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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中環碼頭及鄰近海濱設計綱要

綱要的目標：

1. 中環碼頭及鄰近海濱（下稱研究地區），是由共建維港委員會（HEC）選取的

主要海濱優化區域之一。研究地區的地圖參見附件Ｉ。

2. 「共建維港委員會」剖析了研究地區在設計及規劃方面的現況，並制定了一

份設計綱要，為該區的規劃和設計提供全面的指引。

3. 設計綱要是爲了政府對該研究地區有可能作進一步優化工程而擬定的。該類

深化方案的實施應該考慮此綱要所提出的原則和指導方針。

背景

4. 「共建維港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展開了一個名為“中環碼頭與我”的

公眾參與計劃 (CHarM) 以爲該研究地區的未來設計及發展搜集和統籌公眾

意見和觀點。

5. 「共建維港委員會」堅持八項海港規劃原則，其中包括:

原則 1 - 保存維多利亞港

保護和保存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市民和訪客共享的特殊公眾天然和文化資

產，以及創建經濟和社會價值的動力。

原則 2–公眾參與

透過提高透明度和建立多方面共識，讓社會各界人士及早和持續地參與維多利

亞港及其海旁地帶的規劃、發展和管理。

原則 3–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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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和滿足現代各階層人士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需要，而又不會損及後代人滿足

其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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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綜合規劃

必須就基建、土地和海事用途方面，進行綜合和長遠的規劃、發展和管理，及

保持優良水質，以確保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能符合和提升香港市民對經

濟、環境和社會的期望。

原則 5–積極改善海港

維多利亞港的規劃、發展和管理必須積極進取，以改善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

帶，使之成為在國際社會內象徵香港的標緻和卓越城市設計的品牌。

原則 6–朝氣蓬勃的海港

維多利亞港既是航運物流樞紐，提供安全和高效率的客貨運輸，亦是文娛消閑

地區，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平衡。海上和陸上活動必須兼顧得宜，以滿足社會不

同階層人士的訴求。

原則 7–交通暢達的海港

透過充裕而暢通無阻及便利行人的觀景廊及通道(以地面通道為宜)，把維多利

亞港的海旁及其海旁地帶與離海旁較遠的地區整體地聯繫起來。

原則 8–公眾享用的地方

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的規劃、發展和管理，必須令公眾能夠盡量享用海港

及其海旁地帶。應盡量減少利用海旁地帶作基建發展、公用設施裝置，和與海

港規劃原則不附的用途，以及應盡量減低這些發展和用途所帶來的影響。

6. 在二零零五年展開的公眾參與計劃包括了五個主要活動；即五月份的集思會，

七月至八月間的問卷調查，十月份的工作坊，及十一月份的展覽和公衆論壇。

設計綱要的目的

7. 綱要的主要目的是為該研究地區未來的規劃和設計訂立一個大綱，以期在該區

內能發展多元化的休閒、旅遊、運輸、購物和餐飲設施。其次，綱要旨在為政

府提供建議，讓政府在日後制訂該區的發展策略時詳加考慮。此外，它也將作

為一個參考，以配合｢共建維港委員會｣的原則及公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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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區及其周邊土地

   
8. 研究地區位於中環海旁水陸交通交匯的一個重要地段。它的北邊和西邊面向海

港。其東面，中環填海三期（CRIII）的填海工程正在展開， 有待進一步的開

發。區域周邊的街道有西面的民輝街，東面的民耀街，北面的民光街，以及南

面的金融街。

9.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和二期及其相關的酒店發展位於研究地區南面，與其相鄰的

