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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世界上最繁忙的鐵路之一，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港鐵) 更被

公認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鐵路公司，無論是列車準時度、安全性、車站環境、成

本效率等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外地政府和鐵路公司都紛紛來跟港鐵學習營

運之道。港鐵服務屬世界級水平毋用置疑，相信香港市民都會予以肯定。

    港鐵的前身地下鐵路公司（地鐵公司）在1975年成立。地鐵公司在2000年

上市前盈利狀況和前景是樂觀的，上市時為當時面對財赤的政府帶來了過百億

元的收益。因此地鐵公司私有化的背景跟英國（1993年）和日本（1987年）鐵

路公司私有化完全不同，後者是面對長期經營不善或大幅虧損的狀況而作出的

決定。2004年，地鐵公司與九廣鐵路公司開始商討合併，原因包括合併後可以

採用一個更客觀及透明度更高的票價調整機制；取消轉乘收費，提供完善整合

的轉車安排；減低票價和檢討收費結構；平衡鐵路運輸需求與能力等。最終合

併在2007年實施，港鐵正式成立。經歷近20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港鐵

近年多方面的表現和市民的期待都有愈來愈大的落差。

港鐵的爭議
（一） 港鐵成為政府管不了的壟斷性牟利企業
兩鐵合併後缺乏競爭，港鐵受惠於政府以公共交通為主、鐵路為骨幹的政策。

政府亦一直優待港鐵，以公帑支付鐵路建設費用。港鐵因而收入豐厚並獲得龐

大利潤，更躋身成為全球最高收入的公共交通營運公司之一，2017年的利潤

率達34%。另一方面，地鐵公司私有化時，政府承諾了會給予地鐵公司商業自

由，不會干預地鐵公司的重要商業決定，甚至不會反對其得到大多數董事的支

持的決定。政府縱然是港鐵的大股東，但這些條款均直接導致現時政府在不少

重要決定上都無法左右港鐵。現時港鐵由少數股東的利益考慮為主導，作為一

間上市公司，公司方針由利潤主導當然合理，可是當初服務市民的首要性卻漸

漸淡化。

（二） 有社會需要但無利可圖的新鐵路項目要由政府承擔
港鐵私有化後，港鐵管理層以「審慎商業原則」為理由，不會承辦符合市民利

益但財務上不可行的鐵路項目。政府雖擁有港鐵75%的股權，亦難以左右港鐵

的商業決定。港鐵假如被要求發展不合乎財務效益的鐵路計劃，會要求政府提

供資助，使有關計劃可獲取足夠商業回報，而資助的形式包括批予物業發展權

或直接提供補助金。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 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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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產發展項目以私人住宅為主
當初港鐵參與上蓋物業發展是為了解決興建鐵路的資金問題，但是現時地產業

務開始使港鐵出現異化，由市場和投資者視港鐵為地產股可見一斑。現時港鐵

上蓋住宅大多被大眾視為「豪宅」，一般市民難以負擔；在現時公屋嚴重短缺

的情況下，繼續如以往般直接讓港鐵以物業發展私人住宅補貼興建鐵路的成本

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四） 近年增加境外投資，分薄港鐵在香港的資源
港鐵積極地在本港以外地方發展業務，以合營或全資子公司模式在內地及海外

拓展鐵路業務。目前，港鐵在北京、深圳及杭州三個內地城市參與建造及營運

鐵路項目，又在倫敦、斯德哥爾摩、墨爾本營運鐵路服務及於悉尼參與鐵路建

設及營運項目。2016年，港鐵全資子公司或其作為大股東的合營公司在內地及

海外聘用的人員多達8,200人（相等於香港的港鐵員工近半數目）。2017年度

中國內地及國際的鐵路、物業租賃及管理附屬公司的利潤有約9億元，只佔總

盈利約5%。發展境外業務無可避免會分薄港鐵在香港的資源，更加重管理階層

的負擔。港鐵參與內地鐵路發展，協助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大局，是無可厚非；

但到其他地方發展牟利生意，與香港市民難以拉上關係。

（五） 新工程項目延誤、成本增加，施工管理質素成疑
近年來及最近的一連串事故，充份暴露了港鐵管理層、制度、以至監管制度等

嚴重問題。西鐵線、高鐵香港段和沙中線的工程出現眾多事故，顯示港鐵一直

沒有汲取教訓，某程度上反映政府對港鐵的監察和約束機制實在大有問題。港

鐵是否可以給予政府和市民信心，又是否有能力應付以後的鐵路工程和發展計

劃，這個問題值得商榷。

（六） 早晚繁忙時間人流擠塞
受惠於鐵路優先政策，港鐵面對較少來自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競爭；加上香港

人口和訪港旅客不斷上升，使用港鐵的乘客有增無減。根據港鐵在2016年4月

19日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2015年大部份重鐵路線的早上繁忙時段載客量都

面臨飽和或已超出負荷。港鐵指西鐵線在早上繁忙時段載客率平均達104%，而

荃灣線則平均達102%。我們估算港鐵繁忙時間的乘客量近乎是非繁忙時間的

雙倍。

我們的論述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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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鐵路線的迫切需要
   《二零一一年交通習慣調查》發現，涉及交通工具的機動行程中，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的佔接近9成，比例之高為全球之冠 1，當中鐵路是最多市民使用的交

通工具。未來鐵路依然會是乘客運輸系統的骨幹。

    受惠於鐵路優先政策，港鐵面對較少來自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競爭；加上香

港人口和訪港旅客不斷上升，使用港鐵的乘客有增無減，人流擠塞情況尤以在

上下班的繁忙時間更為嚴重。當中以新市鎮往返市區和九龍往返香港島更甚，

直接影響市民大眾。

    近年港鐵的列車信號系統正在進行升級工程，估計完成後或可以局部改善

人流擠塞情況。而且當沙中線全線投入服務，有望減輕個別車站和路段的人流

擠塞問題。可是隨著新發展區人口增長和港鐵服務覆蓋面變廣，亦有可能會加

劇現時港鐵人流擠塞的情況。政府發表的《鐵路發展策略2014》規劃興建兩站

六線，全長35公里，預算成本1,100億港元，約在2026年完成；鐵路服務將覆

蓋本地超過7成人口居住的地區，鐵路的乘客佔有率會達43%，但現時規劃並沒

有增加新界往返市區和過海的鐵路。這意味著當將來新界各個已規劃的新發展

區陸續落成和入伙後，新增的幾十萬新界人口將依然需要依靠東鐵線和重組後

的屯馬線往返市區。政府曾經著顧問公司研究多條其他鐵路的可行性，但大多

因財務可行性和經濟效益成疑而沒有作進一步推展。我們認為政府可以透過推

行新鐵路建設體制和突破既有思維，使一些財務效益較低的鐵路方案也可以得

以落實，改善民生。

    長遠來說，政府將來亦有需要考慮配合東大嶼都會計劃的鐵路發展，以及

隨着大灣區的未來發展的連接鐵路。

1  運輸及房屋局。(2017)。《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下載自：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
publication/ptss_final_report_chi.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 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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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建設體制和安排
    政府考慮新線時會考慮線路的預期客運需求、規劃、環境方面的可接納性、工

程和營運的可行性、成本效益、財務表現等等；而在衡量一些新鐵路的優次時，政

府會考慮鐵路的財務效益、是否可以紓緩現時人流擠塞和是否會服務新社區等。即

使擬議鐵路可以疏導樽頸位置人流擠塞，但如果財務效益低，其優次亦會較低。

這樣的鐵路建設體制是導致香港鐵路發展較為滯後、今天多處路段 2 人流甚為

擠迫的一個原因。若這思維和體制不變，就算沙中線和《鐵路發展策略2014》

所有建議的鐵路都完成，人流擠塞情況亦難以避免。

    近期港鐵在興建鐵路時懷疑出現不同工程事故施工質素參差等問題，某

程度上反映政府對港鐵的監察體制大有改善空間。港鐵能否給予政府和市民信

心，又能否應付其後的鐵路工程，成為疑問。政府作為港鐵的最大股東，實屬

責無旁貸。

盡快研究可發展的鐵路走廊
    考慮到《鐵路發展策略2014》當年的規劃背景、《香港2030+》的規劃、

即將落成的新發展區、現時港鐵人流擠塞位置以及近年珠江三角洲周邊的宏觀

規劃，我們認為需要重新評估以下位置的載客量:  
  

(a) 新界/大嶼山往返市區；

(b) 過海路段和

(c) 通過深圳連接珠三角城市。

    有潛在價值而可發展的鐵路走廊， 

舉例如右圖：      

1.港深西部、大嶼山、港島走廊

2.新界西北至新界西南走廊

3.新界東和過海走廊

4.大嶼山、九龍北東西走廊

5.九龍中東西走廊

2 譬如尖沙咀往金鐘、九龍塘站東鐵南下往觀塘線和北角站將軍澳線往港島線等。

我們的論述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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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的主要理念
   這份報告旨在分析港鐵人流擠塞問題和指出改善現有鐵路建設體制的必要性，

從而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和方向。我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基於以下的主要理念：   

（一） 改善現時鐵路早晚繁忙時間人流擠迫問題；

（二） 為預期未來發展的鐵路及早籌謀；

（三） 加快落實有利紓緩人流擠迫但財務效益較低的鐵路；和

（四） 提升市民使用鐵路的舒適度和生活質素。

建議一：融合土地發展和鐵路投資建設
   為加快建設一些有利社會但商業效益較低的鐵路，我們建議改善現時的鐵路建設體

制。當政府公佈擬建設鐵路之後，容許擬議鐵路的所在地周邊土地持有人，可以根據鐵

路發展策略上的擬議鐵路路線，就其土地發展規模、地價、相對擬建鐵路的接駁通道

等，以融合形式向政府提交規劃建議書3，由有關部門審批並落實當中可行的建議。此形

式類似「香港願景計劃」在2018年5月發佈的《土地供應：公私營合作新模式》中提出的

公私型合作發展土地模式，容許業主只要集合有關土地業權人的同意便可以進行土地調

整。這樣可以釋放低潛力的開發用地，為沿線物業發展（包括公屋、首次置業家庭和居

屋等）和車廠用地等創造條件4。鐵路建設可以交由港鐵，甚至是其他的建設營運商負責

建設和營運鐵路，從而有機會分擔和加快鐵路發展，舉例如屯門往荃灣鐵路，如下圖：
 

可開發的屯門荃灣線（需要詳細規劃）

 
   

有潛力的開發地區（需要詳細規劃）

3 發展和建設聯營企業需就土地發展、地價、連接鐵路站等提出方案。

4  曾經研究使用土地收回條例，但回收的土地不可以作為私人物業發展，未能提供誘因。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 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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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方案下，政府可以融合土地發展及鐵路建設，利用地價作為部份資金，

減輕政府發展新鐵路時的財政負擔。同時，政府可以考慮重新規劃部分沿線政府

土地（譬如把油柑頭濾水廠搬遷到岩洞）。這不但可以釋放未能開發的用地，

更有機會可以紓緩未來西鐵線人流擠塞和減輕政府前期投資，有望達致政府、港

鐵、投資者和市民共贏局面。利用這方案，一些因財務收益較低的鐵路有望可以

加快落成，而無需政府如現時般在服務經營權模式底下負擔所有的建設費用。

建議二：回購港鐵股份及成立鐵路管理局
  近期港鐵在興建鐵路傳出工程事故問題，多位高級管理和工程人員因而辭

職，或許會引致留下來的管理人員惶恐不安。政府可以考慮諮詢鐵路工程專

家，包括一些早年在港鐵參與設計和實施新鐵路的工程師，在短期內組成專家

顧問小組，即時為現時沙中線工程的情況提供可行建議，在正式找到替代人選

之前作為過渡期。

    政府必須重新考慮對港鐵的長遠改善措施和方針。港鐵作為一間上市公

司，利益主導無可厚非，但是港鐵主宰的卻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的鐵路網絡。因

此，我們建議政府全面回購港鐵股份，藉此製造契機重奪決策主導權。以近日

港鐵的股價計算，總涉及回購金額大約1,000億港元（含溢價）之內，絕對是

政府財力範圍之內。政府應勇敢作出回購港鐵股份的決定，因為這必定會使全

體市民可以長遠受惠。

    回購港鐵股份後，除了港鐵不會再以「審慎商業原則」要求政府以服務經

營權的方式代為建設鐵路，社會爭議多年的可加可減機制或許有機會被取代，

票價調整方面將能更配合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狀況。現時港鐵本地客

運業務的經營利潤高達41%。擺脫上市因素影響的港鐵較可有效回應社會的需

求，政府回購港鐵股份後能去除利潤至上的因素，亦更容易回應民意。鐵路服

務有望可以保持在合理利潤水平的同時，平衡社會所需。回購後，政府依然可

以保留部分現時港鐵人員管理和營運鐵路。政府未來倡議的新鐵路項目，港鐵

可以全力支持建造和管理，包括運用港鐵的不同部分的資源；這樣政府可以解

決鐵路建設擁有權問題和重奪港鐵票價定訂的話事權，而鐵路業務亦可以繼續

維持質素。

    配合回購港鐵股份，政府可以參考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的模式和經

驗，成立鐵路管理局。機管局即使未有私有化，但不論其收益、客運量、貨運

量依然年年遞升。在現時制度下，機管局必須遵從政府為了公眾利益向機管局

我們的論述和主張



14

作出的書面指示。這事例證明公共事業即使不私有化，採用管理局模式管理，

亦可以有高效率，並可以同時兼顧社會責任、公眾利益和賺取營利。因此，我

們認為機管局的模式和經驗可以應用在港鐵身上。

    按照機管局體制，由政府相關代表出任鐵路管理局的董事局成員，便可以

決定港鐵的發展方向，並能就公眾利益直接向港鐵管理層作出指示。這樣既可

在保持港鐵利潤的同時，平衡社會所需，和確保貫徹落實政府政策。這個經營

模式可以照顧民生狀況，以收支平衡和賺取一定利潤（而非賺取最多利潤）為

目標，也無須負起照顧其它股東的商業利益的責任。在政府計劃和興建新支線

項目的階段，鐵路管理局可以提高建造工程效率，並且投放更多資源投資發展

新路線、改善服務和有限度地作合理票價調整。

建議三：定時優惠港鐵票務
   短期措施方面，我們建議鼓勵部份可彈性出行的港鐵乘客，改在非繁忙時

間出行，藉此紓緩上班和下班時間的高峰人潮，緩解港鐵個別路段在繁忙時間

乘客量超出承載負荷的情況。票價是乘客選擇出行模式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我們建議調整平日指定非繁忙時間的票價，藉此提供誘因吸引港鐵使用者在特

定時間出行。我們建議（1）改良現時的「早晨折扣優惠」，大幅調整至3折； 

（2）在下班繁忙時間前後提供正價車費6折的過海優惠，並設有過渡期，如在

其指定時間的前後5至10分鐘出入閘，亦可享正價的8折優惠；和（3）推行改

良版八達通積分獎勵計劃，鼓勵部分港鐵乘客改變其出行時間，避免在繁忙時

段使用港鐵。我們估計每天的受惠港鐵乘客有機會達到60萬人次。若果政府、

社會企業／機構等可以配合，如提供彈性上班工作安排，我們預料其效果甚

至可以達至約5%，即紓緩約25,000至30,000過海高峰人次至繁忙時間前後出

行。我們建議方案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希望引起社會足夠的迴響、支持和促

進其成效。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 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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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們認為政府和港鐵在紓緩人流擠塞問題上責無旁貸。有人認為現時港鐵

的問題可以透過政府加強對港鐵的管理而有所改善；可是鐵路人流擠塞問題，

長遠需要改變鐵路建設體制才可以解決。未來新界將會有多個大型發展項目相

繼落成，現時已規劃的鐵路系統可以增加的載客能力卻有限。我們預計部分路

線將會持續人流擠塞。要正視此問題，我們建議檢討現時建設新鐵路的體制，

推行一些可以有效紓緩鐵路人流擠塞但財務回報率未必足夠的鐵路，並採取適

當措施改善現時早晚高峰時間載客率超出負荷的情況。若上述建議方案順利推

行，屆時港鐵的擠迫情況可以大大改善，並且符合香港社會經濟的短、中和長

期發展的需要。政府和港鐵應該肩負這重任，配以其他相應措施，並得到社會

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香港將會成為一個更宜居及和諧城市。

我們的論述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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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iscourse and Recommendations

Hong Kong has one of the busiest passenger railway systems in the world.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Ltd. (MTRC) is a well-recognised leading railway 
company, providing punctual, safe, cost-effective railway services, with a clean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Back in early 2000, Hong Kong Government faced fiscal deficit. 
The profit-making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was partially privatised, mainly to bring 
over 10 billion dollars revenue to the Government. Such privatisa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93) and Japan (1987) - they were decisions made in the 
face of long-term mismanagement or substantial losses. In 2004, MTR and the Kowloon-
Canton Railway commenced discussions on mergers, which were finally implemented in 
2007, and MTRC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Twenty years after the privatisation, there are 
now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performance 
of MTRC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troversial.

Deficiencies of MTRC
(1) MTRC has become a monopoly with profit-making as the overriding objective, 

and the HKSAR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has had little control in the 
governance of MTRC;

(2) Unprofitable new railway development costs  have always been borne by the 
Government;

(3)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by MTRC were mainly private residentialbuildings 
and commercial complex;

(4) Increased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have been drawing MTRC’s resources;
(5) Long delays in project completion, heavily increased costs and apparent 

mis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issues; and
(6) Serious overcrowding at peak hours.

