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諮詢意見匯編(5)
COMPILAÇÃO DE OPINIÕES DA CONSULTA PÚBLICA (5)

城市總體規劃
(2020 - 2040)草案

澳門特別行政區

2021年4月
ABRIL

DE 2021



 公開諮詢意見匯編  

Compilação de Opiniões da Consulta Pública 

第五冊 Volume 5 

第一部分：傳統媒體 

Parte 1：Opiniõ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Tradicional 

• 報章 Jornais

• 電台 Rádio

• 電視台 Televisão

第二部分：網絡民意 

Parte 2：Opiniões Recolhidas Através da Internet 

• Facebook

• 網絡論壇 Fóruns Online

• YouTube

• 新浪微博 Sina Weibo

p.3

p.856

p.864

p.870

p.917

p.919

p.921

1



第五冊 Volume 5 

第一部分 Parte 1： 

傳統媒體

Opiniões Recolhidas por meios dos Órgã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Tradicion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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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 Opiniõ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Tradicional – 報章 Jornais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報章及意見摘要 

Data, Jornais e Resumo das Opiniões 

N001 26/8/2020 澳門日報 

工務局覆書質指政府應集中辦公樓用地 

總規草案強化城市多功能佈局 

    【本報消息】土地工務運輸局回覆議員蘇嘉豪書面質詢表示，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將強化城

市多核心功能佈局，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佈，應將辦公樓用地集

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佈局。 

    蘇嘉豪在書面質詢中提出要重新考慮新城 B 區並非政法區的唯一最佳選址，而應落實生活

休閒、公園綠化等的功能佈局。 

    一併考慮三區佈局 

    工務局表示，將於今年開展公開諮詢的“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已提出整體優化澳門城市空

間規劃的構思，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佈局，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

佈，應將辦公樓用地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佈局，保護城市景

觀，打造特色濱海綠廊，同時推動新口岸一帶原有商業區發展，以促進區內生活休閒、旅遊

活動、商業發展和行政辦公室等設施的協調和長遠發展。公眾可於諮詢期內積極對草案內容

發表意見，以供政府參考。 

    總規嚴格配合世遺 

    總規草案嚴格配合《文化遺產保護法》和《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等相關規範，

將涵蓋維護本澳城市景觀特色、保育“澳門歷史城區”人文氛圍，以及延續“山、海、城”

格局等內容，並提出保護多條具城市代表性及價值性的景觀視廊與視域，以體現本澳歷史文

化永續的規劃目標。 

    市民認同綠廊規劃 

蘇嘉豪又指市政署的南岸海濱綠廊工程，碎片式發展不利於總體的休閒定位和規劃。工務

局回覆中引述市政署表示，“新城區總體規劃”對新城 B 區的海濱綠廊已制訂初步規劃，在

經過三個階段的公眾諮詢後，海濱綠廊規劃獲得社會及市民的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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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2  26/8/2020 正報 

總體規劃草案已提出 優化城市空間構思 

 

議員蘇嘉豪在書面質詢中提出要重新考慮新城 B 區並非政法區的唯一最佳選址，而應落實生

活休閒、公園綠化等的功能佈局。工務局局長陳寶霞在回覆時表示，將於今年開展公開諮詢

的“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已提出優化澳門城市空間規劃的構思，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布局，

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佈，應將辦公樓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

灣湖 C、D 區的功能佈局，保護城市景觀，打造特色濱海長廊，同時推動新口岸一帶原有商

業區發展，以促進區內生活休閒、旅遊活動、商業發展和行政辦公等設施協調和長遠發展。

公眾可於諮詢期內積極對草案內容發表意見，供政府參考。 

 

N003  26/8/2020 正報 

陳寶霞透露總體城規草案 提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布局構思 

 

【本報訊】有意見提出，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南灣湖 C、D 區，以及新城 B 區，宜參考新

加坡濱海灣花園等外地案例，建設城市休閒地標。不過，工務局局長陳寶霞未有明言接納，

卻透露將要公開諮詢的文本提出：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布，應將辦公樓

用地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布局等。 

早前，直選議員蘇嘉豪透過書面質詢提出：政府是否同意應在保育「山—海—城」肌理的大

前提下，整體設計和規劃南灣湖 C、D 區與新城 B 區，參考新加坡濱海灣花園 (Gardens by 

the Bay) 等外地案例，以綠色環保、藝術文化、康樂設施、休閒消費為主軸，以提升生活和

旅遊品質為目標，明確規劃低密度濱海發展方向和用途，成為大眾均可輕易享受的城市休閒

地標，進一步實踐世界遺產之城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回覆，將於今年開展公開諮詢的《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已提出整

體優化澳門城市空間規劃的構思，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布局，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

按功能規劃及分布，應將辦公樓用地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布

局，保護城市景觀，打造特色濱海綠廊，同時推動新口岸一帶原有商業區發展，以促進區內

生活休 4 閒、旅遊活動、商業發展和行政辦公等設施的協調和長遠發展。 

陳寶霞續提出，公眾可於諮詢期內積極對草案內容發表意見，以供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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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4  27/8/2020 華僑報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下月推出諮詢 群力冀能優先解決民生問題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將於九月上旬開展公開諮詢，

為期六十日。群力智庫副理事長梁鴻細期望草案積極回應都市更新、環保基建、交通網絡及

水患整治四項民生訴求。 

 梁鴻細指出，《總規》是澳門特區的長期發展藍圖及指引，自一四年當局頒佈第一部《城

市規劃法》，為制定《澳門特區總體規劃草案》作準備，六年來，社會對草案出台呼聲不

絕，皆因人口膨脹、環境污染、交通擁塞、舊區隱患、水浸困擾等，不時受到法律滯後、政

策緩慢等問題阻礙，致令民生問題裹足不前，蠶食居民幸福。 

 梁鴻細表示，《總規》的訂定，將為澳門特區的空間整治、土地利用、公共基建等，作出

合理的綜合部署。他期望，《總規》體現當局以解決重大民生問題為首要任務，規劃前瞻，

破解澳門城市發展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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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5  27/8/2020 正報 

群力冀《總規》優先解決民生問題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將於九月上旬開展公開諮詢，為期六十

日。群力智庫副理事長梁鴻細期望草案積極回應都市更新、環保基建、交通網絡及水患整治

四項民生訴求；以健康環保、智慧創新、以人為本，作為城市發展的理念，積極打造「一中

心一平台」的角色，發揮澳門獨有優勢，推動城市永續發展。 

梁鴻細指出，《總規》是澳門特區的長期發展藍圖及指引，自一四年當局頒布第一部《城市

規劃法》，為制定《澳門特區總體規劃草案》作準備，六年來，社會對草案出台呼聲不絕，

皆因人口膨脹、環境污染、交通擁塞、舊區隱患、水浸困擾等，澳門經濟高速發展而衍生的

難題日益增長；而城市建設一直在欠缺明確的指導目標、整體組織中蹣跚而進，不時受到法

律滯後、政策緩慢等問題阻礙，致令民生問題裹足不前，蠶食居民幸福。 

梁鴻細表示，《總規》的訂定，將為澳門特區的空間整治、土地利用、公共基建等，作出合

理的綜合部署。他期望，《總規》體現當局以解決重大民生問題為首要任務，規劃前瞻，破

解澳門城市發展的瓶頸。為此他提出以下五點建議：一是為都市更新訂定明確時間表，包括

祐漢七棟樓群的重建、青洲都市化整治，及歷史城區活化，冀善用土地資源，優化居民的綜

合生活質素及營商環境，落實永久危險品倉搬遷，讓受影響居民得以安枕；二是接納社團專

家多年來提出的根治內港水患方案，建設「護城抗洪交通魅力長廊」，以及推進路環「一

湖」方案，冀達防洪儲水、增加車道車位、建設濱水綠化休閒空間，回應長年困擾居民的治

水訴求；三是根據《澳門環境狀況報告 2019》顯示，城市固體廢物不斷增加，本澳人均綠地

面積相對一八年減少；因此，他希望《總規》加強對稀有生態資源、歷史文物的保護，優化

公共空間佈局，銜接重大基礎設施，並把環保基建（污水處理、垃圾回收）納入《總規》

中，全方面多層次構建綠色澳門城市景觀，支持澳門具體落實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願

景。 

四是道路網為城市發展的動脈，與生活圈的營造密切相關，建議當局在設計重要基建時，前

瞻規劃周邊道路網等交通配套，避免出現如「東方明珠迴旋處」等交通堵塞問題；按照城市

發展策略，確定近遠期道路網體系結構、佈局，設置走向要求，避免道路重覆開挖擾民，配

合智慧科技，理順交通，與大灣區高速現代交通網絡接軌。五是規劃甲級寫字樓商圈，增加

符合資訊化辦公條件的辦公樓，完善各項輔助性設施，吸引內地公司總部，及積極引進全球

從事專業租賃、資產管理的金融機構進駐，推動澳門金融業的多元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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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6  28/8/2020 力報 

遲來的總體城規 

 

《城市規劃法》早於 2014 年 3 月 1 日已經生效，法律中規定城市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及詳細

規劃，其中總體規劃是訂定整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並對

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合部署。有了總體規劃，才能針對每個特定地區的土

地用途和設施配套進行具體規劃。然而，暌違六年至今，《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

案》於下月 4 日終於進行公開諮詢，困擾本澳城市建設多年的問題解決有期。 

社會各界對於總體規劃可謂企盼多時，由於本澳可利用土地空間較小，過往累積的城市發展

問題不少，例如密集的老舊建築極待更新、居民區休閒活動空間不足、道路及泊車位不敷使

用等。沒有總體規劃之下，當局面對問題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同部門的發展規劃

可能受限於無地可用、或者選址困難，窒礙社會民生改善。 

新城填海區的規劃發展，就是一個例子。當局在新城填海發展期間曾提出不同的各區分工定

位，但似乎除了 A 區以公屋為主的居住用途較為確定外，其他各區的具體遲遲未有確定。於

2015 年，《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計劃於新城 B 區東側建設政法區，集中政府部門辦公

以提高效率、減少租賃私人寫字樓開支。然而，根據葡文電台日前報道，政府決定撤回 B 區

政法區計劃，轉而將相關機構建設於南灣湖一帶。 

再將目光放前，有關愛都酒店再利用計劃、以及舊法院大樓改建中央圖書館計劃，推出之時

亦因為城市規劃問題而引來爭議，擱置至今亦未能有所進展。今年 5 月，社會文化司司長歐

陽瑜在立法會表示，這兩個計劃需待總體規劃出台後，再研究是否適合興建相應設施。可以

看出，缺乏總體城規的弊病，將會實實際際地阻礙本地區社會發展，而且影響相當長遠。 

需要承認的是，在本澳僅有 3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城市規劃、而且要面面俱到，確實存

在很大難度。在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澳門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區位分布，如果將來要配合新

城區布局以及產業多元發展，是否要改動這些舊有格局？本屆政府表明要加大公共投資基

建，並展現出大刀闊斧改革的決心，希望下周面世的總體規劃諮詢文本可以令大家眼前一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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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7  28/8/2020 力報 

城規師批拖足六年效率低 總體城規草案下周五起公開諮詢 

 

2014 年 3 月 1 日，《城市規劃法》正式生效，法律規定城市規劃包括總體規劃，社會久等

六年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終於有進展，早前政府表示，將在下周五(9 月 4 日)至 11 月 2 日就

《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開展為期 60 日公開諮詢，屆時，草案具體內容將在

網上向社會公布，有關當局也會舉辦多場公眾諮詢會及專場介紹會。有學者批評總體規劃拖

足六年才僅僅進入諮詢初步階段，執行效率低得驚人，建議政府應思考澳門不同的土地資

源，以應付未來產業發展需要。 

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昨（27）日受訪時批評，《城規法》自 2014 年生效至今已六年，然而城

市總體規劃卻遲遲未出台，按照常識不可能拖到現在才推出，加上現時只是推出諮詢，距離

正式生效還有一段距離，「執行效率都低到幾得人驚」。 

林翊捷認為，由於缺乏總體規劃，澳門城市規劃前瞻性方面較弱，「一直都係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缺少對人口和產業展望，尤其是產業方面。他指出，因社會對住房需求大增，過

往政府就一昧考慮發展住宅用地，導致商業用地減少，現屆政府開始重視發展商業用地，他

建議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從澳門不同的土地抽取資源，以應付未來產業發展的需求。 

日前工務局回應議員質詢表示，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布，應將辦公

樓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布局，保護城市景觀。林翊捷表示，若

土地集中興建辦公樓，雖然看似歸一，但卻缺少配套設施，對辦公樓一帶居民生活產生不

便。 

建議政府辦公樓穿插商業用地 

他舉例指出，如果公務員就餐也要搭車到其他區域，對交通都有影響，而且周末多數辦公樓

會休息，屆時一片區域就會變成「死城」，不符合土地善用原則，也會產生治安隱患。因此

他認為，未來政府作有關規劃時，應該在辦公樓之間穿插一些商業用地，以更好優化有關地

區布局。 

公開諮詢期間，總體規劃草案將上載至土地工務運輸局專題網頁。相關網上意見表將於 9 月

展開公開諮詢時正式啟用，並會舉辦多場公眾諮詢會及專場介紹會，設置固定展板及在全澳

各區設置流動巡迴展板，相關詳情將於諮詢啟動前透過新聞發佈會作進一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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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8  28/8/2020 訊報 

文物普查清單秘而不宣 車胎公園保育爭議不休 

 

市政署計劃利用氹仔市中心、氹仔廣東大馬路、布拉干薩街及沙維斯街之間的 4 幅 BT 地段

已收回的閒置土地建造一萬九千平方米的臨時車胎公園，預計明年首季動工，爭取明年第 4

季完工，預算約 3,000 萬元。公園以車胎為主設計元素，設有 8 個親子互動、康樂遊樂功能

區；同時以車胎串連園內車胎樂園、親子草地、滑板天地、環園跑步徑等。市政署稱，將利

用原地形作公園佈局，減少開掘；又會與環保局合作，選用經篩選無溶解及外觀完好的回收

車胎，並在車胎底部鑽孔以防積水，並定期檢查及更換車胎。 

施政已提利用路氹閒置地建休憩區然而，社會近日就氹仔臨時車胎公園與清拆紗廠工業遺址

引起爭議，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日前回應指，有關廠房不屬法定保護文物，廠房的屋頂有

致癌的石棉瓦，地理位置低於路面，長期積水，存在健康及衛生隱患，具備拆卸條件。四月

施政報告已介紹會利用政府閒置土地發展休閒體育設施暫時使用，目前有關規劃屬臨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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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要建設固定的休閒設施，必須經過諮詢等法律程序，可能需時數年，工務局並已聘請

香港專業團體作拆卸工作。 

石棉規管漏洞去年已堵塞毋須過慮作為市政諮詢委員的筆者，一向支持和推動政府及早利用

閒置地興建更多的休憩設施回應嬰兒潮及老年化社會需求。雖然紗廠屋頂含石棉是保留與否

的重要考慮因素，但並非作為歷史建築應否保留的關鍵因素。再者，休憩空間與舊建築保育

本身不是對立和互相排斥，真的文物建築的保育活化應是將歷史建築與現實生活聯繫，在保

留歷史見證的同時，賦於建築新的靈魂！ 

  就石棉問題，筆者在兩年多前處理氹仔一學校附近進行石棉瓦屋頂的非法拆卸時，就發

現了本澳對石棉物料的處理、入口和拆卸監管都存有嚴重漏洞。包括香港及歐美地區，早在

上世紀就全面禁止石棉的入口及使用，但澳門一直沒有任何限制，為此筆者當時同步推動政

府禁止石棉入口、對澳門現存石棉建築物料普查，及清晰拆卸石棉物料的指引等，確保同類

問題不再出現。故工務局早前在批出拆卸工程時，都有嚴格按照指引要求承建商聘請香港專

業人士依照程序處理，但因疫情關係，紗廠涉及石棉部分至今未作任何拆卸。由於石棉致毒

性主要是石棉瓦中的石棉纖維飄在空氣被吸入肺部造成，狀況良好的石棉不具毒性，公眾毋

須過份擔心。故紗廠部分屋頂的石棉瓦雖然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但並非紗廠必須拆卸的關鍵

因素。 

文化局無保育意見工務局已批出清空工程至於紗廠保留與否，市政署在與市諮會討論此臨時

休憩區時就曾有作討論，諮委亦建議能否保留部分廠房建築作遮蔭等用途？市政署當時表示

紗廠並非文物，文化局也沒有提出任何保育或保留的意見，加上建築物狀況殘破，保留建築

物的成本不低，時間亦會更長；更重要是，工務局在將閒置地交給市政署前，已批出紗廠部

分地段的拆卸工程。 

  由於今次車胎公園僅屬臨時休憩用地，故整個車胎公園的設計是以不填不挖，因地制宜

的設計邏輯，公園北部地勢較高且為泥地，故用作草地等休憩區，紗廠位置地勢較低，在兩

地段交匯的高斜就用作兒童滑梯及滑板場斜台等，其餘紗廠地段則作籃足排球場各一及兩個

羽毛球場。由於遵從簡約原則，整個一萬九千平方米的公園造價可降至約三千萬（面積二點

四萬平方米的中央公園一二年的造價四點四億，一六年市政署及後用二千萬重造兒童休憩

區）。 

永久公園程序五六年先建臨時公園合理也有意見質疑，市政署今次利用閒置地是黑箱操作、

事前沒有公佈和諮詢，建臨時公園浪費資源等。其實早在今年四月公布的行政法務範疇施政

方針中，已提出善用十幅分布澳路氹的閒置土地興建臨時休憩區，故計劃並非突然提出的，

是在原定施政計劃中的，只是有初步概念後就向公眾介紹聽取意見。再者，永久公園的興建

按法律須經法定程序，如城規會討論、公示，再加上總體規劃仍未出台等，估計需要五至六

年的時間，與一般公園設施的全面折舊時間相若，這也是筆者支持興建臨時公園的重要原

因。 

  對於有意見擔心車胎會釋放有毒物質。筆者認為公眾的擔心可以理解。但必須指出，過

去報導車胎釋出有毒物質的報導，都是指有人將劣質車胎破碎後的膠粒，再加上劣質黏合劑

製造的地膠會釋放有毒物質。其實內地台灣和歐洲不少地區都有用舊車胎興建兒童遊樂、歷

奇或賽車場等設施。由於車胎本身屬性質穩定的惰性物料，暫未見使用完整、合格的車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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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毒物的情況，今次車胎公園只是用經揀選的完整舊車胎作為公園的部分元素，加上會作

檢測，公眾毋須過份擔心；再者，若真的無法釋除公眾疑慮，就算不以車胎作為構建，也不

會影響休憩區的興建。 

保育與休憩區非兩選一留歷史痕跡應盡做  客觀而言，市政署在有限資源預算下，爭取最

快在明年底就能將休憩區開放給社會使用，是積極回應社會對休憩區的龐大需求，做法值得

支持！但方案公佈後，社會有意見提出氹仔紗廠是典型工業建築，澳門的工業廠房很少會採

用連續的鋸齒型天窗，是最傳統的廠房設計，在澳門非常罕有。故氹仔紗廠除對整個澳門紡

織業有代表性外，其建築風格亦有保留價值。 

  筆者認為，保育與建設休憩空間本無衝突，既然有保育聲音，最佳的方案本是求共識，

思考能否記錄紗廠建築特色之餘又能成為休憩區的特色。但很遺憾，事件討論很快被聚集成

紗廠全拆或全留的文物立場對決。但只要細心聆聽一些支持保育的意見，其實也非要紗廠不

拆一磚一瓦，而是想合理留低紗廠特色建築的歷史痕跡，尤其設計特別的斜屋頂，能否用作

公園遮蔭或將部分廠房改作公園廁所、小賣亭等，都是值得考巧的建設性意見，當然此舉必

會犧牲部分自由波地，但確可考慮將羽毛球場減一個或改成室內的乒乓球枱等？再者。，近

日有歷史學者提出應盡快將"澳門紡織有限公司"的石碑保留成為未來公園的一景，筆者也認

為根本不應有任何爭議！ 

近百建築須評定六年僅評廿個其餘零保護  筆者認為，車胎公園引起的文化保護爭議，關

鍵原因是文化局未有按照《文遺法》的規定，對本澳潛在的文化建築盡快進行評定，決定是

否列入文物清單，就算不列入清單的有歷史價值建築物，若土地有新用途時，文化局也可發

出保留立面等的約束性意見，在保育和發展中作出平衡。 

  《文遺法》在二零一四年三月正式生效。當時文化局表示已完成了對本澳所有不動產類

文化遺產的普查工作並會作公佈，意味著文化局已對本澳所有建築物逐一作排查，並清楚掌

握每一座具文化價值不動產的基本情況、數量、分佈、特徵及保存狀況等資料，文化局曾透

露有近百個建築需作文物評定程序，但六年後，當局僅進行了 20 個文物建築的評定，這意

味著當年近百個待評定的文物建築，仍有最少七、八十個「準文物建築」處於毫無法律保護

的「空窗期」。 

公佈文物普查結果公眾監督盡快評定 筆者一直要求當局應開誠佈公公佈普查結果，盡快啟

動相關評定程序，依法決定哪些需列作文物建築保護。這不單可以切實履行《文遺法》保護

文物的立法精神，也可以避免再有更多「渡船街一號」、「荔枝碗船廠」，以及「氹仔紗

廠」的保育爭議。但文化局一直則以：只有處於待評定狀態的不動產才受《文遺法》保護，

故擔心若貿然公開文物普查清單，卻沒有法定保護，會產生不必要的風險。此話聽上去似乎

合理，但實際上，業權人對其建築物有否機會被列入文物評定清單最敏感，就算當局不公佈

普查清單，只要一日不啟動評定程序，建築物每天都有被破壞的風險。但公佈文物普查清單

後，雖然未有法律保障，但在公眾關注下，「準文物建築」難以靜悄悄地消失，也可推動當

局更快進行評定。 

  故只要當局盡快公佈文物普查清單，並對所有潛在文物建築進行評定，並對不被列入文

物清單的建築物按《文遺法》提出保留立面或建築特色的約束性意見。這樣，"氹仔紗廠"的

保育爭議根本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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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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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9  30/8/2020 華僑報 

何永康：舊愛都更適合建新中圖 

 

【特訊】政府日前公佈擱置上屆政府將舊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的方案，並有意見提出將

選址改為舊愛都酒店，中區社諮會委員何永康指出，方案已前後經過超過十年，而隨著澳門

社會發展及土地回收，舊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未必是最好的方案，而舊愛都酒店能結合

現時的中央圖書館（塔石圖書館），是一個較為理想的位置。礙於選址需要配合城市總規，

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將於下月公佈，希望政府會在總規進一步說明情況，制定好各區定位，

使澳門文學、藝術、政法、青年等場所得以落實。 

 何永康表示，舊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的方案於二零零七年落實，至今已經跨越三屆政

府，而隨著澳門社會發展，南灣區交通壓力高，亦沒有足夠的泊車空給予使用者，加上澳門

重心區漸漸往北移動，昔日的方案已漸漸不合時宜，未來選址除了要長遠考慮交通及便民問

題外，建議以文學氣息較為獨特的地方作為中央圖書館較為合適。 

 他認為何東圖書館跟塔石圖書館文學氣息較為獨特，唯兩者進行對比，何東圖書館位置較

為偏僻，且位於山上，同時已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部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內，不可能

進行大幅改動。塔石圖書館則位於澳門的中心地帶，靠近民居的地方，交通便捷，加上舊愛

都酒店已有重新規劃的打算，地下空間亦能改建成為大型停車場，因此將舊愛都酒店打造成

為中央圖書館，是具條件的。 

 對於坊間有意見認為政府在過去做了大量工作及諮詢，事件或造成浪費公帑，他認為現時

土地資源充足，與其按原定計劃進行，最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倒不如配合社會發展及總

體規劃，推倒重來並重新定位，落實時間表執行工作，因此關鍵在於下月公佈的澳門城市總

體規劃，以及之後的落實進度。 

 何永康指出，過去澳門政府土地資源短缺，民生設施難以增設，同時政府辦公地點需要租

用商業大樓作為辦公地點，成為政府財政負擔的其中一個主要源頭。而隨著澳門土地回收，

現時政府已經有足夠資源完善澳門規劃，避免功能重疊或是成效差的情況出現，因此總體規

劃十分關鍵，包括定好政法區，中央圖書館，青年及體育，文化及藝術，休憩及景觀視廊，

旅遊及房屋的區域佈局，以及澳門的未來交通及步行網絡等。 

 他又認為，即使政府總體規劃再好，倘若沒有進行時間表落實，就只會是一張空頭支票，

亦會令到社會不滿，希望未來公佈總體規劃的同時，亦要為規劃制定一個合理的時間表，同

時在總規落實後必須如實執行，適時公佈最新進度，落成後儘早投入使用，解決各種民生及

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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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0  31/8/2020 正報 

何永康：舊愛都更適合成為澳門新中圖 

 

【特訊】政府日前公佈擱置上屆政府將舊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的方案，並有意見提出將

選址改為舊愛都酒店，中區社諮委委員何永康指出，方案已前後經過超過十年，而隨著澳門

社會發展及土地回收，舊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未必是最好的方案，而舊愛都酒店能結合

現時的中央圖書館(塔石圖書館)，是一個較為理想的位置。礙於選址需要配合城市總規，而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將於下周公佈，希望政府會在總規進一步說明情況，制定好各區定位，使

澳門文學、藝術、政法、青年等場所得以落實。 

何永康表示，舊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的方案於 2007 年落實，至今已經跨越三屆政府，

而隨著澳門社會發展，南灣區交通壓力高，亦沒有足夠的泊車空給予使用者，加上澳門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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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漸漸往北移動，昔日的方案已漸漸不合時宜，未來選址除了要長遠考慮交通及便民問題

外，建議以文學氣息較為獨特的地方作為中央圖書館較為合適。 

他認為何東圖書館跟塔石圖書館文學氣息較為獨特，唯兩者進行對比，何東圖書館位置較為

偏僻，且位於山上，同時已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內，不可能進

行大幅改動。塔石圖書館位於則澳門的中心地帶，靠近民居的地方，交通便捷，加上舊愛都

酒店已有重新規劃的打算，地下空間亦能改建成為大型停車場，因此將舊愛都酒店打造成為

中央圖書 

館，是具條件的。 

而對於坊間有意見認為政府在過去做了大量工作及諮詢，事件或造就浪費公帑，他認為現時

土地資源充足，與其按原定計劃進行，最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倒不如配合社會發展及總

體規劃，推倒重來並重新定位，落實時間表執行工作，因此關鍵在於下月公佈的澳門城市總

體規劃，以及之後的落實進度。 

何永康指出，過去澳門政府土地資源短缺，民生設施難以增設，同時政府辦公地點需要租用

商業大樓作為辦公地點，成為政府財政負擔的其中一個主要源頭。而隨著澳門土地回收，現

時政府已經有足夠資源完善澳門規劃，避免功能重疊或是成效差的情況出現，因此總體規劃

十分關鍵，包括定好政法區，中央圖書館，青年及體育，文化及藝術，休憩及景觀視廊，旅

遊及房屋的區域佈局，以及澳門的未來交通及步行網絡等。 

他又認為，即使政府總體規劃再好，倘若沒有進行時間表落實，就只會是一張空頭支票，亦

會令到社會不滿，希望未來公佈總體規劃的同時，亦要為規劃制定一個合理的時間表，同時

在總規落實後必須如實執行，適時公佈最新進度，落成後儘早投入使用，解決各種民生及社

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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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1  3/9/2020 濠江日報 

各界關注城市總規劃 冀強化分區佈局 

 

【特訊】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將於明日起公開諮詢，社會各界就部分重大議題提出相關意見，

關注未來的交通、詳細分區規劃及佈局等問題，希望同步開展各區規劃，以及優化周邊配套

設施。 

議員林玉鳳關注詳細分區規劃，她表示，政府除了基本的土地規劃，還需根據區內的實際情

況，綜合考慮周邊的配套設施建設，包括綠化、文化、休閒設施、康體等，彌補區內缺乏的

設施，有助未來的城市規劃及發展。她又指，現時未有任何規劃指標出台令居民生活相當不

便，如石排灣社區設施不足，讓不少學生、上班族需要跨區上學及上班，認為應有健全的區

域配套設施規劃，根據居住人數指標的配套要求，進行合理佈局及配套設施。 

議員施家倫表示，期待新文本具有前瞻性、宏觀性，能在城市各方面作出詳細的發展規劃。

他指，政府現時已收回不少閒置土地，建議總體規劃應銜接土地利用規劃，合理運用閒置土

地，解決社會關注的"藍天工程"、公屋興建及休憩區設施不足等問題，避免浪費土地資源。

他續稱，政府開展城市總體規劃公眾諮詢的同時，亦應同步開展各區詳細規劃，讓區內居民

更加了解發展方向。他提及，青洲山對澳門文化歷史起到重要作用，認為考慮解決青洲山業

權問題，隨著土地法的優化，以及政府收回部分土地，認為現時有條件利用現有的土地進行

置換，積極與業權人加強溝通，相信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育青洲山，豐富青洲區自然環境資

源，同時推進青洲區發展規劃。 

街總副理事長陳家良關注多項議題，如交通方面，希望政府能繼續推進氹仔輕軌連接東線，

考慮利用地下空間，增加商業元素；並將輕軌擴展至橫琴口岸，完善公共交通及周邊配套設

施建設，紓緩交通壓力。本澳整體治水規劃方面，應配合治理內港水患，結合鴨涌河整治打

造"一河兩岸"，美化沿岸設施；並落實路環"兩湖"治水方案的時間表。功能分區方面，應明

確區分居住區、商業圈、工業區，做好板塊規劃，有利交通佈局的銜接。世界遺產文物保育

協調方面，政府應考慮將城市總體規劃與保育工作相結合，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另

外，希望劃分一塊人工島專門安置污水處理廠、中途倉、危險品倉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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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2  4/9/2020 澳門日報  

婦聯冀總規納兒童視角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昨日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

○）》草案公開諮詢，是特區成立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 

    婦聯總會理事長林婉妹認為，是次規劃定出十八個規劃目標和十三個策略指引，是現屆政

府相當重要的施政舉措，更是澳門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最重要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總體

規劃》亦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統籌城市發展和資源利用，反映政府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

心，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攜手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

及具韌性的城市。 

    打造宜居宜業城市 

    林婉妹指，今年是《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收官之年，相關規劃的中期評估平均完成率

達九成，反映《五年發展規劃》落實取得階段性成果，相信全社會對是次《總體規劃》都很

大期望。澳門目前有接近三十三平方公里土地及中央劃給澳門的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首要

必須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的資源和定位，結合城市總體規劃，打造“宜居、宜業、宜行、宜

遊、宜樂”城市，接壤大灣區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次《總體規劃》將涵蓋未來二十年城市建設規劃，林婉妹指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經濟及

市民需求也會不斷變化，故具前瞻性及可持續性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針對城市休憩區、土

地合理利用、居民居住和出行環境、防洪減災等方面是居民最貼身和最關心，當局更應充分

聆聽社會和居民意見，訂立出既符合居民所想，以及應對城市發展所需的行動指南。 

    完善法例配合發展 

林婉妹認為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定會涉及現有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方面行

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此，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中應注意平衡

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二、建議就《總體

規劃》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恆常性的監察

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三、建議是次《總體規劃》應參考結合聯合國提到的“兒童友

好城市”概念，把理念融入到總體城市規劃中，讓兒童參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治理，加入兒童

視角，其旨在提升兒童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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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3  4/9/2020 市民日報 

婦聯冀做好城規頂層設計可持續城市 

 

【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

詢，是特區成立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婦聯總會理事長林婉妹認為，是次規劃定出 18 個規

劃目標和 13 個策略指引，是現屆政府相當重要的施政舉措，更是澳門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最

重要的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總體規劃》亦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統籌城市發展和資源利

用，反映政府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攜手將澳

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林婉妹指，今年是《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的收官之年，相關規劃的中期評估平均完

成率達九成，反映《五年發展規劃》落實取得階段性成果，相信全社會對是次《總體規劃》

都有很大期望。她提到，澳門目前有接近 33 平方公里的土地及中央劃分給澳門的 85 平方公

里水域，首要必須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的資源和定位，結合城市總體規劃，打造「宜居、宜

業、宜行、宜遊、宜樂」城市，接壤大灣區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次《總體規

劃》將涵蓋未來 20 年的城市建設的規劃，林婉妹指，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經濟及市民需求也

會不斷變化，故具前瞻性及可持續性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針對城市休憩區、土地合理利

用、居民居住和出行環境、防洪減災等方面是居民最貼身和最關心的，當局更應充分聆聽社

會和居民意見，訂立出既符合居民所想，以及應對城市發展所需的行動指南。 

  林婉妹認為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定會涉及現有的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

方面的行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此，一、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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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應注意平衡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二、

建議就《總體規劃》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

恆常性的監察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三、建議是次《總體規劃》應參考結合聯合國提

到的「兒童友好城市」概念，把理念融入到總體城市規劃中，讓兒童參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治

理，加入兒童視角，其旨在提升兒童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最後，林婉妹指，婦聯定必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做好是次諮詢工作，包括舉辦座談會、調

查等協助收集居民意見，團結帶領包括婦女在內的廣大市民更多維度關注特區事務，發揮橋

樑作用，做好婦幼權益維護者、和諧家庭建設者以及特區居民服務者的角色。 

 

 

 

 

N014  4/9/2020 華僑報 

促做好城規的頂層設計 婦聯：共建美好家園 

 

【特訊】特區政府昨日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

公開諮詢，是特區成立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婦聯總會理事長林婉妹認為，是次規劃定出

十八個規劃目標和十三個策略指引，是現屆政府相當重要的施政舉措，更是澳門城市未來可

持續發展最重要的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總體規劃》亦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統籌城市發展

和資源利用，反映政府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

攜手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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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婉妹指，今年是《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的收官之年，相關規劃的中期評估平均完成

率達九成，反映《五年發展規劃》落實取得階段性成果，相信全社會對是次《總體規劃》都

很大期望。她提到，澳門目前有接近三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及中央劃分給澳門的八十五平方

公里水域，首要必須充份利用好國家給予的資源和定位，結合城市總體規劃，打造「宜居、

宜業、宜行、宜遊、宜樂」城市，接壤大灣區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次《總體規

劃》將涵蓋未來二十年的城市建設的規劃，林婉妹指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經濟及市民需求也

會不斷變化，故具前瞻性及可持續性顯得尤其重要。 

 林婉妹認為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定會涉及現有的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方

面的行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此，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中應注

意平衡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二、建議就

《總體規劃》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恆常性

的監察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三、建議是次《總體規劃》應參考結合聯合國提到的

「兒童友好城市」概念，把理念融入到總體城市規劃中，讓兒童參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治理，

加入兒童視角，其旨在提升兒童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最後，林婉妹指婦聯總會定必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做好是次諮詢工作，包括舉辦座談會、調

查等協助收集居民意見，團結帶領包括婦女在內的廣大市民更多維度關注特區事務，發揮橋

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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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5  4/9/2020 市民日報 

婦聯冀做好城規頂層設計可持續城市 

 

【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

詢，是特區成立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婦聯總會理事長林婉妹認為，是次規劃定出 18 個規

劃目標和 13 個策略指引，是現屆政府相當重要的施政舉措，更是澳門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最

重要的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總體規劃》亦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統籌城市發展和資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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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反映政府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攜手將澳

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林婉妹指，今年是《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的收官之年，相關規劃的中期評估平均完成率

達九成，反映《五年發展規劃》落實取得階段性成果，相信全社會對是次《總體規劃》都有

很大期望。她提到，澳門目前有接近 33 平方公里的土地及中央劃分給澳門的 85 平方公里水

域，首要必須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的資源和定位，結合城市總體規劃，打造「宜居、宜業、

宜行、宜遊、宜樂」城市，接壤大灣區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次《總體規劃》將

涵蓋未來 20 年的城市建設的規劃，林婉妹指，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經濟及市民需求也會不斷

變化，故具前瞻性及可持續性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針對城市休憩區、土地合理利用、居民

居住和出行環境、防洪減災等方面是居民最貼身和最關心的，當局更應充分聆聽社會和居民

意見，訂立出既符合居民所想，以及應對城市發展所需的行動指南。 

 

 

林婉妹認為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定會涉及現有的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方面

的行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此，一、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中應

注意平衡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二、建議

就《總體規劃》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恆常

性的監察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三、建議是次《總體規劃》應參考結合聯合國提到的

「兒童友好城市」概念，把理念融入到總體城市規劃中，讓兒童參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治理，

加入兒童視角，其旨在提升兒童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最後，林婉妹指，婦聯定必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做好是次諮詢工作，包括舉辦座談會、調查等

協助收集居民意見，團結帶領包括婦女在內的廣大市民更多維度關注特區事務，發揮橋樑作

用，做好婦幼權益維護者、和諧家庭建設者以及特區居民服務者的角色。 

 

N016  4/9/2020 濠江日報 

合理使用閒置土地 

 

【特訊】議員施家倫議程前發言表示，今年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性危機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總體規劃作為澳門城市建設與發展的"龍頭"，亦是市民期待已久，政府有必要使得澳門

在城市規劃的領域，不負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的地位及聲譽。 

施家倫表示，城市總體規劃作為一個城市未來的發展藍圖，自 2014 年《城規法》生效後，

政府就理應在 5 年內完成制定"總體規劃及詳細規劃"，但時至今日已過去 6 年，總體規劃仍

未有定案。由於總體規劃仍未出台，政府過去計劃或正在做的工作都受到影響，不少大型規

劃項目更受到影響甚至停滯不前，當中包括社會重點關注的《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近年

政府陸續收回的閒置土地運用、海域及商圈規劃以及新城填海區片區規劃等。 

經過政府反覆研究多年的總體規劃，終於在今年 4 月提交草案，並開展諮詢。據瞭解，新文

本涵蓋 2020 年至 2040 年共 20 年的城市規劃內容，期望新文本能夠就各方各面都作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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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並且以前瞻性、宏觀性的城市空間安排去進行工作，內容涵蓋澳門未來社會發展需求、

人口資源增長和環境承載能力，同時有關規劃應每 5 年進行一次規劃檢討，以確保總體規劃

與澳門未來發展定位的一致性。 

另外，近年政府採用"先易後難"的方法，陸續收回不少閒置土地，目前政府閒置土地儲備已

有數十幅，土地儲備情況與過往有很大分別，因此，他希望政府藉著總體規劃推出，對閒置

土地的運用做好規劃，結合社會關注的"藍天工程"、公屋興建、休憩設施不足、公共交通設

施不足問題等，合理運用閒置土地，避免另一種浪費的情況才為上策。其次，隨著總體規劃

的出台諮詢，藍圖框架的建立，政府亦應同步開展各區詳細規劃，特別對於拖延十幾年的都

市更新，有必要加快進度解決，盡快推動《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法律工作出台，解決最

為嚴峻的祐漢區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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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7  4/9/2020 市民日報 

施家倫促對閒置地運用做好規劃 

 

【本報訊】總體規劃今日方開展諮詢，議員施家倫希望政府藉著總體規劃推出，對閒置土地

的運用做好規劃，結合「藍天工程」、公屋興建、休憩設施不足、公共交通設施不足問題

等，合理運用閒置土地。 

施家倫在議程前發言時表示，由於總體規劃仍未出台，政府過去計劃或正在做的工作都受到

影響，不少大型規劃項目更受到影響甚至停滯不前，當中包括社會重點關注的《青洲都市化

整治計劃》，近年政府陸續收回的閒置土地運用、海域及商圈規劃，以及新城填海區片區規

劃等。 他表示，經過政府反覆研究多年的總體規劃，終於在今年 4 月提交草案，並於今日開

展諮詢。據了解，新文本涵蓋 2020 年至 2040 年，20 年的城市規劃內容，期望新文本能夠

就各方各面都作出規劃，並且以前瞻性、宏觀性的城市空間安排去進行工作，內容涵蓋澳門

未來社會發展需求、人口資源增長和環境承載能力，並且，有關規劃應每 5 年進行一次規劃

檢討，以確保總體規劃與澳門未來發展定位的一致性。  

近年來，政府陸續收回不少閒置土地，目前已有數十幅，土地儲備情況與過往有很大分別，

施家倫表示，希望政府要藉著總體規劃推出，對閒置土地的運用做好規劃，結合社會關注的

「藍天工程」、公屋興建、休憩設施不足、公共交通設施不足問題等，合理運用閒置土地，

避免另一種浪費的情況。  

他表示，政府亦應同步開展各區詳細規劃，特別對於拖延十幾年的都市更新，有必要加快進

度解決，盡快推動《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法律工作出台，解決最為嚴峻的祐漢區居住問

題。  

今年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性危機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總體規劃作為澳門城市建設與發展的

「龍頭」，亦是市民期待已久，施家倫表示，政府有必要使澳門在城市規劃的領域，不負作

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的地位及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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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8  4/9/2020 力報 

城市總規劃繪寫未來發展藍圖 落實考驗政府能力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其豐富內容不但

對過往阻礙澳門發展的問題進行一一回應，更加入不少與時俱進的城市發展新概念。但所謂

萬事起頭難，《總體規劃》草案雖然跨越 20 年，但仿若一份自帶時間表的「todolist 」。未

來十年中，眾多政策的落實執行、事項的優先推進順序、多項大型工程的規劃開展，以及如

何確保公帑善用，都是對本屆特區政府施政能力的考驗。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是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2016-2030）》為基礎。草案內容豐富詳

實，存在不少亮點。 

《總體規劃》草案配合國家策略，精準定位。《總體規劃》草案提出結合「國家、區域及自

身」三個層次，確立澳門未來城市發展定位，配合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大灣區聯動

建設，做好開發橫琴的文章，為澳門居民打造美麗家園。明確規劃目標為積極建設澳門成為

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明確規劃範圍和預計人口，包含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包括 85 平方

公里管理海域面積）、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及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至 2040

年規劃範圍內的土地總面積約為 36.8 平方公里（包括新城區）。考慮到本澳土地資源緊缺，

因此提出加快利用海域資源，以及向中央申請在東北區填海 41 公頃連接 A 區。此外，預計

至 2040 年本澳總人口約為 80.8 萬。 

《總體規劃》草案聚焦民生，完善土地、住屋、交通和公共設施布局規劃，加快打造宜居社

區。重新將本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將土地劃分為八種使用類別。同時，貫徹公交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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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原則，配合構建集輕軌、巴士於一體的公共運輸網絡，鼓勵綠色出行。不但關注治理水

浸，更計劃分別於內港、路環西側構建融合防災減災及具改善沿岸水環境功能的濱海景觀岸

線。至於都市更新方面，優先考慮發展年期較長、建築物樓齡較高、生活環境較擁擠的地區

開展都市更新。 

橫跨 20 年的新澳門已經初見模型，政府如能將規劃一一兌現，必將是澳門居民之福。冀望特

區政府能在是次諮詢中廣納各方聲音，結合不同專家團隊專業建議，為澳門居民打造真正的

美麗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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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9  4/9/2020 力報 

《總體規劃》聲聲慢 研究六年終見影 

 

澳門城市規劃方式長期被批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早在 2008 年，特區政府已著手

開展關於城市總體規劃的研究，其中《城規法》在 2013 年獲立法會通過，並於 2014 年 3 月

1 日生效，法案列明特區政府需要完成總體規劃後才能進行分區的詳細規劃。然而過去多

年，總體規劃未見蹤影，部分區域的詳細規劃卻先出台，坊間批評此為本末倒置，不少項目

也因此引起社會爭議十足。 

由於缺乏總體規劃，本澳不少地區的發展受到阻礙，多項城市建設計劃亦被拖延進度，例如

備受市民關注的都市更新計劃提出十年仍未有進展，多個需要保育的建築項目也因此停滯不

前。而政府近年在新《土地法》生效後，不斷收回閒置土地，卻因缺乏總體規劃而無法對其

進行規劃。此外，政府在未有總規的前提下，率先規劃新城填海區的布局，亦長期被社會批

評「偷步」。種種聲音足以反映，一個城市缺乏總體規劃，對社會發展影響相當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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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0  4/9/2020 澳門日報 

總規助善用資源 配合城市發展 

草案諮詢文本出台 

 

    總規助善用資源  配合城市發展 

    【本報消息】《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昨日出台。有

學者表示，總規涉及面廣，對澳門長遠發展有深遠影響。僅從經濟、投資層面而言，可減少

政府招商、投資者投資的不確定性，降低潛在投資風險；同時因應總規藍圖，把資源合理分

配，配合城市未來發展方向。 

    正視現有不足 

    澳門政治經濟研究協會理事長唐繼宗表示，初步看，城市總規正視澳門現有的不足，包括

土地資源有限、交通運輸配套落滯後，城市發展與景觀保育、都市更新，以至產業多元、升

級等問題，作出相應規劃方向，涉及面廣泛，也為澳門未來發展描繪較清晰的藍圖。不過，

澳門面對的發展情況、國際形勢不斷變化，故各界有需要加強參與，共同制定符合澳門整體

利益的總體規劃。 

    總體規劃大致描繪澳門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方向，特別是提出土地資源分配的比例，讓本澳

乃至國際投資者可了解澳門土地資源分配的規劃。澳門一直以來面對土地資源有限，嚴重制

約發展空間，更局限城市基建發展，導致交通運輸配套未跟上。現時有清晰的總體規劃後，

可加快善用土地資源，配合城市發展需要。 

    預示發展方向 

    從經濟層面思考，總規給予政府部門、投資者發展方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時有總體施政

方向，調配政策資源推動城市規劃，投資者則可因總規下的城市佈局，作相應的資源分配及

投資決定，減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投資者投資時的不確定性，降低潛在投資風險。 

    另有學者認為，總規把澳門土地資源分工，可讓各界知悉未來土地的用途及分佈。透過土

地用途的分佈，可預計政府未來計劃澳門將向哪些方向發展，如工業用地僅佔 2%，商業用

地祇有 4%，旅遊娛樂區仍保持 13%等，均可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旅遊娛樂仍對本地經濟佔

有較重地位。政府的產業多元構想，在工商、商業土地有限下，如何推動產業多元，值得關

注。估計更多可能是透過粵澳深度合作區，推動產業多元，彌補澳門土地資源不足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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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1  4/9/2020 澳門日報 

街總：總規應結合世遺保育 

 

【本報消息】街總副理事長陳家良認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應結合世遺保育，合理劃分城市

功能，關注門戶建設，整合交通，做好治水，推動澳門發展。 

做好輕軌延伸建設 

陳家良表示，是次總體規劃是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藍圖，為日後各種子規劃奠定框架，非常

重要。認為澳門是世遺城市，文化及旅遊是澳門的重要項目，總體規劃首先應高度結合歷史

城區，在城市發展及文化保育中取得平衡，既做到傳承保育也要確保未來二十年有長足發

展。交通方面，當前輕軌只有氹仔段作用非常有限，須要延伸到澳門才能發揮交通主軸的作

用，是次"輕軌東線建設"同時做諮詢是很好結合，還要做好向橫琴口岸、石排灣、媽閣的延

伸，這樣才能聯通澳門、氹仔、路環三地，串聯各口岸輕軌才能真正起到交通主軸的作用。

至於西線建設，則要進一步研究是否具必然性及可行性，留待社會繼續探討。 

深化珠澳一河兩岸 

對於治水，澳門與珠海一河兩岸建設構想由來已久，是次總規可做好由北至西到南全面規劃

珠澳兩地一河兩岸建設，打造成一個集休憩、觀光、整治、疏導交通等功能全面軸帶，深化

兩地合作。澳門北接內地、三面環海，除現有口岸外，新建橫琴口岸是澳門新型門戶口岸，

A 區東南面不但是澳門臨海地標式門戶，從宏觀上看也是國家臨海新門戶，必須要有高標準

的規劃建設，社會可深度討論。 

澳門空間有限，未來二十年澳門要如何平衡居住需求、商業發展、旅遊承接以及工業轉型升

級等都要有全面考量，兼顧分工又強調功能互補配合，方使澳門能得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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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2  4/9/2020 正報 

《總規》公開諮詢建言獻策 以居民福祉為核心推動城市永續發展 

 

【特訊】特區政府昨（3）日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

稱《總規》)及《輕軌東線方案》將於 9 月 4 日至 11 月 2 日期間開展公開諮詢，為期 60 日。

兩個項目公開諮詢期間，將合辦 4 場公眾諮詢會及 3 場諮詢專場以收集社會意見，並設置固

定展板及在各區設置流動巡迴展板進行推廣，市民可於網上填寫意見表，或以郵寄、親臨、

傳真及電郵等方式交回意見表，政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及建議。 

婦聯三點建議冀做好城規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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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是特區成立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婦聯總會理事長林婉妹認為，是次規劃定出十

八個規劃目標和十三個策略指引，是現屆政府相當重要的施政舉措，更是澳門城市未來可持

續發展最重要的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總規》亦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統籌城市發展和資源

利用，反映政府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攜手將

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林婉妹認為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定會涉及現有的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方面

的行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此，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中應注意

平衡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二、建議就

《總規》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恆常性的監

察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三、建議是次《總規》應參考結合聯合國提到的"兒童友好城

市"概念，把理念融入到總體城市規劃中，讓兒童參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治理，加入兒童視角，

其旨在提升兒童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群力三點建議冀優先解決民生問題 

群力智庫副理事長梁鴻細欣見草案終於「面世」，表示《總規》所描繪的藍圖願景，含括都

市更新、環保基建、交通網絡及整治水患四項民生訴求；冀特區政府以健康環保、智慧創

新、以人為本，作為城市發展的理念，積極落實規劃寉容，以居民福祉為核心，推動城市永

續發展。草案中將本澳土地劃分為十八區，並優先推動北區-2 及中區-1 的都市更新方案，亦

是《總規》亮點所在。 

要確保居民未來生活更便捷舒心，破解澳門城市發展的瓶頸，梁鴻細為此有以下三點建議：

一、為都市更新訂定明確時間表，尤其是較難整治、社區隱患嚴重的祐漢七棟樓群，並應重

新打造青洲規劃，以配合青茂口岸通關帶來的機遇發展，設立條件配套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同時無毋忘歷史城區活化，冀善用土地資源，優化居民的綜合生活質素及營商環

境；二、推出根治內港水患方案，建設「護城抗洪交通魅力長廊」，推進路環「一湖」方

案，冀達防洪儲水、增加車道車位、建設濱水綠化休閒空間，回應長年困擾居民的治水訴

求；三、道路網為城市發展的動脈，與生活圈的營造密切相關，建議當局在設計重要基建

時，前瞻規劃周邊道路網等交通配套，避免出現如「東方明珠迴旋處」等交通堵塞問題；按

照城市發展策略，確定近遠期道路網體系結構、佈局，設置走向要求，避免道路重覆開挖擾

民，配合智慧科技，理順交通，與大灣區高速現代交通網絡接軌。 

祐青義協︰輕軌『雙線合一』利民出行 

政府公佈輕軌東線方案，方案預計輕軌東線落成後，將與氹仔線無縫連接，屆時關閘到氹仔

碼頭只需 15 分鐘。祐漢青年義工協會會長洪偉東和副理事長何福祥對此表示樂見，他們認

為，輕軌東線與氹仔線"雙線合一"，能為跨區工作、生活的居民提供更高效的出行選擇，相

信能大大緩解本澳交通壓力。期望居民在方案進行諮詢期間，積極發表意見，助力政府優化

方案。但就強調政府應充分總結氹仔線的建設和運營經驗，避免過去的問題在未來重覆出

現，增強居民對輕軌的信心。 

他們續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賦予本澳輕軌全新意義。國家發改委上月印發

的《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的批覆》明確指出要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此

外，珠海與澳門在珠海站、橫琴站實現高鐵、城際鐵路與澳門輕軌銜接。澳門作為大灣區四

37



 

 

大中心城市之一，參與大灣區建設能開拓自身發展空間外，也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重要路

徑，把本澳輕軌延伸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是"軌道上的大灣區"的應有之義。屆時將極大提高

本澳居民，尤其是青年到內地的便捷度，打開發展新空間。 

 

 

 

N023  4/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天花亂墜 

 

澳門特區成立已二十個年頭，這段時間城市的發展變化很大，今非昔比，不過除了一幢又一

幢的高樓大廈、大型賭場酒店拔地而起，顯得金碧輝煌外，舊區變化不大，部份建設規劃更

是雜亂無章。雖然早年已提出城市發展的定位，一直朝著宜遊、宜居、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

目標進發，但一路走來，有種愈走愈偏離航道的感覺，或許與一直缺少城市總體規劃有關，

以致城市發展藍圖不清不楚，建設欠缺視野，未能配合發展所需。 

等候多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終於出台，將向公眾諮詢兩個月，海納百川，為澳門未來

二十年作出重要的規劃。草案提出的發展定位，再不僅是考慮本澳自身，還要結合國家和區

域發展，重長遠出發，回應了近年政府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建大灣區的發展戰略。澳

門發展目標也因而調整成為建設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不再局限於當一座旅

遊城市，而是要令澳門在區域合作中起到門戶、樞紐和軸帶作用。 

除了作出大佈局外，草案也針對城市規劃建設提出十三條策略性指引，由土地用途規劃、海

域資源利用，到環境、交通、文化、旅遊，基礎設施，包羅萬象。並根據人口分佈、特色和

功能，將全澳重新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提升小城多核心發展，從而開拓一直提倡的多元

發展。總體規劃草案屬宏觀性，故然之可以說得天花亂墜，上天下海都無問題。但實際執

行，並非紙上談兵。二十年規劃，定下路線，有了依循方向，還望可落實到底。 

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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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4  4/9/2020 濠江日報 

快樂都市前景如畫 

 

特區政府本年度首個重量級規劃草案出籠，雖然同期諮詢《輕軌東線方案》，仍不會減低社

會各界對於影響本澳未來 20 年的城市總規劃關注程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於即日起至 11 月 2 日公開諮詢，為期 60 日。諮

詢期間將辦 4 場公眾諮詢會及 3 場諮詢專場收集社會意見，並設置固定展板及在各區設置流

動巡迴展板進行推廣，市民可多渠道提交意見表。 

總體城規屬於澳門特區的宏觀發展戰略規劃，涉及澳人未來 20 年甚至更長久的福祉，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而輕軌捷運系統擾攘多年，雖然已建成氹仔膠輪慢速線，但未能切合時代發展

步伐，投入營運即已處於落後水平，而且故障不斷，顯然不能承擔「捷運」重任，更適合作

為「觀光列車」。特區政府高瞻遠矚，以環城捷運系統模式，深謀遠慮打造澳門交通新幹

線，全力支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發展。 

澳門回歸 21 年以來，政府制訂首份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

發展策略（2016-2030）》為基礎，並根據行政長官批示開展編製工作。結合國家、區域及

澳門自身定位，訂定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對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綜合部署，並作

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提出合理部署土地用途，以達致宜居宜業的美麗家園、融入國家戰

略發展大局、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 

總體城規草案提出全澳劃為 18 分區，整體佈局 4 個發展方向，定出 13 條策略性指引。建設

澳門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未來城市整體佈局的空間結構是以門戶、樞

紐、軸帶和核心，作為長遠發展提供頂層規劃方向。包括機場國際門戶形象、大橋東門戶形

象；關閘商業樞紐、十字門水域樞紐及橫琴蓮花樞紐；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南灣濱水歷史旅

遊軸帶，路氹知識產業科技軸帶，以及路環綠色韌性軸帶；至於核心是指核心區，發展多元

產業、產業升級、宜居社區、綠色迴圈、休閒及旅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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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總體城規注重策略性城市發展規劃，但坊間更關注細節，譬如是次明確提出港珠澳大橋

口岸人工島建設燃料中途倉，計劃填海連接澳門東北區和新城 A 區，以及在祐漢新橋優先啟

動都更等。尤其是都市更新，透過土地利用分配，重新規劃住房、商業、公用設施、公共開

放空間，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其中計劃以北區 2 區及中區 1 區為都市

更新優先發展區域，包括台山、黑沙環及祐漢區；高士德、雅廉訪、新橋、荷蘭園及東望洋

區。 

運輸工務部門須全力做好公眾諮詢工作，加大宣傳力度，結合居民關注的熱點，解釋城市總

體規劃和輕軌東線方案的具體諮詢內容，以更加接地氣的語句介紹規劃細節。除了高叫口

號，當局須正視現時困擾本澳的全球最高人口密度、沿岸臭水圍城、舊樓危機四伏、交通混

亂不堪，與「美麗家園」、「快樂智慧都市」存在的巨大鴻溝，進而提出務實、可行的落實

城規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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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5  4/9/2020 澳門日報 

工聯：總規助資源有效運用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公眾諮詢於今日開始。

工聯理事長李從正認為，該草案回應居民多年訴求，有助推動澳門建設成宜居宜業宜遊城

市，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更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為澳訂發展目標 

李從正表示，多年來，澳門因缺乏城市總體規劃，使本澳發展欠缺具體方向，各項資源未能

被有效運用，窒礙社會經濟發展。是次總體規劃草案為澳門總體發展訂立具體目標和指引，

相信能促進澳門資源的有效運用。 

認為草案充分回應居民多年訴求，從總體上把澳門土地劃分為經濟產業區、綠色休閒和宜居

社區等區域，有利澳門在經濟發展、文化保育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平衡，推動澳門平衡發

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實現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目標創設有利條件。 

李從正表示，總規草案事關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與居民有着密切關係，期望居民能就草案

踴躍發言，為特區政府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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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6  4/9/2020 澳門日報 

（新聞小語）與時俱進 規劃美好藍圖 

 

與時俱進   規劃美好藍圖 

    千呼萬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昨與《輕軌東線方案》同步公佈，兩重

大規劃方案今起公開諮詢六十日，關係澳門未來長遠發展規劃。廣大居民應踴躍參與諮詢，

了解藍圖，積極建言，共同透過總體城市規劃，破解發展中遇到的難題，合力建設澳門成為

快樂、智慧、可持續發展及具韌性的城市。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是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結合國家、區域及澳門自身定位，訂定整個

澳門特區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

將全澳土地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同時，劃分為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

公用設施區、生態保護區、公共基礎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對於保育、教育和康

體等具爭議用地問題亦給出方向。 

    今次諮詢方案既有宏觀目標，也有具體分區建設打造，並提出澳門半島東北側與新城 A 區

之間近岸再填海約四十公頃，以緩解東北區交通和社區環境問題。可以預期，在諮詢過程

中，居民將踴躍建言，既有大方向，也有眼前事。例如世遺保育、填海、重整社區、提升居

住素質，乃至本身社區的交通、環境衛生等細節，但這正是居民的最切身訴求。當局必須重

視，眼下解決的盡快解決，或透過不同層次的城市規劃，創設條件整治、完善。 

    澳門的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城市發展沒有中心軸，城區建設隨意性大。社會一直

寄望政府加強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和管理；透過合理和前瞻規劃，優化城市空間，完善基礎建

設和民生配套，化解日積月累的城市問題，也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更多出路和可能。 

    澳門城市規劃從無到有，需要過程。在總結特區成立二十年經驗，前瞻澳門未來二十年規

劃，過程肯定不只短短兩個月，需要細水長流宣導和思考。未來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完善規

劃永遠沒有終點，只有與時俱進。對於社會有共識規劃和建設需有落實機制，莫停留在紙上

談兵，要有力執行、持續跟進，建設更美好的澳門。 

夏 耘 

 

N027  5/9/2020 澳門日報 

婦聯冀總規納兒童視角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昨日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

○）》草案公開諮詢，是特區成立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 

婦聯總會理事長林婉妹認為，是次規劃定出十八個規劃目標和十三個策略指引，是現屆政府

相當重要的施政舉措，更是澳門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最重要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總體規

劃》亦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統籌城市發展和資源利用，反映政府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

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攜手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

韌性的城市。 

打造宜居宜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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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妹指，今年是《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收官之年，相關規劃的中期評估平均完成率達

九成，反映《五年發展規劃》落實取得階段性成果，相信全社會對是次《總體規劃》都很大

期望。澳門目前有接近三十三平方公里土地及中央劃給澳門的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首要必

須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的資源和定位，結合城市總體規劃，打造"宜居、宜業、宜行、宜遊、

宜樂"城市，接壤大灣區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次《總體規劃》將涵蓋未來二十年城市建設規劃，林婉妹指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經濟及市

民需求也會不斷變化，故具前瞻性及可持續性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針對城市休憩區、土地

合理利用、居民居住和出行環境、防洪減災等方面是居民最貼身和最關心，當局更應充分聆

聽社會和居民意見，訂立出既符合居民所想，以及應對城市發展所需的行動指南。 

完善法例配合發展 

林婉妹認為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定會涉及現有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方面行

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此，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中應注意平衡

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二、建議就《總體

規劃》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恆常性的監察

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三、建議是次《總體規劃》應參考結合聯合國提到的"兒童友好

城市"概念，把理念融入到總體城市規劃中，讓兒童參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治理，加入兒童視

角，其旨在提升兒童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N028  5/9/2020 新華澳報 

有所堅持也有所調適更有待釋疑 

 

「千呼萬喚始出來」！自二零一三年頒布《城市規劃法》後，經歷了六年多的編制，《澳門

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草案》終於正式出台，並從昨日起進行為期六十天

的公開諮詢，預計將於明年九月將最終報告呈交行政長官賀一誠作出決定，以補充性行政法

規予以核准。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也公布了由澳門半島連接到氹仔的輕軌東線方案，並從今

天起展開為期六十日的公開諮詢。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草案》的編製過程頗見嚴謹，嚴格按照

《城市規劃法》的相關程序規定，並基於《澳門特區城市發展策略（二零一六——二零三

零》的成果進行編制，嚴格遵循草案編製、公開諮詢、聽取城市規劃委員會意見、經行政長

官批准後成為補充性行政法規等的整套程序，並透過設立《城市規劃法施行細則》所規定的

「跨部門委員會」，協調和跟進編製的工作，在過程中持續與相關公共部門討論及協調，依

據主要範疇的政策在空間上予以落實。這是科學決策及民主決策的具體表現。而且，既然是

基於《澳門特區城市發展策略（二零一六——二零三零》的成果進行編制，那就是基本堅持

在前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崔世安辛勤工作下的立法及探索成果。當然，從已經公佈的「草

案」內容，與此前兩位前特首對城市規劃的構思對比，也有根據形勢發展而做出的實事求是

的調適，因而是一個既堅持原則又靈活調整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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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草案》，既是總體規劃，也有分區方案，

以總體構思指導分區方案，以分區方案體現總體構思。在總體規劃方面，針對土地利用、空

間佈局、居住用地、經濟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設施、基礎設施、文化遺產、城

市景觀、都市更新、都市防災等範疇提出主要的規劃構想，希望勾勒澳門未來的總體城市格

局與宏遠藍圖，與廣大居民齊心建設美好家園，不忘初心，為美好澳門共同奮鬥。 

  因此，「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具有不少契合澳門實際情況的特點。包括嚴格根據《城市

規劃法》相關規定制定，並尊重和考慮現況；以「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及公共部門制定的規

劃和政策作為基礎，配合國家和區域戰略發展任務；應對澳門特區面臨的主要突出挑戰，把

握未來重大機遇期，鞏固澳門綜合競爭發展優勢；. 

 

融入國家戰略發展大局，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屐，加快參與橫琴開發建設；完善土地、住

屋、交通和公共設施佈局規劃，加快打造宜居社區；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重大施政任務

創設空間條件等。 

  在分區方案方面，「澳門總體規劃草案」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布、特色和功能，

重新將本澳土地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每個規劃分區的用途，都根據其特點進行不同的規

劃。尤其是在澳門特區最為突出的土地使用問題上，「總體規劃草案」及十八個規劃分區都

按「土地用途規劃圖」劃分土地主要用途，並能兼容其他次類別的用途，例如居住區土地除

居住用途外，亦兼容部份商業、公用設施用途。規劃主要增加了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

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公共基礎設施區的用地，以回應預計的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的

可持續發展。在海域利用方面，「總體規劃草案」也提出，在保護海域和生態環境的前提下

規劃近岸填海，重新整合澳門半島東北側海岸空間，打造地標性的休閒綠色空間；填海擴建

機場用地，提升航空運載力，並提升該區的對外城市門戶角色；規劃遠期填海作為城市新發

展空間及新增土地儲備，以應對未來人口增長、社會和經濟需求。同時，分別於內港、路環

西側構建融合防災減災及具改善沿岸水環境功能的濱海景觀岸線。 

  正如前述，「總體規劃草案」基本上保留了兩位前任行政長官的原設計構思，但也有不

少調整。除了本欄日前評議的幾個具體內容之外，還有在澳門半島東北側與新城 A 區之間的

水道進行填海工程，透過近岸填海方式增加綠化空間及加強跨區道路聯繫，上述的填海面積

大約四十一公頃。這個方案的特點，是在中央向澳門劃撥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的範圍內，而

且是近岸填海，雖然仍須向中央申請，沒有國家《海域管理法》規定的省級行政區劃的自主

權，但因為是在澳門管理水域的區域內，而無須向珠海租賃水域，因而無需與珠海協商，簡

便得多，直接享受澳門特區對水域的使用權。 

  但沒有進一步利用從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及其珠海支線連接線與澳門馬場東大馬

路之間的半封閉水道，進行填海造地，作為興建交通設施之用。 

不過，從有關圖例看，有使用到屬於澳門的水域並進行沿岸填海，可能只是作為海濱公園之

用，當然更是兩個輕軌車站的用地。至於輕軌的線路，可能仍然要借用珠海的水域。但由於

是在水底，並不妨礙珠海對此片水域的管理。不過，可能要洽簽租賃合約。 

  如果該段輕軌路線的沿岸水底方案成功實施，對澳門市區或將會興建的輕軌第二期工程

的新口岸皇朝區的路線設計，會有啟發作用。尤其是在經過觀音象的一段，如果是也能在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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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海底走線，就不會對觀音象的景觀造成任何影響。而此前的討論，無論是在其後面高架，

還是在其前面低走，都不方便。另外，也可在中央批準該處沿岸填海是為了避開有爭議的倫

敦街走線，還是市政署利用該沿岸填海區興建海濱公園的計劃之間，取得最大公約數，避免

向中央申請批准填海以作為輕軌用地後，卻「挪用」為公園用地的尷尬情況。而是輕軌與公

園「各行大路」，互不干擾。 

城市規劃對蓮花口岸的用地規劃標示為商業用地，可能是作為經蓮花口岸入境澳門或離

境的旅客，作為首站或離澳前的購物平台。但卻與行政長官賀一誠日前所說的興建政府設施

有所出入。這是需要澄清的。或許，在經過公眾諮詢後，可以取得更大的公約數，做出更佳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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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9  5/9/2020 正報 

疊石塘被城市總規標為『居住區』  

疊石塘被城市總規標為『居住區』 目的未達 

 

【本報訊】年前，近七千市民簽名反對涉及開掘路環疊石塘山的百米超高住宅建築項目；經

廉政公署調查後，特區政府於二零一九年收回相關土地。最新發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

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則把上述土地標示為「居住區」。 

二零一二年，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位於路環疊石塘山山腰土地的街道準線圖，許可在該地段

上興建海拔一百米非工業樓宇。當局不只許可在那裡興建超高樓，從街道準線圖也可看到，

相關建築項目極可能涉及大幅開掘山體。當年，多個團體發起各式「守護路環」的行動；其

中，有團體收集近七千名市民的簽名，要求行政長官崔世安中止相關工程准照的審批程序。 

亦有兩個團體分別向廉政公署要求調查和提出投訴。二零一八年，廉政公署公布調查報告指

出，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目地段業權在以遺產繼承方式轉移的過程中存在諸多疑點，不排除

有人利用司法程序，冒充業權人後人非法獲得土地；在測量地界及發出地籍圖的過程中，存

在明顯的錯誤甚至欺詐的情況。並提出，相關地段屬國有土地，特區政府應透過適當的程序

及渠道收回有關土地。 

二零一九年，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新聞稿表示，跨部門聯合行動騰空並收回疊石塘山的國有

土地。這次是民意的勝利，達到了「守護路環」的目標？若有這想法，可能開心得太早！按

照前日發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的示意圖，同一

幅土地不是被標示為「生態保護區」或「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而是「居住區」。 

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沒有對這土地有更多陳述；不過，有篇幅提及「疊石塘山」：路環區

佔地約七點八平方公里，擁天然山景及海景，如疊石塘山、黑沙海灘等，具有豐富自然岸

線。規劃以延續舊市區城市肌理特色，保護自然岸線及自然資源為主，持續作為澳門後花

園。也提及，將路環山體、疊石谷濕地等劃為不可都市化地區，在一般情況下不可進行都市

化建設。 

關於「居住區」，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提及，維持現時主要分佈於北區-2、東區-1、中區-

1、中區-2、中區-3 及氹仔中區-2 的核心居住區，並規劃於北區-1(青洲)、東區-2(新城 A

區)、氹仔北區-1(新城 C、D 區)、氹仔中區-2(氹仔卓家村附近)、北安區(新城 E1 區)及路環

區(石排灣)增加居住區，以支援毗鄰的就業片區，從而增加原區就業的條件，提高職住平衡

和減少跨區交通。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專題網頁：

https://www.dssopt.gov.mo/zh_HANT/maste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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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0  5/9/2020 市民日報 

李良汪倡總城規加強著墨產業多元 

 

【本報訊】政府日前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昨日起向

社會作為期 60 日的公開諮詢。總體規劃將本澳劃分為 18「規劃分區」，並按土地使用類別

訂定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

間區、公共基礎設施區。 

民众建澳聯盟理事長李良汪表示，正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將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

澳日後城市布局及分區規劃作指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相關。促請當局未來為各「規

劃分區」制訂詳細規劃時，除按照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規劃

與民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符合。 

李良汪指出，由 2020 至 2040 年這 20 年間，將橫跨幾屆政府任期，認為城市總規劃作為策

略性指引及指導方針，一經落實便不宜再作修改，故除結合本澳自身、區域及國家的定位，

同時應立足長遠，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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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指出：經濟適度多元是本澳多年來的目標，在疫情發生後更凸顯其逼切性，故他建議城

市總體規劃當中應更多著墨配合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元素，例如預留相關發展用地。 

‘’另外，李良汪關注到，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他認同在具

條件的情況下，讓居民於原區就業，能為居民在生活及工作上提供便利，減少因跨區而造成

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同時有助緩解交通壓力。然而，以本澳目前實際情況，相關可行性及操

作性存疑，當局未來應進一步公布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充分掌握當中細節，作

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他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是本澳未來發展的重要指導性依據，而具體細節將在日後分區規劃中

以此方向及各區實際情況加以落實，期望當局持續廣納民意，爭取社會最大共識作為落實政

策基礎。同時，他認為，每名民眾都是社會的持份者，呼籲公眾對總城規諮詢積極發表意

見，為自身及下一代未來發展建言，推動建設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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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1  5/9/2020 正報 

民建聯倡總城規加強著墨產業多元 

 

【特訊】政府日前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於昨日起向

社會作為期六十日的公開諮詢。總體規劃將本澳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並按土地使用類

別訂定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

空間區、公共基礎設施區。 

民眾建澳聯盟理事長李良汪表示，正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將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

澳日後城市佈局及分區規劃作指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相關。促請當局未來為各"規劃

分區"制定詳細規劃時，除按照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規劃與民

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符合。 

李良汪指出，由二零二零至二零四零年這二十年間，將橫跨幾屆政府任期，認為城市總規劃

作為策略性指引及指導方針，一經落實便不宜再作修改，故除結合本澳自身、區域及國家的

定位，同時應立足長遠，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展所需。他又指，經濟適度多元是

本澳多年來的目標，在疫情發生後更凸顯其迫切性，建議城市總體規劃當中應更多著墨配合

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元素，例如預留相關發展用地。 

另外，李良汪關注到，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他認同在具條件的

情況下，讓居民於原區就業，能為居民在生活及工作上提供便利，減少因跨區而造成的時間

與金錢成本，同時有助緩解交通壓力。然而，以本澳目前實際情況，相關可行性及操作性存

疑，當局未來應進一步公佈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充分掌握當中細節，作出適合

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李良汪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是本澳未來發展的重要指導性依據，而具體細節將在日後分區規

劃中以此方向及各區實際情況加以落實，期望當局持續廣納民意，爭取社會最大共識作為落

實政策基礎。同時，他認為，每名民眾都是社會的持份者，呼籲公眾對總城規諮詢積極發表

意見，為自身及下一代未來發展建言，推動建設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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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2  5/9/2020 濠江日報 

新橋坊會促盡快制定 分區詳細規劃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昨起公開諮詢六十日，草案計劃以包括新橋區在內的北區-2

及中區-1 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新橋坊會理事長梁竟成認為總規劃回應舊區居民期盼已

久的心願，希望政府盡快制定有關詳細規劃，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新橋坊會理事長梁竟成表示，新橋區是舊區，舊樓較多，且人口密集，交通較擁擠，不少居

民都期望可透過都市更新，改善現時居住環境、交通設施、社區建設等，認為總體規劃提出

以新橋區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是好事，亦是區內居民期盼已久的心願，希望政府盡快制

定有關詳細規劃，透過都市更新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他稱，位於新橋區的新福寧大廈是本澳首個由居民自發自資重建成功的項目，成為舊樓重建

的範例，之後本澳陸續有多棟舊樓成功重建，相信總規劃落實有助推動都市更新，改善居民

的居住環境及營商環境。 

梁竟成表示，新橋區的交通擁塞，尤其道路交通的樽頸位置，迫切需要改善，先要在區內增

加公共設施如公共停車場等，並建議打通大興街，令車輛可直通提督馬路，疏導車流，紓緩

鏡湖馬路和渡船街一帶的塞車問題。 

他又指，新橋區缺乏戶外活動空間，新橋球場是區內唯一大型活動場所，明白新橋區舊樓

多，較難騰空土地空間用作居民休閒活動場所，但希望政府能多思考研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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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3  6/9/2020 市民日報 

總城規草案欠施行細則監察機制 胡玉沛冀處理土地利用根據總規優先審批 

 

【本報訊】政府正就《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前城規會委

員、城規師胡玉沛表示，是次總規具法律效力和約束力，但卻缺乏施行細則和監察檢討機

制，期望政府完成諮詢後補回有關部門，確保部門將來審批個案和處理土地的利用，能根據

總規的優先作出審批。 

胡玉沛形容，是次總體規劃草案，社會一直翹首以待，最重點是諮詢文本第二部分，指明總

體規劃具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相比過去政府所做的規劃研究大都流於概念性，是次總規是

《城規法》下首份具法定性的總體規劃發展策略，值得肯定。 

全澳分 18 區打好詳細規劃基礎 

他又提到，是次總規將澳門分成 18 區，社會有聲音認為分得太細，他認為反而是好事，因過

去規劃工作過於滯後，細分成 18 區可為下一步詳細規劃打好扎實基礎，若果總規「太虛」，

只會重蹈覆轍。他評價整份文本有 80 分，少了的 20 分是欠缺執行力和監察機制。 

胡玉沛進一步指，綜觀整份文本，在技術文件和附件後，欠缺有關執行力和監察機制的第三

部分，他強調總體規劃有優先性的執行，倘若缺乏施行細則和監測檢討的機制，過往市民對

大型基建項目欠缺信心，主要是政府缺乏有效的執行力，是次總規的技術文件可能有很高認

受性，但關鍵仍然是執行力，如何確保工務、市政等不同部門，當審批個案時能遵守總規精

神，根據總規的優先性作出審批，土地的利用亦按照總規進行，因此執行機制和施行細則應

該有所著墨，希望政府完成諮詢後，對有關方面作出補充。 

文本亦提到將來會有跨部門協作會議來執行總規，胡玉沛認為，有關跨部門會議最起碼規定

由廳級、局級以上領導層參加，確保官員齊心合力共同投入精神和資源來執行總體規劃，每

次會議後亦要會見傳媒，增交透明度，向公眾交代總規工作的進展，以及所討論的議程。他

同時建議將來總規的執行要有階段性檢討，建議 5 年一小檢、10 年一大檢。 

加強跨部門執行合力會議須透明 

另外，他特別提到，從技術方面，他不認同偉龍馬路土地規劃用作居住區，始終附近的污染

源很多，希望透過是次總規，以科學手段進一步說明部分過去敏感和爭議性的個案，多作技

術解釋和說明。他更反問，偉龍馬路是否一定要建公屋？而其他離島區收回的閒置土地卻立

刻建車胎公園，有關地點其實比偉龍馬路更適合建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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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4  6/9/2020 大眾報 

專業問題應尋求專業意見 

 

本月三日特區政府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至二零四零）》草案和

《輕軌東線方案》。這兩個重大議題從本月四日起至今年十一月二日進行公開諮詢，為期六

十日。在這兩個項目公開諮詾期間，政府將合辦四場公眾諮詢會及三場諮詢專場以收集社會

意見，並設置固定展板及在各區設置流動巡迴展板進行推廣；居民可於網上填寫意見表，或

以郵寄、親臨、傳真及電郵等方式交回意見表，政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及建議。第

一場公眾諮詢會將於本月十二日假澳門科學館會議廳舉行。土地工務運輸局長陳寶霞預計明

年九月可將總體規劃最終報告呈給行政長官決定落實。 

近些年多屆特區政府為體現「以民為本」、「尊重民意」，在多個重大問題上都曾進行過公

開諮詾。例如在二零一五年進行過關於修訂《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的公開諮詢，問題的起因

是按照當時的《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社會房屋租戶如連續三年超出租賃社會房屋收入上

限，房屋局可單方終止租賃合同，又或向該等租戶徵收雙倍租金；如連續兩年超出收入上限

一倍，．房屋局可單方終止租賃合同，又或向該等租戶徵收雙倍租金。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本澳共有一萬一千多個家團租賃社屋，其中有八百五十多個家團收入超過上陨但少於

一倍，有一百八十多個家團因每月總收入連續三年超收繳納雙倍租金，另有五十多個家團超

收一倍，其中八個家團每月總收入連續兩年超收一倍。為合理分配及運用公屋資源，需要進

一步明確定義超收入戶及富戶，超出收入上限不足一倍為超收入戶，超出一倍以上則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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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當時的諮詢文本建議，租戶被列作富戶兩年後要交雙倍租金，交雙倍租金兩年後必須退

場，即持續被列為社屋富戶四年後便須退場，此目的旨在推動經濟條件持續穩定的家團自願

退場，將社屋單位交回再分配予更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家團。對於收入上限超出但不足一倍的

超收入戶，諮詢文本則建議毋須退場。該諮詢文本還建議為使社屋能夠更好地發揮解決經濟

薄弱家團住屋需要，富戶租金率由現時的兩成二調升至三成，以推動富戶自願退場。當時還

有另一個公開諮詢是本澳新城區規劃的第三階段公開諮詢，該次向公眾徵求意見的新城區總

體規劃方案分別對新城區的未來發展、空間佈局和用地功能等作出了多項構想，政府認為其

中的許多具體構想與建議仍需聽取社會意見以凝聚共識及需要並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再於下

一階段予以落實，以有序推進新城區的發展與建設等相關工作。 

多屆特區政府尊重民意、積極開展公開諮詢的做法本身是值得肯走的。但就結果而雷，公開

諮詢未必就能夠得到較好的結果，有些時候公開諮詢也有可能會使事態會向著不好的方向發

展。例如以以上所舉的兩項公開諮詢來看，第一項諮詢所涉及的事情或許本澳市民對其的關

注度不同，中產階層以上的居民或許會認為社會房屋與自己關係不大從而較少對《社會房屋

法律制度》的修訂發表意見，諮詢所能得到的意見就可能會更多地體現為低收入階層的意

見，從而可能會使修訂後的《融會房屋法律制度》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殺富濟貧」。而第二

項諮詢所涉及的內容專業性很強，靠民意多少來衡量方案優劣也似乎不具有合理性。 

而且特區政府近些年在公開諮詢方面，應該也有過不成功的案例。例如本澳的輕軌建造就是

一個這樣的例子。對於輕軌澳門段的行走路線問題，特區政府舉行過長時間的公開諮詢，但

始終得不到較為統一的意見，各種方案都有一些較為強烈的反對聲音。在輕軌氹仔市中心段

工程在三年多之前的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就已開工建造的情況下，輕軌澳門段的行走路

線長期未有定論，這種狀況也給本澳的輕軌建造增添了更多的困難和麻煩。 

還有對於目前本澳的交通問題，前幾年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曾在立法會裡表示覺得自己無

能力解決問題，也相信全世界無專家可以搞妤澳門現時的交通問題，唯一手段就是跟隨其他

地區般控車，否則最後本澳交通會被「塞死」。但對於限制車輛，羅立文又認為需要本澳社

會達成共識，共同接受限車制度。羅立文當時表示，政府明白要控車，但控車會影響居民買

車或少用私人車輛出行，社會有無共識接受？羅立文認為本澳解決交通問題的唯一手段就是

限制車輛增長，但又認為限制車輛需要本澳社會達成共識，而對限制車輛增長所開展的公開

諮詢又無法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所以澳門交通最終只能被「塞死」? 

俗話說「眾口難調」，在一些問題上想要讓民眾能夠得到較為統一的意見，常常是很難能做

到的，而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各方面人士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在該問題上「公說公有理，婆說

婆有理」；對這類問題政府如開展公開諮詢，只會讓矛盾可能被激化，觀點更為對立，民眾

可能會分為「勢不兩立」的派系，從而使問題的解決更為困難。另外對於兰些專業性很強的

問題，有可能會是「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對這類問題如以「公開諮詢」的方式來尋求最佳

方案，有可能會導致較壞的後果。《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至二零四

零）》草案和《輕軌東線方案》這兩個議題都是特別重大且專業性很強的問題，公開諮詢有

可能得不到「主流意見」，或所得到的「主流意見」未必是合理的意見，使政府「左右為

難 」或只好遵循「主流意見」而採取不太合理的方案。所以特區政府尊重民意，重視開展公

開諮詢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宜在很多事情上都要開展公開諮詢。對於一些專業性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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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明知很可能會是「眾口難調」的問題，特區政府應該主要依靠專業人士來提供意見，

而未必都需要進行公開諮詾。這種情況看起來雖然似乎是特區政府不太「尊重民意」，但或

許會更有利於得到最佳方案，也可能會更有利於維護澳門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N035  6/9/2020 澳門日報 

以科學規範法治三手段促分區規劃 城大：統籌落實"總規"細節 

 

【本報消息】政府近日公佈"城市總規"草案，開展為期六十天公開諮詢。澳門城市大學協理

副校長葉桂平表示，城市規劃向來是澳門社會關注熱點和施政重點。綜觀相關草案，為澳門

回歸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文本，期盼政府盡快將這份概念性綱領落實細化，以科學

化、規範化、法治化手段推出分區規劃，為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優質生活提供強而有力的支

撐。 

區域協作打基礎 

葉桂平稱，這份草案是在二○一六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區

域定位，內容豐富，有不少亮點，高度體現政府大局觀念。然而城市的合理規劃和未來可持

續發展，極其考驗政府施政，此前政府因欠缺對頂層設計的考量，住房和交通等問題日益成

57



 

 

為城市發展的突出問題。對此，政府需持續加強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建立健

全部門統籌協調機制，以便日後中長期協同落實規劃細節。 

總規草案基本符合澳門參建大灣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戰略，對標澳門在粵澳深

度合作中的角色地位，增強澳門在區域合作中影響力的目標。建議規劃加入更多區域融合細

節，使珠澳合理貫通在功能空間、景觀設計和跨區交通等佈局。具體來說，政府應積極主動

與廣東省及珠海市協商合理規劃，綜合考慮雙方在橫琴深度合作區交通、醫療、養老、教

育、環保等具體領域的互聯互通，加強跨境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緊密銜接，為區

域協同發展打好長遠基礎。 

問計於民聽意見 

就政府開展公衆諮詢，葉桂平建議政府在規劃草案編製前主動聽取社會意見，採用專家座談

會、市民工作坊等多元化的公衆參與手段，讓總規貼近大衆願景，符合澳門社會現狀。 

當前澳門部分高校聚焦本澳城市規劃等相關領域的深入研究，政府宜"問計於民"，主動吸納

專家學者意見，料可促進本澳科創研發成果的有效轉化。 

 

 

 

N036  6/9/2020 濠江日報 

都更難題大於新城填海區 

 

正公開諮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優先考慮於發展年期較長、建築物樓齡較高、生

活環境較擁擠的地區開展都市更新，其中計劃以「北區-2」及「中區-1」為都市更新優先發

展區域。據介紹，「北區-2」主要為祐漢、台山區；「中區-1」則東起松山，西至新橋與提

督馬路，因該區建築物較舊及人口密度較高，故優先推動都更進程。 

總體規劃草案提及住房規劃的三個重要目標：居住用地基本滿足二○四○年預測人口的住屋

需求，優化將來職住平衡空間佈局，建設宜居新區。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政策，

居住區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達到約 22%（現時約 17%），基本能滿足四○年約八十萬預測人

口的住屋需求。本澳到去年底約有人口六十七萬，接近三分之一是外地僱員，大多數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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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城區。按照有關規劃，新城填海 A 區將有二萬八千個公屋單位、四千個商品住宅單位。

粗略計算一下，得知新城填海 A 區能夠容納的人口約有十萬。也就是說，其他城區加上都市

更新只需容納三萬人口，很容易就湊足八十萬之數，比例相對較小。由此亦可看出，工務運

輸部門更注重新城區可容納的人口，對都市更新釋出土地較為保守。 

今年上半年的都更公司項目規劃透露，黑沙環新填海區 P 地段、祐漢七棟樓群和橫琴新街坊

共三個項目將以融資方式開展，其中黑沙環新填海區 P 地段五月已入初研方案；祐漢七棟樓

群仍在做前期工作，需待都更法律制度出台及有正式圖則才有預算。換言之，祐漢七棟樓群

至今尚未有圖則，何時啟動拆遷仍是未知數。有團體代表認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將

「北區-2」和「中區-1」列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是社會共識，但現時涉及都市更新相

關的法律法規逾三十個，憂慮有關法律能否配合到規劃的推行。事實上，澳門城市老化嚴

重，需要更新的房屋數以千計，「都市更新」直接關係到城市規劃、土地使用、環境保護、

文化遺產保護等，同時又涉及業權人的權利保護問題，需要很小心處理。都市更新所有的工

作不能以行政的辦法解決，只能依法處理，所以，現階段必須訂定相關法律法規，以免日後

爭抝。 

都市更新的焦點在舊區，因涉及樓宇數量眾多、範圍較廣，需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私人業

權人，包括小業主、租客及受影響居民的合理權益。都市更新公司成立後，除了解決置換

房，亦需要可操作的行政法規，確保在都市更新實施階段得以順利進行。站在公共安全的角

度，越是殘舊的樓宇越是應該拆建，如果樓宇頻臨倒塌危及公眾安全，工務局現有機制也有

辦法處理。 

站在政府的角度，新城填海區有如白紙一張，可以隨意描繪藍圖。都市更新則涉及大量的法

律法規、大量的住戶搬遷安置，以及可能的業權爭議，面對的問題當然會比新城填海區多得

多。若問那個方案更有把握？當然是新城填海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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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7  6/9/2020 華僑報 

李良汪建議總城規多著墨產業多元 規劃分區更須以民意為基礎 

 

【特訊】政府日前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至二０四０）》草案向社

會作為期六十日的公開諮詢。總體規劃將本澳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並按土地使用類

別訂定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

空間區、公共基礎設施區。 

 民眾建澳聯盟理事長李良汪表示，正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將作為編制詳細規劃的依據，為

本澳日後城市佈局及分區規劃作指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相關。促請當局未來為各

「規劃分區」制定詳細規劃時，除按照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

規劃與民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符合。 

 李良汪指出，由二零二零至二零四零年這二十年間，將橫跨幾屆政府任期，認為城市總規

劃作為策略性指引及指導方針，一經落實便不宜再作修改，故除結合本澳自身、區域及國家

的定位，同時應立足長遠，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展所需。他又指，經濟適度多元

是本澳多年來的目標，在疫情發生後更突顯其迫切性，建議城市總體規劃當中應更多著墨配

合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元素，例如預留相關發展用地。 

 另外，李良汪關注到，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他認同在具條

件的情況下，讓居民於原區就業，能為居民在生活及工作上提供便利，減少因跨區而造成的

時間與金錢成本，同時有助緩解交通壓力。然而，以本澳目前實際情況，相關可行性及操作

性存疑，當局未來應進一步公佈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充份掌握當中細節，作出

適合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李良汪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是本澳未來發展的重要指導性依據，而具體細節將在日後分區

規劃中以此方向及各區實際情況加以落實，期望當局持續廣納民意，爭取社會最大共識作為

落實政策基礎。同時，他認為，每名民眾都是社會的持份者，呼籲公眾對總城規諮詢積極發

表意見，為自身及下一代未來發展建言，推動建設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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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8  7/9/2020 濠江日報 

城規宜對接區域發展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開展公開諮詢，工程師學會會長、第一、二屆城規會委員

胡祖杰表示，總體規劃草案作全盤考慮，吸納過往市民及專業人士的建議，強調總規劃期限

2020 至 2040 年，認為應每五年作一次檢視及探討。他表示，草案很多篇幅提及協調周邊地

區的發展，唯重點僅在本土規劃及內部發展上，應在將有關元素與周邊地區的對接融合方面

有更多的著墨，他認為總體規劃不能只考慮澳門本土規劃，亦要需主動與鄰近地區規劃對

接，實現互補。 

胡祖杰表示，總體規劃草案全盤考慮，提出很多規劃目標、策略指引，內容吸納過往市民及

專業人士向政府提出關於未來發展的建議；總規劃的目標是將澳門構建成一個快樂、智慧、

可持續發展的韌性城市，這是居民所期望的，從字面上看，"快樂"代表居民滿意，"智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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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智慧政府建設，"可持續"代表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育發展之間的要求，"韌性"反映政府在防

災減災工作的重視，認為將澳門發展成為一個宜居、宜商、宜遊的生態城市是草案的一大亮

點。 

他表示，總體規劃落實後要制定分區規劃，草案按照功能性、區域性將全澳劃分十八個分

區，對城市發展、保育有導向性、統一性及歸納，但希望政府更詳細講解十八個分區的構

思。過往澳門雖然未有正式分區，但習慣上以堂區及新城劃分成七個區，堂區具有歷史價

值，甚至立法會投票都是用堂區分區設置投票站點，總體規劃將澳門劃分為十八個分區，是

否取代常用的七區，還是另有深意，有待政府詳細介紹。 

胡祖杰表示，總體規劃離不開政策方面的要求。粵港澳大灣區綱要出台後，澳門總體城市規

劃要配合及融合大灣區建設，尤其珠海橫琴的發展。他指，草案提出以"門戶"、"樞紐"、"軸

帶"和"核心"，打造澳門未來整體城市空間結構，為長遠發展提供重要頂層規劃方向，但居民

對有關概念未有詳細認識，有待未來政府作更多解說。另外，草案很多篇幅提及協調周邊地

區的發展，包括兩門戶、三個樞紐、四個軸帶、多個核心等，唯僅重點在本土規劃及內部發

展上著墨，應在將有關元素與周邊地區的對接融合方面有更多的著墨，如以新城 A 區作為東

門戶的形象，但作為重點的港珠澳大橋及與鄰近地區如香港及珠海等的對外交通配合等內

容，在草案中提及不多，如澳車輛使用港珠澳大橋前往大橋香港口岸等問題，這是市民關

注。他認為總體規劃不能只考慮澳門本土規劃，亦要與鄰近地區互相配合，需主動與鄰近地

區規劃對接，根據澳門未來發展及不足，透過規劃與鄰近地區實現互補。 

胡祖杰肯定草案提及的土地分類劃分，當中總體規劃明確各土地用途的比例，如居住區用地

將佔總土地面積 22%，生態保育區佔 18%，旅遊娛樂區佔 13%等，使到區域功能分區，明

確長遠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是總體規劃的立法手段，明確區域、海域及與周邊地區合作方

向，亦按照粵港澳大灣綱要內的分區，透過不同策略部署未來，值得讚揚。 

但他認為，草案在交通方面有待完善，因總體規劃期限至 2040 年，長達二十年，雖現時輕

軌東線方案已推出，但亦應對在氹仔至媽閣走線、石排灣至新橫琴口岸的氹仔走線延申線、

媽閣至關閘走線等預留討論空間，包括過往提出雙環雙軸的交通規劃等。他強調，雖然總體

規劃提出內港碼頭作為商業區，但落實需要時間，尤其首要亦需解決有關交通問題，認為總

體規劃需在輕軌內環及未來發展規劃有更多著墨，否則未來交通規劃上將成為一個空白。他

期望透過城市總體規劃及詳細分區規劃，令全澳道路網絡有規劃擴闊及增加，透過都市更新

拓寬沿岸道路，改善本澳交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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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9  7/9/2020 力報 

疊石塘山腳劃為居住區 起高樓？建別墅？學者籲政府講清楚 

 

重點聚焦 

疊石塘山腳地段陷入爭議多年，隨著廉政公署有關報告出爐，以及政府正式收回土地，一度

暫告落幕。今年 1 月，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在回覆議員質詢時曾表示，疊石塘山地段暫時

沒有發展規劃，令關注路環保育的市民鬆了一口氣。但是在上周四公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 》草案（下稱《總體規劃》草案）中，有關地段卻被劃為「可居

住區」，列入「可擴展居住空間」的範圍，意味著未來可能興建高層樓宇。社會質疑，走了

私人開發商，卻迎來政府總規，難道疊石塘山真的逃不過被開發的命運？ 

路環被稱為澳門最後一片綠色淨土，其中海拔高度約 170 米的疊石塘山，一直是許多澳門人

踏青的好去處。而保育城市之肺、只進行有限度開發，是社會各界的共識。在政府公布的

《總體規劃》草案中，疊石塘山被列入環境保育地段，但疊石塘山腳一塊面積約 50,000 多平

方米的土地，卻被劃為居住區，意味著未來可能用於興建居民樓。 

城市規劃師林翊捷前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疊石塘山腳下地塊是在不可都市化區域的邊

緣，是一塊近五公頃土地，澳門很少有那麼大的一塊土地被劃作可居住區。 

開發強度多大？是否破壞山體？ 

林翊捷指出，今次政府提出該地段為可居住區，但居住區概念很寛，「起 30 層又得，起十層

都得」，到底要如何發展，目前還不清楚，從草案中看不到太詳細的事物，大家擔心寫了

「居住區」後，開發強度有多大？如果發展又會否破壞山體？因為從地形圖上看，在保存現

有山體的基礎下，可用的平面土地面積佔比並不多。他認為政府應出面說明究竟想如何做，

如何規劃有關地段的居住用途。 

林翊捷表示，根據《城規法》第 32 條，土地用途可分為多個類別，且根據條文第三款「訂定

土地使用的次類別」，可以詳細訂定土地的使用等等。 

土地收歸國有 改由政府開發？ 

事實上，有關地段一直都是處於可以開發的狀態。根據資料，路環疊石塘山項目原位處《路

環村規劃》內，可興建兩、三層高的村屋。在 2009 年的行政指引規劃中，該地段靠近田畔

街部分，樓宇最高許可高度為 8.9 米。但在工務局 2011 年發出的街線圖中，有關地段卻全部

改劃為「白區」，可興建海拔高度 100 米的非工業樓宇。當年勝鴻公司就根據這份街線圖，

遞交工程草案計劃，計劃興建 13 幢高 33 層的超高樓，徹底引爆社會爭議。面對輿論的質

疑，發展商蕭德雄在回應傳媒時說：「石排灣十個山都炸光來建公屋，是不是政府可以放

火，庶民放火就不行？」 

 

2018 年 2 月，廉政公署公布關於疊石塘山超高樓項目的調查報告，指有關地段業權繼承存在

冒充問題，且在測量地界及發出地籍圖的過程中，存在明顯的錯誤甚至欺詐的情況，有關土

地應收歸國有。廉署還指，該地段靠近田畔街部分，樓宇最大許可高度只能是 8.9 米。意味

著不能興建超高樓。 

不挖山體無法興建太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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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該幅面積約 5.39 萬平方米的土地正式被政府收回，但是少了私人開發商，卻改由

政府來開發。澳門環保學生聯會會長陳俊明昨（6）日受訪時，就明確反對疊石塘山成為居

住區。 

陳俊明指出，以前因歷史遺留問題，導致有部分山體被人挖走和修建，已是非常不合適，然

而在《總體規劃》草案中，卻又規劃成居住區，直稱「現時將犯錯的事情繼續錯下去，一件

錯事為何要一錯再錯」。 

他續指，如要成為居住區，應要再挖走山體才可能，如不開挖山體，根據現時的面積無法興

建許多單位，若是這樣，其實看不見這塊土地用做居住區的必要性。陳俊明認為，可以利用

新城區發展用地和已回收的土地興建公屋，未必要選疊石塘山。該區域目前是建立臨時的行

人過道和有少許綠化，方便市民從石排灣步行至路環市區，現時安排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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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0  7/9/2020 市民日報 

林宇滔：部分疊石塘供居住難接受 

 

【本報訊】正公開諮詢的城市總規草案諮詢文本，將路環疊石塘山體一部分規劃為「居住

區」，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批評說，政府對保護路環山體含糊其詞，從善意角度，路

環山體應包括路環區內所有山體，惟偏偏把疊石塘山，以及九澳山體排除在外，當中備受爭

議的疊石塘山部分土地更納為「居住區」，令人無法接受。他同時又質疑當局以示意圖誤導

公眾對南灣湖 C、D 區規劃的理解，C、D 區 62.7 米建築物高度限制完全破壞「山、海、

城」景觀視線。他促請政府解釋清楚，釋除社會疑慮，並建議當局對每個區份規劃制訂清晰

的模擬圖，讓市民快速了解各區未來在總規下的發展趨勢。 

政府正就澳門總體城市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展開 60 日公開諮詢，不過諮詢文本被坊間形容是

「魔鬼藏在細節中」，當中包括文本提出為平衡保護珍稀自然資源及適度開發土地以配合社

會發展，總體規劃草案明確劃分都市化地區及不可都市化地區，希望透過劃設「不可都市化

地區」保護山體、水體及濕地的主要範圍。然而，從諮詢文本中可以看到，備受爭議、社會

爭取保育的路環疊石塘山其中一部分被標為「居住區」。 

社會一向期望制訂生態紅線 

林宇滔表示，城市總規草案諮詢文本提到，路環區佔地約 7.8 平方公里，擁有天然山景及海

景，如疊石塘山、黑沙海灘等，具有豐富自然岸線。規劃以延續舊市區城市肌理特色，保護

自然岸線及自然資源為主，持續作為澳門後花園。事實上，《城規法》要求政府在制訂總規

時要就澳門的自然生態保育寫清楚相關要求，規定總體規劃的目的包括制訂保護和維護環

境、大自然、生態平衡、環境可持續性的指引性原則。制訂生態紅線是社會一直以來的期

望。 

他續說，今次文本有把澳門主要的山體、水體納入保護範圍，但細節上仍有含糊的地方，包

括備受爭議的疊石塘山腰土地，他完全不能理解當局為何把相關土地納入居住區。2019 年相

關土地被政府回收列為「國有土地」，目前交由市政署管理並進行簡單綠化，該幅土地在未

收回前原規劃興建大型樓群，需要大量開挖山體方能發展成為「居住區」，後來因社會爭議

大，廉署經調查證實土地承批存在造假，最後被政府收回，在追究責任之餘，政府為何要繼

續開發相關土地作為居住區？從保育山體角度，該土地不應納入「居住區」。 

九澳山制高點具價值應保育 

他說，並非認為路環土地不應用來居住，但前提是相關土地已開發，例如蝴蝶谷土地由於已

被開發，用於居住、建設社區，相信社會爭議不大，亦可以平衡社會對居住和休閒設施的需

求，但疊石塘屬未開發土地，不應進一步破壞，他促請政府作進一步公開交代。 

林宇滔又指出：九澳山可能當中部分涉及高爾夫球場，被納入自然保護區的範圍很小，大部

分標為「可都市化」區域，且當局對九澳山並沒有設景觀控制，對此感到失望。諮詢文本也

有提到景觀維護，草案提出致力保護澳門具代表性及價值的景觀視廊和視域，構建「山、

海、城」景觀特色和城市格局，現時本澳 360 度全景視廊僅兩處，就是旅遊塔，以及路環疊

石塘山頂的媽祖像位置。九澳山也是具有保護價值的制高點，應該受到保育，未來可以適當

設行山徑和瞭望台，讓居民可以從不同解度去俯瞰澳門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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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本也強調保護「澳門歷史城區」景觀視廊，提到社會關注的南灣湖 C、D 區將規劃為

政府設施區，以完善和優化行政辦公設施布局。不過文本第 92 頁卻提到：「南灣湖以西的政

府設施位處於重要景觀位置，為保護主教山聖堂與西灣湖之相互方向的景觀，建議建築物高

度不超越西望洋山約海拔 62.7 米的山頂高度，並需採用具特色的建築設計。」 

CD 區建築 62.7 米損山海城 

林宇滔批評說，根據當局提供的南灣湖 C、D 區政府設施區模擬圖，是以初級法院高度作參

景物，而初院的建築高度只有 35 米，其他附近建築物高度也在 40 米以下，沒有 62.7 米高

的建築物，模擬圖存有誤導之嫌，倘該區建築高度全都是 40 米以下，不會阻擋主教山景觀，

他個人認為可以接受，平衡了土地使用和景觀的保護，但若建築高度限制是 62.7 米，則完全

破壞「山、海、城」景觀視線。 

他又質疑今次總城規草案中，有很多地區都沒有註明高度限制，然而卻特別在南灣湖 C、D

區標註了建築物高度，其用意令人有不少猜想，他促請當局在諮詢期間解釋清楚。 

林宇滔認為，總規草案諮詢文本的模擬圖和示意圖，由於是作為公眾對草案理解的參考，絕

對不能含糊，或與內容實際有出入，必須清晰反映未來相關規劃對各區的限制，否則就會誤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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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1  7/9/2020 正報 

回看兩局當年對疊石塘項目意見 

 

【本報訊】當年，發展商計劃在路環疊石塘山山腰開掘山體後，興建九座二十二米高獨立別

墅、九座一百一十五米高住宅樓宇；相關地段現在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內被標示為「居住

區」。當年，民政總署提出，路環島一直是本澳山林的主要所在地，興建那項目會否與城市

規劃相抵觸，需慎重考慮。 

多年前遭到市民反對的、涉及大幅開掘路環疊石塘山的百米住宅建築項目，相關地段在近日

發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中，被列為「居住

區」。從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的圖示看來，被劃為「居住區」的相關地段，其面積與多年

前建築項目的面積近乎一樣。 

二零一八年，廉政公署發表《關於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目的調查報告》揭露，勝鴻公司於二

零零九年三月向土地工務運輸局提交申請，要求發出新的街道準線圖；並提交開發相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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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研究方案：興建九座二十二米高的獨立別墅，以及九座一百一十五米高 (三十七層) 的

住宅樓宇。 

對此，民政總署的意見認為：擬興建項目位於路環高頂馬路──陸軍路與石排灣馬路──田畔

街之間的山坡，高差達六十米，為取得興建的平地，必須開挖山體，對山體的結構和植被造

成巨大的破壞，除了大量綠化面積的喪失外，被挖的山體將變成混凝土化的護坡。 

民政總署還認為：擬興建的九座高層住宅樓高一百一十五米，比起現時位於海拔六十米的陸

軍路，足足高出五十五米，無論從陸軍路或路環步行徑上向橫琴方向遠眺均受到遮擋。路環

島一直是本澳山林的主要所在地，興建此項目會否與城市規劃相抵觸，需慎重考慮。 

環境保護局的意見認為：基於該項目的發展將導致大幅山體開挖、綠化面積的喪失及破壞原

有山林過濾污染物的功能，建議重新評估施工期間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程度。 

雖然，民政總署和環境保護局對於在疊石塘山大面積開挖山體興建高樓可能造成的各種影響

表示擔憂，但是，土地工務運輸局在二零一一年四月發出的街線準線圖，容許樓宇的高度全

為海拔一百米。 

二零一三年二月，勝鴻公司根據街道準線圖的規劃條件，向土地工務運輸局遞交工程計劃草

案，項目佔地面積為四萬八千八百六十八平方米，計劃興建十三棟最高為三十三層的塔樓；

並附同由澳門環境影響評估顧問有限公司撰寫的關於環境、交通、建築景觀等評估報告。  

自此以後，民政總署和環境保護局僅對業權人提交的專業報告提出修改意見，並最終認可了

建築項目的環境評估及景觀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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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2  7/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南灣湖 CD 區規劃限高_對主教山景觀恐構壓力_坊間冀政府釋具體資訊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現正公開諮詢，草案提出南灣湖 C、D 區用作規劃政府設

施，並倡建築物高度不超過西望洋山海拔六十二點七米高度。有文化遺產委員指出，若該區

建築物與山體同一高度時，會對文化遺產保護構成壓力，希望政府在諮詢過程中要釋出更多

訊息。有城規師亦建議政府盡快公佈區內每一個地段實際的高度限制。 

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譚志廣表示，南灣湖近海邊望向西望洋山，或由西望洋山往海邊方向望

下去，現時已有一些視覺的影響，若建築物與山體同一高度時，相信對文化遺產保護會構成

一些壓力。他指出，總體規劃建議的最高點是如何規範，是所有建築物都是同一高度，抑或

只規限某一個點的高度，希望政府在諮詢過程中具體表達出來。 

城規師胡玉沛表示，政府重拾土地使用的主導權，相信以往超高樓對破壞主教山的威脅已消

除。為確實履行保護景觀視廊，建議政府盡快向外公佈，區內每一個地段實際的高度限制，

因部份地段即使只建二十米高的建築物，已阻擋主教山的景觀。而宏觀視野應由下而上，或

由上而下觀看都能夠相呼應。 

另外，房地產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認同草案更具實效性及有躍進，透過具體細緻劃分區域，

有助物業評估、人口分佈及城市規劃設計。吳在權指出，本澳過往缺乏較好的城市規劃及執

行力度，現時草案出台恰當，他對政策一步步出台表示支持，從宏觀角度而言，城市規劃應

著重與整體城市分佈及未來人口發展相連，在分佈比例上應具前瞻性。 

吳在權稱，新城 A 區在本澳眾多填海土地中最具價值，大部份土地用於公共房屋，他認為可

調整居住及商業用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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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3  7/9/2020 澳門時報 

認同城市總規草案具前瞻性 吳在權倡調整 A 區商住比例 

 

【本報訊】政府正就《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澳門房地產

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指，本澳一直欠缺城市總體規劃，以致過去發生多宗土地爭議，對城市

總規草案表示認同，認為草案具實效性及有躍進，透過具體細緻劃分區域，有助物業評估、

人口分佈及城市規劃設計。 

吳在權昨受訪時指出，澳門近十年來發生多宗涉及土地批給的爭議事件，如“海一居”及疊

石塘山等個案，都要歸咎於政府沒有一個完整的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以致令相關項目未能有

序落實，而日前出台的城市總規草案所制定的總體規劃發展策略，有利於城市發展，認為草

案具體將全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是一個很大的躍進，有助物業評估、人口分佈及城

市規劃設計。 

城市總劃草案針對土地利用、空間佈局、居住用地、經濟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

設施、基礎設施、文化遺產、城市景觀、都市更新、都市防災等領域提出主要的規劃構想。

對此，吳在權表示認同，但認為從宏觀角度而言，城市規劃須著重與整體城市分佈及未來人

口發展相連，區域劃分在商住分佈比例上更具前瞻性。他舉例稱，新城 A 區在本澳眾多填海

土地中最具價值，遺憾的是，上屆政府在缺乏城市總規的情況下，只從公屋需求單一角度出

發，將 A 區土地集中興建公共房屋，對此感到可惜。他強調，照顧大眾住屋需求無可厚非，

但從科學角度，土地開發利用應該先有城市規劃，再有住宅單位數量、商業配套、公共設施

等，現時先有 A 區公屋規劃，後有城市總規劃，嚴格而言是本末倒置，建議當局從城市整體

發展的角度，調整新城 A 區居住及商業用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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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4  7/9/2020 濠江日報 

倡總城規預留土地 促產業多元發展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在公開諮詢，民眾建澳聯盟理事長李良汪表示，總規劃將

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澳日後城市佈局及分區規劃提出指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

息息相關，促請當局未來為各"規劃分區"制定詳細規劃時，除按照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

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規劃與民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符合。 

總體規劃將本澳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並按土地使用類別訂定居住區、商業區、工業

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公共基礎設施區。 

李良汪指出，由 2020 至 2040 年這二十年間，將橫跨幾屆政府任期，認為城市總規劃作為策

略性指引及指導方針，一經落實便不宜再作修改，故除結合本澳自身、區域及國家的定位，

同時應立足長遠，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展所需。他又指，經濟適度多元是本澳多

年來的目標，在疫情發生後更凸顯其迫切性，建議城市總體規劃當中應更多著墨配合經濟與

產業發展的元素，如預留相關發展用地。 

另外，李良汪關注到，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認同在具條件的情

況下，讓居民於原區就業，能為居民在生活及工作上提供便利，減少因跨區而造成的時間與

金錢成本，同時有助緩解交通壓力。然而，以本澳目前實際情況，相關可行性及操作性存

疑，當局未來應進一步公佈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充分掌握當中細節，作出適合

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李良汪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是本澳未來發展的重要指導性依據，而具體細節將在日後分區規

劃中以此方向及各區實際情況加以落實，期望當局持續廣納民意，爭取社會最大共識作為落

實政策基礎。同時，他認為，每名民眾都是社會的持份者，呼籲公眾對總城規諮詢積極發表

意見，為自身及下一代未來發展建言，推動建設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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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5  7/9/2020 正報 

原海洋世界地 做濱水商業區  

 

【本報訊】堪稱最後收回的閒置地王──原「海洋世界」批給的逾十三萬平方米土地，政府如

何處置備受關注。正公開諮詢中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就披

露，該大片土地將改頭換面，構建嶄新的濱水商業區，創新城市景觀風格。 

勢指導澳門至少廿年發展方向的《總規》草案除「交代」了曾惹起建超高樓爭議的路環疊石

塘山山腰收回地政府續劃作「起樓」的居住區外，也首度「交代」面積較前者大一倍有多的

原「海洋世界」閒置地收回後的發展方向。 

規劃氹仔北濱水商業區 

《總規》草案提出，在氹仔北側的「氹仔北區-1（新城 CD 區）」及「氹仔北區-2（即統計

分區的海洋及小潭山區、大學及北安灣區）」，新構建濱水商業區，為區內增加商業元素，

擴大經濟活力，鼓勵原區就業，促進職住平衡。 

草案所載的一幅模擬圖顯示，氹仔北海濱商業區將規劃建約十幢樓宇，層數由約十至廿層不

等，部份空間尤近水的作綠化公共空間等。 

根據土地用途規劃，兩區各劃有一處劃作商業區，「氹仔北區-1」為新城 C 區近西灣大橋一

側，而「氹仔北區-2」的一處，正已宣告批給失效的原「海洋世界」閒置地。 

與草案劃為不都市化的小潭山一路之隔的原「海洋世界」閒置地有荒廢綠洲之戲稱，當局沒

順勢將之劃作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用途，也沒搞易受支持的起樓居住區。按介紹，商業區主

要是作商業辦公、金融、零售、餐飲、會展等服務性活動，相信也不會延續當年的主題公園

之計劃。 

還在收地程序中 

該土地是於一九九七年澳葡政府批出中華娛樂有限公司填海興建「海洋地界」主題公園，曾

計劃於九九年中初步竣工。二○○三年承批公司提出改批給用途為商業及住宅，並增批至五

十五萬平方米土地之申請，不過未成事。 

到一八年政府批示，以歸責於承批人不按合同發展為由宣告土地批給失效。當時主要股東、

近年已淡出政界的馮志強大表不滿並上訴，但一一敗訴，最近的是今年五月的土地勒遷案在

中院敗訴。 

雖然政府之前稱正持續有序清遷和收回的，但至今還未能展開實際收地行動，上月遭議員質

詢為何遲遲未能成功收回有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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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6  8/9/2020 力報 

總規對生態區域缺少客觀分析 城大學者冀統籌整合內容細節 

 

政府上周四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草案（下稱《總體規劃》草

案），成為城中熱議話題。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昨（7）日舉行「城市總體

規劃座談會」，圍繞《總體規劃》草案展開討論，一眾學者就都市更新、城市交通智能化管

理、空間環境利用等議題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 

會議由城大協理副校長兼中心主任葉桂平主持，他表示，城市總體規劃將澳門構建成「快

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突顯特區政府的大局觀念和民本思想，但當中細節和

數據較為薄弱，尤其對「智慧化」方面著墨不多。葉桂平並認為，政府在協調都市更新涉及

主體的複雜利害關係基礎上，應加快都更立法，盡快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以科學化、規範

化、制度化等手段細化分區規劃，加快本澳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居民優質生活。 

草案與多個規劃內容重疊 

城大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表示，《總體規劃》草案中缺少對既有區域的客觀分析，對

城市行為活動和空間規劃的實際限定作用小，而草案提及澳門半島東北側近岸填海會否影響

海水循環、破壞關閘東側僅存自然濕地和生物棲息地，以及內港區域常受水患威脅，城市交

通壓力大是否合適商業區發展等問題需再進一步論證。他續稱，草案部分內容與《澳門旅遊

業發展總體規劃》、《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新城區總體規劃》重疊，建議後

期落實多規合一，實現各類統籌。 

倡《總體規劃》劃分發展階段 

城大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認同《總體規劃》草案中，提及有關旅遊多元化發

展及優化旅遊承載力的策略指引，惟當中較少提及如何實現多元化及優化承載力。因此，他

建議特區政府應充分考量旅遊市場發展趨勢，在規劃分區時給予更多新興旅遊業態的發展方

向。他又提及，《總體規劃》草案作為政府未來 20 年的長期規劃正常，應劃分為近、中和

遠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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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7  8/9/2020 市民日報 

總城規建議居住面積佔 22% 吳在權倡城規做好前瞻布局 A 區須按人口發展平衡商住文化 

 

【本報訊】現時本澳居住區約佔全澳土地 17%，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建議居住區

面積佔全澳土地 22%，未來將透過新城 A、C、D 區，以及氹仔北、石排灣和青洲等新土地

建設，增加居住用地面積。澳門智慧人文勵政會會長、房地產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表示，要

完善城市規劃，不能忽略澳門人口，尤其是填海土地中最具價值的新城 A 區，規劃時應根據

城市人口分布及未來人口發展作參考，多諮詢社會意見，將居住區、商業區或文化場所的比

例取得平衡，相信有利推動社會發展及經濟適度多元。 

吳在權表示，1 個城市的總體規劃涉及多方面，城市應是「以人為本」，人口的數字、分布

及年齡層等均是絕對影響城規發展的因素。過往澳門只有 20 多萬人口，至今發展至 60 多

萬，隨著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以來，澳門土地面積增加至 30 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規模決定

了城市用地規模、基礎設施以及城市實用性功能的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要做好前瞻發展及

完善的布局，需先綜合人口數字、老齡化的速度等多方面考量，故在 2020 至 2040 年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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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規劃中，雖不能一下子預估 20 年後人口規模，但可結合預估數字和中期統計，再慢慢相

對地推算日後人口在城市中的承載能力。 

客觀邏輯規劃 非排斥建公屋 

諮詢文本建議東區-2（新城 A 區）的規劃發展，在中長期建設為居住用途，打造成為完善民

生配套及支援中小企業發展的濱海城市新門戶，同時透過適度填海，建設綠地或公共開放空

間及優化交通系統。吳在權認為，上屆政府已將 A 區定位為公屋，若要重新調整用地比重，

需要客觀的數據分析及多方面考量，例如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將旅遊局納入經濟財政範疇，是

按照社會的發展作調節；報告也關注澳門休閒旅遊文化的定位，惟現時在社區中舉辦文化類

活動或會展的場地不足，只能依靠大型酒店及娛樂場所，可見本澳缺乏創造經濟適度多元的

環境及產業。 

他續稱，上屆政府擬定在南灣舊法院大樓興建新中央圖書館，今屆政府經充分評估該方案後

都能推倒重來，新城 A 區作為規模大的黃金地段，相關基建設施雖然目前一片空白，其規劃

應要更客觀，主次本末都要有邏輯性去考慮問題，包括平衡當中的商業價值，或可重新考慮

調整公用設施區及商業區的比例，如增添會議展覽場地、文化場所、居民生活休憩區。他強

調不是排斥興建公共房屋，而是在比例上應與社會設施、商業機構、寫字樓、政府綜合服務

大樓等取得平衡，調節規劃所涉及的道路、人口、輕軌網絡等都應具備全套的分布。 

細緻劃分分區 貼切反映實況 

總體規劃草案重新將本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吳在權表示，房地產聯合商會在多年

前曾向政府反映，將澳門劃分 23 個區，當初也是根據人口分布及樓價而定，例如北區人口

集中，南西灣區人口分布梳少，兩區的地段價格存在差異，兩者區域性的質素相比則是高下

立判，從成本、質素考量，物業的供需會直接影響樓價的不平衡。當時澳門只有 7 個「堂

區」作為行政區劃單位，商會經評估認為有必要將區域細緻劃分為 23 區，如荷蘭園區、黑

沙環區、海傍區、中區、北區、南西灣區、大潭山區等，相信有利於具體化地劃分區域的功

能性，樓宇的價格會更加客觀，將實際的情況更貼切地反映出來。他又以立法會選舉為例，

特區政府也是根據人口分布將選民分區投票，如果不按實際情況細分，所處理事務將不夠細

緻。 

對於過去本澳缺乏城規，導致出現海一居事件、收回閒置土地等個案，法律方面是否存有缺

陷？吳在權認為，過去政府收回發展商的閒置土地，皆因缺乏完善的城市規劃，站在商人立

場，他們是要謀求最大的利益值，惟過去經歷新土地法生效、城規法修法等議案影響圖則審

批，政府又要附加多項額外要求及環評報告，導致工程延誤，發展商無法如期開發土地，可

見政府未有全面考慮問題。時至今日，他建議當局認真檢視問題所在，是次城市總體規劃預

先諮詢未來的藍圖發展具操作性，澳門作為法治之地，城規法應與相關法律完善配合，讓來

澳的投資者及本地居民依法守法，這樣社會才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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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8  8/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城大學者聚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本報訊】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夥伴）基地–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中心主辦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 昨順利召開。城大協理副校長葉桂平（兼

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帶領研究團隊成員出席了本次會議。 

本次座談會，城大學者主要圍繞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展開討論，就都市更新、城市交通智能化

管理、空間環境利用等議題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作為支持單位之一的城大創新設計學院目

前設有城市規劃與設計碩博士學位課程，為本澳城市規劃與管理部門提供高層次人才儲備。

城大科研團隊一直以來扎根本土，積極開展澳門本地城市規劃與設計的深度研究，並在今年

申報《澳門填海造地高密度城市空間環境評估與優化研究》，成功獲得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聯合基金資助。 

協理副校長葉桂平在座談會上指出，城市規劃向來是澳門社會關注熱點，也是政府施政的重

點難題。此次公佈的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為基

礎，首先明確了區域定位，符合澳門參建大灣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戰略，內容

豐富且存在不少亮點。葉協理副校長表示，將澳門構建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

城市"的出發點很好，顯示特區政府的大局觀念和民本思想，但通篇細節和數據較弱，對"智

慧"著墨不多。都市更新迫在眉睫，事關民生百業，更是本澳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的重中之

重。法治為政府推進都市更新提供堅實基礎，建議政府在合理協調都更涉及主體的複雜利害

關係的基礎上，相應加快都更法立法，盡快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以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

手段細化分區規劃，為本澳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優質生活提供強有力支撐。 

此外，圍繞城市總體規劃，團隊成員亦各抒己見，提出寶貴見解。關於文化保育規劃，人文

社會科學學院執行副院長王忠建議凸顯澳門作為在大航海時代的軍事堡壘城市這一鮮明特

徵，強化澳門軍事建築和設施的保育，既是尊重歷史，也是澳門旅遊開發視角創新，強調保

育要樹立"鍊式"思維，避免孤立看待某一處軍事遺址的價值。此外，還提到可在路環建立文

化生態保護區，將傳統的民間信仰、節慶、方言、醫藥及飲食等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秉持"有形和無形、文化和生態"並重的保護理念，拓展規劃草案第 10 和第 11 條"生態保護

區"的內涵，引入"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概念，對路環生態環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做整體性保

護。 

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認同規劃所提及的有關旅遊多元化發展以及優化旅遊承

載力的策略指引，但當中較少提及如何實現多元化及優化承載力。因此，建議規劃者應更新

對旅遊資源的理解，在充分考量旅遊市場發展趨勢和優化承載力的基礎上，在規劃分區中給

出更多可能的新興旅遊業態之發展方向。澳門以旅遊業作為產業根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

澳門城市發展的國家定位，規劃應在旅遊產業的主題定位、功能定位、空間定位等方面做更

為深入的探討。 

創新設計學院助理院長王伯勛提出，本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涉及"特色商圈"和"景觀維護"兩

個項目，但內容部分可再加強細部的設計規範，例如商業載體的招牌尺度及色彩規範，應從"

視覺環境"角度來考慮城市規劃。國際知名城市像京都、都靈均制訂了嚴格的"城市色彩"，適

81



 

 

當限制商圈的招牌大小、顏色，特別在具有歷史文脈的建造物周邊（緩衝區），用色表現不

可影響建築體的視覺感受，他建議澳門可加以借鑒，維護城市景觀環境的協調，促進城市風

格統一，達成建設美麗家園的願景。 

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表示，草案中規劃分區與日後控制性詳細規劃及城市設計所依據

的分區範圍界限，主要依據統計範圍設定，缺少對既有區域客觀分析，對城市行為活動和空

間規劃的實際限定作用小。草案所提澳門半島東北側近岸填海是否會影響海水循環、破壞關

閘東側僅存自然濕地與生物棲息地，以及內港區域常受水患威脅、城市交通壓力大是否合適

商業區發展等問題需進一步論證。他續指出，草案部分內容與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澳

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等有重疊，建議後期落實多規合一，實現

各類統籌。 

出席本次座談會的成員還包括：創新設計助理教授李超驌、講師楊華傑、講師閆笑一、科研

管理處處長盛劍及研究人員陳佩儀、肖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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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9  8/9/2020 新華澳報 

城大舉辦總規座談會 學者冀統籌整合細節 

 

【本報訊】城大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昨日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多名學者圍繞澳

門城市總體規劃展開討論，並就都市更新、城市交通智能化管理、空間環境利用等議題提出

一系列政策建議。 

  城大協理副校長葉桂平在座談會上表示，城市規劃向來是澳門社會關注熱點，也是政府

施政的重點難題。此次公佈的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

略》為基礎，首先明確了區域定位，符合澳門參建大灣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戰

略，內容豐富且存在不少亮點。他認為，將澳門構建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

城市」的出發點很好，顯示特區政府的大局觀念和民本思想，但通篇細節和數據較弱，對

「智慧」著墨不多。都市更新迫在眉睫，事關民生百業，更是本澳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的重

中之重。法治為政府推進都市更新提供堅實基礎，建議政府在合理協調都更涉及主體的複雜

利害關係的基礎上，相應加快都更法立法，盡快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以科學化、規範化、制

度化手段細化分區規劃，為本澳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優質生活提供強有力支撐。 

  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認同規劃所提及的有關旅遊多元化發展以及優化旅

遊承載力的策略指引，但當中較少提及如何實現多元化及優化承載力。因此，建議規劃者應

更新對旅遊資源的理解，在充分考量旅遊市場發展趨勢和優化承載力的基礎上，在規劃分區

中給出更多可能的新興旅遊業態之發展方向。澳門以旅遊業作為產業根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是澳門城市發展的國家定位，規劃應在旅遊產業的主題定位、功能定位、空間定位等方面

做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又提及，總體城規作為未來 20 年的長期規劃，建議應劃分為近、中

和遠期發展。 

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表示，總體城規草案提出目標是將澳門建設為快樂、智慧、

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比較符合澳門的實際需求，但今次草案中的部份概念比較模糊，例

如沒有解釋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一河兩岸的合作模式和優化職住平衡等。他建議在發展

智慧城市方面，能以智慧交通作為切入點。他續指出，草案部分內容與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

規劃、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等有重疊，建議後期落實多規合

一，實現各類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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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0  8/9/2020 市民日報 

半島東北填海需論證水文生態 

 

【本報訊】城市總體規劃正進行草案諮詢，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表示，澳門

半島東北側近岸填海會否影響海水循環、破壞僅存自然濕地與生物棲息地等問題需要進一步

論證。 

周龍表示，草案中規劃分區與日後控制性詳細規劃及城市設計所依據的分區範圍界限，主要

依據統計範圍設定，缺少對既有區域客觀分析，對城市行為活動和空間規劃的實際限定作用

小。草案所提澳門半島東北側近岸填海會否影響海水循環、破壞關閘東側僅存自然濕地與生

物棲息地，以及內港區域常受水患威脅、城市交通壓力大是否合適商業區發展等問題需進一

步論證。 

發展智慧城市以智慧交通切入 

他續指出：草案部分內容與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

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等有重疊，建議後期落實多規合一，實現各類統籌。在發展智慧城市方

面，他建議能以智慧交通作為切入點。 

城大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副教授談到，非常認同規劃所提及的有關旅遊多元

化發展以及優化旅遊承載力的策略指引，但當中較少提及如何實現多元化及優化承載力。他

建議應更新對旅遊資源的理解，在充分考量旅遊市場發展趨勢和優化承載力的基礎上，在規

劃分區中給出更多可能的新興旅遊業態之發展方向。總體城規作為未來 20 年的長期規劃，

建議應劃分為近、中和遠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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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1  8/9/2020 濠江日報 

總規劃部份概念模糊 東北區填海或影響生態 

 

【特訊】城市總體規劃正公開諮詢，有學者認為，今次草案中的部份概念比較模糊，例如沒

有解釋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一河兩岸的合作模式和優化職住平衡等，建議在發展智慧城

市方面，能以智慧交通作為切入點。 

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表示，總體城規草案提出目標是將澳門建設為快樂、智慧、可持

續及具韌性的城市，比較符合澳門的實際需求，但今次草案中的部份概念比較模糊，例如沒

有解釋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一河兩岸的合作模式和優化職住平衡等。他又指，草案中規

劃分區與日後控制性詳細規劃及城市設計所依據的分區範圍界限，主要依據統計範圍設定，

缺少對既有區域客觀分析，對城市行為活動和空間規劃的實際限定作用小。草案所提澳門半

島東北側近岸填海是否會影響海水循環、破壞關閘東側僅存自然濕地與生物棲息地，以及內

港區域常受水患威脅、城市交通壓力大是否合適商業區發展等問題需進一步論證。他續指

出，草案部分內容與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澳門新城區

總體規劃等有重疊，建議後期落實多規合一，實現各類統籌。 

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認同規劃所提及的有關旅遊多元化發展以及優化旅遊承

載力的策略指引，但當中較少提及如何實現多元化及優化承載力。因此，他建議規劃者應更

新對旅遊資源的理解，在充分考量旅遊市場發展趨勢和優化承載力的基礎上，在規劃分區中

給出更多可能的新興旅遊業態之發展方向。澳門以旅遊業作為產業根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是澳門城市發展的國家定位，規劃應在旅遊產業的主題定位、功能定位、空間定位等方面做

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又提及，總體城規作為未來 20 年的長期規劃，建議應劃分為近、中和

遠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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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2  8/9/2020 市民日報 

總規分區須明確建築高度限制 

 

【本報訊】政府正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展開諮詢，今日將到立法會介紹相關諮詢文本內

容和聽取議員意見。其中，草案提出將全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議員林玉鳳認為，

當局有必要明確各分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免再出現因「白區」而容許建超高樓破壞整體

城市景觀，甚至破壞自然山體。同時，為構建快樂城市，應就各區人口制訂社區設施比例指

標，確保各區都有足夠的社區配套施設。 

千呼萬喚的總規草案終於公開詢，林玉鳳認為，今次文本主要將過去社會關注和近年來經濟

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呈現在總規草案諮詢文本內，例如一些被厭惡的設施，包括中途

倉會遷至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社會關注的居住用地亦有所描述，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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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政策，居住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達到約 22%，基本能滿足 2040 年約 80 萬預測人口的

住屋需求。 

按人口比例訂社區設施指標 

她又提到，草案提出將全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北區會分 2 區，東區和中區均分為

3 區，外港、氹仔北區、氹仔中區亦各自分為 2 區，另有北安區、路氹區、路環區和澳大

（橫琴）新校區。草案指出，重劃 18 分區是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布、特色和功能。

其中，北區 2 區納入台山、黑沙環及祐漢區；中區 1 區是高士德、雅廉訪、新橋、荷蘭園及

東望洋區。北區-2 和中區-1 是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 

林玉鳳說，現時本澳並非每個分區都有建築高度限制，一般新樓宇都可以參照鄰近建築物高

度興建，例如石排灣一帶的公屋和豪宅項目，令區內高樓林立，當年也曾引起社會較大爭

議，故而當局對全澳土地進行分區時，亦應明確各區建築物高度限制。再者，現時草案的分

區方式亦是根據統計局的分區制訂，日後全澳分區是否需要與統計區的分區方式完全重合，

以及各區現時建築物高度限制情況等，她今日會在政府向立法會介紹相關諮詢文本內容時，

要求當局說明。 

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將土地劃分為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

生態保護區、公共基礎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林玉鳳表示，她也留意到政府把疊

石塘部分土地劃為居住區，路環是澳門市肺，實不宜發展高密度住宅群，她關注相關土地劃

為居住區後，會否影響到疊石塘山體、自然生態和山體周邊景觀等，促請當局交代。 

林玉鳳亦關注現時各區社區設施配套參差，部分人口密集的地區社區設施不足，往往需要跨

區才能接受社區服務，例如現時政府安老院舍、日間康復中心、特殊教育學校等都設在路

環，長者和特殊需要的學生被逼「山長水遠」到路環上學或入住安老院舍。 

她透露，據他們調查顯示，石排灣、青洲安老院舍長者患上抑鬱症的情況較嚴重，這是因為

相關安老院舍位置較偏僻、交通不方便，令這些長者失去了社交生活，只能每日困在狹窄的

生活區內，親屬又難於探望，長期孤獨，心情抑鬱，不利長者心理健康。過去政府稱聲沒有

土地，惟近年當局強調土地儲備充足，又有多塊新城填海土地、回收閒置地等，完全可以預

留建社區設施，讓長者和特殊需要的人士可以原區安置、上學等。鄰近地區和外國，都會就

人口比例設社區設施指標，例如每個區內會有 3 間長者院舍或康復中心，即使不能在同一區

內設置，也可以在相鄰區內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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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3  8/9/2020 市民日報 

總城規交通網需發放更多資訊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公開諮詢，群力智庫副理事長梁鴻細表示，總規劃將作

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澳日後城市布局及分區規劃提出指導性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

相關，他促請當局未來為各「規劃分區」制訂詳細規劃時，除按照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還

應多些聆聽民意；他又指《總體》文本中的交通路網不清晰，希望政府就此向公眾釋放更多

資訊。 

建智慧防洪系統提升渠務效益  

梁鴻細表示，本澳建設初期由於沒有前瞻的整體城市規劃，導致後期在地下管道方面基礎設

施缺乏以及沒有 1 個科學數據供渠務未來發展。隨著《總規》諮詢及出台，可因應每區人口

及居民需求去規劃發展，為城規提供扎實的基礎數字，只要掌握好有關基礎數據，相信有利

未來地下管道或市政設施等方面的工作；他建議當局在開展有關工作時，應有前瞻計劃和布

局，不能再有「亡羊補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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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市政署擬建「智慧渠務」，包括建立地理系統資訊渠網系統及渠務工作的資料庫，透過

智慧化方式提升工作成效、改善和評估下水道的整治工作，以及改造舊區清污分流系統，實

現在颱風暴雨期間對下水道管網狀態作即時監控，以實時調度雨水泵房運作，加快泵房運

作，項目首階段在林茂塘、新橋及高士德等一帶低窪區域，以試點為主，檢視成效後再拓展

至其他區域，但現時成效如何當局未適時對外披露，他希望當局盡快推出有關系統的具體時

間表和資訊。 

他又建議在本澳推動智慧市政工作上，參考鄰近地區成功經驗，透過跨部門合作建立防洪監

察系統，以科技手段減省每次派員巡查的人手操作程序，提升渠務工作主動性及提升工作效

益。 

梁鴻細指出：《總體》規劃草案重新將本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綜合了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

分布、特色和功能，以都市更新的契機，透過土地利用分配，重新規劃住屋、商業、公用設

施等，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對於規劃中的舊區人口密度小的區域在發

展時，當局應兼顧他們的需求，現時北區渠務遠不足以應付該區市民的需求，如水、電、化

糞池等方面渠網不足夠，希望隨著《總規》出台，優先解決市民多年來對水電等渠網供不應

求的願望，盡量做到「一次性解決」的地下管道接駁工作，此舉也有助未來《總規》發展。 

清晰房屋供應助市民生涯規劃 

他又認為，地下管道接駁工作不單止要做好《總規》規劃中的區域，也要兼顧臨近一帶區域

的渠務基礎設施，「做就一次性做埋，唔使下下點對點做」。他又指，現時氹仔北區是《總

規》中的住宅區，由於該區渠網不足，不時會有污水排到路面，影響市民生活素質，希望早

日完善該區渠網問題。 

至於居住及交通部分，梁鴻細表示澳門現時房屋供應未必達到市民需求，但《總規》文本中

有對所發展區域提供人口數據，相信能妥善利用公有土地資源，但有關文本缺乏時間表和較

清晰的房屋供應量數字，希望未來當局向市民釋放更多資訊，多些汲取社會意見，可令市民

及早有生涯規劃。 

交通方面，他認為文本中的交通網絡缺乏系統化規劃，質疑早前當局擬建海底隧道，但《總

規》文本中絲毫未提及，按照規劃圖的交通路線布局，則意味未來不會建設海底隧道？他又

指，輕軌路線同樣存有許多疑點，當局亦表示輕軌會成為本澳未來主要交通工具，但規劃圖

中輕軌走線圖不清晰，如輕軌穿梭澳門半島西北區、內港區的路線，沿澳門半島西部往來關

閘及媽閣，雙向行車軌道，實現澳門半島內的輕軌環狀線，他擔憂未來輕軌串聯本澳的所有

交通路網系統，梁鴻細認為政府應就此向公眾解釋有關交通規劃細則。 

倡內港建堤壩防災築路走輕軌 

他續稱，總體規劃草案提出在保護海域和生態環境的前提下規劃近岸填海，重新整合澳門半

島東北側海岸空間，打造地標性的休閒綠色空間；同時，分別於內港、路環西側構建融合防

災減災及具改善沿岸水環境功能的濱海景觀岸線，他建議為提升內港防災能力，在濱海景觀

岸線時的填海工作可加設一條堤壩，上面也可建成高速道路或輕軌走線等，該堤壩除有景觀

性外，也起防災減災功能，減少內港水浸問題。 

為應對未來人口及城市發展，除解決有關房屋和交通問題外，本澳商業經濟發展也至為重

要，由於本澳經濟單一，他認為可利用特色金融吸引更多外資公司來澳投資，而政府早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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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在新城 A 區或南灣湖等地區建高質素商業區，包括興建缺乏的甲級寫字樓，當定義為高級

商業區域後，要考慮如何布局好整體配套，他希望當局及早做好相應考量工作；在推動有關

《總規》工作時，城市規劃委員會作為政府的諮詢機構，當中許多城市規劃方案他們較清

晰，但缺乏監察職權，若未來有所需，必要時可賦予他們相關的監督權限，從而進一步規範

城市規劃運作。 

 

 

 

N054  8/9/2020 市民日報 

總規須具體表述各區人口結構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眾諮詢，城規委、新青協房屋政策關注組召集人陳昭怡

表示，人口結構不同會產生不同變化，若單單以居住土地滿足 2040 年的人口推算則較為籠

統，草案應具體表述各區人口的結構變化，藉以判斷居住土地是否足夠；同時，應設立短、

中、長期規劃方案，在公開諮詢期間向公眾交代澳門面對的狀況，以及實際措施的解決方

法，包括內港水患、北區人口密集等問題，均應詳細論述，確保城市發展目標按規劃付諸實

行。 

總體規劃草案以統計局的《澳門人口預測 2016─2036》中程度預測，預計在 2036 年總人口

約為 79.3 萬，再以 2031 至 2036 年 5 年期間的人口複合年增長率，推算至 2040 年的總人

口約為 80.8 萬。 

陳昭怡表示，人口預測可分為低、中、高度，草案提出 2040 年的居住土地可以滿足 80.8 萬

人口的需要，但在結構上未有具體解釋屆時的人口結構是以本地人口為多？或者老齡化人口

是否急升？不同的人口結構對需要居住的空間及區分會有不同，老一輩會想留在原居地，年

輕人則會覺得自身的居住區已經不適合，他們也不會介意遷移至路氹區居住。 

青年應思考成中壯年往哪方發展 

草案建議增加的土地用途中有 22%為居住區，陳昭怡質疑是在哪個區增加土地比例？還是在

某區土地增加密度以滿足預計的人口增長？居住的理想狀態不是居住土地的密度，而是人口

的密度，草案中可看到澳門半島有大部分區域為居住區，實際上北區人口特別多，大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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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按統計角度已經屬於飽和，現時澳門市民對居屋有強烈訴求，認為各區人口結構變化的

數據應更加具體，才能判斷 22%的居住區是否足夠。 

《總規》跨度為 20 年，涵蓋由大部分澳門青年轉變成中壯年的階段，陳昭怡認為，青年人

應多思考自己慢慢轉變成中壯年期間，最想澳門往哪方面發展，《總規》也應思考這一代青

年人關注的議題，包括綠色出行、環保等議題。目前草案內容只是中規中矩，偏向靜態規劃

的方案，未能因應社會動態發展而制訂對應的、階段式的規劃方案，包括會否在 5 年或 10

年後達到基本居住的需要，這些時間表都未清晰。始終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剛起步，當局應清

晰交代現時澳門所面臨的狀況，例如草案建議內港在加快落實防災減災工程的同時，還要配

合打造為沿岸商業街暨水岸公園，但目前有關防災建設面對諸多挑戰，要打造為商業區需將

該區土地更換，部分碼頭甚至可能要遷至路環；草案只展示內港未來的藍圖，當中涉及的變

化要如何處理均還未有方案，也沒有說明何時才能做好防災建設，真正解決水浸問題。 

20 年總規預留其他元素插入空間 

她又指，現時位於慕拉士大馬路的工業區將逐步轉型作非工業用途及商業區，她對此表示認

同，因應工業區被居住區圍繞會造成安全隱患，將該區的工業大廈搬入《總規》劃分的工業

區，有助改善社區整體生活環境。至於騰空的土地用途可交予市民討論，共同探討該區所需

要的功能，目前商業大廈主要集中在中區、新口岸，若慕拉士大馬路一下子全部變成商業

區，是否具備吸引力及適合該區有待商榷，或可預留用地作為文娛社區設施也是不錯的選

擇。 

陳昭怡指出：《總規》依然是個大框架，其用意是希望大家預設 20 年後澳門的發展方向，

不同的規劃如交通、環境都會跟隨《總規》共同展開，從中產生互相約束的效應。然而，20

年的總體城市規劃，期間有關主流思想及環境肯定會有一些變化，例如涉及各範疇的專項研

究以及詳細規劃，還要預留空間予其他元素插彈性加入，這些都需要取得社會共識才能作土

地更新及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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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5  8/9/2020 市民日報 

城大促政府加快都市更新立法 

 

【本報訊】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城大協理副校長葉桂平建議政府，在合理協調都更

涉及主體的複雜利害關係基礎上，相應加快都更法立法。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夥伴）基地──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昨在澳門城市大學召開。 

該校分管科研的協理副校長兼任中心主任葉桂平教授帶領研究團隊，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執行副院長王忠教授、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副教授、創新設計學院助理院長

王伯勛助理教授、課程主任周龍助理教授、李超驌助理教授、講師楊華傑、講師閆笑一、科

研管理處處長盛劍及研究人員陳佩儀、肖明玉出席座談會。 

細化分區規劃 支撐經濟民生 

葉桂平指出：城市規劃是政府施政的重點難題，此次公布的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為基礎，首先明確區域定位，符合澳門參建大灣區、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戰略，內容豐富且存在不少亮點。 

他表示，將澳門構建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出發點很好，顯示特區

政府的大局觀念和民本思想，但通篇細節和數據較弱，對智慧著墨不多。 

他指出：都市更新逼在眉睫，更是本澳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需注意的是，法治

為政府推進都市更新提供堅實基礎，建議政府在合理協調都更涉及主體的複雜利害關係基礎

上，相應加快都更法立法，盡快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以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手段細化分

區規劃，為本澳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優質生活提供強有力支撐。 

關於文化保育規劃，王忠建議要凸顯澳門作為在大航海時代軍事堡壘城市的鮮明特徵，強化

澳門軍事建築和設施的保育，既是尊重歷史，也是澳門旅遊開發視角的創新，他強調保育要

樹立「鍊式」思維，避免孤立看待某一處軍事遺址的價值。 

商圈招牌用色 勿損視覺感受 

王忠還提到可在路環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將傳統民間信仰、節慶、方言、醫藥及飲食等列

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秉持「有形和無形、文化和生態」並重的保護理念，拓展規劃草案

第 10 和第 11 條「生態保護區」的內涵，引入「文化生態保護區」概念，對路環生態環境和

非物質文化遺產做整體性保護。 

王伯勛提出，本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涉及「特色商圈」和「景觀維護」兩個項目，但內容部

分可再加強細部的設計規範，例如商業載體的招牌尺度及色彩規範，應從「視覺環境」角度

考慮城市規劃。國際知名城市像京都、都靈均制訂嚴格的「城市色彩」，適當限制商圈招牌

大小、顏色，特別在緩衝區用色表現不可影響建築體的視覺感受。他建議澳門可加以參考，

維護城市景觀環境的協調，促進城市風格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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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6  8/9/2020 華僑報 

城大舉辦「澳城市總規劃」座談會 建議政府加快都更立法 

 

【專訪】城市大學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昨日舉行，就都市更

新、城市交通智能化管理、空間環境利用等議題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 

 城大協理副校長兼中心主任葉桂平主持會議，他表示，城市總體規劃將澳門構建成「快

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突顯特區政府的大局觀念和民本思想，但當中細節和

數據較為薄弱，對「智慧」著墨不多。葉桂平建議政府在協調都更涉及主體的複雜利害關係

基礎上，應加快都更立法，盡快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以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手段細化分

區規劃，加快本澳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提升居民優質生活。 

 城大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稱，總體城規在空間佈局和產業多元化方面仍與

以往相若，希望能在後續文本中，能看到更多有關產業多元化的發展方向，以及如何打破現

有空間格局，優化澳門旅遊承載力。他又提及，總體城規作為未來二十年的長期規劃，建議

應劃分為近、中和遠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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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缺少對既有區域客觀分析，對城市

行為活動和空間規劃的實際限定作用小。草案所提澳門半島東北側近岸填海是否會影響海水

循環、破壞關閘東側僅存自然濕地與生物棲息地，以及內港區域常受水患威脅、城市交通壓

力大是否合適商業區發展等問題需再進一步論證。他續指，草案部份內容與澳門旅遊業發

展、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等有重疊，建議後期落實多規合

一，實現各類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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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7  8/9/2020 濠江日報 

學者冀完善城規 加快都更 保育文遺規範城市色彩 

 

【特訊】由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座

談會"昨日在澳門城市大學行政樓會議室內舉行。座談會上，城大學者主要圍繞澳門城市總體

規劃展開討論，就都市更新、城市交通智能化管理、空間環境利用等議題提出一系列政策建

議。 

座談會由城市大學副校長兼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葉桂平主持，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執行副院長王忠、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里、創新設計學院助理院長王伯勛、課

程主任周龍、助理教授李超關、講師楊華傑、閆笑一，科研管理處處長盛劍及研究人員陳佩

儀、肖明玉出席座談會。 

葉桂平指出，城市規劃向來是澳門社會關注熱點，也是政府施政的重點難題。他認為，此次

公佈的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為基礎，首先明確

了區域定位，符合澳門參建大灣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戰略，內容豐富且存在不

少亮點，他表示，將澳門構建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的出發點很好，顯

示特區政府的大局觀念和民本思想，但通篇細節和數據較弱，對"智慧"著墨不多。葉桂平指

出，都市更新迫在眉睫，事關民生百業，更是本澳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需注意

的是，法治為政府推進都市更新提供堅實基礎，建議政府在合理協調都更涉及主體的複雜利

害關係的基礎上，相應加快都更法立法，盡快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以科學化、規範化、制度

化手段細化分區規劃，為本澳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優質生活提供強有力支撐。 

關於文化保育規劃，王忠建議要凸顯澳門作為在大航海時代的軍事堡壘城市這一鮮明特徵，

強化澳門軍事建築和設施的保育，既是尊重歷史，也是澳門旅遊開發視角創新，他強調保育

要樹立"鍊式"思維，避免孤立看待某一處軍事遺址的價值。此外，王忠還提到可在路環建立

文化生態保護區，將傳統的民間信仰、節慶、方言、醫藥及飲食等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秉持"有形和無形、文化和生態"並重的保護理念，拓展規劃草案第 10 和第 11 條"生態

保護區"的內涵，引入"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概念，對路環生態環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做整體性

保護。 

王伯勛提出，是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涉及"特色商圈"和"景觀維護"兩個項目，但內容部分可

再加強細部的設計規範，例如商業載體的招牌尺度及色彩規範，應從"視覺環境"角度來考慮

城市規劃。國際知名城市像京都、都靈均制訂了嚴格的"城市色彩"，適當限制商圈的招牌大

小、顏色，特別在具有歷史文脈的建造物周邊（緩衝區），用色表現不可影響建築體的視覺

感受，他建議澳門可加以借鑒，維護城市景觀環境的協調，促進城市風格統一，達成建設美

麗家園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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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8  8/9/2020 市民日報 

林翊捷籲詳細規劃載明 CD 區限高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文本中標出南灣湖 C、D 區限高 62.7 米，公眾

關注主教山一帶景觀會被高樓遮蓋。城市規劃師林翊捷建議，周邊地段應按照西灣初級法院

刑事大樓的高度逐級下降，當局將來在城市詳細規劃或歷史城區管理計劃中載明各地段的詳

細限高。 

林翊捷表示，諮詢文本中，刻意將南灣湖 C、D 區標出限高 62.7 米的高度，他相信當局認為

「最差的情況不會高於主教山山頂」。他稱，主教山平台是景觀點，早前社會出現要望向西

灣湖、南灣湖或舊大橋方向的爭議，當中涉及視界問題。 

他提到，正常做法，有關地段高度應逐級下降，每一地段的限高都不一樣，但如果要將逐級

下降的高度載於總規，文本可能變得很複雜，建議在詳細規劃或歷史城區管理計劃中去載明

詳細限高做法。 

說明所保留景觀視廊看到主教山 

「問題涉及站在主教山平台能看到甚麼？下面哪一個位置可以看到主教山教堂？將來還會出

現不少爭議，除了一些客觀、大家都同意的位置外，亦涉及同大家期待會有一些不同。」林

翊捷指出：目前，南灣湖 C、D 區幾乎任何位置，抬頭都可以看到主教山，日後哪怕只建

5、6 層的建築，一些位置將來已經看不到主教山，故當局將來在進行詳細限高時，要清晰說

明保留哪個景觀視廊，保證可以看到主教山的地點。 

倡按初院刑事大樓限高逐級下降 

他亦指出：社會知悉南灣湖 C、D 區標示限高 62.7 米後，擔心該區將來或會變成東望洋周邊

地帶一大片 90 米的「平頭裝」樓宇，他希望詳細規劃及歷史城區管理計劃出台後，能對南

灣湖 C、D 區作出更細緻保護，而不是「整區都是 62.7 米」。目前西灣初級法院刑事大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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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站在主教山上可看到舊大橋至西灣大橋之間的主航道，他表示，該建築高度可以接

受，建議按此逐級下降。 

另外，叠石塘地段在諮詢文本中被標為居住區，林翊捷表示，居住區在《城規法》中屬於大

類，而在外地則會分為多類，包括別墅、村屋、摩天大廈。 

政府必須澄清叠石塘山發展方向 

「（叠石塘）5 公頃的土地，是興建高層大廈抑或同路環市區 3、4 層的磚屋？目前尚未知

道。」他表示，政府應該澄清。按地形圖，如果日後發展不涉及削山，目前在平地可建樓宇

的面積不大。叠石塘山地段經歷眾多社會爭議後，當局應該如何處理，相信政府會有看法，

但必須澄清將來的發展方向，即如何處理僅餘無幾的平地，「不是總體規劃文本當中 1 張圖

就可以解釋的事情。」 

他指出：該處是整個建成區的邊陲，交通配套未必成熟。目前地段是山坡狀態土地，不宜再

發展高樓。他認為，在不破壞周圍景觀、山體及生態的情況下，要在上面建住宅意義不大，

因為開發量很少。但如果要興建高層樓宇，打樁、做地基、削山則不能避免，他建議地段應

留作綠化區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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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9  9/9/2020 新華澳報 

總規與輕軌東線同步公佈咨詢有特別考慮？ 

 

千呼萬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 9 月 3 日與《輕軌東線

方案》同步公佈。兩個重大議題即日起至十一月二日公開諮詢，為期六十日。總體規劃草案

結合國家、區域及澳門自身定位，訂定整個澳門特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

對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合部署，並作為編制詳細規劃的依據。有學者指，

總規正視澳門現有的不足，包括土地資源有限、交通運輸配套落滯後。總規與輕軌東線同步

公佈咨詢，或者也顯示特區政府對此兩大議題統籌考慮。 

  總規正視現有不足  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澳門城市規劃程式隨意性的問題，特區

政府早於 2008 年已開展多項與城市總體規劃相關的研究。2013 年《城規法》獲立法會通

過，並於 2014 年 3 月 1 日生效，當中訂明「城市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及詳細規劃」，但六年

過去，總體規劃仍未有定案，一直為社會所詬病。有意見批評，總城規的前期研究工作基本

上是由運輸工務司一家統籌，並委託給不同的研究機構製作獨立的研究報告。報告之間關注

的角度、參考的意見各異，根本沒有一個整體性，而且規劃藍圖始終停留在文字規劃水準。

市民不僅對在總體規劃方面的具體工作步驟感到模糊，亦難以對總體規劃藍圖建立起清晰思

維和想像。 

  受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仍未出臺所影響，近年多項城市建設計劃亦因此被拖延進度，尤其

是拖延超過十年的都市更新建設、多幅在新《土地法》生效後被政府收回的閒置土地、至今

仍未公佈的《青洲區整治規劃方案》，以至新城填海區多個區域的規劃。有關問題亦遭城規

會委員多次批評，在未有城市總體規劃之下，城規會委員一直就工務局發出的規劃條件圖發

表意見，安排顯然不妥當。 

  千呼萬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 9 月 3 日與《輕軌

東線方案》同步公佈。草案提出以「門戶」、「樞紐」、「軸帶」和「核心」，打造澳門未

來整體城市空間結構，為長遠發展提供重要頂層規劃方向。二門戶是「國際門戶形象」、

「東門戶形象」；三樞紐是「關閘商業區域合作樞紐」、「十字門水域區域合作樞紐」、

「橫琴蓮花區域合作樞紐」；四軸帶是「一河兩岸合作軸帶」、「濱水歷史旅遊軸帶」、

「知識產業科技軸帶」、「綠色韌性軸帶」；多核心是「多元產業」、「旅遊娛樂」、「綠

色休閒」、「綠色迴圈」、「宜居社區」、「產業升級」。 

  具體分區方面，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將全澳土地劃分為十八個

規劃分區。同時，將土地劃分為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生態

保護區、公共基礎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其中，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

政策，居住區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達到約百分之廿二，基本能滿足四○年約八十萬預測人口

的住屋需求。 

  有學者表示，城市總規正視澳門現有的不足，包括土地資源有限、交通運輸配套落滯

後，城市發展與景觀保育、都市更新，以至產業多元、升級等問題，作出相應規劃方向，涉

及面廣泛，也為澳門未來發展描繪較清晰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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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規劃大致描繪澳門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方向，特別是提出土地資源分配的比例，讓本澳乃

至國際投資者可瞭解澳門土地資源分配的規劃。 

  澳門一直以來面對土地資源有限，嚴重制約發展空間，更局限城市基建發展，導致交通

運輸配套未跟上。現時有清晰的總體規劃後，可加快善用土地資源，配合城市發展需要。從

經濟層面思考，總規給予政府部門、投資者發展方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時有總體施政方

向，調配政策資源推動城市規劃，投資者則可因總規下的城市佈局，作相應的資源分配及投

資決定，減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投資者投資時的不確定性，降低潛在投資風險。 

  另有學者認為，總規把澳門土地資源分工，可讓各界知悉未來土地的用途及分佈。透過

土地用途的分佈，可預計政府未來計劃澳門將向哪些方向發展，如工業用地僅佔 2%，商業

用地祇有 4%，旅遊娛樂區仍保持 13%等，均可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旅遊娛樂仍對本地經濟

佔有較重地位。政府的產業多元構想，在工商、商業土地有限下，如何推動產業多元，值得

關注。估計更多可能是透過粵澳深度合作區，推動產業多元，彌補澳門土地資源不足的局

限。 

  總規需關注幾個方面  工務局介紹，《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2040）》草案是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以一六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

略（2020─2040）》為基礎。總體規劃草案結合國家、區域及澳門自身定位，訂定整個澳門

特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對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合部

署，並作為編制詳細規劃的依據。當中將土地劃分為八種使用類別，配合策略性指引及總體

佈局，合理部署土地用途，以達至澳門成為宜居宜業的美麗家園、融入國家戰略發展大局、

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 

  草案內容就社會爭議的用地疑問給出答案，包括提出構思於新城 A 區南端及路環荔枝碗

新增全澳文化設施；狗場原址繼續原規劃建學校及康體設施；南灣湖 C、D 區規劃政府設

施，意味原規劃新城 B 區的「政法區」已轉移等。 

  所謂城市規劃是指根據城市的地理環境，人文條件，經濟發展狀況等客觀條件制定適宜

城市整體發展的計畫，從而協調城市各方面發展，並進一步對城市的空間佈局、土地利用、

基礎設施建設等進行綜合部署和統籌安排的一項具有戰略性和綜合性的工作。 

  城市規劃需要把握幾個方面：一是宏觀手段調控促進城市有序發展。這方面澳門過去是

有所欠缺的，說好聽點是堅持市場經濟，說不好聽就是放任不管。純粹的市場機制運作會出

現「市場失效」的現象，這已有大量的經濟學研究予以了論證。而城市規劃通過對城市土地

和空間使用配置的調控，來對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市場行為進行干預，從而保證城市的有序

發展。在各項建設中，私人開發往往將外部經濟性利用到極致，而將自身產生的外部不經濟

性推給了社會，從而使周邊地區受到不利影響。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和利益關係是市場本身所

無法進行調整的。因此，就需要公共部門對各類開發進行管制，從而使新的開發建設避免對

周圍地區帶來負面影響，從而保證整體利益。 

  二是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城市規劃通過對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的分析，結合未來發

展的安排，從社會需要角度對各類公共設施進行安排，並通過土地使用的安排為公共利益的

實現提供了基礎，通過開放控制保障公共利益不受損害。三是協調社會利益，維護公平。社

會利益涉及多方面，就城市規劃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指由土地和空間使用所產生的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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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協調。首先，城市是一個多元的複合型社會，而且又是不同類型人群高度聚集的地

區，各個群體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都希望謀求最適合自己、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發展空間，

因此也就必然會出現相互之間的競爭，這就需要有調停者來處理相關的競爭性事務。在市場

經濟體制下，政府就擔當著這樣的責任。其次，通過開發控制的方式，協調特定的建設專案

與周邊建設和使用之間的利益關係。四是改善人居環境。城市規劃綜合考慮社會、經濟、環

境發展各個方面，從城市與區域等方面入手，合理佈局各項生產和生活設施，完善各項配

套，使城市的各個發展要素在未來發展過程中相互協調，滿足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面的需要，

提高城市環境的品質，為未來的建設活動提供統一的框架。同時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實行

空間管制，保障公共安全，保護自然和歷史文化資源，建構高質量的、有序的、可持續的發

展框架和行動綱領。 

  總規突顯軌道交通  今次特區政府就總規與輕軌東線兩大議題同步公佈咨詢，顯示政

府對此兩大議題有著統籌考慮，從整體來佈局城市發展與軌道交通，今後的澳門城市建設，

軌道交通或者成為重點工程之一。 

  軌道交通是一種利用軌道列車進行人員運輸的方式。城市軌道交通具有運量大、速度

快、安全、准點、保護環境、節約能源和用地等特點。世界各國普遍認識到：解決城市的交

通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優先發展以軌道交通為骨幹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 

  城市軌道交通發揮作用以網路規模為前提，覆蓋面越大，城市軌道交通效率越高。由於

城市軌道交通專案正外部性的存在，其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專案盈利差，城市軌道交通

專案帶來的總收益不可能全部量化為專案投資者的帳面收益，如城市軌道交通到達地區房地

產升值的部分，城市軌道交通的暢通給市民帶來的時間成本的節約，城市軌道交通的建成對

城市交通及環保的貢獻等。城市軌道交通專案的經營具有時空局限性，盈利空間有限。但

是，城市軌道交通權益具有放大性，資產的保值增值能力強。隨著社會發展、人口流動增

大、路網增加，以及服務水準的提高，城市軌道交通將吸引更多的客流，票款收入從長期看

具有一定的增長趨勢。而且城市軌道交通使用年限長達百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軌道交

通資產的升值潛力巨大。因此從長期看，城市軌道交通資產的權益可以不斷放大，資產具有

很強的保值增值能力。 

澳門的軌道交通建設將是未來幾年特區政府的重點工作。今次同步公佈的《輕軌東線方

案》稱，澳門特區政府為配合城市發展與促進社區融合，豐富和加強澳門現有公共運輸網

絡，擬興建由澳門半島連接到氹仔的輕軌東線網絡。《輕軌東線方案》方面，路線初擬全長

約七點六五公里，計劃設六個車站，車站及軌道均在地底。北面首兩個車站設於關閘和馬場

北大馬路對開海床，再向南延伸至新城 A 區，沿 A 區中央綠廊設三個地底車站，經海底隧道

連接新城 A 區及 E 區；列車到新城 E 區後將爬升上地面，與氹仔線高架橋結構相連，乘客可

無縫換乘氹仔線。而早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指先完成輕軌氹仔線，接下來再按政府規

劃，將氹仔線延伸至媽閣站，並啟動石排灣線工程建設。透露「橫琴線方案已有，正籌備興

建中」。另一方面，軌道交通也將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內容。國家發改委早前批復同

意在粵港澳大灣區實施一批城際鐵路專案，提出構建大灣區主要城市間 1 小時通達交通圈。

珠澳兩地在珠海站、橫琴站實現高鐵、城際鐵路與澳門輕軌銜接，支持粵澳新通道（青茂口

岸）連接通道與廣珠城際鐵路在珠海站內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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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0  9/9/2020 濠江日報 

總城規立法 明年底完成 

【特訊】特區政府昨日下午假立法會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

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諮詢議員介紹專場，議員較多關注住宅密度、環境保育、工業區

轉型、土地用途規劃等議題，關於總規何時能出台，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爭取最快

明年底或後年初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的立法，至於十八區分區規劃會逐步去做，目前未有

時間表。 

諮詢會於昨日下午 3 時舉行，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工

務局局長陳寶霞、房屋局局長山禮度、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文化局副局長梁惠

敏、交通局副局長鄭岳威、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旅遊局副局長程衛東、工務局城市規劃廳

廳長麥達堯等出席。 

慕拉士工業區轉型設誘因 

會上，議員李靜儀關注慕拉士將改為商業區域，商業區域及居住土地不可與工業用地兼容，

未來 20 年政府有何方法解決問題。議員葉兆佳亦指出，諮詢文本中「舊工業區換作非工業

用途」的內容欠缺具體解釋。 

麥達堯回應時表示，總規草案建議將舊工業區換作非工業用途的內容，當中非工業包括住

宅、商業、公共設施、綠化地方。工業區具有污染性，對現有居住社區有影響，而總體規劃

中期望工業用地集中於四個區域，而慕拉士區主要期望轉型成商業，同時在《土地法》、合

同規定已有途徑轉換，但這當中還涉及業主意願等問題，特區政府期望 20 年內可慢慢轉

型，並且在詳細規劃訂定開發的具體容量，給予誘因轉型。 

羅立文補充，不是 20 年內一定可成功將慕拉士轉型，總體規劃只是大方向，希望將工業區

集中在四個區，而發展商亦可以按照上述方向規劃。 

另外，議員鄭安庭問及有否條件另劃聯生工業園取代聯生工業村，以及商業區土地用途的彈

性。麥達堯表示，聯生工業村已相較偏遠，亦希望工業區在知識產業科技軸帶上，透過該區

現有的旅遊娛樂產業、大學區，提升工業區向高科技、低污染的方向發展，由龍頭產業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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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產業的發展。他指，分區是根據城規法分類，定義該區的主要用途，諮詢文本提出土地

具兼容性，商業區不等於不可有住宅，居住區亦不等於沒有商業。 

本澳住宅密度非常高 

議員宋碧琪認為總城規要滿足宜居及經濟發展，批評過去只追求數字，興建的細面積、細單

位，往後居住面積規劃要做好配套。議員李靜儀亦關注北區及路環增加居住用地，擔心會否

是高密度住宅。 

羅立文回應表示，總體規劃預測 20 年後人口達 80 萬，即比現時增加約 13 萬人，除以 3 計

算即約 4 萬多個家團，單是 A 區及偉龍馬路公屋分別有 3.2 萬及 6,500 個單位，認為事實上

澳門已有很多住屋單位，按比例來講是太多，住宅密度非常高。 

麥達堯補充，總體規劃有大面積居住區，同時亦包括市政、教育、文化、康體等配套設施。

以新城為例，主力是居住區，現正同步做相應配套的詳細規劃研究。至於北區和路環，路環

居住區一直以中低密度為主；而北區主要增加居住用地是青洲區，強調會保護青洲山，在保

育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具體開發容量會在詳細規劃訂定。 

詳細規劃新城行先 

議員區錦新關注總體規劃及詳細規劃何時出台；議員梁孫旭則關注在詳細規劃未出台前會否

出現開發商搶建超高樓的情況；議員蘇嘉豪關注南灣湖 CD 區建築限高。 

羅立文表示，爭取最快明年尾或後年初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的立法，並刊登公報，而十八

區的分區規劃未有時間表。 

麥達堯補充，根據城規法要先通過總體規劃，總規提出十八個分區，會逐個去做，相信新城

區會行先。至於會否擔心在現階段興建超高樓，麥達堯表示，雖然未有總規及詳規，但會透

過規劃條件圖、城規會，公開透明方式讓外界知每個地段的條件；即使未有詳規，各條件要

跟總規的原則性去做。 

另外，議員何潤生關注，新城 B 區不建政法區，政法區將遷至何處。麥達堯表示，新城 B 區

將延續新口岸的商業氛圍，而政法區原有七棟大樓，檢察院已有用地，其他政府設施將設於

南灣 CD 區。 

梁惠敏表示，南灣湖 CD 區限高為海拔 62.7 米，初步擬靠近山體限高 62.7 米，越靠海邊逐

漸降低。她強調，建築高度非一刀切，亦非一級級降低，建築物高度會錯落發展，下階段城

市設計會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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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1  9/9/2020 新華澳報 

凝聚民心民智規劃美好藍圖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日前正式公佈，標誌著本澳未來一段

時期內發展藍圖框架的建立，廣大居民應踴躍參與諮詢，了解藍圖，積極建言，共同透過總

體城市規劃，破解發展中遇到的難題，合力建設澳門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發展及具韌性

的城市。 

  據了解，城市規劃是處理都市及其鄰近區域的工程建設、經濟、社會、土地利用配置以

及對未來發展預測的專門學問或技術。它的對象偏重於城市物質形態的部分，涉及城市中產

業的區域配置、建築物的區域配置和分類管制、道路及運輸設施的設置、公共設施的規劃建

設及城市工程的安排，主要內容有空間規劃、道路交通規劃、綠化植被和水體規劃等內容。

城市規劃是城市建設及管理的依據，位於城市管理之規劃、建設、運作三個階段之首，是城

市管理的龍頭。 

  歷史上除了少部分城市外，大部分的城市發展大多雜亂無章自由發展，到了十九世紀，

城市規劃藉著建築與工程學的進步成為了能以理性以及型態分析的方法透過物理設計來解決

城市問題。1960 年代之後城市設計模型理論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幫助拓展了城市發展的

論域，如經濟發展計劃、社群社會計劃以及環境計劃。20 世紀，部分城市規劃的課題演變為

城市再生，或是透過城市規劃的方法將某些歷史悠久的城市進行城市再生。 

  回歸以前，澳葡政府就非常重視澳門的城市規劃，形成了散落的商業住宅區、居住區、

機關學校區、港口運輸區和旅遊區等不同性質的功能區。回歸以後，澳門經濟社會發生巨大

變化，城市急速擴張，產生了人口膨脹、交通擠塞、住房困難、環境惡化等「城市病」。如

人多車多，但道路增長有限、掘路處處，導致交通擠塞越發嚴重，不少主幹道繁忙時段駕車

難、搭車難，成為常態。又如城市綠化休憩空間不足，空氣質素欠佳，影響生活質素每下愈

況。凡此種種皆對城市規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為此，特區政府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

推出了《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綱要》、《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的諮詢文本，並積極籌

划路環規劃和司打口舊市區的規劃。與此同時，政府還承諾，爭取在 2012 年或 2013 年完

成澳門城市規劃法的立法工作。但進度緩慢；時隔六年半，才迎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

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實屬不易。 

  據工務局在當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介紹，《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2040）》草案是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以一六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

略（2016─2030）》為基礎，並根據行政長官批示開展編制工作。總體規劃草案結合國家、

區域及澳門自身定位，訂定整個澳門特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對公共基礎

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合部署，並作為編制詳細規劃的依據。當中將土地劃分為八種

使用類別，配合策略性指引及總體佈局，合理部署土地用途，以達至澳門成為宜居宜業的美

麗家園、融入國家戰略發展大局、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為落實相關目標，草案定

出 13 條策略性指引。13 條策略性指引分別提出配合大灣區發展建設，支撐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提升城市多核心發展及開拓多元發展地區，提升職住平衡；提高城市發展與環境、

文化及海域利用之間的協調相容性；制定分區及土地整治及規劃；劃定不可都市化地區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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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途，對具自然價值及資源、景觀、考古、歷史及文化價值而在一般情況下不可發展的空

間設定限制；有效利用海域資源；貫徹推行綠色、以人為本的交通，減少私人車輛出行；優

化旅遊承載力；保護文化遺產，延續歷史人文氛圍及景觀特色；合理規劃景觀及公共開放空

間；布局融合防災減災思路，適當布置具彈性的建設；鼓勵發展多元化能源及加強廢物及污

水處理；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及公用設施的建設部署，發揮迴圈協同效應。 

  總體規劃草案以統計暨普查局的《澳門人口預測 2016─2036》的中程度預測，預計在

三六年總人口約為七十九點三萬，再以三一年至三六年五年期間的人口複合年增長率，推算

至四○年的總人口約為八十點八萬，屆時土地總面積約為三十六點八平方公里。在整體規劃

方面，草案提出以「門戶」、「樞紐」、「軸帶」和「核心」，打造澳門未來整體城市空間

結構，為長遠發展提供重要頂層規劃方向。二門戶是「國際門戶形象」、「東門戶形象」；

三樞紐是「關閘商業區域合作樞紐」、「十字門水域區域合作樞紐」、「橫琴蓮花區域合作

樞紐」；四軸帶是「一河兩岸合作軸帶」、「濱水歷史旅遊軸帶」、「知識產業科技軸

帶」、「綠色韌性軸帶」；多核心是「多元產業」、「旅遊娛樂」、「綠色休閒」、「綠色

迴圈」、「宜居社區」、「產業升級」。 

  具體分區方面，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將全澳土地劃分為十八個

規劃分區。同時，將土地劃分為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公用設施區、生態

保護區、公共基礎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其中，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

政策，居住區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達到約百分之廿二，基本能滿足四○年約八十萬預測人口

的住屋需求。草案內容還就社會爭議的用地疑問給出答案，包括提出構思於新城 A 區南端及

路環荔枝碗新增全澳文化設施；狗場原址繼續原規劃建學校及康體設施；南灣湖 C、D 區規

劃政府設施，意味原規劃新城 B 區的「政法區」已轉移等。可見整個藍圖之飽滿。 

  事實上，在政府努力下，近年已成功收回不少土地，加上未來的填海新區、都市更新，

「土地荒」相對紓緩。但不患貧，患不均，興建房屋、增加綠化、開拓多元產業、擴展休閒

康體、加強文物保育、完善交通設施、抓緊防災基建，都要用地。理想是平衡發展，樣樣兼

顧，但現實可能有衝突，魚與熊掌難兼得。這就需要憑藉城市總規諮詢，集思廣益，明取

捨，求共識。 

  對於城市總體規劃展開公開咨詢，社會各界都表示歡迎，希望政府能廣納社情民意，以

民為本，落實規劃。有學者就表示，初步看，城市總規正視澳門現有的不足，包括土地資源

有限、交通運輸配套落滯後，城市發展與景觀保育、都市更新，以至產業多元、升級等問

題，作出相應規劃方向，涉及面廣泛，也為澳門未來發展描繪較清晰的藍圖。不過，澳門面

對的發展情況、國際形勢不斷變化，故各界有需要加強參與，共同制定符合澳門整體利益的

總體規劃。總體規劃大致描繪澳門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方向，特別是提出土地資源分配的比

例，讓本澳乃至國際投資者可了解澳門土地資源分配的規劃。澳門一直以來面對土地資源有

限，嚴重制約發展空間，更局限城市基建發展，導致交通運輸配套未跟上。現時有清晰的總

體規劃後，可加快善用土地資源，配合城市發展需要。從經濟層面思考，總規給予政府部

門、投資者發展方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時有總體施政方向，調配政策資源推動城市規劃，

投資者則可因總規下的城市佈局，作相應的資源分配及投資決定，減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

投資者投資時的不確定性，降低潛在投資風險。當然，將來《總體規劃》在具體操作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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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涉及現有多部法律法規，以及多方面行政和政策措施，如市政、園林、道路管理等，因

此，城市總體規劃在具體實踐中應注意平衡各項法例，互相協作配合，適時完善相關法律修

訂以更好配合城規發展；政府應就《總體規劃》設立機制評估如何實施、做好監督以及客觀

評估，對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恆常性的監察工作，以推動發展達到目標。針對區域合作，規劃

應加入更多區域融合細節，使珠澳合理貫通在功能空間、景觀設計和跨區交通等佈局。具體

來說，政府應積極主動與廣東省及珠海市協商合理規劃，綜合考慮雙方在橫琴深度合作區交

通、醫療、養老、教育、環保等具體領域的互聯互通，加強跨境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

務的緊密銜接，為區域協同發展打好長遠基礎。 

  另有意見則認為，《總規》草案對澳門未來城市發展描繪了遠大的願景及定位，但缺乏

論述過去及未來面臨的問題。草案內容偏向靜態規劃方案，未能因應社會動態發展而制訂相

應的、階段式的規劃方案；亦未能對實現城市定位及願景提出具體方法，某程度存在缺失。 

草案還缺乏對未來人口特徵、訪澳旅客數字、非居澳人口回流等狀況分析。也未分析現時土

地的利用情況，使草案未能展示因人口結構變化所衍生出對城市機能配套的轉換需求。以居

住區為例，應就現時用地比例、房屋類型及樓齡等特徵作分析，並就不同分區的人口結構及

居住條件，闡述有待解決的問題，適切訂定各區發展目標和操作方案，讓大眾更好理解《總

規》思路，為未來詳細規劃奠定基礎。《總規》跨度為二十年，涵蓋絕大部分青年群體，將

由青年轉為中壯年階段，總規如何滿足當代青年對未來城市發展的想像和需求？例如氹仔北

區-1（新城 C、D 區）定位為綠色低碳居住及商業兼融社區，惟該區作為一張「白紙」，規

劃人口約為四萬八千人，完全具條件成為澳門社會對未來生活社區藍圖的試行土地，可避免

重複石排灣及新城 A 區在未有《總規》就落實興建的情況；更能廣納青年對未來社區的豐富

想像，建設各種社區配套，滿足十年、二十年後新型社區的新需求，成為澳門建設成「快

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城市」成功範本的宜居社區。 

  誠然，城市規劃是關於城市的未來發展、城市的合理佈局和綜合安排城市各項工程建設

的綜合部署，是特定時期內城市發展的藍圖。 

澳門空間有限，未來二十年澳門要如何平衡居住需求、商業發展、旅遊承接以及工業轉型升

級等都要有全面考量，兼顧分工又強調功能互補配合，方使澳門能得到全面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城市視察時曾強調，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

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只有科學地編制城市規划，才能實現規划的戰略引領和剛

性控制。特別是「在城市建設中，一定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合理安排生產、生

活、生態空間，努力擴大公共空間，讓老百姓有休閒、健身、娛樂的地方，讓城市成為老百

姓宜業宜居的樂園」。所以在繪畫這美好藍圖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必須堅持居民至上，牢牢

把握治理之「本」，增加居民獲得感及幸福感，期望規劃出台後，全社會上下通力配合，攜

手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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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2  9/9/2020 新華澳報 

總城規符合融入國家發展戰略 

 

澳門特區政府當局近日公佈及將開展公開諮詢為 2 個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草案諮詢文本的出臺，這是彌補了本澳回歸二十一年來城規發展的

不足，無疑草案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草案對澳門未來城市發展描繪了遠大的願景及定位。

但甚至有聲音指草案屬於是「遲來的愛」， 用「千呼萬喚」來形容。可見有必要加快推出本

澳城市總體規劃，尤其經過今次的疫情之後，較為單一化經濟體系不再適合時宜，透過完善

的總體規劃，特別需有計劃參與橫琴發展，加快配合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將更好地融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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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之中，也更有利本澳「一國兩制」穩健向前發展，以達至澳門成為宜居宜業的美麗家

園。 

  城市規劃向來是澳門社會關注熱點和施政重點。自 1999 年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經濟社會

經歷快速發展和轉型,城市化進程相對急速,社會價值呈多元化趨勢、公民意識抬頭,利益格局

更趨複雜,土地匱乏而人口持續攀升,導致對空間資源的爭奪及各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更為白熱

化,城市規劃成為廣受關注的公共議題,社會對制度化城市規劃翹首以待。而今次當局的公佈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草案明確了整個澳門特區的空間整

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對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合部署，並作為編制

詳細規劃的依據。且草案配合國家和區域戰略發展任務，針對土地利用、空間佈局、居住用

地、經濟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設施、基礎設施、文化遺產、城市景觀、都市更

新、都市防災等領域提出主要的規劃構想。草案綜合了當前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

能，提出將澳門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分為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娛樂區、

公用設施區、生態保護區、公共基礎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等。其中，根據人口預

測、住屋現況及房屋政策，居住區用地占總土地面積預計將達到約 22%，基本能滿足 2040

年約 80 萬預測人口的住房需求。草案提出，要結合國家、區域及自身三個層次，確立澳門

未來城市發展定位，配合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大灣區聯動建設，做好開發橫琴的文

章，為澳門居民打造美麗家園，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

市。可見，草案的制訂及設計是屬於較為上層的「設計」，當局真是下了不少功夫，相信會

配合特區政府未來科學施政理念，草案也以清晰的分析與規劃及定位，明確了本澳未來二十

年的發展路向，贏得社會各界的喝彩及支持，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但相信也會存其的不足

之處。 

  據瞭解， 草案提出以「門戶」、「樞紐」、「軸帶」和「核心」，打造澳門未來整體城

市空間結構，為長遠發展提供重要頂層規劃方向。二門戶是「國際門戶形象」、「東門戶形

象」；三樞紐是「關閘商業區域合作樞紐」、「十字門水域區域合作樞紐」、「橫琴蓮花區

域合作樞紐」；四軸帶是「一河兩岸合作軸帶」、「濱水歷史旅遊軸帶」、「知識產業科技

軸帶」、「綠色韌性軸帶」；多核心是「多元產業」、「旅遊娛樂」、「綠色休閒」、「綠

色迴圈」、「宜居社區」、「產業升級」。草案內容就社會爭議的用地疑問給出答案，包括

提出構思於新城 A 區南端及路環荔枝碗新增全澳文化設施；狗場原址繼續原規劃建學校及康

體設施；南灣湖 C、D 區規劃政府設施，意味原規劃新城 B 區的「政法區」已轉移等。對於

草案諮詢文本出臺。有學者表示， 總規涉及面廣， 對澳門長遠發展有深遠影響。僅從經

濟、投資層面而言，可減少政府招商、投資者投資的不確定性， 降低潛在投資風險；同時因

應總規藍圖，把資源合理分配，配合城市未來發展方向。總體規劃草案明確住房規劃三個重

要目標方向，包括居住用地基本滿足二○四○年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優化將來職住平衡空

間佈局；建設宜居新區。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政策，居住區用地占總土地面積將

達到約百分之廿二，基本能滿足四○年約八十萬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可見，當局對未來城

規的規劃，已是做足的工作，這是今屆政府在疫情期間，又一項值得社會支援的施政，若有

清晰的總城規出臺，相信對澳門未來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草案的諮詢或修改，仍需

吸納社會的建議，取之精華，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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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今次城總規的草案諮詢文本出臺，即時引起社會的重視。有學者則認為，初步看，

城市總規正視澳門現有的不足，包括土地資源有限、交通運輸配套落滯後，城市發展與景觀

保育、都市更新，以至產業多元、升級等問題，作出相應規劃方向，涉及面廣泛，也為澳門

未來發展描繪較清晰的藍圖。不過，澳門面對的發展情況、國際形勢不斷變化，故各界有需

要加強參與，共同制定符合澳門整體利益的總體規劃。總體規劃大致描繪澳門未來二十年的

發展方向，特別是提出土地資源配置的比例，讓本澳乃至國際投資者可瞭解澳門土地資源配

置的規劃。澳門一直以來面對土地資源有限，嚴重制約發展空間，更局限城市基建發展，導

致交通運輸配套未跟上。現時有清晰的總體規劃後，可加快善用土地資源，配合城市發展需

要。從經濟層面思考，總規給予政府部門、投資者發展方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時有總體施

政方向，調配政策資源推動城市規劃，投資者則可因總規下的城市佈局，作相應的資源配置

及投資決定，減少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投資者投資時的不確定性，降低潛在投資風險。另有

學者認為，總規把澳門土地資源分工，可讓各界知悉未來土地的用途及分佈。透過土地用途

的分佈，可預計政府未來計畫澳門將向哪些方向發展，如工業用地僅占 2%，商業用地祇有

4%，旅遊娛樂區仍保持 13%等，均可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旅遊娛樂仍對本地經濟佔有較重

地位。政府的產業多元構想，在工商、商業土地有限下，如何推動產業多元，值得關注。估

計更多可能是透過粵澳深度合作區，推動產業多元，彌補澳門土地資源不足的局限。 

  眾所周知，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未來城市的商業發展是至關重要。而草案則提出劃

分三類主要的經濟產業用地，即商業區、工業區及旅遊娛樂區，並構思發展多個商業圈，助

力本澳開拓高端產業新核心，把握橋頭經濟新機遇，促進經濟適度多元，提高城市經濟韌性

及綜合競爭力，配合未來經濟戰略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產業新合作。旅遊娛樂區規劃主

要作旅遊專案及相關服務的區域。用地佈局維持集中于路氹城及新口岸等分區，構思於澳門

半島打造「濱水歷史旅遊軸帶」，加強其他旅遊娛樂元素和配套設施，發揮協同效應，促進

旅遊業與其他行業共同發展，持續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旅遊業界則認為，城規對

旅遊業有一定規劃比例，有效鞏固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令業界方向更清晰、明確。對城

規方案中「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建議利用水域資源，發展海上游，一方面可增加旅遊體

驗，另一方面可令旅客出行多個選擇，更加便利。澳門半島因為土地制約，難做到大規模的

休閒旅遊城區，但許多景點位於舊城區內，建議藉加強各個歷史城區的世遺景點宣傳，有效

地活化各個舊區，帶動周邊經濟。有意見建議可根據各個口岸的特點作出引導，加強旅客對

澳門旅遊地點佈局的認識，如橫琴新口岸的特點是鄰近金光大道一帶；內港客運碼頭的特點

則是鄰近舊區，宣導旅客按需要從不同口岸入境，起分流作用，減輕關閘口岸壓力。 

  其實，也有意見則認為，城規草案定位清晰，強化中葡商貿平臺定位及對接灣區，各區

劃分亦有利外來及本地投資者大概瞭解澳門發展路向。當中，有擴人口容量目標，以及設立

旅遊娛樂區、工業區、商業區等亮點，描繪出藍圖。但也有意見指，草案對澳門未來城市發

展描繪了遠大的願景及定位，但缺乏論述過去及未來面臨的問題。草案內容偏向靜態規劃方

案，未能因應社會動態發展而制訂相應的、階段式的規劃方案；亦未能對實現城市定位及願

景提出具體方法，某程度存在缺失。草案還缺乏對未來人口特徵、訪澳旅客數位、非居澳人

口回流等狀況分析。也未分析現時土地的利用情況，使草案未能展示因人口結構變化所衍生

出對城市機能配套的轉換需求。有意見建議當局應就現時用地比例、房屋類型及樓齡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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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析，並就不同分區的人口結構及居住條件，闡述有待解決的問題，適切訂定各區發展目

標和操作方案，讓大眾更好理解《總規》思路，為未來詳細規劃奠定基礎。再加上《總規》

跨度為二十年，涵蓋絕大部分青年群體，將由青年轉為中壯年階段，總規如何滿足當代青年

對未來城市發展的想像和需求，值得關注。且還很多內容沒有提及，包括新城如何融入智慧

城市建設、有否防災考慮、工商業界如何參與其中等，若可有更多資訊，可便利商界日後部

署。 

  城市總體規劃要因地制宜地、合理地安排和組織城市各建設專案,採取適當的城市佈局結

構,並落實在土地的劃分上，使城市建設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步驟、內容相協調，取得經

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要注意城市景觀的佈局，體現城市特色。綜觀今次的

草案，為澳門回歸以來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文本，社會更多的聲音就是，期盼政府儘快將

這份概念性綱領落實細化，以科學化、規範化、法治化手段推出分區規劃，為社會經濟發展

和居民優質生活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撐。這份草案明確區域定位，內容豐富，有不少亮點，高

度體現政府大局觀念。然而城市的合理規劃和未來可持續發展，極其考驗政府施政，此前政

府因欠缺對頂層設計的考慮，住房和交通等問題日益成為城市發展的突出問題。草案提出了

規劃的基本技術路徑，但缺少具體的實施手段，某些方面闡述過於簡短，需深化瞭解分析。

但筆者認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出臺使澳門清晰自身定位，然澳門融入灣區是大趨勢，發展

過程中要兼顧與周邊地方的合作。例如，澳門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作為澳門與區

域、國際的兩個門戶，未來規劃上要連接澳門各主要出入境口岸、旅遊區及住宅交通配套，

方便各類人士出入，最終配合澳門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目標。 

據悉，當局預計明年九月可將總體規劃最終報告呈給行政長官決定落實。「總規」草案

的制訂基本符合澳門參建大灣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戰略，有利澳門在粵澳深度

合作中的角色地位，增強澳門在區域合作中影響力的目標。筆者也建議規劃加入更多區域融

合細節，使珠澳合理貫通在功能空間、景觀設計和跨區交通等佈局；當局應積極主動與廣東

省及珠海市協商合理規劃，尤其應在橫琴深度合作區交通、醫療、養老、教育、環保等具體

領域的互聯互通，加強跨境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緊密銜接，為區域協同發展打好

長遠基礎 ，為澳門的未來規劃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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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3  新城 A 區近岸水道填海 取代 D 區 羅司：可增綠化區 唔使擔心無屋住 

 

重點聚焦 

早前政府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內容提出澳門半島東

北側與新城 A 區之間計劃以填海連接，有關面積約為 41 公頃。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

（8）日出席公開諮詢會立法會議員專場後透露，政府考慮取消新城 D 區填海工程，改為計

劃對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進行填海，目前已向中央提出有關申請。他強調，有關

變動不會影響住屋需求，並能為新城 A 區帶來更多綠化區域。另外，羅立文表示，爭取明年

底至後年初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的立法，而 18 區分區規劃暫未有時間表。 

政府昨（8）日在立法會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稱

《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諮詢議員介紹專場，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與政府

多個部門代表等出席。羅立文會後受訪表示，由於新城 D 區填海工程已作判給，如最終可成

功「換地」，特區政府將會與該間公司進行商討。 

填海面積減少 17 公頃 

新城 D 區原計劃填海面積約 58 公頃，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側之間水道約 41 公頃，即

未來填海面積將減少 17 公頃。羅立文稱，政府認為新城 D 區並非填海的最適合位置，而新

城 A 區日後城市密度較高，相信新的填海面積可以增加更多綠化區。至於最終是否能夠向中

央成功申請，羅立文認為現階段不適合說太多細節及具體情況。 

被問及新城 C、D 和 E 區原本規劃約建 20,000 個住宅單位，屆時 D 區所規劃的住宅是否會

更改？羅立文稱，新城 A 區公屋單位約 32,000 個，再加上偉龍馬路逾 6,000 個公屋單位，

共有約 40,000 個公屋單位，按照《總體規劃》預測，本澳 20 年後人口達 80 萬，即比現時

增加約 13 萬人，除以三計算即約 40,000 多個家團，相信足以滿足住屋需求，「大家唔使擔

心無屋住，我哋唔使訓街，大把屋，到今時今日都無話缺乏屋。」 

慕拉士轉型冀 20 年內完成 

在公開諮詢議員介紹專場中，一眾議員各抒己見。議員李靜儀認為，北區-1 增設居住區會令

人口密度更高，並希望政府交代建議慕拉士大馬路由工業轉為商業區的情況。工務局城市規

劃廳廳長麥達堯稱，工廈的污染性影響現有居住區，政府希望逐漸將現有居住區的工廈轉型

為非工業用途，以《土地法》、合同規定等途徑轉換，但當中亦涉及業主意願，詳細規劃將

訂定開發容量和提供誘因慢慢轉型。羅立文補充，未必 20 年內可成功將慕拉士轉型，文本

中亦無列明清楚，特區政府只是給予具體發展方向，而發展商亦可以按方向規劃。 

適度開發青洲區 

至於北區-1 增加居住用地，麥達堯表示主要為青洲區，政府過往已進行有關規劃，《總體規

劃》是作延續，他指出青洲山周邊較多私人土地，若政府不提供適當誘因，地會繼續「放喺

度」，不利於當地社區發展。他續稱，《總體規劃》提出保護山體的措施，較 2010 年青洲

山保護範圍加大一倍多，並加入對山體、景觀、視廊的指引，限制後續有關開發，而具體開

發容量會在詳細規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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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建議南灣湖 C、D 區限高為海拔 62.7 米，初步擬靠近山體限高 62.7 米，議員蘇嘉豪指

出，南灣湖 C、D 區應要廣闊、開揚以及低密度，建議綠化地公開予市民，少部分為文化設

施及旅遊娛樂。 

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回應稱，《總體規劃》是指引性作用，建築物的高度對景觀視廊、山海

等未必有直接關係，「建設政府建築物不一定會遮擋視線」，她強調建築物高度會錯落發

展，下階段城市設計會作考慮。羅立文又呼籲市民大眾放心，屆時建築物的高度等具體內容

會作詳細規劃。 

另外，議員麥瑞權關注墳場規劃。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表示，澳門已不再增

設永久墓地，墳場亦規定須七年起葬，按照署方現時擁有的墓地量，足夠未來 20 年流轉，

現時主要建造骨灰瓮等。 

輕軌東線招標才知預算 

至於《輕軌東線方案》方面，議員葉兆佳認為當局應有輕軌東線報價及工期，才能有效作公

眾諮詢，羅立文直言：「答唔到」，他解釋輕軌東線有較大規模的隧道，參考香港及國內的

情況，造價差別較大，加上目前只是初步研究，未有具體設計，「希望有咁快得咁快，唔係

幾個月，係最短時間可以有條件招標」，而招標時便可知悉預算及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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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4  9/9/2020 新華澳報 

明年尾完成總規立法 分區規劃暫無時間表 

 

【本報訊】議員區錦新關注總體規劃及詳細規劃的出台時間表。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

示，爭取明年尾、後年初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的立法，並刊登公報，而十八區分區規劃暫

時答不到時間表，內部亦未訂各區規劃的先後次序。 

  而危險品中途倉的選址，羅司表示，已有選址，但因該土地涉及宣告失效，待完成司法

程序後再公佈。 

  慕拉士擬轉商業區  議員李靜儀關注慕拉士將改為商業區域，商業區域及居住土地不

可與工業用地兼容，政府在未來 20 年有否條件解決問題？ 

  羅立文表示，政府不是在 20 年解決慕拉士的問題，總體規劃只是方向，是希望工業區

集中在四個區。 

  麥達堯表示，工業相對有少少污染性，對現有居住社區有影響。非工業用途有多種，慕

拉士主要希望轉型商業，在土地法、合同規定可以有途徑轉換，但涉及業主意願，希望二十

年內慢慢轉型。將在詳細規劃訂定開發的具體容量，給予誘因轉型。 

  冀聯生工業村多元發展  議員鄭安庭問有否條件另劃聯生工業園取代聯生工業村，麥

達堯表示，聯生工業村已相較偏遠，亦希望工業區在知識產業科技軸帶上，透過該區現有的

旅遊娛樂產業、大學區，提升工業區向高科技、低污染的方向發展，由龍頭產業帶動多元產

業的發展。 

  他續稱，政府希望把現有居住區轉為非工業，留 4 個作工業區，是有一定難度，但產業

多元性希望留工業用地。 

  此外，麥達堯回應議員鄭安庭商業區用途的彈性時表示，分區是根據城規法去劃定分

類，定義區的主要用途，諮詢文本提出土地具兼容性，即劃為商業區不等於不可有住宅，區

住區亦不等於沒有商業。 

  內港擬轉商業區  麥達堯回應議員胡祖杰表示，海域利用的大前題是跟相關法律及海

域專項研究，總規基調以保護為先，審慎做必要性填海。 

  總規草案提出在內港透過完善交通、防洪基礎設施，及土地轉換為商業區提升內港營商

環境、社區環境，當中基礎設施在地底，或用沿海用海部分，未必完全反映在用地上，會複

合使用。 

內港區主要定義商業區，基礎設施肯定包含在內。 

  現有墓地量足夠未來廿年  議員麥瑞權關注墳場規劃，多發展地下空間及擴充綠化用

途等。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表示，澳門已不再增設永久墓地，而墳場方面亦

規定須七年起葬，按照署方現時擁有的墓地量，足夠未來二十年的流轉。現時主要建造骨灰

瓮等。 

麥達堯表示，新的污水廠或基建設施屋頂，會設置綠化用途，開放居民使用。新城Ａ區

輕軌將在地底建設，並會有商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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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5  9/9/2020 澳門時報 

優化交通綠化 改填近東方明珠水道 

 

本報訊】現正公開諮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在澳門半島東北區近岸填海 41 公頃，

連接友誼橋大馬路與新城 A 區。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透露，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

海地段，取消在新城 D 區填海 58 公頃，改在新城 A 區和北區之間水道填海約 41 公頃，藉

以優化 A 區及北區的交通及社區環境。 

政府代表昨日到立法會諮詢議員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

《輕軌東線方案》的意見。議員何潤生問及輕軌東線的建造方案是否計劃於 A 區填海造地以

設置輕軌站點，而議員吳國昌亦關注未來 20 年會否興建媽閣到關閘的輕軌線。羅立文回應

稱，特區政府近期已與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不填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

間的水道區域，填海約 41 公頃。他認為，D 區並非填海的好地段，而澳門半島缺乏綠化

區，若能將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作為綠化區，既可解決輕軌站點的用地問題，又

可增加 A 區和北區市民的公共休憩空間。 

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則提到，填海區域包含輕軌東線近黑沙環馬場北大馬路及友誼橋

大馬路對開海堤，輕軌站或軌道填海區位置上面是綠化帶，友誼橋大馬路將來有機會擴闊或

再作其他安排。 

D 區不填海無影響居住區總體規劃 

事實上，澳門半島東北側進行填海的構思，行政長官賀一誠在今年 4 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

已有提及，當時指已向中央申請希望可以在臭水溝即北區東方明珠一帶進行填海，以興建 A

區連接關閘一段的輕軌路線，並且用作拓闊路面之用。至上星期政府公佈的城市總體規劃草

案進一步透露填海細節，建議在包括澳門半島東北側與新城 A 區之間的水道範圍，以近岸填

海方式增加綠化空間及加強跨區道路聯繫。而工務局亦透露已就相關填海構思進行了水文研

究，結果顯示該區域填海可行。 

根據原規劃以至最新的城市總規，新城 D 區面積約 58 公頃，規劃為住宅地段，而政府建議

改填的水道區域較 D 區減少 17 公頃，將令新城 5 區的總面積由 350 公頃縮減至 333 公頃。

有傳媒問及置換填海地會否影響本澳居住區的規劃，羅立文指， A 區和氹仔偉龍馬路項目分

別有 3.2 萬和 6,000 個單位，“可以話有大把屋，大家唔使擔心無屋住”，又提到現時本澳

雖有 19 萬個家團，但住宅單位有 23 萬個，認為本澳不缺乏住宅單位。 

第四空間屬概念性方向視遠期填海 

另外，議員施家倫提到，《城市發展策略（2016 至 2030）》提出，澳門要發展“第四空

間”，即除新城 5 區，再填海造地，問及總規內有沒有第四空間的規劃。工務局城規廳廳長

麥達堯表示，已規劃的填海土地基本可滿足未來 20 年人口增長需要，第四空間是概念性方

向，被視為遠期填海、是預備措施。他補充說，A 區與北區水道填海後，有助拓寬該處路

面，優化友誼圓形地及往返關閘方向的交通等。 

議員區錦新關注城市總體規劃由總規至分區規劃的具體時程，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

示，按照法例規定城市總體規劃需經過 60 日諮詢期，當局需要 180 日做民意調查報告，60

日聽取城規會的意見，90 內會呈交至行政長官，預計明年 9 月會將總體規劃最終報告呈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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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長官決定。詳細規劃方面，則未有具體的時程表，當局計劃會先安排新區建設，他解釋，

做法是希望以新區帶動舊區建設。現時已同步開展一些規劃研究，例如新城 A 區，希望能待

總規方案落實後可承接詳規的工作。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補充，當局爭取明年尾至後年初

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18 區詳細規劃則未有時間表。 

 

