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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介

1.1� 背景
1.1.1	 於2015年3月3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根據合約編號82/2014（CE）委

託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就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可行性研究提供顧問服
務。

1.2� 研究範疇
1.2.1	 本研究已進行市場、規劃及初步可行性研究，以制訂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策

略，及為大嶼山揀選合適的康樂／旅遊建議／意見。研究範疇包括：	

•	 為大嶼山制訂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

•	 揀選出相關的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方案；

•	 開展對篩選方案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包括財務可行性）和概括技術評估，包括
所需的基礎設施；

•	 開展對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策略性交通及運輸評估；和

•	 進行公眾參與活動和諮詢與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建議相關的持份者。

1.3� 研究範圍
1.3.1	 研究範圍（圖1）覆蓋大嶼山的大部分地區，但不包括其他同時進行的研究所覆蓋

的地區。研究範圍以外的大嶼山地區包括東涌新市鎮及其可能的擴展、香港國際機
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小蠔灣、欣澳、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愉景
灣、梅窩、長沙和大澳。

1.4� 研究過程
1.4.1	 本研究首先檢視了本地的康樂及旅遊發展趨勢。經分析及檢視所得的資料後，揀選

出新穎及創新的康樂或旅遊景點，然後整合並制訂「初步康樂及旅遊策略」（「初
步策略」）下的不同地點。

1.4.2	 「初步策略」於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第一屆工作報告「全民新空間」內公布。
由2016年1月3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間就「全民新空間」的建議展開了為期三個
月的公眾諮詢活動，以收集公眾意見。「全民新空間」內的建議包括「初步策略」
內的康樂及旅遊建議。整項建議的宗旨是平衡發展及保育，以發展大嶼山成為一個
宜居、宜業、宜商、宜樂及宜學的智慧型低碳社區作為目標。	

1.4.3	 公眾參與活動及諮詢所收集的意見有助檢視「初步策略」所揀選的康樂及旅遊景
點。本研究集結一般訪客接待能力評估的結果、策略性交通及運輸評估、篩選方案
的概括技術評估後，和公眾諮詢活動與技術評估的整體結果，編制「康樂及旅遊發
展策略建議」（「建議策略」）。「建議策略」為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提供了
規劃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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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樂及旅遊發展市場趨勢

2.1� 概況
2.1.1	 本研究進行了市場趨勢分析，以確立應探討的發展主題和市場，務求確保訪客群多

樣化，在大嶼山建立高增值及具韌性的旅遊業。本研究亦揀選了能夠配合這些市場
的景點。以下概括了市場趨勢分析的主要結果。

2.2� 市場趨勢
2.2.1	 透過研究及分析全球的旅遊資源、海外及本地訪客在香港的經驗，及參考鄰近地區

如珠江三角洲及其他亞太地區的案例，本研究闡述了旅遊發展趨勢及揀選了可能合
適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景點。全球旅遊業的主要資源包括：文化、保健、飲食、生
態／可持續發展、體育及探險旅遊等。根據世界旅遊組織（UNWTO）在2011年的
預測，亞太區將會是訪客增長的主要來源1。

2.2.2	 在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和印度，旅遊發展趨勢較集中於多元及體驗性的文化
產品及康樂與戶外活動。基於亞太區現有的市場發展趨勢，本研究辨識出以下流行
的康樂及旅遊主題及產品：	

•	 硬探險旅遊主題：目標訪客為年青人和追求刺激的人士。硬探險旅遊或極限戶外
探險漸漸變得受歡迎。

•	 鄉郊與生態主題：融入鄉郊生活是生態旅遊的一種。這個市場在過去十年快速增
長，不單令鄉郊及生態旅遊成為良好的商機，更成為一個度假潮流。大嶼山具多
個與別不同的鄉郊環境，適合在這個主題下發展。

•	 文化與體驗性主題：文化旅遊、教育旅遊、歷史旅遊及大自然旅遊全都是體驗性
旅遊。大嶼山有悠久的歷史，並保留了多種歷史及文化資源。以這個主題推出景
點，將可以讓訪客體驗、互動及學習。

•	 品味與享樂主題：購物及遊艇會和相連的商業發展等。這些旅遊景點可以共同加
強或將大嶼山一些地點轉變為品味與享樂的目的地。這特別對逗留時間較短的訪
客具吸引力。

•	 刺激主題：讓訪客在旅程上或於週末假日獲得「非比尋常」或「與別不同」的體驗。
主題公園及輕探險活動可以提供這類型的獨特體驗，令大嶼山的旅遊項目更多樣化。

•	 會展獎勵旅遊（MICE）：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議及展覽旅遊（以下簡稱會展
獎勵旅遊）。會展獎勵旅遊只是旅遊業其中一個和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議和
展覽等活動相關的一環。會展獎勵旅遊活動較取決於舉辦者對活動地點的選擇，
而這與旅遊業無關。例如，會展獎勵旅遊活動的主辦單位可能基於各種因素（例
如成本）而較傾向選擇深圳而非香港。醫療、悠閒與保健主題：醫療旅遊是悠閒
及保健旅遊的其中一個分類。不過與其他東亞城市比較，香港的醫療費用相對較
高昂。有訪問發現訪客較傾向位處市區現有及較受推祟的醫療設施。考慮到競爭
及地點傾向，在大嶼山規劃作醫療旅遊設施集中點或不合適。

1	 摘自:	UNWTO	(2011)	Tourism	in	the	Region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Madrid.		
	 [http://cf.cdn.unwto.org/sites/all/files/pdf/regionalreports_asiapacific_situationperspectives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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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的康樂及旅遊發展趨勢�
2.3.1	 根據統計數據和過往紀錄（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2016年的數據），近年成熟市場（

例如歐洲、美國和台灣等）的訪客增長近年較慢。同時北亞（例如日本和南韓）、
南亞和東南亞（例如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等市場則有較快的增長。此外，超
過75％的訪客來自中國內地。

2.3.2	 大部分的海外訪客將行程集中在市區購物。不過，海外訪客對關於文化、歷史和遠
足等行程越來越感興趣。

2.3.3	 本地訪客對戶外活動越來越感興趣，但同時老齡化人口可能反映潛在的行為轉變。在
較大程度上，港人的探險旅遊參與度越來越高。探險旅遊具有三個主要元素包括：
具運動元素的體驗、連繫訪客和大自然的體驗，和鼓勵訪客和文化互動的體驗。在
過去五年，香港居民跟隨類似的環球趨勢，對健康的休閒和活動的需求漸漸增加。

2.3.4	 經考慮市場發展趨勢和香港的康樂及旅遊發展後，建議的新穎及創新的景點會循	
（1）硬探險、（2）鄉郊與生態（3）文化與體驗、（4）品味與享樂、（5）刺激，
及（6）悠閒與保健等主題下研究，預計可以照顧到訪大嶼山的海外及本地訪客的
需求。

2.4� 區域參考
2.4.1	 本研究進行了不同案例研究，當中檢視了包括東亞及東南亞受歡迎的景點，例如南韓的濟

州島、日本的沖繩、台灣的南投、新加坡、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東南亞國家的著名度假
村。案例研究有助確認具潛力在大嶼山發展的景點（包括創新的景點）。第3章將概述這
些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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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揀選景點�

景點 景點詳情

探索與發現

生態教育及	
資源中心

中心可以設置在溪澗／河口或濕地，成為戶外教室，並
提供以大自然為主的活動及導賞團，以分享有關本地物
種和棲息地的知識。具潛力的地點應擁有獨特的生態，
例如接近大蠔河、貝澳及大澳。不過，應避免大蠔灣生
態敏感的地區。

生態旅遊中心 植物園可以作為生態旅遊和教育服務（及訓練）的基
地，並以大嶼山的動植物作為主題。

動物園或觀鳥園 可考慮一個以本地動物和雀鳥為主題的小型動物園。至
於觀鳥園方面，大嶼山有多個道路可達的山谷，可以成
為具自然風貌的觀鳥園。東涌以南及大蠔灣附近的山谷
特別合適。

探索營地／	
外展訓練

近年對不同露營地點的需求十分殷切。主題營地或住宿
的設施值得探索。這些設施可以吸引企業的團隊訓練活
動或用作外展歷奇訓練。

生態旅遊行山徑 生態導賞團可以包含探索可進食及具藥用價值的植物，
以致和季節性動物觀賞有關的活動。東涌一帶的東涌谷
具豐富的天然資源，可在該處規劃以生態或歷史作為主
題的導賞團。

改善東涌大澳徑 在大澳和東涌之間的東澳古道具有獨特的岩石、翠綠的
農村、幽靜的海灣和古廟等特色景點。為了創造一條可
達度高的環狀路線，可以用東澳古道作為改善或擴闊工
程的基礎，建造一條服務多種道路使用者的路徑。	在
兩個成熟的旅遊樞紐間建設路徑可以在沿途的景點之間
創造協同效應。

3.1� 景點
3.1.1	 基於第2章的討論，硬探險主題、鄉郊與生態主題、文化與體驗主題、品味與享樂主

題、刺激主題，以及悠閒與保健主題被認為是適合發展的主題。基於上述討論，揀
選了以下景點作進一步探討，以加強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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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感與刺激

攀石 因應香港具有大量刺激和獨特的攀石地貌，其作為具特
色的攀石目的地的聲譽急速發展。若有機會應進一步作
研究。

越野單車 擁有多條不同的長途路線的大嶼山是一個優越的越野單
車地點。現時的越野單車徑上可觀賞島上壯麗的景觀，
並提供探索大嶼山的歷史、鄉郊和大自然的機會。擴展
大嶼山的越野單車徑可以加強這些體驗，和開拓更多島
上有趣味的地方讓尋求探險的人士探索。

