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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2020 年 12 月 5 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文件第 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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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發展項目  
 
3. 辦事處一直積極推展大嶼山的發展項目，包括東涌新市鎮

擴展、東涌第 54 區公營房屋發展之基礎設施工程、P1 公路 (大蠔

至欣澳段 )的工程研究，以及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  
 

項目  最新工作進度  
東涌新市鎮擴展  
(包括東涌東和東涌

西擴展區 ) 

(a) 位於東涌東擴展區約 130 公頃的填海

工程於 2017 年年底展開。兩幅公營房

屋用地 (約 7 公頃 )和一幅約 1.2 公頃

的商業用地已分別於本年 3 月和 6 月

交付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和地政

總署作興建公營房屋和賣地之用。而

另外兩幅公營房屋用地（約 3 公頃）

亦已於本年 10 月交付房委會興建公

營房屋。  
 

(b) 位於東涌西擴展區第一期基礎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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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新工作進度  
相關道路及排污設備工程已於本年下

半年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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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
授權進行。  
 

(c) 我們爭取在本立法年度取得立法會

批准撥款進行東涌新市鎮擴展的第

一批主要基礎設施的建造工程。  
 

東涌第 54 區公營房

屋發展之基礎設施

工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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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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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本年 12 月完成，以配合於 2021-2022
年完成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P1 公路 (大蠔至欣

澳段 )的工程研究  
 

(a) 我們已於本年 1 月就該研究向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作簡介，現正爭取在

本立法年度取得立法會批准撥款展開

研究。  
 

中部水域人工島相

關研究  
 

(a) 我們已於上年 5 月獲得工務小組委員

會的支持，現正爭取在本立法年度取

得立法會批准撥款展開研究。  
 

 
 

(2)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措施  
 
4. 我們正積極推行智慧、環保及對環境氣候具抗禦力的城市

概念，並以東涌新市鎮擴展區作為首個試點。  
 

措施  最新工作進度  
東涌新市鎮擴展  (a) 項目引入生態海岸線，以提供一

個較合適的生境給潮間帶物種依附，

並提升生物多樣性。我們設計了三種

生態海岸線，包括紅樹林、岩石和直

立式生態海岸線，並正進行實地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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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最新工作進度  
 

(b) 為了更有效地保護東涌河的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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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能力，

以達致大嶼山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正

聯同有關持份者為河畔公園（由東涌

河發展而成）進行詳細設計。  
 

(c) 我們將引入公共設施共同溝，並透過

提供完善的道路、行人路和單車徑網

絡、通達的藍綠空間和便利使用者的

環境，提升步行及出行的環境。我們

亦正研究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區應用

實時交通模擬系統的可行性。  
 

(d) 我們正與相關部門協作以引入電動

車輛充電設施、智能水管網絡系統、

自動讀錶系統和區域供冷系統。  
 

應用科技偵測沒有

有效大嶼山封閉道

路通行許可證的車

輛  

(a) 我們已於本年 3 月開展概念驗證研

究，應用科技儀器識別沒有有效封閉

道路通行許可證而駛入大嶼山封閉

道路的車輛。就偵測系統的初步設

計，我們正與運輸署及香港警務處商

討日後在運作安排。  
 

 
 
(3) 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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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制定大

嶼山保育及康樂總綱圖，為大嶼山倡議和現正進行的保育和康樂

措施，提供指引框架。我們亦正式成立了十億元的「大嶼山保育

基金」，推動大嶼山的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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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最新工作進度  
大嶼山保育及康樂

總綱圖  
(a) 我們已制定大嶼山保育及康樂總綱

圖。  
 

保育具重要生態價

值的生境  
 

(a) 我們已於本年 1 月及 6 月分別向大嶼

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及環保團體簡介

「貝澳、水口、大澳及其鄰近地區的

生態研究」的初步研究結果。我們亦

聽取了他們對這三個先導地區的概念

保育措施的意見。我們正進行研究的

最後階段，預計於 2021 年年初完成。 
 

(b) 除了上述三個先導地區的生態研究

外，我們正就第二批地點，即䃟頭至

深屈、二澳和十塱的生態研究，進行

遴選顧問公司的預備工作，以期於

2021 年第二季展開有關研究。  
 

大嶼山保育基金 (基
金 ) 

