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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觀塘區市中心的重建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而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發展及重

建專責小組為配合觀塘市中心的重建工程，使本區居民能夠有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小組計劃優化區內主要的行人管道及設施，如天橋、升降機、快捷扶手電梯等，

以連接區內的各個主要地區設施，使居民出入方便。改善地區設施後可讓居民減

少倚賴使用交通工具，減低區內的碳排放量，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以達「綠色

生活」的目標。 

 

    是次研究主要是以觀塘道為界，將研究區域分為南北兩面。北面的行人管道

系統主要連結住宅區及港鐵站，但礙於觀塘區的地理因素，山與山之間的阻隔較

多，對居民尤其是長者及殘疾人士極為不便。南面行人管道系統主要是連結港鐵

站、工貿區及至海濱花園。隨著工貿區的轉型、海濱花園的逐步建成，以及連繫

啟德遊輪碼頭的發展，由觀塘市中心經工貿區至海濱公園的行人管道必須作出改

善，以統一整個發展概念。基於行人管道對整個觀塘區發展十分重要，本小組委

託香港政策研究所進行有關優化行人管道的研究，以問卷調查、焦點小組及深入

訪談，以了解區內居民及商戶對改善行人管道的意見。 

 

    對於是次研究的成功，實有賴各個單位及全體相關人士的鼎力支持及配合。

本人謹此衷心感謝各屋邨、住戶、商戶及有關人士的參與及協助，亦展望觀塘區

的行人管道能夠因研究調查後得以改善，並提升觀塘區的居住及營商的優化環

境。 

觀塘區議會屬下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 

主席 陳華裕 

二零一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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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1. 香港政策研究所受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的委託研究

如何優化觀塘行人管道設施及印刷報告。是次研究計劃的目的包括 1）了解

如何優化區內的行人管道設施如天橋、升降機、快捷扶手電梯等，2）檢討

現時觀塘的行人管道規劃，及 3）了解如何善用行人管道讓區內居民善用區

內的社區設施。 

2. 是次研究以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及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

作為研究方法，分成四個研究階段，包括桌面研究、問卷調查、焦點小組與

個別訪問，以及實地考察。本研究所在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期間

以街頭訪問的形式收集數據，分別成功與 250 名居民及 51 名商戶進行問卷

調查，了解他們對現時觀塘區行人管道的滿意程度、以及就有關改善方法所

提出的建議。在量化分析方面，本研究共進行了 3 節焦點小組及 3 次個別訪

談，共有 41 名參與者。研究員亦進行了共五次的實地考察（當中包括牛頭

角及觀塘），以加強研究的準確性及將問題聚焦。 

 

對觀塘區行人管道的觀感 

3. 為較有系統地進行資料搜集及整理，是次研究以觀塘道觀塘港鐵站為界，將

研究區域分為南北兩面的行人管道系統。北面行人管道系統主要連結住宅區

及港鐵站，南面行人管道系統主要連結港鐵站、工貿區至海濱花園。 

4. 整體而言，受訪者對觀塘行人管道的整體評價屬於「一般」（54.6%），而觀

塘區商戶或代表則稍為比觀塘區居民「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區內行人

管道的使用情況（分別佔 30.6%及 28.3%）；表示「滿意」的觀塘區商戶或代

表同時亦比觀塘區居民為少（只佔 13.9%）。量化研究結果反映區內居民及商

戶對區內行人管道意見偏向負面，因此研究所認為需要優化行人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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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行人管道系統的意見 

5. 根據《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統計表》，觀塘區有 587,423  常住人口，

屬全港十八區區議會中人口第三多的區域。當中，超過65歲的人口佔16.0%，

在比例上屬全港第三高；同時，小於 14 歲的人口佔 13.4%，屬九龍區中比例

最高，加上區內擁有 106 間中小學及幼稚園，亦造成在上、下課時段對行人

管道的需要。 

6. 對於北面行人管道系統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大多數受訪者的回應較負面。

即大部份受訪者都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當中情況最嚴重的是

協和街行人路，有超過五成（52.5%）受訪者表示「非常不滿意」或「不滿

意」，並認為對區內居住的長者及傷殘人士帶來不便。 

7. 雖然秀茂坪及曉麗苑居民反映步行至港鐵站的路途遙遠，但選擇步行而非乘

搭交通工具前往港鐵站的受訪者為數卻不少，相信可能與該屋苑的人口背景

及經濟能力有關。與其他屋苑的居民進行訪談時，他們則反映屋苑與社區主

要設施的連結性問題（如瑞和街市政大樓的連接）。 

8. 另外，有較多受訪者表示協和街行人路擠迫，佔 32.3%。不少受訪者於焦點

小組及深入訪談表示觀塘區內的行人管道表示非常擠塞，認為以往進行街道

設計時，區內的人口並不稠密，未有預計區內急速發展和轉型，以及屋苑落

成後令人口急速增長，較難應付現時的需要。 

 

南面行人管道系統的意見 

 

9. 觀塘的行人管道及規劃，可大致以港鐵沿線分開為南面及北面兩部份。由港

鐵觀塘站至海濱的行人管道，兩旁多為工貿用地。據《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

統計的統計表》，觀塘區有 505,448 工作人口，屬全港第四高，當中只有不足

兩成為本區居民（12.7%，即 64,293 人）；當中 37.5%為 15‐34 歲，61.0%為

35‐64歲, 1.6%為 64歲以上，在上班下班時間帶來對於行人管道的龐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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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討南面行人管道系統時，研究員主要考慮區內行人管道應如何配合工商

業發展及海濱公園遊客的需要。 

10. 有關南面行人道路是否暢通，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一般」，而表示「不滿意」

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不超過兩成半。另外，當問及開源道行人路時，

更有超過五成受訪者對暢通問題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共佔

54.8%。 

11. 就美觀及舒適情況而言，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所經過的行人管道及牛

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的行人管道則有略多受訪者認為並不美觀，分別有

27.2%及 36.2%。受訪者認為最不美觀的是開源道，即有 51.0%的受訪者認為

開源道行人路不太乾淨及欠缺綠化。另外，有關區內行人管道的舒適程度，

亦以開源道行人路的情況最為嚴重，有過半數的受訪者（67.9%）認為空氣

並不清新，令行人覺得使用街道時並不舒適。 

12. 至於區內行人管道路線指示的滿意程度，大多數受訪者對南面的行人管道系

統都表示「一般」。受訪者對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的滿意程度比較差，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共佔 23.0%，

較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的 14.6%多。現時由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

公園，所途經街道亦沒有任何指向海濱公園或其它遊客區的指示牌。 

13. 與北面的行人管道相似，大多數受訪者不滿意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及安

全程度，當中情況最差的是開源道行人路。 

   

優化觀塘區行人管建議 

 

1. 為增加行人路的可使用空間，研究所建議擴闊協和街行人路及打擊行人路兩

旁的違法擺賣。同時，研究所亦提議將梯級改建為合適的斜道，方便行動不

便及殘疾人士使用。 

2. 在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一段，受訪者認為有需要增加更便捷的行人管道連接，

因此研究所亦建議於曉明街至曉育街的行人小徑加建行人天橋及電梯，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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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附近居民往返區內其他社區設施及交通交滙點的時間，殘疾人士亦同時可

以利用電梯接駁，有利於他們融入社區。 

3. 當曉麗苑及附近居民需要南行往港鐵站時，需要使用曉光街至翠屏道一段的

小徑及樓梯，這對於長者及殘疾人士極不方便，因此研究所建議加建行人天

橋及電梯，使附近居民、甚至日後安達臣道發展區的居民亦可以利用電梯步

行南下至觀塘社區。 

4. 雲漢邨居民多為長者，為方便居民到附近瑞和街市政大樓、重建區及港鐵站

等，研究所認為有需要加裝電梯，以方便居民來往社區設施。 

5. 研究所建議利用分流方法，加長開源道出口至工業區的行人天橋以疏導路面

人流。另一方面，研究所亦建議利用大廈平台連接港鐵站，並透過設置例如

「八達通優惠機」等方式分流行人至其他行人路或大廈平台，從而減少因開

源道人流太多而產生的擠塞狀況。同時，研究所亦建議增加開源道兩旁的綠

化帶，令行人路的空氣更清新且舒適。 

6. 海濱公園將會是觀塘區日後重要的休閒綠化區，為吸引更多非本區居民及遊

客前往海濱公園，便需要加設清晰的路牌指示、減少道路兩旁的違法擺賣及

宣傳牌，以及加強綠化，與海濱公園連成一線並引導行人前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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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簡介 

 

1.1 研究背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下稱“研究所”）自 1995 年成立以來，不斷為政府與公營機

構進行各方面的公共政策研究。研究所以往亦有和觀塘區議會、深水埗區議會和

中西區區議會合作的經驗。研究所很榮幸得到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

專責小組（下稱“專責小組”）的邀請，研究如何優化觀塘行人管道設施（下稱

“本研究”）及印刷報告。 

 

