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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隨著近年觀塘市中心開始重建計劃，商貿經濟亦蓬勃發展，市民對區內區外

的交通需求與日俱增。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既關心本區商

業經濟發展，也重視全區長遠可持續發展及市民需要，尤其關注區內交通問題。

有見及此，專責小組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

《智慧城市的發展─改善觀塘區交通擠塞的方案》研究計劃，特別聚焦在牛頭角

至藍田鐵路站一帶之核心區域，冀能改善以觀塘鐵路站為中心的南北交通樞紐。 

 

研究報告指出觀塘核心區域中三個較為重要的交通擠塞黑點，分別為開源道

迴旋處、觀塘道裕民坊一段及觀塘工商貿區內街一帶﹔研究報告進而帶出優化行

車道路、行人通道、土地利用、交通連接、停車泊位、以及交通管理等改善方法，

以紓緩觀塘區交通擠塞問題，方便市民往返觀塘。 

 

區內人士同時表達了對觀塘區未來交通發展的建議，希望各界同心協力，謀

求紓解交通擠塞癥結的良方，使南北交通更為暢達﹔而觀塘區議會對商貿區及各

項大型社區項目積累而成的交通影響尤為關注，期望此研究報告能令有關政府部

門和機構更了解區內交通問題。 

 

最後，本人謹代表專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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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主席 

黎 樹 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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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隨著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及多項大型發展計劃陸續展開，觀塘區人口不斷增

加，區內對於交通的需求日益倍增。作為九龍東的交通運輸中心，觀塘區現存的

各種交通問題成為區內人士首要關注的項目。透過《智慧城市的發展─改善觀塘

區交通擠塞的方案》研究計劃，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期望

可藉建議的改善方案完善觀塘區內的道路網絡，以配合觀塘區的發展。 

 

此研究計劃能順利完成，全賴研究團隊—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的付出及努力。在籌備研究計劃期間，研究團隊曾進行多次諮詢會議，

本人謹代表研究及印製報告籌備工作會議感謝區內各界人士踴躍支持及提供意

見，包括觀塘民政事務專員太平紳士、本區區議員、地區委員會委員及其他地區

人士。本人亦感謝受訪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公共運輸機構，以較專業的角度

協助分析研究成果。本人更特別鳴謝觀塘區議會秘書處李蕙雯女士，為推動此研

究計劃提供了不少協助，使其順利進行。 

 

最後，本人期盼此研究計劃可帶動改善觀塘區內現存問題，並成為來年進行

同類型研究計劃的基礎。 

 

研究及印製報告籌備工作會議召集人 

陳 華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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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由於觀塘區發展多年，工商業林立，近年政府更銳意將九龍東打造成香港第二個

核心商業區，使觀塘跨區上班和居住人口不斷上升。人多車多令觀塘交通擠塞問

題嚴重，影響區內外的交通網絡。為使觀塘區可持續發展，觀塘區議會發展及重

建專責小組委託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研究改善

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和優化其連接通達》研究計劃，以智慧城市的概念來研究

改善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問題，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研究重點為牛頭角至

藍田鐵路站一帶之核心區域，期望改善以觀塘鐵路站為中心的南北交通網絡。 

研究團隊透過焦點小組座談會和深入訪談，接觸地區人士、政府部門和公共運輸

機構。本研究識別了觀塘核心區域內三個交通擠塞黑點（開源道迴旋處、觀塘道

裕民坊一段、觀塘工商貿區內街一帶），並歸納出各項交通擠塞的成因及改善方

法。由於觀塘區的交通設施不足以應付日益增加的交通需求，而同時間相關交通

配套及應用上亦未能適應觀塘區近年的轉變，導致觀塘核心區域長期交通擠塞。

本研究建議政府可考慮地區人士的意見，各部門互相協調並善用創新科技，針對

各項交通擠塞的成因，從而疏導行車道路、行人通道、土地利用、交通連接、停

車泊位、以及交通管理等，以改善觀塘區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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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 

1.1. 觀塘是香港 18 個地方行政區之一，土地面積約為 1,130 公頃。觀塘全境包

括 6 個主要分區，包括牛頭角、觀塘市中心、順利、秀茂坪、藍田及油塘

（見圖 1.1）。 

 

圖 1.1：觀塘區範圍示意圖（圖片來源：Google Map） 

1.2. 近年，觀塘的工商業及住宅的發展與時並進。隨著觀塘部分工業區已逐漸

轉型，近年區內外已開展多項社區發展計劃，包括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安達臣道公共房屋發展計劃、啟德發展區等1，改善觀塘區內的居住環境和

生活素質。道路系統網絡方面，將軍澳–藍田隧道連同 T2 主幹路和中九龍

                                                      
 
1 雖然安達臣道石礦場及啟德發展區並非位於觀塘區內，但它們與觀塘區發展有

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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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線將組成六號幹線，方便觀塘居民來往西九龍與將軍澳。 

1.3. 根據 2016 年香港人口普查，觀塘區的人口為 648,541 人，是全香港最多人

口的行政分區之一，更是住戶數目最多及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分區，對交

通及道路的需求可想而知（見表 1.1）。 

地區 人口數目 住戶數目 每平方公里人口 

沙田 659,794 219,200 9,602 

觀塘 648,541 226,500 57,530 

元朗 614,178 207,800 4,435 

東區 555,034 186,700 30,861 

葵青 520,572 174,900 22,307 

屯門 489,299 172,300 5,894 

西貢 461,864 147,900 3,563 

黃大仙 425,235 145,600 45,711 

九龍城 418,732 140,000 41,802 

深水埗 405,869 146,900 43,381 

油尖旺 342,970 126,400 49,046 

荃灣 318,916 109,200 5,149 

北區 315,270 106,500 2,310 

大埔 303,926 99,200 2,233 

南區 274,994 84,900 7,080 

中西區 243,266 84,700 19,391 

灣仔 180,123 65,300 17,137 

離島 156,801 54,900 886 

總計 7,335,384 2,498,900 6,777 

表 1.1：香港各區人口統計 

（資料來源：2016 年人口普查及 2016 年區議會分區主要統計數字） 

1.4. 由於觀塘區人口稠密，加上近年觀塘商貿區的發展，令跨區上班人士數目

上升，加重區內外的交通需求。而且，主要道路經常擠塞、人車爭路、公

共運輸工具路線設計冗贅、部分街道違例停泊問題嚴重，令交通情況更形

複雜和龐大。有區內人士指出，目前觀塘區的交通系統和規劃必需與時並

進，以滿足區內工商業及居民的需要。 

1.5. 觀塘區佔地大，而且區內交通問題紛雜。為避免慨括回應問題，觀塘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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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進行《研究改善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

和優化其連接通達》研究計劃，鎖定核心區域與連接通達為研究範圍，了

解地區人士、政府部門和公共運輸機構的看法和改善建議。 

觀塘核心區域，指牛頭角至藍田鐵路站一帶；連接通達，指以觀塘鐵路

站為中心基礎，進而探討如何完善觀塘區內南北交通網絡。 

1.6. 本研究可以視為 2013 年《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的延續。為了方便

比較和參考，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與《觀塘區交通發展及改善方案》有部

份共通的地方。此外，本研究亦加入智慧城市的概念，期望利用創新及科

技，以提供疏導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問題的方法，並提升道路系統的管

理效能和改善居民生活質素，使觀塘區能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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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 

2.1. 本研究主要以焦點小組座談會及深入訪談的方式來收集各持份者意見，以

了解觀塘區現況、交通擠塞黑點及成因、以及改善問題的方法。各研究方

法將在下文獨立分述。研究小組在舉行焦點小組和訪問持份者前，首先搜

集和回顧相關文獻、報告及作初步了解觀塘區交通現況與問題。在初步整

理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的意見後，本研究團隊亦曾到核心區域的主要交通

擠塞黑點進行實地考察，為擬定焦點小組座談會和深入訪談的討論問題提

供參考。 

焦點小組座談會 

2.2. 焦點小組座談會是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常用搜集資料的方法，

常用於社會學、社會工作學、政治學、市場學等研究領域。在應用層面上，

政府、商界和諮詢機構亦常以此來廣泛收集意見，以評估市民對計劃或政

策的接受程度及其可行性。 

2.3. 本研究一共舉行了兩組焦點小組座談會，分別為觀塘區議員及公眾，並邀

請地區人士就觀塘區核心區域的交通問題發表意見（見表 2.1）。每組有大

約二十名參加者參與大約兩小時的訪談。兩組焦點小組座談會的過程會被

錄音。由研究小組組員主持討論，主持人不會發表意見，只以互動方式促

使參加者就觀塘區核心區域的交通問題自由發言、分享和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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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找出地區人士所理解的交通黑點、成因及改善建議，並以此為擬定訪問政

府部門代表的問題參考。 

深入訪談 

2.4. 深入訪談也是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常用搜集資料的方法。通

過邀請相關持分者進行深入訪談，研究者嘗試從受訪者的經驗陳述，以了

解他們如何回應觀塘區交通問題的成因、影響與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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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研究邀請了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來進行深入訪談（見表 2.1）2。每場深

入訪談大約兩小時，在得到受訪者同意後，整個訪談過程會被錄音，其後

本研究會對訪問內容進行整理和分類。除了就觀塘核心區域多個交通問題

尋找解決方法外，本研究亦進一步探討如何完善觀塘區內南北交通網絡。 

  

                                                      
 
2 部分受訪政府部門和機構選擇以書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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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性質 地點 參加者／受訪者 

2017 年 11 月 22 日 

(下午 2 時 30 

至 3 時 30 分) 

焦點小組 

座談會 

觀塘區議會 

秘書處 
觀塘區區議員 

2017 年 12 月 7 日 

(下午 2 時 30 分 

至 4 時 30 分) 

深入訪談 
運輸署市區辦事處 

（九龍區） 
運輸署代表 

2017 年 12 月 13 日 

(下午 2 時 30 分 

至 5 時) 

焦點小組 

座談會 
觀塘社區服務中心 觀塘區居民 

2017 年 12 月 18 日 

(下午 2 時 30 分 

至 4 時 30 分) 

深入訪談 
市區重建局 

總辦事處 
市區重建局代表 

2017 年 12 月 20 日 

(上午 10 時 

至 11 時 45 分) 

深入訪談 
土木工程拓展署 

新界東拓展處 

土木工程拓展署 

代表 

2018 年 1 月 12 日 
深入訪談 

（書面回覆） 
── 警務處代表 

2018 年 1 月 15 日 
深入訪談 

（書面回覆） 
──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代表 

2018 年 2 月 14 日 
深入訪談 

（書面回覆） 
──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代表 

表 2.1：各焦點小組座談會及深入訪談的進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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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觀塘區現況 

3.1. 觀塘區的早期交通主要以渡輪為主，其中觀塘與港島的渡海小輪航線在

1964 年 8 月首航，主要來往筲箕灣、鯉魚門、茶果嶺與觀塘等地，由六艘

雙層和單層小輪行走。 

3.2. 陸路交通方面，觀塘與九龍市區在六十年代以前的主要幹線以牛頭角道為

主，但由於發展的需要，觀塘道幹線在 1961 至 1962 年建成，及後更有藍

田及東隧的道路網、藍田交匯處等相繼通車。而觀塘繞道（又稱觀塘支路）

於 1991 年 6 月 26 日正式通車，更是香港道路幹線的重要部份，連接東區

海底隧道（1989 年通車）、將軍澳隧道（1990 年通車）與鯉魚門道的觀塘

交匯處及大老山隧道鑽石山出口等。 

3.3. 鐵路交通方面，觀塘區的地下鐵路於 1975 年正式動工，1979 年港鐵觀塘

線通車，及至 1989 年，東區海底隧道的通行及藍田等車站亦相繼投入服

務，令觀塘交通的發展更趨完善。然而，隨著市區發展，觀塘區人口已激

增至接近七十萬，交通擠塞、人車爭路、違例泊車等情況相繼出現，與觀

塘區道路網絡關係密切。 

觀塘區道路網絡 

主要道路交通流量 

3.4. 觀塘區是連接西九龍和將軍澳的必經之路。根據運輸署 2012-2016 年交通

統計年報（The Annual Traffic Census 2012-2016），在過去 5 年，將軍澳隧

道車輛流量增幅最高，每年增幅達 2.26%。這可能由於近年將軍澳一帶新

市鎮急速發展的緣故。觀塘道整體車輛流量有下降趨勢，這可能因為部分

車輛避免駛入觀塘市內，轉而使用觀塘繞道作為主要東西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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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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79,660 92,940 70,720 55,767 83,322 

2013 78,070 97,200 72,104 55,895 85,194 

2014 76,830 99,000 73,035 57,044 86,954 

2015 75,340 97,350 75,469 59,480 89,554 

2016 75,660 96,730 75,767 59,209 91,107 

平均 77,112 96,644 73,419 57,479 87,226 

年增長率

(%) 
-1.28% 1.00% 1.74% 1.51% 2.26% 

表 3.1：觀塘主要道路平均每天車輛流量（2012–2016）（資料來源：運輸署） 

主要街道交通流量 

3.5. 根據運輸署 2012-2016 年交通統計年報，在過去 5 年，協和街、康寧道、

牛頭角道和鯉魚門道的車輛流量有回落的趨勢，這可能是由於重建區正在

改道，影響駕駛者的行車選擇。然而協和街的車輛流量則有上升趨勢，這

可能是周邊地區有大型屋苑相繼落成和入伙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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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640 18,740 15,130 34,460 27,510 

2013 20,460 19,520 14,080 31,960 28,620 

2014 20,080 15,420 13,950 31,140 27,820 

2015 20,060 15,920 13,740 31,120 27,930 

2016 21,770 15,710 13,810 30,630 27,340 

平均 20,602 17,062 14,142 31,862 27,844 

年增長率

(%) 
1.34% -4.31% -2.26% -2.90% -0.15% 

表 3.2：觀塘主要街道平均每天車輛流量（2012-2016）（資料來源：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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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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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根據 2016 年香港便覽統計數字，全港現時有超過 500 條巴士路線和超過 