N066  9/9/2020 力報 

共為未來發展獻策 

 

特區政府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 2040）》草案公開諮詢，是特區成

立以來首份城市總體規劃，是現屆政府重要施政舉措。過去多年，本澳各項發展一直滯後，

包括房屋、保育，交通等，各界矛頭皆指向遲遲未出台城市總體規劃，令各項發展無所適

從。經過 12 年醞釀，城市總體規劃終於出台，雖然只是規劃未來 20 年發展，但對澳門未來

可持續發展具深遠影響，市民應就規劃諮詢內容，踴躍發表意見，提供真知灼見，共同為未

來發展獻策。 

城市規劃對城市發展成敗影響巨大，特區政府早在 2008 年已就圍繞澳門總體城市規劃開展

多項研究，並形成多份研究報告，但總體城市規劃一直杳無音信。時隔 12 年《澳門特別行

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 2040）》草案終於上周出台，這份規劃草案作為本澳未來 20

年的重要發展指引，將是澳門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最重要頂層設計和行動指南，市民參與非

常重要。 

回歸以來，澳門土地面積增長追不上社會發展及人口增長，如何善用土地資源十分重要，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土地利用和空間布局作出有系統部署、策劃和實施管理，以期可以

滿足社會與經濟需要，持份者眾多，如何公平分配資源，公眾參與是城市規劃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一直以來，本澳城市發展、景觀保育不足、房屋、特別是公屋發展緩慢，交通運輸配套落

後，舊區重建至都市更新，以至產業多元發展，多年未見成效，社會普遍認為並非土地資源

不足，政府早已收回 70 多幅閒置土地，問題癥結在於未有總體規劃作為發展依據。剛發表

的城市總體規劃，為澳門未來發展描繪藍圖，澳門面對的發展情況，有待各界積極參與，共

同制定符合澳門整體利益的總體規劃。 

交通亦是多年來居民關心的施政重點，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同步公布輕軌路線、布局，提升輕

軌的覆蓋範圍，結合預測未來人口增長及分區人口分布，利用輕軌建設發揮運量大、快捷優

勢，完善輕軌與巴士接駁，以期改善本澳長久以來的「搭車難」問題。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 2040）》草案是本澳未來發展重要指導性依據，

每名民眾都是社會持份者，公眾意見非常重要，應積極為澳門未來發展建言，推動建設優質

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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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7  9/9/2020 新華澳報 

料廿年增約四萬家團 羅司：好多公屋單位 

 

【本報訊】議員宋碧琪認為總城規要滿足宜居及經濟發展，批評過去只追求數字，興建的細

面積、細單位，往後居住面積規劃要做好配套。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總體規劃預測 20 年後人口達 80 萬，即比現時增加約 13 萬

人，除以 3 計算即約 4 萬多個家團， 單是 A 區及偉龍馬路公屋分別有 3.2 萬及約 6 , 0 0 0 

個單位，「事實澳門喺好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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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稱，澳門有 19 萬家團、23 萬個單位，新城 A 區將興建 3.2 萬單位，按比例來說是太

多，住宅密度非常高。 

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示，總體規劃有大面積居住區，包括不只居住用途的用地，亦包

括市政、教育、文化、康體等設施。以新城為例，主力是居住區，現正同步做詳細規劃研

究，會做配套學校村、文化設施、街市、衛生中心、社服大樓等，會配合各部門提出的訴

求，提出複合利用，希望不同設施發揮多用途、複合使用的模式發展。 

就現正公開諮詢的總規草案，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議員葉兆佳時表示，總規草案

建議將舊工業區換作非工業用途的內容，當中非工業包括住宅、商業、公共設施、綠化地

方。每個地方的工業大廈安排不同，例如慕拉士主要建成商廈，居住區可是住宅或商廈，但

當局不想過度加大該區人口密度，希望做更多公共設施或綠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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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8  9/9/2020 新華澳報 

議員憂土地開發過度 工務：平衡保育發展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與政府多個部門代表昨日到立法會，向議員介紹澳門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多名議員關注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如何平衡文化保育和城市發

展。 

  其中，議員李靜儀關注北區一及路環增加居住用地，擔心會否是高密度住宅。工務局城

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表示，路環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至於北區一主要增加居住用地

是青洲區，過往規劃青洲區一直定為居住區，總體規劃會延續。他強調會保護青洲山，而周

邊較多私人土地，若政府不提供適當誘因，地會繼續「放喺度」，對當地社區發展不是好

事。 

  麥達堯續稱，總體規劃提出當區保護山體的措施，並較 2010 年青洲山保護範圍加大一

倍多，以對環境、文物保護「行先」。並會加入對山體、景觀、視廊的指引，對後續開發有

限制，具體開發容量會在詳細規劃訂定，平衡保育與發展。 

  議員吳國昌關注保護山體，質詢疊石塘山應否列入不可都市化用地。麥達堯指出，新城

A 區、C 區、D 區和 E 區以居住為主，路環雖設有居住用地，但會以保育優先，即使有住宅

區亦是中低密度的居住區，詳細規劃時會留有很多開放空間及綠化面積。 

  另外，議員蘇嘉豪關注城市景觀保護，強調建築物需要限高，而南灣湖 C、D 區應作低

密度規劃，維護主教山景觀，並將視廊拓闊至舊大橋方向。 

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表示，城市總體規劃屬指引性方向，建築物高度與視廊和景觀未必

有直接關係。按規劃，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為海拔 62.7 米，但強調並非所有建築物均為同

一高度，而大部分建築物靠近山體，沿海建築物高度會逐漸降低。她稱，一階段的城市設計

會考慮建築物高度的錯落，並非一刀切，而土地功能未必會直接影響景觀，規劃亦已充分考

慮文化遺產、歷史城區及視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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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9  9/9/2020 澳門日報 

路環訂低密度住宅區青洲適度開發平衡保育發展 

 

【本報消息】多名議員關注總體規劃提出北區一及路環增加居住區，擔心人口過度密集。工

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路環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青洲區會適度開發，平衡保育

與發展。 

發展青洲需要誘因 

議員李靜儀關注北區一及路環增加居住區，擔心將成高密度住宅區，亦希望將來詳細規劃落

實保護山體及綠化環境。麥達堯表示，北區一增加居住用地主要是青洲區。青洲區過往規劃

一直為居住區，總規只是延續規劃。強調會保護青洲山，但周邊較多私人土地，若政府不提

供適當誘因，土地或會繼續閒置，對社區發展並非好事。總規提出保護該區山體的措施，並

較二○一○年青洲山保護範圍增加一倍多，是保護環境、文物"行先"，並會加入山體、景

觀、視廊等指引，亦限制後續開發，會詳細規定開發容量。 

議員宋碧琪認為總規要滿足宜居及經濟發展，批評過去公屋只追求數字，興建細面積、細單

位，往後居住面積規劃要做好配套。 

議員吳國昌關注會否把疊石塘山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 

本澳住宅單位充足 

麥達堯表示，總規冀不同區份設置不同的用途，定位亦略有不同，如不受文遺及山體限制的

土地盡量發揮效益。路環雖有設居住用地，但肯定以保育為主，只會發展低密度住宅區。特

定地塊（疊石塘山）會保留很多開放空間及綠化面積，不會起高密度的高廈。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回應表示，澳門有十九萬個家團、二十三萬個住宅單位。新城 A 區將

興建三萬二千個單位，住宅密度非常高。總體規劃預測二十年後人口達八十萬，較現時增加

約十三萬人，以三人家團計算即四萬多個家團，單是新城 A 區已有三萬二千個單位，加上偉

龍馬路公屋約六千個單位，"事實澳門有好多單位。" 

複合發展利用土地 

麥達堯表示，總規有大面積居住區，不只是居住用地，亦包括市政、教育、文化、康體等設

施。以新城 A 區為例，現正同步研究詳細規劃，主力是居住區，並會有學校村、文化設施、

街市、衛生中心及社服大樓等配套，期間會配合各部門的訴求。當局提出複合利用土地，希

望不同設施可發揮多用途、複合使用的模式。 

議員梁孫旭擔心詳規未出台時出現超高樓或屏風樓。麥達堯表示，雖未有總規及詳規，但會

透過規劃條件圖、城規會，以公開透明方式讓外界知悉每個地段建設的條件，亦要跟總規原

則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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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0  9/9/2020 濠江日報 

完善規劃拓空間 

 

澳門小城地域狹小，發展空間嚴重不足，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尤其在新冠疫情陰魂不

散的當下，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政府和業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行政長官賀一誠早前主持

經濟發展委員會全體大會時表示，今年本澳經濟出現大幅下滑，整體經濟放緩，無論大中小

企業都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疫情再次暴露澳門產業結構單一，過度依賴博彩業，經濟韌力

不足，必須加快思考優化經濟結構的具體方向和措施，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積極參與國家建

設。 

優化經濟結構，加快產業多元化發展，需要足夠的土地資源配合。規劃期長達 20 年的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正公開諮詢，發展空間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澳門總城規範圍除澳門特區及

管理海域外，還包括澳大橫琴校區、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至 2040 年的土地

總面積約為 36.8 平方公里，推算至 2040 年總人口約為 80.8 萬人。按照總體規劃描繪的願

景，20 年後，澳門的土地資源仍然緊張，人口密度持續高企，多元化產業發展用地更加缺

乏。 

土地資源限制了澳門產業發展空間，填海涉及中央權限，以及必須考慮的環保因素和水域安

全，再加上需時長久及耗費巨額資金，當局須平衡效益及科學調研，切勿盲目決策。過往曾

有本澳學者提出善用 85 平方公里管理水域，「南向發展」的概念。政府亦研究打造第四空

間，並於 2018 年完成專家論證，專家小組由國家部委領導、國家科研機構專家及本澳學者

組成，當時得出的結論是，澳門土地資源極度匱乏，通過合理開發利用海域拓展新的空間，

是支撐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必由之路。而在新的空間發展未來產業，需結合《澳門特別行政

區城市發展策略（2016-2030）》對第四空間提出的產業發展原則和思路，即「高端集中、

高端集約和高端精緻」。 

工務局官員在總城規發佈會上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是澳

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以 2016 年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2016-

2030）》為基礎。可見「總城規」與「城市發展策略」是一脈相承，除關顧民生水平外，經

濟多元化關鍵還是拓展產業用地，「總城規」訂定澳門特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

條件，將土地劃分為八種使用類別，明確土地用途，以達致澳門成為宜居宜業的美麗家園、

融入國家戰略發展大局、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 

城市總體規劃影響深遠，廣受社會各界關注，應以「科學調研」、「專業規劃」為主軸，為

澳門未來描繪美好發展藍圖。不論是「南向發展」、第四空間，抑或是現時推崇的「快樂都

市」，土地是發展的核心硬件，「總城規」亦提出規劃在東北區近岸填海，增加綠化空間及

跨區道路聯繫，以及機場擴建用地。鑑於重複研究在澳門街並不鮮見，研究之後再研究，肯

定之後再否定，持續擾攘、多番折騰，目的當然是為了「更好」，期望當局汲取經驗教訓，

科學諮詢，加強宣傳，廣泛聽取民意，規劃切實可行的美好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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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1  9/9/2020 市民日報 

南灣湖 62.7 米限高由山向海漸降 

 

【本報訊】政府昨到立法會介紹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及輕軌東線諮詢文本內容，會上

多位議員關注路環疊石塘部分山體被劃為「居住區」，以及南灣湖 C、D 區限高為海拔 62.7

米，憂慮會影響區內山海城景觀。政府表示，路環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南灣湖 C、D 區

限高海拔 62.7 米，初步擬靠近山體限高 62.7 米，愈靠海邊逐漸降低，土地的功能未必對景

觀造成直接影響。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房屋局局長

山禮度、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等與會，回應議員提問。 

期間，議員吳國昌關注路環疊石塘部分山體被標為住宅區，以及新城填海土地規劃。議員李

靜儀關注北區-1 及路環增加居住用地，擔心會否是高密度住宅？議員梁孫旭憂慮在未有詳規

前，會出現超高樓和屏風樓，促交代詳規諮詢時間表。議員區錦新關注把疊石塘放在居住地

區，是高密度或低密度，應有所劃分。由總規到分區規劃，有沒有出台時間表？ 

路環居住區建築中低密度為主 

議員蘇嘉豪指若這總規通過，澳門山海城景觀會「玩完」，現在方案是政府與民爭地，把土

地用來建政府設施，南灣湖 C、D 區限高應降至立法會和終審法院高度。 

麥達堯回應時表示，路環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至於北區-1 主要增加居住用地是青洲區，

過往規劃青洲區一直定為居住區，總體規劃會延續。他強調會保護青洲山，而周邊較多私人

土地，若政府不提供適當誘因，土地會繼續「放喺度」，對當地社區發展並非好事。總體規

劃提出當區保護山體的措施，並較 2010 年青洲山保護範圍加大 1 倍多，對環境、文物保護

「行先」，並會加入對山體、景觀、視廊的指引，對後續開發有限制，具體開發容量會在詳

細規劃訂定。 

梁惠敏回應議員蘇嘉豪時表示，南灣湖 C、D 區限高為海拔 62.7 米，初步擬靠近山體限高

62.7 米，愈靠海邊逐漸降低。她強調，並非所有建築物高度都相同，高度非一刀切亦非一級

級降低，建築物高度會錯落發展，下階段城市設計會考慮。 

新城 B 區延續新口岸商業氛圍 

至於何潤生關注新城填海 B，南灣湖 C、D 區規劃，以及東北區填海問題，其中新城 B 區不

建政法區，政法區將遷至何處？麥達堯表示，新城 B 區冀延續新口岸商業氛圍，而政法區原

有 7 幢大樓，檢察院已有用地，其他政府設施將設於南灣湖 C、D 區，「未必會拍到好

埋」，緊密聯繫的設施會盡量安排同一地方。 

議員林玉鳳則希望政府解釋為何全澳土地會劃 18 區，是否已把各區景觀視廊考慮其中？各

區的社區設施、多元產業用地又如何規劃？議員胡祖杰指，澳門分 18 區後不同區域是否會 

有不同社會設施？ 

麥達堯回應時表示，每區有高度限制，18 區是按統計劃分，居住區會有相應社區設施，例如

安老院舍、學校、醫療等。2040 年本澳人口預計達 80 萬人，當局會因應人口配備相關社區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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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2  9/9/2020 市民日報 

議員倡輕軌站內增商業元素 

 

【本報訊】政府昨向立法會介紹輕軌東線諮詢文本，多位議員關注東線造價和工期，以及冀

汲取過去教訓，在輕軌站內增商業元素，提升輕軌經濟效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坦言，

「答唔到」何時完工及預算。輕軌東線主要是有較大條隧道，參考香港及國內的情況，造價

差別非常大；加上目前只是初步研究，未有具體設計，但政府希望「有咁快得咁快」可以在

最短時間有條件招標東線，招標時便可知悉預算及工期。 

輕軌東線擬北起關閘，沿馬場北大馬路及友誼橋大馬路對開海岸至新城 A 區，再沿 A 區中央

綠廊向南延伸並跨海連接氹仔新城 E 區。議員梁孫旭表示，總規沒有輕軌西線相關介紹，是

否 20 年內政府都不打算建西線？何時氹仔線會接駛到橫琴口岸？議員葉兆佳認為應有輕軌

東線造價及流量統計才作諮詢。議員宋碧琪關注輕軌沒有商業配套，質疑經濟效益不大，又

認為多建住屋單位與發展宜居城市關係不大。 

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示，總規建議先做東線及石排灣線，至於人工島專線不是總規的

重點工作方向，但當局會配合輕軌建設，增加交通路網及系統去接駁人工島。填海對東軸線

連去關閘，對路面交通拓闊或友誼圓形地改造提供較好條件，且 A 區及澳門半島東北面人口

密度相對大，希望透過填海優化該區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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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表示，輕軌東線將於站點增加包括商舖等商業配套，而在規

劃石排灣線和媽閣交通樞紐時已增加商業元素。他又稱，總體規劃主力興建輕軌東線和石排

灣線，而接駁港珠澳大橋的輕軌線路不是重點工作方向，未來會增加道路設施接駁人工島。

東線近黑沙環馬場北大馬路及友誼橋大馬路對開海堤將填海，輕軌站或軌道填海區位置上面

是綠化帶，友誼橋大馬路將來有機會擴闊或再作其他安排。 

至於梁孫旭認為總規當中交通的內容較為概念，關注未來路網發展方向，交通局副局長鄭岳

威回應，總規是概念性規劃，提出外環網絡、跨區網絡及主幹道分流區內交通，詳細要在 18

區分區規劃作出。車位政策方面，則按照較缺車位的地方會有針對性措施，會在詳細規劃、

第二階段再提出。 

 

 

 

N073  9/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提供誘因助工廈改用途_慕拉士轉型發展商業區_羅司：未知廿年成事否 

 

【本報訊】政府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進行公開諮詢，總城規草案建議將

慕拉士大馬路轉為商業區，工務局稱，政府希望逐漸將現有居住區的工廈轉型為非工業用

途，在土地法、合同規定的途徑轉換，但當中亦涉及業主意願，詳細規劃將訂定開發容量和

提供誘因慢慢轉型。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政府是提出方向，未知二十年後能否將慕

拉士轉型。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與政府多個部門代表到立法會，昨日向議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

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有議員要求交代慕拉士大馬路建議轉為商業區的情況。羅立文表示，政

府是提出方向，希望將工業區集中在四個區域，未知二十年後能否將慕拉士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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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工廈有污染性，影響現有居住區，政府希望逐漸將現有

居住區的工廈轉型為非工業用途，在土地法、合同規定的途徑轉換，但當中亦涉及業主意

願，詳細規劃將訂定開發容量和提供誘因慢慢轉型。 

也有議員關注保護山體，質詢疊石塘山應否列入不可都市化用地，以及質疑北區增設居住區

將令人口密度更高。 

麥達堯指出，新城 A 區、C 區、D 區和 E 區以居住為主，路環雖設有居住用地，但會以保育

優先，即使有住宅區亦是中低密度的居住區，詳細規劃時會留有很多開放空間及綠化面積。 

麥達堯又稱，青洲區很多土地是私人土地，要提供誘因發展社區，總體規劃草案 加大保護青

洲山的範圍，詳細規劃時會訂定具體開發的容量，平衡保育與發展。 

 

 

 

N074  9/9/2020 澳門日報 

政府冀明年底完成總規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現正公開諮詢，昨日下午三時在立法會

舉行議員諮詢專場，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率多個部門代表出席。羅立文回應議員提問時表

示，爭取明年底、後年初完成總規。政府希望訂定最好的總體規劃，讓居民覺得"住的地方舒

服、方便、靚"。 

每五年檢討更新 

議員區錦新關注總規及分區規劃何時完成。羅立文表示，爭取最快明年底完成立法及刊登公

報，但十八個分區規劃暫難有具體時間表，亦未訂各分區規劃的先後次序。能否描述按照總

規發展二十年後的澳門情況？羅司表示，跨部門小組希望訂定最好的總規，讓居民覺得"住的

地方舒服、方便、靚"。強調"城規法"規定需每五年檢討總規，將每五年按照實際情況更新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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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蘇嘉豪質疑規劃中南灣 CD 區建築物高度會否與主教山平排，主張列為低密度規劃，嚴

格限高，保留主教山的景觀視廊。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表示，城市總規屬指引方向，建築物

高度與景觀及視廊未必有直接關係。按照規劃，南灣湖 C、D 區限高海拔六十點七米，初步

想法靠近山體亦有建築物，越近沿海逐漸降低。下階段的城市設計會考慮建築物錯落發展，

強調非所有建築物高度均相同，亦非"一刀切"或一級級降低。土地功能亦未必直接影響景

觀。 

羅立文補充，按照"城規法"，現階段只訂定土地用途，不討論高度。"（CD 區）內的消防

局、立法會、中葡論壇等高度都 OK。"詳細規劃時會訂定高度。 

第四空間屬概念 

議員何潤生關注新城 B 區規劃。工務局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新城 B 區會延續新口岸的商業

氛圍，建議設中心商業區。政法區規劃有七棟大樓，檢察院已有用地，其他政府設施會設於

南灣 CD 區，原則是緊密聯繫的設施會盡量安排同區興建。 

《城市發展策略》提出，澳門要發展"第四空間"，即除新城五區外再填海造地，議員施家倫

關注總規內有否"第四空間"規劃？麥達堯表示，現時的填海土地基本可滿足未來二十年人口

增長的需要，"第四空間"屬概念，被視為遠期填海、是預備措施。 

中途倉已有選址 

羅立文表示，危險品中途倉已有選址，地點屬宣告批給失效土地，要待完成司法程序再公

佈。麥達堯補充，厭惡性設施的建設原則為遠離民居，將集中在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及機

場南面區域，具體位置待專項規劃時再與專職部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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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5  9/9/2020 市民日報 

慕拉士非工業用途非 20 年內實現 

 

【本報訊】正公開諮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建議將現時位於慕拉士大馬路的工

業區逐步轉型非工業用途，有議員關注相關計劃能否在 20 內落實？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

表示，政府並非要在 20 年解決慕拉士的問題，總體規劃只是方向，希望將工業區集中在 4

個區域。 

議員葉兆佳指目前澳門沒有甲級商業區，未必符合澳門發展需要；同時他關注工業區轉型非

工業區會作甚麼用途？議員李靜儀則關注慕拉士將改為商業區域，商業區域及居住土地不可

與工業用地兼容，政府在未來 20 年有否條件解決問題？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稱，新城 B 區會設商業區，未來會做詳細研究。總規草案建議

將舊工業區換作非工業用途的內容，當中非工業包括住宅、商業、公共設施、綠化地方。工

業相對有少少污染性，對現有居住社區有影響。他又解釋說，非工業用途有多種，慕拉士主

要希望轉型商業，在土地法、合同規定可以有途徑轉換，但涉及業主意願，希望 20 年內慢

慢轉型。未來將在詳細規劃訂定開發的具體容量，給予誘因轉型。而每個地方的工業大廈安

排不同，例如慕拉士主要建成商廈，居住區可以是住宅或商廈，但當局不想過度加大該區人

口密度，希望做更多公共設施或綠化空間。 

置換房先導建技術坑道 

議員鄭安庭問有否條件另劃聯生工業園取代聯生工業村？麥達堯表示，聯生工業村較偏遠，

亦希望工業區在知識產業科技軸帶上，透過該區現有的旅遊娛樂產業、大學區，提升工業區

向高科技、低污染的方向發展，由龍頭產業帶動多元產業的發展。他續稱，政府希望把現有

居住區轉為非工業，留 4 個作工業區，有一定難度，但產業多元希望留工業用地。 

此外，麥達堯回應議員鄭安庭商業區用途的彈性時表示，分區是根據城規法劃定分類，定義

區的主要用途，諮詢文本提出土地具兼容性，即劃為商業區不等於不可有住宅，住宅區亦不

等於沒有商業。 

立法會主席高開賢建議在澳門半島建環海馬路，以及現時舊區地下線路相當混亂，所以要發

展地下空間，做新的共同管溝，有利日後都市更新和發展。羅立文回應時表示，澳門街道有

很多地下電線、水管等，這亦是工程延誤的原因。 

市政署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表示，政府一直努力理順地下管線和地下設施，與都更公司開了

會議，希望在置換房先導建規模較小的技術坑道，容納電話線、電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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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6  9/9/2020 市民日報 

特區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透露，特區政府近期向中央提出申請，建議不填海造地

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和北區之間水道，約 41 公頃，藉以優化 A 區及北區的交通及社區

環境。他解釋說，因新城 A 區人口密度較高，規劃為 3.2 萬個住宅單位、9.6 點萬人口，若

將上述水道填平造成陸地，加上綠化，對北區及 A 區居民均好。新城 D 區面積約 58 公頃，

政府建議改填的水道區域較新城 D 區減少 17 公頃。他直言「填水道的效果好過 D 區」，同

時質疑「需唔需要填咁多（海）」。 

擬不填新城 D 區換 A 區水道填海 

《城市發展策略（2016 至 2030）》提出，澳門要發展「第四空間」，即除新城 5 區，再填

海造地，議員施家倫關注總規內有沒有第四空間的規劃？議員宋碧琪認為總城規要滿足宜居

及經濟發展，批評過去只追求數字，興建細面積、細單位，往後居住面積規劃要做好配套。

議員何潤生亦關注因輕軌東線工程需要在新城 A 區和澳門東北區之間填海的問題。 

羅立文回應時表示，總體規劃預測 20 年後人口達 80 萬，即比現時增加約 13 萬人，除以 3

計算即約 4 萬多個家團，單是 A 區及偉龍馬路公屋分別有 3.2 萬及 6500 個單位，「事實澳

門係好多單位」。澳門有 19 萬家團、23 萬個單位，新城 A 區將興建 3.2 萬單位，按比例來

說太多，住宅密度非常高。 

他透露，正與中央商討可否不填新城 D 區，用以置換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的水道填海。他又

指已向中央申請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填海，該處填海面積約 41 公頃，而 D 區面積約 58

公頃，特區政府建議改填的水道區域較新城 D 區減少 17 公頃土地。新城 5 區的總面積將由

350 公頃，縮減至 333 公頃。 

第四空間屬概念方向視遠期填海 

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已規劃的填海土地基本可滿足未來 20 年人口增長需要，第

四空間是概念性方向，被視為遠期填海、是預備措施。他補充說，A 區與北區水道填海後，

有助拓寬該處路面，優化友誼圓形地及往返關閘方向的交通等。 

至於總規何時出台，分區規劃又何時諮詢？羅立文坦言，目前並沒有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

表，按《城規法》，行政長官通過總規草案後，需要透過行政法規生效，行政會通過草案

後，再會開展 18 分區詳細規劃，當局暫時未決定 18 區詳規制訂的先後順序，他希望明年

底、後年初總規的行政法規可以刊登《政府公報》。 

會後，羅立文被傳媒問及為何不向中央申請兩個地段都填海時稱，考慮到澳門水域問題，D

區並非適合的填海區域，同時又質疑新城 C 區是否應該填海，新城 A 區是日後人口密度較高

的地區，面積僅 130 公頃卻要容納 3.2 萬個住宅單位、9.6 萬人口，故而在新城 A 區和澳門

半島之間填海做綠化區，對澳門來說效果會比填海造 D 區更好。「如果呢度又填啲（海），

嗰度又填啲（海），一陣澳門連啲水（海）都無埋，澳門其中一個靚嘅地方，就係啲水

（海），如果連啲風景都無埋？」 

至 2040 年按估算人口有足夠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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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D 區不填海，如何處理已判標的填海工程？羅立文表示，若水道填海成功獲批，當局會與

承建商商討，不填 D 區，改填水道，「但現時咩都未決定。」至於向中央申請填水道的成功

機會大嗎？他表示現時不適宜回覆。 

若 D 區不填海，會否影響新城 C、D、E 區共兩萬個住宅單位的規劃？羅立文謂，A 區已規

劃建 3.2 萬個住宅單位，加上偉龍約 6000 個單位，合共近 4 萬個住宅單位。而按當局人口

估算，以每個家庭 3 人計算，至 2040 年本澳約需多 4 萬個住宅單位。現時本澳約有 23 萬

住宅單位，但只得 19 萬個家庭，「大家唔使咁擔心冇屋住，我哋大把屋，唔使瞓街」。 

被問及基於 A 區及北區人口密度大而決定將水道填海，為何不削減 A 區 3.2 萬個單位數量？

羅立文直言：「唔好問我，你問立法會議員同不同意？」如果新城 A 區的住宅數量可以減

少，他個人希望可以減。 

 

 

 

N077  9/9/2020 正報 

不填 D 區改填東北 羅司：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計劃 

 

【本報訊】行政長官賀一誠早前已暫時擱置新城 D 區填海計劃，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進一

步透露，政府經考慮後決定放棄計劃，並以此換取在澳門半島東北側與新城 A 區之間填海計

劃，這已於近期向中央政府申請。 

立法會昨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巿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

諮詢議員介紹專場，羅立文率一眾官員及顧問公司代表到介紹，並回應議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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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立文會上在回應東北側填海規劃時主動提及，現時特區政府正向中央政府商討，以約五十

八公頃的新城 D 區填海，置換為《總規》草案提出的在澳門半島東北側與新城 A 區間填海約

四十一公頃，填少約十七公頃。 

雖然日前工務局官員才稱東北填海將向中央申請，但羅立文謂，有關填海計劃置換的申請已

於近期向中央政府提出，唯未知何時有結果，著記者不用心急，「慢慢等下先」。他不願評

論換填的成事機會，稱不適合多講。 

填海置換對兩邊都好 

就不填新城 D 區、填東北水道之原因，羅立文說，約一百三十八公頃的 A 區有三萬二千住宅

單位是比較密，而澳門半島也沒甚麼地方做綠化區，若能填此四十一公頃，效果較填 D 區

好，至少東北區及 A 區許多人都可以用到。 

同時，政府認為在 D 區該處填海非最好的選擇，而 C 區亦然，「大膽一啲我可以講，C 區係

米應該填？但算啦，C 區做緊囉」，而 D 區未動工還可以改變，這樣兩方面填海決定都是

好。 

反問是否填海填滿澳氹水域 

至於何不兩處皆填，羅立文反問，澳門是否需要填那麼多海，「個度填啲、個度又填啲，一

陣間我哋連水都冇埋」。他自言，澳門其中一個最靚之處就是這些水，「填嚟填去一陣間日

後澳門其中一個靚嘅風景都冇埋」。 

目前 D 區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已判給，由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

限公司合作經營承接，造價十五億三千八百萬元，工期一千三百五十日。工程的前期編制計

劃，相關監測、質量控制及監察也都一一判給。羅立文稱，若成事會由相關公司繼續負責。 

冇 D 區減單位供應 羅：澳夠單位 

新城 CDE 區原規劃有兩萬住宅單位，尤以 D 區主供。最終若不填那些單位就沒了，但羅立

文指，本澳不缺住宅單位，現有約廿三萬單位，僅十九萬家團，而未來 A 區及偉龍馬路有近

四萬單位，而未來廿年預計人口增長約十三萬人、約四萬多家團，「大家唔洗咁擔心冇屋

住，大家放心，我哋唔洗瞓街，大把屋」。 

另 D 區取消，身後的原海洋世界地段、即總規建議的濱水商業區就擁回海景。羅司謂，由於

計劃未知能否成事，現不宜過多假設會否因此調整規劃，待有結論後政府會再研究。 

他強調，政府做總規立意良好，希望把澳門發展得讓居民舒服務、方便和靚，又有足夠的配

套，「我哋希望有咁好做得咁好，希望每個人附近乜嘢都有」，會在兼顧現實狀況下盡量

做。 

 

140



 

 

 

 

N078  9/9/2020 華僑報 

羅立文稱新城Ｄ區並非填海最好地段 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 

 

 【專訪】關於新城Ｄ區填海突然被叫停一事。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回應傳媒時表示，

新城Ｄ區並非填海最好地段，特區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不填新城Ｄ區，改

填新城Ａ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約四十一公頃。他認為，澳門半島缺乏綠化區，如

果將新城Ａ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作為綠化區，新城Ａ區和北區的市民都能使用，相

信效果會較好。 

 新城Ｄ區面積約五十八公頃，政府建議改填的水道區域較新城Ｄ區會減少十七公頃。被問

及為何不申請兩個地段都填海，羅立文稱，考慮到澳門水域問題，「需唔需要填咁多呢」？ 

 新城Ｃ、Ｄ和Ｅ區規劃為住宅地段，被問到取銷新城Ｄ區填海會否影響原本的住宅規劃。

羅立文稱，新城Ａ區和氹仔偉龍馬路項目分別有三點二萬和六千個單位，叫「大家唔使擔心

無屋住，唔使瞓街」。又稱，現時本澳有二十三萬個住宅單位，認為不缺乏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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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羅立文與政府多個部門代表昨到立法會，向議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

輕軌東線方案。 

 羅立文在回應議員時表示，政府是提出方向，希望將工業區集中在四個區域，未知二十年

後能否將慕拉士轉型。又稱，爭取明年（二零二一年）尾至後年初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

十八區詳細規劃則未有時間表，關於危險品中途倉已有選址，但地點屬宣告批給失效土地，

要等待完成司法程序再公佈。◇ 

 

 

 

N079  8/9/2020 論盡媒體 

羅司：已向中央申請填 A 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側水道取代 D 區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今（8）表示，特區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東

北側之間的水道以取代原計劃的填海 D 區。被問及為甚麼不同時填兩個地段，羅反問「我哋

需唔需要填咁多呀？」，又指自己都曾大膽地反問「C 區係唔係應該填？」羅立文又表示，

城市總體規劃的目的是讓市民住在一個覺得「舒服、方便、靚」的地方。 

羅立文聯同一眾官員向議員介紹「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草案及「輕

軌東線方案」以及回應議員提問。其間，羅透露政府目前向中央申請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

東北側之間的水道以取代原計劃的填海 D 區。若填完則有 41 公頃，比現時計劃中新城 D 區

少 17 公頃。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 

會後被傳媒問及該變動的理由，羅立文回應，新城 D 區並非填海最好地段，又反問 C 區是否

應該填。隨即自答，「算啦，C 區做緊啦」。又指，A 區日後比較密集，在 138 公頃土地上

會有 3.2 萬住宅單位。若能成功申請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即 41 公頃，並發

展為綠化區，屆時新城 A 區和北區的市民均能使用，他認為效果會較好。至於為甚麼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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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兩地段可以有更多的土地，羅則表示，「我自己覺得澳門其中一個靚嘅地方就係呢啲水，

填嚟填去，如果日後澳門連其中一個靚嘅風景都冇埋。」 

政府正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進行 60

日的公開諮詢。被問及這 20 年的總規想將澳門變成一個怎樣的地方，羅立文回應，「我哋

想做一個最好的規劃，最好的規劃就係你住一個地方你覺得舒服、方便、靚。這些就是我們

的目的。」  

新城 C、D 和 E 區曾規劃為住宅地段，有傳媒問到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會否影響原本的住宅規

劃。羅立文稱，新城 A 區和氹仔偉龍馬路項目分別有 3.2 萬和 6,000 個單位，認為「大家唔

駛擔心無屋住，唔駛瞓街」。他又指現時澳門有 23 萬個住宅單位，但只有 19 萬加團，現時

不缺乏住宅單位。整個新城填海區分 A,B,C,D,E 五部分，合共約 350 公頃。 

 

N080  8/9/2020 論盡媒體 

工務局︰疊石塘住宅區為中低密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建議，路環疊石塘山山體的其

中一個地段劃入居住區。該地段曾於數年前因發展商企圖興建過百米超高樓項目而引發「守

護路環」運動，經廉政公署調查後，政府於 2019 年收回相關土地。 

立法會今日舉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諮詢議員介紹專場。議

員吳國昌質詢疊石塘山應否列入不可都市化用地，議員李靜儀建議，將來詳細規劃時要明確

保護疊石塘山體，增加綠化面積以及開施的公共空間。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稱，路環雖設有居住用地，但會以保育優先，即使有住宅

區亦是中低密度的居住區，詳細規劃時會留有很多開放空間及綠化面積。 

另外，李靜儀亦關注北區 1(青洲區、筷子基區及林茂塘區) 增加居住用地，擔心會否是高密

度住宅。麥達堯回應稱，青洲區很多土地是私人土地，要提供誘因發展社區，否則這些土地

將繼續「放喺度」，對當地社區發展不是好事。 

他又稱，總體規劃草案加大保護青洲山的範圍，較 2010 年青洲山保護範圍加大一倍多，優

先保護環境以及文物，並會加入對山體、景觀、視廊的指引，對後續開發有限制，具體開發

容量會在詳細規劃訂定，平衡保育與發展。 

 

N081  8/9/2020 論盡媒體 

南灣湖 CD 區限高與主教山平排 議員憂破壞景觀 促降低限高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與政府多個部門代表到立法會，向議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

輕軌東線方案。多名議員關注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與主教山平排，憂慮日後該區發展會破

壞主教山景觀。 

 

立法議員蘇嘉豪說︰「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松山山腳最高可以起到 90 米，於是全部樓

都起最高 90 米，同個山平排，燈塔都睇唔到，我哋係咪要主教山都一樣呢？」他認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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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護好主教山景觀，南灣湖 C、D 區需要嚴格控制限高，應該如立法會一樣，建築限高為

10 至 20 米才能保障該區景觀。 

他又建議，南灣湖 C、D 區的發展應該是廣闊、開揚、低密度，主要是綠化地，以及供市民

使用的公共空間，少部分是文化設施以及旅遊娛樂，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 

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回應稱，城市總體規劃是綱要性的指引文本，一些功能和建築物的高

度，與視覺景觀未必有直接關係，將來詳細設計的佈置反而更加重要，興建政府建築物未必

一定會遮擋視線。 

她稱，南灣湖 CD 區限高為海拔 62.7 米，初步擬靠近山體限高 62.7 米，將來會是漸降式的

規劃，越靠海邊逐漸降低。並非所有建築物高度都相同，高度非一刀切。建築物高度會錯落

發展，下一階段城市設計會作考慮。 

議員何潤生關注，新城 B 區不建政法區後，政法區將遷至何處？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

表示，新城 B 區冀延續新口岸的商業氛圍，而政法區原有七棟大樓，檢察院已有用地，其他

政府設施將設於南灣 CD 區，「未必會拍到好埋」，緊密聯繫的設施會盡量安排同一地方。 

 

N082  10/9/2020 濠江日報 

增商業區多元發展 取消零散工業用地 

 

【特訊】政府昨日向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和輕

軌東線方案。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表示，顧問公司將在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編製

分析報告，城規會在收到諮詢意見及建議報告副本、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相關技術報告六十

日內，城規會需對相關草案提供意見。關於工業升級轉型，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

示，現時分佈零散的工業用地會取消，未來集中四大工業區。 

編製澳門總體規劃部門委員會聯同編製澳門總體規劃研究團隊，昨日下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委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的工作及公共諮詢的相關內容，讓城規委員

更好瞭解編製有關規劃的具體工作流程和進程，以及公眾諮詢的相關內容，包括規劃目標、

城市發展定位和佈局、土地利用、產業分佈、設施配套及技術指引等，以便後續能按法定程

序更好地?總體規劃草案提供意見及建議。輕軌研究團隊同場介紹輕軌東線方案。運輸工務司

司長羅立文、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等出席介紹會。 

陳寶霞表示，草案正展開為期六十日的公開諮詢，顧問公司將在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編

製分析報告，城規會在收到工務局送交的總體規劃草案公眾諮詢意見及建議報告副本、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及相關技術報告六十日內，城規會需對相關草案提供意見。工務局須自收到城

規會意見之日起九十日內編製最終報告，並將至呈交行政長官，就修改規劃草案或完成編製

規劃草案作出決定。經行政長官批准後，成為補充性行政法規。 

以百分比釐定 

建築物土地用途 

城規委員區頌兒關注總規劃的土地用途分類，指部分土地除了主要用途，並兼容其他次類別

的用途，如住宅居住用地包括居住用途，亦兼容商業、公共設施用途，而部分城市建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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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利用及綜合利用的模式，如何解讀次類別的用途，以及有關城市建築土地的用途分類？

同時，她指總體規劃每 5 年召開檢討欠缺靈活性。 

陳寶霞回應表示，總規劃除了每五年須做一次檢討，因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當中對土地

用途或整體規劃布局造成重大影響時，均可以檢討。她表示，總規劃草案將土地劃分八種用

途，對於城市建築物的土地用途分類，會按照建築物的百分比釐定其土地用途，若樓宇大廈

住宅佔比例達 65%以上，即使地舖為商舖，大廈會定為住宅用途；至於其他次類別的比例釐

定，未來在次類別的相關法規再作深入研究。她稱，公共基礎設施的土地用途兼容較多次類

別的用途，包括康體、教育、醫療、文化、社會及市政服務等，將來公共設施的土地用途會

出現較多次分類。 

旅遊娛樂區用地不變 

城規委員蔡韻璇關注不同用途土地的比例與現時的對比，以及如何平衡旅客旅遊和居民生活

的需求。麥達堯表示，總規主要增加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及

公共基礎設施區。當中旅遊娛樂區用地及面積維持不變，主要是新口岸、南灣區及路氹區。

至於旅客集中部分區域問題，麥達堯表示，澳門半島南岸提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擬利用新

口岸現有的旅遊文化資源，新增的商業及文化設施，再透過濱海綠廊串連，創新優美海岸線

及空間，提供居民旅客使用，從而紓緩遊客過分集中的問題。 

他指，各用地分佈中，商業區增加較多，由 1%加至 4%，以支持澳門產業多元化的發展。居

住區由 17%增至 22%，並透過產業佈局，新城建設及優化舊區環境等，引導居住人口分配

更平均。新增綠地區主要在新城區、東北區填海等。工業區和旅遊娛樂區的土地比例不變。

現時分佈零散的工業用地會取消，未來集中四大工業區。 

預留空間作教育用地 

城規委員鄭洪光關注總規劃的教育用地情況。麥達堯表示，總規劃的公共基礎設施區包括教

育的用地，主要作為高等教育用地，而非高等教育則與居住用地緊密結合，作物社區配套設

施，平均分佈於居住區，未來會在詳細規劃明確。他補充，過往在新城規劃時，當局與教育

部門商討有關問題，會預留足夠的土地空間，且條件比現有城區好。同時持續和教育部門溝

通教育用地問題。 

城規委員柯慶耀關注居住區人口密度高的問題，麥達堯表示，總體規劃預計 2040 年總居住

人口約 80.8 萬，包括在澳居住的外僱，目前全澳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約兩萬人，但部分地

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 14 萬人，希望透過新城及小區規劃增加新的居住用地，重新分

配人口，降低部分地區人口密度。 

城規委員蕭志泳指，澳門是微型經濟體，總規劃除本地規劃，亦要多著墨區域聯繫，以推動

澳門融入大灣區發展。麥達堯表示，總規在區域聯繫方面著墨好多，如草案提出"兩門戶""三

樞紐""四軸帶"等，均與促進區合相關，未來亦會在"門戶、樞紐、軸帶"周邊土地設有相關設

施，如會展等；而主要出入境口岸亦會透過輕軌等交通，把人流帶至各區。 

輕軌橫琴線年內有消息 

多位城規委員關注公共交通規劃。其中城規委員黃國基關注輕軌東線的客運量，何蔣祺表

示，輕軌運量要視乎班次密度，氹仔線與東線連接後的複合效應有助提升客流量，最高可 2

分 30 秒發出 1 班車，每小時客運量可達 9,600 人次，相信可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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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委員陳昭怡關注輕軌的佈局以及建設進度，以及輕軌站點與澳門各區的交通接駁等。羅

立文表示，輕軌氹仔線中，由氹仔海洋站接駁媽閣的工程已開工，氹仔石排灣線昨已開標，

今年內會有橫琴線消息，即短期內會有蓮花站接駁至橫琴站的消息。麥達堯表示，在 2040

年前，輕軌主力興建東線、石排灣線、橫琴支線、氹仔海洋接駁過海至媽閣的支線等，做好

澳門外圍的跨區輕軌網絡，未來是否有其他的支線規劃會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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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3  10/9/2020 市民日報 

大項目影響土地用途可提前檢討 

 

【本報訊】政府代表昨向城規會介紹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諮詢文本內容。有城規會

委員關注城市總體規劃每 5 年檢討欠缺靈活性。政府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會因實施大型公共

建設項目，當中對土地用途或整體規劃布局造成重大影響時，均可以提前檢討。總規是方向

性指引，澳門是小經濟體，會因應社會經濟變化做細部調整。 

政府昨午向城規會介紹總體規劃草案，會上，城規會副主席邱庭彪首先向與會的城規會委員

介紹總城規和分區詳細規劃的分別。 

邱庭彪表示，總規是制訂整個特區空間的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並對公共基礎和公

用設施作合理和綜合部署的城市規劃。城市規劃目的是把澳門的整體規劃區分出來，根據城

市發展，訂定城市空間的結構、空間的使用分區，對公共基礎公用設施作出合理部署。詳細

規劃則是根據總體規劃的規定，對特定地區，或每個區域土地的使用、發展強度、公共基礎

設施的設置作出詳細規定的城市規劃。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按照《城市規劃法》及《城市規劃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公開諮

詢期完結後 180 日內，會以書面方式就該等意見及建議編製分析報告及發布。 

城市規劃委員會作為特區政府城市規劃範疇的諮詢機構，在收到土地工務運輸局送交的總體

規劃草案公眾諮詢意見及建議報告副本、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相關技術報告起 60 日內，城

規會需要對規劃草案提供意見。局方須自收到城規會意見之日起 90 日內編製最終報告，並

將之呈交行政長官，供其就修改規劃草案或完成編製規劃草案作出決定。經行政長官批准

後，成為補充性行政法規。 

詳規因應社會變化適當調整 

所以，今次主要是向城規會委員介紹相關草案諮詢文本內容，她強調是次是介紹，按城規

法，在完成是次 60 日公眾諮詢後，會再有 180 日讓顧問公司製作總結報告，屆時才是城規

會開始工作的時候，城規會最長會有 60 日時間讓委員對顧問公司的總結報告發表意見，之

後顧問公司會做最終報告，再呈交行政長官做決定。 

城規會委員區頌兒對總土地分類有疑問，她關注一些土地存有次類別用途，若要混合利用發

展可以如何做？她又指總體規劃 5 年才檢討 1 次，若要連接鄰近地區發展，5 年檢討期會否

太長？她希望總體規劃更有靈活性，建議縮短總規 5 年檢討的做法。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

廳長麥達堯補充表示，總規根據城規法訂定 5 年必須檢討，至於時間是否太長，涉及總規的

剛性及彈性的拿捏，部分會留在詳規或因應社會變化作適當調整，具體的數字不會寫太多在

行政法規，總規是方向性指引，澳門是小經濟體，會因應社會經濟變化做細部調整。 

至於城規會委員鄭洪光關注教育用地規劃，麥達堯表示，總規主要預留高等教育用地，而非

高等教育與社區性居住用地須緊密配合，用地屬社區性配套設施，未來會在居住區平均分

布，將來在詳規會明確點出。政府會與教育部門商討，預留足夠空間，條件會比現有城區

好，藍天工程亦會同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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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4  10/9/2020 力報 

土地用途重新劃分 盼帶動人口重分配 

 

特區政府昨（9）日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會

上多位委員關注《總規》劃分各項土地用途的比例和現時的對比。特區政府表示，為支持澳

門產業多元化發展，最大的轉變是商業區增加較多，由原有的 1%增加至 4%；另外居住區由

原有 17%增加至 22%。至於工業區和旅遊娛樂區的土地比例基本維持不變。工務局城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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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希望透過總體規劃重新分配人口，降低人口密度壓力，但他也強調，

人口遷移不是「搬數字咁」就可以解決。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下稱《總規》草案）按「土地用途規劃圖」劃分了八個土地主

要用途，並能兼容其他次類別的用途，例如居住區土地除居住用途外，亦兼容部分商業、公

用設施用途。按規劃內容指，未來整個土地使用範圍共約 36.8 平方公里，其中居住區佔

22%；商業區 4%；工業區 2%；旅遊娛樂區 13%；公用設施區 10%；生態保護區 18%；綠

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 8%；公共基礎設施區 23%。 

麥達堯表示，《總規》草案主要增加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及公

共基礎設施區。旅遊娛樂區方面，未來主要仍集中在新口岸區、南灣區及路氹城區，土地面

積基本維持。工業區方面，現時分布零散的工業用地會取消，未來集中四大工業區。至於新

增綠地區主要在新城區、東北區填海等。 

人口推算包含外僱人口 

澳門人口密度冠絕全球。《總規》草案推算至 2040 年，澳門總人口約為 80.8 萬。會上有委

員關注，未來土地的增加未能降低本澳人口密度，是否已經包括外僱人口。麥達堯回應，上

述推算已包括未來會增加的常住外僱人口。他指部分區域人口密度確實較高，希望透過總體

規劃重新分配人口，降低這些區的人口密度壓力，但有關構思需要詳細規劃，且人口遷移問

題不是「搬數字咁」就可以解決，期望透過產業布局，新城建設及優化舊區環境，引導居住

人口分配更平均。 

擬建濱水旅遊軸帶 分流旅客 

至於旅客集中部分區域問題，麥達堯表示，未來澳門半島南岸擬建設濱水歷史旅遊軸帶，利

用新口岸現有的旅遊文化資源，新增的商業及文化設施，再透過濱海綠廊串連，創新優美海

岸線及空間，提供居民旅客使用，從而紓緩遊客過分集中的問題。 

增加商業地包括氹仔前海洋世界 

至於在商業地增加方面，一直未有著落的氹仔前海洋世界用地，在總體規劃中被劃分為商業

地。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會後被傳媒問到，為何會作出有關決定，他表示政府認為現時本

澳缺乏商業用地，「趁呢個機會加返少少，邊度有地方就加。」被問到其實政府有沒有考慮

將該土地用作其他用途，他僅簡短回應「有」，但指政府要盡量平衡八個土地用途類別的分

布。至於有關決定會否影響沿岸景觀，他則表示「幾時出咗（土地）詳細規劃再傾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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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5  10/9/2020 濠江日報 

加大城規宣傳力度 

 

特區政府砥礪奮進，共創新猷；先立後破，依法施政。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屆滿 21 年之

際，城市總體規劃諮詢姍姍來遲，當局擬全面規範澳門街未來 20 年全新發展格局，可謂氣

勢宏大，「頂層設計」幾乎超過天花板，高到令人摸不著頭腦。近期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影響

澳人長期福祉的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紛紛發表意見，官民共同為建設快樂美麗家園出主意、

想辦法。 

城市總體規劃需要立法後實施，按照當局的既定方案，已有出台時間表。工務局官員表示，

根據「城規法」，總城規草案進行 60 日諮詢，隨後顧問公司在 180 日內進行總結報告，之

後最多 60 日讓城規會發表意見，最後顧問公司再用 90 日進行最終報告，預計明年 9 月將總

體規劃報告呈交行政長官。運輸工務司官員在議員專場諮詢會上表示，爭取明年尾至後年初

完成總體規劃行政法規立法，18 個分區詳細規劃則未有時間表。 

運輸工務範疇連續兩日舉行專場諮詢會，繼議員專場後，昨日舉行城規委員專場諮詢會，介

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連續兩日專場諮詢，官員爆出「草案」沒有列明

的多個猛料，最令社會感到震驚的是改變已獲中央批覆的新城填海方案，該方案是耗費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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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經過多次研究、諮詢之後的成果，現時面臨被廢掉的可能。有專家學者對當局的草率

做法深感不滿，質疑違反「城規法」。 

18 個功能分區的詳細規劃是下一步工作，不過運輸工務範疇官員認為，功能分區全面落實的

可能性甚微。官員指出，不是 20 年內一定可成功將慕拉士轉型為商業區，總體規劃只是大

方向。涉及土地法、以及業主意願等，政府期望 20 年內可慢慢轉型，並且在詳細規劃中訂

定開發的具體容量，給予誘因轉型。單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實屬「拋

磚引玉」，欠缺對於城市發展願景的指導性，只是一個框架。 

2014 年生效的「城規法」即屬於框架性法律，該法生效 6 年來，總體城規一直未能出台，

分區規劃也無法進行，不單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更令收回土地的用途無法規劃。假若按照

官員現時公佈的時間表，18 個功能分區的詳細規劃有排等，擾攘多年之後，收回土地仍可能

用於「養草」。另一方面，社會質疑總城規未能結合「五年發展規劃」和「第四空間」，另

起爐灶再煮一鍋夾生飯，到時或將所有棘手問題推給 18 個功能分區的詳細規劃，仍然是於

事無補。 

過往經驗已證明，政策諮詢須配合深入民心的宣傳工作，方可消除閉門造車的不利因素，透

過集合民智，廣納民意，從而避免如同「土地法」甫一立法即叫苦不迭的尷尬局面。政府相

關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側重專業界別，面向普羅大眾，廣泛聽取社會意見，共建快樂、智

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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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6  10/9/2020 澳門日報 

挖疊石塘山闢居住區？ 羅司：詳規再議 

 

【本報消息】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建議路環疊石塘山山體的其中一個地段劃入居住區，工

務局日前表示路環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但沒有承諾不開挖疊石塘山體。運輸工務司司長

羅立文表示，只有行政長官才可作承諾，又稱現時該區是劃作住宅的用途，居住區密度未

定，具體要待詳細規劃再商討。 

總規及詳規要區分 

傳媒追問擔心無保障，市民難以表達贊成或反對意見？羅立文則希望大家要區分總規及詳

規，又指若某地要發展，規劃條件圖要經城規會，且提前有十日公示，屆時市民可提意見，

不用心急。 

因應實況細部調整 

至於有城規會委員希望總體規劃有靈活性，建議縮短總規五年檢討的做法。工務局長陳寶霞

表示，根據城規法總規五年檢討，因為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而對土地用途或整體規劃佈局

造成重大影響亦可檢討。 

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總規根據城規法訂定五年是必須檢討，至於時間是否

太長，涉及總規的剛性及彈性的拿捏，有部分會留在詳規或因應社會變化作適當調整，具體

的數字不會寫太多在行政法規。總規是方向性的指引，澳門是小經濟體，會因應社會經濟變

化做細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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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7  10/9/2020 市民日報 

總規商用地增至 4%促產業多元 

 

【本報訊】已被政府收回的氹仔前海洋世界發展項目土地，面積逾 13 萬平方米，由於背山

面海，是氹仔極罕有的「靚地」，社會一直要求將之規劃為休閒、綠化、玩樂空間。然而，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把上述土地劃為「商業區」，與市民期望出現很大的落差。運輸

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表示，澳門的商業用地較缺乏，故趁總規時增加相應用地，舉例如原海

洋世界土地、新城Ｂ區、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空地、路氹中間的空地等均規劃為商業用

地，藉以促進澳門產業多元化。 

原海洋世界及 B 區作商業用地 

羅立文表示，總規把全澳土地分為 8 個用途，其中澳門商業用途土地較少，商業區現在只佔

總土地面積的 1%，為此，當局趁今次制訂總體規劃，增加商業用途的土地面積，未來增至

4%。「我覺得澳門而家係缺乏呢樣嘢（商業用地）。原海洋世界係塊空嘅地，第二塊就係 B

區，因為澳門要多元化，要增加啲色水（不同顏色的用地）。」未來各區會制訂詳細規劃，

居民毋需擔心土地用途會影響沿岸景觀。 

他又謂，政府有考慮到市民希望增加綠化及社會設施的願望，他又認為現時其他用途土地的

比例也不少，要盡量平衡 8 個用途土地之間的比例。 

部分疊石塘作居住待細規商討 

路環疊石塘部分山體被劃為居住區，引起社會關注，日前政府自立法會介紹總規草案諮詢文

本時，被議員追問疊石塘山體保育，工務局回應表示，路環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但沒有

承諾不開挖疊石塘山體。有傳媒擔心發展成居住區會涉及開挖山體，羅立文則只重申，希望

大家要區分總規及詳規，他又指若某地要發展，規劃條件圖要經城規會，且提前有 10 日公

示，屆時市民可提出意見，不用心急。他又直言，只有行政長官才可作承諾，現時該區劃作

住宅用途，具體要待詳細規劃再商討。 

特區政府向中央申請在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填海，不填新城 D 區。有城規會委

員質疑更改填海區域違反《城規法》，被問及需否重新諮詢總規？羅立文不認為違反城規

法，他指總規並非沒有彈性，且根據城規法，若有大型建築工程造成重大影響，不需要等到

5 年才檢討總規。 

羅立文強調，向中央申請新城 A 區水道區域填海並非兒戲，仍要論證，「我唔信咁容易批

到」。被問及會如何勸服中央批准填海？羅立文指正開展相關程序，不適宜透露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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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8  10/9/2020 力報 

A 區填海有待中央批覆 羅司：唔信咁易批到 

 

重點聚焦  

「我只可以話我哋（特區政府）有呢個意思，呢樣嘢行緊，未有結論。」社會熱議新城 D 區

填海可能被取消，改為在新城 A 區西側近岸填海，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9）日面對傳

媒時再次重申尚未定案。他強調，方案仍需中央政府批覆，他相信獲批准並不容易。 

由於新城 D 區涉及居住空間的問題，在前（8）日的公開諮詢會立法會議員專場上，不少立

法會議員關注新城 D 區取消後的居住問題，但在昨日的城規會專場上，許多城規會委員則對

此表示贊同，認為做法合理。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布，社會熱烈討論，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

日出席城市規劃委員會公開諮詢會專場，再次談到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為在新城 A 區近岸

水道填海約 41 公頃、建設綠化區域的議題。 

羅立文表示，有關決定並不是兒戲，方案仍待中央政府審批，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雙方均

需就此進行解釋和論證，「我唔信咁容易批到，所以依家都未批到。我只可以話我哋（特區

政府）有呢個意思，呢樣嘢行緊，未有結論。」至於特區政府要如何說服中央，他不願說明

細節，強調現階段不宜透露洽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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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沛：牴觸《城規法》 

澳門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昨日探討《總體規劃》草案，城規師胡玉沛在節目上質疑取

消新城 D 區的建議，指政府前後三次花費巨額公帑進行諮詢，結果最後又不尊重市民意見和

城規原則，難以維護公眾利益，批評有關變動或已牴觸《城規法》，認為若涉重大修改，應

重新進行分析及再次向公眾諮詢。 

羅司：輕軌北線變東線 係咪違法？ 

對於胡玉沛的說法，羅司昨日表示「睇唔到點解違法」，經過在場傳媒再三解釋，羅司恍然

大悟表示「咁樣唔係違法！」 

他解釋，城市規劃是有彈性，按《城規法》規定，城市規劃除了應按規劃生效之日起五年後

進行檢討，亦可因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而對土地用途或整體規劃布局造成重大影響，政府

可以提前就城市規劃進行檢討，所以「唔使等五年。」 

羅司又再三引用自己五年前定下的施政方針與現在比較，指五年前還打算諮詢公眾興建輕軌

北線，但「而家都冇咗北線，變咗東線，係咪違法？唔係啊嘛。」 

城規委：過去新口岸也填充河道 

對於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為在新城 A 區近岸填海的建議，多位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表示認

同。委員呂澤強表示，過去新口岸區完成填海工程後，原本與澳門半島之間也有河道分隔，

但由於使用不便，加上水淺令河道傳出臭味，後來政府決定將河道填充。他相信情況會與未

來新城 A 區相似。他又指，氹仔本身已有一部分填海用地，認為現階段氹仔島與澳門半島之

間的海域填得愈少愈好，避免該海域愈來愈窄。 

委員雷民強亦認同有關建議是合理安排，對日後區與區之間的交通往返、優化交通、減少環

境污染等都較為有利。 

至於取消新城 D 區的影響，委員梁普宇憂慮，屆時作為商住社區的新城 C 區將會變成「孤

島」，外圍少了通道與其他區域連接。雷民強則認為，可在日後城市規劃中增加更多配套，

增加區域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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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9  10/9/2020 力報 

疊石塘建住宅破壞自然環境？ 羅司：暫時不可下這樣的結論 

 

在正在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路環疊石塘山被劃為居住區。工務局前（8）日表

示有關居住區以中低密度為主，但沒有承諾不開挖疊石塘山體。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

（9）日表示，「承諾只有行政長官先可以做。」又稱現時該區雖然是劃為住宅用途，但具

體情況待詳細規劃時再商討。 

羅司昨日面對傳媒追問，將疊石塘山劃為居住區會否破壞路環區的自然環境，羅司則認為暫

時不可下這樣的結論，強調還要視乎總體規劃的諮詢結果；他又稱即使該區已被劃為居住

區，但屆時進行詳細規劃時亦可細分，他又稱現階段擬將該區劃為居住區不是一錘定音的方

案。 

被問到現時政府對於疊石塘山體沒有保護措施，市民在缺乏這些資料之下，不知道應該表示

贊成或反對。羅司則請大家放心，指若果某塊地要發展，規劃條件圖要經城規會，且提前有

十日公示，屆時市民可提意見，不用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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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0  10/9/2020 正報 

C 區規劃公園 預留十公頃作濱海綠廊 

 

【本報訊】對於有意見提倡把新城填海 C 區規劃為公園，工務局廳長麥達堯回應，該區已預

留逾十公頃土地為濱海綠廊。他也表示，較難透過規劃讓市民使用單車出勤。另外，政府沒

有取消外港碼頭的計劃。 

昨午，特區政府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介紹城市規劃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 

諮詢文本將新城填海 C 區 (即氹仔海洋花園對開的新填海區) 劃分為「居住區」、「商業

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有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建議，把新城填海 C 區規劃為公

園。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新城填海 C 區的土地面積為三十二公頃，已預

留逾十公頃土地為濱海綠廊。至於新城填海 C 區的具體用途，市民可在總體規劃的諮詢期內

提供意見，讓當局聽取後去訂定詳細規劃。 

對於有委員倡議增加單車出行的規劃，麥達堯回應，已在新城填海區預留濱海綠廊，也計劃

延伸氹仔的單車徑。續提出，基本上從休閒角度去安排，較難透過規劃讓市民使用單車出

勤。 

外港碼頭獲保留 

關於外港碼頭的去留，麥達堯表示，仍然保留外港碼頭，沒有取消的計劃。 

另外，有委員關注輕軌的運量，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何蔣祺回應，東線和氹仔

線直通後的複合效應將增大很多，估計將來採用四節車廂行駛，可以滿足需求。 

若需求在未來持續增加，輕軌系統最高可調整至兩分半鐘發出一班車，即每小時的客運量為

九千六百人次。何蔣祺也指出，可能受到覆蓋範圍及疫情影響，為應對乘客需要，現時的氹

仔線可說是綽綽有餘。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提出，將在今年內公布輕軌橫琴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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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1  10/9/2020 市民日報 

城規委指改填 A 區水道合理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日前透露，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不填新城 D 區改

為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城規會委員雷民強和呂澤強認為政府決定合理，對日

後區與區之間的交通往返、優化交通、減少環境污染等都較為有利。 

至於政府建議不填 D 區會否影響未來該區的規劃，雷民強認為，可在日後城市規劃中增加更

多配套，增加區域的功能性，同時希望政府多個部門到城規會介紹時，可多作有關介紹和解

答。 

澳氹間水域不應愈填愈窄 

呂澤強則表示，過去皇朝區最初填成之時，與澳門半島之間也有一條河道，因為使用不方

便，以及水淺、有臭味，後來政府把將該河道填平。他相信新城 A 區日後也會出現相同情

況，現時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連繫，只靠友誼圓形地引橋連接，以及連接友誼大橋的

高速公路，日後如何令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更好地連接，政府需要在總體規劃有更多考慮。

對於填海，呂澤強認為，「愈填得少愈好」，填海會令澳門半島與氹仔之間的水域愈來愈

窄，政府的決定應該是想令澳門外港的海域可以擴闊，而非愈縮愈窄。至於南灣湖 C、D 區

限高為海拔 62.7 米，呂澤強認為建議合理，限高或建議建築物靠近山體，沿海建築物降低，

是為了澳門半島未來沿海濱海視覺景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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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2  10/9/2020 華僑報 

羅立文稱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只劃分土地用途 詳細規劃時才討論其他問題 

 

【專訪】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建議疊石塘山劃為居住區後，會否開挖山體。運輸工務司長羅立

文昨日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只劃分土地用途，待路環區詳細規劃時才討論建築密度等問

題，而社會可在有關地段規劃條件圖草案公示期提出意見。 

 運輸工務司長羅立文與政府多個部門代表昨日下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介紹澳門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 

 位於友誼大橋及嘉樂庇總督大橋之間海域、氹仔對開海面的新城Ｄ區的填海計劃有變。政

府建議不填Ｄ區，改填新城Ａ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面積約四十一公頃。城市規劃

委員會委員雷民強認同新城Ａ區和澳門半島間水域填海是合理安排，認為對日後區與區之間

的交通往返、優化交通、減少環境污染等都較為有利。至於政府建議不填Ｄ區會否影響未來

該區的規劃，雷民強認為，可在日後城市規劃中增加更多配套，增加區域的功能性，同時希

望政府多個部門到城規會介紹時，可多作有關介紹和解答。 

 呂澤強委員支持有關的填海計劃，認為效益會更好，至於南灣湖Ｃ、Ｄ區限高為海拔六十

二點七米，他認為建議合理，認為限高或建議建築物靠近山體，沿海建築物降低，是為了澳

門半島未來沿海濱海視覺景觀線。 

 另外，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總體規劃主要預留高等教育設施用地，

而非高等教育則屬社區性配套設施，與居住用地緊密配合及平均分佈，將在詳細規劃明確點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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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3  10/9/2020 力報 

土地利用欠缺技術分析 意見指《總規》草案「危機四伏」 

 

澳門電台節目《澳門講場》昨（9）日與聽眾一同探討城市規劃草案內容。城規師胡玉沛形

容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為「危機四伏」，認為土地利用並沒有着墨說明技術分析，欠缺詳細解

釋，以商業用地為例，原海洋世界地段為商業區，何解不設於車胎公園，非要設於海邊不

可？ 

節目上，有聽眾認為經歷多番辛苦才成功收回的疊石塘，現時被規劃為中低密度居住區是不

合理，批評稱：「呢度一定係豪宅，唔會比普通市民住。」更質疑是為商人圖利；另有聽眾

批評整體輕軌沒有預案，過去多個不同範疇的草案或規劃好似積木「砌完又重新再砌」，浪

費時間。 

胡玉沛同樣不認同疊石塘劃分為居住區。他指出，路環是澳門城市「最後的後花園」，笑

言：「無理由嗰到會有公屋別墅啩？」為何仍要刻意挖掘山體？澳門各區屬於混合區城市，

有工業、零售等範疇，政府是否有考量路環區是否可滿足「職住平衡」（即職工的數量與住

戶的數量大體保持平衡狀態）。另一方面，胡玉沛認為慕拉士轉為商業區，或會扼殺設於該

區工業大廈內的文創、藝術、物流等發展。 

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指出，即使該份城市規劃出台後，相信仍難以避免與文遺保育間

的爭議，而 18 區詳細規劃需在總體規劃基礎上進行，龐朝暉擔憂政府無詳細說明，或會留

下爭議伏線。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則指出，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予旅遊博彩發展，建議

將工業用地活化或高技術高增值升級發展，但因應社會急速發展，特區政府應更有前瞻性，

預留一定土地資源發展新方向，但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設施等則未有細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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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4  10/9/2020 論盡媒體 

羅立文:疊石塘山開挖與否 只有特首先可以承諾 

 

昨日在回應議員關注疊石塘山的保育問題時，工務局官員表示路環雖設有居住用地，但會以

保育優先，即使有住宅區亦是中低密度的居住區，詳細規劃時會留有很多開放空間及綠化面

積。今日（9）媒體再次問及該山的保育以及政府會否承諾日後不會開挖山體時，運輸工務

司司長羅立文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只劃分土地用途「你就睇到而家只規劃，無話密度好

高或低，幾時去詳細規劃再傾。」又指，「承諾只能行政長官可以做」 

羅立文聯同一眾政府代表到城規會介紹《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

以及《輕軌東線方案》以及回城規委員提問。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 

根據草案，疊石塘山山體的其中一個地段劃入居住區。會後，傳媒繼續追疊石塘山的保育問

題，羅立文表示，雖然該山體有部分被劃入黄色，即規劃發展成住宅，但目前只是總體規

劃，要到路環區有詳細規劃出來再討論居宅的密度，又指日後若該地段要發展要出規劃條件

圖，到時市民可以提意見。根據草案，路環區大部分是劃分為生態保謢區、綠地或公共開放

空間區。被問及若日後疊石塘山山體被破壞會令整個城市綠化空間減少時，羅立文則強調要

看詳細規劃以及看諮詢結果。又指自己不能給予承諾不開挖山體，只有行政長官可以。草案

建議去到 2040 年全澳約有 36.8 平方公里並劃分 8 種土地用途包括居住用地佔 22%，生態

保護區佔 18%等，問及政府會否就各種用途的土地設固定比例時，羅立文則回應，「幾時出

行政法規就係固定咗啦。」 

城規師胡玉沛在澳門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探討總體城規時以「危機四伏」形容總體城

規草案。根據電台的報道，胡認為政府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既無技術分析，也沒有根

據量化標準而設定。他質問為甚麼原海洋世界用地為何不做綠化帶，路環疊石塘山山腰為何

會列為居住區。廉署較早前公佈關於疊石塘山山腰超高樓項目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疊石塘

山超高樓建築項目所處的田畔街地段屬國有土地，廉署曾公佈關於疊石塘山超高樓項目的調

查報告，指出疊石塘山超高樓建築項目所處的田畔街地段屬國有土地，不排除有人利用司法

程序，冒充業權人後人非法獲得土地，故特區政府已收回該土地。 

 

N095  11/9/2020 新華澳報 

慎防某些爭議論題成為提前結束「蜜月期」轉捩點 

 

有專業人士聲稱「感到驚震」的取消Ｄ區的議題，正在發酵，社交媒體中甚至流行一種「陰

謀說」，將此與羅立文司長的「澳門不缺住宅單位」捆綁起來，直指這是特區政府為地產發

展商「度身定做」，防止住宅單位「過剩」損害他們的商業利益而制定的決策。由於「上樓

難」仍是澳門青年人的怨氣所在，如果因此而導致青年人繼續深受「上樓難」之困，就可能

會是行政長官賀一誠與澳門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甚至反對派的「蜜月期」提前結束的重要轉

捩點，因而必須慎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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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香港特區就有著深刻的教訓。在香港發生「佔中」尤其是「反修例」事件之後，許多

權威性調查報告都分析認為，這是外來勢力利用香港特區政府的某些施政缺失，撩動青年人

的不滿情緒而致。這就如「雞蛋」與「溫度」的關係那樣，如果沒有「雞蛋」的內因，「溫

度」的外因將難以發揮作用。而其中一個重要內因，就是香港特區的年輕人除了是要承受

「上流難」之困之外，還要深受「上樓難」之痛。但是，香港的地產發展商「大鱷」，為了

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劫持特區政府，不但是狙擊「八萬五」計劃，而且也反對填海規劃，

讓年輕人不是連首期都付不起，就是雖然勉強付出首期，也變成終生「房奴」，難以有其他

的中產生活品質的消費，而且居住空間簡直就是「蝸居」。因而只要有外來勢力挑撥，並以

所謂西方「普世價值觀」作引誘憧憬，就很容易被撩動起來。 

表面上看，正如羅立文司長所言，本澳不缺住宅單位，現有約二十三萬單位，僅十九萬家

團，而未來 A 區及偉龍馬路有近四萬單位，未來二十年預計人口增長約十三萬人、約四萬多

家團，因而「大家唔洗咁擔心冇屋住，大家放心，我哋唔洗瞓 

街，大把屋」。但只要看澳門的實際情況，在已經持有住宅單位的居民中，不但要看「數

量」，更要看「質量」。因為仍然有將近一半的「有樓」居民，是居住在沒有電梯的「唐

樓」，甚至如同佑漢新村的「殘樓」之中。而且有不少家庭是一家三代同堂的，極為擠迫，

其居住品質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也未能滿足年青人擁有單獨「安樂窩」的意願，他們有著

搬進電梯樓的渴望及期待。因此，不能以「靜態」思維看待已有二十三萬單位的數據，而必

須以發展的「動態」思維，看待未對居住樓宇的剛性需要。「唔洗擔心瞓街」只是很卑微的

訴求，所有居民都能住上舒適的電梯樓，才是最基本的追求，也才能體現「一國兩制」的優

越性。 

而且，「澳門不缺住宅單位」之說，也與前一段時間澳門特區官民都在強調，澳門已經發展

飽和，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因此向中央求援的作為，直接自我打臉。實際上，中央十分重視

澳門特區的這個訴求，因而千方百計地為澳門想辦法，習近平主席提出橫琴必須為澳門服務

的重要指示，珠海市與澳門合作「澳門新街坊」規劃；中央在批准新城填海區之後，又劃撥

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現在卻說「澳門不缺住宅單位」了，讓人感到此前向中央的「訴

苦」，是作假的。 

《城市總體規劃》就十分重視對居住區的規劃，指出居住用地住房是本澳重大民生議題，是

特區政府一直努力積極應對的重點施政工作。因而「總體規劃草案」明確住房規劃三個重要

目標方向，包括：居住用地基本滿足到二零四零年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優化將來職住平衡

空間佈局；建設宜居新區。「總體規劃草案」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政策，將居住

區用地劃分為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二，以裨使基本能滿足二零四零年約八十萬預測人

口的住屋需求。而且，還針對澳門人口密度較高，人口分佈主要集中於澳門半島北區的實際

情況，為改善部份分區人口密度過高，土地利用分佈不均，以及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

空間不足等問題，「總體規劃草案」還提出以都市更新的契機，透過土地利用分配，重新規

劃住屋、商業、公用設施、公共開放空間等，提升居民生活素質， 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尤

其是優先考慮於發展年期較長、建築物樓齡較高、生活 環境較擁擠的地區開展都市更新，其

中計劃以北區-2 及中區-1 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這些規劃，與「澳門不缺住宅單位」

之說，是有所扞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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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新城填海區的Ｄ區與Ｃ區來說，就是一個提升澳門居民居住品質，及向澳門居民提供更

多高品質住宅單位的規劃。因而就有著諸如「隨著輕軌的落成及配合珠海十字門的發展，持

續規劃作綠色低碳居住及商業兼融的社區，由小潭山及沿海區域形成山海城相互滲透的格

局。規劃建設『十字門水域區域合作樞紐』，並構建『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土地使用主要

為居住區及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建議沿海地區新發展項目的建築高度應為較低

矮，並考慮階梯式建築高度輪廓。延續澳門『山、海、城』景觀特徵及天際線，由小潭山、

大潭山及沿海地區形成山海相互滲透的格局。以內湖沿岸綠帶、濱海綠廊為主要元素，並通

逼南:北向的綠廊作聯繫，打造綠色低碳社區。」的美好願景描述。 

而在此之前，經過三輪公眾諮詢定案的《新城區總體規劃方案》，也對Ｄ區作了美好的規

劃，相信是「總體規劃草案」對 D 區的規劃，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及提升。 

本來，以一般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態，反而以為將會取消新城 C 區。因為該

區正好是在海洋花園的前面，將會遮擋海洋花園的視線。而海洋花園的住戶，多是達官貴

人，幾乎是集中了全澳的高級公務員及工商界，還有專業人士。反而Ｄ區的背後，沒有高尚

住宅區，沒有起到遮擋視線的作用。 

既然「總體規劃草案」那麼強調「一河兩岸」景觀，就更不應取消新城 D 區。因為澳門不象

香港、廣州、上海那樣，一河兩岸的距離較近，而且兩岸的建築也沒有那樣較為集中及具有

標誌性，以及除了葡京一帶之外，建築物的燈飾也不夠亮麗。而在ＣＤ區填海及興建有特色

的樓宇後，就可拉近兩岸的距離。因此，取消Ｄ區，是與「一河兩岸」背道而馳。 

更重要的是，取消 D 區後，就成為夾在 C 區及 E 區之間的凹位。在流行力學上，西江河水所

夾著的泥沙，可能會在此沉澱堆積，最終成為淤泥淺灘。實際上，珠江三角洲就是由西江夾

著的泥沙，在急流突然遇到面積較大的出海口，流水的力度降低之後，泥沙沉積而成的。而

當年澳門提出新城填海區規劃，當然主要是為了解決澳門缺乏土地資源的問題，但也正是參

考了珠江水利委員會的理論，收窄水道有利於西江夾帶的泥沙衝出大海。按照這個理論，取

消 D 區，該位置就將會成為泥沙淤積區，特區政府不填海，西江也將會「填海」，只不過是

一片淤泥淺灘，與 C 區及 E 區不和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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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6  11/9/2020 澳門日報 

灣青協：單牌車入琴促灣區建設 

 

【本報消息】澳門（單牌）機動車入出橫琴管理辦法通知日前公佈。澳區廣東省政協委員、

大灣區青年發展協會會長黎鳴山表示，配合自去年十一月份由公安機關改為對澳門機動車輛

發放電子入境機動車牌照的措施，政策將有助澳人善用橫琴發展機會，深入灣區平台"逐夢

"。 

黎鳴山認為，以電子形式發放車牌號和行駛證及延長有效期，使"單牌車"名副其實，吸引澳

門青年落戶橫琴創業置業，同時方便本澳中小企融入灣區發展。隨着新辦法先行先試的經驗

累積，日後進出橫琴車輛總額將可快速增加，讓更多居民分享建設橫琴紅利，紓緩澳門現時

土地資源缺乏問題。指出在政策落實及管理模式上的成功實踐，將為澳門車輛分階段落實進

出灣區城市提供方案模塊，有助快速實現粵澳深化合作，但在推進兩地融合時需考慮現行的

粵澳兩地牌照法規管理以及擁有牌照人士已繳費問題。 

黎鳴山關注出入橫琴的澳門單牌駕駛者雖有內地有效駕駛證，但兩地駕駛習慣不一樣，部分

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建議兩地政府在協調放寬澳門車輛進入橫琴應加強普及本澳駕駛者當地

交通和其他法律法規，避免造成他人不便，影響兩地人民感情。 

橫琴作為灣區發展重要地段，與澳門往來人員交通配置十分重要，考慮澳門日後的發展以及

新填海規劃，現時橫琴澳門兩地口岸的周邊交通配置將未能配合澳門發展。 

他認為，城市總規劃中的氹仔北區-1（新城 C、D 區）居住用地帶來的人口增加，以及日後

訪澳旅客數字上升和落戶橫琴的澳門市民跨境上班，均會增加橫琴口岸周邊地區的交通壓

力。建議"總體規劃"發展方案需結合澳門自身及國家的發展定位，特區政府應盡早考慮未來

發展的需要，為更新相關的交通運輸配套作規劃。長遠與橫琴區政府部門及海關總署等商討

增設橫琴澳門兩地通道，同時為未來存有適合的發展通道樞紐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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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7  11/9/2020 訊報 

城市規劃聊勝於無 遊戲規則有好過無 

 

千呼萬喚，一份完整的、可以見人的、屬於澳門人的都市總體規劃草案終於進入立法諮詢階

段。雖然連日來有媒體及城規師找出魔鬼中的細節，但是無礙諮詢文本的含金量，或者是筆

者對特區政府工作要求的一退再退，或者是回歸廿年對官員工作績效和承諾跳票的習以為

常，總而言之，這份規劃藍本，是有好過無，寧有勿缺。城市的發展，就如大富翁遊戲，規

則越少越好玩，玩家越快破產遊戲越快結束。但是澳門的未來發展及澳門人的福祉，並不是

一盤遊戲，也輸不起，不是發展商及其家族任意擺佈致富發達的棋子。 

遲來的的遊戲規則  筆者翻查資料，原來早在二零零四年，第一任特首何厚鏵宣佈參選連

任時，其政綱內容已首次提及「舊區重建、政府問責」，首次提及將「訂定符合整體利益的

城市規劃」，並將舊區重建正式列入議事日程，才有後來花了大量公帑卻一事無成的舊區重

建委員會的怪胎。可惜的是，直至二零零九年何御任為止，不單止舊區重建沒有蹤影，整體

城市規劃法案的爛攤子就丟給崔世安了。崔世安也是一頹到底，蕭規曹隨，整個任期（連

任）十年，研究和諮詢花了大量公帑，終於讓他「磨」到夠鐘走人。如果十五年前何厚鏵有

足夠魄力和決心，將一份完整的總體城市規劃訂立成法，那麼祐漢舊區重建委員會會址的作

用應該不只每天給居民在玻璃牆看報紙，然後賀政府上任後馬上拆掉，眼怨。新中央圖書館

一波三折研究再設計、設計再研究，那些年，獲獎的設計師高興自己設計的傑作可能被用於

新圖書館，如今應慶幸賺一筆橫財。海底隧道的研究再否定，否定再研究，研究再否定，一

共最少三次，花費了大量稅人的血汗錢，如今新政府一鎚定音，另覓選址興建！舊址用作終

審法院之用，什麼立體設計通通不要，以上所有涉及費用以百億元計。 

假如…歷史有假如筆者痴人說夢，想當初，假如選出何厚鏵為特首的不是三百名權貴代表，

而是三千或者三萬甚至更多本澳居民時，他面對的民意基礎更大，政綱承諾就能得到更多的

兌現，政綱中的「政府問責」或者能實現。假如十五年前能為澳門訂立城市總體規劃，修定

了小城的發展遊戲規則，那麼大小潭山的命運可能會被改寫：新文本將大小潭山定為生態保

護區的山體部份，根據新文本第五章第十九條第二規定，生態保護區內的土地使用不兼容居

住、工業及旅遊娛樂用途。假如十五年前已為澳門訂立城市總體規劃，路環田畔街發現的史

前人類活動遺址，將根據新文本中第五章第二十三條的規定，被列為遺產保護區，禁止發

展。假如十五年前已……如今路環監獄可能已投入使用，主教山景觀就不會被人為破壞。假

如這個城市的遊戲佈局，有訂立清晰的遊戲規則，有更大的政治問責制度，就不會有歐文龍

的出現。問題來了，他們玩世不恭的態度欺騙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時間，制度不變，換了

人，還能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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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8  11/9/2020 訊報 

填海用地違初衷 中央權威受考驗 

 

《澳門城市二０二０—二０四０總體規劃草案》即起公眾諮詢，不過眾所周知，「公眾諮

詢」只是必要程序，流於形式是必然，當局按「總體城規草案」實施影響澳門未來二十年城

市規劃與社會發展，以至公共資源分配與利益再平行的土地政策及房屋政策，甚至環境保育

及人口、經濟、社會結構，藉此重塑權力與財富分布，彰彰甚明。 

 由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謂已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請，不再填海造地成新城Ｄ區，以改填新

城Ａ區與北區之間水道取而代之，得地較原本新城Ｄ區少十七公項的牽強解釋，及兩日後羅

司再話「向中央申請新城Ａ區水道區域填海並非兒戲，仍要論證等，我唔信咁容易批到」，

加上並無法解釋本身並無矛盾的新城Ｄ區填海與新城Ａ區水道區域填海而拒絕選擇兩者並

行，為澳門提供更多土地的做法，有人認為，這次「城規」，尤其是填海位置變更，南灣湖

Ｃ、Ｄ區限高與主教山高等同的海拔六十二點七米，慕拉士的商業區化等等「根本性轉

變」，是權貴人物中某些人的「大茶飯」所在。 

 事實上，「總體城規草案」一公布，已有地產業界代表人物馬上提出，「上屆特區政府決

定將新城Ａ區大部分土地建設公共房屋，對此感到可惜」，認為「城市規劃應著重與整體城

市分布及未來人口發展相連」，建議「調整新城Ａ區居住及商業用地比重」，並引用現屆特

區政府推翻上屆特區政府規劃好建設新中央圖書館的例子，認為新城Ａ區的既定用土規劃，

同樣可以推倒重來，卻又同時此地無銀自稱「不是排斥興建公屋」。既得利益者正伸手打已

竣工的新城填海Ａ區的大片土地主意，已是路人皆見。如果連結羅立文對改為在新城Ｄ區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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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為新城Ａ區水道區域填海，而無合理理由及足以服眾的依據兼一味強調密度太高，令人相

信，新城Ａ區填海地最終改變公屋規劃，起碼是大幅減少已規劃好的三萬二千個公屋單位，

同時其餘土地落入實力權貴之手發展豪宅牟取暴利，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將「愛國愛澳」掛在咀邊、近十數年早已因地產暴利賺到盤滿砵滿的口頭愛國愛澳

權貴人物都不能忘記，中央政府當年批准澳門特區填海造地，包括新城Ａ區與Ｄ區，指定是

為解決澳門居民的住屋難問題，及實現「經濟適度多元」；開口埋口「愛國愛澳、不忘初

心」的地產權貴，以及特區政府現屆的當權人物，如何看待中央政府批准填海取地的初心？

是否尊重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指示？如今又向中央政府提出改變填海區域所持的牽強理由是否

違背公眾利益？在澳門特區可以呼風喚雨的政經權貴，當然可以無視澳門居民因長期住屋難

而樓價一直「半人為」地高不可攀的社會怨氣，也可以輕易推翻本來有利於解決澳門居民住

屋難的新城Ａ區公屋建設規劃（有宇宙最嚴苛的經屋法護航還嫌未夠）。然而，中央政府反

覆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住房不炒），二００八年批准澳門填海取地時亦

指明用途，現屆特區政府也在「施政報告」寫明「落實新城Ａ區公屋建設，加快公共房屋審

批和興建，以增加供應量」。倘特區政府為少數權貴的商業利益而推倒新城Ａ區公屋規劃，

除了要提出社會接受的充分理由外，當中的政治代價，也要認真衡量。 

 城規師胡玉沛指總體城規草案「危機四伏」，似乎只是對大多數人而言。 

 □ 余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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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9  11/9/2020 澳門日報 

城市總規冀預留置換暫住房 

 

議員倡統籌琴粵澳合作區土地 

    城市總規冀預留置換暫住房 

    【本報消息】多名議員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時，就總體城市規劃提意見。議員何潤生認

為，都市更新的優先發展區域可行，但要求預留土地加緊興建“置換房”及“暫住房”。藉

此都更研究重整地下空間，在有條件的地方建共同管溝。 

    議員施家倫認為，當局應盡快建立未來二十年重大民生、多元產業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

系，作為城市總體規劃的指引，盡快啟動海域發展規劃和確定第四空間等構思；統籌本澳現

有土地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土地，做好多元產業在琴澳之間的空間佈局安排。 

    美化墓園緩衝帶 

    議員林倫偉促請政府加快狗場原址規劃工作，待總體城規諮詢完成後盡快展開，以加快

“藍天工程”的進度。議員麥瑞權稱，現時墓園區與民居愈來愈近，有違“入土為安”的殯

葬倫理，當局應美化墓園及在周邊設定緩衝帶，他又促請政府盡快落實火葬場建設。 

    議員黃潔貞稱，提出總體規劃之時，要因應人口及未來預測，更新及重新評估《公共房屋

需求研究》，計算各置業階梯房屋的需求及比例。 

    清晰十八區編號 

    議員林玉鳳表示，總體城規諮詢文本將本澳劃分為十八區，各區編號未有明顯規律，易令

公眾混淆，亦與社會約定俗成的分區，有較大差異。 

    議員吳國昌建議在城市總體規劃中的東區二，即新城 A 區內建設新中央圖書館，作為凸顯

城市門戶形象的組成部分。 

    議員區錦新認為，“輕軌東線方案”的諮詢內容貧乏，沒有預算及建成日程，質疑公眾如

何選擇和給意見。 

另外，議員崔世平關注交通政策與市民的出行體驗常有落差，建議政府總結智慧交通項目

的試行經驗，為總體交通發展，制訂具前瞻性及可實現的規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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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0  10/9/2020 澳門日報 

認諮詢可助匯民智共繪美麗家園 中總倡總規納五年規劃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正公開諮詢《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

草案》。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余健楚對城規草案提出結合"國家、區域及自身"三層次確

立澳門未來城市發展定位深感認同，認為諮詢有助匯聚民智，讓居民一起描繪澳門美麗家園

的藍圖。 

料總規會動態調整 

余健楚表示，城市規劃猶如"度身做衫"，需結合本澳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和需要來規劃，絕不

能削足適履、坐井觀天。今次諮詢開始至今，社會不少團體和人士已先後發表意見和建議，

反應熱烈，相信諮詢能達到預期效果，並起到開門問策、問計於民的作用。城規草案橫跨至

二○四○年，估計最終的城規完成及出台後，隨着社會不斷發展，一些細節將會在城規的大

框架下動態調整。此外，自二○一六年起澳門首次編制五年發展規劃，建議城規發展的若干

內容加入今後的五年發展規劃，以加強城規發展的落地及執行力。 

余健楚表示，草案裡提出發揮港珠澳大橋的橋頭經濟作用，於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規劃

會展和酒店用地，建議在此基礎上可增設特色餐飲、潮流商品與免稅店及 OUTLET 零售、電

影院、電子及機動遊樂用地，以及設置展館介紹澳門歷史及城市發展，以提升旅客的文旅體

驗，加快"一中心"建設。 

置換海地效益大 

余健楚指出，近日政府透露已向中央提出申請，建議不填 D 區，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

間的水道區域。此舉有利豐富東門戶內涵，使北區與新城 A 區連成一塊，優化城市肌理，產

生更大的經濟效果和疊加作用。同時，由關閘作起始連接到新城 A 區，加上水道填海後設有

綠化帶，將更具條件建造海濱長廊，與對岸珠海的海濱長廊互相輝映，為打造宜居社區及優

化居民生活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作用。 

A 區建中央商務區 

余健楚稱，城市總體規劃應針對澳門目前商業街區的特點及不足，宜增強現代城市商圈的規

劃，歸納一個區域發展 CBD（中央商務區），興建甲級寫字樓。目前草案似暫未見落墨。由

於 CBD 處黃金地帶，是城市現代化的象徵與標誌，兼具城市經濟、科技、文化的密集區等

功能核心。冀政府藉今次城規部署和規劃建造 CBD，將對澳門經濟長遠發展大有裨益。 

余健楚認為，綜觀客觀情況，較具條件發展 CBD 非新城 A 區莫屬，冀政府能適當調整新城

A 區規劃，並結合輕軌東線站點上蓋交通樞紐優勢，以及利用 5G 技術打造智慧商業綜合

體，更好地招商引資，助力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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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1  10/9/2020 澳門日報 

總規建議增加區內居住用地 團體籲先完善青洲區交通 

 

【本報消息】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公開諮詢，民眾建澳聯盟副理事長黃飛獅表示，草案中涵

蓋青洲區，但在整體規劃落實前，期望當局優先改善現時青洲區內的交通，提高社區承載力

以應對未來的發展需求。 

路網不足應付需要 

黃飛獅指出，青洲區不少居民對區內交通現況提出訴求。有居民表示，不少行人道過於狹

窄，經常造成人車爭路，對駕駛者及行人均構成安全隱患。當局公佈優化北區步行系統計劃

中，卻只集中關閘至台山一帶，未有延伸至青茂口岸向西的青洲區內，令居民深感無奈。 

他表示，隨着近年青洲區大量私人樓宇及公共房屋相繼落成，人口迅速增加，加上未來青茂

口岸開通，可以預計該區人流及車流必將大幅上升。以現時區內交通狀況，擔心承載力不足

應付未來發展需要。 

黃飛獅建議政府因應未來發展詳細評估區內交通狀況，並優先處理短期優化工程，例如將步

行系統工程延伸至青茂口岸向西的青洲區路段、擴闊現時行人道，並且增加區內無障礙設施

等，為居民創設完善的出行環境，配合未來人口增長所需。 

公共設施需要配合 

他稱，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及，透過包括青洲、氹仔、石排灣等小區規劃研究增加新的居住用

地，逐步緩解現有部分地區人口密度偏高的情況。認為規劃增加人口的前提應先完善區內的

交通及市政設施，否則公共設施未能配合，將影響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 

他從媒體得悉青洲山避靜院至今仍被霸佔，對區內發展造成阻礙，促請當局依法介入處理，

避免影響日後城市規劃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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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10/9/2020 新華澳報 

節目討論總城規草案 胡玉沛："危機四伏" 

 

【本報訊】關乎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正公開諮詢。城規師胡玉沛在澳門電台

節目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土地用途欠詳細解釋、沒有量化標準。 

  他對政府提出取消新城 D 區感到震驚，新城規劃經過三次諮詢，取消 D 區沒有尊重城

規原則，涉及重大修訂無重新諮詢，可能抵觸"城規法"。又質疑為何氹仔北區的商業區不設

在 D 區，原海洋世界用地為何不做綠化帶。 

  胡玉沛稱，草案提到很多維護生態和保育原則，但土地的劃定和利用上並非如此，例如

較受爭議的路環疊石塘山山腰，經過多年辛苦後才收回，為何會劃為居住區，也沒有向市民

交代。 

  他亦擔心一下子將慕拉士工廈"升格"，會抹殺其中的凍肉倉、食品加工場、藝文團體等

中小企，屆時地價租金上漲，將何去何從，亦難談經濟多元。草案中有 21 個景觀控制點，

他主張應以行人視覺構建三維模擬圖，檢視景觀有否被遮擋，而非草案的鳥瞰圖，看似售樓

書。 

  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文化保育著墨少，未有說明如何

與《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結合，當兩者出現矛盾又如何處理？ 

  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應僅限舊城區，關注到內港規劃成濱海商業區，雖然該區少文物建

築，但歷史氛圍重，代表著澳門上世紀的城市記憶，草案卻無詳細說明如何保留歷史同時，

發展商業。至於景觀保育問題，他以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高為例，草案列明的高度與西望

洋山(主教山)等高，已引起社會反響，但其他地方的建築限高又無交待，擔心埋下日後爭議

的伏線。 

  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表示，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予旅遊博彩發展，及將工

業用地活化或升級到高技術發展，但在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等設施未有細緻

描繪，建議當局因應社會急速發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給新的發展方向。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將路環疊石塘山山腰一幅土地規劃為"居住區"。有居民致電

電台節目表示，疊石塘山腳建住宅一定會開挖山體，為何一定要用疊石塘山，不為民生做多

一點，質疑為商人而規劃。 

  草案亦提出路環區會透過合理規劃居住區，提升職住平衡。城規師胡玉沛對職住平衡有

保留，有感路環是澳門城市"最後的綠寶石、最後的後花園"，為何要刻意開挖山體，做低密

度住宅。他指，職住平衡是很理想的原則，但澳門本身是混合使用的城市，如黑沙環有居

住、工業、社區零售，草案在規劃的背後有否掌握路環的產業、職位數量，"唔係可以擺到就

擺到"，就像多倫多至今未能實現職住平衡，大部分人口仍是去市中心跨區工作。 

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認為，該處建築物高度未有明確規範，路環整體配套設施不

足，雖然疊石塘山周邊有公屋，但對兩邊公共設施可否共用有保留，且要考慮道路網絡資源

薄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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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3  10/9/2020 新華澳報 

總城規：旅遊地不變 工業地集中四工業區 

 

【本報訊】總規草案將本澳土地劃分八種用途，並設不同比例，如居住區佔 22%，生態保護

區佔 18%等。多名城規委員關注不同用途土地的比例與現時的對比。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

堯表示，總規主要增加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及公共基礎設施

區。當中旅遊娛樂區用地及面積維持不變，主要是新口岸、南灣區及路氹區。 

  至於旅客集中部分區域問題，麥達堯表示，澳門半島南岸提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擬利

用新口岸現有的旅遊文化資源，新增的商業及文化設施，再透過濱海綠廊串連，創新優美海

岸線及空間，提供居民旅客使用，從而紓緩遊客過分集中的問題。 

  各用地分佈中，商業區增加較多，由 1%加至 4%，以支持澳門產業多元化的發展。居住

區由 17%增至 22%，並透過產業佈局，新城建設及優化舊區環境等，引導居住人口分配更

平均。新增綠地區主要在新城區、東北區填海等。工業區和旅遊娛樂區的土地比例不變。現

時分佈零散的工業用地會取消，未來集中四大工業區。 

  另外，有城規委員關注總規如何支持智慧發展的建設？麥達堯表示，大灣區規劃要求澳

門參與大灣區科技走廊的建設，故總規提出知識產業科技軸帶，結合現時大學校區內的國家

重點實驗室，從而帶動科技的產學研發展。 

  城規委員區頌兒希望總體規劃有靈活性，建議縮短總規五年檢討的做法。工務局長陳寶

霞表示，根據城規法總規 5 年檢討，因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而對土地用途或整體規劃佈局

造成重大影響亦可檢討。 

  麥達堯表示，總規根據城規法訂定五年是必須檢討，至於時間是否太長，涉及總規的剛

性及彈性的拿捏，有部分會留在詳規或因應社會變化作適當調整，具體的數字不會寫太多在

行政法規，總規是方向性的指引，澳門是小經濟體，會因應社會經濟變化做細部調整。 

至於委員鄭洪光關注教育用地規劃，麥達堯表示，總規主要預留高等教育用地，而非高

等教育與社區性居住用地緊密配合，用地屬社區性配套設施，未來會在居住區平均分佈，將

來詳規會明確點出。政府會與教育部門商討，預留足夠空間，條件會比現有城區好，藍天工

程亦會同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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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10/9/2020 大眾報 

城規會委員諮詢專場取消零散工業用地 

 

【特訊】政府昨日向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和輕

軌東線方案。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表示，顧問公司將在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編製

分析報告，城規會在收到諮詢意見及建議報告副本、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相關技術報告六十

日內，城規會需對相關草案提供意見。關於工業升級轉型，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

示，現時分佈零散的工業用地會取消，未來集中四大工業區。 

編製澳門總體規劃部門委員會聯同編製澳門總體規劃研究團隊，昨日下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委員介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的工作及公共諮詢的相關內容，讓城規委員

更好瞭解編製有關規劃的具體工作流程和進程，以及公眾諮詢的相關內容，包括規劃目標、

城市發展定位和佈局、土地利用、產業分佈、設施配套及技術指引等，以便後續能按法定程

序更好地?總體規劃草案提供意見及建議。輕軌研究團隊同場介紹輕軌東線方案。運輸工務司

司長羅立文、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等出席介紹會。 

陳寶霞表示，草案正展開為期六十日的公開諮詢，顧問公司將在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編

製分析報告，城規會在收到工務局送交的總體規劃草案公眾諮詢意見及建議報告副本、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及相關技術報告六十日內，城規會需對相關草案提供意見。工務局須自收到城

規會意見之日起九十日內編製最終報告，並將至呈交行政長官，就修改規劃草案或完成編製

規劃草案作出決定。經行政長官批准後，成為補充性行政法規。 

以百分比釐定建築物土地用途 

城規委員區頌兒關注總規劃的土地用途分類，指部分土地除了主要用途，並兼容其他次類別

的用途，如住宅居住用地包括居住用途，亦兼容商業、公共設施用途，而部分城市建築具有

混合利用及綜合利用的模式，如何解讀次類別的用途，以及有關城市建築土地的用途分類？

同時，她指總體規劃每 5 年召開檢討欠缺靈活性。 

陳寶霞回應表示，總規劃除了每五年須做一次檢討，因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當中對土地

用途或整體規劃布局造成重大影響時，均可以檢討。她表示，總規劃草案將土地劃分八種用

途，對於城市建築物的土地用途分類，會按照建築物的百分比釐定其土地用途，若樓宇大廈

住宅佔比例達 65%以上，即使地舖為商舖，大廈會定為住宅用途；至於其他次類別的比例釐

定，未來在次類別的相關法規再作深入研究。她稱，公共基礎設施的土地用途兼容較多次類

別的用途，包括康體、教育、醫療、文化、社會及市政服務等，將來公共設施的土地用途會

出現較多次分類。 

旅遊娛樂區用地維持不變 

城規委員蔡韻璇關注不同用途土地的比例與現時的對比，以及如何平衡旅客旅遊和居民生活

的需求。麥達堯表示，總規主要增加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及

公共基礎設施區。當中旅遊娛樂區用地及面積維持不變，主要是新口岸、南灣區及路 區。

至於旅客集中部分區域問題，麥達堯表示，澳門半島南岸提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擬利用新

口岸現有的旅遊文化資源，新增的商業及文化設施，再透過濱海綠廊串連，創新優美海岸線

及空間，提供居民旅客使用，從而紓緩遊客過分集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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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各用地分佈中，商業區增加較多，由 1%加至 4%，以支持澳門產業多元化的發展。居

住區由 17%增至 22%，並透過產業佈局，新城建設及優化舊區環境等，引導居住人口分配

更平均。新增綠地區主要在新城區、東北區填海等。工業區和旅遊娛樂區的土地比例不變。

現時分佈零散的工業用地會取消，未來集中四大工業區。 

預留土地空間作教育用地 

城規委員鄭洪光關注總規劃的教育用地情況。麥達堯表示，總規劃的公共基礎設施區包括教

育的用地，主要作為高等教育用地，而非高等教育則與居住用地緊密結合，作物社區配套設

施，平均分佈於居住區，未來會在詳細規劃明確。他補充，過往在新城規劃時，當局與教育

部門商討有關問題，會預留足夠的土地空間，且條件比現有城區好。同時持續和教育部門溝

通教育用地問題。 

城規委員柯慶耀關注居住區人口密度高的問題，麥達堯表示，總體規劃預計 2040 年總居住

人口約 80.8 萬，包括在澳居住的外僱，目前全澳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約兩萬人，但部分地

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 14 萬人，希望透過新城及小區規劃增加新的居住用地，重新分

配人口，降低部分地區人口密度。 

城規委員蕭志泳指，澳門是微型經濟體，總規劃除本地規劃，亦要多著墨區域聯繫，以推動

澳門融入大灣區發展。麥達堯表示，總規在區域聯繫方面著墨好多，如草案提出「兩門戶」

「三樞紐」「四軸帶」等，均與促進區合相關，未來亦會在「門戶、樞紐、軸帶」周邊土地

設有相關設施，如會展等；而主要出入境口岸亦會透過輕軌等交通，把人流帶至各區。 

輕軌橫琴線年內有消息 

多位城規委員關注公共交通規劃。其中城規委員黃國基關注輕軌東線的客運量，何蔣祺表

示，輕軌運量要視乎班次密度， 仔線與東線連接後的複合效應有助提升客流量，最高可 2

分 30 秒發出 1 班車，每小時客運量可達 9,600 人次，相信可滿足需求。 

城規委員陳昭怡關注輕軌的佈局以及建設進度，以及輕軌站點與澳門各區的交通接駁等。羅

立文表示，輕軌 仔線中，由 仔海洋站接駁媽閣的工程已開工， 仔石排灣線昨已開標，今

年內會有橫琴線消息，即短期內會有蓮花站接駁至橫琴站的消息。麥達堯表示，在 2040 年

前，輕軌主力興建東線、石排灣線、橫琴支線、 仔海洋接駁過海至媽閣的支線等，做好澳

門外圍的跨區輕軌網絡，未來是否有其他的支線規劃會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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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5  10/9/2020 澳門日報 

推動澳門產業多元化 原海洋世界車胎公園擬劃商區 

 

【本報消息】政府昨向城規會介紹總規及輕軌草案的諮詢文本，並聽取意見。有委員關注土

地用途比例的新舊變化。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澳門缺乏商業用地，故在總規中增加

較多，如原海洋世界土地、車胎公園等，均規劃為商業區，以推動澳門產業的多元化。 

濱海綠廊串連引客 

介紹會昨日下午三時在工務局多功能廳舉行，羅立文率領多個部門代表出席。總規諮詢文本

建議本澳分為八種用途土地，包括居住區（佔比兩成二）、公共基礎設施區（佔比兩成

三）、生態保護區（佔比一成八）、旅遊娛樂區（一成三）、公用設施區（一成）、綠地或

公共開放空間區（百分之八）、商業區（百分之四）及工業區（百分之二）。 

羅立文回應問題時表示，商業區的增加較多，文本第十四頁顯示，原海洋世界土地、車胎公

園、新城 B 區原政法區、慕拉士現有的工業區、路氹之間的一空地、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

一空地等，均規劃為商業區。 

工務局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除旅遊娛樂區及工業區比例維持不變外，其他用途土地的比例

均有所增加，如居住區由百分之十七增至二十二。又指澳門半島南岸規劃有濱水歷史旅遊軸

帶，擬結合新口岸的旅遊文化資源，及未來新增商業及文化設施，再透過新口岸濱海綠廊串

連，創造優美的海岸線及空間，提供居民旅客使用，從而紓緩遊客過份集中的情況。 

重新調節人口分佈 

有城規委員指出，至二○四○年，預測本澳人口有八十點八萬人，即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兩萬

人，有感土地追不上人口增長。麥達堯承認，現時各區的人口分配不均，如北區每平方公里

有逾十四萬人口，密度超高。未來擬透過新城建設、優化舊區環境及產業佈區等，重新調節

人口分佈，降低部分區份的人口密度。 

亦有城規委員關注總規如何支持智慧發展的建設？麥達堯表示，大灣區規劃要求澳門參與大

灣區科技走廊的建設，故總規提出"知識產業科技軸帶"規劃，結合現時大學校區內的國家重

點實驗室資源，帶動科技的產學研發展。 

另外，教育用地方面，麥達堯表示，總規主要預留高等教育用地，非高等教育用地屬社區性

配套設施，會在居住區平均分佈，至詳細規劃時才會顯示。承諾政府會預留足夠空間，藍天

工程亦會同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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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6  10/9/2020 澳門日報 

不易獲批 說服中央先賣關子 羅司：改填海區非兒戲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向中央申請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填海，不填新城 D 區。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強調，向中央申請新城 A 區水道區域填海並非兒戲，仍要論證等，"

我唔信咁容易批到"。至於如何說服中央批准填海？羅立文指正進行相關程序，不適宜透露具

體內容。 

城市總規非無彈性 

被問到更改填海區域是否違反《城規法》需重新諮詢總規？羅立文不認為有違反《城規

法》，指總規並非無彈性，且根據《城規法》，若有大型建築工程造成重大影響，不需要等

到五年才檢討總規。 

至於有關填海區域會否影響輕軌東線？羅立文稱，填海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四

十一公頃包括部分輕軌東線站點，但不會有影響。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解釋，輕軌東

線現時處於初步設計，若填海後，輕軌站可置於填海區，相關站的出口可設於填海區的綠化

帶；若不填海，輕軌站亦可靠近海傍海底，出口亦可調整靠近現時海傍公園。填海範圍覆蓋

東線兩個站，填海與否只是設計稍作調整，不會影響輕軌路線，待中央批覆，再調整設計方

案。 

亦有城規會委員提到澳門土地不多，為何不爭取兩個區都填海，又關注取消新城 D 區後，C

區成為"孤島"，亦對周邊水域航道、水紋流速有影響。 

暫無計劃增填海區 

羅立文表示，"填海唔係簡單，亦都無以往咁容易"，故認為應換填海地。重申只是向中央政

府申請，亦非簡單"話換就換"，仍未有結論。 

羅立文表示，暫時無計劃增加填海區，目前與中央政府商討，以新城 D 區土地面積五十八公

頃，盡量換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的綠化區四十一公頃，因為新城 A 區的密度不低，將有三萬

二千個居住單位、九萬六千人口，北區人口亦不少，政府認為該處適合做較大的綠化區，令

新城 A 區及北區居民都可享受，但目前仍在申請。 

呂：解決沿岸臭味 

城規會委員呂澤強、雷民強認為 A 區水道填海是合理安排，有助解決黑沙環沿岸污染的問

題，改善 A 區和北區的交通。呂澤強舉例，皇朝和澳門之間以往亦有河道，但經常出現臭

味，後來透過填海連接兩區，一併解決沿岸臭味問題。認為現時 A 區水道填海的建議合理，

未來須思考如何解決 A 區和北區之間的交通問題。 

雷：陸路直達北區 

雷民強形容水道填海是"合理、十分之好"，有助改善黑沙環臭水渠的情況，並改善交通問

題。A 區和北區之間連接通道不足，交通擠塞，填海後可循陸路直達北區，加大 A 區土地的

利用。 

至於放棄 D 區填海，呂澤強認為，氹仔對開海域填海越少越好，因會縮窄澳門和氹仔之間海

域的距離。雷民強支持取消 D 區填海，認為 D 區原有功能須在其他區域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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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7  10/9/2020 正報 

突改規劃棄填 D 區 羅司：冇違法 

 

【本報訊】政府突然提出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是對剛開始諮詢、還是有 D 區規劃的城市總

體規劃草案作重大修改，有意見質疑做法違反《城規法》，應撤回重做。運輸工務司司長羅

立文不表認同，認為有關方案還待中央批准，現非有結論、決定，而草案內容亦非一成不

變，是可以檢討的。 

胡玉沛質疑棄填 D 區或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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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師胡玉沛昨早在電台《澳門講場》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並對政府在開始諮

詢不足三日就突然披露不填新城 D 區感到震驚，因新城相關規劃經三次諮詢，取消實沒尊重

《城規法》相關原則，未有對涉重大修訂重新諮詢，可能抵觸《城規法》。 

羅立文下午昨回應稱，不了解有關說法，也看不到政府這樣做如何違反《城規法》，強調有

關修改並不算違法。 

被問到《總規》草案需否因此撤回重做，羅立文重申，《總規》雖是廿年，但依法要五年檢

討，或「因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而對土地用途或整體規劃佈局造成重大影響」去檢討，舉

例如建港珠澳大橋。 

羅立文強調，《總規》草案非凍結、沒彈性，大眾不應把有關內容視為永恆不變，「呢樣嘢

好似影咗幅相永遠都係咁？唔係」。他又舉政府做輕軌東線取代過去的澳門半島北段線也不

是違法，是按城市發展去做工夫。 

羅文立又說，政府有關填海計劃置換的決定非兒嬉，這需要中央政府批准，要經過解釋論

證，「你覺得中央政府會係兒嬉咩？」。故他相信不易獲批，「所以依家都未批到」，而現

在一切未有結論。 

東北水道填海否略影響東線車站布局 

此外，同步諮詢的輕軌東線的上半段（ES1 及 ES2 站）涉及待中央批准澳門半島東北側與 A

區間水道的填海，羅文立承認，相關填海獲批與否對有關設計會有影響，但毋須擔心，「你

地放心啦，（輕軌公司董事會主席）何蔣褀不會亂咁嚟嘅」。 

何蔣褀補充，若可填海，相關車站出入口就會設在有關區域的綠化帶，若不填，則車站要靠

近海傍海堤邊下面，車站出入口就調整到海傍的休憩區上去，故東線的設計還要視乎中央的

決定，兩種情況下會有少少的不同。 

明言現不考慮連青茂口岸站 

為何東線不做「最後一哩」、與廣珠城軌對接的青茂口岸站，羅立文坦言，政府現時沒有這

方面的考慮，東線去到關閘已可以。是否要居民遊客步行往返青茂與關閘？他只笑言「運動

對身體好」。 

羅司重申，東線取代過往屬輕軌一期的澳門半島北段線，不會有走線走進北區內，而其他如

半島內港線，政府並不表示不考慮，只是目前先做手上的，「五年後檢討或者有其他線走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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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8  10/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涉大型工程可彈性處理 城規不需等五年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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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9  10/9/2020 澳門時報 

羅立文：A 區水道填海暫未有定論 

 

【本報訊】政府披露正向中央申請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為在澳門半島與新城 A 區之間水道

填海，社會反應褒貶不一，有意見認為相關構思涉及重大城規修改，或抵觸城規法。對此，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回應指，總規並非無彈性，且根據城規法，若有大型建築工程造成重

大影響，不需要等到五年才檢討總規，認為取消 D 區填海換填 A 區海道的構思並不違反城規

法原則。他坦言，每一項填海計劃都並非易事，強調相關構思仍需待中央批覆，並非“話換

就換”。 

羅立文昨日出席總體城規草案公開諮詢城規會專場，對於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城規師胡

玉沛認為取消新城 D 區填海工程或違反城規法的說法，他回應指，城市總體規劃存在一定彈

性，根據城規法規定，因實施大型公共建設項目而對土地用途或整體規劃佈局造成重大影

響，政府可以提前就城市規劃進行檢討，而不需要等五年，更反問政府五年前打算諮詢公眾

興建輕軌北線，但如今輕軌走線已經沒有北線，改為東線，“係咪又違法”？ 

多名城規會委員關注取消新城 D 區填海後或導致新城 C 區成為孤島，影響周邊水域的航道、

水文等。對此，羅立文指，現時每一項填海計劃都並非易事，強調有關決定並非兒戲，中央

也不會兒戲看待，有關申請仍需等待論證等程序，“唔係咁容易批到”。他重申，新城 A 區

規劃未來有 3.2 萬個住宅單位、9.6 萬人口，人口密度並不低，而北區人口亦不少，故政府

認為在澳門與 A 區之間水道填海作綠化區，可令兩區的居民都能受惠。 

不影響輕軌東線規劃 

問及政府調整填海區域會否影響輕軌東線設計，羅立文回應指，填海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

間水道區域 41 公頃包括部分輕軌東線站點，但對線路整體而言不會有影響。輕軌公司執委

會主席何蔣祺解釋，輕軌東線現時處於初步設計，填海與否只涉及輕軌站點出口的調整，不

會影響輕軌路線，況且需待中央批覆有關填海計劃後，才會調整設計方案。 

另外，根據政府原先規劃的輕軌走線，擬建設一條輕軌線路經過黑沙灣內街，隨著輕軌東線

方案出爐，政府接下來如何規劃？羅立文回應指，當局現正進行東線公開諮詢，倘若東線諮

詢通過獲得公眾同意，政府則會建設輕軌東線，線路不再行經過黑沙環內街。又指東線經過

澳門半島外圍，穿過新城 A 區，方便 A 區住戶進去其他區域，工程施工存在阻力也相對較

少。 

至於輕軌內港線的規劃問題，羅立文指，總城規草案只提出輕軌東線規劃，但不代表日後不

考慮做內港線，相信可留待五年後總規檢討再作討論。他又透露，今年內會有橫琴線方案。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則補充，在 2040 年前，輕軌主力興建東線、石排灣

線、橫琴支線、氹仔海洋接駁過海至媽閣的支線等，做好澳門外圍的跨區輕軌網絡，未來是

否有其他的支線規劃會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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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0  10/9/2020 澳門時報 

城規師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欠技術分析 

 

【本報訊】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昨日上午邀請城規師胡玉沛、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李振國、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探討現正公開諮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

2040）草案。胡玉沛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批評政府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既無

技術分析，也沒有根據量化標準而訂定如何利用土地。同時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日前預

告取消填新城 D 區感到震驚，指城規涉及重大修改，應該事前諮詢公眾，認為相關改動或抵

觸城規法。 

胡玉沛表示，總規草案表面上看似“十拿九穩”，但細讀後卻發現“危機四伏”，認為草案

對土地的用途欠缺詳細解釋，亦欠缺技術分析，並對當局向中央申請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

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的決定感到震驚，認為可在 D 區設商業區，而原海洋

世界地段則作綠化帶及生態緩衝區。他批評，盡管政府早前三次花費巨額公帑開展新城諮

詢，但結果完全沒有尊重民意，以及維護以公眾利益為宗旨的城規原則。 

龐朝輝重點關注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高問題。他提到，草案中將相關建築物限高與西望

洋山設置成同等高度，但其他地區的建築物限高並無明確說明，擔憂相關標準會成為統一限

高標準，將來或會引起社會爭議。 

李振國則關注慕拉士馬路劃定為商業區的問題。他表示，慕拉士一帶存在許多本土的食品加

工廠、藝文團體工作坊、弱勢社團場地，倘若當局一刀切將相關地段劃定為商業區，可以預

見低價租金將會提升，導致小商戶失去生存空間，令其無處安置。他認同慕拉士一帶需要進

行工廈活化，但政府在作如此重大決定前應該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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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1  10/9/2020 澳門日報 

不滿取消 D 區無諮詢保育文化着墨少 學者指總規危機四伏 

 

【本報消息】政府計劃不填新城 D 區，推翻過去的諮詢結果，城規師胡玉沛質疑其認受性；

又提醒慕拉士改造商業區要三思，需顧及該區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有團體認總規草案保育文

化着墨少，文物保育不應僅限在舊城區。 

取消 D 區或違城規 

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正公開諮詢，電台時事節目昨日邀請城規師胡玉沛、文

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及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探討。有聽衆認官員沒有承接前任的工

作，不斷推翻過去外判研究的結果，如擱置擋潮閘計劃、舊法院不建新中圖。亦有聽眾關注

景觀保育、輕軌走線等。 

胡玉沛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土地用途欠詳細解釋。他驚訝政府提出取消新城 D 區，認

新城規劃經過三次諮詢，取消 D 區沒有尊重民意和遵守維護公衆利益的城規原則，涉及重大

城規修訂沒有重新諮詢，可能抵觸"城規法"，認受性不足。又質疑為何氹北商業區不設在 D

區，原海洋世界的用地為何不做綠化帶？ 

商業區影響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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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擔心將慕拉士"升格"為商業區，會抹殺置身其中的凍肉倉、食品加工場、工作坊、弱勢社

團等，屆時地價租金上漲將何去何從，亦難談經濟多元，北京七九八藝術區"有辦你睇"。草

案中有二十一個景觀控制點，主張以行人視覺構建三維模擬圖，檢視景觀有否被遮擋，而非

草案的鳥瞰圖，現時看似售樓書。 

輕軌草案僅寫有氹仔線和東線，有聽眾提出輕軌走線沒有提及青茂口岸。胡玉沛指出，輕軌

規劃到二○二四年澳門半島仍是"U"型佈局，需花大量公帑建造卻沒有數據支撐，應思考是

否可以巴士專道取代？ 

文物保育不限舊區 

龐朝暉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保育文化着墨少，未有說明如何與《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

劃》結合，當兩者出現矛盾如何處理？認為文物保育不應僅限舊城區，關注內港規劃成濱海

商業區，雖然該區少文物建築，但歷史氛圍重，代表澳門上世紀的城市記憶，草案卻無詳細

說明如何保留歷史的同時發展商業。 

至於景觀保育，他以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高為例，草案列明的高度與西望洋山等高，引起

社會反響，但其他地方的建築限高又無交代，擔心埋下日後爭議的伏線。 

預留新發展用土地 

李振國表示，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旅遊博彩業發展，及將工業用地活化或升級到高

技術發展，但在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等設施未有細緻描繪。建議當局因應社

會急速發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給新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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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2  10/9/2020 澳門日報 

總規標準難保障西望洋山景觀視廊 團體倡南灣湖建築收緊限高 

 

【本報消息】未來二十年本澳城市總規草案中，將南灣湖 CD 區地段劃為政法區，並規定區

內建築物不得高於西望洋山高度六十二點七米。文遺研創協會會長譚志廣憂慮，當局設該高

度限制難以有效保護西望洋山的景觀視廊。 

他關注目前區內建築密度及強度不高，但如中葡貿易平台綜合體高度為十八米，最高的初級

法院高度為卅五米，即使如此，西望洋山及主教座堂景觀已被大幅遮擋。認為該區建築物高

度限制宜再收緊，建議考慮卅五米甚至十八米這兩個高度。 

僅確保站立在西望洋山頂等指定地點向外眺望的景觀視廊不受阻礙，是保護以西望洋山和兩

湖水體為核心的"山、海、城"景觀的最低標準，如南灣湖 CD 區最終以六十二點七米作為建

築限高，將來居民、旅客在南灣湖景大馬路、兩湖岸畔等地點向上仰望時，能看到多少西望

洋山景觀屬未知之數。 

發展內港注意保育 

除南灣湖 CD 區外，"總規"亦將內港一帶定位為沿岸商業街暨水岸公園，譚志廣指內港非"澳

門歷史城區"或緩衝區，但該區歷史文化深厚，由騎樓、碼頭、水岸組成的景觀，承載起上世

紀集體回憶的重要城市風景，近年每有發生內港騎樓建築損毀，均引起公眾關注。 

如近期當局在區內發掘出古炮，亦是內港文化、歷史厚重的明證。故未來沿岸商業街暨水岸

公園的發展定位，如何保育、傳承內港獨特的歷史文化是一大課題，當局應在修改"總規"時

添加筆墨，確保城市發展和城區保育並行不礙。 

 

N113  10/9/2020 市民日報 

胡玉沛對不填 D 區感震驚 違尊重民意公益城規原則 總城規土地用途欠詳細解釋 

 

【本報訊】就政府公布取消新城 D 區填海，城規師胡玉沛直言感到震驚，質疑為何氹仔北區

的商業區不設在 D 區，原海洋世界用地為何不做綠化帶，認為政府沒有尊重民意和遵守維護

公眾利益的城規原則。 

澳門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昨邀請胡玉沛、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經濟學會副

理事長李振國，探討總體城規草案。 

節目上，胡玉沛以「危機四伏」形容是次政府的總體城規草案，認為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

釋，既無技術分析，也沒有根據量化標準而設定。他又表示，草案文本提到很多維護生態和

保育原則，但土地的劃定和利用上並非如此，例如較受爭議的路環疊石塘山山腰，經過多年

辛苦後才收回，為何會列為居住區，也沒有向市民交代。 

文化保育未提具體處理方法 

龐朝暉則表示，是次草案在文化保育的著墨未提具體處理方法，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應單限在

舊城區，並關注草案中提到內港將發展成濱海商業區，他指出：雖然內港少文物，但也是歷

史氛圍較重的建築，代表著澳門上世紀的城市記憶，認為當局應說明如何將歷史保留和結合

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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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國則表示，總規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予旅遊博彩發展，及將工業用地活化或升

級到高技術發展，但在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等設施未有細緻描繪，建議當局

因應社會急促發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給新的發展方向。 

對於有聽眾關注草案對文物建築的景觀保育問題，龐朝暉表示，以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

高為例，草案列明的高度與主教山等高，引起社會反響，但其他地方的建築限高又無說明，

擔心若未來可放高也會有爭議。 

慕拉士非工業化扼殺小商戶 

胡玉沛表示，雖然草案有 21 個景觀控制點，但若以鳥瞰圖展示，美麗的願景只會似「售樓

書」，他認為應以行人三維角度實際顯示，檢視景觀有否被遮擋。他又擔心政府會否因政法

區要遷移至南灣湖 C、D 區而把建築物限高「用到盡」。另外，就政府在總規草案中提到要

將慕拉士改造為商業區，胡玉沛表示，認同區內工廈有活化的必要，但工廈中有不少本地食

品加工場、工作坊、弱勢社團等存在，是中小微型經濟最後棲身之所，他認為當局劃為商業

區，地價租金將會提升，扼殺小商戶的成長，難以談及經濟多元，甚至令小商戶無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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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4  10/9/2020 濠江日報 

專家指總規草案「危機四伏」欠缺土地用途 詳細解釋 

 

【特訊】澳門電台節目《澳門講場》昨日與聽眾一同探討城市規劃草案內容，有城規師認

為，城規草案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既無技術分析，也沒有根據量化標準而設定，形容

總體城規草案"危機四伏"；亦有嘉賓認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文化保育具體處理方式著墨

少，認為當局應說明如何將歷史保留和結合商業發展。 

城規師胡玉沛、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及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昨日出席《澳門講

壇》，與聽眾探討城市規劃草案內容。胡玉沛認為總體城規草案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

既無技術分析，也沒有根據量化標準而設定，以商業用地為例，原海洋世界地段為商業區，

何解不設於車胎公園，非要設於海邊不可？他更形容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為"危機四伏"。 

他又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提出取消新城 D 區感到震驚，質疑為何氹仔北區的商業區不設

在 D 區，而原海洋世界作生態的緩衝或綠化帶，現時土地資源緊缺情況下，早前特區政府前

後三次花費巨額公帑的新城諮詢後，最終不需尊重市民意見以及城規原則，難以維護公眾利

益。胡玉沛續指，上述改動或已抵觸《城規法》，涉及重大城規修改，應需重新進行分析以

及向公眾諮詢。 

節目上，有聽眾認為經歷多番辛苦才成功收回的疊石塘，現時被規劃為中低密度居住區是不

合理，更質疑是為商人圖利。 胡玉沛同樣不認同疊石塘劃分為居住區。他指出，路環是澳門

城市"最後的後花園"，為何仍要刻意挖掘山體？澳門各區屬於混合區城市，有工業、零售等

範疇，政府是否有考量路環區是否可滿足"職住平衡"。另一方面，胡玉沛認為慕拉士轉為商

業區，或會扼殺該區的設於工業大廈內的文創、藝術、物流等發展。 

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則表示，在今次草案在文化保育的著墨未提具體處理方法。他又

稱，文物保育不應單限在舊城區，他關注草案中提到內港將發展成濱海商業區，龐朝暉指

出，雖然內港少文物，但也是歷史氛圍較重的建築，代表著澳門上世紀的城市記憶，認為當

局應說明如何將歷史保留和結合商業發展。至於景觀保育問題，他以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

高為例，草案列明的高度與西望洋山(主教山)等高，已引起社會反響，但其他地方的建築限

高又無交待，擔心埋下日後爭議的伏線。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則指出，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予旅遊博彩發展，及建

議將工業用地活化或高技術高增值升級發展，但因應社會急速發展，特區政府應更有前瞻

性，預留一定土地資源發展新方向，但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設施等則未有細化說

明，建議當局因應社會急速發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給新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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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5  10/9/2020 華僑報 

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三講者指有不足之處 

 

 【專訪】城規師胡玉沛、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昨日出

席電台時事節目，探討正在進行公眾諮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對於這份關乎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的總規草案，胡玉沛以「危機四伏」來形容。原因是 

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亦沒有量化標準。他更是對政府提出取銷新城Ｄ區感到震驚，認為

政府沒有尊重民意和遵守維護公眾利益的城規原則。再是慕拉士大馬路工廈區轉型涉及問題

複雜，或許中、小、微型經濟最後會漸被抹煞。 

 龐朝暉指草案對文化、景觀保育着墨少，擔心為日後可能出現爭議埋下伏線。李振國認為

着墨少的還有在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等設施方面。建議當局因應社會急速發

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給新的發展方向。 

 

 

 

N116  12/9/2020 華僑報 

聚賢同心舉辦城市總體規劃研討會 冀透過總規劃助澳持續發展 

 

【特訊】日前，聚賢同心協會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草案進行內部研

討，出席成員就城市總體規劃的定位、保育區域、海域利用、交通運輸及基礎設施等提出意

見。理事長林倫偉指出，過去澳門城市發展一直缺乏總規，不少發展都受到限制，未能配合

澳門的城市發展需要。是次城市總體規劃時間為未來二十年，範疇包含海域，以二零四零年

人口推測八十萬人作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會上有成員提出，文本中提出海域利用的著墨較少，本澳現在有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管理

權，應好好加以利用，如：利用船舶浮塢等，發展旅遊娛樂行業，以擴大澳門的可利用空

間。有成員表達總規需合理分佈居住區、生態保護區、不可都市化區域，特別疊石塘山居住

區問題，應慎重考慮，對路環的山體作出保護；以及關心社區去博彩化，透過整合發財巴，

有效處理路面上的交通壓力；也有成員提出總規重塑澳門交通的整體佈局，贊成多利用立體

交通，推進輕軌的整體發展，長遠解決澳門交通問題；也有成員關注旅遊景點的優化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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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針對媽閣、高士德區一帶進行整改，並透過新城區、原海洋世界地段、益隆和荔枝碗的

土地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以吸引更多旅客及作出分區分流；最後也有成員關注居住區的環

境綠化，建議統計人均綠化和休憩空間面積，用以規劃不同區域的公共設施和綠化面積。 

 會長王國英作出總結，指出城市規劃是長遠的，而且不能單靠政府就能夠落實，要社會的

共識及積極參與；期望社會積極在諮詢中發表意見，未來社會要作出監督，政府亦要適時按

環境變化作出調整。要關注澳門的產業變化對規劃的影響，以及大灣區對澳門的扶助和發

展，從更宏觀的角度對城市作出總體規劃。稍後會再收集會員意見，並製作意見書提交政

府，冀透過完善總規助澳門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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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7  12/9/2020 正報 

聚賢同心舉辦城市總體規劃研討會 

 

【特訊】日前，聚賢同心協會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進行內部研討，出席成

員就城市總體規劃的定位、保育區域、海域利用、交通運輸及基礎設施等提出意見。理事長

林倫偉指出，過去澳門城市發展一直缺乏總規，不少發展都受到限制，未能配合澳門的城市

發展需要。是次城市總體規劃時間為未來 20 年，範疇包含海域，以 2040 年人口推測 80 萬

人作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會上有成員提出，文本中提出海域利用的著墨較少，本澳現在有 85 平方公里水域管理權，

應好好加以利用，如：利用船舶浮塢等，發展旅遊娛樂行業，以擴大澳門的可利用空間。有

成員表達總規需合理分佈居住區、生態保護區、不可都市化區域，特別疊石塘山居住區問

題，應慎重考慮，對路環的山體作出保護；以及關心社區去博彩化，透過整合發財巴，有效

處理路面上的交通壓力；也有成員提出總規重塑澳門交通的整體佈局，贊成多利用立體交

通，推進輕軌的整體發展，長遠解決澳門交通問題；也有成員關注旅遊景點的優化和打造，

針對媽閣、高士德區一帶進行整改，並透過新城區、原海洋世界地段、益隆和荔枝碗的土地

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以吸引更多旅客及作出分區分流；最後也有成員關注居住區的環境綠

化，建議統計人均綠化和休憩空間面積，用以規劃不同區域的公共設施和綠化面積。 

會長王國英作出總結，指出城市規劃是長遠的，而且不能單靠政府就能夠落實，要社會的共

識及積極參與；期望社會積極在諮詢中發表意見，未來社會要作出監督，政府亦要適時按環

境變化作出調整。要關注澳門的產業變化對規劃的影響，以及大灣區對澳門的扶助和發展，

從更宏觀的角度對城市作出總體規劃。稍後會再收集會員意見，並制作意見書提交政府，冀

透過完善總規助澳門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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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8  12/9/2020 新華澳報 

取消新城填海區 D 區構思有軟化跡象？ 

 

在工務運輸司司長羅立文透露將會取消新城填海區 D 區，並與改填澳門半島東北側及新城 A

區之間的海溝進行置換的構思，遭到專業界人士及輿論的質疑，羅立文司長似乎是「放軟手

腳」，聲稱向中央申請新城 A 區水道區域填海並非兒戲，仍要論證，而且還是「我唔信咁容

易批到」。並重申只是向中央政府申請，亦非簡單「話換就換」，仍未有結論。而對政府會

否承諾路環疊石塘山山體將來不被開挖的詢問，羅立文又回應，只有行政長官才可以作出承

諾。並表示，總體規劃沒有提出樓高或密度的高低等發展條件，這有待將來的詳細規劃或發

出規劃條件圖前討論。 

  羅立文司長對放棄新城填海區 D 區的說法，從「實牙實齒」到「中央不容易批准」，而

且還透露只有行政長官才有權對是否開挖路環疊石塘山山體作出承諾，雖然兩者是互不關

聯，但也可有機結合。極有可能是行政長官賀一誠有所指示，指示他降溫處理。實際上，特

區政府公佈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 D 區的定位及發展佈局作出具體的論述，而且還編

入十八個分區，與 C 區合編為「氹仔北區-1」區，白紙黑字標示而且還是彩色印刷，不能口

頭上說要取消就取消，這是極不嚴肅的行為。而包括 D 區在內的整個新城填海區規劃，是中

央批准進行填海工程的，而且其整體規劃也經過三輪公眾諮詢才基本定案，如果說取消就取

消，難免過於「兒戲」了。 

  不是說，已經基本定案的規劃不能調整以至推翻，前日特區政府宣佈的中央圖書館選

址，回到最初的愛都酒店舊址，擱置舊法院大樓，形成「否定之否定」，就受到一致的肯

定，認為這是最適當的選址。這種否定以至推翻前任可能是離地的決策的做法，就受到市民

們的普遍歡迎。 

  然而，這是屬於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範疇的事務，特區政府如何處理，只要符合法律規

定，本身就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而擱置新城填海區 D 區，卻是涉及到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因為包括 D 區在內的新城填海區計劃，是澳門特區政府向中央申請，得到中央批准的，不宜

輕率更改。澳門特區在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上，一向予人「乖乖仔」的形象，也正因

為如此，澳門特區得到「乖仔有糖食」的厚愛及照顧，中央對澳門特區的請求，幾乎是「黃

大仙——有求必應」，習近平主席還對珠澳合作發展橫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珠海市「無條

件」地作出配合。既然如此，澳門特區就應該感恩，對中央批准的計劃毫不走樣的執行，除

非是有不得不調整更改的理由，都必須「不走樣，不變形」地執行。 

  其實，有時澳門特區也並非完全「乖得曬」，有時會有「偷步」的情況。就以新城填海

區為例，其中的 B 區，是在中央尚未批准整體項目的情況下，就「偷步」進行填海工作的。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本欄日前議論過的，輕軌第一期的澳門段，在諮詢過程中遭到倫敦街居

民反對後，向中央申請填海，改道到海邊走線。但由於「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取消了輕軌澳

門段，這段填海地段現在正由市政署進行興建沿海公園的工程。這項計劃的本身是一宗好

事，有利於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但站在更高的位置看，卻「撕毀」了當初向中央申請填海

的請示理由，是否很「兒戲」？另外，賭牌的「三開六」，也是對中央「全國只准澳門開

賭」的不夠敬畏尊重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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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央批准澳門特區政府的新城填海區計劃，除了是體諒到澳門缺乏土地推動經濟

適度多元發展，及解決居民「上樓難」的問題，以促進澳門特區的繁榮穩定之外，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就是珠江水利委員會經過調查研究提出的結論及建議，指出在珠海已經

對十字門洪灣與橫琴之間，及橫琴面向澳門路氹城之間，進行大面積填海工程，顯得澳門半

島與氹仔島之間的海面，就較為寬闊，按照「流體力學」的原理和實踐，西江水挾帶的泥沙

可能會在澳門沉澱下來，造成航道淤塞的問題。澳門也因應橫琴的填海工程，相應地也收窄

水道，讓西江水繼續以較急湍的速度經過，才可把其所攜帶的泥沙沖涮出大海，而不是在此

沉澱淤塞下來。 

因此，現在 C 區和 E 區之間的 D 區位置，如果不按照原計劃填海，將來心然會淤塞，這與當

初提出新城填海區計劃的其中一個初衷，並不吻合。 

  從此前公佈的第五通道的走向看，在氹仔的登陸地點也將是 D 區。現在「城市總體規劃

草案」不再提第五通道，就已經讓人感到「兒戲」。而取消 D 區，就更是「玩泥沙」之舉。

其實，D 區不會對氹仔造成阻擋視線的效果，正好可以適當安排綠化地帶等公共設施之下，

興建豪華寫字樓，較好地回應賀一誠在施政報告時的「澳門缺乏豪華寫字樓」之嘆。實際

上，澳門特區的稅種簡單，稅率也較低，而且對外聯絡方便，本來是國際財團在此建立總部

的好地方，但卻無法達成總部經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缺乏高標準的寫字樓大廈。如果興建

第五通道，並保留 D 區作為豪華寫字樓的集中區域，不但與澳門市區聯絡交通方便，而且也

不會對市區交通造成影響，是最佳的選擇。反而將 B 區原政法區的商業樓宇計劃遷移到此

處，是更適當的安排。 

  羅立文司長說，取消 D 區後，與改填東北區置換。平情而論，在東北區填海，這是一個

很好的構想。在已經完成 A 區填海之後，尤其是國務院批出八十五平方公海域，明確這是屬

於澳門水域，不再像過去那樣，澳門沿岸「一下海就是珠海水域」的情況下，澳門在自己的

海域進行填海，無須再與珠海協商並租賃，而是中央批准即可。 

  雖然說，澳門特區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賦予的審批權，亦即填海面

積在五十公頃以下，無需報國務院審批，該項審批權限由國務院授權省省、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政府行使，而澳門特區是這一級的行政區劃，但中央也基本能滿足澳門特區有關填海的

要求。無論是新城填海區，還是機場擴建工程填海，以至輕軌第一期澳門段從倫敦街外遷沿

海的用地等。因此相信，東北區的填海，無須與 D 區置換，中央也將會批准。 

  實際上，東北區填海有好處。原來新口岸皇朝區填海後與友誼馬路之間是有一道河溝

的，與現在的 A 區與友誼大馬路之間的情況相似。但與「流水不腐」相反，由於積水難以與

外海交換流通，而成了一潭死水，發出異味。後來將此水溝填平，改建為藝園，就是一個成

功的例子。增加綠化用地，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並非是用於商業用途，消除「官商勾結」的

疑慮，相信中央會樂意批准澳門的請求。 

其實，還不足夠，可以一直填到關閘去，作為北區的交通樞紐，以解開北區的交通死

結，而且也是消除該水道的異味。當然，該水道有部分是屬於珠海市管轄，必須依照以往聯

檢大樓，澳門大學及橫琴口岸澳門管理區的慣例，與珠海市協商並繳交租賃金。反正，珠海

市的所有機構人士，都不能進入及利用此水域，「閒著也是閒著」，讓澳門特區「廢物利

用」，並可收入租賃金，是一個雙贏的舉措，何樂而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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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9  12/9/2020 澳門日報 

工務局：車胎公園為居住區 

 

    【本報消息】就氹仔“車胎公園”是否商業區，工務局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按照《澳門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規劃文本”附件七“土地用途規劃圖”，現時 BT8、BT9、BT11 及

BT12 四個相連地段（即“車胎公園”地塊）為居住區。 

 

    市政署上月中舉行記者會，介紹將利用氹仔市中心四幅面積共約一萬九千平方米的閒置地

建設“車胎公園”的規劃。公園預計明年首季動工，爭取第四季竣工，預算約三千萬元。整

個公園以車胎為主設計元素，配置大量休閒康樂設施，包括車胎樂園、親子草地、歡樂山

丘、水沙世界、滑板天地、開心波地、環園跑步徑、環園小童滑板車道等，為居民提供動靜

皆宜的親子互動、康樂遊樂空間。又指出是次工程主要回應社會善用閒置土地，增加休憩空

間的訴求。公園屬臨時性質，但相信使用時間頗長。 

 

N120  13/9/2020 市民日報 

關注疊石塘山闢居住區前海洋世界規劃商業區 總規首場諮詢公眾促多留綠地 

 

【本報訊】政府昨舉行首場《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眾諮會，發言

的市民集中關注總規為何將路環疊石塘山規劃為居住區，及將前海洋世界土地規劃為商業

區，促請政府保留更多綠地，將疊石塘山列為不可開發區域，保護澳門僅餘的山體。政府回

應指，將疊石塘山用地標示為黃色居住區，不代表開發整塊地，當局亦希望綜合社會意見。 

山體不可再生 無提土地儲備 

首場總規公眾諮會昨午在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由工務局局長陳寶霞主持，政府跨部門代表

出席，共有逾百名市民參加，先後有 13 人發言，並由政府官員逐一回應。 

城規師胡玉沛表示，明確反對將路環疊石塘山腰劃作居住區，因為要達到「職住平衡」，要

先分析商業活動是否與區內勞動需求配合，現時大部分人口都是跨區工作，究竟周邊的聯生

工業村是否有如此多的居住需求，看不到有需要在山腰的生態區作低密度居住區，且澳門山

體是不可再生資源。他又指，新城填海 D 區 58 公頃土地，應與新提出的 A 區接駁北區並存

實施，總觀整份總規完全沒有提到土地儲備問題，5 個新城填海區過去得到中央批准，倘取

消 D 區有違程序正義，亦令中央十分尷尬。 

同樣有市民質疑，為何政府將收回的疊石塘土地劃為居住區，路環是現時本澳不可多得的休

閒空間，不應挖掘路環剩餘的山體興建住宅，促請政府直接將疊石塘劃為保育不可發展區

域，將來詳細規劃時亦不應再考慮將有關土地發展住宅。 

住宅商業綠地 分布具兼容性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回應時強調，總規草案中將疊石塘山用地標示為黃色居住區，不代表開發

整塊地，偏遠地方原訂規劃很多綠色區域（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惟總規不

會細微顯示黃色中有綠色，以及開發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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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路環已有許多相對低密度的居住用地，總規構想是於本

澳各區分不同類型住宅，滿足居民需求，當局希望綜合社會意見。他強調，住宅區、商業區

及綠地分布要具兼容性，除了規劃澳門半島綠廊外，氹仔亦有預留海岸綠地空間。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總規草案中生態保護面積佔 18%、居住區 22%，發展和保育之

間要取得平衡。生態保護區屬不可都市化區域，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護，是否要有其他

土地列入保護範圍，當局歡迎公眾提意見。 

並非詳細規劃 不會細化數字 

對有於有發言居民認為，收回的前海洋世界土地不應規劃為商業區，質疑當局指有綠化元

素，是否一條街幾棵樹或一個小公園？麥達堯回應指，有關地段的海岸仍會保留大片綠地，

且住戶商業區當中會滲有很多綠地，且《城規法》最重要是公眾參與，全部公開透明，當進

行詳細規劃時，每區有多少綠地比例、樓宇高度、覆蓋率等都會公開，但現時並非詳細規劃

階段，不會細化數字。 

另外，有發言居民認為總規草案文本過於願景描述，人口及房屋規劃籠統，希望當局披露更

多資料，避免市區發展後出現社區設施不足等問題。 

麥達堯回應時強調，總規是方向性規劃，以期望達到某種願景，故沒有列出太多具體數字資

料；亦由於總規跨度長達 20 年，有些數字浮動大，故不希望現階段將指標定得太死。 

目前建設及規劃中的公屋單位有 4 萬多個，但難以估計舊區未來會剩下多少人口，因為人口

遷移並非簡單數據，總規總方向是透過新區紓緩舊區人口密度，但舊區業權複雜，未來還有

很多博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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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1  13/9/2020 澳門日報 

城市總規首場公衆諮詢近兩百人參與 

居民：規劃籠統冀增資料 

 

    居民：規劃籠統冀增資料 

    政府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及《輕軌東線

方案》諮詢，首場公衆諮詢場昨日下午三時假科學館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官員出席，約二百

名居民參加。會上，十多位居民中籤發言，主要就居住區及商業區用地、增加生態綠地面

積、治水防災、交通規劃、輕軌規劃及建設時程等發表意見。 

    本報記者  報道 

    長跨廿年數據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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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工務運輸局長陳寶霞開場時表示，對於社會關注的有關城市總體規劃編製時程方面，

按照《城市規劃法》及《城市規劃法施行細則》規定，公開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工務局

就公衆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分析，以書面方式發佈分析報告、在收到分析報告副本、總體規劃

草案及技術報告起六十日內，城規會需要對規劃草案提供發表意見。自收到城規會意見之日

起九十日內工務局編製最終報告呈交行政長官，以就修改規劃草案或完成編製規劃草案作出

決定。總體規劃主要針對城市發展定位、空間結構、土地使用分區，以及各項指引性原則。

關於諮詢期間不少意見關注的建築物高度、地積比率、覆蓋率等具體指標，將在下一階段的

各區詳細規劃落實。 

    會上，有發言居民認為總規草案文本過於願景性描述，人口及房屋規劃籠統，希望當局披

露更多資料，避免市區發展後出現社區設施不足等問題。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時

強調總規是一個方向性規劃，以期望達到某種願景，故沒有列出太多具體數字資料，亦由於

總規跨度長達二十年，有些數字浮動大，故不希望現階段將指標定得太死。 

    業權複雜講究博弈 

    至於人口與房屋數據，麥達堯稱，衆所周知，澳門人口密度高，規劃中優先都更的“北區

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十四萬人；“中區 1”則超過九萬人，在國際指標中均驚人。 

    總規希望透過新區建設，逐步紓緩舊區人口壓力。他稱，新區住宅單位數有數字可估，如

新城 A 區規劃九點六萬人；氹北約可開發三萬多人；石排灣則可住超過五萬人，相信可滿足

人口增長需要。但難以估計舊區未來會剩多少人口，因為人口遷移並非簡單數據。總之，總

方向是透過新區紓緩舊區人口密度，但舊區業權複雜，未來還有很多博弈空間。 

    冀疊石塘山不開發 

    另外，有兩位發言居民同樣關注疊石塘山腰被規劃為住宅用地，促政府將之列為不可開發

區域，以保護澳門僅餘的山體。陳寶霞回應時表示明白大家擔心，但總規草案中將疊石塘山

用地標示為黃色居住區，不代表開發整塊土地，偏遠地區原訂規劃很多綠色區域（生態保護

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惟總規不會細微顯示黃色中有綠色，以及開發度。強調是聯同

周邊環境配合考量作住宅用途，過去路環小區研究已有作居住用途方向，並規劃為低密度的

開發地點。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總規草案規劃生態保護面積佔百分之十八、居住區百分之二十

二，發展和保育之間要取得平衡。生態保護區屬不可都市化區域，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

護。至於是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護範圍？當局歡迎公衆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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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2  13/9/2020 澳門日報 

城市總規首場公衆諮詢近兩百人參與 居民：規劃籠統冀增資料 

 

政府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及《輕軌東線方

案》諮詢，首場公衆諮詢場昨日下午三時假科學館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官員出席，約二百名

居民參加。會上，十多位居民中籤發言，主要就居住區及商業區用地、增加生態綠地面積、

治水防災、交通規劃、輕軌規劃及建設時程等發表意見。 

本報記者 報道 

長跨廿年數據浮動 

土地工務運輸局長陳寶霞開場時表示，對於社會關注的有關城市總體規劃編製時程方面，按

照《城市規劃法》及《城市規劃法施行細則》規定，公開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工務局就

公衆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分析，以書面方式發佈分析報告、在收到分析報告副本、總體規劃草

案及技術報告起六十日內，城規會需要對規劃草案提供發表意見。自收到城規會意見之日起

九十日內工務局編製最終報告呈交行政長官，以就修改規劃草案或完成編製規劃草案作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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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總體規劃主要針對城市發展定位、空間結構、土地使用分區，以及各項指引性原則。關

於諮詢期間不少意見關注的建築物高度、地積比率、覆蓋率等具體指標，將在下一階段的各

區詳細規劃落實。 

會上，有發言居民認為總規草案文本過於願景性描述，人口及房屋規劃籠統，希望當局披露

更多資料，避免市區發展後出現社區設施不足等問題。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時強

調總規是一個方向性規劃，以期望達到某種願景，故沒有列出太多具體數字資料，亦由於總

規跨度長達二十年，有些數字浮動大，故不希望現階段將指標定得太死。 

業權複雜講究博弈 

至於人口與房屋數據，麥達堯稱，衆所周知，澳門人口密度高，規劃中優先都更的"北區

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十四萬人；"中區 1"則超過九萬人，在國際指標中均驚人。 

總規希望透過新區建設，逐步紓緩舊區人口壓力。他稱，新區住宅單位數有數字可估，如新

城 A 區規劃九點六萬人；氹北約可開發三萬多人；石排灣則可住超過五萬人，相信可滿足人

口增長需要。但難以估計舊區未來會剩多少人口，因為人口遷移並非簡單數據。總之，總方

向是透過新區紓緩舊區人口密度，但舊區業權複雜，未來還有很多博弈空間。 

冀疊石塘山不開發 

另外，有兩位發言居民同樣關注疊石塘山腰被規劃為住宅用地，促政府將之列為不可開發區

域，以保護澳門僅餘的山體。陳寶霞回應時表示明白大家擔心，但總規草案中將疊石塘山用

地標示為黃色居住區，不代表開發整塊土地，偏遠地區原訂規劃很多綠色區域（生態保護

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惟總規不會細微顯示黃色中有綠色，以及開發度。強調是聯同

周邊環境配合考量作住宅用途，過去路環小區研究已有作居住用途方向，並規劃為低密度的

開發地點。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總規草案規劃生態保護面積佔百分之十八、居住區百分之二十

二，發展和保育之間要取得平衡。生態保護區屬不可都市化區域，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

護。至於是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護範圍？當局歡迎公衆提意見。 

 

N123  13/9/2020 濠江日報 

總體城規首場公眾諮詢 城市發展兼顧 保育 生態 

 

【特訊】特區政府昨日舉辦首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約 200

人出席。市民較多關注城市規劃具體落實方案、工廈轉商業、人口及房屋規劃、交通配套等

問題，工務局表示，總規屬方向性規劃，希望透過新區紓緩舊區人口壓力，由於總規跨度長

達 20 年，故沒有列出太多具體數字資料。 

諮詢會於昨日下午 3 時假科學館會議室舉行，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澳門輕軌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交通局副局長鄭岳威、環保局副局長

黃蔓葒、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等多個政府部門代

表出席。 

有市民發言時認為，總規草案文本過於願景性描述，人口及房屋規劃籠統，希望當局披露更

多資料，避免市區發展後出現社區設施不足等問題。有市民質疑政府只是盲目將海邊、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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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化，未有考慮原來居民居住需要，指出內港更欠缺康體設施和治水基建，認為商業化不

是城市規劃唯一出路。亦有市民關注慕拉士工廈需時多久轉為商業區，又指若慕拉士區轉為

商業區，日後人口必定會增多，但現時區內交通繁忙，希望政府交代有否相應的交通規劃和

預案。另外，有市民關注文遺保護，並希望政府將疊石塘山列為不可開發區域。 

新城建設 

舒緩人口壓力 

麥達堯回應時表示，總規是一個方向性規劃，期望達到某種願景，且跨度長達 20 年，有些

數字浮動大，故不希望現階段將各項數據指標定得太死。至於人口與房屋規劃，總規希望透

過新區建設，逐步紓緩舊區人口壓力，舊區業權複雜，未來還有很多博弈空間。 

關於內港治水基建，羅志堅回應表示，內港泵房結構已完成，正做裝機工作，外圍的涵箱渠

亦已進入最後建設階段，計劃在明年上半年落成啟用，相信能夠有效紓緩內港水浸的情況。 

麥達堯表示，總規提出打造的商業圈，是希望創造整個商業佈局經濟，例如設大型零售的地

方等。未來大量工廈如何遷移，麥達堯表示，在城規法、土地法有規定、有例子可以轉換，

轉換過程涉及土地合同、業主意願，希望逐步透過措施、政策配合慢慢將工業部分作遷移。

至於慕拉士區未來交通規劃，鄭岳威表示，當局有考慮過相關問題，包括跨區路網等，日後

在詳細規劃時會再細緻說明。 

關於疊石塘山，陳寶霞回應時強調，總規草案中將疊石塘山用地標示為黃色居住區，不代表

開發整塊地，偏遠地方原訂規劃很多綠色區域（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總規

沒有相關區域的開發程度是否高低等詳細的資料，當局亦明白社會的擔憂。 

黃蔓葒補充，總規草案中生態保護面積佔 18%、居住區 22%，發展和保育之間要取得平

衡。生態保護區屬不可都市化區域，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護，是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

護範圍，當局歡迎公眾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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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4  13/9/2020 市民日報 

未來工廈集中總規 4 工業區 

 

【本報訊】《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政府提出把慕拉士工業區轉為

商業區，昨在首場總規公眾諮詢會上，遭市民質疑工廈如何轉移。工務局指，政府希望逐步

透過措施、政策配合，慢慢將工廈遷移到總規提出的 4 個工業區。 

商圈集中發展總部經濟大型會展 

市民梁小姐於公眾諮詢會上問及，慕拉士工廈林立，為何在總規中將慕拉士轉為商業區，政

府預計多少時間遷移？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表示，總規是基於現有居住區的工

業對居住區有影響，希望未來工廈慢慢集中在總規中的 4 個工業區；至於大量工廈如何遷

移，他指在《城規法》、《土地法》有規定、有例子可以轉換，轉換過程涉及土地合同、業

主意願，希望逐步透過措施、政策配合慢慢將工業部分遷移。 

至於市民許先生關注商圈、商業區的設置，為何高士德區不作為商業區？麥達堯解釋說，總

規中提出的商圈是較集中、相對用地獨立佔地，希望集中發展總部經濟、大型會展、在口岸

設大型零售等，是較大型及獨立佔地的商業區，而高士德是社區性商圈，大部分是迎街的舖

位。他指其實各區的住宅區都有這些社區性的商業元素，將來亦會繼續存在。 

另外，有內港居民質疑總規草案對內港治水問題輕描淡寫，希望政府加快治水。 

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回應表示，市政署在上屆政府已啟動泵房建造，現已到最後

階段，而外圍的涵箱渠亦到最後階段，預計明年上半年整個工程可落成及啟用，有效紓緩現

時內港面對初一、十五水浸的情況；加上工務局其他相關工程完成後，可令內港現時面對水

患得到有效紓緩，待內港擋潮閘仿真研究完成，才是長遠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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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5  13/9/2020 澳門日報 

會員出謀劃策 將製意見書交政府 聚賢同心城市總規 

 

【本報消息】聚賢同心協會日前內部研討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

出席成員就城市總體規劃的定位、保育區域、海域利用、交通運輸及基礎設施等提出意見。

理事長林倫偉指出，澳門城市發展過去一直缺乏總規，不少發展受到限制，未能配合發展需

要。是次城市總體規劃為未來二十年，範疇包含海域，以二○四○年人口推測八十萬規劃，

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宜更好利用海域 

有成員指出，文本中海域利用着墨較少。本澳現有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管理權，應好好利

用，如利用船舶浮塢等發展旅遊娛樂行業，擴大可利用空間。有成員表達總規需合理分佈居

住區、生態保護區、不可都市化區域，特別是疊石塘山居住區應慎重考慮，保護路環山體。

關心社區去博彩化，透過整合發財巴，有效處理路面的交通壓力。有成員提出，總規重塑澳

門交通的整體佈局，贊成多利用立體交通，推進輕軌整體發展，長遠解決澳門的交通問題。

也有成員關注旅遊景點的優化和打造，針對媽閣、高士德區一帶整改，並透過新城區、原海

洋世界地段、益隆炮竹廠和荔枝碗的土地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吸引更多旅客及分區分流。

還有成員關注居住區的環境綠化，建議統計人均綠化和休憩空間面積，用以規劃不同區域的

公共設施和綠化面積。 

按環境變化調整 

會長王國英總結指出，城市規劃是長遠的，不能單靠政府就能夠落實，要社會的共識及積極

參與。期望社會積極在諮詢期中發表意見。未來社會亦要監督，政府要適時按環境變化調

整。關注澳門的產業變化對規劃的影響，以及大灣區對澳門的扶助和發展，從更宏觀的角度

作城市總體規劃。稍後會收集會員的意見製作意見書提交政府，冀透過完善總規助澳門持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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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6  13/9/2020 澳門日報 

聚賢同心 

城市總規 

 

會員出謀劃策    將製意見書交政府 

    聚賢同心硏城市總規 

    【本報消息】聚賢同心協會日前內部研討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

案，出席成員就城市總體規劃的定位、保育區域、海域利用、交通運輸及基礎設施等提出意

見。理事長林倫偉指出，澳門城市發展過去一直缺乏總規，不少發展受到限制，未能配合發

展需要。是次城市總體規劃為未來二十年，範疇包含海域，以二○四○年人口推測八十萬規

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宜更好利用海域 

    有成員指出，文本中海域利用着墨較少。本澳現有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管理權，應好好利

用，如利用船舶浮塢等發展旅遊娛樂行業，擴大可利用空間。有成員表達總規需合理分佈居

住區、生態保護區、不可都市化區域，特別是疊石塘山居住區應慎重考慮，保護路環山體。

關心社區去博彩化，透過整合發財巴，有效處理路面的交通壓力。有成員提出，總規重塑澳

門交通的整體佈局，贊成多利用立體交通，推進輕軌整體發展，長遠解決澳門的交通問題。

也有成員關注旅遊景點的優化和打造，針對媽閣、高士德區一帶整改，並透過新城區、原海

洋世界地段、益隆炮竹廠和荔枝碗的土地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吸引更多旅客及分區分流。

還有成員關注居住區的環境綠化，建議統計人均綠化和休憩空間面積，用以規劃不同區域的

公共設施和綠化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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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環境變化調整 

    會長王國英總結指出，城市規劃是長遠的，不能單靠政府就能夠落實，要社會的共識及積

極參與。期望社會積極在諮詢期中發表意見。未來社會亦要監督，政府要適時按環境變化調

整。關注澳門的產業變化對規劃的影響，以及大灣區對澳門的扶助和發展，從更宏觀的角度

作城市總體規劃。稍後會收集會員的意見製作意見書提交政府，冀透過完善總規助澳門持續

發展。 

 

N127  13/9/2020 澳門日報 

海邊岸邊盲目商業化？ 

 

在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公衆諮詢會上，多名發言市民關注商業區設置問題，有居民關注慕拉

士工廈轉為商業區的時間表、亦有市民質疑政府只是盲目地將海邊、岸邊商業化。 

政策配合逐步遷移 

居民梁小姐關注總規提出慕拉士大馬路工廈轉為商業區，現時慕拉士有大量工廈，政府能否

預計遷移時間表；居民許先生希望政府提出慕拉士轉為商業區的理據。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總規是基於現有居住區的工業對居住區有影響，希望慢慢

會集中在規劃的四個工業區；遷移方面，在《城規法》、《土地法》及相關法律法規有規

定，亦有例子可以轉換到，轉換過程涉及土地合同、業主意願等，希望逐步透過措施、政策

配合慢慢將慕拉士的工業部分作遷移。 

倡 B 區建海濱長廊 

有居民於會上質疑政府只是盲目將海邊、岸邊商業化，認為商業化不是城市規劃唯一出路，

關注到總規提到把新城 B 區東側增設商業區，本身皇朝及新口岸已是發展得較好的商業區，

建議政府可先發展在皇朝區收回的閒置土地，把新城 B 區海岸線留給居民，打造寬敞的海濱

長廊，保留澳門山海城獨有的景觀。 

集中發展總部經濟 

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回應表示，新城 B 區的商業區外的綠廊有十六公頃，政府設施區的綠

廊有七公頃，即由科學館到新城 B 區海濱有濱海綠廊空間。該區除了商業發展，鼓勵居民享

用海濱空間。 

亦有居民關注商圈、商業區的設置，麥達堯解釋，總規提出的商圈是希望集中發展總部經

濟、大型會展及在口岸設大型零售點等，是較大型及獨立佔地的商業區；至於舉例如高士德

是社區性商圈，大部分是沿街的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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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8  13/9/2020 華僑報 

首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會二百市民出席 對交通規劃防災減災提建議 

 

【專訪】特區政府舉辦首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約二百名市

民出席，與會者須經抽籤排序發言。有發言市民希望總體城規釋出更多本澳各區未來人口發

展等數據；亦希望輕軌東線延伸至青茂口岸。 

有發言居民表示，輕軌東線不走青茂口岸，該口岸分流關閘口岸的功能將大大削弱。輕軌公

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稱，上述兩個站都曾探討可行性，惟關閘空間密佈，有巴士總站、行車

隧道及關口，技術上需要更多時間深入探討；港珠澳大橋線段則可能不太長，與東線形成十

字，通過東西橫向方式，與東線在 ES4 站連接，有預留空間接駁，但由於線段向西到澳門半

島的落腳空間不多，需更多時間探討協調，故先把東線落實。 

亦有市民關注文遺保護的問題。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表示，公佈文物清單及其緩衝區範圍已

納入總規劃，以及制定建築限制圖，剛性規定相關新建築物的高度等，但有關高度則於詳細

規劃時訂定。她又稱，文遺法優於城市總體規劃，局方持續針對文物及文遺緩衝區內的建築

物發表意見。 

對釋出更多本澳各區未來人口發展等數據，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時強調，總規

是一個方向性規劃，以期望達到某種願景，故沒有列出太多具體數字資料，亦由於總規劃跨

度長達二十年，有些數字浮動大，故不希望現階段將指標定得太死。 

麥達堯稱，眾所周知，澳門人口密度高，規劃中優先都更的「北區２」，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超過十四萬人；「中區１」則超過九萬人，在國際指標中均驚人。總規劃希望透過新區建

設，逐步紓緩舊區人口壓力。新區住宅單位數有數字可估，如新城Ａ區規劃九萬六千人；氹

北約可開發三萬多人；石排灣則可住超過五萬人，相信可滿足人口增長需要。 

他指出，建設及規劃中的公屋單位有四萬多個，但難以估計舊區未來會剩下多少人口，因為

人口遷移並非簡單數據。總方向是透過新區紓緩舊區人口密度，但舊區業權複雜，未來還有

很多博弈空間。 

有內港居民質疑總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對治水問題輕描淡寫，希望加快治水，勿再紙上談兵。

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表示，市政署在上屆政府已啟動泵房建造，現已到最後階

段，而外圍的涵箱渠亦到最後階段，預計明年上半年整個工程可落成及啟用，有效紓緩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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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港面對初一、十五水浸的情況，加上工務局其他相關工程完成後，可令內港現時面對水患

得到有效紓緩，待內港擋潮閘仿真研究完成，才是長遠的安排。 

有居民在總規公眾諮詢場促政府將疊石塘山列為不可開發區域，保護澳門僅餘的山體。工務

局長陳寶霞回應時強調，總規劃草案中將疊石塘山用地標示為黃色居住區，不代表開發整塊

地，偏遠地方原訂規劃很多綠色區域（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惟總規不會細

微顯示黃色中有綠色，以及開發強度。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總規草案中生態保護面積佔百分之十八、居住區百分之廿二，發

展和保育之間要取得平衡。生態保護區屬不可都市化區域，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護，是

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護範圍當局歡迎公眾提意見。 

第二場公眾諮詢會將於本月廿六日於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卅三號五樓多功能廳舉行。特區政

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基於防疫考慮，公開諮詢活動採用預先登記報名的形式，在

指定報名期間內，公眾可透過專題網頁報名參加及發言，也歡迎各社團以書面方式報名參加

社團專場及發言，有關公開諮詢活動、報名詳情及注意事項請瀏覽專題網頁。按照衛生當局

指引，與會者必須佩戴自備口罩、接受體溫探測及出示當天的個人「澳門健康碼」。 

有關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資訊，已分別上載至土地工務運輸局

（https://www.dssopt.gov.mo/zh_HANT/masterplan）及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lm.com.mo/tc/eastline.html）專題網頁，內容包括諮詢文本、公眾諮詢

會報名方式、意見表、通告、活動消息及展覽場地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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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9  13/9/2020 澳門日報 

氹北商區預留海岸線兼容綠地 

 

"總規"草案中，將閒置地王原海洋世界用地規劃為商業區，昨日有居民在諮詢場上表明反

對，冀還氹仔居民完整的休憩區，應對未來人口增長的需求。 

見縫插針建休憩區 

"前海洋世界用地，當初填海造地目的就是要建成大型休憩區，但承批公司一直荒廢廿多年，

到今日澳門人終等到收回土地的時候，政府卻將之劃為商業區，再次搶走居民應該有而必須

要的休憩空間。"陳先生在諮詢場上如是說。 

他稱，政府經常說無地興建休憩區，所以要見縫插針，但有地卻無考慮規劃成完整休憩區。"

總規"草案將氹仔幾幅大型閒置土地劃為居住區，以現有資源實無法應付未來二十年人口增長

帶來的公共休憩空間的需求。主張前海洋世界更適合規劃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使居民

不論貧富，都可以自由、平等使用這片區域。 

非詳規冇細化數字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時強調，並不是劃為居住或商業區就沒有綠地，或全部都起

樓。他指出，氹北商業區海岸空間會預留海岸線、大片綠地，住宅區和商業區平均分佈，規

劃上強調兼容性。澳門半島有綠廊，氹仔亦有，並配合單車徑，未來會預留海岸綠地空間。 

另有發言居民認為前海洋世界土地不應規劃為商業區，質疑當局指有綠化元素，是否一條街

幾棵樹或一個小公園？麥達堯稱，"城規法"最重要是公衆參與，全部公開透明，當詳細規劃

時，每一區有多少綠地比例、樓宇高度、覆蓋率等都會公開，但現時並非詳細規劃階段，不

會細化數字。 

危險倉定遠離民居 

至於有居民要求交代危險品倉及厭惡性設施與民居的距離。麥達堯稱，危險品倉是單項的規

劃選址，總體規劃不會具體訂定，但會劃定方向，肯定會遠離民居，並做足安全環境評估，

有確定選址定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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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0  13/9/2020 澳門日報 

團體倡賦塔石片區文化功能 

 

【本報消息】政府宣佈新中央圖書館選址改為舊愛都酒店，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贊同

方案，指出方案獲文保組織和公衆支持，樂見政府聽取民意，讓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壁

畫等保留和活化，料將成為本澳文物保育事業中又一次成功案例。 

龐朝暉認為，塔石廣場既與鄰近的瘋堂、盧廉若公園等相連，亦屬舊城區步行範圍。當局將

新中圖定位為整個片區的地標建築，可進一步深化整個片區的文化氛圍。目前該區在"總規"

中沒有明確其文化特性，建議政府在詳細規劃時明確賦予塔石廣場一帶文化創意功能，另考

慮將之定位為以步行方式遊覽舊城區的文化旅遊"入口"。 

他提到，與舊愛都酒店相鄰的新花園泳池，在當局的方案中提及將充分利用其景觀。建議公

佈泳池未來的去留，尤其如何與新中圖互相呼應，透過適當措施凸顯文化價值，鞏固澳門居

民的文化身份認同。 

新中圖建成後，對面的中央圖書館應改作他用，以免與新中圖功能重疊。希望當局研究將演

藝學院戲劇學校遷至上址，呼應該區的文化定位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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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1  13/9/2020 澳門日報 

長遠安排待擋潮閘仿真研究 市署：泵房涵箱渠紓內港水浸 

 

有內港居民於公衆諮詢會上質疑總規草案諮詢文本對治水問題輕描淡寫，希望加快落實興建

治水基建工程，勿再紙上談兵。 

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表示，預計明年上半年泵房及涵箱渠可落成啟用，有效紓緩

現時內港水浸的情況。 

明年上半年落成 

羅志堅表示，內港作為澳門重要的居住區，政府十分重視區內居民的民生福祉，特別是水患

整治。市政署在上屆政府已啟動泵房建造，現已完成泵房結構，到裝機階段，而外圍的涵箱

渠亦到最後階段，預計明年上半年整個工程可落成啟用，有效紓緩現時內港面對初一、十五

水浸的情況，加上工務局其他相關工程落成後，可令內港現時面對水患得到有效紓緩，長遠

安排仍待內港擋潮閘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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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2  13/9/2020 澳門日報 

市署：泵房涵箱渠紓內港水浸 

長遠安排待擋潮閘仿真研究 

 

    市署：泵房涵箱渠紓內港水浸 

    有內港居民於公衆諮詢會上質疑總規草案諮詢文本對治水問題輕描淡寫，希望加快落實興

建治水基建工程，勿再紙上談兵。 

    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志堅表示，預計明年上半年泵房及涵箱渠可落成啟用，有效紓

緩現時內港水浸的情況。 

    明年上半年落成 

羅志堅表示，內港作為澳門重要的居住區，政府十分重視區內居民的民生福祉，特別是水

患整治。市政署在上屆政府已啟動泵房建造，現已完成泵房結構，到裝機階段，而外圍的涵

箱渠亦到最後階段，預計明年上半年整個工程可落成啟用，有效紓緩現時內港面對初一、十

五水浸的情況，加上工務局其他相關工程落成後，可令內港現時面對水患得到有效紓緩，長

遠安排仍待內港擋潮閘仿真研究。 

 

N133  13/9/2020 濠江日報 

總規擬人工島中設會展平台 業界認提升澳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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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4  13/9/2020 澳門日報 

群力冀訂都更明確時間表 

 

【本報消息】群力智庫副理事長梁鴻細期望政府能訂定明確清晰的都市更新時間表，並盡快

做好治水方案和具前瞻的交通規劃，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 

梁鴻細表示，"澳門城市總規"須確保居民未來生活更便捷舒心，破解城市發展的瓶頸。建議

政府為都市更新訂定明確時間表，尤其是較難整治、社區隱患嚴重的祐漢七棟樓群，並應重

新打造青洲規劃，以配合青茂口岸通關帶來的機遇發展，設立條件配套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同時善用土地資源，優化居民的綜合生活質素及營商環境，推出根治內港水患方

案，建設"護城抗洪交通魅力長廊"，推進路環"一湖"方案。 

道路規劃方面，前瞻規劃周邊道路網等交通配套，按城市發展策略確定近遠期道路網體系結

構、佈局，設置走向要求，避免道路重覆開挖擾民。配合智慧科技，理順交通，與大灣區高

速現代交通網絡接軌。更重要的是，當局在草案諮詢中要認眞聆聽社會各階層的意見，確保

公衆廣泛參與，資訊公開透明，與各界共締安居樂業環境，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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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5  13/9/2020 論盡媒體 

總規首場公眾諮詢 市民要求保育疊石塘山 原海洋世界列綠地 

 

今日（12） 政府舉辦首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多名市民要求保育

路環疊石塘山，列其為不可都市化用地區；以及建議將原計劃發展海洋世界的地段劃為綠地

供市民休憩之用，而非總規所建議的濱水商業區。 

諮詢會由下午三時開始共二小時，約有 200 人出席。大概有 30 多名市民預先向政府表示有

興趣發言，最後有 13 市民被抽中發言。13 名市民關注的議題方方面面包括黑沙村的居住條

件差、內港水浸、交通、危險品放置選址等等。有意見關注如何保育文物以及城市山海城景

觀。亦有市民質問政府，由關閘為始站輕軌東線方案為何不包括鄰近的青茂口岸。有市民又

批評總規多著墨願景少硬性指標、又沒有審視和正面城市的局限以及目前所面對問題。 

在眾多的關注中，有發言市民要求政府設定疊石塘山為列為不可都市化地區及建議將氹仔前

海洋世界用地發展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 

梁姓市民指，路環是澳門市肺，總規將疊石塘山劃為居住區，不能理解。梁要求政府定將疊

石塘山為不可發展區域，「不希望佢變住宅區」。另一發言者城規師胡玉沛亦反對疊石塘居

住區。他表示，總規文本看不到支持路環有建低密度住宅的需要，而且山體是不可再生資

源，必須保育。胡又指，正因為目前是總體規劃，所以更應該直接將疊石塘山定非建築範

圍。胡一發完言立即贏得掌聲。  

同時，有兩發言者表明反對政府建議將氹仔前海洋世界用地發展為濱水商業區。陳姓市民表

示將來氹仔人口密度高，但周邊開發都建了屏風樓，阻風流動和破壞向海的景觀；氹仔的山

體亦建有別墅酒店，同時公屋項目待開發，故氹仔需要增綠色低炭區域。「氹仔前海洋世界

用地要劃為綠地和公共空間，滿足市民需求，保留氹仔北開揚完整的海景。」又指，海洋世

界更適合發展為綠地和公共空間區，讓市民享有寧靜的海濱休閒區。另一馬姓市民則反問政

府代表口中所講在居住區及商業區都有綠地的規劃，「是否一條街數棵樹，只有小公園？」

該名市民認為氹仔公共設施不夠用，海洋公園用地應該列為綠地。現場的市民則以掌聲回應

馬市民的發言。 

回應市民有關疊石塘山的保育要求，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當局明白社會的擔憂。又指，

疊石塘山列為居住用途是配合周邊環境作考量，多年前有關地段已計劃為低密度住宅。她強

調，被劃為黃色的居住區內亦會有部分綠地，目前總規難以提供相關詳細的資料。工務局城

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強調，在住宅區、商業區亦存在綠地。除了規劃澳門半島綠廊外，氹仔

亦有預留海岸綠地空間 。 

第二場公眾諮詢會將於 9 月 26 日於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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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6  14/9/2020 市民日報 

信心信任描繪澳門玫瑰園共建家園 

 

《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展開 60 天公眾諮詢，社會反應

熱烈，為澳門特區「玫瑰園」頂層設計集思廣益，以期在未來 20 年時間段，建設好「家

園」藍圖，然後在分區詳細規劃中賦予細緻、「血肉」，令到澳門這個微型經濟體、小城市

能夠按部就班，在社會共識、取得平衡下，締造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宜居宜遊宜業宜行宜樂

城市，達致可持續發展。 

總體城規草案提出建設澳門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城市的目標，社會首先關注的

著眼點，是原來的新城 D 區不填海，改為向中央提請置換在 A 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區之間水道

填海；路環疊石塘山部分劃作居住區；新城 B 區原擬作為政法區改作串連南西灣湖與媽閣濱

海綠廊，並將 B 區東側闢作商業區；而南灣湖 C、D 區劃作政府設施用地，限高 62.7 米；

總規草案又將商業用地增加至佔整體土地 4%，推動商圈建設，慕拉士工業區逐步改作非工

業用途；居住用地佔 22%，切合人囗增長預期。加上輕軌東線全程走地底，採用隧道過海，

6 個車站以關閘、氹仔碼頭串連新城 A、E 區，無論從輕軌拓展線路增加運營效益，又或作

為城市、交通規劃應對 A 區人流出行的「大動脈」，顯然，總規劃分 18 分區，結合輕軌東

線，擺在廣大居民面前，可以想像，是一幅幅重大建設藍圖，拼湊起來，是未來 20 年澳門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玫瑰園」精彩動人澳門特區新面貌。 

毋庸諱言，「玫瑰園」展現出來的，是框架、願景、頂層設計，給予公眾很好的「想像空

間」，共同構思澳門特區未來發展新面貌。可是，也正正因為這是個願景，在特區政府推動

全民參與「設計」未來美好家園的框架時，難免會引起公眾或這或那的疑慮，憂心在欠缺細

緻數據確立下，一旦進入分區規劃，便容易出現強度開發，甚至在總規訂定下的布局，在分

區規劃中會荒腔走板，脫離居民當初「玫瑰園」美好願景。 

為此，在總規首場公眾諮詢會上，發言市民集中關注將 D 區置換到半島東北區水道填海、疊

石塘山劃出居住區和前海洋世界地段規劃為商業區，會對本澳山體綠地不可再生資源和土地

供應構成損害，恰恰，總規這個構想根本不能劃得太細緻和有更詳盡的數據支撐，才能留待

日後分區細緻規劃時豐富內涵，這，怎樣平衡好市民對發展、保育的想像，相信，是考驗行

政當局在有限的總規要件中，詳細解畫，展現施政智慧，博得社會有信心一步一步推進城市

規劃，同時，也是考驗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度，在公眾參與、建言做好總體城規這

個「玫瑰園」願景、框架、藍圖以後，政府以民為本施政，按居民共識，推動分區發展規

劃，從方向性賦予 18 區各自「血肉」、內容，展現出來整個澳門特區 20 年後的新面貌。 

我們認為，總體城規的設計布局向公眾諮詢，正是政府、設計者與居民互動，激發對澳門特

區未來發展的更多思考，集思廣益。只有行政當局聆聽市民聲音，落實公眾參與，將社會反

饋放回總規的設計布局，體現社會重視綠地山體、文化保育的「不可再生」，也能從分區規

劃中做好跨境對接、居住、商業、工業土地開發，從「山海城」切入宜居、宜遊、宜業、宜

行、宜樂，確立社會普遍共識的「玫瑰園」願景，提供廣大居民在未來分區規劃中「可操

作」的謀劃布局，結合本澳和區域發展作好生涯規劃，那麼，讓居民有信心，也讓政府信任

度提升，才能攜手描繪好「玫瑰園」，共建澳門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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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7  14/9/2020 澳門日報 

倘城市總規草案重大修改須重新諮詢 城規師倡撤回文本重製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向中央申請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填海，不填新城 D 區。

城規師林翊捷表示，按《城規法》規定，若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重大修改需要重新諮詢，他認

為取消新城 D 區一定是重大修改，故建議政府撤回草案，重新製作文本再作諮詢。 

總規草案現正公開諮詢，林翊捷表示，總規草案諮詢與一般項目諮詢不同，是《城規法》的

法定程序，即諮詢文本亦是法定程序的一部分。現時總規草案諮詢文本無論從地圖還是條文

均有提及新城 D 區，但政府突然宣佈取消新城 D 區，與公眾諮詢文本有不同，市民或會質

疑是"假諮詢"。 

他稱，按《城規法》規定，若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重大修改需要重新諮詢，取消新城 D 區對於

《城規法》而言一定是重大修改，因取消新城 D 區，會令全澳住宅比例、道路網有一定變

化，而且新城 C、E 區之間亦會出現凹位，需作水文學研究、修正海岸線等，不能簡單忽略

新城 D 區填海與否的問題。 

籲暫不劃入 D 區 

他又擔心若屆時中央批准本澳不填新城 D 區時，又要再重新諮詢，建議政府現時果斷調整，

撤回草案諮詢文本較為妥當，重新審視後，把關乎中央批准的部分暫時不劃入總規，否則憂

慮之後再作諮詢而拖延總規落實時間。 

宜善用現有宅地 

對於諮詢文本提到本澳居住區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達到約二成二，同時建議增加青洲、氹

仔、石排灣等新的居住用地。林翊捷認為，現時氹仔及石排灣仍有很多住宅用地未使用，且

石排灣公屋群周邊仍有較多不涉及山體開挖的土地可使用，認為不須增加住宅用地，反而利

用好現有住宅用地更佳。 

跨區道路如何建 

至於青洲方面，林翊捷表示，增加居住用地便會增加人口，衍生的交通壓力只能向東面解

決。根據諮詢文本的綜合交通示意圖，該區將有一條由筷子基北灣連接到青洲西邊的跨區道

路，但筷子基北灣現時仍是港口設施，關注有關通道如何興建。 

諮詢文本亦提到慕拉士大馬路由工業區逐步轉型作商業區，林翊據認為轉型是好事，但關注

如何執行，認為轉型願景不易做到，指出現時這些工廈已有其他功能，加上部分工廈的業權

分散，凝聚共識並非易事。 

人口密度如何減 

留意到諮詢文本把慕拉士大馬路、提督馬路很多工廈變成住宅區，當工廈逐步變成住宅時，

人口越來越多，交通、綠化、學校、醫療配套設施要跟上。他認為諮詢文本有盲點，無清晰

交代如何引導減少舊區人口密度的方向，從而降低舊區公共設施需求的壓力，若不處理，將

來可能引發更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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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8  14/9/2020 正報 

林翊捷︰棄填 D 區應重做總規 

 

【本報訊】政府官員突然提出棄填 D 區，與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有別。城市規劃師林翊捷認

為，若真的棄填 D 區，涉及重大修改，應該按照《城市規劃法》重做城市總體規劃。 

政府在九月四開始六十天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

諮詢文本內列明新城填海 D 區的規劃；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卻在九月八日宣稱，政府經考

慮後決定放棄新城填海 D 區，已於近期向中央政府申請。 

《城市規劃法》規定，如對城市規劃草案作出重大修改，土地工務運輸局須開展新一輪的倘

有的推廣及展示草案和收集擁有私有土地的物權之人及國有土地承批人的意見及建議的期

間，以及推廣、展示和公開諮詢的期間，並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的第十八條(收集利害關係

人的意見及建議)至第二十條(報告)的規定。 

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提出，若草案列明了新城填海 D 區，政府卻放棄

新城填海 D 區，這不算是重大修改，還有甚麼是重大修改？並指出，若放棄新城填海 D

區，便涉及草案內總面積的改變，影響相關的連串數據，也影響其他因應新城填海 D 區而作

出的規劃，理應按照《城市規劃法》重做。 

林翊捷認為，羅立文的言論令總體規劃陷入矛盾。若主流意見認同放棄新城填海 D 區，涉及

重大修改，應該重做；為了避開重做，政府便要不採納主流意見，保留新城填海 D 區，並由

行政長官批准總體規劃。隨後，若放棄新城填海 D 區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將出現與法定總體

規劃不同的矛盾。 

棄填 D 區會出現淤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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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角度，林翊捷也提醒，總體規劃意圖透過填海新城 C、D、E 區，將氹仔的海岸線向北

移出去。若放棄新城填海 D 區，那裡將出現淤沙的問題，需要補填海岸線來解決。並表示，

運輸工務司司長提出放棄新城填海 D 區的重大意見，也應該提出支撐的數據及配套；否則，

便是處理得太粗糙。 

 

 

 

N139  14/9/2020 新華澳報 

不填新城 D 區好簡單？ 林翊捷︰等同總規死咗 

 

【本報訊】澳門總體城規諮詢才沒幾天，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就突然表示， 特區政府近期

已向中央申請不填新城 D 區，令不少關注城規的人士感到震驚。城規師林翊捷說︰「成件事

並非話唔填就唔填咁簡單，如果唔填 D 區，等於成份草案死?」，因為整份規劃草案都是按

照有 D 區而去制訂的，突然沒有了 D 區，則一切需要推倒重來，現時的公開諮詢也就變得

沒有意義。 

  林翊捷表示，若果社會一致支持羅司不填 D 區的論述，則草案涉及重大修改而需要重新

諮詢；若要避免重新諮詢的話，政府就要不採納羅司和市民的意見，草案繼續支持 D 區填

海。而如果政府決定不填 D 區，卻又已經向中央申請，若中央的批覆與市民意見相反，又或

與總規最後版本矛盾，到時怎麼辦？ 

從技術角度而言，不填 D 區亦並非可以說不填就不填那麼簡單。因為整份總規都是按 D

區填區的前提而制訂的，若果 D 區不填海，當中會涉及多方面的問題，首先土地總面積已經

不同，土地用途的規劃亦必然會改變，還有交通規劃，功能分區等等都會不同。而且，原定

新城 C、D、E 區會讓整個氹仔海岸線北移，現時 C 區和 E 區已經填好，D 區不填就會變成

凹位，會出現淤沙的問題，這就又要做水文研究再修改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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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0  14/9/2020 澳門日報 

充分解說 尋求共識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展開六十天的公眾諮詢。近日草案向立法會

議員和公眾介紹和收集意見，發言熾熱，意見紛呈，可見各界重視。問題在官民答問與交流

之間，如何真正集思廣益，理出好意見，真正助力澳門可持續發展的總城規落地？ 

總城規草案首場公眾諮詢熱度十足，發言多集中關注一些個案，如疊石塘山建住宅、慕拉士

工廈變商區、危險品倉設置地點等，其實牽涉分區內的詳細規劃。當然總規的訂立目標是指

導詳規，兩者沒有衝突，但總規未訂，討論詳細規劃的內容，是否言之尚早？故官員只能回

應黃色住宅區不代表開挖整個山體、建危品倉已訂方向不近民居等，都是籠統而不具體的答

案，事實未到諮詢詳規的時候。這也難怪，城市總體規劃本身很專業，一般居民如何專業評

析？故只能提出自己社區最關注的個案了。 

這是諮詢工作的弊病，專業解說不足，或敏感議題被放大，諮詢偏向，宜格外注意。政府公

開諮詢的議題，大都與民生息息相關，沒有民意，結合不到民情，再好的方案卻不貼地，執

行易生矛盾。但諮詢又往往涉及專業範圍知識，一般居民未必懂，最怕是似懂非懂，諮詢起

來不單吃力，更易失焦偏向。諮詢前應準備好充足的資料，特別是與相同情況地區規劃作出

對比，令民眾心中有具體的例子，更易代入，更易明白。好像總城規將本澳分成十八區，容

易與現時堂區劃分混淆，甚至認為是否代替堂區，雖然當局翌日回應這是"規劃分區"非服務

分區，但這些應在事前已作好解說。 

諮詢本身目標之一是收集意見，充分的解說，讓持份者明白方案背景、規劃條件和結果，才

會得到經過思量的意見；之後是將意見分類、分析和吸納的過程，就是集思廣益。城規問題

事關利益和偏好，不可能達到全面的共識。為防假諮詢，宜對未接納意見作陳述反饋；同時

諮詢另一功能是凝聚共識，政府出台的草案經過調研規劃，雖不是定案，但已屬大框架，諮

詢中多解說、傾聽和溝通，也是尋求最大共識的過程。 

夏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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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1  14/9/2020 澳門日報 

何潤生冀第四通道嚴控工期預算 

 

本報消息】澳氹第四道跨海大橋已開始首支樁開鑽，議員、群力智庫理事長何潤生對第四跨

海通道的興建動工表示欣喜，認為該橋能紓緩本澳三座大橋的交通壓力，冀當局嚴控工程進

度、預算，有效跟蹤控制大橋施工質量，確保施工安全，更應加快相關交通配套連接，為改

善城市整體出行狀態早作準備。 

何潤生表示，澳門目前最新的一座澳氹跨海大橋——西灣大橋在二○○五年通車，至今使用

已十五年，隨着各大企業建設落戶，以及公共房屋住戶的遷入，離島市區高速發展，人口急

劇攀升，居民旅客平日使用大橋往返澳門半島及離島者眾。現有三道大橋中，嘉樂庇大橋只

准公共運輸車輛及特許車輛行駛，其他兩條大橋無疑承擔日常交通重責，除私家車及電單車

外，巴士、泥頭車、重型車等晝夜穿梭，大橋使用量早已進入飽和狀態。在暴雨或強颱風等

情況下，友誼大橋亦可能會被封，獨剩西灣大橋下層通道開放，如此超負荷的跨海交通現

象，長期困擾本澳經濟民生。 

特區政府遂於二○一○年開始，計劃於友誼大橋東側建造第四條跨海通道，十年籌劃今正式

啟建。何潤生指出，按建設發展辦公室資料顯示，工程需於二○二四年一月竣工，造價預算

約五十二億，又因不可抗力因素故非"包底"，冀當局對工程進度及預算嚴格把關，以工程預

算建立監測及控制成本，善用公帑。訂定施工要領，建立嚴謹監工管理，注意施工品質及安

全，使工程能確實依照規範要求施作。 

何潤生又稱，有關第四通道的交通網絡銜接，如新城 A 區與漁翁街附近的連接通道、A 區至

外港碼頭連接通道，備受社會關注。當局近日亦就《總規》諮詢文本回應，新城 A 區和澳門

半島之間約四十一公頃的水道，現正與中央商討，擬填海後成為綠化帶，未知兩工程是否密

切相關。期望盡快釋出相關研究及設計進度，結合需求加快落實跟進，做好各節點交通配

套，相關計劃爭取與第四條跨海通道同步建成，實現綜合交通一體化，方便居民生活出行，

長遠助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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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2  14/9/2020 市民日報 

李靜儀：市民不介意降 A 區人口密度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日前表示，新城 A 區已規劃建 3.2 萬個住宅單位，130 公

頃更要容納 9.6 萬人口，住宅密度很高，他個人認為應該削減一些住宅單位數目，但相信議

員不會同意。議員李靜儀認為，新城 A 區公屋規劃並非「湊數」，若政府有數據或指標證實

A 區住宅和人口過密，相信居民亦不介意削減新城 A 區部分住宅單位數目，關鍵是政府如何

落實經屋供應，在其他土地補足相關差額，以及有短、中、長期的經屋供應規劃和興建時間

表，令市民安心。 

需有量化規劃標準供社會判斷 

李靜儀表示，當初政府提出在新城 A 區建 2.8 萬個公屋單位，是因為當時澳門除了新城 A 區

外，回收的閒置土地數量和分布的區域，以及可以建公屋的土地沒有現時多，當年政府對新

城 A 區規劃提出的只是數字上的概念，故而現時社會根本難以單從政府提供僅有的數字，判

斷新城 A 區的住宅規劃是否過密。 

今年 5 月羅立文出席立法會會議時曾提到，會在今年 12 月完成新城 A 區深化方案，工務局

亦以詢價方式委託顧問公司開展新城 A 區規劃調整優化及城市設計指引研究，費用 1080 萬

元；李靜儀指出：新城 A 區必須有設施的分布，包括衛生中心設施、學校、托兒所、長者院

舍及休閒空間、綠化區域，如果政府認為規劃的住宅單位和人口過密，則要有量化，或正式

的規劃標準，讓社會判斷是否適建相關數量的住宅單位。 

她又提到，一直以來，本澳並沒有居民居住面積、社會設施和人口比例的指標，外國則會因

應人口配置相應社會設施，在制訂總規和詳細規劃時，便按相關指標規劃相應的社會配套設

施。澳門從來沒有相關指標，一個區是否過分擠逼，可以從相關指標量化出來。 

羅立文日前又表示，新城 A 區加上偉龍馬路約 6000 個單位，合共近 4 萬個住宅單位，相信

能滿足未來居民對住屋的需求。同時又指現時本澳約有 23 萬個住宅單位，但只得 19 萬個家

庭，澳門「大把屋」，居民毋需擔心無屋住云云。 

李靜儀對此不予認同，她指居住問題並非簡單按多少個住宅單位配多少個家庭的問題，更非

因為本澳現時閒置單位多於全澳家庭數量，便代表居民沒有居住問題，「住屋問題不是公共

空間問題，有人有 3 間屋，但有人無屋住，有 3 間屋的人不可能借間屋畀無屋住嘅人，肯定

唔係呢個概念。」 

她說：隨著社會發展，澳門人口不斷膨脹，新生代由於樓價高企，呎價貴，近年新建樓宇雖

是細單位，大部分人都承擔不起私人樓宇價格，且由於面積小，難以鼓勵多人同住，家庭人

數相對減少。故而，居民對住宅的要求較殷切，並非政府官員所想的「加減數」問題。 

 

職住平衡非易事設施鄰區配置 

李靜儀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提到職住平衡的理念，她相信要實現相關構想並非

易事，因為現時有很多居民都要跨區上班，例如有很多旅遊服務業員工要到離島或中區上

班，不過她希望一些社區設施的規劃，例如托兒服務、長者院舍或是學校等，能做到鄰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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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配置，讓長者、學童可以就近上學或接受服務，區內有一定商業規劃匹配等，對澳門交通

和道路壓力可以起到很大的紓緩作用。 

她說，居民對居住問題感到憂慮並非完全沒有原因，因為過去經屋申請者要等 10 年、8 年才

上到樓，近年落成的經屋單位都是解決 10 多年前經屋申請家團的上樓問題，故而每次政府

接受新一輪經屋申請，都會出現恐慌性需求，行政長官賀一誠上任後曾強調會著力解決居民

住屋問題，新一屆特區政府更提出夾心階層房屋和長者公寓，她希望今屆政府任內能落實相

關政策措施。 

 

 

 

N143  14/9/2020 論盡媒體 

不填新城 D 區好簡單？ 林翊捷︰等同整份總規草案死咗要重做 

 

澳門總體城規諮詢才沒幾天，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就突然表示，特區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

請不填新城 D 區，令不少關注城規的人士感到震驚。城規師林翊捷說︰「成件事並非話唔填

就唔填咁簡單，如果唔填 D 區，等於成份草案死咗」，因為整份規劃草案都是按照有 D 區

而去制訂的，突然沒有了 D 區，則一切規劃需推倒重來，現時的公開諮詢也就變得沒有意

義。 

林翊捷表示，羅司早前的論述並無違反城規法，但這就將整份總規草案帶入一個矛盾之中。

因為城規法第 21 條第 2 款有規定，總規草案諮詢之後，若有重大修改，需要重新進行諮詢

程序。「我相信不填 D 區，怎麽看都不可能不是重大修改。」 

因此，若果社會一致支持羅司不填 D 區，則草案涉及重大修改而需要重新諮詢；若要避免重

新諮詢的話，政府就要不採納羅司和市民的意見，草案繼續支持 D 區填海。而如果政府決定

不填 D 區，卻又已經向中央申請，若中央的批覆與市民意見相反，又或與總規最後版本矛

盾，到時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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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角度而言，不填 D 區亦並非可以說不填就不填那麽簡單。因為整份總規都是按 D 區

填區的前提而制訂的，若果 D 區不填海，當中會涉及多方面的問題，首先土地總面積已經不

同，土地用途的規劃亦必然會改變，還有交通規劃，功能分區等等都會不同。而且，原定新

城 C、D、E 區會讓整個氹仔海岸線北移，現時 C 區和 E 區已經填好，D 區不填就會變成凹

位，會出現淤沙的問題，這就又要做水文研究再修改海岸線。 

林翊捷表示，不填 D 區涉及重大修改，政府提出意見不是問題，「係咪應該要有足夠的理

據、數據，以及相關的配套方案呢？唔係話覺得個海靚，所以就唔填。成件事的處理係咪太

粗疏呢？」 

 

N144  15/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聚賢同心冀總規助澳門持續發展 

 

【本報訊】聚賢同心協會日前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草案進行內部研

討，出席成員就城市總體規劃的定位、保育區域、海域利用、交通運輸及基礎設施等提出意

見。理事長林倫偉指出，過去澳門城市發展一直缺乏總規，不少發展都受到限制，未能配合

澳門的城市發展需要。是次城市總體規劃時間為未來二十年，範疇包含海域，以二零四零年

人口推測八十萬人作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會上有成員提出，文本中提出海域利用的著墨較少，本澳現在有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管理

權，應好好加以利用，如：利用船舶浮塢等，發展旅遊娛樂行業，以擴大澳門的可利用空

間。有成員表達總規需合理分佈居住區、生態保護區、不可都市化區域，特別疊石塘山居住

區問題，應慎重考慮，對路環的山體作出保護；以及關心社區去博彩化，透過整合發財巴，

有效處理路面上的交通壓力；也有成員提出總規重塑澳門交通的整體佈局，贊成多利用立體

交通，推進輕軌的整體發展，長遠解決澳門交通問題；也有成員關注旅遊景點的優化和打

造，針對媽閣、高士德區一帶進行整改，並透過新城區、原海洋世界地段、益隆和荔枝碗的

土地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以吸引更多旅客及作出分區分流；最後也有成員關注居住區的環

境綠化，建議統計人均綠化和休憩空間面積，用以規劃不同區域的公共設施和綠化面積。 

 

會長王國英作出總結，指出城市規劃是長遠的，而且不能單靠政府就能夠落實，要社會的共

識及積極參與；期望社會積極在諮詢中發表意見，未來社會要作出監督，政府亦要適時按環

境變化作出調整。要關注澳門的產業變化對規劃的影響，以及大灣區對澳門的扶助和發展，

從更宏觀的角度對城市作出總體規劃。稍後會再收集會員意見，並制作意見書提交政府，冀

透過完善總規助澳門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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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5  15/9/2020 力報 

人口規劃 80 萬恐交通爆煲 交諮委：都更和輕軌是關鍵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現正進行公開諮詢，草案中提及至 2040 年本澳人口將達到 80 萬，有

意見指出如此規劃將會對本澳交通情況帶來巨大壓力。交諮會副主席黃承發認為，先要做好

舊區重建及輕軌建設，才能緩解交通壓力，否則再多規劃都只是「空中樓閣」。 

交通諮詢委員會副主席黃承發昨（14）日接受本報訪問指出，總規草案中提及 20 年後本澳

總人口達 80 萬，現有交通設施無法消化其流動需求。有意見指本澳只要多建天橋及隧道，

便可減緩塞車問題，黃承發表示同意，但在實行上極為困難，因本澳舊區多、行人路窄，高

士德、三盞燈等地區根本容不下天橋的橋躉與升降機等無障礙設施，隧道更加只有皇朝區才

能做到，故如要推行只能在舊區重建（都市更新）上多加著墨。 

至於最為市民垢病的塞車問題，黃承發承認是「死症」，因本澳實在太多車輛，將來人口增

多只會更塞，調配公交、增減斑馬線等只是小修小補，故長遠仍要待輕軌東線等主要線路通

車，才能解決擠塞問題。 

另外，總規草案亦有提及未來本澳需與內地公交對接，達成無縫連接一小時生活圈，黃承發

認為規劃上必需執行，如市民不需轉折過關上落車，一下輕軌便能接駁內地高鐵、動車，兩

地人流的交通成本便能降低，長遠能減緩本澳交通壓力。 

林翊捷：遠水不能救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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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城規會委員的城市規劃師林翊捷對於規劃草案則不甚滿意，他認為草案過於空泛，

「遠水不能救近火」，對當下本澳市民最關心的塞車、泊車等問題都沒有具體解決方案。 

今次草案作為總體規劃，日後會分區作詳細規劃，但林翊捷認為當下政府有很多數據可以事

先規劃。他重點提到本澳公交問題嚴重，如要短期緩解塞車，做好公交再鼓勵市民不駕車出

行才是重點，但草案卻連公交樞紐站設在何處都沒有提及；其次草案提到要規劃泊車，新劃

分的 18 區其實可以計算每一區需要加減多少車位，但草案都沒有交待。 

有意見指本澳劃分 18 區後可將必要設施原區落地，以減少市民跨區出行，林翊捷同意老人

院、幼稚園等可有序分區配套，但就業則行不通，指出「北區點規劃都唔能夠滿足該區就業

需要」，故怎樣做好公交出行始終是繞不開的話題。 

林翊捷笑言沒有否定草案的意思，很多綱領上的要旨他亦同意，但市民需具體解決的貼身問

題草案則欠奉，若當下 50 萬人的交通需要也未能解決，長遠的 80 萬人口規劃亦難以令市民

「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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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6  15/9/2020 新華澳報 

