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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工作說明 

  本項研究共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制定規劃方案，第二
階段為編製規劃導則。第一階段首先根據研究團隊所搜集的資料，
以及各類設施的需求，制定規劃方案，結合初步的交通及環境可行
性評估，選出推薦方案作為第二階段工作的基礎。 

 

  第二階段工作以第一階段的規劃方案，結合各界訴求、景觀、
微氣候、法律法規等考量，訂出具體的設計導則，包括土地開發強
度、建築設計、交通規劃導則等。 

 

  本報告共分成七章，第一章為項目簡介，第二章為研究方法及
流程，第三章主要闡述研究範圍的現況，第四章綜合分析各類公共
設施的需求，第五章提出三個初步規劃方案，第六章依據第五章選
用的規劃方案，訂出具體的設計導則，第七章為總結。部分數據及
推導過程詳見附錄。 

 

  本研究報告以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及相關部門提供的資
料為基礎，結合由其他渠道所收集的數據及資料編製，地籍資料及
地籍圖由地圖繪製暨地籍局提供。為確保第一階段資料整理和具體
分析的完整性，資料更新至201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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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目簡介 

規劃緣起 

近年來，隨著社會發展變化以及賽狗專營

合約屆滿，澳門各界對逸園跑狗場去留問題出

現不同聲音。由於社會各界對賽狗博彩活動的

存續問題十分關注，澳門特區政府於2015年9

月委託澳門大學進行《互相博彩（賽狗）專營

權經營狀況及對附近社區影響分析》研究。經

參考上述研究報告及詳細分析各建議方案在民

意、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影響、以及澳門整體社

會發展的最大利益等因素後，政府於2016年7

月21日公佈，賽狗公司須於兩年內，即2018

年7月正式遷離原址。 

逸園跑狗場所佔的空間，是現時北區中土

地面積相對較大及完整的地段，且地段內涵蓋

澳門半島主要的體育中心。由於澳門土地資源

有限，故社會各界及市民均對逸園原址未來的

土地利用規劃及發展用途十分關注。對於近期

社會各界熱議的跑狗場原址利用，社會期望政

府善用其龐大面積的土地，進行合理的重新規

劃，以紓緩各項急切的民生訴求。因此，特區

政府對該地段的土地利用及未來發展及與定位

展開規劃研究，將其空間用途與時並進，迎合

社會的真正需求，並為日後訂定有關的規劃條

件提供依據。 

圖1-2  望廈山俯瞰逸園跑狗場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規劃目標 

本研究旨在考慮政府部門、社會各界及本

澳居民對狗場原址規劃用途的意向及訴求，以

合理善用土地資源為原則，配合周邊一帶的發

展，針對該地段日後的用途、開發強度、交通

和環境等方面作出綜合分析及提出規劃建議，

從而有效地規劃狗場原址未來的發展方向，確

保規劃切合社會發展需要，以滿足本澳長遠發

展所需，及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 

規劃範圍 

本項目的規劃範圍位於澳門半島西北區

中心，為逸園跑狗場原址，包括逸園跑狗場

及蓮峰體育中心地段，但並不包括與規劃範

圍相連，位於跑狗場西北角的盲人重建中心

及東北角的治安警察局第二警務警司處，參

見圖1-3 。 

規劃範圍座落於筷子基區，位於望廈山

的西側，由南至北面分別被罅些喇提督大馬

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及青洲大馬路三條主

軸圍繞，佔地總面積約40,425平方米，詳見

圖A001。 

圖1-3  逸園跑狗場原址規劃範圍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圖1-1  逸園跑狗場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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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流程主要

分為五個部份，首先在項目的規劃範圍及周邊劃

定一個研究範圍，以判斷規劃範圍對周邊的輻射

影響和為研究建立一個基礎範圍。透過背景硏究

和實地考察，了解規劃範圍及周邊地區的功能和

需求，配合國內外案例和發展限制等因素作全面

分析，推敲地段發展用途丶開發強度及佈局等，

藉此提升區內居民生活質素、優化步行及交通配

套設施等。 

項目研究範圍的劃定及標準化基礎 

由於逸園跑狗場原址是現時北區土地面積較

具規模及完整的地段，服務範圍涵蓋多個小區。

研究團隊為建立一個較合理的規劃標準基礎，參

考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在設計可持續發展社區

的最佳步行距離和範圍，將規劃範圍擴展至五分

鐘的步行半徑，即300米半徑範圍內，總佔地面

積約60萬平方米作為土地利用項目背景研究的依

據（下稱研究範圍），使規劃更全面地考慮節點

跟周邊的輻射影響，詳見圖A002。 

2. 研究方法 

背景研究 

本項目主要透過桌面分析、訪談、網上渠道、

報章、公開文件、實地調查，以及由城市規劃廳

所提供的基礎資料及政府部門意見，了解社會各

界和不同政府部門對規劃範圍未來用途的意見及

需求，以及研究範圍的發展情況，掌握規劃範圍

的特色元素，以作為規劃及發展構想的考量。 

各單位需求及設施規劃標準分析 

就背景研究所收集不同人士或單位對各項公

共設施的需求，研究團隊對各類意見進行歸納、

統計及整理，並分析不同政府部門對規劃範圍的

要求。為合理地分析各公共設施的實際需求，本

研究將依據澳門新城的規劃標準指引為主，並按

情況參考香港規劃標準相關文件，針對規劃範圍

及周邊300米的研究範圍，推算各公共設施在研

究範圍的客觀需求。 

案例分析 

研究團隊按逸園跑狗場原址的實際情況，包

括其潛在發展用途、空間利用、交通配套等方面

為考量基礎，選定及分析四個正反面的國內外地

方案例作為借鑒，並歸納適用於本項目的初步規

劃構想。 

規劃概念 

根據上述資料的彚整及分析，綜合考慮各層

面的需求，並借鑒各地案例的經驗，依據是次研

究所訂定的工作內容及目標，對規劃範圍的土地

開發佈局和用地規劃提出合適的建議，並制定三

個可行的規劃方案及發展策略供相關部門審議。 

交通及環境的可行性 

從規劃及實施性層面出發，探討在交通及環

境條件方面的可行性，以確保項目的可行發展，

本研究將通過規劃層面的環境可行性評估及交通

可行性評估進行分析，包括項目整體開發佈局對

交通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及考量。 

設計導則 

比選三個規劃方案，以及在交通與環境上的

可行性，選出推薦的方案，並以此為根據，結合

各界需求、景觀、微氣候、法律法規等考量，訂

出具體的設計導則。 

 

 研究方法 

 劃定研究範圍 

 現况分析 

 實地調查 

 需求分析 

 設施規劃/標準分析/案例分析 

規劃概念 

交通及環境可行性 
設計導則 

2.1 研究方法内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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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逸園跑狗場原址是現時北區土地面積

較大及完整的地段，範圍涵蓋筷子基區，並輻

射至台山區、青洲區、黑沙環及祐漢區望廈及

水塘區、高士德及雅廉訪區，以及林茂塘區，

規劃地段與周邊環境的連接十分關鍵。 

考慮到澳門現時公共設施規劃都是由各相

關部門各自按照標準推算需求規劃，未有統一

規劃及執行處理，加上澳門獨特的地理條件，

及人口規模，歷來部分設施都是跨區共用，未

有特定的分區或小區規劃，所以基本上規劃範

圍及周邊現有公共設施的數量未能完全反映該

區對公共設施的區域需求或客觀短缺的情況，

對規劃新增公共設施的合理分配和量化存在一

定的難度和挑戰。澳門經濟及旅遊發展迅速，

旅客及人口不斷增加，規劃需要合理及統一的

處理。 

研究團隊為建立一個較客觀、合理的規劃

基礎，參考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在設計可持

續發展社區的最佳步行距離基礎上，建議將規

劃範圍擴展至五分鐘的步行半徑，即300米半

徑範圍內，形成總佔地面積約60萬平方米作為

土地利用項目背景研究服務人口規模的依據，

使規劃更全面地考慮節點跟周邊的輻射影響，

詳見圖A002。當中，研究團隊就澳門的特定

情況如一些地區性設施標準作適度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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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逸園跑狗場原址研究範圍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逸園跑狗場
原址 

300米半徑擴展範
圍 

2.2 研究範圍的劃定及標準化基礎  

為推算研究範圍內所需的設施，研究

團隊須要對研究範圍內的人口規模作出估

計。方法為先估算研究範圍與各統計分區

重疊的面積，再根據各分區的人口密度，

估算出各分區屬研究範圍內的人口，估計

2016年研究範圍內約有55,211人（詳見

附錄第1章）。 

研究範圍內在2016年中有青怡大廈

落成，提供770個單位，加上現時在建中

的有青洲坊大廈（2,356個單位）、規劃

中的台山中街公共房屋的地段（510個單

位），以及沙梨頭海邊大馬路PS4地段在

建中的私人住宅（740個單位），預期未

來研究範圍內將有4,376個新建的住宅單

位，按每戶平均人口3.08人估算，預期未

來研究範圍內的人口將較2016年增加約

13,478人至68,689人。 

2. 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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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況分析 

3.1  項目區位、定位、與周邊地區的關係 

3.2  項目歷史背景及產業轉變 

3.3  項目狗場內現況概覽 

3.4  項目人口規模及土地用途 

3.5  項目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3.6  項目交通設施現況 

3.7  項目自然環境概況 

3.8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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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用地區位 

現時位處澳門半島西北區中心位置的「逸園跑狗場」，是居住人口密

集、土地面積大，以及地點優越的西北區中心地段。 

項目用地定位 

研究範圍內過去大部份為農用地，於70年代開始發展成以住宅及工業

用地為主，由於澳門自90年代工業的式微及部份已遷至跨境工業區內(青

洲山旁)，現在區內主要為居住區。 

圖3-1  澳門半島西北區中心位置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2  規劃範圍及規劃範圍與周邊服務區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項目用地與周邊地區的關係 

規劃範圍及研究範圍與周邊環境的連接十分關鍵，規劃範圍位於澳門

23分區的筷子基區內，其服務範圍輻射至青洲區、台山區、黑沙環及祐漢

區、望廈及水塘區、高士德及雅廉訪區，以及林茂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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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項目區位、定位、與周邊地區的關係 

3. 現況分析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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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912年以前，逸園跑狗場原址仍

是一片水域，隨著後來1919-1924年

的內港填海工程，才逐漸形成台山、青

洲、筷子基一帶，跑狗場的土地亦是在

此一時期完成。 1 

澳門跑狗場開設於1932年，現時

西側看台、跑道、狗宿舍及狗圈等設施

亦是在當時興建。但狗場消費頗高，不

是一般人能負擔，最終跑狗場於1940

年被政府收回作運動場。2 

圖3-3  澳門地圖 (1912) 
來源: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1. 《澳門地理》第53頁；黃就順著 
2. 《澳門六七十年代印象》第83頁；何永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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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變 

澳門跑狗場開設於1932年，但

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由於經營情

況不理想，跑狗場輾轉由畢侶儉接手

經營，畢氏對賽狗事業大舉革新，在

場內增加了粵劇表演、播放電影、博

彩、雜技、舞廳等，成為一綜合娛樂

場所，紅伶任劍輝及其掛帥的「鏡花

影女劇團」都曾在此登台。 

但由於營運費用高昂，客源不

足，經營日漸困難，跑狗場於1940

年再度停業。被政府收回作運動場。

最終英籍商人鄭君豹在1961年與澳

門政府簽訂合約重新承辦跑狗活動，

後將經營權專讓予澳門逸園賽狗有限

公司在原址經營，驅使跑狗場在

1963年起重新營運至今 。2  

隨著時代變遷，賽狗已由曾經

的主流博彩活動變成現時的邊緣博彩

活動，收入大減。時至今日，跑狗場

已由過往一個以博彩為主的場地，變

成一個以旅遊特色吸引旅客的地方。

更曾被《時代雜誌》網站選為廿五項

「遊客不容錯過的亞洲體驗」之一。

入場觀看賽狗的，亦未必是以賭客為

主，而是慕名而來的旅客，以及部分

附近居民。 

跑狗文化 

澳門跑狗場開設於1932年，

是當年投得博彩專營權的豪興公

司從上海引入3。故此跑狗場內不

少元素都與上海賽狗活動有關，

甚至跑狗場的名稱「逸園」亦是

沿襲上海逸園跑狗場。 

1949年上海解放後取消賽狗

活動。目前澳門逸園跑狗場是全

亞洲僅存的跑狗場。場館內用作

顯示每場參賽犬隻的名字及體重

的告示版是從上海運來的，還有

起步鐘及用來敲擊它的錘子也是。

這個鐘沿用至今天，經過多年來

不停的敲打，它的表面佈滿如蜂

巢般的細坑。甚至用來驅動電兔

的舊式福特車廠出產的貨車引擎，

相信也是源自上海。4 

3. 蘋果日報，2016年7月27日，
「澳門賽狗2018年劃上句號」 

4. 澳門逸園賽狗會網站 
http://www.macauyydog.com
/aboutus/history.php 

體育發展 

跑狗場在1940年間被澳門政
府收回改建成「五二八運動場」 
（即現時蓮峰球場）。大門位於
提督馬路與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交
界，即現時蓮峰泳池的位置。 

在氹仔的澳門運動場開幕前，
蓮峰球場是本澳舉行足球比賽及
田徑運動的主要地點之一，不論
是外地勁旅來澳，或者港澳比賽
等5。 

 

 

 

 

 

 
 

此外，不少學校亦曾在此舉
行校運會，且球場現時仍為澳門
學界足球比賽的場地。故跑狗場
盛載著很多澳門體育發展歷程和
澳門人的回憶。 

現時除賽狗比賽的時間外，
田徑場地皆會向公眾開放，而跑
狗場亦會開放通道，方便居民進
入運動場內。 

5. 《澳門古今》第31頁「賽狗活動
的復起」；李鵬翥著 

圖3-4  五二八運動場正門 (1940) 
圖片來源：新聞局 

3.2  項目歷史背景及產業轉變 

3.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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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跑狗場內的設施，主要包括狗房、沙圈、賽狗跑道、新/舊看
台及獨立看台、投注站、營運辦公室及足球投注站等等，位置及外觀
詳見圖A004。現時跑狗場內共有約650隻格力犬、200個全職及200
個兼職員工。 

