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根據「香港海港規劃原則」進行

海港商界論壇

中期檢討文件，用以制訂中區改善規劃的各項措施及標準，

作為對整個維港進行良好規劃原則評估的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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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獲政府邀請，參加中區規劃大綱圖檢

討。因此，海港商界論壇根據共建維港委員會提出的

海港規劃原則，對整個海港進行了研究，以訂立引起

對中區進行研究檢討緣起的整個海傍區域的規劃原

則。在這一個比較大的範疇內，海港商界論壇認為中

區是香港的中央大舞台、商業中心區、以及面向世界

的角色。

檢討結果，海港商界論壇從商界的角度，就目前的規

劃大綱圖提出下面各項觀點：

• 必需咸少可建樓面總面積是無可爭議的

• 對計劃興建的樓面總面積沒有異議，但是認為道路

基本設施和建築物外形體量過大，與供公眾使用的

海傍環境不相稱。

• 在現有規劃大綱圖中，對於建築物體量缺少空間性

的界定，難以強化中區海傍道路和儀式性的走廊。

• 往返海傍的實際通道及視野連繫被阻擋或者太複

雜。

• 應加入長期規劃，以消除各種不適當的使用。

• 分區規劃大綱圖的容許程度太寬鬆。土地契約中必

須加入發展指引，以確保建成一個質素優良、可

視性高、符合人性尺度、便於到達和活躍的海傍

區域。

海港商界論壇鼓勵城市規劃委員重新審視中區擴展分

區規劃大綱圖，將這份大綱圖納入新制訂的海港規劃

大綱圖，邀請香港市民參與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一份

活的規劃方案，作為總體香港海港規劃展望的一個組

成部分。

海港商界論壇對中區填海區與海傍的檢討

規劃大綱圖應置換污
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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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大綱圖應置換污
水處理設施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Backgrounder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HBF) is a coalition of diverse businesses whose aim is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with respect to the harbour on the basis of what is in Hong 
Kong’s best long-term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HBF has a broad-based membership that comes from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 sector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s organizations. Eleven leading corporations have joined an 
initial group of founding patrons and committed funds to make the Forum a reality.  To date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and organisations have joined as Corporate, Professional and Supporting 
Members.   

Our Mission    

The Harbour is core to Hong Kong’s heritage, an international icon and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those 
who live and work in Hong Kong.  

Our mission is to see Hong Kong’s harbour and harbour-front areas become a genuinely vibrant, 
accessible and sustainable world-class asset. We aim to engage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gree upon, and implement, a common vision for the harbour.  

Our Focus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HBF) will initially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 Study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 we will study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in harbour-
front planning and we will work with professionals,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to bring such 
expertise as needed to Hong Kong by organizing seminars,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vents.

�� Review management of harbour-fronts - we will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orld-class waterfronts, and where appropriate call for changes to the current systems in 
Hong Kong. 

�� Study the value of Hong Kong's harbour - we will undertake a study of the value of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in other locales, and th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Hong Kong’s harbour and harbour-front.  

�� Respond to Government and other bodies - as a coalition, we will respond to Government 
initiatives relating to harbour development. We will initially review and comment on the 
Harbour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Harbour Plan Review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by the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Committee [HEC]). Once these are finalized, we will strongly 
encourage their rigorous application to all on-going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We will stress 
the need for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for the assessment of all territorial needs, 
both on and around the harbour.   

Membership of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is open to all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on the 
following basis: 

Patrons - Business leaders who formally endors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act as guardians, define the terms of reference, commit initial funding and provide ongoing oversight 
through the appointment of their senior representatives.  

Corporate Members – Companies committed to support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including those 
active in, among others, F&B, retail,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ourism and leisure, 
transport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ervic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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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

