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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会议  
讨论文件  

 
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的设计方案及施工
时间表，以及拟就有关工程向财务委员会（财委会）提出的拨款
申请征询议员的意见。  
 
背景  
 
2. 旅游事务署去年四月向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会）
汇报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的最新进展和工作方向。  
 
3. 在会议上，我们汇报了根据二零零八年委托的财务顾问
所作的评估，即使在经济环境良好及引入大量商业元素的情况下，
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的原概念设计，从商业及财务角度而言并不
可行，难以吸引私人机构參与。而大量增加商业设施，将会占用
区内现有康樂设施及休憩用地，破坏香港仔独特的传统渔港特色。
为使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能及早落实，我们建议由政府拨款，以
传统渔村风貌为主题，先行在香港仔进行改善工程，同时探讨其
它长远方案，进一步加强香港仔的旅游吸引力，这个工作路向获
得南区区议会全力支持。  
 
4. 我们在会议上备悉委员会对项目修订发展方案的意见
和促请政府重新考虑项目未来路向的议案。政府一直致力发展香
港仔成为吸引游客的好去处，我们建议由政府拨款，在香港仔海
滨长廊兩岸及鸭脷洲大街和附近街道进行改善工程，目的也正正
是透过彰显香港仔的传统渔村风貎及提升该区的整体外观和旅游
配套设施，加强香港仔对游客的吸引力，促进该区的旅游发展。
事实上，南区区议会一直敦促政府尽快落实拟议的改善工程。  
 
最新进展  
 
5. 政府去年四月咨询委员会后，成立了跨部门工作小组推
展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土木工程拓展署聘请了顾问公司，着手
设计改善工程。旅游事务署曾数度实地视察，并多次与南区区议
会、地区人士和其它持份者会面，听取他们对设计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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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区区议会在今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会议上，表示支持香
港仔旅游发展项目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时间表，以及政府向财委会
申请拨款以落实该项目的建议。  
 
设计方案  
 
7. 我们建议在香港仔海滨长廊兩岸及鸭脷洲大街和附近
街道，进行下列改善工程－  
 

(a) 改建香港仔海滨现时的观景台，加设多幅富地标
性及具透视效果的风帆，营造香港仔传统渔港的
气息；  

 
(b) 扩阔观景台附近的公共空间，加设舢舨座椅，并

改善现有的凉亭及健身用地；  
 
(c) 在香港仔大道通往香港仔海傍道的沿海高架路

旁，建造木板行人路，并在沿途设置座椅及雕塑； 
 
(d) 在通往香港仔巴士总站的行人隧道香港仔海滨

出口附近，兴建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旅游信息
中心，介绍香港仔渔港的历史；同时扩建现有位
于该处的表演舞台，以及加设龙舟雕塑和船形座
椅，并翻新行人隧道上盖；  

 
(e) 在通往观海径的香港仔海滨长廊上加建中式围

墙，更有效分隔香港仔海傍道和海滨长廊；  
 
(f) 改善观海径沿岸船舶上落处的上盖设施，同时在

附近加设公共厕所；  
 
(g) 翻新两条横跨香港仔海傍道的行人天桥；  
 
(h) 在鸭脷洲海滨长廊兴建旅客信息中心，加装灯笼

摆设和灯塔雕塑，翻新现有的公共厕所和凉亭，
以及平整洪圣古庙前院的公共空间；  

 
(i) 在鸭脷洲风之塔公园兴建新入口，并在附近加建

花槽、栏杆及上盖等美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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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重铺鸭脷洲大街及附近街道的行人路，同时在街

道上设置特色栏杆及指示牌；及  
 
(k) 在鸭脷洲大街行车路的多个出入口兴建具中国

传统建筑特色的地标；同时以装饰物料重铺鸭脷
洲大街及附近街道的行车路。  

 
8. 上述工程项目的位置图载于附件。  
 
对财政及经济的影响  
 
9. 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我们估计上述拟议工程所需的费
用为  2.881 亿元，分项数字如下－  
 

  百万元  

(a) 建造／工务／合约  

 设计及建造合约－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  

 (i) 香港仔海滨长廊的改善工程   116.3

 (ii) 鸭脷洲海滨长廊的改善工程   69.6

 (iii) 鸭脷洲大街区域的改善工程   24.3

 (iv) 其它改善工程   10.5

(b) 顾问费   0.9

 (i) 合约管理  0.1 

 (ii) 驻工地人员的管理  0.8 

(c) 驻工地人员的薪酬   17.5

(d) 应急费用   16.9

 小计 256.0
（按二零一零年

九月价格计算）

(e) 价格调整准备   32.1

 总计 288.1
（按付款当日

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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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 们 估 计 上 文 第  7 段 所 述 的 改 善 工 程 将 可 创 造
约  233 个职位（ 204 个工人职位和另外  29 个专业／技术人员职
位），合共提供  3 381 个人工作月的就业机会。当这些改善工程完
成后，香港仔整体对游客会更见吸引力，并会为游客提供更完善
的配套设施。  
 
