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 

 

 
研究報告 

 
2013 年 2 月 20 日 

 

 



 
《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    2013 
 
  
 

 i

 

序 言 

 

觀塘區為九龍東的重要交通樞紐。隨著「起動九龍東」計劃、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及區內多個工程的陸續展開，觀塘區的未來交通發展規劃和改善觀塘區現存各種交通問

題為觀塘區議會的首要關注事項。為此，觀塘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轄下觀塘區

交通發展工作小組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進行《觀塘區交

通發展及改善方案》研究，特別聚焦各觀塘區議員及分區委員會委員最關注的觀塘市中

心重建和安達臣道一帶發展的交通安排。 

 

研究報告指出了觀塘區目前的交通問題及改善建議，同時帶出區內人士對觀塘區未

來交通發展的願景。面對區內多個大型工程的展開，觀塘區議會對各項目造成累加的交

通影響尤為關注，並期望相關政府部門除研究疏導各項目範圍內的車流及人流外，亦考

慮項目對周邊主要道路，以至整個觀塘區造成的交通影響，從而作出具體、全面而有效

的交通及運輸方案。 

 

工作小組期望此研究報告能令有關的政府部門及機構更瞭解區內交通問題及區內

人士的關注，以詳細研究解決方案。希望眾志成城，令區內的交通運輸，以及區內與區

外的交通連接（包括連接啟德發展區）得到最適切的安排，便利市民。最後，本人謹代

表工作小組對所有協助完成研究的政府部門、機構、團體及人士，表達衷心感謝。 

 

  

 

觀塘區議會屬下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轄下 

觀塘區交通發展工作小組主席 

潘 進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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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1.1.1 觀塘區是九龍 東的一個行政分區，面積為 1,130 公頃，東面以魔鬼山及安達

臣道為界與西貢區相連，北面為飛鵝山，而西面則與黃大仙區為鄰。 根據 2011

年香港人口普查，觀塘區的人口約 622,152 人，是全香港第二人大口的行政分

區。以住戶數目或人口密度排行，觀塘區更是全香港之冠。 

地區 人口數目 住戶數目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內的人口數目） 
沙田 630,273 207,094 9,173 
觀塘 622,152 214,300 55,204 
東區 588,094 194,249 31,686 
元朗 578,529 190,285 4,178 
葵青 511,167 168,553 21,901 
屯門 487,546 168,990 5,882 
西貢 436,627 138,209 3,368 
黃大仙 420,183 140,315 45,181 
深水埗 380,855 134,795 40,690 
九龍城 377,351 124,218 37,660 
油尖旺 307,878 112,986 44,045 
荃灣 304,637 102,570 4,918 
北區 304,134 99,453 2,228 
大埔 296,853 94,481 2,181 
南區 278,655 85,837 7,173 
中西區 251,519 89,529 20,057 
灣仔 152,608 54,887 15,477 
離島 141,327 47,611 807 
總計 7,070,388 2,368,362 6,544 

  表 1.1    觀塘區人口統計（資料來源：2011 年人口普查） 

 

1.1.2 由於觀塘區人多車多，區內交通情況十分糟糕，道路交通擠塞、十字路口人車

爭路、行人被擠出安全島等情況比比皆是；個別街道違例停泊問題嚴重，令交

通情況更加複雜和惡劣。有區內人士指出，目前觀塘區的交通系統和規劃已經

不合時宜，不單未能滿足社區的需要，更嚴重影響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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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在時代巨輪推動下，觀塘區正醞釀著翻天覆地的改變。首先，為了改善社區環境和

配合社會發展，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重建完成後，裕民

坊一帶將成為香港綠化率 高的市中心。肯定的說，觀塘區將來必定會耳目一

新。然而，新的改變能否根本解決觀塘區的交通問題帶來契機還是未知之數。

況且，這個計劃為時甚長，並非一蹴而就，如何面對和解決現時觀塘區的交通

困局更是現時觀塘居民極度關注的問題。此外，為滿足人口發展，政府在安達

臣道一帶正興建及規劃兩個發展計劃，分別名為「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及「安

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1，預計兩個發展計劃完成後，合共能容納超過七萬人

居住。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交通需要，這個新發展的地區會否令觀塘區現今已

十分惡劣的交通問題更加惡化？有見及此，觀塘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轄下觀塘區交通發展工作小組計劃進行《 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除了

尋求改善現時觀塘區交通問題的方案和措施外，還去瞭解區內人士對觀塘市中

心重建計劃和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對觀塘區將來交通發展的景願和期望。 

 
1.2  研究範圍 

1.2.1 本研究可以視為 2010 年《觀塘區交通發展研究報告》的延續。為了方便比較和

參考，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會部份與《觀塘區交通發展研究報告》有共通的地

方。 

1.2.2 本研究以觀塘區現時的交通規劃、佈局和交通情況為研究背景，找出現時觀塘

區交通困局的問題核心並提出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本研究會探討觀塘市中心

重建計劃和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與觀塘區交通問題的互動關係，並評估這兩個

計劃的交通安排的有效性。 

                                                      
1 「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用地位處西貢區議會的範圍，而非觀塘區議會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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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和內容 

 

2.1  簡介 

2.1.1 本研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組成，它們各自有獨立的研究方法。 

  現況分析 

  深入訪問（in-depth interview） 

  焦點小組座談（focus group discussion） 

 

2.2  現況分析 

2.2.1 通過搜集和回顧相關文獻、報告及資料並進行分析，追蹤關於觀塘區交通問題

的討論，從而為其後的深入訪問和焦點小組座談提供重要參考。本研究亦會派

研究員進行實地視察，查知現時觀塘區交通問題的嚴重性，並找出主要交通黑

點的環境特徵和地理分佈。 

 

2.3  深入訪問 

2.3.1 深入訪問是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的常用的一種方法。通過邀請相

關專家進行深入訪問，研究者能從專家的角度切入和探討問題，並有效地找出

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本研究邀請專家（例如：城市規劃師、交通運輸學者）

和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包括：運輸署、警務處、規劃署、路政署、土木

工程拓展處、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和市區重建局）共 12 人，進行深入訪問。每個

深入訪問的時間長約兩小時。整個過程會被錄音，其後本研究會對訪問內容進

行整理和分類。通過深入訪問，本研究除了就觀塘區多個交通問題尋找解決方

法外，還會評估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和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對觀塘區整體交通

所造成的影響。 

 

2.4  焦點小組座談會 

2.4.1 焦點小組座談會也是定性研究中的常用的一種方法，常用於幫助企業和諮詢機

構瞭解普羅大眾的想法，以便評估產品或計劃的接受程度或可行性。本研究會

招募觀塘區內不同界別的人士（非專業或相關團體人士）參加焦點小組。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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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全面和可靠的資料，本研究會召開三次焦點小組座談會，分別是議員/社區

領袖、交通運輸業界代表和觀塘區居民。每次焦點小組座談會由一名具備交通

政策或相關範疇專門知識的資深學者主持，約有 10 個參加者參加，時間長約兩

小時。主持人不會發表意見，其職責是以互動方式促使和帶領參加者就觀塘區

交通問題（包括：觀塘區整體交通、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和安達臣道一帶的發

展）自由發言、分享和討論。焦點小組座談整個過程會被錄音，其後本研究會

對發言內容進行整理和分類，並進行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通過焦點小

組座談，本研究能瞭解參加者對現時觀塘區交通問題的認知和期望，衡量他們

對各種交通問題的解決方法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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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況分析 

 

3.1  觀塘區交通發展 

3.1.1 觀塘，原名官塘，字面意思是官府擁有的池塘。話說南宋時，觀塘沿海一帶都

是官家的製鹽的池塘，也有說官塘是指官府停泊鹽運船隻的地方，因而得名。 

3.1.2 1950 年代初期，由於大量移民湧入香港，而當時市區（即香港島及九龍）缺乏

可供發展的土地，香港政府便定出衛星城市2發展方向。衛星城市的概念源於英

國花園城鎮（garden city）的建設。理想的衛星城市是一個獨立於中心城市

（centre city）的小城鎮。為了減少居民對中心城市的依賴，衛星城市本身必需

自給自足，讓居民無論是工作或進行其他日常活動都不用離開衛星城市。由於

當時觀塘與九龍市區有一定的距離，而距離又不太遠，只要用填海的方法便能

創造一大片可供發展的土地，所以被選擇成為衛星城市的試點。 

 

圖 3.1 觀塘區 1940-1960 年代發展(圖片來源：「再造觀塘」計劃總結報告，梁家傑議員辦事處) 

 

3.1.3 觀塘 早的計劃是建立一個 5 萬人居住的衛星城市。為了達到自給自足的目

的，裕民坊一帶被規劃成為觀塘區的中心商業區，居民購物消閒都集中於此

地；觀塘道以南是工業區（現已改名為商貿區），除了為當時香港的工業發展

提供的工業用地，也為居民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圍繞著裕民坊都是住宅區，

鄰近的是私人住宅，而公共屋邨則在私人住宅區的外圍。為配合以上土地規

劃，區內的道路網絡以裕民坊為核心，有各大小道路輻射往工業區和各住宅

區。居民出行首先要前往裕民坊，再轉向其目的地。至於跨區交通，觀塘道是

唯一的幹道，負責連接裕民坊和九龍其他地區。 

                                                      
2 衛星城市計劃改良成為新市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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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1956 年觀塘衛星城市規劃圖則（圖片來源：市區重建局） 

 

