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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2020 年 1 月 18 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文件第 01/2020 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工作進度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匯報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工作進度。 
 
 
背景  
 
2.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成立可持續大嶼辦事

處 (下稱辦事處 )，按緩急先後、協調和綜合有序方式去規劃、評

估、設計及推展多項大嶼山發展項目和保育計劃、地區民生改善

工程，以及休閒和康樂計劃。  
 
 
主要工作的進度  
 
發展項目  
 
3. 辦事處一直積極推展以下位於大嶼山的發展項目：  
 

東涌新市鎮擴展  
(a) 東涌新市鎮擴展包括東涌東和東涌西擴展區 1。位於東

涌東擴展區約 130 公頃包括生態海岸線的填海工程已

於 2017 年年底展開，以期於 2020 年上半年交付首幅

土地供公營房屋發展和在 2024 年遷入首批人口。根據

《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及《水污

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 (第 358 章附屬法例 AL)，東

涌東擴展區相關的道路及污水渠工程已在 2018 年 9 月

                                                       
1  根據建議發展大綱圖，預計東涌新市鎮擴展於 2030 年全面發展後，合共可提供約

49 600 個住宅單位，以及一個提供約 870 000 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作辦公室、零售及

酒店用途的商業樞紐，創造約 40 000 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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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報刊登有關授權公告，而基礎設施的詳細設計正

在進行中。我們正就東涌新市鎮擴展進行城市設計研

究，以探索措施將其打造為智慧、環保及對氣候變化具

抗禦力的首個試點社區。  
 

(b) 為了更有效保護東涌河的環境，我們正進行有關可持

續城市排水系統的詳細設計，以控制排放入東涌河的

地面徑流的水量及水質。另外，為了進一步提升大嶼山

的環境實力，以達致大嶼山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建議將

東涌河發展成為河畔公園，相關的詳細設計正在進行

中，過程中我們會與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  
 

(c) 我們已在 2017 年第三季就位於馬灣涌的道路及排污設

備工程刊憲，而道路工程的修訂計劃已在 2018 年第二

季刊憲。位於東涌西擴展區的沿岸行人通道及裕東路

排污設備工程已在 2018 年第二季刊憲，而後者已於

2018 年 8 月根據《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第 358
章附屬法例 AL)獲授權進行。東涌道北的道路及排污

設備工程已在 2018 年第二季刊憲，而該等修訂計劃在

2019 年第二季刊憲。我們亦已在 2019 年第四季就位於

東涌西擴展區的東涌谷的道路及排污設備工程刊憲。  
 

東涌第 54 區公營房屋發展之基礎設施工程  
(d) 我們正推展基礎設施工程，以配合東涌第 54 區的公營

房屋發展 2。第一期工程包括建造行人路、單車徑、單

車停放處及巴士停車處等，並已於 2019 年 7 月大致完

成。第二期工程包括建造全新的行車道及排污設施，並

預計將於 2020 年年底完成，以配合於 2021-2022 年完

成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  
(e) 研究的撥款申請已經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諮詢發展事

務委員會 3，並於 2019 年 5 月 25 日獲得工務小組委員

會的支持。我們正按一貫程序，將撥款申請提交給財務

委員會審議。  
 
 
P1 公路 (大蠔至欣澳段 )的工程研究  

                                                       
2 該擬議公營房屋發展將提供約 3 300 個住宅單位，容納約 10 000 人。  
3 已於 2019 年 4 月 13 日及 27 日舉行兩場特別會議以聽取公眾對研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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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減輕北大嶼山公路的交通壓力，配合北大嶼山的房

屋及經濟發展，和提升北大嶼山交通網絡的抗禦力，我

們需要盡快開展 P1 公路 (大蠔至欣澳段 )的工程研究。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  
(g) 我們聯同規劃署進行研究，探討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的上蓋發展的可行性。因應政府於 2018 年 10 月的邀

