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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社對《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意見 

 

就《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下稱《2030+》)，長春社的

意見如下﹕ 

 

1. 「創造容量」傾向創造發展空間，非重視環境承載量 

《2030+》的主軸之一，是「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不過，綜觀《2030+》

的內容，整體的城市規劃方向、經濟發展邏輯、資源可持續運用等，與今日的情

況分別不大。所謂「創造容量」的操作，本身仍傾向創造發展空間，滿足發展需

求，並沒有考慮環境承載量的重要性。如文件中提及在落馬洲河套區設立 12.8

公頃的蘆葦生態區，然而 2012 年時的公眾諮詢中，河套區建議的發展密度維持

地積比率 1.37 的規劃，比起鄉郊發展平均只有 0.4 地積比率要高，蘆葦生態區能

否補償受影響的生態及提供足夠空間作候鳥飛行路線成疑。又如文件中建議在新

的填海工程設置生態海岸線(如人工魚礁)，然而香港未有任何科學數據證明其成

效，也變相肯定與「東大嶼都會」人工島等仍具爭議性的填海工程1。 

 

近年的土地及基建規劃，只針對個別項目對環境影響進行評估，未有先研究更廣

泛區域的整體環境狀況及項目的必要性等。策略性環境影響評估在規劃早期便從

更高層面處理規劃問題，審視所有環境資料，評估各政策及計劃下對環境的影響，

卻未有多加運用。 

 

我們要改善目前環境評估的工作，包括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未來進行要

求規劃土地、基建等大型發展前必先進行策略性環境評估，在較早階段識別環境

基線資料、人口增長估算、土地承載力、可能產生的累積影響等，重整規劃優次，

避免造成不可逆轉的環境影響。 

 

                                                        
1 見專題報告《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的可持續發展》第 4.27 段﹕「生態海岸線可用於未來近岸

填海工程，例如東涌和欣澳、東大嶼都會人工島……」

http://www.hk2030plus.hk/tc/document/Environmental%20Protection%20and%20Nature%20Conser
vation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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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030+》而言，政府更應設立清晰的機制及指標，從規劃到落實階段去監

察整個策略性規劃過程，如倫敦市制訂「倫敦計劃」(The London Plan)時，利用

33 項目標去分析政策利弊2，當中亦計劃到落實階段時亦會每年公開報告，以 24

個關鍵指標去衡量政策推行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3。同時，《2030+》的諮詢進行

多時，惟欠缺策略性環評報告的資料，政府必須立即公開整份策略性環評報告。 

 

2. 對「善用藍綠自然資源」的意見 

2.1 部分自然資源需要保護，並非善用 

我們留意到有關「善用藍綠自然資源」的策略方針，沒有保護及保育自然資源的

元素。例如大嶼山西南及索罟群島將劃作海岸公園，保護中華白海豚及江豚的棲

息地，附近一帶水域卻又建議作康樂用途﹔關於以非食用水塘作康樂性的生態用

途，一方面政府正研究優化灌溉水塘的生物價值，一方面文件亦無交代何謂「康

樂性的生態用途」。我們擔心這些以善用自然資源、改善生活環境、優化公共空

間等為名的建議，實際上是對生態的干擾，甚至是破壞。 

 

我們同意在自然資源日趨緊絀的情況下，每個城市都需要更負責任地善用資源，

也正因為如此，不少自然資源更需要先好好保護。政府在評估藍綠自然資源對加

強城市宜居度時，應把保護自然資源列入策略之內，一些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點，必須有嚴謹的規劃管制及保護，如禁絕公眾進入及使用。 

 

2.2 都市森林計劃策略 

推行都市森林策略，並為有關策略制訂實行的管理計劃在不少國家已實施多年。

我們歡迎把綠化策略納入規劃層面，以免再重覆過往沒有預留足夠綠化空間和資

源的老問題。 

 

然而，都市森林策略的目標必須是構建和維持可持續的綠化，從而使綠化成果能

為社區提供可持續的好處（如環境調節、社區經濟、身心健康以及城市生態）。

此外，都市森林策略亦極其重視社區各界在策略制訂到實行各階段的參與。若不

能公開透明和讓各界共同建設我們的都市森林，閉門造車的策略只是把一貫工作

重新包裝而已。 

 

3. 保護鄉郊綠地 

3.1 制訂「止步」區名單 

2009 年公佈的《香港 2030 規劃遠景及策略》最後報告中，曾列出了「止步」區

                                                        
2
 Sustainability Appraisal of the London Plan (April 2004) 及 The London Plan –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 (February 2004) Annex 3 
https://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the_london_plan_2004.pdf 
3
 見所有過往的 Annual Monitoring Reports 

https://www.london.gov.uk/what-we-do/planning/implementing-london-plan/monitoring-london-pla
n 
 



名單，包括重要的自然生態資源及歷史文化地點，這些地方在規劃時不作考慮發

展。要做到如《2030+》諮詢文件所講的豐富藍綠自然資源、優化/提高生物多樣

性、改善環境等策略，《2030+》中亦應制訂「止步」區名單，並加入更多未受保

護的重要生態及歷史文化地點。 

 

3.2 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在《2030+》的諮詢文件及多份專題報告中從未提及發展郊野公園，然而行政長

官在 2017 施政報告中，提出「思考利用郊野公園內小量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享