Urgent need to develop new railway lines
Among the different modes of public transport in Hong Kong, railway was the most 
popular one. In the years to come, railway will continue to serve its rol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passenger transport system.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Railway Priority" 
directly reduces competitions from the other transport operators. Overcrowding 
during the peak hours is serious. 

Speed up Railway Network Development : 
Buy Back MTR shares and Set Up Railway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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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ilway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4’ of the Government suggests constructing 
2 stations and 6 lin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35 km, with an estimated cost of HK$110 
billion. The target completion year is 2026. However, the Strategy does not include 
any new railway connecting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urban areas, nor a new harbour 
crossing rail. When the planned New Development Areas (NDA)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re completed, passengers have to continue to rely on the existing East Rail and West 
Rail Line (or the future Tuen Ma Line). The feasibility of new railway corridors were 
studied, but some of them were not pursued further due to financial feasibility. We 
believe the current strategy for new railwa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needs to 
be reviewed.

Principles i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ong Kong 2030+’ provides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Areas in Northwest New Territories and 
Northeast New Territories. With these new developments, congestion is anticipated 
in some railway corridors. Considering the planning of adjacent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railway capacity of the following locations should be reviewed: a) 
the New Territories/ Lantau Island to and from metro areas; b) cross-harbour; and 
c) potential railway corridors to/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via Shenzhen (the 
following map refers).
   

1. Western Hong Kong-Shenzhen, 
Lantau Island and Hong Kong 
Island Corridor;

2. Northwest New Territories to 
Southwest New Territories 
Corridor;

3. East New Territories and Cross-
Harbour North-South Corridor;

4. Lantau Island, North Kowloon 
East-West Corridor; and

5. Central Kowloon East-West 
Corridor

Our Discourse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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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commendation 1: Integrating Land Development and 
Railway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We suggest improving the existing railwa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o speed up 
construction. Upon government announcement of a tentative railway alignment, 
interested landowners near the proposed railway may submit proposals for changing 
the land use near the proposed stations. Such proposal should include proposed land 
use, scope of development, financial arrangements (e.g., construction cost and land 
pr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posed stations and so on. This approach is similar to 
the land readjustment method proposed in the Hong Kong Vision Project’s research 
report published in May 2018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for Land Provision’, 
which allows landowners to readjust their land upon collection of consent of the 
involved landowners. We believe this will releas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land, 
creating opportunity for property development (including public housing, first-time 
buyer flats and Home Ownership Scheme flats) and train depots. Subsequently, MTRC 
or even other contractor could construct the railway, thus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diversify the market and accelerate railway development.  See the following 
conceptual maps as an example.

Possible Tuen Mun-Tsuen Wan Line(detailed planning required)

 

Potential development area (detailed planning required)

Speed up Railway Network Development : 
Buy Back MTR shares and Set Up Railway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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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is scheme, the Government could have less difficulties for non-profitable 
railway. Land premium could be used to partially fund the railwa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may review some government parcels along the proposed route 
(such as relocating Yau Kom Tau Water Treatment Works to the cavern). This will 
not only release under-utilised l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but also give chance to 
alleviating the anticipated congestion in the future West Rail Line, as well as reducing 
the initi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A win-win situation may be achieved among the 
Government, MTRC, investors and the public.

Recommendation 2:  Buying Back the Shares of MTRC and 
Setting up the Railway Authority
As a listed company, MTRC follows “prudent commercial principles” to manage the 
company and to fulfil the shareholders’ interests. However, this dominant objective 
of a rail operator may not b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whole 
society. We recommend the Government to buy back the MTRC public shares, so as to 
resume control in MTRC’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ecent share price of MTRC, we 
estimate the total sum involved in buying back the public shares is approximately 100 
billion HK dollars (including 40% premium). This is with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s 
financial capacity, but it takes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o adopt this proposal.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undoubtfully benefit Hong Kong citizens and the whole society 
in long term.

The new MTRC will not need to  be bound by the “prudent commercial principles” 
required for a public listed corporation in every railway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disputable Fare Adjustment Mechanism may also be modified to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n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new entit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various factor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2017, MTR had a profit of approximately HK$18 billion (33% of revenue). Upon 
repurchasing the MTRC public shares, th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ensure that 
railway services can maintain a reasonable profit level while balancing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bove, we recommend that the Government set up a Railway 
Authority (RA). Reference can be made to the Hong Kong Airport Authority (HKAA) 
that did not undergo privatisation.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HKAA must comply 

Our Discourse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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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ublic well-being. HKAA has 
been successful in balan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interest along with 
profitability. Under this HKAA mode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new public utility 
organisation would be able to stay profitable and efficient even without privatisation. 
The setting up of RA would be safely based on the model of HKAA.

As in HKAA, relevant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would serve as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RA, so as to give instructions on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to align 
with public interest. It is then possibl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reasonable profit-
seeking and society needs, and to ensure railwa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o meet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ublic interest. The Government may , under 
this recommendation,  rely on RA to support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projects, and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RA can therefore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in new railway projects, improve its services, and propose fare adjustment 
with due consideration. 

Recommendation 3:  Pre-Peak Travel Fare Adjustment
Because fare is one of the passenger’s major determining factor in making choice 
of the mode of transport, it is important to attract flexible commuters to travel in 
shoulder peak hours, thereby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f busy and overcrowding railway 
sections. In short term, we propose adjusting off-peak fare to attract passengers to 
ride during off-peak hours. The proposals are:
   
1. to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existing Early Bird Discount from 25% to 70%; 
2. to provide 40% discount off the regular fare for cross-harbour passengers before 

or after the evening peak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discount 
period, say 5 to 10 minutes, a 20% discount); and 

3. to modify the existing Bonus Points Scheme to encourage passengers using 
non-peak hours. 

Such a scheme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other employers to 
cooperate in providing, for example,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to their employees.  
If this is successful, we estimate that approximately 600,000 passengers could be 
benefited daily, or about 25,000 to 30,000 passengers could be diverted from cross-
harbour travel during peak hours. A pilot scheme can be implemented as a trial to 
draw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Speed up Railway Network Development : 
Buy Back MTR shares and Set Up Railway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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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衣食住行是香港市民關心亦是切身的問題。在360多萬工作人口中，絕

大部分都需要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才可以到達目的地。由於香港地方小，加上

地理環境因素，香港的私家車使用率都比大部分亞洲其他城市要低，公共交通

系統效率也是世界知名。本港超過8成半的出行人次都是依賴公共交通工具，

當中鐵路是最多市民使用的交通工具。未來鐵路依然會是運輸系統的骨幹，每

日鐵路的乘客人次預期將會按年遞升。

1.2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稱港鐵)的效率與表現與大部分市民的生活關係密

切。然而，近年港鐵的管理問題逐漸浮現，決策備受爭議，與市民期望有愈來

愈大的落差：工期延誤和超支成常態、施工質素成疑、工程涉嫌造假、部分設

施造價過高、加建站內設施如洗手間和月台幕門進度緩慢等。當中早晚繁忙時

間人流過度擠塞為人詬病已久，卻久久未有有效措施紓緩。要紓緩現時港鐵的

人流擠塞問題和預備將來可預見的更嚴峻情況，必須採取適當措施。本報告嘗

試以不同角度分析現狀，並建議中、短期措施，紓緩港鐵人流擠塞問題。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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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港 鐵 載 客 量 問 題

市民的公共交通模式
2.1  根據運輸署在2014年公佈的《2011年交通習慣調查》，香港居民平日使用不同

機動交通工具的行程（機動行程）為每天逾1,260萬次，平均每人1.83次。5 當中逾8

成的機動行程只涉及單一交通工具。每次行程的平均乘車次數為1.17次。在涉及交

通工具的機動行程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佔接近9成，比例之高為全球之冠。6 　

2.2  從表一可見，機動行程目的為「住所上下班」和「其他住所出行」的人次

各佔約4成出行人次，其餘則由「住所上下課」和「非住所出行+工作職務」大概均

分。報告指出每位就業人士的「住所上下班」及每位全職學生的「住所上下課」行

程出行率自1981年起大致保持穩定，且在機動行程總數中一直佔相當大的比重。 
   

表一　2011年平日機動行程概覽 7

項目　 每日次數
機動行程目的：　　

住所上下班　 5,022,000 (40%) 

住所上下課　 1,351,000 (11%) 

其他住所出行　 4,706,000 (37%) 

非其他住所出行 + 工作職務7 1,526,000 (12%)

合計 12,606,000 

人均每天機動行程次數 1.83

每行程平均乘車次數 1.17

平均行程時間：
公共交通行程 (的士除外) 43 (分鐘)

參考資料：運輸署8

5 新聞公報。(2014)。《運輸署公布交通習慣調查結果》。下載自：http://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402/28/P201402280452.htm

6 運輸及房屋局。(2017)。《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下載自：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
publication/ptss_final_report_chi.pdf

7 一般指公司業務出行、商務會議或其他經濟活動等

8 運輸署。(2014)。《二零一一年交通習慣調查研究報告》。下載自：http://www.td.gov.hk/
filemanager/tc/content_4652/tcs2011_chin.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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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在本港境內的工作人口當中，只有不足

2成工作人口同區工作，需要跨區工作的人口近6成。住所位於新市鎮的工作人

口有約3成需要跨區工作，其中更有約2成需要往九龍及香港島工作，情況比起

居住九龍或香港島的工作人口為多（分別17.8%和9.1%）。表一和表二數據反

映，四成的機動行程均為住所上下班，其中跨區工作情況普遍，尤以居住新市

鎮往返九龍、香港島及其他新市鎮和九龍往返香港島及九龍的工作人口為多。

跨區工作意味著更長的通勤距離、時間和更高的交通費用，大大影響了市民 

生活質素。

表二　2016 年按工作地點及居住地區劃分的工作人口   

工作地點
( 只 計 工 作
地點位於香
港的人口)

現住地區　（人口）

香港島 九龍 新市鎮
新界其他 

地區
總計

同區工作
165,193

(4.4%) 

205,632

(5.5%) 

264,805

(7.0%) 

19,057

(0.5%) 
654,687

跨區工作：

香港島
194,465

(5.2%) 

227,511

(6.1%) 

261,210

(7.0%)

31,432

(0.8%) 
714,618 

九龍
98,266

(2.6%)

279,183

(7.4%) 

405,221

(10.8%) 

35,598

(0.9%) 
818,268 

新市鎮
37,021

(1.0%) 

129,694

(3.5%) 

320,629

(8.5%) 

43,085

(1.1%) 
530,429 

新界其他 
地區

10,548

(0.3%) 

30,391

(0.8%) 

93,490

(2.5%) 

5,914

(0.2%) 
140,343 

無固定地點/
水上

57,091

(1.5%) 

135,994

(3.6%) 

210,985

(5.6%) 

23,489

(0.6%) 
427,559 

家中工作
103,652

(2.8%) 

91,863

(2.4%)

129,601

(3.4%)

34,211

(0.9%) 
359,327 

總計 666,236 1,100,268 1,685,941 192,786 3,645,231   

參考資料：運輸署9

9 政府統計處。(2017)。《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下載自：http://www.bycensus2016.gov.hk/
data/16bc-summary-resul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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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機動行程在平日的高峰時段為早上8:00至9:00及傍晚6:00至7:00，兩個

時段各佔每日總行程次數大約12%。每天由住所前往工作地點的機動行程總數

中，有41%是在早上8:00至9:00的高峰時段內進行。各種行程類別中，從住

所往返工作地點的行程所需時間平均為47分鐘，比平均行程所需時間長。 10 

2.5  至於選擇交通工具的取向，鐵路是最多市民使用的交通工具。運輸及房屋

局（運房局）在2017年6月發表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指出，在2016年間最多

人次使用重鐵，佔本地公共交通乘客人次約37%；而專營巴士及輕鐵則為其次主

要載客工具。該研究預計，重鐵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將會按年遞升至2021年的

約39%及2031年的約40%。 11而根據《鐵路發展策略2014》，乘客運輸系統將會

繼續以公共交通工具為主，鐵路會是骨幹。 12 

 

圖一　2016年公共交通服務平均每日乘客人次分佈

參考資料：運房局13

10 運輸署。(2014)。《二零一一年交通習慣調查研究報告》。下載自：http://www.td.gov.hk/
filemanager/tc/content_4652/tcs2011_chin.pdf

11 運輸及房屋局。(2017)。《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下載自：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
publication/ptss_final_report_chi.pdf

12 運輸及房屋局。(2014)。《鐵路發展策略2014》。下載自：https://www.thb.gov.hk/tc/psp/
publications/transport/publications/rds2014.pdf

13 運輸及房屋局。(2017)。《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下載自：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
publication/ptss_final_report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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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港 鐵 載 客 量 問 題

2.6  通過統計數據和觀察，我們留意到港鐵乘客約有6成的車程距離少於10公

里，車程距離超過20公里的約為2成。當中大概有3成是過海車程。見下圖：

圖二　港鐵乘客平均車程距離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港鐵人流過度擠塞
2.7  從1990年代開始，香港在計算列車的可載客量時，一般假設每平方米

可以站立6人。典型的8卡列車有34 0座位，以每平方米站立6人計算，總共

可以站立約2,160人，一架列車即合共可以運載約2,500人。若每小時有30班

車，可載客量即約75,000人。可是近年智能手機普及、背包旅客比例增加、

拖着大行李箱的內地旅大量增加、乘客期望車廂內有更多空間等等原因，都令 

「每平方米站立6人」的假設變得不實設際。若果以每平方米站立4人計算列

車的可載客量，可載客量即會減少27%。 14其他因素包括月台屏幕門開關佔用

時間、東鐵與直通車共用軌道行車窗口和現時東、西鐵列車因為在紅磡站「掉

頭」等等都影響了港鐵可載客量。

14 運輸及房屋局。(201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港鐵列車的可載客量和
載客率》。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228cb1-
980-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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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列車車廂擠迫情況的量度標準

參考資料：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15

2.8  受惠於鐵路優先政策，港鐵面對較少來自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競爭；加

上香港人口和訪港旅客不斷上升，使用港鐵的乘客有增無減。根據港鐵在2016

年4月19日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2015年大部份重鐵路線的早上繁忙時段載客量

都面臨飽和或已超出負荷。港鐵指西鐵線在早上繁忙時段載客率平均達104%，

而荃灣線則平均達102%，為第二最繁忙。一些個別路段值得留意：報告顯示涉

及跨區的港鐵站均是重災區，例如由錦上路至荃灣西（即由新界區出市區）、尖

沙咀至金鐘（九龍出港島）和油塘至鰂魚涌（九龍出港島）等。港鐵的數據顯示

了港鐵在繁忙時段和非繁忙時段的載客率差異。我們估算港鐵繁忙時間的乘客量

近乎是非繁忙時間的雙倍，顯示港鐵在不同時段載客率有不平均的情況。

2.9          為應付繁忙時段情況，港鐵近年開始於個別繁忙的非總站車站，如金鐘、

太子等，提供「空車起載」服務使乘客可以較容易登上列車；增加月台助理維

持秩序，紓緩月台人流擠塞情況；進行列車信號系統升級工程等。其中「早晨

折扣優惠」 16是港鐵近年少有嘗試疏導高峰乘客的票價推廣計劃，成效有待港

鐵提供進一步數據支持。現時港鐵暫時卻未有其他相類似的措施應對下班繁忙

時間的高峰人潮。值得注意的是，港鐵提供的數字只是反映列車上的情況，而

沒有計算未能登上列車、在月台上等候的乘客，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以金

鐘站為例，在傍晚繁忙時段，乘客平均或需要等4-7班列車才能夠登上往荃灣 

方向的列車。

15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2014年1月）。《研究簡報第 4 期》。下載自：http://www.legco.gov.
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314rb04-measures-to-ease-crowdedness-of-train-compartments-in-
overseas-cities-20140128-c.pdf

16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早上7:15至8:15，使用成人八達通於任何29個指定核心市區車站
出閘，即可享車費75折優惠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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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港 鐵 載 客 量 問 題

表三  港鐵2015年個別路段繁忙時段情況（以每平方米站立四人計算）

路線 2015年早上繁忙路段 單向載客率
荃灣線 尖沙咀→金鐘 102%

西鐵線 錦上路→荃灣西 104%

將軍澳線 油塘→鰂魚涌 97%

港島線 天后→銅鑼灣 96%

東鐵線 大圍→九龍塘 93%

觀塘線 石硤尾→太子 92%

參考資料：港鐵 17

2.10 對港鐵而言，過高的載客率不但會加速機件損耗、促使班次延誤，導致整

體列車服務效率下降；對市民而言，在繁忙時段出行延長了他們的上下班時

間，乘客需更早出門及更遲才回到家，將寶貴時間消耗在等待上。港鐵在繁忙

時候比較擠迫，間接影響了部分生活忙碌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17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2016）。《港鐵列車的載客能力及載客率》。下載自：http://www.legco.
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20160419cb4-902-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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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來鐵路發展

