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2017 年 12 月 5 日  文件第 12/2017 號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填平水塘  

 

目的  

 

社會上有意見提議釋放及填平水塘作大型房屋發展。本文件旨

在向成員提供有關香港供水的背景資料，以及在推行有關建議時可能

面對的潛在挑戰。  

 
 
背景  

 
香港供水  

 

2.     香港沒有大型河流或湖泊。每年平均降雨量為 2 400 毫米左右，

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月份。加上香港的丘陵地形，收集雨水作飲用用

途是香港供水歷史上的一個挑戰。我們建造了引水道和水塘，以應付

分佈不平均的降雨量。隨著持續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政府一直採用多

重屏障的方式控制珍貴水資源的污染風險。其中包括把約 30%的土地

劃定為集水區，區內的發展受到嚴格控制；以及採用先進技術處理食

水後，才分配食水供市民使用。  
 

3.     自從在 1863 年建成第一個水塘以來，香港現有 17 個水塘 1（

圖一 ），總儲存量為 5.86 億立方米，平均每年集水約 2.46 億立方米。

                                                 
1 包括七個位於香港島（香港仔下水塘、香港仔上水塘、薄扶林水塘、大潭副水塘、大
潭中水塘、大潭篤水塘及大潭上水塘），一個位於大嶼山（石壁水塘），以及九個位於新

界（萬宜水庫、九龍副水塘、九龍接收水塘、九龍水塘、下城門水塘、船灣淡水湖、石

梨貝水塘、城門水塘及大欖涌水塘）的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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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的兩個水塘為萬宜水庫及船灣淡水湖，其儲存量分別 2.81

億立方米及 2.3 億立方米，約佔全港水塘總儲存量的 87%。萬宜水庫

及船灣淡水湖平均每年的集水量分別約 0.45 億立方米及 0.62 億立方

米。  
 

4.     過去十年水塘的集水量（本地集水量）由 1.03 億立方米到 3.85

億立方米不等。現時，本地集水佔香港食水用量約 20 至 30%，由廣東

輸入的東江水 2則供應餘下香港所需的食水。而部份水塘同時亦會用作

為緩衝或暫存 3東江水。水塘儲水量一般會維持在四至六個月食水用量

的水平，作為策略性儲備以應對不可預見的事件。  
 

5.     原水由水管及輸水隧道運送到濾水廠作處理。經處理後的水

會泵送到配水庫，並經由食水供應網絡分配至用戶。  
 
有關建議  
 
6.     在填平任何一個具規模的水塘作新市鎮發展的過程中所涉及

的考慮和預期的潛在挑戰很可能十分類似。為了令討論能更聚焦，我

們就有關建議在船灣淡水湖 4填平約 600 公頃土地作為可供 80 至 120

萬人居住的「船灣新市鎮」方案進行了一項概括技術評估。船灣淡水

湖的其餘地區會留作公共空間和儲水用途。有關建議載於 附件 。  

 
 
發展潛力  
 

7.     填平一個具規模的水塘可提供相對較大的土地面積作全面規

劃，發展一個新市鎮。但從策略性規劃角度來看，政府在「香港 2030+：

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 2030＋」）中已為香港建議了
                                                 
2 香港亦使用海水沖廁。在 2016 年，海水沖廁的用水量為 2.6 億立方米，而同期的食
水用量為 9.87 億立方米。  
  
3 一般情況下，東江水會直接輸送到濾水廠或經船灣淡水湖轉送到香港東面的濾水廠
（如馬鞍山濾水廠及北港濾水廠）。如有剩餘的東江水會被輸送到部份水塘（包括船灣

淡水湖）作儲存。  
 
4 船灣淡水湖湖面面積約 1 200 多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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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持續的概念性空間框架，當中的發展軸和樞紐是按照一些原則 5

而制定的。船灣淡水湖位於生態和保育價值較高及遠離主要交通基礎

設施的地區，並不符合這一概念性空間框架。此外，有關建議提議於

600 公頃土地上提供 30 萬個單位的發展規模偏高 6，以致發展的最終

密度與周圍的自然環境不相容，亦不能提供與已規劃的新發展區相類

似的高質素生活和工作環境。  

 

 
推行有關建議的考慮及潛在挑戰  

 

在供水方面的考慮  

 
8. 船灣淡水湖佔水塘總儲存量約 40%，在香港的供水上扮演著策
略性的重要角色。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i)  作為兩大提供策略性儲備之一的水塘 7，以確保原水儲存量可

以應付約四至六個月香港的食水用量（上文第四段）。策略性

儲備是為了應對不能預見的供水危機而導致長時間暫停供應

東江水（香港主要食水水源）的情況，例如東江－深圳供水

系統出現故障或發生極端乾旱事件；  

 