3.1.4 1960 年代大量人口遷入觀塘區，政府在原有道路網絡上加建了很多細小街道。

由於當年汽車數目不多，觀塘區的道路交通並不存在塞車等交通問題。與此同

時，為加強觀塘區與其他地區，特別是香港島的聯繫，政府大力發展渡輪交

通。當時觀塘區有三個碼頭， 第一個是公眾碼頭，供一般船艇停泊使用，第二

個是載客渡海小輪碼頭， 第三個是汽車渡海小輪碼頭。 

 

圖 3.3  1960 年代觀塘街道圖（圖片來源：香港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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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19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開始講求效率和速度，渡輪交通便逐漸息微，

代之而起的是先進的集體運輸系統。1979 年港鐵觀塘線通車，標誌著觀塘區的

交通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當時觀塘區人口已激增至超過七十萬，各種道路交

通問題相繼出現。 

3.1.6 隨著香港進一步發展東區海底隧道和將軍澳隧道分別在 1989 年和 1990 年通

車，觀塘更成為貫通九龍、香港島和將軍澳新市鎮的交通樞紐。 

 

3.2  觀塘區道路網絡 

3.2.1  觀塘區主要道路 

3.2.1.1 觀塘道，它可以說是觀塘區交通網絡的大動脈。居民無論進出觀塘，觀塘道都

是必經之路。觀塘道全長 3.6 千米，於 1950 年代建成。現時觀塘道由 6 至 12 條

行車線組成。為了増加道路的流通量，觀塘道個別路段部份行車線建設成高架行

車天橋（例如：牛頭角港鐵站附近一段）和行車隧道（例如：裕民坊附近一

段），形成一條三維空間的類似快速公路的道路。另一方面，除了勵業街以及康

寧道交界外，觀塘道沿途不設交通燈。為了方便行人橫過觀塘道，兩旁建設多條

行人天橋或行人隧道。 

3.2.1.2   觀塘繞道，原名為觀塘支路，是香港 2 號幹線的一部份，也是九龍第一條法定

的快速公路。它東起於觀塘交匯處，連接將軍澳道和鯉魚門道分別往將軍澳新市

鎮和港島東。觀塘繞道的主體繞過觀塘市區，沿著觀塘海岸線興建，經九龍灣、

彩虹邨、鑽石山、抵大老山隧道往沙田。觀塘繞道對分流觀塘道交通有重要作

用，令往來沙田、將軍澳和港島東的跨區交通不用穿越觀塘市中心。觀塘繞道全

程為高架天橋，由觀塘交匯處至九龍灣一段為雙程分隔三線行車，而九龍灣至大

老山隧道則為雙程分隔二線行車路段。 

3.2.1.3  東區海底隧道，簡稱東隧，全長 2.2 公里，為香港第 2 條過海隧道，也是香港

第一條公路和鐵路兩用隧道。東隧的行車管道是雙程雙管分隔雙線行車，其九龍

出口是 2 號幹線的始段。 

3.2.1.4  大老山隧道，全長 3.95 公里，是香港 長的行車隧道，連接九龍鑽石山和新界

沙田。大老山隧道是雙程雙管分隔雙線行車，其九龍出口連接觀塘繞道。 

3.2.1.5 將軍澳隧道，是香港 短的行車隧道，連接秀茂坪和將軍澳新市鎮，是往來觀

塘區及西貢區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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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根據運輸署 2004-2011 年交通統計年報（The Annual Traffic Census 2004 – 

2011），在過去 8 年，觀塘道車輛流量不斷増加，每年增幅達 1.42%，而將軍澳隧

道車輛流量每年增幅更高達 3.93%，這可能因為近年將軍澳新市鎮快速發展令車輛

數目増加，部份車輛會選擇使用觀塘道。觀塘繞道、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

的車輛流量總體上有下降趨勢，顯示香港其他地區進入觀塘區的車輛數目正在下

降之中。 

年份 

平均每天車輛流量 
觀塘道 
(監測站

3012) 

觀塘繞道 
(監測站

3023) 

東區海底隧道 
(監測站 1025) 

大老山隧道 
(監測站

5022) 

將軍澳隧道

(監測站

5021) 
2004 68690 101290 73410 60610 67870 
2005 67560 101990 65020 57220 67980 
2006 67460 102340 62300 55060 69730 
2007 66770 99610 64040 56050 72360 
2008 66830 96860 63330 54060 72730 
2009 70040 96400 63470 50080 72610 
2010 75800 92530 67700 52300 77780 
2011 76500 93040 69440 52700 89190 
平均 69956.3 98007.5 66088.8 54760.0 73781.3 

年增長率(%) 1.42 -1.02 -0.68 -1.63 3.93 
表 3.1     觀塘主要道路平均每天車輛流量（2004 – 2011）（資料來源：運輸署） 

 

3.2.2  觀塘區內主要街道 

3.2.2.1   協和街是觀塘區一條發展得比較早的街道，南北縱向，連接觀塘市中心和秀茂

坪一帶。沿途大部份是發展密度極高的私人住宅。由於人口密集，每一個路口均

設有行人過路設施。 

3.2.2.2   康寧道是觀塘道東行線第一個進入裕民坊的入口，亦是連接觀塘市中心和樂意

山（舊稱鱷魚山）一帶中密度住宅的重要通道。由於康寧道大致上與協和街平

行，司機如果要前往秀茂坪一帶，取道康寧道是另一選擇。 

3.2.2.3   牛頭角道原是沿海街道，也是九龍市區唯一通往觀塘的通道。其後政府正式落

實發展觀塘區為衛星城市，並在九龍灣填海造地，牛頭角道就變成內陸街道。牛

頭角道大致上與觀塘道平行，是連接市觀塘市中心和牛頭角的重要通道。 

3.2.2.4  鯉魚門道，顧名思義，是連接觀塘市中心往鯉魚門的主要道路，途經藍田和油

塘兩大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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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   偉業街是觀塘商貿區 主要的街道。它貫通整個觀塘商貿區，連接觀塘道和茶

果嶺道。在 1970 年代香港輕工業鼎盛時期，偉業街車水馬龍，行人熙來攘往、

摩肩接踵。其後香港工業在 1980 年代北移大陸，偉業街便有點沒落的感覺。近

年來觀塘工業區成功轉型為商貿區，偉業街又熱鬧起來。 

3.2.2.6  根據運輸署 2004-2011 年交通統計年報，在過去 8 年，協和街和牛頭角道的車

輛流量有所下降，這可能是這兩條街道兩旁社區老化的結果。隨著觀塘區周邊地

區私人樓宇和公共屋邨相繼落成和入夥，康寧道和鯉魚門道車輛流量正快速増

加。 

年份 

平均每天車輛流量 
協和街 
(監測站

3865) 

康寧道 
(監測站

3268) 

牛頭角道 
(監測站

3275) 

鯉魚門道 
(監測站

3237) 

偉業街 
(監測站

3020) 
2004 24130 15620 21650 21920 23800 
2005 24000 15530 21530 28960 23800 
2006 22610 21220 15500 28900 22940 
2007 22300 21180 15480 28860 23740 
2008 21810 17210 13940 31900 21950 
2009 21410 18090 14300 32790 21810 
2010 22070 18270 14750 33810 24030 
2011 20530 18580 14860 34440 24820 
平均 22357.5 18212.5 16501.3 30197.5 23361.3 

年增長率(%) -1.86 2.37 -3.92 7.14 0.54 
  表 3.2     觀塘主要街道平均每天車輛流量（2004 – 2011）（資料來源：運輸署） 

 
3.3  觀塘區公共交通 

3.3.1   現時在觀塘區內主要有三種公共交通工具可供選擇：集體運輸系統（即港鐵觀

塘線）、巴士和小巴。 

 
3.3.2 港鐵，全名是香港鐵路，總共有 8 條鐵路路線。在市區鐵路路線中，觀塘線歷

史 長，建於 1979 年。當時港鐵在建設觀塘線的時候，為了節省成本，鐵路自

彩雲道附近穿出地面，由九龍灣站至觀塘站一段便建設成高架鐵路的形式，其

後高架鐵路延伸至藍田站，其走向大致與觀塘線平行或重疊。港鐵是香港 多

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在 2010 年，港鐵總載客量達 12.99 億人，周日平均每天

377 萬人，佔專營公共交通工具載客量的 14.6%。港鐵觀塘線是港鐵系統中 繁

忙的鐵路線之一，在繁忙時間（早上 8 時至 9 時及晚上 6 時至 7 時），2 分半

鐘之內便有一班列車開出；在非繁忙時間，5 分鐘之內也有一班列車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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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港鐵總載客量

（百萬） 
港鐵平日平均載客量

（百萬） 
佔專營公共交通工具載客量

（%） 
2007 915.8 3.36 41.6 
2008 1205.4 3.51 42.7 
2009 1218.8 3.54 42.6 
2010 1298.7 3.77 44.3 

表 3.3     港鐵載客量統計（2007 – 2010）（資料來源：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3.3.2  全港現時有超過 300 條巴士路線和超過 240 條專線小巴路線，其中有 126 條巴士

