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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正進行「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並展開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活動。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大家對以下方面的意見：  

在擬議香港未來發展方案時，需要考慮哪些具有深遠影響的規劃事項？ 
 
在擬訂及評核這些發展方案時，應以甚麼原則及標準作為前提？  

集思廣益 共謀發展 
 
規劃香港的未來具體發展架構，對整體社會的發展前景至為重要；因此，我們在進行「香港



2030」研究時，必須向社會各界廣集意見，共謀發展。  
 
我們就「香港2030」需要擬定的規劃目標及主要課題，草擬了八個「主要研究課題」供各界討
論(見附錄)，並於2001年2月至4月期間徵詢公眾的意見。是次公眾諮詢的結果，錄載於第一階
段公眾諮詢報告書內，有關報告書已於2001年11月下旬公布。諮詢結果顯示，公眾普遍贊同
「香港2030」集中重點研究所擬議的八個課題。此外，市民亦提出多項其他課題，我們將於進
行研究過程中逐一深入考慮。 

主要規劃事項概覽 
 
繼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活動結束後，我們已就八個「主要研究課題」，連同公眾的意見，一併進
行研究。「香港2030」內各項規劃課題無疑是十分繁複的，大家不難想像研究小組所需考慮的
事項非常錯綜複雜。  
 
在考慮向公眾諮詢哪些策略性規劃課題時，我們必須注意，部分規劃建議已包括在其他研究的
重點課題內，並已進行有關的諮詢活動，正在收集社會的意見。此外，其他課題則需作更深入
的研究，不宜太草率於現階段進行公眾諮詢。事實上，有些課題難以在「香港2030」研究的時
限內完成全面的研討，這些課題實需日後繼續進行有關的研究。  
 
大家亦不可忘記，「香港2030」是一項策略性的規劃研究，主要目標是探討為未來香港提供發
展用地的問題，其中涉及「用地選址、數量及類型」等考慮；研究的下一階段包括草擬各項發
展方案，我們已按目標擬定了九個對未來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的範疇，分別為：  

1.促進與內地更緊密的聯繫； 
 

2.積極回應特殊用地的需求； 
 

3.在土地資源運用上更貫徹可持續發展概念； 
 

4.開拓新發展機會，提高發展素質； 
 

5.增加毗鄰居所的就業機會； 
 

6.拓展未來商機； 
 

7.社會普遍排斥但是有必要的設施； 
 

8.加強海傍土地用途規劃；以及 
 

9.提供更多康樂及運動設施的選擇。 

附加資料 
 
為方便大家在討論時，可以有更周詳及深入的考慮，我們已就以上各範疇，準備了更詳盡及深
入的分析，資料詳見另外印備的補充附註。此外，大家亦可瀏覽「香港2030」的網頁(網址：
www.info.gov.hk/hk2030)，閱覽本研究的各項背景資料。 
 

促進與內地更緊密的聯繫  

 
在經濟及社會發展方面，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可謂唇齒相依，難以割裂。為更進一步促進兩地的



經濟及社會交流，當局採取措施增加了邊境關卡的容量，並於短期內增建跨界通道。同時，我
們就多項長遠的建議進行了研究，其中包括興建公路通往珠江三角洲西部；建設「東部走廊」
連接香港、深圳及廣東省；將本港與珠江三角洲的鐵路網絡系統連接起來的可行性；以及開放
邊境禁區供作發展之用與利用內地土地資源的可行性。 

 

 
我們須首先就以上的長遠發展建議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方可公布明確的結論及提交予公眾討
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社會經濟趨於融合的動力下，本港人口較前大大提高了「流動
性」，而上述各項建議一旦落實，有助進一步提高人口的流動性。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在本港現有的670萬人口中，約有2.7%為流動人口(即於統計日期前、後六
個月內，居港時間介於一個至三個月之間的香港永久居民)；本署預測，2030年本港的人口約
增至900萬，其中「流動人口」的數量約佔3.5%。  
 
這項預測尚未包括本研究致力探討的長遠道路發展及鐵路網絡等建設，以及隨之而來促進社會
經濟融合情況的考慮在內。此外，香港日趨國際化，將吸引更多外籍僱員來港工作。  
 
現時，我們仍未完全掌握如何規劃流動人口這個因素；事實上，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資料，包括
其背景(如年齡分布)、往來兩地的習慣(如出入境的頻密度)及其對本港設施的期望等，所知亦
屬有限。我們將會就以上各項進行調查，蒐集更多有關資料；與此同時，亦希望就以下各方面
收集社會的意見：  

