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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然保育规划决策困境——以香港沙螺洞为例
The Dilemma of Urban Natural Conservation Planning: The Case of Sha Lo Tung, Hong Kong

李劼 刘建政 李卫锋

Li Jie, Liu Jianzheng, Li Weifeng

摘要：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的自然保护与生态规划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项重点
工作。然而由于快速城镇化时期土地的稀缺性，城市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存在
剧烈矛盾，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因此对于城市生态保护的空间管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的绿色生态发展已成

制不仅是一项技术规划，更是根植于当地制度框架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

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举措 [1]，城市的自然保

复杂规划决策。本文以香港新界沙螺洞近 30 年来面临的保育与发展之间的矛

护与生态规划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项重点工作。有别于

盾为案例，在考察香港自然保育政策、规划及法律法规的制度框架基础上，采

对人类影响不深的大自然保护，城市中的自然生态环

用“效率性”、“公平性”、“有效性”、“合法性”的综合分析框架对案例中三个

境保护内容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物种的栖息地，保

规划决策进行分析，关注制度构建下不同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与决策制定的复杂

护城市自然景色，保护城市自然空间的连贯性，以及

性，力求对城市自然保育规划决策困境的成因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保护绿色历史文化遗产 [2]。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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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口聚集区，也是多种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保护
城市的自然景观与生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满足
市民户外活动游憩需求、维护生态安全格局等具有重
要意义。已有为数不少的文献介绍境外城市生态环境
保护的方法、政策与规划，特别是城市生态功能区规
划与实施的经验，力求探索我国通过空间管制方法在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3-7]。然
而，城市的发展对土地资源产生激烈争夺，城市发展
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剧烈矛盾，涉及多方利益相关
者的不同诉求。在此背景下，通过生态控制线等空间
管制方法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往往在实践中难以落
实、收效甚微 [7]。本文认为城市的自然生态保护规划
是一项复杂的规划决策，不仅需要一套规划的技术方
法，更需要对其所处的体制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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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民众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权力关系有所
考虑。

作者： 李劼，博士，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jie.1. li@kcl. ac. uk
刘建政（通信作者），博士，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80

香港是一座典型的人口密度极高、土地资源极其
稀缺的城市，却成功地将超过 40% 的土地用作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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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有效控制了城市发展对自然景观和生境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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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寸土寸金、居住空间促狭的香港，对土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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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诉求更加强烈，发展与保育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

题，有时公平性需要按劳分配，有时则需要按需分配或均衡

是当需要受到保护的自然地带的土地为私人所有，所涉及的

分配。合法性涉及程序正义和决策能够被相关者所接受的程

问题更加复杂。本文在介绍香港自然保育政策、相关法律法

度。在政治学领域，合法性涉及社会规则、信念和规范，由

规及规划控制的制度框架基础上，以新界沙螺洞地区近 30

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决定，因此对环境决策的分析需要理解其

年来面临的保育与发展之间的规划困境为案例，深入考察在

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8]。

当地制度框架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对于保育与发展所作

下文首先考察香港的自然保育制度框架，然后以沙螺洞

的三个规划决策的过程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角色，

为案例，介绍过去 30 年间，在土地资源稀缺背景下关于沙

“公平性”
“有
并根据埃德加（Adger）等人提出的“效率性”

螺洞地区开发与保育之间的三个重大环境决策，并应用埃德

“合法性”的综合分析框架对相关规划决策的机制进
效性”

加等提出的效率性、公平性、有效性、合法性分析框架对其

[8]

行分析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供技术性的规划方法或建议，
而在于从学术角度通过一个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对城市自然保
育规划决策进行分析，讨论其面临困境的复杂性，以获得对
自然保育和城市发展之间矛盾的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1 环境规划决策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各个阶段作出的不同规划决策的机制及其结果进行分析。