施工时间表  
 
11. 如果议员支持进行上文第  7 段所述的改善工程，我们将
于明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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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明年二月征求财委会批准拨款。  
 
12. 南港岛线（东段）工程亦预计于明年动工，计划中的利
东站其中一个出入口将设于鸭脷洲华庭街。该项目施工时，将有
工程车辆在鸭脷洲大街及附近街道行驶。为确保第  7 (j) 及  (k) 项
改善工程能顺利开展，我们会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详细商讨施工
安排，务求车站工程及改善工程能尽量互相配合。  
 
13. 如财委会于明年初批准拨款，上文第  7 (a) 至  (i) 项改善
工 程 预 计 可 于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分 阶 段 完 成 。 至 于
第  7 (j) 及  (k) 项改善工程，则视乎利东站的施工进度，预料可于
二零一四年完成。  
 
长远发展  
 
14. 除了改善香港仔海滨长廊兩岸及鸭脷洲大街和附近街
道，我们也参考了委员会、南区区议会及其它持份者的意见，探
讨一些较长远的方案。各方案的最新进展如下－  
 
发展鸭脷洲东北面海傍为以海鲜美食为主的饮食娱樂区  
 
15. 由于鸭脷洲大桥下的部份空地已用作「净化海港计划」
或预留作兴建南港岛线（东段）的工地，这些地段预计最快于二
零一五年方可转作其它用途。我们会在适当时候从规划、环境及
交通等方面，探讨可否将这些地段发展为以海鲜美食为主的饮食
娱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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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香港仔鱼類批发市场为旅游景点及海鲜食肆  
 
16. 就发展香港仔鱼類批发市场为旅游景点及海鲜食肆的
建议，我们咨询了负责管理市场的鱼类统营处，以及联络了一些
饮食业界代表，了解他们对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营运海鲜食肆
的初步意向。  
 
17. 香港仔鱼類批发市场一向以来的主要作用，都是为鲜鱼
买家提供批发服务，现有设施的使用量已经饱和。如要把市场发
展成旅游景点，必须确保市场运作不会受到影响，并须取得额外
资源以兴建游客设施及改善交通配套。此外，大批游客在市场聚
集所引起的安全问题须获得妥善处理，并且要取得规划及土地运
用方面的许可，方可在市场内加入商业设施。  
 
18. 有关建议牵涉众多持份者及不少复杂的技术性议题。除
此以外，我们亦要考虑有关建议的商业可行性，以及其对食肆及
旅游设施经营者的吸引力。我们会继续就土地契约、交通安排、
财务、规划及重置受影响设施等多方面与相关部门跟进有关建议。 
 
活化香港仔海傍的固定船只（三等船）  
 
19. 自二零零七年起，原分類为「第  III 類别」固定船只的
有关船只，已在《商船（本地船只）条例》（第  548 章）下获重新
分類为「第  II 類别」固定船只（固定船只）。牌照规定固定船只只
可从事渔业辅助等用途，即活鱼交易、晒鱼、载鱼、配雪、配水
或登岸的业务。全港现有  163 艘该類船只，大部分停泊于各区的
避风塘内。由于避风塘旨在提供泊位，让出海作业的船只在惡劣
天气下暂避风雨，以保障船只和船上人员的安全，因此政府认为
这些有限的避风塘泊位，不应被固定船只占用以从事一些本可在
岸上进行而与渔业无关的活动，尤其香港仔避风塘的使用率甚高，
天气惡劣时经常泊满船只。  
 
20. 此外，我们还须考虑执行上的困难。若我们要在香港仔
避风塘内划出区域，供固定船只从事与渔业无关的商业用途，必
须按公平原则，透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分配泊位，但有关安排将导
致一些原本泊在该范围内的船只被迫迁移。据了解，部分船主对
于可能要迁離现有泊位表示非常关注。与此同时，我们亦必须考
虑如何处理有关安全、保险和食物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以确保顾
客和船主均能获得妥善的保障。事实上，南区区议会在今年十一
月十八日讨论这个议题时，已察悉上述技术上的困难，并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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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顾及船主的关注。南区区议会表示会探讨其它方案以推广渔
村文化。基于上述考虑，政府无计划放宽该類固定船只可从事活
动的种類。  
 
