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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6 月 23 日会议  
讨論文件  
 

立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在尖沙咀发展露天广场」计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议员汇报「在尖沙咀发展露天广场」计划（下称「有

关计划」）的进展，并就有关计划所建议的发展规范，征询议员的意

见。  
 
 
背景  
 
2 .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于 2005 年 6 月通过拨款，兴建「尖沙咀东部的

交通接驳系统」，包括在前永安广场公园原址重新兴建一个设有平台花

园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以取代现时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的交汇处，从

而腾出海滨地段发展一个露天广场。位于尖东的新交汇处已于 2007 年

8 月启用，而使用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总站的巴士路线亦正分阶段迁往

新交汇处。  
 
3 .  发展露天广场的主要目的是为本地居民和旅客提供一个新的公共

空间。计划中的露天广场位置优越，邻近多个旅游热点，包括星光大

道、香港文化中心、天星小轮、尖沙咀钟楼和一些主要购物商场等，可

以借助这些景点的优势并将有关景点连系起来，成为本地居民和旅客汇

聚之处。加上该处迷人的维港景色，该露天广场实有成为本港另一主要

旅游景点的巨大潜力。拟建广场的位置图载于附录I。  
 
 
公众咨询  
 
4.  为使拟议的露天广场能广受居民和旅客欢迎，我们透过不同渠道

向各界收集意見，积极探讨广场各种可行的用途，以及发展和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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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旅游事务署于 2007 年 5 月 30 日举办了一个工作坊，邀请有关人士

及专业团体，包括拟建广场邻近的商户、发展商、公共运输营运者 (包
括天星小轮、九龙巴士公司、前地下铁路和九广铁路 )、旅游及酒店业

界的代表、及油尖旺区议员，一起就拟建露天广场的用途、发展及管理

模式，作意見交流，集思广益。其后由独立顾问整理及提交报告，上载

旅游事务署网页，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与此同时，我们亦继续

接触不同的相关人士和专业团体 (请参阅附录 II )，收集他们对有关计划

的意见和建议。  
 
5 .  大多数收集到的意见均支持发展露天广场计划，其中油尖旺区议

会更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建议当局尽快落实这项计划。另外，旅游业界

包括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旅游业议会、香港旅行社协会、香港注册导

游协会、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香港酒店业协会

等，亦呼吁当局尽快推行发展露天广场计划，以促进香港旅游业以至香

港经济的发展。  
 
6.  就露天广场的发展，独立顾问公司总结收集得来的建议大致如下：  
 

(a)  采取综合性的设计，令露天广场在视觉和功能上均能与邻近

环境融合；  
 
(b)  露天广场宜采用有主题的设计，以增添其吸引力，并可考虑

以有关该地点的历史或有关香港的历史文化为主题；  
 
(c)  广场需提供多种用途的场地，以容纳享受绿化空间的静态休

憩活动，以至举行活力缤纷的特别活动；  
 
(d)  设计及兴建应由政府出资，再委托私营机构承办广场的设计

和兴建工作；  
 
(e)  可由私营机构出资和承办广场的管理和营运；以及  
 
( f )  持续公众参与，令公众的需要和期望获得充分考虑。  

 
有 关 顾 问 报 告 已 上 载 于 旅 游 事 务 署 的 网 页 ：

ht tp : / /www.tour ism.gov.hk/ tc_chi /cur rent /cur rent_piazza ts t .h tml。现将该

报告的摘要录于附录III ,  以便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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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广场的规划原则  
 
