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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規劃署於 2015 年 2 月委託 ICF Consulting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簡稱「ICF」）作為主承辦商，與兩位次承辦商雅邦規劃設計有限

公司和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合稱「顧問團隊」，共同為「大嶼山綜合經濟發展策

略及大嶼山主要發展上商業用地的初步市場定位研究」提供服務（以下簡稱「本服

務」）。 

本服務有兩個目的：第一是為大嶼山謀劃一套綜合經濟發展策略，以善用珍貴的土

地；第二是擬訂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初步市場定位，以其使各個擬議商業用途
1
之間能

產生互補和協同效應。另一方面，視乎進一步的研究，顧問團隊亦為各主要發展地點

建議可發展土地用途的發展範圍。然而，本服務中所建議的整體經濟發展策略所闡述

的用途，不應被視為各個主要發展地點的唯一可能用途。 

1.2.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嶼山在香港的可持續經濟增長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嶼山位處要衝，更有

香港國際機場座落其中，四通八達。港珠澳大橋和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落成會

增強大嶼山與對外的連接大嶼山亦具有提供土地和就業機會方面的潛力。 

政府於 2014 年成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為大嶼山的發展提供意見。大嶼山發

展諮詢委員會確立了大嶼山發展的規劃願景為： 

「「「「平衡並加強發展和保育平衡並加強發展和保育平衡並加強發展和保育平衡並加強發展和保育，，，，使大嶼山成為一個宜居使大嶼山成為一個宜居使大嶼山成為一個宜居使大嶼山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宜業宜業宜業、、、、宜商宜商宜商宜商、、、、宜樂及宜學的智慧宜樂及宜學的智慧宜樂及宜學的智慧宜樂及宜學的智慧
型型型型、、、、低碳社區低碳社區低碳社區低碳社區。。。。」」」」    

四個主要發展地點分別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以下簡稱「香港口

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東涌新市鎮擴展、小蠔灣發展和欣澳填海，已被確定為有潛

力為跨境商業項目提供土地（見圖圖圖圖 1）。 

                                                      
1
 本報告的「商業用地」是指辦公室、零售、餐飲及娛樂、物流、會議展覽及旅遊設施及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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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    

作為港珠澳大橋的一部份，香港口岸設施將位於香港國際機場東端，一個面積約 150

公頃的人工島上
2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有潛力提供約 500,000 平方米的空間作為

商業發展及其他經濟活動之用。正進行中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的規劃、

工程及建築研究—可行性研究」，將優化該處的土地用途和確定擬議發展的可行性。 

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    

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發展大綱圖，涵蓋現有的東涌市中心附近的東涌東

和東涌西。東涌東將會填海約 120 公頃以作為策略性住宅和經濟發展。而為保持其鄉

郊特色，東涌西則會作為低密度發展。 

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小蠔灣位於北大嶼山公路兩旁，而且鄰近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落腳點。該地區包括

一個約 80 公頃的可能填海區、現有的小蠔灣車廠和周邊地區的發展。土木工程拓展署

正就周邊地區發展的可行性和填海範圍
3
進行「小蠔灣發展及相關運輸基建的技術性研

究–可行性研究」。 

欣澳填海欣澳填海欣澳填海欣澳填海 

欣澳的擬議填海區位於北大嶼山公路旁，面積約 80 公頃，可發展成為區域性的旅遊、

康樂和娛樂樞紐，並重點提供康樂和旅遊相關設施。而欣澳填海的規劃和工程研究將

會在未來進行。 

                                                      
2
 該地區包括 20公頃土地以作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發展。 
3
 小蠔灣的填海範圍將會嚴重地受到位於北面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所限制而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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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個主要發展地點之外，亦有其他對大嶼山和全港長遠發展起關鍵作用的發展和

基礎建設項目。 

• 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這個策略性交通連接項目不但可滿足香港、珠海／澳門之間的客

運和貨運需要，更為珠江東西兩岸提供一條新的陸路連接設施，有助促進三地的經濟

和可持續發展。 

•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這條連接路會為北大嶼山的發展項目（包括香港國際機

場、香港口岸人工島和東涌）與新界西北發展項目之間，提供最直接的路線，並大大

縮短兩區的客運和貨運的交通路程和時間。 

• 機場機場機場機場島島島島北商業區北商業區北商業區北商業區: 機場島北商業區位於機場島的東北部，佔地 25 公頃。為了達

致建造一個香港獨特的新遊點並加強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的願景，

機場管理局已計劃分兩個或以上階段發展機場北商業區，主要為提供零售、餐飲及娛

樂設施、酒店和辦公室之用。發展的第一階段將包括總面積達 195,000 平方米的獨特

新地標以作發展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之用和一間設有 450 至 750 客房的酒店
4
。 

• 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三跑道系統三跑道系統三跑道系統: 三跑道系統計劃的主要工程包括在現時機場島北面

填海拓地 650 公頃、興建第三條跑道及相關的客運大樓、飛行區及停機坪設施、新的

旅客捷運系統及行李處理系統，以及擴建現時的二號客運大樓，提供全面旅客服務。 

 

 

 

                                                      
4 
 資料來源：航天城新聞稿 [https://www.hongkongairport.com/eng/media/press-releases/pr_1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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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的區域香港的區域香港的區域香港的區域性性性性背景以背景以背景以背景以及及及及大嶼山經濟發展的潛力大嶼山經濟發展的潛力大嶼山經濟發展的潛力大嶼山經濟發展的潛力 

