哈姆（Harold Hamm）
發公開信要求調查他所稱的「系統故障」及「可能的市場操縱

行為」。

不管怎樣，4月21日，5月期貨合約價格回到10美元，
前景幾乎沒有任何變化。「4月開始的時候，人們曾經談到油
價為零甚至為負的情況，但沒人想到會是負40美元，」 為買
賣雙方提供各類基準的標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定
價和市場洞察環球主管恩斯伯格（Dave Ernsberger）說，「那
麼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美國有關部門和Nymex的調查人員翻查了交易資料，以
了解究竟是誰在4月20日推動了價格走勢。知情人士稱，調
查人員震驚地發現，當天下午對油價影響最大的公司並非某

間華爾街銀行或大型石油公司，而是一間名為Vega Capital 
London的小公司。與Vega相關的九名獨立交易員在鄰近倫敦
東北的雅息士郡（Essex）家中操作交易，短短幾個小時內，
這些人就賺了6.6億美元。現在有關部門必須確定，Vega是
否有人因為合力壓低價格而違反了市場規則，或者他們僅僅

是實現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宗交易。一名代表幾位Vega交易
員的律師竭力否認他的當事人存在不當行為，稱他們每個人

都是依據「強烈的」市場訊號進行交易。

在 倫 敦 的 國 際 石 油 交 易 所（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簡稱 IPE）嘈吵的交易大廳裡，康明斯（Paul 
Commins）開始了買進賣出的交易生涯，他的一位前同事
說，康明斯在那裡被昵稱為「抱抱」（Cuddles）。他說話有倫
敦口音，在烈治（Guy Ritchie）的英式黑幫電影裡也毫不違
和，他很難發出「r」音。結果，他的員工證上有「F-W-E」三

個字母，發音是「fwee」，每次他想說「three」這個字時發出
的聲音。

成立於1980年的 IPE曾經活力十足。400名交易員和經
紀穿著各種顏色的外套，彼此高聲大叫，用手勢達成交易，

然後在小紙條上確認。

他們基本上都是勞動階層出身，通常來自雅息士郡，這

個地方以莽撞的文化和毫不掩飾的炫富風氣而聞名。（對雅息

士男性的刻板印象就是熱愛足球的「怪人」，手裡拿著啤酒，

擁有價值不菲的汽車。）

思路敏捷、能承受風險的人會在這樣的交易大廳獲得

回報，康明斯—又名「抱抱」、代號FWE—在這裡風生

水起。在Trafalgar Commodities為公司客戶執行了幾年訂單

「4月份開始的時候，人們曾經談到油價為零甚至為負的情況，但沒人想到會是負40美元。那麼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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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成了身穿紅色外套、以私人資金下注的精英交易員之

一。一位前同事說，在他所處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部門，康

明斯的表現位列前三。

交易大廳有種學院氣氛，同時又隨心所欲，處於倫理道

德與監管的灰色地帶。如果一名獨立交易員無意中獲知某間

大型石油公司籌劃的大交易，他可能會搶先行動，這是被禁

止但卻十分普遍的做法，稱為提前交易。超大的交易大廳裡

有閉路電視，但還是有盲區，人們會在那裡分享資訊。

有 一 種 手 法 涉 及 名 為「 結 算 價 交 易」（Trade at 
Settlement，簡稱TAS）的工具，即以收市時的價格買賣期
貨的協議。這種合約針對投資基金，其宗旨是為了跟蹤長期

油價。但一些交易員意識到，他們可以充當這種TAS交易的
對手，然後在收市前合力將收市價盡可能壓低，從而獲利。

儘管從官方角度而言，這種做法是違反規則的，然而這極其

常見。

「這種情況簡直是肆意妄為，」IPE前負責人庫克（Chris 
Cook）說，他表示自己是在離開該交易所之後才得知這種做
法。沒有證據表明康明斯或他的同事涉及這類操作。

在 IPE最鼎盛的時期，最強的交易員一天可以賺到數萬甚
至數十萬英鎊，而且能趕上在下午5:30去酒吧消遣。然而網
上交易的興起導致他們遭到淘汰。IPE交易大廳在2005年關
閉，迫使當時36歲的康明斯以及幾百名像他一樣的交易員學
會用電腦交易，不然就轉行。很多人難以轉型而離開，有些

人則加入了銀行或經紀公司。

為了繼續從事獨立交易，一些獨立交易員集合到交易公

司，每月支付一筆月費、從每筆交易抽出一些佣金，有時

還要付出一部份利潤，就可以獲得一張辦公桌、一些後勤

支持，還能快速連接市場。最大的交易公司被稱作「五大家

族」，位於倫敦，擁有幾十名交易員，其中很多人都來自交易

大廳。然而在距離倫敦半小時火車車程的地方，雅息士郡的

小城勞頓，康明斯自己集合了一群人。

他的團隊混雜了老練的交易員和20多歲的新手，後者通
常是康明斯朋友的孩子，或是他孩子的朋友。其中有外號「道

格」（Dog）的資深交易大廳交易員羅阿斯（Chris Roase）；
非常瘦削、長相滑稽的皮克林（Elliot Pickering），他年紀不
大，還跟母親住在一起，開著一輛勞斯萊斯（Rolls-Royce）
敞篷車；還有德梅特拉（Aristos Demetriou），人稱「阿里」
（Ari），是團隊中賺得最多的一個。阿里的迅速成功引發了倫
敦大宗商品交易員圈子裡廣泛流傳的傳言，說阿里在一間超

市停車場打工推購物車時，偶然看到「道格」開車前來，就問

他怎麼買得起這麼豪華的汽車。

這些交易員全都是獨立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紀帳

戶，各自申報納稅。但根據交易記錄以及與他們共事的人表

示，他們經常以相同的方式進行操作，在關鍵時刻作出相同

的買進或賣出操作。在市場以外，這群人中的一些人做什

麼都在一起—打高爾夫，觀看他們支持的西漢姆足球會

（West Ham United）的比賽，一起帶家人去西班牙海濱小城
馬貝拉。有幾個人在名叫賽登博伊斯的富裕村莊買了房子，

那裡有著英國鄉村的田園魅力，距離倫敦市中心只有一小段

地鐵的距離。下班後他們常常去一間酒吧，《雅息士是唯一的

生活方式》（The Only Way Is Essex）的演員們很喜歡那裡，
這部劇集相當於《澤西海岸》（Jersey Shore）的珠光寶氣倫敦
腔版。

在很長的時間裡，康明斯和他的團隊以「五大家族」之一

Tower Trading的場外分支的身份交易。2016年，Tower的兩
位管理層斯派爾斯（Adrian 「Britney」 Spires）和岡特（Tommy 
Gaunt）離職創業，康明斯和另外大約20位Tower的交易員加
入了他們。這間新公司就是Vega Capital London，康明斯在
這裡繼續招兵買馬，為跟他有一定社會關係的年輕人提供空

缺。其中一位就是揚格（Connor Younger），他的父親是一位
建築承辦商，也是康明斯的朋友。揚格幾年前還在社交媒體

上抒發青春期少年對饒舌音樂的喜愛和追女孩的快樂。

不清楚康明斯與他招攬的交易員或與Vega Capital達成了
怎樣的商業安排，Vega Capital有幾十名人員與雅息士毫無關
係。不過他們之間存在財務聯繫。康明斯和德梅特拉聯合擁

有一間名為PC & AD Developments的公司，同時康明斯、德

梅特拉和皮克林都曾經是PAT Developments的董事。這些公
司沒有網站，其登記資訊涉及房地產。

去年初，幾大工業國的經濟狀況良好，投資者一片樂觀，WTI

價格在每桶60美元左右。2月，隨著有關新冠病毒的報道開始
出現，油價開始下跌。隨著疫情轉為大爆發，油價跌勢加劇。

到3月底，WTI價格在20美元，為911恐怖襲擊以來的最低水
平。經過緊張的談判，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美國為首的

產油大國同意將產量削減10%，試圖穩定油價。
減產措施遠遠不夠。所有油價期貨均下跌，包括基於歐

洲北海原油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但WTI還有一個特別的
問題，不同於允許買家和賣家以現金結算的布倫特原油，

「4月份開始的時候，人們曾經談到油價為零甚至為負的情況，但沒人想到會是負40美元。那麼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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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末持有一份到期WTI合約的任何人都必須持有位於俄
克拉何馬州庫欣的1000桶輕質低硫原油。（作為一個內陸小
城，庫欣是「世界管道的十字路口」。一個世紀以前有人在這