請，香港機場管理局已就香港口岸上蓋發展機場相關

業務展開研究，並預計於 2020 年年底完成。我們將會

留意有關發展，並會適時再度檢視上蓋發展計劃。  
 

 
地區民生改善工程  
 
4. 為了提高當區居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我們正進行下

列研究及地區民生改善工程 : 
 

梅窩改善工程  
(a) 我們已經完成擴建現有停車場、建造一條新行車道及

修改一段現有連接道路，以及園境美化工程。我們現正

制訂梅窩碼頭附近的翻新景貌建議，包括建造入口廣

場和海濱長廊以及重置熟食市場、單車停泊處和公共

交通交匯處。我們計劃於 2020 年為翻新景貌建議舉行

公眾參與活動。 

 

大澳改善工程 

(b) 建造公眾休憩用地、公共交通總站、公眾停車場、上落

客貨區及單車停泊處的工程已於 2019 年 10 月大致完

成。我們現正進行有關第二期第二階段工程的設計工

作，當中包括建造行人橋、改善現有用地以供舉行社區

及文化活動之用，以及改善楊侯古廟前園。 

 
馬灣涌改善工程 
(c) 我們正推展的工程包括建造一條沿岸行人通道、泊車

設施、美化工程，以及排水及排污工程等。美化工程預

計於 2020 年 3 月完成。我們正就餘下工程進行詳細設

計。 

 

南大嶼山區內道路及碼頭設施改善工程 

(d) 我們正進行「檢視大嶼山的交通運輸基建網絡及旅客

接待能力的研究」，審視有關大嶼山區内的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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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可能的區內道路及碼頭設施改善工程)、可行的

綠色交通運輸方式及旅客接待能力。有關研究預計於

2020 年完成。 

 

保育計劃 
 

5. 辦事處致力推行多項計劃，以加強保育，亦同時推廣可持

續且配合大嶼山當地特色的休閒及康樂活動建議。 

 

保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生境 

(a) 我們現正進行一項「貝澳、水口、大澳及其鄰近地區的

生態研究」，以檢視大嶼山的現有生態資料，探討適合

貝澳、水口和大澳這三個優先地點的保育措施，以及研

究在大嶼山其他指定地區進行詳細生態調查的需要及

訂定先後次序。有關研究亦會收集生態數據，為大嶼山

的現有狀況建立資料庫。有關研究預計於2020年第一

季完成。 

 

提供基金資助保育項目 

(b) 我們正就設立10億元的大嶼山保育基金進行籌備工

作，以推動大嶼山鄉郊地區的保育工作，以及改善鄉郊

環境。我們計劃在2020-21 年度的開支預算中撥備基

金就保育項目所需的資金承擔額 (即五億元 )，讓立法會

在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時批准撥款。我們亦已

撥備5億元作小型地區改善工程，以支持在大嶼山的保

育及鄉郊環境改善的工作，相關項目將會在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下相關的整體撥款分目中向立法會提交。 

 

(c)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轄下「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

資助計劃，於2017-18年度特別加設的「南大嶼自然保

育」主題，已伸延至2018-19年度，支持非牟利團體在

南大嶼山推展自然保育的社區參與和教育項目。除了

2017-18年度批出總金額約 900萬元的九個項目外，

2018-19年度亦已批出兩個項目，涉及總金額約270萬

元。 

 

文化及歷史研究 

(d) 我們正分階段聘請顧問公司，為大嶼山的村落進行詳

細的鄉村文化及歷史研究，並設立文化及歷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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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階段就大嶼山西北地區的文化及歷史研究已於2019

年11月開展。 

 

(e) 我們已聘請顧問公司收集主要持份者和市民的意見，

為東澳古道和沿途鄉村制訂活化策略計劃。 

 

加強規管填土活動及傾倒拆建廢料 

(f) 我們一直與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緊密合作，採取行政措

施從源頭應對填土及傾倒拆建廢料問題: 

