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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2015 年 9 月 26 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文件第10/2015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小組 
工作進展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

會」）報告交通及運輸小組(下稱「小組」)的工作進展。 

 
引言 
 

2. 小組是委員會轄下四個小組之一，負責有關交通和運輸

服務及相關基建設施的建議。其職權範圍是就大嶼山發展建議

帶來的交通運輸需求及影響向委員會提供建議。將會考慮的影

響包括發展建議所需的配套運輸安排、推行這些安排的困難及

克服困難的可行方案。  

 
工作進展報告  
 

3. 自上次會議後，小組於 2015 年 6 月 24 日及 9 月 16 日

舉行了小組第五及第六次會議。 

 
第五次會議 

4. 第五次會議討論項目如下: 

(i) 南大嶼山的交通管制及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安排 ; 

(ii) 大嶼山羗山道及嶼南道狹窄路彎改善工程進展; 

(iii)研究發出新大嶼山的士牌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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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小組轄下工作小組工

作進展報告。 
 

南大嶼山的交通管制及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安排 
(小組文件第 08/2015 號) 
 
5. 經考慮現時南大嶼山的道路情況、交通流量、泊車位設

施及其使用情況，運輸署建議每日進入嶼南的旅遊巴士數目上

限由 30 部增加至 50 部；以及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容
許 50 部私家車進入嶼南的道路作康樂和消閒用途。小組經討論

後支持有關建議，並要求政府盡快改善嶼南的道路情況和增加

泊車設施、在旅遊景點提供足夠的泊車位、簡化申請手續及加

強宣傳，和在有關措施實施一年後作出檢討。 

 
大嶼山羗山道及嶼南道狹窄路彎改善工程進展 
(小組文件第 09/2015 號) 
 
6. 小組得悉路政署已完成  10 個位於羗山道及嶼南道的彎

位改善工程。餘下的彎位改善工程包括位於羗山道的  3 個彎位 
(K1, K4 及 K10)及位於嶼南道的  3 個彎位(S1, S2 的餘下部份

及 S4) 。路政署預計  K1(近大澳道) 、S2 及  S4(近東涌道) 3 個
彎位可於  2015 年底前完成。K4(近深屈道)及 S1(近東涌道) 2
個彎位現正進行地下設施及樹木的勘查、計劃在  2017 年中完

工。至於 K10(近石壁水塘連接路)，由於需時進行環境評估(環
評)報告及斜坡設計，工程預計在 2017 年開展。小組敦請有關

部門盡快完成有關工程。 

 
研究發出新大嶼山的士牌照 
(小組文件第 10/2015 號) 
 
7. 小組聽取了運輸署就大嶼山的士服務水平調查所進行的

分析結果，當中包括大嶼山的士在 2014 年的平均每日載客人次

和平均載客車程次數均錄得升幅，而在的士站等候大嶼山的士

超過十分鐘的乘客比例亦升至平日繁忙時段的 10%及周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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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組亦知悉過去兩年運輸署收到不少意見表示大嶼山的

士服務不足。有關的調查結果和公眾意見反眏現時服務未能滿

足要求，而且考慮到大嶼山未來的發展，以及大嶼山人口和遊

客數目的增長，運輸署認為有需要發出新的大嶼山的士牌照。

確實所需的新牌照數目在研究當中，初步評估是增加現時牌照

總數約一半應當合適。小組知悉運輸署會一如既往按法例經招

標發出新的士牌照，而招標工作由籌備至完成一般需時約六個

月。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小組轄下工作小組工作進展

報告 
(小組文件第11/2015號) 
 
8. 小組備悉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小組轄下工

作小組報告中，有關改善往返機場島的專營巴士服務的工作和

進展，及建議應交由旅遊事務署跟進調查外國遊客往大嶼山的

交通。小組促請部門繼續跟進在嶼南各旅遊景點增加泊車位，

開辦深宵特快巴士服務和協助機場島僱主為其僱員提供的僱員

服務等建議。 
 
9. 運輸署已批准專營巴士公司由今年7月23日起以試辦形

式，提供四條通宵特快巴士路線由機場巴士總站開出，分別前

往旺角/大角咀、深水埗/黄大仙/觀塘/將軍澳、屯門及元朗/天水

圍，為期三個月。運輸署現正與相關的專營巴士公司及機管局

檢討上述四條通宵特快巴士路線的試辦成效。若結果滿意，該

四條通宵特快巴士路線將轉為長期服務。此外，運輸署並批准

了一條連接機場島主要地區的深宵僱員服務於7月23日開始運作，

方便接駁機場島各區員工前往機場客運大樓，轉乘其他通宵專

營巴士服務。運輸署會繼續因應乘客需求的轉變改善往返機場

島的專營巴士服務。 
 

第六次會議   

10. 第六次會議討論項目如下: 

(i) 「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 策略性運輸基建初



 

4  

步構想」及「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完善交通建議」; 

(ii)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 - 初步交通連接分析; 及 

(iii)大嶼山羗山道及嶼南道狹窄路彎改善工程進展。  

 