裡開採到原油，後來就成了煉油和分銷中心。）

通常，投資者可以在合約到期日之前賣出，並買入下一

個月的合約，以此避免上述必須持有實貨原油的情況，這種

操作即「轉遞交易」。然而3月份和4月初的低油價吸引了大
量非專業投資者進入跟蹤石油的投資產品，其中包括一個名

為「原油寶」的大型中資基金，其廣告語是「原油比水還便

宜」。這些基金都必須將規模龐大的期貨合約移倉，而拜疫情

所賜，買家寥寥可數。

與此同時，庫欣的儲存空間迅速消耗。由於沒有可用的

儲存空間，保存原油的成本可能會超過任何出售獲利。再加

上有大量慌亂的賣家，導致已經充滿恐懼的市場崩潰。4月3
日，Nymex發出前所未有的警告，稱油價可能跌至負數。

5月WTI合約的關鍵結算日4月20日是星期日。在雅息
士，Vega的一些交易員天亮之前已開始工作，以利用這個重
大交易日的機會。英國仍處於抗疫封鎖中，他們的客廳和書

房的燈光點綴著仍然黑暗的村落。有知情人士稱，他們的策

略是以前交易大廳流行的TAS合約。
這種策略的機制是這樣的：假設一名交易員看到WTI價

格是10美元，而他預計當天收市價為5美元。為了利用這個
機會，他在TAS市場上買入5萬桶石油，即同意以下午2:30
收市時的任何價格買入石油。與此同時，他開始出售常規的

WTI期貨：以10美元的價格賣出10萬桶，隨後如果市場如他
所料般下跌，在9美元的時候再賣出1萬桶，8美元又賣出1
萬桶。隨著結算時間臨近，這名交易員加快拋售，進一步在7
美元、6美元的時候各賣出1萬桶的合約，推動了價格走低，
直到果然以每桶5美元收市。然而現在他已經「平倉」，也就
是他賣出與買入的數量相抵，因此無需接手任何實貨原油。

這位交易員的押注成功了。他的利潤是15萬美元，也就
是他賣出原油期貨所得（共5萬桶，以10美元到6美元的階段
價格賣出，總計收入40萬美元）與他通過TAS合約買入的成
本（5萬桶，5美元 /桶，共計25萬美元）的價差。這一切是完
全合法的，只要交易員並非故意試圖將收市價壓低至一個人

為水平以實現利潤最大化，根據美國法律，這種情況構成市

場操縱行為。操縱行為可能會受到罰款或禁令等民事處罰，

甚至還有可能面對刑事指控，刑期最高可達10年。在美國，
於結算期間或結算前下單，「故意或不計後果地罔顧」相關影

響，也是違法的。

觀察過他們運作的人士說，雅息士那群交易員歷來慣於

在結算日的幾小時內進行同向交易，以此大賺特賺。但這種

策略風險很高。如果尾盤時出現實力更強的交易方，作出相

反的押注，則可能推動相反的市場走勢。一位認

識他們的交易員說，他們也曾經有過巨額損失。

「他們真的是膽大包天，」另一位交易員說，「這

種情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知情人士說，4月20日中國的「原油寶」基
金和其他投資者在TAS市場上出售WTI合約時，
雅息士的這些交易員買入了合約，承諾以任何結

算價格買入大量石油。從英國時間4月19日晚間
11點市場開市，到第二天下午5點（紐約時間為
中午），油價從18美元左右跌至每桶10美元。
隨著油價下跌，康明斯和他的朋友賣出了多批

常規WTI合約，就是前文舉例的操作，此外還有
日曆價差交易，這是另一種金融工具，供交易員

押注未來油價。他們需要的就是油價不斷下跌，幅度越大越

好。然而隨著這天時間推移，他們開始擔心起來。在向記者

描述的短信中，他們討論過具體交易的細節，質疑是否承擔

了太多風險。

在結算前兩個小時多一點，期貨市場交易活動急增，推

動油價從10美元跌至5美元，然後一路跌到零。油價轉為負
數是在下午2:08，這個時候，任何還有足夠勇氣買入石油、
寄望於油價反彈的特立獨行投資者也退出了。接下來的22
分鐘，在Vega和其他拋售壓力之下，5月合約一泄千里。
Nymex計算結算價的方式是將下午2:28至2:30之間的交易加
權平均。當天的最終結算價格為負37.63美元。根據向記者
描述的交易情況，在最後半小時內，Vega Capital的九名交易
員是WTI期貨和日曆價差的最大賣家—在通常由英國石油

（BP）、嘉能可（Glencore）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這類公司主導的市場，這種情形非同尋常。

Vega團隊最終兩頭獲利，一方面是他們在當天油價為正
的時段賣出的期貨，另一方面是他們通過TAS買入的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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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無異於對商業標準的嘲諷。交易資料顯示，加上日

曆價差交易賺取的利潤，這九位賺得最多的交易員總計收穫

了6.6億美元。31歲的德梅特拉、25歲的皮克林和22歲的揚
格分別進帳超過1億美元，而羅阿斯賺了約9000萬美元。康
明斯獲利約3000萬美元。就連他兒子喬治（George）也賺了
800萬美元，喬治才20歲出頭，幾乎沒有什麼交易經驗。

其他投資者則在盤點損失。中國的「原油寶」基金告知投

資者，他們的全部投資都已虧損。深圳的26歲投資者A’Xiang 
Chen向彭博表示，根本就沒想到油價竟然會變為負數。多倫
多郊區的日間交易員沙阿（Syed Shah）在油價跌至每桶3美
元時開始買入原油期貨，最終損失900萬美元。美國最大的
網上交易服務機構 Interactive Brokers損失了1.04億美元，因

為其軟件無法處理負油價的情況。

一位知情人士說，關於雅息士有人大賺了一筆的流言在

交易員的通訊群組中快速流傳，不過這群贏家卻不怎麼願意

討論他們的獲利。被問及賺了多少錢時，有一個人開玩笑說

自己要離開了。他的遊艇上信號不好。

如果這些人當天賺了700萬美元，而不是7億，他們可能會歡

呼慶祝。然而以他們獲利的規模，加上他們的背景—以及

要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政治壓力—意味著Vega引起了
監管部門的注意。8月，美國俄亥俄州民主黨參議員、參議院
銀行委員會成員布朗（Sherrod Brown）致信監管機構，稱這
宗事件造成了「市場容易受到操縱的印象」。

據知情人士稱，CFTC一直在調查Vega Capital。該知情
人士表示，紐約南區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已經啟動調查，

以確定是否存在刑事犯罪情形。對於是否存在任何進行中的

調查的問題，這兩個部門以及CME均不予置評。
至今仍未有任何部門指控Vega Capital或本文中提及的

任何交易員有任何違法行為。買入TAS以及在期貨市場進行
對沖是常見的、可接受的做法，而且4月20日油價可能下
跌也不是什麼秘密。以前如果交易員被認定試圖有意壓低收

盤價，而不僅僅是在收市水平上獲利，則可能會遇到麻煩。

2012年，荷蘭公司Optiver被罰款140萬美元，其三名員工被
暫時禁止交易大宗商品，因CFTC指控該公司操縱結算價。電
子郵件和電話記錄顯示，Optiver的交易員在買入TAS之後商
討試圖「打擊」和「霸凌」結算價。這種能明確表示意圖的證

據很少見。自CFTC於1974年創立以來，該機構在庭審中僅
有一宗操縱案勝訴。

「我們每一位當事人都經常拿自己的錢冒險，試圖獲利。

有時這種操作奏效，有時沒有，」代表其中八位交易員的律師

事務所Simkins在一份聲明中說，「在4月20日，極其明顯的
市場訊號—包括交易所一再警告稱價格可能為負數—導

致由小規模獨立交易員到大型金融機構在內的市場參與者紛

紛在油價將會下跌的前提下進行交易。當時沒有人能預測價

格跌幅會有多大，而我們的每一位當事人，與世界各地的很

多人一樣，以自己對市場的看法來展開交易。他們無意就對

其獲利的猜測置評。」

無論Vega面臨什麼情況，其狂野的交易日都暴露出了
TAS機制的弱點，而天然氣、活牛和其他大宗商品都有這
種機制。休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金融教授皮農
（Craig Pirrong）去年發表了一篇論文，稱市場參與者可以在對

價格幾無影響的情況下通過TAS建立大量頭寸，然後在常規
市場以影響價格的方式予以對沖。這種「非對稱」會引發操縱

行為。CFTC的高級官員目前正在考慮，TAS是否需要改革。
去年11月，該機構公布有關4月20日事件的中期報告，其重
點放在宏觀經濟環境上，但由於調查仍在進行，未考慮潛在

