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景色怡人的海濱行人堤岸 

– 王煒文 – 

 

維港最著名的海濱堤岸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海旁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位於灣仔海旁，屬於1995年完成、佔地6.5公頃的灣仔第一期填海
計劃，主要是提供建設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擴建部份的用地，以進行於1997年七月在
香港舉行的政權移交儀式典禮。會議展覽中心完成後，在沿海旁的堤岸設置了海濱
花園及金紫荊廣塲。與對岸的尖沙咀海濱只有1公里之隔，東向為香港及九龍半島的
東區海岸；天色晴朗時，西望可見落日的斜陽，景色極為璀璨。 

 

圖1 及 圖2：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海岸的海濱花園的優美景緻 



圖3： 離會展中心東西兩旁不遠的海堤整體構成一個海濱花園帶，平常普通的遊人設施加上迷人

的海景，仍是灣仔區很多居民喜愛消閒之處。可惜的是，從這裏步行回到繁盛的市內，市民要繞

過多組行人天橋，步行最少十分鐘的路程，對普羅大眾極為不便。 

  
圖4 及 5： 從會展中心海堤西望所見的中環高厦群及黃昏景色 

 
 
維港最著名的海濱堤岸 – 尖沙咀星光大道 

尖沙咀由天星碼頭至紅磡火車站一段的海旁，自上世紀八○年代便沿尖東建設了一
條長約1.5公里的行人堤岸。當時只是一條濶約10米的沿海步行徑，設有簡單的行人
設施如座椅或小量的綠化植物等。中段亦建設了兩組行人天橋使遊人可方便地自尖
東進出。但自2001至2005年，堤岸因興建九廣鐵路東線的尖沙咀延長線，曾經局部
封蔽以便施工。2004年10月當鐵路全面完工，海濱的堤岸便重新進行擴濶和美化，
加入了眾多的行人休憇設施和綠化空間，及在文化中心一段的海旁，加入多項主題
陳設景點，最終成為全港知名的「星光大道」，成為旅客必到的遊覽點。 



圖6：  香港唯一的郵輪碼頭 – 海運大廈，是尖沙咀海濱的步行起點。圖為從天星碼頭邊旁行人廊

道，所見停靠在海運大廈泊位五萬噸級郵輪之雄姿。 

圖7：  文化中心除了海濱廣塲外，亦設有一個公眾碼頭，以供小型、俗稱遊河船或遊艇的上落客用。

碼頭的上蓋於2006年翻修，建設了一個全海景觀景台，正對港島自銅鑼灣至中環海岸壯濶的海港景

色。在國際中有此震撼城市觀景的，可謂絕無僅有。 

 
圖8：  早晨遊人稀少的星光大道，氣氛頗悠閒清靜。 



 
 

圖9，圖10  及 圖11：  傍晚前星光大道是頗熱鬧的，遊人在晚餐前避開烈日的耀眼光華散散步，順

帶觀賞黃昏的美景，實為一大樂事。 
 

圖12：  於2005年後尖東海旁陸續重修的濱海堤岸， 誰會留意到在其地底處埋藏著一條新的鐵路伸

延線？圖背景為在1992年完成的紅磡灣填海區，現時已高厦林立，成為一個以住宅及酒店為主的新

發展區。 
   
 



 

圖 13(上) 及 圖 14 (下) 

圖13 及 14：  在香港最市中心的中環區其實一向

並沒有一個可觀的濱海帶，圖中所見為大會堂向海

的愛丁堡廣場及皇后碼頭。此碼頭廣場於1962年隨

大會堂同時落成，為殖民時期多項慶典或儀式，如

港督到任或皇室到訪儀仗檢閱，均在此舉行。但隨

著於2004年展開的中環第三期填海，此碼頭到2007

年中便會拆卸，未來的岸線會再向出伸延，到時一

個可望更長久質素更良佳的海濱帶，將會交回社會

大眾。 



 
圖 15、 圖 16 及 圖 17：  從國際金融中心北望所見的碼頭堤岸 (圖15)，從渡輪碼頭平台花園所

見之國際金融中心 (圖16) 及綠化帶 (圖17)。此綠化帶為日後興建的中環繞道之預留空間。 

 
 