2.1. 整體區域概要整體區域概要整體區域概要整體區域概要 

香港位於大珠三角地區之內。區內包括廣東省的九個城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

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以及肇慶) 以及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圖圖圖圖 2） 

圖圖圖圖 2 大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大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大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大珠三角的主要城市5
 

 

2.2.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性性性性經濟背景經濟背景經濟背景經濟背景 

在過去的三十年，珠三角地區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製造業和工業地區之一，並在內

地的經濟改革中扮演了主導角色。廣東政府自 2000 年開始，推出了加快珠三角經濟結

構調整的政策。至此以後，珠三角經歷了由以輕工業為主，改以高科技製造業為主的

重要轉變。高科技產品所佔的產量由 2000 年的 17.2％增加至 2011 年約 35％。廣東省政

府亦加強了第三產業，尤其在金融服務業，在珠三角長遠經濟轉型中的重要性。 

                                                      
5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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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性性性性規劃背景規劃背景規劃背景規劃背景 

珠三角地區的空間規劃和基礎設施發展的融合，全面反映了區內的整體規劃。珠三角

地區已採取了平衡方法，以確保可持續的發展。而珠三角地區和廣東省其他地區通達

性的改善，亦有助促進區域之間的客運和貨運。簡化珠三角地區、香港以及澳門之間

的過境通道，更縮短了兩個特別行政區和珠三角其他部分的交通時間，例如，將落成

的港珠澳大橋將會連接香港以及珠三角西部地區（圖圖圖圖 3），在大橋落成後，往來香港與

珠海的行車時間，將會由 4個小時縮短至 45分鐘。 

圖圖圖圖 3 港珠澳大橋與珠三角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的連接港珠澳大橋與珠三角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的連接港珠澳大橋與珠三角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的連接港珠澳大橋與珠三角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的連接6
 

 

2.4.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緊密經濟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緊密經濟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緊密經濟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緊密經濟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有顯著增長並將會持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涉及港澳部分的內容（《港澳專章》）明確表示

要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並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7。此

外，「一帶一路」將會為中國與歐洲、亞洲以及非洲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例如商

品、自然資源、金融、基建以及科技，打開一個新門戶。 

此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立，更可利用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之間

「超級聯絡人」的獨特角色，為香港帶來金融服務和投資便利化的商機。 

                                                      
6
 資料來源：港珠澳大橋項目網站 [http://www.hzmb.hk/eng/img/overview/about_overview06_p02_d.jpg] 
7
 新聞公報：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3/17/P2016031708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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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相關行業相關行業相關行業相關行業和和和和界別在大嶼山的商業機會界別在大嶼山的商業機會界別在大嶼山的商業機會界別在大嶼山的商業機會 

憑藉區位優勢，與及珠江三角洲近年的發展，大嶼山提供很多發展機會，特別是下列

行業和界別： 

• 運輸及物流運輸及物流運輸及物流運輸及物流業業業業：：：：大嶼山坐擁香港國際機場，及興建中的三跑道系統和港珠澳大

橋，使其處於多模式運輸和進出口業（例如第三方物流、代理和貨運等行業）的重要

位置上；藉著珠三角和亞太區的經濟增長，以及篷勃發展中的電子商貿和線上購物活

動，大嶼山可作為提供現代物流服務的地方。 

•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業業業業：：：：大嶼山擁有豐富的康樂和旅遊資源。配合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未

來發展，再加上區內有機會提供的多元化旅遊設施和景點，大嶼山可以在中至長期的

時間內，發展成多采多姿的康樂和旅遊目的地。 

•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在香港國際機場擴建成爲三跑道系統，及各類有潛力的康樂和旅遊設施

相繼發展後，預計酒店的需求將會相應增加。長遠而言，現時的酒店數目可能不足以

應付未來的需求，因此需要建造更多的酒店以作配合。 

• 會議及展覽會議及展覽會議及展覽會議及展覽：：：：大嶼山可以營造出大都會的氣氛，吸引國際會議和展覽活動前來

舉行。當港珠澳大橋落成後，亞洲國際博覽館會與內地有更佳聯繫，而其優越位置亦

能吸引珠三角西部的客源，使大嶼山可以發展成一個具吸引力的「會議展覽及旅遊」

目的地。 

• 認證認證認證認證：：：：當大嶼山與珠三角地區有更方便的交通連繫時，便有條件吸引一些以珠

三角地區為服務對象的認證服務供應商；但前題是區內必須有相關該行業所需要的測

試設施（例如實驗室）。 

• 專業服務專業服務專業服務專業服務：：：：香港有先進的貿易和投資中介服務，以及法律和財務等顧問服務。

本地的服務供應商可以善用「一帶一路」政策和亞投行所帶來的商機。 

• 支柱支柱支柱支柱產產產產業的教育業的教育業的教育業的教育／／／／培訓培訓培訓培訓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大嶼山可憑藉區位優勢與現有和計劃的策略性基