觀塘市中心發展至今超過 40 年，區內樓宇及社區設施相繼老化，大大影響了居

民的生活質素。有見及此，市區重建局經過多年研究，終決定重建觀塘市中心，

區內居民均熱切期望重建後的新景象。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由兩部分組成，分別

是主地盤及月華街地盤，地盤面積共  53,500  平方米。月華街地盤位於月華街及

協和街交界，即前月華街巴士總站，面積大約  4,640  平方米。而主地盤除裕民

坊外，範圍還包括北至物華街雙數號，東至協和街，南至觀塘道，西至康寧道，

面積大約  48,860  平方米。主地盤的重建範圍除了私人樓宇、商舖及小販攤檔外，

還包括了裕民坊巴士總站、位於同仁街的觀塘政府合署及郵政局、觀塘賽馬會健

康院等公共設施。 

 

藉著重建的機遇，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如何優化區內的行人管道設施如天橋、

升降機、快捷扶手電梯等，以連接區內的地方，從而減少使用汽車，減低區內的

碳排放量，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真正達到「綠色生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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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總括而言，是次研究計劃的目的包括： 

 了解如何優化區內的行人管道設施如天橋、升降機、快捷扶手電梯等，以

連接區內的地方，從而減少使用汽車； 

 檢討現時觀塘的行人管道規劃；及 

 了解如何善用行人管道讓區內居民善用區內的社區設施。 

 

1.3  研究範圍 

 

為了更全面了解觀塘區的行人管道及社區設施，本研究從人流、車流及使用人士

等方面來審視區內的社區配套設施及街道規劃能否配合現時的需求，並提出改善

的地方，以優化區內的社區設施及行人管道設施。從居民、工作人士及商戶的角

度來探討觀塘區內的土地運用及規劃、社區設施以及行人管道設施，從使用者的

角度出發，提出以人為本的建議。 

 

最後本研究將提出宏觀建議，改善現時觀塘區行人管通規劃的不足，建立更好的

道路網絡以連接觀塘區各個地方，及完善現有的社區設施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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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調研方法 

 

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及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兩個部份，分成四個研究階段，包括桌面研究、問卷調查、焦點小組

與個別訪問，以及實地考察。 

 

 

2.1  量化分析 

 

為了解觀塘區內的主要行人管道之情況、問題及改善建議。而區內行人管道的主

要使用者為區內的居民及商戶或工作者，所以是次研究的目標對象為 18 歲或以

上觀塘區居民及商戶或其代表。本研究所在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期間

以街頭訪問收集數據，分別成功與 250 名居民及 51 名商戶進行問卷調查，藉以

了解他們對現時觀塘區行人管道的滿意程度、以及就有關改善方法所提出的建議。

根據香港統計署的觀塘區人口分佈，以年齡分層收集數據。為確保數據的代表性，

收集到的數據以區內年齡的分佈進行了加權（Weighting）。 

 

在進行所有街頭訪問前，我們的研究員都會給予調查員進行內部培訓，簡介問卷

內容、訪問目的及注意事項。每次外勤都由最少兩名問卷調查員同時進行，並由

我們的研究員全程監察。收集問卷後，我們逐一檢查問卷的真確性，並剔除真確

性存疑之問卷。 

 

 

第一階段

桌面研究與資
料搜集

第二階段

問卷調查

第三階段

小組討論及個
別訪談

第四階段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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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質性分析 

 

除了量化分析之外，本研究亦為觀塘區之行人管道進行質性分析。以討論及訪談

形式進行焦點小組及個人訪談收集意見，以行人路的主要使用者角度詳細了解他

們對優化區內行人道路的看法及意見。本研究共進行了 3 節焦點小組及 3 次個別

訪談共 41 人。其中首兩次的焦點小組為研究建議方向，及取得居民或居民代表

的意見，最後一次的焦點小組為居民或居民代表為本研究所提供的建議給予初步

的意見。 

 

另外，研究員亦以桌面資料研究方式（Desktop  Research）蒐集有關觀塘區的地

理及發展資料，包括相關的報章、地圖及統計數據。為更加了解有關地區及行人

管道，研究員分別進行了五次實地考察，包括牛頭角及觀塘，以加強研究的準確

性及聚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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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結果   

 

經觀塘區議會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會議及第一次焦點小組討論之後，考慮到行人

管道使用者與周邊設施及土地用途的不同，研究所將本研究項目分為兩個主要部

份，以觀塘道觀塘港鐵站為界分為南北兩面的行人管道系統。北面行人管道系統

主要連結住宅區及港鐵站，南面行人管道系統主要連結港鐵站、工貿區至海濱花

園。 

整體而言，受訪者對觀塘行人管道的整體評價屬於「一般」（54.6%），而觀塘

區商戶則稍為比觀塘區居民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區內的行人管道的

使用情況，分別共佔 30.6%及 28.3%；表示「滿意」的觀塘區商戶或代表亦比觀

塘區居民為少，只有 13.9%。量化研究結果反映區內居民及商戶對區內行人管道

意見偏向負面，研究所認為有需要改善區內的行人管道。 

 
表一.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的整體評價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觀塘區居民 
2.8  25.5  54.2  16.0  0.5  0.9  100 

觀塘區商戶或其代表 
5.6  25.0  55.6  13.9  0.0  0.0  100 

所有受訪者 
2.9  25.3  54.6  15.7  0.5  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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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面行人管道系統的意見 

 

觀塘的行人管道及規劃，大致可以港鐵沿線分開成南、北兩部份。由港鐵觀塘站

上山的行人管道，兩旁為住宅區及校舍。根據二ＯＯ六年中期人口報告及區議會

資料估計，行人管道的使用者多為本區居民，因此，北行的行人管道需要照顧觀

塘區居民及其它道路使用者的實際需要。 

據《二ＯＯ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統計表》，觀塘區的常住人口為 587,423，密度

為全港第三；16.0%的人口超過 65 歲，比例排名為全港十八區中第三;  同時有

13.4%的人口小於 14 歲，為全港九龍區中比例最高的地區，加上區內擁有 106

間中小學及幼稚園。因此，觀塘區北面的行人管道應以管道的方便、舒適及安全

為主。 

 

 
3.1.1  有關缺乏無障礙設施及安全度 

 

整體而言，對於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負面；

即大部份受訪者都表示對區內的無障礙設施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

當中最情況嚴重的是協和街行人路，有超過五成（52.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

不滿意」及「不滿意」。綜合北面行人管道的情況而言，無障礙設施有很大的改

善空間，有需要考慮到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需要（參考表二及表四）。至於受訪者

對區內行人管道安全性的滿意程度，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一般」。而綜合北面行

人管道而言，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的受訪者較表示「不滿意」及「非常

不滿意」的受訪者多，即有較多受訪者認為整體而言，行人管道是安全的。（參

考表三） 

 

就區內的居民的年齡分佈，研究員亦特別留意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對行人路安全問

題及無障礙設施的意見。發現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對於研究中行人路的安全問題大

多表示「一般」，最少四成至最多六成六。若只比較「滿意」及「不滿意」的意

見，則有稍稍較多的受訪者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參考表五）。但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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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條北面的行人路，以秀茂坪及曉麗苑至港鐵站的行人路最令年紀較大的受訪者

不滿，如有 37.0%及 35.5%的 50 至 59 歲的受訪者覺得不滿意，普遍較年輕的受

訪者更覺不滿。 

 

對於區內北面行人路的無障礙設施，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並不足夠，當中以協

和街的情況最令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覺得不滿意，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

意」的共超過五成。受訪者對協和街（相關係數：r = 0.674, p < 0.01）的安全性

不滿意與無障礙設施是否足夠協助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需要有相互關係，即無障礙

設施愈不足夠，受訪者愈覺得使用道路時並不安全。換言之，增加無障礙設施對

增加行人路的安全性的主觀感受有一定幫助。 

 

從質性的訪談及焦點小組分析，研究員發現區內不少主要道路交通燈位多，而且

亦沒有足夠的無障礙設施，如港鐵站至海濱公園、協和街、曉麗苑、秀茂坪邨等，

行動不便的長者、殘障人士在使用該段道路時顯得困難。其中，協和街巴士站一

段（143 號至 164 號路段）分為上下兩層，以樓梯連接，但沒有無障礙設施，以

至行動不便的長者、殘障人士與候車乘客共要用狹窄的下層行人通道（參考圖一）。

翠屏邨港鐵站出口現時並無電梯方便殘障人士及長者需要。經區議會證實，港鐵

已計劃興建，但促請加快興建進度（參考圖二）。另外，牛頭角港鐵站 B 出口至

行人隧道亦無斜道等無障礙設施，因此受訪居民代表期望可以增加相關設施，方

便有需要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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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10.4  42.1  25.1  7.7  0.2  14.6  100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2.3  26.3  28.8  5.8  0.6  26.2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2.4  29.0  33.6  5.5  0.7  18.7  100 