2 香港的自然保育制度框架
香港是一个地形多样的地区，主要的地形特征是重叠的
山脉，山区占土地面积的 3/4。此外，也有平坦的农田、河
谷，交错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海岛，以及广阔的湿地。多

涉及环境的规划决策需要生物、化学、环境科学、人

样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多样的生境，这里孕育着 2 000 余种本

文地理、经济、政治、法律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思想。埃德

土维管植物，以及 50 余种哺乳动物，500 多种雀鸟，100 余

加等指出环境决策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自然要素，更需要

种两栖及爬虫类动物，180 多种淡水鱼，200 多种蝴蝶，以

对关于什么是理想的环境结果的不同价值观作出仲裁与取

及 110 余种蜻蜓 [9]。不同类型的生境为香港生物多样性提供

舍 。他们建议对环境决策的研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结合

了基础，约 50% 的土地被指定为各种与自然保育有关的用途，

不同领域的思想和分析工具，进而提出以效率性、公平性 、

以维护宝贵的生态资源。然而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对自然

有效性及合法性作为综合性分析工具，以获得对于环境决策

生境产生了巨大威胁，具体表现为城市发展入侵风景优美的

[8]

的全面深入理解。对这四个维度的考察需要跨学科的思考，

未发展区，造成了自然景观的破坏 ；由于经济转型现有农村

例如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合法性则属于政治学领域。

景观受到威胁，出现荒废土地 ；天然海岸线因港口用地不断

这四个维度又互为关联、缺一不可。一个决策无论多么具

发展受到影响，其中填海工程和采泥工程对海岸环境影响

有效率性和有效性，都可能因为公平性与合法性的缺乏而

严重 [10]。

导致失败 ；同样，具有公平性与合法性的决策也不可以缺
乏效率和有效性。
具体而言，根据埃德加等人的阐述，效率性是环境决策

2.1 香港自然保育空间管制
为了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境的威胁，香港的土地利

的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其焦点在于福祉最大化。经济

用规划特别考虑到自然及文物保育的需求，制定原则包括 ：

效率研究领域对人类福祉的专注引起了很多争议，批评者认

（1）把重要的景观、生态与地质特征和文物的所在地划为

为除了人类福祉外，环境决策也需考虑其他的价值。这也意

（2）限制在保育有关地带内，只可进行有助
保育有关地带 ；

味着在环境决策过程中不应轻易预设一个优先目标，优先级

（3）管制
于保护特定景观、生态、地质特征和文物的用途 ；

的确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并具有充分理由。有效性是指一个

毗邻土地用途，尽量减少对自然保育有关地带产生不良影响，

决策能够达成其目标的能力，通常是工程师、规划师和政策

（4）如
并尽量提高这些地带对自然保育及文物保护的价值 ；

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有效性的经济学解释涉及达成目标所

可能的话，划出新的保育有关地带，补偿因为发展而失去

需的成本，或者在给定的成本下所能获得的一定结果。公平

的具保育价值的地方 [10]。自然保育的控制带包括“郊野公

性的视角关注正义分配，或者说是环境决策结果的分配——

“具
园”“特别地区”“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地质公园”

从环境变化的不均衡空间影响到社会与政治影响的分布。不

“自然保育用途地区”
“绿化地带”
“集
有特殊科学价值地点”

同学科对公平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例如在有关环境正

水区”等，其中很多地点是互相重合的，例如大部分集水区

义的文献中，公平通常意味着对暴露于环境危害和获得环境

和特别地区都处于郊野公园范围内。这些地点受到《郊野公

资源的平等机会。经济学则对公平又有不同的定义，因此需

《海岸公园条例》
《水务设施条例》
《城市规划条例》
园条例》

要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并根据具体的决策背景来考虑公平性问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等多种法律法规的保护，涉及到的管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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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体包括渔农自然护理署（渔护署）、环境保护署（环保