澳門賽狗場次頻密，每周共有四晚為賽狗日，每晚十多場，分別
在星期二、四、六及日進行賽事。賽事分350碼、510碼和550碼的中
短途賽事，第一場於晚上8時開跑，年滿18歲人士需付澳門幣10元就
可進場，並且場內設有2,200個座位供觀看賽狗。 

2017年7月14日研究團隊到跑狗場實地進行拍攝及訪談，訪談中
跑狗場員工指出場內一些較有狗場象徵性的構建物作為規劃背景分析。
位置及外觀詳見圖A004。 

具有跑狗場象徵的物件： 

1. 電算機建築物是跑狗場特有的全電腦化的「大型顯示屏」，
可計算出“獨贏”、“位置”、“連贏”及“三重彩”的
派彩資料。顯示屏屹立於賽道旁，約有四層樓的高度； 

2. 跑狗場正門入口有蝠鼠之意的象徵性的構建物。 
 

現時跑狗場與蓮峰球場是相連，除賽狗功能外，尚有一個標準足
球場及400米田徑跑道，是提供澳門學界及足球聯賽及運動員訓練的
重要場地，使用者眾多，每年也有不少學校向體發局租借場地舉行校
運會。在南面有蓮峰體育中心(內有2個泳池、活動室及健身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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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逸園跑狗場內各項設施分佈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6  逸園跑狗場內室內投注站 
圖片來源：2015年11月15日，《蘋果日報》，「澳門賽狗場  年殺360隻格力狗」 

3.3  項目狗場內現況概覽 

 

3.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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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規模 

根據統計局《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項目規劃範圍周邊的七個小區合
共約有24萬人，約佔澳門半島人口的46%。七個小區當中，除青洲區和望廈
及水塘區外，人口密度均超過每平方公里8萬人，遠高於全澳每平方公里2.1
萬人的人口密度。與澳門半島每平方公里5.7萬人相比亦屬偏高水平。 

圖3-7 澳門半島人口密度 (2016) 

資料來源：統計局《2016中期人口統計》 

住宅連商業設施 

26.7% 

綠地 

10.2% 

教育用地 

8.2% 

 

住宅用地 

7.8% 

體育用地 

7.3% 

廣場、在建及 

空置土地 

5.3% 

公共設施用地 

5.0% 

機關用地 

5.0% 

工業用地 

3.8% 

商業及金融用地 

1.3% 

其他用地 

1.3% 

道路用地 

18.0% 

土地用途 

項目規劃範圍的“逸園跑狗場”，以及研究範圍的土地大部份皆由填
海而成。根據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的地圖資料所示，範圍內的總佔地面
積約60萬平方米（約佔澳門半島6.5%）。研究範圍橫跨青洲區、台山區、
黑沙環及祐漢區、望廈及水塘區、高士德及雅廉訪區、林茂塘區以及筷子
基區（詳見圖A002）。 

研究範圍內主要用途為住宅連商業設施用地，佔地面積約16萬平方米，
佔研究範圍約26.7%。其餘部份土地為教育用地（4.9萬平方米, 8.2%）、
住宅用地（4.7萬平方米, 7.8%）及體育用地（4.4萬平方米, 7.3%）等，同
時區內的東南面為望廈山，為區內唯一的山體，佔地面積約6.1萬平方米
（詳見圖A003）。 

青洲 

台山 
黑沙環及
祐漢 

黑沙環新填
海區 

望廈及水塘 

筷子基 

林茂塘 

新橋 
沙梨頭 
及大三巴  

東望洋 

 
外港及南灣湖 
新填海區 

中區 

 
南西灣及 
主教山 

下環 

荷蘭園 

新口岸 

高士德
及雅廉
訪 

規劃範圍 

顏色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160,000 

120,000-159,999 

90,000-119,999 

60,000-89,999 

30,000-59,999 

10,000-29,999 

<10,000 

3.4  項目人口規模及土地用途 

 

3. 現況分析 

圖3-8  研究範土地用途 

資料來源：地籍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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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設施 

從教青局提供的資料中顯示現時
研究範圍內有15所學校（圖A008），
當中3所只設有中學，8所只設有小學，
4所是中小學一條龍學校，合共有
14,516名學生。佔全澳學生總數近兩
成。上下課時段區內人流量相當大。 

雖然研究範圍內的學校提供了相
當數量的學額，但部分學校的面積實
在不足以滿足其學生的需要，尤其是
學生平均的活動空間較少，部分學校
仍然需要到蓮峰球場上體育課。 

圖3-10  下課時段人流較多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9  學生到校外上體育課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體育設施 

現時研究範圍內的體育設施僅
有蓮峰體育中心及巴坡沙體育中心。
在研究範圍附近的何賢紳士大馬路
亦有一個自由波地，在行車天橋下
提供一個籃球場及一個門球場供居
民使用。（圖A009） 

蓮峰體育中心設有一座內設兩
個游泳池的室內暖水游泳館，另有
室內體育館，可以進行各項室內運
動項目，還有現時澳門半島僅有的
標準田徑場及真草足球場。2016年
平均每天使用人次約2,100人。 

巴坡沙體育中心由於沒有田徑
場，因此其規模遠小於蓮峰體育中
心，主要的設施有一個25米x12.5米
的游泳池，以及一個室外多用途運
動場。2016年平均每天使用人次約
622人。 

 

社會服務設施 

現時研究範圍內有為數不少的社會服務
設施，且設施的類別亦相當多元化。包括有
3間托兒所，2間社區中心，3間長者日間中
心，4間耆康中心，2間長者院舍，另有其他
一些專門設施，服務殘疾人士、戒毒人士、
露宿者、青年、婦女、家庭等，主要提供非
地區性的服務。多數設施位於住宅樓宇地面
或裙樓層（圖A011a），小數位於獨立的社
會設施建築（圖A011b），如青洲災民中心
或街總社區綜合服務大樓等。 

此外，研究範圍內已規劃了一些公共房
屋，包括青洲坊公屋群及台山中街公共房屋，
當中將有部分空間劃作社會設施之用，研究
團隊在2017年6月29日與社工局進行訪談，
了解到現時很多設施均需優化，問題包括空
間不足、環境較舊及較差，以及缺乏無障礙
設施。因此，社工局亦在研究範圍有一些籌
設中的設施，包括1間托兒所、1間長者日間
中心、2間傷殘人士服務設施，以及1間戒毒
服務設施。（圖A012） 

衛生設施 

現時研究範圍內的衛生設施
僅有筷子基衛生中心，為一棟獨
立建築，建築面積約5,691平方
米，2015年的使用人次近17萬
人。到2018年，預期位於青怡大
廈的青洲坊衛生中心將啟用，建
築面積8,728平方米。屆時在項
目研究範圍的社區內將設有兩間
衛生中心。（圖A013） 

3.5  項目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3. 現況分析 

圖3-11  蓮峰球場遠景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12  盲人重建中心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13  筷子基衛生中心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現時研究範圍內的公共設施主要分為七大類，包括教育、體育、社會服務、衛生、文化、政府設施，以及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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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設施 
 
在研究範圍內，台山街市市政綜合大樓

內的台山活動中心設有閱覽室，在台山利達

新邨亦設有德育中心圖書室。另外有文化局

管理的青洲圖書館及紅街市圖書館。望廈山

環境資訊中心亦設有圖書室。而旅遊學院的

圖書館一般不對公眾開放。 
 

 
被評定的不動產 
 

根據第83/92/M號法令，位於規劃範圍

的蓮峰廟、望廈炮台及觀音古廟為已評定的

紀念物；市政狗房及紅街市大樓被評定為具

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而望廈山則為評定之

地點，見圖A006。儘管靠近跑狗場一側並

未設有任何文物、保護區或緩衝區，但在規

劃時將考慮發展對周邊具歷史價值的不動產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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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觀音仔廟、望廈炮台、蓮峰廟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遺產網站  
http://www.culturalheritage.mo/ 

公共基礎設施 

現時研究範圍內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有公共廁所、
垃圾房以及壓縮式垃圾收集點。 

公共廁所有4個，分別位於筷子基宏開宏建休憩區。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休憩區、台山街市及望廈山市政公園。 

垃圾房有22個，平均分佈在研究範圍內，一般設置
於路口或過路設施。在規劃範圍周邊亦有4個，其中3個
位於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一個位於青洲大馬路，與跑狗
場毗鄰。 

而壓縮式垃圾收集點則主要集中在研究範圍南面，
靠近紅街市一帶。詳見圖A014。 

此外，現時項目地塊西北角有一臨時佔用的地段用
作電訊設施（見圖A004）。 

政府設施 

審計署於2016年8月發表的《政府部門辦公大樓
的規劃及建設》審計報告顯示，政府部門租賃了大量
辦公室面積，租賃的辦公室主要集中在大堂區及花地
瑪堂區。 

雖然規劃範圍附近人口眾多，但現時位於規劃範
圍附近的政府設施只有房屋局、民政總署台山服務站
及筷子基服務站。大部分政府部門均集中在大堂區，
包括南灣、新口岸及皇朝一帶的商業樓宇。 

審計報告中明確指出在缺少政府辦公大樓的情況
下，租賃辦公室的開支龐大，且經常搬遷對市民構成
不便，政府部門亦須要經常處理搬遷相關工作。因此，
審計報告建議“根據一同部門的職能及運作需要，審
視有關辦公大樓的具體分佈，對土地及空間資源作出
合理分配”。 

堂區 租賃辦公場所面積（平方米） 

花地瑪堂區 88,337.42 

花王堂區 6,187.70 

望德堂區 2,605.44 

大堂區 160,058.14 

風順堂區 16,105.66 

氹仔 18,328.98 

路環 251.80 

總計 291,875.14 

圖3-16  毗鄰跑狗場之垃圾房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15  台山街市公共廁所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3.5  項目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3. 現況分析 

表3-1  政府部門租賃辦公室面積 
資料來源：2016年8月《政府部門辦公大樓的規劃及建設》
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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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項目交通設施現況 

3. 現況分析 

圖3-17  規劃範圍公共交通設施圖（巴士站及停車場）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現有慢行交通 

現時規劃範圍周邊沒有連貫的的慢行交通系統，但規劃範圍周邊各路口設

有斑馬線、交通燈、行人天橋等行人過路設施，而規劃範圍外的青洲大馬路路

段近台山街市設有1條斑馬線、規劃範圍外的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路段更設有3條

斑馬線，見圖3-18。 

規劃輕軌線路 

根據運輸基建辦公室提供的輕軌二期的首選方案走線，輕軌澳門段會駛經

規劃範圍側的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並在規劃範圍外圍設「筷子基」地底車站

（圖3-19），預計項目規劃範圍周邊的公交設施將更完善。 

圖3-18  規劃範圍周邊行人過路設施位置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19  輕軌二期首選方案規劃範圍一帶走線 
圖片來源：運輸基建辦公室 

現時項目研究範圍內有超過20個巴士站或巴士總站（圖3-17），共停

靠36條日間巴士路線及數條通宵路線。上述巴士路線除了澳門大學外基本

上涵蓋全澳門各區。當中更包括多條載客量很大的路線，例如1, 3, 5, 10, 25, 

33等，市民能以公交到達項目地塊使用公共設施。研究範圍內沒有的士站。

但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有一個的士上落客區。 

現時項目研究範圍內有三個公共停車場，分別是麗都停車場、青怡大

廈停車場、快達樓停車場，共提供約604個私家車車位及約538個電單車車

位。詳見規劃範圍公共交通設施圖A016a及A016b。研究範圍內未來將新

增青洲坊大廈停車場，提供近1500個私家車車位及約1600個電單車車位。

使研究範圍在短期内較現時增加約2.5倍私家車車位及近約3倍電單車車位數

量。由於此地段為公共設施用地，可能有跨區使用者，而且在公交優先的政

策下，加上研究範圍外西北區有多幢公共房屋將落成,如快富樓、青蔥大廈

停車場等,基本能滿足項目用地公共設施可能帶來新增的需求。但由於該區

整體發展仍存在未確定因素，現階段未能確實該區對公共停車場的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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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況分析 
3.6  項目交通設施現況 

跑狗場被青洲大馬路、提督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三條主要道路圍

繞，其中青洲大馬路為連接青洲與黑沙環馬路及慕拉士大馬路的主要道路、

提督馬路連通關閘與沙梨頭之間的南北方向、白朗古將軍大馬路接駁筷子

基區與美副將大馬路。除此以外，附近的主要道路還包括美副將大馬路、

雅廉訪大馬路、沙梨頭新街、和樂大馬路、拱形馬路、巴波沙大馬路、關

閘馬路等。考慮到附近一帶交通量大、主要道路密集，規劃範圍有多達10

個路口已安裝交通燈控制交通秩序，見圖A015及圖3-20。 

圖3-20  研究範圍道路網絡及燈控路口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根據2017年基準交通量，規劃範圍周邊路段早高峰及晚高峰交通皆處

於可接受水平，僅跑狗場外青洲大馬路東行及巴波沙大馬路早高峰及晚高峰

的擁擠度約80%，換言之高峰時段交通量較大，但仍未達100%的飽和水平。

至於其餘路段，兩個高峰時段的擁擠度少於75%，交通尚算理想，各路段擁

擠度情況見圖3-21。 

註：大部份被評估的道路每方向有兩條車道，僅少數道路每方向只有一條車道。
研究團隊參考香港標準，以單向雙車道道路路段容量為每小時2800小客車當量值、
單向單車道道路路段容量為每小時1300小客車當量值來計算各路段的擁擠度。 

 

圖3-21  2017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示意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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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及公共開放空間 

