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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world famous 
harbours (Asia):
1.Hong Kong
2.Qingdao
3.Xiamen
4.Dalian
5.Singapore
6.Istanbul
7.Tokyo
8.Yokohama (橫濱)
9.Kaohsiung (高雄)
10.Penang (檳城)

Some of the world famous 
harbours (Europe & America):
1. Venice 
2. Sydney
3. Naples
4. Los Angeles
5. Hamburg
6. New York
7. Barcelona 
8. Amsterdam
9. Vancouver
10. San Francisco 
11. Stockholm 
12. Lisbon
13. Rio de Janeiro

導言

作為一個世界良港，香港擁有獨一無二作為一個海
港城市的特色。這些特質函蓋了在地理、自然環境、
社會和社區，及作為一個運輸港口等方面。

香港的基本資料

香港由超過250個大小島嶼及一個與內陸相連的環海區域
所組成。

土地面積：佔地約1100平方公里

海岸線總長：約360公里，其中包括位於人口中心區域，
水深平均達12米的維多利亞港。

人口：於2018年約為740萬，其中近一半集居於佔地不及
70平方公里的維多利亞港南北兩岸。

香港的港口與天然海岸



香港的港口與天然海岸

香港擁有一個 美麗的天然海港

香港擁有一個 美麗的天然海港，同時也與城市近在咫尺，互相融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香港擁有一個 美麗的天然海港，同時也與城市近在咫尺，互相融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香港擁有一個 美麗的天然海港，同時也與城市近在咫尺，互相融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距離香港市區不遠的邊旁海域，有很多保留良好美麗的小海灘

離市區不遠的郊區及離島，
亦留存著一些由原居民所
居住的小村落，反映了香
港的一點魚村色彩。

(南丫島↑長洲↓)
馬灣村↑  鳥溪沙↓



長洲↑

大澳↓

青衣

鯉魚門 鯉魚門



鯉魚門 筲箕灣/鯉魚門海峽

筲箕灣避風塘

從不同的角度不難看到
香港海港的種種風情



遠離市區的一些低密度發展

大嶼山的愉景灣

遠離市區的一些中密度屋苑

(馬灣↑及屯門↓) (馬灣↑及愉景灣↓)



沿青山公路海岸
邊旁低密度的房屋

淺水灣，既是世界知名海灘，亦是一個滿佈豪宅之區域。

1970 年代末的香港仔及深灣

港島南區的香港仔及深灣，也是外國人眼中的一個香港標誌。



香港仔是外國人眼中的一個香港標誌 (HK Icon)

香港仔是外國人眼中的
一個香港標誌 (HK Icon)

港島南面的香港仔及鴨脷
洲區，居住了約10萬人口

香港海域的另一風貌 –
位於港島市區邊緣的一些小區岸線 (香港仔及赤柱)



此講座的題目 ，為王煒文過去其中一個研究主題，

為時超過15 年， 其涵蓋範圍包括下列各分項：

• 香港港口自鴉片戰爭至二戰前的格局和發展

• 綜觀香港海域現况及佈局

• 獨一無二：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級港口城市的獨特性

• 維多利亞港自戰後的冒升

• 香港的貨運形式和現有的海港設施

• 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城市風貌和建設

• 維港兩岸各主區的發展、建設特色和風貌

• 香港近年進行的大型海港工程

• 香港海港的水質與整體環境的情况

• 香港海港的建設模式與方向

• 香港以航運為基礎的長遠發展定位

• 香港市民及其他團體對港口發展的影響

環顧國際上較著名的海港城市如紐約、洛杉磯、

利物蒲、漢堡、巴塞隆拿、鹿特丹、悉尼、東京、

星加坡、高雄、釜山港，或一些沒有主要航運設

施的沿海城市如三藩市、温哥華、斯德哥爾摩、

里斯本、那不勒斯，甚至是一些以旅遊為主的近

海城市如伊斯坦堡、里約熱內盧、以至是威尼斯

等國際級的城市，香港在其地理環境、海港與城

市及社會的相互結合與組成、城市的規模與結構，

以至是歷史與人文色彩特色等各方面，均為國際

上其他城市所僅有。

人口在700萬以上的超級大城市中除了紐約和東京外，

香港是唯一擁有一個主要內港的港口城市。而且這

內港狹小異常，兩旁人口和城市基建設施極度密集，

於國際間實為獨一無二。

另一點非常矚目及其他相近城市所沒有的，是這內

港兩旁均為高山環抱，在岸線2至5公里範圍內，高

於500米以上的山嶺自東向西環繞著維多利亞港，其

中尤以維港南岸的香港島區，山峰距近天然海線平

均少於1公里，東西走向連綿近12公里，除了氣勢雄

壯風貌極優美外，亦給內港構成良好的天然摒障，

為世間罕見。

註：

此講材內容所用的照片絕大
多數為講者在最近15年內所
拍，應足以反映維港的最近
面貌。



維多利亞港內港區於1997年的面貌

高空下望的維多利亞內港 (2004)