在規劃本港的住屋、基建、學校及其他社區設施時，應如何考慮流動人口的需要？ 
 
流動人口居於香港境外(主要為國內)的時間頗長，他們對本港各項設施的需求會否因此
增加或減少？他們對興建設施的選址又有甚麼意願？ 
 
不少流動人士均須於內地找尋居所，當中不少甚至已在內地置業定居。這些「離岸居
民」對本港整體住屋的需求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如身為流動人士，你對各項設施的提供，如醫療、社會福利及教育等方面有何需求？有
什麼期望？ 
 
可有其他意見？ 
 

積極回應特殊用地的需求 

 
全球一體化益使各地區及城市之間的競爭加劇。優質的生活環境及高效率的基建系統，固然是
提高本港競爭力的要素，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要素，就是提供充足而且價格合理的土地，供
發展之用。  
 
在供應土地方面，我們過往的模式是首先估計工業、商業、住屋等各種用地的需求量，經過規
劃後才開發所需的用地。這種模式可能稽延時日，難以迅速回應因特殊經濟活動而衍生的土地



需求。 

 

 
首先，特殊經濟活動的用地需求量委實難以預測。科技的躍進，孕育大量有異於傳統、在當前
規劃階段難以估計的經濟活動。此外，投資意欲瞬息萬變，難以等候漫長的土地開發程序。 
 
在這個範疇，我們希望大家就以下各方面提供意見：  

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因本地與外地投資而衍生的特殊用地需求-應否設立土地儲備系統？如
是，儲備的規模有多大？ 
 
怎樣開發土地？移山、填海，抑或收購新界區的私人土地？ 
 
可有其他意見？  
 

在工業樓宇使用上更貫徹可持續發展概念 

 
世界各地有不少大城市一如香港，現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過渡期，遺下大量空置的工業用地、廠
房及貨倉。為了加強持續性運用寶貴的土地資源，不少城市撤除了拆建樓房的限制，轉而鼓勵
及批准業主更改樓宇用途，允許舊式的廠房及貨倉樓宇改建為住宅及作其他用途。在第一階段
公眾諮詢，有建議主張政府批准將本地的空置工業樓宇改建，供作其他用途(尤以住宅樓宇為
然)。  
 
在海外，一般會待整個工業地區的發展被淘汰，而且全部工業活動遷出該區後，才會將工業樓
宇改建為住宅樓宇。但香港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空置的工業樓宇通常位於工廠區內，毗鄰一些
繼續營運的工業廠房。  
 
歷年來，我們已將大量工業地區重新界定作其他用途，包括住宅發展；不過大部分改變用途均
以重建的方式進行。本研究的主要規劃目標之一，是提高可持續運用土地資源及建築物的發展
比率(同時節省堆填區的空間)；有見及此，我們希望大家提供以下各方面意見：  

在怎樣的情況下，我們方可批准工業樓宇改建為住宅？ 
 
改建活動應由市場主導，抑或由政府制訂政策主導(如放寬建築條例其中部分限制)？ 
 
如何避免及減低因住宅區與工業區或住宅及工業樓宇互相毗鄰而帶來的環境影響？ 
 
怎樣處理其他技術問題，如消防安全、樓宇密度過高及社會設施的供應不足等問題？ 
 
可有其他意見？ 
 

開拓新發展機會 提高發展素質 



 
為配合人口及經濟增長的需要，我們必須開拓嶄新的發展機會。不過，新發展地區不易尋覓。
發展海港一帶，例如於水灣及沿海地區進行填海等，縱然可行亦實屬有限。市民普遍認為應盡
量減少在港內進行填海。  
 
在新界區開拓新發展地區亦困難重重。徵收土地會對當地的現存住宅發展及經濟活動造成影
響。 
 
亦有市民建議發展邊境的禁區。在考慮有關建議時，我們切勿忘記這些禁區發揮著防止跨境罪
案及堵截非法入境的重要保安功能；禁區亦為保持香港特區與中國大陸之間邊界完整性提供一
個緩衝區。況且，禁區內可供發展的土地面積亦十分有限。  
 
部分市民建議提高市區的發展密度，這建議亦涉及多項實際問題。首先，市區的密度已到達很
高水平；而市區內有限的基建及社區設施，亦對未來發展造成一定的限制。 

  

這些建議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新市鎮的發展密度。沙田及大埔等早期開發的新市鎮，均是按照
較低的人口密度規劃發展；而較後期發展的新市鎮如將軍澳等，則在當時住屋需求殷切的情況
下，以比較早期發展為高的密度設計。部分市民十分關注新一代新市鎮的人口密度問題，認為
該等新市鎮人口過分密集、生活環境過分擠迫。我們明白土地面積有限，而人口壓力則不斷遞
增；在締造優質生活環境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你認為我們應在哪裡開拓新的發展用地-新界區還是邊境禁區？ 
 