研究範圍約有10%的面積為綠地，所佔比例僅次於住宅連商業設施

用地及道路用地。但綠地皆集中於望廈山體，研究範圍其他部分只有休

憩區（詳見圖A017）或行人道樹木。自然資源分佈極不均勻。部分休憩

區，如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休憩區及三角花園，被行車道包圍，居民必須

橫越車流量較高的行車道才能到達休憩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休憩區更

是分成幾個段落。 

現時研究範圍內缺少可供居民聚集的大型開放空間。最接近規劃範

圍的較大型綠化公共空間為望廈山市政公園和望廈山健康徑。但望廈山

健康徑的主要出入口位於望廈炮台斜坡，另有一出入口位於蓮峰街，筷

子基區居民步行到望廈山約需時十多分鐘。 

望廈山上除天然樹林外，望廈市政公園內亦設有環境資訊中心及附

設之實驗農場，2016年有7,039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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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  望廈山市政公園蓮峰街入口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3-23  休憩區不連貫，被車道包圍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景觀視點 

望廈山市政公園是規劃範圍內唯一與山體連接的重要景觀視點，從望廈

山健康徑上、跑狗場東北面（從「大明閣」高處）、跑狗場西北面（從「逸

麗花園」高處）、跑狗場西南面（從建築物高處）、跑狗場南面（從行人天

橋高處）等各個方位可俯瞰逸園跑狗場全貌，詳見圖A007。 

在地面層，位於青洲大馬路一段亦僅可看見山體，但景觀視點通達性有

限，因近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及以西有連綿的高層樓宇。現時，在跑狗場內可

飽覽望廈山山體景觀，是附近一帶的主要景觀節點，有潛質作為維持該區整

體的空間和視點佈局。 

圖3-25  跑狗場內景觀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3-24  青洲大馬路一段視點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3.7  項目自然環境概況 

 

3.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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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現況分析，可發現研究範圍內主要為住宅用地，區內有大

量人口居住，人口密度偏高，且人口老齡化情況較全澳平均更高。 

研究範圍內有不少學校，學生數量約佔全澳兩成，但部分學校的活

動空間不足，學生須到校外上體育課。而跑狗場為研究範圍內僅有的大

型體育設施及戶外開放空間。雖然項目研究範圍內有一定數量的社會服

務設施，但部分環境欠理想或空間不足，需要優化。區內現時只有一所

衛生中心，服務澳門西北區的人口，但於2018年將有另一所衛生中心

落成，預期可減輕對現時衛生設施的需求。 

現時規劃範圍的交通情況尚可，只有少部分路段於高峰時段會出現

局部擠塞。而由於研究範圍缺乏具連貫性的步行系統，行人主要以地面

過路設施橫過馬路，對行車速度造成一定影響。近年項目研究範圍內有

不少公共房屋落成，其附屬的公共停車場將逐步落成，有望回應該區對

車位需求。 

3.8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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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限制 

項目研究範圍內人口稠密，加上各項公共設施不足，未來在規劃範圍當

內不適宜引進大量常住人口，反而有必要有保有擴，建議運動功能必須保留，

增設教育及公共設施以回應社會尤其是區內居民的訴求。但另一方面，逸園

跑狗場是區內僅有的大型開放空間，其空間形態的通透性為該區的通風、空

氣質量及綠化提供優秀條件。故此在發展體量上需要作出適當平衡。 

 

發展潛力 

逸園跑狗場的輻射範圍相當大，涵蓋青洲、台山、黑沙環及祐漢、望廈

及水塘、高士德及雅廉訪、林茂塘、以及筷子基七個小區。若能適當取捨，

可望補強一定的公共用途，則有望回應該區不少的需求。 

3. 現況分析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需
求
分
析

 

4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 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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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綜合社會對公共設施訴求 

4.2  綜合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4.3  公共設施規劃標準 

4.4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研究團隊在研究階段從不同的渠道將社會上各方對逸園跑狗場原址土

地的看法進行綜合性歸納及統計（參見附錄第2章），結果顯示： 

1. 行政長官亦表示，跑狗場遷離後原址將主要用作公共利益用途，而不
作商住、酒店或任何牽涉博彩成分的用途。 

2. 而審計署呼籲政府部門辦公大樓的意見完全符合上位政策，亦甚具參
考價值。 

3. 社會上大部分主流意見傾向將跑狗場原址土地用作體育設施，大多數
表示蓮峰球場為區內以至澳門半島少有的大型體育設施，不但應予以
保留，更宜作出強化，為該區以至澳門半島大量人口提供適合的運動
空間。 

4. 其次有不少意見期望興建教育設施以解決區內學校空間不足或裙樓學
校的問題。 

5. 此外，也有不少意見指跑狗場的地下空間可以作興建停車場，解決該
區泊車空間不足的問題。 

6. 另有意見要求利用跑狗場原址的土地，增加更多的社會便民設施或綠
化休憩設施，優化區內居民的生活環境。而有部分意見希望該土地用
作興建公共房屋。 

 

綜合上述的理據及結合研究範圍的現況（第3章及附錄第1章），現

時研究範圍內已存在相當數量的住宅戶及人口，而且人口老化情況較嚴重，

而相應的公用設施的數量則較少且環境較差，客觀現實與社會上的訴求一

致。因此，逸園跑狗場用地的規劃方向宜更多考量作公共用途。 

 

4. 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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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思想 

提高市民(尤其北區) 

居民的生活質素、 

公共利益用途 

措施 

鼓勵 

教育 

體育 

容許 

社會服務、公共行政、 

文化、衛生等 

禁止 

商住、酒店或任何牽涉

博彩成分的用途 

圖4-1  綜合研究範圍的指導思想 
资料來源：研究團隊 

 

4.1  綜合社會對公共設施訴求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2  綜合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綜合各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的需求（詳見附錄第３章），其具體土

地面積的需求總和在44,700平方米至57,700平方米之間，而規劃範圍的

土地面積只有40,425平方米。若純以各政府部門的需求計算，規劃範圍

基本不能同時滿足各政府部門的需求。 

 
1. 若從總建築面積的要求看，教育設施需要的建築面積為最多。 

2. 體育設施則需在項目用地現有設施的基礎上增加一定的建築面積才
能滿足當局的需求。 

3. 社會設施及衛生設施所要求的建築面積相若，有條件可不佔用土地
空間，而採用混合式與其他設施共用同一建築物的方式處理。 

 

本章主要綜合各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的需求進行量化以及對研究範

圍所需的公共設施按規劃標準進行推算，以科學的方法客觀分析各部門

對設施需求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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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要求 
土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教育設施 16,000 74,355 

體育設施 26,300 – 39,300 49,634 

社會設施 0 14,600 

衛生設施 2,400 14,000 

總計 44,700 – 57,700 152,589 

表4-1 各政府部門對規劃範圍的要求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體育局、社會工作局、衛生局 

4. 需求分析 

圖4-2  各政府部門對規劃範圍的要求示意圖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體育局、社會工作局、衛生局 

. 

教育設施  

(3中1中小幼) 

16,000m2 

衛生設施  

2,400m2 

體育設施  

26,300 – 

39,300 m2 

規劃範圍 
土地面積  

40,42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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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各類公共設施總體需求 

結合第4.1節及第4.2節的分析研究範圍的現況、分析社會各界訴求和需求及公共規劃標準推算（詳
見附錄第4章）。 

行政長官指出跑狗場原址的土地用途應以社文康體為主，而不作商業或住宅用途。經分析政府部
門提出要求的合理性以及按規劃標準推算的需求，結果顯示重點如下： 
• 規劃範圍土地面積無法完全滿足所有界别及部門對公共設施的需求， 
• 土地用途應以體育、教育及政府設施為主。 
 
教育設施 

按規劃標準分析，研究範圍內現時設有的教育設施理應足夠應付研究範圍內的人口規模，因需考
慮有同區及跨區設校的情況，所以區域的需求標準難以定斷。但是由於部分區內學校的學生人均建築
面積則未合乎2004年的教育局定下的標準。故此在規劃教育設施方面則建議以改善原校的需求為首要
目標，供附近區內校舍空間不足的學校搬遷，主力改善區內某些學校的活動空間，而且有些學校可以
以地換地形式進行規劃，沒有需要整體設置在規劃範圍內。 
 
體育設施 

由於澳門現行沒有體育設施的具體規劃標準，本研究參考香港體育設施的規劃標準以研究範圍作
基礎推算，項目用地內有必要保留現有的體育設施，並增加一定數量的體育設施。 
 
社會設施 

按規劃標準分析研究範圍內尚需增加一間托兒所，一間長者日間中心及一間綜合長者護理中心，
建築面積合共6,300平方米，另有部分設施欠缺少量的空間。 

由於社工局提出的社會設施要求包括一些全澳性的設施，因此推算出來的面積較高，考慮地區性
設施的需求，部分設施沒有需要以獨立的土地及建築體運作，可以混合形式建設。由於土地資源緊張，
而且各公共設施用地的需求較大及急切，因此，可考慮與規劃方案的政府設施共用同一建築物。 
 
衛生設施 

澳門西北區現時有筷子基衛生中心服務市民，加上未來將落成的青洲衛生中心。區域內將有兩間
衛生中心，已足夠服務市民。 
 
政府設施 

研究範圍及周邊現時人口較多，將來有不少新住宅落成，在規劃範圍內宜設有政府設施以服務研
究範圍及周邊人口。 
 
公共停車場 

由於鄰近的青洲坊大廈將新增近4,000個車位，建議規劃範圍配備基本要求數量的泊車位，鼓勵市
民以公交或步行方式出行，以配合公交優先政策。 

 
公交轉乘站 

現時研究範圍一帶有筷子基、筷子基北灣、李寶樁街等巴士總站，未來亦將新增青洲坊巴士總站、
PS4地段巴士總站，故現階段建議優先將緊絀的土地資源分配予更有需要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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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對 
逸園原址土地 
建築面積要求 

研究範圍 
各類設施規劃標準推算 

需求 

建議規劃方案 
提供總量 

  
各政府部門要求 
提供建築面積 

(平方米) 

需補充的 
建築面積 
(平方米) 

註 
最大建築面積 

(平方米) 

教育 
設施  

74,355 
---- 

(部分學校 
空間不足) 

個別學校校舍空間不
足，須重建或搬遷以
增加活動空間 

不多於74,355 

體育 
設施  

49,634 42,521 
參照香港規劃標準而
定 

24,817 - 42,521 
(不小於現時 

規模) 

社會 
設施  

14,600 6,300 
毋須獨立的建築物，
可與其他設施共用地
塊（混合式） 

6,300 – 14,600 

衛生 
設施 

14,000 ---- 
澳門半島西北將有兩
間衛生中心 

---- 

政府 
設施 

沒有具體數字 

---- 
(研究範圍及周邊 
政府部門及 
服務設施較少) 

按可持續發展社區的
規劃概念可考慮加入
有政府及辦公等功能
輔助發展社區 

15,000-30,000 

4.3  公共設施規劃標準 

4. 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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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
利用規劃研究的案例篩選分
析主要根據相對規模的用地、
土地性質、相對的土地開發
內容和組合以及周邊環境等
因素作案例比較分析，綜合
分析四個案例對規劃範圍在
開發指標、空間形態、實施
操作時的利弊因素及啟示，
作為對分析項目開發的基礎
及參考指標。 

 

 

 

 

 
規劃啟示 

建議逸園跑狗場原址
土地利用規劃參考天台縣第
二小學在屋頂建築空間建設
上的多元利用例如：學校地
面層作庭院空間及出入口等
利用，參照蒲崗村道學校村
和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的規劃經驗，應多考慮使用
行人天橋的佈局作為規劃片
區的元素，參考體育館在建
築地下空間的應用。詳見附
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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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案例研究概述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01-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
村 
 
佔地面積    37,500平方米 
建築面積    44,419平方米 
地積比        1.2 
 
用途            學校 
 
 
 
 
案例參考 

對逸園跑狗場教育設施的考
量。 
 
 
規劃啟示 

考慮使用行人天橋解決路面過
路設施的容量超標的情況。 考
慮學校出入口的設置，避免擁
堵情況。 

03-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佔地面積     7,200平方米 
建築面積     11,265平方米 
地積比         1.6 
 
用途             學校 
 
 
 
 
案例參考 

對逸園跑狗場建築空間利用 
的考量。 
 
規劃啟示 

考慮使用浙江省天臺縣第二 
小學空中建築空間的多元利用。 
 

02-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佔地面積     38,494 平方米 
用途             學校 & 綜合大樓 
 
小西灣綜合大樓 
佔地面積    4,400平方米 
建築面積    18,762平方米 
地積比        4.3 
用途           綜合大樓 
 
案例參考 

對逸園跑狗場公共設施組合設計
的考量。 
 
規劃啟示 

小西灣綜合大樓建築空間的多元
利用。多考慮使用行人天橋的佈
局作為規劃片區的元素。 

04-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佔地面積     
 2,700平方米/46,240平方 
 
 
用途  
伊利沙伯體育館 
Northlands Coliseum體育館 
 
 
案例參考 

對逸園跑狗場建築地下空間 
的考量。 
 
規劃啟示 

對逸園跑狗場建築地下空間 
應用的考量。 

4. 需求分析 

圖例 

    規劃範圍 

    案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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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方
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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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劃方案 

5.1  規劃目標及原則 

5.2  空間結構 

5.3  土地使用規劃概念 

5.3.1  方案一（教育設施為主導） 

5.3.2  方案二（體育設施為主導） 

5.3.3  方案三（綜合社會所需設施） 

5.3.4  方案比較 

5.4  體育設施建築空間的概念構想比較 

5.5  項目用地交通規劃初步構想 

5.6  景觀視野／環境生態／防災 

5.7  交通可行性評估 

5.8  環境可行性評估 

5.9  第一階段規劃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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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 

第一階段的工作主要編製三個備選規劃方案，以配合考慮政府部門、
社會各界及居民對公共設施的需求及以規劃標準作合理規劃的綜合考慮，
編製合理的土地規劃佈局作為第二階段設計導則的依據。 