新界未來發展與鐵路建設
3.1  為了應付未來人口增長，政府正在籌建多個新發展區。當中尤以新界東

北和西北發展為主，將帶來大量的人口及就業機會增長。例如是粉嶺／上水／

古洞新發展區已被劃作一個綜合社區，提供合共約38萬個工作機會和商業、社

區、康樂及文化等設施。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被視為粉嶺／上水新市鎮的

擴展部分，預料總共會容納人口約18萬人 18，規模與屯門、將軍澳等新市鎮相

若，預期第一批居民於2023年遷入。 19 坪輋／打鼓嶺新發展區因應2013年施

政報告將會重新規劃，以更全面地考慮不同規劃因素和檢視新界北部地區的發

展潛力，包括新鐵路基建所帶來的發展機會。

3.2  洪水橋新發展區與鄰近的天水圍、屯門和元朗緊密連繫，其策略性位置

有利它成為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整體規劃及發展後，現時用

作棕地作業的荒廢農地會被改劃，提供空間作辦公室、零售、酒店、物流、科

技及特殊工業等經濟用途，以善用土地和應付不斷上升的經濟用地需求。洪水

橋新發展區將為新界西北創造約15萬份就業機會，有望改善人口和工作地點錯

配問題。新發展區將容納約22萬人，當中包括新增人口約逾17萬人。 20

3.3 《香港2030+》同時建議在新田／落馬洲、文錦渡物流走廊和香園圍一帶

建設新一代新市鎮和發展現代工業，以及在邊境附近作營運經濟用途。整個區

域料佔地超過700公頃，可容納約26萬至35萬人口，提供約22萬個職位。 21

18 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2017)。《新界東北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下載
自：http://www.nentnda.gov.hk/chi/study.html

19 同上註。

20 土木工程拓展署。(2016）。《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經
修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下載自：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
dev20161108cb1-51-5-c.pdf

21 香港商報。(2016年10月28日)。東大嶼新界北列策略增長區。下載自：http://www.hkcd.com/
content/2016-10/28/content_1022562.html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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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未 來 鐵 路 發 展

3.4  鐵路將會是接駁新發展區至其他地區的主要乘客運輸工具。為配合未來

發展，運房局的《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了多個建議鐵路方案，涵蓋新發

展區和優化現有的鐵路路段，進一步擴大港鐵鐵路版圖。現時政府已經有多個

正在進行和擬議的鐵路項目。該報告指出隨著新路線啟用，鐵路服務將覆蓋本

地超過7成人口居住的地區，預計屆時鐵路在本地公共交通乘客量的佔有率將

由現時的40%提高至43%。 22 為了應付新界將持續增長的人口，政府為擴展鐵

路網絡作出詳細的規劃，優化來往新界和市區的交通網絡以應付預期的新增人

口。新鐵路網絡規劃如下圖 ： 

圖四　 《鐵路發展策略2014》展示2031年香港的鐵路網絡

參考資料：運房局23

22 運輸及房屋局。(2014)。《鐵路發展策略2014》。下載自：http://www.thb.gov.hk/sc/psp/
publications/transport/studies/rds2014.pdf

2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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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按照《鐵路發展策略2014》，以下我們整理了其鐵路建議的概要：

表四　 建設中的路線概要  

建設中路線 落成日期（預計客量） 興建目的／服務範圍

沙中線  24 25

大圍至紅磡段：2019年（待定）

紅磡至金鐘段：2021年（待定）

（每日約100萬人次）

• 紓緩現時東鐵線大圍至九龍

塘段、觀塘線石硤尾至太子

段、荃灣線彌敦道段及紅磡

過海隧道一帶的繁忙情況，

改善路面交通

• 為一些現時主要依靠路面交

通工具的地區，包括紅磡、

何文田、土瓜灣和馬頭圍等

提供方便快捷的鐵路服務，

促進舊區更新及發展

• 成為啟德發展計劃的重要組

成部分，為區內擬議發展的

商業和住宅項目，以及啟德擬

建的多用途體育館和其他康樂

設施，提供公共交通服務   

參考資料：運房局26

2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下載自：http://www.mtr-shatincentrallink.hk/tc/project-
details/programme.html

25 報告撰寫之時正值港鐵沙中線工程報告被揭造假，特首下達指令表示要確保沙中線項目安全後才能
通車，因此通車時間和涉及的額外成本仍屬未知之數

26 運輸及房屋局。(2014)。《鐵路發展策略2014》。下載自：https://www.thb.gov.hk/sc/psp/
publications/transport/studies/rds2014.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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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建議鐵路概要

建議路線
落成日期 

（覆蓋人口）
興建目的／服務範圍

北環線及古洞站
2018年至2023年

（約105,500人）

• 改善網絡的穩健性和東西連接

• 疏導東鐵線的客流量

• 服務新界北部的新發展區

• 加強跨境流動

屯門南延線
2 0 1 9年至20 2 2年

（約90,000人）

• 改 善 現 時 屯 門 市 中 心 南 面 社 區 

﹙湖景邨、兆禧苑及悅湖山莊一帶﹚

的鐵路服務及屯門碼頭的連接性

東九龍線
2 0 1 9年至20 2 5年

（約373,000人）

• 可替代將軍澳地區和九龍之間的路

線，成為現有觀塘線的平行路線，

增強整體網絡的穩健性

• 服務彩雲、順天、秀茂坪及寶達等

人口稠密的地區，以及該區現有及

已落實興建的大型發展項目，包括

彩雲道及佐敦谷發展計劃、安達臣

道發展計劃，以及安達臣道石礦場

發展計劃

東涌西延線
2 0 2 0年至20 2 4年

（約40,000人）

• 服務現時的逸東邨及附近的其他潛

在發展

洪水橋站
2 0 2 1年至20 2 4年

（約218,000人）
• 服務未來的洪水橋新發展區

南港島線（西段）
2 0 2 1年至20 2 6年

（約100,000人）

• 服務南區西部的運輸需求

• 紓緩薄扶林地區道路網絡的壓力

北港島線
2 0 2 1年至20 2 6年

（服務原區人口）

• 減輕港島線的負荷

• 應付擴展中的核心商業區的運輸 

需求

• 分流過海客流量

參考資料：運房局27

2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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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增加新界往返市區和過海的鐵路
3.6  按照政府規劃，洪水橋站、古洞站、北環線、屯門南延線、東九龍線、

東涌西延線、南港島線（西段）和北港島線（下稱兩站六線），合共約35公

里的鐵路預計在20 2 6年前陸續投入服務。然而，當中洪水橋站和南港島線 

（西段）暫時仍未有港鐵建議書，落實時間成疑，而且洪水橋站能否與新發

展區入伙的時間同步亦成問題。隨著新界東北和西北人口增加，往返市區的

需求也相對增加。現時新界往返市區和過海鐵路的載客量負荷十分重，擠迫

成常態。從圖五可見，未來鐵路發展事實上並沒有增加新界往返市區和過海

的鐵路，而是主力延伸現有的鐵路線、增設車站或興建平行鐵路線。另外，

現時規劃並沒有考慮到東大嶼發展和沒有採納與深圳（大灣區）連接的鐵

路。我們預料未來新增往返市區的載客壓力依然需要依靠現有的東鐵線和未

來重整後的西鐵線消化，部分繁忙路段亦會出現樽頸情況，人流擠塞問題將

會維持。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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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香港未來鐵路路線

參考資料：港鐵28

28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香港營運網絡及未來支線》。下載自：http://www.mtr.com.hk/archive/
corporate/ch/investor/annual2016/C108.pdf

第 三 章 　 未 來 鐵 路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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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西鐵線對新增載客壓力的紓緩作用有限
3.7  西鐵線目前連接屯門至紅磡，在2016年每小時每方向的最高班次為20班。

為了增加西鐵線的可載客量，自2016年起港鐵陸續將7卡列車改裝為8卡列車，

在不提升班次的情況下增加西鐵線可載客量。改裝工程完成後，以現有每小時

每方向20班次估計，西鐵線整體可載客量將提升約14%。沙中線「大圍至紅磡

段」落成後，將會和現有馬鞍山線及西鐵線重組為屯馬線，列車將由屯門站直

達東九龍、大圍、顯徑至烏溪沙而無須每班車於紅磡調頭。港鐵預計「東西走

廊」（即屯馬線）的可載客量最終可達每小時每方向28班次，而每班次由8卡

車行走。以此計算，西鐵線的可載客量將增加60%。

3.8  《鐵路發展策略2014》建議的北環線、屯門南延線和洪水橋站皆位於新

界西北。北環線預計於2023年間落成，連接西鐵線的錦上路站和落馬洲支線

增設的古洞站。屆時乘客可於錦上路站轉乘屯馬線，或於古洞站轉乘落馬洲支

線。預計新界西北的部分居民會經錦上路站轉乘北環線到落馬洲，減少對陸路

交通和東鐵線的依賴。部分訪港旅客也可經北環線轉乘屯馬線到屯門等新市

鎮，減少人流集中在東鐵線往九龍塘方向。預計北環線落成和區內人口增長會

加重未來西鐵線的載客壓力。

3.9  長遠而言，西鐵線能否負擔洪水橋新發展區及新界東北發展區規劃的人口

就業單位，仍需要政府或港鐵提供進一步數據。現時沙中線因工程問題，延誤

機會較大。洪水橋站仍未有港鐵建議書，通車日期不確定。新界西北的市民短

期內未能有新了的鐵路網絡覆蓋，隨著更多規劃人口，西鐵線的人流擠塞問題

將會加劇。下表根據城規會文件中列出的港鐵早上繁忙時間客流量。我們推算

出未來早上繁忙時間，西鐵線錦上路往荃灣西的客流量變化，將會極為繁忙：

表六　 預測錦上路往荃灣西的客流量變化 

年份
早上繁忙時間客流

量 (人次) 29

可載客量  
(4-6人/平方米)

載客率

2015年 36,400 35,000-49,200 74-104%

2026年 64,000 53,000-68,000 94-120%

2036年 70,000 53,000-68,000 103-132%

資料來源：城規會、政府文件、作者提供

29 Town Planning Board. (2018). The Draft Siu Ho Wa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I-SHW/B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of a New Pl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fo.gov.hk/tpb/en/papers/TPB/1160-tpb_10374.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45

第 三 章 　 未 來 鐵 路 發 展

表七　 預測未來將會出現飽和的繁忙路段

繁忙路段
2026年早上繁忙時間客流量 

 (人次)30 

載客率 

(4人/平方米)
錦上路→荃灣西 64,000 120%

油塘→鰂魚涌 57,000 108%

大圍→九龍塘 53,000 95%

紅磡→會展 51,000 91%

尖沙咀→金鐘 41,000 68%

資料來源：城規會、政府文件、作者提供

3.10  假設上述兩站六線皆落成，預計未來新界西北的乘客交通需求將會依然

高企。按照上述邏輯和預測，以港鐵車廂每平方米站立4人計算，香港必需要

在2026年前增建鐵路紓緩多處預期出現人流擠塞的路段，特別是新界出市區和

過海路段如油塘／紅磡，否則屆時港鐵的人流擠塞情況必會加劇。

圖六　預測未來將會出現瓶頸的鐵路路段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3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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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可發展的鐵路走廊 

3.11 正式推出《鐵路發展策略2014》之前，顧問公司為路政署檢討和修訂 

《鐵路發展策略200 0》。報告研究過多條長遠可能發展的鐵路方案以配合未

來香港發展策略，最終卻只有新界西北至新界東北（北環線）被正式納入《鐵

路發展策略2014》的推薦方案。其他方案都因為周邊發展潛力、財務收益、客

流量等不理想，建議只能作為較長遠的考慮方案。部分原因請參考表八。

圖七　 《鐵路發展策略2000之檢討及修訂》提及過的鐵路走廊研究  

 

參考資料：運屋局31

31 運輸及房屋局。(2014)。《鐵路發展策略2000之檢討及修訂》。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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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路發展策略2000之檢討及修訂》研究過的鐵路走廊的考慮因素

鐵路走廊研究 考慮因素
1.港深西部快速軌道：連接

后海灣和深圳西部發展中
的樞紐

• 其有效性將取決於一些外部因素，如兩地機

場中轉服務的旅客的需求，以及深圳前海與香

港之間的潛在跨境運輸需求，這些需求將主要

取決於前海的發展步伐及其對香港影響的幅度

• 財政方面的可行性和經濟效益仍有待證實

2.新界西北至新界東北走廊 • 已經納入《鐵路發展策略2014》的北環線

3 . 新 界 西 北 至 新 界 西 南 走
廊：連接屯門至荃灣的沿
海鐵路

• 屯荃鐵路因沿海岸線的人口分佈分散，運輸

需求一般

• 收益潛力、財政方面的可行性和經濟效益仍

需要進一步檢討

• 難以物色合適地點興建車廠 

4 . 新 界 西 南 至 新 界 東 南 
走廊：連接美孚／葵涌和
沙田

• 由於沙田和市區之間已有行車隧道連接，並

有相應的巴士服務，因此沙田至市區的方案

需求只屬一般水平

• 未能物色合適的土地設置車廠，評估結果顯示

沿線發展潛力、經濟效益和財務可行性皆低

5.西部外圍走廊：連接香港
島與大嶼山

• 在《鐵路發展策略2000》，西部外走廊被視

為一個長遠可能性的方案，主要配合青洲填

海和大嶼山大量額外的發展。在評估階段，

在香港島的青洲填海計劃已被擱置，而大

嶼山的發展計劃仍然是非常初步的性質，因

此，並沒有對西部外走廊作進一步的考慮。

而就支持大嶼山的發展，有可能對西部外走

廊或類似方案的重新討論，這方面的研究將

不是該研究範圍的一部分

6.大嶼山與市區走廊：連接
北大嶼山與屯門，和深圳
西部快速軌道

7.新界東南走廊：連接西貢
至科學園的鐵路

• 鐵路線將會穿越郊野公園、鄉村和稀有土地

資源，對環境的影響較嚴重

• 走廊沿線發展受到限制，故此鐵路接駁至西

貢的方案缺乏收益潛力

參考資料：運房局32

3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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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潛在而可發展的鐵路走廊
3.12 考慮到《鐵路發展策略2014》當年的規劃背景、《香港2030+》規劃、

即將落成的新發展區、現時港鐵人流擠塞位置和近年珠江三角洲周邊的宏觀規

劃，我們認為以下的5個潛在鐵路走廊都值得重新評估（圖八）：

圖八　 建議重新評估的鐵路走廊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1.港深西部、大嶼山、港島走廊

2.新界西北至新界西南走廊

3.新界東南北和過海走廊

4.大嶼山、九龍北東西走廊

5.九龍中東西走廊

(1) 港深西部、大嶼山、港島走廊
將深圳灣蛇口或前海、香港口岸人工島、大嶼山第3核心商業區、港島等主要

地點連接，配合大嶼山發展策略，該走廊將會成為香港通過深圳連接粵港澳

大灣區的重要走廊通道。

(2) 新界西北至新界西南走廊
配合洪水橋、屯門南等重要新發展區，提供新的東西向交通走廊，接駁荃灣線

和東鐵南北向過海通道，提高可通達性，紓緩屯馬線的載客壓力。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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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界東南北和過海走廊
考慮到《香港2030 +》的「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途徑蓮塘／香園圍新口

岸，並配合發展未來新界北新市鎮，連接深圳東部或惠州，帶動新界東北更多

發展機會；另一端直接連接九龍東和香港東，紓緩現時東鐵線和未來沙中線過

海段的載客壓力。

(4) 大嶼山、九龍北東西走廊
連接未來東大嶼都會商業核心區和葵涌，作為九龍北地區東西向走廊。

(5) 九龍中東西走廊
配合東九龍發展目標，增建九龍市區東西向走廊。

盡快研究屯門－荃灣鐵路
3.13 除了沙中線之外，過海鐵路路線自1998年以來便沒有再增加，鐵路建設

以連接新市鎮與市區為主，之前政府亦認為沒有興建第5條過海鐵路 33 的逼切

需要。近年港鐵的列車在進行信號系統升級工程，估計完成後可以局部改善

人流擠塞情況；中期則要等到沙中線過海段開通才可以增加過海的可載客量。

當沙中線全線投入服務，或有望減輕個別車站和路段的人流擠塞問題；可是隨

著新發展區人口增長和港鐵的覆蓋面變廣，亦有可能會加劇現時港鐵人流擠塞

的情況。現時規劃的新界西北發展並沒有新鐵路連接市區。這意味著當將來新

界各個已規劃的新發展區陸續落成和入伙後，新增的幾十萬新界人口將依然需

要依靠東鐵線和屯馬線往返市區。

3.14 待北環線於2023年落成後，部分本來乘搭東鐵線的港鐵乘客將會通過北

環線轉乘屯馬線往返新界西北和市區，屆時屯馬線的載客壓力必定會加重。我

們因此看到了有迫切需要提出一些緩解措施。雖然政府表示將會「及時」展開

提升新界西北在2031年以後重型鐵路承載力的研究 34，但紓緩屯馬線壓力的建

33 運輸及房屋局（2013年2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我們未來的鐵路」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下載自：https://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tp_rdp/
papers/tp_rdp0301cb1-595-3-c.pdf

34 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運輸署。(2017年6月16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跨越 2030 年的鐵
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下載自：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papers/
tp20170616cb4-1176-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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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絕不能等待到2031年之後才開始，需要盡快進行。政府切勿低估未來的鐵路

需求，為了準備新界未來的各個大型發展，我們建議必需要盡快興建新東西向

的鐵路連接新界西至市區，緩解可預見的屯馬線人流擠塞情況。我們認為屯荃

鐵路是其中一條主要紓緩新界西北往返市區的一條可行鐵路方案，將來甚至可

以研究延伸至沙田。

3.15       我們初步構思鐵路走線如下圖（圖九）。建議屯門－荃灣－沙田鐵路將沿

海而建，全長約17+6公里。事實上港英政府曾經研究過屯門至荃灣的鐵路，最

終因為青山公路一段地勢險要，路段的建設費用龐大而擱置方案。時至今日， 

《鐵路發展策略2014》中提及用屯荃鐵路比使用西鐵線能節省的乘車時間有

限，於涉及一定的技術困難和高成本（按2013年價格計算，約650億元﹚，因

此表示屯荃線難以確立成本效益。

圖九　 建議屯門－荃灣－沙田鐵路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3.16 《鐵路發展策略2014》報告並沒有詳細表述到北環線通車後對未來西鐵