和发展蓝图等政府内部图则上。负责制定法定图则的城规会

署）、水务署、规划署等多个政府部门。总体来说，陆地自

本身是一个法定组织，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包括政府成员

然保育地区的空间管制可粗略分为受《郊野公园条例》管制

和其他来自工商业、法律、建筑、环境、社会工作、文物保

的地区和受规划法定图则管制的地区。受《郊野公园条例》

护的各界专家人士，力求在规划制定时从各专业范畴进行考

保护的地区包括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郊野公园建立的目的

虑，并平衡各方面利益。此外，“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可

是进行自然保育并为市民提供郊野康乐和自然教育的设施和

以是陆上或海上的地点，在动植物、地理或地质上具有特

服务 ；特别地区是指在动植物、地质、文化或考古特色方面

色，因而具有特殊价值。这些地点由渔护署鉴定，可能位

具有特殊及重要价值的政府土地。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的划

于郊野公园内，也可能不在其中。一经指定，便会在适当

定和管理由渔护署负责，相关保育与开发的事宜需经渔护署

的法定规划图则及政府内部规划图则上显示。在“具特殊

同意。为避免双重管制，郊野公园一般不在规划图则上标

科学价值地点”内，除用作保育用途外通常不会批准进行

出，不受规划署管制。现时，全港共有 24 个郊野公园（占

新的开发。负责规划和发展的政府部门需要确保建议在这

地 43 455 hm2）和 17 个特别地区（图 1）（占地 1 997 hm2，

些地点或其附近进行发展时，已对保育事宜作出充分考虑。

其中 845 hm2 位于郊野公园之外），总面积约达 44 300 hm2，

若计划在“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或其邻近地方进行发展，

占香港土地面积逾 40% 。

须征询渔护署的意见 [10]。

[10]

没有被划入郊野公园的具有生态价值的自然地区，由城

2.2 香港自然保育政策与措施

市规划委员会（城规会）对其进行鉴定，并以“自然保育用
途地区”和“绿化地带”等形式在法定图则上确定下来，通

香港多年来奉行的自然保育政策是通过保护现有的自

过规划图则进行开发控制。具体体现在分区计划大纲图和发

然保育地区、找出其他应予保育的地方，以及对值得保育

展审批地区图等法定图则上，或在规划署拟备的发展大纲图

但因重要发展计划而无法保存的自然环境作出弥补，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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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已划定的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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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地点
大埔滘自然护理区
东龙洲炮台
蕉坑
马屎洲
荔枝窝
香港湿地公园
印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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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557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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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4
3000

指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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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于 3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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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1977
28/10/1977
修订于 30/12/2013
3/2/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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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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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
4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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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979
18/8/1978
18/8/1978
修订于 30/12/2013
23/2/1979
23/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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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79
修订于 22/1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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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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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4
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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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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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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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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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已划定的特别地区（位于郊野公园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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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
金山
狮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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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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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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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

指定日期

大揽涌水塘

万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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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粮船湾
桥嘴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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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澳

香港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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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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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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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洲群岛

昂坪
东

峡

长沙
榕树湾

西博
竂海

长洲

赤柱

南丫岛

2

图 1 香港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
资料来源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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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美化本港的自然环境。根据这套政策进行的立法和行

动植物，包括两栖动物、浅水鱼类以及蝴蝶蜻蜓。特别是

政措施有效保护了易受破坏的生境及重要物种。不过，对

这里孕育了全港近六成半的蜻蜓品种，是 70 多种蜻蜓的重

于个别地点是否应予保育仍不时引起争议 ；在发展诉求与

要栖息繁殖地，被环保团体誉为“蜻蜓天堂”[12]。坐落于

自然保育目的相抵触的情况下，争议尤其激烈。特别是有

沙螺洞的三个客家村落也被列为“香港二级历史建筑”。在

不少具重要生态价值的地点位于私人土地上，已有机制没

政府采用计分制划定的 12 个须优先加强保护的地点中，沙

能对其进行全面管制。基于以上认识，2005 年香港特区政

螺洞的得分位列第二。然而，纵然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对

府出台新自然保育政策，宗旨为“顾及社会及经济的考虑，

于香港这样一个城市快速发展、人口高速膨胀、土地极其

以可持续的方式规管、保护和管理对维护本港生物多样性至

稀缺的国际都市，保育与发展之间的决策极为复杂，涉及

为重要的天然资源，使现在及将来的市民均可共享这些资

种种利益冲突与价值碰撞，包括土地所有者的权利，环保

源。”