高空下望的維多利亞內港 (2015)

維多利亞港內港區於2004年的面貌



維多利亞港內港區於2015年的面貌

從太平山縱望維多利亞港全景

從九龍望向香港，貼近
鬧市的高山是矚目的背景。

從鰂魚涌區向東九龍望去，雄渾
的山勢與港島也不遑多讓。



香港的港口與天然海岸

香港的海域性格分野明顯，包括了:

1) 擁有繁盛的金融商業區 (維港中心段落)

2) 涵蓋人口稠密的住宅區 (維港東面兩岸)

3) 分散於維港外圍的沿海人口區 (港島南部及新界西部)  

4) 由私人所擁有的海邊豪華住宅區段

5) 與工廠、船務/塢站、物料處理、貨物儲放/起卸相隣的海段

6) 倉庫、貨物及貨櫃碼頭區 (維港兩岸東、西面末段) 

7) 不同用途的避風塘

8) 由公路、鐵路或其他交通及基建設施所佔用的岸線

9) 為原居民居住的沿海岸線 (新界東岸及多個離島)           

10) 傳統漁港 (香港仔、大澳、長洲、馬灣及西貢等)       

11) 基本從未開發的岸線

香港的港口與海域的組成，及結構

和性格的分野十分明顯。維多利亞

港位於市區的正中，其中心點是

香港島的中環和九龍半島的尖沙咀，

這也是香港最繁盛的金融商業區與

風光秀美的旅遊景點。

香港的城市與維港極度密切，
為世界所罕有。



從太平山所見的九龍中心區域

從九龍半島東、西面
所見之維港面貌

維港兩岸再向東、西邊旁伸展，是人

口密度較高的居住區，其間亦夾雜了

少量的公眾設施和公共空間，亦有部

份岸線為政府或私人機構所佔用。

商業性質較重的區段則座落於維港的

中心區。

維港兩岸所見的高層大厦，
大多在上世界80年代後期落成。

(從九龍半島北望港島所見)



維港邊旁的岸線所見 。

(上為港島西邊的堅尼地城區，
下為九龍東面的觀塘區)

維港兩岸密集的城市建設

維港存在的一些不
理想佈局 – 快速行
車高架道路將公眾
與美麗的海港分隔。

位於港島正中的銅鑼灣海旁的遊艇會，其東面(右上)為避風塘，西面為
散貨起卸區，正中則為跨海隧道入口，從中可見海港空間的密集特性。



從維港岸邊所見
的海港景色，極
有攝人氣魄之勢。 亦可看到海港與民眾

及城市密切的融合

柴灣區

筲箕灣/愛秩序灣海旁

太古城一帶海旁



鰂魚涌及北角一帶海旁

北角及天后區

港島西區一帶海旁

從鯉魚門所見的筲箕灣海旁

自2004年開始全面發展及改善中的油塘灣



2017年所見的油塘灣 2017年所見的油塘灣

高處所見的九龍最東的岸線, 自近至遠處
分別為麗港城、茶果嶺、油塘及鯉魚門。

從鰂魚涌所見的九龍灣及觀塘海旁



九龍灣及前啟德機
場的土地應用情况

九龍城海旁
的景貌

九龍城海旁的景貌 九龍城海旁的景貌



紅磡及尖東海旁
(2008) 九龍半島最南端的尖沙咀

天星碼頭及海運大厦海旁

西九龍填海區
(現為文化中心)

油麻地避風塘和
貨物裝卸區

從高處所見的整個西九龍區



荃灣及葵青區為香港都會區的西面起點

2006年所見的荃灣西岸區及其旁的藍巴勒海峽

荃灣及青衣區的近貌

離維港中心再遠的海域大多是海岸支

援區，其中提供了很多與工廠、船務、

船隻停泊與維修、物料處理、倉庫、

貨物交收與存放的場地，甚至是貨櫃

碼頭與相關業務的設施。



維港的邊緣以至是中心的
區段，設置了頗多以貨物
處理及起卸為主的設施。
上圖為位於西營盤的副食
品批發市場，右為於2001
年才遷移的銅鑼灣貨物起
卸區。

油麻地避風塘(上)，及位於紅磡
的九廣鐵路貨物起卸場。

位於茶果嶺 (左)

