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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1  人口規模 

根據統計局《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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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各相鄰小區的分年齡人口，則發現台山區、筷子基區、高士德及
雅廉訪區，65歲以上的人口佔比明顯較其他相鄰小區為高，三個小區皆有
超過一成人口為65歲以上的長者。 

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
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於老齡化社會。可見澳門已進入
老齡化社會，而當中筷子基區、台山區、高士德及雅廉訪區的老齡化情況
較全澳整體更為突出。 

統計分區 人口 
0-14歲 
佔比 

15-64
歲佔比 

65歲及
以上佔比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全澳 650,834 12.0% 78.9% 9.1% 21,409 

澳門半島 520,166 11.6% 78.9% 9.5% 56,540 

青洲區 16,204 14.1% 76.2% 9.7% 32,408 

台山區 39,993 12.1% 76.8% 11.1% 99,983 

黑沙環及祐
漢區 

76,929 11.0% 81.2% 7.9% 192,323 

望廈及水塘
區 

23,122 12.7% 78.3% 9.0% 23,122 

高士德及雅
廉訪區 

28,045 10.5% 77.7% 11.7% 140,225 

筷子基區 25,019 12.7% 75.5% 11.8% 83,397 

林茂塘區 30,840 14.1% 78.2% 7.7% 154,200 

附表1-1 規劃範圍周邊小區人口 (2016) 

資料來源：統計局《2016中期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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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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土地大部份由填海所得，包括“逸園跑狗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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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內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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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右表）。 

附表1-2 研究範圍各土地類型及面積 

資料來源: 研究團隊 

土地類型 面積(平方米) 佔比 

住宅連商業設施 160,000 26.7% 

綠地 61,000 10.2% 

教育用地 49,000 8.2% 

住宅用地 47,000 7.8% 

體育用地 44,000 7.3% 

廣場、在建及空置土地 32,000 5.3% 

公共設施用地 30,000 5.0% 

機關用地 30,000 5.0% 

工業用地 23,000 3.8% 

商業及金融用地 8,000 1.3% 

其他用地 8,000 1.3% 

道路用地 108,000 18.0% 

研究範圍 600,000 100.0% 

1.2  土地用途 

1.  背景及現況分析 

附圖1-1 各土地類型佔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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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3  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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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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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學生人數(2016/2017學年) 回歸教育 校部 

勞工子弟學校 1482 -- 中學 

菜農子弟學校 1798 -- 中小 

嘉諾撒聖心中學 1870 -- 中小幼 

蓮峰普濟學校 336 -- 小幼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444 174 中學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1778 -- 中小幼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2251 -- 中小幼 

福建學校 599 -- 小幼 

新華學校(小幼部) 461 -- 小幼 

新華夜中學 -- 388 中學 

廣大中學(分校) 552 -- 小幼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525 -- 中小 

北區中葡小學 228 -- 小幼及特殊教育 

青洲小學 605 -- 小幼 

聖德蘭學校 587 -- 小幼 

合計 14,516 562 -- 

附表1-3 研究範圍內學校資料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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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3  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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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峰體育中心是現時區內唯一及澳門半島唯二（另一個是工人球場）的大規
模體育中心所在地，早在1932年，這片土地已作賽狗之用。澳門政府於1940年間，
改建此地段為運動場，並定名為「五二八運動場」，俗稱「蓮峰球場」。至1989
年，澳門政府斥資將田徑場鋪以全天候「泰坦」跑道，使澳門田徑運動進入一個較
現代化的新紀元。 

1986年增建一座室內暖水游泳館，內設兩個游泳池，是本澳第一座向公眾開
放的暖水游泳池。而其中一個游泳池更是專門為傷殘人士使用而設計的。1998年，
游泳館再裝修擴建，增設室內體育館，可以進行各項室內運動項目。 

  
土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使用人數 
(2016) 

設施 

蓮峰體育中心 20,288 24,817 765,280 
田徑場、足球場、多用途體育館  

(包括2個游泳池) 

巴坡沙體育中心 2,392 2,392 226,857 
多用途運動場 (包括足球練習100座) 、 

1 個25米游泳池 (300座) 

何賢紳士馬路 自由波地 876  --  -- 
1個籃球場 
1個門球場 

蓮峰球場設5條全天候「泰坦」田徑跑道及真草足球場。草場面積103米 x 
63 米，設座位數目2,200 個，是現時澳門半島僅有的標準田徑場及真草足球場，
曾舉辦多項田徑及足球賽事，包括學界足球比賽（以2016/2017年度為例，由10
月至翌年1月，合共有51場學界足球比賽在蓮峰球場進行），亦為多間學校用作
舉行運動會之用。 

現時田徑跑道於每天早上六時至八時皆免費開放予個人使用，其餘時間則
僅供團體使用。在田徑場東北方體育局管轄的健身設施設有一出入口（圖
A010），但更多居民會從筷子基一側取道跑狗場設施進入田徑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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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規模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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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4 研究範圍內及周邊體育設施 

資料來源：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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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3  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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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類別參考社工局2017年6月9日及7月19日提供的資料）。包括
有3間托兒所，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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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A011a 及圖A011b) 

此外，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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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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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類別 現有數量 
建築面積 
(平方米) 

籌設中數量 
建築面積 
(平方米) 

托兒所 3 4,577 1 -- 

社區中心 3 1,604 -- -- 

長者日間中心 3 3,161 1 1,384 

耆康中心 4 624 -- -- 

長者院舍 2 2,542 -- -- 

傷殘人士服務設施 2 3,449 2 1,452 

服務計劃 3 451 1 350 

其他社會服務設施 8 4,976 -- -- 

附表1-5 研究範圍內現有及籌設中的社會服務設施 

資料來源：社會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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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3  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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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規劃
範圍內將設有兩間衛生中心。 (圖A013) 

  
土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使用人數 
(2016) 

筷子基衛生中心 1,133 5,691 169,081 

青洲坊衛生中心 -- 8,728 -- 

黑沙環衛生中心 約2,400 約10,000 -- 

附表1-6 澳門北區現有的衛生設施 

資料來源：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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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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統計資料顯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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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規劃範圍位於花地瑪堂區，但現時位於規劃範圍附近的行政辦公設施只有房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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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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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1-2 政府部門位置 

資料來源：地圖繪製暨地籍局(2017) 

附表1-7 政府租賃辦公場所面積 

資料來源：審計署《政府部門辦公大樓的規劃及建設》 

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3  公用及基礎設施概況 

1.3.5  行政辦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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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城市規劃廳提供《青洲坊及關閘一帶路網規劃研究最終報告》

及《涉及白朗古將軍大馬路交通研究》，研究團隊引用其2012年或2013

年交通量數據，並採用《青洲坊及關閘一帶路網規劃研究最終報告》預

計年均交通增長率3.6%，計算出2017年規劃範圍周邊路段早高峰及晚高

峰的基準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涉及周邊路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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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介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街之間) 

 

  涉及的周邊路段範圍見右圖，而周邊路段的基準交通量及道路擁擠
度見附表1-8。 

 

附圖1-3 研究範圍周邊主要道路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4  交通概況 

1.4.1  2017年交通情況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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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車道數目 
2017年基準早高峰交
通量(小客車當量值/

小時) 

2017年基準早高峰擁
擠度(百分比) 

2017年基準晚高峰交
通量(小客車當量值/

小時) 

2017年基準晚高峰擁
擠度(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314 46.93% 1486 53.07%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691 24.68% 683 24.38%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957 34.18% 1048 37.42%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1396 49.87% 1335 47.69%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261 9.33% 270 9.63%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25 11.59% 316 11.30%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817 29.19% 812 28.99%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1245 44.47% 1110 39.63%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884 31.58% 769 27.45%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462 35.53% 612 47.09%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034 79.50% 989 76.1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753 26.89% 895 31.97%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994 76.47% 1084 83.36% 

拱形馬路西行 2 1224 43.73% 1642 58.65%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1600 57.16% 1235 44.11% 

俾若翰街東行 1 585 45.01% 478 36.77% 

俾若翰街西行 1 297 22.85% 324 24.90% 

附表1-8  2017年早高峰晚高峰基準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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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4 2017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示意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1.  背景及現況分析 
1.4  交通概況 

1.4.1  2017年交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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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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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雙行車道道路路段容量為單一方向每小時2800小客車當量值、單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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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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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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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集 

由城規廳提供 研究團隊訪談 參考 報章 

學校 部門 社團 
委員會委

員 
市民 

勞校 教青局 
民生 
力量 

北區 
社諮委 
張嘉敏 

市民 

菜農 體育局 -- -- -- 

工聯 
職中 

社工局 -- -- -- 

海暉 交通局 -- -- -- 

氹仔 
坊眾 

文化局 -- -- -- 

-- 衛生局 -- -- -- 

社工局 

及 

逸園賽狗公司 

2.  社會訴求綜合分析 
 

自從跑狗場將遷離原址的消息公佈後，社會各界均對其原址土地的利用提出不少意見，形成了一個豐富、有用和涵蓋各階層的，具廣泛代表性的意見信息庫。為
瞭解社會上對公共設施的訴求，研究團隊從報章、網上渠道、公開文檔，以及由城規廳所提供的政府文檔，歸納整理出不同部門或團體對規劃範圍未來用途的意見，以
作為規劃的考慮因素之一。 

2.1  資料收集  

 

 

社團 
委員會
委員 

市民 議員 

仁慈堂 
新澳門
學社 

城規會 
李熙爗 

報章 
專欄  

陳虹 

街總 學聯 
城規會 
胡玉沛 

時事 
評論員 

梁安琪 

三十 
行動 

群力 
智庫 

中區 
社諮委 
張淑玲 

西北區
居民 

區錦新 

新青協 
城市 
學會 

-- 
新青協
工作坊
參加者 

何潤生 

中華 
教育會 

婦聯 -- -- 關翠杏 

民建聯 
聚賢同
心協會 

-- -- -- 

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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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單位 

教育 體育 
衛生 
醫療 

社會 
設施 

交通 
設施 

停車場 
公屋/
宿舍 

文化 
設施 

博物館 
歷史 

綠化/ 
休憩設施 

商用 市政 其他 

學校 勞校 ●                         

菜農 ●                         

工聯職中 ●                         

海暉 ●                         

氹仔坊眾 ●                         

政府 
部門 

教青局 ●                         

體育局   ●                       

社工局       ●                   

交通局         ●  ●               

衛生局     ●                     

社團 仁慈堂   ●   ● ● ●       ●       

三十行動   ●             ●         

新青協   ●         ●   ● ● ●     

中華教育會   ●   ●   ●               

民建聯   ●       ●   ●           

新澳門學社       ●                   

學聯   ●             ●       ● 

街總           ●     ● ●   ●   

群力智庫 ● ●           ●   ●       

城市學會         ● ●               

婦聯 ●                       ● 

聚賢同心協會 ● ●   ●                   

民生力量                         ● 

委員會 
  

城規會               ● ●       ● 

中區社諮委   ●                       

北區社諮委   ●   ●       ●   ●       

立法會
議員 

陳虹 ● ●   ●       ●           

梁安琪             ●             

區錦新   ●                       

何潤生 ● ●       ●   ●   ●     ● 

關翠杏 ● ●                       

市民 約九百名西北區居民   ●       ● ● ●   ● ● ●   

新青協工作坊參加者             ●       ●     

市民   ●                       

專欄作
者/ 
時事評
論員 

專欄作者   ●   ●   ● ●       ●     

專欄作者   ●       ● ●             

專欄作者   ●                       

專欄作者                 ●         

專欄作者                 ●         

專欄作者         ● ●       ●       

評論員   ●                       

評論員         ●                 

12 21 8 11 8 

附表2-1 社會各界對規劃範圍的意見             資料來源：城規廳及網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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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研究範圍內各類公共設施的需求，本章整理概述各政府部門所提出
的具體意見，包括五個政府部門（教青局、體育局、社工局、交通局、以及衛
生局）對規劃範圍土地利用的意見需求，針對其具權限範疇提出的意見。 

3.1 教育設施 
3.1.1 教學環境需改善的學校 

3.1.2 教青局提出的要求 

3.2 體育設施 

3.3 社會服務設施 

3.4 衛生設施 

3.5 其他設施 

3.6 小結 

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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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3.1  教育設施  

 

 教青局自身的政策及其與各家學校商討的結果，指出現時區內的新
華學校（小幼部）及廣大中學（分校）皆位於裙樓當中，被列入「藍天工
程」計劃。雖然兩間學校均表示滿足現狀，但亦有需要於15至20年內另
覓地方處理重建學校。 

  
學校 

佔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學生數目 

（人） 

生均建築面積 

(平方米/人) 
計劃 

1 新華學校 (小幼部) 裙樓 3,730 461 8 

滿足現狀 

但列入“藍天工程”計劃 

需於15-20年內另覓地方處理 

2 廣大中學 (分校) 裙樓 4,149 552 7.5 

滿足現狀 

但列入“藍天工程”計劃 

需於15-20年內另覓地方處理 

3 
勞工子弟學校 

(中學部) 
1,468 7,976 1,482 5.4 

現只有151 m2作露天球場 

生均建築面積未達標準 

需另覓地方處理 

4 
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 

(小幼部) 
853 1,245 277 4.5 

生均建築面積未達標準 

計劃發展為中、小幼學校及為開通道路網 

需另覓地方處理 

5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2,836 8,125 1,342 6 

原本計劃遷往TN3a，但時間表不明確 

學校另一校部位於裙樓 

列入“藍天工程”計劃 

需於15-20年內另覓地方處理 

6 

東南學校 (小幼部) 271 1762 336 5.2 沒有操場、欠缺活動空間 

東南學校 (中學部) 975 5,932 610 9.7 

現只有77平方米作露天活動空間 

露天球場未達標準 

計劃批給土地予該校興建中學部新校舍 

小、幼部遷入中學部現址 

根據教青局2017年2月10日提供的資料顯示，教青局亦指出現時澳門部分
學校的人均面積未達到2004年的教育設施標準（每名學生6.5平方米），包括勞
工子弟學校（中學部）、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澳門坊眾學校，以及東南學校
（小幼部）。而東南學校（中學部）雖然生均建築面積符合標準，但露天活動
空間不足。 