滑翔傘 南大嶼是本港少有的滑翔傘場地之一，提供一個可以舉
辦滑翔傘團的機會。這是一個可飽覧非凡的海景及山景
的難能可貴的機會。

海上玩樂

水上活動中心網絡 善用在貝澳和塘福等的現有水上活動，可以考慮設立一
個水上活動中心網絡。

遊艇會發展 發展遊艇會可以吸引乘坐帆船和遊艇的訪客。從建立大
珠江三角洲的遊艇網絡方面考慮，欣澳可以是一個合適
的地點。因為該位置便利並有鐵路連接。

歷史與文化承傳

陰澳灣木塘	
海濱公園

在陰澳灣插在水中的天然木材可以用作設計海濱的元
素。擬議的海濱公園可以展現香港的木材文化和增加欣
賞大嶼山（和香港工業）歷史的機會。

天然木材貯存	
博物館

陰澳以木材貯存聞名。一個以木材貯存作為主題的博物館
除了可以介紹陰澳的木材儲存歷史之外，更有潛力成為中
國木器博物館。這類型的博物館可以提供創意工作室以增
加其吸引力，同時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發展空間。

銀礦洞博物館與	
體驗團

可以考慮設立一個提供銀礦發現之旅的博物館，展出採
礦運輸系統、舊採礦器具和相關的文物，和展出銀在世
界及中國歷史的角色。

大嶼山歷史博物館 可以設立一個生動的博物館以訴說大嶼山10,000年的歷
史。第一個具潛力的位置是擴建在東涌炮台和東涌小炮台
的博物館。第二個具潛力的位置可以是利用分流附近的歷
史遺址作為基地，並考慮仿建或全面修復分流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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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生活與文化

漁業歷史徑 現時大澳和二澳之間的小徑連接附近景觀優美的地點。可
以考慮在該處開辦故事導賞團。此外，拓片或魚拓製作藝
術可以作為教育用途或成為訪客的手信。

東涌歷史遊 這個步行或單車團可以由一個訪客集結點（例如昂坪360
）開始。這個導賞團可以介紹馬灣涌村、東涌小炮台和石
門甲的寺廟／禪寺。

東澳導賞團 擁有豐富自然和歷史資源的東涌谷可以作為東澳觀光徑上
一個提供不同主題的導賞團（例如草本辨別團）地點。這
個導賞團可以用步行或單車的形式舉辦。

本地故事團 擬議的本地故事團可以為訪客提供體驗本地文化的機會。
本地的長者或民宿的主人可以擔當導賞團的領隊，沿途
探訪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以及述說每個景點的故事。
可以在平坦的地點（例如梅窩）為導賞團提供賽格威
（Segway）租賃服務。

本地音樂節 可以考慮在長沙舉辦「夏日流行音樂節」這個概念，以增
加夏季的康樂活動的趣味。這個音樂節與梅窩於2006年至
2013年間成功舉辦的流行音樂節類似。

粵劇工作坊 在大澳橫坑村的華光古廟具有悠久的粵劇歷史，並供奉粵
劇的行業祖師。優化其獨特的文化體驗是必要的。可以舉
辦一個短期的節日或長期的定期活動。

靈修

寺廟團 寺廟和禪院的聚落可以成為以建築和文化作為主題的導賞
團的基礎。

禪修	／靜修住宿 現時數間禪院已提供定期的冥想課。可以探索舉辦更多冥
想和禪修班予尋求保健假期的訪客參與。

武術度假村 大澳已創辦了一間少林武術文化中心。不過現時課堂不是
定期舉辦，建議可以設立一個武術度假村以增加這些活動
的吸引力。

太極中心 可以發展一個太極中心以提供度身訂做及具規模的相關活
動。這個中心可以設置在大嶼山任何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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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或山嶺度假／瑜
珈班

可以考慮設立沙灘度假／瑜珈班以吸引保健訪客，讓他們
享受沙灘的美景。這個活動可以私人小組活動形式在晨早
或晚上進行，讓訪客享受較宜人的氣温和寧靜的氣氛。

慢活體驗

鄉村生活 梅窩及附近的鄉村（和貝澳相似）被認為擁有悠閒的氣
氛，並設有休閒戶外咖啡室／酒吧和本地有機農場。可以
強化區內同類型的體驗。

銀礦櫻花節 有意見認為可以種植季節性的植物，以提供季節性的景點
（例如在梅窩種植櫻花）。例如可以在二月舉辦櫻花節，
作為銀鑛灣瀑布在冬季水量不足時的額外活動。

潮流復古週末假期 大嶼山的鄉村具潛力發展成為一個潮流復古的週末度假地
點，以善用這些鄉村擁有另類文藝生活方式的名氣。本地
藝術家社區可以用他們的作品為社區注入動力，並擴展至
本地音樂活動。

生態靜修 生態靜修的寧靜環境可以為訪客提供本港少有的獨特住宿
體驗。生態靜修可以推廣一個可持續和遠離凡煙，並真正
逃離都市生活的假日體驗。大／小蠔灣擁有美麗而寧靜的
大自然環境，因此可以考慮在現有的鄉村附近發展生態靜
修。不過，應避免大蠔灣生態敏感的地區。

有機水療度假村 可以考慮設立有機水療假度村，為訪客提供一個機會遠離
煩囂，在大自然中恢復精神和享受山海間的恬靜。大嶼山
的有機農場有潛力成為水療度假村的場地，並成為婚禮、
特別活動和農務體驗的場地。

浮動酒店和水療中心 可以在大嶼山偏遠和寧靜的地區建設豪華水上獨立屋。有
關建議的目標是吸引高消費的訪客享受具私隱及舒適的水
上度假屋。

農作物收成體驗團、
民宿和農家菜

農作物收成體驗團可以以享受農村生活和民宿或旅舍（農
舍住宿）的發展作為主導。

在鄉郊地區增加基本
的住宿

獲揀選的地區可以設立小屋甚或旅舍等建築物，以成為活
動集中點。例如離嶼南道只有一段短的步行距離的籮箕灣
營地。除了沙灘旁的營地外，建立可紮營帳或其他非永久
性設施的營地均可以增加大嶼山的康樂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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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星地點 由於其位置相對偏遠，大嶼山是理想的觀星地點。豪華酒
店和營地均可以提供觀星的活動，並可以由專家帶領以豐
富觀星體驗。同時可以設置例如泡泡屋（bubble	huts）
等創新結構，以提供無遮掩的天空景致。

海濱露營 海濱露營可以設置在較大型的營地。可以在長沙和貝澳發
展一個露營車營地，成為海濱露營休閒區，以照顧訪客量
增加所帶來的住宿需求。

其它景點

第三個纜車系統的可
行性

現時昂坪360是大嶼山唯一的纜車。另一個研究正探討由
昂坪延伸至大澳的纜車系統的可行性。興建第三個纜車系
統連接康樂及旅遊地點，及接駁較難抵達而景觀美麗的地
點（例如大東山）和北大嶼山的交通樞紐（例如小蠔灣和
東涌東）是一個具潛力的長遠選擇。纜車系統可以應付運
送訪客往返南北大嶼的需要而無需在島上增加道路。

大東山索道 除了纜車以外，其它形式的連接（例如滑雪纜車
（chairlift）或索道（funicular））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和旅
遊景點。連接大東山山腰的連接可以為訪客提供從另一個
角度觀賞天壇大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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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創新景點
3.2.1	 由於在社交媒體上的分享，訪客較傾向到訪一些較搶眼和「有型」的景點。新的康

樂及旅遊景點的建築和景觀可以強調搶眼的設計，以創造新的聚焦點。除了以上的
景點外，本研究亦探索了創新的景點或創新手法去營造部分景點。

創新景點 創新景點詳情

探索與發現

植物園 一個具吸引力的植物園可以成為一個旅遊景點並創造社
區效益。植物園可以成為一個遊樂花園，同時可以用於
展出大嶼山和香港的植物及樹木。此外，植物園亦可支
援島上的農耕社區和作為教育用途。另一個獨立為小蠔
灣及相關的近岸填海進行的研究會初步探討在大嶼山上
設立植物園的可行性。

牛隻保育中心 大嶼山的水牛是島上其中一個特色之一。可考慮於貝澳
或梅窩設置一個保育中心（雖然牛隻可於合適的濕地草
原上四處行走）。此外，可以考慮舉辦導賞團以教育訪
客水牛在大嶼山鄉郊的角色，及關於不同仰賴於水牛的
微棲息地和生態物種，如雀鳥和蝴蝶。

快感與刺激

戶外歷奇場地 雖然大型的主題公園較適合於欣澳等地點發展，但大嶼
山很多地點均適合設立戶外歷奇場地。這些場地可以提
供多個與山體有關的戶外活動。活動包括空中飛人滑翔
之旅、繩網步道、樹迷宮、大型山坡滑梯和野戰／漆彈
課程（這活動可以善用棄置鄉村）。梅窩／銀礦灣的外
圍可合適作這類型的活動。

天空步道
（Skywalk）

大嶼山具潛力發展一個天空步道以展現其地貌特色和懸
崖峭壁，同時提供刺激的活動。

主題休閒及娛樂區 欣澳填海區鄰近欣澳鐵路站。這個地點適合發展主題
休閒及娛樂設施，並具潛力提供角色扮演的職業教育場
館、青少年室內歷奇樂園、4D／5D電影院和iFly。這些
景點可以吸引現有的顧客群眾和創造與香港迪士尼樂園
之間協同效應，吸引家庭、兒童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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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的職業教
育場館

這些景點符合「探索」主題，並可以為家庭訪客在雨天
提供其他選擇。角色扮演場館可以設置在北大嶼山任何
一個發展樞紐的購物設施內。

青少年歷奇樂園 可以考慮在欣澳設置一個青少年歷奇樂園，提供家庭
樂的體驗和全天候的旅遊選項。活動可以包括激光標籤
和生還／逃生遊戲，讓青少年可以在週末尋找刺激的活
動。

