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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i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paper is for reference only. 

 
 
 

大珠江三角洲區域鐵路網絡與城市發展 

 

注意事項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規劃署委託香港學術團體就跨界交通基建規劃進行研

究。下列文件羅列了本研究的初步成果，並已於2009年9月21日由規劃署舉辦的「大

珠三角區域規劃研討會」發表；當中的討論及建議均屬有關學術團體的意見，並

不代表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看法及立場。文件只供參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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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GPRD) Region is developing into a poly-nuclear 
metropolitan area. To facilitate further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s 
needed within the c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to share the limited resources, talents, 
and markets avail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PRD is constructing a new railway network which will render the whole area into 
a network city. As the time-space distance between all nodes in the region will be 
diminished, the phenomenon of spatial neutrality will arise and the 
competition-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ll be altered. The example of the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proves that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will be diverted and 
that this will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region, given that the railway system 
is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ed on physical, oper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and that 
the railway station is well utilized as the core of city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attraction of talent. These aspects are necessa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knowledge-intensive and innovative economy. Referring to foreig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PRD,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residents be 
encouraged to use the railway, integrating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railway system to 
develop a “station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authors propose ways that Hong Kong can 
enhance functions of the railway and customs 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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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江三角洲區域鐵路網絡與城市發展 

 
香港理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課題組 

 
 

摘 要   

 

 大珠三角已形成多核心都會區雛型。為進一步發展，必須進行整合和分工，

共享有限的資源、人才和市場。在一體化和可持續發展趨勢下，大珠三角正建設

網狀軌道交通網絡，形成網絡城市。與此同時，軌道交通將收窄各節點之間的時

空距離，並形成空間中和現象，地方競合關係改變。東京都會區例子顯示企業和

經濟活動會轉移，促進區域整體發展，但前提是軌道交通網絡須在物質、營運和

體制三個層次高度整合，並以可持續發展為基礎，將車站作為城市規劃核心，增

強對人才的吸引力，配合國際朝向知識密集和創新型經濟發展的趨勢。參考國外

相關經驗，因應大珠三角實際形勢，提出引導居民使用軌道交通的做法和整合軌

道交通系統，打造車站經濟；並從香港本土需要出發，提出增強軌道功能和處理

通關問題的建議。 

 

 

1. 前言：軌道交通與大珠三角可持續一體化發展 

 

 大珠江三角洲地區經歷過改革開放後 30 年急速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

化程度不斷提高，區內城市持續擴張。廣州吸納型的發展，拼合番禺、花都等周

邊各市，以至行政區劃以外的佛山；香港與深圳則各自擴展，最終交匯融合；加

上由眾多中小城市和城鎮組成的大珠三角西部地區，構成大珠三角多核心 

(polycentric) 都會區雛型1。 

 

 實証研究顯示，中國地方市場分割及各種封鎖行為會造成要素配置不合理

和市場扭曲，窒礙經濟發展2。在全球化和內地各區域的激烈競爭下，大珠三角都

會區要進一步發展，必須進行整合和分工，共享有限的資源、人才和市場，產生

更大的協同 (synergy) 和配套 (complementarity) 效應。《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和

改革綱要 (2008-2020 年)》把珠三角提升至國家發展戰略層面，提出「市場一體化」

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劃時代發展方向，並把粵港合作的目標、內涵予以明確，

正好推動整個大珠三角朝一體化方向發展。 

                                                 
1 陳文鴻， “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城市網絡─ “珠三角”都會區的概念與發展”，《經濟前沿》，2009 年第一期 
(總第 209 期)，14 至 15 頁。 

2 鄭毓盛、李崇高， “中國地方分割的效率損失”，《中國社會科學》，2003 年第 1 期，64 至 72 頁。 



 - 4 -

 一體化，均等化發展實際是都會化 (metropolitanization)3或近似內地提出的

「同城化」進程的不同階段，其中取決於流動 (flows，人流、物流、資金流、信

息流物質或非物質活動的流動) 和地方 (place) 的互動和整合。大致可分幾個階

段： 

 

1. 交通運輸的一體化、網絡化，反映在高速集體運輸系統的規模、覆

蓋和無縫連接 (seamless connectivity)。 

 

2. 經濟整合，不僅是傳統貿易，而是生產鏈和價值鏈跨地的緊密連接。 

 

3. 制度的整合和協調 (harmonization)，地方上不同的制度因素一體化 

(或至少不構成太大的成本障礙)。制度性因素包括硬件標準、運作標

準、市場法則、競爭條件，以至政府管理、治理、居民的行為準則

等。 

 

4. 社會文化兼容並備和都會區整體認同。 

 

 一體化的載體有硬件與軟件之分，硬件的建設是第一步，以跨境基礎設施

為主，其中跨境交通運輸系統尤為首要。先建設好高效的交通運輸系統，才可支

援區域生產體系，應付將急遽擴大的人流和貨流，保證城市間的聯繫暢通無阻，

轉壓力為資源和機會。 

 

大珠三角過往大肆拓展高速公路網絡，的確令都會化速度在上世紀 90 年代

後加快。但與此同時，區內軌道發展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這種以道路交通為主

的發展模式再不能適應發展需要。一方面，現時區內路面擠塞問題嚴重，難以承

載未來區域一體化產生的龐大交通流量；另一方面，修建高速公路佔用土地較軌

道交通為多，徵地成本更為高昂4，亦加劇區內因持續城市化令土地資源日益稀缺

的問題。而且汽車是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重要源頭之一，過份依賴道路交通不利

於大珠三角可持續發展。 

 

                                                 
3 參考 N. Ganssier, C. Lacour & S. Puissant (2003), Metropolitanization and Territorial Scale, Cities, 20:4, pp. 
253-263. 

4 特別是當以載運量來作比較，按公里計算軌道交通載運量的徵地成本遠低於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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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國際經驗已經清楚顯示，以高速公路為主的發展模式，成本高昂，

且帶來地區和城市極化發展，加劇地區差別和收入差距問題。過度郊區化 

(suburbanization) 破壞了城市原來的完整格局。當高速公路伸延至市區之內 (如同

心圈式的環市公路) 更進一步在內部割裂市區。由於汽車運輸效率低和成本高，在

市區內會產生逐步封閉的貧民窟，形成歐美規劃部門所垢病的分裂都市化 

(splintering urbanism) 5。 

 

相對其他交通模式，軌道交通在運輸能力、速度、安全性、能耗、佔地和

環保等方面擁有極大優勢6。《珠三角地區城際軌道交通同城化規劃(修編)》於 2009

年 6 月出臺，計劃在 2012 年前形成以廣州為核心，連通珠三角的城際軌道交通網

絡，配合客運專線、既有鐵路線和城市軌道交通，將更有效地服務區內密集的人

口和應付巨大的運輸需求。不過，要令軌道交通發揮最大效用，除取決於班次密

集、線路網絡化、軌道功能多元化的程度，關鍵還在於軌道交通系統要超越其作

為中轉經過的交通通道的作用，與地方結合起來，把各種流量 (人、財、物、信息

等) 與地方因素產生互動和協同作用，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這對大珠三角

內缺乏深厚經濟社會文化資源條件的新發展區尤為重要。 

 

由軌道交通網絡產生的作用亦將重構區域空間結構關係，進而影響經濟活

動以至人口分佈。借鑒海外經驗，總結出軌道交通發展和城市配套規劃方向，大

珠三角將能更有效利用後發優勢。按照大珠三角的人口、規模、腹地範圍，以及

強勁的增長動力，由軌道交通網絡化作為起點的都會化進程極有可能將之提升至

全球最大和最具發展動力的大都會區，超越現時領導全球的東京都會區7。 

 
 