附表3-1 部分空間不足的學校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 

3.1.1  教學環境需改善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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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量各間學校的情況，加上預期未來人口增長所需要的學額後，教青局提出在規劃範圍內建設四間學校的要求。 

當中包括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東南學校（中學部），而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則欲擴展成中小幼一條龍的學校。 

根據教青局2017年2月10日所提出的要求，合計需要16,000平方米土地面積，74,355平方米建築面積。按現時及預期學生人數推算，每間學校的生均建築面積將
遠高於2004年的教育設施標準當中要求的每名學生6.5平方米。 

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3.1  教育設施  

 
 

3.1.2  教青局提出的要求 

土地面積（平方米） 建築面積（平方米） 現時／預期學生人數 生均建築面積（平方米） 

勞工子弟學校 

(中學部) 
4,660 21,480 1,482 14.5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4,660 21,480 1,342 16.0 

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 

(中小幼) 
4,360 20,475 1,400 14.6 

東南學校(中學部) 2,320 10,920 610 17.9 

總計 16,000 74,355 4,834 -- 

附表3-2 教青局提出的要求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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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體育局2017年2月9日提供的資料，指出北區尚有不少房屋已落成或在
建設中，區內人口不斷增加，預期社區對體育設施及運動空間的需求會持續上升，
故體育局提出在保留現有體育設施的基礎上，增加一個田徑足球練習場、一個游
泳池及一座多功能體育館。 

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3.2  體育設施  

 

 

附表3-3 體育局提出的要求 

資料來源：體育局 

註：1新增體育館佔地面積參考香港規劃標準。 

   2田徑足球練習場沒有明確定義，參考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小型足球場，尺寸為75米x55米，面積約4,125平方米，而現時蓮峰球場及跑道的面積約13,000平方米。此外，亦可將練習
場置於體育館內，則不需額外的佔地面積。 

佔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保留現有蓮峰體育中心設施 20,288 24,817 

- 田徑足球場  
   (包括觀眾席 2,200座位) 
- 體育館  
   (包括2個游泳池 (25米x12.5米，15米x8米，共250座位)、    
    多功能室、體育室、健身室)  

 
約17,300 

 
約3,000 

 

-- 

要求新增 6,000 – 19,000 
24,817 

(參考現時蓮峰體育中心規模估算) 

- 一個游泳池、多功能體育館 
- 田徑足球練習場 (不包括觀眾席) 

估計約6,0001 
估計約0 至 13,0002  

-- 

總計 26,288 – 39,288 49,634 

由於現階段體育局提出的設施要求並沒有明確的尺寸，研究團隊參考本澳
其他地區及香港的體育設施標準作為估算。而現時體育局所要求的土地面積約
26,300平方米至39,3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49,634平方米，但實際的設施數量
及規模將按現場條件適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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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局於2017年7月7日提供的資料指出，考慮到全澳具體服務設施的
規劃狀況及社會服務的需求，建議優先設置附表3-4中的設施，當中空間需
求最大的為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建築面積約9,000平方米，主要目的是向長
者提供院護服務。此外，綜合服務中心亦會為離開醫院的體弱者提供家居護
理、康復及支援服務，同時為其護老者提供專門及有系統的培訓課程。此舉
可減低對長者健康及醫療體系的負擔，並增強護老者的知識及能力，加強居
家護老功能。 

現時本澳尚未有專門服務自閉症人士的機構，令有關人士只能於智障
服務機構接受服務。但實際上自閉症人士有著不同的服務需要，故社工局認
為需要設立一間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而現時本澳只有一所提供照顧不同類別和程度特殊需要兒童的院舍，
未能符合不同程度兒童的服務需要，因此有需要設立一所輕中度智障兒童及
青少年院舍，提供適切的照顧和訓練。 

加上預計未來展能服務及托兒服務的需求將有所增長，故此需要提供
更多的服務名額。 

社工局提出的要求主要為14,6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因社會設施有條
件與其他設施共用同一建築物，故不需要獨立地塊，因此將不會計算在規劃
範圍的土地面積需求。 

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3.3  社會服務設施  

 

 

設施類別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名額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9,000 
院護:240 

體弱長者家居支援:100 
護老者支援:100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1,200 80 

輕中度智障兒童及青少年住宿設
施 

1,700 45 

殘疾人士日間展能中心 1,200 100 

托兒所 1,500 200 

總計 14,600 -- 

附表3-4 社工局提出的要求 

資料來源：社會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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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3.4  衛生設施  

 

 

  
土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使用人數 
(2016) 

筷子基衛生中心 1,133 5,691 169,081 

青洲坊衛生中心 -- 8,728 -- 

黑沙環衛生中心 約2,400 約10,000 -- 

根據衛生局2017年6月16日提供的資料顯示，衛生局已規劃重建筷子基衛
生中心，因此提出在規劃範圍內，按黑沙環衛生中心的規模重建（建築面積約
10,000平方米），根據2015年地籍圖的資料，黑沙環衛生中心的佔地面積約
2,400平方米。 

另外，衛生局要求增設一個建築面積約4,000平方米的健康教育中心，參考
新加坡宣傳健康教育的模式，加入電子互動元素，向本澳學生及市民進行健康教
育。 

根據上述要求及現時黑沙環衛生中心的規模，估算出衛生設施所需的佔地
面積約2,400平方米，及建築面積合共約14,000平方米。 

附表3-5 澳門北區現有的衛生設施 

資料來源：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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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設施 

根據交通局2017年6月9日提供的資料，對該區交通設施提出的要求主要
有以下六點： 

1. 增設公交轉乘站； 

2. 增設公共停車場以減少公共道路的停車空間； 

3. 增設旅遊巴停泊空間； 

4. 三邊地界分別退縮至少3.5米以增設車輛停靠位供上落客貨用途； 

5. 優化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提督馬路交界的路口設計； 

6. 透過興建天橋、優化現有天橋、擴闊行人通行空間等方式，優化行人通行
條件及舒適度。 

 

按交通局提供的資料，在規劃範圍300米半徑範圍內的青洲坊大廈將增設
巴士總站，而區內亦已設有多個巴士總站，故不建議在規劃範圍增設巴士總站，
但建議保留規劃範圍外圍的巴士站，乘客可按需要在這些站點轉乘不同路線巴
士。 

同理，研究範圍內青洲坊大廈新停車場將提供近1500個私家車車位及逾
1600個電單車車位。考慮可使用相關新增車位減少公共道路的停車空間，再加
上公交優先的政策方向，故研究團隊不建議將公共停車場引入規劃範圍。 

旅遊巴停泊空間方面，考慮到交通外置原則，不建議在規劃範圍內設旅遊
巴停泊點。不過，既然規劃範圍將作社文康體用途，建議提供少量重型車泊位
予相關地段的重型車輛(例如校巴)使用。 

行人通行條件方面，認同藉興建天橋等措施，優化行人通行條件，長遠達
致人車分隔，創造行人及車輛也雙贏的局面。 

3.5  其他設施  

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綠化設施 

綠化設施方面，相關政府部門並沒有提出明確的要求。 

 

 行政辦公設施 

根據審計署於2016年8月的《政府部門辦公大樓的規劃及建設》審計報告
建議，行政辦公設施空間宜逐漸增加自主擁有的物業，從而減少搬遷頻率及促
進均衡分佈的便民措施，但沒有提出明確的面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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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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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3.6  小結  

 

 
本章主要綜合各政府部門對公共設施的需求，其具體土地面積的需

求總和約44,700平方米至57,70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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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所有的需求。若從總體建築面積的要求看，教育設施需要的建築面積為
最多。體育設施則需在現有設施的基礎上增加一定的建築面積才能滿足有
關當局的需求。社會設施及衛生設施所要求的建築面積相若，有條件不佔
用土地空間，而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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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將對
研究範圍所需的公共設施按規劃標準進行推算，並以科學的方法客觀分析
各部門對設施需求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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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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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範圍土地面積 40,42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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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設施規劃標準 

本章主要根據規劃標準以及研究範圍的人口規模對各類公共設施的需求
作出客觀分析及推算，以便於規劃方案中對各類設施作合理分配。 

而本章所採用的規劃標準主要根據由城規廳所提供的新城總體規劃的標
準作基礎。但由於新城規劃的標準未有覆蓋各類體育設施標準，因此在推算體
育設施標準時會參考香港的規劃標準作輔助分析，由於其鄰近性和相近文化背
景習慣。 

4.0 研究範圍的劃定及標準化基礎 

4.1 人口規模標準 

4.2 教育設施 

4.3 體育設施 

4.4 社會服務設施 

4.5 衛生設施 

4.6 行政辦公設施 

4.7 其他設施 

4.8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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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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特定的分區規劃，所以會有設施分佈不平均的情況出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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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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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研究範圍的劃定及標準化基礎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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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現況估算 

由於研究範圍涵蓋青洲、台山、黑沙環及祐漢、望廈及水塘、高士德及雅
廉訪、筷子基，以及林茂塘等七個統計分區，因此並沒有一個單一的人口統計數
字。（圖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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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附表4-1可見，估計2016年研究範
圍內約有55,211人。 

統計分區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與研究範圍 
重疊之面積 
(平方公里) 

估算2016年 
研究範圍內人口 

(人) 

青洲區 32,408 0.072 2,333 

台山區 99,983 0.125 12,498 

黑沙環及祐漢區 192,323 0.051 9,808 

望廈及水塘區 23,122 0.097 2,243 

高士德及雅訪區 140,225 0.057 7,993 

筷子基區 83,397 0.144 12,009 

林茂塘區 154,200 0.054 8,327 

合計 55,211 

附表4-1 研究範圍人口現況估算   資料來源：統計局《2016中期人口統計》 

4.1  人口規模標準 

預期新增 
住宅單位 

(個) 

青怡大廈 770 

青洲坊大廈 2,356 

台山中街公共房屋地段 510 

沙梨頭海邊大馬路PS4地段 740 

合計 4,376 

預期新增人口 (以每戶3.08人推算) 13,478人 

預期研究範圍未來人口 68,689人 

 未來人口預測 

為了解未來研究範圍人口對各項公共設施的需求，需要對未來的人口規模
作出假設。在統計局《2011-2036人口預測》的高程度假設當中，預期2026年
全澳總人口約753,700人，但當中並沒有針對各區的人口預測。而參考統計局
《2016中期人口統計》，各區新增的人口差異相當大（見附圖4-2）。研究團
隊推測主要是由於各區新增住宅的數目不一致。故此研究團隊不會採用人口預
測當中的數字，而會分析研究範圍內將新增的住宅數目，估算研究範圍內未來
的人口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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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4-2 未來新增人口預測   資料來源：統計局《2016中期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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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2 各分區人口變動情況(2011-2016)   資料來源：統計局《2016中期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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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育設施 

 

 

 
 教育設施規劃標準 

按新城規劃標準，每千人口需提供137個學額，而每名學生需要10平方米以
上的建築面積（中學生為13平方米）。以68,689人口規模推算，研究範圍內應提
供9,410個學額，合共109,422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作教育設施。（附表4-3） 

 

 現況 

現時研究範圍內已有15間學校，合計14,516個學生及112,118平方米建築
面積的教育設施（教青局提供）。由於研究範圍內涵蓋不少學校，相應的學額及
教育設施面積已多於該範圍內的需求。由於部分學校並非只服務區內的居民，故
此才有這一現象。 

 

 需求 

研究範圍及附近部分學校，其平均每名學生佔用的面積低於新城規劃的標
準，甚至低於2004年的教育設施標準（生均面積6.5平方米），故此部分區內學
校有需要重建或搬遷，才能達到2004年的標準。（附表4-4） 

目前，規劃範圍有條件提供的土地資源給研究範圍內校舍空間不足的學校
作重建或搬遷，以優化學生學習環境。 

 

附表4-3 教育設施規劃標準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 

規劃標準 研究範圍內總需求 

學額 

合計 每千人口137個 9,410 

中 每千人口71個 4,877 

小 每千人口47個 3,228 

幼 每千人口18個 1,236 

特教 每千人口1個 69 

佔地面積(平方米) 每名學生5.5平方米 51,757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合計 N/A 109,422 

中 每名學生13平方米 63,400 

小 每名學生10平方米 32,284 

幼 每名學生10平方米 12,364 

特教 每名學生20平方米 1,374 

學校 平均每名學生建築面積（平方米） 

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 4.50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6.05 

菜農子弟學校 3.88 

勞工子弟學校 (中學部) 5.38 

嘉諾撒聖心中學 4.79 

附表4-4 研究範圍內及附近生均面積不足的學校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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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體育設施 

 

 

 
 體育設施規劃標準 

按新城規劃標準，每4-6萬人口應設有一個綜合體育中心及一個游泳池。
但體育中心內的具體内容，則未有說明。故此研究團隊同時參考《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對各類體育設施的供給及場地大小作估算。 

按68,689人口規模推算，現時研究範圍內應提供44,913平方米的比賽
場地面積，具體的設施數量及面積見附表4-5。後勤設施用地，如更衣室、
設備室等，則沒有規定的標準。 

 

 現況 

現時研究範圍內的體育設施主要有蓮峰體育中心及巴坡沙體育中心，合
共27,209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共有一個田徑及足球場，2個25米x12.5米的游
泳池，1個15米x8米的游泳，另有一個小型球場及一些多功能室。 

 需求 

比較推算結果及現存的體育設施，未來在跑狗場原址土地上應提供： 

 1個標準田徑場(8線道)及真草足球場 

 1個25米x25米游泳池、1個900平方米嬉水池 

 1個綜合體育中心，可容納9個羽毛球場、7個籃球場、3個排
球場，另外尚有多功能室或體育室等 

由於香港的規劃標準內包括的部分體育設施，如棒球場／欖球場、滾
軸溜冰場等在澳門的需求暫不明顯，考慮到規劃範圍可供使用的土地面積
與需求總量有捉襟見肘之嫌，故此建議暫不提供此類場地，先以滿足較熱
門項目的場地需求為目標。 