用價值較低、位於邊陲地帶的土地用作公營房屋、非牟利的老人院等非地產用途」。

現時政府部門被要求覓地建屋，我們擔心政治將凌駕專業，下一階段順勢把發展

郊野公園放入《2030+》中，政府部門將因配合發展而無法為郊野公園環境把關。 

 

郊野公園本身除生態價值，亦兼具康樂、景觀、城市緩衝區等功能，不應隨便開

發，應先研究和推行其他更可行的方案以增加本港的土地供應。 

 

有關紅花嶺郊野公園，政府曾承諾在完成開放邊境禁區時，把紅花嶺正式納入郊

野公園，政府現時才開展工作，事實上進度已滯後不少，政府應加快紅花嶺郊野

公園的工作進度，以及將更多具高生態價值的合適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包括

曾在 2001 年《新界西南發展策略》中建議的南丫島南部及蒲台群島。 

 

3.3 綠化地帶屬保育地帶，必須保護 

城規會對於「綠化地帶」的規劃指引有詳細的解說，其規劃意向，主要是促進自

然環境保育，以及防止市區式發展滲入該地帶，設立的目的包括保存現有自然景

觀、作為各市區之間的緩衝地帶、提供更多靜態康樂用地，一般推定是不准進行

發展。然而在諮詢文件及多份專題報告中，並未有把「綠化地帶」納入保育地帶

及生態敏感地區之內，諮詢文件有關「善用藍綠自然資源」的策略中，對如何保

育鄉郊、市區邊陲一類的「綠化地帶」亦無著墨。我們擔心「綠化地帶」的價值

在整個規劃過程被低估，甚至默認「綠化地帶」非發展障礙。 

 

近來不少綠化帶改劃作住宅的個案備受爭議，有些「綠化地帶」(如大埔近沙螺

洞路、石峽尾大窩坪)本身的生態價值並不低，有些「綠化地帶」(如元朗橫洲、

大埔滘乾坑)內則有民居，然而在規劃過程中不被重視。我們認為《2030+》應重

申審視改劃「綠化地帶」的策略及確立「綠化地帶」作為保育的重要性，不應隨

意發展，反而應加強保護。 

 

3.4 成立法定土地保育基金 

具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過去縱使規劃為保育用途，但執行上困難重重。成立

土地保育基金一直被視為是解決自然保育與土地業權人利益衝突的有效出路。 

 



我們認為可參考國際上自然保育基金的模式，基金有相關法例作為法制的基礎，

具區域性的保育目標及獨立運作，以有效地承擔長遠保育的管理工作。土地保育

基金資金來源包括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收益、捐獻、賣地收益、政府資助等。

基金採用的保育形式應具彈性，如透過收地、換地、管理協議等方式，維護具生

態價值的私人土地，並兼顧農業、景觀、鄉村社區、歷史文化等價值。 

 
3.5 修訂《城市規劃條例》，把「發展審批地區圖」(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 DPA Plan)延伸到所有鄉郊土地 

過往新界鄉郊不少地方未有任何法定規劃圖則覆蓋，惟這些地方的生態價值不比

郊野公園或保護區為低。2010年起，規劃署為原邊境禁區地帶的土地制訂「發展

審批地區圖」，《2010-11施政報告》公布保護54幅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規劃署亦為約半數「不包括土地」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為這些地方加入規

劃指引及規管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現時未有任何法定規劃圖則覆蓋的地方，包

括屯門龍鼓灘、大嶼山散頭、沙螺灣、深屈、新田軍營一帶等。另一方面不少新

界地方如馬鞍山、南大嶼山、南丫島、長洲等本身有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 OZP)覆蓋，卻因為之前未有「發展審批地區圖」，規劃署無法執法。 

 

針對前者的情況，政府應繼續把「發展審批地區圖」延伸至現時未有涵蓋的新界

鄉郊地區。至於後者的情況，現時《城市規劃條例》第 20 條(2)雖然標明「規劃

委員會不得將根據本條例包括在或先前已根據本條例包括在圖則中的任何地區

指定為發展審批地區作規劃管制……」，然而為了堵塞這個漏洞，最直接的方法就

是透過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容許「發展審批地區圖」延伸至這類地方。 

 

3.6 加強打擊鄉郊環境破壞，避免天然生境永久損失 

在保育地區和農地上傾倒泥頭和填土的行為，一直影響香港的自然生態、生物多

樣性及農業，政府部門長期缺乏預防和執法的措施阻止破壞行為，我們建議﹕ 

 修改《廢物處置條例》﹕在私人地或官地上進行任何拆建廢料處置活動前，

必須獲得法定許可，當中並需考慮對環境的保護及保育價值 

 加強管制建築廢物處置的措施﹕根據審計署報告的建議，改善監察攝像機系

統在執法上不足的地方、將運載紀錄制度強制應用於私人工程，並採用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GPS)追踪泥頭車 

 增加執法資源及人手﹕為各負責部門增加資源及人手，加強巡邏及監察違例

發展個案，以便部門可更迅速採適當的跟進或檢控行動，防止生態環境加劇

惡化 

 

4. 支持本土農業，實踐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政策 

4.1 全面改革農地規劃 

發展本地農業，政府不能對農地規劃失當的問題坐視不理。關於農地規劃，外地



對農地的分類及定義十分嚴謹，英國有「農地分級制」4，農地按泥土、地勢、

水浸威脅等分成 5 級，方便規劃部門審核發展時作參考。日本亦有類似的做法5，

按農地資源之重要性實施不同的標準，指定核心農區原則上不可改變用途，嚴格

限制轉用。另外，即使農地上作農業用途，對於農用設施的界定、建立如溫室、

畜舍等農業經營上設施的面積亦有標準。  

 

