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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 
 
 

規劃概念圖的可持續發展評估 
（以優化海濱研究所整合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指標為評估工具） 

 
 
 
1 序言 
 
1.1 在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小組委員會的帶領下，「優化灣

仔、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下稱：優化海濱研究）的「構想」階段經

已圓滿完成。透過公眾參與活動，一套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指標已整合完成，這套

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有關指標可應用於以下兩個用途： 
 

(i) 作為一套公眾倡議的可持續發展指引，應用於研究範圍的規劃及發展；及 
 

(ii) 用作一套評估準則來量度規劃概念圖能否滿足公眾的願景 
 
1.2 這套已整合的可持續發展原則代表了持份者對灣仔、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期

望，而可持續發展指標則進一步給可持續發展原則補充定義。 
 
1.3 在優化海濱研究的「構想」階段所制定及整合而成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指標已詳

述於附件甲的圖表中，有關這些原則及指標的詳細制定過程可參閱「構想」階段

公眾參與報告（二○○六年三月）。 
 
1.4 本文旨在闡釋按優化海濱研究所整合而成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指標而評估擬備的

規劃概念圖的結果，同時，確定建議的規劃概念圖是根據這些可持續發展指引而

制定，並能反映這些可持續發展原則。 
 
 
2 規劃概念圖的可持續發展評估 
 
2.1 一個以主幹道隧道構想一為基礎的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規劃概念圖經已製作

完成。規劃概念圖已刊載於附件乙。這個規劃概念圖以「構想」階段的主要建議

作基礎，融合不同優化海濱的主題，將一個高質素、可達性高、朝氣蓬勃及可持

續發展的海濱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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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這個規劃概念圖（包括主幹道隧道方案）已按優化海濱研究中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及指標作出評估。評估結果節錄於附件丙。 
 
2.3 在「按可持續發展指標作評估」的部份，評估方法是在毎項可持續發展原則下，

以主幹道方案及其規劃概念圖分別在社會、經濟及環境三項的一籃子指標的表現

作描述性評估。總體達標程度評級為：良好、可接受、差劣或不可接受。 
 
2.4 在「按可持續發展原則作評估」的部份，評估方法是基於上述的總體達標程度，

以建議的規劃概念圖在毎項可持續發展原則下的表現來評級為：表現良好，表現

合理或表現差劣。 
 
3 總結 
 
3.1 根據可持續發展評估所得的結果顯示，建議的規劃概念圖（包括主幹道隧道方

案）大體上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指標，整體表現屬優良級別。 
 
3.2 總括而言，建議的規劃概念圖符合優化海濱研究中的可持續發展期望及滿足公眾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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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可持續發展原則 
 
1. 綜合規劃一個世界級海港 

2. 可持續發展的海港 

3. 及早並持續的讓持份者參與 

 
為優化海濱研究整合出來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指標（由公眾論壇提出） 
 

1. 製造一個有朝氣和吸引

力的連貫海濱，適合任何

人士享用 

2. 確保腹地和海濱有行人

連接通道 
3. 改善交通情況 4. 確保海濱用地和水上活

動用途能配合 
5. 保存自然及文化遺產以

加強本土特色及認同 
6. 提升沿海濱的環境質素 7. 優化景觀、綠化和提高

用地的質素 

社會指標 

• 適合不同年齡、社群及

傷健人士方便到達 

• 所有人士可以免費使用

海濱 

• 多元化的活動，適合不

同時間及不同年紀人士

的需要 

• 沿行人通道提供活動點 

• 行人包括傷健人士到達

的方便程度 

• 縮短在區內及各區之間

的行程時間 

• 提供不同的交通模式 

• 提供各種設施以方便公

眾享用海濱 
• 保存和持續發展現存海

濱的文化古蹟的活動 

• 提供地區活動，以加強

社會對海港的歸屬感 

• 透過改善環境質素來提

供更多元化的活動讓公

眾享用 

• 為不同年齡、社群及傷

健人士提供休憩空間 

• 提供安全的環境 

經濟指標 

• 提供多元化的商機（日

間及夜間） 

• 有利不同類型的經濟活

動 

• 沿行人通道提供多元化

的商機 

• 伸延腹地（包括舊區）

的經濟活動至海濱 

 

 

• 縮短行程時間所能減省

的成本 

• 減低建築及營運成本 

• 推廣及更生本土經濟 • 提供具有文化價值的經

濟活動 
• 能源消耗的成本 

• 改善環境質素的成本效

益 

• 提供商機給性質能配合

的小商戶 



 