的操縱問題。該機構的成員之一伯科維茨（Dan Berkovitz）對
此提出了批評，指這份中期報告「不完整也不充份。」

「委員會必須採取和提供有意義的分析，以便實施適當的

補救或糾正措施，以確保這個極其重要的市場的誠信，」伯科

維茨說，「這是幾十年來任何大宗商品市場最為離奇的事件之

一。」CFTC發言人肖特（Michael Short）說，CFTC能夠分享
的資訊有限，並表示相關批評似乎「忘記了這是一份中期報

告。」他還表示，CFTC對去年4月20日的情況有所準備，而
且「大幅市場波動對CFTC人員來說並不新鮮。」

回到賽登博伊斯，康明斯和他的團隊現在很低調。了解

他們運作的人士稱，一些人已經不再交易月度結算合約。有

幾個人註冊了新公司，不清楚他們賺到的錢去向如何。去年

4月20日之後，Vega Capital與其交易帳戶之前所在的結算機
構G.H. Financials分道揚鑣，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責任監管
Vega的活動。Vega目前有一個新的結算機構，並繼續交易。

對於他們獲利的消息，倫敦交易圈一方面表示懷疑，一

方面又頗感自豪。Vega的聯合創辦人岡特還有了一個新的綽
號：「第五位披頭士」，他在那個大日子的幾個月前離開了公

司。「很有趣的是，如果是英國石油或者高盛賺了這麼多錢，

人們眼睛都不會眨一下，然而如果是一群勞動階層的伙伴，

人們就會說他們作弊，」一位認識這群人的交易員說，不少人

都跟他有同感。這位交易員表示：「我祝他們好運。」�—
譯 汪澤

「他們真的是膽大包天，這種情況簡直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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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一個慈善機構籠
絡名人，招募大批學童來
籌款，建立了一種以商業
為動力的全新慈善模式。

然後，加拿大政府宣布的

一項疫情救助計劃，

令人們不禁發問，

到底誰才是

最大的受益者?

撰文
Natalie Obiko Pearson、 
Danielle Bochove、
David Herbling

肯尼亞巴拉卡醫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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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3月初的一個早晨，12000名
學童和他們的老師聚集在倫敦的

溫布萊體育館（SSE Arena），參加一場
可說是全世界最喧鬧的實地考察活動。

巨大的體育館裡充斥著尖叫聲，這是一

場為獎勵善舉而舉辦的大型聚會。耀眼

的燈光和名人演出讓這場長達四小時的

表演看起來鋪張而華麗，伴隨著舞蹈和

音樂表演以及穿插其間的勵志演說，

青少年又蹦又跳。歌手路易斯（Leona 
Lewis）以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的妻子蘇菲（Sophie Grégoire 
Trudeau）就「自我賦權」發表演講；一
級方程式賽車的傳奇人物咸美頓（Lewis 
Hamilton）高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此
次活動的主要贊助商維珍集團（Virgin）
被隔空致謝。熱情洋溢的孩子們一邊高

聲呼喊一邊揮舞著手中的螢光棒。

這個蔚為壯觀的場面就是解放兒

童組織（Free the Children）主辦的WE 
Day年度活動，由加拿大基爾伯格兄
弟克雷格（Craig Kielburger）和馬克
（Marc Kielburger）發起。25年前，12
歲的克雷格創辦了一個致力結束兒童

奴隸現象的慈善機構，這些年來，他

們增設了一個牟利機構，贏得了年輕

人、有錢人及名人支持，成為一個鼓

舞人心的慈善品牌。他們旗下的大型

慈善機構WE Charity在9個國家進行發
展計劃，每年可帶來大約6600萬加元
（約5200萬美元）的收入；僅僅在美國
一地籌得的款項就使其躋身收入排名前

5.5％的美國公共慈善機構。在奧花雲
費（Oprah Winfrey）和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等人的指導下，基爾伯格兄
弟激勵了財富500強公司的董事會成
員、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常客

和幾千所學校的學生。他們的慈善商業

帝國與慈善界以往所見的任何一種形式

都不一樣，其特點是組織牟利的公益旅

行活動，接待億萬富豪和政客，還舉辦

了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活動，就連哈里

王子（Prince Harry）和南非大主教杜圖

（Archbishop Desmond Tutu）這些權威
人士都是座上客。

沒想到的是，在倫敦這場盛會結

束後的幾個月內，WE Charity陷入了困
境，基爾伯格兄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詳

細調查。首先，新冠病毒使大型聚會和

義工的跨國旅行被叫停，這是基爾伯格

兄弟商業模式的兩大支柱。然後，他們

籠絡精英人士的才能帶來了反作用。杜

魯多政府在6月宣布，WE將成為一項
規模為5.44億加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計
劃的獨家管理機構，該計劃旨在向學生

義工提供補助。WE在沒有競爭的情況
下獲得這份合約，而且此前曾向杜魯多

家族的成員支付數十萬美元演講費和其

他費用，這件事很快被媒體曝光，引發

了一場爭議，導致加拿大財政部長下

台，並使總理本人遭受道德調查。

記者、反對派政客和其他人開始

更認真地審視WE。他們發現，在其高
尚的口號下面隱藏著複雜的公司架構，

將慈善事業和牟利活動混在一起，而且

編織了一個有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密集

政治關係網絡。前員工還站出來指控其

存在種族主義和剝削行為。該機構很快

退出了與政府的合約，但損失已經無可

挽回。去年秋天，基爾伯格兄弟在電視

上淚流滿面地宣布將結束他們在加拿大

的主要慈善事業。

然而，問題依然存在：這個慈善機

構最大的受益者是誰—到底是發達國

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是這個機構本身還是

它想要幫助的那些人？在接受採訪或者公

開作證時，前員工、WE海外慈善學校的
舊生和老師及其他曾與基爾伯格兄弟有

過密切往來的人士都聲稱，該機構處於

一種模糊不清和疏於監督的模式，其公

司架構異常複雜，作為一間慈善機構，它

花在房地產投資組合方面的資金比例過

大，貧困地區的學生只是被它利用的工

具，有時候還會遭受老師體罰。

針對《彭博商業周刊》發出的查

詢，WE給出了一份71頁的答覆，還
有400多頁的附件，其中包括第三方
評估、證明信和員工聲明，還有其律

師提供的一份22頁的回覆，被標註
為「證據一」（Exhibit 1）。在這份回覆
中，WE駁斥了針對該機構的批評和指
控，包括在它其中一所學校存在體罰的

說法。這份回覆稱，該機構的複雜性是

由加拿大和其他國家的法律法規決定

的，它持有的房地產投資和牟利業務是

支持WE Charity營運的最佳方式；它
的活動使全球許多人受益，遠遠談不上

剝削；在批評它的人當中，有一部份是

心存不滿的前員工和學生。

重新定義了慈善資本主義的兩兄

弟最終卻只能看著自己的心血在眼前崩

1996年，克雷格在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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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但是，這件事帶來的影響已經動搖

了整個慈善發展界，引發了對白人特權

的指責，暴露出加拿大當局的孤陋狹

隘，多年來一直忽視了這個以自由、

進步的價值觀牟利的機構。

一切都要從兩個12歲的男孩說起。

距    今26年前，1995年4月，克雷
格在位於多倫多郊區的家中一邊

吃早餐一邊看報紙上的漫畫，突然，一

個來自伊斯蘭堡（Islamabad）的故事引
起了他的注意。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名叫

馬西（Iqbal Masih）的小男孩，他被賣
到巴基斯坦的一間地毯廠當工人，後來

他成功逃脫並成為一名傑出的兒童社會

運動者。最後馬西被謀殺了，他當時和

克雷格一樣，也是12歲。
這個故事令克雷格感到震驚並為

他帶來靈感。他召集了同班同學和大他

五歲的哥哥馬克，成立了解放兒童組織

（Free the Children）。童工是1990年代
最大的貿易政策問題之一，克雷格很快

就吸引了觀眾的眼球。1995年11月，
他在多倫多舉行的一個工會大會上發表

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在演講影片中，他

時不時暫停講話，閉上雙眼，毫不費力

地吸引了2000名成年人的關注。當他
結束演講時，工人領袖紛紛上前慷慨

捐贈。他通過此次活動籌集了15萬加
元，是他原本目標的15倍。

這個宣揚幫助童工擺脫奴役的運

動很快就引起了國際關注。他在美國

國會委員會發表講話，出現在《60分鐘
時事雜誌》（60 Minutes）節目上，與
戈爾（AlGore）、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等名人會面。他寫
了一本書，還出演了一部紀錄片。在三