有關「農業優先區」，事實上這並非一項新措施，漁農署在 1985 年也曾把粉嶺鶴

藪和錦田長莆指定為「農業優先區」，但奈何這僅屬一項的行政措施，土地仍屬

私人擁有，無足夠誘因令地主支持當區農業發展，計劃當時失敗告終。我們認為

「農業優先區」一方面要強調農地絕對禁止改變用途，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要認清

當年推行失敗的原因，免重蹈覆轍，也要避免對外發出錯誤訊息，以為可借機破

壞優質農地及自然生境，製造既定事實以圖發展獲利。 

 

針對法定圖則內的「農業」、「綠化地帶」而言，第一欄及第二欄內的所有用途應

有更清晰的定義。「學校」、「屋宇」、「墓地」等非農業用途固然需要檢討，甚至

在某些優質及具生態保育價值的農地，更應檢示是否剔除。第一欄內「農業用途」

亦需制訂更清晰的定義，如「農地住用構築物」及不同農用設施等的定義、標準、

面積上限、與農地範圍內的耕地面積比例。檢討重點並非要打擾一般佃農的耕作

模式，而是為一些現代化農業(如水耕)帶來潛在的環境問題作規管。 

 

4.2 農業園對本地農業幫助有限 

《2030+》有關農業園的資料，基本上與新農業政策的諮詢文件及以往立法會的

文件相同，未有更多資料交代。以往對農業園的憂慮依然存在，我們擔心最終對

促進本地農業發展的幫助有限，而一般佃農未必能夠受益。政府需要回應以下各

項問題﹕ 

 

 規模極小﹕農業園面積現建議為 70 至 80 公頃，只佔全港農地面積(4,523 公

頃)不足 2%，即使只計荒置農地面積(3,794 公頃)，亦僅佔 1.8-2%左右 

 拉高農地租金﹕新農業政策的諮詢文件指農業園的租金「將參照當時租用可

耕農地作耕種用途的平均市值租金而釐訂，並會按年調整」，我們擔心「平

均市值租金」有機會打亂農地租務市場，正收取平均市值租金以下的私人地

主，將會把租金提升，首當其衝的必定是農業園外的佃農 

 加劇囤地﹕政府沒有針對發展商囤積農地的問題，只靠「農業園」一招收回

私人農地，倒頭來似乎鼓勵發展商「先囤地，後等收地」 

 門檻極高﹕新農業政策的諮詢文件已列明農業園的構思，乃參照新加坡「農

                                                        
4 Natural England (2009). Agricultural Land Classification: protecting the best and most versatile 
agricultural land. http://publications.naturalengland.org.uk/file/4424325   
5 周以倫、連容純、廖光華、陳亭伊 (2006)，德荷日農地規劃利用管理及保護制度之研析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44003/1/95%E8%BE%B2%E7%A7%91-2.1.2-%E4%BC
%81-Q1%285%29.pdf   



業科技園」的經驗，規劃意向是「促進農業科學和農業商務管理方面的知識

轉移以提升生產力」，面對這種知識與資本要求極高的農業模式，一般傳統

佃戶根本無法入場，甚至轉型 

 將破壞農地發展的大型規劃合理化﹕農業園把「接收因政府的土地發展計畫

而需覓地復耕的合資格農民」納入目標之一，卻無周詳的農地規劃，變相將

農業降格為「農地補償」的討論，似為他日新界農地上多項規劃大計鋪路 

 

5. 長遠土地需求估算有疑問 

《2030+》中指經粗略估算，香港有需要物色逾 1,200 公頃土地，才能滿足長遠

的土地需求。然而之前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中除了界定「基本發

展情況」，也有就「低人口增長–中度經濟增長」及「高人口增長–高經濟增長」6

作出評估及建議應變機制，相反《2030+》卻沒有類似內容。 

 

另外，我們亦對多項估算的數字存有疑問。 

 

5.1 人口估算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2043年後人口將陸續由822萬回落至 2064年的 781萬，

當「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落成後，人口已開始進入萎縮期，住屋需求亦隨

之下降，諮詢文件卻依然建議 10%的緩衝作「調配空間」，把未來香港可容納的

人口提升至近 900 萬，若參考統計處較低人口推算的數字，2043 年的人口更只

有 783 萬，2064 年則回落至 714 萬7，顯然政府以 900 萬作規劃基礎，發展新界

北及東大嶼都會的理據並不充分。 

 

如前述，《2030+》沒有就其他發展情況作評估及建議應變機制，我們認為政府應

根據統計處提供的三組人口估算，重新評估概念性空間框架內各建議的必要性，

以及改善人口政策的方案。 

 