線的負面影響（乘客流動線見圖十）。有見於屯荃鐵路有助紓緩未來西鐵線的載

客壓力以及未來新界西北新發展區居民需要，我們認為屯荃鐵路有其需要在2016

年通車。我們建議研究「快線、慢線」共用走廊，但在車站設置繞道，藉此縮短旅

程時間（估算屯門到荃灣快線只需要10分鐘）。若屯荃鐵路果真落實，屆時繁忙

時間將有望分流最少3萬人次，紓緩錦上路出市區的壓力（吸引上水／粉嶺部分客

流量）。另外，要解決其建造成本高昂問題，我們建議研究屯荃鐵路沿線的土地發

展潛力，鼓勵綜合式發展，如透過重建，開發土地、物業和興建車廠，然而當中需

要新體制和新思維推動。我們會在報告後段繼續分析和提出加快港鐵建設的方法，

包括提議改善有關鐵路的建設機制和體制和推動低商業效益鐵路等方案。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51

圖十　 北環線和建議的屯門－荃灣－沙田鐵路建成後客流量將互通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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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港鐵收益和鐵路建設體制安排

市民的車費負擔
4.1  截至2016年底，香港人口約有738萬人，家庭住戶數目則約有251萬，

平均家庭住戶人數約為2. 8人 3 5。香港的住戶收入 3 6的主要來源是從職業收

入而來的（約85. 8 %）；香港家庭住戶於2016年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是

15,500元（以當時市價計算）。在2014/15年度，住戶每月平均交通費開支

約為1,028元，即約為住戶每月總開支的3.8%。在整理及分析了數據後，家庭

住戶低收入組別雖然在公共交通費用支出較少，但是相對家庭收入而言的比重

卻比較大，說明低收入家庭在公共交通費開支上承受的經濟負擔比高收入家庭

大。就最低四分位開支組別而言，貧窮住戶中平均每人每餐開支不足15元，但

公共交通費用已佔其開支的5.7%，即512元，負擔甚重。

表九　 2014/15年住戶每月平均使用交通工具費用開支   

公共交通工具
費用

四分位開支組別
最低 

四分位
第二個 
四分位

第三個 
四分位

最高 
四分位

平均

住戶每月平均
公共交通費 

開支

＄512 

(5.7%)

＄894 

(4.9%)

＄1,123 

(4.1%)

＄1,579 

(2.8%)

＄1,028 

(3.8%)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37

4.2  政府留意到公共交通費用對市民的影響，現正實施或將會實施相應措施

減輕市民車費負擔，對市民的車費負擔有一定幫助。現時有針對性措施減輕有

需要市民在公共交通費用上的負擔。《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交津計劃）

在2011年實施，旨在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鼓勵

他們入職或持續就業。交津計劃的全額津貼為每月600元，半額津貼則為每月

300元。政府最初估計有21.8萬人符合入息上限，然而截至2015年1月底實際

35 政府統計處。（2017）。《人口估計》。下載自：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50_
tc.jsp?tableID=005&ID=0&productType=8

36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37 政府統計處。《2014/1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及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下載自：https://www.
statistics.gov.hk/pub/B10600082015XXXXB0100.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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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人數只約10萬人。 38 政府通過了《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將會向符

合資格領取交津的人士發放一次性額外款項。交津計劃由2018年4月起只接受

以個人為單位提交的申請。

4.3  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提議實行《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

補貼計劃》，減輕基層巿民長途車費負擔。 39 行政長官建議運用政府每年從港

鐵收取的股息，向每月公共交通開支超出指定水平的市民提供一定程度的交通

費用補貼。政府建議將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定於400元，並會為超出這水平

的公共交通開支提供25%的補貼，補貼金額以每月300元為上限。 40 政府估計計

劃每年的補貼金額約為23億元，最新估計會有超過220萬市民受惠。 41 

4.4  具體操作安排方面，市民每月只要透過八達通卡支付公共交通開支，包

括港鐵、專營巴士、專線及紅色小巴、渡輪、電車及邨巴的費用，以及購買

上述公共交通服務月票／日票的費用。市民每月在指定時間內，可透過八達

通手機應用程式或到指定地點（包括港鐵站、八達通服務站），以八達通卡

在專用的八達通處理器拍卡，便可領取上一個月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現時

該計劃正式落實時間未定，暫時目標為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後的

一年內落實計劃。

港鐵是盈利主導的企業
4.5  政府是港鐵的大股東，本應對港鐵有一定影響力。2000年政府在推動地

鐵公司私有化時，曾承諾私有化後的最少20年內會繼續作為該公司的主要股

東，持有其股權及投票權不少於50%。數據反映在2010至2018年期間，政府對

港鐵的持股量下跌了約1.6%，但政府依然是港鐵的大股東，持有75.2%港鐵股

38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基層勞工關注組。(2016)。立法會 CB(2)1787/15-16(01)號文件。下載自：http://
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160621cb2-1787-1-c.pdf

39 運輸及房屋局。(2017)。《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下載自：http://www.thb.gov.hk/tc/psp/
publications/transport/publications/THB_pamphlet_cPage_final.pdf

40 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2017)。《減輕公共交通費負擔》。下載自：https://www.policyaddress.
gov.hk/2017/chi/policy_ch05.html

41 新聞公報。（2018年1月9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就公共交通
費用補貼計劃開場發言》。下載自：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09/P201801090023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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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擁有委任董事的權力 42。由於政府持有超過75%股權，公司章程規定港鐵部

份決議需先諮詢政府意見。 43 但地鐵公司私有化時，政府同時承諾了會給予地

鐵公司商業自由，不會干預地鐵公司的重要商業決定，甚至不會反對其得到大

多數董事的支持的決定。政府縱然是港鐵的大股東，但這些條款均直接導致現

時政府在不少重要決定上都無法左右港鐵。現時港鐵由少數股東的利益考慮主

導；作為一間上市公司，公司方針由利益主導當然合理，可是當初服務市民的

目標卻漸漸淡化。

表十 　港鐵的股份數據

已發行股份（截至2018年5月31日）
已發行股份 約60億股

香港特區政府的持股量 約45億股 (75.2%)

自由流通量 約15億股 (24.8%)

資本市值 2,653億港元

參考資料：港鐵44

4.6  兩鐵合併時，政府引入由「直接驅動方程式」計算的票價可加可減機

制，取代原有地鐵公司使用的票價自主權，並於20 1 3年首次作出檢討時，

引入「分享利潤機制」和設立「服務表現安排」罰款安排。一旦港鐵發生

嚴重服務延誤（31分鐘或以上），會被罰款100萬元至1,500萬元不等45，金額

會以票價方式回饋乘客。根據「服務表現安排」，在2015年，港鐵合共有1,100

萬元罰款撥予下一個年度作票價優惠；2014年有2,000萬；而2013年則有2,750

萬元。46 經過2017年第二次檢討後，政府把每宗事故的最高服務表現罰款從

1,500萬元提高至2,500萬元。 47 另外，「利潤分享機制」下，港鐵會根據每

年基本業務利潤表現撥出款項，用作提供票價優惠回饋乘客。

42 蘋果日報。(2014年5月16日)。《港鐵大股東政府拒包底　股息收入勢大減　高鐵延誤超支　港人
埋單》。下載自：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516/18722006

43 東方日報。(2017年3月25日)。《港鐵倡政府「還股於民」》。下載自：http://orientaldaily.on.cc/
cnt/news/20170325/00176_060.html

44 港鐵。(n.d.)《股票資料》。下載自：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investor/shareservices.html

45 立法會秘書處。(2017)。《有關2017年5月18日東鐵線服務受阻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鐵路事故
應變安排的背景資料簡介》。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tp_rdp/
papers/tp_rdp20170602cb4-1099-2-c.pdf

46 同上註。

47 同上註。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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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收益未有補貼票價和鐵路營運
4.7  港鐵業務多元化，收入和利潤來源都十分豐厚。從下表可見，2017年港

鐵的總收入高達約554億元。扣除支出及加上香港物業發展所得利潤後，港鐵

在2017年的總利潤有約191億元。根據港鐵的年報資料，港鐵2017年的利潤有

高達75億元來自香港客運業務（包括本地鐵路服務、過境服務、機場快線、

輕鐵及巴士和城際客運），其利潤仍然佔總體經營利潤逾4成。港鐵的其他業

務，即香港車站商務、香港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中國內地及國際附屬公司

和其他業務合共佔總體經營利潤約106億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港鐵視

香港物業發展利潤為非經常性業務收入，因此並不會納入基本業務利潤的計算

中。然而，香港物業發展利潤會隨著市場變化加減，該利潤對港鐵的實際收益

或會有顯著影響。

表十  2017年港鐵收入和利潤來源 

業務 港鐵收入 （約） 港鐵利潤（約）
香港客運業務 182億元 75億元

香港車站商務48

和 香 港 物 業 租 賃 及 管 理
業務

109億元 96億元

中 國 內 地 及 國 際 附 屬 公
司和其他業務

194億元 9.6億元

香港物業發展 / 9.9億元

合共 554億元 191億元

參考資料：港鐵49

4.8  世界多個城市的鐵路系統都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補貼才足以營運。港鐵

受惠於政府的公共交通為主而且以鐵路為骨幹的政策，收入豐厚並獲得龐大

利潤，更躋身成為全球最高收入的公共交通營運公司之一，2017的利潤率達

34%。仔細分拆香港客運業務的收入分佈，我們留意到本地鐵路服務佔其收入

比重最高，約7成左右；其次為過境服務，約近2成。其餘約1成的收入由機場

快線、輕鐵及巴士、城際客運服務和其他鐵路相關收入瓜分。這證明了重鐵服

務對港鐵的重要性舉足輕重。

48 含廣告收益

49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2017)。《財務回顧》。下載自：http://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ch/
investor/annual2017/C1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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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港鐵2016和2017年的香港客運業務收入分佈

參考資料：港鐵50

4.9  票價可加可減機制由不同因素綜合直接驅動，而生產力是唯一能減低票

價加幅的因素。由於香港的通脹持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過去10年間按年上

升，使港鐵票價由2010年起幾乎年年加價（圖十二）。從前地鐵公司雖然擁

有票價自主權，但未必會「用盡」權利，反而更多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和社會

氣氛。港鐵的票價可加可減機制由於香港整體經濟環境而節節上升，即使政府

是港鐵的大股東，並代表市民，也難以阻止。可以看到，政府在管制港鐵票價

方面只是處於被動位置，而且針對鐵路延誤的罰款對港鐵未必足夠造成警惕或

阻嚇作用。政府有責任回顧現時監管港鐵票價的機制，包括考慮社會公平性、

對市民生活的影響等，不應該只集中在商業回報分析。政府作為港鐵最大的股

東有需要牽頭考慮如何回饋社會，改善市民的生活，推出關愛社會的措施。

5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2017)。《財務回顧》。下載自：http://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ch/
investor/annual2017/C117.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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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2003至2018年港鐵的票價調整

參考資料：港鐵、政府文件51

4.10 港鐵推出不同的票價優惠，有長期亦有短期。市民乘搭港鐵可以選用不

同的付款模式，包括八達通、單程票和使用常客優惠計劃。常客優惠計劃例子

有全月通加強版，只適用於特定路段，服務一些較偏遠的新界地區往港鐵轉車

站或主要交通樞紐。都會票是另一常客優惠計劃例子，只適用八條路線指定市

區車站。都會票覆蓋率廣，多個主要市區工作地點都被納入，因此用家較能夠

使用都會票而無須再補上額外車資。用家可於40日內往來搭40程。另外，港

鐵亦有提供其他票務優惠，如八達通車費回贈優惠港鐵特惠站優惠等。

4.11  港鐵恆常的票價優惠及推廣計劃合共約值26億元；計及所有優惠計劃，

港鐵於2018/19年度回饋乘客的優惠總值超過30億元。 52 由此可見，港鐵事實

上願意提供更相宜的票價予乘客。可是，即使港鐵每年用數以億元計的金額回

饋使用者，其優惠及推廣對於疏導高峰乘客的作用卻有限。有見及未來市民對

鐵路的需求只會日益增加，更大力度而具針對性的改善方案必須推出，使資源

在減輕用家的車費負擔之餘，也能達致紓緩高峰乘客之效。以現時港鐵的利潤

而言，我們深信港鐵沒有財政壓力，仍有空間可以提供新優惠以紓緩上下班繁

忙時段的人流擠塞情況。

51 請參考： ht tps : / /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 te /en/press_re lease /PR-14-045-C.pdf ;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Government/publication/consultation/docs/2016/FAM.pdf: 
ht tps: / /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 / tp/papers / tp20170428cb4-947-1-c .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518cb4-1072-7-c.pdf

52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2018)。《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2018年港鐵票價調整》。下載自：https://
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1158-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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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資增加　分薄香港市民利益
4.12 另外，港鐵積極地在本港以外地方發展業務。港鐵以合營或全資子公司

模式在內地及海外拓展鐵路業務。目前，港鐵在北京、深圳及杭州三個內地城

市參與建造及營運鐵路項目；港鐵在倫敦、斯德哥爾摩、墨爾本營運鐵路服務

及於澳洲悉尼參與鐵路建設及營運項目。 53 在2016年，港鐵全資子公司或其作

為大股東的合營公司在內地及海外聘用的人員多達8,200人，相等於香港的港

鐵員工數目近半 54。2017年度中國內地及國際的鐵路、物業租賃及管理附屬公

司的利潤有約9億元，只佔總盈利約5%。港鐵參與內地鐵路發展，協助國家社

會經濟發展大局，是無可厚非，但到其他國家發展牟利生意，與香港市民利益

又有何相干?

鐵路建設體制和財務安排的問題
4.13 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負責規劃香港未來的鐵路擴展和實施鐵路項目，

是港鐵與政府洽討鐵路建設的一個主要窗口。香港鐵路經由鐵路拓展處負責處

理。政府和港鐵都運用了不同的融資模式來建造這些鐵路，包括擁有權模式

和服務經營權模式。下表列出近期各項工程的融資模式、造價及政府給予的

協助。

表十二  建設新鐵路的體制和財務安排

項目/工期 融資模式 造價(超支) 備註
港島線西延線/ 
2009-2015 擁有權 185億(31億)

政府提供127億元

補助金

觀塘線延線/ 
2011-2016 擁有權 72億(19億) 何文田站物業優惠

南港島線（東段） 
/2011-2016 擁有權 169億(45億) 黃竹坑站物業優惠

高鐵香港段/ 
2010-2018 服務經營權 873億(205億) 政府全資

沙中線/ 
2012-2019, 2021 服務經營權 971億(173億) 政府全資

參考資料：港鐵

53 立法會。（2016年2月3日）。《立法會十一題：港鐵公司鐵路業務》。下載自：http://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1602/03/P201602030616.htm

54 新聞公報。《立法會十一題：港鐵公司鐵路業務》。下載自：http://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602/03/P2016020306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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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按照兩鐵合併後政府與港鐵在2007年簽訂的《營運協議》 55，鐵路項目

可以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政府撥款建造新鐵路，並向港鐵批出服務經營權，

按照預先協定機制決定的財務條款營運新鐵路）或擁有權模式（港鐵負責出

資、建造及營運新鐵路）推展。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皆

屬現有港鐵所擁有鐵路網絡的延伸，因而屬於擁有權項目。根據擁有權模式，

港鐵負責該鐵路項目的融資、設計、建造、經營和維修，並會擁有該段鐵路。

兩鐵合併失去競爭　鐵路建設成本依然倚靠政府承擔
4.15 建造鐵路的費用龐大，對港鐵而言若單以車費及其他非車費的收益計

算，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項目在財務上原來並不可

行。港鐵私有化後不會承辦財務上不可行的鐵路項目。假如港鐵被要求發

展收益少的鐵路計劃，政府需要提供資助，使有關計劃可獲取商業回報，而

資助的形式可以是批予物業發展權或提供補助金。 56 因此以上3條鐵路延線均由

政府向港鐵提供不同形式的資助，以填補項目的資金差額。政府於2011年分別

批出黃竹坑車廠及何文田車站的上蓋物業發展權，以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推

展該兩個項目，藉着批出物業發展權來填補資金差額，原則是批給港鐵的土

地不應多於填補資金差額所需的土地。 57 鑒於上述3條鐵路屬擁有權項目，港

鐵負責承擔鐵路工程延誤所引致的額外開支。從表十二看到，港鐵擁有的線

路的造價都是相對地低，而且政府有不同形式的補助，這些延線都獲較早落

實會興建，而超支部分都由港鐵承擔。

4.16  另一方面，在興建高鐵香港段和沙中線這兩條全新的鐵路時，政府決定

採用服務經營權的融資模式而非擁有權模式。政府負責建造費用，甚至沙中線

的超支費用也是由政府負責的，而高鐵的部分超支費用則由港鐵承擔。承如上

節所提，港鐵不會承辦財務回報低的鐵路項目。高鐵的預期財務回報低，所以

港鐵不擁有或直接承辦高鐵。加上高鐵乃是連接內地和全國鐵路網的一個大型

跨境基建，當中涉及不少工作須要兩地政府協調，因此政府認為直接擁有並以

服務經營權營運會有利前期工作和資金使用。

55 立法會。《2007年5月2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下載
自：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hc/papers/hc0525cb1-1681-c.pdf