葵涌(下)海旁用作貨
物起卸及處理的場地。

位於青衣北岸一帶
的船隻維修廠房



位於筲箕灣亞公岩海旁的小型船隻維修船排

位於油塘對出觀塘仔灣的船隻維修廠房

位於香港仔深灣的船隻維修廠房

位於昂船洲區的
解放軍海軍基地。



位於青衣西面的
船塢及船隻維修區

位於青衣的
香港聯合船塢

位於青衣東岸
的油庫、危險
物儲存及化學
工業支援區。

香港的海岸亦安放
了很多帶有滋擾及
染污性的私人設施



位於油塘灣的廢物處理塲 位於屯門灣的內河碼頭卸貨區

海港與航運有關的設施



Ranking of the world busiest container port in 2017:
1.Shanghai
2.Singapore
3.Shenzhen
4.Ningbo
5.Busan (Korea)
6.Hong Kong
7.Guangzhou 
8.Qingdao
9.Dubai
10.Tianjin
11.Rotterdam 14. Xiamen 15. 
Kaohsiung 
16. Dalian 17. Los Angeles 18. 
Hamburg 22. New York 24. Saigon

31. Tokyo 32. 

By total number of actual 24-foot equivalent units (TEUs). 
Data listed in thousands of TEU.

Change of HK’s ranking in container handling

HK ranking

Shanghai ranking

Shenzhen ranking



西貢區的海岸與山野位於葵涌自1993-1996年續
漸成形的5至8號貨櫃碼頭

9號貨櫃碼頭用
填海的方法提供

所需用地

(2000年中所見)

2004年中漸見成形
的9號貨櫃碼頭平臺

2006年初所見在運 作中的9號貨櫃碼頭及其邊隣的配套用地



貨櫃正在處理
中的碼頭操作

大型貨櫃船頻繁地進出
香港的水域及裝卸貨櫃

駛經海港途不同
類型的貨櫃船隻

位於葵涌及昂船洲
的一至八號貨櫃碼頭



2004年落成、位於青
衣的九號貨櫃碼頭

九號貨櫃碼頭的操作區和
與碼頭相連的貨櫃處理塲地

在市區內港的貨物
處理與裝缷區

(中流作業)
岸上的散貨處理場地



位於新界西北用作臨時
貨櫃處理和維修的場地

維港範圍內同時存在了眾多在功能與性質差異

極大的城市空間，其間當然談不上彼此有太緊

密的聯系與協調，而且互相的距離往往極為接

近，其中還包括了由高架公路或其他交通及基

建設施所佔用的岸線，這既與公眾和健康的城

市佈局構成衝突，亦降低了城市功能的效益，

但長時間裹又形成一種無奈的接受、融合與適

應，也提供了另外一些城市功能的配合，組成

了香港這個港口城市的獨有性格。

維港內的碼頭及口岸設施

通往澳門的港澳碼頭
(信德中心)



尖沙咀海運大厦
及中港碼頭

停靠於貨櫃碼頭或其他
貨運堤岸作旅客上落的
有趣情况，反映了香港
郵輪碼頭設施的不足。

位於九龍尖沙咀的 中港及遠
洋客運碼頭 (中港城及海運

大厦)

通往維港兩岸及離島的碼頭



新與舊的天星碼頭

中環公眾碼頭

北角及紅磡公眾碼頭

香港沿岸的大型公路網



香港的快速公路網

著名的港島東區走
廊北角及太古城段

東區走廊位於銅鑼灣
避風塘邊的架完路段



東區走廊給北角的海旁劃清了界線，使市民難於接近。

東區走廊北角段的海
旁，分支眾多的交滙
處佔用了不少珍贵的
公共空間。

自中環，經西區海底隧道至
堅尼地城的港島北岸幹綫。

駁通了九龍東南岸線的紅磡繞道



九龍的中央交通命脈 –
紅磡海底隧道及從邊
旁而過的紅磡繞道

橫越九龍東岸海旁的觀塘繞道

橫越九龍東岸的
觀塘繞道其邊旁的
貨物裝卸塲 (2010)