放眼整個維港由中區起

海港商界論壇的理念

海港商界論壇由商界團體組成，目的在於對政

府相關海港的政策和決策產生影響力，並以香

港長遠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為基礎。

海港是香港文化資產的核心，是國際的象徵，

是在香港生活、工作人們的靈感來源。

我們的理念是促使海港和海傍地區發展為一個

充滿活力、動感、方便使用和可

續的世界級資產。

海港商界論壇視海港與海傍為香港一項最大的

資產，相對于其他城市，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

實力及機會，經由定位區分，創造相對優勢。

在優質城市環境、空間及競爭力之間存在連

繫。

海港商界論壇見到的各種機會

海港商界論壇視海港規劃是提升香港成為一個卓越城市的獨特機會：

�•  促使香港成為營商的好地方及旅遊的目的地；

�•  為健康、主動及具有創造力的勞動人口打造一個優質環境；

�•  吸引和留住人才 — 人才是經濟發展的一項關鍵推動力；

�•  吸引投資者、創造商機和就業機會。

海港設計指引

在香港目前的土地發展、城市規劃和都市設計體系內，海港設計指引是完善城市規劃條例城市

規劃條例和規範開發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之重要工具。

現有的體系給予各項開發很大的彈性，這成就了香港壯麗的天空綫，但也導致失去為香港創造

總體印象和高質素城市設計機會的可能性。

從總體海港的展望和商界的角度，海港商界論壇正在發展一套海港設計指引 – 包括能夠指導海

傍開發實質設計的準則和標準。

由於維港兩岸每個區域都是獨特的，因此，在制定設計指引時，必須仔細檢視每一地區如何構

成香港特色。海港商界論壇藉著今次回顧中區填海工程及海傍規劃，得以踏出第一步，更深入

研究探討整個維港的發展前景。

中區回顧

中區扮演著中央大舞台的角色，既是香港的核

心商業區，又是向世界展示香港的大門。海港

商界論壇應政府邀請，參與檢討有關中區的規

劃工作。雖然我們應該綜合全面評估整個維港

未來的發展，而不應分區進行，但海港商界論

壇很高興可以藉此機會，由觀察中區的發展規

劃開始。

在廣泛的回顧檢閲之後，以被共建維港委員會

(HEC) 採納的海港規劃原則(HPP)為基礎，海港

商界論壇發現改善現有中區延續規劃大綱圖的

空間。海港商界論壇鼓勵城市規劃局規劃委員

會重新檢視中區延續規劃大綱圖，修改規劃以

符合新的海港規劃原則(HPP)，讓相關人士表

達這些議題，為靈活的規劃設立起點，並成爲

總體香港海港展望的一部分。

最低要求

•  一項充滿活力、方便使用和可持續發展的

世界級資產，由此提升香港的形象。

•  一個適當的策略，以確保規劃大綱圖經多

年貫徹實施，都能保持海傍完美，並且儘

量減少對商界的損害及引致負面影響。

•  公眾場所熙來攘往，顯示城市商機無限。

“推動經濟向前發展＂

“ 亞洲的世界級城市，而不僅僅是

另一個中國城市＂

“ 我們將繼續採取各項措施，增強

我們的獨特實力、吸納人才、提

高我們的總體競爭力。＂

    (行政長官二零零五 / 零六年度施

政報告)



3

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中區 是香港的大門

在研究中區的發展與改善之時，海港商界論壇

繪畫出一幅維港發展藍圖，以確保我們所提出

的建議，不僅僅令中區的形象提高，而且亦令

中區在整個維港區內的地位提高，進而令香港

的形象提高。

在這一方面，海港商界論壇正在進行一項關於

中區海港周邊12個區域的研究。首先必須分別

研究這些區域各自的需要與規劃遠景，然後將

這些研究結果集中起來，深化制訂出各項既有

競爭力又協調的政策與方向，進而提出一種平

衡的海港規劃遠景。

這些區域包括：

1.   堅尼地城 / 上環

2.   中環 / 灣仔

3.   灣仔 / 銅鑼灣

4.   砲台山 / 北角

5.   港島東 / 筲箕灣

6.   鯉魚門峽

7.   觀塘

8.   啟德 / 九龍城

9.   土瓜灣 / 紅磡

10. 尖沙咀東 / 尖沙咀 / 西九龍

11. 奧運站 / 深水埗

12. 昂船洲 / 葵青

在維港區內，中區扮演著香港大門的重要角

色。她是香港政府總部的所在地、金融中心及

商業中心區。其城市特色、天空綫以及居民、

工作者、通勤者、遊客的行人經驗應該反映尊

貴的文化資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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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高密度住宅區

文化及生活區

市區
室外娛樂區

正門中心商業區

西區通道

工商業重建區

高密度住宅區

東區商業區

最新的海港鄰里

海港通道

高密度
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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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扮演香港大門這一角色，其城市形狀應從

兩方面彰顯這一卓越地位：遠望時，形象無限

優雅；靠近時，具備世界級大都市的環境與神

韻。

以下四大要素有助中區建立這種都市卓越，而

任何中區發展和公共改善規劃大綱圖均應以加

強這些要素為指標。

1.  海傍公園 — 一個寬闊的遊憩場所，由公園

內多種多樣市政設施彰顯，從富於文雅引領

到海傍的舒適。

2.  歷史廊 — 滿布歷史遺產的長廊，使這個都

市的生活空間成為尊嚴的依靠。

3.  文娛廊 — 供公眾使用的文娛廊，將來自市

區的人們引入海傍公園的腹地。

4.  藝術廊 — 由室外場地和亭閣組成的曲折徑

道，將香港演藝學院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

各個表演場所連結起來。

歷史廊

文娛廊 藝術廊

海傍公園

歷
史

廊

文
娛

廊

藝
術

廊

海傍公園

由根據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市規劃條例」

制訂的「中區分區計劃大綱圖」繪制的圖像

 

政府對中區海傍的規劃 政府對中區海傍可能發展的示意圖

描繪於示意圖上的四個城市設計概念

政府對中區海傍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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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總面積  

(公頃)

最大高度 

(主水平基準)