行政長官指出跑狗場原址的土地用途應以社文康體為主，而不作商
業或住宅用途。經分析政府部門提出的要求以及按規劃標準推算的需求，
結果顯示規劃範圍土地面積無法完全滿足所有公共設施的要求。考慮到
跑狗場過往一直作為體育設施的性質，故此將來有必要提供不小於現時
規模的體育設施。 

 

規劃原則 

• 規劃方案根據第3和4章的結果，以配合考慮各政府部門、社會界別及居民
的需求，照顧各方對公共設施的訴求，以合理善用土地資源為原則，開發
規劃範圍的土地用途，提升該區居民的生活質素。 

• 規劃方案結合考慮以公共設施為主的海內外案例經驗，作為制定方案的參
考，從而建立有效、可實施性高的規劃方案。  

• 規劃方案結合空間結構、景觀以及交通環境的可行性等方面作出綜合考慮。 

• 規劃方案的構想以公交優先的理念設計為核心，鼓勵步行的方針出發。 

• 由於規劃範圍現時已是該區的核心地段，三邊有主幹道包圍，交通規劃是
要盡量避免引入更多車輛到規劃範圍，避免過量負荷。 

• 以靈活彈性規劃來調整配置土地開發為原則。 

5.1  規劃目標及原則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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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空間結構 

規劃範圍與望廈山毗鄰，皆位處澳門半島西北的核心，為周邊多個
住宅社區之中少有的大型開放空間，規劃範圍外亦有三條主要道路與鄰
近小區相連，其開放性及通達性令其有條件成為一個重要的社區級功能
節點，以服務周邊的住宅區。(詳見圖A018 空間結構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5.2  空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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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用地 

 體育用地 

社會及 
政府服務 

區域空間結構 

圖5-1  空間結構 

規劃空間結構 

規劃範圍方案的空間結構主要以體育用地為中心的開放空間與望廈山毗鄰，
為周邊教育用地和社會及政府服務提供空間，可與不同地塊互動相連，善用其
可用空間較大及通達性的特點，充分體現社區級功能節點，以服務周邊的住宅
區。 

空間結構 

圖5-2  規劃範圍空間結構 

5. 規劃方案 

圖例 

規劃範圍 

研究範圍 

現有住宅/工業/學校 

山體 

現有學校 

工業/住宒/商業 

規劃主要社區功能節點 

次要社區功能節點  

圖例 

規劃範圍 

研究範圍 

現有住宅/工業/學校 

山體 

現有學校 

工業/住宒/商業 

規劃主要社區功能節點 

次要社區功能節點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5.3  土地使用規劃概念 

5.3.1  方案一（教育設施為主導） 

 

  

地塊編號 土地用途 佔地面積 
(平方米) 

佔總用地
面積 

估計可建建築面積
（平方米） 

A1 教育 13,354 
42.6% 77,200 (註1) 

A2 教育 3,850 

B 體育 23,221 57.4% 33,800 (註2) 

合計 40,425 100% 

方案一的土地規劃概念在於緊湊高效利用土地作教育設施及保留現有體育
用地的開揚格局。方案一的優點在於能滿足教育設施的需求，並基本維持已有
體育設施空間。 

土地佈局以教育設施為主。教育設施佔地17,204平方米，約佔規劃範圍的
42.6%。體育設施佔地23,221平方米，佔規劃範圍約57.4%。 

圖5-3  方案一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表5-1  方案一開發規模 

註： 

1：按一般已建學校規模估算 

2：此估算包括約18,000平方米的田徑場及足球場。技術上露天的田徑場及足球場不計
算為建築面積，但為方便與體育局提供的資料比較，此處將體育館的面積估算及
田徑場及足球場的面積合計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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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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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的土地規劃概念著重體育設施的強化，著力回應市民對康體運動的訴
求之餘，盡量提供教育設施。方案二的優點在於較好地滿足體育設施用地的需求。 

土地佈局以體育設施為主，教育設施佔地13,354平方米，約佔規劃範圍的
33%。體育設施佔地27,071平方米，佔規劃範圍約67%。 

圖5-4  方案二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5.3  土地使用規劃概念 

 5.3.2  方案二（體育設施為主導） 

表5-2  方案二開發規模 

註： 

1：按一般已建學校規模估算 

2：此估算包括約18,000平方米的田徑場及足球場。技術上露天的田徑場及足球場不計
算為建築面積，但為方便與體育局提供的資料比較，此處將體育館的面積估算及
田徑場及足球場的面積合計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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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塊編號 土地用途 佔地面積 
(平方米) 

佔總用地
面積 

估計可建建築面積
（平方米） 

A 教育 13,354 33.0% 58,800 (註1) 

B 體育 27,071 67.0% 35,100 (註2) 

合計 40,425 100%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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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的土地規劃概念在於高效地綜合利用土地作教育、體育、社會設施及政
府設施的多方面兼顧的整體社會發展最大化的考量。方案三的優點在於能提供一個
高效服務公眾的多元服務中心區，體現可持續社區混合功能發展的方針，有力地回
應社會對降低政府租金支出的訴求。 

教育設施佔地8,576平方米，約佔規劃範圍的21.2%。體育設施佔地27,999平
方米，佔規劃範圍約69.3%，其餘9.5%用地為社會及政府設施用途。 

圖5-5  方案三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5.3  土地使用規劃概念 

5.3.3  方案三（綜合社會所需設施） 

表5-3  方案三開發規模 

註： 

1：按一般已建學校規模估算 

2：此估算包括約18,000平方米的田徑場及足球場。技術上露天的田徑場及足球場不計
算為建築面積，但為方便與體育局提供的資料比較，此處將體育館的面積估算及
田徑場及足球場的面積合計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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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塊 
編號 

土地用途 佔地面積 
(平方米) 

佔總用地
面積 

估計可建建築面積
（平方米） 

A 教育 8,576 21.2% 41,200 (註1) 

B 體育 27,999 69.3% 48,200 (註2) 

C 
社會及政府 
設施 

3,850 9.5% 32,500 

合計 40,425 100% 

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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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規劃方案 
提供總量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教育用途建築面積(平方米) 不超過74,355 約77,200 約58,800 約41,200 

體育用途建築面積(平方米) 約24,817-42,521 約33,800 約53,100 約48,200 

社會用途建築面積(平方米) 約6,300-14,600 --- --- 

約32,500 

政府設施用途建築面積(平方米) 約15,000-30,000 --- --- 

教育用地面積(平方米) / 佔比 -- 約17,204 (42.6%) 約13,354 (33.0%) 約8,576 (21.2%) 

體育用地面積(平方米) / 佔比 -- 約23,221 (57.4%) 約27,071 (67.0%) 約27,999 (69.3%) 

社會及政府設施用地面積佔比 -- 0% 0% 約3,850 (9.5%) 

優點 -- 
• 高效利用土地作教育設施 
• 保留現有體育用地開揚格局 

• 高效利用土地作體育設施 
• 教育和體育設施二者並重 

• 高效利用土地作綜合社會設施 
• 服務市民範疇最大化 
• 有效回應兼顧各方提出需求 

弱點 -- 
• 教育用地需要特別考慮時段性

的人潮及交通安排 

• 由於建體育設施所需的佔地面
積較大，因而減低其他用地的
可建性及開發多元性。 

• 由於建體育設施所需佔地面積較
大，減低教育用途及其他用地的
面積。 

用途重點 -- 
• 滿足教育設施改善性需求之餘，

維持現有體育設施規模 
• 滿足體育設施改善性需求之餘，

盡力回應教育設施需求 
• 滿足社會發展所需多項設施 

綜合考慮方案的主要內容為教育設施、體育設施及社會設施，而所需的土地空間較難完全滿足三方面的內容，故此研究團隊提出三個方案，方案一較為

側重教育設施，方案二則較為側重體育設施，而方案三側重為綜合社會發展所需多項設施用地。 

綜觀三個方案，方案三除回應體育設施及教育設施要求外，更可提供較全面的綜合社會設施及政府服務，因此是多方面兼顧且較為適合的平衡方案。最

終建議由委託方按本技術方案及其他多方面因素取捨後作出決定。 

表5-4  規劃方案比較                 註：紅字代表可滿足該項用途的建議提供總量 

5.3  土地使用規劃概念 

5.3.4  方案比較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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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空間構想 地面上層空間構想 地下空間構想 

   

建築概念 
• 建築空間只在地面層以上 
• 田徑場於地面層 

• 建築空間只在地面層或以上 
• 田徑場於一樓天台層與觀眾席相依，保

持景觀面貌。 

• 地面維持田徑場及真草足球場的用途 
• 地下空間用作室內體育場 

優點 

• 以成本效益為主要考慮 
• 建築需時最短 
• 建築期間蓮峰運動場使用有望不中斷 
• 建築體量對周邊街道景觀有最小影響 
• 保留地下空間日後使用靈活性，如防災

功能等設施 

• 成本效益較地下空間構想優 
• 建築需時較地下空間構想短 

• 滿足體育設施需求的同時，減低對周邊
景觀的壓力 

弱點 • 建築面積受制約 
• 建築體量對周邊街道景觀有某程度影響 
• 地下空間日後使用靈活性有某程度影響 

• 建築成本最高，建築時間最長 
• 體育設施地下空間有水浸風險，在設計

上需加入更多防災元素。 
• 地下空間日後使用靈活性受較大影響 

 

研究團隊在三個方案的基礎上提出建築體育設施的空間使用概念的替選方案（參見附錄第６章）。綜觀三個垂直空間的構想，“地面空間構想”以原有

運動場為基礎，只在其側興建體育館。此構想可減低建築時間及成本，對景觀影響亦較小，且建設期間運動場仍有望繼續使用，故此是建設中和建設後皆較

優的選擇，因此現階段建議研究以地面空間構想進行深化。三個體育設施的空間概念只是就體育設施空間作出建議，並沒有特别限制項目用地的地下空間使

用，以確保日後地下空間用途和使用規模的最大彈性。 

表5-5  體育垂直空間構想比較 

5.4  體育設施建築空間的概念構想比較 

5. 規劃方案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0 

5.5  項目用地交通規劃初步構想 

規劃方案步行系統的初步構想 

規劃方案結合對行人路面情況的全面考慮，借鑒案例分析香港蒲崗村道學校村及小西灣綜
合大樓周邊地塊的經驗（見附錄第5章），建設學校群時需設法處理上下課時間大量學生往返
學校的出行需要，故構想包含以天橋形式設立架空的步行系統，除了能解決學生出行需要，亦
透過人車分隔設計概念使行人安全橫過主幹道，並使車輛停頓時間更有效控制。 

由於現時規劃範圍南端有行人天橋，宜建步行系統與現有天橋銜接，以架空方式一直延伸
至規劃範圍北的教育用地，亦建議規劃範圍內各新增建築物除了地面出入口外，可在天橋所屬
樓層設出入口，使步行系統盡可能地連接規劃範圍內各建築物，令行人不用上落地面層亦能進
入或離開建築物，提升步行系統的便利程度。 

參考林茂海邊大馬路空中走廊規劃，步行系統除了連接規劃範圍內各建築物，亦能作為橫
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及青洲大馬路的行人天橋，便利市民往返台山及筷子基區內多個出行地點
如規劃範圍、青洲坊大廈、台山街市等，換言之步行系統除了能服務規劃範圍的使用者，步行
系統能方便鄰近區域如美副將、台山區的居民及出行者。若規劃範圍舉行大型活動，步行系統
能快速將參加者分流至周邊範圍，再轉乘公交或往青洲坊大廈大型停車場駕車離開。長遠而言
可考慮進一步延伸（例如接駁入台山街市、將部份相鄰內街改成行人專用區並提供連貫通道接
駁至步行系統、與鄰近輕軌站連接等），擴大步行系統的輻射範圍。 

步行系統由於連接規劃範圍內的建築物，故執行有一定的協調性需求。日後在規劃條件圖
階段對各建築單體預留相應空間興建步行系統及與相連步行系統路段接駁設置要求，加上各項
建築物皆有政府的職能參與，亦增加整個規劃的可行性。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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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廈山    

景觀視野 

望廈山體是構成規劃範圍空間形態與景觀
格局的一個重要元素。規劃範圍內的主要景觀廊
道是跟望廈山廣闊視野相連接，也是逸園跑狗場
原址景觀視野的特色之一。   

土地規劃方案的構想已考慮景觀的佈置，
基本上三個規劃方案的概念在規劃範圍的景觀的
主體設在中心區，設置開放式的運動場，保存逸
園跑狗場原址的視野不變，保留現有與望廈山互
通的視野廊道。 

圖5-6  景觀視點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5.6  景觀視野／環境生態／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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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綠色低碳策略 

規劃方案倡導綠色低碳發展策略，推廣綠色建
築，實施雨水、污水管理及廢棄物管理，綠色交通
等組成的綠色發展原則指導下制定第二階設計導則。 

 

生態廊道 
 

由於規劃範圍只有望廈山是該區生態廊道的主
體，基本上三個規劃方案的概念都在規劃範圍的中
心區，設置開放式的運動場。保護望廈山運動場之
間的綠化面積，並在方案建築物屋頂綠化，以增加
綠色節點及配合區域綠色廊道和生態網路的發展。 

而在空氣質量、噪音、景觀及視覺、以及廢物
管理等四方面，預期所擬建的項目將不會對區內環
境有顯著影響。  

 

應急避難場所 

8.23風災之時，毗鄰狗場的筷子基及林茂
塘皆為重災區，居民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規劃方案中的運動場和學校宜兼顧作為緊
急情況下的避難場所，供公眾疏散避險、臨時生
活。同時可作為緊急發佈信息及物資之用。參考
國家減災委撰寫的《國家減災委協助澳門“天鴿”
颱風災害評估專家組的工作報告》建議構建的韌
性城市，對建設應急避難場所的呼吁，故方案的
運動場及體育以至學校建築空間可作為應急避難
場所，在設計時宜留意建築物的設計、物料儲存
空間、緊急出口等。同時亦需要確保規劃區在緊
急狀況下維持水、電、電訊等供應。 