56 立法會。《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地下鐵路條例草案》》。下載自：https://www.legco.gov.hk/
yr99-00/chinese/bc/bc01/general/bc01_brf.htm

57 立法會。(2016)。《有關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建造工程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20160627cb4-1136-
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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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至於沙中線，2002年拍板通過時，造價只是260億元，有一定財務回報。

但由於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和兩鐵合併等事宜，使沙中線延遲由當初最快

在2008年投入服務，至整段沙中線現時最快要2021年才落成，整體造價則現飆

升至971億元。項目本來是由九鐵公司自行融資，兩鐵合併後便改為服務經營

權。以服務經營權推展鐵路，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提出此法容易令項目出現超

支及工程問題，提議政府在未來興建鐵路時宜採用舊有方式，交由港鐵自行興

建鐵路，由政府協助處理資金缺口，以提供港鐵最大經濟誘因做好工程管理及

成本控制，避免重蹈沙中線和高鐵覆轍。 58

追求財務效益和土地發展機會　窒礙鐵路發展
4.18  可以見到，政府或港鐵考慮為鐵路工程融資的優先次序時，會以鐵路一帶

的土地開發機遇為一個考量因素。截至報告撰寫時，《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

的建議鐵路項目當中，港鐵經已提交了屯門南延線、東涌西延線、東九龍線及

北環線4個項目的建議書，北港島線項目建議書將會在2018年下半年提交。 59 

但對於洪水橋站和南港島線西段，政府仍未有要求提交項目建議書。我們認

為，已有項目建議書的鐵路獲配至較高的優次與其潛在土地開發機遇和新增服

務人口有關。北港島線提議多年，終於獲港鐵提交項目建議書。雖然北港島線

事實上並沒有上述兩個原素，但我們認為由於現時有逼切性去紓緩港島北的人

流擠塞情況，因此北港島線終於被兌現。

4.19  政府仍未有邀請港鐵提交南港島線（西段）的項目建議書。事實上，南

港島線（東段）由構思到通車歷時已經超過20年，覆蓋香港仔，田灣、華富、

數碼港及瑪麗醫院。接駁港島線香港大學站的西段，多年來只是停留在研究和

構思階段，至今仍未有動工時間表。 60 運房局回覆稱，《鐵路發展策略2014》

中初步建議南港島線西段的落實時間是2021年至2026年，但僅為規劃參考。項

目的實際落實事宜仍要視乎華富邨一帶實際的發展和重建時間表，運輸需求增

長，以及技術和財務研究等。由於華富邨的重建計劃至今仍未有具體動工時

間，政府暫時未有物業發展機會可以給予港鐵作為補貼，因此未有足夠誘因

58 明報。( 2018年 7月 11日)。《張炳良：因高鐵爭議兩萌辭職念頭倡停用「委託協議模式」
建新鐵路》。下載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711/
s00002/1531247373753

59 港鐵。(2018)。《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業績公告》。下載自：http://
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ch/investor/sehk/c2017_Annual_Results_Announcement.pdf

60 有線新聞。(2016年12月20日）。《南港島綫西段仍未有動工時間表》。下載自：http://cablenews.i-
cable.com/ci/videopage/news/495481/即時新聞/南港島綫西段仍未有動工時間表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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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鐵路。即使政府構思多年認為南區有需要加強鐵路服務，20年後的今天

仍未有落實南港島線（西段）的時間表。至於洪水橋站，我們認為洪水橋新

發展區的發展和入伙時間都較預期慢，因此政府未有迫切性邀請港鐵提交項

目建議書。

4.20  表十三顯示港鐵近年興建鐵路的時間表。可以見到大概由2000年開始，

普遍鐵路所需要的落實時間都較長，由政府初次提出至正式開始動工時間動輒

10年或以上。當中最長的可算是北港島線，由九十年代初首次提出到，至今港

鐵仍未提交項目建議書，更遑論動工，當中已超過20年。2000年政府推出《

鐵路發展策略》，提出興建一條新的策略性走廊疏導過海及沙田至九龍的載客

壓力－沙中線。沙中線原定於2016年通車，最終卻因種種原因延遲至2021年或

更後才全線通車。換言之早在2000年政府已經洞悉此需要，時至今日，18年後

此策略性走廊卻仍未通車，使過海的鐵路旅程繼續成為樽頸位置。由此可見，

即使政府早已確認了有建設鐵路的需要，但其他外在因素如工程和營運的可行

性、成本效益、財務表現等都會影響落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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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港鐵近年興建鐵路的時間表（只供參考）61 62

參考資料：港鐵、政府文件

4.21 政府考慮新線時會考慮線路的預期客運需求、規劃、環境方面的可接納

性、工程和營運的可行性、成本效益、財務表現等等。在衡量一些新鐵路的優

次時，政府和港鐵主要考慮鐵路的財務效益、是否可以紓緩現時人流擠塞和是

否會服務新社區等。當初地鐵公司私有化時，政府認為其中一個好處是可以促

進本港鐵路運輸的發展。現實上，港鐵是否興建鐵路主要取決於項目是否有相

應的物業發展作為足夠的商業回報。為了維護小股東權益，港鐵有較小誘因去

做一些或會對利潤有負面影響的項目，例如是興建一些可以紓緩現時的人流擠

61 西港島線：1993年政府發表諮詢文件建議港島線可延伸至青洲填海區，中途經屈地站及堅尼地城
站。2000年5月政府發表《鐵路發展策略2000》，將西港島線納入港島線延線範圍

62 1980年代政府將南港島線列入長遠交通發展計劃。2005年2月港鐵考慮公眾意見過後落實南港島線
分為東西兩段，將方案遞交政府審議。2013年2月政府就南港島線分段展開公眾諮詢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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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情況卻不會增加新客源的鐵路。若非有物業優惠讓港鐵可以用鐵路加物業形

式發展其本屬港鐵的鐵路，或者政府提供補助金津貼，港鐵為避免負擔大額成

本或財務效益較低的鐵路，會傾向不擁有有關鐵路。一些鐵路建議即使可以紓緩

載客量過高情況或服務社區，但因為土地開發機遇有限、財務收益較低等以致多

年仍未有落實時間表或不被重視。財務回報較低的路線（如屯門—荃灣線），會

傾向被認為沒有逼切性落實。這樣的鐵路建設體制導致香港鐵路發展較為滯後，

令今天多處路段甚為擠迫（見第二章）。

未能配合政府的整體房屋政策
4.22  港鐵獨攬上蓋物業發展當初是為了解決興建鐵路資金問題，但是現時地

產業務開始使港鐵出現異化，由市場和投資者視港鐵為地產股可見一斑。現時

港鐵上蓋住宅大多被大眾視為「豪宅」，一般市民難以負擔。在現時公屋嚴重

短缺的情況下，繼續如以往般直接讓港鐵以物業發展私人住宅補貼興建鐵路的

成本不應再視為理所當然。港鐵營運鐵路著重當中的商業效益，這種營運收益

包括非車費收益，例如與鐵路相關的商業活動，如廣告、經營商鋪出租等商務

活動等。港鐵業務多元化的結果，是令到原本港鐵的主要業務鐵路運輸，成為

港鐵的一項業務而已。以港鐵利潤而言，本應有足夠能力負擔多項措施，減輕

市民的車費負擔，以及興建鐵路紓緩鐵路人流擠塞問題，港鐵卻一直以維護小

股東利益為名，不斷加票價加重市民負擔。

解決港鐵機構性質和鐵路建設體制的必要性
4.23 政府一直優待港鐵，以公帑支付鐵路建設費用。理論上，港鐵是一所上

市公司，以商業模式運作和執行具商業效益的決定無用置疑；然而，政府擁

有港鐵75%的股權卻仍難以左右港鐵決定。港鐵一直堅守「審慎商業原則」行

事，只推展有足夠盈利的項目，市民的需要和利益未必放置在最優先位置（如

延伸鐵路至一些未有土地發展機遇的地區的大問題，以致加設扶手電梯、月台

幕門和洗手間的較小問題）。「審慎商業原則」的定義，從田北辰議員（前九鐵

主席）在2012年12月6日於立法會就「港鐵票價，行會把關」議案進行辯論時曾

發表的言論可以略知一二，即「法例要求你做的事情便要做，法例沒有要求你做

的事情便不應做，也無須做」。63 這顯然是法律條文引致港鐵現時的方針。所以

除非政府回購港鐵股份，或是以一些方式使港鐵不再受制於有關法律條文，否則

港鐵難以實現市民更高的期望。

63 立法會。(2012年12月6日)。《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2-13/
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6-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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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當年兩鐵合併的原因是為了有助於提高股份價值、擴大鐵路網絡及增加

鐵路乘客量和節省營運成本等。 64 政府認為合併後兩鐵可以減少資源重疊，希

望兩者可以產生協同效應，有利鐵路建設。合併後，港鐵陸續進行大型工程，

施工質素問題卻越揭越多。近期港鐵在興建鐵路時的事故接二連三出現，嚴重

程度更是倍增。先是媒體揭發港鐵隱瞞早已知道高鐵香港段工程未能如期通

車，而時任運房局長張炳良也不知情。現時沙中線也鬧出懷疑建設工程事故，

政府依然是事前毫不知情。從港鐵高層的回應可以知道甚至是他們也未能完全

掌握事故的來龍去脈。由西鐵線到高鐵香港段至沙中線的工程出現的眾多事

件，顯示港鐵一直沒有汲取教訓，某程度上反映政府對港鐵之間的監察和約束

實在大有問題。港鐵是否可以給予政府和市民信心，並有能力應付以後的鐵路

工程和發展計劃，值得商榷。

64 地鐵有限公司。(2007)。《兩鐵合併簽訂交易協議》。下載自：https://www.mtr.com.hk/archive/
corporate/ch/investor/sehk/Rail_Merger-Execution_of_Transaction_Agreements-c.pdf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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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鐵路是乘客運輸系統的骨幹，港鐵的效率與表現與大部分市民的生活關

係密切。根據上述幾章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港鐵在繁忙時間較為擠迫的問題是

較為嚴峻的，而這也關乎乘客的出行需要和習慣；然而對於解決整體的人流擠塞

問題，政府和港鐵依然責無旁貸。港鐵雖然有用不同方法去嘗試減輕問題，如進

行信號升級工程、聘請月台助理協助乘客登上列車、推出「早晨折扣優惠」等，

但長遠而言，人流擠塞仍然得靠建議鐵路去紓緩。根據港鐵的「審慎商業原則」，

即使政府早已有規劃，但因為一些項目的財務回報不足或土地發展機會有限，小

股東利益先行，這些項目遲遲都未能落實，導致鐵路發展緩慢，整體社會利益受

損。政府同樣側重財務回報，因此一些有效紓緩人流擠塞的鐵路甚至不被提倡。

按照這方向思考，我們以下提出的建議，希望可以有效地正視港鐵的人流擠塞問

題，以及在短時間內紓緩現時港鐵早晚繁忙時間的人流擠塞問題。

建議一　融合土地發展和鐵路投資建設
5.2  第四章分析了現時鐵路的建設體制和財務安排是令到新鐵路興建進度緩

慢的一個主要原因。為加快建設一些有利社會但商業效益較低的鐵路，我們有

以下建議方向，並會以擬議的屯荃鐵路作為例子進行闡述。

融合土地發展及鐵路投資
5.3  我們曾經考慮提議改變現時鐵路融資安排，由現時土木工程建設和鐵路/

系統通信部分均由同一個承辦商負責，改為分開兩個部分，前者由政府負責，

後者則邀請營運商負責，使鐵路項目的建造費用對營運商而言可以降低。可

是，由於方案可能令政府背上更多資金風險，效果或有如現時的服務經營權般

未如理想，我們因此不推薦此方案。詳情可參考附錄2。

5.4 我們建議研究融合土地和鐵路投資，容許土地調整/開發融合鐵路建設。

政府在宣佈鐵路發展策略，向大眾展示政府對未來鐵路發展的願景後，會與港

鐵洽商建設鐵路的詳情；當中考慮因素包括可行的車廠位置、土地發展機會、

財務可行性等。政府若覺得時機未成熟便會暫不採取下一步行動，因此減慢了

鐵路發展。事實上，現時港鐵建設部分新鐵路時已經有採用土地發展和鐵路投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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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融資方式（鐵路加物業發展）。不過有關發展的土地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

供，由港鐵招標並和中標的發展商支付其補地價和一同發展車站物業。觀塘線

延線和南港島線（東段）就是其中例子。土地的發展潛能是鐵路發展的一個決

定因素，同時港鐵是現時本港唯一的鐵路上蓋物業發展商。

5.5  因此，我們建議容許擬議鐵路的所在地周邊土地的持有人，若果有興趣改

變鐵路站周邊用地，可以根據鐵路發展策略上的擬議鐵路路線，就其土地發展規

模、地價、相對連接鐵路通道方案等，以融合形式向政府提交規劃建議書。此形式

類似「香港願景計劃」在2018年5月發佈的《土地供應：公私營合作新模式》研究

報告中提出的「土地調整」(Land Readjustment)方法，容許業主只要集合有關土

地業權人的同意便可以申請土地調整。連同連接鐵路站方案和簡單工程分析，相關

人士可以一併把計劃提交政府，由有關部門審批並落實當中可行的建議。這樣可以

釋放低潛力的開發用地，為土地發展和車廠用地創造條件。政府可以同時考慮港鐵

以外的鐵路發展商發展鐵路，從而引入競爭。

5.6  香港現時有多處土地用作露天倉庫或汽車維修場等棕地作業用途，用地

邊界較為含糊，業主或租客有機會佔用部分官地。倘若政府提供機會予業主改

變用途，讓部分綠化地帶在規劃時變成城市公共空間，既可整理土地，又可增

加部分土地的開發規模，更重要是提供一個建設鐵路的機會，方便市民往返市

區等。若利用公私型合作發展模式，融合土地綜合發展、鐵路建設，即可讓當

地業主有機會改變用地，增加發展容量，同時可以資助鐵路建設。政府亦可以

藉著土地和鐵路開發的契機，同時建設房屋，包括公營房屋或資助房屋，紓解

公共房屋短缺之困。

構想中的「屯荃鐵路」沿線地段
5.7  以爭議多年的屯荃鐵路為例，屯荃鐵路走線的沿途事實上不乏潛在土地

可供發展之用，如一些政府用地、停車場、露天貨場、綠化地帶和鄉村式發

展用地等等。以本研究所提倡的「土地調整」方法，有興趣參與發展的土地持

有人可以提議改變其土地用途，並融合其土地與擬議鐵路發展線路，把計劃提

交政府，由有關部門審批和落實當中可行的建議。同時，政府可以考慮把重新

規劃部分沿線政府土地（譬如把油柑頭濾水廠搬遷到岩洞）。鐵路可以交由港

鐵，甚至是海外的鐵路發展商負責建設和營運鐵路。這不但可以釋放現時未能

開發的用地，紓緩未來西鐵線人流擠塞，同時增加沿線人口和減輕政府前期投

資，有望達致政府、港鐵、投資者和市民共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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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擬建屯荃鐵路走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十四　擬建屯荃鐵路的潛在發展或車廠用地（示意圖）

（利用土地調整方法，一些沿線的土地持有人可以集合業權，提交土地發展建

議書，融合土地發展與鐵路進出口通道，包括現時政府用地，藉此幫補屯荃鐵

路的初期投資，上圖舉例一些潛在土地，有待詳細研究設計和分析其可行性）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5.8  這個類似土地調整的方案建議，現時只是一個概念。如政府願意考慮，

由研究其可行性，制訂政策，到最後落實都需要相當時間。此外，港鐵和前身

的地鐵公司在香港已經服務了數十年，在鐵路建設方面有深厚認識，而且亦與

政府多次合作。如找新的鐵路營運商，它需要適應香港的營商環境、法例和慣

例，對於政府和市民而言亦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存在不確定因素，也可能會提

高了協商成本。

5.9  另一方面，此方案可以釋放土地發展潛能。過往一些因財務效益較低、

缺乏適合用地等原因而無法推展的鐵路項目或有條件可以發展，亦可以同時發

展土地作房屋用途，一次過紓緩現時香港面對的兩個難題－鐵路發展緩慢和房

屋短缺。在此方案下，政府無須再受制於種種拖慢鐵路發展的原因，可以引入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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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資金融合土地發展及鐵路建設，也可以減輕政府發展新鐵路時以服務經營

權模式所帶來的財政負擔。相比現時的鐵路建設體制，此方案可以較容易解決

用地和資金問題，或可以加快鐵路建設，提高鐵路建設的成本效益。

建議二　回購港鐵股份及成立鐵路管理局
(a) 回購港鐵股份   
當前首先要整頓工程管理
5.10  近期港鐵在興建鐵路時的事故接二連三出現，嚴重程度更是倍增。因應

最近沙中線被爆出連串施工造假醜聞及港鐵報告造假，政府為了展示決心整頓

港鐵的管理問題，以大股東身份要求港鐵「立即解除相關工程項目管理人員的

職務」。被勒令即時解僱的5人當中，有4人都是具工程背景的負責人，包括港

鐵工程總監和3名沙中線總經理（沙中線及機電工程總管總經理、沙中線土木

工程（東西線）及工程管理辦公室總經理，及沙中線土木工程（南北線）總經

理）。解僱有關人士雖然有道理；可是現時港鐵卻可能陷入工程部群龍無首的

混亂階段，人心惶惶。政府可以考慮諮詢鐵路工程專家，包括一些早年在港鐵

參與設計和實施新鐵路的工程師，在短期內組成專家顧問小組，即時為現時沙

中線工程的情況提供可行建議，在正式找到替代人選之前作為過渡期。

政府必須研究港鐵的根本性質
5.11 政府必須重新考慮對港鐵的長遠改善措施和方針。港鐵作為一間上市公司，

利益主導無可厚非，但是港鐵主宰的卻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的鐵路交通網絡。由港鐵