擬棄填海新城 D 區 李靜儀促交代影響 

 

【本報訊】政府官員突然提出棄填新城 D 區，與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不同。議員李靜儀認為，

現時政府只是提出構想，中央最終是否批准填海變化屬未知數，惟總規草案正諮詢公眾，若

真的不填 D 區，方案會有不同，政府必須交待對整體規劃的影響。 

李靜儀指出，取消填 D 區涉及連串規劃變化，包括住屋數量、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面

積，與填海新城 C 區、E 區的交通連接。D 區規劃了一定住屋單位，儘管運輸工務司長曾說

新城 A 區及偉龍馬路已規劃的四萬個單位，能夠滿足未來二十年人口增長需求，惟從今次申

請經屋情況來看不僅未必足夠，政府曾提出的夾心階層等不同類型住屋都需要用地，政府應

當交待沒有 D 區對整體住屋規劃的變化。 

另外，D 區周圍規劃了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取消後對面的原海洋世界地段將是直接對

海的土地，現標為商業區，肯定要有綠地面積、涉及海岸休憩公園的方案，以至連接由橋頭

海洋至西堤的單車跑步休憩綠廊，甚至將來的詳細規劃都一定會有指標不同。 

政府計劃放棄填 D 區，換作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她認同填後者，這樣

可改善北區的交通情況，增加綠地空間，惟填該處功能與 D 區不同，社會存在很大疑問，政

府有需要交待中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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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7  15/9/2020 澳門日報 

李靜儀促交代不填 D 區影響 

 

【本報消息】政府官員突然提出棄填新城 D 區，與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不同。議員李靜儀認

為，現時政府只是提出構想，中央最終是否批准填海變化屬未知數。惟總規草案正諮詢公

眾，若真的不填 D 區，方案會有不同，政府必須交代對整體規劃的影響。 

李靜儀指出，取消填 D 區涉及連串規劃變化，包括住屋數量、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面積，與

填海新城 C 區、E 區的交通連接。D 區規劃一定住屋單位，儘管運輸工務司司長曾說新城 A

區及偉龍馬路已規劃的四萬個單位，能夠滿足未來二十年人口增長需求，惟從今次申請經屋

情況來看不僅未必足夠，政府曾提出的夾心階層等不同類型住屋都需要用地，政府應當交代

沒有 D 區對整體住屋規劃的變化。 

另外，D 區周圍規劃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取消後對面原海洋世界地段將是直接對海土地，

現標為商業區，肯定要有綠地面積、涉及海岸休憩公園的方案，以至連接由橋頭海洋至西堤

單車跑步休憩綠廊，甚至將來詳細規劃都一定會有指標不同。 

政府計劃放棄填 D 區，換作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李靜儀認同填後者，可改

善北區交通情況，增加綠地空間，惟填該處功能與 D 區不同，社會存在很大疑問，政府有需

要交代中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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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8  15/9/2020 澳門日報 

須與舊橋保持距離施工難造價貴 工程師：第五通道不宜海隧 

 

【本報消息】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又稱澳氹第五通道），現正處初步設計、工

程勘察階段，預計明年六月完成。 

港澳資深工程師、澳門大學土木工程系客座教授邵賢偉指出，舊橋旁若建海隧，造價貴、施

工難，可能十年八載都未建完，希望社會深思花費大量資源建設海隧是否值得，建議宜在舊

橋旁建姐妹橋。 

邵賢偉曾負責設計及建造壹號湖畔和美高梅等建築項目，熟悉該處的地質土壤情況。他指

出，舊橋底的河床淺，只有數公尺，地質土壤上層約有廿公尺為淤泥，中層為三十多公尺的

沖積層及原有土，深至五、六十公尺才到石層。直言若要穿過淤泥層至石層挖掘隧道及興建

引道，相當困難。而且建海隧須與舊橋保持一定距離，否則會影響舊橋地基。 

建高架橋造工簡單 

他分析興建隧道若採用"沉箱式"，一般需要較深的海床，但考慮到舊橋河床淺，船隻通航等

原因，並不適宜。估計大多會採用鑽探法，但在深石層鑽探海隧，則會出現造價貴、工期長

等問題。最難建的一段應是從深石層，穿過種種泥沙重返地面。相反，高架橋的建造較簡

單、工期短、造價相宜，而且架橋可連接現成的舊橋引道網，只要在現有地面上擴闊改建便

成，變相又多一條道路直達澳氹市中心等心臟地帶，有效紓緩交通壓力。 

非必要建第五通道 

政府擬海隧的引道及落腳點分別設於新城 B 區及 D 區。邵賢偉表示，海隧引道及落腳點將佔

去部分土地，而且海隧上方、附近約廿米都不宜建設任何建築物，若為打樁容易影響隧道。

新城 BD 區的土地寶貴，不建議政府採用海隧建設。 

被問及澳氹現已有三條大橋，未來擬建第四條大橋，並規劃由氹仔接駁至媽閣，氹仔接駁至

澳門（東線）的輕軌，有無必要建設第五條通道？邵賢偉認為，若澳氹的跨海通路已足夠應

付澳氹之間的交通量，可以不建設第五通道，但一定不適合建海隧，"唔好浪費錢"。 

因為澳氹沒有海隧，每當懸掛八號風球，兩地的交通就幾近停擺。邵賢偉稱，若大橋穩固，

打風都不一定要封橋，可要求駕駛者慢速行駛，當改掛十號風球，所有車輛都不建議出門。

而且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沒有海隧、只有大橋，故未必要建設隧道。 

據悉，按之前概念，第五通道落腳點分別新城 B、D 區，但現屆政府擬向中央申請放棄 D 區

填海，換作新城 A 區和澳門之間的水道填海，加上總規諮詢文本並未提第五通道，故該建設

項目仍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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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9  15/9/2020 澳門日報 

工程師：第五通道不宜海隧 

 

須與舊橋保持距離施工難造價貴 

    工程師：第五通道不宜海隧 

    【本報消息】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又稱澳氹第五通道），現正處初步設計、

工程勘察階段，預計明年六月完成。 

    港澳資深工程師、澳門大學土木工程系客座教授邵賢偉指出，舊橋旁若建海隧，造價貴、

施工難，可能十年八載都未建完，希望社會深思花費大量資源建設海隧是否值得，建議宜在

舊橋旁建姐妹橋。 

    邵賢偉曾負責設計及建造壹號湖畔和美高梅等建築項目，熟悉該處的地質土壤情況。他指

出，舊橋底的河床淺，只有數公尺，地質土壤上層約有廿公尺為淤泥，中層為三十多公尺的

沖積層及原有土，深至五、六十公尺才到石層。直言若要穿過淤泥層至石層挖掘隧道及興建

引道，相當困難。而且建海隧須與舊橋保持一定距離，否則會影響舊橋地基。 

    建高架橋造工簡單 

    他分析興建隧道若採用“沉箱式”，一般需要較深的海床，但考慮到舊橋河床淺，船隻通

航等原因，並不適宜。估計大多會採用鑽探法，但在深石層鑽探海隧，則會出現造價貴、工

期長等問題。最難建的一段應是從深石層，穿過種種泥沙重返地面。相反，高架橋的建造較

簡單、工期短、造價相宜，而且髙架橋可連接現成的舊橋引道網，只要在現有地面上擴闊改

建便成，變相又多一條道路直達澳氹市中心等心臟地帶，有效紓緩交通壓力。 

    非必要建第五通道 

    政府擬海隧的引道及落腳點分別設於新城 B 區及 D 區。邵賢偉表示，海隧引道及落腳點將

佔去部分土地，而且海隧上方、附近約廿米都不宜建設任何建築物，若為打樁容易影響隧

道。新城 BD 區的土地寶貴，不建議政府採用海隧建設。 

    被問及澳氹現已有三條大橋，未來擬建第四條大橋，並規劃由氹仔接駁至媽閣，氹仔接駁

至澳門（東線）的輕軌，有無必要建設第五條通道？邵賢偉認為，若澳氹的跨海通路已足夠

應付澳氹之間的交通量，可以不建設第五通道，但一定不適合建海隧，“唔好浪費錢”。 

    因為澳氹沒有海隧，每當懸掛八號風球，兩地的交通就幾近停擺。邵賢偉稱，若大橋穩

固，打風都不一定要封橋，可要求駕駛者慢速行駛，當改掛十號風球，所有車輛都不建議出

門。而且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沒有海隧、只有大橋，故未必要建設隧道。 

據悉，按之前概念，第五通道落腳點分別新城 B、D 區，但現屆政府擬向中央申請放棄 D

區填海，換作新城 A 區和澳門之間的水道填海，加上總規諮詢文本並未提第五通道，故該建

設項目仍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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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0  15/9/2020 論盡媒體 

林翊捷︰應細緻交代主教山如何保護景觀 自然山體不可開挖 疊石塘不應留居住區 

 

現時從主教山聖堂平台往外眺望仍有一片不受高樓阻擋的開闊景觀，而政府提出的總體城規

草案建議，南灣湖 C、D 區的樓宇限高與主教山平排，社會憂慮日後該區發展會破壞主教山

景觀。城規師林翊捷認為，政府對於主教山的保護原則不清楚，現時社會對於保護該區景觀

的強烈訴求，而 C、D 區發展又不涉地產商利益，政府本身就是業主，應該向社會細緻交代

採用什麼原則保護景觀，哪些地建得高，哪些地建得低。 

至於保護主教山景觀的低線在哪裡？林翊捷表示，嘉樂庇大橋橋峰是明顯的點狀地標，橋峰

下方剛好就是船隻進入內港的主航道。當局一直都強調要保護西望洋的山海關係，從主教山

聖堂平台能夠望到船隻主航道就比較容易突顯兩者之間的關係。再者，嘉樂庇大橋的輪廓是

澳門的象徵，是區徽的組成部分。「由一個主要的觀景點望向一個澳門的象徵物，應該係好

合理，再者橋峰下方是船隻進入內港的必經航道，有幾層意義的疊加，應該要保護。」 

林翊捷認為，總體規劃草案可以加入條文，確保在主教山平台能夠望到嘉樂庇大橋的橋峰及

其下方的航道。他說，其實總體規劃草案裡面都有提出要保護景觀，階梯式發展等概念，

「咁畫公仔不妨畫出腸，其實只係差少少。」 

自然山體不應開挖 路環應細分三區 

路環疊石塘山山腰一幅土地規劃為「居住區」，亦是今次總體城規諮詢的重大爭議之一。林

翊捷認為，自然山體不應該開挖，若果不開挖山體，上述地塊能夠建興住宅的空間則非常

少，「我覺得根本無必要留作居住區」。 

另外，林翊捷認為，諮詢文本劃分的路環分區實在太大，非常不合理，政府不應該照抄統計

局的分區，有必要將路環再細分成三區，已開發的石排灣以及聯生工業區割作一區，有處理

危險品及碼頭的九澳應為一區，而路環其他未發展的區域應該全部劃入不可都市代區域，以

便更好地保護路環山體。 

林翊捷指出，現時澳門分區定位不清楚，以致關注保育議題既人士疫於奔命，「今次呢塊地

不起高樓，下次再搵另一塊地再起」。政府將整個路環規劃為一個大的分區，很多標準就不

能夠清楚訂定，例如現時石排灣公屋群以及金峰南岸已經是全是高樓，因此，不可以說路環

沒有大型建築，而且九澳有處理危險品，又做碼頭，與保育區的理念格格不入，因此，應該

將路環區一分為三，石排灣公屋群以及聯生工業區為一區，九澳為一個工業區，其餘的土地

都應該全部劃入不可都市代區域，以保護山體和自然景觀為主。 

 

N151  15/9/2020 論盡媒體 

環保團體︰總規草案喜憂參半 路環及海域生態保育令人擔憂 

 

政府現正公開諮詢《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綠色未來副理事長

陳俊明形容草案有喜有憂，樂見政府對山體綠化，水體濕地等等提出明確的保護原則，廢物

處理方面亦有總體方向和較周全的配套。但路環以及海域的生態保育仍然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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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本建議疊石塘山腰一幅被政府收回的地再次規劃為「居住區」，陳俊明表示，當年疊

石塘要建「居住區」已經是一個錯誤，引起社會強烈反對，澳門一直以來綠化面積都不足

夠，公眾訴求是一面倒要做綠化區，希望有一個親近自然山體的公共空間，若現時再次規劃

為「居住區」，肯定要大量開挖山體，等於將這個錯誤打回原形再一錯再錯。 

陳俊明又關注鷺環海天度假酒店以及高爾夫球場一帶，被規劃為旅遊娛樂區。他指出，澳門

綠化面積非常緊缺，而高爾夫球場亦已算作是本澳的綠化面積，他憂慮日後會否剷走高爾夫

球場改建高樓，「好擔心變咗旅遊娛樂區之後，唔知會否帶來更多的污染。」他指出，金光

大道的光污染以及噪音問題已經十分嚴重，若果將高爾夫球場改為旅遊娛樂區，難免會出現

同樣的問題，「咁路環仲點樣保護生態呢？呢個係缺口。」 

海域重開發輕保育惹人憂 

總規草案又提出建構「一河兩岸合作軸帶」，陳俊明質疑是否要興建更多商業帶，擔心現時

的濕地會成為犧牲品。他又指出，總規草案對於改善海域生態幾乎沒有著墨，卻重點提到土

地資源緊缺，要加快利用海域資源，探討填海造地等等。 

陳俊明說，「填海絕對不是萬能藥」，填海會對海洋造成嚴重污染，近期澳門多了發現海豚

屍體事件，這與澳門航道的船集頻密往來，填海工程造成水污染，影響海豚的生存環境有密

切關係。他希望政府認真審視本澳的土地狀況，善用都市更新政策，無需要一定要填海，要

確保海洋生態多樣性，「唔好將填海當成家常便飯。」 

 

N152  16/9/2020 正報 

林翊捷：疊石塘縱列居住區也不應開挖山體 

【本報訊】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提出，應該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重劃「路環」的範圍，既把已

發展的地段剔出，把未發展的地段納入；隨之，加強保育「路環」的條文。他也認為，路環

疊石塘山不應被開挖。 

年前，有發展商計劃在路環疊石塘山山腰大幅開挖山體來興建超高住宅，相關土地經廉政公

署調查後被政府收回。最近，令到不少市民意外和不滿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

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則把上述土地標示為「居住區」。 

城市規劃師林翊捷 (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 表示，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被劃為「路環」

的分區實在太大。應該把已開發的地段剔出「路環」範圍，包括：聯生工業村、金峰南岸、

石排灣等，也把九澳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建議發展為工業區) 一併剔出；因為，它們與「路

環」的用途完全不一樣。 

關於之前涉及開挖山體的疊石塘山山腰的地段，林翊捷認為，就算做「居住區」，都不應開

挖山體。並提出，經重劃「路環」分區，這塊未發展的土地亦應該納入「路環」範圍。而

且，經重劃後，應該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增加保育條文，例如：不准在「路環」興建高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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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論盡媒體》報道，在上星期的公開公眾諮詢會中，有市民指，路環是澳門市肺，總

規將疊石塘山劃為居住區，不能理解。該市民要求政府定將疊石塘山為不可發展區域，「不

希望佢變住宅區」。 

另一發言者城市規劃師胡玉沛亦反對疊石塘居住區。他表示，總規文本看不到支持路環有建

低密度住宅的需要，而且山體是不可再生資源，必須保育。胡又指，正因為目前是總體規

劃，所以更應該直接將疊石塘山定非建築範圍。胡一發完言立即贏得掌聲。  

 

 

 

N153  16/9/2020 正報 

主教山與舊大橋間景觀 應細列保育條文 

 

【本報訊】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現有景觀，將有可能受到破壞。城市規劃師林翊捷表示，

舊大橋橋峰之下是船隻進出內港的主航道，橋峰也是明顯的點狀地標，容易反映多重重要的

關係。公眾要求保育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景觀，應該是很合理的，政府也應該有條件在總

體規劃更細緻列明相關的保育原則。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的主教山觀景保護仍是不夠清

晰；早前，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更表示，從主教山聖堂外望到嘉樂庇總督大橋橋峰，不是

《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要求、目標。究竟，主教山觀景保護的底線是甚麼？應

否在於嘉樂庇總督大橋橋峰？ 

城市規劃師林翊捷 (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 重申，最能夠凸顯港口城市的空間特徵，是連繫

南灣和內港的主航道，即嘉樂庇總督大橋與西灣大橋之間的水域。也要注意的是，嘉樂庇總

督大橋是澳門的象徵：一九九三年通過的《基本法》第十條規定，區旗、區徽繪有五星、蓮

花、大橋、海水。那年，澳門只有一條大橋，就是嘉樂庇總督大橋。 

「橋峰之下是船隻進出內港的主航道，橋峰也是明顯的點狀地標，容易去反映多重關係。」

林翊捷補充，主教山聖堂外望到嘉樂庇總督大橋橋峰的景觀較開闊。他認為，要求由主要觀

景點 (主教山聖堂外) 望向澳門的主要象徵物 (嘉樂庇總督大橋橋峰)，應該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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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見，若政府不在城市總體規劃列明保護主教山聖堂外與嘉樂庇總督大橋橋峰之間的景

觀；將在南灣湖 C、D 區拔起的政府辦公設施，可能破壞現有景觀。林翊捷認為，涉及一些

市民關注的規劃，政府適宜把保育條文寫得更清楚。事實上，南灣湖 C、D 區將建樓宇的業

主是政府，不是私人建置商，政府應該有條件在總體規劃更細緻列明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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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報章及意見摘要 

Data, Jornais e Resumo das Opiniões 

 

N154  16/9/2020 正報 

濠江晚色落晴空 此境人間有未窮 

"渺渺煙湖春水生，晴虹導雨掛高城。鷗邊帆影來還去，江外人家遠近迎。漁戶曉開雲葉

重，酒簾夜醉月朦朧。誰能共此遨遊興，莫恨相望隔故京。"。時過境遷，以目前的眼光再

回看十幾年前本澳填海造地的目的，從功能上看仍是以提高居民生活質素為依歸，目的還

是沒有變。至於說為何突然這屆政府宣佈停止原先計劃好的 D 區不填而取道 A 區與澳門半

島之間填海？我想，每每經過兩橋或在高處俯瞰目前已經填得小有雛形的 C 區，你會打從

心底裡感到一種突兀，孤零零地在兩座大橋中間造就的這麼一個島嶼，完全打破了自然天

成的濠江美景，失去原本渺渺煙波隱渚橋的海岸天際景觀，心中無不泛起陣陣嘆息甚感無

奈。正如特首賀一誠所言："D 區隨時可以填，填了就不能回頭，若大家仍然覺得可以接受

就繼續。他希望市民思考應否調撥資源作更好的發展。" 

正如特首賀一誠被問到"為何現時才改變填海計劃？"這一疑問，他毫不隱諱地表示，"要看

當年情況，當時澳門還沒有海域，也沒有 A 區和人工島等填海規劃，現在有空間可向中央

提出置換。"事實卻正是如此，當年為解決澳門人居住問題，特區往屆政府不得不向海"要地

"，但隨著這些年來國家法規的完善和區域規劃的進一步清晰，填海造地的功能以及發展規

劃也會隨著區域的改變和城市定位的改變而改變。自從澳門特區政府修訂《土地法》以

來，這幾年已經成功收回十幾幅國家土地，加上已經完成填海造地的 A 區，特區政府已經

擁有足夠的土地儲備規劃未來居屋建設，這一點正如特首賀一誠所言："即使不填 D 區，未

來 20 年仍有足夠居住空間，因為尚有 E 區、偉龍馬路等多個好地段可以發展。" 

在沒有很迫切土地需要的時候，政府更多的是想在原有的住房基礎上，為更多的市民提供

更多更優質的生活空間，如果只為住宅而降低周遭環境的生活規劃，活在水泥森林裡面的

居民也會感到壓抑和不舒服，如果能通過填海造地為未來 A 區的居民儲存一份綠色希望，

那麼海天碧影下的濱海生活區會更加人性化。況且對於澳門本來就較為擁擠的道路交通而

言，通過對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狹長海域進行填海造地，此舉可謂是一舉兩得，既完善 A

區作為生活區的綠色補充，還可以為完善澳門的道路交通騰出一個空間來進行規劃。反而

言之，如果否決 D 區的填海造地規劃，同樣地對於整個澳門半島西南方向的景觀而言，當

然是保留了原有景觀的初衷，同樣可以結合未來媽閣交通樞紐和整個十字門區水道的有機

結合，成為整個濠江景觀的規劃中心，這是何等流芳百世的長遠規劃。 

澳門依水而生，打造濱海長廊和近水沿岸景觀是構建本澳獨特城市景觀的必要手段，保持

原有的水岸景觀就是保護稀缺的自然資源，這一構思我覺得應該是特區政府需要保持的最

低底線。道理大到不要說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之類的高堂之言，小到只需要摸著自己的心口

捫心自問"填海破壞了的景觀，這是我心中的澳門嗎？"。一個城市的總體規劃是因人而起，

所以要"以人為本"，要以人為本就要順應天人合一，要天人合一就要求我們在規劃城市的功

能結構、景觀風貌特色、生活空間以及原有景觀形態方面彰顯自己城市的特色，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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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體現原景觀價值、人文價值、社會價值的三合為一。再賦詩一首："南北東西樓成峰，

濠江晚色落晴空。漁舟唱晚輕鷗起，煙嶼闌幹野艇通。橋接短亭日照紅，花翻新曲夕陽

風。不須更說驚魚鳥，此境人間有未窮。" 

--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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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5  16/9/2020 濠江 

新城填海計劃變動需公佈數據資料 

 

【特訊】政府近期向中央提出申請，建議不填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

水道區域。對此，建築師協會會員大會主席梁頌衍認為，政府提出不填 D 區的新規劃構想

沒有問題，但需要從整個城市功能佈局及未來規劃發展需要等方面，拿出實質的數據分析

來說服大眾。 

隨著整個新城填海計劃去年 12 月獲中央政府批覆，各區域填海造地的前期工作及深化研究

已陸續有序地展開，整個新城填海區分五部分，合共約 350 公頃，其中 C、D 區位於氹仔

島北區，面積分別為 33 及 59 公頃。主要規劃為商住社區。而政府近期向中央提出申請，

建議不填 D 區，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面積約 41 公頃，水道填海後

設有綠化帶，北區及 A 區居民均可使用，填海效果好過 D 區。梁頌衍表示，政府對填海計

劃有新的規劃構想是好事，即使從整個城市的空間佈局，功能分區設計上分析，D 區填海

與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都有各自的好處，他認為既然政府提出新構

想，就應該拿出實質的理論數據分析來說服大眾，且 D 區原本面積較大，如今不填 D 區，

則需要改填區的水流研究、海岸走線及居民人口密度作出一定研究分析，是否符合當初 D

區填海的規劃構想。同時，他又質疑相關改動是在城規總體規劃諮詢之後提出是否符合法

定程序，當局亦需要清晰地向大眾交待理由。 

 

N156  17/9/2020 華僑報 

有論壇指城市總體規劃表象華麗但內容空虛 盼多釋出資訊多聽取民意 

 

【專訪】群力智庫中心主辦的「城市總規終見影如何助藍圖落地」釋出：「城市總規」表

象華麗但內容空虛，盼政府多釋出相關資訊，以及多聽取民間意見，尤其要交代內港「商

業區」的防洪、路環小鎮的治水、倘捨棄Ｄ區填海計劃則應交代第五條通道氹仔接地處，

以及配合總規的總交通圖、輕軌西線何在等內容？ 

 主題為「城市總規終見影，如何助藍圖落地」的群力論壇昨日上午十一時假澳門網絡媒

體址舉行，近百人出席，其中擔任主講者的包括： 

 立法議員、群力智庫中心理事長何潤生；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雷民強、梁鴻細；氹仔

社區發展促進會副理事長林家全。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張淑玲擔任主持。 

 該論壇釋出的問題是：「城市總規」終於「見影」了，表像華麗，內容空虛；盼政府多

釋出相關資訊；冀特區政府多聽取民間意見。 

 被「論壇」認為是「空虛」的問題包括：一、內港被規劃為「商業區」，但未見關於內

港防洪的規劃、方案，防洪問題沒解決，「商業區」規劃意義何有？二、路環被規劃為旅

遊區，但未見路環小鎮的治水方案或規劃？三、倘捨棄Ｄ區填海計劃，則應交代第五條通

道氹仔接地處，因為隧道式的第五條通道正進行第三期環評工作，但「總規」中沒有相關

內容；四、原「海洋世界」地段規劃為商業區，卻未有結合旅遊業的地標建築規劃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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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五、「輕軌西線」沒有著墨？應作考慮，最好能沿展連接青茂口岸；六、有「總規」

但未有配合總規的「總交通規劃圖」？七、內港的「一河兩岸」未有詳述？…… 

 「論壇」所關注、涉及的問題還包括：輕軌東線各站點與公共巴士網絡接駁安排；石油

氣中途倉遷至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區的安全措施；十八個小區劃分與現行五堂區概念差異

太大、十八個小區劃分目的何在？劃分「旅遊娛樂」和「商業區」缺乏現實意義，因為

「旅遊娛樂」本身就有消費也就含帶商業元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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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7  17/9/2020 市民日報 

不填 D 區政府須釋更多資訊 

 

【本報訊】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近日政府爆出或不填新城海 D 區，

改填 A 區與黑沙環之間的水道。昨在《群力論壇》中，議員何潤生指將 A 區與黑沙環之間

的水道填海，可解決黑沙環區沿岸臭味及區內缺乏綠化等問題，但他指倘若政府決定不填

D 區，應釋出更多資訊，特別會否取消第五條跨海通道。 

群力智庫中心昨舉辦論壇，探討總體規劃。立法議員何潤生、城規會委員雷民強、群力智

庫中心副理事長梁鴻細等主講。 

認同將 A 區水道填海有需要 

何潤生表示，是次總體規劃草案是根據澳門新的發展、新的情況作出調整，包括 5 個新城

填海區的功能均作出調整，A 區規劃 3.2 萬個住戶單位沒有改變，但因人口或逾 10 萬，政

府在總規中提出將 A 區與黑沙環之間的水道填海，相信有助解決黑沙環區居民長期面臨海

床淤泥污染，解決 A 區和黑沙環區缺乏綠化、A 區與北區之間交通連接等問題，故贊同有

關水道填海是有需要。 

他又指過去新城 C、D、E 區都有不同規劃，Ｂ區由原來的政法區，改為商業區，以配合現

有新口岸協同發展；南灣湖 CD 區則因政府收回不少閒置土地，故將政法區搬到南灣湖 CD

區，有關調整合理。但他指關心主教山限高問題，當時 CD 區都有限高，故會繼續監察有關

情況。 

中途倉何時遷往口岸人工島 

何潤生續說，社會亦關注政府或不填 D 區的問題，他指第五條跨海通道正進行第三期的環

評，當時設計是以海底隧道方式，從 B 區到達 D 區，倘若政府決定不填 D 區，政府應釋出

更多資訊，特別是現有規劃如何作出調整，甚至會否取消第五條跨海通道？因是次總規文

本看不到有關第五條通道的論述，政府應向公眾公布更多訊息，讓社會討論。 

另外，雷民強關注燃料中途倉何時遷往珠澳口岸人工島，原有土地如何善用，以及珠澳口

岸人工島的安全規劃問題。他又提到，總體規劃諮詢文本將本澳劃分為 18 區，但界線劃分

並不清晰，希望政府釐清劃分原則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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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8  17/9/2020 澳門日報 

群力探討如何落實城規 

 

群力探討如何落實城規 

    何潤生冀政府釋更多不塡 D 區資訊 

    【本報消息】群力智庫中心昨日舉辦論壇，探討城市總體規劃如何落實。議員何潤生表

示，黑沙環區居民長期面臨海床淤泥污染、缺乏綠化區等困擾，認為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

半島間水道可有效解決。澳氹第五通道原定連接新城 B 區和 D 區，冀政府釋出更多涉及不

填 D 區計劃的資訊，包括如何調整當中建設。 

    第五通道如何處置 

    論壇昨日上午十一時在澳門網絡媒體會議室舉行，何潤生，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梁鴻

細、雷民強及氹仔社區發展促進會副理事長林家全與居民共同討論，由群力智庫中心副理

事長張淑玲主持。 

    何潤生表示，政府年前的諮詢，新城 C、D、E 區各有規劃，包括六萬的人口容量及兩萬

住宅數量等。認為政府若落實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間區域，應釋出更多資訊。如正在

第三期環境評估的第五通道，規劃會同步取消還是調整，政府應更多論述。 

    十八分區劃分原則 

    梁鴻細認為，總規應在民生更多着墨，例如搬遷青洲中途倉遠離民居；在新口岸區增設

街市、市政設施等民生配套。另外，認同規劃中的“一河兩岸合作軸帶”規劃，但解決該

區水患是必要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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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民強表示，政府應清晰十八區劃分原則和目的。同時總規欠缺整體交通藍圖，其中輕

軌西線的建設成為懸念，十八區交通配套亦無蹤影。認為巴士公司長年沒有調整行車路

線，巴士站規劃必須根據各區人口密度設置。期望當局科學整治，釋出構想，畢竟道路交

通規劃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支持將內港打造成商業街，但治水是當務之急。 

    旅遊娛樂融入商業 

林家全認為，城市活力主要由商業帶動，並注重提升居民的生活素質。總規草案中將居

住區、商業區、旅遊娛樂區等分隔，氹仔的旅遊娛樂區則滲透大量商業元素，建議將兩者

結合，兼容旅遊娛樂和商業用地。把原海洋世界地段規劃為商業區持開放態度，建議該商

業區應混合居民休閒生活元素，營造美好的濱海空間。 

 

N159  17/9/2020 澳門日報 

何潤生冀政府釋更多 D 區資訊 群力探討如何落實城規 

 

【本報消息】群力智庫中心昨日舉辦論壇，探討城市總體規劃如何落實。議員何潤生表

示，黑沙環區居民長期面臨海床淤泥污染、缺乏綠化區等困擾，認為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

半島間水道可有效解決。澳氹第五通道原定連接新城 B 區和 D 區，冀政府釋出更多涉及不

填 D 區計劃的資訊，包括如何調整當中建設。 

第五通道如何處置 

論壇昨日上午十一時在澳門網絡媒體會議室舉行，何潤生，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梁鴻

細、雷民強及氹仔社區發展促進會副理事長林家全與居民共同討論，由群力智庫中心副理

事長張淑玲主持。 

何潤生表示，政府年前的諮詢，新城 C、D、E 區各有規劃，包括六萬的人口容量及兩萬住

宅數量等。認為政府若落實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間區域，應釋出更多資訊。如正在第

三期環境評估的第五通道，規劃會同步取消還是調整，政府應更多論述。 

十八分區劃分原則 

梁鴻細認為，總規應在民生更多着墨，例如搬遷青洲中途倉遠離民居；在新口岸區增設街

市、市政設施等民生配套。另外，認同規劃中的"一河兩岸合作軸帶"規劃，但解決該區水患

是必要的先決條件。 

雷民強表示，政府應清晰十八區劃分原則和目的。同時總規欠缺整體交通藍圖，其中輕軌

西線的建設成為懸念，十八區交通配套亦無蹤影。認為巴士公司長年沒有調整行車路線，

巴士站規劃必須根據各區人口密度設置。期望當局科學整治，釋出構想，畢竟道路交通規

劃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支持將內港打造成商業街，但治水是當務之急。 

旅遊娛樂融入商業 

林家全認為，城市活力主要由商業帶動，並注重提升居民的生活素質。總規草案中將居住

區、商業區、旅遊娛樂區等分隔，氹仔的旅遊娛樂區則滲透大量商業元素，建議將兩者結

合，兼容旅遊娛樂和商業用地。把原海洋世界地段規劃為商業區持開放態度，建議該商業

區應混合居民休閒生活元素，營造美好的濱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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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0  17/9/2020 力報 

市民冀總規緩解交通困局 意見指應從控制人口密度著手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現正進行公開諮詢，交通規劃是其中一項備受社會關注的因素。昨

（16）日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探討城市總規，有市民致電節目反映近期全澳交通情

況不甚樂觀，希望總體規劃日後可以協調各區交通，改善塞車問題。有出席嘉賓指出，未

來若能控制人口密度增長，有望緩和交通問題。 

昨日「澳門講場」邀請新橋區坊眾互助會理事長梁竟成、建築置業商會副理事長古嘉豪出

席，與市民探討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不少市民致電反映，近日交通問題尤為嚴重，有人大

呻「在塔石球場隧道口塞咗 20 幾分鐘，由有太陽塞到落雨」；亦有市民希望總體城規草案

能夠協調道路交通情況，改善塞車問題。 

梁竟成回應指出，現時總體城規草案對交通著墨不多，相信要待日後各區詳細規劃才能見

到更多資料。他又指，明白市民對交通一直有意見，但澳門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城市規

劃，所以「博命起樓」導致區域人口密度較高，「開新路已經冇得開，因為啲地已經全部

起哂樓」。以新橋區為例，他笑稱高峰期「入到去（新橋區）你冇半個鐘都出唔到嚟」。

梁竟成認為今次總體城規草案提出的都市更新可以逐漸控制人口密度，「起碼唔好增加

先，有機會減低」，進而緩和交通問題。 

倡關注半島綠化建設 

行政長官賀一誠前日受訪時表示，政府計劃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為在新城 A 區與澳門半

島之間的水道填海，但強調現時仍在研究階段。梁竟成昨日在節目中認為，新城 C、D 區原

規劃居住人口約六萬，約有二萬個居住單位，屬綠色低碳社區，若不填新城 D 區，相信對

未來居住用途的土地影響不大，反而是填海對生態造成的影響值得思考。 

他進一步指出，按照規劃，新城 A 區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 69,000 人，僅次於香港的天

水圍，若沒有綠化空間，環境相當惡劣。他又批評總體城規草案對澳門半島的綠化建設著

墨較少，稱現時澳門半島綠化做得太差，促請政府多關注綠化問題，又建議當局鼓勵市民

在天台或牆身多做綠化。 

疊石塘山區域用作居住？ 

總體城規草案將路環疊石塘山部分區域劃為居住區，對此古嘉豪回應指出，路環完全不建

設住宅較為極端，認為低密度住宅是可行選擇方案。古嘉豪又指，該區域現時已經是一大

片平整的土地，一是重新種植樹木綠化，一是評估商業活動，他認為可以考慮建設由政府

持有、解決不同階梯居住問題的低密度住宅，如青年宿舍等。至於應否興建豪宅，古嘉豪

認為澳門已經「好夠豪宅」，他對此有所保留。 

梁竟成亦贊成疊石塘山建設成由政府控制的設施，效仿黑沙海灘等建築，可與路環市區連

成一片居住鏈，認為「多啲人氣」可令路環市區發展得更好，但重要的是要看規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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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1  17/9/2020 力報 

第五跨海通道 胎死腹中？ 工務局：仍在進行有關研究 

 

重點聚焦 

「當局未收到任何調動，相關工作仍在進行中」，對於新城 D 區若取消填海，第五條跨海

通道是否告吹的爭議，工務局局長陳寶霞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如此回答。2016 年開展可行

性研究、2018 年判給設計方案的第五跨海通道，當年廣受社會關注，作為澳門未來城市交

通規劃的一環，卻未出現在近期公布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加上特區政府計劃取消

新城 D 區填海，這項如火如荼仍在推進中的大型基建項目可能憑空腰斬，政府需要給公眾

一個交代。 

第五條跨海通道是上屆特區政府於 2016 年提出興建的項目，計劃在嘉樂庇總督大橋東側，

興建全長 2,400 米，連接新城 B 區與新城 D 區的海底隧道，有關項目批給近億元設計費，

今年 3 月進入第三階段環評公示。雖然《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仍未定案，取消 D 區填海也

有待中央批准，但又一次昨是今非的規劃安排，再度引起社會爭議。 

工務局：未收到任何變動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昨（16）日表示，新城 D 區的工作仍在持續跟進中，未來如有調整會再

公布，而第五條跨海通道也正進行專題研究，強調工務局未收到任何調動，有關規劃仍在

諮詢階段。對於傳媒追問新城 D 區填海若取消，如何進行第五跨海通道計劃？陳寶霞重申

有關工作一直都在跟進，沒有接到改變情況的通知，現時的工作會繼續進行。她強調，所

263



 

 

有工作會依照法律程序進行，不能回答假設性的問題，新城 D 區計劃與第五條跨海通道是

兩件事，有關計劃政府部門仍在研究中。 

近億元設計費倒落咸水海？ 

翻查資料，2018 年土地工務運輸局曾公布關於第五條跨海通道的設計判給，相關項目是

「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初步設計、工程勘察及專題研究」項目，由中交公

路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獲判給，造價為 9,927 萬元，工期為 800 天。 

從工務局的官網可見，相關的專題項目工作仍然在進行當中，可能就是陳寶霞口中的「專

題研究」。但第五條跨海通道的落腳點正正是以新城 D 區為基礎，如果 D 區填海計劃被撤

回，那麼近一億元的設計費是否如同舊法院新中圖設計規劃一樣，「今天的我推翻昨天的

我」，無法收回？ 

交通規劃「求其」「混亂」 

對於第五跨海通道「消失」的爭議，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本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交通方面的內容相當「求其、混亂」，從諮詢文本中的

規劃見不到第五通道，與政府有關部門及行政長官的說法並不統一，「既然規劃緊嘅嘢點

解唔放入總規？」他又質疑，《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是延伸至未來 20 年的城市規劃，現時

信息十分混亂，反映出政府操作程序存在問題，甚至各部門沒有經過充分溝通。 

他又指，從實用的角度考量，是否需要興建第五條跨海通道仍有待考慮。現時第四條跨海

通道才處於起步階段，距離落成仍有一段時間，難以檢視其成效，加上未來或會有輕軌東

線通行，能夠減少交通車流壓力，因此是否有必要繼續興建第五條通道，花費更多公帑，

這個問題值得考慮，「唔係橋愈多就可以解決交通問題。」 

他希望政府能夠公布更仔細的交通規劃，用數據去分析相關問題，如明晰輕軌東線能夠分

攤多少交通流量、第四通道何時落成、D 區是否決定不填海等，以釋除社會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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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2  17/9/2020 力報 

人工島的海水挑戰 

 

今天是 9 月 17 日，兩年前的今天超強颱風「山竹」吹襲澳門。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及海平面

上升，20 世紀末以來，愈來愈頻繁的特大颱風吹襲多國及地區，就以近兩個月為例，8 月

下旬於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已接連有三個颱風生成；9 月則或有六至七個颱風生成，較常年同

期的五個為多。澳門作為一個沿海城市，受到如「山竹」級別的超強颱風吹襲的機會有增

無減。 

自 2017 年 8.23 超強颱風「天鴿」風災後，防災減災機制成為了不少市民關心的議題。根

據澳門未來 20 年的總體城規方案，澳門將會有多個填海土地及人工島，預計可以容納十多

萬人的人工島，防災基礎自然成為了不可缺少的一環。填海興建人工島時，地面高度必須

「放長雙眼」，將未來一、兩個世紀全球暖化引起的海水上升幅度納入計算。有國際研究

就指出，若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最壞的估計是到了 2,100 年，全球平均溫度上升攝氏七

度，海平面將上升 1.18 米；屆時北安大馬路及偉龍馬路將會被海水淹沒，海平面上升至現

時的孝思永遠墓園。中國科學院在 2015 年進行的研究亦表明，由於澳門土地面積小，加上

填海造陸工程的不斷展開，極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因素影響。 

若以 21 世紀末海平面上升 1.18 米，以及超強颱風「山竹」吹襲本澳時引起 4.5 米高潮水

作假設推算，再加上目前內港沿岸最低點約為 3.1 米，新填海區足以抵禦潮汐和風暴潮疊加

的海堤高度估計要在 8.8 米或以上。而且不只內港一帶，未來海平面上升也會令位於較低海

拔高度的本澳舊海岸線被淹沒，因此政府在城劃中亦應考慮建設海堤之類的防洪措施。 

新城填海區預計是十多萬人的家園，當中涉及很多澳門人用血汗錢買入的安樂窩，我們這

一代人有責任確保下一代長遠在人工島上不受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影響。既然今屆政府「前

無古人」地制定了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草案，就必須要具前 性地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定

下穩打穩扎的基建，切實履行一個負責任政府把保障公衆生命財瞻安全的首要任務，相信

澳門往後幾代人一定會感激今屆政府的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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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3  17/9/2020 新華澳報 

D 區規劃與 A 區水道填海可以並行不悖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日前突然撇開《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

四零）草案》，透露特區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不填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的話題，繼續發酵。除了是城市規劃專業人士表達「感到

震驚」，媒體也提出質疑之外，作為特區政府「執政同盟」的街坊總會屬下的《群力論

壇》，在贊成將 A 區與黑沙環之間的水道填海，可解決黑沙環區沿岸臭味及區內缺乏綠化

等問題的同時，也對政府決定不填 D 區，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見，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釋出更

多資訊，並特別是要澄清是否會取消第五條跨海通道的問題。直到行政長官賀一誠前日已

經出來公開「解畫」之後，媒體仍未能釋疑，昨日仍然就此議題詢問工務局局長陳寶霞。

而陳寶霞則回應說，當局一直由跟進相關項目，現正就澳門第五通道作專題研究，暫時未

有收到需要改動的通知，在工務範疇會繼續研究。她又表示，本澳「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仍在諮詢階段，新城 D 區未有最終定案。 

至於賀一誠的回應則是，不填新城 D 區的構思尚未拍板，現階段沒有「搣去」D 區，所以

D 區仍出現在「總體城市規劃草案」中，且填海亦必須先獲中央批覆，故「總體城市規劃

草案」按原規劃沒有改變，「如果搬走?，總體規劃唔會擺（D 區）落去」。 

但賀一誠又表示，A 區的一點三八平方公里土地，預計有三點二萬戶、九點六七萬人口，

成為「石屎森林」，只有道路，完全沒有綠化空間予居民休憩，故特區政府有新構思，向

中央申請在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填海，並非為建屋，是希望提供更好居住環

境。他又指中央對填海非常嚴格，「人造衛星日日監督住我哋有冇亂填海」，申請填海的

指標不容易。政府的構思是將 D 區的指標調整到 A 區，讓 A 區九萬多居民享用綠化區，若

果市民認為可行，一定全力發展。賀一誠還建議居民看看已經「露出水面」的 C 區，理智

思考 C 區和 D 區填海是否合適和理想。他稱 D 區「隨時可以填，但填完之後就挖唔番轉

頭」，因而希望居民思考應否將資源用作更好的發展，更舒適的生活。賀一誠又指出，即

使不填 D 區，未來二十年仍有足夠居住空間，因尚有 E 區、偉龍馬路等多個好地段可供發

展。當被問到為何如今才改變 D 區的填海計劃時，賀一誠表示，當年提出填海計劃時，本

澳尚未有現時的一些海域使用權，亦沒有 A 區和人工島等，所以現時有空間向中央提出置

換。 

應當說，特區政府提出的在「原新城填海區規劃」之外追加在 A 區水道填海作為綠化區的

構思，有其理由，有利於提高澳門居民的生活品質，而且不涉任何商業利益，因而符合澳

門居民的最大利益，相信大家都贊成。當然更是積極響應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當

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會見中外記者時所提出的奮鬥願景：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

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

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

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但 A 區水道填海是否就需要與 D 區進行置換呢？看來大可不必，可以並行不悖，雙管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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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水道的填海，可以專案向中央申請，因為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填海要求，向來都基本上

是「黃大仙－－有求必應」，而且效率還很高。比如輕軌第一期澳門段在倫敦街走向遇到

在地居民抗議，特區政府只好外移到孫逸仙大馬路的沿海，但需要填海時，中央政府很快

就批下來，只有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而且，正如賀一誠所言，當時澳門尚未有八十五平方

公里海域。而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曾經長期沒有本身的水域，可以說是「在沿岸一下水

就是珠海的海域」。雖然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發布國務院令第

二七五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及其文字表述，但在海域方面也

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維持原有的習慣管理範圍不變」，亦即是將回歸前的「習慣控制線」

改為「習慣管理範圍」，仍然有著「落海就是珠海水域」的陰影。但中央也是這麼爽快地

批准填海，而在澳門特區已經因為中央正式劃撥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真正擁有自己管理

的水域，包括 A 區與友誼大馬路、友誼橋大馬路之間的水道之後，向中央申請填海，而且

是為了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不涉任何商業利益，相信中央也將會像批准在孫逸仙大馬路沿

岸填海那樣，很爽快地予以批准，而根本無需與 D 區作出置換。 

賀一誠提出考慮放棄 D 區的理由，是Ｃ區的問題，但又沒有清晰說明。因而在坊間有所議

論，認為是倘在此興建高層樓宇，將會遮擋海洋花園住戶的視線。實際上，海洋花園是澳

門的高尚住宅區，由新加坡財團投資興建。當時是很重要的項目，由澳督親自主持動工

禮。該住宅區背山面海，頗有香港半山住宅區的意蘊，而且比香港半山住宅區更靠近海

濱。因而在此居住者，多是達官貴人，比如高級公務員及工商界等。有消息說，賀一誠家

族也是居住在這裡。如果 C 區填海後興建高層樓宇，確實是將會破壞海洋花園住戶的視

線，可能也損害「風水圖」。 

但不能因為 C 區的問題而拖累 D 區，因為在 D 區的「影響視線」問題並不嚴重。在與 D

區面向氹仔北面海域同一軸線上的樓宇，距離海濱較遠，甚至還相隔了一座小潭山，「遮

擋視線」的效應並不明顯。因而不能以 C 區的「小人之心」來度 D 區的「君子之腹」。 

其實，即使是 C 區存在著對海洋花園「遮擋視線」的問題，也可以靈活「執生」。實際

上，「總體城市規劃草案」給 C 區的定義，是綠化地帶、公共設施及宜居區。其中綠化地

帶完全不會產生「遮擋視線」的後果，公共設施可以是低層的建築物如體育場館等。「宜

居區」也可以是別墅區，不但不會遮擋海洋花園的視線，反而將可與海洋花園互相輝映，

更能襯托出海洋花園的「品質高貴」。又何樂而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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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4  17/9/2020 新華澳報 

群力論壇認同填水道 冀公布 D 區規劃調整 

 

【本報訊】群力智庫中心昨日舉辦論壇，探討城市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如何落實。出席的

立法會議員何潤生表示，黑沙環區居民長期面臨海床淤泥污染、缺乏綠化區等困擾，認為

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可有助徹底解決海床污染，並增加綠化區域，

更能擴闊附近一帶的道路，改善交通堵塞問題。 

至於 D 區是否應該繼續填海，何潤生指出，原本新城 CDE 區有規劃一定居住人口，加

上計劃連通 B 區和 D 區的第五條通道已進行環評，如取消 D 區填海，政府應向社會解釋未

來如何調整這些規劃。 

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雷民強關注燃料中途倉何時遷往珠澳口岸人工島，原有的土地

如何善用，以及珠澳人工島的安全規劃問題。他又提到，總體規劃諮詢文本將本澳劃分為

18 區，但界線劃分並不清晰，希望政府釐清劃分原則和目的。 

另外，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梁鴻細認為，總規劃建議將內港打造為商業區，但眾所

週知，內港長期存在嚴重的水患問題，政府應率先解決水浸難題，加強防災減災等工程配

套。 

 

 

  

271



 

 

N165  17/9/2020 正報 

群力智庫望釋出更多 D 區資訊 批總規沒治水方案 

【本報訊】群力智庫中心昨舉行「群力論壇」，探討城市總體規劃。群力智庫中心指出，

雖然可以將 A 區擴大，D 區原有住宅及部份功能未見於其他區內有所補充，希望政府釋出

更多 D 區資訊，讓社會了解。另批評，城市總體規劃欠缺內港及路環的治水方案。 

何潤生在論壇上表示，本澳長期缺長遠整體城規，各項資源難以得到有效利用，只是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窒礙發展。他認為，是次城規草案能有效填補城規的空白，對土地利

用、交通運輸、整體布局等提供依據，有利長遠發展。 

就社會及政府目前關注的取消 D 區，加大 A 區，何潤生指，居民支持，認同有助解決黑沙

環水污染問題，以及可以為北區提供更多綠化、休憩空間。不過，他續指，原 C、D、E 是

個共有六萬人口、兩萬單位的規劃，假若取消 D 區，第五條跨海通道是否要另覓出口?未見

政府有交代，促政府釋出更多 D 區資訊，讓社會了解。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雷民強亦表

示，支持目前政府所提出的 A 區方案，但 D 區原規劃中的功能如何在其他區作出補充？他

提出，在整個規劃上，有不少配套問題未有解決，例如公交、治水等，他以內港商業區的

發展方向為例，指出文本沒有著重解決內港水患治理問題，又批評，不少的分區發展都欠

缺支撐點支持，也沒有提供解決方法，令人憂慮。群力智庫中心副理事長梁鴻細也提出，

城市總體規劃欠缺解決水患、防災減災，內港、路環治水的方案。他又建議，將內港至灣

仔的河底隧道納入規劃之內，以及提出輕軌西線的探討，透過輕軌西線連串青貿口岸、內

港商業區及建立交通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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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6  17/9/2020 論盡媒體 

不填 D 區不建第五通道？ 工務局︰暫未收到改動通知 

 

原定連接新城 B 區和 D 區，並已投入過億研究費的第五通道，沒有顯示於總體規諮詢文本

中，未知是否政府決定不填 D 區，所以連帶這條海底隧道都一併消失。工務局局長陳寶霞

今日受訪時表示，當局一直進行澳氹第五通道的專題研究，暫時未有收到需要改動的通

知。 

若果政府最終決定不填新城 D 區，那麽研究多時的第五通道是否就不再興建？陳寶霞回應

說︰「呢個…我就唔敢講啦」，因為 D 區去留仍未有最終定案，目前還在諮詢階段，工務

範疇亦一直進行第五通道的專題研究，「目前沒有接到什麼改變情況，所以工務範疇繼續

做研究工作。」至於第五通道除了 D 區，當局有否研究過其他落腳點？她則再次重覆，目

前是諮詢階段，希望公眾多發展意見。 

至於諮詢文本內為何沒有研究多時的第五通道，但反而還未得到中央批覆的新城 A 區與澳

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在諮詢文本內卻已經填好成為綠化區？陳寶霞又再重複，第五通

道只是研究項目，當局會繼續進行研究。而 A 區人口密度高，「我哋覺得填咗比較好，不

去揣測點解申請，或者決定，我希望等一啲決定，等批覆……就總規諮詢，希望市民發表意

見。」 

有城規師指出，若果新城 D 區最終決定不填，這涉及總規的重大修改，按城規法需要重新

諮詢。而當局早前亦表示，完成今次為期 60 日的公眾諮詢之後，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後期工

作，預計明年 9 月會將總規最終報告呈上特首決定。若果要重新諮詢，現時撤回重做會否

更加節省人力物力？陳寶霞回應稱，一切依法辦事，不回答假設問題，D 區是否不填，目

前仍言之尚早。 

第五通道於前特首崔世安任內提出，2016 年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當時服務合同判予中交

公路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研究隧道走向、陸路交通接駁及施工方案等，涉及

金額 722 萬澳門元，分 5 年支付。工務局於 2018 年 11 月就第五通道「初步設計、工程勘

察及專題研究」服務合同進行判給，造價為 9,927 萬，工期 800 日。 

 

N167  16/9/2020 論盡媒體 

總規諮詢未明確標示 人工島「物流中心」疑縮水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問題多多，政府不斷「打倒昨天的我」，除 D 區新城填海不排除「被消

失」，人工島的物流中心、環評於今年３月已進行第三階段公示的「澳氹第五跨海通道」

等亦未在諮詢文本中明確顯示，甚至消聲匿跡，前景成疑。 

人工島物流中心地段 或被瓜分？ 

一如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今年 5 月預告，物流中心計劃已有變動，雖然物流中心仍在人

工島，但概念會轉變，將沒地方讓貨物儲存過夜，佔地亦會較小，詳情則要等總規。 

總規來了，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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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資料，人工島「燃料中途倉」及「物流設施」兩地段的規劃條件圖處於「聽取城規會

意見」階段。對比規劃條件圖與總規諮詢文本的示意圖，規圖中「燃料中途倉」的位置已

變成「商業區」，「物流設施」則變成「污水處理設施」和「其他設施」，意味着物流設

施或被移到別處，又或即使於該地段建成，物流設施也要與污水廠，甚至再連同燃料中途

倉一起分享地段，佔地確實「縮水」。 

規劃條件圖中「燃料中途倉」的位置在總規諮詢文本中變成「商業區」。 

規劃條件圖中「物流設施」的位置，在總規諮詢文本中變成「污水處理設施」（灰）和

「其他設施」（綠） 

據文本介紹，「其他設施」的規劃方向是「積極推進在路環區尋求合適地點建設危險品儲

存設施」，並未指明定會包括物流倉。而雖然總規諮詢文本中有表示，會在港珠澳大橋人

工島「設置污水處理廠、燃料中途倉、物流設施等」，但在圖中未有再具體標示物流倉的

位置。 

根據諮詢文本中，總規規章草案第三十條，東區-3 的「規劃支援澳門發展的公共基礎設

施，同時建設粵港澳會展合作平台」、「土地使用主要為公共基礎設施區」。另外，文本

建議「適當預留部分土地以複合利用方式作口岸物流及停車場用途，實現土地利用效益最

大化」。而南側用地規劃作會展及配套酒店用途。根據《城規法》第六十一條，規劃條件

圖抵觸新生效的城市規劃時，規劃條件圖可被修改或廢止。 

 自港珠澳大橋落成啟用後，本地物流業界一直希望在人工島可設物流中心，促進物流業發

展。有意見亦認為，大橋開通後，因為物流設施配套未能跟上，令澳門被邊緣化，流失不

少商機。2019 年 11 月，時任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代主任何浩瀚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 2018

年 6 月行政長官授權海關籌備物流設施工作，原計劃 2018 年底至 2019 年初公開招標，但

工務部門 2018 年 10 月提出有關用地規劃條件需按照《城規法》執行，現時工務部門正就

該項目涉及的土地規劃、倉庫限高等問題作進一步研究，必須等待有關規劃落實，完成後

海關會盡快展開招標程序。 

新城 D 區或不填 第五通道也消失？ 

另外，俗稱「第五通道」的「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亦未顯示於總規諮詢文本

中。通道的環評才於今年 3 月進行第三階段公示。據政府介紹，隧道將連接澳門新城填海

B 區和 D 區，接駁 B 區孫逸仙大馬路與城市日大馬路交匯處及 D 區東西向道路。現時新城

填海 D 區計劃或會取消，未知是否這原因，連「第五通道」也在諮詢文本中消失？ 

澳氹第五條通道示意圖（來源：新聞局） 

總規諮詢文本中，未見標示「第五通道」。（黑線為輕軌走線） 

第五通道於前特首崔世安任內提出，2016 年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當時服務合同判予中交

公路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研究隧道走向、陸路交通接駁及施工方案等，涉及

金額 722 萬澳門元，分 5 年支付。工務局於 2018 年 11 月就第五通道「初步設計、工程勘

察及專題研究」服務合同進行判給，造價為 9,927 萬，工期 80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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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8  18/9/2020 市民日報 

澳大辦系列座談探討城市總體規劃 

 

【本報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總體規劃」

專場，邀請了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澳門特區《城巿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提

出建議。是次座談會由澳大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主持，會上各專家學者從宏觀角度分

析《草案》，並認同總體規劃對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澳大副校長葛偉致開幕辭時表示，總體規劃關係澳門未來 20 年的發展，作為一所國際化綜

合性公立大學，邀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規劃內容，澳大責無旁貸。如此重大的規劃涉及到

大量的跨部門合作，他認同《草案》中提到要設立「跨部門委員會」，專門協調和跟進編

製總規的相關工作，以落實《草案》中各項不同範疇的規劃目標。 

澳門城巿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認為，《草案》提出澳門將分成 18 區，要考慮當中的資源配

置，如衛生中心等社區設施的分配問題。現時土地用途劃分為「分區指引」、「規劃條件

圖」、「澳門總規」、「國家標準」等不同準則，易造成功能重疊，需思考其合併、劃分

和利用問題。對於靈活地使用土地方面，崔世平認為，國際上的「土地發展權轉移」是其

中一個可參考的辦法。此外，他亦提到，可藉著是次總體規劃，使澳門總規與 85 平方公里

的水域銜接，將更有利未來發展。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盛力教授表示，澳門擁有 85 平

方公里水域的管理權，但填海或利用都需得到國家的同意，如果能在總規中一併考慮，可

節省很多時間。他提到，澳門總規不能空想未來，應從基本出發，找出一些現時急需處理

的核心問題，取得社會共識，並在總規中解決。 

澳門現代建築協會會長利安豪（Dr. Rui LEAO）表示，澳門總規提及要解決澳門人口擠迫、

缺乏休暇空間的情況是好事，然而，也有一些地方要注意，他提到澳門的文遺保護區和緩

衝區的規劃大體仍是依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標準，急需更新，否則不少中式建築將面對被

拆卸命運；內港活化需要處理那 的人口遷移問題。澳門聖若瑟大學助理教授樊飛豪（Dr.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認為，在內港的交通和人口問題上，如果陸地不能使用，可

以考慮用橋樑的方法去處理，在解決居住問題上，他認為取得橫琴用地是一個非常好的考

慮方案。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表示，在防災減災設施建設方面，《草案》提到的擋

潮閘等都是目前現有的方案，而關係到 20 年的規劃則需要有一些比較前瞻性的計劃，例如

在內港沿海稍微填海以解決堤圍滲水的問題等。電動巴士等環保能源使用上需考慮電力系

統負荷問題，而智慧城巿的建設在《草案》中沒有甚麼著墨。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吳德榮表示，是次澳門總規的出台對澳門來說是好事，不過較多現

狀描寫，欠缺前瞻性的計劃，整體而言，《草案》較為偏向土地利用規劃而非城巿規劃，

著眼空間而較欠缺如交通、能源、廢料處理等的功能性規劃。他認為，博企的續期問題對

整個旅遊休閒區和很多分區的規劃應該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這一點不能忽視。澳大教育學

院副教授黃素君表示，澳門總規集中討論面積和空間，但作為一個城市，更重要的是人與

空間的互動，作為教育工作者，她認為社會環境本身就是一個最直接的教育空間，可以影

響青年學生的行為，但她發現《草案》文本缺乏教育的內容，希望在以後的編寫甚而至建

設階段，可以加入更多教育界以及關注人文環境建設的聲音，同時，她認為總規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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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動態增長，尤其是不同年齡人口在分區上的增長對社區設施的影響，不然無法回應

未來的發展和需要。 

澳大人文學院葡文系主任姚京明關注澳門景觀被破壞和保育問題，他認為興建新建築物時

需顧及其與環境、景觀的和諧，希望在總規上有所體現；在環境保護上，特區政府可以更

積極地思考污水、垃圾等問題，用一些更創新的方法如利用橫琴而不是一味填海。澳大社

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徐建華表示，澳門總規同時要考慮一些重大的社會和產業發展所

來的影響，例如高等教育產業化等，因在過程中已經預視到會帶來住宿或交通等問題，如

等到問題出現時才解決已經太遲。澳大持續進修中心主任劉丁己表示總規需要更著重在交

通、智慧城巿、環保等問題上的著墨，方能達到把澳門建設成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

及具韌性」的城巿，不只是城巿整體規劃，還要考慮頂層設計、法規制度、公共治理，積

極聽取民眾的建言，如需推行一些計劃，可用專業數據去說服公眾。 

會上，專家學者亦提到指標的問題，他們認為《草案》欠缺一些區域或項目性的指標，如

某區配置、道路面積、人口密度、交通流量、綠化面積比率等等。需澄清高、中、低不同

程度的指標，不能只有最低的指標，如果沒有數據和指標，目標可能只流於空想。 

出席是次座談會的其他學者還有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陸萬海、澳門研究中心客席副教授吳

玫、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鄧榮、澳門研究中心博士後

研究員陳志誠等。澳門研究中心將繼續就澳門總規《草案》舉辦「交通基建」、「人文環

境規劃」、「產業規劃」等一系列的專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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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9  18/9/2020 澳門日報 

關注十八分區海域管理文遺保護 

澳門研究中心探討城市總規 

 

【本報消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昨首場總體規劃

專場邀請多位學者專家發表真知灼見，關注到十八區分區作用和支撐數據、海域管理與城

規的配合、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 

座談會昨上午十時澳大崇文樓澳門研究中心會議室舉行。澳大副校長葛偉，城市規劃學會

會長崔世平，現代建築協會會長利安豪，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盛力，澳大持續

進修中心主任、澳大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丁己，澳大人文學院葡文系主任、教授姚京明，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副教授徐建華，澳大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吳德榮，澳大科

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等擔任嘉賓。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林玉鳳任主持。 

宜說明分區目的 

政府正收集社會對總規草案的意見。崔世平認為，需探討是否須把澳門劃分十八個分區，

要說明分區目的及作用。指出一旦分了區就是將該區定調，可能因而"一闊三大"，各區要有

相應圖書館、衛生中心等配套，尤其是重分老區牽涉眾多人力物力成本。 

希望能夠對接國家的城規技術語言，以便將來區域合作作合理部署；另結合城規一同為海

域進行分區管理，研究文創等產業所需發展空間，為產業多元發展預留位置。又可藉着土

地分類的機會，制訂細分類的合法文件，釐清文創、會展等產業歸類。 

區域指標須清晰 

利安豪主張優先考慮水域的利用，指出水域活動可以有很多，不只是填海。現時文化遺產

的材料基本來自八十年代，倘沒有更新接下來較重要的樓宇可能要拆掉，如在總規不能把

文化遺產區的問題說清楚，以後較難保護。 

總規草案提到把內港打造成商業街，利安豪認為內港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應把人口密度說

清楚，因不將該區人口遷移、提供空間，很難變成文化商業區。區域指標亦很重要，現在

沒有每區的密度數據，難看清楚規劃根據，提出要有密度指標、目標，才能把澳門怎樣變

好的事情談好。 

需要建第五通道 

政府向中央申請棄填 D 區，澳門半島連接 D 區的第五通道建造成疑，黃承發認為即使不填

D 區，嘉樂庇總督大橋已超負荷，有需要建造第五通道連接澳氹，並在落腳點附近作小面

積填海。填 A 區與澳門半島間的位置，可減輕區內交通壓力，輕軌東線的部分線路亦可以

地下隧道方式建造，成本及難度遠低於海隧。認為現階段政府需就修改部分提供補充性資

料，以便更好諮詢公眾。 

至於輕軌走線，主張未來要多方面發展，將媽閣段向內港延伸，填沿海位置，能夠在下面

建造儲水池防洪，同時增加地面綠化面積和建輕軌。此外，藉祐漢都市更新，有條件將東

線延伸至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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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0  18/9/2020 訊報 

朝令有錯夕可改 反覆太多損威信 

 

過去十幾日幾乎隔幾日就有大工程的消息，總體規劃、輕軌東線、新中圖、荔枝碗、炮竹

廠、D 區填海、第五通道…當中有不少項目，是推翻崔世安執政時的決定，這點引起坊間不

少關注。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新中央圖書館。 

新中央圖書館這個項目最初提出是零二年，何厚鏵的第一個任期，但直到零七年才敲定在

南灣舊法院的用地上興建，零八年文化局舉辦設計比賽，比賽結果出爐，得獎者是負責前

期諮詢工作的工程規劃公司的職員，其身份引起爭議，甚至驚動到廉署勸籲政府各部門要

注意類似情況下的身份衝突，鬧出一場風波。直到一六年，文化局局長吳衛鳴重新提出南

灣新中圖的計劃，預算九億。預算一出，社會嘩然，單棟建築九億，實在太貴，加上計劃

延宕多年，周邊環境改變不少，人多車多，質疑的聲音也頗多，當中包括當時的立法會主

席、現任特首賀一誠。在九億新中圖的前一年，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的譚俊榮力推另一個

項目，將舊愛都酒店和新花園泳池拆卸，改建為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結果引發一系列圍

繞舊愛都酒店建築特色的保育運動。一六年八月，譚俊榮到塔石出席活動時，有社運人士

爬到愛都酒店頂層，掛上「文物殺手譚俊榮」的直幡抗議。可以說是為向來斯文又離地的

澳門保育運動開了一個先例。 

這兩個大型項目一直到本屆政府上台，都只是處於設計階段，舊建築原封不動，新花園泳

池和舊法院的黑盒劇場還在提供服務當中。因此日前政府決定將新中央圖書館的選址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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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愛都酒店，等於一次過推翻了前朝兩個爭議項目。愛都新中圖的設計，還找了四個歐洲

知名的團隊來做概念方案，保留了新花園泳池和愛都壁畫。這些年澳門人富裕了，多到外

邊旅行也長了見識，市民見到「歐洲貨」自然眉開眼笑，保育訴求也顧及了，工程預算造

價比舊法院方案還要少差不多一半…又平又靚，四個設計任選，一下子愛都新中圖就已經凝

聚到共識。新中圖這一仗，政府贏了個滿堂彩。 

與社文司那邊輕鬆過關相比，運輸工務司那邊似乎沒有那麼簡單。總體規劃出台後四日，

司長羅立文突然向外界宣佈，政府準備取消新城 D 區的填海計劃…，消息一出，即有規劃

界人士表示「震驚」，並指總規草案危機四伏。又有專業人士指出，如此大規模修改規

劃，依法恐怕是要重新諮詢。及後特首再補充，請市民思考新城 D 區填不填，事情並未定

案。總規草案馬失前蹄，文件的內容在公佈後幾日已經過時，諮詢還要不要做下去？在 D

區問題僵持之際，新的問題又出現。之前在總規草案中「神秘失蹤」的第五通道，在其南

面落腳點新城 D 區計劃瀕臨取消之際，第五通道計劃是生是死，政府應該可以提出個明確

說法了吧？結果工務局局長說，她沒有收到指示要取消第五通道…。 

事實證明，只要政府肯用心，單棟設施還是可以做得不錯，還結合了政治化妝。但城市規

劃在澳門果然仍是個新事物，筆者不敢斷言向來大智若愚的羅司長到底搞甚麼鬼，但出手

不夠流暢，讓人覺得政府把總規搞得太兒嬉，長遠來說可能會帶來很多後遺症。畢竟朝令

有錯，夕改何妨，但政府的決定反覆太多，就失去市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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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1  18/9/2020 新華澳報 

澳大總城規座談會 探劃十八區必要性 

 

【本報訊】澳大澳門研究中心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首場總體規劃專場

邀請多位學者專家發表真知灼見。 

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認為，需探討是否須把澳門劃分十八個分區，要說明分區目

的及作用。 

指出一旦分了區就是將該區定調，可能因而「一闊三大」，各區要有相應的圖書館、衛生

中心等配套，尤其是重分老區牽涉眾多人力物力成本。 

他又希望能夠對接國家的城規技術語言，以便將來區域合作作合理部署；另結合城規

一同為海域進行分區管理，研究文創等產業所需發展空間，為產業多元發展預留位置。又

可藉著土地分類的機會，制定細分類的合法文件，釐清文創、會展等產業的歸類。 

現代建築協會會長利安豪主張優先考慮水域的利用，指出水域活動可以有很多，不只

是填海。現時文化遺產的材料基本來自八十年代，沒有更新，接下來比較重要的樓宇可能

要拆掉，如在總規中不能把文化遺產區的問題說清楚，以往較難保護。 

總規中提到把內港打造成商業街，他認為內港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應把人口密度說清

楚，因為該區不把人口遷移、提供空間，很難變成文化商業區。區域指標亦很重要，現沒

有每區的密度數據，難看清楚規劃的根據，提出要有密度指標、目標，才能把澳門怎樣變

好的事情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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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2  18/9/2020 訊報 

社會很理性 政府太任性 

 

政府現正公開諮詢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但忽然又提出新城Ｄ區或不再填海，正等待中央批

覆。有關消息令不少人為之愕然，因為是次諮詢方案是預設了新城Ｄ區存在並規劃為居住

區，若日後政府真的決定不填新城Ｄ區，那麼政府將今次諮詢收集到的民意視為何物？再

者，有城規師指出，若不填新城Ｄ區涉重大修改草案，需要重新公開諮詢，那麼現時勞師

動眾地公開諮詢是為做而做嗎？ 

日前特首賀一誠接受傳媒訪問時呼籲社會要「理性思考」Ｄ區填海問題，認為現時澳門已

不缺土地興建住宅單位，但填海之後就不能回頭。然而，新城Ｄ區已討論多時，填海的構

想是政府提出的，又經過前期探討及深化研究，以往進行了多次公眾諮詢亦未見社會有反

對意見，如此一項科學理性且有民意基礎的決定，突然說推翻就推翻，而且毫無替代方

案，又無科學數據和理據去支持，隨口說理性就不應該填海，到底誰不理性，誰更任性

呢？那麼為了保持理性，是否澳門從今以後都不要填海，甚至應該立法明確規定禁止填海

呢？當一個政府呼籲社會要「理性思考」時，十有八九就是這個政府理屈詞窮，兜唔落去

的時候。 

然而，今次的爭議顯然並不在於新城Ｄ區填海與否，而在於政府在整個操作上讓人摸不著

頭腦，左手打右手令市民無所適從，比過往跑過場的「大龍鳳」諮詢做得更難看。大家都

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展開討論，現時諮詢的內容，日後好大機會可能完全不一樣，那麼市

民現時發表的意見到底有何意義呢？現時社會亦並非一面倒堅持要新城Ｄ區填海，而是希

望政府交代清楚。但政府左一句「聆聽社會意見」，右一句「呼籲理性思考」，然後就沒

有然後，這不是官民溝通，這是官員愚民。 

公眾諮詢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要市民發表意見的基礎，是要政府首先開誠佈公提夠足夠資

訊，並清晰解答市民的疑問，否則要量不要質，要市民為發表意見而發表意見，有何意

義？猶記得幾年前在一場諮詢會上，有社團代表的發言是︰「我無意見，我的意見就是希

望聽更多大家的意見。」政府想要的是否就是這樣的意見？ 

事實上，澳門居民的環保意識並不低，至少比很多官員要高。政府願意不填海，相信很多

人樂見其成。尤其是近年澳門沿海發現海豚屍體的數量越來越多，令不少人反思填海發展

與環境保育的關係。如果政府的諮詢文本早早就將新城Ｄ區「摘去」，並完善周邊規劃，

相信社會現時的反響就不會那麼大。政府解釋稱，因為取消Ｄ區填海未獲中央批覆，所以

諮詢文本內仍有保留。但為何同樣未獲中央批覆，新城Ａ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在

諮詢文本內又已經填成綠化區呢？這份諮詢草案會否過於兒嬉呢？ 

不必諱言，由於政府以往的不作為，導致總體城規拖至如今回歸 20 年都未能出台，令不少

發展項目在社會引起極大爭議，關注保育的市民疲於奔命，掀起一場又一場充滿汗水與淚

水的守護我城運動。新一屆政府一上台就推出總規諮詢，工作效率提升雖然是好事，但亦

應該要有充足的準備，有些事情並非越快就越好，欲速則不達，越是心急反而越易生亂。

現時整個總規諮詢顯然已經令市民失去信心，政府應該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主動承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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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足之處，撤回現時的諮詢方案，做好準備再重新公開諮詢。相信到時的諮詢效果會

更好，而且更加節省時間和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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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3  18/9/2020 澳門日報 

蘇嘉豪促增綠地休憩空間 

 

【本報消息】議員蘇嘉豪在書面質詢中建議，在不妨礙合理的公共房屋及設施供應的前提

下，尤其在澳門半島，將政府擁有的土地資源優先規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 

蘇嘉豪表示，持續建設廣闊開揚的綠地休憩空間，既能促進居民整體的身心靈健康，提升

城市活力，也能加強居民對本地的歸屬感，達至城市快樂和永續發展的重要目標。 

但他稱，《澳門環境狀況報告》一直將本澳人均綠地面積狀況評為"不良"，而且在《城市總

體規劃》諮詢期間，其中一種主流民意是希望持續增加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而非僅局

限於細小的休憩區或狹長的綠廊。要求政府交代能否變革對綠地休憩的封閉保守觀念，爭

取持續增加更多廣闊開揚的綠地休憩空間，包括公眾可輕易使用的公共草皮。 

他又引述本年度施政報告指出，今年會展開《澳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專題研

究，規劃年度為二○二一至二○三○年，制訂全澳綠化生態總體規劃及相關的建設指引和

綠化指標，再訂定短、中、長期的綠化目標和工作計劃。他要求政府說明將於何時完成制

訂有關總體規劃；並關注規劃有何具體內容推進建設休閒中心和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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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4  18/9/2020 訊報 

對澳門二十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五點意見 

 

根據澳門政府網站所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體規劃草案是嚴格按照《城市規劃法》相

關規定，並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二零一六-二零三零)》成果進行編製，整

套程序包括：草案編製、公開諮詢、聽取城市規劃委員會意見、經行政長官批准後成為補

充性行政法規等等。由於總體規劃關係澳門長遠發展福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城

市規劃法》進行公開諮詢，公開諮詢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月二日進行，廣泛聽取

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筆者就在本文，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

四零)》草案作五點意見。 

首先希望做好澳門新舊城區的水、電、通訊地下管道的規劃。水、電、通訊地下管道如果

沒有做好規劃，經常掘路掘完再掘，會非常影響澳門交通，因而非常影響澳門市民日常上

班和上學出行。加上經常掘路掘完再掘，嚴重浪費重鋪街道所需材料。 

其次希望未來增加更多澳門公共綠化休憩空間和康體設施。這裡增加更多澳門公共綠化休

憩空間和康體設施意思，不是指澳門半島至新城Ａ區填海造地後所規劃綠化用地。而是應

該充分利用閒置土地和未來新城土地，規劃為公共綠化休憩空間和康體設施。因為公共綠

化休憩空間和康體設施的規劃應該深入社區，方便澳門市民使用。 

第三為更好保育自然生態，城市總體規劃應該繼續保護好路環市肺。城市發展和保育自然

保持平衡，絕對不是大量開發路環的借口。同時澳門城市內公園，應該包括在不可都市化

地區。因為公園許多老植物等生態風物也值得保護。 

第四希望做好澳門防災和抗災設施的建設。不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

二零四零)》草案當中，澳門防災和抗災設施規劃地點著墨不多。如果沒有一個安全環境，

澳門就難以更好發展城市。 

第五希望嚴格執行《城市規劃法》和《文化遺產保護法》，做好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

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有關文化保育和景觀維護的工作。以保護被法律保護文物建築違

法拆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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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5  18/9/2020 訊報 

針唔到肉羅司輕佻諷人 施政承諾切忌言而無信 

 

雖然行政長官賀一誠周二開腔，一方面強調在總體城規之外的「不填Ｄ區的構思尚未拍

板，故Ｄ區仍在總體規劃中」，另一方面則稱「若果中央不允許Ａ區的填海指標，則政府

會將Ｄ區的指標調整到Ａ區，讓Ａ區九萬多居民享用綠化區，若果市民認為可行，一定全

力發展」，與此同時，行政長官又指「Ｄ區隨時可以填，但填完之後就挖唔返轉頭」，加

上有「有票在手」的大社團及地產業界既得利益者相繼撐「不填Ｄ區、改填新城Ａ區西側

水道區域」，更明言「新城Ａ區用地建公屋相當可惜」，不過，似乎仍無法說明，中央政

府已批准填海十二年的Ｄ區，與現在再向中央政府申請改填Ａ區西側水道區域的兩者之

間，為何是「非此即彼」的置換關係？以中央政府一直以來支持澳門特區發展及改善澳門

居民居住條件與生活質素的基本政策，相信就算澳門特區政府不以當年已指明批准填海取

地專門用途的Ｄ區填海指標，置換目前打算新填海的Ａ區西側，即是只向中央申請批准增

加新填新城Ａ區西側水域用地，估計獲批的機會也大於「退回」。因此，單從填海取地，

以增加公私房屋供應，長遠滿足澳門居民合理的住屋需求，改善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及居

住條件，提高對「一國兩制」的認同感等方面考慮，保留Ｄ區填海之餘，同時向中央申請

批准在新城Ａ區西側填海，又有何不可？ 

早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公開講「大家唔使咁擔心冇屋住，我哋大把屋，唔使瞓

街」，是完全無視私樓價格長年非一般工薪階層有能力負擔，而公屋「準入門檻」又苛刻

無比，而且兩者均人為地控制供應這些客觀事實，坐擁二十三項不動產資產、任滿後幾乎

肯定不會留澳生活的羅立文，是故意嘲笑澳門的「無殼蝸牛」，抑或出於與本澳居民生活

完全脫節的無知態度？這點其實已不重要。但現屆政府自己提出的「回應不同收入居民，

特別是夾心階層、青年人的住屋需求」等「施政重點」，又強調「解決購房難、出行難、

看病難以及內港水患，仍是廣大居民普遍而迫切的訴求」等「施政主張」，惟主其事的主

要官員竟然公開輕蔑長期面對「購房難」的澳門居民，難道就是行政長官賀一誠在今年四

月「施政報告」發表後再發新聞稿強調：「特區政府向立法會和本澳社會提出了新的施政

承諾，就此，所有部門要為施政各司其職，落實及執行施政報告中與自身職能的各項工

作」的結果？這些「施政承諾」和「工作要求」中，未見「羅立文司長或房屋局、土地工

務運輸局除外」表述，但羅立文在土地與房屋的問題上，及被法院判決要求「善待居民」

的房屋局，還有長期嚴控私樓建設批則的土地工務運輸局的工作表現，卻都與特區政府的

施政承諾背道而馳。下月發表的明年「施政報告」，尤其在解決購房難、住房難、出行

難，大概跳不出誇誇其談，言出不行的套路。 

行政長官賀一誠周二亦曾強調「即使不填Ｄ區，本澳未來二十年仍有足夠居住空間」。既

然如此，相信只要言行一致，以社會利益及廣大居民利益為念，切實兌現施政承諾，不填

Ｄ區，特區政府也能夠在未來二十年提供足夠的公私居住樓宇數量供澳門居民有能力購

買，不難解決澳人詬病已久的購房難、住房難問題，但一切要聽其言觀其行。新一份「施

政報告」，可見端倪。「特首大把地」、「羅司大把屋」，但何以普遍澳人仍在為住屋難

困擾？為購房難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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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荔 

 

 

 

N176  18/9/2020 訊報 

不訂立空置稅更待何時？ 

 

以往，崔世安政府施政的力度被揶揄為「小朋友做大人嘢」，包括許多具備專業的重要民

生基建搞到焦頭爛額。例如望廈社屋及輕軌工程，無不暴露出前任政府亂作為的劣根性。

今屆政府有意撥亂反正，終於回歸「小朋友做小朋友嘢」，不再天馬行空，不再吹噓光輝

歲月。但是，澳門的政治制度注定會衍生官僚怠慢，例如羅立文司長早前向公眾指出，本

澳目前有二十多萬個住宅單位，認為只有六十多萬人口的澳門是已經足夠了。羅司長這番

說話，是欺負市民。 

立空置稅解決浪費羅司表示，總體規劃預測二十年後本澳有八十萬人口，即比現時增加十

三萬人，相信有約四萬個家團，而新城 A 區將有三萬二千個單位供應，以及偉龍馬路公屋

287



 

 

的六千五百個公屋單位。在目前數據上，本澳有十九萬個家團，二十三萬個單位的情況

下，羅認為住宅數量已足夠多。首先，司長手上理應有本澳樓宇空置率的數據，這些資本

家炒賣住宅的投機運動嚴重影響居民的住屋質量，不可能不知；其二，回歸後，本澳樓價

直線上升是鐵一般事實，政府無意為民著想，任由私樓價格颷升或空置，本來就是失職；

最後，社屋為主經屋為副的錯誤房屋政策，令不少夾心階層置業無望，司長擺明站在地產

發展商立場發言。 

在未來總體城市規劃的佈局中，人口會急速膨脹，對住屋需求肯定更大。要實現居者有其

屋，特區政府要盡快訂立空置稅法，向惡意丟空物業的投機者徵收一定比例的稅務。這是

新加坡用以對付私人樓宇市場的招數，過去，澳門官員最愛考察新加坡，就是不學習人家

為民著想的房屋政策，官商之間的默契度無違和。新政府的新中央圖書館計劃找了四個歐

洲設計師，說明有意擺脫本地官商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那麼，訂立空置稅，讓樓價下降

至合理水平，為民謀福祉，就更能與既得利益者劃清界線了。 

商舖空置稅的可行性除了住宅，商舖和工廈也可以適用於空置稅，只是民用及商用之間的

稅率應該有差別。商舖訂立空置稅，並不是要對惡意抬租金的業主致命一擊，而是目前經

濟不景的情況下，丟空的商業舖位實在浪費社會資源。小業主為了避免被強徵空置稅，會

千方百計將單位租出以減少支出，租金價格就會更靈活浮動了。如此一來就能活化舊區及

全澳社區商業網絡，鼓勵失業者創業，為澳門產業多元化創造條件。眾所周知，創業者經

營最艱難的開支成本，就是租金居高不下。 

在總體城市規劃的佈局中，慕拉士被政府列為商業圈，雖然十畫未有一撇，但是消息公佈

後，區內工廈租金「企硬」。部份業主更蠢蠢欲動，打算逆市加租。雖然，民間也預料到

在未來廿年，特區政府很難將慕拉士區實現商業圈的大計，畢竟每屆政府任期只有五年，

新接任的政府或基於家族經營習慣，或者與傳統利益的分贓，肯定對前任政府的經濟佈局

沒興趣。所謂肥水不流別人田，要杜絕貪腐的污名，就更加要完善法律，訂立空置稅，追

上社會發展的需要。 

 □ 李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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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7  19/9/2020 新華澳報 

澳門還是需要一條全天候的過海通道 

有關《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公眾諮詢工作，正在進行。總體來說，這是落實執

行《城市規劃法》，改變澳門開埠以來沒有城市規劃的混亂狀況情況的必要舉措，也是特

區政府展現科學施政、民主施政誠意之舉。但並非完全沒有瑕疵，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

含有新城填海區 D 區內容的《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佈才不到七十二小時，卻突

然宣布將要取消 D 區，讓人產生「兒嬉」、具有很大隨意性的感覺，難怪專業人士驚呼

「感到驚震」、「危機四伏」：如此週張地進行公眾諮詢的規劃草案，即使是獲得最大公

約數定了案，日後是否也將會被認為「不算數」，隨意被否定推翻？倘果如此，這個隆而

重之進行的公眾諮詢工作，是否也將是「弄假的」？ 

實際上，就以包含有 D 區的《新城填海區總體規劃草案》而言，已經進行了三輪的公眾諮

詢工作，前前後後花了好幾年的時間，邀請了內地權威性專業機構參與，但卻是說變就

變，此前的公眾諮詢工作等於「白做」。現在的《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公眾諮

詢工作，剛開始進行就自我否定，取消「草案」中既有的 D 區，這讓公眾如何相信諮詢工

作的誠意？還不如不搞。 

此前進行過公眾諮詢工作而定案的基建計劃，隨後又被取消的，又豈止是 D 區？輕軌第一

期計劃的澳門段，經過十多年的反复諮詢討論，其中有兩個路段曾經發生激烈爭論，還驚

動到中央政府批准填海申請才獲得解決，已經基本定案。但在今次《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

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工作的文本中，也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另外，也是已經進行過公眾諮詢工作而最後定案，光是進行多輪專業性環評論證就花了一

個億的「第五通道」，也被排除在《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之外。由於「第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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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南端出入口是在 D 區，因而很容易就讓人們將之與「取消 D 區」聯想了起來。但即

使如此，《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還是列舉了 D 區，因而讓人頗有「摸不著頭腦」

之感。 

豈止是民間感到莫名其妙，就是參與決策者，也是「朦查查」。實際上，面對取消 D 區

後，會否影響連接 B 區與 D 區的「第五通道」的興建的問題，工務局局長陳寶霞也表示，

當局一直有跟進項目，現正就澳門「第五通道」作專題研究，暫時未有收到需要改動的通

知，在工務範疇會繼續研究。她又稱，《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仍在諮詢階段，新

城 D 區未有最終定案。 

經歷過「天鴿」、「山竹」等強颱風的襲擊，絕大多數居民都認為，在澳門半島與離島之

間，必須要有一條「全天候」的過海通道。實際上，現有的三條過海通道，在每當八號風

球高掛時，就必須封橋。屆時離島的居民及旅客倘有重危傷病，就無法將之送到市區的兩

座醫院急救。而在封橋後，賭場員工無法上下班，及旅客「賭客」無法出入離島。雖然這

兩大迫切理由已經或將會消失。離島醫院盡管未能按照「光輝五年」計劃如期建成，但畢

竟也已在建；《民防綱要法》也規定，在升掛八號風球後關閉賭場和出入境口岸。 

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離島與半島之間的「最大交通公約數」，還是需要籌劃的，

這是對人民負責任的表現。本來，從Ａ區到Ｄ區的第四通道，是有人建議以隧道方式興建

的，但最後確決定採用橋樑的形式，並承諾加強在風力較大情況下的安全措施。不過，仍

未能抵檔十級以上的颱風。而輕軌東線是走海底的，但只是針對乘客，而沒有及於車輛尤

其是某些特殊車輛如消防車、救護車等。在離島醫院建成後，救護車的急切性可以消除，

但消防車及警車還是對八號風球下的「全天候」過海通道，有所需求的。 

這樣，就只能是寄望於「走海底」的「第條通道」了。此前曾有人提出，第一條通道－－

澳?大橋已經殘舊，建議拆卸重建。這是典型的「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缺乏政

治敏感度。因為按照《澳門基本法》第十條第二、三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

繪有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圖案的綠色旗幟。」「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徽，中間是五

星、蓮花、大橋、海水，周圍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葡文『澳

門』」。 

實際上，區旗、區徽上的五顆金黃色五星，象徵著國家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特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三朵含苞待放的蓮花，象徵著澳門的自然地理特點，即澳門是

由三個島－－澳門半島、?仔島和路環島組成。大橋反映了澳門的自然景觀，象徵著把澳門

三島連在一起。平穩的海水寓意著澳門四周是我國的領海，澳門在回歸祖國後定能保持經

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區徽上寫著有葡文「澳門」，表示葡文仍是澳門特區法定的官方

語文。至於選定綠色為區旗、區徽的底色，意圖是使澳門特區區旗、區徽的主體色彩與香

港特區的區旗、區徽的主體色彩有所區別。 

因此，拆掉這座作為澳門特區區旗、區徽的重要元素之一的澳?大橋，等於是違反基本法。

於是，又有在澳?大橋旁邊新建大橋的方案。這也將會對澳?大橋的周邊景觀形成干擾，從

維護區旗、區徽的莊嚴性出發，也是不宜的。 

因此，「第五通道」不但是有必要興建的，而且還應當採用海底隧道的方案。日前有一位

工程師質疑以海底隧道方式興建「第五通道」，可能是「單純技術主義」，為專業技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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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不了解《澳門基本法》的制定過程及內容。 

至於這位工程師擔心，該處的河床淺，土壤上層約有二十公尺的淤泥等，其實以當今的工

程技術，已經不是問題。實際上，與「第五通道」相對應的不遠處，就有廣珠城軌的延伸

線，穿越十字門海底。該工程是採用盾構機施工，「第五通道」也可使用盾構機技術。 

在淤泥河床興建河底隧道，技術已經成熟。廣州的珠江河底隧道，上海的黃浦江河底隧

道，還有杭州西的湖底隧道，都為澳門「第五通道」的興建提供成功經驗。當然，在澳氹

大橋的旁邊興建海底隧道，可能會對支撐舊大橋摩擦樁的泥土造成某種影響。因此，距離

澳氹大橋遠一些，可以避免這種影響。這需要專業人士進行研究。另外，由於該處的淤泥

層較厚，海底隧道的深度可能會較深，這將會導致在 B 區和 D 區的兩端出口，爬升坡度較

長，佔用較多的地面面積，這與廣珠城軌延長線是「地鐵」，無需考慮出入地面的問題，

是不同的。但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澳門特區時所說，「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

多」，在充分發揮專業技術智慧後，是一定能夠妥善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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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8  19/9/2020 正報 

新青協組織青年共議城市總規 

 

【特訊】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日前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

案舉辦"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討論會"，邀請了身兼公屋委的新青協秘書長梁倩文及身兼城規委

的新青協城市規劃政策關注組召集人陳昭怡擔任嘉賓，與二十名青年共議對澳門未來影響

深遠的總體規劃的看法。新青協期望通過專題討論，收集澳門青年對城市未來發展藍圖的

願景和建議，找出青年對城市規劃的共同關注重點，從而向特區政府提出"青年視角"的優化

建議。 

與會者分成三個小組，就空間布局、土地用途與比例、居住區配套與密度、交通規劃及防

洪規劃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與會者關注到《總規》草案偏向靜態規劃，缺少問題導向思

維，文本中提供的數據亦不足以供市民作分析研判。梁倩文作分享時，以房屋規劃切入討

論，期望政府能檢視各區的房屋現狀、人口密度和人均社區配套設施數目，並參考香港規

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提出適用於澳門實際情況的房屋及社區配套的建設指

標。 

另一位嘉賓陳昭怡則關注《總規》中的公共設施部署。她表示，在《總規》的目的中明確

指出公共基礎設施及公用設施須在土地使用分區上作合理部署，但目前草案未能完整地展

示相關設施的布局。她認為，政府應就一些選址未明確或未來有需要增建的公共設施提出

選址方案，以有序開展環評及可行性研究的工作，避免社會在公共設施不勝負荷的緊急關

頭，方開始思考解決辦法。同時，提前說明亦方便坊間就有關部署展開討論，以吸納社會

意見和共識，作為未來詳細規劃的制定依據。 

參與討論的新青協會長周永豪作最後總結，表示青年是社會的重要持份者，亦是未來城市

發展的主要建設者、參與者，期望青年能夠積極參與總體規劃的討論，為城市的添磚加瓦

獻出意見。新青協亦會繼續秉持"專注為青年"的服務理念，持續收集青年對城市規劃的意

見，並制作意見書交予政府作為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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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9  19/9/2020 澳門日報 

馬若龍倡舊橋打造文創橋 

本報消息】仁慈堂婆仔屋文創空間主席、著名建築師馬若龍認同政府近日公佈的"城市總體

規劃"草案，擬設十八區，是一大創舉。現階段宜積極蒐集各界意見，優化與落實方案。惟

整體規劃關於綠化與休閒等元素欠奉，大膽建議政府未來在落實興建第五通道基礎上，把

承載力超負荷的嘉樂庇總督大橋打造成文創橋，營建起立體的空中花園。 

馬若龍綜觀整份關乎澳門未來近廿年的"總規"，涵蓋面廣，具前瞻性，考量到政治、社會及

經濟等方面長遠發展。且城市空間佈局宏觀，中、葡文內容闡述清晰，描繪出理想的發展

藍圖。目前擬分十八區，屬分區規劃，接下來很需要廣大專家、學者及居民等積極發表意

見，取得最大共識，不斷夯實並細化文本內涵。 

融合文創休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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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學者提議政府即使向中央申請棄填 D 區，礙於啟用多年的嘉樂庇總督大橋承載力超負

荷，宜盡快興建第五通道，他對此表示認同。另提議政府參考國際經驗，嘗試更改這座富

歷史的大橋原有用途，重新規劃，打造成一座融合文創與休閒等元素的主題橋。 

他建議橋上設置相應的攤檔、文創店、咖啡茶座、兒童遊樂區等，劃定救生通道、無障礙

設施，提供電車免費接載長者、傷殘人士等到場，供大眾在橋上全方位眺望全城風景，感

受小城濃厚的休閒氣息，善用得天獨厚的優勢。為實現設想，將聯同有關人士向當局提請

啟動文評程序，爭取把該座大橋列入受保護清單。 

促增使用氹仔土地 

馬若龍也關注到未來氹仔北安工業區、氹仔北側及路氹邊檢大樓原址等規劃，料帶動社區

轉型。以北安工業區為例，政府將鼓勵發展高端產業及增加土地使用效率，發揮海空優

勢，絕對是好事。但希望政府切勿持"雙重標準"，不管是官方或私人建築項目，皆能適當放

寬限高，盡可能提升北安工業區整體土地容積率，善用沿岸優勢。 

冀澳人參與新中圖 

他認同慕拉士大馬路工業區將逐步轉型至非工業用途，可為舊區引進商機。通過落實"總規

"，有望全面解決交通困局，藉引入先進的泊車系統，致力彌補城區發展各項癥結與缺失。 

就新中圖選址改為愛都酒店原址，馬若龍十分認同，認為是科學決策。塔石區位置具優

勢，學校及文化設施、景點等集中，藝文氣息濃厚。於此建造一座具標誌性的綜合圖書

館，可迎合大眾所需。得悉政府有意選取國際團隊設計方案，他認為是國際社會慣常做

法，但希望特聘本澳專業人士參與，注入本土元素，更能善用專才。 

鑑於近年常有規模不一的工程推出，需公開招標，馬若龍希望政府未來加以整合，減省勞

民傷財局面，縮減行政費用。期望預留部分項目予本地專才參與，發揮才華，讓資歷雄厚

公司與具實力的本地新人皆能建設澳門，平衡強弱懸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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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0  19/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社諮委促改善沙欄仔附近交通環境 

 

 

 

N181  18/9/2020 論盡媒體 

商業區規劃零散難吸引大公司落戶 發展總部經濟或成空話 

 

總體城規諮詢文本提到︰「構思發展多個商業圈，助力本澳開拓高端產新核心，把握橋頭

經濟新機遇，促進經濟商度多元，提高城市經濟韌性及綜合競爭力，配合未來經濟戰略發

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產業新合作。」城規師林翊捷指出，總規草案的商業規劃十分零

散，無法產生聚集效應，吸引不了大公司落戶澳門，難以發展特首賀一誠提出的總部經

濟。 

賀一誠曾表示，澳門簡單低稅制有吸引力，不少內地企業有意來澳設總部，但澳門欠缺甲

級寫字樓，故當城市總體規劃出台後，歸納一個區域發展 CBD（中央商務區），興建甲級

寫字樓，讓企業選擇來澳門發展總部經濟。 

林翊捷表示，現時總規草案的商業區分佈零散，發揮不到集聚效應，「大公司老闆一睇呢

個佈局，就唔會嚟」。因為所有大城市的商業中心區都是集聚佈區，即使並非高樓大廈，

但亦不會如此零散分佈。而甲級寫字樓是要求的，亦需要很多配套，例如酒店，消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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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至公共設施的規劃設計，檔次高很多才能配得上大公司領導層的品位和格調，「所

以慕拉士係絕對做唔到的。」 

他說︰「例如一些三尖八角的地塊喺無得傾嘅，甚至停車場都有要求，老細唔會停在大街

上等入停車場的，大廈裡面要有老闆專用電梯，全部都係有要求，而唔係建一幢，而是要

建一群，人哋要睇到咁樣既商業中心規劃，才會來澳門投資建甲級寫字樓，那些大公司才

會留在澳門。」 

林翊捷指出，城市規劃的基本邏輯是「政策指導規劃，規劃引領發展」，但今次的總規草

案好明顯是與政府的政策「斷鏈」，亦做不到賀一誠所提出的發展構想。「這份諮詢文本

沒有體現到澳門未來想做的事，我覺得呢個係整份總規草案最大的弱點。你話想做商務，

到底想做什麼商務？想工業轉型，轉型成為什麼？同樣是工業設施，擺石油氣是工業設

施，做杏仁餅都係工業設施。你唔確定做什麼產業，點樣配套空間呢？」 

總體城規諮詢提出，慕拉士大馬路的工業區逐步升級轉型為商業區。 

現時原海洋世界用地擬規劃為商業區，但社會有不少反對聲音，認為更適合規劃為海濱綠

化休憩區。林翊捷認為，原海洋世界用地與南灣湖有視覺連繫，只是一橋之隔，如果可以

聯同新城 C 區，甚或新城 D 區打造為澳門的商業中心區，或可產生群聚效應。政府要發展

總部經濟作為澳門的經濟支柱，需要有更多思考，包括澳門的實際情況是否可行？規劃上

能否做好配套？如果做不到就要修訂政策。「如果行得通，係財路的話可以做，其他地方

亦可以做公園，如果呢項政策是注定失散，咁不如用來種草好過。」 

林翊捷批交通規劃離晒地 

另外，林翊捷亦批評總規草案的交通規發示意圖做得極差，整體構想「離晒地」，看不到

澳門未來的交通發展方向，對澳門現時的交通問題起不到舒緩作用，亦不可能引領澳門未

來的發展，甚至作為現況的陳述都有問題。「內港何時有那麽寬的馬路？是否將來再擴

建？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竟然無列入主要道路，而亞馬啦喇前地都唔算係主要交通設施，

咁我真係唔知咩先叫算？」他說，交通規劃不可能再藉口推說詳細規劃時再做，因為任何

交通規劃是跨區網絡，「淨係做好新橋是沒用的，連筷子基都過唔到，咁樣有乜用呢？」 

 

N182  20/9/2020 澳門日報 

澳氹各增就業居住用地減跨區工作 總規配地促職住平衡 

各抒己見 【本報消息】政府昨日下午舉行"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草案諮詢組織諮詢專場，

約八十人出席。工務局長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訂定八個土地使用類別的比例，當中每一

分類除主要用途外，也兼容次類別的用途。冀透過合理規劃、分配土地資源，強化利用效

益，佈局全澳土地利用，打造宜居、綠化及公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 

冀鼓勵原區就業 

諮詢組織專場昨日下午三時在工務局多功能廳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官員出席。陳寶霞表

示，"總規"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收到的意見廣泛，包括土地用途的分佈、文化保育、景觀維護

及環保生態等。鼓勵居民繼續多發表意見。 

會上報名的發言者主要就居住區、商業區、綠化區用地、產業多元、智慧城市、交通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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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規劃等發表意見。 

文遺委胡祖杰認為，"總規"草案提出的職住平衡理念雖好，但難以做到，建議改善跨區交

通。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坦言，無法完全做到原區就業，但交通是影響人們選擇就業崗

位的一項重點因素，故希望空間合理佈局，鼓勵原區就業，從而減輕跨區交通壓力。政府

亦會加大交通建設，尤其輕軌、公共交通、跨海通道等，"一籃子"去改善澳氹交通。 

關閘擬建商業區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澳門半島以居住區為主，不少就業人口集中

半島北部、中部及氹仔中部，但在路氹城上班。未來新城 A 區又以居住區為主，預料有不

少居民跨區工作，將導致早晚尖峰時段交通擠塞。目前，澳門半島的居住區約佔七成，離

島區約佔三成，但就業用地則互調，澳門三成、離島七成。"總規"草案冀透過合理分佈土

地，締造條件，鼓勵居民原區工作，長遠改變職住不均問題。 

草案建議澳門半島增加約二十公頃就業用地，離島區增加一百三十公頃居住用地，從而改

善澳氹職住比例。 

同時，有多元產業發展策略，如商業區將增加金融辦公、總部經濟的產業地方，締造多元

就業選擇。梁銘茵冀未來結合關閘口岸、公交樞紐，都更、東線站點等，使關閘區成為一

個綜合發展的新商業區。 

A 區將建兩街市 

中區社諮委崔銘文關注舊區重整。建議祐漢放寬高度增加容積率，北區打造住宅酒店多功

能，改善居住環境。陳寶霞回應稱，增加容積率和私人住宅的城市建造條件，地段容積

率、覆蓋率等，會在詳規落實。總規是分類土地八大用途，讓公衆先了解。 

有與會者關注智慧城市建設。梁銘茵表示，5G 網絡基站、智慧燈柱等不涉及大量土地。智

慧政務、智慧民生服務等屬軟件設施，建議在詳細設計階段制訂具體設施的位置及配套

等。另有人關注市政建設規劃。麥達堯表示，新城 A 區將設兩個街市，市政部門會因應每

區的人口數量，按需求在居住區設置相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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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3  20/9/2020 澳門日報 

總規配地促職住平衡  

澳氹各增就業居住用地減跨區工作 

 

    總規配地促職住平衡 

【本報消息】政府昨日下午舉行“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草案諮詢組織諮詢專場，

約八十人出席。工務局長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訂定八個土地使用類別的比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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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類除主要用途外，也兼容次類別的用途。冀透過合理規劃、分配土地資源，強化利

用效益，佈局全澳土地利用，打造宜居、綠化及公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 

冀鼓勵原區就業 

諮詢組織專場昨日下午三時在工務局多功能廳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官員出席。陳寶霞表

示，“總規”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收到的意見廣泛，包括土地用途的分佈、文化保育、景觀

維護及環保生態等。鼓勵居民繼續多發表意見。 

會上報名的發言者主要就居住區、商業區、綠化區用地、產業多元、智慧城市、交通及輕

軌規劃等發表意見。 

文遺委胡祖杰認為，“總規”草案提出的職住平衡理念雖好，但難以做到，建議改善跨區

交通。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坦言，無法完全做到原區就業，但交通是影響人們選擇就業

崗位的一項重點因素，故希望空間合理佈局，鼓勵原區就業，從而減輕跨區交通壓力。政

府亦會加大交通建設，尤其輕軌、公共交通、跨海通道等，“一籃子”去改善澳氹交通。 

    關閘擬建商業區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澳門半島以居住區為主，不少就業人口集

中半島北部、中部及氹仔中部，但在路氹城上班。未來新城 A 區又以居住區為主，預料有

不少居民跨區工作，將導致早晚尖峰時段交通擠塞。目前，澳門半島的居住區約佔七成，

離島區約佔三成，但就業用地則互調，澳門三成、離島七成。“總規”草案冀透過合理分

佈土地，締造條件，鼓勵居民原區工作，長遠改變職住不均問題。 

草案建議澳門半島增加約二十公頃就業用地，離島區增加一百三十公頃居住用地，從而

改善澳氹職住比例。 

同時，有多元產業發展策略，如商業區將增加金融辦公、總部經濟的產業地方，締造多

元就業選擇。梁銘茵冀未來結合關閘口岸、公交樞紐，都更、東線站點等，使關閘區成為

一個綜合發展的新商業區。 

    A 區將建兩街市 

中區社諮委崔銘文關注舊區重整。建議祐漢放寬高度增加容積率，北區打造住宅酒店多

功能，改善居住環境。陳寶霞回應稱，增加容積率和私人住宅的城市建造條件，地段容積

率、覆蓋率等，會在詳規落實。總規是分類土地八大用途，讓公衆先了解。 

有與會者關注智慧城市建設。梁銘茵表示，5G 網絡基站、智慧燈柱等不涉及大量土地。

智慧政務、智慧民生服務等屬軟件設施，建議在詳細設計階段制訂具體設施的位置及配套

等。另有人關注市政建設規劃。麥達堯表示，新城 A 區將設兩個街市，市政部門會因應每

區的人口數量，按需求在居住區設置相應設施。 

 

N184  20/9/2020 濠江日報 

總規報告 明年 9 月交特首 輕軌 難與內地 無縫對接 

【特訊】政府昨日下午舉行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草案公開諮詢的政府諮詢組織專場。工務

局局長陳寶霞表示，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公開諮詢為期約 60 日，其後跨部門小組需在 180

日內完成初步總結報告，再在 60 日內向城規會諮詢意見，最後有約 90 日制訂最終總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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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預計明年 9 月完成總規並呈交特首。 

諮詢會於昨日下午 3 時假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會議室舉行，有 20 多個與城規相關的

諮詢組織約 80 多名委員出席，他們於會上主要關注總規報告時間表、第 5 通道建設、跨區

交通、探討輕軌東線行高架橋等。 

土地類別主次兼容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的分佈、

文化保育、景觀維護及環保生態等。基於尊重現況、複合利用及職住平衡原則，考慮土地

使用兼容性及適當性，草案按照城規法，訂定 8 個土地使用類別的比例，每一分類除了主

要土地用途外，亦兼容次類別土地用途。透過對土地資源合理規劃、分配及強化土地利用

效益，對未來 20 年規劃範圍內的 36.8 平方公里土地作利用佈局，以打造宜居、綠化、公

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她期待未來收集聽取不同範疇聲音及市民意見。 

第五通道落腳點可處理到 

至於澳氹第 5 條通道落腳點建設，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稱，第 5 通道的落腳點只

是要研究向南或向北延伸的問題，目前都可以處理到。又指有無新城 D 區是言之尚早，希

望大家多發表意見。 

另外，針對與會者關注的內港優化及 18 個分區的理由，麥達堯表示，總規強調方向性及框

架性規劃，後續會推進更多細化項目及指標，在結合交通、商業及社區發展，提出內港整

體發展及提升活力。至於如何劃分 18 個區域，他稱，不希望劃分太碎，若有需要會在詳細

規劃時將區域內相近分區作結合考慮。至於海空聯運，機場填海增 140 公頃土地，面積相

當大，氹仔碼頭空間足夠，相信用地能應付未來 20 年的發展。 

鼓勵原區就業 

紓跨區交通壓力 

對於有委員希望加強改善跨區交通，麥達堯表示，希望在空間上作出佈局，鼓勵原區就

業，從而減輕跨區交通壓力。除此之外，政府亦會加大交通建設，如輕軌、公共交通、跨

海通道等，一籃子去改善澳氹交通。 

城市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表示，根據資料，現時澳門半島居住區佔 7 成，但就業人口只

佔 2 成，離島佔 8 成，市民跨區上班造成交通問題，因此需要合理分佈土地使用，締造空

間鼓勵居民原區工作，建議半島增加職業用途的商業區等，預計增加約 20 公頃商業用地，

離島則增加 130 公頃居住用地，草案亦建議希望可促進多元就業發展、在整體土地利用上

增加商業區近 100 公頃，除現在集中的旅遊娛樂工種，希望多些金融辦公和基地產業，職

住平衡。 

輕軌東線地下走線 

減少影響景觀 

有委員建議輕軌東線行高架橋，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表示，輕軌東線若走高架橋相

對較走地下的造價低，但北區到氹仔區人流大，出行需要多，若東線走地底，能夠在惡劣

天氣運作，若過海段走高架就有更大制約，所以北區段及過海段都是隧道。從城市規劃角

度，A 區綠廊地下是輕軌，土地能更合理運用。 

輕軌顧問公司補充，輕軌對爬坡斜度的要求較普通車輛高，需有較長的距離爬升，而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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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的位置有一定最少高度要求，高架走線除影響 A 區附近景觀，亦對乘客不便。 

另外，有委員關注澳門和內地軌道交通的無縫對接，何蔣祺表示，澳門市區內可站與站之

間無縫換乘，但澳門和內地之間有出入境口岸，無縫對接比較困難，只能盡量靠近。他舉

例，東線線網已盡量靠近關閘，當中有出口接近關閘口岸，居民過關後可到珠海乘搭輕

軌，達到兩地軌道交通互聯互通。此外，政府早前亦已和內地相關部門共同研究輕軌橫琴

線，詳細消息將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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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5  20/9/2020 大眾報 

總規諮詢續收集意見 預計明年 9 月呈交特首 

[特訊]政府昨日下午舉行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草案公開諮詢的政府諮詢組織專場。工務局局

長陳寶霞表示，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公開諮詢為期約 60 日，其後跨部門小組需在 180 日內

完成初步總結報告，再在 60 日內向城規會諮詾意見，最後有約 90 日制訂最終總結報告，

預計明年 9 月完成總規並呈交特首。 

諮詢會於昨日下午 3 時假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會議室舉行，有 20 多個與城規相關的

諮詢組織約 80 多名委員出席，他們於會上主要關注總規報告時間表、第 5 通道建設、跨區

交通、探討輕軌東線行高架橋等。 

土地類別主次兼容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的分佈、

文化保育、景觀維護及環保生態等。基於尊重現況、複合利用及職住平衡原則，考慮土地

使用兼容性及適當性，草案按照城規法，訂定 8 個土地使用類別的比例，每一分類除了主

要土地用途外，亦兼容次類別土地用途。透過對土地資源合理規劃、分配及強化土地利用

效益，對未來 20 年規劃範圍內的 36.8 平方公里土地作利用佈局，以打造宜居、綠化、公

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她期待未來收集聽取不同範疇聲音及市民意見。 

至於澳氹第 5 條通道落腳點建設，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竟稱，第 5 通道的落腳點只

是要研究向南或向北延伸的問題，目前都可以處理到。又指有無新城 D 區是言之尚早，希

望大家多發表意見。 

另外，針對與會者關注的內港優化及 18 個分區的理由，麥達堯表示，總規強調方向性及框

架性規劃，後續會推進更多細化項目及指標，在結合交通、商業及社區發展，提出內港整

體發展及提升活力。至於如何劃分 18 個區域，他稱，不希望劃分太碎，若有需要會在詳細

規劃時將區域內相近分區作結合考慮。至於海空聯運，機場填海增 140 公頃土地，面積相

當大，氹仔碼頭空間足夠，相信用地能應付未來 20 年的發展。鼓勵原區就業紆跨區交通壓

力 

對於有委員希望加強改善跨區交通，麥達堯表示，希望在空間上作出佈局，鼓勵原區就

業，從而減輕跨區交通壓力。除此之外，政府亦會加大交通建設，如輕軌、公共交通、跨

海通道等，一籃子去改善澳氹交通。 

城市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表示，根據資料，現時澳門半島居住區佔 7 成，但就業人口只

佔 2 成，離島佔 8 成，市民跨區上班造成交通問題，因此需要合理分佈土地使用，締造空

間鼓勵居民原區工作，建議半島增加職業用途的商業區等，預計增加約 20 公頃商業用地，

離島則增加 130 公頃居住用地，草案亦建議希望可促進多元就業霰展、在整體土地利用上

增加商業區近 100 公頃，除現在集中的旅遊娛樂工種，希望多些金融辦公和基地產業，職

住平衡。 

輕軌難與內地無縫對接 

有委員建議輕軌東線行高架橋，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表示，輕軌東線若走高架橋相

對較走地下的造價低，但北區到氹仔區人流大，出行需要多，若東線走地底，能夠在惡劣

304



 

 

天氣運作，若過海段走高架就有更大制約，所以北區段及過海段都是隧道。從城市規劃角

度，A 區綠廊地下是輕軌，土地能更合理運用。 

輕軌顧問公司補充，輕軌對爬坡斜度的要求較普通車輛高，需有較長的距離爬升，而跨海

橋的位置有一定最少高度要求，高架走線除影響 A 區附近景觀，亦對乘客不便。 

另外，有委員關注澳門和內地軌道交通的無縫對接，何蔣褀表示，澳門市區內可站與站之

間無縫 換乘，但澳門和內地之間有出入境口岸，無縫對接比較困難，只能盡量靠近。他舉

例，東線線網已盡量靠近關閘，當中有出口接近關閘口岸，居民過關後可到珠海乘搭輕

軌，達到兩地軌道交通互聯亙通。此外，政府早前亦已和內地相關部門共同研究輕軌橫琴

線，詳細消息將適時公佈。  

 

 

N186  20/9/2020 澳門日報 

廿年後澳人均綠地十二方米 

 

多名與會者關注"總規"草案中的綠化面積。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

總規"草案規劃的綠化及生態保育區約佔土地總面積的兩成六，換言之，到二○四○年人均

綠化面積約三點六平方米，若加上生態保護區及郊野公園，人均綠地面積高達十二平方

米。 

梁銘茵表示，"總規"草案設法在可行地方增加綠化區。A 區約有四十公頃綠化、水道填海後

約有四十公頃綠化帶，新城 B 區的濱海綠廊面積約有廿三公頃，該綠廊由科學館連接至旅

遊塔一帶，現正施工。坦言舊區難即時增加綠化空間，只能透過都更項目增加。內港亦建

議增加商業區、公園及海濱帶等。 

至於新的海岸空間，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表示，居民及旅客均可使用，凸顯澳門濱海城

市的特點。強調"總規"在居住、產業、綠化空間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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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7  20/9/2020 澳門日報 

人均綠地面積高達十二平方米 

 

【本報消息】多名與會者關注“總規”草案中的綠化面積。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

表梁銘茵表示，“總規”草案規劃的綠化及生態保育區約佔土地總面積的兩成六，換言

之，到二○四○年人均綠化面積約三點六平方米，若加上生態保護區及郊野公園，人均綠

地面積高達十二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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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8  20/9/2020 澳門日報 

澳人均綠地減少 

 

多名與會者關注“總規”草案中的綠化面積。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

示，“總規”草案規劃的綠化及生態保育區約佔土地總面積的兩成六，換言之，到二○四

○年人均綠化面積約三點六平方米，若加上生態保護區及郊野公園，人均綠地面積高達十

二平方米。 

 

N189  20/9/2020 市民日報 

總規內容未夠貼地促多聽民意 

特區政府日前提出總規草案的諮詢文本，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本會對此表示認同，皆因

本地區長期以來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在上世紀人口不多及經濟發展緩慢之時，有和無此

份規劃其實對民生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回歸後賭權開放，帶動各業急速發展，多間新型

賭場酒店相繼續落成及政府開放投資移民政策後，人口急劇上升，加上博彩業發展一日千

里，造成本地人資失衡，故外勞數目亦由此而上升，最高峰時達到約 20 萬的邊緣。城市人

口多了，居住環境差了，加上澳門本身的土地資源有限，在 30 多平方公里上，沒有完整的

城市規劃的前提下，形成某些區域內的人口眾多，影響居民生活質素；有見及此，特區政

府現時提出將澳門未來城市發展規劃的文本作出諮詢，作出中長期本地區及新城填海地段

未來規劃，是負責任的做法，符合國家及特區市民的期待。 

但是，在有關的諮詢文本中，未知設計者是否沒有詳細分析澳門現時存在的民生問題，而

只是按概念及構思來定位澳門未來的藍圖，因此在某些範疇上爭議很大，同時諮詢文本內

未有詳細的解釋及官員在說明會上的支吾以對來回答提問者的問題，令人更感文本中不足

之處，值得政府反思跟進。 

先從文本首項概念將本澳地區未來定位為 18 區來劃分本會對此表示質疑因為在 2018 年特

區政府曾將本澳分為 8 區來定位應有考量本澳的實際情況如選區及堂區的劃分、人口的分

布等；但現時將其細分為 18 區，但又沒有說明其理據何在，難以服眾，更有坊間人士提出

疑問，質疑設計團隊是否香港人，硬將鄰埠的分區套落本地諮詢文件內，有樣學樣，所謂

何事？此外，在其分區概念中，如分成 18 區，部分地區的面積細人口多，如要平衡發展，

那麼是否要將部分居民遷移到其他區域？如何再在細小的區域內加添其他康體、文娛、或

體育場地及解決區內之交通問題？加上樓宇老化重建的問題，都不是一夕一朝可以解決，

但文本內沒有提出其他應對方案，那麼總規就如海市蜃樓，遙不可及，又有何用？ 

其次是內港成為商業區的構思，此點本會贊成，因為現時內港碼頭的功能退卻，如能將其

徹底改做，在海景晚風的吹奏下，不難成為本地區另類休閒娛樂的熱點。但前提是如何做

好內港防水治水的工作，雖然先前社會提出眾多的建議，而政府現時亦在該區進行了多項

防治水患的工程，但近期在颱風「海高斯」及大潮期的情況下，內港仍然水浸連連，故如

要落實相關計劃，政府就要確定未來治水的中長期方案，才可推行內港重整活化的構思。 

最後，本會對特區政府提出放棄 D 區填海之方案而改為在 A 區加大填海地段有所保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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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城 D 區之填海計劃早在上朝政府提出及經中央政府批准，按理當時亦有充分考慮澳門

的實際情況及填海涉及的各項問題，才會獲得中央同意和公布，應屬中長期改治澳門居住

問題之方案，但現時又提出將新城 A 區加填沿海地段來取代 D 區之設想，政府應提出環評

及其他各項詳細之理據，同時據聞新城 D 區填海已經展開前期工作，意味有關項目已作出

批示進行，如現時取消可能又涉及公帑的浪費，未知政府可否在此方面公布更多的訊息，

令市民釋疑？此外，因新城 A 區重新調整填海方案連接北區後，可能導致此地段人口更

多，交通出行問題更加嚴重，加上樓宇老化改建問題舉步為艱，是否上佳的抉擇，仍望政

府深思熟慮才作決定。 

按目前本地區人口數目及未來發展的計劃推算，本會建議，新城 D 區的填海地段應予保留

及加快填海的進度，更好的想法是將新城 A 區增填的土地亦一併納入計劃之內，用作澳門

未來發展的儲備土地資源。此外，澳門本土亦有大量的收回閒置土地，但在此次諮詢文本

中未有提及相關的用途，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應清楚說明此批熟地的用途及位置，令社會

人士能充分思考、分析及建議，希望政府能汲取更多民意，善用土地資源，做好日後總體

城市發展的藍圖，造福市民。 

思政動力/澳門社會綜合研究學會 葛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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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0  20/9/2020 華僑報 

80 委員出席「城市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專場諮詢會就職住平衡輕軌建設建言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及《輕軌東線方

案》昨日於馬交石炮台馬路卅三號多功能廳舉行政府諮詢組織專場諮詢會，共有二十多個

諮詢組織約八十位委員出席。主要就職住平衡、社區設施配套、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商

業及旅遊區配置、交通運輸，以及輕軌建設方案等發表意見和建議。 

在「總規草案」方面，有意見關注土地用途分類，也有意見關注到文化保育、景觀維護，

以及環保和生態等。基於尊重現況、複合利用、職住平衡的原則，考慮土地使用的兼容性

和適當性，總規草案按照《城市規劃法》，訂定八個土地使用類別的比例，當中每一分類

除主要土地用途外，也兼容次類別的土地用途。透過對土地資源進行合理規劃、分配，強

化土地的利用效益，對未來二十年規劃範圍內卅六點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作利用佈局，打造

宜居、綠化，以及公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 

與會的離島社諮會副召集人劉鳳鳴關注本澳如何規劃宜樂宜遊的優質綠色休閒區。離島區

社諮會副召集人林家全關注職住平衡和澳氹第五條通道的建設。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根據資料，現時澳門半島居住區佔七成，但

就業人口只佔兩成，離島佔八成，市民跨區上班造成交通問題，因此需要合理分佈土地使

用，締造空間鼓勵居民原區工作，建議半島增加職業用途的商業區等，預計增加約二十公

頃商業用地，離島則增加一百三十公頃居住用地，草案亦建議希望可促進多元就業發展、

在整體土地利用上增加商業區近一百公頃，除現在集中的旅遊娛樂工種，希望多些金融辦

公和基地產業，職住平衡。 

交通事務局稱，將來總體城規會定義出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將按定義預留空間作

公共停車位的規劃。 

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城市總體規劃預留百分之八綠化空間及百分之十八生態保

護區，佔比面積不小，而新海岸空間會預留給旅客及居民使用，突顯本澳海濱城市特點；

他又稱，居住區會有相應社區配套及市政設施，Ａ區將有兩個街市，設施會按人口需求設

置。 

交通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廳長鄺偉卓稱，正持續改善各項交通措施，例如不同時段停泊

區、上落貨區及巴士專道等措施；在長遠規劃方面，當局會借助舊區重建及都市更新，配

合防治水患及優化海濱環境同時，改善和優化交通路網及泊車位。 

有與會者認為總體城規缺乏具體細節，又建議輕軌東線考慮以高架橋方式建設；亦有與會

者關注內港詳細優化及草案將本澳劃分十八個區域較多，希望政府出示更多數據說明。 

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表示，高架橋相較地下走線造價便宜，但考慮北區到離島區人

口流動大，文本提出東線走地下可於惡劣天氣下運作，過海高架橋會受風力等因素制約較

多；在配合新城Ａ區土地利用方面，東線可在Ａ區綠廊帶地下運作，相互配合減少對景觀

影響。 

輕軌顧問公司補充稱，輕軌對爬坡斜度的要求較普通車輛高，需有較長的距離爬升，而跨

海橋的位置有一定最少高度要求，高架走線除影響Ａ區附近影觀，亦對乘客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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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稱，總規強調方向性及框架性規劃，後續會推進更多細化項

目及指標，在結合交通、商業及社區發展，提出內港整體發展及提升活力。至於如何劃分

十八個區域，他表示不希望劃分太碎，若有需要會在詳細規劃時將區域內相近分區作結合

考慮。麥達堯又稱，機場填海已增加逾一百四十公頃，面積相當大，而目前氹仔碼頭空間

充足，他相信海空聯運用地可滿足未來二十年的發展。 

下一次諮詢專場為社團專場，將於十月九日舉行，歡迎各社團在報名期內以書面方式報名

參加社團專場及發言。第二場公眾諮詢會則將於九月二十六日於舉行。有關公開諮詢活

動、報名詳情及注意事項請瀏覽專題網頁。按照衛生當局指引，與會者必須佩戴自備口

罩、接受體溫探測及出示當天的個人「澳門健康碼」。 

有關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資訊，已分別上載至土地工務運輸局

（https://www.dssopt.gov.mo/zh_HANT/masterplan）及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lm.com.mo/tc/eastline.html）專題網頁，內容包括諮詢文本、公眾諮

詢會報名方式、意見表、通告、活動消息及展覽場地等資訊。 

 

 

 

 

 

 

 

 

 

 

 

 

 

 

 

 

 

 

 

 

 

 

 

 

 

310



 

 

 

 

 

N191  20/9/2020 澳門日報 

城規謀長遠 解困在宜居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與輕軌東線諮詢如火如荼，連日來各界意見紛陳，共同為本澳城市現存

問題把脈問診，亦為未來二十年規劃發展出謀獻策。雖然眾說紛紜，一百個人有一百種意

見，但焦點始終着眼於如何緩解本澳人口密度世界之最的窘局，哪怕只是讓居住空間較現

時大一點點、區內人口密度較現時降低一點點、綠地面積較現時增多一點點、交通擁擠程

度較現時改善一點點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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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規劃，見步行步，是本澳公共行政、城市規劃的風土病。《城市規劃法》生效以來，

長近七年才醞釀出總體規劃草案。"總規"跨度長達二十年，如果僅將目光放在住房、交通、

人口、土地利用等單一議題上，很可能重蹈覆轍，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最多人關

心的住房及居民密度為例，目前人口過度集中在澳門半島，尤其是北區，不僅是全澳人口

密度之最，亦是全球之最。龐大的人口對區內交通基建、公共配套設施帶來沉重壓力，影

響居民幸福感。每日"南下工作，北上回家"的"內循環"，堵死全城交通。可以預計，未來新

城 A 區再增十萬人口居住，問題恐進一步惡化。因此，建設宜居城市，必須正視人口過度

擠逼，並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而非只是一味滿足住屋的訴求。 

如何從大局出發，解開城市現存的各種癥結，理順堵塞日久的城市肌理，讓各項深層次矛

盾迎刃而解，找到應有的出路，方是今次"總規"佈局的關鍵。當局特別提出優化職住平衡，

增加原區就業。所謂職住平衡，是指某一地區內，居民中的打工仔數量與就業職位數量大

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就近工作，上下班交通實現步行為主，從而減輕城市的交通壓力。

但本澳城市大格局已定，只有新城區可放手規劃。如何實現有效的職住平衡，從諮詢文本

的內容及官員連日來的回應，未見有力數據支撐。 

放眼全球，確有職住平衡的成功例子，但多是新規劃的衛星城或新市鎮。已發展的城市，

很難貿然改變，實現職住平衡。畢竟市場經濟決定職住分佈，在澳門實現的可行性及操作

度有限。 

夏耘 

 

N192  20/9/2020 澳門日報 

(新聞小語)城規謀長遠 解困在宜居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與輕軌東線諮詢如火如荼，連日來各界意見紛陳，共同為本澳城市現

存問題把脈問診，亦為未來二十年規劃發展出謀獻策。雖然眾說紛紜，一百個人有一百種

意見，但焦點始終着眼於如何緩解本澳人口密度世界之最的窘局，哪怕只是讓居住空間較

現時大一點點、區內人口密度較現時降低一點點、綠地面積較現時增多一點點、交通擁擠

程度較現時改善一點點也好。 

缺乏規劃，見步行步，是本澳公共行政、城市規劃的風土病。《城市規劃法》生效以

來，長近七年才醞釀出總體規劃草案。“總規”跨度長達二十年，如果僅將目光放在住

房、交通、人口、土地利用等單一議題上，很可能重蹈覆轍，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以最多人關心的住房及居民密度為例，目前人口過度集中在澳門半島，尤其是北

區，不僅是全澳人口密度之最，亦是全球之最。龐大的人口對區內交通基建、公共配套設

施帶來沉重壓力，影響居民幸福感。每日“南下工作，北上回家”的“內循環”，堵死全

城交通。可以預計，未來新城 A 區再增十萬人口居住，問題恐進一步惡化。因此，建設宜

居城市，必須正視人口過度擠逼，並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而非只是一味滿足住屋的訴

求。 

如何從大局出發，解開城市現存的各種癥結，理順堵塞日久的城市肌理，讓各項深層次

矛盾迎刃而解，找到應有的出路，方是今次“總規”佈局的關鍵。當局特別提出優化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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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增加原區就業。所謂職住平衡，是指某一地區內，居民中的打工仔數量與就業職位

數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就近工作，上下班交通實現步行為主，從而減輕城市的交通

壓力。但本澳城市大格局已定，只有新城區可放手規劃。如何實現有效的職住平衡，從諮

詢文本的內容及官員連日來的回應，未見有力數據支撐。 

    放眼全球，確有職住平衡的成功例子，但多是新規劃的衛星城或新市鎮。已發展的城

市，很難貿然改變，實現職住平衡。畢竟市場經濟決定職住分佈，在澳門實現的可行性及

操作度有限。 

    夏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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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3  20/9/2020 市民日報 

有否 D 區無礙第五通道落腳 

 

【本報訊】就政府提出或不填新城 D 區，社會關注會否因而影響第五條跨海通道的計劃，

工務局昨表示，第五通道落腳點只是要向南或向北延伸便可以處理，而現時 D 區是否填海

言之尚早，希望公眾多發表意見。至於社會另一關注點是將 A 區與北區之間水道填平，會

否會對下游構成影響？工務局強調，涉及填海的水文資料須交國家海洋局審核，符合國家

各種規範才能填海。 

訂 8 土地類別比例 

可兼容次類別 

政府昨舉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政府諮詢組織諮

詢專場，80 多人出席。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在會上表示，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政府收到社會廣泛意見，例如關注土

地用途分類、文化保育、景觀維護及環保生態等，基於尊重現況、複合利用及職住平衡原

則，考慮土地使用兼容性及適當性，草案按照城規法，訂定 8 個土地使用類別的比例，每

一分類除了主要土地用途外，亦兼容次類別土地用途。 

她又稱，透過對土地資源合理規劃、分配及強化土地利用效益，對未來 20 年規劃範圍內的

36.8 平方公里土地作利用布局，以打造宜居、綠化、公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她期

待未來聽取和收集不同範疇聲音及市民意見。 

會上，先後有與會者關注政府或不填新城 D 區，改填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問及會否因

而影響落腳點在 D 區的第五條跨海通道；該通道為海底隧道，全天候通行，對澳門非常重

要，希望政府交代不填 D 區時有何方案？有與會者則指出：現時黑沙環區沿岸污染嚴重，

憂慮改填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污染情況仍難以解決；對有與會者提出可能影響本澳的

下游，例如港澳碼頭漁人碼頭河床現時的位置會造成淤塞。 

申報中央審批填海 須具水文研究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表示，D 區是否填海言之尚早，他希望大家多發表意

見，且有否 D 區，第五通道的落腳點都可以向南或北延伸，都可以處理。他又指，改填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水文部分的研究肯定需要，尤其填海涉及中央管轄權，但凡申報填

海需要向國家海洋局提交水文資料等以供審核，故社會毋需擔心填海會否對下游造成影響

的問題，必須符合國家各種規範才會填海。 

鼓勵居民原區工作 合理分布用地 

有與會者關注人口密度問題，更質疑草案中「職住平衡」的願景可否達成？有與會者則關

注本澳是否需要劃分成 18 個區如此詳細？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根據資料，現時澳門半島居住區佔七成，但

就業人口只佔兩成，離島佔八成，市民跨區上班造成交通問題，因此需要合理分布土地使

用，締造空間鼓勵居民原區工作，建議半島增加職業用途的商業區等，預計增加約 20 公頃

商業用地，離島則增加 130 公頃居住用地，草案亦建議希望促進多元就業發展，在整體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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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上增加商業區近 100 公頃，除現在集中的旅遊娛樂工種，希望多些金融辦公和基地

產業，職住平衡。 

麥達堯稱，總規強調方向性及框架性規劃，後續會推進更多細化項目及指標，在結合交

通、商業及社區發展，提出內港整體發展及提升活力。至於如何劃分 18 個區域，他表示不

希望劃分得太碎，若有需要會在詳細規劃時將區域內相近的分區作結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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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4  20/9/2020 濠江日報 

促增加綠地休憩空間 

 

【特訊】議員蘇嘉豪書面質詢表示，隨著政府收回大量閒置土地，加上編制城市總體規劃

的契機，應在不妨礙公共房屋和設施供應前提下，將土地資源優先規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

空間區。他質詢澳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進度，並促請政府改變對綠地休憩的概

念，並非局限於細小的休憩區或狹長綠廊，而是增加更多廣闊開揚的綠地休憩空間。 

蘇嘉豪表示，過去幾年，政府完成收回至少 78 幅閒置土地，總面積達 69 萬平方米，加上

新城區的發展空間，特區土地儲備應足以支撐中、長期的公共房屋及設施供應，居民的普

遍需求將陸續從「住得到」進步至「住得好」。可是，《澳門環境狀況報告》一直將本澳

人均綠地面積狀況評為「不良」，不少公眾認為，政府往往將綠地休憩的概念，局限於細

小的休憩區或狹長的綠廊；政府在《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期間不時強調的「黃中帶綠」或

「紅中帶綠」（即居住區或商業區也會包含綠地元素），也被批評只是「幾棵樹式綠

地」。近年，尤其位處澳門半島的公共草皮已經所剩無幾，譬如鴨涌河公園風箏區的草皮

長年管理不善；立法會前地的大草皮被剷除改建為政府建築物；科學館旁邊原本開闊的草

皮亦被畫蛇添足，近月在不少居民的反對聲中被施加毫無規律、阻礙視野的植樹工程。 

為此，蘇嘉豪提出以下質詢： 

1、隨著政府完成收回大量閒置土地，加上把握編製《城市總體規劃》的契機，為了真正實

現休閒中心和宜居城市的目標，改善人均綠地面積的不良狀況，政府是否同意在不妨礙合

理的公共房屋及設施供應的前提下，尤其在澳門半島，將政府擁有的土地資源優先規劃為

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 

2、政府能否變革對綠地休憩的封閉保守觀念，爭取持續增加更多廣闊開揚的綠地休憩空

間，包括公眾可輕易使用的公共草皮？ 

3、2020 年度施政報告指，今年會展開《澳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專題研究，規

劃年度為 2021 至 2030 年，制定全澳綠化生態總體規劃及相關的建設指引和綠化指標，再

訂定短、中、長期的綠化目標和工作計劃，政府將於何時完成制定有關總體規劃；規劃有

何具體內容推進建設休閒中心和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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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5  19/9/2020 論盡媒體 

總規諮詢公司：2040 年市內人均綠地面積有 3.6 平方米 

 

政府今（19）為諮詢組織舉辦《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稱總

規）及《輕軌東線方案》專場諮詢。有 80 多名來自 20 多個相關諮詢組織委員出席。18 人

報名發言最後有 17 人，每人 3 分鐘。委員關注點多而且零散，但有多位委員關注城市綠化

空間。負責今次總規的諮詢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2040 年市內人均綠地面積有 3.6 平方

米，若計算生態區、郊野公園在內，人均綠地有近 1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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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市政諮詢委員會委員梁頌衍表示，市政綠化和市民生息息相關，希望總規草案有數據

顯示海濱、綠化等佈局。梁又指，舊區如北區較比少綠化空間。而自來文化諮詢委員會委

員邢榮發則要求新區 B 區零碎的綠化帶可以發展成「似樣啲森林公園」。他又指，希望新

城未來建築避免屏風效應。來自北區社區諮詢委員會委員高岸峰則要求當局釋放更多有關

濱海綠廊的資料。 

總規諮詢公司代表梁銘茵 

梁銘茵在回應委員關注時指，澳門很多地方已建城區，公司已著意找可行地方增加綠地。

未來 A 區將有近 40 公頃的綠化地；將來若 A 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側水道可以填的話，也會

以綠化空間為主，屆時也可提供大概 40 公頃的綠化地；B 區去到觀光塔也將有 23 公頃綠

化長廊。她又指，舊區想即時提供綠化空間有困難，希望都更可以創等有條件。梁表示，

「（總規建議）26%用地會做綠化和生態保育區，2040 年人均綠化面積大概有 3.6 平方米,

計埋生態區保護區、郊野公園,人均綠地有近 12 平方米 

政府在總規內預測到 2040 年，澳門人口約有 80 萬，總的土地面積約為 36.8 平方公里，

而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佔 8%，生態保護區佔 18%。 

另外有委員關注教育用地問題。來自康復事務委員會的王國英指，今次總規關於教育設施

只著墨在蓮峰球場和 A 區,希望總規教育用地加多些規劃。身為資深教育人士的王國英又

指，，目前學校環境擠迫，難保持社交距離。「人與人之間距離，以及學生之間距離，基

本上達不到一米，無乜可能」。 

來自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的崔銘文指，總規沒有私人住宅的用地規劃，希望政府關注

自由市場市民有購買私人房產的需要。他建議，政府不應該「label」A 區成為公屋區，這

樣將來 A 區的市民會住得「開心啲」。 

 

N196  21/9/2020 華僑報 

指「城市總規」草案諮詢文本中有大量瑕疵 何永康冀檢視文本中問題 

 

【特訊】政府於九月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

案，並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諮詢，中區社諮委委員何永康指出，諮詢文本中有大量瑕疵存

在，希望檢視現時規劃文本中的種種問題，廣納民意並進行優化，令最終文本可以在有社

會共識的情況下落實。 

 何永康認為，即使未來政府會按照總體規劃，藉詳細規劃進一步規定城市規劃，但現時

文本中存在眾多問題，將會影響到詳細規劃的推出。現時總規文本中都更優先範圍沒有顧

及舊城區、沒有詳細的步行系統藍圖、又應持續檢視Ａ區內社區需求，另外Ｄ區土地置換

有利有弊，期望社會持續討論達成共識。 

 他指出，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規章草案，政府計

劃優先在北區-2（台山區、黑沙環及祐漢區）及中區-1（高士德及雅廉訪區、新橋區、荷

蘭園區、東望洋區）進行都市更新，意味著下環、司打口、內港、板營、十月初五街、關

前後街等舊城區則不被納入其優先名單。雖然舊區業權複雜，但現時區內舊樓問題嚴重，

認為政府必須進一步加大都市更新的優先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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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康又指出，政府在「交通運輸、區域對接」篇章中提到對外交通、道路交通、公共

交通、慢行交通、停車設施，但文本卻沒有提到澳門步行系統的規劃藍圖。從過去十多年

以來政府一直大力推動綠色出行，以及現屆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南岸海濱綠廊來看，認為政

府並非沒有總體構思，希望在總規中進一步加入環島綠廊及步行系統藍圖。 

 另外，未來新城Ａ區將會有大量居民居住，社區配套十分重要，而從特區政府計劃將Ｄ

區土地置換，填新城Ａ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側之間的水道，並用作增添綠化空間來看，也看

出政府對未來Ａ區居民生活質素的重視。現時總規規章草案「主要公共設施規劃示意圖」

中政府並未計劃在Ａ區增添醫療及衛生設施，一般衛生中心或未能滿足區內居民需求，希

望政府持續檢視問題。 

 何永康又表示，澳門經濟不能單獨依賴博彩旅遊，需要多元發展，而諮詢文本中城市結

構佈局中有多區強調多元產業，包括澳門半島有三個區域，離島有一個區域，足見政府亦

有考慮到這方面的問題，但文本中卻未有詳細說明這些區域將會推動甚麼類型的產業，畢

竟產業類型不同會影響到區內街坊的接受程度，建議政府未來進一步進行解釋。 

 他又關注Ｄ區土地置換問題，認為文本中並未有進行提及，因此社會在知悉後出現震驚

並出現事件發酵，政府必須進行反思。他又指出現時文本仍然處於諮詢階段，而且方案各

有利弊，好處包括置換土地能夠解決長久以來東北淺灘拓臭水問題、廣濶行車道解決東方

明珠交通困局、增加東北區及Ａ區綠化元素提高生活素質、港澳碼頭跟科學館沿岸往Ａ區

的通道也可以以非大橋形式增設，減少對南灣ＣＤ區景觀視廊的影響等。同時方案亦要思

考不少現存問題，包括減少了房屋供應量、「公共房屋需求研究的最終報告」參考價值將

會下降、第五通道的或需重新制訂、Ａ區跟澳門半島之間的多項工程規劃或變得不合時宜

等。 

 他認為討論上甚至可以跳出目前「填海二選其一」的思維框架，提出因應澳門社會和諧

穩定發展需要，希望中央既能保留澳門Ｄ區又能填東北水道等建議，然而此舉又可能會增

加澳門水浸風險，亦會對澳門生態及構成一定影響，期望社會持續討論達成共識，特區政

府亦能夠收集意見，使諮詢的效果得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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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7  21/9/2020 市民日報 

平衡新舊元素重塑社區商業氛圍 

 

總體城市規劃草案將本澳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並按「土地用途規劃圖」劃分土地主

要用途，城規委區頌兒表示，規劃的是「活生生」的土地，政府應發布足夠資訊予公眾知

悉，交代清楚土地劃分的用途有否數據支撐，無論是舊區重建或都市更新，建議當局透過

動態分析，了解各區業態、生活圈子以及居住人群，重建後平衡新舊元素，讓居民迅速重

塑社區及商業氛圍。 

總體城規主要增加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公共基礎設施

區的用地，回應預計的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區頌兒表示，總規需切實反映相

關背景資料，包括未來人口結構的年齡層、外來人口及居住密度等，作為土地分類的理

據，並列明所採納過去規劃諮詢的內容，讓社會知悉草案所規劃的土地布局是否合適。每

塊土地都有其價值，因澳門目前是以旅遊城市作為主要產業結構，未來的趨勢是多元發

展，應先做好土地的經濟分析，再分類土地以回應未來 10 至 20 年的土地需求。海域利用

方面，當局需考慮 20 年後有否需求利用資源，惟草案內容未見有相關篇幅清楚說明。 

分析居民出行動態完善交通需求 

現時 18 個規劃分區都有自身定位，區頌兒質疑背後有否充足數據支持，例如將慕拉士大馬

路改為發展商業區時，基於甚麼考量？尤其在口岸對接地段，不能忽略旅客都會進入社

區，與市民共用設施及空間，而且澳門有大批外地勞動人口，甚至部分本地人已在珠海定

居，他們都會以關閘口岸作為主要轉乘點，因此，跨境出行是未來大趨勢，當局要在諮詢

草案文本中充分交代交通路網規劃事宜；文本中劃分了「一河兩岸合作軸帶」，雖然鄰近

的珠海地段不屬本澳管轄，文本也要指出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帶來的經濟效益。 

區頌兒指出：文本中所規劃的 22%居住區是否代表未來 20 年沒有其他用途，是否有相應

的需求支撐，若發現新的發展需求要如何處理？當局應設置相關的預留土地機制，做好彈

性處理，相信對城市發展會帶來好處。她強調，城市規劃注重動態研究，若要發展 1 個區

域，便需了解該區人口的流動性，如在中區居住的市民要到路氹上班，因此，綜合研究目

前市民出行的數據，才能體現日後交通及日常空間的需求。  

特色建築重整業態帶動社區發展 

北區─2 作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亦是鄰近關閘口岸的區域，其發展方向較為多元，在

推進都市更新時需保留原有居民生活方式的元素，及有完善的安置計劃；北區─2 佔地約

0.9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總規計劃降低該區居住人口，區頌兒建議當局應預測該區的居

住人口及老齡化程度，都市更新除了完善居住環境外，還要加入新的元素，例如總規擬打

造的「關閘商業區域合作樞紐」，不妨興建具特色的建築物，在建築設計上體現商業元

素，再根據適合的商業種類重整業態，以亮點吸引人群入區生活及消費，讓該區迅速恢復

生氣及發展起來。 

她補充指，都市更新需時多年，原居地居民會遷至其他區域暫住，當局需了解清楚該區的

周邊業態、民生消費水平，在加入商業等新元素時做好平衡，待居民返回原居地時，都可

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並能迅速重塑社區氛圍。同時，透過動態分析居民的流動性，了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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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市民已在其他區域定居，屆時又要以新手法汲納新一批居民，「否則如果散晒啲人，

重塑舊區後變相已經唔係原本想規劃的布局」。 

 

 

 

N198  21/9/2020 市民日報 

總規劃目標應以城市保育為主 

 

總體城市規劃草案出台後備受社會關注，但總規諮詢文本劃分了 18 區域，當中區域功能及

定位仍有待當局進一步公開。街總副理事長陳家良稱，總體城規草案提出目標是將澳門建

設為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較符合澳門實際需求，但今次草案中的部分概念較模

糊，他認為當局在推動有關規劃工作時，應以城市保育「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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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良表示，總規劃草案出台於本澳市民來說是開心又振奮的事情，因是本澳歷史上第一

份城市總規劃。他又指，隨著總規劃出台後，社會較關注總規劃文本中的詳細規劃，但他

關注的是城市保育問題，應如何將城市與規劃結合，達到發展和保育共存至關重要，認為

規劃應從歷史城區的維護及管理辦法方面出發，因本澳是歷史城區，也是世遺城市組織，

現時劃分了居住區、工業區和商業區等，未來規劃應配合城市保育，這值得政府深思考

量。 

冀當局加強市民對總規認知 

他提到，18 區域的劃分，市民有感該計劃就似較早前本澳 7 個堂區，雖然劃分有出入，但

他有感 18 區域劃分不清晰，對有關劃分不認同也不反對，建議當局做好有關諮詢工作後，

適時向社會公布相關資訊，如有關區份的功能作用、設立的概念等；同時，要在居民認知

方面「落工夫」。 

住房是本澳重大民生議題，是特區政府積極應對的重點施政工作。陳家良指反觀規劃細

則，當局規劃居住區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達到約 22%，基本能滿足 2040 年約 80 萬預測人

口的住屋需求，「公屋夠唔夠都要睇番佢哋實際發展情況，我唔贊成佢一下子就將房屋起

晒」，認為應有相關數據支撐方可「下定義」。因此，他建議當局在規劃居住和商業用地

時留些彈性空間，以配合公共設施的建設，有時不應將用地規劃得這麼緊湊，應有多些空

間讓 3 者互相轉化，以致靈活使用土地面積。 

他指出：總規劃草案計劃以包括新橋、台山及祐漢區在內的北區-2 及中區-1 為都市更新優

先發展區域，考慮於發展年期較長、建築物樓齡較高、生活環境較擁擠的地區開展都市更

新，如祐漢區 7 幢舊樓進行入戶調查居民對重建的意見，並作為推動都市更新的數據基

礎，他認為現時逼切要將業權百分比降低，希望透過立法解決源頭問題。 

建設外環對本澳交通有裨益 

整體交通規劃方面，陳家良說，現時整個輕軌路線規劃及定位較清晰，如東線接駁至澳門

半島，當中設置 6 個站點及路線為「走地底」，未來會延伸到橫琴、媽閣等，如果有關路

線能落成、銜接，相信會成為本澳軌道交通主軸；他又指，總規劃文本中顯示未來會建設

外環路線，希望外環路線將來落成後能夠與輕軌、公交配合及接駁，對本澳交通有裨益。

一河兩岸合作軸帶方面，他認為有關規劃仍缺乏相關資訊和定位，因牽涉治水問題，若果

內港、路環西側構建融合防災減災的堤壩及濱海景觀岸線的方案能落實，相信會進一步提

升本澳治水能力。 

他又提到，早前當局表示新城 D 區並非填海最好地段，特區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

海地段，不填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社會對此有爭議，但

他認為現時只是諮詢階段，更是當局優化相關規劃的階段，D 區不填海是對海洋環境和生

態環境的一種保育，「如果再填落去，澳門半島與氹仔就連埋一齊喇」。 

A 區與半島間建公園倡綠行 

現時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他稱，因北區、A 區人口密度大，要填水

道優化交通、綠化及社區環境等，對本澳起到優化作用。過往該水道區域環保局做了許多

工作，無法解決「死水」問題，但現時填了有關區域，相信有助輕軌路網發展，同時市民

也多了一個休憩區，能徹底解決治污問題，可謂一舉三得。在新城 A 區方面，未來近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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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住和 3 萬多公屋落成，若交通路線規劃僅有幾條主路線，不利該區發展，陳家良建議

當局在 A 區與澳門半島水道區域中間建設公園作為銜接點，相信有助市民綠色出行，也能

減少市民用機動車出行的習慣。市民日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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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9  21/9/2020 濠江日報 

科學規劃打造智慧城市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展開公開諮詢，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早前舉行的總體城規首場公

眾諮詢會上，市民較多關注城市規劃具體落實方案、工廈轉商業、人口及房屋規劃、交通

配套等問題。工務局官員指出，總體城規屬方向性規劃，希望透過新城建設紓緩舊區人口

壓力，由於時間跨度長達 20 年，故沒有列出太多具體數字資料。一般而言，一項規劃須有

時間表，訂定明確的願景實現期限，以及具指導性的數字指標。不過官員亦所言不虛，長

達 20 年的一項曠日持久的宏偉規劃，發展走向相當難以把握，現時只能是「泛泛而談」。 

特區成立 21 年來，各類調研、規劃、設計屢見不鮮，高叫口號、有始無終的並不少見，不

單耗費巨額公帑，更增加政府部門工作壓力，坊間大眾「七嘴八舌」擾攘一番之後，當局

再束之高閣。譬如舊法院改建新中圖，譬如塔石青少年中心，譬如新城政法區，以及輕軌

北線、夾心階層、新類型公屋等，可謂數不勝數。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甫一公佈，各界眼前

一亮，一張描繪澳門未來 20 年的美好藍圖令人感動之餘，亦有少少不切實際的感覺，原來

只是「方向性規劃」。 

新冠疫情衝擊之下，百業俱損，多元化發展勢在必行。本澳土地不足，人口密度高，舊區

都市更新剛剛啟動，官員又表示要優先建設新城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雖然是「方向性規

劃」，但公眾諮詢會上市民關注的熱點，則屬於「細則性」，譬如內港缺乏康體設施和治

水基建，慕拉士區轉為商業區的交通配套規劃，疊石塘山生態保育等。官員回應有關問題

將在詳細規劃時細緻說明，而草案標示的黃色居住區，不代表開發整塊地。環保局官員

指，發展和保育之間要取得平衡，生態保護區屬不可都市化區域，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

保護，是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護範圍，歡迎公眾提意見。 

城市總體規劃非同一般，《城市規劃法》有明確規定，「總體規劃」是訂定整個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並對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

合部署的城市規劃；「詳細規劃」是根據總體規劃的規定，就特定地區的土地用途及使用

強度、公共基礎設施及公用設施的設置，作出詳細規定的城市規劃。各界須高度關注總體

規劃界定的不可都市化區域，以免重蹈「土地法」覆轍，到時追悔莫及，空留餘恨。 

總體規劃旨在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當局須集合民智，

以科學規劃打造智慧城市，訂定 20 年內的階段性發展目標，並明確具有指導性的數字指

標，令規劃更加務實。因應普羅大眾的專業性城規知識相對不足，當局須加大宣傳力度，

普及城規知識，同時可重點諮詢專家學者意見，尤其是商界對於多元化產業發展的意見，

透過總體城規完善空間佈局，構建智慧綠色韌性城市，實現宜居宜業宜遊，提升澳門小城

成為名符其實的大灣區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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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0  22/9/2020 澳門日報 

學者：城規須預留彈性韌性 

 

科大辦總規草案座談會 

    學者：城規須預留彈性韌性 

    【本報消息】科大人文藝術學院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與大灣區學者

探討澳門未來城規。 

    座談會昨日上午十時在科大 R 座綜合教學大樓影視廳舉行，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

築學家孟建民教授作學術召集人，邀請了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饒小軍、深圳市建築設

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裝配式建築工程研究院院長唐大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

志堅、都更公司董事會主席林金城、建築師協會資深委員會主席馬若龍、建築師協會主席

梁頌衍建築師等嘉賓。 

    科大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良、副校長龐川，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可持續

發展研究所所長劉成昆，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張志慶、副院長蔣瀟玲博士、特聘教授吳衛

鳴，建築學課程主任鄭劍藝等校內嘉賓出席。座談會由龐川主持。 

    屬城市發展綱領 

    劉良致詞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將

對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的作用。是次座談會在澳門科技大學建校二十周年、人文

藝術學院建築學碩士和博士課程第一屆學員入學之際舉辦，從總體規劃到旅遊文創、遺產

保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灣區

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為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科大今年九月起聘孟建民為特聘教授，劉良昨為其頒發聘書。孟建民致辭表示今後將發

揮他在國內建築學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科研優勢，邀請更多專家和年輕學者參與澳科大建築

學課程的建設和聯合學術研究，辦出特色與國際對接，培養高層次人才，服務於澳門社

會。 

    總規應大膽前瞻 

座談會上，孟建民肯定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引領作用，但往往規劃並不會完全依

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以自發性為主。他

對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了優化建議，總體規劃不能僅

局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該有大膽的前瞻性。城市總體規

劃跨越近二十年的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性，總規的重

要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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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1  22/9/2020 澳門日報 

科大辦總規草案座談會 學者：城規須預留彈性韌性 

 

【本報消息】科大人文藝術學院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與大灣區學者探討澳

門未來城規。 

座談會昨日上午十時在科大 R 座綜合教學大樓影視廳舉行，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

學家孟建民教授作學術召集人，邀請了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

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饒小軍、深圳市建築設計

研究總院有限公司裝配式建築工程研究院院長唐大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

堅、都更公司董事會主席林金城、建築師協會資深委員會主席馬若龍、建築師協會主席梁

頌衍建築師等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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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良、副校長龐川，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可持續發

展研究所所長劉成昆，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張志慶、副院長蔣瀟玲博士、特聘教授吳衛鳴，

建築學課程主任鄭劍藝等校內嘉賓出席。座談會由龐川主持。 

屬城市發展綱領 

劉良致詞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將對

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的作用。是次座談會在澳門科技大學建校二十周年、人文藝

術學院建築學碩士和博士課程第一屆學員入學之際舉辦，從總體規劃到旅遊文創、遺產保

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灣區城

市規劃的前沿趨勢，為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科大今年九月起聘孟建民為特聘教授，劉良昨為其頒發聘書。孟建民致辭表示今後將發揮

他在國內建築學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科研優勢，邀請更多專家和年輕學者參與澳科大建築學

課程的建設和聯合學術研究，辦出特色與國際對接，培養高層次人才，服務於澳門社會。 

總規應大膽前瞻 

座談會上，孟建民肯定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引領作用，但往往規劃並不會完全依照

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以自發性為主。他對

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了優化建議，總體規劃不能僅局

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該有大膽的前瞻性。城市總體規劃

跨越近二十年的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性，總規的重要

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N202  22/9/2020 正報 

欲搞世界級歷奇遊樂園區 市署委第三方研究黑沙總規 

 

【本報訊】市政署在回覆議員質詢時透露，正委託顧問公司檢視黑沙區現況及提出總體規

劃方案，冀引導該區成為「世界級的歷奇遊樂園區」，而規劃未做好前會先逐步建設臨時

性場地，供市民先行使用。 

政府計劃利用路環黑沙村旁邊、約七萬平方米閒置地建建大型綜合休憩場所，同時整合現

有黑沙海灘休憩及黑沙公園等康體資源，規劃包含親子現樂、田園農耕、青少年歷奇等元

素，滿足不同年齡層市民需求大型戶外綜合活動空間。 

市政署委員會主席戴祖義在回覆間選議員林倫偉書面質詢時表示，為滿足不同年齡層市民

對大型戶外活動空間的需求，更好發揮黑沙周邊收回的閒置土地的效用，以及整合現有農

耕場、市政公園、海灘等資源潛力，市政署正委託顧問公司進行黑沙青少年歷奇營及周邊

地區總體規劃，以檢視整個黑沙片區現有資源及設施的使用狀況，並就交通配套、生態、

景觀、活動功能態等方面提出一個具整合性的規劃方案，引導建設該區成為世界級的歷奇

遊樂園區。 

戴祖義說，有關規劃工作預計於明年（二○二一年）完成。不過回覆中未有提及顧問公司

的名字和開支費用，且有關項目和資料也未見公布於市政署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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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林倫偉提出在黑沙增設露營車區以回應市民需求，戴祖義回應稱，署方會要求規劃團

隊加以考慮。 

未規劃好前先建一波臨時設施 

戴祖義又說，為有效善用上述閒置土地，在規劃進行時，市政署正逐步建設不同主題的臨

時性場地供市民使用，例如今年底將投入使用的農耕場、燒烤場，以及未來將提供更多的

青少年及親子戶外活動場所。 

三百萬先建歷奇燒烤區 

當中的黑沙青少年歷奇燒烤區建造的基建部份及燒烤設施兩項工程已先後判給。官方公布

其判給價分別為一百七十多萬及一百四十多萬元，即合共約三百一十五萬多元，預計於十

月完工。不過由於前者未完成，工期要兩個多月的後者還未能動工，相信時間會延後。 

竹灣金像歷奇村失蹤？ 

事實上，上屆政府就曾提出要在路環竹灣的金像農場及其一帶山林整合建設成含歷奇、露

營、越野單車等元素的「金像歷奇村」，並就此展開前期設計和準備工作。當時施政報告

是預計在去年一九年開展，今年二○年完成。 

到去年八月，市政署以七百萬元價格，委託艾奕康澳門有限公司去開展「金像歷奇村」及

周邊山林休憩區總體規劃。按服務時間，該判給項目理應也已於上年底完成，不過未見署

方有公布該份規劃研究。 

今年市政署也先後擴大金像農村開放，讓金像步行徑投入使用。然而，在本屆政府四月發

表的首份施政報告裡則已不見「金像歷奇村」的規劃概念，未知是否已完成，抑或繼續或

不存在，還是直接被含青少年歷奇營的黑沙大型場所計劃取代。 

總規未有這方面著墨 

現正公開諮詢的《總規》草案沒有對黑沙村及黑沙海灘所在的黑沙區作具體發展規劃，只

謂路環擁天然山景及海景，如疊石塘山及黑沙海灘，具豐富自然岸線，規劃應保護自然海

岸線及自然資源，持續作為澳門後花園等。市署規劃地段在草案中列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

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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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3  22/9/2020 澳門日報 

馬若龍：分區詳規讓本地建築師參與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正公開諮詢，昨多位學者在科大座談會上交流，有意見認為分區詳

細規劃應該給予本地建築師更多參與的機會，也有人關注總規與遺產保護的關係。 

再提活化舊橋構想 

馬若龍肯定了澳門總體規劃編製對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分區劃分也有利於城市發

展，他認為在此基礎上的分區詳細規劃應該給予本地建築師更多參與的機會，因為本地建

築師更了解社區情況、有利於深入調查、更貼地氣；同時他提出嘉樂庇總督大橋有條件保

護和活化為澳門新的綠化景觀長廊，增加市民休閒的綠地空間和擁有三百六十度觀賞城市

的新地標。 

宋丁從國家和國際視野提出澳門總體規劃要體現澳門未來在國際上的引領作用。饒小軍教

授主要關注遺產保護多維度的思考和研究，表示有機城市不可能僅靠一張總平面圖保持社

區文化的活力。唐大為從推廣建築裝配式和產業化的角度，提出總體規劃應該提及相關方

向，部分產業可以利用大灣區西岸製造業基礎。 

科技軸帶結合輕軌 

座談會的交流中，澳科大學者也結合自身的教學科研發表了意見。吳衛鳴提出應該尊重澳

門歷史、文化及自然環境，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

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史及文化記憶。鄭劍藝針對知識產業科技軸帶提出了優化建

議，希望該軸帶結合輕軌動線和氹仔線，串聯各個門戶，使 A 區、大學、商業區、產業區

能真正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空間核心，並對接大灣區；同時也從總體規劃的可實施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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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講解景觀視線視域量化分析技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推薦的城市歷史風貌管

理(HUL)、多規融合的核心指標等，希望對總體規劃的科學性和全域性有所啟示。 

林廣志提出，總體規劃需要對澳門現有情況作全面掌握，例如中小學教育設施用地、醫療

設施等在城市空間中的分佈做出具體安排，回應市民關切。劉成昆從城市經濟學角度，提

出了規劃背後的經濟因素和動力機制，空間的發展離不開空間經濟學的支撐，在這方面總

體規劃應該制定更詳細的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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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4  22/9/2020 市民日報 

馬若龍：分區規劃多讓建築師參與 

 

【本報訊】科大人文藝術學院昨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建築師馬若龍認

為分區詳細規劃應該給予本地建築師更多參與的機會，因為本地建築師更了解社區情況，

有利於深入調查，更貼地氣。同時他提出嘉樂庇總督大橋（舊大橋）有條件保護和活化為

澳門新的綠化景觀長廊，增加市民休閒的綠地空間和擁有 360 度觀賞城市的新地標。 

科大校長劉良致辭時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的編製對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作用，是次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從總體

規劃到旅遊文創、遺產保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

矛盾，分享大灣區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澳門中西文化薈萃交融，世界文化遺產豐富多

彩，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獲得巨大成功，因此，澳門城市雖小，卻美麗富饒；空間有

限，但潛力巨大。他希透過是次座談會，為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

和建議。 

總規應具大膽前膽性預留韌性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學家孟建民肯定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具重要引領作用，但往往

規劃並不會完全依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

以自發性為主。他對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優化建議，

總體規劃不能僅局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有大膽的前瞻

性。城市總體規劃跨越近 20 年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

性，總規的重要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科大人文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吳衛鳴提出應該尊重澳門歷史、文化及自然環境，應調控城市

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史及文化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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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5  22/9/2020 力報 

科大辦「城市總規」座談會 探討本澳建築發展矛盾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本（9）月 4 日起開展公開諮詢，澳

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昨（21）日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邀請相關學

者及專家出席，從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專題，延伸至旅遊文創、遺產保護、智慧城市等範

疇，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灣區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並將與

澳科大建築學、城市規劃、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學者們展開學術討論，為完善澳

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座談會在澳科大 R 座綜合教學大樓影視廳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澳門科技大學校長劉良

講座教授致辭時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編

制將對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的作用。他又指澳門城市雖小，空間有限但發展潛力

巨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大特聘教授孟建民在會上肯定了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引領作

用，但他也指出，往往規劃並不會完全依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

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以自發性為主。 

總體規劃應有前瞻性 

孟建民院士對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了優化建議，認為

總體規劃不能僅局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該有大膽的前瞻

性。城市總體規劃跨越近 20 年的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

性，總規的重要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科大人文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吳衛鳴認為，總體規劃應該尊重澳門歷史、文化及自然環境，

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

史及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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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6  22/9/2020 市民日報 

科大座談會與灣區學者探討城規 

 

【本報訊】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於昨日上午 10 時，在澳科大 R 座綜合教學大樓影視

廳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 

是次座談會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學家孟建民教授作為學術召集人，邀請了國家高

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教授、深圳大學建築

與城市規劃學院饒小軍教授、深圳市建築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裝配式建築工程研究院院

長唐大為高級工程師、澳門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會主席林金城博士、澳門建築師協會資深委員會主席馬若龍建築師、澳門建築師

協會主席梁頌衍建築師等嘉賓。澳門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良講座教授，副校

長龐川教授，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教授，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劉成昆教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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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術學院院長張志慶教授，副院長蔣瀟玲博士，吳衛鳴特聘教授，建築學課程主任鄭劍

藝助理教授等校內嘉賓出席。座談會由龐川副校長主持。 

劉良致辭時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編製將

對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的作用。是次座談會在澳門科技大學建校 20 周年、人文藝

術學院建築學碩士和博士課程第一屆學員入學之際舉辦，從總體規劃到旅遊文創、遺產保

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灣區城

市規劃的前沿趨勢，為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澳門中西文

化薈萃交融，世界文化遺產豐富多彩，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獲得巨大成功。澳門城市

雖小卻美麗富饒，空間有限，但潛力巨大。澳科大有責任、有條件，運用多學科交叉的優

勢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居環境、旅遊環境品質的改善等提供學術支持，為「一國兩

制」事業新實踐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學術貢獻。 

澳門科技大學自 2020 年 9 月起敦聘中國工程院孟建民院士為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劉校

長為其頒發聘書。孟院士的加入，將大大推動澳科大相關專業的發展，從而更好地培養人

才，服務澳門，服務社會。目前，澳科大人文藝術學院建築學研究生課程組建了包括中國

工程院孟建民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吳碩賢院士在內的師資隊伍，旨在集結全球相關領域的著

名專家學者，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發展，培養更多建築設計領域的高端人才。 

孟建民致辭時感謝澳門科技大學的聘任，表示今後將發揮他在國內建築學和城市規劃領域

的科研優勢，邀請更多專家和年輕學者參與澳科大建築學課程的建設和聯合學術研究，辦

出特色與國際對接，培養高層次人才，服務於澳門社會。 

座談會上，孟建民首先肯定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引領作用，但往往規劃並不會完全

依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以自發性為主。

他對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優化建議，總體規劃不能僅

局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該有大膽的前瞻性。城市總體規

劃跨越近 20 年的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性，總規的重要

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宋丁從國家和國際視野提出澳門總體規劃要體現澳門未來在國際上的引領作用。饒小軍主

要關注遺產保護多維度的思考和研究，表示有機城市不可能僅靠一張總平面圖保持社區文

化的活力。唐大為從推廣建築裝配式和產業化的角度，提出總體規劃應該提及相關方向，

部分產業可以利用大灣區西岸製造業基礎。馬若龍肯定澳門總體規劃編制對澳門未來發展

的重要作用，分區劃分也有利於城市發展，他認為在此基礎上的分區詳細規劃應該給予本

地建築師更多參與的機會，因為本地建築師更了解社區情況，有利於深入調查、更貼地

氣；同時他提出嘉樂庇總督大橋有條件保護和活化為澳門新的綠化景觀長廊，增加市民休

閒的綠地空間和擁有 360 度觀賞城市的新地標。 

座談會的交流中，澳科大學者也結合自身的教學科研發表意見。吳衛鳴提出應該尊重澳門

歷史、文化及自然環境，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域

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史及文化記憶。鄭劍藝針對知識產業科技軸帶提出優化建議，希

望該軸帶結合輕軌動線和氹仔線，串聯各個門戶，使 A 區、大學、商業區、產業區能真正

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空間核心，並對接大灣區；同時也從總體規劃的可實施性提出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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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視線視域量化分析技術、UNESCO 所推薦的城市歷史風貌管理（HUL）、多規融合的

核心指標等，希望對總體規劃的科學性和全域性有所啟示。林廣志提出，總體規劃需要對

澳門現有情況做全面掌握，例如中小學教育設施用地、醫療設施等在城市空間中的分布做

出具體安排，回應市民關切。劉成昆從城市經濟學角度，提出規劃背後的經濟因素和動力

機制，空間的發展離不開空間經濟學的支撐，在這方面總體規劃應該制訂更詳細的數據分

析。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於 9 月 4 日起開展公開諮詢。這是

澳門特區政府回歸 20 年和申遺成功 15 年之際，編制的首個城市總體規劃，亦是澳門 450

多年歷史上首個覆蓋澳門全域範圍的城市總體規劃。 

 

 

 

N207  22/9/2020 市民日報 

梁頌衍：結合綠化配套提升生活質素 

 

澳門城市總規草案建議重新整合澳門半島東北側海岸空間，於東區-2 西側的水道填海，打

造地標性的休閒綠化空間。澳門建築師協會會員大會主席梁頌衍表示，澳門人口密度冠絕

全球，政府必須騰出更多空間改善生活環境，建議政府應有清晰的房屋發展藍圖，描繪澳

門未來發展的城市規劃，制訂短中長期計劃，並透過都市更新降低房屋密度，利用綠化空

間滲透至各個社區，配合社區配套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濱海綠廊綠化帶滲透各社區 

草案規劃於東區-1（黑沙環新填海區、望廈及水塘區）及東區-2（新城 A 區）之間的水道

適度近岸填海，建設具標誌性的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並優化連接東區-1 的交通系統。梁

頌衍認為，有關規劃延續了過去施政報告、策劃研究的建議，因應澳門人口非常密集，A

區能提供足夠空間紓緩各區人口密度，以及給予更好的生活空間及配套設施。 

北區樓宇密度大、居住空間小、綠化環境不足，政府只能見縫插針在道路之間設置小型休

憩區，梁頌衍建議當局利用新城區及填海地提供更多生活空間予市民，因應東區-1 及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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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兩個生活區都比較密集，當局應善用兩區之間填海後的綠化帶，將部分綠化空間融入公

園、康體設施、休憩場所、市政配套、學校及文創空間等，打造恍如美國紐約的中央公

園，塑造城市門戶。同時，利用東區-1 的濱海綠廊及綠化帶滲透至各個社區，讓每個社區

都具有生活、綠化及共享的中心空間。 

擴闊空間適度引入商業元素 

同時，慕拉士大馬路工業帶將轉型為商業區，其土地定位又會增加居住空間，以致該區人

口可能有所提升，相信會產生不少壓力；澳門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北區尤為缺乏醫療配

套，「既然搬走咗工廠，無必要一味增加人口的居住空間，或可加入北區現時缺少的配套

設施，以滿足生活空間的需要」。因此，他建議政府研究這兩個區域未來的發展方向，包

括未來人口密度、交通配套、承載力以及配套設施等，研究有否條件擴闊樓宇之間、步行

及泊車的空間，若以商業模式發展，土地定位則要再作調整，在下一階段的詳細規劃更要

清晰列明。 

梁頌衍強調，草案在各區規劃了宜居社區、多元產業、旅遊娛樂等發展發展核心單位，澳

門土地資源有限，不可能每區都滿足所有元素，將來區域之間的聯繫應有空間布局，互相

配合。北區未來定位是多元產業，有很大發展潛力，融入文創、商圈的概念比較理想，他

建議更好地利用並活化工廈留下的空間發展，如引入低星級酒店、辦公室等商業用途，或

增添圖書館、體育中心、學校等配套，助力提升該區生活質素。 

梁頌衍對於草案建議中區-1 及北區-2 作為優先都市更新的區域表示認同，認為澳門半島中

區及外港區基本成型，唯一只有南西灣區、旅遊塔附近的新城 C、D 區將來會有更大發展空

間。他指出：總體規劃是根據政府未來的施政構想、經濟產業、居住發展趨勢等來設計城

市，當局應做好全盤考慮，增加土地資源及儲備用作日後發展，並需摸清澳門現時所面臨

的問題，包括因城市空間承載力不足而衍生的文化、高樓、交通等各方面負面因素，「找

到問題後再一項項梳理清楚，通過總體規劃一步步有序解決，才能達到構建宜居城市的最

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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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8  22/9/2020 正報 

澳科大辦城規總體草案座談 與大灣區學者探討澳門發展 

 

【特訊】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於 9 月 21 日上午 10 時，在澳科大 R 座綜合教學大樓

影視廳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是次座談會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學家

孟建民教授作為學術召集人，邀請了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

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教授等校內外嘉賓出席。座談會由龐川副校長主持。 

總體規劃不能僅局限對過去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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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上，孟建民院士首先肯定了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引領作用，但往往規劃並不

會完全依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以自發性

為主。他對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了優化建議，總體規

劃不能僅局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該有大膽的前瞻性。城

市總體規劃跨越近 20 年的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性，總

規的重要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關注當下更應有大膽的前瞻性 

宋丁教授從國家和國際視野提出澳門總體規劃要體現澳門未來在國際上的引領作用。饒小

軍教授主要關注遺產保護多維度的思考和研究，表示有機城市不可能僅靠一張總平面圖保

持社區文化的活力。唐大為高級工程師從推廣建築裝配式和產業化的角度，提出總體規劃

應該提及相關方向，部分產業可以利用大灣區西岸製造業基礎。 

馬若龍建築師肯定了澳門總體規劃編制對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分區劃分也有利於城

市發展，他認為在此基礎上的分區詳細規劃應該給予本地建築師更多參與的機會，因為本

地建築師更瞭解社區情況、有利於深入調查、更貼地氣；同時他提出嘉樂庇總督大橋有條

件保護和活化為澳門新的綠化景觀長廊，增加市民休閒的綠地空間和擁有 360 度觀賞城市

的新地標。 

各抒己見以不同視覺暢想澳門未來 

座談會的交流中，澳科大學者也結合自身的教學科研發表了意見。吳衛鳴特聘教授提出應

該尊重澳門歷史、文化及自然環境，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

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史及文化記憶。鄭劍藝助理教授針對知識產業科技軸

帶提出了優化建議，希望該軸帶結合輕軌動線和氹仔線，串聯各個門戶，使 A 區、大學、

商業區、產業區能真正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空間核心，並對接大灣區；林廣志教授提出，

總體規劃需要對澳門現有情況做全面掌握，例如中小學教育設施用地、醫療設施等在城市

空間中的分佈做出具體安排，回應市民關切。劉成昆教授從城市經濟學角度，提出了規劃

背後的經濟因素和動力機制，空間的發展離不開空間經濟學的支撐，在這方面總體規劃應

該制定更詳細的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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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9  22/9/2020 市民日報 

梁竟成：都更應重視居住營商環境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 60 日，草案計劃以包括新橋區在內的北區-2 及中區-1 為

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新橋坊會理事長梁竟成對總規劃表示贊成，回應舊區居民期盼已

久的心願，希望政府盡快制訂有關詳細規劃；他建議參考福寧大廈重建的成功經驗，推動

舊區重建工作及打通大興街紓緩新橋區塞車問題，並期望當局在推行都市更新的同時，著

重區內居住和營商環境。 

新橋區舊樓眾多人口密集 

梁竟成表示，新橋區是舊區，舊樓較多，且人口密集，部分舊樓逾 30 甚至 70 年歷史，不

少居民都期望透過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環境、交通設施、社區建設等；他認為總體規劃提出

以新橋區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是好事，亦是區內居民期盼已久的心願，希望政府盡快

制訂有關詳細規劃，透過都市更新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或許有市民認為都市更新是拆樓重建，他解釋說，拆樓重建只是都更一部分，反而應著眼

改善整片區域的發展規劃；新橋舊區整片區域開發具有挑戰性，除收購相關樓宇外，當中

還涉及私人地段或交通街道等，能否在《土地法》中進一步解決此問題，值得當局展開相

應探討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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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新橋區新福寧大廈是本澳首個由居民自發自資重建成功的項目，成為舊樓重建範

例；之後本澳陸續有多幢舊樓成功重建，相信總體規劃落實有助推動都市更新，政府要有

政策配套，可參考福寧大廈重建的成功經驗，更快完善舊區重建工作，包括調整重建百分

比、推出稅務優惠，以及考慮容積率等問題；他認為當局在總規劃內訂定了分區規劃，也

應有重整舊區詳細規劃，因該區舊樓多，重建需求大，如𠜎雞街、渡船街一帶舊樓「年齡

有我咁大下」，有待逼切性整改，坊會成立多來年一直持續向街坊提供協助，致力做好官

民橋樑角色，完善區內環境，他認為社區營建最重要是結合居民參與和齊心。 

騰空土地建休憩區停車場 

梁竟成又指，新橋區缺乏戶外活動空間，新橋球場是區內唯一大型活動場所，他明白新橋

區舊樓多，較難騰空土地空間用作居民休閒活動場所及停車場，但希望政府多思考研究解

決方案。他希望政府在下一步規劃工作，除思考如何增設新橋區的公共設施和居民活動空

間外，還應優化區內綠化環境和梳理街道公共衛生，以及交通問題，因這些都屬總規中應

顧及的重要因素，並建議當局推行都市更新的同時，著重區內居住和營商環境，以及整個

新橋區環境布局。 

打通大興街紓緩交通壓力 

交通方面，梁竟成指，新橋區道路較狹窄，加上區內缺乏公共停車場，居民只可將車輛泊

在街邊位，加劇塞車情況，「如果你喺星期六日到新橋，由鏡湖醫院落到新橋起碼要半粒

鐘（半小時）」；泊位長年僧多粥少，駕駛者兜兜轉轉，既影響區內交通、環境，也令違

泊問題屢禁不止，惡性循環，「如果發生重大意外，救護、消防車想進來都難」。早年，

政府有意在新橋區引入倉儲式停車場，但選址接近民居，交通、景觀、污染、噪音等問題

理不清，周邊居民反對，最後計劃不了了之。他希望當局重新考量引入倉儲式停車場，雖

然未能徹底解決有關停車難問題，但有一定紓緩車位緊張的利好因素。 

他又提到，早年當局為改善區內交通，將福安街打通，優化了道路網，減輕鏡湖馬路的交

通壓力；但，要徹底解決該區交通問題，他希望政府推動打通大興街，令車輛直通提督馬

路，起到疏導車流的效果，紓緩鏡湖馬路和渡船街一帶塞車問題；因大興街有私人業權，

若當局有合理補償，他認為「有得傾」。 

 

最後，他指，總體規劃文本出台後只是初期對城市規劃的概念，文本中缺乏細節規劃能理

解接受，但認為文本劃分多個區域發展，當中如何將資源、功能均衡分配，有必要向社會

披露相關資訊，如商業區、工業區等面積佔比要有明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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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0  22/9/2020 華僑報 

澳科大人文藝術學院舉辦座談會與大灣區學者探討澳城規 

 

【專訪】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昨日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 

 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大特聘教授孟建民及來訪專家指出，總體規劃要有清晰的目標，針

對澳門城市，尤其關注醫療設施規劃，裝配式建築體系規劃，本土建築和城市規劃設計管

理體系和人才培養，固體廢物處理系統規劃等方面。 

 澳科大人文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吳衛鳴提出，總體規劃應該尊重澳門歷史、文化及自然環

境，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

的歷史及文化記憶。 

 人文藝術學院建築學課程主任兼城市規劃師助理教授鄭劍藝講解了城市規劃技術領域的

研究新進展，包括視線景觀分析技術，城市歷史風貌管理，多規融合的核心指標等。 

 科大校長劉良表示，是次座談會從總體規劃到旅遊文創、遺產保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

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灣區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為

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座談會上，孟建民院士首先肯定了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引領作用，但往往規劃並

不會完全依照規劃者的意圖實現，城市本身具有自發性，尤其是澳門長期以來主要以自發

性為主。他對新總體規劃如何與澳門已具有的城市發展規律相銜接提出了優化建議，總體

規劃不能僅局限在對過去的總結，不能只關注處理當下的問題，更應該有大膽的前瞻性。

城市總體規劃跨越近二十年的時間，時代變革不可預測，需要為城市發展預留彈性和韌

性，總規的重要任務是合理界定彈性和韌性的邊界。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教授從國家和國際視野提出澳門

總體規劃要體現澳門未來在國際上的引領作用。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饒小軍教授

主要關注遺產保護多維度的思考和研究，表示有機城市不可能僅靠一張總平面圖保持社區

文化的活力。深圳市建築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裝配式建築工程研究院院長唐大為高級工

程師從推廣建築裝配式和產業化的角度，提出總體規劃應該提及相關方向，部份產業可以

利用大灣區西岸製造業基礎。馬若龍建築師肯定了澳門總體規劃編製對澳門未來發展的重

要作用，分區劃分也有利於城市發展，他認為在此基礎上的分區詳細規劃應該給予本地建

築師更多參與的機會，因為本地建築師更了解社區情況、有利於深入調查、更貼地氣；同

時他提出嘉樂庇總督大橋有條件保護和活化為澳門新的綠化景觀長廊，增加市民休閒的綠

地空間和擁有三百六十度觀賞城市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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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1  22/9/2020 新華澳報 

座談總城規草案 澳科大人文藝院 

 

【本報訊】科大人文藝術學院 21 日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 

科大校長劉良致詞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澳門城市總體規

劃的編製將對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的作用。是次座談會從總體規劃到旅遊文創、

遺產保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

灣區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為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他指澳門地方雖小卻美麗富饒，空間有限但潛力巨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大特聘教授孟建民及來訪專家指出，總體規劃要有清晰的目標，

針對澳門城市，尤其關注醫療設施規劃，裝配式建築體系規劃，本土建築和城市規劃設計

管理體系和人才培養，固體廢物處理系統規劃等方面。 

澳科大人文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吳衛鳴提出，總體規劃應該尊重澳門歷史、文化及自然

環境，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

富的歷史及文化記憶。 

人文藝術學院建築學課程主任兼城市規劃師助理教授鄭劍藝講解了城市規劃技術領域

的研究新進展，包括視線景觀分析技術，城市歷史風貌管理，多規融合的核心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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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2  22/9/2020 濠江日報 

科大座談會邀請專家 多角度分析城規草案 

 

【特訊】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昨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座談會」，邀請專家

嘉賓從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專題，延伸至旅遊文創、遺產保護、智慧城市等範疇，把脈問診

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分享大灣區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 

座談會昨日上午假科技大學座綜合教學大樓影視廳舉行，由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主持，邀

請中國工程院院士、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孟建民，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宋丁，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饒小軍，深圳市建築設計研究

總院有限公司裝配式建築工程研究院院長唐大為以及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校特聘教授吳衛

鳴等專家作座談嘉賓。 

科技大學校長劉良致辭表示，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澳門城市總體規

劃的編制將對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起到綱領性的作用。是次舉辦的座談會，會從總體規劃到

旅遊文創、遺產保護、智慧城市等專題和角度，把脈問診澳門城市建築發展面臨的矛盾問

題，分享大灣區城市規劃的前沿趨勢，為完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

建議。 

他又稱，澳門中西文化薈萃交融，世界文化遺產豐富多彩，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獲得巨

大成功，因此，澳門城市雖小卻美麗富饒，空間有限但潛力巨大。科大有責任、有條件，

運用多學科交叉的優勢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居環境、旅遊環境品質的改善等提供學術

支持，為「一國兩制」事業新實踐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學術貢獻。 

會上，孟建民表示，城市總體規劃需要設立清晰的目標，旨在整體制定城市的空間結構，

配合社會經濟、民生及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制定城市有文化遺產保護、旅遊及產業發展、

居住和商業等方面的策略性功能分區，同時制定土地分類、使用及開發的規定。對於澳

門，他指出在醫療設施規劃、裝配式建築體系規劃、本土建築和城市規劃設計管理體系和

人才培養以及固體廢物處理系統規劃等方面更值關注。吳衛鳴就認為，本澳具有獨特的人

文歷史及地理環境，因此在城市總體規劃上需要充分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

戰略性目標，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史及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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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3  23/9/2020 新華澳報 

宜儘早決定建第五通道是否必要 

 

澳門第五通道規劃連接新城 B 區和 D 區，惟政府正向中央申請棄填新城 D 區，改填 A 區與

半島間的水道，引起社會關注會否影響第五通道設計及建設的必要性。 

工程師對第五通道建設意見不一  政府擬棄填新城 D 區，會否影響第五通道設計？

工務局長陳寶霞受訪表示，暫未收到改動通知，故澳氹第五條通道繼續專題研究。強調日

後方案若有調整，可因應情況相應跟進。據傳媒報導，城市總體規劃現正公開諮詢，但草

案文本內未見第五通道。陳寶霞解釋，因為第五通道正在研究，故以研究項目方式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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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澳氹第五通道就是位於嘉樂庇總督大橋旁的海底隧道，全長二千四百多

米，規劃為雙向六車道設計，速度為每小時六十公里。已完成兩個階段環評公示，並於一

八年底以近一億元外判「初步設計、工程勘察及專題研究」予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澳門分

公司。勘察工程已於一九年一月動工，預計明年六月竣工。該項目分兩個階段，首階段將

專題研究通航、環評、水文防洪及海域使用等，編製報告，再由政府遞交專題報告並獲國

家部門批准後，再作第二階段實地勘察測量和初步設計，為項目工程招標等提供重要依

據。 

但是，本澳工程師對第五通道的建設有不同的意見。港澳資深工程師、澳門大學土木

工程系客座教授邵賢偉指出，舊橋旁若建海隧，造價貴、施工難，可能十年八載都未建

完，希望社會深思花費大量資源建設海隧是否值得，建議宜在舊橋旁建姐妹橋。 

邵賢偉指出，舊橋底的河床淺，只有數公尺，地質土壤上層約有廿公尺為淤泥，中層

為三十多公尺的沖積層及原有土，深至五、六十公尺才到石層。直言若要穿過淤泥層至石

層挖掘隧道及興建引道，相當困難。而且建海隧須與舊橋保持一定距離，否則會影響舊橋

地基。他分析興建隧道若採用「沉箱式」，一般需要較深的海床，但考慮到舊橋河床淺，

船隻通航等原因，並不適宜。估計大多會採用鑽探法，但在深石層鑽探海隧，則會出現造

價貴、工期長等問題。最難建的一段應是從深石層，穿過種種泥沙重返地面。相反，高架

橋的建造較簡單、工期短、造價相宜，而且高架橋可連接現成的舊橋引道網，只要在現有

地面上擴闊改建便成，變相又多一條道路直達澳氹市中心等心臟地帶，有效紓緩交通壓

力。 

政府擬海隧的引道及落腳點分別設於新城 B 區及 D 區。邵賢偉表示，海隧引道及落腳

點將佔去部分土地，而且海隧上方、附近約廿米都不宜建設任何建築物，若為打樁容易影

響隧道。新城 BD 區的土地寶貴，不建議政府採用海隧建設。 

澳氹現已有三條大橋，未來擬建第四條大橋，並規劃由氹仔接駁至媽閣，氹仔接駁至

澳門（東線）的輕軌，有無必要建設第五條通道？邵賢偉認為，若澳氹的跨海通路已足夠

應付澳氹之間的交通量，可以不建設第五通道，但一定不適合建海隧，「唔好浪費錢」。 

 

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認為即使不填 D 區，嘉樂庇總督大橋已超負荷，有需要建

造第五通道連接澳氹，並在落腳點附近作小面積填海。填 A 區與澳門半島間的位置，可減

輕區內交通壓力，輕軌東線的部分線路亦可以地下隧道方式建造，成本及難度遠低於海

隧。認為現階段政府需就修改部分提供補充性資料，以便更好諮詢公眾。 

從整體佈局考慮第五通道  要解決澳門的跨海交通壓力並不是只是不斷增加通道，

而是要在整體交通佈局上有完善的規劃，比如在通道上要有功能取捨，以及考慮會否影響

原有通道在交通上的功能等等。單純興建和規劃通道，對於澳門日益嚴重的交通問題是不

會有很大的幫助。 

澳門半島與氹仔島之間，目前有三座跨海橋樑，按落成啟用的先後順序，分別是嘉樂

庇總督大橋、友誼大橋及西灣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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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樂庇總督大橋落成啟用之前，澳門與離島間的交通只能依賴船隻，而隨著大橋的

啟用，不僅交通時間大大縮減，增加居民生活往來之便利，還對離島經濟民生發展有很大

促進作用，見證澳門社會的繁榮進步。 

現在，三座跨海大橋不僅是連結澳門半島和離島的重要交通動脈，也是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標誌性建築。 

嘉樂庇總督大橋是 1970 年 6 月動工興建，1974 年 10 月正式通車。大橋全長 2,569.8

米，寬 9.2 米，雙向雙線行車，兩旁設有人行道，是目前澳門唯一可以容許行人步行通過的

跨海橋樑。大橋中段突起成三角弧形，最高處距離海平面 35 米。落成時，曾是世界上最長

的跨海預應力鋼筋混凝土連續橋樑。此大橋的外型也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元素

之一。 

友誼大橋是 1990 年 6 月動工，1994 年 4 月開放通車。大橋屬鋼索斜拉吊橋，以柱樑

及混凝土建成，呈波浪形。全長 4,700 米，包括 800 米的高架引橋；橋寬 18 米，四線雙

向行車，兩旁設有路肩，中間設有分隔防撞欄。大橋中段有兩處橋拱，橋面最高處距離海

平面 37 米，大橋南面及北面的引橋屬預應力簡支樑結構。友誼大橋在功能上連結了海陸空

三大口岸。 

西灣大橋是 2002 年 10 月動工，2005 年 1 月開通。大橋有兩個豎琴斜拉式 M 字型的

橋塔，全長約 2,200 米，寬度 28 米，是世界上少有的雙層預應力鋼筋混凝土橋樑之一。西

灣大橋曾獲多個設計獎項，其最大設計特色為兩個 85 米高的雙拱門設計橋塔代表澳門葡文

首個字母「M」、羅馬數字「III」及阿拉伯數字「3」，比喻此橋是第三條澳氹大橋。橋墩

外觀呈弧形，以寓意兩片蓮花花瓣。橋面雙向六車道，大橋下層有行車通道供颱風期間通

行，亦預留了輕軌位置。 

 

澳門特區政府已於 2018 年年底開始招標興建連接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和氹仔的第四條

跨海大橋。其中第四通道是構思作為連結澳門半島、新城 A 區以及口岸人工島三區的紐

帶，並可直接從人工島前往離島。然而第四通道尚未開工，政府工務局去年 6 月就宣佈開

展舊大橋旁邊海底隧道，即第五通道的工程。第一階段環境評估海底隧道全長 2421 米，為

雙向六車道設計，速度為每小時 60 公里，將用作連接新城 B 區和 D 區，造價為 9927 萬

元，預計工期為 800 天。 

隨著各大企業建設落戶，以及公共房屋住戶的遷入，離島市區高速發展，人口急劇攀

升，居民旅客平日使用大橋往返澳門半島及離島者眾。現有三道大橋中，嘉樂庇大橋只准

公共運輸車輛及特許車輛行駛，其他兩條大橋無疑承擔日常交通重責，除私家車及電單車

外，巴士、泥頭車、重型車等晝夜穿梭，大橋使用量早已進入飽和狀態。在暴雨或強颱風

等情況下，友誼大橋亦可能會被封，獨剩西灣大橋下層通道開放，如此超負荷的跨海交通

現象，長期困擾本澳經濟民生。 

因此，增加往返澳門半島及離島的跨海通道，具有較大的迫切性。 

  第五通道應對惡劣天氣？ 

電單車才是澳門最多數的車。但電單車的跨海通行安全問題，到今日只有西環大橋的

臨時通道。因為澳氹沒有海隧，每當懸掛八號風球，兩地的交通就幾近停擺。因此，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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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最初的構思就是海隧。據最初方案，澳氹第四條跨海通道位於友誼大橋東側，起點位

於澳門新城區填海 A 區，與 AB 區海底隧道（以下簡稱「AB 區隧道」）互通，路線跨越外

港航道、內港航道，終點位於澳門新城區填海 E1 區。第四通道推薦方案採用公軌分管盾構

隧道方案，路線全長約 3.05km，其中跨海距離約 2.2km。第四通道輕軌工程屬於澳門遠期

輕軌線路東軸線的一部分，線路並行於第四通道西側約 20m，與第四通道採用分管建設盾

構隧道方案，隧道長 3.2543km。AB 區海底隧道推薦採用盾構隧道，起點順接澳門新城區

填海 B 區規劃隧道，穿越友誼大橋和內港航道，終點與第四通道互通，隧道長度 1280m，

並考慮與澳門口岸的連接。該方案海域使用類型為海底隧道用海，海域使用總面積為

28.9106 公頃，佔用岸線長 385m。 

後來特區政府公佈的計畫，相當於將最初的第四通道海隧計畫拆分，第四通道工程包

含大橋通航孔橋兩座、樞紐互通一座，按雙向 6 車道城市快速路標準建設，中間預留兩條

電單車車道。而嘉樂庇總督大橋東側的海底隧道（第五通道）將連接位於澳門半島的新城

填海 B 區和位於氹仔的新城填海 D 區，北起孫逸仙大馬路與城市日大馬路交匯處，南至 D

區東西向道路。但現屆政府擬向中央申請放棄 D 區填海，換作新城 A 區和澳門之間的水道

填海，加上總規諮詢文本並未提第五通道，故該建設項目仍有變數。 

由上文中部分工程師的意見，嘉樂庇總督大橋東側的海底隧道（第五通道）的建設存

在施工難造價貴等問題。如果僅為解決應對惡劣天氣的問題，其興建的迫切性確實有待商

榷。 

首先，現時西灣大橋及已經開工建設的第四通道均設計了惡劣天氣下的電單車通行條

件，可以基本應付一些緊急的需求。按照工程師的說法，若大橋穩固，打風都不一定要封

橋，可要求駕駛者慢速行駛，當改掛十號風球，所有車輛都不建議出門。而且全世界好多

地方都沒有海隧、只有大橋，故未必要建設隧道。 

其次，《輕軌東線方案》提出，路線初擬全長約七點六五公里，計劃設六個車站，車

站及軌道均在地底。北面首兩個車站設於關閘和馬場北大馬路對開海床，再向南延伸至新

城 A 區，沿 A 區中央綠廊設三個地底車站，經海底隧道連接新城 A 區及 E 區；列車到新城

E 區後將爬升上地面，與氹仔線高架橋結構相連，乘客可無縫換乘氹仔線。 

施工方面，輕軌東線的隧道主要可以三種建造方式：明挖回填式、暗挖隧道及使用隧

道鑽挖機。因應當地的地質狀況及環境因素選取適當的方式建造。為避免施工車輛加劇對

現有交通的影響，輕軌東線工程初期將會在關閘附近的沿海區域建造臨時海上平臺，以便

施工車輛進出。此外，在新城 A 區南面及新城 E 區北面海邊將會設置建築物料臨時碼頭上

落點，利用海上運輸以減輕陸上交通的壓力。 

《輕軌東線方案》文本認為，輕軌東線有幾大效益，包括車站出入口設於沿線各住宅

區及關閘口岸附近，方便市民乘搭輕軌系統，將會為澳門半島北區、新城 A 區、新城 E 區

及氹仔居民提供快捷及舒適的交通工具。該線將會成為第一條連接澳門半島及氹仔的輕軌

海底隧道。除紓緩部分跨海大橋交通，由於東線為地下線路不受惡劣天氣影響，令線路有

條件於惡劣天氣下正常運作。 

因為第五通道位於中區，所以坊間認為一旦建成將能有效舒緩中區的跨海交通壓力。

而作為通道離島節點的新城 D 區，有意見憂慮通道的實際效率或許未能如預計一樣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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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舒緩交通的功能。所以第五通道功用如何，一方面需政府公佈更多的資訊，另一方面也

需要政府明確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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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DA 區換位填海"和"第五通道不宜海隧" 

 

城市規劃是研究城市的未來發展、城市的合理佈局和綜合安排城市各項工程建設的綜合部

署，是一定時期內城市發展的藍圖。從教科書可見，還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

市建設和管理的依據，也是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運行三個階段管理的前提。具有"宏

觀經濟條件調控的手段、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協調社會利益，維護公平、改善人居環境"等

作用。 

城市規劃的原則亦被教科書大體劃分為五項：整合原則、經濟原則、安全原則、美學原

則、社會原則。 

澳門的城市規劃，筆者存在認識誤區，認為回歸前好似帶有傳奇成份，回歸後則疑似帶有

說不清的味道。至於具體，明者自明，無需贅言。 

眾所周知，第五任行政長官名言有曰："政府換屆不是換政府，前屆政府的工作要延續。"其

實，這是任何一個政府的工作內容之一。但延續，並不是毫無原則和不可以糾錯與創新。 

例如，本屆政府根據便民、民意、節省支出等考量後，對前屆政府關於中央圖書館選址的

變更；對前屆政府關於都市更新諮詢的完善；工程師邵賢偉對前屆政府關於興建第五海隧

通道規劃的不贊成意見；政府希望修改前屆政府關於 D 區填海方案，改為 A 區設置綠化空

間等就是案例。 

關於通道和 A 區，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澳門日報》分別刊發了兩篇題為"工程師：第五通

道不宜海隧"、"賀：不填 D 區未拍板"，事關澳門發展的重量級文章，意味深長，耐人尋

味。 

建海隧價高不易倡舊橋旁建姐妹橋 

"工程師：第五通道不宜海隧"文中說到：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又稱澳氹第五通

道），現正處初步設計、工程勘察階段，預計明年六月完成。港澳資深工程師、澳門大學

土木工程系客座教授邵賢偉指出，舊橋旁若建海隧，造價貴、施工難，可能十年八載都未

建完，希望社會深思花費大量資源建設海隧是否值得，建議宜在舊橋旁建姐妹橋。 

邵賢偉曾負責設計及建造壹號湖畔和美高梅等建築項目，熟悉該處的地質土壤情況。他指

出，舊橋底的河床淺，只有數公尺，地質土壤上層約有廿公尺為淤泥，中層為三十多公尺

的沖積層及原有土，深至五、六十公尺才到石層。直言若要穿過淤泥層至石層挖掘隧道及

興建引道，相當困難。而且建海隧須與舊橋保持一定距離，否則會影響舊橋地基。 

他分析興建隧道若採用"沉箱式"，一般需要較深的海床，但考慮到舊橋河床淺，船隻通航等

原因，並不適宜。估計大多會採用鑽探法，但在深石層鑽探海隧，則會出現造價貴、工期

長等問題。最難建的一段應是從深石層，穿過種種泥沙重返地面。相反，高架橋的建造較

簡單、工期短、造價相宜，而且高架橋可連接現成的舊橋引道網，只要在現有地面上擴闊

改建便成，變相又多一條道路直達澳氹市中心等心臟地帶，有效紓緩交通壓力。 

政府擬海隧的引道及落腳點分別設於新城 B 區及 D 區。邵賢偉表示，海隧引道及落腳點將

佔去部分土地，而且海隧上方、附近約廿米都不宜建設任何建築物，若為打樁容易影響隧

道。新城 BD 區的土地寶貴，不建議政府採用海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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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及澳氹現已有三條大橋，未來擬建第四條大橋，並規劃由氹仔接駁至媽閣，氹仔接駁

至澳門（東線）的輕軌，有無必要建設第五條通道？邵賢偉認為，若澳氹的跨海通道已足

夠應付澳氹之間的交通量，可以不建設第五通道，但一定不適合建海隧，"唔好浪費錢"。 

邵賢偉是專業人士，熟悉該處的地質土壤情況，他的觀點淺顯易懂，相信很多人不需要再

看解讀的文字，就會產生鮮明的判斷。當然，邵賢偉的觀點還需要專業人士、社會各界的

討論以及政府層面的解讀與決策。 

為 A 區近十萬居住人口創設綠化區 

"賀：不填 D 區未拍板"文中說到：政府建議暫停新城 D 區填海規劃，改為建設新城 A 區與

澳門半島之間的區域。行政長官賀一誠表示，該構思是希望藉此調撥填海資源，為未來落

戶新城 A 區的近十萬居住人口創設綠化區，讓居民有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強調即使不填 D