 

表三.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安全性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4.8  14.7  47.3  20.7  1.4  11.1  100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4.1  10.1  40.1  19.6  1.6  24.5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3.2  12.0  43.2  22.0  1.3  18.2  100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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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年齡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18 至 29 歲  12.5  40.0  40.0  7.5  0.0  100 

30 至 39 歲  11.9  57.1  23.8  7.1  0.0  100 

40 至 49 歲  19.6  39.1  23.9  17.4  0.0  100 

50 至 59 歲  8.8  55.9  29.4  5.9  0.0  100 

60 歲或以上  8.3  56.2  31.2  4.2  0.0  100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23.7  34.2  36.8  5.3  0.0  100 

30 至 39 歲  12.2  39.0  34.1  14.6  0.0  100 

40 至 49 歲  22.9  17.1  54.3  5.7  0.0  100 

50 至 59 歲  16.0  40.0  32.0  8.0  4.0  100 

60 歲或以上  9.5  47.6  38.1  4.8  0.0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25.0  22.5  40.0  10.0  2.5  100 

30 至 39 歲  14.0  37.2  39.5  9.3  0.0  100 

40 至 49 歲  14.0  32.6  44.2  7.0  2.3  100 

50 至 59 歲  9.7  58.1  25.8  6.5  0.0  100 

60 歲或以上  11.4  34.1  54.5  0.0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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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安全性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年齡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18 至 29 歲  2.3  18.6  51.2  23.3  4.7  100 

30 至 39 歲  4.4  31.1  42.2  22.2  0.0  100 

40 至 49 歲  12.2  8.2  57.1  18.4  4.1  100 

50 至 59 歲  3.0  18.2  51.5  27.3  0.0  100 

60 歲或以上  3.8  9.4  62.3  24.5  0.0  100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7.5  17.5  52.5  20.0  2.5  100 

30 至 39 歲  7.7  15.4  51.3  25.6  0.0  100 

40 至 49 歲  10.3  7.7  59.0  23.1  0.0  100 

50 至 59 歲  0.0  22.2  40.7  33.3  3.7  100 

60 歲或以上  0.0  8.9  57.8  28.9  4.4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7.7  15.4  48.7  25.6  2.6  100 

30 至 39 歲  6.8  9.1  63.6  20.5  0.0  100 

40 至 49 歲  4.5  11.4  54.5  25.0  4.5  100 

50 至 59 歲  0.0  22.6  41.9  35.5  0.0  100 

60 歲或以上  0.0  15.9  54.5  29.5  0.0  100 

 

 

3.1.2  有關行人管道不方便的連結 

 

綜合北行主要街道與區內其他交通交滙點的連結情況，有超過三成受訪者反映

「一般」，而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不超過兩成六。當中滿

意程度最差的是秀茂坪步行往港鐵站所經過的行人管道，表示「不滿意」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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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滿意」的受訪者共佔 25.9%;  而滿意程度最好的則是協和街行人路，表示「滿

意」及「非常滿意」的受訪者共佔 34.0%（參考表六）。 

 

細問有關步行往港鐵站的情況，研究人員發現部份居民儘管不太方便，但依然選

擇步行前住。秀茂坪及曉麗苑步行往港鐵站的情況，前者有較多的受訪者認為不

能夠於短時間內行到（35.1%；31.6%），但卻有較多的受訪者會選擇由秀茂坪邨

步行至港鐵站，即對「由秀茂坪至港鐵站我多數會選擇搭車而非步行」表示「不

同意」的受訪者（20.0%）較「由曉麗苑至港鐵站我多數會選擇搭車而非步行」

表不「不同意」的受訪者較多（15.9%），而且兩個屋苑選擇步行的受訪者比例

亦不少（參考表七）。雖然秀茂坪邨於地理上較曉麗苑為遠，亦有較多的受訪者

覺得不能夠於短時間內由秀茂坪邨步行至港鐵站。研究員認為這現象與秀茂坪邨

的居住人口有關：根據據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提交資料顯示是各邨之冠，秀茂

坪邨有 3,625 個綜援戶，當中有 2,090 個屬年老綜援。1換句話說，收入較少的長

者或家庭為減少生活開支而選擇步行以節省生活費，但亦由於地理環境問題，位

處高地，長者步行至其他交通交滙點或社區設施難免會感到不方便。 

 

就長者步行至其他交通交滙點或社區設施的問題，研究員進行了交叉滙入分析

（Cross‐tabulations）。結果顯示年紀較大的受訪者多數會選擇由秀茂坪邨步行至

港鐵站，這可能與秀茂坪邨的居住人口普遍較年長及依靠綜援金生活有關；雖然

有 54.5%（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的 60 歲或以上受訪者覺得並不

能夠短時間內由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但仍有 32.6%的 60 歲或以上受訪者選擇

以步行的方式到港鐵站，證明步行是長者到區內的交通交滙點或其他社區設施的

其中一個主要方式。相反，雖然同樣有不少受訪者認為不能於短時間內由曉麗苑

步行至港鐵站，但普遍受訪者都會選擇以交通工具接駁，較選擇步行的受訪者為

多。 

 

從質性的研究方法，包括焦點小組，訪談及實地考察之中，居民反映了不少在屋

邨附近行人管道的問題： 

                                            
 
1  〈7綜援戶佔逾半觀塘雲漢比例最高〉，明報，201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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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居住在雲漢邨的長者及其它居民大多會到瑞和街市政大樓的街市購

物，但需要經過一段樓梯較年長及行動不便的居民要來回街市等購買生活所需顯

得非常辛苦（參考圖三）。焦點小組及深入訪談受訪者建議可於祟仁街興建電梯

及配合行人天橋，可更方便雲漢邨居民。再比較客觀數據，如勞工及福利局向立

法會提交資料顯示，在本港逾百條公共屋邨中，有 7 條屋邨的綜援住戶比例超過

半數，當中以觀塘雲漢邨的比例最高，達 59%；秀茂坪邨綜援住戶宗數則最多，

有 3,625 戶。當局列出全港百多條屋邨的綜援住戶、受助人的數目和佔其屋邨比

例。若以比例分析，雲漢邨的綜援住戶及受助人比例皆是最高，分別有 59%及

45%。該邨有 578 個綜援戶，當中 519 個是申領年老綜援，可見雲漢邨居民中有

不少長者。2 

 

 
 

曉麗苑為秀茂坪舊式公屋重建後的「居者有其屋」屋苑，與觀塘市中心有一山

之隔，居民由港鐵站步行到曉麗苑須經曉明街至曉光街行人小徑，需時至少 20

分鐘，而且小徑樓梯陡峭，行人都感覺吃力，殘障人士及長者更加難以使用，因

此居民大多會選擇乘搭交通工具（參考圖四）。但為減低區內的碳排放量及方便

居民，行人管道設施有需要改善，使居民能更直接及快捷地到達翠屏道，步行至

                                            
 
2 同上。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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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站。 

 

秀茂坪為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租住屋邨，有不少居民均是長者，據勞工及福

利局向立法會提交資料顯示秀茂坪是各之冠；秀茂坪有 3,625  個綜援戶，

當中有 2,090 個屬年老綜援。3秀茂坪並沒有直接的行人道路供居民由港鐵站

步行至秀茂坪邨，而須經曉明街至曉育徑行人小徑或經曉明街至曉光街行人小徑

步行而上，對長者來說非常吃力，而殘障人士就要利用交通工具（參考圖五）。 

 

日後安達臣道4會興建公營房屋及其他政府和社區設施，人口預計會大幅上升，

而且安達臣道鄰近秀茂坪邨，如要到觀塘或藍田港鐵站則需要使用交通工具，而

且早上及傍晚繁忙時間人流及車流增加，使原本已非常擠塞的路面情況更加嚴重，

因此居民期望可以用電梯接駁，使安達臣、秀茂坪、曉麗苑及翠屏可互通可行，

減少步行往返的時間及使用交通工具

                                            
 
3 同上。 
4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http://www.dar.com.hk/tc/public‐issues/public>，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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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連結其他交通交滙點的滿意程度（如巴士站，港鐵站）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2.7  18.5  34.9  30.3  3.7  10.0  100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4.5  21.4  32.7  17.4  1.2  22.9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5.1  19.9  33.1  24.4  0.0  17.4  100 

 

表七.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連結其他地方的看法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唔清楚  總計 

秀茂坪至港鐵站是能夠於短

時間內行到的 
6.4  28.7  29.1  9.9  0.5  25.5  100 

秀茂坪至往港鐵站我多數會

選擇搭車而非步行 
1.6  18.4  32.8  13.7  9.3  24.2  100 

曉麗苑至港鐵站是能夠於短

時間內行到的 
4.9  26.7  35.8  14.0  0.5  18.1  100 

曉麗苑至港鐵站我多數會選

擇搭車而非步行 
2.3  13.6  35.2  21.6  9.4  18.0  100 

觀塘港鐵站至海濱公園是能

夠於短時間內行到的 
5.0  17.2  37.9  11.3  3.3  24.5  100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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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連結其他地方的看法 