7 .  根据以往收到社会人士的意见和对广场的期望，我们在展开公众咨

询之前，已建议为这项计划订定下列的规划原则，而这些原则亦在公众

咨询期间获得公众人士，包括油尖旺区议会及旅游业界等的支持：  
 

(a)  不可影响现有的尖沙咀天星码头、尖沙咀钟樓和五支旗杆；  
 

(b)  必须作出适当的安排，方便市民和旅客乘搭巴士或的士往返尖

沙咀天星码头（即尽量在最接近尖沙咀天星码头的地方提供足

够的巴士站及的士站供上落客）；和  
 

(c)  无論由政府或私营机构负责推行这项计划，都必须设有机制，

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市场伙伴，和让公众有效參与和监察。  
 
此外，在推展有关计划时，我们要尽量避免对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的交

通及运输情况带来任何额外的负担。  
 
 
建议的发展规范  
 
8 .  经考虑顾问报告的结果，及有关部门就建议的可行性的初步意

见，我们建议下列的发展规范：  
 

A.  设计方面  
 
(a)  拟建的广场将发展为地区休憩用地，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

则，其建筑物上盖面积不可超过该地段面积的 10%。  
 
(b)  该地段内的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主水平基准上 15 米或现有

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两者中以数目较大者为准。  
 
(c)  有关的发展必须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共建维港委员会

订定的海港规划原则及指引、及城市规划委员会有关海港规

划的理想宣言及目标，作出适当的考虑，并须遵照所有现行

的规划要求和土地用途规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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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拟建露天广场的设计须便利市民及旅客步行前往尖沙咀海旁

一带。此外，有关的发展必须为邻近的香港文化中心提供紧

急、维修及运作上所需的车辆通道。  
 
(e)  发展应采用综合性的设计，令露天广场在视觉和功能上均能

与邻近环境融合。  
 
( f )  可赋予广场一个适切的设计主题，以增添其独特性和吸引

力，主题须与该地点的历史或香港的历史文化有关 (例如维

多利亚港、交通枢纽等)。  
 

B.  功能及用途方面  
 
(a)  美化园景，包括植树、绿化、草坪和座位设施，以供静态休

憩之用。  
 
(b)  有充足的空间，以举行各式各样的公众活动，如文化及艺术

表演、小型音乐会、艺术展览，以至户外嘉年华和除夕倒数

等。  
 
(c)  可考虑提供作露天茶座用途的临时户外座位设施，及附属广

场的设施包括纪念品 /小食小卖亭及一个旅客咨询中心。  
 
(d)  在不阻碍广场开扬的情况下，可考虑提供遮荫设施和有盖行

人通道，以方便市民和旅客往返尖沙咀天星码头。  
 

部分意见认为广场可提供地下设施，但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不适宜

列入计划的发展规范。  
 

C.  发展模式  
 
我们建议由政府负责设计和兴建广场的有关费用，邀请私营机构承

办广场的设计和兴建工作，并分下列两个阶段进行：  

 
(a)  露天广场的设计  

举办一个公开设计比赛，以扩大创意空间。我们预期设计比

赛最快可于 2009 年初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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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露天广场的兴建  

以公开招标的形式甄选及聘请承建商，按公开设计比赛胜出

的设计兴建广场。  

 

D .  管理模式  

 

虽然收集得来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应由私营机构营运广场并负责有关

开支，但考虑到广场最终的设计将会影响其设施及商业营运的可行

性，我们建议待广场的设计得以落实后，再考虑广场的管理模式和

提出具体建议。  

 
以上的发展规范属初步建议，视乎有关技术可行性的详细评估、规划限

制、交通影响评估和成本分析等，或有需要再作调整。  
 
 
相关的交通及运输安排  
 
9.  为方便市民和旅客往返尖沙咀天星码头及尖沙咀海滨，并维持该

处一带的交通畅顺，运输署计划在香港文化中心对开的梳士巴利道一段

兴建一个新回旋处，并会在露天广场工程展开前，将巴士线逐步迁离尖

沙咀天星码头巴士总站。此外，在咨询期间，有部份人士对附近一带车

辆和行人交通安排表示关注。为此，运输署拟订了有关的交通及运输安

排（请参考附录IV），并已在个别的咨询会议上，向相关的区议会、旅

游业界和相关专业团体作出简介，及取得他们的支持。有关新回旋处的

设计图载于附录V。新回旋处的工程预计最早可于 2009 年动工，并在

2010 年完成。  
 
 
征询意見  
 
10.  请议员就上文第 8 段拟建露天广场的建议发展规范提供意见。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2008 年 6 月  