區，本澳未來二十年仍有足夠居住空間。 

賀一誠之後出席活動後受訪，回應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

四○）》草案相關問題。他表示，該草案是澳門首個城市總規草案，現處於諮詢階段，政

府在諮詢過程中定會多聆聽居民意見，作為下一步修改和決定城市總體規劃的參考。 

對於居民比較關心的暫停新城 D 區填海規劃，改為建設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區域的

建議，賀一誠表示，新城 A 區面積一點三八平方公里，規劃興建三萬二千個住宅單位，預

料居住人口將有九萬六千七百人，是極密集的住宅區，偌大面積卻沒有綠化區供居民休憩

之用。鑒於目前 C 區的填海情況，值得思考能否把新城 D 區的填海資源轉換到 A 區旁。他

建議居民看看已"露出水面"的 C 區，理智思考 C、D 區填海是否合適和理想，稱 D 區"隨時

可以填，但填了就不能回頭"。 

賀一誠指出，中央非常嚴格監督澳門的填海計劃，不能亂填，申請填海指標並不容易。在

此情況下，可考慮更適當地利用填海資源，把 D 區填海指標轉移，讓 A 區居民可享用綠化

區，亦讓澳門居民可擁有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賀一誠是行政長官但和邵賢偉相同，在這個領域他同樣屬於專業人士，了解宜居環境的內

涵，他的觀點同樣淺顯易懂，相信很多人不需要再看解讀的文字，就會產生鮮明的判斷。 

當然，行政長官的觀點帶有以民為本和民意的成份，從他"不填 D 區未拍板"的說法可見，

最終拍板權還需要更多專業人士、社會各界的討論給出政府最終的決策權。 

許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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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總規草案職住平衡與 TOD 策略的思考 

 

為適應澳門城市發展需要和指導未來澳門發展，特區政府在近期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

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提出積極建設澳門成為快樂、智慧、可持

續及更具韌性的城市。規劃文本中多次提及"職住平衡"的理念，推進多元化及多核心功能空

間結構，平衡空間功能發展，達致職住平衡；規劃方案亦多次提到"公交導向發展(TOD)"，

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打造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就總體規劃草案中涉及職住平衡與 TOD

的相關內容發表幾點看法。 

格局穩定難職住平衡 

總體規劃中土地利用部分"職住平衡"理念亟待商榷。"職住平衡"即"透過合理分佈各土地使

用類別，鼓勵市民原區工作，達致職住平衡"。"職住平衡"的基本原理是在一定區域範圍

內，工作崗位和居民中的就業者數量基本持平，使大部分就業者就近工作，這樣日常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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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主要採用步行和自行車等非機動車方式，即使使用機動車，出行距離也相對較短，從

而大幅度減少機動車的交通量，達到緩解交通擁堵和降低空氣污染的目標。這一規劃理念

誕生之初曾受到眾多規劃師的追捧，但在實際的城市發展中卻很難實現這一規劃目標。 

"職住平衡"這一理念並不適用於本澳的城市規劃，原因如下：首先，城市規劃只能在土地配

置加以干預，而居住地和工作地的選擇是由市場決定，市場很難按照"職住平衡"的理念進行

分配。其次，"職住平衡"的規劃理念起源於美國大都市區出現的郊區化問題：二戰以後，隨

着小汽車和電話的普及，為了獲得更舒適的生活環境，美國大量中產階級搬離城市中心到

郊區生活，導致工作地點和居住地點日益不匹配，人均通勤距離增加，加劇城市交通擁堵

和環境問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城市規劃系教授羅伯特 · 塞韋羅(Robert Cervero)

教授於一九八九年首次提出"職住平衡"的規劃理念，希望在工作地點增加住房，使就業者就

近居住，達到職住平衡，降低通勤距離，增加通勤中的非機動車交通方式的比率，降低通

勤中小汽車交通量來緩解交通擁堵和降低空氣污染。 

職住平衡這一規劃理念是針對美國郊區化這一特殊的城市化模式，考慮到澳門的地理尺度

規模和城市化發展現狀，"職住平衡"並不是適用澳門城市發展的規劃策略。再者，澳門規劃

區域內的土地利用格局已經穩定，職住分離的現狀已經形成，不可能通過"鼓勵市民原區工

作"達到"職住平衡"。最後，"職住平衡"的規劃理念從提出到現在，已經有 30 多年歷史，目

前城市規劃學界普遍認為在城市規劃實踐中達到"職住平衡"是一個偽概念，而且全球範圍內

亦無任何城市通過"鼓勵市民原區工作"達到"職住平衡"。 

宜土地公交協調發展 

為了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和交通引發環境問題，國際上的普遍的規劃理念是盡可能促進地鐵

或輕軌等高效公共交通沿線的"職住平衡"（如哥本哈根的"手形規劃"）。對於澳門，我們建

議採取更直接的交通與土地利用協調規劃策略：發展輕軌站點與職住中心的高效接駁系

統；提升公共交通系統的服務水平；在公共交通節點區域，出台土地使用與交通協調發展

的配套規劃導則，建設可持續的交通和土地利用協調發展系統。 

總體規劃文本中亦提到將關閘口岸、新城 A 區、 原路氹邊檢大樓及氹仔碼頭作為公共交通

導向發展(TOD)的地區，帶動發展商業綜合體，加強區域合作，打造灣區一小時生活區。我

們認為，規劃以大灣區為着眼點考量本澳的 TOD 策略，從總體規劃層面佈局區域 TOD 節

點具有前瞻性。但以上區域的 TOD 規劃如何在中觀尺度延伸並最終落實到相關片區的城市

規劃與設計需重點關注。目前內地落實以 TOD 理念的城市規劃集中於兩類方法：第一類將

設計範圍、功能混合、以及容積率控制等 TOD 規劃理念融入城市總體規劃，直接通過城市

規劃標準與指南引導詳細的城市規劃設計；第二類是基於城市總體規劃，專門為 TOD 編制

專項城市規劃設計，制訂從區域到線路沿線再到交通站點不同層級的專項規劃。由於目前

公佈的總體規劃文本中尚未體現 TOD 節點規劃設計的範圍，以及具體規劃策略，故建議考

慮在城市總體規劃方案通過後，針對 TOD 編制專項城市規劃。TOD 專項規劃的編制應針

對公共交通站點及站點周邊城市空間做出相應的規劃設計指引，需進一步在規劃中明確

TOD 規劃設計範圍、周邊交通組織，以及空間設計。 

必須意識到，將現有總體規劃文本中的 TOD 理念落實到具體的城市規劃設計項目，是提高

本澳公共空間質量，實現本澳乃至大灣區公共交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同時，TOD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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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周圍的城市規劃設計是一項複雜的挑戰，須要編制專項規劃提高 TOD 與城市規劃設計的

融合度，並細緻考量基於 TOD 的城市設計範圍。同時，總體規劃草案亦提及將把握都市更

新的契機，鼓勵 TOD 模式融入都市更新。在後續都市更新區的 TOD 規劃設計實踐中，涉

及的利益相關方將極為複雜，城市決策者與規劃師還應兼顧公平性和結合多元化公眾參與

手段，以更為綜合的視角落實城市總體規劃中的 TOD 策略。 

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城市規劃與設計碩博課程主任 

李超驌 

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講師 

楊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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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6  24/9/2020   澳門日報 

工務局：填海選項非二選一 

 

輕軌東線規劃防水以二百年一遇水位考量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正在諮詢，土地工務運輸局代表昨在電台節目強

調填海選項非二選一，大原則是希望盡量少填海。不少聽眾關注輕軌走線，冀輕軌走入青

洲、筷子基；另有澳大河底隧道漏水的前車之鑑，對東線走地底沒信心。 

    澳門電台節目昨探討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市政署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文化

局副局長梁惠敏、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委員周偉德，以及工務局城

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出席。 

    有聽眾感填海中的新城 C 區景觀不好，支持不填 D 區，以 A 區與澳門半島的水道置換。

另有聽眾質疑填水道無助改善 A 區的生活環境，人口仍然密集。 

    少填海為大原則 

    麥達堯稱，總體城規對海洋利用大原則是希望盡量少填海，因為多少對生態有影響。當

局會做措施將影響減到最低，中央亦有嚴格監管，初步認為填該水道可以，具體詳細資料

要配合中央規範。 

    籲市民多提意見 

    他又強調，是否填新城 D 區仍未“拍板”，市民不是只能二選一，填多少、填哪裡都可

發表意見。填海亦會與 A 區規劃研究同步進行，以優化 A 區生活環境和樓宇佈局，包括將

綠帶引入。 

    被問及可否分配 A 區部分人口去已回收的閒置地？他指 A 區規劃三萬二千個單位是政府

的重要承諾，如能夠填海，相信 A 區環境會“唔錯”，閒置地會規劃適合的用途。 

    他提到，總規諮詢場有三十多位市民發言，另收到一百二十多份意見，當中有六十多份

書面意見，大部分關注居住區、綠化空間、填海等問題。 

    昨有不少聽眾關注輕軌如何擴大效益，冀走入青洲、筷子基，甚至結合西線。亦有人擔

心東線走地底有漏水之虞，走高架橋更佳，更可減開支。 

    周偉德表示東線的車站和隧道有規劃防水設計，結構部分須安裝防水層，設計出入口亦

要高於周邊地型，以二百年一遇的水位考慮。 

    高架橋不利 A 區 

    他稱，有對比東線走地底和高架橋的分別，輕軌的爬坡限制較一般車輛高，現有航道也

有淨空要求，若設高架橋會非常高，對 A 區的土地規劃極不理想；站點方面會盡量靠近關

閘口岸，也會設行人隧道接駁去友誼大馬路對面。 

 

    東線造價仍未有，工期按經驗由開工起計一般需時約六年，營運費參考輕軌氹仔段，一

八年以約五十八點八億判給港鐵營運及維護，至今年底將用約兩成金額，但這段時間包括

營運前安排及受疫情影響，仍需一、兩年時間才有東線營運費的全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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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聽眾關注會否增加口岸，麥達堯指去年開了港珠澳大橋口岸，今年開橫琴新口岸，

今後還有青茂，通關能力大增。未來是否需要更多口岸，總規草案有預留一定土地，但關

口設置涉中央權限，須要謹慎及與中央商討。 

 

 

 

N217  24/9/2020  澳門日報 

輕軌東線規劃防水以二百年一遇水位考量 工務局：填海選項非二選一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正在諮詢，土地工務運輸局代表昨在電台節目強調

填海選項非二選一，大原則是希望盡量少填海。不少聽眾關注輕軌走線，冀輕軌走入青

洲、筷子基；另有澳大河底隧道漏水的前車之鑑，對東線走地底沒信心。 

澳門電台節目昨探討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市政署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文化局

副局長梁惠敏、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委員周偉德，以及工務局城市

規劃廳長麥達堯出席。 

有聽眾感填海中的新城 C 區景觀不好，支持不填 D 區，以 A 區與澳門半島的水道置換。另

有聽眾質疑填水道無助改善 A 區的生活環境，人口仍然密集。 

少填海為大原則 

麥達堯稱，總體城規對海洋利用大原則是希望盡量少填海，因為多少對生態有影響。當局

會做措施將影響減到最低，中央亦有嚴格監管，初步認為填該水道可以，具體詳細資料要

配合中央規範。 

籲市民多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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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強調，是否填新城 D 區仍未"拍板"，市民不是只能二選一，填多少、填哪裡都可發表

意見。填海亦會與 A 區規劃研究同步進行，以優化 A 區生活環境和樓宇佈局，包括將綠帶

引入。 

被問及可否分配 A 區部分人口去已回收的閒置地？他指 A 區規劃三萬二千個單位是政府的

重要承諾，如能夠填海，相信 A 區環境會"唔錯"，閒置地會規劃適合的用途。 

他提到，總規諮詢場有三十多位市民發言，另收到一百二十多份意見，當中有六十多份書

面意見，大部分關注居住區、綠化空間、填海等問題。 

昨有不少聽眾關注輕軌如何擴大效益，冀走入青洲、筷子基，甚至結合西線。亦有人擔心

東線走地底有漏水之虞，走高架橋更佳，更可減開支。 

周偉德表示東線的車站和隧道有規劃防水設計，結構部分須安裝防水層，設計出入口亦要

高於周邊地型，以二百年一遇的水位考慮。 

高架橋不利 A 區 

他稱，有對比東線走地底和高架橋的分別，輕軌的爬坡限制較一般車輛高，現有航道也有

淨空要求，若設高架橋會非常高，對 A 區的土地規劃極不理想；站點方面會盡量靠近關閘

口岸，也會設行人隧道接駁去友誼大馬路對面。 

東線造價仍未有，工期按經驗由開工起計一般需時約六年，營運費參考輕軌氹仔段，一八

年以約五十八點八億判給港鐵營運及維護，至今年底將用約兩成金額，但這段時間包括營

運前安排及受疫情影響，仍需一、兩年時間才有東線營運費的全面參考。 

另有聽眾關注會否增加口岸，麥達堯指去年開了港珠澳大橋口岸，今年開橫琴新口岸，今

後還有青茂，通關能力大增。未來是否需要更多口岸，總規草案有預留一定土地，但關口

設置涉中央權限，須要謹慎及與中央商討。 

 

N218  24/9/2020  濠江日報 

座談會探討總規交通基建發展 

 

【特訊】澳大澳門研究中心昨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討論總體城規草案中的

交通基建及智慧交通發展，冀凝聚專家學者力量，為未來施政提供意見。有學者對輕軌東

線走地底有保留，促請當局釋出輕軌東線更詳細的資訊，向社會解釋建地下走線的優點。

有學者建議輕軌可延伸至內港一帶，並建造交通樞紐方便接駁，鼓勵居民公交出行。 

座談會昨日上午十時半假澳大崇文樓 E34 澳門研究中心會議室舉行，多位與會專家學者圍

繞總體城規草案中的交通基建及智慧交通發展進行討論，分享各自的意見及建議。 

講者之一、澳門岩土工程協會監事長李熙爗認同輕軌東線走向，但對全程走地下有保留。

他指從工程角度，根據政府提供的有限"全天候"景觀、斜度要求等資料，認為未能提供足夠

說服理據，亦未能提供應有的造價範圍。在造價方面，參考類似工程，初步估算東線造價

在 150 億到 200 億，而根據澳大河底隧道的經驗，推算 7.65 公里的輕軌東線恆常營運維

修保養費大約每月 1 億元。若東線全程以造橋式興建，相信造價能節省近半和工期更快，

他促請當局釋出輕軌東線更詳細的資訊，向社會解釋建地下走線的優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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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之一、澳大科技學院客席教授陳滿鋒認為，總規草案中對外交通及公共交通均引用公

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按規劃文本的交通圖，對外交通導向點可應付從外地來澳

旅客及市民的需求，但對內的交通規劃仍有不足之處，TOD 效能並不明顯，特別在澳門半

島內覆蓋居住區很小，輕軌在目前的規劃對解決居民本土交通的壓力偏低，此情況應因人

口密度增加而提高力度，他建議，輕軌可延伸至內港一帶，並建造交通樞紐方便接駁，鼓

勵居民公交出行。 

講者之一、澳大科技學院助理教授劉景榮表示，樂見總規草案出台，尤其針對橫跨二十年

的規劃，對澳門城市中長期發展是好事，不過諮詢文本比較多描寫澳門土地及人口情況，

欠缺前瞻性的計劃，特別是階段性的目標及預期效果，草案較為偏向土地的利用及功能區

域的分佈，海域的發展等，欠缺與智慧城市頂層設計、能源、通訊、環保領域及智慧街

燈、大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的總體規劃。同時要需要注意·如何結合澳門的特色、配合城市

的發展策略，對舊城區今次智慧型改造，新城區進行前瞻性規劃，從數字澳門發展到智慧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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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9  24/9/2020  澳門時報 

工聯議員總結立法會第三會期工作 促完善房屋交通城市規劃改善民生 

【本報訊】勞工界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和李振宇昨日舉行記者會，總結第六屆立

法會第三會期工作。四位議員指立法會在過去一個會期通過 20 多個法案，他們主要關注疫

下就業及支援等民生方面情況，預料下月中開始的新會期仍有許多最重要法案待審，如涉

及防火安全的修法、關於都市建築法律制度等，立法工作相當緊張，促請政府完善民生政

策措施。 

李振宇表示，在過去一個會期，立法會完成修改《勞動關係法》、《聘用外地僱員法》以

及制訂《僱員的最低工資》等勞動範疇立法工作，然而，當局僅對前兩者進行局部修法，

未來仍需要持續推動完善，例如優化休息休假保障、完善追討欠薪機制，以及加強打擊黑

工等。他並指，會繼續爭取推動《工會法》立法，完善職工的保障。 

李靜儀就公共房屋政策指出，《社會房屋法律制度》及《經濟房屋法》相繼完成修訂，其

中，新社屋法已生效並落實恆常性申請的制度，期間政府亦有開展經屋申請，惟申請者多

單位數量太少，大批市民仍會陪跑、Ｔ1 戶型錯配問題凸顯。認為政府未來必須加緊興建公

屋單位，尤其在本澳已收回不少閒置土地的情況下，具條件力爭定期接受申請外，建議適

當放寬經屋的面積，以回應家庭發展需要；此外，應興建較多 T2 或以上單位，以符合及鼓

勵家庭友善、優生多育及長者原區安老等政策方向，並提升設計和用料質量。至於社屋方

面，應加緊甄選工作、加快維修進度，並確保台山中街、望廈二期和發電廠原用地的社屋

盡快建成，讓家團早日上樓。 

她並提及，社會上收入低於經屋申請下限，但因為有一點積蓄而資產稍高於社屋上限同時

無資格申請經屋及社屋的“三無人士 問題始終未見解決，政府應有制度支援他們。另外亦

促請政府加快落實夾心階層住房、長者公寓和澳門新街坊，釐清目標對象和購買條件，以

滿足不同層面市民的住屋需要。 

梁孫旭就公共交通提出建議，期望新一屆政府能著力優化路網，積極推動智慧交通的建

設，科學設置交通燈和斑馬線等配套，以及改善道路環境和增加行人過路設施。他並提

到，政府緊縮開支不應影響巴士等民生服務，期望政府與兩巴簽訂的巴士合同能提升巴士

服務、保障員工、解決現存搭車上車難的問題。又指政府有必要交代輕軌整個規劃藍圖，

以便社會更好就輕軌東線的建設發表意見。 

林倫偉談及城市總體規劃指出，多年來政府在城市規劃、土地利用、綠地空間的構建方

面，成績並不理想。雖然《城市規劃法》於 2013 年通過，但政府直至今年 9 月開展總規草

案公開諮詢，工作進度欠理想。他關注新城 D 區填海去向、整體交通接駁、商業區規劃落

實的難度、疊石塘山發展項目被列作居住區對山體可能帶來的破壞、狗場原址規劃利用

等，建議盡快完成總體及詳細規劃的編製，訂定各區的土地利用、協調城市空間佈局等，

以符合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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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0  24/9/2020  新華澳報 

輕軌東線有防水設計 走高架不利 A 區規劃 

 

【本報訊】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委員周偉德在電台節目表示，輕軌東線的車站和隧道有規

劃防水設計，結構部分須安裝防水層，設計出入口要高於周邊地形，以 200 年一遇的水位

考慮。他指出，諮詢至今收到 20 多份意見，大部分關注站內設施有否商業元素。 

意見多關注站內商業  對於東線造價，周偉德指澳門沒有做海隧經驗，需參考鄰近

地方的數據，暫無實質預算。 

工期方面，據一般工程經驗，由開工起計需時約六年。 

營運費用則方面，輕軌氹仔線 18 年以約 58.8 億判給港鐵營運及維護，至今年底將用

約兩成金額，但這段時間包括營運前安排及疫情影響，仍需一、兩年時間才有東線營運費

的全面參考。 

有聽眾在電台節目促解釋輕軌東線走地底，而非高架橋。周偉德表示，已對比高架橋

和隧道的分別，指輕軌的爬坡限制較一般車輛高，現有航道也有淨空要求，若設高架橋會

非常高，對 A 區的土地規劃不理想；站點方面會盡量靠近關閘口岸，也會設有行人隧道接

駁去友誼大馬路對面。 

倘填水道 A 區環境「唔錯」  政府多個部門到電台節目與聽眾探討城市總體規劃草

案及輕軌東線。有聽眾質疑填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無助改善 A 區的生活環境，該

區人口仍密集。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填海會與 A 區規劃研究同步進行，優化生活環境

和樓宇佈局，包括將綠帶引入。被問可否分配 A 區部分人口去已回收的閒置地，他指 A 規

劃 3 萬 2 個單位是政府的重要承諾，如能填海，相信 A 區環境會「唔錯」，閒置地會規劃

適合的用途。 

他又強調，是否填新城 D 區仍未「拍板」，不是要市民二選一填 A 區水道或 D 區，填

多少、填哪裡，市民可發表意見。 

有聽眾關注會否增加口岸，他指去年開了港珠澳大橋口岸，今年開橫琴新口岸，短時

間內有青茂，通關能力大增，未來是否需要更多口岸，總規草案有預留一定土地，但關口

設置涉中央權限，是謹慎事情，需與中央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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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1  24/9/2020  華僑報 

澳大專場座談城規草案的交通基建領域 有指公交導向發展對澳半島覆蓋面小 

 

【特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二十三）日舉行「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交

通基建智慧城巿」專場。座談會由澳大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副教授主持，多個領域的

專家學者就澳門特區《城巿總體規劃（二０二０至二０四０）草案》（下稱《草案》）的

交通、基建、新能源、智慧城巿等領域提出建議，他們均認為澳門總體規劃在以上方面需

要更多的思考和著墨。 

 澳大科技學院客席教授陳滿鋒認為，交通範疇中對外交通及公共交通均引用「公共交通

導向發展（TOD）」模式。按《草案》文本的交通圖，對外交通的導向點（Transit 

Point）可應付從外到澳所需；但在本地公共交通的角度而言，TOD 的效能並不明顯，特別

367



 

 

在澳門半島內覆蓋居住區很小。輕軌在目前的規劃對解決居民本土交通的壓力偏低，此情

況應因人口密度增加而提高力度。澳門城巿規劃學會秘書長林天瀚表示，澳門總體規劃應

就「公用空間增加但道路沒有增加」的困局提出解決方案，建議對道路無條件增容的舊城

區應考慮用「公交＋步行」系統作為交通主軸方向，鼓勵市民用公交或步行前往，減少駕

駛私人車輛以緩解交通擠塞。此外，應考慮推動更多巴士專道作為輕軌未通車前的交通選

項，以提升公交的營運效率。 

 澳大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代主任、科技學院副教授余亮豪則提出，可參考國家發展改革委

的《綠色出行創建行動方案》，當中有新能源交通工具、公交優先等方面的指引，並發展

智能化的交通管理系統，當中包括獲取準確的道路、出行等資料，使用智能化的方式管

理、推出便利出行的措施等。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亦關注智慧交通系統的建設，他

認為需要有數據用於預測和規劃，不然目標只能是空想。例如要了解電動巴士的電力消

耗，始能有規劃地去使用新能源於公交上。他亦表示需加入無障礙設施和環境的規劃，以

適應有需要人士和長者的生活需求。澳大科技學院助理教授劉景榮認為《草案》對智慧城

巿的規劃太少，未能達到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智慧城巿的目標。他表示規劃可補充一些

階段性的發展目標及指標；規劃方案應針對本澳特色、去短留長，開啟如大數據資料庫等

與智慧城巿有關的基建規劃，建設綜合能源系統等。 

 澳門工程師學會理事長蕭志泳表示，澳門是一個開放形的城巿，其城巿規劃應分城內和

城外兩方面，城內關於本地居民，城外涉及旅客往來。他認為在基建方面，澳門總體規劃

需更有前瞻性，不能著眼在現有已提出的方案上，需在法律、行政、技術上作出配合，這

樣可達到設計創新、產業升級，惠及本澳經濟。此外，他提醒雖然現時政府財政充裕，但

基建仍需考慮維護費用、成本效益及回收。澳門智慧城巿聯盟副理事長陳桂舜認為，澳門

總體規劃應以數據為基礎，預計十八個分區的人口比例、就業職位、容積率以及二０四０

時的人口增減幅度等。隨著澳門更深度地融入大灣區及橫琴發展等條件，亦可預視未來二

十年通關人數必定倍增，在交通及口岸增設上亦應作出規劃。他認為如果大眾未能按照澳

門總體規劃的二十年計劃去考慮各區的變化並提出相應的意見，則不能達至全澳巿民參與

規劃未來城巿發展藍圖的目的。 

 澳門岩土工程協會監事長李熙爗則關注輕軌東線問題，他大致認同走向，但對全程走地

下有所保留。因為從工程角度而言，根據政府提供的有限「全天候」景觀、斜度要求等資

料，認為未能提供足夠的說服理據。例如基於全球暖化和本澳以往的風暴潮資料，在八號

風球以上的惡劣天氣風暴潮來臨之前，這個龐大的地下鐵路東線能否繼續安全地運行；此

外，根據相似項目的資料搜集，東線走地下可能會是一個一百五十億到二百億的工程，如

果東線全程用造橋式興建，成本應會減少一半，且工期也會遠遠快過走地下，政府應提供

有關造價數據予巿民參考。會上，專家學者均表示澳門總體規劃應具有前瞻性，需要預視

到技術革新在未來的應用和所帶來的影響，現時的《草案》較傾向使用現有的技術和設計

去解決未來問題、規劃將來。此外，以往諮詢裡的一些好的建議如單車徑等，也應在總體

規劃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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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是次座談會的還有澳大人文學院特聘教授朱壽桐、澳大澳門研究中心客席副教授吳

玫、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等。稍後，澳門研究中心將繼續就《澳門總規草案》舉辦

「人文環境規劃」和「產業規劃」專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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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2  24/9/2020  力報 

總規劃草案透視樓市未來 氹仔樓價明天會更好 

 

正進行公開諮詢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提出未來居住

區用地佔總土地面積，將由 17%增加至 22%；商業區用地則由 1%增加至 4%。有業者看

好草案為氹仔區樓市帶來利好因素，甚至促使該區在未來十年有望成為全澳樓價最高的區

域。 （文：吳泳恩） 

政府在《總體規劃》草案中計劃除新城區外，再透過包括青洲、氹仔及石排灣等小區規

劃，研究增加新的居住用地，逐步緩解現有部份地區人口密度偏高的情況。其中近期較受

社會熱議的氹仔「車胎公園」用地、以及路環疊石塘山，在草案中均被列為居住區。 

草案又提到，未來內港碼頭一帶、慕拉士馬路工業區將轉型為商業區；另外氹仔「前海洋

世界」地段亦被列為商業用地。 

有地產業者對《總體規劃》草案內容看法正面，指草案提升土地用途的訊息透明度，對業

界帶來正面影響。 

氹仔樓市有望跑贏大市 

中原澳門及橫琴地產董事何兆恆認為，觀乎全澳各區的規劃情況，以氹仔區的「DNA 」最

好，最有發展潛力和空間。他相信該區的發展會越來越好，甚至有望成為全澳樓價最高地

方，市場對該區的發展相當有信心。 

何兆恆解釋，雖然現時全澳各區樓價不相伯仲，但當中仍以澳門半島的舊區住宅樓價較為

突出，主要是受鄰里關係影響，特別是新一代置業人士為了遷就父母，多數會選擇與父母

相近的住宅單位。 

至於氹仔區現時商業發展，何兆恆指該區除了零售、飲食和酒吧經營近年開始暢旺，其商

業發展本身不算特別興旺。但他相信隨著政府對該區有新的商業規劃，營造好的氛圍，令

氹仔區發展越好，該區居民將更有信心說服親朋戚友遷入氹仔。 

滙置地產營業主管鄭瑋祥亦認為，氹仔區是近年發展比較平衡的地區，業界看好該區樓市

未來發展之餘，他認為政府可複製該區成功經驗，促進本澳其他區的居住環境。 

內港碼頭具潛力？ 

另外，《總體規劃》草案建議將內港碼頭一帶轉型為商業區。鄭瑋祥指該區一向以唐樓為

主，受交通和天氣因素影響，令該區樓市發展缺乏動力。他認為如果政府落實規劃建議，

解決該區的水患、交通，做好商業配套等規劃，再配合灣仔口岸的發展，相信絕對可為該

區樓市注入動力，提高居民生活質素。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曾澤瑤認為，特區政府在澳門半島各區增添商業用地，有助分散集

中在北區和中區的人流；不過他對於內港碼頭一帶有無潛力發展商業區存保留意見，認為

該區氛圍更適合扶持中小企經營具社區特色的商鋪。 

草案亦建議將慕拉士區的工業區轉型為商業區，相關消息會刺激慕拉士區的樓價，中原澳

門及橫琴地產高級董事石寶德則認為未必，至少短期內未見有業主快手購入該區住宅，但

他相信對該區商鋪業主而言會帶來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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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3  24/9/2020  澳門時報 

新城 D 區或 A 區水道填海非二選一 工務局：務求降低對海洋生態影響 

 

【本報訊】澳門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昨日邀請多個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與聽眾探

討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指，城市總體規劃草

案於 9 月 4 日起公開諮詢後，收到 120 多份意見，並強調政府並未決定取消新城 D 區填

海，希望在諮詢期內多收集意見。 

麥達堯在節目中表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於 9 月 4 日起公開諮詢後，在諮詢場有 30 多位市

民發言，另外也收到 120 多份意見，當中有 60 多份書面意見，大部分關注居住區、綠化空

間、填海等問題。當局邀請顧問公司進行分析後，再決定是否需要修改，後續會製作民調

報告向外公佈，再諮詢城規會；綜合意見後，最後提交行政長官作決定。 

對於政府透露計劃取消 D 區填海計劃，有聽眾表示讚同，認為 D 區填海會影響海洋生態和

景觀，對此，麥達堯指出，城市規劃關於海洋方面的大原則是希望盡量少填海，降低對海

洋生態的影響，強調當局正研究 A 區水道旁填海方案，探討能否優化 A 區樓宇佈局和綠化

空間。他重申，政府並未決定取消 D 區填海，希望在諮詢期內多收集意見，市民也不是只

能二選一。 

輕軌東線地底隧道安裝防水層 

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委員周偉德則表示，輕軌東線方案諮詢期至今收到 20 多份意見，大部

分關注車站設施的商業元素。有聽眾關注輕軌東線為何全程走地底，周偉德解釋，輕軌的

爬坡限制較一般車輛高，現有航道也有淨空寬度的要求，若設高架橋會非常高，對 A 區的

土地規劃不理想。另外，亦有聽眾指東線有 2.4 公里是海底隧道，擔心可能出現漏水問題。

周偉德回應稱，車站和隧道的設計都要安裝防水層，設計車站出入口的高度會高於周邊地

型，設計單位要以百年一遇的水位考慮。 

澳門岩土工程協會監事長李熙爗昨出席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舉行的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

列座談會探討交通基建智慧城巿時，對輕軌東線全程走地下有所保留。他指，從工程角度

而言，根據政府提供的有限“全天候”景觀、斜度要求等資料，認為未能提供足夠的說服

理據。例如基於全球暖化和本澳以往的風暴潮資料，在 8 號風球以上的惡劣天氣風暴潮來

臨之前，這個龐大的地下鐵路東線能否繼續安全地運行；此外，根據相似項目的資料搜

集，東線走地下可能會是一個 150 億到 200 億元的工程，如果東線全程用造橋式興建，成

本應會減少一半，且工期也會遠遠快過走地下，希望政府提供有關造價數據予巿民參考。 

 

N224  24/9/2020  正報 

工聯四議員總結會期工作 

 

【本報訊】來自工聯的四名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及李振宇昨總結過去一個立法會

期工作。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對全球及本澳經濟影響，本地不少僱員就業受到不同程度影

響，四名議員表示，過去一個會期的個案中，收到不少疫下就業及支援等民生個案，故促

請政府做好民生及就業、勞動權益立法等工作。 

371



 

 

李振宇指，不少居民因疫情影響經濟而要放無薪假，停工甚至失業，又或要追討欠薪等，

過去一個會期，收到旅遊（導遊和旅遊車司機）、餐飲服務、建築、運輸、博彩等不同行

業人員的查詢或求助，當中涉及失業、停工、無薪假或追討欠薪等賠償問題，有求職或期

望政府加強就業支援的意見。他促請政府，在推行短期經濟援助措施的同時，更重要是落

實本地人優先就業政策，細緻做好就業配對工作，以保障居民的就業和生活；另要著力推

動政府開展帶津培訓計劃，增加名額，放寬津貼的發放條件，完善計劃安排等。他同時關

注疫下社會服務及支援，建議政府倡議私人企業推行彈性上班或居家工作等，推動政府實

施托兒所友善計劃，關注托兒所人員的保障及專業提升，以確保服務質素，減輕幼兒家長

的照顧壓力；以及盡快落實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適時檢視喘息服務的使用情况及名額減

輕照顧者的壓力。亦促請不能因緊縮開支而影響民生服務。在法律上，建議未來仍需要持

續推動完善修改《勞動關係法》、《聘用外地僱員法》，例如優化休息休假保障，完善追

討欠薪機制，以及加強打擊黑工等。 

就《工會法》，李振宇表示，希望盡快立法，工聯將會持續關注立法工作，以及吸收工友

建議和轉化為可操作性條文向政府反映。林倫偉則認為，《工會法》在政府主導最好不

過，他指出，《工會法》是保障勞資關係正常運作，非只對僱員有利，對有關立法工作持

樂觀看法。他建議，立法時要考慮澳門的實際狀況，配合澳門歷史淵源，希望政府多聽社

會及社協意見。 

李靜儀指，過去一屆立法會期立法會共通過二十多個法案，餘下的立法會期將會有重大且

複雜的法案送交到立法會，例如《防火安全規章》、《都市房屋建築總章程》等，未來需

要加緊進度，並需要加緊與民生有關的立法工作進度。 

另就總體城規問題，林倫偉關注新城 D 區填海去向，建議整體要做好交通接駁、商業區規

劃的落實、以及疊石塘山發展項目被列作居住區對山體可能帶來的破壞，狗場原址規劃利

用等，促盡快完成總體及詳細規劃的編製，訂定各區的土地利用，協調城市空間佈局等，

以符合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 

李靜儀建議，未來城規及閑置土地的利用，需要與周邊環境配合，例如就黑沙閑置土地的

利用，建議設休閒的綠化空間，而非奢華打造世界級項目。在其他閑置土地利用上亦可加

入休閒及歷史元素，例如益隆炮竹廠用地按土地特性打造休息、歷史元素及文化面貌的發

展項目，在生活區積極多造其他綠地面積。梁孫旭認為，以前海洋世界項目土地為例，總

體規劃中對海濱地段建商業綠化設施，針對旅遊資源多提供活動場所。 

四人另關注公屋戶型、公屋修法、輕軌、交通等問題；期望新一届政府能着力優化路線、

完善交通系統設計，科學設置交通燈和斑馬線等配套，積極推動智慧交通的建設，安全高

效地分配路面資源，以改善本澳陸路交通體系，並藉都市更新增加車位，解決舊區中區車

位不足的問題。巴士方面，期望新合同能提升巴士服務、保障員工，解決現存搭車上車難

的問題。輕軌方面，政府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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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5  23/9/2020  論盡媒體 

議員呼籲政府勿以「奢華」方式發展閒置土地 

 

直選議員李靜儀呼籲政府勿以「奢華」的方式發展閒置土地，所有收回的閒置土地應該按

該地段已存在的特色、配合周邊的環境，打造悠閒的環境給市民及旅客。又指，路環是澳

門人的花園，大家應盡可能保護路環的環境、山體以及水體，「真係唔能夠再破壞」。 

工聯四名立法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和李振宇今（23）總結第 6 屆立法會第 3 會期

工作。李及梁是直選議員，林及李振宇則是間選議員。 

直選議員李靜儀 

期間傳媒問及市政署托機構研究在黑沙海灘附近包括一塊閒置土地發展「世界級歷奇遊樂

區」，以及綠地和山體在整體的土地面積的合理比例應如何。李靜儀指，黑沙這一塊閒置

土地曾被非法佔用而且綠化受到破壞。澳門以往無盡力去維護或保留這些綠化空間，而且

很多時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慢慢被破壞。「希望黑沙可以朝向住綠化空間（發展），可以讓

市民可以親近大自然。」她又認為黑沙適合以悠閒作發展方向，配合整個黑沙特色如山

體、臨海及綠地。她又指，「方向上，所有的建設包括閒置土地，我哋相信都係唔係以一

種奢華的方式去打造，（政府考慮）如何同周邊環境配合。」同日，市政署代表解釋，

「世界級」是文字表達上有少少錯誤。 

針對收回的閒置土地，李靜儀認為政府在做城市總體規劃時須要考慮每地段的原有特點。

例如益隆炮竹廠，本身有傳統工業元素，應該須要保育。「有部分的土地可以按其本身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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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嚟打造適合居民去悠閒（的地方），又可保留澳門以前的歷史面貌，文化元素，可以

向居民或旅客去推廣。」 

李靜儀又認為政府在規劃時必需盡量在城市中覓地增加綠地面積。她指，在新城 A 區未必

能有自然保護區如路環般，但可以有大面積綠地，這有助改善居住空間。「即使在總規係

劃為居住區，政府都應該找空間造更多綠化面積。」 

 

N226  25/9/2020  訊報 

人傻錢多！千萬顧問費收三流規劃 

 

《城市總體規劃》作為《城規法》具指導性效力的重磅級法律文件，決定土地功能分類和

空間佈局，主導著一個城市的長遠發展藍圖。實際上，總規並不是一項單項研究，更是集

合各項專項研究而成。業內人士都曉得，一份規劃研究報告最有價值的是研究分析，而最

大的花費開支，是數據搜集。但攤開最新出爐、價值 1100 萬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2020-

2040》草案文本，沒有任何數據、工作文件及技術報告支撐，有如一份「三無規劃」。有

業內人士認為這份草案更似是一份概念性規劃，不僅誠意欠奉，技術上更毫不過關。 

價低者得 物有所值？ 

據了解，由於《城市總體規劃》主體報告往往涉及土地開發等敏感利益，在絶大多數地方

總規都是不假外求， 由政府部門自己親力親為。這次工務局是以判給形式聘請顧問公司編

製總規草案。翻查資料，這次招標共有 4 間公司被接納，其中比較矚目的包括：國內城市

規劃龍頭學院的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伙拍官委議員胡祖杰旗下的栢杰工程顧問

公司，其投標價最高，達 8800 萬，工期 730 天。第二間是承接不少公家本地規劃研究、

由議員崔世平持有的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伙拍曾經主理新城規劃的中規院(北京)規劃

設計公司， 工期為 450 日 ，開價 1800 萬。第三間是北京市清華同衡規劃研究院伙拍金澳

國際設計顧問，他們的工期最短僅 90 天，開價 2220 萬。 

最後脫穎而出的是來自英國的奧雅納工程有限公司，其中標價最低，僅 1100 萬，但這份花

費逾千萬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只有 95 頁。若按 365 天工期計，這份草案平均每日成本

高達 30 萬；以報告頁數而言，平均每版 11 萬。研究顧問報告向來洛陽紙貴，人傻錢多的

澳門當然花費得起，問題是這樣的價錢，到底是否物有所值？  

失踪的人口數據 

一份總體規劃，就是人口調控及空間調配的藝術，力求高效運用有限土地資源的同時，也

可以保障居住者的生活品質以及各種出行和城市空間的體驗。 

總規草案雖然將澳門劃為十八個規劃分區，但除了根據統計局中期人口報告預測推算出

2040 年 80.8 萬的總人口數，沒有看見更細緻的各區人口結構及變化。沒有一個明確的人

數據基礎，便無法針對性地就交通、衛生、安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設施進行

需求量化預測和合理配置，建立設施及服務覆蓋率指標，有效推估出總體公共服務設施的

佔地比例 。 

無視人口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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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將是澳門社會未來一大挑戰。據統計，澳門老年人口從今年的 14%到 2036 年

將增至 23%。社工局曾推出《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規劃 2016-2025》相關資訊或者延伸研

究，在這份草案中也全無踪影。又例如澳門的世界休閒旅遊中心定位，疫情前每年旅客數

字達三、四千萬，遠高於本地人口，其城市交通承載力、環境承載力(垃圾量)等造成莫大挑

戰。那旅客和跨境通勤人口對海陸空口岸的壓力，十八分區的旅客量評估和承載力都應該

呈現出來，即使旅遊局曾經在 2017 年公佈過一份《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然而相關

參考資料在《總體規劃草案》竟然隻字未提。 

土地不能無止境的填下去。特區政府及至 2020 年的人口變化以及調控政策，在這份規劃之

中也沒有著墨半分。更重要的是，沒有份長跨二十年的規劃建議，並沒有任何發展時序的

羅列，更沒有預留任何儲備土地，規劃上沒有彈性，只是把人在圖則上塞滿，未來的澳門

城市發展更像是一個劏房式規劃。 

草案把全澳劃作十八個規劃分區，其合理性其實有待商榷，例如：路環區包含受保護的舊

城區、叠石塘山體，以及高密度住宅區，其發展定位和配套設施完全不同。實際操作層

面，現時澳門分區很亂，有堂區、統計分區，各部門可能都有自己的分區，如果無法將各

範疇的統計數據透過總規梳理、整合，有層次地反映出每一個分區的現況，例如基本人

口、房屋、產業、文教設施、社會服務網絡、跨區交通需求等，其實意義不大。 

香港 2030 規劃 技術文件逾 50 份 

別說是官方正式的總體規劃草案，即便是一份大學生的功課，以這樣粗疏的水平，也未必

能輕易過關。香港規劃署於 2019 年公佈《香港 2030+: 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其中便包括 15 份獨立的專題報告，綜合土地需求及供應分析、「檢討甲級寫字樓、商貿及

工業用地的需求」；另有五十多份工作文件及技術分析，涉獵層面廣泛，如：《人口老

化》、《長者設施規劃》、《發展方案的概略經濟及財務評估》、《邊境禁區的發展潛

力》、《經濟規劃服務研究》、《策略性環境評估》。其中更有《與就業用途大關的預測

模型》、《就業人口樓面面積需求預測》等，前期研究嚴謹程度可見一斑。 

反觀澳門的總規草案《技術報告》缺少對城市現狀的分析、對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分析，

缺少對城市空間資源歷史與現狀的量化分析，也未能將已編制的專項規劃統籌梳理。規劃

是一個全面整合各項資源的專業，只有建基於穩打穩紮的數據，更有獨立專項研究的支

撐， 才能組成一個有前瞻性、有邏輯的規劃，儘可能縮窄十年、甚或二十年後的偏差，貼

近發展趨勢。 

《香港 2030+》的作業模式只是《總體規劃》的標準作業程序，澳門的《總體規劃草

案》，完全拉低了業界水平。為甚麼價值千萬的規劃會換來這樣的結果？追本溯源，監督

的政府部門當然難辭其咎。 一份橫跨二十年的法定規劃文件兒戲至此，澳門人，你甘心收

貨嗎? 

景觀分析搬字過紙 

公眾關注的景觀保護方面，《總體規劃草案》中的《主要景觀視點規劃示意圖》羅列出澳

門 21 個主要視點，欠缺詳細視廊分析，視廊講求回望及特定視域，在這裡也完全沒有提

及。而所列文字幾乎是從數年前的《新城規劃草案》中搬字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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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明顯缺陷是，根據第 8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規定的松山燈塔周邊限高範圍，只

以當時的地籍圖圈出（圖中綠色圈），當年中央尚未批准新城 A 區 85 公頃填海地。整份總

體規劃的景觀分析根本沒有顧及 A 區、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這兩大元素，沿用當時批示保護

範圍。由於目前 A 區的限高條件只根據民航高度限制作為主要條件， 如此一來松山燈塔周

邊的景觀未來極可能再次陷入被遮擋的危機之中。  

不談技術上的細節，只看示意圖上的視廊標示，馬虎得難以相像這會來自一份總體規劃的

研究。 

沒有技術，更無民意基礎 

這份規劃草案，沒有技術，更沒有民意基礎。比起過場式的事後公眾諮詢，如此重大的規

劃在形成前已經開放讓公眾參與其中。澳門在前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主事年代，曾經有

過城市規劃公眾參與的小陽春，從新城概念性規劃到社區營造都有不少新嘗試，可惜無以

為繼。 

另一方面，貌似封閉官僚的內地似乎更進一步。2018 年上海市政府發佈《上海市城市總體

規劃 2017-2035》，然而他們的公眾調查始於 2014 年，隨了透過傳統的問卷調查，更透

過內地社交平台與公眾作交流收集意見。同時也透過不同的渠道例如專題研討會及規劃沙

龍收集意見。這些公眾參與活動，作為技術以外的重要支撐，縮窄方案結果與公眾的期望

落差。 

對比起澳門四場諮詢會，每人三分鐘，需要報名還需要現場抽籤。民意有多重要，細節上

高下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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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斷裂 《總規》大計多問題更多 

土地稀缺一直是澳門的緊箍咒。特別是賭權開放後，土地資源向博彩業大幅度傾斜，嚴重

擠壓澳門住屋、公共設施、教育及其他產業用地。重劃全澳土地功能分類及空間佈局，找

回宜居城市及產業多元化的平衡點，解決城市經濟發展造成的空間矛盾，是《澳門城市總

體規劃 2020-2040》最重要的核心內容。 

諮詢草案建議大幅增加綠地開放空間，釋放土地增建商業區，將中途倉及城市廢物處理設

施遷離民居等大方向都值得肯定。然而，這份主宰澳門未來二十年的總規草案，技術含量

遠遠未達標（詳見另文），當中牽涉太多「大計」又有太多留白，沒有政策承托、沒有評

估數據支撐，不但難以說服公眾，甚至連有效討論的基礎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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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劃住先  

以商業區為例，根據草案的最終目標，南灣湖 B 區、原「海洋世界」地段、慕拉士工業區

也劃為商業區。除了 B 區有較明確的定位，補充澳門甲級商廈的不足，打造成新的 CBD 總

部經濟中心，其他區份的定位其實不太明確，要如何與現有商業區互補。澳門固然缺甲級

辦公室，但公眾頂多只見過地產業者的評估數據，這跟政府所做的需求評估是兩回事。未

來輕軌接通橫琴，融入大灣區是國家任務亦是大勢所趨，當局又是否評估過產業外移對辦

公室需求的影響？除了理想中的高端金融業、人民幣結算中心，有發展潛力的本地產業其

實最缺的是哪一類空間和硬件配套設施？  

工廈活化 2.0 版本？ 

上述這些相信最終還是交由市場決定，投資者會作出最明智的抉擇。更大的疑問是，如何

透過都更手段將慕拉士工業區轉型為商業區？將具污染性的工業設施遷離社區很好，但政

府是否研究過澳門工廈生態和產業屬性？非搬走不可的行業還有多少？倘若真要遷出，現

有工業區能否容納得到？ 如果業權問題能解決，業主早已在多年前申請「工廈活化」計劃

申請改建住宅或者變成文創中心，何需等到今時今日。如果要為工廈政策鬆綁，究竟應改

的是土地用途還是工務局的《都市建築總章程》？目前這些租金相對廉價的舊工廈才是真

正的綜合商業區，也是不少中小企辦公室及其他產業活動的棲身之所，提供不少就業職位

及產業多元化的活力。在毫無配套措施下拋出一個虛無飄渺的「工廈活化 2.0」方案，刺激

租金再次飇升，可能令這些產業活動先受害。 

都更政策十劃未有一撇，已經寫入總規草案，無疑是作繭自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另一

個例子是，擬定優先都更的祐漢東區 2，在草案中已標明人口密度會減少，意味將來區內的

重建項目樓地板不能再增加。沒有利潤空間的項目發展商不會沾手，即使政府和都更公司

肯讓利，絕大部分小業主也不會願意全資承擔重建費，都更還可以如何走下去？  

大破大立 偉龍公屋應改用途 

其實商業區的最理想位置，應是機場對面的偉龍馬路公屋地段。該地段周邊路網狹窄、受

機場噪音和焚化爐等高污染設施影響，也缺乏空間再為 6500 戶的公屋社區再建配套設施，

若將錯就錯，日後肯定比石排灣公屋更淒慘。目前該地段僅批出斜坡重整工程，與其將上

屆政府的規劃錯誤執行到底，不如借這次機會將土地改回商業用途。改用途不但可放高建

築限高，充分利用地積比，而且政府收回四十多幅閒置地，要重新找公屋地皮也不是太

難。 

叠石塘山不應再開發  

除了土地分類，另一個公眾關注焦點是敏感區的建築限高 。公聽會上，官員一開始即撇清

關係，指建築限高「與總規無關」，其實有誤導成份。若然如此，諮詢文本根本不用寫南

灣湖 CD 區建築高度不超過西望洋山的 62.7 米，外港一帶建築高度要階梯式向海邊逐級下

降，官員也不會在「撲火」時稱叠石塘山地段「只是建低密度」住宅。經過多年保育爭

議，海岸線、山體及承載城市共同記憶的重要景觀視廊，已被市民視為公共財。原本新一

屆政府可以更理直氣壯一點，透過這些民間高度關注的敏感區與前朝劃清界線，表明支持

保育、與市民站在一起的決心。若因眷戀少少地而落得瓜田李下，不值得。 

草案彈性大 易變隨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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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份諮詢草案不是寫得太虛就是太死，隨便一句說話已是一項發展大計，例如內港擬近岸

填海變成另一個商業區，但計劃可行性連官員也無底。對公眾而言，沒有前期研究和評估

數據，根本無法討論現有土地功能分配是否合理。 

《城市總體規劃》作為最高層級的法定規劃，對日後城市發展起指導性作用。總規出台

後，距離詳細規劃生效尚有幾年空白期，期間即是根據這份總規來批出規劃條件圖。這份

草案內容彈性實在太大，僅是寫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規劃原則，沒有實質性可操作

的規劃文本。涉及龐大利益的土地用途規劃圖如此粗糙，即使日後出台也很容易出現爭

議，視乎當時社會情境拉扯，而不能將此作為一個根本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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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意志毀新城新希望 《總規》莫走回頭路 

前朝一直難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諮詢草案，這個「計時炸彈」終在第五

屆政府手上引爆。總規如今陷入不少進退兩難的局面，例如：為了救新城 A 區可能不得不

放棄 D 區；第四大橋以外，又要用天價再建海底輕軌東線，其中一大遠因正是 2015 年新

城規劃第二階段諮詢結果被長官意志推翻、背離科學決策所致，重回正軌的成本註定非常

沉重。 

骨牌倒下 一發不可收拾 

空間和交通規劃環環相扣，無得「袋住先」。當第一塊骨牌倒下了，後續影響接踵而來。

新城影響舊城，地下影響地面，人口密度影響路網負荷及交通規劃；A 區毀了禍及 D 區，

D 區消失的話，毗鄰的 C、E 區交通連接、第五通道又要重新部署，不是隨便拋一個跛腳的

方案就可以了事。 

昨日因，今日果，最好的例子擺在面前。當年前特首崔世安推翻隧道方案，第四通道改行

地面，大橋落腳點削去 A 區南面大片公共用地，城市門戶公園和文化設施大縮水。原本地

下化的交通網絡(見圖紅色虛線部分），可以分流經港珠澳大橋及第四通道進入 A 區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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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減輕外環道的交通壓力，同時可與連接科學館的 AB 區隧道銜接，透過地下車道快速直

達 B 區。隨著政策急轉彎，這個原來可望疏導新城交通、為舊區減壓的外環道擴容工程，

「雙環雙軸主幹道系統」重要組成部分被打散，影響其實遠比第五通道延遲興建來得深。 

圖片說明：新城 A 區原交通路網圖(上)及《總規》草案圖示對比(下)，紅色虛線為地下外環

道。 

輕軌東線倒錢落海 

第四大橋的爭議橫跨兩屆政府，崔世安以政治決定執意推翻科學論證的隧道方案，漠視民

意，固然要負上最大責任。但令人失望的是，新一屆政府沒有理會民間呼聲，在最後時刻

剎停第四大橋方案，重新修訂加入輕軌行駛空間，甚至連不得不這樣選擇的理由也沒有公

開解釋過。如今，再花數百億天價另建輕軌東線，有如倒錢入大海，並非一句使多少少錢

那樣雲淡風輕。當一切已成定局，其實輕軌東線諮詢已沒有多大意義，市民並沒有真正的

選擇權。 

交通只做五年規劃？ 

要收拾新城留下的爛攤子本來就不容易，這次總規草案並沒有汲取教訓，不但補不了舊的

洞，又挖了新的坑。現在端上枱面的方案莫說是二十年，連五年之內的交通問題也解決不

了。連一份專項研究也沒有，未有訂下公交分攤率等可量化的積效指標，主幹道是走地上

還是地下都沒有清楚標示出來，只畫幾條線就要市民「袋住先」「信住先」？公聽會上，

交通官員竟稱詳細路網要等下階段規劃才有一個說法。 

諮詢文本沒有明說，按照現時的版本，其實已經暗暗推翻了《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

2010-2020》「以輕軌為主幹，巴士、的士為基礎，步行系統為輔助」的方向，公交系統

的核心又從輕軌轉回路面交通上。步行系統再改造也解決不了跨區交通問題。 

交通基建及主要路網是城市規劃的骨架，怎能簡單帶過？特別是輕軌建設嚴重滯後，澳門

半島西線、氹北線至今仍懸而未決。若未來五年、十年現實只能如此，市民不是更應該要

問：依賴巴士系統可以走多遠？未來還有哪些路網擴容工程？可以增加多少條公交專道？

或者，還有哪些創新的出行模式可以探討，連接離島的水上渡輪交通或特定地區點對點的

共享單車模式是否可行？  

新城規劃跌了重重一跤，民間對第五通道日後的走向、延伸路網銜接問題不再善罷甘休。

總規就算再趕，也不能先求有再求好，一是合法性問題，假如 D 區消失涉及規劃重大修

改，按《城規法》必須重走一次程序；其次，光是交通規劃的種種缺陷已經要懸崖勒馬，

否則一步錯步步錯，全民皆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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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容易命名難 新城更怕改壞名 

 

最近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甚麼房屋、景觀、交通、綠化、商業…都成為熱門討論話題，

作為澳門首次的法定規劃諮詢，上述這些討論，應該不讓人意外，筆者覺得有趣的是，市

民似乎很在意草案中將澳門十八個規劃分區的劃分方式。 

首先，分區的命名就引起不滿，甚麼北一區、北二區，明明就是青洲─林茂塘和台山─祐

漢…大家都知道，好端端卻為社區生出一些生硬的機械化名字。另一個就是天主教教會常用

的堂區，北區就是花地瑪堂區，雖不常用，大家都知道，在澳葡時代權充行政區使用，算

是一種澳門幾百年一直遺留的傳統。但實際上很多政府部門都沒有嚴格依從堂區來劃分工

作區域。因此在實際生活中，澳門人對「區」存在著兩套概念，一是坊間長年以來自我界

定的區域，如新橋、下環等，生活中一講就明白大概位置。但沒有人可以說清這些區之間

的實際邊界在哪。另一套概念是澳葡時代留下的堂區，界線清楚，在實際日常生活中卻無

多大的用處，之前選舉都是按堂區投票，所以為人所認識。 

在現代的生活之中，上述兩套分區都不甚好用，特區政府有沒有融合上述兩者的分區方

式？答案是有的，就是統計區的統計分區。統計局做人口普查時採用的統計分區，一共有

二十三個，一一年的人口普查和一六年的人口統計大概都採用這個分區，而這套分區，其

實也是來自七大堂區，再以堂區拆細為幾個統計分區。這些分區全都用我們生活中的慣常

叫法，例如：沙梨頭、高士德、中區…總規諮詢本文中指出，十八區是參考既有的統計分區

來劃設。但為甚麼叫成東三、北二、中一就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澳門人很介意。 

方向加數字的命名方式有甚麼問題？就好像一家幾兄弟姊妹，名字都叫一、二、三、四…放

在今天，難免會給身邊人議論，家長是否不識字？否則誰會不給孩子改個好名字呢？同樣

地，把有名有姓的社區叫作一、二、三，它的歷史、文化意涵頓時貶值。想想聖方濟各是

個歷史人物，聖方濟各．沙勿略與澳門的開埠和天主教的東傳有關，而新橋則是澳門一條

古村…這些名字背後都有故事。 

澳門人這種態度的背後，其實在表達一種地域認同。這種認同，源於對澳門自身的本土價

值的認知。有人說是基於澳門經濟發達帶來的自豪感，也有人認為是一個本土價值崛起的

浪潮所致…反正結果就是坊間有一套對社區空間的定義，而這件事本身，是一件很政治的

事。因此，城規草案可能想避開這些認同問題，而選擇機械式命名，結果卻跌入另一個爭

議之中。後來工務局澄清，規劃分區只限於城規，不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如果一個城市規劃

的執行，對市民日常生活毫無影響，那才是怪事吧！ 

為社區命名，是一件避無可避，卻又敏感的事。以往澳門有新區，社區名字往往是那裡的

第一個建築的名字，例如祐漢區、台山區、皇朝區都是這樣叫開的。好像新城 A 區這麼大

的一塊土地，未來它必獨自成一區，總不能一直叫 A 區，難道叫豚城區…各位讀者，筆者

不是開玩笑，A 區第一條馬路就叫豚城大馬路。澳門人緊張一下這個分區也好，免得一覺

醒來，都變成了「澳豚」。 

□ 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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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0  25/9/2020  訊報 

三流規劃 虛等十年 

 

五年前的新城規劃諮詢被長官意志推翻，澳門人跌了重重一跤。五年又五年，如今等到的

竟是一個一個欠缺前期規劃研究、技術缺陷千瘡百孔的《城市總體規》草案。牽涉各政策

層面的總規諮詢，猶如一次大考，曝露澳門浪費十幾時間所付出的代價。重考，總比繼續

自欺欺人強得多。 

 

 

 

N231  26/9/2020  澳門日報 

街總促檢討樓宇維修資助城規師倡祐漢都更先易後難 

 

【本報消息】都更公司已完成祐漢七幢舊樓的入戶調查，推進都更步伐。街總北區辦事處

昨舉辦"舊區居民甚艱辛，都市何時才更新"座談會，探討都更情況及祐漢重建問題。街總社

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家良建議短期內檢討樓宇維修資助計劃，處理祐漢舊樓的石屎剝落及

鋼筋外露等危險問題，中期則應加快立法步伐，並將重建業權百分比抽出先單獨立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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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師胡玉沛則建議祐漢七幢樓要先易後難，分階段逐幢重建，先以樓齡及結構安全、業權

完整度等甄選及評估。 

座談會昨日下午四時半在祐漢新村第四街休憩區舉行，陳家良、胡玉沛、馬黑祐坊會副理

事長洪偉東擔任嘉賓，與居民探討都市更新及祐漢重建問題。 

須訂短中期規劃 

陳家良表示，今屆政府上場後，都市更新工作出現實質性進展，包括在總規草案中定出祐

漢與關閘優先進行都更，亦有立法工作及置換房及暫住房建設、祐漢七幢樓群入戶調查

等。他認為都更工作需要短中期規劃，短期要加強改善舊區環境，政府部門及社團應經常

落區巡視，聯同業主及租戶進行清潔，亦要檢討樓宇維修資助計劃有否條件處理樓宇的即

時危險，如石屎剝落或鋼筋外露等問題。中期方面，應加快置換房及暫住房的興建，以下

調重建業權的百分比，建議斬件立法，如之前的樓宇重建稅務優惠法律一樣，將業權百分

比的部分單獨立法。 

分階段都更喬遷 

胡玉沛認為祐漢七棟樓若整片一次性都更，存在困難。儘管黑沙環 P 地段有足夠的暫住房

讓祐漢原居民搬遷，但他建議在總規配套下，將地段分成細小項目，先易後難，分階段喬

遷及都更，以增加居民的認受性及重建信心。先以樓齡及結構安全、業權完整度等甄選及

評估；未重建的則要加固及維護基礎結構，令原居民安心等候。同時，還要考慮到部分單

位並非原業主居住，很多都是基層租戶，當日後啟動都更時，需考慮他們的需要。 

胡玉沛冀在都更問題上，法律與規劃言行合一，同步發展，民意基礎、法律立法，以及硬

件黑沙環 P 地段的置換房及暫住房，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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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2  26/9/2020 澳門日報 

街總促檢討樓宇維修資助 

 

街總促檢討樓宇維修資助 

    城規師倡祐漢都更先易後難 

【本報消息】都更公司已完成祐漢七幢舊樓的入戶調查，推進都更步伐。街總北區辦事

處昨舉辦“舊區居民甚艱辛，都市何時才更新”座談會，探討都更情況及祐漢重建問題。

街總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家良建議短期內檢討樓宇維修資助計劃，處理祐漢舊樓的石屎

剝落及鋼筋外露等危險問題，中期則應加快立法步伐，並將重建業權百分比抽出先單獨立

法；城規師胡玉沛則建議祐漢七幢樓要先易後難，分階段逐幢重建，先以樓齡及結構安

全、業權完整度等甄選及評估。 

座談會昨日下午四時半在祐漢新村第四街休憩區舉行，陳家良、胡玉沛、馬黑祐坊會副

理事長洪偉東擔任嘉賓，與居民探討都市更新及祐漢重建問題。 

    須訂短中期規劃 

陳家良表示，今屆政府上場後，都市更新工作出現實質性進展，包括在總規草案中定出

祐漢與關閘優先進行都更，亦有立法工作及置換房及暫住房建設、祐漢七幢樓群入戶調查

等。他認為都更工作需要短中期規劃，短期要加強改善舊區環境，政府部門及社團應經常

落區巡視，聯同業主及租戶進行清潔，亦要檢討樓宇維修資助計劃有否條件處理樓宇的即

時危險，如石屎剝落或鋼筋外露等問題。中期方面，應加快置換房及暫住房的興建，以下

調重建業權的百分比，建議斬件立法，如之前的樓宇重建稅務優惠法律一樣，將業權百分

比的部分單獨立法。 

    分階段都更喬遷 

胡玉沛認為祐漢七棟樓若整片一次性都更，存在困難。儘管黑沙環 P 地段有足夠的暫住

房讓祐漢原居民搬遷，但他建議在總規配套下，將地段分成細小項目，先易後難，分階段

喬遷及都更，以增加居民的認受性及重建信心。先以樓齡及結構安全、業權完整度等甄選

及評估；未重建的則要加固及維護基礎結構，令原居民安心等候。同時，還要考慮到部分

單位並非原業主居住，很多都是基層租戶，當日後啟動都更時，需考慮他們的需要。 

    胡玉沛冀在都更問題上，法律與規劃言行合一，同步發展，民意基礎、法律立法，以及

硬件黑沙環 P 地段的置換房及暫住房，三者缺一不可。 

 

N233  26/9/2020 新華澳報 

座談探都更推進 街總倡分期規劃 

 

【本報訊】都更公司正進行祐漢七幢舊樓的入戶調查，推進都更步伐。街總北區辦事處舉

辦「舊區居民甚艱辛，都市何時才更新」座談會，探討都更情況及祐漢重建問題。 

街總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家良認為都更工作需要短中期規劃，短期要加強改善舊區

環境，政府部門及社團應經常落區巡視，聯同業主及租戶進行清潔，亦要檢討樓宇維修資

助計劃有否條件處理樓宇的即時危險，如石屎剝落或鋼筋外露等問題。中期方面，應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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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換房及暫住房的興建，以下調重建業權的百分比，建議斬件立法，如之前的樓宇重建稅

務優惠法律一樣，將業權百分比的部分單獨立法。 

城規師胡玉沛認為祐漢七棟樓若整片一次性都更，存在困難。盡管黑沙環 P 地段有足

夠的暫住房讓祐漢原居民搬遷，但他建議在總規配套下，將地段分成細小項目，先易後

難，分階段喬遷及都更，以增加居民的認受性及重建信心。先以樓齡及結構安全、業權完

整度等進行甄選及評估；未重建的則要加固及維護基礎結構，令原居民安心等候。 

 

 

 

N234  26/9/2020 市民日報 

匯智社為城市總規建言獻策 

 

【本報訊】由澳門匯智社主辦，澳門青年聯合會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匯智堂之社會

時事座談會」日前舉行（右圖），邀請了 20 名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

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當中各成員針對都市更新、區域劃分、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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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旅遊區配置、新填海土地用途、醫療養老及無障礙設施，以及社區設施等範疇分享

各自的意見和建議。 

就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匯智社副會長何詠恩提出可深化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構建

碼頭產業時光廊；建議建設碼頭歷史時間廊，展示內港碼頭的歷史興衰館，不定期舉辦不

同的主題展覽與藝文活動，如傳統道地美食、茶藝、雜貨等，豐富該區旅遊元素。將碼

頭、倉庫建築物打造結合歷史、文創、休閒有溫度和新地標性風貌景點，從而帶動該區適

度多元，創出新商圈。成為青年旅客旅遊路線之一，從而體驗一下當地過去的時代痕跡，

有助於青年人認識澳門歷史悠久的本土文化。 

對於都市更新，有成員建議政府應明確區域的更新次序，除了備受關注的北區和祐漢等

外，中南區當中的舊城區也是比較有逼切性的。同時，亦有成員指出政府需要凝聚社會共

識和法律專業意見，梳理澳門法律對業權限制與都市更新效率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參考鄰

近或發達地區的成功實踐經驗和慣例，從中取捨以達到實際可行的推進。此外，由於現時

土地有限，活化和重建的計劃也需要考慮到給原有居民或貨物提供暫時安置的空間。 

另外，對於總體規劃草案中的區域劃分，有成員提到現有的 18 個規劃分區是綜合了現時統

計分區的人口分布、特色和功能，重新劃區的。關於分區較為關注的是「區區有服務，區

區有特色」，如確立分區的定位，則需按定位進行分區功能設施配置和數量的評估，尤其

需重點建設相應分區的防災減災的配套市政建設。同時，因特區政府就疫情提出有分級分

區精準防控管理措施的初步構想，如何在總規中的分區提前做好應對傳染病爆發的分區防

控預案，亦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本次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為本年度「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系列的第二個座談會。每

次座談會均以社會熱點時事為主題，為澳門匯智社成員及其他有興趣參與的青年提供交流

討論平台，匯賢集智為澳門社會的發展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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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5  26/9/2020 正報 

匯智社為城市總規建言獻策 

 

【特訊】由澳門匯智社主辦，澳門青年聯合會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 "匯智堂之社會時事

座談會" 於日前舉行，邀請了二十名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

劃（2020-2040）》草案。當中各成員針對都市更新、區域劃分、交通運輸、商業及旅遊

區配置、新填海土地用途、醫療養老及無障礙設施、以及社區設施等範疇分享了各自的意

見和建議。 

就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匯智社副會長何詠恩提出可深化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構建

碼頭產業時光廊；建議建設碼頭歷史時間廊，展示內港碼頭的歷史興衰館，不定期舉辦不

同的主題展覽與藝文活動，如傳統道地美食、茶藝、雜貨等，豐富該區旅遊元素。將碼

頭、倉庫建築物打造結合歷史、文創、休閒有温度和新地標性風貌景點，從而帶動該區適

度多元，創出新商圈。成為青年旅客旅遊路線之一，從而體驗一下當地過去的時代痕跡。

有助於青年人認識澳門歷史悠久的本土文化。 

 

對於都市更新，有成員建議政府應明確區域的更新次序，除了備受關注的北區和祐漢等，

中南區當中的舊城區也是比較有迫切性的。同時，亦有成員指出政府需要凝聚社會共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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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業意見，疏理澳門法律對業權限制與都市更新效率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參考鄰近或

發達地區的成功實踐經驗和慣例，從中取捨以達到實際可行的推進。此外，由於現時土地

有限，活化和重建的計劃也需要考慮到給原有居民或貨物提供暫時安置的空間。 

另外，對於總體規劃草案中的區域劃分，有成員提到現有的 18 個規劃分區是綜合了現時統

計分區的人口分布、特色和功能，重新劃區的。關於分區較為關注的是"區區有服務，區區

有特色"，如確立分區的定位，則需按定位進行分區功能設施配置和數量的評估，尤其需重

點建設相應分區的防災減災的配套市政建設。同時，因特區政府就疫情提出有分級分區精

準防控管理措施的初步構想，如何在總規中的分區提前做好應對傳染病爆發的分區防控預

案，亦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本次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為本年度"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系列的第二個座談會。每次座

談會均以社會熱點時事為主題，為澳門匯智社成員及其他有興趣參與的青年提供交流討論

平台，匯賢集智，為澳門社會的發展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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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6  26/9/2020 華僑報 

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匯智社廿成員各抒己見 

 

【特訊】由澳門匯智社主辦，澳門青年聯合會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匯智堂之社會時

事座談會」於日前舉行，邀請了二十名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

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當中各成員針對都市更新、區域劃分、交通運

輸、商業及旅遊區配置、新填海土地用途、醫療養老及無障礙設施、以及社區設施等範疇

分享了各自的意見和建議。  

就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匯智社副會長何詠恩提出可深化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構建

碼頭產業時光廊；建議建設碼頭歷史時間廊，展示內港碼頭的歷史興衰館，不定期舉辦不

同的主題展覽與藝文活動，如傳統道地美食、茶藝、雜貨等，豐富該區旅遊元素。將碼

頭、倉庫建築物打造結合歷史、文創、休閒有温度和新地標性風貌景點，從而帶動該區適

度多元，創出新商圈。成為青年旅客旅遊路線之一，從而體驗一下當地過去的時代痕跡。

有助於青年人認識澳門歷史悠久的本土文化。 

 對於都市更新，有成員建議政府應明確區域的更新次序，除了備受關注的北區和祐漢

等，中南區當中的舊城區也是比較有迫切性的。同時，亦有成員指出政府需要凝聚社會共

識和法律專業意見，疏理澳門法律對業權限制與都市更新效率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參考鄰

近或發達地區的成功實踐經驗和慣例，從中取捨以達到實際可行的推進。此外，由於現時

土地有限，活化和重建的計劃也需要考慮到給原有居民或貨物提供暫時安置的空間。 

 另外，對於總體規劃草案中的區域劃分，有成員提到現有的十八個規劃分區是綜合了現

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重新劃區的。關於分區較為關注的是「區區有服

務，區區有特色」，如確立分區的定位，則需按定位進行分區功能設施配置和數量的評

估，尤其需重點建設相應分區的防災減災的配套市政建設。同時，因特區政府就疫情提出

有分級分區精準防控管理措施的初步構想，如何在總規中的分區提前做好應對傳染病爆發

的分區防控預案，亦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本次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為本年度「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系列的第二個座談會。

每次座談會均以社會熱點時事為主題，為澳門匯智社成員及其他有興趣參與的青年提供交

流討論平台，匯賢集智，為澳門社會的發展建言獻策。 

 

390



 

 

 

N237  26/9/2020 市民日報 

祐漢重建應先易後難有序推進 

 

【本報訊】都市更新公司正開展「祐漢 7 棟樓群」調研，作為開展都市更新工作的參考。

昨在街總舉辦的座談會上，有講者建議先易後難分階段重建祐漢 7 棟舊，並以樓齡、結構

安全、業權完整程度甄選重建的先後次序，期望增加居民對都市更新的認受性及重建信

心。 

街總昨在祐漢新邨第四街休憩區舉辦「北區座談會」，邀請城規會委員陳家良、城規師胡

玉沛，探討「舊區居民甚艱辛，都市何時才更新」。 

倡降重建業權百分比單獨立法 

陳家良建議，短期內檢討樓宇維修資助計劃，處理祐漢舊樓石屎剝落及鋼筋外露等危險問

題；中期則應加快立法步伐，並將重建業權百分比抽出先單獨立法。他並認為，都更工作

需要短中期規劃，短期要加強改善舊區環境，政府部門及社團應經常落區巡視，聯同業主

及租戶進行清潔，亦要檢討樓宇維修資助計劃有否條件處理樓宇的即時危險，如石屎剝落

或鋼筋外露等問題。中期方面，應加快置換房及暫住房的興建，下調重建業權百分比，建

議斬件立法，如之前的樓宇重建稅務優惠法律一樣，將業權百分比的部分單獨立法。 

胡玉沛表示，從規劃角度，祐漢區的重建以至都市更新，必須在總規框架下進行，但 7 棟

樓一次性都更相信會存在困難，儘管黑沙環 P 地段有足夠的暫住房讓 7 棟舊樓的原居民搬

遷暫住，但從規劃的角度，建議先易後難，將地段分成細小項目，分階段根據城規逐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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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市更新，以增加居民的認受性及重建信心。他並提出先以樓齡、結構安全、業權完整

程度甄選重建的先後次序，其他尚未開始重建的，亦應先做好加固工程，讓等待重建的居

民亦能安心。 

他又指，都市更新的規劃、法律要同步發展，同時要有民意基礎，必須 3 方面工作同步進

行，缺一不可。 

他並希望都更公司盡快向公眾公布 7 棟舊樓重建的設計圖，讓社會和城規會能夠加大力度

關注。

 

 

N238  26/9/2020 澳門日報 

匯智社為城市總規劃建言 

 

【本報消息】由匯智社主辦，青聯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日前

舉行，邀請二十名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

—二○四○）》草案，分享意見和建議。 

副會長何詠恩提出，可深化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構建碼頭產業時光廊；建議建設碼頭歷史

時間廊，展示內港碼頭的歷史興衰館，不定期舉辦不同的主題展覽與藝文活動，創出新商

圈。 

對於都市更新，有成員建議政府應明確區域的更新次序，參考鄰近或發達地區的成功實踐

經驗和慣例，活化和重建的計劃也需要考慮給原居民或貨物提供暫時安置空間。對於區域

劃分，需按定位進行分區功能設施配置和數量的評估，尤其需重點建設相應分區的防災減

災的配套市政建設。同時，因特區政府就疫情提出有分級分區精準防控管理措施的初步構

想，如何在總規中的分區提前做好應對傳染病爆發的分區防控預案，亦值得思考。 

本次座談會為本年度"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系列的第二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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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9  26/9/2020 正報 

祐漢七幢樓群重建何日？ 胡玉沛：須三元素同步完成 

 

【本報訊】祐漢七幢樓群，多來年由於法律及多方面問題，一直未能啟動。城規師胡玉沛

認為，法律、民意、暫住房等三個元素必須同步完成。又建議，先將業權較完整度、結構

和殘破程度較差的單幢作優先重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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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總昨午假祐漢新村第四街休憩區舉行北區座談會，主題為「舊區居民甚艱辛、都市何時

才更新」，邀請城規師胡玉沛、街總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家良、馬黑祐坊會副理事長洪

偉東共同探討都市更新及祐漢重建問題。 

特區政府於二零零四年提出「舊區重整」概念，至二零一四年在「舊區重整」的基礎上提

出「都市更新」，目前，將之納入城市總規諮詢文本之中。陳家良認為，藉此契機，再次

帶出祐漢區重建、環境衛生等問題。在區內，不少樓宇由於日久失修而殘破及石屎剝落，

陳家良建議，透過樓宇維修基金協助處理石屎剝落問題，以免傷及途人，中期則需要加快

置換樓的興建，配合重建及住戶搬遷問題。 

他亦指出，重建上現時最大問題是業權比例問題，透過街總日常工作掌握到，區內業主同

意將重建業權比例由百分百降至以七成至八成半，在坊會的經驗中，認為七成至八成業權

比例是可具操作性，建議可以將業權比例抽出單獨立法，以利加快重建的推行，但必需清

晰列明賠償問題。並建議，可以先抽出幾幢作重建。 

胡玉沛也認為，一次性都更會有困難，他建議，先將業權較完整度、結構和殘破程度較差

的單幢作優先重建考慮，其餘的可加固結構，讓市民對都更建立信心。並建議，法律、民

意、暫住房等三個元素必需同步完成，缺一不可，即在推動都更立法的同時，需要推動置

換房項目的落實和聽取民意，同時完善軟、硬件。 

 

 

N240  27/9/2020 市民日報 

青洲整治計劃納總規增設施綠化 

 

【本報訊】上屆政府曾對青洲進行分區規劃，對於社會關注舊有的青洲規劃研究是否還在

總體規劃中，工務局指出，青洲整治計劃已放入總規草案，未來會進一步推進，並增加區

內公用設施及綠化空間，遷移較污染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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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在第二場總規諮詢會上，先後有市民關注青洲區規劃的問題。有市民指，1996 年澳葡政

府曾提出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至 2007 年特區政府作第二次修改，現在未有具體時間表，

總規是否涵蓋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有市民則關注青洲山體保育比較惡劣的問題，且有否

有效措施解決青洲山修道院業權問題和環境治理？ 

青洲山保護範圍增逾 1 倍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青洲山整治計劃會在總規中一直延續，相對 2010 年的

青洲規劃，目前對青洲山保護範圍加大逾１倍，未來會於區內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空間；

至於業權問題涉及私地較多，希望逐步解決及改善區內問題。城規會配合環境保護及文化

保育要求，最大程度保育青洲山，後續會繼續細化相關工作，優化區內環境。 

另外，有市民認同將慕拉士工廈轉商業，但業權分散，改變困難重重，倡提供誘因，如鼓

勵污染場所遷出，吸引文創藝術團體進駐。有居民擔心轉型會抬高地價，致營運成本上

升，與該區生活質素不符。麥達堯坦言轉型可能有地價提升等方面作用，但政府希望透過

城規提升社區整體環境。過程中不一定整幢工廈變商業，冀向社區提供更多公共設施、綠

化空間，面積亦會在詳規中訂定。 

他又指，按照總規草案，現有居住區、商業區的工業用地，如提督馬路、關閘一帶的工業

區都會遷移集中於 4 大工業區。 

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總規草案建議氹仔聯生工業區整合發展、產業升級，

研究用作資訊科技發展及辦公室的用途，以提升工業區的經濟功能，並逐步釋放原污染用

地。 

 

 

 

N241  27/9/2020 澳門日報 

增加公用設施綠化空間 青洲區擬遷移較污染場所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提出青洲區會增加住宅，令人憂人口過度及青洲山的保育，工務局

強調會最大程度保育青洲山，青洲山整治計劃會在總規中延續，並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空

間，遷移較污染的場所。 

整治計劃總規延續 

昨日公衆諮詢場有居民關注青洲山整治計劃及青洲山的保育。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回應

表示，青洲山整治計劃會在總規中延續，並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遷移較污染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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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指目前青洲山保護範圍已較二○一○年規劃加大一倍，但該處私家地較多，需逐步解決

業權問題及改善區內環境。當局清楚青洲山的重要性，會配合環境保護及文化保育的要

求，最大程度保育青洲山，後續細化相關工作，優化該區環境。 

另有關注原逸園狗場有否規劃如停車場的社會設施。麥達堯稱，在可行情況下會複合使用

土地，例如防洪設施，但球場人流疏散的安全性等各方面都要考慮。 

冀為原居民做啲嘢 

昨有路環原居民在諮詢場上發言，有感文本規劃的美好家園離他們很遠，冀身為父母官，

能夠為原居民"做啲嘢"，落區探討沒有原居民業權登記的原因，"今日唔做，問題永遠喺度

"。工務局長陳寶霞回應畢竟現時是規劃諮詢，但會將問題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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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2  27/9/2020 澳門日報 

整合發展 產業升級 顧問公司：聯生區研資科用途 

 

【本報消息】工務局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居民時表示，按照總規草案，除慕拉士工業區

外，提督馬路、關閘一帶的工業區，未來亦擬遷移至四大工業區。又指慕拉士工業區轉型

或抬高地價，但政府冀改善社區整體環境。 

業權分散改變困難 

有居民認同將慕拉工廈轉商業，但業權分散，改變困難重重，倡提供誘因，如鼓勵污染場

所遷出，吸引文創藝術團體進駐。有居民擔心轉型會抬高地價，致營運成本上升，與該區

居民生活指素不符。 

麥達堯坦言轉型可能有地價提升等負面作用，但政府希望透過城規提升社區整體環境。過

程中不一定整幢工廈變商業，將為社區提供更多公共設施、綠化空間，面積會在詳細規劃

中訂定。 

四大工業區包括青洲跨境工業區、北安工業區、路環聯生工業區和九澳工業區，鼓勵產業

升級。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舉例，路環聯生工業區未來整合發展、產業升級，研

究用於資訊科技發展及辦公室的用途，提升經濟功能，並逐步釋放原污染場所。 

有居民關注總規草案如何促進本澳提出多年的產業適度多元及大灣區發展。梁銘茵表示，

考慮到本澳產業單一，草案建議未來增加約一百公頃商業區。如內港商業區增加內港經濟

活力、新城 B 區建設總部經濟等商業活動，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建設會展設施，商業區接近

居民，有助使地區活動及就業機會更均衡。 

推一河兩岸合作帶 

區域合作方面，草案提出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包括建設關閘商業區域、十字門水域區域及

橫琴蓮花區域三個合作樞紐，完善對外連接以促進區域合作。 

至於原海洋世界用地劃作商業用途的細節，麥達堯指配合特區多元經濟的發展方向，故規

劃設置總部經濟、商廈設施，亦會有社區零售及綠地，當局已與市政署等相關部門商討延

長海岸單車徑，設置綠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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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3  27/9/2020 澳門日報 

團體倡支持青年雙創引才落地 

 

【本報消息】城市總體規劃作為定位本澳長遠發展的行動指南，將影響澳門青年未來二十

年。澳區廣東省政協委員、大灣區青年發展協會會長黎鳴山認為，總規需就社會長遠發展

對青年訂立更友善機制，建立一個有清晰城市發展方向的宜居活力城市，支持青年專注創

新創業、吸引人才落地。 

澳門居民對房屋需求日益增長，供應常期不足，個別區份人口密度過高。黎鳴山認為，土

地規劃和發展往往需要多年，不能只靠單一政策，總規需訂定不同方案多管齊下並持之以

恆，以解決澳門人口密度高企、不均問題。城市宜居程度將會是影響優秀人才及新興高端

產業公司落地澳門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議政府除為新城區興建公屋提出時間表外，亦可規劃青年房屋特別用地，創造青年購或

租屋優惠措施，創造友善居住條件，構建短、中、長期青年房屋供應項目，減輕青年居住

負擔，鼓勵青年婚育。 

不少市民建議優化舊區，亦同時關注保護獨特舊建築，及適時擴充户外空間及增建公共設

施，優化社區功能，讓不同市民可一起享用。黎鳴山指出重視自身社區文化和共享空間已

成為未來居住趨勢，特區政府可就總規考慮加入近年在各大城市風行的"共享社區"，共享資

源範圍涵蓋公共物理空間、公共生活設施、公共生活工具、公共文化娛樂資源。透過新城

區發展機會特區政府可探索於本澳可行的共享社區，在如今生活空間不斷受旅客影響及樓

價高企情況下，為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提供新的居住及生活模式，滿足期望。 

總規定調新興高端產業及工業升級作為澳門未來重點發展方向，但社會在產業結構優化及

多元化上仍未有共識。黎鳴山表示，本澳青年發展除需要滿足現時就業市場外，亦需作人

才儲備應付澳門發展方向，故需有明確發展方向，以便本澳青年選擇升學及日後在職培

訓。社會發展非一蹴而就，發展方向亦非單方面可由特區政府成功主導，需普及市民相關

認知，讓市民作討論以凝聚社會共識，並需有長期有效及快速收集廣泛青年意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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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4  27/9/2020 大眾報 

總規次場公眾諮詢會 關注南灣 CD 區景觀維護 

 

【特訊】政府昨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在工務局大樓舉辦第二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

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約 100 名市民出席。列席會議的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表示，

諮詾開展至今，目前收到有關總體規劃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A

區及填海、住屋、景觀等問題，大部分意見肯定興建輕軌東線有助緩解交通，同時關注站

點接駁、商業元素、線網延伸等。 

對於不少意見關注城市發展的具體建築條件，她指出，作為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除了

嚴格遵守《城市規劃法》的規定外，需要尊重和考慮已建城區的現況；同時，在區域上融

入國家發展戰略，並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重大施政任務，創造空間條件。所以，總體規

劃的內容需要適當掌握剛性及彈性的尺度，為後續詳細規劃提供指導性的框架。 

南灣 O 口區建築． 採高低錯落保護景觀 

會上，多名市民發言關注南灣湖 C、口區的景觀維護問題，當中有意見認為地段限高 62．T

米將破壞舊大橋一帶景觀，建議參考立法會約 21 米的高度。亦有市民指，現時該地段比較

開揚，但若規劃興建大量政府辦公設施，會讓該區變成高密度屏風樓，影響休憩環境，認

為更適宜興建圖書館、藝術館、文創園等文旅設施，政府辦公樓應另覓選址。 ，．文他局

文化遺產蘸代聽長蘇建明回應時表示，諮詢文本提到致力對本澳苟代表性或有價值景觀的

視廊視線，構建一個「山、海、城」的空間格局，提出城市內 21 個需要保護的制高點和景

觀視線進行保護。有關南灣湖 n、D 區的建築限 1n62．T 米是最大發展容量，在此高度基

礎上，會由主教山向沿海逐漸下降，也會採用高低錯落的城市設計手法，但具體哪些位置

能看到主教山等，需待下階段詳細規劃和城市設計中進一步分析和規範。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補充，原政法區有七個部門，對空間需求比較大，雖然部分

已遷移至其他地段，但仍有部門有需求，當局基於善用土地原則，希望可設置建築物，高

度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另外，就新城 C、口區填海後的影響，他指出，新城门、D 區填海

後，無可避免會對兩岸景觀造成影響，已規劃新城區預留沿海綠廊，希望透過總規草案讓

公眾提供意見。 

A 區水道填海 

雙利好 

就有市民發言關注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不填口區，改填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令 D 區規

劃名存實亡，質疑有關做法究竟是諮詢抑還是知會，並批評政府輕率推翻如此重大的決

策。 

就此，陳寶霞回應表示，新城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進行填海，除了能夠增加綠化面積之

外，在交通上亦能做到比較好的連接．她並現場展示了該區填海綠化後的環境效果圖，並

製作了同一角度、同一區域的填海前後對比圖，具象地表現環境的變化。 

慕拉士工廈轉型 

或抬高地價 

401



 

 

至於慕拉士一帶工廈計劃轉作商業區，有居民發言表示認同，認為可以帶動該區人流，促

進商業發展，但有關工廈的業權分散，建議政府提供誘因，如鼓勵污染場所撤出，吸引文

創藝術業界進駐。另有意見憂慮轉型作商業區會抬高地價，引致營運成本上升，又指慕拉

士一帶有較多公共房屋，轉型會否導致消費水平與區內居民生活質素不符。 

麥達堯坦言，工廈轉作商業區有可能產生地價抬升等副作用，但政府希望透過城市規劃提

升周邊社區的環境，過程中不一定將全部工廈變做商業區。 

青洲山整治方案將延續 

會上，有市民關注政府過去對青洲進行分區規劃的研究是否涵蓋在總規中。麥達堯回應指

出，青洲山整治計劃會在總規中一直延續，目前對青洲山保護範圍已加大逾一倍，未來還

會進一步推進，並於區內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 空間，遷移較污染的設施。至於業權問題，

因涉及較多私家地，希望逐步 解決，從而改善區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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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5  27/9/2020 澳門日報 

居民憂建高樓影響主教山景觀 南灣湖 CD 區冀劃綠地公共空間 

 

【本報消息】南灣湖 C、D 區的發展高度限制備受關注，總規草案提出於南灣湖 C、D 區設

置政府設施，昨日諮詢場上不少意見提出反對，憂影響主教山景觀，冀劃為綠地或公共開

放空間。 

尊重已建城區現況 

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第二場公衆諮詢場昨下午三時在工務局舉行，多個部門代表出

席。 

工務局長陳寶霞開場稱，諮詢開展至今，收到總體規劃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

公共開放空間、A 區及填海、住屋、景觀等問題；大部分意見亦肯定興建東線有助緩解交

通問題，同時關注站點接駁、商業元素、線網延伸等。 

對於不少意見關注城市發展的具體建築條件，她指作為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除了嚴格

遵守《城市規劃法》的規定外，需要尊重和考慮已建城區的現況；同時，在區域上融入國

家發展戰略，並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重大施政任務創造空間條件。所以，總體規劃的內

容，需要適當掌握剛性及彈性的尺度，為後續詳細規劃提供指導性的框架。 

屏風樓多影響休閒 

昨不少發言居民關注保育問題，尤其是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高度對主教山的景觀影響。當

局設定限高六十二點七米，有居民質疑如果不興建這般高度，為何限高與主教山並排，是

否多次一舉？多位居民均憂慮主教山景觀會落得與東望洋山一樣的下場，現時東望洋山景

觀已被建築物遮擋。 

有居民擔心大量政府設施進駐，變成高密度屏風樓，影響休閒環境。昨不少人倡將該區劃

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政法區"已是"假命題"，大部分部門已有着落，或可在閒置地興

建。政府提出原區就業，中區居民亦想原區休憩，保護澳門獨有的"山、海、城"景觀。 

力保價值景觀視廊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表示，總規草案致力保護澳門具代表性及有價值的景觀視

廊，構建"山、海、城"的空間格局，尤其提出廿一個受保護制高點、城市景觀及視覺走廊

等。 

南灣湖 C、D 區限高六十二點七米是最大發展容量，建築物高度將由主教山向海逐漸下降，

並呈高低錯落。由地面望向主教山景觀視廊的具體位置，將在下階段詳細規劃時再作規

範。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原政法區七個部門，部分已有地方用，但有部門仍有需

求，基於善用土地原則，希望可設置建築物，高度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 

 

 

 

 

 

403



 

 

 

 

 

N246  27/9/2020 濠江日報 

總體規劃次場公眾諮詢會 適當保留彈性提供後續指導框架 

 

【特訊】政府昨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在工務局大樓舉辦第二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

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約 100 名市民出席。列席會議的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表示，

諮詢開展至今，目前收到有關總體規劃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A

區及填海、住屋、景觀等問題，大部分意見肯定興建輕軌東線有助緩解交通，同時關注站

點接駁、商業元素、線網延伸等。 

對於不少意見關注城市發展的具體建築條件，她指出，作為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除了

嚴格遵守《城市規劃法》的規定外，需要尊重和考慮已建城區的現況；同時，在區域上融

入國家發展戰略，並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重大施政任務，創造空間條件。所以，總體規

劃的內容需要適當掌握剛性及彈性的尺度，為後續詳細規劃提供指導性的框架。 

CD 區建築採高低錯落保護景觀 

會上，多名市民發言關注南灣湖 C、D 區的景觀維護問題，當中有意見認為地段限高 62.7

米將破壞舊大橋一帶景觀，建議參考立法會約 20 米的高度。亦有市民指，現時該地段比較

開揚，但若規劃興建大量政府辦公設施，會讓該區變成高密度屏風樓，影響休憩環境，認

為更適宜興建圖書館、藝術館、文創園等文旅設施，政府辦公樓應另覓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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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回應時表示，諮詢文本提到致力對本澳有代表性或有價值

景觀的視廊視線，構建一個"山、海、城"的空間格局，提出城市內 21 個需要保護的制高點

和景觀視線進行保護。有關南灣湖 C、D 區的建築限高 62.7 米是最大發展容量，在此高度

基礎上，會由主教山向沿海逐漸下降，也會採用高低錯落的城市設計手法，但具體哪些位

置能看到主教山等，需待下階段詳細規劃和城市設計中進一步分析和規範。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補充，原政法區有七個部門，對空間需求比較大，雖然部分

已遷移至其他地段，但仍有部門有需求，當局基於善用土地原則，希望可設置建築物，高

度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另外，就新城 C、D 區填海後的影響，他指出，新城 C、D 區填海

後，無可避免會對兩岸景觀造成影響，已規劃新城區預留沿海綠廊，希望透過總規草案讓

公眾提供意見。 

展示 A 區水道填海綠化效果圖 

就有市民發言關注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不填 D 區，改填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令 D 區規

劃名存實亡，質疑有關做法究竟是諮詢抑還是知會，並批評政府輕率推翻如此重大的決

策。 

就此，陳寶霞回應表示，新城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進行填海，除了能夠增加綠化面積之

外，在交通上亦能做到比較好的連接。她並現場展示了該區填海綠化後的環境效果圖，並

製作了同一角度、同一區域的填海前後對比圖，具象地表現環境的變化。 

慕拉士工廈轉型或抬高地價 

至於慕拉士一帶工廈計劃轉作商業區，有居民發言表示認同，認為可以帶動該區人流，促

進商業發展，但有關工廈的業權分散，建議政府提供誘因，如鼓勵污染場所撤出，吸引文

創藝術業界進駐。另有意見憂慮轉型作商業區會抬高地價，引致營運成本上升，又指慕拉

士一帶有較多公共房屋，轉型會否導致消費水平與區內居民生活質素不符。 

麥達堯坦言，工廈轉作商業區有可能產生地價抬升等副作用，但政府希望透過城市規劃提

升周邊社區的環境，過程中不一定將全部工廈變做商業區。 

青洲山整治方案將延續 

會上，有市民關注政府過去對青洲進行分區規劃的研究是否涵蓋在總規中。麥達堯回應指

出，青洲山整治計劃會在總規中一直延續，目前對青洲山保護範圍已加大逾一倍，未來還

會進一步推進，並於區內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空間，遷移較污染的設施。至於業權問題，

因涉及較多私家地，希望逐步解決，從而改善區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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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7  27/9/2020 市民日報 

市民憂南灣湖 CD 區限高損主教山景觀 

 

【本報訊】政府昨舉行第二場《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眾諮詢

會，會上多名發言市民集中關注南灣湖 CD 區地段限高為海拔 62.7 米的問題，憂慮會影響

主教山等景觀，建議將限高降低至約 20 米。政府代表回應指，限高 62.7 米是最大發展容

量，未來將透過城市設計呈現建築物高低錯落，具體將在下階段詳細規劃時規範。 

諮詢會昨午在工務局大樓舉行，約 100 名市民出席。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諮詢開展至

今，目前收到總體規劃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A 區及填海、住

屋、景觀等問題，大部分意見肯定興建東線有助緩解交通，同時關注站點接駁、商業元

素、線網延伸等。 

對於不少意見關注城市發展的具體建築條件，她指，作為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除了嚴

格遵守《城市規劃法》的規定外，需要尊重和考慮已建城區的現況。同時，在區域上融入

國家發展戰略，並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重大施政任務創造空間條件。所以，總體規劃的

內容，需要適當掌握剛性及彈性的尺度，為後續詳細規劃提供指導性框架。 

在詳規規範建築物高低錯落 

多名發言市民均集中關注總體城規草案中，新城 B 區和南灣 C、D 區的景觀維護問題，指

出地段限高為海拔 62.7 米，將會破壞舊大橋一帶景觀，建議參考立法會約 20 米的高度；

亦有市民不認同在區內建設政府辦公大樓，認為大量政府設施進駐會讓區內變成高密度屏

風樓，影響休憩環境。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表示，總規草案致力保護澳門具代表性及有價值的景觀視

廊，構建山、海、城空間格局，尤其提出 21 個受保護制高點、城市景觀及視覺走廊等。他

指，南灣湖 CD 區限高 62.7 米是最大發展容量，由主教山平台望向海的方向將呈漸降趨

勢，透過城市設計呈現建築物高低錯落。而具體由哪個位置望向主教山的景觀視廊，將在

下階段詳規時規範。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稱，新城 B 區填海後，無可避免會對兩岸景觀造成影響，因

此希望透過總規草案讓公眾提供意見。他又指，政法區原本供政府 7 個部門使用，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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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大，雖然部分已遷移至其他地段，但仍有部門有需求，當局基於善用土地原則，希望

設置有關建築物。 

D 區是否填海填多少聽意見 

另有發言居民關注新城 CD 區填海後的影響，麥達堯坦言，新城 CD 區未填海前景觀開揚，

可直接望海。而填完海後肯定對景觀有影響，已規劃新城區預留沿海綠廊。 

有市民則關注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不填 D 區，改填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令 D 區在總規

中名存實亡。他指認同 A 區和北區之間填平，但取消 D 區值得商議。陳寶霞回應指，將 A

區與北區之間的水道填海，除了帶來綠化外，交通上亦能做到比較好的連接。她重申 D 區

是否填海，以至填多填少，希望在諮詢階段聽取市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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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8  27/9/2020 華僑報 

「澳城市總規」草案公諮會百名市民參加 關注景觀維護商業用地等問題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及《輕軌東線方

案》昨日於馬交石炮台馬路卅三號五樓多功能廳舉行第二場公眾諮詢會，約一百位市民參

加，主要關注南、西灣湖一帶景觀維護、增加綠化及休憩空間、文化保育、商業區用地配

合本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以及輕軌東線車站與社區的連接情況等。 

 諮詢開展至今，在「總體規劃」草案方面，目前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議題包括土地用

途、綠化開放空間、新城Ａ區及填海、住屋及景觀等問題。而輕軌東線方面，大部份意見

肯定興建東線有助緩解交通的作用，同時關注站點接駁、商業元素及線網延伸等，政府期

望公眾繼續踴躍發表意見。 

 對於不少意見關注城市發展的具體建築條件方面，作為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除了嚴

格遵守《城市規劃法》的規定外，需要尊重和考慮已建城區的現況；同時在區域上融入國

家發展戰略，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重大施政任務創造空間條件。因此，總體規劃的內容

需要適當掌握剛性及彈性的尺度，為後續詳細規劃提供指導性框架。總規草案尤其重視文

化遺產及資源保護，明確透過合適的城市規劃，保護文化遺產，延續歷史人文氛圍及景觀

特色，並會配合《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及相關法律法規。 

 輕軌東線方面，有市民關注未來車站與社區的連接情況，輕軌公司表示，同意車站出入

口與沿線居住區應有更好的連接，以方便居民出行；除現有居住區外，亦有與相關部門就

未來Ａ區車站與周邊建築物的連接作溝通，冀能吸引更多人使用輕軌。 

 第三場公眾諮詢會將於十月十日舉行，特區政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基於防疫

考慮，公開諮詢活動採用預先登記報名的形式，在指定報名期間內，公眾可透過專題網頁

報名參加及發言；也歡迎各社團以書面方式報名參加十月九日的社團專場及發言，有關公

開諮詢活動、報名詳情及注意事項請瀏覽專題網頁。按照衛生當局指引，與會者必須佩戴

自備口罩、接受體溫探測及出示當天的個人「澳門健康碼」。 

 有關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資訊，已分別上載至土地工務運輸局

（https://www.dssopt.gov.mo/zh_HANT/masterplan）及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lm.com.mo/tc/eastline.html）專題網頁，內容包括諮詢文本、公眾諮

詢會報名方式、意見表、通告、活動消息及展覽場地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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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9  27/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民關注城規景觀維護_恐多區設高樓變屏風 

 

【本報訊】政府舉辦第二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有多名市

民關注總體城規草案，新城 B 區和南灣 C、D 區的景觀維護問題，指出地段限高為海拔六

十二點七米，將會破壞舊大橋一帶的景觀，建議可參考立法會約二十米的高度。亦有市民

不認同在區內建設政府辦公大樓，認為大量政府設施進駐會讓區內變成高密度屏風樓，影

響休憩環境。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表示，有關地段限高的六十二點七米是最大發展容量，會

由主教山向沿海逐漸下降，採用高低錯落的方式，具體詳情需待詳細規劃和城市設計進一

步分析和規範。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指出，新城 B 區填海後，無可避免會對兩岸景觀造成影響，

因此希望透過總城規草案讓公眾提供意見。他又指政法區原本提供政府七個部門使用，對

空間需求大，雖然部份已遷移至其它地段，但仍有部門有需求，當局基於善用土地原則，

希望能設置有關建築物。 

有市民關注青洲山的整治計劃。麥達堯表示，青洲山整治計劃會在總城規中一直延續，目

前對青洲山保護範圍已加大逾一倍， 未來會於區內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空間，至於業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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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涉及私地較多，希望逐步解決及改善區內問題。城規會配合環境保護及文化保育要求作

最大程度保育青洲山，後續會繼續細化相關工作，優化區內環境。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公開諮詢開展至今，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化土地及

公共空間、新城 A 區及住屋等；亦有大部份意見肯定興建輕軌東線有助緩解交通問題，以

及關注站點接駁、商業元素及線網延伸等。 

對於有意見關注城市發展的具體建築條件，陳寶霞指，作為本澳首份法定總體規劃，會嚴

格遵守《城市規劃法》的規定，以及需要尊重和考慮已建城區現況，總體城規需適當掌握

剛性及彈性尺度，為後續詳細規劃提供指導性框架。她又指重視社會意見，期望公眾繼續

踴躍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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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0  27/9/2020 論盡媒體 

市民批評南灣 CD 及 B 區限高 62.7 米不合理  建議限高 20 米 

 

今日（26） 政府舉辦第二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多名市民批評

總規草案將南灣 C、D 區以及 B 區的建築限高設 62.7 米不合理，認為破壞主教山至大橋之

間的景觀，呼籲政府將該等地段設限高 20 米，並主要劃為綠地或休憩空間。政府總規草案

將南灣 C、D 區、B 區、觀光塔等劃為外港區 2，建議該區的限高為 62.7 米，不得高於主

教山。 

諮詢會由下午三時開始，約有 100 人出席。大概有 20 多名市民預先向政府表示有興趣發

言，最後有 18 市民被抽中發言，每人 3 分鐘。 

發言市民指，南灣 C、D 區和 B 區的建築物影響主教山的景觀。主教山的開寬景觀代表

山、海、城；「山上看海，海看主教山⋯⋯選擇望舊大橋，是最好最靚的。」該市民又指，

南灣湖 C 地段設限高 62.7 米有問題，而且最接近主教山的地段將可有 62.7 米，屆時會擋

了舊大橋至主教山之間景觀。市民又指，「是否插樓代表繁榮？破壞了的環境不能返轉

頭。」又建議可參考立法會高度，最高 20 米。 

另有市民指，南灣湖以及 C、D 區，構建山海城景觀，不能都市化。「舊大橋到觀光塔應望

到西望洋山景觀。」又指，雖然總規文本有講限高不超 62.7 米，但擔心一日大量政府設施

進駐，屆時由開揚的景觀將變成高密度屏風樓，會影響現時休閒環境。 該市民不建議建築

物大量集中興建， C、D 區可建文化設施如圖書館、文化園等。又指，舊大橋、B 區到觀光

塔沿岸一帶應發展為生態保護區，該地段建築物參考中葡論壇和立會高度。 

直選議員蘇嘉豪指 ， C、D 區和 B 區應主要規劃為綠化地、公眾開放空間區、文化和旅遊

設施等。他指，以目前土地資源，政府無須利用 C、D 區建政府設施，都可解決租賃寫字樓

的問題。「立化局說高度 62.7 米，不能接受。」又指，松山山腳的中聯辦已擋了東望洋燈

塔與海之間的景觀 ，因此主教山望向舊大橋之間的景觀必須保持，建議限高 10-20 米。有

市民亦認同 C、D 區應規劃為綠地或休憩空間，可以讓中區市民有地方放鬆。 

有市民批評政府保護東望洋燈塔景觀、六國飯店不力，前者被多幢高樓遮擋，後者則被清

拆。市民反問「為何不能將南灣湖 C、D 區限高降低？」又指，政府必須多做工作保護城市

的文化遺產。 

另外，有市民要求政府關注青洲目前的住居環境包括區內偏商業和污染產業，休閒空間相

對缺乏。亦有市民指，政府應在保育青洲山同時改善區內的環境。 

回應市民批評及建議，政府代表指，有關限高的問題將於每區的詳細規劃作進一步分析及

規範，以及青洲的整治計劃在總規內有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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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1  27/9/2020 澳門日報  

匯智社為城市總規劃建言 

 

【本報消息】由匯智社主辦，青聯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

日前舉行，邀請二十名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

○——二○四○）》草案，分享意見和建議。 

副會長何詠恩提出，可深化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構建碼頭產業時光廊；建議建設碼頭歷史

時間廊，展示內港碼頭的歷史興衰館，不定期舉辦不同的主題展覽與藝文活動，創出新商

圈。 

對於都市更新，有成員建議政府應明確區域的更新次序，參考鄰近或發達地區的成功實踐

經驗和慣例，活化和重建的計劃也需要考慮給原居民或貨物提供暫時安置空間。對於區域

劃分，需按定位進行分區功能設施配置和數量的評估，尤其需重點建設相應分區的防災減

災的配套市政建設。同時，因特區政府就疫情提出有分級分區精準防控管理措施的初步構

想，如何在總規中的分區提前做好應對傳染病爆發的分區防控預案，亦值得思考。 

本次座談會為本年度“匯智堂之社會時事座談會”系列的第二個座談會。 

 

N252  28/9/2020 澳門日報 

城市總規與經濟適度多元路向 

 

本月初，特區政府完成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

○）》草案並進行公開諮詢，從土地利用、空間佈局、居住用地、經濟產業等大佈局到都

市更新、都市防災等老難題，都一一提出規劃構想，聽取市民和專家的意見，全城熱議，

焦點集中在填海、環境保護、房屋等幾個重要議題。 

根據第一二／二○一三號法律《城市規劃法》，城市規劃的種類及等級分為總體規劃和

詳細規劃兩個級別，且前者約束並優於後者。總規制訂城市規劃的策略性指引並對城市的

整體空間結構，土地分區使用等作出合理部署，詳規則就規範土地使用的條件，公共基建

及設施的佈局以及建造條件等作出指引。由於總規制定的目的是作為詳規的依據，這次總

規的諮詢坊間雖然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但部分並不符總規目的，比如在某個點建些甚

麼，需具備甚麼樣的建設條件和限制，這些都需留待制定詳細規劃時再作說明。 

    騰出空間發展新經濟 

作為工商界，必然關心澳門未來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比如未來大部分的功能區間都不兼

容工業的發展，這一方面既能解決長久以來舊區工廈對澳門居民生活環境的影響，同時為

活化改變用途創造條件。這次疫情使澳門明白到經濟適度多元再不能停留在口號，必需從

切斷旅遊博彩相關效應中尋求實體經濟的增值，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在於需要騰出更多空間

發展現代金融、高端商貿服務，甚至是科技創新等，都必需從質與量兩個方面提升現有的

商業區及甲級寫字樓群。區域合作、職住平衡以及交通導向發展(TOD)也是這次規劃提出的

重點元素，對整體佈局有深遠影響，並推動沿着一河兩岸合作、濱水歷史旅遊和知識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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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三大軸帶發展。關閘口岸、內港一帶、原蓮花口岸等地位處區域合作樞紐，也重新定

義為對外合作的商業門戶。 

    工業發展需大膽創新 

傳統工業雖然已在澳門式微多年，但每個地方的發展必需保留一定的實體工業，增加城

市韌性以抗擊出口服務壟斷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新加坡在這方面就規劃得比港澳都好。澳

門當然不會走回低附加值製造業的老路，而是通過產業升級尋找下一個優勢的產業。觀乎

行政長官賀一誠這次出席海南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聯席會議時會見各省領導，無不提及中醫

藥方面的合作，可見未來“澳門製造 MinM”這個集體品牌必定能寫在澳門的中醫藥產

品。現時總規的工業區只佔整體土地利用的百分之二，且分散在三個已發展利用的地方，

未來提升利用效率也是困難重重，需要有大膽思維變革創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澳門需要有宏偉的發展藍圖，才會迎來黃金的發展機遇。 

澳門中華總商會策略研究委員會主任  馬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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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3  28/9/2020 正報 

樂見市民社會參與度增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由 9 月 4 日至 11 月 4 日進行

公開諮詣，對於該草案，社會有讚有彈，而在開展了接近 1 個月的諮詢期中，不同界別的

專業人士、團體都對該規劃積極發表意見，建言獻策； 在公開諮詢會上，有市民表達出憂

慮及疑問，社會由上而下，都對這份總規表示關注，反映出，市民的社會參與度有所增

加。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千呼萬喚，終於在今屆政府推出來，從土地使用角度提出，把本澳分為 8

大區、18 個規劃分區；當中公共基礎設施區佔 23%、居住區佔 22%、生態保護區佔

18%、旅遊娛樂區佔 13%、公用設施區佔 10%、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佔 8%，商業區佔

4%，工業區佔 2%，以應付至 2040 年本澳 80 萬人口的住屋需求。表面數字看，居住區

22%與生態保育區佔 18%，本澳的生態、山景保育取得平衡，但有人形容，魔鬼在細節

中，要細看每個分區的綠化和生態保育，有些區分山體可能會被威脅，郤被整體數字所覆

蓋，必需細心咀嚼。草案中，亦對部份區份的傳統定位來個大革新，例如過去工廈密集的

慕拉士馬路，未來定位為商住區，內港則加入商業元素；欲破舊立新。回想歷屆政府於任

內，推出了不少涉及社會重大發展及民生方案，有與內地的跨域合作、推動本地產業多

元、提升部份區份的元素等，真正落實推行上則變了說易行難，遇到不少制約，今次總規

最終否能落實，還要看最後社會的認受性、政府的取態、決心與堅持度。 

澳門有其先天不足，土質、水質、土地面積、分區與總體規劃間的涵銜接、城市發展與人

民生活、自然環境保育，近 10 年還要面對城市及人口老化、產業轉型的轉變。經濟由過去

工業支撐，轉向第 3 產業，城市硬件、法律和居民步伐之間的不一致，是過去 10 年經濟急

速發展突顯出的問題，新區、填海造地、世遺及景觀視廐的保護，都是前所未有所遇見及

可能在周詳的規劃下零散進行，自澳門加入世遺城市和經濟發展過急，市民原本可以享有

的公共資源，包括海濱景觀、景觀視廐、陽光、藍天、公共休憩空間，越來越變得奢侈，

要在這個城市中有看到一眼藍天、吸一口清新空間，好像成了奢侈的願望，被淹沒在經濟

與城市發展之中，居民的生活質素，提不上郤為了生活和經濟付出了沉重及不可逆轉的高

昂代價，更甚者，可能下一代人，海濱景觀、景觀視廐、陽光、藍天、公共休憩空間是奢

華極品，要用超級豪宅的價錢才可以偷得一線。 

過往，對於宏觀政策層面，社會的熱衷程度並不高，有種「這樣近又那麼遠的感覺」，雖

然與自身息息相關，卻沒有表達意見的意慾，予人市民普遍「政治冷感」的感覺；經過多

年，市民終於感到「事必關己」，社會近期對於總體城區的表態，比過往只有該部份範圍

專業知識人士更為廣泛，普通的市民都有透過向社團、諮詢會或討論平台，表達個人意

見。明日掌握在今日的決定，不論將來結論如何，至少表達過自己的想法與訴求，珍惜表

達的機會，有意見，不要收藏，勇於表達。>>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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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4  28/9/2020 澳門日報 

參考智慧城概念改造澳舊區 高開賢：雄安規劃垂範國際 

 

"世界視野、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是雄安新區定位。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河北視察

組副組長高開賢表示，雄安新區有很多智慧城市新概念值得澳門學習，尤其地下空間規

劃，希望本澳創新思維，不要局限於現有條件。 

高開賢表示，雄安新區規劃是美好藍圖，將來可成為城市發展模範，中國生活標準要向此

方面提升，向國際邁進的同時若能高於國際標準，令外國人羡慕中國，令國人有高生活水

平，增加自豪感。 

雄安新區做出模範，具自身特色，建設如火如荼，二十四小時施工，體現國家體制優勢，

相信十年後再來雄安新區將另有一番天地。 

澳門現正進行總體規劃諮詢，應多了解其他地區規劃，認為雄安新區有很多智慧城市新概

念值得澳門學習，澳門有新舊填海區，新填海區尤其 A 區可參考雄安規劃地下三層設計，

發展地下空間，更好利用緊絀土地資源，使將來澳門有更大發展空間。 

若本地技術力量不足，可邀請國際專家協助規劃。至於舊城區方面，認為澳門十分落後，

要創新思維，不要局限於現有條件，要有新思維改造現有環境，參考雄安新區地下空間規

劃建設，同時把水災、路面渠蓋及地下污水等一併處理，建議可以透過招商引資改造舊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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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5  28/9/2020 市民日報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意見書 

 

2000-2040 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分為 18 個區，其中北區-1 包括青洲區、筷子基區及林茂

塘，尤其是青洲毗連關閘、筷子基、台山。青洲又鄰近珠澳跨境工業區口岸，粵澳新通道

（青茂口岸）即將投入運作，將進一步加強澳門及珠海的聯繫，促進跨境工業區的繼續發

展，同時配合青洲居住區的發展，其規劃應視為西北區整體規劃的重要部分。總規劃把北

區-1 規劃分區為居住區、文化保育、景觀維護區。而青洲山是生態價值的自然資源區域為

生態保護區，故不可成為都市化地區。 

本人認為北區-1 總體規劃的核心在於青洲區及青洲山的定位問題。青洲山於 1976 年 8 月

7 日頒布的第 34/76/M 號法令至今屬於被評定為文化遺產保育的場所，土地工務運輸局在

2009 年 5 月 12 日曾經公布：1996 年「根據物業登記局資料，青洲大部分土地屬私人擁

有，包括位處中央的青洲山亦屬私有土地。」既然青洲大部分土地、甚至連青洲山都屬於

私家地，那麼，所有「青洲區發展規劃，及 2020 年-2040 年城市總規劃草案北區」等諮

詢，豈不是紙上談兵？故「保育」和「城市發展」，「公地」和「私地」的問題，擺在人

們面前是需要共識和協調的。 

青洲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及經濟發展的寶山。是澳門唯一的、中國

唯一的、世界唯一的歷史見證。見證了一個綠島變成青洲區；見證了明朝、清朝、民國、

共和國 4 個時期的重要事件；見證了宗教幾百年的價值的寶山，見證了澳門從落後到發展

的進程，見證了中葡關係，澳葡關係從管治、衝突、對峙、協商、融和到今天的友好發

展。近年本澳青年昆蟲學者在青洲山上發現 3 種澳門特有的昆蟲：澳門細蟻、澳門麥羅甲

蟎、青洲大翼甲蟎等，只生存在青洲山上。青洲有數百年的特殊歷史，有中國第一個水泥

廠遺址、36 棵古樹（近年死了幾棵未計在內）、百年修道院、十數個軍事設施的軍事連結

等，青洲面貌煥然一新，舊都市規劃已不適應。 

因青洲大部分土地屬私人擁有，包括位處中央的青洲山亦屬私有土地，數十年來，因受風

災大雨、造成多棵百年古樹死亡。修道院被非法霸佔者嚴重破壞，改變成為宿舍非法出

租，並非法接駁電線、修道院成為出租房，水電用量大增，造成山泥流失，山體逐漸被損

毀。山上人流來源複雜，已發生多宗火災。青洲山上稀有蟻種臨滅絕，山上具有重要歷史

文化遺產、軍事碉堡及設備時時刻刻在被摧毀滅失的風險，山體天天被嚴重破壞，誰能負

起責任？保育青洲山人人有責，是基於公共利益，希望青洲山能成為全澳市民寶貴的公共

財物，能為全澳市民服務，並成為中小學生青年愛國愛澳歷史教育基地。這麼龐大的地

段，涉及到這麼多的保育和保護工作程序，需要有專業的機構和人員來科學維護，才能得

到真正的保育。若靠私人業權人或一間公司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歷史事實見證了青洲山是一座寶山，青洲區及青洲山的地理位置、政治位置具有重大的戰

略意義。為此，廣大市民要求特區政府通過合法，合情合理公平透明徵收，置換土地取得

業權。政府可通過《文化遺產保護法》相關條例，啟動與業權人交流換地措施或相關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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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只有青洲山歸屬政府的強力控制下，並成立專門的保育機構，才能把青洲山及山腳

下的私家地有效保育和發展，北區-1 總規劃才能得到真正落實。 

陳 鳳 

 

 

 

N256  29/9/2020 華僑報 

發策中心時政沙龍座談「城市總體規劃」 認同職住平衡理念促訂具體方案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至二０四０）》草案的公佈引起社會

各界熱議，有見及此，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日前以「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為主題舉行特

別時政沙龍座談會。中心副理事長呂開顏、中心副理事長兼澳門特區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

委員高岸聲、澳門特區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陳昭怡和澳門特區政府都市更新委員會委

員劉雅樂就是次座談會主題各抒己見，引起與會人士的熱烈反響。與會者就職住平衡、新

城Ｄ區填海計劃、慕拉士大馬路工業區轉型等方面提出意見。 

 有與會者認為，總規草案對本澳現有的土地資源進行系統規劃，為未來的發展描繪清晰

藍圖，值得肯定。為更好全面落實總規工作，政府需按輕重緩急的原則明確路線圖、時間

表，並提供更多的指標讓藍圖落實的過程清晰可見。此外，在利用土地資源時，應加強公

共部門與社會的溝通協調，加快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讓居民生活更美好。 

 有與會者表示，疫情進一步突顯財政資源的重要性，總規工作的落實離不開財政資源支

持，希望政府編製總規的同時，持續關注本澳財政運行情況，充份評估規劃落實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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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與會者認為，總規涉及面廣、時間跨度長，而社會發展一日千里，政府日後應對總

規的實施情況進行持續的評估，可參考內地城市經驗，適時對總規予以修編，適應社會發

展需要。 

 有與會者稱，認同職住平衡理念，希望政府能提出更多具體的方案，澳門地小人多，要

全面落實並不容易。建議政府結合社會需求，從宜居宜業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職住平衡

的可行性。 

 有與會者提出，總規應配合本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可考慮在本澳構建旅遊圈，

為旅客規劃全新旅遊路線，延長留澳時間。另一方面，本澳近年高校科研水平卓越，但科

技成果轉化率偏低，建議可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是本澳在創新科技走廊中的定

位，在本澳構建產學研合作基地，供產學研發展之用。高端產業片區應與高校距離相近，

例如可考慮路環區西側，鄰近澳門大學，從而促進彼此合作，產生群聚效應。  

近日新城Ｄ區填海規劃引起社會熱議，有與會者指出，政府應公佈更多信息，如填海將對

生態、航道產生的影響，減少信息不對稱，讓居民更好建言獻策。另外，關於慕拉士大馬

路工業區的轉型，政府前瞻性的謀劃值得肯定，但由於該區人口密度大、高齡樓宇數量

多，轉型前應充份考慮該區的現實情況，做到深入研判、深入調查、科學決策，切實回應

居民期盼。◇ 

 

 

 

 

 

 

N257  29/9/2020 澳門日報 

何雪卿：借鑑旅業促經濟復甦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河北視察組七天的行程快將結束，組員何雪卿表示，是次在疫情相對穩

定及防疫常態化下視察，認同河北在防疫及振興經濟投入發展等方面工作，對整個視察過

程印象較深的是依法治國及德潤民心。 

總規可參考雄安 

何雪卿表示，河北的經濟發展及創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特別是雄安新區這個千年大計、

百年大事，規劃經科學論證後堅決執行，值得澳門學習。尤其澳門現正進行總體規劃諮

詢，規劃非常重要，必須科學，正如雄安新區規劃有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以及站位要高，

有利於城市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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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提到，雄安新區的世界工地，有十萬名職工日夜趕工，在疫情相對穩定下，大家凝聚

力量，爭分奪秒恢復心情及建設國家的態度非常好。 

城市發展民為本 

視察保定高新法院留意到當地調解個案成功率過半，並可減低法院行政成本及司法成本，

值得澳門參考。對是次視察感受較深的是城市發展及做事均以民為本，比如塔元莊鄉村振

興，考慮到人民生活的改善，提升幸福感，有關工作是凝聚民心、匯聚民智。 

經過是次視察，何雪卿表示更認同國家制度，以及對國家未來發展、中國夢的實現增加信

心。希望澳門與河北加大聯繫合作，河北有文化底蘊，而澳門亦是中西文化交匯之處，認

為兩地有合作發展空間，尤其澳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所長，相信在旅遊事業

可相互借鑑及學習，令澳門經濟盡快復甦。 

 

 

 

N258  29/9/2020 新華澳報 

地產從業員搵食難 月均成交不足一宗 

 

【本報訊】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28 日下午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一周年暨第

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聯歡」酒會。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致辭表示，新冠疫情打擊著各國經濟，衝擊各行各

業，房地產業亦難以在此次疫情中獨善其身。然而，隨著內地逐漸恢復對澳門自由行簽註

等措施，相信在科學、常態化疫情防控配合下，澳門經濟將會持續復甦。 

常務副會長李廣志提到，特區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進行諮詢。城市總規是

未來二十年特區城市建設發展藍圖，應有長遠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合。規範私人房屋市

場的法例及行政法規，例如「樓花法」「中介法」「土地法」等，應適時進行檢討，使房

地產市場能健康發展。 

副理事長陳迎金表示，疫情下，房地產成交狀態相對嚴峻。目前來說，從業人員有

5,465 位，今年首八個月成交量為 4,226 宗，每位從業員平均每月成交為 0.77 宗，而上半

年成交量則為 3,040 宗，每位從業員平均每月成交 0.55 宗，代表每位從業員每月不足 1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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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對比 2019 年同期成交量下跌 880 宗，對比 2018 年同期成交量更下跌 3,750 宗。業

界未來發展要視乎疫情變化，目前處觀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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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9  29/9/2020 市民日報 

吳在權指經濟持續復甦 對房地產業發展有信心 修法配合總規助房產健康發展 

 

【本報訊】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昨舉行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 71 周年國慶聯歡酒會。

該會會長吳在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下，房地產業難以獨善其身，但隨著內地全面恢復辦

理赴澳旅遊簽註，相信本澳經濟將持續復甦，對房地產業未來的發展有信心。該會同時希

望政府對《樓花法》、《中介法》和樓宇買賣辣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應適

時檢討修訂，配合總體城市規劃未來 20 年的發展，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酒會昨午在萬

豪軒酒家舉行，基於疫情防控需要，及遵守特區政府的相關指引，活動以簡單形式舉行，

未有邀請政府及其他社團代表參與，僅安排該會會員參加。 

加強外訪交流訊息逆境自強 

吳在權致辭時表示：今年以來，新冠疫情打擊世界各國的經濟，衝擊了各行各業。舉行換

屆就職典禮，一方面是要落實換屆程序；另一方面，亦希望透過是次機會為業界打打氣，

希望會員在這艱難時刻繼續發揮團結精神，同舟共濟，共度難關；同時亦要思考，在適當

時機舉辦相關的外訪交流及加強有關房地產等相關知識與訊息交流活動，協助會員逆境自

強，不斷增值，拓展商機。 

會員發揮所長謀劃未來發展 

他續說，房地產業雖難以在此次疫情中獨善其身，然而，隨著內地逐慚恢復對澳門的自由

行簽註等措施，相信在科學、有效的常態化疫情防控配合下，澳門經濟將會持續復甦，社

會民生必將改善，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他強調，對房地產業未來發展應該有信心，

同時也應發揮專業所長，為政府未來的城市總體規劃建言獻策，推動澳門可持續發展，共

同為市民安居樂業而努力！ 

該會常務副會長李廣志則表示，現時，特區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公開諮

詢，「總體規劃」是未來 20 年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與廣大居民

息息相關。雖然城市總體規劃是未來 20 年澳門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的藍圖，但亦應有長遠的

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合。他又指，雖然最近公共房屋的相關法例已檢討完成並通過，受到

大部分市民認同，但規範私人房屋市場的法例及行政法規，例如：《樓花法》、《中介

法》、樓宇買賣辣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亦應適時檢討修訂，配合總體城市

規劃未來 20 年的發展，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他並呼籲會員對總體規劃、房屋政策及法

例法規積極發表意見，發揮所長，共同部署、謀劃澳門未來發展。 

創建平台推動青年參與會務 

另外，會上還舉行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青年委員會成立和就職儀式。擔任監誓嘉賓的吳在

權表示，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於

行業或團體亦同此理，沒有青年隊伍的壯大，行業或團體都不可能長久發展。成立青年委

員會，一方面是創建平台，供更多青年人參與會務；另一方面，是吸收行業青年新晉，促

進行業持續發展。他說，身為會長，向一眾青年委員提兩點希望： 

一、「逆境不忘沖天志」，今年澳門內外經濟都遭遇不景氣，房地產業界更一度進入嚴

冬。在此時刻，青年人更應懷抱初心，對國家、對澳門的未來要有信心，應擴闊眼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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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輕言放棄，風雨後總有陽光；二、「做事還需扎實功」，訊息時代的到來使得樓宇買賣

亦不同以往，購房者也從被動變為主動，青年人應練好基本功，跟上時代步伐，常思考房

地產的兩個屬性，為客戶提供更專業、更貼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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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0  29/9/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房地產聯合商會新閣及青委就職_冀吸納青年新晉促行業持續發展 

 

【本報訊】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昨在萬豪軒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一周年暨第

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會長吳在權指，對房地產業的未來發展應有信心，同時發揮專業

所長，為政府未來的城市總體規劃建言獻策，推動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同場還舉辦商會青

年委員會成立典禮，商會冀創建平台，供更多青年人參與會務，同時吸收行業青年新晉，

促進行業的持續發展。 

儀式於下午三時舉行，新一屆理監事在永遠會長畢明監誓下宣誓就職。會長吳在權、理事

在關偉霖、常務副會長李廣志分別致詞。會長吳在權表示，房地產業雖難以在此次疫情中

獨善其身。然而，隨著內地逐漸恢復對澳門的自由行簽注等措施，相信在科學、有效的常

態化疫情防控配合下，澳門經濟將會持續復甦，社會民生必將改善，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

美好。對於房地產業的未來發展，他表示，大家應該有信心，同時也應發揮專業所長，為

政府未來的城市總體規劃建言獻策，推動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共同為市民的安居樂業而努

力。 

吳在權又指出，今年商會成立青年委員會，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青年是整個社會力

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於行業或團體亦同此理，沒有青年隊伍的壯大，行業或團

體都不可能長久發展。成立青年委員會，一方面是創建平台，供更多青年人參與會務；另

一方面，是吸收行業青年新晉，促進行業的持續發展。 

吳在權又向青年委員提兩點希望，分別為「逆境不忘沖天志」，今年澳門內外經濟都遭遇

不景氣，房地產業界更一度進入極冬。在此時刻，青年朋友們更應懷抱初心，對國家、對

澳門的未來要有信心，應托闊眼光，不能輕言放棄，風雨後總有陽光；「做事還需扎實

功」，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樓宇買賣亦不同以往，購房者也從被動變為主動，青年朋友應

練好基本功，跟上時代步伐，常思考房地產的兩個屬性，為客戶提供更專業、更貼心的服

務。 

常務副會長李廣志表示，特區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二零四零）草案進行諮

詢。「總體規劃」是未來二十年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與廣大居

民息息相關。他又稱，城市「總體規劃」是未來二十年澳門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的藍圖，但

亦應有長遠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合，最近公共房屋的相關法例已檢討完成並通過，受到

大部份市民的認同，但規範私人房屋市場的法例及行政法規，例如：《樓花法》、《中介

法》，樓宇買賣辣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亦應適時進行檢討，配合總體規劃

未來二十年的發展，使房地產市場能健康發展。故此，商會呼籲各位對總體規劃、房屋政

策及法例法規積極發表意見，發揮所長，共同部署、謀劃澳門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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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1  29/9/2020 澳門日報 

房聯新一屆理監事就職 

 

【本報消息】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一周年暨第十二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聯歡"酒會。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致辭提到，房地產業難在疫情

中獨善其身，但隨着內地逐漸恢復赴澳自由行簽註申請等措施，相信在科學、常態化的疫

情防控配合下，澳門經濟將持續復甦。 

吳在權表示，酒會除了是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亦是商會青年委員會的成立，一方面

希望創建平台，令更多青年參與會務；另一方面，吸收行業青年新晉，促進行業持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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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打擊各國經濟，衝擊各行各業，但對房地產業未來發展，他認為應抱有信心，發

揮專業所長，為政府的"城市總體規劃"建言獻策，推動澳門可持續發展，為居民安居樂業而

努力。 

商會常務副會長李廣志致辭表示，總體規劃作為本澳未來二十年發展城市建設、經濟社會

的藍圖，應有長遠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合。在規範私人房屋市場的法例及行政法規，如

《樓花法》、《中介法》、《土地法》及樓宇買賣辣招等，應適時檢討，配合總體規劃未

來發展，令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未來該會對總體規劃、房屋政策及法例法規會積極發表

意見，發揮所長，共同部署澳門未來發展。 

活動昨下午三時假澳門萬豪軒舉行。第十二屆理監事宣誓就職由商會永遠會長畢明監誓；

青年委員會宣誓就職由商會會長吳在權監誓。 

 

 

 

N262  29/9/2020 華僑報 

吳在權冀當局檢討樓花中介及土地法等 房地產聯會勉青委紮實功力 

 

【專訪】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在該會「三慶」時稱，青年委員會應「逆境不忘

衝天志、做事還需紮實功」。該會常務副會長李廣志盼檢討《樓花法》、《中介法》、樓

宇買賣辣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以配合總體規劃未來二十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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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在權致辭時表示，隨著遂漸恢復內地居民澳門自由行簽注等措施的實施，相信在科學

有效的常態化疫情防控機制配合下，澳門經濟將會持續復甦，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他接著稱，青年是最積極、最有生氣的社會力量，於行業或團體層面亦同理。成立青年委

員會有兩目的，一方面是創建平台，供更多青年人參與會務。另一方面是吸收行業青年精

英，促進行業持續發展。他對該會青年委員們予以兩項勉勵：一是「逆境不忘衝天志」，

在澳門內外經濟都遭遇不景氣的嚴冬時刻，青年朋友們對國家、對澳門的未來要有信心，

因為風雨後總會有陽光；二是「做事還需紮實功」，在資訊時代背景下，青年朋友應練好

基本功，跟上時代步伐，為客戶提供更專業、更貼心的服務。 

 李廣志致謝辭時稱，最近，特區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

進行諮詢。「總體規劃」是未來城市建設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但亦應有長遠

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合。希望政府適時檢討《樓花法》、《中介法》、「樓宇買賣辣

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以配合總體規劃未來二十年的發展，促使房地產市

場亦能健康發展。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青年委員會成立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一周年聯歡酒會昨日下午假萬豪軒酒樓舉行。吳在權、李廣志先後致辭。該會永

遠會長畢明作為監誓人見證吳在權等領導架構宣誓就職，吳在權作為監誓人見證青年委員

會主任陳迎金等宣誓就職。  

據了解，該會的會慶暨換屆就職典本是六月八日，因疫情防控原因延至昨日，也因防疫之

需，昨日活動沒有邀請官方及社會友好人士出席。但應邀出任該會名譽會長的立法議員鄭

安庭等及該會理事長關偉霖、監事長趙康池等主要負責人均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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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3  28/9/2020 論盡媒體 

房地產商會呼籲政府適時檢討樓宇買賣「辣招」及土地法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常務副會長李廣志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應有長遠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

配合，而規範私人房屋市場的法例及行政法規包括《樓花法》、《中介法》、樓宇買賣辣

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亦應適時進行檢討。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今（28）舉行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及慶祝國慶。在致辭時，李廣

志表示，特區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進行諮詢。總體規劃是未來二十

年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與廣大居民息息相關；「雖然城市總體

規劃是未來 20 年澳門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的藍圖，但亦應有長遠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

合。」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常務副會長李廣志 

他又表示，大部份市民的認同公共房屋的相關法例的檢討。但規範私人房屋市場的法例及

行政法規如《樓花法》、《中介法》、樓宇買賣辣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

「亦應適時進行檢討 配合總體規劃未來 20 年的發展，使房地產市場能健康發展。」李又呼

籲其會員對總體規劃、房屋政策及法例法規積極發表意見，發揮所長，共同部署、謀劃澳

門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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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會長、前立法議員吳在權在媒體訪問時指，澳門房地產的發展與人口有密切關係，政

府應該考慮澳門未來人口發展。「未來都係人口數字嘅發展，澳門城市人口發展。」又呼

籲政府在防疫工作要考慮同經濟各方面平衡，「澳門嘅房地產更有生機發展落去」。吳又

指，該會有專責小組研究總規，之後會有詳盡的意見給政府。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副理長兼青年委員會主任陳迎金對傳媒表示，本澳今年 (2020 年)首 8

個月的住宅成交量約為 4,226 宗，地產經紀有 5,465 人，人均成交不足 1 宗。今年上半年

的住宅成交量為 3,040 宗，較去年 (2019 年) 同期下跌 880 宗，較 2018 年的 6,790 宗下跌

逾一半，他形容情況嚴峻，又稱未來的樓價走勢仍要視乎疫情發展，業界持觀望態度。 

被問及政府的公屋計劃對對私樓需求有沒有影響時，陳迎金則希望政府「多啲聽取市場、

社會嘅意見啦」。 

 

N264  30/9/2020 澳門日報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應放眼全域細化目標 

 

澳門近日公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諮詢文本

具有歷史意義，是第一份完整包含現有澳門管轄地域範圍的總體規劃。城市總體規劃並非

新鮮物，在世界各地和中國內地的城市都積累了大量經驗，很多時候城市總體規劃均需要

回應市民所關心的城市發展問題和規劃可行性。 

綜合近年來引起過熱議的各種社區問題，本次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應該在以下五個方面加強

全局統籌和技術保障： 

一、應提升統籌部門權限，由臨時跨部門協作改設城市規劃局，負責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

編制、執行和監督的統籌保障機構。 

澳門政府目前僅有土地工務運輸局下的城市規劃廳負責城市規劃相關工作，在行政級別、

業務權限、人員構成上，都難以保障城市總體規劃的實施。總體規劃涉及不同範疇，雖然

本次總體規劃編制建立了跨部門委員會，但日後如何常態化、高效率、科學性、全局性的

研究、實施、變更和監督城市總體規劃？中國內地的國土空間規劃取代了過去傳統的城鄉

規劃，並將自然資源局和城鄉規劃局合併為一個部門，旨在實現"多規合一"的科學統籌。 

二、應注重核心指標制定，確保總體規劃在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符合公眾利益。 

總體規劃除了策略性的引導，亦需要在具有戰略性領域設定科學的指標，量化城市總體規

劃實施的效果，利於下一輪總體規劃的檢討和改進。尤其是人口、土地使用、住房、綠

地、生態、教育、醫療、就業、防災、交通等關乎市民切身利益的指標，確保總體規劃策

略可以統籌其他相關領域。總體規劃應對上述指標作出更為具體的分類，包括總體指標和

分區指標，使市民看得見、摸得着，並可以監督城市規劃的實施成效。 

三、應注重配合澳門輕軌東線、氹仔線和港珠澳大橋等基礎設施，統籌建設知識產業科技

軸帶。 

知識產業科技軸帶的概念是本次總體規劃的一大特色和亮點，對於澳門產業多元化和融入

大灣區科技走廊具有重大意義。然而，產業科技軸帶應該更符合澳門空間發展的現狀和未

來，而非僅僅只是圖面上的箭頭。建議配合澳門輕軌東線、氹仔線和港珠澳大橋，串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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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東區 2（東門戶）——北安片區（國際門戶，工業區、國際機場、澳門科技大學）

——氹仔北區 2（澳門理工、旅遊學院、澳門城大）——路氹商業區——路環聯生工業區

——澳門大學，可以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城市，並形成建立在輕軌交通沿線的"門戶—

—大學——工業——商業——居住"複合型 TOD 點軸模式，發揮輕軌潛能。 

四、應借鑒城市歷史景觀方法，以"澳門歷史城區"保護為依據，統籌澳門半島不同分區發

展。 

在二○一一年第三十六屆 UNESCO 大會上提出了"城市歷史景觀方法"（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HUL）建議，引導不斷演變中的歷史城市能夠保存文化景觀。總體規劃中的分

區是對城市歷史景觀保護的單元化管控，目前澳門半島的分區簡單的以統計分區作為依

據，忽視了澳門城市景觀的歷史文化特色，更無法解決長期存在的城市發展和景觀保護的

矛盾。作為世界遺產城市，澳門應結合城市歷史景觀方法和景觀視線分析，科學劃定澳門

城市景觀管理單元，並以此綜合制定澳門全域的建築高度控制，而非僅僅只是幾個簡單的

箭頭示意，不具有可操作性。新規劃的分區，更應該從命名上和景觀管理上，直接體現澳

門特色，更利於世遺景觀成為城市品牌。 

五、應注重山、城、海的全域規劃統籌。 

現有總體規劃範圍包含了都市性地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但對澳門管轄海域的規劃僅停留

在概念性指引，缺少對整個海域範圍內的功能定位、開發限制、生態保育等的區域管控引

導。近日的填海位置調整，說明了之前新城填海規劃編制未能從澳門全局發展的角度對周

邊海域與城市關係作出科學的分析，碎片化填海發展具有局限性。因此，對於澳門海域、

現有山丘甚至周邊可用區域，都需要一個系統的全域規劃，擬定區域功能定位。對於周邊

有可能擴展借用的區域，就算不列入全域規劃內，也應當另外補充說明，大膽假設部分功

能使用建議，以便為城市全面發展參考。 

總體城規諮詢至今，在很多市民不清晰的領域，總是強調總體規劃不宜過細或者需要等待

《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制定。然而，總體規劃應發揮統籌作用，是城市所有規

劃中最頂層設計，從城市層面規劃和制定的相關政策和策略，應該科學嚴謹且具有指導詳

細規劃的作用，保障總體規劃所訂立各項策略在下一層次規劃中可以被實施。因此，關鍵

位置的功能作用和細化規劃，更能明確總體規劃目標，讓更多的市民理解。 

澳門科技大學建築學課程主任、助理教授、城市規劃博士 

國家註冊城鄉規劃師、澳門註冊建築師 

鄭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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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5  1/10/2020 市民日報 

學者籲降低南灣湖 CD 區限高 

 

【本報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舉辦「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居住生活文化

環境」專場。就總規草案建議南灣湖 CD 區限高 62.7 米，有講者指有關高度雖不會遮擋主

教山，但會影響山脊線景觀，建議進一步減低規劃高度及建築物密度，保護主教山景觀及

保留南灣湖的休閒空間。 

座談會由澳大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主持，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澳門特區《城巿總體

規劃（2020─2040）草案》的公共空間、生態、文化與總體規劃的關係等領域提出建議。 

保護主教山景觀及休閒空間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展鵬認為，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該區限高 62.7 米，等同與山

體並排，由遠處看去，或不會遮擋主教山，但會影響山脊線景觀。他建議進一步減低該區

的規劃高度及建築物密度，保護主教山景觀和展現輪廓，亦保留現有的休閒空間。他更形

容南灣區「低密度、空氣清新，能跑步、看煙花，是澳門少有的休憩空間」；又指政府已

收回南灣湖 C、D 區大部分土地，倘南灣 C、D 區規劃為政府辦公用地，當中不涉及龐大的

商業利益，政府應該有條件降低限高，更好地保護景觀。他又認為城規草案缺少各區的人

口結構數據，暫時看不到文化設施的鮮明規劃。 

文化體驗注入綠化帶及分區 

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表示，《草案》提到目標之一是要「打造中華文化合作基

地」，但文本卻沒有提及以甚麼軟硬件和如何規劃文化基地。他建議把一些如天主教文

化、中華文化、漁業文化、新型休閒活動等文化體驗注入未來的綠化帶和未來的分區。此

外，文化遺產的保護在總體規劃中有一定分量的內容，但如何活化和發展卻有所欠缺。 

李展鵬表示，本澳在 2008 年已提出《澳門城巿概念性規劃綱要》，是次總體規劃應在此基

礎上有更高要求，需要梳理一些數據以解決現有的人口老化、交通擠塞等問題，以及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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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設施如何在不同分區分布。他認為是次總體規劃在文化景觀、文遺保育中可有更多體

現，並應把海洋生態的保護納入總體規劃。 

亞太城市建築學會理事長、澳門城巿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副教授高武洲則關注澳門「生態城

巿」的建設，他表示，總體規劃正在編製，政府可以通過新城填海、都巿更新等手段，加

上澳門有著地域較小、文化和諧、財政充裕等優點，澳門有條件循著「生態城巿」的方向

前進。可利用大數據、5G 技術了解 1 個城巿的溫度、光線、用電、用水、垃圾等，作出監

測和控制，令居住環境得以改善。此外，他也提出，應透過總體規劃改善一些法律上的阻

礙，以適應未來的新能源建設，如太陽能的使用，以加快改善澳門的生態環境。 

 

N266  1/10/2020 訊報 

房產聯新屆理監事就職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在本周一(28 日)下午 3 時舉辦"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71 周年暨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聯歡"酒會。會長吳在權表示今年以來，新冠疫

情打擊著世界各國的經濟，衝擊了各行各業。房地產業雖難以在此次疫情中獨善其身，但

對於房地產業的未來發展，應該有信心。舉行換屆就職典禮，一方面是要落實換屆程序；

另一方面，希望在這艱難的時刻，大家繼續發揮團結精神，同舟共濟，共渡難關。 

常務副會長李廣志表示，總體規劃是未來二十年特區城市建設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

藍圖，與廣大居民息息相關，應有長遠的房屋政策及法例相配合。雖然最近公共房屋的相

關法例已檢討完成並通過，受到大部份市民的認同，但規範私人房屋市場的法例及行政法

規，例如：《樓花法》、《中介法》，樓宇買賣辣招及引起極大爭議的《土地法》等，亦

應適時進行檢討，配合總體規劃未來 20 年的發展，使房地產市場能健康發展。他勉勵青委

們能發掘更多元化的方向，注入新動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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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7  1/10/2020 澳門日報 

保護主教山景觀南灣湖休閒空間 學者倡續降建築規劃限高 

 

【本報消息】澳大澳門研究中心昨早舉辦第三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主題為"居

住生活文化環境"。就總規草案建議南灣湖 CD 區限高六十點七米，有學者認為政府有條件

進一步減低規劃高度及建築物密度，保護主教山景觀，及保留南灣湖的休閒空間。 

座談會昨早十時半在澳大崇文樓舉行，多名專家學者出席。就南灣湖 CD 區規劃高度，政府

已多次表明 CD 區規劃高度將由山體向海漸降，且建築物高度會錯落發展，但仍引起社會擔

憂。 

影響山脊線景觀 

講者之一、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展鵬表示，該區限高六十二點七米與山體高度等

同，由遠看去，或不會抵擋主教山，但會影響山脊線景觀。建議進一步減低該區的規劃高

度及建築物密度，保護主教山景觀，亦保留現有的休閒空間。形容南灣區"低密度、空氣清

新，能跑步、看煙花，是澳門少有的休憩空間"。指出政府已收回南灣湖 CD 區大部分土

地，多數是政府土地，不涉及龐大的商業利益，政府應有條件降低規劃限高，更好地保護

景觀。 

分區欠人口數據 

總規草案建議把澳門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包括商業區及生態保護區等。李展鵬認為草案

欠缺各區的人口分佈及人口結構數據，難以科學分析各區不同年齡層對社區文化設施的需

求。 

另一名講者、亞太城市建築學會理事長高武洲認同總規草案提出的原則及目標，認為每一

分區要綜合考慮居住、交通、文化及社區配套等。指出總規草案除重視職住平衡外，亦要

關注交通疏導及社區配套的平衡；希望政府及社會多關注節能減排的技術及應用，以發展

城市生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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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8  1/10/2020 新華澳報 

澳大總規座談會 倡下調南灣限高 

 

【本報訊】澳大澳門研究中心 30 日早上舉辦第 3 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主題為

居住生活文化環境。就總規草案建議南灣湖 CD 區限高 62.7 米，有講者建議進一步減低規

劃高度及建築物密度，保護主教山景觀，及保留南灣湖的休閒空間。 

即使政府多次表明南灣湖 CD 區高度將由山體向海漸降，且建築物高度會錯落發展，但

仍引起社會擔憂。講者之一、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展鵬表示，該區限高 62.7 米等

同與山體並排，由遠看去，或不會抵擋主教山，但會影響山脊線景觀。他建議進一步減低

該區的規劃高度及建築物密度，保護主教山景觀，亦保留現有的休閒空間。形容南灣區

「低密度、空氣清新，能跑步、看煙花，是澳門少有的休憩空間」。又指政府已收回南灣

湖 CD 區大部分土地，當中不涉及龐大的商業利益，政府應該有條件降低限高，更好地保護

景觀。他又認為城規草案缺少各區的人口結構數據，暫時看不到文化設施的鮮明規劃。 

另一名講者、亞太城市建築學會理事長高武洲認同總規草案提出的原則及目標。認為

總規草案除重視職住平衡外，亦要關注交通疏導及社區配套的平衡；又希望政府及社會多

關注節能減排的技術及應用，以發展城市生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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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9  1/10/2020 澳門日報 

市諮委關注市政綠化海濱建設 

 

【本報消息】多名市諮委關注總規市政及綠化專項研究，建議市政署發揮自身職能及早做

市政範疇的專項研究，包括市政、綠化和海濱親水空間等。 

市政設施分佈不均 

梁頌衍表示，總規諮詢文本中關於市政設施及綠化的篇幅較小，包括街市、公園、文康設

施等未有具體安排，綠化景觀亦未見合理空間佈局。建議市政署及早做好市政範疇的專項

研究。市政設施方面，現時各區分佈極不均勻，特別是中北區，人口稠密，市政休憩設施

不足。綠化空間方面，資料顯示，本澳的城市綠地面積率低，且綠化開放空間分佈不均。

規劃保育本澳自然資源只是沿用原有法規政策，沒有長遠計劃，希望市政署可聯合相關部

門深入研究，及早規劃路環南岸的保育發展。 

檢討新口岸建街市 

梁鴻細表示，雖然近年開設不少超市和蔬菜商店，但傳統街市仍有其實際需求。正如新口

岸社區長期有建設街市的訴求，但因建設博彩娛樂設施將預留用地改變用途。市政署應全

面檢討該區居民對街市設施的需求，以確定興建新街市是否符合該區的實際需要，改善街

市的營運環境，並進一步探討是否加設熟食中心。 

另外，預留土地作康樂設施及休憩用地亦應由市政署規劃、分佈及設計。 

制訂長遠綠化規劃 

李良汪就城市綠化規劃建議當局未來在總體城規的框架下，推動設立包括相關範疇的跨部

門工作組，共同為未來綠化建設制訂具長遠發展的內容及目標，以及釐清各部門的權責，

確保未來具體運作中可按各自職能推動及落實工作。長遠建議當局究綠化建設、指標與評

估體系等立法，以便未來制訂本澳整體綠化規劃的專有法律法規，並訂定具體工作時間

表，為未來城市綠化規劃提供法律基礎。 

打造沿岸海濱空間 

張嘉敏倡總規加強建設親水海濱空間。建議市政署吸納其他海濱城市的成功經驗加以創

新，將澳門沿岸海濱打造成全澳市民的區域休憩空間。並建議當局能做好未來濱海空間與

鄰近居住社區的連接，善用行人天橋和地下隧道，建設無障礙步行系統，構建完善的步行

配套，實現海濱與社區有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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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0  1/10/2020 訊報 

宜人社區藍圖只是空中樓閣？--青洲整治規劃演化 

 

翻查政府資料，原來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有 1996 年版及 2010 年版。但 2017 年 12 月，

工務局根據文化局的意見修訂了 2010 年「整治計劃」的部分內容，將綠化保護區擴大至整

個青洲山山體，縮減了容許興建建築物的土地範圍，降低了部分地段建築物的最大許可高

度。但工務局上述對的修訂，既未進行公開諮詢，也未對外正式公佈。 

1996 版相對粗疏簡單而且沒有予以青洲美好的願景。2010 年提出的青洲都市化整治計

劃，其願景旨在構建宜人社區。然而，在目前諮詢當中的城市總體規劃中，青洲、筷子基

一帶劃入北區-1，其土地主要以居住區及公用設施。相比 2010 年的整治計劃，目前總規似

乎也沒有予以青洲明確、清晰的發展方向。正如青洲老居民兼青洲坊會副理事長陳鳳所

言，「政府不嬲對青洲唔係好重視」，「青洲山無定位，青洲無定位，規劃十年都冇用

呀。」 

陳鳳說：「政府重視橫琴，都要重視我哋青洲啦， 橫琴都可以重視咁多，做咩唔可以重視

我哋青洲呢？⋯⋯青洲好寶貴，真係寶地。」 

這老居民目中的寶地的確「周身是寶」。正如她在九月份一場城市總體規劃公眾諮詢會指

出，青洲山是生態價值的自然資源區域，應規劃為生態保護區，故不可成為都市化地區。

又指，區內的青洲山也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及經濟發展的寶山。它

「是澳門唯一的、中國唯一的、世界唯一的歷史見證。見證了一個綠島變成青洲區，見證

了明朝、清朝、民國、共和國四個時期的重要事件；見證了宗教幾百年的價值的寶山、見

證了澳門從落後到發展的進程、見證了中葡關係、澳葡關係從管治、衝突、對峙、協商、

融和到今天的友好發展。」她續說，「近年本澳青年昆蟲學者在青洲山上發現澳門特有的

昆蟲：澳門細蟻、澳門麥羅田蟎、青洲大翼蟎等，只生存生青洲山上。青洲有數百年的特

殊歷史，有中國第一個水泥廠遺址、36 棵古樹(近年死了幾棵未計在內)、百年修道院、十

數個軍事設施連結等。」 

最初擬規劃青洲山為綠化保育區 

根據政府資料，1996 年的青洲都市化重整研究計劃，規劃面積為 260,000 平方米，對青洲

區道路網及青洲山周邊共二十六幅地段發展作出規劃。主要提到發展用地為 48 %、綠化用

地為 11%及道路用地佔 41%。該規劃亦就樓宇的高度作了規定，由 15 米或 70 米以上，當

時青洲山劃為綠化保育區。 

十四年後，政府指，由於早年經濟低迷，以致區內發展緩慢，至今發展情況並未如預期理

想，大部份地段及道路網至今均未能按照 96 年計劃發展。於是，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

2010 出現。 

規劃再變考慮輕軌 青洲山或變公園 

在 2010 年版的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中，當時政府考慮輕軌第二期方案應考慮青洲支線；取

消青洲區內工業用地，及撤走中途倉。取締無牌修車場，整頓區內修車場及廢車場環境污

染情況；又建議青洲山屬已評定的地點，不適宜進行城市建設開發，將作市政公園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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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工務運輸局期望透過重新規劃，把青洲打造成環境優美、配套設施完善的居住及生活

社區。 

在 2010 年版規劃當時規劃中面積為 238,800 平方米，建設用地總量是 120,080 平方米，

共劃分成為 52 幅發展地段。預測未來居住人口將達兩萬多人。在用地功能則劃分為非工業

用途地段、公共房屋、社會/公共設施用地、教育設施/學校用地、綠化用地、公園廣場等。

政府亦計劃設文化活動中心、文化活動中心、公共停車場、安老院、海關、消防/治安單位

及綠化保護區等。為了呈北高南低之勢，保持青洲山，以至區內樓宇視軸線由北至南，遞

減錯落，高度由 15 至 80 米或上。青洲山屬已評定的地點，不適宜進行城市建設開發，將

作市政公園建設。 

陳鳳指，雖然今次總規對青洲內地方劃以居住、工業、環境保護等幾個方向。若要為青洲

未來找出個規劃，則先要解決青洲山和青洲區的定位，但她對區內的未來發展期望不太

高。「政府真係要合情合理盡快落實土地歸屬問題，先可以完成總規。我地很需要公共設

施，但政府地太少啦。掌握晒係私人手上，政府要如何處理好關鍵，要面對現實，社會也

要面對現實，（土地）攞番嚟都係為咗服務廣大市民啫。」 

雖然宜人社區的藍圖吸引，但可惜只是空中樓閣。即使十年過了，青洲未來的輪廓仍是含

糊，區內沒有輕軌、青洲山公園、文化活動中心等；但多了海關、中學及大學、批發市場

等。然而，影響居民生命財產的燃料中途倉仍在；市民珍惜的青洲山，在其山內及山腳仍

四散的廢車場、修車場十多年後仍在，而且似呈上昇趨勢。 

 

N271  1/10/2020 訊報 

青洲區規劃擱置多年 居民︰政府完全失信於民 

 

政府現正公開諮詢《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草案建議維持現時

主要位於青洲區的跨境工業區，將來青茂口岸投入運作後，將進一步加強澳門及珠海的聯

繫，促進跨境工業區的繼續發展，同時配合青洲居住區的發展，土地使用主要為居住區及

公用設施，而青洲山則規劃為生態保護區。生態保護區內的土地使用不兼容居住、工業及

旅遊娛樂用途。 

不少青洲區居民都不滿政府多年來擱置該區的規劃發展，令社區配套設施嚴重缺乏。早前

就有青洲區居民致電《澳門講場》批評政府放棄該區的居住環境，將所有所有厭惡設施集

中在青洲區、包括居場、劏車場、燃料中途倉等。又指工務局在 2010 年完成的《青洲都市

化整治計劃》當中，規劃會興建公園、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托兒所、安老院等等，但至今

卻連一個公園都未見蹤影，政府完全失信於民。又指政府是青洲區土地的大業主，連政府

都不帶頭發展興建社區配套設施，又如何能夠令私人業權人有發展意欲？「如果政府連青

洲區一個咁細的規劃，用二十年都做不好，咁就比較難兌現未來二十年的澳門總體城

規！」 

總規草案建議北區 1(青洲區、筷子基區及林茂塘區)增加居住用地，社會亦有意見擔憂北區

已是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若再增加居住人口，會否令居民的生活質素再進一步下

降？而青洲山被規劃為生態保護區，亦有不少意見關注保育與發展如何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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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少青洲區居民對於區內交通不滿已久，指出區內不少行人道過於狹窄，經常造成

人車爭路，對駕駛者及行人均構成安全隱患。隨著明年青茂口岸落成，交通局早前提出優

化北區步行系統計劃，擬透過優化步行環境引導居民及旅客步行出行，經由李寶椿街、台

山平民新邨、祐漢新村第六街等前往東北區分，期望將區內短途機動化出行轉移為步行出

行。有意見指出，有關計劃只集中關閘至台山一帶，未有延伸至青洲區，令區內居民深感

無奈。認為當局規劃增加區內人口的前提，應先完善交通及市政設施，否則將影響居民的

生活質素。 

對於居民的質疑及憂慮，政府代表在諮詢期間亦有多次回應。當局稱，北區一增加居住用

地主要是青洲區，青洲區過往規劃一直為居住區。總規草案會延續青洲山整治計劃，並加

大保護青洲山的範圍，較 2010 年青洲山保護範圍加大逾一倍，將優先保護環境以及文物，

並會加入對山體、景觀、視廊的指引，對後續開發有限制，具體開發容量會在詳細規劃訂

定，平衡保育與發展。未來亦會於區內增加公用設施及綠化空間，優化區內環境。 

當局稱，青洲區有好多土地都是私人業權，要提供誘因發展社區，否則這些土地將繼續閒

置，對當地社區發展不是好事。至於人車爭路的問題，當局稱，要想開路亦不容易，需要

與業權人協商並涉及置換土地等問題，希望市民明白。政府會透過各方面工作改善清洲居

住環境。 

 

N272  1/10/2020 正報 

市諮委關注總規 

 

【本報訊】市政諮詢委員會昨舉行會議，多名委員在議程前發言提及正公開諮詢的澳門城

市總體規劃草案，促請市政署及早做好各區的市政、休憩、綠化空間設施規劃布局，滿足

居民需要。 

其中委員梁頌衍提出，本澳生活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中北區，有必要利用今次總規

機會去合理分配資源，改善社區環境。一方面應降低人口密度及土地發展強度，利用都更

有序遷離部份人口，改善交通及居住空間。 

梁頌衍建議換地遷北中區工廈 

同時，針對中北區裡現有的大量工廈，未來在改變用途後，應採取換地方式，騰出部份合

適土地作為市政用地及綠化開放空間，達至為民創建優質生活環境的目標。 

梁頌衍又指，草案對自然資源的保育只沿用原有法規政策，沒長遠計劃，特別是在路環南

岸竹灣海灘至黑沙海灘的海岸規劃並沒太多著墨，實對本澳最為珍貴且為親水的自然海岸

不重視。 

他直言，兩海灘因長期沒完善規劃引致周邊過份都市化，相關保育利用建設亦沒朝可持續

發展方向，面積也受侵蝕而大幅減少。希望署方可聯合相關部門深入研究，及早進行路環

南岸的保育發展規劃。 

林宇滔冀盡快落實 TNR 

委員林宇滔則談及流浪動物捕捉絕育放回（TNR）計劃，指出過去針對流浪貓去做 TNR 並

沒有失敗，只是貓隻棄養問題一直未有得到源頭解決，計劃成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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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計劃衍生的爭議不易解決的林說，按全球各地實踐經驗，源頭杜絕棄養，再配合與動

保團體人士共同執行 TNR 及後續跟進，是控制流浪動物數量唯一有效政策，也是唯一符合

不同持份者共同利益的措施。 

他期望，市署及動保團體能重新就全面恢復流浪貓 TNR 及開展流浪狗的 TNR 試點計劃盡

快務實交流，為動物福祉和社會利益去盡快落實相關計劃。 

何凱玲倡向細路推廣國安 

委員何凱玲提議，完善國家安全教育推廣，把相關主題展在回歸紀念館作長期陳列並每年

更新。另可設兒童友善版本，深入淺出向小朋友介紹國家安全對澳門的重要性。 

 

 

 

N273  1/10/2020 澳門日報 

市諮委冀加強管理閒置地 

 

市諮委趙蘭瑛冀當局完善社區康體設施，更好地配合總規發展。陳溥森促做好批給失效回

收土地管理，清除雜草垃圾，杜絕衛生隱患。 

完善社區康體設施 

趙蘭瑛建議按照現時的社區發展需要，於中區尋找更多空間作複合利用，建設社區休憩康

體設施，提升居民的生活素質。在規劃大型休憩空間時結合整體，不同場所可有不同特

色。在建設規劃的同時，應整體考慮澳門現時地下渠網，改善城市排污，減少居民商戶面

對渠塞的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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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溥森指出，特區政府近期陸續回收不少土地，部分用於公屋、道路等建設，但仍有不少

土地至今未有重新使用。回收的閒置土地現時僅用鐵欄圍隔，處於廢棄狀態，長年日曬雨

淋，內部雜草叢生、積水處處。促當局加強管理，定期派員巡查，及時清除雜草廢物，填

平地面坑窪，杜絕蚊蟲滋生。近期部分私人借出的自由波地及休憩用地歸還業權人，建議

當局利用現有空置土地建臨時休憩區、自由波地或者停車場等。 

李煥江提出三點改善公共衛生建議：一、設衛生督導員，協助城市衛生宣傳和通報。二、

試點設生活垃圾具體投放時段。三、修改《公共地方總規章》和制訂垃圾分類管理法規。 

 

N274  1/10/2020 華僑報 

就民生、國安教育、衛生文化等提建議 市政諮委關注多項問題 

 

【專訪】十多名市政諮委會委員分別在平常會議時就市政規劃、國安教育、空地管理、道

路用料、康體設施、公共衛生、善用考古資源、杜絕棄養動物等提出建議或意見。 

 在昨下午在市政署禮堂舉行的市政諮委會委員平常會議議程前時段，共有十三名諮委就

自己所關心的事務或問題先後發言。 

 梁頌衍冀市政署配合城市總體規劃做好市政及綠化建設規劃。 

 何凱玲盼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陳溥森希望管理好政府空地，防止成為垃圾或衛生黑點。 

 梁鴻細盼市政署在城市總規劃事務中發揮參與其中的積極作用。 

 馬志興建議為小販區增設供水設施。 

 李兆祖關注：斜坡路應增設扶手或欄杆；壓縮型垃圾箱安放位置應衛生及氣味的負面問

題。 

 辜文達盼結合黑沙歷史人文特色，規劃好「黑沙歷奇遊樂園」，同時完善黑沙的民生基

礎建設。 

 趙蘭瑛希望城市總規劃中注重康體設施建設問題和下水道重整事務。 

 邢榮發盼善用黑沙考古資源、在三座大橋及隧道口立碑介紹、將輕軌外貌「龍蝦」包裝

化。 

 李煥江提出改善公共衛生三建議：設衛生督導員、推行垃圾分類及規定垃圾投棄時間、

修訂《公共地方總規章》。 

 林宇滔盼杜絕棄養動物、推行ＴＮＲ計劃（捕捉、絕育、放回）。 

 李良汪盼建立跨部門的城市總體綠化機制和健全相關法規。 

 張嘉敏期城市總規中早合理規劃市政用地、公共空間及加強濱海規劃、建設。 

 是次市政諮委會委員平常會議由諮詢委員會主席司徒民義主持。議項包括：議程前發

言；通過過往三次會議錄；審議市政署管委會七、八月份工作計劃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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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5  1/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總城規政府持開放態度_冀諮詢期充分收集民意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在公開諮詢。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新城 C 區

填海將繼續進行，但 D 區填海與否，以及是否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四十一公頃

水道區域等，政府仍希望在六十天諮詢期內，充分收集市民的意見。 

羅立文昨日受訪時又稱，市民對諮詢文本持不同意見很正常，相信政府舉辦多場的公眾諮

詢會、專場諮詢會等，可讓市民有足夠時間表達意見，強調政府態度開放、沒有取態。 

另外，澳大澳門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討論居住生活文化環

境。講者之一的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展鵬指出，當局有條件保護主教山的景觀，

倘南灣 C、D 區規劃為政府辦公用地，當中沒有涉及商業利益，降低總體城規草案建議的六

十二點七米建築限高理應較易處理。 

他建議減低區內的建築密度，除了能展現主教山的輪廓，還可保留本澳少數休閒空間。他

又稱，城規草案缺少各區的人口分佈數據，令文化等設施規劃未能跟上。 

另一位講者亞太城市建築學會理事長高武洲認同，總規草案的原則及目標。他建議，除了

職住平衡外，當局亦要關注交通、社區配套等平衡，又希望社會及政府多關注節能減排等

方面措施，發展城市生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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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6  2/10/2020 市民日報 

崔煜林冀政府訂政策助工業發展 

 

【本報訊】澳門廠商聯合會會長崔煜林指出，產業的發展不能單靠企業的努力，更需要政

府制訂發展方針及相關配套政策。澳門工業現時的發展面臨一定的困難，主要集中在工業

廠房的供應上。 

現正進行公開諮詢的城市總規草案建議將工業區集中在 4 個區域，並將慕拉士工廈轉為商

業區，他認為執行上有困難，因工業大廈的設計和消防等配套難以改為商業用途。 

崔煜林表示，上月特區政府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

當中工業區只佔 2%。因此他們希望在僅有的工業用地上，特區政府能在收回的工業用地興

建一些具有完善配套設施的現代專業廠房，以食品業、保健食品及藥品業的廠房先行，以

合理的價格租賃給這些中小企業，以助他們在硬件上能符合國際標準，提升其競爭能力，

才望有能力及條件將產品推銷入大灣區，以及有助引入外地投資者合作，提升產品的種類

及質量。 

崔煜林亦希望粵澳（橫琴）深度合作區作為澳門工業持續發展的後盾，在橫琴建立澳門工

業園，園內所用的法律法規、制度及稅務等，能按照澳門現行的法律法規執行：爭取在工

業園內生產的產品，符合某些規定，可被視作澳門製造；在 CEPA 框架內放寬澳門產品的

原產地標準；簡化產品通關及檢驗流程，讓產品可以盡快進入內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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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7  4/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工聯離島辦盼總規令澳門更宜居宜行 

 

【特訊】政府出台｢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為本澳未來 20 年的發展訂定方向，當中預計牽

涉 80 萬人口的生活圈。工聯離島辦事處對草案表示關注，並認同政府以建設快樂、智慧、

可持續及具強韌性的城市為規劃目標，冀望在未來規劃中，尤須強化在土地使用、交通運

輸、文化保育等方面，解決新舊城區及環境平衡的問題，令澳門更宜居宜行。 

    日前工聯離島辦事處進行義工茶會，介紹及收集居民對城規的意見，以及未來城市中配

套的訴求。工聯總會副理事長，工聯離島辦事處主任梁銘恩表示，居民對城市總體規劃期

望已久；當中離島區有著不少閒置和回收土地，過往因總規未出台，故不少項目和計劃停

滯不前，如｢氹仔北區都化巿整治計劃｣。隨著總規出台，貫徹做好土地發展方向的定調、

定性，以解決多年來閒置地利用和路網開拓等問題。 

    義工中也有曾從事爆竹業的工友，贊成政府保護澳門歷史城區和文化保育，當中，樂見

氹仔益隆炮竹廠的活化利用構想，回想｢神香、火柴和爆竹｣作為昔日澳門三大傳統工業，

對當代人有著重要的集體回憶，在產業文化上有著代表性意義。建議未來活化時，可參考

鄰近台灣地區在「產業文化資產」保存的成功經驗和案例，以及對益隆內的生態及古樹等

做好保育與保護，使得環境與文化資源能有機結合，為氹仔區內旅遊引入新的元素和活

力。另外，規劃也應一併研究優化步行環境和道路擴寬，減少因人流上升而衍生承載力或

對周邊地方帶來的影響。 

    產業佈局與商圈方面，在草案文本中，把氹仔北區一幅 13 公頃土地（原海洋世界）劃分

為商業區。社會對休憩空間需求殷切，加上現時已形成自然的生態景觀，建議政府能深思

如何能引入旅遊娛樂和環境保護元素，令澳門旅遊元素真正多元化，增長旅客留澳日數。 

    對於文案中建議發展成商業區，望政府提供更多數據及理據，助居民對相關規劃能有進

一步理解。 

    交通運輸方面，交通諮詢委員會兼工聯氹仔湖畔中心幹事歐嘉輝表示颱風天氣下跨海交

通全賴西灣大橋下層通道，多次使用下已看到通道無法滿足惡劣天氣下居民對跨海交通的

需求，因而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建造可全天候通行的澳氹隧道。在文案中政府計劃取消新

城 D 區填海，澳氹跨海通道又將如何？冀政府釋出更多訊息讓社會知悉。澳門城市總體規

劃與居民自身有著密切的關系，影響著澳門未來 20 年，是次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期至今年

11 月 2 日，期望政府能繼續加強社區宣傳，工聯離島辦事處也會持續收集居民意見，向政

府建言獻策，與居民同心同行構建宜居宜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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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8  4/10/2020 華僑報 

澳大城巿總體規劃座談會 關注未來居住生活文化環境 

 

【特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九月卅日舉行「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居住生活

文化環境」專場。座談會由澳大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主持，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澳

門特區《城巿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下稱《草案》）的公共空間、生

態、文化與總體規劃的關係等領域提出建議，他們均認為澳門總體規劃應從「人」出發，

考慮「人在環境中」及「人與城巿空間的互動」。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Prof. Timothy Simpson 表示，澳門過往批出的一些大型項目，

當中有不少屬於私有擁有的公共空間，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空間未能為公眾使用，而且一

些紀念性空間和廣場欠缺人性化設計，使用率不高，在未來的總體規劃中，應盡量避免和

加以改善，減少公眾無法利用的城市公共空間。他認為，環境和空間在規劃時應注意與

「人」——即巿民的日常生活有聯繫，而不只是空蕩蕩的場地。澳門城巿規劃學會副理事

長楊晶亦認同總體規劃在突出城市特色、改善人居環境、提高空間利用率、調節承載平衡

等的同時，需要認真思考、保留和加以實現澳門城市中原有的鮮明特色，同時多利用小型

的公共空間以增強城市的文化肌理，可考慮利用如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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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人群的需求分類和搜集，明確城市功能分區，更精準地控制和平衡高密度空間及人群

聚集的壓力，並注重和大灣區其他城巿的功能劃分接軌和協調。 

 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表示《草案》中提到目標之一是要「打造中華文化合作基

地」，但文本中卻沒有提及以甚麼軟硬件和如何規劃文化基地。他建議可以把一些如天主

教文化、中華文化、漁業文化、新型休閒活動等文化體驗注入未來的綠化帶和未來的分區

當中。此外，文化遺產的保護在總體規劃中有一定分量的內容，但如何活化和發展卻有所

欠缺。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展鵬表示，本澳在二００八年已提出《澳門城巿概念

性規劃綱要》，是次總體規劃應在此基礎上有更高要求。需要疏理一些數據以解決現有的

人口老化、交通擠塞等問題，以及預視文化設施如何在不同分區中分佈。他認為是次總體

規劃在文化景觀、文遺保育中可有更多的體現，並應把海洋生態的保護納入到總體規劃之

內。 

 亞太城市建築學會理事長、澳門城巿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副教授高武洲則關注澳門「生態

城巿」的建設，他表示，總體規劃現正在編製，政府可以通過新城填海、都巿更新等手

段，加上澳門有著地域較小、文化和諧、財政充裕等優點，澳門有條件循著「生態城巿」

的方向前進。可利用大數據、5G 技術了解一個城巿的溫度、光線、用電、用水、垃圾等，

作出監測和控制，令居住環境得以改善。此外，他也提出，應透過總體規劃改善一些法律

上的阻礙，以適應未來的新能源建設，如太陽能的使用，以加快改善澳門的生態環境。澳

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陳建新關注政策諮詢的過程，他認為政府需要與專業的團體就總

體規劃的某些要點進行商討，並把一些較為具體的方案向巿民發佈、進行解說，以巿民能

接受的方式進行表達，以便巿民參與討論。分區方面，他認為可以將一些功能性的劃分，

例如可把汽車維修等高污染性的產業規劃在同一區處理。 

 出席是次座談會的還有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鄧榮、澳門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

志誠等。澳門研究中心將繼續就《澳門總規草案》舉辦「產業規劃」專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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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9  5/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發策研究中心特別時政沙龍_冀明確路線圖全面落實總規 

 

【本報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的公佈引起社會各界熱 

議，有見及此，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日前以"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為主題舉行特別時政沙龍

座談會。中心副理事長呂開顏、中心副理事長兼澳門特區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高岸

聲、澳門特區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陳昭怡和澳門特區政府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劉雅樂

就是次座談會主題各抒己見，引起與會人士的熱烈反響。與會者就職住平衡、新城 D 區填

海計劃、慕拉士大馬路工業區轉型等方面提出意見。  

一、明確路線圖 全面落實總規  

有與會者認為，總規草案對本澳現有的土地資源進行系統規劃，為未來的發展描繪清晰藍

圖，值得肯定。為更好全面落實總規工作，政府需按輕重緩急的原則明確路線圖、時間

表，並提供更多的指標讓藍圖落實的過程清晰可見。此外，在利用土地資源時，應加強公

共部門與社會的溝通協調，加快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讓居民生活更美好。  

有與會者表示，疫情進一步凸顯財政資源的重要性，總規工作的落實離不開財政資源支

持，希望政府編制總規的同時，持續關注本澳財政運行情況，充分評估規劃落實的可行

性。有與會者認為，總規涉及面廣、時間跨度長，而社會發展一日千里，政府日後應對總

規的實施情況進行持續的評估，可參考內地城市經驗，適時對總規予以修編，適應社會發

展需要。  

二、制定職住平衡具體方案 構建產學研合作基地  

有與會者稱，認同職住平衡理念，希望政府能提出更多具體的方案，澳門地小人多，要全

面落實並不容易。建議政府結合社會需求，從宜居宜業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職住平衡的

可行性。  

有與會者提出，總規應配合本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可考慮在本澳構建旅遊圈，為

旅客規劃全新旅遊路線，延長留澳時間。另一方面，本澳近年高校科研水平卓越，但科技

成果轉化率偏低，建議可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是本澳在創新科技走廊中的定位，

在本澳構建產學研合作基地，供產學研發展之用。高端產業片區應與高校距離相近，例如

可考慮路環區西側，鄰近澳門大學，從而促進彼此合作，產生群聚效應。  

三、加強信息發佈 轉型前應作充分考量  

近日新城 D 區填海規劃引起社會熱議，有與會者指出，政府應公佈更多信息，如填海將對

生態、航道產生的影響，減少信息不對稱，讓居民更好建言獻策。另外，關於慕拉士大馬

路工業區的轉型，政府前瞻性的謀劃值得肯定，但由於該區人口密度大、高齡樓宇數量

多，轉型前應充分考慮該區的現實情況，做到深入研判、深入調查、科學決策，切實回應

居民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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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80  5/10/2020 澳門日報 

我們需要有體溫的城市規劃 

 

二○○八年，時任"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研究小組"組長、香港中文大學研究講座教授楊汝

萬先生，在一項公開諮詢文本中指出："澳門長期以來缺乏前瞻的、宏觀的、全面的城市規

劃，且相關制度亦欠完善，各區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及功能定位，道路及基礎建設均欠缺

長遠規劃，城市發展模式不能滿足澳門當前和未來的發展需要，由經濟增長帶動的城市擴

張產生了諸如屏風效應、交通擠塞、欠缺泊車位、口岸飽和、土地利用不協調、城市結構

混雜和環境污染等問題。"① 

同時，研究小組還認為："‘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的目標是為居民構築一個可以持續的、

怡人、安全、舒適的宜居環境。而如何協調不同的群體對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方面

的利益訴求；如何讓具有不同的意識及價值觀的利益主體進行有效的溝通、交流、協調、

談判、尋求共識、相互妥協，則是城市規劃作為政府協調空間資源配置以及價值分配的公

共政策的核心功能。"② 

今年九月初，期待已久的《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以下簡稱

《城市總規劃草案》）諮詢文本終於出台，這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首次編制的城市總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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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草案，我們期望，此規劃將對澳門加快融入大灣區建設、發揮共同推動珠江西岸發展、

以及本地區的日後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然而在閱讀草案之後，或有值得商榷之處。 

我們知道，現代的城市規劃是一種具有指導城市持續發展、社會有序建設、調控城市空間

資源及保障市民安居樂業並不斷優化生活質素的重要公共政策。而作為生活當中的市民，

親身參與當然十分重要。因此，《城市總規劃草案》自推出以來，不少的市民和學者各自

就不同的關注點提出了大量具有參考價值的意見，我們期待規劃部門對相關建議作出詳細

的思考及分析，並吸收當中的建設性內容，讓日後通過並實施的城市總體規劃，能更具科

學性及公眾認受性。 

本文主要關注於《城市總規劃草案》諮詢文本中，對城區劃分的內容部分。雖然，當局強

調區塊的劃分是依照城市的"特色"和"功能"而作出，可是當中的"特色"和"功能"是如何在總

規中得到體現？真的可以做到如諮詢文本所強調的"延續歷史人文氛圍及景觀特色（諮詢文

本 p.8）"嗎？答案很可能是見仁見智的。以下就《城市總規劃草案》中關於澳門半島的區

塊劃分方面（參看圖一），表達一點不成熟的看法以作拋磚引玉，期待引起大家的參與和

探討： 

1. 總規宜加強對本土歷史、文化及自然地貌的關注 

多個世紀以來，澳門半島依照自身的規律逐步發展，最後漸形成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港

口。為保持這份既古老又開放的城市魅力，有關城市的總體規劃務必充分考慮與本土歷

史、文化資源的融合與利用。 

1.1 舉例一 歷史上著名"蓮花莖"的消失 

在《城市總規劃草案》中，近代史上著名的"蓮花莖"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北區-2"的範圍之

中。"蓮花莖"（關閘馬路）北連昔日香山拱北，四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內陸通往澳門的唯一

陸上要道，其意義有如臍帶和母親的關係，是與祖國命運血脈相連的重要象徵（參看圖

二）。歷史上，愛國民族英雄林則徐於鴉片戰爭前夕便是從"蓮花莖"進入澳門，展示一國之

威儀，至今仍為世人所懷念。同時，在傳統意義上，"蓮花莖"便是作為花莖部分，與"蓮峰

山"組成了澳門"蓮花寶地"的天然風水格局③。"蓮花寶地"的概念在澳門坊間廣泛流傳，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就是以蓮花作為主體象徵。故此，"蓮花莖"本身便具有極強的愛

國愛澳、歷史、文化、傳統習慣以至地理風水等象徵性意義，其存在的意象不應輕易被抹

去。 

建議：將半島北方的三區（東區-1；北區-2；北區-1）之範圍以關閘馬路為界（參看圖

五），分成東、西兩區。東區包括：現時的黑沙環及馬場地段；西區則包括：現時的台

山、青洲及筷子基片區。藉清晰的區界還原"蓮花莖"的原始脈絡，繼而與珠海拱北的"蓮花

路"一起，讓昔日古道構成澳門與祖國血濃於水的同根同源象徵性意象。 

1.2 舉例二 被分割的南灣海岸線 

稍為對澳門的歷史或對本土自然地貌有所認識的朋友，對優美的南灣弧線並不陌生。作為"

澳門歷史城區"鮮明地理特徵及重要城市輪廓的南灣海堤（參看圖三），一直是不少畫家最

為鍾愛的描繪對象，亦是澳門港口天然海岸線的鮮明體現。 

在《城市總規劃草案》中，接近一半的南灣海岸線（南灣街）消失在"中區-2"的範圍之內，

讓十六世紀下半葉逐步形成的澳門舊城輪廓，包括分列在原海岸線的歷史建築，如陸軍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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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加思欄花園、八角亭、培道中學校址、高可寧南灣大宅、大西洋銀行等，均被迫與

二十世紀上半葉由填海而得的殷皇子馬路，及葡京一帶的現代賭場區域極不協調的連結在

一起，情況值得關注。 

事實上，在《城市總規劃草案》技術報告第七章之"規劃分區指引"對"中區-2"的描述中（諮

詢文本 p.90），僅僅介紹了"澳門歷史城區"及內港沿岸的安排，卻對同樣屬於"中區-2"內

的葡京一帶完全沒有作出任何描述。是不是正好說明：金光閃耀的葡京一帶原本在分區上

就不應該劃入這個古老的社區之中。 

建議：以南灣街為區界，明確劃清並維持南灣原有的海岸弧線，讓位於孤線以北的歷史城

區保有自身的輪廓特質、歷史原真性與人文價值，而位於孤線以南，則與同期填海而得的

新口岸地段作結合。 

1.3 舉例三 望廈村將被分拆 

望廈村為澳門出現最早的原始村落，區內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文化淵源，如著名的觀音

堂（普濟禪院）、觀音仔（觀音古廟）、康真君廟、唐家花園、聖方濟各教堂、望廈聖母

墳場等都位於其中。在近代歷史上，更是一八四四年中美簽署《望廈條約》的地方。然

而，在《城市總規劃草案》中，這條古老的村落被無端分解成為兩部分。 

按《城市總規劃草案》十八分區的劃分，望廈村將由美副將大馬路分拆成面向東北、與面

對西南的兩個部分。觀音堂、觀音仔一帶被歸入"東區-1"之內；而唐家花園、聖方濟各教

堂、布巷、鈕扣巷、草蜢巷一帶則被歸入"中區-1"之內。讓人不禁提問：明朝逐步建立起來

的觀音堂與二十世紀填海出現的黑沙環社區有着甚麼樣的密切聯繫？ 

按總規第七章關於"東區-1"的規劃指引中，建議"慕拉士大馬路旁商業帶容許較高的建築

物，為區內的嶄新商業區帶來鮮明的天際線和地標，促進轉型活化。"及期待"慕拉士大馬路

工業帶轉型作商業區，為區內注入活力，打破住宅區較單一的城市景觀風格（諮詢文本

p.88）"等。可是，卻對同樣被劃入"東區-1"內的觀音堂一帶完全沒有任何描述，是否也是

說明：觀音堂一帶亦根本不應被劃入這片區之內？事實上可以想像，這半條古老的原始村

落，無論如何也與諮詢文本關於"東區-1"中所強調的黑沙環"嶄新商業區"顯然是格格不入

的。 

同時，位於澳門半島東北方的"漁人角"（海角遊魂、馬交石一帶），一直是澳門半島古代地

理特徵的輪廓線之一，亦將隨着《城市總規劃草案》中劃分的"東區-1"內而消失，情況可否

避免？ 

建議：依照望廈山連接馬交石的自然山體邊線為基礎分界：把位於山體邊線東北方向的黑

沙環地區歸入一區，將位於山體邊線西南方向的望廈古村歸入另一區，以尊重及凸顯原生

地貌特徵，澳門古城的自身輪廓得以重塑（參看圖四）。同時，完整保留望廈片區後，可

以更好地配合諮詢文本中所指的"延續舊城區傳統及獨特圍、里、街、巷和小街廓的城市肌

理特色（諮詢文本 p. 

90）"，也能還原出望廈社區清晰的歷史形成及文化脈絡。 

2. 應調控城市空間資源、達至相互補充的戰略性目標 

諮詢文本中指出，十八分區的規劃以"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諮詢文

本 p.12）"為分析的基礎，但是在草案本文、包括其技術報告中，均未提及關於區域劃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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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標準、客觀原則、具備條件，以及區域日後發展的預期指標。所以，我們只好從《城

市總規劃草案》的分區情況作出自行解讀，也許會認為部分區域內的設施分佈並不平均、

佈局亦似乎有欠合理。 

2.1 舉例一 

《城市總規劃草案》中，位處北區的"東區-1"及"北區-1"內均並未設有街市，但分別擁有各

自的公共圖書館。而同樣位處北區的"北區-2"，卻擁有兩所街市但沒有圖書館。可見，區域

的生活設施及文化設施分配看來並不平均。 

建議：為達至合理的設施分配及資源分享之目標，建議參考上述 1.1 之意見，將草案本文中

澳門半島北方的三區範圍（北區-1；北區-2；東區-1）以關閘馬路為界，分成東、西兩

區，東區包括：現時的黑沙環及馬場地段；西區則包括：現時的台山、青洲及筷子基地

區。透過這樣安排，讓兩區均可擁有自身的街市和公共圖書館。 

2.2 舉例二 

《城市總規劃草案》把原先的新口岸和南灣、西灣區拼合並劃分出"外港區-2"及"外港區-1"

南北兩大區塊。由此，何賢公園及宋玉生公園相接的綠化帶在中央部位便會受到南北的分

割，嚴重破壞了前人苦心規劃經營的社區中軸綠化佈局，亦造成了"外港區-2"東、西跨度長

達三公里的狹長局面。這樣一來，"外港區-2"擁有了大片公共親海活動空間。相對地，"外

港區-1"的海岸線，卻因已全被屬於私人企業的漁人碼頭及酒店設施所佔據，百姓幾乎完全

失去親海的公共活動空間，只剩下大水塘邊上狹窄而擠擁的運動步行徑，供區內市民作休

閑活動。 

建議：以何賢公園及宋玉生公園綠化帶為中軸線，將口岸分成東西兩片區，東區以口岸為

方向，西區以南灣湖、西灣湖為方向（參看圖五），以共同分享中軸綠化帶、豐富而寬闊

的海岸休閒活動空間資源，以及松山方向的山體景觀。 

3. 審慎的區域命名以保存澳門豐富的歷史及文化記憶 

一個地方的命名十分重要，就像每位家長都希望為自己的孩子取得一個有意思的名字，至

少在今時今日的本土脈絡裡，已鮮少家長將子女稱作大妹、二妹、三妹或大牛、二牛、三

牛。參看《城市總規劃草案》的十八個分區中，包括了五個"中區"、四個"北區"、三個"東

區"等，這些名稱不單冷漠、重複、缺乏想像力，更和百姓的生活習慣拉出了很大的距離，

容易造成混亂。例如，按草案中的城區規劃，你能準確說出祐漢街市到底是位於"東區-1"、

"北區-1"或"北區-2"嗎？但只要換個說法：你可知道祐漢街市是位於黑沙環或台山？相信絕

大部分澳門居民對後者都較能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因為，市民對地方的認知是在日復一

日的生活經驗積累中形成的。亦具一定風險的，是這些以"東區-1"、"東區-2"、"北區-1"、

"北區-2"等類似工業分區管理的功能性命名，會把一個城市豐富的記憶及精神內涵統統抹

去，導致市民的地方歸屬感、歷史感均會大為減弱。 

建議：應從宏觀的角度，以尊重文化、歷史為原則，並且按照市民的習慣為依歸來考慮地

區的命名。故此，建議可把澳門半島各區的命名如下（參看圖五）： 

(1) 黑沙環區（歷史地名由來已久）； 

(2) 青台區（由青洲和台山的名字合成）； 

(3) 望廈區（來自望廈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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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堂區（彰顯世界文化遺產）； 

(5) 媽閣區（彰顯世界文化遺產）； 

(6) 口岸區（沿用"新口岸區"概念）； 

(7) 南灣區（以南灣湖為核心）。 

(8) 至於新城 A 區人工島及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的區域命名，則可從

展現澳門未來的國際性、與大灣區的融入、開放性、前瞻性等具新時代精神的名稱作為考

慮的方向，或開展全民性的新區名稱徵集活動，以增加澳門市民的參與感及地方歸屬感。 

結 語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在巴黎召開的教科文組織大會，以鼓掌方式通過了關於《城市歷

史景觀的建議》(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這是教科文組織成立三十五年來首次發

佈關於"歷史環境"議題的建議書。建議提出以來，獲得世界各地的熱烈回應與實踐。建議書

強調："城市遺產，包括其有形和無形組成部分，是增強城市地區宜居性的關鍵資源，並在

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中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凝聚力。隨着人類的未來取決於有效的資源

規劃和管理，保護已成為在可持續的基礎上實現城市增長與生活質量之間平衡的一種策

略。"同時，建議書又指出公民參與的重要性："應讓利益相關者的各個方面參與其中，並賦

予他們權力以識別其城市地區的關鍵價值，發展反映其多樣性的願景，設定目標並就保護

其遺產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行動達成一致。這些工具構成了城市治理動態的有機組成部

分，應通過向社區學習其歷史、傳統、價值觀、需求和願望，並通過利益衝突的群體之間

的調解和談判來促進跨文化對話。"④ 

澳門是一個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獨特城市，其人文歷史及社區文化底蘊深厚。故此，相信

教科文組織關於《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對我們今天的城市規劃、特別是對歷史記憶的

尊重與重塑方面，必定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與意義。 

吳衛鳴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 

藝術學院特聘教授） 

註釋： 

①《對建構城市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的探索（資詢文本）》，二○○八年，

p.7。 

②《對建構城市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的探索（資詢文本）》，二○○八年，

p.1。 

③鄧景濱：《澳門蓮系地名考》，載《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 · 歷史卷》，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二○一○年。 

④參看網址：https://whc.unesco.org/uploads/activities/documents/activity-638-

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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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81  6/10/2020 澳門日報 

擬納離島規劃 融自然人文景觀街總倡龍爪角增釣魚區 

 

【本報消息】街坊總會離島辦事處與氹仔社區發展促進會、黑沙村民互助會昨在黑沙村民

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公佈向政府建議於"新澳門八景"之龍爪角興建休憩涼亭釣魚台的構

想。團隊已向市政署提出方案，署方覆稱初步會考慮納入到離島區規劃中。 

昨日下午三時半，市政署市諮委、街坊總會副理事長梁鴻細，街總離島辦副主任張郁文、

氹仔社區發展促進會監事長兼土木工程師梁志鏗、黑沙村民互助會會長張大文等公佈上述

方案。 

梁鴻細等稱，黑沙村具有豐富的天然旅遊生態資源，歷史悠久，龍爪角於疫情期間更是居

民休憩好去處，更是釣魚愛好者的首選地。鑑於本澳目前僅氹仔海濱休憩區及路環高頂馬

路樹木園內為合法的兩個釣魚區，難滿足垂釣人士需求。相信於龍爪角沿岸建成兩組新

的、安全且合法的釣魚區，可為居民、旅客及釣魚愛好者提供休閒好去處。 

連接橋海岸徑相接 

根據構想，兩組休憩涼亭需要打海樁，分別長約九十米及六十米，座落路環東南方海面

上，經由連接橋與龍爪角海岸徑相接。涼亭為一處可觀賞海景、休憩及釣魚的場地，連接

橋寬度約四米，橋的最終端為直徑三十米的圓形平台，平台中心設有休憩涼亭，約高五點

五米。 

涼亭及連接橋主體構造材料為鋼筋混凝土，涼亭外形仿照中式傳統景觀涼亭，外觀古樸別

致，亭頂採用六角形設計，配深灰色青瓦，圓柱體表面鋪貼深灰色多邊形石片，地台鋪貼

燒面黃麻石，欄杆高度為一點一米，主要飾面材料為深棕色防腐木材及深灰色石片。為大

衆安全起見，亦深度考究過潮水漲退及抗強風力等情況。 

龍爪角休憩涼亭釣魚台設計將糅合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資源，積極推動親水文化，結合可

能建成的親子體驗農場和青少年歷奇空間，善用海洋自然資源和土地資源，將黑沙村打造

成為居民，特別為青年及親子開展生態保育教育的理想活地。 

推動親子生態保育 

他們指出，龍爪角入口對開海面已設防水基台，未來可在充分利用基台的基礎上，搭建設

置具備多種輔助設施的釣魚區，再以棧橋連通岸邊成為建設一個安全、合法的釣魚區。 

團隊接下來將持續細化方案，向包括海事及水務局、環境保護局等提出構想，有望政府將

之納入到"總規"中，爭取落實項目，暫未有總體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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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促合理利用閒置地 完善區內民生設施 

 

【特訊】離島社諮會昨日召開平常會議，多位委員在議程前發言時關注石排灣規劃及氹北

發展等議題，希望政府在制定城市總規劃草案時，關於石排灣的規劃不應該簡單定性為住

宅區，有關社區功能性資料亦應及早向社會公佈。同時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完善離島區內民

生設施，改善渠網、水電供應等基本生活需求。 

委員吳超偉表示，石排灣現時入住人口約 3 萬人，根據城市總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提及，預

計未來將達 6 萬人，有關配套設施亦將增加。他認為，未來石排灣的規劃不應簡單定性為

住宅區，應給出更多的資訊讓市民知悉。如興建綜合體育館、公園、學校、街市等資料需

及早向社會公佈並進行討論。他又認為，該區在未來人口分佈上，應以不同群體結構，避

免傾向長者，最終成為老人村。 

委員吳子龍指出，城市總規草案諮詢本文將路環定位為澳門的後花園和生態保護區，路環

居民期望政府做好保育的同時，進一步完善區內民生設施，改善渠網、水電供應等基本生

活需求。另外，文本將黑沙規劃為綠化及公共空間開放區，希望當局儘早落實黑沙歷奇營

及周邊休憩區的建設，為居民提供優質的綜合活動空間。他並建議在歷奇營規劃中增設黑

沙歷史館，向市民介紹黑沙歷史，在開墾發展之餘盡可能保留黑沙獨有的歷史文化特質。 

委員歐嘉輝表示，隨著社區發展，氹仔人口已超過 10 萬，期望隨著總規出台，能貫徹做好

土地發展方向的定調、定性，以解決多年來閒置地利用和路網開拓等問題。根據總規諮詢

文本，氹北項目位置納入了總規 18 個分區中的「氹仔中區-2（氹仔卓家村附近）」，規劃

指引中是維持居住用途，優化共用設施配套及建設具多文化宜居社區。由於氹北項目涉及

複雜的業權問題，居民關注政府的落實決心，同時希望當局在規劃過程中，多諮詢民意，

更好地利用發展該區閒置土地，解決困擾區內居民多時的水浸、交通、治安和衛生等問

題。 

委員吳鴻祺指，政府早前收回位於氹仔東北馬路、海灣街及高勵雅馬路交界地段五幅國有

土地。有關土地閒置多年，欠缺管理，衛生環境惡劣，希望當局盡快清理及平整土地內的

雜物，設立正式垃圾站以回應居民訴求。在總規草案中，該區位於北安區及氹仔北區-2 交

界，未來兩區人口亦將增多，建議該地段應及早規劃預留空間，作為兩區居民來往之交通

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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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總規草案中都市更新的思考 

 

    近期澳門政府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

為落實建設宜居環境，打造宜居社區，總體規劃草案提出以都市更新為契機，通過土地利

用合理規劃和調整，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都市更新應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和延續社區特

色為主要原則；鼓勵土地複合利用及公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並劃出了都市更新的優

先發展區域。下面就總體規劃草案中關於都市更新提到的公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優

先更新區域、商業區規劃，以及公眾參與四個方面，談一談筆者的看法： 

    加強都更 TOD 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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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總規草案中提到都市更新應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延續社區特色為主要原則，鼓勵土

地複合利用及公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但 TOD 開發模式對都市更新的適應性有待進

一步論證。TOD 模式開發的核心圍繞大型的公共交通系統和站點為中心，在步行 400-800

米（步行 5-10 分鐘）建立居住、商業、辦公和公共建築為一體的步行化社區。但是在本次

的綜合交通規劃圖中，重要公共交通設施（輕軌線路）、路線和站點主要分佈在環城沿海

地區，文本中指出將關閘口岸、新城 A 區、原路氹邊檢大樓及氹仔碼頭作為公共交通導向

發展(TOD)的地區，澳門未來都更的實施對象將以澳門本島的舊城區為主。都市更新區的居

民離上述 TOD 開發區距離超過 5-10 分鐘的步行距離。因此，這些 TOD 開發區在澳門都

市更新中的作用有待進一步探討與論證。建議在未來都市更新中進一步優化老城區公交和

慢行交通系統，加強都市更新區與 TOD 開發區的緊密銜接。 

    開展多模結合都更 

    在對都市更新的規劃中提出了兩個優先發展的區域，即北區-2 和中區-1，鑑於中區-3 地

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更新後的經濟發展潛力，建議將其加入優先發展區域。首先，中區-3 的

樓宇不僅同樣具有年期較長且樓齡較高的特點，還處於城市防災減災的重要區域，同時包

含了歷史城區旅遊線路的大部分。因此，該區的優先更新與發展不僅能夠提升居民的生活

環境與質素；同時如能盡早完善內港一帶防災減災的職能，也可提升城市安全感；優化歷

史城區周邊環境，可帶動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提升周邊社區的經濟活力。因此，建議將中

區-3 也加入到優先發展區域。 

    對於更新區的居民來說，是否被劃入優先發展區域將對其切身利益及未來生活質素產生

重要影響，因此，該問題也應充分尊重所在社區居民的意願，讓居民共同參與到此項決策

的制定過程中來，形成共識，以利後續都更的順利開展。而且在都更項目的實施中也需要

鼓勵居民自主開展自下而上的都更項目，配合政府的頂層設計，開展多種模式相結合的都

更，比如剛完成重建並於八月廿九日舉行入伙儀式的海德大廈，就是一個很好的由居民自

發重建、社團協助推動完成的都更案例。 

    在產業佈局中，建議優化澳門半島的商業區分佈，在中區-1 規劃商業區。作為主要都市

更新對象的澳門半島幾乎每個分區都規劃了商業區，除了中區-1 和相鄰的北區-1，其中中

區-1 被劃為了優先更新的區域。從可持續都市更新的角度來說，缺少核心商業型態的更新

將不利於該區經濟的發展與社區活力的提升，這樣的都市更新也容易被誤解為單純的物質

更新，有悖於澳門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另外，與中區-1 相鄰的商業區分佈距離該區中心

較遠，對於靠近中心區的居民來說，未來的商業活動會有不便。因此，為了更好的藉由都

市更新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提升社區商業活力，建議在中區-1 增設適當規模的商業區。 

    引多元諮詢構共識 

    此次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公眾諮詢採用了線上與線下結合的多種途徑進行，值得肯定。

但是，僅在規劃編制完成後進行公眾諮詢並非最有效的公眾參與形式。美國學者 SherryR. 