                                                 
5 Stephen Graham & Simon Marvin, 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高速公路體系所構築的是網絡式空間，但卻屬分裂、隔絕性質 
(secessionary networked spaces)，城市的基礎建設和市區發展 (包括零售和住宅空間) 集中於中上階層，堆砌出

豪華先進的飛地，通過高速公路系統，連接成網絡體系。在網絡之外，中下層居民面對著基礎建設與城市設

施不足之苦，且與中上層的飛地網絡隔絕，城市二元化對立。Graham & Marvin 的分析是基建的非綑綁化 
(unbundling of infrastructure) 到城市的重新綑綁 (rebundling of cities)。但重新綑綁起來的城市已不是真正的城

市了。 

6 朱順應、郭志勇主編(2008 年)。《城市軌道交通規劃與管理》(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3 頁。 

7 Kuniko Fujita & R, C. Hill, Innovative Tokyo,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507, Februa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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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珠三角網絡城市形成 
 

2.1 珠三角城際軌道交通規劃的演變 
早在 2003 年，廣東省出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線網規

劃》，提出以廣州為中心，利用軌道交通連通珠三角九個地級城市。隨後於 2008

年和 2009 年分別提出新方案，建設總規模由最初的 599.6 公里，增加至目前提出

的 1,890 公里，而且還預留了通往粵東、粵北、粵西和港澳地區的接口。香港通

過即將動工興建的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及現正規劃的港深西部快速軌道 (前

稱深港機場聯絡線及其洪水橋支線)，加上既有的東鐵線在羅湖和落馬洲8的接駁，

輔以仍在不斷拓展的城市鐵路系統，將與九市共同組成完整的大珠三角軌道交通

網絡，使香港東、中、西部均直接連通區域內所有城市的市區和市郊。 

 

或許比軌道里數增加更為重要的，是珠三角的線網架構由「兩條主軸、三

條放射線和兩條聯絡線」演變為「三環八射」(圖 1)，而且所有在珠三角範圍內的

射線盡頭均最少連接另一條路線。加上新建和已投入服務的既有鐵路，將形成各

具獨特功能，又互相配合的三個軌道交通網絡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跨省或全國性的客運專線9和高速鐵路，作為省會城市及大中

城市間的快速客運通道，包括武廣客運專線、廈深鐵路、南廣鐵路、貴廣鐵路、

西部沿海鐵路等； 

 

第二個層次是城際軌道交通，覆蓋都會區內所有縣級以上城市和三級節

點，共 23 條線路； 

 

第三個層次則是城市軌道交通系統，主要指廣州、東莞、深圳、惠州等市

市內地下鐵路系統或輕軌，聯絡市區各部，並作為客運專線和城際軌道交通的市

內接駁。 

 

各個層次及各條線路互相縱橫交錯，不僅令整個線網的覆蓋範圍有所擴

展，而且使網絡形態更似接近網狀 (mesh)。 

 

                                                 
8 內地稱為福田口岸。 

9 雖然稱為「客運專線」，但在一些原鐵路密度不足地區，近期可能仍以客貨混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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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03 年、2008 年、2009 年(上至下)珠三角城際軌道交通規劃 

 
 

 
  

 
來源：廣東省鐵路集團、新華網、《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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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佈局 (topology) 對其連接性 (connectivity) 產生重要的影響 (圖 2)。連

接性是指網絡中所有節點前往其他所有節點的能力，即行程所需要的最少連結數

目10。當線網型成網狀，成為一個完整的網絡，所有節點之間的連結最多，甚至互

相直接連結。一方面，路徑中所經過的連結數目就最少，也意味著平均路徑距離

最短，可避免其他如「軸─幅」(hub-and-spoke) 佈局下因缺乏直接連結而出現嚴重

繞路的情況；另一方面，路徑的選擇伴隨著連結數目上升而增加，節點因線路斷

裂而被孤立的風險也降低，連接性和網絡功能最強11。 

 

圖 2：網絡佈局與連接性的關係 

 
 

  
來源： Rodrigue, J-P et al. (2004) Transport Geography on the Web,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Geography, Hofstr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people.hofstra.edu/geotrans. 
 

                                                 
10 UNESCAP (2005), Towards an Asian Integrated Transport Networ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p.30.  

11 Rodrigue, J-P et al. (2004) Transport Geography on the Web,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Geography, Hofstr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people.hofstra.edu/geo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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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節點的通達性 (accessibility) 也因而大幅提高。通達性是指從一個節點前

往其他所有節點的能力，或由其他節點到達某一特定節點的能力12。 隨著線路、

節點數目在網型佈局下有所增加，通過新規劃的軌道交通網絡，就可從一個節點

通過更少連結，與更多地方互相聯繫，即使是規模較小、位置較偏遠的珠三角縣

城或小城鎮也不至被邊緣化。 

 

通達性包含兩個組成，一是物質性的人、財、物的流動；二是非物質性的

信息或知識流。通達性增強了流動性，通達性提升將令人流、貨流、資訊等更容

易流動至節點，有機會帶來更多貨品、服務、就業以至社會聯繫，經濟機遇增加。

即使這兩種流量在不同節點上的過境速度有別，擴大了某些節點競爭力的吸引能

力，帶來整個網絡系統內的極化趨勢。但是，網絡系統越是密集網絡化，每一節

點連接其他節點和分享網絡通達性的能力越大。中心與邊緣的差別便大大縮減，

由此可使原來居於邊緣區位的城鎮有機會與大都會區的網絡系統同步發展。 

 

2.2 網絡城市的形成與特點 
每條線路都將兩個或以上的城市連結起來，形成走廊城市 (corridor cities)。

情形就像目前的廣深鐵路一樣，現時連接廣州、東莞與深圳，行程 1 小時 6 分鐘

左右，班次公交化，每 3 至 10 分鐘一班，實際上已經把沿線 5 至 6 個車站的周邊

地方連成一小時左右的生活圈、經濟圈，包括香港的羅湖及周邊地方 (從東鐵伸

延)。當整個城際軌道交通網絡在大珠三角形成，眾多走廊城市會互相交叠集聚，

互處於其他城市的功能幅射範圍內，組成一個網絡城市(network city) (圖 3)。 

 

大珠三角一體化發展似乎始終離不開以廣州 — 深圳 — 香港都會區走廊

的發展格局。這個都會區走廊接上外部網絡系統，實際上成為「發展走廊」

(development corridor)，作為廣東省，乃至南中國發展核心。其中涉及港澳與內地

的一國兩制邊界因素，類似北愛爾蘭及愛爾蘭共和國正在規劃的「都柏林─貝爾

法斯特」發展走廊13。而網絡內各個中心，由於過往社會經濟發展歷程不同，歷史

                                                 
12 同註 11。 

13 John Yarwood, ed., The Dublin-Belfast Development Corridor: Ireland’s Mega-City Region? Aldershot, Ashgate, 
2006. 都柏林與貝爾法斯特相距 160 公里，與香港和廣州之間的距離相若，廣深港客運專線建成運作之後，

交通距離時間更短，協同發展潛力更大。都柏林與貝爾法斯雖分屬兩國，但北愛與愛爾蘭共和國原屬一體，

且北愛爾蘭已轉自治。這與廣州、珠三角地區及香港的關係相似。港穗在 1949 年前沒有出入境限制，各方面

連接的緊密性更強。北愛與愛爾蘭共和國在推動這個發展走廊的許多措施，可供大珠三角參考。此外歐洲其

他跨國界的都會區廊發展例子，如布拉提斯拉瓦 (Bratislava) 的斯洛伐克 (Slovakia) 與奥地利的維也納，法

國的貝庸((Bayonne) 與西班牙的聖塞巴斯蒂安(San Sebatien)，以至丹麥的哥本哈根與瑞典的馬爾默(Malmo)，
也有參考價值。歐盟有關大區域範疇的「走廊」研究有頗多可參考的地方，特別是有關治理體制的問題，可

參看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3 年第 11 期的專輯。特別是 Hugo Priemus & Wil Zonnereld, what are 
corridors and what are the issues,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the governance of corridors, pp.167-177; Jochem de 
Vries & Hugo Priemus, Megacorridors in north-west Europe: issues for transnat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pp.225-233; 
及 Louis Albrechts & Tom Coppens, Megacorridors: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space of flows and the apace of 
places, pp.215-224。美國的高鐵規劃，也是以走廊作為基本單位。不過，英國有學者認為高速鐵路促成的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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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各異，各有特色，整個都會區內將更多元化，可享有更大差異性，激發創意

和創新活力，而且可避免單核心城市過份擠迫、單元化和污染等諸多問題14。 

 

圖 3：單核心、走廊與網絡城市 (左至右) 型態 

   
來源： David F. Batten, “Network Cities: Cre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Urban 

Studies, 32, 2,1995, pp.316. 