征询意见  
 
21. 我们希望议员支持香港仔旅游发展项目，让我们可以尽
快向工务小组委员会及财委会申请拨款，使第  7 段所述的改善工
程能早日开展。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旅游事务署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Project Area
項目範圍

Aberdeen Promenade
香港仔海濱長廊

Aberdeen Praya Road

香港仔海傍道

Aberdeen Harbour
香港仔灣

Aberdeen Centre
香港仔中心

Ap Lei Chau Promenade
鴨脷洲海濱長廊

Aberdeen Centre

悅海華庭

Ap Lei Chau Main Street
鴨脷洲大街

Footbridge HF104
行人天橋 HF104

Kwun Hoi Path
觀海徑

Ocean Court

逸港居

Footbridge HF105
行人天橋 HF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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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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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Layout - Aberdeen Promenade near Viewing Deck

總平面佈置 - 香港仔海濱長廊 (觀景台附近)

Renovation of Footbridge HF104

翻新行人天橋翻新行人天橋翻新行人天橋翻新行人天橋 HF104

Playground

遊樂場遊樂場遊樂場遊樂場

Boardwalk Seating 

Fitness Area

健身用地健身用地健身用地健身用地

Sampan Seating

舢舨座位舢舨座位舢舨座位舢舨座位

Boardwalk

木板路木板路木板路木板路

Viewing Deck

觀景台觀景台觀景台觀景台

Chess 

Pavilion

涼亭涼亭涼亭涼亭

Aberdeen Harbour

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

New Planters along 

Promenade

沿海濱長廊的新花槽沿海濱長廊的新花槽沿海濱長廊的新花槽沿海濱長廊的新花槽

Boardwalk Seating 

and Bronze Display

木板座位及雕塑木板座位及雕塑木板座位及雕塑木板座位及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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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Layout - Aberdeen Promenade near Subway

總平面佈置 - 香港仔海濱長廊 (行人隧道附近)

Renovation of 

Subway HS16

翻新行人隧道翻新行人隧道翻新行人隧道翻新行人隧道 HS16

Information Kiosk

旅遊資訊中心旅遊資訊中心旅遊資訊中心旅遊資訊中心

Dragon Boat

Bronze Display

Performing Stage

表演舞台表演舞台表演舞台表演舞台

Feature Walls

特色牆特色牆特色牆特色牆

Boat Shape Seating

船形座位船形座位船形座位船形座位

Bronze Display

龍舟雕塑龍舟雕塑龍舟雕塑龍舟雕塑

Boardwalk

木板路木板路木板路木板路

Aberdeen Harbour

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

Renovation of Park Entrance

公園入口翻新工程公園入口翻新工程公園入口翻新工程公園入口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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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Layout - Aberdeen Promenade near Kwun Hoi Path

總平面佈置 - 香港仔海濱長廊 (觀海徑附近)

Renovation of 

Footbridge HF105

翻新行人天橋翻新行人天橋翻新行人天橋翻新行人天橋 HF105

Cruise Landing Shelters

船舶上落船舶上落船舶上落船舶上落躲躲躲躲避篷避篷避篷避篷

Aberdeen Harbour

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

Proposed Public Toilet

公共廁所公共廁所公共廁所公共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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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Layout – Ap Lei Chau Promenade 

總平面佈置 – 鴨脷洲海濱長廊

Lighthouse Display

燈塔雕塑燈塔雕塑燈塔雕塑燈塔雕塑

Hung Shing Temple Forecourt             

洪聖古廟前院洪聖古廟前院洪聖古廟前院洪聖古廟前院

Existing Boat Structure

現有船型雕塑現有船型雕塑現有船型雕塑現有船型雕塑

Aberdeen Harbour

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

Chess Pavilion

涼亭涼亭涼亭涼亭

Lantern Feature

Feature wall

特色牆特色牆特色牆特色牆

Public Toilet

公共廁所公共廁所公共廁所公共廁所

Information Kiosk

旅遊資訊中心旅遊資訊中心旅遊資訊中心旅遊資訊中心

Lantern Feature

燈籠燈籠燈籠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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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Layout – Ap Lei Chau Main Street 

總平面佈置 – 鴨脷洲大街

Colour Dressing

馬路重新鋪設馬路重新鋪設馬路重新鋪設馬路重新鋪設

Aberdeen Harbour

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香港仔灣

New Paving

行人路重新鋪設行人路重新鋪設行人路重新鋪設行人路重新鋪設

Iconic Features

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地標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地標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地標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地標

行人路重新鋪設行人路重新鋪設行人路重新鋪設行人路重新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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