離開了維港的市區範圍，近年陸續發展了很多帶有海濱堤岸的小區。這些濱海區段

大多為當區居民提供一個環境優美的休憇空間，一般遊客較少留意。經過多年的建

設，這些區域已為香港整體的海岸環境，形成正面的改善。下列圖片為位於不同有

代表性的維港外區的一些海濱堤岸設施。 
 

圖 18 及： 圖 19 港島南區鴨脷洲的海怡半島，於1980年代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拆建其舊電廠而

成的住宅屋苑。發展項目沿海而建，形成一條長近一公里的行人堤岸，根據土地批准條欵內容，最

終移交可供公眾享用。 

圖 20 及 圖 21：  維港最東端的柴灣小西灣藍灣半島發展項目，於2000年完成後亦設有一段長半

公里的海濱堤岸，給這塊於90年代初才開發的新土地，提供一撮與海港接觸的公眾點。從此區西向

直至柴灣西端的杏花村，均為靠海的工廈及貨物裝卸區。 
 
 



圖 22 及 圖 23：愛秩序灣填海區於1995年完工後，政府繼而將區內自太古城起斷斷續續的海濱岸

線伸延和重整，最終形成一條如圖所見長約1.5公里的公園堤岸帶。 

圖 24：愛秩序灣海旁堤岸美中不足處是西灣河對出一段，為嘉亨灣住宅發展及相關的政府碼頭設

施所中斷。圖中所見為嘉亨灣旁的水警港口分區總部碼頭，遊人到了此處，需拐回一段離岸道路，

途經一個公眾交通設施(大、小巴站)，才能再進入愛秩序灣避風塘邊旁的堤岸線。 
 



圖25 及 圖26：  紅磡土瓜灣海心廟原為天后廟，始建年代不詳，於上世紀七○年代初因填海而清

拆。現建成為海心公園，設有一段長約200米的公園堤岸，其隣旁則為空置貨塲及污水處理廠。 

 

圖 27 及 圖 28：  與海心公園相距不及1公里的海逸酒店段海濱堤岸的早晨景緻。相隔的範圍為

空置的貨塲及污水處理廠，與公眾造成分隔而未能相連，實覺可惜。 
 
 
 

 
 

圖29 及 圖30：  香港仔位處港島南區，與對岸的鴨脷洲形成一個狹長的內港，沿兩岸現已居住了

約四萬人口，散落在多個公、移營屋苑內。圖中所見為香港仔海港兩岸的堤岸行人設施。 
 
 
 



 

 

 

 

 

 

圖31：  位於鴨脷洲的堤岸休憇帶充

滿地方風情，從帆船形式的空間擺設

可見一斑。 

 
 
 

 圖32 

 圖33 

 圖34 

 
距香港仔西面不遠處是於2003年落成的數碼港。根據發展商與政府簽訂的用地條欵，沿海的部份土

地需設置對外開放的綠化地段，以供公眾享用，長遠更會發展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圖32 及圖33 為

數碼港之海旁綠化帶的全貌。圖34 為綠化帶內寬躺之行人空間。 



遠離維港的其他海濱區，如新界西面的荃灣及屯門區，或新界中沿吐露港一帶的多
個新市鎮，以至是東岸一些近海區帶如將軍澳以至是西貢，近年亦設置了很多環境
素質頗佳的堤岸帶，綜合了各種集公眾空間、休憩、公園、綠化、景觀、及一般的
社區功能於一體的設計，使整體沿海區域的土地應用狀況得到實質改善。這種轉變
自上世紀九○末開始，基於多個跨部門機構如規劃署、拓展署、土木工程署、路政
署，以至是區議會等組織的協同，政府亦在財政上投入支援，使這些改善措施可以
成功落實。下列圖片為較代表性的區段的一些近期寫照。 