 

不過，要網絡城市真正結合起來運作，軌道交通必須把往來各城市的交通

成本降至人們可接受的水平，否則城市之間的交通連結將失去效用。除金錢支出

外，還需要壓縮旅程時間，因為人們願意花費在交通的時間是有限的。研究顯示，

雖然現今人們每天平均移動的距離持續增加，但在交通工具運量和速度不斷改善

下，出行工作或使用服務設施所耗費的時間基本上保持在一小時15。當然各個國家

以至地區的情況不盡相同 (東京可能在 1.5 小時以內)16，但在總體趨勢上相差不

遠。這也是大珠三角強調要依託軌道交通系統，結合無縫連接節省時間，令各節

點可在一小時內互相通達，形成一小時生活圈的根本原因。而生活圈的意義亦可

體現在軌道交通的附加功能或價值，如日本軌道交通車站內外所設的便利店、咖

啡店及其他日常生活服務，藉此增加交通時間的效益，增強時間成本優勢。 

 

憑藉較高的運輸能力和速度，即使是原本處於大珠三角邊緣地區的城市，

軌道交通也能把居民往來城市之間所需的時間控制在約一小時，儘管實際距離沒

有減少，卻會造成「時空壓縮」現象，即是以時間計算的距離收窄，以相同的時

間可到達更多地方。例如在公路時代，以一小時的時空距離計，從廣州只能抵達

佛山、東莞等地，若遇上交通擠塞，更可能未能離開市區。但城際軌道網絡卻可

將實際距離更遠的珠海市納入一小時的時空距離內，位於城際線上的站，便相當

於處於廣州市中心之內，比起那些不在地鐵站附近的廣州市區地方，到廣州市中

                                                                                                                                               
覆蓋較廣的走廊，而是一連串相連的節點，猶如隧道 (tunnel)。這涉及高鐵軌道交通帶來的地區發展作用多大

的爭議。Roger Vickerman, High-speed rail in Europe: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1 (1997), pp.21-38. 

14 David F. Batten, “Network Cities: Cre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Urban Studies, 32, 
2,1995, pp.313-327. 

15 同上。 

16 Masahiro Umezaki, Hitoshi Ishimaru, Ryutaro Ohtsuka, “Daily Time Budgets of Long-Distance Commuting 
Workers in Tokyo Megapolis”,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31, pp.71-78. 



 - 11 -

心的時間更短，在時間感受上的「市內」「市外」的差別逐漸變得模糊。空間結

構重組的結果是﹕廣州市中心的空間範圍擴大，吸納相鄰的軌道交通節點。原距

離市中心不遠但不在軌道交通網絡的節點便在空間上被郊區化。重組的標準是以

交通時間，而不是以地理距離，來決定遠近。 

 

當網絡城市中所有節點的時空距離相對來說變得均等，就會出現空間中和 

(spatial neutrality) 現象。以往由於地理位置存在差異，交通成本較低，部分地方獲

取更多資源，發展出更多城市功能，享受著區位優勢。但在空間中和的情況下，

空間一體化程度更高，節點功能可互相分享，個別空間的獨特因素，包括人口規

模、產業基礎和服務質素等，失去對經濟活動分工的影響，地域性功能和分工越

趨模糊和混雜。軌道交通所覆蓋的地區，勞動市場和消費市場基本融為一體，因

而形成一個同城化功能區，為整個區域提供各種重要的社會和經濟功能17。 

 

2.3 軌道交通改變地方競合關係 
由於城際軌道交通網絡大大增強連接性，令人員流動變得更容易，城市功

能分佈在任何節點都對空間中和的網絡城市整體上沒有太大影響，城市功能將來

可重新分佈，而企業則可更自由地轉移至大珠三角都會區中各個地方，都會區內

的競爭將會變得非常激烈。一方面，各節點面對著同一市場和同樣的市場需求，

可以通過投資和管理改善來將功能和服務提升，使各節點趨向同質化或同構化競

爭；另一方面，同質化、同構化的競爭劇烈，迫使各節點須發展獨特的功能，以

適度多元化和差異化來提升競爭優勢。由此形成一個循環不絕的動態過程，意味

著節點與地方不停轉型升級。這種競爭從微觀開始，由軌道交通網絡內的節點裡

的企業開始競爭，逐步把更大範疇的企業和地方公營機構牽涉在內，變成節點之

間的競爭，例如福田與羅湖的競爭，福田與虎門，與廣州新火車站所在石壁的競

爭等，而不是原來城市 (如深圳、廣州、東莞、香港) 之間的競爭。 

 

不過，連接性增強也有機會為各個節點帶來龐大的好處。首先，本地商品

和服務市場由城市內部擴大至整個都會區，小眾市場可能變成大眾市場，享受達

到決定性規模 (critical mass) 的好處。此外，各節點會在區域和全球競爭中互相合

作，都會區內會產生網絡界外效應 (Network Externalities)。都會區具有俱樂部 

(club) 和網絡 (web) 性質，分別通過合作 (如區域組織能力、合作框架輔以有效

的領導等) 和互補 (如城市經濟作用、城市設施、商住環境的差異化等) 過程形成

橫向協同作用 (規模經濟) 和縱向協同作用 (集聚和專門化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所

產生的經濟效益比兩個節點分別獨自競爭時更大18。 

                                                 
17 U. Blum, K.E. Haynes, C.Karlsson(1998), “The Regional and Urban Effects of High-speed Trains”,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1, pp.3. 

18 Evert Meijers,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and the Quest for Synergy: Is a Network of Cities More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Urban Studies, 42, 4, pp.76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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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交通本身並不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它服務於因經濟活動而產生

的人員和貨物流動，並讓都會區內的城市或節點融入大珠三角都會區網絡之中。

在這個新的平臺上競爭，發展空間更大，整體效益也可能上升，但當中一些競爭

也有此消彼長的作用，而且因為連接性增強，經濟要素可輕易通過軌道轉移至軌

道交通網絡覆蓋的其他地方，令在競爭中落敗的地方急速衰落，而其他地方則可

急速冒起，但之後則可能受馬太效應19影響，大者恒大，小者恒小，需要非常大的

成本扭轉局面。背後的動力是集聚效益，特別是人才的集聚和知識持續的積累、

演變、創新，形成集聚之後不易轉移，且促使所在地方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制

度因素轉變，與之適應，也與之並存共生。 

 

由此可見，軌道交通會改變競合關係，但它是一柄雙刃劍，地方或節點首

先據此發展競爭優勢，最後能否在社會產生良好經濟效果，關鍵在於城市規劃 (廣

義而非單指土地使用配置的狹義規劃) 能否配合軌道交通發展，充分利用軌道交通

構成的網絡，建立可持續競爭優勢。 

 