350 條專線小巴。觀塘區地理位置優越，加上近年大力發展成第二個核心

商業區，使之大量巴士及專線小巴途經觀塘區或以觀塘區作為終點站，所

以在上下班繁忙時間擠塞問題更趨嚴重。在「2017/2018 觀塘區巴士路線計

劃」，運輸署建議優化巴士路線網絡，例如增加班次、制定巴士轉乘計劃等

改善服務；另一方面，亦建議縮減部分班次、取消或合併路線、縮短路線

等，以疏導巴士造成擠塞問題。 

3.8. 現時鐵路每天載客量佔公共交通乘客量約四成，是香港客運系統的骨幹。

2013 年的施政報告指，政府會持續發展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系統，以疏導

大量人流及紓緩道路擠塞問題，這也可改善環保，有助社區可持續發展。

政府繼而在 2014 年發表「鐵路及發展策略研究」，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系

統來促進經濟發展。觀塘線是集體運輸系統其中一條歷史最悠久的路線，

發展成熟。觀塘線未來將相連東九龍路線、沙中線亦連接啟德發展區。各

條鐵路路線的乘客能互相轉乘，也帶動了觀塘周邊地區的發展潛力。 

觀塘區未來交通發展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3.9.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是市區重建局歷來最大規模的重建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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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分為觀塘市中心「主

地盤」和「月華街地盤」（見圖 4.1）。項目總樓面面積 401,250 平方米（住

宅單位 2,298 個），商業樓面面積 209,640 平方米，政府／團體／社區設施

總樓面面積 14,300 平方米，休憩用地面積多於 9,348 平方米。觀塘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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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劃一共包括 5 個發展區，第 1 發展區(DA1)已於 2014 年 7 月竣工；

預計在 2021 年完成第 2 及第 3 發展區(DAs 2&3)內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及小

販市集；第 4 及第 5 發展區(DAs 4&5)暫定於 2026 年完工。 

 

圖 4.1：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主地盤」（圖片來源：市區重建局） 

3.10. 為疏導巴士停站所造成的擠塞問題，重建計劃預計在主要幹線觀塘道新增

巴士行車線，並將於 2026 年完成移後建築界線(set back)工程，預計巴士停

車處由 70 米延長至 120 米，吸納較多巴士能提早進入行車隧道(underpass)，

以紓緩路面擠塞問題。重建區周邊道路的車流方式亦會改變成單向反時鐘

（即車輛如果從觀塘道東行線進入市中心，只能在開源道迴旋處左轉入協和

街，然後經物華街，再由康寧道離開）。透過改善重建區車輛出入口，以重

整道路網絡及紓緩擠塞。另外，重建區亦會興建和優化多條行人走廊，加

強重建區與周邊社區的連繫，以及紓緩地面交通的負擔。 

中九龍幹線 

3.11. 中九龍幹線的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已在 2010 年年底完成，期望 2018 年展

開工程及預計在 2025 至 2026 年完成（見圖 4.2）。幹線連接九龍東西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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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公路，幹線東面的啟德交匯處將連接九龍灣、觀塘、和啟德發展區，

方便車輛往來這些地區及西九龍，並為「起動九龍東」計劃提供交通配套。

中九龍幹線將會與在啟德發展區興建的 T2 主幹路，以及將軍澳-藍田隧道

組成全長 12.5 公里的六號幹線，直接連繫西九龍和將軍澳，以加強各區策

略性道路網的連繫。 

 

圖 4.2：中九龍幹線覆蓋地區（圖片來源：路政署） 

東九龍鐵路線 

3.12. 政府在《鐵路及發展策略 2014》研究中，建議發展東九龍線（初步建議 2019

年動工，2025 年完成），以鑽石山（南）作起點，途經彩雲、順天、秀茂

坪，到達將軍澳寶達，後以寶琳作終點，期望配合起動九龍東發展、安達

臣道公共房屋發展計劃、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等對集體運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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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東九龍線覆蓋範圍（圖片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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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通擠塞黑點及成因 

4.1. 觀塘區前身是工業區，於三十多年前設計道路時，其設計標準大多只為應

付工業區的需求，並無預計龐大的交通流量。若干年後，因應工業活動減

少，許多舊工廠開始改建成大型商場及商業大廈，為觀塘區帶來大量新增

的交通流量。另一方面，近年觀塘的住宅區，特別是山上安達臣道一帶，

有大批屋苑相繼落成，亦加重了觀塘區的交通負荷。加上觀塘作為一個舊

工業區，在交通規劃上未能完全貼近現時的急速發展，所以觀塘區的交通

擠塞程度頗為嚴重。本研究通過多場焦點小組座談會及深入訪問，總結出

觀塘區各個較嚴重的交通擠塞黑點及其主要成因。 

交通擠塞黑點 

4.2. 研究中受訪者指出觀塘區有為數不少的擠塞黑點，當中包括各港鐵站附近

路段、九龍灣往彩虹道方向、龍翔道交匯處、將軍澳隧道一帶等均有嚴重

的擠塞問題。根據受訪者提供的資料，觀塘區內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頻繁，

阻礙交通。現時商貿區的人流量不斷增加，私家車的數量亦相應提升，引

致鴻圖道一帶經常擠塞，一旦發生交通意外情況則更惡劣。另外，在成業

街、巧明街一帶路旁上落客貨次數頻密，停車及等候車輛不時妨礙其他車

輛行駛，經常導致嚴重的交通擠塞。基業街一帶亦因為旅遊巴停車等候，

不時阻塞其他車輛通行。觀塘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旅遊巴違例泊車及等候

的情況亦隨處可見，造成堵塞。但普遍受訪者認為，觀塘區內最嚴重的交

通擠塞黑點有三個，分別為開源道迴旋處、觀塘道裕民坊一段、以及觀塘

區工商貿區的一帶內街（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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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觀塘區交通擠塞黑點示意圖（圖片來源：Google Map） 

開源道迴旋處 

4.3. 不少受訪者指出，多年以來開源道迴旋處除了凌晨及晚上七點至八點比較

暢順外，大部分時間都是非常擠塞。在早上的繁忙時間，車龍更可遠達協

和街一帶，令相關地區亦連帶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問題。根據實地觀察，

從協和街進入開源道迴旋處的車輛數目不多，間中每數秒會有一至兩架車駛

入，因此經常阻礙其他車輛駛入開源道迴旋處，車龍延伸至附近街道。 

觀塘道裕民坊一段 

4.4. 不少受訪者亦指出，觀塘道東西行線十分繁忙，特別是裕民坊一段。就交

通流量而言，上班時間以西行線至旺角方向較為嚴重，而下班時間則以東

行線至油塘方向較為擠塞。當中，裕民坊是大部分交通路線必須經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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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路段，例如前往秀茂坪、樂華區等的小巴、巴士路線都要經過裕民坊。 

觀塘工商貿區的一帶內街 

4.5. 最後，不少受訪者指出，在工商貿區平均擠塞時間可達半小時甚至更長，

對駕駛者造成極大不便，當中偉業街、成業街、鴻圖道、巧明街、駿業街、

基業街一帶等的情況最為嚴重。雖然工商貿區內街一帶的擠塞範圍一般不

會影響觀塘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但不少受訪者指內街一帶的擠塞不時會影

響到其他區域，甚至可遠至茶果嶺一帶。 

交通擠塞成因 

4.6. 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觀塘區的交通擠塞問題一直存在，其成因主要可以分

為硬件及軟件兩方面。硬件主要指觀塘區的交通設施不足以應付日益增加

的交通需求，而軟件則指相關配套及應用上的問題。 

硬件方面 

4.7. 普遍來說，觀塘區交通擠塞的硬件問題主要有兩大因素，包括交通需求急

升、以及交通設施不足。交通擠塞的主要成因之一是人口急升，觀塘區人

口在近年不斷增加，而増加的人口會帶來新的交通需求。根據香港二零一

六年的户口統計，觀塘區是有近六十五萬人口的高密度大社區，交通需求

量頗大。而觀塘區乃是舊區，道路狹窄且九曲十三彎，不易改善以迎合人

口增長及商貿發展，容易構成嚴重的路面擠塞。雖然曾經有不少改良道路

的建議，但大多難以改建或需費甚鉅，故從成本效益對比是較為偏低，以

致區內的道路設施未能與人口同步增長。再者，觀塘區有很多道路是由市

中心向外發展，部分更是長斜路，變相令觀塘市中心港鐵站的可達度不足，

山上居民通常要轉乘其他汽車才能到步，加重了路面交通負荷。 

4.8. 根據運輸署估計，觀塘區每日平均產生近一百萬次交通行程，其中最主要

是住所往返不同種類的目的地（例如工作和上學）。根據二零一六年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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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觀塘區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有 336,900（全港排行第二），而全日

制學生人口有 101,800（全港排行第二）。另外，觀塘區內不同的地方均有

新房屋落成。近年位於山上的安達臣區，由於有新的房屋發展項目，人口

進一步上升，例如安達臣道公共房屋發展計劃新建成的屋邨，人口增加多

達四萬八千人（見表 4.1），同時，安達臣道石礦場計劃中新建的住宅亦將

新增約二萬五千人，他們均要依賴觀塘的道路前往其他地區。單計兩個半

山地區新增人口總共多達七萬以上，在此淨增長的情況下，公共交通服務

的需求大增，嚴重增加公共運輸系統的壓力，而居民每天亦需要花大量的

時間在交通上，影響生活質素。 

屋邨名稱 入伙年份 樓宇座數 單位數目 人口 

安達邨 2016 年 11 9,400 23,500 

安泰邨* 2017-2018 年 11 8,561 25,097 

表 4.1：安達臣區新建成的屋邨資料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網頁、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 

註：因安泰邨部分座數仍未入伙，有關數字為設計估算。 

4.9. 除此之外，觀塘核心區域是一個工商混合的區域，不同目的及不同類型的

行人與車輛都會在不同時間進出及使用這個區域的道路，令交通流量增

加，導致區內交通網絡無法承受。另外，觀塘正在發展商貿區，使跨區上

班人數上升，不少來自觀塘以外的市民前來商業中心上班、購物、娛樂等，

但無論行人或行車路面的闊度都未有隨之提升，以致未能有效地疏通交通

擠塞的問題。 

4.10. 另一方面，區內大部分的舊式大廈並不設停車場或離街（off-street）的上落

貨區，故此車輛只能在路旁進行上落貨活動。除了新建商廈有較多車位外，

改裝工廈都只是改裝地面層的卸貨區以供私家車泊車，難以按政府地積比

率相應增加車位3。這間接令部分司機貪圖方便將車輛停泊於路邊，引致有

                                                      
 
3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辦公室與商業大廈所要求的泊車位數目較工業

大廈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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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車輛被逼｢雙行停車｣，加上大量商業活動如｢汽車服務｣及｢餐飲服務｣

在區內進行4，變相使區內交通流量降低（見圖 4.2）。即使當警務人員執行

交通管制時，司機往往會將車駛走、在區內兜圈或駛往區內其他地方，待

警務人員離開後又駛回原處。現在觀塘轉型發展商貿、旅遊等，帶來更多

旅遊巴堵塞原先貨車停泊上落貨的位置。同時，觀塘區的公共交通及道路

安排十分混亂，一直以來沒有一個完善的公共交通交匯處去容納巴士、小

巴、的士、甚至旅遊巴等候及上落乘客，變相消失一條行車道。而現時觀

塘碼頭一帶更充斥著物流業及私家車，車輛隨處停泊，令擠塞問題更為惡

化。 

 

圖 4.2：成業街因停泊或上落貨只剩單線行車（圖片來源：Google Map） 

軟件方面 

4.11. 觀塘區交通擠塞的軟件問題可分為交通配套、以及人為因素等。不少受訪

者指出部份道路使用者未有遵守交通規例，阻礙交通。例如淘大花園前往

                                                      
 
4 ｢汽車服務｣在地面舖位提供維修，車輛潔淨和護理服務等，誘使大量車輛停靠

路旁。｢餐飲服務｣在地面舖位營業，方便了市民用餐但同時也促使車輛停泊在店

舖外或附近，佔用了區內上落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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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道方向常有駕駛者切線，開源道原本為三線行車，但卻經常變為四線

行車，對於駕駛者來說危險性極高，容易發生交通意外（見圖 4.3）。加上

在現時的法例下，違例泊車的罰款較低，阻嚇力不足，駕駛者往往不甚理

會。 

 

圖 4.2：開源道由三線行車變為四線行車（圖片來源：Google Map） 

4.12. 另一方面，區內供貨車上落貨的地點不敷應用，商場停車場大多需要繞幾

條路才可到達，部分私人地方更不允許其他人及車輛進入，所以最方便的

貨車搬運貨物地點就在路旁。同時有意見指在現行法例的監管，每一幢大

廈都有規定的用途比例，例如個別大型商場有規定貨車停車場的面積和高

度限制，以致許多貨車未能在商場停泊或需要較多的時間等候，令司機寧

願冒險違泊也不願停泊在商場裡。雖然違例停泊定額罰款將會增加，但增

幅卻遠遠追不上停車場的收費，變相令罰款失去對違泊行為的阻嚇性。 

4.13. 此外，資料顯示觀塘道一帶有大量的巴士線及巴士站，單是裕民坊附近一

段活躍的巴士或小巴路線已超過 50 條，例如 1A 和 215X 等為非常繁忙的

巴士線。在現時的規劃下，大部分巴士站分佈在港鐵站附近的 400 米以內，

由於個別巴士站停靠的巴士太多，在繁忙時間時不少本可進入行車隧道的

巴士及其他車輛仍需等候「埋站」（見圖 4.3）。另外，部分路段巴士站過多，

例如在啟業村附近的油站一帶，在短短的路程中，同時有兩至三個巴士站

上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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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牛頭角站至觀塘站一段觀塘道東行線的巴士站分布 

（圖片來源：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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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善問題的方法 