規劃用途

C 0.36 131 商業，中信大廈

CDA(w) 1.93 50 寫字樓 / 超大型地面商場(Groundscraper)、

巨型園景平台CDA(e) 3.30 16

G/IC(1) 1.00 50 大會堂高座/低座、巨型園景平台、前市政

局大樓

G/IC(2) 1.05 80 文化及康樂設施

G/IC(3) 0.55 130 水泵站、電力分站、紅十字會總部

G/IC(4) 2.30 180 政府總部、立法會大樓

G/IC 0.87 無限制 灣仔西污水隔濾廠

O 14.63 不適用 海傍綠化海濱人行道、供舉辦文娛活動及

康樂活動使用的遊憩用地、小型商場、紀

念公園

OU(PLA) 2.28 無限制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

OU(1) 0.81 15 休閒環境供海傍相關商業及康樂活動使用

OU(2) 2.03 25 海傍相關商業及休閒活動、節日市場用地

OU(3) 0.21 13 旅遊相關設施用地，用於重新創造天星碼

頭標誌

OU 2.80 不適用 高架行人道、綜合行人網絡

C 0.4 無限制 商業寫字樓

CDA 1.89 無限制 頻繁的渡輪碼頭、零售商店、寫字樓、酒

店

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只為市區規劃設計提供最低程度的指引

0 500mSCALE 1:10,000 @ A3N

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內的管制內容，僅

涵蓋建築物的用途及高度。由於地面位於

主水平基準以上6米位置，中區擴展分區計

劃大綱圖容許的建築物由地面計起的最大

高度如右圖所示。實際容許的建築物高度

將比所述的主水平基準低6米。

中區擴展分區計劃大綱圖中的某些土地並

沒有列明建築物高度限制。尤其是位於添

馬艦的政府 / 機構 / 社區用地、以及現在有

建築物的另外三幅面積較小的政府 / 機構 / 

社區用地。

“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與及“中區擴展分

區計劃大綱圖＂指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市

規劃條例」分區計劃大網圖 — S/H24/6 香港規

劃區域 N.24 — 中區(擴展)

O：遊憩用地

CDA：綜合發展區

G/IC：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OU：其它特殊用途

C : 商業用地

+16m

+50m

+80m

+130m

+25m +15m

+13m

+21m

+25m

no limit

+50m

暫擬減至 

+160

no limit

no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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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程度的指引容許建築物外形不協調

這幅示意圖展示的各種建築物外形，表示根據

目前的中區擴展分區計劃大綱圖，日後在中區

興建的建築物可能採用的各種形狀。

儘管各幅土地上面的建築物的最終設計可以改

變，目前的中區擴展分區計劃大綱圖除了限制

建築物高度外，並沒有關於建築物設計方面的

規定。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面，應該可以找到

對政府土地契約有影響的各項附加規定、指引

或者辭語，因為目前只有政府土地契約這份文

件可以訂明與較大海港圖畫相關的各項指引。

下面數頁將揭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寬鬆容許度

與海港規劃原則含意之間的不足。

分區計劃大綱圖間接提及的合乎需要的結果，

並沒有在海港規劃原則這份文件中提出及加以

保護。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中並不存在任何

措施，可以確保在未來可能進行的任何發展

中，能夠顧及這些規模較小的建築群、行人連

接通道或者走廊。

“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與及“中區擴展分區計

劃大綱圖”指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市規劃條

例」分區計劃大網圖 — S/H24/6 香港規劃區域 

N.24 — 中區(擴展)

分區計劃大綱圖允許的建築物外形。添馬艦位置上的半色調陰影表示政府最近講述的承諾，將添馬艦政府總部大樓的高度降低至主水平基準以上130-160米。

即使政府提議發展處於外殼之內，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沒有加以確保提議發展規模某些方面的縮小。底圖摘自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市規劃條例」中區分區計劃大綱圖。圖畫摘自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市規劃條

例」中區分區計劃大網圖

1，2，3 這些有著規劃大綱圖沒有能夠確保的開口

和尺度的建築物，顯示比容許的開發量少的體量。

4 在超大型地面商場(Groundscraper) 上的開放廣

場在皇后像廣場和天星碼頭之間提供開放的通道和

景觀，並非位于地面層，相反地，它位于覆蓋干諾

道和海傍地址道路的兩層樓建築物之上。 

5 這些地塊沒有列明最大的建築物形狀，因此，沿

渡輪碼頭海傍一帶興建的建築物，可建高度並了沒

有多大的限制。

1

2

3
4

分區計劃大綱圖允許的最大建築物外形

按照一般發展標準的可建建築物形狀。最終建築或高或低，視乎實際設計而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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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 4 5 6 7 8
保存維多利亞港
作為香港市民的
天然、公眾和經
濟資產