年之內，兄弟倆就把這個機構發展成一

項國際慈善事業，現在的關注重點是

在厄瓜多爾、印度、肯亞和尼加拉瓜

興建學校（儘管他們在2016年前一直
保留著「解放兒童組織」這個名字）。

1999年，他們創辦了一個企業，成為
慈善資本主義的先驅，提供海外公益旅

行服務。

就在同一年，16歲的克雷格登
上了奧花雲費主持的著名節目。根

據基爾伯格兄弟在2018年合著的
《WEconomy: You Can Find Meaning, 
Make  a  L i v ing ,  and  Change the 
World》，當時奧花雲費手下一位名叫
本內特（Tim Bennett）的高層告訴他
們：「你們肯定想不到這個節目播出後

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應。」這位美國名嘴

一時衝動作出承諾，將資助100所學
校。她成為一位很重要的導師，將克

雷格和馬克引入了更高級別的慈善事

業圈。

就在克雷格打造這個慈善機構形

象的同時，馬克累積了一堆文憑。他從

瑞士的一所精英中學畢業，接著去了

哈佛（Harvard）國際關係系，然後去了
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法律
系。拒絕了華爾街待遇優厚的工作機

會後，他把自己的精英人脈帶回了這個

小小的慈善機構。直到2003年，基爾
伯格兄弟還是在自己的客廳裡經營這個

機構。那時，克雷格剛剛開始在多倫多

大學三一學院（University of Toronto's 
Trinity College）攻讀本科學位。據從前
教過他的教授韋爾奇（David Welch）
回憶：「他很敏銳，有上進心且充滿激

情。他也是我教過的唯一一位要求延長

學期的學生，這樣他就可以到斯里蘭卡

開辦一所學校。」接下來他又讀了一個

行政工商管理碩士。

到了2004年，兄弟倆開始尋找穩
定的收入來源，以抵銷捐款的不穩定

性。他們開辦了一個野生動物園風格的

營地Bogani，國際義工可以付費留宿
在肯亞馬塞馬拉國家保護區的門口。

他們很快又開辦了一個環保T恤業務。
在eBay前總裁斯科爾（Jeff Skoll）的支
持下，這些努力最終凝聚成ME to WE 
Social Enterprises。這是一項牟利業
務，包括出售義工公益旅行服務和公平

貿易商品，譬如馬塞馬拉串珠手鏈以及

用厄瓜多爾可可豆製成的巧克力、通

過該慈善機構的海外計劃採購原材料。

根據一份新聞稿，ME to WE承諾將至
少一半利潤捐給慈善機構，並自詡採用

了「最高治理標準」。

同一年，這個慈善機構發起了一項

倡議，後來被命名為WE Villages，將
其活動範圍從教育擴大到潔淨水、醫

療保健、可持續農場和其他能帶來收

入的計劃。這些村莊成為ME to WE所
提供的公益旅行的目的地。根據個人的

喜好和經濟能力，公益旅行可以是持續

兩周的繁重工作，在某個偏遠地區挖地

基；也可以是一場豪華露營之旅，不用

做多少雜活，反而可以品嘗各種美酒。

ME to WE開始在厄瓜多爾、印度和肯
尼亞經營一系列豪華物業，這些地方成

為吸引捐助者和名人大使的大本營，同

時也為當地旅遊業提供了工作機會。

加 拿 大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奧卡諾
根校區文化研究領域的教授傑弗里斯

（David Jefferess）形容，這是一種為他
人造福的消費。他說：「我們都想自視

為好人，同時又不用冒險，不用放棄或

者犧牲任何東西。」

2006年，基爾伯格兄弟和奧花雲
費攜手，開始向北美的教師提供幫助。

該項目最終由陶氏（Dow）、沃爾格林
（Walgreen）和其他公司贊助，並鼓勵
學生創建籌款俱樂部。這項策略讓WE
走進了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的幾千

「他很敏銳，有上進心，充滿了激情。他也是我教過的唯一一位要求延長學期的學生，
這樣他就可以到訪斯里蘭卡，在當地開辦一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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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

喬亞爾

Vitor Lee

克雷格

阿爾 -瓦海蒂

貝克

WE的結構

董事會成員、總監、幹事

或公司文件的簽字人

2569144 
Ontario

10563056 
Canada

Free the 
Children UK 
(WE Charity 

UK)

WE 
Education 

(英國 )

Global 
Impact 
Fund

 (美國）

WE 
Charity
 (美國 )

Me 
to We 

Foundation 
(美國 )

Wellbeing 
Foundation 

America

WEllbeing 
Foundation 

(加拿大 )

We365 GP

We365
We365 LP

WE 
Charity 

Foundation

Me 
to We 

Foundation 
of Canada

Me to We 
Asset

ME to WE Social 
Enterprises 

Global 
Impact Fund

(加拿大 ) 

Me to We 
Shop 

Global 
Impact Fund 

Me to We 
Trips

Me to We 
Consumables

Me to We 
Travel

9648755 
Canada 

Corp.

Araveli for 
Mamas

Kidimu

Bogani 
Training

Minga

Kujitolea

Linganya

9648763 
Canada

W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擁有直接控制權或重大權力的公司

數據來源：安大略省企業記錄、CRA財務披露文件、加拿大聯邦企業記錄、WE CHARITY2019財年財務報表、
肯尼亞企業記錄、英格蘭和愛爾蘭慈善委員會、美國稅務局、公司開放數據庫OPENCORPORATES

WE稱這些公司不屬於WE、WE Charity或ME to WE，其中一些還是不活躍公司

WE稱這些公司正在被關閉

WE Charity 
(加拿大

北美、英國和肯尼亞的許多公司都與基爾伯格兄弟或者WE的高層有關聯，這些高層包括WE Charity執行董事阿爾 -瓦海蒂
（Dalal Al-Waheidi）、WE Charity營運總監貝克、WE Charity和ME to WE的財務Victor Li及馬克的妻子、ME to WE
的高層喬亞爾（Roxanne Joyal）

所學校。該機構的工作人員會走出去

就各種社會問題發表演講，向學生們分

發有回郵地址的通告，這樣他們就可以

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寄回WE，然後機構
可以利用這些資訊向孩子提供指導，幫

助他們追求自己的夢想事業。根據一位

名叫西蒙（Matthew Cimone）的前講者
在Medium平台上發布的文章，寄回的
通告越多，這所學校被WE主要籌款項
目選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該慈善機構還和50多間媒體建立
了合作關係，包括美國廣播公司ABC、
霍士電視網（Fox Television）、MTV、
《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芝
加 哥 論 壇 報》（Chicago Tribune）、
Facebook、Twitter以及加拿大大多數
主流媒體。這些合作媒體都在它的WE 

Day狂歡活動中聚首一堂，活動目的是
要獎勵學生社會運動者、銷售商品並

提升該慈善機構及其創辦人的形象。第

一屆WE Day活動於2007年10月在多
倫多舉行，嘉賓陣容包括杜魯多，當時

的他正第一次競選議員。這個活動的規

模越來越大，每年都增加十多個北美和

英國城市參與。企業合作夥伴承擔了可

能突破七位數的活動經費、社會名人

貢獻出自己的時間，就反對霸凌、自

我賦權和平等之類不容置疑的奮鬥目標

發表演講。銷售攤位和廣告都在宣傳

ME to WE的公益旅行和小飾品，還有
一個「教師專區」，為教育工作者提供

有關如何籌款的建議。

在第一屆活動舉辦後的三年時間

裡，WE Charity的年收入增加了一倍

多，達到2200萬加元，還在加州的帕
羅奧圖和倫敦開設了辦事處。有大約

55000名來自7個國家的兒童在其建造
的650所學校和教室裡學習，基爾伯格
兄弟在提高人們對全球貧窮問題的關

注，以及將幫助人的概念融入教育方面

是當之無愧的功臣。僅在2010年，就
有近50萬北美和英國青年活躍在該機
構屬下的俱樂部，有3.6萬名兒童參加
了WE Day活動。

隨
著該慈善機構的發展，有些人開

始質疑，它在捐款來源國更為活

躍，而不是它原本計劃幫助的地方。這

種不安情緒瀰漫在一些發展專家、教

師、學者、甚至工作人員和捐助者當

中。對非牟利組織進行調查的獨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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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機 構Charity Intelligence Canada從
2011年開始將WE納入調查範圍，其
常務董事巴恩（Kate Bahen）稱：「每
一年，我們需要回答有關WE Charity
的問題越來越多，比任何慈善機構都