附录 (I) 
 

 
拟建的尖沙咀露天广场位置图  

 
 

 



附录 (II)
 

「在尖沙咀发展露天广场」计划  

被咨询及邀请提供意见的主要相关团体及专业团体名单  

 

1. 香港注册导游协会  

2. 香港旅行社协会  

3. 香港酒店业协会  

4. 香港建筑师学会 * 

5. 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  

6. 香港旅游发展局 * 

7. 香港园境师学会 # 

8. 香港规划师学会 # 

9.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  

10. 共建维港委员会 : 

(甲 )、海港计划检讨小组委员会 *；及  

(乙 )、海滨管理模式专责小组 * 

11. 香港酒店业主联会  

12. 旅游业策略小组 * 

13. 香港旅游业议会 * 

14. 油尖旺区议会 * 

15. 香港工程师学会  @  

16. 香港测量师学会  @  

 
*  进行过咨询会议  
#  与香港园境师学会及香港规划师学会进行过联合咨询会议。香港规划师学会亦另提交

了意见书。  
@ 香港工程师学会对有关计划没有意见，而香港测量师学会截至 2008 年 3 月仍末收到

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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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沙咀发展露天广场」邀请各界提交意见  
顾问报告摘要  

 
背景  
这个咨询活动旨在邀请公众人士、旅业业界和小区的主要相关人士以及专业

团体，就拟建广场的用途和发展及管理模式表达意见。旅游事务署会以是次

活动及 2007 年 5 月工作坊所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为基础，制定广场的发展

规范和具体建议。  
 
这份报告总结和分析了在这次公开咨询活动中所收集到的意见。共有 61 位

公众人士透过互联网、传真或信件递交了他们的意见。另收到 17 份来自各

有关机构及其成员的意见书，包括讨论记录、咨询会的会议记录和信件。  
 
在此次活动收集到的大部份意见均支持露天广场的计划  (例如旅游业界、油

尖旺区议会等 )，然而，有些意见则主要关注到该区的车辆和行人的交通安

排。  
 
 
广场的用途  

在众多有关广场用途的意见中，就设施方面的主流意见是：草木花卉／草坪、

公众活动空间、港铁站出入通道、地下 (可能多层 )停车场、休憩座位设施及

露天茶座，而就活动方面的主流意见是：户外嘉年华或文化／艺术表演  (如
街头表演、小型音乐会、魔术表演等 )及户外视觉艺术展览。在广场的发展

及管理模式方面，主流的意见是由政府出资设计及兴建广场，然后由私营机

构出资和承办广场的营运。以上的意见 (详情请参阅报告的第 4.2 节 )大体上

与 2007 年 5 月工作坊所收集到的意见一致。  

 

表 1：建议的广场设施  

设施 

1. 草木花卉  /  草坪  (30) 
2. 公众活动空间   (16) 
3. 港铁站出入通道 (12) 
4. 地下 (可能多层 )停车场  (12) 
5. 休憩座位设施  (11) 
6. 露天茶座  (10) 
7. 礼品 / 食品小卖亭  (7)  
8. 户外展览设备  (6) 
9. 有盖行人道 / 自动行人道(6) 
10. 的士站 / 客货上落区  (6) 
11. 遮荫处  (4) 
12. 保留部份或整个现有巴士总站  (4) 
13. 具艺术性的双语指示牌  (3) 
14. 喷水池  (3) 
15. 设座位的表演场地  (3) 

16. 旅客信息中心 (2) 
17. 摩天轮 (2) 
18. 凉亭 (2) 
19. 雕塑  (2) 
20. 前中环天星码头的钟楼 (1) 
21. 户外表演场地 (1) 
22. 临时展示板 (1) 
23. 公用洗手间 (1) 
24. 灯光及音响设备  (1) 
25. 一个地标性的东西  (1) 
26. 路面和街道设施  (1) 
27. 连接尖沙咀及尖东的行人天桥  (1) 
28. 地下商业发展 (1) 
29. 利用天星码头的天台作观景台或露