百分比（%） 
年齡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秀茂坪至港鐵站是能夠於短

時間內行到的 
18 至 29 歲  5.3  36.8  44.7  10.5  2.6  100 

30 至 39 歲  7.3  31.7  39.0  22.0  0.0  100 

40 至 49 歲  13.2  34.2  42.1  10.5  0.0  100 

50 至 59 歲  13.0  39.1  30.4  17.4  0.0  100 

60 歲或以上  4.5  50.0  36.4  9.1  0.0  100 

秀茂坪至往港鐵站我多數會

選擇搭車而非步行 
18 至 29 歲  5.0  7.5  35.0  27.5  25.0  100 

30 至 39 歲  0.0  35.0  35.0  22.5  7.5  100 

40 至 49 歲  5.4  21.6  43.2  10.8  18.9  100 

50 至 59 歲  0.0  28.0  48.0  16.0  8.0  100 

60 歲或以上  0.0  32.6  56.5  10.9  0.0  100 

曉麗苑至港鐵站是能夠於短

時間內行到的 
18 至 29 歲  5.1  30.8  43.6  17.9  2.6  100 

30 至 39 歲  6.7  26.7  46.7  20.0  0.0  100 

40 至 49 歲  7.0  30.2  48.8  14.0  0.0  100 

50 至 59 歲  3.2  35.5  38.7  22.6  0.0  100 

60 歲或以上  8.9  40.0  40.0  11.1  0.0  100 

曉麗苑至港鐵站我多數會選

擇搭車而非步行 
18 至 29 歲  7.3  9.8  34.1  22.0  26.8  100 

30 至 39 歲  2.2  15.2  39.1  34.8  8.7  100 

40 至 49 歲  2.4  23.8  45.2  16.7  11.9  100 

50 至 59 歲  3.1  18.8  46.9  28.1  3.1  100 

60 歲或以上  0.0  15.9  50.0  29.5  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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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關行人管道擠迫問題 

 

量化分析發現超過三成的受訪者均對北面行人道路是否暢通的情況表示「一般」，

而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不超過兩成半。但協和街行人路則

有較多的受訪者表示擠迫，佔 32.3%（參考表九）。 

 

不少焦點小組及深入訪談的受訪者對於觀塘區內的行人管道均表示非常擠塞，認

為以前設計街道時，區內的人口並不多，亦未有預計區內急速發展及轉型和屋苑

的落成入伙會令人口急速增長。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協和街及開源道，受訪者反

映協和街人行人路太窄，尤其以協和街 143 號至 164 號路段，行人路兩旁分別有

店舖及巴士站，道路分成兩層，由上層到下層以樓梯連接（請參考圖片一），而

且日後觀塘市中心第一發展區重建後，會興建觀塘賽馬會健康院，預計使用協和

街及月華街的行人會增加。現時，由於行人路太窄，下行及上行的行人都必須側

身而過，甚至要等待另一方向的行人通過後才可繼續使用道路。另外，焦點小組

及深入訪談的受訪者都指出地鐵 A 出口的人流太多，令出入口過於擠塞，有部份

受訪者建議港鐵公司可檢討人流及商鋪位置，重置引致人多擠迫的商鋪，如食肆

至其他地方較充裕的出口，以減少單一主要出入口過分擠迫的問題。 

 

表九.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是否暢通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7.6  24.7  39.5  16.1  1.3  10.7  100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9  13.1  34.1  20.5  4.5  26.0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1  12.2  40.6  23.4  3.9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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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有關行人管道舒適及美觀 

 

以美觀及舒適情況來說，受訪者對協和街的美觀情況最不滿意，有 40.4%，表示

滿意的卻只有 16.5%；即受訪者認為協和街的乾淨及綠化有待改善。相反，由秀

茂坪及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的行人路及小徑周圍都有綠樹林蔭，因此表示該段綠

化情況滿意者較多（參考表十）。另外有關區內行人管道的舒適程度，即空氣清

新方面，只有秀茂坪及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有較多受訪者表示「一般」至「滿意」

外，協和街的情況亦最令受訪者覺得不滿意。這情況與協和街的乾淨及綠化令市

民不滿意有明顯的關係（r = 0.767, p < 0.01）；即充足的綠化帶可以使市民於使

用該段行人路時更感受到空氣清新的舒適感覺。 

 

表十.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美觀方面的滿意程度（如乾淨及綠化）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9.4  31.0  33.0  15.0  1.5  10.2  100 

秀茂坪步行往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3.3  17.8  32.0  20.9  1.7  24.3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2.2  13.7  36.4  29.3  1.6  16.7  100 

 

表十一.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舒適方面的滿意程度（如空氣清新）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協和街行人路  16.8  37.6  29.6  7.2  0.2  8.0  100 

秀茂坪步行往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2.9  19.2  26.6  26.3  1.2  23.8  100 

曉麗苑步行至港鐵站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2.0  15.2  31.8  31.2  3.1  16.7  100 

開源道行人路  19.8  48.1  18.5  8.7  0.5  4.5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3.7  30.9  27.8  14.6  2.4  20.7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6.9  36.2  31.5  13.8  1.8  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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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面行人管道系統的意見 

 

觀塘的行人管道規劃，可大致以港鐵沿線分開兩部份；除北行之行人管道外，由

港鐵觀塘站下山的行人管道，兩旁為工貿用地。據《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

統計表》，觀塘區的工作人口是全港第四，有 505,448 人，其中 64,293 人（12.7%）

為本區居民  ；37.5%為 15‐34 歲, 61.0%為 35‐64 歲,  1.6%為 64 歲以上。因此，

在檢討南面行人管道系統時，研究員主要考慮區內行人管道如何配合工商業發展

及海濱公園遊客的需要。 

 

觀塘區居民及議員對啟德發展對日後觀塘區的周邊發展都表示有很大的憧憬，期

望可以有利觀塘區內的工商及旅遊業發展。二Ｏ一Ｏ年一月觀塘海濱道的海濱長

廊第一期正式開幕，第一期長二百米，全長九百米。觀塘海濱花園提供了不同類

型的設施讓市民享用，包括兒童遊樂場、多用途廣場及海旁木板步道。為了方便

不同團體在該處舉辦活動，花園內亦特別設有表演台及一個可容納約二百人的觀

眾席。除了海濱長廊之外，觀塘區居民及議員積極爭取連接啟德發展區的跑道末

端至工業區的天橋，連結啟德發展區、遊輪碼頭、九龍灣、鯉魚門，提高居民生

活質素之餘，亦可以與毗鄰有更密切的連結，藉以帶動觀塘區的工商及旅遊業發

展。 

 

 

3.2.1  有關南面行人管道暢通程度 

 

有關觀塘區內南面行人道路是否暢通的問題，大多數受訪者均表示「一般」，而

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不超過兩成半。另外，當問及開源道

行人路時，更有超過五成受訪者對暢通問題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

共佔 54.8%（參考表十二）。雖然研究員在實地考察時，認為開源道等工貿區內

的行人管道的暢通程度比北面行人的管道系統為差，但量化結果並沒有反映。焦

點小組時，有部份受訪者解釋開源道擠塞多年，現時情況己經有所改善，因此居

民及商戶對工貿區內的行人管道的暢通程度期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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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是否暢通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11.8  43.0  29.7  7.0  1.5  7.1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1.7  14.1  45.2  13.0  4.5  21.5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3.5  21.5  39.1  23.6  1.9  10.4  100 

 

 
3.2.2  有關行人管道舒適及美觀 

 

就美觀及舒適情況來說，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所經過的行人管道及牛頭角

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的行人管道則有略多的受訪者認為並不美觀，分別有 27.2%

及 36.2%。而眾多主要街道中，受訪者認為最不美觀的是開源道，有 51.0%的受

訪者覺得開源道行人路不太乾淨及綠化。另外有關行人管道的舒適程度亦以開源

道行人路的情況最為嚴重，有大比數的 67.9%受訪者認為空氣不並清新，令行人

覺得使用街道時並不舒適，比北面行人管道的情況更令市民覺得不滿。 

 

行人管道的美觀及舒適問題涉及行人路是否乾淨、綠化及空氣清新等問題。當中

以工貿區最令焦點小組及深入訪談的受訪者感到不滿，因工貿區的街道兩邊為工

廠大廈，環境並不舒適，空氣較為混濁等亦使居民及遊客經工貿區到海濱公園的

意欲減低。如深入訪談中有受訪者指出開源道行人路窄，使用並不舒適。受訪者

遂提出利用架空行人天橋貫通大廈，一來方便經港鐵去海濱公園，二來減少路面

人車爭路的問題。 

 