如要發展邊境禁區，應在區內作甚麼發展、興建甚麼設施？原因何在？ 
 
在規劃未來發展區時，你認為發展密度應該怎樣-沿用沙田或將軍澳的比率？或是在兩者
之間採取中庸之道？ 
 
可有其他意見？ 
 

增加毗鄰居所的就業機會 

 
就業地點雖然多年來一直逐步從商業中心轉移至其他地區，如鰂魚涌、觀塘及長沙灣等地，但
大部分職位仍集中於市區。資料顯示，現有約320萬職位中，約有78%集中於市區，其餘22%則
散布於新界各地。面對新界區住戶人口比例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新界區與市區職位供應不平衡
的問題日趨嚴重。  
 
職位過分集中於市區，造成不少問題，如交通擠塞(尤以海底隧道沿線至為嚴重)、昂貴的交通
基建未能物盡其用以及空氣污染等。  
 
研究顯示，由於市區仍能供應大量就業用地，單是倚仗市場機制，難以有效地將就業機會分散
至新界區。加上香港正朝著服務主導經濟模式發展，企業公司更趨向集中於商業區內運作。因



此，在取得市場支持以及減少對現存經濟活動造成影響的原則下，要重訂就業用地的用途分區
殊非易事。  

你認為在新界區提供就業機會是否未來規劃極需考慮之事？ 
 
如果贊同其重要性，你認為應實行甚麼措施以鼓勵企業將就業機會分散至市區以外的地
點？ 
 
可有其他意見？ 
 

拓展未來商機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全球各地的營商環境帶來了新變革，這情況在西方社會尤為明顯。
資訊科技的應用，減少人們直接接觸往來的需要，營商方式亦較前靈活；此外，新科技亦造就
了家居辦公室的普遍發展；這趨勢有助解決不少都市問題，其中之一是紓緩了繁忙時間的交通
擠塞問題。  
 
近期有本地研究顯示，資訊科技對本港的影響未如預期般顯著；以中、短期而言，資訊科技進
步還未導致家居辦公室取代傳統辦公室，而電子商貿亦未能取代傳統的商業模式。不過，通訊
的發展卻促使若干大企業將後勤辦事處遷離主要的商業地區。  

 

長遠而言，資訊科技將為香港帶來怎樣的影響，現在委實無從掌握，但我們必須在規劃架構
內，注入促進資訊科技行業發展的元素。在這方面，我們已放寬了工、商業樓宇的土地用途條
例，容許經營電訊及資訊科技業務。同時，政府亦已將更改工業用地租約供作資訊科技用途的
手續簡化。  

在制定可促進資訊科技發展的規劃大綱方面，你有甚麼建議？ 
 
面對缺乏資料去進一步了解資訊科技發展將會對土地運用造成甚麼影響這個問題，我們
應當如何在長遠發展規劃範圍內考慮此事？ 
 
可有其他意見？ 
 

社會普遍排斥但是有必要的設施 

 
我們的當前要務，是為主要基建設施釐定所需的用地及面積。長遠來說，我們必須預留合適的
土地以興建廢物處理、堆填區、污水處理及抽水設施、惰性拆建物料處理、靈灰甕安置所及殯
儀館、能源設施、監獄及直升機場等設施。  
 
以上均為香港未來發展不可或缺的設施，但在物色合適的興建地點時，卻往往礙於社會普遍的
反對聲音而走上困局。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興建規格等技術上的問題，而在於這些均屬「不受歡
迎」的毗鄰設施。  



除了上述的設施外，你認為本港還需要提供甚麼基本設施，方可配合未來發展的需要？
 
怎樣才能更有效地為社會提供這些設施？ 
 
可有其他意見？ 
 

加強海傍土地用途規劃 

 
香港的海傍土地有限，但要滿足不同的土地用途的需求；這問題並不容易解決。最新公眾諮詢
結果顯示，社會人仕對海傍土地撥作康樂及休憩用途以供公眾享用的期望日趨殷切。然而，將
海傍土地撥作康樂用途，將會影響部分現有的使用者。在港口以外尋覓合適的海傍用地殊非易
事，因為海傍土地若非已被充份利用，就是具有景觀價值的天然海岸線。  

 

