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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擔任荃灣區議會地區規劃、發展及設施管理委員
會主席一職，感任重而道遠。

荃灣自 1961 年成為衞星城市，轉眼間已經六十
年 了， 滄 海 桑 田 幾 變 更， 由 最 初 的 漁 港 農 村，
七十年代搖身一變成為工業重鎮，再於九十年代
慢慢轉型至 商 業 及 服 務 性 行 業， 可 謂 整 個 香 港
經濟轉型的縮影。

地理上荃灣處於一個非常獨特的戰略性位置，它不
單止是新界第一個衞星城市，而且扼著來往新界與
九龍的要塞，也是地鐵荃灣線的起點站，在規劃署
角度，更列入「都會區」，可說地位特殊。

荃 灣 的 海 岸 線 隨 著 發 展 不 斷 南 移， 而 已 建 設 的 地 方 範 圍（built-up 
areas）也不斷擴大，七十年代市鎮重心緊扣青山公路（荃灣段）、眾
安街和沙咀道，經歷多次填海，現在已分散至沿楊屋道的荃新天地和位
於海盛路的荃灣廣場，而海岸線現在更伸延至海之戀，現在已是一個人
口三十多萬的市鎮。

荃灣區一直以來皆沒有很系統性的城市規劃，所以發展起來有點雜亂無
章，又或可說為亂中有序，當中因沒有完善規劃而衍生出來的問題包括
交通擠塞，例子有東荃灣工業區，也有民居鄰近工業大廈而產生的環境
噪音問題。今屆區議會，我們銳意致力從改善城市規劃，為荃灣居民提
升生活質素。由於區議會屬諮詢組織，為了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更專業
和更有力的建議，我們今屆議會特意邀請了學術機構進行一個荃灣全盤
的規劃研究，為建構一個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荃灣打好基礎。

這份報告是學者及其團隊的精心傑作，希望大家能享受閱讀箇中的研究
結果和精闢見解，我們也會分發予相關政府部門供其研究和考慮。

荃灣區議會
地區規劃、
發展及設施管理
委員會主席
陸靈中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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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1.1  研究背景
荃灣區有著不少天然地理優勢，位於大帽山山下，水源豐富，環境清幽。早在十七、十八世紀，
已有居民聚居在大帽山上，以務農為業。到了十九世紀，大帽山山腳和較為近海的位置也開始
有零散的居民聚集（Leung，1972， p.97）。直至二十世紀初，荃灣有十三條客家村，聚居
人口達兩千九百九十，他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ibid, p.97）。

一九一九年，青山公路開通，連接了荃灣和其他九龍市區，運輸網絡的發展促進了荃灣區內的
工業活動（Fung, 2016）。受惠於「工業遷移」，荃灣在四十年代末開始了「工業革命」，令
區內人口不斷增加（Leung, 1972, p.100）。可惜，由於發展急速，欠缺完善規劃，以至荃灣
的城市外觀有點淩亂，而政府也沒有提供相應的設施和基礎建設（如：交通設施、污水設備等）
來回應工業發展和人口增長（ibid, p.102）。

至五十年代末，荃灣開始新市鎮的規劃。六十年代的荃灣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工業區，但是
交通、房屋和社區設施等規劃和設計也未能跟上當區經濟發展，以及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影響。
為了取得更多土地以維持這個新市鎮的發展，自六十年代起，政府決定展開大規模的填海工
程，以提供住宅（例如：大型的公共屋邨 -- 福來邨）、商業、工業、社區設施和公共空間（ibid, 
p.106-107）。

根據 Fung（2016），沙咀道是荃灣最初的海岸線，填海工程令荃灣的海岸線延至德士古道和
楊屋道等地段。直至八十年代，工廠紛紛撤出香港，而荃灣早期的工業用地也陸續重建成商業
大廈、私人屋苑和大型商場。土地利用的轉變吸引更多市民住進荃灣。一九九九年，當時的規
劃環境地政局提出在荃灣海灣作進一步填海，填出約 31 公頃的土地，其中 44.7% 規劃作住宅
用地，20% 作休憩用地，以滿足長遠房屋發展、運輸基建和社區必要設施的需要（立法會規
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1999）。

這二十多年間，有更多大型住宅和商業項目在區內落成，大部分集中在荃灣市中心和荃灣海灣
的位置，不但增加了區內的居住人口和密度，更洐生出各式各樣的交通、住房和環境問題等，
大大減低了荃灣區的宜居程度。有見及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分析荃灣市中心的承載力，並思考
如何從改善區內交通等問題著手，與區議員和街坊共同探討一些可以令荃灣社區變得更健康、
更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1.2  目標
研究荃灣的市區承載能力並從規劃（包括交通）的角度，提出建議以建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
荃灣。

前言



17

1.3  目的
・ 研究荃灣的承載力，並就其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出建議；
・ 為區內探討一個合適的願景，並就其規劃及管理措施提出建議，以：
 ・ 提倡建設「健康的街道」：令區內街道更行人友善，鼓勵更多市民步行，促進公眾

健康
 ・ 建設更完善的街道和社區 ：一個可以讓市民感到安全、方便、能進行多元化活動的

完善街道和社區
 ・ 改善區內的易行度
 ・ 增強區內設施、藍綠空間和文化遺產等的可達度和連結性
 ・ 解決區內交通擁塞和路邊泊車的問題
 ・ 探索鼓勵區內居民使用單車和相關設施的可能性

透過基線研究，收集有關荃灣區內歷史、自然環境、建成環境、人
口等數據和資料，其中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 制度承載力
・ 社會承載力

研究團隊將倡議一套評估承載力的框架，並綜合相關數據和資料，
評估荃灣的承載能力，以便就荃灣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出建議方案
和目標，並會在研討會上向區議會議員和有關團體作進一步討論。

透過數據收集及舉行社區工作坊，研究團隊希望能：
・ 識別荃灣現時的通道設施問題
・ 研究團隊進行文獻研究
 ・ 以工作坊形式，與區議員、有興趣的地區團體及人士等共同

探討區內的道路交通情況；泊車及路邊空間使用的相關議題；
區內容易行度、可達性和連接性的問題；藍綠設施（如公園、
海濱等）及文化古蹟的可達性；行人（及長者）友善環境（易
行度）；以及單車的可行性及相關設施等

・ 擬訂荃灣的規劃（包括交通）願景
 ・ 透過文獻探究，研究團隊會為荃灣提出一些合適的願景（如

健康街道、健康生活、健康城市）以作參考；
 ・ 就研究團隊所建議的願景，邀請區議員、有興趣的地區團體

及人士等共同商討並擬訂願景
・ 就現有的城市發展和交通問題，按達成的規劃願景，研究團隊會

建議一系列的規劃、行動或管理措施，並舉行研討會邀請區
議員及地區組織／人士商議最終定案

研究荃灣的承載力
(Wei et al., 2015)

為區內探討一個合適
的願景，並就其規劃
及管理措施提供建議

研究目的 研究內容及方法

前言

1.4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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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日程（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１月）

* 與區議員及地區人士瞭解在地知識

1.6  研究框架：城市承載力
承載力這概念源於生態學。根據 Dhondt（1988），承載力沒有絕對定義，而是因內在與外在
環境和不同品種而異。Rees（1992）則把承載能力定義爲「在不損害相關生態系統功能的完
整性和生産力的情况下，爲特定區域無限期維持最大的資源消耗和廢物排放率」。其實城市可
說是生態黑洞，它們的存在皆仰賴外部的資源（Rees, 1992）。每一個城市的存末都得靠「盜
取而來的承載力」（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所以我們要謹記：經濟的持續性是建
基於生態系統的韌性（Arrow et al., 1995）；而社會的承載力則是社會的體制和相關資源消耗
模式所能維持的最大人口規模（Daily and Ehrlich, 1996）。

雖說城市是生態黑洞，一般我們談論到城市承載力，都會探索四大要素：環境生態（能源，綠
地）；城市設施（道路，地鐵系統，供水，污水處理和廢物處理）；公衆的看法；和制度發展（Oh 
et al., 2005）。城市的承載力取決於人類活動，人口增長，土地利用和發展，有沒有造成城市
環境的嚴重退化和不可逆轉的破壞（Oh et al., 2005）。無獨有偶，Wei et al.（2015）對城市
承載力的定義也是取决於城市支援系統可以永久支持的人口增長，城市發展和社會經濟活動的
規模，而不會造成明顯的退化和不可挽回的破壞 。一般的城市承載力有五個主要組成部分：環
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基礎設施和城市服務；公眾的看法； 機構設置； 和社會支持能力（經濟、
技術和財政能力）。由於我們的研究時間短缺，所以只會從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基礎設施；
城市服務；制度和社會支持能力；和交通問題這五方面去探索荃灣的承載能力。

1.7  報告內容
在探討荃灣城市承載力之先，我們會先瞭解荃灣的發展歷史和人口狀况。往後的五個章節將會
探討荃灣城市承載力的五個部分 1。第九章會根據承載力的研究提出荃灣往後發展的願景和作
一個優劣機危的分析。根據優劣機危的分析，第十章將提出一些短、中和長期的方案和繼續研
究的方向，供區議會和荃灣的居民參考。

  9/2020 10/2020 11/2020 12/2020 1/2021
承載力研究     
擬定建議  *   
地區交通議題研究              需要區議員及地區人士
                    共同研究  
願景研究    * 
擬定建議     *

前言

  1 報告內的統計圖表，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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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發展歷史

2.1  地理特徵
荃灣為本港「第一代新市鎮」；於六十年代初正式發展，亦是唯一一個位於都會區（香港市區）
的新市鎮。荃灣區的北面以山地為主（包括荃景圍、荃錦公路、石圍角邨至梨木樹邨）；青山
公路荃灣段、大河道、沙咀道及德士古道之間以南的土地大部份均是填海得來。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19 荃灣區內人口約 311,800 人（政府統計處，2020a），在 2019 年
數個新私人屋苑啟用後，研究團隊估算區內人口會升至 322,885 人。而區域面積大約為 60.7 
平方公里。荃灣區人口不斷增加，政府為了減輕區會資源分配的負擔，重新劃分地方行政區；
於 1985 年 4 月 1 日成立葵涌及青衣區議會（後改稱葵青區議會）並同時將荃灣區重新劃界。
東面以城門道、和宜合道、昌榮路、青山公路及德士古道為界，南面以汀九海岸線和馬灣海峽
為界，西面仍以青龍頭嘉龍村為界，北面仍以大帽山郊野公園近荃錦坳和城門郊野公園近鉛鑛
凹為界（馬灣及大嶼山東北部（包括陰澳、竹篙灣）仍歸屬荃灣區）。 

2.2  荃灣歷史 
荃灣歷史早在宋代（1277 年） 已有記載 – 帝昰避元軍走至淺灣（荃灣）。清代時（1662 年），
為斷絕盤據台灣的鄭成功利用沿海居民反清，清廷下令沿海 50 里居民內遷。復界後（1684
年），新界原居民返回，客籍鄉民亦遷入建村。1898 年，當英政府接管新界時，荃灣只有 3,000
人口；分別聚居於沿海地帶、城門河谷、葵涌、青衣及馬灣一帶（明報，2008） 。大多鄉村
集中在城門谷：1,000 人，荃灣本區：1,000 人，剩餘約 1,000 人則散居各處。 亦有少量漁民
在荃灣港和其他停泊地點聚居（荃灣區議會，1991）。 

2.3  土地面積 
繼觀塘之後荃灣在 1959 年正式被規劃為新市鎮。荃灣是新界第一個發展的新市鎮，亦稱衛星
城市，沿用花園城市「自給自足」及「均衡發展」的概念。荃灣新市鎮包括了荃灣、青衣及葵
涌等區，預算可容納 100 多萬人。為容納住宅區、工商業區、政府及社區設施、公共休憩及綠
化空間，以及交通基建等，政府先於荃灣沿岸及醉酒灣（1959-1967 年）進行填海，其後並在
青衣島及南岸填海（1968-1977 年），而其後年份亦陸續有各項填海工程。根據香港統計年刊
的資料，荃灣區的土地面積由區議會選舉為獨立計算起，由 1986 年的 59.65 平方公里，持續
上升至 2018 年的 63 平方公里（圖 2.1）。 

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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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荃灣土地面積（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不同年份）

2.4  填海工程及海岸線變化 
殖民地政府於 1959 年通過將荃灣計劃為新界第一個新市鎮。之後，為提供足夠的土地資源作
發展，由 1950 年代至 2000 年代在荃灣沿岸進行了多次填海工程。在荃灣市區歷年的填海面
積總共達 1.27 平方公里（1,270 公頃）（表 2.1）。 

由下圖（圖 2.2）可見荃灣市區海岸線經歷不同年代的填海工程的變化（包括柴灣角工業區、
福來邨、祈德尊新邨、荃灣廣場、如心廣場、萬景峰、爵悅庭及德士古工業區）。

資料來源：以 ArcGIS　於 http://www.hkmaps.hk/
mapviewer.html 計算。

 填海工程年份 面積（平方公里）
 1957 0.23
 1962 0.56
 1985 0.22
 1987 0.21
 2000 0.06
 總共 1.27

發展歷史

表 2.1 荃灣區填海工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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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荃灣填海工程及海岸線變化（圖片來源：作者：2020） 

2.5  歷史印記 
南豐紗廠 The Mills 

1954 年啟用及落成為當其時香港最高生產量的製衣業工廠，紀錄了當時紡織及製衣業在推動
本地工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 。2014 年，南豐集團慶祝六十周年，宣布活化南豐紗廠，以
荃灣工業歷史、紡織文化爲根，以推動本地文創，成為一個深受年輕人 / 文青歡迎的「打卡」
消閒熱點。 

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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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區內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物 
荃灣歷史悠久，擁有不少的文物文物古蹟（圖 2.3）當中亦包括不少的廟宇。表 2.2 介紹了荃
灣區內的兩個法定古蹟。

圖 2.3　荃灣區內的古蹟與歷史建築（圖片來源：作者，2020）

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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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荃灣區內的法定古蹟

荃灣三棟屋村 
於 1981 年被正式列入為法定古蹟，經復修後，現為三棟屋博物館。三棟屋是典型的客家圍村，
於 1706 年由陳姓客家人建立； 反映了當時十八世紀客家族群從廣東移居本港的歷史以及客家
傳統文化（及傳統家庭觀念）。

三棟屋原先只有三列房舍，後人先後在村的兩旁及後面加建房舍。位於中軸線上的正廳，擺放
了陳氏先祖的神位，面向正門，正門石楣上刻有「陳氏家祠」四字。當時他們於荃灣聚居，建
立自己的家庭，並填平沿海的土地作耕種之用。

荃灣海壩村古屋 
1986 年被正式列入為法定古蹟，後與附近一帶發展為荃灣德華公園。原為客籍人士於十八至
十九世紀期間所建，以夯土、青磚和木材建造而成。富有中國南方傳統鄉村建築特色，又見證
了荃灣初期的聚居歷史。 

資料來源：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2020； 古物古蹟辦事處，2020

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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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荃灣社會經濟發展  
二戰後，1949 年中國政權變更，大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其中有些企業家携帶資金和技術到
香港重建業務。韓戰期間，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作爲當時中國入口外國貨物的中介，香港
的轉口貿易大受打擊，貿易數字銳減。幸好由中國涌入大量廉價勞工及資金，爲香港發展非資
源密集工業造就了條件。製造業也開始蓬勃發展。

荃灣為香港工業化的一個主要區域。由於位處新界的荃灣與九龍市區的地理位置較其他新界區
域接近，擁有交通方面的優勢，而且基礎建設充足，故港英政府把荃灣地區（包括荃灣、青衣
及葵涌）規劃作工業區。而荃灣地區於 1970 至 1980 年代亦成功轉型為香港的工業重鎮。可
是中國於 1978 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加上香港的勞工成本及土地價格日漸增高，香港失去勞
工密集工業的相對優勢。香港資金便開始湧進工資及土地價格都相對較低的中國，以減低工業
生產成本。在製造業衰退時，進出口貿易、批發和零售、以至金融業卻開始在香港蓬勃發展。 
圖 2.4 和 2.5 勾勒了荃灣這幾十年以來經濟發展的軌迹。從圖 2.5 可以看到，當工業興盛時，
荃灣的就業人口曾高達 30 多萬人，但是經濟轉型後，荃灣的就業人口也有所下跌。

1 政府統計處稱由於實際困難而無法提供某些年份的數據，故歷年行業機構數目趨勢圖的相關年份數據亦為空白。 
2 根據 1991 年人口統計，荃灣區有 440,807 人。

發展歷史



25發展歷史

圖 2.4  按行業主類的機構單位數目（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1981, 1991, 2020b）

圖 2.5 按行業主類的機構就業人數（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1981, 1991,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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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口狀况

3.1  荃灣的人口特徵 
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荃灣區的總人口為 318,916 人佔全港的 4.3%。較 2006 年的人口
數據，荃灣區在過往 10 年人口新增了 10.5%（政府統計處，2017）。荃灣的年齡分佈與全港
的百分比相約，反映該區亦正面對人口老化的現象。

按 2016 年中期人口的統計，荃灣區的人口比例女性較男性略多；當中在荃灣區男女人口比例
佔最多的是 50-54 歲的年齡組，佔人口超過 18%（圖 3.1）。 當中 65 歲以上的人口佔整體的
15.33%。

圖 3.1 荃灣區人口年齡及性別的比較（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圖 3.2 2019 年荃灣區及全港的人口年齡百分比（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0a）

人口狀况

政府統計處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獲取的數據，每年編製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其
社會與經濟特徵的統計數字，按 2019 年的最新數據，荃灣區現時人口百分比佔最高的分別是
45-64 歲 . 其次是 25-44 歲（圖 3.2）。而 65 歲以上人口為 16.2%，與 2016 年的資料相比底下（圖
3.2）；就短短 3 年間 65 歲人口已經上升了約 1%；反映香港整體的老齡化現象漸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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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荃灣的人口分佈 
從圖 3.3 可見，按小規劃統計區 / 街段荃灣的人口主要分佈於荃灣區的中部並延伸至東邊，
而梨木樹西的街段人口分佈為整個荃灣區最高得密度（深藍色的區域），有超過 25,000 人。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 - 按小規劃統計區（TPU）/ 街段（Large Street Block data）劃分的荃灣人口分佈

圖 3.3 按小規劃統計區 / 街段的荃灣人口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荃灣區的整體人口密度分別介乎於 40,000 至 280,000 人 / 每平方公里（圖 3.4）；顯示了荃灣
市中心的人口分佈密度集中在西部、中部的市中心和臨海的新發展地帶。 從 2016 年的中期人
口普查可見，荃灣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主要分佈在東南面的德華、楊屋道、荃灣南選區，荃威
和東面象石、梨木樹東和梨木樹西的選區（圖 3.5）。

人口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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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按小規劃統計區 / 街段的荃灣人口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圖 3.5 按 2015 年區議會選區的人口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 - 按小規劃統計區 / 街段 - 小合併紅中荃灣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分佈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 - 按 2015 年區議會選區分區的人口分佈

人口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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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齡中位數分佈 
按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的年齡中位數分佈，在石圍角、梨木樹和象石選區的平均年齡為五十
歲以上，反映區內有老化的跡象。德華、楊屋道和荃灣南選區的平均人口年齡為整個荃灣區最
低，平均中位數在四十歲以下，相信與當區住宅落成年期有關（圖 3.6）。 

圖 3.6 按 2015 年區議會選區的人口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 - 按 2015 年區議會選區分區的年齡中位數分布

人口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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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4.1  土地用途分區計劃和綠化空間 
荃灣區位於香港的中心，處於大帽山以南，鄰近大帽山郊野公園及城門郊野公園，西南面向藍
巴勒海峽，與青衣島相望。

在土地用途分區計劃方面，荃灣有數個綜合發展區（CDA） 用地在近海岸地區及東荃灣工業區
附近一帶，都是屬該區較新的發展項目。而市中心大部分的土地利用被劃分成住宅（甲類）。
而荃灣的工業用地座落於荃灣東面，近德士古道，與附近的商業用地、綜合發展區相接。而其
他指定用途用地，包括市中心北部近港鐵話方向指定商貿、混合用途的土地及西邊近柴灣角街
指定工業用途的土地（圖 4.1）（規劃署， 2020）。

圖 4.1 荃灣土地用途分區計劃（資料來源：規劃署， 2020）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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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荃灣的綠化地帶，集中在北部，與郊野公園相接。而休憩用地方面，大面積的休憩用地主
要集中在北部的荃景圍附近，東北部的城門谷公園以及荃灣南部的荃灣公園一帶，荃灣市中心
的休憩用地面積則相 對較小，可見荃灣區的休憩用地分佈並不平均（圖 4.2）。    

圖 4.2 荃灣區的休憩用地分佈（按區議會分區）（資料來源：作者， 2020）

4.2  休憩用地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一般提供休憩用地的標準是每十萬人應獲提供最少各 10 公頃
的鄰舍休憩用地及地區休憩用地，即每人 1 平方米。根據規劃署定義，鄰舍休憩用地是應在居
民住宅 400 米以內，主要用於靜態康樂活動的小型用地，例如：街心公園、戶外休憩場所、兒
童遊樂場所；而地區休憩用地是中型用地，至少有 1 公頃作動態及靜態康樂活動用途；至於區
域休憩用地（一般不少於五公頃）的其一半亦可計算在地區休憩用地內（黎文燕，2017）。總
休憩用地每十萬人應獲提供最少 20 公頃的休憩用地，即平均每人 2 平方米（適用於市區，包
括都會區及新市鎮 ） （規劃署，2016）。  

在二零一二年，香港人均休憩用地面積約為 2.7 平方米（人均鄰舍休憩用地及地區休憩用地面積
分別為 1.64 平方米及 1.07 平方米），因此荃灣人廿均休憩用地符合規劃標準的要求。為增加休
憩用地，改善生活空間，規劃署在《香港 2030+》建議採用最少每人 2.5 平方米之比例。專題文
件《宜居高密度城市的規劃和設計》有更多關於公共空間的相關考慮因素（規劃署，2016）。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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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鄰舍休憩用地應設於居民信步可達的地點，最好是在不超過 0.4
公里（400 米）的範圍內。而規劃處估計全港約有 90% 的人口居住在根據法定土地用途圖則
劃定的「休憩用地」地帶界線起計 400 米的範圍內（規劃署，2016）。

根據規劃署資料，荃灣市區已規劃的地區休憩用地約 131.83 公頃作為戶外公共空間作各種
康樂用途（表 4.1 & 4.2，圖 4.3）。另外，荃灣區已規劃的地區休憩用地和鄰舍休憩用地都
比起《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要求多，各自有接近 47 公頃，人均地區休憩用地和鄰舍休
憩用地面積都有約 1.6 平方米，各自有 0.59 平方米的盈餘。總休憩用地有 36.24 公頃，每人
有 3.23 平方米休憩用地，即每人 1.06 平方米的盈餘（規劃署， 2020）。相比起香港人均 2.7
平方米的休憩用地面積，荃灣區人均休憩用地面積也較高。

表 4.1 荃灣市區已規劃的休憩用地面積（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表 4.2 荃灣市區已規劃的地區與鄰舍休憩用地面積（資料來源：規劃署， 2020）  

 土地用途   範圍  區內的供給 （2018） 
 總休憩用地  整個荃灣  159.0574 公頃 
   （1,590,574 平方米 ) 
   （每人 4.92 平方米 )  

  荃灣市區  131.8384 公頃 
   （1,318,385 平方米 ) 
   （每人 4.08 平方米 ) 

 土地用途 香港規劃標準  香港規劃標準與  供應  盈餘／短缺
  與準則  準則的要求 

現有供應  已規劃供應
 （與已規劃供應比較）  

   （ 按規劃人口）    
     
 地區休憩用地 每 10 萬人 29.83 公頃  34.41 公頃    47.29 公頃 +17.46 公頃 
  最少 10 公頃     （每人 1.585 （+ 每人 0.585 平方米）
  （每人最少    平方米）  
  1 平方米）       
 
 鄰舍休憩用地 每 10 萬人最 29.83 公頃   45.18 公頃    47.46 公頃 +17.63 公頃
  少 10 公頃    （每人 1.591 （+ 每人 0.591 平方米）  
  （每人最少    平方米）   
  1 平方米）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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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荃灣市區已規劃的區休憩用地（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表 4.3 荃灣市 400 米範圍內的休憩用地分佈（按主題研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 2020）

 休憩用地 估算人口（2020） 估算 400 米內地區及
 （每人 / 平方米）  鄰舍休憩用地（平方米）
研究範圍估算人均 2.66 264,338 702,343
休憩用地面積
荃灣西海濱 2.02 50,697 79,926