所需建築面積（扣除2,392平方米的巴坡沙體育中心後）估算約為
42,52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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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體育設施 

 

 

 

附表4-5 體育設施規劃標準   資料來源：體育局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註：＊不包括欖球／棒球／木球場及滾軸溜冰場 

設施 每個設施服務人口 
比賽場地面積 

(平方米) 
研究範圍內 
應有設施數量 

總面積(平方米) 
研究範圍內 
現有設施數量 

體育中心 50,000-65,000 -- 1 -- 2 

康樂中心 50,000 -- 體育中心以外的選擇 -- -- 

羽毛球場 8,000 176 9 1,582 -- 

乒乓球場 7,500 98 9 882 -- 

體操場地 每區一個 2,446 1  2,446 -- 

游泳池 每85人一平方米泳池面積 961 1個(25米x25米) 961 2個(25米x12.5米) 

嬉水池 每區一個 最小900 1個900平方米  900 1個(15米x8米) 

網球場 15,000 669 5 3,344 -- 

籃球場 10,000 608 7 4,256 -- 

排球場 20,000 646 3 1,938 -- 

足球場 100,000 8,968 設於田徑場內 -- -- 

五人及七人足球場 30,000 3,319 2 6,637 -- 

運動場／運動場館 200,000-250,000 16,368 1 16,368 1 

田徑場地 200,000-250,000 16,368 設於運動場內 -- 1 

緩跑徑 每30,000人500至1,000米 -- 2 -- -- 

兒童遊樂場 每5,000人 400平方米 400 14 5,600 -- 

合計 44,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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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社會服務設施 

 社會服務設施規劃標準 
新城規劃標準當中，社會服務設施分地區性及全澳性，地區性設施為每區

必須有的，全澳性設施可設於澳門任何地方，因此本節只對地區性設施作推算。
按68,689人口規模推算，研究範圍內應提供： 

• 7間托兒所 
• 5間長者日間中心 
• 1間綜合長者護理中心 
• 1間家庭服務設施 
• 1間社區服務設施 
• 少量青少年服務設施空間 

所需面積共約21,043平方米，但要留意推算中部分設施並非整數。 

附表4-6 社會服務設施規劃標準    

資料來源：社會工作局 

註１：社工局提供的現況資料中，並沒有註明新城規劃標準內的“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及“家庭服務設施”兩類別的設施，故此處以相類近的設施作估算 

設施 
規劃標準 
(萬人/間) 

建築面積 
(平方米) 

研究範圍內 
應有設施數量 

研究範圍內 
現有設施數量 

托兒所 1 1,500 6.87 4 

社區青少年工作隊 15 800 0.46 --  

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20 3,000 0.34 1 （註1） 

長者日間中心 1.4 800 4.91 4 

綜合長者護理中心 6.6 2,500 1.04 --  

家庭服務設施 6 600 1.14 1（註1） 

社區服務設施 5 800 1.37 3 

社會工作中心 10 1,500 0.69 2 

 現況 
現時區內現存及籌劃中的托兒所有4間，青少年中心1間，長者日間中心

有4間，家庭服務設施1間，社區服務設施3間，社會工作中心2間。建築面積
共約11,523平方米。 

 需求 
比較規劃標準與現存及籌劃中的設施數量，預期研究區內尚需提供2間托

兒所（因現存的名額較多，故不需提供3間），建築面積共3,000平方米，服務
名額400人。另外尚需提供1間長者日間中心，建築面積800平方米，服務名額
160人，以及1間綜合長者護理中心，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服務名額80人。 

由於考慮到社會服務設施一般毋須獨立的建築物，故沒有土地面積的需
求，而建築面積的需求為6,3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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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衛生設施 

 

 

 
 衛生設施規劃標準 

按新城規劃標準，每間衛生中心服務5-7萬人口，建築面積約8,000至
10,000平方米。 

按現時澳門半島各衛生中心的位置分佈判斷，筷子基衛生中心主要的服
務範圍包括青洲區、台山區、筷子基區、林茂塘區、以及部分黑沙環及祐漢
區、望廈及水塘區、高士德及雅廉訪區。 

青洲、台山、筷子基及林茂塘區合計已有約112,000人口（2016中期人
口統計），加上覆蓋部分其他小區，以及預期未來的人口增長，推算澳門西北
區約需要2間衛生中心。 

 

 現況 

現時的筷子基衛生中心面積5,691平方米，加上將落成的青洲坊衛生中心
8,728平方米，澳門西北區將有兩間衛生中心。 

 

 需求 

按數量計算澳門西北區已有兩間衛生中心，但筷子基衛生中心建築面積
只有5,691平方米，與每間衛生中心8,000平方米的最小標準仍有一定差距。 

附圖4-3 澳門半島衛生中心服務範圍 

資料來源：衛生局 

青洲坊衛生中心 

筷子基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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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行政辦公設施 

 

 

 
現時沒有具體政府行政辦公設施的規

劃標準，建議以審計署於2016年8月發表的
《政府部門辦公大樓的規劃及建設》審計報
告中的統計資料顯示政府部門租賃辦公室面
積位置分佈及總量比例、加上各區公務員人
口的佈局和實際上各政府部門對辦公設施的
需求作為參考推算政府服務及行政辦公設施
的總量和佈局。 

審計報告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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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 租賃辦公場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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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4-4 政府部門位置 

資料來源：地圖繪製暨地籍局(2017) 

堂區 人口 百分比 

花地瑪堂區 8,076 29.2% 

花王堂區 6,298 22.8% 

望德堂區 2,279 8.2% 

大堂區 1,956 7.1% 

風順堂區 2,234 8.1% 

氹仔 6,030 21.8% 

路環 792 2.9% 

總計 27,665 100% 

附表4-8 從事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人口 

資料來源：《2016中期人口統計》 

註：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各項百分比合計不等於100% 

附表4-7 政府租賃辦公場所面積 

資料來源：審計署《政府部門辦公大樓的規劃及建設》 

按2016中期人口統計，有27,665人從事公共行政及社保
事務，當中近三成居住在花地瑪堂區，居住在花王堂區亦超過
兩成，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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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城B區有規劃建設政府辦公大
樓，但其位置仍然是位於大堂區。相反，研究範圍附近的花地
瑪堂區及花王堂區政府部門則最少，現時空間結構的分佈較不
平均。 

隨著北區人口增長，以及新樓宇的落成，可預期對政府
服務的需求將持續增加。因此有需要在區內建設行政辦公大樓
方便服務市民。參考黑沙環政府服務中心及水坑尾公共行政大
樓的規模，政府行政辦公大樓的面積應在15,000-30,000平方
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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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他設施 

 

 

 
本章充分考慮及分析各部門的要求及社會各界的意見，社會意見當中，除

教育設施及體育設施外，亦有不少意見提出增加停車場及綠化空間。因此在本節
亦對此兩類公共設施作分析。 

 

 停車場 

按交通局提供的資料，現時在規劃範圍周邊路邊約有200多個路邊輕型停泊
位，電單車停泊數量約有900多輛。故此建議在規劃範圍增設公共停車場以減少
路邊泊位。 

考慮到周邊未來將新增4,000多個停車位（主要來自青洲坊大廈），因此建
議在規劃範圍內只增設適量的停車位作補充。 

 

 綠化設施 

由於現時澳門沒有綠化設施的具體標準，只有全澳綠化面積的人均佔有率。
因此是次規劃範圍總體綠化空間的佔有率，可以按規劃方案的需求作設計指引的
比例設置，而且可以通過不同的手法增加綠化面積，如利用真草足球場，或在教
育設施校園內及天台屋頂進行的垂直綠化，亦可考慮垂直綠化等手法，具體細節
將於第二階段的設計導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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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分析案例的基礎條件。
第二部分詳細分析四個案例的特點。第三部分主要對各案例分析作總結。 

5.  案例參考 

5.0 案例概述 

5.1 案例01-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5.1.1 區位和規模 

5.1.2 理念和目標 

5.1.3 學校村規劃 

5.1.4 學校村設計概念 

5.1.5 學校村實施管理 

5.1.6 學校村優勢、劣勢、機遇和威脅 

5.1.7 規劃啟示 - 空間利用的實用性 

5.1.8 規劃啟示 - 交通緩解措施 

5.1.9 規劃啟示 - 管理問題 

5.1.10 小結 

5.2 案例02-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1 區位和規模 

5.2.2 規劃背景 

5.2.3 規劃佈局 

5.2.4 建築特色 

5.2.5 優勢、劣勢、機遇和威脅 

5.2.6 小結 

5.3 案例03-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5.3.1 區位和規模 

5.3.2 建築設計 

5.3.3 建築設計 - 空中操場 

5.3.4 小結 

5.4.案例04 - 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5.4.1 伊利沙伯體育館 

5.4.2 Northlands Coliseum 體育館 

5.5 案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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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案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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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規模的用地丶土地性
質丶相對的土地開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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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範圍在開發指標丶空
間形態丶實施操作時的
利弊因素及啟示，作為
對分析項目開發的基礎
及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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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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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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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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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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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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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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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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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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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例 

    項目規劃範圍 

    案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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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村的簡介 

自1950年代起，香港教育局因應社會需求和資源條件限制的改變，為學校校舍
推行了不同的類型的設計更新發展，校舍在設計上為配合不同的學習需要之餘還加入
創新意念，讓教學環境得到最大改善，空間的質素也得以提升。 

1990年末，香港教育局認為由於香港正朝向知識型經濟轉型，所以各級學校設
施亦需要得到全面升級。因此政府於投放更多的資源在教育事業，特別加強教學使用
資訊科技。政府推行不同類型的建築模式發展，其中千禧校舍和學校村的設計概念便
是將教育推動邁進資訊科技型的開始。2000年香港教育局和建築署合作首創香港第
一個極具規模的學校村-蒲崗村道學校村。 

 
 區位 

蒲崗村道學校村位於香港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與慈雲山交界 
 
 規模 
 
佔地面積    37,500平方米 
建築面積    44,419平方米 
 
學校村造價約4億港元  
建築工程於2000年11月展開並於2002年8月完成。 
 

 

 

 

 

 

 

 

 

 

 

 

 

 

 

 

 

 

 

 

 

 

 

 

 

 

 

 

 

 

 

 

 

 

 

 

 

 

 

 

 

 
 

附圖5-1 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區位 

附圖5-2 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位置 

資料來源: Google Map, 2017 

5.1.1  區位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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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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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崗村道學校村的理念和目標 

學校村的規劃理念以善用土地資源，統一規劃、共用教學及康體設施及促進
學生之間的交流設計概念為宗旨。透過共用土地，為學生提供更多的綠化環境及戶
外活動空間與設施，營造一個啟發性的學習環境，加強學生的歸屬感。 
 
 學校規模 

香港蒲崗村道學校村內設有四所學校，其中有三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分別包
括：保良局錦泰小學、保良局何蔭棠中學、聖博多天主教小學和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學校村內約設有120班，學生總數3,495人。（見下表） 

  
保良局 

何蔭棠中學  

慈雲山 

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 

錦泰小學 

聖博多 

天主教小學 
總數 

學校類別 政府全資 政府全資 政府全資 政府全資 --  

班總數(班) 30 30 30 30 120 

佔地面積 

(平方米) 
約 7,500 約 10,000 約 10,000 約 10,000 約 37,500 

學生(人) 約 1,200 約 765 約 765 約 765 約 3,495 

附表5-1 蒲崗村道學校村規模一覽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局小學概覽中學概覽(2013-14) 

2002年落成    

學校村設施: 
 
1. 4x200米長跑
道 
2. 小型足球場 
3. 有蓋籃球場 
4. 跳遠沙池 
5. 綠化緩跑徑 
6. 中央公園 
7. 升旗台 
8. 停車場(17部
校巴和28部私家
車) 

佔地 3.75 公
頃 
37,500 平方米 

4 間全日制政府資助

學校 

1 間中學 . 3 間小學 

共120 班,  

约3,500 人 

附圖5-3 學校村設施分佈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5.1.2  理念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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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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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村的規劃 （原區遷址、以地換地） 

香港教育局學校村的選址為黃大仙區，因此參與的兩大辦學團體：香港
天主教區和保良局便將轄下區內的四所的學校以原區遷址、以地換地的形式
進駐學校村。兩大辦學的學校以舊址原校舍的用地面積換取相對面積用地作
為在新址興建新校舍的指標。 
 
 規劃設計階段 

教育局與建築署共同規劃學校村的建築設計，以土地資源共用和促進師
生交流的宗旨建學校村，蒲崗村道項目是建築署第一個“設計包施
工”(Design & Build)的學校村工程，在建築工程設計和施工技術上十分注
重環保概念。 
 
 學校村的組合 

教育局對辨學團體展開諮詢和商討工作，透過與不同辦學團體的溝通和
協商下，選了兩個辦學團體作為學校村的成員。香港天主教區和保良局成為
學校村的主辦團體，並由其轄下黃大仙區的四所學校：保良局錦泰小學、保
良局何蔭棠中學、聖博多天主教小學和慈雲山天主教小學組成學校村。四所
學校都是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學校，其中三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兩大辦學團體
主力跟教育局協商和擁有學校村的決策權，其轄下參與的學校只負責實行和
辦理學校運作和管理。 

1.教育局 

策劃統籌 

2.教育局與建築署 

規劃設計 

3.辨學機構 

實施管理 

附圖5-4 蒲崗村道學校村的組織發展進程 

5.1.3  學校村規劃 

附錄-46 

5.  案例參考 
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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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5-5  蒲崗村道學校村模型   資料來源: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2 

蒲崗村道學校村內有四所學校，在同一校址興建，組成一個大型學校村，
在中央位置設有共用的配套設施 。  

由於學校村除了面向蒲崗村道是車路外，其餘三邊都被公園和綠化包圍，
設計特別將四所校舍均安置於周邊的位置，盡量提高學生於學校課室內享有
綠化景觀。學校村內的共用設施則安排於中央，各校師生舉步即達，無形中
增進師生凝聚力和歸屬感。 