[11]

除加强执法，鼓励公众参与等措施外，为了更有效

团体的诉求，以及规划专业人士的判断。下文依时间顺序

地达到自然保育的目标，特别是加强保育私人土地上具有

介绍过去 30 多年间关于沙螺洞保育与发展之间的三次规划

重要生态价值的地点，新自然保育政策提出了“管理协议”

决策，并采用效率性、公平性、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框

与“公私合作”两项新的措施，并采用计分制评估不同地点

架对三个决策进行分析。

在生态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拟定了 12 个须优先加强保护的

3.1 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开发决策

地点清单。
香港的土地归政府所有，但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新界村

1979 年，沙螺洞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了当地村民的私人土

野的土地归当地原住民所有，部分土地又被村民卖给了开发

地，并承诺为当地百余户村民免费建造三层高的丁屋。根据

公司，分散的土地权属使自然保育变得更加复杂。私人所有

公司与村民的协议，拥有五间村屋的村民可获三间丁屋，三

的土地具有重要生态价值，进行保育必然涉及对土地所有者

间村屋的有两间，如此类推。在房价高企的香港，这样优渥

利益的补偿，但是由政府出资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进行保

的条件自然深得村民的拥护响应。现在沙螺洞的土地逾 40%

育将产生巨大财政压力。在此背景下，“管理协议”与“公

归沙螺洞发展公司所有，其余归政府所有，均为荒废农地，

私合作”两项新的自然保育措施尝试以自然环保基金或有限

另有数幢村屋。1982 年，该公司宣布在沙螺洞兴建低密度

的开发作为资金来源，并利用环保组织的力量进行合作保育。

住宅、新界小型屋宇（丁屋）以及高尔夫球场。发展计划除

管理协议计划下，非政府机构透过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拨

了占用由村民收购回来的农地外，更占用了 43 hm2 八仙岭

款，与土地所有人订立管理协议，促进有关地点的自然保育

郊野公园的土地。1986 年，发展计划提交郊野公园管理局。

工作。非政府机构可通过协议向土地所有人或其租户提供经

1990 年，郊野公园委员会（郊委会）认为该计划能改善沙

济激励，藉此换取土地管理权或促使土地所有人或租户与其

螺洞的郊游设施及行车通道，批准了该项目。

合作保育。公私合作计划则允许倡议者在有关地点中生态较

然而这个发展计划遭到多个环保团体的极力反对。环保

不易受破坏的部分进行发展，但发展规模须经政府同意，并

团体认为沙螺洞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加上地处集水区及郊

且用发展的收益负责长期保育和管理该地点生态较易受破坏

野公园，指责发展会污染和破坏沙螺洞的溪流和水塘，摧毁

的其余部分

[11]

。新措施出台后，沙螺洞地区便是首批申请进

行公私合作发展的地点之一。

© 航空照片及地图由地政总署提供

3 开发与保育的规划决策困境——沙螺洞案例
沙螺洞位于香港新界大埔新市镇东北部，是一个三面
环山的山谷盆地，占地超过 80 hm2（图 2）。它是一块淡水

图例
地点范围

湿地，其北、东、西三面被八仙岭郊野公园环抱，南面约

1:5,500
0

3.8 km 之外是大埔新市镇中心。沙螺洞早期由 17、18 世纪

45

90

180

270 m

鱼晨自然护理署

迁入的客家人所居，原有三座传统客家村落，分别是张屋、
老围和李屋。1995 年后由于香港经济发展基本不再从事农
业活动，原村民外迁，已无人居住。沙螺洞被誉为香港最
具生态价值的地方，溪流蜿蜒穿过树林、灌木丛、草地、
废弃的稻田，形成了多样的湿地生态环境，拥有多种稀有