5.1. 就前章所整合的問題，本研究通過焦點小組座談會及深入訪問，總結出不

同的解決方法。有關改善觀塘區交通擠塞問題，主要有以下措施：改善行

車道路、改善行人通道、土地利用再規劃、交通連接規劃、改善停車泊位、

以及改善交通管理。 

改善行車道路 

5.2. 觀塘區交通擠塞問題的主要成因，是由於車輛數量遠遠超過區內道路所能

承受的，所以改善觀塘區行車道路是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短期而言，改

變行車方向有助改善車流，例如開源道由雙向行車改為單向行車已經能有

效地紓緩塞車問題。因此，可考慮將協和街裕民坊一段改成單向北行，即

車輛在開源道迴旋處左轉入協和街，減少進入開源道迴旋處的汽車數目，

或在開源道迴旋處入口增設交通燈位或安排執法人員指揮交通，以集結一

定數目的車輛才放行以疏導繁忙時段的車龍，但有關的安排將影響迴旋處

本身的設計，有機會把擠塞轉移至其他路段。另外，有意見指出在觀塘道

連接鯉魚門道一段，車輛行走在左一、二線會左轉上山，行走在右一、二

線則會向右轉，但經常有駕駛者在中間三條行車線等候轉線，阻塞及後的

車輛前行。因此，可考慮在左二、三線中間及右二、三線中間加屏障分隔，

同時使用告示牌通知駕駛者，以確保中間三條行車線暢通無阻。 

5.3. 此外，小型道路工程是一種可取的短期方式，有效處理不合時宜的行車道

路。當中有意見指出，可考慮在偉業街以外海濱道一帶加建多一條行車道，

以分流進出旺角、尖沙咀的車流，特別是以往經觀塘道前往九龍的巴士。

南北交通方面，由於現時裕民坊一帶車流極多，所以可考慮將某部分的小

巴路線設於瑞和街，讓小巴可以停泊於車流較少的雲漢街。 

5.4. 在長期方面，政府在現階段正規劃並將另設新路線，讓駕駛者可以選擇其

他相對較通暢的道路前往各區。未來政府將有多項計劃，讓其他區的副幹

線分流，例如「藍田-將軍澳線」將於 2021 年完工，以分流將軍澳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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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至 2025 年時也會有 T2（中九龍）幹線、六號幹線和東九龍鐵路等

基建完成，屆時可以由觀塘區直達中九龍一帶，有效使交通流量從新分配。

因此為配合各大型工程，觀塘區有需要加建和調整路口，以紓緩主要幹道，

特別是觀塘道一帶的嚴重擠塞問題。 

改善行人通道 

5.5. 除改善行車道路以外，改善行人通道亦是改善觀塘區交通擠塞問題的重要

一環。現時不論是觀塘區的居民或是於觀塘區工作的市民都需要到觀塘市

中心轉乘地下鐵或巴士，不過因為等車或擠塞問題，帶來極大的不便。為

此，短期而言可考慮優化觀塘道一帶的行人道，例如改善公用設施、植樹

等，以吸引市民於不同街道步行，甚至可考慮於個別區域設立行人專用通

道，分開行人和車輛。 

5.6. 長遠而言，可考慮參考荃灣的例子，通過行人天橋，接駁港鐵站及其他設

施，建立高架行人網絡，套用於鯉魚門道和麗港城一帶、海濱區域至鴻圖

道一帶等，減輕地面的交通壓力。另一方面，有受訪者指出中環半山的連

接通道與觀塘區與山上連接的計劃相似，但觀塘最高點的寶達邨至觀塘港

鐵站水平距離達 2 公里，居民步行下山可能需要半小時之多，再前往海濱

區則需時更長，加上目前已經有將軍澳道、清水灣道等行車路線，令步行

的動機減少。不過，基於這些位置有很多中小學，學生或居民在繁忙時段

需花較長時間候車，所以增設其他行人道輔助設施，例如升降機塔等，可

以有效減少路面交通的需求。但在相關的設計上，因為觀塘是一個舊工業

區，道路狹窄且空間不足，特別是開源道一帶樓宇密度高，不宜興建架空

天橋，部分設計也未能符合消防通道和系統要求，所以於觀塘核心區域興

建架空天橋的困難相對較大。此外，架空天橋需要興建橋墩，在橋墩或天

橋連接位置街道兩旁的居民和商戶可能會基於自己的利益而反對。因此，

可考慮由政府提供補貼，鼓勵業主參與配合，但擔心此舉有機會被認為向

商界輸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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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再規劃 

5.7. 土地利用再規劃方面，啟德一帶用地已荒廢一段頗長時間，或可短期再規

劃作道路使用，例如由啟德直通馬頭圍、九龍城直通啟朗、啟晴一帶，有

助減輕其他路段的交通壓力。不過，相關地段現正進行一連串的路線重新

規劃、調整和改道工程。而土地利用再規劃必須同時考慮其承載能力，現

代居住環境既要考慮綠化，又要考慮通風系統、消防和景觀因素，所以啟

德發展區可發展的部分已所餘無幾。 

5.8. 在各持份者協調溝通方面，現時各公共運輸營辦商並不屬於觀塘區運輸及

交通委員會常設委員，如遇問題才邀請出席。事實上，改善交通擠塞的問

題極需各持份者參與協商，共同提出意見及解決困難。因此可考慮適時將

委員會提升為專責小組，並邀請公共運輸營辦商成為常設委員，共同協力

改善交通擠塞的問題。 

5.9. 長期方面，觀塘重建計劃的重建區一共分為五區，合共超過 5 公頃，為康

寧道、物華街、協和街和觀塘道四形圍繞的區域。第一區為月華街附近；

第二、三區為四棟住宅；第四區為辦公室和酒店，預計 2026 年完成；第五

區為商場、政府辦事處和社區設施用途，這區因多非法佔用土地，因此在

收地磋商方面較為困難，影響重建工程。各重建區開始陸續完成，當中包

括第一區已完成的接駁天橋、相關改善車輛出入道路的設計等，而其他區

域亦會有接駁天橋、隧道的設計。但是相關設計必然會影響到現有建築，

特別是連接港鐵站的接駁天橋因涉及站內設計（例如移除部分商店）需要

港鐵公司配合，可能需要以其他形式交換空間。另外，基於早年的規劃未

完善而只能着手改良設施，現時很多的巴士站頭設於路面，於重建時可考

慮同時設立新公共交通交滙處，或於路旁預留巴士停車處位置，同時可考

慮通過減少相關設施內的停泊車位數量來同時容納更多路線，以提升道路

管理效能，減少交通擠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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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連接規劃 

5.10. 觀塘區的交通不單是區內的行車數量，亦是與區外的地區如將軍澳區等的

連接，以及一些副幹線，包括清水灣及將軍澳。至於山上的區域，例如寶

達村、彩雲和秀茂坪等地段，亦需要小巴和巴士等公共運輸工具連接。有

關的交通流量往往是觀塘區交通擠塞其中的一個主因。 

5.11. 提高巴士、小巴等公共交通的道路使用效率是一較靈活的短期方案，因為

公共交通的佔用路面比率低，道路使用的效率卻遠比私家車、的士等為高。

有意見認為可以跟巴士、小巴公司接洽，推出月票計劃讓市民因著優惠而

選擇交通工具及路線，提高公共交通的效率﹔同時亦可改進其設施，例如

設立候車時間表等，以改善整體乘客的候車環境，乘客可更方便舒適地使

用其服務。另外，如果能夠重組現時的巴士路線，將重疊的路線刪除，或

重新調整巴士行走的路線，將部份巴士在交通擠塞的道路分流到車流較少

的街道，及將非以觀塘區為終點站的巴士路線改為不經觀塘道行走。這樣

也能減少巴士進入交通擠塞黑點如觀塘道、開源道迴旋處等，減少觀塘道

兩旁的巴士站數目，可以令觀塘道一帶的行車更暢順。 

5.12. 另外，針對個別地區的擠塞問題，可考慮將使用率低的巴士路線改道到其

他相對比較少車流的地區、減少區內巴士總站數目及以循環線取代、撤走

部分甚少使用或人流少的巴士站、或是直接合併部分路線相似而且使用率

低的路線。不過資料顯示，過往政府曾經試行此方法，但卻收到市民的反

對，他們期望有多條巴士路線選擇。再者，市民希望可以「點對點」到達

這些地區，因此要改變市民的出行習慣，仍然有待探討。而巴士、小巴的

規劃中，提供不變的服務（包括固定路線和班次）最為理想，合併成一條

路線或會對市民造成不便。另一方面，巴士路線站數的多寡是決定巴士車

資的其中一個因素。如果巴士站數減少，有機會為巴士公司帶來經濟損失，

因此影響減少站數的意欲。 

5.13. 另一能較快收效的短期改善方法，是建議於觀塘道等主要幹道設立類似接

駁港鐵站的轉乘巴士，供乘客於進入觀塘區後統一轉乘，這樣可大大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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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道等主要幹道的公共交通佔用量。不過這方法各有好壞，除了巴士公

司會考慮營運效益之外，如果要改變現有的路線，必須要有成熟的配套。

事實上，因為市民的出行模式會因巴士轉乘的改動而改變，市民亦可能會

憂慮要多次轉車或者在車站排長龍才可以到達目的地。因此探討這方案必

須交由持分者去取捨，選擇保留「點對點」的方便但要承擔交通擠塞的不

便，還是利用較暢通的轉乘服務但要承受轉乘的不便。 

5.14. 事實上，現有巴士轉乘計劃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交通擠塞。例如現時

的 16M 可以前往相鄰的港鐵站，市民可以轉乘其他路線前往目的地，包括

新界、九龍西一帶等。有見及此，為了更有效地運用巴士資源，可考慮在

觀塘商貿區及其周邊區域尋找合適的地點增加轉乘設施的可行性，甚至考

慮使用海上交通，利用觀塘碼頭將部分乘客分流到目的地，並詳細考慮行

人和車輛流量，視乎實際地理和技術上的限制，研究轉乘設施的位置對其

他鄰近地區的影響和配合，令各持份者都得到較大的實際效益。 

5.15. 在共享資訊方面，現時觀塘的公共交通路線繁多，使用智能系統確實可以

方便需要使用公共交通往返觀塘區的市民，若能利用科技提供到站班次，

預定時間等，則有利於實行轉乘計劃。但現時未有統一的智能系統整理及

發放各公共運輸營辦商的資訊，如果政府可以促進各交通工具的合作，讓

各公共運輸營辦商共享資訊，合力設計一個通用的應用程式，將可方便市

民選擇路線，提升效益。 

5.16. 長期方面，較具爭議的是鋪設鐵路，以減低未來安達臣道一帶發展帶來的

交通擠塞問題，但資料顯示如果市民多數只會在上、下班時間使用鐵路的

話，可能成本效益不高，加上鐵路的訊號系統、機電工程的造價不菲，而

目前觀塘區並沒有路面空間鋪設鐵路，這令有關鐵路必須以造價更高的架

空鐵路方式興建。過去相關建議雖然獲得一般市民支持，但其他持份者卻

仍有所保留，令這計劃遲遲未能落實。但鐵路佔用路面比率較低，可減輕

路面交通的負荷，而且此舉同時有助紓緩其他路段的交通擠塞，有關間接

成效遠較其直接回報為高，所以在長遠交通政策上，應多鼓勵利用鐵路。 



智慧城市的發展 - 改善觀塘區交通擠塞的方案 

- 26 - 

改善停車泊位 

5.17. 觀塘區另一重點問題是停車泊位或上落貨區不足。短期方面，調整泊車費

可有助充份利用車位，例如街邊的公共泊車位收費與停車場的泊車費相差

甚遠，導致部分駕駛者在道路上徘徊以找尋廉價的公共泊車位，加劇交通

擠塞的情況。而部分工業區的公共泊車位更被長期佔用為貨物上落區，因

此比較可行的措施是設立停車費用遞增制或調整停車費用，例如在繁忙時

段街道的停車費相等於私人停車場的泊車費，以減少駕車人士在街上流連

尋找較便宜的泊車位，並配合智能收費系統，使駕車人士不能長期佔用公

共道邊車位，增加流通性。另外。在非繁忙時段，可讓區內貨車在不阻塞

的道路的情況下停泊，甚或減少收費。 

5.18. 另外，有意見指現時工業式微，短期而言可利用荒廢的工業區地段增設停

車場，或放寬限制讓工廈設立停車位置，以減輕車位不足引致的擠塞問題。

另一方面，可考慮容許與已買車位的車主洽商於個別時間出讓車位，例如

只在晚上時段租用，以增加車位的收入及解決個別時間泊車位不足的問

題。不過，有意見亦指出現時因工業活動轉型，進出的大型貨車已經大幅

減少，反而小型客貨車比較多，所以長遠而言應集中提供層架式停車場，

並預留位置供搬運貨物，或重建大廈以作停車場之用，及放寬地積比率來

增加車位數目。有意見指將現時的污水處理廠搬遷作為泊車用途亦是可以

實行的方案之一。另一方面，可考慮參考美國興建或將部分荒廢的停車場

改建成層架式停車場，作 5 至 10 年營銷規劃，既減少空置，又可減低路面

使用量，並採用機械新技術泊車。可是這需要規劃署放寬標準，因政府多

年前訂下的規劃準則未有與時並進地更新，應該及時調整。 

5.19. 停車場的設計也可加入智慧城市的概念，例如參考荃灣荃新天地一帶的商

場統一發放空置車位資訊，而觀塘各主要新型商場亦願意提供相關資訊，

以支持社區友善。現時起動九龍東「我的九龍東」應用程式的實時空置車

位功能「易泊車」已經啟用，讓車主得知觀塘區內商場有否空置車位泊車，

但暫未廣泛使用，期望政府能建立相關資源共享平台和數據庫，開放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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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有關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資訊，長遠更可於各區設實時指示牌顯示各停