Arnstein（一九六九）利用在都市更新等方面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公民參與的階梯》理

論，將公眾參與根據賦權和參與程度的不同分為八個等級。此後，ReedMarkS.等人（二○

○六）也提出了最佳實踐參與的八個關鍵特徵，其中之一便是“在實施參與過程時，應盡

早從整個過程中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從概念的開發到規劃，到實施，再到成果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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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評估”。國際公眾參與協會(IAP2)（二○一七）在對良好的公眾參與進行定義時指出，

“參與方式與流程的設置應該與參與者或利益相關者共同協商制訂”，IAP2 的核心價值觀

已經被世界上很多的公眾參與組織者和執行者所實踐並認可。 

    此次總體規劃編制持續時間較長，但在規劃願景構建與規劃編制過程中，並未見任何公

眾參與的途徑與形式。若需使都市更新相關策略日後更好地實施，在規劃願景構建與規劃

編制階段，政府、市民、本澳規劃師（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有本澳註冊規劃師），及其他大

量的利害關係人的“共識構建(Consensus building)”過程必不可少。因此，建議在日後都

市更新相關規劃實踐中，引入多元的公眾參與形式，推進不同利益團體的共識構建。 

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講師  閆笑一 

 

N284  7/10/2020 正報 

社諮委冀一碼通關 

 

【本報訊】離島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昨召開會議，委員議程前發言分別談及到城市總體規

劃草案諮詢、空中走廊工程、通關健康碼等事宜。 

副召集人劉鳳鳴在其促請政府完善橫琴口岸的配套設施的發言裡提到，隨著新冠肺炎疫情

的穩定，通關人次不斷上升，建議本澳政府盡快與內地相關部門溝通，實現「一碼通

關」，使通關更便捷，快速疏散人流。 

她又引述市民反映，新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巴士站設施不便民，如口岸區的 WiFi 連線不穩

定，且居民返澳掃碼過程繁瑣，冀有關方面採取措施予以改善。 

不少委員發言都談及總規。吳超偉稱，其所屬社團曾接到居民反映，指不太看得懂現時總

規草案諮詢的展板訊息，難免胡亂猜測，需有較熟悉的人協助才了解，並認為此舉不夠接

地氣，有感為做而做。 

他建議，展示應設有講解員，即時向居民講解疑惑點，提高大眾對諮詢的參與度。規劃當

中一些社區功能性資料應及早向社會公布，如建設綜合型體育館、公園、學校、街市等，

不用等到詳細規劃。 

倡利用氹仔閒置地拓展環島單車徑的副召集人林家全指，現時總規草案較為偏向土地利用

規劃而非城市規劃，對現時較大的交通問題，包括如何科學設計路網、如何更好地做好公

交加步行系統為交通主軸的方向著墨較少。 

吳子龍說，路環居民期望政府做好該區保育的同時，能進一步完善區內民生設施，改善渠

網及水電供應等，並建議在規劃歷奇設施過程中增設黑沙歷史館，介紹黑沙歷史與風土人

情。 

施工中的氹仔基馬拉斯空中走廊工程對交通影響續受關注。委員黃梁君與徐承康促請請當

局做好工程監督，協調承建商加快工期，甚至延長每日開工時間，並推「替代道路」措施

等，以盡可能降低目前交通困局對居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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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總規草案中都市更新的思考 

 

近期澳門政府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為

落實建設宜居環境，打造宜居社區，總體規劃草案提出以都市更新為契機，通過土地利用

合理規劃和調整，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都市更新應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和延續社區特色

為主要原則；鼓勵土地複合利用及公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並劃出了都市更新的優先

發展區域。下面就總體規劃草案中關於都市更新提到的公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優先

更新區域、商業區規劃，以及公眾參與四個方面，談一談筆者的看法： 

加強都更 TOD 銜接 

在總規草案中提到都市更新應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延續社區特色為主要原則，鼓勵土地

複合利用及公共交通導向發展(TOD)模式，但 TOD 開發模式對都市更新的適應性有待進一

步論證。TOD 模式開發的核心圍繞大型的公共交通系統和站點為中心，在步行 400-800 米

（步行 5-10 分鐘）建立居住、商業、辦公和公共建築為一體的步行化社區。但是在本次的

綜合交通規劃圖中，重要公共交通設施（輕軌線路）、路線和站點主要分佈在環城沿海地

區，文本中指出將關閘口岸、新城 A 區、原路氹邊檢大樓及氹仔碼頭作為公共交通導向發

展(TOD)的地區，澳門未來都更的實施對象將以澳門本島的舊城區為主。都市更新區的居民

離上述 TOD 開發區距離超過 5-10 分鐘的步行距離。因此，這些 TOD 開發區在澳門都市

更新中的作用有待進一步探討與論證。建議在未來都市更新中進一步優化老城區公交和慢

行交通系統，加強都市更新區與 TOD 開發區的緊密銜接。 

開展多模結合都更 

在對都市更新的規劃中提出了兩個優先發展的區域，即北區-2 和中區-1，鑑於中區-3 地理

位置的重要性和更新後的經濟發展潛力，建議將其加入優先發展區域。首先，中區-3 的樓

宇不僅同樣具有年期較長且樓齡較高的特點，還處於城市防災減災的重要區域，同時包含

了歷史城區旅遊線路的大部分。因此，該區的優先更新與發展不僅能夠提升居民的生活環

境與質素；同時如能盡早完善內港一帶防災減災的職能，也可提升城市安全感；優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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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周邊環境，可帶動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提升周邊社區的經濟活力。因此，建議將中區-

3 也加入到優先發展區域。 

對於更新區的居民來說，是否被劃入優先發展區域將對其切身利益及未來生活質素產生重

要影響，因此，該問題也應充分尊重所在社區居民的意願，讓居民共同參與到此項決策的

制定過程中來，形成共識，以利後續都更的順利開展。而且在都更項目的實施中也需要鼓

勵居民自主開展自下而上的都更項目，配合政府的頂層設計，開展多種模式相結合的都

更，比如剛完成重建並於八月廿九日舉行入伙儀式的海德大廈，就是一個很好的由居民自

發重建、社團協助推動完成的都更案例。 

在產業佈局中，建議優化澳門半島的商業區分佈，在中區-1 規劃商業區。作為主要都市更

新對象的澳門半島幾乎每個分區都規劃了商業區，除了中區-1 和相鄰的北區-1，其中中區-

1 被劃為了優先更新的區域。從可持續都市更新的角度來說，缺少核心商業型態的更新將不

利於該區經濟的發展與社區活力的提升，這樣的都市更新也容易被誤解為單純的物質更

新，有悖於澳門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另外，與中區-1 相鄰的商業區分佈距離該區中心較

遠，對於靠近中心區的居民來說，未來的商業活動會有不便。因此，為了更好的藉由都市

更新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提升社區商業活力，建議在中區-1 增設適當規模的商業區。 

引多元諮詢構共識 

此次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公眾諮詢採用了線上與線下結合的多種途徑進行，值得肯定。但

是，僅在規劃編制完成後進行公眾諮詢並非最有效的公眾參與形式。美國學者 SherryR. 

Arnstein（一九六九）利用在都市更新等方面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公民參與的階梯》理

論，將公眾參與根據賦權和參與程度的不同分為八個等級。此後，ReedMarkS.等人（二○

○六）也提出了最佳實踐參與的八個關鍵特徵，其中之一便是"在實施參與過程時，應盡早

從整個過程中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從概念的開發到規劃，到實施，再到成果的檢測和

評估"。國際公眾參與協會(IAP2)（二○一七）在對良好的公眾參與進行定義時指出，"參與

方式與流程的設置應該與參與者或利益相關者共同協商制訂"，IAP2 的核心價值觀已經被世

界上很多的公眾參與組織者和執行者所實踐並認可。 

此次總體規劃編制持續時間較長，但在規劃願景構建與規劃編制過程中，並未見任何公眾

參與的途徑與形式。若需使都市更新相關策略日後更好地實施，在規劃願景構建與規劃編

制階段，政府、市民、本澳規劃師（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有本澳註冊規劃師），及其他大量

的利害關係人的"共識構建(Consensus building)"過程必不可少。因此，建議在日後都市更

新相關規劃實踐中，引入多元的公眾參與形式，推進不同利益團體的共識構建。 

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講師 閆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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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86  7/10/2020 澳門日報 

黑沙歷奇營倡增歷史館 

 

    石排灣住戶擴年齡層勿變老人村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正諮詢公眾，離島社諮委吳超偉促完善石排灣未來總體

規劃。吳子龍建議在黑沙規劃中，做好保育的同時，需完善區內渠網、水電供應等基礎設

施。吳鴻祺倡盡早規劃善用海灣街閒置土地。 

    天橋連通區內樓宇 

    吳超偉表示，總規預計石排灣人口未來將達六萬，有關的配套設施定需增加。建議未來

應以不同群體結構入住，避免傾向長者，最終成為老人村；規劃上需重新考慮讓區內天橋

接連區內不同區域及大樓，便於使用；社區功能性資料需及早向社會公佈並討論，如建設

綜合型體育館、公園、學校、街市等。 

    吳子龍建議在規劃設計中預留位置增休憩設施供黑沙的居民使用，並做好交通配套，完

善路網、車位、公交及行人過路設施。同時希望當局盡早落實黑沙歷奇營及周邊休憩區的

建設，建議在歷奇營規劃中增設黑沙歷史館，向市民介紹黑沙歷史，在開墾發展同時保留

歷史文化特質。 

    氹北收地規劃利用 

吳鴻祺指，政府早前正收回位於氹仔東北馬路、海灣街及高勵雅馬路交界地段五幅國有

土地，面積合共三萬四千多平方米。有關土地閒置多年，欠缺管理，衛生情況惡劣。他促

當局盡快利用部分土地作擴闊路面及建設行人過路之用，方便居民出行。建議該土地規劃

時加入綜合設施如體育館、泳池、圖書館及社區購物中心等元素。當局應盡快清理及平整

土地內的雜物，整治衛生環境，設立垃圾站以回應居民所需；該地段亦應預留空間作北安

及氹仔北區往來交通樞紐。 

 

N287  7/10/2020 澳門日報 

善用閒置地建半環島單車徑 

 

    【本報消息】離島社諮會副召集人林家全倡利用氹仔閒置地拓展單車徑，實現單車徑由

嘉樂庇大橋向友誼大橋方向伸延，成為“半環島單車徑”。委員歐嘉輝冀政府多收集民

意，推動氹北發展。 

    倡向友誼橋延伸 

    林家全表示，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已成為熱門的休憩區，特別在周末及節假日更見人

多，休憩區使用近飽和狀態。建議進一步延伸單車徑，除現時蓮花單車徑向百老滙酒店方

向延伸外，或可考慮將日昇樓附近的已收回閒置官地的外圍利用起來，闢為單車徑，選擇

適合位置作為起點，經過原海洋世界地段沿岸，再接駁到現時的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

實現單車徑由嘉樂庇大橋向友誼大橋方向伸延，為區內居民提供多元的休憩空間，發揮氹

仔海岸的休閒和觀光作用。同時，建議可參考內地的綠道設計，前瞻性做好將來延長單車

徑的規劃，在適當的位置增加遊樂、健身和座椅等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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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民意推氹北發展 

委員歐嘉輝表示，過往因總規未出台，故不少項目和計劃因而停滯不前。隨着社區發

展，氹仔人口已超過十萬人，湖畔大廈周邊也將有過萬流動人口，區內的交通配套設施和

餘暇活動空間有待加強，其中友誼大橋橋口更是跨海交通擠塞的“黑點”。由於氹北項目

涉及複雜業權問題，居民更關注政府的落實決心，以及社區設施的分佈與設置是否配合用

家需要。期望未來規劃中，能多從用家角度設想、溝通和收集民意。 

 

N288  7/10/2020 澳門日報 

黑沙歷奇營倡增歷史館石排灣住戶擴年齡層勿變老人村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正諮詢公眾，離島社諮委吳超偉促完善石排灣未來總體規

劃。吳子龍建議在黑沙規劃中，做好保育的同時，需完善區內渠網、水電供應等基礎設

施。吳鴻祺倡盡早規劃善用海灣街閒置土地。 

天橋連通區內樓宇 

吳超偉表示，總規預計石排灣人口未來將達六萬，有關的配套設施定需增加。建議未來應

以不同群體結構入住，避免傾向長者，最終成為老人村；規劃上需重新考慮讓區內天橋接

連區內不同區域及大樓，便於使用；社區功能性資料需及早向社會公佈並討論，如建設綜

合型體育館、公園、學校、街市等。 

吳子龍建議在規劃設計中預留位置增休憩設施供黑沙的居民使用，並做好交通配套，完善

路網、車位、公交及行人過路設施。同時希望當局盡早落實黑沙歷奇營及周邊休憩區的建

設，建議在歷奇營規劃中增設黑沙歷史館，向市民介紹黑沙歷史，在開墾發展同時保留歷

史文化特質。 

氹北收地規劃利用 

吳鴻祺指，政府早前正收回位於氹仔東北馬路、海灣街及高勵雅馬路交界地段五幅國有土

地，面積合共三萬四千多平方米。有關土地閒置多年，欠缺管理，衛生情況惡劣。他促當

局盡快利用部分土地作擴闊路面及建設行人過路之用，方便居民出行。建議該土地規劃時

加入綜合設施如體育館、泳池、圖書館及社區購物中心等元素。當局應盡快清理及平整土

地內的雜物，整治衛生環境，設立垃圾站以回應居民所需；該地段亦應預留空間作北安及

氹仔北區往來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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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89  7/10/2020 澳門日報 

善用閒置地建半環島單車徑 

 

【本報消息】離島社諮會副召集人林家全倡利用氹仔閒置地拓展單車徑，實現單車徑由嘉

樂庇大橋向友誼大橋方向伸延，成為"半環島單車徑"。委員歐嘉輝冀政府多收集民意，推動

氹北發展。 

倡向友誼橋延伸 

林家全表示，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已成為熱門的休憩區，特別在周末及節假日更見人

多，休憩區使用近飽和狀態。建議進一步延伸單車徑，除現時蓮花單車徑向百老滙酒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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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延伸外，或可考慮將日昇樓附近的已收回閒置官地的外圍利用起來，闢為單車徑，選擇

適合位置作為起點，經過原海洋世界地段沿岸，再接駁到現時的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

實現單車徑由嘉樂庇大橋向友誼大橋方向伸延，為區內居民提供多元的休憩空間，發揮氹

仔海岸的休閒和觀光作用。同時，建議可參考內地的綠道設計，前瞻性做好將來延長單車

徑的規劃，在適當的位置增加遊樂、健身和座椅等配套設施。 

集民意推氹北發展 

委員歐嘉輝表示，過往因總規未出台，故不少項目和計劃因而停滯不前。隨着社區發展，

氹仔人口已超過十萬人，湖畔大廈周邊也將有過萬流動人口，區內的交通配套設施和餘暇

活動空間有待加強，其中友誼大橋橋口更是跨海交通擠塞的"黑點"。由於氹北項目涉及複雜

業權問題，居民更關注政府的落實決心，以及社區設施的分佈與設置是否配合用家需要。

期望未來規劃中，能多從用家角度設想、溝通和收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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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0  8/10/2020 澳門日報 

旅局納經財範疇料末季完成 "一河兩岸"構思將循城市總規 

 

【本報消息】旅遊局長文綺華回覆議員李振宇關於建設"一河兩岸"休閒旅遊區的書面質詢時

表示，因應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諮詢工作正在開展，草案內容已制訂了"一河兩岸"的發展構

思，因此未來相關發展應依循城市總規的最終方案。 

建區域合作樞紐 

政府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與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聯動協同發展，研究打造澳門與珠海之

間"一河兩岸"休閒旅遊區的構思；九月公佈的總規草案文本中，亦提出建設"一河兩岸合作

軸帶"的構想，加強區域協調並建成三個區域合作樞紐，把握澳門與珠海橫琴毗鄰的地理優

勢，實踐"一河兩岸"的發展概念。 

優勢互補送客源 

文綺華稱，澳門和珠海市在旅遊領域一直維持充分合作，澳門和橫琴近年亦各自開發多項

具特色並廣受旅客歡迎的旅遊產品。隨着橫琴新口岸在八月啟用，琴澳兩地往來更趨緊

密，期待兩地透過更便利的通關設施，拓展琴澳兩地旅遊的發展空間，發揮優勢互補的效

應，互送客源，推進琴澳旅遊業的融合發展，從而助力實現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旅遊

品牌。 

另外，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把旅遊局職能納入經濟財政範疇及將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職能併

入旅遊局，以發揮旅遊產業的整合能力及落實部門職能與架構的重組工作。文綺華稱，旅

遊局現積極跟進相關法規的修改工作，預計相關工作的完成時間為今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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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1  8/10/2020 正報 

中區社諮委講規劃 

 

【本報訊】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昨開平常會議，多名委員議程前發言都提及正公開諮

詢中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就中區的規劃建言獻策。 

認為草案對南西灣湖區規劃介紹不夠的陳偉斌表示，贊同該區不宜興建高層樓宇以免影響

整個城市天際線，以至是整區觀感。他建議政府應更想方設法去活化和完善澳門半島區域

中這難得一片的「淨土」，建設成真正宜居宜遊的地方。 

當中可以把澳門半島南端建成綠色走廊，把在科學館至觀音像間的海濱綠廊計劃一直延伸

過來，直至與兩湖融合，並完善基礎設施和配套。甚至可參照內地上海徐匯濱江和天津濱

海新城等，規劃時融入新藝元素，提升對遊客的吸引力。 

羅頌輝說，新城 B 區、南灣湖 CD 區都涉及世遺景觀問題而被限制建築物高度，但不影響

政府的空間利用，如能有效善用天台空間，一方面既能配合世遺景觀保護，建設漂亮的西

望洋景觀，也能注入城市創新意念。 

他建議政府研究考慮在未來相關區域裡，限高在九米或二十點五米的政府建築物頂層，發

展成綠色天台或公共休閒區域，如可作教學、親子活動、草地野餐等的空間，配以綠色概

念去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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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誠認為，總規與每位居民生活息息相關，有需要充分諮詢。草案可列出總規每項節點

工作的時間表，讓公眾知悉，尤詳細規劃部份，令一般市民更能就自身相關內容發表針對

性的意見和建議。 

他續謂，制訂城市總規是一項專業性極強及科學性要求極高的工作，除公眾諮詢外，亦要

進行必要的科學論證，確保規劃落實的可行性和實效性，建議補充開展專家研究會，這方

面內地是可資借鑒。 

海邊新街與沙欄仔街交界早前發生奪命交通意外，黃位指，該處一帶交通安全隱患重重，

人車爭路等極待改善。他建議增設斑馬線、遷移巴士站等去緩解亂象，而根治則要透過諮

詢中的總規，理順中區交通規劃。 

新中圖改在舊愛都酒店做，何永康建議，在對舊愛都規劃利用時一併檢視塔石廣場地下空

間的使用狀況，盡可能在工程同時一併改善並解決現存的行車隧道安全、漏水等問題。 

另外，陳曉平指，電子消費補貼計劃推動電子支付普及，唯濕貨街市檔販反應較差，建議

政府效法香港，津貼街市攤檔五千元以鼓勵其接受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也可考慮在續牌時

加入相關強制條件以求檔販配合，鞏固抗疫成果。 

委員歐陽廣球提出，疫下家傭市場供不應求，需措施紓緩，建議仿傚香港由特首批示豁免

轉做家傭的東南亞外僱「過冷河」，並進一步開放中國家傭經營市場，讓本地職介所參

與，而長遠要研究外傭家政派遣服務的批給。 

委員麥興業則探討電子政務施行中的「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認為政府應

深入社區推廣宣傳，尤其是教導和支援長者使用，並呼籲政府部門鼓勵全澳長者使用一戶

通，免卻其輪候，亦省時便捷，可隨時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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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2  8/10/2020 力報 

城市總規備受中區社諮委關注 冀打造內港獨特商圈 

 

政府現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開展公開諮詢，多位中

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昨（7）日就草案內容踴躍提出建議，其中有委員認為政府在進

行內港一帶治水工作時，可利用碼頭建築特色及文化底蘊，將歷史、文化等元素融合，打

造內港獨特商圈，盤活舊區經濟。也有委員建議，政府可考慮增加空中公共綠色空間的建

設，優化居民生活環境。 

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昨日舉行平常會議，多位委員在議程前發言期間就《城市總規草

案》發表意見。委員李仲言表示，草案提出內港治水與活化的整體方案，期望有關方案能

夠盡早實行，當局亦可將治水與活化並進，利用內港碼頭的建築特色及文化底蘊，以及優

越的地理優勢，將旅遊、歷史、文化等元素融合一起，做好區內特色老店及景點的路線串

連規劃宣傳及旅遊指引，打造內港獨特商圈，盤活舊區經濟。 

融入藝術元素 活化沿海舊區 

委員陳偉斌稱，草案對南灣湖和西灣湖的規劃介紹不算仔細，但贊同該區不宜興建高層樓

宇以免影響整個城市天際線，他並認為，當局應設法活化和優化外港-2 有關區域，如結合

歷史、文化和藝術等人文元素，參照如上海的徐匯濱江，在規劃時對沿海舊區的活化和融

入新藝術元素的好例子，南灣湖及西灣湖片區亦可參考，提升對遊客的吸引力。 

本澳土地資源緊張，委員李嘉俊建議，市政署應與規劃部門加強交流和溝通，主動爭取區

內有足夠的市政設施用地和規劃，推出更多如林茂塘臨時休憩區等方案，並制定合理的人

均公共空間標準，以更好地推進日後的公共設施建設工作。 

委員羅頌輝則建議，政府可在確保世遺景觀的前提下，研究把限高為 P 級或 M 級的政府建

築物頂層，打造成為綠色天台或公共休閒區域。他認為，若政府能考慮增加空中公共綠色

空間的建設，對於澳門半島的綠化及城市景觀，以及居民生活環境，均有正面的提升。 

促科學論證確保《總規》可行 

另外， 委員何桂誠表示， 政府應列出《總規》中每項節點工作的時間表，讓公眾知悉，當

中最為重要是何時才能出台詳細規劃部分，令一般市民能就自身相關內容發表具針對性的

意見和建議。他認為，政府不僅要尊重廣大市民的意願，亦需要進行必要的科學論證，確

保總體規劃落實的可行性和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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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3  8/10/2020 澳門日報 

澳大探討城市總規多元產業區域發展學者：文本數據不足 

 

【本報消息】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現正公開諮詢。澳門大學澳門研

究中心昨舉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是次座談會為多元產業及區域發展專場，多

名學者關注總規諮詢文本提供數據是否充足。 

未覆蓋多方資料 

座談會昨上午十時假澳門研究中心會議室舉行，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主

持。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振國認為，城市總體規劃未有覆蓋多方面的資料，包括

多元產業涵蓋哪些目標產業，具體資料數據；區域發展的目標或方向，涉及的經濟活動和

所需的土地資源；未來產業發展的潛在土地需求，所引起的人資、物流、資訊流、交通及

通關等變化，所涉及的配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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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對城市總體規劃多元經濟方面存疑，指出未完整地與五年規劃或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

融合，未對規劃的背景及考量因素，比如經濟轉型、前瞻性規劃、發展瓶頸、人流及交通

擁擠等作更詳細交代；未對發展遊艇旅遊、跨境旅遊連線遊、文化旅遊等發展、預期人流

及對應土地需求作更精準估算；會否借鑑周邊地區的經驗，設立金融區、主題公園、高科

技產業園及相關的職住平衡安排；未預留土地或彈性供產業作進一步發展或升級，以及應

對未來產業的轉型變化。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則稱，第二三四／二○一八號行政長官批示指出總規須以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美麗家園為策略主軸。今年受疫情影響，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相關行業受影響最大，有很多專家認為是復甦最慢的行業。 

產業變化影響大 

他稱，產業變化會影響人力資源，從而影響人口。本澳人口結構非常特殊，本地居民就業

優先，但若產業出現震盪情況下，大規模的外僱退場機制，或會令人口出現戲劇性變化，

從而影響人口總體數字的預測基礎，或對城規產生根本性變化，包括房屋需求等。關注政

府現時是否有足夠數據及經驗，在疫情影響下，是否已清楚了解主要產業的變化。 

先釐定產業方向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認為，受土地及勞動力制約，經濟多元發展離不開朝

高附加值的行業發展方向去思考，應集中精力找出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政策措施；未來產

業走向，離不開高附加值的服務業，比如金融、旅遊及高端科技服務業支援等。 

他又認為先釐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策略最為重要，在疫情影響下，會否影響未來經濟佈局的

思路，需要更多數據及集思廣益。又提到諮詢文本與經濟多元、產業升級等牽涉的範圍

廣，但目前文本的數據不足以提出較有用的建議。 

出席座談會的還包括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講座教授王一濤、持續進修中心主任劉丁

己、旅遊及綜合度假村研究中心主任蕭志成、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馮學能、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系主任徐建華、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人文學院副教授李麗菁、澳門研究中心客

席副教授吳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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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4  8/10/2020 新華澳報 

澳大座談總規多元發展 講者關注數據是否充足 

 

【本報訊】城市總體規劃現正公開諮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澳門城市總體

規劃」系列座談會，多名學者就多元產業及區域發展展開討論。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振國認為，城市總體規劃未有覆蓋多方面的資料，

包括多元產業涵蓋哪些目標產業，具體資料數據；區域發展的目標或方向，涉及的經濟活

動和所需的土地資源；未來產業發展的潛在土地需求和所涉及的配套等。 

  他又對城市總體規劃多元經濟方面存疑，指出未完整地與五年規劃或新興產業的發展

方向融合，未對規劃的背景及考量因素作更詳細交代；未對發展遊艇旅遊、跨境旅遊連線

遊、文化旅遊等發展、預期人流及對應土地需求作更精準估算；未預留土地或彈性供產業

作進一步發展或升級，以及應對未來產業的轉型變化。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則稱，第 234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指出總規須以建設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美麗家園為策略主軸。今年受疫情影響，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相關

行業受影響最大，且亦有很多專家認為是復甦最慢的行業。 

  他稱，產業變化會影響人力資源，從而影響到人口。本澳人口結構非常特殊，本地居

民就業優先，但若產業出現震盪情況下，大規模的外僱退場機制，或會令人口出現戲劇性

變化，從而影響人口總體數字的預測基礎，或對城規產生根本性變化，包括房屋需求等。

他關注政府現時是否有足夠數據及經濟，在疫情影響下，是否已清楚了解主要產業的變

化。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認為，受土地及勞動力制約，經濟多元發展離不

開高附加值的行業發展，應集中精力找出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政策措施；而未來產業走

向，離不開高附加值的服務業，比如金融、旅遊、高端科技服務業支援等。 

他又認為要先釐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策略最為重要，在疫情影響下，會否影響未來經濟

佈局的思路，需要更多數據及集思廣益。又提到諮詢文本與經濟多元、產業升級牽涉的範

圍廣，但目前文本的數據不足以提出較有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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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5  8/10/2020 市民日報 

關鋒籲釐定產業發展策略 

 

【本報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舉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澳門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助理教授關鋒表示，在疫情影響下，會否影響未來經濟布局的思路，需要更多數據及

集思廣益，建議政府先釐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策略。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繼續舉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是次主題為多元產

業及區域發展專場。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講座教授、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

任王一濤，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持續進修中心主任劉丁己，旅遊及綜合度假

村研究中心主任蕭志成，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馮學能、助理教授李振國，社會科學院社會

學系主任徐建華，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人文學院副教授李麗菁，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

玉鳳、客席副教授吳玫，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等出席。 

關鋒表示，本澳受土地及勞動力制約，產業多元發展離不開高附加值的行業發展，譬如金

融、旅遊、高端科技服務業支援等。「一些高端基礎設施，例如如果要做數據中心，我們

需要高速的互聯網，以及安全的通訊科技設施。」 

澳人口結構特殊會影響城規變化 

他認為要先釐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策略最為重要，在疫情影響下，會否影響未來經濟布局的

思路，需要更多數據及集思廣益；另外，諮詢文本與經濟多元、產業升級牽涉的範圍廣，

但目前文本的數據不足以提出較有用的建議。 

馮家超表示，目前的頂層設計，是否符合《城規法》內容，以及第 234/2018 號行政長官

批示？批示指出「總規須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美麗家園為策略主軸」，但今年受疫

情影響，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相關行業受影響最大，復甦亦最慢。 

他稱，產業變化會影響人力資源及人口，本澳人口結構非常特殊，本地居民就業優先、外

僱退場機制遇上產業震盪，或會令人口出現變化，從而影響人口總體數字的預測基礎，可

能對城規產生根本性變化，包括房屋需求。他關注在疫情影響下，政府現時是否掌握足夠

數據，清楚了解主要產業的變化，從而作出規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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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6  8/10/2020 濠江日報 

澳大座談探討 總規 與 多元發展 

 

【特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多元產業及區域

發展"專場。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澳門特區《城巿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稱

《草案》）的多元產業、產學研、商業及工業用地、區域發展等議題提出建議，他們均認

為澳門總體規劃應在產業發展等方面有更具體的政策和措施。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徐建華關注多元產業的問題，他認為除了總體規劃中提到

的會展、金融等新產業外，教育產業化似乎也是澳門的一個可行方向，然而，如果要發展

教育產業，需注意法律制度、基礎配套乃至人口居住等的規劃問題。澳大人文學院副教授

李麗菁認為，語言翻譯在澳門產業多元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澳門是一個多元語言之地，

有天然的歷史和現狀優勢，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下，會展翻譯、虛擬會議、教育產

業等方面都可加入到總體規劃的考慮當中。 

澳大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振國認為，總體規劃提出了一個較為宏觀的願景，但必須下

落到一些具體而有針對性的方向和措施當中，例如多元產業涵蓋哪些目標產業、新興產業

如金融和海洋經濟等所需的土地面積和發展方向、是否設立金融園區和興建主題公園等。

此外，他認為應對跨境人流數據及跨境合作模式作出探討，以切合將來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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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肯定總體規劃對微型經濟體如澳門的社會發展的正面作

用。然而，他認為《草案》有相當多的概念性指標（如門戶形象、一河兩岸合作軸帶

等），但欠缺相對具體可供分析的細節。他表示有限的土地應該最大限度從事經濟活動，

產業升級與產業多元不一定完全依賴土地，其他政策、法規和行業特色更為重要。政府與

民間宜投放更多精力思考產業發展的方向，將土地對經濟發展的使用保留一定的彈性為上

策，盡量優化基礎設施如水電供應、資訊科技等以配合高附加值行業。 

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認同區域合作的重要性，需加強青年人對大灣區的認知、進行

專業資格互認、打破法律壁壘。此外，他表示便捷的跨境交通如輕軌無縫接駁、單牌車通

行等對澳門多元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缺乏經濟誘因、缺乏生產線（大灣區合作）、缺乏創

新創業氛圍等是澳門多元產業發展的短板，並需有產品轉化成產業的支持與方法。 

會上，學者們均表示需對《草案》中"原區就業、就學"的想法進行更多的探索，因為澳門面

積太小，樓價亦高，且工商業和住宅分佈混合，要公司、學校或居民搬遷都有一定難度。"

原區就業、就學"需要一個較為成熟的產業園區，方能較容易實現。 

 

 

480



 

 

N297  8/10/2020 澳門日報 

市諮委促修繕 綜合整治周邊交通 塔石隧道再滴水礙安全 

 

有居民反映塔石廣場下層隧道再次出現滴水問題，擔心容易造成交通意外，並對相關結構

安全存在疑慮。市政署市政諮詢委員會委員、民眾建澳聯盟理事長李良汪表示，塔石行車

隧道每天車流量極大，促請當局盡快處理，以免造成安全隱患。 

本報記者 報道 

另外，特區政府正進行總規諮詢、新中央圖書館亦選址舊愛都酒店地段，建議當局綜合整

治塔石廣場及周邊區域，以緩解該區長期以來的交通困局。 

監測評估公佈釋疑 

李良汪表示，塔石行車隧道通車至今超過十三年，由於行車道連接荷蘭園馬路至高士德一

帶的主要幹道，每天車流量不計其數。但地下車道的天花位置由於被廣場上的樹根貫穿，

引致滲漏水，嚴重時甚至會出現如下雨般的滴水現象。他指出，起因是由於塔石廣場設備

坑槽不通，積水經管線孔流入行車隧道，樹根同樣經管線孔生長至行車隧道。促請各相關

部門盡快聯合跟進處理，以免造成意外；同時，應就有關結構安全進行監測評估，並進一

步向社會說明，釋除公眾疑慮。 

李良汪指出，當局現時正就本澳城市總體規劃公開諮詢，塔石及荷蘭園所處的"中區─1"，

在規劃草案當中有提到將完善交通網絡、持續構建步行系統等內容。建議當局藉城規諮詢

及新中圖選址舊愛都酒店的契機，科學評估及考量該區未來交通情況，一併綜合整治附近

區域，長遠解決該區一直以來的交通困局。 

團客未至及早優化 

另外，塔石地下停車場現時主要作為大型旅遊巴停泊地點，但由於使用已久且欠缺適當維

修，亦已出現天花剝落及滲水等不同程度的損耗，存在安全隱患。李良汪指出，過去由於

本澳每日接待旅行團的客流量巨大，要完全停止使用該停車場維護有一定困難，建議當局

考慮利用現時來澳團客尚未完全恢復的期間，對地下停車場進行必要修繕，以優化及加固

相關設施，避免情況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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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8  8/10/2020 澳門日報 

打造獨特商圈 盤活舊區經濟 委員：內港治水方案盡早實行 

 

【本報消息】政府正公開諮詢城市總體規劃，多名中區社諮委昨日在平常會議提出相關建

議。 

治水與活化並進 

委員羅頌輝認為，規劃當中預期公共休憩設施和綠化規劃方面仍有優化空間，建議政府可

以研究在確保世遺景觀的前提下，未來考慮把限高為 P 級或者 M 級的政府建築物頂層打造

成為綠色天台或公共休閒區域，包括打造成為有教學功能、能提供親子活動，以及草地野

餐的創新綠色天台空間，配以自然生態、再生水資源等概念來管理使用。 

委員李仲言表示，規劃提到內港治水與活化整體方案，期望有關方案盡早實行，以及當局

能夠治水與活化並進，一邊治水緩解區內水患問題，一邊利用內港碼頭的建築特色及文化

底蘊，以及其靠近大三巴等遊客赴澳必到景點的地理優勢，將旅遊、歷史、文化等元素融

合一起，做好區內特色老店及景點的路線串連規劃宣傳及旅遊指引。期望進一步吸引旅客

前往，令內港昔日風光重現，打造獨特商圈，盤活舊區經濟。 

按人口分配用地 

委員何桂誠建議，列出總規中每項節點工作的時間表，讓公衆知悉，以及能就與自身相關

內容發表具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在舊區重整規劃方面，建議一併考慮地下空間和教育用

地使用情況，配合人口規模重新分配教育用地及其他文娛康樂設施等。 

委員陳偉斌建議，將整個澳門半島南端建成綠色走廊，配合早前政府提出於科學館及觀音

像中間建立海濱綠廊的計劃，將此一直延伸至融合湖景的南灣湖及西灣湖區域。同時優化

南、西灣一帶路面狀況和道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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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99  8/10/2020 市民日報 

科技產業研發生產可跨境分工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正公開諮詢，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振國表

示，文本中多項資料未有覆蓋，他表示，澳門科技產業發展亟需跨境合作互補，相信可以

利用研發生產分工的跨境合作模式進行。 

李振國昨在「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上指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中，有

不少資料未有覆蓋，包括多元產業涵蓋哪些目標產業；區域發展的目標、方向，涉及的經

濟活動及所需土地資源；現時相關產業的發展狀況或區域分布，所用土地面積；現時的產

業分布狀況優缺點，對土地的具體需求、建築物高度，是否需要鄰近其他產業 區域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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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未來產業發展的潛在土地需求，所引起的人流、物流、資訊流、交通、通關等變

化，所涉及的配套等。 

總規文本無提新興產業規劃 

多元經濟發展方面，他亦提出疑問，包括文本未有完整地與五年規劃又或新興產業的發展

方向融合，未對規劃的背景及考慮因素，包括經濟轉型、前瞻性規劃、發展瓶頸、人流及

交通擁擠作詳細交代；文本亦未對發展遊艇旅遊、跨境旅遊連線遊、文化產業、文化旅

遊、文化交流中心等發展、預期人流及對應土地需求作出更精確估算；亦未有更針對性地

對新興產業的發展及所需土地面積、產業分布願景等作出表述及規劃。 

李振國稱，文本對原來工業區的升級改造多元及傾斜方向未作背景解釋；對海洋經濟方面

的描述及規劃，包括海洋旅遊、遊艇自由行等的規劃及配套安排著墨不足，「濱水歷史旅

遊軸帶」亦未加以說明，未有預留土地或彈性供產業作進一步發展及升級，以及對應未來

產業轉型變化。 

區域發展方面，他表示，跨境工業區的未來發展及升級、澳門科技產業發展及升級可以再

加以說明；澳門科技產業發展相對落後，亟需跨境合作互補，他相信可以利用研發生產分

工的跨境合作模式進行。 

 

 

 

N300  8/10/2020 市民日報 

社諮委倡城規增休憩設施及綠化規劃 

 

【本報訊】中區社諮會昨舉行平常會議，多名委員在議程前發言時就正在公開諮詢的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文本發表意見，包括建議增加公共休憩設施和綠化規劃、制訂合理的人均公

共空間標準，以更好地推進日後的公共設施建設工作等。 

中區社諮會委員羅頌輝表示，政府日前繼續就城市總體規劃作出公開諮詢，規劃當中預期

公共休憩設施和綠化規劃方面仍有可優化的空間。由於本澳土地資源緊缺，在規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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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審慎規劃現有的土地資源外，也建議適度利用「空中」資源，在確保世遺景觀的前提

下，把旅遊塔、立法會、中葡商貿合作綜合體周邊土地的政府建築物頂層打造成為綠色天

台或公共休閒區域，包括打造成為有教學功能、能提供親子活動、草地野餐的創新綠色天

台空間，配以自然生態、再生水資源等概念來管理使用。 

委員李仲言則關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包括內港治水與活化的整體方案。對此期望有關

方案能夠盡早實行，以及當局能夠治水與活化並進，一邊治水緩解區內水患問題，一邊利

用內港碼頭的建築特色及文化底蘊，以及其靠近大三巴等遊客赴澳必到景點 的地理優勢，

將旅遊、歷史、文化等元素融合一起，保留其航運作業維持現時群體生計的同時，將其獨

特的碼頭文化的魅力得以傳承及展現，進一步吸引旅客前往，令內港昔日風光重現，打造

內港獨特商圈，盤活舊區經濟。 

委員李嘉俊表示，中區作為澳門主要的居住區，為長者較集中的區份之一，對休憩區、停

車位等公共配套有較高需求，但受限於過去的城市規劃，區內設施只能見縫插針，出現休

憩區面積不足、位置隱蔽及停車位缺乏等情況，種種硬件條件上的限制，未能有效滿足區

內居民需求，適逢《總規》開展公開諮詢工作，冀望政府在為市民提供舒適健建康的社區

環境的前提下，做好區內配套的建設和規劃。他期望市政署能與規劃部門加強交流和溝

通，主動爭取區內有足夠的市政設施用地和規劃，推出更多如林茂塘臨時休憩區等方案，

並制訂出合理的人均公共空間標準，以更好地推進日後的公共設施建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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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1  8/10/2020 澳門日報 

疫下避免車廂內乘客過多 委員：裝偵測控制上巴人數 

 

【本報消息】委員區穎晞表示，當局數年前將沙嘉都喇街和賈伯樂提督街交界所有斑馬線

取消，改為以交通燈控制，但沒有重新設置豐盛大廈與豐和大廈之間的過路設施，行人現

需以 U 形方式橫過三次馬路方能往來兩大廈之間，認為該處具條件設立交通燈控制的行人

過路設施，讓行人能合法、省時和安全地過路。 

解決塔石地下隱患 

針對沙欄仔街一帶交通安全隱患，委員黃位建議於巴素打爾古街轉入沙欄仔街交界處設置

慢駛標誌，於海邊新街與沙欄仔街交界處適當位置設置反光鏡，減少因巴素打爾古街車輛

因轉入速度過快而引發的事故；並於沙欄仔街與十月初五街交界處設置斑馬線，減少人車

爭路亂象；同時可考慮前移沙欄仔巴士站至較適當位置，減少巴士停靠引發的交通堵塞。 

委員何永康指出，現時政府正計劃善用舊愛都酒店地下空間，塔石廣場地下空間除了隧道

行車較危險外，停車場亦多次出現漏水問題，抽風系統亦有待完善。建議政府在對舊愛都

酒店進行規劃利用的同時，檢視塔石廣場地下空間的使用情況，盡可能一併改善並解決現

時塔石廣場地下空間現存問題。 

智慧交通覆蓋巴站 

委員李嘉俊提出，中區停車位不足，在目前政府以停車場取代路邊停車位的傾向下，如何

在區內尋找可用土地作停車場成為新問題，現時"總規"將泊車供應與都市更新作連結。然而

都市更新進程需時，冀政府考慮居民在中短期內的泊車需要，以輻射範圍取代以整個區分

計算，作為停車位供應數量的參考，以符合實際的泊車需要。 

委員黃偉文關注下環街兩旁行人道鐵欄上有不少單車長期停靠。建議政府加強對《共公地

方總規章》宣傳，居民應盡好公民責任，妥善處理個人物品，合理使用公共地方；有關部

門應檢視相關情況，把長期佔用公共空間的物品移走，讓居民平等及安全使用公共空間。 

委員梁安到表示，無論有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可考慮在巴士車門安裝偵測系統以控制上

車人數，避免車廂內乘客過多。同時，為配合澳門智慧城市發展以及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長遠考慮在巴士站設置智慧交通系統，以方便長者及聽障視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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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2  8/10/2020 濠江日報 

中區社諮委員關注城規 促完善區內設施交通 

 

【特訊】中區社諮會昨日召開平常會議，多位委員在議程前發言時關注城市總體規劃及交

通等議題，希望政府在制定城市總規劃草案的同時，可一併解決公共設施、交通等，優化

區內生活環境，並促請政府公佈時間表。 

委員李仲言冀內規劃早日展開，優化區內生活環境。建議治水與活化並進，緩解區內水患

問題，並利用內港碼頭的建築特色、文化底蘊及地理優勢，將旅遊、歷史、文化等元素融

合一起，因應條件利用舊建築進行如壁畫及透過讀取二維碼了解過往城區歷史面貌及資訊

等文創活動；保留其航運作業維持現時群體生計的同時，將其獨特的碼頭文化魅力得以傳

承及展現；做好區內特色老店及景點的路線串連規劃宣傳及旅遊指引；期望能夠進一步吸

引旅客前往，令內港昔日風光重現，打造內港獨特商圈，盤活舊區經濟。 

委員何桂誠促城規明晰時間表，建議列出總規中每項節點工作的時間表，讓公眾知悉並就

相關內容發表具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考慮地下空間等公共設施配置，配合人口規模重新

分配教育用地及其他文娛康樂設施等，令整體都市更新發揮最大作用，同時有助於減少未

來落實執行中遇到的問題，更有助於擬定和落實詳細規劃；補充開展專家研討會，進行必

要的科學論證，確保規劃落實的可行性和實效性。  

委員羅頌輝希望政府除了審慎規劃現有土地資源外，適度利用"空中"資源。建議政府研究在

確保世遺景觀的前提下，把旅遊塔、立法會及中葡商貿合作綜合體周邊土地，考慮未來把

限高為 P 級或 M 級的政府建築物頂層打造成為綠色天台或公共休閒區域，配以自然生態、

再生水資源等概念來管理使用。政府在城規草案顯示的效果圖見到有綠化區設置在中區海

濱一帶，若當局研究考慮加入空中公共綠色空間的建設，對澳門半島的綠化、城市景觀以

及居民生活環境都有正面的提升。 

委員黃位表示，沙欄仔街一帶交通安全隱患重重，車多速快，穿插頻繁，人車爭路，亂象

叢生，多年來意外頻生，建議在巴素打爾古街轉入沙欄仔街交界處設置慢駛標誌，於海邊

新街與沙欄仔街交界處適當位置設置反光鏡，減少車輛因轉入速度過快而引發的事故；於

沙欄仔街和十月初五街交界處設置斑馬線，減少人車爭路亂象；考慮將沙欄仔巴士站遷移

至較前適當位置，減少巴士停靠引發的交通堵塞。他續稱，舊區的交通問題複雜多樣，難

以完全根治，要通過整區規劃處理，中區作為主要居住區，當局應透過規劃理順區內交

通，為居民提供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委員何永康表示，塔石廣場地下隧道及停車場多次出現漏水問題，抽風系統有待改善，建

議政府在舊愛都酒店進行規劃利用的同時，一併考慮檢視塔石廣場地下空間的使用情況，

解決現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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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3  8/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澳大研究中心辦座談會_探討多元產業區域發展 

 

【本報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7）日舉行“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多元產

業及區域發展”專場。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澳門特區《城巿總體規劃（2020-2040）草

案》（下稱《草案》）的多元產業、產學研、商業及工業用地、區域發展等議題提出建

議，他們均認為澳門總體規劃應在產業發展等方面有更具體的政策和措施。座談會由澳大

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主持。 

 

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講座教授、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一濤表示，澳門的中

醫藥研發已達世界級水平，可從上游的“研發平台”、中游的“產品轉化及質量註冊”、

下游的“澳門智造”三方面，配合總體規劃中的用地或分區作出發展，透過區域合作利用

橫琴澳門小規模轉化的中醫藥產業成果以中規模生產，為國際化市場的大概模生產做準

備。澳大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徐建華關注多元產業的問題，他認為除了總體規劃中

提到的會展、金融等新產業外，教育產業化似乎也是澳門的一個可行方向，然而，如果要

發展教育產業，需注意法律制度、基礎配套乃至人口居住等的規劃問題。澳大人文學院副

教授李麗菁認為，語言翻譯在澳門產業多元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澳門是一個多元語言之

地，有天然的歷史和現狀優勢，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下，會展翻譯、虛擬會

議、教育產業等方面都可加入到總體規劃的考慮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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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提到，澳門總體規劃應與第 12/2013 號法律《城巿規劃法》、

第 234/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關於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體規劃草案事宜》法律為出發

點，尤其是批示提到澳門總體規劃需“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美麗家園’為策略主

軸”。此外，他表示在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旅遊業是受影響最大、復甦最慢的行

業，需要思考其會否出現一些根本性變化，從而對總體規劃構成影響，例如旅遊產業會影

響人口數目與人口流動，而這正是總體規劃中重要的考慮因素與預測基礎。澳大工商管理

學院副教授馮學能亦關注現時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認為政府可能要思考這是否一個

推出《草案》的好時機，並要考慮《草案》與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的配合程度。他指出在

總體規劃中，可思考社區中的衛星賭場、外僱居住園區、海洋經濟發展、遊艇旅遊是否適

合澳門等問題。此外，他認為跨部門委員會中欠缺教青局的參與，不利總體規劃中青少年

發展和教育問題的考量。 

 

澳大旅遊及綜合度假村研究中心主任蕭志成注意到在《草案》中，宜居社區與商業、旅遊

娛樂區有較為明顯的劃分，然而，在現實上澳門很多旅遊資源如聖安多尼堂區、歷史城

區、康公夜巿等又座落於澳門半島，不少建議被規劃為“居住區”的區域亦為現時的旅遊

區，在規劃上有很多不相配的地方。他亦表示，對澳門半島的系統性規劃會是最具挑戰性

的一環，必須對舊區更新和現有業權問題（源於葡萄牙法制）提出更具體的建議。澳大工

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振國認為，總體規劃提出了一個較為宏觀的願景，但必須下落到一

些具體而有針對性的方向和措施當中，例如多元產業涵蓋哪些目標產業、新興產業如金融

和海洋經濟等所需的土地面積和發展方向、是否設立金融園區和興建主題公園等。此外，

他認為應對跨境人流數據及跨境合作模式作出探討，以切合將來發展需要。澳大社會科學

學院助理教授關鋒肯定總體規劃對微型經濟體如澳門的社會發展的正面作用。然而，他認

為《草案》有相當多的概念性指標（如門戶形象、一河兩岸合作軸帶等），但欠缺相對具

體可供分析的細節。他表示有限的土地應該最大限度從事經濟活動，產業升級與產業多元

不一定完全依賴土地，其他政策、法規和行業特色更為重要。政府與民間宜投放更多精力

思考產業發展的方向，將土地對經濟發展的使用保留一定的彈性為上策，盡量優化基礎設

施如水電供應、資訊科技等以配合高附加值行業。 

 

澳大持續進修中心主任劉丁己認為，澳門總體規劃除了要考慮土地利用的問題外，需要在

法律法規、公共基礎建設的配套上作出配合，方能達到《草案》上所說的把澳門建設成一

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巿的目標。澳大澳門研究中心客席副教授吳玫認

為，在區域合作方面，澳門與橫琴可高度配合，她認為橫琴依託高效的規劃，設施和生活

便捷，智能科技融入生活，環保方面亦有不錯成果，可利用其優勢與澳門的優勢如國際化

的網絡和視野、一國兩制的社會基礎等結合，在總體規劃上加以互聯互補。澳大科技學院

副教授黃承發認同區域合作的重要性，需加強青年人對大灣區的認知、進行專業資格互

認、打破法律壁壘。此外，他表示便捷的跨境交通如輕軌無縫接駁、單牌車通行等對澳門

多元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缺乏經濟誘因、缺乏生產線（大灣區合作）、缺乏創新創業氛圍

等是澳門多元產業發展的短板，並需有產品轉化成產業的支持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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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學者們均表示需對《草案》中“原區就業、就學”的想法進行更多的探索，因為澳

門面積太小，樓價亦高，且工商業和住宅分佈混合，要公司、學校或居民搬遷都有一定難

度。“原區就業、就學”需要一個較為成熟的產業園區，方能較容易實現。澳大澳門研究

中心已就澳門總體規劃《草案》舉行多個座談會，稍後將把座談會內容結集成意見書給相

關部門參考。 

 

 

N304  8/10/2020 濠江日報 

澳大座談探討 總規 與 多元發展 

 

【特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澳門城巿總體規劃系列座談會：多元產業及區域

發展"專場。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澳門特區《城巿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稱

《草案》）的多元產業、產學研、商業及工業用地、區域發展等議題提出建議，他們均認

為澳門總體規劃應在產業發展等方面有更具體的政策和措施。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徐建華關注多元產業的問題，他認為除了總體規劃中提到

的會展、金融等新產業外，教育產業化似乎也是澳門的一個可行方向，然而，如果要發展

教育產業，需注意法律制度、基礎配套乃至人口居住等的規劃問題。澳大人文學院副教授

李麗菁認為，語言翻譯在澳門產業多元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澳門是一個多元語言之地，

有天然的歷史和現狀優勢，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下，會展翻譯、虛擬會議、教育產

業等方面都可加入到總體規劃的考慮當中。 

澳大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振國認為，總體規劃提出了一個較為宏觀的願景，但必須下

落到一些具體而有針對性的方向和措施當中，例如多元產業涵蓋哪些目標產業、新興產業

如金融和海洋經濟等所需的土地面積和發展方向、是否設立金融園區和興建主題公園等。

此外，他認為應對跨境人流數據及跨境合作模式作出探討，以切合將來發展需要。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關鋒肯定總體規劃對微型經濟體如澳門的社會發展的正面作

用。然而，他認為《草案》有相當多的概念性指標（如門戶形象、一河兩岸合作軸帶

等），但欠缺相對具體可供分析的細節。他表示有限的土地應該最大限度從事經濟活動，

產業升級與產業多元不一定完全依賴土地，其他政策、法規和行業特色更為重要。政府與

民間宜投放更多精力思考產業發展的方向，將土地對經濟發展的使用保留一定的彈性為上

策，盡量優化基礎設施如水電供應、資訊科技等以配合高附加值行業。 

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認同區域合作的重要性，需加強青年人對大灣區的認知、進行

專業資格互認、打破法律壁壘。此外，他表示便捷的跨境交通如輕軌無縫接駁、單牌車通

行等對澳門多元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缺乏經濟誘因、缺乏生產線（大灣區合作）、缺乏創

新創業氛圍等是澳門多元產業發展的短板，並需有產品轉化成產業的支持與方法。 

會上，學者們均表示需對《草案》中"原區就業、就學"的想法進行更多的探索，因為澳門面

積太小，樓價亦高，且工商業和住宅分佈混合，要公司、學校或居民搬遷都有一定難度。"

原區就業、就學"需要一個較為成熟的產業園區，方能較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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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5  8/10/2020 正報 

工聯台山社區歡樂中秋賀國慶 

 

【特訊】工聯台山社區中心日前藉著中秋節及國慶節前夕，以聯歡會形式組織長者歡聚一

堂，中秋逢國慶迎雙慶。活動有近 180 名長者參與，分三場舉行。中心透過活動團聚長者

會員，一同慶祝佳節，共享祖國繁榮喜悅。是次活動中心邀請了工聯議員李靜儀與長者介

紹《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10)》草案公眾諮詢於九月份開始。認為該草案充分回應居

民多年訴求，從總體規劃上把澳門土地劃分為經濟產業區、綠色休閒和宜居社區等區域，

有利澳門在經濟發展、文化保育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平衡，推動澳門平衡發展，促進社

會和諧，為實現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目標創設有利條件。同時更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因

該草案事關於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與大家有着息息相關，期望大家就草案踴躍發言，為

特區政府建言獻策。最後亦祝願"中秋、國慶" 長者們節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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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內容豐富，精神奕奕的長者載歌載舞。一首《歡樂漁人》唱出了長者對生命的熱

愛，一首《社區歌》唱出長者對社區服務的精神。多姿的健身操秀出了長者的青春不老，

動感的讚美操跳出了長者的無窮活力。燈謎遊戲中，長者們童心末泯，樂趣多多；國慶問

答遊戲中，活躍長者們的腦筋，進行有獎問答，各式各樣的問題。最後，中心主任黃笑珊

現場抽獎，並祝福長者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活動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圓滿結束。 

 

 

 

N306  5/10/2020 正報 

東西望洋保育不堪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期餘下不足一個月。公布諮詢

文本公布前，筆者曾期望換了特首，草案應該有所不同，應該稍為傾向從公共利益著想！

結果卻是怎樣？何止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惱怒：「草案如同出自前兩任特首領導的政

府！」 

 

的確，草案內很多議題可以爭論，甚至爭取；但是，最關鍵始終在於路環和西望洋山的保

育。經歷了公民社會逾十年的發聲後，草案對西望洋山景觀的保育仍然非常薄弱，現有景

觀仍有遭受破壞的危機。現任特首領導的政府若一意孤行，其公信力看來將會下跌如前

任，難以再令人覺得其施政出於善意。 

若政府不積極糾正草案，可以說，東望洋山的保育已評為不堪，西望洋山的保育將更不

堪！現時，市民登上燈塔的平台，至少可以遠望友誼大橋，尤其是橋峰。需要知道，這景

觀受到第 8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保護；當年，政府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壓力下制定

上述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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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如何仔細地作出規範，市民閱看後便可知道。

(https://reurl.cc/A8jV1j) 縱使東望洋山周邊建築受到批示規範，該區的環境仍是高樓林

立，公民團體多年來仍要屢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訴願，以免燈塔的景觀遭到更大的、合

法不合理的破壞。 

定要注意的是，西望洋山的現有景觀更是完全沒有受到上述仔細規範的保護。無論是今年

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或是一八年的《澳門歷史

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都沒有萬無一失的保護。若政府不是立心在將來完全破

壞或部份破壞現有景觀，為何如此「舖陳」？ 

的確，《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提出，南灣湖以西的將建政府設

施，高度不超越西望洋山約海拔六十二點七米，並需採用具特色的建築設計。六十二點七

米是甚麼概念？現已建成的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大樓已逾三十五米，可以想像六十二點七米

會否令現有景觀受到破壞。 

也要注意的是，現有景觀包括西灣湖和嘉樂庇總督大橋。草案僅僅提出保護主教山聖堂與

西灣湖相互方向的景觀，卻沒有提出保護主教山聖堂與嘉樂庇總督大橋相互方向的景觀。

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的最新說法更是：「望到舊大橋橋峰，不是《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

理計劃》的要求、目標。」 

誠言，東望洋炮台與西望洋聖堂及主教私邸稍有不同，前者是世界文化遺產，後者是被評

定的不動產 (一般稱為法定文物)；但是，相信在市民大眾心中，兩者的景觀都應該受到充

份，甚至更嚴格的保護；相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是這樣設想。是否真的如此？或可透過

公民團體的行動來考證。 

今年四月，特首賀一誠在立法會表示，如果把新城填海 C 區全部用於興建高密度樓宇，本

澳所有景觀線將被破壞；而景觀線是買不回來，這對一個城市很重要。還望重視景觀線的

賀一誠，既親口承諾保護現有的西望洋山景觀不受破壞，也親自督促部門透過草擬法律法

規落實上述承諾。 

回歸之後，本澳的景觀持續受到破壞，就算歷史城區在二零零五年獲得列入世界遺產名

錄，破壞速度未有減慢，導致公民團體發起連串行動，才得到一份被批評為未能充份保護

燈塔景觀的批示。西望洋山景觀可說是經歷四屆政府後的唯一倖存者，能否得到保護，在

於市民是否珍惜，會否把訴求清晰告知政府。 

本報記者 

 

N307  9/10/2020 澳門日報 

團體促總規列三區作綠地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規草案公開諮詢尚餘不足一個月，新澳門學社昨舉行記者會，認

草案中的南灣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路環疊石塘山若按草案建議，三處將對澳門景觀、

居住質素及生態保育等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新澳門學社要求當局將南灣 CD 區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嚴格參照立法會大樓高度十至二

十米上限。氹仔前海洋世界應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既可保留氹北沿岸開揚完整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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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也可滿足氹仔人口膨脹對宜居休憩空間的訴求。路環疊石塘山收回的土地應一併劃入

不可都市化地區，確保疊石塘山體完整保育。 

 

 

 

N308  9/10/2020 澳門日報 

樓宇安全協倡延總規諮詢 

 

【本報消息】政府正就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澳門樓宇安全關注協會理事長蔡純絲表

示，作為澳門長達二十年的總體城市規劃，應讓居民有更多參與及更長的諮詢期。 

蔡純絲稱，澳門特殊的葡萄牙管治文化歷史，很多中西文化融合的生活痕跡體現在澳門的

建築中，澳門歷史城區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除了原有風貌應好好保存外，新建的建

築及舊區重整後的城市面貌也該彰顯這座城市的特色。在現有條件下突出城市的自然美和

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讓訪客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見的是與本地環境、風土人情相適宜

的色彩景觀，活化城區疊加旅遊功能，加強保護遺跡，打造異國風情的面貌。 

她表示，本澳早前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城規中可預留空間打造

一條富有特色的"創意澳門美食街"綜合消費區，如香港中環崛起後發展成型的異域風美食

區，或類似英國的蘇豪區。亦可參照重慶的新天地，汲取重慶山水文化、人文內涵以及歷

史肌理，將古老山地村落、舊時的工業建築以玻璃和鋼結構的現代元素表現。旅客對夜間

富有文化內涵的活動越來越感興趣，或可參照巴黎不眠夜。巴黎不眠夜是夜間藝術節日，

始於○二年，每年十月第一個周六舉辦，每次主題不同，目的希望把藝術帶出畫廊和博物

館，讓每個人都能感受藝術、欣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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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9  9/10/2020 澳門日報 

北區規劃籲增綠化空間 

 

委員促提污水處理能力解水道濁臭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諮詢，多名北區社諮委關注北區規劃，尤其在人口持續增長下社區配

套及綠化空間的規劃。 

水道增嬉水空間 

北區社諮會副召集人鍾建新稱，北區現時人口密集度最高，"總規"應確定北區水道填海後，

不宜再建高層建築物，只適宜增加休閒空間及車道。填海面積也需科學規劃，同時增加特

色水道、噴水廣場等嬉水場地，盡量增加北區居民近距離接觸海堤的機會。此外，水道污

濁異味問題不能單純依靠填海解決，長遠要從源頭做好，完善北區污水排放系統。 

副召集人高岸峰指出，一七年當局公開了關閘口岸暨周邊環境的總體概念性城市設計報告

書，優化關閘廣場整體環境，增加綠化及休憩空間，亦創設綠色步行空間連接紀念孫中山

市政公園及東北海岸。建議當局在"總規"中預留有關土地，落實計劃以回應北區居民對優化

生活空間、完善步行環境的長期訴求。 

植樹造山綜合綠化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建議建設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為綠化區。委員陳智榮指

出，A 區與半島之間水道的填海區域如合理規劃，有效解決居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

求。提出通過填海、植樹、造山等綜合綠化工程，營建集休憩、防風與景觀於一體的綠化

公園，並以此綠化區域作為城市節點樞紐，連結輕軌東線、人工島及口岸等交通。 

冀加快保育青洲山 

委員羅穎森關注青洲交通規劃，希望當局能前瞻做好青洲區內社區規劃，提供足夠休憩及

運動空間予居民使用，加快活化及保育青洲山。同時於總體規劃後，針對青洲區至林茂

塘、北灣和內港一帶作詳細的交通規劃，並以東方明珠一帶交通為鑑，為居民出行帶來便

捷。 

構建長效機制治水 

委員許樂敏表示，北區水環境保護和改善屬於長期且艱巨的系統工程，逐步構建水環境長

效治理機制，宜強化澳門污水處理的短板，進一步擴容升級污水處理廠，改善排污截污管

線及建設污水泵房等措施，持續減少污染源、提升污水處理能力。並結合澳門城市規劃以

及海域環境的有關政策，研究開展北區沿岸景觀工程，改善沿岸步行環境並增建居民休憩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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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0  9/10/2020 新華澳報 

團體指總規「三大危機」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尚餘不足一個月，新澳門學社認為草案其

中有關南灣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路環疊石塘山的「三大危機」，學社呼籲公眾把握時

間，在 11 月 2 日諮詢期滿前踴躍發表意見，叫停不可逆轉的破壞，為自己和下一代守護城

市真正的永續發展。 

  新澳門學社昨日召開記者會。該學社表示，雖然草案多處強調要維護澳門半島的

「山、海、城」景觀，但對西望洋山聖堂與舊大橋及外海之間景觀的保護措施，嚴重缺

乏、極度脆弱，其中南灣 CD 區限高竟與山體高度 62.7 米平排，所謂景觀視廊亦僅針對聖

堂側面與西灣湖之間，且視覺廣度成疑。 

學社長年堅持主張南灣 CD 區結合新城 B 區作整體規劃，參考新加坡濱海灣花園的較成功

經驗，建設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 

  學社強調南灣 CD 區屬非常敏感地帶，要求當局將之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串連南、

西灣湖及新城 B 區的休憩空間，當中包括部分文化娛樂設施與休閒商業元素，並嚴格參照

立法會大樓高度約 10 至 20 米作上限，真正守護和塑造千載難逢、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遺

產及濱海文化城市形象。 

  至於氹仔，學社表示，草案僅建議在氹北新城區沿岸增加狹少公共開放空間，嚴重不

足以應付? 

仔未來人口增長及其休憩需求，尤其是多幅大型閒地如中央公園附近 BT 地段、海灣花園旁

PO 地段、湖畔大廈周邊氹北都市化區域均被劃為居住區。即使在草案被納入生態保護區的

大潭山和小潭山，亦早已被挖山開發，甚至被超高樓圍困。 

  居民一直強烈希望政府善用經歷多年終於收回、面積達 134,891 平方米的前海洋世界

土地，建設為永久的綠色海濱休憩空間。學社要求當局將有關珍貴土地劃為綠地及公共開

放空間用途，既可保留氹北沿岸開揚而完整的景觀，也可滿足氹仔人口膨脹對宜居休憩空

間的殷切訴求。 

  路環方面，學社副理事長、議員蘇嘉豪指出，草案建議將路環大部分土地列作不可都

市化地區，即生態保護區，卻離奇地排除政府幾經辛苦才成功收回、面積逾 56,592 平方米

的疊石塘山前超高樓項目土地，將之重新劃作居住區，可預見將要開挖山體、破壞生態，

以興建僅照顧極少數人利益的低密度住宅，與公眾長年「守護路環」的堅定願望有很大落

差，亦與維護山林生態等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價值完全背道而馳，學社要求當局接納民

意，將有關土地一併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確保疊石塘山體的完整保育。 

學社最後強調，一直倡議的「永續發展」，具體意涵在於透過長遠規劃，明確告知全

澳市民未來生活將如何變得更優質、下一代將如何更堅定選擇留在本澳安身立命。「三大

危機」牽涉的南灣 CD 區、前海洋世界、疊石塘山，雖然分別位處不同地區，但都有一個共

通的標誌意義：其日後如何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市民能否真正對城市未來的願景

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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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1  9/10/2020 市民日報 

社諮委認同 A 區水道闢綠化區 

 

【本報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政府建議建設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

之間的水道區域為綠化區，讓居民有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多名北區社諮會委員對此表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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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關注填海過程中如何保護海域和生態環境，建議填海後不建高樓，只用於增加休閒

綠化空間，例如建設城市綠化公園。 

優化北區環境免建大型商業設施 

北區社諮會昨舉行平常會議，多名委員作議程前發言。其中，委員陳智榮表示，A 區與半

島之間水道的填海區域，如能合理規劃，將是有效解決區內市民日益增加的文化生活需求

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他建議，通過填海、植樹、造山等綜合綠化工程，

營建集休憩、防風與景觀於一體的綠化公園，一方面營造人工山坡、涼亭、曲橋等，以優

美景觀風貌打造澳門大門口的綠化名片，其次設置單車道與步道，讓市民共同參與身心健

康的休閒生活，此外提供開放空間，鼓勵社區舉辦活動，增進社會凝聚力和體驗城市綠地

的休憩感受。 

委員鍾建新認為，填海面積需有科學規劃，同時質疑是否需填 41 公頃這麼多？澳門現在不

是沒有土地，而是建設周期長。填海容易，但填海後便無法回頭。 

填海同時能否通過精心設計，增加特色水道、噴水廣場等嬉水場地，盡量增加北區居民近

距離接觸海堤的機會。城規應確定北區水道填海之後，不宜再建高層建築物，只適宜增加

休閒空間，如增加公園、自由波地、單車徑、公共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增加車道改善交通

配套。 

委員高岸峰表示，總規草案諮詢文本提出東區 2（A 區）透過適度填海，建設綠地或公共開

放空間及優化交通系統。但該填海計劃並未得中央批准，如計劃未能落實，當局有沒有後

備方案優化北區的空間環境，應作出更多說明，如未能填海，是否會適當調整 A 區的規劃

等。另外，「關閘商業區域合作樞紐」的打造及黑沙環原工業帶透過都市更新轉換作商業

區的操作，可能會令北區的人流更多，交通壓力更大。他指出：當局應以優化北區環境為

首要考慮，盡可能避免建設大型商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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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2  9/10/2020 正報 

學社：總規內藏三大危機 

 

【本報訊】過去十個月，或許有市民覺得特首領導的政府做得不錯。新澳門學社副理事

長、直選議員蘇嘉豪表示，城市規劃才是真正考驗特首否願意與市民站在一起。特首的決

策將影響千家萬戶，影響城市長遠發展；公民需要保持戒心、距離去監督。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期尚餘不足一個月。昨午，新

澳門學社召開記者會警示草案內的「三大危機」，涉及南灣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路環

疊石塘山。學社強烈呼籲公眾把握時間，踴躍發表意見，叫停不可逆轉的破壞，為自己和

下一代守護城市真正的永續發展。 

新澳門學社要求當局，將南灣湖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將路環疊

石塘山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詳情：https://reurl.cc/n0qvpe；https://reurl.cc/e8GygQ) 

學社也提醒，路環舊市區外圍，以及九澳的居住區未受規限，存在隱憂，那裡可能出現大

型居住頂目，影響周邊的生態保護區。 

在草案中，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景觀繼續面臨被破壞的威脅，氹仔前海洋世界不被釋放

為休憩空間，路環疊石塘山山腰的土地不被列入生態保護區。記者提出，行政長官賀一誠

上任十個月，應對疫情等政策得到不少市民的認同；草案是否揭露他不是真的重視民意、

不是真的以市民生活質素為先？ 

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直選議員蘇嘉豪回應，公民面對公權力時，應該保持戒心、距離。

「即使過去政府某些工作可能做得頗好，社會反應較正面；但是，大家都要保持清醒、冷

靜，以抽離的角度去監督政府。」蘇嘉豪解釋，政府行為可以影響千家萬戶，影響城市長

遠發展。 

「城市規劃就是考驗政府、特首是否敢於碰硬。面對這些重大的公共利益時，政府、特首

是否願意與市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側重商業發展，或發展商、商界的利益。」蘇嘉豪認

為，城市規劃等關鍵決策，才是真正考驗來自商界的行政長官可否大公無私。 

過去一個月的公開諮詢期間，官員多次提出，樓宇限高等問題留待將來的詳細規劃去處

理。對此，蘇嘉豪批評，官員的說法是要「封口」。「將來才處理一定太遲，市民不要

『中計』。」蘇嘉豪強調，關於「三大危機」等問題，公眾提出的都是大原則。若在總體

規劃「放生」，詳細規劃將按總體規劃而訂定；他舉例：若按草案而行，市民到時將不能

反對開挖路環疊石塘山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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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3  9/10/2020 正報 

社諮委關注北區填海 

 

【本報訊】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昨舉行會議，多名委員也關注正在諮詢的總體規劃中

北區與新城 A 區間水道填海四十一公頃之計劃，有對此表支持，也有持不同意見。 

委員陳智榮表示，黑沙環及新填海區人口今年勢將突破十六萬，幾乎佔本澳四分一人口，

然而區內綠地及公園休憩地方屈指可數，未來再加上 P 地段及 A 區人口，這個全澳最不宜

居的混凝土森林必將成世界矚目景點。 

陳支持北區與 A 區水道填海，如能合理規劃，將有效解決此區發展矛盾，建議通過填海、

植樹、造山等綜合綠化工程，建集休憩、防風與景觀於一體的綠化公園，做本澳大門口的

綠化名片。 

關注填海不批有否後備方案 

副召集人高岸峰也對有關填海表認同，但關注計劃未得中央批准，若屆時未能落實政府有

否後備方案去改善北區的空間環境。故希望當局作更多說明，若未能填海會否適當調整 A

區規劃。 

他還提及關閘口岸及周邊的規劃，建議當局在總規中預留土地，落實當年的概念性設計之

方案中增加綠化休憩空間、創設綠色步行空間等，回應北區居民對改善生活空間、完善步

行環境的長期訴求。 

憂填海損海景貶樓價 

委員鍾建新稱，有關填海能增加綠色空間、加強道路聯繫及解決水道異味是好事，但居民

關注填海後一河兩岸的景觀是否不復存在、當區海景住宅會否貶值、居民日後是否跨區才

可享受海景和逛海堤等問題。 

鍾認為，填海面積需科學規劃、詳細藍圖，而現時本澳不缺地，是否需要填四十一公頃那

麼多？他強調，填海容易但無法回頭，希望政府能精心設計，在當中增設嬉水場地，盡量

讓北區居民有機會可近距離接觸海堤。 

他又謂，水道異味問題不能單靠填海解決，這樣做似是「斬腳趾避沙蟲」，長遠還是要從

源頭解決，完善北區污水渄放系統。否則填了近岸水道，未來新城 A 區海邊同樣會有異

味。 

倡閒地建臨時社屋供輪候暫住 

另外，委員許龍通指，社屋上樓時間短中期仍有壓力，建議政府研究把部份未有任何規

劃、具條件的閒置地興建臨時房屋，採用可循環再用的預製件建築，供社屋輪候家團作臨

時居住。又建議把單一金額的輪候家團臨時補助改為階梯式，按其資產及收入情況去提供

更多補助。 

水客活動入侵祐漢 

委員廖權輝說，在網購興起和疫情影響下，水客問題越趨嚴重，在海關及警方持續打擊

下，以往只活躍於關閘、台山一帶範圍的水客活動，已逐漸向祐漢區內工廈、住宅、橫街

店鋪發展，甚至在街邊派貨，嚴重影響居民出入，也衍生衛生問題，並擔心會引發治安問

題和增加疫情風險。他期望當局加強干預截查、加大執法範圍，並制定罰則加以阻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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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洪偉東關注近期在行人天橋發生多宗意外，雖然每宗意外成因不同，但當局應就天橋

的設計和安全性再多加注意，定期巡查、科學完善天橋配套設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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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4  9/10/2020 澳門日報 

北區規劃籲增綠化空間 委員促提污水處理能力解水道濁臭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諮詢，多名北區社諮委關注北區規劃，尤其在人口持續增長下社區配

套及綠化空間的規劃。 

水道增嬉水空間 

北區社諮會副召集人鍾建新稱，北區現時人口密集度最高，"總規"應確定北區水道填海後，

不宜再建高層建築物，只適宜增加休閒空間及車道。填海面積也需科學規劃，同時增加特

色水道、噴水廣場等嬉水場地，盡量增加北區居民近距離接觸海堤的機會。此外，水道污

濁異味問題不能單純依靠填海解決，長遠要從源頭做好，完善北區污水排放系統。 

副召集人高岸峰指出，一七年當局公開了關閘口岸暨周邊環境的總體概念性城市設計報告

書，優化關閘廣場整體環境，增加綠化及休憩空間，亦創設綠色步行空間連接紀念孫中山

市政公園及東北海岸。建議當局在"總規"中預留有關土地，落實計劃以回應北區居民對優化

生活空間、完善步行環境的長期訴求。 

植樹造山綜合綠化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建議建設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為綠化區。委員陳智榮指

出，A 區與半島之間水道的填海區域如合理規劃，有效解決居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

求。提出通過填海、植樹、造山等綜合綠化工程，營建集休憩、防風與景觀於一體的綠化

公園，並以此綠化區域作為城市節點樞紐，連結輕軌東線、人工島及口岸等交通。 

冀加快保育青洲山 

委員羅穎森關注青洲交通規劃，希望當局能前瞻做好青洲區內社區規劃，提供足夠休憩及

運動空間予居民使用，加快活化及保育青洲山。同時於總體規劃後，針對青洲區至林茂

塘、北灣和內港一帶作詳細的交通規劃，並以東方明珠一帶交通為鑑，為居民出行帶來便

捷。 

構建長效機制治水 

委員許樂敏表示，北區水環境保護和改善屬於長期且艱巨的系統工程，逐步構建水環境長

效治理機制，宜強化澳門污水處理的短板，進一步擴容升級污水處理廠，改善排污截污管

線及建設污水泵房等措施，持續減少污染源、提升污水處理能力。並結合澳門城市規劃以

及海域環境的有關政策，研究開展北區沿岸景觀工程，改善沿岸步行環境並增建居民休憩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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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5  8/10/2020 論盡媒體 

學社呼籲叫停總體城規三大危機 

 

新澳門學社今(8)日召開記者會，質疑《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存在三大危機，分別涉

及路環疊石塘山、氹仔前海洋世界和南灣 CD 區的規劃。 

學社副理事長、議員蘇嘉豪指出，草案建議將路環大部分土地列作不可都市化地區，即生

態保護區，但面積超過 56,592 平方米的疊石塘山前超高樓項目土地，卻被重新劃作居住

區，與公眾長年「守護路環」的堅定願望有很大落差，亦與維護山林生態等不可再生自然

資源的價值完全背道而馳。他認為，即使當局一直強調所興建的將是「低密度住宅區」，

也可預見將要開挖山體、破壞生態，他認為該地段不應被都市化和成為居住區。 

蘇嘉豪又提到，現時草案中屬於「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生態保護區」的土地佔整

體土地使用面積的 26%，看起來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口號，但當中大部分是零碎的土

地片區及現有的生態保護區，質疑政府是「食老本」，對於澳門未來的生態發展沒有長遠

規劃。 

 學社副理事長陳樂琪提到，草案中為氹仔城區規劃的休憩空間，不足以應付氹仔未來 20 年

的人口增長及休憩需求，尤其是多幅大型閒置地如中央公園附近 BT 地段、海灣花園旁 PO

地段、湖畔大廈周邊氹北都市化區域均被劃為居住區。即使是被劃為生態保護區的大潭山

和小潭山，亦早已被過度開發。為此，他呼籲政府聽從民意，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土地用途規劃圖 

將面積達 134,891 平方米的前海洋世界土地，建設為永久的綠色海濱休憩空間，以滿足氹

仔人口膨脹對宜居休憩空間的殷切訴求。 

學社理事林納麟表示，雖然草案多處強調要維護澳門半島的「山、海、城」景觀，但對西

望洋山聖堂與舊大橋及外海之間景觀的保護措施嚴重缺乏，其中南灣 CD 區限高與主教山高

度 62.7 米平排，所謂景觀視廊亦僅針對聖堂側面與西灣湖之間，且視覺廣度成疑。他提

出，當局可將南灣 CD 區結合新城 B 區作整體規劃，參考新加坡濱海灣花園的較成功經

驗，建設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 

學社同時建議當局將南灣 CD 區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串連南、西灣湖及新城 B 區的休

憩空間，當中包括部分文化娛樂設施與休閒商業元素，並嚴格參照立法會大樓高度約 10 至

20 米作上限，守護城市景觀。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期將於 11 月 2 日屆滿，市民可透過參與公眾諮詢會或

透過網上表格 https://bit.ly/3jM3SSY 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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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6  10/10/2020 澳門日報 

工聯：總規用好國策發揮澳優勢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推出為期三個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

二○四○）》草案諮詢，工聯認為"總規"應發揮本澳自身優勢，用好用足國家給予的政策前

提下，構建成為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區域合作功能軸帶 

工聯表示，此次"總規"佈局合理、分區有序、定位明確、目標清晰，支持特區政府建立長遠

規劃、科學謀劃推進澳門發展，並在諮詢過程中不斷吸取居民意見，優化各項條文。澳門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四個中心城市之一，總規中提出結合"國家、區域及自身"三個層

次，確立澳門發展定位，值得肯定。建議政府精準戰略定位，科學謀劃空間格局，優化要

素配置，深入研判"區域合作樞紐"和"功能軸帶"的功能，做到樞紐與軸帶的"點帶連結"，達

至以點帶動、軸帶支撐、輻射周邊，提升中心城市的功能。 

在總規為基礎的前提下，堅持創新思維，尤其在"總規"十三個策略指引中，首個為"推進橫

琴深度合作"。因此，應強化澳珠之間的極點合作，落實"多規合一"，藉此提升協同發展效

能，推進澳門適度多元發展。 

發展世旅中心定位 

澳門應充分結合國家給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總規"中擬劃分百分之十三的土

地作為旅遊娛樂區。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豐富，澳門的世遺景區、生態綠地、新城區的濱

海綠廊、東北側海岸地標性的休閒綠色空間，以及海上旅遊均是"一中心"的重要組成。當局

應利用總規機會，統一打造和規劃，優化澳門整體環境，吸引多元旅客來澳，亦為本澳創

造更好生活環境，從而提升居民幸福感、獲得感。 

預留空間推一平台 

至於澳門半島構思打造"濱水歷史旅遊軸帶"，在活用現有的南灣湖和西灣湖外，更應透過新

城綠地區域，加強對周邊海域利用，如利用船舶浮塢等，增強其他旅遊娛樂元素和配套設

施，發展不同類型的旅遊娛樂項目，充分發揮濱水城市優勢。 

工聯提到，"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的啟用，為澳門建立"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定位打下牢固基礎。"總規"中未有詳述落實"一平台"的計劃與方

案，建議可在商業區和旅遊娛樂區中，預留一定空間，為發展"一平台"創造條件，同時將"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形成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支撐澳門未來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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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7  10/10/2020 澳門日報 

城市總規聽取教育部門意見學住平衡 新區中學生人均用地五點五米 

 

【本報消息】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草案社團專場諮詢會昨晚舉行，約六十名社團代表出

席。有社團代表指出，除職住平衡外亦要考慮學住平衡，減少學生上下學對交通造成的壓

力。工務局代表引述教育部門建議，在新區中，每名中學生的人均用地約五點五平方米，

人均建築面積約十三平方米，爭取達到這些指標。 

居住滿足廿年需求 

社團諮詢專場昨晚七時半在工務局舉行，輕軌股份有限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工務局長

陳寶霞、城規廳長麥達堯，交通事務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環保局副局長黃

蔓葒等主持。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收到不少意見關注住屋和交通。草案提

出持續優化本澳城市空間結構，尤其希望不斷提升居民的綜合生活素質，打造宜居、綠化

以及公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透過分析本澳現況數據，提出包括：職住平衡、增加

商業區、滿足未來住屋需要等多項規劃構思，回應社會訴求，應對本澳發展過程中的挑

戰。現時已規劃的公屋加上總規草案提出的居住區，基本能滿足二○四○年預測八十萬餘

人口的住屋需求。鼓勵居民除在諮詢場發言，亦可透過網上或書面反映意見，政府同樣重

視。 

誘因推動工廈轉商 

麥達堯表示，學住平衡在總規草案內已預留高等教育用地，非高等教育學校則列入社區公

用設施規劃。下階段分區規劃時，將在各居住區設置相應的公用設施。規劃研究階段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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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溝通，教青局已提出各居住區的非高等教育設施指標，建議在新區中每名中學生

的人均用地面積約五點五平方米，人均建築面積約十三平方米，冀詳細規劃時能達到這些

指標。舊區須透過都市更新才有空間設置足夠的公用設施，滿足生活所需，減輕交通壓

力。 

發策代表稱，慕拉士大馬路工廈逐步轉型商廈的方向合理。但該區人口密度大、高齡樓宇

多、業權複雜，難以迅速轉變成商業區。建議借鑑香港經驗，結合本澳的實際情況，放寬

工廈的用途，從而促進工廈多元化發展。麥達堯回應稱，將慕拉士工廈變成商廈有不少困

難，後續須通過更多政策及誘因推動，將考慮居民提出的建議。 

今年水環境生態 

建造商會代表認為新城 A 區商業元素少，建議平衡商業用地。麥達堯指出，按照總規草

案，商業區已由目前的百分之一調升至百分之四，回應了政策要求。預計 A 區有三萬多個

居住單位，當中也有部分社區商業元素以及就業崗位。 

新青協代表關注海洋生態多樣性。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特區政府一向重視海域生態

環境，今年施政方針明確將開展海洋海域生態環境調查及研究，目的是保障八十五平方公

里海域。預計今年內開展研究調整澳門水環境及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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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8  10/10/2020 澳門日報 

新區中學生人均用地五點五米 

城市總規聽取教育部門意見硏學住平衡 

 

    新區中學生人均用地五點五米 

    【本報消息】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草案社團專場諮詢會昨晚舉行，約六十名社團代表出

席。有社團代表指出，除職住平衡外亦要考慮學住平衡，減少學生上下學對交通造成的壓

力。工務局代表引述教育部門建議，在新區中，每名中學生的人均用地約五點五平方米，

人均建築面積約十三平方米，爭取達到這些指標。 

    居住滿足廿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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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諮詢專場昨晚七時半在工務局舉行，輕軌股份有限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工務局

長陳寶霞、城規廳長麥達堯，交通事務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環保局副局長

黃蔓葒等主持。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公開諮詢至今收到不少意見關注住屋和交通。草案

提出持續優化本澳城市空間結構，尤其希望不斷提升居民的綜合生活素質，打造宜居、綠

化以及公用配套設施完善的社區環境。透過分析本澳現況數據，提出包括：職住平衡、增

加商業區、滿足未來住屋需要等多項規劃構思，回應社會訴求，應對本澳發展過程中的挑

戰。現時已規劃的公屋加上總規草案提出的居住區，基本能滿足二○四○年預測八十萬餘

人口的住屋需求。鼓勵居民除在諮詢場發言，亦可透過網上或書面反映意見，政府同樣重

視。 

    誘因推動工廈轉商 

    麥達堯表示，學住平衡在總規草案內已預留高等教育用地，非高等教育學校則列入社區

公用設施規劃。下階段分區規劃時，將在各居住區設置相應的公用設施。規劃研究階段有

與教育部門溝通，教青局已提出各居住區的非高等教育設施指標，建議在新區中每名中學

生的人均用地面積約五點五平方米，人均建築面積約十三平方米，冀詳細規劃時能達到這

些指標。舊區須透過都市更新才有空間設置足夠的公用設施，滿足生活所需，減輕交通壓

力。 

    發策代表稱，慕拉士大馬路工廈逐步轉型商廈的方向合理。但該區人口密度大、高齡樓

宇多、業權複雜，難以迅速轉變成商業區。建議借鑑香港經驗，結合本澳的實際情況，放

寬工廈的用途，從而促進工廈多元化發展。麥達堯回應稱，將慕拉士工廈變成商廈有不少

困難，後續須通過更多政策及誘因推動，將考慮居民提出的建議。 

    今年硏水環境生態 

    建造商會代表認為新城 A 區商業元素少，建議平衡商業用地。麥達堯指出，按照總規草

案，商業區已由目前的百分之一調升至百分之四，回應了政策要求。預計 A 區有三萬多個

居住單位，當中也有部分社區商業元素以及就業崗位。 

新青協代表關注海洋生態多樣性。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特區政府一向重視海域生

態環境，今年施政方針明確將開展海洋海域生態環境調查及研究，目的是保障八十五平方

公里海域。預計今年內開展研究調整澳門水環境及生態。 

 

 

 

N319  10/10/2020 濠江日報 

總規劃收集社團意見 冀增綠地和公共設施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諮詢社團專場昨晚舉行，冀廣泛聽取

社會意見，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陳寶霞、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何蔣祺等政府代表以及

兩間顧問公司代表出席，二十多個社團合共六十多人參與，有十七名社團代表報名發言。 

輕軌東線車站聯通周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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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霞表示，公開諮詢開展至今，在總規草案方面，收集到社會不少關注住屋和交通的意

見；透過分析本澳現況數據，草案提出包括職住平衡、增加商業區、滿足未來住屋需要等

多項規劃構思，進一步回應社會各界訴求，應對本澳城市發展過程中面對的挑戰。現時已

規劃的公共房屋加上總規草案提出的居住區，基本能滿足 2040 年 80.8 萬預測人口的住屋

需求。在輕軌東線方面，有意見關注東線各車站與鄰近社區的聯繫。按照現時的規劃，輕

軌東線各車站將透過行人隧道實現車站與周邊住宅和建築群的互聯互通，以提供便捷的乘

車環境，方便更多居民出行。陳寶霞表示，與會社團代表反映的是社會不同範疇和界別的

聲音，希望多聽社會意見；除了在諮詢場發言，各社團或市民，還可透過填寫網上意見表

或者填寫紙質意見表等多種方式提交意見，更多諮詢詳情可瀏覽總規及輕軌東線各自的專

題網頁。 

會上，有十七名社團代表報名發言，當中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發言關注輕軌東線方

案，指方向上是支持，但問題是若沒有預算、工期及客量分析，實在難以支持方案落實。

他又關注土地分類法規何時出台；以及未來會否在總規內清晰明確將海濱空間留給公眾使

用。 

新青協副理事長陳智榮發言表示，總規劃草案缺乏足夠的數據與資訊，向社會交待決策依

據，在區域發展上與策略存在不一致，如總規劃中的北區 2 及東區 1，人均享有的公園綠地

和公共文化設施極為稀缺，與宜居社區的定位極不符合，建議加大圖書館、公園等社區配

套與公共文化設施的佔比，優化各區公共設施佈局，把原在東區 2 南端的相關設施佈局放

於北端以輻射到北區 2 和東區 1。他支持將 A 區與半島水道填海成為綠化帶，但同時希望

爭取新填海 D 區能按計劃進行，實現地理佈局上東擴南進的未來發展。 

何蔣祺回應表示，目前仍進行方案設計，如走線、站點安排等，具體的設計仍未開展，包

括實質結構、出入口數量及基建配套等，現階段按照其他地區做法，以相類同項目作為基

本估價，參考鄰近地區及內地相通項目或正進行的建設項目，如北京的三號線造價每公里

十多億元，而香港的沙中線鐵路造價為每公里四十多億，經比較及粗略估算，輕軌東線方

案造價與香港的造價接近。他強調當完成諮詢及有具體設計後，會有較具體的造價與公眾

分享。至於走線效益及客流方面，經初步估計濟參考一些數據，如關閘出入境人次，經過

地區的居民人口數量及出行習慣，若 A 區的居住滿人，推算每日輕軌東線客量有七八萬人

次。 

對於總體規劃各區公共設施分佈，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表示，澳門

半島北面人口密度較高，綠化空間及公共配套設施相對差，總規劃提出在 A 區及東方明珠

之間的水道進行填海，增加綠化空間及公共設施，改善該區社區環境。他指，A 區的公共

設施規劃在西面，與澳門半島北面配合，達到空間互補。 

至於土地分類法規方面，麥達堯表示，目前正在制定中，會在詳細規劃前完成，在總體規

劃亦已有鋪排；強調本澳土地資源有限，總體規劃策略希望合理分配土地資源，尤其居住

空間的位置，避免太多人口集中一區。 

總規劃預留海濱綠廊空間 

新青協代表黃滋才發言關注海洋生態及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問題，建議政府保護海洋生態的

前提下，制定保護、保育海洋生物及生態的具體方針和方案。他表示，目前總規基本只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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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陸地進行規劃，對專屬海域的發展及利用未見規劃，以一份 20 年長度的規劃可能並未完

善，希望政府對專屬海域的利用多加說明，供社會參考和討論。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特區政府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今年施政方針中明確將開展海洋

生態環境的調查研究，目的保障澳門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調查預計今年內開展，主要針

對澳門海域水環境及水生態進行研究調查。至於濱海綠廊方面，麥達堯表示，總規劃已盡

量將海濱預留綠廊空間給予公眾使用。 

中小企業協進會理事林志輝表示，城市規劃是一個長遠發展計劃，要適當考慮國家政策，

結合整個大灣區發展和珠海發展規劃，提升通關便利性，如放寬澳門單牌車入境橫琴等。 

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回應表示，珠澳橫琴深度合作是總體規劃重要方向之一，空

間規劃上包括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就關閘、十字門及橫琴建立三個合作樞紐，希望藉著土

地用途配合，推動兩地人口、就業等方面合作。 

落實公交優先完善步行系統 

婦聯代表陳先生關注總規劃中的交通範疇問題，指本澳交通是一個老大難問題，要落實諮

詢文本提到的建設公共交通導向發展模式運輸系統，首要是提升居民使用公共交通的意

願，以及完善步行系統，認為文本就推動公交優先方面的具體規劃和建設內容，需更詳細

向居民表達，期望政府加強有關方面的探討研究，豐富相關內容。 

交通事務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回應表示，交通局過去透過管理措施及工程改

善本澳交通環境，提升公交服務，落實公交優先，調查數據顯示，2010 年居民使用公交出

行佔機動出行的比率為 33.6%，到 2019 年提升至 42%，具有一定成效，此外目前本澳機

動車輛數量回落到 2014 年的水平。他認同使用公交出行體驗需要持續改善，文本提到的建

設公共交通導向發展模式運輸系統，落實公交優先、完善步行系統是未來重要發展方向。 

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代表高岸聲關注慕拉士大馬路的工業區改為商業區。麥達堯表示，明白

慕拉士工業區改為商業區的困難不少，若社會認同有關方向，後續會提出更多措施及政策

誘因推動，希望將對居住區影響較大的工業大廈及活動集中到工業區，提升該區的居住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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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0  10/10/2020 澳門日報 

未開始具體設計當局參考外地類似項目 輕軌東線料日服務八萬人 

 

【本報消息】在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公開諮詢社團專場上，多名代表關注輕軌東線的造

價、工期及效益。輕軌股份有限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表示，目前東線造價是參考外地類

似項目，按現時推算，每日使用東線約有七至八萬人次。 

隧道連接周邊住宅 

工務局長陳寶霞表示，有意見關注輕軌東線各車站與鄰近社區的聯繫。按照規劃，輕軌東

線各站將透過行人隧道實現與周邊住宅和建築群互聯互通，提供便捷的乘車環境，方便居

民出行。 

傳新澳門協會代表整體認同輕軌東線，但指出工程無預算、無工期，居民好難支持。輕軌

東線將來如何做，如何結合氹仔線發揮輕軌的效益？何蔣祺表示，輕軌東線的具體設計方

案仍未開展，如有多少出入口、機電配套為何等均未有，目前只是參考其他地方類同項目

估價。舉例，北京地鐵三號線工程為十多億一公里，香港沙中線為四十多億一公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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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工、物資較低廉，所以造價較低。澳門與香港類似，但規模不一，也不一定完全參

照香港。東線人流量輕軌公司參考了一些數據，例如關閘的出入境人次、走線經過地區的

居民人口以及其出行習慣等。按此推算，新城 A 區住滿人後，每日使用東線約七、八萬人

次，過海也有四成，具體造價及效益仍待落實。 

致力完善步行環境 

建造商會代表提出東線工程要顧及本地業界參與及學習。江門同鄉會代表關注東線工程的

監督管理。工聯代表關注東線站點的商業元素。何蔣祺稱，將總結輕軌氹仔線建設的經

驗，加強工程的監督管理。同時會在東線部分站點考慮配置商業元素，但不會是商場般規

模。希望本地工程業界支持東線建設。 

婦聯代表關注交通，問總規草案如何落實公交優先及完善步行系統，改善整體交通？交通

事務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表示，一直致力透過各種管理措施及工程改善交通

環境，鼓勵居民使用公交。據調查，公交分攤率由二○一○年約三成三，提升至去年四成

二，可見政府鼓勵居民公交出行有成效。另外，政府出台各項控車政策後，現時的機動車

輛總數已回落至二○一四年水平。未來如何進一步改善交通？他稱，總規草案提出職住平

衡理念，亦提到貫徹公交優先、綠色出行，當中步行環境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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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10/10/2020 論盡媒體 

當局︰火葬場選址未有定案 

 

第 3 場總體城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上，多名市民關注火葬場建設規劃。市政

署市政管委會委員麥儉明回應，選址首要社會共識，市政署目前未有任何計劃及選址方

案，未來會充分聽取社會意見，及配合總規考慮。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這

類設施的大原則是遠離民居，基本會集中預留在東面區域，具體選址會在專項中確定。 

有市民擔心若在東面區域興建火葬場，居民旅客一落機見到火葬場會有負面心理影響。麥

達堯重申，火葬場地點未有定案，只是總規草案是預留 10%公用設施區以及 23%公共基礎

設施區，即有關面積是足夠興建火葬場等基礎設施，但並不是代表一定要興建，在專項時

社會達共識時再作決定。 

引入單車出行？ 交局︰受客觀環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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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市民關注澳門發展慢行交通系統可否引入單車出行？交通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

廳長蕭日鵬回應稱，由於澳門大部分道路隨著歷史發展而成，很多地方路面狹窄，受客觀

環境限制，尤其是澳門半島，設單車徑或單車道路系統存在困難，目前與市政署結合創造

濱海綠廊，引入單車徑系統，以休閒作定位。隨著日後發展，未來條件成熟會進一步考慮

如何優化。 

 

N322  10/10/2020 論盡媒體 

疊石塘山及南灣 CD 區續成諮詢會重點 市民質疑政府態度強硬有既定立場 

 

路環疊石塘山以及南灣湖 CD 區繼續成為公眾諮詢會的焦點，多名市民反對疊石塘山腳地段

興建住宅區，並認為南灣湖 CD 區 62.7 米的限高規定與主教山平排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62.7 米，無論放在哪一個地塊都係會直接遮擋海岸線」，要求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降低

至 20 米以保護主教山景觀。市民陳先生表示，聽了政府幾次解釋，但始終不明白為何政府

「堅持唔肯降低限高，政府不是不可以有既定立場嗎？」政府官員則再次重申，現時仍是

諮詢階段，歡迎市民多發表意見。 

市民馬小姐表示，澳門定位為休閒，但人口密度高，綠化面積少，政府不應該為了起樓而

開挖山體，破壞自然景觀。她又指，政府幾經波折才將有關地段從私人發展商手上收回，

澳門市民普遍意見都是希望保護路環山體，保護澳門市肺。問題不在於住宅區密度的高

低，而在開發路環違背市民意願，亦不符合總規原意。她又表示，有關地段附近沒有市區

配套，周圍都是生態保護區，質疑政府為何如此執意要在有關地段起樓？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指，大部分路環山體己獲得保護，至於路環是否需要更

多綠化及保護區，政府持開放立場，不是一定做住宅區或商業開發，希望多聽市民意見

(https://bit.ly/3jM3SSY)，在保育及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優化整體規劃。 

麥達堯又表示，已把路環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周邊仍有居住區

及其他設施用地，實際上路環目前亦有相關設施，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予居民選擇。他

又稱，疊石塘山腳住宅密度和高低可在詳細規劃討論，強調劃定居住區不代表全部都是高

樓大廈，會有相關設施及綠化空間。 

至於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問題，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表示，總規文本裡面的分區

設計指引有提到建築物最高可建 62.7 米，分區設計指引需要同時遵守一些設計的指引，包

括需要維護山海城景觀，從主教山向海面的建築物的高度需要漸降，對於區內的建築物要

有特色設計，以及高低錯落的設計要求。至於具體區域的高度限制，則由下一階段的詳細

規劃或城市設計方面作進一步制訂。 

N323  10/10/2020 澳門日報 

街總離島辦冀擴道路疏導車流  

 

【本報消息】街總離島辦事處主任江旭純表示，隨着氹仔人口持續增加，近年多項工程持

續，增加區內道路的壓力。每逢早晚上下班、返放學時段，連接友誼大橋的高勵雅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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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日昇寅公馬路一帶塞車嚴重，車龍一度延至引橋附近，建議可利用周邊土地擴闊道路，

藉此疏導由大橋進入氹仔市中心的車流，改善交通環境。 

江旭純表示，高勵雅馬路、徐日昇寅公馬路是友誼大橋前往湖畔大廈、海灣花園及氹仔市

中心的主要道路，但每逢繁忙時段容易出現堵塞和車龍。近年隨着日昇樓、日暉大廈等公

共房屋落成入伙，加上澳大舊校址分配予三所高校及政府單位共同發展，令該區的人流、

車流量遞增，加重路面負荷。 

"澳門城市總規"草案將氹仔北區一的主要土地使用為居住區及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氹仔

北區二為居住區及生態保護區，可見未來規劃人口將有所增長。 

智能科技解決塞車 

她表示，為配合社區長遠發展，當局應及早完善區內路網，貫通周邊住宅群和社區設施，

方便居民出行。針對現有的交通困局，建議於繁忙時段加派警員指揮交通，或可參考鄰近

地區引入智能交通燈等科技解決路口塞車情況，並可考慮利用聖公會中學對面一幅市政署

用地，擴闊高勵雅馬路及徐日昇寅公馬路一段路面，藉此增加行車空間，有助疏導前往湖

畔大廈及氹仔市中心的車流，緩解該區的交通壓力。 

 

 

 

 

N324  10/10/2020 論盡媒體 

市民倡收緊移民政策評估宜居人口 工務局︰新城建設可減舊區人口密度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上，

有市民建議政府收緊移民政策，以解決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否則，日後又會因為土地資

源緊張而要破壞山體或填海摧毀生態。政府官員回應稱，總體城規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

可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力。 

市民李先生表示，諮詢文本只提及 2040 年，澳門人口將達 80.8 萬人，但當中的人口結

構、管理及規劃等卻完全沒有著墨，政府經常聲稱澳地少人多，人口密度高，土地資源緊

張，這是客觀事實，但單靠土地解決治標不治本，人口管理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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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建議，政府應按現有的土地資源，評估澳門到底適合多少人口居住才是宜居。他又表

示，澳門每年的人口增長當中，外來人口和移民佔了大部分，特區政府應該收緊或減少移

民、外來人口帶來的增長。「無理由係口講澳門太少地用，同時又不斷放移民入嚟增加人

口，咁樣係完全唔合理的。」如果現時不從人口管理入手，將來澳門人口去到 100 萬時，

政府官員又會以人口太多，土地太少為由，「啲樓要起高啲起密啲，咁係破壞景觀，填多

幾次海摧毀生態，甚至現時規劃做生態保護區的土地都係要被開發。」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引入外來人口對產業發展有非常大的作用，又指現時

人口預測增長率已在下跌，根據統計局到 2031 年人口預測數字已在跌，在 2031 年至

2040 年人口增長預估數已相當低。 

他稱，在總規草案需要安排足夠土地應對人口居住需要，他認同澳門居住密度是一個問

題，但更重要是分佈不均。總體城規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可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力，

令人口分佈較為平均，且能提升居住品質。 

 

N325  10/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火葬場擬選址東面區域設城規草案專項研究再確定 

 

【本報訊】昨日舉行第三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上，有多名市民

關注火葬場建設規劃。市政署表示，澳門興建火葬場首要有社會共識，目前未有任何興建

火葬場計劃和選址方案，未來會充份聽取社會意見後，以及配合城市總體規劃再考慮。但

工務局補充有關火葬場問題時表示，在總體規劃上，大原則是希望遠離民居，集中設置在

東面區域，會在專項研究時再確定選址。而城規草案上亦已預留三成三土地面積用於公共

設施和基礎設施，足夠興建火葬場或其它基礎設施，並重申城規草案只是預留了土地，但

並非必定要用於興建火葬場，若專項研究中需要興建，以及有社會共識才會作出決定。 

另外,文化局前局長吳衛鳴在會上發言表達意見，認為草案沒有延續澳門歷史城區肌理，例

如將蓮花徑“消失”，並對葡京一帶納入南灣區，感到奇怪。吳衛鳴又形容十八區的命名

很“冷漠”，失去原有歸屬感和認同感。 

工務局則表示，十八分區沿用統計分區概念，命名只是方便規劃工作，不會改變行政分區

沿用名稱。 

有多名市民發言關注疊石塘山地段和南灣 CD 區規劃，提出應作為休閒用地等建議。 

此外，有市民關注停車位少問題, 而交通事務局亦認同配合社會發展需要適當增加停車位，

未來透過總體規劃和都市更新，創設條件包括在舊區興建停車場等。亦有多名市民關心安

老設施規劃。工務局表示，各區的安老設施位置會在詳細規劃內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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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6  10/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城規草案續展公眾諮詢_冀減舊區人口平均分佈 

 

【本報訊】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昨日舉行第三場公眾諮詢會，有市民質疑總

城規草案無提及人口結構、管理及規劃；認為政府應按照現有土地資源，評估本澳適合多

少人口居住才是宜居，又建議政府可收緊或減少移民、控制外來人口帶來的增長。 

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指，外來人口的引入是對產業有非常大的作用。他指出人口

預測增長率已在下跌，根據統計到二零三一年人口預測數字已經在下跌，在二零三一年至

二零四零年人口增長預估數已相當低。 

麥達堯表示，在總城規草案需要安排足夠土地應對人口居住需要，他認同澳門居住密度是

一個問題，但更重要是分佈不均。總城規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可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

力，令人口分佈較為平均，並能提升居住品質。 

路環疊石塘山腳地段在總體規劃草案中被劃入居住區。有出席諮詢會的市民指出，社會意

見認為應保護路環、守護市肺，希望把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域，而不是討論住宅密度多

少，又指疊石塘山腳地段附近無市區配套，質疑政府為何執意發展該地段？ 

麥達堯回應指，環保局表示已保護大部份路環山體，至於路環是否需要更多綠化及保護

區，公眾諮詢持開放立場，不是一定做住宅區或商業開發，希望多聽市民意見，在保育及

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優化整體規劃。 

工務局長陳寶霞表示，諮詢開展至今，在“總體規劃”目前收到的意見，部份關注包括土

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等，考慮到本澳擁有七十六點七公里海岸線的條件，總城規

草案提出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構思，結合“藍”、“綠”自然資源，營造連貫

及優質的空間網絡，為居民創設集親水、綠化、文化、體育、親子和休閒娛樂於一體的公

共開放空間。 

陳寶霞指，透過對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的規劃，串連山體、水體、公園等

綠化及水系節點，形成有機相連的“藍綠網絡”，逐步增加本澳整體的綠化率，以緩和城

市急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不斷優化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N327  10/10/2020 澳門日報 

建機商會：冀撥地產預製件拓生存空間 

 

【本報消息】對政府有意推動建築工程多採用"預製件"，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會長梁超通

表示，本地沒有空間大量生產"預製件"，相關工作均需在內地進行，擔憂影響本地建造業界

生存空間。故希望政府利用閒置土地或新城填海土地，撥出空間予業界在指定地段內進行

預製工作。在工程招標書中，嚴格要求於區內預製。由於近年新填海地大興土木，可為建

築預製本地生產提供大好機會。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昨下午四時假萬豪軒酒樓舉行國慶、會慶廿八周年暨第十五屆會

長、理監事就職酒會。立法會主席高開賢、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警察總局局長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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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海關關長黃文忠、中聯辦經濟部處長級助理司晨、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辦公室主任

朱夕其等擔任主禮嘉賓。在羅立文監誓下，該會會長、理監事宣誓就職。 

梁超通表示，疫下政府加大建築工程投資，並即時推出不少小型工程項目，以工代賑，為

建築業中小企及本地工人提供工作，業界對此感鼓舞。但長遠下去，政府有需要提供扶助

本地建築業的策略，以"內循環"的經濟效力，保障本地建築業界及工人利益。 

理事長蕭東文表示，本澳正展開《澳門城巿總體規劃》草案的公開諮詢，期望政府在建造

業長期欠缺發展所需用地及規劃等問題上給予長遠考慮及安排，包括機械設備及建築材料

存放場地、生產建築用料的廠房用地；同時對建築業的短中長期規劃及發展方向給予指

引，令業界可清晰跟隨方向發展。在建設中，多創造條件及政策，令本地建築公司可參與

到本澳建設，以提升本地建築管理及技術水平，支持和重視本地建築業持續和長遠的健康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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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8  11/10/2020 澳門日報 

工業集中四片區促升級居民倡控人口拓多元產業 

 

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昨來到第三場公眾諮詢場，發言居民仍多，關注到人口過密、應

對人口老化設施、產業單一、環境保護、保育等議題。 

有居民建議政府收緊移民政策，以解決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工務局代表則回應引入外來

人口對產業作用大，現時人口增長率下降，更重要解決人口分佈不均問題，冀透過新城建

設緩解。 

藍綠網絡有機相連 

土地工務運輸局長陳寶霞稱，諮詢至今，收到關於總規的意見，涉及土地用途、綠地及公

共開放空間等議題，考慮到本澳擁有七十六點七公里海岸線的條件，總規草案提出增加公

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構思；透過對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的規劃，串連

山體、水體、公園等綠化及水系節點，形成有機相連的"藍綠網絡"，逐步增加澳門整體綠化

率，以緩和城市急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 

與此同時，當局透過分析本澳現況數據，總規草案提出包括職住平衡、增加商業區、滿足

將來住屋需要等多項規劃構思，回應社會訴求，現已規劃的公共房屋加上總規草案提出的

居住區，基本能滿足二○四○年八十點八萬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 

居民李先生質疑總規草案無提及人口結構、管理及規劃，特區政府應按現有土地資源，評

估本澳到底適合多少人口居住才是宜居，又建議政府可收緊或減少移民、外來人口帶來的

增長。 

人口難在分佈不均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引入外來人口對產業起非常大的作用。事實

上，本澳人口預測增長率正下降，統計局預測，二○三一年至二○四○年人口增長預估數

已相當低。 

總規草案需要安排足夠土地應對人口居住需要，他認同澳門居住密度是一個問題，但更重

要是分佈不均。總規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力，令人口分佈較為平

均，且能夠提升城市居住品質。 

人口老化，安老設施、醫療、照顧等均面臨更大挑戰。昨多位退休人士促關注安老規劃，

有人反對要長者離開土生土長的澳門到大灣區養老，主張盡早謀劃安老軟硬件設施，包括

床位是否足夠。 

長者設施社區共融 

麥達堯稱，新屆政府非常重視安老養老工作，已規劃在黑沙環 P 地段建長者公寓，提供約

兩千個單位。政府視長者設施為社區性設施，希望與社區共融，未來每區都會設置安老院

舍、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等相關設施，具體位置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 

他又舉例，A 區已規劃兩幢安老院舍，老人日間中心安排在公屋群樓內，過程中會與社工

局緊密配合，按區內人口在不同地方設長者日間中心。山頂醫院擴建、離島醫院在建，相

信未來床位會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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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凸顯產業單一的影響，有居民感澳門尋求出路問題迫切，工業區規劃應

有更多着墨。總規草案提出，將工業用地集中設置於青洲跨工區、氹仔北安工業區、路環

聯生工業區和九澳工業區，居住區內的原工業用地則釋放作非工業用途。 

麥達堯指出，將現有分散的工業用地集中，工業用地面積雖減少，但希望做到實際建築面

積不減。工業區涉及多元產業，會增加商業區面積，將產業向低污染、高科技、高薪產業

方向發展。 

對於居住區的百分比，他稱總規是方向性描述，具體每區放幾多住宅，要尊重現況，"唔係

嗰區十萬人，一定減到八萬"，在詳規中會透過各種細部計劃，討論各區的人口比例。 

尊重混合相容現況 

澳門大部分面積已是開發城區，尊重現況是土地使用非常重要的原則，"冇可能現有居住區

全部搬遷"。澳門亦是高相容、高混合的地區，"唔會將各個產業、分區分得咁清楚"，很多

居住區會有商業元素或公共設施各種配套，在社區上的商業，尤其舊區希望維持現有模

式。在總規中標示的商業區，"唔代表除咗呢區，其他就無商業配套"。 

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以氹仔北安區為例，指很多工業大廈未夠善用，可考慮集約

土地利用，如做汽車維修或停車位。除集約利用，聯生工業區、北安等建議產業升級，連

接附近的新商業區、會展或教學，甚至與區域連繫成產科研的合作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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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倡控人口拓多元產業 

工業集中四片區促升級 

 

    居民倡控人口拓多元產業 

    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昨來到第三場公眾諮詢場，發言居民仍多，關注到人口過密、

應對人口老化設施、產業單一、環境保護、保育等議題。 

    有居民建議政府收緊移民政策，以解決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工務局代表則回應引入外

來人口對產業作用大，現時人口增長率下降，更重要解決人口分佈不均問題，冀透過新城

建設緩解。 

    藍綠網絡有機相連 

    土地工務運輸局長陳寶霞稱，諮詢至今，收到關於總規的意見，涉及土地用途、綠地及

公共開放空間等議題，考慮到本澳擁有七十六點七公里海岸線的條件，總規草案提出增加

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構思；透過對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的規劃，串

連山體、水體、公園等綠化及水系節點，形成有機相連的“藍綠網絡”，逐步增加澳門整

體綠化率，以緩和城市急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 

    與此同時，當局透過分析本澳現況數據，總規草案提出包括職住平衡、增加商業區、滿

足將來住屋需要等多項規劃構思，回應社會訴求，現已規劃的公共房屋加上總規草案提出

的居住區，基本能滿足二○四○年八十點八萬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 

    居民李先生質疑總規草案無提及人口結構、管理及規劃，特區政府應按現有土地資源，

評估本澳到底適合多少人口居住才是宜居，又建議政府可收緊或減少移民、外來人口帶來

的增長。 

    人口難在分佈不均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表示，引入外來人口對產業起非常大的作用。事實

上，本澳人口預測增長率正下降，統計局預測，二○三一年至二○四○年人口增長預估數

已相當低。 

    總規草案需要安排足夠土地應對人口居住需要，他認同澳門居住密度是一個問題，但更

重要是分佈不均。總規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力，令人口分佈較為

平均，且能夠提升城市居住品質。 

    人口老化，安老設施、醫療、照顧等均面臨更大挑戰。昨多位退休人士促關注安老規

劃，有人反對要長者離開土生土長的澳門到大灣區養老，主張盡早謀劃安老軟硬件設施，

包括床位是否足夠。 

    長者設施社區共融 

    麥達堯稱，新屆政府非常重視安老養老工作，已規劃在黑沙環 P 地段建長者公寓，提供

約兩千個單位。政府視長者設施為社區性設施，希望與社區共融，未來每區都會設置安老

院舍、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等相關設施，具體位置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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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舉例，A 區已規劃兩幢安老院舍，老人日間中心安排在公屋群樓內，過程中會與社

工局緊密配合，按區內人口在不同地方設長者日間中心。山頂醫院擴建、離島醫院在建，

相信未來床位會大幅增加。 

    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凸顯產業單一的影響，有居民感澳門尋求出路問題迫切，工業區規劃

應有更多着墨。總規草案提出，將工業用地集中設置於青洲跨工區、氹仔北安工業區、路

環聯生工業區和九澳工業區，居住區內的原工業用地則釋放作非工業用途。 

    麥達堯指出，將現有分散的工業用地集中，工業用地面積雖減少，但希望做到實際建築

面積不減。工業區涉及多元產業，會增加商業區面積，將產業向低污染、高科技、高薪產

業方向發展。 

    對於居住區的百分比，他稱總規是方向性描述，具體每區放幾多住宅，要尊重現況，

“唔係嗰區十萬人，一定減到八萬”，在詳規中會透過各種細部計劃，討論各區的人口比

例。 

    尊重混合相容現況 

    澳門大部分面積已是開發城區，尊重現況是土地使用非常重要的原則，“冇可能現有居

住區全部搬遷”。澳門亦是高相容、高混合的地區，“唔會將各個產業、分區分得咁清

楚”，很多居住區會有商業元素或公共設施各種配套，在社區上的商業，尤其舊區希望維

持現有模式。在總規中標示的商業區，“唔代表除咗呢區，其他就無商業配套”。 

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以氹仔北安區為例，指很多工業大廈未夠善用，可考慮集

約土地利用，如做汽車維修或停車位。除集約利用，聯生工業區、北安等建議產業升級，

連接附近的新商業區、會展或教學，甚至與區域連繫成產科研的合作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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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有文化 

 

當我們說"未來"，通常會以為是"想像"。可是"三歲定八十"這句話大家都懂，不好好從今天

就關注，做更多對"未來"有益的事，或至少減少變壞的事，"未來"其實就是"今天"。 

最近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正進行公眾諮詢，現在距

二○四○年有二十年，可是二十年對一個城市發展來說，可能只是一步之遙，一本薄薄的

諮詢文本竟然就決定了我城二十年後的生活方式，想到這裡也是心寒的。 

記得對上一次文化藝術界朋友最關注城市發展的時候，正是大概十年前開始的新城規劃三

階段諮詢，平日好似對社會時事不大關心的朋友都在諮詢會上，提出自己的觀點與疑問。

那麼到底今次"總規"諮詢，文化藝術領域裡又有什麼看法、想法呢？ 

諮詢文本出來後，很快就有朋友問，未來有多少個表演場地？為什麼沒有寫文化設施？其

實文本中不是沒有文化設施，而是被歸入"公用設施區"裡，而文本中也對文化設施有二百字

多一點的描述。 

現在回想起來，二○一五年第三階段新城規劃諮詢時，政府將公共文化設施分為"城市級文

化設施"（A、B 區各一個）和"社區級文化設施"（A、C、D、E 區共六個），而且對社區級

文化設施也有些微註解（例如說明包括圖書館、社區文化活動中心、表演場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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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現在的"總規"中，文化設施被融入"公用設施"，其實從本質上來看是對的，文化設施應

該跟醫療、教育設施相同重要，也就是說有衛生中心的社區裡，就應該有一個藝文中心、

展覽或表演場地，這樣想像對不對？ 

（"總規"有文化 · 上） 

踱 迢 

逢周日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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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分區命名影響歷史記憶 工業區集中設置助升級 

  

【特訊】前文化局長吳衛鳴昨日出席總規公眾諮詢會，他在發言時關注本澳分區問題，如

蓮花徑與珠海拱北的蓮花路有"血脈相連"的味道，擔心頭尾莫名其妙地消失會影響歷史肌

理，他並質疑 28 區的命名十分冷漠，尤如工業的功能分區，擔心歷史記憶會隨著發展而逐

漸被後代淡忘。 

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回應時解釋，有關蓮花徑的情況，總規中特意在第 23 條視廊中提及

涉及的內容。而分區主要是沿用統計分區的概念，比如歷史城區分 3 個區，這些區與歷史

城區關連性較強，故歸類為同一個地方。坦言部分區會因道路而分割，但即使分開不同

區，規劃上仍會對城市肌理或文物等方面作相應考慮。對於吳衛鳴指出城規要有標準和準

則，他以深圳為例續稱，每 10 至 13 萬人則設有文化中心，香港亦有相關規定。圖書館、

安老設施等公用設施標準，在總規過程及分區規劃都會與權限部門，尤其社會文化司轄下

範疇的相關部門有緊密配合及提供標準，比如每 2 萬人設置一間圖書館，新區在規劃上會

盡可能滿足此標準。至於舊區部份區無法即時按標準提供設施，不同區要因應實際情況，

會與權限部門商討盡量提供更優質公共設施。 

另一方面，總規草案將現時較分散的工業用地集中設置於青洲跨工區、北安工業區、路環

聯生工業區和九澳工業區，當局希望此舉能鼓勵產業升級，而居住區內的原工業用地則將

釋放作非工業用途。有居民指，博彩業首當其衝受到疫情影響，在人均收入驟減的情況更

突顯出澳門對尋求出路的迫切需求，因此期望對工業區能有更深入和詳細的規劃。亦有社

會聲音關注土地使用現況，以及當局如何訂定框架；商業區又如何在擴大的同時引入本身

的歷史文化等。麥達堯表示，將現有住宅區的工業用地集中在上述 4 個片區，用地面積減

少，但希望做到實際建築面積不減，提高集中區域的工業區容積。工業區涉及多元產業，

雖然減少工業區面積，但實際增加商業區面積，將產業向低污染、高科技、高新產業方向

發展。 

居住區的百分比在總規是方向性描述，具體每區放幾多住宅均要尊重現況，並指並非某個

區有 10 萬人就一定要減少到 8 萬人，而在規劃的詳細內容中亦會透過各種細化計劃討論各

區的人口比例。 

當局指出，本澳大部分面積已是開發城區，尊重現況是土地使用非常重要的原則，麥達堯

直言"冇可能現有居住區全部搬遷"。依現有情況，土地有私人土地或承批土地亦要尊重過往

的文件，當局會於後續工作中逐一根據"城規法"、"土地法"的建議安排，透過權利做轉換或

搬遷。澳門是高相容、高混合的地區，不少居住區會有商業元素或公共設施各種配套，在

社區上的商業，尤其舊區希望維持現有模式。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以北安區為

例，指很多工業大廈未夠善用，可考慮集約土地利用，如做汽車維修或停車位。除集約利

用，聯生工業區、北安等建議產業升級，連接附近的新商業區、會展或教學，甚至與區域

連繫成產學研的合作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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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2  11/10/2020 澳門日報 

居民關注山體規劃護市肺路環規劃平衡保育發展  

  

在多場總規草案諮詢會上，都有居民關注總規草案把路環疊石塘山腳地段劃入居住區。昨日繼

續有多名居民於總規草案公眾諮詢會上提出保護路環山體，並建議把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

域。 

本報記者 報道 

昨日下午三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及《輕軌東線

方案》於工務局五樓多功能廳舉行第三場公眾諮詢會，約一百名居民參加。諮詢會由土地工務

運輸局、環保局、文化局、市政署、旅遊局及建設辦等部門負責人主持。 

商住用途待商榷 

居民馬小姐發言指出，社會意見認為應保護路環、守護市肺，希望把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

域，而不是討論住宅密度多少；又指疊石塘山腳地段附近無市區配套，質疑政府為何執意發展

該地段。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指，環保局表示已保護大部分路環山體，至於路環是

否需要更多綠化及保護區，公眾諮詢持開放立場，不是一定做住宅區或商業開發；希望多聽居

民的意見，在保育及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優化整體規劃。 

對於居民陳先生發言時，質疑澳門有沒有必要開發路環山體，希望保護路環山體。麥達堯表

示，已把路環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周邊仍有居住區及其他設施用

地，實際上，路環目前亦有相關設施，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予居民選擇。 

疊石塘山須保留 

他又稱，路環疊石塘山腳住宅密度和高低可在詳細規劃討論，強調劃定居住區不代表全部都是

高樓大廈，會有相關設施及綠化空間。 

對於當局多次強調生態保護區是據"澳門環境狀況研究"和"澳門生態研究"而劃定，有居民認

為，當中缺乏地理性、地域性，無提及發現生物的地方、綠化面積的增減，難以論證開發疊石

塘山對生態影響較低，強調疊石塘山必須保留。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回應指，當局已對生態敏感高或極易受破壞的地方列入生態保護區，並會

結合城市景觀、考古歷史、文化價值及地籍界線，綜合考慮。部分疊石塘山體是否要列入生態

保護區，當局會繼續聆聽市民意見，因為涉及保育及發展間的平衡，強調當局有科學依據去做

劃定生態保護區範圍。 

主教山建築設限 

亦有居民發言時，關注南灣湖 CD 區限高問題，建議降低高度至二十米。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

廳長蘇建明表示，總規草案的分區設計指引中，有具體提到區域的建築物最大海拔高度為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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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七米，分區設計指引需要同時遵守設計指引，包括維護"山、海、城"景觀，主教山到海面

方向的建築高度需要漸降，以及區內的建築物要特色設計、高低錯落的設計要求等。 

至於具體區域的高度限制，當局表示，在下一階段詳細規劃或城市設計時，會作進一步分析及

制訂。 

另外，有與會者關注輕軌東線造價。輕軌公司重申現時仍然處於線路規劃階段，因此只能參考

鄰近地區同類型項目的資料，待設計方案完成後，相信屆時將會有更具體的數據可供政府參

考。 

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將於本月廿四日舉行，政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基於防疫考慮，

公開諮詢活動採用預先登記報名的形式，在指定報名期間內，公眾可透過專題網頁報名參加及

發言。 

同時，歡迎各社團以書面方式報名參加本月十六日的第二場社團專場及發言，有關公開諮詢活

動、報名詳情及注意事項請瀏覽專題網頁。按照衛生當局指引，與會者必須佩戴自備口罩、接

受體溫探測及出示當天的個人"澳門健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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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3  11/10/2020 澳門日報 

路環規劃平衡保育發展 

居民關注山體規劃護市肺 

 

    路環規劃平衡保育發展 

    在多場總規草案諮詢會上，都有居民關注總規草案把路環疊石塘山腳地段劃入居住區。昨日

繼續有多名居民於總規草案公眾諮詢會上提出保護路環山體，並建議把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

域。 

    本報記者  報道 

    昨日下午三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及《輕軌東

線方案》於工務局五樓多功能廳舉行第三場公眾諮詢會，約一百名居民參加。諮詢會由土地工

務運輸局、環保局、文化局、市政署、旅遊局及建設辦等部門負責人主持。 

    商住用途待商榷 

    居民馬小姐發言指出，社會意見認為應保護路環、守護市肺，希望把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

域，而不是討論住宅密度多少；又指疊石塘山腳地段附近無市區配套，質疑政府為何執意發展

該地段。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指，環保局表示已保護大部分路環山體，至於路環

是否需要更多綠化及保護區，公眾諮詢持開放立場，不是一定做住宅區或商業開發；希望多聽

居民的意見，在保育及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優化整體規劃。 

    對於居民陳先生發言時，質疑澳門有沒有必要開發路環山體，希望保護路環山體。麥達堯表

示，已把路環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周邊仍有居住區及其他設施用

地，實際上，路環目前亦有相關設施，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予居民選擇。 

    疊石塘山須保留 

    他又稱，路環疊石塘山腳住宅密度和高低可在詳細規劃討論，強調劃定居住區不代表全部都

是高樓大廈，會有相關設施及綠化空間。 

    對於當局多次強調生態保護區是據“澳門環境狀況研究”和“澳門生態研究”而劃定，有居

民認為，當中缺乏地理性、地域性，無提及發現生物的地方、綠化面積的增減，難以論證開發

疊石塘山對生態影響較低，強調疊石塘山必須保留。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回應指，當局已對生態敏感高或極易受破壞的地方列入生態保護區，並

會結合城市景觀、考古歷史、文化價值及地籍界線，綜合考慮。部分疊石塘山體是否要列入生

態保護區，當局會繼續聆聽市民意見，因為涉及保育及發展間的平衡，強調當局有科學依據去

做劃定生態保護區範圍。 

    主教山建築設限 

    亦有居民發言時，關注南灣湖 CD 區限高問題，建議降低高度至二十米。文化局文化遺產廳

代廳長蘇建明表示，總規草案的分區設計指引中，有具體提到區域的建築物最大海拔高度為六

十二點七米，分區設計指引需要同時遵守設計指引，包括維護“山、海、城”景觀，主教山到

海面方向的建築高度需要漸降，以及區內的建築物要特色設計、高低錯落的設計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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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具體區域的高度限制，當局表示，在下一階段詳細規劃或城市設計時，會作進一步分析

及制訂。 

    另外，有與會者關注輕軌東線造價。輕軌公司重申現時仍然處於線路規劃階段，因此只能參

考鄰近地區同類型項目的資料，待設計方案完成後，相信屆時將會有更具體的數據可供政府參

考。 

    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將於本月廿四日舉行，政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基於防疫考

慮，公開諮詢活動採用預先登記報名的形式，在指定報名期間內，公眾可透過專題網頁報名參

加及發言。 

同時，歡迎各社團以書面方式報名參加本月十六日的第二場社團專場及發言，有關公開諮詢

活動、報名詳情及注意事項請瀏覽專題網頁。按照衛生當局指引，與會者必須佩戴自備口罩、

接受體溫探測及出示當天的個人“澳門健康碼”。 

 

N334  11/10/2020 濠江日報 

新城區建設減低舊區人口密度 每區規劃安老設施  

  

【特訊】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於公眾諮詢會上回應有關問題時表示，以現時移民政策來看，

引入的外來人口大部份對產業有非常大的貢獻，而統計局數據更預測人口增長將不斷下跌，社

會無需過分憂慮。總規草案需要安排足夠土地應對住屋需求，他認同澳門居住密度是重要問

題，但現時的矛盾在於分佈不均。總規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力，令人口

分佈較為平均，且能提升居住品質。 

另一方面，麥達堯表示新一屆政府非常重視安老養老工作，並已規劃在黑沙環 P 地段興建長者

公寓，提供約 2000 個單位。他又指，政府視長者設施為社區性設施，希望能夠和社區共融，

未來每區都會安排安老院舍、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等相關設施，具體位置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

他以新城 A 區為例，指規劃中以安排兩棟安老院舍，而老人日間中心則安排在公屋群樓內，過

程中會與社工局緊密配合，按區內人口在不同地方設長者日間中心。 

火葬場未有選址方案 

有居民關注火葬場選址，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委員麥儉明坦言未有方案，希望首先取得社會共

識，未來亦會充分聽取社會意見及配合總規考慮。麥達堯則補充，該類設施的大原則是遠離民

居，基本會集中預留在東面區域。但有市民在跟進提問時擔心，在東面區域興建火葬場會令一

下飛機就見到火葬場的人士產生負面心理。麥達堯澄清，具體地點尚未有定案，總規草案是預

留 10%公用設施區以及 23%公共基礎設施區，有關面積是足夠興建火葬場等基礎設施，但並

不是代表已蓋棺定案，並指具體選址會在專項規劃中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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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5  11/10/2020 澳門日報 

火葬場選址需社會共識  

 

在總規第三場公眾諮詢會上，市政署代表昨指出，本澳預留了土地興建火葬場，但並非必定要

興建；若專項研究時需要，以及有社會共識才會決定。 

有居民昨在公眾諮詢場關注火葬場選址，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委員麥儉明回應，選址首要社會共

識，市政署目前未有任何計劃及選址方案，未來會充分聽取社會意見，以及配合總規考慮。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稱，這類鄰避設施的大原則是遠離民居，基本會集中設置

在東面區域，具體選址在專項中確定。 

有居民稱，在東面區域興建火葬場，擔心居民、旅客一落機見到火葬場影響心理。麥達堯澄

清，火葬場地址未定案，只是總規草案預留了一成公用設施區以及兩成三的公共基礎設施區，

即有關面積是足夠興建火葬場等基礎設施，但並不是代表一定要興建，在主客觀方面達共識

時，再作決定。 

有居民在發言上關注能否引入單車出行，交通事務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稱，由於

本澳大部分道路隨着歷史發展而成，很多地方的路面狹窄，受客觀環境限制。 

他指出，尤其澳門半島，設單車徑或單車道路系統存在困難，目前與市政署結合創造濱海綠

廊，引入單車徑系統，以優閒作定位。隨着城市日後發展，未來條件成熟，將考慮如何優化。 

未有輕軌東線造價 

昨再有居民冀政府提供輕軌東線的造價，輕軌股份有限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則舊調重彈，目

前未展開具體設計，現階段難以估計，工期方面參考其他地區類似項目，需時約五至六年。 

537



 

何蔣祺表示，輕軌東線目前仍是走線的規劃，處於粗略的階段；本澳參考香港及內地目前類似

的項目及規模，北京地鐵三號線造價平均每公里十多億元，而香港沙中線鐵路造價平均每公里

四十多億元，兩者相差較大，故本澳較難取得較合理的估價。 

 

 

 

N336  11/10/2020 濠江日報 

工務局優化佈局增空間 冀串聯藍綠資源網絡  

 

【特訊】政府昨日下午 3 時於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

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第三場公眾諮詢會，約 100 名市民出席。

當局透露，諮詢開展至今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等問題，相關草

案冀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和優化佈局，期望能結合「藍、綠」自然資源，打造連貫及優質的空間

網絡。 

出席昨日諮詢會的工務局長陳寶霞指出，公開諮詢至今收到不少意見均是在「總體規劃」的基

礎上，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等方面的問題；考慮到澳門擁有 76.7 公里海岸線

的條件，總規草案提出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構思，結合「藍、綠」自然資源，營造

連貫及優質的空間網絡，為居民創設集親水、綠化、文化、體育、親子和休閒娛樂於一體的公

共開放空間。透過對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的規劃，串連山體、水體、公園等綠

化及水系節點，規劃希望讓本澳的自然資源能形成有機相連的「藍綠網絡」，一方面提升本澳

的整體綠化率，同時可以緩和城市急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不斷優化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對於路環疊石塘山腳地段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被劃入居住區，有市民希望當局從保護路環、

守護市肺的基礎出發，呼籲將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域，而非討論住宅密度的大小。發言時提

出有關建議的市民馬小姐又指，疊石塘山腳地段附近無市區配套，質疑政府為何執意發展該地

段。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回應時指出，環保局認為規劃意向中已保護大部份路環山體，政府

對路環是否需要更多綠化及保護區持開放態度，並非一定要將有關地段用作興建住宅或商業用

途。他又感謝市民提出意見，希望多聽取社會聲音，讓保育及發展能取得平衡，優化整體規

劃。 

對於市民陳先生質疑澳門是否有必要開發路環山體，希望保護路環山體。麥達堯續稱已把路環

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周邊仍有居住區及其他設施用地，實際上路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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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亦有相關設施，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予居民選擇。他還表示，疊石塘山腳住宅密度和高

低可在詳細規劃討論，強調劃定居住區不代表全部都是高樓大廈，會有相關設施及綠化空間。 

政府表示，除在諮詢場發言外，市民還可透過填寫網上意見表，或填寫紙質表格發表意見。政

府會一視同仁地收集市民在諮詢期間透過不同渠道反映的意見，之後再加以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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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7  11/10/2020 大眾報 

總規優化佈局增空間 冀串聯藍綠資源網絡  

  

【特訊】政府昨日下午 3 時於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

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第三場公眾諮詢會，約 100 名市民出席。

當局透露，諮詢開展至今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等問題，相關草

案冀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和優化佈局，期望能結合「藍、綠」自然資源，打造連貫及優質的空間

網絡。 

出席昨日諮詢會的工務局長陳寶霞指出，公開諮詢至今收到不少意見均是在「總體規劃」的基

礎上，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等方面的問題；考慮到澳門擁有 76.7 公里海岸線

的條件，總規草案提出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構思，結合「藍、綠」自然資源，營造

連貫及優質的空間網絡，為居民創設集親水、綠化、文化、體育、親子和休閒娛樂於一體的公

共開放空間。透過對生態保護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的規劃，串連山體、水體、公園等綠

化及水系節點，規劃希望讓本澳的自然資源能形成有機相連的「藍綠網絡」，一方面提升本澳

的整體綠化率，同時可以緩和城市急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不斷優化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對於路環疊石塘山腳地段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被劃入居住區，有市民希望當局從保護路環、

守護市肺的基礎出發，呼籲將該地段列為不可發展區域，而非討論住宅密度的大小。發言時提

出有關建議的市民馬小姐又指，疊石塘山腳地段附近無市區配套，質疑政府為何執意發展該地

段。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回應時指出，環保局認為規劃意向中已保護大部份路環山體，政府

對路環是否需要更多綠化及保護區持開放態度，並非一定要將有關地段用作興建住宅或商業用

途。他又感謝市民提出意見，希望多聽取社會聲音，讓保育及發展能取得平衡，優化整體規

劃。 

對於市民陳先生質疑澳門是否有必要開發路環山體，希望保護路環山體。麥達堯續稱已把路環

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周邊仍有居住區及其他設施用地，實際上路環

目前亦有相關設施，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予居民選擇。他還表示，疊石塘山腳住宅密度和高

低可在詳細規劃討論，強調劃定居住區不代表全部都是高樓大廈，會有相關設施及綠化空間。 

政府表示，除在諮詢場發言外，市民還可透過填寫網上意見表，或填寫紙質表格發表意見。政

府會一視同仁地收集市民在諮詢期間透過不同渠道反映的意見，之後再加以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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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8  11/10/2020 市民日報 

內港規劃建公共海濱休憩空間  

 

 【本報訊】對如何解決內港水患及活化內港？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表示，在改善水患問題前

提下，建議活化內港，引入餐飲、零售活動，打造水岸公園和新旅遊點，提供新的公共海濱休

憩空間，例如上海黃浦江、香港觀塘海濱等，讓內港得以較為活化。 

在城市總體規劃公眾諮詢會上，曾先生關注內港水浸問題，文本中包括內港活化工程，他指要

活化內港，一定要解決水患，目前內港擋潮閘會否論證失敗？當局有沒有其他方案整治水患？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工務局正就內港擋潮閘進行彷真論證研究，很多細項都取決於研究結

果，工務局做了新馬路以南的防洪設計，以及已在青洲至筷子基開展堤圍工程。 

工業區提升容積涉多元產業 

市政署管理委員會委員麥儉明表示，市政署正進行內港北雨水泵站及涵渠箱建造工程，預計明

年第二季投入運作；署方在沿爹美刁施拿地馬路建造矮防洪牆，將內港河水及內陸的水道封閉

聯繫，相信可解決天文大潮期間的海水倒灌問題。 

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表示，在改善最緊急的水患問題前提下，建議活化內港，引入餐

飲、零售商業活動，打造水岸公園和新旅遊點，同時疏導歷史城區人流，提供空間作複合利

用，長遠改善澳門半島西邊交通問題。 

她表示，活化河岸方面可提供新的公共海濱休憩空間讓公眾使用，例如上海黃浦江、香港觀塘

海濱都可作為例子，讓內港得以活化，現時希望充分了解公眾意見，在詳細規劃中落實設計。 

另外，對未來工業用地不足問題，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示，文本建議將現有工業區集中

4 個片區，雖然用地面積減少，但希望提高總建築面積，提升現有工業區容積。他表示，工業

區涉及多元產業，雖然減少工業區面積，但增加了商業區面積，將產業向低污染、高科技、高

新產業方向發展，符合本澳多元產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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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9  11/10/2020 市民日報 

路環闢居住區不代表全建高樓  

  

【本報訊】政府舉行第三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眾諮詢會，有市民關注南灣湖 C、D 區限高及

路環生態保育問題，工務局表示，文本已將路環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

區，周邊仍會有居住區和其他設施用地，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劃了居住區不代表全部都是

高樓大廈。 

政府昨舉行第三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約 100 名市民參與，當中

20 人發言。 

多名市民繼續關注南灣湖 C、D 區限高 62.7 米問題，陳先生質疑，當局不降低 C、D 區建築限

高會破壞景觀，希望當局降低。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表示，文本建議建築物海拔最

高 62.7 米，但分區設計指引中，有其他需要同時遵守的指引，包括維護山海城景觀，以及主

教山到海面方向的建築高度要漸降。對於區內建築物要特色設計、高低錯落的要求，具體區域

的高度限制，需要在下階段詳細規劃或城市設計方面作進一步分析及制訂。 

未有火葬場選址會聽社會意見 

市民姚先生關注路環保護問題，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總體規劃中，生態保護區佔澳門

18%、綠化區 8%，總面積達到 26%，本澳居住區只有 22%，在可持續發展原則下，發展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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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要取得平衡，故建議在草案當中，不可都市化土地是生態保護區，她強調，希望收集社會意

見，包括土地是否足夠、如何取平衡點，是否全部地方都要綠化保留，還是要有發展空間等，

希望多聽社會意見綜合考慮。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近黑沙高爾夫球場，文本雖劃為旅遊娛樂區，但背後有歷

史原因，因本身就是酒店和旅遊設施，目前亦維持旅遊娛樂設施，但文本亦寫明當中的大面積

需要保留、綠化，不會大面積開發。 

他續稱，文本建議將路環大部分面積劃為生態保護區和不可都市化地區，周邊仍會有居住區和

其他設施用地，希望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予居民選擇，至於密度、高低方面的問題，在詳規當中

可作討論，「劃了居住區不代表全部是高樓大廈。」 

市民袁女士關注火葬場建設規劃，市政署管委會委員麥儉明表示，澳門興建火葬場首要有社會

共識，署方目前未有任何興建火葬場計劃和選址方案，未來會充分聽取社會意見，以及配合城

市總體規劃再考慮。 

藉新城區建設減舊區人口壓力 

麥達堯表示，總體規劃上，對鄰避設施，大原則希望遠離民居，希望集中設置在東面區域，會

在專項研究時再確定選址；城規草案預留三成三土地面積用於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足夠興建

火葬場或其他基礎設施。他重申，城規草案只是預留土地，但並非必定要用於興建火葬場，會

視乎專項研究表示需要興建，以及有社會共識才會決定。 

市民李先生表示，如不從減少外來人口的層面解決問題，相信到 2040 年，總規的問題仍然存

在，希望當局解決人口密度過高。麥達堯表示，外勞引入對產業推進有很大作用，根據統計局

2031 至 2040 年的人口增長預測，已相對比較低；總體規劃要安排足夠土地應對居住需要，

澳門居住問題更重要是分布不均的問題，當局希望透過新城區建設，減低舊區人口密度壓力，

讓各區人口分布比較平均，提升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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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0  11/10/2020 澳門日報 

前局長憂分區影響歷史記憶  

  

在諮詢會上，前文化局長吳衛鳴出席並發言，他關注分區問題，舉例如美副將大馬路把望廈區

分為東北和西南，又舉例蓮花徑消失在北區二，指出拱北有蓮花路。 

他認為，蓮花徑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重要紐帶，擔心歷史肌理消失；又質疑十八區的命名好冷

漠，猶如工業的功能分區，擔心歷史記憶消失相當危險。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解釋，分區主要是沿用統計分區的概念，比如歷史城區分三個區，

這些區與歷史城區關連性較強，故歸類為同一個地方。 

他坦言，部分區域的規劃，會因道路設計而分割，但即使分開不同區，規劃上仍對城市肌理或

文物等方面作相應考慮。至於蓮花徑則在二十三條視廊當中有特別提到。 

對於吳衛鳴指出，城規要有標準和準則，以深圳為例，十萬至十三萬人有文化中心，香港亦有

相關規定。麥達堯表示，圖書館、安老設施等公用設施標準，在總規過程及分區規劃中，都會

與權限部門尤其社文範疇相關部門有緊密配合，相關部門會提供標準，比如兩萬人設置一間圖

書館，新區在這方面上會盡量滿足此標準。 

十八區命名僅規劃 

至於舊區部分區無法即時按標準提供設施，不同區要因應實際情況，會與權限部門商討，盡量

提供更優質公共設施。 

亦有攝影師發言時，直指十八區命名方式"好求其、好懶"，澳門是世遺歷史城區，文化底蘊深

厚，"咁簡單東區一、東區二、東區三，我覺得搞笑咗啲，你哋以何標準命名？" 

麥達堯回應稱，這僅是規劃上命名，方便進行下一階段的詳細規劃，強調對現行的任何行政分

區無任何影響，不會變更分區的命名，"冇特別去對呢啲命名做特別嘅諗法，市民有呢個意

見，我哋會作為參考。" 

 

 

 

N341  11/10/2020 大眾報 

總規內容應更為具體  

 

在本月七日在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舉行的關於「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座談會上，多位與會

者認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的一些表違過於籠統，未能配置相應的數據或具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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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多元產業具體涵蓋哪些目標產業？有哪些具體資料數據？區域發展的目標或方向具：體是什

麼？涉及的經濟活動和所需的土地資源的詳情如何？未來產業發展的潛在土地需求，所引起的

人資、物流、資訊流、交通及通關等變化，所涉及的配套等，具體是怎樣的？等。還有人認為

城市總體規劃未能完整地與五年規劃或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融合；未能對規劃的背景及考量因

素如經濟轉型、前瞻性規劃、發展瓶頸、人流及交通擁擠等作更詳細交代；未能對發展遊艇旅

遊、跨境旅遊連線遊、文化旅遊等發展、預期人流及對應土地需求作更精準估算；為能對借鑑

周邊地區的經驗，設立金融區、主題公園、高科技產業園及相關的職住平衡做好安排；也未能

預留土地或彈性供產業作進一步發展或升級，以及應對未來產業的轉型變化等。 

其實這種現象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在以往的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基本都有這樣的情況。例如在

第四屆行政長官崔世安所宣讀的特區政府二零一九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對該年度施政目標的

表述是「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社畲氛圍，確保相關工作順利進行，努力實現『堅持穩定發展大

局，優先民生工程，強調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施政目標」。在第五屆行政長官賀一誠所宣讀

的特區政府二零二零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對該年度施政目標的表述是「二零二零年施政的主

要工作目標是：有效防控疫情，社會經濟恢復正常秩序，經濟逐步復甦，公共行政改革和經濟

適度多元等重點施政工作有序推進，失業率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力爭維持在較低水平，居民生

活保持基本穩定，經濟及金融體系維持穩健，區域合作深入展開，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工作有新

的進展」。可見這些表遖也都比較籠統，缺乏相應的數據或具體的內容。 

如果與中央政府的相類似文件相比較，或許更能夠看清楚這一點。例如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由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宣讀的《二零二零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有「綜合研判形勢，我們對疫情

前考慮的預期目標作了適當調整。今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努力實現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城鎮新增就業九百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百分之六左右，城

鎮登記失業率百分之五點五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百分之三點五左右；進出口促穩提質，國

際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現行標準下晨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

困縣全部摘帽；重大金融風險有效防控；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

降，努力完成『十三五』劃規劃目標任務」。像這裡的「城鎮新增就業九百萬人以上，城鎮調

查失業率百分之六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百分之五點五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百分之三點五

左右」、「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都是非常具體的內容，有明

確的數據標準可以進行衡量，對目標是否如期實現可以進行明確地界定。 

反觀「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中關於規劃目標的表述，包括：「鞏固澳門繼續為一個優質旅遊休

閒目的地」、「推進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加強澳門的創業能力，多元化澳門的經

濟基礎，提升澳門商業的吸引力，特別是在旅遊休閒、環境、文化、創新、教育和科學研究，

以及創意和健康產業方面」、「促進及提高知識水平，增強競爭優勢，透過投資於新元素，如

推動市民持續進修和自我增值，以提升其教育／培訓程度」、「保護、修復、弘揚及推廣澳門

歷史文化遺產，鞏固澳門作為地區最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建立一個平衡及可持續且尊

重澳門本土獨特性的土地發展模式，致力補足及活化舊區的發展，並進行城市的提升及修復工

作，以及促道海域的綜合管理」等，以及關於「策略性指引」的表遖，包括：「配合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建設，體現澳門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的定位，加強澳門國際和區域地位，並深化其空

間功能，同時推進珠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為澳門長遠發展開闢廣闊空間，支撐澳門經濟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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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發展：透過促進與鄰近大灣區城市合作，以及與毗鄰城市（尤其珠海及橫琴）的對接，強

化區域發展、區域聯動和區域整合，實踐「一河兩岸」概念，打造具備便利交通、景觀特色及

經濟集聚的灣區。總體規劃將會著力部署提升對外連接及可達性，全力推進橫琴設立粵澳深度

合作區，協助實現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從而配合大灣區各城市合作發展，並鞏固澳門作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強化城市多

核心發展及開拓多元發展地區，提升職住平衡、促進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經濟適度多元：結

合多核心及多元發展的概念，提出新的具發展潛力的經濟核心，優化產業佈局，透過適當分佈

經濟和住宅用地，提升職住平衡，縮短通勤出行的距離，改善跨區交通和人流擁擠的問題；同

時促進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透過海洋旅遊業、遊艇服務業及海洋科技研發等，提高海洋開

發能力，並保障海洋經濟發展輿環境保護的協調」、「劃定不可都市化地區及相關土地用途，

對具自然價值及資源、景觀、考古、歷史或文化價值而在一般情況下不可發展的空間設定限

制：劃定不可都市化地區以保護屬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土地，考慮到景觀及歷史文化

資源的重要性，劃定相關功能區以保護重要資源並提供指導性方向」等，竟然都只是一些文字

表違，沒有任何數據。如果都只是這樣進行表述，在今後就難以衡量或判斷規劃目標究竟是否

實現。 

好在現在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只是一個草案。希望今後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正式文

本，在很多方面都能夠更為具體、明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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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2  11/10/2020 華僑報 

「總規」草案居住區基本可滿足廿年後住屋需求 輕軌東 線造價 完成設計方案後會有數據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至二０四０）》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

前昨兩日（九日及十日）於馬交石炮台馬路三十三號五樓多功能廳先後舉行社團專場及第三場

公眾諮詢會，分別有二十多個社團數十名代表及約一百位市民參加。兩場諮詢會主要關注安老

服務、保護山體、增加綠化面積，南西灣湖一帶景觀、內港防災和活化、鄰避設施、十八個規

劃分區及土地用途次分類；亦有意見關注輕軌東線的客流及造價等。  

考慮到澳門擁有七十六點七公里海岸線的條件，總規草案提出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

構思，結合「藍」、「綠」自然資源，營造連貫及優質的空間網絡，為居民創設集親水、綠

化、文化、體育、親子和休閒娛樂於一體的公共開放空間。與此同時，透過分析本澳現況數

據，總規草案提出包括職住平衡、增加商業區、滿足將來住屋需要等多項規劃構思，進一步回

應社會訴求，現時已規劃的公共房屋加上總規草案提出的居住區，基本能滿足二０四０年八十

點八萬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 

 對於與會者關注經濟產業用地設施方面，特區政府表示總規草案提出將現時部份工業區轉為

商業區或非工業用途，有助為職住平衡創設條件、減少跨區交通壓力。同時，整合現時較為分

散的工業用地，透過集中設置於四個工業區，逐步緩解與居住用地毗連所引致的社區問題，優

化宜居生活環境，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輕軌東線方面，有意見關注東線未來的客流情況，輕軌公司表示，經參考目前關閘口岸的出

入境人次，東線沿線住宅區的人口數量及居民的出行習慣，粗略估計東線未來每日的總客量可

達七至八萬人次，當中約四成屬於澳氹之間的跨區出行。 

 另外，亦有與會者關注東線造價，輕軌公司重申，由於現時仍然處於線路規劃階段，因此只

能參考鄰近地區同類型項目的資料，待設計方案完成後，相信屆時將會有更具體的數據可供政

府參考。 

 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將於十月二十四日舉行，特區政府歡迎公眾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基於防

疫考慮，公開諮詢活動採用預先登記報名的形式，在指定報名期間內，公眾可透過專題網頁報

名參加及發言；也歡迎各社團以書面方式報名參加本月十六日的第二場社團專場及發言，有關

公開諮詢活動、報名詳情及注意事項可瀏覽專題網頁。按照衛生當局指引，與會者必須佩戴自

備口罩、接受體溫探測及出示當天的個人「澳門健康碼」。 

 有關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資訊，已分別上載至土地工務運輸局

（https://www.dssopt.gov.mo/zh_HANT/masterplan）及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lm.com.mo/tc/eastline.html）專題網頁，內容包括諮詢文本、公眾諮詢會

報名方式、意見表、通告、活動消息及展覽場地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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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3  11/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城規草案續展公眾諮詢_冀減舊區人口平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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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4  11/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火葬場擬選址東面區域設城規草案專項研究再確定 

 

 

 

 

N345  11/10/2020 澳門日報 

工聯議員籲加快基建防災減災 

 

【本報消息】工聯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和李振宇日前於工聯職業技術中學禮堂舉行議

員工作交流會，介紹過去一個會期立法會工作，逾三百人參與。 

四位議員分別就勞動就業、疫下支援、社會民生及土地規劃等四方面和與會者交流。會上，有

與會者關注防災減災基建工程進展。議員表示，由市政署負責的內港北雨水泵站箱涵渠建設工

程預計明年完工；由工務局負責的筷子基至青州沿岸防洪設施建造工程已於今年初開標，預計

今年第三季動工，明年完工；內港防洪牆工程則遇到較大難處，至今未有進展；至於內港擋潮

閘工程，目前政府仍在研究，將於今年底至明年初決定。議員希望政府能夠加強統籌，釐清責

任，加快各項防災減災工程的規劃及建設步伐，回應社會期望。 

優化博企員工保障 

有與會者關注博彩業員工福利及退休保障問題，議員建議政府在新的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中增加

僱員保障條文，優化博彩從業員退休福利保障。議員亦建議藉賭牌重新競投契機，適度增加博

彩毛收入撥款至社會保障基金的比例，確保社保基金穩健運行，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 

關注分區詳細規劃 

亦有與會者關注城市規劃問題。議員表示，政府正開展城市總體規劃公開諮詢，正式推出仍需

時，之後才可開展分區詳細規劃，希望居民能夠積極建言獻策，令總體規劃更貼合社會實際。

促請政府盡快完成總體規劃及分區詳細規劃的編制工作，訂定各區土地利用，協調城市空間佈

局，並致力增設綠地及濱海綠廊等休閒元素，提升居民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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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通關不便推優惠 

有與會者關注疫後經濟復甦及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成效。議員回應，全國於九月廿三日起恢復

辦理澳門自由行簽註以來，旅客數量有所增加，但與疫前仍有較大差距，黃金周旅客未算理

想，希望政府與內地溝通，減少通關不便的同時進一步推出優惠措施引客，達至復甦旅遊業目

的。疫情衝擊亦凸顯澳門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問題依然存在，認為政府未來必須更着力推動產業

適度多元、協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以及加強多元人才培養力度。 

疫下庫房收入大減，有與會者擔心各項民生福利措施會否受影響，尤其長者福利保障。議員表

示，政府要求各部門明年財政預算開支削減一成，但多次強調有關壓縮不影響、妨礙對居民支

撐、福利政策等方面，故相信政府不會削減民生投入；冀政府能關注基層家庭及長者等經濟壓

力，適時作出支援。四位議員感謝與會者的參與，將積極透過不同途徑，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期

望和建議，完善各項政策和措施，共同推動社會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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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6  12/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新青協組青年共識城市總規 

 

 

 

N347  12/10/2020 濠江日報 

善用土地資源 謀求長遠發展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正進行公開諮詢，澳門回歸 21 年，總城規

姍姍來遲，該份歷史性的規劃是涵蓋未來 20 年的土地利用和城市發展，重要性不言而喻。近

期政府部門已舉行多場專業界別諮詢會和三場公眾諮詢會，官員指，公開諮詢至今收到不少意

見是關注土地用途、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等，考慮到澳門擁有 76.7 公里海岸線，草案提出增

加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佈局的構思，結合自然資源，營造連貫及優質的空間網絡，為居民創設

集親水、綠化、文化、體育、親子和休閒娛樂於一體的公共開放空間。 

快樂韌性城市和美麗家園似乎觸手可及，雖然官員描繪的僅僅是一個願景，由總規劃到分區規

劃，再到設計方案，規劃條件圖，招標興建，及至美夢成真，或會等白了少年頭。總體城規草

案文本內容豐富，相關城市規劃專家盡其所學，盡情堆砌，立意高遠，令人感嘆。澳門畢竟是

一座小城，現時面對的困難是人口膨脹，土地不足，交通和城市基礎建設落後，眾多長者困守

唐樓，夾心階層兩頭不到岸，一場突如其來的全球大流行疫病，更加凸顯小城業界和居民的脆

弱。以澳門街現狀，長年叫口號或許未能解決實際問題。 

固本培基的關鍵仍然是土地，增加土地資源，及善用現有的土地，進而謀求長遠發展，應是當

局關注的重點。社會有意見憂慮人口密度持續增加，擠壓市民生活空間，公眾諮詢會上，有市

民質疑總規草案在人口結構、管理及規劃上著墨不足，懇請政府按現有土地資源，結合本澳宜

居的人口密度數據進行規劃，並建議政府收緊移民政策，減少外來人口增長。官員表示，以現

時移民政策來看，引入的外來人口大部份對產業有非常大的貢獻，而統計局數據更預測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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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將不斷下跌，社會無需過分憂慮。至於居住密度可透過新城區建設，減低舊區人口密度的壓

力，令人口分佈較為平均。 

由此看來，核心問題仍然是土地。土地利用方面，總規草案將現時較分散的工業用地集中設置

於青洲跨工區、北安工業區、路環聯生工業區和九澳工業區，希望鼓勵產業升級，向低污染、

高科技、高新產業方向發展，而居住區內的原工業用地則將釋放作非工業用途，增加商業區面

積。鑑於本澳已是老齡化社會，安老養老方面的用地勢必增加，當局規劃在黑沙環 P 地段興建

長者公寓，提供約 2000 個單位。官員透露未來每區都會安排安老院舍、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等

相關設施，具體位置將在詳細規劃中訂定。當局亦有在 A 區預留 10%公用設施區以及 23%公

共基礎設施區，有關面積足夠興建火葬場等基礎設施，顯然考慮周全。 

新土地法 2014 年 3 月 1 日生效至今，多幅土地因期限屆滿宣告批給失效，政府已收回不少土

地，該類土地未能被及時利用，處於閒置狀態，坊間直指「養草」。藉城市總體規劃的契機，

當局可先期規劃善用已收回的國有土地，譬如早前市政署提出的車胎公園，即是不俗的構想，

現屆政府規劃的置業五台階：社屋、經屋、夾心階層房屋、長者公寓、私樓，均需要大量土地

資源支撐。叫口號雖然有其益處，不過城市規劃和行政管治始終要「接地氣」，冀當局實事求

是，切合本澳現況，科學規劃，合理佈局，描繪藍圖，建設家園。 

 

 

 

 

N348  12/10/2020 市民日報 

觀海聽濤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擘畫出未來 20 年澳門發展下城市的框架，且相信，當總規確立以

後，未來可以變化的地方相當有限，概因澳門是個小城市，舊區保育、文化遺產傳承，以至景

觀維護等方面，經已佔上相當大部分，再有發展變化，只能「向外」擴展填海造地，又或將工

業、厭惡性元素外移到新區份，保留下來宜居、產業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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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過去儘管沒有明確的城市規劃，可是，在城市和區域布局中，每每有一套「思維」可供遵

循。舊城區，以天主教堂作公共社區聚點，凝聚人群在「城牆」內，形成中西交融多元色彩。

而南、西灣沿岸構築起來的濱水空間，是人文風景線，連接東望洋、西望洋山崗，以燈塔、西

望洋山教堂作為海上視廊的「指引」，伶仃洋上航海者，依循這兩個地標，航向港灣、內港。 

另外，路環島作為保留漁村、造船文化、中西生活鄉鎮，黑沙、九澳兩個村莊，以及黑沙、竹

灣沙灘構建起來大自然氛圍，與澳門半島、氹仔島形成錯落的居住、工業、休閒分區，至今，

澳路氹 3 地依然形成獨具特色的「城市規劃」，不因社會經濟高速發展起來而湮沒。 

為此，從過去城市發展布局，延伸下來，文化保育，景觀維護構成的「山海城」特色，依然深

植廣大居民心中。當「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激發起人們保育意職，儘管南、西

灣海岸因填海造地造湖而與海形成「隔絕」，卻仍遺留下來原有「海岸線」供人與「歷史」聯

繫。至於海灘，黑沙、竹灣還是人們看海、戲水好去處。 

近年，特區政府致力完善濱水空間，在沿岸建造休憩設施，從竹灣海灘，到黑沙，有「龍爪

角」風景線串連起來，提供人們觀海聽濤好去處。這，也正正體現「山海城」澳門城市規劃特

色，將人文融入生活、景觀，可以契合本澳休閒旅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原來在小小城市之

中，不獨文化遺產、歷史建築可以串連起時間長河，就算是從海灘的一灣水岸，原來，都能發

思古幽情，從過去的城市布局，展現穿越時間長河的共鳴。 

克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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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9  12/10/2020 濠江日報 

澳門總體城規與民航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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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0  12/10/2020 澳門日報 

發展海洋經濟助力"一中心"建設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已於早前公佈，現正處於公

開諮詢階段，其內容包括澳門未來二十年城市總體規劃的發展藍圖，涉及多方面內容。其中，

規劃裏雖有提及海域利用，但闡述其發展方向的篇幅卻較少，澳門如何利用本身海域去發展海

洋經濟，提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值得討論和研究。在這次總體規劃中，應該以大膽創

新的思維，抓緊這次機遇。 

發展大灣區海島遊 

國家將進入"十四五"規劃時期，同時在配合大灣區"九＋二"的協同發展，總體規劃中可着力將

細小且初期的澳門海域經濟，從澳門自身海域延伸至大灣區的港珠澳層面。由澳門內部的海上

遊擴展至大灣區的海島遊。眾所周知，在地理位置上，港珠澳以南有着大大小小的島嶼，如東

澳島、桂山島、萬山及大嶼山等。大部分與澳門航程都是在四十分鐘內，各島嶼有着豐富的海

洋資源、水深清澈，實是旅遊及度假勝地。在參照東南亞各地的成功個案時，三地可協同發展

海島觀光遊線路。不僅能豐富其自身的旅遊產品，同時又激活了海島內各項相關旅遊設施，並

延長了旅客留澳消費的意慾，帶動大灣區內人流、物流及資金流，以滿足不斷的消費需求。海

洋資源合作發展，為三地城市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商機，也為三地帶來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經濟。 

仿兩地牌推遊艇行 

再者，在加大海域利用上，遊艇自由行亦能擔當重要的角色，由於現時出入境手續有一定複雜

性，遊艇自由行成效不大，建議在大灣區的共融共通發展模式下，擴大遊艇自由行的航點至上

述的海島內，多方面協同簡化船隻及乘客出入境手續。有效監管或可以兩地牌車輛模式延伸至

遊艇自由行。此舉可帶動三地高端旅客往來，增加消費，並提升各地服務業水平。 

"十四五"規劃時期，意味着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澳門雖是彈丸

之地，但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未來伴隨着機遇與挑戰的時代裏，這次二十年的總體規劃為

澳門做好城市發展藍圖，以更好的推動澳門經濟社會發展踏上新台階。因此，政府務必抓好此

項工作，動用群眾智慧、集思廣益，以創新及前瞻思維將澳門融入及助力國家發展，為澳門建

設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澳門中華總商會策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盧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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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1  12/10/2020 新華澳報 

從城規草案並未安排火葬場選址說開去  

  

在前日召開的第三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上，有多名市民關

注火葬場建設規劃。 

市政署表示，澳門興建火葬場首要有社會共識，目前未有任何興建火葬場計劃和選址方案，未

來會充分聽取社會意見，以及配合城市總體規劃再考慮。工務局則補充有關火葬場問題，在總

體規劃上，對於一些鄰避設施，大原則是希望遠離民居，集中設置在東面區域，會在專項研究

時再確定選址。 

當局稱「城規草案」預留三成三土地面積用於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足夠興建火葬場或其他基

礎設施，重申城規草案只是預留了土地，但並非必定要用於興建火葬場，若專項研究需要興

建，以及有社會共識才會決定。 

  儘管行政當局的回應，並未排除將來會為興建火葬場預留位置及土地，但這份「城規草

案」遺留了火葬場的規劃地址，顯見可能該「城規草案」的擬制班子，並非是澳門人，因而對

前些年澳門曾經為興建火葬場的選址，爆發一場群體活動的情況並不了解，因而忽略了此議題

的敏感性。如果不是昨日有市民在公眾諮詢中提了出來，促使特區政府各相關部門，在「城規

草案」定稿時作出適當的回應，將來可能在因應特區內外需要而再提興建火葬場計劃時，就將

「老鼠拉龜」，不知安排在哪裡好，甚至再次釀發群體事件。 

  其實，按照城市規劃學說，類似火葬場的設施，是每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單獨地方行政區的

必備設施，尤其是澳門作為一個與鄰近地區存在著制度上的區隔的省級行政區劃的地方行政區

域，就更有此必要。在回歸之前，前澳葡政府就已經有此構思。在回歸後隨著經濟建設的發

展，土地資源越發緊缺，連帶墳地的供應量也趨向緊張。而且土葬七年後就需要「起骨」改放

骨殖或骨灰箱，導致不但是土葬的成本高昂，一般居民承擔不起，而且更是「一位難求」。因

此，一般居民甚至具有「身份」的人士在逝世後，其遺體多是運往內地珠海南溪的火葬場火

化，據說火化率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五。但由於手續繁複，而且相當於已經習慣「澳門街」生活

的澳門居民來說，舟車勞頓尤其是必須通關，也頗感不便。 

  從二零一七年五月開始，內地嚴格執行《出入境屍體骸骨衛生檢疫管理辦法》，明確禁止

疑似或證實罹患檢疫傳染病等傳染病的遺體入境，必須就近火化。因此，倘若日後不幸發生重

大惡性的傳染病，染病逝世者的遺體可能會被依法拒絕入境內地火化。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幸得行政長官賀一誠超前部署，相關公務員尤其是一線醫護人員及警員等將士用命，沒有

發生任何一宗死亡案例，否則，就可能會發生遺體被拒絕通關的事件，尤其是在「封關」的期

間。這就將會給澳門的防疫抗疫鬥爭帶來巨大困難。其實，即使是在平時，某些逝者的家屬，

有能力在澳門實行土葬，但倘是因罹患某些傳染病如炭疽等，即使遺體深埋地下，也不能殺滅

病菌。因此，澳門自行興建火葬場，具有一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但二零一八年前民政總署計劃在氹仔沙崗墳場興建火葬場時，惹來附近居民的強烈不滿，

而因其一對寶貝兒子因為販毒而被司警拘捕，正在尋求機會要向特區政府施加壓力的某議員，

就如獲至寶，不顧自己及其「拍檔」曾經多次呼籲政府興建火葬場的既有立場，要發動遊行反

562



 

對在該選址興建火葬場。而受相關法律限制，又不能另行尋覓地點興建火葬場，因而使得該計

劃「胎死腹中」。 

  當年一些居民之所以反對在氹仔沙崗墳場興建火葬場，並被政客所利用，是出於「我支持

興建一切厭惡性設施，但切勿在我家附近興建」的「鄰避情結」，其真實心態是他們並不反對

興建火葬場，只是反對興建在自家附近。就此而言，在澳門興建火葬場，還是會獲得居民的支

持的，只是選址要避免「鄰避情結」發酵並被政客所利用。當然，特區政府也需為興建火葬場

修訂相關法律，可以在墳場以外的地方興建火葬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規草案」中，是在「基礎建設」一節，表述「澳門東側將集中規劃

全澳性公共基礎設施，例如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集中設置污水處理

廠、燃料中途倉、物流設施等」。因而火葬場也與這些會產生「鄰避情結」的厭惡性設施「埋

堆」在一起，就是較佳的安置。因此，工務局有關火葬場等「鄰避設施」」大原則是希望遠離

民居，集中設置在東面區域之說，可能是「有所本」。 

  但「城規草案」卻又將該處定位為「商業區」，可能是要發展「口岸經濟」。既然是「口

岸經濟」，當然有高檔甚至奢侈品，需要良好的環境，增強跨境旅遊者的愉快心理，並在此基

礎上提高他們購物的意欲。這就與安置「鄰避設施」互相矛盾了。或許，該區域擁有足夠的土

地，兩者相對距離較遠。但可能仍會有心理陰影。 

  不過，從逆反思維思考，既然該區域距離居民區較遠，一般市民不會隨意前往，即使是通

關市民及旅客也多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自駕交通工具，不是步行前往，因而與民居有相關大

的「區隔」，用作「商業區」反而並不切合實際，倒是「惡厭設施」較為適合，包括草案中所

指的各項設施，也包括草案中並未提及的火葬場，還有其他的現在尚沒有想到，將來隨著城市

的發展，可能會有需要的「鄰避」設施。如果「成行成市」，甚至連現有的污水處理廠都可搬

遷到該區域。 

  這有一個好處，除了上述的原因，包括與民居距離較遠之外，就是地勢開揚，靠近海邊，

所產生的各種厭惡性氣體，在海風吹來後，很快在空氣中消散，不會對市區甚至是居住居造成

任何影響。 

  至於新闢的「口岸商業區」，可以考慮在橫琴口岸的澳門管理區域，尤其是在口岸與澳門

大學鏈接的區域。尤其是在今後，將會形成旅行團通關都不在拱北口岸的情況下，因為該處比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與「城規草案」的「商業區」的距離較遠，不如橫琴口岸前那樣「聚

腳」，因而更具商業價值。 

但有問題，現在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的北端一幅相當大面積的地，已交由世茂集團，興建

高級商住樓宇，現在正在預售，從售價看，是極高檔配置。倘此，與南部的「鄰避設施」相

比，反差相當強烈。雖然說這是屬於澳門高度自治範疇的事情，但是否也要尊重珠海方面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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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2  13/10/2020 論盡媒體 

保護疊石塘山體 降低南灣 CD 區限高 吳國昌促及早落實具體規劃回應民意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進行公開諮詢。議員吳國昌在書面質詢中指出，市民高度關注疊石塘

山體生態保護、青洲整治規劃、南灣 CD 區嚴格限高等問題。他認為，政府可以在具體規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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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處理各項已重新喚起的合理訴求，並且在不違反總體城市規劃取向的基礎上，落實具體規

劃，而不應怠慢地坐待總體城市規劃完成諮詢，再制定總體城規，再陸續研究和制定各分區規

劃、處理具體規劃，形成嚴重延誤的後果。 

為此，他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1. 在疊石塘山體生態保護方面，特區政府可否在具體規劃層面研究以禁止開挖疊石塘山體或將

山體地段列入不可都市化地段等方式，回應市民保育山體的合理期望？相關工作是可應列入

2021 年施政方針？ 

2. 在青洲整治規劃方面，特區政府可否在具體規劃層面重新推動實現過去已多番研究的青洲整

治規劃，及早配合在短期內遷走燃料中途倉及開發青茂口岸的城區轉變？相關工作是可應列入

2021 年施政方針？ 

3. 在南灣 CD 區嚴格限高方面，特區政府可否在具體規劃層面積極研定南灣 CD 區建築物更嚴

格的限高標準（例如將現時限高 62.7 公尺改為由近山至近海漸降的 35 公尺至 20 公尺）藉以

切實保障西望洋山脊線景觀？相關工作是可應列入 2021 年施政方針？ 

 

N353  13/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城規諮詢已引起群情關注表達合理期望 吳國昌促及早在具體規劃層面回應民意 

 

城規諮詢已引起群情關注表達合理期望儘管不一定在總城規層面解決 

吳國昌促及早在具體規劃層面回應民意書面質詢 

特區政府展開總體城市規劃諮詢，儘管諮詢文本被市民批評有過於抽象之處，但確實已喚起公

眾對於本地城市規劃發展的關注和期望。市民近表達的多頂重點期望（其實是重新積極表達既

有的期望，例如疊石塘山體生態保護、青洲整治規劃、南灣 CD 區嚴格限高等等），儘管已有

官員解釋，認為並非在制定總體規劃層面要具體解決的環節，但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當在積極

施政的原則下，立即著手在具體規劃層面處理各項已重新喚起的合理訴求，並且在不違反總體

城市規劃取向的基礎上，落實具體規劃，而不應怠慢地坐待總體城市規劃完成諮諸，再制定總

體城規，再陸續研究各分區規劃，再陸續制定各分區規劃，然後才著手處理具體規劃，形成嚴

重延誤的後果。 

爲此，本人現提出以下質詢： 

    1、 在疊石塘山體生態保護方面,特區政府可否在具體規劃層面研究以禁止開挖疊石塘山體或

將山體地段列入不可都市化地段等方式，回應市民保育山體的合理期望？相關工作是否應列入

二零二一年施政方針？ 

    2、 在青洲整治規劃方面，特區政府可否在具體規劃層面重新推動實現過去已多番研究的青

洲整治規劃，及早配合在短期內遷走燃料中途倉及開發青茂口岸的城區轉變？相關工作是否應

列入二零二一年施政方針？ 

    3、 在南灣 CD 區嚴格限高方面，特區政府可否在具體規劃層面積極研定南灣 CD 區建築物

更嚴格的限高標準（例如將現時限高 62.7 公尺改為由近山至近海漸降的 35 公尺至 20 公尺）

藉以切實保障西望洋山脊線景觀？相關工作是否應列入二零二一年施政方針？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議員吳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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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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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4  13/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工聯議員總結立法會期工作 相信政府不會削減民生投入 

 

 

 

 

N355  13/10/2020 市民日報 

工聯籲政府勿削明年民生預算 嚴格執行外僱進入退場機制 莊荷職業司機 3 類不輸外勞  

  

【本報訊】工聯昨拜會行政長官賀一誠，就明年度施政報告及本地僱員的勞動權益、民生事務

等反映意見。工聯促請政府確保本地居民優先就業，優化勞動保障及培訓制度；堅持外僱作為

本地勞動力資源不足的補充原則，健全外僱管理制度，嚴格執行外僱進入和退場機制，繼續履

行莊荷、監場主任和職業司機不輸入外僱的政策承諾；必要的民生預算不應削減，以免影響居

民信心和社會穩定等等。 

工聯會長何雪卿，副會長梁偉峰、林倫偉、馮家輝，理事長李從正，副理事長李靜儀、蔡錦

富、梁孫旭等昨日上午到政府總部拜會行政長官。 

會後，工聯表示，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政府和社會帶來嚴峻考驗。面對日益複雜多變的

社會經濟環境、勞動關係領域和民生事務矛盾等相互疊加所產生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區政府

必須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早謀應對良策，積極應對挑戰，切實解決問題。 

解決深層矛盾 培訓精準扶助 

工聯期望政府積極應對防疫常態化下復甦經濟、穩定就業、紓解民困的各項需求的同時，也要

著眼長遠努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何雪卿代表工聯向政府提交 5 點施政建議，包括：一、

確保本地居民優先就業，優化勞動保障及培訓制度；二、鞏固惠民措施成效，制訂防疫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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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三、住房政策多措並舉，解決居民出行難題；四、優化各項民生措施，構建和諧穩定社

會；五、突出澳門大灣區角色，促進就業旅遊雙發展。 

為此，該會促請政府努力採取各種措施盡快汲納更多旅客訪澳消費，推動澳門經濟內循環增

長，促進博彩旅遊服務業等主要產業行業復甦，增加就業職位，緩解就業惡化問題。細緻做好

就業配對工作，繼續開展具針對性的就業培訓，持續檢視和完善「帶津培訓」計劃，放寬帶津

培訓的範圍，讓更多有需要的本地職工都可以受惠。明確培訓目的與強化實質效益，針對不同

就業需求人士，如失業、無薪假、就業不足、轉職以及畢業生等多種類型情況，給予精準扶

助。 

工聯並希望政府擴大針對應屆畢業生就業而實施的「疫境自強．職出前程」職場體驗計劃範

圍，增加與社團、公用事業機構合作的職場體驗計劃，拓寬就業方向種類。研究透過法律規範

無薪假衍生的問題，避免職工被長期放無薪假，影響勞動權益。同時應進一步完善防範欠薪和

協助追討欠薪機制，加強對欠薪行為的處罰，防止職工因耗費漫長時間追討應得薪酬和賠償而

直接影響生計及其家庭經濟。 

增非博彩投資 推進旅業多元 

工聯並建議，在 2022 年幸運博彩經營合同到期後，新合同應規定未來博企須增大非博彩元素

的投資比例，推進旅遊業的多元發展，提升本地博彩業職工培訓及向上流動比例，加強對博企

職工的保障與退休制度建設，並完善博彩企業對保障職工權益的勞動債權保證機制，落實負責

任博彩監督工作。 

工聯認同，政府為應對財政收入減少而要求政府部門減少開支是落實量入為出財政政策的舉

措，但應以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開支以及合理調配資源配置為主，必要的民生預算則不應削

減，以免影響居民信心和社會穩定。保持現金分享計劃，延續醫療券、水電費補貼等惠民措

施，繼續發放針對弱勢社群的生活補助，同時根據來年社會經濟情況，考慮延續發放消費卡。

工聯希望政府在住房政策多措並舉，並解決居民出行難題，促請盡快完成夾心階層住房政策諮

詢，從速推行相關建屋計劃；加快利用已回收的閒置土地興建公屋，尤其要增加經屋的供應，

重新檢視經屋的戶型需要，檢討私樓市場的價格平衡，讓居民能有安心的置業願景。政府應對

土地利用及交通規劃有長遠方向和整體規劃，著力完善城市中居民的基本生活及休閒需求，著

力解決生活中的教育、醫療、商業等需要，為澳門整體社會承載力長遠謀劃。 

房屋政策不變 總規汲納意見 

賀一誠回應時表示，為減低疫情對澳門就業市場的影響，政府早前已表示明年將計劃投入近

180 億澳門元作基建投資，相信能創造不少職位，改善就業情況。 

有關外僱政策方面，他強調政府對莊荷、監場主任和職業司機不輸外僱的政策維持不變。他希

望勞工界就如何為本地居民創造就業和轉職機會提出具體的建議和可行的方案。 

他又表示，政府在房屋政策方面的承諾不會有任何改變，並將加快新城 A 區的規劃及建設。 

至於《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諮詢，將廣泛汲納社會意見，經分析綜合後才有定案。而有關

《工會法》的立法情況，政府會按程序盡快把諮詢文本交由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之後再

作公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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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6  14/10/2020 濠江日報 

團體冀城規兼顧城市面貌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體規劃的規劃期限為 2020 年至 2040 年。公開諮詢期到 2020 年

11 月 2 日。規劃目標為創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澳門樓宇安全關注協

會理事長蔡純絲表示，作為一份澳門長達 20 年的總體城市規劃計劃，應讓市民有更高的參與

度與更長的諮詢期。澳門為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亦曾經過五百多年歐洲文明的洗禮，東西

文化的融合共存使澳門成為一個風貌獨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跡。作為一個總面

積約 32 平方公里的澳門，該準確地把握好特色東西文化的融合小城風貌的發展內涵。 

因為澳門特殊的葡萄牙殖民文化的歷史，很多中西文化融合的生活痕跡也體現在澳門的建築

中，澳門歷史城區也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除了原有風貌該好好保存外，新起的建築

及舊區重整後的城市面貌也該彰顯這座城市的獨特與特色，在現有的條件下，突出城市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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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讓訪客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見的是與本地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相

適宜的色彩景觀，活化城區，疊加旅遊功能，加強遺產遺跡保護，打造異國風情的面貌。 

澳門早前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蔡純絲建議，城規中可預留規劃

空間打造一條富有特色的「創意澳門美食街」 的一個綜合消費區，如香港中環崛起後發展成型

的異域風美食區，蘊類似英國的蘇豪區；匯聚了眾多異國風情的特色餐廳、咖啡室及海量酒

吧；參照重慶的新天地，項目汲取重慶山水文化、人文內涵以及歷史肌理，將古老山地村落、

舊時的工業建築以玻璃和鋼結構的現代元素表現。餐飲商家也都有特色，文化空間布局到位。

或參照巴黎不眠夜，遊客對夜間富有文化內涵的活動越來越感興趣，巴黎不眠夜是一個夜間藝

術節日，始於 2002 年，每年十月的第一個周六舉辦，每次的主題都不一樣，主要目的是希望

把藝術帶出畫廊和博物館，回歸城市，讓每個人都能感受藝術並且欣賞藝術。 

蔡純絲再建議優化澳門中小企營商環境，聚焦行業細分門類，科學定位特色小城主導產業，切

實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加強突出中小企業主體地位。推進特色小城市場化運作，以企業投入

為主、以政府有效精準投資為輔，依法合規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特色小城投資運營模式。培育

一批特色小城投資運營優質企業，鼓勵有條件有經驗的大中型企業獨立或牽頭發展特色小城，

實行全生命周期的投資建設運營管理，探索可持續的盈利模式，帶動中小微企業聯動發展，發

展成為特而強、功能聚而合、形態小而美、新而活的精品特色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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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7  14/10/2020 大眾報 

團體冀城規兼顧城市面貌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體規劃的規劃期限為 2020 年至 2040 年。公開諮詢期到 2020 年

11 月 2 日。規劃目標為創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澳門樓宇安全關注協

會理事長蔡純絲表示，作為一份澳門長達 20 年的總體城市規劃計劃，應讓市民有更高的參與

度與更長的諮詢期。澳門為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亦曾經過五百多年歐洲文明的洗禮，東西

文化的融合共存使澳門成為一個風貌獨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跡。作為一個總面

積約 32 平方公里的澳門，該準確地把握好特色東西文化的融合小城風貌的發展內涵。 

因為澳門特殊的葡萄牙殖民文化的歷史，很多中西文化融合的生活痕跡也體現在澳門的建築

中，澳門歷史城區也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除了原有風貌該好好保存外，新起的建築

及舊區重整後的城市面貌也該彰顯這座城市的獨特與特色，在現有的條件下，突出城市的自然

美和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讓訪客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見的是與本地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相

適宜的色彩景觀，活化城區，疊加旅遊功能，加強遺產遺跡保護，打造異國風情的面貌。 

澳門早前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蔡純絲建議，城規中可預留規劃

空間打造一條富有特色的「創意澳門美食街」 的一個綜合消費區，如香港中環崛起後發展成型

的異域風美食區，蘊類似英國的蘇豪區；匯聚了眾多異國風情的特色餐廳、咖啡室及海量酒

吧；參照重慶的新天地，項目汲取重慶山水文化、人文內涵以及歷史肌理，將古老山地村落、

舊時的工業建築以玻璃和鋼結構的現代元素表現。餐飲商家也都有特色，文化空間布局到位。

或參照巴黎不眠夜，遊客對夜間富有文化內涵的活動越來越感興趣，巴黎不眠夜是一個夜間藝

術節日，始於 2002 年，每年十月的第一個周六舉辦，每次的主題都不一樣，主要目的是希望

把藝術帶出畫廊和博物館，回歸城市，讓每個人都能感受藝術並且欣賞藝術。 

蔡純絲再建議優化澳門中小企營商環境，聚焦行業細分門類，科學定位特色小城主導產業，切

實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加強突出中小企業主體地位。推進特色小城市場化運作，以企業投入

為主、以政府有效精準投資為輔，依法合規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特色小城投資運營模式。培育

一批特色小城投資運營優質企業，鼓勵有條件有經驗的大中型企業獨立或牽頭發展特色小城，

實行全生命周期的投資建設運營管理，探索可持續的盈利模式，帶動中小微企業聯動發展，發

展成為特而強、功能聚而合、形態小而美、新而活的精品特色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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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8  15/10/2020 澳門日報 

蘇嘉豪總結立會第三會期工作 

 

【本報消息】議員蘇嘉豪昨午舉行第六屆立法會第三會期工作總結，指出第三會期重點跟進有

關公民權利自由保障、宜居休閒城市的規劃與建設、私立學校教師權益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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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豪於第三會期全數參與全體會議、第三常設委員會及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共提交立

法提案三項、辯論動議兩項、聽證動議一項、書面質詢四十九篇、口頭質詢六篇、議程前發言

十五篇，另發表十六篇"議會無秘密"網誌。 

他批評立法會多個委員會尚未擺脫閉門會議陋習；議員受限於每周一次書面質詢的規定，而且

各部門的答覆內容依然參差，不時出現答非所問、官樣敷衍，甚至直接忽略；議員在行使立法

提案權上繼續處於被動，第三會期立法會接納的十四部法案中只有一項由議員提交。 

基於疫情爆發，在第三會期，蘇嘉豪聯同澳門學社位於內港區的辦事處接到一千八百三十四宗

市民個案，較第二會期大增接近三倍，其中逾八成四已完成處理。個案分類首五位分別是教

育、勞工、保安、醫療、經濟；當中與疫情相關個案佔總數逾五成。 

今屆立法會最後一個會期將至，續密切監察立法會自身運作，推動議會工作不斷進步，包括爭

取開放委員會會議、改進電子政務、加強對議員地區服務的資源投放等；加強政府接受立法會

在重大政策及公共財政方面的事前監督，以及督促政府改進與議員、傳媒及公眾的雙向溝通機

制；推動公眾關注和參與立法會工作，持續提升公民權利意識。 

被問到曾擔任立法會主席的行政長官賀一誠上任後，政府與立法會的溝通有否改善？蘇嘉豪認

為，政府反應較以往快，並主動向議員介紹新中圖及城市總規，以及主動列席立法會小組會，

但涉及重大政策或公共開支的事前監督不足。提到行政長官每年八月會列席立法會回答議員提

問，但今年沒有舉行，若以防疫為由則不能接受。 

至於會否競選連任議員？蘇嘉豪表示仍未決定，指個人願意留在此位置繼續監督政府、為民發

聲，但最終由學社討論及決定，暫未有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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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9  15/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蘇嘉豪持續增加廣闊開揚綠地休憩空間 

 

多年來，特區政府自詡要將本澳建設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又將建設宜居、宜業、宜行、宜

遊、宜樂城市列為規劃目標，但與居民實際的生活感受有很大落差，所謂宜居之城被嘲諷為

「移居之城」。 

  過去幾年，政府完成收回至少 78 幅閒置土地，總面積達 69 萬平方米，加上新城區的發展

空間，特區土地儲備應足以支撐中、長期的公共房屋及設施供應，居民的普遍需求將陸續從

「住得到」進步至「住得好」。 

  這能夠具體反映在最近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當中，其中一種主流民意便是希

望增加更多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同時極力維護和擴充既有的自然生態保護區。 

  過去多年，放任過度發展、人口管理不善、見縫插針建設，有意見甚至質疑綠地休憩建設

「浪費」寸金尺土的資源，結果導致居民普遍生活質素每況愈下，大眾渴望能在城市「荒漠」

中尋覓更多可以喘息、放鬆、舒展的「綠洲甘泉」。 

  事實上，持續建設廣闊開揚的綠地休憩空間，既能促進居民整體的身心靈健康，從而提升

城市活力，也能加強居民對本地的歸屬感，達致城市快樂和永續發展的重要目標。 

  可是，《澳門環境狀況報告》一直將本澳人均綠地面積狀況評為「不良」，不少公眾認

為，政府往往將綠地休憩的概念，侷限於細小的休憩區或狹長的綠廊；政府在《城市總體規

劃》諮詢期間不時強調的「黃中帶綠」或「紅中帶綠」（即居住區或商業區也會包含綠地元

素），也被批評只是「幾棵樹式綠地」。 

新的不談，就連舊的也不保。近年，尤其位處澳門半島的公共草皮已經所剩無幾，譬如鴨

涌河公園風箏區的草皮長年管理不善；立法會前地的大草皮被剷除改建為政府建築物；科學館

旁邊原本開闊的草皮亦被畫蛇添足，近月在不少居民的反對聲中被施加毫無規律、阻礙視野的

植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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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0  14/10/2020 正報 

澳人後花園『誠實模擬圖』 摘去鮮花 種出大廈？ 

 

【特稿】「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 (https://reurl.cc/bRWxo6) 建議，把路環六個部份

劃為「不可都市化地區」，路環就不再受到都市化的威脅？「城市總體規劃」是否如同劃線，

不讓大型樓宇在將來建於路環？從文本看來不是如此。所謂的澳門人後花園，將很可能合法地

種出大廈！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的第三至四頁刊出一張模擬澳門

未來的圖片。有市民覺得模擬圖片頗像「推銷樓盤廣告」；也有意見提醒，不要讓「亮麗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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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圖片」轉移視線，定要細看文本的細節；因為，魔鬼躲在其中。未必很多人注意到，它其實

是一張「誠實模擬圖」！ 

在那張模擬圖片中，路環舊市區及其周邊的土地，出現不少大型建築。編製諮詢文本的顧問公

司、發布諮詢文本的政府可能辯解，那張始終是模擬圖片，不能作準。需要指出的是，對照同

一文本第十四頁的「土地用途規劃示意圖」，相關區域正正被劃為「居住區」。 

在本報製作的配圖中可以見到，標示 A 是平民村所處的土地，由澳葡政府以長期租借方式批給

澳門教區，對方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出資興建。據悉，不少原居民已遷出，現在那裡的大部分為

外來人士。 

關於標示 B 的土地，翻看二零零三年的衛星圖片，那裡仍是綠地，相信用於耕作；但是，從二

零零九年的衛星圖片看到，綠地被剷去，之後用於堆放大型建築器械及材料，現在已被清空。

同樣，二零一五年的衛星圖片顯示，標示 C 的土地大部份仍是綠地，現在約有一半被剷去，用

來堆放回收廢物等。 

標示 D 的土地，位於疊石塘山山邊，發展商曾計劃開挖山體後興建高層住宅，民間隨之出現各

式各樣的保育行動。年前，政府定義那裡為國有土地，並且收回。現在，已完成相當部份的優

化及復綠。 

關於路環的「居住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有以下提及：提升聯生工業區和九澳

工業區，並與周邊居住用地設置適當的間隔或緩衝區。另外，透過合理規劃居住區，提升職住

平衡。文本也提出，路環區主要土地使用為生態保護區，配合石排灣居住區的發展，規劃人口

預計會增加。 

將來會否有更多大型高層住宅大廈在路環出現？仔細閱看草案諮詢文本後可以說，標示 A、

B、C、D 的土地，在「城市總體規劃」裡完全沒有受到規限。在「誠實模擬圖」內的大型樓

宇，實在具有條件在將來的路環出現。 

雖然，草案諮詢文本提出，路環受到訓令和行政指引規範，當中涉及樓宇限高等；但是，標示

A、B、C、D 的土地剛好不在上述規範的範圍內。文本亦建議，路環沿海地區新建築高度應較

低矮，以及延續路環舊市區小街廓的城市肌理特色；但是，標示 A、B、C、D 的土地既不在沿

海，也不在舊市區。 

另外，路環還有一處是很多市民沒有注意到的，就是九澳。現時，不少九澳的山體已被開掘，

且用於堆放廢物等。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中，相關的土地看來也被劃為「居住

區」，同樣沒有住宅樓宇限高等規範。將來，市民在九澳周邊行山徑可能見到很多大廈。 

也要注意的是，「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建議，提升聯生工業區和九澳工業區，並與周

邊居住用地設置適當的間隔或緩衝區。特別要指出，九澳現在不只設有教青機構，也設有醫療

康復機構等。據了解，該區的環境已長年變差；未來的九澳工業區究竟有甚麼類型的項目，文

本沒有太多著墨。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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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利益再分配 虛實之間涉選舉 

 

未知是否與二零二一年《施政報告》公布在即，抑或第五屆特區政府在抗疫新常態下更着重實

現「施政承諾」，或行政長官兌現晃眼近一年的「競選支票」有關，特區政府近期的重大項目

公眾諮詢，以及不動聲色的工作部署，例如新中央圖書館選址到設計都推倒重來，實在令人目

不暇給。 

平情而論，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體規劃（二零二零 – 二零四零）》草案，到《夾心階層住屋

方案》，除為呼應「施政承諾」之外，特區政府在這「生不逢時」的開局之年有此執行力，並

非過去熱衷議而不決、蹉跎歲月的特區政府所能望其肩背的。怕只怕，被指「醉翁之意」的

「總體城規」，以及被批「畫蛇添足」的「夾屋方案」，重蹈過去「未達共識」至不了了之如

「澳人澳地」諮詢結果的覆轍。 

粗讀「夾屋草案」，應該是借鑑自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推出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意為

收入不足以購買價格過高的私人物業，又超出申請購買經屋收入限制的中產階層，解決上樓難

的社會問題。但以地產財政為主要收入的香港，與以博彩收入為重的澳門，房屋政策當然不能

生搬硬套，南橘北枳，道理顯淺。所以，澳門特區在制定宇宙最苛刻的「經屋法」，以堵塞中

等收入人群以經屋起步走上置業階梯之路，務求托住價格長期高不可攀，與大多數人收入遠遠

脫節的私樓價格，維護不事生產但「肥到着唔到襪」的地產商的厚利之後，再祭出以未有社會

共識定義的「夾心階層」為對象的《夾心階層住房方案》，而非通過調整經屋購買資格，來解

決中產上樓難的社會問題，就知道，兩屆政府對澳門人長期「上樓難」，即根本無法通過自己

努力工作而在正常市場上買得起，又供得起的住宅單位，解決之道是南轅北轍。 

上屆政府是想方設法托住不合理的高樓價，而不理大多數人合理訴求，只顧少數人的暴利。猶

記得，崔世安本人亦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包括立法會大會上承認「澳門樓價係太貴嘅」，但卻

一方面放任樓價繼續上升，在公、私樓宇供應方面全無作為，坐視問題惡化，另一方面，又制

定嚴苛無比的「經屋法」，甚麼「經屋永久姓經」，實際就是為托住樓價，而事實上，在崔世

安十年任內，澳門平均樓價每平方米有由五萬多升至十三萬多。猶記得，有位澳大「官學」曾

經誇誇其談，不斷宣揚澳門樓價高與賭收入成正比關係，意在迷惑澳人接受完全不合理的過高

樓價。現在賭收插水八九成，又為何樓價仍維持在每平方米十萬元左右的高位？這位「官學」

卻銷聲匿跡。 

現屆政府要另起爐灶推「夾心計劃」，大概是因不可能推翻或改動由上屆政府與現屆立法會聯

手「打造」的「死托樓價經屋法」，或涉及政治倫理與道統，也不可能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前否

定現屆立法會又否定前任的「立法」，又或現屆政府從未考慮相關問題，是一心兌現自己的競

選與施政承諾。 

從明年立法會選舉參選「鐵腳」的婦聯， 其理事長林婉妹對「夾屋計劃」的首要建議，居然是

與維護大多數澳人居住利益背馳的「當局應謹慎制定夾屋轉售的限制，減低夾心階層住房成為

投資工具，並影響未來房屋價格的穩定」，與地產商的觀點完全一致，急於「托市」的用意溢

於言表可知，有票在手的「夾心階層」自然會聽在耳裡、記在心上。不過，「婦聯一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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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的影響外界無從稽考，是有人刻意「干政」？定有人曲線「左手劃圓、右手畫方」？

要進一步聽其言、觀其行。 

其實，只要特區政府，尤其是有份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的行政長官，認真

貫徹習近平主席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改革發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眾」，相信人均 GDP 全球第二，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列的澳門特區，斷不

致令澳人對「富起來」，卻「住不起」，怨聲載道。 

□ 余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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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環保基建用地不明確 團體憂影響未來減污能力  

 

 澳門堆填區現已飽和，如何處理本地的廢物是澳門當下以至未來急需解決的問題。然而，雖然

城市規體規劃草案中提到要「發展智慧綠色韌性城市」，但不論是「環境保護」還是「公用設

施」都未有就此問題着墨太多。 

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認同，客觀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沒有方向或計劃配合環保局於

其《澳門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 (2017-2026) 》所提出的、於 2026 人均固體廢物減 3 成的目

標，而且針對各固體廢物的處理，總規也沒有清晰地規劃出所需用地，只是籠統地以灰色來標

示公共設施區，即日後可能會被用作其他公共設施，而非環保基建。「沒有明文規定，難保原

本給予環保基建的用地最後改變，或面積變小」，擔心會影響澳門未來處理污染問題的能力。 

環保用地不明確 

憂影響未來減廢成效 

關注澳門環保多年的林宇滔直指，隨著世界各地日漸收緊可再用物資的入口，目前澳門回收物

品已難再出口，澳門一定要面對「如何處理自己製造的垃圾」這問題。他認為，政府除了要考

慮補貼本地回收行業，讓業界可以持續回收外，政府亦應在土地、技術、營運予以業界支援。

他指，環保局爭取 2026 年人均減廢 3 成應是不難達到目標，目前廚餘的比重較大，政府需要

儘快建設處理廚餘的設施，設施投入運作了，目標便不難做到。 

然而，現正進行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並未詳細回應未來減少固體廢物、減污、減排等

問題。在沒有定明指標的情況下，用地規劃亦顯得不明確。林宇滔認同，這是總規草案內容有

所欠缺。「乜都冇，係交白卷，純粹應付式，如交齊功課就得嘅學生。」 

翻查總規草案諮詢文本，現時有標注的環保基建有污水處理廠（位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

島澳門口岸管理區）及固體廢物處理設施（位於路氹城東邊），但其他設施例如廚餘處理中心

等等則暫時未有被提上總規之內。這類「鄰避設施」要如何解決？總規中都未有太多着墨。 

另一方面，林宇滔指出，污水處理廠及固體廢物處理等環保設施的所在地段，只是用灰色標示

為「公共基建設施區」，意味着該區亦會用作興建其他公共基建，「沒有保證用地實會用來處

理環境污染物」，「用地的面積或亦可能變小」，擔心會影響澳門長遠處理污染問題的能力。 

建議設「環保角」 

讓環保意識在社區生根 

另外，為了配合環保局的減廢目標，提高回收率，林宇滔認為總規應提出「環保角」的概念，

即每一社區可以有一小空間或小塊土地可以讓市民實行環保相關的理念如回收物品、更換電動

車電池及「祼賣」物品等。若總規有此構思的話，「環保意識則有機會在各社區生根。」 

他又建議，政府可以與內地政府溝通，讓可重覆使用的物品，例如玻璃樽，運回內地再使用。

他認為，不少物品在內地生產，入口澳門使用後會留下一些玻璃樽或膠桶等可再利用的物資，

重用這些物資的話遠比分解再造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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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低碳綠色」願景 總規未回應？  

  

環境保護局在其《澳門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 (2017-2026) 》中，勾劃出澳門未來十年如何處

理固體廢物資源，緩解在管理固體廢物面臨的主要挑戰，著力尋求妥善減少及處理固體廢物的

應對策略。文本又指，希望藉由有效的廢物管理政策及措施，推動社會全方動員共同參與，同

時對所需的基建配套作長遠規劃及投資，以實現「構建低碳澳門、共創綠色生活」的願景。 

可惜，這願景在澳門首份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 

環保基建設施建議多多 

總規未見預留空間支援 

在此管理計劃中，環保局的目標是在 2026 年將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由 2016 年的 2.11 公

斤減少 30%，減少至 1.48 公斤。然而，根據局方的數據，2017 年的人均量為 2.16 公斤， 

2018 年為 2.17 公斤， 2019 則為 2.24 公斤。同時，棄置的城市固體廢物量亦在增長：在

2016 年的固體廢物量為 502,595 公噸，2017 年是 510,702 噸，2018 年為 522,548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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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則為 550,249 噸。短短四年間，增幅達 9.4%。看到年漸上升的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