 

i. 所有由辦事處轄下的東涌新市鎮擴展工程合約僱

用的泥頭車，在運送拆建廢料時均不得駛經東涌

道，同時須配備全球定位系統或其他同等級系統，

以便有效監察其動向； 
 
ii. 已透過簡介會和信函，要求相關持份者加強監察及

管制傾倒拆建廢料； 
 
iii. 已發出通函，限制新政府工務工程合約的承建商，

不得佔用或租用具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 
 
iv. 已就大嶼山建立破壞環境個案數據庫，並定期諮詢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及更新資料，以助監察有關情

況； 
 
v. 開展概念驗證研究，利用科技儀器偵測沒有有效封

閉道路通行許可證而駛入南大嶼山的車輛； 
 
vi. 盡快修復受影響的政府土地，例如麻埔坪林地的修

復工程已經完成，現正進行護養工作；以及 
 
vii. 加強與相關部門合作，處理破壞環境個案、檢討相

關法例及加強相關執法工作。 

 

 

可持續休閒和康樂設施 
 

6. 辦事處致力協助將東北大嶼發展成為休閒、娛樂及旅遊樞

紐，以及在大嶼山推動可持續休閒和康樂活動，供公眾享用，包

括：  

 

欣澳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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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們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開展欣澳填海的規劃

及工程研究
4
。 

 

越野單車徑網絡改善及擴展工程 

(b) 在梅窩擴建越野單車徑網絡，以及建造練習場的工程

已於2019年12月大致完成。餘下的芝麻灣越野單車徑

網絡，預計於2020年第一季大致完成。我們計劃在2020

年初聘請顧問公司，進行南大嶼山越野單車徑網絡擴

建 (餘下階段 )及其他小型改善工程的詳細設計。 

 

休閒和康樂設施改善工程 

(c) 我們現正制訂大嶼山遠足徑及康樂設施計劃，以建造

遠足徑網絡連結多個文物、生態和康樂熱點，提供多元

可持續的休閒體驗，以及推動健康生活模式；並為各擬

議項目及措施制定時間表，分階段研究及落實。我們亦

正計劃昂坪郊遊設施改善工程，包括改善一段彌勒山

郊遊徑及鳳凰徑，以及增建觀景台。 

 

(d) 在快見成效的改善工程方面，我們已大致完成南山營

地的洗手間改善工程，及在籮箕灣及煎魚灣設立可持

續環保旱廁。我們亦計劃於2020年上半年在十塱增設

可持續環保旱廁。另一方面，我們現正進行石壁及南山

營地的改善工程，預計於2020年上半年完成。 
 

(e) 加密週末往返大澳渡輪班次的試行計劃，已延長一年

至2020年9月。 

 
公眾參與  
 
7. 在進行各項研究和項目時，我們會主動邀請有關學者、專

業人士和專家參與其中。我們已安排三個專家小組，分別就貝澳、

水口、大澳及其鄰近地區的生態研究、大嶼山的旅客接待能力及

綠色交通運輸，以及大嶼山遠足徑和康樂計劃，出謀獻策。我們

亦將會成立一個專家小組就文化保育方面提供意見。我們一直與

相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團體合作，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以提升

市民的保育意識及推動社區參與保育大嶼山的工作。我們於 2019

年透過「校園推廣計劃」、「國際環保博覽」及「香港生物多樣

性節 2019」等各種項目舉辦了多個不同的活動 (包括講座、展覽

和導賞團 )，提高公眾對保育大嶼山的意識和推廣大嶼山的可持
                                                       
4  包括詳細規劃土地用途，以及各項評估以訂定配套基建的技術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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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在發展中部水域人工島方面，我們會繼續努力向公眾解

釋項目的目標和技術研究的方向，並讓不同專業人士和青年人可

參與構建人工島的規劃和設計。   
 
 
總結  
 
8. 請委員備悉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工作進度。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20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