 

1. 製造一個有朝氣和吸引

力的連貫海濱，適合任何

人士享用 

2. 確保腹地和海濱有行人

連接通道 
3. 改善交通情況 4. 確保海濱用地和水上活

動用途能配合 
5. 保存自然及文化遺產以

加強本土特色及認同 
6. 提升沿海濱的環境質素 7. 優化景觀、綠化和提高

用地的質素 

環境指標 

• 給所有人使用的安全及

易達的海濱 

• 恰當的建築高度去保存

山脊線 

• 望向海濱的視野 

• 提供休憩用地和社區設

施 

• 提供活動節點/地標 － 
形象標誌 

• 提供可促進水陸活動的

基礎設施 

• 支援商業性質海上交通

需要 

• 減少基建及公用設施佔

用的土地 

• 海濱的連貫性 

• 提供有植樹的綠化地方 

 

 

• 為豐富行人樂趣所提供

的景觀美化網絡 

• 新舊區域及海港之間的

視野連接 

• 與公共交通設施連接 

• 與舊區連接 

• 在新發展區的邊陲提供

汽車、巴士、單車及旅

遊車停泊設施 

• 在海濱長廊範圍提供環

保的交通工具 

• 上落客貨用的通道 

• 減少地面交通 

• 減低景觀上的影響 

• 減低環境影響 

• 在灣仔/銅鑼灣提供連接

道 

• 長隧道的潛在風險 

• 提供設施連接陸地和水

上的用途 

• 有創意地使用三維空間 

• 新舊區域及海港之間的

視野連接 

• 盡量減少會帶來嚴重交

通影響的大型發展，以

減低未來需填海的風險 

• 遷移不相容及不協調的

土地和水上用途 

• 靈活運用海濱的空間 

• 新舊區域及海港之間的

視野連接 

• 恰當建築高度去保存山

脊線 

• 利用設計元素提高海港

形象 

• 將填海範圍減到最少 

• 盡量減少會帶來嚴重交

通影響的大型發展，以

減低未來填海的需要 

• 土地使用應與自然環境

配合 

• 改善水質 

• 提升海洋生態 

• 改善海浪情況 

• 保存天然海岸線 

• 循環再用建築物料的程

度 

• 可持續發展地利用天然

資源的程度 

• 改善現有基建設施的使

用 

• 改善空氣流通 

• 改善空氣質素 

• 改善惡臭氣味情況 

• 改善噪音環境 

• 改善水質 

• 改善海洋生態 

• 改善海浪情況 

• 開敞景觀 

• 加強綠化 

• 靈活及可持續地運用空

間 

• 為不同類型使用者提供

設施 

• 開敞景觀 

• 提供有植樹的綠化地方 

• 人車分隔 

• 恰當的沿海建築高度 

• 有創意地使用三維空間 

 



 

 

附件乙 
 



 



附件丙 



按可持續發展指標作評估 
 
評估等級：良好、可接受、差劣、不可接受 
 
規劃概念圖 
SP1 製造一個有朝氣和吸引力的連貫海濱，適合任何人士享用 
SOI 社會指標 
適合不同年齡、社群及傷健人士方便到達 
 
所有人士可以免費使用海濱 
 
多元化的活動，適合不同時間及不同年紀

人士的需要 
 

 主幹道隧道並不會阻礙通往或沿著海濱的通道，也不會影響發展海

濱供公眾使用。規劃概念圖提供了一個連貫的海濱，增加及改善的

行人通道將促進公眾自由往返腹地與海濱，這裡將沒有任何限制進

入或收費的行人通道。配合一連串多樣化的優化海濱主題元素，包

括藝術及文化、休閒、水上運動及活動、文化歷史保育等，確保提

供不同的活動來滿足公眾的需要。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提供多元化的商機（日間與夜間） 
 
有利不同類型的的經濟活動 

 沿著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灣仔及北角的海濱休閒及活動區將設置一

些零售及餐飲區。這些零售及餐飲區將提供營商機會，它們的營業

時間可由日出至日落。海濱地區能吸引人們從附近的腹地前往海

濱，沿途提供更多商機。增加往返灣仔北的人流會讓該區的商業活

動重生，亦能覆蓋多樣化的經濟活動。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良好 
EVI 環境指標 
給所有人使用的安全及易達的海濱 
 