車場的空置車位數目，以分流車輛數目。 

改善交通管理 

5.20. 觀塘區工商貿區一帶，經常有貨車在繁忙地點上落貨，嚴重影響交通，而

晚上時段亦有特別多違例泊車。現有的交通情況之下，執法人員在繁忙時

段指揮交通，以達疏導交通的需要，但是由於人手不足，以致未能有效地

讓該道路減少擠塞的問題。有意見指短期內應增加執法人員及加強執法行

動，逼使店主減少將貨物囤積在道路上，騰出空間行車。另外，亦可以考

慮採用不准停車限制時段條例，例如於部分路段訂為全日或日間繁忙時間

不准停車，甚至限制大型車輛於特定時間駛進特定路段。就長遠而言，公

民教育對比執法重要，因為當駕駛習慣改變，駕駛者的自律性提升，自然

有助於減少擠塞的問題。 

5.21. 在道路監察系統方面，現時觀塘同仁街有攝錄系統，配備鏡頭和監察系統，

可以讓有關部門了解整體交通情況。警方也可以藉著科技執法，觀塘區的

違例泊車問題嚴重，使用監察鏡頭可以增強阻嚇性，雖然事後檢控的措施

有機會引起衝突，但「先監察、後檢控」的做法有助鼓勵車主自動自覺守

法，以減低違泊者對交通擠塞的負面影響。長遠而言，需要更新車輛登記

和違泊的制度以配合使用智慧城市的裝備，以助解決警方提出實施和執法

的難處。在現時的情况下，車輛沒有安裝電子設備以分辨車輛身份，如果

駕車人士只將車輛駛離停車位，再隨即將車泊回原處，或用多車互換車位

停泊，以現時的系統並不能辨識，最終監察機制猶如形同虛設。故此，可

考慮引入類似澳洲的交通條例，汽車停泊在泊車位多於某一限定時間，就

要離開超過 50 公尺以外的泊車位停泊，或超過半小時後才可以折返原本的

泊車位，否則就等同違泊般檢控。 

5.22. 除了使用科技在檢控上利用攝錄鏡頭設置在交通要點以及停車地段作 24

小時監控，藉着現今的科技，交通督導員亦可以隨時隨地快速拍攝違泊車

輛的車牌，以電子郵件傳送拍攝到的違泊車輛資料給後勤人員去立即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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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票，並即時傳送到違泊者的手機、電郵地址，及住址來知會違泊的消息，

這樣有效率的行動可大大節省起訴的費用，同時有快速高效的阻嚇性。 

5.23. 最後，討論多時的電子道路收費也可以有助解決分流上的問題，有建議指

香港本是全球首個提出此概念的城市，但當時因社會對私隱和技術水平而

有所保留，但時至今日兩方面均已克服，香港應能實施電子收費系統，作

為管制車流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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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焦點小組座談會討論問題大綱 

觀塘區區議員 

1. 觀塘道附近街道的交通擠塞的黑點在那裡？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改善方法？（例如開源道

迴旋處） 

2. 觀塘道何時最擠塞？原因？改善方法？ 

3. 能否加入智慧城市的技術改善該處交通？（例如 Meters、共用車位、改善智能服務、加強

研究閉路電視監察「死車」） 

4. 其他建議？（參考消防局出車燈號作交通控制、參考市建局、運輸署對巴士站及路線規劃

的建議方案、泊車進斜台(loading bay)、針對違泊措施（收費、分時段）） 

觀塘區居民 

1. 普遍來說，你認為觀塘區泊車位足夠嗎？ 

2. 你認為泊車費是否太貴？ 

3. 你認為泊車位的佔用率高嗎？繁忙時段的佔用率是否超高？ 

4. 依你觀察所得，車輛在繁忙時段的街道上輪候進入停車場，導致交通擠塞的情況普遍嗎？

如有，是什麼路段呢？ 

5. 你認為駕駛者為什麼在繁忙時段於街道上徘徊查找車位？ 

6. 你有使用起動九龍東推廣的手機應用程式來收取區內停車場的空置車位資訊嗎？為什

麼？ 

7. 總括來說，你對解決／緩解觀塘的交通問題有何建議？（例如興建汽車天橋／汽車隧道／

行人天橋／行人隧道／輕鐵連接屋邨到地鐵站（如元朗）／空中單軌輕鐵／行人電梯／其

他）若然，請定輕重先後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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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深入訪談討論問題大綱 

運輸署代表 

1. 運輸署對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的觀察和原因 

2. 運輸署計劃或正在進行的改善方法 

3. 以下是從過去訪談收集到的建議和回應，希望了解運輸署的看法 

偉業街至觀塘道 

 提議迴旋處行車時間分流，特別是偉業街由九龍灣到觀塘的方向 

往返觀塘 

 藍田西行線、觀塘的東行線共有四條往外面的行車線，提議減少一條線以增加一條向內的

行車線，方便區內居民 

 開源道往東隧，以及由觀塘往樂華方向的道路經常嚴重堵塞，建議在後一個街口的康寧道

轉右上山，以減輕協和街以及其他街道的堵塞 

 開放啟德發展區原有（舊有）道路作交通疏道用途 

觀塘市中心（協和街至裕民坊） 

 減少小巴的車站數量，特別在裕民坊附近，讓小巴設站於附近新商場下的停車處，以減少

裕民坊擠塞狀況 

 裕民坊重建後的疏導交通方案 

智慧城市概念的可行性 

 善用工廈或空置土地，改建為層架式停車場 

 電子道路收費，有助分流 

 放寬街邊停泊收費，例如在晚上非繁忙時間可減少收費，以開放更多泊車空間，並配合手

機應用程式發放空置車位資訊 

協調公共交通運輸 

 運輸署會否與巴士公司、小巴公司商討設站和路線規劃？ 

 運輸署會否收集的士司機意見，有代表反映繁忙時間在觀塘市中心難以上落客 

市區重建局代表 

1. 市區重建局認為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在哪裡？其觀察和原因？ 

2. 市區重建局計劃或正在進行的改善方法 

3. 以下是從過去訪談收集到的建議和回應，希望了解市區重建局的看法 

 針對觀塘市中心的迴旋處擠塞情況，特別在行車分流方面有何改善方法？對觀塘的交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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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如何？ 

 在重建區中，會否將大廈移後，釋放土地以擴建道路或增建公共泊車位，讓乘客和貨物供

上落？計劃將會如何減少交通擠塞的程度？ 

 重建後，交通總匯處設在何處？如何改善交通擠塞的情況？ 

 那些區域有重建計劃或正在建屋？重建後的人口和車輛的增長率是什麼？有何方法應

對？ 

 對巴士及小巴上落客的新規劃如何？如何改善交通擠塞的情況？ 

 對旅遊巴的泊車問題，有何解決方法？ 

4. 市區重建局在實施上述建議上有何難處？有否其他建議？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 

1. 土木工程拓展署認為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在哪裡？其觀察和原因？ 

2. 土木工程拓展署計劃或正在進行的改善方法 

3. 以下是從過去訪談收集到的建議和回應，希望了解市區重建局的看法 

 在觀塘及鄰近區域，有新的幹線、隧道正在籌劃或動工嗎？何時完成？將會如何改善對觀

塘的交通擠塞情況？ 

 在觀塘區內有新交通設施 （例如天橋、輕鐵、單軌鐵路、道路擴充或改建）正在籌劃或

動工嗎？何時完成？將會如何改善對觀塘的交通擠塞情況？ 

4. 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實施上述建議上有何難處？有否其他建議？ 

警務處交通隊代表 

1. 警務署交通隊認為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在哪裡？其觀察和原因？ 

2. 警務署交通隊計劃或正在進行改善觀心區交通擠塞的改善方法 

3. 以下是從過去訪談收集到的建議和回應，希望了解警務署交通隊的看法 

 開源道迴旋處交通擠塞問題嚴重，建議加派人手試行管制車輛進出 

 偉業街貨車濫用車位及違泊問題嚴重，建議錶位設立停車費用遞增制，配合智能收費系

統，讓使用者不能長期佔用車位。 

4. 警務署交通隊在實施上述建議上有何難處？有否其他建議？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代表 

1. 九龍巴士公司認為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在哪裡？其觀察和原因？ 

2. 九龍巴士公司計劃或正在進行有關應對觀塘區交通擠塞問題的方法 

3. 與其他公共運輸機構合作或正在進行的計劃 

4. 對於智慧城市的發展，九龍巴士公司計劃或正在進行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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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是從過去訪談收集到的建議和回應，希望了解九龍巴士公司的看法 

 巴士於觀塘道一帶及重建區「埋站」造成的擠塞問題 

 重整和合併觀塘道一帶及重建區的巴士路線 

 觀塘道循環線服務的可行性 

6. 九龍巴士公司在實施上述建議上有何難處？有否其他建議？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代表 

1.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認為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在哪裡？其觀察和原因？ 

2.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計劃或正在進行有關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問題的改善方法 

3. 以下是從過去訪談收集到的建議和回應，希望了解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的看法 

偉業街至觀塘道一帶觀塘商貿區 

 提議迴旋處行車時間分流，特別是偉業街由九龍灣到觀塘的方向 

 優化行人道，接駁觀塘核心區域至牛頭角鐵路站 

往返觀塘 

 開放啟德發展區原有（舊有）道路作交通疏導用途 

觀塘市中心（協和街至裕民坊） 

 裕民坊重建後的疏導交通方案 

 興建跨協和街及物華街交界處的行人天橋或其他方法管理人流 

智慧城市概念的可行性 

 善用工廈或空置土地，改建為層架式停車場 

 參考外國例子，智能停車場或以機械人協助泊車，節省停車場空間 

 馬路旁以閉路電視監察停車、「死車」情況：「先監察、後票控」 

 電子道路收費，有助分流 

 放寬錶位停泊收費，例如在晚上非繁忙時間可減少收費，以開放更多泊車空間，並配合手

機應用程式發放實時空置車位資訊 

 建立相關資源共享平台、數據庫以收集、更新資訊 

 其他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有關智慧城市的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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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焦點小組座談會內容撮要 

觀塘區區議員 

觀塘區市民經常面對交通擠塞的問題，有見及此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研究改善觀塘核

心區域交通擠塞和優化其連接育達計劃」部門委託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進行調查，研究疏通運輸網絡的方法。在是次焦點小組座談會中，首先邀請觀塘區議員分享

意見。 

在交通黑點方面，觀塘區的前身是工業區，因此現時仍有小部分的工業活動，同時觀塘屬於一

個舊區，交通計劃上未能完善以及貼切現時的觀塘社區環璄，所以在某程度上，觀塘的擠塞程

度頗為嚴重。張順華議員提到 30 年以來，觀塘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非常擠塞，特別是開源道迴

旋處附近，除了凌晨以外，就只有晚刻的七點至八點期間會比較暢順。蘇麗珍議員提到由於交

通燈位問題，原來早上的十點至十一點期間會在協和街一帶的地區出現嚴重交通堵塞，至於黃

啟燊先生提及到，特別在上班下班的時間中會定富街、啟業村、匯景街附近的地方亦會十分擠

塞，基於小巴和輕型貨車的泊位問題。 

現時交通擠塞的問題大多由於人為問題、巴士線過多、商場規管、政府政策規劃問題導致。 

首先，在人為問題中，奚炳松先生認為貨車搬運貨物的時間長，引致西行線往隧道的入口行速

極慢，鄭強峰議員亦指出，工廠員工違泊的問題嚴重，但是警方未必可以一一執法。蘇麗珍議

員指出，公眾教育才是一個治本的方法以減低違泊。黃啟燊先生指出，很多往油塘的小巴在同

一小巴站開出，在停車以及乘客上落也會影響交通。至於以駕駛用作職業的司機熟悉觀塘區，

他們會因應地區的情況而泊。至於私人地方，許展鵬先生提及到有部分的私人地方不允許其他

人以及車輛駛入，加上翠屏警署附近的位置不合適泊車，以致本身為貨車搬運貨物的地方變為

要另覓其他位置。不過有指出現時因工業活動式微，很多大型貨車已經大為減少，反而小型的

客貨車相對來說比較多，特別在油站、翠屏河一帶，所以本身所有的位置提供給大型貨車，而

現時的比較多小型車的車款，因此層架式停車場相對來說較好，基於本身有些商場停車場要經

幾條路才可以到達車場，層架式停車場可以減少空位，增加車與車之間的密度。 

在政府政策規劃上，觀塘區佈滿新舊建築物，影響道路規劃。梁俊傑先生指出海濱道往九龍灣

方向中，海濱道和啟興之間的十字路口亦因道路本身的編排而有所影響，加上道路沿用多年，

近年成為了旅遊地區，有很多旅遊巴停靠在這些地區，加上有不少商廈落成，如宏利金融中心、

花旗銀行總部等，使私家車數目增多。同時，張家華先生指出，運輸處在安排啟業的油站、巴

士站方面仍須改善，短短的路程竟然有兩至三個巴士站上落位置。但張順華議員指出，事實上

有關部門在八年前已經著手，只是至今仍未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另一方面，在協和街的對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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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也不平均，鯉魚門道、觀塘繞道，也未可以做到東行線、西行線的道路使用平均。鄭強峰議