(ii)   收集和儲存雨水供香港使用，平均佔香港集水量約 25%；及   
 
(iii)  用作緩衝或暫存東江水及調配原水至主要的濾水廠（圖二 ）。

於每年十二月東江水暫停供應以進行定期保養期間，船灣淡

                                                 
5 這些原則是 ( i)  保育生態和保育價值高的地區； ( i i )  促進經濟集聚； ( i i i )  善用策略性
地點，把握新建交通基建及過境口岸所帶來的新發展機遇；及 ( iv)  優化人口與就業的
空間分佈。  

 
6 供參考用途 :新規劃的洪水橋新發展區發展用地約 441 公頃，提供約 61 000 個住宅單
位予 176 000 新增人口居住，其淨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約 39 900 人。最高淨人口密度
的新市鎮為天水圍（每平方公里約 88 700 人）及將軍澳（每平方公里約 73 500 人 )  。
建議之船灣新市鎮方案的淨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約 130 000 至 200 000 人 )較這兩個新
市鎮高出兩倍多。其淨人口密度亦比市區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如黃大仙（每平方公里約

85 800 人）及東區（每平方公里約 79 600 人）為高。  
 
7 另一個主要的策略性儲備是萬宜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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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湖的儲水是香港主要的供應水源。  

 

9.    有關建議提議填平部分船灣淡水湖（約 600 公頃）作房屋發展

用途，但同時保留水塘的餘下部分作公共空間及儲水用途。這項建議

與政府以多重屏障保護水資源的方式相違背。在毗連淡水湖進行如此

規模的發展，要處理由發展區內居民的日常活動產生的大量非定點源

污染，將困難重重，該發展會對淡水湖的水資源帶來重大的污染風險。

由於淡水湖的水質未能得到保障，淡水湖亦會失去於上文第八段所述

的策略性功能。喪失船灣淡水湖對香港原水供應的影響如下：  
 

(i)  全港水塘的總儲存量會大幅減少約 40%，由 5.86 億立方米減

少至 3.56 億立方米。由於整體水塘的儲水量以致策略性儲備

大幅減少，原水儲存量會由可以應付約四至六個月的食水用

量減少為三至四個月的食水用量 8。這將無可避免地削減了我

們在不能預見的供水危機下長時間暫停東江水供應的應變能

力。因此，我們不能維持可靠供水的風險會大幅增加；  
 
(ii)  由於本地集水量及水塘儲存量的減少，我們將需要採用其他

水資源，例如化淡海水、增加東江水供應量等，以維持供水

的可靠性。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詳細研究使用化淡海水以

補償減少的本地集水量及儲存量，並維持可靠供水的可行性

及可取性，包括考慮在沿海地區興建海水化淡廠所需要的土

地資源、進水口的海水質素、排水口海洋生態的影響、食水

供應網絡及運作形式等因素。我們亦須評估因使用化淡海水

而大量耗電的可持續性及其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供電可靠的

安排。由於東江水資源已經接近完全開發使用，我們須小心

考慮增加對東江水依賴的方案；及  
 

(iii)  其他水塘將需要取締船灣淡水湖作為緩衝式或暫存東江水的

運作功能，包括調配原水到主要的濾水廠及於每年東江水暫

                                                 
8 但應留意的是，當水塘總儲存量下降到令人擔憂的水平時，這可能早在水塘儲存量用
盡之前已發生，我們需要開始實施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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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供應期間供應作為香港的主要水源。由於現有的原水供應

網絡主要連接至船灣淡水湖，而非其他水塘，我們必須興建

額外的水務基礎設施以重新配置整個原水供應網絡。  
 

10. 鑑於上文所述的因素，在決定推行該建議前，我們必須慎重考

慮及評估該建議對香港供水穩定性和原水供應系統運作模式的影響，

以及相應的緩解措施。  

 

在工程方面的考慮  

 

11.    就有關建議所涉及的潛在關注事項和主要工程挑戰載述如

下：  

 
環境和生態上的關注事項  
 

12.    整個船灣淡水湖和其周遭山坡位處於船灣郊野公園、八仙嶺郊

野公園和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的範圍内。船灣淡水湖

範圍内或周邊地區有三個具考古價值地點，即橫嶺頭、大滘和新浪潭

古徑 9。船灣淡水湖的水壩外就是吐露港。吐露港屬水流交替率不高的

半封閉水體，實際上是被陸地包圍，因此海水水質對污染十分敏感，

亦包含不少水敏感受體，當中包括魚類養殖區 10、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 11、泳灘 12、珊瑚、紅樹林、避風塘、水上運動區和海水進水口等。

赤門海峽北岸與船灣淡水湖的副壩相連，因其特殊地貿特徵而被列爲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同時亦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的主要景點，内有約在 3.6 億至 4 億年前泥盆紀時期沉積的全港最古