路線和 59 條專線小巴路線途經觀塘區或以觀塘區為終點站，分別約佔全港總數

的 4 成和四分之一。此外，觀塘區還有 28 條紅頂小巴路線。 

種類 目的地 數目 

巴士 
九龍新界 89 

香港島(隧道過海) 28 
大嶼山/機場 9 

專線小巴 
九龍 38 

香港島(隧道過海) 1 
新界 20 

表 3.4    途經觀塘區或以觀塘區為終點站的巴士路線和專線小巴路線統計 

 
3.4  觀塘區交通需求 

3.4.1 根據運輸署估計，觀塘區每日平均產生 934,000 次交通行程，其中 主要是住

所往返不同種類的目的地（例如：工作和上學）。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資

料，觀塘區就業人口有 290,213（全港排行第三），而學生人口有 104,905（全

港排行第二）。 

3.4.2 就業人口之中，跨區工作人數約為同區工作人數的三倍。觀塘居民前往跨區工

作地點，絕大部份會選擇香港鐵路和巴士。至於前往同區工作地點，觀塘居民

則以步行方式為 多，其次是巴士、香港鐵路和公共小巴，三者的數目都差不

多。若計算乘坐交通工具的次數，跨區工作地點平均需 1.5 次，同區工作地點

平均需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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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赴工作

地點的交

通方式 
(人數) 

香港

鐵路 
巴士 

公共 
小巴 

的士 
私人 
車輛 

步行 其他 總計 

同區工作 12376 13907 11758 811 1773 22193 2381 65199 
跨區工作 74450 72983 16877 1141 5133 0 8787 179371 
總計 86826 86890 28635 1952 6906 22193 11168 2445703 

表 3.5  觀塘區工作人口前赴工作地點的主要交通方式（資料來源：2011 年人口普查） 

3.4.3 學生人口之中，同區就讀學生數目比跨區就讀學生數目約多四分一。觀塘區學

生前往跨區上學地點，約有半數選擇香港鐵路，其次有三成選擇巴士。至於前

往同區上學地點，觀塘學生約有半數選擇步行，其次是公共小巴和巴士，約有

一成選擇香港鐵路。平均來說，觀塘區學生需使用 1.3 次交通方式才能返抵學

校。 

 
前赴上課

地點的交

通方式 
(人數) 

香港

鐵路 
巴士 

公共 
小巴 

的士 
私人 
車輛 

步行 其他 總計 

同區就讀 5354 8563 9650 334 290 27767 9010 60968 
跨區就讀 20521 12424 2923 196 916 0 6957 43937 
總計 25875 20987 12573 530 1206 27767 15967 104905 

表 3.6    觀塘區學生前赴上課地點的主要交通方式（資料來源：2011 年人口普查） 

 
3.5  觀塘區交通問題 

3.5.1 觀塘區 早是計劃發展成為一個 5 萬人的社區，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觀塘區

已擁有六十多萬人口。然而，由於觀塘區內的交通格局和道路網絡早已定型，

難以跟隨社會發展而改變，以致種種的交通問題開始油然而生。 

 

3.5.2   交通擠塞 

3.5.2.1 交通擠塞（塞車）是指道路上擁擠著車輛因而導致車速緩慢的現象。塞車在世

界各大城市都十分常見，通常在平日上下班繁忙時間或假日都會出現。每當交

通流量大於道路可以負荷承載量的時候，前面車輛不能按著正常速度駕駛離開

該段道路，隨後車輛被迫減慢速度，車龍便會開始出現。 

                                                      
3 此總計少於勞動人口總數，因部分勞動人口在家中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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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觀塘區交通擠塞 嚴重的地點要數觀塘道，特別是裕民坊至開源道迴旋處一

段。每逢上下班繁忙時間或假日，車龍例必出現。造成交通擠塞的成因很多，

主要當然是因為觀塘道是進出觀塘區的必經之路，交通流量非常巨大，其次

是該路段無論是東行或西行的巴士站都非常密集，巴士停站造成阻塞。如果遇

上特別事故，例如：交通意外、爆水管等，車龍可以長達一公里以上。第二處

常常出現交通擠塞的地點是商貿區的偉業街，塞車主要成因是有不少客貨車在

該處違例泊車及上落客貨，大大減低可使用路面所導致。將軍澳道隧道入口一

段在繁忙時間亦有可能出現塞車情況，但由於該處位於觀塘區週邊地方，對觀

塘區內交通影響不大。 

 

3.5.3  行人設施 

3.5.3.1 觀塘區人口眾多，街道上行人熙來攘往。可惜觀塘區很多街道都是早年設計和

興建，行人道非常狹窄，難以容納大量行人同時使用，部份行人被迫走在馬路

上，容易釀成交通意外。此外，觀塘區有些街道缺乏交通燈或斑馬線等過路設

施，行人胡亂穿插過路，經常出現人車爭路險象環生的場面。缺乏交通燈或斑

馬線等過路設施的情況在商貿區比較普遍。 

3.5.3.2 為了增加交通流通量，政府在一些街道建設了行人天橋或行人隧道。然而，部

分早年建成的行人天橋和行人隧道，都沒有設置合適或符合標準的無障礙通道

設施（例如：出入口斜路或升降機），對長者或行動不便的人士構成不便。雖

然缺乏合適或符合標準的無障礙通道設施並非觀塘區獨有現象，但由於觀塘區

老年人口的比例較高，所以這問題更值得關注。幸好政府近年已大力創造無障

礙環境，在可行的情況下，分批為全港各區的行人天橋和行人隧道加建升降機

或斜路。 

3.5.3.3 由於觀塘區很多住宅都是依山而建，連接的街道（例如：康寧道、協和街）大

都是斜路或是樓梯，步行出入可以說是一件苦差。因此，觀塘區居民出入，即

使距離不遠，仍會傾向選擇乘坐車輛，間接加重區內的交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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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泊車問題 

3.5.4.1 根據運輸署第二次泊車位需求研究 終報告，觀塘區的泊車位供應數量能夠滿

足泊車需求。由於泊車位的需求是有時間和地點的特性，所以觀塘區個別地區

在個別時間仍存在泊車位短缺的問題，其中泊車位短缺的情況在商貿區比較嚴

重。由於商貿區內的大廈大都是 1960-1970 年代落成，這些大廈一般都沒有停

車場設施，因此到訪車輛就只有在大廈門外違例停車或上落客貨。當街道上停

泊了大量車輛，馬路便少了一條行車線，令塞車問題，特別在上下班時間特別

容易出現。此外，由於泊車位不足，駕車人士為尋找泊車空間而不停於道路中

穿梭，令交通百上加斤。 

車種 供應(個數) 需求(個數) 剩餘/短缺(個數) 剩餘/短缺(%) 
私家車 33578 30313 3265 10.8% 
貨車 6226 5353 873 16.3% 

旅遊巴 122 862 -740 -85.8% 
電單車 2565 2963 -398 -13.4% 

表 3.6     觀塘區泊車位供應和需求數量（資料來源：運輸署） 

 

3.5.5   交通意外  

3.5.5.1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在 2012 年，全港交通黑點有 71 個，而觀塘區就有 7 個，

佔 9.9%。在 2011 年，全港共發生 128 宗致命交通意外，觀塘區佔 15 宗，在 18

區中排行第二；嚴重程度交通意外全港有 2190 宗，觀塘區佔 171 宗，排行第

三；輕微程度交通意外全港有 13223 宗，觀塘區佔 959 宗，排行第四。資料顯

示，觀塘區有比較多交通黑點，也比香港其他地區較容易出現致命和嚴重交通

意外 。 

交通黑點位置 描述 
觀塘道 - 康寧道 1.  過去一年之內，發生了6宗或以上涉及行人傷亡的交通意

外；或 
2.  在過去一年之內，發生了9宗或以上涉及傷亡的交通意外 

鯉魚門道 - 茶果嶺道 

協和街 - 月華街(北) 

在過去五年之內，發生了 2 宗或以上涉及死亡的交通意外 
康寧道 - 明智街 
高超道 - 鯉魚門道 
崇仁街 - 康寧道 
裕民坊 - 同仁街 

表 3.7     觀塘區交通黑點位置（資料來源：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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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意外 全港(宗數)  
觀塘區 
(宗數) 

觀塘區 
(18 區中排行) 

觀塘區/全港 
(%) 

致命 128 15 2 11.7 
嚴重程度 2190 171 3 7.8 
輕微程度 13223 959 4 7.3 

合共 15541 1145 -- 7.4 
表 3.8    2011 年 觀塘區道路交通意外宗數統計（資料來源：運輸署） 

 

3.5.6   交通噪音 

3.5.6.1 環保署估計，全香港有 114 萬人暴露在超過 70 分貝(A)L10 交通噪音的環境

中，其中觀塘區約有 11.67 萬人。大體而言，觀塘區交通噪音水準與交通流量

成正比。觀塘區內所有主要道路兩旁地方的交通噪音水準((L10)都達 70 分貝(A)

以上，而個別地段更高達 81 分貝(A)以上。相反，在一些較狹窄的內街，交通

噪音水準相對地較低。交通噪音除了由汽車產生，由於港鐵九龍灣站至觀塘站

一段是露天的高架鐵路，路軌與附近民居的 短水準距離約只有 7 米，港鐵行

車對附近居民噪音影響亦甚大。 

 
3.5.7   未來交通需求增長 

3.5.7.1 在未來十年，預計觀塘區在未來會繼續増加。人口增加，交通量自然也會增

加。運輸署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指出，交通行程（無論是人次及車次）的增長

是比人口增長迅速。一般來說，前者是後者的 1.44 倍。這是因為個人入息增

加、私家車更加普及與住戶人口減少（因此相同的人口將有更多住戶）對行程

安排都會有影響。預期在可見將來，隨著觀塘區人口增加，交通需求會進一步

增大。 

3.5.7.2 此外，香港整體交通總需求增長也對觀塘區造成壓力。根據運輸署第三次整體

運輸研究估計，在 2016 年，九龍的乘客交通需求，每天達 8,062,000 人次，而

車輛交通總需求，每天達 1,930,000 輛。由於觀塘是貫通九龍、香港島和將軍澳

新市鎮的交通樞紐，香港整體交通總需求對觀塘區的交通影響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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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2016 年香港每日乘客交通需求（資料來源：運輸署） 