礎建設（包括香港國際機場和港珠澳大橋），提供教育／培訓服務和設施，特別是以

支持支柱產業的發展，如旅遊業、貿易和物流業，這些均是大嶼山的重要經濟活動。 

2.6. 大嶼山主要的發展限制大嶼山主要的發展限制大嶼山主要的發展限制大嶼山主要的發展限制 

然而，亦需要考慮到大嶼山在經濟發展上的限制： 

• 社會經濟限制社會經濟限制社會經濟限制社會經濟限制：：：：雖然大嶼山有上文所述的優勢，但當地居民的技術／工作選擇

意願和當地的就業機會可能互不匹配8。而在交通方面，當地與主要市區之間，以及大

嶼山內部的交通連接，無論是容量和方便程度均各有其限制。而各項潛在發展亦需要

有相應的基礎建設和服務作為配合。此外，大嶼山內有多個文化遺產，它們一方面豐

富了當地的文化特色，卻也有可能對發展構成了限制。 

                                                      
8 

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大嶼山的工作人口當中，大部份（77%）都要前往離島區外工作；另有不足 10%

（約 3,600名）當地工作人口在東涌本區或在機場島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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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限制限制限制限制：：：：大嶼山的地勢為山多而平地少。這種地貌一般可提供發展的平坦土

地有限，故不適合進行大規模發展。此外，北大嶼山一帶的建築物高度亦受著機場高

度的限制。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當地的發展規模和密度。 

• 生態及環境限制生態及環境限制生態及環境限制生態及環境限制：：：：大嶼山的郊野公園、主要保育區和天然景觀，對發展項目的

範圍、規模和位置有一定影響。此外，飛機航線一帶的噪音影響、鐵路和主幹公路的

空氣污染和噪音，以及一些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例如濾水廠等，都會令附近地區的

發展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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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為了解各類土地用途的全港需求，顧問團隊對短期、中期和長期（分別為直至 2023、

2033和 2041年為止）的商業用地需求和供應作出估計。 

然而，基於分析的限制，需求和供應的分析應只被視為粗略估算（而非作為精確的預

測），以作顯示現時趨勢的大方向。因此，個別設施的需求和供應分析，應根據具體

情況進行評估，特別要注意相關設施的市場定位及其服務地區。而在建議新發展時，

亦應仔細考慮土地利用的兼容性和對環境以及交通所產生的影響。 

下表羅列了有關的分析結果和對大嶼山影響。總括而言，估計未來供應短缺額最大

的，是「現代物流」用地，然後是「酒店」用地、「會議展覽及旅遊設施」用地和

「零售、餐飲及娛樂」用地。雖然甲級寫字樓的供求會大致平衡，但據分析預測，一

般商貿用途的辦公室的供應有可能會出現盈餘。 

表表表表 1 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影響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影響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影響商業用地的需求和供應及對大嶼山的影響 

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 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 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 

甲 級甲 級甲 級甲 級 寫 字寫 字寫 字寫 字

樓樓樓樓(包括商

業 核 心 區

甲 級 寫 字

樓 和 非 商

業 核 心 區

甲 級 寫 字

樓) 

 

根據推算，甲級寫字樓的供應（未有

包括東大嶼都會的潛在供應），在短

期、中期和長期而言，都足以滿足甲

級寫字樓的整體需求。 

在長遠而言，若正在規

劃的發展項目（即位於

東涌新市鎮擴展、機場

島北商業區和香港口岸

人工島上蓋發展的商業

用地）能如期落實，額

外的甲級寫字樓（包括

商業核心區和非商業核

心區的甲級寫字樓）的

發展潛力會相對較少。 

備註：第二個商業核心區甲級寫字樓的額外供應可能不足以滿足持續不斷的需求增
長。基於甲級寫字樓在商業核心區和非商業核心區的潛在互換性質，如果傳統的商業
核心區沒有進一步擴展（例如通過落實東大嶼都會），市場對部分在商業核心區甲級
寫字樓的需求，可能會依靠在非商業核心區甲級寫字樓的供應來滿足。故應要考慮穩
定在商業核心區甲級寫字樓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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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 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 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 

 

一 般 商 貿一 般 商 貿一 般 商 貿一 般 商 貿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市場現時處於均衡狀態。然而，若工

業大廈重新發展為一般商貿用途，長

遠會令一般商貿用途的土地供應出現

盈餘。 

一般商貿用地的長遠發

展潛力，會有較大機會

受重建項目所影響。 

備註：應注意將工業大廈重建為一般商貿用途的大廈的進度須視乎市場情況而定。若
市場對工業樓宇的需求高，而對一般商貿用途的需求低，則重建比率有可能會放緩。 

 
現代物流現代物流現代物流現代物流9

 

 

 
預料現代物流空間供應短缺的情況會

長時間持續。 

鑑於位處物流業的交通

要衝（如享有香港國際

機場和日後支援交通的

基建），故大嶼山具有

發展現代物流空間的潛

力。 

備註：具體來說，對一般經濟體系內的整體工業用途作出需求預測較為普遍。本服務
所提供的指標性估算僅供參考。由於工業用途中一些特定分類行業（例如現代物流和
相關行業等）的規模較小，難以提供穩定數據以用作中長期預測，故只能以有限數據
作短期預測。 

                                                      
9
 不是單一作評估，而是以整個整體「特別行業」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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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 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 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根據現時的基線預測，香港在遠期的

酒店房間供應可能會出現較為短缺的

情況。這種情況主要是基於本報告未

能預計所有於 2033 年後落成的新酒店

的供應情況。 

大嶼山擁有豐富的文化

和天然資源。不同種類

的酒店設施可以豐富大

嶼山的旅遊配套、加強

其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地

位並鼓勵遊客在大嶼山

作短暫／長時間旅遊，

更與現有的旅遊設施達

至協同效應。 

備註: 現時經濟下行的風險、人民幣貶值的問題與及內地旅客在香港所經歷的個別事
件，均會對過夜旅客數目造成負面影響。但由於珠三角西部和香港之間會因為港珠澳
大橋的開通而更便利，過往旅客出行的交通模式也將改變。顧問團隊認為正面和負面
因素的規模可能互相平衡，故適合利用線性趨勢估算作為策略規劃的概要。 

