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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1 月 26 日会议  
讨論文件  
 
 

立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尖沙咀东部行人天桥改善工程  

 

 

目的  
 

  本文件征求议员支持改善尖沙咀东部 (下称「尖东」 )的两

条现有行人天桥，以配合政府在尖沙咀区进行的多项为增添该区的吸

引力及促进附近一带人流的改善工程。  
 

 

建议  
 

2. 路政署署长建议把 153TB - 尖沙咀东部行人天桥改善工

程提升为甲级，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估计所需费用为 5,960 万元，

用以为上述行人天桥进行改善工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支持这项

建议。  
 

 

背景和理由  
 

3. 旅游业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我们锐意改善现有的旅游

设施，使香港能维持其作为旅游胜地的吸引力。尖沙咀是本港重要的

旅游、消闲和娱乐区。为增添尖沙咀对旅客的吸引力，改善尖东与区

内其它地点的连系，藉以促进区内的旅游活动，政府在尖沙咀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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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旅游建设和改善工程。这些项目包括「星光大道」 1、「尖沙咀

海滨长廊美化计划」 2 、「尖沙咀东部的交通接驳系统」 3以及「市

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及么地道公园改善工程」 4。此外，有待巴士线

顺利搬迁以及交通管理措施有效落实后，政府亦计划将现时在尖沙咀

天星码头对开的公共运输交汇处用地，发展为一个富特色的新公共空

间，并正就这项计划征询公众意见。 
 

4. 工程项目内位于尖沙咀东部的两条行人天桥在八十年代初

落成。行人天桥原来采用钢质上盖、传统的金属护栏、地面和典型的

照明光管系统的设计，未能与尖沙咀区内已进行改善的环境融合。此

外，行人天桥的斜路亦占用了不少空间；如以升降机取代这些斜路，

则可促进人流及腾出更多空间作绿化及公共休憩用途，优化该区环

境。位于香格里拉酒店和帝国中心对出的尖沙咀海滨长廊上的两条行

人天桥斜路已改建为升降机；这项改善措施获一致好评。  
 

5. 建议的两条行人天桥的改善工程，包括将现有设计改装为

天窗上盖、隐藏式天花射灯、结合金属和玻璃制成的护栏和人造花岗

岩地砖，让行人沿天桥漫步时更为舒适。此外，以升降机取代行人天

桥斜路，可以腾出面积约 650 平方米的地面空间，供环境绿化及市民

享用，并有助促进人流。这项改善工程不需对行人天桥作出结构性改

动，便能优化行人天桥设施，令使用者受惠，并增添天桥美感，是具

成本效益的方法。 
 

 
1  星光大道自 2004 年 4 月启用后，现已成为一个旅客必到的景点。此项目由新世界发展有限

公司自资兴建，然后捐赠予政府。 
  
2     财务委员会(财委会)于 2004 年 2 月批准把 385RO 号工程计划「尖沙咀海滨长廊美化计

划」提升为甲级；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估计费用为 1 亿 8,320 万元，工程范围包括美化香

港文化中心和香港艺术馆的海旁及尖东海滨长廊，令海滨一带焕然一新。这项工程已大致完

成。 
 
3  财委会于 2005 年 6 月批准把 74TI 号工程计划「尖沙咀东部的交通接驳系统」提升为甲级；

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估计费用为 2 亿 7,570 万元。工程范围包括在尖东兴建一个附有平台

花园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以取代现时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的交汇处，以及兴建两条新的

行人天桥。这项工程已经完成，而有关设施已于 2007 年 8 月启用。 
 
4  建筑署署长已于 2006 年 1 月完成「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及么地道公园改善工程」，

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费用为 1,480 万元；该工程令公园焕然一新。 
 



工程计划的范围和性质  
 
6. 153TB 号工程计划的范围如下  – 
 

(a) 改善位于尖东的现有两条行人天桥 (行人天桥

FB1 和行人天桥 FB2)及其楼梯，包括- 
 

(i) 将现有的钢质上盖、照明光管、金属护

栏和地面物料，更换成天窗上盖、隐藏

式天花射灯、结合金属和玻璃制成的护

栏和人造花岗岩地砖; 
 
(ii) 安装建筑面板; 
  
(iii) 为行人天桥重新髹油；  

(b) 拆卸两条位于么地道旁现有行人天桥斜路(斜路  

A 和斜路  B)及一条行人天桥的楼梯，并在原有

行人天桥斜路处各设置两部升降机； 
  
(c) 拆卸一条位于梳士巴利道旁的行人天桥斜路(斜

路  C)及一条相连的行人天桥的楼梯，并在原有

斜路的位置建设楼梯及在原有楼梯的位置设置

两部升降机；以及 
 
 

(d) 进行相关工程，包括铺筑行人路面、园景、渠

务和机电工程。  
 

拟进行的行人天桥改善工程的平面图及完成后的仿真相片载于附件一

至四。  
 

 