4.2.1  全區 400 米範圍內休憩用地
根據規劃署（2000）資料，鄰舍休憩用地最好應設於民居不超過 400 米的位置，以此準則計算，
各研究小區的休憩用地都高於《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最低要求 - 每人 2 平方米（見表 4.3）。
其中以城門谷 400 米內休憩用地的人均面積為最多，每人有接近 4.9 平方米休憩用地面積（見
圖 4.4）（規劃署，2020）。相反，荃灣西海濱的人均面積最少，每人只有約 2.02 平方米的
休憩用地，低於主題研究區域平均的人均休憩用地面積。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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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憩用地 估算人口（2020） 估算 400 米內地區及
 （每人 / 平方米）  鄰舍休憩用地（平方米）
麗城 3.67 29,488 108,507
荃灣市中心 3.21 54,645 175,221
愉景、綠楊 2.37 72,001 170,906
城門谷 4.86 57,507 279,247

圖 4.4 荃灣市 400 米範圍內的休憩用地分佈（ 按主題研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2020）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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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憩用地 估算人口（2020） 估算估算地區及
 （每人 / 平方米）  鄰舍休憩用地（平方米）
研究範圍估算人均 1.23 264,338 334,667
休憩用地面積（每人 / 平方米） 
荃灣市中心 0.59 54,645 32,319
愉景、綠楊 0.95 72,001 68,736
麗城 2.15 29,488 63,300
荃灣西海濱 1.70 50,697 67,183
城門谷 1.79 57,507 103,129

表 4.4 荃灣市休憩用地分佈（按主要研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 2020）

圖 4.5 荃灣市休憩用地分佈（按主要研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2020）

4.2.2  市中心內的休憩用地面積
雖然荃灣全區 400 米範圍內都有足夠的休憩用地，但如果聚焦於主要研究區域，大部分的休憩
用地都不足（表 4.4），只有麗城區內的休憩用地供應比《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最低要求高，
整體研究範圍估算休憩用地面積只有約 334,667 平方米，平均每人 1.23 平方米（圖 4.5）。當
中荃灣市中心是休憩用地供應最少的主要研究區，總數只有約 32,319 平方米，即每人只有 0.59
平方米休憩用地。由此可見，荃灣市區內休憩用地的分佈不平均，荃灣市中心欠缺休憩用地的
情況最爲嚴重。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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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荃灣市的藍水資源分佈（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20）

4.4  荃灣的河溪水質及污染情況
在過去 30 年，環保署對荃灣北面的三疊潭溪進行長期監測，並推行了多項河溪水質改善措施，
河溪的水質已逐漸好轉，2005 年水質指標達標率已達 87% 至 97%。近年，小溪各監測站均
錄得「良好」或「極佳」水質指數等級（環境保護署，2018）（圖 4.7）。2018 年的水質指標
整體達標率為 99%，與 2017 年一樣，其三個監測站的水質指數評級均為「極佳」（圖 4.8）。
然而，由於三叠潭溪河溪集水區內尚有一些樓宇沒有公共污水管道，三疊潭溪有糞便污染的情
況，有些監測站位的大腸桿菌含量依然頗高（高於每 100 毫升 10,000 個）。監測站的大腸桿
菌含量平均是中等水平，甚至到 2019 年曾達到「高」水平，有間斷糞便污染（圖 4.9）。 
為了減低污染，政府已在三潭溪附近一些樓宇進行污水管接駁工程（另外也分階段在排棉角溪
集水區內興建公共污水管道），工程在 2009 年完成（環境保護署，2018）。總括而言，三疊
潭溪三段的溪水近年水質極佳，但河流含菌量依然頗高。

4.3  荃灣的藍水資源
荃灣主要的河溪是荃灣市中心以北的大圓石澗、三疊潭（圖 4.6）。大圓石澗源自大帽山南面
妙高台的主澗，南流經龍門相思林徑、圓玄學院。而大圓石澗以下小半山老圍村的一段石澗，
名為三疊潭（因上、中、下游三部份各有一個水潭而得名三疊潭）。溪澗的水由大帽山妙高台，
三疊潭下至二陂圳盡頭的玉霞閣旁出口，經石圍角繼而流入荃灣市中心的大河道暗渠，最後出
藍巴勒海峽（蘋果日報，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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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三疊潭溪河溪過去 30 年水質（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18）

圖 4.8 2018 年三疊潭溪河溪水質報告（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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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近期三疊潭溪水質（河溪的溶解氧及大腸桿菌量）（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2020）

4.5　荃灣海旁污染情況

4.5.1 污水渠錯駁雨水渠，雨水排放系統受污染
荃灣市區亦有水污染的情况，主要源於非法接駁雨水渠及沙井的淤塞，非法接駁主要位於舊住
宅區，而沙井的淤塞主要發生在舊住宅區或食肆後巷中直徑 150 毫米的污水管道。而大涌道、
大河道和馬頭壩道的箱形雨水渠主要受大陂坊、二陂坊、三陂坊、享和街、曹公坊、芙蓉街、
兆和街、德華街、河背街、荃樂街及聯仁街，污水及污染物流入雨水排放系統影響，經雨水暗
渠流入荃灣海灣，當中的有機物沉澱及積聚在暗渠內並腐爛，以致産生臭味，臭味經暗渠入水
口、沙井及排水口散發，每當潮退時，情况尤其嚴重 （環境保護署，2011）。

經參考報章報導及實地考察後，荃灣二陂坊、三陂坊一帶舊樓的後巷衞生環境都極爲惡劣，在各
條後巷兩旁外露的去水渠上，充滿由食肆及其他各種店鋪流出的黑色、奶白色，以至泥黃色的污
水，垃圾隨處堆放（香港 01，2020）。當區區議員反映食肆、蔬果檔以至當地居民在後巷棄置
垃圾及傾倒廢水至雨水渠的情况很常見，造成不少衛生問題，同時亦導致老鼠及蚊蟲滋生。另外，
亦有老化的水管出現破損，由住房通向地下的污水渠，一直滲漏污水，滴至巷內雨水渠。

四個主要受污染的箱形雨水暗渠排水口的位置都位於海灣荃灣西海濱（圖 4.10），因此臭味會
影響海濱附近的樓宇（例如海之戀（TW5）、柏傲灣（TW6） ）和公共空間，所以有很多對
海濱臭味的投訴，臭味亦會阻礙到市民親近海濱。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39

圖 4.10 荃灣海旁四個主要箱形雨水暗渠排水口的位置（資料來源：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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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荃灣的污水處理
荃灣市區內有完整的渠管網絡及污水收集系統，但唯獨三陂坊一帶是混合渠管，即同時收集雨
水及染水的單一喉管（圖 4.11a&b）。渠務署將三陂坊原有雨水渠換作混合渠管的原意，是解
決錯駁問題的臨時方法。由於是將雨水渠的水引入污水渠系統，因此不會對環境產生不良的影
響。渠務署聲稱會繼續聯同屋宇署糾正三陂坊內的錯駁個案，當完成糾正所有錯駁，會將混合
渠管改回清水渠（渠務署，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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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b 三陂坊一帶的混合渠管（資料來源：Geoinfo map, 2020） 在荃灣污水收集區內，大部份所産
生的污水均會運送到葵涌一級污水
處理廠作初步處理，並最終運送至
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全面投入使用
的昂船洲污水處理廠作最後處理及
排放（圖 4.12）。昂船洲污水處理
廠設計可爲每日 170 萬立方米污水
提供化學輔助一級污水處理，而現
時每日的處理量達 140 萬立方米。
其餘由汀九、深井及青龍頭所産生
的污水則會運送至深井污水處理廠
作最終處理及排放（圖 4.13），為
沿青山公路近水灣至青龍頭一帶約
39,000 人提供污水處理服務（渠務
署，200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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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a 荃灣市區的渠管網絡（資料來源：Geoinfo ma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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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昂船洲化學強化一級污水處理廠 - 第一期「淨化海港計劃」（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20 ）

圖 4.13 深井污水處理廠（圖片來源：環境保護署，2017）

環境保護署就西九龍及荃灣污水收集系統進行研究，採用規劃署所認可的由下而上綜合推算
方法，以研究區域內 2006 年的居住及就業人口數據為基準，研究在 6 個發展情況下（包括 
2006、2011、 2016、 2021、2030 及終極發展情況下的住宅和就業人口），荃灣污水收集區
的相關污水處理設施的負荷能力。環保署根據基準年及其他相關資料，估計出未來指定年份的
人口，並按比例分佈到不同的區域和大廈。而終極發展情況則是假設區內所有的發展或重建都
達到了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定的上限情況。 該研究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建立水力模型，以評估
污水收集系統於 6 個發展情況下的負荷能力是否足夠。現有及將來污水流量的變化已在模型設
定的階段加以考慮。 水力模型的摸擬結果顯示，除了深井污水處理廠外，大部份在研究區域內
的污水收集及污水處理設施的現有承載量都能應付現有及未來的污水流量。環保署研究建議對
部份荃灣（5%）及西九龍（10%）的地區性污水管道進行升級工程（環境保護署，20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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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荃灣易受海平面上升影響地區（資料來源：DTM Ma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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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海平面上升對荃灣的威脅
在全球暖化及極端氣候影響下，未來 50 年全球海平面將上升平均 0.26 至 0.53 米，在極端情
況下，風暴潮疊加的海水高度可達 3 至 4.6 米（環境局，2015）。因此，若界定 5 米以下地區
低窪地區為易受影響地區，荃灣受影響人口可達 108,470， 佔荃灣整體人口 33.6%，荃灣南部
近海濱的地區例如環宇海灣及海濱花園，以至荃灣市中心舊樓宇群及柴灣⻆一帶工業區都是易
受海水淹沒的地區（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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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城門郊野公園內的生物多樣性（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

4.7　荃灣的生物多樣性
荃灣區的生物多樣性熱點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大帽山當中的郊野公園。大帽山內可以找到不同種
類的生境，有著具代表性的高地生境，以及次生林、淡水溪流、灌木叢和草地斜坡等等，提供
了棲息地給不同物種。大帽山為香港高海拔的地帶，因此降雨量較多，氣溫則較低，冬季時偶
爾更有結霜紀錄。比較適應於高海拔地帶棲息的物種，都有機會於大帽山看到，如棘胸蛙或雀
鳥如中華鷓鴣、山鷚、強腳樹鶯及大草鶯。大帽山都爲這些物種提供適合的環境，讓牠們棲息
或繁殖。常見的物種如橫紋鈍頭蛇和青竹蛇都可於大帽山上見到（HKBU，n.d.）。至於在大
帽山城門郊野公園，亦可以找到不同種類的動植物（表 4.5 ），當中鳥類有 74 種，包括叉尾
太陽鳥、樹鷚、大嘴烏鴉等，佔全港發現約 13.7% 的鳥類品種。另外，城門郊野公園發現 116 
種蝴蝶，包括遷粉蝶、蛇目褐蜆、蝶白弄蝶佔全港發現約 49.1%。而當中的兩棲動物有 24 種，
幾乎包括全港所有兩棲動物品種。另外，當中佔地四公頃的城門標本林，原為荒廢的梯田，於
七十年代初開始種植後，現已收集約三百多個本地或華南地區土生的植物物種。標本林存護了
不少本土的稀有及瀕危植物，包括 : 不同種的竹 ，多種受保護的植物，以植物學家命名的植物，
在香港首次發現的植物 以及本土野生的茶花、寬藥青藤等（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 ）。

4.8  荃灣的空氣流通

4.8.1  空氣流通和空氣路徑
荃灣全年盛行風風向為北風、東北風、東風 ，風向與冬季盛行風（12 月至 2 月）相同。而夏
季盛行風風向（ 6 至 8 月）則為南風、東南風、東風 （規劃處，2005）。受盛行風風向及地
形影響下，青山道、沙咀道、楊屋道、海盛路、屯門公路、海安路、大涌道、大河道、馬頭壩道、
德士古道是荃灣主要的通風走廊（圖 4.15 ）。荃灣內有不少發展項目都會阻礙到空氣的流動
（圖 4.16），荃灣北面的愉景新城及西、南面的高層樓宇項目如海濱花園、萬景峯、爵悅庭、
海之戀（TW5）、柏傲灣（TW6）、環宇海灣（TW7）會造成明顯屏風效應，30 至 40 層的新
樓宇發展包圍著市中心低於 10 層的舊樓（圖 4.17 ），阻擋通風走廊，對海濱和市中心的微氣
候也有影響。另外，荃景圍附近阻風的樓宇發展（圖 4.18），20 至 40 層高的荃灣中心和荃景
花園亦會造成屏風效應，阻擋通風走廊（CO2nnsulting, 2012）。

品種 全港品種數量 荃灣品種數量 佔全港百分比
鳥類 540 以上 74 ~13.7
蝴蝶 236 116 49
兩棲動物 24 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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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荃灣的空氣路徑（資料來源：CO2nnsulti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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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荃灣樓宇高度（資料來源：作者，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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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荃灣市中心的空氣路徑（資料來源：CO2nnsulti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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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荃灣中心和荃景花園的空氣路徑（資料來源：CO2nnsulting, 2012）

4.8.2  空氣質素 
根據環境保護署（2020） 資料， 荃灣空氣遂年開始改善，空氣污染物濃度從 1992 至 2019 期
間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二氧化氮（NO 2）、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 10）、微細懸浮粒子（ 
PM2.5）濃度都有所減少，因此，年均空氣質素指數中二氧化氮、 可吸入懸浮粒子、微細懸浮
粒子三個指數也有下降（圖 4.19 & 4.20）。然而，在 2019 年荃灣的空氣污染物濃度與世衛年
均空氣質素指引下，除了二氧化氮濃度合乎世衛的指引外，懸浮粒子和微細懸浮粒子濃度都超
出標準，各自分別超出約每立方米 10 微克（圖 4.21）。而荃灣在 2019 年量度到的臭氧指數
共十四次，比容許超出限值次數多 5 次，指數並不達標，但荃灣指數在全港排第 10，情況比
大部分監測站好（圖 4.22 & 表 4.6）（環境保護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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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空氣污染物濃度趨勢 - 荃灣（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20）

圖 4.20 荃灣年均空氣質素指數長期趨勢（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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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荃灣空氣污染物濃度（2019-2020）（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20）

圖 4.22 荃灣年平均臭氧指數（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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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荃灣在 2019 年量度到的臭氧指數（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20）

4.9  荃灣的噪音 

4.9.1  交通噪音
環保署量度交通噪音的標準是 70 分貝 L10（1 小時）（L10（1 小時）即一小時內有 10% 時間會
超越的噪音水平， 一般用於顯示交通繁忙時段的噪音水平）。荃灣區暴露於超過 70 分貝（A）
L10 交通噪音之人口是 39,680 人，佔荃灣總人口 12.7%，雖然受影響人口百分比低於市區，但
仍屬新界最高（表 4.7 ）（環境保護署，2019 ）。根據環境保護署資料顯示（圖 4.23 ），荃
灣鄰近主要街道的區域都是主要受噪音影響的位置，例如青山公路荃灣段、大河道、沙咀道、
大涌道、楊屋道、德士古道、關門口街、聯仁街等等。有區議員反映蕙荃路、楊屋道、象鼻山
路和荃灣路等地方交通噪音的情況也很嚴重，由其是塞車時響銨的噪音以及近象鼻山路、三棟
屋路的深夜非法賽車。另外，由於象鼻山路往城門隧道方向沒有隔音屏障，巴士、貨車等日常
交通噪音高達 80 分貝，嚴重影響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除了陸路交通的噪音外，航空的噪音
亦有對荃灣居民造成滋擾。雖然 2019 至 20 年的航空噪音水平只有 2.8% 時間超標（表 4.8 ）（民
航處 , 2020 ），但有區議員反映，愉景、荃景圍等地勢較高的地區都易受航空的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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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各區暴露於超過 70 分貝（A）L10 交通噪音之人口（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19）

圖 4.23 荃灣區道路交通噪音 - 離地面 4 米 L10（1 小時）分貝（A）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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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在各區量度所得的噪音水平（ 資料來源：民航處，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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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1 爵悅庭、立坊、樂悠居附近有噪音的貨倉（圖片來源：作者，2020）

4.9.2 工商業與住宅區之間的噪音問題
由於荃灣部分的商業區和工業區鄰近住宅，不少當地區議員指出，因為住宅鄰近工業區而被工
業活動產生的噪音騷擾。例如東荃灣工業區附近尚翠苑受到永得利中心一帶的空運倉在深夜至
清晨的鏟車聲及包裝貨物的噪音滋擾，爵悅庭、立坊、樂悠居等屋苑亦因為臨近貨倉 ，同樣受
貨物搬運及包裝的噪音影響日常生活（照片 4.1）。除此之外，住宅區鄰近的商業區亦是其中
一個滋擾居民的噪音來源，例如萬景峰的居民亦會投訴楊屋道附近地鋪街市的叫賣噪音。由於
工商業與住宅區過於接近，因此產生的噪音亦會容易對居民生活有嚴重負面影響。

4.10  荃灣的土地資源

4.10.1  已建土地
根據估算，荃灣市區已建土地面積是 3,730,842 平方米，即每人約 11.56 平方米，比全港已
建土地面積低（圖 4.24、表 4.9 ）。雖然香港沒有對已建土地面積或城市土地面積有任何標
準限制，但可以對照中國對大城市及中小型城市的人均城市土地面積標準，其準則是需要少
於每人 80 平方米及每人 100 平方米，荃灣市區人均的已建土地面積是遠低於中國的標準
（Wei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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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荃灣市區已建土地面積（資料來源：作者，2020）

表 4.9 荃灣市區已建土地面積及估算人均已建土地面積（資料來源：作者，2020）

範圍  研究範圍估算 研究範圍估算已建／ 研究範圍估算
 人口 城市土地面積（平方米） 人均已建／城市土地 
   面積（每人 / 平方米）
全港 7,500,700 275,000,000 36.66
荃灣市區 311,800 3,730,842 11.97

4.10.2  空置政府用地及短期租約用地
根據地政總署 2019 年於荃灣區議會發佈的資料，荃灣區的陸地面積有 72% 是郊野公園，私人
土地、政府部門的撥地和短期租約用地合共佔 8%（各佔 5%、2% 及 1%），而未批租的政府
土地則與山坡、道路一同合併統計，並沒有明確的計算（表 4.10）（地政總署，2019）。但
由該署荃灣葵青分區地政處負責管理的未批租政府用地數目及面積，合共有 119 幅地，總面積
佔 99,642 平方米（9.96 公頃）（附件一），是全港各分區地政處管理的面積最少之一（地政
總署，2020）（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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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荃灣區的總面積 （陸地）  土地分佈（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 2019）

表 4.11  地政總署負責管理的未批租政府用地數目及面積按區份表列（資料來源：地政總署，2020）

土地分佈 公頃（大約） 百分比
私人土地 250 5%
政府部門的撥地 70 2%
短期租約用地 37 1%
郊野公園 3,300 72%
山坡、道路及未批租的政府土地 913 20%
總數： 4,600 100%

分區地政處 用地數目 總面積（平方米）
港島東區 50 136 334
港島西及南區 143 537 678
九龍東區 80 386 738
九龍西區 48 122 185
離島 103 989 592
北區 324 486 862
西貢 98 156 293
沙田 124 153 231
屯門 83 273 890
大埔 81 79 788
荃灣葵青 119 99 642 
元朗 353 489 240
總數 1 606 3 911 473

同時，地政總署也公開了可申請作綠化或政府 / 機構 / 社區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資料，荃灣區
可申請的空置政府用地總面積是 99,270 平方米（9.9279 公頃），當中市中心不少面積超過
1,000 平方米的空置政府用地已接獲申請並在處理中（即不再接受其他申請），其餘超過 1,000
平方米可供申請的空置政府用地都是近大嶼山或偏離市中心（圖 4.25），市中心可供申請的空
置土地大多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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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可申請作綠化或政府 / 機構 / 社區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資料來源：地政總署，2020）

另外，荃灣亦有空置政府用地未能夠善用。有區議員反映前聯仁街熟食小販市場（即地政處編
號：DLOTW&KT049）自 2019 年 3 月關閉，轉為空置用地後，雖然地政處已經收到運輸署的
要求，在落實長遠發展之前會招標作為臨時收費停車場之用，但至今亦沒有任何動作，尚未於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公開短期租約招標，使到市中心有近 487 平方米土地會繼續空置。
甚至，空置的土地亦欠缺管理，經常會有大量垃圾棄置及囤積在內，需要議員多次投訴後，才
會有負責部門清潔。

至於短期租約用地，不少市中心的短期租約的土地用作公共收費停車場。例如德士古道工業
中心旁的短租地（短期租約編號：STT1527）、荃灣路，海之戀旁的短租地（短期租約編號：
STT1570）以及 2020 年 12 月 15 日批出於荃灣海盛路及海角街交界的短租地（短期租約編號：
STT1554，即前地政處編號：DLOTW&KT289），各佔 6,520、5,410 及 3,320 平方米（地政總署，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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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總結

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 符合標準 / 有正負面影響
荃灣的綠化空間和休憩用地
整個荃灣的休憩用地  
市中心內的休憩用地面積  
荃灣的藍水資源
荃灣的河溪水質 
荃灣的河流含菌量 
污水渠錯駁雨水渠 
商鋪廢水污染雨水渠 
海濱臭味 
海上垃圾 
污水處理
渠管網絡及污水收集系統負荷能力 
生物多樣性
動植物多樣性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及風暴潮的威脅 
空氣流通及空氣質素
空氣流通 
空氣質素 
 （只有 NO2 指數達標）
荃灣的噪音
交通噪音 
工商業與住宅區之間的噪音 
荃灣的土地資源
空置政府用地及短期租約用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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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5.1  康樂、休憩及綠化設施
荃灣的康樂設施數量上都符合規劃的標準與準則。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基於荃灣規
劃人口的要求，政府需要提供至少 4 個體育館、1 個游泳池場館及 1 個運動場，而目前康文署
已供應了 5 個體育館、2 個游泳池場館及 1 個運動場，符合規劃標準與準則要求，並與規劃標
準與準則相比有 1 個體育館盈餘（表 5.1）。

雖然以上康樂設施都符合規劃標準與準則，但荃灣的康樂及休憩設施都有分佈不平均的問題，
未能方便到部分荃灣市民的生活需要。首先，公園及遊樂場大部分都與荃灣市中心距離較遠（圖
5.1 及 5.2），大面積且提供多類型運動設施的公園如荃灣公園及城門谷公園，分別坐落於荃灣
西海濱及荃灣東北面，與市中心（尤其是德華、楊屋道和祈德尊區議會選區）有一段距離。而
市中心內，只有德華公園面積較大且配備遊樂場，其餘都是面積小、運動設施種類單一及欠缺
遊樂場的康體設施，例如大陂坊、三坡坊遊樂場、其他休憩處和花園等等。因此，不少區議員
反映，在荃灣市中心的兒童遊樂場供應不足，再加上二陂坊遊樂場裝修，不少居住市中心、特
別是住劏房的兒童沒有足夠的遊樂場遊玩，只能夠在有家長陪同下步行至較遠的荃灣公園，或
在唐樓天台等較危險的地方嬉戲。除了荃灣市中心外，愉景、象石、石圍角甚多是荃灣郊區等
選區內的康樂及休憩設施的分佈面積及種類都較其他選區少，與大型公園及其他康體設施的距
離亦較遠。

表 5.1 荃灣康樂設施和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比較（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康樂設施  香港規劃標準與 基於規劃人口 供 應 盈餘 / 短缺 
 準則的要求  的要求（2020） 現有供應    已規劃 （與已規劃 
 （HKPSG）    供應比較）
體育館 每 50,000 至 60,000 4  5  6 +2
 5,000 人 1 個 
游泳池場館 - 每 85 人一平方米 1 2  2 +1
標準 泳池面積或每 
 287,000 人一個標準 
 場館
運動場 / 每 20,000 至 1-16 1 - -
運動場館 250,000 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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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荃灣的康樂設施分佈（按區議會分區）（資料來源：作者，2020） 

圖 5.2 荃灣的康樂設施分佈（按主題研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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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區議員亦反映，即使康樂及休憩設施數目上符合規劃標準與準則，康樂及休憩設施的質素
亦未能對應市民的生活需要。首先是康體設施的管理問題，市中心有不少康體設施衛生情況欠
佳，以及晚上會有吸毒等不法人士聚集，例如德華公園及前二陂坊遊樂場等，以上因素都影響設
施的質素，且增加了使用設施的危險性，令居民卻步。除此之外，私人物業範圍內撥出並管理的
公眾空間亦限制了市民的活動，例如映日灣管理的公共空間禁止公眾進行不同類型的康樂活動，
甚至封鎖公眾前往荃灣公園的通道（照片 5.1 及 5.2）。另外，過於分散且不齊全的康樂及休憩
設施也影響設施的質素，例如麗城近海濱的遊樂場，因為面積及設計問題，康樂設施種類少而
且分散，位置亦不便利附近居民，因此難以吸引附近居民使用，浪費近海濱的休憩空間。