5.2 經濟用途的土地需求 

《2030+》的專題報告中根據各政策局/部門的意見，估計需要的工業相關用地為

248 公頃，包括工業邨(157 公頃)、科學園(26 公頃)、港口後勤設施(65 公頃)等，

即使減去預測土地供應 81 公頃，仍需額外 167 公頃土地。不過我們質疑現時的

工業相關用途的土地是否已用盡，如三個工業邨(大埔、元朗、將軍澳)以及馬料

水科學園，此外，不少新發展區及規劃發展亦已預留土地作「科學園」等科研用

途，包括古洞北、洪水橋、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以及剛公佈的落馬洲河套區

等。《2030+》應詳列各政策局及部門如何估算出需要 248 公頃工業相關用途，以

及現時各區的工業、科研用地的面積。 

                                                        
6 見《香港 2030 香港規劃遠景及策略最後報告》第十四章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comp_s/hk2030/chi/finalreport/pdf/C_14.pdf 
7
 見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表 A1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15062015XXXXB0100.pdf 



 

至於商業相關用地，當中有政策局/部門建議 9 公頃的食品批發市場，我們希望

得知該建議透過甚麼政策及規劃發展蘊釀出來。 

 

5.3 特別設施的需求 

專題報告列出的各類特別設施需求數字，惟細節欠奉，大部分的數字更標明「多

於」，我們質疑 428 公頃的長遠土地短缺量被高估。 

 

如服務沙田區約 63萬人口的沙田污水處理廠只需 28公頃，未來更建議遷入岩洞，

減少佔用地面空間，為何未來新增100萬人口卻需要130公頃土地作污水處理廠，

更無考慮把相關排污設施放入岩洞內？除沙田外，西貢、深井等地先後已開展研

究把污水處理設施遷入岩洞，故政府應同時評估岩洞等地下空間內興建新污水處

理廠的可行性。 

 

專題報告指石礦場及岩石加工設施約需要 90 公頃土地，但石礦場需要在現有特

定的位置出現，不會在填海而來的人工島上建設石礦場。 

 

建築及拆卸物料處理設施、廢物管理及處理設施分別預計需約 30 公頃及多於 40

公頃，而工業相關用途當中，亦有包括研究中的回收再造業相關設施，如「土木

工程拓展署及環境保護署正對建築相關及廢物回收再造/處理/轉運設施進行研

究」8，雖然未有實際數字，然而政府應解釋當中會否出現重覆計算。 

 

靈灰安置所估計需要多於 75 公頃土地，不過政府推動以地區為本的靈灰安置所

發展計劃，分別在 18 區物色到共 23 幅9可供發展靈灰安置所用地，屬新開發而

未用盡的土地，故不理解為何仍需物色如此龐大的土地，政府應交代如何得出多

於 75 公頃土地的估算。 

 

5.4 尚欠的土地需求 

除了未來估算，各政策局/部門提供也指出現有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其他設施仍

有短缺，共需約 66 公頃土地10，當中包括「康樂及消閒、醫療、污水及與水相

關設施，以及電力支站」，然而我們不明白目前短缺為何不能以短期的土地供應

                                                        
8
 見專題報告《綜合土地需求及土地分析》第 1.32 段 

http://www.hk2030plus.hk/tc/document/Consolidated%20Land%20Requirement%20and%20Supply%
20Analysis_Chi.pdf 
9
 見政府當局就公眾龕位的供應及現行的龕位配售制度所作出的回應(跟進文件)。政府物色到可

作骨灰安置所的土地原為 24 幅。位於沙田的富山靈灰安置所擴建用地，政府最終決定改為重置

富山公眾殮房之用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412cb2-1531-1-c.pdf 
10 見專題報告《綜合土地需求及土地分析》第 3.4 段

http://www.hk2030plus.hk/tc/document/Consolidated%20Land%20Requirement%20and%20Supply%
20Analysis_Chi.pdf 



模式解決，反而作為長遠土地供應的發展理據，合理化諮詢文件建議的「概念性

空間框架」。政府宜詳列該 66 公頃的土地短缺由來，以及釐清為何不能現有規劃

模式(如改劃土地用途、檢討已規劃項目等)去滿足需求。 

 

6. 對兩個策略增長區的意見 

6.1 新界北 

6.1.1 保護研究區內所有具生態價值地點 

新界北研究範圍內有不少具生態價值的地點，如濕地保育區、濕地緩衝區、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自然保育區、綠化地帶、鷺鳥林、具重要生態河溪等，這些生

態資源應獲充分保護，不能作任何發展。 

 

6.1.2 保育區內農地 

整個研究區內的農業資源豐富。古洞南一帶如長瀝、蕉徑的農地，土壤及農地通

道大致良好，列為質素良好11；丙崗雖有不少休耕農地，但天然水源仍然充足12；

坪輋以往是新界東北的農業中心，區內不少屬優質農地13，位於大埔田、下山雞

乙以東一帶仍有常耕農地，已註冊有機認證的農場也有數十個；軍地、馬尾下、

大塘湖、萊洞曾有不少常耕農地，近年因丁屋及蓮塘/香園圍口岸連接路工程而

銳減，農地(無論是常耕或荒廢)現時較集中於軍地、吳屋村及萬屋邊一帶。 

 

要促進、保護區內農耕活動，以及保留鄉郊特色，保育農地及保留農業必須作為

規劃指導原則之一，禁止作任何基建、房屋等發展，而非如諮詢文件所言「盡可

能保留常耕和優質農地」。禁止改變用途的農地，也應包括一些原劃作發展而又

具復耕潛力或緩衝功能的農地，特別是位處鄰近后海灣濕地及邊境禁區一帶的農

地及魚塘，同時亦應按農地的不同性質，制訂相應的農業模式。 

 