天茶座   (1) 

附录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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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建议的广场活动  

活动 

1. 户外嘉年华或文化  /  艺术表演  (如街头表演，小型音乐会、魔术表演  
(10) 

2. 户外视觉艺术展览  (5) 
3. 休憩 (3) 
4. 圣诞及新年倒数活动 (2) 
5. 周末市集 (1) 
6. 观赏维港 (1) 

 
广场的发展及管理模式  
给予意见的人士较少有评论广场的发展和管理模式，而在这方面有给予意见

的，主要选择由政府出资设计及兴建广场，私营机构承办设计及兴建的工作

以及出资和承办广场的营运。这些选择与工作坊所收集到的主流选择相若。 

 
 
建议的广场发展原则  
在这次咨询活动中，大多数收集到的意见均支持发展露天广场的计划，当中

亦提出了一些关注事宜，主要是对该处一带的车辆和行人交通安排的关注

(详情见报告的第 4.4 节 )。综合这次咨询活动和 2007 年 5 月工作坊所收集到

的意见，本报告建议在推展露天广场计划时参考下列的五大原则：  
 

1. 综合性的设计：广场应在视觉效果和功能上与邻近环境融合；  
2. 具主题的广场：可考虑为广场定出一个合适的主题，以加强其吸引力； 
3. 公、私营合作发展模式：由政府出资设计及兴建广场，并由私营机构

承办广场的设计和兴建工作，以及由私营机构出资和承办广场的营运； 
4. 多用途的广场：广场应可容纳由享受绿化空间的静态休憩活动以至举

行充满活力的不同活动；  
5. 公众参与：在决定广场的设计时，应作进一步的公众参与。  

 
 



 
 

在尖沙咀发展露天广场计划  
相关的交通及运输安排  

 
 

为维持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的交通畅顺，在发展露天广场的同

时，运输署制定了一连串的交通及运输安排，详情如下：  
 
分阶段搬迁巴士线  
2. 运输署一直与巴士公司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安排在露天广场

工程展开前，将巴士线逐步迁离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总站。现时已有

2 条巴士线，分别为九巴第 28 号及 234X 号，迁往尖沙咀东 (么地道 )
的新巴士总站作为终点站。我们期望能于 2010 年完成巴士线的搬迁。 
 
新巴士站和的士站  
3. 在关闭天星码头的巴士总站之前，梳士巴利道香港文化中心外

将兴建一个新回旋处，以维持交通畅顺；预计工程最早可于 2009 年动

工，至 2010 年完成。新回旋处将设 8 个新巴士站，其中 6 个供乘客上

车、2 个供落车，将乘客分流，以方便乘客上落。回旋处中央，设有新

的士站，可供 16 辆的士同时停泊上客，并设落客处供 4 至 5 辆的士同时

落客，令的士站运作得更有效率。  
 
旅游车上落客处  
4. 文化中心正门外面会设一个新的旅游车上落客处，可同时容纳 4
辆大型旅游车上落客，方便旅客及旅游业界。  
 
私家车上落客处  
5. 使用私家车或的士的市民可以继续在广东道马可孛罗香港酒店

外的路旁停车处或文化中心外的车道上落车，日后亦可于广东道前水警

总部旁已增辟的 1 条行车线，距离梳士巴利道路口大约 30 米以外的地

方上落车。  
 
6. 除上述的交通运输安排外，运输署已就搬迁天星码头对开的运

输交汇处对附近一带路面交通的影响作出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港铁西

铁线九龙南线及其它主要道路改善工程预计于 2009/2010 年完成后，天

星码头一带的路面交通情况会令人满意，而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九龙

公园径以至附近其它道路交界亦会有足够的交通容量。在交汇处搬迁

后，运输署会继续密切留意露天广场附近一带的交通情况，在必要时作

进一步调整，以确保该区的交通畅顺。  
 

附录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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