照片 5.1 映日灣管理的公共空間的限制（ 圖片來源：作者，2020）

照片 5.2 映日灣管理往荃灣公園的通道（ 圖片來源：作者，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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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荃灣醫療及保健設施的分佈（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表 5.2 荃灣醫療及保健設施和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比較（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5.2  社區設施
荃灣的醫療及保健設施數量上並不符合規劃的標準與準則。就醫院病床方面，根據規劃署資料
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基於荃灣規劃人口的要求，荃灣的醫院需要提供 1,870 張病床，
然而，目前醫院只提供 1,147 張病床及規劃供應 1,447 張病床，即使與已規劃供應病床數量比
較下，依然有 423 張病床短缺（規劃署，2020）。另外，荃灣區的公營醫院 - 仁濟醫院並沒有
婦產科，因此，荃灣居民只可以選擇鄰近葵青區公營的瑪嘉烈醫院提供的婦產科。再者，荃灣
區的普通科診療所同樣供應不足，根據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需就規劃人口的要求提供 3 間診
療所，但目前荃灣只有 2 間（表 5.2），而且並沒有新增任何規劃普通科診療所，因此荃灣有
1 間普通科診療所的短缺。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醫療及保健  香港規劃標準與 基於規劃人口 供 應 盈餘 / 短缺 
設施 準則的要求  的要求（2020） 現有供應    已規劃 （與已規劃 
 （HKPSG）    供應比較）
醫院 每 1,000 人設 1870 張病床  1,147 張  1,447 張 （- 423 病床）
 5.5 張病床   病床 病床
普通科 每 100,000 人 3 間 2  - （-1 間）
診療所 / 設一間 
健康中心



62

表 5.3 荃灣教育設施和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比較（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另外，荃灣只有部分社區設施供應符合規劃的標準與準則，例如 2 間已供應的圖書館比起規劃
人口的要求的 1 間，有 1 間盈餘。教育設施方面，只有小學課室總數符合規劃標準與準則要求
（表 5.3）。基於規劃人口的要求，政府需要供應 323 個中學課室及 384 個小學課室，然而，
規劃供應只有 301 個中學課室及 521 個小學課室，雖然與已規劃供應比較，小學有 137 個課
室盈餘，但中學課室仍有 22 個短缺，需要透過鄰近地區的供應解決（規劃署，2020）。

其次，為幼兒和長者提供的服務及設施亦供應只有部分符合規劃的標準與準則（表 5.4）。
幼兒服務方面，幼兒中心資助服務名額只有 386 個，比起規劃人口的要求的 1,193 個少 807 個，
供應的資助服務名額嚴重不足。另外，為長者提供的服務及設施中，安老院舍的資助床位足夠，
但社區護理服務的名額不足。荃灣目前有 2015 個安老院舍資助床位供應，比起規劃人口的要
求的 1,930 個多 85 個。而長者社區護理服務的名額方面，目前荃灣只有 711 個名額供應，比
起規劃人口的要求的 1,558 個少 847 個。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分別有 1 間及 7 間，
但規劃署並沒有提供規劃人口要求的數量有關的資料。有議員反映長者安老院舍住院服務床位
需要輪候至少 3 至 4 年。就長者服務及設施供應方面，規劃署解釋有關老人服務及設施的標準
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重新編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修訂後的標準影響老年人服務和設施
供應的長期目標，其供應正逐步調整，因此該署認為將標準與為現有人口提供老年人服務和設
施的供應作比較並不合適。同時，該署指出社區護理服務的規劃標準涵蓋以中心為基礎的設施
及以家庭為基礎的設施，當中並沒有硬性的分配指標，一般來說以中心為基礎的設施及以家庭
為基礎的設施比例分別為 40% 及 60%。 該署也認為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提及的安老院舍資助床
位及社區護理服務名額等都只是長遠目標，實際供應須視乎社會福利署在規劃及發展過程中的
考慮而定（規劃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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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規劃標準與 基於規劃人口 供 應 盈餘 / 短缺 
社區設施 準則的要求  的要求（2020） 現有供應    已規劃 （與已規劃 
 （HKPSG）    供應比較）
中學 每 40 名 12-17 歲 323 課室  301 課室 301 課室 （- 22 課室）
 青少年設一個全日制
 學校課室   
 每 25.5 名 6-11 歲  491 課室  521 課室 137 課室
小學 兒童設一個全日制  384 課室
 學校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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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荃灣幼兒和長者提供的服務及設施和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比較（資料來源：規劃署，2020）

   社區設施
  香港規劃標準與 基於規劃人口   盈餘 / 短缺 

     準則的要求（HKPSG）  的要求（2020） 
現有供應 已規劃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圖書館 每 200,000 人設一間 1 2 2 1
 
幼兒中心 每 2.5 萬人設 100 個 1,193  286  386  -807  
資助服務名額
長者地區中心 每個人口約為 -  1  1  - 
 170,000 人或以上的
 新發展區設一間
長者鄰舍中心 每個人口為 15,000 人 -  7  7  - 
 至 20,000 人的新建和
 重新發展的住宅區
 （包括公營及私營房屋）
 設一間
安老院舍 每 1,000 名 65 歲或 1,930  2,015  2,015  +85 
 以上的長者設 23.1 個
 資助床位
社區護理服務 每 1,000 名年滿 65 歲 1,558  711  711  -847
 或以上的長者設 17.2 個
 資助服務名額

至於其他社區設施，也有區議員反映設施短缺的情況，例如支援精神健康及殘疾人士的服務及
設施不足。區議員指出大部分資助院舍床位都面臨短缺，而殘疾人士的院舍資助床位輪候時間
更要長達約 10 年。

另外，社區設施地理位置上的分佈方面，不少主要的設施都集中於市中心一帶，例如大會堂、
診所、中學及長者地區中心等等，因此近市中心的選區例如福來、德華、楊屋道等選區距離
上接近較多數量及種類的社區設施（圖 5.4 及圖 5.5）。荃灣西南部如荃灣西、荃灣南及海
濱選區，甚至是荃威、汀深及荃灣郊區等選區，與市中心的社區設施距離較遠，社區設施的
種類相對也比其他選區較少。再者，雖然圖書館的供應多於規劃的標準與準則，不少區議員
反映該區市民對圖書館的需求很大，尤其是遠離市中心一帶的居民。由於兩個圖書館集中於
荃灣地鐵站附近，近福來、石圍角選區，因此居住在離地鐵站或市中心距離較遠的居民去圖
書館會較不方便。

供應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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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荃灣的社區設施分佈（按區議會分區） （資料來源：作者 ， 2020）

圖 5.5 荃灣的社區設施分佈（按區議會分區）（按主題研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2020）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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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總結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足夠 / 不足

康樂設施數量  

康樂設施分佈 

康樂設施質素 

醫療及保健設施 

小學課室數量  

中學課室數量 

圖書館  

安老院舍 

幼兒中心資助服務名額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資助服務名額 

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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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荃灣區 全港 

公營租住房屋  21.2%  30.4% 

資助自置居所房屋  0.9%  15.3% 

私人永久性房屋  77.0%  53% 

非住宅用房屋  0.4%  0.5% 

臨時房屋  0.6%  0.8% 

６. 制度承載力
 
為了解一個地區承載力，我們需要對該地區的制度進行分析。以下將會就荃灣區的貧富懸殊、
社會保障、 可負擔房屋和公共秩序等議題上作出分析了解區內潛在的社區問題和當中的機遇。 

6.1 荃灣的貧窮情況及社會保障 

6.1.1 整體入息中位數  
按 2019 年的統計數字顯示荃灣區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32,600，有超過 57.7% 的住戶居於
自置居所。從下表（表 6.1）顯示，私人住宅在荃灣區佔超過 7 成，較全港的平均數（52.9%）
為高，而公營房屋的比例與全港數值相對低大約 9%。這反映在社會保障上，特別是住屋需求
層面，荃灣有大多數人均住在私人住宅。 

荃灣區内主要職業的收入中位數在各選區大約爲 $12,000 至 $30,000 不等，下圖顯示（圖 6.1）
在荃灣東部的人口收入中位數較西面的低，在圖中紅色的地區的收入中位數大約為 $12,000 至
$15,000，而綠色地區的入息中位數為 $22,500 到 $30,000 不等。這反映荃灣區內的人口收入
有一個頗大的差距，這亦與區內的房屋類型、人口背景有莫大的關係。

表 6.1 荃灣區和香港按房屋類型劃分的家庭住戶數目（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6）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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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荃灣區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的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6.1.2 荃灣的貧窮狀況
根據《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分析；荃灣區 82.2% 的貧窮住戶為一至三人住戶。貧窮
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6,200。 荃灣的貧窮住戶租住私樓的比例佔 13.3%（圖 6.2），屬於
較高的比例；居於公屋的比例（29.5%）則低於全港整體貧窮住戶的 38.3%。貧窮住戶有 7.5%
領取綜援，明顯低於整體貧窮住戶申領綜援水平（13.4%）。但荃灣區的貧窮率比例相對其他
區議會分區不是太高，荃灣區貧窮住戶人數有 43.3% 為 2 人戶（圖 6.3）；貧窮率為 14.3%，
較 2018 年上升 0.8 %；排名上升四位至第十位，屬 18 區的中游位置。 區內人口高齡化加快，
年齡中位數由 55 歲急升至 58 歲，新增的貧窮人口幾近完全由長者住戶所帶動。從圖 6.4 的分
析指出，65 歲或以上的人士佔最高的貧窮人口比率。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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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荃灣區貧窮住戶的住屋特徵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9a）

圖 6.3 荃灣區貧窮住戶的住戶人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9a）

圖 6.4 荃灣區貧窮人口經濟活動身分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9a）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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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社會保障 
政府在過去數年投放在改善民生及扶貧助弱的資源不斷增加，推出的多項措施涵蓋範疇相當廣
泛，惠及各個有需要的群組，顯示政府對各民生政策項目的持續承擔。政府已提供一系列的現
金福利援助讓更多人士受惠，特別實施了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向較有經濟需要長者提供支援；
同時亦改善了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現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在政策介入後， 從事經濟活動
住戶的貧窮情況有所改善，尤其是在職住戶貧窮率亦有下跌趨勢（表 6.2 ）。 

自 2018 年新增的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數據顯示貧窮人口在區内和全港均有下跌的趨勢，在
荃灣區整體的跌幅為 3.8%；跌至 14.3%，貧窮率較全港的 14.9% 為低。荃灣的貧窮人口在過
往 10 年（2009-2018 年間）的人數沒有太大的轉變（圖 6.5）。從過往十年的貧窮人口數字
分析，貧窮人口實際數目其實有上升的跡象，由 2009 年約 4 萬人升至約 4.2 萬人（2018 年），
而 65 歲以上長者佔荃灣區貧窮人口的 34.5%（圖 6.4 ）。 

      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荃灣   貧窮人口   52,900   42,000  

 貧窮住戶   22,800   17,700  

   貧窮率（%）  18.1   14.3（-3.8%）   

香港	 	 20.4			 14.9	（-5.5%）		

表 6.2 全港和荃灣的貧窮人口住戶人數（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0c）

圖 6.5 2009-2018 年荃灣區的貧窮人口（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9）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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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荃灣的房屋可負擔程度   

6.2.1 荃灣的私人住宅市場 
由於荃灣屬於第一代新市鎮發展，在發展上已經有雛型，加上區內的重建進度緩慢，在過往十年
的房屋供應上都沒有太多的大型私人項目（表 6.3）。從下圖（圖 6.6）可見近年在荃灣的私人
住房市場主要靠已落成的樓宇作爲供應；直到近年海濱附近臨海一帶才再有新的私人住宅落成。

6.2.2  荃灣的房屋分佈  
從圖 6.7 及 6.8 可見，私人房屋在荃灣區為主要的房屋供應，而公營房屋主要興建在梨木樹、石
圍角和荃灣中部福來和祈德尊。而新填海地區的樓宇供應以私人住房為主。從空間規劃的角度，
反映區内的房屋發展類型有分隔不同階級人士的跡象。要締造共融的社會，未來在住房發展有需
要兼容不同住房的供應類別。 

表 6.3   2007-2018 年荃灣區和全港的私人住宅單位落成量（單位數目）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

圖 6.6 2007-2018 年荃灣區和全港的私人住宅單位落成量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荃灣  1,515 82 380 552 - - 17 2,152 - - - 4,342
香港  10,471 8,776 7,157 13,405 9,449 10,149 8,254 15,719 11,296 14,595 17,791 25,691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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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按房屋類型劃分的人口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圖 6.8 荃灣的房屋類型（資料來源：作者，2020）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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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荃灣區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的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6.2.3  荃灣的房屋租金 
從圖 6.9 顯示，沿海一帶伸延至西部的租金價格相對較高（綠色和深綠色）租金中位數為
$12,000 以上，反映這些區域的生活水平較高。在荃灣中部和東面每月房屋的租金中位數相
對較低，中部有不少舊式唐樓和分租單位，租金中位數較新的私人住宅低，但中位數亦超過
$5,500。而東面主要為公營房屋用地，在房屋租金上的相對便宜，約 $1,250-$1,700 可負擔程
度相對較高。 

從家庭住戶每月租金收入比率入息中位數的分佈（圖 6.10）。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是指家庭
住戶每月支付的租金金額與每月收入的比率的一種平均值。聯合國在 2000 年訂下一套城市指
標，即一個地區收入屬於最低 40% 的家庭，他們的住屋開支，應佔家庭收入比例不超 30%。
在荃灣中部（包括荃灣中心和德華）的租金與收入比率較同區其他的選區為高，超過 34.6%，
這推算出部分收入較低的人口集中居住在這些區域。 可見居住在荃灣中部舊式唐樓和荃灣中心
一帶的居民的負擔較居住在公營房屋的人口為重，反映這些人口的租金壓力較為大。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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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荃灣區家庭住戶每月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的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而從荃灣區居所樓面面積家中位數分佈的分析可見（圖 6.11），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較高的
單位主要集中在海濱和荃灣西選區一帶，有超過 70 平方米。中部的單位的面積較其他地區
的面積低，只有少於 28 平方米；但其租金與收入比率卻較高，反映出租金價格與單位的大
小未有形成應由有的比例。而居住在私人樓宇的家庭在租金負擔上亦較居住與公營房屋的家
庭住戶為高。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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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荃灣區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的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圖 6.12 荃灣區人均居住面積（平方米）的分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從人均居住面積的角度分析（圖 6.12），居住在中部和東面的人口居住環境較西面的低（以紅
色和橙色顯示）。在公營房屋為主要房屋供應的地區（石圍角、梨木樹、福來等）人均居住環
境為 10.5-13.5 平方米，較同區其他地方為低。在西面的地區和綠楊、愉景選區的人均居住面
積較高（以綠色顯示），最多達 21.5 平方米。這反映在空間上居住的樓型種類（私人 / 公營）
和居住的面積有莫大的關係。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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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荃灣的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對社區的制度承載力有切身的影響力。團隊在研究期間進行了社區考察，透過前線觀
察及深入訪談，收集了對荃灣區整體公共秩序和社區在街道上的治安 / 罪案問題的意見。 

6.3.1  荃灣的罪案率 
由資料可見（表 6.4 ），荃灣區整體的罪案率較全港平均數低，而今年亦有下降的跡象。但罪
案率並不反映所有在社區的問題，所以在訪談的過程中，亦更了解到在荃灣區所面對的主要有
關公共秩序的議題。

表 6.4 荃灣區及香港整體每十萬人發生罪案的罪案比率比較（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2020） 

年份  荃灣  全港  落差（荃灣） 
 整體罪案率  暴力罪案率  整體罪案率  暴力罪案率  整體罪案率  暴力罪案率 
2010  1,134  209  1,081  193  53  16 
2011  1,037  176  1,074  185  -37  -9 
2012  976  171  1,062  179  -86  -8 
2013  966  153  1,014  169  -48  -16 
2014  914  152  937  153  -23  -1 
2015  952  145  911  149  41  -4 
2016  781  130  827  138  -46  -8 
2017  709  116  758  123  -49  -7 
2018  606  98  728  119  -122  -21 
2019  657  103  789  129  -132  -26

6.3.2  個別的地區問題
縱使荃灣區的整體罪案率不是太高，但在個別地域，都察覺有長期的治安問題（圖 6.13）。 
由於荃灣中部的舊區內有不少舊式唐樓，不少亦改裝成爲分間單位，這類劏房呎價高昂，居住
環境亦較為複雜。有受訪的區議員反映在眾安街附近由於長期有警方防暴車和警員巡邏，治安
較為好。但在在二陂坊、三陂坊附近發現有聚賭、便溺、高利貸等活動，不但影響市容，聚賭
人士更使其他公眾人士卻步，難以享用陂坊的遊樂場，因而令聚賭問題惡化。亦有受訪的區議
員指出在德華公園附近有零星聚賭情況，夜晚常有人聚集，帶來噪音問題。此外，位於沙嘴道
的戴麟趾夫人美沙酮診所常在凌晨時分出現人龍，而當區居民反映診所的出入口與沙嘴道對出
的巴士站距離太近，建議把出入口擴闊，改善現時狀況。而因爲美沙酮診所接近鱟地坊小販市
場 , 引致鱟地坊附近也有與吸毒相關的問題。

制度承載力



76

圖 6.13 在荃灣中部對社區造成潛在影響的地方

6.4   荃灣的公眾參與

6.4.1　區議會的現行角色和職能
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一向以諮詢性質為主，在地區事務上，除了監察政府提供地區服務的情況
之外，還就各地區事務為政府提出建議。為了確保區內人士的需要和意願得到充分考慮，政府
各部門在提出關乎區內區內民生、居住環境、居民福祉的建議前，都會先行諮詢區議會，並盡
可能採納區議會的意見。這些建議包括各區的工務工程計劃、交通管理措施、規劃事宜等。

根據「區議會條例」規定，區議會法定職權有兩項，首先是「向政府提供意見」，其中包括：
• 影響地方行政區人士的福利的事宜；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
• 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和
• 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用。

其次，則為「就有關項目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
• 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
• 區內的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和
• 區內的社區活動。

6.4.2  區議會行政、財政及地區參與
隨著區議會的資源增加，自 2008 年後，區議會實行職能提升計劃，除了讓區議會參與管理部
份地方文康公共設施（如公立圖書館、游泳池）的功能，也增加在「社區參與活動」和「地區
小型工程」的年度預算撥款，讓區議會有更多的資源去參與地區事務的發展與建設，提升區議
員在地區層面的影響力。區議會積極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並運用資源，與不同界別的地區
團體推行協作計劃，以達致各項社會目標。為配合深化地方行政工作及提升區議會職能，政府
近年亦開始，加強區議員與政府部門的溝通。此外，政府也為區議員籌辦簡介會，安排部門首
長向區議員介紹其政策範疇內的工作。這些安排協助區議員認識政府不同範疇的整體規劃及未
來路向，有助他們推動地方行政工作。不過，可能由於疫情關係，2020 年未有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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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區議會在社區的發展的角色
香港沒有特定的社區發展。一般社區事敄都由民政事務處和區議會處理。而市民有需要幫忙的
時候，通常都會向區議員求助。雖然區議員沒有實際的權力（如製訂法律及預算權），卻可以
扮演一個轉介的角色，讓政府不同的部門去處理市民關注的事情。

此外，政府也有撥款給區議會進行小型工程和讓地區機構申請舉辦社區活動。不過，區議會的
撥款必須通過民政事務局，所以一般審批地區工程項目亦需要一定的輪候時間。此外，由於申
請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舉辦社區活動的要求嚴謹，一般地區機構未必會申請，也減少了市民參與
地區事務的機會。事實上，民政事務局對撥款和各區的事務有最終決定權。

再加上區議會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該區地區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地區管理委員會由同區的民政事
務專員擔任主席，負責協調該區各個政府部門，如房屋、交通、衛生和教育等工作，並向區議會
匯報，可謂其推動社區發展的權力更為增強，也深化其與社區居民之連結。

6.5　總結

居所樓面面積
人均居住面積
罪案率 

制度承載力    總結
貧窮情況 • 貧窮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6,200
 • 租住私樓 : 13.3%
 • 居於公屋 : 29.5%
 • 自置居所 : 53.7%
 • 65 歲或以上：34.5%
社會保障 • 向較有經濟需要長者，發放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 改善了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房屋可負擔程度 • 有超過 57.7% 的住戶居於自置居所，高於全港水平
房屋分佈  • 公營房屋主要在東面和中部
 • 私人住房則在西面和填海地區
 • 市中心多爲唐樓，也夾雜重建項目
房屋租金   這幾方面也反映了房屋空間的分佈情况。東面的公營房屋無論在租金、樓面面

積和人均面積都是最少。相反西部和海濱一帶無論租金、人居面積都比較大。
中部舊區人均面積最小，但租金卻更高。

 • 荃灣區整體的罪案率較全港平均數低
個別的地區問題 • 舊區公共空間犯罪問題
 • 毒品問題
公眾參與： 雖然大部分的區議員皆由選舉産生，但它畢竟只是一個諮詢組織，在整體
區議會的角色 的地區發展沒有話語權更遑論市民的參與了。

制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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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社會承載力 
7.1　荃灣的勞動人口 

7.1.1  教育程度 
從人口的教育水平上進行分析能更了解社區內的工作人口的背景。荃灣區的教育水平整體較全
港水平高。從圖 7.1 可見，小學程度只佔 17.5%，而高中水平佔整體的 30.7%。根據 2016 中
期人口統計的資料，全港曾就讀專上教育課程的人口比例在 2016 年為 32.7%，荃灣區的比例
佔 35.7%，在十八區中排行第 8 高，較其他地區為高。而香港 2016 年曾就讀中學及以上程度
課程的 1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是約 80%，荃灣區的比例亦較全港水平高，佔 82.4%，在 18 區
排名第 7 高。 

我們可以從教育水平了解到工種的選擇類别，圖 7.2 顯示了荃灣各選區人口的教育水平並
以棒形圖表達各教育水平分佈。可見東邊的人口的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在高中或以下（紅色
和藍色的柱體），而西面的人口分佈有較多的人士有專上教育甚至是學位課程的教育背景
（黃色的柱體）。 

圖 7.1 2016 年荃灣區按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劃分的 1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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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荃灣區 15 歲及以上人口的教育水平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7.1.2　勞動人口分佈 
2019 年的荃灣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 61.9%，較全港的 60.6% 略高。從下圖顯示（圖 7.3），
石圍角和象石的勞動人口在荃灣區為最低（以紅色顯示）佔 56%；反映這些區域的家庭結構
和人口年齡構成低勞動人口參與的因素。象山邨和石圍角邨於 1978-1980 年間落成，這些人
口亦開始有老化的現象，從勞動人口的參與率更加將區內樓宇和人口老化（雙老化）的問題進
一步浮現出來。

社會承載力

圖 7.3 荃灣區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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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工作時數分佈
從工作時數的分佈上可見（圖 7.4），主要的勞動人口每週的工作時數為介乎於圖內棒形圖
的中間位置，大約分佈在 35-44 小時。但亦有不少工作人口特別在西面每週處於較高時數
的工作環境。

圖 7.4 荃灣區勞動人口每週通常工作時數的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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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荃灣區勞動人口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7.1.4　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分佈 
在荃灣區東面（石圍角、梨木樹和象石）的勞動人口主要為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粉紅色）和
工藝、技術及非技術工人或不能分類的職業（藍色）。而沿海濱區域的勞動人口職業主要為專
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綠色）和經理及行政人員（藍色），反映這些人口的工作主要以專業技術
為主，較少需要體力勞動。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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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荃灣區就業 / 經濟活動身分的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圖 7.7 表顯示按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常用統計荃灣區的工作人口職業劃分，荃灣區的工作人
口主要以文書 / 行政工作和輔助專業人員為主，佔逾 23%，而值得注意是非技術人口亦佔大約
20%。反映區內的勞動人口有一部分的教育程度較低。

圖 7.7 2016 年荃灣區工作人口職業劃分的比例（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社會承載力

7.2  荃灣的區内產業結構  

7.2.1  荃灣區内就業 / 經濟活動身分的分佈 
就荃灣區區內整體經濟活動的身分為僱員，在大部分選區的圓形圖可見，僱員（深藍色部分）
的比例均佔接近一半，而退休人士（黃色部分）在每個選區亦佔一定的比例（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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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工作地點   
在工作地點上，同區工作的人口以深紫色顯示佔的比例相對地少（圖 7.8）。在不同選區亦佔
相約的比例，反映大部分勞動人口都需要跨區工作。從通勤的層面上，這反映區內的就業狀況
未能為大部分的勞動人口帶來工作機會，因而導致勞動人口需要跨區工作。

從工作地點的圓形圖（圖 7.9）顯示同區工作的人口只有 25%；有超過 6 成勞動人口都是跨區
工作，當中 22% 在九龍工作，而新市鎮的亦佔 18%。 

圖 7.8 2016 年荃灣區工作人口工作地點的分佈（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圖 7.9 荃灣區人口工作地點比例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7）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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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不同產業在荃灣區的機構單位數目     
就荃灣區的機構單位進行分析，可以更了解區內主要的工作種類和經濟活動的組成和結構。 