沙螺洞

图 2 沙螺洞区位及航拍图
资料来源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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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的生境，危害生物多样性。其中地球之友①更因

规划的意向定为保育，引起了沙螺洞开发有限公司及村

为郊委会的决定而申请司法复核，事件出现关键转折点。地

民的强烈反对。村民担心将沙螺洞列为保育地区，他们将不

球之友挑战郊委会的决策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地球之友指

能在区内大量建设小型屋宇或作任何大型发展，村民的“豪

出郊委会批准沙螺洞的开发是不当的土地利用规划，规划决

宅梦”被粉碎 [15]。更矛盾的是，沙螺洞因保育的决策反而陷

策没有遵循正规的规划程序，与多个前置研究报告和规划相

入无法保育的结局。原因是这里约一半的土地权属属于沙螺

冲突，挑战其合法性。第二，地球之友提出建设高尔夫球场

洞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并没有保育沙螺洞自然生境的义务和

将使原本供公众享受的公共郊野空间成为进入受限制的收费

激励，而政府需要尊重业主的权利，不是想保育就能做到保

场所，并因靠近集水区可能导致香港饮用水质的下降，开发

育的。据报道这里的大部分植物被久未清理的“植物杀手”

的利益由一小部分人获得，损失和风险却要由公众承担，因

薇甘菊抢去养分和阳光，奄奄一息。有效的管理和保育措施

此质疑决策的公平性

[13]

。1992 年，最高法院最后裁定郊野

公园委员会的决定违法，整项发展因此停止。此后，开发商

缺失已使沙螺洞成为非法钓鱼、越野赛车、野战游戏的热门
地点，溪流也被人排放污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5]。