極限運動中心 可以考慮在北大嶼山設置一個室內極限運動中心，提供
一個全天候的生活品味／運動設施。極限運動設施可以
包括攀石、室內跳傘設施、可作滑浪的室內波浪池，和
賽車模擬器。北大嶼山具有地利之便，可以為更多使用
者提供興趣班或基礎訓練班；而南大嶼山則可以為專業
用家提供需要較多空間和設施的中階及長期訓練。

海上玩樂

水上樂園 除了水上活動外，可以提供一些嶄新的水上娛樂設施例
如包括多個浮動設施，並連接不同水上活動的Wibit運
動，形成一個水上樂園。這項設施可以吸引較年青和家
庭訪客。具潛力發展水上樂園的位置包括梅窩、貝澳及
芝麻灣。

傳統、生活與文化

露天劇場 露天劇場可以在露天環境下，表演歷史悠久的粵劇、功
夫和金庸小說等。這個場地可以設置於有遼闊景觀（棚
屋、日落、盬田和四座環抱大澳的山景等）的地點。活
動可以在日落前舉行。露天劇場更可以推廣文化教育、
社區就業和景觀享受。

浮動舞台 長沙和梅窩可以建設水上浮動舞台以舉辦較獨特的流
行音樂演唱會，而觀眾則可以坐在沙灘上觀看。這種方
式的視覺藝術可以是一系列每月不同的浮動視覺藝術裝
置。

草本辨別團 任何有風水林的傳統鄉村都具潛力提供在自然環境內辨
認草藥的機會。農禪的復興和中草藥療養花園的建設可
以令這個活動更豐富。鹿湖或羗山的寺廟群附近是較為
理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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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體驗

飲食文化傳統中心 大嶼山在多個方面都可以照顧全球的「農田至餐桌」
（farm-to-table）潮流。飲食文化傳統烹飪學校可以成
為基地，提供以大嶼山不同飲食文化傳統作為招徠的多
樣旅遊產品。

沙灘晚宴 和在商場內的餐廳進餐不同，沙灘晚宴可以在大嶼山
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戶外用餐的氣氛。盛宴可以在晚間舉
行，讓訪客可以在現場音樂演出、營火、美麗的月光和
柔和的海浪聲下享用美食。

日落觀光船 訪客可以乘坐觀光船前往一個美麗的地點，在船上觀
賞天空由蔚藍變成橙黃，並和朋友輕鬆地享用香檳和汽
水。

靈修

修復龍仔悟園為公
眾花園或養生度假
村

大嶼山其中一個最引人入勝的景點是位於龍仔的悟園，一
個看似已遭棄置的傳統中國花園。	 悟園在羗山和鹿湖的
寺廟群的兩公里以內。鑑於悟園不單止位於郊野公園範圍
內，更位於萬丈布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之內，適宜以公私
營合作方式讓一個非政府機構參與其中。可以考慮在悟園
內興建過夜住宿設施，展示悟園的歷史。此外，相關工程
可能涉及由鄰近的郊野公園通往悟園的小徑改善工程。不
過，這可能會對郊野公園造成一些影響。

寺廟群的共同退修
營

如果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不宜作過夜住宿設施，另一方
案可考慮興建一個50-100個房間的退修營供鹿湖／羗山
的所有寺廟和禪院使用。

其它發展／主題

婚禮中心 為了增加擬建在長沙的水療度假村的使用率，可以在度
假村內增設一個可供本地居民／訪客使用的婚禮場地。

戶外婚禮帳幕 善用自然景點的優勢（例如龍仔悟園），可以考慮設立
新的婚禮場地。可考慮一個向海的小禮堂的形式設置。

山嶺婚禮 山嶺婚禮可以為新人提供一個在大嶼山的天然環境下慶
祝婚禮的機會，更可以讓他們享受島上壯麗的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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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步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

4.1� 概況
4.1.1	 基於以上對市場發展趨勢的檢視及可行的創新景點的揀選，「初步策略」由研究團

隊提出，及後由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採納作公眾參與活動之用。「初步策略」包
含願景、目標、指導準則、規劃大綱、康樂及旅遊地點及主要景點和連接，這些都
載到報告12	 -	 初步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報告中提出。「初步策略」作為及後的評估
和公眾參與活動的基礎。規劃大綱、康樂及旅遊地點及個別建議在完成的康樂及旅
遊發展策略建議（「建議策略」）中有所改變。請參閱第9章以了解更多上述詳情。

4.1.2	 總括而言，大嶼山的主要景點、基建配套和現有的人口都集中在北大嶼山。與發展
成熟和較易達的北大嶼山比較，南大嶼山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亮麗的景色，是更
適合發展休閒和生態旅遊的地點。南大嶼山將主要以保育為主。除此之外，鑑於其
豐富的天然資源、景觀和適合休閒及生態旅遊的地點，可考慮配合作可持續休閒及
康樂用途。

4.2� 願景、目標及指導準則
4.2.1	 「初步策略」定下的一糸列的願景、目標及指導準則與「建議策略」相同（請參閱第9章）。

4.3� 願景
4.3.1	 整體的康樂及旅遊願景是加強大嶼山的形象，塑造大嶼山為多采多姿的康樂及旅遊目

的地，以加強保育和強化資源的運用達至發展多元、多模式的康樂及旅遊設施。

4.4� 目標
4.4.1	 策略的目標如下：

•	 顧及自然資源和資產、社會的可接受性與經濟效益，達致可持續旅遊發展；

•	 營造大嶼山成為康樂及旅遊樞紐，建立大嶼山綠色旅遊品牌；

•	 創建能帶給訪客獨特感受及截然不同體驗的景點；

•	 促使訪客多次訪港，並增加人均消費；

•	 延長訪客的逗留時間；及

•	 提供多元化、魅力凝聚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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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指導準則�
4.5.1	 下列的指導準則協助了概括規劃大綱以及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制訂。這些指導準則

包括：	

•	 鼓勵智能、綠色與有彈性的康樂及旅遊發展；

•	 平衡保育需要及尊重自然資源；	

•	 增加新元素及改善現有資源，創造多元化的景點；

•	 結合及連接現有與新的康樂設施及旅遊景點，以達致協同效應；

•	 提供機會讓更多遊人及市民能享用郊野公園及其他自然旅遊資源；

•	 善用本土歷史與文化遺蹟，顧及地區居民的需要，發展獨特的旅遊體驗；

•	 營造具規模的景點與擴大市場吸引力；及

•	 改善及加強旅遊景點的可達性及景點間的聯繫。

4.6� 規劃大綱
4.6.1	 主題

4.6.1.1	市場趨勢分析揀選出探險旅遊、鄉郊與生態、文化與體驗性、品味與享樂、激刺，以
及醫療、悠閒與保健等六個主題。在「初步策略」之下，探險旅遊和刺激主題合併
為同一個主題，而其他主題亦獲重新包裝及命名。「初步策略」下的五個主題如下：

北大嶼山

康樂與野外活動主題：主題公園／避世活動（例如野戰
遊戲、泡泡足球）／戶外或極限運動（與大自然接觸，
例如攀石和小輪單車）

品味與享樂主題：購物與餐飲

南大嶼山

生態主題：教育／體驗／農舍住宿

文化與歷史主題：建築與社會歷史（例如故事導賞團）

悠閒主題：沙灘、水療和度假

4.6.2	 康樂及旅遊地點

4.6.2.1	 康樂及旅遊地點是景點聚集的地方。它們同時是活動的集中點，和康樂及旅遊景點
的分佈點。景點勝地則可以理解為：較小和次要的集中點、在一個風景幽美的路線
上的其中一個目的地，或者是可以透過加強周遭的景觀的吸引力從而延長訪客逗留時
間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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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	在五個主題下，本研究建議了14個康樂及旅遊地點和景點勝地：	

康樂及旅遊地點
欣澳、航空城、大／小蠔灣、大東山、梅窩、貝澳／芝
麻灣、東涌、禪林保育區、大澳、長沙及索罟群島

景點勝地 分流、水口及二澳

4.6.2.3	考慮第3章內的景點和創新景點後，本研究物色了61個景點，並將這些景點分佈至「
初步策略」下的14個康樂及旅遊景點和景點勝地內。參考第2.4章所指的參考案例，
本研究釐定了景點的規模、訪客接待能力、就業職位和分段發展（短、中和長期）
等。

4.6.3	 交通連結

4.6.3.1	交通連結為訪客帶來在景點／康樂及旅遊地點和景點勝地之間往返的不同選擇和體
驗。預計這些交通連接可以透過在景點間往返的獨特經驗，加強景點的吸引力和可
達度。更高的可達度和多元化的交通選擇可以令旅遊組合更具吸引力，並讓訪客以
更具彈性的時間安排個人行程。

4.6.3.2	本研究建議的交通連結包括：

•	 單車徑：北大嶼山海岸線、南大嶼山；

•	 越野單車徑：貝澳／芝麻灣;

•	 觀光穿梭巴士。

4.6.3.3	第9.6章將詳述這些連接。

4.7� 公眾參與
4.7.1	 基於「初步策略」的短、中和長期實施時間表會獲進一步探討，而合適的景點亦會

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財務可行性和概括技術性評估的前提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
員會通過了「初步策略」。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公布了名為「全民新空間」的第一
屆工作報告，當中包括了「初步策略」。其後開展了公眾參與活動，以評估公眾對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第一期工作報告「全民新空間」下大嶼山發展建議的意見。有
關公眾參與活動的詳情請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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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訪客接待能力評估�

5.1� 目標
5.1.1	 根據第4.6.2章提出的14個康樂及旅遊地點中的61個景點勝地，本研究對此進行了技

術評估以展示擬議景點的可行性。為了解旅遊及康樂地點在短、中以及長期可能出
現的問題，本研究已探討各地點的一般訪客接待能力。而估算接待能力是為了制定
景點的可承載的最大人數／訪客人數以確保景點的可持續性。