連接往海濱長廊的行人管道方面，受訪者多回應「一般」或「唔清楚」，反映區

民對海濱花園的識不深（參考表十三及表十四）。對於一個觀塘區內重要建設來

說，這情況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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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美觀方面的滿意程度（如乾淨及綠化）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9.1  51.0  22.8  11.8  0.6  4.6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2.6  27.2  33.4  12.8  2.4  21.5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6.9  36.2  31.5  13.8  1.8  9.8  100 

 

表十四.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舒適方面的滿意程度（如空氣清新）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19.8  48.1  18.5  8.7  0.5  4.5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3.7  30.9  27.8  14.6  2.4  20.7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6.9  36.2  31.5  13.8  1.8  9.8  100 

 

 

3.2.3  有關行人管道路線指示的問題 

 

至於區內行人管道路線指示的滿意程度，大多數受訪者對兩個管道都表示一般。

受訪者對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的滿意程度比較差，表

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佔 23.0%，較表示「滿意」及「非常滿

意」的 14.6%多。即是有較多人應該路線指示如路牌是不足夠的。相反，受訪者

對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的行人管道的滿意程度比較好，表示「滿意」及「非

常滿意」的受訪者佔 29.4%，較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 18.4%多。

即是有較多人應該路線指示如路牌是足夠的。 

 

現時由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主要經過開源道、巧明街及駿業街。或可取

道行人較少的創紀之城五期至鱷魚恤中心平台，經巧明街及駿業街到海濱公園

（請參考圖片六），但指示並不清晰。港鐵站出口並沒有指示牌指示使用者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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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公園的出口、而途經街道亦沒有任何指示牌。 

 

 

 

 
表十五.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路線指示的滿意程度（如路牌）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5.8  17.2  37.9  11.3  3.3  24.5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2.0  16.4  39.8  27.1  2.3  12.4  100 

 

 
3.2.4  有關缺乏無障礙設施及安全度 

 

對於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大多數受訪者的滿意情度較差。即大

部份受訪者都表示對其無障礙設施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當中最情

況嚴重的是開源道行人路，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共佔 58.7%。

而情況較輕的則是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表示「滿意」

及「非常滿意」的受訪者共佔 36.7%。（參考表十六及表十八） 

 

行人路的安全問題以開源道行人路最令 30 至 59 歲的受訪者覺得不滿意：有

46.6%的 30 至 39 歲不滿意開源道行人路的安全性，有 32.7%的 40 至 49 歲表示

不滿意，有 36.8%的 50 至 59 歲表示不滿意，卻只有 18.1%的 18 至 29 歲表示不

滿意，因此比較多條研究中的行人路，開源道行人路位於人多車多的工貿區，其

圖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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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最值得關注。至於受訪者對南面行人管道安全性的滿意程度，受訪者認為

當中表現最好的是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的行人管道，表示「滿意」及「非

常滿意」的受訪者佔 29.9%，而情況最差的則是開源道行人路，有表示 29.6%的

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參考表十七及表十九）。對於區內

無障礙設施的情況，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並不足夠，當中以開源道的情況最令各

個年齡層的受訪者覺得不滿意，表示「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共超過五成。

由於受訪者對開源道（相關係數：r = 0.526, p < 0.01）的安全性不滿意與無障礙

設施是否足夠協助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需要在主觀上有關係，即無障礙設施愈不足

夠，受訪者愈覺得使用道路時並不安全，特別是殘疾人士及長者。換言之，增加

開源道的無障礙設施對增加其安全性有一定幫助。 

 

表十六.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13.5  45.2  27.1  6.5  0.6  7.2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3.5  33.2  32.7  9.6  0.4  20.5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7.0  32.4  27.8  20.2  1.2  11.5  100 

 

表十七.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安全性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5.7  23.9  48.5  15.7  0.9  5.3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1.6  11.9  48.9  15.9  1.3  20.4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2.3  12.8  45.8  28.2  1.7  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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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年齡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18 至 29 歲  11.1  51.1  28.9  8.9  0.0  100 

30 至 39 歲  29.5  43.2  18.2  9.1  0.0  100 

40 至 49 歲  13.5  50.0  25.0  9.6  1.9  100 

50 至 59 歲  11.1  50.0  36.1  2.8  0.0  100 

60 歲或以上  7.5  50.9  37.7  3.8  0.0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5.1  33.3  41.0  20.5  0.0  100 

30 至 39 歲  8.1  40.5  32.4  18.9  0.0  100 

40 至 49 歲  4.8  42.9  38.1  14.3  0.0  100 

50 至 59 歲  0.0  46.4  46.4  3.6  3.6  100 

60 歲或以上  3.8  46.2  46.2  3.8  0.0  100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所經過

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9.1  36.4  40.9  11.4  2.3  100 

30 至 39 歲  9.5  31.0  38.1  21.4  0.0  100 

40 至 49 歲  6.0  36.0  34.0  22.0  2.0  100 

50 至 59 歲  6.7  33.3  23.3  33.3  3.3  100 

60 歲或以上  7.4  44.4  20.4  27.8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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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安全性的滿意程度 

百分比（%） 
年齡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18 至 29 歲  4.5  13.6  61.4  18.2  2.3  100 

30 至 39 歲  13.3  33.3  35.6  17.8  0.0  100 

40 至 49 歲  1.9  30.8  51.9  13.5  1.9  100 

50 至 59 歲  7.9  28.9  44.7  18.4  0.0  100 

60 歲或以上  3.5  19.3  61.4  15.8  0.0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18 至 29 歲  0.0  10.0  52.5  32.5  5.0  100 

30 至 39 歲  5.3  18.4  57.9  18.4  0.0  100 

40 至 49 歲  0.0  19.0  66.7  14.3  0.0  100 

50 至 59 歲  0.0  10.3  65.5  24.1  0.0  100 

60 歲或以上  3.9  13.7  64.7  13.7  3.9  100 

 

 

3.2.5  有關南面行人管道的連結 

 

綜合南面行人管道與其他交通交滙點的連結情況，大多數受訪者均表示「一般」，

不過由於開源道為工貿區內主要的行人管道，對於連接其他交通交滙點會較距離

較遠的海濱公園直接及方便，如行人只需沿著開源道北行便到達港鐵觀塘站，因

此受訪者對其滿意程度較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高（33.2%;14.1%  ）（參考

表二十）。 

 

表二十. 受訪者對區內行人管道連結其他交通交滙點的滿意程度（如巴士站，港鐵站）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唔清楚  總計 

開源道行人路  2.4  20.8  35.5  29.3  3.9  8.1  100 

觀塘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

的所經過的行人管道 
2.2  16.7  45.9  12.4  1.7  2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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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受訪者行人管道系統的改善建議 

 

研究所在問卷調查中，調查受訪者對部份改善建議的意見。這些民調反映市民對

該行人管道的訴求與不滿，亦支持本研究報告中的建議部份。 

 

 

3.3.1  有關協和街行人路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可見，不滿意協和街暢通情況的較滿意者多，分別為 32.3%及

17.4%，因此受訪者覺得協和街有需要「加闊行人路」（39.4%）及「減少行人路

兩旁商鋪的違法擺賣」（30.8%），其次「重置協和街的交通點位置，如巴士及

小巴站」亦可有助舒緩協和街的擠迫情況（25.2%）。另外，亦有四成（40.4%）

受訪者認為協和街在美觀及綠化方面尚有改善的空間，及 54.4%認為空氣並不清

新，所以有增加綠化的需要（23.5%）（參考表二十一）。 

 

表二十一. 受訪者對協和街行人路的改善建議 

 
百分比（%）

利用渠蓋鋪設明渠使道路加闊  13.0

加闊行人路  39.4

減少行人路兩旁商鋪的違法擺賣  30.8

重置交通點位置，如巴士及小巴站  25.2

加設引路徑  13.2

加設斜道  15.0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23.5

其他  3.3

唔清楚  22.4

註：可選擇 2 項，百分比總和或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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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有關秀茂坪至港鐵站所經之行人管道 

 

對於秀茂萍邨經秀明樓附近樓梯步行往港鐵站時間長而且樓梯並不方便長者及

殘疾人士，而該邨亦以長者及低收入家庭為多，他們多選擇以步行方式到區內的

其他地方，所以有需要加裝方便及快捷的行人管道設施如「行人天橋及電梯」

（36.6%）或「有蓋扶手電梯」（31.5%），以減少步行時間及使用交通工具所帶

來的污染及交通擠迫情況，以及方便長者及殘疾人士（參考表二十二）。 

 

表二十二. 受訪者對秀茂萍邨經秀明樓附近樓梯步行往港鐵站的改善建議 

 
百分比（%）

加設有蓋扶手電梯  31.5

加闊行人路  17.6

加設行人天橋及電梯  36.6

加設引路徑  9.2

加設斜道  8.2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12.7

增加照明系統  14.4

其他  8.3

唔清楚  34.5

註：可選擇 2 項，百分比總和或超過 100%。 

 

 

3.3.3  有關曉麗苑至港鐵站所經之行人管道 

 