老岩石。圖三 顯示船灣淡水湖周邊的環境和生態敏感地區。  
                                                 
9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 1998 年在全港進行的考古調查結果顯示，位於橫嶺頭和大滘的具
考古價值地點已大多淹沒在船灣淡水湖下。  
 
10 鹽田仔 (東 )、鹽田仔、榕樹凹和老虎笏魚類養殖區。  
 
11 鹽田仔及馬屎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汀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赤門海峽（北部
海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深涌海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及荔枝莊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  
 
12 位於大尾篤的龍尾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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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船灣新市鎮的建造工程不會只在船灣淡水湖的範圍内進行，所

造成的環境影響也因此不會局限於此。由於船灣淡水湖及鄰近山邊座

落於郊野公園範圍內，連接船灣新市鎮至其他各區所需的道路和鐵路

難免會侵入到郊野公園範圍或在郊野公園範圍内動工，並會貼近淡水

湖附近多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和魚類養殖區。除了上述保護區外，

公眾提出的概念性運輸網絡所覆蓋的範圍内亦有大量生態敏感的陸地

和海洋生境，例如具重大生態價值的溪流、風水林、有潮間和潮下海

洋生物棲生的沿岸地區和珊瑚群落。其他配套基建設施的供應，例如

供水、排水、排污、電力供應和通訊電纜，亦可能涉及在敏感地區附

近進行建造工程。  

 

14.    有見船灣新市鎮的覆蓋範圍甚廣，以及有不少的具保育及考古

價值地點和重要生境可能會受到影響，進行擬議發展會對環境造成重

大而實質的影響。我們需要進行詳細的環境影響評估，以確定潛在影

響是否可以緩減到可接受的水平。  
 

15.    此外，根據香港景觀價值圖，船灣淡水湖和其周邊地區具高景

觀價值。該水塘附近有眾多遠足徑，當中包括聞名的船灣淡水湖郊遊

徑，由長牌墩通往橫嶺，讓行山人士一睹水塘和水壩之外吐露港的山

光水色。該水塘是大埔區康樂活動的熱點，並因其秀麗景色馳名中外。

船灣新市鎮的發展會徹底改變這些地貌景觀。  
 

16.    基於上述原因，要讓這項建議達到整體上環境可接受性將會是

一項十分嚴峻的考驗。另外，正如上文第七段所述，這項建議有違「香

港 2030＋」提倡保育高生態和具保育價值地區的整體原則。  

 
運輸和交通事宜  
 

17.    船灣淡水湖可從西面經汀角路或從北面經新娘潭路進出。汀角

路把船灣淡水湖連接至吐露港公路，屬通往市區的主要路線。吐露港

公路的備用容車量有限，難以應付額外的交通流量。至於北面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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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路，則經鹿頸路把船灣淡水湖連接至沙頭角公路。這迂迴道路穿過

八仙嶺郊野公園和船灣淡水湖郊野公園之間，貼近部分重要的野生動

物生境，而使用鹿頸路的車輛亦會受到限制，所有中重型貨車均不准

駛進鹿頸路。  
 

18.    容納 80 萬至 120 萬人口的房屋發展難免會產生大量往來市區

的交通需求。除非政府增建策略性道路直接連接船灣新市鎮往返市區，

否則吐露港公路及馬鞍山繞道如需接駁馬鞍山區内的道路網絡，可能

會成為交通樽頸和出現擠塞情況。  
 

19.    為滿足有關發展的交通需求，政府需要提供一條鐵路專線把船

灣新市鎮接駁至市區，再輔以陸路公共交通服務。有關建議提及可興

建鐵路和策略性道路由船灣新市鎮跨越赤門海峽通往馬鞍山，以及把

鐵路進一步伸延至將軍澳。然而，興建這些運輸基建在技術上非常具

挑戰性，更何況有可能引起潛在環境關注及高昂的建造成本。為免因

進行海事工程而對水質，以及對赤門海峽北海岸的重要地質資源造成

不可挽回的影響，建議連接新市鎮和馬鞍山的新道路／鐵路以海底隧

道方式興建，以跨越赤門海峽。屆時，該隧道須橫越赤門海峽斷層，

這斷層屬本港大型斷層之一，最大闊度約 750 米。要橫越如此廣闊的

斷層帶，在技術上會相當具挑戰性。  
 

20.    鑑於船灣新市鎮的發展規模龐大，倘若只由現有鐵路網絡興建

延線或支線以連接新市鎮，很有可能會使現有鐵路網絡不勝負荷。此

外，由於馬鞍山鐵路線現有終點站（烏溪沙站）附近有多個已落成和

正在興建的私人發展項目，因此若要落實興建延線或支線，須處理複

雜的土地問題 13。同樣地，現有寳琳鐵路車站四周是建築物和住宅屋

苑，沒有空間可供興建鐵路延線或加設轉車站。故此，要興建一條鐵

路連接烏溪沙、途經西貢和香港科技大學至寶琳似乎不大可行。我們

需要進行詳細檢討及詳盡勘測才能確定其可行性。  

 