5.2� 研究方法
5.2.1	 根據61個景點預計的規模、訪客接待能力、就業職位、發展階段等，本研究已概括

地評估了土地需求、交通及運輸、環境及生態、排污及供水和社會方面的影響。

5.3� 整體研究成果
5.3.1	 研究結果顯示在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後，大嶼山可以承受由本研究提出的不同景點／

建議所產生的訪客。

社會影響

新發展或會對現時居於大嶼山的居民的生活質素有影
響。本地商業可受惠於訪客人數增加，但同時更多的訪
客會增加交通負荷，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訪客亦會對
居民以及附近環境構成滋擾，例如製造更多的垃圾以及
噪音等。社會性影響的程度亦取決於旅遊景點與居住社
區的位置。景點應減少對現有生活方式的滋擾以達至保
持社會和諧並保留傳統的生活方式，這些社會影響的因
素將限制景點的規模以及種類。

土地需求
總括而言，參考其他規模相若而在其他地方成功營運的
景點，土地供應並非主要限制。

交通及運輸
假設所有景點全部落實，交通網絡應該能夠處理景點所
產生的需求。

環境及生態

在早期規劃階段，本研究已採用避免入侵環境和生態
敏感道高的地區的一般原則。然而，一些景點可能無法
避免對珍貴天然及歷史資源造成影響（例如大東山的索
道）。因此，若有關方案獲進一步考慮，應採納使用「
最少影響和緩解措施」的方案為原則。

排污及供水
需要提供新污水和供水設施，但預計有關規模不會很
大，各設施的可行性需要個別的進一步詳細研究。

5.3.2	 根據本報告所得出的一般接待能力並不代表14個旅遊及康樂地點以及景點勝地當中
的61個景點將會是即時可以發展，這只是提供概括以及初步的了解。將來推行任何
景點時，應進行進一步的技術評估，包括交通運輸、環境影響以及社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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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策略性交通及運輸評估

6.1� 目標
6.1.1	 策略性交通及運輸評估（STTA）是對大嶼山交通服務及基建的潛在影響的策略性評

估。有關評估假設落實「初步策略」內14個康樂及旅遊地點及景點勝地中的全部61
個景點。如果「初步策略」下個別景點的實施有任何改變，將有需要進行獨立的交
通及運輸評估。

6.2� 研究方法
6.2.1	 本研究需要評估鄰近61個景點的主要道路及區內道路的短期、中期及長期交通流

量狀況。策略性交通及運輸評估的短期、中期及長期交通狀況的參考年為2021
年、2026／2031年及2036年。評估亦已檢視未來鐵路和渡輪的需求。

6.3� 整體研究成果
6.3.1	 道路網絡及改善工程

6.3.1.1	 61項景點在短期（2021年）、中期（2026／2031年）和長期內（2036年）會對連
接大嶼山內外的主要通道及地區路網產生的交通影響預期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6.3.1.2	研究已認定了沿嶼南道增加彎道改善或進行道路擴闊工程的地點，以容納更多訪客
及旅遊巴士，並改善彎路的駕駛環境。	

6.3.2	 泊車及上落客貨設施

6.3.2.1	大部分位於北大嶼山景點已規劃的泊車及上落客貨設施集中於擬議的康樂及旅遊地
點內，例如欣澳和航空城。相比之下，在南大嶼所提供的泊車及上落客貨設施需求
則較小。本研究假設這些設施會於各景點內自行提供。

6.3.3	 公共交通網絡及服務

6.3.3.1	本研究建議提供適當的公共交通服務，以滿足景點的需求。於2021年，初期對專營
巴士服務班次的需求將會很少。在北大嶼山只需要每小時3班次；南大嶼西邊每小
時１班次；和南大嶼東邊每小時6班次。於2026／2031年，對專營巴士服務班次的
需求將會顯著提升。北大嶼山的下午繁忙時間每小時班次將提升至190班次。南大
嶼西邊和南大嶼東邊的班次增長將較為温和，班次將分別增長至每小時5次和11次。
於2036年，對專營巴士服務的需求將相對地保持平穩。北大嶼山的每小時班次將為
195班次；南大嶼西邊每小時5班次；和南大嶼東邊每小時11班次。基於就巴士需求
評估的結果，將需要新增巴士班次及路線，並需要與運輸署以及巴士及小巴營運商
進一步建議商討。	

6.3.3.2	建議可考慮提供新的觀光穿梭巴士服務予遊覽大嶼山的觀光團／訪客，這有助降低
訪客對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這項新服務將取決於進一步的研究和檢視。環保觀光
穿梭巴士循環路線將會吸引訪客以單一車票於一天內遊覽多個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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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假設每輛的士的載客量同為1.9位乘客，至2036年，北大嶼山將會於週末繁忙時間，
在北大嶼山的行車道上產生每小時稍微超過300架的士車次（在兩個行車方向）。	
南大嶼山的的士車次數量則較少，南大嶼山西部地區會產生每小時約6架的士車次及
南大嶼山東部地區會產生每小時約40架的士車次（在兩個行車方向）。	

6.3.3.4	擬議景點將產生更大的鐵路客運需求。新增鐵路客運需求將主要集中於平日下午繁忙
時間及繁忙時間之間時段，及週末的繁忙時間。經評估後，以東涌綫（連同現有基
建的改善）的最高可載客量為每平方米站立4人的密度計算，應能夠容納因景點所產
生新增鐵路客運需求。不過，在推行任何可行景點／建議時，應該進行更進一步的
交通評估。

6.3.3.5	渡輪系統的新增需求方面，來往梅窩和中環的渡輪將在2036年出現最高的需求量，
屆時每小時將會有約460名額外的乘客。	 這相等於需要每小時增加約1班渡輪航班（
以平均每艘船載客量為476人計算）。如要推行個別景點，將需要進行進一步的交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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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篩選方案概括技術性評估�
7.1� 篩選方案的目標
7.1.1	 本研究根據方案的特有性質及代表性（即方案對市場及訪客的吸引力、方案是否切合

提升大嶼山作為一個康樂／旅遊目的地的形象的規劃目標，及方案是否可以和其他
景點達致集群／協同發展）從61個景點中篩選方案。篩選方案的目的在於通過研究
它們的技術可行性並指出潛在問題，以及探討這些用途可能引發的問題以資參考。

方案
康樂及	
旅遊地區

地點概述

1 索道及觀景台 大東山

低地車站：大蠔灣以南及大蠔河
以東
高地車站：蓮花山以北，大東山和
二東山的東北面，與通往大東山的
現有行山徑相連

2
生態靜修、生態旅遊
中心及濕地導賞團

大蠔灣 大蠔灣東岸

3 水上活動中心 貝澳 嶼南道以南，於芝麻灣道末段

4 戶外歷奇場地 梅窩
鄰近銀礦灣污水處理廠、銀灣邨及
富崗山

5 動物農莊 水口
鄰近嶼南道，水口休憩處以東約
750米

7.1.2	 根據上述的條件及評估，本研究共篩選出五個建議方案。

7.1.3	 圖2	顯示五個篩選方案的位置。

7.2� 概括技術評估的研究方法
7.2.1	 概括技術評估已研究五個篩選方案對交通及運輸、財務、環境（包括視覺及景觀）、

排水、排污及供水的潛在影響，以確認方案的概括可行性。本研究基於一個質化及
概括的方式進行。如任何方案獲進一步考慮，將需要進行進一步的量化及詳細評估
以確認其詳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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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整體研究成果
7.3.1	 索道及觀景台

概括交通及運輸評估

7.3.1.1	 擬議索道及觀景台可能位於大蠔灣東面，靠近北大嶼山公路。本建議的重要路口於
實施年份2036年將會有充足的容量。為提供直接的車輛連接，將會需要興建一條約2
公里的連接路以接駁翔東路。	

概括財務分析

7.3.1.2	 其基建成本高，而且香港類似設施的入場費有限，即使土地成本為零，50年評估期
的內部回報率因其負值而未能計算。因此，經概括評估後索道及觀景台在財務上並
不可行。

主要環境影響的初步研究（包括視覺及景觀）

7.3.1.3	 擬議的索道走線和車站／觀景台會無法避免地侵蝕大蠔河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其
他自然生境，例如北大嶼郊野公園及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的林地、灌木叢、
草地以及天然河道。主要地盤平整工程將會於工地產生徑流，將會對具生態重要性
的大蠔河及大蠔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產生重大的生態影響。鑑於方案預期會對這些
生態敏感度高的地區造成影響，連同其他原因包括財務可行性，索道、大蠔灣的低
地車站及相關道路和大東山觀景台可能無法於本階段繼續進行。

7.3.1.4	 施工階段預期會產生輕微的視覺和景觀影響。通過實施緩解措施，可以避免／緩解
發展帶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7.3.1.5	 概括排水、排污及供水影響評估

7.3.1.6	 此方案將需要使用發展內的排水網絡疏導發展地點的地面徑流。此外，應積極考慮
在這些發展內創造親水文化。

7.3.1.7	 此方案所產生的污水將需要新的污水處理設施處理。	

7.3.1.8	 此方案的食水供應可能可以透過擴大大嶼山的供水網絡而取得。這項建議有待進一
步研究。

7.3.2	 生態靜修、大蠔灣生態旅遊中心和濕地導賞團

概括交通及運輸評估

7.3.2.1	 此方案可位於大蠔灣的東面，並靠近北大嶼山公路。本建議的重要路口於實施年份
2036年將會有充足的容量（在最保守情境下）。為提供直接的車輛連接，景點將會
需要一條約1公里的連接路，以接駁翔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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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財務分析

7.3.2.2	 儘管假設生態靜修可以收取較昂貴的酒店價錢，以及土地成本為零，50年評估期的
內部回報率亦比同類基建的財務回報低約50%。因此，生態靜修經概括評估後在財
務上可能並不可觀。