 

零 售零 售零 售零 售 、、、、 餐餐餐餐

飲及娛樂飲及娛樂飲及娛樂飲及娛樂 

 

 
根據推算，中期和長期都會出現小量

供應短缺。  

除了為配合房屋發展而

建的零售、餐飲及娛樂

設施外，在大嶼山額外

增設零售、餐飲及娛樂

設施的可能性較低。  

 

備註：由於零售、餐飲以及娛樂設施的供應主要為市場主導，故較為浮動並難以作出
準確預測，因此，由顧問團隊所做的需求預測只適宜作為為本服務作出的大趨勢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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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 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全港需求與供應分析 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對大嶼山的影響 

會 議 展 覽會 議 展 覽會 議 展 覽會 議 展 覽

及 旅 遊 設及 旅 遊 設及 旅 遊 設及 旅 遊 設

施施施施 

在近年主要採購季節中，會展中心和

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會議及展覽設施供

應都較為緊張。非本港的會議及展覽

主辦者在接受訪問時更指出，缺乏場

地窒礙他們在香港舉辦活動。 

考慮到會議展覽及旅遊

設施的需求仍未得到充

份滿足，這類設施有進

一步發展的潛力。 

備註：需要注意的是，長遠預測的不確定性較高，加上香港現時面對由鄰近城市帶來
的競爭激烈，在長期有可能改變會議展覽及旅遊設施的需求以及需求推動力 (如經濟
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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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發展的原則經濟發展的原則經濟發展的原則經濟發展的原則、、、、方向和概念方向和概念方向和概念方向和概念  

4.1.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基於發展的機會和限制，顧問團隊擬訂出三項經濟發展原則經濟發展原則經濟發展原則經濟發展原則：：：： 

•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是指「一個值得前往並可長時間遊訪的地方」。

大嶼山必須開發各種用途的設施，並達到規模效益，增強當地成為旅遊目的地的獨特

吸引力。為免把大嶼山的資源分散攤薄，每個旅遊目的地都應該有一個獨特且鮮明的

市場定位。 

• 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不應削弱環境保育目標，才能達到可持續發展。同時，

商業設施必須能夠吸引居民、訪客、租戶、使用者和投資者，並令就業職位與勞動力

供應取得平衡，才能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 通盤考慮通盤考慮通盤考慮通盤考慮：：：：應通盤考慮大嶼山以及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以融合大嶼山各項規

劃及發展項目，達至互相配合而非競爭，並帶來協同效益。 

4.2.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顧問團隊為大嶼山建議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是：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大嶼大嶼大嶼大嶼山現有優勢山現有優勢山現有優勢山現有優勢，，，，特別是其重要特別是其重要特別是其重要特別是其重要的的的的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和旅遊業資源和旅遊業資源和旅遊業資源和旅遊業資源，，，，並把握機場擴建和新並把握機場擴建和新並把握機場擴建和新並把握機場擴建和新
交通基建的機會交通基建的機會交通基建的機會交通基建的機會，，，，以及發揮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以及發揮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以及發揮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以及發揮香港和鄰近地區的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旅遊目的地／／／／設施所形成的協同效應和設施所形成的協同效應和設施所形成的協同效應和設施所形成的協同效應和
潛在競爭潛在競爭潛在競爭潛在競爭，，，，把珠三角把珠三角把珠三角把珠三角地地地地區區區區的的的的預期經濟增長和遊客增長預期經濟增長和遊客增長預期經濟增長和遊客增長預期經濟增長和遊客增長，，，，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從世界各國和鄰近地區進從世界各國和鄰近地區進從世界各國和鄰近地區進從世界各國和鄰近地區進
出大嶼山的遊客和貨物的增長出大嶼山的遊客和貨物的增長出大嶼山的遊客和貨物的增長出大嶼山的遊客和貨物的增長，，，，轉化成轉化成轉化成轉化成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實質效益實質效益實質效益實質效益。 

由顧問團隊建議的大嶼山經濟發展方向中的增長動力及三個主要的元素顯示在圖圖圖圖 4。其

方向指出了發展的類型、規模以及經濟活動在大嶼山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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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 大嶼山經濟發展策略的組成元素大嶼山經濟發展策略的組成元素大嶼山經濟發展策略的組成元素大嶼山經濟發展策略的組成元素 

 

4.3. 雙子策略雙子策略雙子策略雙子策略 

在概念上，大嶼山經濟發展策略由兩個部分組成： 界別策略和空間策略。 

• 界別策略界別策略界別策略界別策略：：：：根據需求和供應分析，描述香港的需要和指出大嶼山可提供哪類活

動和用途來滿足該等需要。        

• 空間策略空間策略空間策略空間策略：：：：界定如何開發大嶼山和四個主要發展地點，並分析它們之間的關係

和它們如何與周邊環境配合。    

每一個部分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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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界別策略界別策略界別策略界別策略 

顧問團隊為大嶼山建議的三個不同經濟發展概念經濟發展概念經濟發展概念經濟發展概念： 

 