3. 外國經驗：空間中和的經濟產業效應 
 

區域空間結構關係改變，重塑區域內的地方競合關係和發展模式，企業、

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隨之改變。軌道交通對地方經濟發展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至

今未有一致的結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軌道交通屬基礎設施，乃服務於其他經

濟活動的平台，本身不會有顯著的直接經濟效應，只能通過轉變通道的過境性質，

把流量與地方結合起來，形成經濟活動不同層次的集聚產生效益；二是如上所述，

地方經濟發展取決於眾多因素，除了城市交通連接，還包括人才培訓和輸入、創

新環境、國家產業競爭政策等，各種因素的貢獻在現實中難以分解。 

 

儘管有關研究相對較少，但當中不少都以東京為研究對象，原因是東京是

世界上軌道交通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對軌道交通依賴程度最高。雖然東京都會區

與大珠三角存在不可比較的地方，例如沒有大珠三角的體制差異和關卡障礙因

素，但東京都會區人口規模為 3,500 萬左右，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會

區，雖小於大珠三角的 6,000 萬，卻最為貼近；而且其鐵路網絡及相關設施的改進

又與都會發展同步，在 100 多年實踐中，軌道交通建設、組織和利用等方面累積

了豐富的經驗，服務質素乃國際主要都會區中最好20；加上東京社會融合程度和政

策取向都勝於紐約、倫敦、巴黎，與中國社會和諧政策取向接近。從中總結出軌

道交通與都會發展關係，對大珠三角極具參考價值。 

                                                 
19 馬太效應由 Robert K. Merton 提出，原理被套用到經濟學，解釋資源和機會分配不均的現象。 

20 Shobhakar Dhakal & Shinji Janeko (2002), “Urban Energy Use in Asian Mega-cities: Is Tokyo a Desirable 
Model?”, in Proceedings of Workshop of IGES/APN Mega-City Project, 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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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東京都會區軌道交通網絡架構 
與未來的大珠三角都會區一樣，東京軌道交通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

市內地鐵系統。作為東京都會區的核心，「東京市區」一般是指東京都特別區(東

京 23 區)，各區之間的人員往來主要由 13 條路線組成的地鐵系統服務。此外橫濱

也有兩條地下鐵路線。 

 

第二個層次是區域鐵路，其中一個特色就是除東日本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外，私有鐵路公司也營運不少路線，提供多元化的鐵路服務。過去數十年，區域

鐵路主要服務於往來東京上班和上學的市民，成為支撐東京及鄰近區域經濟活動

的骨幹。據統計，區域鐵路接載 71%的通勤者，而前往東京 23 區的通勤者使用比

率就更高，達 91%21。 

 

第三個層次是屬於高速鐵路、連通全國各大都會區的新幹線。整個系統並

不屬於東京都會區內的區域鐵路，而是主要以東京都為核心、各條路線呈放射線

形狀通向日本全國各地，為全國鐵路系統的骨幹。群馬、栃木、山梨等鄰縣的市

民可在更短時間內抵達東京市中心。 

 

3.2 東京都會區空間結構與就業、土地用途的改變 
軌道交通從社會經濟層面上將東京都、崎玉縣、千葉縣、神奈川縣及茨城

縣南部聯合為一個共同體 (圖 4)，組成佔日本全國生產總值三分之一的東京都會

區。軌道交通在東京都會區連成一個網絡，在區內形成眾多節點。利用軌道交通

從東京都會區邊緣前往都心地區，一般只需要約 1 至 1.5 小時。部分地區如茨城縣

南部的築波市，離開市中心約 60 公里，但因為鐵路快線服務在 1970 年後陸續開

通，前往都心所需的時間縮短至 45 分鐘。東京都市區則基本由地鐵和區域鐵路全

面覆蓋，幾乎所有地區都在車站一公里範圍或 10 分鐘的步行時間距離內。 

 

 
 

                                                 
21 Hitoshi Ieda (1995) Commuter Railways-Can Congestion be Relieved?, Japan Railway and Transport Review, 4, 
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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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東京都會區 

   
   

來源：Pelin Alpkokin, Naohisa Komiyama, Hiroyuki Takeshita, Hirokazu Kato,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Employment Cluster Formation in Line With Its Extensive Rail Network”, Journal of the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 Studies, Vol. 6, 2007. pp. 1405-1406. 

 
 

日本在上世紀 60 年代起經濟急速發展，令東京成為當時世界上少數的經濟

中心之一，但由於城市功能過份集中，大量人口往市中心聚集，令市區交通負荷

太重，路面擠塞和鐵路擠擁問題非常嚴重。為解決這些問題，當地政府嘗試將原

本具單核心性質的東京有序地轉變為多核心都會，利用軌道交通網絡形成的節點

和經收窄的時空，以政策將部分城市功能從市中心分散到外圍地區，包括在新宿、

澀谷等地打造副都心，並在橫濱、成田、千葉、埼玉等多個地點設立「業務核都

市」和「大範圍合作據點」 (圖 5)。這些城市不但是居住和工業衞星城市，更具有

文化、娛樂和學術功能，築波研究學園城市即是一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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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業務核都市及鄰近城市 

 
  來源：日本國土交通省 

 

高速鐵路會產生極化作用，日本的例子是將全國經濟增長集中在東京都，

在近一二十年日本經濟低速增長，人口增長減緩以至下跌的背景下，東京都人口

仍然上升。不過，建設城際軌道交通，配合地下鐵路系統通達市中心各點，並接

駁高速鐵路網絡，都會區各節點仍然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22。在空間相對中和下，

配合政策強力推動，東京經濟活動在過去數十年呈現逐漸分散的跡象，雖然結果

發現東京都心仍然提供大部分的就業機會，但外圍地區承載的就業人口亦持續增

長，即使距離都心 60 公里，就業密度也大幅度上升，形成一些就業密集點 (圖 6)23。

這顯示在極化影響底下，東京都的擴張仍然有一定的外溢作用。 

 
 

                                                 
22 Frank Bruinsma, Eric Pels, Hugo Priemus, Piet Rietveld, Bert Van Wee (eds) (2008). Railway Development – 
Impacts on Urban Dynamics.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pp.247. 

23 Pelin Alpkokin, Naohisa Komiyama, Hiroyuki Takeshita, Hirokazu Kato,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Employment 
Cluster Formation in Line With Its Extensive Rail Network”, Journal of the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 
Studies, Vol. 6, 2007. pp. 140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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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東京都會區就業密度與就業集群變化 

       

    
來源：同圖 4，pp.1409 

 

就業機會是由經濟活動產生，而經濟活動依附著企業和本地需求，就業的

分散過程意味著企業和人口也向外遷移，乃軌道交通增強了各地通達性所致 (圖

7)，不少地區由原本的市郊轉變為城市周邊的集聚區。推動這種轉變的因素有二：

一是就業機會擴散，市民通過軌道交通又可享受市中心的城市功能，吸引更多人

口在都心外聚集；其次是軌道交通改善，公司選擇設在軌道交通沿線。距離市中

心數十公里的埼玉、築波也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市節點，在規模上可被界定為副都

心24。這屬都會發展的集中式分散(concentrated decentralization)形態。 

 

圖 7：軌道交通網絡與通達性 
        

 
來源：同圖 4，pp.1413 

                                                 
24 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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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經濟活動擴散也帶來土地用途的轉變。從整體來看，軌道交通推進

都會區城市化的作用非常顯著，在市中心半徑 30 公里範圍內，1972 年至 1991 年

間約 50%綠地變為發展地帶。當中以崎玉市的大宮為代表，整個地區都被開發；

但在沒有軌道交通直達都心的城市，在吸引人口和經濟活動方面的競爭力較低，

發展用地比例和地價明顯較低。而且發展區域面積的增長一直快於人口增長，因

為土地主要用作興建工廠，而人口並不居住在該區25。 

 