 

圖 3.5     2016 年香港每日車輛交通總需求（資料來源：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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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觀塘區未來發展及對交通的影響 

3.6.1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3.6.1.1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是香港歷來 大規模的市區重建專案計劃，目標是將裕民

坊一帶的舊區重新興建成為新的觀塘市中心。項目總樓面面積 401,250 平方米

（住宅單位 1,980 個），商業樓面面積 111,780 平方米，其他用途 97,860 平方

米，政府/團體/社區設施總樓面面積 31,000 平方米，休憩用地面積 13,400 平方

呎。重建工作於 2013 年起開始，直至 2021 年分階段落成。 

 

圖 3.6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大綱圖（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 

 

3.6.1.2 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對交通的影響極其深遠。通過重建，市中心的交通可以得

到一次重新規劃的機會。其中有 4 大重點：  

● 有關公共交通服務方面，重建區北部會建設一個佔地 16,700 平方米，樓高兩

層的公共交通交匯處。上層是巴士站，下層是專線小巴站及公共小巴站。的士

站設於未來的辦公室/酒店建築，鄰近港鐵站，另於零售及住宅大廈設有的士

落客區。 

● 重建完成後，重建區內部會規劃成行人專區，並興建多條行人走廊連接周邊地

區。這些行人走廊更附設有升降機，除了創造人車分隔、安全的行人環境外，

更能使步行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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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區主地盤周邊的 4 條道路的車流方式會改變成單向反時鐘方向。車輛如果

從觀塘道東行線進入市中心，只能在開源道廻旋處左轉入協和街，然後經物華

街，再由康寧道離開。 

● 重建區周邊道路（例如：物華街）的個別路段進行後退（set back），騰出空

間擴闊行車道，以容納更大的行車流量。 

 

 

圖 3.7 觀塘市中心重建後車流方式和公共交通交匯處（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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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 由於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要到 2021 年才能完成，過渡期的交通安排包括：  

● 在不同重建階段，不同區域會先後進行封路及改道安排。 

● 在新的公共交通交匯處未落成前，搬遷觀塘政府合署後騰空的土地會設置臨時

小巴站，而臨時巴士站則會設置於現今美都大廈的位置。待公共交通交匯處落

成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站都會搬往該處。 

 

圖 3.8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過渡期的臨時公共交通交匯處（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 

 

3.6.2    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 

3.6.2.1   香港政府在安達臣道一帶共有兩個發展計劃：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和安達

臣道發展計劃。 

3.6.2.2    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用地其實位於西貢區議會的範圍，但預計計劃完

成後所產生的交通會主要影響觀塘區。規劃署正就有關計劃進行《安達臣道石礦

場未來土地用途規劃研究》（下稱「石礦場規劃研究」），該研究已完成兩階段

社區參與，並已於 2013 年 2 月底公布了 終建議發展大綱圖 。根據那份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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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安達臣道石礦場將於 2016 年採礦協議結束後，土地會交還予政府，其中部

份土地會用作興建房屋（公私營房屋比例為 80:20），可以容納 25,000 人口，預

計會在 2019／20 年開始提供土地供發展。 

3.6.2.3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位於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西南面，涉及約 20 公頃的

用地，其中約 6 公頃正在興建公共房屋，可以容納約 48,300 人居住，並會提供相

關的社區設施及公眾休憩用地，有關計劃由房屋署負責，預計會在 2015 – 16 年

開始入伙 。 

 

圖 3.9 安達臣道發展區概念圖（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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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  為解決研究安達臣道發展所帶來的交通影響，政府已在周邊地區，進行了五項

路口改善措施﹕ 

● 擴闊寶琳路與安達臣道的路口，以燈控取代現時的優先通行路口，加大路口的

通行車流，並新增燈控行人過路設施，工程預計約於 2013 年年尾完成。 

● 擴闊秀茂坪道與秀明道的路口，以增加北行方向的行車線，工程預計約於

2013 年年尾完成。 

● 擴闊協和街與康寧道的路口，增加協和街的行車線，工程預計約於 2013 年年

初完成。 

● 擴闊新清水灣道與利安道的路口，以增加利安道及新清水灣道近路口的行車

線，工程已經完成，並開放予公眾使用。 

● 擴闊清水灣道與安達臣道的路口，以燈控取代現時的優先通行路口，增強路口

的通行力，工程預計約於 2013 年年尾完成。 

3.6.2.5  針對安達臣道兩個發展項目可能帶來的累積交通影響，規劃署在石礦場規劃研

究進行了交通評估，並作出了以下的策略性建議﹕ 

● 鼓勵石礦場用地的未來居民使用南面的車輛出入口，以減低對觀塘市中心及彩

虹交滙處的交通負荷。 

● 為區內一些主要道路及路口實施改善措施。 

● 鼓勵區內居民更多使用公共交通。 

● 鼓勵石礦場用地的未來居民使用藍田與油塘港鐵站，以避免進一步加重在繁忙

時間擠逼的觀塘港鐵站的負荷。  

● 加強石礦場用地與觀塘市中心的行人連繫。 

3.6.2.6  此外，規劃署建議實施四項道路和路口改善措施，包括： 

● 更改連德道與秀茂坪道的路口設計，把現時的燈控路口取消，並在路口加建新

行車天橋，使右轉的車輛可直接駛離該路口。 

● 擴闊連德道近康華苑一段，增設新巴士站及行車道，以解決現時在該路段上落

客時阻塞其他車輛通過的問題。 

● 在清水灣道與安達臣道路口以東增設掉頭設施，以增加車輛轉線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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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新清水灣道近順利邨道一段之九龍方向車道，由單線行車擴闊至雙線行車，

以解決現時該路段瓶頸時出現車龍的情況。 

 

圖 3.10 安達臣道道路改善措施（資料來源：規劃署） 

 

3.6.2.7  根據石礦場規劃研究的建議，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的車輛出入口將設於中部及

南部，以配合主要土地用途。用地內的主幹道為四線不分隔行車道，每隔 300 至

400 米的距離便有一個巴士停車處。用地北面近擬議石礦公園的位置會會設立公

共交通總站，而用地近中部車輛出入口則會設置公共交通上落客處。為避免於繁

忙時間對港鐵觀塘站及附近道路造成額外負荷，石礦場規劃研究亦建議為石礦場

用地提供來回藍田站及/或油塘港鐵站的接駁服務。在行人系統方面，當局建議興

建行人天橋連升降機塔連接觀塘市中心及將軍澳隧道九龍出口近收費廣場，並在

收費廣場附近設置巴士轉乘站，方便秀茂坪及藍田一帶的居民。 

3.6.2.8  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就石礦場規劃研究制訂的 終建議發展大綱圖、道路和路

口改善措施及行人連繫設施進行進一步的工程可能性研究，預計會於 2014 年初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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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深入訪問 

 

4.1 簡介 

4.1.1 深入訪問的目的是諮詢與觀塘區交通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的專家和專業學會的

代表對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給予的意見，從而深入瞭解觀塘市中心重建

計劃和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與觀塘區整體交通的相互關係。本研究共訪問了 12

專家，訪問大綱和受訪者名單可參閱附件一和附件二。  

4.1.2 深入訪問的訪問內容主要有八方面： 

● 觀塘區交通問題的根源原因 

● 觀塘區交通的整體評價 

● 觀塘區道路交通問題黑點 

● 解決塞車問題的方法 

● 觀塘區公共交通的建議 

●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 安達臣道一帶發展 

● 區議會角色 

 

4.2  觀塘區交通問題的根源原因 

4.2.1 所有被訪者都認為，觀塘區是個有六十多萬人口的大社區，交通需求大，交通

問題確實存在。 

4.2.2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表示，觀塘區是個舊區，一部份交通及運輸設施都是根據舊

的標準進行設計，部份設施因應發展已有所改善，但部份設施因為環境及空間

的限制，必須配合市區重建才可改善相關情況。 

4.2.3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認為，觀塘區有很多道路的走向是由市中心向外

輻射的，這樣會產生很大的交通需要。加上這些道路有很多是斜路，令市中心

港鐵站的可達度不足，居民通常乖坐汽車才能前往，無疑加重路面交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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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表示，雖然觀塘區私家車的數量不比其他地區為

多，但觀塘區的道路設計比較混亂，九曲十三彎，種種的原因足以造成嚴重的

路面擠塞。 

4.2.5 市區重建局傅義明先生表示，觀塘區的道路和公共交通都安排得很混亂。一直

以來，觀塘區都沒有一個不佔街道（off-street）的公共交通交匯處去容納小巴

和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由於現今公共交通工具的站頭都是設置在路邊，變相

是令一條行車道消失。 

4.2.6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指出，由於觀塘區的公營房屋比例高多，而住公

營房屋的人每日的行量數目一般較住私人樓宇的人為多，所以觀塘區產生的總

行量數目相信比其他地區為大。 

4.2.7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表示，觀塘除了要應付本區交通外，跨區的交通服務需求亦

不斷增加，相關部門現正規劃基建項目，如將軍澳藍田隧道及中九龍幹線，以

改善相關情況。 

 