6.1.3 完善規劃棕地 

整個研究範圍內有大量棕地，諮詢文件內建議改作住宅、商業等發展，我們關注

此舉是否代表政府集中處理零散的露天貯物用途土地，改善鄉郊環境，還是只做

好取締功夫，但沒有考慮棕地上的用途遷往其他鄉郊農地/綠化地帶，變相只把

環境問題轉移到其他鄉郊地方，特別是未有法定規劃圖則覆蓋的地方。另外，政

府亦應參考美國及英國設立修復棕地的政策，阻止棕地進一步擴張，破壞城市及

郊野的環境。 

 

6.1.4 交通基建對環境的負荷 

諮詢文件列出多條可能的交通延伸，把整個新市鎮與其他地方連接，然而當中並

無提供任何資料。事實上根據《鐵路策略運輸 2014》，早有透露「根據發展新界

                                                        
11 http://www1.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tc/S_NE-KTS_15_c.pdf#nameddest=AGR 
12

 http://www1.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tc/S_NE-PK_11_c.pdf#nameddest=AGR 
13

 http://www1.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tc/S_NE-TKL_14_c.pdf#nameddest=AGR 



北的政策倡議，新界北的研究正探討於該處建造一個新市鎮和就業組群，因此我

們有需要為延伸北環線預留彈性，以配合新界未來的潛在發展(例如粉嶺北、坪

輋/打鼓嶺/恐龍坑)」，我們非常關注鐵路若延伸至該區，其帶來的累積影響將加

劇一帶環境負荷。 

 

諮詢文件已表明「考慮在新田附近增設擬議的北環線中途站，善用以公共交通為

本的發展所帶來的潛力」。新田以至北環線的走線沿途有不少濕地，將直接受到

影響，特別是新田一帶的魚塘，大部分均位處「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

界線內。我們不支持以符合成本效益為由，以鐵路刺激沿線土地發展，推高整體

鄉郊地區的發展密度，犧牲一帶環境資源。我們要求工程必須緊守「濕地無淨損

失」的原則，保存當地濕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此外，位於圍仔、新田及新圍村還

有不少林地，將來鐵路走線會否影響它們與周邊生境連繫也需研究。 

 

6.1.5 土地用途內容混亂 

多幅「概括土地用途概念」的土地用途內容混亂，如把「綠地、康樂用地、農地、

原有鄉郊民居」以同一綠色標示表達，這些土地當中不少現時已劃作「農業」、「綠

化地帶」用途，然而到底這類具農業、生態等價值的地方是否將獲完整保護，還

是已改作康樂等發展用途。又如「現有/已計劃/已承諾的發展」，雖然部分屬已

有的「政府、機構或社區」或「鄉村式發展」用途，但亦有不少用地本身並無任

何發展計劃，政府宜清晰交代。 

 

6.1.6 新界北新市鎮 

A 科學園/工業邨對生態的影響 

我們反對在香園圍科學園/工業邨的選址，尤其關注選址對平原河上游的影響，

平原河上游部分也流經此地。該段平原河仍未經河道化，保持天然面貌，邊境禁

區研究的策略性環評中把該天然河流評為「中等」生態價值，亦指有條件納入「具

重要生態河溪」之一14，故平原河以及河旁兩岸都不應受發展影響。此外，選址

內亦有林地，這些地方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已劃作綠化地帶，保存其天

然狀態，故亦不應作任何發展。 

 

科學園/工業邨的位置現時大多劃作「康樂」用途(圖一)，要保護區內鄉郊景致及

生態，這些地方反而應改劃作「綠化地帶」或其他有保育意向的土地用途。 

 

B 「農業旅遊區」與一般大眾旅遊無異 

對於「把香園圍以東闢設農業旅遊區，以保存該處的農業及鄉郊景觀」的建議，

我們留意到休閒農業近年成為農業轉型的大趨勢，但不少休閒農場的重點卻放在

「休閒」、「康樂」的部分，涉及農耕的部分極少。我們擔心所謂的「農業旅遊區」

                                                        
14
見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第 7.7.5.4 段 Natural Streams 

http://www.epd.gov.hk/epd/SEA/eng/files/LandUsePlanningforClosedArea_Chp7[1].pdf 



會以動物園、野戰場、釣蝦場、機動車作招徠，而且涉及更改河道、大規模清除

植被、填塘等行為，嚴重破壞農地生態環境。 

 

諮詢文件的圖則標示作「旅遊/休閒」的位置，當中有不少常耕農地，惟有關保

存農地、繼續維持農耕活動等規劃意向卻全無提及。我們認為除應強調保護農業

的規劃意向，政府應主動規管休閒農場，包括「休閒農業」的定義，為農場內各

區域、用途、設施訂立標準等，不接受以「休閒農業」作包裝的一般大眾旅遊模

式。 

 

C 改善道路將加劇傾倒建築廢料問題 

我們亦十分關注區內道路網絡對環境的影響。規劃蓮塘/香園圍口岸的連接路時，

區內並未再規劃其他發展項目，然而現時連接路兩旁卻有科學園、知識及科技走

廊的新重點用途，諮詢文件的規劃大綱及圖則未有顯示連接路將有支路接通這些

地區，但可以預期政府未來會以逐區各發展項目為藉口，合理化任何相關交通配

套，同樣的情況亦適用於蓮麻坑路改善計劃上。近年該區開放後的傾倒建築廢料

情況嚴重，我們擔心道路改善後將令傾倒問題惡化，特別是不少劃作「康樂」用

途的私人土地，本身規劃上沒有任何填土限制，加上其他法例亦有漏洞，政府部

門無法可執，香園圍僅餘的綠化空間將會消失。 

 