                                                 
13 佔用私人發展項目的土地，以及在烏溪沙區欠缺土地興建新的轉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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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建議亦提議興建鐵路連接船灣新市鎮及沙頭角。此路段鐵

路的乘客量需求及成本效益固然有待進一步檢視，鑑於鄰近地區已有

羅湖和落馬洲兩個跨境鐵路站，我們對在沙頭角增設另一個跨境鐵路

站的需求存疑。  

 
其他技術考慮  
 

22.    發展船灣新市鎮難免要展開大型建造工程，以填平水塘及建造

所需的基建設施和上蓋建築。由於船灣淡水湖的可達性會影響施工期

間運送建築物料和機械的工序，我們對此特別關注。事實上，有別於

海路通達的其他近岸填海地點，船灣淡水湖與大海被離海平面逾 14

米高的水壩分隔。鑑於此屏障體積巨大，如要經海路運送填土物料和

機械至淡水湖的工地將受到重大的制肘，因而須採取特殊的施工方法

和技術。現階段我們不能排除有可能要改動水壩以遷就施工方法，我

們預期改動工程，如若需要，不但造價高昂及施工期長，更會因爲水

壩素來是吸引不少市民於假日前來欣賞優美風景的地點而可能會引起

公眾關注。  

 

23.   另外，值得留意於颱風季節和冬季時利用香港東部水域途經大

鵬灣的海路分別易受惡劣天氣和海面大浪的情況影響。因此，我們預

期建造物料及機械運送工作或會經常受到干擾，拖慢填海進度及影響

土地供應的時間表。  
 

24.    如要進一步考慮此建議，我們需要開展可行性研究以探討填平

水塘的方案是否切實可行，包括研究可能採用的施工方法和放棄船灣

淡水湖對供水的穩定性和原水供應系統的運作可能造成的影響，其他

重要事項如上述有關交通運輸、岩土事宜和環境影響等亦需作出評估。

我們預計，推行此建議時用於實施緩解措施以彌補因為填平了具規模

的水塘而導致本地集水量和儲水量的下降，以及提供發展所需的運輸

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成本高昂，而由於通達性限制而導致的龐大填海費

用，亦會進一步增加工程成本。為確定所涉及的工程成本，我們需要

進行更詳細的評估，才能決定是否推行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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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土地所需時間  

 

25.    船灣淡水湖位處於《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下所公佈的

集水區內。如要推行這建議，水務監督須修改相關集水區地圖的界限

或範圍。興建擬議的船灣新市鎮須在船灣郊野公園範圍内（包括船灣

淡水湖）進行大型填海和發展。發展建議因涉及郊野公園和特殊地區，

須諮詢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並在取得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

理局的同意後方可進行。我們預期，如要進一步推展船灣新市鎮的建

議，無可避免需要就發展區域應否從船灣郊野公園現有範圍剔除一事

進行熱烈討論。如要落實從郊野公園範圍剔除有關區域，必須根據《郊

野公園條例》（第 208 章）所列明的法定程序進行。  

 

26.    考慮了需要進行相關的規劃和工程研究、制訂法定圖則、完成

所需法定程序，以及建造所需基建設施的時間，即使有關方案的可行

性得到確認，我們預期整個船灣新市鎮的發展過程需要超過 20 年方能

完成。  

 

27.    從船灣淡水湖的例子可見，填平水塘的建議所涉及的技術及環

境考慮均非常複雜，我們認為此建議，如推行的話，只適合作為長遠

的土地供應方案。  
 
 
徵詢意見   

 

28.    請成員參考本文件就此項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所陳述的考慮

和潛在挑戰提出意見。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水務署  

2017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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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為香港提供大量土地儲備的建議 
 

背景 

土地發展對於香港而言，真是極為珍貴。「寸金尺土」形容香港正切合不過！香港真的再沒

有土地供應嗎？ 

在 70-80 年代，政府決定展開新市鎮發展計劃以應付人口高速增長，短短 20 年間發展了九

個新市鎮。【如表】。現時，九個新市鎮的整體人口約 347 萬，預計到 2021 年將增至

363 萬。眼見新市鎮容量已進入飽和階段再無餘力解決香港目前嚴峻的房屋問題，唯有在計

劃中的東涌新市鎮發展延續並增加容納 14.4 萬人。現時，只是一些規模較細的新發展區，

對房屋短缺於事無補，加上部份計劃仍處於籌劃中，未能趕上配合人口增長，形成供應不足，

樓價節節上升，與市民收入嚴重脫節。 

 