4.3  觀塘區交通的整體評價 

4.3.1 所有被訪者都認為，觀塘區的交通非常繁忙。有很多問題地點，情況極須改善。

其中問題 嚴重的地點是觀塘道裕民坊一帶和開源道廻旋處。 

4.3.2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表示，因為觀塘區內不同地方都有新的房屋落

成，例如：牛頭角下邨、重建後的市中心和安達臣道一帶，觀塘區人口在未來

幾年會進一步增加，増加的人口會有新的交通需求。 

4.3.3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梁嘉誼小姐和馬漢毅先生表示，交通基本上是跟隨人口而變

化的。過去幾十年，觀塘區的人口不斷增加，對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多了，產

生的交通量也大了，自然對相關的交通設施造成壓力。 

4.3.4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表示，交通亦與經濟發展有關。市道好的時候，人們的消費

多了，經濟活動多了，送貨都多了，交通流量和交通需求都多了。因此，政府

會密切監察未來人口和經濟發展，並制定相關的措施以應付需求。 

 

4.4  觀塘區道路交通問題黑點 

4.4.1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表示，道路問題主要有兩大類：塞車和交通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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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綜合被訪者的意見得出三個塞車黑點。第一個是開源道廻旋處，第二個是觀塘

道裕民坊一段，特別是東行向油塘方向，第三個是商貿區，特別是偉業街和鴻

圖道。 

4.4.3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補充，商貿區塞車和觀塘道的不同，前者通常是規範在

商貿區內，很少會對觀塘市中心交通構成不便，所以對觀塘區居民的日常生活

影響較小。 

4.4.4 警務處羅偉旗先生指出觀塘區有 7 個交通意外黑點，分別是觀塘道 - 康寧道，

鯉魚門道 - 茶果嶺道，協和街 - 月華街(北)，康寧道 - 明智街，高超道 - 鯉魚門

道，崇仁街 - 康寧道和裕民坊 - 同仁街。警務處羅偉旗先生又指出，交通意外

的成因，很多時候是行人疏忽，或無故衝出馬路引致的。 

 

4.5  解決塞車問題的方法 

4.5.1 有關解決塞車問題的方法，主要有三大類：基建（infrastructure）、交通管理

（traffic management）和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 

4.5.2 基建是指興建有形設施，包括新的道路、橋、隧道等等，也包括新的鐵路和新

的交通設施（例如：巴士站）。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指出，觀塘市中

心重建項目會興建一個公共交通交匯處，或多或少對觀塘區的交通都有一定幫

助，但另一方面，基建亦會刺激交通量增加。  

4.5.3 交通管理的目的是改善道路使用的效率。不同受訪者提供了不同的意見，綜合

如下： 

● 鼓勵使用公共交通-  市民應減少使用私家車，盡量使用公共交通， 好

是使用地鐵。因為私家車佔用路面比率高，道路使用的效率便低；公共交通

（例如：巴士）佔用路面比率比較低，道路使用的效率便高；地鐵差不多完全

不佔用路面，道路使用的效率 高。當然，實際情況是要互相結合使用，因為

地鐵始終只是一條線，沒私家車方便。 

● 減少在街上上落客貨- 由於客貨車上落客貨需要時間，如果能不在馬路邊

運作，例如：利用大廈內部上落客貨區，便不會佔用路面，道路使用的效率會

提高。 

● 改變車流方向-  由雙行行車改為單行向下會改善車流，因為可以節

省燈位和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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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速、停止和車輛類別限制- 主要在一些特定地段（例如：巴士專線），

以保證道路的流通。要在路面貫徹這些限制，需要警方執法配合。 

● 路口設施（例如：交通燈）- 此法有利亦有弊，路口設施令不同車輛依次

序行駛，避免出現混亂的情況。但在紅-黃-綠燈的轉換期間，是會浪費了路面

的使用時間。 

4.5.4 需求管理指調節交通工具的使用情況。比方說，從前購物要乘車去商場，現在

可以上網購物，那就省了一程交通。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表示，如果

社會能實行彈性上班時間，大家不用一窩蜂上班，有些人早一點，有些人遲一

點，就有機會減低塞車情況。如果出行是步行，便節省了使用公共交通，也是

減少需求的方法。 

 

4.6  觀塘區公共交通的建議 

4.6.1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指出，觀塘區巴士路線重疊的情況十分嚴重。就以觀塘

道為例，總共有約五十條巴士線使用，而多個巴士站加起來的總長度就超過 70

米。要解決觀塘道塞車問題，巴士重組是個有效方法。關以輝先生又指出，反

對巴士重組的聲音很大，因為居民都不希望減少巴士線，重組也令巴士站數目

減少，帶來不方便。香港公共交通智庫楊詠浚先生也指出部分政治人物也不支

援巴士路線重組，怕失去選票。因此，要成功重組巴士路線，一個很好的諮詢

計劃是關鍵。 

4.6.2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建議，政府應盡量完善屋邨接駁港鐵的短程交通

服務，以鼓勵市民使用港鐵。然而，市民未必歡迎，原因是轉駁令市民感到不

方便、車費亦有可能增加。而且，當一個人養成了某種交通習慣後，是不容易

改變。 

4.6.3 香港規劃師學會譚寶堯先生認為巴士路線不應與港鐵路線重疊。香港運輸物流

學會曾永鏗先生認為，如果跨區巴士快線避開塞車的地方，不在區內繞來繞去

接客，快速到達目的地反而更有競爭力。 

4.6.4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指出，觀塘區是 多小巴營運的區域之一，要進

一步提升小巴的服務水準，將紅巴線轉做綠巴是其中一個辦法，但紅巴的營運

者未必願意，因為紅巴的營運較自由，而綠巴就要有固定的線路、時間表和收

費，規管性很大。 

4.6.5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指出，現時觀塘區車輛流量大，其中一個原因可

能是不少駕車人士為尋找泊車空位而不停於街道中穿梭。曾永鏗先生建議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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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泊車位置及其數量等資料的標誌牌，使駕駛者瞭解各道路的泊車位置的分

佈，能更有效尋找到泊車空位。 

4.6.6 為解決商貿區違例泊車的問題，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認為警方應加強執法，

票控或趕走違例泊車者。然而，警務處秀茂坪區交通隊主管羅偉旗先生表示，

曾嘗試嚴厲執法，但結果是悉得其反，因為商貿區違例泊車的大都是有事務在

身的貨車，不讓它們完成任務，它們就只有慢速在道路上滑行，尋找機會停

下，結果令塞車情況更惡劣。市區重建局傅義明先生補充，將來工廠大廈若改

建或重建成寫字樓或商場，法例要求該大廈之內必須提供泊車配套和上落客貨

區。因此，違例泊車的問題或者會慢慢改善。 

 

4.7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4.7.1 長遠的交通影響 

● 大部份政府部門和市區重建局的受訪者都對觀塘市中心重建有信心，認為觀塘

市中心重建計劃某程度上能解決或紓緩觀塘區的一直解決不了的交通問題，

壞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的差。 

●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指出，觀塘市中心的重建原則，是提升現有的服務和設

施。 低限度，起碼要維持現有的水平。即是說，重建後巴士和小巴線不會比

現在的少，而且新設施的規格 低限度不會比現在的差，地方也不會比現在的

細。 

●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指出，重建計劃會興建一個公共交通交匯處，讓巴士和

小巴不用停泊在街上等客。其二，重建令建築物後退成為可能，在部份街道

上，無論是加闊行車道或擴闊行人路都可以做到。其三，設立行人專區及行人

系統，除了改善空氣質素外，將人車分隔便徹底解決人車爭路的問題。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梁嘉誼小姐指出，政府會研究改善連接觀塘港鐵站至商貿區的行人

通道，以加強區內的連繫。 

● 另一方面，香港規劃師學會譚寶堯先生指出，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是一個重建

計劃，不是一個交通計劃，所以交通只是其中一個手段（means），改善居民

生活質素和環境才是目的（ends）。由於重建計劃的目的並不是改善交通，所

以能徹底改善交通問題的機會不會太高。 

●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也指出，藉著重建，公共交通是可以順便改善一

下，如停泊、總站的問題。然而，重建後入住人口會更多，環境改善了又會吸

引外面的市民進入觀塘區，就像現時 apm 就吸引了很多區外人流進入觀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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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換言之，重建計劃改善路面的使用效率，對交通一定會有好的影響，但

將來交通的需要一定比現在多。 

●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指出，雖然新發展會對交通造成影響，但市區重建局已

處理這些需求，亦將這些需求反映了在它的設計之中。不過，關以輝先生也承

認，重建不是單只為交通，也要滿足其他不同的需求，要平衡處理。而重建也

有自己的限制，就是它只能做重建範圍內的改善，範圍外的東西就不能進行規

劃。 

4.7.2 過度期間的影響 

●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指出過度期期間內，會有臨時交通安排和措施，一定會

對區內交通產生某些影響，不過只會構成短暫性不便而已。市民對這些安排也

十分理解，對臨時交通措施的滿意率達 80-90%。 

●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表示，臨時安排和措施能維持交通正常運作，對市民日常生

活也沒有產生太大影響，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強烈的反對聲音。居民的意

見，可透過不同的渠道反映，如政府熱線及咨詢會議，各相關部門都會密切監

察事態發展，因應實際情況，作出檢討和修改。 

 