曉麗苑居民要來往港鐵站或其他社區設施，除了乘搭交通工具外，亦會選擇使用

曉光街至翠屏道一段的樓梯及小徑。為方便曉麗苑居民及減少使用交通工具，改

善區內空氣質素，甚至配合日後安達臣道發展及人口增加問題5，必須有更好的

行人管道連接。有 36.2%的受訪者贊成「加設行人天橋及電梯」，其次為「加設

                                            
 
5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http://www.dar.com.hk/tc/public-issues/public>，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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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蓋扶手電梯」（30.9%）（參考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 受訪者對曉麗苑經曉光街及翠屏道步行至港鐵站的改善建議 

 
百分比（%）

加設有蓋扶手電梯  30.9

加闊行人路  18.7

加設行人天橋及電梯  36.2

加設引路徑  10.9

加設斜道  12.0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10.3

增加照明系統  11.9

其他  7.2

唔清楚  34.2

註：可選擇 2 項，百分比總和或超過 100%。 

 

 

3.3.4  有關開源道行人路 

 

開源道一帶為工貿區，所以人流及車流量較多，街道較為狹窄，人車爭路的情況

屢見不鮮，隨時攘成意外。6  區議會多年來已不斷爭取改善開源道的路面情況，

根據焦點小組的意見，現時的情況已有改善，但依然人多車多，擠塞情況仍令人

擔心，於是受訪者都認為有需要「加闊行人路」（30.0%）。但鑑於現時開源道

兩邊工廈林立，難以進行擴闊工程，所以香港政策研究所提出其他方案，有 30.3%

的受訪者贊成「加長開源道出口至工業區的行人天橋以疏導路面人流」。同時，

亦有 26.1%的受訪者希望「減少行人管道兩旁商鋪的違法擺賣」，以減少阻塞情

形。另外，亦有超過兩成受訪者認為『設置「八達通優惠機」以疏導人流至其他

行人路或大廈平台』及「利用大廈平台連接港鐵站」可以有效減低路面擠迫情況，

分別佔 20.2%及 25.6%（參考表二十四）。 

                                            
 
6  〈探射燈：觀塘蛻變交通混亂〉，東方日報，2010 年 12 月 22 日。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8   

日。 

    〈半日 2 宗綠巴炒車 28 傷〉，香港商報，2010 年 3 月 18 日。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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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受訪者對開源道行人路的改善建議 

 

百分比（%）

加闊行人路  30.0

加長開源道出口至工業區的行人天橋以疏導路面人流  30.3

減少行人管道兩旁商鋪的違法擺賣  26.1

設置「八達通優惠機」以疏導人流至其他行人路或大廈平台 20.2

利用大廈平台連接港鐵站  25.6

加設引路徑  11.4

加設斜道  8.9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15.7

其他  4.2

唔清楚  16.6

註：可選擇 2 項，百分比總和或超過 100%。 

 

 

3.3.5  有關港鐵站至海濱公園所經之行人管道 

 

近年觀塘區為增加區內綠化、休閒設施及活化觀塘工業區，興建沿海的海濱長廊

供本區居民、工作人士及遊客使用。根據焦點討論所得，非本區居民及遊客，甚

至本區居民對於由港鐵站步行至海濱公園所經之行人管道並不熟悉，未能於短時

間內步行到達（22.2%），以及認為所經之行人路，包括巧明街、駿業街並不美

觀（29.8%）及不舒適（34.6%），而且路線指示並不清楚（23.0%）。另外非法

擺放「易拉架」等宣傳牌情況嚴重，亦阻塞行人管道，使行人使用狹窄的行人路

時更加舉步為艱。7  就以上問題，受訪者期望可以「加闊行人路」（30.2%）、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22.2%）及「加設引路徑」（20.4%）使長者及殘疾人士

亦可使用綠化設施。為使行人可以更方便及快捷地步行至海濱長廊及配合區內綠

化，建議把通往海濱的主要行人管道以綠化的方式，引導行人沿著綠化的街道到

達海濱長廊，吸引更多市民使用海濱的綠化及休閒設施，同時可以配合即將開展

                                            
 
7 〈易拉架擺滿街  取締不力〉，東方日報，2010 年 11 月 29 日。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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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塘海濱花園第二期建設，甚至啟德發展計劃（參考表二十五）。 

 

表二十五. 受訪者對觀塘港鐵站經駿業街步行至海濱公園的改善建議 

 

百分比（%）

加闊行人路  30.2

減少行人路兩旁的違法擺賣  17.8

加設引路徑  20.4

加設斜道  9.6

增加照明系統  16.4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22.2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14.9

其他  2.9

唔清楚  36.5

註：可選擇 2 項，百分比總和或超過 100%。 

 

 

3.3.6  有關牛頭角港鐵站出口 

 

由於觀塘區日後的發展規劃繁多且迅速，包括觀塘市中心重建、觀塘海濱發展、

工貿區轉型及牛頭角公共房屋重建等，均會使區內的人口增加，交通及行人管道

的使用量預期會大幅增加，所以值得探討現時只有兩個出入口的牛頭角港鐵站是

否可以應付將來的發展。而受訪者亦認為需要「增加港鐵站出口」（34.8%）及

「加闊牛頭角港鐵站大堂」（27.1%），以減少牛頭角港鐵站附近行人管道的擠

迫情況（不滿意的受訪者共佔 25%）。有不少受訪者表示不滿意牛頭角港鐵站附

近行人路的無障礙設施（39.4%），認為需要「加設斜道」（19.0%）及「加設引

路徑」（14.6%）等方便殘障人士使用（參考表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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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 受訪者對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的改善建議 

 
百分比（%）

加闊牛頭角港鐵站大堂  27.1

增加港鐵站出口  34.8

加設引路徑  14.6

加設斜道  19.0

增加照明系統  10.0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18.5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16.7

其他  7.9

唔清楚  27.8

註：可選擇 2 項，百分比總和或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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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改善建議 

 

4.1 北面行人管道系統 

 

1. 有關行人管道的擠迫問題，當中以協和街的問題最令市民不滿，包括行人

路過窄，兩層行人路的設計亦令殘疾人士不能使用該路段。建議擴闊行人

路及減少行人路兩旁的違法擺賣，增加行人路的可使用空間。此外，亦需

要將梯級改建為合適的斜道，方便行動不便及殘疾人士使用（請參考願景

圖一）。 

 

    願景圖一：協和街（左為現況，右為願景）

   

    註：願景圖為建構方案，實際改動需要視情況詳細規劃。 

 

2. 秀茂坪步行至港鐵站必須經過一段較斜及長的行人樓梯，對於長者及殘疾

人士極不方便。另外，為減少區內的行車量，有需要增加更便捷的行人管

道連接，因此建議於曉明街至曉育街的行人小徑加建行人天橋及電梯，方

便附近居民，減少居民往返區內其他社區設施及交通交滙點的時間，而且

殘疾人士亦可以利用電梯接駁，使他們可以融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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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曉麗苑及附近居民要南行至港鐵站亦需要使用曉光街至翠屏道一段的小

徑及樓梯，對於長者及殘疾人士亦極不方便，建議加建行人天橋及電梯，

使附近居民，甚至日後安達臣道發展區的居民亦可以利用電梯步行南下至

觀塘社區。 

 

4. 由於觀塘地理環境問題，高地較多，而社區設施如市政大樓、泳池、圖書

館及港鐵站多位處地勢較低的地方，居民出入必須經過山坡、樓梯或以交

通工具出入，非常不便。當中雲漢邨亦面對同樣的情況。雲漢邨居民多為

長者，為方便居民到附近瑞和街市政大樓、重建區及港鐵站等，有需要加

裝電梯，方便居民來往社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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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南面行人管道系統 

 

1. 開源道為南面的主要行人管道，然而不少受訪者對於其擠迫、美觀及舒適

等幾方面不滿，需要相關的改善措施。雖然受訪者認為加闊開源道是其中

一個方法，但鑑於開源道兩旁為工貿大廈，而且行車線繁忙，加闊行人路

及安放柱躉建架空天橋的可行性較低，於是建議利用分流方法，加長開源

道出口至工業區的行人天橋以疏導路面人流。另一方面，利用大廈平台連

接港鐵站，並設置「八達通優惠機」分流行人至其他行人路或大廈平台，

從而減少開源道人流太多的擠塞情況。同時，增加開源道兩旁的綠化帶亦

可使行人路的空氣更清新且舒適（請參考願景圖二）。 

 

    願景圖二：開源道 

 

註：願景圖為建構方案，實際改動需要視情況詳細規劃。 

 

2. 海濱公園將會是日後觀塘區重要的休閒綠化區，同時為吸引更多非本區居

民及遊客到海濱公園，需要增加更多清晰的路牌指示、減少道路兩旁的違

法擺賣及宣傳牌，加上沿途綠化，由巧明街、駿業街至海濱路，引導行人

到海濱公園，使附近的工貿區在發展及轉型的同時，以綠化方式與海濱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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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線，配合海濱花園二期及啟德發展計劃（請參考願景圖三至五）。 