維多利亞港作為
香港的標誌

朝氣蓬勃的海港 交通暢達的海港 盡量增闢公眾可
以享用的地方

世界級海港的綜
合規劃

可持續發展 
的海港

及早和持續地讓
社會人士參與 
維港工作

目前各項計劃沒有適當

容許市民享用得到保護

的海港資產或者對其作

出經濟方面的利用。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適

當地加強中區作為香港

海港城市大門這一角

色。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鼓

勵對海傍作多元型式發

展，降低公眾潛在的活

力。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適

當保護城市通往海面的

各處主要連結處的實

際通道的景觀視野及選

擇。

目前的各項計劃允許在

海傍興建過多的道路及

公用事業基本設施，真

正供公眾享用的場地太

少。

目前的各項計劃缺乏統

一及長期可行的綜合計

劃，以遷移不相稱的基

本設施，使海傍成為推

動香港經濟發展和培育

公眾情感的動力。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適

當保護可持續的自然和

文化遺產。

目前的計劃應該是一份

活力計劃，隨著社區的

發展進化原則而改進完

善。

以海港規劃原則衡量目前的分區規劃大綱圖

海港規劃原則

海港商界論壇就中區規

劃的回應

特別事項

可行的補救措施

• 自然資產：分區計劃大

綱圖沒有列出親善行人

的綠化帶與中區腹地之

間的連繫。

• 公眾資產：站在地面上

見不到皇后像廣場，令

其可從海傍望見的景觀

成為歷史。

• 經濟資產：目前的添馬

艦分區配置，令金鐘各

項土地用途的清楚連繫

喪失。

• 海傍規劃不應只考慮海

港本身，亦應顧及由海

港衍生其特徵及價值的

各處陸地區域。

• 海傍沿岸區域應整合為

腹地，其中闢有多個專

用的、寬廣的公眾室外

遊憩區。

• 容許在歷史廊內建造10米

高的平台，將來站在天

星碼頭地面上，將望不

到皇后像廣場。

• 添馬艦土地的分區，不

能確保通往金鐘文娛廊

的公眾通道。

• 藝術廊被污水處理廠中

斷。

• 面朝令香港享負盛名的海

傍公園的建築物，繼續採

用適合行人使用的傳統建

築模式。

• 城市的空間定義，包含正

式公園空間在內。

• 以與香港的國際形象相配

的各種用途和設計，加強

中區的角色。

• 以三條走廊沿途的特點與

用途，彰顯香港的歷史遺

產及形象。

• 發展應確保這三條走廊沿

途的建築物，能令參加慶

典活動的公眾進出方便。

• 容許在海傍公園興建長

約330米、高19米的整幅

牆壁，令人顯得渺茫，

亦影響海傍公園的活

力。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在

海傍各處主要地點提供

活動源。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鼓

勵採用開放的、具有彈

性的公園布局。

• 海傍興建與人體相襯的

建築物。

• 街面設立露天用餐及康

樂活動區。

• 公園內的市集建築物高

度降低至兩層樓。

• 海傍地帶兩側，由海傍

公園的一端至另一端，

設立更多的主動使用區

域。

• 超大型地面商場外殼阻擋

中環的海景。

• 超大型地面商場阻擋地面

行人的視野與選擇連接通

道的權利。

• 指定用途區域的海傍建築

物的外殼會阻擋景觀及露

天通道。

• 添馬艦的規劃配置，對前

往金鐘及香港公園的公眾

通道不利。

• 取消平台，除天橋外，

創造在充滿活力的地面

上行走的選擇機會。

• 保護行人沿海傍行走的

權利，以產生互動作

用。

• 保護從海傍望見山脊線

和山丘的景觀。

• 保護由灣仔、中環與香

港其它地方的視線連繫

及實際連接。

• P2道路作為慶典大道路面太

寬。

• 污水處理廠被納入分區計劃大

綱圖的遠期展望範圍。

• 靠近天星碼頭的道路，切斷行

人由海傍前往歷史廊的通道。

• 各條道路被設計為高速機動車

輛通道。

• 容許海傍太多地點建造行人

平台。

• 為行人提供更多的選

擇，可由充滿活力的地

面進出海傍。

•縮小道路工程及範圍。

• 減少跨接海傍各處地點

的天橋及平台。

• 縮小P2道路的寬度，從

而減少所需要的天橋。

• 允許多種模式的交通 

— 步行、單車、渡輪、

電車。

• 海傍公園渡輪碼頭終端

的城市群及連結問題沒

有解決及被分隔。

• 提供了現在的污水處理

需要，但是沒有為將來

的海傍組成部分轉變為

相稱的用途作好準備。

• 令海傍地方的用途與動

感因素和可持續的經濟

活動協調 — 更多的藝

術、住宅及海上活動用

途。 

• 有活力地發展國際金融

中心前方區域，以助建

築物高度朝海傍“逐步

降低＂。

• 計劃跨越分區計劃大綱

圖各處地界的各項用

途，整合海傍區域。

• 超大型地面商場令皇后像廣

場的歷史景觀被阻擋。

• 海傍的巨型建築物是自然、

露天環境的不良阻擋物體。

• 有限的用途多元化不利於經

濟活動的持續發展。

• 發展範圍是否合理，不應取

決於政府收入方面的需要。

• 提供的備選運輸模式不多。

• 鼓勵支持每條走廊的獨

特遺產特點的各種使

用。

• 創造更富有自然特色的

室外環境，由海傍延伸

至海上。

• 不鼓勵將整個海傍區域

作相似的分區，從而增

加活動多元化程度。

• 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在確定這些海港規劃原

則之前，就已經進行了

公眾諮詢。

• 分區計劃大綱圖不是建

基於社會各界對整個海

港各種用途的全面認同

上面，而這種認同會影

響分區計劃大綱圖制訂

的各項用途的規模及形

式。

• 在公眾諮詢過程中，在

對整個海港作全盤規劃

原則及指引的範疇內，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 建立海港管理局，確保

中區和香港的所有海港

得到平衡的、全盤的、

漸進式的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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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1
保存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市民的
天然、公眾和經濟資產