恰當的建築高度去保存山脊線 
 
望向海濱的視野 
 
提供休憩用地及社區設施 
 
提供活動節點／地標－形象標誌 
 
提供可促進水陸活動的基礎建設 
 
支緩商業性質海上交通需要 
 
減少基建及公用設施佔用的土地 
 
海濱的連貫性 
 
提供有植樹的綠化地方 

 主幹道隧道並不會阻礙通往或沿著海濱的通道，而規劃概念圖亦提

供了一個由中環至北角的連貫海濱長廊。它提供一個具多個活動

區、富綠化園林的休憩用地，可兼容陸上及水上活動與及相關的社

區設施，同時沒有顯著的景觀影響。沿海濱，與海濱活動相關的建

築物發展會以低層建築。通過巧妙地以「水」為主題公園中的不同

水景設施，塑造出一個獨特別緻的形象標誌，而水上運動中心則加

強海事活動的形象標誌。從建造主幹道而填取的土地除了用作必需

的基礎建設外，都用作優化海濱。商用海上交通將不會受到影響。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規劃概念圖 
SP2 確保腹地和海濱有行人連接通道 
SOI 社會指標 
沿行人通道提供活動點 
 
行人包括傷健人士到達的方便程度 

 主幹道隧道並不會阻礙通往海濱的通道，增加及改善的行人通道將

促進公眾自由往返腹地與海濱。在規劃概念圖中的行人通道已包含

不同的活動節點，例如文化中心及香港演藝學院擴建部份、沿鷹君

中心平台橫過公共運輸交匯處至灣仔碼頭的行人通道的商業及餐飲

活動、伸延維多利亞公園至海濱的園境平台末端的觀景台、沿油街

到北角海濱等。一個混合分層及地面的連接過路處，並配合引道斜

坡和升降機設施，為公眾包括傷健人士提供方便到達海濱的通道。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沿行人通道提供多元化的商機 
 
伸廷腹地（包括舊區）的經濟活動至海濱 
 

 與海濱相關的零售業，包括餐飲設施，將會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灣仔及北角海濱休閒及活動區的主要行人通道之內。海濱地區能吸

引遊人從附近的腹地前往海濱，提供更多商機。由海濱通往舊區的

主要通道能伸延舊區的經濟活動至海濱。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良好 
EVI 環境指標 
為豐富行人樂趣所提供的景觀美化網絡 
 
新舊區域及海港之間的視野連接 
 
與公共交通設施連接 
 
與舊區連接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以西的主要行人通道，包括由鷹君中心至灣仔

海濱、由維多利亞公園伸延至銅鑼灣海濱長廊及沿油街至北角海旁

等，都經園林美化。由東西向的連貫綠化海濱走廊，串連這些南北

向的園境美化行人通道，在海濱形成一個綜合園境美化行人網絡 
。主幹道隧道方案不會阻礙望向海港的視覺走廊，規劃概念圖內建

議的海濱發展項目也不會阻礙望向海港的視線。北角海旁會連接砲

台山地鐵站，而灣仔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附近的海濱地區也會連接

到灣仔地鐵站及擬建的會展站。灣仔附近的海濱會連接到灣仔北公

共運輸交匯處。所有行人通道將與腹地的舊區相連接。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規劃概念圖 
SP3 改善交通情況 
SOI 社會指標 
縮短在區內及各區之間的行程時間 
 
提供不同的交通模式 

 主幹道及連接路提供良好的道路連接。主幹道及 P2 路提供了更直接

的東西向通道，並舒緩現時路面交通擠塞的問題，縮短各區之間的

行車時間。規劃概念圖考慮到不同的交通模式，包括私家車、的士、

巴士、鐵路及渡輪，讓規劃範圍變得四通八達。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縮短行程時間所能減省的成本 
 
減低建築及營運成本 

 減少延誤即減輕交通成本。另一方面，主幹道的建造成本及營運費

用在一定程度上抵銷減輕了的交通成本。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可接受 
EVI 環境指標 
在新發展區的邊陲提供汽車、巴士、單車