 

「土地儲備」就好像「聯繫滙率」一樣，若土地儲備充足，樓價自然會回到合理水平。所以要樓價

回復平穩，慢慢與香港人收入掛鉤，政府一定要有大量土地儲備在手。如果香港沒有數千億美元的

外匯儲備1，聯繫匯率可以保持平穩嗎？所以香港的樓價不在乎每年的目標供應量，關鍵在於香港的

土地儲備。高地價是現今香港各種社會問題的元兇，包括，貧富懸殊、年輕人欠缺上流機會、香港

                                                             
1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於 2017 年 1 月 6 日公布，香港於 2016 年 12 月底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為 3,862 億美元。 

 

新市鎮、新發展區 
發展面積  

(公頃) 

人口(萬) 
剩餘容量 

人口密度  

(/公頃) 
動工年代 

計劃 現時 

第
一
代

 

1 荃灣 3286 86.6 80.5 7.04% 264 70 年代初 

2 沙田 3591 77.1 69.1 10.38% 215 70 年代初 

3 屯門 3266 58.9 50.2 14.77% 180 70 年代初 

第
二
代

 

4 大埔 3006 30.7 27.8 9.45% 102 70 年代後期 

5 粉領/上水 667 29 26.1 10.00% 435 70 年代後期 

6 元朗 561 18.5 16.4 11.35 330 70 年代後期 

第
三
代

 

7 天水圍 430 30.6 29 5.23% 712 70-80 年代 

8 將軍澳 1718 44.5 39.6 11.01% 259 70-80 年代 

9 東涌包含東涌東/西擴展區 (計劃中) 245 26.8 12.4 53.73% 1094 70-80 年代 

新
發
展
區

 

10 啟德發展計劃 318 8.7   274 2007 

11 安達臣道(入伙中) 20 4.8   2400 2008 

12 安達臣道石礦場(計劃中) 40 2.5   625 2016 

13 古洞北及粉嶺北(計劃中) 330 17.2   521 2017? 

14 洪水橋(計劃中) 435 17.3   398 2019? 

以上資料來自土力工程拓展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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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慘變樓奴、行業萎縮等。所以只要推出有效政策，可以穩定地價並提供大量土地的供應，大部分

的社會問題將會迎刃而解。 

項目背景資料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土地儲備是平衡樓價的關鍵，因此我們建議填湖、造地、建家園，給市

民一個買得起，坐得直，瞓得舒適的居所，構建一個智慧，綠化，環保的新市鎮！ 

 

船灣淡水湖湖面積達 1200 多公頃。以地積比 2 倍計，可以建 30 萬個 600 呎的住宅單位加 6000 萬

呎商業/公共建設/教育設施/大學校園等等。以平均地價 3000 元計，賣地收益可達 7200 億元。足

以支付一切所需的鐡路及公路，跨海大橋，地盆平整及基礎設施。這可提供 80-120 萬人居住的智

能新市鎮，交通方面當然要妥善解決，首期可建鐵路及高速公路從馬鞍山烏溪沙透過跨海大橋或隧

道伸延至船灣淡水湖，鐵路北上至沙頭角，以增加一個過境通道，然後西轉銜接落馬洲支線，為皇

后山及粉嶺北新發展區提供鐡路服務。高速公路向西北經龜頭嶺在丹竹坑與正在興建的蓮塘/香園圍

過境口岸高速公路銜接。組成另一南北交通幹線。這建議不但技術上可行，還有以下得益： 

 

1. 改變船灣淡水湖的用途，釋出土地資源，完全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及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並

加速推動香港環保水資源再生的工程。 

2. 一下子提供大量土地儲備，足以建立一個可建 30 萬個 600 呎住宅單位及 6000 萬呎商用空間

的新市鎮。 

3. 將馬鞍山鐵路伸延經新市鎮至沙頭角，增加一個以鐵路過關的新口岸。 

4. 提供有利條件，建構南北走向鐵路幹線，把北角，將軍澳，科技大學，西貢，馬鞍山，船灣

新市鎮，沙頭角邊境口岸以及粉嶺、上水連接起來。 

5. 公路幹線上可以伸延馬鞍山高速經跨海大橋至船灣新市鎮，北上經丹竹坑與正在興建的蓮塘/

香園圍過境口岸高速公路銜接。組成另一南北交通幹線。 

6.  透過賣地收益，初步估計高達 7200 億，項目可以自負盈虧，還有大量資金推動其他社會建

設。 

7. 這項目規模宏大，可塑性高，資金充裕，要這新市鎮有多環保、智能、休閒舒適都絕對沒有

問題。障礙只是我們的創意與決心。 

 

就讓我們先想像一吓這新市鎮的模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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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取消水塘的供水問題 