提交环境评估报告和新的开发计划，取消占用郊野公园的部
分，并多次缩减低密度住宅及高尔夫球场的面积。但是环境
咨询委员会否决了其环境评估报告，发展仍得不到通过。

3.3 保育困境背景下的公私合作决策
考虑到管理缺失只会陷入双输的局面，政府在《新自然
保育政策》中将沙螺洞列为优先加强保育的地点，意图通过

3.2 环境意识提高背景下的保育决策
1997 年，
城市规划委员会公布沙螺洞发展审批地区草图，

新措施对沙螺洞进行保育。在新保育措施“管理协议计划”
和“公私合作计划”出台背景下，沙螺洞发展有限公司提出

对该地区订下规划管制，开发公司无法再进行任何开发计

与环保团体绿色力量合作，以公私合作的方式保育及发展沙

划。发展审批地区图是临时性法定规划文件，有效期为三年，

螺洞。该计划允许有限的发展，并由发展公司出资保育，以

目的是给予城规会时间来研究制定分区计划大纲图，分区计

此平衡发展与保育的利益。新的沙螺洞开发计划分为保育区、

划大纲图生效后作为正式法定图则取代之前的发展审批地区

开发区、道路改善工程三个部分，其中将沙螺洞 90% 的面

图。1999 年，城规会申请将发展审批地区草图有效期延长

积划为保育区，10% 的面积作为开发区，并改善通往沙螺洞

一年，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对该地区的生态价值和开发保育方

的道路 [16]。具体的措施是发展公司在沙螺洞其中一幅生态价

式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开发公司认为它们的权利受到侵害，

值较低的政府土地（约 5.5 hm2）兴建 6 万个日式无烟骨灰

从而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推翻有效期延长一年的

龛，以售卖骨灰龛灵位赚取收入，但是要将其手中的私人土

决定，其本质企图是推翻发展限制。2000 年 12 月，高等法

地交予政府，并注资 1.2 亿元成立保育基金，与环保组织绿

院经过详细的实地调研与核查，裁定城规会申请期限延长合

色力量合作，在交出的土地上建生态教育中心，对沙螺洞进

法，驳回发展公司的复核申请 [14]。

行保育。新的开发有考虑环境影响，项目倡议方沙螺洞发展

面对沙螺洞的保育与开发，城规会在制定规划图则时可

公司和绿色力量主动向政府提交了环评报告，并提出一系列

以有三个选择 ：第一，自然保育导向，限制开发，保存沙螺

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包括禁止拜祭时焚香烧纸，以防止

洞珍贵的生境和自然资源 ；第二，混合开发，在保持溪流湿

山火及避免影响附近的空气质量，清明节和重阳节期间限制

地生态环境不受影响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一定的开发，

访客人数等。

满足私人住宅的需求 ；第三，开发导向，即批准开发商的开

即便如此，新的开发计划再次遭到多个环保团体的质疑，

发计划。这一开发计划包含三个部分 ：私人住宅开发、村庄

认为在沙螺洞修建骨灰龛会影响保育工作，并指出发展公司

开发，以及设施建设。其中选定五个地区用于综合性私人住

将通过兴建骨灰龛获得巨额收益，认为政府批准该项目有利

宅开发，总楼面面积 66 300 m2，主要为两层独栋住宅。最终，

益输送之嫌。2012 年 6 月，包括长春社、绿色和平、地球之

城规会的决定为自然保育 ：2001 年城规会公布分区计划大纲

友在内的 10 个环保团体联署要求政府否决该项目，否则不

草图并公示，区内大部分地区均化为绿化地带、自然保育区、

排除申请司法复核挑战政府 [17]。相关环保人士指出兴建骨

以及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点，只有现在村落的两公顷被划

灰龛及拓宽道路工程将摧毁 20 hm2 的树木，并将阻截雨水

为乡村式发展

[14]

。

流入河溪，影响整片湿地、树木及蜻蜓栖息，拜祭人潮带来

① 香港地球之友成立于 1983 年，旨在“通过推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建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政策、营商方式和生活形态，以保护香港和临近地
区的环境为目标”
。参见香港地球之友网址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35#.VTN8rWSUc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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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品也会污染生态环境。环保组织对作为项目倡议人的