我們認為邊境一帶的道路應有更嚴謹的交通限制，如禁止泥頭車進入、進入部分

路段需先取得許可證等，不應再有任何興建及擴闊道路工程。 

 

D 區內潛在堆填氣體危害 

我們留意到「知識及科技走廊的新重點用途」、「旅遊/休閒」的部分用地，位處

「堆填區氣體風險評估」擬定的 250 米諮詢區內(圖二)，這些地方並不適合任何

發展，應剔除在發展範圍。 

 

E 關注對坪輋鷺鳥林的影響 

坪輋區內有一個由池鷺使用的鷺鳥林，然而未來鷺鳥林四周將被住宅、商業、知

識及科技走廊的新重點用途等包圍。鷺鳥一般在其方圓二至四公里範圍內覓食15，

我們特別關注池鷺會否飛到發展區內一帶農地覓食，未來整體發展密度及建築高

度會否影響到它們的飛行路線，政府必須提供更多數據。 

 

6.1.7 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A 濕地緩衝區內設商業用地不符規劃指引 

位於新田村路以南及落馬洲公共交通轉車站以北的土地，諮詢文件內建議劃作商

業用途，然而根據「濕地緩衝區」(圖三)的規劃意向，提及「容許在區內進行適

                                                        
15

 見 Wong, L.C., Lam, W.Y. and Ades, W.J. (2009). Ecology of the bird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Kadoorie Farm & Botanic Garden 



當的住宅/康樂發展，藉以鼓勵遷離露天貯物用途及/或修復部分已喪失的魚塘」
16，當中並無包括商業用途，我們質疑建議會否違背后海灣一帶規劃的原意。雖

然最近區內曾批出邊境購物中心的商業項目，然而該申請只屬臨時性質，更重要

的是該項目需通過城規會審批後才獲通過，現時的建議或意味著任何商業項目未

來都不需先向城規會申請，削弱政府及公眾監察的能力。 

 

B 新田一帶發展的累積影響 

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帶來的累積影響，不應只計算研究範圍內的發展，事實上

位於研究範圍以外旁亦有不少正規劃中的大型發展項目，特別是新田一帶的「濕

地改善區」及「濕地復修區」，再加上其他如住宅(丁類)、鄉村式發展等發展用地，

其累積影響對后海灣「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的壓力不能低估。 

 

6.1.8 文錦渡物流走廊 

位於羅湖道一帶的常耕及荒廢農地，生態上除了與鄰近魚塘甚至塱原濕地的雀鳥

有密切連結，也吸引在河上鄉鷺鳥林繁殖的池鷺前來覓食，而這裏的濕耕農地長

期錄得罕見的彩鷸，相信這裏作為彩鷸繁殖地的可能性亦十分高17。2015 年，曾

有人向城規會提交規劃申請，要求把一帶農地改作「邊境購物城」，城規會先後

否決了該申請及覆核，當時漁護署的意見指該處的復耕潛力高，也有不少濕地生

境(如河溪、魚塘、已荒廢的濕農地等)18。 

 

現時該地將建議作物流用途，要進行有關發展，大規模的土地平整工程將在所難

免，必定對生態做成無法逆轉的影響。事實上，最近該濕地已被傾倒泥頭及移除

大量植被(圖四)，我們非常擔心已有人企圖「先破壞後發展」，先刻意製造既定事

實，方便將來大興土木。因此我們反對在該處進行任何發展。 

 

6.2 東大嶼都會 

6.2.1 未能充分證明計劃的必要性 

政府估計「東大嶼都會」能容納 40 至 70 萬人口，以解決房屋需求問題。然而如

前面所述， 2043 年後人口將陸續由 822 萬回落至 2064 年的 781 萬，人口已開

始進入萎縮期，住屋需求亦隨之下降，因此，「東大嶼都會」與未來房屋供應未

有明確的關係。我們質疑政府以人口持續增長的趨勢作規劃，進行過度發展，漠

視環境的承載量。 

 

計劃亦提及「東大嶼都會」將定位為香港的第三個商業核心區，與中環的商業核

心區和大嶼山發展產生協同效應。「東大嶼都會」的小冊子中指出「東大嶼都會」

                                                        
16

 見規劃指引編號 12C 第 6.4 段﹕http://www.info.gov.hk/tpb/tc/forms/Guidelines/pg12c_c.pdf 
17 見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第 7.7.4.3 段 Sandy Ridge area 

http://www.epd.gov.hk/epd/SEA/eng/files/LandUsePlanningforClosedArea_Chp7[1].pdf 
18

 見 2015 年 10 月 16 日城市規劃委員會第 1096 次會議紀錄第 43(d)(iv)段

http://www.info.gov.hk/tpb/en/meetings/TPB/Minutes/m1096tpb_e.pdf 



能「供應土地以滿足甲級寫字樓和其他商業用途」。事實上，根據《檢討甲級寫

字樓、商貿及工業用地的需求》顧問報告，非商業區核心區的甲級寫字樓和一般

商貿所提供的淨土地面積在短期至長期均有盈餘，而報告亦提及商業核心區和非

商業核心區的樓面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可互換。單從數字上看，非商業核心區的盈

餘在短期至長期的盈餘均足以應付商業核心區的短缺，能紓緩商業核心區的甲級

寫字樓的短缺。由於部分對辦公室地點敏感的企業傾向留在商業核心區，面對此

類情況，政府可考慮研究提升現有具潛力的非商業核心區（如鰂魚涌等）的吸引

力，一方面能善用非商業核心區的盈餘，另一方面提供足夠空間應付跨國企業的

需求。 

 