量，環保局這目標似乎泡影多過願景。 

事實上，針對處理固體廢物，環保局在其管理計劃提出過基本建設施的投資，例如：在 2020-

2022 年間設立廢舊車輛預處理設施，實現區域合作處置部分本澳廢舊車輛、按實際污泥增長

情況，規劃及開展新的污泥處理設施的建設；在 2023-2016 年間，評估設置第二期中央廚餘

處理設施的需要、建設木材資源處理設施、建設下一階段的固化飛灰堆填區；同時，局方又建

議建設廢電子電器產品、玻璃樽及其他可回收資源物的預處理設施，以促進這些資源物的循環

再用建設回收物料運輸碼頭，便利出口、規劃在本澳管理海域範圍內設置新的堆填設施。 

局方亦提出研究設立回收工業園，有系統管理回收業。然而，這一系列的投資大計，在總規未

見清晰提及或預留土地或空間，除了提出於路氹城的東側集中設置固體廢物處理等設施外。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除維持現時的全澳性公共基礎設施外，

澳門東側將集中規劃全澳性公共基礎設施，例如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

集中設置污水處理廠、燃料中途倉、物流設施等，以及於路氹城的東側集中設置固體廢物處理

等設施，指「有助創造基礎設施之間的迴圈協同效應」。 

總規強調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迴圈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 則，以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發展模式，其本質是一種「資源—

產能—消耗—再生資源」 的資源閉環流動的系統。但何謂低消耗及低排放，標準如何則不得

而知。然而，在總規的七項指引性原則，有關環境保護方面出現建議建設低碳示範區，而然所

謂「低碳」又沒有予以定義或指標。 

大眾亦無從得知當局的應對措施如何。有回收商指出，近年來外地對再生物料入口日漸嚴格，

到最後澳門必須思考如何面對處理自己產生的垃圾、面對此趨勢所引起的後果。澳門減廢站及

「不要包膠」 超巿減塑行動發起人黄曉萊也指，很多人沒有思考如何為下一代建立好的居住環

境，但處理環境污染不是選擇題，目前狀況已是很不堪了，若現在不處理的話，日後的成本必

更高，水污染、空氣污染等都是不能逃避的事。「污染是慢慢，無即時的後果，大家咪唔想做

囉……見到一幢建築物有問題，要盡早修整，唔係要等死人塌樓先處理。」一旦碳排過量導致

大自然的反撲，這代價不是我們可以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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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辦「雙軌」論壇探討總規得失  

 

【特訊】澳門鐵路文化學會 11 日（星期日）假教區青年牧民中心舉辦了「輕軌東線總體城規

『雙軌』論壇」，邀請到交通諮詢委員會前任委員、時事評論員黃東任分享嘉賓。 

青洲交通困局難解靠東線 

會上分別就輕軌東線走線及總體城規進行探討，現場討論氣氛熱烈。會上認為輕軌東線走線應

該延伸至青茂口岸，一方面讓口岸通入市區更為方便，另一方面透過整頓周邊公共交通，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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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真正成為澳門西北區的交通樞紐，結束青洲區路途不暢，交通困難的狀態。另一方面，東線

位於關閘和東北區的兩個車站（ES1、ES2）面向大海，仍須預留空間予市民停泊車輛，實踐

「公交優先」政策。此外，東線加上現有氹仔線及媽閣延伸線，構成了 U 形網絡，效益甚低。

在無法興建西線的情況下，仍需透過澳門半島南岸把東線和媽閣站連接起來，在 ES5 站交匯，

構成環狀網絡，方能讓輕軌達到最大效益。 

總規欠缺未來人口經濟結構分析 

對於總體城規，會上認為，整項文本欠缺對澳門未來人口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具體分析，而且欠

缺一般城市規劃方案應有的「高中低」，以及「短中長期」的方案，其中前者屬於規劃的重要

基礎資料，例如人口老化對公用設施有重大影響。後者的欠缺讓方案變得過於籠統，讓人無法

監察規劃進展，更難以適應形勢變化。另外，十八個功能分區既沒有法定基礎，亦欠缺土地利

用結構，亦對日後設施分佈的研究構成障礙。 

質疑商業區面積是否過多 

具體而言，會上質疑在本地商業模式的特點，以及全球商業模式轉變的趨勢下，商業區面積是

否過多。而且商業區的建立需要有區位優勢，以及各種設施配套。過多甲級寫字樓以及欠缺規

劃的商業區只會淪為失敗之作，更會誤導人們作出錯誤投資決定，而使之蒙受損失。而新城填

海 D 區一旦如羅立文司長在公佈文本後所言可以消失，勢必會影響氹仔北部的交通，必須慎重

考慮。 

減災防災設施及火葬場選址受關注 

對於社會熱烈討論的規劃案例，會上對在路環疊石塘山興建住宅表示反對，並認為應該保護好

東、西望洋山的景觀，讓人們可以在最少遮擋下共享生態綠化資源，以及城市特色景觀。會上

也指出，澳門面對日益複雜的環境變遷，減災防災是未來施政的重要組成部份，但文本未有具

體交代相關設施的佈置。 

至於爭論多年的火葬場選址問題，會上認為疫情期間，內地對澳封關，尤其禁止帶傳染病人士

遺體到內地火化，影響甚大。在澳門興建火葬場有其必要。不過基於社會上的鄰避心態以及澳

門實際情況，選址須慎重，規模也應恰當。路環市政墳場相信是比較適當的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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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5  16/10/2020 訊報 

大談未來減廢措施 避談《總規》土地如何配合 環保局：會與具備資源化產業鏈的地區合作  

  

針對澳門環保基建設施的投入及具體減廢措施，《論盡》曾去信環保局查詢。環保局回覆節錄

如下： 

問： 貴局指出，澳門近年的各類固體廢物急速增長，對各環保基建設施造成壓力。現時本澳產

生的固體廢物主要可分為 4 大類，包括：1. 城市固體廢物 2. 建築廢料 3. 特殊和危險廢物，及

4. 其他固體廢物。針對這四種固體廢物，請問環保局有哪些減廢措施？ 

環保局：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減廢回收，包括對分類回收工作進行擴展和細化，現時有作分

類回收的項目包括電子廢物（廢舊電池、廢舊家電、電腦和通訊設備，以及光管和慳電膽）、

玻璃樽、廚餘，以及三色資源固體廢物（廢紙、金屬、塑膠）等。同時持續與社區網絡合作增

加回收點、分類回收箱、膠樽回收機，現時各類回收點總數已超過 3,300 個。 

同時，環保局今年全面推動高層樓宇參與「大廈分類回收好 Easy」，至今已有約 740 幢大廈

參與；低層樓宇則透過在社區設置更多「環保加 Fun 站」、與環保團體合辦「環保 Fun 乾淨

回收街站」活動等，全方位推動和教育市民實踐分類回收；亦持續透過廚餘處理示範項目和食

肆廚餘回收先導計劃等推動廚餘回收。 

建築廢料方面，將經篩選的惰性拆建物料已應用到澳門新城填海區部分填海造地工程、回填環

境衛生困擾居民多時的路環石排灣業興大馬路工業區積水地段，而《建築廢料管理制度》行政

法規將於明年 1 月 17 日生效。 

特區政府亦從法制層面，透過經濟手段推動減廢工作，包括於去年 11 月 18 日起生效的《限制

提供塑膠袋》法律，以及將於明年初生效的《建築廢料管理制度》，下一步亦計劃對特殊和危

險廢物處理站的使用者進行收費，冀透過經濟手段鼓勵廢物產生者從源頭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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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 2026 年時，將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由 2016 年的 2.11 公斤減少 30%，減少至 

1.48 公斤，但數字顯示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最近幾年正逐漸上升。請問減少 30%仍是可

達到的目標嗎？  

環保局：環保局仍致力推進有關減廢目標，正逐步落實《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2017-

2026)》的各項短中長期行動方案，包括已推出《回收業設備及車輛資助計劃》、開展「食肆

廚餘回收先導計劃」、《建築廢料管理制度》將生效，並持續擴大回收種類至廢舊電子及電器

設備、電池、光管和慳電膽等，另中期行動方案的工作亦已開展，包括澳門垃圾焚化中心第三

期擴建工程。針對城市固體廢物中的最大佔比為廚餘（約三至四成），已計劃建造每日處理能

力達 200 公噸的廚餘集中處理設施，將廚餘厭氧發酵產生沼氣用作發電，現正進行初步設計、

環境影響評估及地質勘探等，完成後將開展建造工程。 

同時，環保局已推出一系列減廢宣傳計劃旨在提升社會的環保意識，並不斷增設資源廢物回收

點，惟單靠政府工作難以取得顯著成效，社會各界也必須共同努力，尤其是社團、學校將「源

頭減廢」的理念輻射至家庭，糾正對回收和處理工作的錯誤觀念。只有全社會共同實踐各種減

廢行為，減廢目標才有望達成。 

問：針對局方在《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2017-2026)》提出對處理固體廢物基本建設施的投

資，請問在《總規》如何配合這些設施建設所需要的土地／空間？ 

環保局：就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事宜，建議向土地工務運輸局

查詢。 

問：外地對再生物料入口日漸嚴格，澳門必須思考如何面對處理自己產生的垃圾。針對這趨

勢，請問當局應對策略為何？ 

環保局：鑑於澳門土地資源短缺、人口稠密、回收量有限，以及欠缺工業配套等客觀限制，都

難以支持本澳發展完整的循環再造行業鏈，特區政府目前仍會將工作重點放於推動廢物回收後

並作適當的預處理，其後會與具備資源化產業鏈的地區合作，令資源化處理後的回收物可再資

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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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6  16/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總規結合藍綠資源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N367  16/10/2020 訊報 

每人都應為自己製造的垃圾負責任 — 專訪「不要包膠」 超市減塑行動發起人黃曉萊  

  

根據《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19 年澳門棄置的城市固體廢物量和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

都較 2018 年 上升，而且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比新加坡、香港、北京等地都要高。 

環保需要民間的力量，也需要官方的政策。澳門環保組織「澳門減廢站」發起人之一黃曉萊認

為，每人都應該為減少污染物盡一己之力，自己製造的垃圾亦應上負責任。若長時間呼籲減廢

都沒有實效的話，為了有效地從源頭減廢，她建議政府應該立法實行「污染者自付」原則。  

黃曉萊：擺站點回收有效果  

黄曉萊是育有三個孩子的在職媽媽，近兩年一致力推動減塑，2018 年了「不要包膠」 超巿減

塑行動，也是「澳門減廢站」。自稱是「澳門減廢站」戰士的她覺得，這種街站回收模的愈來

愈有效。 

黄曉萊指，街站在最疫情最嚴重時曾停了幾月，即使目前疫情緩和了但仍有不少限制，故最近

都在私人地方擺站。她表示，擺站是每月一次，每次都有兩或三個站點方便市民送來回收物

品。她形容她和 12 名減廢站的成員都是「戰友」，不是義工。「環保不是為了奬品，所以我

們不會有奬品給市民，自己生產垃圾自己要負責……我們都不是義工或為了服務大家，我們出

力是為了環保。」她又指，擺回收站可以讓大家面對面溝通如何進一步減少垃圾，這個溝通是

有溫度及有效，而非為了「積分」。 

街站收集的回收資源都交予本澳一間回收公司處理。黄曉萊和戰友們都曾參觀該公司以確保交

去的物資得以重用。她表示，減廢站的角色不是回收公司，而是通過實踐，讓大家可以慢慢養

成回收的習慣，希望市民「不好因怕污糟就唔做回收」。 

塑膠使用情況嚴重 建議污者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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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期間遊客減少，垃圾量也理應下降，不過黄曉萊觀察到疫情期間的垃圾量也不少，尤

其在使用膠袋方面——減少堂食於是點外賣，用膠袋；口罩十個一袋，用膠袋；就連每個麵包

都獨立用一個膠袋等，通通都在製造膠袋垃圾。而即使不是因為疫情，一直在推動超市「走

塑」黄曉萊也發覺，超市部分水果在入口時已包裝好，但很多水果或蔬菜的包裝是完全無需

要，是超市一種捆綁式消費模式 。她認為，這種狀況若在屢勸下都無法改善的話，就需要透過

立法解決，建議政府可以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polluter-pays principle)立法。 

事實上，環境保護局在《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2017-2026)》就曾提出，「污染者自付」在

其它地區是有效的經濟手段從源頭減廢。「城市固體廢物徵費計劃亦是污染者自付原則的一項

應用，由於多年來本澳一直是透過由政府為市民提供公共廢物收集及處理服務，提供便捷且無

需任何處理費用的垃圾丟棄方式，這樣可能間接造成市民大眾養成慣於丟棄過時或多餘物品的

消耗型生活模式。按照不同城市的經驗，城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對減少廢物的產生成效顯著，

同時亦有助帶動相關地區的資源循環。」 

澳門於 2019 年 11 開始實行「膠袋徵費」，每個膠袋收費一元，但也有豁免情況，例如未事

先包裝的食品或藥品，或機場禁區零售業場所取得且受攜帶手提行李安全限制的貨品。因而，

在街上尤其街市，不難見到很多市民仍然「一袋二袋」。 

政府應帶頭掀減廢風氣 

問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中對環境保護似乎並沒有太多的著墨。

黄曉萊認為，在總規必須回應如何使澳門可持續發展這目標。「由頭到尾畀你（政府）設計

（城市總規劃），應該從衣食住行做到減排減污……環保不是某一部分、獨立的工作，而是一

環扣一環的。」她舉例指：可否有空間建立一區域專賣二手物品、又或預留地方處理廚餘、在

交通運輸上做到減排，多建些單車徑等。 

同時，她又建議政府帶頭環保，盡量「源頭減廢」。例如所有部門都應回收好自己垃圾，舊的

物品如燈飾亦可再用，不要開大冷氣但人員要穿冷衫，又或在建築工程相關招標中加入環保要

求。「若（政府）只係講環保，市民冇感受，但一旦做咗，市民就感受到。感染最

motivate……若人人都做的話，冇做的人會 guilty」。 

黄曉萊又指，若整個社會現在都不著手處理日漸嚴重的污染問題，將來成本更高。「環境污染

造就環境難民。疫情期間，我們有段時間不能外出覺得辛苦……是否要等澳門連呼吸都變得差

先知驚？我們這一代最應為下一代建立舒適的居住環境多做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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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8  15/10/2020 論盡媒體 

疊石塘山地段不受保護因生態價值低？ 昆蟲學者梁志文促公開環評報告釋疑 

疊石塘山地段被劃為居住區成為總規諮詢的關注焦點之一，政府舉辦多場公眾諮詢會上都有不

少市民表示反對，認為澳門不應再開挖山體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局回應時曾表示，「具生

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護，是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護範圍，當局歡迎公眾提意見」。有意見擔

心，這是否意味着政府認為該地段欠缺生態價值？對於政府這樣的回應，「澳門細蟻」的發現

者、本地昆蟲學者梁志文表示有疑慮，認為政府應開誠佈公，公開環評報告。 

梁志文認為，環保局應當公開環評報告，讓市民和學者解讀。對於有關生態價值的評估，梁揣

測可能是就植物的盈豐度而得出，但他亦指出，該地段的植物盈豐度可能比較低，但因為動物

會移動，如果對動物物種也進行調查，相信物種是相當豐富的。 

「舉例來講，疊石塘山有一些大型昆蟲，例如長尾水青蛾、大陸窗螢、秋冬季候鳥等，有觀鳥

人士反映那裡可以看到特別的候鳥品種。」 

梁志文解釋，這些地方是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在生態學上來講，如果沒有了邊陲地帶，會對

裡面的森林也產生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衝擊，如果失去邊陲地帶的緩衝，那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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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核心物種最豐富地帶會直接受到衝擊，令到物種滅絕。他再次呼籲環保局公開環評報告，以

釋除公眾疑慮。 

 

N369  17/10/2020 澳門日報 

水上交通發展旅業為主總規預留土地推海洋產業 

 

【本報消息】《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

諮詢社團專場昨舉行，有與會者關注"總規"中對發展水上交通或海洋產業着墨不多，政府代表

回應稱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利用對澳門來說是"新事物"，但部分土地規劃中已預留海濱綠廊

的空間，相信對推動海洋產業有積極作用，未來也會多思考如何利用澳門半島南岸的海岸線連

結至旅遊塔、科學館等新商業區，形成連綿海濱長廊，讓公眾感受澳門海岸特色。 

專場昨晚七時半在馬交石辦公大樓五樓會議室舉行，工務局長陳寶霞、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

執委會主席何蔣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房屋局副局

長郭惠嫻、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旅遊局副局長許耀明、建設發展辦公室副主任馬文俊、工務

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交通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奧雅

納工程顧問城市規劃經理梁銘茵、輕軌東線方案顧問公司代表港鐵公司項目經理曾向強到場向

與會者介紹相關內容。 

南岸商區聯繫發展 

陳寶霞開場時提到，近日收到關於輕軌東線方案的意見中，有居民關注澳門半島東北面兩個車

站的設置，期望車站選址能考慮周邊區域的未來發展，讓輕軌服務更大輻射至周邊社區，並期

望在建設輕軌同時進一步完善周邊設施的規劃部署，故期望多聽社會意見。 

會上，與會社團代表主要集中關注"總規"方案，意見和建議圍繞周邊海域發展、政府能否推出

更多拍賣土地增建私樓、疊石塘山和路環區保育、歷史文化傳承及如何透過"總規"降低人口密

度等。其中，有與會社團代表關注在未來城市規劃中，能否借助海域發展水上交通以緩和陸上

交通壓力；也有與會者認為"總規"中提及要發展海濱長廊，會否因而清拆現有沿海周邊的舊建

築，與保育歷史相違背；有與會者期望政府可多利用海域發展海洋經濟。 

麥達堯回應稱，相信要發展海洋經濟的原則是以保育海洋為大前提，如何利用八十五平方公里

海域對澳門來說或是"新的事物"，是次"總規"也以規劃土地為主，但部分土地規劃中已預留海

濱綠廊的空間，相信對未來要發展海洋產業有推動作用。同時，未來也會多思考如何把澳門半

島南岸海岸線連結旅遊塔、科學館、觀音像等，旨為把內港歷史文化區域與新商業區聯動起

來，形成一條連綿的海濱，讓公眾感受澳門海岸特色。 

活化內港不拆碼頭 

至於水上交通方面，因應澳門是海濱城市，具條件設置碼頭，政府曾考慮發展水上交通，惟始

終澳門地方不大並以陸路交通為主，若發展水上交通以居民日常出勤的工具不太可行，因此水

上交通目前仍以發展旅遊和遊覽方向為主，新城區也已預留海濱用地予公眾使用。至於保留內

港歷史文化和海域發展，雖"總規"中提及活化內港，配合打造成沿岸商業街暨水岸公園，惟這

不代表會清拆現有碼頭，重申當局與文化部門一直都有緊密溝通，保護內港建築物包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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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保留立面或柱廊等，並會因應文化部門的要求控制周邊建築物高度等，故未來發展時也不

會清拆現有舊的建築物。 

 

 

 

N370  17/10/2020 新華澳報 

擬建海濱綠廊 連通半島南部 

 

【本報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規劃(2020- 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諮詢社團專場

今晚舉行，有與會者關注到「總規」中對發展水上交通或海洋產業著墨不多，政府代表回應稱

85 平方公里的海域利用對澳門來說是「新事物」，但部分土地規劃中也已預留海濱綠廊的空

間，未來也會多思考如何利用澳門半島南岸的海岸線，把其連結至旅遊塔、科學館等新商業

區，形成連線的海濱長廊，讓公眾感受澳門海岸特色。 

  專場昨晚 7 時半在工務局馬交石辦公大樓五樓會議室舉行，工務局長陳寶霞開場時提到，

近日收到關於輕軌東線方案的意見中，有居民關注澳門半島東北面兩個車站的設置，期望車站

選址能考慮周邊區域的未來發展，讓輕軌服務能輻射至周邊社區，並期望在建設輕軌同時進一

步完善周邊設施的規劃部署，故期望多聽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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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與會社團代表主要集中關注「總規」方案，意見和建議圍繞周邊海域發展、政府能

否推出更多拍賣土地增建私樓、疊石塘山和路環區保育、歷史文化傳承及如何透過總規減輕人

口密度等。其中，有與會社團代表關注到在未來城市規劃中，能否借助海域發展水上交通以緩

和陸上交通壓力；也有與會者認為「總規」中提及要發展海濱長廊，會否因而清拆現有沿海周

邊舊建築，與保育歷史相違背；有與會者則期望政府可多利用海域發展海洋經濟。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回應稱，相信要發展海洋經濟的原則是以保育海洋為大前提，

85 平方公里的海域如何利用對澳門來說或是「新的事物」，是次「總規」主要以規劃土地為

主，但部分土地規劃中也預留了大量海濱綠廊的空間，相信對未來要發展海洋旅遊產業也有推

動作用。同時，未來也會多思考如何把澳門半島南岸海岸線連結旅遊塔、科學館、觀音像等，

旨為把內港歷史文化區域與新商業區聯動起來，形成一條連綿的海濱，讓公眾感受澳門海岸特

色。 

至於水上交通方面，因應澳門是海濱城市很具條件設置碼頭，故政府都曾考慮發展水上交

通，惟始終澳門地方不大並以陸路交通為主，若發展水上交通以居民日常出勤的工具不太可

行，因此水上交通目前仍以發展旅遊和遊覽方向為主，新城區也已預留海濱用地予公眾使用。

至於保留內港歷史文化和海域發展，雖「總規」中提及活化內港配合打造成沿岸商業街暨水岸

公園，惟這不代表會清拆現有碼頭，重申當局與文化部門一直都有緊密溝通，保護內港建築物

包括具特色的會保留立面或柱廊等，並會因應文化部門要求控制周邊建築物高度等，故未來發

展時也不會清拆現有舊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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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1  17/10/2020 澳門日報 

倡人工島污水廠旁建火葬場墳場 議員促撥地助高校科研發展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正公開諮詢，多位議員在議程前發言關注產業多元、火葬場設置、疊石

塘山保護、青洲整治規劃、南灣 CD 區限高及高等院校規劃問題。 

定位發展多元產業 

王世民指出，疫情凸顯了本澳急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城市規劃必須灌注產業發展導向為核心

元素，重新思考發展具有獨創性的高增值外向型產業。尋找技術含金量高，空間要求少的產

業，配合能發揮澳門優勢推動產業落戶的投資企業及人才政策。 

他特別提到，橫琴有大量商廈項目在建，將無可避免與澳門未來的商廈市場存在競爭。因此，

特區政府必須盡早精準定位本澳發展的多元產業，究竟包括哪些產業，同時要在城市規劃中支

持，有針對性地吸引符合經濟多元的企業進駐落戶。 

麥瑞權認為，城市總體規劃，應一併規劃在世者的生活環境和逝世者長眠安息之地。有市民建

議在人工島污水處理廠附近興建火葬場，但須先行修法，建墳場則不用。他稱，如獲社會接受

在該處建小型墳場，將來便可在墳場內興建火葬場，毋須修法和諮詢。又提醒政府要居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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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如日後再爆發比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嚴重的傳染病時，將可能發生遺體被拒絕通關的問

題。 

吳國昌表示，不應怠慢地坐待總體城市規劃、分區規劃完成，才着手處理具體規劃，這將形成

嚴重延誤的後果。政府應將居民關注的城規發展，列入明年度施政方針，包括禁止開挖疊石塘

山體或將山體地段列入不可都市化地段；重新推動實現過去已多番研究的青洲整治規劃，及早

配合在短期內遷走燃料中途倉及開發青茂口岸的城區轉變；研定南灣 CD 區建築物更嚴格的限

高標準，藉以切實保障西望洋山脊線景觀。 

空間制約高校發展 

本身是科大副校長的龐川指出，現時澳門的主要高等院校，除了澳門大學有足夠大的校園能滿

足未來規模的擴大，其他院校如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等，仍未有足夠空

間作更多規劃，限制了未來的發展。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中圍繞澳大、科大等院校，規劃了

知識產業科技軸帶，但沒有考慮到高等院校未來發展所帶來的空間需求。他提出，未來是否可

預留部分土地給本澳各大學發展，或參考大灣區其他核心城市的做法，規劃出更完善的本澳大

學城區域。 

邱庭彪認為，城市規劃是關乎澳門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發展的奠基性事業，必須謹

慎。城市總體規劃是作為指導性的規劃，詳細規劃則是實施性的規劃，必須等總規出爐後，在

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形成才能保證其科學性與合理性，才能不負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的地

位及聲譽。因此，在城規問題上，切不可冒進，當務之急是要攜手做好城市的總體規劃，未來

再在總體規劃的基礎上有序推進城市詳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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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2  17/10/2020 澳門日報 

議員促撥地助高校科研發展  

 

【本報消息】 

本身是科大副校長的龐川指出，現時澳門的主要高等院校，除了澳門大學有足夠大的校園能滿

足未來規模的擴大，其他院校如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等，仍未有足夠空

間作更多規劃，限制了未來的發展。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中圍繞澳大、科大等院校，規劃了

知識產業科技軸帶，但沒有考慮到高等院校未來發展所帶來的空間需求。他提出，未來是否可

預留部分土地給本澳各大學發展，或參考大灣區其他核心城市的做法，規劃出更完善的本澳大

學城區域。 

邱庭彪認為，城市規劃是關乎澳門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發展的奠基性事業，必須謹

慎。城市總體規劃是作為指導性的規劃，詳細規劃則是實施性的規劃，必須等總規出爐後，在

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形成才能保證其科學性與合理性，才能不負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的地

位及聲譽。因此，在城規問題上，切不可冒進，當務之急是要攜手做好城市的總體規劃，未來

再在總體規劃的基礎上有序推進城市詳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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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3  17/10/2020 濠江日報 

新舊城區公用設施共享 優化交通對接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諮詢社團專場昨晚舉行，土地工務運輸局

局長陳寶霞、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等政府代表出席，共有 15 名社團代表報名發言。 

陳寶霞表示，在近日收到的意見中，有市民關注澳門半島東北面兩個車站之設置，期望車站選

址能考慮周邊區域的未來發展，使輕軌服務能更大地輻射至周邊社區，並期望在輕軌建設的同

時，進一步完善周邊設施的規劃部署。至於總體規劃草案中提出，透過複合利用公用設施，持

續優化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考慮到本澳大部分地區

為已建成區，可透過大型項目的發展或都市更新的契機，循序漸進優化公用設施佈局，而新城

區規劃在滿足標準要求的同時，也將優化與現有城區的連接，推動新舊城區公用設施共享。 

會上，有多名社團代表關注本澳水域管理規劃，有社團關注本澳海域管理未來 20 年規劃的構

思，建議透過發展海上交通紓緩陸地交通壓力；亦有社團代表認為總規草案中涉及海洋產業如

何服務澳門城市發展著墨太少，且沒近中遠期詳細規劃，政府應利用優厚的海洋資源作為開啟

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嘗試。 

麥達堯回應指出，總規主要針對土地的使用，至於海域利用主要遵循保護海洋生態資源，提出

適度填海的原則，詳細操作或涉及填海等中央權限和區域合作，若有安排會適時向公眾公佈。

他又說，過去有就水上交通作研究，澳門作為一個濱海城市，有條件設置碼頭，但由於地方不

大，若作為通勤交通，需要透過陸路接駁，轉接較多，故目前水上交通仍以遊覽、旅遊為主。

未來新城區及重整區域會預留空間建設海濱及碼頭設施，若有條件會設置相關交通模式。 

另有與會者關注博彩業規劃，未來如何維持博彩業健康、有序發展，配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方

向，互相扶持。麥達堯回應稱，在三大產業佈局中，博彩業所在的旅遊娛樂區佔比 13%，面積

屬最大。博彩業作為龍頭產業發展成熟，在國際上也排名前列，政府希望透過土地分配等空間

佈局，在提升龍頭產業的同時，帶動其他產業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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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4  17/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新澳門學社籲叫停城市總規草案「三大危機」 

 

 

N375  17/10/2020 濠江日報 

多位議員 關注城市總規劃 

 

【特訊】多位議員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時關注城市總規劃。其中，議員邱庭彪認為，在城規問

題上不可冒進，當務之急是要攜手做好城市的總體規劃，未來再在總體規劃的基礎上有序推進

城市詳細規劃。 

議員邱庭彪表示，澳門總體規劃草案，綜合考慮澳門各區特點，包括規劃目標、城市發展定位

和佈局、土地利用、產業分佈、設施配套及技術指引等內容，關乎澳門特別行政區空間整治、

土地使用和利用的各個方面，均作出了具前瞻性、宏觀性的城市空間總體安排。他認為，城市

總體規劃是作為指導性的規劃，而詳細規劃則是實施性的規劃，必須要等總規出爐之後，在其

基礎上的進一步探討形成才能保證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因此不可冒進，當務之急是做好城市的

總規劃，再有序推進城市詳細規劃。 

議員麥瑞權引述市民意見指，政府應趁城市總規劃契機，建設火葬場。又認為政府需居安思

危，因根據《出入境屍體骸骨衛生檢疫管理辦法》，如日後再爆發比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嚴

重的傳染病時，就有可能發生遺體被拒絕通關的問題。 

議員王世民認為城市規劃需配合產業定位，讓社會可清楚預見未來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向，從而

作出適當的部署，合力促成產業化發展。他提到橫琴有大商廈項目，澳門未來的商廈市場將與

橫琴競爭，特區政府必須儘早精準定位本澳發展的多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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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6  17/10/2020 正報 

吳國昌求三項保育工作列施政方針 

 

【本報訊】直選議員吳國昌要求政府將三頂工作列入二零二一年施政方針，從以保育疊石塘山

山體、保障西望洋山脊線景觀，以及實現青洲整治規劃。 

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的建議，路環疊石塘山山體

繼續受到被開挖的威脅，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景觀也繼續受到被破壞的威脅。 

昨午，直選議員吳國昌在議程前發言時表示，市民已在諮詢期內重新積極表達既有的重點期

望，涉及疊石塘山山體保護、南灣 C、D 區嚴格限高、青洲整治規劃等等。 

對此，官員解釋，市民的訴求並非在制定總體規劃層面要具體解決的環節。吳國昌卻認為，政

府應當在積極施政的原則下，立即著手在具體規劃層面處理市民的合理訴求；並且，在不違反

總體城市規劃取向的基礎上，落實具體規劃。 

「不應怠慢地坐待總體城市規劃完成諮詢，再制定總體城規，再陸續研究各分區規劃，再陸續

制定各分區規劃，然後才著手處理具體規劃，形成嚴重延誤的後果。」吳國昌提出，政府應該

把以下三頂工作列入二零二一年施政方針： 

在疊石塘山體生態保護方面，政府應當在具體規劃層面研究，以禁止開挖疊石塘山體或將山體

地段列為不可都市化等方式，回應市民保育山體的合理期望。 

在南灣 C、D 區嚴格限高方面，政府應當在具體規劃層面積極研定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更嚴

格的限高標準，例如：將限高由諮詢文本建議的六十二點七米，改為由近山至近海漸降的三十

五至二十米，藉以切實保障西望洋山脊線景觀。 

在青洲整治規劃方面，政府應當在具體規劃層面重新推動實現過去多番研究的青洲整治規劃，

及早配合在短期內遷走燃料中途倉、開發青茂口岸的城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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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7  18/10/2020 澳門日報 

社區文化設施消失 

 

這幾個月是藝文界最忙碌的時期，首先是一年一度判決生死的"年度資助申請"，而本來進入秋

季就是澳門藝文活動的旺季，加上很多上半年因疫情而延期的活動也在這段時期補回，於是當

"城市總規"草案諮詢出台，藝文界朋友便大叫最忙碌的時候，還要看這種似懂非懂的諮詢文

本，怎麼辦？ 

這種面向公眾的諮詢文本的確未曾有過通俗易懂的，為了看得舒暢一點，只好找個比較好懂的

切入點。我找回當年"新城填海規劃"第一次諮詢時，文化、地產界諮詢專場的記錄，以此對照

現時"總規"草案是否有一定延續性或相關回應。 

當時藝文界的疑問與意見，首先是支撐填海、公共文化設施的數據不足，文本中對文化建設的

描述完全看不到任何對本澳藝術文化活動的數據分析。藝文界指出所謂"文化設施"，並非要再

多建一座文化中心，澳門面對的更大問題是，公共文化設施分佈不均，也擔心當大型公共文化

設施建成後，會不會出現地區"貴族化"的現象，以及欠缺不同階層、不同類型藝術團體可使用

的場地等問題。 

從十年前這些藝文界的意見中回看這次"總規"草案，相關問題竟是驚人地相似。 

雖然草案指"規劃主要增加了居住區、商業區、公用設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公共基

礎設施區的用地，以回應預計的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可是對公共設施區中的"

文化設施"描述，卻主要集中在"新城 A 區南端及路環荔枝碗新增全澳性文化設施"。而"新城 A

區文化設施"的定位則是"標誌性文化設施"，功能是"建設城市級文化設施，結合濱海綠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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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等綠色公共空間，塑造全新的城市門戶"。而二○一五年"新城填海規劃"諮詢文本中的"社區

級文化設施"卻是隻字未提。（"總規"有文化 · 中） 

踱 迢 

逢周日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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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8  17/10/2020 論盡媒體 

總規環保基建用地不明確 團體憂影響未來減污能力 

 

澳門堆填區現已飽和，如何處理本地的廢物是澳門當下以至未來急需解決的問題。然而，雖然

城市規體規劃草案中提到要「發展智慧綠色韌性城市」，但不論是「環境保護」還是「公用設

施」都未有就此問題着墨太多。 

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認同，客觀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沒有方向或計劃配合環保局於

其《澳門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 (2017-2026) 》所提出的、於 2026 人均固體廢物減 3 成的目

標，而且針對各固體廢物的處理，總規也沒有清晰地規劃出所需用地，只是籠統地以灰色來標

示公共設施區，即日後可能會被用作其他公共設施，而非環保基建。「沒有明文規定，難保原

本給予環保基建的用地最後改變，或面積變小」，擔心會影響澳門未來處理污染問題的能力。 

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 

環保用地不明確 憂影響未來減廢成效 

關注澳門環保多年的林宇滔直指，隨著世界各地日漸收緊可再用物資的入口，目前澳門回收物

品已難再出口，澳門一定要面對「如何處理自己製造的垃圾」這問題。他認為，政府除了要考

慮補貼本地回收行業，讓業界可以持續回收外，政府亦應在土地、技術、營運予以業界支援。

他指，環保局爭取 2026 年人均減廢 3 成應是不難達到目標，目前廚餘的比重較大，政府需要

儘快建設處理廚餘的設施，設施投入運作了，目標便不難做到。 

然而，現正進行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並未詳細回應未來減少固體廢物、減污、減排等

問題。在沒有定明指標的情況下，用地規劃亦顯得不明確。林宇滔認同，這是總規草案內容有

所欠缺。「乜都冇，係交白卷，純粹應付式，如交齊功課就得嘅學生。」 

設置於澳門垃圾焚化中心的廚餘處理機 （環保局提供） 

翻查總規草案諮詢文本，現時有標注的環保基建有污水處理廠（位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

島澳門口岸管理區）及固體廢物處理設施（位於路氹城東邊），但其他設施例如廚餘處理中心

等等則暫時未有被提上總規之內。這類「鄰避設施」要如何解決？總規中都未有太多着墨。 

另一方面，林宇滔指出，污水處理廠及固體廢物處理等環保設施的所在地段，只是用灰色標示

為「公共基建設施區」，意味着該區亦會用作興建其他公共基建，「沒有保證用地實會用來處

理環境污染物」，「用地的面積或亦可能變小」，擔心會影響澳門長遠處理污染問題的能力。 

建議設「環保角」 讓環保意識在社區生根 

另外，為了配合環保局的減廢目標，提高回收率，林宇滔認為總規應提出「環保角」的概念，

即每一社區可以有一小空間或小塊土地可以讓市民實行環保相關的理念如回收物品、更換電動

車電池及「祼賣」物品等。若總規有此構思的話，「環保意識則有機會在各社區生根。」 

他又建議，政府可以與內地政府溝通，讓可重覆使用的物品，例如玻璃樽，運回內地再使用。

他認為，不少物品在內地生產，入口澳門使用後會留下一些玻璃樽或膠桶等可再利用的物資，

重用這些物資的話遠比分解再造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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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9  17/10/2020 論盡媒體 

澳門「低碳綠色」願景 總規未回應？ 

 

環境保護局在其《澳門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 (2017-2026) 》中，勾劃出澳門未來十年如何處

理固體廢物資源，緩解在管理固體廢物面臨的主要挑戰，著力尋求妥善減少及處理固體廢物的

應對策略。文本又指，希望藉由有效的廢物管理政策及措施，推動社會全方動員共同參與，同

時對所需的基建配套作長遠規劃及投資，以實現「構建低碳澳門、共創綠色生活」的願景。 

可惜，這願景在澳門首份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 

環保基建設施建議多多 總規未見預留空間支援 

在此管理計劃中，環保局的目標是在 2026 年將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由 2016 年的 2.11 公

斤減少 30%，減少至 1.48 公斤。然而，根據局方的數據，2017 年的人均量為 2.16 公斤， 

2018 年為 2.17 公斤， 2019 則為 2.24 公斤。同時，棄置的城市固體廢物量亦在增長：在

2016 年的固體廢物量為 502,595 公噸，2017 年是 510,702 噸，2018 年為 522,548 噸，

2019 年則為 550,249 噸。短短四年間，增幅達 9.4%。看到年漸上升的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

量，環保局這目標似乎泡影多過願景。 

 事實上，針對處理固體廢物，環保局在其管理計劃提出過基本建設施的投資，例如：在 2020-

2022 年間設立廢舊車輛預處理設施，實現區域合作處置部分本澳廢舊車輛、按實際污泥增長

情況，規劃及開展新的污泥處理設施的建設；在 2023-2016 年間，評估設置第二期中央廚餘

處理設施的需要、建設木材資源處理設施、建設下一階段的固化飛灰堆填區；同時，局方又建

議建設廢電子電器產品、玻璃樽及其他可回收資源物的預處理設施，以促進這些資源物的循環

再用建設回收物料運輸碼頭，便利出口、規劃在本澳管理海域範圍內設置新的堆填設施。 

局方亦提出研究設立回收工業園，有系統管理回收業。然而，這一系列的投資大計，在總規未

見清晰提及或預留土地或空間，除了提出於路氹城的東側集中設置固體廢物處理等設施外。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除維持現時的全澳性公共基礎設施外，

澳門東側將集中規劃全澳性公共基礎設施，例如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

集中設置污水處理廠、燃料中途倉、物流設施等，以及於路氹城的東側集中設置固體廢物處理

等設施，指「有助創造基礎設施之間的迴圈協同效應」。 

總規強調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迴圈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 則，以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發展模式，其本質是一種「資源—

產能—消耗—再生資源」 的資源閉環流動的系統。但何謂低消耗及低排放，標準如何則不得

而知。然而，在總規的七項指引性原則，有關環境保護方面出現建議建設低碳示範區，而然所

謂「低碳」又沒有予以定義或指標。 

大眾亦無從得知當局的應對措施如何。有回收商指出，近年來外地對再生物料入口日漸嚴格，

到最後澳門必須思考如何面對處理自己產生的垃圾、面對此趨勢所引起的後果。澳門減廢站及

「不要包膠」 超巿減塑行動發起人黄曉萊也指，很多人沒有思考如何為一代建立好的居住環

境，但處理環境污染不是選擇題，目前狀況已是很不堪了，若現在不處理的話，日後的成本必

更高，水污染、空氣污染等都是不能逃避的事。「污染是慢慢，無即時的後果，大家咪唔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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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見到一幢建築物有問題，要盡早修整，唔係要等死人塌樓先處理。」一旦碳排過量導致

大自然的反撲，這代價不是我們可以預視。 

 

N380  21/10/2020 力報 

總規中關於北區規劃的意見 

 

總規中的 18 個規劃分區中，北區 1、北區 2 和東區 1 為現時一般定義的北區，而根據現時規

劃草案第 29 和 30 條的規定，三個區的土地使用主要都是居住區，但作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

區的土地卻不足。根據人口統計資料，現時北區居住的人口佔全澳人口近四成，但佔全澳土地

面積卻不足一成，因此北區的居住環境、生活空間和交通等都較其他區差。未來東區 2（A

區）的土地使用主要亦為居住區，北區的人口密度會持續增加，但綠地和休憩空間的增長未能

跟上，在作出總體規劃及未來分區規劃時都要特別關注。 

為此，總規中提出東區 2（A 區）透過適度填海，建設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及優化交通系統。

但該填海計劃並未得中央批準，如未能落實，當局要有後備方案去優化北區的空間環境。例如

增加居住區內的休憩空間及適當調整 A 區的規劃等。另一方面，「關閘商業區域合作樞紐」的

打造及黑沙環原工業帶透過都市更新轉換作商業區的操作，可能會令北區的人流更多，交通壓

力更大。當應以優化北區環境為首要考慮，盡可能避免建設大型商業設施。2017 年當局公開

了關閘暨周邊環境設計報告書，計劃優化關閘廣場整體環境，增加了綠化及休憩空間，亦創設

綠色步行空間連接孫中山公園及東北海岸。當局在總規中應預留有關土地，落實計劃改善北區

的環境及交通。 

隔周三刊載 

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副召集人 高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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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1  如何開展：澳門總城規草案的幾點建議 

 

自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在積極推進澳門城市治理方面的工作。為緩解人口增長壓力，

推進城市治理的科學性和系統性，澳門特區政府九月四日向社會公佈《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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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為期六十日的公開諮詢。筆者作為澳門的一分子，十分榮幸可以參與澳門城市建設之中

並貢獻自己的微薄力量，故想通過此文來分享自己對於此規劃的一些思考和見解。 

一、公眾關於《城市總體規劃》的觀點 

《城市規劃》對澳門的城市治理有着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它落實了城市規劃相關法律

的內容，使其變為具體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也為下一步制定"詳細規劃"提供了有約束力的法

律基礎。因此，《城市規劃》受到了澳門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公眾的觀點和筆者

的建議可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城市規劃》中較小的工業佔地面積及其分散地分佈是否可

以滿足澳門多元產業的探索發展？政府是否可考慮將工業區整體規劃出一塊較大面積的整地，

科學規劃、集中投資？第二，澳門現存的輕軌路線站點佈置邊緣化，未能實現減少汽車依賴，

提高公共運輸活動的目標。遠期輕軌規劃是否應將環線設置考慮在內，並且將輕軌通向路環？

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當前客源不足的現象，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路環區的職住平衡。第

三，《城市規劃》將一些原本用於建設居民休憩空間的土地調整為商業區，是否會壓縮城市的

公共生活空間，損害澳門居民的普惠性福祉？對此筆者的看法是，特區政府應先就土地收回後

的處置問題與社會達成共識，再借由《城市總體規劃》體現出來。此外，《城市規劃》缺乏有

效措施實現澳門環保的總體目標。當前草案中提出通過整合工業用地和保護公共開放空間兩方

面實現低碳城市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環境保護這一章節建議加入發展綠色能源、倡導新能

源汽車的內容。 

二、關於規劃中填海造陸計劃的一些看法 

談完公眾的想法，再談談自己對《城市規劃》中填海造陸計劃的一些看法。《城市規劃》中明

確提出了在澳門北區海域展開新增填海計劃（見圖一、圖二）。然而，就目前透露出來的公開

信息，澳門特區政府雖然向中央提交了澳門北區填海的相關申請，卻並無中央的明確批覆同

意。在此意義上，《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的相關填海內容缺乏中央的授權基礎。同時，特區

政府仍未制定《海洋功能區劃》，提出新的重大的填海計劃，在特區內部缺少必要的法律基

礎。最後，從填海的一般程序來看，特區政府也沒有提出例如《海域使用論證報告》、《環境

評估報告》等相應的法律所要求的文件作為支撐。與澳門北部海域填海的計劃相應，有特區政

府的職能部門負責人最近提出為爭取中央對澳門北部填海計劃的同意，用中央之前已經批准的

新城填海 D 區作為置換。應該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已經批准了新城區 A、B、C、D、E 區的填

海計劃，同時特區政府也已經編制了五個區域的總體規劃。所以，有關 D 區的填海和規劃已經

成為了既定生效的政府公共政策。 

綜上，筆者認為，在《城市總體規劃》有關填海內容現時階段還缺乏法律基礎的條件下，為保

障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及生態的多樣性，暫時不宜放在規劃的文本內容中，而是應該在具備

各方面的法律基礎後，在之後的檢討中將相關內容納入其中。同時，既有已經生效的填海計劃

和規劃在經過必要程序調整前，應該保持其穩定性。 

以上是筆者個人對海域使用及對社會各界觀點的一些看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二○二○至二○四○）草案》是首份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既是首份，必然有其重要地位且含

有不足之處，也是公開諮詢的主要目的所在。它勾勒出澳門未來二十年發展的藍圖，不僅包含

着澳門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還流淌着中央政府對澳門的深厚期望。未來澳門亦應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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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機制，廣泛聽取社會意見，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作出適時調整，定期修訂和更

新規劃內容。 

思路智庫常務副理事長 盛 力 

 

 

 

N382  21/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吳國昌:指定新城及收回閒置地開發澳人 限購屋 

 

 

 

N383  22/10/2020 澳門日報 

群力智庫冀釋總規疑慮 內港未來治水交通規劃欠說明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文本現正公開諮詢。群力智

庫副理事長梁鴻細關注內港未來整體治水及交通規劃發展，建議政府提供更多資訊及說明，讓

公眾能在諮詢期內作更詳細深入的討論，擴大諮詢成效。 

治水規劃另安排？ 

梁鴻細表示，留意到"總規"草案文本只列出現已建成的基建和交通配套的資訊，而在未來的交

通規劃上，只標注輕軌東線，缺乏其他長期的規劃，特別是內港一帶的治水、交通規劃並未有

任何具體的說明，居民對此存有疑慮。 

"總規"草案文本重劃全澳土地功能分類及空間佈局，釋放土地增建商業區，當中包括內港轉型

及打造為沿岸商業街暨水岸公園，構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梁鴻細指出，內港長期存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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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問題，要成功轉型為商業區，治水方案是當中的成敗關鍵，然而"總規"草案文本對實際上

治水規劃沒有任何具體說明。 

"究竟是興建擋潮閘，還是另有治水的規劃安排？" 梁鴻細認為當局在治水方案上理應有所取

態，才能進行後續其他的規劃安排，比如現時沿岸碼頭將如何安排，都是碼頭業者及該區居民

所關注及重視的部分。 

關注青茂口岸配套 

他指出，對於未來內港的交通、基建等規劃，以及曾討論多時的輕軌內港線和內港至珠海灣仔

的河底隧道工程，均並未納入"總規"草案文本中，他質疑有關計劃是否已擱置，還是政府另有

打算。 

他認為相關工程對該區甚至整個澳門的發展都有很大影響，興建與否周邊都需要有所配合、調

整、應對。舉例如輕軌內港線預定由關閘沿西面海旁至媽閣，若確實取消，他關注青茂口岸周

邊的交通配套會如何規劃，附近的交通流將如何處理和疏導。 

他又提到，特區政府近年來強調深化粵澳合作交流，而內港至珠海灣仔的河底隧道工程預計能

成為該區的對外聯絡點，對日後該區商業區的轉型、人流的引入、附近營商環境的改善亦有不

少的積極作用。若確實取消相關規劃，後續如何配合引進人流，發揮和實現一河兩岸的商業區

功能？他認為這些林林總總理應在"總規"草案文本內有所表述，希望政府能夠有更多說明，而

不是直接忽略不提。 

倡建外環快速道路 

此外，鑑於內港一帶的交通壓力大，梁鴻細建議，若落實該區填海方案，應該考慮在周邊外環

興建快速道路，以善用中央政府給予的八十五平方公里水域管理權的優勢，減緩及解決本澳長

期的交通堵塞問題，補足本澳整體的交通配套，為居民創造更優質的出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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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4  22/10/2020 正報 

折衷方案·空中花園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將於下月二日結束。然而，表面

看來，民意仍未凝聚，尤其在保育主教山與舊大橋的現有景觀方面。如此下去，珍貴的景觀極

可能受到未來建於南灣湖 C、D 區的政府辦公樓宇所破壞！在諮詢期餘下不足兩星期的後段，

怎能不感到焦急？ 

從一開始便認為，最理想是把南灣湖 C、D 區變成休閒空間，地面以綠化為主，多層地庫設有

停車場、文康、娛樂等各式設施，串連西灣湖、南灣湖等周邊空間，讓「一家大細」足以享受

數小時，甚至半天。設想，從山上下望是綠蔭，在地上聽到是歡笑，是多麼優美的地方！ 

然而，對於南灣湖 C、D 區的未來，處於弱勢的民間提出營造濱海花園，處於強勢的政府提出

興建辦公樓宇。雙方如此分歧，在維護現有景觀的前提下，要否思考一個折衷方案？ 

筆者的專業不在於都市建築、城市規劃；但對這方面頗感興趣，且在多年前開始跟進報道與主

教山景觀相關的議題。(https://reurl.cc/A8blYe) 個人社交網站亦時常顯示外地的建築規劃案

例。向專業人士請教後，現在嘗試提出三個類似的案例，以供參考。 

南灣湖 C、D 區有十六幅未發展土地，能否把 C5-C17 的土地合拼？隨之，在地面及地下合共

約建十層 (限高為不破壞現有景觀)。頂層是大面積的空中公園；頂層以下則依照民意來決定，

或是政府辦公設施，或是休閒娛樂設施。有意見提醒，從高處往下望，中、低層建築的空中公

園可令人有建在地面的錯覺！ 

以最近的香港為例，渠務署計劃在觀塘污水泵房上蓋興園景平台。對此，慈善團體智樂兒童遊

樂協會提出預想圖，建議把上蓋建成「不一樣的遊樂空間，讓小朋友親親大自然，與陽光、

水、天空、空氣、土地玩遊戲」！除了綠化外，設有五個遊戲區等等 

(https://reurl.cc/WL8Yye)。 

往稍遠看，於今年開幕的、位於東京澀谷的宮下公園建築在四層高的天台上，設有草地、滑板

場、體育場、咖啡廳等，建築物內亦設有旅館、商場。還有，南韓的梨花女子大學的校園綜合

體，頂層同樣建有天台花園，建築物內設有教室、閱覽室、表演場地、書店、咖啡廳、餐廳

等。 

在全球各地，類似的建築規劃一定有繁多，政府內部絕對有專業人士搜集及分析；甚至，政府

一定有資源委託具國際水平的建築師設計。問題是政府會否堅持己見，不顧市民的意願！ 

正如文首提及，保育的強大民意仍未凝聚。絕大部份市民很少接觸城市規劃，要在兩個月內消

化諮詢文本並提出意見，實在艱難！這正是公民團體出力的時間，提供意見範本供市民參考應

該是行動之一。為何仍未見到？莫非，流於個人演說，而缺乏以往的行動，就可以與市民共同

成功爭取？ 

另外，《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涉及主教山景觀保護；早前，文化局表明，已完成草

案制訂，將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審閱後頒布實施。既然，現有的主教山景觀在

「總體規劃」內得不到百分百保護，之前為燈塔景觀奔波公民團體，不應盡快將以上狀況通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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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景觀總不能在民意鬆散下得到保護！假設，要強調是善意假設行政長官有意為下一代更

多保育，在商界等各方壓力下，亦難落實，絕對需要清晰的民意支持。在這最後關頭，縱使辛

苦，惟望民間團體為澳門的未來繼續出力！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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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5  23/10/2020 濠江日報 

綠色迴圈低碳發展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進行公開諮詢，城市規劃涉及土地使用，總規的規劃期長達 20 年，

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紛紛建言獻策。過往土地法和城規法立法經已產生重大且廣泛的影響，甚

至出現甫一立法即有人建議修法的情況，更有人「悔不當初」，現時一項決定澳門未來 20 年

發展的宏大城市規劃，將影響未來幾代人，政府須多聽民意，切勿趕工立法，確保透過城市總

體規劃，達到當局訂定的 11 項規劃目標，促進社會、經濟、民生，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

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 

總體規劃提出「綠色迴圈」概念，對於土地資源嚴重不足的澳門而言，有助可持續發展。綠色

迴圈協同效應再利用，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迴圈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

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發展模式，其本

質是「資源-產能-消耗-再生資源」的資源閉環流動的系統。規劃描繪了一個美好願景，而本澳

剛剛「源頭減廢」起步，雖然經濟不景氣掩蓋了巨額資源消耗，但長遠而言，綠色低碳發展是

構建快樂韌性城市的必要條件和有效路徑。 

全球變暖，冰川消融，極端天氣頻發，環境污染的惡果逐漸顯現，有科學家指出，人類正在被

自己消滅。本澳土地面積約 32.9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 20000 人，日均處理污

水逾 22 萬立方米，每年焚化垃圾超過 52 萬噸。本澳空氣質素近年明顯轉差，冬春季霧霾天氣

增多。澳門的空氣質素無可避免地受到泛珠三角等周邊地區的連帶影響，環保當局須加強環保

監察，完善生態環境保育，透過區域合作，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綠色發展，保護生態，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模式，保護環境同時

推進綠色可持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打造生態防護屏障，並加強環境

保護和治理工作，創新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具體措施包括，實施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工程，劃

定生態保護紅線，整治珠江沿岸污染，規範入海排污口設置，推進城市黑臭水體環境綜合整

治，以及空氣質量達標管理等方面。 

特區政府可協助業界引入新技術、新理念，不斷推進環保工作，與大灣區接軌，透過細化落實

《綱要》，以實質措施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打造綠色生態的「金山銀山」。「創新綠色低碳發

展」方面，藉本澳雄厚的科研實力，率先推進低碳試點示範，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加

快低碳技術研發。透過產學研結合，推動產業智能化綠色發展，構建綠色產業體系。清潔能源

使用方面，與大灣區九市一區相比，本澳尚有較多改善空間，當局可早日推動能源消費革命，

引入電動巴士，鋪設天然氣管道，降低能耗，改善民生，形成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助建快樂韌

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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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6  24/10/2020 大眾報 

城規需考慮各種社區設施 

 

日前舉行的城市總規草案及輕軌東線諮詢社團專場上，工務局負責人表示，新城區規劃將優化

與現有城區連接，希望推動新舊城區共享公用設施。有市民期望澳門半島東北區車站選址能考

慮周邊區域發展，使輕軌輻射至周邊社區。 

城市規劃與民生息息相關，工務運輸部門負責總體規劃，至於各個居民點的民生設施如何佈

局，又往往涉及到多個政府部門。例如教育暨青年局負責學校規劃，衛生局負責衛生中心，市

政署負責街市等等。無論是澳門半島還是離島，都需要有超前的城市規劃，尤其是做好各種城

市公用設施配套。媒體記者過去曾指出，新口岸人口日益密集，但社區設施相對落後，居民期

盼多年的街市至今未有着落；又如離島方面的石排灣等新區，居民陸續入伙後仍欠缺街市、學

校、公交及超市等配套設施。疫情持續至今，本澳樓價雖略有回落，但因土地匱乏和剛性需求

大，草根階層難以購置商品房，只能寄望政府提供的經濟房屋或社會房屋。大型的公共房屋建

築群多數在離島，有幸獲分配公屋的居民，由於居住地點距離市區較遠，他們最關心的當然是

離島的社會設施和公共交通等配套問題了。 

新城填海 A 區已開始規劃興建，有二萬八千個公屋單位和四千個其他單位，預計將成為一個十

萬人口的新區。由於將來新落成的公屋基本上都屬於一個獨立的社區，集中了數千乃至數以萬

計的住戶，因此，新社區內和附近的生活、交通、醫療、教育、文化、康體，以及托兒所和郵

局等民生事務配套設施十分重要。例如，氹仔及石排灣有兩個大型公屋群，各有過萬人入住，

交通設施和生活配套備受各方關注。尤其是石排灣公屋群是本澳的新發展社區，社區設施要及

時到位，公交設施要符合居民的出行需求。公屋內的各項設施不僅服務公屋住戶，更需惠及區

內居民。 

誠然，社區配套設施涉及政府多個範疇，教育、醫療、文化、托兒所等設施屬於社會文化司，

康樂設施部分屬行政法務司管轄。各部門需要分工合作，加強溝通，才能為入夥居民提供更周

到的服務。從實際效果來看，前期落成的氹仔公屋群內設有公交轉乘站、乾貨市場、衛生中

心、社區中心、托兒所、教育設施、食肆等，住戶反映尚屬滿意。而路環大型公屋群人口更

多，距離市區更遠，居民對社區設施和公共交通的需求更加殷切。為了做好配套工作，房屋局

曾與相關管理部門舉行多次會議，就公屋設施的啟用協調、附近路網及行人設施的建設、巴士

路線設置進行協商。石排灣公屋群內亦設有交通、衛生、教育、乾貨市場等不同社區設施。為

配合居民的入住，多個部門早已就電力、用水、電信、天然氣、再生水管、公交、路網、行人

設施、社區設施等的啟用進行協調跟進，保證一系列配套設施能及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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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7  25/10/2020 澳門日報 

當局冀總規都更同步推進 總規輕軌東線昨最後一場公眾諮詢 

 

【本報消息】《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及《輕軌東線

方案》最後一場公眾諮詢場，昨下午三時假馬交石炮台馬路三十三號五樓多功能廳舉行，二十

一名市民圍繞生態環境保護、社區文化設施、景觀限高等發言。 

土地工務運輸局長陳寶霞，輕軌股份有限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市政署市政管委會副主席羅

志堅，房屋局副局長郭惠嫻，環保事務局副局長黃蔓葒，旅遊局副局長許耀明，建設發展辦公

室副主任馬文俊，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交通事務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總規草案顧問公司代表梁銘茵，輕軌東線方案顧問公司代表

曾向強主持諮詢場，約百人出席。 

總規收逾二百意見 

陳寶霞表示，諮詢開展至今，在"總體規劃"方面收到超過二百份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

區的土地用途、景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

都市防災等。 

綜合分析輕軌建議 

她稱，在過去的諮詢會中，也有市民關注到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總體規劃致力平衡城市發展和

文化遺產保護，對與文物相鄰的建築物作適當限制，延續舊城區的城市肌理、建築風格、歷史

人文氛圍及景觀特色等。 

"輕軌東線"方面，陳寶霞表示，蒐集的意見主要關注商業配套及未來線網的延伸規劃。多場諮

詢會中，亦有意見關注東線的造價和工期、預期客流量、站點安排，以及與沿線周邊住宅區和

新城區的連接等。在諮詢期結束後，輕軌公司將綜合分析各方建議，將向政府提出符合社會效

益的具體方案。 

按先後緩急推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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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言市民關注編製總規有否諮詢不同部門意見，以及總規有否受疫情影響預算？麥達堯回應

表示，總規涉及方面廣，局方因應不同方面參考各權限部門的專項規劃，並在編制過程與相關

部門密切溝通。並非所有城市建設都需要政府資金投入，是有分市場及政府部分，政府主要負

責基礎設施及公共設施的部分，每年會按先後緩急，逐步推動城市建設。 

有市民發言建議落實中央嚴控填海的主張，減少本澳的填海面積。麥達堯表示，中央對填海的

管控嚴格，總規的大原則亦是盡量減少填海，形容現時提出填海建議審慎，且面積好少，主要

是澳門半島和 A 區之間的水道填海和機場填海兩部分，均是對對外交通及社區環境建設至關重

要。填海涉及保育及發展，填多或填少，希望公眾多發表意見。 

亦有市民發言時擔憂都市更新的法例未完成，會影響總體規劃的實行。麥達堯表示，政府去年

已完成都市更新法律的公開諮詢，現正進行立法工作。坦言"無可能等晒所有嘢再草擬總規"，

現時希望總規、都更及相關法例能同步推進及加快步伐。 

"總規草案"和"東線方案"兩個項目公開諮詢期至十一月二日，諮詢期完結後，政府會在一百八

十日內以書面方式發佈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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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8  25/10/2020 市民日報 

城建投入有政府基建市場參與 

 

【本報訊】政府跨部門昨舉辦最後一場《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

公眾諮詢會，就市民關注長達 20 年總體城規發展的預算，工務局回應指，城規發展不代表全

由當局投入資金，當中將有市場參與的部分，政府主要負責基礎及公共設施，將按照相關設施

的先後緩急來興建，逐步推動城市建設。 

諮詢會昨午在交通事務局工務局大樓多功能廳舉行，約 100 位市民參加，主要關注環境保護及

生態、文化遺產及景觀保護、增設文化設施，以及公共開放空間和運動設施等。 

冀同步推進總規都更及相關法例 

有與會市民關注總規有否受疫情影響預算，以至總規的預算由工務局自行負責，抑或所有部門

攤分？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沒有直接回應會否因疫情影響總規的預算，但他表示，並非所

有城市建設都需要政府資金投入，每年亦會按先後緩急，逐步推動城市建設。有市民則關注編

製總規時，有否諮詢其他部門意見？麥達堯回應表示，總規所涉方面廣，局方因應不同方面參

考各權限部門的專項規劃，並在編製過程中與相關部門密切溝通。 

有發言的居民則擔憂，都市更新法例仍未完成，會影響總體規劃的實行。麥達堯表示，政府去

年完成都市更新法律的公開諮詢，現正啟動立法工作。他坦言不可能等待所有其他工作完成才

草擬總規，現時希望總規、都更及相關法例能同步推進及加快步伐。至於總規草案規劃年期為

20 年是否太短？麥達堯回應表示，規劃期限訂得愈長愈好，但考慮到澳門是微型經濟體，其

他地區規劃期限一般為 10 年或 20 年，認為現時澳門總規草案規劃年期為 20 年是適當的，太

長期限、太遠的願景不利於落實。 

共 26%土地納生態公共開放空間 

另外，不少發言的市民關注總規當中的綠化問題，有市民質疑總規提出只有 8%綠化空間是否

足夠？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回應表示，不可都市化土地是 18%，加上 8%綠化空間，即本澳

26%土地是生態保護區、綠化及公共開放空間。她又指，制訂不可都市化土地是透過兩個研究

訂定生態保護區，非常審慎，一是就環境功能區作研究，主要是對生態敏感區域，包括極易受

破壞區域等範圍作保護；二是生態環境調查及管理規劃的研究，亦結合城市的文化、景觀、歷

史、考古、地籍資料考慮，劃定不可都市化土地，而不可都市化土地附近的土地亦有綠化及公

共開放空間。 

有發言居民關注固體廢棄物處理設施，黃蔓葒表示，總規草案建議在路氹城東側設置固體廢棄

物處理設施，主要對資源的產生、消耗及回用創造迴圈效應，亦會在建築廢料堆填區尋覓合適

土地建設不同的固體廢棄物處理設施，如廚餘處理中心，逐步提升澳門固體廢棄物的處理及再

循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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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89  25/10/2020 濠江日報 

總城規諮詢 收逾 200 意見 廣納民意 共繪藍圖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最後一場公

眾諮詢會昨日下午 3 時於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舉行，約 100 人出席。工務局局

長陳寶霞透露，至今在"總體規劃"方面收到逾 200 份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區的土地用

途、景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都市防災

等。而有關"輕軌東線"的意見則主要集中在商業配套及未來線網的延伸規劃等方面，結合多場

諮詢會上市民關注東線的造價和工期、預期客流量、站點安排，以及與沿線周邊住宅區和新城

區的連接等問題，相信輕軌公司會在諮詢結束後綜合分析意見，再向政府提出符合社會效益的

具體方案。 

有市民在昨日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上關注總規的編制有否與其他部門交換意見，同時亦擔心疫

情會影響整體規劃的預算。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在回應時指出，總規涉及全社會的方方面

面，局方因應不同情況參考各權限部門的專項規劃，並在編制過程與相關部門密切溝通。但疫

情對預算的影響當局並未正面回應，指並非所有城市建設都需要用到公帑，項目中亦有市場和

政府等不同部份；政府主要負責基礎及公共設施，每年皆是按先後緩急逐步推動城市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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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發言的居民對都市更新法例尚未完成會影響總體規劃的實行表示擔憂，麥達堯續介紹，都

更法已進入立法階段，政府不認同要等所有相關工作都完成再擬定總規，反而更希望總規、都

更及相關法例能加快步伐同步推進。針對總規草案規劃年期長達 20 年，當局認為規劃期限訂

得越長越好，但考慮到澳門是微型經濟體，其他地區規劃期限亦一般以 10 年或 20 年作為基

準，認為現時澳門總規草案規劃年期恰當，過長的願景反而不利於落實。 

"總規草案"和"東線方案"兩個項目的公開諮詢期至 11 月 2 日結束，至今已合辦 7 場諮詢會，

政府期望公眾把握機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踴躍發表意見。市民可以透過填寫網上意見表，或者

填寫紙質意見表。此外，市民在諮詢期間透過媒體等渠道反映的意見，政府也會收集、整理和

分析。諮詢期完結後，政府會在 180 日內以書面方式發佈分析報告。 

 

 

 

N390  25/10/2020 大眾報 

公開諮詢收逾 200 份意見 總規與都更同步推進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最後一場公

眾諮詢會昨日下午 3 時於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舉行，約 100 人出席。工務局局

長陳寶霞透露，至今在「總體規劃」方面收到逾 200 份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區的土地

用途、景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都市防災

等。而有關「輕軌東線」的意見則主要集中在商業配套及未來線網的延伸規劃等方面，結合多

場諮詢會上市民關注東線的造價和工期、預期客流量、站點安排，以及與沿線周邊住宅區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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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的連接等問題，相信輕軌公司會在諮詢結束後綜合分析意見，再向政府提出符合社會效益

的具體方案。 

有市民在昨日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上關注總規的編制有否與其他部門交換意見，同時亦擔心疫

情會影響整體規劃的預算。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在回應時指出，總規涉及全社會的方方面

面，局方因應不同情況參考各權限部門的專項規劃，並在編制過程與相關部門密切溝通。但疫

情對預算的影響當局並未正面回應，指並非所有城市建設都需要用到公帑，項目中亦有市場和

政府等不同部份；政府主要負責基礎及公共設施，每年皆是按先後緩急逐步推動城市建設。 

另有發言的居民對都市更新法例尚未完成會影響總體規劃的實行表示擔憂，麥達堯續介紹，都

更法已進入立法階段，政府不認同要等所有相關工作都完成再擬定總規，反而更希望總規、都

更及相關法例能加快步伐同步推進。針對總規草案規劃年期長達 20 年，當局認為規劃期限訂

得越長越好，但考慮到澳門是微型經濟體，其他地區規劃期限亦一般以 10 年或 20 年作為基

準，認為現時澳門總規草案規劃年期恰當，過長的願景反而不利於落實。 

「總規草案」和「東線方案」兩個項目的公開諮詢期至 11 月 2 日結束，至今已合辦 7 場諮詢

會，政府期望公眾把握機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踴躍發表意見。市民可以透過填寫網上意見表，

或者填寫紙質意見表。此外，市民在諮詢期間透過媒體等渠道反映的意見，政府也會收集、整

理和分析。諮詢期完結後，政府會在 180 日內以書面方式發佈分析報告。 

 

 

 

N391  25/10/2020 澳門日報 

文化中心旁建黑盒劇場 擁兩小型劇場 明年完成設計 

 

【本報消息】有居民擔憂社區文化設施不足。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表示，無論是文化設施或

其他公用設施，在後續的詳細規劃階段將按照每一區設置，數字肯定會大於總規提出的一成公

用設施區。 

A 區必增文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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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言居民擔憂新城 A 區建設的城市級、地標式文化建築，似乎並非為服務本地居民；又批評

總規草案未見社區文化設施，反而側重地標式、門面式的文化設施，擔心社區居民要接觸文化

藝術的成本增多，令周邊地區"貴族化"，無法輕易達到總規所指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域連續性

的問題。 

就總規沒有標示出社區文化設施，麥達堯重申，總規只是城規的第一步，後續仍有詳細規劃和

專項規劃完善整個空間佈局。新城 A 區的社區文化設施經過調整肯定會增多，呼籲市民無需擔

心。 

社區設施詳規安排 

麥達堯解釋，城市級設施，如大型醫院、大型運動場等，會在總規中標出；社區級設施，如圖

書館、社區中心、表演場地等，則在制訂詳規時根據每區人口作安排，相關設施可能是獨立用

地，又或是住宅及公共設施複合建設。 

有居民反映劇場設施不足，坦言現時不知去哪裡申請劇場作藝術表演。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

長蘇建明重申，文化中心旁將建一座新的黑盒劇場，設有兩個小型劇場，分別容納一百四十人

及一百六十人，預計明年完成設計，再交工務部門建設。至於文遺保護的進一步控制及要求，

將詳細規劃階段再作進一步分析及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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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2  25/10/2020 澳門日報 

澳兩成六地劃生態綠化 兩方面研訂不可都市化生態保護區 

 

科學護綠【本報消息】昨在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最後一場公眾諮詢場上，有市民關注綠化空間

及環境保護，質疑百分之八的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是否足夠市民公平使用？當局回應指，不可

都市化土地即生態保護區為百分之十八，加上百分之八的綠化空間，即本澳百分之二十六的土

地是生態保護區、綠化及公共開放空間。 

市民質疑綠化空間 

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表示，制訂不可都市化土地是透過兩個研究訂定生態保護區，都非常審

慎，一是就環境功能區作研究，主要是對生態敏感區域，包括生態脆弱區域、極易受破壞區域

等範圍作保護；二是生態環境調查及管理規範的研究，亦結合城市的文化、景觀、歷史、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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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籍資料考慮，劃定不可都市化土地，不可都市化土地附近的範圍亦有綠化及公共開放空

間。 

有發言市民反駁，生態保護區及綠地空間未必如政府所指般多，舉例水塘、南西灣湖全劃作生

態保護區、路環焚化爐亦列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亦有市民指，總規把大小潭山劃作生態保

護區，但兩座山均有涉及挖山建屋，已破壞山體。 

市民並建議把南灣湖 CD 區劃為綠地休憩空間，限高十至二十米，保護主教山至舊大橋的景觀

視廊。氹北原海洋世界土地劃為綠地休憩空間，以應付未來氹仔區人口增長對休憩空間的需

求。 

疊石塘山硬推住宅 

總規草案建議將路環疊石塘山山腰一幅土地劃作住宅區再成公眾諮詢場的關注點，有市民認

為，不論該處是興建低密度住宅或屏風樓，都必然會挖山，破壞不可復原的山體；又批評政府

一方面主張保育山體，另一方面又挖山建住宅區，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有市民更批評工務局早前回應疊石塘山居住區是"黃中帶綠"的說法，直言將美好山林"夾硬"改

作居住區，再加綠色區域，猶如把一個有手有腳的人截肢，再安裝義肢。澳門人不需要幾棵綠

樹、幾個蚊型公園，而是需要整片的綠地、完整的山體，留給下一代的市肺，建議把疊石塘山

劃作不可都市化區域。 

生態區琵鷺數量穩 

亦有市民質疑總規草案無提及氣候變遷對城市影響，黃蔓葒表示，規劃願景是希望低污染、低

排放、環境友好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設有藍綠景觀自然結合，亦推動低碳的交通工具、創造

步行環境等。她認為有如此大部分的生態保護區亦是氧含量，對將來環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有重要的作用。 

至於有發言學生關注保護黑面琵鷺等生態保育，黃蔓葒表示，政府在二○○五年設路氹城生態

保護區，一直有監測黑面琵鷺數量，基本上數量是較穩定。 

覓合適地堆填建廢 

此外，亦有市民關注固體廢棄物處理設施，黃蔓葒表示，總規草案建議在路氹城東側設置固體

廢棄物處理設施，亦會在建築廢料堆填區尋覓合適土地建設不同的固體廢棄物的處理設施，如

廚餘處理中心，逐步提升澳門固體廢棄物的處理及再循環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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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3  25/10/2020 大眾報 

東線建隧道不擋景觀 將建防水層防水浸 

 

【特訊】總規及輕軌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昨日舉行，有居民質疑若東線走地底隧道，維修保養

費較走高架貴 1 倍，要求解釋為何不選擇建高架輕軌。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承認兩種設

計的造價及維修保養費差別很大，但因為東線輕軌橫跨內港及外港航道，對高架輕軌的高度有

限制，若建高架輕軌的站點會非常高，且會破壞南岸的門戶景觀，故只能選擇讓輕軌走地底隧

道。據了解，海事局建議若輕軌東線採用高架的方式，凈高至少約 30 米，若加上潮漲及其他

625



 

考慮則再增高至大約 35 米；若為 35 米的高架橋，當輕軌東線抵達 A 區的首個站點時，仍會

比平時輕軌站高約 10 米，直接破壞南岸的門戶景觀。另一方面，贊成輕軌東線走地底的市民

擔憂隧道的滲水問題。輕軌東線方案顧問公司代表曾向強表示，建議輕軌隧道採用國內外廣泛

使用的盾構法興建，並在隧道外圍加防水層，防止地下水的滲入。同時，地底車站將設置足夠

的抽水泵及保障後備電力，確保車站不會因水浸而影響行車。何蔣祺又指，輕軌線網設計時或

多或少會考慮輕軌延伸線能否顧及整個城市的佈局。但目前輕軌東線與將來如何銜接仍屬於較

長遠的規劃，市民的意見將會記錄及交由顧問團隊作研。 

至於市民關注跨區交通會否升級不設紅綠燈的幹線，交通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表

示，現時部分道路承擔地區性的交通，亦承擔跨區功能，對交通運作不太理想，尤其離島日漸

發展，跨區交通有增長，亦需要理順。他稱，總規草案提出希望跨區創建道路層級，希望明確

把跨區道路及地區性道路功能分開，從而理順交通。日後跨區道路希望承擔較長距離、流量大

的功能，日後規劃亦有要求，比如道路不會設路邊車位，之後會在詳細規劃上再深化研究。 

亦有市民建議落實中央嚴控填海的主張，減少本澳的填海面積。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

示，中央對填海的管控嚴格，總規草案亦以盡量減少填海為大原則。現階段提出的填海面積

小，主要為澳門半島和 A 區之間的水道填海和機場填海兩部分，但均對交通及社區環境建設至

關重要。他並稱，填海涉及保育及發展，應該填多少均需要聆聽社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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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4  25/10/2020 濠江日報 

輕軌公司：建隧道不擋景觀 盾構法加防水層 

 

【特訊】總規及輕軌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昨日舉行，有居民質疑若東線走地底隧道，維修保養

費較走高架貴 1 倍，要求解釋為何不選擇建高架輕軌。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承認兩種設

計的造價及維修保養費差別很大，但因為東線輕軌橫跨內港及外港航道，對高架輕軌的高度有

限制，若建高架輕軌的站點會非常高，且會破壞南岸的門戶景觀，故只能選擇讓輕軌走地底隧

道。據了解，海事局建議若輕軌東線採用高架的方式，凈高至少約 30 米，若加上潮漲及其他

考慮則再增高至大約 35 米；若為 35 米的高架橋，當輕軌東線抵達 A 區的首個站點時，仍會

比平時輕軌站高約 10 米，直接破壞南岸的門戶景觀。另一方面，贊成輕軌東線走地底的市民

擔憂隧道的滲水問題。輕軌東線方案顧問公司代表曾向強表示，建議輕軌隧道採用國內外廣泛

使用的盾構法興建，並在隧道外圍加防水層，防止地下水的滲入。同時，地底車站將設置足夠

的抽水泵及保障後備電力，確保車站不會因水浸而影響行車。何蔣祺又指，輕軌線網設計時或

多或少會考慮輕軌延伸線能否顧及整個城市的佈局。但目前輕軌東線與將來如何銜接仍屬於較

長遠的規劃，市民的意見將會記錄及交由顧問團隊作研究。 

至於市民關注跨區交通會否升級不設紅綠燈的幹線，交通局交通規劃及建設廳代廳長蕭日鵬表

示，現時部分道路承擔地區性的交通，亦承擔跨區功能，對交通運作不太理想，尤其離島日漸

發展，跨區交通有增長，亦需要理順。他稱，總規草案提出希望跨區創建道路層級，希望明確

把跨區道路及地區性道路功能分開，從而理順交通。日後跨區道路希望承擔較長距離、流量大

的功能，日後規劃亦有要求，比如道路不會設路邊車位，之後會在詳細規劃上再深化研究。 

亦有市民建議落實中央嚴控填海的主張，減少本澳的填海面積。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表

示，中央對填海的管控嚴格，總規草案亦以盡量減少填海為大原則。現階段提出的填海面積

小，主要為澳門半島和 A 區之間的水道填海和機場填海兩部分，但均對交通及社區環境建設至

關重要。他並稱，填海涉及保育及發展，應該填多少均需要聆聽社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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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5  25/10/2020 澳門日報 

文化就是"文化旅遊"？ 

 

在"總規"諮詢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突然葡文媒體傳出當局計劃在科學館旁建設歌劇院，並

將該區變為文化和旅遊中心。不管這個傳聞是否屬實，對劇場工作者來說，也算不上什麼大喜

訊，正如上文提及，澳門公共文化設施最大的問題是分配不均，人口愈密集的社區中，文化設

施愈不足。正如"總規"草案諮詢文本中，提及的兩項公共文化設施："新城 A 區南端及路環荔

枝碗新增全澳性文化設施"，很難不讓人想到文化旅遊的傾向，到底這些設施真正面向的是觀

光客還是本地居民？澳門的藝術團體是否必須要迎合觀光客才可以有空間？為什麼一旦提到文

化、藝術，似乎在規劃者、政府眼中，都必須成為旅遊、文創項目？文化藝術自身就不具有價

值？ 

文本"概述"部分的"居住用地、都市更新"中，提到"為改善部分分區人口密度過高，土地利用分

佈不均，以及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總體規劃草案提出以都市更新的契

機，透過土地利用分配，重新規劃住屋、商業、公用設施、公共開放空間等，提升居民生活素

質，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而在"公用設施、社會配套"中又說，"鼓勵複合利用，持續優化公

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然而，文本"技術報告"卻仍然只

強調"新城 A 區南端及路環荔枝碗新增全澳性文化設施"，以及這兩個項目如何"創造更多文化

旅遊休閒元素"，而從"主要公共設施規劃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公用文化設施在"都市更新

優先發展區域"北區一和北區二中，幾近於零。那麼，"持續優化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

的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又從何談起？"文化"在這份規劃中，到底是不是等同"旅遊設

施"？社區居民與那些"全澳性文化設施"距離到底有多遠？ 

（"總規"有文化 · 下） 

踱 迢 

逢周日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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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6  25/10/2020 澳門日報 

（衆藝館）文化就是"文化旅遊"？ 

 

文化就是“文化旅遊”？ 

    在“總規”諮詢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突然葡文媒體傳出當局計劃在科學館旁建設歌劇

院，並將該區變為文化和旅遊中心。不管這個傳聞是否屬實，對劇場工作者來說，也算不上什

麼大喜訊，正如上文提及，澳門公共文化設施最大的問題是分配不均，人口愈密集的社區中，

文化設施愈不足。正如“總規”草案諮詢文本中，提及的兩項公共文化設施：“新城 A 區南端

及路環荔枝碗新增全澳性文化設施”，很難不讓人想到文化旅遊的傾向，到底這些設施真正面

向的是觀光客還是本地居民？澳門的藝術團體是否必須要迎合觀光客才可以有空間？為什麼一

旦提到文化、藝術，似乎在規劃者、政府眼中，都必須成為旅遊、文創項目？文化藝術自身就

不具有價值？ 

    文本“概述”部分的“居住用地、都市更新”中，提到“為改善部分分區人口密度過高，土

地利用分佈不均，以及公用設施、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總體規劃草案提出以都市

更新的契機，透過土地利用分配，重新規劃住屋、商業、公用設施、公共開放空間等，提升居

民生活素質，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而在“公用設施、社會配套”中又說，“鼓勵複合利

用，持續優化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然而，文本

“技術報告”卻仍然只強調“新城 A 區南端及路環荔枝碗新增全澳性文化設施”，以及這兩個

項目如何“創造更多文化旅遊休閒元素”，而從“主要公共設施規劃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發

現公用文化設施在“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北區一和北區二中，幾近於零。那麼，“持續優

化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又從何談起？“文化”在這

份規劃中，到底是不是等同“旅遊設施”？社區居民與那些“全澳性文化設施”距離到底有多

遠？ 

（“總規”有文化 · 下） 

 

N397  25/10/2020 大眾報 

政府承諾透過都更 增加舊區公共設施 

 

【特訊】總規與輕軌東線最後一場諮詢會上，有市民關注文娛抗體設施不足，亦有聲音再次表

達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工務局局長陳寶華指，總體規劃致力平衡城市發展和文化遺產保

護，對與文物相鄰的建築物作出適當限制，並會延續舊城區的城市肌理、建築風格、歷史人文

氛圍及景觀特色等。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引述指，總歸草案已劃出如醫院、大型體育館及游

泳館等公共設施區，社區中的住宅空間亦會設置各類公用設施，有關設計將在後續詳細規劃時

配合部門要求設置。就增加文化創意區的建議，麥達堯認為文創產業是政府發展多元經濟的其

中一個方向，總規已預留用地，待詳細規劃時再訂定細節。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回應市民對小型文化場所的需求時表示，澳門大型文化設施不

多，社區型或小型文化設施則較多。近年較受歡迎的社區設施包括沙梨頭圖書館及海事工房

等，局方利用靠近舊區社區的歷史建築進行活化利用，希望透過文化設施提供文化服務，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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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資訊或服務帶入社區。至於新區及未來文化設施分佈，會根據相關配置標準進行規劃

配置。對於居民反映文化設施及劇場受到的支援較少，蘇建明續稱，文化中心旁將建一座新的

黑盒劇場，佔地 2232 平方米，包含兩個分別可容納 140 及 160 人的小型劇場。該項目預計明

年完成設計，再交由工務部門建設。至於文遺保護的進一步控制及要求，需要詳細規劃階段再

作進一步分析及訂定。 

 

 

 

N398  25/10/2020 濠江日報 

政府承諾透過都更 增加舊區公共設施 

 

【特訊】總規與輕軌東線最後一場諮詢會上，有市民關注文娛抗體設施不足，亦有聲音再次表

達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工務局局長陳寶華指，總體規劃致力平衡城市發展和文化遺產保

護，對與文物相鄰的建築物作出適當限制，並會延續舊城區的城市肌理、建築風格、歷史人文

氛圍及景觀特色等。工務局城規廳長麥達堯引述指，總歸草案已劃出如醫院、大型體育館及游

泳館等公共設施區，社區中的住宅空間亦會設置各類公用設施，有關設計將在後續詳細規劃時

配合部門要求設置。就增加文化創意區的建議，麥達堯認為文創產業是政府發展多元經濟的其

中一個方向，總規已預留用地，待詳細規劃時再訂定細節。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回應市民對小型文化場所的需求時表示，澳門大型文化設施不

多，社區型或小型文化設施則較多。近年較受歡迎的社區設施包括沙梨頭圖書館及海事工房

等，局方利用靠近舊區社區的歷史建築進行活化利用，希望透過文化設施提供文化服務，或把

文化藝術資訊或服務帶入社區。至於新區及未來文化設施分佈，會根據相關配置標準進行規劃

配置。對於居民反映文化設施及劇場受到的支援較少，蘇建明續稱，文化中心旁將建一座新的

黑盒劇場，佔地 2232 平方米，包含兩個分別可容納 140 及 160 人的小型劇場。該項目預計明

年完成設計，再交由工務部門建設。至於文遺保護的進一步控制及要求，需要詳細規劃階段再

作進一步分析及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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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99  25/10/2020 市民日報 

總規諮詢期收逾二百份意見 

 

【本報訊】《澳門特區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期至 11

月 2 日結束，工務局指至今收到超過 200 份意見，呼籲公眾把握機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踴躍發

表意見。諮詢期完結後，當局將在 180 日內以書面方式發布分析報告。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諮詢開展至今收到的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區的土地用途、景

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都市防災等。在過

去的諮詢會中，也有市民關注到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她指總體規劃致力平衡城市發展和文化遺

產保護，對與文物相鄰的建築物作出適當限制，延續舊城區的城市肌理、建築風格、歷史人文

氛圍及景觀特色等。 

輕軌東線方面，蒐集的意見主要關注商業配套及未來線網的延伸規劃。多場諮詢會中，亦有意

見關注東線的造價和工期、預期客流量、站點安排，以及與沿線周邊住宅區和新城區的連接

等。在諮詢期結束後，輕軌公司將綜合分析各方建議，向政府提出符合社會效益的具體方案。 

陳寶霞指出，總規草案和東線方案兩個項目公開諮詢期至 11 月 2 日，至今已合辦了 7 場諮詢

會，政府期望公眾把握機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踴躍發表意見。市民可以透過填寫網上意見表，

或者填寫紙質意見表，各種方式提交的意見他們同樣重視。此外，市民在諮詢期間透過媒體等

渠道反映的意見，局方也會收集、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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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0  25/10/2020 華僑報 

約百名市民參加「城規」草案第四場諮詢會 關注環保文遺及景觀保護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及《輕軌東線方

案》昨日於馬交石炮台馬路卅三號五樓多功能廳舉行第四場公眾諮詢會，約一百位市民參加，

主要關注環境保護及生態、文化遺產及景觀保護、增設文化設施，以及公共開放空間和運動設

施等。 

 諮詢開展至今，在「總體規劃」方面收到超過二百份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區的土地

用途、景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都市防災

等。「輕軌東線」方面，大部份意見肯定興建東線有助緩解交通的作用，同時關注站點接駁、

商業元素、線網延伸等。 

 總體規劃方面，總體規劃平衡城市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育，延續舊城區的城市肌理、建築風

格、歷史人文氛圍及景觀特色；同時致力保護澳門具代表性及價值的景觀視廊與視域，建構

「山、海、城」景觀特色和城市格局，保護「澳門歷史城區」景觀視廊。公用設施方面，規劃

作全澳性且獨立佔地的公用設施區，鼓勵複合利用，持續優化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

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 

 輕軌東線方面，有意見關注東線選用地底方案的理據，以及地底方案的防水問題；輕軌公司

表示，倘若東線以高架形式興建，跨海段高架橋將橫跨內、外港航道，根據主管部門對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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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淨高的要求，再加上潮漲等因素，該段高架橋的高度最少要卅五米，而相連車站的高度比一

般高架車站亦會高約十米，建成後對本澳南門戶的景觀以及新城區的規劃都會有較大影響；同

時，高架方案受天氣因素制約較大，因此，建議東線採用地底方案。至於防水方面，研究顧問

補充，東線隧道在建設時會在隧道外圍加建防水層；車站亦會加設抽水泵以及獨立電力系統，

以確保車站的運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自九月

四日起至十一月二日展開為期六十日公開諮詢，期間合辦了七場諮詢會。政府呼籲公眾把握機

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踴躍發表意見。 

 特區政府重視公眾透過不同渠道發表的意見及建議，在公開諮詢完結後一百八十日內，土地

工務運輸局會分析相關意見及建議，並以書面方式發佈分析報告。在收到分析報告副本、總體

規劃草案及技術報告起六十日內，城市規劃委員會需要對規劃草案發表意見。而自收到城規會

意見之日起九十日內，土地工務運輸局會編製最終報告呈交行政長官，供行政長官就修改規劃

草案或完成編製規劃草案作出決定。 

 有關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的資訊，已分別上載至土地工務運輸局

（https://www.dssopt.gov.mo/zh_HANT/masterplan）及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lm.com.mo/tc/eastline.html）專題網頁。◇ 

 

N401  24/10/2020 論盡媒體 

發言市民多關注生態保育、城市景觀及社區文化設施 

 

政府今（24）舉辦最後一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發言市民多關注生

態保育、城市景觀以及希望政府多建文化設施讓文化活動可以在社區生根。 

約有 100 名市民出席今場諮詢，其中不少為學生。約有 30 名出席者表示有興趣發言，結果 21

名被抽中發言。生態保育、環保議題、城市景觀以及社區文化設施最為發言者關注。 

有發言市民要求政府交代未來綠化的空間、整減碳排方案，以及針對新發展區域的減排方案。

亦有市民指澳門最終須要處理自己生產的固體廢料，未來需要相應土地及設施處理固體廢料。

該市民又指，政府應監控城市日漸嚴重的污染問題。 

亦有市民批評總規沒有確保每個市民可以公平地接近綠地，也沒因應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災害

提出預案；而且對於澳門少有的山體亦沒有作出有效保育，任由疊石塘山部份地段列為住宅用

地；市民亦要求政府提出實質措施保育青洲山。有發言同學則要求政府保育濕地、增綠化空間

減空氣污染。 

數名市民發言關注澳門的城市景觀，指出東望洋山以及西望洋山周邊不應建高樓，確保澳門

山、海、城之間的獨特景觀。數名市民則要求政府考慮在每個社區設立文化設施，推行文化活

動。市民指出，每個社區都須設置專業、配備完善的文化場所配合表演藝術或相關文化活動，

讓文化植根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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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2  24/10/2020 論盡媒體 

工務局：至今收到逾 200 份總規意見 

 

政府今（24）舉辦最後一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工務局局長陳寶霞

在會上表示，由諮詢期開展至今收到超過 200 份有關總規的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區的

土地用途、景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都市

防災等。 

陳寶霞又指，在過去的諮詢會中，也有市民關注到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而針對「輕軌東線」方

面，蒐集的意見主要關注商業配套及未來線網的延伸規劃；亦有意見關注東線的造價和工期、

預期客流量、站點安排，以及與沿線周邊住宅區和新城區的連接等。在諮詢期結束後，輕軌公

司將綜合分析各方建議，向政府提出符合社會效益的具體方案。她又呼籲公眾把握機會，在諮

詢期內繼續踴躍發表意見。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自 9 月 4 日起至 11

月 2 日展開為期 60 日公開諮詢，期間合辦了 7 場諮詢會，其由四場是公眾諮詢會。 

 

N403  26/10/2020 澳門日報 

環保組織倡減少海護生態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提出，在保護海域和生態環境的前提下規劃近岸填海，包括計劃在澳門

半島東北側及機場擴建填海。民間環保組織廣州珠灣人和生態環境研究中心(CECA)表示，國務

院已發文嚴控新增圍填海造地，澳門城市規劃宜與國家協調，盡可能取消或減少填海。主張粵

港澳三地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合作。 

中心引述國家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片省界水體水環境品質狀況"的通報，指出珠澳交界

的洪灣水道、澳氹大橋附近水域、十字門水道水質長期四、五類，填海恐加劇水質惡化程度。

據統計，大灣區七個沿海城市填海總數達三百四十九個，總面積約為三萬公頃。 

累積影響被忽略 

中心認為，珠三角各城市的海洋功能區劃，只考慮自身管轄的海域，沒有考慮周圍其他城市海

洋功能區劃的影響，故生態環境的累積性影響一直被忽略。現時珠江口海域生態空間已不足，

澳門應具有全域思維，綜合考慮珠江口海域利用現狀，減少填海規劃。 

籲慎水道機場 

中心指出，澳門半島東北側規劃的填海區域目前是濱海濕地，生境良好，為鷺鳥等生物提供棲

息地和豐足的食物。若填海造地，原有自然風貌將消失，沿岸生物棲息地將遭到破壞；即使規

劃為綠地，但高生態功能的自然景觀亦將轉變為低生態功能的半自然或人工景觀，恐因小失

大，建議禁止該處填海。 

澳門機場擴建的規劃填海區域，現時長着大片紅樹林，有高度的生物多樣性，是良好的海岸防

護林帶，填海將帶來巨大生態損失。建議禁止在該處填海，或避開現存的紅樹林並進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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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回應 A 區旁水道及機場擴建填海時表示，總規草案的大原則亦是盡量減少填海，形容當

局提出的填海區域審慎且面積小，水道及機場填海關係着社區環境及對外交通建設。呼籲居民

對填海宜填多填少發表意見。另外，政府已向中央申請放棄新城 D 區填海，以置換水道填海。 

 

 

 

N404  26/10/2020 澳門日報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是個甚麼樣的命題？ 

 

澳門特區政府於本年九月四日起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

簡稱《總體規劃草案》）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開諮詢，收集廣大市民的意見和建議，諮詢期截

至十一月二日。由於城市規劃是關乎全體市民生活之大事，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在諮詢期結束

前建言獻策，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城市建設出一分力。 

澳門地少人多，屬全球高人口密度的城市。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顯示，截至二○一九

年，澳門總人口為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人，年增長約一萬五千人，而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澳門的

土地面積由十七點四平方公里擴展至三十二點九平方公里（不包括澳門大學新校區）。人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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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增長反映着城市成長的步伐，也意味着城市需要創造更好的條件以實現持續發展。這份

《總體規劃草案》是澳門有史以來第一份關於總體城市發展的規劃藍圖，是對城市發展需要的

積極回應。老實說，筆者對此充滿期待，因為或多或少，這也算是對過去隨意和雜亂無章的城

市發展說永不再見了！ 

《總體規劃草案》在諮詢文本中（第六頁）明確提出城市的發展定位：結合"國家、區域及自

身"三個層次，以便確立澳門未來城市發展定位，配合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大灣區聯

動建設，做好開發橫琴的文章，為澳門居民打造美麗家園。這個城市發展的定位符合國情和區

情的需要，並且嘗試在"國、區、城／澳門"一體的概念上，為澳門／澳門人在如今有限的空間

上尋求外在的突破，也為澳門居民"走出去"的流動性（mobility）提供了機遇。這種發展趨勢

實在情理之中，但澳門如何能在回應宏觀大格局發展的同時，又能達到建設"美麗家園"的願景

呢？這正是筆者關心的議題，即澳門在區域經濟和文化維度上，展示出澳門"和而不同"的特質

和身份認同。 

談到諮詢，坊間絕大部分的意見和建議集中於城市的物理條件和建設硬體上，例如：多建一條

橋，或是通過填海造地等，嘗試從增加用地面積、空間，或是改變／改善原有空間的角度去思

考，這是正路的想法，但不應該是唯一的思路。一個城市的規劃不只是道路、建築物和活動的

場所等物理條件的增刪，而是應該通過重組和改造以體現空間的公義（spatial justice），並且

能夠折射出城市的個性、歷史、文化沉積，乃至身份認同等等。然而很明顯，現時的《總體規

劃草案》是一種技術層次的諮詢，並沒有對城市規劃的原則和理念有所涉獵和說明，有捨本逐

末之感。技術重要嗎？當然重要，但技術只是達成理想或願景的手段而已，最重要的還是願景

啊！ 

當然，作為教育工作者，對於這個草案，筆者心裡是有些不是滋味的，主要是因為文本中的技

術委員會缺少了教育界的參與。澳門特區自回歸以來打着"教育興澳"的施政方針，對教育大力

支持和發展，從正規教育至持續進修，倡導的就是終身學習的理念。城市空間是一個生活和教

育的場所，無論是固有教育場地的設施，乃至城市景觀和休閒的設施都與教育息息相關。以二

○一九年非高等教育階段的各項數據為例，非高等教育的學生有七萬七千九百九十九人，教師

人數有六千九百五十二人，其分佈於澳門各大小社區，當中又涉及多少個家庭呢？單從這一數

字來看，教育界是一個龐大的持份者了。筆者相信，作為城市總體規劃，以現時社會對教育的

重視程度而言，教育界應該要在規劃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 

黃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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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5  26/10/2020 市民日報 

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另類建議 

 

總規劃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增加和善用土地，總規劃草案在千呼萬喚下出爐並得到社會各界的

熱烈反應和表達意見。主題式的城市規劃格局是資源的整合和利用，落實建設宜居社區環境和

配合國家大策略的框架，促使我們除了考慮城市內部空間外，還要關注配合外部環境變化。 

今次總體規劃草案針對土地利用布局、居住用地、經濟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設

施、基礎設施、文化遺產、城市景觀、都市更新和都市防災等範疇提出主要的規劃構想，並附

有圖文並茂和數據供大眾參考，從報章報道和各有關單位主導的論壇，媒體報道已經覆蓋了很

廣的領域和內容，建議良多，值得城規部門以科學、理性分析而修繕……惟有一個非常值得大

家跳出思維框框而作考量的建議，……就是將填海 C、D 兩區建造成澳門中心公園，環顧全世

界知名的八大公園，計有美國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加拿大溫哥華市的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美國三藩市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新加坡公園（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加拿大滿地可皇家公園

（Montreal Mount Royal Park）、西班牙巴塞隆拿奎爾公園（Spain Barcelona Park 

Guell）和中國北京北海公園（Beihai Park），這些公園不但提供了廣闊的綠化環境，各有各

的特式，還帶著多年來累積的歷史背景和人民的集體回憶，極具代表性，值得借鏡。 

回顧澳門有著 400 多年的中歐文化融合滋長特性，加上近 20 年回歸祖國後的超速經濟發展而

成舉世矚目的旅遊娛樂博彩城市，新建築群的數量、質素、特色，經濟投資回報堪稱奇蹟，若

加上超凡的構思建造一個以環保設計，可持續發展概念，利民、健體、新思維設施的公園，此

將會是一大突破！成為世界九大公園之一。 

除了是個羅曼蒂克，破繭思維和膨脹思潮的觸動，在現實條件和邏輯的論點考慮下有如下論述

順序表達，以供各愛澳門愛祖國市民大眾參與，思考討論和提供真知卓見。 

一、C 區填海工程已到最後階段和成型，大眾對實體的體量和構思將建造的低密度建築群已有

感兩岸視線將受到障礙和影響，實在是太可惜了！澳門半島與氹仔優美的一河兩岸觀感，日夜

視線和航道的收窄，實在令人痛心。特區政府早前建議不填 D 區，將土地面積補填在 A 區，

以增加其綠化面積比，此論調也引起漣漪回應，實在值得再深度的考量。 

二、若將 C、D 區改建成澳門中心公園，原計劃的可建住宅面積不高，可用以下述的其他方法

填補，不會是損失，填海建公園也並非不可能和不可行，技術上是確定的，價值將會是如世

遺、文化等的量值，而且更有環保上的貢獻，非簡單數據可比。 

三、建議的澳門中心公園位置是最適合的，因為它是在整個澳門的中心位置，視覺上的綠化享

受，將為一河兩岸的所有建築群，素描了極有分量的綠化環境。在公園設計中，會考慮水文科

學等，配上小河，縱橫交錯的理念更可以作為 C、D 區公園設計時的主題之一，另外的配套設

施，如下沉或戶外演奏區、雀鳥區，單車徑和戶外設施等等內容，建議舉辦世界性的設計邀

請，篩選最佳作品，增加此公園之聲勢，在旅遊範疇上增加內容。 

四、建議的公園也佔據航道重要位置，能淡化一般高密度城市建築群的包圍觀感，沒有任何建

築物能媲美自然植物的四季時令美態和顏色，對環保、空氣質量的貢獻，猶如澳門市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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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氹仔北區–1（C 和 D 區）佔地約 0、9 平方公里，該區原設計規劃為綠色低碳社區，並留

設大、小潭山的山體景觀視廊，強化「山、海、城」景觀特色。規劃建設與珠海的「十字門水

域區域合作樞紐」，並構建「一河兩岸合作軸帶」。若加上澳門中心公園就更加相得益彰，以

內湖沿岸綠帶、濱海綠廊為元素，並通向迂迴於中心公園內的行人/單車專用徑，建成有效有

質量的綠色低碳區。由於 C、D 區不建設住宅，對市政設施、道路、交通更加簡單，因為公園

人流交通與一般商住小區交通時間用量不同，是最能減低交通設施的要求。濱海綠廊有限的長

度和寬度若聯合中心公園一起設計，將會達到一級標準。 

六、建造一個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公園一定需要有適量的地塊面積、地理環境、資源配套、時機

等的吻合因素，綜合以上論點，在今次總體規劃草案實有認真考慮此澳門中心公園的必要。 

七、至於城規內的 C、D 區所建議的住宅面積和單位數量不大，是低密度的理念，故此在如下

的籌建住宅建議中有所解決。 

八、澳門的城市規劃與大灣區和橫琴有密切關係，無論在交通配套、出入兩地的關卡手續便捷

與否、民生配套、醫療、教育、稅務等等，都息息相關，互相牽制或互補，視乎軟硬件的無縫

配合，則達到中央政策和澳門總城規的目標和要求。 

在民生最關注的居住問題，橫琴已建成或籌建中的住宅小區和市政配套，因為是新區開發和政

策上的支持，已到近乎完善的階段，只要澳門與橫琴 24 小時簡易程序通關（智能設施的普

及）和兩地車的無障礙過關，其路程便捷比到路環還要短，房價亦是澳門普羅大眾所能接受，

現時住宅供應充足，馬上可解決一大部分需求。 

九、至於對澳門的房地產市埸，亦不會有大的衝擊，因為澳門本土住宅小區有其本土風情特色

和提供不同的住宅氛圍，供應另一類買家入住，政策上的調整和安排，乃跟隨中央的策略。是

比填海、覓地、收回公地、計劃、申請修改城規、承建等等有效快捷得多。 

十、擴大了的 A 區，由於是新填海區，新的規劃自由度高，建造地下商城配上交通、行人專

道、市政設施的隧道網是最理想的規劃，解決了地面的各類交通矛盾，地面上可規劃住宅小

區，理想地建造綠化區、緩步徑、單車徑等等利民的康樂設施，由於將商業區建設在地下層的

商業街，A 區在地面上的建築群覆蓋率和高度會比草案擬定的減少，在整體觀感上都有優化的

作用。 

結論： 

城規若能配合政策，靈活處理，在大框架下定案再細化修繕，當能有效迅速上馬，以科學數據

支持細化工作，澳門將有更美好環境、更美麗和綠化的城市。 

澳門建造業環境保護學會副主席 楊道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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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6  27/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城促會促盡早推出《總規》方案 

 

 

 

 

N407  27/10/2020 論盡媒體 

【來論】還要再沙漠化多久，才醒覺已無海岸綠洲？ 

 

【來論】還要再沙漠化多久，才醒覺已無海岸綠洲？ 

2020 年總規及輕軌東線諮詢 新聞檔案╱來論╱築城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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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婷婷（劇場工作者） 

時間：2020 年 10 月 27 日 1:01 

「大家都知道，澳門是個文化沙漠……」 

學期中，戲劇欣賞課過了一半。Mid-term 的 Group Report Presentation 環節才剛開始，便

聽到一組又一組同學用「澳門是個文化沙漠」來形容他們的土地。 

表情管理下，心裡一針針拮得是血…… 

有同學以<澳門戲劇是一個行業嗎？> 來進行資料蒐集報告，概括地把政府投放多少資源進文

化事業，和未來廿年的城規中忽視文化藝術基建的考慮，來談「行業」能成與否；報告引起了

班上不少的討論，不經意帶出了他們年青的心聲。作為文化工作者，雖然聽著一粒粒「沙漠」

字詞不無心痛愧疚，但心裡還是欣慰：有年青人開始學著理解，又願意去梳理脈絡，與更多年

青人分享，其實就是種灌溉。你們就是綠洲，只是小苗小草尚未成蔭，所以還未自覺。 

和樹木有關的總是時間，no one can rush a tree to grow. 

但我們可以引發更多的關注去灌溉。以下分享一些個人與其他文化工作同儕相討後，對城市總

體規劃(2020-2040)草案的淺見以作討論，望多指教。 

「公用設施」籠統歸類，用地卻只撥一成？ 

這份未來廿年的城規草案表示，公用設施將佔土地使用率的 10%（廿年後總面積 36.8 平方公

里的一成，即約 3.68 平方公里），當中包括了「康體、教育、醫療、文化、社會服務和市政

服務」。以網上現有記錄的公開資料粗略計算，上述功能的大型單獨設施，大概共計找到現行

佔地為 2.15 平方公里 （36.8 平方公里的 5.8%。計算已包括草案表示的澳門大學與各大專院

校、醫療用地、體育館、軍營、監獄、墳場等等，詳見註釋），而當中的文化設施比例相當

少，不足 0.14%。奇怪的是，雖已將如此籠統的範疇橫向歸類，為何現行佔地還未見達到

6%？多出的 4%會如何於 20 年內，興建出甚麼樣的大型基建項目「填數」呢？ 

文化無用？ 

值得關注的是，文化藝術的份還得與各大「醫、體、教、社福、市政」設施競爭土地。在鄰近

地區的都市規劃研究中，公共設施區與文教區會各成一項作專門策劃；在澳門即使如此混為一

談，公共設施亦未足其數。作為澳門市民，非常驚訝於文化事業在政府班子眼中的無關痛癢。 

文化藝術事業不只有文創產品，還包括極需深耕的、本地市民真正的文化藝術工作。不以市場

或經濟導向為目標，而是以提升整體人民文化質素為目標而推動的文化工作，是真正展露本地

人文風景的底氣。為提升城市的文化體質，適當的場地設施必不可少。 

澳門的年青人都稱這片土地為「文化沙漠」，可見未來二十年的文化補救工作實在刻不容緩；

然而文化藝術設施、劇場（包括官辦及協助民營於各區的各種大小型表演藝術場所）和以啟發

「創造」為目標的共用空間等等均未見提及於草案之中，一直以圖書館、社區中心等被動式的

休閒場地充當文化設施的全部工作；文化遺產亦無見於活化利用，來推動新的創意生產，只用

於旅遊推廣，讓澳門整體文化進程停頓，宛如坐享其成的富二代，而屬於這個世代的文化藝術

專業培養和推動建設卻一籌莫展，可見政府對文化事業方面的理解粗疏遺漏，未與世界文明接

軌。既然把澳門宣傳為文化之城，促請當局認真看待，別以 10%這種粗疏的賬面計算敷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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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加入能真正深耕本土文化藝術事業的建設，在人口結構日益複雜的當下，認真看待愈見被

忽略、模糊化的城市文化素質問題。 

「旅遊娛樂區」神秘的數字「13」 

總規諮詢文本表示，未來旅遊娛樂區用地將佔 13%。據政府建設發展辦公室的資料記錄，路氹

城填海區面積為 620 公頃（6.2 平方公里）。單是這片現行的旅遊娛樂區面積，若以 2020 年

澳門總面積 32.9 平方公里計算，已佔 18.8%。雖然路氹城內包含如體育館、小型賽車場和科

技大學等公用設施及擬設商業區，但佔地最大的，都是撥入「旅遊娛樂區」的酒店娛樂跨國企

業和路氹高爾夫球俱樂部。很好奇在城規草案圖表中，再計上澳門的旅遊娛樂區，和路環另一

片「更大更神秘」的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廿年後旅遊娛樂區要縮減成“13”這個比較溫和的

百分比，要如何「造」得到呢？更莫說 13%本身已高於公用設施的比率。（編按：根據總規諮

詢文本的「土地使用」規劃，旅遊娛樂區將佔 36.8 平方公里的 13%，即約 4.784 平方公里；

商業區則佔 4%，即約 1.472 平方公里） 

濕地與路環水利 

在現行草案中，澳門的天然海岸線一直消失，濕地亦未能與鄰近珠海橫琴等地區聯繫保育，生

態系統命懸一線。 

路環市區的水災防洪工程未見起色，然而未來廿年人口更趨老化，每次水淹居民都要自求多

福，災前災後只能互相照應。兩岸填海造地水潮氾濫，廿年規劃還不見當局加快腳步，關注水

患問題。在所謂世界文化旅遊城市的澳門，便於遊客的輕軌工程大刀闊斧，風災害民的內在水

利卻乏善可陳；草案亮麗地提及「延續路環舊市區小街廓的城市肌理特色」，似乎重點都落在

消費文化，沒有消災解難。 

何時才醒覺已無綠洲？ 

筆者比較關心草案對文化藝術的忽視與旅遊娛樂工業的神奇佔地比例，但相信裡頭還有不少離

奇古怪的數字，幸在諮詢會上聆聽到更多市民對城市及環境保育、康體設施規劃等等的質疑。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澳門居民，真正關心的議題。 

這份造價 1100 萬、工期 365 天的城規草案，決定了很多澳門人未來廿年打拼、安居、育兒或

養老的命運。無論如何，希望和大家一起來多關注這片土地的今生來世。 

還要再沙漠化多久，我們才醒覺已沒有海岸綠洲？ 

註： 

現行公用設施用地的粗略計算中，已包括以下網上能及的項目總面積： 

文化類設施——文化中心、澳門博物館、鄭家大屋 

市政類設施——氹仔市政墳場、孝思墓園、伊斯蘭墳場、新西洋墳場、駐澳部隊氹仔營區及新

口岸營區、路環監獄、九澳新監獄 

教育類設施——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科技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城市大學（舊澳大校

區）、逸園狗場用地、科學館 

醫療類設施——仁伯爵綜合醫院、離島醫院 

體育類設施——澳門蛋、氹仔運動場、奧林匹克游泳館、國際射擊中心、保齡球中心、網球中

心、工人體育館、塔石體育館、綜藝館、路環小型賽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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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8  28/10/2020 濠江日報 

加強宣傳完善城規 

 

規劃期長達 20 年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60 日公開諮詢期即將結束，當局稱已收到超過 200 份

意見，主要關注居住區及商業區的土地用途、景觀限高、綠地及公共空間區、近岸填海、職住

平衡、社區配套設施、交通及都市防災等。城市總體規劃與輕軌東線方案一併打包諮詢，一定

程度上分散了居民的關注焦點，而且為期 60 日的諮詢期相對於長達 20 年的城市規劃，諮詢時

間顯然較為倉促，期望當局在隨後長達一年的總結和諮詢專業意見期間，加大宣傳力度，廣納

民意，完善規劃，造福子孫後代。 

20 年的超長時間跨度，中間變數相當大，或會令人無所適從。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拖

垮世界經濟，即是明證。城規諮詢期間各界發表的意見更多涉及分區詳細規劃，而「詳規」是

下一步工作。按照「城規法」規定的時間表，城市總體規劃需要立法後實施，總城規草案進行

60 日諮詢，隨後顧問公司在 180 日內進行總結報告，之後最多 60 日讓城規會發表意見，最後

顧問公司在 90 日內進行最終報告，預計明年 9 月將總體規劃報告呈交行政長官。當局指出，

爭取明年尾至後年初完成總規立法，18 個分區詳細規劃則未有時間表。 

總規諮詢更多涉及未來土地使用，描繪發展藍圖，屬於「頂層設計」。鑑於諮詢時間短，再加

上輕軌東線「攪局」，諮詢效果有待觀察。2014 年生效的「城規法」屬於框架性法律，鑑於

總規未能出台，分區詳細規劃無法展開，不單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更令收回的大量閒置土地

無法規劃用途，一直用於「養草」。總規應結合「澳門五年發展規劃」和「第四空間」構想，

高瞻遠矚為未來 18 個功能分區的詳細規劃打好基礎。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屬於框架性法律，概念性比較強。當局可加大宣傳力度，以更加接地氣的語

言文字，向市民作出介紹，鼓勵各界發表意見，官民共同為建設快樂美麗家園出主意、想辦

法。政策諮詢配合深入民心的宣傳，廣泛聽取各界意見，方可消除由外地人規劃本地發展的不

利因素，避免重演「土地法」甫一立法即叫苦不迭的情況。鑑於城市規劃的專業性較強，特區

政府可聽取專業界別意見，參考國際先進城市的發展經驗，譬如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方案，完善

澳門中長期城市規劃。 

城市規劃須重視科學合理性，官員不能閉門造車，譬如火葬場規劃設置地點。早前工務局官員

指厭惡性的「鄰避設施」，大原則是希望遠離民居，集中設置在東面區域，會在專項研究時再

確定選址，城規草案預留 3 成 3 土地面積用於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足夠興建火葬場或其他基

礎設施。2018 年當局嘗試在氹仔沙崗墳場內興建火葬場，當時受到當區居民極大反對從而暫

緩計劃，現時擬在東面人工島和機場南邊區域規劃興建火葬場等鄰避設施，規劃的主要依據是

與民居稍有距離。澳門屬海洋性季風氣候，以東風和東南風為主，火葬場規劃在人工島，明顯

是亂搞。官員須以科學合理作為規劃出發點，廣泛聽取社會意見，共建快樂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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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9  28/10/2020 正報 

工聯青委認同城市總規有助本澳發展 

 

【特訊】日前，特區政府完成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並

正進行公開諮詢。儘管澳門特區成立以來高速發展，但很多地區在未有完備的規劃下就已經發

展起來，不同區域的各自發展導致出現不均衡狀況。城市規劃是本澳居民應該重視的大事，工

聯青委"琉璃議院項目組"日前就上述草案進行探討，以提高年青人對於本澳未來規劃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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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議院項目組"召集人陳凱風、成員馮越洲表示，作為現代化城市，城市規劃是必須的。澳

門未來的城市發展已不可能僅僅集中在經濟層面，更應在由政府、工商業界和社會各階層組成

的多元化利益結構中取得平衡。 

政府透過公開諮詢形式收集意見，值得肯定，但建議宣傳力度可再加強，多走進社區宣傳和收

集意見，並透過不同階層和界別的社會團體作定向諮詢。此外，鑒於城規涉及居住用地、經濟

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設施、文化遺產等多個範疇，資訊分佈零散，部分甚至可能

沒有公開，故政府也宜提供更豐富的配套資訊，以支援社會各界可容易檢視草案中的各項設定

及根據。此外，政府也宜在草案中提及相應預算，以評估有關開支是否可以負擔或值得負擔。 

結合會議上所討論，今次城規為澳門未來二十年制訂藍圖，能看到政府用心準備，佈局及分區

規劃可取，草案提出將澳門分為十八區亦有一定合理性，整份草案穩定有序，但仍有可能未顧

及之處。當中，對於一直存在的房屋、交通問題，以及養老、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的未來規劃，

未見有針對性的具體規劃。尤其預視來來新區人口的增長，跨區交通將面對更嚴峻境況，對於

車輛數量與軌道交通的控制與發展，宜有前瞻性考慮。 

在房屋方面，雖然已劃出兩成多土地作為居住區，預計能夠在數字上滿足未來人口住房需求，

但仍需考慮青年、夾心階層等的購置能力，也要重視解決博彩業社區化問題的空間；而職住平

衡則營造了一個美好的願景，但尚未見到具體的可操作方案。 

總體而言，城市總規對澳門的未來意義非凡，尤其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角度考慮，文本內

容已彰顯特區政府的決心。相信政府在收集意見後將能去蕪存菁，為後續的城市規劃工作打好

堅實的基礎。 

 

 

 

N410  28/10/2020 市民日報 

工聯青委：城市總規有助本澳發展 

 

【本報訊】特區政府日前完成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並

正進行公開諮詢。儘管澳門特區成立以來高速發展，但很多地區在未有完備的規劃下就已經發

展起來，不同區域的各自發展導致出現不均衡狀況。城市規劃是本澳居民應該重視的大事，工

聯青委「琉璃議院項目組」日前就上述草案進行探討，以提高年輕人對於本澳未來規劃的關

心。 

「琉璃議院項目組」召集人陳凱風、成員馮越洲表示，作為現代化城市，城市規劃是必須的。

澳門未來的城市發展已不可能僅僅集中在經濟層面，更應在由政府、工商業界和社會各階層組

成的多元化利益結構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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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透過公開諮詢形式收集意見，值得肯定，但建議宣傳力度可再加強，多走進社區宣傳和收

集意見，並透過不同階層和界別的社會團體作定向諮詢。此外，鑑於城規涉及居住用地、經濟

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設施、文化遺產等多個範疇，資訊分布零散，部分甚至可能

沒有公開，故政府也宜提供更豐富的配套資訊，以支援社會各界可容易檢視草案中的各項設定

及根據。此外，政府也宜在草案中提及相應預算，以評估有關開支是否可以負擔或值得負擔。 

結合會議上所討論，今次城規為澳門未來 20 年制訂藍圖，能看到政府用心準備，布局及分區

規劃可取，草案提出將澳門分為 18 區亦有一定合理性，整份草案穩定有序，但仍有可能未顧

及之處。 

當中，對於一直存在的房屋、交通問題，以及養老、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的未來規劃，未見有針

對性的具體規劃。尤其預視來來新區人口的增長，跨區交通將面對更嚴峻境況，對於車輛數量

與軌道交通的控制與發展，宜有前瞻性考慮。 

在房屋方面，雖然已劃出兩成多土地作為居住區，預計能夠在數字上滿足未來人口住房需求，

但仍需考慮青年、夾心階層等的購置能力，也要重視解決博彩業社區化問題的空間；而職住平

衡則營造了一個美好的願景，但尚未見到具體的可操作方案。 

總體而言，城市總規對澳門的未來意義非凡，尤其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角度考慮，文本內

容已彰顯特區政府的決心。相信政府在收集意見後將能去蕪存菁，為後續的城市規劃工作打好

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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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1  28/10/2020 力報 

助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婦聯冀總規重視性別和兒童視角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將於下周一（11 月 2 日）結束，諮詢文本提出要建設宜

居社區環境，同時提出 18 個規劃目標，包括優化公共及基礎設施、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

等。身兼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婦聯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的庄玲玲期望，未來城市總體規

劃能更重視性別和兒童視角，利用大數據做好性別和人口結構預測工作，以更好考慮不同群體

對公共空間的需求，提升居民生活獲得感，構建兩性平等發展。 

庄玲玲稱，男女平等是促進我國社會發展基本國策，據統計局資料顯示，預計至 2036 年本澳

婦女人口將近 42 萬，佔預測總人口 52.1%，反映婦女是澳門社會城市建設和發展不可或缺的

力量，城市規劃若充分重視性別視角，將進一步推動婦女參與社會建設、經濟、文化等的積極

性，進一步發揮婦女獨特優勢，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柔性智慧。 

針對未來本澳城市規劃，庄玲玲建議邀請婦女居民和組織參與，運用「性別主流化」觀點實踐

「性別平權．全面發展」的理念；利用明年人口普查契機，重點收集與人口和家庭相關數據，

以預測人口結構發展趨勢，規劃適合本澳不同群體的公共設施建設，提升公共空間的安全和舒

適度，更大程度體現兩性的平等共用。 

 

 

 

649



 

N412  28/10/2020 濠江日報 

冀總規重視性別及兒童視角 

 

【特訊】特區政府正在進行公開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提出，要建設宜居社區環境，同時提出十

八個規劃目標包括優化公共及基礎設施、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等。身兼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

會委員、婦聯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庄玲玲期望，本澳未來的城市總體規劃能更重視性別和兒童視

角，利用大數據做好性別和人口結構預測工作，以更好考慮不同群體對公共空間的需求，提升

居民生活獲得感，構建兩性平等發展的澳門美好家園。 

男女平等是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庄玲玲指，把性別意識納入社會發展和決策的

想法，早於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中已前瞻地提到，更被聯合國確

定為促進性別平等的全球戰略。她引述統計局資料指，當局預計至 2036 年本澳婦女人口將近

42 萬，佔預測總人口 52.1%，反映婦女是澳門社會城市建設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故

城市規劃若充分重視性別視角，將進一步推動婦女參與社會建設、經濟、文化等的積極性，進

一步發揮婦女獨特優勢，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柔性智慧。 

庄玲玲指，在包括婦聯在內的社會各界推動和特區政府的重視下，本澳社會的性別友善程度愈

來愈高，婦兒會亦於 2019 年發佈首份《澳門婦女發展目標》（下稱《目標》），從不同領域

關注各階層婦女的需要及發展，相信將更有效推動澳門婦女在新時代下再建新功。她認為，

《目標》和總體城規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把性別平等的意識納入為城市管理的主流，作為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來考慮，以分析、評估城市規劃對兩性產生的影響，將讓兩性獲得更平等的生

活空間和發展機會。 

針對未來本澳的城市規劃，庄玲玲提出三點建議，包括：一、建議本澳未來的城市規劃應結合

《目標》提出的各方面，更多邀請婦女居民和組織參與，聆聽民意，運用「性別主流化」觀點

實踐《目標》「性別平權全面發展」的理念；二、利用明年人口普查的契機，重點收集與人口

和家庭相關仔細數據，以便前瞻預測未來人口結構發展趨勢，規劃適合本澳不同群體的公共設

施建設，更大程度體現兩性的平等共用，讓居民出行和生活中有更好的體驗；三、提升公共空

間的安全和舒適度，如減少建造「空間死角」等讓人難以發現的隱蔽和封閉空間，以減少和預

防性犯罪的發生。完善道路、斑馬線與人行道連接處改造為坡形，方便居民嬰兒車出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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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3  29/10/2020 濠江日報 

冀政府重視城市總規主流民意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將於 11 月 2 日結束，新澳門學社理事長甘雪

玲、副理事長陳樂琪、蘇嘉豪及理事林納麟昨日到工務局提交意見書。學社強調，公眾非常重

視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

保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政府核准總體規劃時，須尤其重視有關願景，並以此為指導

方針，致力讓居民未來生活變得更優質、後代更堅定選擇在本澳安心立命。 

學社指出，作為本澳首份法定總體規劃，其關乎城市永續發展命運，故全程積極投入，派員參

與全部 7 次諮詢專場，並舉辦內部討論會、新聞發布會，及多次透過網上節目平台發表意見。

然而，特區換屆對草案編製的連貫和協調不足，尤其是於公開諮詢展開後數日，才透露正向中

央申請不填新城 D 區，卻無提供相關科學理據及改動對草案的影響評估，令公眾發表意見時無

所適從，甚至可能因涉及《城市規劃法》所指的「作出重大修改」而要將諮詢推倒重來。學社

要求政府應及早作出決定，盡可能縮減所耗費時間，爭取早日核准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總體規

劃，緊接展開制定詳細規劃的工作。 

學社又批評，草案宣稱要積極建設智慧城市，但開放政府數據此一核心元素卻無體現於草案，

其中政府始終無提供總體及分區人口需求現況和預測數據，為免更多開發和填海也不足以應對

人口爆煲，學社敦促政府應同步制定長遠的人口總體規劃，更嚴格管控外來人口無限增長，城

市總體規劃須與之配合，按現有及可預見土地資源，科學評估容納多少居住人口才能達致宜居

標準。此外，政府也無提供各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用地需、及各產業類型及其用地需求和佈局

的現況和預測數據，因此，學社對南灣 CD 區的政府設施區、新城 B 區及氹仔原海洋世界土地

的商業區不予認同，有關珍貴資源應真正還地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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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社也提出了多項意見，包括大幅增加綠地休憩空間及生態保護區的比例，以完整、大

片空間代替僅建設狹長海濱綠廊等；串連南灣 CD 區、南西灣湖及新城 B 區建設城市永續休閒

新地標，並制定嚴格的西望洋山周邊區域建築限高，確保西望洋聖堂與舊大橋間的景觀完整

性；將原海洋世界土地劃作永久的綠色海濱休憩空間；將疊石塘山原超高樓項目土地劃為不可

都市化地區，確保路環山體完整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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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4  29/10/2020 正報 

學社交總規意見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即將結束，新澳門學社強調，公眾非常重視提

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

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政府核准總體規劃時，須尤其重視有關願景，並以此為指導方

針。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在下星期結束。

(https://reurl.cc/v1oDnj) 公開諮詢文本的內容，既不能確保主教山現有景觀不受破壞 

(https://reurl.cc/VX76jR)，也不能確保路環不再出現大型住宅樓宇 

(https://reurl.cc/LdV37L)。 

昨午，新澳門學社前往土地工務運輸局提交意見書。(https://reurl.cc/R1841g) 記者提出，在

保護主教山和路環方面，新澳門學社是否沒有更多可以做的？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直選議員

蘇嘉豪表示，學社在公開諮詢的框架表達了意見，就算沒有百分百，都做了「八八九九」。 

「在守護山海城、守護路環，甚至守護澳門下一代的行動或運動，不止於過去兩個月的公開諮

詢。這次公開諮詢在十一月二日完結，不代表行動或運動完結。」蘇嘉豪表示，在諮詢文本

中，有相當多危機、暗湧，需要在議會裡、社會行動上繼續跟進。 

蘇嘉豪又表示，二零一五年，新澳門學社提出「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

育」，備受民間批評。二零二零年，從公開諮詢會、來自網絡等輿論，都可見到「宜居休閒、

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育」就是「主流民意」。他提醒，政府不要低估民意的進步，應

該積極吸納。 

記者追問，學社今次的工作做了「八八九九」，有百分之幾的信心可以保護主教山和路環？蘇

嘉豪稱：「我們有基本信心，可以盡力守著路環，以及澳門半島南岸的山海城。」他表示，有

信心主流民意可以在諮詢總結報告呈現。並提出，只有新澳門學社，或個別圈子去努力是不足

夠的，仍需各方繼續施壓。 

蘇嘉豪也批評，編製諮詢文本的顧問公司，既不熟識澳門，又全用民間口號 (如：永續發展)，

卻沒有在諮詢文本體現出來。而且，今次諮詢缺乏數據，尤其是人口估算的數據；他提出，政

府需要制定長遠的人口總體規劃，嚴格控制外來人口的無限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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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5  29/10/2020 澳門日報 

學社遞交城市總規意見書 

 

【本報消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將於下周一結束，新澳門學社理事長甘雪

玲、副理事長陳樂琪、蘇嘉豪及理事林納麟昨下午向工務局提交意見書，強調宜居休閒、綠地

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政府核准總規時須重視並以此為指導

方針。 

蘇嘉豪表示，政府於公開諮詢展開後數日才透露正向中央申請不填新城 D 區，卻無提供相關科

學理據及改動對草案的影響評估，令公眾發表意見時無所適從。學社要求政府爭取早日核准最

符合公共利益的總體規劃，緊接展開制訂詳細規劃的工作。又敦促政府制訂長遠的人口總體規

劃，科學評估容納多少居住人口才能達至宜居標準。此外，學社也不認同南灣 CD 區的政府設

施區、新城 B 區及氹仔原海洋世界土地的商業區。 

學社也提出多項意見，包括大幅增加綠地休憩空間及生態保護區的比例；串連南灣 CD 區、南

西灣湖及新城 B 區建設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並制訂嚴格的西望洋山周邊區域建築限高；將原

海洋世界土地劃作永久綠色海濱休憩空間；將疊石塘山原超高樓項目土地劃為不可都市化地

區，確保路環山體完整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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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6  29/10/2020 華僑報 

「新澳」遞城規意見書 

 

【特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將於十一月二日結束，新澳門學社理事長甘雪

玲、副理事長陳樂琪、蘇嘉豪及理事林納麟昨到工務局提交意見書。學社強調，公眾非常重視

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

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政府核准總體規劃時，須尤其重視有關願景，致力讓居民未來

生活變得更優質、後代更堅定選擇在本澳安心立命。 

 特區換屆對草案編製的連貫和協調不足，尤其是於公開諮詢展開後數日，才透露正向中央申

請不填新城Ｄ區，卻無提供相關科學理據及改動對草案的影響評估，令公眾發表意見時無所適

從，甚至可能因涉及《城市規劃法》所指的「作出重大修改」而要將諮詢推倒重來。學社要求

政府應及早作出決定，盡可能縮減所耗費時間，爭取早日核准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總體規劃，緊

接展開制定詳細規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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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7  28/10/2020 論盡媒體 

學社促政府重視城市總規主流民意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公開諮詢期將於下週一 (11 月 2 日) 結束，新澳門學社今日到工務局

提交意見書。學社表示，從公開諮詢會以及來自網絡等輿論，都可見到宜居休閒、綠地休憩、

環境保護、景觀保育就是澳門社會的主流民意，政府不要再低估民意的進步，在核准總體規劃

時應該積極吸納。 

學社又指出，特區換屆令城市總規草案編製的連貫性和協調性不足，尤其是於公開諮詢展開後

數天，才透露正向中央申請不填新城 D 區，但沒有評估對城市總規諮詢方案的影響，亦無提供

科學理據，令公眾發表意見時無所適從，做法亦可能觸發城規法的規定，要把諮詢推倒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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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社副理事長、直選議員蘇嘉豪批評，編製諮詢文本的顧問公司，既不熟識澳門，又全用民間

的口號，例如：永續發展，就沒有在諮詢文本體現出來。而且，諮詢文本缺乏數據，尤其是人

口估算的數據；他促請政府製定長遠的人口總體規劃，嚴格控制外來人口的無限增長。 

另外，保護主教山景觀和路環山體成為今次公開諮詢的焦點，有傳媒問及新澳門學社是否沒有

更多可以做的？蘇嘉豪回應稱，學社在公開諮詢的框架表達意見，就算沒有盡百分百努力，都

有「八八九九」。他指，在諮詢文本中，有相當多危機、暗湧，需要在議會裡、社會行動上繼

續跟進，「守護山海城、守護路環，甚至守護澳門下一代的行動或運動，不止於過去兩個月的

公開諮詢。這次公開諮詢在十一月二日完結，不代表行動或運動完結。」 

 

N418  30/10/2020 訊報 

釐清文化價值，植根社區 重視居民文化權，避免門面化及地標化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城

市總體規劃（2020 至 2040）》草案之回應及建議 

 

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立價值，無需依附於旅遊娛樂、文創產業或文物建築而存在； 

文化，應該植根於社區生活，不是由上而下的地標式建築。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至 2040）》制訂本澳未來二十年的土地用途與空間佈

局，對澳門未來文化發展影響巨大。本會希望從文化觀點向「總規」草案作以下回應及建議。 

• 釐清文化政策與文化設施的關係 

「文化設施」與本地文化藝術發展密切相關，「文化設施」的規劃必須以立足當下，遠眺未來

的文化政策為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成立的首要宗旨為「協助制定並執行文化政

策，以及推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文化發展規劃」，且同時為《城市規劃法施行細則》「跨部門

委員會」之一員。本會建議文化局能公開說明未來二十年文化政策與「總規」草案的關係，並

釐清文化並非附屬於旅遊娛樂、文創產業與文物建築的獨立價值。 

• 公佈「公用設施」中文化設施的比例與佈局原則 

是次「總規」草案中，將文化設施歸入「公用設施」中，與康體、教育、醫療等設施同屬一

類。本會對此表示贊同，文化與教育、醫療等皆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權利，「城市規

劃」必須保障市民大眾的參與、接觸文化藝術的「文化權」，然而本會希望「總規」能進一步

展示以下的細節，以清晰其概念︰ 

1. 「公用設施」中文化設施的比例； 

2. 相關比例參照之數據及其來源； 

3. 相關文化設施是否符合不同文化藝術領域的專業需求。 

三、保留社區級文化設施用地，保障居民文化權 

2015 年澳門特區政府進行「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當時諮詢文本中已清

楚標示新城中的「城市級文化設施」及「社區級文化設施」，然而在是次「總規」草案中，將

文化設施歸入「公用設施」，文化設施的概念、分類與比例均變得含糊不清。文本中只強調

「新城 A 區南端建設城市級地標性文化設施」及「外港區–2 的文化中心附近以及路環區的荔

枝碗船廠片區規劃城市級文化設施」，而社區級文化設施則從未提及，加上草案「概述」中

「7、居住用地、都市更新」提到「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土地利用分配，重新規劃住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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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用設施、公共開放空間等，提升居民生活素質，強化城市多核心發展。」可是作為草案

提出需優先作「都市更新」的「北區 1」和「北區 2」，在「主要公用設施規劃示意圖」中亦

沒有標示出任何文化設施。令人擔心在三項大型的地標式文化設施之外，未來二十年本澳社區

文化設施已被排除與遺忘。 

再看「新城 A 區南端建設城市級地標性文化設施」及「外港區–2 的文化中心附近以及路環區

的荔枝碗船廠片區規劃城市級文化設施」皆設於城市的外沿，與社區相隔，而「地標式」設施

將必對周邊地區帶來「貴族化」的效應，增加了社區居民接觸文化藝術的成本，有違草案中對

「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之期許（74 頁）。 

故此，本會希望「總規」可保留足夠的社區文化設施用地，以保障居民的文化權。 

• 文化設施「地標化」、「門面化」無助本地文化發展 

文化作為人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它自身的價值不必附屬於旅遊娛樂、文創產業與文物

建築。文化應先植根於居民社區生活中，讓本地藝術家的作品更容易與社群作互動。然而文本

中多次強調「地標式」、「創造更多文化旅遊休閒元素」的「城市級文化設施」，卻沒有提及

任何「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具足的社區文化設施，有著文化只能依附旅遊娛樂而存在

的傾向。 

同樣作為「公用設施」，我們不會刻意製造「地標式的醫療設施」或「地標式教育設施」，即

使國內外有不少知名學府成為一個地區的地標，亦因為本身已培育出大量享譽國內外的人才，

並非依靠由上而下「打造」的「地標式」設施。在「總規」草案諮詢還未結束之時，葡文媒體

又報導政府打算於文化中心旁邊蓋建歌劇院的消息，不禁令人疑問，到底澳門文化發展需要更

多「地標式」、「門面式」的文化建設，還是應該將資源更合理地運用於本地藝術工作者的培

育項目上？ 

「社區級文化設施」在「總規」草案缺席，只剩下「地標式」、「創造更多文化旅遊休閒元

素」的「城市級文化設施」，一如有餐桌沒廚房，只能靠「外賣」。一方面未能有足夠空間培

養本地藝文工作者，另一方面亦令文化設施依附於旅遊發展，未能彰顯及發揮本身獨有的文化

價值，更未能優先服務本地居民，諮詢文本中「發展定位」的「區域定位」與「自身定位」則

只屬空談。 

結語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至 2040）》以「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 

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為規劃目標，以「為澳門居民打造美麗家園」為「自身定位」。「快

樂」、「智慧」、「美麗」等都屬於不可量化的概念，唯文化最能體現其存在與否，期望特區

政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 至 2040）》中，能夠釐清文化價值，讓文化植

根社區、重視居民文化權，避免門面化及地標化，真正讓澳門成為「文化永續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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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19  30/10/2020 訊報 

總規未見分佈指標 未來文化設施在哪兒？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自諮詢以來受到不少質疑，當中包括公用設施的分佈及覆蓋率不明。公眾諮

詢會上亦有市民指出，總規草案未見社區文化設施，反而側重「文化地標」，擔心令社區居民

接觸文化藝術的成本增加，也令文化地標周邊地區「貴族化」。 

本地文化組織「澳門劇場文化學會」日前舉辦「劇讀沙龍」，探討總體規劃中的文化想像。出

席嘉賓、澳門劇場製作人陳詩琪認為，文化設施應貼近社區，而澳門欠缺文化政策，有感現時

文化被邊緣化，「永遠有事比文化重要。」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指出，文化設施在總規草案中屬

「公用設施」，當中沒明確訂定其比例為多少，意味着將來設立的「公用設施」不一定是文化

設施。 

「公用設施區」佔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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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設施佔多少？ 

在是次總規草案中，文化設施屬「公用設施區」範圍。在之前的諮詢會中，政府曾表示，居住

區中也可設公用設施，並非只有「公用設施區」才有。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指出，「公用設施

區」包括康體、教育、醫療、文化、社會服務、市政服務等，「即將來可以是表演場地，也可

以是街市。」而且根據條文，各類區域大多只訂明「不兼容工業」，「即商業區能否有住宅？

沒說不可以。居住區能做商業嗎？沒說不可以。我懷疑公用設施區也能用來建樓——它沒說不

可以。」而如果條文沒有明確定明，今天官員口頭說的在將來不一定會能兌現。「居住區也可

以有文化設施，但包含了在哪裡，屆時是否真的有呢？是沒有人能保證的。」 

對於總規草案文本中提到「公用設施區」將佔土地使用比例 10%，林翊捷認為，這一成當中有

多少屬文化設施尚不確定，「能否佔這一成中的一成，也是一個謎，因為有很多其他設施競

爭。」例如離島醫院、橫琴澳大、南灣 C、D 區的行政區等等，都屬於「公用設施」，加上舊

城區已很密集，並非畫了規劃圖就可以有設施，認為這很難在短時間內做改變。他又笑言，其

實不用太在意百分比，「（新城）Ｄ區不填，（土地面積的）分母已不同了。」 

設施能否遍地開花 

讓藝術扎根社區？ 

對於文化設施的分佈，澳門劇場製作人陳詩琪也表示關注。她指，現時澳門的文化設施不足，

而今次總規草案中提到的皆是地標性的文化設施，例如在新城 A 區南端建設城市級地標性文化

設施、荔枝碗船廠片區等，「我看不到有表演場地的講法。」而每次提到文化設施，政府總回

應指文化中心旁邊已正在建黑盒劇場。她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人均綠地面積除應有一定大

小外，也應於居民的 300 米的範圍之內，認為文化設施應參考，「這是可達性問題。」她擔

心，如把文化設施放得很邊緣，會讓居民對文化藝術產生距離感，「覺得文化永遠都很遙遠。

如居民覺得文化與自己無關，你要發展這產業、行業時，你怎樣把這件事和居民的生活聯繫起

來？是有困難的。」 

她表示，不反對有地標性文化設施，但認為應不只需要有地標性文化設施。她又提到，當年提

出「活化工廈」政策令工廈空間的租金飛升，不少民營藝術空間因而結束。如將來慕拉士大馬

路、提督馬路一帶的工業大廈要改成商業區及居住區，現存於這些空間的藝團應怎辦？「如要

去到北安，那對產業發展將有很大影響。試問你要觀眾去這地方，（藝團）排練要去這地方，

其實不是很方便大家，它不能融入生活，就變成邊緣化再邊緣化。」 

陳詩琪又認為，如想發展藝文行業，或希望居民生活有更豐富的選擇時，應要讓居民在日常生

活開始能夠接觸到藝術，而非一年只有一次大活動。而若要令文化藝術可以扎根社區，駐點非

常重要，「因為有駐點才會聚人，才能延伸發展出很多不同活動，然後有社群的營造，這自自

然然會凝聚一班人去參與，甚至居民會覺得文化重要。無論將來是文化消費或對文化的重視、

認為在社會上有價值，而我暫時看不見整個規劃中有提升文化價值的空間，反而是（文化）逐

漸被邊緣化。」 

文化城市該有的 

總規有願景嗎？ 

而對於是要先有文化設施，還是先有文化政策，陳詩琪認為，應是兩者同步，「因為是配

套。」林翊捷指出，看不到整個特區政府的政策有貫徹在今次城市總規的文本當中，認為如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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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此政策，就應貫徹到城市空間的每一部分。「如這是旅遊城市，有些東西應要有，如這是

一個文化城市，有些東西應要有，但現在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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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0  30/10/2020 訊報 

社區文化設施未有承諾 總規如何實現「文化永續之城」？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自公開諮詢以來，質疑不斷。爭議之一是其中並未

有提出每區的公共設施覆蓋率，難以為之後的詳規訂定標準。 

工務局於 10 月 23 日的新聞稿提到，澳門的公用設施分為全澳性及社區性：全澳性公用設施為

一些需要獨立佔地且服務全澳居民的公用設施（例如大學及運動綜合體），社區性公用設施則

以服務當區居民為主，而社區性的公用設施，「主要考慮當區的人口數量及實際服務需要，將

根據總體規劃提出的指導性要求，參考各權限部門的相關標準，於詳細規劃階段作具體設

置」。新聞稿又提到，在詳細規劃階段，新城區的規劃將根據人口或服務半徑等標準設置各類

社區性公用設施以及其比例。 

然而，當中提及的設施有衛生中心、教育設施、街市、公共圖書館、社區家庭服務中心等，未

有明確包括表演場地、展覽場地等設施。誠然，《城規法》中並未要求要設立有關設施，但如

總規欠缺文化願景而未有相關配備，澳門未來要發展文化事業顯然會容易受限，要成為「文化

永續之城」是否只會成為口號？各區居民的文化權利又可如何得到保障？值得我們共同思考。 

 

 

 

 

N421  30/10/2020 訊報 

還要再沙漠化多久 才醒覺已無海岸綠洲？ 

 

「大家都知道，澳門是個文化沙漠……」 

學期中，戲劇欣賞課過了一半。Mid-term 的 Group Report Presentation 環節才剛開始，便

聽到一組又一組同學用「澳門是個文化沙漠」來形容他們的土地。 

表情管理下 

心裡一針針拮得是血…… 

有同學以<澳門戲劇是一個行業嗎？> 來進行資料蒐集報告，概括地把政府投放多少資源進文

化事業，和未來廿年的城規中忽視文化藝術基建的考慮，來談「行業」能成與否；報告引起了

班上不少的討論，不經意帶出了他們年青的心聲。作為文化工作者，雖然聽著一粒粒「沙漠」

字詞不無心痛愧疚，但心裡還是欣慰：有年青人開始學著理解，又願意去梳理脈絡，與更多年

青人分享，其實就是種灌溉。你們就是綠洲，只是小苗小草尚未成蔭，所以還未自覺。 

和樹木有關的總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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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 can rush a tree to grow. 

但我們可以引發更多的關注去灌溉。以下分享一些個人與其他文化工作同儕相討後，對城市總

體規劃(2020-2040)草案的淺見以作討論，望多指教。 

「公用設施」籠統歸類，用地卻只撥一成？ 

這份未來廿年的城規草案表示，公用設施將佔土地使用率的 10%（廿年後總面積 36.8 平方公

里的一成，即約 3.68 平方公里），當中包括了「康體、教育、醫療、文化、社會服務和市政

服務」。以網上現有記錄的公開資料粗略計算，上述功能的大型單獨設施，大概共計找到現行

佔地為 2.15 平方公里 （36.8 平方公里的 5.8%。計算已包括草案表示的澳門大學與各大專院

校、醫療用地、體育館、軍營、監獄、墳場等等，詳見註釋），而當中的文化設施比例相當

少，不足 0.14%。奇怪的是，雖已將如此籠統的範疇橫向歸類，為何現行佔地還未見達到

6%？多出的 4%會如何於 20 年內，興建出甚麼樣的大型基建項目「填數」呢？ 

文化無用？ 

值得關注的是，文化藝術的份還得與各大「醫、體、教、社福、市政」設施競爭土地。在鄰近

地區的都市規劃研究中，公共設施區與文教區會各成一項作專門策劃；在澳門即使如此混為一

談，公共設施亦未足其數。作為澳門市民，非常驚訝於文化事業在政府班子眼中的無關痛癢。 

文化藝術事業不只有文創產品，還包括極需深耕的、本地市民真正的文化藝術工作。不以市場

或經濟導向為目標，而是以提升整體人民文化質素為目標而推動的文化工作，是真正展露本地

人文風景的底氣。為提升城市的文化體質，適當的場地設施必不可少。 

澳門的年青人都稱這片土地為「文化沙漠」，可見未來二十年的文化補救工作實在刻不容緩；

然而文化藝術設施、劇場（包括官辦及協助民營於各區的各種大小型表演藝術場所）和以啟發

「創造」為目標的共用空間等等均未見提及於草案之中，一直以圖書館、社區中心等被動式的

休閒場地充當文化設施的全部工作；文化遺產亦無見於活化利用，來推動新的創意生產，只用

於旅遊推廣，讓澳門整體文化進程停頓，宛如坐享其成的富二代，而屬於這個世代的文化藝術

專業培養和推動建設卻一籌莫展，可見政府對文化事業方面的理解粗疏遺漏，未與世界文明接

軌。既然把澳門宣傳為文化之城，促請當局認真看待，別以 10%這種粗疏的賬面計算敷衍了

事，加入能真正深耕本土文化藝術事業的建設，在人口結構日益複雜的當下，認真看待愈見被

忽略、模糊化的城市文化素質問題。 

「旅遊娛樂區」神秘的數字「13」 

總規諮詢文本表示，未來旅遊娛樂區用地將佔 13%。據政府建設發展辦公室的資料記錄，路氹

城填海區面積為 620 公頃（6.2 平方公里）。單是這片現行的旅遊娛樂區面積，若以 2020 年

澳門總面積 32.9 平方公里計算，已佔 18.8%。雖然路氹城內包含如體育館、小型賽車場和科

技大學等公用設施及擬設商業區，但佔地最大的，都是撥入「旅遊娛樂區」的酒店娛樂跨國企

業和路氹高爾夫球俱樂部。很好奇在城規草案圖表中，再計上澳門的旅遊娛樂區，和路環另一

片「更大更神秘」的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廿年後旅遊娛樂區要縮減成「13」這個比較溫和的

百分比，要如何「造」得到呢？更莫說 13%本身已高於公用設施的比率。（編按：根據總規諮

詢文本的「土地使用」規劃，旅遊娛樂區將佔 36.8 平方公里的 13%，即約 4.784 平方公里；

商業區則佔 4%，即約 1.472 平方公里） 

濕地與路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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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草案中，澳門的天然海岸線一直消失，濕地亦未能與鄰近珠海橫琴等地區聯繫保育，生

態系統命懸一線。 

路環市區的水災防洪工程未見起色，然而未來廿年人口更趨老化，每次水淹居民都要自求多

福，災前災後只能互相照應。兩岸填海造地水潮氾濫，廿年規劃還不見當局加快腳步，關注水

患問題。在所謂世界文化旅遊城市的澳門，便於遊客的輕軌工程大刀闊斧，風災害民的內在水

利卻乏善可陳；草案亮麗地提及「延續路環舊市區小街廓的城市肌理特色」，似乎重點都落在

消費文化，沒有消災解難。 

何時才醒覺已無綠洲？ 

筆者比較關心草案對文化藝術的忽視與旅遊娛樂工業的神奇佔地比例，但相信裡頭還有不少離

奇古怪的數字，幸在諮詢會上聆聽到更多市民對城市及環境保育、康體設施規劃等等的質疑。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澳門居民，真正關心的議題。 

這份造價 1100 萬、工期 365 天的城規草案，決定了很多澳門人未來廿年打拼、安居、育兒或

養老的命運。無論如何，希望和大家一起來多關注這片土地的今生來世。 

還要再沙漠化多久，我們才醒覺已沒有海岸綠洲？ 

註：現行公用設施用地的粗略計算中，已包括以下網上能及的項目總面積： 

• 文化類設施——文化中心、澳門博物館、鄭家大屋 

• 市政類設施——氹仔市政墳場、孝思墓園、伊斯蘭墳場、新西洋墳場、駐澳部隊氹仔營區及

新口岸營區、路環監獄、九澳新監獄 

• 教育類設施——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科技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城市大學（舊澳大校

區）、逸園狗場用地、科學館 

• 醫療類設施——仁伯爵綜合醫院、離島醫院 

• 體育類設施——澳門蛋、氹仔運動場、奧林匹克游泳館、國際射擊中心、保齡球中心、網球

中心、工人體育館、塔石體育館、綜藝館、路環小型賽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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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2  30/10/2020 訊報 

在未來城市發展藍圖中「文化」位置何在？ 

 

自九月四日開始，澳門市民苦等多年的首份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終於出台，並向公眾進行六十日

公開諮詢。然而，細閱整份草案諮詢文本，卻只有更多疑慮，尤其是有關文化的部份。 

有關未來的城市規劃，不管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旅遊產業的角度、兒童青少年教育的角度、生

活質素提升的角度，文化不只有其一席之位，而且皆起著重要作用。試想想任何施政範疇中如

沒有了「文化」，我們的城市會變成怎樣？正因其如此重要，文化需要建立制度來維護、來規

劃，才得以與其他範疇並駕齊驅，相互起作用。文化的持份者，並不是只有藝術從業人員，更

是每一位澳門市民，而推動文化發展、保障每位市民的文化權利，正是政府的責任，然而為

何，在這總體規劃文本中，有關「文化」的規劃卻影蹤難尋？！ 

文化規劃只停留在「遺產保護」？ 

在規劃草案的「策略性指引」中（P.8/37) ，提及「文化」的只有三條： 第（三）條：提高城

市發展與環境、文化及海域利用之間的協調及相容性； 

第（五）條：劃定不可都市化地區及相關土地用途，對具自然價值及資源、景觀、考古、歷史

或文化價值而在一般情況下不可發展的空間設定限制； 

第（九）條：透過合適的城市規劃，保護文化遺產，延續歷史人文氛圍及景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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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文化所牽連的施政範疇很廣，實質內容也很多，更是深入生活的每一個環節，環環相

扣，有著千絲萬縷的細節，因此十分需要在全盤的規劃中去思考、去落實，才免於出現成本高

昂、冗長而無實質成效的施政。就如中央圖書館的選址問題，拖沓了兩屆特區政府都搞不定，

從 2002 年政府提出興建藍圖，2007 年敲定舊法院作為新中圖選址，2016 年政府公佈建造費

用預估高達九億，再次引來社會議論紛紛，批評其浪費社會資源並有利益輸送之嫌。然而即使

如此，不管社會的各種質疑，中標的建築公司設計費用仍然高達一千八百六十八萬。今年新一

屆特區政府決心一錘定音，終結這十多年的紛擾，重新定址在塔石愛都，同時亦以此活化這具

歷史價值的建築，推翻上任司長一意孤行要拆毀的決定，本來這是對社會爭議的積極回應，但

特區政府在這十多年間花費其上的資源如此高昂，猶如倒錢落海，對這些重大施政失誤，政府

又有何檢討？對市民又作過何種交代？ 

既已交了這麼貴的「學費」，應當明白文化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之事，規劃不當後果可以非常

嚴重，今屆政府在推出城市總體規劃這令市民大眾引頸期待之施政時，為何仍然缺乏周全的文

化考量？這實在令人費解。 

文化設施分佈不均的問題仍未正視 

比起 2015 及 2011 年的新城規劃諮詢，這一次的諮詢文件提及「文化設施」的內容更少得可

憐，只在 P.76 中第（一）中提及將「規劃於東區－2 的新城 A 區南端建設城市級地標性文化

設施」，「並於外港區－2 的文化中心附近以及路環區的荔枝碗船廠片區規劃城市級文化設

施，以優化及增添文化藝術場館、圖書館、博物館等」。雖然也提及在未來詳細規劃階段時會

「合理檢視、規劃及優化現有文化設施」，但有關這些文化設施的規劃、優化的目標為何？針

對什麼問題而有此規劃？有關當局是否認知到哪些文化設施最為迫切？哪些設施對未來發展較

重要？現時又有哪些不足需要檢視？這些均隻字未提。 

文本中提及將增設文化設施的地方為新城 A 區南端、文化中心附近等，但一直以來，對文化設

施需求最大的，其實是人口密集居住，有著大量兒童及青少年的地區，如黑沙環、青洲、筷子

基、台山，還有氹仔、石排灣等地，除了氹仔和石排灣有較具規模的圖書館，其他地區連像樣

一點的文化設施都沒有，這些問題當局有否正視？在城市規劃中有否體現？ 

為何規劃中只強調要興建「城市級」、「地標性」的文化設施，卻對一直以來文化設施分佈不

均的問題隻字不提？而且忽略基本的文化設施的建立？那些「城市級」、「地標性」的文化設

施指的到底是什麼？是只有「文化藝術場館、圖書館、博物館」嗎？他們又是何種類型和內

容？符合現時和未來的文化需求嗎？當局又是根據何種指標認為我們需要這些設施？增加的數

量怎樣才算適合？與新增人口的比例為何？現時文本中在「文化設施」這一點上並沒有任何實

質數據，公眾又如何能比較和評估這樣的規劃是否合理？ 

有關未來的文化發展指標、方向和願景等，文本中也是隻字未提。 

原有文化區規劃變成「新商業區」 

在 2015 年時，《論盡》曾報道當時那一輪的新城規劃諮詢中，政府已削減了原來 2011 年時

所規劃的文化用地：新城 A 區南端「文化建築群」消失了，原本標示「旅遊文化設施」的土

地，變成了「公用設施」； 原新城 B 區的「旅遊文化區」則被偷換成豪宅用地。 

五年後，政府推出的城市總體規劃文本中，沒有獨立列出各項規劃的用地比例，只是以文字來

「描述」該區規劃，使一切變得極為含糊、避重就輕，讓市民根本無從進行比較，難以發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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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這次文本中，新城 A 區南端仍然提及會「建設城市級地標性文化設施」，但同樣沒有比

例，不知其比重為何，也沒有提及是哪些設施；而原新城 B 區，在今次總規中包進了「外區－

2｣ （P.53、P.92） ，雖然當中沒有提及豪宅，但也沒有說不會興建新的住宅項目，而且還增

加了一大片「新商業區」的建設，「與周邊旅遊娛樂區協同發展」，以及「沿海地區新發展項

目」（P.92），構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而在 2011 年規劃中的文化用地並沒有再提及，

只提到了文化中心附近原有的設施，並沒有任何資料提及將有新的文化設施，相信從前規劃中

文化用地的大幅削減已成事實。 

文化的未來在哪裡？ 

在城市總體規劃推出諮詢的同時，文化局也在九月十日公佈了多項新的文化規劃項目。在此當

下，應可視為對城市未來文化發展的一些方向，尤其當中兩項：益隆炮竹廠舊址局部臨時開放

計劃 及 荔枝碗船廠片區局部活化利用 。 

目前公佈的資料不多，但從中可以看到文化局對這兩處地點「打造」的用心：主要介紹將在內

增建的文創市集、公園休憩區，昔日手工業展示館等，充份配合澳門旅遊城市的主旋律，以及

政府主力推動的文創發展。在這些資料中，文化局稱將保留益隆炮竹廠內的建築物和原有佈

局，但對於船廠片區卻未有提及在活化過程中將保留什麼，拆掉什麼，改建什麼，也沒有談及

將如何展示歷史和地方價值，如何挖掘並深化其文化歷史意涵，與周邊地區的連結為何。使人

擔憂的是，我們或許將增加了一兩個讓人「到此一遊」的旅遊景點，但卻永遠失去了原有的文

化和地方面貌——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失去了福隆新街、大三巴周邊、關前街、瘋堂新街等地

方的，還有南灣湖——這些地方長年在推的文創項目到底是什麼貨色，相信心水清的市民大眾

早已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因此實在沒有理由不讓人感到擔憂。 

然而，這就是這個城市文化發展的未來嗎？歷史場所只能主題公園化，文化只剩下觀光化的出

路嗎？希望這個總體規劃草案，能帶出我們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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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3  30/10/2020 市民日報 

合理布局打造宜居宜行環境 

 

本澳地少人多，人口高度密集，土地資源匱乏，導致公共基礎設施用地不足、停泊車位緊缺、

道路狹窄等問題，一直困擾著本澳整體城市特別是舊區發展，影響居民生活便利性及遊客體驗

度。早前，當局針對上述問題草擬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

並就此進行公開諮詢以凝聚社會共識。 

過去因人地矛盾不凸顯，多年來本澳各區都處於相對自由的發展狀態。但經過近幾十年特別是

回歸後 20 年突飛猛進的發展，本澳人口不斷增長，城市功能亦隨之增加，過去的城市布局與

區域劃分已經難以適應現時社會發展需要。目前本澳各區域中，有的區域人口過度密集、相關

生活配套設施卻嚴重不足，有的區域在產業集中及功能聯動性方面還有待完善，有的區域則出

現了居住與商業發展相衝突的問題。而未來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居民生活工作需求的不斷提

升，以及社會產業經濟發展的更新升級，相關問題對本澳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制約和影響還將

進一步惡化。因此，很高興看到城規草案終於出台，相信在總體規劃的指引下，澳門各區能夠

實現統籌規劃、科學布局，進一步優化城市空間功能與格局，為居民生活、產業升級奠定可持

續健康發展的基礎。 

居住問題作為民生重項，在今次規劃草案中得到充分體現。草案針對本澳現有城市區域及功

能，按土地主要用途及使用功能的優先性，將土地劃分為居住區、商業區、公共設施區等種

類；同時，根據產業布局劃分了 3 類主要的經濟產業用地，即商業區、工業區和旅遊娛樂區。

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要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政策，實現居住區優化職住平衡，青

洲、氹仔、石排灣等小區規劃研究增加新的居住用地，並因應居民生活需求，提供更多生活配

套及休憩設施，從而逐步緩解現有部分地區人口密度偏高的情況，提升綜合居住環境、打造宜

居新區的發展目標。 

根據草案「產業布局示意圖」，目前氹仔中心區只有極少部分旅遊娛樂區，大多數是居住區，

日後發展方向亦是在該區研究增加新的居住用地，並根據需要增加生活必要的公共設施及服務

配置。對於無論是人口密度還是用地已處於較飽和狀態的氹仔中心區來說，未來新居住用地及

相關公共設施用地的增加，必然導致公共空間及資源的逼仄、緊缺。而區內現有的極少部分旅

遊娛樂區有 3 間酒店，在旺季時已經帶來了大量的人流車流，可見未來該區內居民與旅客、居

住用途與旅遊娛樂產業發展，在公共資源方面的爭奪還將進一步加劇，令他們擔心日後氹仔中

心區是否能夠實現城規草案中規定的發展宜居社區目標。 

目前氹仔中心區的布局中，以 3 間酒店形成的旅遊娛樂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產物，當時的氹

仔中心區尚未成為主要居住區，也就不存在居住用途與產業發展的矛盾。但經過多年的發展，

目前的氹仔中心區已然成為本澳三大居住區之一，日後還將更進一步打造成為宜居社區，坐落

於其中的旅遊娛樂區不僅妨礙區內居民的生活便利性、不能為該區域的主要功能作出貢獻，亦

一定程度上影響旅客體驗度以及相關產業發展升級。 

城市規劃的最終目的，是要理順城市肌理，令城市發展更加以人為本的同時，還能為產業發展

創造條件。而今次的規劃草案事關本澳未來 20 年，甚至其影響力可能延伸至更為長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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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必要從現在開始就打下堅實基礎，為日後各區域實現功能最大化、本澳整體社會的可持

續健康發展做好充足準備。 

因此，當局未來在規劃氹仔中心區布局時，應以區域主功能與次類功能是否能夠相互配合、協

同共促發展為前提，全盤考量現有區域規劃，將氹仔中心區打造成為完善、全面的居住區，為

區內增加居住用地、配套公共設施預留充足土地，為居民宜居、安居奠定基礎。與此同時，緊

鄰氹仔中心區的路氹新城區則被規劃為旅遊娛樂區，故此可考慮將現時氹仔中心區的旅遊娛樂

區遷移至該區，令該區的旅遊娛樂元素更為集中的同時，亦能夠加強本澳支柱產業的聯動性與

配套性，更好地發揮協同效應，助力「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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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4  31/10/2020 澳門日報 

傳新協促保路環山體完整 列生態保護區 明確 CD 區限高 

 

【本報消息】《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草案的公開諮詢至下周一結束，傳新澳門

協會昨日上午舉行記者會，發表對兩項諮詢的意見。 

總規方面，協會促請政府將疊石塘山田畔街地段與相鄰的路環山體一併明確劃成"生態保護區

"，保護路環山體的完整性；明確南灣湖 CD 區各地段的詳細建築限高，維護西望洋山至嘉樂庇

大橋的視覺聯繫。 

記者會昨日上午十一時在傳新協會會址舉行，由理事長林宇滔、副理事長甄慶悅主持。林宇滔

表示，政府在諮詢期間，突然提出"棄 D 區改填 A 區水道"的建議，該建議至今未獲中央正式批

覆，存在不確定性。 

質疑 D 區填海規劃 

但總規草案已把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間的水道區域，規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同時保有

D 區填海規劃。認為倘中央不批准水道填海，又或同意不填 D 區，均屬《城規法》所指的"重

大修改"，須重新公開諮詢總規。 

林宇滔認為，若在沒有任何水文分析的情況下不填 D 區，不排除 C 區與 E 區間的水域會有淤

塞或其他問題；又質疑原計劃用作 D 區填海的惰性廢料如何處理。主張任何新填海或不填已規

劃區的決定，都必須科學分析、有替代方案減少整體影響，而非按官員喜好隨意增減。 

總規草案建議把面積逾五點六萬平方米的路環疊石塘山地段規劃為居住區，引起社會嘩然。 

林宇滔直言，疊石塘山開發為居住區，勢必會大面積挖山體，破壞生態，與《城規法》第四條

的"保護環境原則"，及居民普遍主張把路環作為市肺的理念相違背。促請該區劃為生態保護

區，確保山體的完整性。 

保西望洋視角景觀 

南灣湖 CD 區限高六十二點七米的規劃，亦引起不少公眾擔憂。林宇滔促請政府明確南灣湖

CD 區各地段的詳細建築限高，維護西望洋山至嘉樂庇大橋的視覺聯繫，確保公眾能從主教山

山上一百二十度的視角俯瞰海面，及從海上仰望山上，均不受過高建築物的遮擋，連結山海之

間的關係，加強反映"山·海·城"的城市空間格局。並倡把廿一個景觀視點所涉及的地段作出明確

限高，確保所有景觀視點的視野，得到切實保護。 

林宇滔並要求在總規草案中，明晰今後所有海岸線及湖岸線留作公共空間，制訂短、中、長期

的整治及規劃，使之成為宜行宜遊的綠化空間及濱海走廊，納入"慢行交通"規劃。 

次分類難取信公眾 

他指出，將"生態二區"的整個區域納入"生態保護區"中，避免該區被開發而損害本澳絕無僅有

的濕地自然生態。另外，本澳擁有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但總規卻沒有具體規劃內容，須制

訂相關海域配合發展的規劃。 

林宇滔認為，今次總規出現不少土地爭議的主因，是因當局沒有按照《城規法》制訂規範土地

分類及次分類的行政法規，尤其是次分類的未來使用的方向均變成口講無憑，難以取信公眾，

當局須盡快制訂行政法規修補有關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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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路環高爾夫球場規劃為"旅遊娛樂區"，建議土地次分類明確只能用作高爾夫球相關之用

途，並明確該區限高。總規應明確"公共基礎設施區"次分類土地的位置，如污水廠、燃料中途

倉、危險品倉庫及火葬場等鄰避設施。 

林宇滔有感，總規諮詢文本是"應付式交功課"，雖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但只有願景式口號，

缺乏前瞻規劃；如總規內無交通雙環雙軸規劃，令人失望。總規亦缺乏各項數據及指標，擔憂

不利後續詳細規劃的編製工作。 

 

 

 

N425  31/10/2020 澳門日報 

城市總規法料明年底頒佈 

 

【本報消息】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在立法會上表示，希望明年底能在特區政府公報刊登澳

門城市總體規劃的行政法規。 

整體時間表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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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區錦新口頭質詢批評，城規法生效六年多，至今城市規劃一事無成。他詢問城市總體規劃

由公開諮詢到完成制訂的整體日程。 

羅立文承認，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是長了一點，當中招標、評標及簽合同共花一年半時間，但

這是全新事物，過程不快正常。自簽約後工作就沒有停頓。 

他稱，總體規劃提出十八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但下周三將到立法會介紹其中的東

二區，即新城 A 區。A 區是因為有公屋所以優先處理，不代表十八個分區分開去做，除此，預

計半年內會有其他規劃開展。澳門的發展從無因為沒有總規而停頓，當局會將申請的每個項目

交由城規會討論，再發出規劃條件圖。 

吳國昌主張率先開展社會關注的項目，如疊石塘山保護、南灣湖 CD 區限高作規劃。羅司重

申，現時是總體規劃階段，具體項目在該區的詳規時會做，除非發展某一塊地，就按城規法規

劃條件圖制度發展。 

林玉鳳、蘇嘉豪關注如何在總規中體現諮詢時的民意。蘇嘉豪指出，政府在諮詢開始第三日突

然提出向中央申請不填 D 區，涉及重大修改，是否要重新公開諮詢？擔心會因而拖慢進度。 

總城規取決民意 

羅立文表示，公開諮詢後會做報告，按批示有一百八十天做諮詢報告，通過後則諮詢城規會，

最後由行政長官批，希望明年底刊登政府公報，標誌澳門正式有總體規劃，"應該唔會再諮詢

"。 

他稱，城規法第二十一條的前提，是有總體規劃，但明年底才有總規，依法每五年檢討一次，

如果中間不填 D 區，就要公開諮詢，但現時未有總規。澄清現在諮詢文本有四十一公頃（A 區

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及 D 區，"兩樣都有，所以唔係一個決定"，還要取決於民意。下

周到立法會介紹 A 區規劃，有效果圖有四十一公頃、亦有效果圖沒有，表示政府暫時未有決

定，"未諮詢完、中央政府未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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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6  31/10/2020 新華澳報 

羅：未決定不填 D 區 先規劃處理新城 A 區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在立法會上表示，希望明年底，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行政法

規在特區公報上刊登。 

  議員區錦新口頭質詢批評，城規法生效六年多，至今城市規劃一事無成。他並詢問城市總

體規劃由公開諮詢到完成制定的整體日程。 

  羅立文承認，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是長了一點，當中招標、評標及簽合同花了一年半時

間，但這是全新事物，過程不快正常，而自簽約後工作就沒有停頓。 

  他又稱，總體規劃提出的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但下周三將到立法會介紹

其中的東 2 區，即新城 A 區。A 區是因為有公屋所以優先處理，除此，預計半年內會有其他規

劃開展。而澳門的發展從無因為沒有總規而停頓，當局會將申請的每個項目交由城規會討論，

再發出規劃條件圖。 

  議員林玉鳳、蘇嘉豪都關注如何在總規中體現諮詢時的民意。蘇嘉豪又指，政府在諮詢開

始第三日突然提出向中央申請不填 D 區，涉及重大修改，是否要重新公開諮詢？ 

  羅立文表示，公開諮詢後會做報告，按批示有一百八十天做諮詢報告，通過後則諮詢城規

會，最後由行政長官批，希望明年底刊登公報，標誌澳門正式有總體規劃，「應該唔會再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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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稱，城規法第二十一條的前題，是有總體規劃，但明年底才有總規，依法每五年檢討一

次，如果中間不填 D 區，就要公開諮詢，但現時未有總規。現在諮詢文本有四十一公頃（A 區

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亦有 D 區，未有決定。下周三到立法會介紹 A 區規劃，將展示

有或沒有 41 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果圖，表示政府暫時未有決定。 

吳國昌主張率先就社會關注的項目，如疊石塘山保護、南灣湖 CD 區限高作規劃，羅司重

申，現時是總體規劃階段，具體項目在該區的詳規時會做，除非發展某一塊地，就按城規法規

劃條件圖制度發展。 

 

 

 

N427  31/10/2020 市民日報 

羅司：總城規明年底刊憲 

 

【本報訊】政府正就總體城市規劃草案進行公開諮詢，議員區錦新批評政府工作進度緩慢，關

注總體規劃何時出台，及政府何時完成 18 區分區規劃？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承認，城規

法自 2014 年生效，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較長，由於這是全新事物，制訂過程不快屬正常，自

編製總體規劃合同於 2018 年下半年簽訂後，當局相關工作從沒停頓。他透露，澳門城市總體

規劃可望明年底刊登《特區公報》。當局亦會在下周三向立法會介紹新城 A 區規劃。 

區錦新昨就城市總體規劃提出口頭質詢，他批評《城市規劃法》於 2014 年 3 月生效，但至今

6 年，法律規定要制訂的城市總體規劃及分區詳細規劃，至今無法制訂。1 個法律立法 6 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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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落實，他質疑是否政府認為城市規劃並不重要而遭到忽視？另外，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公

開諮詢，他促請政府交代城市總體規劃何時可以出台，當局會否針對社會的重大需要，如急需

建設的重要社區設施，或必須配合的經濟政策，有較靈活的措施解決問題，回應社會和經濟發

展的需要？ 

下周三介紹東 2 分區發展不停頓 

羅立文回應表示，2014 年城規法生效，2017 年進行總體規劃草案研究招標，由招標到判標用

了 1 年半時間，由於是新事物，速度慢是正常的，下星期三會到立法會介紹東 2，即新城 A

區，包括展示有或沒有 41 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果圖。但何時可以完成 18 分區規

劃，則「唔識答」，不會因為無總體規劃而停止發展。 

區錦新不滿政府用長時間做總體規劃，再花長時間做分區規劃，批評政府不負責任；他認為政

府總規和分區規劃可以同期進行。羅立文稱，《城規法》規定每 5 年檢討 1 次，當局有安排、

有規劃，並非議員講得「咁差」，也不是「等總體規劃才做嘢」。 

議員蘇嘉豪關注政府早前表示特區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不填新城 D 區，改填

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約 41 公頃。他指，因涉重大改變，是否要就相關事宜

重新公開諮詢？南灣湖 C、D 區的山海城景觀和聯繫，如何可以在總體規劃中得以保護？路環

疊石塘山腳收回的國有土地，應列為生態保護區，而非低密度居住區。 

草擬海域使用法 未有具體時間表 

羅立文回應強調，當局是按城規法的法律要求開展總體規劃內容和分區規劃訂定工作。總規諮

詢結束後，當局會制訂諮詢報告，再按法律就諮詢報告交城規會討論，並製作報告交行政長官

批准，希明年底公布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包括填海 41 公頃和新城 D 區，政府對上述兩個

方案未有決定，中央政府亦未批准，若 41 公頃已刊登憲報，則需要再公眾諮詢，但現時總規

草案並未刊登政府公報，仍在諮詢階段，故未來不會再就上述填海問題公開諮詢。 

對於多名議員在立法會口頭質詢會議上關注規範海域使用的立法進度，羅立文稱，正在草擬海

洋功能區劃，出台後方可開展海域使用法的草擬工作，暫未有具體時間表。他重申，特區政府

已向中央申請置換填海地段，不填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約 41 公頃水道區

域。政府目前沒有新的填海規劃用作興建樓宇，但日後若因交通問題或會考慮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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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8  31/10/2020 新華澳報 

傳新倡第四跨海橋 預留輕軌通行空間 

 

【本報訊】輕軌東線諮詢方案建議走地底，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擔憂興建輕軌跨海隧道

的曠日持久，且造價貴、工期長、維修保養高昂，促請政府考慮修改第 4 條跨海大橋工程方

案，預留空間予輕軌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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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選擇東線走地底，而非高架橋。輕軌公司曾解釋，受到航道限制，建設高架輕軌的

話，站點將較平時的站點高約 10 米。林宇滔表示，當年新城總規諮詢建議第 4 通道為隧道，

兼容輕軌。但現時第 4 通道已改建大橋，認為修改第 4 大橋方案加上輕軌空間，是最快興建的

方法，除上下結構，「隔離起都得」。 

  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表示，第 4 大橋及東線跨海隧道分開建設，變相令政府額外花費數十

億元。而且未來第 4 大橋建完數年後，旁邊又多建一條輕軌跨海通道，勢必被社會批評浪費大

量公帑及嚴重破壞環境，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受損。 

  他又形容，西灣大橋規劃一早已預留輕軌，但現時第 4 大橋卻無輕軌，是倒退行為。主張

政府應同時考慮輕軌東線的地底和高架方案，並提供優缺點給公眾討論和選擇。 

  甄慶悅又稱，審計署前年公佈的輕軌第 4 階段報告披露，原運建辦估算輕軌東線造價約

210 億元。政府至今未向公眾清晰交代輕軌東線的工期、預算及客量評估等數據。似乎延續了

運輸工務範疇近年的「沒有預算就沒有超支，沒有工期就沒有延誤的歪風」，此舉難令社會支

持政府提出的方案。促請政府盡快對外交待輕軌東線的具體工期及造價。 

  另外，再次促請政府考慮把東線終點站延伸至青茂口岸，提升輕軌東線的效益，分流關閘

人流，並避免青茂口岸區域重蹈關閘一帶交通混亂的覆轍。亦促交代未來會否規劃興建輕軌澳

門半島線，令輕軌系統形成環狀網絡，使輕軌發揮分流澳門交通壓力的作用。 

  對於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傳新澳門協會表示，促請政府公佈總體規劃草案的各項

數據及指標，以利後續詳細規劃的編製工作。該會並認為土地用途規劃無細分類粗疏惹爭議，

總規無具體海域規劃難交待，促請政府在總規草案中要明確「公共基礎設施區」次分類土地。 

該會促請政府應明確南灣湖 CD 區各地段的詳細建築限高，以維護西望洋山至舊大橋的視

覺聯繫，確保公眾能從主教山山上 120 度的視角俯瞰海面，以及從海上仰望山上，均不受過高

建築物的遮擋，連結山海之間的關係，加強反映「山．海．城」的城市空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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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9  31/10/2020 大眾報 

傳協指總規缺乏落實途徑 

 

【特訊】政府現時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和《輕軌東線方

案》作公開諮詢，諮詢期將於 11 月 2 日結束。傳新澳門協會昨日上午 11 時舉行記者會，就

總體城規草案和輕軌東線諮詢發表意見。協會認為，該份城市總規劃是「應付式交差」，只有

願景式的口號，沒有就文本的建議提供數據及指標供公眾參考。 

682



 

協會理事長林宇滔表示，當局有意取消新城 D 區填海的決定，不僅缺乏科學分析，而且對新城

區的長遠發展影響深遠。他指出，上屆政府早於 2019 年中就對新城 D 區的填土及堤堰建造工

程進行招標並已判給，工程總造價達到 15 億元，若取消填海，該工程判給也宣告無效。其

次，按《城市規劃法》規定，如果中央同意取消填海，或同意置換填海地段，當局都需就總規

重新再作公開諮詢。再者，根據建設辦資料，D 區部分區域填土將採用由環境保護局提供且經

篩選的惰性物料進行回填，以減少建築廢料堆填區逼爆的狀態，若取消 D 區填海，當局也需思

考如何處理這些隋性廢料。林宇滔批評該份城市總規劃只有願景沒有落實的途徑，文本雖符合

法律基本要求，但缺乏科學數據支撐。 

副理事長甄慶悅建議，當局認真考慮修改第四跨海大橋工程方案，預留空間予輕軌運行。他同

時建議，當局除「走地底」方案外，應同步提出高架方案讓公眾選擇，讓公眾比較兩方案之優

缺點，他認為當局若做好高架規劃，高架或更優於「走地底」方案。另外，他亦促請當局考慮

將輕軌東線澳門半島線的終點站移至青茂口岸，提升效益，分流關閘人流。 

 

 

 

N430  31/10/2020 市民日報 

政府設危險品永久儲存倉沒時間表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透露，政府已擱置了興建臨時危險品儲存倉計劃，未來只

會設立一個永久危險品儲存倉，目前正覓地設立危險品永久儲存倉，沒有時間表。 

議員吳國昌昨就有關物流設施、燃料中途倉、危險品儲存倉等項目選址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他質疑政府近期函覆議員的書面質詢中，對上述選址問題存在內部自相矛盾的訊息，促請政府

及早完成相關土地規劃和具體設計，並在明年立項限時建設。 

列席會議的羅立文承認，物流設施選址是有改變，但認為不存在矛盾。他解釋，總體城市規劃

諮詢提出，未來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設置物流設施及燃料中途倉，待總

規草案完成諮詢便會按相關規劃開展相關工作。相關地段亦會規劃興建會展中心，物流設施的

地方會變小，將轉為「物流轉貨站」，而非同時兼備轉貨和倉儲用途的物流中心。 

危險品儲存倉方面，羅立文表示，政府原計劃在新城 E1 區西側內，以及在鄰近蓮花海濱大馬

路設 2 個臨時危險品儲存倉，現時政府已決定不設臨時危險品儲存倉，只做永久危險品儲存

倉，政府已找到地方設立危險品永久儲存倉，但礙於相關土地正處司法訴訟，據知中級法院正

審理有關案件，需待訴訟完結才可公布具體選址，所以永久危險品儲存倉興建暫時沒有時間

表。E1 土地用途暫未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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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1  31/10/2020 大眾報 

城市總體規劃 有望明年底頒佈 

 

【特訊】在昨日舉行的口頭質詢大會上，議員區錦新關注城市總體規劃的進展。運輸工務司司

長羅立文回應表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有望於明年底在特區公報刊登有關的行政法規，總體規

劃提出的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他將於下週向立法會介紹東 2 區即新城 A 區的

大部分規劃，相信即使在未有總體規劃前，分區詳細規劃仍然可以處理，澳門不會因未有總體

規劃而令發展停頓。 

區錦新表示，城市規劃法 2014 年 3 月生效，但至今 6 年，法律規定要制訂的城市總體規劃至

今無法制訂的原因是什麼？城市總體規劃從公開諮詢到完成制訂規劃，有否整體日程？當局能

否針對社會上的重大需要，如急需建設的重要社區設施，或必須配合的經濟政策，有較為靈活

和折衷的措施來解決問題？ 

羅立文指出，城規法自 2014 年生效，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較長，自編製總體規劃合同於

2018 年下半年簽訂後從沒停頓，當中招標、評標及簽合同花了一年半時間，但這是全新事

物，過程部分不快屬正常。他又表示，總體規劃提出的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

但下週三會向立法會介紹東 2 區即新城 A 區的大部分規劃，A 區是因為有公屋所以優先處理，

預計半年內會有其他規劃開展。當局亦會將申請的每個項目交由城規會討論，再發出規劃條件

圖，相信即使在未有總體規劃前，分區詳細規劃仍然可以處理，澳門不會因未有總體規劃而令

發展停頓。 

議員蘇嘉豪關注 41 公頃水道區域及新城 D 區的處理結果。羅立文重申，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

之間 41 公頃水道區域及新城 D 區(填海與否)，現階段仍未有決定。他稱，在下週到立法會介

紹新城 A 區規劃時，將向議員介紹更多，包括展示有或沒有 41 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

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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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吳國昌認為澳門總體規劃抽象。羅立文續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是按城規法做，法規有訂

明何謂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不存在是否抽象問題。他又稱，城市總體規劃諮詢結束後，將諮

詢城規會，並製作報告交行政長官批准，因此不會再就總體規劃諮詢，明年底將在公報刊登有

關行政法規。 

 

 

 

N432  31/10/2020 濠江日報 

城市總體規劃有望明年底頒布 

 

【特訊】在昨日舉行的口頭質詢大會上，議員區錦新關注城市總體規劃的進展。運輸工務司司

長羅立文回應表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有望於明年底在特區公報刊登有關的行政法規，總體規

劃提出的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他將於下週向立法會介紹東 2 區即新城 A 區的

大部分規劃，相信即使在未有總體規劃前，分區詳細規劃仍然可以處理，澳門不會因未有總體

規劃而令發展停頓。 

區錦新表示，城市規劃法 2014 年 3 月生效，但至今 6 年，法律規定要制訂的城市總體規劃至

今無法制訂的原因是什麼？城市總體規劃從公開諮詢到完成制訂規劃，有否整體日程？當局能

否針對社會上的重大需要，如急需建設的重要社區設施，或必須配合的經濟政策，有較為靈活

和折衷的措施來解決問題？ 

羅立文指出，城規法自 2014 年生效，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較長，自編製總體規劃合同於

2018 年下半年簽訂後從沒停頓，當中招標、評標及簽合同花了一年半時間，但這是全新事

物，過程部分不快屬正常。他又表示，總體規劃提出的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

但下週三會向立法會介紹東 2 區即新城 A 區的大部分規劃，A 區是因為有公屋所以優先處理，

預計半年內會有其他規劃開展。當局亦會將申請的每個項目交由城規會討論，再發出規劃條件

圖，相信即使在未有總體規劃前，分區詳細規劃仍然可以處理，澳門不會因未有總體規劃而令

發展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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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蘇嘉豪關注 41 公頃水道區域及新城 D 區的處理結果。羅立文重申，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

之間 41 公頃水道區域及新城 D 區(填海與否)，現階段仍未有決定。他稱，在下週到立法會介

紹新城 A 區規劃時，將向議員介紹更多，包括展示有或沒有 41 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

果圖。 

議員吳國昌認為澳門總體規劃抽象。羅立文續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是按城規法做，法規有訂

明何謂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不存在是否抽象問題。他又稱，城市總體規劃諮詢結束後，將諮

詢城規會，並製作報告交行政長官批准，因此不會再就總體規劃諮詢，明年底將在公報刊登有

關行政法規。 

 

 

 

N433  31/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總城規可望明年底頒佈_政府下周介紹Ａ區規劃 

 

【本報訊】政府現正就城市總體規劃諮詢公眾，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新城 A 區和澳門

半島之間水道區域及新城 D 區填海與否，現階段仍未有決定。他稱，下週三將到立法會介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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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A 區規劃時，一同展示四十一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果圖，至於總城規可望於明年

底頒佈。 

羅立文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口頭質詢時稱，總體規劃提出的十八分區，其中東區即新城 A 區

的大部份規劃，將於下週向立法會小組介紹，反映在未有總體規劃前，分區詳細規劃仍然可以

處理；當局亦會將申請的每個項目交由城規會討論，再發出規劃條件圖，不會因未有總體規劃

而令澳門的發展停頓。 

羅立文重申，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四十一公頃水道區域及新城 D 區填海與否，現階段仍

未有決定。他稱，下週三到立法會介紹新城 A 區規劃時將向議員介紹，包括展示有或沒有四十

一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果圖。 

對於有議員認為澳門總體規劃抽象。羅立文稱，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是按城規法做，法規有訂明

何謂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不存在是否抽象問題。城市總體規劃諮詢結束後，將諮詢城規會，

並制作報告交行政長官批准，因此不會再就總體規劃諮詢，才能在明年底在公報刊登有關行政

法規。 

他又承認，城規法自二零一四年生效，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較長，但這是全新事物，過程部份

不快屬正常，自編製總體規劃合同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簽訂後從沒有停頓。 

多名議員也關注規範海域使用的立法進度。羅立文稱，正在草擬海洋功能區劃，出台後方可開

展海域使用法的草擬工作，暫未有具體時間表。他又透露，政府目前沒有新的填海規劃用作興

建樓宇，但日後若因交通問題或會考慮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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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4  31/10/2020 新華澳報 

羅：未決定不填 D 區 先規劃處理新城 A 區 

 

【本報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在立法會上表示，希望明年底，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行政法

規在特區公報上刊登。 

  議員區錦新口頭質詢批評，城規法生效六年多，至今城市規劃一事無成。他並詢問城市總

體規劃由公開諮詢到完成制定的整體日程。 

  羅立文承認，制訂總體規劃的時間是長了一點，當中招標、評標及簽合同花了一年半時

間，但這是全新事物，過程不快正常，而自簽約後工作就沒有停頓。 

  他又稱，總體規劃提出的 18 分區，詳細規劃時間表無法回答，但下周三將到立法會介紹

其中的東 2 區，即新城 A 區。A 區是因為有公屋所以優先處理，除此，預計半年內會有其他規

劃開展。而澳門的發展從無因為沒有總規而停頓，當局會將申請的每個項目交由城規會討論，

再發出規劃條件圖。 

  議員林玉鳳、蘇嘉豪都關注如何在總規中體現諮詢時的民意。蘇嘉豪又指，政府在諮詢開

始第三日突然提出向中央申請不填 D 區，涉及重大修改，是否要重新公開諮詢？ 

  羅立文表示，公開諮詢後會做報告，按批示有一百八十天做諮詢報告，通過後則諮詢城規

會，最後由行政長官批，希望明年底刊登公報，標誌澳門正式有總體規劃，「應該唔會再諮

詢」。 

  他稱，城規法第二十一條的前題，是有總體規劃，但明年底才有總規，依法每五年檢討一

次，如果中間不填 D 區，就要公開諮詢，但現時未有總規。現在諮詢文本有四十一公頃（A 區

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亦有 D 區，未有決定。下周三到立法會介紹 A 區規劃，將展示

有或沒有 41 公頃水道區域和新城 D 區的效果圖，表示政府暫時未有決定。 

吳國昌主張率先就社會關注的項目，如疊石塘山保護、南灣湖 CD 區限高作規劃，羅司重

申，現時是總體規劃階段，具體項目在該區的詳規時會做，除非發展某一塊地，就按城規法規

劃條件圖制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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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5  31/10/2020 現代澳門日報 

祐漢七樓群都更研究 已收集逾半業主資料 報告料明年首季完成 

 

【本報訊】政府推動都市更新，法務局表示，跨部門法規草擬小組正全力跟進都更法律制度法

案草擬工作，重點會就都更模式、區域劃定、啟動條件、保障機制和解決爭議等訂定制度，完

成草擬便儘快提交立法會審議。另外，都更祐漢七楝樓群至今已收集逾五成業主聯絡資料，研

究報告將於明年首季完成。 

立法會昨日繼續進行口頭質詢，都更公司董事會主席林金城回應時表示，祐漢七棟樓群多數為

租戶，部份為業主自住，亦有空置單位。經宣傳及入戶調查後，部份身處海外的業主已主動聯

絡，亦有居民協助聯絡鄰居。都更公司至今收集到祐漢七棟樓群逾五成業主的聯絡資料，研究

團隊正整理及分析入戶調查數據，研究報告將於明年首季完成。 

林金城稱，祐漢七棟樓群預計設計時會增加高度但不會改變戶數，增加綠化、商業元素和停車

場，但仍需視乎總體規劃。 

林金城又稱，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的規劃設計及土質斟探已完成，爭取年底前全面啟動工

程。至於黑沙環新填海區 P 地段(原海一居)暫住房及置換房項目，都更公司已向相關部門提交

研究建築計劃草案，將在有關土地批給合同完成後儘快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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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都更委員會本年至今沒有召開全體會議。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回應稱，"唔開會唔表示

無做嘢"，都更研究報告已修改至第五版本，吸納了委員會意見，下週會召開會議討論。 

 

 

 

N436  31/10/2020 濠江日報 

跨部門小組全力跟進 草擬都更制度法案 

【特訊】法務局法制研究及立法統籌廳廳長梁穎研昨日在立法會上透露，目前跨部門法規草擬

小組正全力跟進都更法律制度法案草擬工作，重點會就都市更新模式、區域劃定、啟動条件、

保障機制和解決爭議等方面訂定制度，法案完成草擬後會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 

議員黃潔貞口頭質詢關注都市更新進展，梁穎研回應稱，政府充分考慮後，決定首先完成包括

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法律制度、都市建築法律制度等七個法律提案項目，目前跨部門法規草擬

小組正全力跟進都更法律制度法案草擬工作，根據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及都市更新的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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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衡各方意見的基礎之上，重點會就都市更新模式、區域劃定、啟動条件、保障機制和解

決爭議等方面訂定制度，法案完成草擬後會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 

黃潔貞口頭質詢中又指出，都市更新委員會至今已近一年未召開會議，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

強調，都市更新委員會下周四會開今年首次會議，雖然今年未開過會，但解釋不開會不表示不

工作，去年都更研究完成至第三版，但今年已經更新至第五版，每個版本均有收集及聽取不少

部門的意見，再作出修訂。 

祐漢七棟樓群研究明年首季完成 

黃潔貞亦關注都更公司負責項目的進展，都更公司董事會主席林金城表示，都更公司正按序推

進三個項目，首先關於祐漢七棟樓群調查，都更公司已委託研究團隊於今年 8 月完成調查工

作，現階段研究團隊正整理及分析相關數據，研究報告將於明年首季完成，都更公司會根據初

步調查資料，發現樓群內部除了部分業主自己住以外，多數住戶為租戶，也都有部分是空置單

位，經過宣傳推廣及入戶調查後，截止目前，都更公司收到逾五成業主的聯絡資料，部分身處

海外的業主也已主動聯絡，亦有居民協助聯絡鄰居。 

議員鄭安庭關注祐漢七棟樓群設計，林金城回應稱，預計設計時會增加高度但不會改變戶數，

增加綠化、商業元素和停車場，但仍需視乎總體規劃。 

林金城指出，為了配合開展都更工作，都更公司正按序開展黑沙環新填海區 P 地段(原海一居)

暫住房及置換房項目，都更公司已向相關部門提交研究建築計劃草案，將在有關土地批給合同

完成後儘快動工。 

他稱，去年購買置換房的期限結束時，共收到 1,932 戶原海一居業主的申請，約佔全部預約購

買人的 92%。因應有部分業主與保利達公司仍有司法程序，最初發出約二百多份中止申請，至

今已縮小至約 30 戶，相信剩餘業主亦會好快完成司法程序。他又稱，有小業主曾聯合組團至

都更公司了解工程進度，對未來置換房的建築圖則及用料等，感到滿意，現時等批地結程序結

束後會盡快向工務局提交圖紙。 

另外，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規劃設計及土質勘探已完成，後續工程將於近日開展，爭取年底

前全面啟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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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7  30/10/2020 論盡媒體 

傳新澳門批評城市總規是「應付式交差」 建議第四通道留空間予輕軌運行 

 

政府現時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和《輕軌東線方案》作公

開諮詢，兩項諮詢都將於 11 月 2 日結束。傳新澳門協會今（30）召開記者會向當局提出相關

意見。理事長林宇滔認為，當局有意取消新城 D 區填海的決定，不僅缺乏科學分析，而且對新

城區的長遠發展影響深遠。他又批評該份城市總規劃是「應付式交差」。 

林宇滔指出，上屆政府早於 2019 年中就對新城 D 區的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進行招標並已判

給，工程總造價達到 15 億元，若取消填海，該工程判給也宣告無效。其次，按《城市規劃

法》規定，如果中央同意取消填海，或同意置換填海地段，當局都需就總規重新再作公開諮

詢。再者，根據建設辦資料，D 區部分區域填土將採用由環境保護局提供且經篩選的惰性物料

進行回填，以減少建築廢料堆填區逼爆的狀態，若取消 D 區填海，當局也需思考如何處理這些

隋性廢料。 

 林宇滔批評該份城市總規劃只有願景沒有落實的途徑，文本雖符合法律基本要求，但缺乏科學

數據支撐。他提到，分區規劃中沒有按預期的人口數據制定每一區的住屋數量、人均公共空

間、人均綠地面積、人均社會設施比例等等；土地用途規劃中分類混亂，如工業區兼容居住用

途等，居民未見土地的確切用途；南灣湖 CD 區各地段未有明確限高，「山·海·城」城市空間

格局或會被破壞。 

修改第四通道工程併入輕軌東線 

資料圖片 

副理事長甄慶悅建議，當局認真考慮修改第四跨海大橋工程方案，預留空間予以輕軌運行，否

則浪費公帑之餘還污染海洋環境。他同時建議，當局除「走地底」方案外，應同步提出高架方

案讓公眾選擇，讓公眾比較兩方案之優缺點，他認為當局若做好高架規劃，高架或更優於「走

地底」方案。另外，他亦促請當局考慮將輕軌東線澳門半島線的終點站移至青茂口岸，提升效

益，分流關閘人流。 

他又提到，《輕軌東線方案》中未有向公眾清晰交代輕軌東線的工期、預算及客量評估等數

據，延續了運輸工務範疇近年的「沒有預算就沒有超支，沒有工期就沒有延誤的歪風」。他擔

憂，新城區特別是 A 區設施相繼落成、10 萬人口逐漸遷入後，該區的交通配套設施完全落

後，無法應付所需。除此之外，甄慶悅稱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當局對於輕軌的總體規劃著

墨不多，比起十年前《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 2010－2020》所提出的「雙環雙軸」方案

更為簡陋，建議當局清晰交代輕軌的規劃，令輕軌系統能真正分流交通壓力。 

 

N438  1/11/2020 澳門日報 

避免導致區域過分集中人車流 交諮委：各功能區路網同步規劃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諮詢快將結束，交諮委黃萬濱關注到，文本第二部分對交通運輸在城

規中的作用進行論述，提及需對口岸、碼頭、機場等提供足夠的交通配套，實現內外交通無縫

連接。認為長遠規劃設置不宜再見步行步，應作出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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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道路承載力 

他直言，"總規"只優先考慮功能性區域，再決定交通運輸佈置，無助解決交通困局。反觀內地

先進省市，全賴交通的優先規劃與建設，加上快速的人流、物流對接，達至路通財通，經驗值

得借鏡。交通運輸道路網雖不是總體城市規劃的輔助連接，但也應系統地與片區定位平行建

設，否則區域完整規劃後，將可能導致某些區域過分集中人流車流，或出現某些區域交通不便

等現象。 

黃萬濱巧妙形容交通運輸如同人體的血液系統，應擔當起各區塊的連接及運輸養分和廢棄物的

作用，與各功能區塊同步規劃，促進整體運作，助力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議政府回收閒置

地並規劃相關用地時，應優先考慮擴闊路面行車線、巴士站點等設置，再適當增設停車場等配

套，全面釋放道路承載力。 

 

N439  1/11/2020 澳門日報 

交諮委：各功能區路網同步規劃 

 

【本報消息】"總規"草案諮詢快將結束，交諮委黃萬濱關注到，文本第二部分對交通運輸在城

規中的作用進行論述，提及需對口岸、碼頭、機場等提供足夠的交通配套，實現內外交通無縫

連接。認為長遠規劃設置不宜再見步行步，應作出更大的突破。 

釋放道路承載力 

他直言，"總規"只優先考慮功能性區域，再決定交通運輸佈置，無助解決交通困局。反觀內地

先進省市，全賴交通的優先規劃與建設，加上快速的人流、物流對接，達至路通財通，經驗值

得借鏡。交通運輸道路網雖不是總體城市規劃的輔助連接，但也應系統地與片區定位平行建

設，否則區域完整規劃後，將可能導致某些區域過分集中人流車流，或出現某些區域交通不便

等現象。 

黃萬濱巧妙形容交通運輸如同人體的血液系統，應擔當起各區塊的連接及運輸養分和廢棄物的

作用，與各功能區塊同步規劃，促進整體運作，助力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議政府回收閒置

地並規劃相關用地時，應優先考慮擴闊路面行車線、巴士站點等設置，再適當增設停車場等配

套，全面釋放道路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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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0  1/11/2020 濠江日報 

傳協指總體城規缺乏落實途徑 

 

【特訊】政府現時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和《輕軌東線方

案》作公開諮詢，諮詢期將於 11 月 2 日結束。傳新澳門協會日前舉行記者會，就總體城規草

案和輕軌東線諮詢發表意見。協會認為，該份城市總規劃是"應付式交差"，只有願景式的口

號，沒有就文本的建議提供數據及指標供公眾參考。 

協會理事長林宇滔表示，當局有意取消新城 D 區填海的決定，不僅缺乏科學分析，而且對新城

區的長遠發展影響深遠。他指出，上屆政府早於 2019 年中就對新城 D 區的填土及堤堰建造工

程進行招標並已判給，工程總造價達到 15 億元，若取消填海，該工程判給也宣告無效。其

次，按《城市規劃法》規定，如果中央同意取消填海，或同意置換填海地段，當局都需就總規

重新再作公開諮詢。再者，根據建設辦資料，D 區部分區域填土將採用由環境保護局提供且經

篩選的惰性物料進行回填，以減少建築廢料堆填區逼爆的狀態，若取消 D 區填海，當局也需思

考如何處理這些隋性廢料。林宇滔批評該份城市總規劃只有願景沒有落實的途徑，文本雖符合

法律基本要求，但缺乏科學數據支撐。 

副理事長甄慶悅建議，當局認真考慮修改第四跨海大橋工程方案，預留空間予輕軌運行。他同

時建議，當局除"走地底"方案外，應同步提出高架方案讓公眾選擇，讓公眾比較兩方案之優缺

點，他認為當局若做好高架規劃，高架或更優於「走地底」方案。另外，他亦促請當局考慮將

輕軌東線澳門半島線的終點站移至青茂口岸，提升效益，分流關閘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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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1  1/11/2020 華僑報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 冀總規能保護城市景觀 

 

【特訊】政府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至二零四零）》草案進行公開諮

詢，多項城市議題備受居民及社會關注，澳門文物大使協會特別就城市景觀方面向政府表達意

見，並期望城市總體規劃能致力保護澳門城市景觀、舊區風貌的更新、交通配套以及城市發展

需要之間的可持續發展。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副秘書長馮艷如在意見中認為，在備受坊間關注的西望洋山景觀及南灣湖