從下圖所見（圖 7.10），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綠色線形）在荃灣和全港都較其他行業的
機構單位數目多，但近年亦有回落的跡象。隨著香港經濟持續轉型，在金融服務、專業服務、
工商業支援和資訊科技都有不斷的需求。圖中橙色線形顯示資訊科技、金融、地產、專業、科
學、技術、行政及支援服務行業的機構單位數目在荃灣的升幅為最急，反映提供這些用途的單
位數目在荃灣區近年有上升趨勢。升幅在荃灣區第二高的機構單位數目是社會及個人服務。荃
灣作為傳統的製造業重地，在香港經濟的轉型下亦持續進入夕陽行業。製造業（紅色線形）的
單位數目在荃灣區按年下跌，而從全港的統計顯示，跌幅更加顯著。

圖 7.10  2000-2020 年 不同產業在荃灣區和香港的機構單位數目（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0d）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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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不同產業在荃灣區的就業人數
從圖 7.11 可見，區內的就業人口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綠色線形）的人數近年有急劇的
跌幅。而資訊科技、金融、地產、專業、科學、技術、行政及支援服務行業（橙色線形）人數
今年有急劇上升，20 年間的升幅超過一倍至超過 3 萬勞動人口；而全港的就業人數的升幅尤
其大，超越了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的就業人數逾 87 萬人。而製造業方面，就業人數就持
續的下跌，在荃灣區跌至大約 4,000 人而全港就大約 8 萬人。由此可見香港經濟上的轉變。

圖 7.11 2000-2020 年 不同產業在荃灣區和香港的就業人數（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0d）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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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荃灣的商業狀况 

7.3.1  荃灣的區內商業樓宇分佈
從荃灣的各項商用物業進行分析，以下圖表（圖 7.12）顯示了荃灣區由 2013 年至 2019 年間
的物業總存量。工貿大廈（深綠色）佔最少的比例（21,300 個單位），並在過往年間沒有改變。
由於荃灣曾經是製造業重鎮，分層工廠大廈在荃灣區比例佔最多，佔總數的 60%；反映荃灣區
的商業活動主要在分層工廠大廈進行。圖 7.13 顯示大部分的分層工廠大厦都是建於七、八十
年代。商業樓宇（黃色）在整體趨勢中有上升的跡象，直至 2019 年，上升了 9% 的商業樓宇
總存量。私人寫字樓（橙色）的總存量，由 99,300 平方米升至 178,300 平方米，6 年間升幅
達 80%，反映區內經濟活動的轉變。

 圖 7.12 2013-2019 年荃灣區各類商用物業的總存量（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b）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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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全港私人分層工廠大廈按樓齡分類的總存量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b）

圖 7.14 2014-2019 年荃灣區各類商用物業的空置百分率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b）

7.3.2  空置率
空置量是指在年底進行普查時，實際上未被佔用的單位數目。正在裝修的物業均界定為空置。
從私人非住宅物業的空置量數據可以反映區內經濟活動對不同物業的需求。私人寫字樓包括商
用樓宇內的物業，但不包括綜合用途樓宇內的非住宅用途單位。

私 人 寫 字 樓 的 空 置 率（ 橙 色 缐 ） 近 年 有 下 降 的 趨 勢， 從 2014 年 的 22% 跌 至 2019 年 的
10.8%；可見荃灣區對寫字樓的需求越來愈多。倉庫是指包括設計或改建作倉庫或冷藏庫的樓
宇及其附屬寫字樓。從圖 7.14 可見，雖然私人倉庫（棕色缐）的空置率有上升趨勢；但值得
一提的是香港近年物流業和電子商貿行業發展蓬勃，對儲存空間的需求大增，導致私人分層工
廠大廈的空置率維持平穩在大約 5% 水平。

社會承載力



88

對比全港的數字，荃灣整體的空置率都有下降趨勢，與全港的數值成反比。由此可見荃灣有空
間去創造更多的容量容納新的經濟活動（圖 7.15）。

從落成量的數值，荃灣區由 2014 年至 2019 年在商業樓宇和寫字樓都較多（圖 7.16）。在新
的商業發展項目中這兩類物業用途的樓宇在區內新的需求趨勢，反映區內的勞動人口在將來亦
會有不同的經濟活動上的改變。值得一提的是荃灣分層工廠大廈，縱使製造業在香港已步入息
微，在政策的帶動下分層工廠大廈近年在用途上有不同的轉變，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經濟和社
會需要。私人分層工廠大廈是為一般製造業工序及與該等工序有直接關係的用途（包括寫字
樓）而建設的樓宇。根據《香港物業報告 2020》指出，2019 年私人分層工廠大廈的落成量在
葵青和荃灣區為主要供應來源，合共佔總落成量的 94%。近半空置面積位於觀塘、葵青和荃
灣區；預計 2021 年將有 66,800 平方米的新面積供應，主要來自荃灣，佔新供應量的 37%。

圖 7.15 2014-2019 年全港各類商用物業的空置百分率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b）

圖 7.16 2014-2019 年荃灣區各類商用物業的落成量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2020b）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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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地區財政與規劃能力 
香港沒有地區層面的財政數據，但是根據政府統計處（2020e），2019-2020 年政府經營開支
總額爲 5,232 億港元（平均每人大約爲七萬港元）。用於地區小型工程和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
分別爲 3.6 億和 4.62 億元（民政事務局，2020）。根據荃灣區議會文件（2020），用於這個
有 311,800 人口（佔全港約 4.2%）地區的小型工程與社區參與的資源爲 $36,839,000，只是
政府經營開支的 0.157%, 平均每人爲 118 港元。換言之，地區沒有財政能力可言。既然沒有
財力，更遑論規劃和發展能力。香港的規劃制度是由上而下，沒有進行社區規劃。況且，所有
的公共工程規劃和發展的決定都是政府行爲，地區議會只有獲諮詢的角色。雖然地區議會可以
動用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來推動社區規劃（如本研究），但是區議會只能通過各個政府部門的
回應來落實任何議會的決議，談不上有承載能力。

7.5  總結
社會承載力    總結
教育水平 • 較全港水平高
 • 荃灣西部居民的教育水平較荃灣東部地區爲高
勞動人口 • 勞動人口參與率比全港略高
 • 雙老化問題（樓宇和人口）
 • 東部以勞動 / 非技術；沿海濱區域的勞動人口主要爲專業人員
 • 大部分爲僱員，也有一定的退休人士
 • 同區工作的人口只有 16%
産業結構 • 製造業按年下跌
 •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單位仍然最多，但呈向下趨勢
 • 金融、地產、專業、科學、技術、行政及支援服務行業升幅最急
 • 第二高升幅的是社會及個人服務
商業狀况  • 分層工廠大廈佔商用物業總數的 60%
 • 私人商業樓宇最近六年上升 80%
 • 荃灣區對寫字樓有越來愈多的需求
 • 倉庫的空置率却有上升趨勢
 • 2019 年私人分層工廠大廈的落成量在葵青和荃灣區爲主要供 

應來源，合共佔總落成量的 94%。2021 年將有 66,800 平方
米的新面積供應，主要來自荃灣，佔新供應量的 37%  

 • 用於地區的小型工程與社區參與的資源，只是政府經營開支的  
  0.157%, 平均每位荃灣人合計爲 118 港元
規劃能力 • 地區缺乏規劃與發展的能力

社會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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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交通
8.1 簡介
人們常說，運輸系統是城市的命脈。要了解運輸系統對城市的關係，我們要先知道運輸系統的
組成部分。Rodrigue（2020）認為運輸系統的四個組成部分，當中包括：

• 交通模式：指運輸系統中用作運輸乘客／貨物的載體；乃系統中流動的部分。
• 基礎建設：指支援交通模式而形成的基礎硬件，如道路、總站等；乃系統中固定的部分。
• 交通網絡：指運輸系統中眾多地方（交通學上稱為節點）相互連結而形成的互聯系統；以 
 描述運輸系統的功能性及空間性。
• 交通流動：泛指人、貨物與資訊透過交通網絡、基礎建設及交通模式的流動。 流動有始有 
 終，包括出行位置及應運而生的路線。

運輸系統不論從環境、社會及經濟都與城市肌理息息相關。就環境而言，機動車輛及其他硬件
在製造及運行時所造成的環境外部性（如：碳排放、噪音等）顯然易見；但其他方面則需進一
步說明：就如社會方面，運輸系統（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統）可確保大眾的機動性，以至其存取
機會、商品、服務等的途徑；經濟而言，運輸系統促進材料、貨物等資源分配，維持市場運作等。
運輸系統與城市運作密不可分。

而要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一個可持續的運輸系統不可或缺。Rodrigue（2020）認為我們
可以從運輸系統的組成－模式、基建、營運（網絡及流動）三方面入手，加上相對應的指標，
以衡量運輸系統是否可持續。

交通模式是否可持續，可從整體交通流量中的機動性及集體性作衡量。一個理想的綠色運輸系
統應著重集體運輸（公共交通）以連接交通需要較高的走廊，配以可持續（通常非機動）的交
通模式（如：單車、步行等）以完成由公共交通服務走廊至目的地的最後一哩路（last-mile）
旅程。

基礎建設方面，運輸系統的基建包括但不限於不同形式的道路（車路、行人路、單車徑、天橋
隧道等）、泊車設施、不同交通模式車輛的硬件狀態及其使用率等。我們可透過了解不同交通
基建的供求及使用模式進一步了解運輸系統的使用情況。

最後在運輸系統營運方面，就網絡而言，我們可以了解其網絡特徵，如通勤模式（時間、模式、
需求）、系統外部性（交通意外、塞車、污染）及系統可達性（可達度、易行道、交通成本）
或其網絡流動，如流速、流量、服務水平等指標得知整體運輸系統在運行時的表現。

透過收集上述運輸系統的不同指標數據，配合地區知識及實地考察，我們可以對荃灣的交通網
絡作基本的了解。唯上述部分指標涉及大量數據收集工作，在政府未能提供相關數據的情況
下，是次研究未能覆蓋上述部分指標。下列表格顯示是次基線研究涵蓋的數據範疇。以下主要
分析荃灣的交通基礎建設、模式以及運輸系統的網絡特徵及表現。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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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礎建設及交通模式
透過了解荃灣區運輸系統中不同硬件（如各種道路、過路設施、泊車位等）的分佈、供求及使
用情況，我們可以得知其運輸系統的特質、現況及潛在的議題及其優點、劣項、機遇和危機（優
劣機危）。

8.2.1 道路網絡  
荃灣可謂香港交通網絡的中心之一。在對外高速公路網絡方面（圖 8.1），荃灣市中心有 9 號
幹線東西向連接屯門、沙田及新界北；5 號幹線由荃灣路起南向連接油尖旺及九龍東。非市中
心方面，深井一帶有 3 號幹線南北向連接元朗、九龍西及中西區；同屬荃灣區的馬灣、竹篙灣
一帶亦有 8 號幹線東西向連接機場及沙田。荃灣區其交通網絡中心的特色，亦使其道路網絡容
易受周邊相連區域的交通影響，麗城以西、或德士古道以東一帶尤其。

故此，不難發現荃灣市中心的西南及北邊被高速公路（荃灣路及象鼻山路）環繞，而其幹路
網絡亦然（圖 8.2）。撇除象鼻山路，市中心周邊有青山公路荃灣段及德士古道兩條主要幹路
（Primary Distributor） 包圍；區域幹路（District Distributor） 方面，東西向有沙咀道、楊
屋道等；南北向有大涌道、大河道及眾安街等貫穿市中心，輔以關門口街、聯仁街及海安路等
區內幹路（Local Distributor）形成荃灣市中心的幹路網絡。另外，幹路網絡北邊有荃錦交匯
處、南邊沿荃灣路亦有柴灣角迴旋處、大涌道迴旋處及荃青交匯處。一但迴旋處或交匯處流量
超越其容量，可倒灌回幹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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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荃灣的對外交通網絡（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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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荃灣的道路級及交通流量統計（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荃灣市中心的另一特色，是其覆蓋寬闊的有蓋行人天橋網絡（圖 8.3）。「荃灣行人天橋網絡」
沿西樓角路東西向連接愉景新城至悅來酒店一帶，另沿大河道連接荃灣及荃灣西兩站，及荃灣
南一帶的商場及新建項目。據知，將來大涌道及關門口街至永順街亦擬全建行人天橋，連接行
人天橋網絡。

圖 8.3 荃灣的行人天橋網絡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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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單車方面，香港傳統的交通觀點認為單車應於專屬的單車徑行駛。回顧區內專為單車而設
的設施，僅有運輸署及食環署區內分別提供 74 及 33 個單車泊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
報 , 2017）；及荃灣公園內的兒童單車徑。截至報告付印前，荃灣仍是九個新市鎮中唯一一個
未有專屬單車徑的新市鎮。唯荃灣至屯門單車徑 — 前期工程即將落成，先連接青荃橋至灣景
花園一帶，以配合日後荃灣至屯門單車徑的發展。唯有議員亦向研究團隊反映，前期工程部分
路段欄杆有窒礙景觀之嫌，以及灣景以西的擬議方案有地區爭議等情況。

我們認為，荃灣市中心的幹路網絡圍繞亦貫穿市中心，造就荃灣市中心人車共滲（high 
unfiltered permeability） 的交通脈絡本質。而行人天橋網絡將可觀的人流從地面分流至天橋，
的確解決以往人車爭路的問題，但亦同時反映道路仍然環繞車輛而設計，運輸規劃以車輛為中
心。

8.2.2 公共交通網絡
荃灣市中心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網絡覆蓋。鐵路方面，荃灣區有三個鐵路站（圖 8.4），分別為
連接港九的荃灣線總站荃灣及大窩口，以及連接新界西北至西九龍的西鐵線荃灣西。將來屯馬
線全線通車後，荃灣西原線亦可連接東九龍、馬鞍山等地。以一般鐵路服務範圍約 400 － 800
米為計算，大部分市中心的市民能以可接受的步行距離連接鐵路服務（圖 8.5 及圖 8.6），唯
荃景圍、海濱、麗城及梨木樹一帶居民距離較遠，或較依賴其他模式通勤／接駁鐵路服務。

圖 8.4 荃灣區三個鐵路站的位置（資料來源：地政總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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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荃灣區地鐵站中心起計 400 米範圍（資料來源：地理資訊地圖，2020）

圖 8.6 荃灣區地鐵站中心起計 800 米範圍（資料來源：地理資訊地圖，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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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陸路公共交通方面，專營巴士主要行走區內大部分主要幹路（圖 8.7）；居民巴士連接麗城、
汀深等屋苑至荃灣站／其他商貿區。區內亦有不少小巴路線（圖 8.7）。專線小巴（綠 Van）
主要圍繞兆和街、荃灣街市街、眾安街、鹹田街／河背街一帶連接城門谷、荃灣近郊／郊區、
葵青及沙田一帶；荃灣及荃灣西站亦有小巴連接荃景圍、麗城、汀深及荃灣郊區等地，反映其
輔助鐵路的功能。另有非專線小巴（俗稱紅 Van）主要圍繞川龍街、荃灣街市街、海壩街一帶；
其靈活、非固定的運作連接荃灣至港九新界各地。

由此可見，輔助交通模式對荃灣區可說是不可或缺。有議員反映，其選區的路線，因需要達載
客量要求而變得迂迴，居民覺得不便就不乘搭相關公共交通工具，導致惡性循環。此外，雖然
輔助交通（小巴）集中於市中心街市一帶十分方便，唯小巴司機使用附近路邊上落客，亦有小
巴路線停泊於附近道路，由於街市一帶本來已經常水泄不通，再加上人車爭路，情況不大理想。

8.2.3 泊車
圖 8.8 展示了荃灣市中心路邊泊車位及停車場分佈。荃灣整體泊車位供應以私人泊車位為主，
佔整體供應約 68%；其餘分別為供公眾使用的私人停車場泊車位（ ~29%，包括短期租約土地
車位～ 5% 及多層停車場泊車位～ 1.3%）及路邊泊車位（ ～ 3.5%）。（本部分提及泊車位
的業權並非指停車場的所有權或營運方式。）

圖 8.7. 荃灣區的公共交通（資料來源：地理資訊地圖，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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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整體泊車位按年上升（表 8.1），但供應大多為私人泊位，故公眾及政府泊位升幅不及
整體供應（表 8.2）；路邊泊車位則有可觀增長（表 8.3）。

圖 8.8 荃灣市中心路邊泊車位及停車場分佈（資料來源：地政總署，2019）

表 8.1 荃灣區按車種分類的泊車位供應數字（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二月同期 私家車 貨車 巴士 電單車 總計
2020 37,071 1,946 415 1,491 40,923 [+0.57%]
2019 36,863 1,976 425 1,426 40,690 [+3.17%]
2018 35,787 1,947 426 1,281 39,441 [+2.38%]
2017 34,981 1,919 396 1,230 38,526 [+1.41%]
2016 34,590 1,852 396 1,152 3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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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荃灣區按車種及供應種類分類的泊車位供應數字（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表 8.3 荃灣區按泊車位置分類的泊車位統計數字（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交通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私人貨車位 1010 1093 1128 1167 1167

私人私家車位 23765 24101 24896 25608 25708

公共貨車位 1149 1132 1158 1147 1107

公共私家車位 9405 9422 9434 9789 9858

政府貨車位 89 90 87 87 87

政府私家車位 1420 1458 1457 1466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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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私人停車場 26667 27482 27951

公共停車場 11423 11833 11898

停車場 35860 36297 37222 35504 35880 36685 37223

路邊泊車位 1130 1156 1264 1276 1291 1302 1301 1359 1406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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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全港各區按車輛種類劃分的泊車位數目（截至 2019 年 8 月）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2019）

回顧過往十年本港整體私家車註冊數量，私家車總註冊數目由 2009 年的 429,754 升至 2019
年的 628,230，按年增長 1.7-5.0% 不等；每千人私家車擁有率亦由 2009 年的 56.3 升至 2019
年的 76.3。私家車數目的持續增長，反映對運輸基建如道路、泊車位等需求會增加。在泊車位
／車輛比方面，按 2019 年 8 月運輸署數據，每架私家車僅有 1.07 個車位。雖然泊車位／車輛
的比例上並沒有特定的標準，但大部分私家車至少需要在住所及工作地點合共兩個車位，甚至
需要在商場、康體設施或社區設施附近的泊車位（Goldstein, 2015） ，反映本港泊車位供應
未能應付私家車增長對泊車位的需求。

根據 2019 年運房局提供予立法會的數據，在十八區中（表 8.4），荃灣區是港島（南區、灣仔、
中西區）以外泊車位供應比例最少的地區：平均每 7.63 人僅有一個車位。雖然人均泊位並非
一個絕對的指標去說明區內泊車位供應緊張，但可視其為各區之間的供求的比較之一，即荃灣
區泊位供應整體較九龍、新界其他區都為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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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對停車場需求一向殷切。自荃灣運輸綜合大樓關閉後，區內僅有一個政府多層停車場，而
其使用率一直偏高。審計報告指荃灣多層停車場於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可達 95%；而按運輸署
2020 年撰寫時已公佈的統計，首三季月份（除六月外）荃灣多層停車場每日 24 小時的平均使
用率均高於八成，亦長居眾多多層停車停車場使用率的三甲。運輸署提供咪錶泊車位根據收入
計算的使用率、及短期租約土地的停車場使用率則詳見表 8.5。有議員反映有新開張的短期租
約停車場車位於營運首日內全數租出，可見區內泊車位的緊張程度。

政府目前提供泊車位的政策，「是優先考慮及配合商用車輛的泊車需求，並在整體發展容許
的情況下同時提供適量的私家車泊車位，但不希望誘使慣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轉用
私家車，以免加劇路面交通的負荷。」運輸研究一般認爲運輸系統中的供應會帶來誘導需求
（Induced Demand），故增加泊車位供應亦很大可能加劇市民轉用私家車的情況；不增加供
應則可維持轉用私家車的高成本門檻。唯研究團隊同時認為，全港私家車泊車位／車輛比只有
1.07 的情況極為惡劣，不提供適量的泊車位會使車輛溢出（overspill）至其他運輸系統的地方，
造成違例泊車，或因尋找泊車位而產生額外交通流量，導致塞車。

表 8.5 短期租約土地的停車場使用率（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地區 2017 2018 2019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中西區 24.6% 48.8% 33.7% 61.5% 29.0% 60.2%
東區 63.9% 73.5% 59.6% 79.4% 51.3% 65.8%
南區 50.9% 63.3% 33.7% 65.2% 28.3% 64.8%
灣仔區 n.a. n.a. n.a. n.a. n.a. n.a.
香港島總數	: 54.1% 67.1% 50.8% 73.9% 44.2% 64.6%

九龍城區 47.5% 76.7% 47.8% 66.5% 59.2% 72.1%
觀塘區 72.6% 75.5% 54.9% 83.2% 64.8% 74.9%
深水埗區 51.2% 70.0% 63.8% 67.1% 45.1% 58.6%
黃大仙區 57.9% 80.4% 58.4% 69.6% 51.1% 69.7%
油尖旺區 72.0% 67.1% 55.2% 52.9% 44.2% 46.3%
九龍總數 : 56.4% 74.4% 54.0% 69.1% 53.4% 65.0%
香港島及九龍總數 : 55.8% 72.5% 53.0% 70.5% 50.2% 64.9%

北區 -- 67.4% 47.8% 65.5% 34.6% 60.9%
西貢區 -- 81.1% 49.9% 74.7% 55.3% 68.5%
沙田區 -- 78.7% 62.2% 79.8% 44.3% 68.8%
大埔區 -- 79.2% 70.6% 78.6% 50.3% 69.7%
新界東總數	: -- 76.5% 55.6% 74.0% 46.2% 66.9%

離島區 -- 48.2% 47.8% 43.3% 16.4% 11.9%
葵青區 -- 69.0% 56.0% 65.4% 55.4% 78.7%
荃灣區 -- 69.5% 62.6% 65.0% 52.9% 57.7%
屯門區 -- 82.4% 53.3% 82.7% 47.4% 76.4%
元朗區 -- 84.5% 65.9% 83.1% 35.4% 64.2%
新界西總數	: -- 70.4% 56.7% 68.0% 53.3% 75.8%
新界西總數	: -- 72.3% 56.4% 69.8% 51.4% 73.4%

全港總數	: -- 72.3% 55.7% 70.0% 51.2%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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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2010 － 19 年荃灣警區交通違例事項檢控數字（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2020）

交通

事實上，根據警務處公開資料，2010 － 19 年荃灣警區交通違例事項檢控數字（見表 8.6）違
例泊車檢控由 2010 年二萬多宗按年上升數千宗；唯於 2017 年違例泊車檢控數字飆升四萬至
九萬多宗而一直維持。而比較荃灣警區的違例泊車檢控數字與全港作比較，其檢控數字升幅於
2016 － 18 年較全港同期急速，可能反映違泊問題於近年間變得嚴重（香港警務處，2020）。

違例泊車之所以增加，沿自於泊車位供應不足，以致泊車位價格上升，而其車位價格高於違例
泊車被罰款平均成本，而作出成本可能較泊車位低（即違例泊車）的選項。另一方面亦與道路
設計有關，令駕駛者以為或誤以為道路有足夠空間泊車而不會造成阻礙（如灣位違泊、雙行泊
車等）。此舉不但窒礙其他路邊使用如公共交通上落客等情況，更會阻礙交通形成塞車問題，
甚或因違泊阻礙道路使用者視線而造成的交通安全問題。

8.3 運輸系統的網絡特徵及表現
8.3.1 交通網絡表現
圖 8. 8.9a 及 b 是以運輸署 2018 年交通統計年報的數據並以地理資訊系統（GIS）呈現出荃灣
區主要幹路的每日交通流量（Annual Average Daily Traffic）。圖 8.9a 及 b 可見荃灣交通最
繁忙的地區集中於荃灣路及荃青交匯處。唯因荃灣區內交通點算站分級的關係，運輸署未有備
存任何進一步的資料，包括按月、周、日的流量變化，及車輛種類等。而按 8.9a 及 b 顯示，
大部分道路交通流量在過往五年都有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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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a 荃灣區主要幹路的每日交通流量（資料來源：運輸署，2018）

圖 8.9.b. 荃灣區主要幹路的每日交通流量（市中心）（資料來源：運輸署，2018）

就 網 絡 表 現 方 面， 除 流 量 外， 交 通 學 另 一 常 用 的 指 標 就 是 服 務 水 平（Level of Service - 
LoS）。 服務水平是一項將交通流量等量化數據轉化成 A-F 級的評級指標，反映行人／行車交
通該時通過相關道路的流速／所需時間、流量（密度）及延誤。因數據不足及資源關係，團隊
亦有試行以目測方式評估荃灣行人及行車道路的服務水平，主要觀察其行人及行車交通流速、
及有否擠塞等情況。由於觀察於平日非繁忙時段進行，故目測結果不能作準，但有一定的參考
價值。