4.8  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 

4.8.1 對觀塘區的交通影響 

● 整個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交通安排是盡量將主體人流送往藍田和油塘，

而車流則往將軍澳道。根據在石礦場規劃研究進行交通評估的預測，安達臣道

石礦場發展計劃與安達臣道發展計劃所產生的累積車流應不會對觀塘市中心的

交通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當然， 後還要看實際成效如何再作決定。吳劍偉

先生又指出，觀塘區議會所擔心的，主要是這兩個發展計劃會造成過量的車

流，而令觀塘區交通癱瘓。 

●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永鏗先生認為，安達臣發展區的總人口不超過八萬，數目

不算很大，估計分流後交通負荷不會很大。因為車流量不會增加太多，只要在

數個道路和路口進行改善工程，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認為，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計劃對觀塘的影響是多面的，亦

無可避免會增加往觀塘市中心的公共交通服務需求，除規劃新的公共交通服務

外，運輸會調整現有服務，儘量調配或重整使用率較低的公共交通服務應付新

的需求，以減低相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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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建議，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計劃應該參考現有附近地區（例

如：四順）的發展。因為四順在地理位置及人口，都與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有

相似的地方。四順的交通服務發展可以作發展安達臣道的參考。 

● 規劃署吳劍偉先生指出，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會帶動其他地區，藍田、秀

茂坪等都會受惠。 

4.8.2 道路交通安排 

● 規劃署吳劍偉先生指出，由於彩虹交匯處現時是沒有空間作任何改動，把車流

引入彩虹是不切實際的。由於六號幹線有龐大的交通容量，其中的將軍澳-藍

田隧道預計會為現時的將軍澳隧道提供替代路險線，以騰出將軍澳道觀塘一段

的容量，供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及安達臣道發展計劃所產生的車流使用。

基於這樣的考慮，規劃署建議將石礦場用地車輛出入口設於用地的中間與南

面，希望將車流引向將軍澳道。顧問公司用了專業的路道模式進行計算，結果

顯示，如果配合得當，這個方案是可行的。英文版的交通評估報告可以在研究

網站找到。 

● 規劃署吳劍偉先生又指出，要有效分流車流往將軍澳道，中間連接的路道容量

也必須加大以作配合。規劃署因此一共建議四項大型的道路和路口改善措施。

這些建議改善措施都進行了可行性評估，結果顯示這些措施是有效和可行的。 

● 公共交通方面，吳劍偉先生指出，計劃是主要提供接駁服務至藍田、油塘及／

或將軍澳港鐡站，相對會提供較少接駁服務至觀塘市中心，以減輕對觀塘市中

心及觀塘港鐡站在繁忙時間的交通負荷。具體安排須要配合整個社區的發展及

考慮土木工程拓展署進一步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結果和建議，現階段能夠做到的

就是在石礦場用地内預留足夠土地作公共交通總站和上落客處。 

● 香港規劃師學會譚寶堯先生呼籲，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計劃應進行更全面的諮

詢，聽取地方人士意見。 

4.8.3 行人系統 

● 規劃署吳劍偉先生指出，規劃署與區議會經過實地考察後，定了 4 條可行路

線。根據過往的做法，當局不可能同時興建四條路線的設施，只會先挑選一

條。當然每一位區議員都希望先興建的路線在他們的選區內經過，但當局的考

慮是選擇 有成效的一條。行人系統的設計現在只是一些概念，工程上的技術

細節等問題（例如：使用扶手電梯還是升降機搭），到現在還沒有定案，土木

工程拓展署會在工程可行性研究作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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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劍偉先生又指出，區議會比較喜歡扶手電梯，但因為該區坡度過高，扶手電

梯在工程技術上未必可行，因此升降機搭是較合適的選擇。規劃署曾向區議會

解釋有關計劃，但部分議員認爲路程太長，擔心未必會有很多居民使用。 

●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指出，行人系統可紓緩對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但必需有高

的使用率，才合符成本效益。吳劍偉並不擔心使用率的問題，因為行人系統途

徑秀茂坪邨、寶達邨等地，總共有十多萬人居住，行人流量肯定足夠。 

● 香港規劃師學會譚寶堯先生指出，要留意不同升降設備的輸送量和等候時間。

升降機上下走一轉可能需要數分鐘，除了等候時間長外，它的輸送量是比扶手

電梯小。 

 

4.9  區議會角色 

4.9.1 運輸署蘇鎮存先生認為，觀塘區議會在解決區內交通問題上擔當一個極重要的

角色。她能發揮協調、聯絡、資訊發放和反映問題的功能。蘇鎮存先生又指

出，區議會的角色是越來越重要。其一是區議員在連絡居民和發放消息上有優

勢，二來區議員在前線接觸居民，能第一時間反映意見給有關部門。 

4.9.2 規劃署吳劍偉先生也認為區議會角色越來越重要。 

4.9.3 市區重建局關以輝先生更指出，現時區議會某程度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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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焦點小組座談會 

 

5.1 簡介 

5.1.1 焦點小組座談會的目的是收集特定群體對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的意見，

並探討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和一帶的發展計劃與觀塘區整體交通如何協調的事

項。本研究共舉辦了三次焦點小組座談會、分別邀請三個不同界別人士參加：

(1) 區議員/社區領袖；(2) 交通運輸業界；(3)觀塘區居民代表。表 5.1 列出三次

焦點小組座談會的地點、日期、時間和組別。出席焦點小組座談會的人士名單

可參閱附件三。 

日期、時間 地點 出席人士組別 
2012 年12 月15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順利邨社區中心會議室 區議員/社區領袖 

2012 年12 月15 日 
(下午 4 時半至 6 時半) 

順利邨社區中心會議室 交通運輸業界代表 

2012 年12 月16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觀塘社區中心會議室 居民代表 

  表 5.1     三次焦點小組座談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和出席人士組別 

 

5.1.2 焦點小組座談會的討論內容主要有四項： 

● 觀塘區交通現況及存在問題 

●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交通安排 

●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交通安排 

● 觀塘區（整體、觀塘市中心、安達臣道發展）的交通問題之解決方案 

 

5.2 區議員/社區領袖意見 

5.2.1 觀塘區整體交通 

● 大部份參加者都認為觀塘區是個大區，人口多，交通繁忙是正常的事。 

● 有參加者指出觀塘區交通系統比較脆弱，容易失衡，一有事故發生便疸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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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行人系統 

● 大部份參加者都關注到行人系統的好處和重要性。 

● 有參加者指出行人系統的設計應該以人為本。 

● 有參加者指出行人系統除了包括行人道和行人天橋，還應該包括行人隧道。行

人隧道比較適合市中心之內的街道。 

● 有參加者點出了一些具體地點的行人設施需要改善：觀塘道（市中心）、鴻圖

道、偉業街、觀塘道（啟德大廈附近）、康寧道和海濱道。 

● 大部份參加者認為觀塘區周邊幾個大型屋邨（例如：秀茂坪邨）應建設扶手電

梯，把行人連接往市中心或港鐵站。有參加者指出步行時間如果在 30 分鐘之

內是可以接受。 

5.2.3 巴士 

● 有區議員認為觀塘區應該增設跨區巴士幹線，由觀塘區直達其他區，而區內巴

士線則採用循環線。 

● 有區議員認為部份巴士路線重疊（例如：89、 89B 和 89X 都是由觀塘去沙

田），可以考慮重組，也有區議員認為某些巴士路線應該實行分段收費。 

5.2.4 觀塘市中心重建 

● 大部份議員基本上對觀塘市中心重建感到滿意，並不擔心項目會引致嚴重的交

通問題或令交通情況惡化。 

5.2.5 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 

● 大部份區議員都很擔心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會引致嚴重的交通問題。 

● 有區議員認為現時安達臣道附近社區(例如：寶達邨)的交通情況已經不甚理

想，擔心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會令交通問題惡化。 

● 有區議員認為現時安達臣道附近社區的交通需求變化很大，繁忙時間很多人在

等車，非繁忙時間卻很冷清。 

● 有區議員指出現時彩虹廻旋處已十分繁忙，未能應付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所產

生的交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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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其他 

● 有區議員認為，長遠來說，政府應考慮建設港鐵支線連接觀塘周邊幾個大型屋

邨。路線可考慮：油塘 – 藍田 – 秀茂坪 – 順天 – 彩雲 – 彩虹，亦有參加者認為

此建議還須考慮技術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 

● 有區議員認為政府可考慮放寬建築物的高度限制以鼓勵建築物後退，這樣就能

騰出更多地面空間作交通安排。 

● 有區議員認為政府進行交通規劃時，應顧及和考慮附近學校的位置。 

● 有區議員認為政府應進行詳盡的車輛流量統計，根據數據進行規劃。 

● 有區議員關注私人屋苑的邨巴發展對觀塘交通的影響會愈來愈大。 

 

5.3 交通運輸業界意見 

5.3.1 觀塘區整體交通 

● 有業界代表認為，由於觀塘是個舊區，很多道路都老化，長期需要維修，例

如：協和街長期進行修路工程，令交通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 所有業界代表都表示，無論政府有任何發展計劃，他們都願意盡量配合。 

● 有業界代表認為現時政府缺乏對業界諮詢，而業界本身又不夠主動，中間存在

溝通斷層。 

● 有小巴和的士代表認為現在政府以港鐵為主，巴士為副的交通發展方向，令小

巴和的士經營困難，阻礙交通平衡發展。 

5.3.2 巴士 

● 有業界代表指出現時觀塘區太多巴士路線，而且部份路線重疊，每條巴士路線

都在路面建設巴士站，頻繁的進站、出站和停車是引致塞車的主要原因之一，

極須重組路線。 

● 巴士公司代表指如何重組路線需要廣泛諮詢才能決定。 

5.3.3 觀塘市中心重建 

● 大部份業界代表對觀塘市中心重建期間的交通安排感到滿意。 

● 有的士代表要求政府在市中心外圍街道上，開放更多禁區上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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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業界代表表示，不同交通工具都需要地方營運。由於市中心的空間有限，所