我們缺少了一個人工建造的水塘，在食水方面可行嗎？ 

 

根據水務署 2014/15 的年報提供資料，2014 年香港每年用水量為 12.3 億立方米，59%（相當於

7.26 億立方米）來自東江水，22%來自海水（主要作沖廁用），只有 19%（相當於 2.34 億立方米）

來本地雨水收集。【如表】 
 

2014 年用水量（億立方米） 來自東江水 來自海水 本地雨水收集 

12.3 7.26 (59%) 2.71 (22%) 2.34 (19%) 
 

 

由於香港與廣東省的供水協議是每年定額 8.2 億立方米，如果用盡這額度，我們只需從雨水收集方

面提取 1.39 億立方米【如表】，而香港水塘的總儲水容量是 5.86 億立方米，取消船灣淡水湖（容

量是 2.3 億立方米）對香港儲水和供水是沒有問題的，再者放棄船灣淡水湖並不等如完全喪失其雨

水收集功能。 
 

2014 年用水量（億立方米） 來自東江水 來自海水 本地雨水收集 

12.3 
7.26 (59%) 2.71 (22%) 2.34 (19%) 

 
 

 

8.2 (67%) 2.71 (22%) 1.39 (11%) 
 

 

再者，在節錄於水務署在 2008 年曾發佈的「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2」，因氣候變化影響本地及東江

流域降雨量而導致乾旱風險增加及降雨量按年波幅擴大，以及面臨惠州、東莞及深圳等廣東省主要

城市共 4 千萬人口對東江水資源的競爭。其中一項主要措施是開發新的水資源。 

 

在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下，香港應該開拓先進的食水處理技術，例如發展不受氣候轉變影響之逆滲

透海水化淡技術。這項目是在將軍澳 137 區興建海水化淡廠。以逆滲透技術產水，最終每日可達

270,000 立方米。年產量等如 98,550,000 立方米（約 1 億立方米）。水務署亦已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批出將軍澳海水化淡廠3第一階段的勘查研究檢討、設計及建造顧問合約（價值 1 億 8 千萬）

予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因此，改變船灣淡水湖的用途，釋出土地資源，完全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及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 

 

 

                                                             
2
 http://www.wsd.gov.hk/filemanager/common/annual_report/2014_15/tc/securing_longer_term_water_supply.html 

3
 https://www.tkodesal.hk/ 

 

 
 

http://www.wsd.gov.hk/filemanager/common/annual_report/2014_15/tc/securing_longer_term_water_supply.html
https://www.tkodesal.hk/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SlJ6jncbRAhWCVZQKHTwiAUcQjRwIBw&url=http://www.freepik.com/free-photos-vectors/arrow-ios&psig=AFQjCNFSznllPXa8ob_raFxCBDF0lf787w&ust=1484641105106228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SlJ6jncbRAhWCVZQKHTwiAUcQjRwIBw&url=http://www.freepik.com/free-photos-vectors/arrow-ios&psig=AFQjCNFSznllPXa8ob_raFxCBDF0lf787w&ust=148464110510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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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生態之影響 

雖然水塘乃郊野公園一部分，但水塘為管制範圍，市民不能享用湖泊，不能發揮休閒用途。而且水

塘是人工興建，本身沒有天然或獨有的生態系統，現時水塘約有 12 個品種共超過 20 萬條淡水魚生

長，包括金山鯽、藍刀、土鯪魚及鯉魚等，其中四分三為鯿魚另一方面，船灣淡水湖的水引自珠江，

也無意間將河殼菜蛤引入香港，而造成引水系統的危害。4 

 

結論 

就上述建議，「船灣淡水湖 - 填湖工程」規模宏大、可塑性高、資金充裕，且提供一個集環保、智

能、休閒舒適的居住環境。希望政府下定決心，透過此項目為香港提供大量土地儲備，長遠地穩定

地價及樓價，盡快開展這個可供 80-120 萬人居住的安樂窩 – 船灣新市鎮。 

 

船灣淡水湖面積很大，有 1200 公頃，等如九龍半島油尖旺三區，而我們可以去到的，只是湖邊約

1/3 的沿湖地方，大霸＋新娘潭路，整個湖面是沒有任何活動。再者在這可居住 80-120 萬人的新市

鎮，設計上可以很環保，沿湖週界可預留緩衝地帶，水道縦橫，其中央公園可以是 25 公頃，如韓

國松島的規模。沿湖邊緩衝地帶可以提供一條超過 20 公里緩跑徑、單車徑。對現時只有大霸及沿

新娘潭路旁的休憩用地，不但完全沒有影響，在湖面所加的休憩空間肯定數之不盡，比現時是大大

改善，不是減少。 

 

