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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1 月 26 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尖沙咀東部行人天橋改善工程  

 

 

目的  
 

  本文件徵求議員支持改善尖沙咀東部 (下稱「尖東」 )的兩

條現有行人天橋，以配合政府在尖沙咀區進行的多項為增添該區的吸

引力及促進附近一帶人流的改善工程。  
 

 

建議  
 

2. 路政署署長建議把 153TB - 尖沙咀東部行人天橋改善工

程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5,960 萬元，

用以為上述行人天橋進行改善工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支持這項

建議。  
 

 

背景和理由  
 

3. 旅遊業是香港的主要經濟支柱。我們銳意改善現有的旅遊

設施，使香港能維持其作為旅遊勝地的吸引力。尖沙咀是本港重要的

旅遊、消閒和娛樂區。為增添尖沙咀對旅客的吸引力，改善尖東與區

內其他地點的連繫，藉以促進區內的旅遊活動，政府在尖沙咀進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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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旅遊建設和改善工程。這些項目包括「星光大道」1、「尖沙咀

海濱長廊美化計劃」 2 、「尖沙咀東部的交通接駁系統」 3以及「市

政局百週年紀念花園及麼地道公園改善工程」 4。此外，有待巴士線

順利搬遷以及交通管理措施有效落實後，政府亦計劃將現時在尖沙咀

天星碼頭對開的公共運輸交匯處用地，發展為一個富特色的新公共空

間，並正就這項計劃徵詢公眾意見。 
 

4. 工程項目內位於尖沙咀東部的兩條行人天橋在八十年代初

落成。行人天橋原來採用鋼質上蓋、傳統的金屬護欄、地面和典型的

照明光管系統的設計，未能與尖沙咀區內已進行改善的環境融合。此

外，行人天橋的斜路亦佔用了不少空間；如以升降機取代這些斜路，

則可促進人流及騰出更多空間作綠化及公共休憩用途，優化該區環

境。位於香格里拉酒店和帝國中心對出的尖沙咀海濱長廊上的兩條行

人天橋斜路已改建為升降機；這項改善措施獲一致好評。  
 

5. 建議的兩條行人天橋的改善工程，包括將現有設計改裝為

天窗上蓋、隱藏式天花射燈、結合金屬和玻璃製成的護欄和人造花崗

岩地磚，讓行人沿天橋漫步時更為舒適。此外，以升降機取代行人天

橋斜路，可以騰出面積約 650 平方米的地面空間，供環境綠化及市民

享用，並有助促進人流。這項改善工程不需對行人天橋作出結構性改

動，便能優化行人天橋設施，令使用者受惠，並增添天橋美感，是具

成本效益的方法。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1  星光大道自 2004 年 4 月啟用後，現已成為一個旅客必到的景點。此項目由新世界發展有

限公司自資興建，然後捐贈予政府。 
  
2     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於 2004 年 2 月批准把 385RO 號工程計劃「尖沙咀海濱長廊美化計

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1 億 8,320 萬元，工程範圍包括美化香港文

化中心和香港藝術館的海旁及尖東海濱長廊，令海濱一帶煥然一新。這項工程已大致完成。 
 
3  財委會於 2005 年 6 月批准把 74TI 號工程計劃「尖沙咀東部的交通接駁系統」

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2 億 7,570 萬元。工程範圍包括在尖東興建一個

附有平台花園的新公共運輸交匯處，以取代現時在尖沙咀天星碼頭對開的交匯處，以及興建兩條

新的行人天橋。這項工程已經完成，而有關設施已於 2007 年 8 月啟用。 
 
4  建築署署長已於 2006 年 1 月完成「市政局百週年紀念花園及麽地道公園改善工程」，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費用為 1,480 萬元；該工程令公園煥然一新。 
 



6. 153TB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  – 
 

(a) 改善位於尖東的現有兩條行人天橋 (行人天橋

FB1 和行人天橋 FB2)及其樓梯，包括- 
 

(i) 將現有的鋼質上蓋、照明光管、金屬護

欄和地面物料，更換成天窗上蓋、隱藏

式天花射燈、結合金屬和玻璃製成的護

欄和人造花崗岩地磚; 
 
(ii) 安裝建築面板; 
  
(iii) 為行人天橋重新髹油；  

(b) 拆卸兩條位於麼地道旁現有行人天橋斜路(斜路  

A 和斜路  B)及一條行人天橋的樓梯，並在原有

行人天橋斜路處各設置兩部升降機； 
  
(c) 拆卸一條位於梳士巴利道旁的行人天橋斜路(斜

路  C)及一條相連的行人天橋的樓梯，並在原有

斜路的位置建設樓梯及在原有樓梯的位置設置

兩部升降機；以及 
 
 