以業界須要互相溝通和協調。亦有小巴代表表示港鐵得到政府撐腰，極少和業

界商討和溝通，也不願意協調。 

5.3.4 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 

● 有小巴代表表示，政府可以考慮將順利邨的小巴線延伸往安達臣道。 

● 有業代表支持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展將人流分流往彩虹或藍田，他們還建議將

人流分流延伸往黃大仙。 

● 有小巴代表關注寶達邨現時的交通情況，擔心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令該邨的交

通問題惡化。 

● 有業界代表認為，安達臣道一帶發展計劃所規劃的道路不能太窄，讓不同種類

車輛（包括所有重、中、小型車輛）都能使用。這樣才能令交通平衡發展，也

能滿足社會不同需要。 

5.3.5 其他 

● 有小巴代表認為現在小巴經營困難，生存空間不高，原因是競爭大、利潤低，

並表示現時香港有超過 70%的小巴是在虧損中經營。 

● 有小巴代表表示，如果政府可以考慮放寬小巴的 16 座位的載客限制，以應付

將來增加的交通需求。 

● 有業界代表關注跨境巴士霸佔小巴站或的士站的問題，預計這問題會愈來愈嚴

重。 

 

5.4 居民意見 

5.4.1 觀塘區整體交通 

● 大部份居民代表都認為觀塘區人多車多，交通問題比較嚴重。 

● 大部份居民代表都認同塞車問題 嚴重地點是開源道廻旋處。 

● 有居民代表認為政府在處理在觀塘區交通問題上，缺乏全盤計劃，情況是頭痛

醫頭，腳腳痛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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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居民代表認為觀塘區的交通問題，無論時間和空間的變化都很大，政府應該

彈性處理問題。 

● 有居民代表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將油塘發展成交通樞紐，並以大本營為交通中

心，讓觀塘區交通降溫。 

● 有居民代表表示，為配合社會發展，政府可以擴闊部份街道（例如：曉光

街）。 

5.4.2 行人系統 

● 由於觀塘區地勢多山，而且觀塘區人口老化問題又比較嚴重，大部份居民代表

都希望觀塘區能盡快並大力發展連接各屋邨和市中心的行人系統。 

● 有居民代表表示，政府在進行交通規劃的時候，可以考慮以「公私合作」方式

使用私家路或在私人地方建設一些公用行人設施，例如：開放奧景路或匯景花

園連接藍田港鐵站的行人電梯。 

● 有居民代表表示，老人家行動緩慢，未必適合使用扶手電梯，但電梯塔卻可能

有等候時間太長的問題。如何取捨，須要進一步研究。 

5.4.3 巴士和港鐵 

● 有居民代表關注現時交通費用偏高，並表示區內巴士的收費一般比專線小巴

高。 

● 有居民代表表示現時觀塘區有很多巴士線重疊，而觀塘道也存在太多巴士站，

建議重組部份巴士路線。 

● 有居民代表表示，使用觀塘道的巴士線有三分一的終點站都不是觀塘區。如果

這些巴士線使用觀塘繞道，就能大大減低觀塘道負荷。 

● 有居民代表表示現時港鐵觀塘線已飽和，難以吸納進一步增加的乘客量，建議

增加跨區巴士路線。 

5.4.4 觀塘市中心重建 

● 大部份居民代表都不擔心項目認為會引致嚴重的交通問題或令交通情況惡化。 

● 有居民代表建議政府收回觀塘道油站和康寧道入口的草坪，作為建設公共交通

設施之用，配合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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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 

● 所有居民代表並沒有表達對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的憂慮。 

5.4.6 其他 

● 有居民代表建議私人商場可以多推出免費接駁巴士服務，以方便居民。 

● 有居民代表建議在牛頭角下邨建設東九龍巴士轉乘中心，減少巴士進入觀塘

區。 

● 有居民代表相信獨立發展項目（無論是觀塘市中心重建或安達臣道發展）都經

過研究，應該不會產生太大問題，但各項目累加起來的影響卻值得關注。 

● 有居民代表關注特定節日的交通安排，例如：在清明節期間，將軍澳墳埸附近

會封路，對附近居民構成不便。 

● 有居民代表表示，日後環保連接系統接駁開源道的位置，有機會成為新的塞車

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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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 

 

6.1 總體建議 

6.1.1 本研究通過現況分析、深入訪問和焦點小組座談會三方面對觀塘區的交通問題

進行多方向面探討。長期以來，觀塘區交通問題影響著觀塘區居民生活的多個

環節。雖然觀塘區的交通問題是歷史、地理、經濟、人口等多方面成因結合衍

生出來的結果，並非一時三刻或個別計劃可以解決，但政府似乎在處理在觀塘

區交通問題上，缺乏全盤計劃，情況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本研究建議政府

有關部門應就觀塘區交通進行全盤研究，找出觀塘區內的問題黑點，根據實際

情況和緩急輕重，並與區議會溝通，制訂具體長遠的解決方案和短期的應付措

施，並須定下工作時間表。 

 

6.2 開源道廻旋處 

6.2.1 開源道廻旋處可以說是觀塘區交通的「重中之重」。它位於觀塘區的交通網絡

的咽喉位置。觀塘道若出現塞車，往往是在開源道廻旋處開始，然後車龍往四

面延伸。在觀塘道東行線，車龍會慢慢延伸到牛頭角地鐵站；在觀塘道西行

線，車龍可能長達鯉魚門道，甚至藍田廻旋處。另一方面，開源道廻旋處的交

通狀況亦會影響協和街和開源道的交通流量。如果能改善開源道廻旋處的交通

情況，觀塘區整體的交通亦會得到改善。如果開源道廻旋處的交通問題處理不

好，觀塘區整體的交通亦會惡化。 

6.2.2 有關改善開源道廻旋處塞車問題的方法，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 在觀塘道行駛的巴士，有很多路線是重疊的，也有不少的路線的終點站不是觀

塘區。如果能進行巴士重組將重疊的巴士路線刪除，或重新規劃巴士行走路

線，讓那些不是以觀塘區為終點站的巴士路線不行走觀塘道，這樣不單能減少

進入開源道廻旋處的巴士數目，也能減少觀塘道兩旁的站頭數目，令觀塘道行

車更暢順。本研究建議政府和區議會應廣泛諮詢居民，並與巴士公司協商巴士

重組方案。 

● 改變行車方向能改善車流。開源道由雙向行車改為單向行車已令那裡的塞車問

題得到紓緩，証明改變車流方向是有效和值得使用。如果將協和街裕民坊一段

改成單向北行行車即開源道廻旋處左轉入協和街），便能減少進入開源道廻旋

處的汽車數目。事實上，觀塘市中心重建後，協和街裕民坊一段是單向北行行

車，本研究只是建議提早實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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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考慮在牛頭角興建轉乘中心的可能性。轉乘中心能將不以觀塘區為終點

站的交通分流出來。為鼓勵市民支持轉乘，可以考慮轉乘優惠，做法可以參考

城門隧道的巴士轉乘計劃。 

● 長遠來說，由於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將觀塘市中心的道路重新規劃一次，相信

計劃完成後，觀塘市中心的塞車問題能得到紓緩。政府部門，市民和區議會對

計劃亦充滿信心。這當然是重建計劃本身有充足資源，設計出一個水準極高的

重建方案，另一個重要是原因是重建計劃和觀塘區各界人士有充足溝通。本研

究建議重建計劃的種種利民安排應盡快落實，區議會亦應監察其進行。 

 

6.3 接駁交通工具 

6.3.1 由於觀塘區很多住宅都是依山而建，一方面距離市中心比較遠，另一方面，連

接的街道（例如：康寧道、協和街）大都是斜路或是樓梯，所以對接駁交通工

具的需求很大。然而，觀塘區有些住宅區或公共屋邨（例如：寶達邨、三

彩），一直以來，接駁的交通工具嚴重不足。在繁忙時段，居民須要花很長的

時間等車，廢時失事，情況極須改善。 

6.3.2 有關改善接駁問題的方法，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 對於道路交通流量的資料，政府一直都有收集和掌握，但這些資料應用在個別

住宅區或公共屋邨的公共交通規劃上，卻有很大的限制。本研究建議政府在觀

塘區內多個住宅區或公共屋邨進行公共交通實地調查，特別是須要瞭解在不同

時段等車人龍的數目和平均等車時間。根據這些真實數據進行規劃，如果能減

低等車時間，不單方便當地居民，對提高社會生產力也有很大幫助。 

● 隨著觀塘區周邊山上有更多居民入住， 有效解決居民交通需要的可能是「過

山地鐵支線」。路線可考慮：油塘 – 藍田 – 秀茂坪 – 順天 – 彩雲 – 彩虹。然

而，此工程十分龐大，也可能存在技術問題，亦需要龐大的資金才能完成。政

府應盡早就有關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和論証。 

● 一直以來，政府很少把私家路納入道路規劃內考慮。然而，如果能以「公私合

作」方式規劃道路，例如：開放奧景路，其成效可能事半功倍。本研究建議政

府應積極考慮這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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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觀塘區其他交通問題 