學校村內設有多樣化的共用設施包括: 周邊設有四條二百米長跑道的小
型足球場，兩個有蓋籃球場，跳遠沙池，綠化緩跑徑、中央公園和升旗台等 。
附近亦設有小型更衣室和兩個可停泊十七部校巴和二十八部私家車的停車場。 

附圖5-6 蒲崗村道學校村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5.1.4  學校村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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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參考 
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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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管理 

2002年8月學校村正式落成及移交給兩大辦學團體香港天主教區和保良局。
學校村正式啟用後，兩大辦學團體將學校村交由四校全權管理，四校自發性設立
了管理委員會，負責村內所有共用設施及綠化園藝的管理及維修工作。委員會的
架構主要包括主席、財務、總務和秘書四個單位。 

由四校的校長委任，四校以輪班制的方式每年順序作崗位的調動，各校不但
有擔任不同崗位的平等機會，而且能更清楚理解不同崗位的職務，管理工作更容
易溝通。而管理工作主要由各校的校長負責，都不會牽涉到教師的工作範圍。 

附圖5-7 聯校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學校村管理委員會 

主席 財務 秘書 總務 

5.1.5  學校村實施管理 

附錄-48 

5.  案例參考 
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優勢 
 
• 學校村整體環境優美，有助提升學校對外的感覺和形象。 
• 學校村內的中央公園前地設有升旗台，四校每年都會舉辦聯校的升旗儀式，

增加聯校對學校村的歸屬感和互動性。 
• 學校村內有一所中學經常舉辦不同規模的學生展覽活動，可增進村內學校老

師互動溝通和學生參觀展覽學習機會。 
 

威脅 
 
• 學校村管理委員會表示現時學校村的管理工作順利全賴各校校長、校監會以

及管理團隊對學校村的全面認識和理解。由於現時任職的管理委員會會員大
部份都是從學校村興建至現在的資深教育工作者，對村內外的環境熟悉，對
未來新任代表管理學校村的情況表示存在疑慮。  
 

• 學校村內有危樹問題。 

機遇 
 
• 若學校村的管理工作由教育局直接委派承辦商擔任主理，共用設施的應用可

能會得到更好的發揮和安排。有助學校村的學校更有效地將資源推行學校之
間互動學習的教育發展。 

 
 
 
 

劣勢 
 
• 學校村的管理委員會要負責管理的範疇繁多，從學生日常活動的安排到停車

場管理到設施技術的維修，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投放額外資源和時間。 
• 學校村的主入口是學生上學的主要出入口，四校為避免上學時有過份擠迫的

情況，共同調整學校的上學時間，減低學生上學時過分擠擁引致出現路面設
施的壓力過大的情況。 

• 學校村內的共用設施覆蓋範圍廣大，要管理的範圍比單幢的學校相差很大，
需要投放的資源很多。 

• 教育局在計劃學校村時並沒有考慮設定獨立的機制去監察和管理學校村在行
政、財務和實施上的問題。因此管理費用有超支情況，在沒有特別的支緩措
施下，委員會的財務每年需以學校獨立的名義向教育局申請特事特辦資助來
解決龐大的管理費用。 

5.1.6  學校村優勢、劣勢、機遇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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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利用缺乏實用性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整體的設計都偏重於建築視覺上和景觀上
方面的考慮，設計未能反映對教育環境的實際需要作出周詳的考慮，共用
設施未能充份發揮其優勢促進師生學校之間的交流。運動場或籃球場可能
同時出現多間學校使用的情況，老師需要作出特別的安排以避免學生之間
發生沖擊。 

 中央運動場的空間有限，中央運動場可容納的人數有限，不足300人，
活動空間不足作為聯校活動的場地。只能用作選擇性的聯校活動例如升旗
禮，而且各校只可派出部分的學生代表參與，失去學校村互動的原意。各
校都會外出租場舉辦校運會。場地容量的限制完全失去共用互動交流的設
計宗旨。 
   
 
 設計概念缺乏對日常維護的考量 

學校村內的綠化環境覆蓋率高需要長期的園藝管理，維護費用高昂，
由於花圃泥牀設計過淺，種植的樹木愈長愈大，有倒塌的危險。學校村三
邊都有公園包圍，花草樹木叢林茂盛有蚊患情況，學生在戶外球場上課時
受到影響。 

中央運動場觀眾席的帳篷設計優美，可是清理維修費用昂貴，帳篷設
計使用高科技物料製造，全港只有一間承建商製造和維修，使清理和維修
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 

附圖5-8 蒲崗村道學校村中央全景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5.1.7  規劃啟示 – 空間利用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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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對學校村周邊交通的詳細考量 
 

規劃蒲崗村道學校村時缺乏對周邊交通的詳細考量，蒲崗村道的學校
集中。在慈雲山道交界路口一帶沿路已經有三間學校，師生總人數達3,600
人。而蒲崗村道學校村內部設有四間學校，學校村旁還有一所私立學校，累
積約4,500名師生。該段段總累積師生人數達9,000人。大部分學生及行人都
要經常使用蒲崗村道的路面設施，橫過蒲崗村道前往慈雲山巴士總站以及沿
路的其他巴士站。因此，蒲崗村道學校村路段交通十分繁忙。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聖博多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德愛中學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3,600人 

4,500人 

附圖5-9 蒲崗村道師生總人數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5.1.8  規劃啟示 – 交通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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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規劃啟示 – 交通緩解措施 

2002年學校村啟用後不久，管理委員會已注意到道路交通過度擠進和天
氣惡劣時學生橫過馬路的危險情況。因而向黃大仙區反映及要求增設交通紓緩
的措施。由於路面設施使用量極高，運輸署在學校村對開的蒲崗村道己加設交
通燈行人過路處，以紓緩路面設施的壓力。 

路口的人流仍舊非常頻繁運輸署估計屆時學校村路口在繁忙時間內每小時
有3,000 名行人橫過，超出現有路面過路設施的容量。因此運輸署興建行人天
橋接駁來往學校村的行人和學生，使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學生可以安全橫過馬
路，情况得以改善。 

附圖5-10 蒲崗村道學校村行人天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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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村的GIC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公私學校管理問題 
 

學校村入口旁設有一所私立學校 -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該校並不屬於學校村的範圍，但校舍則坐落在與學校村同屬的GIC政府機構
或社區用地。這所在學校村範圍內的私立學校 -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
暨小學，在建校初期將原有的樓宇建築圖則修改，把原設計在坐落旋蒲崗
村道的對外主入囗更改成內置出入口設在學校村內。修改獲得通過。修改
後的主入口及車道需要與學校村的主入口合併使用而且得到教育局的批准。
這個決定便形成學校村長期的管理矛盾和交通困局。 

 
現時學校村唯一的主要出入口和車道已變成與私校共用的通道。不但

超岀原有設施的使用量標準更增添了學校村和私校在管理上不必要的爭執。
兩方雖然同是辦學機構，私立學校和政府資助的學校村不論在營運和管理
模式上顯然有所不同。對於日常使用學校的用途和時間也不同，在雙方無
選擇的情況下需要共用交通主要出入口，學校村在管理上便要增加彈性和
靈活性，無形中亦增加了學校村管理的負擔。 

附圖5-11 蒲崗村道公私用地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共用的通道 

私立學校 

公校 

私校修改後主入口 

私校原主入口 

共用的通道 

學校村 

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5.1.9  規劃啟示 – 管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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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 

公校 

GIC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對逸園跑狗場的啟示 
 

逸園跑狗場規劃範圍在規劃教育設施時需要對周邊交通路面的情況作考量，
特別在處理多間學校上下課時學生在路面的情況。建議參考蒲崗村道在路面舒緩
措施上套用行人天橋作為舒緩路面壓力的考量。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規劃應吸取學校村在“資源共用的概念”的經驗，學

校村的共用資源概念使維修保養成本高，而學校之間管理運作繁複。所以建議在
逸園跑狗場規劃範圍內盡量不設置學校之間的共用設施，以一般的公共設施共用
便可。而且在設計教育設施和環境時需要對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需求作具體細
節溝通。學校村成效不只在於其建築體系和空間佈局的編排，需在乎實際上日常
運作的配合。 

5.1  案例01 – 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5.1.10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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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及周邊建築物地段約38,494平方米，內設有1所小學 
- 培僑小學，2所中學 - 福建中學及中華基金中學和1所中小學 - 漢華中學約
3800人。地段內還設有約4,400平方米的綜合大樓。內裡有游泳池，室內運動場，
圖書館，社區會堂等四周皆有四線雙向車道約十米寬，附近多為住宅用地。地
塊西北面有小西灣運動場片區是香港傳統的公共設施用地。 
 
 區位 

 
位於香港島東區小西灣小西灣道15號地段毗鄰福建中學、中華基金中學、

小西灣道及富怡道的交界位置。 
 
 
地段佔地面積         約38,494 平方米 
用途                         學校和綜合大樓 
用地性質  政府機構/社區用地 
 

附圖5-12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地塊區位圖 

資料來源: google map 2017 

附圖5-13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地塊位置圖 

資料來源: google map 2017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1  區位和規模 

圖例 
小西灣綜合大
樓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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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及周邊建築物地段是政府機構/社區用地開發的公
共設施包括學校和綜合大樓。其中，小西灣綜合大樓更榮獲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0年年獎為香港境內優異獎的小西灣綜合大樓。  

綜合大樓集多項優質文娛康體設施，包括體育館，游泳池，圖書館及
社區會堂，進一步提升香港東區的康樂，文化及社區服務，有助提高居民的
生活質素。為滿足市民大眾的訴求及提升社會的體育水平，香港特區政府制
定了一套策略方針，推動體育設施的建設，包括優先在設施短缺的地區增建
設施。 

在公園和休憩用地興建更多籃球場，緩跑徑和太極區，提供更多人造
草地足球場，以及提供更多室內泳池等設施。在該區的文化設施方面，香港
政府採用多元化的方式提升公共圖書館設施。在規劃文娛中心及大會堂等文
化設施時，為了善用資源，亦會考慮現有設施的使用率，地區的整體規劃，
文化界的意見，社區的需求以及長遠的財政承擔等，務求設施符合社區需求。 

政府機構/社區用地 

附圖5-14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政府機構/社區用地 

資料來源:香港地理資訊地圖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2  規劃背景 

圖例 
小西灣綜合大
樓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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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灣道綜合大樓和周邊土地屬香港法定土地用途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
地，而用地開發亦位於小西灣道的中高密度住宅區內。區內有多個大型屋苑。
項目地塊被四邊道路包圍，開發內容主要包括學校和一座多功能的綜合大樓。
規模和建設內容跟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的開發目標相近，內容都以教育設施為
主。 

地塊的規劃佈置有四間學校，分別佈置在地塊中心位置，當中有兩間學
校的主出入口設置在同一方位的道路上，而另外兩間學校主出入口則分別佈置
在地塊兩側不同方位的道路上，有助分流學生在路面的壓力。此外，地塊上只
有兩條內置道路，一）由外面連接到學校，二）由外面連接到綜合大樓。此外，
地塊主要道路兩側都設有有蓋行人天橋及道路方便市民進出週邊地段。 

附圖5-15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地塊用地的規劃佈局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3  規劃佈局 

香港小西灣道 
綜合大樓 

小
學 

中
學 

中學 

學校主入口 

道路 

天橋 

中
小
學 

圖例 

小西灣綜合大
樓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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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灣綜合大樓包括 1,000 座的多用途室內體育館丶兩個室內游泳池丶圖
書館丶乒乓球室丶兒童遊戲室丶兩個可相通的活動室及一個可容納 450人的社區
會堂，以綠色建築為香港島東区居民提供休閒及康樂體育設施，促進社區交流的
同時減低能源消耗。 

正門的擋陽幕牆，由室外延伸到室內。設計為「垂直街」的中庭位於綜合
大樓的中心，走廊丶平臺丶橋丶樓梯和電梯巧妙地環繞上升，使公眾飽覽大樓周
邊景致。 

多個不同特質的空間靈活地容納各種活動，鼓勵公眾的交流。大樓頂部採
用磨砂玻璃丶兩邊開口處設水準遮陽板，令中庭得到充沛日光及自然通風，大樓
的內外設計亦包含很多綠色元素，如自動開啟窗，隔熱節能玻璃丶外置遮陽設備
丶綠化屋頂丶水冷式淨化系統丶污水循環系統丶人流感應扶手電梯丶環境光線光
感應器丶節能送風機和太陽能真空管提供熱水等，使資源能源消耗大大減少。 

小西灣綜合大樓佔地4,400平方米，興建費用約為四億元。大樓饒富特色，
其設計採用開放式及多形態的建築結構概念，整座大樓由兩座建築物組成，以天
橋及自動電梯連接，可讓公眾穿梭於兩座建築物的活動空間中，增加互動接觸；
大樓的中庭以天窗照明，並利用自然通風及綠化天台的設計，大大減低能源消耗。 附圖5-16 小西灣綜合大樓内部   資料來源: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網頁 

 

附圖5-17 小西灣綜合大樓内部   資料來源: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網頁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4  建築特色 

附錄-58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小西灣體育館設於綜合大樓二樓至四樓，其多用途主場可用作八
個羽毛球場或兩個籃球場／排球場；乒乓球室則可設置十二張球桌；館
內其他設施包括兩個多用途活動室及一個兒童遊樂室。 

綜合大樓一樓為小西灣游泳池，內有兩個室內訓練池，分別為二
十五米長、十米闊及二十五米長、二十五米闊，二樓則設有觀衆看台。 

位於綜合大樓地下的小西灣公共圖書館提供多元化的設施及服務，
包括成人及兒童圖書館、報刊閱覽部、圖書館目錄終端機、互聯網／電
子資源工作站、互聯網資訊站、自助借書機，以及特快歸還服務等。 

綜合大樓地下亦設有由小西灣社區會堂。會堂面積約為1,070平方
米，設有禮堂及舞台、舞台會議室、會議室及男女化妝間，供團體申請
舉辦各類社區活動，包括舞蹈同樂、音樂欣賞、太極班等。 

 
 

 