軌道交通的建設和網絡化，對東京以至未來的珠三角都會區整體發展有

利。但是一如基礎建設一樣，作用多少、具體影響如何，依賴其他因素的配合。

例如網絡化是否無縫連接，實際的時間成本和資金成本減幅多大 (後者涉及收費水

平和轉乘、轉線費用等)，網絡所在地的經濟發展，產業和功能分工協作等互動因

素。 

 

軌道交通縮減了交通時間與距離，但卻沒有促成完全競爭的市場。非市場

的制度、文化以至歷史形成的集聚因素都使網絡之內的節點之間並不存在完全競

爭26。因而網絡所帶來的好處，在網絡之內分布並不完全平均。結合起來便使節點

之間存在競爭關係，產業或服務業在節點之間的具體布局形態往往決定於個別產

業的特色與節點的特殊情況能否配合。如 1960 年代以後的巴黎仿效東京，推廣市

域快線(Rẻseau Express Regiona RER)，但高階商貿服務業展現出不同的區位分布27。 

 

以大珠三角來看，軌道交通的建設與網絡化對不同的產業應有不同的影響。 

 

1. 重化工業和汽車工業：由於投資龐大和配套系統複雜，定址建廠後不

易遷移。與軌道交通網絡的互動作用不大。這些大型企業都有本身的

物流運輸系統，市場也多不在本地，即使在本地也有本身專業化、技

術化的銷售網絡。網絡通達性產生的成本下降、生產銷售條件改善的

程度極為有限。 

 

                                                 
25 H.Hashiba, K. Kameda, T.Sugimura, Takasaki (1998), “Analysis of Landuse Change in Periphery of Tokyo 
During Last Twenty Years Using the Same Seasonal Landsat Data”, Advance in Space Research, 22, 5, pp.681-684. 

26 Piet Rietveld & Roger Vickerman, Transport in regional science: the ‘death of distance’ is prematur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 (2004), pp.229-248 和 Roger Vickerman, Gateways, corridors and competitivness: an 
evaluation of Trans-European Networks and Lessons for Canada, available at: http://gateway-corridor.com/ . 

27 Richard Sheavmur & Christel Abergne, 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er-order business services locat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7 sectors in Ile-de-France, Urban Studies, 39:7 (2002), pp.1143-1163。區位分布差別有 4 個

形態，取決於行業對成本和租金的敏感度，與客戶互動形式，地區帶來的企業形象，身份象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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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業：如生產性服務業針對企業客戶，消費服務針對消費者，兩者

的市場都可集中於都會區內，銷售推廣和服務顯然會集聚於軌道網絡

所形成的人流物流節點或樞紐，互相推動。同時由於空間中和因素和

投資規模相對小和流動性大，這些服務業在節點之間轉移的機會增

加，節點間對它們的爭奪變得激烈。網絡內服務業的分布流動性或轉

變較大。 

 

3. 工業專業鎮的工業：大珠三角的工業專業鎮正處於轉型升級階段，軌

道交通網絡化會增加相關服務業的支援能力，縮減產品生產周期和擴

大市場覆蓋範圍和效率，並加速市場回饋能力。加上在交通節點上的

地租會逐步上升，工業專業鎮的工業會因而加速轉向小批量、多品種、

相對高質量與高附加值與產品生產周期短化的生產方式。生產性服務

業與工業生產的結合也會增強。至於傳統的加工貿易則會被排斥到地

價較低的邊緣地區。 

 

4. 國外利用軌道交通促進城市發展的做法 
 

4.1 軌道交通組織整合 
沒有軌道交通，東京都會區不可能成為網絡城市，亦會受困於經濟急速發

展所帶來的各種問題。軌道交通網絡的擴展固然令東京都會區不少節點通達性增

加，但軌道交通的能力和組織安排 (包括班次、轉乘、維修應變等)，也是決定地

方通達性的關鍵因素28，影響到整個網絡的整合。大量通勤者集中在繁忙時間前往

市中心，通勤壓力集中於東西方走向的門戶站 (如山手線上的新宿站等)29，不但令

區域鐵路擠擁不堪，轉乘車站也難以容納龐大的人流。 

 

                                                 
28 Rodrigue, J-P et al. (2004), Transport Geography on the Web,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Geography, Hofstr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people.hofstra.edu/geotrans. 

29 這些問題反映著過往東京交通發展和城市規劃的眾多缺點。特別是行政規劃和地方利益的約制，東京都把

人口外移的重心在於都內新發展的多摩地區，而不是更合理地向四方擴散至鄰近的縣市。大珠三角地區今後

的發展規劃，當以此為鑑。Andrẻ Sorensen 評之為不協調的城市規劃結果，他更進一步從體制 (包括土地所

有制，產業政策和規劃法則) 分析東京都城市發展的眾多結構性問題。但在這些問題以外，東京都相比紐約、

倫敦、巴黎仍有優勝之處。詳細分析參看 Andrẻ Sorensen (2002)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 –Cities and Planning 
from Edo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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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通勤問題，東京從三個層次30嘗試整合地下鐵路系統和區域鐵路系

統，從而提高兩者的效率。最基本的層次是硬件整合 (physical integration)，提供

共同使用的設施。除了最簡單的設立行人通道，讓乘客可在車站大樓內轉乘不同

系統的線路，東京最特別之處是把兩個系統的軌道連接，並在訊號系統互相配合，

令兩個系統具有互連接性 (interconnectivity) 和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互連接

性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容許跨線運作，打破了不同系統的封閉性，令兩個原本分

割的系統組成一個更有價值的系統，軌道提供的服務更多元化，使軌道網絡系統

整合起來產生更大的網絡效益。 

 

第二個層次是營運整合 (operational integration)，主要是重組服務，更有效

運用現有資源。雖然區域鐵路和地下鐵路系統之間的票價結構沒有統一，但東京

仍然嘗試令乘客可在旅程開始時買票一次，即可轉乘。例如在與東日本旅客鐵道

株式會社及私有鐵路聯接的地鐵線的車站，設有選擇目的地站鐵路公司種類的自

動售票機。為免乘客買票費時失事，兩個地下鐵系統和私有鐵路均採用了名為

PASMO 的 IC 卡收取車資，而且與 Suica 卡互相通用。PASMO 具有多種功能，可

當作月票使用，且在區間以外乘車可自動補票，減少乘客浪費的時間。 

 

第三個層次是體制整合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建立一個制度框架令各軌

道交通營運者可聯合提供服務，其中包括財務收入的收集與分配。東京地下鐵路

系統容許區域鐵路列車駛入，區域鐵路營運者使用地下鐵路系統軌道延伸其服

務，但須要繳付費用。結合這三個層次的整合，區域鐵路營運者在 1960 年後陸續

開辦跨線「直通運轉」服務，加強郊區與市中心的運力，大大緩減列車和車站擠

擁的情況；同時乘客因為可直接進入市區，毋須在車站轉乘，縮減了整體行程時

間。由此產生兩方面影響：一是東京都與市郊和其他縣市的時空距離進一步收窄；

二是軌道得到充分利用，整個軌道交通系統效率得到改善，東京都會區各節點的

無縫連接通達性進一步提升，增強網絡城市整體競爭力。 

 

大珠三角地區快將形成多層次的軌道交通網絡，解決不同層次網絡之間的

銜接和轉乘問題乃首要任務(關鍵是怎樣達致無縫連接)，關係到軌道交通的效率和

競爭力。應參考東京在三個層次整合不同軌道交通系統的協調和分工的安排。尤

為重要的兩點是﹕一是從班次結構方面更為靈活，除通勤式的特定時段直達快車

外，應有停靠不同數目車站的不同班次，如日本的本地班次、有限快速、快速和

特快等分別，以更有效地針對乘客需求來發揮軌道運輸的效果。二是香港與珠三

角內地的通關，需改變通關對跨境交通無縫連接的阻礙。 

 

                                                 
30 UNESCAP (2005), Towards an Asian Integrated Transport Networ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p.10-20. 