圖5-8  天鴿風災時規劃範圍情況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5. 規劃方案 

圖5-7  區域視點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例  LEGENDA 

狗場內現有設施 

自然地標 

山體視域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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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交通可行性評估 

1. 推算規劃範圍附近路段

2025年基準交通量 

2. 制定規劃方案相應交通假設   

3. 推算按規劃方案發展建議將

新增的交通量   

4. 計算規劃範圍各主要路段

2025年總交通量 

5. 評估各主要路段2025年的道

路擁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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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項目用地周邊範圍的總體建議發展量仍未確定，研究團隊只能按
城市規劃廳提供之交通相關研究的數據推算2025年基準交通量及作出相
應假設，現階段推算未能完全反映西北區按發展建議將新增的交通量。 

現時跑狗場被青洲大馬路、提督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包圍，車輛除
了可以透過上述三條主幹道往返跑狗場外，亦可選用拱形馬路、巴波沙大馬
路、美副將大馬路及俾若翰街等道路往返規劃範圍，故交通可行性評估涉及
路段包括： 

－提督馬路(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提督馬路(跑狗場外)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跑狗場外) 

 - 青洲大馬路(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 青洲大馬路(跑狗場外) 

 - 巴波沙大馬路(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新街之間) 

 - 拱形馬路(介乎青洲大馬路與關閘馬路之間) 

 - 美副將大馬路(介乎提督馬路與羅若翰神父街之間) 

 - 俾若翰街(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街之間) 

圖5-9  交通可行性評估路段範圍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規劃階段交通可行性評估方法如下： 

5.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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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估算高峰小時將產生的交通量 （深化估算） 138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108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96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越
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少於
75%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乎
75%至100%路段 

圖例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三 
規劃方案前 
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 

研究團隊按第二階段土地開發強度深化估算高峰小時各方案產生的交通量，各方案高峰小時將產生的交通量見表5-6，三個方案中以方案一產生的交通量最多，
而方案二與方案三生成交通量接近。儘管2025年在規劃方案前規劃範圍外圍有路段擁擠度已超越100%，達到超飽和狀態(相關路段包括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一
段及巴波沙大馬路)，但規劃範圍外圍仍有多個路段交通未飽和，即使承擔了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擁擠度仍處於可接受水平(少於100%)，故有條件承擔新增
的交通量，即三個方案也有交通可行性，不過由於方案一在早高峰時段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的擁擠度為100%，屬臨界超飽和狀態。詳情參見附錄第7章。 

上述評估只限按路段的承載能力評估交通可行性，並沒有對各路口擁擠度作詳細分析。方案一及方案二有超過13,000平方米教育用地在地塊西北角，面積較方
案三約8,500平方米教育用地多，理論上方案一及方案二的學生人數較方案三多，因此，在上下課高峰時段，方案一及方案二對青洲大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路口
構成壓力較大，在青洲大馬路東行一段早已飽和的前提下，該路口在2025年超飽和的可能性很高。反之，方案三除了教育用地面積較少，而且有近4,000平方米面
積作社會及政府服務用途，比純教育用地更有條件實施錯峰出行以紓緩高峰時段青洲大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路口的交通情況。因此，方案三在交通範疇較方案一
及方案二理想。 

長遠而言，因應青洲坊大廈、粵澳新通道等的發展，規劃範圍一帶的交通將會持續增長，由於本研究僅提出規劃方案，具體規劃條件仍有不確定因素，研究團
隊只能按其他研究提出的交通增長率推算新增的交通量，亦未能對路口擁擠度作詳細計算，雖然周邊道路仍有條件承擔新增的交通量，不過，由於青洲大馬路東行
跑狗場外一段及巴波沙大馬路在2025年已達到超飽和狀態，因此，建議有關當局在地塊詳細規劃階段應作進一步的交通可行性評估。 

為確保規劃範圍一帶交通暢順，建議透過優化公交、提倡步行及公交出行等措施，進一步減少市民駕駛私人車輛往返規劃範圍，減少規劃範圍周邊交通量，紓
緩交通壓力。 

5. 規劃方案 

表5-6  各方案高峰小時將產生的交通量匯總表 

圖5-10  交通可行性評估匯總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5.7  交通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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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本項目在環境方面的可行性，本章參考澳門環境保護局所制訂的
《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工程項目類別清單》(試行)，分析規劃方案中提出
的各類設施是否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在第5.3節提出的規劃方案，方案一以教育設施為主，方案二以體育設
施為主，方案三則在教育及體育用途以外，加入行政辦公及社會服務設施。 

體育設施屬於試行清單中的 I.12「表演及體育場地」，但只有場地之預
計定員不少於5,000人才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而教育設施或行政辦公及
市政服務設施可歸入試行清單中的I.14「住宅、商業及酒店等非工業發展項
目」，當總建築面積不少於50,000平方米時，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由於本研究項目尚在規劃階段，而現時澳門環境保護局未有一套全面的
針對規劃項目的環境評估準則，因此本章的環境可行性分析是主要對項目規
劃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作初步探討，分析哪些方面須要作更深入的評估。分
析的範圍以研究範圍為依據，即規劃範圍300米內的範圍。 

參考環保局的各個環境影響評估指引的文件（2014年版），以及香港
相關環評指引，本章從水質、生態、空氣質量、噪音、土地污染、景觀及視
覺、廢物管理和光污染等八個元素對三個規劃方案的環境可行性作類比分析
討論。 

經類比分析後，在第5.3節所提出的規劃方案，在水質、生態、土地污
染、及光污染四個方面，考察現時研究範圍的環境，現時皆沒有顯示需要作
進一步的深度環境評估。 

在景觀及視覺、以及廢物管理兩方面，經分析後，預期所擬議的項目將
不會對區內環境有顯著影響，若增加相對的措施配合，可以將影響再進一步
降低達可接受程度。 

而在空氣質量、噪音、預期對擬建的學校及周邊住宅會有少量影響。而
由於空氣質量及噪音的污染源主要來自新增的車流量，因此建議在交通規劃
方面多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及步行系統，減少車流量及其所帶來的污染。 

具體的影響須待將來項目確定後由發展單位進行更深入的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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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水質 N/A N/A N/A 

生態 N/A N/A N/A 

空氣質量 影響最大 影響較小 影響較小 

噪音 
受噪音影響 

較大 
受噪音影響 

較大 
受噪音影響 

較小 

土地污染 N/A N/A N/A 

景觀及視覺 
低層住戶視野略

受阻 
低層住戶視野略

受阻 
低層住戶視野略

受阻 

廢物管理 垃圾量最多 垃圾量較少 垃圾量較少 

光污染 N/A N/A N/A 

5. 規劃方案 
5.8  環境可行性評估 

表5-7  各方案環境可行性評估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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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規劃工作基本已制定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開發目標及用途

為教育及體育用地，結合案例分析、規劃理據丶政府部門及社會初步建議，三個

方案基本已達到各方的要求及目標。三個方案的考量基本已配合交通及環境評估

的可行性硏究。而且方案已經在交通層面作出全面的考慮及制定相關策略應付路

面容量的問題，使方案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實施到最大的價值。 

綜觀三個方案，方案三除回應體育設施及教育設施要求外，更可提供較全面

的綜合社會設施及政府服務，因此是多方面兼顧的平衡方案。且方案三新增交通

量亦相對較優，因此是多方面兼顧且較為適合的平衡方案。最終建議由委託方按

本技術方案及其他多方面因素取捨後作出決定。 

綜觀三個垂直空間的構想，“地面空間構想”以原有運動場為基礎，只在其

側興建體育館。此構想可減低建築時間及成本，對景觀影響亦較小，且建設期間

運動場仍有望繼續使用，故此是建設中和建設後皆較優的選擇，因此現階段建議

研究以地面空間構想進行深化。三個體育設施的空間概念只是就體育設施空間作

出建議，並沒有特别限制項目用地的地下空間使用，以確保日後地下空間用途和

使用規模的最大彈性。 

5. 規劃方案 
5.9  第一階段規劃總結 

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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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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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規劃方案的景觀設計 

6.5.1  整體景觀設計基礎 

6.5.2  綠地、街道、節點等空間的構想及設計 

6.6  規劃方案的環保生態策略 

6.7  規劃方案總結 

6.8  規劃設計導則 

6.2.1  A地塊 

6.2.2  B地塊 

6.2.3  C地塊 

6.2.4  規劃範圍整體 

6.1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的基礎 

6.2  規劃方案土地開發強度 

6.2.1  A地塊開發強度 

6.2.2  B地塊開發強度 

6.2.3  C地塊開發強度 

6.2.4  規劃方案總開發條件概覽 

6.3  規劃方案建築設計 

6.3.1  規劃方案建築設計原則 

6.3.2  規劃方案的建築形態和量體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6.4.1  行人動線安排及設計建議 

6.4.2  行車動線安排及設計建議 

6.4.3  連接地塊的出入口位置、數量和形式 

6.4.4  停車空間、泊車設施等規劃設計指引 

6.4.5  緊急車輛通道、特殊功能通道之規劃設計 

6.4.6  交通設計的後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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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的基礎 

圖6-1  修正規劃方案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第一階段的三個規劃方案分別以教育、體育、綜合服務為重點。綜合各方面的
考量後，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規劃方案三及以地面空間興建體育設施的構想及维持
原有運動場為基礎深化設計。 

 
在深化過程中，因應對教育設施的需求及考慮連接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青洲馬

路之間的行人動線走向，故對方案三A、B地塊分界略為調整，增加教育用途（A地
塊）面積。B地塊因總面積較大，預期影響是可控的。 

 
基於上述修正思路編製項目地塊的規劃條件。透過對項目用地與周邊環境、微

氣候、景觀及交通等因素分析，並遵守及考慮以下法律法規及指引編製而成： 
 
1. 澳門西北區相關的現行法律法規及指引 
2. 都市建築總章程 
3. 防火安全規章（第24/95/M號法令) 、 
4. 停車場條例 （第42/89/M號法令)  
5. 工務局現行之行政指引（第01/DSSOPT/2009號行政指引）  
6. 教育機構停車位特別條例等 
 

編製各地塊的條件時，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及為各地塊在使用時的合理性和靈活
性為大前提，在許可的情況下，盡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從而最大可能地回應居民
對教育、體育、社會及政府服務設施的需求。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最終報告（修訂版 III）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9 

6.2.1  A地塊開發強度 

 

A地塊 說明 

面積 9,125平方米 
未扣減建議增設的行人道面

積，見P.40,P.55 

用途(樓宇分類） 教育設施-學校 -- 

建議高度限制 50 米 
考慮到周邊建築及山體高度，

且50米以上空間效益不彰 

建議最大許可覆蓋率 70% - 80% 
建議考慮通風需要及學生數

量 

最大許可地積比 

應遵守第

01/DSSOPT/2009號行

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不特別設限，以最大化土地

利用效率 

規劃方案中建議A地塊為教育設施用地的學校設施用途。地塊開發強度以土地最高效利

用，對周邊建築物及望廈山體高度的考量，再結合空氣流通的影響作全面的考量，建議高度

不多於50米，且參考過往部分學校的規劃條件圖，其最大許可高度亦極少超過50米。参考

近十年在學校設計的經驗，50米以上的空間效益不彰。 

參考過往部分學校的規劃條件圖（規劃條件圖編號90A245,2001A006），最大許可覆

蓋率一般為60%-70%。由於土地資源緊缺，視乎學校規模及地段形狀，近年政府則提高至

70%-80%。例如婦聯學校及聖心中學，其最大許可覆蓋率均達到80%，因此建議A地塊最

大許可覆蓋率設定為70%-80%，但最終須視乎教育部門的相關政策及安排訂定。若需要提

供的學額較多，則有需要採用較高的覆蓋率，但要留意對空氣流通的影響。餘下的面積可用

作通行及學生戶外活動空間。視乎當局設置學生數目，戶外活動空間的面積未必可達到教青

局每名學生2.5平方米的要求，建議考慮Ｂ地塊體育設施給予學校戶外活動優先使用。 

地積比則不作特別限制，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設計上的自由度。但從過往學校設計的

規模觀察，地積比一般不超過6倍。A地塊最終的發展規模需視乎教育部門的相關政策及安

排而定。A地塊由於其許可高度及覆蓋率較高，故建議不允許建造垂直佔用空間。 

現時A地塊西北角的電訊設施，建議遷移至B地塊內，以提供更多空間予教育設施。A地

塊近台山街市現存的垃圾房，亦建議視乎將來教育設施的具體安排調整其位置，以配合整個

地塊的發展。 

圖例 
 
           A地塊 

圖6-2  規劃方案 - A地塊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2  規劃方案土地開發強度 

表6-1  A地塊開發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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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B地塊的開發強度以遵守現行法律法規及指引，包括《都市建築總章程》、

工務局《第01/DSSOPT/2009 號行政指引》及以土地使用時的合理性和靈活性為前提

作考量。 

考慮到項目整體土地的有效使用及景觀，建議B地塊維持及優化現有田徑及足球場，

運動場地應優先提供給學校使用。其餘的土地可用作興建體育館及設施，最大許可覆蓋

率約為40%，約10,980平方米。初步估計每層可建一個50米標準泳池及兩個非標準泳

池，或數個多用途的體育場地（如籃球場、排球場、羽毛球場混合使用）。地塊開發強

度以土地最高效利用，對周邊建築物及望廈山體高度的考量，再結合空氣流通的影響作

全面的考量，加上為提供更多的體育設施予區內居民，又兼顧周圍視野及空氣流通，建

議高度限制為35米。 

地積比則不作特別限制，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設計上的自由度。由於體育設施所

需的淨空較高，因此透過限制高度及覆蓋率已可限制其建築總量。 

地塊地下空間的發展則未設限制，以靈活配合容納更多體育設施需求或防災等其他
公共設施用途。由於地塊面積規模較充裕，故不容許垂直佔用空間，另外建議預留位置
予現時A地塊之電訊設施遷入。 