1/F 

羽毛球場/籃球場 
排球場 
乒乓球室 

游泳池 

小西灣公共圖書館 
西灣社區會堂 G/F 

2- 
4/F 

附圖5-18 小西灣綜合大樓佈置 

資料來源: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網頁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4  建築特色 

附錄-59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優勢 
 
• 公共設施的綜合發展服務集中。 
• 天橋連接及道路規劃具策略性便利市民。 
• 香港小西灣道綜合大樓建築設計內容佈置有參考價值。 

 
 機遇 
 
• 小西灣道學校在建築上可考慮投入更多環保建築概念以配合綜合大樓的特

色。 
 

 劣勢 
 
• 學生真正使用綜合大樓機會不高，因已有學校設施。 而整個片區的學校較

集中，而且接近住宅，學校活動可能會有輕微噪音影響。 
 
 威脅 
 
• 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學校較多，在天氣恐劣時不能避免有局部路面堵塞情

況。 
 

附圖5-19 小西灣綜合大樓外部   資料來源: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網頁 

附圖5-20 小西灣綜合大樓側面   資料來源: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網頁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5  優勢、劣勢、機遇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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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私立學校 

公校 

GIC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小西灣道綜合大樓片區在其道路連接和天橋連接的規劃上值得逸園跑狗場
土地開發借鑑，有系統的步行連接可減少路面設施在行人高峰時期的壓力。此外，
從學生及行人安全角度考慮也是正面的，行人天橋可促使人車分隔功能，可增加
與週邊地區的連接。此外，西灣道綜合大樓片區在設置學校出入口時也有適度得
考量，以盡量避免多間學校出入口設置在同一道路上設計原則，避免行人高峰時
段所帶來的壓力。  

5.2  案例02 – 香港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5.2.6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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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區位 
 
位於浙江省天台縣赤城路上，是天台縣城中心黃金地帶，居民區包圍著。 

 
 規模   
 
佔地面積 約7,211平方米 
建築面積 11,265平方米 
容積率 約1.6 
  
橢圓形的4層樓房，可容納36個班近1,800名學生 
200米屋頂環形跑道，約3,000平方米的空間。 

 簡介 
 

浙江省天台縣赤城二小的老校區位於天台市區勞動路與工人路交界處，
佔地只有2,530平方米。2012年，學校已經擁有24個班級1,310名學生。因老
校區太擁擠，而且沒有操場、跑道，學生的活動場所，只有一個不標準的籃
球場、一個排球場 。所以整體搬遷及重建。 

附圖5-21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區位 
 

附圖5-22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位置 

5.3  案例03 –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5.3.1  區位和規模 

附錄-62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簡介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設計方案代表中國參加「第14屆
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建築特色 

為了提供更多可用的綠色庭院空間，建築體塊旋轉至跟場
地邊界線產生十五度角，從而在建築外部與場地邊界之間創造
數個小廣場空間。 

樓頂操場跑道的邊護欄一共有三層，最外層是1.8m高的
強化玻璃防護牆，中間層為50厘米的綠化隔離帶，第三道防護
是1.2米高的不銹鋼防護欄，確保學生安全。 

對於噪音問題，在塑膠跑道下每隔50厘米安裝一個彈簧
減震器，即通過雙層結構的方式再進行一次減震，樓頂的整個
跑道就像是一個懸浮跑道，解決了共震問題。 

附圖5-23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建築特色 

資料來源:杭州零壹城市建築諮詢有限公司 

5.3.2  建築設計 

项目地塊和邊界 
 
原地塊面積7211 平方
米。主入口在西北方
位，次入口在北方。 
 
 

體育設施 
 
如需在地塊建做一個
200米長的跑道將佔去
整個地塊的41%，只
剩下少量的土地作建
造學校。 
 

建築體量 
 
將200米和100米跑道
4個籃球場上升4層，
增加創造2658 平方米
的庭院。 

建築體塊旋轉 
 
通過對建築體旋轉建
造，增加了一系列的
庭院空間。 
 

建築體量 
 
將200米和100米跑道4
個籃球場上升4層，增
加創造2658 平方米的
庭院。 

行人通道的連續 
 
拆除地面層的三個部分，
提高地面行人通道的連
續性，連接到主入口，
側入口和南面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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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案例03 –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空間佈局 

200米屋頂 
環形跑道 

5.3.3  建築設計 – 空中操場 

中國不少學校已修建空中操場，包括北京八中、北京海淀實驗中學、
北京史家小學、青島一中、西安市西北工業大學附中等都已興建「空中操
場」 。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空中操場總投資3,000萬元，為學校增加活動
場所10,000平方米。空中操場周邊設有約1.2米高的石墩，石墩上再架設
鐵網護欄，總高度不低於4米。為保證大樓牢固，該樓的石柱也比一般建
築多。 建築的每平方造價也比正常建築造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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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案例03 –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對逸園跑狗場的啟示 

浙江省天台縣第二小學的環形跑道運動場的建造所需佔用地面空間較多，
所佔用地塊面積較大。以建築物向上發展增加學校活動空間，旋轉式將建築體塊
旋轉並不適用於每個地塊上，實際上要視乎地塊規模的大小以及地塊與周邊的環
境的連接等條件才可達到像䅁例浙江小學高度利用空間的效果。  

逸園跑狗場的地塊不論在面積及方位上，建築體塊旋轉後對增加額外活動
空間的比例不大，而且要保留標準的田徑場面積，可以旋轉的角度有限。所以沒
有必要大改田徑場的方位，成本會很大。逸園跑狗場的規劃在建設學校方面，建
議多利用發展向上建築面積，參考天台縣第二小學在屋頂空間建設上的多元利用。
在學校建設方面，可考慮空出地面層的空間作學校庭院空間及出入口等增加靈活
性。 

附圖5-25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操場 - 2 

資料來源:杭州零壹城市建築諮詢有限公司網頁 

5.3.4  小結 

附圖5-24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操場 - 1 

資料來源:杭州零壹城市建築諮詢有限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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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案例03 – 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區位和規模 
 
 簡介 

伊利沙伯體育館（Queen Elizabeth Stadium，簡稱伊館或新伊館）。伊利沙
伯體育館是香港室內體育場館，為市民提供多用途的表演和練習場地，是香港的文
娛康體綜合場館。附近多為社會設施，包括醫療中心、遊樂場、學校及馬場。鄰近
主要有摩理臣山游泳池、跑馬地馬場及鄧肇堅醫院。 

 
 區位 

     伊館位於香港島灣仔區摩理臣山道一帶，愛群道及皇后大道東之間。 
 
 規模   
 
佔地面積 
約2,700平方米 
 
建築面積 
約9,000 平方米 
  
用地性質 
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附圖5-26 伊利沙伯體育館區位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5.4.1  伊利沙伯體育館 

附圖5-27 伊利沙伯體育館   資料來源: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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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案例04 – 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規劃佈局 
 

伊利沙伯體育館和周邊土地屬香港法定土地用途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伊利沙伯體育館附近多為社會設施，包括醫療中心、墳場、泳池、學校及馬
場。規模和建設內容跟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的開發目標相近。 

地塊的規劃佈置有香港賽馬會於伊館東南面，回教墳場於伊館南面，三
間醫療中心及鄧肇堅醫院醫院於伊館西面及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和摩理臣山游
泳池於伊館北面。地塊周邊主要道路為皇后大道東及黃泥涌峽天橋，有助分
流及疏導車輛在路面的壓力。 政府機構/社區用地 

附圖5-28 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政府機構/社區用地 

資料來源:香港地理資訊地圖 

 

5.4.1  伊利沙伯體育館 

圖例 
香港伊利沙伯
體育館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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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案例04 – 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築特色 
 
伊利沙伯體育館共五層。 
 
地面/地面層以上設施 
 
• 一樓、地下及地庫設有多用途練習場，可以劃為三個羽毛球場、一個籃球場或四

個劍擊區 
 

• 位於一樓的一至三號會議室更可組合為一個最多可容納90人進行會議、聚會或工
作坊的大型會議室。 
 

• 位於二樓的大堂面積達567平方米，寬敞無阻，是表演場的理想配套設施，適合舉
辦展覽、遊藝會及酒會等活動。 
 

• 二樓設有兩個大活動室，配備練習槓、全身鏡，以及各種運動和舞蹈輔助器材，
是上佳的運動和舞蹈練習場地。各210平方米。 

 
• 位於三樓的表演場面積達580平方米，可容納3,500名觀眾。配備專業級設施，適

合舉行各類大小規模的文娛表演、體育活動、會議、慶典等。 
 
地庫設施 
 
• 一樓及地下設有共四個會議室，面積由50平方米至70平方米不等，配備擴音系統

和液晶體投影機，適合用於舉辦研討會、會議或興趣班。 
 

附圖5-29 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樓面佈置圖 

資料來源: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網頁 

5.4.1  伊利沙伯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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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案例04 – 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小結 

伊利沙伯體育館是一個典型的體育設施綜合
體。善用建築空間的綜合發展，充分體現運動體育
設施在地下空間的應用及其可行性。 

伊利沙伯體育館將有規模的多用途練習場設
計在地庫的中心點而周邊以壁球、羽毛球室及會議
室等佈置，善用空間。跟逸園土地利用規劃方案的
概念相似，都有建議考慮將部分體育設施設於地庫，
可增加體育設施的建築空間及減低地面景觀的影響。 

 

附圖5-30 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設施 

資料來源: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網頁 

5.4.1  伊利沙伯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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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案例04 – 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5.  案例參考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區位規模及規劃背景 
 
Northlands Coliseum 位於加拿大艾德蒙頓 是加拿大一個室內體育館。體

育館周邊為公共設施用地。地段內還設有 Edmonton Expo Centre，為一多用途
會議中心，佔地面積為 48,500平方米，以及 Northlands Park Racetrack 賽馬場。
以上三個公共設施為加拿大一非牟利構，Northlands所管轄。附近還有公園、遊
樂園及賭場等設施。 
 
 區位 

位於加拿大艾德蒙頓市亞伯達省 
 
 佔地面積 

46,240平方米 
 
 規劃背景及佈局 

艾德蒙頓市政府於2016年提出改建計劃，希望將Northlands 轄下的地區作
重建。為滿足市民大眾的訴求及提升社會的體育水平，市政府與加拿大男子冰球
隊連同其他機構，參考了不少計劃書、特別是Northlands 2020的計劃報告，希
望將Northlands Coliseum改建成大型體育館或冰上曲棍場。此外，為提升居民
的生活質素以及體育館的最大使用率，新計劃將以TOD發展模式為基礎。 
 

5.4.2  Northlands Coliseum 體育館 

附圖5-31 加拿大艾德蒙頓 Northlands Coliseum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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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劃的建築特色 
 
• 大型體育館共兩層，佔地面積為46,240平方米。 
• 兩層大致可劃分為七個冰場。冰場也可轉換成室內排球場，曲棍球場和

足球場。 
 
 周邊地段發展 
 
Expo Centre 
 
• 將被改建成有5,000坐位的場所，可用作舉辦音樂會、體育運動會或其

他活動。 
 
• Northlands Park Racetrack 以及鄰近公園、遊樂園及賭場等設施將被

遷移，該地段將會成為一個大型的開放場地，可用作舉辦節日慶典或大
型戶外音樂會的場地。 
 

• 此外，新計劃希望於該地段興建酒店、住宅、商業和零售物業。部分空
間作康考迪亞大學的擴建。並於體育館和體育館之間建設輕鐵站，方便

市民利用體育設施。 

附圖5-32 Northlands Coliseum體育館設施建築空間概念圖 

資料來源: Edmonton 政俯網頁, https://goo.gl/Dqv45M 

5.4.2  Northlands Coliseum 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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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伊利沙伯體育館和Northlands Coliseum是典型的體育設施綜合體。善用

建築空間的綜合發展，充分體現運動體育設施在地下空間的應用及其可行性。 
伊利沙伯體育館將有規模的多用途練習場設計在地庫的中心點而周邊以壁球、羽
毛球室及會議室等佈置，善用空間。Northlands Coliseum 的規模比逸園田徑場
及足球場還大，而這兩層的體育設施有冰場也可轉換成室內排球場，曲棍球場和
足球場等。可見，體育設施地下空間的使用，是近年較普偏及可行的做法，建議
考慮將部分體育設施設於地庫，可增加體育設施的建築空間及減低地面景觀的影
響。 

 
 

5.4.2  Northlands Coliseum 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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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浙江省天臺縣第二小學 
 
 
 
規劃啟示 
 
考慮使用浙江省天臺縣第二 
小學空中建筑空间的多元利
用。 

02-小西灣綜合大樓周邊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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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園跑狗場原
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項目開發的目標是以
公共設施為主，因此
在案例分析方面也針
對硏究相對公共設施
開發項目作為案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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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香港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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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體育設施的空間應用 
 
 
 
規劃啟示 
 
對逸園跑狗場建築地下空間 
應用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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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體育設施建築空間概念 
6.1  地面空間構想 

體育設施空間概念 

三個方案為滿足社會對體育設施的需求，建議可考
慮在現時體育設施的規模上，增設適量的體育設施。但考
慮到跑狗場原址土地為區內極少大型的地塊，為高效利用
土地資源，建議體育設施採用雙層的建築空間概念-可採用
地面及地下空間或純地面空間。 

 

體育設施地面空間的構想 

這個地面空間的構想主要是以保留原有蓮峰運動場
不作改動的概念，利用運動場以外其他地面的空間建體育
設施。 

優點是建築成本較低，而且建築時間較短。建設期
間運動場有望不中斷運作，且保留地下空間日後使用靈活
性，如防災功能等設施。就望廈山景觀視野而言，視角點
始終是開放式的運動場，並沒有改變。 

 

附圖6-1 體育設施地面空間構想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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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體育設施建築空間概念 