 

   願景圖三：巧明街 

 

      註：願景圖為建構方案，實際改動需要視情況詳細規劃。 

 

   願景圖四：駿業街 

 

      註：願景圖為建構方案，實際改動需要視情況詳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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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圖五：海濱道 

 

        註：願景圖為建構方案，實際改動需要視情況詳細規劃。 

 

3. 觀塘區的迅速發展，為區內帶來不少商機，同時亦有不少新屋苑的落成，

會使附近的牛頭角港鐵站人流增加。但現時牛頭角港鐵站大堂只有兩個出

口，面積亦較小，要應付日後的人流量，有需要加開更多出口。而且港鐵

站出口至附近行人路及隧道的無障礙設施並不完善，有關方面需加強改

善。 

 

‐‐‐全報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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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受訪者是否於觀塘區居住或工作 

 
百分比（%）

觀塘區居民  85.8

觀塘區的商戶或其代表  14.2

總計  100.0

 

 

受訪者年齡 

  百分比（%）

18 至 29 歲  18.8

30 至 39 歲  19.0

40 至 49 歲  21.8

50 至 59 歲  16.2

60 歲或以上  24.2

總計  100.0

 

 

受訪者性別 

  百分比（%）

男  42.0

女  58.0

總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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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焦點小組及個別訪談 

 

焦點小組討論  1 
 

個別訪談  1 

日期：  2010 年 10 月 26 日
 

日期：  2010 年 12 月 14 日 

地點：  觀塘區議會 
 

地點：  觀塘區議會 

時間：  10:00 – 12:00 
 

時間：  17:15 ‐ 18:00 

人數：  6 人 
 

姓名：  梁芙詠 

     
職位：  觀塘區議員 

         

焦點小組討論  2    個別訪談  2 

日期：  2010 年 10 月 27 日
 

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地點：  觀塘區議會 
 

地點：  市區重建局觀塘資源中心

時間：  15:00 – 16:00 
 

時間：  17:15 ‐ 18:00 

人數：  1 人 
 

姓名：  梁靄玲 

     
職位： 

市區重建局觀塘資源中

心助理經理 

         

焦點小組討論  3    個別訪談  3 

日期：  2010 年 12 月 3 日 
 

日期：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地點：  觀塘區議會 
 

地點：  李華明議員辦事處 

時間：  14:30 – 16:30 
 

時間：  15:20 ‐ 16:50 

人數：  31 人 
 

姓名：  李華明 

     
職位：  東九龍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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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實地考察詳情 

 

實地考察  1 

日期：2010 年 9 月 29 日 

時間：15:30 

 
1.  牛頭角 

起點：牛頭角港鐵站 A 出口  牛頭角道西行  安善道北行  行人管道梯級 

功樂道南行  行人管道梯級（凱德大廈及富麗花園牡丹閣之間）  聯安街南行

  牛頭角道西行  終點：牛頭角港鐵站 

 
2.  觀塘： 

起點：觀塘港鐵站 D1 出口  行人管道通過巴士總站  褔塘道東行  翠屏道北

行  私人管道通過翠屏商場  行人管道梯級  曉明街南行至盡頭  源原路

返起點 

 
 
實地考察  2 

日期：2010 年 10 月 7 日 

時間：15:30 

 
觀塘： 

起點：觀塘港鐵站 D1 出口  行人管道通過巴士總站  褔塘道東行  翠屏道北

行  行人管道通過秀茂坪紀念公園  曉光街  行人管道天橋  秀茂坪巴士

總站  秀明道南行  行人管道梯級（秀富樓及秀安樓之間）  曉光街北行 

源原路返起點 

 
 
實地考察  3 

日期：2010 年 10 月 26 日 

時間：12:00 

 
觀塘： 

起點：觀塘政府合署  同仁街轉入協和街南行  翠屏道北行  行人管道通過

秀茂坪紀念公園北行  協和街南行  月華街  行人管道梯級（天星樓及基法

學校之間）  觀塘地鐵站 B3 出口  開源道  巧明街  駿業街  鴻圖道北行

  觀塘道東行  終點：觀塘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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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4 

日期：2010 年 10 月 27 日 

時間：16:30 

 
觀塘： 

起點：觀塘道南行  協和街北行  康寧道南行  終點：裕民坊 

 
 
實地考察  5 

日期：2010 年 10 月 29 日 

時間：07:30 

 
觀塘： 

 
起點：鯉魚門道巴士總站  翠屏道北行  佳廉道  翠屏道北行  翠屏道行人

扶梯上行  曉光街  曉麗苑商場電動扶手電梯  秀茂坪邨  曉光街行人扶

梯下行至翠屏北邨  翠屏道南行  觀塘港鐵站  巧明街  駿業街終點：觀

塘海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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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問卷設計 

A. 個人資料 

 
多謝您嘅參與！首先，我想了解一啲關於您嘅個人資料 

1. 請問您係咪係觀塘住或工作呢？ 

   1）  觀塘區居民  2）  觀塘區的商戶或其代表   

2. 請問您嘅年齡係介乎   

   1）18 至 29 歲    2）30 至 39 歲  3）40 至 49 歲  4）50 至 59 歲  5）60 歲或以上 

3. 性別：[訪問員從聲音及對話中判斷]          1）  男              2）  女 

   

B.  對觀塘區個別行人管道的觀感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4. 對於協和街行人路，您同意以

下說法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a.  暢通及唔擠迫        
b.  方便通往其他交通交滙點，如巴士

站，港鐵站 
         



c.  安全的        
d.  方便殘疾人士及長者        
e.  美觀的，如乾淨及綠化        
f.  舒適的，如空氣清新        
 

5. 就以上嘅睇法，您對協和街行人路有咩建議？[請選擇 2 項] [訪問員需讀出全部選項] 

 1）  利用渠蓋鋪設明渠使道路加闊   2）  加闊行人路                 

 3）  減少行人路兩旁商鋪的違法擺賣   4）  重置交通點位置，如巴士及小巴站 

 5）  加設引路徑   6）  加設斜道 

 7）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9）  唔清楚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6. 對於由秀茂萍邨經秀明樓附近

樓梯步行至港鐵站，您同意以

下說法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a.  所經過的行人管道係暢通及唔擠迫        
b.  直接及方便         
c.  安全的         
d.  方便殘疾人士及長者         
e.  美觀的，如乾淨及綠化        
f.  舒適的，如空氣清新        
g.  能夠於短時間內行到        
h.  我多數會選擇搭車而非步行         

[若非選項 1 或 2 或拒絕回答] 
「對唔住，你並唔屬於我哋今日研

究想要搵嘅受訪對象，多謝你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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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以上嘅睇法，您對秀茂萍邨經秀明樓附近樓梯步行往港鐵站有咩建議？ 

[請選擇 2 項] [訪問員需讀出全部選項] 

 1）  加設有蓋扶手電梯\   2）  加闊行人路 

 3）  加設行人天橋及塔   4）  加設引路徑 

 5）  加設斜道   6）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7）  增加照明系統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9）  唔清楚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8. 對於由曉麗苑經曉光街及翠屏

道步行至港鐵站，您同意以下

說法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a.  所經過的行人管道是暢通及唔擠迫        
b.  直接及方便        
c.  安全的        
d.  方便殘疾人士及長者        
e.  美觀的，如乾淨及綠化        
f.  舒適的，如空氣清新        
g.  能夠於短時間內行到        
h.  我多數會選擇搭車而非步行        
 

9. 就以上嘅睇法，您對由曉麗苑經曉光街及翠屏道步行至港鐵站有咩建議？ 

[請選擇 2 項] [訪問員需讀出全部選項] 

 1）  加設有蓋扶手電梯   2）  加闊行人路 

 3）  加設行人天橋及塔   4）  加設引路徑 

 5）  加設斜道   6）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7）  增加照明系統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9）  唔清楚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10. 對於開源道行人路，您同意以

下說法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a.  暢通及唔擠迫            
b.  方便通往其他交通交滙點，如巴士

站，港鐵站 
         



c.  安全的            
d.  方便殘疾人士及長者            
e.  美觀的，如乾淨及綠化            
f.  舒適的，如空氣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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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就以上嘅睇法，您對開源道行人路有咩建議？[請選擇 2 項] [訪問員需讀出全部選項] 

 1）  加闊行人路   2）  加長開源道出口至工業區的行人天橋以   

    疏導路面人流 

 3）  減少行人管道兩旁商鋪的違法擺賣  4）  設置「八達通優惠機」以疏導人流至其 

    他行人路或大廈平台 

 5）  利用大廈平台連接地鐵站   6）  加設引路徑 

 7）  加設斜道   8）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9）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10）  唔清楚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12. 對於由觀塘港鐵站經駿業街步