6.4.1 泊車問題 

● 泊車問題與路面交通是息息相關。現時觀塘區車輛流量大，其中一個原因可能

是泊車位不足，令不少駕車人士為尋找泊車位而不停於街道中穿梭。本研究明

白增加街道泊車位有一定困難，但可以考慮在街道旁增設標示泊車位及其數量

等資料的標誌牌，使駕駛者瞭解各道路的泊車位的分佈情況。 

● 缺乏泊車位的情況以商貿區 嚴重，以致偉業街一帶常有大量車輛違例泊車在

路邊，間接令塞車問題出現。在一般情況下，警方加強執法，票控或趕走違例

泊車者是正確做法，但由於商貿區內的情況特殊，該區大廈一般都沒有停車場

設施，但卻有上落客貨的慣性需要，嚴厲執法可能令結果悉得其反。因此，本

研究建議區議會應進行諮詢和協調，找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6.4.2 行人設施 

● 行人設施和過路系統除了令行人更安全外，還可以減少交通的需求，所以本研

究建議短期在一些人車爭路的街道加設行人過路設施和在一些多人使用的行人

天加建升降機，長遠應建設完善的無障礙行人系統。 

6.4.3 交通意外 

● 資料顯示，觀塘區有比較多交通黑點，出現致命和嚴重交通意外的機率相對其

他地區來說是比較高。由於很多時候交通意外的成因都是行人疏忽，或無故衝

出馬路引致的，所以本研究建議短期在交通黑點的街道旁加建圍欄，減少人車

接觸的機會，長遠應建設完善的行人系統將人和車進一步分隔。 

6.4.4 交通噪音 

● 相對其他交通問題，交通噪音對觀塘區居民影響較低。隨著觀塘市中心重建計

劃完成，裕民坊一帶交通噪音問題可以根本解決，但鯉魚門道一帶居民卻仍然

活在噪音中。本研究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在鯉魚門道一帶進行噪音研究，以減低

噪音對當地居民的滋擾。 

 

6.5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6.5.1 觀塘區各界人士都認為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能解決或紓緩觀塘區的一直解決不

了的交通問題， 壞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的差。然而，重建計劃要到 2021 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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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在過渡期間，會有一些臨時安排和措施來維持交通運作，這樣可能會

對市民日常生活產生一定影響，政府有關部門應密切關注情況變化。 

6.5.2 觀塘區各界人士由開始探討如何重建方向，到定下重建計劃，在諮詢和溝通上

都做得很好。各項臨時交通安排和措施，亦廣泛得到市民支援。整個過程，值

得其他發展計劃效法。 

 

6.6  安達臣道一帶的發展 

6.6.1 相對於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政府在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

計劃上，可能溝通時間尚短，與觀塘區各界人士似乎還未達成共識。此外，資

料發放亦有改進的空間。例如：政府在網上只提供英文版本的石礦場規劃研究

的交通評估報告書。本研究建議政府應立刻將中文版本的交通研究報告書上載

上網，讓公眾更有效掌握有關該計劃的資訊。 

6.6.2 另一方面，根據石礦場規劃研究的交通評估，政府有關部門認為安達臣道石礦

場發展計劃對附近地區所造成的交通影響不會太大，而建議的道路和路口改善

措施應足以應付石礦場發展計劃及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可能帶來的累積交通影

響。但觀塘區議會議員和部份居民卻認為，安達臣道這兩項發展計劃對觀塘區

交通影響甚大，甚至憂慮交通會被癱瘓，兩者的意見存在嚴重落差。究竟是前

者的科學研究出了問題還是後者杞人憂天，必需要找出答案。政府過往曾根據

科學研究進行多個交通規劃，但部份規劃的結果卻是強差人意，例如：三彩的

交通規劃一直是被人所疚病。本研究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應盡量從用家的角度了

解和分析交通問題，或者能帶出更理想的後果。 

6.6.3 雖然政府已定下分流車流和人流的方向，但具體安排如何、在什麼時間實施、

會否分階段進行等等的細節都沒有交代清楚，難免令居民對計劃產生極大疑

慮。政府如果已有計劃細節和時間表，就應主動向市民披露，如果計劃細節還

沒有定下來，就應盡快就有關問題和區議會進一步溝通。 

6.6.4 規劃署於 2013 年 2 月底公布了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 終建議發展大綱

圖，並將用地的規劃人口由原先建議的 23,000 人增至 25,000 人。不斷增加入住

人口可能會對觀塘區交通造成災難性後果。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審慎研究

安達臣道一帶發展的人口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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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深入訪問大綱 

A.   觀塘區現時的整體交通情況 

1. 你怎樣評價觀塘區現時的整體交通情況？ 
2.  現時觀塘區存在什麼的交通問題 ( 例如：塞車）？這些問題有多嚴重？原因何在？ 
3.  與前一兩年比較，觀塘區的整體交通問題是否改善/惡化？ 
4.  觀塘區有哪些交通問題黑點？ 
5. 你認為有什麼方案（PLAN）和措施（MEASURE）可以解決/緩解這些交通問題？

困難何在？ 
6. 貴部門在解決/緩解這些交通問題上，可以擔量什麼角色？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 
7. 觀塘區議會在解決/緩解這些交通問題上，可以擔量什麼角色？可以具體說明嗎？ 
8. 6 號幹線T2 主幹道能否解決/緩解這些交通問題？效用有多大？ 

 

B.   觀塘市中心重建與觀塘區交通的關係 

1. 長遠來說，你認為觀塘市中心重建能否解決/緩解觀塘區的交通問題？ 
2. 現時觀塘市中心重建正在展開，對觀塘區的交通有那些正面的影響？又有那些負面

的影響？ 
3. 你怎樣評價觀塘市中心重建現時的交通安排（例如：巴士站搬遷）？ 
4. 市民怎樣評價觀塘市中心重建現時的交通安排？ 
5. 你認為有什麼方案（PLAN）和措施（MEASURE）可以解決/緩解觀塘市中心重建

所引起的影響？困難何在？ 
6. 貴部門在解決/緩解這些影響上，可以擔量什麼角色？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 
7. 觀塘區議會在解決/緩解這些影響上，可以擔量什麼角色？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 

 

C.  安達臣道發展與觀塘區交通的關係 

1. 長遠來說，安達臣道發展對觀塘區的交通有哪些正面的影響？又有哪些負面的影

響？ 

2. 你怎樣評價安達臣道發展的交通安排？觀塘區的交通網絡怎樣才能吸收增加的人

口？ 

3. 你認為有什麼方案（PLAN）和措施（MEASURE）可以解決/緩解安達臣道發展所

引起的影響？困難何在？ 

4. 貴部門在解決/緩解這些影響上，可以擔量什麼角色？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 

5. 觀塘區議會在解決/緩解這些影響上，可以擔量什麼角色？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 

 

D.   其他 

1.  就觀塘區的交通問題，你有沒有其他補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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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深入訪問專家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被訪者 
訪問員姓名 訪問日期 

姓名 職位 機構 
蘇鎮存先生 高級運輸主任 運輸署 余曉欣小姐 27﹣11﹣2012 
羅偉旗先生 秀茂坪區交通隊主管 警務處 伍世良教授 23﹣01﹣2013 
關以輝先生 觀塘項目高級經理 市區重建局 黃俊雅小姐 22﹣11﹣2012 
傅義明先生 觀塘項目經理 市區重建局 黃俊雅小姐 22﹣11﹣2012 

馬漢毅先生 高級工程策劃經理 
發展局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黃俊雅小姐 22﹣11﹣2012 

梁嘉誼小姐 工程策劃經理 
發展局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黃俊雅小姐 22﹣11﹣2012 

陳木利先生 區域工程師／觀塘 路政署 廖浩燊先生 30﹣11﹣2012 
陳子達先生 工程師／特別事務部 土木工程拓展處 廖浩燊先生 30﹣11﹣2012 
吳劍偉先生 高級城市規劃師 規劃署 鍾浩正先生 12﹣12﹣2012 
譚寶堯先生 前會長 香港規劃師學會 鍾浩正先生 31﹣01﹣2013 
曾永鏗先生 副會長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黃俊雅小姐 25﹣01﹣2013 
楊詠浚先生 幹事 香港公共交通智庫 伍世良教授 16﹣12﹣2012 

 

 

 

 



 
《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  2013 

 

 
 

 
 

附件三 

焦點小組座談會參加者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區議員/社區領袖 

姓名 身份 

洪锦铉議員 觀塘區議員 

陳華裕議員 觀塘區議員 

張順華議員 觀塘區議員 

何啟明議員 觀塘區議員 

黃㠶風議員 觀塘區議員 

呂之明先生 中國知識學會 

陳廸遙先生 香港公共交通智庫 

楊詠浚先生 香港公共交通智庫 
 

交通運輸業界 

姓名 身份 

凌志強先生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衛錦才先生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楊匯榮先生 樂華專線小巴公司 

袁祥豐先生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劉錫禧先生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楊錦明先生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羅麗明女士 九巴代表 

卓芝明先生 小巴代表 

張友波先生 小巴代表 
 

居民/地方組織 

姓名 身份 

何鏡褔先生 裕民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關郁堂先生 康雅苑業主立案法團 

梁溢光先生 康雅苑業主立案法團 

陳國慶先生 月威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高俊羽先生 油塘居民 

薛鴻禧先生 匯景花園居民 

呂志剛先生 匯景花園居民 

廖富榮先生 匯景花園居民 

郭巧英女士 樂華互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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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工作人員名單 

 

項目主持：    伍世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 

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項目聯絡：    黃婷筠 

 

報告撰文：    伍世良 

 

深入訪問：    伍世良、黃俊雅、余曉欣、廖浩燊、鍾浩正 

 

焦點小組座談會： 伍世良、黃婷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