及旅遊車停泊設施 
 
在海濱長廊範圍提供環保的交通工具 
 
上落客貨用的通道 
 
減少地面交通 
 
減低景觀上的影響 
 
減低環境影響 
 
在灣仔／銅鑼灣提供連接道 
 
長隧道的潛在風險 
 

 灣仔北公共運輸交匯處提供巴士設施及路旁停車處，該處附近亦有

很多的商業樓宇，提供不少的泊車處。海濱附近的道路設有路旁停

車處讓私家車、的士及旅遊巴上落客，而離開海濱地帶亦備有停車

位供旅遊巴停泊。隨著擬建的北港島線及沙中線，鐵路運輸服務將

進一步提升。通過連接路，主幹道將地面道路的交通分流，從而減

輕地面道路的交通負荷，而以隧道形式建造主幹道能夠減低視覺上

的阻礙及對環境的影響。連接路將設置在灣仔及銅鑼灣，這些連接

路所提供的中程出入口能減輕長隧道所帶來的風險。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規劃概念圖 
SP4 確保海濱用地和水上活動用途能配合 
SOI 社會指標 
提供各種設施以方便公眾享用海濱  主幹道隧道方案為海濱長廊一帶提供一個空曠開揚的空間來建設海

濱休閒及活動設施，同時不會影響到現有貨物裝卸區及銅鑼灣避風

塘的海事用途。在規劃概念圖中建議的休閒區及水上康樂活動區將

給予公眾享用海濱的機會。現有貨物裝卸區及銅鑼灣避風塘一帶的

海濱長廊將與該處的海事活動相連繫，而木板步行徑則加強海港的

主題。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推廣及更生本土經濟  海濱地區能吸引遊人從附近的腹地前往海濱，提供更多商機。增加

往返灣仔北的人流會讓該區的商業活動重生，亦能覆蓋多樣化的經

濟活動。雖然現在的貨物裝卸區已是一個公用地區，但當水上康樂

區建成後，將再次帶動這舊有的貨物裝卸區的海事用途。當人們被

多姿多采的海濱吸引，小船艇家亦能找到機會提供休閒的遊船河服

務。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良好 
EVI 環境指標 
提供設施連接陸地和水上的用途 
 
有創意地使用三維空間 
 
新舊區域及海港之間的視野連接 
 
盡量減少會帶來嚴重交通影響的大型發

展，以減低未來需填海的風險 
 
遷移不相容及不協調的土地和水上用途 
 
靈活運用海濱的空間 

 在灣仔，海濱、腹地與渡輪碼頭將會由直接人行通道連接，並伸延

至位於現有貨物裝卸區的水上運動節點。在銅鑼灣，園境平台將維

多利亞公園伸延至避風塘。主幹道隧道方案不會阻礙望向海港的視

覺走廊，規劃概念圖內建議的海濱發展項目也不會阻礙望向海港的

視線。沿著海濱没有會帶來嚴重交通影響及增加道路需求的大型發

展，所以没有需要額外填取土地。與優化海濱不相容的海事用途（貨

物裝卸區）已經被遷走，而不相容的土地用途（海水抽水站及旅遊

巴士停車場）將會遷移到遠離海濱的地方。主幹道隧道方案給予優

化海濱規劃更大的靈活性。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規劃概念圖 
SP5 保存自然及文化遺產以加強本土特色及認同 
SOI 社會指標 
保存和持續發展現存海濱的文化古蹟的

活動 
 
提供地區活動，以加強社會對海港的歸屬

感 

 主幹道隧道方案為海濱長廊一帶提供空間作海濱休閒及活動設施。

規劃概念圖建議了一些有關發展藝術及文化活動、社會及休閒活

動、水上運動及文化歷史保育等特色主題區。沿海濱的地區活動包

括手工藝展示地點、表演場地、小食亭、餐館、水上運動、以「水」

為主題的公園區及休閒公園。這些會提供多元化的用途以鼓勵及提

升社會與海港的歸屬感。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提供具有文化價值的經濟活動  於藝術及文化區內，建議擴建香港演藝學院，並提供文化表演場地。

避風塘內的文化歷史元素將予保留，並用作招徠公眾及遊客以小艇

暢遊。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良好 
EVI 環境指標   
新舊區域及海港之間的視野連接 
 
恰當建築高度去保存山脊線 
 
利用設計元素提高海港形象 
 
將填海範圍減到最少 
 
盡量減少會帶來嚴重交通影響的大型發

展，以減低未來填海的需要 
 
土地使用應與自然環境配合 
 
改善水質 
 
提升海洋生態 
 
改善海浪情況 
 
保存天然海岸線 

 主幹道隧道方案不會阻礙望向海港的視覺走廊，海濱發展項目也不

會阻礙望向海港的視線。沿著海濱的發展主要是以低層建築的海濱

設施，没有會帶來嚴重交通影響及增加道路需求的大型發展，所以

没有需要額外填取土地。主幹道以隧道形式建造，對海港受影響的

面積減至最少，而且更能與現有環境相配合。規劃概念圖中建議的

土地用途亦與周邊自然環境相配合，令整個海港環境質素提升。這

計劃不會影響水質或海洋生態，但會改善海浪情況，更能保存天然

海岸線（奇力島）。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規劃概念圖 
SP6 提升沿海濱的環境質素 
SOI 社會指標 
透過改善環境質素來提供更多元化的活