要多。」她說，這些問題都圍繞著WE 
Charity的公眾形象。公眾想知道它對
學校的影響有多深遠，還想知道要價

5000美元的學生公益旅行和名人雲集
的青年集會如何為慈善事業貢獻。巴恩

自己的研究表明，該慈善機構和牟利機

構之間的界線模糊，可能令人難以判斷

收入的最終去向。

由WE的經營方式所產生的緊張情
緒也許在Bogani獲得最明顯的體現，
Bogani是位於肯亞馬塞馬拉附近的營
地，距離一系列展示計劃的「集中帶」

只有幾英哩之遙，這些計劃包括一所醫

院、一所大學以及由WE營運的男、女
寄宿學校。來賓可以體驗電影《非洲之

旅》（Out of Africa）中帶殖民地色彩的
生活，學習投擲馬塞長矛或者砌磚，然

後在可以俯瞰大草原的陽台上悠閒地喝

一杯，再在用非洲手工藝品裝飾的舒適

小屋或豪華帳篷中睡個好覺。在疫情爆

發前，每位遊客的六晚住宿價格是5450
美元，還可以選擇價格為5595美元的
野生動物園計劃。在MTV製作的《名人
豪宅》（Cribs）2011年的一期節目中，
克雷格帶領觀眾遊覽一番，他大口喝裝

在葫蘆裡的牛血，然後來到一棟簡單的

木製小別墅的樓梯前，讚歎道：「天啊，

他們能夠在非洲的不毛之地建造出這樣

的住所，簡直太神奇了。」

住在Bogani的貴賓可以到這個計
劃「集中帶」遊覽，嘗試做各種雜工，

然後會得到一位馬塞族長老看似自發的

祝福。之後，這位貴賓有望提供一大

筆捐款或者提供業務合作機會。WE加
州辦事處的前負責人、曾經三次到訪

Bogani的科夫（Sarah Koff）於今年夏
天在 Instagram上面發布了一段影片。
她在影片中稱：「他們打造了一種精心

策劃、看起來非常奇特的體驗，無疑

會改變前來體驗的人的生活，但實際上

問題重重，而且都是事先寫好的劇本。

但是，它可以激勵人們，令他們慷慨解

囊。」（在對《彭博商業周刊》作出的回

覆中，WE表示，設計這種公益旅行是
為了尊重當地文化，認為它們是「出於

其他目的而不是使社區受益」的說法是

不正確的。）

據舊生科沙爾（Branice Koshal）
回憶道，她在這個「集中帶」的女子寄

宿學校註冊後被告知，如果學校假期恰

逢貴賓到訪高峰期，她必須穿著校服留

在校園裡，以便「招待這些客人」—

這是她的原話。現在已經22歲的科沙
爾說：「儘管父母希望我們回家，但我

們拿了獎學金，因此無權抱怨。如果

家長要支付學費，也許就會抵制了。」

（WE表示，在假期接待義工和捐款者
是「可以選擇的」。）如果客人在學校開

學期間到訪，每天的課程可能被打斷兩

次。老師會叫學生為30分鐘的下午茶
互動環節彩排：先是表達對客人的感激

之情，講述學校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大，

然後懇求獲得更多幫助。

科沙爾說，有時候學生會遭到鞭

打，這一點是他們萬不能提及的嚴重禁

忌，不然就會「陷入麻煩」。她記得在

入學第二年的時候，她因為考試成績不

夠好而受到鞭打，且不只一次。還有兩

位舊生因為害怕報復而要求匿名，她們

說，自己也多次遭到鞭打，被打的部位

包括後背、腿部、臀部和手部。總括

而言，她們表示自己經歷過的體罰發生

於2012年至2016年間，地點就在當時
的女子寄宿學校校區。從前在這所學校

任教的一位老師進一步證實了該時期在

那個場所確實發生過體罰。這位老師也

要求匿名。

肯亞2001年通過的《兒童法案》
（Children Act）宣布體罰為非法，但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2014年的一份報告發
現，體罰在那之後仍然存在，在針對女

孩的暴行中，教師是最常見的施暴者。

這些學生表示，她們只要犯一點小錯就

會招來懲罰，譬如說未完成作業、睡

過了頭。其中一人在2015年11月回憶
道，有一次，幾個學生使用手機為期末

考試作準備，被發現後，全班學生都遭

到了鞭打。這三位舊生都表示，儘管如

此，她們仍對自己獲得的免費教育以及

由此獲得的機會表示感激。

在對體罰指控作出回應時，WE表
示，在其教育綱領中，鞭打「是被禁止

的」，而且在其經營的學校裡從來沒有

報告過鞭打事件。WE負責學校事務的
總監穆拉（Carolyn Moraa）在一份聲
明中稱：「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形式的

『鞭打』。」WE還提供了由一位學生、
一位家長和一位義工社區負責人簽字的

聲明，他們在聲明中表示從未聽說這些

學校發生過鞭打事件。

因為簽署了保密協定而要求匿名

的前員工回憶說，肯亞的計劃有時候被

緩慢地推進，以確保一直有穩定且令

參加者感覺良好的任務提供給捐助者團

體，這些團體的人數可能多達100人。
在員工當中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懸掛

在建築物上的捐助者紀念銘牌應該改用

魔術貼，因為它們被更換得太頻繁了。

據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巴拉卡醫院的一

堵牆至少被義工重建了四次。這三個人

還表示，所謂的社區工作者在捐助者到

訪時會誘勸村民穿上傳統服裝，必不可

少地以熱情歡迎來客。

前員工還回憶起一件令人難忘的

事情。有一次，一位主要捐助者來出席

一個女性賦權中心的落成典禮。前一天

晚上，克雷格突然想起這位捐助者指定

該中心必須配備廚房。於是現場陷入了

一片混亂，員工按照指示利用附近一所

高中的設備拼湊出了一間臨時廚房。佈

置完畢後的照片顯示，烹飪用具整齊地

掛在牆上，碗碟堆放在整潔的架子上。

當這些捐助者離開後，所有東西都被送

回了那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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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回應，沒有發生過為了向捐
助者展示而臨時搭建廚房的事情，不過

確實建造過一間廚房，很快又在當地社

區成員的要求下被拆除，因為他們想重

新規劃那處空間。它還表示，減慢計劃

進度或重複工作沒有意義，因為「肯亞

有很多好計劃可以做」。該機構還稱，

它沒有要求當地村民穿上傳統服裝歡迎

捐助者，現有的捐助者紀念銘牌是用水

泥澆築在建築物上的，也從未更換過。

基
爾伯格兄弟在Bogani最重大的一
次表演可能發生在2017年3月，

也就是億萬富翁、Lululemon Athletica
創辦人威爾遜（Chip Wilson）來訪的時
候。當時，威爾遜正在尋找一位候選

人接管他和妻子香農（Shannon）在十
年前創辦的慈善機構 imagine1day，它
的任務很簡單：在2030年前，成功幫
助每一位埃塞俄比亞兒童在沒有外國援

助的情況下獲得教育。這個機構不像

WE那麼閃亮，但名聲卓越的一點是，
它一直由埃塞俄比亞項目人員運行，極

其有效，而且非常透明。它在偏遠地

區興建學校，要求當地社區承擔10％
的成本，以考驗他們在在 imagine1day

撤出後繼續營運學校的決心。在

imagine1day美國籌款部門於2019年
12月解散前一直擔任其董事會成員的
諾韋克（Mary Anna Noveck）稱：「他
們在做實事，他們總會親臨現場。」

馬克在Bogani等待威爾遜夫婦的
到來，他希望此次到訪能令他們相信，

WE可以將 imagine1day帶入一個新層
次。據兩位前員工稱，此次體驗完美無

瑕，一直推進到了長老祝福環節。這番

推介顯然奏效了：2017年5月初，威
爾遜將 imagine1day和1000萬加元轉
交給WE。幾個月之內，ME to WE就
將它的公益旅行項目擴展到了埃塞俄比

亞，在一條精心製作的短片中，它召喚

年輕的旅行者來「改變世界」，同時可

以攀登擁有1000年歷史的古老教堂的
台階，品嘗當地的咖啡和發酵大餅。

在埃塞俄比亞北部提格利尼亞地區，

imagine1day在它的一個學校建設計劃
附近購買了一塊2英畝（約8094平方
米）的土地，向村民承諾建設一個農場

和灌溉系統，以符合基爾伯格兄弟向威

爾遜勾勒出的宏偉願景。

然而不久後，用來推進 imagine1day
埃塞俄比亞項目的資金開始大幅減少。

該慈善機構的財務報表顯示，當地的計

劃支出從2016年接管前的近400萬加元
縮減到2019財政年度的100萬加元。

另外，WE還開始從 imagine1day
獲得的捐款中抽成。據 imagine1day
在埃塞俄比亞的長期合作夥伴Run for 
Water的主席麥肯齊（Ken Mackenzie）
稱，該機構每向 imagine1day捐獻5
萬加元，WE就要拿走大約15000加
元。他說，WE稱這筆錢是「管理抽
成」，直到Run for Water威脅要把錢
捐給其他機構之後，它才降低了這筆