跟進事項 
 
放寬嶼南封閉道路的進度報告 
 
11. 運輸署滙報在2015年7月已就建議的放寬措施諮詢離島

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大嶼山四個鄉事委員會、公共交通

營辦商、旅遊業界和環保團體。總括來說，運輸署收到支持和

反對的意見。反對意見主要是關注建議會影響嶼南鄉郊的自然

環境，大部份反對人士認為嶼南的道路設計低於標準，不能應

付大量車流。他們又憂慮增加外來車輛會令嶼南的泊車問題惡

化，而區外司機又不熟悉大嶼山的道路狀況，易生交通意外，

也會對牛隻做成傷害。 
 
12. 運輸署現正研究有否需要修訂建議的放寬措施，例如分

階段實施，或限制私家車進出封閉路段的時間，並期望在今年

底或明年初實施有關建議。當實施放寬措施時，運輸署會做好

宣傳，並會向申請私家車配額的人士發出「使用嶼南道路提

示」，闡述嶼南的道路情況，提醒申請人安全駕駛。 
 
13. 泊車設施方面，運輸署正積極和地政總署聯絡，研究在

合適地點利用空置土地設立短期租約停車場，當中包括在嶼南

的十幅土地。其中三幅位於梅窩，研究後因為有其他用途及土

地業權等原因而不可行。而在大澳的三幅則可行，運輸署會先

推展近鹽田壆足球場的一幅土地，作為約可提供250個泊車位的

臨時停車場，期望可在明年年中投入服務。另外在嶼南道一帶

有四幅土地可劃設為停車場，當中近塘福及水口兩幅土地可提

供共約70個車位，運輸署正與相關部門積極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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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策略性運輸基建初步構想」

及「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完善交通建議」 
(小組文件第12/2015號) 
 
14. 小組聽取了規劃署簡介因應大嶼山的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

概念而提出的策略性交通基建網絡，包括： 
 

(甲) 鐵路系統： 

˙ 建議以鐵路系統為骨幹，連接大嶼山主要的增長區（包括

「東大嶼都會」）與市區及新界的鐵路網絡，形成一條貫通

新界西北－大嶼山－都會區的鐵路走廊，包括： 

 「東大嶼都會」鐵路系統； 

 連接大嶼山與新界西鐵路系統； 

 香港口岸人工島鐵路系統； 

 東涌西延線及東涌東站。 

 研究於小蠔灣增設鐵路站以配合小蠔灣填海及其車廠上蓋及

周邊發展。 

 
(乙) 道路系統： 

˙ 建議透過策略性的道路系統將大嶼山北岸及「東大嶼都會」

與香港市區及新界的道路網絡連接，形成一條貫通新界西-
大嶼山-都會區的環型道路走廊。建議的「東大嶼都會」道

路系統東接香港島西，北接大嶼東北，並進一步研究透過新

道路，連接新界西北。此外，「東大嶼都會」可經梅窩連接

至大嶼山北岸，如小蠔灣，再接駁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並

接駁至其他地點。 

˙ 建議 P1 路(由東涌東至欣澳)。 
 

(丙)  水上交通 

˙ 建議加強大嶼山的水上交通。一方面增加水上交通以輔助陸

路交通，疏導假日繁忙的交通；另一方面，可為大嶼山的居

民及旅客提供相對休閒的另類交通選擇。水上交通的可行

性、營運規模及模式有待研究，初步構思主要建議包括： 

 欣澳設碼頭設施； 
 連接「東大嶼都會」及其他外島，例如大嶼南的塘福、

石壁及分流及擬議發展水療渡假村的索罟群島設置碼頭，



 

6  

除可加強各地點的連繫外，亦可作為另類的旅遊觀光活

動。 
 
15. 小組亦聽取了發展局簡介大嶼山的社會發展策略為： 
 

 致力吸引人才，以促進大嶼山經濟及就業均衡發展；  
 配合發展需要，提供適當的區內外交通，利便居民宜居

宜業；及  
 顧及大嶼山鄉郊及偏遠地區所需。  
 

與及當中關於提供適當的區內外交通方面的詳細社會發展策略

建議(載於附件一)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  - 初步交通連接分析 
(小組文件第13/2015號) 
 
16. 土木工程拓展署聯同規劃署就上蓋發展研究向交通及運

輸小組簡介初步交通連接分析的最新進展。當局會繼續就香港

口岸人工島的內部連接、與機場島和北大嶼山的接駁，以及於

人工島提供跨境渡輪服務的需求進行研究，預計於 2016 年初會

有初步結論。小組就初步分析作出討論並提出意見。 

17. 小組認為發展項目的規劃應以交通連接為先，亦建議當

局於人工島上提供足夠泊車設施以應付日後需求。當局備悉小

組意見，並會在研究中詳細考慮及適時匯報最新進展。  

 
大嶼山羗山道及嶼南道狹窄路彎改善工程進展 
(小組文件第 14/2015 號) 
 