B地塊 說明 

面積 27,450平方米 未扣減建議增設的行人

道面積，見P.40,P.55 

用途(樓宇分類） 體育設施（公眾聚集(d)） -- 

建議高度限制 35 米 平衡景觀、通風及體育

設施需求 

建議最大許可覆蓋率 40% 約為田徑場以外的所有

土地 

最大許可地積比 應遵守第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不特別設限，以最大化

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設計指引 1. 運動場地應優先提供給學校使用 
2. 建築物須預留位置供現存之電訊基礎設施使用 
3. 應維持及優化現有田徑場及足球場的功能，維持場

地環境特色(開敞空間)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2.2  B地塊開發強度 

 

6.2  規劃方案土地開發強度 

表6-2  B地塊開發強度 

圖例 
 
           B地塊 

圖6-3  規劃方案 - B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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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塊 說明 

面積 3,850平方米 -- 

用途 社會及政府設施 -- 

建議高度限制 50 米 考慮周邊建築及山體高

度 

建議最大許可覆蓋率 應遵守第

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不特別設限，以最大化

土地利用效率 

最大許可地積比 應遵守第

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不特別設限，以最大化

土地利用效率 

規劃方案C地塊的開發強度以遵守現行法律法規及指引，包括《都市建

築總章程》、工務局《第01/DSSOPT/2009 號行政指引》及以土地使用時的

合理性和靈活性為前提作考量。 

地塊開發強度以土地最高效利用，對周邊建築物及望廈山體高度的考量，

再結合空氣流通的影響作全面的考量，C地塊最大許可高度建議為50米，與A

地塊高度相同。 

C地塊擬用作社會及政府設施，相對教育設施及體育設施較少特殊要求，

故建議最大許可覆蓋率及地積比則應遵守第01/DSSOPT/2009號行政指引第

5.2點的表II。考慮到建築物的高度，建議不允許建垂直佔用空間。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2.3  C地塊開發強度 

6.2  規劃方案土地開發強度 

表6-3  C地塊開發強度 
圖例 
 
           C地塊 

圖6-4  規劃方案 - C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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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塊編號 A B C 

規劃範圍 

用途 教育設施 體育設施 社會及政府設施 

佔地面積 

9,125平方米 

（未扣減建議增設的行人道 
面積，見P.40,P.55） 

27,450平方米 

（未扣減建議增設的行人道 
面積，見P.40,P.55） 

3,850平方米 40,425平方米 

最大許可高度 50米 35米 50米 --  

最大許可地積比 
遵守第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遵守第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遵守第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 

最大許可覆蓋率 70%－80% 40% 
遵守第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2.4  規劃方案總開發條件概覽 

 

 

6.2  規劃方案土地開發強度 

表6-4  規劃方案開發強度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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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規劃方案的建築設計已涵蓋及考慮項目用地在規劃階
段的微氣候分析。 

在研究項目規劃方案的微氣候考慮以下城市規劃的因素： 

 
• 地盤佈局 
• 通風廊／風道 
• 擴闊街道 
• 建築物的高度 
• 休憩用地及行人區的綠化和分佈 
• 平台建築 
• 建築物的排列 
• 園景美化設施 
• 冷質物料 

 

初步評估項目用地的主要盛行風向是北風、南風、東南風
與東北偏北風。由於現時項目工地的所在街區皆為低樓層的
建築物，項目工地的上空也是下遊地區的主要風道之一。 

微氣候分析綜合了規劃方案對空氣流通方面的各項建議指
引，供規劃開發，建築形態和體量等和之後的詳細設計作參
考。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3.1  規劃方案建築設計原則 

6.3  規劃方案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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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的建築形態和量體 

初步評估總體項目用地的開發指標對周邊

環境的通風基本不會有不良影響。重點如下： 

• 項目用地的主要風向為南北向，故此總體建

築物型態及體量應避免過長的東西向的連續

立面阻礙風道。A、B、C地塊建築群高度的

分級有助改變風向，避免空氣滯留不動。在

稠密的市區內，高矮不同的建築物有利於全

區的通風。 

• A地塊建築物之間應盡可能保持足夠的距離，

南北向通風走廊有利促進規劃用地建築群內

的空氣流通及減低對周邊通風環境的影響。 

• B地塊建築物應避免大型密集式發展或建築

覆蓋整個或大部分的地盤面積，對空氣流通

造成顯著的阻擋。宜考慮近白朗古將軍大馬

路一側作適度退縮及採用階梯式的建築。 

• 在可行的情況下，B、C地塊建築物應採用梯

級式的平台設計，將氣流從上空引導至地面

的行人路。同時，宜考慮在白朗古將軍大馬

路和提督馬路作適度退縮及採用階梯式的建

築 

• 建議在下一階段建築設計時再深入研究評估

各地塊具體的空氣流動影響。 

階梯式的平台設計 

階梯式的平台設計 

南北向通風走廊/保持距離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3.2  規劃方案的建築形態和量體 

6.3  規劃方案建築設計 

圖6-5  修正規劃方案 圖6-6  建築形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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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動線安排及設計  

 

在規劃範圍的行人動線安排方面，承第5.5節的報告內容建議 

 

• 規劃範圍的行人動線基本上設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一側，行人動線連接現時

提督馬路行人天橋至青洲大馬路，建議採用地面及天橋形式興建步行系統，

讓行人能往返規劃範圍內各建築物及橫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及青洲大馬路。

現時地面的行人空間將成為最主要的行人動線，而天橋則作為輔助的行人動

線。 

 

• 考慮到規劃範圍的人流將增加，建議在A地塊與B地塊之間設置不少於8米闊

的行人道(見圖6-7)，連接青洲大馬路與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作為行人專用區，

若行人專用區於地面層設置，可一併作為緊急車輛通道，該段行人專用區建

議要與橫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青洲大馬路的步行系統連接，進一步加強其

便利性及連貫性。 

 

• 為使行人動線連貫及便利，並在橫過馬路時能達致人車分隔，故除了現時地

面的行人道外，研究團隊建議新增天橋興建步行系統作為步行動線之一。 

 

• 天橋除橫過馬路外，可考慮連接建築物形成空中廊道式的步行系統，即類似

林茂海邊大馬路空中走廊的形式，但各地塊要預留相關步行通道的空間及行

人天橋的接駁位。 

 

• 長遠而言，建議考慮將步行系統延伸，向東按A地塊與B地塊分界線延伸至提

督馬路；向西由Ｃ地塊起沿飛喇士街延伸至筷子基北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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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行人動線概念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1  行人動線安排和設計建議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圖例 
 
 
 
                 

              

建議步行系統
概念走線 

現有行人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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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2  行車動線安排和設計建議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若接受三線行車擴闊
建議，C地塊需退縮
約3.5米闊度以增闢
車道 

圖6-8  三線行車概念圖 

 

規劃方案建議安排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擴闊至三線行車建議 

 

• 為增強白朗古將軍大馬路的通行能力，建議透過削減路邊車位及C地塊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近提督

馬路路口一段退縮3.5米(即一般單行車道的闊度)，將規劃範圍外一段介乎青洲大馬路至提督馬路

之間的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擴闊至三線行車 。 

若接受三線行車擴闊建議後 

• 需在C地塊作出建議退縮，退縮範圍所新增的車道將成為左轉車道，疏導由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左轉

進入提督馬路北行方向的車輛。 

• 若相關部門日後擬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提督馬路/美副將大馬路路口交界的行人天橋加裝升降機，

建議在C地塊內預留空間加裝升降機及安置因應退縮3.5米需要遷移的行人天橋扶手電梯。 

• 利用A地塊西北角之空間加大青洲大馬路南行轉向白朗古軍將大馬路南行的轉彎半徑 

圖6-9  三線行車示意圖 

提
督
馬
路

 

C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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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6.4.2  行車動線安排和設計建議 

圖6-11  方案三在2025年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維持雙

線各路段擁擠度示意圖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
越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
乎75%至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
少於75%路段 

圖6-12  方案三在2025年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擴

闊至三線後各路段擁擠度示意圖 

規劃方案行車動線的建議安排 

 

規劃方案三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擴闊至三線行車後，撇除本身飽和度已超越100%的青洲大馬路東行，規劃範圍外圍的

青洲大馬路、提督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擁擠度皆降至少於75%，有適度的改善。白朗古將軍大馬路2025年早高峰的擁擠

度由91.07%下調至63.75%；2025年晚高峰的擁擠度由93.29%下降至65.30%。(參見附錄第7章) 

註：本交通可行性評估假設規劃範圍僅提供滿足其產生私人車輛出行需求的車位，若在規劃範圍興建大型公共停車場，提

供超過規劃範圍基本出行需求數量的車位，會導致更多車輛為泊車緣故駛經規劃範圍周邊道路，令已緊張的道路擁擠度無可避

免再上升，極有機會導致項目交通上不可行。因此，若在規劃範圍興建大型公共停車場，必須另外進行交通研究以評估項目交

通是否可行。 

方案三線行車 方案雙線行車 

圖6-10  規劃範圍在2025年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維持

雙線各路段擁擠度示意圖 

規劃方案前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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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3  連接地塊的出入口位置、數量和形式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由於青洲大馬路、提督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皆屬主幹道，

經衡量後，由於在報告第6.4.2節已建議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將擴

闊至三線行車，而且其道路重要性較青洲大馬路、提督馬路低，建

議將停車場出入口設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建議A地塊可在青洲大馬路設車輛入口(不設出口以避免車輛駛

出影響青洲大馬路交通)，停車場主出入口設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建議B地塊及C地塊車輛出入口皆設在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若需要因應Ａ地塊及B地塊的停車場出入口遷移現有巴士站，

必須在同一路段預留足夠空間重新安置巴士站。 

 

  若A地塊將興建的學校超過一間並假設各學校有獨立的停車場，

為避免在主幹道設多個停車場出入口影響交通，建議可按實際發展

需求考慮在地塊內開設內路以設停車場出入口，具體設計應聽取權

責部門的意見或由權責部門開展交通研究予以處理。 

 

  內路建議為雙行車道單向行車，以每條行車道3.5米計算，內

路為7米寬(未包括行人道)。若該內路走線途經A地塊與B地塊分隔

線，建議將B地塊的停車場出入口亦一同設在內路內，減少因為設

停車場出入口對主幹道構成影響。 

 

圖6-13  建議停車場出入口位置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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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行人通道 

停車場出入口位置 

車輛入口通道最大寬度為5米 

車輛出入口通道最大寬度為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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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4  停車空間、泊車設施等規劃設計指引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為配合整體項目規劃以公交優先概念，避免其他區份的交通因泊車緣故駛

入規劃範圍周邊道路，再加上按第一階段分析發現規劃範圍周邊將新增的車位

近4,000個，包括在規劃範圍300米之內將新增近1,500個私家車車位及約1,600

個電單車車位。研究團隊建議規劃範圍配備基本要求數量的泊車位，鼓勵市民

以公交或步行方式出行，以配合公交優先政策及減少因泊車需要而進入規劃範

圍的交通量。 

 

各地塊所受的停車位規範包括： 

 

• A地塊– 停車位數量須遵照《教育機構停車位特別條例》及42/89/M條例規

定。 

• B地塊– 停車位數量須遵照42/89/M條例規定。 

• C地塊– 停車位數量須遵照42/89/M條例規定。 

 

為減少車輛到規劃範圍泊車造成主幹道交通量增加，建議各地塊按相關條

例和指引配備基本要求的車位數。若按各地塊最大可建總建築面積估算，A、B、

C地塊的總車位約數介乎585至710個之間，另再加上25%作為電單車車位，即

介乎約150個至約180個，總車位約數為735至890個。建議A、B、C地塊的總

車位數上限設定為約1,000個(包括電單車、輕型車、重型車車位；電單車車位

數為輕型車車位數的25%)。然而，考慮到A地塊車位數若按42/89/M條例計算

會比按《教育機構停車位特別條例》計算所需要的實際車位數多，可容許將A地

塊按42/89/M條例計算與按《教育機構停車位特別條例》計算所得的差額車位

轉移至B地塊或C地塊的停車場。 

 

另外，為避免車輛上落客造成規劃範圍主幹道擠塞，各地塊需要預留部份

車位作為上落客貨區，同時，教育設施用地須在地段內提供學校使用者上落客

區，建議車輛在規劃範圍內上落客貨在停車場內進行，但具體由權限部門決定。

各停車場內要設合理長度的緩衝空間予車輛輪候進入停車場，令車輛不用在主

幹道路旁等候造成阻塞。另建議交通部門適時在規劃範圍外圍道路增設違泊偵

測設備，杜絕車輛違規上落客貨或停車等候造成道路阻塞。 

 

建築面積 
估算 
(平方米) 
 

(註１) 

停車位數量 
 

按第
42/89/M號
法令 

按教育機
構停車位
特別條例 

備註 

A地塊 
約45,600 - 

54,800 
約230至
280個 

初步推算
介乎145
至218個
車位 

教育機構停車位
特別條例按學校
班房數計算停車
位數量，在A地塊
學校班房數未確
定前提下，研究
團隊只能按面積
作初步推算 

Ｂ地塊 
約27,500 - 

35,700 
(註2) 

約135至
180個 

-- -- 

Ｃ地塊 
約27,000 -

30,800  
約220至
250個 

-- 
假設社會設施佔
建 築 面 積 40%-
50% 

總計 
約100,100 
- 121,300 

約585至
710個 

-- 

停車位總數將因
應最終之實際建
築面積而作出倘
需之調整 

表6-5  按各地塊最大可建總建築面積計算的停車位數量 

註１：為推算車位數量，對各地塊的建築面積按同類設施一般規模作粗略估算。除高
度、覆蓋率及地積比限制外，根據過往經驗，在設計上因不同條例或佈局的限制，一般
而言只有約80%的空間可實際利用。具體面積由建築師按有效法律條文通過後才能確
定。由於第一階段時地塊發展規模及條件仍未確定，故當時推算的建築面積與上表中會
有所出入。 

註２：不包括田徑場及足球場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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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A、B、C地塊的建築物緊急車輛及特殊功能