其餘建築有交易廣場，怡和大廈和內陸的中環商業區。通過機場快綫香港站和

地鐵中環站的運輸樞紐，可以到達城市的不同地區。

10. 毗鄰研究地區西面的是永安中心和信德中心，後者的功能與研究地區相似，擁

有香港-澳門輪渡總站、直升機停機坪和巴士總站。研究地區未來各項設施的

配合將聯繋研究地區、各交通樞紐以及終點站，定使各區更順暢交會，這是未

來設計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

研究地區目前的規劃和發展

11. 該研究地區涵蓋於中環分區計劃大綱圖（OZP）編號第 S/H4/12 號內。在大綱

圖上，海旁一帶是劃為休憩用地。其餘土地是劃作「政府、機構或社區」，「其

他指定用途」和「商業」地帶。現有綠色草坪的土地是預留作爲中環灣仔繞道

的西端入口。在研究地區東部有一個巴士總站，沿路則有小巴和的士站。巴士

總站旁還有一幢兩層高的臨時建築物，現用作施工工地辦公室和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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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該研究地區現時的規劃意向是為商業活動提供進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例如把機場

快綫香港站與建議中沿海主幹道隧道的西端入口（也就是中環–灣仔繞道）結合

發展。

13. 該研究地區目前主要的功能是一個交通樞紐。 在鄰近海旁一帶已設有一條海濱

長廊。在其中一個碼頭上蓋則設有一間餐廳。

14. 研究區現存有一些明顯的缺點。未來中環–灣仔繞道的西端入口將對行人於路面

往來國際金融中心到渡輪碼頭構成障礙。此外，研究地區較重視交通樞紐的功

能，休閒和旅遊的功能未獲得充分發揮。在研究地區內現時支持旅遊業和休閒活

動的商業設施十分匱乏。

15. 臨時小巴和的士站目前正在運作，為市民及遊人帶來方便。在公衆參與的討論中，

市民普遍對該些臨時車站沒有負面意見，但對其現時所處的位置則有所保留。

現存問題

關於市民對現有設施不滿的意見羅列於下。

16.    缺乏休閒設施

現有休閒設施包括充滿趕急氣氛及缺乏吸引力的長廊，不足的綠化空間以及單

調的景觀，缺乏休憩用地如用於聚集、表演和娛樂的公園和露天廣場。周邊充

斥着直升機和水陸交通產生的噪音和空氣污染。 有蓋的行人路、行人天橋和

涼亭數量不足。

提供不同休閒和旅遊活動的休憩空間

17.   缺乏旅遊設施

除了一個半開敞的雜誌攤檔，露天的長椅和在三號碼頭頂的餐廳外，該地區能

吸引遊客的設施，如不同風味的餐廳、露天咖啡店、地標、觀景台、展覽廊，

以及紀念品商店等非常缺乏。現有洗手間設施位於地區的東邊和西邊，位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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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往國際金融中心的路段，對市民和遊客來説並不方便。

優化設計可改善行人通道和提供旅遊景

點。

18.    不方便的行人通道設施

該區的道路網主要是爲汽車交通而設。區內設有巴士總站、的士站和小巴站，

輪渡服務以及一些基礎性的設施，例如發電房、泵房和垃圾收集站。現時，區

內並沒有有蓋行人通道和行人天橋直接連接西面的信德中心、東面的中環商業

區、以及南面的香港站和地鐵中環站。在各主要的樞紐，無障礙通道設施、升

降機和電梯的數量也不足。

提高可達性以及與臨近地區的連接是非常重

要的。

19.    缺乏購物和餐飲設施

在支持上述功能方面，現有商業設施非常有限。若無一系列補充及強化購物和

餐飲設施功能的話，將很難把遊客和消閒者吸引到該區。

 



6

輔助性的購物和餐飲設施連同

當地設計的地標和雕塑能夠增

加該地區的生機和活力。

發展的機遇和限制

20. 研究地區由於位處優越的海濱位置，故也是通向離島的主要門檻，同時肩負了

離島區居民和遊客的日常通勤及觀光遊覽的功能。如同在公衆參與過程和最後

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該研究地區的機遇在於提升休閒、觀光、交通運輸以及

購物和餐飲等支援性功能。

21. 由於靠近機鐵站和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和二期，因而有潛質發展爲現有商業區的