支柱產業新平台支柱產業新平台支柱產業新平台支柱產業新平台：：：：為香港現有支柱產業的持續增長和發展提供平台，讓它

們能把握中國近期的措施，以及令香港與珠三角有更緊密配合的政策所帶

來的機會，例如「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一帶一路」等政

策，及香港與中國內地／廣東省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合作。 

 

蓬勃社區蓬勃社區蓬勃社區蓬勃社區：：：：以成功的商業發展項目和優質的輔助服務，支持當地的社區以

健康、可持續、多樣化和具活力的方式發展。使現有和未來新遷入的人

口，都不只視大嶼山為宜居之地，還是宜業、宜商、宜樂和宜學之地； 

 

明日之橋明日之橋明日之橋明日之橋：：：：把大嶼山發展成一個向世界展示香港及其創新能力的場地，特

別是知識型行業、智慧生活和商貿，以及創意旅遊。 

這三個經濟發展概念互有關聯，互相促進，並會形成協同效應。 

 
 

 

三個經濟發展概念中，每一個都需要有適當的商業用地配合： 

表表表表 2 三個經濟發展概念與商業土地用途之間的關係三個經濟發展概念與商業土地用途之間的關係三個經濟發展概念與商業土地用途之間的關係三個經濟發展概念與商業土地用途之間的關係 

 

    
 

 

甲級寫字樓 一般商貿用途 現代物流 酒店 
零售、餐飲

及娛樂 

 

會議展覽及

旅遊設施 

 

支柱產業新

平台 
� � � � � � 

 
蓬勃社區  �  

 �  

 
明日之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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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空間策略空間策略空間策略空間策略    

空間策略所要考慮的，是大嶼山及其四個主要發展地點與其他區域和全香港的關係，

以及它們互相之間如何整合等問題。 

區區區區域域域域與全港的範疇與全港的範疇與全港的範疇與全港的範疇：：：：北大嶼山位於珠三角地區的中心，亦是主要的區域交通交匯點：

其東面有北大嶼山公路／機場快線／港鐵；西面有港珠澳大橋；北面是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並有連接世界其他地方的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在空間上連接著港珠澳大橋、屯

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和北大嶼山公路。因此，不但可善用毗鄰的香港國際機場，發展全

球和國際商貿活動；亦可利用東涌新市鎮擴展和新界西部的勞動力和後勤服務；更可

以連接中國內地。    

東涌新市鎮和其擴展區東涌新市鎮和其擴展區東涌新市鎮和其擴展區東涌新市鎮和其擴展區：：：：在空間上，東涌鄰近香港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

工島上蓋發展和小蠔灣。而在經濟上，預料東涌會發展成「機場城市」，為香港國際

機場和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提供無間斷的勞動力，提供居所，並會受惠於小蠔灣

發展帶來的的零售和配套服務，及教育和培訓機會。 

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發展發展發展發展：：：：鄰近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和東涌，小蠔灣將會是一個以住宅為主的

新社區， 它可以為教育／培訓／再培訓設施提供空間，亦能為最先進的物流設施提供

所需用地，從而支持現代物流業的發展。 

欣澳欣澳欣澳欣澳填海填海填海填海：：：：欣澳與其他主要發展地點距離較遠，可以成為自成一國的旅遊目的地及香

港的旅遊門廊。它可以結合最新的科技發展成為旅遊景點及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互補，並發展主題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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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發展地點的建議經濟發展主題主要發展地點的建議經濟發展主題主要發展地點的建議經濟發展主題主要發展地點的建議經濟發展主題 

為主要發展地點而設計的經濟發展主題，旨在解決大嶼山的四個主要發展地點和其他

發展之間的重疊或競爭角色，並確保主要發展地點中的擬議商業用地能相互協調和互

補不足。 

5.1.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 

香港口岸人工島位處相對遠離市中心10，所以必須有獨特的主題才可以吸引本地以及海

外的旅客到訪。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坐落於毗鄰香港國際機場和港珠澳大橋的樞

紐地點，能夠成為「「「「商業跳板和物流支援商業跳板和物流支援商業跳板和物流支援商業跳板和物流支援」」」」，提供辦公室、物流設施和其他用地以吸

引國際企業，會議／展覽和物流業抓住商機，促進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業務增長。香

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亦能聚焦為陳列推廣／活動提供多功能空間，並輔以充裕的零

售，餐飲，休閒和娛樂設施，讓市民「「「「體驗香港和世界體驗香港和世界體驗香港和世界體驗香港和世界」」」」。 

5.2. 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 

東涌新市鎮擴展將會是一個混合用途的多元社區，隨著人口增加和一個新車站的落

成，預計東涌東會有提供辦公室和商業用地的潛力。東涌東可成為一個「「「「智慧商業樞智慧商業樞智慧商業樞智慧商業樞

紐紐紐紐」」」」，為一般商貿活動提供高端的商業空間／酒店和經濟的住宿設施。故建議東涌新

市鎮擴展可發展成為一個「「「「平衡及蓬勃的社區平衡及蓬勃的社區平衡及蓬勃的社區平衡及蓬勃的社區」」」」，讓現有和未來新遷入的人口，視大

嶼山為宜居、宜業、宜商和宜樂之地，亦同時解決職能／工作選擇錯配的問題。這區

也能提供「「「「智慧都市體驗智慧都市體驗智慧都市體驗智慧都市體驗」」」」，以各種渠道展示科技成果，包括採用先進建築科技的智

慧型辦公大樓。 

5.3. 小蠔灣發展小蠔灣發展小蠔灣發展小蠔灣發展 

小蠔灣鄰近香港國際機場和通往新界西北的主要道路，適合作為支援與機場運作或服

務有關的經濟活動。 為了提高本港人力資源的質素和競爭力，以及促進社會流動，建

議小蠔灣可以「「「「支援經濟增長支援經濟增長支援經濟增長支援經濟增長」」」」，並成為一個提供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優質生活暨知優質生活暨知優質生活暨知優質生活暨知