生態方面，影響輕微，水塘已是人工湖，沒有海洋生態，這水塘有的物種，在別的水塘一様可以找

到。我不是說這项目不需付出，不過肯定是得多於失。 

                                                             
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B9%E7%81%A3%E6%B7%A1%E6%B0%B4%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B9%E7%81%A3%E6%B7%A1%E6%B0%B4%E6%B9%96


10 分鐘講辭 

 首先多謝「思籌知路」舉辦今次嘅「上車有望」Dream City 實現大賽，等

我哋有機會提出以下嘅方案 – 將船灣淡水湖改造成一個夢幻新市鎮 

(Dream City)。 

我哋熱愛香港，關心社會，對於港人置業日益困難，感同身受。 

 有次去船灣淡水湖郊遊徑行山，我哋先發現哩個淡水湖規模好大，環湖一

周就超過 20公里。 

雖然路途遙遠，但沿途風景美不勝收，大霸嘅一段， 

 更可以望到對岸大廈林立嘅馬鞍山。 

忽發奇想，喺保育哩個美景嘅大前提之下，係咪可以騰出部分湖面，解決

香港土地短缺嘅問題！扭轉香港人均居住平均呎數由 150 呎不停減少嘅趨

勢。 

今年初我哋不斷喺網上揾資料，先發現我哋將船灣淡水湖打造成一個超夢

幻新市鎮嘅構思係可行。就等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 

 

  



發展規模與保育 

 船灣淡水湖湖面面積超過 1200 公頃，比油尖旺三區仲要大。 

只要以 2 倍地積比發展，足以提供三十萬個六百呎嘅住宅單位，大約可以

容納 80-120 萬人口居住，同埋六千萬呎非住宅樓宇發展面積。 

以 2 倍地積發展，加上我哋簡單嘅構思，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首先, 保留湖一半嘅面積 600 公頃作開放空間同湖區，包括 30 米綠化緩衝

帶，繞湖一周，提供一條長 20 公里嘅單車徑同埋緩跑徑。 

大壩旁嘅划艇賽道，以及各大小運動場，水上活動中心，為香港各類運動

項目提供訓練基地。可以考慮將沙田體院搬入來。 

喺餘下嘅 600 公頃以 4 倍地積比發展，住宅同非住宅用地比例喺 3:1。 

 盡量利用淡水湖 20 米嘅深度，可以起三層地庫，將非住宅用嘅樓面擺喺裡

面。 

可以用嚟起公共設施/科研中心/購物中心/區域中央製冷系統/集體運輸/貨

運車道/停車場/屋宇設備機房等等。 

如果大廈平均以 20 層計，哩 600 公頃新市鎮嘅覆蓋率係少於 20%，加上車

道已收藏喺地庫入面，路面主要喺行人專用區，四圍都喺公園，河川同綠

化地。 

 

  



水資源 

 船灣淡水湖係香港第二大水塘，改變這水塘嘅用途喺咪可行呢？ 

船灣淡水湖容量係 2.3 億立方米 (全港水塘係 5.86 億立方米)。過去十年，

香港每年嘅雨水收集量介乎 1.03-3.85 億立方米，而 2015/16 年度係 2.68 

億立方米。 

東江水每年輸港上限 8.2 億立方米，一年供水 330 日，每日平均輸水約

240 萬立方米。 

香港總共有 21 個濾水廠，每日處理到 502 萬立方米嘅水，所以東江水喺可

以每日即時處理，而唔需要咁大個中途缸。 

 

水務處 2008 年嘅長遠 水資源管理策略 已確認香港應該慢慢減少依賴東江

水同理雨水收集。 

 現時最環保嘅海水化淡方法喺逆滲透海水化淡技術。新加坡同以色列已經大

規模使用， 

喺將軍澳 137 區計劃興建嘅逆滲透海水化淡廠，年產量喺一億立方米，如

果喺船灣新市鎮起兩個已經可以自給自足啦！ 

將船灣淡水湖改造成為一個新市鎮，一定可以加快長遠水資源管理策略嘅

實施。 

取消水塘並唔等如無咗集水功能！集水區收集到嘅雨水可以送去萬宜水庫，

或者比哩一個新市鎮嘅湖區使用。 

 

  



船灣新市鎮嘅交通配套 

 一個有 80-120 萬人居住嘅智能新市鎮，交通方面當然要妥善處理，先至可

以令居民安居樂業。 

首先可以興建鐵路同埋高速公路，由烏溪沙透過跨海大橋或者隧道伸延到

船灣淡水湖。 

可考慮延伸鐵路北上至沙頭角，增加一個過境通道，然後銜接落馬洲支線，

為皇后山、坪輋同埋粉嶺北新發展區提供鐡路服務。 

新市鎮選址更加有利構建南北走向嘅鐵路幹線，將港島東、將軍澳、馬鞍

山、粉嶺、沙頭角邊境口岸同船灣新市鎮接連起嚟，長遠解決東鐵缐嘅擠

迫。 

 高速公路就向西北 經丹竹坑 同起緊嘅蓮塘/香園圍過境口岸高速公路銜接。

組成另一組南北交通幹線，舒緩吐露港公路嘅負擔。 

哩個建議不但技術上可行，對香港整體嘅交通規劃亦都有得益。 

 