員指出，泊車設施的政策多年不變，難以切合現時的環境。 

工業區的問題中，許展鵬先生提及開源道的交通問題已經有幾十年，主要原因在於工業區所提

供的停車位不足，不能滿足貨車流量。麥富寧先生提出，工廠的搬運貨物的次數多，但是可以

提供停車位的地方實在太少，特別在協和街、偉業街和開源道。山上的居民等車的時間長，蘇

麗珍議員提出，很多的時間山上的四順區，即順利、順天、順安及順緻的交通不便，以至樂華

街及安達臣邨也遭牽連。加上擠塞的問題，使很多的居民都要提早乘車，出入極為不便，甚至

樂華村也會有所影響。 

在解決方法方面，張順華議員提議，藍田西行線、觀塘的東行線一共有四條往外面的行車線，

可以減少一條線以增加一條向內的行車線，方便區內居民。除此之外，蘇麗珍議員指出，開源

道往東隧，以及由觀塘往樂華方向的道路經常嚴重堵塞，建議在後一個街口的康寧道轉右上

山，以減輕協和街以及其他街道的堵塞，不過，凌志強先生提到，如果以康寧道上山，必然會

有一定程度上的改道問題，這個方法只能將原有的問題轉到另一條道路上，許展鵬先生也同意

這個方法的成效有待探討。 

張順華議員亦提議可以迴旋處行車時間分流，特別是偉業街由九龍灣到觀塘的方向，至於重建

區就在政府決定規劃後才決定。蘇麗珍議員亦指出，在協和街至裕民坊之間的市中心地區，都

存在燈位的問題，雖然協和街擴闊了行車的位置，但秀茂坪、安達臣一帶仍然需要處理，分流

是目前所需要的辦法之一。麥富寧先生提出應減少小巴的車站數量，特別在裕民坊附近。近年，

附近有新的商場，正正可以讓小巴站設於商場下的停車處，以減少裕民坊所造成的擠塞狀況。

減少行車線也必須的，因為現時通往協和街的道路分別有安達、寶達村、以及物華街這幾個地

區。 

智慧城市的概念某程度上也可紓緩交通擠塞，鄭強峰議員提出可以盡用工廠大廈的地方，以建

成層架式停車場，將空出的位置給予搬運貨物。加上可以利用未來計劃興建的將軍澳-藍田線、

6 號幹線和 T2 幹線，可以減少到其他地區所帶來的問題。電子道路收費也可以有助解決分流

上的問題，可惜未能在立法會通過。 

在參考例子方面，蘇麗珍議員提供將新加坡的道路規劃作參考，她認為新加坡人的購買車的意

欲低，因買車時的稅很高，高達 80 萬，加上十年後要重新購買一個車輛認證，以致人們卻步。

商場車位也可以提供優惠，現時商場的代泊租用昂貴，有部分的車主會選擇泊在街上，以減少

支出，但商場的收費減少，可以吸引車主。張順華議員進而提出在商場加建停車場，以機械人

泊車更可以有效地使用停車場空間，只不過需要規劃處放寬標準。鄭強峰議員補充政府多年前

訂下的「泊車規劃準則」也未有與時並進地更新。 

凌志強先生則提出車位限租的建議，不允許車主買位以增加車位的流通性，改變現時的車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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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問題。張順華議員隨後補充廣州已有類似參考例子。他也提議可以街邊停泊收費，在非繁忙

時間中讓一些居住在觀塘區以及工作用途的貨車泊車。蘇麗珍議員指，現時起動九龍東的實時

空置車位的應用程式已經啟用，但未能廣泛使用。另外，有一部分的車主已經觀塘一帶的工廠

地區購買了車位，以方便上班之用，但他們的車位卻在晚間空置；晚上的時段，觀塘的可供使

用的車位少但人流多，供不應求。建議可與已買位的車主討論讓車位能在晚上時段租用的可行

性，亦可增加車主的收入。吳榮德議員指可參考美國將部分荒廢的停車場改建成層架式停車

場，作 5 至 10 年營銷規劃。既減少空置，又可減低馬路流，並以機械新技術泊車。凌志強議

員回應分時段收費的可能性，晚上 8 時後在不阻塞路面交通的時候，可減少收費，開放更多空

間泊車。吳家華議員最後補充，可設實時指示牌顯示各停車場的空置車位數目，以分流私家車

數目，深圳亦有同類參考例子。事實上，有部分觀塘的空置土地也可以興建車場。不過，蘇麗

珍議員提出，現時香港的房屋供應量不足，因此官地大部分也會作為興建樓宇之用，所以空置

土地未必考慮作層架式停車場之用。 

不少區議員指出觀塘區交通擠塞問題已經存在了一段長時間，而且問題日益嚴重。市民急切希

望可以解決問題，屢屢向議員反映，但因觀塘面對老化和重建問題，未來仍需要長時間規劃改

善道路系統的工程，所以最終如何修改道路，仍是未知之數。 

觀塘區居民 

現時觀塘區的交通擠塞情況依然非常嚴重，在上班、下班的繁忙時段，交通擠塞尤其影響觀塘

區市民的生活，部分地區更需要超過小時才可通暢，無論是居民還是跨區人士也面對此問題。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委託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研究改善

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和優化其連接通達」計劃，研究疏通運輸網絡的方法，收集各持分者的

意見。在是次訪問中，邀請公眾分享意見。 

公眾分享了有關觀塘區擠塞的主要問題及建議方法。有意見指如能在繁忙時段偉業街一帶能轉

用另一隧道，但有與會者指事實上轉到其他道路，只是將擠塞問題轉移到另一地區。亦有意見

表示，在下午四時至六時期間，觀塘道的車輛佈滿馬路，如將協和街轉為向山上方向行駛會使

車流減少。位於山上的安達臣區更人口急升，住戶每天需要大量的時間在交通上，影響生活質

素。觀塘區道路狹窄，有參與者表示觀塘區人口在 2002 年、2003 年只有四十萬，但現在多達

七十萬，再加上新建酒店增多，交通需求更大。有參與者表示，觀塘由工業區轉型至商貿區，

不但私家車數目增加，人口也增加，但行人路的闊度卻未有隨之提升。不論行車和行人也未能

疏通交通擠塞的問題。人口增加使交通需求提升是造成交通擠塞的問題之一。 

其二，車輛過多也引致交通擠塞問題，有參與者指出觀塘原先是工業區，貨車佔用路面十分常

見，現在觀塘轉型發展商貿，發展旅遊用途，旅遊巴塞滿原先貨車停泊上落貨的位置，使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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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不滿。現時觀塘碼頭成為物流業、私家車中心，各車輛隨處停泊，也造成衛生問題。亦有

意見指出，有部分的路線都要經過一段重要路線，如秀茂坪、樂華區都要經過裕民坊，當中有

很多的小巴、巴士路線都要經過裕民坊這一個區域，然而，這是引起在繁忙時段居民要等待多

個小時回家的因素。而因大型的商場只提供高價的租車位，敬業街、翠屏河的道路會加重負荷。 

其三，在公民意識方面，有參與者指出車主的公民意識低，現時的法例下違例泊車的罰款低，

駕駛者大多不太理會。淘大花園前往龍翔道方向經常有人切線，容易引起交通意外。周裕明先

生也指出，駕駛者安全意識低，開源道為三線行車，但是卻經常變成四線行車，對於駕駛者的

危險性極高。亦有意見指鴻圖道、觀塘道、創紀之城等大型商業區亦有很多私家車進出；麗港

城一帶貨車多，九龍灣的旅遊巴亦不少。亦有回應也指在開源道工廠區擠塞的時長多達一小

時，對駕駛者造成極大不便。 

其四，在巴士使用方面，有參與者指出，觀塘道三條行車線中，有兩條行車線時常被泊滿車，

而巴士佔用多達三條線，特別在定富街中。亦有意見指部分巴士司機為求方便，他們會在快線、

黃線停留，令車輛車速減慢。有與會者建議由兩線變三線會更加方便。部分重建區中的短途路

線已設 3 個站，理應縮減。 

其五，在道路設計方面，因觀塘在三十多年前是工業區，道路大多只因應工廠區的需求，但是

在多年後，工業活動減少，新建商場林立，所以現時創紀之城附近道路都面對擠塞問題。有參

與者指出，現時的行人設計廿多年不變，而商貿區的數量不斷增加，成業街、翠屏工廈的活動

增加，私家車的數量同時增加，引致鴻圖道在繁忙時段非常擠塞，一旦遇上交通意外，擠塞問

題將更嚴重。另外，有參與者指出將軍澳隧道的道路窄但車流多，所以短期內難以解決問題。

交通管理的問題早已存在，包括觀塘地鐵站附近的迴旋處、九龍灣往彩虹道方向，亦有幾段交

匯處如龍翔道都有嚴重的擠塞問題。 

就解決方案的建議，土地利用再規劃是其中一個長期方案。現時的人口急升，因此可以將一部

分的地段開放，例如工商廈、政府用地將這些地方改為停車場，以減少車主在觀塘區難於泊車

的問題。有參與者提出，將現時的濾水廠搬遷作為泊車用途亦是可以實行的方案之一。亦有參

與者提出，開放啟德舊機場的通道是其中的可行方法。基於在 97 年，啓德機場因新機場的建

成而關閉，因而本來前往啓德的公路也因而關閉，重啓這些路段有助減輕通往九龍城交通壓

力，打通這些道路，由觀塘經啓晴村啓德到達其他區域如位於新蒲崗 Mikiki 等地，以減低在

麗晶花園塞車的問題。有意見表示，土地利用再規劃可以減低車流。亦有回應指麗晶花園是前

往土瓜灣的主要路線，龍翔道是直接到達清水灣要塞，如果在觀塘道到龍翔道增加接駁的通

道，定然會減少現時的擠塞問題。 

觀塘繞道有嚴重的擠塞問題，因此，有參與者建議可以增設道路，有多一條線路行使。通常經

觀塘道的巴士都是前往九龍，偉業街的擠塞情況非常嚴重，所以海旁增設道路也是其中一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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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方法。新增道路由康寧道轉入協和街，減少原有車路的壓力。亦有在場人士回應，現階段

政府計劃興建 T2 幹線，由將軍澳一帶通往九龍西、尖沙咀。但是大多的公路都是位於沿海地

域，但現時政府施政不能貿然用填海以增加公路的範圍，所以只能夠有限度地研究擴闊公路，

敬業街也可以通車。 

道路改善可以有效處理以往不合時宜的行車道路，位於駿業里一帶可以透過收樓改變道路，只

不過附近的公司未必願意搬遷。另外，也有意見提出南北交通是著眼點，由寶達村前往葵芳的

巴士路線包括(290A, 290)只需半小時就到達。有意見反映指裕民坊車流極多，所以可以將某部

分的路線設於瑞和街，讓小巴停泊於較少車流量的雲漢街。亦有參與者表示由巧明街至開源道

交通擠塞問題嚴重，希望由成業街開始有所改善。成業街嚴重擠塞，使商戶不太願意租用，一

直影響至茶果嶺道。她指多年前開源道曾經可以轉左、右雙線，但是現時卻不可以，只限制用

單程線，她建議可以改回以往的做法。但有回應指，原來十年前改變道路使用的原因是右轉會

引致巧明街、成業街兩段路擠塞，在連鎖效應之下，迴旋處也會同時擠塞，所以才會改道，由

觀塘廣場到達鱷魚恤中心的行人燈位也會因改道讓行人道路停用，市民難以步行前往。黃耀敏

先生建議，貨車設時限進入觀塘道（例如繁忙時間不准駛入）可能是短期快速收效的方去。可

見改道方案需要審慎規劃。 

行人步行通道可前往轉乘的目的地，經行人天橋到達專線小巴的位置，因此交通安排改變，令

開源道改變為一線行駛。另外，主席指出現鯉魚門道和麗港城亦可以與港鐵鄰近連接﹐形成行

人網絡，但如何接駁仍然需要探討。有參與者建議，可以設立行人專用通道，在各大廈連接到

不同的區域，令行車線的燈位、停留時間減少，分開行人和車輛。但主席指出，在 2002 年曾

經有計劃從海濱區域連接鴻圖道一帶，但因成本問題，所以難以實行。市民可以從開源道的天

橋乘搭電梯到馬路。另外亦有建議可參考荃灣例子，荃灣雖然曾經是工業區，但今天人流進出

多，大力發展行人接駁天橋，以減少交通壓力。 

工業區重建可以是其中一個方法。現時工業區的發展息微，很多工業大廈被荒廢，而停車場需

求很大，有參與者建議在該工業地段增設地下停車場，減低車位不足引致的問題。有參與表示

認同，長遠來說可以重建大廈以作停車之用。建議未來興建大廈時每單位有分配相應人數的車

位。但是亦有意見提出，在法例的監管之下，地積比也是其中一個未能實行的因素，即是每一

幢大廈都有規定的用途比例。例如 Mega Box 有規定的停車場面積和高度限制，以致有很多的

貨車未能在商場停泊，令這些貨車司機寧願冒險違泊也不停泊在商場裡。 

增設停車場方面，亦有提議觀塘繞道附近一帶增設停車場，可以有效減低一帶的擠塞情況。有

回應者指認為安全上，違泊影響車輛以及行人。現時粵華酒店錶位超時泊車問題嚴重，與違泊

分別不大，希望可以利用手機訊息來提醒車主交還。亦有建議可以設立停車費用遞增制，配合

智能收費系統，迫使市民不能長期佔用車位，增加流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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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方面，增加執法人手是可行的，亦有建議可以在現有的交通之下，警員在繁忙時段指揮交

通，以達到目前的需要，雖然現時的警員不足，但可以另招人手，減低原有引起的交通問題。

交通督導員的人數增加，行車穩定度上升可以減少該道路擠塞的問題。雖然政府所提供的人手

配額未必可以配合現存的問題，但這卻是其中一個十分有效的短期方法。 

有參與者回應指，現時瑞和街的車流不多，但是卻有很多的貨物會放在車道上，以致車輛要避

開貨物行駛，所以他認為政府要加大力度，迫使店主減少將貨物堆積在道路上，騰出空間行車。

他引用北角區春秧街的情況，因為有很多警察巡邏，加以告誡，所以可以讓這段路的交通順暢。

不過亦有意見指觀塘的交通問題遠比北角嚴重，範圍也比北角大，一則過度清場會引起衝突，

二則未能有足夠的人手，所以有效度存疑。有參與者指小巴在瑞和街一帶停泊，又有車輛達泊

阻塞商戶，建議應加強人手執法，但與會者亦明白可能會引起很多衝突。因此，對比執法方面，

公民教育是十分重要，因為當駕駛習慣改變，提升駕駛者的自律性，對於擠塞的問題依然可以

有所排解。 

加建道路和交通設施亦為其中一種方法，有提議在偉業街以外海濱一帶加建道路，以分流進出

旺角、尖沙咀的車量。有參與者希望巧明街加開路口進出九龍灣。亦有回應指，政府曾考慮在

駿業里開通路口，釋放交通擠塞的壓力。另外，亦有建議在山上設輕鐵，以減低前文所說未來

安達臣道一帶的擠塞問題。研究團隊指，這便交由持分者取捨：點對點但較擠塞的服務，或是

轉乘但較快捷的方法。 

參與者建議多與小巴和巴士公司溝通來解決交通的擠塞問題。除了有建議裕民坊的小巴推出轉

乘計劃外，也有參與者指出觀塘道的巴士數量多，建議與巴士公司商討，以轉乘為其中一個方

式來應對現有的工、商業人流大增的問題。如果強行改變現有的模式，或會對市民造成不便。

有意見指巴士公司應檢討巴士司機守則問題，好讓減少他們胡亂泊車和切線的危險；亦有意見

指巴士公司也應有社會責任，與運輸署溝通合作。亦有建議指可與巴士公司接洽，推出月票計

劃，增加巴士的用途，同時讓市民因著價錢而選擇路線。 

有建議認為巴士轉乘可以紓緩交通壓力，建議可以參考公車捷運系統 (BRT)的轉乘方案在實行

上未必有用，巴士的點對點服務對居民來說較為方便，市民在下班後，大多希望能在巴士上休

息，不過可以在隧道附近增加轉乘巴士，讓市民在更接近的巴士站到達目的地，方便市民使用

轉乘巴士。 

巴士站數量減少可減輕擠塞問題，有意見指出由九龍灣到觀塘站的短短距離竟然有多於三個巴

士站，減少巴士站可以減少停滯時間，但是吳榮德委員(A)提及巴士公司因利益因素之下，不

願意減少站數。原來，現時的巴士路線有限制，運輸處會因應站數而決定巴士路線的價格，如

果巴士公司減少站數，對他們而言造成經濟損失。 

研究團隊提出，使用科技可以有效減低違泊以及巴士切線問題。執法上建議將攝錄鏡頭設置在



智慧城市的發展 - 改善觀塘區交通擠塞的方案   

- 39 - 

交通要點及停車地段作 24 小時監控。一旦有人違規可作事後檢控，增加阻嚇力。晚上的時段

違泊特別多（大部分是貨車）。有參者指出檢控會引起衝突，但是科技對於違泊者有所阻嚇。

亦有意見指有部分的停車場需要大量的位置作為緩衝區，同時也有部分變作泊車的路段，原有

的空間其實可以多放幾架車輛。總括而言，配合智能科技，「先監察、後檢控」的方法有助提

高阻嚇性，改善違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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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深入訪談內容撮要 