識區識區識區識區」」」」，以提高在不同行業（如酒店業和航空業）的勞動人口和年輕專業人員的生產

力。 

5.4. 欣澳欣澳欣澳欣澳填海填海填海填海 

欣澳的擬議填海會為大嶼山的發展項目提供額外土地資源。現有的欣澳地鐵站可以為

當區提供良好的通達性，方便與附近地區的其他旅遊設施（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

區）營造聚群效應，故認為擬議的填海有較大潛力作旅遊或娛樂相關的發展。透過提

供新景點和住宿，可增強欣澳的旅遊特色，使其成為「「「「北大嶼山旅遊樞紐北大嶼山旅遊樞紐北大嶼山旅遊樞紐北大嶼山旅遊樞紐」」」」，並進一

步提升本港旅遊的整體吸引力。而通過結合智能旅遊的構思和創新科技，及配合「明

日之橋」的概念，可為欣澳締造新的旅遊市場定位，讓旅客「「「「體驗未來體驗未來體驗未來體驗未來」」」」。 

 

 

                                                      
10
不過，香港口岸人工島相對靠近東涌，而且在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落實之後會更容易到達新界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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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四個主四個主四個主四個主要發展要發展要發展要發展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的擬議發展主題的擬議發展主題的擬議發展主題的擬議發展主題 

 

顧問團隊已就大嶼山的初步經濟發展概念和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發展主題，諮詢了相

關持份者的意見。根據顧問團隊和持份者的意見認為，下列建議的行業是合適的發展

選項： 

• 旅遊業； 

• 航空或相關的教育服務； 

• 支持支柱產業的私營教育／培訓服務； 

• 發展創意／企業培育的設施； 

• 現代物流服務和貿易業務；及 

• 為珠三角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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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嶼山主要發展地點的市場定位大嶼山主要發展地點的市場定位大嶼山主要發展地點的市場定位大嶼山主要發展地點的市場定位 

在為四個主要發展地點設定市場定位時，顧問團隊應用了表表表表 3 所展示的經濟發展主

題。下文所述的各種商業用地，都有專門而且不一樣的市場定位，務求能發揮協同效

應，並避免與各個主要發展地點，或與大嶼山現有和規劃中的發展項目之間互相競

爭。 

表表表表 3 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和市場定位和市場定位和市場定位和市場定位 

 

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 市場定位市場定位市場定位市場定位 

 

中等至高端辦中等至高端辦中等至高端辦中等至高端辦

公室公室公室公室 

 

• 預計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將提供優質辦公室，以吸引希望

在香港尋找商機的跨國和國內企業。 該處可提供在香港主要地區（即

傳統的商業核心區）較為稀少的樓層寬敞的辦公室； 

• 目前在香港國際機場附近所提供的中等至高端辦公室將繼續為

航空業或機場相關業務提供服務； 

• 東涌東的都會中心區輔以擬議的鐵路站，將成為東涌新市鎮擴

展的地標，並作為大嶼山的主要辦公室樞紐，與附近地區的商業用地

互相配合； 

• 可在小蠔灣提供一般商貿用途的用地建立管理和運作的辦事處

以支持教育／培訓／再培訓（特別是旅遊、航空相關企業、酒店、商

業和行政管理，以及物流業的培訓）；及 

• 在欣澳提供辦公室作管理和營運之用，以支持推廣智能／創新

旅遊／娛樂，例如模擬香港之旅／增強／虛擬世界遊戲公園等，讓遊

客體驗未來。 

 

現代物流現代物流現代物流現代物流 

•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和小蠔灣均鄰近香港國際機場和港珠

澳大橋，故在地理位置上有潛力提供現代物流設施；及 

• 除了可能的填海區及周邊地區的發展外，可在小蠔灣的岩洞提

供物流設施，或將現有設施遷往岩洞，便能騰出土地作發展現代物流

設施之用。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 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東涌和東涌新市鎮

擴展都可以提供商務酒店，以接待過境旅客、航空業旅客、會議展覽

及旅遊設施的旅客、跨國企業和其他大型企業的員工； 

• 在小蠔灣發展廉價酒店以便接待中小企業的員工，以及當地教

育及培訓設施的學生和教師；及 

• 在欣澳發展度假／主題酒店以便接待消閒旅客和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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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 市場定位市場定位市場定位市場定位 

 

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餐飲及餐飲及餐飲及餐飲及

娛樂娛樂娛樂娛樂 

• 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內的現有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會繼續