費用。麥肯齊、諾韋克和其他兩位

知情人士稱，在WE接管之後，隨著
imagine1day的預算緊張，地區總監
阿曼（Seid Aman）不得不解僱部份員
工，但他試圖掩蓋問題，以免危及該

機構與其他捐助者和地方官員之間的

關係。諾韋克說：「威爾遜被騙了。我

認為他們的銷售和行銷手段確實讓很

多人眼花繚亂。不只是威爾遜。還有

很多財大氣粗的富豪和影響力巨大的

名人。」

提格利尼亞地區的灌溉工程等了

兩年才開始建設。到了去年4月，據
當地村長尼塔德塞（Negusa Tadesse）
說，隨著疫情開始惡化，資金消耗殆

盡。計劃停工，一位承包商放棄工作，

開始試圖通過出售原材料來收回部份

投資。

WE稱，有關員工被裁撤的描述
是「不準確的」，而且在其管理期間，

全職員工的「總成本」沒有下降。它還

表示，並未獲悉有承包商投訴自己在

提格利尼亞地區沒有獲得報酬，還駁

斥了資金枯竭的說法，但是把問題推

給 imagine1day。該機構還稱，它與
imagine1day的合作關係最近已經終
止，它已經把1000萬加元捐款中未使
用的部份還給了威爾遜家族辦公室，用

於支持阿曼領導下的 imagine1day。阿
曼沒有回應評論請求。威爾遜也拒絕

置評。

2015年，基爾伯格兄弟和杜魯多參加渥太華的WE Day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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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加拿大這邊，imagine1day也
被拖進了基爾伯格兄弟從小時候

就開始的一項業務：房地產。他們的父

母弗雷德（Fred）和杜麗莎（Theresa）
是學校老師，也是房產達人，每年都會

搬進一棟有待翻修的舊房屋，在這個過

程中，兄弟倆學會了粉刷牆身、給瓷

磚縫灌漿和安裝水槽。根據WE在網上
發布的一段歷史，當馬克還是個蹣跚學

步的小孩時，他就會幫忙貼牆紙；當他

睡覺的時候，「牆紙仙女」就會出現，

幫他完善工作。

兄弟倆對房地產的熱愛從未減

退。大約在2004年的時候，他們說服
父母賣了家庭住宅，在多倫多的椰菜

鎮（Cabbagetown）社區購買了一棟三
層房屋，成為該慈善機構的總部。根據

2010年《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
的一篇報道，在接下來的五年中，這

個慈善機構、ME to WE以及和基爾伯
格兄弟相關的另一間公司總共花了超

過1100萬加元，在椰菜鎮購買了12棟
物業。

接著，WE及其附屬機構開始在
貧困社區摩斯公園（Moss Park）的皇
后街一帶積極購入房地產。到了2017
年，一棟玻璃牆的現代化總部大樓在

街角拔地而起，這棟大樓由包括微軟

（Microsoft）和 西 門 子（Siemens）在
內的捐助者出資購買、裝修並提供裝

備，在這個到處是街頭塗鴉、廢棄針

頭、收容所和經營慘淡的小企業的社

區，它看起來就像一個高科技氣泡。

WE稱，在該機構遷移到這個地區後，
它賣掉了椰菜鎮的房地產，獲得了420
萬加元利潤。

基爾伯格兄弟的計劃是將摩斯公

園的房地產整合在一起，成為青年活動

家和具有社會意識的企業家的孵化器，

一個「永久的校園」。

兄弟倆一致認為，WE的房地產投
資組合為其慈善事業提供了長期保障。

然而，隨著其持有的房地產不斷增值，

有人質疑，對房地產的關注是否以犧牲

海外慈善計劃為代價。上一財政年度，

WE Charity持有的土地和建築物的價值
為4400萬加元，而在海外計劃上的支
出只有2700萬加元。相比之下，另一
個關注發展的慈善機構加拿大世界宣明

會（World Vision Canada）持有的土地和
建築物價值為1900萬加元，而在海外
計劃上的支出高達3億加元。關注慈善
和非牟利機構法律事務的多倫多律師布

隆伯格（Mark Blumberg）稱：「開展WE 
Charity那種規模的海外活動不需要持有
那麼多房地產。」WE對此表示異議並指
出目前它的大部份計劃都在國內，有必

要持有這些房地產來支持這些計劃。該

機構稱，2018年，它在加拿大的計劃和
教育活動上花費3050萬加元，在國際
計劃上支出了2010萬加元。

WE Charity持有的價值4400萬加
元的房地產都是它作為一間註冊非牟利

機構必需披露的財產。相比之下，與

WE關聯的附屬私人公司持有的房地產
詳細資訊更難獲取。而且，那些房地產

與該機構的使命到底存在怎樣的關係也

不完全清晰。Toriana就是這樣一處房
地產，代理商宣傳手冊將這個佔地4英
畝的海濱避風港描述為「肯尼亞沿海最

大、最豪華的私人住宅之一」，它距離

WE的任何發展計劃都有幾百英哩的距
離。如果有人質疑持有它的目的，工作

人員就會照本宣科地解釋，稱它是「一

個讓人在經歷了強烈的文化浸入之後可

以放鬆和反思的地方」。《彭博商業周

刊》所見的內部記錄顯示，2019年，
預訂入住的客人非常稀少。WE稱，這

處物業是在2010年利用ME to WE的
資金購入的，「專門用來招待ME to WE
肯尼亞之旅的客人」，在馬塞馬拉完成

了義工工作後入住此地的客人所帶來的

收入「可以資助WE Charity的工作」。
WE組織對私人附屬公司的管理令

人很難看清其資金流向。這些年來，它

創辦的附屬公司十分多，以至於董事會

成員道格拉斯（Michelle Douglas）今年
夏天在加拿大國會作證時表示，她不知

道該機構具體有多少附屬公司。按照

規定，該機構旗下主要的私人公司ME 
to WE不需要披露其財務狀況，但WE
指，其審計師確認，在過去五年中，

ME to WE平均每年將90％以上的利潤
貢獻給了該慈善機構。它還指出，慈善

導航者（Charity Navigator）對其美國分
部進行了評估，從可問責性和透明度來

看，如果滿分是100分，該機構的得分
是96分。

我 們 仔 細 研 究 了WE Charity從
2014年到2019年之間經過審計的財
務報表後發現，ME to WE為該慈善機
構貢獻了超過1250萬加元。在同一時
期，大約有950萬加元資金流回了ME 
to WE。Charity Intelligence Canada的
巴恩稱後一種資金流動為「逆流」，而

社會影響力投資公司Marigold Capital
的執行合伙人達米（Narinder Dhami）
則認為這種規模的資金流動「很不正

常」。WE回應，ME to WE提供了實物
支援，為WE Charity直接抵銷了等價
金額的費用，使該機構的管理成本低於

行業平均水平。

在國會作證時，克雷格承認他在

過去25年中建造了一座「迷宮」，部份
原因是為了遵守過於嚴格的加拿大稅收

規定，更為了確保每個海外管轄區的獨

立法人實體都能遵守當地法律。（德

在員工當中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懸掛在建築物上的捐助者紀念銘牌
應該改用魔術貼，因為它們被更換得太頻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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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律師事務所（Dentons）利特洛維
奇律師（Matthew Literovich）寫道，雖
然非牟利機構大多主要依靠一個基金會

或控股公司來累積捐款，同時依靠一間

營運公司來提供服務，但「擁有更複雜

的實體未必是不當行為」。）。

克雷格對議員們說：「基本上，

我們有兩個最重要的結構，那就

是WE Char i ty和ME to WE Socia l 
Enterprises。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個精
簡的系統來做這件事。」

在
整個2019年，WE Charity看起來
仍然方興未艾。它可以自豪地誇

讚自己為100萬人提供了潔淨水並幫助
20萬學生獲得教育。有超過100萬加拿
大學生參加了WE Days活動，自2005
年以來，ME to WE已經售出了42000
次公益旅行服務。在截至2019年9月
的五個財政年度中，單是WE Charity
美國分部就從企業捐助者手中籌集了