體育設施地面上層空間的構想 

地面上層空間的構想主要是體育設施主體設在規劃範圍地
面上的兩層規模，地面層為室內的體育設施，一樓為天台開放
式的運動場。優點是相比後述的地下空間構想，其建築成本較
低，建築時間亦較短。弱點是由於地面層建室內體育設施，如
設有排球場、籃球場、羽毛球場、游泳池等，場地如非正式比
賽標準所需的淨空最少為7-9米，如場地為正式比賽國際標準所
需的淨空不少為12-13米。連建築層的高度及結構，體育館高度
至少為15-20米。此外，就望廈山景觀視野而言，視角點始終是
開放式的運動場，並沒有改變。周邊部分教育用地可享受中心
的廣闊視野。然而其弱點在於整個體量較大的體育設施對近距
離景觀造成某程度影響。 

 

參考資料: 
• 國際排球聯合會規定排球場淨空最少7米，而作正式比賽用

之排球場，淨空12.5米。而按香港規劃署的標準，作康樂
用途的排球場，其淨空最少9米。https://goo.gl/LtZQQk ； 
https://goo.gl/w1XQhv 

• 香港規劃署按國際業餘籃球聯合會規定，籃球場淨空最少
為7米。 https://goo.gl/z8bNrz 

• 按國際羽毛球聯合會規定，羽毛球場地淨空最少9米，國際
比賽用之場地淨空最少12米。 

        https://goo.gl/CvSRnx 
• 按國際游泳聯合會的規定，游泳池長度為50米或25米。作

正式比賽用的泳池，出發台池岸寬不少於10米，其他岸寬
不少於5米，即整個游泳場館最少為65米。65米跨度，估計
其支撐結構約4.3米至5.5米高。 

運動場 

球類活動場地
及泳池等 

附圖6-2 體育設施地面上層空間構想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6.2  地面上層空間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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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體育設施建築空間概念 
 6.3  地下空間的構想 

地下空間的構想 

地下空間的構想主要是地面層為開放式的運動場，體育設
施設在規劃範圍的地底層。地底層建室內體育設施，可包括但
不限於排球場、籃球場、羽毛球場、游泳池等，場地如非正式
比賽標準所需的淨空最少為7-9米，如場地為正式比賽國際標準
所需的淨空不少為12-13米。因此，地底層估計不少於-15米。  

此外，就望廈山景觀視野而言，視角點始終是開放式的運
動場，並沒有改變。所有教育用地可享受中心的廣闊視野，沒
有對景觀做成影響。然而其弱點是建築成本較高，而且是建築
時間較長。此外，由於現時澳門對地下空間的使用沒有特定規
劃指引，而且現階段提出對地下空間使用及參考數值屬概念構
想，實際的建築空間體量、內容、使用形式、封閉式或半合式
等形態視乎建築設計階段的具體要求而有制定。地下空間使用
亦可綜合考慮作為防災空間而調整。 

 

附圖6-3 體育設施地下空間構想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運動場 

球類活動場地及 
泳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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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景觀視野 

規劃範圍景觀視野 

望廈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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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要景觀視野是運動場跟望廈山廣闊視野相連接（A-A剖面)，而規劃範圍周邊
的住宅樓宇高度也比望廈山高，基本已擋周邊的景觀(B-B剖面) 。 

規劃範圍的周邊的建築物是西北較高東面偏低的佈局。詳見圖A020 。 

附圖6-5 規劃範圍景觀視野概覽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附圖6-4 規劃範圍景觀剖面概覽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6.  體育設施建築空間概念 

附錄-78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附錄7  

交
通
可
行
性

 

評
估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7.1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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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規劃方案各主要路段2025年 

         總交通量 

5. 評估規劃方案各主要路段2025年 

         的道路擁擠度 

交通可行性評估方法如下： 

1. 推算規劃範圍附近路段2025年基準交通量 

根據舊研究的交通數據及車輛增長率，計算2025年的基準交通量。 

2. 制定規劃方案相應交通假設   

由於跑狗場土地將加入不同的用途，各用地使用者的交通出行情況並不相
同，要制定出行方式比率及高峰小時使用人數百分比的交通假設作後續計
算。 

3. 推算按規劃方案發展建議將新增的交通量 

根據各交通假設及各設施的使用人數，計算規劃範圍發展將新增的交通量，
並將新增的交通量按出行出發地及目的地分配予周邊的道路，得出周邊道
路將新增的交通量。 

4. 計算規劃方案各主要路段2025年總交通量 

將2025年基準交通量與按規劃方案發展建議將新增的交通量相加，計算規
劃範圍周邊各主要路段高峰小時的總交通量。 

5. 評估規劃方案各主要路段2025年的道路擁擠度 

根據各主要路段高峰小時的總交通量，以及各路段因應行車道數目而得出
的容量極限，評估各路段擁擠度，以確定項目的交通可行性。 

註：由於項目用地周邊範圍即研究範圍的總體城市開發量仍未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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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
階段推算按規劃發展建議新增的交通量，並在本研究第二階段規劃方案就開發強度對周
邊交通可行性評估作深化及相對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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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可行性評估 

本章內容為評估規劃範圍的規劃方案發展的交通可行性。透過城市規劃
廳提供的《青洲坊及關閘一帶路網規劃研究最終報告》及《涉及白朗古將軍
大馬路交通研究》的交通數據，推斷出規劃方案在2025年基準年周邊路網的
交通情況及規劃範圍將新增交通量，從而評估規劃範圍周邊路網是否有條件
應付規劃範圍新增發展帶來的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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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評估範圍 

  

 

 

 

  現時規劃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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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7-1 交通可行性評估路段範圍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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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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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25年基準交通量分析 

  

 

 

 

 根據《青洲坊及關閘一帶路網規劃研究最終報告》及《涉及白朗古
將軍大馬路交通研究》的交通量數據，以及《青洲坊及關閘一帶路網規劃
研究最終報告》預計年均交通增長率5.1%，研究團隊以上述報告第三章
2017年的基準交通量，推算出2025年的預期基準交通量，2025年早高峰
及晚高峰的交通量詳見附表7-1。 

在2025年，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路段及巴波沙大馬路早高峰
及晚高峰擁擠度皆超越100%，處於擠塞狀態；而提督馬路北行、拱形馬
路、美副將大馬路交通相對較為繁忙，但路段仍未飽和尚有剩餘容量。其
餘路餘道路擁擠度少於75%，交通處於理想狀況。雖然規劃範圍周邊有
兩個路段擁擠度高於100%，但其餘路段擁擠度低於100%，有條件承擔
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 

    

附圖7-2 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背景路段擁擠度示意圖 

圖片來源：研究團隊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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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澳未有相關規範，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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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據《青洲坊及關閘一帶路網規劃研究最終報告》，其對年均交通增長率
作了兩個假設：(1)若不考慮未來新發展項目，2012年至2025年的年均交
通增長率為3.6%；(2)若考量未來新發展項目， 2012年至2025年的年均
交通增長率將上調至5.1%。考慮到青洲坊大廈、粵澳新通道等大型建設
將陸續落成，故研究團隊假設2012至2017年均交通增長率為3.6%，而
2017至2025年均交通增長率則採用5.1%，以配合青洲坊大廈即將入伙及
粵澳新通道工程即將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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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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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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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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1 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早高峰晚高峰基準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 

路段 
車道 
數目 

2025年基準 
早高峰交通量 

(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2025年基準 
早高峰擁擠度 

(百分比) 

2025年基準 
晚高峰交通量 

(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2025年基準 
晚高峰擁擠度 

(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956 69.86%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016 36.30%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425 50.89% 1560 55.71%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02 14.34%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483 17.26%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217 43.45% 1209 43.1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1854 66.21% 1652 59.00%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317 47.02%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911 70.11%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121 40.04% 1333 47.59%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823 65.10%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1839 65.68% 

俾若翰街東行 1 871 67.00%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482 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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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參數設定 

根據「短途交通系統可行性規劃研究」的數據，假設體育設施、辦公大樓及學校的出行方式比例。考慮到項目地段教
育設施的使用人數比其他用途較多，體育設施使用者不會同時集中高峰時段使用，故假設高峰小時學校出行量佔總出行量為最
高，辦公大樓佔50%，而體育設施只佔5%。 

出行方式 教育設施/學校 體育設施 辦公大樓 

步行 50% 45% 45% 

私人車輛/的士 25% 33% 33% 

巴士 25% 22% 22% 

總計 100% 100% 100% 

附表7-2：各土地利用的出行方式假設 

教育設施/學校 體育設施 辦公大樓 

高峰小時出行量佔總 
出行量百分比 

100% 5% 50% 

附表7-3：各土地利用高峰小時出行量佔總出行量百分比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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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述設定的交通參數，在以方案一規劃概念階段各地塊的面積初步推
斷，方案一在早高峰及晚高峰將新增交通量為84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研究團
隊根據城市規劃廳提供的《交通出行調查研究》各小區往筷子基區交通量，依
比例分配規劃範圍往返各區的交通量。預計往規劃範圍出行的交通量在早高峰
會為提督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青洲大馬路、拱形馬路、俾若翰街帶來新
增的交通量，各路段新增交通量見下附表7-4，7-5及附圖7-3，7-4。 

7.5  交通可行性評估初探 - 方案一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路段 早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40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54 

青洲大馬路東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81 

拱形馬路西行 72 

俾若翰街東行 231 

總計 840 

附表7-4 方案一在2025年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初探 

附圖7-3  

方案一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初探(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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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晚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30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54 

青洲大馬路西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88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 
(經提督馬路行車天橋) 

55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114 

俾若翰街西行 227 

總計 840 

附表7-5 方案一在2025年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初探 

附圖7-4  

方案一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初探(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註：由於項目用地周邊範圍即研究範圍的總體城市開發量仍未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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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提出初探方案初步推算規劃發展新增的交通量，並按本研究第
二階段規劃方案各地塊開發強度對周邊交通可行性評估作深化及相對的調整，因使用人次及產生交通量與建築面積存有
比例關係，故具體增加的交通量需當局在設計階段作詳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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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車道 
數目 

2025地段發展後早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初探值) 

2025年早高峰擁擠度
(百分比) 

2025地段發展後晚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初探值) 

2025年晚高峰擁擠度
(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2358 84.22%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318 47.08%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827 65.25% 1615 57.68%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56 16.27%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537 19.19%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448 51.70% 1209 43.1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463 87.96% 2350 83.93%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398 49.91%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999 76.88%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595 56.97% 2173 77.59%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895 67.68%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1953 69.75% 

俾若翰街東行 1 1102 84.77%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709 54.53% 

附表7-6 方案一在2025年早高峰晚高峰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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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交通可行性評估初探-方案一 

附圖7-5 方案一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初探示意圖 

規劃範圍在規劃前，即使沒有方
案一的發展，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
外)及巴波沙大馬路2025年擁擠度屬超
飽和水平(擁擠度超過100%)，見附圖
7-2a。由於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及巴波沙大馬路該兩路段高峰小時交
通量本身已超飽和，即其超飽和狀況
與規劃範圍新增的交通量無關。 

 
即使將規劃範圍發展新增的交通

量分配至周邊未飽和的路段後，其餘
路段的擁擠度仍低於100％，雖然有7
個路段最高峰小時擁擠度介乎75%至
100%之間，即交通量較大，但仍屬可
接受水平，故方案一在交通角度是具
可行性。方案一各路段的擁擠度水平
見附表7-6及附圖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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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可行性評估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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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7-2a 規劃前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
擁擠度示意圖 

規劃前 規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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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採用相同的計算辦法，方案二在早高峰及晚高峰將新增交通量為640小客
車當量值/小時。預計往規劃範圍出行的交通量在早高峰會為規劃範圍外圍各路
段新增交通量見附表7-7，7-8及附圖7-6，7-7。 

附圖7-6  

方案二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 

量初探(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路段 早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307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41 

青洲大馬路東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62 

拱形馬路西行 55 

俾若翰街東行 175 

總計 640 

附表7-7 方案二在2025年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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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5  交通可行性評估初探-方案二 

路段 晚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3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41 

青洲大馬路西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67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 
(經提督馬路行車天橋) 

42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86 

俾若翰街西行 173 

總計 640 

附表7-8 方案二在2025年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初探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附圖7-7  

方案二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 

量初探(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註：由於項目用地周邊範圍即研究範圍的總體城市開發量仍未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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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提出初探方案初步推算規劃發展新增的交通量，並按本研究第
二階段規劃方案各地塊開發強度對周邊交通可行性評估作深化及相對的調整，因使用人次及產生交通量與建築面積存有
比例關係，故具體增加的交通量需當局在設計階段作詳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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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車道 
數目 

2025地段發展後早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初探值) 

2025年早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2025地段發展後晚
高峰交通量(小客車
當量值/小時)(初探值) 

2025年晚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2263 80.83%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246 44.51%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732 61.85% 1602 57.21%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43 15.8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524 18.72%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392 49.70% 1209 43.1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319 82.82% 2184 78.00%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379 49.23%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978 75.27%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483 52.97% 1973 70.45%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878 67.07%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1925 68.75% 

俾若翰街東行 1 1046 80.46%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655 50.38% 

附表7-9 方案二在2025年早高峰晚高峰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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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7-8 方案二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初探示意圖 

規劃範圍在規劃前，即使沒有方
案二的發展，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
外)及巴波沙大馬路2025年擁擠度屬超
飽和水平(擁擠度超過100%)，見附圖7-
2a。由於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及
巴波沙大馬路該兩路段高峰小時交通量
本身已超飽和，即其超飽和狀況與規劃
範圍新增的交通量無關。 

 
即使將規劃範圍發展新增的交通

量分配至周邊未飽和的路段後，各路段
的擁擠度仍低於100％，雖然有6個路
段最高峰小時擁擠度介乎75%至100%
之間，即交通量較大，但仍屬可接受水
平，故方案二在交通角度具可行性。方
案二各路段的擁擠度水平見附表7-9及
附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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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5  交通可行性評估初探-方案二 

巴
波
沙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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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附圖7-2a 規劃前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
擁擠度示意圖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越
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少於
75%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乎
75%至100%路段 

圖例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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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相同的計算辦法，方案三在早高峰及晚高峰將新增交通量為650小客
車當量值/小時。預計往規劃範圍出行的交通量在早高峰會為規劃範圍外圍各
路段新增交通量見附表7-10，7-11及附圖7-9，7-10。 