服務航空旅客，並為知名品牌商店提供一個匯聚點； 

• 機場島北商業區將提供零售設施以服務經陸路和航空來港的旅

客； 

• 規劃中的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可以在商業／零售設施加入

展示元素以吸引各類訪港旅客和香港居民。 

• 在東涌現有的折扣店商場（如東薈城名店倉）將繼續承接已建

立的聲譽，為遊客服務；及 

• 東涌新市鎮擴展將為未來的遊客和香港居民，提供區域性和本

地性的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作為東涌新市鎮和其擴展區的鄰近社

區，小蠔灣的零售、餐飲及娛樂發展，將會主要服務當地社區，並支

持擬議的教育和培訓設施；及 

• 為了配合新的旅遊景點，可以在欣澳發展主題的零售、餐飲及

娛樂設施（如增強／虛擬世界遊戲公園）和酒店。 

 

會議展覽及旅會議展覽及旅會議展覽及旅會議展覽及旅

遊設施遊設施遊設施遊設施 

• 除了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可能擴建外，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

及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和欣澳發展的新酒店中的會議設施，都有助於紓

緩相關設施供不應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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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潛在潛在潛在潛在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的的的的擬議發展擬議發展擬議發展擬議發展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表表表表 4 羅列了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商業用地擬議發展規模。根據各個主要發展地點最新

的計劃，合共建議發展約 1,627,000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作商業發展。 

當中約 41%會用作提供辦公室發展（總樓面面積為 660,000平方米）， 38%會用作提

供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之用（總樓面面積為 617,000 平方米），18%會用作提供酒

店和會議設施之用（總樓面面積為 300,000平方米）及 3%會用作提供現代物流設施之

用。 

表表表表 4 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商業用地的擬議發展範圍的擬議發展範圍的擬議發展範圍的擬議發展範圍（（（（除另有註明者外除另有註明者外除另有註明者外除另有註明者外，，，，總樓面面積以平方米計算總樓面面積以平方米計算總樓面面積以平方米計算總樓面面積以平方米計算））））    

  

    其他旅遊設施 

中等至高端的 

辦公室 

酒店（附有或

沒有會議設

施） 

零售、餐飲及

娛樂 
現代物流 

香港口岸人工

島上蓋發展 1 
100,000 100,000 250,000 50,000 

 

東涌新市鎮擴

展 
 50,000 327,000  

 

都會中心區和

毗鄰的「商

業」地帶 2 

500,000 

(地積比率為

8.8 至 9.5) 

 

 
  

 

小蠔灣 1 <30,000 <50,000 <25,000 有待確定  

欣澳 1 <30,000 <100,000 <15,000  有待確定 

各主要發展各主要發展各主要發展各主要發展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60,000 < 300,000 <617,000 有待確定有待確定有待確定有待確定 有待確定有待確定有待確定有待確定 

註：淺藍底色顯示的地區，代表商業用地發展正進行規劃。 

1 由於部分發展計劃（如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小蠔灣發展和欣澳填海）的土地用途組合和規模仍
在研究當中或有待研究，有關發展計劃的假設可能會在日後有所改變，故只適用作是次研究的估算。特
別是小蠔灣的填海範圍會嚴重地受到位於北面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所限制。 

2 根據城規會文件編號 10045，三幅位於第 57、129 和 130 區分別被劃為「商業(1)」和「商業(2)」最

高地積比率分別限為 9.5 和 9 倍。這三幅用地連同將設於都會中心區的商業用途，預定會組成北大嶼山
公路沿路上一個商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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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議有關的發展規模時，以下列項目作為基準參考： 

• 辦公室：科學園第一及二期是 200,000平方米；力寶中心第 I 和 II座是 97,000

平方米。 

• 附設會議設施的酒店：天際萬豪酒店是 40,000平方米。 

• 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海港城是 187,500平方米。 

• 現代物流設施：商貿港是 33,000平方米。 

 

圖圖圖圖 6  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商業用途發展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商業用途發展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商業用途發展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擬議商業用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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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個主要發展地點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各個主要發展地點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各個主要發展地點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各個主要發展地點所產生的協同效應 

前文為四個主要發展地點建議了專屬而相異的市場定位。而在該四個主要發展地點的

各種商業土地用途，在基本的本質上是互相配合，藉以減少它們之間潛在的競爭性。 

8.1.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的位置，既可以透過港珠澳大橋連接珠三角，亦可以透過香

港國際機場連接世界各地，因此有潛力發展成一個商貿樞紐。香港口岸人工島鄰近多

項配套設施和基礎建設，包括酒店和會議設施，連同現有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和在島上

新建的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及展示新產品的體驗場地，將會加強北大嶼山作為潛在

橋頭經濟地位的形象，亦可以容納內地、本地和跨國商貿和物流服務。 

此外，除了香港國際機場的機場島北商業區和東涌之外，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也

會提供特色的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及展示新產品和技術的體驗場地，有助大嶼山

「零售、餐飲及娛樂核心」的發展。 

最後，可以提供現代物流設施，並與香港國際機場現有的設施產生協同效應，把握港

珠澳大橋啟用後所帶來的機會。 

8.2. 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 

預計東涌新市鎮擴展會發展成「機場城市」，為香港國際機場提供勞動力支援。然

而，東涌新市鎮擴展亦可以與其他主要發展地點形成協同效應。除了服務香港國際機

場的航空業外，預料東涌新市鎮擴展的新增人口，亦會成為當地中小企及創意企業和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的跨國企業和內地企業的人力來源。 

東涌新市鎮擴展的人口，亦可以受惠於小蠔灣的職業訓練和教育設施，以及在欣澳的

酒店和旅遊景點所提供的就業機會。 

8.3. 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小蠔灣有潛力為支柱產業提供教育和培訓／再培訓服務的支援中心。教育和培訓對於