行人與行車有不同的服務水平準則，而行人道的服務水平標準亦已收錄於運輸署《運輸策劃及
設計手冊》（TPDM）第六部第十段（參考 Highway Capacity Manual 2000）。我們跟隨《運
輸策劃及設計手冊》中所訂立行人道可接受服務水平為 C 級（圖 8.10）；而行車服務水平方
面則沒有一個硬性指標，我們參閱《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亦有參考的 Highway Capacity 
Manual（圖 8.11） 所列的質性描述，將行車可接受的服務水平分別定為 D 級。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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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 行人服務水平標準（資料來源：運輸署，2000）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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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行車服務水平標準（資料來源：Virginia DOT, n.d.）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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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2. 荃灣的行人服務水平標準（ 十月二十日非繁忙時間觀察所得）（資料來源：作者，2020 ）

根據觀察結果，就行人環境方面（圖 8.12），我們認為川龍街，眾安街及沙咀道近街市一帶行
人環境較為惡劣。沙咀道及以北一帶主要因為其行人道的有效寬度頗爲狹窄，加上地面經濟活
動繁多，行速較慢而時有阻礙，故行人服務水平並不理想（等級 D 或 E）；至於沙咀道以南的
情況更為惡劣－行人已主要行走於車道，而道路亦經常有周邊商鋪的貨物／雜物阻塞路面，以
致行人交通表現欠佳。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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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行車方面（圖 8.13），團隊觀察時普遍認爲主要幹道、街市一帶及兩個工業區行車服務水
平處於可接受服務水平，而部分路段，如麗城出柴灣角迴旋處、柴灣角街、及街市一帶（眾安
街、河背街等）流量受阻。

除上述路段團隊觀察到的擠塞情況，議員們亦有反映指夜間繁忙時間於荃灣廣場一帶、假日於
海之戀一帶、及春秋二祭於老圍亦有擠塞情況出現。

至於行車擠塞的成因，詳見下一部分「系統外部性（Transport Externalities）」中的「交通
擠塞」闡述。

研究團隊需要強調，由於這次僅以目測觀察方式，並僅於平日的非繁忙時間衡量區內交通服務
水平，結果未能完全反映整體／高峰交通情況。但若非繁忙時間有交通服務水平未如理想的情
況，可以假定其於繁忙時間的情況只會更差。

圖 8.13. 荃灣的行車服務水平標準（ 十月二十日非繁忙時間觀察所得）（資料來源：作者，2020 ）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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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交通網絡特徵
荃灣區觀察及與議員交流所得的不同交通表徵，可以反映其交通網絡中功能性及空間性的本質
及特徵，甚或其系統性影響荃灣交通的因素。

8.3.3 通勤需求
在交通需求產生方面，最常會討論到的通常都是通勤（上下班）的交通需求。2016 年中期人
口普查指出，荃灣區僅有 16.4% 的人口可以原區就業，數值與全港平均值（17.4%）相若，反
映不論荃灣及香港整體都對通勤需求殷切，市民依賴跨區交通工具就業。

8.3.4 系統外部性（Transport Externalities）
在運輸經濟學來說，運輸系統外部性（Transport Externalities）是指運輸系統中潛藏的對經
濟及社會造成的成本效益，例如空氣、噪音污染、道路安全、改善了的易達程度、流動性。有
關環境方面的運輸系統外部性已經在城市承載力「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的部分作闡述。本部
分會集中討論交通意外所造成傷亡及交通擠塞兩種運輸系統外部性。

8.3.4.1 交通意外
我們分別向警務處及運輸署查詢過往十年交通意外的受傷比率及其傷勢分佈，數據反映荃灣區
整體交通意外數字有輕微上升趨勢，但受傷比率及傷勢分佈未見有任何特別。

研究團隊亦向運輸署查詢了 2017 － 2020 年的交通意外相關統計。圖 8.14 顯示了運輸署提供
自 2017 年起的荃灣市中心的路口交通黑點（路口交通黑點是指在過去一年之內，發生了 6 宗
或以上涉及行人傷亡／ 9 宗或以上涉及傷亡的交通意外；或過去五年之內，發生了 2 宗或以上
涉及死亡的交通意外的路口） 及發生過致命交通意外的地點位置。當中市中心內的致命交通意
外絕大部分涉及行人。雖然致命意外只反映個別事件，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而與荃錦交匯處及荃青交匯處相關的路口則長居 2017 至 2019 年的路口交通黑點列表，反映
有改善路口設計的需要。我們認為，隨著交通流量增加，相關交匯處發生意外的機會只會增加，
尤其荃錦交匯處涉及六線交匯，衝突點較多，同時亦是三線的傳統式交匯處，可進一步研究新
式交匯處設計的可行性（如螺旋形迴旋處、甚或渦輪式迴旋處（Turbo Roundabout）配合車
道分隔），以減少車輛相撞及增加效率。

除了路口交通黑點之外，Loo（2009）亦發展了交通意外熱帶（hot zone）方法研究連續路段
的交通意外。與路口交通黑點指的交通意外率較高的路口不同，交通意外熱帶是指兩個或以上
的有交通意外率高於標準的連續路段。比起研究受隨機性影響的路口，交通意外熱帶是研究交
通安全較爲準確的方法，可以反映出整個路段的不足。研究團隊參考了運輸處 2014 至 2019
年交通意外的資料，以及 Grubenmann et al.（2019）製作的 ArcGis 插件，製作了荃灣的交
通意外熱帶圖（圖 8.15.）。與交通意外黑點反映的情況相似，荃錦交匯處及荃青交匯處亦是
交通意外熱帶之一，另外，青山公路與大涌道交界的一段、沙咀道連接川龍街一段以及楊屋道
一段都是交通意外的熱帶。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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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4. 荃灣市中心的路口交通黑點 （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

圖 8.15. 荃灣的交通意外熱帶（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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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2 交通擠塞
根據交諮會《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道路交通擠塞的經常性成因有五：
（a） 增建路面運輸基礎設施的空間有限；
（b） 過多車輛在路上行駛；
（c） 道路使用者爭相使用路面空間；
（d） 管理及執法問題；以及
（e） 道路工程。

在上述成因當中，研究團隊特別關注（c）及（d）兩項成因。交諮會指，道路使用者爭相使
用路面空間包括貨車上落貨、公共交通工具上落客及車輛兜圈以尋找路邊泊車位（cruising 
traffic）；管理和執法問題則指「違例泊車、雙行泊車、在限制區上落客貨、長時間在非限制
區上落客貨或把車停在路口黃色方格」等違規而窒礙溝通的問題。 

研究團隊認為，（c）與（d）兩個成因大部份牽涉路邊空間（kerbside）的運用及管理問
題－例如上落貨、上落客、路邊泊車（違例與否）等。路邊作為行車道路與行人道路的過渡空
間，其使用、濫用、管理都會相互影響行人及行車交通。研究團隊於多次的實地考察發現（圖
8.16），荃灣市中心各路段均有不同程度的路邊使用問題，如違例泊車、雙行泊車、貨物／雜
物霸佔路邊空間等問題（照片 8.1）。當中，以工業區及街市尤其嚴重。工業區以路邊限制區
作上落貨（照片 8.2），街市則經常有違例泊車及貨物／雜物放置於路邊（照片 8.3）。此外，
功能性強的地方，如車房、食肆、商場等亦有相關問題。

圖 8.16. 實地考察發現的路邊使用問題（ 十月二十日非繁忙時間觀察所得）（資料來源：作者，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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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1. 荃灣內雙行泊車（圖片來源：作者，2020）

照片 8.2. 工業區以路邊限制區作上落貨、
棄置雜物及擺放盛載運輸廢料的車斗於路邊（圖片來源：作者，2020）

照片 8.3. 街市違例泊車及雜物放置於路邊（圖片來源：作者，2020）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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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其他運輸規劃參考指標 - ｢ 街道類型 ｣ 矩陣（Place Movement 
Matrix）
在不少外國的交通規劃中，認識不同街道的功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步驟，透過了解不同街道
的類型及周邊社區的需要，再加以改良及設計，從而在規劃達到更好的效果。參考倫敦交通
局指引，街道的功能分為運輸功能及場所功能（Movement and Place），運輸功能代表可以
讓人、貨物及服務移動到其他地點，並為不同交通工具提供有效率及可靠的流動空間，突顯
街道對地區整體交通網絡的重要性。而場所功能即是街道作為公共空間，發揮維繫經濟、服
務社會和社區的角色，突顯街道在特定地區範圍上的重要性（Roads Task Force, 2013）。由
於街道都在運輸功能及場所功能上都有不同角色，在兩項指標的重要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
倫敦交通局的道路專責小組提出採用 ｢ 街道類型 ｣ 矩陣（或稱地方流動指標）同時分辨街道的
運輸功能及場所功能，以方便人們辦認不同的街道類別。他們將運輸功能設在縱軸，場所功能
則在橫軸，並將兩者各自再分三個層次，運輸功能及場所功能層次等級越高，代表街道對整體
交通網絡或整個地區的重要性越強越重要（Roads Task Force, 2013）。當兩種功能的層次交
疊起來，就得到一個簡易的分類九格矩陣及九個街道類別（見圖 8.17），這 9 類街道分別是
主幹道（Arterial Road）， 大馬路（High Road），城市中心（City Hub/Boulevard），連
接街道（Connector），大街（High Street），城市街道（City Streets），地方街道（Local 
Street），城鎮廣場（Town Square）和市集（City Place）（Roads Task Force, 2013）。

圖 8.17 ｢ 街道類型 ｣ 矩陣（資料來源：立場新聞，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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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8 運輸功能（流動性）指標（資料來源：作者，2020）

至於場所功能（地方性）的方面（見圖 8.19），研究團隊主要透過實地考察的經驗及網上資料，
為地方性方面評級。地方性評為 3 級的街道包括青山公路近南豐紗廠一段、大河道近路德圍一
段及大河道近海之戀一段等等，這些街道都是鄰近受很多港人歡迎的大型商場、景點或墟市，
並能夠維繫經濟和社區的公共空間，甚至對全港而言都有場所功能的重要性。地方性 2 級的街
道，例如眾安街、川龍街及楊屋道等，大多都是鄰近商場、街市或休憩用地的街道，其場所功
能的重要性對整個荃灣，以至鄰近地區的經濟活動或社交都有一定重要性。至於地方性 1 級的
街道，例如白田壩街、享和街和德華街等內街，只有一般商鋪或住宅的街道，其場所功能可能
只有對附近生活的社區有所影響。

交通

目前香港現時劃分道路大多是按道路的運輸功能去進行分類。例如運輸處將市區的道路分為主
幹道、主要幹路、區域幹路和地區幹路；將郊區的道路則分為主幹道、甲級郊區公路、乙級郊
區公路、接駁道路和單線通路。這些分類大部分只考慮了行車和道路設計，而欠缺了場所功能
及社區特色的元素。若香港能將「街道類型」的概念應用在規劃和管理道路網上，相信未來會
有更好的街道設計及規劃。因此，研究團隊嘗試為荃灣市區的街道依照 ｢ 街道類型 ｣ 矩陣，進
行運輸功能（流動性）及場所功能（地方性）的分類，制作荃灣的 ｢ 街道類型 ｣ 矩陣。

就著街道的運輸功能（流動性）方面（見圖 8.18），研究團隊參考目前運輸處的道路分級以、
道路的交通流量以及實地考察的經驗，為流動性最高的道路評為 3 級，當中包括荃灣路、象鼻
山路及青山公路荃灣段等等，都是本港在運輸上重要的道路，連接新界和九龍以至港島。而流
動性 2 級的道路則包括沙咀道、楊屋道及大河道等等，在運輸功能上對整個荃灣，以至鄰近地
區都很重要。最後流動性 1 級的街道，例如鹹田街、海壩街、河背街等等，都是運輸功能只對
區內或鄰近社區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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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9 場所功能（地方性） 指標（資料來源：作者，2020）

圖 8.20a ｢ 街道類型 ｣ 矩陣（資料來源：作者，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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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b ｢ 街道類型 ｣ 矩陣的分佈（資料來源：作者，2020）

雖然部分指標是參考研究團隊的主觀意見，未必能準確地代表荃灣所有街道的情況，但研究團
隊希望能藉此為公眾提供一個參考，之後可以聯合政府部門、專業人士、區議會實地考察及與
荃灣市民討論，共同制定荃灣的 ｢ 街道類型 ｣ 矩陣，並為不同類型的街道商討出改善方案。

另外，研究團隊亦會配合其他交通指標（例如實際交通服務水平），整合荃灣街道特徵及識別
需要，以「健康街道」原則作重點改善的街道。例如參考倫敦「健康街道調查」中，取得高分
的街道通常都有較低的運輸功能（Roads Task Force, 2013）。

交通



114

8.4 總結
交通 狀况
基礎建設 • 交通網絡
  • 香港交通網絡的中心之一
  • 其道路網絡容易受周邊相連區域的交通影響
  • 主要幹路、區域幹路、區內幹路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幹路網絡，一但迴旋處

或交匯處流量超越其容量，可倒灌回幹路網絡
  • 荃灣行人天橋網絡爲市中心的特色
  • 缺乏專屬單車徑
交通模式 • 荃灣區僅有 25% 的人口可以原區就業，反映通勤需求殷切
 • 三個鐵路站：荃灣、大窩口、荃灣西
 • 專營巴士、居民巴士、專線小巴、非專線小巴
 • 泊車位供應以私人泊車位為主，佔整體供應約 68%
 • 泊車位供應比例全港第二最少的地區：平均每 7.71 人僅有一個車位
 • 荃灣唯一一個多層停車場每日 24 小時的平均使用率均高於八成，亦長居眾多多層

停車停車場使用率的三甲
 • 違例泊車檢控數字飈升，反映違泊問題嚴重
網絡特徵及表現 • 荃灣區主要幹路最繁忙地段爲德士古道和大河道
 • 川龍街，眾安街及沙咀道近街市一帶行人環境較為惡劣 , 主要是因爲行人道狹窄和

地面經濟活動繁多，周邊商鋪的貨物／雜物阻塞路面
 • 柴灣角迴旋處、柴灣角街、及街市一帶（衆安街、河背街等）行車流量受阻
 • 交通意外熱帶：荃錦交匯處、荃青交匯處、青山公路與大涌道交界的一段、沙咀

道連接川龍街一段以及楊屋道一段
 • 荃灣市中心各路段均有不同程度的路邊使用問題，如違例泊車、雙行泊車、貨物／

雜物霸佔路邊空間等問題，以工業區及街市尤其嚴重
 • 功能性強的地方，如車房、食肆、商場等亦有相關問題

 • 街道的運輸功能（流動性）方面
  • 流動性最高的道路評為 3 級，當中包括荃灣路、象鼻山路及青山公路荃灣段等

等，都是本港在運輸上重要的道路，連接新界和九龍以至港島。
  • 而流動性 2 級的道路則包括沙咀道、楊屋道及大河道等等，在運輸功能上對整

個荃灣，以至鄰近地區都很重要。
  •最後流動性 1 級的街道，例如鹹田街、海壩街、河背街等等，都是運輸功能只

對區內或鄰近社區有重要性
 • 場所功能（地方性）的方面
  • 地方性評為 3 級的街道包括青山公路近南豐紗廠一段、大河道近路德圍一段及

大河道近海之戀一段等等，這些街道都是鄰近受很多港人歡迎，並能夠維繫經
濟和社區的公共空間

  • 地方性 2 級的街道，例如眾安街、川龍街及楊屋道等，大多都是鄰近商場、街
市或休憩用地的街道，其場所功能的重要性對整個荃灣，以至鄰近地區的經濟
活動或社交都有一定重要性

  • 地方性 1 級的街道，例如白田壩街、享和街和德華街等內街，只有一般商鋪或住
宅的街道，其場所功能可能只有對附近生活的社區有所影響

 • 荃灣的 ｢ 街道類型 ｣ 矩陣
  • 流動性及地方性皆是 1 級的地方街道 :40%
  • 地方性評級皆是 1 級，流動性評級分別為 3 級的主幹道（Arterial Road） 和 2

級的連接街道（Connector）:50%（31%+18%）
  • 地方性評級分別為 3 級的城市集（City Place） 和 2 級的城鎮廣場（Town 

Square）: 0.14% 及 3%
  • 流動性評級皆是 2 級，地方性評級分別為 3 級的城市街道（City Streets）和 2

級的大街（High Street）: 0.25% 及 7%
 • 運輸功能 (3 級）及場所 (2 及 3 級）都有很強功能的街道 : <1%

｢ 街道類型 ｣ 矩陣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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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優劣機危」分析
為了更有效反思和策動荃灣未來的發展，我們使用了辨識及分析強項、弱點、機遇及危機的工
具，為荃灣進行了一項「優劣機危」（SWOT）分析（表 9.1, 圖 9.1&9.2）。 

自然資源  
• 地理位置優越 
• 背山面海，鄰近郊野公園及其他綠化帶  
• 河溪水質良好，甚至極佳   
• 大帽山郊野公園、城門郊野公園生物多樣

性高  

社區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 總休憩用地（包括地區休憩用地及鄰舍休憩

用地）供應整體足夠  
• 較原善的行人天橋網絡   

社區文化  
• 區内有不同的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
 （包括廟宇群）  

交通網絡 
• 三條幹線連接港九新界多地交通網絡  
• 良 好 的 公 共 交 通 網 絡 覆 蓋， 區 內 有 三 個

鐵路站  
• 專營巴士、小巴路線覆蓋區內大部分主要幹

道   自然資源  
• 市中心主題研究區域域缺乏休憩用地，分佈

不平均  
• 污水傾倒及污水渠錯駁，污染雨水排放系統  
• 海濱臭味（海旁箱形雨水暗渠排水口）  
• 屏風樓影響區內通風環境  

自然資源  
環境 / 空間  
• 空氣污染物超標  
• 交通噪音、街市噪音、民居與工業區之間噪

音問題
• 城市形態阻礙空氣的流動，造成屏風效應 
• 未善用土地資源
• 社會空間分隔越來越明顯：荃灣東爲公營房

屋；中部多爲唐樓，夾雜重建項目；而荃灣
西和海濱爲私人封閉式社區，頗有貧富懸殊
的趨勢  

社區基礎設施和區內服務  
• 醫院病床不足和缺乏一間普通科診療所  
• 社區設施及康體設施分佈不平均    
• 幼兒中心資助服務名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資助服務名額及兒童遊樂設施不足  
• 行人天橋網絡減少了地面的行人流量  
• 私人管理公共空間（POPS），限制市民活動

社區文化  
• 區内有的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未被重視 ，

以至較少人使用 

  區內交通問題 
• 違泊問題，路邊裝貨卸貨阻塞行人及道路交通  
• 目前路面已過於擠塞，不少路段塞車情況常見
• 大部分道路都以運輸爲主，場所功能比較薄弱  

  衛生問題  
• 唐樓（三無大厦）垃圾棄置問題，餐廳、商

店廢水問題  

公共秩序  
• 區內市中心一帶不時有人吸毒、販毒 、聚賭 
• 娼妓問題

公眾參與
• 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沒有話語權
• 用於地區的小型工程與社區參與的資源，平

均每位荃灣人合計为 118 港元
• 地區缺乏規劃與發展的能力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優劣機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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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  
• 善用填海空間興建單車徑，有助打造不同的

出行模式  
• 優化海濱公共空間計劃有助改善藍綠資源的

分佈並優化現時海濱的狀況  

社區文化  
• 連接廟宇群作爲區内具有特色的路徑，增添

地區特色  
• 荃灣的歷史、集體回憶  

轉型與重建 
• 經濟轉型爲荃灣帶來機遇
• 有超過 57.7% 的住戶居於自置居所
• 區内舊區 / 舊屋邨重建帶來新舊交融，製造

更多的房屋供應  
• 活化工廈帶來新的經濟機遇，並製造區内就

業機會 

環境
• 海平面上升、氣候變化的問題  

人口老化  
• 加劇長者設施及醫療設施的需求，令資源更

緊絀  

重建 / 舊區   
• 加劇交通壓力  
• 在工業區興建住宅興建加劇周遭環境、交

通、噪音問題

社區融合  
• 新樓盤設計多為封閉式社區，區內空間分

割，貧 富 地 理 分 隔 更 加 嚴 重， 較 難 提 升
社區凝聚力  

規劃願景  
• 整體規劃缺乏整體的方向，插針式地建房較

常見  
• 重建發展令地區内的原有特色漸漸消失 

 機會 Opportunities  危機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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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10.1 荃灣發展的願景 
基於荃灣的承載力研究，在地考察，與區議員的相討，以及優劣機危的分析，我們整合了以下
三個荃灣未來發展的願景，希望打造荃灣成爲： 
・ 一個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地區 
・ 一個擁有社會和空間公義的社區 
・ 一個擁有健康和完全街道與及鄰舍的地方 
 
這三大願景與近年聯合國倡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2015）和新城市議程（2016）不謀而合，
世界各地的大小城市都認知到城市發展的範式轉移是應對氣候危機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公的重要
手段，紛紛提出如完整鄰舍（20 分鐘鄰舍）等概念。一個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地區應該可以
讓居民在步行範圍內滿足到各種的需要。研究指出人願意步行的最長時間約爲 20 分鐘，即大
概 800 米範圍之內（圖 10.1.1）。一個完整鄰舍需要提供各樣設施及服務，包括多類型的可負
擔房屋、各種商店和社區服務、公營學校、公眾休憩用地、康樂設施，及具效能的公共運輸系
統（見圖 10. 1.2）（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2019）。深信這樣健全的社區，會更符合
社會和空間公義的原則。 

圖 10.1.1 完整鄰舍（20 分鐘鄰舍）的 800 米範圍（資料來源：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2019）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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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2 完整鄰舍（20 分鐘鄰舍）的元素（資料來源：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2019）

因此，對於荃灣往後新的發展或是重建項目，都應該以建設荃灣成爲一個完整鄰舍爲目標。短
期可以鼓勵每個小區朝健康街道出發，去美化和用各種方式改善道路，尤其是那些通往社區設
施和場所功能性强的道路，以提升荃灣街道的承載力、可達性和地方感。社區應該盡用本地藍
（水）綠（綠化空間）及文化資源，發展不同的自然文物徑，藉此改善環境和鼓勵步行活動。
社區更可以利用公共空間去建立共融的社區，例如荃灣的海濱可以發揮其多功能性，以舒緩交
通，休閑和社區貧富懸殊等問題。中長期來說，政府需要探討如何善用土地資源，以提升荃灣
老人日間服務和兒童托管的相關設施，及研究增加醫院的床位和興建一間普通科診療所。長遠
來說，荃灣市中心的重建需要策略性考量，一方面以建設完整鄰舍，使荃灣成爲健康與可持續
發展的社區；另一方面是妥善處理重建對區內比較弱勢社群的衝擊。換句話說，如果荃灣各分
區內每一個大大小小的行動都以願景爲指引，發展成健康整全的鄰舍，就如一個擁有健康細胞
的人，自然會身强力壯；社區也可以持續發展。

根據以上的願景，我們提出下列的建議。由於研究時間緊逼，我們只可提綱挈領地討論解决問
題的方向，議員宜在疫情許可下，繼續與民共議，作最後篩選。至於可行性、細節和執行方面
仍然需要區議會日後的研究和探討，以及政府不同部門政策和資源上的配合。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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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1 擬議的荃灣文化地圖（圖片來源：作者，2021）

10.2 一個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地區
荃灣本身背山面海，水源充足，物種豐富，如果沒有逾越環境的承載力，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
的地方。大概因爲如此，荃灣擁有長久的歷史和相關的文物。可是因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緣
故，人口不斷增加，土地用途又隨著經濟轉型而變更，造成今天荃灣種種的問題，要逹至宜居
和可持續發展還需要努力。一個地方的宜居度和持續發展，就像一個人的身體，血液流通，身
體各個環節聯絡合拍，這個人又有堅穩的社區網絡，自然會健康長壽。同樣道理，社區如果四
通八達，每條橫街窄巷和每個公共空間都管理得宜，提供可以舒緩市民身心靈的綠化或藝術體
現，和共議社區未來的場所，這個社區必會是可以持續發展的。下面提供一些讓荃灣更宜居和
持續發展的建議。

10.2.1 善用自然與文化資源：設立自然與文物徑
荃灣得天獨厚，背山面海，區內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如果可以加强大帽山和荃灣海濱的
連繫，設立自然和文物路徑（圖 10.2.1），不但可以善用地理資源，更能增加區內不同社區
群體休閑活動的選擇和他們之間的連繫。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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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照潭徑花園與曹公潭的連繫，以及改善現時通往元荃古道的路徑，就可以把大帽山脚 
 範圍打造成爲荃灣的後花園 ，讓更多的人享受荃灣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建議的路徑如下：
 • 自然路徑（綠色路線）主要以荃灣的自然景色為主題，連繫北部和南部的山水景色。
 • 芙蓉山以東的寺廟群在荃灣是獨有的區內特色，唯不論是法定古迹還是歷史建築，在

區內都未被善用。
 • 這些路徑，可以讓市民在欣賞自然景色之餘，亦能到不同的寺院遊覽，瞭解荃灣的歷

史文化。

• 海濱一帶亦可以成為具主題的步行路徑，與市中心的文物徑（棕色路線）連接。
• 文化路徑（棕色路線）主要是市中心區，可以探討荃灣區內的文物和具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 荃灣市中心不同的古蹟和活化項目，能追溯到荃灣昔日作爲工業重鎮或更久遠的身影；