保存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市民和訪客共享的特

殊公眾天然、文化資產及經濟動力。

雖然海港本身得到保存，但其作為一項資產、遺產與經濟驅動力所具備的重要性，由海岸擴展延伸，深入市區，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沒有將這種

海傍特徵的重要性，與香港的其它特色一樣加以適當保護。中區海傍與及海傍公園應值得獲保證其設計與其特殊的自然、文化及經濟值價得到

同樣的重視。

海港商界論壇的檢討結果：
目前各項計劃沒有適當容許市民享用得到保護的海港資產或者對其作出經濟方面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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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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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需要：一個具備動感用途和國際級設計質素的地標海傍

特別事項:

• 自然資產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列出由中

區海傍至其背後半山區、親善行人的綠化連

接帶。作為土地用途地帶分區的海傍公園沒

有進一步的指引，令其成為一種與香港其它

海傍類似的普通硬景海傍迴然不同的自然景

致。

• 公眾資產 — 歷史上處於海傍、被視為香港

特徵的皇后像廣場與及傳統的中環心臟地

帶，將在地面上被隔開，令香港過往的海傍

街景這一歷史及文化遺產喪失。

• 經濟資產 — 目前的添馬艦分區配置，令金

鐘的各項土地用途的清楚連繫喪失。這些連

繫是一種經濟驅動力，例如酒店的優美景

觀，令香港在國際上令人難忘。

可行的補救措施:

• 海傍規劃不應只考慮海港本身，而亦應顧及

由海港衍生其特徵與價值的各處陸地區域。

• 海傍沿岸區域應整合為腹地，其中闢有多個

專用的、寬廣的公眾遊憩區域。

1945年中區海港空中鳥瞰照片

皇后像廣場

在規劃大綱圖中，大型開發威脅了享受海港資源的機會皇后像廣場曾經位於海濱

皇后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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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的標誌 作為具國際卓越城市設計和象徵香港的品牌，

維多利亞港的規劃、發展和管理須確保此標誌

得以維持和加強。

目前包括分區計劃大綱圖在內的各項計劃，並沒有完全加強中區作為香港海港大門這一角色的潛在特徵。城市設計卓越方面的大好前景，在於

已提議興建的三條走廊，它們由中區海傍公園及其建築物框架的市區定義所連繫。然而，由於在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面，擬建的各種結構

物及建築物框架並不完整，令這些走廊的的清楚內涵大打折扣。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適當加強中區為香港海港城市大門這一角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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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事項:

• 因容許興建覆蓋三條道路的10米高平台，令

歷史廊的作用大打折扣，更無法保證能由天

星碼頭地面望到皇后像廣場的城市“大客

廳＂這一歷史景觀。

• 添馬艦土地若按目前分區，其前面一半土地

用作遊憩用地，形成與海傍公園作用重複的

一處地方，不如將其用途配置為可以確保通

往金鐘的公眾通道，形成一個文娛 / 文化走

廊。

• 藝術廊被污水處理廠隔開，若再加上已計劃

興建的通往中環-灣仔繞道的連接坡道，將

令灣仔、藝術廊與海傍公園之間出現一道分

隔屏障。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提供將來的各

種用途，以加強和提升沿這條走廊進行的各

種公眾藝術及表演的特點，以及在海傍公園

的東端興建市區框架及增強海傍地帶的生命

力。

• 港外線碼頭海傍缺乏清晰之定義，只有單調

乏味的公用設施。

可行的補救措施:

• 正因為是沿海傍公園 以至整個海傍地帶，

採用傳統以人為尺度的建築模式,使其聞名

世界。 

•城市空間因圍抱整齊的公園而更鮮明，銳意

在維港兩岸締造連綿不絕的海濱環境。

• 以與香港的國際形象相配的各種用途和設

計，加強中區的角色。

• 以三條走廊沿途的特點與用途，彰顯香港的

歷史遺產與形象。

• 這些走廊沿途的建築物，應確保慶典活動時

公眾進出方便。

中區需要：一個更好界定的城市框架

目前的計劃可以在不興建超大型地面商場平台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歷史廊的作用。 按目前的計劃寬容程度，需要興建專用的公眾走廊，以連接金鐘，並形成海傍公園框架。

目前的計劃令海傍公園東端地界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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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氣蓬勃的海港 維多利亞港一方面是一個航運物流樞紐，提供