提高生產力和應付新生產和服務模式甚為重要。為了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有需要營造

有利培育人才的環境。為此，小蠔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會，補充專業訓練和教育設

施的整體供應。預計這些設施可為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業及大嶼山和本港的酒店業提

供勞動力。 

配合鄰近香港國際機場和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有利位置，亦可以在小蠔灣興建現代物流

設施，以提升香港作為物流樞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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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欣澳欣澳欣澳欣澳填海填海填海填海 

欣澳有潛力發展新的旅遊景點、主題酒店、康樂及消閒活動設施、遊艇會和配套設

施，因此可以獨自成為一個「好去處」。視乎進一步的研究，欣澳或亦有潛力與其他

主要發展地點一起，為大嶼山提供商業用地。 

欣澳有能力吸引商務及休閒旅客，延長其逗留的時間，或甚至選擇於大嶼山住宿，而

並非前往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或天壇大佛的一天遊。 

欣澳可以配合其他主要發展地點的旅遊項目，提升大嶼山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地位，如

提供設施以展示大嶼山或香港的旅遊景點，以及享受最新科技的娛樂體驗。但不應與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或小蠔灣提供的旅遊設施形成競爭。欣澳

發展更可配合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和其他休閒設施，建立一個強大的網絡，產生

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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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實施的主要實施的主要實施的主要實施的主要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北大嶼山、各主要發展地點和相關基礎建設等發展，將組成為一個複雜的活動網絡，

並涉及許多機構和組織。 下表建議了各參與者的角色。 

持份者的全力參與是實施計劃的關鍵，故必須與持份者，例如投資者、發展商、使用

者和最終受惠者保持良好溝通，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例如透過公眾參與）大嶼山經

濟發展策略。 

表表表表 5555    參與實施的機構參與實施的機構參與實施的機構參與實施的機構／／／／界別界別界別界別（（（（概括概括概括概括）））） 

機構 主要的角色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諮詢組織；制定可持續大嶼藍圖。 

政府部門／決策局 制定規劃策略，闡明規劃意向和其目標；進行規劃以及工程項

目的可行性研究，預備法定的圖則和完成相關的工程； 

協調大嶼山的發展； 

在地契條款下進行批出土地程序； 

研究北大嶼山公路的容量限制和提出相關可能的緩解措施；及 

完成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鱲角的連接路。 

機場管理局 香港國際機場的三跑道系統和機場島上的其他主要發展項目。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東涌西延線、東涌東車站和考慮興建小蠔灣車站（包括其上蓋

發展）。 

私營機構  作出明智的投資，與不同階段的發展保持同步。 

9.1. 實施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實施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實施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實施大嶼山四個主要發展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的事宜的事宜的事宜的事宜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亦可能會受到機場高度限制的規管和香港國際機場的噪音問

題。正在進行詳細噪音影響評估，並可能建議減緩措施。 

而且，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內外的交通連繫亦正在檢討中，以提供一個更有效率

的交通運輸系統並提升在北大嶼山、機場島和香港口岸人工島之間的交通連繫。 

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東涌新市鎮擴展 

東涌新市鎮擴展的發展可能會受到機場高度限制的規管。此外，機管局承諾實施三跑

道系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的緩解措施及相關環境許可證條款，以減輕三跑道系統的

潛在噪音影響。 

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為了保護相關的海洋生態，特別是中華白海豚，一個在大小磨刀洲而作為補償用途的

海岸公園已刊憲。海岸公園的面積將會影響小蠔灣填海區的規模和範圍。  

 



大嶼山綜合經濟發展策略及大嶼山主要發展上商業用地的初步市場定位研究 －  

顧問研究報告 

 

 

  

2017年 1月 25 

 

欣澳欣澳欣澳欣澳填海填海填海填海 

擬議填海區的土地用途和建築物高度，都受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限制性契約內容

的規限。 

沿飛行路徑／附近（特別是在 NEF25 等量線內）的飛機噪音、主幹道和鐵路的空氣污

染和噪音也對該地區的發展造成了限制。在這主要發展地點的實際發展容量，有待進

一步研究。 

9.2. 概括概括概括概括的發展時間表的發展時間表的發展時間表的發展時間表 

關鍵的交通基建對大嶼山的發展至為重要，例如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預計在短期內會完成（大約在五年內）。視乎其他運輸及配套設施的落成時間（即配

合北大嶼山發展在東涌線沿線的新車站），小蠔灣發展、東涌新市鎮擴展和欣澳填

海，預計在中長期內完成（大約在十五年內）。儘管如此，建議適時對上述的時間表

進行檢討。 

表表表表 6666    位於北大嶼山的多個發展項目位於北大嶼山的多個發展項目位於北大嶼山的多個發展項目位於北大嶼山的多個發展項目 

  短期 

(約在 5 年之內) 

中期 

(約在 15 年之內) 

長期 

(2030 年之後) 

發展項目 機場北商業區 小蠔灣發展 東大嶼都會 

 欣澳填海  

東涌新市鎮擴展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上蓋發展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進一步發展 

 擴建亞洲國際博覽館  

  
整合懲教設施後的土地

發展 
 

 
其他主要的旅遊康樂設

施 
 

交通基建 港珠澳大橋 P1路*  

 東涌西延線和東涌東站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香港國際機場的三跑道

系統 

連接新界西北，大嶼山

以及主要的市區核心區

的策略性鐵路  / 公路走

廊 

*將在將來的研究中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