馬克在談到「政治泥潭」使一個延續25年的愛心工程倒下時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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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億美元，其中有6500萬美元來自
Allstate、 畢 馬 威（KPMG）、 微 軟、
聯合利華（Unilever）和沃爾格林。兄
弟倆都曾被授予加拿大勳章（Order of 
Canada）（這是加拿大最高平民勳章之
一），還總共獲得至少25個學術或榮譽
學位，合著了10本書。

踏入新的一年，新冠疫情的威脅迫

在眉睫。學校停課，暫停旅遊，舉辦體

育館規模的集會已經變得不可能，WE

的模式開始受挫。在3月大約兩周的時
間內，它就裁減了大約40％的員工。然
後，到了6月，杜魯多政府宣布，WE
將成為5.44億加元學生補助金計劃的唯
一管理者。該慈善機構將獲得3500萬
加元的報酬，這個金額大約相當於企業

合作夥伴和基金會一年的捐款額。

指控杜魯多政府偏袒WE的批評聲
音突然大量湧現。基爾伯格兄弟一直與

加拿大的精英人士打得火熱，包括幾十

位現任和前任政客、管理人士以及他

們的家人都參加過WE的海外計劃。杜
魯多本人、他的母親、他的弟弟和他

的妻子都參加過WE的活動，妻子蘇菲
還為該慈善機構主持過播客。該慈善機

構自2012年以來總共向杜魯多家族成
員支付了42.7萬加元演講費和其他費
用，在政府宣布管理合約的消息後，這

件事很快浮出了水面。

杜 魯 多 的 財 政 部 長 莫 諾（Bill 
Morneau）也捲入了與WE有關的醜
聞。2016年，他的女兒克雷爾（Clare）
就一個與肯亞難民營的筆友計劃編寫

了一本書，馬克為這本書作宣傳，安

排她在渥太華的一次WE Day活動上演
講。第二年，克雷爾和她的母親、麥

凱 恩（Nancy McCain）到 了Bogani，
這家人還訪問了ME to WE在厄瓜多爾
的Minga Lodge。2018年4月，在一次
旅行的四個月後，麥凱恩向WE Charity
捐獻了5萬加元。第二年夏天，她的
另一個女兒阿燦（Grace Acan）獲得了
WE旅行部門為期一年的工作合約。莫
諾和基爾伯格兄弟的關係是如此親密，

以至於他的辦公室曾經稱他們是「最好

的朋友」。

批評這個疫情援助計劃的人士還

指出，計劃甚至不是WE Charity負責運
行的，而是WE Charity Foundation—
據長期的董事會成員道格拉斯稱，這

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持有房地

產」，這一點令WE的董事頗為費解。
後來，基爾伯格兄弟作證說，他們通過

這個基金會作出這項安排是為了保護該

慈善機構的資產免於承擔潛在的責任。

就在杜魯多宣布WE將負責管理這
個計劃八天後，政府和該慈善機構放棄

了這份協議。莫諾在後知後覺地發現他

的家人並沒有為肯亞和厄瓜多爾之旅

支付費用後，於7月底前向WE補交了
41366加元。第二個月，在與杜魯多出
現更大分歧的情況下，他突然辭職。加

拿大政府稱，為了迅速發出這筆援助

imagine1day在埃塞俄比亞提格雷的阿拉耶區的資助學校外面的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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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所以沒有就這筆交易作出競爭性

的招標，但它承認，杜魯多和莫諾在決

策過程中都沒有避嫌。加拿大道德專員

正在對兩人進行利益衝突調查，對杜魯

多來說，這是多年來第三次接受這樣的

調查。兩人都為自己的判斷失誤致歉。

布朗（Jesse Brown）是在WE引發
眾怒前就仔細調查過這家慈善機構的

獨立記者之一，他在自己的新聞網站

Canadaland發表一系列批評文章後，
WE的誹謗律師僱用一位私家偵探編寫
了一份有關他和他家人的報告，布朗

公布了這份報告的副本。這件事讓WE
面臨更複雜的麻煩。加拿大媒體還注

意到梅特蘭（Amanda Maitland）在杜
魯多政府宣布合作消息前不久發布在

Instagram上的一個帖子。梅特蘭曾是
該慈善機構的員工，曾經前往WE在加
拿大的附屬學校，發表有關反種族主義

的演講。不惜違反保密協定，梅特蘭講

述了自己演講時的情形，主題是她作為

一名黑人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白人

同事把她的演講稿改寫成了一篇有關黑

人刻板印象且平淡無味的文章。她在接

受採訪時說：「他們要我背下這篇新的

演講稿，然後表演出來。我不知道他們

是否明白這有多麼讓人窒息。」在媒體

發現她的故事後，其他人也講述了自己

的類似經歷，聲稱WE存在辱罵和種族
主義的工作場所文化；200位前任和現
任員工最終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基

爾伯格兄弟親自為「恐懼文化、濫用權

力、沉默戰術和微歧視」道歉。作為回

應，兄弟倆發表了一封對梅特蘭的道歉

信，他們還表示，WE已經開展了一場
「多元化和包容聆聽之旅」，以徵詢現

任和前任員工的意見。

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 維 珍 航 空（Virgin Atlantic 
Airways）和畢馬威等捐助者與WE達成
了解除合作的共識。然後，在9月的一
次電視採訪中，兄弟倆宣布了一個重磅

消息：他們將關閉WE Charity在加拿

大的業務。在長達一小時的採訪中，馬

克在談到「政治泥潭」使一個延續25年
的愛心工程倒下時熱淚盈眶。克雷格堅

持WE很透明。那麼，他們將如何處置
牟利性的業務呢？ 基爾伯格兄弟表示
尚未決定。

WE Charity後來在新聞稿中寫道，
加拿大將不再舉行WE Day活動，不會
再有WE Schools工作人員，也不會再
有新的WE Village學校、供水或農業計
劃。該慈善機構還將出售其數量不明

的多倫多物業以維持它的旗艦國際計

劃。美國捐助者斯蒂爾曼家族基金會

（Stillman Family Foundation）委託完成
的一份報告稱，WE有望通過此次出售
獲得2500萬加元的淨收益。

然而，他們可能仍在籌劃著東山

再起。WE正在評估英國市場並繼續
在美國經營。它的美國網站沒有提到

在任何加拿大遇到的麻煩。捐款頁面

將接受你為埃塞俄比亞的教育事業捐

獻的禮物，鼓勵你從一次捐款75美
元開始做起，並提醒你WE Charity是
《MoneySense》雜誌評選出的排名第一
的國際援助機構。

在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地區，未完

工的農業計劃所帶來的失望和困惑令人

難以釋懷。村長尼古薩說：「他們給了

我們希望，卻又無情打碎。」當時WE
還沒有放棄對 imagine1day的控制，提
格雷地區也還沒有遭受內戰困擾。

後來，斯蒂爾曼家族基金會在加拿

大的報紙上刊登了一整版廣告，大力宣

揚其委託完成的兩份報告的結果：認定

WE Charity在這宗政治醜聞中沒有任何
不當行為。它建立了一個名叫Friends 
of WE Charity的新網站，邀請支持者
給他們寫信。一位家長對該慈善機構為

她兒子提供的尼加拉瓜之旅表示感謝，

此次出行讓他了解到自己享有的權利並

意識到貧困問題。還有一位老師對WE 
Day活動的停辦表示惋惜，因為台上的
表演者激勵了她的學生。

在接受大型電視採訪時，兄弟倆遇

到一個提問：他們的衰敗是不是受名氣

所累？不管是他們自己本身的名氣還是

他們吸引來的名氣。馬克回答說：「我

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名人。重要的不

是我們。重要的是孩子們。」。�—
Natalie Obiko Pearson、Danielle 
Bochove、DavidHerbling；Simon 
Marks、Tom Contiliano、Stephan 
Kue�ner、Bibhudatta Pradhan對 本
文亦有貢獻；譯 楊飛

2018年，克雷格在多倫多的WE Day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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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年
去哪裡玩

帶著使命去旅行

全球經濟需要旅遊業的反彈。
我們每一個人或許都需要一場旅行。

以下建議可幫助你
制定旅行計劃，

同時為
世界的

療癒

做出

微小

貢

獻

瑞典北部Arctic Bath
酒店的深水泳池

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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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仕對談：紐約林肯
表演藝術中心總裁

蒂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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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擁抱
大自然