未來延伸。

22. 在未來的設計階段時應把握機會在該研究地區加入展示中環歷史的設施，以提

供一個有活力和充滿吸引力的濱海地區的機會。

23. 就行人通道連接新天星渡輪碼頭，以及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的未來發展，創造

出一個更整體的行人道路網絡是很重要的。另外，可給予機會完善行人天橋系

統，以將各種歷史遺產建築及場所連接起來。

24. 至於現有重要的交通運輸設施，包括目前的巴士總站、小巴和的士站擬將保

留。建議未來的設計要以分層建築設計方式來結合不同的交通設施。其次，擬

建的中環-灣仔繞道隧道入口位於該研究區的地面。未來的設計應該考慮到技

術上的限制，並盡量把地下繞道帶來的交通噪音和景觀方面的影響減至最小。

25. 現有公共事業設施，例如變壓站、水泵房，香港站通風樓和垃圾收集站，移動

位置也許代價過於昂貴或者不切合實際，因此應該在該研究地區的設計中將其

視作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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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觀點

26.  在集思會期間得到公認的議題可分爲四類：（1）可達性，（2）金融中心的角色

（3）環境場景和氣氛，以及（4）多元混合的使用者。集思會的參加者普遍評

價該區缺乏整體的規劃，充足的設施，對遊客的吸引力，愉悅的環境以及便捷

的交通網絡，特別在中環地鐵站與碼頭之間。

    

最重要的是更良好的垂直可達性和多層次的

連接。

27.   如同從調查結果及展覽階段所一直顯示的那樣，（1）休閒，（2）觀光，（3）交

通，（4）購物及餐飲設施，在工作坊階段就已經被徹底討論過，並在展覽和公

衆論壇的最後階段再次被展示和強化。這四個議題不僅互不排斥，而且還互為

補充。

建議優先的土地用途和設施

28.  總結工作坊、展覽以及公衆論壇的建議，下表詳細列出建議的設施。這些設施的

品質要求和深入的細節問題將在設計原則與指引中詳談。

最需要的休閒設施/構築物

- 連續的林蔭行人路;
- 表演空間;
- 靈活可變、有蓋的開敞構築物;
- 有不同種類植物的高質量景

觀區域；以及

- 為觀賞海港而設置的不同層

數（部分甲板）的開放建築

物。

最需要的旅遊設施

- 展覽廊;
- 旅遊資訊中心;

可以考慮的休閒設施

- 特色的地標和雕塑;
- 有離島文化特色的碼頭設計；

- 特別的街道擺設和照明特色；

以及

- 採取措施減輕直升機和海上交

通所引起的噪音。

可以考慮的旅遊設施

-   具有浪漫色彩的走廊；

-   藝術品商店和專賣店; 以及

- 位置方便的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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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景台;
- 特色食肆;
- 露天咖啡館;
- 有趣而多種多樣的地磗和花

圃; 以及

- 假日市集。

最需要的交通設施

-  保留現有設施;
-  連接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和碼

頭的有蓋行人天橋/行人路/平
台通道;

- 在主要地點的升降機/電梯設

置;
- 從中環地鐵站到海濱地帶的

地下通道;
- 無障礙通道;
- 在適當的地點清晰地顯示渡

輪資訊;
- 到現有碼頭頂層的通道; 以及

-  人車分隔的平台。

最需要的購物和餐飲設施

- 小型及低建的輔助與支援性

設施;
- 在現有及未來碼頭頂加建特

色咖啡店;
-   書報亭，與交通設施相結合的

購物設施; 以及

-   專賣店,食品專賣店，以及假日

市集。

可以考慮移走的設施

- 垃圾收集站。

可以考慮的交通設施

-   設置可能的地下交通樞紐和行

人通道;
- 連接海濱地帶與中環區內的單

軌鐵路;
-   延伸一條有軌電車和/或單軌鐵

路到海濱以助舒減人流；以及

-   盡量減少在不同交通設施之間

轉乘所造成的不便和花費時

間。

可以考慮的購物和餐飲設施

- 週末跳蚤市場;
- 藝術品市集；以及

- 休閒和日常購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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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原則與指引