行至海濱公園嘅行人路，您同

意以下說法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a.  所經過的行人管道係暢通及唔擠迫       
b.  直接及方便        
c.  安全的        
d.  方便殘疾人士及長者        
e.  美觀的，如乾淨及綠化        
f.  舒適的，如空氣清新        
g.  能夠於短時間內到達        
h.  路線指示清楚        
 

13. 就以上嘅睇法，您對由觀塘港鐵站經駿業街步行至海濱公園嘅行人路有咩建議？ 

[請選擇 2 項] [訪問員需讀出全部選項] 

 1）  加闊行人路   2）  減少行人路兩旁的違法擺賣 

 3）  加設引路徑   4）  加設斜道 

 5）  增加照明系統   6）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7）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9）  唔清楚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14. 對於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您

同意以下說法嗎？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a.  所經過的行人管道係暢通及唔擠迫       
b.  安全的        
c.  方便殘疾人士及長者        
d.  美觀的，如乾淨及綠化        
e.  舒適的，如空氣清新        
f.  路線指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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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就以上嘅睇法，您對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有咩建議？ 

[請選擇 2 項] [訪問員需讀出全部選項] 

 1）  加闊牛頭角港鐵站大堂   2）  增加港鐵站出口 

 3）  加設引路徑   4）  加設斜道 

 5）  增加照明系統   6）  增加路牌加強指示 

 7）  於行人路兩旁加盆栽美化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9）  唔清楚 

 

C.  整體而言，對於觀塘區行人管道的改善建議 

 
以下題目請用數字「1」至「5」代表滿意或同意程度： 

「1」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16. 您對現時觀塘區內嘅行人

管道的整體嘅評價係： 

1 
非常不滿

意 



2 
不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6 
唔清楚 

 

 
17. 整體嚟講，對於現時觀塘區內嘅行人管道，您仲有無其他建議，或其它行人管道需要改

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方便嘅話，請問可唔可以留低您嘅姓名及電話作查詢或重核之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吔今次嘅訪問到此為止，再次多謝您接受訪問！ 

 
全問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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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焦點小組大綱一 

 
一、 參加者自我介紹 

 
二、 連結各區的行人管道 

 
1. 由您住或代表的屋苑步行到港鐵觀塘站，您覺得舒適及方便嗎？還有什麼

可以改善的地方？ 

2. 由您住或代表的屋苑步行到日常休憩／消費的地方，您覺得舒適及方便嗎？

還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 

3. 由您住或代表的屋苑步行到其它交通站，您覺得舒適及方便嗎？還有什麼

可以改善的地方？ 

 
三、 觀塘工貿區的行人管道 

 
1. 您怎樣評價觀塘工貿區﹖尤其覺得觀塘南（如開源道）的行人管道設施有

甚麼問題﹖ 

2. 對於以上問題有甚麼建議或措施改善﹖ 

 
四、 觀塘區市區重建 

 
1. 觀塘市中心計劃重建，您認為重建後的新觀塘市中心8必需接連哪一個地

方？ 

2. 整體而言，您對新觀塘市中心的行人管道設施有什麼期望？ 

3. 對於啟德規劃與觀塘或觀塘海濱的行人管道連接有甚麼願景及建議﹖ 

 
五、 整體觀塘區行人管道設施 

 
1. 您怎樣評價觀塘住宅區，尤其是您住或代表的屋苑的行人管道設施？ 

2. 觀塘區行人管道的甚麼地方是您最不滿的？ 

3. 整體而言，您怎樣評價現時觀塘區的行人管道設施？ 

                                            
 
8    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主地盤及月華街地盤。月華街地盤位於月華街及

協和街交界，即前觀塘（月華街）巴士總站。主地盤除裕民坊外，範圍還包括北至物華街雙數號，

東至協和街，南至觀塘道，西至康寧道包括了觀塘（裕民坊）巴士總站、位於同仁街的觀塘政府

合署及郵政局、觀塘賽馬會健康院等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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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焦點小組大綱二 

 
一、參加者自我介紹 

 
二、簡述初步的研究結果 

 
3. 協和街行人道 

4. 秀茂萍邨經秀明樓附近樓梯步行往港鐵站 

5. 曉麗苑經曉光街及翠屏道步行至港鐵站 

6. 開源道行人路 

7. 觀塘港鐵站經駿業街步行至海濱公園 

8. 牛頭角港鐵站出入口 

9. 觀塘區內嘅行人管道的整體嘅評價 

 
三、對初步結果的反饋 

 
1. 您對以上的重點研究行人管道還有什麼意見？ 

2. 您對研究所初步結果有什麼意見及報告中發現的問題有什麼建議？ 

3. 整體而言，您對新觀塘市中心的行人管道設施有什麼期望？ 

 
四、研究所建議方案： 

 
1. 研究所有以下幾個建議，您的看法如何？ 

 全面檢討行人管道的無障礙設計 

 整合及美化港鐵站海濱公園之間的行人管道 

 規劃連結新觀塘市中心9、港鐵觀塘站至區內屋苑的電梯或自動扶梯系

統，由部份區域，或參考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10的系統式電動系統

（成本效益及商機） 

  
五、整體觀塘區行人管道設施意見 

1. 整體而言，您還對觀塘區的行人管道設施有什麼建議？ 

                                            
 
9    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主地盤及月華街地盤。月華街地盤位於月華街及

協和街交界，即前觀塘（月華街）巴士總站。主地盤除裕民坊外，範圍還包括北至物華街雙數號，

東至協和街，南至觀塘道，西至康寧道包括了觀塘（裕民坊）巴士總站、位於同仁街的觀塘政府

合署及郵政局、觀塘賽馬會健康院等公共設施。 
10  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由港英政府興建，原意是為方便半山區居民往來中環商業區，並舒

緩半山區狹窄道路的繁忙情況。系統耗資二億四千萬港元興建，1993 年 10 月 15 日啟用，估計

每年所使用的電費約 50 萬港元。 



香港政策研究所 

 

 
50 

 

附錄七：個人訪談大綱一 

 
一、有關觀塘區內行人路的改善建議及可行性 

 
1. 觀塘港鐵站經工貿區步行至海濱公園行人路會取那一條道路﹖（巧明街、

成業街、駿業街）﹖ 

2. 會否利用牛頭角地鐵站? 

3. 秀茂坪邨落翠屏邨以車立塔及天橋接駁問題（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落翠

屏北邨及堅樂中學附近樓梯） 

4. 有關雲漢邨加車立塔的具體情況 

5. 翠屏南邨利用行人隧道經將軍澳道至藍田地鐵站的需要及可行性 

6. 觀塘市中重建區，由裕民坊上康寧道擠塞及道路過窄問題（近花園餐廳） 

7. 問題（6）利用隧道及車立塔的具體情況 

8. 觀塘港鐵站人流太多問題 

 
二、  有關牛頭角地鐵站步行至觀塘區 

 
1. 牛頭角地鐵站無障礙設施及路牌指示不清晰問題 

2. 延長牛頭角地鐵站隧道的具體情況  （駿業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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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個人訪談大綱二 

一、有關觀塘區的整體發展 

 
1. 請問您對於觀塘區及東九龍日後的發展及規劃有什麼願景及意見﹖ 

2. 您認為改善區觀塘區道路及環境設施對觀塘區日後發展、轉型與定位有什

麼影響﹖ 

3. 對於觀塘及東九龍與啟德的發展，您有什麼展望﹖ 

 
二、有關觀塘區內行人路的改善建議及可行性 

1. 秀茂坪邨落翠屏邨以車立塔及天橋接駁問題（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落翠

屏北邨至堅樂中學附近樓梯及曉光街經秀茂坪紀念公園至翠屏道） 

2. 翠屏南邨利用行人隧道經將軍澳道至藍田地鐵站的需要及可行性 

3. 觀塘及牛頭角港鐵站的設施及人流安排有什麼意見﹖ 

4. 觀塘市中重建區的道路規劃，您有什麼展望及建議﹖ 

5. 對於觀塘區內的無障礙設施有什麼意見﹖ 

 
三、  其他 

 
3. 請問您就優化觀塘區的道路及行人設施有沒有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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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政策研究所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是對香港以至大中華發展的重要契機。香港

是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享有自由法治的現代化社會，要繼續保持這方面的

優勢，香港的政府對於各種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均需有正確無誤和適當的政

策。 

有感於香港正處於大時代的轉變及其在大中華整體發展上的重要性，17 位來自

不同背景的工商界和專業人士、學者等，其中有屬於不同政黨的，於 1995 年發

起組成香港政策研究所，同年 6 月在香港正式註冊，十月全面展開運作。至 2004

年，己發展至有 76 位成員。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on 1 July 1997 has been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Hong  Kong  and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is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a modern, free society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To maintain  its  strength  and  vitality,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would  need 

correct and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facing the community. 

In response to the important changes facing Hong Kong and it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ater China, 17 people from various business,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s,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came together to form the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95. The Institute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in June and came into full operation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As of September 1998, the Institute has grown to 76 memb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