(a) 政府已於本年 10 月成立大嶼山保育

基金諮詢委員會 (基金委員會 )。基金

委員會已於本年 11 月召開第一次會

議，討論保育及有關項目的資助安排  

1

和首批小型地區改善工程的推展優

次。我們亦已於本年 11 月舉行簡介

會，向有意申請者介紹資助詳情，並

計劃於本年 12 月邀請第一輪保育和

有關項目的申請。  
 

(b) 我們正與多個政府部門物色適合由基

金資助的小型地區改善工程項目。規

劃中的項目包括昂坪的遠足徑設施改

善工程和大浪村的食水供應改善工

程。該兩項工程暫定於2021年動工。  
 

應對填土活動及傾

倒拆建廢料  
 

(a) 我們會繼續與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緊密

合作，包括透過採取不同的行政措施

                                                      
1
 包括資助範圍、申請資格和方法、評審準則和程序、以及項目的推展和監察

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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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最新工作進度  
應對填土活動及傾倒拆建廢料的問

題。  
 
(b) 我們於本年7月透過信函，要求相關持

份者，包括工務部門、承建商、認可

人士和公用事業機構，加強監察及管

制傾倒拆建廢料。  
 

(c) 此外，成立大嶼山保育基金將有助涉

及私人土地的保育工作。  
 

文化及歷史研究  
 

(a) 我們正分階段為大嶼山的村落進行文

化及歷史研究，以探討合適的保育及

活化方案，並設立文化及歷史資料庫。

首階段就大嶼山西北地區鄉村的文化

及歷史研究已於上年11月展開，預計

於 2022年完成 ;第二階段就大嶼山東

南地區鄉村的文化及歷史研究亦已於

本年10月展開，預計於2023年完成。  
 

(b) 我們已於上年12月聘請顧問公司開展

研究，收集主要持份者和公眾的意見，

為東澳古道和附近的鄉村制訂活化策

略計劃。相關公眾參與活動正在進行

中，該研究預計於2021年1月完成。  
 

 
 

(4) 休閒及康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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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已制定大嶼山遠足徑和康樂設施計劃，並會分階段推展相關項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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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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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最新工作進度  
欣澳填海  
 

(a) 我們正檢討欣澳填海的規劃及工程

研究 2的時間表。  
 

大嶼山遠足徑及康

樂設施計劃  
(a) 我們已制訂大嶼山遠足徑及康樂設

施計劃，並正擬備時間表，以分階段

推展和落實各項擬議項目及措施。  
 
(b) 我們已於本年 7月開展研究，以改善

大嶼山的遠足徑，並建立一條連結大

嶼山郊遊景點的環嶼遠足徑。另外，

我們正籌備於 2021年年初聘請顧問

公司進行初步設計工作，在南大嶼山

包括引水道旁的道路和石壁水塘附

近地方，推展可行的可持續和低影響

性的生態康樂及教育項目。  
 

(c) 鑒於早前完成的洗手間改善工程，受

到公眾歡迎，我們於本年8月在十塱

增建一座可持續環保旱廁。其他於今

年完成的改善工程包括改善石壁及

南山營地，以及優化一段約 100米長

的彌勒山郊遊徑。  
 

(d) 我們正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商討為郊

野公園提供不同配套設施與及相關

的規劃和設計，當中包括觀景台、避

風亭、露營設施及遠足中心等。  
 

(e) 加密週末往返大澳渡輪班次的試行

計劃，已延長一年至2021年9月。我們

正與相關部門合作，探討改善前往東

涌發展碼頭的導向 /指示牌設施，以

進一步推廣使用水上交通。  
 

越野單車徑網絡改

善及擴展工程  
 

(a) 在梅窩擴建越野單車徑網絡和建造

練習場的工程已於上年大致完成。餘

下的芝麻灣越野單車徑網絡工程亦

已於本年9月大致完成。  

                                                      
2
  包括詳細規劃土地用途和各項評估以訂定配套基建的技術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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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最新工作進度  
 