運輸署代表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委託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研究改善

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和優化其連接通達」計劃，研究疏通運輸網絡的方法，收集各持分者的

意見。在是次訪問中，邀請運輸處有關代表分享意見。 

觀塘交通擠塞的問題一直存在，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一直着手處理地區公共交通運輸問題。普遍

來說，觀塘區交通擠塞的問題主要有二，首先，代表認為觀塘區交通擠塞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人

口急升，以致地區的道路壓力增加。由於安達臣道一帶新建了幾棟樓宇，增加多達四萬八千人。

同時，安達臣道石礦場新建的住宅亦要依賴觀塘往其他地區，新增了二萬五千人口，兩個半山

地區新增人口總共多達七萬以上。在此淨增長的情況下，使巴士服務的需求大增，大大增加公

共運輸系統的壓力。政府需要不同方法紓緩和改善現時的交通問題。 

其次，在交通連接方面，觀塘區的交通不但基於區內的行車數量，還有承擔了其他區域如將軍

澳區與其他地區，以及一些副幹線的交通連接，包括清水灣及將軍澳。至於山上的區域，如寶

達村、彩雲和秀茂坪等地段也需要小巴和巴士等公共運輸工具連接。問及迴旋處行車時間分流

的可行性時，代表回應迴旋處的作用是容易轉到不同的行車線，但因為一些流速較慢的路線令

迴旋處的等候時間增加，在重建區第二、三期的建築物後延建築界線後可以增加道路闊度，有

望令前往東隧的路程加快。 

面對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部門及觀塘區區議員也着手尋求解決方案，居民亦十分關注。代表

表示他們理解市民也會抱怨現在的交通系統未能應付區內、外的需求，所以政府實行政策是勢

在必行。代表陳述一些已實行的方法，政府已經把東行線一些甚少使用的巴士站，或人流少的

巴士站撤走，減少巴士的停車時間；而西行線基於車流量太多的因素之下，並沒有減少巴士站，

分流作用不大。 

興建大型小巴站是其一的方法，基於在早年的規劃未完善造成現時的交通問題，所以運輸署只

能着手優化措施。由於區內有很多的小巴站設於路邊，代表提出現時計劃興建設立新公共交通

交滙處，提升道路管理，減少擠塞的問題。 

另外，代表介紹未來政府將會有多項的計劃，好讓其他區的副幹線分流。「藍田---將軍澳線」

可以分流在澳軍澳隧道形成的車龍，同時也會有 T2（中九龍）幹線和 11 月公佈的東九龍鐵路

（鑽石山、秀茂坪、寶達邨），大型的工程助減低道路的壓力。代表又指駕駛者可以使用六號幹

線由觀塘區直達中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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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山上通往市區的道路也是另一可行的解決方法。代表提出，政府目前已通過立法會撥款，

可減少觀塘的交通問題。在西貢區的一帶發展，增加山上的通路，由將軍澳通往市區。另外，

目前已經有改道的措施，市建局現時計劃將協和街、物華街和康寧道一帶的建築物向後延，務

求能騰空多一條行車線，擴闊這一帶的路段。目前計劃已在第一、二、三期進行，第四、五期

已經計劃在觀塘道一帶實行。為了提高行車空間，觀塘開源道可以改道其中一條行車線左轉到

將軍澳區。代表提出規劃上可以避免新建巴士線設在繁忙區，巴士站亦減少設在繁忙地區中。 

在短期方面，政府可以落手優化現有的交通網絡，同時減少構成阻塞的因素。代表指基於觀塘

區仍然有工業活動在觀塘的交通中心一帶，特別是巧明街，貨車司機在繁忙地區上落貨，會嚴

重影響到交通的擠塞程度。代表感謝警務署在執法上的協助，成效立竿見影，議員亦表示執法

很快收效，有效減少擠塞的問題。 

可是，代表表示現時的短期方法並不多，小型道路工程可算是一個解決方法。例如巴士改道，

特別是觀塘繞道的迴旋處，可以改到隧道、或者其他相對比較少車流的地區。現時運輸處在與

巴士公司商討改道的模式，如 14X,42X,37,92 等路線，也因此改道。研究團隊提出，假如將現

有載客量少於 50%，可否將兩條相似的行車線合併重組，以加強指標作用。雖然車站數目減少，

但整體回應正面，運輸署也正積極與巴士公司溝通。研究團隊提出，如果在觀塘區加入接駁巴

士，在離開觀塘區後才設轉乘車，代表認為這也是一個能較快收效的短期改善方法。其實有一

些路線已經使用轉乘方式，以減少區內的擠塞情況，例如現時的 16M 可以前往相鄰的地鐵站，

再可以乘搭到其他地區，甚至新界、九龍西一帶。代表進一步提及，政府正在研究在太子道其

中一段設立轉乘站。不過基於轉乘後可能會影響到未來另一區的交通情況，目前仍在研究階段。 

除了改道之外，巴士路線的重整或整合有助解決現存的問題。將一些相似的巴士路線合二為

一，即是將使用度低的巴士路線由兩條合併成一條，使觀塘一帶的巴士的數量下降。在 2015

年，政府曾經是試行此方法，但卻收到市民的反對聲音，他們希望的是有多條路線讓他們選擇。

再者，市民希望可以「點對點」到達這些地區，因此要改變居民的出行習慣，仍然有待探討。

而巴士、小巴的規劃中，提供不變的服務（包括固定路線和班次）班次更為理想，合併成一條

路線或會對市民造成不便。由於觀塘道和偉業街是呈平行線，在巴士設施方面，觀塘以及太子

一帶已經設立有不同顏色站牌標識，讓市民知道他們應該到那裡等候車。巴士報站系統和應用

程式讓市民掌握到站時間，有望紓緩觀塘道排隊人流。這個方法在太子龍翔道的可行性十分高。 

另外，代表回應在觀塘繁忙區域一帶中設短途巴士的建議，以減少長、中途的巴士，讓市民可

以在一些相對比較不繁忙的地區轉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代表表示，這個方法理論上可以減低

現有的繁忙地區的擠塞情況，不過各有好壞：巴士的營運效益會增加，但同時多人會在這些地

區上落。代表指出，如果要改變現有的路線，必須要有成熟的配套。但事實上，巴士站減少的

阻力不少，因為居民的出行模式會因巴士路線的改動而改變，居民可能要多次轉車或者在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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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長龍才可以前往目的地，觀塘道附近地區有很多商貿大廈，乘客本來已經有很多，再加上

減少巴士站，會令巴士的候車時間延長。 

舊區重建方面，研究團隊提出啟德一帶已荒廢了一段時間，開放啟德一帶的地段或可作道路使

用。由啟德直通馬頭圍，可以改善擠塞，九龍城可以直通到啟朗、啟晴一帶。代表回應表示，

土木工程拓展署啟德發展小組正在計劃在富豪東方酒店北面附近的路線重新規劃、調整和改

道，參考尖沙咀繞道東、西兩邊的發展。將路網貫穿東西路亦是其中的方法，但是要考慮其承

載能力。工廈活化是其中一個方法，將工廈轉型成層架式停車場，但仍要考慮地契、通行高度

（headroom）等問題，這應是政府規劃署、地政署的關注點。 

有代表指出，大型改道亦是可行的方案，目前物華街是往山上方向行駛，但運輸處計劃改道，

往反方向行駛。這樣有部分車輛可以分流，經康寧道到達市區。計劃將會有五條線由山上前往

市區，減少擠塞，疏通翠屏道。迴旋處有嚴重擠塞問題，但是代表表示設立燈位未必有效，內

街的承載能力亦須一併考慮。代表指出，在迴旋處的前一段路已有燈位，所以在迴旋處前加燈

位作用可能不大。 

智慧城市是其中一種改善交通擠塞的方法，運輸署也有外訪參考巴塞隆拿和新加玻的交通規

劃。現時觀塘道路監察系統方面，同仁街有攝錄系統，配備鏡頭和監察系統，可以讓有關部門

了解整體交通情況。警方也可以藉著科技執法，觀塘區的違例泊車問題向來嚴重，使用監察鏡

頭可以增加阻嚇力，事後檢控的措施有助鼓勵車主自動自覺守法。而設立錶位夜間不收費方

面，代表憶述原先已經有計劃路邊停車收費，每 15 分鐘收費 2 元，為工業區貨物上落使用，

但是這些劃位被誤用，貨車因此而被迫在繁忙的行車線旁邊上落貨。而早前有部分區議員認為

在繁忙時段可以收取費用，但原來卻是一早已經有這樣措施。車位的租金上，街道比私人停車

場便宜，人們會停泊在街上的意欲比較強，有意見認為在繁忙時間，私人停車場應該要以較低

的租金讓車主停泊，但是停泊車輛也是一種收入，因此私人停車場營運商大多不會願意，運輸

署也較難介入私人停車場的管理政策。目前，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已經有一些前瞻性方案，例如

「香港行車易」的應用程式，讓車主得知觀塘區內商場是否有空置車位泊車。資訊科技統籌處

收集各部門的資訊，研究團隊期望政府能建立相關資源共享平台和數據庫，開放並更新有關香

港發展智慧城市的資訊。 

代表總結公共運輸並非只關注大部分公眾的利益，小眾的需要也要顧及，如何平衡才是規劃的

重點。現時觀塘區正處於轉型階段，須要時間疏導商貿區日益增長的交通需求。居民的來回車

程因擠塞而延長，特別在一些交通要道，問題更累積多年。基於觀塘舊區需要時間重建，所以

政府部門亦盡量實行一些短期方案，包括將道路分流、巴士路線研究以及加強執法打撃違例泊

車。長期方面，可以將建築物延後、加建道路、開闢山上通往市區的路線。部分方案已落實處

理，期望改善觀塘區的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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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局代表 

觀塘區重建計劃與觀塘區核心區域的交通擠塞問題息息相關。有見及此，研究團隊邀請了市區

重建局有關代表談及正在進行和未來的重建方案，以了解如何改善區內交通問題。市區重建局

代表表示觀塘核心區域的文通擠塞黑點主要有兩個：開源道及內街一帶工貿區、觀塘道東西走

線。 

就工貿區方面，不少舊式工廈未有設立停車場和上落貨區，未能有效收容貨車，造成交通擠塞。

畢竟，開源道南行單線一帶為工貿區，除工業區上下班的人士以外，對市民大眾影響不大；加

上全面禁制工貿區內的商業活動也不見可行。因此，謀求增加紓緩擠塞問題的用地反而更為可

取。開源道迴旋處轉入的重建區，新型商場和商廈大多已設停車場和上落貨區。而且，市區重

建局致力增加私家車車位總數，在重建區加設的私家車已接近 1000 個。車位設計也可加入智

慧城市的概念，例如參考荃灣荃新天地一帶的商場統一發放空置車位資訊。觀塘主要新型商場

也支持社區友善的方針，願意提供相關資訊。 

研究團隊建議現時工廈可共用停車場，讓工廈向鄰座購買停車位；或提升車位「地積比」，放

寬限制讓工廈設立停車的位置。市建局同意票控並非長遠良方，其他方法例如車位停泊費用遞

增也有助減低車主長時間佔用車位。晚上非繁忙時段共用車位也是其他可行方法。研究團隊亦

建議在迴旋處加上紅綠燈以指示車輛行駛。但市區重建局表示運輸署曾進行研究，反映效果不

大，但認為加派人手以試行是一個可行的試驗方法。 

另外，代表指在觀塘道擠塞方面，部分問題源於巴士。由於停靠的巴士站太多（活躍巴士線大

約超過 50 條），例如 1A 和 215X 等為非常繁忙的巴士線。現時在運輸署的規劃下，巴士站已

分佈在港鐵站附近的觀塘道 400 米以內，但不少進入行車隧道（underpass）的巴士仍需等候「埋

站」。為疏導巴士擠塞問題，市建局預計 2026 年將完成移後建築界線工程，預計巴士停車處由

70 米延長至 120 米，吸納較多巴士能提早進入行車隧道，以紓緩路面擠塞問題。巴士現時有

不同頻色的標識，讓乘客認清排隊位置。市建局也預留當眼位置放置大型指示屏幕，顯示巴士

到站時間。除九龍巴士外，期望日後城巴和新巴日後也引進此服務及相關手機應用程式。屆時

市建局便能以指示屏幕一併顯示有關資料，方便乘客預計出行時間。詳細有待運輸署與各巴士

公司商討，市建局也樂意配合。 

不少巴士為總站線，代表指在規劃重建區方面也要預留空間設巴士總站。在新建於物華街和協

和街交界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預計可容納 8 條巴士線和 19 條小巴線。在短期紓緩交通擠塞的