安全和高效率的客貨運輸，亦是一個文娛消閑

地區，以滿足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需求。要在

這兩方面的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本港的海旁地

帶必須能達到多元化、富吸引力和朝氣蓬勃的

要求，以及提供各式各樣的商業、公共、旅

遊、消閑、體育、文化、基建和海事設施。

活力依靠每天從早到晚不同時段可以見到的參與不同活動的人群創造。海傍地帶可能用作單一主要用途，將損害這種活力。分區計劃大綱圖存

在一種可能性，容許海傍公園內其它指定用途區域闢為室內購物商場，而不是用於多元形式的、不同規模的各種用途。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鼓勵在海傍作多元形式的發展，降低了潛在的公眾活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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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事項:

• 分區計劃大綱圖需要更多的人物比例：單幅

土地連接，令分區計劃大綱圖容許在海傍公

園內興建長約300米的連綿牆壁，而不是鼓

勵興建長度較短的建築物，進而出現更為多

元形式的景觀。除此以外，活力亦不需要

在海傍公園的土地上興建高達19米的牆壁。

24米的高度，足足可以興建四(4)層樓的建築

物，建築物的用途、其所需要的電梯、電動

扶手步梯以及各項服務，基本上將令其變成

另一個室內購物中心，從而減少了整個海傍

區域所提供的多元化服務。

• 缺少海傍地帶的主動岸邊：分區計劃大綱圖

沒有在海傍地帶沿岸各處重要地點提供各種

活動源：污水處理區域、添馬艦、解放軍駐

港部隊總部 / 大會堂。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鼓勵在整個海港採用獨

特開放的、具有彈性的公園布局。開放的、

具有彈性的公園布局，將可以促進公園場地

的多元化，並且可以靈活安排舉辦各種活

動。

可行的補救措施:

•在海傍興建人物比例相襯的建築物。

•街面露天用餐與康樂活動場地。

•公園內的市集建築物高度降低至兩層樓。

• 海傍兩側，由海傍公園的一端至另一端，設

立更多的主動使用區域。

• 降低建築物高度，確保海傍地區第一線較低

尺度地發展。

中區需要：透視度與人物尺度

目前規劃的寬容程度，需要海傍公園內有更大的透視度、較低的建築物容許高度，以鼓勵人性化尺度的開發，在總體海港創造多元化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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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4
交通暢達的海港 須透過足夠的、無阻隔的及便利的通道或觀景

廊，把維多利亞港的海傍及毗鄰地帶與離海旁

較遠的地區整體地聯繫起來。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勾畫出通往海傍的優質實際通道及視線通道。目前容許的建築物外形不能確保人們與海港有直接的感官連繫，迫使人們離開

地面，登上受控制的平台。對捕捉維港的經濟及社會價值來說，海傍地帶沿途的透視度，以及由市區腹地眺望維港的開闊視野，是必不可少的。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目前的各項計劃沒有適當保護市區至海傍各主要連結處的視野及實際通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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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特別事項：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確保由中區各處往海傍的

實際通道及視野

•超大型地面商場外形阻擋中區的海景。

• 超大型地面商場平台阻擋地面行人的視覺、

剝奪地面行人選擇連接通道的權利。

• 其它指定用途區域的海傍建築物外形會阻擋

景觀與露天通道。

• 添馬艦的規劃配置不利公眾前往金鐘及香港

公園。

可行的補救措施：

• 取消平台，除了在天橋上行走了，行人亦可

以選擇在充滿活力的地面上行走。

•保護行人穿越各座建築物的權利。

• 可沿海傍行走，促進行人互動，並有利擴闊

視野。

•保護由海傍眺望山脊線和山丘景色的視野。

•減低巨型體積對現有建築物視野的影響 。

中區需要：直接的視線通道與實際通道及選擇

目前計劃的容許寬鬆程度，令海傍地帶尤如處於隧道內，而不是作為通往海傍公園的門道。 目前計劃的容許寬鬆程度，阻擋了歷史廊沿途的寬闊視野。

目前的天橋及土地配置，迫使人們東彎西拐，經過高安全性的政府用地，才能到達海傍，阻擋了視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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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5
盡量增闢公眾可以享用的地方 鑑於維多利亞港沿岸的土地有限，故擬作交通

基建、公用設施，以及未能配合各項規劃原則

的用途，須盡量減少。

分區計劃大綱圖提供P2以及其它道路使用的土地，佔據了大部分海傍，阻礙前往海港的通道，降低了海港的活力。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容許的道路

寬度及道路擴展延伸，將令海傍公園出現一種既危險又功利的邊緣，而不是形成一個起門口公園作用的海傍地帶。海傍地帶亦留有與這些規劃

原則不相容的其它公用事業基本設施用地，而計劃供肯定與這些規劃原則相容的交通基本設施使用的區域則不多。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目前的各項計劃允許在海傍興建的道路及公用基础設施過多，而真正供公眾享用的場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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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特別事項:

• 作為慶典活動時通往海傍的門道，P2道路的

路面太寬。

• 污水處理廠將來可能並不是必要的設施，然

而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遠期展望中仍將其納

入。

• 天星碼頭附近的支路及迴旋處，切斷海傍公

園與歷史廊之間的行人通道。

• 該支路的設計，路彎過寬、半徑過大，較適

合高速車輛使用，不能形成一個親善行人的

環境。

• 容許在海傍地帶內太多地點建造大型的行人

平台：超大型地面商場及其平台、大會堂、

添馬艦、中信大廈前面、以及通往污水處理

廠的連接道。

可行的補救措施:

• 為行人創造更多的選擇，可由充滿活力的地

面進出海傍。

•減少道路工程及範圍。

•減少跨接海傍地帶各處地點的天橋及平台。

• 縮小P2道路的寬度，從而減少所需要的天

橋。

• 允許多種交通模式 — 步行、單車、渡輪、

電車、鐵路。

中區需要：少一些基础設施、多一些行人地面

已規劃的海傍地帶太寬，不利街面的行人橫過。 侵入海傍公園的規劃道路應該盡量減少

現有的方案沒有設置地下道路網，沒法提供一個親善行人的環境。



18

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6
世界級海港的綜合規劃 在基建、水質、土地和海事用途方面，進行綜

合和長遠的規劃、發展和管理，以確保維多利

亞港及其海旁地帶，繼續作為香港的經濟支

柱，並滿足香港市民的期望。

經整合的規劃，應在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大門的中區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列入高度限制以外的更多限制；也應包含總體海港意象，並非局限于規

劃大綱圖的界綫，在政府的批地條件書中，應寫入各項設計指引。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在移走不相容的基本設施、令海傍能夠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培育公眾情感方面，目前的各項計劃缺乏整體、長期執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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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

?

特別事項:

•  海傍公園渡輪碼頭終端的城市建築群及連

結問題沒有解決及無條理。

• 提供了現在需要的污水處理設施，但是沒有

為將來海傍的整體部分轉變為協調的用途作

好準備。

可行的補救措施:

• 將海傍地方的使用加入動感元素與可持續的

經濟活動協調 - 更多的藝術、住宅及海事用

途。 

• 在國際金融中心前方進行活力發展，促進城

市建築群朝海傍“拾級降低＂。

• 計劃跨越分區計劃大綱圖各處地界的各種用

途，對海傍加以整合。

中區需要：長遠的、全海港的規劃

目前的計劃沒有將整個海港綜合規劃，以淘汰無掩蔽的基本設施。 目前的計劃沒有為日後減少污水處理基本設施作出預備，或提供設計指引確保海傍重要土地的開發設計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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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7
可持續發展的海港 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的規劃、發展和管

理，須秉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即既能平衡和

滿足現代各階層人士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需

要，又不會損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

維港海傍是香港一項得天獨厚的寶貴遺產，現在正面臨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容許興建的各種建築物的威脅。經濟方面的可持續性，有賴於在實際

環境內創造長期價值，而不是依靠短期內的賣地收益，中區尤為如此。社會方面的可持續性，有賴於鼓勵社會各界的混合使用。環境方面的可

持續性，有賴於污染用途及污染使用者的減少，以及自然資源的保護，包括保護海傍區域的豁達感在內。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目前的各項計劃大綱圖沒有適當保護和優先處理可持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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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特別事項:

• 超大型地面商場平台令皇后像廣場與海傍隔

開，令香港海傍這一歷史遺產不能持續供子

孫後代享用。

• 海傍的巨型建築物將令海風吹拂的天然海傍

環境不復存在，開創一個不良的先例。

• 海傍地帶用途多元化有限 — 證據顯示目前

的規劃缺乏鼓勵用於住宅用途、小型餐館

區、非政府文化用途、以及闢為海上活動用

地 — 對海傍地帶一年四季、每天二十四小

時的經濟活動的持續發展沒有幫助。

• 海傍區域的發展是否合理，不應取決於政府

收入方面的需要。

• 在考慮減少倚賴私家車輛、減少污染和塞車

情況的備選交通模式方面，分區計劃大綱圖

著墨不多。

可行的補救措施:

• 鼓勵有助彰顯每一走廊的獨特遺產特色的多

種類似用途。

• 興建多個規模較小的建築群，在海傍地帶創

造出更有自然氣息的室外公園環境。

• 不鼓勵將整個海傍區域作相似的分區，從而

增加活動多元化程度。

中區需要：保護海港遺產

政府提出的計劃大綱圖呈顯不能持續的發展，目前的規劃將會增加產生熱量的園林景觀及允許栽種非本土

的植物。畫面摘自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市規劃條例」制訂的「中區分區計劃大綱圖」

目前的規劃將會令以往在海傍看到的皇后像廣場景觀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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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8
及早和持續地讓社會人士參與維
港工作

透過建立多方共識，讓社會各界人士及有關團

體參與維多利亞港的規劃、發展和管理的工

作。

正如任何成功的商業企業的業務發展計劃一樣，香港社會的輿論是不斷變化的。儘管分區計劃大綱圖經已按步就班繪製，但根據海港規劃原則，

當新的相關人士和利害關係出現時，原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通用性需要作出合理更改。