主要環境影響的初步研究（包括視覺及景觀）

7.3.2.3	 擬議生態旅遊中心會無法避免地侵蝕大蠔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及其他自然生境，例
如林地、灌木叢、植坡以及天然河道，並造成重大的生態影響。鑑於方案預期會對
這些生態敏感度高的地區造成影響，連同生態靜修不具財務吸引力，因此，現階段
可能不會推行生態靜修。生態旅遊中心則應遷移到大蠔灣以外其他合適的地點，例
如小蠔灣。

7.3.2.4	 施工階段預期會產生輕微的視覺和景觀影響。通過實施緩解措施，可以避免／緩解
發展帶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概括排水、排污及供水影響評估

7.3.2.5	 此方案將需要使用發展內的排水網絡疏導發展地點的地面徑流。此外，應積極考慮
在這些發展內創造親水文化。

7.3.2.6	方案所產生的污水可排放至現有的小蠔灣污水處理廠。這建議將有待進一步研究。

7.3.2.7	 此方案的食水供應可能可以透過擴大大嶼山的供水網絡而取得。這項建議有待在為
個別地點進行進一步研究時確認。

7.3.3	 貝澳水上活動中心

概括交通及運輸評估

7.3.3.1	 現時，貝澳泳灘及水上活動設施可從嶼南路經芝麻灣道及一條鄉郊連接路到達。不
過，方案會對芝麻灣道產生接近其容量的新增交通流量（這假設專營巴士及旅遊車
可直接到達水上活動中心）。此外，專營巴士及旅遊巴需要在單線道路上行駛，這可
能會導致車輛於不安全的情況下通過。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建議擴闊芝麻灣道，並
在道路的盡頭設置迴旋處。

概括財務分析

7.3.3.2	香港大部分的水上活動中心目前由香港政府管理，以作康樂用途，並為海灘提供其
他配套服務（即救生員和救援服務）。這些服務本身並非商業活動，	 但會向用戶收
取費用。水上活動中心提供訓練課程，但由於使用人次不足（特別是平日），收取
的費用可能無法完全覆蓋運營成本。因此，獨立運作的水上活動中心可能對政府或
私人機構而言在財務上並不可行。通過與貝澳其他具商業性質的方案整合可能改善方
案的財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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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環境影響的初步研究（包括視覺及景觀）

7.3.3.3	方案地點位於海岸保護區內的沙灘及貝澳沼澤的位置。擬議的道路改善工程可能會
減少芝麻灣道及通往沙灘的路徑兩旁的棄耕農地和沼澤的面積。由於沼澤具有高生
態價值，道路擴闊工程可能會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因此，進一步考慮這方案時，
研究需要重新審視相關的道路擴闊工程的必要性，或縮短道路擴闊工程，使道路工
程不會影響沼澤。

7.3.3.4	 施工階段預期會產生輕微的視覺和景觀影響。通過實施緩解措施，可以避免／緩解
發展帶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概括排水、排污及供水影響評估

7.3.3.5	 此方案將需要使用發展本身的排水網絡疏導發展地點的地面徑流。此外，應積極考
慮在這些發展內創造親水文化。

7.3.3.6	 此方案所產生的污水將需要新的污水處理設施。	

7.3.3.7	 此方案的食水供應可能可以透過擴大大嶼山的供水網絡而取得。這項建議有待在為
個別地點進行進一步研究時確認。

7.3.4	 梅窩戶外歷奇場地

概括交通及運輸評估

7.3.4.1	方案位於梅窩市中心及碼頭以西1公里，並以鹿地塘村東面及嶼南道南面為界。可以
由嶼南道增設一條連接路接駁方案地點。訪客可以乘坐渡輪，然後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或的士前往戶外歷奇場地。如果建議獲採納，研究認爲有需要在嶼南道和有關連
接路入口的交界位置設置巴士站。

概括財務分析

7.3.4.2	 雖然方案將牽涉相當大的資本成本和定價需要具競爭力，但鑑於其在香港市場的獨
特吸引力，預計每日訪客流量可以讓在50年評估期內計算的內部回報率達致與類似
基建設施項目相約的水平。

主要環境影響的初步研究（包括視覺及景觀）

7.3.4.3	在方案地點內有一些自然生境，如次生林地、草地、灌木叢及天然水道。此外，鹿
地塘村後的發展邊界附近有一片風水林。雖然發展不需要大規模的地盤平整，其他
地盤清理及施工工程可能仍然會導致自然生境，如林地（例如蝙蝠覓食的生境）和
沼澤，以及水陸兩棲動物和蝴蝶的生境的損失。在詳細設計過程中應盡可能避免／
減少自然生境的直接損失。透過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現階段未發現未能克服的影
響。在有關方案獲進一步考慮時進行的詳細評估（包括量化評估）才可以確認實際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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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4	 施工階段預期會產生輕微的視覺和景觀影響。通過實施緩解措施，可以避免／緩解
發展帶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概括排水、排污及供水影響評估

7.3.4.5	 此方案將需要使用發展內的排水網絡疏導發展地點的地面徑流。此外，應積極考慮
在這些發展內創造親水文化。

7.3.4.6	 此方案所產生的污水可排放至現有的梅窩污水處理廠。這項建議有待進一步研究。	

7.3.4.7	 此方案食水供應可能可以透過擴大大嶼山的供水網絡而取得。這項建議有待進一步研究。

7.3.5	 水口動物農莊

概括交通及運輸評估

7.3.5.1	 此方案可位於嶼南道，離水口休憩處東面約750米處。現時，該地點沒有任何道路，
因此方案需要一條新的連接路。目前位於擬議項目地點下方，嶼南道北面有專營巴
士站。儘管可以使用這個巴士站，但由於該地點相對陡峭，這項建議將取決於道路
的高度。在方案地點內另設巴士站將更為可取。	

概括財務分析

7.3.5.2	 取決於動物農莊飼養的動物種類和稀有性，動物農莊的資本成本可能具有較高的資本
成本。同樣地，潛在的營運成本也可能高。	 基於設施的性質，需要收取相對較低的入
場費以保持競爭力。即使僅考慮飼養一般動物（如鹿）的設施的資金成本，在50年的
評估期內亦未能得到內部回報率。因此，概括評估認為動物農莊在財務上未必可行。		

主要環境影響的初步研究（包括視覺及景觀）

7.3.5.3	 發展地點範圍內的山坡較高位置有一些自然生境，例如次生林地、草地和灌木叢。方
案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地盤平整工程，但其他地盤清理工作和小規模基礎設施和輔
助工程仍可能損害如林地等重要自然生境。在詳細設計過程中應盡可能避免／盡量
減少自然生境的直接損失。因為研究是基於質化和概括的方法進行，整體環境的可
接受程度只有在確定動物農莊的操作細節後才可確定。如果這個方案獲進一步考慮，
將需要進行量化和詳細的評估，以確定環境的可接受程度。同時，考慮財務可行性
後，現階段不會採納水口動物農莊方案。如果出現發展機遇和確認運作細節，將來
可繼續探討這個景點。

7.3.5.4	 施工階段預期會產生輕微的視覺和景觀影響。通過實施緩解措施，可以避免／緩解
發展帶來的景觀和視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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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排水、排污及供水影響評估

7.3.5.5	 此方案將需要使用發展內的排水網絡疏導發展地點的地面徑流。此外，應積極考慮
在發展內創造親水文化。

7.3.5.6	 此方案所產生的污水將需要新的污水處理設施。動物污水需要妥善管理，以符合環
境保護署的禽畜廢物管制計劃	-	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

7.3.5.7	 此方案食水供應可能可以透過擴大大嶼山的供水網絡而取得。這項建議有待進一步
研究。

7.4� 總結
7.4.1	 概括評估反映五個篩選方案在交通及運輸、財務、環境、排水、排污及供水等方面

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行的。不過，大規模發展例如擬議的索道及觀景台、生態靜修和
動物農莊在財務上或欠缺吸引力。有關地點的生態敏感度亦是一個考慮因素。	 由於
以上方案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地理位置，若有關方案位於生態較不敏感
的地點，其可行性有機會不一樣。	

23 |      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可行性研究



8�大嶼山發展公眾參與活動�

8.1� 公眾參與活動
8.1.1	 一項公眾參與活動於2016年1月31日至2016年4月30日進行，為期三個月，以收集大

嶼山發展方案的公眾意見。方案為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第一屆工作報告「全民新
空間」中的建議，包括如第4章所述的5大主題、14個康樂及旅遊地點及景點，以及
「初步策略」內的61個景點。	

8.2� 公眾參與活動收集的主要意見��
8.2.1	 以下為有關「初步策略」下的5個主題（包括康樂與野外活動、品味與享樂、生態、

文化與歷史、悠閒）及康樂及旅遊地點內的景點相關的公眾意見：

•	 康樂與野外活動：所收集到的意見認為，有關的康樂設施能為因居住環境過份擠
迫，以及缺乏供市民在假日使用的康樂設施的地區提供康樂的機會。不過，意見
認為應評估大嶼山在不會對環境構成負面影響的條件下，接待額外訪客的整體承
載力。同時有建議認為可於大嶼山興建單車徑及探討擴展單車網絡的可能性。於
短期內在南大嶼興建越野單車徑及其他單車徑的建議特別受到歡迎。有意見認為
可以提供國際康樂／體育活動的設施。此外，亦有一些意見表示關注在水口的景
點／發展建議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

•	 品味與享樂：所收集的意見普遍支持。不過，有些受訪者表示建議並不吸引。原
因可能是因為受訪者並不了解公眾參與摘要中航空城內的品味與享樂設施的例子
（例如遊艇繫泊處及國際級的溜冰場），其他在民調裏提及的設施，例如購物、餐
飲和酒店設施，並不局限於品味與享樂主題和已包括在其他地區。