通道之規劃設計應按照防火安全規章（第

24/95/M號法令)要求在深化設計建築物通達面情

況規劃緊急車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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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A地塊的教育用地擬建多於一間學校。建議

設置內路，並考慮內路同時作為緊急車輛通

道。 

 

此外，6.4.1節提及的行人專用區若設在地面

層，可同時作為緊急車輛通道。 

A地塊 

B地塊 

C地塊 

A地塊 

B地塊 

圖6-14  A、B、C地塊的建築物1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6-15  A、B、C地塊的建築物2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5  緊急車輛通道、特殊功能通道之規劃設計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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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飛喇士街與沙梨頭新街交界讓先次序 

 

因應上述第1點的建議，預計沙梨頭新街右轉往飛喇士街的車輛將增加。另一方面，研究
團隊經觀察後，認為現時沙梨頭新街右轉往飛喇士街的交通量比反方向直行車輛多，但前
者需要讓先，造成一定延誤，晚高峰偶有車龍，建議藉交通研究探討調整讓先方向的可能
性，並可考慮將飛喇士街由雙向改成單向，增加其通行能力。 

 

3.    擴闊拱形馬路 

 

現時巴波沙大馬路為一個樽頸位，交通量大、高峰時間車較多，預期2025年交通量會超
飽和。為應付遠期交通需求，若拱形馬路近三角花園擬重建的建築物拆除後，建議擴闊拱
形馬路增加行車道，並藉交通研究確定最佳的交通調整方案，疏導巴波沙大馬路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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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6  現時白朗古將軍大馬路/提督馬路/美副將大馬路路口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6-17  沙梨頭新街右轉往飛喇士街車輛需要讓先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為進一步提升規劃範圍外圍的車輛通行能力及便利行人使用步行系統，研究團隊提出以下交通規
劃建議，宜開展後續深化交通規劃研究評估下述建議可行性。 

 

1. 優化白朗古將軍大馬路/提督馬路/美副將大馬路路口行人天橋 

 

• 按交通事務局建議，應優化本路口設計以加強路口的通行能力。另一方面，現時該行人天橋
沒有升降機，令傷殘人士難以使用。有見及此，建議進行交通研究，探討取消白朗古將軍大
馬路介乎提督馬路與飛喇士街之間一段北行車道的可能性，因為研究團隊按觀察該方向路段
高峰時間交通量不高，車輛有條件改經雅廉訪大馬路、沙梨頭新街、飛喇士街往白朗古將軍
大馬路(即與現時由提督馬路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的巴士走線一致)。 

• 若該段行車道取消，能騰出空間優化路口並預留空間加裝升降機。另一方面，若該天橋落實
興建升降機，必須在C地塊內預留空間增設升降機。雖然路口四角落中其中一角落已興建私
人樓宇，未必有條件興建升降機，但餘下三角落有興建升降機的條件，方便有需要人士，仍
是有價值的。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4.6  交通設計的後續建議 

6.4  規劃方案交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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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塊的整體景觀設計基礎 

 

• 保留望廈山體與跑狗場之間的景觀視野和通達性 

 

 

• 塑造項目地塊多樣性的綠化及開放空間，

連接廣場、人工平台、天台等綠色節點。 

 

 

• 象徵跑狗場歷史文化的公共藝術品 

 

圖6-19  天台綠化 

圖片來源：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muttoo/2306

40523 

圖6-18  望廈山體與跑狗場之間的景觀視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6-20  跑狗場入口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5  規劃方案景觀設計 

6.5.1  整體景觀設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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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規劃方案的構想已考慮景觀的佈置，基
本規劃方案的概念在規劃範圍的景觀的主體
設在中心區，設置開放式的運動場，保存逸
園跑狗場原址的視野不變，在景觀視野構想
考慮與城市生態廊道的結合，延續綠色廊道
和城市生態網路的發展。 

保留望廈山體與跑狗場之間的景觀視野和通達性 

項目用地景觀視野的總體佈局 

望廈山體是構成規劃範圍項目用地空間形態與景觀格局
的一個重要元素。規劃範圍內的主要景觀視野是跟望廈
山廣闊視野相連接，也是逸園跑狗場原址景觀視野的特
色之一。   

望廈山 提
督
馬
路 

圖6-21  城市生態網路 

圖6-22  望廈山體與跑狗場之間的景觀視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及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文本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5  規劃方案景觀設計 

6.5.2  綠地、街道、節點等空間的構想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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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樣性的綠化及開放空間 

 

• 在景觀設計上，除了維持現時望廈山與田徑場之間的視點，建議項目用地提
供多樣性的綠化及開放，以增加規劃範圍内整體的綠化面積。建議參考規劃
條件圖的慣常規定，項目用地內各地塊的建築物的露天部份必須作綠化設
計，在遵守消防要求下，植物種植面積不少於露天面積的40-50%之間。 

• 提供多樣性的綠化及開放空間包括：建築物前地的廣場空間、平台、球場、
天台綠化、垂直綠化及周邊的連接天橋等開放予公眾的空間綠化。可連通及
優化A、B地塊與周邊行人廊道，包括建築物的柱廊、行人路及天橋等，增加
街道節點。 

• A地塊西北側之電訊設施的搬遷及白朗古將軍大馬路擴寬三線行車建議，高
效利用該土地空間加大青洲大馬路轉向白朗古軍將大馬路的轉彎半徑，以適
當的綠化景觀處理，優化白朗古將軍馬路一側之步行系統，並連接該區的綠
網及景觀節點。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5  規劃方案景觀設計 

6.5.2  綠地、街道、節點等空間的構想及設計 

圖6-23  屋頂及垂直綠化 

圖片來源：

https://inhabitat.com/worlds-

largest-vertical-garden-at-the-

singapore-tree-house-

condominium-sets-new-guinness-

record/ 

圖6-24  天台綠化 

圖片來源： 

http://www.zinco-

greenroof.com/united-world-college-

dilijan 

圖6-25  天台綠化 

圖片來源：

https://designdautore.blogspot.com/

2015/02/green-roof-art-school-in-

singapore.html#.Ws2Q3YhuaUk 

圖6-26  連接天橋公眾開放空間的綠化 

圖片來源：

http://osakacityview.blog.fc2.com/blo

g-entry-489.html?sp 

A地塊 

B地塊 

C地塊 

建議多樣性的綠化 
空間佈置 
 
建立綠網及景觀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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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跑狗場歷史文化的公共藝術品 
 

項目用地原有的澳門跑狗場開設於1932年，歷史

悠久，建議在用地的建築物、A、B地塊行人廊道

及公共空間上可設置象徵跑狗場文化特色的雕塑

和城市家俱，以增添項目用地在區內的街道節點

和特色。 

圖6-30  格力犬與女士雕像 

圖片來源：

https://www.pinterest.com/pin/2486128

41902089290/ 

圖6-31  格力犬賽跑 

圖片來源：http://trendfirst.com/greyhound-dog-racing 

圖6-27  跑狗場正門 

圖片來源：研究圑隊 

圖6-28  1940年之跑狗場 

圖片來源：新聞局 

圖6-29  格力犬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5  規劃方案景觀設計 

6.5.2  綠地、街道、節點等空間的構想及設計 

圖片來源：

https://www.pinterest.com/pin/

210050770099308793/?lp=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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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節能策略 

 

• 參考《澳門建築物能耗優化
技術指引》對相關建築材料
選擇及應用 

 

• 增加綠化，採用綠化平台和
天台，以減少太陽輻射的吸
收，從而降低熱島效應，減
少路人在炎夏不適的機會。 

 
• 建築物平台和天台應採用具

有反射日光或散熱能力特徵
的冷質物料，或採用綠化平
台和天台，以減少吸收太陽
輻射。 

 

節能策略 

 

• 參考《澳門建築物能耗優
化技術指引》相關對空調
及通風系統、電力系統、
再生能源系統、升降機及
自動梯系統的設計考慮以
實施環保節能系統。 

水資源管理利策略 

 

• 建議規劃方案所有綠
色用地採用中水回收
用水，以噴霧器澆
灌、自動偵濕澆灌等
節水澆灌系統以節約
用水 

• 採用自動感應、自閉
式水栓，達到更好的
節水效率等 

 
規劃方案的編製已綜合對環境生態及景觀等的多方考量，在建築設計和綠化（6.3 & 6.5） 方面已包涵微氣候等元素，對環境溫度的調節已有一定的紓緩。另外，建
議參考《澳門建築物能耗優化技術指引》相關對建築物環保節能策略。 

太陽能發電 

 

• 善用建築物頂層或向
陽較長的立面，利用
太陽能板作發電用
途，從而節省電力能
源。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6  規劃方案環保生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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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規劃方案的總結 

綜觀方案選擇，方案三除照顧教育及體育設施需求外，更可兼顧綜合社會發展設施

及政府服務的需求，且新增交通量亦相對較優，因此是多方面兼顧且較為適合的平衡方

案。最終建議由委託方按本技術方案及其他多方面因素取捨後作出決定。而綜觀三個體

育設施的垂直空間構想，地面空間的構想以原有運動場為基礎，只在其側興建體育館。

此構想可減低建築時間及成本，對景觀影響亦較小，且建設期間運動場仍有望繼續使用，

故此是建設中和建設後皆較優的方案。 

 

第二階段規劃設計導則 

在第一階段規劃方案三的基礎上編製項目地塊的規劃設計導則，透過對項目用地
與周邊環境、微氣候、景觀及交通等因素分析，並遵守澳門西北區相關的現行法律法規
及指引，包括：都市建築總章程、防火安全規章（第24/95/M號法令）、停車場條例 
（第42/89/M號法令）、工務局現行之行政指引（第01/DSSOPT/2009 號行政指引）、
教育機構停車位特別條例等綜合考慮及為各地塊在使用時的合理性和靈活性為前提，編
製各地塊的設計導則。 

 

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7  規劃方案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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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8  規劃設計導則 

A地塊 B地塊 C地塊 

土地開發

強度 

面積 9125平方米 27450平方米 3850平方米 

用途 教育設施 – 學校 體育設施 社會及政府設施 

建議高度限制 50 米 35 米 50 米 

建議最大許可地

積比 

應遵守第01/DSSOPT/2009號

行政指引第5.2點的表II 

應遵守第01/DSSOPT/2009號行政

指引第5.2點的表II 

應遵守第01/DSSOPT/2009號行政指引第5.2

點的表II 

建議最大許可覆

蓋率 

70% - 80% 40% 應遵守第01/DSSOPT/2009號行政指引第5.2

點的表II 

垂直佔用空間 不許建造垂直佔用空間 不許建造垂直佔用空間 不許建造垂直佔用空間 

建築設計 形態及量體 建築物間須預留南北向的通風

廊道。 

應保留或優化現有田徑及足球場。

維持現時場地的環境特色。 

建築物應避免過寬的連續立面的形

態，在可行的情況下，設置梯級式

平台在建築物的南面及北面，以優

化空氣流動。 

建築物主軸宜作南北走向，以優化空氣流動。

建築物平台向北位置設置梯級式平台亦有助B

地塊西側的通風。 

建築間距 宜在A、B、C地塊相連之處預留一定空間，或作階梯式平台，以優化空氣流通。 

退縮 不適用 宜考慮近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一側作

適度退縮及採用階梯式的建築，以

優化建築物與街道景觀的尺度。 

宜考慮在地塊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和提督馬路作

適度退縮及採用階梯式的建築，以優化空氣流

通。須預留足夠空間予行人通行設施的設置。 

建築特色 不適用 

綠建築及節能方

面的建議 

建築物應盡量利用自然光源，鼓勵自然風力對流有助室內溫度的調節及節能效益。 

建議參考《澳門建築物能耗優化技術指引》相關對建築物環保節能策略。 

增加綠化，採用綠化平台和天台，以減少太陽輻射的吸收，從而降低熱島效應，減少路人在炎夏不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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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8  規劃設計導則 

A地塊 B地塊 C地塊 

交通 行人動線 各地塊之間應預留供行人通行的空間，強化通達性，並與現時行人天橋或擬建的行人天橋連接。建議在A地塊與B地塊之間

設置不少於8米闊的行人通道。 

行車動線 宜於A地塊及B地塊之間設置內路，以減低主幹道的交通壓力，亦可用作緊急車輛通道。 

應於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改為三線行車，以提高地塊周圍交通承載量，C地塊南端亦須退縮3.5米以配合改動及為該路口

行人天橋增設升降機所需空間之用。 

停車場 1.遵守《教育機構停車位特別條例》 

2. 必須在地段內提供學校使用者上落客區 

3. 停車場出入口： 

3.1 位置：車輛出入口位置於白朗古將

軍大馬路 

3.2 車輛出入口通道最大寬度為8.00米。  

3.3 地段東北面須設置一個車輛入口，

其最大寬度為4.00米。 

1. "A"及"MA"級之建築物，除了遵守1989年6月26日第42/89/M號法令外，
尚須提供摩托車車位，其數量不可少於法定之輕型汽車車位的25% 
2. 停車場出入口： 
   2.1 位置：車輛出入口位置於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2.2 車輛出入口通道最大寬度為8.00米。 
3. 若現址的巴士站因設置停車場出入口而須遷移，必須在同一路段合適位置
重新安置巴士站。 

景觀 綠地、街道、

節點等空間構

想 

保留望廈山體與跑狗場之間的景觀廊道和通達性 

提供多樣的開放空間及綠化（平台、天台綠化、垂直綠化等） 

城市設計

指引 

1. 運動場地應優先提供給學校使
用 

2. 建築物須預留位置供現存之電
訊基礎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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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8  規劃設計導則 

70 

Parcela A Parcela B Parcela C 

Parâmetros de 

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Área  9125 metros quadrados  27450 metros quadrados 3850 metros quadrados 

Finalidade Instalações Educativos - Escolas Instalações Desportivas Equipamentos Sociais e Serviços do Governo 

Altura máxima permitida do 

edifício 

50 metros 35 metros 50 metros 

Índice máximo  de 

utilização do solo permitido  

Deve cumprir a Tabela II do nº 5.2 da 

Circular nº 01/DSSOPT/2009 

Deve cumprir a Tabela II do nº 5.2 da Circular               

nº 01/DSSOPT/2009 

Deve cumprir a Tabela II do nº 5.2 da Circular                       

nº 01/DSSOPT/2009 

Índice máximo  de 

ocupação do solo permitido  

70% - 80% 40% Deve cumprir a Tabela II do nº 5.2 da Circular                         

nº 01/DSSOPT/2009 

Área da ocupação vertical Não se admite a ocupação vertical Não se admite a ocupação vertical Não se admite a ocupação vertical 

Concepção 

arquitectónica 

Configuração e Tamanho  Reservar espaço suficiente para o 

corredor de ventilação entre as 

construções, evitando o efeito de 

biombo. 