海港商界論壇檢討結果：
目前的各項計劃應該是活力計劃，隨著社區的發展進化原則而改進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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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界論壇對中環填海區與海傍區域規劃的檢討

二零零六年二月

特別事項:

• 目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在確定這些海港規劃

原則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公眾諮詢。

• 分區計劃大綱圖不是建基於社會各界對整個

海港各種用途的全面認同上面，而這種認同

會影響分區計劃大綱圖制訂的各項用途的規

模及形式。

可行的補救措施:

• 在公眾諮詢過程中，在對整個海港作全盤規

劃原則及指引的範疇內，修訂分區計劃大綱

圖。

• 建立海港管理局，確保中區和香港的所有海

港得到平衡的、全盤的、漸進式的規劃發

展。

中區需要：為一個活的海港，制訂一份活的規劃

香港的未來印象不應該被過時的規劃所阻礙。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Backgrounder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HBF) is a coalition of diverse businesses whose aim is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with respect to the harbour on the basis of what is in Hong 
Kong’s best long-term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HBF has a broad-based membership that comes from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 sector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s organizations. Eleven leading corporations have joined an 
initial group of founding patrons and committed funds to make the Forum a reality.  To date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and organisations have joined as Corporate, Professional and Supporting 
Members.   

Our Mission    

The Harbour is core to Hong Kong’s heritage, an international icon and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those 
who live and work in Hong Kong.  

Our mission is to see Hong Kong’s harbour and harbour-front areas become a genuinely vibrant, 
accessible and sustainable world-class asset. We aim to engage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gree upon, and implement, a common vision for the harbour.  

Our Focus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HBF) will initially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 Study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 we will study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in harbour-
front planning and we will work with professionals,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to bring such 
expertise as needed to Hong Kong by organizing seminars,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vents.

�� Review management of harbour-fronts - we will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orld-class waterfronts, and where appropriate call for changes to the current systems in 
Hong Kong. 

�� Study the value of Hong Kong's harbour - we will undertake a study of the value of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in other locales, and th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Hong Kong’s harbour and harbour-front.  

�� Respond to Government and other bodies - as a coalition, we will respond to Government 
initiatives relating to harbour development. We will initially review and comment on the 
Harbour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Harbour Plan Review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by the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Committee [HEC]). Once these are finalized, we will strongly 
encourage their rigorous application to all on-going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We will stress 
the need for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for the assessment of all territorial needs, 
both on and around the harbour.   

Membership of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is open to all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on the 
following basis: 

Patrons - Business leaders who formally endors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act as guardians, define the terms of reference, commit initial funding and provide ongoing oversight 
through the appointment of their senior representatives.  

Corporate Members – Companies committed to support the Harbour Business Forum including those 
active in, among others, F&B, retail,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ourism and leisure, 
transport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ervic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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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二月

21 3 4 5 6 7 8

海港規劃原則

保存維多利亞港作
為香港市民的天
然、公眾和經濟資
產

維多利亞港作為香
港的標誌

朝氣蓬勃的海港 交通暢達的海港 盡量增闢公眾可以
享用的地方

世界級海港的綜合
規劃

可持續發展的海港 及早和持續地讓社
會人士參與維港工
作

原則1–

保存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市

民和訪客共享的特殊公眾天

然、文化資產及經濟動力。

原則2–

作為具國際卓越城市設計和

象徵香港的品牌，維多利亞

港的規劃、發展和管理須確

保此標誌得以維持和加強。

原則3–

維多利亞港一方面是一個航

運物流樞紐，提供安全和

高效率的客貨運輸，亦是一

個文娛消閑地區，以滿足社

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需求。要

在這兩方面的發展之間取得

平衡，本港的海旁地帶必須

能達到多元化、富吸引力和

朝氣蓬勃的要求，以及提供

各式各樣的商業、公共、旅

遊、消閑、體育、文化、基

建和海事設施。

原則4–

須透過足夠的、無阻隔的及

便利的通道或觀景廊，把維

多利亞港的海傍及毗鄰地帶

與離海旁較遠的地區整體地

聯繫起來。

原則5–

鑑於維多利亞港沿岸的土地

有限，故擬作交通基建、

公用設施，以及未能配合各

項規劃原則的用途，須盡量

減少。

原則6–

在基建、水質、土地和海事

用途方面，進行綜合和長

遠的規劃、發展和管理，以

確保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

帶，繼續作為香港的經濟

支柱，並滿足香港市民的

期望。

原則7–

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的

規劃、發展和管理，須秉承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即既能

平衡和滿足現代各階層人士

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需要，

又不會損及後代人滿足其需

求的能力。

原則8–

透過建立多方共識，讓社會

各界人士及有關團體參與維

多利亞港的規劃、發展和管

理的工作。

海港規劃理想
維多利亞港：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海港規劃使命
令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成為富吸引力、朝氣蓬勃、交通暢達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級資產。

海港規劃原則

「海港規劃原則」是一套供各界人士和團體為可持續規劃、發展與管理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而制訂的指引。

這套原則由共建維港委員會制訂和監察，內容承先啓後，配合香港市民的期望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