 

圖35 (上) 及圖36 (下)  

圖37 

荃灣海旁自八○年代末沿麗城花園、海灣花園

及海濱花園這些私人屋苑外，已設有斷續簡陋

的濱海堤岸。自2004年九廣鐵路西鐵荃灣西站用

填海取地的方式興建及落成，及2006年末青山

公路南段擴濶工程完工後，此段全長約2公里的

堤岸帶得到重新規劃及重整，形成如圖37 及圖

38 所見的濱海行人區帶，為當區近3萬的人口

提供了一個優良的活動空間。 
 

在荃灣由藍巴勒海峽一水相隔的對岸為青衣

區。自1998年由地下鐵路有限公司所擁有的青

衣城(機場鐵路青衣站上蓋)，及邊旁的其他私

人物業發展落成後，政府亦將早期附帶於公共

屋邨邊旁的岸線優化和重整，成為一條與對岸

荃灣相若的海濱行人廊道，使十數年前仍是充

滿殘舊的船塢、廠房及油庫的藍巴勒海峽，塑

造形成一個可供公眾閒適地散步玩賞、風景亦

頗怡人的內港。圖37 (上) 及圖38 (下) 為青衣城

對出南、北兩面的堤岸景貌。 

 

圖38 



圖39  

圖40：  在青衣堤岸最南端開始進入青衣的貨運操作區，再南下不遠便是佔地近120公頃的九號貨櫃

碼頭。圖中所見為青衣北橋下之堤岸段，九號貨櫃碼頭在橋南面的1.5公里處，對岸則為醉酒灣避風

塘及貨物起卸區。 

 



 
從新界東面的大鵬灣向西南伸延長達25公里為狹長的吐露港內海。沿內海尾緣於上世紀八○年代

中已建設了多個新市鎮，最早的為沙田及其後的大埔和馬鞍山。這些市鎮隔岸平均相距差不多十

公里。沿市鎮海旁隨著新市的規劃已設有一定的堤岸設施。因這些市鎮空間廣濶距離市區亦較遠，

採用自行車(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普遍成為眾多居民的其一選擇。堤岸設施附有單車徑，便成為這

些區域的基本設計和特色。圖41、圖42、圖43 及 圖44 分別為沙田、馬鞍山、吐露港科學園邊旁

的沿海堤岸及單車徑之景貌。 

圖41 

圖42 圖43 

圖44 

 

 
 
 



新界東岸的西貢是個傳統的漁港，加上整個新

界東在政府的規劃中為重點保育區，大規模的

建設發展受到嚴格的限制。基於保留著一定的

傳統風貌，西貢近年亦成為一個頗受歡迎的名

勝景點，集海陸旅遊及海鮮美食於一身。沿岸

邊亦設有一小段海堤及公園，附帶有長約100

米的「海鮮街」，為香港較獨有的一個區份。

圖45 及 圖46 為堤岸新近開設的美食廊， 

圖47 為有小艇售賣海鮮的一段堤岸 及 圖48 

為美食街海鮮店所見。 

 
圖45

  圖46 

  圖47 

  圖48 



 

圖49 

全香港唯一擁有海岸帶的大學為位於西

貢清水灣半島的科技大學。大學面對遼濶

的牛尾海，圖49 及 圖50 為校園區西對

海邊的碼頭及道路，這校內師生閒來的一

個好去處。 

 

 

 

圖50

 
 
 

新界西北部為人口較密集的屯門區。屯門為七○年代初建設的第一代新市鎮，南面

有一片伸延長近6公里的海岸線，由東自黃金海岸，經咖啡灣、青山灣、屯門避風塘

及內灣，至西面的蝴蝶灣。其中近屯門碼頭一帶人口最集中，由近十個公、私營住

宅屋苑組成一個人口近8萬的生活區，設有一段長達3公里的綜合海濱堤岸帶。這片

堤岸帶的獨特處是平民風格濃厚，但面對相距5公里的東涌及赤鱲角海岸，其壯濶的

海景，自不難想見。圖51，圖52 及 圖53 所見，為在屯門碼頭附近的堤岸景緻。 

 