建議可以增設路牌以介紹不同的地標。
 • 市中心近陂坊和楊屋道街市附近的街道，長期有不同的經濟活動，建議改善現有的道

路情況。讓使用道路人士可以有空間欣賞荃灣人生活的圖畫。
 • 沿著楊屋道街市一帶可以走到荃灣公園和海濱走廊，體驗荃灣的填海和發展歷史。

• 歷史路徑（紅色路線）強調荃灣的歷史建築特色，尋找舊日荃灣的故事：
 • 福來邨內的舊式長型大廈，是香港早期典型的公屋設計，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香港公共

房屋在設計上的變遷。
 • 而走過大河道到眾安街一帶，就可以步行至由海壩村原址內古老村屋改建而成的德華

公園，懷緬荃灣客家原居民村昔日的足跡。

以上建議的行程需要另作自然和人文歷史背景等詳細的研究，以豐富自然文物徑的內涵和吸引力。

10.2.2 改善公共衞生問題
荃灣舊區近楊屋道街市一帶均發現有不同的衞生以及噪音問題，街道管理有待完善。圖 10.2.2
顯示了在川龍街一帶的衛生情況，有多個衞生黑點。要處理街道衛生以及車輛違例泊車問題，
我們建議警方及食環署可以加強聯合執法，以改善現有的狀況，例如在河背街一帶可以劃出管
制區域（深藍色缐），以便更有效執法。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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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2 荃灣市中心一帶發現的衛生問題（圖片來源：作者，2021）

縱使不同人對噪音的忍耐力有差異，但長時間的噪音滋擾會影響我們的健康。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18）研究指出噪音污染是繼空氣污染之後、影響人體健康的另一項重大環境因素。
過度曝露在高噪音環境會影響睡眠質素，導致聽力下降、耳鳴、精神壓力增加，心血管疾病
風險上升，或對人體的新陳代謝造成影響。我們留意到川龍街、新村街一帶（藍色點表示），
有商販使用揚聲器或鑼鼓叫喊擺賣，對該區造成不同程度的噪音影響。有見及此，我們建議
管制擺賣者的聲浪以及為該區域的居民定期提供簡單如血壓等的健康檢查，瞭解噪音對市民
健康的影響和讓市民提高相關意識。

除此以外，污水渠錯誤接駁問題一直影響區内的衛生情況。而污水排出時的臭味，亦造成海
濱附近的環境問題。雖然渠務署一直有使用不同的治標措施，例吸使用臭凝膠、去淤泥機械
人、旱季截流器等改善淤泥和垃圾問題，但政府有關部門積極處理污水渠的連結問題，才能
根治海濱污水渠出口的異味問題。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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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3 提升荃灣天橋一帶的綠化（圖片來源：作者，2021）

10.2.4 提升行人路的連結性和地方特色
提升街道的連接性有助提高市民的步行意欲 , 亦能增強社區人士的連繫和强化地方特色。現時
荃灣大部分的路段均有不同的行人天橋連結。爲了提升區內步行的環境，我們建議改善以下路
段，包括在德士古道南面工廠區的行人通道、荃灣市中心的道路、大涌道連結至海濱的行人路
和柴灣角街通往海濱一帶（圖 10.2.4）。除了加强連繫，更可以「地方營造」的模式爲荃灣
的街道和公共空間增添趣味性，鼓勵大衆多以步行模式出行（圖 10.2.5-10.2.6）。「地方營造」
所指的不是把一個地方打造成爲地標，而是讓一個社區出現，讓人和人、人與地聯繫，釋放其
中蘊藏的生命力（鄭天儀，2019）。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10.2.3 綠化行人天橋等設施
荃灣區内有較原善的行人天橋網絡，這些空間如果能夠加以利用，就可以提升整區的綠化比
率（圖 10.2.3）。例如使用不同的盆栽增加行人天橋的綠化，以改善區内的環境。而近年逐
漸在香港興起的垂直綠化的概念亦可以在區內廣泛推廣，為建築設施增添自然氣息，美化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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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4 改善荃灣部分行人連接性（圖片來源：作者，2021）

圖 10.2.5 利用不同的線條增加道路的辨認度（圖片來源：作者，2021；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 2020）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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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6 利用藝術壁畫賦予街道不同的主題（圖片來源：作者，2021；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 2020）

圖 10.2.7 提高海濱現時空地的使用量作社區用途（包括漂書 / 市集）；
提高社區的聯繫和不同社群的連繫（圖片來源：Farmacy, 2020；作者，2021）

10.2.5 善用海濱附近的空地作不同的活動，以凝聚社區
荃灣海濱不但爲社區提供休憩空間，連綿的海濱更可以聯繫不同的社區，方便居民使用單車和
集體運輸工具出行。研究團隊建議善用海濱作不同的社區用途，包括漂書、市集和社區園圃
等。因爲從訪談過程中，我們意識到荃灣當區的居民對於圖書館等的社區設施有不同程度的需
求。漂書既可以作為一個社區平台，讓居民將書本分享，亦能夠作爲一個渠道，讓當區居民有
更多的交流，締造共融社會。而社區園圃亦可以讓不同的市民通過共同種植來美化社區，為社
區鄰舍帶來共同話題，道桑麻長，令社區關係更密切。

另一個需要更多研究的地點是荃灣海濱走廊近麗城花園段的空地（圖 10.2.7）。可以考慮在
周末做不同類型的市集和活動，把市民吸引到海濱。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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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8 -10.2.9 荃灣海濱一帶新建的樓宇形成屏風效應（圖片來源：作者，2021）

10.2.6 氣候危機以及抗禦力
要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我們需要為未來的危機作出準備。隨著氣候暖化日益嚴重，香
港政府發表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 》，訂立了 2030 年減少碳排放的新目標。氣候暖化
亦會導致水平綫上升，香港需要思考如何面對水位上升的問題。由於荃灣屬於低窪地區，樓宇
需要具備抵禦極端天氣的能力，特別是水浸和風暴潮發生時的應對措施。 

此外，荃灣沿海的發展較高，而荃灣區中部的樓宇較低，外圍的高樓大厦儼如屏風樓（圖 10.2.8-
10.2.9），加劇力了市中心的熱島效應。所以往後的任何發展都得嚴格處理微氣候問題，必須把都
市氣候和空氣流通的考量結合到城市規劃和設計中，以改善都市環境中的舒適度和風環境。

10.3 一個擁有社會和空間公義的社區
作為一個廣義概念，公義一詞在不同範疇都有不同的定義。而在眾多討論公義的理論中， John 
Rawls（1971） 的正義論—— 「公平即公義（Justice as Fairness）」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及影
響力的公義理論之一，他的公義理論環繞着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而社會公義正是他探討的理
論中最核心的主題。John Rawls 主張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和基本自由權；除了要提供平等的
競爭機會外，應以保障社會中弱勢社群的利益為原則。公義理論的討論由社會制度漸漸延伸至不
同範疇，地理學者及後亦把空間和公義這兩個概念連繫，探討空間分配和公義之間的關係、如何
更公平地分配空間和確保弱勢社群在空間使用中不被邊緣化。Dikec（2001） 提出空間公義與空
間生產過程息息相關，而背後牽涉到社會結構和制度，即是社會的公義。不論是社會公義和空間
公義，都同樣講求公平、平等、自由等原則。在未來的城市規劃和制定相關政策過程中都需尊重
社會公義和空間公義，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期望讓每一個人，不論社會階級和身份，都得到合
理和合適的資源分配，擁有理想的生活環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尊嚴地生活。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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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重建機遇與策略
作為香港第一代新市鎮，荃灣區樓宇逐漸老化，特別是福來邨和市中心一帶，有重建的壓力。
市區重建為荃灣區帶來新機遇，但同時間亦帶來了新的挑戰，衝擊市民的生活和區內的城市面
貌。區內的重建現時並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因此，區議會宜運用現有資源，了解市中心的重建
潛力和將會對居民帶來的影響，以便釐定一個長遠的重建策略。

宏觀而言， 整體的重建計畫應把「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社區」這個理念納入規劃藍圖。從環境、
經濟、基礎建設、社會公平等多方面規劃，改造現時的社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保持
環境平衡與和諧，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亦顧及下一代的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想。透過
重建，可以建設完整的鄰舍以及行人友善和單車友善的社區。

另一方面，以往的重建項目屢掀爭議，皆因安置草率，對原本的社區和居民帶來翻天覆地的改
變，舊區居民被迫遷出熟悉的社區，社區特色和歷史被悉數抹走。因此，荃灣重建的首要原則
應該是盡可能減低對社區的衝擊。重建計劃必需把原區安置的概念納入政策之內。我們預料市
中心將會有兩大重建區域，分別是福來邨和陂坊一帶的舊樓，考慮到兩者地理位置相近，均為
連結荃灣的中心地帶，亦是現時社區脈絡的基石，當局宜考慮制定一個策略性重建計劃和重建
時間表，並以分期先建後拆的形式進行重建，先分階段重建福來邨，再著手其他舊樓重建（圖
10. ３. １）。現時福來邨為舊式設計，樓高僅七層或十六層，並未用盡地積比，以現時的高度
限制計算，重建後樓高可達三十層，當然，重建需要預留空間，增加相關社區設施，亦受限於
附近社區整體的承載力。但值得關注的是，福來邨重建提供了一個實踐原區安置的可能性，部
分單位可預留荃灣區重建安置用途，讓久住荃灣的居民有原區安置的機會，務求把重建帶來的
衝擊減到最少。不過，要落實這個政策，社區必須要有充分數據，瞭解那些是真正住在荃灣的
長期住戶，以免有人因爲想上樓而蜂擁到荃灣舊區，使問題惡化。

圖 10.3.1 荃灣重建策略概念圖（圖片來源：作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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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重建計劃宜整合房屋署和市建局的資源，兩者可考慮合作，共同參與重建計畫和
設計，藉此為荃灣增加房屋類型多樣性，在重建公共屋邨的同時，可考慮興建不同類型的資
助出售房屋，如綠置居、居屋、市建局項目—煥然壹居和煥然懿居等，以重塑房屋階梯（圖
10.3.2），平衡各類房屋供應，同時間，紓緩積壓已久的基層置業需求。

重建往往會帶來士紳化的問題，舊區雖然煥然一新，但昔日的橫街小巷變成大型簇新的商場，
小店無力支撐昂貴租金，被連鎖店取締，本土經濟生存空間漸漸消失，街道文化變成了商場文
化，連帶整個區域的生活模式都有巨大的改變。現時荃灣市中心街道兩旁商舖林立，熙來攘往，
如此熱鬧的街道亦是荃灣的特色之一。我們期望在重建的同時，街道文化可以有生存空間。特
別是荃灣現時的天橋網絡已相對完善，若重建計劃忽視地面街道空間的設計，那麼，重建後的
荃灣很大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天空之城」，人流不再聚集在街道，反而匯聚在天橋和商場。
顯然，這並不是我們想看見的未來。在重建規劃方面，重建項目宜注重街道的活力，增加臨街
的商店，重塑街道文化，例如現時的滿樂大廈和福來邨的設計上都設有地舖（圖 10.3.3 ），而
近數十年的新型屋邨的設計多傾向興建商場，鮮有於屋邨樓宇增設地舖單位，在未來重建規劃
可考慮重新設置地鋪如洪福邨的商店街（圖 10.3.4）。市區重建局在策劃土瓜灣重建項目時，
把「提供臨街店舖以彰顯街道活力」納入重建藍圖的規劃考慮之一。這個概念亦適合應用在荃
灣，甚至所有的重建規劃，為地區小商戶提供營商空間。此外，因爲重建帶來的人口上升和相
應的社福設施需求，新發展項目應預留空間給予這類設施，讓社福機構進駐，以提供一套完善
的社區生活配套。

現時的重建項目多以賠償形式彌補商戶。然而，小店一但離開原本的社區，將會失去長久建立
的客源；在面對重建後的租金上升，現有的補償機制亦沒法保障小店復業。商舖小店為建立社
區人文網絡及社區生態的重要一環，期望在未來的荃灣重建項目，能有一套完善的商戶安置政
策，盡可能爲社區的小店提供有在原區復業的選擇，以保留社區經濟鏈。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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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3 滿樂大廈康樂樓全貌（圖片來源：作者，2021）

圖 10.3.4 洪福邨長廊式商店街（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2016）

10.3.2 土地利用衝突 —工廈與住宅區為鄰
自香港經濟轉型，傳統工業日漸式微，工業區亦漸轉型為住宅及新型工商廈。然而，香港作為
一個密集型都市，分階段重建的模式難免會導致土地利用衝突。工廈轉型需時，新項目落成後
與舊工廈並存的情況並不罕見。荃灣作為昔日工業重鎮，區內仍有不少工廈，而荃灣東近德士
古道一帶的工廈陸續轉型為住宅區，但新住宅區周圍都被多幢工業大廈包圍，工業區滋生的噪
音、光污染和交通擠塞等問題一直困擾著附近居民，嚴重影響生活質素。

縱有活化工廈計劃支持工廈轉型，荃灣東工業區轉型進度緩慢。規劃署於 2010 年檢討全港
工業用地，並把荃灣東工業區改劃為綜合發展區，拆分成五個規模較細的綜合發展區（圖
10.3. ５），希望藉此加快重建，並規定土地必須完整發展，盡用該土地的潛在價值。其中，「綜
合發展區（2）」已由房委會重建成 3 幢居屋，並於 2017 年落成。而「綜合發展區（3）」已
於 2015 年向城規會遞交發展大綱並獲批，上年底，城規會拒絕了修訂已核准的發展計劃的申
請，現階段正在處理覆核決定的申請。而其餘綜合發展區均未見轉型的進展。轉型進度緩慢，
相信與業權分散問題有關。而爵悅庭附近一帶的工廠區則未見土地用途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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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5 荃灣東土地規劃（圖片來源：作者，2021）

總體而言，在規劃原則上，住宅與工厦不應為鄰，加上荃灣區人口密集，住宅林立，區內不太
適宜作貨倉、物流等行業發展。區內現存的工廠大厦宜盡快進行轉型，轉型不應限於住宅發
展，更應鼓勵作高增值行業發展，如創新科技、創意產業等，一方面可以讓高學歷的荃灣人留
在社區工作，減低區內市民跨區工作的比率，甚至推動荃灣成為新界西北區域的商業和經濟中
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處理住宅和工業相鄰所帶來的問題。

昔日工業用地改劃為綜合發展區，期望能加快轉型進度，但事與願違，工廈轉型進度不理想，
工廈與住宅為鄰，對附近居民生活造成困擾，情況值得相關部門反思，究竟綜合發展區一分為
五，能否加快工業轉型進度，現時面對的業權分散問題，相信在短期內亦未能解決。

就中期和長遠建議而言，相關部門應檢討土地規劃問題和工廈轉型進度不理想的原因，研究如
何透過土地規劃加快工業轉型進度，訂立工業區轉型時間表，實行分階段轉型，確保轉型期間
的住宅發展項目，不會受到工業區運作的影響。退一步想，社會上一直有聲音指，推土式工廈
活化扼殺藝文界的生存空間，業主亦對工廈活化後用途有形形色色的意見，成爲業主未能達成
共識的原因之一。加上綜合發展區牽涉多幢工廈，令業權問題更加複雜。如若希望加快工廈活
化進度， 首先應檢討該處的土地規劃，亦同時間需釐清工業轉型政策原意，如何能善用工廈
空間，若業權問題令工廈未能整幢改裝或重建，會否考慮適度放寬地契豁免範圍，或容許部分
改裝，令工廈用途更廣泛，減少貨倉、物流在工業區內比例。另外，公營機構適時介入，或有
助加快活化過程。區議會宜就此進行研究，探討居住環境與市民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展示研
究結果，並促請相關部門審視規劃和環境問題，以免未來發生同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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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工業區在短期內未能成功轉型，附近居民飽受長期身心折磨，據區議員反映，工業區滋生
的噪音和交通擠塞的問題多來自路邊上落貨，半夜時段上落貨物產生的噪音更為煩擾，而個別
工廈外牆射燈於晚上亮燈，造成光污染，嚴重影響附近居民的作息。對於前者，區議會宜促相
關部門跟進路邊上落貨的執法問題，工廈內應有指定上落貨位置 ，貨車及輕型貨車應盡量使用
工廈內上落貨區；如若無法避免，相關部門應考慮限制路邊上落貨時段，盡量與交通高峰時段
和晚間時段錯開，減少對附近居民的滋擾（見下文 10.4）。對於後者，區議會宜促相關部門如
環保署介入，並與工廈管理公司商討，減低對附近居民影響。據悉，環境署已於 2016 年推出《戶
外燈光約章》，邀請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及負責人於深夜關掉戶外裝飾、宣傳或廣告燈光。
然而，相關約章屬自願遵守性質，並沒有法律效用。但從節能、减少碳排放和光污染的角度，
政府應該考慮立法監管。

10.3.3 探討區內有發展潛力的用地
作為一個多元化社會，社區規劃需顧及不同社群的需要。本報告上半部分亦有指出，現時區內
部分社區設施不足或分佈不均，或許未能滿足區內不同社群的需要。加上人口持續老化，長者
設施需求大幅上升。而工業用地改變為住宅用地以至其他可能開展的重建項目，都會使區內人
口上升，帶來相應的社區設施需求。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曾探討區內有發展潛力的用地，當中有空置用地、短期租約用地、已空置的
街市、未用盡地積比的用地等（圖 10.3.6），若有完善的長遠規劃，相信能提供更多社區設施。

上圖三幅短期租約用地均為收費泊車場，面積頗大，現時泊車場只佔用了地面一層，頗為浪費空
間，據悉，運輸署建議於荃灣海盛路的短期租約用地，設置智能泊車系統，設計為多層式車架（圖
10.3. ７），不但有助解決區內車位不足的問題，新科技亦有助善用土地資源。其他露天停車場
均可考慮採用此方案，甚至應用其他智能泊車科技。現時香港智能泊車科技發展較慢，甚至落後
於鄰近地區，國內、日本均已採用智能停車場，甚至發展地下智能停車場多時，例如圓筒式地下
停車場設計（圖 10.3.8）、垂直升降式設計等（圖 10.3.9），智能停車場發展為未來新趨勢，當
局應加快智能泊車系統發展進度，亦可籍此騰空部分的停車場用地作興建社區設施之用。

圖 10.3.6 區內有發展潛力的用地（圖片來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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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7 多層式車架智能泊車系統（圖片來源 : 運輸署，2019）

圖 10.3.8 日本 Eco Park —圓筒式地下停車場設計（圖片來源：GIKEN LT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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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9 位於深圳的垂直升降式設計智能停車場（圖片來源：作者，2018）

荃景圍街市近年結束營運，樓高三層的街市用址現作政府部門貯物用途（圖 10.3.10），暫時
未有長遠規劃。據悉，教育局及社署有意申請街市用地，但至今亦未有詳情。荃景圍街市鄰近
社區，作為政府貯物地方較為浪費。有區議員反映，居民普遍期望原址能改作其他社區設施，
如社區會堂、青年活動中心、長者康樂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區議會宜促請政府相關部
門，盡快為閒置土地資源落實長遠發展計劃，避免浪費現有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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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10 荃景圍街市現況（圖片來源：作者，2021）

圖 10.3.11 聯仁街熟食小販市場用地發展社區綜合大樓模擬圖（圖片來源：作者，2021）

聯仁街熟食小販市場清拆後，現為閒置土地（圖 10..3.11），暫時未有長遠規劃，而土地用途為
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預料將會在未來提供相關設施。現時計劃以短期租約形式招標作為臨時
收費停車場。區議會宜促請有關當局善用這個位於市中心的地段，因爲它的地理位置優越，交通
方便，土地無需進一步改劃，已可在短期內使用，希望能盡快落實長遠規劃。有見區內缺乏醫療、
長者和兒童相關的設施，土地宜採用一地多用發展模式，以提供相關設施，再者，該處鄰近荃灣
東工業區，相信未來工廈將改建為住宅區，土地未來規劃亦宜配合鄰近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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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留意到於荃灣市中心內的社區設施，不少佔地甚廣，如荃灣街市、戴麟趾夫人普通
科門診診所、 鱟地坊小販市場，但樓高僅一至三層，均為較舊的建築，並未用盡現時許可的地
積比。由於三地地理位置相近，往後市中心重建時，可一併考慮作爲主要社區設施提供地點，
採用一地多用設計，如多層市政大廈，以至在滿足社區設施需求下，釋出部分土地作休憩用途。

10.3.4 私人發展公共空間（POPS）
隨著荃灣區日益老化，舊區重建勢在必行。然而，住後的重建計劃均不建議在項目内提供私人
發展的公共空間。皆因在過去數十年間，这些私人发展的公共空間未如理想，公眾未能使用。
荃灣區內亦有不少例子（圖 10.3.12），其設計未能承載公共生活，顯然與公共空間的意義背
道而馳。

追本溯源，私人發展公共空間一詞源自美國紐約，其政府於 60 年代起鼓勵發展商在私人發展
項目內提供公共空間和設施，以換取額外總樓面面積，在往後的十年，POPS 在市内湧現，問
題亦隨之而來。在沒有設計規範和監管的情況下，POPS 質素參差，管理不善，與社區連接欠
佳，以致公共空間並未能被大眾使用，甚至被私有化。POPS 的誕生帶來了空間矛盾，當中牽
涉在私人土地範圍內的公眾利益。不論在紐約或香港，POPS 同樣被受爭議，問題均出自公眾
權益與私人權益之間的衝突、POPS 的設計與管理等。

然而，關鍵的是，紐約適時審視政策漏洞，並重新制定相關政策，發展商不單要提供公共空間，
更要符合相關設計要求才能獲取額外樓面面積。不少學者也有展開公共空間研究，檢討政策是
否符合公眾利益，評估各個公共空間的質素，亦同時整理有關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的資料庫。研
究亦有助政府了解個別使用率較高的公共空間某些共同的關鍵要素，從而了解公眾的習慣和期
望，POPS 的設計指引和條例因而不斷更新，政策得以因時制宜，對比舊有的 POPS，政策檢
討後的公共空間質素有明顯改善（圖 10.3.13，圖 10.3.14）。

圖 10.3.12 拓展公共空間對麗城花園 POPS 的評分（圖片來源：拓展公共空間，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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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香港，至近年間，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的管理引起公眾關注，發展局始於 2008 年頒佈一套
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設計指引。綜合了紐約和香港現時的設計準則，表 10.3.1 對比紐約和
香港私人發展公眾空間設計指引，比較的結果顯示，現時香港設計指引已囊括不少設計準則，
但紐約的設計指引更為全面，其中位置、方位和通往公共空間路徑設計，對 POPS 的環境、暢
達度有一定的重要性，足以影響一個 POPS 是否能吸引人使用，值得香港參考。再者，紐約的
設計準則描述比香港的更具體，亦有具體數量或數字的設計要求；而香港的設計指引則以文字
描述為主，在沒有具體數字要求的情況下，設計標準顯得較為含糊，以致發展商在執行設計上
沒有嚴謹地跟隨指引規定，POPS 質素並沒有大幅改善。

圖 10.3.13 New York Plaza ，建於 1967 年（圖片來源 : NYC Planning, u.d.）

圖 10.3.14 1095 Sixth Avenue ，建於 1967 年，後於 2011 根據現時設計指引改裝 
（圖片來源 : NYC Planning, 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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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1 紐約和香港私人發展公眾空間設計準則比較（資源來源：NYC Planning, n.d. & 發展局，2011）

POPS 問題不是荃灣區獨有的問題，而是一個全港不同地區都同樣面對的問題。對比紐約積極
審視 POPS 政策和提升 POPS 的質素，香港顯然比較晚起步，對此敏感度亦不足。縱然制定了
新的設計和管理指引，設計指引與紐約的相比，仍有一段差距，特別是設計指引內文較含糊，
亦較少數字上的規定，加上指引並沒有法律效力，監管標準依舊含糊，公眾空間未能被公眾使
用，造成資源浪費。

政府應再度更新公共空間設計和管理指引，日後提供有質素的 POPS，可供公眾使用。否則，
倒不如捨棄 POPS 模式，另尋他法以提供更多公共空間。對於現存的 POPS，政府宜落實全面
的監管制度，加強執法，以防管理者濫用 POPS 謀利，確保公眾知情權和保障公眾利益。現存
的 POPS 設計大部分未如理想， 未能吸引公眾使用，造成資源浪費。相關部門宜著手，評估
各個公共空間的質素，收集市民對區內 POPS 的意見，繼而改善 POPS 設計，吸引公眾使用，
以免造成空間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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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15 荃灣的空間和社會結構分隔  ( 圖片來源：作者，2021)