 - 20 -

4.2 車站經濟：軌道交通與城市持續發展之結合 
與其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一樣，軌道交通佔據空間，耗用社會大量財力興

建，要保證社會效益，必須保證軌道及其佔用的空間得到充分使用；而軌道交通

將改變城市空間結構，在城市規劃上必須作出改變配合，才能令整個城市的發展

潛力體現出來。結合城市發展規劃，打造「車站經濟」成為國際新發展方向。「車

站經濟」並不應簡單理解為以車站服務於士紳化 (gentrified)31 銷售活動，只針對

高消費、中上階層的需求，成為少數知名連鎖品牌分店聚集的地方，也不是純粹

上蓋住宅商場物業發展，令鐵路變為地產項目的組成部分。 

 

「車站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是以可持續發展作為基礎，以車站作為城

市規劃核心，在車站周邊作密集式和多元化發展，充分利用軌道交通佔據的空間，

節省用地。人們居住在車站附近，往來車站之間，享受到各式各樣的服務，毋須

額外使用交通工具 (尤其是汽車)，以減少能耗和廢氣排放，減輕對環境造成的壓

力；同時，國際都會正朝服務業和知識密集創新型產業發展，城市核心競爭力和

經濟發展動力的泉源為依附於人才的知識。吸引人才、營造讓知識流動和融合的

環境將是城市發展戰略中不可或缺的一項。知識型人才工時長，沒有固定工時，

需要多元化、靈活的 (包括在飲食、消閒、工作等方面)支援，而且他們擁有不同

的品味和喜好，部分人才的品味、行為甚至與主流社會存有差異，發展多元化車

站經濟，就是要令車站及周邊地區變為人才生活和集聚交流的地方。增強車站和

社區之間的互動 (節點作為網絡系統中的流量和地方的連接和價值產生地) ，提供

的服務可滿足不同需要(由高檔到低檔)，為創新活動和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條件32。 

 

車站同時兼備網絡節點與地方特性，具二元性質，但兩者有相互促進和互

相抵消的作用。車站功能可分為四個方面﹕ 

 

1. 連接者 (connector) 

 

2. 會面地 (meeting place) 

 

3. 交通運輸的節點 

 

4. 市區中心 

                                                 
31 士紳化的概念來自歐美有關都市重建的發展。按 Neil Smith 1982 年的界定為: 「士紳化指工人階級居住的

社區由中產階級購房者、地主及專業的發展商重建的過程。再發展涉及的不是舊的結構更新，而是在原來發

展的土地上興建新的建築物」(引自頁 9)。在歐美城市士紳化的市區重建主要自 60 年代下半期開始，社會效

果是製造出更大的社會分化，把中下階層從所居住地區趕走，被中產階級所替代。 

32 Richard Florida (2004),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這與內地部分地區近年興起的

連鎖店式、一元化、單一化發展潮流剛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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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點 之 目 的 為 提 升 轉 乘 質 量  (transfer quality) 和 空 間 質 量  (spatial 

quality)。前者主要是發揮交通運輸節點以至樞紐作用，以此支撐和增強其他三個

方面的功能。後則包含會面地和市區中心的功能，以此促進連接者(連接交通網絡

以外其他各種經濟、社會、文化、信息的網絡，形成更大的匯聚作用)，和交通運

輸的節點功能33為主，取決於規劃背後的主導力量。過往內地的車站規劃和經營主

要以運作與轉乘質量為主，務求快速疏導乘客為主，布局則純粹依從軌道的技術

要求和轉乘方便。車站單純是上落客和購票地方，對於其他三方面的功能並不重

視，少有其他服務，車站的商業價值未被充分發掘。 

 

 相對而言，日本與香港的軌道經營者依從商業原則經營。除了軌道交通事

業營運外，還賺取其他收入，車站變成主要的商業經營項目。此所以在香港，車

站或與房地產業結合，著重上蓋住宅發展，或在主要的商業地區，如中環、金鐘

等，著重商業物業發展。日本則傾向把車站內外發展為綜合性城市功能的地標，

包含商業、零售、辦公樓、酒店以至其他公共服務在內。香港城市規劃基本仍未

以車站作為地方發展的重心，而主要是作為地方規劃土地使用的一個部分。日本

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則以車站作為地方發展的核心和起點，伸延至車站周邊的空

間，形成典型的車站經濟。 

 

 不過，轉乘質量與空間質量會有矛盾。過度地把車站商業化發展會壓縮交

通運輸的發展和擴展空間，妨礙軌道交通的進一步提升，例如香港部分車站受困

於房地產對周邊土地的過度開發，難以在現有規模上進一步擴展。而集中於出售

住宅單位的房地產發展也限制車站經濟多元化，難以吸引車站本區以外的人流。

香港除沙田以外，大多數車站都有這個問題，因此難如東京的新宿、澀谷等地形

成副都心的功能作用。 

  

對於大珠三角來說，軌道交通網絡大多屬新建，車站也同樣屬於新建，也

不一定設在於舊市區中心 (同樣情況可見諸香港西鐵和馬鐵車站)。故此，車站經

濟有待建立和發展，車站建設可能需要更從空間質量方面著手。例如將車站打造

成城市匯聚和交流的中心，結合生活、工作和消費休閒的地方(Place)，成為住宅、

酒店、餐廳、辦公室、會議廳、政府公共服務及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休閒設施

的綜合體，而不純粹是與街道商舖分割與競爭的巨型封閉性商場；也成為屬於全

社區的創意空間，或許與古時的市集和廣場34相似。社區居民及旅客的需要皆可在

                                                 
33 這種分析方法是引用 Peek 及 Louw 的區位與網絡 (location & network) 的互動關係模型，比 Bertolini 的節

點與地方 (node & place) 模型更考慮到車站二元性質的複雜性，參看 Luca Bertolini, “Station Areas as Nodes 
and Places in Urban Networks: An Analytical tool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ailway Development – 
Impacts on Urban Dynamics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2008), pp.35-57.及 Gert-Joost Peek & Erik Louw,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railway statio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Hertogenbosch, 同書, pp.125-143. 

34 中國前工業時期城市的寺廟或城皇廟前的市集，或沿襲希臘羅馬時代歐洲城鎮的中心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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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站得到滿足，因而會逗留增強交流，這亦為軌道交通使用量提供最根本保證。

城市吸引力和經濟活力增強，人流得以通過交流轉化為知識集聚，為產業以至制

度創新提供條件。而車站的集中發展也可充份利用車站佔用的空間，節約城市擴

展用地。 

 

在這方面，日本的車站例子，包括人流最大 (本地人口卻只有幾萬人) 的新

宿、澀谷、原宿、新橋、池袋、上野、東京等山手線沿線主要樞紐站，或如由重

大發展重建項目 (六本木山 Roppongi Hill 和東京中城 Tokyo Mid-town) 推動的六

本木車站，或以車站設計取勝的京都車站。歐洲則有法國的 Lille 和西班牙馬德里

的 Estacion de Atocha 車站 (圖 8)。事實上無論日本或歐洲、英國，重建或新建車

站都是採取混合功能的發展模式，包括以車站作為市區重建或新建核心。 

 