•	 生態：所收集的意見整體上支持大蠔灣／小蠔灣和二澳的發展建議。公眾普遍不
支持大東山的連接改善建議（例如纜車）及提供觀景設施的建議，因為這些項目
具有潛在的負面環境影響。雖然，在保育大東山的天然環境為大前提下提供公眾
行山和觀星活動上的意見能夠達成共識，但在提供額外設施以提升其可達度和支
援訪客方面則有不同意見。一些意見建議採取最少的干預，因為新設施可能影響
現有動物和植物、視野和天然景觀。另一方面，有建議認為可以提供額外基礎設
施，例如洗手間和路標等，或於適當地點設置簡單的露營營地。

•	 文化與歷史：不少意見反對由昂平伸延纜車至大澳的構思。一些意見提出應興建
由大澳至東涌沿海道路取而代之。其他意見則表示對纜車伸延的潛在環境影響的
關注。此外，亦有不少意見關注在未來旅遊發展下大澳接待額外訪客的能力。有
意見認為應該將禪林保育區從發展大綱中剔除，因為擔心這些建議會吸引大量訪
客前往觀光保育區，影響當區的安寧。

•	 悠閒：一些意見表示關注在索罟群島提供水療及休閒度假村可能會影響擬議的海
岸公園。

8.2.2	 除了就以上提及的康樂及旅遊方面的建議，公眾參與活動亦有意見指出保育的重要性，及
保持大嶼山的承載力不超出負荷的重要性，並有意見強烈支持提升和興建新單車徑和越野
單車徑。如前文述，這些公眾意見和意願，以及相關的技術評估將成為第9章制訂建議康
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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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建議

9.1�康樂及旅遊發展的願景、目標及指導準則�
9.1.1	 	建議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願景、目標及指導準則基本上與第4章的「初步策略」中

的建議相同。	

9.2� 規劃大綱
9.2.1	 概述

9.2.1.1	建基於「初步策略」，研究團隊已制訂「建議策略」及相關康樂及旅遊景點的建議，
並已考慮其他同時進行的大嶼山研究的最新進度、相關技術評估，例如一般接待訪客
能力分析、策略性交通和運輸評估以及五個篩選方案的初步及概括技術及財務評估、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相關決策局和部門、持分者的意見，及公眾參與活動收集的
公眾意見（見圖3）。

9.2.2	 北大嶼及南大嶼

9.2.2.1	北大嶼山的交通運輸接駁相對較為理想。從東向西延伸的北大嶼山公路提供主要的對
外連接。東涌綫亦提供橫跨北大嶼山的鐵路服務，應足以應付北岸的未來發展。除了
交通及運輸的優點外，主要發展地區已備有各種基建，例如污水處理設施、供水網
絡、廢物轉移／處理設施等。因此，將吸引大量訪客的景點應該集中於北大嶼，以
把握其鄰近主要居住、就業及旅遊地點的有利位置以及發展完善的內外暢順可達性。
已規劃的基礎建設亦集中在北大嶼山。

9.2.2.2	南大嶼的主要部分將作保育，並考慮適量發展可持續休閒及康樂用途。此建議是基
於南大嶼以道路為本及可達度的限制，以及其敏感的生態環境，與需要維持／增強生
物多樣性和保留自然景觀。除了生態保育，文化歷史的保育亦已納入南大嶼的發展計
劃。在進一步的研究後，可考慮進行可持續休閒康樂用途和非大型的旅遊。

9.2.2.3	本研究的規劃準則與2017年6月發布的《可持續大嶼藍圖》內提及的「北發展、南保
育」大方向吻合。

9.2.3	 主題及康樂及旅遊地點

9.2.3.1	參考了公眾的關注（特別是環境保育方面）或／和財務可行性的高低、技術評估的結
果以及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的意見，一些「初步策略」中提出的景點、康樂旅遊地點及
景點勝地並未納入「建議策略」中。這些建議包括大東山觀景台和觀星設施、水口動
物農莊、由昂平伸延纜車至大澳、大澳動態靈修活動、小蠔灣露天劇場、水療和度假
設施及創意的生態旅遊熱點、以及禪林保育區。此外，規模較小的景點亦不包括在
內，特別是建議在分流、水口及二澳設立的景點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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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2	主要的主題與康樂及旅遊地點已根據上述修訂在「建議策略」中修正／重新分類。
例如，與「主題公園」有關的景點從「初步策略」的康樂與野外活動主題重新分類
到休閒、娛樂與旅遊主題下。將被推行的主題包括：

9.2.3.3	「初步策略」下共有14個康樂及旅遊地點和景點勝地。隨著本研究對部分景點與康樂
及旅遊地點的減少和整合，現在「建議策略」下只有六個主要康樂及旅遊地點及其景
點，當中包括	(1)	欣澳、	(2)	東涌、(3)	大蠔灣、(4)	梅窩、(5)	大澳及	(6)	南大嶼。
研究建議提供配套服務／輔助設施，以提升本地居民及訪客的環境的同時，維持鄉
郊特色。

北大嶼

休閒、娛樂與旅遊

生態

生態、文化與歷史

南大嶼
康樂與戶外活動

文化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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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北大嶼
9.3.1	 欣澳

主題－「休閒、娛樂與旅遊」

9.3.1.1	現有旅遊景點和未來填海工程將可提供多元化的休閒娛樂設施，將欣澳發展為大嶼
山的門戶。這些潛在用途旨在利用現有娛樂活動，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產生協
同效應，以吸引家庭、青少年及跨年齡群體。另外，欣澳填海區位於港鐵欣澳站附
近，方便前往香港不同地點。因此，欣澳被認為適合發展作各種不同主題的休閒及
娛樂用途。	

9.3.1.2	根據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提出的發展方向，欣澳的發展主題將定作「休閒、娛樂
與旅遊」。

可考慮景點

9.3.1.3	欣澳適合成為以戶外探險或娛樂場所為主題的休閒娛樂區，景點可包括數個遊樂園、
娛樂及體育場地、康樂發展、酒店、零售、購物區及餐飲零售。這些用途將能對應
許多人，包括年輕一代，對在香港設立多元化的康樂及旅遊設施的構想，以打造購
物以外較多元化的週末娛樂地點。於同一地區提供康樂及旅遊活動可方便訪客享用
各類活動，並增加地點的吸引力，從而鼓勵訪客逗留更長時間。結合現有及計劃規
劃的發展情況，這個康樂及旅遊地點將成為吸引家庭訪客的全年度國際旅遊勝地。

9.3.1.4	可考慮的景點包括角色扮演和職業
教育中心、專為年青人而設的歷奇
公園、大型獨特表演場地、國際標
準溜冰場及國際體育/單車賽事。視
乎合適性及進一步詳細研究，景點
可位於室內或室外場所。上文並未
詳盡論述所有建議，並只是作為進
一步探討該區發展標誌性康樂及旅
遊設施的潛力。若今後這些潛在景
點獲進一步考慮，將有需要作進一
步詳細評估及市場調查，以確定建
議是否合適及可行。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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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東涌

主題－「生態、文化與歷史」

9.3.2.1	東涌的規劃目標是保護生態易受破爲的地區，保護東涌谷的鄉村和自然特色，以及
保持該地區獨特的景觀特色和文化歷史。根據以上準則，修訂後的「生態、文化與
歷史」主題可以好好利用東涌谷的自然和文化資產。這個主題包含了河岸暨生物多
樣化公園、生態導賞／教育中心、大嶼山自然文化歷史展覽中心以及東涌自然文化
歷史徑等項目。

可考慮景點

9.3.2.2	河岸暨生物多樣化公園和生態導賞／教育中心的目標是為該區的生態景點創建一個
聚焦性的支撐點，而其他景點則可從這個支撐點延伸。這些景點預期能提高公眾對
大嶼山生物多樣性、地形和生態的認識，從而達到增強保育意識的目標。

9.3.2.3	本研究提出的河岸暨生物多樣化公園建於東涌研究中的河岸公園，並延伸覆蓋範圍至
馬灣涌及東涌河口。所提出的景點／建議亦已考慮運用馬灣涌或東涌河口現有建築
物及現有地盤平整，形成生態設施網絡，擴大公園覆蓋範圍，把沙螺灣及深屈多種
生態、歷史、文化及景觀資源連接起來。預計只會進行小型建築工程，例如提供或
改善訪客指示設施和地圖指示牌，以更有效地保存馬灣涌及東涌河口的自然環境及
生態，避免構成任何重大負面影響

9.3.2.4	建議提供生態導賞團，為訪客提供探索本地文化歷史和東涌河道生態環境的深入主
題之旅。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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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大蠔灣	

主題－「生態」

9.3.3.1	鑑於大蠔灣生態資源豐富，該地區發展會以「生態」為主題，旨在探索在毗鄰生態
較不易受破壞的地區發展生態旅遊的機會。	

9.3.3.2	有關生態旅遊發展，雖然概括技術評估沒有否定有關生態旅遊發展的可行性，但相
關的基礎設施工程，例如污水、排水、供水和通行道路，可能會侵害大蠔河、紅樹
林和其他天然水道。除非實施一系列緩解措施，否則會對這些重要濕地生態環境產
生負面影響。該地區還有一個蝙蝠棲息的洞穴，其入口距離研究地點下山坡約20米。
由於尚未知曉地下洞穴的實際位置，因此不能排除在建構任何地基工程期間可能對
蝙蝠棲息地造成的不良影響或干擾。因此，「建議策略」內並未有納入生態靜修的
建議，亦不再強調舉辦「初步策略」中提及的生態旅遊中心濕地導賞團。然而，若
能妥善管理，可考慮於生態較不易受破壞的地區舉辦生態導賞團及以教育中心形式
推行生態旅遊。

可考慮景點

9.3.3.3	為配合「生態」的主題，擬議於大蠔灣附近生態較不易受破壞的地區建立生態旅遊
中心，方便市民欣賞現有生態資源，享受景區景觀。亦可藉此為科學研究提供平台，
提高公眾對自然保育的認識。可考慮地點為北大嶼山公路南面的山坡或大蠔毗鄰地
區（如小蠔灣）。