对财政的影响  
 
7. 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估计这项工程计划的费用为 5,960 

万元，分项数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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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元  

 
 

(a) 改善工程  
 

(i) 更换钢质上盖、

金属护栏、地面

物料和照明光管  
 

 
 

11.7 

27.6  
 

(i i) 安装建筑面板  
 
(iii) 为行人天桥重新

髹油  
 

14.2 
 

1.7 

  

(b) 建设新升降机和楼梯  
 

(i) 土木工程  
 
(i i) 机电工程  
 

 
 

14.6 
 

6.5 

21.1  

(c) 拆卸工程  
 

 1.6  
 

 
(d) 铺筑行人路面、园景

及渠务工程  
 

 1.6  

(e) 机电工程营运基金收

费  5 
 

 1.0  

(f) 应急费用  
 

 5.3  

 小计 58.2 (按 2007 年 9
月价格计算) 
 

 
(g) 价格调整准备  

1.4  

 总计 59.6 (按付款当日

价格计算) 
 

我们按政府对 2008 至 2013 年期间公营部门楼宇和建造工程产量价格

的趋势增减率所作的最新预测，制定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的预算。改

善工程完成后，行人天桥的每年经常开支估计约为 190 万元。  
 

                                              
5  机电工程营运基金在 1996 年 8 月 1 日根据《营运基金条例》设立后，政府部门须

就机电工程署提供的机电装置设计和技术顾问服务缴付费用。机电工程署就这项工

程计划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所有机电装置进行设计工作，以及从维修保养和一般运

作的角度，就各项机电工程和其对工程计划的影响，向政府提供技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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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的影响  

 
8. 建议的改善工程将有助增添尖东对旅客的吸引力，有利该

区的旅游活动，间接可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 
 
9. 我们估计为进行拟议工程而开设的职位约有 78 个(8 个专

业／技术人员职位和 70 个工人职位)，共提供 1,280 个人工作月的就

业机会。 
 

 

对环境的影响  

 
10. 这项工程计划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第 499 章)的

指定工程项目，只属于环境运输及工务局 (工务 )技术通告第 13/2003

号所列其中一类不大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工程。我们承诺在施工

期间根据环境保护署署长公布的规定实施标准污染管制措施。  
 

11. 为控制工程对环境造成的短期影响，施工阶段必须实施适

当的缓解措施。我们已把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费用计算在工程计划预

算费内。有关措施包括经常清洗工地和在工地洒水、遮盖泥头车上的

物料、使用低噪音机器／设备，以及采用活动隔音屏障。在工程计划

的策划和详细设计阶段，我们已考虑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产生建筑

废物。我们亦会要求承建商提交计划，列明废物管理措施，以供批

核。计划须载列适当的缓解措施，以避免及减少产生惰性建筑废物，

并将之再用和循环使用。  
 
 
公众咨询  
 
12. 我们在 2006 年 8 月 22 日就这项工程计划的外观设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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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及有关建筑物外观咨询委员会」 6。该委员会原则上接纳拟议的

外观设计。  
 
13. 我们分别在 2006 年 10 月 24 日及 11 月 16 日，咨询代表

当区有关团体的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和油尖旺区议会辖下的交通

及运输委员会。上述联会及委员会均支持这项工程计划。  
 
14. 我们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根据《道路(工程、使用及补偿)

条例》(第 370 章)(下称「条例」)的规定，在宪报公布拟议工程，其后

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赋予权力之下，运输及房屋

局常任秘书长(运输)根据条例的规定，在 2007 年 7 月 26 日批准这项

工程计划。批准公告已于 2007 年 8 月 3 日刊宪。  
 
15. 我们亦曾咨询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术比赛(香港)有限

公司。鉴于预期于 2008 年奥运和残疾人奥运会于 8 至 9 月期间举行会

吸引大量海外旅客及传媒，而尖沙咀又是一个热门旅游区，该公司建

议上述工程于马术赛事结束后才展开。我们会接受这项建议，调整有

关工程的时间表。 
 
 
未來路向 
    
16. 我们预计在 2007 年 12 月征求工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提升拟

议的工程的级别至甲级，以及于 2008 年 1 月征求财务委员会(财委会)

批准拨款。如财委会批准拨款，项目的建造工程预计于 2008 年 10 月

展开，在 2010 年 10 月完成。   
 
 
征询意見 
 
17. 请议员备悉拟议的工程并发表意見。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2007 年 11 月  

 
6  「桥梁及有关建筑物外观咨询委员会」负责包括从美学和视觉影响的角度，审核桥

梁和其它与公用公路系统有关的构筑物的设计。委员会成员包括香港建筑师学会、

香港工程师学会、大学院校、建筑署、路政署、房屋署、规划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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