圖 10.3.16 座位設計允許團體社交 ( 圖片來源 : NYC GOV, 2021 ）  

10.3.5 公共空間設計和使用、社區規劃及社區營造
近年間，多項私人住宅項目相繼落成，尤其在荃灣西一帶。荃灣西為近年崛起的中產社區，而
荃灣市中心則舊樓居多，公營房屋多在荃灣東邊一帶（圖 10.3.15），未來市中心和公屋重建
將會為社區帶來一番新面貌。然而，新發展項目傾向私人封閉式社區設計，多以天橋連接屋苑
的基座，組成龐大的室內空間網絡，隔絕了地面的街道，令居民較少與街道空間以及其他人有
連繫和互動，社會結構的分隔和隨之而來的空間分割亦越來越明顯，削弱社區凝聚力。

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承載著不同文化，容納截然不同觀念和背景的人，互相溝通顯然是打破彼此
間隔膜的重要一環。我們相信一個理想、宜居的社區不只是有井井有條的街道、規劃有致的建
築物和公園，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的連結和與社區的聯繫。公共空間是任何階層的人都可以使用
和共同享用的地方，讓區內的不同人士有碰面的機會，連繫著整個社區。現時荃灣區內雖然有
不少公共空間，但部分整體設計較單一乏味，活動限制較多，或未能回應社區需要。就此，區
議會宜檢視區內公共空間設計和規劃，在公共空間設計中宜加入更多有利社交的元素，例如座
位的設計和擺放宜便利社交活動，從而增強公共空間的社會性 （圖 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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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區的一分子，社區內大大小小的人和事都與自己息息相關，社區公共事務都應有市民的參
與，畢竟市民是最熟悉社區的人，擁有豐富的在地知識，亦是社區設施的用家。所以，在公共空
間或其他社區設施的設計過程中， 宜加入公眾參與原素。 一方面讓社區各界人士匯聚一起， 有
一個互相交流的機會，幫助社區人士建立網絡，重建親密的鄰里關係；另一方面，可以透過了解
各個社群不同的需要，重新想像和共同設計「以人為本」的公共空間和社區設施。據區議員反映，
社區期待已久的荃灣段單車徑快將啟用。然而，近海濱花園的單車徑設計引起爭議，皆因單車徑
護欄設計不美觀，只作休閒消遣用途的單車徑著實沒有需要高達一米六五的護欄，過高的護欄更
阻擋了海灣美景（圖 10.3.17）。由於地區諮詢不足，加上沒有一個具透明資訊的溝通渠道，雙
向溝通更加困難。像海濱花園單車徑一米六護欄—這種由上而下規劃而來的產物，與居民的期望
有明顯的落差。萬幸的是，付印前有消息指單車徑護欄將改為 1.1 米高，以還荃灣居民海灣美景，
正因為區議員和一眾街坊積極反映意見，才令原本過高亦不美觀護欄設計得以修改，這個例子亦
正正反映了公眾參與公共空間設計的重要性。

在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 除了硬件上的配合，區議會宜善用公共空間舉行社區活動如假日墟
市、社區園圃等（圖 10.3.18）。公共空間對社區而言，不僅是一個空間， 更是公共生活、推動
社區營造的載體。社區活動旨在透過活動增加居民對社區的認識，提升社區的歸屬感，建立社區
文化，甚至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和推動本土經濟，逐漸發展「由下而上」共同解决問題的
社區氛圍及溝通模式，共創社區未來。

圖 10.3.17 海濱單車徑護欄設計與模擬身高對比
（圖片來源：作者，2021） 圖 10.3.18 模擬在海濱空間舉行墟市（圖片來源：作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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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一個擁有健康和完全街道與及鄰舍的地方
在提出問題及解決方法前，讓我們了解一下健康及完全街道這些概念。

10.4.1 健康街道
我們日常通勤都與街道息息相關，例如乘搭私家車、巴士、電車或前往地鐵時都必定會經過街
道。正因為街道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街道應該使人感到輕鬆、安全、而且具吸引力，而不是
充滿噪音、廢氣、欠缺坐椅或遮蔭，甚至妨礙人（尤其是弱勢人士）接近的地方（Transport for 
London, 2017）。倫敦交通局就著這情況，訂立了健康街道願景，目的不只是為當地人提供一
個理想街道的發展模式，而是要創造一個健康、有活力和成功的城市。為了改善人對街道的體驗，
Lucy Saunders 建議了 10 個健康街道的指標（圖 10.4. 1），以達至一個包容所有人、公平、令
人好好生活的健康城市。

10.4.2 完善街道
完善的街道是適合每個人的街道，是指經過特別設計，可確保所有人，包括所有年齡和能力的
人，無論是司機、行人、單車使用者、還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都能安全使用及流動運
作的街道（圖 10.4.2）。整條街道可讓行人輕鬆過馬路，步行至商店、工作場所和學校，或騎
單車通勤上班，以及使用街道輔助設備行走，方便不同人士出入其目的地（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15）。完善的街道允許巴士準時運行，使人們可以安全地出入車站　（Smart 
Growth America, 2020） 。完善街道的概念涵蓋了許多規劃，設計和運作街道的方法以及所有
人的使用權。為了使交通網絡更安全、更高效，在美國的不少州份、地區和地方都有制定完整的
街道政策，配以當地道路設計準則的支援（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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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2 完善的街道的元素（資料來源：City of Boulder Colorado, n.d.）

創建完善的街道方法必須因社區背景而異，當地社區需與交通規劃人員和工程師溝通，共同
逐步設計和商討街道的運作，以考慮所有道路使用者，以及道路安全的需要（ Smart Growth 
America, 2020 ）。通常這些街道包含的元素有人行道、單車徑、巴士道、公共交通站、過
路處、安全島、公共空間、附有過路的行人信號燈、綠化、路邊延伸、與及街景和景觀的處
理（圖 10.4.3 ）。完善的街道可減少與汽車相關的交通事故，減低行人以及騎單車人士的風
險，使道路網絡為行人，單車使用者，司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使用輔助設備的人可以更
好、更安全地出行，讓社區更適宜居住（Smart Growth America, 2020；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15 ） 。

圖 10.4.3 完善的街道（資料來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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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現時街道問題及解決方法

10.4.3.1 市中心部分行人路段較難行或過於擠塞
目前荃灣市中心近楊屋道街市及荃灣街市的街道有不少行人路及過路處，但區內其他行人路段
只有少量班馬線，未能形成路路通行的步行網絡，例如在愉景新城附近只有一個過路處橫過青
山公路荃灣段、及沒有過路處橫過大涌道（圖 10.4.4）。因此，部分路段令行人（由其是傷殘人
士）只可「望路輕嘆」，唯有依賴行人天橋或繞路至最近的過路處，費時失事。同時，因為市
中心行人路網絡較完善，亦造成行人路擠塞的問題。第八章提及，市中心近楊屋道街市及荃灣
街市的川龍街，眾安街及沙咀道一帶行人路環境較為惡劣，無論是行人或行車的服務水平都不
理想（圖 10.4.5 及 10.4.6），而且眾安街、沙咀道都是交通意外熱帶（圖 10.4.7）。透過運
輸署公開資料守則獲得的資料中，與行人相關的交通意外，都密集於楊屋道街市及荃灣街市附
近的眾安街、川龍街及禾笛街等，可見這些街道對行人構成危險（圖 10.4.8 ）。此外，上述
道路綠化及路旁休憩設施不完善，令人難以放鬆，更遑論坐下休息、享受街頭活動及清新空氣。

圖 10.4.4 荃灣市區的行人路網絡（資料來源：運輸署，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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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5 荃灣的行人服務水平標準（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非繁忙時間觀察所得）（資料來源：作者，2020） 

圖 10.4.6 荃灣的行車服務水平標準（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非繁忙時間觀察所得）（資料來源：作者，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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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7 荃灣的交通意外熱帶（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

圖 10.4.8 荃灣行人交通意外（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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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市中心部分行人較難行路段或過於擠塞的問題，研究團隊建議四個解決方法 : 新增
行人過路處、交通寧靜化（ Traffic Calming）、新增口袋公園（Parklet ）及重新綠化
及新增過路處油畫或其他藝術設計。

新增行人過路處
首先，研究團隊建議可以在過路處較少的街道新增行人過路處，例如青山公路荃灣段、
大涌道或楊屋道近爵悅庭附近位置等等，不但可以方便到行人，亦可增加荃灣西部至
荃灣市中心，以至北面地鐵附近道路的連接性，更符合健康街道中令人更易過馬路的
原則，同時亦能減少對行人天橋的依賴，增強街道處理人流的能力，詳細建議在之前
關於提升行人連結性（圖 10.2.4 ）中都曾提及。

交通寧靜化（交通緩行措施）
市中心有行人路難行、車路擠塞及交通意外等問題，同時，在第八章提及的 ｢ 街道類
型 ｣ 矩陣亦指出（圖 10.4.9），市中心近街市附近大部分街道都有較強場所功能及低流
動性，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楊屋道街市及荃灣街市附近的街道實行交通寧靜化（交通緩行
措施 , Traffic Calming）。交通寧靜化（交通緩行措施）是指透過道路設計或裝置，令
車輛減速，從而減少意外機率和嚴重程度，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此舉旨在鼓勵更安
全、更負責任的駕駛，並透過減速來減少附近交通流量（尤其是外來車輛），有助維持
整體交通系統暢順，甚至降低道路噪音（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9）。交通寧靜化可以包括不同道路設計、裝置或街道管理，例如低速限制
區、行人專用區、路邊延伸（Curbside Extension）及減速平台（Speed Table）（運輸署，
2019;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9）。荃灣市中心的街
道亦可以善用這些設計，使街道更健康及完善。

圖 10.4.9 ｢ 街道類型 ｣ 矩陣（資料來源：作者，2020）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147

每小時 30 公里的低速限制區
首先，研究團隊建議分別在青山公路以南、沙咀道以北之間的眾安街、兆和街、荃灣
街市街、海壩街、鱟地坊、德華街、德海街、仁濟街和荃樂街，以及在沙咀道以南、
楊屋道以北之間的河背街、新村街、川龍街、禾笛街、河背街、大屋街和鹹田街，兩
個區域試行每小時 30 公里的低速限制區，以改善市中心人車爭路及交通意外問題（圖
10.4.10）。由於這些都位於楊屋道街市及荃灣街市附近，有較高的場所功能，而且人
流多，不少行人因為行人路太擁擠，需要行至車路，因此造成道路安全隱患，如行人交
通意外及眾安街的交通意外熱帶。普遍道路研究都指出，行駛車速愈快，交通意外傷亡
機率愈高，因此將建議區域的行車速度由一般道路每小時 50 公里，限制至每小時 30 公
里，可以保持車輛速度的均勻性、壓抑不當的過高車速及加強駕駛者對周邊環境的警覺
性，從而減少交通意外及行人死亡機會，亦能間接鼓勵步行（圖 10.4.11 ）（運輸署，
2019）。運輸署在「香港好 . 易行」計劃（ 2019 ） 關於深水埗的規劃方案中，同樣就
著人車爭路及道路安全隱患問題，建議介乎欽州街及南昌街之間和介乎大埔道及荔枝角
道之間的街道試行每小時 30 公里的低速限制區（運輸署，2019）。而在試驗低速限制
區前，需要加設每小時 30 公里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宣傳和教育（圖 10.4.12 ） 。另外，
亦需要評估項目試驗低速限制區後，限制區的平均車速、最高車速、車流量、事故數據，
以及調查附近的駕駛者、行人、商戶等等的意見（運輸署，2019 ） 。

圖 10.4.10 建議每小時 30 公里的低速限制區試行範圍（資料來源 : 作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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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11 交通意外的行車速度與行人死亡機會（資料來源 : 運輸署，2019）

圖 10.4.12 每小時 30 公里的交通標誌（資料來源 : 運輸署，2019）

行人專用區
研究團隊建議在河背街、新村街、川龍街、大屋街及禾笛街試行設置行人專用區（圖
10.4.13 ）。這些都位於楊屋道街市附近，有較高的場所功能，而且人多擠迫，人車爭
路的情況同樣普遍（照片 10.4.1 ）。將上述街道轉為行人專用區，可以提供更安全及舒
適的街道環境，達到健康街道的指標。行人專用區不一定要以全日行人專用街道的形式
推行（即行人享有絕對優先權，只准提供緊急服務的車輛行駛，按情況容許送貨車輛在
指定時間內駛入），可以嘗試在河背街和新村街設立部分時間的行人專用街道（即在部
分時間爲行人專用，車輛只准在指定時段內行駛，例如中午 12 點至下午 7 點，並且不
設路旁停車位，不過會設有上落客貨區）及在川龍街、大屋街及禾笛街試行悠閒式街道
（即擴闊行人路並盡可能減少停車位，不會有行駛限制，但會採取一些減低交通流量的
減速設計及措施，如收窄行車線及設立減速平台，而現有的的士站和專綫小巴站在不能
找到合適的地方遷移時可以保留），盡量減少對街市的上落貨及附近社區車輛的出入造
成影響 （運輸署，n.d.）。運輸署在「香港好 . 易行」計劃（2019） 關於深水埗的規劃
方案中，就著市集街區（欽州街及南昌街之間的街道）的高行人流量及經常人車爭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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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13 建議行人專用區試行範圍（資料來源：作者，2021）

圖 10.4.14 建議河背街行人專用區設計示意圖（資料來源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2 ）

問題，建議將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擴展（運輸署，2019 ）。而荃灣楊屋道街市附近的
街道都與深水埗市集街區有類似的場所功能，而且同樣是有高行人流量及經常人車爭路
的問題，但荃灣完全沒有任何行人專用的街道，或方便人和車輛共享街道的設計，因此
研究團隊建議試行設置行人專用區，並可以鋪設特別的路面物料或顏色（圖 10.4.14 ），
如在街市街道的路面鋪設滲水物料，可以加強車輛使用者的警覺，又可以加快排走街市
道路的廢水，使行人有更舒服安全的步行環境。即使在非行人專用區生效時間，亦可作
為方便人和車輛一同使用的共享街道。在街道上的活動及互動也能更方便進行，加強當
地的場所功能。如情況有所改善，更可以擴展至荃灣街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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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4.1  河背街行人行至行車路的情況（圖片來源 : 作者，2020）

路邊延伸及減速平台
由於低速限制區以及行人專用區為了行人的安全及舒適，都需要街道有減低車速的設計
及裝置，尤其是在學校區附近的街道，而路邊延伸及減速平台都是有效的緩速設計，因
此研究團隊建議市中心道路交匯處新增路邊延伸以及減速（過路）平台（圖 10.4.15）。
路邊延伸這個設計將道路邊沿的部份向外延伸，令行人過路的距離縮窄，讓司機能夠
在較遠範圍已經見到準備過路的行人並因而減速，道路邊沿的延伸部分亦縮窄了車輛
可使用的路面空間，同時可解決車輛路邊違泊的問題（Bien, 2016;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15）。不少歐美國家已經廣泛利用路邊延伸，包括紐約、三藩市等
地（圖 10.4.16）。而在香港，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協作舉辦的「行多兩
步實驗室」引入美國德州奧斯丁市的概念，建議運輸署以低成本方法，透過地面畫上波
點油圓漆及增添防撞欄，簡單快速地在深水埗違泊嚴重的過路處增設波點延伸過路處（圖
10.4.17）（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2019）。另外，運輸署在「香港好 . 易行」
計劃關於深水埗的規劃方案中，就著學校區附近的街道，建議試驗新設計概念，為學生
提供安全和有趣的行人道，鼓勵同學與社區互動及提供適合的設施讓學生體驗社區，藉
此探索新的規劃設計（運輸署，2019）。參考過不同做法後，研究團隊建議在荃灣市中
心學校區附近的街道或連接沙咀道、楊屋道、德士古道、眾安街和交屋路口新增路邊延
伸的設計以提升街道的安全和行人的舒適感，並可邀請附近學校合作，共同設計地面的
路邊延伸位置以及防撞的裝置或種植路邊植物，不但能達至減少車速、車流及更安全出
行的效果，又能為學生提供安全有趣的街道及更大的社區參與機會（圖 10.4.18）。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151

圖 10.4.15 建議路邊延伸及減速平台的位置（資料來源：作者，2021 ）

圖 10.4.16 美國路邊延伸的例子（資料來源 : Bien,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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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17 “創不同”建議路邊延伸（資料來源 : 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2019）

圖 10.4.18 建議路邊延伸的設計（資料來源：作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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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19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中的減速平台 （資料來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2）

圖 10.4.20 美國減速平台的例子 
（資料來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2）

除此之外，減速平台亦是另一種安全的緩速設計。減速平台是指在非主要的街道交匯處
中，輕輕升高路面及作特別的設計（圖 10.4.19 ），提示車輛需要減速和讓路給行人，
爲行人提供更安全及舒適的過路環境。圖 10.4.20 顯示了一款在美國推行的減速平台設
計（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2）。運輸署
在「香港好 . 易行」計劃（ 2019 ）中亦有建議在行人專用街道附近的道路交界處設
置行人過路平台（減速平台），從而營造更舒適及安全的步行環境，便利行人橫過馬路
（運輸署，2019）。因此，研究團隊亦建議在低速限制區範圍內的道路交界處新增減速
平台（圖 10.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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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21 建議減速平台的設計示範圖（資料來源：作者，2021）

圖 10.4.22 英國倫敦口袋公園（Parklet） 的例子（資料來源：Transport for London, 2017）

口袋公園（ Parklet ）及重新綠化
街道的休憩處以及綠化地帶都是健康街道以及完善街道重要的一部分，為行人提供休憩
的空間、幫助淨化路邊的空氣、讓人感到放鬆及安全。荃灣擠迫難行，令人有壓力的
街道環境，正正需要口袋公園及街道的綠化以作平衡。在英國，倫敦交通局將倫敦橋附
近的一些泊車位轉變用途，透過放置少量設計舒適的坐椅和盆栽，就能為當地行人及社
區提供一些口袋公園（圖 10.4.22 ），使商業中心繁忙的行人有一個停下來休息的地方
（Transport for London, 2017 ）。在荃灣人多車多的眾安街，雖然荃灣街市前的行人
道算是寬闊，但路面空間擺放了銅錢石像，街道上没有休憩地方可言（圖 10.4.23 ）。
而眾安街路邊雖然有不少綠化，但可能欠缺保養，以致植物凋零（圖 10.4.24 ）。因此，
研究團隊建議在荃灣市中心新增口袋公園及重新綠化（圖 10.4.25 ）。荃灣街市前的寬
闊行人道可以將石像移走，騰出空間設置有舒適坐椅和盆栽的口袋公園（圖 10.4.26 ）。
另外，在重新綠化方面，眾安街行人路較闊的一帶，可將已損壞的植物轉為有盆栽的坐
位，作為行人路和行車路之間的屏障（圖 10.4.27 ）。透過加設口袋公園及配合重新綠
化的盆栽坐椅，既能改善路邊的空氣質素，又可以美化街道，增加市中心休息的地方，
行人有更多空間進行社交活動，發揮街道作為地方場所的功能（Street as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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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23 荃灣街市前的行人道（資料來源：Google Map, 2021 ）

圖 10.4.24 眾安街行人道的綠化盆栽（資料來源：Google Map,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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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25 建議市中心新增口袋公園及重新綠化的位置（資料來源：作者，2021）

圖 10.4.26 建議新增口袋公園的設計（資料來源：作者，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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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27 建議重新綠化的設計（資料來源：作者，2021 ）

圖 10.4.28 英國倫敦薩瑟克街的過路處油畫（資料來源：Transport for London, 2017 ）

過路處油畫或其他街道設計
荃灣的主要街道如楊屋道、沙咀道，因為都有一定的運輸功能和場所功能，而且街道繁
忙擠迫、人流多，所以可能未必有足夠的空間做交通緩行或其他的設計及裝置。但在這
情況下，英國倫敦薩瑟克街（ Southwark Street ）的當地組織 Better Bankside 提議
用低成本的藝術設計，為馬路畫上色彩繽紛的過路處（圖 10.4.28 ），不但為街道帶來
活力，同時亦增添了街道的特色，以致超過 85% 當地人想有更多街道油畫以及有超過
68% 人，因為街道油畫而更開心（ Transport for London, 2017 ）。因此，研究團隊
建議在楊屋道、沙咀道、學校附近的街道或任何街道過路處都可以設計過路處油畫（圖
10.4.29 ），或者以其他形式設計街道，例如使用特別的顏色或路面物料。而街道藝術
可以由藝術家或社區共同創作（圖 10.4.30 ），使到繁忙擠迫的街道都可以吸引眼球、
讓人可以感到輕鬆愉快及受到歡迎，亦能增添街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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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29 建議可進行過路處藝術創作的過路處（資料來源：作者，2021）

圖 10.4.30 建議過路處油畫的設計（資料來源：作者，2021）

就著市中心部分行人路段擠塞難行，有道路安全隱患的問題，圖 10.4.31 總結了研究團隊
的建議：新增行人過路處、交通寧靜化（包括低速限制區、行人專用區、路邊延伸及減速
平台 ）、新增口袋公園（Parklet）及重新綠化和新增過路處油畫作為解決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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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31 解決行人路段擠塞難行的建議方法（資料來源：作者，2021）

10.4.3.2 交通交匯處安全問題
除了市區的道路安全外，包圍整個荃灣市區的不同交匯處亦有道路安全的隱憂。在第八章曾
提及，荃錦交匯處及荃青交匯處的道路都出现在 2017 至 2019 年的路口交通黑點列表（圖
10.4.32 ）及 2014 至 2019 年交通意外熱帶（圖 10.4.7 ），反映有改善路口設計的需要（運輸
署，2020 ）。荃錦交匯處涉及六綫交匯，衝突點較多，同時亦是三綫的傳統式交匯處，隨著
交通流量及涉及的線路增加，交匯處發生意外的機會只會增加。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可進一步
研究新式交匯處設計的可行性，例如螺旋形迴旋處（圖 10.4.33 ）、甚或渦輪式迴旋處（Turbo 
Roundabout）（圖 10.4.34 ），再配合車道分隔。這些新式交匯處設計的好處是可以降低迴
旋處車速，及减少不必要的轉線切線，從而减少車輛相撞、讓更多車通過、增加道路效率及減
少意外（ Transoft Solutions, 2017 ）。而運輸署早於 2004 年已經在部分地方試行螺旋形迴
旋處，直至 2019 年，全港有 11 個新式的螺旋處，分別位於油塘、將軍澳、屯門、柴灣、大
角咀等地區，佔全港迴旋處總數不足 4%。有報章比較從運輸署取得的迴旋處改建前後三年數
據，發現當中九個螺旋處意外宗數都有下跌，其中海輝道螺旋形迴旋處的意外數字由改建前的
9 宗，下跌至改建後的 4 宗，意外宗數減少近 56%（香港 01, 2019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
荃灣的交匯處亦作為試點，改建為新式交匯處，以舒緩交匯處的道路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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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32 荃灣市中心的路口交通黑點（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

圖 10.4.33 螺旋形迴旋處及傳統式交匯處的比較（資料來源：運輸署，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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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34 渦輪式迴旋處及傳統式交匯處的比較（資料來源：香港 01, 2019 ）

圖 10.4.35 實地考察發現的路邊使用問題（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非繁忙時間觀察所得）（資料來源：作者，2020）

10.4.3.3 路邊使用及其引致的噪音和交通堵塞問題
第八章提及荃灣路邊使用的問題，包括違泊、雙行泊車、貨物或雜物霸佔路邊空間等（圖
10. ４.35 ）。因為路邊活動如上落貨而造成的噪音與不便一直困擾居民，特別是那些鄰近街市
和工業區的住戶。因此，除已試行較進取的街道管理措施外，荃灣區有急切需要制定路邊管理
策略，因應街道及周邊環境特徵，制定路邊空間使用的準則及措施，促使各路邊活動有效地進
行。由於這些問題不局限在荃灣區，政府可先以荃灣作試點，制定相關措施，以測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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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36 香港的不準停車限制類型（資
料來源：運輸署，n.d.）

了解街道的功能
在制定路邊管理策略前，我們首先要分辨不同街道的功能，例如可透過 ｢ 街道類型 ｣ 矩陣
了解不同街道在運輸和場所功能的重要性，或者了解街道周邊環境的土地利用。再針對不
同街道，分辨出路邊使用活動的優先度，建議根據上落貨或泊車優先度高的街道進行相關
試驗 （San Francisco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Agency, 2020）。研究團隊在了解荃灣
街道的功能後，亦認為鄰近工業區及街市的街道在上落貨的優先度的確較高，但要解決目
前路邊使用及路邊活動引致的噪音問題，需要在工業區或街市附近的街道增設上落貨及泊
車位關於時間及地點的限制。

限制道路旁泊車及上落貨
關於道路限制方面，香港有設立不準停車限制區，不准車輛（或特定車輛）停車，及上
落客貨，而限制區有分全日限制區及部分時段限制區，部分時段限制區有分紅色（上午
7 時至午夜 12 時）、黃色（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及綠色（上午 8 時至 10 時、下午 5
時至 7 時）三種（圖 10.4.36）（運輸署，n.d.）。參考運輸署的道路網絡的資料，雖然
荃灣大部分街道都是不同類型的不準停車限制區（圖 10.4.37），但違泊、雙行泊車、
貨物或雜物霸佔路邊空間等路邊使用問題依然嚴重（運輸署，2021）。在此情況下，街
道需要更進一步的規管及限制。