 
港口的未來發展則是另一重要課題。作為海傍用地的主要使用者，香港的港口是全球最優良的
港口之一，對我們今日能達致這般傑出經濟成就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推動本港經濟的主
要動力，香港的港口多年來雄踞全球貨櫃吞吐量的首位。然而，港口的未來發展，卻面對兩項
重大的挑戰。  
 
首先是華南一帶的港口，近年迅速冒升，儼然成為香港的強大競爭對手，其中尤以珠江三角洲
區域的港口為甚。我們已透過最新的「港口貨運量預測」研究，分析它們對香港的影響。其中
一個結論指出，雖然毗鄰的港口收費低廉，香港卻在船期頻密、作業迅速有效，以及物流增值
服務上，較鄰近港口更勝一籌。此外，華南地區貨櫃處理業務的增長率，將較貨運轉移至珠江
三角洲港口的增長為高，因此香港的港口仍具發展空間。然而，面對潛在的挑戰，我們必須專
注發展更卓越的港口增值服務(如物流服務)，從而保持本身的競爭優勢。  
 
我們面對的第二個挑戰，在於選擇合適地點以供作港口作持續發展用途，這工作現已趨於困難
與複雜。提升現有港口設施的生產力固然是首要任務，但始終仍有一天需要增建新的碼頭設
施。我們已就數個可行的選址進行研究，惟經濟利益必須與社會及環境的考慮保持平衡。  

在規劃海傍土地用途時，怎樣才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你對港口的未來發展有何意見？ 
 
如何提供最理想的港口設施或選址？尤其是怎樣或在何處才能達致經濟利益與環保限制
兩者之間的平衡？ 
 
可有其他意見？ 
 

提供更多康樂及運動設施的選擇 



 
最新研究顯示，香港的一般康樂及運動設施供應相當充裕。在規劃新的發展區時，我們將盡量
提高市民享用康樂及運動設施的機會，並按照規劃標準及指引，預留土地興建這些設施。此
外，我們亦會考慮市民對康體活動的取向及本地運動發展的潮流，以規劃有關設施。政府亦計
劃於東九龍南部，興建大型的運動場館，供舉辦大規模運動及國際體育賽事之用。  
 
水上運動方面，香港四面環海，設施亦甚為充裕。不過，由於划艇及獨木舟等部分水上運動，
並不適宜在毫無遮擋的海面進行。香港缺乏湖泊及河流等天然水域，也局限了水上運動項目的
發展。幸而本港仍有多個水塘可供發展水上運動之用。  

  

 

 
 
根據海外的經驗，在水塘舉辦水上運動，只要規模適中，管理完善，絕無影響水質之虞。在其
他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及新加坡等，開放水塘進行合適及管理得宜的水上運動，現已演變為全
球趨勢。  

對於開放水塘供作合適及管理妥善的水上運動，你有何意見？ 
 
如政府開放水塘作合適的康體活動之用，你認為應該關注甚麼問題？ 
 
應否進行試辦計劃？如落實，你認為應在哪個水塘進行？ 
 
可有其他意見？ 
 

發展方案的評核準則 

構想不同發展情況  
 
進行長遠策略性土地利用規劃時其中要面對的一個難題，是在於我們未能準確掌握
未來經濟增長前景以及新生活模式的發展趨勢，亦難以捉摸其他不受香港控制的全
球事務。在前景變化莫測的情況下，構想各類不同發展情況，並評估各種不同的規
劃建議能否配合這些發展大勢，都是實際可行的。理想的規劃方案，應具有靈活的
應變能力及機制，能夠迅速回應各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在「香
港2030」研究內，加入了構思發展方案的模式，並將於研究的第三階段草擬有關的
假設情況。  
 

釐定不同發展情況的假設及規範  
 
然而，在構思不同發展情況前，我們必須首先釐定背後的假設及基本因素。我們建
議按以下各項基本原則，為「香港2030」構思假設情況： 



 
本港的生活模式及資本經濟體系維持不變，我們將保留現有的法制、海關條
例、稅制、邊境管理及入境條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邊界將維持不變 
 
邊界監管及控制內地人士移居香港的權力保持獨立 

香港與內地之間，尤其是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社會及經濟聯繫將愈趨緊密 

雖然我們未能主宰推動未來發展的動力，但相信以下因素將對本港的未來發
展面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人口增長及結構 
 
全球、亞太區及本港的經濟增長  
 
跨界活動 
 
主要基建設施的供應；及 
 
環保與保育  

發展方案 
 
回應不同發展情況而選擇不同的計劃，最適宜名為發展方案。  
 
我們在制定可行的發展方案時，將融匯環境因素的考慮，以及不同的策略性發展概
念、人口及就業的大概分布情況、交通網絡及特殊用地的分布等要素。要釐定各項
發展方案，我們必須為以上各個含義廣泛的發展項目，擬定主要的參數。主要參數
的建議，詳見本諮詢文件補充附註。 