附圖7-9 

方案三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的新增 

交通量初探(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路段 早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310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42 

青洲大馬路東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63 

拱形馬路西行 56 

俾若翰街東行 179 

總計 650 

附表7-10 方案三在2025年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初探 

附錄-91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5  交通可行性評估初探-方案三 

路段 晚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33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42 

青洲大馬路西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68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 
(經提督馬路行車天橋) 

43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88 

俾若翰街西行 176 

總計 650 

附表7-11 方案三在2025年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初探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附圖7-10 

方案三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的新增 

交通量初探(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註：由於項目用地周邊範圍即研究範圍的總體城市開發量仍未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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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提出初探方案初步推算規劃發展新增的交通量，並按本研究第
二階段規劃方案各地塊開發強度對周邊交通可行性評估作深化及相對的調整，因使用人次及產生交通量與建築面積存有
比例關係，故具體增加的交通量需當局在設計階段作詳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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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車道 
數目 

2025地段發展後早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 (初探值) 

2025年早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2025地段發展後晚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 (初探值) 

2025年晚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2267 80.97%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249 44.62%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736 62.00% 1603 57.25%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44 15.84%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525 18.76%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396 49.84% 1209 43.1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326 83.07% 2192 78.29%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380 49.27%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979 75.34%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488 53.15% 1983 70.81%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879 67.10%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1927 68.82% 

俾若翰街東行 1 1050 80.77%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658 50.61% 

附表7-12 方案三在2025年早高峰晚高峰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初探 

附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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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7-11 方案三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初探示意圖 

規劃範圍在規劃前，即使沒有方
案三的發展，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
外)及巴波沙大馬路2025年擁擠度屬超
飽和水平(擁擠度超過100%)，見附圖
7-2a。由於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及巴波沙大馬路該兩路段高峰小時交通
量本身已超飽和，即其超飽和狀況與規
劃範圍新增的交通量無關。 

 
 
即使將規劃範圍發展新增的交通

量分配至周邊未飽和的路段後，各路段
的擁擠度仍低於100％，雖然有6個路
段最高峰小時擁擠度介乎75%至100%
之間，即交通量較大，但仍屬可接受水
平，故方案三在交通角度具可行性。方
案三各路段的擁擠度水平見附表7-12及
附圖7-11。 

附錄-93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5  交通可行性評估初探-方案三 

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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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馬
路 

附圖7-2a 規劃前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
擁擠度示意圖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越
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少於
75%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乎
75%至100%路段 

圖例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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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4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6  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在研究第二階段，研究團隊確定了各地塊的建築體量，因此能更準
確地推算各地塊的最大可建築面積。按各地塊最大可建築面積，研究團
隊更新了各地塊的使用人數，並根據香港習慣及澳門實況，對各方案的
交通生成量作出更新計算。 更好地估算規劃方案的交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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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在早高峰及晚高峰將新增交通量為138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研
究團隊根據城市規劃廳提供的《交通出行調查研究》各小區往筷子基區交通
量，依比例分配規劃範圍往返各區的交通量。預計往規劃範圍出行的交通量
在早高峰會為提督馬路、白朗古將軍大馬路、青洲大馬路、拱形馬路、俾若
翰街帶來新增的交通量，各路段新增交通量見附表7-13，7-14： 

7.7  方案一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路段 早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615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89 

青洲大馬路東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33 

拱形馬路西行 118 

俾若翰街東行 425 

總計 1380 

附表7-13 方案一在2025年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深化估算 

附圖7-12  

方案一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深化估算(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附錄-95 

路段 晚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49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89 

青洲大馬路西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45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 
(經提督馬路行車天橋) 

9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186 

俾若翰街西行 373 

總計 1380 

附表7-14 方案一在2025年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深化估算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附圖7-13  

方案一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深化估算(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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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車道 
數目 

2025地段發展後早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 

2025年早高峰擁擠度
(百分比) 

2025地段發展後晚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 

2025年晚高峰擁擠度
(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2617 93.47%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512 54.01%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2040 72.85% 1651 58.96%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91 17.5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572 20.44%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642 58.63% 1209 43.1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809 100.32% 2798 99.93%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450 51.77%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1056 81.27%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854 66.22% 2713 96.88%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941 69.32%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2025 72.32% 

俾若翰街東行 1 1296 99.70%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855 65.76% 

附表7-15 方案一在2025年早高峰晚高峰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深化估算 

附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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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方案一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附圖7-14 方案一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深化估算示意圖 

規劃範圍在規劃前，即使沒有方
案一的發展，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
外)及巴波沙大馬路2025年擁擠度屬超
飽和水平(擁擠度超過100%)，見附圖
7-2a。由於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及巴波沙大馬路該兩路段高峰小時交通
量本身已超飽和，即其超飽和狀況與規
劃範圍新增的交通量無關。 

 
方案一經深化估算，將規劃範圍

發展新增的交通量分配至周邊未飽和的
路段後，儘管絕大部份路段的擁擠度仍
不超過100％，但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
行早高峰擁擠度剛好100%，屬臨界超
飽和狀態，故方案一深化估算在交通角
度只屬勉強具可行性。 

 
方案一各路段的擁擠度水平見附

圖7-14。 

附錄-97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附圖7-2a 規劃前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
擁擠度示意圖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越
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少於
75%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乎
75%至100%路段 

圖例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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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相同的計算辦法，方案二經深化評估後，在早高峰及晚高峰將新增交通
量為108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預計往規劃範圍出行的交通量在早高峰會為規劃
範圍外圍各路段新增交通量見附表7-16，7-17及附圖7-15，7-16： 

附圖7-15  

方案二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深化估算(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路段 早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517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70 

青洲大馬路東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04 

拱形馬路西行 93 

俾若翰街東行 296 

總計 1080 

附表7-16 方案二在2025年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深化估算 

附錄-98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8  方案二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路段 晚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388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69 

青洲大馬路西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14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 
(經提督馬路行車天橋) 

7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146 

俾若翰街西行 292 

總計 1080 

附表7-17 方案二在2025年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深化估算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附圖7-16  

方案二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深化估算(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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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車道 
數目 

2025地段發展後早高
峰交通量(小客車當量

值/小時) 

2025年早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2025地段發展後晚
高峰交通量(小客車

當量值/小時) 

2025年晚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2473 88.33%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404 50.15%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942 69.35% 1631 58.25%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71 16.8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553 19.76%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513 54.02% 1209 43.1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638 94.21% 2549 91.04%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421 50.73%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1025 78.88%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731 61.83% 2413 86.16%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916 68.43%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1985 70.89% 

俾若翰街東行 1 1167 89.77%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774 59.53% 

附表7-18 方案二在2025年早高峰晚高峰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深化估算 

附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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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7-17 方案二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深化估算示意圖 

規劃範圍在規劃前，即使沒有
方案二的發展，青洲大馬路東行(跑
狗場外)及巴波沙大馬路2025年擁擠
度屬超飽和水平(擁擠度超過100%)，
見附圖7-2a。由於青洲大馬路東行
(跑狗場外)及巴波沙大馬路該兩路段
高峰小時交通量本身已超飽和，即
其超飽和狀況與規劃範圍新增的交
通量無關。 

 
 
方案二經深化估算，將規劃範

圍發展新增的交通量分配至周邊未
飽和的路段後，各路段的擁擠度仍
低於100％，雖然有7個路段最高峰
小時擁擠度介乎75%至100%之間，
即交通量較大，但仍屬可接受水平，
故方案二在交通角度具可行性。 

 
方案二各路段的擁擠度水平見

附圖7-17。 

附錄-100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8  方案二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附圖7-2a 規劃前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
擁擠度示意圖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越
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少於
75%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乎
75%至100%路段 

圖例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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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相同的計算辦法，方案三在早高峰及晚高峰將新增交通量為960小客車
當量值/小時。預計往規劃範圍出行的交通量在早高峰會為規劃範圍外圍各路段新
增交通量見附表7-19，7-20及附圖7-18，7-19： 

附表7-19 方案三在2025年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深化估算 

附錄-101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9  方案三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路段 早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46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62 

青洲大馬路東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92 

拱形馬路西行 82 

俾若翰街東行 263 

總計 960 

路段 晚高峰增加的交通量(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提督馬路南行 
(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344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 
(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62 

青洲大馬路西行 
(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01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 
(經提督馬路行車天橋) 

63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130 

俾若翰街西行 260 

總計 960 

附表7-20 方案三在2025年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將新增的交通量深化估算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附圖7-18 

 方案三早高峰前往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深化估算(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研究範圍 

圖例 

 規劃範圍 

附圖7-19  

方案三晚高峰離開規劃範圍的新增交通量
深化估算(單位: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逸園跑狗場原址土地利用規劃研究 
附錄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附表7-21 方案三在2025年早高峰晚高峰交通量及道路擁擠度深化估算 

附錄-102 

路段 車道數目 
2025地段發展後早
高峰交通量(小客車

當量值/小時) 

2025年早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2025地段發展後晚
高峰交通量(小客車

當量值/小時) 

2025年晚高峰擁擠
度(百分比) 

提督馬路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2416 86.29% 2212 79.00% 

提督馬路南行(介乎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之間) 2 1029 36.74% 1361 48.62% 

提督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885 67.32% 1623 57.96% 

提督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079 74.24% 1988 71.01%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389 13.90% 464 16.56%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介乎青洲大馬路與台山中街之間) 2 545 19.47% 471 16.82%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北行(跑狗場外) 2 1480 52.84% 1372 48.98%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南行(跑狗場外) 2 2550 91.07% 2612 93.29% 

青洲大馬路東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2 1409 50.31% 1144 40.86% 

青洲大馬路西行(介乎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與和樂大馬路之間) 1 688 52.89% 1012 77.88% 

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 1 1539 118.36% 1473 113.30% 

青洲大馬路西行(跑狗場外) 2 1663 59.40% 1333 47.59% 

巴波沙大馬路北行(不包括沿提督馬路天橋往巴波沙大馬路車輛) 1 1480 113.85% 1613 124.10% 

拱形馬路西行 2 1905 68.03% 2445 87.31% 

美副將大馬路南行 2 2383 85.09% 1969 70.32% 

俾若翰街東行 1 1134 87.23% 712 54.73% 

俾若翰街西行 1 442 34.02% 742 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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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7-20 方案三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擁擠度深化估算示意圖 

附錄-103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9  方案三交通可行性評估深化估算 

 

 

規劃範圍在規劃前，即使沒
有方案三的發展，青洲大馬路東
行 (跑狗場外 )及巴波沙大馬路
2025年擁擠度屬超飽和水平(擁擠
度超過100%)，見附圖7-2a。由
於青洲大馬路東行(跑狗場外)及巴
波沙大馬路該兩路段高峰小時交
通量本身已超飽和，即其超飽和
狀況與規劃範圍新增的交通量無
關。 

 
 
方案三經深化估算，將規劃

範圍發展新增的交通量分配至周
邊未飽和的路段後，各路段的擁
擠度仍低於100％，雖然有6個路
段最高峰小時擁擠度介乎75%至
100%之間，即交通量較大，但仍
屬可接受水平，故方案三在交通
角度具可行性。 

 
方案三各路段的擁擠度水平

見附圖7-20。 

巴
波
沙
大
馬
路 

附圖7-2a 規劃前2025年規劃範圍周邊道路
擁擠度示意圖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超越
100%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少於
75%路段 

最高峰時段擁擠度介乎
75%至100%路段 

圖例 

 研究範圍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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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高峰小時將產生的交通量估算 （初探） 84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64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650小客車當量值/小時 

高峰小時將產生的交通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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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7-22 各方案高峰小時將產生的交通量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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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104 

7.  交通可行性評估 
7.10  交通可行性評估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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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13，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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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擠度仍處於合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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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方案一只屬勉強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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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萬平方米教育用地在地塊西北角，面積較方
案三的約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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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平方米
面積作行政辦公及社會服務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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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推算交通增長率及新增的交通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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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有關當局在地塊詳細
規劃階段應作具體的交通可行性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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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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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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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提出的規劃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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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水質 

8.2 生態 

8.3 空氣質量 

8.4 噪音 

8.5 土地污染 

8.6 景觀及視覺 

8.7 廢物管理 

8.8 光污染 

8.9 小結 

附錄-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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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1  水質 

  

 

 

 

參考澳門環境保護局的《環境影響評估指引 – 水質影響評估指引》，敏
感水生系統包括（但不限於）湖泊、飲用水源、沿岸水體、溪流、濕地、地下
水層、河流、河口等。 

在規劃範圍及研究範圍內，未發現有上述的水質敏感受體，故此毋須作
特別的預防措施或處理。 

按方案一構想估計，在項目完成後，每天將比現時增加數千名學生及教
職員，方案二比方案一會有較少的學生，而方案三的學生數目最少，但會有一
定數量的政府辦公人員。不論是教育用途或政府行政辦公用途，皆會產生一定
的日常污水，但只要有適當的渠務排水設施配置，對環境影響不大。教育設施
或行政辦公設施的使用高峰時間，一般與周邊住宅錯開，故此對公共地下水道
不會有顯著的影響。 

附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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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2  生態 

參考澳門環境保護局《環境影響評估指引 – 生態影響評估指引》，當中
指出需進行生態評估的情況如下： 

(a) 設置於認可的重要保育區內的項目； 

(b) 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重要生境的項目； 

(c) 進行文獻回顧和／或初步實地考察後，發現可能影響支持野生植物或動物
重要族群生境的項目； 

(d) 位於山體上的項目。 

現時規劃範圍的自然資源只有球場的草地及數株樹木，並非重要的保
育區或對重要生境有影響，過往亦未見文獻指出該土地具重要的生態價值
或對野生動植物的生境提供支持。 

規劃範圍周邊多為住宅，只有東面的望廈山為主要的自然環境，望廈
山上有一定的野生動物棲息。而經初步實地考察，未發現規劃範圍內有野
生動物在場地內活動。在環保局或民政總署網頁，亦未將望廈山列入任何
生態保護區。 