區的規劃上總體建築的限高應降低，並劃定需要保留的重要視覺和視點。馮艷如指出，建築物

高度限六十二點七米，已經是西望洋山山頂高度。然而若建築和山頂同高必會阻擋山體整體的

山脊線，違背總體規劃中需突顯「山、海、城」的景觀原則。 

 另外，文本提出有關景觀視點、特定方向視域及視覺走廊。馮艷如認為是算一個開端，但作

為對整體景觀有深遠影響的主要措施，文本的指引和描述並不足夠。參考不同國家地區的一般

做法，總體規劃上應指明每個視覺走廊和視域在平面上的影響範圍，這樣才能讓人理解視覺走

廊和視域的意義以及作為科學討論的基礎。此外，需要在總體規劃中提出對視覺走廊和視域的

修改的情況下的相關條文，例如日後需要修改，如新增、擴張、縮減甚至取銷視覺走廊時所對

應的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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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草案中提出配合內港的「沿岸商業街暨水岸公園」計劃。認為這是機遇卻危險的

一個措施。雖然這是盤活內港環境和治水的一個主要方針，但一方面，因該區絕大部份地方未

被評定為文物，導致該區有價值的建築仍受被消失的威脅；另一方面，把內港轉化為商業區，

這意味內港本身的貨運功能會被取締，同時對該區以海洋近岸經濟為生的一系列經濟商業活動

將會被停止，當局必須思考和指出其可能的結果，並公佈更多細節來讓公眾討論及參與內港的

更新。 

 馮艷如又指，總體規劃對步行和單車規劃著墨明顯不足。應該利用填海地和新市區地形平坦

的區域優先發展步行和單車徑，令在詳細規劃中有條件去設計增加如步行系統和市區單車道

等，讓市民和遊客能以人身的角度和空間去感受澳門的環境和城市風貌，同時達到健康城市的

目標。 

 回歸以來，隨著澳門文化地位的提升，特別是申遺成功後，市民和社會整體對城市景觀的要

求越來越高。澳門文物大使協會希望社會長期等待以久的城市總體規劃能更有效、有系統和合

理地保護澳門獨有的城市風貌，以妥善地為澳門的市民和下一代留下這寶貴的歷史城市景觀，

可持續地促進澳門的繁榮、穩定、快樂的城市發展。◇ 

 

 

 

N442  31/10/2020 論盡媒體 

總規未見分佈指標 未來文化設施在哪兒？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自諮詢以來受到不少質疑，當中包括公用設施的分佈及覆蓋率不明。公眾諮

詢會上亦有市民指出，總規草案未見社區文化設施，反而側重「文化地標」，擔心令社區居民

接觸文化藝術的成本增加，也令文化地標周邊地區「貴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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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化組織「澳門劇場文化學會」日前舉辦「劇讀沙龍」，探討總體規劃中的文化想像。出

席嘉賓、澳門劇場製作人陳詩琪認為，文化設施應貼近社區，而澳門欠缺文化政策，有感現時

文化被邊緣化，「永遠有事比文化重要。」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指出，文化設施在總規草案中屬

「公用設施」，當中沒明確訂定其比例為多少，意味着將來設立的「公用設施」不一定是文化

設施。 

「公用設施區」佔一成 文化設施佔多少？ 

在是次總規草案中，文化設施屬「公用設施區」範圍。在之前的諮詢會中，政府曾表示，居住

區中也可設公用設施，並非只有「公用設施區」才有。城市規劃師林翊捷指出，「公用設施

區」包括康體、教育、醫療、文化、社會服務、市政服務等，「即將來可以是表演場地，也可

以是街市。」而且根據條文，各類區域大多只訂明「不兼容工業」，「即商業區能否有住宅？

沒說不可以。居住區能做商業嗎？沒說不可以。我懷疑公用設施區也能用來建樓——它沒說不

可以。」而如果條文沒有明確定明，今天官員口頭說的在將來不一定會能兌現。「居住區也可

以有文化設施，但包含了在哪裡，屆時是否真的有呢？是沒有人能保證的。」 

對於總規草案文本中提到「公用設施區」將佔土地使用比例 10%，林翊捷認為，這一成當中有

多少屬文化設施尚不確定，「能否佔這一成中的一成，也是一個謎，因為有很多其他設施競

爭。」例如離島醫院、橫琴澳大、南灣 C、D 區的行政區等等，都屬於「公用設施」，加上舊

城區已很密集，並非畫了規劃圖就可以有設施，認為這很難在短時間內做改變。他又笑言，其

實不用太在意百分比，「（新城）Ｄ區不填，（土地面積的）分母已不同了。」 

設施能否遍地開花 讓藝術扎根社區？ 

對於文化設施的分佈，澳門劇場製作人陳詩琪也表示關注。她指，現時澳門的文化設施不足，

而今次總規草案中提到的皆是地標性的文化設施，例如在新城 A 區南端建設城市級地標性文化

設施、荔枝碗船廠片區等，「我看不到有表演場地的講法。」而每次提到文化設施，政府總回

應指文化中心旁邊已正在建黑盒劇場。她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人均綠地面積除應有一定大

小外，也應於居民的 300 米的範圍之內，認為文化設施應參考，「這是可達性問題。」她擔

心，如把文化設施放得很邊緣，會讓居民對文化藝術產生距離感，「覺得文化永遠都很遙遠。

如居民覺得文化與自己無關，你要發展這產業、行業時，你怎樣把這件事和居民的生活聯繫起

來？是有困難的。」 

她表示，不反對有地標性文化設施，但認為應不只需要有地標性文化設施。她又提到，當年提

出「活化工廈」政策令工廈空間的租金飛升，不少民營藝術空間因而結束。如將來慕拉士大馬

路、提督馬路一帶的工業大廈要改成商業區及居住區，現存於這些空間的藝團應怎辦？「如要

去到北安，那對產業發展將有很大影響。試問你要觀眾去這地方，（藝團）排練要去這地方，

其實不是很方便大家，它不能融入生活，就變成邊緣化再邊緣化。」 

陳詩琪又認為，如想發展藝文行業，或希望居民生活有更豐富的選擇時，應要讓居民在日常生

活開始能夠接觸到藝術，而非一年只有一次大活動。而若要令文化藝術可以扎根社區，駐點非

常重要，「因為有駐點才會聚人，才能延伸發展出很多不同活動，然後有社群的營造，這自自

然然會凝聚一班人去參與，甚至居民會覺得文化重要。無論將來是文化消費或對文化的重視、

認為在社會上有價值，而我暫時看不見整個規劃中有提升文化價值的空間，反而是（文化）逐

漸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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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城市該有的 總規有願景嗎？ 

而對於是要先有文化設施，還是先有文化政策，陳詩琪認為，應是兩者同步，「因為是配

套。」林翊捷指出，看不到整個特區政府的政策有貫徹在今次城市總規的文本當中，認為如確

實有此政策，就應貫徹到城市空間的每一部分。「如這是旅遊城市，有些東西應要有，如這是

一個文化城市，有些東西應要有，但現在看不到。」 

 

N443  2/11/2020 華僑報 

紓緩區域人口密度 婦聯冀總規完善居住用地分佈 

 

【特訊】安居是樂業的基本，住屋需求是澳門居民最關切的議題之一，完善的居住用地分配和

規劃，是滿足住屋需求的必要條件。身兼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婦聯副理事長鄺玉球表示，認

同《總規》透過增加居住區用地的比例，應對未來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以改善人

口過度稠密的區域，並期望未來當局進行土地規劃和都市更新前，先做好人口結構預估工作，

配合各區未來的人口發展需要，打造宜居生活環境，共建美好家園。 

 鄺玉球指，《總規》草案在住屋規劃中明確提出三個重要目標，包括居住用地要滿足到二○

四○年預測人口達到八十萬的住屋需要，打造宜居新區等，並表示將會在北區一、東區二、氹

仔北區一、氹仔中區二、北安區的新城區及路環石排灣區增加居住區，透過增加居住區去應對

未來社會需求及人口增長，紓緩區域的人口密度和承載力。 

 鄺玉球提到，現時如北區一及氹仔中區二等區域的居住人口密度相對已處於較高的水平，若

再增加居住區，恐會影響居民生活及居住的舒適度，亦增加交通與各項社區配套的壓力；同

時，她提到現時文本亦少有對各區未來人口增長預測，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有序

的進行都更工作，以落實未來職住平衡的發展規劃。另外她指，增加居住區的規劃應包含與居

民生活相關的配套設施，若以見縫插針的方式進行規劃，或會有機會導致社區配套供應不足，

交通出行不便，減低居民生活便利性。 

 針對未來居住用地分佈方面，鄺玉球提出三點建議：一、居住區規劃需配合都市更新工作整

體進行，以片區形式進行都更，避免因接續過多的工程而長時間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以及造成

居住區與都更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並優先開展人口密度過高區域的都更工作；二、居住區的用

地規劃制定時要充份把握經濟社會環境、人口結構特徵等方面的變化，尤其要關注少子老齡

化、人口結構多元化對於住房設施配套的新需求。通過對住宅規模、標準、佈局的合理引導，

有效建立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滿足多樣化的住房需求；三、居住區的規劃應以民為本，從生

活配套、交通出行及周邊環境全盤配合，避免出現社區配套供應不足的情況，為居民打造宜居

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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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4  2/11/2020 正報 

婦聯冀總規優化佈局紓緩區域人口密度 

 

【特訊】安居是樂業的基本，住屋需求是澳門居民最關切的議題之一，完善的居住用地分配和

規劃，是滿足住屋需求的必要條件。身兼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婦聯副理事長鄺玉球表示，認

同《總規》透過增加居住區用地的比例，應對未來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以改善人

口過度稠密的區域，並期望未來當局進行土地規劃和都市更新前，先做好人口結構預估工作，

配合各區未來的人口發展需要，打造宜居生活環境，共建美好家園。 

鄺玉球指，《總規》草案在住屋規劃中明確提出三個重要目標，包括居住用地要滿足到二○四

○年預測人口達到八十萬的住屋需要，打造宜居新區等，並表示將會在北區 1、東區 2、氹仔

北區 1、氹仔中區 2、北安區的新城區及路環石排灣區增加居住區，透過增加居住區去應對未

來社會需求及人口增長，紓緩區域的人口密度和承載力。 

鄺玉球提到，現時如北區 1 及氹仔中區 2 等區域的居住人口密度相對已處於較高的水平，若再

增加居住區，恐會影響居民生活及居住的舒適度，亦增加交通與各項社區配套的壓力；同時，

她提到現時文本亦少有對各區未來人口增長預測，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有序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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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更工作，以落實未來職住平衡的發展規劃。另外她指，增加居住區的規劃應包含與居民生

活相關的配套設施，若以見縫插針的方式進行規劃，或會有機會導致社區配套供應不足，交通

出行不便，減低居民生活便利性。 

針對未來居住用地分佈方面，鄺玉球提出三點建議：一、居住區規劃需配合都市更新工作整體

進行，以片區形式進行都更，避免因接續過多的工程而長時間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以及造成居

住區與都更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並優先開展人口密度過高區域的都更工作；二、居住區的用地

規劃制定時要充分把握經濟社會環境、人口結構特徵等方面的變化，尤其要關注少子老齡化、

人口結構多元化對於住房設施配套的新需求。通過對住宅規模、標準、佈局的合理引導，有效

建立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滿足多樣化的住房需求；三、居住區的規劃應以民為本，從生活配

套、交通出行及周邊環境全盤配合，避免出現社區配套供應不足的情況，為居民打造宜居生活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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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5  2/11/2020 濠江日報 

冀總規平衡居住用地紓緩人口密度 

 

【特訊】安居是樂業的基本，住屋需求是澳門居民最關切的議題之一，完善的居住用地分配和

規劃，是滿足住屋需求的必要條件。身兼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婦聯副理事長鄺玉球表示認同

《總規》透過增加居住區用地的比例，應對未來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以改善人口

過度稠密的區域，並期望未來當局進行土地規劃和都市更新前，先做好人口結構預估工作，配

合各區未來的人口發展需要，打造宜居生活環境，共建美好家園。 

鄺玉球指，《總規》草案在住屋規劃中明確提出三個重要目標，包括居住用地要滿足到 2040

年預測人口達到 80 萬的住屋需要，打造宜居新區等，將會在北區 1、東區 2、氹仔北區 1、氹

仔中區 2、北安區的新城區及路環石排灣區增加居住區，透過增加居住區去應對未來社會需求

及人口增長，紓緩區域的人口密度和承載力。 

鄺玉球提到，現時如北區 1 及氹仔中區 2 等區域的居住人口密度相對已處於較高的水平，若再

增加居住區，恐會影響居民生活及居住的舒適度，亦增加交通與各項社區配套的壓力；同時，

她提到現時文本亦少有對各區未來人口增長預測，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有序的進

行都更工作，以落實未來職住平衡的發展規劃。另外她指，增加居住區的規劃應包含與居民生

活相關的配套設施，若以見縫插針的方式進行規劃，或會有機會導致社區配套供應不足，交通

出行不便，減低居民生活便利性。 

針對未來居住用地分佈方面，鄺玉球提出三點建議：一、居住區規劃需配合都市更新工作整體

進行，以片區形式進行都更，避免因接續過多的工程而長時間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以及造成居

住區與都更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並優先開展人口密度過高區域的都更工作；二、居住區的用地

規劃制定時要充分把握經濟社會環境、人口結構特徵等方面的變化，尤其要關注少子老齡化、

人口結構多元化對於住房設施配套的新需求。通過對住宅規模、標準、佈局的合理引導，有效

建立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滿足多樣化的住房需求；三、居住區的規劃應以民為本，從生活配

套、交通出行及周邊環境全盤配合，避免出現社區配套供應不足的情況，為居民打造宜居生活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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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6  2/11/2020 澳門日報 

婦聯三建議完善居住區規劃 

 

配合都市更新   把握人口結構   交通社區配套 

    婦聯三建議完善居住區規劃 

    【本報消息】住屋需求是澳門居民最關切的議題之一。身兼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婦聯總會

副理事長鄺玉球表示，認同“城市總規”透過增加居住區用地的比例，應對未來人口增長及推

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以改善人口過度稠密的區域。她期望未來當局進行土地規劃和都市更新

前，先做好人口結構預估，配合各區未來人口發展需要，打造宜居生活環境。 

    紓緩區域承載力 

    鄺玉球指出，“總規”草案在住屋規劃中明確提出三個重要目標，包括居住用地要滿足到二

○四○年預測人口達到八十萬的住屋需要，打造宜居新區等，並表示將會在北區一、東區二、

氹仔北區一、氹仔中區二、北安區的新城區及路環石排灣區增加居住區，透過增加居住區應對

未來社會需求及人口增長，紓緩區域的人口密度和承載力。 

    鄺玉球提到，現時如北區一及氹仔中區二等區域的居住人口密度相對已處於較高水平，若再

增加居住區，恐會影響居民生活及居住的舒適度，亦增加交通與各項社區配套的壓力；同時，

她提到現時文本亦少有對各區未來人口增長預測，需要分析和研究，才能更有序進行都市更

新，以落實未來職住平衡的發展規劃。 

    欠人口增長預測 

    另外，她指出，增加居住區的規劃應包含與居民生活相關的配套設施，若以見縫插針的方式

規劃，或會導致社區配套供應不足，交通出行不便，減低居民生活便利性。 

    針對未來居住用地分佈方面，鄺玉球提出三點建議：一、居住區規劃需配合都市更新工作整

體進行，以片區形式進行都更，避免因接續過多工程而長時間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以及造成居

住區與都更發展不協調，並優先開展人口密度過高區域的都更工作。 

    二、居住區的用地規劃制訂時要充分把握經濟社會環境、人口結構特徵等方面的變化，尤其

要關注少子老齡化、人口結構多元化對於住房設施配套的新需求。通過對住宅規模、標準、佈

局的合理引導，有效建立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滿足多樣化的住房需求。 

三、居住區的規劃應以民為本，從生活配套、交通出行及周邊環境全盤配合，避免出現社區

配套供應不足的情況，為居民打造宜居生活空間。 

 

N447  2/11/2020 市民日報 

婦聯就居住用地分布提三建議 

 

【本報訊】安居是樂業的基本，住屋需求是澳門居民最關切的議題之一，完善的居住用地分配

和規劃，是滿足住屋需求的必要條件。身兼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婦聯副理事長鄺玉球表示，

認同《總規》透過增加居住區用地的比例，應對未來人口增長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以改善

人口過度稠密的區域，並期望未來當局進行土地規劃和都市更新前，先做好人口結構預估工

作，配合各區未來的人口發展需要，打造宜居生活環境，共建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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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玉球指，《總規》草案在住屋規劃中明確提出 3 個重要目標，包括居住用地要滿足到

2040 年預測人口達到 80 萬的住屋需要，打造宜居新區等，並表示將會在北區 1、東區 2、氹

仔北區 1、氹仔中區 2、北安區的新城區及路環石排灣區增加居住區，透過增加居住區去應對

未來社會需求及人口增長，紓緩區域的人口密度和承載力。 

  鄺玉球提到，現時如北區 1 及氹仔中區 2 等區域的居住人口密度相對已處於較高的水平，

若再增加居住區，恐會影響居民生活及居住的舒適度，亦增加交通與各項社區配套的壓力；同

時，她提到現時文本亦少有對各區未來人口增長預測，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有序

的進行都更工作，以落實未來職住平衡的發展規劃。另外，她指，增加居住區的規劃應包含與

居民生活相關的配套設施，若以見縫插針的方式進行規劃，或會有機會導致社區配套供應不

足，交通出行不便，減低居民生活便利性。 

  針對未來居住用地分布方面，鄺玉球提出 3 點建議： 

  一、居住區規劃需配合都市更新工作整體進行，以片區形式進行都更，避免因接續過多的

工程而長時間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以及造成居住區與都更發展不協調的情況，並優先開展人口

密度過高區域的都更工作。 

  二、居住區的用地規劃制訂時要充分把握經濟社會環境、人口結構特徵等方面的變化，尤

其要關注少子老齡化、人口結構多元化對於住房設施配套的新需求。通過對住宅規模、標準、

布局的合理引導，有效建立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滿足多樣化的住房需求。 

三、居住區的規劃應以民為本，從生活配套、交通出行及周邊環境全盤配合，避免出現社

區配套供應不足的情況，為居民打造宜居生活空間。 

 

N448  2/11/2020 華僑報 

澳門青年文物之友協會就總規程序及做法提出意見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零二零至二零四零）》草案公開諮詢將在十一月

二日結束。其內容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並向當中多項議題提出意見。澳門青年文物之友協會就

當中的程序、做法等向當局提出意見，並指出當局需就總體規劃反思其程序、合理性和公平

性，令總體規劃成為一份有公信力、法律效力、效率和能及時回應社會要求的重要文件。 

澳門青年文物之友協會理事陳健熙指出，作為一份將指導澳門日後二十年未來的重要文件，其

法律效力、公信力、公眾知情和參與權不應被侵犯的。但是當局就取銷新城Ｄ區的填海計劃來

換取擴大新城Ａ區和澳門半島中間的空間，這成為一個程序上、公眾知情和參與權的問題。陳

健熙指出除了總體房屋供應造成的考慮外。Ｄ區對水文、「第五通道」的設計和交通、輕軌安

排、商業和設施配套等都有重有影響，在沒有有關的數據和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不填Ｄ區的決

定難令市民信服這是科學決策的結果。 

陳健熙也認為，當局應該說明這十八區和本身的行政分區和統計分區的關係。和統計分區的數

據會怎樣和新十八區轉換和操作應用等的資訊。分區除了是詳細規劃的操作手段外，也應該是

人口和設施分佈的參考指標。唯有有了這些資料，市民才能知道各區的人口數量、交通和設施

是否合理和足夠。他舉例，氹仔北區沒有了新城Ｄ區，那本身新城Ｄ區中的人會怎樣分佈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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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達到預定全澳二零四零年達八十萬的人口目標呢？這些問題在現時的文本中都沒有辦法

能被分析和讓公眾提出意見。 

陳又指出，澳門的土地用途會分為八種不同的土地用途，但當中又會有重疊和複合功能的情

況。其實和現時所稱的「非工業」用途分別不大。因此，必須在土地用途中列出該種用途的功

能白名單和黑名單等，以減少日後土地利用的爭議的情況。另外，陳認為，總體規劃應為各口

岸和通道定位，以便配合和規劃日後的發展、先後次序和配套。 

最後，澳門青年文物之友協會認為當局要明確說明詳細規劃的制定工作，例如說明下一階段會

在甚麼時候，從哪一區開始製作詳細規劃等，好讓市民能得知政府的工作進度。陳健熙期待總

體規劃能回應到廣大居民的合理反饋，並能有效地落實和進行，使澳門的城市建設進入新的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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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9  2/11/2020 正報 

總規諮詢今夜結束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期將在今日午夜結束。在諮詢期

間，保育主教山景觀、保護路環山體、增加氹仔戶外休憩空間等，備受公眾關注。關心澳門的

市民真的需要把握最後時間填寫意見表。以下是筆者綜合諮詢期間的一些意見，以供參考。 

一) 主教山景觀非常珍貴，是二十年來城市失衡發展下的倖存者。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

總體規劃 (2020-2040)》列明現有景觀不能受到破壞，尤其是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景觀必受

保育。基於這個原則，南灣湖 C、D 區的建築物限高不得超過二十五米，越是近岸的建築越要

低矮；而且，頂層必須綠化。 

二) 路環是澳門人的後花園，是澳門的市肺。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

2040)》列明，必須保護山體，不可開挖發展。而且，路環未發展的私有土地不能興建 M 級以

上的樓宇；若這類土地屬於國有，應該回復綠化。基於上述前提，地籍編號 1210.005 的土

地，不應用於興建住宅。 

三) 氹仔的居住密度極高，實在需要更多綠色休閒空間。位於氹仔北，地籍編號 1049.001 的土

地，經過逾二十年的閒置，其東邊已形成綠化生態環境，未來不應將其平整；在這基礎上，應

把這片土地劃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還有，BT8-9、11-12 的土地，也應如此，供市民享

用。 

在諮詢期即將完結之前，市民下載意見表 (https://reurl.cc/j5pqbL) 後，在意見表 (補充頁) 填

寫；隨之，電郵到工務局 (viewsmp@dssopt.gov.mo) 便可。期望，有更多市民為下一代守護

澳門，花點點時間，把想法告訴政府。 

或許，也有市民覺得，政府今次又是假諮詢、走過場，表達意見都改變不了最終結果。筆者嘗

試引用這句說話互勉：做咗後悔，好過冇做後悔！澳門係每一個澳門人嘅澳門，加油！ 

註： 

※ 地籍編號 1210.005 的土地，與荔枝碗相近，一般稱為「路環疊石塘山山腰土地」；多年前

開始，市民強烈反對在那裡開挖山體和興建超高住宅。 

※ 地籍編號 1049.001 的土地，一般稱為「海洋世界土地」，位於舊大橋氹仔橋口旁；BT8-

9、11-12 是市政署早前提出用來建設「車胎公園」的土地。 

本報記者 

 

N450  2/11/2020 正報 

文遺研創協會就總規諮詢提多項意見 

 

【特訊】社會對政府正進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中

多項議題提出意見。澳門文遺研創協會特別提出意見，希望總體規劃能有效和全面地向公眾闡

釋未來 20 年的城市生態、海域、交通、和文化建設等的方向。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政策倡議副總監劉瀚邦認為，公眾多關注的疊石塘山區域應以保護環境和生

態為前提列入不可都市化地區。他指出雖然當局有說會以低密度開發，但卻無法保障開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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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低密度發展也不見得會對滿足居民住屋需求有重大幫助，未見有公共利益，反會助長侵

蝕山體和私有化綠色空間的歪風，因此有關區域應列入不可都市化地區，並進行山體修復。 

總體規劃文本中寫明規劃範圍是包括 85 平方公里管理海域面積，但是總體規劃對總體海域的

管理和利用基本上是空白的。海洋經濟的開發、海域利用的方向、海洋資源和生態的保護及

「第四空間」也只是簡單以文字描寫，並指會參考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海域利用與發展中長

期規劃（2016-2036）」，然而該文件並沒有作為附件或公開閱覽，有違公眾參與的原則。劉

希望當局能公開更多資訊好讓大眾了解澳門的海域在 20 年後的發展路向。同時，作為一份未

來 20 年的規劃，應強調公共交通的重要性和優先性，並給市民一個清晰的交通藍圖。現時在

文本中，20 年後的輕軌只見新增石排灣線、媽閣站和東線。劉認為最低限度應標示連接青茂

和港珠澳口岸的支線、以及讓公眾探討澳門半島的輕軌計劃。 

另外，劉瀚邦認為總體規劃中缺少對民生和本地文化的關注和傳承。他指出，雖然澳門是世俗

社會，基本法也給予澳門居民享有宗教自由，但城市的發展應該要空間讓信仰習俗傳承，在新

的社區性民生設施中給予信仰生存的機會。而文本對城市內在，社區性民生設施例如街市和市

集也不多提及。劉瀚邦擔心，在土地例用緊張，特別是舊區等一向缺少民生空間的區域，如果

不在總體規劃中提出社區性文化設計的目標，恐怕日後難以實現其發展目標。 

因此，澳門文遺研創協會期望政府在廣泛聽取意見後，能更多和詳細地向大眾說明澳門 20 年

內的環境和文化建設的方向，並把社會意見反映在總體規劃的正式條文當中，好讓指導日後的

詳細規劃的製作，為澳門的未來打下紮實的城市環境和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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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1  2/11/2020 正報 

學聯：總規要顧及平衡學習運動空間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正在進行公開諮詢，澳門學聯理

事長楊煒軒認為，要注重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學習、休憩和運動空間，以及制訂長遠規劃落實職

住平衡。 

優化舊區空間重視運動便利性。楊煒軒指出，澳門舊區的面積和比例較多，有需要為學生的人

均用地制定指標，透過總體規劃的更新發展，優化學生的學習空間，活動空間，以及提供便利

的交通配套等等，以此滿足學生和市民的需要。 

楊煒軒續提到，在體育設施分佈上，草案中僅表明將於逸園跑狗場原址、新城 A、D 區規劃增

設大型康體設施。但事實上，目前澳門存在體育場地分佈不均的情況，單靠新增逸園跑狗場和

新城 A 區的大型康體設施未能滿足市民實際的運動需要，因此在未來的都市規劃和發展、都市

更新等的同時，在滿足住屋需求的同時，亦應一併注重市民和學生的活動空間，優化舊有區域

體育設施規劃，重視市民前往運動場地的便利性與連接性，有助提高市民進行體育運動的積極

程度。 

長遠規劃落實職住平衡。楊煒軒最後表示，不論是職住平衡還是學住平衡的理念均十分重要，

亦是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唯在具體落實時有一定難度，皆因市民在選擇就

學或就業時，考量或影響的因素眾多，或難以如設計般達致平均狀態，建議政府需要制定更為

長遠和具體的方案，以此建成一個出行便利，宜居舒適的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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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2  2/11/2020 澳門日報 

團體：不填 D 區缺理據難服眾 

 

【本報消息】《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公開諮詢將在今

日結束。澳門青年文物之友協會理事陳健熙指出，作為一份將指導澳門日後二十年未來的重要

文件，其法律效力、公信力、公眾知情和參與權不應被侵犯的。 

但是當局就取消新城 D 區的填海計劃，來換取擴大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中間的空間，這成為

一個程序上、公眾知情和參與權的問題。陳健熙指出，除了總體房屋供應造成的考慮外。D 區

對水文、"第五通道"的設計和交通、輕軌安排、商業和設施配套等都有重有影響，在無有關的

數據和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不填 D 區的決定，難令市民信服。 

他認為，當局應說明這十八區和本身的行政分區和統計分區的關係。和統計分區的數據會怎樣

與新十八區轉換和操作應用等的資訊。分區除了是詳細規劃的操作手段外，也應是人口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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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的參考指標。唯有有了這些資料，市民才能知道各區的人口數量、交通和設施是否合理和

足夠。 

他舉例，氹仔北區沒有了新城 D 區，那本身新城 D 區中的人會如何分佈在各區，以達到預定

全澳二○四○年達八十萬的人口目標，這些問題在現時的文本中都沒有辦法能被分析和讓公眾

提出意見。 

清晰土地用途 

陳健熙指出，澳門的土地用途會分為八種不同的土地用途，但當中又會有重疊和複合功能的情

況。其實和現時所稱的"非工業"用途分別不大。因此，必須在土地用途中列出該種用途的功能

白名單和黑名單等，以減少日後土地利用的爭議的情況。另外，總體規劃應為各口岸和通道定

位，以便配合和規劃日後的發展、先後次序和配套。 

陳健熙認為，當局要明確說明詳細規劃的制訂工作，例如說明下一階段會在何時，從哪一區開

始製作詳細規劃等，讓市民能得知政府的工作進度，他期待總體規劃能回應到廣大居民的合理

反饋。 

 

 

 

N453  2/11/2020 澳門日報 

文遺研協倡不開發疊石塘山 

 

【本報消息】社會對政府正進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

草案公開諮詢中多項議題提出意見。文遺研創協會政策倡議副總監劉瀚邦認為，公眾多關注的

疊石塘山區域應以保護環境和生態為前提列入不可都市化地區。 

他指出，雖然當局有說會以低密度開發，但卻無法保障開發強度。而低密度發展也不見得會對

滿足居民住屋需求有重大幫助，未見有公共利益，反會助長侵蝕山體和私有化綠色空間的歪

風，因此，有關區域應列入不可都市化地區，並進行山體修復。 

總體規劃文本中，寫明規劃範圍是包括八十五平方公里管理海域面積，但是總體規劃對總體海

域的管理和利用基本上是空白的。海洋經濟的開發、海域利用的方向、海洋資源和生態的保護

及"第四空間"也只是簡單以文字描寫，然而該文件並沒有作為附件或公開閱覽，有違公眾參與

的原則。 

劉瀚邦表示，現時在文本中，二十年後的輕軌只見新增石排灣線、媽閣站和東線，認為最低限

度應標示連接青茂和港珠澳大橋口岸的支線，讓公眾探討澳門半島的輕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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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總體規劃中缺少對民生和本地文化的關注和傳承，擔心在土地利用緊張、特別是舊區

等一向缺少民生空間的區域，若不在總體規劃中提出社區性文化設計的目標，恐日後難以實現

其發展目標。 

 

 

 

N454  2/11/2020 華僑報 

澳大學生會校友會 建議 集中各高校分部於新城Ｂ區 

 

【特訊】《總體規劃（二零二零至二零四零）》是本澳未來城市發展的藍圖，而一份具前瞻

性、兼顧各方的規劃方案，更是澳門朝多元化發展的重要基石，當中政府所提出「教育興澳」

和「人才建澳」的發展方針，正是澳門朝向多元化、永續化方向發展的關鍵所在，然而在草案

當中，履行上述要旨的規劃卻是闕如。 

 澳門大學學生會校友會理事李鍵宏指出，目前本澳擁有多間涵蓋不同領域的高等院校，在優

秀師資及研究成果不斷累積下，包括澳門大學在內的多間院校排名持續上升，可見本澳的高等

教育已達至較高的水平，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阻礙之一，是各間院校因本部發展用地不

足，而不得不將各校部、宿舍等分拆於不同的校區，零散地分佈在澳門各地，當中不少更雜處

於車水馬龍的鬧區之中，影響學生學習的同時，亦不利於學術上的切磋交流，長遠而言將減低

本地、海外優秀學生及教授來澳、留澳的意願，令澳門的高等教育發展踟躕停滯，甚至各個產

業亦因人才供應不足而陷入發展瓶頸。 

 事實上，《總體規劃》的制定正是使本澳高等教育獲得飛躍性進展，並最終達至高等教育產

業化目標的重要契機。李鍵宏進一步指出，政府有必要整合各校舍的用地資源，科學合理規劃

高教用地，並可在新城Ｂ區劃出一塊專門用作高等教育的用地，將目前除澳門大學校區外，分

散於澳門各處的各校分部集中起來，並結合新城商業用地之規劃，乘著澳門經濟因新城填海區

啟用而帶動的發展浪潮，利用本澳具優勢的商業資源提高教學效益和質量。這樣一來可解決硬

件配套不佳這個過去一直困擾本澳高等教育的問題，二來因高等教育與商業發展的相輔相成而

達致「1+1〉2」的效果，三來更可將原有用作開設院校分部的空間重新釋放，為澳門市區重

整提供更充份的條件，減少《總體規劃》落實執行上的阻力。 

 最後，李鍵宏亦在高教用地及發展的方面提出以下六點，以加快促進人才競爭力的成長及經

濟適度多元化的進程：一、強化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域的發展，並以此作為本澳產業多元化發展

之基調；二、增加澳門旅遊競爭力，爭取在澳門舉辨 MICE 概念會議（Meeting）、修學旅行

（獎勵旅遊）（Incentive Travel），以及國際機構、團體、學會等所舉辦的會議、活動、展示

會、商展（Event/Exhibition）；三、加強與大灣區合作新能源等未來產業上的發展；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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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海濱長廊，以綠色能源環保理念為設計思路，強化新能源的應用；五、利用本澳的優勢資源

發展太空科技領域；六、靈活利用海域資源，增加在澳門海域進行的發展項目，為澳門科技人

才提供發展平台。◇ 

 

 

 

N455  2/11/2020 澳門日報 

為誰作規劃？ 

 

等了又等，《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終於面世。作為

澳門首份法定總體規劃，這份規劃草案的目標，自是為小城未來二十年的發展勾勒出一幅藍

圖。根據官方公佈，當中包含了土地利用、空間佈局、經濟產業、文化遺產、城市景觀、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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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都市防災等範疇的構想；簡而言之，這份草案大致決定了澳門未來廿載的路，而從這些

規劃內容，我們亦不難窺見這片土地上將會出現的變革和未來的面貌。 

草案公佈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議論：有人喜見城市規劃終於成為了一件被認真看待的事；有

人擔憂山體保育，認為草案內容反映出當局對綠色空間、生態保護等的忽視；有人批評草案中

缺乏對文化的周全想像，只將目光停留在文化遺產這個子集，卻沒有對"文化"整個母集着墨。

但討論得最熾熱的，尤數十八個規劃分區。 

據草案所指，十八分區的概念乃是"綜合現時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重新將本澳

土地劃分"，從而得出"北區-1"、"北區-2"、"中區-1"、"氹仔北區-1"、"氹仔北區-2"、"北安區

"等等十八個規劃分區。消息一出旋即引來民眾熱議，不少專業人士亦就此事提出高見；珠玉

在前，但有些話依然想說，故借此機會，與大家分享愚見。 

首先想說的是分區的必要。先得表明，我認同分區發展的理念，只因一個發展成熟的城市，必

然有着不同的區域，滿足不同功能；我有保留的，是將澳門分成十八個分區。 

如上所述，十八分區的理據是考慮到各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背後所指涉的邏輯，即

是分區後，能按照各區的特點而作出更有意義、更具針對性的規劃。 

此話固然有其道理，假如真能成功實踐，更是美事一樁，但問題是，在澳門這樣的一個彈丸小

城裡，真能劃分出十八個特色不一、功能各異、發展方向不同的分區？不同地段之間確實有其

差異，但差異之大，是否已然到達"水火不容"的地步？同中存異，會否比分崩離析來得合理？

無巧不成話，"十八"、"分區"這兩組關鍵詞，令人聯想起鄰岸香港的十八區，有支持草案理念

的人遂將兩者相提並論，認為同是特別行政區，那香港既成，何以澳門不可以？ 

當然可以。只是香港的十八分區不單是地段上的劃分，而是在政治功能、架構、治理上都是十

八個有一定獨立程度的體制，若真要把澳門的十八分區與香港的十八區看齊，這些是否需要一

併參考、複製？那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會帶來何等影響？有否相關協調？ 

至此，可以這樣做與應該這樣做之間的距離，相信大家都清楚。那既然分區的理念可行，但分

成十八區有其衍生問題，我們能否中間落墨？且別忘記，澳門本來已有七個堂區（五個為官方

所承認，離島兩個亦為坊間所認同），沿用多年，若能以此作基礎，再按實際情況，彈性地加

以刪減、整合或處理，會否又是另外一個可行的方案？而據土地工務運輸局的資料：十八個規

劃分區的目的是訂定未來詳細規劃的框架，屬城市規劃上的劃分，並非代替目前的本澳堂區劃

分及傳統對各區的稱謂，也不會影響居民接受政府各項服務。換言之，有關當局在構思分區

時，清楚意識到堂區這事的存在，假如這樣，多加利用舊有的一套，比起橫空出世的新意念，

會否更為人所接受和理解？ 

而承接運用現有堂區概念的思路，我們就能將思考的重點由分十八區的必要轉移至分十八區的

影響。 

雖然官方表明新的規劃分區不會影響舊有的堂區概念，但當新的一套區域名稱出現，客觀效果

就是多出了一套新的區域劃分方法和名稱，久而久之，未為官方推行、認可的一套就會被淡

忘。而令情況更見可惜的是，舊有的一套堂區劃分，與澳門過去的歷史文化背景有着緊密關

係，是小城中葡文化融合的一大見證，若然因為未加善用而令其被歷史洪流捲去，不但會釀成

本土歷史文化記憶的斷層，更會掀起一輪"去殖化"的政治爭議，模糊了城市規劃的焦點。 

715



 

其次，現時十八個規劃分區的命名方法只是按照地區的方位名稱作根基，再在其中加上編號，

可謂是純天然的"信手拈來"、不經修飾，亦與澳門的城市肌理、歷史記憶無甚連繫，加之澳門

人向來習慣以約定俗成的一套來稱呼地段或街道——試問有多少人會將新馬路喚作亞美打利庇

盧大馬路？誰又知道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所指的是何方？當如此命名遇上這種習性，根本難以

寄望用家——亦即是各位實實在在地生活於小城的澳門人，能夠輕易辨明、記好，繼而應用，

如此一來，十八個分區大概只會停留在官方文件上的指定名稱，無法與民間的真實生活結合，

淪為紙上空話。 

但相比起以上兩者，我認為十八分區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它未能與草案提出結合"國家、區域

及自身"三個層次的想法緊扣。據草案內容，三個定位分別為"自身定位"，指的是成為澳門居民

的美麗家園；"區域定位"，即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粵港澳大灣區

的中心城市、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的重要支撐點，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三極之一；

至於"國家定位"，則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果如是，假如

我們能將現有具備葡萄牙宗教特色的堂區傳統與規劃分區的想法相結合，不就代表了一種承先

啟後的精神、成就出一個傳承歷史文化的澳門故事？將原有的堂區傳統束之高閣，繼而另立一

個分區的系統和標準，此一做法，無疑是送走了一個能對世界說好澳門故事的機會，在旅遊推

廣的層面上，澳門亦因此失卻了一個別樹一幟的賣點話題，不無可惜。 

以上這些，就是我對十八分區的淺見。我當然明白，單以"分區"一事來論斷整份草案，有欠公

允，而無論大家對分區的意見再多，也不能忘記草案當中亦尚有其他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需

要我們一直關注、討論，以及完善。作為澳門人，我喜見政府對城市規劃的重視，亦樂見小城

能有更完整、更全面的發展藍圖；然而，我始終相信，在城市規劃當中規劃固然重要，但更關

鍵的，是"城市"——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的歷史背景、城市的發展定位，以及在這城市中真

真實實地生活的每一個人。只有將這些元素都一一考慮在內，我們才可得出一份有溫度、有想

法、真正屬於澳門的城市規劃草案，而不是一份冰冷、死板、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發展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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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6  2/11/2020 華僑報 

學聯盼優化學習及運動空間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至二０四０）》草案正在進行公開諮詢，

澳門學聯理事長楊煒軒認為，要注重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學習、休憩和運動空間，以及制訂長遠

規劃落實職住平衡。 

 優化舊區空間重視運動便利性 

 楊煒軒指出，澳門舊區的面積和比例較多，有需要為學生的人均用地制定指標，透過總體規

劃的更新發展，優化學生的學習空間，活動空間，以及提供便利的交通配套等等，以此滿足學

生和市民的需要。 

 楊煒軒續提到，在體育設施分佈上，草案中僅表明將於逸園跑狗場原址、新城Ａ、Ｄ區規劃

增設大型康體設施。但事實上，目前澳門存在體育場地分佈不均的情況，單靠新增逸園跑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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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城Ａ區的大型康體設施未能滿足市民實際的運動需要，因此在未來的都市規劃和發展、都

市更新等的同時，在滿足住屋需求的同時，亦應一併注重市民和學生的活動空間，優化舊有區

域體育設施規劃，重視市民前往運動場地的便利性與連接性，有助提高市民進行體育運動的積

極程度。 

 長遠規劃落實職住平衡 

 楊煒軒最後表示，不論是職住平衡還是學住平衡的理念均十分重要，亦是為澳門的可持續發

展必不可少的一部份。唯在具體落實時有一定難度，皆因市民在選擇就學或就業時，考量或影

響的因素眾多，或難以如設計般達致平均狀態，建議政府需要制定更為長遠和具體的方案，以

此建成一個出行便利，宜居舒適的澳門。◇ 

 

 

 

N457  3/11/2020 澳門日報 

兩團體研討城市總規 

 

【本報消息】澳門新口岸區工商聯會連同澳門城市建築及發展學會於十月二十七日舉辦城市總

體規劃研討會。出席成員有澳門新口岸區工商聯會會長胡達忠、澳門城市建築及發展學會主席

林耀輝以及兩會共三十多名代表。 

與會者們分別提出建議應將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納入總規之內作詳細規劃研究，在新區開發

時，增加小量容積率以要求發展商增設公共設施空間（如綠化空間，停車位等）要求，以及加

強文化遺產的規劃和保護。交通規劃需深化整合，如輕軌為主軸的通過集體交通運輸作跨區服

務，再以輕軌站為點以短途交通工具或綠色出行方式（有效的步行系統），減少汽車進入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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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道路，讓舊區可增設更多行人專用區，亦可借此打造澳門特色街道的建設，做好澳門特色

旅遊的名牌。 

另外，有與會者提出建議做好區域互保方面，將澳門一些工業或文創產業通過政策引至橫琴或

大灣區發展，釋放出更多土地建設澳門公共空間，同時須善用已有的科技技術，如自動機械泊

車，及智慧管道的建設，增加土地利用率。 

 

 

 

N458  3/11/2020 濠江日報 

學者冀總規劃 結合智慧城市發展路線圖 

 

【特訊】為期六十日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昨日結束， 澳大副教授黃承發認為城市總體規劃

是一個二十年的長遠規劃，應提供更多科學數據，以便讓居民更容易理解；他又指，總規對智

慧城市的認知方面較薄弱，認為在基建方面需更有前瞻性，建議總規需要結合智慧城市發展路

線圖，並更多考慮居民未來生活所需，提升居民的生活素質。 

黃承發表示，城市總體規劃是一個二十年的長遠規劃，雖然今次諮詢只是一個草案，但應提供

更多科學數據，以便讓居民更容易理解；如草案指綜合統計分區的人口分佈、特色和功能，將

本澳土地劃分為十八規劃分區，但未有具體科學數據；又如在海域利用方面，草案提出透過近

岸填海及遠期填海計劃，以應對未來人口增加及社會經濟轉變所帶來的土地需求，但有關填海

面積的依據，如旅客增長數字、人口增長等，以及能否應付未來二十年的土地需求等，都未有

實際數據提供市民思考。 

黃承發又表示，本澳交通情況長期備受詬病，如公交方面，目前本澳部分巴士路線因道路環境

所限，未能容納大型巴士通行，令乘客候車時間較長及車廂擁擠；另外，圓形地在澳門較常

見，交通繁忙時段呈現嚴重堵塞，不少意見提議興建立體交通道路網絡，但因土地及地理環境

限制一直未能推行；他認為城市總體規劃需有一個交通發展路線圖，並與都市更新的發展路線

圖相結合，有序將圓形地改建成為立交，並擴闊行車道及改善路網，解決交通黑點問題。另

外，他又指出，目前澳門輕軌走線規劃只是現已明確的走線，過往曾規劃接駁到舊區的站點卻

未有著墨，他認為，現時雖然未有條件將輕軌走線延伸到舊區，但隨著未來祐漢區都市更新開

展，將最有條件成為首條延伸到舊市區的輕軌走線，認為政府應多思考有關方案。 

此外，黃承發指，總規草案對智慧城市的認知方面較薄弱，如草案只是提出將澳門建設成為一

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但如何建設智慧城市的著墨不多，強調智慧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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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基礎建設需要預先佈局，包括管線及傳感器等，認為在基建方面需更有前瞻性，建議總規

需要結合智慧城市發展路線圖，並更多考慮居民未來生活所需，提升居民的生活素質。 

 

 

 

N459  3/11/2020 澳門日報 

街總就總規輕軌東線提九建議 

 

【本報消息】《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及《輕軌東線

方案》公開諮詢期結束，街坊總會就土地使用、經濟發展、青洲規劃、文化保育、輕軌東線等

提出九點建議，以供特區政府作為參考。 

長遠打算保留 D 區 

土地使用方面，政府提出在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路之間的海域填海，該會認為此舉能有效解

決沿岸多年的環境問題，但為長遠打算建議政府未來嘗試向中央提案是否能同時保留 D 區，做

好土地資源儲備。另外，現時舊城區仍有不少超過四十年樓齡的舊樓，希望政府能進一步研究

將澳門舊城區納入都市更新優先區域，解決現存的問題；經濟發展方面，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將

該會提出的內港海傍區綜合環境整治方案，納入"一河兩岸合作軸帶"的規劃。同時，澳門經濟

單一，對於政府計劃將慕拉士工業區改成商業區予以認同，希望政府加強相關資訊發放，並配

合中醫藥發展及中葡發展平台等，推動澳門科技工業村的發展。 

輕軌站引商業元素 

青洲規劃方面，"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將會包括青洲區，但昔日的青洲規劃並未有具體內容，希

望政府在總體規劃出台後，加快青洲區的規劃並結合現時"總規"，推出更詳細、完善的詳細規

劃。 

至於文化保育方面，希望政府在制訂總體規劃上充分考慮到有關問題，做好山體保護，建議將

保育的山體適當規劃成休憩場所，讓居民能夠親近大自然。 

針對輕軌東線，該會希望政府加快興建進度，研究以減輕輕軌營運成本作為考量，在未來的輕

軌站加入更多商業元素，並適時研究和發佈輕軌西線的具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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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60  3/11/2020 澳門日報 

民眾建澳：大局思維前瞻發展 

 

就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提建議 

    民眾建澳：大局思維前瞻發展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草案

及《輕軌東線方案》公開諮詢，民眾建澳為此提出意見及建議。 

    產業定位職住平衡 

    關於城市總體規劃方面。配合產業定位，推動職住平衡。城市總體規劃作為策略性指引及指

導方針，應立足長遠，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展所需。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

“職住平衡”的原則，建議當局應進一步公佈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作出適合自身

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其次是建立發展目標，量化指標體系。本澳現時不少策略和政策沒有建立量化的發展目標和

指標體系，令城市總體規劃在做空間規劃的時候缺乏與之匹配的發展指標作指引。建議當局要

盡快建立未來二十年重大民生、多元產業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系。 

    琴澳深度合作，建設多元佈局。由於本澳發展空間不足，難以獨自支撐多元產業集群發展的

現實，建議盡快啟動海域發展規劃和確定第四空間等構思，統籌本澳現有土地和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土地，做好多元產業在琴澳之間的空間佈局安排。 

    合理利用土地，創造宜居環境。當局近年已陸續收回不少閒置土地，建議對相關土地做好分

類管理及前瞻規劃，合理運用閒置土地，配合經濟發展及滿足民生需求。 

    先行先試重建樓宇 

    加快都市更新，助解燃眉之困。建議藉城市總體規劃推動《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法律工

作出台，解決最為嚴峻的祐漢區居住問題；並建議政府以“先行先試”形式將同意重建的樓宇

優先啟動重建工作，以維護樓宇及居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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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順各區交通，解決長期困局。本澳交通承載力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民眾需求，建議對各

區交通作長遠優化，理順區內道路交通布局，結合未來的陸路總體運輸政策，合理評估、調

整、制訂及落實本澳未來的交通施政。 

    完善離島規劃，加強生態保育。疊石塘山作為路環區一片重要的郊外綠化帶，期望當局聽取

社會聲音，重新檢視疊石塘山周邊劃為居住區的合理性，以進一步完善山體保育，回應社會訴

求。 

    制訂十年交通規劃 

    關於輕軌東線方案，輕軌過去由於建設成本及工期等問題，引發社會質疑。現方案中亦缺乏

預算及工期的資訊和數據，建議當局盡快公佈包括工期、預算、收益等資訊讓社會討論。同

時，期望當局盡快落實相關建設，完善本澳輕軌網絡，構建構良好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另

外，建議特區政府因應社會變化、新城規劃、區域發展、未來各出行工具與步行系統等因素，

結合總體城市規劃及輕軌建設等綜合考量，盡快制訂並公佈未來十年交通規劃，以便社會大眾

因應政策及自身情況，及早規劃未來的出行方式。 

 

N461  3/11/2020 市民日報 

民建聯遞交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諮詢建議 

 

【本報訊】特區政府於今年 9 月 4 日起，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進行公開諮詢，諮詢期昨日結束。民众建澳聯盟於諮詢期內積極參與

諮詢場，並透過公開意見收集及座談等方式，以不同渠道聽取居民及社會的意見，經分析及整

理後編製成意見書，並向相關部門及機構遞交，期望與社會共同完善有關工作。 

  民建聯表示，城市總體規劃將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澳日後城市布局及分區規劃

作指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相關。期望當局未來為各「規劃分區」制訂詳細規劃時，除

按照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規劃與民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

符合。有關輕軌東線的走向及落成，該會認為對本澳未來交通布局具有重要意義，原則上認同

建設的需要，但當中仍有值得探討及完善之處。為此，該會就城市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方

案》提出意見及建議，節錄如下： 

  一、關於城市總體規劃 

  （一）配合產業定位 推動職住平衡 

  城市總體規劃作為策略性指引及指導方針，應立足長遠，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

展所需。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建議當局應進一步公布有何鼓勵

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作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二）建立發展目標 量化指標體系 

  本澳現時不少策略和政策亦沒有建立量化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系，令城市總體規劃在做空

間規劃的時候缺乏與之匹配的發展指標作指引。建議當局要盡快建立未來 20 年重大民生、多

元產業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系。 

  （三）琴澳深度合作 建設多元布局 

722



 

  本澳發展空間不足，難以獨自支撐多元產業集群發展的現實，建議盡快啟動海域發展規劃

和確定第四空間等構思，統籌本澳現有土地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土地，做好多元產業在琴澳

之間的空間布局安排。 

  （四）合理利用土地 創造宜居環境 

  過往政府受限於各類現時未能合理利用部分土地，建議藉著城市總體規劃對相關土地的運

用做好規劃，合理運用閒置土地，提高民眾生活質素，創造更宜居的社區環境。 

  （五）加快都市更新 助解燃眉之困 

  建議藉城市總體規劃推動《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法律工作出台，解決最為嚴峻的祐漢

區居住問題；並建議政府以「先行先試」形式將同意重建的樓宇優先啟動重建工作，以維護樓

宇及居民安全。 

  （六）理順各區交通 解決長期困局 

  本澳交通承載力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民眾需求，建議對各區交通作長遠優化，理順區內

道路交通布局，結合未來的陸路總體運輸政策，合理評估、調整、制訂及落實本澳未來的交通

施政。 

  （七）完善離島規劃 加強生態保育 

  疊石塘山作為路環區一片重要的郊外綠化帶，期望當局聽取社會聲音，重新檢視疊石塘山

周邊劃為居住區的合理性，以進一步完善山體保育，回應社會訴求。 

  二、關於輕軌東線方案 

輕軌過去由於建設成本及工期等問題，引發社會質疑。現方案中亦缺乏預算及工期的資訊

和數據，建議當局盡快公布包括工期、預算、收益等資訊讓社會討論。同時，期望當局盡快落

實相關建設，完善本澳輕軌網絡，構建構良好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另外，建議特區政府因應

社會變化、新城規劃、區域發展、未來各出行工具與步行系統等因素，結合總體城市規劃及輕

軌建設等綜合考量，盡快制訂並公布未來 10 年交通規劃，以便社會大眾因應政策及自身情

況，及早規劃未來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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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62  3/11/2020 正報 

民建聯就城市總規及輕軌東線諮詢提建議 

 

【特訊】特區政府於今年九月四日起，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

案及《輕軌東線方案》進行公開諮詢，諮詢期已於昨日（2）結束。民眾建澳聯盟於諮詢期內

積極參與諮詢場，並透過公開意見收集及座談等方式，以不同渠道聽取居民及社會的意見，經

分析及整理後編製成意見書，並向相關部門及機構遞交，期望與社會共同完善有關工作。 

民建聯表示，城市總體規劃將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澳日後城市佈局及分區規劃作指

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相關。期望當局未來為各"規劃分區"制定詳細規劃時，除按照各

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規劃與民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符合。

有關輕軌東線的走向及落成，該會認為對本澳未來交通佈局具有重要意義，原則上認同建設的

需要，但當中仍有值得探討及完善之處。為此，該會就城市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方案》提出

意見及建議，節錄如下： 

一、關於城市總體規劃 

（一）配合產業定位推動職住平衡：城市總體規劃作為策略性指引及指導方針，應立足長遠，

以大局思維及前瞻性思考未來發展所需。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建

議當局應進一步公布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作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 

（二）建立發展目標量化指標體系：本澳現時不少策略和政策亦沒有建立量化的發展目標和指

標體系，令城市總體規劃在做空間規劃的時候缺乏與之匹配的發展指標作指引。建議當局要儘

快建立未來二十年重大民生、多元產業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系。 

（三）琴澳深度合作建設多元布局：本澳發展空間不足，難以獨自支撑多元產業集群發展的現

實，建議儘快啓動海域發展規劃和確定第四空間等構思，統籌本澳現有土地和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土地，做好多元產業在琴澳之間的空間布局安排。 

（四）合理利用土地創造宜居環境：過往政府受限於各類現時未能合理利用部分土地，建議藉

着城市總體規劃對相關土地的運用做好規劃，合理運用閑置土地，提高民衆生活質素，創造更

宜居的社區環境。 

（五）加快都市更新助解燃眉之困：建議藉城市總體規劃推動《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法律

工作出台，解決最嚴峻的祐漢區居住問題；並建議政府以"先行先試"形式將同意重建的樓宇優

先啟動重建工作，以維護樓宇及居民安全。 

（六）理順各區交通解决長期困局：本澳交通承載力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民眾需求，建議對

各區交通作長遠優化，理順區內道路交通布局，結合未來的陸路總體運輸政策，合理評估、調

整、制定及落實本澳未來的交通施政。 

（七）完善離島規劃加強生態保育：疊石塘山作為路環區一片重要的郊外綠化帶，期望當局聽

取社會聲音，重新檢視疊石塘山周邊劃為居住區的合理性，以進一步完善山體保育，回應社會

訴求。 

二、關於輕軌東線方案 

輕軌過去由於建設成本及工期等問題，引發社會質疑。現方案中亦缺乏預算及工期的資訊和數

據，建議當局盡快公佈包括工期、預算、收益等資訊讓社會討論。同時，期望當局盡快落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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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設，完善本澳輕軌網絡，構建構良好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另外，建議特區政府因應社會

變化、新城規劃、區域發展、未來各出行工具與步行系統等因素，結合總體城市規劃及輕軌建

設等綜合考量，盡快制定並公佈未來十年交通規劃，以便社會大眾因應政策及自身情況，及早

規劃未來的出行方式。 

 

N463  3/11/2020 澳門時報 

民建聯提七建議完善城市總規 促公佈輕軌東線建設工期預算 

 

【本報訊】特區政府於 9 月 4 日起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

《輕軌東線方案》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開諮詢，諮詢期已於昨日結束。民眾建澳聯盟在聽取居

民及社會意見，並進行整理及分析後，編製意見書遞交相關部門及機構，當中就城市總體規劃

提出七點意見，並建議當局盡快公佈輕軌東線的工期、預算、收益等資訊，以回應社會關切。 

民建聯表示，城市總體規劃將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為本澳日後城市佈局及分區規劃作指

導性的方向，與全澳居民息息相關。期望當局未來為各“規劃分區”制定詳細規劃時，除按照

各部門職能落實細則，更須以社情民意作為基礎，使規劃與民眾的願景及社會長遠發展相符

合。有關輕軌東線的走向及落成，該會認為對本澳未來交通佈局具有重要意義，原則上認同建

設的需要，但當中仍有值得探討及完善之處。 

該會就城市總體規劃提出七點建議：一、配合產業定位，推動職住平衡。草案當中提及土地使

用將依照“職住平衡”的原則，就此，當局應進一步公佈有何鼓勵政策及推動方式，讓居民作

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規劃及安排；二、建立發展目標，量化指標體系。本澳現時不少策略和政策

亦沒有建立量化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系，令城市總體規劃在做空間規劃的時候缺乏與之匹配的

發展指標作指引。當局須盡快建立未來二十年重大民生、多元產業的發展目標和指標體系；

三、琴澳深度合作，建設多元布局。本澳發展空間不足，難以獨自支撑多元產業集群發展的現

實，應盡快啟動海域發展規劃和確定第四空間等構思，統籌本澳現有土地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土地，做好多元產業在琴澳之間的空間布局安排；四、合理利用土地，創造宜居環境。過往

政府受限於各類現時未能合理利用部分土地，希望藉著城市總體規劃對相關土地的運用做好規

劃，合理運用閑置土地，提高民衆生活質素，創造更宜居的社區環境；五、加快都市更新，助

解燃眉之困。藉城市總體規劃推動《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法律工作出台，解決最為嚴峻的

祐漢區居住問題。同時，政府應以“先行先試”形式將同意重建的樓宇優先啟動重建工作，以

維護樓宇及居民安全；六、理順各區交通，解 長期困局。本澳交通承載力已無法滿足日益增

長的民眾需求，應對各區交通作長遠優化，理順區內道路交通佈局，結合未來的陸路總體運輸

政策，合理評估、調整、制定及落實本澳未來的交通施政；七、完善離島規劃，加強生態保

育。疊石塘山作為路環區一片重要的郊外綠化帶，期望當局聽取社會聲音，重新檢視疊石塘山

周邊劃為居住區的合理性，以進一步完善山體保育，回應社會訴求。 

關於輕軌東線建設方面，輕軌建設過去因成本及工期等問題，引發社會質疑，現方案中亦缺乏

預算及工期的資訊和數據，建議當局盡快公佈包括工期、預算、收益等資訊讓社會討論。同

時，期望當局盡快落實相關建設，完善本澳輕軌網絡，構建構良好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另

外，建議特區政府因應社會變化、新城規劃、區域發展、未來各出行工具與步行系統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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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總體城市規劃及輕軌建設等綜合考量，盡快制定並公佈未來十年交通規劃，以便社會大眾

因應政策及自身情況，及早規劃未來的出行方式。 

 

N464  3/11/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團體辦研討會商城市總體規劃 

 

【本報消息】澳門新口岸區工商聯會連同澳門城市建築及發展學會於十月二十七日舉辦城市總

體規劃研討會。出席成員有澳門新口岸區工商聯會會長胡達忠、澳門城市建築及發展學會主席

林耀輝以及兩會共三十多名代表。 

    與會者們分別提出建議應將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納入總規之內作詳細規劃研究，在新區開發

時，增加小量容積率以要求發展商增設公共設施空間（如綠化空間，停車位等）要求，以及加

強文化遺產的規劃和保護。交通規劃需深化整合，如輕軌為主軸的通過集體交通運輸作跨區服

務，再以輕軌站為點以短途交通工具或綠色出行方式（有效的步行系統），減少汽車進入舊區

內的道路，讓舊區可增設更多行人專用區，亦可借此打造澳門特色街道的建設，做好澳門特色

旅遊的名牌。 

另外，有與會者提出建議做好區域互保方面，將澳門一些工業或文創產業通過政策引至橫琴

或大灣區發展，釋放出更多土地建設澳門公共空間，同時須善用已有的科技技術，如自動機械

泊車，及智慧管道的建設，增加土地利用率。 

 

N465  3/11/2020 正報 

街總就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諮詢提九建議 

 

【特訊】特區政府於九月開始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輕

軌東線方案》進行公開諮詢。街坊總會對此表示關注，並就土地使用、經濟發展、青洲規劃、

文化保育、輕軌東線等提出九點建議，以供特區政府作為參考。 

在土地使用方面，政府提出在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路之間的海域進行填海，此舉能有效解決

沿岸多年的環境問題，對提案表示認同，為澳門長遠打算，建議政府未來嘗試向中央提案是否

能同時保留 D 區，為澳門土地資源做好儲備。另外，現時舊城區仍有不少超過四十年樓齡的舊

樓，希望政府能進一步研究將澳門舊城區納入都市更新優先區域，解決現存的問題。 

在經濟發展方面，昔日該會曾多次提出內港海傍區綜合環境整治方案，方案既能夠解決澳門治

水問題，又能優化區內的營商及交通環境，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將有關計劃納入「一河兩岸合作

軸帶」的規劃。同時，澳門經濟單一，對於政府計劃將慕拉士工業改成商業區予以認同，希望

政府加強相關資訊發放，並配合中醫藥發展及中葡發展平台等，推動澳門科技工業村的發展。 

在青洲規劃方面，「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將會包括青洲區，但昔日的青洲規劃並未有具體內

容，希望政府在總體規劃出台後，加快青洲區的規劃，結合現時的總體規劃，推出更詳細、完

善的詳細規劃，同時做好保育青洲山的工作，提升區內居民生活質素，讓青洲區得以發展。 

在文化保育方面，澳門不少文物建築都靠近民居，活化規劃時往往受到文物保護問題所限制。

發展及保護需要作出平衡，希望政府在制訂總體規劃上，充分考慮到有關問題。山體保護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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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十分關注的一項議題，建議將保育的山體適當規劃成休憩場所，配合步行徑等，讓居民能夠

親近大自然。 

針對輕軌東線，街坊總會對於輕軌建於地下表示認同，由於方案或涉及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

路之間的填海海域，希望加快落實填海問題。又指出輕軌東線必須配合現時已落成的輕軌路

線，希望政府加快興建進度，研究以減輕輕軌營運成本作為考量，在未來的輕軌站加入更多商

業元素。此外，建議適時研究和發佈輕軌西線的具體資訊。 

有關建議書已於日前透過信函形式交予土地工務運輸局。 

 

 

 

 

N466  3/11/2020 市民日報 

街總為總體規劃輕軌東線方案提 9 建議 

 

【本報訊】特區政府於 9 月開始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及

《輕軌東線方案》進行公開諮詢。街坊總會對此表示關注，並就土地使用、經濟發展、青洲規

劃、文化保育、輕軌東線等提出 9 點建議，以供特區政府作為參考。 

在土地使用方面，政府提出在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路之間的海域進行填海，街總認為此舉能

有效解決沿岸多年的環境問題，對提案表示認同，為澳門長遠打算，建議政府未來嘗試向中央

提案是否能同時保留 D 區，為澳門土地資源做好儲備。另外，現時舊城區仍有不少超過 40 年

樓齡的舊樓，希望政府能進一步研究將澳門舊城區納入都市更新優先區域，解決現存的問題。 

在經濟發展方面，昔日街總曾多次提出內港海傍區綜合環境整治方案，方案既能夠解決澳門治

水問題，又能優化區內的營商及交通環境，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將有關計劃納入「一河兩岸合作

軸帶」的規劃。同時，澳門經濟單一，對於政府計劃將慕拉士工業改成商業區予以認同，希望

政府加強相關資訊發放，並配合中醫藥發展及中葡發展平台等，推動澳門科技工業村的發展。 

在青洲規劃方面，「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將會包括青洲區，但昔日的青洲規劃並未有具體內

容，街總希望政府在總體規劃出台後，加快青洲區的規劃，結合現時的總體規劃，推出更詳

細、完善的規劃，同時做好保育青洲山的工作，提升區內居民生活質素，讓青洲區得以發展。 

在文化保育方面，澳門不少文物建築都靠近民居，活化規劃時往往受到文物保護問題所限制。

發展及保護需要作出平衡，希望政府在制訂總體規劃上，充分考慮到有關問題。山體保護是社

會十分關注的一項議題，建議將保育的山體適當規劃成休憩場所，配合步行徑等，讓居民能夠

親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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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輕軌東線，街總對於輕軌建於地下表示認同，由於方案或涉及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路之

間的填海海域，希望加快落實填海問題。又指出輕軌東線必須配合現時已落成的輕軌路線，希

望政府加快興建進度，研究以減輕輕軌營運成本作為考量，在未來的輕軌站加入更多商業元

素。此外，建議適時研究和發布輕軌西線的具體資訊。 

有關建議書日前已透過信函形式交予土地工務運輸局。 

 

 

 

N467  3/11/2020 華僑報 

街總就諮詢文本提出多項建議供政府參考 關注「總城規」及輕軌東線方案 

 

【特訊】特區政府於九月開始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二０四０）》草

案及《輕軌東線方案》進行公開諮詢。街坊總會對此表示關注，並就土地使用、經濟發展、青

洲規劃、文化保育、輕軌東線等提出九點建議，以供特區政府作為參考。 

在土地使用方面，政府提出在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路之間的海域進行填海，此舉能有效解決

沿岸多年的環境問題，對提案表示認同，為澳門長遠打算，建議政府未來嘗試向中央提案是否

能同時保留 D 區，為澳門土地資源做好儲備。另外，現時舊城區仍有不少超過四十年樓齡的舊

樓，希望政府能進一步研究將澳門舊城區納入都市更新優先區域，解決現存的問題。 

在經濟發展方面，昔日坊會曾多次提出內港海傍區綜合環境整治方案，方案既能夠解決澳門治

水問題，又能優化區內的營商及交通環境，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將有關計劃納入「一河兩岸合作

軸帶」的規劃。同時，澳門經濟單一，對於政府計劃將慕拉士工業改成商業區予以認同，希望

政府加強相關資訊發放，並配合中醫藥發展及中葡發展平台等，推動澳門科技工業村的發展。 

在青洲規劃方面，「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將會包括青洲區，但昔日的青洲規劃並未有具體內

容，希望政府在總體規劃出台後，加快青洲區的規劃，結合現時的總體規劃，推出更詳細、完

善的詳細規劃，同時做好保育青洲山的工作，提升區內居民生活質素，讓青洲區得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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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保育方面，澳門不少文物建築都靠近民居，活化規劃時往往受到文物保護問題所限制。

發展及保護需要作出平衡，希望政府在制訂總體規劃上，充份考慮到有關問題。山體保護是社

會十分關注的一項議題，建議將保育的山體適當規劃成休憩場所，配合步行徑等，讓居民能夠

親近大自然。 

針對輕軌東線，街坊總會對於輕軌建於地下表示認同，由於方案或涉及新城 A 區與友誼橋大馬

路之間的填海海域，希望加快落實填海問題。又指出輕軌東線必須配合現時已落成的輕軌路

線，希望政府加快興建進度，研究以減輕輕軌營運成本作為考量，在未來的輕軌站加入更多商

業元素。此外，建議適時研究和發佈輕軌西線的具體資訊。 

有關建議書已於日前透過信函形式交予土地工務運輸局。◇ 

 

N468  3/11/2020 濠江日報 

冀總規劃 與都市更新配合 

 

【特訊】為期六十日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昨日結束，澳門立法議員、工程師學會會長胡祖

杰表示，除了土地規劃外，城市總體規劃需要整體考慮改善交通、社會民生設施及居民生活空

間，並要與都市更新相配合。他希望透過總體規劃為市民提供一個未來願景及發展方向，讓市

民對自己未來有更清晰的規劃，這是建設宜居城市的必要條件。 

胡祖杰表示，澳門主要依靠填海造地擴展可用土地，不少人口較密集的居民區地處於低窪地

區，如新橋區時常受水浸問題影響，認為可透過總體規劃的契機，制定一個長遠目標，如透過

置換房幫助低窪地區居民搬遷，以改善沿岸低窪地區居民的生活環境。他稱，過往曾建議政府

將十六浦一帶的碼頭及部分商舖進行搬遷，騰空空間打造為一個親水空間，希望政府能考慮有

關意見。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整合分散的工業用地，鼓勵產業升級。胡祖杰表示，面對新冠疫情的衝

擊，擴大內循環成為本澳穩定經濟保民生的重要措施，認為澳門需要一個完整工業體系，而工

業發展，離不開產業多元，認同將分散工業用地集中設置一個區域，建議政府需設定一個政策

及時間表，作為目標性搬遷，並且研究在規劃工業區興建工業大廈，與分散的工業用地進行置

換及作出相應補償，相信若有一幅土地，交通運輸便利，物流配套完善，以及用地充足，作為

企業會願意搬遷。 

另外，胡祖杰指出，本澳舊區仍存在一些未利用土地，應該按照不同分區，適當用以興建私人

樓宇，或用作公共空間及社會設施用地，他認為除了土地規劃外，城市總體規劃需要整體考慮

改善交通、社會民生設施及居民生活空間，並與都市更新相配合。 

胡祖杰表示，城市發展涉及社會各方面，而總體規劃為市民提供一個未來願景及發展方向，讓

市民對自己未來有更清晰的規劃，這是建設宜居城市的必要條件。他指，澳門發展離不開粵港

澳大灣區合作，在國家的支持下，澳門以橫琴作為融入灣區的重要一步，認為城市總體規劃內

需要有更多著墨，強調除了以填海造地擴展可用土地，亦可透過區域合作，共同使用土地，共

建共享的方式為澳門開闢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才是未來可持續發展方向。他相信澳門可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建設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為國家未來發展做出更大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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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69  3/11/2020 正報 

城市規劃說街市 

 

政府在九月分推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冀透過制定總體規劃，進一步推動澳門發展。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環境衛生是重點，澳門街市的建構，正體現了城市發展的一個歷程，亦反

映了社會民生實況。 

澳門現時共有九個街市，當中澳門區有七個，氹仔、路環各有一個，全部都座落在人口密聚的

區域內，因為街市的設立，是為方便居民生活的需要，街市的建築規劃管理，更著重於環境衛

生。 

『街市』二字，原演變於昔日的集市、墟市（街市的英文是『Ｓtreet Market』，意即街上的

集市，葡文是『Mercado』,意即大街上擺賣的集市。），即是在街上擺賣物品的場所，故被

稱為市集。現時大家熟識的街市，是建築物內的街市，就是由市集演變而來。由遺產學會出版

的『澳門街市』一書，內容就詳盡地闡述了澳門街市的發展歷史，以及與澳門社會民生，城市

規劃發展的關係。 

街市建構反映社會民生實況 

『澳門街市建築』一書作者勞加裕，早前在一個題為『由街市講起澳門歷史』講座時指出：街

市的來由──由市集演變成建築物，而澳門最早的街市是『營地街市』。早在一七八八年前，

在營地街、關前街、草堆街一帶，有很多擺賣攤販，是澳門早期的集市式街市，因為當時營地

街一帶地區，是華、洋人士聚居地交界點，營地街市集的形成，就是因應便利華洋居民日常生

活用品的需求。 

於一七八八年，曾有黑奴醉酒不歸，洋人指責因營地市集賣酒引致，更要求該市集不賣酒，事

件引發了中葡居民衝突，當時的香山縣丞欲調停未果，要兩廣總督出兵始令葡人屈服，並將市

集遷移到當時城外的沙梨頭，葡人投訴黑奴不便到市集購物，後來香山縣丞同意將市集遷回營

地街，並規定早開市，晚關市，當年的議事會同意出資工銀五千兩，建墟亭式的營地街市，讓

商販可在墟亭內賣貨。 

最早街市墟亭式 

一七八九年，墟亭式的營地街市建成，是為澳門第一個『正式街市』。街市分四個販賣行業─

─鮮魚、豬牛、雞鴨、瓜菜。檔販圍亭墟擺放，葡人不可以在街市收租。此街市的設立，將販

賣分類，便民購物，亦有利於管理。但在十年後，香山縣丞發出通告，指發現街市販賣混亂，

攤販不止四個行業，是『乜都有』，連工場都有，更有人開賭，街市四周更遭人霸佔收租，查

出有差役收賄縱容，要作出整頓。 

經整頓後，各行業『歸位』，拆除違規建築，但保留不阻街的，並招人承租，營地街市後來曾

經被火燬多次，（一八一八年、一八二四年、一八三二年、一八三五年）因街市是屬於華洋人

共用的，故火燬後議事會都出資重建。營地街市的管治權一直屬清朝官員，至阿馬留總督實施

殖民統治後，街市管治權才落入葡人手上。 

發展規劃要有潔淨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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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澳葡關注城市發展、街市的衛生情況，提出了十二項發展建議的『城市總規

劃』，包括開闢馬路，此時的營地街市在市中心難以整治，議事公局在一九零一年向當時澳督

要求，興建一座潔淨的街市，提議以官價購地建街市。 

一九零三年由建築師卡蘇索設計興建街市（卡蘇索是首位有牌的工程師，曾設計望德堂民

居），政府不接受團體參與興建計劃，兩年後；新的營地街市建成，增加了一個擺賣亭，共兩

個擺賣亭，每個亭有四十八個檔攤。街市用了四十年，曾有華商建議重建街市的建築物，被當

局所拒。至一九四八年，營地街市重建為街市大樓，名為『中央街市』，於一九五零年六月十

日由當時的澳督柯維納主持開幕。營地街市的建立，是城市規劃發展歷史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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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0  5/11/2020 濠江日報 

合理保護獨有風貌 促進可持續發展 

 

【特訊】政府正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進行公開諮詢，多項城

市議題備受居民及社會關注，澳門文物大使協會特別就城市景觀方面向政府表達意見，並期望

城市總體規劃能致力保護澳門城市景觀、舊區風貌的更新、交通配套以及城市發展需要之間的

可持續發展。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副秘書長馮艷如在意見中認為，在備受坊間關注的西望洋山景觀及南灣湖區

的規劃上總體建築的限高應降低，並劃定需要保留的重要視覺和視點。馮艷如指出，建築物高

度限 62.7 米，已經是西望洋山山頂高度。但然而若建築和山頂同高必會阻擋山體整體的山脊

線，違背總體規劃中需突顯「山、海、城」的景觀原則。 

另外，文本提出有關景觀視點、特定方向視域及視覺走廊。馮艷如認為是算一個開端，但作為

對整體景觀有深遠影響的主要措施，文本的指引和描述並不足夠。參考不同國家地區的一般做

法，總體規劃上應指明每個視覺走廊和視域在平面上的影響範圍，這樣才能讓人理解視覺走廊

和視域的意義以及作為科學討論的基礎。此外，需要在總體規劃中提出對視覺走廊和視域的修

改的情況下的相關條文，例如日後需要修改，如新增、擴張、縮減甚至取消視覺走廊時所對應

的的處理方式。 

另一方面，草案中提出配合內港的「沿岸商業街暨水岸公園」計劃。馮艷如認為這是機遇卻危

險的一個措施。雖然這是盤活內港環境和治水的一個主要方針，但一方面，因該區絕大部分地

方未被評定為文物，導致該區有價值的建築仍受被消失的威脅；另一方面，把內港轉化為商業

區，這意味內港本身的貨運功能會被取締，同時對該區以海洋近岸經濟為生的一系列經濟商業

活動將會被停止，當局必須思考和指出其可能的結果，並公佈更多細節來讓公眾討論及參與內

港的更新。 

馮艷如又指，總體規劃對步行和單車規劃墨明顯不足。應該利用填海地和新市區地形平坦的區

域優先發展步行和單車徑，令在詳細規劃中有條件去設計增加如步行系統和市區單車道等，讓

市民和遊客能以人身的角度和空間去感受澳門的環境和城市風貌，同時達到健康城市的目標。 

回歸以來，隨著澳門文化地位的提升，特別是申遺成功後，市民和社會整體對城市景觀的要求

越來越高。澳門文物大使協會希望社會長期等待以久的城市總體規劃能更有效、有系統和合理

地保護澳門獨有的城市風貌，以妥善地為澳門的市民和下一代留下這寶貴的歷史城市景觀，可

持續地促進澳門的繁榮、穩定、快樂的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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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1  5/11/2020 澳門日報 

關注未來基建及綜合發展電機工程師學會探討城市總規 

 

【本報消息】澳門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十月廿九日下午二時半假科技大學舉行澳門城市總體

規劃交流會，邀請多位專家學者一起交流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及提出建議。 

交流會由該會顧問李建慶、澳大科技學院電機及電腦工程系副教授韋孟宇主持。多名公共機構

及大專院校專家學者出席。 

覆蓋全面着墨不多 

與會專家指出，"總規"文本雖然已覆蓋不同領域，但着墨不多。建議政府加強跨部門協調合

作，打破壁壘，真正做一個總體規劃方案，不是各種規劃的總和。可加入綜合元素如智慧城

市、交通、通訊、能源、基建設施等各範疇的未來發展及目標，配合澳門在大灣區的戰略定

位，建設成高水平的宜居快樂城市。 

未來二十年，隨着科技及城市發展，不少服務及設施將更先進，市民的幸福感及各項服務便捷

度直接影響城市的發展步伐。總體規劃需包括以人為本的方針，考慮建設一戶全通、一卡通行

等軟硬件平台，以至更新的識別及通行技術，讓市民能直接受益於城市發展。 

顯示多元文化底蘊 

澳門發展必增加及完善基建如大數據中心、智能終端等，與會者認為，總體規劃可加大着墨，

思考各個基建設施在澳門發展中的角色定位及後續管理。可前瞻考慮以物聯網萬物互聯的概

念，切合澳門發展的需要。 

澳門中葡文化融合是一大特色，建議發展思路能顯示多元文化底蘊。例如輕軌、大橋等可加入

旅遊、文化元素，並參考鄰近地區的經驗，讓城市發展具有澳門特色，全力打造"一中心一平

台一基地"。 

需遠見訂願景目標 

橫跨二十年的長遠規劃必須根據現有數據推算未來發展，並看清通訊、能源、交通、政制等需

求。無論 5G 通訊、分佈式能源或交通疏導，二十年後定會有新技術。需要有願景目標，避免

重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 

該會會長岳宗斌及理事長劉景榮表示，將把會上意見匯總反饋給特區政府。未來將繼續舉辦更

多同類交流會，發揮專業社團功能，為澳門發展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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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2  5/11/2020 澳門日報 

公民力量倡總規重新諮詢 

 

【本報消息】澳門公民力量本月二日向當局提交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意見書，建

議總規中訂定規劃指標，考慮重新推出新的城市總體規劃，在堅實、詳盡的數據上分析和論

證。 

並促請政府把握東線建設時機，增設站點連接半島東北區和青茂口岸，提升輕軌東線的效益。 

現草案欠多項數據 

公民力量會長林玉鳳在意見書中指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仍未提供各區人口特

點、房屋、交通、文化、生態、基建以及產業結構等現有基礎數據，也沒有提供各區的階段發

展目標。總規應着重提供此類基於各區狀況特點，訂定各類養老、育兒、醫療、綠化、休憩等

公用設施及公共基礎建設的指標。加上政府已有各種超出諮詢文本以外，如撤銷新城 D 區等重

大修改，建議再推出一次新的城市總體規劃文本，以便將各類數據及重大修改納入其中。 

意見書亦提及，總規應有分析預估目前本澳水患區域分佈、地勢差、水流流向、渠網等數據，

再根據這些數據提供各類防洪基建規劃指標。參考外地（如荷蘭）防洪經驗，引入能作滯洪池

休憩區兩用的"水廣場"、兼備蓄水功能的地下停車場等。新城 A 區鄰接半島填海後的綠化帶也

可考慮建成"雨水花園"、"生態草溝"，承擔部分納洪、蓄水、排水功能。 

輕軌東增青茂等站 

早前政府指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的物流設施只作轉貨，功能大打折扣。鑑於物流業是城市經

濟的發動機，總規務必跟上物流中心等設施規劃。亦應有 5G 基站、特高壓、數據中心、新能

源汽車充電椿、人工智能、人工互聯網等新型基礎建設的規劃。並促請政府留意主教山周邊建

築限高、路環疊石塘山體保育等問題。 

公民力量也就輕軌東線方案提出三項意見，包括諮詢文本中要列明更多如金額、施工期、開通

後不同階段的預估乘客量、疏導交通量等成本效益資料，以便公衆判斷討論。文本中只有海底

隧道方案，社會亦有意見指陸地高架橋方案也具討論空間，文本應提供更多方案予市民選擇。

為最大化輕軌東線效益，應研究新增青茂口岸、半島東北 P 地段、祐漢都市更新區等站點。 

 

 

 

 

N473  5/11/2020 市民日報 

婦聯就總規提 10 項建言 

 

【本報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下稱《總規》）將為特區成立

以來首份法定的總體規劃，更是涵蓋未來 20 年澳門城市建設的規劃，現屆政府推出是次《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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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草案諮詢，反映當局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婦聯日前向工務局提交《總規》草案意見

書，副理事長黃潔貞、副理長兼秘書長庄玲玲及政策研究室主任黃梁君等一行出席，相關意見

書提出 10 點建議內容。 

庄玲玲指，為更廣泛收集不同界別居民意見，婦聯總會組織多場專場意見收集座談會，包括兒

童專場、青年專場、家庭專場、專業界別專場、中區及離島專場等，涵蓋逾 500 位居民及會

員，反應熱烈。同時，更在網上開展問卷調查，向居民收集意見，共收到 1036 份有效問卷。

她指，對《總規》內提及的內容，交通規劃、生活素質是居民最關注和最有所期望的兩項，另

外，多數居民認同提升居住用地比例、優化公共設施以及開展防洪排澇基礎設施等。對於《總

規》內未提及的內容，則涉及到居民對性別視角、長者安老、無障礙等方面的意見。經整理、

分析該會收集得來的數據和意見，共歸納出土地利用、婦幼視角、智慧城市建設等 10 個方面

的意見，供特區政府參考。 

為配合特區政府推出具前瞻性、合理、完善、友善的城市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

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婦聯總會提出以下 10 點建議：一、規劃加入性別視角，營造

兩性平等氛圍；二、規劃落實兒童優先，打造優質成長環境；三、預判人口數量結構，配合城

市未來發展；四、深化智慧都市規劃，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五、預留土地提高彈性，應對未來

發展所需；六、完善居住用地分布，紓緩區域人口密度；七、前瞻制訂交通政策，優化居民出

行體驗；八、打造多元生態空間，豐富居民社區配套；九、加強土地複合利用，善用地下空間

規劃；十、前瞻防災基礎建設，發揮區域協同效應。 

庄玲玲指，今後婦聯將一如既往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好婦女權益維護者、和諧家庭

建設者和特區居民服務者的角色，積極響應政府的各項諮詢工作，建言獻策，帶動居民多關心

社會發展，發揮主人翁精神，配合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灣區聯動建設，攜手共建

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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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4  5/11/2020 濠江日報 

婦聯提十建議 完善城市總規劃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下稱《總規》）將為特區成立以

來首份法定的總體規劃，更是涵蓋未來 20 年澳門城市建設的規劃，現屆政府推出是次《總

規》草案諮詢，反映當局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婦聯日前向工務局提交《總規》草案意見

書，副理事長黃潔貞、副理長兼秘書長庄玲玲及政策研究室主任黃梁君等一行出席，相關意見

書提出十點建議內容。 

庄玲玲指，為更廣泛收集不同界別居民意見，婦聯總會組織多場專場意見收集座談會，包括兒

童專場、青年專場、家庭專場、專業界別專場、中區及離島專場等，涵蓋逾 500 位居民及會員

出席，反應熱烈。同時，更在網上開展問卷調查，向居民收集意見，共收到 1036 份有效問

卷。她指，對《總規》內提及的內容，交通規劃、生活素質是居民最關注和最有所期望的兩

項，另外，多數居民認同提升居住用地比例、優化公共設施以及開展防洪排澇基礎設施等。對

於《總規》內未提及的內容，則涉及到居民對性別視角、長者安老、無障礙等方面的意見。經

整理、分析收集得來的數據和意見，共歸納出土地利用、婦幼視角、智慧城市建設等十個方面

的意見，供特區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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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特區政府推出具前瞻性、合理、完善、友善的城市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

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婦聯總會提出以下十點建議：一、規劃加入性別視角，營造兩

性平等氛圍；二、規劃落實兒童優先，打造優質成長環境；三、預判人口數量結構，配合城市

未來發展；四、深化智慧都市規劃，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五、預留土地提高彈性，應對未來發

展所需；六、完善居住用地分佈，舒緩區域人口密度；七、前瞻制定交通政策，優化居民出行

體驗；八、打造多元生態空間，豐富居民社區配套；九、加強土地複合利用，善用地下空間規

劃；十、前瞻防災基礎建設，發揮區域協同效應。 

庄玲玲指，今後婦聯將一如既往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好婦女權益維護者、和諧家庭

建設者和特區居民服務者的角色，積極響應政府的各項諮詢工作，建言獻策，帶動居民多關心

社會發展，發揮主人翁精神，配合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灣區聯動建設，攜手共建

美好家園。 

 

 

 

N475  5/11/2020 正報 

婦聯提十建議建言『總體城規』 

 

【特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下稱《總規》）將為特區成立以

來首份法定的總體規劃，更是涵蓋未來二十年澳門城市建設的規劃，現屆政府推出是次《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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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草案諮詢，反映當局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決心。婦聯日前向工務局提交《總規》草案意見

書，副理事長黃潔貞、副理長兼秘書長庄玲玲及政策研究室主任黃梁君等一行出席，相關意見

書提出十點建議內容。 

庄玲玲指，為更廣泛收集不同界別居民意見，婦聯總會組織多場專場意見收集座談會，包括兒

童專場、青年專場、家庭專場、專業界別專場、中區及離島專場等，涵蓋逾五百位居民及會員

出席，反應熱烈。同時，更在網上開展問卷調查，向居民收集意見，共收到一千零三十六份有

效問卷。她指，對《總規》內提及的內容，交通規劃、生活素質是居民最關注和最有所期望的

兩項，另外，多數居民認同提升居住用地比例、優化公共設施以及開展防洪排澇基礎設施等。

對於《總規》內未提及的內容，則涉及到居民對性別視角、長者安老、無障礙等方面的意見。

經整理、分析本會收集得來的數據和意見，共歸納出土地利用、婦幼視角、智慧城市建設等十

個方面的意見，供特區政府參考。 

為配合特區政府推出具前瞻性、合理、完善、友善的城市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

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婦聯總會提出以下十點建議：一、規劃加入性別視角，營造兩

性平等氛圍；二、規劃落實兒童優先，打造優質成長環境；三、預判人口數量結構，配合城市

未來發展；四、深化智慧都市規劃，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五、預留土地提高彈性，應對未來發

展所需；六、完善居住用地分佈，紓緩區域人口密度；七、前瞻制定交通政策，優化居民出行

體驗；八、打造多元生態空間，豐富居民社區配套；九、加強土地複合利用，善用地下空間規

劃；十、前瞻防災基礎建設，發揮區域協同效應。 

庄玲玲指，今後婦聯將一如既往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好婦女權益維護者、和諧家庭

建設者和特區居民服務者的角色，積極響應政府的各項諮詢工作，建言獻策，帶動居民多關心

社會發展，發揮主人翁精神，配合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灣區聯動建設，攜手共建

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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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6   5/11/2020 澳門日報 

婦聯提城市總規十建議 

 

婦聯提城市總規十建議 

    【本報消息】婦聯副理事長黃潔貞、副理長兼秘書長庄玲玲及政策研究室主任黃梁君等一行

日前向工務局提交《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草案意見書，提

出十點建議。 

    專場座談網上問卷 

    庄玲玲表示，為廣泛收集不同界別居民的意見，婦聯總會組織多場專場意見收集座談會，包

括兒童專場、青年專場、家庭專場、專業界別專場、中區及離島專場等，逾五百居民及會員出

席，還在網上開展問卷調查收集意見，共收到一千○三十六份有效問卷。“總規”內的交通規

劃、生活素質是居民主要關注和有所期望的兩項。多數居民亦認同提升居住用地比例、優化公

共設施以及建設防洪排澇基礎設施等。“總規”內未提及的內容，涉及居民對性別視角、長者

安老、無障礙等的意見。經整理、分析收集的數據和意見，共歸納土地利用、婦幼視角、智慧

城市建設等十方面意見，供特區政府參考。 

    預判人口複合用地 

    為配合特區政府推出前瞻、合理、完善、友善的城市規劃，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

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婦聯總會提出十點建議：一、加入性別視角，營造兩性平等氛

圍；二、落實兒童優先，打造優質成長環境；三、預判人口數量結構，配合城市未來發展；

四、深化智慧都市規劃，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五、預留土地提高彈性，應對未來發展所需；

六、完善居住用地分佈，紓緩區域人口密度；七、前瞻制定交通政策，優化居民出行體驗；

八、打造多元生態空間，豐富居民社區配套；九、加強土地複合利用，善用地下空間規劃；

十、前瞻防災基礎建設，發揮區域協同效應。 

    庄玲玲指出，婦聯今後將一如既往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好婦女權益維護者、和諧

家庭建設者和特區居民服務者的角色，積極響應政府的各項諮詢工作，建言獻策，帶動居民關

心社會發展，發揮主人翁精神，配合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灣區聯動建設，攜手共

建美好家園。 

 

N477  5/11/2020 澳門日報 

電機工程師學會探討城市總規 關注未來基建及綜合發展 

 

【本報消息】澳門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十月廿九日下午二時半假科技大學舉行澳門城市總體

規劃交流會，邀請多位專家學者一起交流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及提出建議。 

交流會由該會顧問李建慶、澳大科技學院電機及電腦工程系副教授韋孟宇主持。多名公共機構

及大專院校專家學者出席。 

覆蓋全面着墨不多 

與會專家指出，"總規"文本雖然已覆蓋不同領域，但着墨不多。建議政府加強跨部門協調合

作，打破壁壘，真正做一個總體規劃方案，不是各種規劃的總和。可加入綜合元素如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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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通訊、能源、基建設施等各範疇的未來發展及目標，配合澳門在大灣區的戰略定

位，建設成高水平的宜居快樂城市。 

未來二十年，隨着科技及城市發展，不少服務及設施將更先進，市民的幸福感及各項服務便捷

度直接影響城市的發展步伐。總體規劃需包括以人為本的方針，考慮建設一戶全通、一卡通行

等軟硬件平台，以至更新的識別及通行技術，讓市民能直接受益於城市發展。 

顯示多元文化底蘊 

澳門發展必增加及完善基建如大數據中心、智能終端等，與會者認為，總體規劃可加大着墨，

思考各個基建設施在澳門發展中的角色定位及後續管理。可前瞻考慮以物聯網萬物互聯的概

念，切合澳門發展的需要。 

澳門中葡文化融合是一大特色，建議發展思路能顯示多元文化底蘊。例如輕軌、大橋等可加入

旅遊、文化元素，並參考鄰近地區的經驗，讓城市發展具有澳門特色，全力打造"一中心一平

台一基地"。 

需遠見訂願景目標 

橫跨二十年的長遠規劃必須根據現有數據推算未來發展，並看清通訊、能源、交通、政制等需

求。無論 5G 通訊、分佈式能源或交通疏導，二十年後定會有新技術。需要有願景目標，避免

重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 

該會會長岳宗斌及理事長劉景榮表示，將把會上意見匯總反饋給特區政府。未來將繼續舉辦更

多同類交流會，發揮專業社團功能，為澳門發展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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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9  6/11/2020 訊報 

總規僅符交差要求 政府不填 D 區想重做？ 

 

《澳門特區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簡稱「總規」）及《輕軌東線方

案》（下簡稱「總規」及「東線」）公開諮詢周一剛結束，前幾期專欄已詳述東線意見，今日

將主要討論總規問題。 

總體而言，總規文本雖然有按照《城規法》的基本要求，但僅屬"交差"水平，因為文本缺乏對

本澳現況、包括對社區人均設施的詳細分析及統計數據等，今次總規提出眾多口號或願景，但

並沒有具體落實途徑。 

提口號願景無落實途徑例如，文本提到的分區規劃中沒有按預期的人口數據制定每一區的住屋

數量、人均公共空間、人均綠地面積、人均社會設施比例等等；又如，各分區沒有提出明確的

限高要求，而唯一提出明確限高的南灣湖 CD 區，只提出限高 62.7 米（主教山高度），但卻

沒有明確每個地段的限高要求或標準，未來詳細規劃如何確保南灣湖 CD 區「山·海·城」城市

空間格局，以及其餘十多個主要景觀視點不會受到破壞或遮擋？總規如何能夠在下一步詳細規

劃得到落實？其提出的口號目標如何能落實？筆者實有太多疑問。 

《城規法》早在 2014 年 3 月正式生效，政府曾承諾總體規劃會在三至五年完成，並會落實後

續的分區詳細規劃，屆時 「規劃條件圖」的過渡性安排將成歷史，但六年多過去，至今仍僅完

成首次公開諮詢，故今次總規文本質素不敢恭維，但筆者也內心掙扎，若再推倒重來，澳門總

規和詳規要拖至何年才能實施。 

不填 D 區或東北區均屬重大修改但令人驚訝的是，總規諮詢開始後不足三日，羅司突然在向立

法會議員介紹總規時提出，政府有意剎停新城 D 區的填海，並已向中央申請改填新城 A 區與

澳門半島間的水道區域，面積約 41 公頃作綠化區，特首翌日隨即提醒社會要理性思考是否堅

持填 D 區。 

必須指出，總規文本雖已規劃將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區間的水道區域填平用作綠地及公共

開放空間區，但無論在過去的新城總體規劃諮詢文本或是現在的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過去

亦未曾聽聞政府提出過不填 D 區的建議和相關理據。相反，上屆政府早於 2019 年中就對新城

D 區的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進行招標並已判給，工程總造價達到 15 億元。 

按照第 12/2013 號法律《城市規劃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如對城市規劃草案作出重

大修改，土地工務運輸局須開展新一輪的倘有的推廣及展示草案和收集擁有私有土地的物權之

人及國有土地承批人的意見及建議的期間，以及推廣、展示和公開諮詢的期間，並適用經作出

必要配合後的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的規定。」必須指出，本澳填海須獲中央批准，今次政府在

諮詢期間提出「棄 D 區改填 A 區水道」的建議，至今仍未獲中央正式批覆，且按照《城規

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指的「重大修改」，如果中央不批准「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間的水道

區域」的填海，又或同意不填新城 D 區，政府都需要按《城規法》就總規重新再作公開諮詢。 

新城填海屬整體規劃且考慮水文筆者同意，社會確有不少聲音認為目前正填海的新城 C 區不應

填海，但當年新城五區填海屬整體規劃，各區分工定位也有不同，今次總規諮詢文本的所有土

地數據均已包括 D 區填海得來的 58 公頃土地面積，當局除非有充足的數據分析和替代方案支

持，且得到公眾的認同，否則貿然取消部分填海區對整體長遠發展福禍難料！此外，當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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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研究水文影響，確保填海後不會加劇澳氹間的航道淤塞，若在沒有任何水文分析的情況下不

填 D 區，C 區與 E 區間的水域不排除會造成淤塞或其他問題，當局必須科學論證。 

另外，建設辦 2019 年 8 月已判給"D 區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且會首次採用環境保護局提供

且經篩選的惰性物料進行回填，以減少建築廢料堆填區逼爆，若取消 D 區填海原計劃使用的惰

性廢料如何處理？甚至未來是否需要再填人工島作建築廢料填埋也應考慮！ 

不填 D 區有論證及替代方案？ 

筆者認為，任何填或不填已規劃區的決定，絕不應單以官員喜好增減，而應服從科學分析及有

替代方案減少整體影響，且均須嚴格按照《城規法》規定盡快進行後續工作，包括倘有需要的

修改總體規劃草案及進行重新諮詢，避免令總體規劃及隨後的詳細規劃的編製工作無限拖延。 

本澳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十分珍貴，如何利用好本澳的土地分類，並因此做好土地儲備規劃，

對本澳未來發展尤其重要，但文本未有詳細論述。總規諮詢文本的第六章「土地使用、海域利

用」按照「土地用途規劃圖」劃分土地主要用途，並兼容其他次類別的用途。文本第 14 頁所

示的「土地用途規劃示意圖」僅為「現況圖」，並無任何規劃可言，而當中的土地分類混亂，

加上政府至今未有制訂土地使用次類別的行政法規，導致公眾對於總規諮詢文本中的土地用途

存在不少爭議。 

其實根據《城規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政府應在法律生效後，盡快制定規範土地分類

及次分類的行政法規，即制訂不同土地用途的次分類及可兼容用途，如居住區類別下可細分為

居住區的綠化或休憩用地，但工業區不應兼用居住用途等。但因政府對此一直拖字訣，令到今

次總體規劃諮詢出現不少就土地次分類，如居住區的綠化空間、高爾夫球場被分作旅遊娛樂區

等爭議。 

85 公里水域總規無具體規劃？ 

此外，中央在 2015 年底正式將八十五平方公里的習慣水域管理權交由澳門進行管理，但在總

體規劃中，僅簡單提及海域利用，且沒有任何具體規劃內容，是否意味政府未來二十年對習慣

水域如何配合澳門發展仍未有任何規劃？ 

另外，今次總規諮詢文本提出的十八個分區名字，如東區 1、北區 2，對公眾來說頗為陌生，

亦難以讓人聯想分區的具體位置，當局應將十八分區的規劃分區名稱，改回如諮詢文本第 71

頁統計分區的名稱，使公眾可更直觀易懂。 

總規第十四頁的"土地用途規劃示意圖"中，政府將面積超過 5.6 萬平方米的路環疊石塘山地段

劃為「居住區」，做法引起社會嘩然。該處涉及五點六萬平方米土地因涉嫌造假佔有已被收歸

國有，但政府卻想將其開發為中低密度居住區。要知道該地段主要仍為山體樹林，任何開發都

要大面積開挖山體，嚴重破壞生態，當局必須將疊石塘山田畔街地段與相鄰的路環山體一併明

確劃成「生態保護區」，以確保路環山體的完整性，對自然資源予以最大程度的保護。 

全澳海岸湖岸線應規劃作公共空間澳門作為濱海城市，筆者一直提出要串連、開放並優化澳門

海岸線，將其變成濱海綠廊還岸於民，市署今年會完成開科學館到觀音像海岸線工程，下階段

再到媽閣的南岸線優化計劃，但是縱觀整份總規卻未有就全澳海岸線作出規劃。筆者認為，總

規應明確要求今後所有海岸線及湖岸線均應留作公共空間，並應制訂短、中、長期的海岸整治

計劃，逐步對全澳海岸及湖邊地區進行海岸線及綠道規劃，使之成為居民宜行、旅客宜遊的綠

化空間及濱海走廊，並將之納入總規草案中的「慢行交通」規劃，令居民及遊人自由地在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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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踩單車，更可透過與地區中心地帶接連的專道，形成「休閒為主、交通為輔」的雙環雙

軸的濱海跑步單車徑及綠道，實現輔助交通功能，並做到政府多年來所宣揚的「綠色出行」理

念。 

環保基建鄰避設施應明確規劃用地總規雖提及要「發展智慧綠色韌性城市」，但不論是「環境

保護」還是「公用設施」都未有就此問題着墨太多，針對各項環保基建設施及或鄰避設施的用

地，均僅以「公共基礎設施區」來標示，意味日後可用作其他公共設施。 

筆者認為，在總規草案中要明確「公共基礎設施區」次分類土地如環保基建或鄰避設施的用地

位置，確保本澳有足夠面積和合適位置的土地興建污水廠、廚餘設施及回收設施，以及如燃料

中途倉、危險品倉庫及火葬場等鄰避設施。此外，政府在每一個社區中劃設一小塊地段用作

「環保角」（即環保生活空間），如提供乾淨回收，電器回收、物品交換、更換電動電單車電

池及「裸賣」物品等，讓市民在生活的社區中就能踐行環保生活，讓環保在各社區中落地生

根。 

□ 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 

 

N480  6/11/2020 訊報 

澳門社會價值觀已改變 特區政府不能原地踏步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０二０至二０四０）》草案的公開諮詢期日前已結束。縱

觀這六十日的諮詢期間，公眾討論的焦點多集中於路環保育、景觀保護以及綠色宜居休閒之

上，也有越來越多公眾開始關注人口政策對城市規劃發展的重要性。畢竟澳門始終都只是一個

細小的城市，外來人口無限制地增長對居民生活的衝擊已經越來越明顯，規劃要講究前瞻性，

政府在制訂城市規劃時忽略人口總體規劃的話，顯然是不科學的，亦肯定跟不上複雜多變的社

會發展，最終亦只會再次回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惡性循環。 

然而，今次的總規諮詢中，公眾對於路環保育、景觀保護以及綠色宜居的訴求已成為社會主流

民意，過往還會有一些反對聲音，但今次完全是一面倒的形勢。可見澳門社會的整體價值觀已

經改變，不再只是一味追求急速的經濟發展；「發展就是硬道理」這一套已經過時越來越沒有

市場。反而「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更能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 

過去二十年的急速發展模式令澳門付出了很多不可逆轉的代價。在取得一堆亮麗的經濟數字，

將城市表面打造得繁華璀璨的同時，澳門亦失去了很多內在價值：很多美好的事物只能在舊照

片中回味。這令不少澳門人都認識到經濟發展並非城市發展的全部，最終目的是要改善居民的

生活質素，否則一切都只是殺雞取卵、本末倒置的騙局。 

過去屢戰屢敗的保育運動並非毫無得著。社會每次發起保育運動都促使公眾對城市發展以及自

身生活有更多思考，在這個過程中提升了居民的身份認同，而居民身份認同亦推動保育運動的

發展。雖然，近年特區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運動的打壓力度，但這無礙社會有更廣泛和深入的

討論，因為思想是無法阻止的。而今次總規的多場公眾諮詢會上，很多關注保育議題的發言者

都是新鮮面孔。可見保育意識已經深植很多澳門人的心中，亦漸漸成為澳門社會的整體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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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澳門社會正在進步改變。因此，特區政府的管治思維若再是抱殘守缺是行不通的。

好比說今次總規諮詢，諮詢文本依然是只有各種動聽的口號，但數據欠奉，而政府官員亦是一

問三不知，只是一味機械式地呼籲市民多發表意見。這完全是敷衍市民，為諮詢而諮詢的跑過

場，根本不重視諮詢結果的質量。 

然而，數據欠奉的問題，並非今次諮詢才被市民指出及批評，而是過去廿年來，幾乎每次有諮

詢，政府都是被市民批評同樣的問題，所謂的「歡迎市民踴躍發表意見」到底有何意見？一個

被批評了二十年的問題，卻至今仍然一再重複。政府表面聲稱樂聽民意，實際上卻是陽奉陰

違。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用二十年時間還是解決不了，政府仍然是原地踏步。這樣的政府又何

來會有管治威信，推行的政策又如何能令社會信服呢？ 

□ 晏哲 

 

N481  8/11/2020 現代澳門日報 

城市總體規劃開展諮詢_土地用途欠詳解受質疑 

 

等候多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終於出台，並正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海納百川，為

澳門未來二十年制定重要的規劃。草案提出城市的發展定位，再不僅是考慮本澳自身，還要結

合國家和區域發展，重長遠出發，回應了近年政府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建大灣區的發展

戰略。澳門發展目標也因而調整成為建設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不再局限於當

一座旅遊城市，而是要令澳門在區域合作中起到門戶、樞紐和軸帶作用。今次總城規諮詢引起

廣泛關注，但眾多意見均對草案文本內容存有質疑，認為在土地用途上欠缺詳細解釋，更有城

規師以"危機四伏"來形容草案，甚至對政府提出的一些計劃感到震驚，認為政府沒有尊重民意

和遵守維護公眾利益的城規原則。 

澳門特區成立已二十個年頭，這段時間城市的發展變化很大，今非昔比，不過除了一幢又一幢

的高樓大廈、大型賭場酒店拔地而起，顯得金碧輝煌外，舊區變化不大，部份建設規劃更是雜

亂無章。雖然早年已提出城市發展的定位，一直朝著宜遊、宜居、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進

發，但一路走來，有種愈走愈偏離航道的感覺，或許與一直缺少城市總體規劃有關，以致城市

發展藍圖不清不楚，建設欠缺視野，未能配合發展所需。如今政府提出總規劃草案，似乎無法

解決問題之餘，還帶來新問題。有城規師指出，諮詢文本提到很多維護生態和保育原則，但土

地的劃定和利用上並非如此，例如較受爭議的路環疊石塘山山腰，經過多年辛苦後才收回，為

何會列為居住區，文本沒有詳細交代。意見又質疑為何氹仔北區的商業區不設在 D 區，原海洋

世界用地又為何不做綠化帶，反而提出取消新城 D 區填海，將原「海洋世界」打造成瀆海商業

區，認為文本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既無技術分析，也沒有根據量化標準而設定。 

疊石塘山腰列居住區 

草案又提到要將慕拉士改造為商業區，意見則認同區內工廈有活化的必要，但工廈中有不少本

地食品加工場、工作坊、弱勢社團等存在，是中小微型經濟最後棲身之所，認為當局劃為商業

區，地價租金將會提升，抹煞小商戶的成長，難以談及經濟多元，甚至令小商戶無處安置。至

於規劃提到促進職住平衡，有學者指出，職住平衡本意好，可紓緩交通壓力，但市民較偏向從

事旅遊博彩業等薪酬福利較好的工作，而博企基本集中在路氹區及新口岸區，政府不能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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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要發展職住平衡目前只能著眼於路環，在執行上有困難。政府重申，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只劃分土地用途，要待詳細規劃時才會有具體資訊，公眾可在有關地段規劃條件圖草案公示期

提出意見。 

事實上，除了作出大佈局外，草案也針對城市規劃建設提出十三條策略性指引，由土地用途規

劃、海域資源利用，到環境、交通、文化、旅遊，基礎設施，包羅萬象。並根據人口分佈、特

色和功能，將全澳重新劃分為十八個規劃分區，提升小城多核心發展，從而開拓一直提倡的多

元發展。但總體規劃草案屬宏觀性，故然之可以說得很有前瞻性，描劃出眾人憧憬的藍圖，但

實際執行上，可能不像電腦模擬般容易，結果更可能未如人意。二十年規劃，定下路線，有了

依循方向，故然之助長相關工作的推動，但過程中必須多了解民意以公眾利益著想，才能規劃

出一座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N482  9/11/2020 濠江日報 

城市規劃亟待完善 

 

新冠疫情下澳門街百業凋零，雖然官員認為澳門經濟仍然穩固，但業界深感壓力沉重，大型休

閒娛樂企業邀專家探討轉型和重生之路，直言對前景感到悲觀。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坊間更多

關注「明天」，而非「明年」，至於耗時 20 年打造成「快樂都市」，或許只能吸引少數精英

出主意、想辦法，升斗小民未必有力氣如同過往般「七嘴八舌」。 

城市總體規劃可謂生不逢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經過為期

60 天的公開諮詢，收穫眾多批評意見。社會各界炮轟總規草案文本是叫口號式規劃，沒有數

據支撐，內容空泛，沒有詳細的指標，不符合澳門實際情況。有本地學者批評總規草案只是提

出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但如何建設智慧城市的著墨不

多，發展智慧城市，很多基礎建設需要預先佈局，包括管線及傳感器等，建議總規結合智慧城

市發展路線圖，更多考慮居民未來生活所需，提升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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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 20 年的城市規劃很難面面俱到，但起碼應該接地氣，編製機構應該熟悉澳門的實際情

況，否則煮出一鍋夾生飯在所難免。有議員批評草案數據不足，尤其是在分區上缺乏分析人口

規模和展示數據，亦沒有智慧城市基建項目的指標，內容空泛。亦有議員指出，交通、綠化、

商業區和工業區等內容過於籠統，缺乏實質內容。有議員認為城市規劃需配合產業定位，讓社

會可清楚預見未來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向，從而作出適當的部署，合力促成產業化發展。 

總體城規屬於澳門宏觀發展戰略規劃，涉及澳人未來 20 年甚至更長久的福祉，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60 日的諮詢期相對於長達 20 年的城市規劃，諮詢時間顯然較為倉促。城市規劃涉及土

地使用，過往土地法和城規法立法經已產生重大且廣泛的影響，甚至出現剛剛立法即建議修法

的情況，更有人「悔不當初」，決定澳門未來 20 年發展的宏觀城市規劃，將影響未來幾代

人，政府須多聽民意，切勿趕工立法。 

叫口號有其正面作用，但不能只識叫口號。建設澳門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

城市，實現 11 項規劃目標，需要有實質措施支撐，譬如土地，譬如困擾居民的全球最高人口

密度、沿岸臭水圍城、舊樓危機四伏、交通混亂不堪，與「美麗家園」、「快樂智慧城市」存

在巨大鴻溝，如何舉措化解？城市規劃亟待完善，當局可總結是次不成功的諮詢所收集到的意

見，提出務實、可行、有數據、有目標的總體城規，同時加大宣傳力度，聽取專家意見，切合

社情民意，科學編製城市總體規劃，造福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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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83  12/11/2020 澳門日報 

琉璃議院項目組討論城市總規草案 工聯青委：平衡多元利益結構 

 

【本報消息】特區政府日前完成《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二○四○）》

草案公開諮詢。城市規劃是本澳居民應該重視的大事，工聯青委"琉璃議院項目組"日前就上述

草案探討，以提高年輕人對於本澳未來規劃的關心。 

評估草案成本效益 

"琉璃議院項目組"召集人陳凱風、成員馮越洲表示，儘管澳門特區成立以來高速發展，但很多

地區在未有完備的規劃下就已經發展起來，不同區域各自發展導致出現不均衡狀況。認為澳門

未來城市發展已不可能僅僅集中在經濟層面，更應在由政府、工商業界和社會各階層組成的多

元化利益結構中取得平衡。 

政府透過公開諮詢形式收集意見，值得肯定，但建議宣傳力度可再加強，多走進社區宣傳和收

集意見，並透過不同階層和界別的社會團體作定向諮詢。此外，鑒於城規涉及居住用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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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用設施、文化遺產等多個範疇，資訊分佈零散，部分甚至可能

沒有公開，故政府也宜提供更豐富的配套資訊，以支援社會各界可容易檢視草案中各項設定及

根據。此外，政府宜在草案中提及相應預算，以評估有關開支是否可以負擔或值得負擔。 

缺針對性具體規劃 

結合會議上所討論，今次城規為澳門未來二十年制訂藍圖，看到政府用心準備，佈局及分區規

劃可取，草案提出將澳門分為十八區亦有一定合理性，整份草案穩定有序，但仍有未顧及之

處。當中，對於一直存在的房屋、交通問題，以及養老、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的未來規劃，未見

有針對性具體規劃。尤其預視未來新區人口的增長，跨區交通將面對更嚴峻境況，對於車輛數

量與軌道交通的控制與發展，宜有前瞻性考慮。 

房屋方面，雖然已劃出兩成多土地作為居住區，預計能在數字上滿足未來人口住房需求，但仍

需考慮青年、夾心階層等購置能力，也要重視解決博彩業社區化問題空間；職住平衡則營造一

個美好願景，但尚未見到具體可操作方案。 

總體而言，城市總規對澳門未來意義非凡，尤其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角度考慮，文本內容已

彰顯特區政府決心。相信政府在收集意見後將能去蕪存菁，為後續城市規劃工作打好堅實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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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84  12/11/2020 澳門日報 

工務局：適度填海擬建水岸公園 

 

【本報消息】議員蘇嘉豪書面質詢敦促政府持續增加綠地休憩空間。工務局長陳寶霞回應時提

及，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建議重點於新城區構建濱海綠廊，如建議澳門半島東北側作適度近岸填

海，建設水岸公園，補充綠地不足。 

補充現有綠地不足 

陳寶霞表示，總規草案及技術文本提出，在規劃的三十六點八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中，約百分之

八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約一成八為生態保護區，總數為兩成六。當中，綠地或公共開放

空間區是主要具休閒、康體活動及優化環境功能的區域。規劃除維持現時主要綠色空間外，亦

重點於新城區構建濱海綠廊，如建議澳門半島東北側作適度近岸填海，建設水岸公園，補充現

有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之不足。結合大水塘等城市水體，加強與周邊生活社區環境相融性，加

上其他土地用途內容的社區性公園及綠地等，有助持續提升澳門整體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供居

民使用，構建澳門半島藍、綠休閒空間，落實建設綠色宜居城市。 

善用資源優化環境 

市政署表示，會就"總體規劃"中涉及署方職能的內容提供意見。同時，會善用土地資源，結合

各區居民所需，開闢社區休憩場地，優化生活環境。澳門夏季炎熱潮濕多雨，對戶外休憩綠化

空間，市民普遍要求有樹蔭和遮陽避雨設施。因此，本澳綠地通常以喬木、灌木、草本植物及

相應設施作組合配置，進行複合式綠化，以滿足居民需要。 

蘇嘉豪追問，《澳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專題研究的進展。市政署回應稱，正就《澳

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進行內部研究，並將積極配合"總體規劃"的安排，訂定適用於

澳門的綠化規劃目標及綠化指標，推進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相關綠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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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85  12/11/2020 澳門日報 

約五十戶 長者居多 電壓不足 茨林圍串連景點活化改善民生 

 

【本報消息】新勝街休憩區範圍古城牆由於日久失修，多處損壞，有關部門早前適時開展修復

工程，居民樂見並點讚。然而一牆之隔的茨林圍生活環境多年未獲優化，設施破舊，空置或已

倒塌的石屋及鐵皮屋等為數不少，街坊連最基本希望加大電錶也未可實現，冀政府跨部門加強

關注。 

空置屋倒塌多年 

據茨林圍原居民關注組召集人葉達表示，時移世易，當下仍居住在茨林圍的約五十戶，與昔日

高峰期時逾一百戶相差甚大。目前住戶以長者居多。由於電壓不足，難同一時間使用多種電

器，生活上諸多不便。值得一提的是，圍內與路環舊城區相若，存在有的有屋契、有的冇屋契

等情況。 

又因為圍內部分低層石屋或鐵皮屋等空置多年甚至倒塌，雜草叢生，生活垃圾長期堆積，衍生

環境衛生問題。為此，該關注組成員早前主動向市政署反映情況，隨即獲高度關注，近月已派

員到場清理雜物，疏通渠道，並適切開展滅蟲、滅蚊、滅鼠等工作，從善如流，獲街坊們好

評。 

歷史城區緩衝區 

葉達指出，茨林圍始終是本澳著名的舊城區，現存規模不小的圍村，碩果僅存，更是世遺"澳

門歷史城區"緩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議跨部門及早推出活化方案，不妨引進文創元素，促

進社區休閒遊，為大眾留住小城記憶。 

近年樓價持續飆升，他得悉部分原居民因不同原因重返圍內居住。正因為生活環境欠佳，很希

望有關部門多落區了解居民生活情況，盡量給予支援，解決各種問題。鼓勵一衆茨林圍街坊加

強團結，適時向有關部門提出改善意見，持續優化圍內圍外環境。 

開綠燈為屋修葺 

回顧上世紀五十年代仍未流行使用自來水時，大大小小的街井隨處可見，當中包括一百多個公

共水井及二千六百多個私家水井。位於茨林圍的水井，早於十七世紀已被開挖，是當時澳門最

大的一個水井，直徑達十二呎，頗具歷史。葉達希望政府多加宣傳有關歷史，並考慮將圍內相

關景點或舊物等併入到旅遊部門社區步行路線中，綜合提升知名度，善用資源。 

葉達衷心希望政府藉啟動"城市總規"諮詢之機，推出實質計劃，開"綠燈"讓居民對殘破鐵皮屋

或木屋進行適度修葺，鞏固結構，更好保留圍村的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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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86  12/11/2020 市民日報 

下環坊會 53 周年辦會慶聯歡 

 

【本報訊】下環坊會昨舉行「慶祝下環坊會成立 53 周年及第二十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頤康

中心成立 32 周年、下環社區中心成立 17 周年及下環區青年協會成立 4 周年誌慶」聯歡宴

會，筵開多席，場面熱鬧。會長張麗珍表示，現時疫情緩和，為紓緩會員精神壓力，坊會舉辦

一系列的活動，協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未來繼續秉持創會初心，團結會員，積極配合街

總做好社區、街坊工作。 

  聯歡晚會昨晚 8 時假萬豪軒酒樓舉行，中聯辦社工部副部長助理甄艷花、立法會議員何潤

生、市政署文康社群處處長歐振榮、旅遊局處長葉穎珊、教育暨青年局處長張子軒、社工局職

務主管龍偉雄、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副行長葉兆佳，街總榮譽會長吳仕明、理事長吳小麗、秘書

長莫偉成，下環坊會永遠會長馮金水、會長張麗珍、理事長張振鴻及群力智庫副理事長陳家良

等出席。 

  張麗珍致辭時表示，下環坊會成立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堅持愛國愛澳的宗旨，歷屆理監事

堅守街總工作方針，全心全意服務街坊、服務社區，亦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今年的疫

情對本澳經濟造成衝擊，打亂市民日常生活，幸特區政府防控工作到位，各部門通力合作控制

疫情。現時疫情緩和，坊會將加快聯繫會員舉辦一系列小型活動，紓緩他們的精神壓力，並會

協助解決各類生活問題，未來坊會將繼續發揮團隊精神和團結會員，積極配合街總做好社區和

街坊工作。 

  張振鴻稱，疫情期間，該會多項大型活動無法進行，但仍堅持服務社區、服務街坊精神宗

旨，協助澳門特區政府為市民提供購買口罩服務，至今歷經 23 期口罩供應計劃從未間斷；該

會下環頤康中心和下環社區中心於疫情期間加大力度做好社區工作，充分利用多媒體網絡技

術，於防疫限聚期間推出多項網上服務，並於疫情緩解後適時恢復所有活動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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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小麗指出，下環坊會成立以來，高舉愛國愛澳旗幟，不忘初心、深耕社區，努力推進社

區發展，會務工作穩步發展。現時下環區內仍有不少問題，如水患問題、休憩空間較其他地區

少、區內存在不少舊樓，街坊需面對滲漏水及樓宇失修問題等。這些需藉著總體規劃或由政府

解決，相信問題會持續一段時間，期望大家繼續關心社區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意見及建議，

藉官民合作改善社區問題，優化社區生活環境，令到街坊會作為官民橋樑角色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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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88  26/8/2020 Macau Business  

New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at Old Court Building abandoned 

 

The new Macau Central Library will not be located at the Old Court Building in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as previously planned, TDM Radio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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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location for the future library or the future use of the court building was not yet 

revealed. 

Since first announced some 15 years ago, the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received pushback 

due to the projected MOP900 million (US$112.7 million) cost for reconverting the 

historical building into the new intended purposes. 

In 2018 MAA Marreiros Architectural Atelier Ltd was also awarded a MOP18.68 million 

public contract to re-design the new Macau Central Library.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be refined after the new Urban Master Plan for the Macau 

SAR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guideline document to be reveal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on September 4. 

The radio broadcaster also indicated that authorities have decided to put aside plans to 

develop new court and legal administration buildings on the reclaimed New Area Zone 

B of the MGM Macau hotel, opting instead to develop them in areas near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building in Nam Vam Lake, which will also be expanded. 

 

N489  27/8/2020 澳門論壇日報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ABANDONADO PLANO PARA CRIAR 

“CAMPUS DE JUSTIÇA” 

 

O “campus de justiça” que estava planeado para 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caiu por 

terra, avançou ontem a Rádio Macau. Os projectos da planta de condições urbanísticas 

dos sete edifícios foram concluídos, mas o Governo decidiu abandonar a ideia 

O Governo já não tenciona construir um “campus de justiça” n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em frente ao hotel MGM, apurou a Rádio Macau. O plano incluía os novos 

edifícios dos tribunais (Judicial de Base, Segunda Instância e Última Instância),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as sedes dos Comissariados Contra a Corrupção e de Auditoria, 

bem como o edifício dos Serviços de Polícia Unitários, que vai nascer na zona do Pac On. 

De acordo com a emissora local de rádio, os projectos da planta de condições 

urbanísticas dos sete edifícios foram concluídos, segundo informação das Obras 

Públicas, mas o Governo decidiu abandonar esse plano. A opção passa agora por 

transferir os novos edifícios para a zona dos Lagos Nam Van, pert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s Tribunais de Segunda e Última Instâncias. 

Por outro lado, o edifício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TJB), que funciona desde 2017 

junto ao quartel dos Bombeiros, e que actualmente serve apenas os juízos criminais, vai 

ser ampliado. Segundo a Rádio, o Governo decidiu aproveitar dois terrenos nas 

imediações para ampliar o edifício projectado pelo arquitecto Carlos Couto. Os 

restantes juízos do TJB (cíveis, laboral, de família e menores) continuam no edifício 

comercial “Macau Square”, no centro da c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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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lterações surgem em vésperas de ser revelado o conteúdo do Plano Director, que 

vai ser sujeito a consulta pública a partir de 4 de Setembro. Em fase de conclusão estão, 

actualmente, as instalações destinadas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na Avenida do Doutor 

Rodrigo Rodrigues. 

 

N490  28/8/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GOV’T CHANGES LAND STRATEGY, DROPS CENTRAL LIBRARY, JUSTICE CAMPUS 

 

The government has changed its strategy relating to the use of l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 decision seems to be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arge-scale projects. 

Contributing to this change in strategy is also the repossession of numerous idle land 

plo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which granted the government a new “land bank” and with 

that, new possibilities and options. 

In a recent report from TDM Radio, the news outlet confirmed that the old idea of using 

Zone B of the new landfi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Justice Campus” gathering all 

services and departments related to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has finally been abandoned 

by the executive. 

Although such confirmation comes only now, there have previously been several signs 

of the change of strategy, starting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building for the Public Prosecutions Office (MP) at the Avenida do Dr. Rodrigo 

Rodrigues, plot 138 A in ZAPE area dating from 2016. 

Still, the final blow to the “Justice Campus” project seems to have taken place with the 

unveiling, in 2017, of the project for the Fifth Macau-Taipa link that will be built via an 

underwater tunnel, linking Zone B (on Macau side) and Zone D of the new landfills (on 

Taipa side), reducing significantly the usable area of the Zone B land plot. 

In the same report from TDM Radio, it i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expansion projec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JB), making use of the 

recently reclaimed land plots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current building that has been 

in use since August 2017 to house only the criminal courts. 

The wish to expand such a facility and to house under the same roof the civil court, as 

well as the labor disputes and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s, among others, has been 

expressed for a long time and on several occasions. Legislative Assembly (AL) lawmakers 

were among the strongest critics of the policy from the previous governments to rent 

space from private corporations instead of building government-owned venues. 

Year after year, and especially when the annual budget is discussed at the AL, many 

voices are raised against the resources spent in keeping these rente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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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court likely to return to original duties 

Questioned by the Tim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ld court building being revamped to 

house new facilities of support to the Courts of Second Instance and Final Appeal,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has refused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postpon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such a project to September 4, the day 

on which the government will start the long-awaited public consultation period on 

Macau’s Urban Master Plan. 

“On that day, there will be revealed, in a detailed manner, the information [solicited],” 

the DSSOPT said in a written reply to the Times. 

Nevertheless, sources close to the project told the Times that the old court building is 

“likely to go back to its original duties” as the expansion of the current building 

located at the Nam Van Lakeside previously planned had been halt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Commercial and Trade 

Service Platform Complex, which barely occupied all the land available in that area. 

On Wednesday, several media outlets came out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project of 

the Central Library had been axed, with some speculating that the project would be, 

instead, moving to the Zone A of the new landfills. 

A similar feeling was expressed several years ago by lawmakers at the AL who, 

addressing the topic of the proposed project of the central library, said that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to revive the space to be exactly like a court, pointing out many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developing the project that had also been attracting much criticism from 

several sectors of society, including several urban planners. 

In the last estimation, the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was said to cost as much as 900 million 

patacas and was one of the major projects announced and catered for by the former 

Secretary for Social Affairs and Culture, Alexis Tam. 

When she took office, the new Secretary Elsie Ao Ieong said that such a project had to 

be reevaluated. 

In June this year, Ao Ieong addressed the topic once again, noting that the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was being reconsidered in light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which will be 

submitt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next week. 

 

N491  28/8/2020 澳門今日 Hoje Macau 

Governo recua nos locais da Biblioteca Central e Campus de Justiça 

 

O Governo recuou na construçã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n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O arquitecto Carlos Marreiros, autor do projecto, espera continuar à frente do 

trabalho, assim que for revelado o novo local. Entretanto, também o plano de 

construção do Campus de Justiça n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caiu por t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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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va Biblioteca Central afinal não vai ser construída n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na 

Praia Grande, avançou ontem a TDM Rádio Macau. O arquitecto Carlos Marreiros – líder 

do atelier que ganhou o concurso público para a nova biblioteca – disse ao HM que 

oficialmente não soube desta decisão. 

Apesar disso, frisou a importância de se fazer a Biblioteca Central, descrevendo-a como 

“um equipamento fundamental na chamada sociedade líquida da pós-modernidade”. 

“Há um novo Chefe do Executivo, um novo elenco governamental, novas estratégias 

(…). A Biblioteca Central não sendo aí, será noutro local, porquanto é uma ideia 

fundamental que Macau necessita de uma Biblioteca Central”, sublinhou o arquitecto. 

NO MESMOCADERNO 

Macau Legend anuncia perdas de 569,47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K no primeiro 

semestre 

China cria ‘lista negra’ de destinos de jogo no estrangeiro 

Covid-19 | Crianças com menos de três anos excluídos de infantários 

Se o projecto que tinha em mãos, enquanto coordenador-chefe de uma equipa de 

projectistas, mudar de local, Carlos Marreiros julga que continuará a ter as mesmas 

responsabilidades que lhe foram atribuídas depois de ter vencido o concurso público 

para o Antigo Tribunal “a grande custo”. 

Quanto à suspensão dos trabalhos, o arquitecto, à altura do contacto do HM, ainda 

desconhecia a novidade. “Formalmente, nem por palavras nem por escrito, não recebi 

ainda qualquer informação”. 

De acordo com a TDM Rádio Macau, o Governo decidiu dar outra utilização às 

instalações do Antigo Tribunal. O HM tentou apurar junto do Instituto Cultural (IC) qual 

será o fim do edifício, assim como a nova localização prevista para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mas até ao fecho desta edição não obteve resposta. 

Foi em Novembro de 2018 que o IC anunciou que a proposta do ateliê do arquitecto 

Carlos Marreiros, com um valor de 18,68 milhões de patacas, era a vencedora do 

concurso público em que tinham sido admitidas nove propostas. Chegaram a surgir 

alegações de plágio, mas Carlos Marreiros negou ter copiado o Auditório da Cidade de 

León na elaboração do projecto, e as suas explicações foram acolhidas pelo IC. A 

adjudicação do projecto em 2018 teve lugar uma década depois da anulação do 

primeiro concurso público, em 2008. Na altura, o 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sugeriu o fim do concurso. 

No ano passado, a presidente do IC dizia que o projecto estava a seguir os trâmites 

normais, apesar de não se comprometer com datas para o arranque das obras. No 

entanto, em Junho deste ano, o Governo disse que a localização e o plano de 

construçã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iam voltar a ser estudadas depois de ser feito o 

Plano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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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ÇA MÓVEL 

Noutra frente, o Governo confirmou que o Campus de Justiça já não vai ser construído 

n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avançou ontem a TDM Rádio Macau. 

Segundo a mesma fonte, o plano, que previa a construção de sete edifícios, foi 

abandonado pelo Governo, depois de ter ficado decidido que as obras vão ser 

transferidas para a zona dos Lagos Nam Van (zonas C e D) pert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ara além dos novos edifícios dos tribunais Judicial de Base, Segunda Instância e Última 

Instância, a planta de condições urbanísticas, entretanto concluída, inclui ainda um novo 

edifíci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as sedes dos 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e de 

Auditoria e dos Serviços de Polícia Unitários. 

Sulu Sou, que no dia anterior recebeu uma resposta da directora da DSSOPT, Chan Pou 

Ha, a uma interpelação onde questionou o desenvolvimento futuro das zonas B, C e D 

dos novos aterros, sublinhou a importância de o Governo ter o mais rapidamente 

possível, na sua posse, o Plano Director e de preservar a paisagem da península. 

“Insistimos no nosso princípio de querermos que o Governo tenha o Plano Director 

para todas as zonas, porque é uma localização importante da península de Macau, onde 

não devem existir edifícios altos”, disse ontem deputado durante uma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na sede da Associação Novo Macau. 

Sulu Sou sugeriu ainda esperar que a integridade da zona da Colina e da Igreja da Penha 

seja protegida, sobretudo quando 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Plano Director está 

prevista para Setembro. 

“Podem sugerir a construção do Campus de Justiça nas zonas C e D, mas vamos insistir 

em defender a zona sul da península e da Penha. Além disso, devem restringir a 

construção de edifícios altos nestas zonas. Será essa a nossa maior luta para a consulta 

pública do próximo mês”. 

Temas: biblioteca central 

 

N492  29/8/2020 澳門郵報 The Macau Post Daily 

 Macau's top court to move to old courthouse: govt 

 

Macau's top court will move to the long-vacant old courthouse in the city centre,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Andre Cheong Weng Chon has announced.  

Cheong made the announcement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yesterday's regular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government's top advisory body.  

Cheong, who is the council's spokesman, said that the old courthouse in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had the "architectur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to house judicial facilities 

such as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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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roadcaster Radio Macau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decided not to go ahead with the controversial project by its predecessor to redevelop 

the old courthouse into the city's new central library.  

The Macau Post Daily on Thursday cited sources of Macau's legal fraternity as saying 

that the old courthouse was an "ideal" place to house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highest court. 

Lawmak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have urged the government for years to construct a 

purpose-built edifice for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instead of redeveloping the old 

courthouse for the project, which for some 15 years never got off the groun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uch as the cancellation of its first design tender and complaints 

about its "unsuitable" location in a highly congested area in the city centre.  

Cheong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still looking for a suitable location for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However, he insisted that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will certainly be 

built in a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on the peninsula.  

The central library is currently housed in a listed building in Praça do Tap Seac.  

The old courthouse built in 1951 initially housed Macau's then Portuguese 

administration'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ervices departments and later its courts. The 

three-story building in Portugal's Estado Novo style has been vacant for nearly two 

decades and has been used for temporary exhibitio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Currentl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shares a building with the Court of Second Instance 

(TSI) in the Nam Van Lake district.  

Meanwhile, Cheong also confirmed this week's media repor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cancelled its predecessor's plant to build a "judicial complex" on reclaimed land off the 

MGM resort in Nape. The policy secretary said the government believed that at least 

part of the area could instead be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office 

buildings of which there is a lack in Macau. 

Details of the government's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expected to be revealed 

when its urban master plan's public consultation process will start next Friday. 

 

N493  31/8/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GOV’T CONFIRMS ROLE OF OLD COURT AS NEW COURT 

 

The government has officially announc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of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André Cheong, that the Old Court Building will be used by his secretariat to 

house a new facility dedicated to the Court of Final Instance (TUI). Cheong announced 

the decision on Friday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with the Executive Council, which was 

presenting new regulations on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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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questioned by the media on the topic, the secretary said that after an evaluation 

process,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change the construction plans for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which the venue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host. This facility will house the TUI 

instead, returning to its former duties as a judicial venue as the Times previously 

reported on Friday. 

Cheong confirmed that, despite the change in pla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Library, the project, which aims to revamp the Old Court Building to house the TUI, will 

be adjusted so as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and historic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 

As for the Central Library, the secretary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considering 

another location “on the Macau Peninsula.” He added that the main criteria 

influencing the choice will be its proximity to residential areas. 

Cheong added that before a final decision is made on the location, the proposal will 

include a public hearing of opinions. 

When asked about the new plans for Zone B of the new landfills and Zones C and D of 

Nam Van, Cheong said that in order “to better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nd in ques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launch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period on the Macau Urban 

Master Plan project later this week. The consultation will gather opinions from the public 

about how to best use the land resources. 

As the Times reported last week,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period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 will be launched on Friday, September 4.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is 

expected to shed some light on several projects and land usage, namely the “land 

bank” that authorities have gather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due to the reclamation of 

idle land plots with expired concessions. 

Two project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abandon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the “Justice 

Campus,” initially planned for Zone B of the new landfills, and the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in the Old Court Building. However, new projects are expected regarding the old 

Hotel Estoril land plot at Tap Seac Square, as well as a clear definition on the uses for the 

new landfills that have just begun or are currently in the building process. 

The Urban Master Plan has been dubbed the centerpiece for the definition of other 

slow-progressing projects. These include the expansion of the Light Rapid Transit 

project to the Peninsula and the number of units to be built under the public housing 

scheme, among many others.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for the Urban Master Plan is also expected to clarify 

the role of locations such as the Lai Chi Vun old shipyards and final planning for the 

Peninsula coastline leisure and sports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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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94  31/8/2020 澳門郵報 The Macau Post Daily  

Top court to move to old courthouse: Cheong 

 

Macau’s top court will move to the long-vacant old courthouse in the city centre,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André Cheong Weng Chon has announced. 

Cheong made the announcement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Friday’s regular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government’s top advisory body. 

Cheong, who is the council’s spokesman, said that the old courthouse in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had the “architectur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to house judicial facilities 

such as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UI). 

Public broadcaster Rádio Macau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decided not to go ahead with the controversial project by its predecessor to redevelop 

the old courthouse into the city’s new central library. 

The Macau Post Daily on Thursday cited sources of Macau’s legal fraternity as saying 

that the old courthouse was an “ideal” place to house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highest court. 

Lawmak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have urged the government for years to construct a 

purpose-built edifice for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instead of redeveloping the old 

courthouse for the project, which for some 15 years never got off the groun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uch as the cancellation of its first design tender and complaints 

about its “unsuitable” location in a highly congested area in the city centre. 

Residents have also complained about the perilously narrow pavement in front of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old courthouse. 

Cheong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still looking for a suitable location for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However, he insisted that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will certainly be built in a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on the peninsula. 

Old Estoril Hotel to house new central library? 

Several civic leaders contacted by The Macau Post Daily at the weekend about the 

matter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redevelop the long-abandoned Estoril Hotel in 

Praça do Tap Seac into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The location is ideal as it is very central 

and easy to reach,” one of the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said, asking to remain 

anonymous.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had proposed the old hotel’s redevelopment 

into a youth centre. The project never got off the ground. 

 

The central library is currently housed in a listed building in Praça do Tap Seac, just 

across the square from the old Estori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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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courthouse built in 1951 initially housed Macau’s then Portuguese 

administration’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ervices departments and later its courts. The 

three-story building in Portugal’s “Estado Novo” style has been vacant for nearly 

two decades and has been used for temporary exhibitio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Currentl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shares a building with the Court of Second Instance 

(TSI) in the Nam Van Lake district. Members of Macau’s legal fraternity have described 

the building as “nondescript”. 

Meanwhile, Cheong also confirmed last week’s media repor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cancelled its predecessor’s plant to build a “judicial complex” on reclaimed land off 

the MGM resort in Nape. The policy secretary said the government believed that at least 

part of the area could instead be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grade office 

buildings of which there is a lack in Macau. 

Details of the government’s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expected to be revealed 

when its urban master plan’s public consultation process starts on Friday. 

 

N495  31/8/2020 澳門今日 Hoje Macau  

TUI vai para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Afinal,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vai voltar a ter ligações à justiça. André Cheong 

avançou que está a ser planeado usar o espaço para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Ainda não se sabe onde ficará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mas foram deixadas garantias 

de que será na península 

 Está previsto que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na Praia Grande vá ser utilizado para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UI) e o gabinete do TUI. “Tendo o Governo considerado 

que o antigo tribunal tem as suas características arquitectónicas e pretendendo 

preservar as suas características históricas, esperamos que essa construção possa ser 

utilizada pelos órgãos judiciais”, avançou o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na 

sexta-feira. 

André Cheong justificou o recuo em usar 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para um “campus 

de justiça” com o aumento da reserva de terrenos. “Uma vez que o [arrendamento] de 

escritório privados tem sido uma grande problemática para o Governo, queremos 

proporcionar instalações próprias para os serviços públicos, e por isso tínhamos a 

concepção da Zona B como zona de edifícios governamentais, administrativos e órgãos 

judiciários. Agora, com o reaver de vários terrenos ano aproveitados, a reserva de 

recursos de solos é relativamente mais abundante e fizemos uma análise mais integrada 

do melhor aproveitamento dos terrenos, daí que a Zona B vá ter uma outra finalidade”, 

descrev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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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sar disso, o secretário frisou que todos os órgãos judiciários deixarão de funcionar 

em escritórios privados. Sobre o aproveitamento da Zona B, André Cheong salientou 

que a consulta do Plano Director começa esta semana e que se vai ouvir a população 

para ultimar a versão desse plano. 

Questionado sobre as Zonas C e D do Lago Nam Van, o secretário afirmou que ainda é 

preciso um plano melhor sobre a integração e aproveitamento dos terrenos, mas tentou 

tranquilizar o público sobre a preservação da paisagem. “Não têm de se preocupar 

com as Zonas C e D, se serão construídos edifícios arranha céus e assim obstruído o 

corredor visual. (…) Vamos seguir estritamente as exigências do património”, garantiu. 

ALTERNATIVA EM MACAU 

O antigo tribunal era para ser ocupado pel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André Cheong 

indicou que a alteração de planos se deveu em parte às limitações físicas das 

instalações, dando como exemplo o parque de estacionamento. E apontou que pode 

haver “alternativas melhores” à construção da biblioteca. 

Apesar de não revelar que espaços estão em cima da mesa, deixou uma garantia.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não será senão na Península de Macau. Pretendemos que seja 

um local mais perto da população, da zona residencial, e assim a população pode usar a 

biblioteca com certa regularidade e frequentá-la mais”. 

 

N496  31/8/2020 句號報 Ponto Final 

Antigo Tribunal vai acolher o TUI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vai acolher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UI), avançou, 

na sexta-feira, o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André Cheong, à margem da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do Conselho Executivo. “Após a devida análise, tendo 

considerado que o Antigo Tribunal tem as suas características arquitectónicas e 

históricas e pretendendo preservá-las, esperamos que possa ser usado pelos órgãos 

judiciais”, disse André Cheong, citado pela Rádio Macau. 

A Rádio Macau tinha avançado, na semana passada, que o Governo iria deixar cair o 

plano de construir um ‘campus de justiça’ n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Com a ida do 

TUI para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confirmada pelo secretário, o Governo vai 

avançar com uma reorganização das instalações dos tribunais, mas André Cheong não 

quis dar pormenores: “Por enquanto, só posso dar as linhas mais abstractas do 

planeamento, porque ainda não temos um plano definitivo. A forma como os órgãos 

judiciários vão ocupar os espaços disponíveis ainda vai ser definida”. 

André Cheong adiantou, na conferência, que a zona B terá uma zona exclusiva para 

escritórios: “Achámos que podemos aproveitar melhor a zona B, visto que Macau não 

dispõe de zonas de qualidade para escritórios e, por isso, temos esta ideia”. And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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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ong não deu mais pormenores, recordou apenas que serão apresentados mais 

detalhes na próxima sexta-feira, quando ficar a ser conhecido o texto da consulta 

pública d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Na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o secretário disse ainda que “todos os órgãos judiciários 

deixarão de funcionar em escritórios privados do mercado particular”. 

 

N497  31/8/2020 澳門論壇日報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TUI VAI PARA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Depois de se saber que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já não ia receber a Biblioteca 

Central, o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revelou que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vai ser transferido para 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André Cheong avançou 

ainda que as instalações dos tribunais vão ser reestruturadas, sendo que os juízos cíveis, 

laboral, de família e menores, actualmente na “Macau Square”, vão sair deste edifício 

comercial. Para os advogados Pedro Leal e Amélia António ambas as mudanças são 

positivas 

Catarina Pereira e Inês Almeida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UI), assim como o seu gabinete, vão ser transferidos 

para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revelou o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O Governo considerou que o antigo tribunal tem as suas 

características arquitectónicas e, para que sejam preservadas, esperamos que possa ser 

utilizado pelos órgãos judiciais”, afirmou André Cheong, acrescentando que as 

limitações físicas também contribuíram para a decisão, nomeadamente a falta de 

estacionamento. 

O Secretário revelou ainda 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ficará na Avenida do Doutor 

Rodrigo Rodrigues, onde está a ser erguido o edifício que supostamente era provisório. 

Segundo adiantou “as obras já estão quase prontas” e o edifício deverá entrar em 

funcionamento em 2021. Quanto ao Comissariado para a Corrupção e ao Comissariado 

da Auditoria, André Cheong disse que o Governo ainda está a ver “quais os melhores 

terrenos”. 

Recorde-se que, inicialmente, o objectivo era que estas entidades, assim como os 

Serviços de Polícia Unitários (que ficarão no Pac On), ficassem concentradas na Zona B 

dos Novos Aterros. No entanto, a Administração mudou de ideias: “Com a reversão de 

vários terrenos não aproveitados, a reserva de recurso de solos já é relativamente mais 

abundante, por isso fizemos uma análise mais integrada. Daí que a Zona B terá outra 

finalidade”. 

“Poderemos melhor aproveitar a Zona B, visto que Macau não dispõe de zonas de 

qualidade para escritórios, pelo que tivemos esta ideia, mas, como sabem, na próx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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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 semana começaremos a consulta do Plano Director e vamos ouvir a opinião da 

população”, acrescentou André Cheong. A consulta pública será lançada na sexta-feira. 

Estas alterações exigem que as instalações dos tribunais sejam reorganizadas. “Em 

relação aos órgãos judiciários, como vão ocupar os espaços disponíveis ainda vai ser 

definido, mas posso dizer que todos os órgãos judiciários deixarão de funcionar em 

escritórios privados”, afirmou. Esta era uma já uma exigência antiga. 

André Cheong não revelou, no entanto, pormenores sobre a reestruturação: “Por 

enquanto, só posso dar as linhas mais abstractas do planeamento, porque ainda não 

temos um plano definitivo. A forma como os órgãos judiciários vão ocupar os espaços 

disponíveis ainda vai ser definida”. 

Note-se que 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tem um novo edifício há três anos, junto ao 

quartel dos Bombeiros, que serve apenas os juízos criminais. Os restantes (cíveis, laboral, 

de família e menores) continuam a funcionar no edifício comercial “Macau Square”. 

Já quanto às Zonas C e D dos Novos Aterros, André Cheong pediu que a população não 

se preocupe com a possibilidade de ali serem construídos arranha-céus, obstruindo o 

corredor visual, porque o Governo “vai seguir estritamente as exigências do 

património”. 

Mudança “positiva” 

Para o advogado Pedro Leal, a saída dos tribunais do edifício “Macau Square” é de 

salutar. “Já andava a dizer há muito tempo que o tribunal cível e criminal naquele 

edifício não tinha muito cabimento, não tinha dignidade. Os juízes, advogados, arguidos 

subiam no mesmo elevador e depois havia situações absolutamente incríveis porque 

chegar ao tribunal demorava menos do que esperar pelo elevador”, frisou em 

declarações ao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Já no que se refere à mudança do TUI para o antigo tribunal, o causídico diz não 

compreender por inteiro. “Quanto ao edifício do TUI e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não sei o que se passa lá dentro, mas penso que a situação não é grave. Sobre 

o outro edifício [antigo tribunal], concordo que tem as características próprias de um 

edifício que sempre funcionou como tribunal e há 10 ou 15 anos que está parado”. 

Ainda assim, Pedro Leal considera que o “que se devia definitivamente fazer era um 

palácio da justiça” ou aumentar o local onde estão os juízos criminais, incluindo lá 

também os cíveis e até 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Devia haver um palácio da justiça 

onde todos os tribunais estavam inseridos, agora, onde se vai fazer, é outra questão. O 

Secretário tem razão quando diz que há muitos edifícios e terrenos recuperados onde 

se pode tentar fazer uma situação dessas”, frisou. 

Por sua vez, Amélia António vê como “positiva” a mudança do TUI para o Antigo 

Tribunal. “Acho que se for para recuperar o tribunal, que é uma peça importante, 

mantendo a sua função dignifica o edifício, a justiça e acho que faz todo o sent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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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eu a advogada, ressalvando que agora resta saber o que acontecerá com 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anteriormente pensado para aquela localização. 

Já quanto à transferência dos juízos que ainda se encontram no “Macau Square” para 

outra localização, Amélia António acredita que o processo “é capaz de demorar um 

bocadinho mais” por não se saber que edifício construído pode ser usado para a 

mudança. 

“Estas funções nos edifícios comerciais são soluções de recurso, em situações que não 

há e é preciso resolver rapidamente, mas ser soluções ideais, não são. Sair para edifícios 

próprios é óptimo, é bom para o funcionamento da justiça e para dar dignidade à 

função”, reforçou. 

Biblioteca Central ficará na Península 

Ainda não se conhece a nova localiza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que inicialmente iria para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no entanto, o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garantiu que ficará na Península. “Pretendemos que seja um local mais perto da 

população e da zona residencial, de forma a que possam frequentá-la com regularidade 

– e não uma instalação destinada aos turistas”, afirmou André Cheong. Esta foi mais 

uma reviravolta num processo que se arrasta há mais de uma década e que já envolveu 

a anulação de um concurso por suspeitas de ilegalidades, bem como críticas sobre o 

orçamento da obra e a localização. Por sua vez,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defendeu que “não é preciso ter pressa” em saber mais pormenores sobre a 

alteração da localiza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e pediu ao público que espere pelo Plano 

Director, cuja consulta pública arranca esta semana. Por outro lado, segundo o jornal 

“Ou Mun”, a Associação para a Reinvenção de Estudos do Património Cultural de 

Macau propõe que o antigo Hotel Estoril acolha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e que, no 

antigo Edifício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junto ao Antigo Tribunal, seja instalada uma sala de 

leitura de pequena dimensão. 

 

N498  2/9/2020 句號報 Ponto Final  

Plano director em consulta pública a partir de sexta-feira 

 

A consulta pública do plano director de desenvolvimento urbanístico de Macau (2020-

2040) arranca na sexta-feira, por um período de 60 dias de divulgação e exposição do 

projecto.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SSOPT), que 

anunciou a data da consulta pública em Agosto, entregou à empresa de Hong Kong 

Ove Arup & Partners a elaboração do plano que estabelece o ordenamento do espaço 

físico de todo o território e as condições de uso e aproveitamento dos solos até 2040. 

O projecto abrange a península de Macau, as ilhas da Taipa e de Coloane, os novos 

aterros de Macau, o posto fronteiriço de Macau na ilha artificial da pont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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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hai-Macau e a área marítima de 85 quilómetros quadrados sob jurisdiçã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chinesa, desde Dezembro de 2016, na sequência da aprovação 

pelo Conselho de Estado da China de um novo mapa da divisão administrativa do 

território. 

Nos cinco novos aterros, as autoridades da região previram a construção de habitação 

para cerca de 162 mil habitantes e, no maior deles (zona A), uma ilha artificial de 138 

hectares ligada ao terminal da ponte que liga Macau, o interior da China e Hong Kong, 

foram já lançados concursos para construção de três mil fogos de habitação. 

À luz da Lei d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epois de submetido à consulta pública, até 2 

de Novembro, será elaborado um documento sobre as opiniões expressas, ao qual se 

seguirá um parecer do Conselh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CPU) e um relatório final, 

a apresentar ao Chefe do Executivo, Ho Iat Seng. Caso não existam alterações 

significativas do projecto, o plano director será aprovado por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publicado em Boletim Oficial. 

 

N499  2/9/2020 澳門論壇日報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BIBLIOTECA CENTRAL DEVERÁ TER NOVO CONCURSO? 

 

Uma vez que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já não ficará n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alguns arquitectos consideraram que deve ser promovido um novo concurso para 

adjudicação do projecto dado que as condições de qualquer nova localização serão 

diferentes. No entanto, Carlos Marreiros, a quem foi atribuído o projecto, defende que 

um novo concurso seria “injusto” e provocaria mais atrasos 

Inês Almeida 

Sendo definida outra localização para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que não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alguns arquitectos entendem que faz sentido o Governo promover um 

novo concurso público para a execução do projecto. Porém, Carlos Marreiros, vencedor 

do último concurso, considera que isso seria “um desperdício”. 

“Não faz sentido, para o Governo, para a população principalmente e para os 

interesses superiores da RAEM, em primeiro lugar. Em segundo, seria de uma injustiça 

enorme fazer um novo concurso, uma vez que ganhámos o antigo, trabalhámos e 

fizemos um bom projecto. Ganhar o concurso público implicou um investimento brutal 

da nossa parte. A nossa equipa é constituída por 40 profissionais aproximadamente, 

arquitectos e engenheiros de todas as especialidades, portanto, julgo que o correcto era 

continuarmos com o trabalho”, sublinhou Marreiros em declarações à TRIBUNA DE 

MACAU. 

Além disso, reforça, “este trabalho não foi dado de mão beijada, foi ganho através de 

um concurso público muito renhido e difícil, além do investimento que fizemo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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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ste: “Novo concurso para quê? Para atrasar tudo e prejudicar os interesses 

superiores da RAEM? Tanto concurso para quê quando os gabinetes de Macau não são 

assim tantos a poder fazer trabalhos deste tipo?”. 

Assim, acredita, ao invés de um concurso público, aquando deste tipo de obras, o 

Governo deveria encomendar aos gabinetes o trabalho que tem de ser executado. “Os 

concursos custam dinheiro, quer para o Governo que os organiza e tem despesas 

administrativas altas e também para as equipas de projectistas”. 

O arquitecto disse ainda que não recebeu qualquer informação da parte do Instituto 

Cultural sobre o futuro do projecto. 

No entanto, há profissionais da área que têm uma visão diferente sobre esta questão. 

Para Rui Leão, a mudança de Executivo é uma das razões pelas quais pode ter havido 

alterações em relação ao projecto. “É compreensível que o exercício do Plano Director 

tenha levado a reflectir numa série de questões urbanas que se calhar podiam ser 

optimizadas e que estavam decididas de uma certa maneira porque não havia esse 

plano”, disse, acrescentando também que “havia uma exiguidade muito grande de 

lotes urbanos onde se pudesse construir”. 

“As declarações do Secretário André Cheong fazem imenso sentido porque, de facto, 

há um parque urbano com muito mais opções de lotes onde podem ser construídos 

diferentes tipos de coisas e, portanto, a cidade é um puzzle mais manuseável nesse 

sentido”, sublinhou ainda Rui Leão. 

Questionado sobre qual seria uma melhor localização para o edifício, o arquitecto diz 

não ter opinião e aguardar com interesse as indicações que forem dadas pelo Plano 

Director. 

No que respeita a recorrer ou não ao mesmo projectista, Rui Leão defende que “se a 

questão for pegar naquela solução e transplantá-la para um novo lote, eventualmente 

sim, só que isso não faz sentido nenhum porque já não está lá uma pré-existência igual, 

os acessos vão ser diferentes, com certeza não há-de haver aqueles desníveis no terreno 

nem aquela alameda à frente”. 

“Não faz sentido reaproveitar o projecto nem o contrato porque toda a ideia do 

concurso como instituição é escolher a melhor proposta, portanto, se o júri escolheu 

aquela proposta foi porque a preferiu nas condições que havia para o lote do antigo 

tribunal, era uma resposta para aquele contexto específico”, assim, entende Rui Leão, 

utilizar o mesmo projecto implica que “todo o valor da escolha cai por terra quando o 

lote já não é aquele”. 

“Se a ideia inicial foi fazer um concurso para escolher a melhor solução, agora a melhor 

solução só pode ser encontrada com novo concurso. E o facto de não haver concurso 

desvirtua todo o processo. Porque, então, porque é que inicialmente queriam escolh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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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hor solução e agora já não querem e estão a escolher um arquitecto? Não faz 

sentido”, voltou a destacar. 

Recorde-se que, em 2018, o Instituto Cultural recebeu nove propostas para o design da 

Biblioteca Central, incluindo uma apresentada pelo atelier de Rui Leão e Francesca 

Carlotta Bruni, “LBA Arquitectura e Planeamento LDA”, orçada em 16,13 milhões de 

patacas. O concurso acabou por ser vencido pelo “MAA Marreiros Atelier de 

Arquitectura Limitada”, com uma proposta de 18,68 milhões. 

Importância do antigo Tribunal 

Por outro lado, Rui Leão elogiou a decisão do Governo de utilizar o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para o funcionament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UI). “Achei muito bem 

que, na comunicação oficial que foi feita relativamente ao futuro do antigo Tribunal, 

tivesse havido a preocupação em fazer o melhor uso do valor e da imagem do 

Património no sentido de dar importância à arquitectura das instituições, porque foi 

claramente referido que o desenho e a imagem daquele edifício que lá está é uma 

imagem que tinha o peso e a carga devida para albergar uma instituição como o TUI”. 

Apesar de poder parecer “pouco a muitos”, para Rui Leão “é um sinal de grande 

atenção em relação à importância da arquitectura enquanto imagem da cidade e de 

pensar em estratégias para o património e para a arquitectura enquanto imagem da 

cidade”. “Isto, para mim, é novidade, porque muitas opções foram tomadas sem esse 

tipo de preocupações”. 

Também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entende que faz sentido um novo concurso público. 

“Uma vez que é um edifício novo, o programa vai ser diferente. A área de construção 

será diferente, há várias coisas que vão influenciar a maneira de ser do novo projecto da 

biblioteca. Acho que não basta transferir, porque não sei como vai ser a nova zona, por 

isso, acho que faz sentido” um novo concurso, referiu. “Infelizmente, o problema é 

que vai atrasando”, acrescentou. 

Questionado sobre a localização que consideraria ideal para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Vizeu Pinheiro defende que deverá ficar em zonas perto de escolas. “Uma zona como a 

da actual biblioteca central seria uma boa escolha porque há bastantes frequentadores 

dessa zona, mas também em áreas como o Iao Hon, Toi San, que têm grande densidade 

populacional. Aí faria sentido também ter uma biblioteca”, acredita, ressalvando serem 

necessárias boas ligações com autocarros. 

“É importante ter uma biblioteca maior e com maior capacidade e uma zona possível 

também é o NAPE. Há ali um lote livre onde podia ser a nova Biblioteca, ou ao lado do 

Centro Cultural, onde também há um lote vazio”, suger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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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0  2/9/2020 Macau Busines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urban development plan to 2040 to run to November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Macau’s urban development master plan (2020-2040) is to 

start on Friday and run for a 60-day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document is to be 

publicised and discussed. 

The regional government’s Directorate of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Services 

(DSSOPT), which last month announced the dates for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commissioned Hong Kong-based Ove Arup & Partners to draft the plan, which is to 

establish land planning for the entire territory and the conditions of land use until 2040. 

The project covers the Macau peninsula, the islands of Taipa and Coloane, the new areas 

created by landfill, the Macau border post on the artificial island that forms part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and the 85-square-kilometre maritime area taht has 

since December 2016 bee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Macau – itself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 following the approval by China’s national State 

Council of a new map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the territory. 

In the five new areas created by landfill, the authorities in the region have plans to build 

housing for some 162,000 inhabitants. On the largest of them (known as ‘zone A’), an 

artificial 138-hectare island linked to the end of the bridge that connects Macau,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construction of 3,000 homes is planned for which 

tenders have already been launched. 

Under the region’s urban Planning Law, the plan now submitt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until 2 November, a document will be drawn up summarising the views 

expressed, after which the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CPU) is to give its opinion and a 

final report drafted for submission to Macau’s chief executive, Ho Iat Seng. 

If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project, the master plan would then be 

approved by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published in the territory’s official gazette. 

 

N501  3/9/2020 澳門平台 Plataforma 

工務局: 現不回應換地情況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明日(4 日)起公開諮詢，有傳媒關注新城 B 區會否用作與南灣湖 C、D

區換地。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現時不想回應換地情況，因「換地好難講換去邊」，希望今

日的記者會是說明城市總體規劃土地用途 

至於火葬場、危險品儲存倉和中途倉等厭惡性設施，工務局城市規劃廳長麥達堯稱，這些歸類

為基礎基建和市政建設，草案已提出希望集中在東面人工島和機場南邊區域處理，主要是與民

居稍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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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及舊愛都酒店及益隆炮竹廠的情況，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稱，益隆炮竹廠部分土地現處程

序中，正初步規劃土地，具體結果有待公布。 

 

N502  3/9/2020 Macau Business  

Updated: New city urban master plan details revealed 

 

Details from the long-awaited new Urban Master Plan presented today propose that the 

Macau SAR be divided into clearly defined areas for residential, tourism, green leisure, 

industrial, diversified industries purposes, with habit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s having priority. 

The 60-day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guideline plan for the 

2020-2040 period will be initiated on September 4, with local authorities presenting the 

plan during a media press conference held today (Thursday). 

The urban development plan – considered essential for SAR’s urban planning – is an 

initiative in the pipeline for almost six years, with 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 contrac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to establish the plan. 

The plan estimates that by 2040 the SARs local population will reach 808,000 and will 

have a total land area of 36.8 square kilometers. 

This land area will have a clearly defined land percentage use for each of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with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residential purposes occupying the largest 

share of it, some 23 and 22 per cent, respectively. 

Development areas with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areas in purple 

The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will have a 13 per cent share of land use 

divided in a Cotai, and NAPE/ZAPE area, with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Urban Planning Director, Mak Tat Io, indicating that future casinos will 

have to be based in these zones. 

The plan describes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areas as being reserv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service projects, food and beverage and leisure spaces 

necessa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orld Travel and Leisure Centre 

“Casinos will be maintained in the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areas, obviously we will 

some flexibility, but most will be in these areas,” Mak noted. 

The area reserved for tourism and casinos will be lower than the 18 per cent provided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s, but higher than the space reserved for green leisure areas 

(8 per cent), collective use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hospitals (10 per cent), commercial 

areas (4 per cent) and industrial areas (2 per cent). 

Overall the plan establishes the positioning of Macau’s urban development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defin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SAR’s physical space, the 

general conditions for the use and use of the soil, the 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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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s and equipment for collective use and also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Detailed Plans. 

For this purpose, the city was divided into 18 planning districts, with the North District 

divided into 2 Districts, the Eastern Distric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 divided into 3 

Districts, plus the Outer Harbor, Taipa North District, Taipa Central District – both 

divided into 2 Districts – plus the Cotai District, Pac On District, Coloane District and UM 

New Campus area. 

Four belts of development are also presented, namely, ‘An Historical Touristic Coastal 

Area’ Belt, a ‘One River, Two Margins’ Cooperation Belt, a ‘Knowledge, Industry, 

Science’ Belt and a ‘Resilient Green Belt’. 

The ‘One River, Two Margins’ is part of plans for deeper cooperation with 

Guangdong-Macau, Zhuhai and Hengqin, with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ransport 

network expans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border posts, increase 

the potential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model that will allow residents to travel 

between Macau and the main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an hour.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 land plots reclaimed by authorities near Nam Vam Lake – 

known as Zone C and D will be used to build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buildings. 

Meanwhile, large sports areas are planned for the Canidrome area and Zone A and D of 

the newly reclaimed areas, while new cultural installation will be developed in the south 

side of Zone A – and Lai Chi Vun village. 

Developing the coastal areas to maximise leisure and green areas while protecting the 

local eco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goals expressed in the guidelines. 

Seac Pai Van future housing expansion 

The plan now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a future 41 hectares reclamation area between 

Areia Preta and New Area Zone A where green and leisure areas will be developed to 

complement the offerings in the region. 

The DSSOPT has completed a feasible water reclamation study and will make the 

necessary request to central authorities for the project. 

The plan draft also includes revitalization plans for the Inner Harbour area, with some 

docks – known as Pontes – to be transformed into commercial areas in the future, while 

a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to prevent flooding in the low-

lying area. 

Inner Harbour renovation plans 

These include the future Tidal Barrier and studies to build levees, water tanks, drainage 

station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required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to storm surges and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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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the concept of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Leong Wai Man, Vice-President of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nly indicated that the necessary studies to define a new 

location are on-going, with an official announcement in the next one to two weeks. 

This week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initial plans to build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at the Old 

Court Building have been scratched, with the property to be used in the future again 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Urban renewal works in areas with a larger concentration of older buildings and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will also be prioritised, with renewal works to start first in the 

Tamagnini Barbosa, Areia Preta, Iao Hon, Horta e Costa, san Kiu, Con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 and Ferreira do Amaral areas. 

The plan also emphasises the need for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by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n the Historical 

Center of Macau” caused by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ourist activities and 

imposing appropriate restrictions on adjacent buildings heritage. 

The need to preserve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is also 

mentioned in the guidelines 

When asked about the possible impact in local life quality by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these proposed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fice (GDI) 

Assistant Coordinator, Luis Carvalho, stated that the development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 gradual and phased manner so as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local residents daily life. 

 

 

 

N503  4/9/2020 句號報 Ponto Final  

Plano Director prevê aumento de 5% da área habitacional de Macau até 2040 

 

Os detalhes d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para Macau até 2040 foram apresentados 

ontem antes da realização de uma consulta pública, que começa hoje e termina a 2 de 

Novembro. O plano contempla a optimização da distribuição do espaço físico urbano, o 

aumento da área habitacional, com definição de áreas específicas de construção para 

diferentes sectores, mas não incluiu, para já, a construção de uma linha de metro no 

centro da cidade. O Governo anunciou também a realização de um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a construção da Linha Leste do Metro Ligeiro que irá das Portas do Cerco até ao 

Terminal Marítimo da Taipa. 

Eduardo Santiago 

eduardosantiago.pontofinal@gmail.com 

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de Macau para os próximos 20 

anos arranca hoje, depois de o Governo ter apresentado todos os detalhes do fut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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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a cidade em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Nos próximos 60 dias, 

o Executivo irá recolher opiniões da sociedade sobre os planos projectados para a 

cidade, tendo em vista as previsões de aumento da população até 2040 para 808 mil 

pessoas. O Plano Director prevê um aumento de terrenos destinados a zonas 

habitacionais, zonas comerciais, zonas de equipamentos de utilização colectiva, zonas 

verdes ou de espaços públicos abertos e zonas de infra-estruturas públicas. Para além 

disso, o Plano Director prevê o desenvolvimento de paisagens costeiras ao longo do 

Porto Interior e no lado ocidental de Coloane, as quais terão funções de prevenção e 

redução de desastres naturais e de optimização do respectivo ambiente aquático. 

Com base nas projecções do Governo sobre o aumento da população, a área ocupada 

por habitações será aproximadamente 22% da área total dos solos, atendendo, de 

forma geral, às exigências de habitação da população de cerca de 800 mil habitantes 

projectada para 2040. “Poderemos ter um aumento de 5%, perfazendo os 22% de 

zonas habitacionais”, assinalou Luís Madeira de Carvalho, coordenador-adjunto do 

Gabinet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Infra-estruturas, na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Para diminuir a densidade populacional em algumas zonas da cidade e optimizar o 

equilíbrio entre emprego e habitação, assim como incentivar as pessoas a trabalharem 

nas zonas onde habitam, o Plano Director prevê um “aumento da área habitacional em 

várias zonas, nomeadamente na Ilha Verde, na Taipa e em Seac Pai Van”. 

A área global do terreno abrangida pelo Plano Director será, até 2040, 

aproximadamente de 36,8 km², sendo que 22% dos terrenos estão reservados para 

habitação, 23% para infra-estruturas públicas, 13% para zonas turísticas e de diversão e 

10% para zonas destinadas a equipamentos de utilização colectiva, nomeadamente 

instalações de saúde, cultura, educação ou de recreio e lazer. As áreas comerciais 

representam 4%, enquanto as zonas industriais 2%. 

Segundo Mak Tat Io, 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o Plano Director prevê a renovação 

urbana de várias secções da cidade mais antigas, nomeadamente a zona do Iao Hon e 

de San Kin. “Em relação aos edifícios antigos, fizemos o Plano Director tendo em conta 

as condições urbanísticas e em consonância com as leis de salvaguarda do património 

cultural. Iremos proteger os edifícios com valor histórico e vamos preservá-los. Quanto 

às zonas antigas, na zona 1 do Centro, vamos também preservar os edifícios existentes. 

No entanto, na zona de Iao Hon e de San Kin, os edifícios são mais antigos e a 

densidade populacional mais alta. Vamos dar prioridade a estas zonas para fazer 

renovação urbana”, afirmou Mak Tat Io. 

Sobre as zonas turísticas e de diversão, Mak Tat Io assinalou que estão reservadas aos 

casinos, apesar de assumir a possibilidade de haver alguma flexibilidade. “Os casinos 

estão dentro da zona de turismo e diversão no Cotai, e essa zona vai mant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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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lterada. Neste momento, os casinos estão dentro dos hotéis e vão continuar 

localizados aí. Claro que vamos ter certas flexibilidades, mas a maior parte dos casinos 

vai manter-se”. 

Em relação às zonas classificadas de “não urbana”, Vong Man Hung, subdirector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Protecção Ambiental, explicou que o Plano Director não 

permite construções em áreas protegidas, nomeadamente as colinas da Ilha de Coloane, 

da Taipa Grande e Taipa Pequena, ou as colinas da Barra e da Penha. “Temos um plano 

de delimitar a área de zona não urbana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protecção do 

ambiente. Já realizámos um estudo de impacto ambiental relativamente às águas e 

zonas de montanha. Zonas não urbanas não se pode fazer construções”, frisou Vong 

Man Hung.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não prevê uma linha de metro no centro da cidade até 2040 

O Governo anunciou também a realização de uma consulta pública, a partir de hoje, 

sobre o projeto da Linha Leste do Metro Ligeiro que irá fazer a ligação entre as Portas 

do Cerco e o Terminal Marítimo da Taipa ao longo de 7,65 km. A nova linha subterrânea 

vai ter seis estações entre a zona norte da península de Macau e a ilha da Taipa, 

passando através d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a leste da península). Na chegada à 

Taipa, através de um túnel subaquático, o Metro Ligeiro passa a circular à superfície e 

liga com o viaduto da linha da Taipa. Após a conclusão desta linha, “prevê-se que a 

viagem entre as Portas do Cerco [na zona norte do território, junto à fronteira com a 

China] e o Terminal Marítimo da Taipa demore apenas 15 minutos”, de acordo com um 

comunicado da Sociedade do Metro Ligeiro de Macau. 

Na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de apresentação do projecto da nova linha de metro,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da Sociedade do Metro Ligeiro de Macau, Ho Cheong 

Kei, assumiu que a construção da nova linha irá demorar “cerca de cinco anos”. 

Questionado sobre a razão pela qual a construção de uma linha de Metro Ligeiro no 

centro da cidade não constar no Plano Director, pelo menos até 2040, Ho Cheong Kei foi 

mais evasivo. “Neste momento temos estas linhas projectadas para o Metro Ligeiro. 

Tínhamos um projecto para a Linha da Península, mas temos de olhar para as 

prioridades do Governo. A Linha da Taipa já está a funcionar. Na próxima semana 

teremos mais informações para a Linha de Seac Pai Van. Tendo em conta o tempo que 

temos, vamos promover o crescimento da linha do metro de forma gradual”, diss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da Sociedade do Metro Ligeiro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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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4  4/9/2020 澳門今日 Hoje Macau  

Plano Director | Lançamento de consulta pública revela novo aterro entre Nordeste e 

Zona A 

 

Um novo aterro, a desmobilização das indústrias da Avenida Venceslau de Morais e a 

revitalização do Porto Interior são algumas das escolhas do Executivo para tornar Macau 

numa “cidade feliz” 

 Acriação de um novo aterro que vai unir a Zona A e o Nordeste de Macau foi uma das 

principais novidades apresentadas ontem com o lançamento d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Plano Director. O plano vai ser implementado nos próximos 20 anos do território, até 

2040, e o objectivo passa por tornar Macau “numa cidade feliz, inteligente, sustentável 

e resiliente”. 

Quanto ao novo aterro, com 41 hectares, vai servir para criar mais zonas verdes e 

instalações recreativas a pensar na densidade populacional da zona norte da Península. 

Sobre este projecto, Mak Tat Io, 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Planeamento e Urbanístic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explicou que os 

estudos de viabilidade resultaram num parecer favorável do Executivo, mas ainda falta 

pedir autorização ao Governo Central. 

Outra das novidades constantes no documento é a meta de retirar as indústrias dos 

edifícios da Avenida Venceslau de Morais e concentrá-las nas diferentes zonas 

industriais. 

NO MESMOCADERNO 

STDM | Perdida concessão de terreno por falta de aproveitamento 

Suncity | Alvin Chau defende maior regulação do capital vindo da China 

Covid-19 | Testes a pessoal de restauração começam amanhã  

Uma área que também vai sofrer alterações é o Porto Interior, onde o Executivo espera 

poder revitalizar a economia, inclusive com a transformação de algumas ponte-cais nas 

zonas comerciais. 

 Plano Director abrange uma área de 36,8 quilómetros quadrados e prevê que até 2040 

que a população de Macau vai chegar aos 808 mil habitantes. Quando for 

implementado, a proporção de terrenos utilizados para habitações vai subir dos actuais 

17 por cento para 22 por cento. 

DIVISÃO DE ZONAS 

Além das zonas habitacionais, o plano define zonas comerciais, industriais, de turismo e 

ecológicas. As áreas comerciais englobam a Avenida Almeida Ribeiro e ZAPE assim 

como as Portas do Cerco, Ilha Artificial da Ponte Hong-Kong-Zhuhai-Macau, o antigo 

posto fronteiriço do Cotai, os novos aterros, norte da Taipa, Porto Interior e Avenida 

Venceslau Mo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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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ndústrias vão ficar concentradas nos parques industriais da Ilha Verde, Pac On, da 

Concórdia de Coloane e de Ká Hó, enquanto as zonas turísticas e de diversões ficam no 

Cotai e no ZAPE, onde já se encontram a maioria dos casinos. Contudo, o Governo não 

exclui que haja casinos em outras zonas: “Os casinos vão ficar principalmente na zona 

de turismo e diversões, mas obviamente vamos ter alguma flexibilidade”, apontou Mak 

Tat Io. 

Finalmente, são ainda definidas 18 áreas ecológicas entre colinas, lagos e zonas 

húmidas. As colinas da Ilha de Coloane, Taipa Grande, Taipa Pequena, Colina da Barra, 

Colina da Penha, Colina da Ilha Verde, Guia e Mong-Há ficam delimitadas como zonas 

protegidas. Ao nível da água, ficam abrangidas pela protecção os reservatórios de 

Macau e Seac Pai Van, as barragens de Ká-Hó, Hác-Sá e os lagos de Nam Van e Sai Van. 

Ao nível das zonas húmidas são protegidas a zona do Alto de Coloane, da Água Doce na 

Barragem de Ká-Hó, da Avenida da Praia, e as zonas ecológicas I e II no Cotai. 

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documento começa hoje e prolonga-se até 2 de Novembro. 

O Governo prevê a realização de quatro sessões de esclarecimento ao público, nos dias 

12 e 26 de Setembro, e ainda 10 e 24 de Outubro. 

ÊXODO NA VENCESLAU MORAIS 

Com o Plano Director, vai ser implementado um projecto para substituir instalações 

industriais por lojas e outros espaços comerciais na Avenida Venceslau Morais. A 

mudança pretende “promover a revitalização da zona e criar uma nova imagem 

urbana”, ao mesmo tempo que se procura “quebrar o estilo uniforme da zona 

habitacional”. “Na verdade, queremos que as indústrias fiquem concentradas nas 

zonas destinadas e também criar mais zonas verdes”, traçou como objectivo Mak Tat 

Io, da DSSOPT. 

DESPORTO NO ATERRO 

Com a dimensão de 38 campos de futebol, foi apresentado ontem o novo aterro com 41 

hectares de área que vai unir a Zona A ao Nordeste da Península. A possibilidade, já 

avançada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foi ontem concretizada. Neste momento, ainda 

precisa de aprovação do Governo Central, mas o novo aterro, como explicou Mak Tat Io, 

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a DSSOTP, foi para oferecer 

espaços verdes e equipamentos sociais exteriores, como campos para a prática de 

desporto. 

COMÉRCIO NO PORTO INTERIOR 

Vai ser uma aposta a longo prazo, mas o Governo quer transformar o Porto Interior 

numa área de restauração e venda a retalho, ao longo da marginal que vai ligar a Barra à 

Doca do Lam Mau. “Temos de ver como realizar as melhorias no sentido de aliviar e 

mitigar os problemas das inundações, bem como revitalizar a zona económica. Algumas 

793



 

pontes-cais serão transformadas em zonas comerciais”, explicou Mak Tat Io, da 

DSSOPT, sobre o plano para esta zona. 

 

N505  4/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URBAN MASTER PLAN UNVEILED WITH EMPHASIS O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LINKS 

 

The government’s urban development plans for the next 20 years were unveiled 

yesterday whe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was presented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group in charge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With major focuses on the city’s reorgan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ink areas, housing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will take the lead role and 

define the uses of current and planned land.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s estimations, by 2040,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possess a total area of 36.8 square kilometers where 808,000 people will live. 

Taking these predictions into account, the government defined the percentages for each 

of the eight categories that would occupy the land. The three major categories are 

public infrastructure, housing and green ecological areas, occupying 23%, 22%, and 18% 

of the lan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Chan Pou Ha, the director of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land usage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ree principles: the current urban 

situation, mixed usage of the lands, and a balance betwee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This is an attempt to reorganize the city so that residents would have fewer 

transportation needs and reduce lengthy, time-consuming trips between home, work 

and school. 

Urban renewal focused on industrial swap 

One of the highly anticipated topics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was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of moving forward with urban renewal. 

The focus is not the housing buildings of the old neighborhoods, but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areas occupied by industrial sectors, and an industry swap from light industry to 

high technology. 

Two areas of the city are planned to change significantly in appearance and purpose. 

The first is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which currently has the most warehouses 

and small industries operating from old industrial buildings. This area will receive a 

facelift, giving way to modernization and a change of sector. It will be dedicated to 

housing as well as commercial activitie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residential areas and improve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the neighborhood,” the 

government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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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area to be transformed is the Inner Harbor, where the old piers will be 

revitalized as a leisure and tourism coastal attraction. The project includes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piers, buildings, and even traffic, as some streets along the waterfront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pedestrian and esplanade areas. 

The government also aims to modernize the industry and relocate them to other areas 

of the region, namely to a new industrial area of Pac On. It will reuse the old Pac On 

industrial park and incentivize the swap from industrial activity to high technology, 

making good use of the new plans to transform the area, which is a major transport hub 

in Macau. 

Multi-transport hubs to connect regionally 

Another area of the government’s Urban Master Plan is the integration of all transport 

into hubs to allow fas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several areas of Macau. It will also 

facilitate transport in and out of Macau, either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citi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GBA) or internationally. 

The government aims to increase link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which will 

undergo further expans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 via the Taipa Maritime Terminal, the 

Light Rapid Transit (LRT) system, and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HKZMB) 

Port. 

This plan includes not only the fourth bridge between Taipa and Zone A of the new 

landfills, but also the new LRT East Line which will connect the Pac On area to the Border 

Gate while passing through the HKZMB and all of Zone A. 

The government says this is part of Macau’s regional integration, aiming to link Macau 

to the major cities of the GBA within one hour. 

Locally,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proposed categorizing the different roads of Macau. 

This will create an inter-zone network and define a series of main-road links to promote 

traffic detouring away from certain areas of the city. This will also include optimization of 

pedestrian accesses via under or upper passages for main-road crossing, creating an 

effective pedestrian system. 

Final results 

expected in one year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 starts today and will last for 60 days, 

until November 2.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will only be known in about 

one year, the director of DSSOPT said in a reply to the media. 

As Chan explained, “now we are going to have 60 days of public consultation, which 

will follow a period of 180 days for the company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ultation to 

elaborate [on] their preliminary report.” 

“Then this report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CPU], which will 

have to analyze it and also provide comments. In the final stage, the consultant wi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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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days more to finalize the report with input from CPU, presenting a final version that 

will then be deliver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she said, noting that this should occur by 

September 2021. 

 

N506  4/9/2020 澳門郵報 The Macau Post Daily  

Govt proposes Macau be divided into 18 districts in urban master plan 

 

The government launches a two-month public consultation today on its draft of the 

city’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SAR) will be divided into 18 districts in its total area of 36.8 square kilometres.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for 2020 to 2040 i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estimate of 

Macau’s population at 808,000 in 2040. 

The government’s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is based on Macau’s desired position as a 

world tourism and leisure centre, a business servic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PSCs), a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ase of multiple 

cultures’ co-existenc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s the mainstream, a central cit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GBA), and a “beautiful home” for 

Macau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released yesterday. 

A press conference about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held yesterday at the Lands,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The objective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is to make Macau a “happy, intelligent,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it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According to the Urban Planning Law, which came into force in 2014,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draft an urban master plan. Civic leaders and lawmakers frequently slammed 

the government for having failed for years to come up with a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after the law had taken effect. 

During yesterday’s press conference, DSSOPT Director Chan Pou Ha said that she 

expects her bureau to submit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to Chief 

Executive Ho Iat Seng in September next year for his final decision and approval. Chan 

said that according to the Urban Planning Law,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carry out a 

60-day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draft of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which starts 

today, after which the consultancy hi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draft the plan will have to 

prepare a draft report within 180 days summarising and analysing opinions collected 

during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Chan said that then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consult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CPU), a government-appointed consultative body tasked with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on its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about the report during a 60-day period, after which the 

796



 

consultancy will have to complete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within 90 

days, which will then be submitt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fter the chief executive approves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it will take 

effect after its promulgation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BO) as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by-law). 

According to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residential areas will account for 22 percent of 

Macau’s total land area, which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housing demand of the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around 800,000 in 2040. 

The 18 proposed districts will comprise 10 districts on the peninsula, five districts in 

Taipa, Cotai, Coloane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UM) campus on Hengqin Island. 

The 10 districts on the peninsula will comprise northern districts 1 and 2, eastern districts 

1, 2 and 3, central districts 1, 2 and 3, and Outer Harbour districts 1 and 2. 

The five districts in Taipa will comprise Taipa northern districts 1 and 2, Pac On, and 

Taipa central districts 1 and 2.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the Outer Harbour district 1 will cover 

Zape, while the Outer Harbour district 2 will cover Nape, the Nam Van Lake area and the 

Zone B land reclamation area. 

Cotai district will also include the Macau checkpoint zone of the mainland-Macau joint 

checkpoint on Hengqin Island.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the peninsula’s eastern district 2 will 

cover the Zone A land reclamation area, while its eastern district 3 will cover the Macau 

checkpoint zone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HZMB). 

Taipa northern district 1 will refer to the Zone C and Zone D reclamation areas. The Zone 

C reclamation project is ongoing while the Zone D project has still not got off the 

ground. 

Reporters raise their hands to ask questions during yesterday’s press conference about 

the government’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its draft of Macau’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The same press conference also presented details of the government’s Light Rail 

Transit (LRT) “East” section project.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LRT “East” 

project also starts today. Photo: GCS 

 

N507  4/9/2020 澳門郵報 The Macau Post Daily  

Govt to consult public on LRT ‘East’ section, 15-minute ride from Barrier Gate to 

Pac On 

 

The government launches a two-month public consultation today about its plan to build 

the “East” section of the Light Rail Transit (LRT), according to which a one-wa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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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peninsula’s Barrier Gate border checkpoint to the Taipa Ferry Terminal – will 

only take 15 minutes. 

The LRT “East” section will include a sea-crossing section connecting the Barrier Gate 

checkpoint to the Taipa Ferry Terminal in Pac On via the Zone A and Zone E1 land 

reclamation areas.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that the “East” section will cross the sea 

through an undersea tunnel. 

Zone A lies off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he peninsula, while Zone E1 lies off the north-

eastern coast of Taipa between Friendship Bridge and the Taipa Ferry Terminal.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details of its LRT “East” section project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Lands,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yesterday.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Ho Cheong Kei, who heads the government-owned LRT 

company, said that the “East” project’s construction would take five to six years. 

Yesterday’s press conference also announced details of the government’s draft of 

Macau’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a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which also starts today.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announced yesterday, almost the whole LRT “East” section 

will be built underground or undersea.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that the “East” 

section will be 7.65 kilometres long and have six stations, including three stations in 

Zone A. All the six stations will be built underground or under the sea.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the first station of the LRT “East” section will be built 

undersea off the northern coast of the peninsula, and will be a two-minute walk from the 

Barrier Gate checkpoint. The section will continue to run under the sea off the coast 

before arriving at the second station, which will be located outside the Residência 

Macau residential estate.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the section will then run into Zone A underground. It will run 

through Zone A under its “central green corridor”, serving three stations there, before 

crossing the sea through an undersea tunnel.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the section will then enter Zone E1 where there will be one 

underground station, the sixth and last station of the LRT “East” section. Afterwards, 

the track will gradually leave the underground segment and run on an elevated track 

before linking up with the Taipa Ferry Terminal station – the eastern terminus of the LRT 

Taipa sectio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says that the LRT “East” section will be able to 

operate in adverse weather as it will be an underground and undersea railway. 

The Taipa section is Macau’s first LRT which came into service 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9.3-kilometre-long Taipa section, which also covers Cotai, has 11 stations.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Ho said that based on the proposed length of 7.65 

kilometres, for the time being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RT “East” section project would take five to six years. Ho underlin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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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will only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more exact construction period after the 

bidding process for the project. 

Ho also said tha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government cannot come up with a budget for 

the LRT “East” section project as Macau lacks previous construction statistics for 

underground or undersea tunnel projects,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now is merely a 

public consultation rather than a final design. Ho noted that in reference to 

underground or undersea railway projects in the neighbouring cities, the average cost 

per kilometre of the 21-kilometre-long Beijing Subway Line 3 is around one billion yuan, 

while the average cost per kilometre of the 17-kilometre-long Hong Kong MTR Sha Tin 

to Central Link is around HK$4 billion. 

Ho also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that each station of the LRT “East” 

section will have a number of shops, with the aim of financing some of its expenditure to 

run the LRT system. The LRT stations in Taipa and Cotai do not have any shops, unlike 

their MTR counterparts in Hong Kong. 

This map released by the government yesterday shows its plan for the “East” section 

of the Light Rail Transit (LRT). The six-station “East” section is indicated by the purple 

line. It is connected to the Taipa Ferry Terminal station of the LRT Taipa section (the 

green line). 

 

N508  6/9/2020 Macau Business  

OPINION – Macau 2040 

 

It is the year 2040, and the biggest problem on the minds of local Macau residents was 

having to choose between the various cultural and leisure parks at their disposal. 

Weekend choices are just too many, but luckily the local transport system was so 

efficient and fast that if you thought you made the wrong choice you could just quickly 

move on to the next world-class riverside al fresco pub. 

This vision of an idyllic future was presented to us as the long-awaited draft of the 

master plan for Macau’s urban development between 2020-2040 that will create a 

‘happy, smart,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ity’ was unveiled this week. 

Perusing the blueprint and seeing the beautifully crafted city mockups, one wishes they 

could be immediately catapulted to this utopia planned for 2040. 

Green spaces everywhere, perfect interconnectivity between light rail and public 

transport, riverside areas that would put Singapore to shame, blue skies, palm trees, and 

happy families enjoying themselves in brand new playgrounds. 

But one thing is for sure,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estimates it will be an even more 

crowded Ou Mu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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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2040, 808,000 people are expected to be living within the city’s 36.8 square 

kilometres. 

That is almost 21,837 more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re in 20 years, in a city that is 

already in the top five of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jurisdictions according to UN data, 

with 20,400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re. 

Therefore, it’s no surprise that by 2040 about 22 per cent of the local land will be used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 it currently stands at 17 per cent – with only public 

infrastructure set to occupy more space, at 23 per cent. 

According to the plan,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population increase, 

in addition to the reclaimed New Urban Zones, the increase of housing areas in several 

areas, namely in Ilha Verde, Taipa, and Seac Pai Van, will also be planned and studied. 

A lot of this future housing capacity depends on the completion of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Area Zone A – the largest reclamation project- which is set to 

house some 100,000 people while offering new cultural, sport, and leisure areas to the 

city. 

Zone A cultural area 

So, in principle, there will be houses for everyone. But what kind of life quality will those 

808,000 people have? 

Most local residents want the basics for any livable metropolis – an efficient transport 

system, more open leisure area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Thankfully, the draft predicts that almost 27 per cent of the city’s land area will be 

occupied by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areas and green leisure areas. The document also 

make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e the identity of historical heritage areas. 

However, i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future residents seems ideal – as they will get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once this has been completed, one big concern i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local residents who will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acau 

2040 dream city first-hand. 

We can predict a huge increase in 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hich will undoubtedly disrupt daily life in the city – as they usually do. Authorities have 

promised a gradual and phased development to minimise their impact, but if the current 

situation serves as a reference,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will actually be the case. 

Some areas of Taipa and Cotai already resemble permanent construction sites; there are 

new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s all over the city, and we can’t forget the millions of 

tourists just waiting for the pandemic to stabilise so they can once more occupy our 

streets. 

The draft for the East Light Rapid Transit line was also presented, and once the Taipa LRT 

is connected to the Gongbei Border, the city will probably finally see an actual change in 

the transport system because it will reduce local traffic. However, as was mentioned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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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just building the future underwater connection between Zone A and E could take 

five to six years.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our utopia effectively comes true, and all we can 

promise you now is blood, sweat, and construction noise near your residence. 

Of course, the draft will still have to go through a lengthy evaluation process. And it will 

definitely go through changes after opinions are heard from residents in general and, 

hopefully, architects and urban planners, who, I’m sure, will like to provide their input.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will last 60 days, until November 2; the final results will be known 

in about one year. 

The company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ultation will then take about 180 days to elaborate 

a preliminary report, which will then be submitted to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for 

evaluation. 

In the end, a final version will probably only be deliver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by 

September 2021, so many more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will be had. 

However, it’s good to set the goals and parameters for the dream city we all want, and 

having a master guideline will finally remove part of the uncertainty over some local 

projects which have been suspended until the document is completed. 

Let’s just hope all these future projects will actually benefi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is city’s residents, not just the bank accounts of seve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groups, as it seemed to be the case in many previous instances before. 

[MNA Editor-in-Chief] 

 

N509  7/9/2020 句號報 Ponto Final  

Plano para a Macau de 2040 divide arquitectos 

 

O Governo deu a conhecer os planos que tem para a cidade dos próximos 20 anos, com 

mais área habitacional, definição de áreas específicas para diferentes sectores e um 

metro ligeiro que não irá ao coração da península. Para Nuno Soares, o plano tem 

“visão estratég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futuro de Macau”, mas há a questão dos 

transportes a limar. Maria José de Freitas diz que o Plano Director ficou aquém das suas 

expectativas e que o documento mostra Macau a voltar ao útero da China continental. 

Já Francisco Ricarte queria ver o metro no centro de Macau e mais ambição no 

desenvolvimento de novos aterros. 

André Vinagre 

andrevinagre.pontofinal@gmail.com 

Mais área destinada a habitação, áreas específicas de construção para diferentes 

sectores, optimização de estruturas industriais, criação de zonas comerciais, preservação 

de corredores visuais e um metro ligeiro apenas periférico. Foram estes os princip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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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ópicos do Plano Director de Macau para os próximos 20 anos, apresentado pelo 

Governo na passada quinta-feira. Apesar de saudarem o nascimento de um Plano 

Director para a cidade, o projecto não enche as medidas aos arquitectos locais. 

Nuno Soares começou por dar as boas-vindas ao Plano Director: “Finalmente temos o 

Plano Director e isto é um documento essencial para o desenvolvimento harmonioso da 

cidade para o futuro. Isto é uma mudança de paradigma muito grande do 

desenvolvimento urbano de Macau”. Para o arquitecto, este “não é apenas um 

instrumento administrativo que organiza os diferentes diplomas urbanos de Macau, 

mas é um plano que tem uma visão estratég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futuro de 

Macau; é exactamente isso que um Plano Director deve ser”. 

Soares deixou elogios ao Executivo de Ho Iat Seng, notando: “O Chefe do Executivo 

comprometeu-se que o Plano Director é para implementar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que 

estão estabelecidas. Temos todos os sinais de que este Plano Director é sério e de que 

este Plano Director é para implementar em Macau”. 

UM PLANO QUE É UM INSTRUMENTO POLÍTICO 

Qual é, então, a estratégia do plano? “É um plano que integra a cidade existente e os 

novos aterros de uma forma integrada. Olha para Macau, já com área marítima, olha 

para Macau já fazendo parte do planeamento regional da Grande Baía, e olha para 

Macau integrando os novos aterros com a cidade existente, que era uma coisa que nós 

não tínhamos até agora”, explicou o arquitecto. É, além disso, “um instrumento 

político para a melhoria da qualidade de vida da população”, apontou Nuno Soares, 

explicando que o documento tem como princípios “implementar a diversificação 

económica, que pretende contribuir para a melhoria da qualidade de vida da população, 

e que está assente nesta ideia de manter a identidade de Macau”. “O plano faz 

sentido, os objectivos são de alguma forma sábios e suficientemente abrangentes”, 

afirmou. 

O presidente do CURB – Center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destaca o plano para a 

construção de um novo aterro entre 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e a península de 

Macau. Na sua opinião, “isto permite resolver o problema da ligação e ao mesmo 

tempo criar uma grande zona verde que a península não tinha”, mas esta zona 

“obviamente tem de ser mais detalhada”. “Sabíamos que, do ponto de vista 

hidráulico, seria muito difícil que a água pudesse circular naquela zona, sabíamos que 

havia este afastamento entre a cidade existente e a Zona A e isto resolve este 

problema”, referiu.  

METRO FORA DO CENTRO DA PENÍNSULA OBRIGARÁ A REFORMULAR TRANSPORTES 

PÚBLICOS 

Neste Plano Director fica claro que, até 2040, o Metro Ligeiro não vai chegar ao centro 

de Macau. “Eu prefiro uma decisão que não seja a ideal a uma não deci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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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ntou Nuno Soares. Uma vez que foi tomada a decisão de o Metro Ligeiro ser 

periférico, há que “reformular o sistema de transportes públicos na península”, 

indicou o arquitecto, explicando: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o metro não vai 

resolver o problema do transporte público no centro da cidade, temos de o resolver, 

porque como está actualmente não é sustentável, não é eficaz, não é confortável, não é 

seguro. Essa decisão do metro ser periférico obriga-nos a uma decisão subsequente que 

é o sistema de transporte público por autocarros tem de ser muito mais sofisticado do 

que é agora, tem de ser geográfico”.  

“É importante fazer corredores periféricos mas também corredores centrais, e isto leva-

nos a uma fragilidade que o Plano Director tem neste momento e que em minha 

opinião é importante resolver no Plano Director, que é o sistema viário”, afirmou, 

sugerindo o aditamento de eixos Norte-Sul e Este-Oeste no sistema de transportes, 

“de forma a que o centro da península esteja também ele coberto por um sistema 

viário de escala importante ao nível da cidade, não só pelas vias principais”. “Na 

península já temos uma série de problemas e estes problemas não vão ser resolvidos 

automaticamente. O sistema de metro não está a abordar os problemas que temos na 

península, daí ser necessário um olhar mais atento e estrategicamente mais claro para o 

sistema viário na península”, analisou Soares. 

Para a salvaguarda do património, Nuno Soares acredita que este plano tem os 

instrumentos necessários. “Acho que os instrumentos que fazem parte do plano, do 

ponto de vista dos corredores visuais, fazem sentido”, disse o arquitecto, ressalvando 

que há um problema subjacente: “Temos muito pouco património classificado”. “A 

nossa lista de património classificado é uma lista extremamente reduzida, não tem 

arquitectura chinesa vernacular, não tem casas pátio, não tem pontes, cais, ‘art deco’, 

é uma lista que é muito escassa”, frisou, instando: “É muito importante que tenhamos 

a ambição de classificar muitos mais edifícios e conjuntos urbanos que merecem ser 

classificados e que não estão classificados neste momento”. 

Quanto à habitação, o Plano Director faz as contas a cerca de 800 mil habitantes em 

2040. Porém, Nuno Soares acautelou que “há vários estudos que apontam que pode 

chegar perto de um milhão” e que “é importante que haja um cenário para caso o 

crescimento seja maior”. 

Olhando para o plano, Nuno Soares descobriu zonas, em Seac Pai Van, junto aos 

estaleiros de Lai Chi Vun e perto da Vila de Coloane, onde está prevista uma “grande 

expansão urbana”. “Estamos a falar de uma zona que é muito sensível do ponto de 

vista ecológico, do ponto de vista histórico e do ponto de vista paisagístico. É muito 

importante saber qual vai ser o desenvolvimento urbano deste plano e terá de ser um 

plano muito sensível à realidade local”, referiu, concluindo que a sua principal 

preocupação é ver como o Plano Director será articulado com os planos de porme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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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cada zona, porque “os planos de pormenor são essenciais para a qualidade de vida 

das pessoas”. 

UM “ENUNCIADO DE IDEIAS” 

Maria José de Freitas é mais crítica em relação ao Plano Director. “O plano ficou aquém 

daquilo que seria expectável ou pelo menos daquilo que eu esperava”, começou por 

dizer a arquitecta. 

“O que temos aqui neste projecto de Plano Director – porque ainda não é o plano 

director – é um enunciado de ideias relativas a uma planeamento para a cidade, porque 

esse planeamento só irá acontecer a posteriori. Até agora temos uma cozedura das 

várias parcelas que, no meu ponto de vista, não é suficientemente eficaz ou explícita”, 

referiu, criticando a falta de abertura ao exterior. 

“Macau sempre foi apontada, já desde o tempo dos mandarins, como uma ligação da 

China ao mundo internacional. Macau sempre teve essa vocação desde a sua fundação 

e do seu aparecimento como cidade no séc. XVI e isso tem sido evidente ao longo dos 

anos. Não me parece que essa ligação de Macau ao mundo esteja suficientemente 

resguardada neste Plano Director”, afirmou Maria José de Freitas. Pelo contrário, “está 

mais reforçado um retorno ao útero, uma ligação à China continental”, indicou a 

arquitecta, lembrando os vínculos à Grande Baía e à Ilha da Montanha. 

Sobre a componente cultural, Maria José de Freitas comentou que “não chega dizer 

que se vão fazer edifícios icónicos aqui e ali”. “Há que afirmar prevalências de 

vectores culturais que eu também não vejo espelhados neste plano”, disse, reiterando 

que o documento agora apresentado é apenas “um enunciado de intenções”. 

Quanto aos transportes, a arquitecta é da mesma opinião que Nuno Soares e aponta a 

falta de soluções no centro da península: “Haverá uma ligação periférica viária, haverá 

uma ligação periférica com transporte público, que é a linha de metro, mas não há a 

interligação entre estas circulações periféricas que contornam a península e que 

contornam as ilhas. Na área da zona histórica de Macau o plano não é específico”. No 

plano lê-se que o objectivo passa também por incentivar a “deslocação ecológica”, 

mas “não vejo que haja uma aposta em veículos eléctricos, ou autocarros que, 

interligados aos pontos modais, fizessem o atravessamento da península”, apontou. 

CIDADE VERDE PARA QUANDO? 

“Fala-se numa cidade verde, apresentam-se fotografias e imagens de uma cidade azul 

e verde, mas como é que isso vai acontecer a curto prazo? Quanto tempo teremos de 

esperar para que isto seja viabilizado? Também não há uma estratégia neste aspecto 

que consolide estas ideias no terreno”, assinalou Maria José de Freitas. 

