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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运输策略结合创科 
崭新思维促可持续发展
香港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指出，为配合香
港以至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香港的运输策略
将藉创新科技寻求突破，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2022年4月22日

陈帆早前在网志撰文表示，香港面对新发展区人口急剧增长、
市民出行习惯改变、私家车数目不断上升、市中心地区可供运
输发展的空间趋向饱和，以及运输基建的建造成本愈来愈高，
加上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也为香港运输发展带来新契
机。 

崭新交通运输策略 把挑战转变为机遇

香港地少山多、人烟稠密，公共交通系统每天处理约超过
1,200万的出行人次。陈帆引述国际顾问麦肯锡公司于去年7
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香港的交通系统于可持续发展方面，在
25个国际大都市之中排名第一。他认为，香港今天能拥有各
项引以为傲的运输基建，及先进可靠的公共交通网络，全凭过
去多年社会同心协力，发挥敢于创新、勇于克服困难和积极寻
求突破的精神，然而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交通运输发展必须
紧贴世界前沿，相关工作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为解决交通挤塞问题，以及支持香港未来发展。香港特区政府
除了秉承过往规划交通基建及发展公共交通的良好基础，亦要
拥抱创新思维，在原有运输策略上寻求突破，引进创新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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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模式，为未来构建一个安全可靠、环保高效的交通运输系
统。根据香港特区政府于去年12月开展高层次和具前瞻性的
《交通运输策略性研究》，全面审视并制定直至2050年的运
输策略蓝图，应对未来运输发展和需求，支持香港可持续发展
并巩固竞争力，促进大湾区内的人员流动和货物流动。 

运输策略以人为本   缔造绿色健康生活

策略性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以市民角度出发，按他们
不同出行需要，提供更便捷、舒适，同时可靠的交通服务。策
略性研究重点聚焦如何全面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以及更有效
地运用道路和基建设施。研究范畴有四个方针：（一）提供以
人为本及有效率的公共交通服务；（二）充分利用有限的道路
空间；（三）提倡绿色运输和主动出行模式作为健康生活的方
式；及（四）把握机遇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系。 
 
策略性研究开展了约三个月，运输署及顾问团队已着手研究个
别较重要和崭新专题，并会推出试验或先导计划，期望可以尽
早与业界及公众凝聚共识。以下是几个专题研究的初步构思： 
 
（I）新一代运输交汇枢纽  全面提升出行新体验 
策略性研究建议于适合位置建设新一代运输交汇枢纽，并改善
乘客候车或转乘环境的设施，如冷气候车间、服务班次信息及
指示屏幕、购物及餐饮设施等，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并尽可
能配置泊车转乘服务，积极研究使用自动泊车系统，令市民更
乐意使用公共交通，从而提升交通效率、容量及便捷程度。 
 
（II）提升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  
策略性研究已就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展开专题研究，并会配
合信息科技应用、新能源车辆及自动驾驶技术等快速发展的契
机。短中期而言，研究会先透过引入车队管理概念，提升现时
的士管理及服务素质。长远而言，会探讨如何结合一站式信息

 

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为香港运输发展带来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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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平台，提供按实时需求的交通预约服务，并与各持份者协
调相关测试安排。运输署亦会按新能源汽车及自动驾驶技术的
发展趋势，为未来点对点交通服务的大方向，制定长远发展路
线图。 

（III）新科技引进智慧公路管理 
科技及大数据发展一日千里，透过新科技更充分利用有限道路
空间，和提升道路网络的运载效率，亦是策略性研究的重要课
题。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研究智慧公路设施，目的是利用大数据
实时分析道路网络的交通状况，提供更适切的交通信息，分流
路面交通或应对突发事故，亦会探讨自动驾驶及车联网的普及
化进程，让车辆与道路设施互相传输信息，为未来实施更灵活
及智能化的交通管理创造条件。 
 
（IV）配合土地发展  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系  
交通规划与土地发展关系密不可分。策略性研究将宏观检视香
港交通系统布局，促进香港各区发展，进而与大湾区其他城市
的交通联系。例如，运输署正研究善用北部都会区的地理优势
及发展潜力，配合跨界铁路，设置新一代运输交汇枢纽，让市
民在本港出行，以至往返大湾区其他城市时，都能体验舒适及
无缝的交通连接，促进香港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策略性
研究亦会在新发展区应用绿色运输及主动出行模式。以北部都
会区为例，策略性研究正探讨在铁路系统之上，进一步应用新
一代绿色集体运输的可行性，以及建设更全面和完善的单车径
网络，鼓励市民在短途出行时减少乘搭私家车或其他接驳公共
交通服务，创造更宜居环境。 
 

 

香港特区政府已定下目标，在2023年下半年公布策略性研究的初步建议，
并于2025年公布以2050年为规划愿景的运输策略蓝图，期望策略性研究
描绘的运输蓝图，能令香港交通系统更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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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研究将宏观检视香港交通系统布局，促进香港各区发展，进而与大
湾区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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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概览

香港面对新发展区人口急剧增长、市民出行习惯改变、私家车数目不断

上升、市中心地区可供运输发展的空间趋向饱和，以及运输基建的建造

成本愈来愈高，加上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也为香港运输发展带来

新契机。

香港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港府除了秉承过往规划交通基建

及发展公共交通的良好基础，亦要拥抱创新思维，在原有运输策略上寻

求突破，引进创新技术和运作模式，为未来构建一个安全可靠、环保高

效的交通运输系统。

香港特区政府已定下目标，在2023年下半年公布策略性研究的初步建

议，并于2025年公布以2050年为规划愿景的运输策略蓝图，期望策略

性研究描绘的运输蓝图，能令香港交通系统更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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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4至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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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全球共有50个办事处(13个位于中国内地)，为香港中小

企提供多元化的业务推广及营商支援服务，并探索市场商机，是联系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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