故此，本規劃項目並非《生態影響評估指引》所指的四種情況，因此
本章內不對生態方面的影響作評估。 

在項目建設階段時可能造成短暫的噪音，對望廈山上生物產生影響，
因此應考慮較安靜的施工方法，有良好的管理和工作守則及採用靜音/優質
的機動設備和隔音屏障等，以降低本項目於建設階段所產生的噪音。而由
於規劃方案對設施的佈局與現時相差不大，因此在營運期間對望廈山上的
生物應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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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3  空氣質量 

 污染源 

規劃方案一及方案二中，規劃範圍擬新增教育及體育設施，而規劃方案三則再
增加行政辦公設施。由於擬新增的設施不屬工業用途，因此不會是主要的空氣污染
來源。研究範圍內的主要空氣污染源為車輛尾氣排放。 

 

 敏感受體 

規劃範圍位於澳門高密度住宅區。規劃方案中，規劃範圍擬新增教育設施、體
育設施及行政辦公設施。按澳門環境保護局《環境影響評估指引 – 空氣質量影響評
估指引》所載，住宅、學校、體育館及辦公室等皆為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故
此需評估擬新增的設施及周邊住宅所受到空氣污染的影響。 

 

 評估基準 

由於並沒有針對研究範圍內空氣質量的研究和統計數據，故此研究團隊採用氣
象局轄下的「澳門高密度住宅區站」的數據，作為參考判斷現時研究範圍空氣質量
的基準。此空氣質量監測站位於規劃範圍西北方約400米，靠近批發市場及鴨涌河
公園，是最接近規劃範圍的一個空氣監測站。 

附圖8-1 空氣監測站位置 

圖片來源：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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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3  空氣質量 

 影響評估 

從2011至2016年的數據可看出，各類污染物的濃度皆有下降趨
勢，只有二氧化氮持續上升，且超過污染物濃度的標準值。（附表8-1） 

考慮到區內主要的污染物來源為車輛排放的尾氣，可以預期隨著
人流及交通量增加，空氣質量會受到一定影響。第九章交通可行性分析
當中，估計方案一所產生的交通增量最多，其次為方案三，方案二所產
生的交通量最少，故此可預期方案一對空氣質量的影響最大，方案二影
響最小。 

雖然方案三所產生的交通量及對空氣的影響會略大於方案二，但
方案三比方案二減少了教育設施的面積，改為擬建行政辦公設施，而行
政辦公設施受空氣污染的影響估計比教育設施少，故此若單純考慮規劃
範圍內新增的設施所受的影響，方案二及方案三應在伯仲之間。 

 

 緩解措施 

為改善空氣質量，政府現時已提倡公交優先、控制車輛增長以及
淘汰高污染車輛等政策。而為著減低本項目對空氣質量的影響，規劃方
案中建議新增步行系統連結規劃範圍及周邊地區，引導出行人士更多使
用公共交通，減低對私人車輛的依賴。同時改善地面交通，以增加車輛
流動，減少尾氣排放。 

附表8-1 澳門空氣污染物之年平均濃度 

資料來源：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澳門空氣質量簡報》及環境保護局 - 環境地理資訊系統 

註：紅字表示污染物濃度高於年平均標準值 

單位: mg/m3  PM10 PM2.5 SO2 NO2 O3 CO 

標準值 70 35 -- 40 -- -- 

2011 64.47 -- 4.78 43.38 19.57 0.59 

2012 52.71 -- 1.77 38.60 15.47 0.68 

2013 55.37 38.74 3.83 28.49 19.72 0.78 

2014 56.73 39.58 8.60 42.61 24.71 0.84 

2015 50.67 33.09 4.78 44.99 28.46 0.90 

2016 41.58 25.95 7.65 45.93 47.9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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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源 

參考澳門環境保護局《環境影響評估指引 – 噪音影響評估指引》，可判斷研究
範圍內的主要噪音源為道路交通噪音及固定噪音（如機電設備）。 

 

 敏感受體 

一般而言，噪音敏感受體是指需以開啟窗戶的形式進行通風的場所。規劃範圍周
邊的住宅及規劃方案中擬新增的教育設施皆為噪音敏感受體。 

 

 影響評估 

為了解道路交通噪音對擬新增的學校及規劃範圍周邊住宅所產生的影響，研究團
隊曾在規劃範圍周邊三條馬路，測量現時的噪音水平，並根據第九章的未來車流量估
算，到車流量與未來預期相若的河邊新街測量交通噪音水平。測量時間為早上交通高
峰時段、非高峰時段，以及晚上交通高峰時段。此外，亦到培正中學外，測量路邊的
噪音水平。以比較培正中學周邊及規劃範圍周邊的噪音水平。 

由於培正中學位於高士德大馬路，為全澳其中一條最繁忙的道路，因此若培正中
學周邊的噪音水平與規劃範圍周邊的噪音水平相若，則可推斷在規劃範圍擬新增的學
校不會受噪音影響太大。 

在早上高峰時段，培正中學周邊的噪音水平，平均值約為90dB。而在規劃範圍
周邊三條馬路及河邊新街，測量所得的噪音水平為92dB至95dB，略高於現時培正中
學周邊的噪音水平。而晚上交通高峰時段並非學生的上課時間，一般不會對學生有任
何影響。 

擬新增的體育設施並非敏感受體，且主要為室內場地，而室外體育場地的使用時
段，一般亦並非在交通高峰時段，故此估計體育設施所受的噪音影響不大。方案三擬
建的行政辦公設施，由於一般備有中央空調系統，故此估計受噪音的影響不大。 

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4  噪音 

早高峰 非高峰 晚高峰 

提督馬路 95dB 91dB 96dB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92dB 90dB 89dB 

青洲大馬路 93dB 92dB N/A 

河邊新街 
(豐順新邨) 

93dB 85dB 91dB 

上午9:00 下課9:40 放學12:15 

培正學校 90dB 89dB 91dB 

 緩解措施 

為減低交通噪音對學校的影響。在學校的建築設計及使
用的物料上應有隔音功能。此外亦應鼓勵出行人士多使用步行
方式或公共交通，以減低車輛流量。此舉亦可減低周邊住宅所
受到的噪音影響。 

附表8-2 測量所得交通噪音水平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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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4  噪音 

雖然教育設施、體育設施及行政辦公設施並非《噪音影響評估指引》中所載的噪音源，但為了解擬新增的設施對周邊的影響，研究團隊遂向環境保護局查詢過
往三年涉及跑狗場、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及全澳學校的噪音投訴。 

對運動場及學校的噪音投訴主要涉及廣播噪音，另有一些涉及空調及通風設備的噪音。由於擬議的體育設施規模較小，可限制其所能舉行的活動規模，減低舉
辦活動時的廣播噪音。而現時建造學校的建築設計及物料均有隔音等功能，預期廣播噪音對周邊的影響不大。 

而空調及通風設備的噪音，可通過建築設計調整設備的面向，並採用吸音物料，減低傳向敏感受體的聲音。建議參考及採用澳門環境保護局所發出的《隔音及
吸音設備之最低要求建議》的噪音控制。 

通過執行上述措施，預期規劃範圍擬新增的設施不會對研究範圍內的噪音水平有明顯影響。 

為更深入了解擬議項目對周邊住宅所造成的噪音影響，建議在訂出具體設計方案後，對研究範圍，尤其是規劃範圍及周邊的住宅，按澳門《聲學規定》及相關
法規的技術指標，進行更詳細的噪音評估。 

投訴 2015 2016 2017 (截至25/7) 投訴內容 

跑狗場 6 2 0 狗場內狗隻所產生之狗吠噪音 

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6 5 2 
主要涉及運動場內舉辦活動時的廣播噪音 

2015年其中4宗投訴涉及空調及通風設備噪音 

學校 6 8 4 
主要涉及學校廣播噪音 (大多學校旁邊是住宅樓宇) 

每年均有1宗投訴涉及空調及通風設備噪音 

附表8-3 涉及跑狗場、運動場及學校之噪音投訴統計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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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根據澳門環境保護局發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指引 – 土地污染評估指引》
及1995年11月14日第58/95/M 號法令《刑法典》第268條（污染）中土質或水質
污染或降低的相關規例，對本項目作出評估。指引第2.2節指，若擬發展項目土地歷
史上曾為或現時用途為下列設施，均應被界定為「潛在污染場址」： 

a) 燃油設施（包括油庫、加油站及燃料儲存設施等）； 

b) 煤氣廠、天然氣廠及氣態能源廠等； 

c) 發電廠、變壓站、發電機；  

d) 水泥及瀝青生產； 

e) 進行印刷、漂染、處理食物、製造電器等工業活動的場址； 

f) 化學物儲存／製造／處理廠； 

g) 煉鋼廠／金屬工場；  

h) 資源回收工場／廢鐵場； 

i) 船廠／船塢；  

j) 汽車修理工場／拆車工場； 

k) 棄置廢物場地及廢物堆填區； 

l) 焚化處理設施。 

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5  土地污染 

考慮到規劃範圍在1912年以前仍為一海灣，在1919至1924年間的內港填海工
程形成，其後一直用作跑狗場及體育場，不曾用作前述的工業或商業活動，估計土
地並未受外來有害物料污染，因此不被界定為「潛在污染場址」，沒有潛在的土地
污染。 

附圖8-2澳門由二十世紀開始的演變 

來源: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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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6  景觀及視覺 

 景觀 

規劃範圍現為跑狗場，中央的草地為周邊提供一個較開闊的空間。項目
地段北面、西面及南面皆為住宅，東面的望廈山為300米研究範圍內唯一有
自然景觀的地區。 

在三個規劃方案中，體育設施的位置與現時相近，仍保留一個標準田徑
場，景觀上未有太大的影響。而在規劃範圍北面擬新增的教育設施，規模亦
小於周邊的住宅，整體景觀與周邊不會有明顯差異。在規劃範圍西面，方案
一及方案二擬建教育設施，方案三擬建體育設施，但估計兩者的高度不會有
明顯差異，皆會略高於西面的部分住宅，但低於西面和北面的住宅群。在規
劃範圍南端，方案一擬建教育設施、方案二擬建體育設施、方案三擬建行政
辦公設施，三者的高度估計不會與周邊景觀有明顯差異，完全在可控範圍內。 

 
 視覺 

現時望廈山上部分位址可看到項目地段的全景，在規劃範圍內亦可看到
望廈山。而規劃範圍內現時的建築物高度較低，從周邊住宅高層可看到場內
的全貌，亦可看到望廈山的景觀。 

在三個規劃方案中，體育設施的位置與現時相近，只在高度上有所調整，
而且方案建議的體育設施也有適度綠化如空中花園等，對規劃範圍內及周邊
的視野影響有限。而在規劃範圍南端，方案一擬建的教育設施、方案二的體
育設施、方案三的行政辦公設施，視乎其最終高度，部分規劃範圍周邊行人
路及住宅樓宇的低層住戶的視野會受到影響，但仍在可接受範圍。 

總括而言，三個規劃方案所擬議的項目，對周邊景觀沒有顯著影響，但
部分低層住宅與望廈山的視野會受到阻礙。建議在設計階段對建築物的外觀、
面向等作出限制，以減少受影響的住戶。 

附圖8-3 望廈山上視覺範圍 

本節從景觀和視覺影響的角度，評估規劃方案會否對環境導致任何負
面的影響。在評估發展對景觀和視覺的影響上，本澳現時沒有相關法例或指
引。因此參考香港的法例及指引如下： 

• 附件10：評價景觀和視覺影響以及對文化遺產地點影響的準則 

• 附件18：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的指引 

• GN 8/2010: Preparation of Landscape And Visual Impact 
Assessment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只有英文版） 

圖例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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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7  廢物管理 

在廢物處理方面，本節識別了本項目於建設及營運階段將產生的廢棄物，
並評估了廢棄物將可能帶來的影響。 

本項目於建設階段將產生拆建廢料、化學廢料及一般垃圾。可參考由澳門
環境保護局所發出的《建築工地廢料分類指引》、《裝修工程污染控制指引》及
《地盤污染控制指引》，將各類廢棄物分類、回收再用，或送至堆填區或焚化中
心。由於現時規劃範圍內的建築規模不大，估計所產生的拆建廢料不會太多。 

在營運階段，方案一相比現時多產生的廢棄物主要有學校學生及教職員所
產生的一般垃圾、廚餘垃圾及辦公室廢物等。考慮到學校內一般會有各自的垃圾
收集方式，對規劃範圍外的垃圾收集系統不會增加太大壓力，同時此方式亦方便
各間學校管理。而在晚上，或有需要增加垃圾收集的容器或次數，以移走當天學
校內所產生的垃圾量。方案二比方案一減少了教育設施用地而增加了體育設施，
估計所產生的垃圾量會較方案一少。而方案三則進一步減少了教育設施，改為建
行政辦公設施，估計其使用者數量與一所學校相若，故此估計方案三所產生的垃
圾量與方案二相若。 

現時規劃範圍青洲大馬路一側設有一垃圾房，未來須考慮如何搬遷或重置，
以減低對新增設施使用者的影響，同時不會造成居民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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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8  光污染 

現時對光污染的規範主要有澳門環境保護局所發出的《廣告招牌、建築物裝
飾燈和戶外電子顯示屏光污染控制指引》，當中主要對所有發光廣告招牌，包括燈
箱廣告、霓虹燈廣告、LED廣告及電子顯示屏等作出規範。 

規劃方案一及方案二建議的主要用途包括教育及體育設施，並沒有上述的發
光廣告招牌。而體育場地內的主要光源為球場使用時的射燈，與現時的情況相若。
方案三比方案一及二所增加的行政辦公設施，一般亦沒有上述的發光招牌，故此估
計擬議的規劃方案並不會帶來嚴重的光污染。較有信心的估計是現狗場光污染的程
度可以有所改善。 

附圖8-4 現時晚上跑狗場內的燈光 

相片來源：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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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可行性評估 
8.9  小結 

本章參考澳環境保護局的《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工程項目類別清單》(試
行)及各個環境影響評估指引的文件（2014年版） ，對水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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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析。 

在第八章所提出的規劃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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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水質 -- -- -- 

生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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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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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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