  圖51 



圖52 

 
圖53 

 
圖54：屯門海濱花園堤岸帶的東端遙望青山灣對岸的黃金海岸，圖左面為屯門避風塘及貨物裝卸

區，再入可通向內灣及屯門市內的排洪河道。 
 
  

 
 
 
 



基於不同因素如面積太小或土地業權等限制，除佔地近140平方公里的大嶼山島外，
香港從未有一個離島曾得到大規模以單一主題為基調的發展。1995年間因需興建通
往赤鱲角新機場的青嶼幹線(青馬及汲水門大橋)，座落兩橋間的馬灣島因而得到大
規模的開發。其間，有地產發展商以收購原村民土地，及與政府商議以增補地價作
更變土地用途的方式，將馬灣發展成為一個名為珀麗灣的住宅綜合項目。該發展共
有31座高層及低密度的住宅建築、會所設施，及對外開放的廣場、綜合店鋪、海濱
區和碼頭等。計劃於2005年落成，成為一個半開放式較獨特的離島景點。 

 

圖55：  從珀麗灣海灘遙望青馬大橋的雄姿。圖左面為珀麗灣的碼頭綜合區設施。 

   
圖56，圖57 及 圖58：珀麗灣廣場及邊旁的海濱堤岸帶，外望向東為青衣方向的青馬大橋，北望則為

近汀九的青山公路岸線。 

 
 

  
  



香港海港與市民構成密切的生活連系是無庸置疑的。除了一些早已建設有代表性的

濱海區段，在整個海港其實仍隱沒著很多不為大眾留意，但又與當地市民息息相關

的海邊地帶，塑造了香港普羅大眾的一個真切容貌與城市性格。雖然其間帶著點不

完美與無奈，但現實上也為市民帶來很多很實用的生活空間。下列一輯圖照可反映

一點香港這方面的面貌。 
 

圖59 圖60 
一些難於想像，普通市民從不會靠近的海旁位置，其實也是香港城市內的一個可供小數民眾活動的空

間。圖 4 aaa 油麻地避風塘的石堤，為當區市民消閒一個黃昏觀賞落日的好去處。圖 4bbb：吐露港一

帶的新市鎮人口較稀疏，近年水質亦改善不少，不失為喜愛者垂釣的一個好地方。 
 
 

 
圖61 及 圖62：  市民享用維港海邊的一些例証 - 鯉魚門海旁小公園(左)，西九龍大角咀貨物起卸區

旁的石堤(右)。 
 

 
圖63：  鯉魚門海旁小公園「街坊」在小座亭閒

話家常。邊旁還可看到物盡其用的空間 – 居民

用座椅「曬棉胎」。 

圖64：  海邊茶座 – 紅磡碼頭旁的小食店附設

的小座椅，面對對海的北角岸線，也是城中的一

個不為察覺的景點。 



 

圖65：  觀塘碼頭的廊道傍晚售賣活海鮮的小攤

檔。這些攤檔在此處自上世紀七○年代初已經存

在，成為一個不明文的傳統。當時觀塘是香港輕

工業的一個重鎮，成千上萬的工人每天往來此間

回到觀塘區內的工廠上班，買點海鮮回家享用一

份豐富的晚餐，是眾多工廠工人一天辛勞後最好

的回報。 

圖66： 北角碼頭旁市民悠閒地滙集，成為坊眾

的一個社交點，充滿地方特色。  

  

 
圖67：  北角海旁的高架道路(東區走廊)一向為人所詬病，但當地居民仍找到多處缺口，以親近美麗的

維港和增大自己的活動空間。 

 

 
圖68：  這樣享用維港有點危險吧！西營盤副食

品批發市塲碼頭所見。 
圖69：  可有想到海邊堤岸還有這個用途 – 

午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