大珠三角人流流量巨大，如果地方經濟與車站沒有緊密結合起來，軌道交

通的便捷和車站的轉乘質量很可能使人流集中流往幾個經濟功能 (空間質量) 相

對優越的樞紐站，其他車站只屬途經性質，因而陷於邊緣化。過度把人流集中於

少數幾個樞紐站也會令樞紐站過分擠迫，破壞轉乘質量。故此在規劃方面，大珠

三角有關部門應以發展車站經濟 (包括像京都火車站以優越建築和城市設計來提

升車站形象) 來同時兼顧整個地區軌道交通網絡的運作和轉乘質量、空間質量，作

均衡發展。 

 

5. 具體建議 
 

大珠三角軌道交通建設已進入高潮，廣深港客運專線廣深段、廣珠城際軌

道交通現正加緊施工，一系列城際鐵路將陸續落成，新廣州站、新深圳站等客運

樞紐又快將出現，以廣州為中心，連通區域內所有地級市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絡，

可能會在 2012 年左右形成，令珠三角地區實現初步一體化。對於大珠三角軌道交

通建設帶來的空間結構和城市競合關係改變、對城市規劃提出新要求，大珠三角

城市宜早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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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日本京都站(上)與西班牙馬德里的 Estacion de Atocha 車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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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區域層面建議 
國外以軌道交通為主導的發展經驗為大珠三角發展帶來了重要啟示，它展

示了軌道交通網絡化和多層次整合的重要性，並示範了城市結合軌道交通的可持

續發展模式。因應大珠三角區域的整體發展狀況與未來的發展需要，具體提出下

列建議： 

 

5.1.1 將交通需求引導至軌道交通 
國際大力推動軌道交通建設和使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國家和城市

的可持續發展，減少汽車使用量，減少溫室氣量的排放。毫無疑問，大珠三角建

設軌道交通將有助紓緩區內的資源及環境壓力，並有利於達致更緊密的區域一體

化。除產生經濟效益外，還絕對會大減碳排放。但區內卻仍未見有足夠的措施，

引導和鼓勵市民使用軌道交通出行，可能令軌道交通不能發揮最大效用。大珠三

角的政府需要確立軌道交通作為區內交通主導的目標，並制定相關政策。 

 

例如以經濟誘因為手段，增加道路交通使用者的成本，將使用汽車的環保

界外成本內在化。除仿效香港，增加一次性的汽車購買稅項外，應取消或減低對

汽油的補貼，使能源價格回復對市場發出正確訊號，將扭曲的能源需求調整至合

理水平，間接亦因此增強軌道交通在價格上的相對競爭力。或如歐美國家在城市

區內，特別是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限制汽車使用，縮小汽車通達的街道範圍，

以至利用電子道路收費，或如倫敦市中心徵收的額外路費等。使汽車交通運輸都

會區內成為軌道交通的喂給系統，並主要服務於軌道交通網絡以外和部分節點之

間的地區。  

 

5.1.2 強調軌道交通網絡化與層次整合 
大珠三角的軌道交通建設和網絡化並不限於原有市區。不少車站和線路甚

至設在仍未城市化的地區，目的是借軌道交通建設來推動新城市區發展。新城市

區發展需時來營造和積累城市功能、經濟活動。在發展初期，很可能形成少數具

樞紐功能並與舊市區的城市功能結合的節點迅速發展起來，新城市區發展會相對

緩慢，甚至會退化為住宅為主的地區，有違發展目的。因此，要平衡區域發展，

加快新城市區的發展，軌道建設需要加重不同層次，線路的網絡化程度，並在此

基礎上令班次結構方面更為靈活，以多元化的鐵路服務滿足不同乘客的需求，並

拉近周邊地區的時空距離，更好地把新城市區的車站整合於舊城市區或樞紐站。

盡量減少單線單站，而是要做到單站多線連接，循環結合。 

 

5.1.3 統一電子車票付費系統 
無縫連接不限於軌道交通系統本身。一方面是客運專線，區域快線和地鐵、

輕鐵等都可借用半導體和無線通信技術和銀行金融化支付方法來降低購票的成本

與麻煩，例如「羊城通」、「深圳通」、「八達通」等 IC 交易付費系統 (包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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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銀行之間的支付安排) 應屬發展方向。但要令「一卡通」(或多種卡，包括銀

行的信用卡、現金卡等)可在大珠三角所有軌道交通通用，需要有一個共用相通的

平台。另一方面，其他公共交通，從公共汽車、輪渡，乃至出租車，在技術上都

可以與軌道交通同樣的推行「一卡通」或「多卡共通」的體制。雖然港澳與內地

跨境支付涉及國內金融體制的資本帳目自由兌換問題。以目前資本帳目的自由化

程度來看，這已不構成任何障礙。廣東省政府在 2009 年公布《關於加快推動珠江

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指導意見》，已提出五年內珠三角實現「一卡通」，這

已是基礎，港澳與內地人流頻密，不應被排除在外。 

 

5.1.4 打造「車站經濟」 
打造「車站經濟」是城市充分利用軌道交通，增強對人才的競爭力的一種

重要手段，大珠三角部分新建車站開始引入這種概念，對車站及附近區域一併規

劃，建設一個多功能的節點。不過，單從規劃不足以形成滿足人才多元化需要的

地方，還需要在車站管理上作用配合，把車站從單純乘客上落車管理改變成為一

個多元化的公共空間。原來的乘客管理收縮至車站月台和購票處，其餘變成其他

功能的公共場所。此外，車站內部設計應從多角度考慮，預留更多位置和設施，

供逗留的市民使用，而不是純粹考慮人流的速度，把車站從流量管理轉變為地方

管理，從後者中增加功能價值。如果設計優越，更有助提升地方形象，成為旅遊

點。日本京都站是最具代表性的例子之一，具時代感、空間的設計，及可俯瞰京

都全景的空中通道、空中公園，令京都站成為當地吸引的遊客數目最多的景點之

一，幾乎與當地歷史悠久的清水寺相同。西班牙馬德里 Estación de Atocha 車站在

功能設計上或許不及京都站，但舊建築部分除添加了商舖以至娛樂場所外，更在

中央開闢了一個熱帶植物園，設計也相當獨特，引起了各地的注意。從都市設計

方面入手，不單提升車站形象，也有助於優化城市整體形象。 

 

5.2 香港地方層面建議 
香港的車站，特別是如西九龍的樞紐站，將來不只是香港本地的樞紐站，

而是變成大珠三角的樞紐站。從香港本土需要來看，要有效接上大珠三角軌道交

通網絡，必須解決通關問題，使行政界線不再成為一種束縛。在城市發展方面，

香港應利用新建的軌道交通，和增強軌道交通的功能，配合固有優勢，在大珠三

角日趨激烈的競爭中取勝。 

 

5.2.1 以「一地兩檢」解決通關問題 
與國際上其他主要都會區不同，大珠三角擁有「一國兩制」因素，港澳地

區與其餘九市存在通關問題，關係到軌道交通競爭力和節點通達性，進而影響區

域一體化進程和經濟發展。香港要接上大珠三角，務必改善通關效率，避免繁複

的手續和程序打擊軌道交通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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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的政府部門正研究「一地兩檢」的可行性，香港應極力爭取。

原因是在目前兩地海關規管下，「一地兩檢」可簡化出入境程序，旅客可一次性

完成兩地清關手續，且能節省旅客通關過程中在口岸移動和輪候耗費的時間。不

過，更重要的是「一地兩檢」模式涉及香港連接內地的軌道交通的功能。內地不

可能在每個車站都設立口岸。若開辦了跨線運作的服務之後問題更大，我們建議

在香港的車站設立「一地兩檢」的機制，使香港的跨境列車可在香港車站辦妥所

有的通關手續，在內地上落車便不用再辦通關手續，因此香港始發班次可到達內

地不設口岸的車站。內地邊檢和海關等人員派駐香港執行通關手續，並不構成對

「一國兩制」的抵觸。歐盟國家乃至美加等國家亦有同樣的便捷通關安排。如加

拿大在個別口岸可容許美國政府人員執行通關。英法的 Eurostar 直通火車服務亦可

在巴黎進行一地兩檢。 

 