政府未有充分理據證明興建「東大嶼都會」的需要，由於計劃涉及大規模填海和

多項大型基建，我們擔心計劃將淪為另一項「大白象工程」。政府亦應優先考慮

其他增加土地供應方案，例如棕地、政府閒置土地等，善用社會上現有的資源，

避免破壞大嶼山珍貴的天然資源。 

 

6.2.2 令人憂慮的居住環境質素與就業機會 

「東大嶼都會」稱可提供約 1,000 公頃的土地，能容納近 40 至 70 萬人口。假若

有 70 萬人同住在 1,000 公頃的土地上，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70,000 人，「東大

嶼都會」將會成為全港最高人口密度的區域，比 2016 年全港最高人口密度的觀

塘區（每平方公里 57,530 人）高出近 1.2 倍。擠迫的環境會為市民的生活質素帶

來負面的影響，與 2030+中所提倡「提升宜居度對促進市民的健康、福祉，以及

締造優質生活環境十分重要」相違背。此外，文件中一邊廂提到「為實踐可持續

發展，我們需要改造發展稠密的市區，並同時優化新發展區的發展」，另一邊廂

卻提出一個比現時市區更稠密的「東大嶼都會」新發展區，令人質疑計劃是否能

有效提升本港的可宜居度。 

 

《檢討甲級寫字樓、商貿及工業用地的需求》顧問報告中指「東大嶼都會」將會

塑造成一個「金融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樞紐」，並利用機場區域和新經濟基建設施

帶來的機遇。回顧過去的新機場發展，當年政府為了支援新機場而發展東涌新市

鎮，以提供勞動人口。然而，2011 年的統計數字指出，只有不足一成的東涌居

民是原區就業，原因是該區欠缺適合居民的就業機會。東涌居民的就業問題尚未

改善，便再貿然發展一個定位為香港的第三個商業核心區的「東大嶼都會」，同

樣地難以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機會，以致大量市民需跨區工作，加劇大嶼山交通擠

塞、居所與地點分布失衡、空氣污染問題。再者，上文中曾提到政府在未有充分

的資料證明計劃的必要性下，便以「能提供 20 萬職位」作為支持發展東大嶼的

原因，實存有誤導市民的成分。 

 

6.2.3 保護大嶼山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大嶼山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濃厚的文化氣息，整份「東大嶼都會」計劃中雖



然多次提及「生態」，表面上支持可持續發展，實際上卻沒有提出積極保育的措

施，所有有關生態的內容都只是為發展而提出的生態補償。 

 

縱然現時策略性環境評估的報告尚未完成和公開，但是政府已急於推出公眾諮詢，

導致公眾需在未了解清楚環境的現況下表達意見。加上並非所有在大嶼山的發展

計劃都有納入現時進行中的《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政

府「斬件式」地進行評估和諮詢公眾，將無法反映各個發展項目對環境所帶來的

累積影響，做法並不公允。由於「東大嶼都會」需要大量的交通配套以大嶼山、

香港、九龍、屯門等地，我們深切關注此項發展對各種生境帶來的直接及間接影

響，包括運輸、交通模式、基建設施，即大橋、隧道及相關工程（如斜坡、平整

工程）所導致的影響。附近水域航運船隻的流量增加亦會危害漁業資源。 

 

我們反對在大嶼山進行任何大型發展，包括「東大嶼都會」。大嶼山作為一個整

體，規劃應以保育作為大前提，促請政府實施環團建議的一系列保育措施19，捍

衞大嶼山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人與自然的緊密關係。 

 

6.2.4 符合綠色、全面的交通運輸策略 

A 實施交通管制 

1970 年代起嶼南的道路已劃為 24 小時封閉道路，這個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

今天，交通管制能有助實踐南大嶼保育的規劃意向，減低南大嶼由社區而來的發

展壓力，而現時南大嶼的道路標準多處仍未逹標，不適宜容許更多車輛進入，以

免危及市民的安全。 

 

然而，2016 年 2 月，運輸署不理環保團體和當地居民的反對，強行放寬了封閉

道路的交通管制，分別容許每日 40 部旅遊巴和平日 25 部私家車進入封閉道路，

對當地的環境和社區造成騷擾和影響，更會向地主製造一個錯誤的發展期望，破

壞當地的生態環境，故此應維持現時南大嶼封閉道路的管制。 

 

B 關注交通基建對環境的破壞 

「東大嶼都會」的策略性道路系統會入侵郊野公園和許多生態敏感地區，為南大

嶼山、梅窩等地帶來龐大的發展壓力，我們擔心會增加「先破壞、後發展」，令

生態破壞進一步蔓延至大嶼山各個地方。郊野公園、南大嶼山、東涌灣、其他重

要生態價值的地點及周邊地區都不應設立新路，而任何道路的興建都須有充分的

理據，符合成本效益和確保不會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並應先諮詢公眾。 

 