29. 除與目前分區計劃大綱圖整體規劃意向一致外，設計指引須著意於鼓勵面向未來

的、創新的設計概念，並且以綜合性的休閒、旅遊、交通、購物和餐飲功能優化

該研究地區。

設計原則

30.  建議遵守下列由「中環海濱與我」活動所形成的設計原則:

 不應在維多利亞港內填海；

 政策和策略的訂立要符合海港規劃原則；

 應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 未來該區的發展需要考慮可持續發展的

原則，使當代及後代在社會、經濟和環境上的需求得到平衡；

  依據分區計劃大綱圖（OZP）- 檢討未來發展的建築物高度和密度是否

與海濱環境相稱；

  爲了提高與周邊地區的整合度 - 應該提供一個綜合的行人和交通網

絡以優化與周邊地區的連接；

  優化和提升該研究地區的功能，加入有吸引力及豐富的旅遊、休閒、

購物和餐飲設施，使之成爲一個設備多元化的交通樞紐；

  使之成爲一個標誌性的、並令公衆享受的地方。但發展需要盡量減少

遮擋該研究地區面向海港的視線。

設計指引

31.     規劃參數和建築形式

(i) 在規劃該研究地區時，應以中環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土地用途規定為

基礎。有機會可檢討在該研究地區中未來發展的地積比率、高度以及

上述所提到的其他限制，務求能與海濱環境相配合。

(ii) 此外，應當遵從與發展有關的一切法律條文。相關政府團體的標準和

指導方針都應當遵從，例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交通和道路設計指

引、緊急車輛出入口，以及其他消防措施，排水系統及其管理和維護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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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未來發展應以人為本，提供一個對使用者親切友善的環境。

以人爲本的方法可以提供一個方便

的行人道路網和舒適的環境

(iv) 應當鼓勵創新的發展思維和遠見，能夠使該區得到最大發展機遇。未

來的設計發展應以高素質的設計及實際功能兼備為要。在勾畫概念建

議時，計劃者應當考慮到以下的規劃和城市設計事項。

(v) 應當確立一個城市及維港門廊的形象，並使之與現有及未來的海旁建

築物互相結合。此外，海旁建築物的高度應錯落有致，使之在設計上

增添趣味及特色。

(vi) 任何建築體積和高度需與海濱環境和諧一致，這有助於發展與休閒、

旅遊和運輸活動相關的商業設施。

(vii) 建築物的高度應向海濱方向遞減，以盡量減少對海港景觀的影響。

(viii) 鼓勵環保和具能源效益的建築設計。在適合的情況下應當引入環保概

念，包括促進節能、改善微氣候的措施。

交通設施

(ix) 交通是該區重要的功能之一。加強並維持該區作爲交通樞紐至關重

要。現存的碼頭、巴士總站以及的士站都應當在可能的情況下予以保

留或集中設置。如不影響空氣質量，可以考慮研究在現有車站上建造

上蓋，作未來多用途發展之用。

(x) 需要維持一個高效率的交通網絡以及支援現有交通模式。現有和未來

的措施可以強化以促進各種交通之間轉乘的順暢。這將有助減少不同

交通交交之間 乘交交來的不便和交交的時間 。設計應當包括例如屏

障和擋板等適當的抒援措施，以減低噪音和空氣污染交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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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如若可行且並不妨礙行人活動，乘客候車區應當盡量提供足夠的座椅