5.2.2 增強香港軌道交通的功能 
如上文所述，香港規劃將形成兩條新的跨境軌道交通通道。當中最具策略

性的是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段)，使香港接上國家鐵路網、珠三角城際軌道和沿

線珠三角城市的市域軌道，縮短旅客前往內地各大主要都會和二三線城市的時

間，並容許旅客從香港前往珠三角各主要城鎮和市郊。要發揮跨境鐵路的效率和

效益，關鍵是增強香港內部軌道交通的網絡程度，把跨境鐵路與市內軌道交通 (包

括地鐵形成交錯接駁的網絡系統。 

 

第一個可供考慮的方案是興建連接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及東鐵線的聯

絡線，目的在於增強香港在東部的跨境通道與市內軌道交通網的連接。聯絡線屬

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段) 的支線，伸延至羅湖，接上現有鐵路線北上廣州市區。

一方面，往來西九龍站的班次可部分經此支線往現有廣深鐵路和諧號動車組服務

的車站，或直達廣州東站，或沿途停東莞各站 (樟木頭、常平、石龍)。在西九龍

站一地兩檢後，旅客便可在東莞、廣州各站上落車。 

 

另一方面，適當時候在羅湖口岸設站，讓乘客可在西九龍站和羅湖一地兩

檢，乘坐由西九龍站始發班次。使東鐵沿線旅客，或西鐵及擬建的北環線的沿線

旅客都可在羅湖一地兩檢後，直赴東莞、廣州各站。這或許與現有廣深鐵路的和

諧號服務構成競爭，但會節省香港境內居民和旅客的交通時間，更為方便。與此

同時，支線的羅湖站亦可與西九龍站同時提供香港境內旅客的軌道交通接駁，連

接上東西鐵，與未來的北環線構成香港新界北部地區軌道交通兩個連接通道。由

於東鐵難以擴建，香港新界地區佔全港過半數的人口，也多集中於東鐵沿線地區，

東鐵的負荷過重，沒法消減。在羅湖設站的支線正可減輕東鐵的壓力。 

 



 - 27 -

經羅湖的支線可產生另一個作用，就是可在羅湖開設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

段) 主線的班次。使沙田以北的東鐵沿線居民，經羅湖站可循主線前往深圳、東莞、

廣州，並可從深圳、東莞、廣州的樞紐站轉乘其他省高鐵和區域快線，以及地方

地下鐵路。 

 

第二個可供考慮的方案是在洪水橋建立另一條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段) 

的支線，連接及直通正在規劃的港深西部快速軌道。港深西部快速軌道的策略性

意義在於構成香港與深圳在西部的跨境通道，促進兩地機場合作，配合兩地產業

結構共同發展。但軌道連接兩市機場，效益存疑。即使增加連接深圳前海和洪水

橋的支線，但前海將來的發展成效仍是未知之數35，效用可能還有商榷之處。如果

將港深西部快速軌道接上廣深港高速鐵路，則可令兩者更具戰略意義，整體效益

更佳。 

 

首先，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目前沒有在新界設立任何車站 (上述提議

的羅湖站有待採納)，配合支線將洪水橋建設成接駁站，擴大高速鐵路在香港範圍

內的服務覆蓋範圍，可增加客運專線的使用量；而且完全符合目前洪水橋作為西

北重點發展地區的規劃，使之成為另一個跨境交通樞紐，並為橫向西行鐵路建設

提供有利條件；更重要的是，在規劃建設港深西部快速軌道時，可考慮藉著興建

連接洪水橋與香港國際機場的路段，令香港國際機場直通全國高速鐵路網絡。由

於高速鐵路速度快，加上其舒適度，可有效替代 500 至 1,000 公里(甚或 1,200 公里)

的中短途航空。藉高速鐵路和香港國際機場頻密的國際航班，可吸引華南各地居

民使用香港機場。 

 

今後內地高速鐵路網絡完備，原來通過港深西部快速軌道以國際、國內航

班分工的設想未必可行。接駁香港機場國際航班的可能不是深圳的國內航班，而

是高速鐵路，連接交通時間四小時以下的華南地區，遠達武漢、福州、南寧、貴

陽等重要城市。為推動香港機場發展，擴大腹地，港深西部快速軌道設計應從香

港出發，以空鐵聯運為主。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實際的主線應為香港機場往洪水橋，

接上跨省客運專線、區域快線和市內地鐵樞紐站，在香港機場及洪水橋站進行一

地兩檢，使香港機場成為始發站直達珠三角以至華南地區軌道交通網絡的節點，

作為這些地區的國際機場，創造實際條件引導鄰近的珠三角機場進行分工，增強

香港機場競爭優勢，以鐵路和航空將香港重新塑造成區域交通樞紐。 

 

                                                 
35 作為物流中心倚靠深圳的機場和集裝箱碼頭，則肯定前景樂觀。此所以中央政府批准今年開設前海灣保稅

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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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兩個方案，三條跨境軌道走廊便可以互相溝通，並大大增強了廣深港

高速鐵路(香港段)的功能和戰略意義。雖然與現規劃中的北環線走向相似，但在戰

略上差異甚大。前者屬跨境性質，後者主要促進香港本地軌道交通網絡化。在區

域經濟發展層面上，前者應處於優先考慮的位置。如果同時建造洪水橋支線和北

環線的成本過高，則可考慮參考東京湘南新宿線的做法，以廣深港高速鐵路的羅

湖支線和洪水橋支線作為基礎，利用既有路線整合出北環線的鐵路服務，而毋須

另建軌道。但從香港融入珠三角都會區後跨境和市內人流將會大大增加，即使建

北環線，亦相信會有足夠的客源，也因網絡化程度提高使網絡內的人流客源有更

合理的分流。 

 

6. 總結 
 

大珠三角即將從「公路時代」進入「鐵路時代」，高速鐵路、城際軌道和

城市軌道的建設，將編織出具有三個層次的軌道交通網絡，大大改變整個區域的

空間結構。為區內城市社會經濟帶來的變化，將絕不遜於過去 30 年改革開放帶來

的變化。 

 

大珠三角軌道交通急速擴張將令區內競爭加劇，並蔓延至節點層面，但同

時也為區內主要城市、小城鎮以至市郊地區帶來發展機遇。能否掌握，關鍵在於

地方是否能利用有限的資源，令軌道交通網絡化，並將自身打造成軌道交通線路

交匯的節點；同時結合城市規劃打造車站經濟，形成獨特的城市功能，充分利用

軌道交通帶來的人流及其他流動促進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相信對於位置較偏

遠、仍未充分發展的新廣州站，及地處大珠三角區域邊緣的西九龍站，這一點是

具有重要意義的啟示。 

 

由於影響地方發展的因素眾多，特別是地方之間的競爭和合作變數極大。

要預測哪個城市或節點最能利用軌道交通成功發展，又或精確估算個別產業通過

軌道交通重新集聚的布局，並不可能。但國際經驗已表明，只要軌道交通建設得

宜，大珠三角整體發展前景將非常樂觀。藉軌道交通網絡深化一體化發展，大珠

三角要形成可與東京都會區媲美的網絡城市，指日可待。如果京津城際鐵路已成

為中國在國際高速鐵路方面的代表，那麼大珠三角可著力跨越體制障礙，整合和

利用不同層次的軌道交通，推動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全國以至全球的

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