建議中的大嶼山南北連接有如當年大嶼山南北連接路的翻版。大嶼山南北接路

(或稱大蠔灣方案)以往曾研究十七條走線，而最終選出的方案的環評報告分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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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2016 年 4 月 8 日「先發展無保育」 大嶼山勢變醜小鴨 環團促先有保育方案及交通限制 

http://www.cahk.org.hk/show_news.php?u=83 



1999 年 12 月及 2000 年 11 月兩度被環保署否決，原因是走線嚴重危及錄得得超

過四十六種以上淡水魚的大蠔河、錄得八十三種雀鳥的鹿地塘濕地、錄得不少雀

鳥及兩棲類的蓮花山林地、發現到受保護的盧文氏樹蛙及香港瘰螈的龍尾坑等具

高生態價值地點。 

 

2001 年初，環諮會及立法會曾討論替代方案20，其中雙管隧道方案因高昂的建設

及維修費用、隧道口區域及相關接駁道路所面對的環境及收地問題而放棄，而另

一條連接梅窩及小蠔灣的新路面路線，經研究又發現小蠔北岸一段道路的坡度十

分陡峭，如採用另一段迂迴路線，會嚴重影響該處及北大嶼山公路的景觀。 

 

過往的研究，已經指出相關路段的困難和限制，審計處在 2013 年曾出一份關於

東涌道改善工程的審計報告21，當中便批評路政署沒有考慮在具生態價值地點施

工前所面對的挑戰，反映政府現時沒有汲取當年的教訓。 

 

我們也非常關注北大嶼山沿海公路對北大嶼山海岸環境的影響。大嶼北的多條鄉

村早在大嶼山開發之前已經存在，以往居民以務農為生，後來亦維持鄉郊式的生

活模式，保留了原來鄉村風貌。規劃署 2013 年發表的。人口分布推算 2013– 

2021」，䃟頭、䃟石灣、沙螺灣、深石村、深屈及分流的人口總和只有 1,200 人，

大澳約有 2,400 人，我們對花費 47 億公帑以興建公路的效益存疑。開拓公路

無疑會為現有居民帶來方便，但徵收土地、引入更多人口，甚至大型發展，無疑

會破壞現有的寧靜居住環境，破壞現有的氣氛及原有社區的特色。這些複製市區

的發展模式，只會削弱社區的鄉村文化及生態吸引力，無助永續發展。政府應取

消大嶼山北沿海公路的研究。 

 

C 加強對工程車輛的管制 

為防垃圾及建築廢料胡亂傾倒，政府應對進出南大嶼山東涌谷及東涌灣的施工車

輛及機器實施採取特別措施，如在東涌道前的位置設立檢查站，派人看守，並在

南大嶼進行巡查，以防止泥頭車在沒有法定保護的地區非法傾倒建築廢料。 

 

針對泥頭車和現時南大嶼沒有被納入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情況，為了保育大嶼山，

避免貝澳被泥頭淹沒的事情蔓延，在未有其他妥善政策的支持下，政府應嚴懲曾

在大嶼山非法傾倒建築廢料泥頭車司機，甚至考慮吊銷他們的泥頭車牌照。 

 

6.2.5 喜靈洲 

喜靈洲的定位為住宅小鎮，惟政府在未有具體的規劃下，便提出搬遷懲教措施。

喜靈洲是罕有的香港雙足蜥的棲息地，由於現時來往喜靈洲的交通有限，能有效

                                                        
20 2001 年 1 月 19 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大嶼山南北連接路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tp/papers/a464c03.pdf 
21

 2013 年 3 月，審計處關於東涌道改善工程的審計報告

http://www.aud.gov.hk/pdf_ca/c60ch06.pdf 



控制往來的人流。即使日後政府打算在避風塘位置填海發展住宅或商業用途，但

是估計前往喜靈洲的人流將大增，為香港雙足蜥、島上的生態和海洋生態帶來前

所未有的威脅。 

 

6.2.6 交椅洲 

「東大嶼都會」計劃於交椅洲填海約 800 公頃，以設立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由於

交椅洲附近有多個珊瑚群落，大規劃填海造地會影響珊瑚生長。由於現時未有充

分關於該區珊瑚的資料情況，該處或擁有具保育價值的品種，加上現時未港未有

移植珊瑚的例子，我們對文件中提到遷移珊瑚的做法有所保留，政府在現階段已

提及如何補償珊瑚區實是言之過早。 

 

6.2.7 梅窩 

梅窩擁有多樣化的生境，包括淡水及鹹淡水沼澤、廢棄魚塘及河口，是水鳥及依

賴濕地鳥類的重要棲息地。除此以外，梅窩是不少珍稀物種的棲息地，包括香港

特有種盧氏小樹蛙、百娜灰蝶等，其生態價值毋容置疑。我們擔心發展會影響梅

窩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以及梅窩獨特的鄉村風貌。 

  



圖一 科學園/工業邨的位置現時大多劃作「康樂」用途 

 

 

圖二 「堆填區氣體風險評估」擬定的 250 米諮詢區 

 

  

科學園/工業邨 

「堆填區氣體風險評估」

擬定的 250 米諮詢區 



圖三 建議中的商業用途(紅色及紅箭咀示)，大部分位於「濕地緩衝區」(深藍

色線示)內 

 

 

圖四 羅湖道近沙嶺墳場的荒廢農地，被傾倒泥頭及移除植被，位置正位於建

議中的文錦渡物流走廊 

 

濕地保育區(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 

商業用途 

濕地緩衝區(Wetland Buffer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