9.3.3.4	在大蠔的生態價值及敏感度將不會受到影響以及大蠔現有易受破壞區不會受到干擾
的前提下，可進一步探索在經過細心規劃的路線上提供合適的生態導賞團的可能性。
其中可考慮嚴格控制每天訪客人數，以控制生態旅遊潛在的影響。此外，建議訪客
需要獲得許可證或參加由代理人安排的導賞團，才能到訪大蠔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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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南大嶼
9.4.1	 梅窩	

主題－「康樂與戶外活動」

9.4.1.1	過去，梅窩是大嶼山的主要旅遊勝地，亦是訪客前往大嶼山其他地區的交通樞紐。
然而，自東涌、昂坪360纜車系統及新東涌路發展後，梅窩的訪客人數已大幅減少。
當地社區渴望將梅窩恢復為休閒鄉鎮，進一步加強梅窩作為大嶼山重點旅遊景點。

可考慮景點

9.4.1.2	建基於康樂與戶外活動的主題下，以及美麗的海灘和自然景觀為背景，建議在梅窩
興建一個戶外歷奇場地，為年輕訪客，或在週末度假期間尋找刺激者提供戶外活動。
這可以包括如空中飛人滑翔之旅、山坡滑梯、漆彈／野戰遊戲等。康樂活動將為訪
客提供與城市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視野和體驗。若方案獲進一步考慮，應仔細考慮
其選址。

9.4.1.3	建議可考慮透過翻新和重新開放銀礦洞，探索活化銀礦洞的可能性，同時改善銀
礦灣瀑布的水流，重新創造出水和岩石的夢幻般的自然體驗。隨著銀礦洞周邊地
區越來越受到行山和野餐訪客歡迎，可進一步活化銀礦洞，並與其他旅遊景點包
括海濱長廊、碼頭廣場和梅窩舊墟等連接，形成生態休閒路線，增加訪客人數，
促進梅窩的康樂及旅遊業發展。如果要推行這項景點／建議，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建議的可行性。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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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大澳

主題－「文化與歷史」

9.4.2.1	建議大澳的主題為「文化與歷史」，以反映大澳的文化和歷史背景。

可考慮景點

9.4.2.2	永安街、太平街、吉慶街及吉慶後街是主要街道，永安街和太平街旁建有棚屋，吉
慶街及吉慶後街提供一系列大澳美食，這些熱門景點為訪客提供了當地文化的體驗。
其他活動包括不同主題的景點導覽團，如沿海釣魚之旅、復修棚屋示範，以及鹽田工
作示範。這些活動將為訪客提供更多體驗和了解大澳生活文化的機會。

9.4.2.3	「大澳優化概念藍圖」（2009年完成）曾提出建立「自然生態外環徑」，作為必要基
礎設施的一部分。建議政府不斷進行大澳行人通道改善工程。其擬議的自然生態外
環徑將位於大澳北部海岸，以利用虎山觀景點和該地區遼闊的海景，並連接濕地和
紅樹林。

9.4.2.4	濕地體驗是遠離現有大澳市中心的伸延活動。此景點／建議可利用大澳現有海濱和
大澳中心地區以南的現有的鹽田和濕地，將該區提供靜態的休閒機遇，但此建議的可
行性應作進一步研究。

來源:	奧雅納

31 |      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可行性研究



9.4.3	 南大嶼

主題－「康樂與戶外活動」

9.4.3.1	配合沙灘旁現有的路徑的和康樂活動，該地區的建議主題為「康樂與戶外活動」。

可考慮景點

貝澳水上活動中心暨水上樂園（例如Wibit）

9.4.3.2	目前，貝澳提供划艇、衝浪、直立板及花式滑水等水上活動。要進一步推廣這些活
動，可探討增設提供訓練課程的水上活動中心或水上樂園。根據概括技術評估的結
果，研究團隊的選址設立水上活動中心是可行的。	

9.4.3.3	活動中心，在水上活動技能和知識方面，水上樂園將成為媲美水上活動中心的額外
康樂景點。水上樂園可以由私人經營。實施前需尋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同意。

長沙沙灘排球場

9.4.3.4	長沙海灘是香港最長的海灘之一，是水上活動愛好者的好去處，現時提供營地、度
假屋、戶外用餐以及越野單車徑。可考慮於下長沙泳灘設立沙灘排球場，提供多元
化的沙灘活動。	

來源:	奧雅納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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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單車及越野單車徑
9.5.1	 單車徑

9.5.1.1	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建議的北大嶼山海岸單車徑總長約11公里，包括將現有的單車
徑網絡延伸至東涌東、東涌西及大蠔新發展區。這將配合新市鎮的延伸計劃。此外，
擬建大蠔至鹿頸及鹿頸至欣澳的單車徑預計分別在將來小蠔灣及欣澳填海可行性研
究中探索2。塘福至貝澳的單車徑正在纜車及水療度假村研究進行研究。有關的詳細
資料，請參閱該研究。	

9.5.2	 越野單車徑

9.5.2.1	在南大嶼山，改善梅窩及芝麻灣現
有的越野單車徑改善工程，將按照
「南大嶼山（梅窩及芝麻灣）越野單
車徑網絡擴建工程」的建議方案進
行3。這些新路線是頗具挑戰性的，
單車人士需要騎過窄彎及顛簸的路
徑與梯級。建議工程的範圍包括（1
）在梅窩碼頭道旁邊的越野單車徑
入口興建單車的集合地點；（2）於
荔枝園村附近興建一個訓練場地及
輔助設施；（3）興建連接梅窩集合
地點到擬議訓練場的新越野單車徑，
以及連接現有的芝麻灣越野單車徑
形成環形網絡;（4）相關的景觀及
輔助設施工程4。

9.6� 連結性
9.6.1	 交通連結

9.6.1.1	對於康樂及旅遊地點的訪客而言，大嶼山景點之間的互相連接十分重要。增加交通
連結／可達度以及多樣化的出行選項將增加康樂及旅遊地點的吸引力。連接交通工
具可促進訪客在不同康樂及旅遊地點間的流動性，協同不同市場及類型的旅遊商品，
創造一個康樂及旅遊網絡。

2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交通運輸及地區改善項目小組文件第09/2014	號。
3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文件)	CB(1)1026/15-16(01)。
4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文件編號	06/2015。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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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巴士服務及鐵路

9.6.2.1	現時以道路和鐵路為基礎的公共交通網絡和服務是連通大嶼的命脈。港鐵東涌線及
連接市區的北大嶼山公路方便地為北大嶼山提供服務。相對而言，南大嶼山的連接
相對並不十分方便。

9.6.2.2	因應預期的公共交通需求，研究建議提供適合的公共交通，例如興建連接北大嶼山，
南大嶼山(西)及南大嶼山(東)的新路線，以應付將來康樂及旅遊地點的發展。除了已
計劃發展的新車站，包括東涌西、東涌東和可能發展的小蠔灣站，現時未有鐵路擴
建計劃。

9.6.3	 觀光穿梭巴士

9.6.3.1	遵循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準則，研究建議加強公共交通，以改善所有目的地的
連接性。觀光穿梭巴士可連接所有景點，預計將改善康樂旅遊的交通，並減少島內
的汽車交通。

9.6.3.2	環島穿梭巴士將減少單程行車，以盡量減少對大嶼山有限的運輸網絡的影響。多用
途（例如貨車、穿梭接駁巴士）的環保車輛將提高公共交通的效率和靈活性，為訪
客提供更多的行程。儘管如此，觀光巴士的運行和實施仍有待進一步的技術和可行
性研究。

9.6.4	 水路運輸

9.6.4.1	研究亦建議加强渡輪服務，增加景
點與康樂及旅遊地點的連接性和可
達度。長遠而言，康樂及旅遊地點
的潛在發展對現有的大嶼山渡輪服
務影響不大。建議的渡輪服務與現
有的水路運輸設施形成一個網絡，
改善大嶼山各地的可達度，並為訪
客提供休閒和另類觀光活動。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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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配套服務／輔助設施及活動
9.7.1	 配套服務／輔助設施

9.7.1.1	除了上述的六個康樂及旅遊地點的具體景點外，透過配套服務／輔助設施以加強大
嶼山的康樂及旅遊業發展同樣重要。這些配套服務/輔助設施包括露營營地設施，登
山者的設施，改善行山徑、碼頭和渡頭、碼頭／遊艇會和遊艇繫泊設施。各種設施
改善情況的詳情如下。

9.7.2	 露營營地／設施

9.7.2.1	現在亞洲已開始流行西方頗受歡迎的露營活動。現時進行中的纜車和水療度假村研
究包括了探索南大嶼山沿岸的潛在新營地位置，如水口、塘福、貝澳和石壁。此外，
可以探索在大嶼山合適的地點進一步改善露營體驗。以上是一些受歡迎的露營和觀
星地點的例子，如果在這些地點進行露營體驗的改善，需要作進一步詳細研究這些
地點的環境／生態可接受性。如果無法緩解對這些地點的影響，這些建議將不獲進一
步考慮。

9.7.3	 供登山者使用的設施及改善行山徑

9.7.3.1	行山徑上普遍沒有足夠的輔助設
施，如衛生設施，飲用水供應等。
為提供更好的登山環境，建議應
進一步改善行山徑起、終點的設
施，如伯公坳和南山的燒烤及露
營營地。這些措施可改善登山者的
安全，並為大嶼山郊野公園提供配
套服務。長遠可考慮提供一個中途
站，進一步擴大服務範疇，包括商
店，儲物櫃、食品和飲料等。

9.7.3.2	現有行山徑如分流、水口、大東山等的改善措施，也可進一步向大衆推廣郊野公園。
為促進可持續發展，行山徑必須與目前計劃和未來的用途兼容，並對自然環境造成
最低限度的影響，而土壤流失或移動也應減至最低。