管理層利潤至上的思維會決定如此重要的民生事項，兩者有根本予盾。作為大

股東的政府曾承諾不會干預港鐵的商業決定。多年以來，政府在港鐵的管治角

色日減，港鐵的私人牟利企業色彩愈來愈濃。當初將地鐵公司私有化時，

政府認為其中一個好處是可以促進本港鐵路運輸的發展，現時卻因為「審

慎商業原則」限制了鐵路發展；同時政府期望藉著私有化減少未來投資新

鐵路項目的財政承擔，事實卻是政府依然為鐵路建設負起沉重財務負擔。可

以看到，雖然現時的港鐵以上市公司而言在業績上表現不錯，它卻違背了作為

鐵路公司的初衷，亦非以香港整體利益優先。

5.12  不單是港鐵上市後的實際運作和政府當初期望有出入，港鐵自身的企業

文化都逐漸變化，對待本地鐵路項目的目光越見短淺。以黃竹坑站為例，它於

2016年正式啟用，是南港島線沿線的一個車站，同時是擬議南港島線（西段）

第 五 章 　 我 們 的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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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站。可是黃竹坑站現時的設計似乎未有足夠考慮未來車站的發展，即未來

作為南港島線（西段）轉乘站的角色。屆時黃竹坑站將會成為轉車站，乘客會

在此站轉乘往返海怡半島、金鐘和香港大學方向，車站設計需要應付現時和未來

的乘客量之外，譬如需要預留足夠位置安放和接駁未來的鐵路的設施。可是，黃

竹坑站現時的設計預留空間十分小。由此推斷，港鐵或許為了縮減興建黃竹坑站

的建設成本，縱使明瞭未來加建有關設施時將會遇到困難，卻不足份考慮未來的

需要，不願意預先作太大的投資。相比起於八十年代上環站的設計，黃竹坑站

的設計更顯短視。當年上環站的設計早已顧及當時仍在擬議階段的西港島線的

需要，預留了相當寬敞的位置。當時地鐵公司仍是直接向政府負責，不是純粹

利益主導，更多會考慮本港鐵路的未來需求，因而會及早做好準備。

回購港鐵股份的必要性
5.13 要改變此局面，政府只能夠全面回購港鐵股份，取消港鐵的上市地位，

才可以製造契機重奪決策主導權，使港鐵向政府和市民負責。透過私有化來改

善經營效率並不是港鐵上市的主要因素。上市前的地鐵公司一直以商業原則經

營，盈利狀況和前景樂觀，不單有能力隨着社會的需要增加線路，亦可以就票

價引進合理加幅，運作可算是成功。因此可以預期，若果政府全面控制港鐵，

情況可以和未上市的地鐵公司相類似。政府可直接為新項目進行集資，不需再

透過港鐵；另一方面，政府依然可以聘請現時的港鐵員工管理和營運鐵路。政

府未來倡議的多條新鐵路項目，新的港鐵可以全力支持建造和管理，包括運用

港鐵的內部資源，這樣政府便可以解決鐵路建設緩慢和重奪港鐵票價訂定的話

事權之餘，鐵路業務亦可以得以繼續維持質素。而且，港鐵站上蓋的未來地產

發展亦不需要再受制於現時港鐵的發展模式，以鐵路加物業形式以上蓋物業補

貼興建鐵路的成本。日後港鐵上蓋物業發展將可以更全面和更彈性地配合整體

房屋政策。

回購港鐵股份的成本
5.14 有意見認為政府可以運用大股東權力，透過港鐵不派息之餘還要供股的

政策使股民拋售手上股票，屆時便可以視之為回購。65 以近日港鐵的股價計算，

港鐵總值約是650億元；就算要附加40%溢價（premium）作為回購的條件，總涉

及金額亦只是約1,000億元之內。單是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我們估計派糖已經

65 立法會。(2014）。《2014年5月21日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3-
14/chinese/counmtg/floor/cm0521-confirm-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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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500億元。現時政府的財政儲備已超過11,000億元，如把外匯基金的盈餘

和其他基金統計在內，政府的總儲備很可能已超過20,000億元。以現時港鐵市

價與財政儲備比較，政府絕對有足夠財力回購港鐵股份。當仍有足夠財力時，

政府更應勇敢作出回購港鐵股份的決定，因為回購港鐵股份絕對會是一項使全

部市民均可以長遠受惠的項目。至於最適當的回購方案為何，我們建議政府盡

快聘用財務顧問公司提供專業意見。

港鐵票價可適當調整  

5.15 全面回購港鐵股份後，除了港鐵不會再以「審慎商業原則」為藉口，要

求政府以服務經營權的方式建設鐵路，鐵路建設可以加快，社會爭議多年的可

加可減機制有機會被取代，票價調整方面將能更配合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

發展狀況。屆時鐵路服務加價需有其他審批程序，有望解決車費昂貴的問題。

此舉可望一改過往港鐵純粹以商業角度作公司決策原則，更多考慮社會實況。

港鐵票價不需要再以市場邏輯決定，政府能夠根據市民可以負擔的空間來調

整，這便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港鐵票價升幅高的問題。 66 現時港鐵本地客運業務

的經營利潤高達41%。屆時票價調整後，客運業務亦有條件保持盈利。擺脫上

市因素影響的港鐵亦能有效回應社會的需求，政府回購港鐵股份後能去除利潤

至上的因素，亦有較大條件去回應民意，因此有望解決上述問題。鐵路服務可

以保持維持在合理利潤水平的同時平衡社會所需。

檢討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政策
5.16  在考慮回購港鐵股份之時，我們建議同時檢討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政策，以

配合香港的整體房屋政策。本報告第四章提及現時港鐵不會把物業發展利潤納

入基本業務利潤的計算中。然而，港鐵從香港物業發展利獲得的利潤豐厚，港

鐵有條件將盈餘用作補貼鐵路建設和穩定票價。礙於現時體制，港鐵所獲的利

潤並不會直接投資在日後的鐵路建設，為建築成本較高但具經濟效益的建議鐵

路製造條件。港鐵的地產商角色漸濃，不少新港鐵站的上蓋物業發展權都批予

港鐵作為政府補貼鐵路建設費用之用。隨著香港樓市升勢不斷，港鐵從物業

發展獲得的利潤有增無減，政府應該考慮將香港物業發展利潤計算在基本業

務利潤之內。

66 立法會。(2012)。《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反對港鐵加價要求回購港鐵聲明》。下載自：http://www.
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tp/papers/tp0507cb1-1802-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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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時港鐵的境外投資與策略
5.17  另外，雖然港鐵銳意發展境外鐵路業務，參與了多個地方的鐵路發展，其

利潤率卻只有5%，與香港客運業務利潤率41.2%成強烈對比。發展境外業務無可

避免會分薄港鐵在本港的資源，因此我們建議檢討現時港鐵的投資策略，減少回

報率較低的項目，集中資源在較有盈利的境外項目和本港鐵路項目。

(b) 成立鐵路管理局   
5.18  除了回購港鐵股份，我們建議政府可以參考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

的經驗，同時成立鐵路管理局。

機場管理局的成功模式
5.19 政府曾在2003年宣佈有意將機管局私有化並展開準備工作。可是，由於

遭到政界、業界和市民等以不同原因反對，如擔心削弱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

力、機場費用會大幅提升、政府會失去對機管局的約束力而最終令市民利益受

損等，最終政府放棄計劃。機管局即使未有私有化，但不論其收益、客運

量、貨運量依然年年遞升。 67 在現時制度下，機管局必須遵從政府為了公眾

利益向機管局作出的指示，證明公共事業即使不私有化，採用管理局模式管

理，並不代表沒有效率；相反，機管局可以同時兼顧社會責任、公眾利益和

賺取營利。因此我們認為機管局的經驗和模式可以應用在港鐵身上。

政府可主導新港鐵的發展方針
5.20 兩鐵合併後，港鐵在可加可減的票價機制下持續加價。政府每次的檢討

結果也沒有對機制作出根本改革，只是推出零星優惠，背後和港鐵上市營運業

務有很大關係。在這種模式下市民被看作顧客，港鐵對市民的社會責任被淡化，

港鐵政策對於公共利益、社區價值和民生的考量越來越少。如果港鐵參考機管局

的運作模式，按照機管局體制，先由政府相關代表出任董事局成員，變相政府

可以決定其發展方向。加入政府代表後，政府便能就公眾利益直接向鐵路管理局

作指示，既可在保持港鐵利潤的同時，平衡社會所需，以及確保貫徹落實政府政

策。這種經營模式可以以民生狀況做為主要考量，以有合理利潤而非賺取最多利

潤為目標，也無須負起照顧少數股東需要的責任。在政府計劃和興建新支線項目

67 《香港國際機場2016/17年報》。（2017年6月12日）。下載自：https://www.legco.gov.hk/yr16-17/
chinese/counmtg/papers/cm20170705-sp1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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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鐵路管理局可以提升建造工程效率。如是者，鐵路管理局將能投放更多

資源投資發展新路線、改善服務和有限度地作合理加價。

(c) 結語  
5.21 政府回購港鐵股份及成立鐵路管理局後，新港鐵將可靈活地回應社會所

需，過往一些商業效益較低但社會訴求已久的鐵路或會有望加快落實。可是，

加快鐵路建設或會影響既有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平衡，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專

營巴士和小巴部分的客源或會因此而改為乘搭港鐵出行，直接影響現時司機的生

計。事實上，政府對公共交通工具的一貫方針為「鐵路優先」，這個方案只是加

快實踐政府對公共交通工具政策的願景。若鐵路建設對其他公共交通產生了負面

影響，政府有一貫政策，逐漸將資源投放在其他現時香港有迫切需要的地方。68

5.22 政府亦將可以更靈活地適當調配現時的盈餘，作為鐵路建設費用。而

且，政府又可掌握更大權力去制定合理票價，以及重新調整在非繁忙時間

的車資，藉此紓緩高峰人潮，減輕市民車費負擔。

5.23 無疑，把一間上市公司轉為政府全資的機構會引起市場和社會很大的回

響。在改組結構後，新港鐵的營運目標不會再是爭取利潤，而是爭取在自負盈

虧的情況下提供划算、合理的公共服務，而過往港鐵的部份業務或會因其性質

的改變而要調整。參考機場管理局的成功模式和業績，新港鐵不會出現效率下

降或失去了動機去改善服務。在衡量過整體社會利益和因回購而可能產生的影

響，我們認為回購港鐵股份及成立鐵路管理局，是必需做和有很大成功把握的

措施，並可使現時港鐵不再成為政府難以左右的「獨立王國」。

5.24 港鐵變為政府全資的鐵路管理局後，需要考慮其業務的持續性。當年機

管局計劃上市，正正是由於機場基建成本高昂，長期由政府融資恐怕會出現使

用大量公帑的問題，因此認為上市可以支持機場業務的持續發展。 69 但時至今

日，以興建第三條跑道為例，當中260億元的資金來自於向市民徵收的機場建

設費，而機管局本身的營運盈餘只能提供470億元，剩下的690億元缺口始終要向第

68 例如把部分直達巴士線改為接駁線，補貼和發展旅遊巴、校巴、復康巴士等行業，並配以相應政策
如增加這類大型車輛的停泊位置等，藉此協助一些司機轉型或過渡至其他相近行業

69 香港商報。(2015年3月24日)。《機管局何不上市建三跑？》。下載自：http://www.hkcd.com.hk/
content/2015-03/24/content_3436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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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募集資金。70 因此，他日成立鐵路管理局，需要審慎考慮鐵路業務在未來的收

支及持續性，尤其鐵路的服務性質跟機場不同，所承擔的營運風險也顯然不同。

5.25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主導鐵路管理局的理事會成員組成，增加自己的

「話事權」之餘，亦可以集合一些熟悉改善鐵路服務和服務市民的能者成

為董事會成員，使未來的鐵路發展可以更多從社會角度出發，更可以加入多

一些有工程經驗的人士，令管理局的上下層溝通更為順暢。

建議三　定時優惠港鐵票務
5.26 以上的研究和分析顯示政府和港鐵有條件亦有義務負擔更多，讓更廣大

市民都能夠以一個更低廉的價錢享受一個更舒適的乘搭港鐵體驗。若果一部份

可彈性出行的港鐵乘客在繁忙時段前後出行，應該可以紓緩上班及下班時間的

高峰人潮，緩解港鐵個別路段在繁忙時間乘客量超出承載負荷的問題。票價是

乘客決定出行模式的主要因素之一，乘客會以此考量乘搭港鐵與否。要分流繁

忙時間的部分港鐵乘客改為繁忙時段前後出行，短期而言，我們建議港鐵可以

大幅度調低平日（非公眾假期）指定非繁忙時間的票價，藉此提供誘因吸引乘

客在特定時間出行。針對成人乘客，我們建議：

(a) 早晨更優惠 

5.27 我們建議港鐵改良現時的「早晨折扣優惠」，由平日（非公眾假期）早

上7:15-08:15使用成人八達通於任何指定核心市區車站出閘可享車費75折的

優惠，大幅調整至3折。另外，這「早晨更優惠」計劃改為適用於所有港鐵

車站（機場快線、輕鐵及巴士除外）。凡是在此段時間內完成港鐵旅程的

乘客皆受用。此優惠計劃有望加強鼓勵市民於更早的非繁忙時段出行，紓

緩早上繁忙時段的高峰人潮。

(b) 早些下班過海／晚些下班過海優惠
5.28 除了「早晨更優惠」，我們建議下午4:30-5:45和下午7:45-8:45期間

同時提供針對過海乘客的特惠政策。現時港鐵晚上的繁忙時間約為下午5:45-

7 : 4 5，而整體有約3成是過海旅程。為鼓勵市民減少在此時間內乘搭港鐵， 

我們建議港鐵可以推出「早些下班過海／晚些下班過海優惠」，凡是過海的

70 立法會。(2017)。《三跑道系統的造價及財務安排方案》。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6-
17/chinese/hc/sub_com/hs102/papers/hs10220170207cb4-49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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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在下午4:30-5:45和下午7:45-8:45期間乘搭港鐵都只需要付正價車費6

折。這個安排有望可紓緩晚間繁忙時段的人流擠塞情況。

5.29 為避免乘客在站內等待上述指定時間開始才入閘或延遲出閘時間，我們

建議「早些下班過海／晚些下班過海優惠」同時設有過渡期，如在其指定時間

的前後5至10分鐘出入閘，亦可享正價的8折優惠，其細節有待詳細研究。

(c) 改良版積分獎勵計劃
5.30 另外，參考現時港鐵推行的友禮會「站站獎」積分計劃，我們建議另一

「改良版的積分計劃」。無需額外登記，憑八達通在非繁忙時間乘搭港鐵皆可

以賺取積分；相反在繁忙時間乘搭港鐵，即早上8:15-9:45和下午5:45-7:45

乘搭港鐵，則不能賺取積分。積分可以免費換領禮品，藉此鼓勵港鐵乘客改變

其出行模式，避免在非繁忙時段使用港鐵。

分流乘客量估算
5.31 本港交通出行有近半為「住所上下班」和「住所上下課」；「其他住所

出行」和「非其他住所出行+工作職務」分別佔約3成半和1成半。 71員工上下班

和學生上下課的時間有一定的約束。相對而言，「其他住所出行」、「非其他

住所出行+工作職務」在出行時間安排方面上可以具彈性，這兩個類別的乘客

佔了總量的一半，顯示有相當的乘客量有潛力改變其出行時間。

5.32 基於觀察，我們於下圖估算了港鐵在平日不同時段的乘客量變化。港鐵

的乘客流量在早晚繁忙時間所需求的載客能力比其他非繁忙時間高。早晨繁忙

時間集中於早上8:15-9:45左右，而傍晚繁忙時間約於下午5:45-7:45（具體

情況視乎哪一條港鐵線和港鐵站）。我們粗略估計方案可以吸引乘客從最繁忙

時間分流到繁忙時間前後，在早上繁忙時間減少約1%乘客，下午則可減少約2% 

乘客。若公司／企業可以配合，提供或加強彈性上下班措施，我們預料其效果

甚至可以達至約5-6%，即每天能紓緩約25,000至30,000過海高峰人次至繁忙

時間前後出行 72。

71 運輸署。(2014)。《二零一一年交通習慣調查研究報告》。下載自：http://www.td.gov.hk/
filemanager/tc/content_4652/tcs2011_chin.pdf

72 參考了Town Planning Board. (2018). The Draft Siu Ho Wa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I-SHW/B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of a New Plan (TPB Paper No. 10374).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fo.gov.
hk/tpb/en/papers/TPB/1160-tpb_10374.pdf. 和 港鐵公司。(n.d.)。《乘客量資料》。下載自：http://
www.mtr.com.hk/ch/corporate/investor/patronage.php 再加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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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定時優惠票務預期效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實施方法
5.33 建議方案涉及部份港鐵營運時間的票價調整，牽涉的金額將取決於因建