18. 小組得悉路政署因應委員和有關地區代表在實地視察後

的建議增加 5 個位於羗山道的路彎改善工程(K12 至 K16) 。路

政署已總共完成了 11 個位於羗山道及嶼南道的彎位改善工程。

餘下的彎位改善工程包括位於羗山道的 8 個彎位(K1, K4, K10, 
K12 至 K16)及 2 個位於嶼南道的彎位(S1 及  S4) 。路政署預計

2 個分別在 K1 及  S4 的彎位可於  2015 年底完成。S1 彎位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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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完工。至於 K10，經工作小組 (成員包括環境保護

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和路政署的代表)硏究後  ，將採用環評條例

下之 [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 ]以加快進度。路政署預計工程會在

2016 年年底展開，並由原定的 2019 年第三季提前至 2018 年上

半年完成。但發展局經進一步審視該工程的工序和時間表後，

認為路政署可以提早展開部分工序(例如查勘樹木及申請遷移樹

木 )，與其他工序同步進行，有望令該路彎改善工程提前於

2016 年第三季開展並於 2017 年底完工。發展局已要求路政署

修定有關的工序安排。新建議的 5 個路彎(K12 至 K16)，將會

在 2017 年開始分階段完成。  

未來工作 
 
19. 小 組 會進 一 步因 應 規劃 及 保育 小 組和 經 濟及 社 會

發展小組建議的發展方向和具體的發展方案，討論交通

運輸安排及基建應如何配合，而交通及運輸小組就交通

運輸安排及基建的結論亦會讓該兩個小組知悉，使三個

小組可以整合對大嶼山的總體發展方案。  

 

總結 

20. 請委員會備悉小組的工作進度及提供意見。 

 
發展局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小組秘書處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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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關於提供適當的區內外交通方面 
的詳細社會發展策略建議 

  
(i) 在討論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的過程中，很多委員多次提及交通與

社會發展及就業的關係，這一點值得特別留意。 
 
(ii) 運輸署正着力改善機場島對外的交通連接，當中已推行數項措施

(載於小組文件第 12/2015 號附件一)。機管局和其他在機場島上

的僱主如有意申請增設僱員服務路線，運輸署會繼續提供協

助。當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通車後，將吸引更多新界西北部的

居民到機場或東涌就業；運輸署會繼續監察及按需求檢討東涌/
機場島與新界西北的巴士服務，以方便市民往返大嶼山。 

 
(iii) 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及按需求改善大嶼山的公共交通服務，適

時要求公共交通營辦商增加服務；並和營辦商適時制訂巴士路線

計劃，配合預計新增的交通需求。 
 
(iv) 運輸署正就放寬南大嶼山封閉道路的交通管制及發放大嶼山封閉

道路通行許可證的建議諮詢持份者。若有關建議落實，除可吸引

遊客或非大嶼山居民到大嶼山遊玩，亦會便利居於大嶼山北面的

居民到訪大嶼山南面、大澳及梅窩。除此之外，運輸署正研究在

南大嶼增設泊車位及增發大嶼山的士牌照，以改善大嶼山的交通

配套，並會與環保署共同評估電池電動巴士在大嶼山試驗行駛的

實際運作效能、表現和可行性。 
 
(v) 為改善羗山道及嶼南道的行車狀況，路政署已在 2014 年完成改

善 10 個路彎，現正着力完成餘下的 6 個路彎改善工程；此外，

亦有 5 個路彎改善工程正在研究當中。 
 
(vi) 政府將繼續研究改善大嶼山區內外的道路及交通設施，按現時工

作計劃，各北部地區的詳細交通規劃及連接將會納入各項目研究

之中，包括東涌新市鎮擴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商業發

展、小蠔灣和欣澳填海及「東大嶼都會」等，就整體策略性交通

基建的初步構想，可參閱規劃及保育小組文件第 04/2015 號。另

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進行中的由昂坪延伸至大澳的纜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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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長沙與索罟群島的水療度假村發展的初步可行性研究，以及發

展局就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可行性研究，都會初步檢

討有關項目對交通的影響及建議所需的配套。 
 
(vii) 各項改善工作已在進行中。運輸署、路政署和各推動改善工作的

相關部門會緊密合作，確保有合適的交通設施配套和公共運輸服

務，以配合各項社會發展與服務的規劃及推展。我們建議民政事

務總署可作為溝通橋樑，加強協調部門的工作，以更切合地區居

民的需求。 
 


	 「東大嶼都會」鐵路系統；
	 連接大嶼山與新界西鐵路系統；
	 香港口岸人工島鐵路系統；
	 東涌西延線及東涌東站。
	 研究於小蠔灣增設鐵路站以配合小蠔灣填海及其車廠上蓋及周邊發展。
	 欣澳設碼頭設施；
	 連接「東大嶼都會」及其他外島，例如大嶼南的塘福、石壁及分流及擬議發展水療渡假村的索罟群島設置碼頭，除可加強各地點的連繫外，亦可作為另類的旅遊觀光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