所承诺的补偿，是否公平？基于公平性的角度思考，村民是

绿色力量所提交的环评报告也深度质疑，呼吁应由第三方专

否“应该”获得补偿，获得多少补偿？这些问题恐怕只能根

业环评机构重新做正式环评。另一方面，沙螺洞原居民却把

据实际的情况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与博弈来解决。本案

这项发展视为“唯一的希望”。继沙螺洞被列为保育地区后，

例中合法性主要涉及决策的程序正义，也是第一个决策被推

开发公司承诺的丁屋无法建设，村民无法得到屋宇补偿。开

翻的主要原因。环保团体反对的是第一个规划决策本身，即

发公司承诺进行金钱赔偿，但公司首先要回本，所有赔偿都

反对沙螺洞高尔夫球场和楼盘的开发，但它们挑战的主要是

要在新的开发计划得以实施后才能进行。沙螺洞 35 年来发

决策的合法性，即该决策的制定是否遵循了正规的规划程序，

展无期，直到近期仍时时引来村民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18]。

开展了公众咨询，并符合前置研究报告和规划。正是基于对
合法性的考量，高等法院否决了第一个规划决策，并在第二

3.4 三次规划决策的分析

阶段支持了城规会规划控制延期的申请，推翻了开发商突破

沙螺洞案例发展的三个阶段涉及三个关于自然保育与发

管制的企图。香港作为高度法治的社会，对决策的合法性具

展的规划决策，下文基于效率性、公平性、有效性、合法性

有足够的重视，决策过程的程序正义与决策本身的公平效率

的分析框架，讨论本案例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决策机制下产

同样重要，即便为了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也不能忽视程序

生的完全不同的规划决策及结果。效率性通常是发展型政府

的正义。而由于复杂的诉求，任何一个规划决策都难以令所

（developmental state）追求的目标，旨在促进经济福祉的最

有利益相关者完全满意，那么合法性是决策得以落实的重要

大化。由于经济激励，效率性通常与有效性相辅相成，却与

保证。

公平性相矛盾。第一个规划决策中，郊野公园委员会作出的
决策是将效率性作为首要目标，即改善其郊游及道路设施，
振兴当地已开始衰落的郊野经济，认为这会使全社会受益，

4 结语
关于城市开发与自然保育之间的规划决策涉及复杂的

这与当时的香港以发展为导向的整体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但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冲突

是随着经济水平提高，民众环保意识觉醒，以效率为首要目

与博弈，土地权属归私人所有则使问题更加复杂。本文以香

标的规划决策受到质疑。因此第二个规划决策不再把效率作

港具有高度生态价值的自然地区沙螺洞为例，在考察香港的

为优先目标，而是把对生态环境的保育置于经济效率之先，

“有效
自然环境保护制度基础上，采用“效率性”“公平性”

但同时也由于缺乏经济激励导致保育有效性的缺失，规划的

性”“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对过去 30 年间有关沙螺洞所作

目标并没有实现。第三个规划决策中，为弥补有效性不足，

出的开发与保育的规划决策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

采用公私合作发展，希望将有限的开发作为对私营部门的激

析，指出了各个决策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原因，阐释了城市

励达成自然保育的有效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考量占据主要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决策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对于环境决

位置，但是最终仍遭致反对而至今无法落实。这里的问题是

策的理解要从以上四个维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更需要理解决

保育的有效性是否一定要以经济的效率性为条件？私人土地

策制定所处的制度框架与地方情境。香港现行的比较完善的

的自然保育究竟应由谁来负责，谁来买单？

自然保育政策与空间控制方法也是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积累与

公平性在本案例中主要体现为是否为公众提供了平等的

发展，伴随着对于自然环境保护认识的加深与观念的转变建

共享环境及生态资源的机会，也体现在利益相关者是否获得

立起来的。沙螺洞案例中，早期政府部门对开发提案的批准

公平的补偿。三次规划决策中涉及公平性的问题是谁获益？

离不开当时 1980 年代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然而社

谁损失？不同利益主体的收益与损失是否相同？第一阶段的

会环保意识的觉醒，特别是环保 NGO 在推动地方环境议题

决策中，兴建高尔夫球场、丁屋和低密度住宅并改善道路及

和政府监督上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扭转。

交通设施，声称将“提高全社会的福祉”，但获益最多的是

该环境决策案例中涉及政府部门、当地村民、沙螺洞发展有

那些能够负担高尔夫活动或低密度楼盘的富裕人士，以及作

限公司、环保 NGO、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及法官等多个参与

为土地所有者的村民和开发商。这项开发将使本属于公众的

方，它们并非中立，而是由制度构建了它们的权利和责任，

自然休憩地变成仅供一小部分人使用的收费场所，非楼盘业

影响着它们对于发展与保育的选择。因此，城市规划中的自

主以及不参与高尔夫活动的人将难以进入。而生态环境遭到

然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需要在每个关于空

破坏，饮用水质受到威胁，遭受损失的是全体居民。这是开

间管制的规划决策中关注其效率性、公平性、有效性与合法

发决策遭受公众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限制发展

性，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此外，从香港案例中可以

导致原村民无法在该土地上进行开发，也无法获得开发公司

看到，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不完全在于生态规划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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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同时在于政府对于保护环境的真正意愿与决心，在于
有力的立法与执法，在于有效的措施与方法，在于环保团体
的专业力量与协作，也在于全社会对于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的权衡取舍与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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