動讓公眾享用 
 主幹道隧道方案並不會對海濱使用者構成嚴重的環境影響，並提升

海濱的環境質素。規劃概念圖中建議海濱作出多樣化的使用及舉辦

不同類型的動態及靜態的活動，從而活化海濱並為鄰近的居民及遊

客創造一個有質素的公眾享用地點。規劃概念圖運用了實行主幹道

隧道方案的機會，以一個遠高於現有情況的環境質素，去開拓海濱

地區供公眾享用。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能源消耗的成本 
 
 
 
改善環境質素的成本效益 

 在規劃概念圖中有關海濱土地用途的建議，並沒有顯著的相關能源

成本，提供園景文化休憩用地是一個提升環境質素的合乎成本效益

方法。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良好 
EVI 環境指標 
循環再用建築物料的程度 
 
可持續發展地利用天然資源的程度 
 
改善現有基建設施的使用 
 
改善空氣流通 
 
改空氣質素 
 
改善惡臭氣味情況 
 
改善噪音環境 
 
改善水質 
 
改善海洋生態 
 
改善海浪情況 
 
開敞景觀 
 
加強綠化 
 

 一般來說，主幹道隧道方案較能保護環境，減低對環境的影響。隧

道方案促進一個較開揚的園景揚美化空間環境，方案中將不會有大

型的拆缷工程，只會在連接現有東區走廊的部份局部重建。在可行

情況下，建造及拆缷的廢料將用作填海。現有的基礎設施，包括公

路（東區走廊、銅鑼灣天橋、鴻興道天橋等）、冷卻水系統（位於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現有泵房）將予保留。在新海濱發展的建

議中不會包括高樓大廈，沿海濱的休憩用地只有低層建築，以促進

空氣的流通。海濱地區的空氣質素及噪音問題將因採用隧道方式而

得到改善。計劃不會影響水質或海洋生態，更能改善海浪情況。海

濱地區主要是園景美化休憩用地，不會阻礙海港景觀。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規劃概念圖 
SP7 優化景觀、綠化和提高用地的質素 
SOI 社會指標 
為不同年鹷、社群及傷健人士提供休憩空

間 
 
提供安全的環境 
 

 主幹道隧道方案提供一個易於通達的開放空間環境，新填海區提供

一個與現有公路相隔的休憩用地。規劃概念圖建議提供連貫的海濱

長廊，串連全新及改善的行人通道，將海濱地區與腹地連接，讓行

人自由往返。開放式的海濱將會四通八達，並以一條海濱長廊貫穿

其中。配合一連串優化海濱的特色主題區及活動，包括藝術與文化、

休閒、水上運動、文化歷史保育等，確保多樣化的活動能讓每個人

都有機會參與。混合以低層建築的海濱設施及沿海濱的活動節點，

並遠離主要道路，便提供一個安全環境給公眾享用。 
 
 

總體切合社會指標評級  良好 
ECI 經濟指標 
提供商機給性質能配合的小商戶  規劃概念圖建議沿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灣仔及北角海旁提供一些餐

飲設施、小賣店及與海濱相關的零售店。這能提供商機給性質能配

合優化海濱的小商戶。 
 
 
 
 

總體切合經濟指標評級  良好 
EVI 環境指標 
靈活及可持續地運用空間 
 
為不同類型使用者提供設施 
 
開敞景觀 
 
提供有植樹的綠化地方 
 
人車分隔 
 
恰當的沿海建築高度 
 
有創意地使用三維空間 
 

 主幹道隧道方案促進通往海濱及沿著海濱行走的機遇，並開創新的

休憩用地。規劃概念圖藉此機會提供大型園境休憩美化空間環境，

並提供多樣化的活動節點。開放空間環境以低層的沿海建築，給予

園境設計及規劃休憩土地用途靈活性，這都能適應未來不斷變更的

需求及抱負。計劃中不會包含影響海濱景觀的高樓大廈。園境美化

將會包括植樹，給公眾提供遮陰的地方。人與車亦會分隔。亭台建

築園景美化則包括運用垂直的元素，如水塔、觀景台，燈光及激光

表演亦會使用到海濱公園上面的開放空間。 

總體切合環境指標評級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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