議方案而改為在指定非繁忙時間出行的實質港鐵乘客人數、因優惠價格而改為

在該指定時間乘搭港鐵的額外乘客和加上本來就符合建議出行要求的港鐵乘

客。從表十四可見，我們估算上述港鐵優惠措施或涉及金額5億元，而每天受

惠乘客卻可高達60萬人次。

5.34 實施上述方案會吸引部分本來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尤其是專營巴士的乘

客，改為乘搭港鐵（如圖一所顯示專營巴士乃第二最多人選用的公共交通工

具）。屆時港鐵的剩餘可載客量將會被部分原來的巴士乘客吸收，可能影響既

有地面與港鐵的公共交通比例平衡。因此我們同時建議政府在繁忙時間前後向

其他地面公共交通工具進行類似的補貼。可是此數據較難準確預測，我們估計

每年額外需要1億港元。

5.35 政府是港鐵的大股東，會因持有港鐵股份而獲取港鐵的部份利潤。港

鐵在2017年經營利潤達191億元；政府2016- 2 0 1 7年度庫房收益高達5,731

億元。這些優惠措施大概只涉及港鐵利潤的4%；對政府收入而言，更不足1%

。港鐵的客運業務利潤豐厚，因此優惠涉及的款項可以從港鐵客運業務所得

的利潤來補貼，或由政府運用從港鐵股息得來的收入補貼港鐵的折扣票價，

又或是兩者共同按比例承擔。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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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建議優惠措施的估算

優惠形式 時段73 建議優惠 每天受惠人次74 
（包括現有乘客）

車資收入減少
估算

（億港元/年）
早晨更優惠 07:15-08:15 3折 90,000人次 1億元

早些下班過海 
晚些下班過海

16:45-17:45 

19:45-20:45
6折 500,000人次 3億元

對其他公共交
通工具的補貼

港鐵優惠時段 ／ ／ 1億元

合共： 600,000人次 75 5億元 76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先導試驗計劃
5.36 雖然港鐵有措施嘗試紓緩繁忙時間高峰人潮，但相對其龐大的需求，仍

是不足夠的。我們建議這些優惠措施配合不同的配套措施，以先導試驗計劃形

式推出，為期約1年，希望引起社會足夠的迴響、支持和促進其成效，然後再

作檢討。

港鐵角色
5.37 推出優惠票價之後，我們預期部分市民會因為票價調整而改變出行時間

到非繁忙時間，甚至會有本來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改乘港鐵。港鐵除

了提供建議的票務優惠之外，同時需要監察實施優惠措施後不同時段的乘客分

佈，並加強非繁忙時間的列車服務，適時檢討不同時間的列車服務是否足夠應

該新的需求。港鐵或需時去觀察和研究如何編配人手，甚至是增加額外人手。

然而計劃可以為港鐵帶來的潛在得益，如紓緩月台候車和乘車環境擁擠、減少

乘客因過度擁擠導致的碰撞、意外和不適、和因載客量過高引致的機件損耗、

使日常操作更順利等。

73 為方便計算和表達，假設港鐵營運時間為05:45-00:45

74 人次為平日使用港鐵每人每次進取式算，實際人數會較少

75 統計為約數，尾數不一定一致

76 積分優惠計劃衍生的金額預期相對少，因此不會列入在此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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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企業角色
5.38 除了港鐵需要為建議優惠措施作出調節外，為配合措施和充分發揮其成

效，公司／企業需要提供配套措施，實施彈性工作安排讓員工可以按需要避開

繁忙時間通勤，攜手改善員工生活質素和紓緩交通和人流擠塞。可是，非所有

行業和職業都能夠彈性上班。香港的工作文化以長工時見稱，文化或工時習慣

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即使建議方案得以落實，若果沒有足夠的僱主同步配合

讓員工避免在繁忙時間上班，方案的成效將大打折扣。因此，我們希望和建議

公司／企業可以考慮採取下列措施：

• 讓員工彈性上班，如可自由／輪流選擇不同時段上班（即在指定時間內工作

足夠時數）；

• 將會議時間改為早上9:30後開始及必須在下午4:30前結束；

• 避免員工在下午5:00-6:30「加班」，而改為早上7:30-9:00進行；

• 創造機會讓一些員工可以更彈性工作，如部分時間在家工作、提早下班、或

者四天半工作；

• 將辦公室門鎖／燈光智能化，員工可以清早或者傍晚進出，不依賴「拿鑰匙」

的同事；和

• 將公司系統雲端／智能化，為員工提供適當電子系統和設備（譬如平板電腦／

電子盾、雲端共享資料，附設視像會議條件），方便不在辦公室的員工。

政府角色
5.39 非所有僱主都已準備或有能力可以提供彈性予僱員。部分僱主有機會因

擔心受壓支援彈性上班安排而反對此計劃。政府除了需要補貼港鐵全數或部份

因優惠票價而衍生的金額，並致力改善港鐵及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外，同時需

要擔當促使各界別人士改變現時出行模式和生活習慣的角色，提倡彈性工作安

排和協助顧主做適當配合措施。我們建議政府可以考慮採取下列措施：

• 將轄下部分康樂／文娛設施提供清早時段優惠，吸引僱員在較早時間出行使

用有關設施；

• 補貼一些社福和教育團體，使它們可以以優惠價錢在較早時間提供課餘／增

值課程； 

• 推出一些彈性上班的指引，幫助公司／企業為員工制定彈性上班的軟硬

措施；

• 為公司／企業提供津貼計劃，鼓勵它們實施任何有關吸引員工彈性上班的措

施，如讓企業提供優惠券予員工在鄰近公司的健體中心上清晨運動課程、向

願意提早上班的員工提供早餐或津貼等；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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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公司／企業提供技術和財政協助，研究和分析哪些措施／工作環境比較合

適個別公司和員工，協助辦公室設施智能化；

• 成立彈性上下班企業認證程序，擁有相關認證的公司會在未來投標政府項目

（如供應服務／設備／材料公司）時會較有利；

• 若公司／企業願意配合改變交通出行模式，可以獲頒發證書以示該機構對社

會的承擔；和

• 定期檢討措施效果，專訪公司／企業和員工意見，了解效益，同時重點監察

港鐵擁堵情況是否有紓緩跡象。

其他城市案例
新加坡早晨免費地鐵服務
5.40 新加坡有關當局於2013年6月至2017年底推出「早晨免費」優惠（Travel 

Early, Travel Free），目的是鼓勵那些能夠和願意改變其出行時間的乘客在

非繁忙時間開始進入市區，幫助早上繁忙時間的乘客分散到高峰期以前，緩解城

市邊界鐵路網絡的擠迫情況。乘客在平日早上7:45分之前在指定的16個繁忙車

站出閘，車程一律免費；其後的15分鐘為寬限期，乘客在此時段出閘亦可扣減車

費0.5新加坡元（新元）。77為鼓勵在非繁忙時間出行，乘客亦可以購買一款名

為Off-Peak Pass的月票，讓用者無限次在非繁忙時間（即早上9:01－下午

4:59以及下午7:31至公共交通服務時間完結）乘搭巴士和鐵路，價錢比一般

月票便宜40新元。 78

5.41 這個計劃總共實施了4年，計劃實施後，大概7%的乘客，即約65,000人次，

改變出行習慣提早使用地鐵上班，而非繁忙時間月票亦錄得13,000人次使用79，效

果顯著，紓緩了鐵路繁忙時間人流擠塞的情況。

77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Singapore. (2017). For Comm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ta.gov.sg/
content/ltaweb/en/public-transport/mrt-and-lrt-trains/travel-smart/for-commuters.html

78 Jilaxzone, J. (1 Dec 2017). Singapore Public Transport: No More Off-Peak Pass for Singapore Reside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ilaxzone.com/2017/12/01/singapore-public-transport-no-more-off-peak-
pass-for-singapore-residents/

79 Singapore Business. (16 April 2013). LTA unveils free MRT rides for early riders. Retrieved from http://
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transport/cheaper-mrt-rides-for-pre-peak-weekday-travel



82

5.42 有關當局在進行計劃時，同時多管齊下配合，促使計劃成功。例如，

新加坡政府和多家企業合作，推出「靈活行程規劃網絡」 8 0，志在優化員工

出行，減輕對繁忙時間的壓力。參加的公司／企業獲得政府提供津貼，建立

讓員工在非繁忙時間出行的工作環境和機會，譬如調整早上會議時間，改善綠

色交通設施，安裝單車停車位，在辦公室設置淋浴間等。有份參與的企業員工

可以參加積分計劃和抽獎。早上繁忙時間亦增加了列車，提供額外空間迎合預

期轉移的乘客量。這些措施都有效吸引社會和各大企業支持有關當局的計劃，

讓計劃的效果發揮至極致。

5.43 政策經過多次討論和延續，終在2017年底完結，取而代之的是在平日早

上7:45分之前在任何地鐵車站出閘都可以享受最多0.5新元的車費折扣。 81

東京時差業務計劃
5.44 東京地鐵慣常擠迫，眾所周知。東京市面積較大，政府或企業員工跨區

工作情況嚴重，一來一回時間更可長達4小時。 82為了紓緩地鐵的擠迫情況、提

高市民對彈性工作的意識及迎接2020東京奧運，東京市政府在2017年7月試驗

了1個維持兩星期的「時差業務」計劃。有調查指跨區工作員工有一半都是在

上午8時至9時乘搭地鐵。因此，東京市政府鼓勵企業讓員工彈性選擇在上午7

時至11時之間上班，同時加強地鐵在上午6時至7時的服務 83，並敦促鐵路公司

提供獎勵措施支持這計劃。 84最終約260家大型企業和地區政府參與了這計劃，

鐵路公司亦有配合提供不同優惠措施予參與計劃的乘客，如晨早乘客可以換取

智能咭更多積分或有資格參與抽獎。

80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Singapore. (2017). For Organis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ta.gov.sg/
content/ltaweb/en/public-transport/mrt-and-lrt-trains/travel-smart/for-organisations.html

81 Tan, S.A. & Abdullah, Z. (31 Oct 2017). Cheaper MRT rides for pre-peak weekday travel. The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br.com.sg/transport-logistics/news/lta-unveils-free-mrt-rides-early-riders

82 Reynolds, I. & Hagiwara, Y. (24 July 2017). Tokyo Tests ‘Telework Day’ to Ease Olympic Commuting 
Congestion. Bloomber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7-23/tokyo-
trains-empty-city-tests-telecommuting-to-ease-olympic-jam

83 Bouwers, K. (28 Aug 2017). How would you de-sardinefy Tokyo's rush hour trains? TimeOut.https://
www.timeout.com/tokyo/blog/how-would-you-de-sardinefy-tokyos-rush-hour-trains-082817

84 Kikuchi, D. (28 June 2017). Tokyo plans new effort to ease commuter hell on rush-hour trains. The Japan 
Time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7/06/national/tokyo-plans-new-effort-ease-crowding-
rush-hour-trains/#.WiecqFWW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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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東京市政府不但推出試驗計劃減少早上繁忙時間使用鐵路的人次，與此

同時亦推出了首個「遠程工作日」並獲逾九百間公司支持，鼓勵市民為舉辦

2020東京奧運會準備遠程工作。 85除了為緩解舉行奧運會時的預期擠塞外，此

計劃亦希望藉此引進彈性上班工作模式，讓市民有更多休閒時間。

5.46  東京市的試驗計劃才剛起步，成效需要更長時間才可以再作定論。

歐洲多國推動彈性工作安排
5.47 歐洲多國在早年已經開始透過不同途徑推動社會提供更具彈性的工作安

排，讓人民能夠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彈性工作安排不但更方便員工

照顧家人，彈性工作亦提高整體公司的表現。不同國家對彈性工作安排都有不

同實踐方法。部分國家如英國容許任何工作超過26週的員工擁有合法權利向

僱主要求彈性工作，然而僱主是有權拒絕員工要求 86。荷蘭更自1980年代陸續

全面落實不同法案促使當地勞工在工作與生活取得平衡，如《改變工作時間法

案》(The Act on Changes in Working Hours)、《工作時間反歧視法案》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by Working Hours Act) 等 87；2016年

實施的《彈性工作法案》(Flexible Working Act) 更讓員工不僅可以要求改

變工作時數，甚至改變上班時間和工作地點 88，讓當地員工可更彈性選擇合適

自己的工作模式。

85 Bouwers, K. (28 Aug 2017). How would you de-sardinefy Tokyo's rush hour trains? TimeOut. https://
www.timeout.com/tokyo/blog/how-would-you-de-sardinefy-tokyos-rush-hour-trains-082817

86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n.d.).Flexible Work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flexible-
working

87 Berkeley Flexible Work Time Initiative. (n.d.). Model Work-Time Polic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
preservenet.com/flexibleworktime/models.html

88 Govaert, M.(2015) Dutch Flexible Working Act. Norton Rose Fulbright. Retrieved from http://www.
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127797/dutch-flexible-working-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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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2010年歐洲各國員工接受彈性工作安排的統計數字(%)

參考資料：Vargas Llave, O. & Boehmer, S.89

綜合分析
5.48 建議方案考慮到港鐵現時不同時段的載客量，利用不同程度的票價調整

和積分優惠作為誘因去改變港鐵乘客的出行時間，有助疏導部分高峰人潮至

非繁忙時段，紓緩港鐵在繁忙時間的載客壓力。若果上述措施吸引原本繁忙時

間5%的港鐵乘客轉移到繁忙時間前後出行，已經足夠大大改善現時月台及車廂

內的擠迫情況。建議方案又可以增加乘客的人均空間，因此有效製造更舒適和

安全的乘車環境。我們認為港鐵難以基於現有的硬件大幅度增加乘客的乘車空

間，建議方案有機會為有需要人士製造更寬敞的乘車空間，減少因擠迫而引發

的不必要碰撞和意外，從而促進更和諧共融的環境。

5.49 另一方面，此建議可以是一個推廣健康生活模式的契機。香港一直以長

工時為人詬病（平均每星期工時約為50.1小時），有研究亦發現62%的受訪者

認為工作／生活平衡在過去10年間惡化。外國在多年以前已經開始鼓勵／推行

89 Vargas Llave, O. & Boehmer, S. (10 Aug 2015). Policies to improve work–life balance. Eurofou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observatories/eurwork/articles/working-conditions-
industrial-relations/policies-to-improve-work-life-balan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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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彈性上班，以滿足員工的家庭、個人需要和責任，減少員工通勤時間和避

免員工在繁忙時間通勤承受精神壓力，以及提高員工士氣、對工作的投入程度

和責任感等。我們認為藉著這個機會，在紓緩港鐵擠迫問題的同時，政府和港

鐵可以攜手鼓勵公司／企業更關愛員工，支援彈性時間上班，讓市民可以選擇

不同的上班時間安排，如早上班早下班、晚上班晚下班等，讓員工可以享受更

多工餘時間、較容易安排時間參與社交活動，亦便於安排家庭生活和休息。工

作壓力減少了，同時有更多休息時間，僱員的健康狀況將會有所改善。 90 

5.50 此外，建議計劃亦有機會可以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根據《鐵路發

展策略2014》，乘客運輸系統將會繼續以公共交通工具為主，而鐵路會是骨

幹。而港鐵列車的準時程度多年來維持在99%以上 91，乃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鐵路

服務。然而，繁忙時段港鐵的擠迫程度會令部份人士望而卻步。若計劃落實，

配合加強非繁忙時段的服務及彈性時間安排，將會吸引部份本來在繁忙時間使

用其他道路交通的人士如自行駕駛者使用港鐵服務。即便只有少數人改為乘搭

港鐵，已經足以減輕道路交通壓力，有限度増加港鐵乘客而不會有過大影響。

其成效亦早已有外國例子引證。 92

90 林昊輝。(2012年8月24日)。《彈性工時對勞僱雙方都有好處》。文匯報。下載自：http://paper.
wenweipo.com/2012/08/24/FI1208240047.htm

91 港鐵有限公司。(2017)。《2017年顧客服務目標》。下載自：https://www.mtr.com.hk/archive/en/pdf/
MTR_Pledge.pdf

92 Deka, D. & Marchwinski, T. (2013). The revenue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new off-peak commuter 
rail service: the case of the Pascack Valley line in New Jersey, Transportation, 41(1), 15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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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結 語

6.1  我們認為政府和港鐵在紓緩港鐵人流擠塞情況問題上責無旁貸。不少聲

音指出現時港鐵的問題是可以透過加強港鐵管理改善的；可是鐵路人流擠塞問

題是需要藉著新建鐵路和改變鐵路建設體制才可以解決。由於不同原因，香港

鐵路發展滯後，繁忙時間載客能力不勝負荷。未來新界將會有多個大型發展落

成，現時已規劃的鐵路系統可以增加的載客能力卻有限，我們預計部分路線將

會持續人流擠塞。要正視此問題，我們認為需要檢討現時建設新鐵路的體制，

推行一些可以有效紓緩鐵路人流擠塞但財務回報率未必足夠的鐵路。為減輕港

鐵人流擠塞情況，我們提出了兩個改善方向。

6.2  我們建議政府可以回購港鐵股份和成立鐵路管理局，讓政府可以直接投

資鐵路建設。另外，政府應該改變現有的鐵路建設體制和財務安排，以加快興

建新鐵路，長遠解決現時港鐵人流擠塞問題。我們也建議政府可以透過改變興

建鐵路的融資模式和引進投資，研究將鐵路與鄰近土地一併發展，以促進一些

現時非重點鐵路項目得以早日落成。

6.3  短期而言，我們建議港鐵和政府應該加大幅度提供更具針對性的票務優

惠措施，藉此改變市民出門時間。我們期望「早晨更優惠」、「早些下班過

海／晚些下班過海優惠」和「改良版積分獎勵計劃」主要有3個正面效果：1）

改善港鐵擠迫情況，透過更進取的票務優惠，吸引部分乘客改為在非繁忙時間

出行；2）提倡彈性上班，提供契機和誘因改變其朝九晚五的工作文化，讓社

會大眾可以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3）廣泛地減輕市民交通費壓力，對低

收入家庭而言尤其重要。

6.4  我們預計若上述建議方案順利推行，屆時必定可以改善現時港鐵的擠迫

情況。只要社會各界願意配合、政府和港鐵均願意肩負這重任，配以其他相應

措施，香港將會成為一個更宜居及和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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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１
不同融資模式的案例