(b) 我們已於本年 4月聘請顧問公司就連

接梅窩和貝澳的越野單車徑網絡擴

建工程 (餘下階段 )進行詳細設計。  
 

美化舊東涌道  (a) 我們正與相關部門合作，在介乎伯公

坳與長沙之間的一段舊東涌道推展

景觀改善工程以美化景色。  
 

 
 

(5) 地區改善工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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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工程  最新工作進度  
梅窩改善工程  
 

(a) 我們已於本年 11月就梅窩碼頭附近

的翻新景貌建議開展公眾參與活動，

該建議包括建造入口廣場和海濱長

廊及重置熟食市場、單車停泊處和公

共交通交匯處。我們將整理收集到的

意見並著手完成佈局設計。  
大澳改善工程  
 

(a) 我們現正進行有關第二期第二階段

工程的詳細設計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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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諮詢相關持份者，包括

分別於本年 2月和 9月諮詢大澳鄉事

委員會和離島區議會。此外，我們正

進行有關餘下工程的初步設計工作，

當中包括建造一條海濱長廊以及改

善區內的遠足徑和配套設施。  
 

馬灣涌改善工程  
 

(a) 我們已於本年 1月完成包括美化行人

橋及東涌公眾碼頭等美化工程。我們

亦正分階段在東涌新市鎮擴展項目

下進行餘下工程，當中包括沿岸行人

通道、車輛停泊設施以及排水及排污

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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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程  最新工作進度  
南大嶼山區內道路

及碼頭設施改善工

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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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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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下半年完成。  

 
 
(6) 公眾參與、教育及推廣活動  
 
8. 在進行各項研究和項目時，我們致力推展公眾參與、教育

及推廣活動，提高公眾對保育大嶼山的意識和推廣大嶼山的可持

續發展。  
 

活動  最新工作進度  
公眾參與  
 

(a) 我們主動邀請有關學者、專業人士和

專家參與各項研究和項目。我們已安

排五個專家小組，分別就自然保育、

大嶼山的旅客接待能力及綠色交通

運輸、遠足徑和康樂計劃，文化保育，

以及大嶼山的發展和保育公共關係

策略，出謀獻策。  
 

(b)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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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不同的專業

人士和青年人互動交流發展中部水

域人工島的機遇和構建人工島的規

劃和設計。另外，辦事處亦多次與相

關持份者討論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

措施的建議，當中包括研究智慧城市

及推動科技和環保措施的學術和科

研機構、專業團體、業界組織和企業

等。  
 

教育  (a) 我們原本安排在「校園推廣計劃」下

舉辦導賞團和講座，以及透過與相關

政府部門或非政府團體合作舉辦不

同的活動，以提升公眾的保育意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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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最新工作進度  
推動社區參與保育大嶼山的工作。由

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自本年 1月
底起暫停舉辦有關教育活動。視乎疫

情的最新發展，我們將陸續恢復舉辦

這些教育活動。  
 
(b) 我們於本年 10月與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合作舉辦了一場網上公眾

工作坊，推廣保育大嶼山水口海岸地

區的重要性。  
 
(c) 作為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舉辦的

網上學習課程計劃的支持機構之一，

我們於本年11月至明年 1月期間，透

過宣傳相關文章去推廣大嶼山的自

然及文化保育和可持續發展。  
 

推廣  (a) 我們於本年 11月開展以大嶼山綠色

生活為主題的巡迴展覽，向公眾推廣

辦事處在這一方面的工作。  
 
(b) 我們一直透過網上平台（例如網頁及

社交平台）推廣大嶼山的保育及可持

續發展。  
 

(c) 我們於本年 11月舉行大嶼山保育基

金簡介會，協助有興趣申請資助的機

構了解基金的概要、申請程序及注意

事項。  
 

 
 
總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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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