方法上，市建局也認同研究團隊提議的巴士轉乘概念。在面對快捷進出觀塘市和「點對點」但

面對交通擠塞的兩難下，巴士轉乘能讓市民按其出行習慣自行選擇。市建局表示巴士轉乘計劃

是 2026 年大型重建工程完成前的短期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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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到觀塘道東西線方向也十分繁忙。交通流量方面比較而言，上班時間以東行至旺角方向

較為嚴重；下班時間則以西行至油塘方向較為擠塞。由於觀塘道緊貼重建區，有關進一步改善

交通網絡方面，市建局介紹其重建計劃。 

代表介紹重建計劃的重建區一共分為五區，合共 5 公頃，為康寧道、物華街、協和街和觀塘道

四形圍繞的區域。第一區為月華街觀月·樺峯附近，已完成重建工程；第二、三區為四棟住宅；

第四區為辦公室和酒店，預計 2026 年完成；第五區為商場、政府辦事處和社區設施用途，這

區因多非法佔用土地，因此在收地磋商方面較為困難，影響重建工程。代表介紹整個重建區的

道路網絡呈半單方向、逆時針設計，其好處是疏理了行車方向，紓緩擠塞情況。觀塘道東行方

向新增左轉專線往協和街，以 2 條行車線入開源道迴旋處，改善交通網絡。 

此外，市建局亦改善車輛出入口設計，新增入口進入第五區。其好處是更快進入重建區，但有

可能使入口擠塞，進而影響到重建區的交通，市建局因此會進一步評估情況。而研究團隊建議

加入智慧城市概念，例如加入電子路牌，亦是可行方法。至於行人的交通規劃方面，市建局表

示只能在重建區附近著手，觀塘全盤發展藍圖則需要運輸署和路政署訂定。例如重建第一區已

完成接駁天橋，方便月華街/協和街的賽馬會診所、母嬰健康院和牙醫診所的使用者。未來第

二、三區也會興建露天和有蓋行人天橋。 

另外，政府擬重建第五區則建設隧道、樓梯和其他無障礙設施通往牛頭角道，但因地下有大量

水渠、煤氣管道，需要再進一步評估位置的可行性；市建局亦答應地區人士重建區連接使用量

高的駿業里天橋。但擴建駿業里天橋亦須附近建築物配合，例如有否舊樓重建項目一併進行。

研究團隊提議兩層天橋，但有一定限制，既要有一定通行高度讓雙層巴士經過，旁邊也有地鐵

高架天橋阻擋。 

市建局代表指 APM 天橋闊度足夠，無須另建，APM 也不反對直接連接重建區天橋，達至雙贏。

但連接天橋方面，原有 2 條天橋直接連接地鐵站，市建局希望來能以整個平台的方式嶔入地鐵

站，增加空間疏導入閘人流。但工程複雜有待詳細研究，也要配合地鐵站下方的觀塘道頻繁的

行車路線。此工程的具體情況需要地鐵公司配合，因涉及站內設計（例如移除部分商店）。研

究團隊建議可與地鐵公司磋商，例如以其他形式交換空間。亦有政黨曾提出地鐵站入口深入月

台，地鐵左右兩邊出口（觀塘站和觀塘市中心）有如機場快線的設計。 

有關各方協調溝通方面，市建局派員出任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  (Kwun Tong 

Development and Renewal Task Force)；而地鐵公司非運輸及交通委員會常設委員，如遇問題才

會邀請出席。研究團隊建議應適時將委員會升為專責小組，積極邀請地鐵公司及其他公共運輸

營辦商參與，歡迎表達意見和難處，共同協力改善交通擠塞的問題。 

從是次訪問市區重建局代表可見，重建規劃和改善交通擠塞問題需要各政府部門和各營辦商互

相協調；市民的出行方式，不論步行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也是市區重建考慮的重要因素。 



智慧城市的發展 - 改善觀塘區交通擠塞的方案   

- 45 -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 

鑑於現時觀塘區的交通常年擠塞，政府各部門一直關注改善觀塘區交通情況。在是次「研究改

善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和優化其連接通達」計劃中，本研究團隊邀請了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

表分享意見。 

代表指香港交通擠塞問題日益嚴重，主要由於汽車增長，自 1980 年代增加首次登記稅後，再

無其他方法控制汽車擁有量和使用量（油稅）。觀塘正在發展商貿區，跨區上班人數上升，不

少來自觀塘以南的地方前來商業中心上班，再加上安達臣山上地區有大量的公屋，令公共運輸

需求上升，增加原有道路的車流量。因此政府特以設立「起動九龍東」跟進和計劃觀塘區的交

通網絡；市建局負責重建區等設計。現時觀塘區交通問題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包括與新蒲崗、

九龍灣一帶連接的海濱核心商業區，重建區以及改良山上安達臣區的交通網絡。 

在改善擠塞的短期方法上，其中一個可行方法調整巴士路線。代表指巴士公司的立場是觀塘道

的人多承載量大，如果巴士公司改到其他相對較小乘客的道路，對巴士公司的利益來說，利潤

自然減少，加上如果巴士站改到下一個路口，雖然市民可能會轉到新的到站位置，但對巴士公

司而言並沒有任何利益，所以他們認為不必要做一些多此一舉的事，結果巴士公司往往在面對

嚴重擠塞的問題時才會改到另一個到站位置，例如莊士敦道本來的車流量較少，但因為其他道

路嚴重堵塞，所以巴士公司才轉到另一個區域。而觀塘道的巴士線多，到站停留時間是其中一

個問題，停留時間越長，引致擠塞的可能性越大。當然，設立巴士轉乘可以減少該區的巴士數

量，例如現時灣仔區軒尼詩道至銅鑼灣的地段有設立轉乘站，可以直達港島東、西兩地。 

不過研究團隊指出，有部分的居民並不願意轉乘，因為對他們而言會造成不便。同時土木工程

拓展署代表亦指出轉乘站涉及多區的交通，必定要與其他地區的地方人士商討，區與區之間環

環相扣，特別是一些交通要地，例如牛頭角、灣仔以及觀塘等，各地方人士意見不一。但代表

同意接駁巴士能夠有效減低交通的問題，接駁巴士的乘載量大，可以有效地將人流多的地區運

載更多的乘客，隨著新科技系統配合，更便民和人性化的 BBI 系統（巴士轉乘），例如大老山

隧道、城門隧道的轉乘系統為市民帶來方便。研究團隊亦提出，能否試行 Guided bus 轉乘方案，

例如觀塘道循環線服務。但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指出這將對於巴士網絡帶來「翻天覆地」的改

變，可能更「牽一髮，動全身」影響各區交通。但隨著觀塘商貿區轉營，也可審慎地考慮其可

行性，政府與巴士公司洽商，設巴士轉乘的方案。此外，建立一條巴士專用行車線亦是一種解

決方案，現時的路線並未有設巴士專用線，所以巴士經常佔用大部分的行車線，以致有部分的

道路大擠塞，建議現時可以將一部分藍田線、安達臣一帶可以變成巴士專用。研究團隊亦建議

可成立特別小組，邀請巴士公司、鐵路公司互相交流資訊，共同改善觀塘交通擠塞問題。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指地區也屢有聲音建議改道，並建議啓德機場用地可以開通，讓市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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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有另一條道路。代表指出政府有意重新規劃道路，由九龍灣直達宋皇臺道，但因承建商問

題，所以期望 2018 年年初可開通部分路段。但同時，其實啟德發展區可發展的區域已所餘無

幾，現代居住環境既要考慮綠化，又要考慮通風系統、消防系統和景觀因素。研究團隊也曾詢

問，本身有些地區並未開通，能否通行以減輕原有的通路擠塞問題。代表回應指康寧道附近為

要道的出口，如要開通附近的地區，必然要有重大的改動，這個會涉及大規模的運作。現時協

和街的迴旋處是觀塘區要路，但開通道路會引致這段路重整。而增設新路有利有弊，即使道路

增加，道路壓力也可能未減反增。這間接令到改道的建議可行性不大，從過去經驗，曾經計劃

在大連排道改道，但結果引致九龍半島嚴重擠塞；另一個事例便是九龍東太子道東當時有大廈

棚架倒塌，相繼也影響到銅鑼灣等港島地區。不過現時假如要試行，可以在海濱道試行，因為

這條道路不是要道，影響相對較小，比起協和街、觀塘道，海濱道連接其他的道路較小，不會

嚴重影響到東隧等地區。 

在使用海上交通工具方面，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認同可以是一個減少交通擠塞的方法，利用觀

塘碼頭將部分乘客分流到目的地，並指出在配套上，現時的觀塘海濱已經進行優化，吸引觀塘

居民以及外來者使用海路往返，減少陸路交通壓力。 

在使用智能系統方面，現時在部分的地區實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指出，

香港本是全球首國提出此概念的城市，但當時因社會對私隱和技術水平而有所保留，時至今日

兩方面均已克服，但至今香港仍未能完全實施電子收費系統，作為抑制車流量的方法。代表表

示社會所需要的不一定是完全通暢，而是現時的交通網絡不會嚴重擠塞，只不過如果有部分的

地區燈位與燈位之間有大擠塞的問題就要即時處理。同時，智能系統可以方便觀塘區的居民，

觀塘所需的巴士路線十分多，因其有很多外來者，他們需要這些公共交通往返，所以利用科技

可以讓市民及早知道到站時間，好讓他們可以預定時間，不需要一早到達巴士站等候。研究團

隊指出，現時政府未能與巴士洽商，各界人士也未理性討論，現時巴士公司的確有應用程式讓

市民可以及早知道用那一種方法前往目的地，但是他們各自為政，如果政府可以加速各交通工

具的合作，讓新巴、城巴、九巴、地鐵以及小巴合作，共享資訊，設計成一個通用的應用程式，

方便市民選擇路線。代表回應指的確現時有谷歌路線，但是路線並沒有到站時間，對於使用者

來說是不方便。 

在改善擠塞的長期方法方面，政府現階段正規劃路線，並將另設新路線，讓駕駛者可以選擇其

他相對較通暢的道路。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指出現時 T2 幹線正在計劃路線，而中九龍線將於

2025 年完工、將軍澳–藍田隧道也會於 2021 年完工，而六號幹線可作分流，使交通流量從新

分配。政府亦會因需要加建和調整路口加以配合，希望能紓援主要幹道嚴重擠塞的問題。代表

帶出現時由美孚到達藍田、油塘，首先必經之路會是龍翔道、觀塘道，再會經過協和街；而當

六號幹線建成，讓駕駛人士多一個選擇進入茶果嶺道，屆時政府也會有交通調配，以減少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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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號幹線後形成藍田、麗港城一帶的交通壓力的問題，再配合市建局預計 2025 年完成一系列

重建計劃，相信也有助改善觀塘區內外交通擠塞問題。另外，重建舊區亦可以增加空間以紓緩

現有交通的問題，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指出如果要重建該區以及建築物後延，所需的時間非常

長，代表也補充有關情況與上海街相似，這區的業權分散，但是政府要求收購需要 80%的業權，

難以收購該地段。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優化行人道，例如觀塘道，讓市民更願意步行。研究團隊提出現時政府可

以優化公用設施、植樹來吸引市民步行。不過代表回應指現時行車線已經佔用了大部分的道

路；至於興建行人天橋方面，即類似鄰近地區九龍灣建立高架行人網絡，政府同時會提供先導

計劃，私人屋苑可以免補地價，政府會付相應的差額，但是在設計上，九龍灣雖然是鄰近觀塘

的地區，但是歷史發展較新，而觀塘是一個工業區，在轉型後，觀塘依然保留一些工業特色，

觀塘道路狹窄，空間不足，而且大廈業權分散，難以重建，同時樓與樓之間的距離十分近，特

別是開源道一帶密度高，不宜興建架空天橋，部分設計也未符合消防防火通道和系統要求，所

以如此密集的情況下，於觀塘核心區域興建架空天橋的困難比較大。同時代表指架空天橋需要

有橋墩，但是橋墩的位置位於街道兩旁，有部分的居民和商戶基於自己的利益會反對。 

雖然優化行人路可減少所需要的巴士站，但架空行人天橋同時需要空間，亦影響地鐵的空間位

置，代表重申問題在於持分者以金錢為重，設立架空天橋對地鐵公司來說，盈利會減少，需要

空間的情況下，地鐵站內的設施會遷走，因此他們會反對建議；至於金錢方面，代表指出架空

天橋會連接商場，但是建設成本高，到底哪一方需要承擔工的費用，都是不公平。如果由私人

大廈的業主承擔，他們定然會反對，但是如果由政府承擔會有官商勾結之嫌。 

另一代表回應指中環半山的連接通道與觀塘區與山上連接的計劃相似，但面對需時長的問題，

例如由觀塘最高點寶達邨至觀塘地鐵站水平距離達 2 公里，山上居民步行可能需要多達半個小

時，再前往海濱區需時時更長，加上目前已經有將軍澳道、清水灣道等行車路線，令計劃路線

的吸引力下降。不過計劃有利的因素在於在中段地區需要以樓梯連接到山下，基於這些位置有

很多中小學，學生或居民在繁忙時段需要等車造成不方便，但增設其他行人道輔助設施，例如

升降機塔，可以讓他們方便步行，減少專線巴士的需要，位於山上地區的市民可以直達觀塘中

心，減少交通時間，政府預計將於 2023 年完成工程。 

最後，興建東九龍鐵路連接山上安達臣及秀茂坪等公共房屋，以支持觀塘的交通運輸網絡亦是

其中改善擠塞問題的一種方法。不過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指出，這個鐵路如果只能在上、下班

時間使用的話可能成本效益不高，加上重型鐵路的訊號系統、機電工程的造價不少，路面鋪設

鐵路的價值固然會低於架空鐵路，但是目前觀塘區並沒有空間提供。至於其他令鐵路使用更有

效率方法方面，過去曾有建議指發展輕型交通系統較為適合，但發展輕軌已向市民諮詢了十

年，雖然基本獲得市民支持，但其他持份者卻有所保留，而且鐵路建造的成本高，計算投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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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IR 只有 1%，無奈令計劃遲遲未能落實。研究團隊回應指乘客的心理因素，例如輕軌系統