東九龍起動計劃，將貨物起卸
區遷移，改造成為堤岸綠化帶。



荃灣繞道及於
2002年落成的
西鐵荃灣西站
與相連的濱海
綠化帶

貫通荃灣與青衣島
的多條幹綫及鐵路

由市區通往赤鱲角機場的唯一
快速公路 – 北大嶼山幹線

香港的大型橋樑及
沿海的新建幹道



由青馬、馬灣高架道
及汲水門大橋所組成
的青嶼幹綫

汲水門大橋

汀九橋

汀九橋



青山公路擴濶工程位於
大欖涌的跨海高架橋

大欖涌跨海高架
橋完成後的面貌

后海灣的高架道路及
跨越中港海域的大橋



后海灣的高架道路及
跨越中港海域的大橋

八號幹綫昂船洲大橋
及位於昂船洲與青衣
東岸的高架引道

昂船洲大橋完成
後之美術構想圖



除了作為內港的維多利亞港外，香港的外圍海

域亦充滿特色。香港的海域靠近珠江河口，

珠江是中國最南面的省份(廣東省)的唯一大河，

歷史緣流淵遠。在珠江入海口兩岸居住了很多

原居氏民，例如是主要靠海為生的蛋家、鶴佬

或以務農為主的客家氏族等原住居民，聚居於

河口下遊以至是近海的漁港或村落。因此，

香港海域的原住民基本上與其近鄰的氏族血緣

關係一致，他們的方言、生活習性或民情風俗

等都自成一體，構成中國華南地區的本土民族

特色，一直流傳至今。

維港所見具有傳統風貌及漁民生活的一面

漁民的日常生活



漁民的生計

水上人的生活在現代社會
難免已融入一般的陸上居民
社區裏，大致已成為一體。

東涌漁村

三聖灣村

這些靠海為生的原住氏民，現今大部份仍集

居於香港各個主要的離島和沿海區如大澳、

長洲、坪洲、西貢、南丫島、香港仔及位於

新界東面的大鵬灣一帶。基於這些原住氏民

大多以海為家，很多時甚至居住於船艇之上

或沿岸淺灘搭建的棚屋，流動性較陸上住民

為大。而且這類氏族長時間在海上以捕魚為

生，接受教育的機會甚少，再加上工作的勞

動量大，生育眾多，因而在生活方式與風俗

習慣的發展上，自成一種獨特的體系，加强

了香港本土的總體性格。



吉澳 布袋澳

大澳 南丫島索罟灣

青山灣

馬灣

南丫島榕樹灣

鯉魚門

靠海原住的氏民，較廣為大眾熟識的習俗包

括了崇拜天后、媽祖、洪聖爺、土地和其他

地方神祗，或舉行太平清醮、神功戲的演出

或飄色巡遊等民間風俗，仍然留存至今。

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進步，這些

原住民亦與其他陸上甚至是城市人續漸同化，

更有為數不少的於上世紀七○年代初開始已

移民海外，建立起新的跨國界網絡，給文化

帶來新的但仍然是獨特的氣色



本地漁民的日常
拜祀習俗所見



漁民普遍家中奉祀的神位

大廟

大澳侯王廟

其他沿海廟宇



靠海的墓葬群，
可見漁民過世後仍
對大海有所依戀。

改善中的維港

灣仔及銅鑼灣海旁2000年所
見，當時仍在灣仔碼頭至海
隧入口間設有貨物裝卸的塲
地設施。



灣仔及銅鑼灣海旁
於2007年設置了景
觀優美的花園堤岸

尖東海旁於九鐵尖沙
咀延長線完工後復原，
成為優美的濱海行人
綠化帶。

於1998年因興建西鐵而
進行的荃灣西填海，工程
完成後的復原樣貌。

2016年初的荃灣西海
旁，再度發展 (地鐵
上蓋物業) 的情況。



維港兩岸的行人堤岸
是香港近年優化城市
環境的其一重點建設

維港邊緣屬於政府或私人
半開放性質的行人堤岸

為提供方便的交通貫通人口密集
的維港兩岸， 沿海建設了很多
高架及 快速道路，但亦將市民

與美麗的維港分隔。

(港島東區走廊↑    官塘海旁↓)

官塘繞道↑

紅磡繞道↓



港島西區貨物起卸區↑

油塘海旁↓

眾多不為公眾留意的優美海濱

青衣盈翠半島(地鐵青衣城)
一帶的濱海行人堤岸

太古城至愛秩序灣間
的海濱行人堤岸



柴灣小西灣的堤岸花園

香港仔與鴨脷洲的海堤

鴨脷洲海怡半島的海堤

屯門及青山灣的行人堤岸



亦可看到海港與民眾
及城市密切的融合

香港擁有美麗的海灘為市民及遊客提供良好的消閒及旅遊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