  



可行性及資金 

 船灣新市鎮嘅發展唔使收地、拆遷同埋賠償。 

如果根據我哋千 2 公頃嘅發展計劃，以平均地價 3 千蚊嚟講，樓面地價總

值可達 7千 2百億。 

足以支付所需要嘅鐡路、公路、跨海大橋，地盆平整同埋基礎設施嘅費用。 

綜合以上分析，哩個項目規模宏大，可塑性高，資金充裕。 

因為有充裕嘅資金，喺設計建造過程中可以引入最新嘅科技，令到哩個新

市鎮要幾環保同高科技都絕對無問題。 

 哩個新市鎮只會比韓國嘅松島更先進，更智能，更環保，更靚，更切合香

港人嘅需要。 

 

獨特而貢獻遠大 

 加上人工建造嘅水庫從來唔喺環境保育項目， 

將哩啲珍貴嘅土地資源用嚟發展，解決市民基本嘅住屋需要，避免開發郊

野公園，咁樣唔係更加環保咩！ 

船灣新市鎮為構建北角至沙頭角鐵路線打好基礎，亦促進咗前往香港後花園：

西貢、赤門海峽、東平洲及印洲堂地質公園東北  沉積岩園區嘅旅遊及地質

導賞活動。 

 哩個夢幻嘅新市鎮 (Dream City) 將為香港帶來動力，重燃年輕人置業嘅

希望。 

最終希望哩一片新嘅土地，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質素， 

我哋不要納米樓，也不要劏房！ 

 







從馬鞍山遙望船灣淡水湖 



只用一半湖面作新市鎮發展 (可容納 80-120 萬人)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 



鐵路交通 



高速公路 



以平均樓面呎價3000 元計算, 

地價總值估計高達7,200億。 

船灣淡水湖湖面積達1200多公頃。以
地積比2倍計，可以建30萬個600呎的
住宅單位加6000萬呎非住宅用樓宇。 



南韓松島國際商貿區 (600 公頃) 



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東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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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e for      無棲息的樹 

No Home for    無居住之所 

規模與效益 Capacity & Gain 

• 1,200公頃土地 1,200 hectares of land 

• 劃出600公頃開放空間 Reserve 600 hectares of open space 

• 以4倍地積發展600公頃 Assume Plot Ratio of 4 for remaining 600 hectares 

• 提供300,000個600呎住宅單位加6,000萬呎非住宅空間 Provide 300,000 housing units of 
600 sq. ft. and 60,000,000 sq. ft. for non-domestic use 

• 以平均樓面呎價3000 元計算,地價總值估計高達7,200億 Based on land cost of $3,000 
per sq. ft., the total value of the land is 0.72 Trillion 

• 提供大量土地儲備,調控地價及樓價 Provide abundant land reserv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land value and property prices 

` 

http://m.facebook.com/frederick.lai.2017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U2fiRk83RAhXKp5QKHR_wBTIQjRwIBw&url=http://airmaxgold.org/cartoon-man.html&psig=AFQjCNHkGKtsbQ_QZ39eCjeskthjH4EvBw&ust=14848788683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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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香港水塘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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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1 水塘
容量

(百萬立方米)

1 船灣淡水湖 230
2 萬宜水庫 281
3 大欖涌水塘 20.4
4 城門水塘 13.2
5 下城門水塘 4.3
6 石梨貝水塘 0.4
7 九龍水塘 1.6
8 九龍副水塘 0.8
9 九龍接收水塘 0.1

10 薄扶林水塘 0.2
11 香港仔上水塘 0.8
12 香港仔下水塘 0.5
13 大潭上水塘 1.5
14 大潭中水塘 0.7
15 大潭副水塘 0.1
16 大潭篤水塘 6.0
17 石壁水塘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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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香港主要原水供應系統



船灣淡水湖周邊的環境和生態敏感地區 圖三

毗鄰船灣淡水湖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毗鄰船灣淡水湖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大部份被淹浸)*

赤門海峽

吐露港

資料來源﹕規劃署香港2030+研究的「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的可持續發展」專題報告

備註
# 第18期香港物種探索 （2010年2月）, 漁農自然護
理署

^ 香港地質公園網頁
*古物古蹟辦事處

圖中資訊主要由桌面研究而成，生態資源的顯示位
置在圖示上可能略有偏差。此圖不能用作詳細環境
和生態評估的基線資料，只供參考。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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