案例一：服務經營權模式－高鐵香港段   
  高鐵建設費用是全數由政府公帑直接撥款，以服務經營權的方式將工程交

由港鐵負責；高鐵的建設費用主要由鐵路工程成本及非鐵路建設工程成本組

成。2009年，高鐵香港段的鐵路工程成本為537億元，而非鐵路建造工程成本

（當中包括必要的公共基建工程、重置和預留工程的開支）則為115億元。 93  

2015年，政府及顧問與港鐵審議及討論後，同意把項目造價估算定為844.2億

元，這較港鐵在6月時公布的853億元減少了8.8億元。 94  

   與此同時，政府亦就造價事項與港鐵達成了以下五項協議：一）政府承擔

不高於844.2億元的工程費用（由原先650億元的造價估算增加最多194.2億元

（額外工程費用））；二）若工程費用超出844.2億元，港鐵將承擔和支付進

一步的工程費用(如有)，但不包括於高鐵香港段協議內訂明的少數個別情況所

涉及的額外開支；三）港鐵將會向所有股東派發每股合共4.4元的特別股息，

分兩期等額派發(即每次每股派發2.2元)，預期分別於2016年下半年及2017年

下半年派發（特別股息合共大約257.6億元）；四）除了反映上述建議所需的

相應修訂外，早前政府與港鐵就有關高鐵項目所簽訂的高鐵香港段委託協議內

的其他條款，維持不變；及五）政府保留權利，就額外工程費用與港鐵透過仲

裁解決港鐵責任問題（如有）。相關的仲裁只會在高鐵香港段項目投入服務後

才展開。

   目前政府須承擔和支付超支金額，惟進一步的超支金額則由港鐵負責。在

超支仲裁方面，政府保留根據第二份委託協議的仲裁條文就第一份委託協議及

第二份委託協議下港鐵對超支的責任（如有）問題（包括政府可能提出的有關

責任上限的有效性問題）提出仲裁的權利，惟任何該等仲裁將於高鐵香港段開

始商業營運後方會進行，及毋須事先轉介高級政人員委或調解（如第二份委託

協議所述）。在責任上限方面，倘仲裁員並無裁定責任上限為無效及裁定若非

因責任上限港鐵根據第一份委託協議及第二份委託協議就目前超支的責任將超

93 立法會。(2009)。《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下
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1022-thb200910a-c.pdf

94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11月30日）。《高鐵封頂844.2億港鐵包底2018年通車》。下載自：http://
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1193551/高鐵封頂844.2億港鐵包底+2018年通車

加快拓展鐵路網絡——回購港鐵股份，成立鐵路管理局





90

出責任上限，則港鐵須承擔政府應獲得的金額，最多以責任上限為限；尋求獨

立股東批准港鐵承擔超出責任；及在取得獨立股東批准後，向政府支付超出責

任的金額。 95

    在經營模式方面，港鐵會根據服務經營權模式營運高鐵香港段的基礎上，

進行高鐵香港段的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 9 6服務經營模式的定義主要有兩

點，其分別為：一）政府決定採用經營權模式，由政府出資委託港鐵規劃和興

建高鐵香港段；和二）工程完成後，港鐵將獲政府邀請按服務經營權協議經營

高鐵香港段，並向政府按年繳付服務經營費。 97

案例二：擁有權模式－西港島線
  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皆屬現有港鐵所擁有鐵路網絡

的延伸，因此屬於擁有權項目。根據擁有權模式，港鐵會負責該鐵路項目的融

資、設計、建造、經營和維修，並會擁有該段鐵路。政府與港鐵分別於2009年

7月就西港島線項目及於2011年5月就南港島線（東段）和觀塘線延線項目簽

訂協議；其中訂明西港島線原以2014年8月為目標通車日期，而南港島線（東

段）和觀塘線延線的目標通車日期分別原為2015年12月和2015年8月。 98 

   根據港鐵於2015年8月的最新估算，西港島線的建造費用為185億元（按

付款當日價格計算），而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的建造費用則分別為

169億元及72億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由於上述鐵路的建造費用高昂，

單以票務及非票務收入計算收益，有關鐵路項目在財政上並不可行。為了推展

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項目，政府於2011年分別批出黃竹坑車廠及何

文田車站的上蓋物業發展權，以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推展該兩個項目，藉着批

出物業發展權來填補資金差額，原則是批給港鐵的土地不應多於填補資金差額

所需的土地。鑒於上述兩條鐵路屬擁有權項目，港鐵將會負責承擔鐵路工程延

95 港鐵(2015)。《港鐵與政府就高鐵項目額外工程費用安排簽署協議》。下載自：http://www.
expressraillink.hk/tc/multimedia-gallery/press-release/PR-15-101.html

96 立法會。(2009)。《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下
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1022-thb200910a-c.pdf

97 港鐵。(n.d.)。《服務經營模式》。下載自：http://www.expressraillink.hk/tc/project-details/
concession-approach.html

98 立法會。(2016)。《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下
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20160222cb4-610-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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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所引致的額外開支。 99事實上，港鐵分別設立了專責隊伍及總部專責隊伍，

前者負責支援詳細設計、項目管理、項目規劃、設計管理及建造工程監督；後

者負責支援項目監控、規劃及訂定推行時間表、採購及合約等工作。在擁有權

模式下，上述鐵路工程屬港鐵所有，政府只會因財政需要而向港鐵提供資助，

填補項目的龐大費用。港鐵需監控工程及其支出 100。

以公帑填補工程資金差額
    西港島線的建造工程由港鐵融資，由政府以公帑補貼資金差額。資金差額

的計算方法為按淨現值計算的支出減去按淨現值計算的收入 101，在計算資金

差額及港鐵出資份額時，政府是按最新的淨現值計算支出和最新的淨現值計

算收入來運算。就西港島線而言，它是西港島線項目預算建設成本與50年期

收入的差額。2007年10月23日，行政會議決定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708

中的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項下撥款，以非經常補助金的形式填補西

港島線項目的資金差額及分兩個階段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第一階段支付西港

島線設計階段的開支，第二階段填補西港島線建造、營運和維修保養的資金

差額。 10 2就西港島線的收入而言，其主要來自車費及其他非車費的收入。工

程顧問已審核了其他非車費的收入，而路政署則利用其獨立的鐵路發展研究

用的電腦模型來運算，從而審核車費收入。

    政府在提交給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2009年6月1日會議上討論的文件中，

已解釋了支出方面的增加是由於建造價格上升及鐵路工程範圍擴大。至於收入

方面，則出現了預算收入的減少。兩鐵於2007年合併後出現了一系列的降低車

費措施，包括取消再入閘費；所有車程一律減少2角；長途車程或超過12元的

車程再減1元及介乎8元半至11元9角的中距離車程起碼減價百分之五。港鐵並

承諾24個月內不增加票價。這些措施導致計算西港島線營運50年的票務收入基

數減少了。由於這些減價措施在2007年12月才開始生效，因此在2007年10月

99 立法會。(2016)。《有關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建造工程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20160627cb4-1136-2-c.pdf

100 立法會。(2009)。《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港鐵西港島線撥款安排》。下載自：http://www.legco.
gov.hk/yr08-09/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601-thbtcr11101699-c.pdf

101 立法會。(2009)。《西港島線資金差額審核》。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
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604cb1-1804-5-c.pdf

102 立法會。(2010)。《有關西港島線的背景資料簡介》。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9-10/
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209cb1-105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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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項目原本造價時，這些減價措施並沒有計算在內。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及

就業增長減慢，2016年的估算數字由207,000人降至198,000人，這亦影響了

鐵路發展研究用的電腦模型對票務收入的估算。由於支出方面的增加以及收入

方面的減少，因此需要增加資金差額。

    與此同時，政府會實施退還機制，其將於西港島線投入營運後兩年內再計

算最終的資金差額。倘若再計算的資金差額少於現時的估算，港鐵需要將差額

連同利息退還給政府；相反，港鐵則須自行承擔，所以港鐵須承擔有關超支的

風險。在估算資金差額時，我們是需要將西港島線導致新增乘客量的假設放進

算式中，倘若實際乘客增長數目較預算中少，港鐵亦需要承擔相關的風險。 103 

    西港島線的建設成本及資金差額曾一度出現更易，該鐵路項目的預算及其

轉變對比如下： 104

分項 2007年10月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所載預算 2009年2月最新預算

建設成本 89億元(按2006年1月價格計算) 154億元(按2008年12月價格計算)

資金差額 60億元(按2007年1月淨現值) 127億元(按2009年6月淨現值)

   從上表可見，在2007年時，當時西港島線項目的估計造價約89億元，所需

的資金差額約60億元。由於西港島線沿線或毗鄰地方缺乏合適土地可供物業發

展，因此政府於2009年決定向港鐵提供127億元（按2009年6月淨現值計算）

的非經常補助金，以填補項目的資金差額，並作為政府在西港島線項目上資助

港鐵的上限。 105

103 立法會。(2009)。《西港島線資金差額審核》。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
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604cb1-1804-5-c.pdf

104 立法會。(2009)。《西港島線資金差額審核》。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
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0604cb1-1804-5-c.pdf

105 立法會。(2016)。《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
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20160222cb4-610-
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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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１  不 同 融 資 模 式 的 案 例

案例三：「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觀塘線延線
    由於建造鐵路的費用龐大，單以車費及其他非車費的收益計算，西港島

線、南港島線（東段）及觀塘線延線項目在財政上並不可行，因此政府需要向

港鐵提供資助，以填補項目的資金差額。

    政府以「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推展南港島線（東段）和觀塘線延線項

目，藉著批出物業發展權，以填補項目的資金差額，原則是批給港鐵的土地不

應多於填補資金差額所需的土地。就此，政府在2011年分別批出黃竹坑車廠及

何文田車站的上蓋物業發展權，以推展南港島線（東段）和觀塘線延線項目。

    港鐵獲批物業發展權，須負責物業發展的全部成本，以及鐵路項目的建設

及營運成本。此外，港鐵亦須承擔項目融資、鐵路營運、鐵路及物業發展的市

場動盪等方面的長遠風險。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的設計理念，是平衡對政府及

港鐵雙方的風險與效益。由於南港島線（東段）和觀塘線延線屬擁有權項目，

港鐵將會負責承擔鐵路工程延誤所引致的額外開支。 106 

    鐵路加物業發展是拓展新鐵路項目的方式，港鐵會就該項目需向政府支付

市值地價（估值不計及鐵路發展）。同時，隨著物業發展權批予港鐵，政府會

將一切有關市場波動及營運帶來的商業風險轉為由港鐵承擔。這個模式亦具其

他運作效益，例如令車站、車廠與上蓋發展項目之間的工程銜接更為暢順，利

便工程編排，讓多項工程可同時進行。這樣做既可確保鐵路工程如期完成，亦

可避免上蓋物業發展工程日後需要在鐵路範圍內進行，影響鐵路的運作。 107 

    2011年5月17日，行政長官指令批准向港鐵批出前山谷道邨第一期用地的

物業發展權，作為對港鐵推行觀塘線延線項目的財政資助。 108 

    政府已審慎研究擬建何文田站該幅用地應如何採用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

才能確保政府向觀塘線延線提供的資助合理，務求在不損害鐵路營運的「審

慎商業原則」下，順利推行該鐵路項目，並妥善運用公共資源。為達到這個目

106 立法會。(2016)。《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
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20160222cb4-610-
3-c.pdf

107 立法會。(2011)。《有關觀塘線延線財務安排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下載自：http://www.
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thb201105-c.pdf

108 立法會。(2011)。《有關觀塘線延線財務安排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下載自：http://www.
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thb2011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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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政府採取了兩項措施：第一，在研究港鐵發展該幅用地的方式時，考慮相

關規劃因素，以確保任何發展項目都與附近土地用途相協調和符合公眾期望；

第二，委任協助審查項目成本和資金差額的獨立顧問，同時評估物業發展項目

帶來的財務資助是否足夠填補資金差額。評估結果可作為評定政府的資助是否

合理的良好基礎。

    該幅用地位於擬建何文田站之上，面積約2.6公頃，適合作住宅發展。在

規劃該幅用地的發展時，政府已顧及社區的意願，包括與附近土地用途協調、

發展密度、樓宇高度、景觀、與附近住宅發展協調、對鄰近範圍通風情況的影

響，以及公眾關注可能造成「屏風效應」。儘管《何文田分區計劃大綱圖》編

號S/K7/20訂明該幅用地的最高許可地積比率為9，政府在規劃和設計該幅用

地時，把住宅的最高地積比率僅訂為5。地積比率訂為5的建議亦與附近前山谷

道邨第二期用地採用的地積比率配合。項目的最高住宅建築樓面總面積(總樓

面面積)為128,400平方米。港鐵建議在該幅用地興建10幢樓高約25層的住宅

大廈，為市場提供約1,400至1,800個大小不同的單位，面積由40至200平方米

不等。為配合住屋需求，港鐵計劃分兩期完成住宅發展：第一期在觀塘線延線

建成後約五年可供出售，第二期在隨後兩年可供出售，視乎當時的市場情況。

    政府已另撥用地興建租住公屋，解決擬建何文田站該幅用地用途的問題。

鑑於批給港鐵的土地不應多於填補資金差額的所需，其主要用作填補估計約為

33億元的資金差額。這個做法平衡各項因素，既善用資源提供推行觀塘線延線

的資金，又不會損害鐵路營運的「審慎商業原則」。 109

109 立法會。(2011)。《有關觀塘線延線財務安排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下載自：http://www.
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tp/tp_rdp/papers/tp_rdp-thb2011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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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１  不 同 融 資 模 式 的 案 例

附錄２ 
探討政府負責鐵路的土木工程建設部分的建議

   在新加坡或中國內地，建設鐵路有不同的融資安排，包括分開土木工程建設

和鐵路/系統通信部分，一般稱為A部分、B部分：A部分包括隧道、高架橋樑、

排水、機電、道床、車站結構等；B部分包括鋼軌及附屬配件，訊號、通信等

鐵路系統。視乎不同項目，A部分可佔總投資的50-80%不等。

    以北京地鐵4號線為例，項目的建設工程分為A、B部。A部分建設工程由

北京市政府國有獨資企業京投公司成立的全資子公司，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

負責，費用約為107億元人民幣。2004年，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港

鐵和北京市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以2:49:49的股分比例合資成立北京京港地

鐵公司（京港公司），北京地鐵4號線的負責B部分，特許經營權為30年。京港

公司設立票價補償和返還機制，若果北京地鐵4號線實際票價收入水準低於預

測票價收入水準，政府會補貼差額部分；若超出預測票價，京港公司需要把「

多賺」的70%歸還給市政府。

    上述安排適合用在資金短缺的情況，提早建設鐵路之餘，北京市也可以引

進港鐵高效和先進鐵路的營運和管理經驗。

    香港政府財政豐裕，港鐵在營運和管理方面也經驗豐富。縱使香港的情況

不盡相同，興建北京地鐵4號線的經驗依然值得香港參考。以屯荃鐵路為例，

政府曾表示該建議財務回報較低。可是，我們認為政府可以研究按照既有體

制，利用《鐵路條例》收回沿線的土地，並直接投資建設屯荃鐵路。現時鐵路

的土木工程和鐵路建設（包括車卡和信號系統等）等均由港鐵負責，因此整體

成本十分高昂。事實上，政府一直有為其他不同的基建設施負責土木工程部分（

如赤鱲角機場填海工程及北大嶼山公路）。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或可以考慮掌管

土木工程部分以方便成本控制，另以招標形式邀請營運商投資與鐵路建設直接相

關的部分。這個做法可以分散整體投資風險，減少超支機會，使鐵路項目更具吸

引力。另外，政府也可以考慮利用《鐵路條例》和《收回土地條例》，收回鐵路

沿線的一些棕地、閒置土地等，藉此在上建設鐵路和公營房屋，使土地更加可

以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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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
   現時不乏基建設施是由政府負責土木工程部分，完工後才交由營運商興建

有關設施。相比起現時由設計到土木工程，到鐵路建設皆由港鐵負責，若由

政府負責土木工程有機會出現協調問題。加上政府同時需要兼顧多項工程，

不會只專注鐵路建設方面，因此前期的工程效率可能會降低，整體拖慢了鐵

路的建設時間。另外，現時建設一些鐵路時，例如是一些鐵路延線，政府只

需要負責補貼預期收入以外的成本。此方案下政府或需要投放更多資源，負擔

更多資金風險。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興建一些新鐵路時，現時所採用的服務經

營權實際上都是由政府負責所有成本，但效果不理想（詳情可參考附錄１）。 

分拆兩者縱然可以減低營運商的資金風險，降低部分鐵路的建設門檻，但是

未能肯定方案落實後是否和加快鐵路建設有必然正向關係，亦對政府而言亦

未必有明顯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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