9.7.4	 植樹及栽種季節性花卉作主題展覽

9.7.4.1	鑑於大嶼山的自然資源和景觀，在得到當地社區的支持後，可考慮植樹計劃和栽種
季節性花卉作主題展覽。可考慮的地區包括昂坪、梅窩和舊東涌道。可考慮具季節
色彩的當地物種或用於塑造主題小徑，例如自然古蹟小徑或家樂徑。

9.7.5	 碼頭及渡頭

9.7.5.1	大嶼山現有碼頭及渡頭位於大澳、沙螺灣、東涌、二白灣、愉景灣、梅窩、芝麻灣
及大浪灣。大部分碼頭位於大嶼山東部及北部，而大嶼山西部較少，南大嶼山則欠
缺任何碼頭。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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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2	為加強南大嶼山和西大嶼山的運輸網絡，水路運輸連接北大嶼山與長沙、塘福、石
壁、分流和二澳可再作研究，例如了解其可行性、位置、規模、資金和經營方式。					

9.7.6	 遊艇會／遊艇繫泊設施

9.7.6.1	大嶼山較長的海岸線及水路上鄰近
珠江三角洲，提供機會發展當地碼
頭及遊艇繫泊設施，並解決目前泊
位不足的情況。欣澳被認為適合吸
引遊艇和休閒划船的優質地點。發
展碼頭可配合欣澳以康樂及旅遊為
主題的發展方向。為康樂及旅遊服
務增值，提供碼頭善用香港不斷增
長的遊艇市場。

9.7.7	 美化改善

9.7.7.1	研究亦建議其他小型美化工程，提升大嶼山的整體康樂及旅遊吸引力。這些美化改
善措施包括增設及改善衛生設施、提供／優化大嶼山各地的訪客資訊牌和地圖版和
在大澳和東涌等地方舉辦導賞團（包括歷史及生態導賞團）。

9.7.8	 活動

9.7.8.1	取決於活動的適用性和可行性，可在大嶼山的不同地點提供適當的活動。例如，銀
礦灣音樂節旨在分享對音樂的熱情和吸引更多人來到大嶼山，從2006年到2013年吸
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和表演者。由於缺乏資金，音樂節在2014年暫停，但2016年又
一次回歸，並招來廣受歡迎的本地樂隊和藝術家。舉辦不同節日或嘉年華活動可推廣
梅窩不同的娛樂及旅遊發展。研究建議提供永久場地予音樂節使用，以促進文化景
點發展和文化旅遊。

9.7.8.2	大嶼山也是各種極限運動的場地。鳳徑70公里賽，大嶼山越野賽100公里和大嶼山
越野賽50公里是受歡迎的山地賽事，也是環勃朗峰超級越野耐力賽（Ultra-Trail	 du	
Mont-Blanc）的資格賽，這都有助於促進該地區作為極限運動地點的聲譽。研究建
議與現有的三條越野單車徑，荔枝園村附近提供培訓場地以及其他研究建議的單車
徑合併探索大嶼山引進國際和本地體育賽事的機會，例如三項鐵人賽，以促進大嶼
山極地運動場地的發展，特別是在欣澳地區。

來源: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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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康樂及旅遊地點 發展時間表*

1.1	欣澳	-	休閒、娛樂與旅遊	

欣澳／
竹篙灣

1.	 主題休閒及娛樂區如角色扮演的職業
教育場館、青少年室內歷奇樂園（如
蹦床、野戰遊戲、泡泡足球、激光標
籤、iFly、4D電影院）、大型特色表
演場地、國際級溜冰場等

中

1.2	東涌	-	生態、文化與歷史

東涌

2.	 河岸暨生物多樣化公園及生態導賞／
教育中心

中

3.	 大嶼山自然文化歷史展覽中心 中

4.	 東涌自然文化歷史徑 短

1.3	大蠔灣	-	生態

大蠔灣（非生
態敏感地帶或
小蠔灣）

5.	 生態旅遊中心 中

9.8� 分段發展及實施�
9.8.1	 根據現有資料，本研究已提出「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分段實施方案，闡明在短

期內實現較快而有得益的建議，以及在中至長期的發展方案。發展方案已考慮公眾
對加快推行值得發展建議的期望。實施時間表以概括方式制定,仍需作進一步研究及
技術可行性評估。	

•	 短期（研究完成後約五年）。

•	 中期（研究完成後約五至十五年）。

•	 長期。

9.8.2	 為了完成附加景點，例如單車及越野單車徑，其工程會在短期、中期和長期階段一直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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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康樂及旅遊地點 發展時間表*

1.4	梅窩-	康樂與戶外活動

梅窩

6.	 戶外歷奇場地	(如空中飛人滑翔之旅、
山坡滑梯、漆彈／野戰遊戲等)

中

7.	 探索活化銀礦洞的可能性 長

1.5	大澳	-	文化與歷史

大澳

8.	 活化大澳文化遺產設施（包括鹽田示
範、鄉郊生活體驗、多元主題導賞團
等）

中

9.	 自然生態外環徑 中

10.	濕地體驗和步行道 中

1.6	南大嶼	-康樂與戶外活動

貝澳 11.	水上活動中心暨水上樂園（如Wibit） 短

長沙 12.	沙灘排球場 短

1.7	其他

單車徑
13.	大嶼山北岸 短	／中

14.	南大嶼 長

越野單車徑 15.	貝澳／芝麻灣 短	／中

16.	環大嶼山單車徑及越野單車徑網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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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務／輔助設施

配套服務／輔助設施 潛在的地點 發展時間表*

17.	露營營地／設施（例如野營、露營車、
天幕營帳等）

南大嶼 短

分流 短	／中	

籮箕灣 短

大東山 中

18.	於行山徑起點及終點提供登山者的設
施，如伯公坳（例如衛生設施、自來水
供應、資訊站等）

例如：伯公
坳、南山燒
烤場及營地

短	／中	

改善行山徑 例如：分
流、水口、
大東山等

短	／中	

19.	植樹及栽種季節性花卉作主題展覽
例如：昂
平、梅窩、
舊東涌路

短

20.	觀光穿梭巴士 短	／中	

21.	碼頭及渡頭
二澳 中

長沙 中

22.	遊艇會／遊艇繫泊設施
東涌 中

欣澳 中／長

23.	美化改善，例如:

•	 優化或新設衛生設施 例如：大澳 短	／中	

•	 新設／優化資訊牌及地圖版 大嶼山 短	／中	

•	 導賞團（包括歷史及生態團）
例如：大
澳、東涌

短

活動

•	 音樂節		
•	 國際及本地賽事／體育活動如三項鐵人賽

*時間表:		
短	–	短期	（研究完成後約五年）
中	–	中期（研究完成後約五至十五年）
長	–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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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總結及下階段工作

10.1	 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是根據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規劃願景而制定，
即是發展大嶼山成為宜居、宜業、宜商、宜樂及宜學的智慧型低碳社區，同時平衡
和加強發展和環境保育。特別之處是希望通過發展多元化的康樂及旅遊設施，使大
嶼山成為多采多姿的康樂和旅遊目的地。	

10.2	 本研究提出的景點、配套服務／輔助設施希望為訪客提供涵蓋自然、生態、文化、古
蹟、休閒、旅遊等多方面的體驗。通盤考慮各因素後所提出的建議希望能幫助解決
香港市民和訪客對本地休閒及康樂場地日益增加的需求。本研究報告的結果和建議已
考慮和綜合了在大嶼山發展公眾參與活動中收集的公眾意見，以及本研究所進行的
技術評估。根據「建議策略」，政府可繼續與社區及有關的持份者共同研究大嶼山
未來的康樂及旅遊發展。	

10.3	 本研究的結果和建議，可作為大嶼山康樂及旅遊發展的未來路向參考。整體而言，主
要方向是將較大型的康樂及旅遊發展定位在北大嶼山（除環保及生態敏感地區外），
以配合北大嶼山的未來發展方向，而南大嶼山只建議小型和可持續性的康樂設施及
相應的改善工程。康樂及旅遊建議已按照以下主題進行概括和歸類，即休閒、娛樂
與旅遊，康樂與戶外活動，以及生態、文化與歷史。

10.4	 本研究所建議的康樂及旅遊地點／景點均符合2017年6月頒布的《可持續大嶼藍圖》
中提出的大嶼山未來發展方向。藍圖在平衡發展與保育的基礎上制訂。北大嶼山及
東大嶼都會將以房屋及經濟發展為重點，以提供舒適宜居、智能化和綠色低碳的社
區，及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大嶼山東北部將成為一個休閒、娛樂及旅遊的目的
地，提供多元化的康樂景點。同時，《可持續大嶼藍圖》概述了加強保護大嶼山的
生態環境，歷史文化和鄉村特色的各種措施，讓香港人能夠享受其自然和文化景觀。
大嶼山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南部將會加強保育，適當地作文化及生態旅遊。

10.5	 本研究為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提供了一個策略性的框架。這個框架並不是一個
詳細的行動或實施計劃。它是一個方向性和概念性的框架，概述在規劃大嶼山未來
的康樂及旅遊發展時值得考慮及推行的可行景點/活動和建議。然而，在推行任何景
點／活動時，應進一步進行可行及技術性研究，包括建議地點、規模、可行性、資
金和運作模式。在詳細的設計和施工階段前，應進一步研究建議隨後的維修、管理
和營運代理。在適當情況下，應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10.6	 其中，本研究已根據參考案例，初步評估了大嶼山的一般訪客接待能力。除了基礎
建設的接待能力外，本研究亦已就潛在的社區影響提供了初步定性的意見。有關的
影響可能因為方案的發展規模大小、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的改變而隨時間變化。
鑑於公眾對大嶼山的整體訪客接待能力十分關注，在更詳細的建議推出的同時，當
局有需要更詳細的探討大嶼山的接待能力，務求達致和《可持續大嶼藍圖》一致的可
持續康樂及旅遊發展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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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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