評核準則 
 
我們會按本研究釐訂的規劃目標，對各個發展方案進行評核，以評定各方案在達成
目標方面的表現及成效。  
 
評核工作將針對規劃目標，分別於經濟、環境、土地規劃、社會及交通運輸等五個
審核層面進行。我們建議的評核準則如下：  

經濟

a.提高香港經濟增長的潛力，確保有效地運用本港的資源 

提高本地的生產總值 
 
鞏固經濟基礎 
 
達致最理想的成本比例，爭取最高效益 
 
為經濟活動提供充裕用地  



環境

b.提高環境素質，保育自然與文化資源 

減低空氣污染物排放以改善整體的空氣素質 
 
改善路邊的空氣污染情況 
 
減低噪音 
 
減低各項具潛在危險裝置的影響 
 
減低對食水及海水水質的影響 
 
減低對具有生態、文化及景觀價值地區造成的影響 
 
減少開發綠色地帶及進行填海工程 
 
減少製造拆建物料  

土地規劃

c.確保達致理想的用地模式，滿足各項土地需求 

提供充足居所，滿足社會的住屋需求 
 
提供充裕土地，滿足各種發展的需要 
 
均衡就業及住屋用地分佈 
 
提供充裕的基建設施，滿足各種發展的需要 
 
促進與內地的社會經濟聯繫  

社會

d.確保市民得以享用各項大型設施，加強社會凝聚力 

達到理想的人口密度  
 
減低市區重建及清拆造成的影響，減少受影響的人數 
 
增加就業機會  

交通運輸 

e.確保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率、合乎經濟效益及環保原則的運輸系統，以促進本港
及 跨界活動的流動性  

提高運輸系統的安全、可靠性及效率至最高的水平 
 
減低車輛污染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縮減交通距離及往來所需的時間 
 



 
 

你認為以上為不同發展情況擬定的假定及評審細項是否可以接受？有否其他建議？ 
 
你對評核大綱所涵蓋的範疇有甚麼看法？ 
 
你認為擬議的評核準則是否可以接受？ 
 
可有其他建議？ 
 

附錄 : 八個「主要研究課題」 

1.國際城市的規劃經驗 
 

2.人口預測及其對房屋和就業的影響 
 

3.新發展機會 
 

4.港口及其他主要基建設施的需求 
 

5.環境考慮因素與自然保育 
 

6.加強與內地的聯繫 
 

7.旅遊、康樂及文化的潛力 
 

8.資訊科技發展的影響  
 

 

集思廣益 共謀發展  

香港2030研究關乎香港長遠的整體發展，其中若干層面將與全港市民有切身關係。規劃署希望
透過第二階段的諮詢活動，徵求公眾就諮詢摘要所提出的主要規劃事項及評核準則，發表意
見。公眾論壇將於下列時間地點舉行：  
 
2002年1月26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12時30分  
 

鼓勵市民使用公共運輸服務 
 
鼓勵市民作短途步行 
 
鼓勵充分使用鐵路  



地點: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大會將於上午8時45分開始到場人士進行登記。論壇將以英語及粵語進行，會上提供即時傳
譯服務。)  
 
在諮詢論壇完結後，規劃署將擧辦一系列專題討論會讓參加者與有關政府部門代表及香港2030
研究組，就重要規劃事項，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及交流。專題討論會將包括下列項目：  

促進與內地更緊密的聯繫； 
 
積極回應特殊用地的需求； 
 
在工業樓宇使用上更貫徹可持續發展概念； 
 
開拓新發展機會，提高發展素質； 
 
增加毗鄰居所的就業機會； 
 
拓展未來商機；  
 
社會普遍排斥但是有必要的設施； 
 
加強海傍土地用途規劃；以及 
 
提供更多康體及運動設施的選擇。  

 
專題討論會的詳情將於香港2030的綱頁上公佈，歡迎瀏覧: www.info.gov.hk/hk2030  
 
你的意見及觀點，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至為重要。請大家提供意見，於2002年3月15日前寄交： 
 
          香港北角渣華道三三三號 
          北角政府合署十六樓 
          規劃署策略規劃組 
          「香港2030」意見收集處 
 
 
傳真: 2868 4497  
 
電郵： sppd@pland.gov.hk  
 
歡迎大家使用設於香港2030綱址的電子留言板，發表你的意見。 網址： 
www.info.gov.hk/hk2030  

【回到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