圖 10.4.37 荃灣不準停車限制的街道（資料來源：運輸署，2021）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163

圖 10.4.38 倫敦指定路旁的上落貨位置模擬圖（資料來源：Transport for London, n.d）

圖 10.4.39 倫敦路旁的上落貨位置時間的限制（資料來源：Transport for London, n.d）

參考英國倫敦對路邊上落貨的處理，當地交通局對路旁的上落貨位置有較嚴格的限制，
所有上落貨活動必須在指定的路旁位置和指定時段進行（圖 10.4.38 ），並需要在指定
時間内完成上落貨程序，例如只可以在早上十一時至下午四時上落貨，並需要在 20 分
鐘之内完成所有程序（圖　10.4.39 ）。當局以罰款及閉路電視配合措施的執行，為求
盡量減少路邊上落貨對道路交通及附近社區的影響 （Transport for London,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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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40 建議試行新式的道路限制區域（資料來源：作者，2021）

因此，研究團隊亦建議參考倫敦的做法，在荃灣工業區（荃灣東工業區）及市中心街市
區（荃灣街市和楊屋道街市）附近的街道作試驗區域（圖 10.4.40），試行新式的道路
限制。試驗區域可劃指定路邊上落貨位置，並指定上落貨活動需在非交通繁忙時段進行
（例如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及指定時間内完成（如 20 分鐘）。透過限制地點及時段
上落貨，使到街道更完善、減少路邊活動對繁忙時段交通的影響，舒緩交通擠塞，同時
針對在深夜至清晨工業區路邊上落貨的噪音影響附近民居的問題，好使工業區的貨倉在
上述時段將路邊上落貨活動移回室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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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41 起動九龍東計劃的違例泊車監察系統（資料來源：發展局，n.d. ）

圖 10.4.42 起動九龍東計劃的路旁上落貨區監察系統（資料來源：發展局，n.d. ）

利用先進科技及執法配合路邊管理策略
要有效執行上述的新式路邊管理策略，以及解決路邊違例泊車的問題，需要利用先進科技
監察和管理路邊活動，再配合法例修訂及執行。其實政府在起動九龍東計劃已經開始嘗試
利用科技及法例的配合作管理街道活動之用。 該處已安裝違例泊車監察系統及路旁上落
貨區監察系統（圖 10.4.41 及 10.4.42），即是用閉路電視攝影機、車牌識別和影像分析
功能，監察上落貨活動及路旁長時間停泊的車輛，針對處理違例停泊及上落貨活動。另外，
政府亦推出手機應用程式「我的九龍東」（MyKE）配合上落貨及泊車。程式中的易上落
貨及易泊車功能，可以檢視海濱道和巧明街部份路段的路旁上落貨區實時使用情況和區內
實時空置車位數目及位置，並提供最短行車路線引領駕駛者直達停車場入口及其他停車場
資訊。新式的路旁停車收費錶亦有類似功能，除了支援不同付款方式，亦設有感應器偵測
車位是否空置，方便駕駛者可透過 ｢ 香港出行易 ｣ 應用程式尋找車位。政府亦表明會就著
監察系統修訂法例，配合針對違泊的執法（發展局 , 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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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當地在推行智慧城市及利用先進科技管理路邊活動方面，都比
起香港走得更前。除了有監察系統、感應器及政策等措施配合外，當地亦需要車輛使用
者用手機應用程式或短訊形式預約上落貨車位，以及用作尋找路旁泊車位和繳付停車費
用。當地在 2015 年開始，設立網上預約上落貨車位（ DUM）（圖 10.4.43），並逐漸
增加這類型泊車位的數量。車輛使用者需要用手機應用程式 spro 驗證個人及車輛資料，
繼而進行即時預約及尋找上落貨車位（DUM）。上落貨程序亦需在限時 30 分鐘內完
成，應用程式會提示使用者不可超時（ The City Council of Barcelona, 2015）。在處
理街道泊車方面，當地早已推出手機應用程式 ApparkB（ 圖 10.4.44 ），以取代傳統的
咪錶位。應用程式驗證使用者後，可以在程式上即時尋找路邊停車位。而路邊停車位亦
是採用實時手機收費，因此，車主既可不需多付停車費用，亦能更方便快捷尋找到可用
的車位，減少因尋找車位造成的道路擠塞（The City Council of Barcelona, n.d.）。因
為有應用程式，管理者亦更容易追蹤車位的使用情況及使用者資料，方便處理違例使用
的問題，當地的警方掌握車位使用者的資料，對違規使用的情況會進行執法（The City 
Council of Barcelona, n.d.）。配合科技的使用，能夠更有效管理街道的使用，減少路
邊違例泊車及上落貨問題。研究團隊建議在推行限制泊車及上落貨區的同時，亦需要有
違例泊車及路旁上落貨區監察系統，執法單位亦需配合新系統及法例加強執法。

圖 10.4.43 巴塞隆納網上預約上落貨車位的指示牌（DUM）
（資料來源：The City Council of Barcelona, 2015）

圖 10.4.44 巴塞隆納街道泊車手機應用程式
ApparkB 的使用介面（資料來源：The City Council 

of Barcelon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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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交通工具效率

巴士專用線及巴士專用道路方格
假若成功試行上述較進取的街道管理措施的話，應該可以鼓勵更多居民步行和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其實違泊及路邊上落貨的車輛會阻礙到巴士的行走或進出巴士站，因此，研究團
隊建議可參考新加坡公共交通工具優先的策略，提升其效率。新加坡為提高巴士在繁忙
街道的效率，設立了三款專營巴士專用道路（圖 10.4.45 ），包括普通巴士線（ Normal 
Bus Lanes，星期一至五早上七點半至九點半及下午五點至八點生效，公眾假期除外）、
全日巴士線（ Full-Day Bus Lanes，星期一至六早上七點半至夜晚十一點，公眾假期除
外）、以及巴士專線（Bus Only Lanes，任何時段）。 除此之外，當地亦在巴士站鄰近的
道路畫上巴士專用道路方格（圖 10.4.46 ），或稱強制讓路給巴士計劃（Mandatory Give 
Way to Buses scheme ），使專營巴士在進出專用道路方格比其他車輛有絕對優先權，杜
絕阻擋巴士出站入站的車輛，増加專營巴士的效率（ Land Transport Guru, 2020 ）。

圖 10.4.45 巴士專用道路的種類（資料來源：Land Transport Guru, 2020）

圖 10.4.46 巴士專用道路方格（資料來源：Land Transport Guru,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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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巴士線（Bus Lane）分爲只准專營巴士使用或所有巴士（包括非專營巴士）均可
使用的巴士專用道路。巴士線生效時間會在標誌及道路標記說明（圖 10.4.47 ），生效
時只供巴士專用；生效時間以外，所有車輛都可使用巴士線（運輸處，2020）。在荃灣，
只有大河道如心廣場巴士總站以西，荃灣西巴士總站以東的一段路是全日的巴士線，若
要再提升荃灣市區巴士效率，一小段巴士線是遠不足够。研究團隊建議可嘗試在沙咀道、
青山公路等主要巴士行駛的道路試行巴士專用線（圖 10.4.48 ），而巴士線的時間可先
試行平日早上七點半至九點半及下午五點至八點，提升繁忙通勤時段巴士的效率，並可
以待市民習慣後延長巴士線生效時間。同時亦可在主要道路的巴士站附近，新增巴士專
用道路方格，以減少其他車輛阻擋巴士進出巴士站。當巴士準時運行，人們可以安全出
入車站，就能為社區提供完善的街道。同時，措施望能吸引私家車主轉用公共交通工具，
減少私家車的流量，舒緩道路擠迫及易塞車的問題。

圖 10.4.47 香港巴士線生效時間標誌（圖片來源：運輸處，2020 ）

圖 10.4.48 建議設立巴士專用線及巴士專用道路方格的位置（資料來源：作者，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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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以科技配合，提升小巴及其他公共運輸的效率
市中心密集的小巴站，及以小巴引致的違例泊車及雙行泊車等問題（照片 10.4.2 ），短期
內未必有合適的方法解決，需要以長遠的方法，例如在 10.3.3 節中，提及區內具發展潛
力的用地，在重建時可提供一個小巴總站，盡量減少小巴對路邊空間及道路交通的影響。

照片 10.4.2 大河道綠色小巴雙行泊車的情況（圖片來源：作者，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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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團隊亦建議政府可鼓勵與交通相關的科技及應用程式，真正做到智慧城市
藍圖 2.0 中的智慧出行。例如可參考芬蘭赫爾辛基，發展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 
Mobility as a Service）系統，利用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Whim（圖 10.4.49）, 整合公
共運輸及私人運輸服務，能做到行程規劃，為乘客提供最快捷及合適的交通選項。一
個應用程式可以同時做到公共運輸及私人運輸服務訂位、票證及付費功能（RAMBOLL, 
2019）。乘客能夠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後，以的士、汽車共乘甚至共享單車作爲「首
程」或「尾程」接駁方法，更符合他們對出行的需求，使出行變得更加靈活快捷（Uber 
Hong Kong, 2020）。這樣做不但可以協調私人運輸服務及公共交通工具網絡，提升
各自的效率並使交通部門的運作和管理趨向現代化，做到智慧出行。當地在利用公共
運輸行動服務系統後，取代了 38% 私家車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亦得到提升
（RAMBOLL, 2019）。如果香港，甚或荃灣作為公共運輸行動服務試點時，紅色小巴
等非正式交通工具（Informal Transport），亦可配合這些科技，加入服務系統中，
或慢慢轉型至中型的汽車共乘，小巴引致的問題亦有可能得以解決，而部分要依賴小
巴的荃灣市民也能有更多出行選項。目前香港 Uber 都有意向公共運輸行動服務發展，
政府亦可考慮繼續推動。

圖 10.4.49 赫爾辛基的公共運輸行動服務應用程式 Whim（資料來源：Reid, 2019）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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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4 單車的網絡問題
在健康街道及完善街道中，單車的適騎性（Bikeability）都是極重要的一環。即使目前荃灣單
車方面的配套不多，單車徑亦只在興建中，但仍有不少人在荃灣踏單車。Strava 熱帶地圖（ 
2021） 顯示（圖 10.4.50 ），有一定人口在荃灣踏單車，包括海興路、大涌道、大河道、楊屋
道及馬頭壩道等，都是騎單車的熱門地點。透過運輸署公開資料守則獲得的資料中，在荃灣與
單車相關的交通意外中，有不少是發生在楊屋道及海興路附近（圖 10.4.51），都是沒有單車
設施的主要道路，反映目前荃灣的街道未必為單車使用者提供到合適的使用環境，有需要使街
道更完善（運輸署，2020 ）。

圖 10.4.50 荃灣的單車使用熱帶（資料來源：Strava, 2021）

圖 10.4.51 荃灣行人交通意外（資料來源：運輸署，2020）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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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減少交通的需求，可以考慮在荃灣建設一個單車的網絡，以連結區內（起碼連結地鐵站和
海濱沿岸的地區）和區外。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未來重建市中心或興建新屋苑、天橋網絡時
都可以考慮到單車設施的需要，尤其是鄰近大涌道、馬頭壩道及德士古道，這些本身單車流量
高，位於市中心，而且能連接荃灣西正在興建的單車徑的道路（圖 10.4.52 ）。這樣就可以將
未來的單車網絡延伸往市中心，連接到荃灣不同社區，鼓勵市民使用單車出行，減少對其他交
通的需求，回應到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 中的智慧出行 ，建設「單車友善」的新市鎮及新發展
區的原則。

圖 10.4.52 建議荃灣單車的網絡潛在發展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2021）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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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總結

聯合國新城市議程（2016）的口號是「不讓任何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生態掉隊」。這也許
是建設健康與可持續地方的竅門。以人爲本的發展、規劃與設計都應該儘量加强城市的環境承
載力，通過綠化提升社區的生物多樣性，提供宜居的生活空間。要讓人過有尊嚴的生活，就得
提升社區的場所功能，通過市場、社會服務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幫助來滿足社區裏面不同人的
需要。當每一個人都可以輕鬆、安心出行和享受一個完整社區的話，這必然是一個擁有社會和
空間公義的地方。當然，要做到這些，就得加强制度的承載能力。一方面，區議員可以利用這
個研究的內容繼續與選民共議。此舉不但可以發揮集體智慧去决定項目的優先次序和如何優化
不同的方案，更可以凝聚社區裏面不同階層的人，提升市民的歸屬感和他們的身心靈的健康；
更重要是體現程序的公義。另一方面，區議會可能需要與政府相討如何提升社區的資源。以區
議會現况，要推行這個研究提出的建議，非政府各個部門的配合不行。可是政府一般側重垂直
運作，很少以社區爲本來規劃管理。所以加强區議會與民政事務處功能，如增撥資源讓社區可
以聘用規劃設計師，幫助社區與個别政府部門溝通，來推行地區的項目，也是一個提升制度承
載力的路徑。

以健康街道出發，建設完整社區，讓荃灣宜居和持續發展，體現社會與空間公義，「不讓任何
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生態掉隊」，不是遙不可及的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荃灣
區議會的努力，可以啓發其他區議會向著相同目標進發，使整個香港都成爲一個健康和可持續
發展的城市。

荃灣發展的願景與規劃設計建議 

一 個 宜 居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地區

一個擁有社會和空間公義的
社區

一個擁有健康和完全街道與
及鄰舍的地方

• 設立自然、文物和歷史路徑
• 加強聯合執法改善公共衛生問題
• 管制擺賣者的聲浪以及為該區域的居民定期檢查健康
• 綠化行人天橋
• 提升行人連結性和地方特色
• 善用海濱附近的空地作不同的活動，以凝聚社區
• 加強應對氣候危機的抗禦力
• 重建 -「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社區」計劃
• 解決土地用途（工業與住宅）衝突，加快工業轉型進度，以提供適合荃灣

居民的工作和人口增長所需的社區設施
• 探討區內有發展潛力的用地作社區設施及泊車用途
• 改善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POPS）的設計，甚或捨棄此模式
• 鼓勵更多社區規劃、公共空間設計、使用及社區營造
• 新增行人過路處
• 交通寧靜化（Traffic Calming）
 •低速限制區
 •行人專用區
 •路邊延伸及減速平台
• 新增口袋公園（Parklet）及重新綠化
• 新增過路處油畫或其他藝術設計
• 使用新式交匯處設計
• 了解街道的功能
• 限制道路旁泊車及上落貨至指定時間及區域
• 利用先進科技及執法配合路邊管理策略
• 設立巴士專用線及巴士專用道路方格
• 探討有發展潛力的用地時，重新安置街道小巴站及興建小巴總站
• 推動公共運輸行動服務系統的發展
• 完善荃灣的單車網絡，使其連接市中心，甚或香港其他區域

願 景 規劃與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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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荃灣區內未批租政府用地

DLOTW&KT067

DLOIs 069

DLOTW&KT172#

DLOIs 210

DLOTW&KT289

DLOIs 065

DLOTW&KT257

DLOIs 066

DLOTW&KT052

DLOTW&KT002

DLOTW&KT256

馬灣

近大嶼山青洲灣
( 欣澳港鐡站） 
[ 荃灣區議會範
圍內 ]
荃灣前葵涌公立
學校

大嶼山翔東路打
棚埔煤氣調壓及
檢管站對面  [ 荃
灣區議會範圍
內 ]

海興路與海角街
交界

近大嶼山打棚埔 
[ 荃灣區議會範
圍內 ]

下花山 ( 近第
358 約地段第
346 號）

近大嶼山打棚埔 
[ 荃灣區議會範
圍內 ]

漢民村

豪景花園

川龍荃錦公路仙
霞洞

79,500

47,200

8,450

4,560

3,320

3,300

3,090

2,550

2,430

2,290

1,770

約 1 至 5 年

約三年

約 1 至 5 年

約三個月

約 1 至 5 年

約三年

約 1 至 5 年

約三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a) 平地 (b) 受交通限
制 , 不允許私家車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平地及可供車輛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現有建築物

起伏及只供行人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平地及沒有正式行車
道可供車輛出入

(a) 起伏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有些植物 (d) 
土地位置偏遠

平地及沒有正式行車
道可供車輛出入
(a) 起伏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a) 平地（b) 受限制的
車輛出入 (c) 有稠密的
植物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b) 可供車輛
出入（c) 土地位置偏
遠

(a) 土地長遠用途 ( 其
他指定用途 )(b) 適合
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主要道路及交匯處 )

(a) 土地長遠用途
( 政府、機構或社區）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未
列入規劃圖 )(b) 適合
用作臨時 ( 綠化 / 社區 )
活動 (c) 預留用作物流
園發展項目工程工地，
未有確實時間表 。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
憩用地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未
列入規劃圖 )(b) 適合
用作臨時 ( 綠化 / 社區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
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未
列入規劃圖 )(b) 適合
用作臨時（綠化 / 社
區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政
府、機構或社區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部
份綠化地帶及部份不列
入城市規劃大綱範圍
內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已接獲申請並在處理
中 ( 不再接受其他申
請 )

可供申請

 
已接獲申請並在處理
中 ( 不再接受其他申
請 )

可供申請

已接獲申請並在處理
中 ( 不再接受其他申
請 )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已接獲申請並在處理
中 ( 不再接受其他申
請 )

可供申請

DLO No. / 
地政處編號 位置

面積
( 平方米 )

估計可使用
時期 * 土地狀況 備註 申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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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TW&KT249#

DLOTW&KT087

DLOIs 090

DLOTW&KT253

DLOTW&KT182

DLOTW&KT291

DLOTW&KT157

DLOTW&KT051

DLOTW&KT091

DLOTW&KT048

DLOTW&KT097b

DLOTW&KT259

DLOTW&KT142(b)

荃灣前三邨公學

豪景花園

近大嶼山青洲灣 
[ 荃灣區議會範
圍內 ]

川龍橫龍村 
( 近第 435 約地
段第 172 號）

近荃灣麗都海灘

荃灣菜園村近燈
柱 VA3745

荃景圍

蓮花山

城門郊野公園

城門路

和宜合村

油麻磡路

深井鄰近海韻
公園

1,650

 
1,440

1,080

1,070

1,035

1010

960

950

736

692

644

607

512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三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現有建築物
(d) 有部份為斜坡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平地及沒有正式行車
道可供車輛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出入
(c)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經康文署用地出入
(c) 已預留作龍舟儲存用地
(a) 起伏（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d)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d) 有構築物
(a) 平地（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a) 起伏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接近主要道路
交滙點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
村式發展 )(b) 適合用
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住 宅 ( 乙 類 )1（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未
列入規劃圖 )(b)  適合
用作臨時 ( 綠化 / 社區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道
路 )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
臨時（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
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不
列入城市規劃大綱範
圍內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憩
用地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
憩用地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
憩用地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活
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活動

已接獲申請並在處理
中 ( 不再接受其他申
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DLO No. / 
地政處編號 位置

面積
( 平方米）

估計可使用
時期 * 土地狀況 備註 申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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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TW&KT049

DLOTW&KT250

DLOTW&KT070

DLOTW&KT254

DLOTW&KT084

DLOTW&KT085

DLOTW&KT064

DLOTW&KT097d

DLOTW&KT094

DLOTW&KT252

DLOTW&KT075

DLOTW&KT25

DLOTW&KT090

DLOTW&KT258

DLOTW&KT063

DLOTW&KT198

聯仁街與楊屋道
交界

近嘉龍村 14 號

海興路 (F 地盤）

老圍 ( 斜坡編號 
7SW-A/C89）

近荃灣南變電站

荃灣排棉角

屯門公路近麗城
花園

和宜合村

川龍昂塘 ( 前短
期租約第 1100 
及 前短期租約
第 1101 號）

老圍村

近白田壩村，荃
景圍體育館對面

老圍南坊村 ( 近
政府土地牌照
W7199）
荃錦公路城門
引水道編號 CH 
5700
鹹田村 ( 斜坡
編號 7SW-C/
C880）

龍如路，青龍頭
荃灣川龍 ( 近第
360 約地段第
1232 號餘段）
荃灣川龍 ( 近第
360 約地段第
1232 號餘段）

487

487

486

437

425

413

409

383

359

338

331

323

329

315

298

291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三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a) 未平整土地 (b) 只
供行人出入（c) 有大
樹 (d) 車輛出入口需由
運輸署批准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14.3.2017 的實地
勘查 顯示 煤氣公司 正
進行工程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b) 輛出入口
可能被橋墩阻塞 (c) 有
稠密的植物
(a) 起伏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起伏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土地大部份為
斜坡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平地 (b） 只供行
人出入 (c) 土地位置偏
遠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a) 起伏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土地位置偏遠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c) 土地位置偏
遠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起伏（b) 可供車輛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a) 起伏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有些植物

(a) 土地長遠用途 ( 政
府、機構或社區 )(b) 適
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
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道
路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道
路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憩
用地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村
式發展 )(b) 位於鄉村範
圍內 (c)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部份
不列入城市規劃大綱範
圍內及部份綠化地帶 )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
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村
式發展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憩
用地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b) 適合用作臨
時（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綠
化地帶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村
式發展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不
列入城市規劃大綱範圍
內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DLO No. / 
地政處編號 位置

面積
( 平方米 )

估計可使用
時期 * 土地狀況 備註 申請狀況

附件一 荃灣區內未批租政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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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TW&KT135

DLOTW&KT061

DLOTW&KT076

DLOTW&KT059

DLOTW&KT089

DLOTW&KT096

DLOTW&KT095

DLOTW&KT078

DLOTW&KT137

DLOTW&KT066

DLOTW&KT097a

DLOTW&KT056

DLOTW&KT203

DLOTW&KT088

DLOTW&KT083

DLOTW&KT060

國瑞路美達中心
旁邊

位於樂信工廠大
廈對面

荃灣汀九，近汀
蘭居
海盛路

和宜合道

川龍 ( 前臨時
政府撥地編號
TTW 707)
老圍顯達路

近下花山

曹公潭

油柑頭村

和宜合村

深井東村

荃灣川龍 ( 近第
360 約地段第
1232 號 A 分段 )

油柑頭

近麗城花園

荃錦公路 ( 斜坡
編號 6SE-B/F1)

282

199

172

147

143

141

115

100

86

71

71

69

60

44

39

35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三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a) 平地（b) 地盤太
細 , 車輛不能出入 (c) 
土地地形非常狹窄

(a) 平地（b) 因地盤太
細 , 車輛不能出入 (c) 
土地地形非常狹窄和
有橋墩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受潮水影響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現有貨櫃擺放
於土地 (d) 土地位置偏
遠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起伏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d)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土地位置偏遠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c) 有稠密的植物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傾斜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平地 (b） 只供行
人出入

(a) 平地 (b) 只供行人
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a) 傾斜 (b) 可供車輛
出入（c) 有稠密的植
物 (d) 土地面積細小

(a) 土地長遠用途 ( 政
府、機構或社區 )(b) 適
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
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道
路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
(a) 土地長遠用途 ( 道
路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村
式發展 )(b)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農
業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憩
用地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憩
用地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位於鄉村範圍
內 (c) 適合用作臨時 ( 美
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村
式發展 )(b) 位於鄉村範
圍內（c)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鄉村
式發展 )(b) 位於鄉村範
圍內 (c） 適合用作臨
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不
列入城市規劃大綱範圍
內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休
憩用地 )（b) 適合用作
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
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綠化
地帶 )(b) 適合用作臨時
( 美化 / 綠化 ) 活動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DLO No. / 
地政處編號 位置

面積
( 平方米 )

估計可使用
時期 * 土地狀況 備註 申請狀況

附件一 荃灣區內未批租政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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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TW&KT071

DLOTW&KT082

STT1527

STT1570
STT1554

海興路 (G 地盤 )

近上葵涌村路

荃灣

荃灣
荃灣

28

21

德士古道工業中
心旁
荃灣路 , 海之戀旁
荃灣海盛路及海
角街交界

約 1 至 5 年

約 1 至 5 年

6,520

5,410
3,320

（a) 平地 (b) 可供車
輛出入

(a) 平地 (b) 可供車輛
出入 (c) 土地面積細小

2015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3 月 9 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a) 土地長遠用途 ( 綜合
發展區 )(b) 適合用作臨
時（美化 / 綠化 ) 活動

(a) 土地長遠用途 ( 休憩
用地 )(b) 適合用作臨時
（美化 / 綠化 ) 活動

5

0

0

可供申請

可供申請

收費公眾停車場

收費公眾停車場

收費公眾停車場

DLO No. / 
地政處編號

短期租約編號

位置

區議會分區

面積
（平方米 )

位置

估計可使用
時期 *

Area（sq. 
metre) / 面積

( 平方米 )

土地狀況

生效日期

備註

租期（年 )

申請狀況

用途

附件一 荃灣區內未批租政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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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