(d) 進行相關工程，包括鋪築行人路面、園景、渠

務和機電工程。  
 

擬進行的行人天橋改善工程的平面圖及完成後的模擬相片載於附件一

至四。  
 

 

對財政的影響  
 
7.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這項工程計劃的費用為 5,960 

萬元，分項數字如下  –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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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善工程  
 

(i) 更換鋼質上蓋、

金屬護欄、地面

物料和照明光管  
 

 
 

11.7 

27.6  
 

(i i) 安裝建築面板  
 
(iii) 為行人天橋重新

髹油  
 

14.2 
 

1.7 

  

(b) 建設新升降機和樓梯  
 

(i) 土木工程  
 
(i i) 機電工程  
 

 
 

14.6 
 

6.5 

21.1  

(c) 拆卸工程  
 

 1.6  
 

 
(d) 鋪築行人路面、園景

及渠務工程  
 

 1.6  

(e) 機電工程營運基金收

費  5 
 

 1.0  

(f) 應急費用  
 

 5.3  

 小計 58.2 (按 2007 年 9
月價格計算) 
 

 
(g) 價格調整準備  

1.4  

 總計 59.6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我們按政府對 2008 至 2013 年期間公營部門樓宇和建造工程產量價格

的趨勢增減率所作的最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改

善工程完成後，行人天橋的每年經常開支估計約為 190 萬元。  
 
 

對經濟的影響  

 
                                              
5  機電工程營運基金在 1996 年 8 月 1 日根據《營運基金條例》設立後，政府部門須

就機電工程署提供的機電裝置設計和技術顧問服務繳付費用。機電工程署就這項工程計

劃提供的服務，包括為所有機電裝置進行設計工作，以及從維修保養和一般運作的角

度，就各項機電工程和其對工程計劃的影響，向政府提供技術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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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議的改善工程將有助增添尖東對旅客的吸引力，有利該

區的旅遊活動，間接可帶來正面的經濟效益。 
 
9. 我們估計為進行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78 個(8 個專

業／技術人員職位和 70 個工人職位)，共提供 1,280 個人工作月的就

業機會。 
 

 

對環境的影響  

 
10. 這項工程計劃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 499 章)的

指定工程項目，只屬於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工務 )技術通告第 13/2003

號所列其中一類不大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工程。我們承諾在施工

期間根據環境保護署署長公布的規定實施標準污染管制措施。  
 

11. 為控制工程對環境造成的短期影響，施工階段必須實施適

當的緩解措施。我們已把實施這些措施所需的費用計算在工程計劃預

算費內。有關措施包括經常清洗工地和在工地灑水、遮蓋泥頭車上的

物料、使用低噪音機器／設備，以及採用活動隔音屏障。在工程計劃

的策劃和詳細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採取措施，以盡量減少產生建築

廢物。我們亦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列明廢物管理措施，以供批

核。計劃須載列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生惰性建築廢物，

並將之再用和循環使用。  
 
 
公眾諮詢 
 
12. 我們在 2006 年 8 月 22 日就這項工程計劃的外觀設計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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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 6。該委員會原則上接納擬議的

外觀設計。  
 
13. 我們分別在 2006 年 10 月 24 日及 11 月 16 日，諮詢代表

當區有關團體的東尖沙咀地產發展商聯會和油尖旺區議會轄下的交通

及運輸委員會。上述聯會及委員會均支持這項工程計劃。  
 
14. 我們在 2007 年 4 月 27 日根據《道路(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例》(第 370 章)(下稱「條例」)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工程，其後

沒有收到反對意見。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賦予權力之下，運輸及房屋

局常任秘書長(運輸)根據條例的規定，在 2007 年 7 月 26 日批准這項

工程計劃。批准公告已於 2007 年 8 月 3 日刊憲。  
 
15. 我們亦曾諮詢第 29 屆奧林匹克運動會馬術比賽(香港)有限

公司。鑒於預期於 2008 年奧運和殘疾人奧運會於 8 至 9 月期間舉行會

吸引大量海外旅客及傳媒，而尖沙咀又是一個熱門旅遊區，該公司建

議上述工程於馬術賽事結束後才展開。我們會接受這項建議，調整有

關工程的時間表。 
 
 
未來路向 
    
16. 我們預計在 2007 年 12 月徵求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提升擬

議的工程的級別至甲級，以及於 2008 年 1 月徵求財務委員會(財委會)

批准撥款。如財委會批准撥款，項目的建造工程預計於 2008 年 10 月

展開，在 2010 年 10 月完成。   
 
 
徵詢意見 
 
17. 請議員備悉擬議的工程並發表意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07 年 11 月  

 
6  「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負責包括從美學和視覺影響的角度，審核橋

樑和其他與公用公路系統有關的構築物的設計。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

工程師學會、大學院校、建築署、路政署、房屋署、規劃署和土木工程拓展署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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