供候車乘客之用。

(xii) 該研究地區應與其周邊地區結合及連接，特別是天星小輪，國際金融

中心二期，中環商業區以及信德中心。可以考慮在海濱區設置有軌電

車、輕便鐵路、無軌電車和/或單軌鐵路等設施，有助各區的聯繋。

行人通道

(xiii) 應在適當的地點及情況下，提供連接碼頭及各交通轉駁站，包括中環

地鐵站一個全面的行人通道網絡，該行人通道網絡可選取不同形式設

計，包括地面通道、隧道和天橋，以貫通碼頭與附近土地及其上蓋發

展。

(xiv) 應該建立連接該研究地區和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中環商業區的較爲便捷

和直接行人天橋。

(xv) 在合適的位置作行人專用區、觀景台、平台以及行人天橋，以減少人

車爭路的情況出現。在合適的位置應提供有扶手的行人斜路供有需要

人士使用。

(xvi) 應提供一個舒適的步行環境，包括有蓋行人路、行人天橋以及平台。

但該些行人通道的設計不應妨礙天然通風以及遮擋海港及周邊休憩用

地的景觀。

(xvii) 爲了盡可能增加海港的景觀，行人路、行人天橋、天台花園以及其他

休憩空間的圍欄應採用透明建築物料，同時顧及安全。

休憩空間

(xviii) 建議盡可能增加休憩空間，並無論如何不能少於現有法定分區計劃大

綱圖的規定。擬議的休憩空間可採取多種設計形式，例如行人通道、

露天廣場、小型公園、觀景台、有蓋行人路、以及天台花園等，設計

上需具吸引力並且實用。

(xix) 應當提供一個靈活可變，半遮蓋式的活動場地，供與旅遊相關的活動

和表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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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應當提供一條以混凝土鋪設的連續海濱長廊，它應具有獨創的設計，

優質的園景設施以及方便行人到達碼頭和其他主要地點的功能。其寬

度至少應不少於現有情況，或者盡可能更寬。用於鋪設地面的材料應

當保證安全、防滑、色彩鮮明，並以海港為主題的圖案裝飾。

(xxi) 在設計不同種類的休憩空間時，應考慮該地區現有的地形，以増加海

港的景觀。各類休憩空間都應迎合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它們的位置應

明顯易見、安全，以及方便可達。在設計上須提供如升降機/行人電梯、

路標、指示方向的平面圖，以及人工照明等設施。可能的話，該休憩

空間應當與主要行人路連接，形成一個整體性的休憩空間/行人網絡。

(xxii) 倡設景觀走廊和通風走廊，以提高環境素質，增添休閒樂趣。

(xxiii) 應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間，以發展多元化及其他附助功能。

園景美化

(xxiv) 鑒於現有綠化設施未達理想，故應在該區提供優質的園景設施，並制

訂一個綠化策略，當中提供的園景建議須包括在海港沿岸及適當位置

的土地上種植成熟的樹木。植物與其他美化設施的組合應當反映出當

地的氣候特徵。樹木的品種、高度和大小以及花圃等的選擇須從實用

功能與美化效果方面考慮，有效綠化覆蓋之餘，也要易於保養。這些

也將提升該區的獨特性，以及可提供一個宜人的步行環境。

(xxv) 應在主要通道、重要聚集地點，公園等地方廣植林木，在其他休憩用

地亦應提供美化設施。就這方面的設計，可參考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

完成的「綠化總綱圖」。

街道裝置

(xxvi) 座位應以階梯、座椅和長椅的形式提供。座位的設計可考慮一人/兩人

座椅，以及長椅形式，以増加使用上的靈活性。

(xxvii) 街道裝置使用的材料和粉飾應當宜人，並能為行人提供舒適的環境，

且易於維俢。使用不同類型的照明，以突出研究地區不同的功能。燈

柱、路牌以及説明指南應當特別設計，以反映出中環海濱的獨特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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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i)適當的標示和説明指南應設置在主要的行人樞紐，為行人導向，且成

為獨特的街道裝置。

(xxix) 街道的照明設施，在設計上應避免引起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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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研究區域的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