改善交通，紓援候車情緒，也應計算在內，另外，TD (Journey Time Survey)統計各路段需時，

也是量度交通擠塞問題的重要數據。 

持分者需要互相遷就和溝通，讓交通問題得以改善。研究團隊指偉業街的停泊車主可以減少上

落貨的時間，以道路暢通為先。代表和研究團隊也認為公共運輸機構之間的聯絡亦十分重要。

例如巴士可以仿傚小巴的做法，使用對講機能夠有效報告乘客的數量，或用智能科技監察乘客

數量，再向中央系統匯報，以按需要調配巴士。各項大型建設，例如幹線和重建區發展也需長

時間進行，希望各方可互相合作和諒解，公共運輸機構可分享資訊，互相協調來改善交通擠塞

的問題。 

警務處交通隊代表 

就觀塘核心區域的交通擠塞問題，本研究團隊收集了警務處有關執法建議的可行性。 

警務處交通隊代表表示在處理緊急或重大事件時，人手管制車輛進出某區域是常見方法。但缺

點是需要大量警力，而且長期執行臨時交通改道是需要運輸署署長批准。 

就偉業街貨車濫用車位及違泊問題嚴重，有建議錶位設立停車費用遞增制，配合智能收費系

統，讓使用者不能長期佔用車位。警務處交通隊代表對此意見有所保留。在現時車輛登記制度

下，車輛沒有安裝電子設備以分辨車輛身份。如果司機只將車輛駛離車位，再隨即將車泊回原

處，或用兩車，三車，甚或多車互換車位停放，系統能辨識嗎？最終收費遞增制可能會形同虛

設。 

警務處交通隊代表表示觀塘核心區域是一個工商混合區域，由於不同類型及不同目的的行人與

車輛都會在不同的時間不斷地進出使用這區域的道路。交通流量增加致使區內交通網絡無法承

受。 

而且，代表指區內舊式大廈不設停車場，車輛無法入內進行上落貨活動。該等活動只能在路旁

進行。新式商業大廈車位亦不足以應付需要，部分司機貪圖方便將車輛停放路邊或佔用路旁停

車灣，引致有需要車輛被逼｢雙行停車｣，使區內交通流量降低。 

另外，代表反映大量商業活動在區內進行，例如｢汽車服務｣在地面舖位提供維修，車輛潔淨和

護理服務等，誘使大量車輛停靠路旁。｢餐飲服務｣在地面舖位營業，方便了市民用餐但同時也

促使車輛停泊在店舖外或附近，佔用了區內上落貨空間。當警務人員執行交通管制時，司機便

會將車駛走、在區內兜圈或駛往區內其他地方，待警務人員離開後便駛回原處。 

最後，代表指區內供貨車上落貨地點不敷應用。二十多年來，停車埸收費已大幅增加，但違例

停泊定額罰款仍維持不變，$320 罰款已失去對違泊行為的阻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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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代表 

巴士是觀塘區核心區域的交通運輸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本研究團隊收集了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就區內巴士網絡的設計、改善巴士服務來表達意見。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同意觀塘核心區存在道路擠塞問題，而且問題近年越趨嚴重。私家車數目急

速增長導致整體道路上的車輛增加；政府的「起動九龍東」計劃令區內商業活動愈見頻繁，以

及觀塘鄰近區域的新屋苑相繼落成，例如安達邨、安泰邨、將軍澳南各屋苑等，都令區內人流

增加。以上種種均帶動觀塘區交通需求及流量不斷上升，令交通擠塞問題嚴重。其中，擠塞黑

點包括裕民坊、觀塘道及偉業街。 

事實上，上述三個擠塞黑點，都有其特定的擠塞原因。裕民坊的擠塞由於人流增加，在小巴在

該處停靠上落客而引致；觀塘道的擠塞是由於車流超出道路的負荷；而開源道和偉業街往往是

因為區內商業活動劇增以及違法停泊所致。 

為應對區內交通擠塞問題，九龍巴士有限公司已實施多項措施，包括優化及重組巴士站，把觀

塘道沿路巴士站重新組織整合，目的地區相近的巴士線，集合於同一個巴士站點，並以不同顏

色清楚展示和區分前往各區的巴士線，方便乘客辨識。2016 年起，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亦增派

站務助理，在交通流量高的巴士站協助乘客上落巴士，疏導人流。路線重組方面，部分巴士線

減少停站次數，例如往藍田方向的 42C 及 38 線，不停觀塘站巴士總站，以避開經常擠塞的開

源道迴旋處，使服務更快更直接。 

而為了配合近年觀塘及九龍灣商貿區的發展，九龍巴士有限公司新增的部分路線亦特別取道偉

業街、宏照道，避開觀塘道以減低其交通負荷，亦更方便乘客前往商貿區一帶。此外，九龍巴

士有限公司每年皆會向運輸署提供巴士路線計劃，就巴士路線重組提出建議，希望加強巴士網

絡效益，服務市民。 

就觀塘核心區交通擠塞問題，九龍巴士有限公司建議設立公共交通專線，預留足夠通道給高載

客量公共交通工具使用，透過集體運輸疏導人流，從而減少道路擠塞。至於觀塘區鄰近新發展

地區，例如人口不斷增加的安達邨，對巴士服務需求相應提升，九龍巴士有限公司期望在現有

巴士網絡上，提供更多選擇給市民；亦希望加強觀塘區與九龍南區的巴士網絡，提供直達路線，

減少有關地區居民依賴在觀塘區轉乘而帶來的交通負荷。 

代表回覆指提供優質巴士服務和服務乘客，一直也是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的宗旨。九龍巴士有限

公司善用科技資技，全部常規路線均已設有實時到站顯示，讓乘客可掌握實時班次資料，亦可

透過應用程式 APP 1933 及網頁查閱有關資訊；觀塘道多個巴士站亦設有顯示屏，向乘客展示

巴士到站時間。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亦正試驗於巴士安裝上層空置座位顯示屏，透過紅外線感器

技術，統計乘客上落樓梯人數，向乘客顯示上層空置座位數目；及於 APP 1933 顯示車廂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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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方便乘客掌握實時巴士資訊，計劃行程。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代表 

起動九龍東負責引領、督導、監督和監察東九龍發展計劃，以加快九龍東轉型成為另一個富有

吸引力的核心商業區，支持香港經濟的增長，並且繼續加強九龍東的競爭力。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認為觀塘區內部分路口的交通流量將接近飽和，觀塘核心區域交通擠塞黑點

包括觀塘商貿區內的觀塘道／開源道迴旋處、巧明街／駿業街路口、偉發道／偉業街路口、偉

業街／開源道迴旋處和海濱道／祥業街路口，以及九龍灣商貿區內的宏光道／啟祥道路口、宏

光道／臨興街路口、宏照道／啟祥道路口、宏照道／臨興街路口、宏照道／臨豐街路口和宏照

道／常怡道路口。區內行車路兩旁經常有車輛停泊及上落貨活動，令交通擠塞。 

代表表示，自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成立以來，一共提出了 89 項在短期內可實施的行人和交通改

善方案，截止 2017 年底，已完成了當中 60 項，包括加設上落客貨區，改善路口布局等。我們

正推展進一步改善工程，若地方諮詢過程順利，預計大部分可於 2018 年竣工。 

代表指辦事處已完成的計劃包括九龍灣和觀塘商貿區行人環境改善可行性研究，確立了商貿區

的整體行人及交通環境改善框架，並制定多項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改善方案。 

另外，代表提到政府正積極推展多個主要的運輸基建項目，包括六號幹線（正在施工的將軍澳

─藍田隧道和中九龍幹線，以及規劃中的 T2 主幹路），以減輕主要道路的交通負荷，以及滿

足九龍東的交通需要。 

而預計在 2019 年竣工的港鐵大圍至中環線（大圍至紅磡段）亦將大為改善九龍東（特別是啟

德發展區）的暢達度和交通連繫。視乎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第二階段詳細可行性研究的結果，

該環保連接系統將成為新增的交通模式，處理區內正在增加的出行需求及提升九龍東的交通連

繫。 

對於偉業街至觀塘道一帶觀塘商貿區的交通擠塞問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代表表示，把握發展

觀塘行動區的機遇，建議將迴旋處改為一個交通燈控制路口，並於該行動區內興建一條直通道

路，分流偉業街／開源道迴旋處現時繁忙的交通，理順交通流量和增加路口的容車量。擬議路

口布局改善建議現正在「觀塘行動區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作進一步研究。 

對於優化行人道以接駁觀塘核心區域至牛頭角鐵路站，代表指觀塘商貿區行人環境改善可行性

研究提出了一個整體的行人環境改善框架，包括 6 組南北走廊和 4 組東西走廊。當中勵業線連

接港鐵牛頭角鐵路站和觀塘商貿區，讓行人更方便前往商貿區和海濱。勵業街的改善建議包括

延伸現有港鐵牛頭角站行人隧道至欣業街與觀塘道交界的新建商廈，及興建一條通往海濱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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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橫跨偉業街的行人隧道。辦事處亦會探討沿勵業街提供自動行人道的可能性，以應付預計的

人流增長。 

對於往返觀塘，有建議開放啟德發展區原有（舊有）道路作交通疏導用途。代表指出，隨著啟

德發展區內道路網絡落成啟用，車輛將可經由啟德周邊各道路連接點例如土瓜灣道、世運道、

太子道東之東西行線、宏光道以及啟成街進入啟德發展區，並經由區內道路網絡，往返觀塘。 

就往返觀塘市中心（協和街至裕民坊）一段的疏導交通措施，代表指有關事宜將會於觀塘市中

心重建項目中由市區重建局作整體考慮。 

對於智慧城市概念的可行性，代表指出九龍東是研究發展智慧城市的試點。辦事處在 2016 年

2 月委聘顧問就九龍東試驗計劃展開可行性研究。顧問研究旨在為九龍東制定智慧城市框架及

重點策略範疇，建議相關智慧城市措施和進行概念驗證測試。 

在觀塘區內街道上的違例泊車經常導致交通擠塞，但區內其實有很多室內泊車位未被善用。有

見及此，辦事處透過「我的九龍東」手機應用程式的「易泊車」功能，提供區內實時空置車位

數目及位置和最短行車路線，引領駕駛者直達停車場入口，讓他們能便捷地找到車位，有助紓

緩區內交通擠塞情況。現時已有 24 個區內停車場（包括較大型的停車場）於「我的九龍東」

手機應用程式分享實時空置泊車位數目，覆蓋區內約五成半的時租泊車位。 

另外，辦事處正推展一項有關「路旁上落貨區監察系統」的概念驗證測試，將會在巧明街和海

濱道的部分路段加裝設攝錄鏡頭，透過影像分析技術，監察上落貨區的使用情況，鼓勵駕駛者

有效地使用設施，以及疏導因路旁上落貨頻繁而導致的交通擠塞。另一項有關「違例泊車監察

系統」的概念驗證測試亦將利用相類似的技術，監察違例泊車情況。概念驗證測試的成果會與

運輸及房屋局和警務署分享，長遠目標是利用科技幫助警方執法。 

辦事處代表亦簡述九龍東的智慧城市措施和概念驗證測試： 

首先，「我的九龍東」是由一個可供不同物聯網設備互連起來的數碼平台所支援的手機應用程

式，主要負責接收及發放不同資訊。例如接收不同停車場提供的實時空置車位數目，並在獲得

數據擁有者的同意後，發放有關資訊到運輸署的「香港行車易」手機應用程式及以應用程式界

面 (API)上載至政府的「資料一線通」網站。手機應用程式現包括五個主要功能「易泊車」；「智

慧九龍東」：一站式發放區內有用的地理資訊，如 Wi-Fi 熱點、公共廁所及巴士站等；「易行」；

「自助導賞」；以及「反轉天橋底」：介紹及分享在「反轉天橋底」3 個場地舉行的各類活動。

辦事處將繼續於「我的九龍東」加入更多不同功能，包括發放概念驗證測試時收集的資訊，提

供更廣泛的應用和實時資訊。 

而且，代表又提到為配合九龍東的低碳及智慧型發展得以持續，政府在九龍東新出售的地段的

新地契加入以下條款，規定新發展須：採用環保建築設計；須獲得綠建環評（暫定）金級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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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認證和達到較高綠化比率；提供智能水錶系統；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 （即三成停車位須裝

設固定電力裝置及餘下七成停車位須具備可為電動車輛提供充電設施的條件）；以及提供實時

空置泊車位資訊（適用於受轉售條款限制的商業發展土地和商業部分）。 

最後，辦事處期望透過在九龍東進行的概念驗證測試，展示智慧城市發展的效益及了解擴大應

用的可行性。概念驗證測試包括： 

1. 在 2017 年 1 月九龍東舉行的馬拉松活動期間，成功利用「智慧人流管理系統」，透過影像

視頻分析協助人群管理。 

2. 2017 年上半年亦推出了「按個人特性及喜好提供的行人導向」的概念驗證，按用戶需要

和喜好提議有蓋行人路徑和無障礙路徑等個人化步行路線。 

3. 在啟晴邨和德朗邨邀請約 120 住户參加「能源效率數據系統」的概念驗證測試，希望利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提高家居節能意識，推廣低碳生活。 

4. 「路旁上落貨區監察系統」計劃已於 2018 年 1 月展開。 

5. 將會在九龍東的主要違例泊車黑點設置「違例泊車監察系統」，利用攝影機和影像分析技

術，監察違例泊車行為。預計將有助減輕交通擠塞，並對違例泊車等行為帶來阻嚇作用。 

6. 在九龍東多個地點安裝「多功能智能燈柱」為多種傳感器提供同一安裝地點，並可配備不

同的資訊傳送技術。 

7. 在區內部分分類回收桶安裝傳感器，為「智慧垃圾箱系統」進行測試，完善垃圾收集安排

及減少回收桶因過滿而影響市容和衞生的情況。 

8. 計劃透過「我的九龍東」提供「實時道路工程資訊」，讓公眾知悉工程實際位置，有助駕

駛人士預早規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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