Manter ou optimizar a função dos actuais 

campos de atletismo e futebol e preservar as 

características ambientais (espaço livre). 

As construções devem evitar a extensão 

demasiada larga da fachada contínua, sempre 

que for viável nos lados sul e norte deve-se 

construir plataforma trapezoidal para optimizar 

a circulação do ar. 

Construir o edifício principal com a orientação 

norte-sul, com vista a optimizar a circulação de ar. 

Construir, a norte, um pódio com forma 

trapezoidal, no sentido de permitir uma melhor 

ventilação em direcção ao Oeste da parcela B. 

Distância entre as 

construções  

Reservar certo espaço nas ligações entre as parcelas A,B e C, ou construir plataforma trapezoidal para optimizar a circulação de ar. 

Recuos Não aplicável Considerar-se o recuo adequado no lado da Av. 

do General Castelo Branco para optimizar a 

paisagem entre as construções. 

Ponderar os recuos adequados ou recuo das 

construções no terreno situado na Av. do General 

Castelo Branco e na Av. do Almirante Lacerda, 

para optimizar a circulação do ar. Manter o espaço 

suficiente para as passagens de peões. 

Particularidades da 

Construção  

Não aplicável 

Construções Verdes e as 

sugestões sobre a 

conservação energética 

As construções devem ter iluminação natural. Optimizar a circulação do ar para o melhor ajustamento e conservação energética da temperatura 
interna. 

Consultar as estratégias sobre a conservação energética do “Manual de Procedimentos Técnicos para Conservação de Energia em Edifícios de 
Macau”. 

Aumentar as zonas verdes, incluindo terraços e a plataformas verdes, para diminuir a absorção da radiação solar, de modo a diminuir o efeito de 
“calor urbano”, minimizando a possibilidade da indisposição física no ver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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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製規劃方案設計 
6.8  規劃設計導則 

Parcela A Parcela B Parcela C 

Trânsito Circulação 

Pedestre 
Manter os espaços de passagem pedestre entre os terrenos, reforçar a acessibilidade e a ligação adequada entre as passagens aéreas existente ou 

em construção. 

Circulação dos 

veículos 

Construir um túnel entre o parcela A e o parcela B, de modo a diminuir a pressão do trânsito nas artérias principais e de acesso para veículos de 

emergência. 

Cancelar os lugares de estacionamento na Av.do General Castelo Branco, na direcção Sul e aumentar a via para três faixas de rodagem, com o 

consequente aumento da capacidade do tráfego na área envolvente àqueles terrenos, a sul da parcela C também deve-se considerar o recuo de 3,5 

metros . 

Estacionamento 1. Cumprir as disposições definidas nos 

“Condicionamentos Especiais em Termos de 

Lugares de Estacionamento Afectos aos 

Estabelecimentos de Ensino”. 

2. Reservar zonas de tomada e largada de passageiros  

3. A entrada e a saída do Estacionamento: 

3.1  Localização: a entrada e a saída dos veículos 

situam-se na Av.do General Castelo Branco. 

3.2  A largura máxima do acesso, entrada e saída, é 

de 8,00 metros. 

3.3  Construir acessos para entrada de veículos a 

nordeste do terreno, cuja largura máxima é de 

4,00 metros 

1. Nos edifícios de classes “A” e “MA”, para além do cumprimento das disposições do 
Decreto-Lei nº 42/89/M, de 26 de Junho, dever-se-á ainda reservar um número de 
lugares de estacionamento para motociclos não inferior a 25% dos lugares de 
estacionamento legalmente estipulados para veículos ligeiros. 

2. Entrada e Saída do Estacionamento: 
2.1 Localização: A entrada e a saída dos veículos situam-se na Av. do General Castelo 

Branco. 
2.2 A largura máxima do acesso para entrada e saída de veículos automóveis é de 

8,00 metros. 
3. Caso se desloque a paragem de autocarros devido à construção da entrada e a saída 

do parque de estacionamento, deve-se colocar a paragem de autocarros em local 
adequado na mesma via pública. 

Paisagem A concepção do 

espaço: Zona 

Verde, Rua,elo da 

ligação, etc 

Manter o corredor paisagístico e a acessibilidade entre a Colina de Mong Há e o Canídromo Yat Yuen 

Manter a diversidade dos espaços abertos e da zona verde (pódio, arborização nos terraços, arborização vertical, etc.) 

Directivas 

de Desenho 

Urbano 

1. As instalações desportivas devem 
destinar-se prioritariamente a escolas. 

2. Nos edifícios devem-se reservar espaço 
para asactuais infra-estruturas de 
telecomunicaç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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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設施現況圖 
Corrente Plano de Instalações Desportivas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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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峰體育中心    
Centro Desportivo  

Lin Fong 

標準足球場及田徑跑道 
Campo Oficial de Futebol e 

Pista Oficial de Atletismo 

健身室 
Ginásio 

圖例  LEGENDA 

體育局管轄體育設施   Instalações Desportivas do Instituto do Desport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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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範圍內體育設施圖 
Instalações Desportivas Existente  

na Região de Planeamento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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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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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設施現況圖 – 非獨立佔地 
Instalações Sociais em Planeamento –  

site não individual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Estudo do Plano de Intervenção Urbanística e 

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Onde Actualmente se 
Encontra o Canídromo Yat Yuen 

圖則編號 
DES. Nº 

澳門戒毒康協會(ARTM)-外展部    
Associação de Reabilitação de Toxicodependentes de Macau - 
Serviço Extensivo ao Exterior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    
Creche Tung Sin Tong 5 

同善堂長者日間活動中心    
Centro de Actividades Idosos De“Tung Sin Tong” 

九澳老人院   Lar de Idosos de N. Sra. de Ká - Hó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    
Creche "Tung Sin Tong I" 

復康巴士   Autocarro de Reabilitãção de Caritas 

創明坊   Centro Lustroso 

澳門菜農合群社康年之家   
Centro de Convívio "Hong Nin Chi Ka" da Associação 
de Agricultores de Macau 

台山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Centro de Convívio da 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e Assistência  
Mútua dos Moradores do Bairro Artur Tamagnini Barbosa 

筷子基耆康中心    
Centro de Convívio Fai Chi Kei 

婦聯小蜜蜂托兒所    
Creche “Abelhinha” 

聾人服務中心    
Centro de Apoio a Surdos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長者關懷服務網絡 
Rede de Serviços Carinhosos aos Idosos 
da União Geral das Associações dos 
Moradores de Macau (UGAMM) 

澳門基督敎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    
Associação dos Jovens Cristãos de Macau - 
Centro Comunitário para Jovens 

青洲社區中心  Centro Comunitário da Ilha Verde 

啓聰中心    
Centro de Educação 
para Crianças com 
Problemas de Audição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   
Centro de Apoio às Relações Conjugais e Familiares 
do Movimento Católico de Apoio à Família Macau 

澳門扶康會朗程軒 
“Long Cheng Hin”, 
Associação de Reabilitação 
"Fu Hong" de Macau 

青洲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Centro de Convívio da Associação Beneficência e 
Assistência Mútua dos Moradores do Bairro da Ilha Verde 

澳門基督敎青年會 - 有機青年   
Associação dos Jovens Cristãos de Macau－Jovens Orgânicos  

圖例  LEGENDA 

長者院舍   Lares de Idosos 

托兒所   Creche 

其他傷殘人士設施   Instalações para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傷殘人士院舍   Serviços de Pessoas Com Defíciêncía  

其他社會服務設施   Outras Instalações Sociais 

耆康中心   Centro de Convívio   
長者日間中心   Centro de Dia para Idosos 

社區中心   Centro Comunitários 

服務計劃   Plano de Serviço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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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NTS LTD. 

規劃 
PLANEAMENTO 

A011b 

MF 

2018.06.08 MF 

1 

社會服務設施現況圖 – 獨立佔地 
Instalações Sociais em Planeamento –  

site  individual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Estudo do Plano de Intervenção Urbanística e 

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Onde Actualmente se 
Encontra o Canídromo Yat Yuen 

圖則編號 
DES. Nº 

澳門街坊總會頤駿中心 
 Centro I Chon da União Geral das Associações 
dos Moradores de Macau 

澳門盲人重建中心   Centro de Reabilitação de Cegos 

伯大尼安老院   
 Asilo de Betânia 

青洲老人中心   
Centro de Dia da Ilha Verde 

婦聯勵苑    
Centro de Solidariedade Social 
Lai Yuen da Associação Geral das 
Mulheres de Macau 

駿居庭    
Casa Corcel 

澳門平安通呼援服務中心 
Centro de Serviços de Tele-Assistência 
“Peng On Tung” de Macau 

圖例  LEGENDA 

長者院舍   Lares de Idosos 

其他社會服務設施   Outras Instalações Sociais 

長者日間中心   Centro de Dia para Idosos 

社區中心   Centro Comunitários 

服務計劃   Plano de Serviço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台山社區中心 
 Grupo de Voluntarios Juvenis Do Centro Comunitario Tamagnini 
 Barbosa Da Associacao Geral Dos Operarios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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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所   Creche 

傷殘人士服務   Servico de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長者日間中心   Centro de Dia para Idosos  

智障人士日間展能中心    
Centro de Dia para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Intelectna 

藥物治療中心(美沙酮)   
 Centro de Tratamento de Drogas (Metadona) 

圖例  LEGENDA 

托兒所   Creche  

長者日間中心   Centro de Dia para Idosos   

智障人士日間展能中心   Centro de Dia para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Intelectna 

偒殘人士服務   Servico de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藥物治療中心(美沙酮)   Centro de Tratamento de Drogas (Metadona)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繪制 
DES. 

比例 
ESC. 

日期 
DATA 

修訂版 
VER. 

圖則標題 
TÍTULO 

委託人 
PROCURADOR 

項目名稱 
PROJECTO 

註  
NOTA 

規劃角度示意圖 
PLANTA DE PLANEAMENTO 

修訂説明   DESCRIÇÃO 

覆核 
VERIFAÇÃO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CAA  
CITY PLANNING &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規劃 
PLANEAMENTO 

A012 

IL 

2017.07.31 IL 

0 

籌劃中社會服務設施圖 
Planeamento de Instalações Sociais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Estudo do Plano de Intervenção Urbanística e 

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Onde Actualmente se 
Encontra o Canídromo Yat Yuen 

圖則編號 
DES. Nº 



筷子基衛生中心    
Centro de Saúde Macau Norte 
(Bairro Fai Chi Kei) 

青洲坊衛生中心    
Centro de Saúde do 
Bairro da Ilha 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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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LEGENDA 

衛生中心   Centros de Saúde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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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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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衛生設施圖 
Corrente Instalações de Saúde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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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圖例  LEGENDA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垃圾房       Depósitos de Lixo Fechados 

 公共廁所   Sanitários Públicos 

 壓縮式垃圾收集點 Pontos de Recolha de Lixo Compact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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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AMENTO 

A014 

IL 

2017.07.31 IL 

0 

公共基礎設施圖 
Corrente Instalações Públicas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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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ntra o Canídromo Yat Yuen 

圖則編號 
DES. Nº 



0m 50m 100m 200m 300m 

圖例  LEGENDA 

主要道路   Estrada Principal  

燈控路口   Junção de Controle de Luz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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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系統及燈控路口現況圖  
Corrente Instalações do Sistema Rodoviário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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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LEGENDA 

主要道路   Estrada Principal  

巴士站       Paragem de Autocarros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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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設施現況圖 - 1 
Corrente Instalações de Transporte Público - 1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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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Onde Actualmente se 
Encontra o Canídromo Yat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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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LEGENDA 

主要道路      Estrada Principal  

公共停車場     Auto-silos Públicos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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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PLANEAMENTO 

A016b 

IL 

2018.03.21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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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設施現況圖 - 2 
Corrente Instalações de Transporte Público - 2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Estudo do Plano de Intervenção Urbanística e 

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Onde Actualmente se 
Encontra o Canídromo Yat Yuen 

圖則編號 
DES. Nº 



0m 50m 100m 200m 300m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圖例  LEGENDA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公園及休憩區 Jardins e Zonas de L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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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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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設施現況圖 
Corrente Instalações de Lazer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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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住宅 

現有住宅 

現有住宅 

 工業/住宒/商業 

規劃主要社區 
功能節點  

望廈山 

現有住宅/工業/學校 

 現有學校 

研究範圍   Região de Estudo 

圖例  LEGENDA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規劃主要社區功能節點  
Função Comunitária Principal Planeada 

現有住宅/工業/學校  Habitações / Industrial / Escolas Existentes 

山體  Colina 

現有學校  Escolas Existentes 

次要社區功能節點   
Função Comunitária Secundária Existentes 

工業/住宒/商業  Edifício Industrial / Habitações / Comér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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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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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方案空間結構圖 
Plano da Estrutura de Espaços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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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廈山    
Colina de Mong Há 

0m 10m 30m 50m 100m 
0m 10m 30m 50m 100m 

望廈山    
Colina de Mong Há 

圖例  LEGENDA 

狗場內現有設施   Instalações Existentes no Canídromo   

自然地標 “Landmark”Natural 

山體視域     Campo de Visão da Colina 

 規劃範圍   Região d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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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範圍景觀節點圖 
Plano do Nó de Paisagem na 

Região de Planeamento 

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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