在馬爾代夫的

珊瑚礁間

呼吸新生命

為何現在出發1998年厄爾尼諾（El 
Niño）現象扼殺了馬爾代夫90％以上的
珊瑚礁，如今，升高的氣溫又給珊瑚構

成了普遍而持續的褪色威脅。「海洋保

護者」團體（Marine Savers）的開拓工

作構成了珊瑚生態系統的重要生命線，

在該項目啟發下，這個群島國誕生了一

系列類似項目。該團體由蘭達吉拉瓦

魯島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Landaa 
Giraavaru）的10位海洋生物學家組
成，他們帶領客人搭建和安裝適合新珊

瑚生長的「框架」。該酒店的別墅坐落

在水面上，並設有觀海閣樓、電視螢

幕、浴缸及室外淋浴設施，你離開時

的身材一定比到達時更好。你可以通過

捐贈回饋保護計劃。

在哥斯達黎加

不留任何

足跡

為何現在出發 1998年，哥斯達黎加
在全球率先開啟了可持續旅遊認證

（CST）項目。如今，當地的地球友好
酒店幾乎發展為一項全球標準。CST標
準計劃於2021年進行全面改革，改革

在馬爾代夫的珊瑚礁間

呼吸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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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CST將激勵酒店經營者進一步提
高標準，已滿足新標準的酒店也會得到

更多認可。以下是幾家新開張的五星級

酒店：Origins Lodge，一處有樹梢別
墅的叢林隱居之所；Nayara 
Tented Camp，一處迷人的野
生動物園風格度假地，周圍

是一片樹懶保護區；Kasiiya 
Papagayo，7間 套 房 暢 享
123英畝（約50公頃）的海濱
土地。所有這些酒店建築均

採用低影響或無影響方法建

造。同時，政府於2020年11
月推出了碳足跡計算器，以鼓勵旅遊業

的碳補償。政府還計劃將30％的土地
納入官方保護項目，並鼓勵其他國家也

這樣做。

在加州

葡萄酒鄉為

更環保的未來

舉杯

為何現在出發 儘管經歷了4年的
山火蹂躪，納帕（Napa）和索諾瑪
（Sonoma）依然是美國最豐盈、最青
翠（也最環保）的葡萄酒產區。2019
年，索諾瑪99％的葡萄園獲得協力
廠商審計機構的可持續性認證後，這

裡成為全球可持續性最高的葡萄種植

區。Montage於12月 開 業 後， 希 爾
茲堡（Healdsburg）的豪華酒店又攀
上了一個新層次。其130棟別墅部份

採用太陽能供電，多數都帶

有寬敞露台和戶外淋浴設

施。踐行零排放度假精神：

在勃艮第（Burgundy）和托
斯卡納（Tuscany）面臨限制
的情況下，VBT、DuVine和
Backroads等單車旅行營運商
正加倍投資加州的高級單車

旅行。納帕谷四季度假酒店

（Four Seasons Resort Napa Valley）於
今年初在卡利斯托加（Calistoga）亮相
後，客人不僅能在酒店的有機農場葡萄

園裡捲起衣袖，幫忙採摘葡萄，還可以

騎上單車，踏上綿延47英哩的葡萄園
小徑，這條小徑最終將卡利斯托加與瓦

列霍（Vallejo）渡輪碼頭連接了起來。

在瑞典拉普蘭

與大自然

親密交流

為何現在出發 Arctic Bath是偏遠的瑞
典北部的一家新度假酒店，規模很袖

珍，其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部

份原因在於它幾乎不接觸地面。受古老

的木材運輸方式的啟發，建築師哈爾斯

特倫（Bertil Harström）和考普（Johan 
Kaupp）設計了這座酒店，使其漂浮在
寒冷迷人的拉普蘭（Lapland）中心的呂
勒河（Lule River）上，拉普蘭是名副其
實的冬季仙境，有馴鹿群和廣闊的松

林。酒店的圓形主體類似於林地巨人的

桂冠；附近，十幾座小屋嬉戲般探入水

面，或棲息在岸邊的高柱之上。冬季天

寒地凍，從私人甲板上可領略美妙風

景。餐廳供應當地野味和阿夸維特酒

（aquavit），料理風格深受本地薩米美
食（Sámi cuisine）的影響。儘管寒氣逼
人（氣溫半年都在零度以下），但多數

活動還是在戶外進行，包括騎雪地電單

車，觀賞駝鹿，以及在北極光下乘坐狗

拉雪橇。酒店中心還有一座小型深水泳

池，但別指望用它暖身：它直接嵌在冰

層中間。

在伊斯基亞島

催生變化

為何現在出發 自古以來，意大利始終
廣受世人喜愛，當這個國家最早受到疫

情摧殘時，世人無不為之哀痛。而今，

隨著其國門逐漸向海外遊客打開，是時

候重返意大利了。不妨將伊斯基亞島

（Ischia）作為第一站，它位於那不勒斯
（Naples）灣的卡普里島（Capri）對面。
意大利人青睞那裡的崎嶇風景、千年溫

泉、迷人海灘以及文學血統。這裡尤其

對步行者深具吸引力：一些絕佳的餐飲

場所只能通過懸崖小徑抵達。對一切自

然事物的偏愛促使Mezzatorre這樣的酒
店攜手提出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重

建更好生活」（build back better）的企
劃，包括開發面向遊客的共用電動汽車

計劃，以及通過各種更新的最佳實踐來

減少碳足跡。�─譯 程璽

加州酒莊開始在擁

擠的品酒室以外開

闢更私密的環境，

比如Charles Krug
和Chandon酒莊的
私人品酒小屋。

哥斯達黎加的五星級酒店Origins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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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你與同事在2012年共同籌劃了「感恩星

期二」（Giving Tuesday） 運動， 這個活動如何

吸引到來自全世界的27000多個合作夥伴加

入？「新權力」在其中有怎樣的體現？

從一開始，「感恩星期二」活動就是一

個「新權力」的想法。我們設計它不是為了

控制它或命令它，而是創建一個空間，人們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參與我們的任務。如今，

「感恩星期二」活動已在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蓬勃發展，並為公益事業籌集了數十億美元。成功的原

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循規蹈矩。開展這項工作的團隊採用了

「感恩星期二」這個創意，激發了人們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烙印

的日益強烈的願望。

如何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你在《超級參與者》一書中所說的

「新權力」？

「新權力」是駕馭連接人群的能力。在人們越來越期望擴

大自己聲音的世界中，這種巨大的參與欲望產生了新的力量。

看一下正在改變我們世界的社交網絡和社會運動，你會發現

「新權力」正在發揮作用。

作為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總裁兼CEO，你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使

用「新權力」？

表演藝術的世界正在以一種參與到社區中的方式向人們

開放。對於任何組織（包括林肯中心）而言，挑戰之一就是我

們如何使用新工具使藝術覆蓋並超越傳統社區。尤其在當前新

冠疫情流行的時刻，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系列有力的藝術表達，

藝術家希望參與其中。比如，「紀念我們所有人」系列音樂會

容許紐約市民在活動中添加疫情中失去的親友名

字，以此來表達哀悼之情。

在「92街Y」任職期間什麼經歷最讓你引以

為傲？

我對在「92街Y」的經歷感到最自豪的
是，接手了「舊權力」組織並對其進行了變

革。當然，對於任何組織來說，正確的結果

都不是完全從「舊權力」轉變為「新權力」，而是

能夠同時使用兩者。在第「92街Y」，我們找到了發起
運動的方法，特別是建立貝爾弗創新與社會影響中心（Belfer 
Center for Innovation & Social Impact）。

你如何看待席捲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例子，說明

了「新權力」的運作方式。這項運動從來都不是只關乎某一個

獨立的個體，而是讓所有的人具備「領導力」的運動。不是一

個、兩個或三個人，而是為每個人提供了一個為共同的事業

發出聲音的空間。

作為一個資深的慈善活動發起人，你如何看待美國的慈善事業

和中國的慈善事業？兩國的情況有何不同？

我對中國慈善事業著迷。在一些諸如騰訊等公司的互聯

網平台上，我們也進行了一些圍繞「感恩星期二」活動的嘗

試。這些試驗表明，公民作為慈善家聚集在一起會創造出巨大

的機會。我有一個很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感恩星期二」活動

以有意義的方式在中國崛起。�

蒂姆斯（Henry Timms）是全球知名慈善活動發起人。在成為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領導者
之前，蒂姆斯長期擔任紐約文化和社區中心組織「92街Y」的理事長兼行政總裁。在與海曼
斯（Jeremy Heimans）合著的《超級參與者》（New Power）一書中，他分享了「新權

力」在慈善運動中的作用。他接受本刊訪問，講述對新冠疫情及

最近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看法。—撰文 王國梁

優仕對談：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總裁

蒂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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