A arquitecta, que tem defendido publicamente a preservação do património cultural de 

Macau, comentou os planos do Governo face à salvaguarda dos corredores visuais: 

“Fala-se muitas vezes que o tipo de construção deve privilegiar a relação com o ri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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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as construções devem ser mais baixas junto ao rio e subir gradualmente, como 

sendo em anfiteatro. O que tem acontecido em Macau ultimamente é praticamente o 

contrário, há uma barreira nos novos terrenos junto ao rio que vão asfixiar todo o 

interior”. “Isto desperta-me alguma curiosidade de perceber como é que este 

conceito inovador do anfiteatro se vai aplicar”, concluiu. 

MENOS PLANO TERRITORIAL, MAIS PLANO ESTRATÉGICO 

O arquitecto Francisco Ricarte também começou por saudar o surgimento do Plano 

Director, já que “há necessidade de orientar e estruturar de forma mais consistente as 

intervenções que se fazem neste território”. 

Ricarte indicou que este é um documento que “procura instituir uma visão estratégica 

para a cidade e uma visão estratégica do seu contexto regional”. “Vejo-o mais como 

um plano estratégico do que como um plano territorial”, explicou. 

“É um plano conservador sob o ponto de vista do que são os potenciais novos 

territórios da cidade”, notou Francisco Ricarte, focando-se na área marítima: “Temos 

uma realidade recente de uma área enorme, que é a área marítima, e cujo papel é aqui 

definido de uma forma muito genérica, e não se aponta nenhuma linha de força para 

qual o papel económico, qual o papel ecológico, ou qual o papel físico que poderá 

haver em todo este território, e se há lugar ou não a novos aterros”. 

Para o arquitecto, o Plano Director deveria consignar ideias para novos aterros. 

“Poderão eventualmente fazer falta novos aterros”, disse, justificando: “O grande 

objectivo destas zonas, como a zona A, é constituir uma área prioritária de 

desenvolvimento habitacional que eventualmente possa conferir melhor qualidade pela 

desdensificação das zonas centrais e das zonas do norte da cidade”. A habitação é 

também uma preocupação do arquitecto, que diz que, aos 800 mil habitantes 

esperados para 2040, é preciso acrescentar a população flutuante de Macau. 

Francisco Ricarte comentou o facto de não estar previsto a chegada do Metro Ligeiro ao 

centro da península. “Eu penso que este plano, por omissão, dá uma machadada de 

morte na extensão do metro na zona poente, e está definitivamente abandonada a 

hipótese de prolongamento da linha”, afirmou, lamentando que a solução tivesse sido 

descartada pelo Governo: “É pena que essa solução seja abandonada; de certa forma, é 

contraditório com os objectivos de reabilitação e revitalização de todo o Porto Interior 

como centro de lazer e centro de animação e de atracção de fluxos turísticos para essa 

zona”. “Não vejo porque é que tenha de ser abandonada a proposta de Metro Ligeiro 

nessa zona”, fri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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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PONTOS FORTES E AS FRAGILIDADES D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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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lano Director de Macau, há muito esperado, está em consulta pública até 2 de 

Novembro. À TRIBUNA DE MACAU os arquitectos Nuno Soares, Francisco Ricarte e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apontaram os pontos positivos e as suas fragilidades, dizendo 

que há espaço para melhorias. O arquitecto Miguel Campina, por sua vez, foi um pouco 

mais crítico, considerando que é “tudo muito vago”. Já Wong Seng Fat, vice-

presidente do Conselho Consultivo do Trânsito, antecipa a importância do Plano 

Director na definição dos transportes na cidade 

Catarina Pereira e Rima Cui 

O projecto do tão aguardado Plano Director de Macau, que apresenta as principais 

linhas de concepção d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para a cidade até 2040, está em 

processo de consulta pública até 2 de Novembro. O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ouviu 

arquitectos sobre o que contempla o documento. Se há quem acredite que este é “um 

bom primeiro passo”, como é o caso de Nuno Soares, há quem considere que é um 

“cardápio cheio de generalidades”, como denota Miguel Campina. 

Nuno Soares 

Sublinhando que vem defendendo a urgência de um Plano Director há já mais de 15 

anos, Nuno Soares afirmou que o documento podia ser um mero instrumento 

administrativo ou um plano estratégico para implementar. “Depois de estudar o plano, 

é claramente um plano estratégico para implementar. Tem uma ambição e tem 

instrumentos suficientes para organizar o desenvolvimento urbano de Macau para o 

futuro”, defendeu a este jornal. Além disso, realçou que o Chefe do Executivo, Ho Iat 

Seng, se comprometeu a implementar este plano. “É uma mudança de paradigma”, 

frisou. Porém, o arquitecto considera que há espaço para melhorar. 

Nuno Soares ressalva que o Plano Director “é um documento de macro-escala que, 

para surtir bons efeitos, carece dos tais 18 projectos de pormenor que terão de ser 

desenvolvidos futuramente”. O arquitecto começa por realçar algumas novidades: 

“Pela primeira vez, integra os novos aterros e a cidade existente, ou seja, não estão 

separados como acontecia até agora”. Além disso, recorda que “havia um problema 

de ligação” entre 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e a cidade, que deixa agora de existir, 

com a proposta do novo aterro. “É uma das grandes novidades, que, obviamente, 

ainda não está detalhada, mas é um bom princípio”, considerou. 

Por outro lado, também apontou as “fragilidades” de que o plano carece neste 

momento. Desde logo, Nuno Soares indica o facto de só lidar com um cenário: com o 

crescimento da população até 808 mil habitantes, em 2040. “É importante que um 

Plano Director a 20 anos tenha cenários, porque tanto pode chegar aos 800 mil 

habitantes, como a um milhão. Muitas coisas vão acontecer e é necessário trabalhar 

com cenários máximos e cenários mínimos” por forma a que possa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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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quacionado” ao longo do tempo. Neste aspecto, também Miguel Campina e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consideram que os números são um tanto conservadores. 

Wong Seng Fat 

Wong Seng Fat, vice-presidente do Conselho Consultivo do Trânsito, por sua vez, olha 

para o plano com bons olhos. “Macau foi dividido em 18 zonas. Penso que é um passo 

muito importante, sobretudo porque esta divisão ajudará a planear os transportes. 

Assim, é mais científico planear as ruas e os canais conforme os cálculos concretos do 

número da população das zonas”, defendeu em declarações a este jornal. 

Além disso, notou que além da zona do Iao Hon, a Areia Preta e Horta e Costa também 

têm necessidades relativamente à renovação urbana. “Nunca sabemos se vão ser alvo 

de renovação urbana ou não, nem como vão ser desenvolvidas as suas imediações. 

Agora, teremos um Plano Director que fixa uma orientação, isto ajuda bastante. São 

zonas com péssimas condições e devem ser alvo de renovação urbana o mais rápido 

possível”, afirmou, acrescentando que só assim haverá condições para que o Metro 

Ligeiro passe no centro da cidade. 

Quanto aos aterros, Wong Seng Fat também tece elogios. “O Governo tem um plano 

de construção de novas habitações, mas mesmo que as casas sejam construídas a 

tempo, a cidade, para se tornar num Centro Mundial de Turismo e Lazer, tem de 

contemplar a característica de ‘lazer’, pelo que deve ter maior espaço para os 

moradores e turistas”. Recordando que o plano prevê um crescimento do número de 

habitantes acima dos 808 mil, observa que, se o território não aumentasse, “Macau 

teria muitas dificuldades em suportar uma subida de 200 mil pessoas”. 

O mesmo responsável quis ainda salientar que “o Plano Director deve estabelecer uma 

orientação para ampliar de forma gradual as ruas e as áreas das zonas, para que o Metro 

Ligeiro possa ser desenvolvido até ao centro da Península”. “E é importante ser fixado 

um plano de ‘canais comuns’ n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para os problemas 

derivados das escavações e do transporte não afectarem a Zona A”. 

Francisco Ricarte 

Já Francisco Ricarte observa que o plano procura estruturar as novas zonas de aterro, 

porém, acredita que podia ir mais longe. “Por exemplo, no que respeita aos corredores 

verdes ecológicos, às zonas de protecção marginal e zonas de protecção de vistas. Não 

vejo porque é que não possam existir também nestes novos aterros. Vejo apenas 

intenções de alguns pontos de protecções de vistas a partir de determinados pontos 

mas não a partir de determinadas frentes”, explicou. 

O arquitecto observa também que há necessidade “de se considerar com mais cuidado 

a questão cultural, do património e do Centro Histórico”. “Penso que não se pode 

apenas falar na renovação urbana neste contexto, teremos de falar na reabilitação 

urbana necessariamente. Quando se pretende a salvaguarda do Centro Histórico e á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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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moniais teremos necessariamente de falar em reabilitação urbana e valorização 

daquele contexto”, apontou Ricarte. “O plano deveria ir mais longe neste aspecto e 

tem capacidade para isso”, defendeu. 

Miguel Campina, por sua vez, é mais crítico relativamente ao Plano Director que foi 

apresentado na semana passada. O arquitecto considera que “falta muito” ao 

documento agora em consulta. “Pensava que o Plano Director não seria um cardápio 

de generalidades, mas a formulação mais concreta de aspectos que têm a ver com a 

política de ocupação urbana, nomeadamente a definição de índices de ocupação e de 

utilização, bem como das alturas dos edifícios. Aqui é tudo muito vago porque diz que o 

que já está definido é o que se mantém. Ora, um dos problemas é precisamente a 

discordância que há relativamente aos limites de altura que foram impostos”, criticou 

em declarações a este jornal. 

Miguel Campina 

Mas o arquitecto vai mais longe: “Não se compreende como é que se demorou tanto 

tempo para chegar aqui quando isto não é mais do que o somatório de meia dúzia de 

boas intenções que podia e devia ter sido formulado há anos. E não foi porque a 

definição mais rigorosa do que quer que seja prejudica, com evidência indesmentível, a 

defesa de interesses particulares”. Considerando que “as expectativas são muito 

elevadas e é natural que haja vontade de ver maior nível de definição e concretização”, 

Miguel Campina sublinha que o Plano Director “sabe a pouco, porque voltamos a ter 

as mesmas declarações de princípio e orientações genéricas”. 

O arquitecto apontou, por exemplo, ter muitas dúvidas sobre as intenções e resultados 

no que respeita aos bairros antigos. “Fala-se disto desde sempre. O que está aqui em 

causa é muito complicado, é muito exigente e o que é diz o Plano Director? Nada. São 

generalidades, não se diz nada em particular. Faz-se uma referência, que quando 

possível se deve manter a estrutura urbana. Ou seja, ainda passa pela cabeça de alguém 

que será possível desmantelar aquilo e refazer. Nem isso é muito claro”, observou. 

Outra questão é o facto de “com grande à vontade” ser estabelecido um plano a 20 

anos. “Da minha experiência profissional, provavelmente tem a ver com uma altura em 

que as coisas eram diferentes, os planos não eram a 20 anos. Tinham um prazo mais 

certo, sujeito a revisão, eram, no máximo a 10 anos e de cinco em cinco havia uma 

revisão”, clarificou Miguel Campina. 

 Perspectivas sobre o Porto Interior 

Olhando para a ambição de criar zonas comerciais na Avenida Venceslau de Morais e no 

Porto Interior, Miguel Campina afirma não compreender como tal será feito. “Como é 

que se faz a deslocalização d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que estão na Venceslau Morais, 

onde existem actividades que não são tão pequenas e irrelevantes assim? E como é que 

agora vão conseguir uma coisa que já foi prevista com algum detalhe no iníci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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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M, relativamente ao Porto Interior, que entra em directo conflito com a forma como 

tem sido gerido e aproveitado para benefício daqueles que operam as pontes-cais?”, 

questionou. 

E prossegue: “As zonas comerciais vão ser criadas à custa de quê? Do 

emparcelamento? E a altura, é para manter a antiga? Tudo isto são questões que 

precisam ser debatidas em detalhe. Evidentemente, a resposta já está dada. Dirão que 

será o objecto do plano de pormenor. De plano de pormenor em plano de pormenor, 

hão de chegar à solução final. Falta tudo, absolutamente tudo” neste Plano Director, 

considerou. 

Já Nuno Soares sustenta que é importante que o Porto Interior volte a ter um papel para 

a cidade que foi perdendo ao longo do tempo, porém, sabe que a sua transformação 

“está muito dependente da forma como é executada”. Defendendo que a sua 

transformação é “uma boa ideia”, o arquitecto alerta para algumas questões. 

“Vai ter de ter os diques de prevenção de cheias, vão ter de ser feitas mudanças, todas 

as pontes funcionam de apoio à pesca e comercial e terão de ser colocadas noutros 

locais. É uma zona muito sensível que tem uma dinâmica própria, portanto acho que é 

importante que quando se fizer o plano de pormenor seja muito sensível às questões 

existentes de forma a preservar o que existe e não criar uma ruptura”, afirmou. 

No que respeita à transformação do Porto Interior para passar a acolher ruas comerciais 

e jardins à beira-mar e à mudança da zona industrial na Avenida Venceslau Morais para 

uma zona comercial, Wong Seng Fat, vice-presidente do Conselho Consultivo do 

Trânsito considera que são boas sugestões. “Para avançar com a renovação urbana, a 

premissa é a zona possuir valor, só se for assim, alguém terá interesse em renová-la. As 

duas ideias trarão mais valia para estas zonas”, disse. 

“No caso do Porto Interior, se esta transformação for concretizada, também haverá 

oportunidades do Metro Ligeiro passar por lá. Isto ajudará a melhorar o 

desenvolvimento do transporte colectivo da zona até de toda a Macau. Depois dessa 

etapa, o valor da zona subirá exponencialmente”, defendeu. 

Quanto à Avenida Venceslau Morais, sublinhou que as actividades industriais são cada 

vez menos. “Tendo em conta que a zona acolhe cada vez mais moradores, se puder ser 

revitalizada, será bom para a evolução da zona”, prosseguiu. 

O Metro como “contradição” 

O arquitecto Francisco Ricarte afirma que o plano sobre a Linha Leste do Metro Ligeiro 

“sem o dizer, afirma a morte do prolongamento do Metro a Poente”. Na sua 

perspectiva, é algo contraditório com o que prevê o Plano Director para a zona do Porto 

Interior. “Sei que é um território extremamente difícil e delicado, mas acho que não 

continuar a apostar no Metro nessa área é contraditório, por exemplo, com a aposta na 

reabilitação e valorização do Porto Interior enquanto área de atracção turística 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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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er da população. Faz falta algum sistema que permita que as pessoas acedam àquela 

área”, considerou. 

Já Nuno Soares refere que o Plano Director toma a decisão de que o Metro é periférico 

na Península e que, portanto, aí não terá um grande impacto. “Isto vai reduzir as obras 

na Península, mas vai também reduzir o potencial do sistema de transportes públicos. 

Esta medida que temos do Metro ser periférico é perfeitamente legítima e válida”, 

afirmou, porém, o arquitecto salientou a necessidade de pensar o sistema de 

transportes no centro da cidade. “O sistema de autocarros que temos na Península 

neste momento não é adequado para o futur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portanto é 

importante que o Metro e os autocarros se articulem de uma forma mais fluida na 

Península”, considerou.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defendeu também que a linha do Metro Ligeiro deveria passar 

pelo Porto Interior, “porque essa zona tem muita habitação – o Porto Interior, a Ilha 

Verde, o Fai Chi Kei -, portanto, serviria de meio de transporte a esse população, porque 

é uma zona muito fraca e que está muito saturada em termos de transportes públicos”. 

O arquitecto concluiu então que a linha “realmente vai ser mais para servir os turistas, 

das Portas do Cerco para o Cotai”. 

Por outro lado, considera que falta mais uma ligação directa entre a Península e a Taipa. 

“Neste momento, as pessoas que estão no NAPE têm de ir para os extremos de Macau 

para apanhar uma ponte, portanto fazia-se uma ligação directa no meio do NAPE para o 

Centro da Taipa”, sugeriu. 

“Porque é que a Linha Leste do Metro só pode passar pelo periférico?”, questionou 

Wong Seng Fat, vice-presidente do Conselho Consultivo do Trânsito. A resposta foi 

pronta: “Obviamente porque não há condições. Olhamos para essas zonas antigas e as 

ruas são muito estreitas. Por isso, é preciso planear bem o seu desenvolvimento para no 

futuro trazermos o Metro Ligeiro ao centro da cidade”. 

Wong Seng Fat defende que a ideia da linha ligar a Taipa às Portas do Cerco, passando 

pel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é correcta uma vez que no futuro a Zona A vai acolher 

grande número de moradores tal como as Portas do Cerco”. 

Sobre este aspecto, Miguel Campina notou que pelo facto de ser um circuito periférico 

“será mais fácil de pôr em prática”. “Será, porventura, capaz de trazer turistas aos 

pontos de atracção de forma mais rápida, mais conveniente e menos poluente. Tudo 

isso não deixa de ser verdade, mas não teve, não tem e não terá como objectivo servir a 

população local, não tenhamos ilusões”, afirmou, acrescentando que desde início o 

Metro Ligeiro foi uma ideia cujo principal objectivo era a “criação de benefícios 

especiais para alguns”. 

Divisão de Colo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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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Ricarte refere que com o Plano Director “há evidentemente uma 

preocupação de ordenamento sob ponto de vista territorial ao definir 18 zonas e qual o 

papel que poderá caber a cada uma delas”, nomeadamente ao nível habitacional, 

comercial e de lazer. Porém, o arquitecto considera que “há muito mais propostas que 

podem ser apresentadas sobre o que cada uma destas zonas podem desempenhar”, 

quer na cidade já existente, quer nos Novos Aterros. 

O arquitecto chama a atenção para o facto de não haver qualquer menção à 

eventualidade de serem erguidos novos aterros e, se isso acontecer, onde poderão 

crescer. Por outro lado, relativamente à zona marítima, Ricarte considera que muito mais 

pode ser feito. “É uma zona vital para muitas das estratégias futuras de Macau que nós 

não imaginamos hoje que possam existir, é não só uma reserva estratégica ecológica, 

como reserva eventualmente de terrenos, de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e de outras 

coisas que hoje não imaginamos”, apontou. 

Já no que respeita a Coloane, o arquitecto defende que “deveria ser subdividida em 

pelo menos duas ou três unidades”. “Não faz sentido meter no mesmo saco a parte 

do valor ecológico, paisagístico e natural de Coloane por exemplo com realidades 

industriais como o Parque da Concórdia ou a zona do Porto de Ká Hó, porque são 

realidades que se articulam de forma diferente e que podem causar alguma disrupção 

nesta actuação global”, explicou. 

No mesmo sentido,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defende que Coloane deveria estar 

dividida em mais Unidades Operativas de Planeamento e Gestão. “Acho que deveria 

estar dividido em mais zonas porque tem Seac Pai Van, tem Hac-Sá, é muito grande, 

muito diversificada e não se pode dar a mesma solução para tudo”, apontou. “A parte 

de Macau tem várias áreas, aquelas que são mais para comércio, outras para habitação, 

mas Coloane está compreendida como se fosse uma só zona, deveria estar mais 

pormenorizado”, esclareceu Vizeu Pinheiro. 

Por outro lado, considera que o facto da antiga Fábrica de Panchões Iec Long não estar 

mencionada no Plano Director “é uma falha grave”. “Em relação ao património, a 

grande diferença é que na zona da Torre de Macau vai ter uma zona que parece menos 

densa, mais de lazer, e isso parece-me uma boa ideia. Mas também é preciso criar mais 

zonas, dentro do possível, dentro da cidade, mesmo no Iao Hon e na Taipa. Por isso é 

que a Iec Long não estar mencionada no programa é uma falha. Aparece como 

equipamento de utilização colectiva, não como património”, explicou. 

O arquitecto observou que a população de Macau precisa efectivamente de mais zonas 

de lazer – “Isso nota-se hoje em dia quando vamos a Coloane, que está sempre cheio. 

Portanto, acho que faz sentido haver mais zonas dessas”. Sobre a Fábrica de Panchões, 

a única coisa que foi dita pelo vice-presidente do Instituto Cultural, Leong Wai Man, foi 

que o seu terreno está a ser alvo de um planeamento preli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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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re informação em falta, também Nuno Soares se pronunciou. Nomeadamente no 

que se refere à zona de Lai Chi Vun. “Quando vemos a planta, na perspectiva da planta 

de Macau há muitos detalhes, mas depois quando vemos o plano não temos 

informação para perceber o que é esta zona. A zona dos estaleiros é extremamente 

sensível, portanto, é um dos locais onde o desenvolvimento futuro tem que ser muito 

bem compaginado com a realidade existente”, observou. 

Já no que respeita à questão do património, Nuno Soares diz que é “a parte mais fraca 

da proposta”. “Tem bons princípios, define 21 corredores visuais que fazem sentido, 

mas o problema é que a lista base do património é muito limitada. O Plano Director só 

esta a abordar o que neste momento é património”, acrescentou. 

Com os olhos na Grande Baía 

Na imprensa em língua chinesa também surgiram reacções ao conteúdo do Plano 

Director. Loi Hoi Ngan, subdirector do Centro de Pesquisa Estratég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sublinha que além de ajudar a clarificar o posicionamento 

de própria Macau, o Plano Director pode contribuir para dar orientações aos estudos 

sobre a integração de Macau na Grande Baía e a promoção das cooperações com 

cidades vizinhas. 

Por exemplo, no desenvolvimento da transformação das zonas industriais e das zonas 

de pesca, as estratégias podem ponderar na conexão com regiões vizinhas, assim as 

novas políticas além de garantirem o interesse básico dos residentes, permitir-lhes-ão 

oportunidades de no futuro integrarem no desenvolvimento regional. 

Chan Chio I, vogal do Conselh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isse que o projecto faz 

apenas uma previsão em bruto sobre a dimensão populacional, defendendo que “a 

população deve ser transferida para as Ilhas” de modo a que fique mais distribuída. Por 

outro lado, sobre a Avenida Venceslau Morais crê que “é melhor manter a sua actual 

função”. 

Chan Ka Leong, subdirector da União Geral das Associações dos Moradores de Macau, 

espera que o Governo pormenorize as finalidades de mais terrenos, dividindo mais 

concretamente quais terão fins culturais e educativos. Além disso, considera que o 

Governo deve ouvir mais opiniões em relação ao planeamento d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do espaço subterrâneo d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N511  8/9/2020 Macau Business  

Urban master plan lacks details but points to possible better future city zoning – 

Architects 

 

The draft of the city’s urban master plan for the 2020-2040 period still lacks detailed 

strategie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city’s cultural heritage and address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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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s but establishes a much-needed zoning framework, architects consulted by 

Macau News Agency (MNA) stated. 

The 60-day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guideline plan for the 

2020-2040 period was initiated on September 4, with the final document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after several valuation rounds by September 2021. 

The long-awaited document is considered a crucial element in establishing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ity’s fu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local architects consider it to be 

falling a bit short on what was expected. 

According to architect Maria José de Freitas, the city is already “on the brink”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traffic,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its historical heritage, with 

the master plan failing to include detailed ideas to solve these issues. 

“If the plan was very detailed, I would not have doubts that these goals would be 

defined in the final plan. At this moment we don’t have that, we have a series of 

intentions that push back for future detailed plans and delay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we face,” architect Maria José de Freitas told MNA. 

“The plan should refer to a certain way of approaching urban development. We see a 

lot of beautiful mock-ups with blue skies but this is a fiction. But what is the reality? A 

grey sky with high volumes of suspended fine particles? What we wished for is that the 

master plan would describe the tools to achieve this imagined reality. We are not there 

yet.” 

As an example, the architect stated that the plan should refer to a strategy for the 

increased us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s serving the city’s main 

areas and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Light Rapid Transit system, and the 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If these are not even mentioned. I’m afraid in 10 years we will still b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she added. 

Architect and former urban planning committee member, Rui Leão, also expressed to 

MNA that a lot of details will still have to be fleshed out, but praised the initiative to 

clearly divide the SAR into different purpose areas. 

“The definition of zoning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help the city to respond to its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ments and needs. The lack of zoning laced the city in a very 

fragile position and vulnerable to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There was always pressure to 

develop everything into residences and office spaces,” Leão told MNA. 

The new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s that the Macau SAR be divided into clearly defined 

areas for residential, tourism, green leisure, industrial and diversified industries 

purposes. 

The city w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18 planning districts included in North District, 

Eastern District, Central District, Outer Harbor, Taipa North District, Taipa Centr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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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ai District, Pac On District, Coloane District and UM New Campus area, with each one 

to have a future specific development plan. 

“I think this makes sense so as to have a clearer zoning organisation of the city in its 

entirety,” Leão stated. 

At the same time, Ms. Freitas raised questioned who exactly would define these specific 

district development plans. 

“Will it also be Arup or will there be public tenders to define this? Will it be an inter-

department commission with member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If yes, this task force 

should include members of the local architecture community that know all these city 

areas in detail,” the architect expressed. 

For Rui Leão, the fact that casinos and hotels will be concentrated on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areas – which will have a 13 per cent share of land use divided in a Cotai, 

and NAPE/ZAPE – could also prevent more projects in close proximity to residential or 

green areas. 

The idea of having specific areas for the industry was seen as a plus, as it would reserve 

space for different projects in tech, logistics and other businesses, with the architect 

citing an example Hong Kong’s digital technology hub, Cyberport, which houses more 

than 1,300 companies and offers an area for fintech start-ups. 

Leão noted that these kinds of complexes could push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away 

from city centers, providing a more efficient space for business. 

Hong Kong Cyberport 

“In Macau and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ings work by development ‘booms’. There 

are moments of great urban development, residences built everywhere. Then suddenly 

needs to make a logistics project and there is no land available. Zoning is important to 

counter these dynamics,” he added. 

The architect also considered the proposed new 41-hectare reclaimed land project in 

the northeast of Areia Preta, to be used for green and leisure areas, as a good initiative 

that could finally provide a large scale public park area to the SAR. 

“It is very complicated to build th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between New Area Zone A, 

Areia Preta and the bridge to Hong Kong. This new land will be important to assu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area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such a large 

scale area like this instead of just the proposed green city riverside belts,” Leão 

indicated. 

Still, the local architect noted that more definition on how heritage in the historical 

centre and the inner harbour will be protected in the future. 

“These areas have already been highly sacrificed, so a vision that could still safeguard 

some of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while recovering these areas for leisure and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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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 demands very strong indications in the plan. These need to be clearly defined 

to halt the eroding process in the historical centre,” the architect added. 

The architect remembered that especially after the city’s handover urban development 

was mainly seen through a le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less priority given to 

conservation. 

For architect Maria José de Freitas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urban plan draft address the 

visual corridors issue, and is important in term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which can 

prevent situations such as the high-rise building projects around the listed Guia 

Lighthouse. 

“These corridors will allow the control of high developments. Currently, we have 11 in 

the Macau Peninsula involving the historical centre and the plan establishes 21 

corridors, including Taipa and Coloane,” the architect told MNA. 

The heritage expert also praised the referral that a cultural centre will be developed in 

Lai Chi Vun village in Coloane. 

“We had heard these plans some years ago but it was never mentioned again. Lai Chi 

Vun was a good example on how the intervention of residents can lead the government 

to better preserve and re-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areas,” she noted. 

Lai Chi Vun shipyard 

“Hopefully it will not be just a commercial marina but a cultural area probably with a 

museum or other installations showca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river”.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is the mention of an ‘amphitheatre’ type city development, 

in which buildings get lower as you get near the riverside. 

“The opposite of what has been done in Macau, with many high rise buildings in the 

waterside, blocking the view around the lower historical heritage areas. Having an 

amphitheatre development could maybe control these excesses,” she added. 

 

N512  9/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URBAN MASTER PLAN | LAWMAKERS REPEAT CONCERNS OVER HIGH-RISE 

DEVELOPMENTS 

 

Lawmakers have again raised concerns about new urban developments disturbing views 

around Macau, particularly by Alto de Coloane and in the Nam Van Lake area. 

Yesterday,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l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heard lawmakers’ opinions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 releas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at the end of last week. 

815



 

Most of the city’s lawmakers were present at the meeting and they raised questions 

regarding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the Alto de Coloane housing project, integrated 

usage of different districts, the LRT Macau Peninsula line and the new Urban Zone. 

According to the plan, Alto de Coloane will have a cluste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cluding both high-rise buildings and standalone houses. However, lawmakers 

including Sulu Sou said yesterday that they believe that Coloane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high-rise development and should not have any more housing projects. 

These lawmakers are also worried about the land plots called C, D and E in the Nam Van 

Lake area, which will have developments as tall as 65 meters and be used to house 

government offices. They worry that these projects will disrupt the views of the 

waterfront and Penha Hill. 

However,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s (IC) representatives pledged that these projects 

will not pose a threat to this area’s sightseeing views. Rosário also promised to review 

the details when the related plan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Urban Master Plan, Macau is categorized into 18 districts. These districts will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such as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however a single 

district can be used for several purposes. 

Among the other aspects discussed by lawmakers yesterday: 

— The LRT East Line will result in land reclamation. In order to build the LRT East Line to 

Taipa, the government will be implementing a reclamation project in the adjacent sea 

area to expand the road. 

— The New Urban Zone will consist of 32,000 public houses. Secretary Rosário believes 

this will be sufficient to accommodate the demand for public housing in Macau, though 

not all lawmakers agreed. 

—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commercial area. The 

predominantly industrial area will be remodeled, but Secretary Rosário is not sure 

whether the transformation can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next decade. 

— There are no planned cultural facilities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Lawmakers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the plan does not include more cultural facilities in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districts. The government admitted to having “little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planned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s” and that most of the city’s large-scale cultural 

projects are in Taipa. This will be improved in future,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promised. Staff reporter 

 

N513  9/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KOU HOI IN DREAMS OF MAKING MACAU AN UNDERGROUN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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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 Kou Hoi In, has dreams of making Macau 

an underground city. 

During yesterday’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 2020-2040, Kou 

made a remark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and presented his two ideals for Macau’s 

urban development 

He propos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carrying out underground work to 

accommodate some of the city’s services and in the process make the city more 

spacious. 

His other ideal is to surround the Macau Peninsula with a single unbroken walking 

system. 

“I have two unrealistic dreams. One is to build a road completely surrounding Macau; 

the other is to transform Macau into a vertical city by using the underground [space],” 

said Kou, citing examples of work done in Japan and China’s Guangzhou Province. 

Kou imagines the underground to be a city instead of a small section that is used as a 

transportation hub. If the underground city were to be built, it would leave the city with 

conditions to renew its current buildings as well as the area above ground. 

He believes that if the city can dig 14 meters down to build facilities for the LRT, it is 

possible to expand the entire underground space. 

Responding to the AL chairman, Rosario said that he will present the idea to the Chief 

Executive. However, he admitted that “it is really difficult for me to answer you” 

regarding this idea. 

 

N514  9/9/2020 句號報 Ponto Final  

Governo pediu autorização a Pequim para desenvolver 41 hectares junto à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Raimundo do Rosário, revelou ontem 

aos deputados que o Executivo pediu uma autorização ao Governo Central para 

desenvolver 41 hectares junto à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em vez de construir o aterro 

D na parte norte da Ilha da Taipa. A revelação foi feita durante a apresentação d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aos deputado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O deputado Ho 

Ion Sang questionou os representantes do Governo sobre que planos tinham para a 

zona nordeste de Macau e para 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Na resposta, Raimundo do 

Rosário assumiu que o Governo reavaliou a construção de um aterro de 58 hectares na 

zona D dos novos aterros e que seria mais benéfico para a cidade o desenvolvimento de 

espaços verdes na zona A. “Há 41 hectares na zona A que pretendemos desenvolver. 

Vamos pedir autorização ao Governo Central para não se fazer a zona D dos novos 

aterros em troca de desenvolvermos a zona A”, referiu Raimundo do Ros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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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ós a sessão de esclarecimentos com os deputados,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deu mais detalhes aos jornalistas. “Macau não tem um grande parque 

com espaços verdes. Achamos que se calhar não era mau aterrar essa zona [entre a 

península de Macau e 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e fazer um grande parque numa zona 

verde e, em contrapartida, desistir da zona D, que também não nos parece ser a coisa 

que Macau mais precise. Todas as cidades gostam de ter uma parte junto à água, e esse 

espaço de água que há entre Macau e Taipa já está em curso na zona C e, portanto, 

acho que se fizermos a zona D daqui a pouco quase não há água. Juntando o útil ao 

agradável pretende-se que se troque o aterro D por estes 41 hectares. No final ficamos 

com menos 17 hectares, porque a zona D tem 58 hectares, e essa zona que 

pretendemos aterrar tem 41 hectares, mas achamos que para o bem-estar de quem vive 

nessa área, quer na zona A, quer do outro lado da zona A, que é a zona norte, acho que 

toda a gente fica mais satisfeita tendo esse parque com essa grande dimensão. Acho 

que 41 hectares de parque é grande em qualquer parte do mundo, então em Macau o 

impacto será ainda maior”, referiu Raimundo do Rosário. 

Durante a sessão de apresentação d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os deputados 

expressaram algumas preocupações com problemas habitacionais e de mobilidade. A 

criação de espaços verdes e o reforço de estímulos à diversificação económica para 

desenvolver indústrias sem ligações directas ao sector turístico foram outras das 

preocupações manifestadas pelos parlamentares. 

 

N515  10/9/2020 澳門今日 Hoje Macau  

Plano Director | Aumento de área para o comércio para colmatar “défice” 

 

A área do território com finalidade comercial vai aumentar para quatro por cento, uma 

medida que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considera necessária à 

diversificação 

 O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disse ontem que a área comercial foi a 

única que se considerou estar “em défice”. O Plano Director abrange uma área de 

aproximadamente 36,8 quilómetros quadrados, e aumenta para quatro por cento a 

percentagem com finalidade comercial. Os conteúdos do plano, que está em consulta 

pública até 2 de Novembro, foram ontem apresentados ao Conselho d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A Venceslau de Morais e a antiga zona administrativa judiciária em frente ao MGM 

Macau, estão entre as zonas que o Governo considerou poderem “ter alguma 

vocação” para o comércio, algo que o secretário diz que contribui para a política de 

diversificação econó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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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do um terreno é destinado em mais de 65 por cento a uma finalidade, é essa que 

fica categorizada. No entanto, há flexibilidade no aproveitamento do terreno. “Em 

Macau, há muitos edifícios em que mais de 65 por cento são habitacionais e por baixo 

têm lojas. (…) Não impede que haja algum comércio”, disse o secretário. 

NO MESMOCADERNO 

Shenzhen | Advogado pressionado para abandonar caso de jovens detidos 

PJ | Homem de 30 anos detido por aliciamento e abuso de menores 

Encontradas 239 garrafas de plástico na costa de Macau 

Mak Tat Io, 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SSOPT) explicou que vão ser incluídas 

lojas de comércio para criar turismo histórico na zona costeira com o objectivo de 

“melhor mitigar os problemas causados pela concentração dos turistas num só lugar”. 

O documento de consulta prevê o desenvolvimento de círculos comerciais para apoiar o 

desenvolvimento de “novos núcleos industriais de alta tecnologia” e de aproveitar 

oportunidades económicas derivadas da Ponte do Delta. 

POSSÍVEIS AJUSTES 

Em relação ao Metro Ligeiro, o foco é na Linha Leste, mas o secretário indicou que no 

futuro podem ser consideradas outras opções. “Por enquanto, no Plano Director temos 

esta linha de metro, mas não descartamos a possibilidade de no futuro fazermos outra 

linha no Porto Interior. Cinco anos depois podemos ter uma revisão e outra 

alternativa”. 

Perante preocupações de um membro do Conselho d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sobre 

a capacidade deste transporte face à procura no futuro,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do Metro Ligeiro disse que a frequência do Metro Ligeiro pode ser ajustada. 

Por outro lado, questionado sobre o Alto de Coloane, Raimundo do Rosário remeteu 

informações para os planos de pormenor, que vão ser criados depois do Plano Director. 

“O limite exacto, (…) densidade ou altura do edifício só com o plano de pormenor”, 

disse o secretário. 

 

N516  10/9/2020 澳門郵報 The Macau Post Daily 

Rosário reaffirms need to increase commercial land supply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do Rosário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government’s proposed increase of the city’s commercial land supply in its draft of 

the city’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aims to promote Macau’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The policy secretary said that Macau lacks land for commercial facilities so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increasing the commercial land supply in its draft urban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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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which is under public consultation, such as a long-undeveloped plot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pa originally earmarked for an “Ocean World” theme park 

project, an area in the Zone B land reclamation area, an area to the south of the Macau 

checkpoint zone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HZMB), and an area in central 

Cotai. 

Rosário made the remarks while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attending a session where 

he and a number of senior officials briefed Urban Planning Council (CPU) members 

about the government’s proposed draft of Macau’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and its 

plan to build the “East” section of the Light Rail Transit (LRT). The session, which was 

open to the media, was held at the Lands,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is a government-appointed consultative body tasked with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on its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18 ‘subareas for planning’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two-month public consultation last week on its draft of the 

city’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according to which Macau will be divided into 18 

“subareas for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s Chinese version. 

In the Portuguese version the term is called “operational units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urrently, most of Macau’s office buildings are located in Nam Van and Nape.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s a raft of new commercial areas, such as around 

the Barrier Gate border checkpoint, the site where the now-defunct Lotus Flower 

checkpoint in Cotai is located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 original “Ocean World” 

plot, an area in Zone B in front of the MGM casino-hotel resort in Nape, and an area to 

the south of the Macau checkpoint zone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The plan also proposes to gradually convert the various industrial buildings along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into office buildings, with the aim of reducing the 

adverse impact of industrial activities on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area so as to increase 

their quality of life. 

Rosário underlined that the ongoing public consultation is merely about the city’s 

urban master plan, adding that specifically how the proposed 18 subareas will be 

planned will only be regulated by their respective detailed urban development plans, 

which will only be drafted after the urban master plan takes effect in the future. 

During yesterday’s briefing session, DSSOPT officials noted that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s that residential areas will account for 22 percent of Macau’s total land 

area, an increase from the current 17 percent, while the ratio of commercial areas out of 

the city’s total land area will increase from the current one percent to four percent.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s that Macau’s land will be divided into eight 

designated zones, namely residential (22 percent of Macau’s total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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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four percent), industrial (two percent),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13 

percent), public facilities (10 percen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18 percent), green areas 

(eight percent),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23 percent). 

The DSSOPT officials pointed out yesterday that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in its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that the ratio of tourism-cum-entertainment and industrial zones in 

relation to the city’s total land area will remain unchanged from now.  

In its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ansfer the various industrial 

buildings scattered across the city to the proposed four major existing industrial zones, 

namely the Zhuhai Macau Cross-border Industrial Zone in Ilha Verde,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Pac On in Taipa, Coloane’s Concórdia Industrial Park, and Ka Ho in Coloane, 

the DSSOPT officials noted. 

Flanked by senior officials under his portfolio,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do Rosário (centre) speaks during yesterday’s briefing session for Urban 

Planning Council (CPU) members about the government’s draft of Macau’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and its Light Rail Transit (LRT) “East” section project. Photo: 

DSSOPT 

 

N517  9/9/2020 澳門論壇日報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GOVERNO EM DIÁLOGO COM PEQUIM PARA DESISTIR DA ZONA D 

 

Deixar cair a Zona D dos Novos Aterros e erguer um aterro junto à Zona A. É este o 

plano do Executivo, que já está em conversações com o Governo Central. De acordo 

com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o objectivo é construir um 

parque com zonas verdes de grandes dimensões. Com a troca, a RAEM perde 17 

hectares de terra, mas Raimundo do Rosário defende que é para o bem da população. 

Sobre a passagem do Metro Ligeiro no centro da cidade, admitiu que é “difícil”, mas 

ressalvou que o plano pode ser revisto de cinco em cinco anos 

Catarina Pereira 

O Governo da RAEM pretende deixar cair por terra a construção da Zona D dos Novos 

Aterros – que estava desenhada para ficar no norte da Taipa, entre a Ponte da Amizade 

e Ponte do Governador Nobre de Carvalho, destinada principalmente a fins 

habitacionais -, para, em troca, erguer o aterro junto à Zona A e ao reservatório. Aí 

deverá nascer um parque de grandes dimensões. O pedido já foi endereçado ao 

Governo Central, revelou ontem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numa 

sessão de apresentação do Plano Director de Macau (2020-2040) aos deputados, n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Raimundo do Rosário explicou, em declarações aos jornalistas, que para a decisão 

pesaram o facto de, tanto a Zona A como a Zona Norte terem uma elevada dens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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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cional, e de não haver uma grande zona verde. “Macau não tem um grande 

parque ou um grande espaço verde e, portanto, achámos que se calhar não era mau 

aterrar essa zona e fazer aí um grande parque, e, em contrapartida, desistir da Zona D, 

que também não nos parece ser a coisa de que Macau mais precise”, afirmou. A 

preservação do rio foi também decisiva: “Nesse espaço de água que existe entre 

Macau e a Taipa já está em curso a Zona C e, portanto, se fizermos a Zona D daqui a 

pouco quase não há água”. 

A Zona D teria 58 hectares e integrava um conjunto de aterros que, em 2009, o Governo 

Central deu ao território, num total de 350 hectares. A acontecer esta permuta, Macau 

prescinde de 17 hectares, mas Raimundo do Rosário não vê isto como um problema. 

“Essa zona que pretendemos aterrar tem 41 hectares e achamos que tanto para quem 

vai viver na Zona A, como para quem vive na Zona Norte, ficam todos mais satisfeitos 

tendo um parque com essa dimensão. 41 hectares de parque é grande em qualquer 

parte do mundo, então em Macau é ainda maior”, defendeu. 

O Secretário espera que no final de 2021 ou início de 2022 seja aprovado o Plano 

Director, que implica a publicação de um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em Boletim 

Oficial. Os planos de pormenor “e tudo aquilo que puder ser feito em paralelo” não 

tem necessariamente de esperar pela sua aprovação, ressalvou. Apesar de ainda não 

haver uma decisão sobre quais as primeiras zonas a serem alvo dos planos de 

pormenor, Raimundo do Rosário sublinhou que a Zona A “talvez seja das primeiras”. 

 

Habitação, espaços verdes e preservação da paisagem 

Na sessão de perguntas e respostas com os deputados, as maiores preocupações 

prenderam-se com a construção de habitação. Se Ng Kuok Chong pediu que seja 

implementado um regime de restrição de venda de habitação a residentes de Macau, 

Wong Kit Cheng sugeriu que o Governo reconsidere a construção de zonas 

habitacionais no Alto de Coloane. “Não sei se é possível pensar mais um pouco. É 

melhor não construir edifícios de elevada densidade populacional”, apontou, 

mostrando-se preocupada também com a Zona Norte. 

Na réplica, Raimundo do Rosário disse que a previsão do número de habitantes para 

2040 está de acordo com os dados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não sendo um 

número exacto. “A cada cinco anos temos de rever o plano, a cada cinco anos tudo 

pode mudar. No Plano Director não temos intenção de aumentar a densidade 

populacional na Zona Norte, a única zona onde talvez pode aumentar é na Ilha Verde 

porque há alguns terrenos por desenvolver”, explicou. 

A habitação deverá ocupar 22% da área total dos solos de Macau. Além da Ilha Verde, 

na Zona Norte, prevê-se também o aumento da área habitacional na Taipa e Seac Pai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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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outro lado, Ella Lei quis saber se é possível construir mais espaços verdes na Zona 

Norte da cidade. Mas a deputada pediu também maior protecção das zonas verdes: 

“Parece que os terrenos localizados perto do Pavilhão dos Pandas vão acolher muitas 

habitações. Não sei se no plano de pormenor é possível proteger melhor as montanhas 

ou a fisionomia paisagística”. 

Mak Tat Io, 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SSOPT), garantiu que toda a 

fisionomia da zona será protegida. “Claro que em termos concretos, vamos definir 

tudo isso nos planos de pormenor. Vamos encontrar um equilíbrio entre o 

desenvolvimento e a protecção daquela zona”, disse. 

Já Sulu Sou receia que o património não seja preservado, nomeadamente a Colina da 

Penha e o Farol da Guia. Leong Wai Man, vice-presidente do Instituto Cultural, disse que 

a autorização de construção de edifícios não é sinónimo de que “vai cobrir a vista”. 

“Temos um limite máximo de 62,7 metros de altura nas zonas próximas das colinas, um 

valor que vai descendo à medida que nos afastamos”, observou. 

Na perspectiva de Sulu Sou a altura “deve ser baixada pelo menos em 10 a 20 

metros”. Ip Sio Kai, pelo contrário, defende que “se os edifícios são altos ou baixos 

não é importante, o importante é ter um edifício bonito”. Se não houver edifícios 

comerciais “de luxo” no centro da cidade vai ser difícil “atrair empresas a sediar-se 

em Macau no futuro”, defendeu. 

A transformação da zona industrial na Avenida Venceslau Morais em zona não industrial 

também mereceu a atenção dos deputados. Ella Lei questionou se daqui a 20 anos o 

Governo “consegue mandar embora todos 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daquela zona. Wu 

Chou Kit, por sua vez, disse que “nem em 40 ou 50 anos” se conseguirá resolver a 

finalidade dos terrenos naquela zona. Raimundo do Rosário respondeu que “não é 

altura” para discutir a finalidade dos terrenos. Sobre esta questão, o Secretário 

reforçou, aos jornalistas, que “no mínimo, há que respeitar os proprietários”. 

Metro no centro “é muito difícil” 

A mobilidade no território foi outra das questões levantadas pelos deputados. O Plano 

Director dá a entender que o Metro Ligeiro não vai chegar ao centro da Península. 

Raimundo do Rosário não confirmou se o plano foi abandonado, no entanto, foi claro 

sobre a dificuldade de implementar essa opção. “Penso que é muito difícil fazer um 

Metro dentro de Macau. É daquelas coisas que é do domínio do óbvio”, afirmou. 

“Acho que a curto prazo não vamos [avançar], até pelas prioridades que estão aqui 

definidas”, prosseguiu. Numa altura em que a linha da Taipa está a funcionar, foi 

anunciada a ligação a Hengqin, já foram abertas as propostas para a linha de Seac Pai 

Van, a Linha Leste encontra-se em consulta pública e em que está em curso a obr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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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ação da Taipa à Barra, o Secretário sublinhou que “está visto qual é a prioridade do 

Governo”. 

Sublinhando que em Abril de 2015, quando foi pela primeira vez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ara as Linhas de Acção Governativa, estava em curso o segmento norte da 

Península de Macau, algo que desapareceu e que é hoje a Linha Leste, frisou que tudo 

pode mudar. “Isto aconteceu precisamente no espaço de cinco anos, portanto, uma 

vez aprovado o Plano Director teremos ocasião de actualizar o plano de cinco em cinco 

anos”, acrescentou. 

Questionado pelos deputados sobre o prazo e preço do troço da Linha Leste, que ligará 

as Portas do Cerco ao Terminal Marítimo da Taipa, numa viagem que deverá durar 15 

minutos, Raimundo do Rosário admitiu não conseguir responder por não ter 

informação suficiente. Por outro lado, disse que pretende avançar brevemente com a 

adjudicação. 

 

N518  9/9/2020 Macau Business  

Urban master plan tries to solve shortage of commercial use areas in Macau – 

Secretary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indicated today 

(Wednesday) that there is a shortage of areas destin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that the 

urban master plan tries to resolve.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guideline plan for the 2020-2040 period will be under 

public consultation until November, with sever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today 

holding a clarification session with members of the urban planning committee. 

The new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s that the Macau SAR be divided into clearly defined 

areas for residential, tourism, green leisure, industrial and diversified industries 

purposes. 

A total of 4 per cent of the city’s 36.8 square kilometres land will be reserved for 

commercial areas, including areas in Avenida Venesclau de Morais, Nam Vam, Inner 

Harbour, the reclaimed new areas, and a land area in Taipa with more than 134,000 

square meters previously destined for a water park project named Oceanis park and 

which is annually used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s a fireworks area. 

Proposed commercial areas in red 

“The only areas that we thought were lacking were commercial areas so we did an 

effor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reas for such uses [in the plan]. Venesclau Morais, New 

Area Zone B in front of MGM Macau, and the mentioned Taipa land are some of the 

possible areas that we thought could be turned into these uses,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effort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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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legislator Sulu Sou Ka Hou recently questioned why this Taipa land plot was 

now destined for commercial uses instead of being us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or leisure 

areas. 

When asked about this matter after the meeting, Secretary Rosário noted that just 

because an area is defined for a certain purpose it doesn’t mean it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at purpose. 

“We have a public works dispatch that defines that a land plot if an area over 65 per 

cent is used for a certain use, this defines the main purposes of that land. We all know a 

lot of buildings in Macau more than 65 per cent of the area is for residences but have 

commerce on the ground floor […] The main purpose does not bar other uses, although 

some us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the Secretary said today. 

After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is completed, a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within 180 days, 

after which the urban planning committee will also issue an assessment report within 60 

days.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will then establish a final report 

to be submitt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fact that an Alto de Coloane land plot previously reclaim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fter a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CAC) report is now defined as an area for 

residential uses, although the nearby area is defined as being part of the Coloan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was also the target of some criticisms. 

However, for most questions, the Secretary only underlined that most development 

details will only be fleshed out when the future detailed development plan for each 

district is defined. 

The urban plan draft also proposes that the city w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18 planning 

districts included in North District, Eastern District, Central District, Outer Harbor, Taipa 

North District, Taipa Central District, Cotai District, Pac On District, Coloane District and 

UM New Campus area, with each one to have a future specific development plan. 

“We are just in the master plan phase after which we will have detailed plans. […] There 

will be flexibility in the future and the plan will be revised every five years,” the 

Secretary added. 

Yesterday the Secretary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decided to cancel 

its 58-hectare Zone D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 right in front of the Oceanis Park area – 

and instead, it now plans to reclaim land in the waters betwee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he peninsula and the Zone A land reclamation area. 

This 41-hectare reclamation project would be used for green leisure areas, with a 

request already sent to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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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 noted that it was not certai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would approve the 

new project, with the decision possibly changing some details in the current East Light 

Rapid Transit line plans. 

 

 

 

N519  12/9/2020 澳門平台 Plataforma 

總體規劃：未來？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終於登場，草案將於 9 月 4 日至 11 月 2 日開展為期六十日的公開

諮詢。《澳門平台》分別訪問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分享到底總體規劃對於城市的影響。這

個規劃，到底是千呼萬喚 ？還是醜婦終需見家翁？ 

《城市規劃法》在 2014 年 3 月生效，按照《城市規劃法》規定，特區政府需要完成總體規劃

後才作分區的詳細規劃，相隔 6 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終於開展公開諮詢。前城市規

劃委員會委員 ，城規師林翊捷接受《澳門平台》專訪時直言今次總體規劃草案相對保守。 

他稱：「我個人感覺草案是盡避開一些爭議，尤其城市景觀上的爭議。」林翊捷提到，將南灣

湖 CD 區規劃為行政區，完全由政府所控制，由明確了最大的限高不能高於主教山，這兩項要

求，實際上對西望洋山景觀構成了保障：「當然，具體每個地段的限高，還是要看歷史城區保

護及管理計劃和詳細規劃的規定，相信到時候還會有一番爭論，但我看來似乎這件事是向好的

方向發展。」 

景觀及山體保護，是過去十年保育運動的主要訴求，是次總體規劃的其中一個焦點，便是把過

去很多妾身未明的個案遂一揭盅。其中，2016 年路環田畔街的疊石塘地段計劃興建百米高

樓，激起保育浪潮，這次在總體規劃中疊石塘地段並未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的範圍」，當時

有份參與守護路環的林翊捷表示，不甚理解政府的想法：「在之前幾年社會強烈的保育訴求之

下，土地又已經被政府收回，加上草案中對路環區的規劃原則還是以保育為主調，該地段在限

制之中，即使要建住宅，恐怕發展的規模也很有限，還不如乾脆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這一點

可能政府要再作解釋。」 

「新城規劃新夢想，你我參與齊共享」。新城規劃經歷過三次大規模公眾諮詢，由當初的新夢

想，到今次的十項願景著墨大灣區。到底，新城發夢的夢想何處去？林翊捷認為整個規劃草

案，比較多著重於處理現況中的問題，而願景方面，有點流於口號「一個城市的總體規劃，應

該建基於城市發展的政策─究竟未來二十年，澳門應走向何方？那是一個以政策指導規劃，以

規劃引導發展的邏輯，這個邏輯關係，在草案中還是比較薄弱的。在草案中很多改變或者新事

物的出現，都找不到一個堅實的理由。」 

他又以工商業區的為例，指商業區的佈局非常散亂：「此前特首曾在施政答問中提出，要興建

甲級寫字樓，留住一些大公司。一個沒有規劃中心商業區、讓商業用地四處分散的城市，恐怕

不容易吸引國際企業駐留，因為商業區的集聚效應無從發揮。」 

林翊捷指出，在工業方面，澳門現存的工業規模已經不大，但既有工業大廈如何處理？草案中

只是直接將現存於北區、中區的工業大廈劃入住宅和商業區之中。這個轉換過程透過甚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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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可以有效執行呢？林翊捷認為這是個很大的疑問「若大量工廈改建成住宅，無疑是讓

中區、北區人口又再大幅上升，長遠在規劃上又有甚麼應對措施呢？草案中沒有提供答案。」 

然而澳門經常為人垢病的交通規劃，林翊捷認為在是次總體規劃中也是相當薄弱，除了同時公

佈的輕軌東線之外，其他內容都非常簡單，作為澳門市民最關心的議題，內容實在少得不成比

例。 

N520  15/9/2020 澳門論壇日報 

COMERCIANTES RECEIAM MUDANÇAS NA VENCESLAU DE MORAIS 

 

Para alguns comerciantes da zona industrial da Avenida Venceslau de Morais, o plano 

de conversão numa área comercial irá fomentar a subida das rendas e pode obrigar 

algumas empresas a mudarem para outros locais. O académico Loi Hoi Ngan acredita 

que o plano dificilmente será concretizado devido ao problema da propriedade d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Rima Cui 

A ideia de transformar a zona industrial da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numa área 

comercial tem gerado opiniões distintas, nomeadamente porque alguns comerciantes 

que ali operam negócios acreditam que a medida poderá ter consequências negativas. 

Hung, responsável de uma empresa de limpeza que funciona há 20 anos num edifício 

industrial da zona, acredita que o plano conta com a oposição da maioria dos 

proprietários e inquilinos, sobretudo por poder motivar uma subida nas rendas. 

“Além disso, como é que tratam da situação dos utilizadores d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questionou Hung em declarações ao jornal “Ou Mun”, considerando 

que 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é ambíguo sobre essa matéria. “Existem muitas 

dúvidas em relação às medidas concretas relacionadas com esse plano”, lamentou. 

Por sua vez, Vong, responsável de uma agência comercial de leite em pó, apontou que o 

estabelecimento instalou-se num edifício industrial devido à renda razoável e à boa 

localização, próxima de habitações. 

“Caso esta zona passe a ser comercial, as rendas subirão de certeza. A agência poderá 

não conseguir suportar as novas rendas e ter de mudar para outr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Todo o processo de mudança fará aumentar os custos administrativos”, alertou. 

Apesar disso, admitiu algumas vantagens como o facto do plano poder “abrir novos 

horizontes para a economia de Macau”, uma vez que, quando for transformada, a zona 

poderá acolher centros comerciais de grande dimensão que podem enriquecer o sector 

do retalho. 

Já para Loi Hoi Ngan, académico e membro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Económica de 

Macau, o planeamento para o futuro da Avenida Venceslau de Morais está ligado à 

renovação urbana e implicará muitas dificuldades de execução, desde logo porque 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têm diferentes proprietá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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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 Hoi Ngan apontou ainda que as funções da zona foram sendo formadas à medida 

em que se chegou a um consenso entre a sociedade. Assim, perante reivindicações 

diferentes, o Governo não conseguirá facilmente interferir na questão. 

Nesse sentido, o académico propôs que os promotores dos projectos comuniquem 

directamente com os proprietários. “Caso a transformação dos edifícios antigos e 

degradados consiga gerar lucros, naturalmente haverá investidores e eles vão negociar 

com os proprietários”, disse. 

Paralelamente, o Governo “pode promover a renovação urbana, alterar as finalidades 

dos edifícios industriais, rever as leis contra incêndios e o regime da construção para 

colaborar com os projectos, bem como melhorar o ambiente comercial, aperfeiçoando 

as instalações básicas de água e de electricidade de modo a ajudar as empresas a 

reduzir os custos de operação”, sustentou. 

 

N521  16/9/2020 澳門今日 Hoje Macau 

Aterros | Desenvolvimento da Zona D ainda em cima da mesa 

 

Ho Iat Seng afirmou ontem que a troca da Zona D dos Novos Aterros por um aterro a 

ligar a Península à Zona A não é um dado adquirido. A troca tem como objectivo criar 

zonas verdes para os 90 mil habitantes do novo mega aterro 

 Na apresentação d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Plano Director foi revelado que o Governo 

tinha a intenção de fazer um novo aterro que ligasse a Península à Zona A. Como moeda 

de troca, o Executivo disponibilizou-se a abdicar da Zona D dos aterros. 

No entanto, ontem, o Chefe do Executivo negou que haja uma decisão final tomada. A 

questão prende-se não só com a necessidade de obter autorização por parte do 

Governo Central para a construção de aterros, mas também porque a questão da troca 

ainda está a ser avaliada no seio do Governo. 

“Ainda não eliminámos completamente a Zona D. Temos de estudar se é conveniente 

desenvolver a Zona D ao lado da C. Na Zona C já conseguimos ver a terra a surgir e 

temos de equacionar o que vamos fazer a seguir […] Se começarmos a Zona D depois 

não podemos voltar atrás, não podemos ir buscar a areia ao mar. Temos de ponderar 

bem”, afirmou Ho Iat Seng. “Em relação aos aterros, temos de agir de acordo com a 

supervisão do Governo Central. Eu não posso decidir que vou fazer um aterro sozinho. É 

preciso pedir autorização ao Governo Central”, acrescentou. 

NO MESMOCADERNO 

Biblioteca Central | Iniciativa aberta à participação de designers locais 

Wong Sio Chak | Liberdade de expressão respeitada, mas secundária face à ordem 

pública 

UM | Processo de contratação de director de faculdade levanta dúv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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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outro lado, o Chefe do Executivo explicou a preferência pelo aterro junto à Zona A. 

“Queremos aterrar nessa área porque na Zona A vamos ter cerca de 32 mil famílias a 

viver e temos de ponderar os equipamentos e instalações de lazer complementares”, 

indicou. “Se olharmos para a Zona A não temos qualquer área verde. Só temos 

arruamentos numa área onde vão viver 32 mil famílias. Será que isso é conveniente a 

longo praz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de Macau? Vamos pensar, mas não é 

nada concretizado, não é uma decisão final, é uma ideia”, completou. 

Caso a Zona D não avance, Ho Iat Seng garantiu ainda que pelo menos nos próximos 20 

anos não haverá falta de terrenos para a construçã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BERTURA GRADUAL 

O Chefe do Executivo falou aos jornalistas à margem da Cerimónia do Início das Obras 

do Novo Edifício Complexo de Biblioteca e de Expediente na Sede do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Na mesma ocasião foi Ho Iat Seng foi ainda questionado ainda 

sobre a proibição dos estrangeiros entrarem na RAEM, o que tem contribuído para 

separar famílias de alguns residentes locais. 

A resposta à questão foi dada pela secretária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 Cultural, Elsie 

Ao Ieong U, que prometeu uma abertura das fronteiras de forma “gradual”. 

“Estamos a seguir um plano para garantir que a situação epidémica é controlada […] 

percebemos que há famílias separadas, mas vamos tomar medidas [de levantamento 

das restrições de entrada] passo a passo”, apontou. 

Já sobre uma eventual recuperação da indústria do jogo, Ho Iat Seng mostrou-se 

cauteloso e, apesar de reconhecer que os números estão melhores do que no mês 

passado, disse que é necessário esperar pela Semana Dourada, no início de Outubro, 

para fazer um balanço. 

 

 

N522  16/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FATE OF NEW ZONE D TO BE DECIDED BY THE PUBLIC 

 

The future of Zone D, one of the new land reclamation areas,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Chief Executive Ho Iat Seng said yesterda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s new building. 

According to the Chief Executive, no decision has been made yet as the government is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from the Macau Master Plan’s public consultation launched on 

September 4. 

Questioned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relocate Zone D of the new 

landfills, the Chief Executive said, “in the [Master] Plan we have not yet eliminated that 

part. We have commissioned a company to draft this plan and we did not make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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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r adjustments to it yet. We need to understand if the Zone D location [adjacent 

to] Zone C is convenient and feasibl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taken any decision on whether or not we will eliminate 

the Zone D,” added Ho. “For Zone C, we can already see it [being built].” 

“This is the first general plan of Macau. […] This is just a public consultation version and 

not yet a final version. During this public consultation process, we want to hear more 

from the population so then we can proceed with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the plan],” 

Ho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 added that the idea recently ai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relocating 

Zone D to an area in the vicinity of Zone A, was intended to provid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future residents of that area. 

“We have forecasted that 32,000 family clusters will live in Zone A in the near future. In 

Zone A, there are no gardens or parks in the plan or any green-area for the about 96,000 

people that are expected to live there, only streets. Is that convenient in the long ter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cau? We need to evaluate the complementary 

equipment for leisure and wellbeing. This is why we are now thinking about […] if it is 

convenient or not to continue with the former plan [for Zone D],” the Chief Executive 

said. 

“We don’t want [the new landfill area that would replace Zone D] to be used to build 

more housing but, instead, to allow the people in Zone A to enjoy green areas,” he 

added. 

Nevertheless, the Chief Executive reassured that no housing units will be lost if it is 

decided not to build the Zone D landfill by the Taipa waterfront and instead relocate it 

to the northeast part of the Peninsula linked to Zone A. 

“We did the calculations and for the coming 20 years, we will have enough land supply 

for housing. If you ask me after 20 years, then I cannot assure it. But for the coming 20 

years, the land reserves are sufficient. 

Ho also stressed yesterday that Macau does not possess the autonomy to decide on 

land reclamation matters. The final decision is in the han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landfills need to have superior authoriza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aid 

Ho. “It is not a matter of personal decision of whether today I want it and I do it and 

tomorrow I stop wanting it and I give up on it. That’s not how it works.” 

“If we start the landfill of Zone D, we cannot withdraw it and put the land back in its 

original form. The population needs to consider if the original Zone D at the side of 

Zone C is convenient to continue there or not.” 

The Chief Executive mentioned that when the original plan for the new landfills labeled 

A through E was completed and submitted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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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no solution available. But now we have alternatives that we can propos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ith which] request changes.” 

 

N523  16/9/2020 澳門郵報 The Macau Post Daily  

Ho urges residents to think ‘rationally’ about suitability of Zone D project 

 

Chief Executive Ho Iat Seng urged residents yesterday to think “rationally” about 

whether it would be suitable for the Zone D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to go ahead by 

“looking at” the ongoing Zone C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Ho also sai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newly proposed plan to reclaim land in the 

waters betwee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he peninsula and the Zone A land 

reclamation area for the setting-up of a green area aimed to enable future residents 

living in Zone A to hav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also reaffirmed that his government’s latest proposal to replace the 

58-hectare Zone D reclamation project with the 41-hectare reclamation project between 

the peninsula’s north-eastern coast and Zone A will have to get a green ligh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fore it could get off the ground. 

 

Ho made the remarks while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attending yesterday’s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f a new library-cum-office building project of the public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IPM) on its campus in Zap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do Rosário revealed last Tuesday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nned to cancel its Zone D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and 

instead was planning to reclaim land betwee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he peninsula 

and Zone A for a large green area so that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peninsula’s densely 

populated north-eastern neighbourhoods and the future residents living in Zone A 

could enjoy it in the future. The policy secretary sai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reques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ermission for the newly proposed reclamation 

project in exchange for axing the Zone D reclamation project. 

Rosário also said at that time that the initial Zone D water area was not a good area to 

be reclaimed as it would destroy Macau’s “beautiful” coastal cityscape. 

Zone D was initially slated to be reclaimed off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pa between the 

Governor Nobre de Carvalho Bridge (commonly known as Old Bridge) and Friendship 

Bridge. 

The Zone C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off Ocean Gardens on the north-western coast of 

Taipa got off the ground in late 2018, and is slated to be completed early next year. 

The still undeveloped 138-hectare Zone A will be primarily used for public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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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to reporters yesterday, Ho said that his government was still studying its plan 

to reclaim land between the peninsula’s northern coast and Zone A instead of pushing 

ahead with the Zone D reclamation project and, consequently, the matter had not yet 

been decided. Therefore, he said, the government’s draft of Macau’s official urban 

master plan, which is under public consultation, still includes Zone D. “For the time 

being the government has not [officially] removed Zone D,” Ho said, adding that the 

reclamation swap would have to be authori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irst. 

Ho pointed out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ns 32,000 residential flats on the 1.38-

square-kilometre Zone A where 96,000 residents were expected to live, adding that 

Zone A would be a densely populated residential area without any major green areas. 

That’s why, Ho said, his government now plans to reclaim land between the 

peninsula’s northern coast and Zone A for a green area so that Zone A residents could 

enjoy it. 

Ho suggested that residents look at the ongoing Zone C reclamation project where the 

soil is already visible, and think “rationally” about whether the Zone C water area and 

the Zone D water area are good areas to be reclaimed. 

Ho sai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could go ahead with the Zone D reclamation project 

“at any time” if residents consider that it would be suitable to reclaim land there. But 

Ho was quick to add that once the Zone D project goes ahead, the situation couldn’t 

be reversed. 

Ho pointed out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rictly assess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posals to reclaim land in Macau’s coastal waters so it isn’t easy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ny new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Ho said that’s why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reques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ermission for the transfer of land reclam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Zone D water area to the waters between the peninsula’s north-eastern coast 

and Zone A. Ho urged residents to think about whether land reclama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areas that would result in a better urban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Ho underlined that Macau will have a sufficient supply of housing in the next 20 years 

even without Zone D as many plots of land are avail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projects, such as in the Zone E1 land reclamation area, and the plot at the 

bottom of Big Taipa Hill in Avenida Wai Long – i.e. the plot of the abandoned La Scala 

luxury housing project near the airport.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fice (GDI), the 

government has commissioned a consortium consisting of two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o carry out the Zone D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The website merely says that the Zone 

D project is ongoing. Ho told lawmakers in April that Zone D could initially get off the 

ground but the government had decided to suspend it as it would need to study how 

832



 

Zone D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or whether the Zone D water area should be 

reclaimed. 

 

N524  16/9/2020 澳門論壇日報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ZONA D AINDA PODERÁ VIR A SER CONSTRUÍDA 

 

O recuo do Governo no plano de construção da Zona D dos Novos Aterros não é 

sinónimo de que esse aterro não seja erguido um dia, ressalvou ontem Ho Iat Seng. O 

líder da RAEM garantiu que há espaço para construir habitação nos próximos 20 anos 

O Chefe do Executivo disse ontem que o Governo não decidiu avançar agora com a 

construção da Zona D por haver “um problema” para resolver na Zona A. Porém, isso 

não significa que não venha a ser erguido no futuro. Em declarações aos jornalistas, Ho 

Iat Seng explicou que a Zona A deverá acolher mais de 96 mil pessoas, em 32 mil 

fracções – “uma zona só de prédios, sem quaisquer zonas verdes, apenas 

arruamentos”. “Por isso, o Governo da RAEM pediu ao Governo Central para fazer 

mais aterros entre a Península e a Zona A, para haver um melhor ambiente”, afirmou. 

Apontando para a já existente Zona C, Ho Iat Seng pediu para que a população “pense 

com cautela” sobre a Zona D. “Podemos fazê-la a qualquer altura, mas se 

começarmos as obras, já não podemos voltar atrás. Se as pessoas aceitarem a Zona D, 

vamos continuar com o trabalho”, frisou. 

Recorde-se que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revelou recentemente 

que a RAEM estava em diálogo com Pequim para desistir da Zona D. Ho Iat Seng 

garantiu que “nos próximos 20 anos continua a haver espaço para habitação, como a 

Zona E, a Avenida Wai Long e outros lotes que poderão ser desenvolvidos”. 

Questionado sobre por que razão o Executivo só agora decidiu alterar o plano, disse 

que “quando foi definido o plano, Macau ainda não tinha a área marítima que tem 

hoje, nem a Ilha Artificial ou a Zona A”. 

Relativamente ao turismo no território, disse que não pode prever o futuro, no que 

respeita à pandemia, porque a situação muda de um dia para o outro. O Chefe do 

Executivo deu o exemplo de Hong Kong, que era o segundo maior mercado de turistas 

que vinham a Macau, mas que agora ainda não está aberto. “Por isso, é difícil prever 

como será o segundo semestre”, observou. 

Afirmando que está atento diariamente às receitas do jogo, disse acreditar que o mês de 

Setembro será melhor que Agosto, porém a subida não deverá ser significativa. Ho Iat 

Seng espera que o número de turistas aumente com a aproximação da Semana 

Dourada. 

Entrada de estrangeiros em fase de ponder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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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á sobre a proibição de entrada de estrangeiros no território, reiterou que está 

relacionada com a situação de pandemia no exterior. Sobre este ponto, a Secretária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 Cultura disse que essa questão “precisa ser ponderada passo a 

passo”. 

“Caso haja condições nesses países, o Governo poderá deixar os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estrangeiros ou familiares estrangeiros de residentes entrar”, afirmou Elsie 

Ao Ieong. As limitações impostas à entrada de estrangeiros em Macau estão em vigor 

desde Março devido à pandemia. 

Os governantes falavam aos jornalistas à margem da cerimónia de lançamento da 

primeira pedra da nova biblioteca do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O novo edifício, 

que deverá entrar em funcionamento em 2024, terá 15 pisos, parque de estacionamento 

em pisos inferiores, instalações para estudos de pós-graduação, biblioteca, auditórios 

multifuncionais, salas de aula para o ensino de línguas e outras instalações para apoio 

académico e administrativo. Segundo a instituição, será “um grande avanço para os 

trabalhos de ensino e investigação do IPM”. 

 

N525  16/9/2020 澳門平台 Plataforma 

意見冀政府再考慮總體城規商業區比例 

 

建築置業商會副理事長表示 4%的土地為商業區認為比例過高 

政府在總體城規草案中劃分了 4%的土地為商業區。建築置業商會副理事長古嘉豪出席時事節

目《澳門講場》時認為比例過高，他留意到在草案的預視圖中，每區均有 10 餘幢商業大樓，

他指過去 15 年本澳只有 3 幢商業大樓建成，使用率為 8、9 成，又看不到當局有何方案帶動

商業發展。他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將用地改為住宅用途。 

古嘉豪又指出，本澳樓價貴主因是沒有供應，他希望政府釋出土地拍賣，讓發展商參與，建設

更多適合本澳中產人士住屋，解決需求。對於當局希望優化職住平衡，他稱，職住平衡一般只

能解決較基層的職業，如餐飲、清潔等行業，很難每個工種都能做到職住平衡。 

 

N526  16/9/2020 澳門平台 Plataforma 

路環荔枝碗沿岸防洪整治方案未有最終定案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表示，有關路環荔枝碗沿岸防洪整治方案局方早前已作出相關研究，隨著引

入了荔枝碗文物評定工作及路環西側沿岸防洪整治的研究，故有關方案仍在調整之中。 

另外，記者追問總規草案諮詢文本透露，路環西側將作適度近岸填海計劃，局長陳寶霞誤認為

記者提問荔枝碗防洪整治方案，並表示「那個不是填海」，局長續稱有關整治方案，當局已經

與有關部門作出研究，差不多有基本定案，其後將聯同其他部門商談情況，有進度會適時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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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提出，內港及路環西側將作適度近岸填海，構建融合防災減災及具

改善水環境功能的濱海景觀岸線，並與周邊土地協同發展，推動「海洋經濟」。 

 

N527  16/9/2020 Macau Business  

Land supply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enough for 20 years even without Zone D – CE 

 

Chief Executive Ho Iat Seng indicated that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udies, even 

without the future New Area Zone D there will be sufficient land supply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for the next 20 years. 

Speaking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s for the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new library and research complex building yesterday (Tuesday), Ho noted that 

New Area Zone E and the area near Avenida Wai Long were among some of the 

available land supply that could be developed into public housing. 

Last week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revealed that authorities had decided to suspend plans for developing Zone D in front 

of the Taipa waterfront, and requested central authorities to authorities land 

reclamation works for a large green area to be built between Zone A and Areia Preta. 

Under previous plans, the reclaimed areas Zones C, D, and E were expected to house 

67,000 people in around 22,000 housing units. 

Previous land reclamation plans 

According to Ho, the future Zone A would have 1.38 square kilometres and is expected 

to hold 32,000 households, with an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96,700 inhabitants, but 

despite it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it does not include large green spaces for leisure, 

prompting the idea to create this new open space. 

However, the CE admitted these plans were still in consideration and could still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expressed during the on-going urban master plan 

public consultation. 

When questioned if the Alto de Coloane hill and surrounding areas would be protected, 

considering that in the master plan the hill base was defined as having residential 

purposes, CE said that authorities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carry out Macau’s 

urban planning under the premi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ned green area in-between Zone A and Areia Pr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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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8  17/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FIFTH MACAU-TAIPA LINK STILL INTACT DESPITE ZONE D’S REEVALUATION 

 

The Macau SAR government is continuing with its plans for a fifth cross-water link 

between the Macau peninsula and Taipa, according to Chan Pou Ha, Director of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On the sidelines of yesterday’s Urban Planning Committee plenary meeting, the 

DSSOPT director responded to the government’s 2020-2040 Macau Urban Master 

Plan, particularly related to the possible scrapping of the New Urban Zone D 

reclamation project, which was also one endpoint of the fifth cross-water channel 

between the Macau peninsula and Taipa. 

As of yesterday, the DSSOPT has been continuing examinations and research for the 

fifth Macau-Taipa link projec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figured out a final solution 

for the fifth channel. 

According to Chan, as of yesterday, her bureau has not received orders from her 

superiors to abolish the fifth link plan. 

“Actually,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notification regarding any kind of change of 

plans,” said Chan. 

Chan was reluctant to disclose further details regarding where the future fifth cross-

water link will be located on the Macau and Taipa sides. 

The DSSOPT director also remarked that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discuss the fifth link. 

Regarding the cessation of work on New Urban Zone D, Chan commented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clearly instructed that Zone D is currently at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stage.” She urg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give their opinions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 

The fifth Macau-Taipa link is planned as an underwater tunnel which will link New Urban 

Zone B and the undecided New Urban Zone D. 

Providing that there are no changes made to its original plan following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the tunnel will be built next to the Governador Nobre de Carvalho Bridge and 

will have a length of approximately 2,400 meters. 

It would start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Avenida Dr. Sun Yat-Sen and Avenida 24 de 

Junho next to Zone B and end at a road in Zone D. 

Yesterday, Chan brought a total of 22 land plans to the Urban Planning Committee for 

approval. Four of those plans are public projects, including three government facilities.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build one theater and one transformation station in the 

proximity of the Macao Culture Center, on top of a land plot near Avenida Xian Xing Hai. 

The maximum height is 15 meters for the former and five meters for the latter.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Vong Man Hung, remind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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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OPT to carry out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evalu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station 

before the project is commenced. 

A rectangular land plot surrounded by Rua do Porto and Rua Cidade de Braga will be 

used to build a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re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proposed that the DSSOPT build more parking spaces 

at this government building, and advisor Lou Chon U said that that the concerned area 

lacks parking spaces, a youth activity center, a senior’s activity center and public 

libraries. 

Responding to the advisors, Chan indic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 intention of 

creating more parking spaces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not underneath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According to Chan, the public works authority is not inclined to dig deeper into 

the underground spaces in the concerned area. In regard to social facilities, the authority 

also has no plans to build more. 

Moreover, the committee also ap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Cotai and Taipa. 

In Cotai, near the cluster of integrated resorts, there will be the Light Rapid Transit depot 

and a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 The buildings will be located on the land plot 

between Avenida de Aeroporto and the Rotunda da Aeronáutica. The maximum height 

of the buildings is 53 meters. 

The other building will form government archive storage and will be situated nearby the 

Avenida Son On and Rua Heng Long. The building should not be higher than 50 meters. 

 

N529  21/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GREEN SPACE PER CAPITA TO SHRINK BY 2040 

 

Macau’s green space is expected to shrink by more than one-quarter in the next 20 

years, according to a recent forecast revealed at a consultation session on the Master 

Urban Plan, attended by several government advisory entities, such as the Municipal 

Affairs Advisory Committee. 

The forecast showed that the city’s green area would shrink from 16.7 square meters 

per capita in 2015 to 12 square meters per capita by 2040. 

As recommended by the Master Urban Plan, in 2040 the city will use 26% of its land for 

greenery and plantations, excluding ecological reserves and countryside parks. By then,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e population will rise to 800,000 across a total area of 36.8 

square kilometers. There will be 8% green or publicly open lands and 18% ecological 

reserves. 

For the sake of comparison, the 2015 data, which was last updated in June, was released 

by the Municipal Affairs Bureau and is available on one of its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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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ultation session attracted more than 80 people from about 20 advisory entities, 

with 18 registering for questions. Seventeen ended up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Master Urban Plan. 

Many of the attendees were concerned about future green space and urban ventilation. 

Walled buildings have become common in many large, developed cities. However, this 

is not ideal for the city’s ventilation, as it blocks the movement of air in and out of the 

city. 

A member of the Cultural Affairs Advisory Committee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turn scattered green areas on the New Urban Zone B into a mega park that 

resembles a country park. He also raised the concerns about the walled building 

phenomenon, saying that he hopes the New Urban Zones will not make the 

phenomenon more severe. AL 

 

N530  24/9/2020 澳門今日 Hoje Macau  

Plano Director | Especialistas querem visão a longo prazo e mais dados 

 

Especialistas ligados à engenharia e a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esperam que o 

Executivo possa ser mais transparente em relação ao Plano Director, apresentando os 

prós e contras de construir a linha Leste do Metro Ligeiro à superfície ou debaixo da 

terra. Agnes Lam considera faltar coordenação ao Governo 

 “O que vejo é que não existe coordenação suficiente e é por isso que trouxemos aqui 

especialistas de diferentes sectores”, afirmou ontem Agnes Lam, à margem de um 

encontro promovido pela Universidade de Macau (UM) sobre os planos previstos na 

área dos transportes e da cidade inteligente, que constam no Plano Director. 

 

Numa sessão que juntou, académicos e técnicos ligados à engenharia e a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foi consensual a ideia de que o Governo deveria partilhar mais 

informações e dados concretos, que estiveram na base das decisões apresentadas no 

plano que se encontra em consulta pública até 2 de Novembro. 

Lee Hay Ip, presidente honorário da Associação de Engenharia Geotécnica e membro do 

Conselho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CPU) afirmou estar preocupado com a 

construção da linha leste do Metro Ligeiro, nomeadamente, com o facto de não existir 

nenhum estudo comparativo que indique as vantagens e desvantagens de fazer a obra 

acima do subsolo, recorrendo a uma ponte, ou debaixo da terra, através de um túnel 

subaquático, sendo esta última, a opção em cima da mesa. 

“Devia existir um intervalo de custos de construção, para o público ter noção, de que se 

trata de uma obra de 50 milhões ou de 500 mil milhões. Deviam listar os prós e os 

contras e o custo correspondente de cada opção de forma a que a população de Macau 

838



 

tenha dados suficientes. Para já, não temos nada. Além disso, não sabemos quais os 

custos de operação, a longo prazo, de fazer um túnel”, apontou. 

NO MESMOCADERNO 

Covid-19 | Máscaras obrigatórias nos casinos até Março 

Desemprego | Número de pedidos de subsídio quase duplicou face a 2019 

Segurança | Armas e equipamento de vigilância importados por Macau 

Devido às mudanças climáticas provocadas pelo aquecimento global, Lee Hay Ip 

apontou ainda que “ir para debaixo da terra” acarreta outros riscos, tal como o aterro 

da Zona A poder vir a inundar, colocando em causa o projecto, que assegura o 

transporte de passageiros, mesmo quando é içado o nível 10. 

“O nível das inundações que resultam do “storm surge” tem vindo a aumentar desde 

o Hato. Se demorarmos 10 anos a construir a linha leste, quer dizer que em 2030, 

quando estiver operacional, e com uma perspectiva de utilização de 20 anos, em 2050, 

com o nível das inundações a aumentar, o próprio aterro da Zona A pode ficar abaixo 

do nível da água. Será seguro manter o metro a funcionar nestas condições e com 

tantas pessoas debaixo da terra?”, sublinhou engenharia geotécnico. 

Por seu turno, Sio Chi Veng, 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dos Engenheiros de Macau 

alertou para a importância de não descurar os interesses de turistas e residentes e os 

gastos a longo prazo, inerentes à manutenção das infra-estruturas previstas no Plano 

Director, sobretudo porque “Macau tem muito dinheiro”. 

“Não podemos pensar que [o Plano Director] apenas vai afectar os próximos 20 anos, 

mas talvez os próximos 100. Estas infra-estruturas vão afectar a vida de Macau depois 

de 2040. Macau (…) não se preocupa com quanto tem de gastar com a manutenção. 

Mas se compararmos com outras regiões, que têm limitações financeiras, as estações 

(…) incluem, por exemplo, um centro comercial ou uma área residencial, para a tornar 

lucrativa e funcional. Acho importante considerar o panorama geral, a longo prazo, e 

não apenas os custos iniciais”, defendeu 

SÓ PARA TURISTAS? 

Outra das preocupações apontadas prende-se com o facto de o Plano Director não 

prever a passagem do Metro Ligeiro no centro de Macau. Para Chan Mun Fong, 

professor adjunto da Faculdade de Ciências e Tecnologia da UM, a decisão “foi uma 

grande desilusão”, esperando, pelo menos, que o plano que previa ligar a Barra às 

Portas do Cerco “não seja esquecido”. 

“Não quero continuar a ouvir que o Metro Ligeiro é para os turistas. Esta linha poderia 

mudar essa concepção, ou seja, que é também capaz de servir uma grande fatia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Por isso, é possível fazer uma obra que sirva a população e que 

não tem obrigatoriamente de passar no meio da cidade”, referiu o académ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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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bém Lee Hay Ip considerou que a passagem pelo centro de Macau “é muito 

importante para os residentes”, apesar de compreender que “é muito difícil em 

termos de engenharia”. “Neste caso, fazer o metro passar por baixo da terra pode ser 

uma boa solução”, acrescentou. 

Agnes Lam espera igualmente que o Governo volte a pôr no plano “a intenção de 

colocar o metro a passar pelo centro de Macau”. 

“O traçado actual não está suficientemente focado no dia-a-dia das pessoas e da 

comunidade. Alguns desses planos já existiam e, se não os podemos concretizá-los, é 

preciso explicar porque não podem ser feitos”, vincou a deputada. 

ONDAS DE CHOQUE 

Para Agnes Lam, a falta de coordenação na forma como o Plano Director foi 

apresentado está relacionada com o facto de o Governo de Ho Iat Seng ser 

relativamente recente. 

“O conflito deve-se também, a meu ver, com o facto de Macau ter mudado de Governo 

há pouco tempo. Alguns departamentos já tinham feito parte do planeamento, mas, ao 

mesmo tempo, há indicações em sentido contrário. Acho que o Governo, especialmente 

o novo Chefe do Executivo, que parece ser mais determinado a tomar decisões, deve 

dar atenção à forma como os trabalhos estão a ser coordenados”, explicou a deputada 

ao HM. 

De acordo com a deputada, um exemplo disso é a possibilidade de o Executivo deixar 

cair os planos previstos para a Zona D, para construir o novo aterro que vai ligar a Zona 

A ao nordeste de Macau, algo que estará a ser negociado com o Governo Central. 

“Há uma intenção substancialmente diferente em relação ao que consta no Plano 

Director e o Governo tem de explicar a razão, fornecendo dados, o que justificou essa 

decisão. Se consideram que a Zona D não é boa ideia (…) têm de traduzir isso em 

números, porque, neste momento, não é possível compreender como foi tomada esta 

decisão”, explicou. 

HAC SÁ | AGNES LAM QUESTIONA PROJECTO DO PARQUE DE CAMPISMO 

Agnes Lam tem dúvidas se o novo projecto do parque de campismo de Hac Sá está de 

acordo com o Plano Director, segundo o Jornal do Cidadão. Segundo a deputada, a 

zona deve ser preservada e caso o projecto tenha fim turístico, a preservação da 

montanha pode ficar em risco, defendendo também que a zona da praia não deve ser 

demasiado desenvolvida. 

Lo Chi Kin, vice-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Instituto para os Assuntos 

Municipais (IAM), disse no programa Fórum Macau, do canal chinês da Rádio Macau, 

que o projecto de renovação do parque de campismo não deve ser “de nível 

internacional”, explicando que a intenção do Governo é disponibilizar instalações 

municipais de boa qualidade aos residentes. Lo Chi Kin disse que o projecto do 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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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que de campismo deve estar de acordo com o Plano Director, actualmente em 

consulta pública, algo que motivou o adiamento dos trabalhos do IAM. 

 

N531  24/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ZONE D RECLAMATION PLANS NOT DROPPED, BUT UNDER REVIEW 

 

The government has once again reiterated that the New Urban Zone D reclamation 

project is not yet abandoned, according to Mak Tat Io, head of the Urban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Yesterday, Mak spoke about the Zone D reclamation plans during a TDM radio program, 

where he felt compelled to reiterate the 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Earlier this month,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surprised the city by announcing that the SAR government had already scrubbed the 

reclamation project. 

However, DSSOPT Director Chan Pou Ha informed the media that she did not receive 

any news related to the abandoning of the plan for Zone D. Rather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of the reclaimed lands is under review. 

During yesterday’s TDM radio program, Mak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sking the 

public to choose between several options involving changes to the proposed Zone D 

and Zone A development plans. 

Starting from September 4, local government has been collecting public opinions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 As of today, DSSOPT only received 60 completed opinion forms and 

most of them are related to housing issues and green space topics. 

 

N532  24/9/2020 澳門平台 Plataforma 

工務局:綜合意見分析後交特首決定是否修改總規 

 

澳門電台消息，政府多個部門出席澳門電台節目《澳門講場》 與聽眾探討總體城規草案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總體城規草案於本月 (9 月) 4 日起公開諮詢後，在諮詢場

有 30 多位市民發言，另外也收到 120 幾份意見，當中有 60 幾份書面意見，大部分關注居住

區、綠化空間、填海等問題。麥達堯相信諮詢後期收到的意見會陸續增多，當局會請顧問公司

分析後，提出是否需要修改，後續會做民調報告向外公佈，再諮詢城規會；綜合意見後，最後

提交行政長官決定是否修改或如何修改。 

輕軌公司執行委員會委員周偉德則表示，輕軌東線方案諮詢期至今收到 20 多份意見，大部分

關注車站設施的商業元素。被問到東線有 2.4 公里是海底隧道，會否出現漏水情況，周偉德表

示，車站和隧道的設計都要安裝防水層，設計車站出入口的高度會高於周邊地型，設計單位要

以百年一遇的水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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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33  28/9/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URBAN MASTER PLAN | ATTENDEES AT CONSULTATION SESSION CAUTIOUS ABOUT 

NAM VAN HEIGHT CLEARANCE 

 

Several participants at the government’s second consultation session on the Master 

Urban Plan and the Light Rail Transit’s East Line voiced their disagreement with the 

building height clearance that would govern future developments on Nam Van, and 

proposed a 20-meter clearance instead. 

Currently, the Master Urban Plan proposal recommends a building height clearance of 

around 62.7 meters in that area. For reference, the Macau Tower is 338 meters tall. The 

land plots concerned are Zones B, C and D, along the coast from the Macau Tower to 

MGM. 

The participants thought that the proposed height clearance would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view to and from Penha Hill as well as the chapel on top. The proposed 62.7 meter 

height clearance is more or less as tall as the hill. 

At the moment, the Our Lady of Penha Chapel has views of the unblocked 180-degree 

panorama. Buildings on the hill are required not to block the chapel’s views. The tallest 

building that exists along the view line from the hill i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Building, which is about 35 meters tall. 

Session participants found this proposal to be unreasonable, because the area closest to 

the hill is allowed to build buildings of the maximum permitted height, meaning that 

they could interfere with the views from and to the hill and the chapel. 

The government has commissioned a private company to ru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the two projects. 

The panel at the session was asked if the government equates high-rise buildings with 

prosperity. 

Participants also took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uilding as a reference on the height 

clearance. The building is about 20 meters tall. 

Lawmakers, architects and urban planner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height clearance 

might jeopardize the city’s views and coastlines.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admitted that developments along the coast would impact the coastline. 

In addition, concerns about the walled building phenomenon were also raised during 

the session. The phenomenon occurs when high-rise buildings extend along a city’s 

periphery or coastline, as could be the case for Macau. This can impact the city’s 

ventilation, as the buildings block air movement. 

An urban heat island will be created by the human activity occurring across the city 

center and the lack of air movement. This means that heat would be trapped in the 

city’s central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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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ession participant proposed that the Nam Van Zones be reserved for public leisure 

activities and green zon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judging from current land reserves the 

government possesses, the issue of the government leasing private buildings for offices 

can be resolved without using the Nam Van Zon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rmer Luk Kuok Restaurant was also raised during the 

session. Participants used it as an example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s negligence of 

historic sites. The protection of Ilha Verde Hill was also discussed at the session. 

 

N534  30/9/2020 Macau Business  

Urban Master Plan an attempt to solve North-South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imbalance 

 

The Land,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DSSOPT) indicated in a note today that 

one of the main purposed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i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imbalance 

in Macau SAR between areas where residents live and where they work. 

The 60-day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guideline plan for the 

2020-2040 period was initiated on September 4 and will last until November 2. 

According to the DSSOPT, currently, residential areas located in the Macau Peninsula 

and in the Taipa & Coloane represent around 70 per cent and 30 per cent of the city’s 

areas destined for housing, however, the Macau Peninsula and Taipa & Coloane 

represented approximately 20 per cent and 80 per cent of the area of land intended for 

employment in the SAR. 

According to the DSSOPT, currently,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density of Macau is 

around 20,000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re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Macau Peninsula and in downtown Taipa. 

In fact, the department noted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Tamagnini Barbosa, 

Areia Preta and Iao Hon was seven times greater than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density 

of the Macau SAR, and about four times higher in Ilha Verde, Fai Chi Kei and Lam Mau 

neighbourhoods. 

With many local residents employed in the large integrated resorts in the Cotai area, the 

situation creates a daily north to south pendulum traffic movement, with the urban 

master plan looking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On the left current situation, on the right proposed work/residential re-distribution plan 

The draft plan predicts –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ed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between 2031 and 2036 – that by 2040 the local population will rise by 129,000 and 

reach some 808,000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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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housing areas, in order to gradually relieve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located in some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community 

and leisure facilities are seen as crucial step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imbalance. 

The new masterplan predicts an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land use for the city’s 

36.2 square kilometres of residential areas from the current 17 per cent to 22 per cent by 

2040. 

The current public housing project to be built in New Area Zone A, Avenida de Wai 

Long, in the neighborhoods of Tamagnini Barbosa, Mong Há and on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is expected to add 40,000 housing units. 

‘Assuming that each fraction has a capacity for three people, the projected public 

housing will have a capacity for 120,000 people,’ the department noted. 

However, in order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people to work in the areas where inhabit and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uthorities also propose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commercial areas on the Macau Peninsula, namely, at the Gongbei Border, on the 

artificial island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checkpoint, in New Area Zone A 

and on the east side of New Area Zone B, in front of MGM Macau. 

In addition, more housing areas will be developed in the new landfill reclaimed areas in 

Taipa and Coloane, such as New Area Zone C, plu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Village of Cheok 

Ká and Seac Pai Van. 

 

N535  4/10/2020 Macau Busines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long-awaited draft for the Urban Master Plan is finally out and under consultation. 

Architects and experts have had their say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blueprint, which will guide the city’s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Some 

praise it as “a good first step”, while others criticise it for being “too vague”.   

By Catarina Pereira and Rima Cui  

Local architects hold mixed views on the government-drafted new Urban Master Plan, 

which is available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until November 2. Speaking to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JTM), Nuno Soares, Francisco Ricarte, and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point 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draft for the Master Plan, while Miguel Campina is more critical 

of it.  

Wong Seng Fat from the Traffic Services Committee speaks highly of the plan, namely 

with regards to the solutions for the city’s transportation bottleneck.  

Architect Nuno Soares has been stressing the urgency for a master urban plan over the 

past 15 years. He says that the plan can either be a simple administrative tool or a real 

strategic blueprint. “After studying the plan, I believe it is clearly a strategic pla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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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implemented. It has ambition and sufficient tools to organize Macau’s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Mr Soares says. Moreover, he points out that Chief Executive Ho 

Iat Seng i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plan. “It is a change in the paradigm”, he 

believes,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Nuno Soares says that the Master Plan “is a macro scale document that, in order to 

produce good results, needs the related 18 detailed district urban plans which will be 

developed later”. The architect starts by highlighting some new aspect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t includes new land reclamations and the existing urban areas.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not separately considered, as hitherto”. In addition, he recalls that there was a 

connection problem between New Area Zone A (land reclamation) and the city: “It’s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s and it’s a good start, even if we still need more detai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chitect also points out the weaknesses of the plan. Firstly, it 

deals with a single scenario: a Macau SAR with 808.000 inhabitants by 2040. “For a 20-

year-long Master Plan, it’s important to consider several scenarios, because the city 

may reach 800 thousand residents or one million residents. Many things will happen and 

it’s essential to contemplate maximum and minimum scenarios”, in order for the plan 

itself to be “re-evaluated” as time goes by. Other architects, such as Miguel Campina 

and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also believe that the official figures are conservative.  

Wong Seng Fat, vice-president of the Traffic Services Committee, has a more optimistic 

view of the draft for the Urban Master Plan: “Macau has been divided into 18 zones. I 

feel it’s a very important step, because that division will help with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treet planning can be carried out scientifically,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each zone”.  

Not only that, he also notes that the Iao Hon, Areia Preta, and Horta e Costa areas are in 

need of urban renewal: “We never knew if they would be targeted for urban renovation 

or not, or if any works would be happening around those areas, but now, with the 

Master Plan, we have a precise guideline and that helps a lot. These areas are in bad 

shape and they should be targeted for replenishment urgently”. He adds that it’s the 

only way the LTR can reach the inner city.   

Regarding the land reclamations, Wong Seng Fat has spoken highly of what is 

mentioned in the draft of the Master Plan: “The government has a construction plan for 

new housing, but even if the houses are built on time, we must not forget the leisure 

side of the city, in order for Macau to become a world Centr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Thus, he feels that the city needs more space for residents and tourists. He also points 

out that, as plan forecasts a population of around 808 thousand people, if the city’s 

urban area were not expanded then Macau would b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o 

cope with a 200-thousand population increase.   

845



 

Wong is 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Master Plan must establish the guidelines for the 

gradual widening of streets and assorted areas, in order for the LTR to reach the heart of 

the peninsula”. Finally, he feels that “it’s important to clearly define a plan of 

common channels in Zone A of the new land reclam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exca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from affecting Zone A”.  

Architect Francisco Ricarte underlines that the plan seeks to structure the new land 

reclamation areas, but he believes the plan could have gone further: “For example, 

when it comes to ecologic green corridors, waterfront protection zones, and scenic 

protection zones. I see no reason why these kinds of protection zones are not included 

in what is planned for the new land reclamations. I only see some intention to include a 

few points of scenic protection, but from certain points and not certain fronts”.  

The architect also say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be more careful when considering issues 

such as culture, heritage, and the Historic Centre”.  

“I think that we can’t just discuss urban renewal in this context alone. We must also 

talk about urban rehabilitation. When we want to safeguard the Historic Centre and 

other heritage areas, we must talk about urban rehabilitation”. Mr. Ricarte says “the 

plan should go further in this particular aspect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do that”.  

Another architect, Miguel Campina, is more critical of the draft for the Urban Master 

Plan. Mr. Campina says that the document under consultation falls short of expectations 

in many ways: “I thought the Master Plan would not end up being a menu of 

generalities, but a more detailed and concrete formulation of aspects that deal with 

urban occupation policy,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definition of land occupation 

and usage levels, as well as building height. Everything is vague in the plan, because it 

says that whatever is already defined, stays as it is. Well,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height limits”.  

“I thought the Master Plan would not end up being a ‘menu of generalities’, but a 

more detailed and concrete formulation of aspect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definition of land occupation and usage levels, as well as building height limits. 

Everything is vague in the plan.”  Miguel Campina, architect   

The architect goes even further: “We can’t understand how it took so long to get 

here, when this plan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sum of a few years of good intentions, 

which should have and could have been done years ago. The reason why it didn’t 

happen is because a more rigorous approach would hurt individual interests, as 

irrefutable evidence proves”. He feels that “expectations are very high and it’s 

natural to want a higher level of definition and detail”, adding that the draft for the 

Master Plan is flawed, “because once again we have the same declarations of principle 

and generic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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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example, Campina points to his many doubts about handling old zones and 

neighbourhoods: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at stake is 

quite complicated, and what does the Plan say about it? Nothing. Just generalities. 

Nothing detailed”, he says.  

Perspectives on the Inner Harbour  

Looking at the plan to create commercial areas in the Venceslau de Morais Avenue and 

in the Inner Harbour, Miguel Campina is unsure how to achieve that. “How do you 

relocate industrial buildings in Venceslau de Morais, where there are relevant industrial 

operations? And how will they achieve something in the Inner Harbour area that has 

been planned in some detai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acau SAR, considering that it 

will create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way that the area has been managed so far and which 

has benefited the operators of the piers”?  

He goes on to say: “What is the downside of creating the retail areas? Not dividing into 

zones? What about height limits? We’ll keep the existing ones? All these questions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detail. Of course, the answer has been provided. They will say 

that the detail plan will handle it. From detail plan to detail plan, the solutions will arise. 

Everything is lacking in this plan.”  

Nuno Soares says that it’s important that the Inner Harbour once again plays a role in 

the city, a role it has lost over time. But he knows the transformation “depends on the 

way it’s implemented.” He believ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s “a good idea”, but 

the architect remains on the alert with regards to certain questions.  

“After studying the plan, I believe it is clearly a strategic plan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It has ambition and sufficient tools to organize Macau’s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Nuno Soares, architect  

“The area needs the flood prevention dykes, and other changes are needed also. All the 

piers support the fishing industry or the ship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they’ll have 

to be relocated. It’s a very sensitive area, and it has its own dynamics. So, it’s 

important to be extra careful when the time comes to elaborate the detail plan, in order 

to preserve what’s there, instead of creating a rupture.”  

Regarding the Inner Harbour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clusion of retail streets and 

waterfront gardens, as well as converting the industrial area of the Venceslau de Morais 

Avenue into a retail area, Wong Seng Fat thinks they are positive suggestions: “The 

premise for urban renovation to happen is that the zone possesses some value. That’s 

the only way anyone will be interested in its renewal. Both ideas will bring added value 

to the area”.  

Wong continues, saying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Inner Harbour, if the transformation 

happens, there is a chance the LTR will eventually be built there. That will definitel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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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hat area and, thus, all of Macau’s. After that, the value of the 

zone will rise exponentially.”  

Regarding the Venceslau Morais zone, Wong believes that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re increasingly less.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the area is home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sidents, its revitalization will be great”.  

LRT plans as a “contradiction”  

Architect Francisco Ricarte says that the LTR East Line plan “spells the end of the LTR 

extension to the west side of the peninsula, without actually saying so.” His perspective 

is that it actually contradicts what the Master Plan forecasts for the Inner Harbour. “I 

know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subject, but I feel that not supporting the 

LTR’s expansion to that zone is contradictory with, for example, the investment i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nner Harbour as a leisure area for the residents 

and as a tourism attraction area. We need some sort of system that allows people to 

reach that area.”  

Nuno Soares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Master Plan affirms the LTR as a peripheral form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ninsula and, as such,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there. 

“This will decrease road works in the peninsula, but will also reduce the potential of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approach of the LTR as peripheral is completely 

legitimate and valid,” he says. However, the architect points to the need to re-think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city centre. “Currently, the bus system we have in the 

peninsula is not adequat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cau.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 LTR and the buses are able be intertwined more fluidly in the peninsula.”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agrees that the LTR should expand to the Inner Harbour area 

“because that zone holds a lot of housing – the Inner Harbour, Ilha Verde and Fai Chi 

Kei – so, it would serve as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or that part of the population.” 

The architect also concludes that as it’s projected the LRT line “will really serve the 

tourists more, transporting them from the Border Gate to the Cotai.”  

On the other hand, Mr Vizeu Pinheiro feels that the city needs one mor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cau Peninsula and Taipa Island. “At this point, people in NAPE need to 

access the edges in the Macau peninsula to enter one of the two bridges. So, we could 

use a third option with an access point in NAPE and linking it to central Taipa,” he 

suggests.  

Wong Seng Fat does not question the peripheral approach of the LTR. “Why must the 

East Line of the LTR be peripheral? Because there are no conditions for it to be 

otherwise. We look at the older parts of the city and we see narrow streets. We must 

plan its development very carefully, so that we can bring the LTR into tho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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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ter Plan must establish the guidelines for the gradual widening of streets and 

assorted areas, in order for the LTR to reach the heart of the peninsula.” Wong Seng 

Fat, vice-president of the Traffic Services Committee  

Wong Seng Fat also supports the idea that connecting Taipa to the Border Gate through 

Zone A of the new landfills “is correct, because, in the future, Zone A will welcome a 

large number of residents, much like the Border Gate area.”  

When asked about this same topic, Miguel Campina notes that a peripheral route “will 

be easier to materialize. Eventually, it should be able to transport tourists faster, more 

conveniently and in a less polluting way, to any attractions.” However, “while all that 

may be true, it never had and never will have the intention to serve the local residents.” 

He adds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the LTR’s main objective was to “create special 

benefits for only a few.”  

The division of Coloane  

Francisco Ricarte mentions that the Master Plan “highlights a clear intention to 

territorially plan the future, with 18 zones and the role that each zone will play,” 

especially in the residential, retail and leisure sectors. But the architect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proposals that could be brought forward pertaining the role 

each of these zones could play,” in both the existing city and the new land 

reclamations.  

Mr Ricarte also draw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men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and reclamations and, if that happens, where it could happen. On the flipside, 

regarding the waterfront, he believes that much more could be done. “It’s a vital area 

to many of the future strategies that we can’t even imagine today. It’s not just a 

strategic ecologic reserve, but also a land reserve,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rve 

and other unforeseen reserves.”  

As for Coloane, Mr Ricarte thinks that “the island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or three 

sub-units.” “It makes no sense to place the ecologic, landscape and natural side of 

Coloane in the same bag as the industrial one, like the Concordia Park or the Ka-Ho Port, 

because they are distinct realities, that are articulated differently and such approach  can 

potentially cause some disruption in the global intervention.”  

“When we want to safeguard the Historic Centre and other heritage areas, we must talk 

about urban rehabilitation.” Francisco Ricarte, architect  

Mr Vizeu Pinheiro holds a similar point of view. He says that Coloan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perative units. “I think that i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more zones, because it includes places like Seac Pai Van and Hac Sa. It’s very big and 

diverse and we can’t just have the same solution for all areas. The peninsula has several 

areas, some for housing, others for retail, but Coloane is considered as a single zone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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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Mr Vizeu Pinheiro stresses that the lack of mention to the old Iec Long Fireworks 

Factory is “a serious mistake”. “Regarding heritage,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the 

Macau Tower area will have a less dense, more leisurely approach and that is a good 

idea. But you also need to create more zones within the city, if possible. Even in Iao Hon 

and Taipa. That is why the absence of Iec Long in the plan is a mistake. It is referred as 

collective use equipment instead of heritage.”  

(Xinhua/Cheong Kam Ka) 

“The peninsula has several areas, some for housing, others for retail, but Coloane is 

considered as a single zone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zones.” 

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architect   

He add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Macau really needs more leisure areas. “Nowadays, that 

clearly shows when we go to Coloane and it’s always crowded. So, I would say that it 

makes perfect sense to create more leisure areas.” About the Fireworks factory,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s vice-president, Leong Wai Man, said that the site is under a 

preliminary planning.  

Nuno Soares also talks about missing information. “When we look at the map, there 

are many detail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cau, but we then notice that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what this or that zone is. The shipyard area is extremely 

sensitive, so, it’s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future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exceptionally 

coordinated with current reality.”  

On the topic of heritage, Nuno Soares says that “it’s the weakest part of the 

proposal”. “There are some good principles. It creates 21 visual corridors that make 

perfect sens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basic list of heritage is very limited. The Master 

Plan is rather shallow on what is currently considered as heritage.”  

Eyes o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re were several reactions in local Chinese language media regarding the Master Plan. 

Loi Hoi Ngan, vice-director of the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underlines that, besides helping to clarify the position of Macau itself, the Director Plan 

may point the way for future studies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Macau in the Greater Bay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uring cities.  

For exam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fishing areas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may include connecting with neighbouring regions and, in that sense, any 

new policy, besides guaranteeing the basic interests of residents, may provide them with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Chan Chio I, member of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says that the project was just a 

rough forecast about population size. He says that “the population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islands”, so that it’s better distributed. He adds that the Venceslau 

Morais Avenue should keep its curren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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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a Leong, vice-president of the Macau General Union of 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s (Kai Fong), hopes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land future uses and sheds light on the land that is slated for cultural and education 

purposes. Besides that, he feel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sten to more opinions 

about public housing planning and the Zone A underground space.  

Exclusive JTM/Macau Business   

 

N536  9/10/2020 澳門論壇日報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NOVO MACAU VÊ “RISCOS” NO PLANO DIRECTOR 

 

A Associação Novo Macau considera que o Plano Director tem “três pontos de risco”: 

o planeamento da zona de Nam Van, o terreno que estava destinado ao Parque Oceanis 

e a zona habitacional prevista para o Alto de Coloane 

Viviana Chan 

Quando falta menos de um mês para o fim d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Plano Director 

da RAEM, a Associação Novo Macau (ANM) apontou ontem pelo menos “três pontos 

de risco” no documento, apelando à população para aproveitar a oportunidade para 

dar a sua opinião até 2 de Novembro. De um modo geral, as reivindicações da ANM 

incluem mais zonas verdes e preservação das zonas naturais, bem como salvaguardar a 

paisagem junto à Colina da Penha. 

Rocky Chan, membro da direcção, mencionou o terreno na Taipa onde devia ter sido 

construído o Parque Oceanis, frisando o facto do lote ter sido recuperado pelo Governo 

e ocupar uma área superior a 130.000 metros quadrados. Chan defende que há muito 

que a comunidade tem pedido a criação, naquele local, de um espaço de lazer e zonas 

verdes. No entanto, o documento de consulta sobre o projecto do Plano Director 

mostra que o terreno está classificado como zona comercial, sem espaços verdes ou 

zonas de acesso público. 

Frisou também que o Plano Director prevê um rápido crescimento do número de 

moradores da Taipa, por isso, as zonas de lazer e espaços verdes não darão resposta às 

necessidades dos próximos 20 anos. 

Além disso, expressou dúvidas sobre a adequação do terreno para actividades 

comerciais, tendo em conta que o traçado do Metro Ligeiro não passa por aquela zona 

e não existe estacionamento suficiente. 

Já Sulu Sou apontou o dedo ao facto da zona do Alto de Coloane ter sido destinada a 

habitação. No seu entender, a explicação das autoridades sobre o eventual 

desenvolvimento de um condomínio de baixa densidade demográfica “não é 

aceitável”. “Qualquer construção de um empreendimento junto à Colina de Coloane 

prejudicará a nature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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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ambém deputado realçou que já houve protestos de cidadãos, que desejam ver 

Coloane designada como uma zona livre. “A reivindicação da população é muito clara. 

Não podemos beneficiar as necessidades de um pequeno grupo sacrificando o 

interesse de toda a população”, frisou. 

Sulu Sou frisou ainda que o Plano Director tem um valor decisivo para o futuro 

desenvolvimento da RAEM. Nesse sentido, defende que os potenciais riscos devem ser 

reduzidos logo no início. 

Outro membro da direcção da ANM, Alin Lam, contestou os limites máximos de altura 

definidos para edifícios governamentais que vão ocupar terrenos próximos dos Lagos 

Nam Van e Sai Van. O Plano Director sinaliza que a área em causa representa “uma 

paisagem muito importante” pelo que é recomendável que a altura não ultrapasse 62,7 

metros. Indicando que o actual edifício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tem 34 metros de 

altura, o que já afecta a paisagem, Lam apelo à redução do limite máximo de altura 

desses edifícios para entre 10 a 20 metros. 

Sublinhou ainda que a zona de Nam Van é a única que mantém espaços em aberto na 

Península, o que é “muito necessário”. O planeamento desta zona pode ter como 

referência Singapura e, especificamente, o “Gardens By the Bay”, apontou. 

Estas opiniões da ANM deverão ser submetidas ao Governo. 

 

N537  30/10/2020 Macau Business  

City’s urban master plan to be finished and published by 2021-end – Secretary for 

Public Works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said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 today (Friday) that the city’s final urban master plan will likely 

be finished by the end of 2021. 

“We hope that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we can approve this urban master plan.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will then be published at the Offical Gazette, meaning Macau 

will then have a master plan,” the Secretary announced. 

The 60-day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the new urban master plan for the 2020-2040 period 

is set to finish on November 2. 

The comments were made as a response to an inquiry by legislator Au Kam San, who 

questioned why since the Urban Planning Law has been enforced in 2014 it has taken so 

long to initiate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an urban master plan. 

“Yes it is true it took a long time for these works. The law was enforced in 2014 and 

according to it, we have to define an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defined a strategy 

by 2016 and by 2017 we launched the public tender, which then took another yea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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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y responsibility […] I ask for you understanding because it was a completely new 

project for us,” the Secretary stated. 

The new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s that the Macau SAR be divided into clearly defined 

areas for residential, tourism, green leisure, industrial and diversified industries 

purposes. 

The urban plan draft also proposes that the city w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18 planning 

districts included in North District, Eastern District, Central District, Outer Harbor, Taipa 

North District, Taipa Central District, Cotai District, Pac On District, Coloane District and 

UM New Campus area, with each one to have a future specific development plan. 

 

N538  2/11/2020 澳門每日時報 Macau Daily Times  

GOV’T EXPECTS CONCLUSION OF URBAN MASTER PLAN REGULATION IN 2021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Raimundo Arrais do Rosário expects that the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Macau Urban Master Plan will be officially ready in 2021, as 

announced during Friday’s Legislative Assembly (AL). 

Lawmaker Au Kam San has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slow preparation of the 

Macau Urban Master Plan. He hopes the government can reveal the detailed progress of 

the Master Plan. 

Rosário agreed with Au and admitted that the Master Plan has taken “slightly too 

long”. 

Rosário admitted that as the Urban Master Plan law took effect in 2014, it has indeed 

taken a long time to formulate the Master Plan. He added that Urban Master Plan is a 

new thing and it is normal for the process to be slow in terms of specific parts. 

The Secretary also acknowledged that since the contract of the draft of the Master Plan 

was sign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8,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stopped the relevant 

work. 

In response to Au’s question, Rosário also stated that the Urban Master Plan proposed 

to divide Macau into 18 districts. Next week,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plans 

for the New Urban Zone A to the AL standing committees. 

According to Rosário,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also submit each project to the urban 

planning committee for a discussion before the government issues any approvals. 

Lawmaker Ng Kuok Cheong aske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bout the plans to build 

sever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particular, a logistics facility, a fuel storage, and a 

hazardous items storage. 

Regarding the logistic center located at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s (HKZMB) 

artificial island, Rosário reveal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selected one piece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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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on the islan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Secretary, the logistics center will be a 

good transshipment center. 

The Secretary explained that a logistics center has two functions: transshipment and 

storage. A transshipment center will save Macau more space than a logistics center. 

Ng remark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not made final decisions on the locations of 

these projects and that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only made a preliminary plan; detailed 

plans for these storages remain unavailable. 

According to Rosário’s response, the fuel storage is currently planned to be located at 

HKZMB’s artificial island. This plan is included in the Urban Master Plan and will 

undergo a public consultation. 

As to the hazardous items’ storage,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abandoned its 

previous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sites, and has already found one place for 

permanent use. This potential land plot is currently involved in a lawsuit procedure and, 

as a result, the authority is not disclosing its location. 

The Secretary believes that it will “not be too long” before the location is revealed to 

the public. 

The current Coloane temporary hazardous items storage is expected to be a potential 

facility for the expansion of Coloane sewage treatment factory. 

In regard with reclamation projects, the government currently does not have a new 

reclamation plan to construct buildings, but the authority may consider reclamation a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to help with the traffic problems. 

Rosário reiterated that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applie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the replacement of land reclamation, to abandon the Zone D reclamation plan and to 

reclaim 41 hectares of waterways between Zone A and the Macau Peninsula. 

Many lawmakers also followed the progress of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the use of sea 

areas. Rosário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rafting a plan to divide the sea for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only after the plan is complete, the government can start drafting laws to 

use the water. As of now, there is no specific timetable for this process. 

 

N539  3/11/2020 句號報 Ponto Final  

Versão final do Plano Director será entregue ao Chefe do Executivo em 2021, garante 

Rosário 

 

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Raimundo do Rosário, afirmou no 

plenário de sexta-feira que a versão final do Plano Director de desenvolvimento 

urbanístico deverá ser entregue ao Chefe do Executivo em Setembro de 2021 para ser 

publicado em Boletim Oficial antes do final do próximo ano. O representante do 

Governo indicou também que não há planos para a realização de uma segunda consu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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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ública sobre o documento. “Esperamos que até ao final do próximo ano possamos 

aprovar este Plano Director de desenvolvimento urbanístico. Um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será então publicado no Boletim Oficial, o que significa que Macau terá 

finalmente um plano director”, disse Raimundo do Rosário n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 consulta pública do Plano Director de desenvolvimento urbanístico para os próximos 

20 anos terminou ontem, mas devido a feriado será estendida até hoje. Segundo a 

Rádio Macau, Raimundo do Rosário regressa amanhã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ara uma 

apresentação da Zona A dos novos aterros. Em plenário, o secretário garantiu que não 

há planos para uma segunda consulta pública, apesar de algumas críticas ao documento 

por parte da Associação Novo Macau. “Não vamos fazer uma segunda consulta 

pública”, disse Raimundo do Rosário, frisando que a versão final do Plano Director 

deverá será entregue a Ho Iat Seng em Setembro do próximo ano. De acordo com uma 

representante d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a proposta de lei vai 

concentrar-se nas matérias apresentadas na consulta pública, nomeadamente no 

“modelo de remodelação urbana, protecção dos interessados, percentagem da 

propriedade e no mecanismo de tratamento de litígios”. 

Os comentários dos representantes do Governo surgiram na sequência de questões 

apresentadas pelo deputado Au Kam San, nomeadamente as razões que levaram ao 

atraso do início da consulta pública sobre o Plano Director uma vez que há uma lei de 

urbanismo em vigor desde 2014. “Sim, é verdade que demorou muito tempo para 

estas obras. A lei foi aplicada em 2014 e, de acordo com ela, temos de definir uma 

estratégia de desenvolvimento urbano. Definimos uma estratégia até 2016 e até 2017 

lançámos o concurso público, que depois demorou mais um ano. Era minha 

responsabilidade […] Peço a vossa compreensão porque se tratava de um projecto 

completamente novo para nós”, respondeu Raimundo do Ros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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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 Opiniõ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Tradicional – 電台 Rádio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電台及意見摘要 

Data, Rádio e Resumo das Opiniões 

 

N540  25/8/2020 澳門電台 

 

工務局: 總體城規草案將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布局 

(澳門電台消息) 當局稍後將就總體城市規劃開展公眾諮詢。 

議員蘇嘉豪在書面質詢中提出要重新考慮新城 B 區並非政法區的唯一最佳選址，而應落實生

活休閒、公園綠化等的功能布局。工務局在回覆時表示，總體規劃草案已提出優化澳門城市

空間規劃的構思，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布局，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

布，應將辦公樓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布局，保護城市景觀，打

造特色濱海長廊，同時推動新口岸一帶原有商業區發展，以促進區內生活休閒、旅遊活動、

商業發展和行政辦公等設施協調和長遠發展。工務局又表示，公眾可於諮詢期內積極對草案

內容發表意見，供政府參考。 (雷翠雲  黃偉鴻) 

 

N541  3/9/2020 澳門電台 

 

多位議員關注城規基建 

(澳門電台消息)多名議員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關注城規基建。議員施家倫認為，隨著城市總體

規劃出台諮詢，政府亦應同步展開各區詳細規劃，特別要加快推動拖延了十幾年的都市更

新。 

議員區錦新認為，政府計劃吸引大型企業總部設於澳門，應爭取在制訂城市總規劃的同時，

優先在合適地段規劃興建智慧型商業大廈。 

議員蘇嘉豪質疑當局清理地下水道能力，稱“天鴿”三年過去，治水基建工程大部分仍然處

於紙上談兵階段，他稱令人失望和氣憤。 

議員林玉鳳形容新中央圖書館規劃“好似發咗場夢咁”，夢醒後應該何去何從，當中吸收到

的甚麼經驗或教訓，需要一番思考和反省。(鄺惠敏 劉寶嬋) 

 

N542  4/9/2020 澳門電台 

 

有城規委員倡將居住人口分布離島區 

(澳門電台消息)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即日(4 日)起公開諮詢。城規會委員陳昭怡認為，草案

在居住區上缺乏分析人口規模和展示數據，現時只基於人口政策的中期人口預測作規劃較為

籠統；她又建議應把人口放在離島區，令本澳的居住人口分布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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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諮詢文本建議將慕拉士大馬路工業區轉為商業區。陳昭怡認為維持現時的混合居住模式

較好；城區發展促進會理事長陳德勝則認同文本建議，又認為政府可在青茂口岸建立地下商

場及商業區。 

街總副理事長陳家良希望政府細化更多土地用途，例如更具體劃分文化及教育設施。他又關

注新城 A 區的公屋及地下公共空間規劃，希望政府諮詢時多着墨。 

另外，草案提出將北區-2 和中區-1 列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新橋坊會理事長梁竟成希望

儘快落實改善新橋區，優化居住和營商環境。(袁錦揚  李美琪  黃翠婷) 

 

N543  5/9/2020 澳門電台 

 

有意見憂都更法律未能配合城市總體規劃 

(澳門電台消息)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公開諮詢，諮詢期至 11 月 2 日。 

民众建澳聯盟理事長、市政署市諮委委員李良汪認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將北區-2 和中

區-1 列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是社會共識，但現時涉及都市更新相關的法律法規逾 30

個，憂慮有關法律能否配合到規劃的推行。 

草案又提出要優化職住平衡，增加原區就業。李良汪認為方向正確，但希望政府可釋出更多

信息，例如有哪些措施推動職住平衡，讓市民可提前做好居住和職業規劃。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呂開顏稱，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出台除可清晰自身定位外，在

融入灣區、促進與周邊城市合作上亦可以提供研究方向，例如在推動工業區和漁業區轉型

時，一併考慮日後如何和鄰近地區銜接，在照顧有關地區居民的基本利益前提下，為未來融

入區域發展留空間。(郭錦冰 黃偉昌) 

 

N544  07/09/2020 澳門電台 

 

有學者指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部份概念模糊 

(澳門電台消息) 城大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 

城大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周龍稱，總體城規草案提出目標是將澳門建設為快樂、智慧、可

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比較符合澳門的實際需求，但今次草案中的部份概念比較模糊，例如

沒有解釋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一河兩岸的合作模式和優化職住平衡等。他建議在發展智

慧城市方面，能以智慧交通作為切入點。 

城大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執行副院長李璽稱，總體城規在空間佈局和產業多元化方面仍與以

往相若，他希望能在後續文本中，能看到更多有關產業多元化的發展方向，以及如何打破現

有空間格局，優化澳門旅遊承載力。他又提及，總體城規作為未來 20 年的長期規劃，建議應

劃分為近、中和遠期發展。(潘幸暉 黃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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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45  8/9/2020 澳門電台 

 

羅立文重申本澳住屋單位已夠多 

(澳門電台消息) 政府到立法會向議員介紹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議員宋碧琪關

注輕軌沒有商業配套，質疑經濟效益不大，又認為多建住屋單位與發展宜居城市關係不大。

議員梁孫旭就提到總體規劃未有提到接駁港珠澳大橋的輕軌線路。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總體規劃預測 20 年後本澳有 80 萬人口，即比現時增加 13 萬

人，相信有約 4 萬個家團，而新城 A 區將有 3.2 萬個單位，羅立文認為事實是澳門已有很多

住屋單位。 

輕軌公司執委會主席何蔣祺表示，輕軌東線將於站點增加包括商鋪等商業配套，而在規劃石

排灣線和媽閣交通樞紐時已增加商業元素。他又稱，總體規劃主力興建輕軌東線和石排灣

線，而接駁港珠澳大橋的輕軌線路不是重點工作方向，未來會增加道路設施接駁人工島。(梁

潔儀 林智文) 

 

N546  8/9/2020 澳門電台 

 

慕拉士工業區轉型? 羅立文:未知 20 年能否完成 

(澳門電台消息)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與政府多個部門代表到立法會，向議員介紹澳門城市

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 

議員吳國昌關注保護山體，質詢疊石塘山應否列入不可都市化用地。議員李靜儀認為北區-1

增設居住區令人口密度更高，要求交代慕拉士大馬路建議轉為商業區的情況。 

羅立文表示，政府是提出方向，希望將工業區集中在 4 個區域，未知 20 年後能否將慕拉士

轉型。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示，工廈有污染性，影響現有居住區，政府希望逐漸將現有

居住區的工廈轉型為非工業用途，在土地法、合同規定的途徑轉換，但當中亦涉及業主意

願，詳細規劃將訂定開發容量和提供誘因慢慢轉型。 

麥達堯指出，新城 A 區、C 區、D 區和 E 區以居住為主，路環雖設有居住用地，但會以保育

優先，即使有住宅區亦是中低密度的居住區，詳細規劃時會留有很多開放空間及綠化面積。 

麥達堯又稱，青洲區很多土地是私人土地，要提供誘因發展社區，總體規劃草案 加大保護青

洲山的範圍，詳細規劃時會訂定具體開發的容量，平衡保育與發展。(梁潔儀  黃翠婷) 

 

N547  9/9/2020 澳門電台 

 

城規師胡玉沛形容總體城規草案“危機四伏” 

(澳門電台消息) 本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探討總體城規。出席節目的城規師胡玉沛以“危

機四伏”形容總體城規草案，認為對土地用途欠缺詳細解釋，既無技術分析，也沒有根據量

化標準而設定。他又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提出取消新城 D 區感到震驚，質疑為何氹仔北

區的商業區不設在 D 區，原海洋世界用地為何不做綠化帶，認為政府沒有尊重民意和遵守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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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公眾利益的城規原則。胡玉沛又表示，草案文本提到很多維護生態和保育原則，但土地的

劃定和利用上並非如此，例如較受爭議的路環疊石塘山山腰，經過多年辛苦後才收回，為何

會列為居住區，也沒有向市民交代。 

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則表示，在今次草案在文化保育的著墨未提具體處理方法。他又

稱，文物保育不應單限在舊城區，他關注草案中提到內港將發展成濱海商業區，龐朝暉指

出，雖然內港少文物，但也是歷史氛圍較重的建築，代表著澳門上世紀的城市記憶，認為當

局應說明如何歷史保留和結合商業發展。(廖冬韻  袁錦揚 劉寶嬋) 

 

N548  9/9/2020 澳門電台 

 

聽眾關注總體城規草案對文物建築景觀保育 

(澳門電台消息) 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出席本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探討總體城規草案

時表示，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予旅遊博彩發展，及將工業用地活化或升級到高技術

發展，但在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等設施未有細緻描繪，建議當局因應社會急

速發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給新的發展方向。 

 另外，有聽眾關注草案對文物建築的景觀保育問題。 

 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表示，以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高為例，草案列明的高度與西望

洋山(主教山)等高，已引起社會聲音反響，但其他地方的建築限高又無說明，擔心若未來可放

高也會有爭議。 

 城規師胡玉沛表示，雖然草案中有 21 個景觀控制點，但若以鳥瞰圖展示美麗的願景只會似

“售樓書”，認為應以行人三維角度實際顯示，檢視景觀有否被遮擋。他又擔心政府會否因

政法區要遷移至南灣湖 CD 區要把建築物限高“用到盡”。(袁錦揚  廖冬韻  劉寶嬋) 

 

N549  9/9/2020 澳門電台 

 

有城規會委員認同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間水域 

(澳門電台消息)位於友誼大橋及嘉樂庇總督大橋之間海域、氹仔對開海面的新城 D 區的填海

計劃有變。政府建議不填 D 區，改填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面積約 41 公

頃。 

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雷民強認同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間水域填海是合理安排，認為對日後區

與區之間的交通往返、優化交通、減少環境污染等都較為有利。 至於政府建議不填 D 區會否

影響未來該區的規劃，雷民強認為，可在日後城市規劃中增加更多配套，增加區域的功能

性，同時希望政府多個部門到城規會介紹時，可多作有關介紹和解答。 

委員呂澤強支持有關的填海計劃，認為效益會更好，至於南灣湖 C、D 區限高為海拔 62.7

米，他認為建議合理，認為限高或建議建築物靠近山體，沿海建築物降低，是為了澳門半島

未來沿海濱海視覺景觀線。(郭錦冰 黃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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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50  9/9/2020 澳門電台 

 

城規師憂慕拉士發展商業區或抹煞小商戶空間 

(澳門電台消息) 總體城規草案中提到要將慕拉士改造為商業區，城規師胡玉沛在本台時事節

目《澳門講場》中表示，認同區內工廈有活化的必要，但工廈中有不少本地食品加工場、工

作坊、弱勢社團等存在，是中小微型經濟最後棲身之所，認為當局劃為商業區，地價租金將

會提升，抹煞小商戶的成長，難以談及經濟多元，甚至令小商戶無處安置。 

對於草案提及促進職住平衡，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稱，職住平衡本意好，可紓緩交通壓

力，但市民較偏向從事旅遊博彩業等薪酬福利較好的工作，而博企基本集中在路氹區及新口

岸區，政府不能大規模調配，要發展職住平衡目前只能著眼於路環，在執行上有困難。 

胡玉沛則對職住平衡有保留，認為在路環發展職住平衡，當局須考量市民的職業選擇。(袁錦

揚 廖冬韻 黃偉昌) 

 

N551  12/09/2020 澳門電台 

 

麥瑞權質詢人車分道 

(澳門電台消息) 議員麥瑞權書面質詢關注綠色出行。 

麥瑞權表示，城規草案預計本澳到 2040 年人口將增至 80 萬，人車爭路情況將愈來愈嚴重。

他質詢當局會否考慮在未來的城市分區規劃中，實行人車分道，例如以皇朝區為試點，增設

人行天橋或隧道，將宋玉生廣場、文化中心、觀光塔、科學館，以及對出觀音像建設中的海

濱休憩區的步行系統無縫連接，形成立體的綠色出行交通系統，並完全替代現有的斑馬線、

紅綠燈及步行線，認為有助緩解本澳交通樞紐經常塞車的情況。(李芬艷   盧宇恆) 

 

N552  13/09/2020 澳門電台 

 

業界對城規草案建議慕拉士轉型商業區有不同意見 

(澳門電台消息)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建議將慕拉士工業區轉為商業區。建築師協會會員大會主

席梁頌衍表示認同，他稱，現時工廈主要由製衣、物流等行業租用，工廈轉型是社會發展必

經階段，但或對這些行業造成壓力，他認為政府需考慮在工廈減少情況下，如何適當平衡行

業發展。他又認為，慕拉士轉型商業區，可讓工廈朝辦公樓或文創空間的方向發展。 

城規師林翊捷則認為建議可行性不大，他以興建甲級寫字樓為例，形成中心商業區涉及公共

交通、休憩空間及衣食消費等相關配套，慕拉士區內配套未必滿足有關商業建築需求，而工

廈重建亦涉及業權和法律等問題。(李美琪 黃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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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53  17/09/2020 澳門電台 

 

蘇嘉豪促增加綠地休憩空間 

(澳門電台消息) 議員蘇嘉豪書面質詢澳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進度，並促請政府增加

綠地休憩空間。 

蘇嘉豪認為，隨著政府收回大量閒置土地，加上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的契機，應在不妨礙公共

房屋和設施供應前提下，將土地資源優先規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他並敦促政府改變

對綠地休憩的概念，並非局限於細小的休憩區或狹長綠廊，而是增加更多廣闊開揚的綠地休

憩空間。 (梁舒婷  黃翠婷) 

 

N554  17/09/2020 澳門電台 

 

學者關注城規劃分 18 區內配置 

(澳門電台消息) 澳門大學研究中心舉辦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 

澳門城規學會會長崔世平稱，總體城規草案將本澳劃分 18 個區域，他希望規劃部門說明分區

目的及作用，以及每區會否有例如圖書館、衛生中心等相應社會配套設施。他又關注本澳海

域功能規劃，希望政府結合城規對海域分區管理。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認為，若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單靠興建路橋連接作為交通運

輸設施，或會增加區內交通壓力，兩地之間填平可舒緩區內交通問題，同時填海期間可配合

輕軌東線快速建設，有助降低隧道的建設成本及難度。對於澳氹第 5 通道現時規劃為連接新

城 B 區和 D 區，黃承發認為若不填 D 區，建議可於出入口附近位置增加小面積填海區作連

接。 (李美琪  雷翠雲) 

 

N555  25/09/2020 澳門電台 

 

意見倡分階段開展祐漢 7 棟樓群都市更新 

(澳門電台消息) 街總舉行舊區重建座談會。與會的城規師胡玉沛認為，從城市規劃角度看，

“一次過”開展“祐漢 7 棟樓群”都更工作存在困難，他認為應分階段開展。他建議，優先

為 7 棟樓群中樓齡最高、安全結構存在隱患及重建業權比例較完整的樓宇做都更，政府可為

其餘待更新的樓群加固維護。 

街總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家良認為，都市更新面臨最大挑戰是樓宇重建業權比例，他認為

將重建業權比例單獨立法更有利推動都市更新。按街總過往接觸祐漢區舊樓經驗，他認為 7

樓群降低業權重建比例至 70- 80%較具操作性。 (李惠珊  雷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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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56  8/10/2020 澳門電台 

 

新澳門學社質疑總體城規存“3 大危機 

(澳門電台消息) 新澳門學社舉行記者會，質疑正諮詢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學社認為諮詢草

案有“3 大危機＂，分別涉及南灣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和路環疊石塘山的規劃。 

學社副理事長陳樂琪表示，草案建議的氹仔綠化和公共開放空間難以應付未來 20 年人口需

要，但政府在沒解釋情況下，將收回的氹仔前海洋世界用地劃為商業區。 

學社理事林納麟表示，南灣 CD 區規劃的建築物只要超過現時立法會 10 多米的高度，望向主

教山的開揚景觀便被破壞，建議 CD 區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 

學社副理事長、議員蘇嘉豪表示，政府表面上將路環大部分土地劃為生態保護區，但將幾經

辛苦收回的路環疊石塘山土地劃作居住區，與“守護路環”的民意有很大落差。 (謝娜娜  雷

翠雲) 

 

N557  10/10/2020 澳門電台 

 

有市民認為城規草案沒延續澳門歷史城區肌理 

(澳門電台消息) 第 3 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歷時逾 2 小時，約有

100 名市民出席，20 名市民發言。其中文化局前局長吳衛鳴報名發言，他認為草案沒有延續

澳門歷史城區肌理，例如將蓮花徑“消失”，並對葡京一帶納入南灣區，感到奇怪。吳衛鳴

又形容 18 區的命名很“冷漠”，失去原有歸屬感和認同感。 

工務局表示，18 分區沿用統計分區概念，命名只是方便規劃工作，不會改變行政分區沿用名

稱。 

有多名市民發言關注疊石塘山地段和南灣 CD 區規劃，提出應作為休閒用地等建議。 

另外，有市民關注停車位少問題。交通事務局認同配合社會發展需要適當增加停車位，未來

透過總體規劃和都市更新，創設條件包括在舊區興建停車場。亦有多名市民關心安老設施規

劃。工務局表示，各區的安老設施位置會在詳細規劃內訂定。(謝娜娜  黃彩嬋) 

 

N558  28/10/2020 澳門電台 

 

新澳門學社冀政府重視城市總規社會主流民意 

(澳門電台消息)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公開諮詢期將於下週一 (11 月 2 日) 結束。新澳門學

社到工務局提交意見書，他們認為，公眾非常重視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

目標，希望政府重視社會主流民意，包括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和景觀保育。 

新澳門學社又認為，特區換屆令城市總規草案編製的連貫性和協調性不足，尤其是於公開諮

詢展開後數天，才透露正向中央申請不填新城 D 區，但沒有評估對城市總規諮詢方案的影

響，亦無提供科學理據，令公眾發表意見時無所適從，做法亦可能觸發城規法的規定，要把

諮詢推倒重來。 (郭錦冰  雷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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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59  30/10/2020 澳門電台 

 

傳新協會形容總體城規諮詢“應付式交功課” 

(澳門電台消息) 傳新澳門協會舉行記者會，就總體城規草案和輕軌東線諮詢發表意見。協會

理事長林宇滔形容，諮詢文本是“應付式交功課”，只有願景式的口號，沒有就文本的建議

提供數據及指標供公眾參考。他指出，政府在諮詢開始後突然披露有意取消新城 D 區填海，

並以新城 A 區旁的水道區域置換，認為若在沒有任何水文分析的情況下不填 D 區，不排除 C

區與 E 區間的水域會有淤塞或其他問題；他又質疑原計劃用作 D 區填海的惰性廢料如何處

理。 

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認為，政府應同時考慮輕軌東線的地底和高架方案，並提供優缺點給公

眾討論和選擇。他又促請政府考慮修改第 4 條跨海大橋工程方案，預留空間予輕軌通行。(廖

冬韻  黃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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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 Opiniõ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Tradicional – 電視台 Televisão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電視台及意見摘要 

Data, Televisão e Resumo das Opiniões 

 

N560  5/9/2020 

商戶：搞掂水浸問題先 

 

對於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 在內港打造商業街暨水岸公園，有商戶認為，應先根治區內水患

問題，碼頭業界認為應先考慮碼頭的歷史價值與以保留，有坊會認為區內活化工作已經同步進

行。 

商戶：搞掂水浸問題先 

內港碼頭區域聯誼會：水岸公園可配合海上遊 

兩海坊會：治水與區域活化工作應同步進行 

N561  5/9/2020 

學者： 規劃要與周邊地區的協調 

 

學者： 認為未來城市發展定位清晰，融入大灣區發展是趨勢，未來發展必須兼顧規劃要與周邊

地區地市配合的協調。草案建議調整一些區域的用途，例如在內港及慕拉士大馬路一帶增加商

業元素，認為這些區分由於鄰近珠海，規劃上更加要考慮與周邊地區的協調。 

理工學院副教授: 當我們改變我們的土地用途，尤其是涉及水患治理和公共交通的接駁，與周

邊地區的協調。 

團體：關注城市總體規劃能否與都市更新配合。 

 

N562  5/9/2020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打造內港商業街和水岸公園 

 

商戶:首先要解決好水浸問題 

商戶:平時都咁臭，要整好都唔知要幾錢，不看好。 

坊會：保留碼頭貨運功能，發展商業和旅遊元素 

 

N563  6/9/2020 

城市總體規劃 草案提出南灣 C、D 區設置政府設施建築物高度不超越西望洋山 的海拔 62.7 米 

 

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譚志廣：如果是和山體同一高度時，相信會對文化遺產保護構成一些壓

力，限高應訂定得更嚴謹，建議在 35 米以下 

城規師胡玉沛：: 政府盡快公佈該地段每個建築物實際限高，保障主教山的景觀視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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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新城 A 區的公屋比例太高，認為應該先有城市規劃，再決定 A

區公屋比例更合適 

 

N564  6/9/2020 

城市總體規劃舉行公眾諮詢會 

 

南灣湖 C、D 區規劃政府設施 

建議建築物高度不超越 #西望洋山 海拔 62.7 米高度 

【文遺委：有壓力！】 

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譚志廣：如果是和山體同一高度時，相信會對文化遺產保護會構成一些壓

力，最高點是如何落墨，在諮詢過程中要具體表達這些信息出來 

城規師胡玉沛：這個地段就算建海拔 20 米都好，現在我們站的這個位置已阻擋 #主教山 的景

觀，要好視乎政府如何制定行人視角去看到（主教山），哪個位置駐腳才可以看到這個宏觀視

野 

N565  7/9/2020 

未來路環應該點規劃 

 

在城市大學舉行的座談會，學者認為路環除了生態環境外，現存的民間信仰、節慶等亦具有保

護價值。在規劃上要兼顧保護路環原有的傳統和生活形態 

 

N566  7/9/2020 

建議規劃者應更新對旅遊資源的理解 

 

在城市大學舉行的座談會，學者認同旅遊的多元化發展以及優化旅遊承載力的策略指引，建議

規劃者應更新對旅遊資源的理解 

在規劃分區中訂出更多可行的新興旅遊業態發展方向。 

 

N567  8/9/2020 

議員：路環若發展會以保育優先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公眾諮詢 (議員諮詢專場)，有議員關注南環湖 CD 區限高問題，建議限制建

議物高度在 40 米以下。又關注疊石塘一帶山體保育問題，希望更多做一些綠化面積。石排灣

區的居住密刃度已相當高。亦關注市民居住面積規劃配套問題。 

N568  9/9/2020 

【澳門講場】總體城規草案 

 

有團體認同預留一定比例的土地發展商業、搏彩和住宅用途，但認為在海洋經濟方面著墨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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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學會： 唯一我自己感覺篇幅較小相對較薄弱的層面，我們都知澳門另外未來的發展方

向是海洋經濟，報告有提到，但似乎未有細化規劃出一些預留位置或土地。 例如海洋旅遊的配

套、碼頭設施或未來旅客來澳的動線，如何聯繫周邊海域旅遊，認為描繪未到很細緻的層面。 

市民：建住宅一定會挖空山體，為甚麼一定要用疊石塘山，幾經辛苦收回土地，為甚麼不是為

民生多做一點，這個規劃全部都是為商人而建 

城規師胡玉沛：草案是「危機四伏」，之前浪費了這麼多公帑做的新城諮詢，完全沒有尊重過

民意，突然之間收到城規草案諮詢不足 72 小時內，司長帶頭作出重大改動不填 D 區，質疑認

受性 

例如海洋旅遊的配套、碼頭設施或未來旅客來澳的動線，如何聯繫周邊海域旅遊，我認為描繪

未到很細緻的層面。昨天司長也說了氹仔新城填海 D 區會取消會和 A 區置換填海計劃，但我

們那麼辛苦由去年底至今年 3 月才完成的第五通道環評公示，但涉及到澳門未來 20 年發展那

麼重要的規劃文件，是居然沒有？是否他們早知道 D 區不存在？ 

市民：講了很多年的媽閣灣仔河底隧道又沒有提到，現在說灣仔口岸是臨時性質？究竟和珠海

的溝通是怎樣？ 

市民：擔心疊石塘山體受影響 

市民：期待草案可以解決交通及住屋等問題。 

市民：希望解決內港水浸問題 

 

N569  9/9/2020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諮詢公眾 

 

有團體認同預留一定比例的土地發展商業、搏彩和住宅用途，但認為在海洋經濟方面著墨較

少。 

澳門經濟學會： 

唯一我自己感覺篇幅較小相對較薄弱的層面，我們都知澳門另外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海洋經濟，

報告有提到，但似乎未有細化規劃出一些預留位置或土地。 

例如海洋旅遊的配套、碼頭設施或未來旅客來澳的動線，如何聯繫周邊海域旅遊，我認為描繪

未到很細緻的層面。 

 

N570  9/9/2020 

城規師質疑取消 D 區填海認受性 

 

市民：建住宅一定會挖空山體，為甚麼一定要用疊石塘山，幾經辛苦收回土地，為甚麼不是為

民生多做一點，這個規劃全部都是為商人而建 

城規師胡玉沛：草案是「危機四伏」，之前浪費了這麼多公帑做的新城諮詢，完全沒有尊重過

民意，突然之間收到城規草案諮詢不足 72 小時內，司長帶頭作出重大改動不填 D 區，質疑認

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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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71  9/9/2020 

有市民認為本澳城規應和鄰近地區銜接 

 

市民：講了很多年的媽閣灣仔河底隧道又沒有提到，現在說灣仔口岸是臨時性質？究竟和珠海

的溝通是怎樣？ 

城規師：昨天司長也說了氹仔新城填海 D 區會取消會和 A 區置換填海計劃，但我們那麼辛苦

由去年底至今年 3 月才完成的第五通道環評公示，但涉及到澳門未來 20 年發展那麼重要的規

劃文件，是居然沒有？是否他們早知道 D 區不存在？ 

 

N572  9/9/2020 

團體認為城規草案海洋經濟著墨少 

 

澳門經濟學會： 唯一我自己感覺篇幅較小相對較薄弱的層面，我們都知澳門另外未來的發展方

向是海洋經濟，報告有提到，但似乎未有細化規劃出一些預留位置或土地。 例如海洋旅遊的配

套、碼頭設施或未來旅客來澳的動線，如何聯繫周邊海域旅遊，認為描繪未到很細緻的層面。 

 

N573  9/9/2020 

有城規會委員認同不填新城 D 區 

 

有城規會委員認同不填新城 D 區，相信有助完善新城 A 區往返澳門半島的交通規劃。 

 

N574  13/9/2020 

工務局強調疊石塘山不會完全開發作居住區 

 

首場總規公眾諮詢場，有與會者關注保育問題。關注政府將傳染病中心及健康徑旁劃為居住

區。不希望疊石塘山一帶變成住宅區。 

有與會者關注內港治水和商業區設置問題，要求加快落實治水的基建工程。內港商業化不是城

規唯一的出路。 

 

N575  14/9/2020 

有建築師倡慕拉士商區向寫字樓發展 有城規師認為工廈轉型商區可行性低 

市民：工廈遷出可減少污染 

市民：已有寫字樓進駐不如直接轉型 

建築師團體：須平衡工業活動發展，同時降低該區人口密度，建議向寫字樓、文創空間方向發

展 

城規師：要拆卸重建有難度，而交通等配套是否能跟上是另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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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76  16/9/2020 

團體促交代替代 D 區功能方案 

 

有議員表示認同方案，又認為新填海建議可以解決黑沙環區長遠發展的需要，但促請政府釋出

更多關於新城 D 區的信息。 

 

N577  17/9/2020 

學者倡若不填 D 區需另覓第五通道出口 

 

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18 區每一區發展出來後，是否有對等配套服務設施，會否對土地

利用一闊三大澳大科技學院副教授黃承發：如果不填新城 D 區，連接點可能在附近，要加一些

小小的填海區或補償區，因為隧道要有上落區間始終要有個位置。 

 

N578  30/9/2020 

學者指有條件降南灣湖 CD 區限高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座談會中，澳大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展鵬: 有條件降南灣湖 CD 區限

高，以及同邊建築物的密度，保護主教山山體文化景觀。又認為草案目前欠缺各區人口分布數

字，難以科學分析每個分區對社區文化設施的需求。 

亞太城市建築學會理事長高武洲認為不應強調每個分區的純粹性，應綜合考慮及發展。例如文

化保護、交通、居住等。 

 

N579  8/10/2020 

有團體關注總規多地段規劃草案 

 

新澳門學社關注草案中南環湖 CD 區、路環疊石塘山的相關規劃，擔心會對景觀及生態造成破

壞，希望政府善用氹仔及前海洋世界土地，劃為陛地及公共開放空間，滿足氹仔未來人口增加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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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民意 Opiniões do Público na Internet – Facebook 

(本部份內容為意見提供者原文照錄 Em seguida estão os trechos do conteúdo original fornecido pelo comentador)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及意見摘要 

Data e Resumo das Opiniões 

O001 26/8/2020 

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年內諮詢 

希望重點考慮舊城區舊唐樓重建，特別系學校集中既區域路段，如賈伯樂提督馬路，一條路

有四間名校，成條路卻無一棵樹和一處休閑康樂地方，小學對面仲有 24 小時吾關門既棺

鋪！少巴士，仲要日日塞車，無專門停車場。 

O002 27/8/2020 

轉載 愛暪日報︰城市總規諮詢前夕 據報政府擬將政法區高樓改插南灣湖 CD 區 

【好多嘢，冇咗就永遠冇咗】 

這裡，是澳門半島千年一遇的山海城景觀，我們要努力為子孫後代珍藏和發揚！ 

從西望洋山的制高點，圖中最左邊的初級法院大樓已經「碰到」海岸線，豈能漠視未來整個

南灣 CD 區都是一群政法高樓？ 

這份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的有效期預計至 2040 年，未來兩個月（9 月 4 日至 11 月 2 日）的公

眾諮詢是一場硬仗，希望大家到時一起發聲！ 

O003 2/9/2020 

【愛瞞報道】政法區高樓或改插南灣湖 CD 區 學社林納麟：澳門半島特色景觀所剩無幾應予

大眾享受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將於 9 月 4 日起進行公開諮詢，其中新城 B 區以及南灣湖 CD 區的規

劃為其中著眼點。早前有葡文傳媒報道，政府擬收回於新城 B 區建設政法區的規劃，改為建

於南灣湖 CD 區上。 

惟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日前回應上述說法時直言「我冇話取消」，他表示有關詳情將於 9

月 4 日起公開諮詢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時公佈，籲社會不用著急。 

．張永春稱新城 B 區或用作商業辦公區 

政法區本包括終審法院、中級法院、初級法院、檢察院、廉署、審計署、警察總局大樓，而

社會一直關注相關建築物的高度，擔憂會對主教山至舊大橋一帶澳門半島南岸的景觀造成影

響。 

對於社會的憂慮，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表示，當局會在《總規》諮詢時聽取意見，又稱政

府保護世遺的意志堅強，認為社會無需擔心。 

至於政法區的規劃，張永春指部分政法區原定的部門已另有選址，因此新城 B 區或會用作發

展商業辦公區。 

．學社林納麟評南灣湖區用途：理應讓市民大眾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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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參考新加坡濱海灣花園和香港西九文化區等案例，把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結合並打

造成城市永續休閒地標的新澳門學社理事林納麟認為，繼東望洋燈塔、大炮台等歷史建築被

遮擋後，澳門的特色景觀已所剩無幾，擔心政法區多座高樓建成後，連主教山的景觀亦會被

擋，「而家喺主教山上面望出去都仲見到海平面，之後可能只會望到一排屋頂」。 

林納麟表示南灣湖一帶是澳門僅有，最為優質的休閒地段，政府理應讓市民大眾享受，而非

建設政法區；他續指，當局對政法區的定義不清晰，加上檢察院、警察總局大樓等部門都已

經另有選址且準備招標興建，認為根本無需要另外再建設政法區，「每個部門都已經有自己

嘅空間，咁仲需要去做咩（政法區）？當然有啲部門嘅地方係租嘅，但政府其實可以用其他

方法處理」。 

O004 2/9/2020 

【守護】冇人有資格私有化屬於澳門人嘅珍貴景觀！ 

#密切關注城市總體規劃公開諮詢 (9 月 4 日至 11 月 2 日) 

O005 4/9/2020 

續住講：南灣 CD 新城 B 好唔樂觀，因為呢個地帶牽涉澳門獨一無二嘅山海城風貌，理應規

劃低密度綠地同向公眾開放空間，但諮詢美其名搞政府區同商業區，大廈可以同主教山平排

甚至更高，講穿就係官商聯手私有化半島最後一片淨土，最後施捨雞碎綠廊俾澳門人。 

O006 3/9/2020 

真係痴線！澳門政府提議南灣 CD 區建築最高 62.7 米。點解係 62.7？因為主教山就係

62.7。由教堂望海會有一堆同個山平排嘅大廈。政府已經毀滅咗東望洋，上燈塔望海就知幾

不堪；而家連西望洋都要搞死？如果咁都可以成事，即係成個澳門山海城景觀玩完。 

O007 5/9/2020 

澳門整體規劃咨詢，地雷處處，之前在守護路環事件中，被推倒的疊石塘山高樓計劃，現在

完完整整搬回枱面。 

O008 5/9/2020 

破壞路環，死心不息。 

教我如何相信政府嘴巴的「生態保護」？ 

轉載 正報-︰疊石塘被城市總規標為『居住區』 守護路環目的未達 

O009 6/9/2020 

【南灣 CD 區根本應該係綠地開放空間】 

唔使「憂」喇，如果俾政府份草案過到骨，主教山就會宣布玩完。 

#唔好講 63 米 #36 米都死 #政法區摧毀山海城命脈 

871



 

O010  6/9/2020 

澳門整體規劃咨詢正式展開，這不是單純建築物合不合理的問題，而是關乎澳門未來發展、

我們的生活空、我們的生活環境，經濟結構等問題。 

撫心自問我們期待著怎樣一個生活空間、怎樣一個澳門呢? 這比我們樓下多一個垃圾筒、燒

衣會唔會燒你間屋，鄰居的鞋櫃是否阻你出入要大很多。 

因為我們活在這個城市，我們亦必須要知道我們活在一個怎麼的城市，我們希望我活在一怎

樣的城市呢。 

 

O011  7/9/2020 

轉載 正報 ︰原海洋世界地 做濱水商業區 

【本報訊】堪稱最後收回的閒置地王──原「海洋世界」批給的逾十三萬平方米土地，政府

如何處置備受關注。正公開諮詢中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就

披露，該大片土地將改頭換面，構建嶄新的濱水商業區，創新城市景觀風格。 

勢指導澳門至少廿年發展方向的《總規》草案除「交代」了曾惹起建超高樓爭議的路環疊石

塘山山腰收回地政府續劃作「起樓」的居住區外，也首度「交代」面積較前者大一倍有多的

原「海洋世界」閒置地收回後的發展方向。 

規劃氹仔北濱水商業區 

《總規》草案提出，在氹仔北側的「氹仔北區-1（新城 CD 區）」及「氹仔北區-2（即統計

分區的海洋及小潭山區、大學及北安灣區）」，新構建濱水商業區，為區內增加商業元素，

擴大經濟活力，鼓勵原區就業，促進職住平衡。 

草案所載的一幅模擬圖顯示，氹仔北海濱商業區將規劃建約十幢樓宇，層數由約十至廿層不

等，部份空間尤近水的作綠化公共空間等。 

根據土地用途規劃，兩區各劃有一處劃作商業區，「氹仔北區-1」為新城 C 區近西灣大橋一

側，而「氹仔北區-2」的一處，正已宣告批給失效的原「海洋世界」閒置地。 

與草案劃為不都市化的小潭山一路之隔的原「海洋世界」閒置地有荒廢綠洲之戲稱，當局沒

順勢將之劃作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用途，也沒搞易受支持的起樓居住區。按介紹，商業區主

要是作商業辦公、金融、零售、餐飲、會展等服務性活動，相信也不會延續當年的主題公園

之計劃。 

還在收地程序中 

該土地是於一九九七年澳葡政府批出中華娛樂有限公司填海興建「海洋地界」主題公園，曾

計劃於九九年中初步竣工。二○○三年承批公司提出改批給用途為商業及住宅，並增批至五

十五萬平方米土地之申請，不過未成事。 

到一八年政府批示，以歸責於承批人不按合同發展為由宣告土地批給失效。當時主要股東、

近年已淡出政界的馮志強大表不滿並上訴，但一一敗訴，最近的是今年五月的土地勒遷案在

中院敗訴。 

雖然政府之前稱正持續有序清遷和收回的，但至今還未能展開實際收地行動，上月遭議員質

詢為何遲遲未能成功收回有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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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12  8/9/2020 

#拆解城市總體規劃 #暫時贏粒糖永遠輸間廠 

【臨時車胎公園只是掩護 商家瞄準海洋世界靚地】 

近年政府收回大量閒置地，社會呼籲臨時利用好過養蚊，遂政府其中一個項目是臨時車胎公

園，位於氹仔廣東大馬路 BT 地段（面積 1.9 萬平方米，工期一年，預算 3,000 萬，存續期

不詳）。 

政府拒絕保留文化紗廠與車胎公園共融的一刻，已經可以確認政府沒有長遠保留公園的心

思，車胎公園最多是「玩兩玩」、「拍拍手」的臨時玩意。這塊地之後大有可能搖身一變成

為私人豪宅。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進一步確認，臨時車胎公園選址被劃為「居住區」，而非如中央

公園般的「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 

到底在成為豪宅之前，為何會出現過渡的車胎公園？政府除了要嬴取眼前的掌聲，更可能是

要掩護另一個主角——氹仔前海洋世界。 

氹仔前海洋世界土地已被政府收回，面積逾 13 萬平方米，由於背山面海，是氹仔極罕有的

靚地，社會一直要求將之規劃為休閒、綠化、玩樂空間。然而，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

顯示，前海洋世界被劃為「商業區」，毫無「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 

如果草案通過，可以預見這塊靚地、這個靚景，將被商業界徹底私有化，最多施捨公眾一丁

點所謂「濱海綠廊」或者幾棵樹。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看 1.9 萬平方米的臨時車胎公園，要結合 13 萬平方米的前海洋世

界。車胎公園只是掩護用的「甜頭」，前海洋世界才是「戲肉」。這裡的意思不是要市民放

棄公園，而是更應該看長遠些，認清「甜頭」後更出力為「戲肉」發聲。 

否則，日後前海洋世界商業區建成，臨時車胎公園再被轉為私人豪宅，便是大商家大獲全勝

的日子。 

 

O013  8/9/2020 

【愛瞞報道】城市總規草案倡慕拉士搖身一變商業區 賀田工業中心或可從中得益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現正公開諮詢，至 11 月 2 日截止。諮詢文本提倡工業升級轉型，將慕拉

士大馬路工業區逐步轉型作非工業用途，提升區內土地和產業經濟價值。特首賀一誠發跡的

賀田工業中心雖位處黑沙環第五街，但毗連慕拉士的工業大廈，或可被納入升級商業區而從

中得益。 

．慕拉士工業區變商業區容許高建築新地標 

諮詢文本的土地用途規劃圖顯示，現時工廈林立、由黑沙環第五街至漁翁街的一段慕拉士大

馬路將被完全改劃為商業區，作為主要的經濟產業用地之一。政府建議慕拉士工業區逐步轉

型作非工業用途，提升區內土地和產業經濟價值，減少工業活動對居住區的影響，改善社區

整體生活環境。 

政府的技術文件介紹指，位處東區-1 的相關原工業區將透過都市更新轉換作商業區，商業區

主要為商業及服務活動區域，如商業辦公、金融、零售、餐飲、會展等。政府建議新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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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較高的建築物，帶來嶄新和鮮明的天際線和地標，為區內注入活力，打破住宅區較單一

的城市景觀風格。 

．超優惠價助工廈變商廈？特首工廠或可一併得益 

至於如何推動升級轉型，會否以超優惠價容許工廈搖身一變成為商廈，當中的經濟利益如何

計算，文本未有提及。但細看有關區域功能分布圖，新商業區包括極少數不在慕拉士大馬

路、位處黑沙環第五街的賀田工業中心現址，如草案獲得通過，或可一併得益升級。 

有關工廈為賀田工業有限公司的廠址，由特首賀一誠父親賀田在 1950 年代創立，經營家用

電器、環保太陽能燈、太陽能光電池組件、塑膠及鋁電筒等產品。翻查終審法院公布的財產

及利益申報書，賀一誠現時身兼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四分之一，而他上任特首前更是公司

董事總經理，出資額為五分之一。 

 

O014  8/9/2020 

【愛瞞報道】《總體規劃》文本列 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與主教山平排 議員批破壞山海城景

觀：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 

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方案》草案進行公開諮詢，立法會今（8 日）舉行

議員專場，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等官員出席。 

‧ 吳國昌李靜儀關注疊石塘山規劃 

《總規》草案雖建議規劃屬生態保護區的疊石塘山為不可都市化地區，但山體的其中一個地

段仍被劃入居住區，而該地段曾於數年前因發展商企圖興建過百米超高樓項目而引發「守護

路環」運動。直選議員吳國昌、李靜儀均關注到疊石塘山規劃，籲思考是否應將山體列入不

可都市化用地、如何保育並增加綠化面積等問題。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指，路環一帶雖設有居住用地，但只會是中低密度的居住

區，當局會以保育為優先。 

‧ 蘇嘉豪關注南灣湖 CD 區限高：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 

而直選議員蘇嘉豪則關注到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高度對主教山景觀的影響，草案建議該區建

築物高度可達 62.7 米，即與主教山平排。他指政府雖說相關建築屆時未必會達 62.7 米，但

直言「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直斥松山山腳所有建築物都達到限高的 90 米，與松山平

排遮蔽燈塔景觀。 

蘇嘉豪建議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的限高應與立法會和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的高度一

樣，才能保護主教山景觀。另外，他又認為南灣湖 CD 區的規劃應是廣闊、開揚、低密度，

主要為綠化地、公共空間，少部分為文化設施及旅遊娛樂，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

而不是現時草案建議，大部分為政府用地的方案。 

．羅立文不願過多填海影響風景：澳門其中一個靚嘅地方就係呢啲水 

羅立文表示，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切換填海地段，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為填新城 A 區與

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他認為新城 D 區未必是填海的最好地段，而澳門半島缺乏綠化

區，若將上述水道區域作為綠化區效果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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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媒問到為何不選擇新城 D 區與水道區域同時作綠化區，羅立文反問「需唔需要填咁多

啊？」，又表示他個人覺得「澳門其中一個靚嘅地方就係呢啲水」，擔心過量填海會影響風

景。 

至於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會否影響原本的住屋用地規劃，羅立文回應指新城 A 區和氹仔偉龍

馬路合共已有近四萬個住宅單位，認為能應付社會需求。 

 

O015  8/9/2020 

【今日在城市總體規劃議員諮詢專場的發言】 

 

如果這份草案通過，澳門唯一保留的山海城歷史景觀一定玩完！ 

我越看這份文本就越心驚，一開始第 3 頁澳門日景模擬圖顯示南灣湖 CD 區是綠化空間，很

好；第 10 頁註明濱水歷史旅遊軸帶，也很好；第 14 頁開始變了粉紅色，即是公用設施區；

第 27 頁正式說了政府的企圖，將這區全部變成政府設施區；翻到第 92 頁最心驚，這區建築

物可以與主教山（62.7 米）平排。 

政府稱 62.7 米只是最高，到時不會這麼高，當年討論松山燈塔限高，市民已經被政府騙了

一次，松山腳限高 90 米，所有建築物便建到 90 米，與松山 （90 米）平排，燈塔也不見

了，是否要主教山教堂也變成這樣？ 

南灣湖 CD 區要維護的景觀，不只是諮詢文本所說的「主教山—西灣湖」和「聖地牙哥炮台

—十字門水道」，公眾在之前的《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要求的是主教山望向舊大

橋，再由外海清楚望向主教山的雙向景觀。 

因此，南灣湖 CD 區應該規劃為廣闊、開揚、低密度，主要是淺綠色，即綠化地和開放公眾

空間區，少部分是文化設施和旅遊娛樂，參考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讓公眾容易觸及和使

用。 

現在的方案提出將南灣湖 CD 區所有土地變成政府設施區，即是政府與民爭地，只保留很少

部分是淺綠色，即所謂海濱長廊。我要強調的是，只要做好整個片區的旅遊休閒規劃，沿岸

綠廊便會自然出現。 

整個核心區域的限高必須嚴重降低和管控，62.7 米與主教山平排完全不能接受；如初級法院

刑事大樓約 35 米，從主教山眺望大樓屋頂已經碰到外海水面，一樣破壞景觀；應當參照立

法會大樓和中葡論壇建築物約 10 至 20 米，才有辦法維護到這個可一不可再的山海城珍貴景

觀和歷史輪廓。 

澳門立法會議員 蘇嘉豪 Sulu Sou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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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16  8/9/2020 

轉載【愛瞞報道】《總體規劃》文本列 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與主教山平排 議員批破壞山海

城景觀：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 

政府正就《城市總體規劃》及《輕軌東線方案》草案進行公開諮詢，立法會今（8 日）舉行

議員專場，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等官員出席。 

‧ 吳國昌李靜儀關注疊石塘山規劃 

《總規》草案雖建議規劃屬生態保護區的疊石塘山為不可都市化地區，但山體的其中一個地

段仍被劃入居住區，而該地段曾於數年前因發展商企圖興建過百米超高樓項目而引發「守護

路環」運動。直選議員吳國昌、李靜儀均關注到疊石塘山規劃，籲思考是否應將山體列入不

可都市化用地、如何保育並增加綠化面積等問題。 

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指，路環一帶雖設有居住用地，但只會是中低密度的居住

區，當局會以保育為優先。 

‧ 蘇嘉豪關注南灣湖 CD 區限高：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 

而直選議員蘇嘉豪則關注到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高度對主教山景觀的影響，草案建議該區建

築物高度可達 62.7 米，即與主教山平排。他指政府雖說相關建築屆時未必會達 62.7 米，但

直言「松山已經俾你氹咗一次」，直斥松山山腳所有建築物都達到限高的 90 米，與松山平

排遮蔽燈塔景觀。 

蘇嘉豪建議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的限高應與立法會和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的高度一

樣，才能保護主教山景觀。另外，他又認為南灣湖 CD 區的規劃應是廣闊、開揚、低密度，

主要為綠化地、公共空間，少部分為文化設施及旅遊娛樂，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

而不是現時草案建議，大部分為政府用地的方案。 

．羅立文不願過多填海影響風景：澳門其中一個靚嘅地方就係呢啲水 

羅立文表示，政府近期已向中央申請切換填海地段，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改為填新城 A 區與

澳門半島之間的水道區域。他認為新城 D 區未必是填海的最好地段，而澳門半島缺乏綠化

區，若將上述水道區域作為綠化區效果會更佳。 

有傳媒問到為何不選擇新城 D 區與水道區域同時作綠化區，羅立文反問「需唔需要填咁多

啊？」，又表示他個人覺得「澳門其中一個靚嘅地方就係呢啲水」，擔心過量填海會影響風

景。 

至於取消新城 D 區填海會否影響原本的住屋用地規劃，羅立文回應指新城 A 區和氹仔偉龍

馬路合共已有近四萬個住宅單位，認為能應付社會需求。 

 

O017  8/9/2020 

轉載 蘇嘉豪 Sulu Sou 

【今日在城市總體規劃議員諮詢專場的發言】 

如果這份草案通過，澳門唯一保留的山海城歷史景觀一定玩完！ 

我越看這份文本就越心驚，一開始第 3 頁澳門日景模擬圖顯示南灣湖 CD 區是綠化空間，很

好；第 10 頁註明濱水歷史旅遊軸帶，也很好；第 14 頁開始變了粉紅色，即是公用設施區；

876



 

第 27 頁正式說了政府的企圖，將這區全部變成政府設施區；翻到第 92 頁最心驚，這區建築

物可以與主教山（62.7 米）平排。 

政府稱 62.7 米只是最高，到時不會這麼高，當年討論松山燈塔限高，市民已經被政府騙了

一次，松山腳限高 90 米，所有建築物便建到 90 米，與松山 （90 米）平排，燈塔也不見

了，是否要主教山教堂也變成這樣？ 

南灣湖 CD 區要維護的景觀，不只是諮詢文本所說的「主教山—西灣湖」和「聖地牙哥炮台

—十字門水道」，公眾在之前的《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要求的是主教山望向舊大

橋，再由外海清楚望向主教山的雙向景觀。 

因此，南灣湖 CD 區應該規劃為廣闊、開揚、低密度，主要是淺綠色，即綠化地和開放公眾

空間區，少部分是文化設施和旅遊娛樂，參考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讓公眾容易觸及和使

用。 

現在的方案提出將南灣湖 CD 區所有土地變成政府設施區，即是政府與民爭地，只保留很少

部分是淺綠色，即所謂海濱長廊。我要強調的是，只要做好整個片區的旅遊休閒規劃，沿岸

綠廊便會自然出現。 

整個核心區域的限高必須嚴重降低和管控，62.7 米與主教山平排完全不能接受；如初級法院

刑事大樓約 35 米，從主教山眺望大樓屋頂已經碰到外海水面，一樣破壞景觀；應當參照立

法會大樓和中葡論壇建築物約 10 至 20 米，才有辦法維護到這個可一不可再的山海城珍貴景

觀和歷史輪廓。 

澳門立法會議員 蘇嘉豪 Sulu Sou 

2020 年 9 月 8 日 

 

O018  9/9/2020 

【愛瞞報道】城規師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 對取消新城 D 區感震驚 

《城市總體規劃》現正進行公開諮詢，城規師胡玉沛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又對取消

新城 D 區感到震驚，批評當局多次花費大量公帑進行新城諮詢，但結果沒有尊重民意及城規

原則。 

胡玉沛於電台節目表示，《總規》草案表面上看似「十拿九穩」，但當往下閱讀時便發現

「危機四伏」，他指整份草案對土地的用途欠缺詳細解釋，並以商業用地為例，質疑氹北商

業區的建設地點為何不選在臨時車胎公園，而需靠近海邊？他指現時土地用途無技術分析，

亦沒有量化標準設定有關土地的利用。 

另外他又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日（8 日）提出取消新城 D 區感到震驚，質疑為何不將

商業區設在新城 D 區，原海洋世界地段則作綠化帶及生態緩衝區。批評當局早前花費大量公

帑，先後 3 次進行新城諮詢，但結果完全沒有尊重民意，以及維護公眾利益為宗旨的城規原

則。 

．草案公布不足 72 小時作大改動 或抵觸《城規法》 

胡玉沛又指《總規》草案諮詢公布不足 72 小時，羅司長便對於新城規劃作出重大改動，變

相有機會抵觸《城規法》，他表示若涉及重大城規修改，理應重新分析後再向公眾諮詢及展

示，他形容當局「重施故技」，自由裁量權依然存在，質疑如何令市民認受本次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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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被問到為何形容《總規》草案是「危機四伏」時，胡玉沛表示草案文本上有保護生態以

致保育原則的表述，但細看土地利用規劃圖則並非如此，並以路環疊石塘山地段為例，他指

該地段千辛萬苦透過廉署調查以及司法判決，才得以收回如此珍貴及不可再生的土地，市政

署現正進行綠化工程，為何又要將其規劃作居住區。 

 

O019  9/9/2020 

每次傾城規景觀，呼籲珍惜守護本土文化，都會有人話要起樓住乜乜乜。諗一諗：主教山望

海咁多塊地啲樓起俾一般市民住？海洋世界一大塊靚地啲樓起俾一般市民住？疊石塘山啲樓

起俾一般市民住？唉，真係唔好講笑啦。 

 

O020  9/9/2020 

轉載 愛瞞日報 Macau Concealers 

唔好當澳門人白痴。 

當年，呃市民松山腳限高 90 米唔會起到最高，結果山邊全部樓都係 90 米；今次城市總規重

施故技，話主教山限高 62.7 米唔會起到最高，睬你都傻，反對到底！ 

仲有，政府唔好郁下就話今次總體規劃唔好傾得咁細，有咩留返之後分區規劃再講。拜託，

總規定死咗個指導原則，分規冇得唔跟，點可能喺總規放過你呀。 

 

O021  9/9/2020 

【愛瞞報道】《總規》草案列新城 B 區增商業區 經濟學者：靚寫字樓度度都有 人才法制

保障資本自由進出才是重點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中建議將本澳近半成土地規劃為商業區，為經濟適度多元創造條

件，為培育新興及高端產業提供環境。當中，草案建議在新城 B 區東側等地增設商業區，以

推動新口岸原有商業區在旅遊娛樂、商業活動方面的協同發展。澳門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關

鋒出席一個網台節目時表示，增設商業區興建寫字樓某程度上的確為經濟多元提供利好空

間，但強調現時已是互聯網時代，許多產業未必需要土地支持，能否創造高附加值行業才是

決定性因素。 

關鋒又指出，本澳欲吸引外資發展總部經濟，硬件並非重點，「靚寫字樓度度都有」，認為

法制保障、資本能否自由進出、人力人才等才是根本。另外，他認為政府要有特定明確計

劃，而非一味籠統說要經濟多元，又指澳門會展業發展不俗，「會展設施、客房、餐飲一啲

都唔輸蝕」，相關配套硬件都不比鄰近地區差，因此《總規》無需再撥地給予會展業。 

‧ 城規師憂慕拉士改商業區使租金升 扼殺中小企生存 

另外，草案又建議將慕拉士大馬路工業區逐步改造為商業區，城規師胡玉沛出席澳門電台節

目時表示認同有必要活化慕拉士一帶的工廈，但當中有不少中小企棲身其中，擔心當局一旦

改造為商業區會帶動地價租金提升，扼殺中小企生存空間，更不用談經濟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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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22  9/9/2020 

【愛瞞報道】文遺研創協會評《城市總規》：對文化保育著墨較少 

《城市總體規劃》中建議於南灣湖 CD 區興建政府設施，而該區建築物的限高為 62.7 米，

即與主教山平排，社會有意見認為會破壞山海城景觀，甚至不應劃為政府用地。 

‧ 文遺研創協會龐朝暉：文本對文化保育著墨較少 

據澳門電台報道，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認為整份《總規》草案對文化保育的著墨較

少；又指南灣湖 CD 區建築物限高已引起社會聲音反響，而其他地段建築限高又未列明，擔

心若未來可放高也會有爭議。 

‧ 城規師憂政府於南灣湖 CD 區建政法區用盡限高高度 

而城規師胡玉沛則直言憂慮政府於南灣湖 CD 區建設政法區時用盡限高高度，即建築物一致

為 62.7 米，與主教山平排。他又認為草案採用鳥瞰圖的方式與售樓書相似，建議採用行人

角度展示，從而檢視景觀有否被遮擋。 

‧ 市民批政府一直對文化景觀問題「彈出彈入」 

亦有市民於澳門電台節目中表示，從草案中未見政府有任何關於城市景觀保育的工作，又批

評政府一直以來對文化景觀問題「彈出彈入」，沒有準則可言。 

‧ 經濟學會：應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 

另外，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指出，《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已預留足夠的土地資源給予旅

遊博彩、工商業發展，但在發展海洋經濟、旅遊配套等卻未有詳細說明，認為政府應就社會

急速發展，預留具彈性的土地資源以作新發展方向。 

 

O023  8/9/2020 

【我城分享】疊石塘不建高樓 │ 正報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將路環疊石塘山山腰一幅土地規劃為「居住區」。工務

局廳長麥達堯宣稱，在路環設置「居住區」，肯定以保育為優先，屬中、低密度住

宅，不會興建高樓，且有綠化開放空間。但是，他沒有提出不會開掘山體。對於上

述「居住區」的規劃，昨午沒有一名議員明確反對。 

年前，市民反對發展商開掘路環疊石塘山興建超高樓；現屆政府剛推出的《澳門特

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不是把上述地段標示為「生態保

護區」或「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而是「居住區」。對此，多名議員提出關

注。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時表示，在路環設置「居住區」，肯定

以保育為優先，相關的「居住區」將屬中、低密度。並提出，在總體規劃草案諮詢

文本發布前，已把相關地段規劃為「居住區」。未來，當詳細規劃時，將在該「居

住區」預留開放空間、綠化面積，亦肯定不會興建高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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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提出，將現時位於慕拉士大馬路的工業區逐步轉

型作非工業用途，提升區內土地和產業經濟價值，減少工業活動對居住區的影響，

改善社區整體生活環境。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回應議員時表示，不一定在未來二十年內完成將慕拉士大馬

路的工業區轉型，城市總體規劃只是提出應該如此的方向，讓發展商按此推進。 

羅立文也表示，城市總體規劃預測本澳人口在二十年後達到八十萬，較現時增加十

三萬，約增加四萬多個家團，單是新城 A 區將有三萬二千個單位；他認為，事實是

澳門已有很多住屋單位。 

 

O024  8/9/2020【我城分享】城規師胡玉沛形容總體城規草案“危機四伏” 

澳門電台節目《澳門講場》昨（9）日與聽眾一同探討城市規劃草案內容。城規師胡玉沛形

容城市總體規劃草案為「危機四伏」，認為土地利用並沒有着墨說明技術分析，欠缺詳細解

釋，以商業用地為例，原海洋世界地段為商業區，何解不設於車胎公園，非要設於海邊不

可？ 

節目上，有聽眾認為經歷多番辛苦才成功收回的疊石塘，現時被規劃為中低密度居住區是不

合理，批評稱：「呢度一定係豪宅，唔會比普通市民住。」更質疑是為商人圖利；另有聽眾

批評整體輕軌沒有預案，過去多個不同範疇的草案或規劃好似積木「砌完又重新再砌」，浪

費時間。 

胡玉沛同樣不認同疊石塘劃分為居住區。他指出，路環是澳門城市「最後的後花園」，笑

言：「無理由嗰到會有公屋別墅啩？」為何仍要刻意挖掘山體？澳門各區屬於混合區城市，

有工業、零售等範疇，政府是否有考量路環區是否可滿足「職住平衡」（即職工的數量與住

戶的數量大體保持平衡狀態）。另一方面，胡玉沛認為慕拉士轉為商業區，或會扼殺設於該

區工業大廈內的文創、藝術、物流等發展。 

文遺研創協會副會長龐朝暉指出，即使該份城市規劃出台後，相信仍難以避免與文遺保育間

的爭議，而 18 區詳細規劃需在總體規劃基礎上進行，龐朝暉擔憂政府無詳細說明，或會留

下爭議伏線。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振國則指出，草案預留較充足的土地資源給予旅遊博彩發展，建議

將工業用地活化或高技術高增值升級發展，但因應社會急速發展，特區政府應更有前瞻性，

預留一定土地資源發展新方向，但海洋經濟、海洋旅遊配套、碼頭設施等則未有細化說明。 

 

O025  8/9/2020 

轉載【愛瞞報道】城規師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 對取消新城 D 區感震驚 

【愛瞞報道】城規師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 對取消新城 D 區感震驚 

《城市總體規劃》現正進行公開諮詢，城規師胡玉沛形容總規草案「危機四伏」，又對取消

新城 D 區感到震驚，批評當局多次花費大量公帑進行新城諮詢，但結果沒有尊重民意及城規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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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沛於電台節目表示，《總規》草案表面上看似「十拿九穩」，但當往下閱讀時便發現

「危機四伏」，他指整份草案對土地的用途欠缺詳細解釋，並以商業用地為例，質疑氹北商

業區的建設地點為何不選在臨時車胎公園，而需靠近海邊？他指現時土地用途無技術分析，

亦沒有量化標準設定有關土地的利用。 

另外他又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昨日（8 日）提出取消新城 D 區感到震驚，質疑為何不將

商業區設在新城 D 區，原海洋世界地段則作綠化帶及生態緩衝區。批評當局早前花費大量公

帑，先後 3 次進行新城諮詢，但結果完全沒有尊重民意，以及維護公眾利益為宗旨的城規原

則。 

．草案公布不足 72 小時作大改動 或抵觸《城規法》 

胡玉沛又指《總規》草案諮詢公布不足 72 小時，羅司長便對於新城規劃作出重大改動，變

相有機會抵觸《城規法》，他表示若涉及重大城規修改，理應重新分析後再向公眾諮詢及展

示，他形容當局「重施故技」，自由裁量權依然存在，質疑如何令市民認受本次諮詢。 

另外被問到為何形容《總規》草案是「危機四伏」時，胡玉沛表示草案文本上有保護生態以

致保育原則的表述，但細看土地利用規劃圖則並非如此，並以路環疊石塘山地段為例，他指

該地段千辛萬苦透過廉署調查以及司法判決，才得以收回如此珍貴及不可再生的土地，市政

署現正進行綠化工程，為何又要將其規劃作居住區。 

 

O026  10/9/2020 

轉載【愛瞞報道】《總規》草案列新城 B 區增商業區 經濟學者：靚寫字樓度度都有 人才

法制保障資本自由進出才是重點 

有啲人 FF 批多啲地起所謂甲級寫字樓，國際知名企業就會投資澳門、將總部設喺澳門，跟

住帶動經濟多元乜乜乜，想像力非常豐富。 

更令人情何以堪嘅係，為咗呢個幻想，不惜將屬於全澳門人嘅海景靚地劃作私人商業區，然

後沿岸求其起幾棵樹就當係海濱綠廊。 

#要有自知之明 

 

O027  10/9/2020 

彈出又彈入.... 

【我城分享】 

車胎公園用地實為居住區 羅司：都話咗係臨時 │ 正報 

【本報訊】《總規》草案把將推建的臨時車胎公園所在地劃作主力起樓的居住區而非公用設

施區、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惹起關注。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直言，車胎公園只屬臨時性

質，與規劃內容未有衝突。 

政府上月突推以氹仔四幅閒置地建臨時性質車胎公園方案，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亦解畫早

稱臨時性質可毋須等待規劃程序去展開，強調有關地段未來將建永久性公共設施。 

然而在正公開諮詢的《總規》草案，有關地段所處的區域被列為居住區，未有像附近的氹仔

中央公園一樣列為綠地或開放空間，亦非官員口中所稱的公用設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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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羅立文昨未有正面回應，直言不希望就具體地段情況作出回應，但指出車胎公園屬臨

時性質，與草案的土地用途規劃性質不同，「佢都話咗係臨時，我哋個嗰唔係臨時呀嘛」。 

笑談海洋世界：濕地也可變商業 

另大眾也關注原海洋世界批地既未有做主題公園，也非做綠化休憩區等，而是劃作商業區。

羅立文解釋，由於政府認為本澳缺商業區，故藉規劃時增加，「所以邊度有地方我地就

加」，以為經濟多元化，也要平衡土地用途。 

該幅閒置地王部份地方已自然綠化成濕地般，吸引雀島到來活動。對於是否要保留有關區

域，羅立文指，土地是填海出來，而那裡的植物樹木是因閒置而造成，笑言「濕地都可以變

商業」。 

 

O028  12/9/2020 

#拆解城市總體規劃 #市民應該有權命名新城 

【18 分區引起本土討論 A 區可能有江門大馬路】 

基於天主教是葡國國教的歷史，澳門以 7 個堂區作為行政分區，如生死證明、選民登記都以

堂區為基礎（現有大堂、望德堂、風順堂、花地瑪堂、聖安多尼堂、嘉模堂、聖方濟各堂，

路氹填海區和新城區未納入堂區）。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諮詢引起的其中一組討論，是針對所謂 18 個分區，例如北區 1、東區 2、

中區 3，有意見擔心堂區將被取代，連日常稱呼如祐漢、筷子基、高士德、下環也會消失，

達致去本土化的效果。 

面對社會質疑，工務局澄清草案提出的 18 個分區實為規劃分區，僅為了方便日後的分區城

市規劃，不會取代作為行政分區的堂區（如松山燈塔限高批示將部分新口岸區劃為「第 4

區」，也不會取代大眾稱呼的新口岸）。 

*順帶一提，如果說分區，澳門另外又有 23 個統計分區，如望廈及水塘區、高士德及雅廉訪

區、海洋及小潭山區等。如果對照香港的概念，香港的陸地面積比澳門大 35 倍，共有 18 個

行政分區，291 個小規劃統計區。 

雖然政府澄清了，但也非常樂見有人提出上述質疑，證明不少澳門人仍然在意這座城的一事

一物；遲來的澄清，也證明政府往往低估了澳門人的本土歸屬感。 

這種低估，其實可大可小，最起碼可以延伸至新區新街的命名權誰屬。 

根據第 25/2018 號行政法規《市政署的組織及運作》第 41 條第 2 項，澳門命名公共地方及

公共街道，均由市政署管理委員會開會議決，並將告示連同葡文文本刊憲。意味著全程由政

府閉門造車，公眾只得被通知，無從發表意見。 

但新城的五個區總不能永遠以英文字母稱之，到底誰人有權決定新區的命名？ 

2018 年 5 月，我第一次向時任特首提議舉辦公開徵集、票選或類似活動，提供充分的公眾

參與機會（不少市民曾提議新城 B 區按其地形命名為「海馬灣」），但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2020 年 3 月，我向現任特首再提出這個問題。 

同月，政府終於答覆，大致引述了命名的法律程序，也有以下一段： 

「以新城填海 A 區為例，由於其地理位置處於澳門半島和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之間，貫通本澳

與大橋東、西兩端的文化，更適逢本澳將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大局，而新的土地供應將會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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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未來發展帶來機遇，故已初步議定把大灣區 12 個城市作為新城填海 A 區街道命名元

素。」 

啊！到時新城 A 區有珠海街？深圳巷？東莞圓形地？江門大馬路？ 

咁答到尾，新城區點樣改名？新城區屬於什麼行政分區？政府最後兩句是循例的「持開放態

度，歡迎市民提出各項建議」。 

對於不少澳門人的本土歸屬感，似乎，政府不只低估，還想敷衍了事。 

O029  13/9/2020 

【愛瞞轉載】關注疊石塘山闢居住區前海洋世界規劃商業區 總規首場諮詢公眾促多留綠地 

// 政府昨舉行首場《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眾諮會，發言的市民

集中關注總規為何將路環疊石塘山規劃為居住區，及將前海洋世界土地規劃為商業區，促請

政府保留更多綠地，將疊石塘山列為不可開發區域，保護澳門僅餘的山體。// 

#市民日報 

 

O030  12/9/2020 

去完第一場公眾諮詢會，覺得而家有得睇好睇多啲。 

海啊海，山啊山，好多權貴猴住你哋，城市嘅人要盡全力守護！ 

 

O031  12/9/2020 

守護路環，最後一役！ 

昨天是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第一場公開諮詢，有專業城規師提出應把疊石塘山劃出的居住區取

消，政府大概的回應是：該區將會是低密度住宅，會有一定的「綠化區」... 總有人想住在路

環，對這種住宅有需要。 

我們的解讀是：即係批返出去起豪宅囉。 

重看當年守護路環行動，各方保育人士搞盡腦汁，誓保青蔥山河，最後經廉署揭發，該地段

本身就是欺詐而來，根本沒有業權可言，守護路環行動總算告一段落，直至去年，包圍疊石

塘山的圍板終於被拆走，政府亦開始修復被破壞的地區，現在放眼所見，綠意盎然，賞心欣

目。 

然而澳門總規諮詢一出，驚見當見疊石塘山被非法佔有的地塊，完完整整被規劃為居住區，

直叫各界震驚。 

在此幫大家補充一下該區地理環境：被劃作居住區的地塊，沿路環加油站直至懲教管理局，

面積約 53,000 平方米，山體與平地約面積約 7:3，平地可用比率不高且狹長，經濟效益不

高，加上山勢陡斜，若用作開發地產項目，大規模挖山在所難免。 

與之前守護路環的情況不同，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政府諮詢，而不是私人地產商，沒有所

謂私人業權如何管制的問題，其實這是相對簡單的，就是： YES or NO！ 

我們了解，多年的紛擾，今天贏了一仗，轉個頭一切又重來，再有心也會感到煩厭，好像一

切沒完沒了，但請大家必須要知道，這次總規諮詢是 2020-2040 年的規劃，政府把疊石塘

山重新放上諮詢平台，自然不會說了就算，若反對的民意不足，守護路環行動終至失敗收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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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全面跟對方 say NO。 

這是最後一役，請秏用閣下一點時間，填寫諮詢意見。 

 

O032  12/9/2020 

轉載「總規首場公眾諮詢 市民要求保育疊石塘山 原海洋世界列綠地」 

 

O033  14/9/2020 

【愛瞞轉載】填海用地違初衷 中央權威受考驗 

文／余荔｜訊報 

《澳門城市二０二０—二０四０總體規劃草案》即起公眾諮詢，不過眾所周知，「公眾諮

詢」只是必要程序，流於形式是必然，當局按「總體城規草案」實施影響澳門未來二十年城

市規劃與社會發展，以至公共資源分配與利益再平行的土地政策及房屋政策，甚至環境保育

及人口、經濟、社會結構，藉此重塑權力與財富分布，彰彰甚明。 

由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謂已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請，不再填海造地成新城Ｄ區，以改填新城

Ａ區與北區之間水道取而代之，得地較原本新城Ｄ區少十七公項的牽強解釋，及兩日後羅司

再話「向中央申請新城Ａ區水道區域填海並非兒戲，仍要論證等，我唔信咁容易批到」，加

上並無法解釋本身並無矛盾的新城Ｄ區填海與新城Ａ區水道區域填海而拒絕選擇兩者並行，

為澳門提供更多土地的做法，有人認為，這次「城規」，尤其是填海位置變更，南灣湖Ｃ、

Ｄ區限高與主教山高等同的海拔六十二點七米，慕拉士的商業區化等等「根本性轉變」，是

權貴人物中某些人的「大茶飯」所在。 

事實上，「總體城規草案」一公布，已有地產業界代表人物馬上提出，「上屆特區政府決定

將新城Ａ區大部分土地建設公共房屋，對此感到可惜」，認為「城市規劃應著重與整體城市

分布及未來人口發展相連」，建議「調整新城Ａ區居住及商業用地比重」，並引用現屆特區

政府推翻上屆特區政府規劃好建設新中央圖書館的例子，認為新城Ａ區的既定用土規劃，同

樣可以推倒重來，卻又同時此地無銀自稱「不是排斥興建公屋」。既得利益者正伸手打已竣

工的新城填海Ａ區的大片土地主意，已是路人皆見。如果連結羅立文對改為在新城Ｄ區填海

為新城Ａ區水道區域填海，而無合理理由及足以服眾的依據兼一味強調密度太高，令人相

信，新城Ａ區填海地最終改變公屋規劃，起碼是大幅減少已規劃好的三萬二千個公屋單位，

同時其餘土地落入實力權貴之手發展豪宅牟取暴利，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將「愛國愛澳」掛在咀邊、近十數年早已因地產暴利賺到盤滿砵滿的口頭愛國愛澳權

貴人物都不能忘記，中央政府當年批准澳門特區填海造地，包括新城Ａ區與Ｄ區，指定是為

解決澳門居民的住屋難問題，及實現「經濟適度多元」；開口埋口「愛國愛澳、不忘初心」

的地產權貴，以及特區政府現屆的當權人物，如何看待中央政府批准填海取地的初心？是否

尊重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指示？如今又向中央政府提出改變填海區域所持的牽強理由是否違背

公眾利益？在澳門特區可以呼風喚雨的政經權貴，當然可以無視澳門居民因長期住屋難而樓

價一直「半人為」地高不可攀的社會怨氣，也可以輕易推翻本來有利於解決澳門居民住屋難

的新城Ａ區公屋建設規劃（有宇宙最嚴苛的經屋法護航還嫌未夠）。然而，中央政府反覆強

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住房不炒），二００八年批准澳門填海取地時亦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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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現屆特區政府也在「施政報告」寫明「落實新城Ａ區公屋建設，加快公共房屋審批和

興建，以增加供應量」。倘特區政府為少數權貴的商業利益而推倒新城Ａ區公屋規劃，除了

要提出社會接受的充分理由外，當中的政治代價，也要認真衡量。 

城規師胡玉沛指總體城規草案「危機四伏」，似乎只是對大多數人而言。 

（僅代表作者立場） 

 

O034  14/9/2020 

#拆解城市總體規劃 3 #守護路環 #反對疊石塘豪宅區 

【疊石塘挖山低密度豪宅為誰而建？】 

守護路環運動未完，諮詢又是一場硬仗。 

一切源於疊石塘山腰近石排灣馬路和田畔街的一幅 53,866 平方米土地，發展商在 2004 年

僅以 8,800 萬入手後，多次入紙要求解除原先海拔 33.4 米的限高，包括計劃興建 9 棟 115

米 37 層高的私樓，甚至在 2010 年申請放高至 198 米 63 層高，翌年工務局批出不分地

勢、13 棟一律 100 米 33 層高，保育運動一觸即發，打出「不割山河不換地」的鮮明旗幟。 

民間抗議多時，更向廉署檢舉，工程一直擱置。直到 2018 年 2 月，廉署終於發表調查報告

揭露： 

「項目地段業權在以遺產繼承方式轉移的過程中存在諸多疑點，不排除有人利用司法程序，

冒充業權人後人非法獲得土地；在測量地界及發出地籍圖的過程中，存在明顯的錯誤甚至欺

詐的情況。」 

又過了超過一年半，政府在 2019 年 9 月 11 日完成收地，正式拆除超高樓圍板，當大家喜

見「疊石塘重光」之際，其實守護路環的仗未完，而我一直主張石排灣以東和以南的整個路

環島納入自然保護區。 

= = = = = = = = = = = = = = = = 

今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出多個生態保護地帶劃為「不可都市化地區」（深綠色），包括

路環山體。 

什麼是「不可都市化地區」？《城規法》第 2 條定義：「考慮到具自然資源以及具景觀、考

古、歷史或文化價值而在一般情況下不可進行都市化的地區」；第 29 條則表明：「目的為

保護屬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土地，並維護處於受保護、保存或具價值狀況。」 

#但重點來了！將總規草案對照路環地圖，發現辛辛苦苦守住的疊石塘土地，竟然被完整地

重新劃為屬於都市性地區（啡色）的居住區（黃色），要起樓便無可避免挖山，而且沒有任

何高度和密度限制。 

權貴破壞路環之心不死？直到現在，工務局嘴巴強調「保育優先」，就算起樓也是「低密度

住宅」，又說「黃中帶綠」即住宅也有所謂綠化元素，哄哄公眾留待總規之後的分區詳細規

劃再議。 

若真是半山低密度豪宅，只是重新成全權貴的私利；況且總規一旦敲定居住區，日後公眾只

能在「挖多啲山」或「挖少啲山」之間選擇，更不排除百米屏風樓重現。 

如不希望守護路環前功盡廢，總規諮詢期間必須大聲反對疊石塘山居住區，這塊土地應該納

入不可都市化地區，日後的分區詳細規劃毋須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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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順帶提醒兩件事： 

除了疊石塘土地，也要留意草案將部分路環區域剔出不可都市化地區，表面看都是現有住宅

地，例如路環舊市區、竹灣豪園、海蘭花園、九澳村一帶，雖然可預見暫未有生態危機，但

總規橫跨起碼 20 年，日後有否破壞環境的大型開發項目值得監察。 

另外，即使今次總規推翻疊石塘山居住區（能否成功看大家努力），也未必一勞永逸。因為

總規頒布後每五年檢討一次，《城規法》第 30 條留有後門，在「澳門特區可持續發展屬必

不可缺」的情況下，政府仍有權例外地將不可都市化地區重新分類為都市性地區。 

作為子孫後代的市肺和後花園，既然路環守護了澳門千百年，我們絕不介意守護路環的聲音

生生不息，對嗎？ 

 

O035  14/9/2020 

轉載 【不填新城 D 區好簡單？ 林翊捷︰等同整份總規草案死咗要重做】 

 

O036  14/9/2020 

前海洋世界幅靚地，冇理由唔還俾市民！ 

// 而前海洋世界用地當初填海造地的目的就是設計成大型休憩區，但是承批公司一直荒廢至

今廿多年，到今日澳門人終於等到政府收回土地，但政府卻將其規劃成商業區，再次搶走居

民應有而需要的休憩空間。 

前海洋世界用地更加適合規劃成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令氹北沿岸打造完整、寧靜、低污

染、永久的綠化海濱休憩區，居民不論貧富，都可以自由、平等地使用。既保留氹北沿岸開

揚而完整的視覺景觀，同時亦滿足未來廿年人口增長對公共休憩空間的需求。// 

 

O037  14/9/2020 

【陳樂琪：前海洋世界應總體規劃海濱綠化休憩區】 

氹仔前海洋世界用地應劃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淺綠色），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和滿足人

口增長帶來更加迫切的休憩空間需求。 

政府忽視公眾對公共空間需求 

諮詢文本中，氹仔只有在新城區沿岸增加狹少的公共開放空間，意味氹仔現時的公共開放空

間需要應付未來廿年的需求，可見，政府今次規劃忽視了氹仔居民對公共空間的需求。 

 未來人口急增 休憩區卻無相應增加 

氹仔現時有幾幅大型閒置土地，包括中央公園附近的 BT 地段、海灣花園旁的 PO 地段、湖

畔大廈周邊的氹北都市化區域，文本將全部劃為居住區，保守估計為氹仔帶來 8 萬多居住人

口，但公共開放空間卻未見相應增加。 

政府經常說無地興建休憩區，所以要見縫插針，但有地卻無考慮規劃成完整的休憩區，只有

現時的單車步行徑、中央公園和大、小潭山等休憩空間，根本無法應付未來廿年的需求，導

致環境和居住質素降低。 

氹仔生態保護區實質已被開挖山體 高度開發破壞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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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氹仔大、小潭山兩片生態保護區看似占地大，實質周邊已被高度開發，被發展商開挖山

體，建造超高屏風樓，嚴重遮擋自然風和破壞景觀，而且兩座山下現時仍有別墅酒店和公屋

項目等待開發。所以，氹仔仍有需要增加綠色低碳區域。 

政府搶走市民應有的大型休憩用地 

而前海洋世界用地當初填海造地的目的就是設計成大型休憩區，但是承批公司一直荒廢至今

廿多年，到今日澳門人終於等到政府收回土地，但政府卻將其規劃成商業區（紅色），再次

搶走居民應有而需要的休憩空間。其實，若氹仔需要規劃新商業區，可考慮規劃到新城 E

區，配合輕軌東線方案的發展。 

海洋世界應整區劃成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 

而前海洋世界用地更加適合規劃成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令氹北沿岸打造完整、寧靜、低

污染、永久的綠化海濱休憩區，居民不論貧富，都可以自由、平等地使用。既保留氹北沿岸

開揚而完整的視覺景觀，同時亦滿足未來廿年人口增長對公共休憩空間的需求。 

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 陳樂琪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首場公眾諮詢會發言 2020 年 9 月 12 日 

 

O038  16/9/2020 

【我城分享】 

總規諮詢未明確標示  

人工島「物流中心」疑縮水 │ 論盡媒體 

『翻查資料，人工島「燃料中途倉」及「物流設施」兩地段的規劃條件圖處於「聽取城規會

意見」階段。對比規劃條件圖與總規諮詢文本的示意圖，規圖中「燃料中途倉」的位置已變

成「商業區」，「物流設施」則變成「污水處理設施」和「其他設施」，意味着物流設施或

被移到別處，又或即使於該地段建成，物流設施也要與污水廠，甚至再連同燃料中途倉一起

分享地段，佔地確實「縮水」。 

*新城 D 區或不填 第五通道也消失？ 

另外，俗稱「第五通道」的「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亦未顯示於總規諮詢文本

中。通道的環評才於今年 3 月進行第三階段公示。據政府介紹，隧道將連接澳門新城填海 B 

區和 D 區，接駁 B 區孫逸仙大馬路與城市日大馬路交匯處及 D 區東西向道路。現時新城填

海 D 區計劃或會取消，未知是否這原因，連「第五通道」也在諮詢文本中消失？...』 

 

O039  17/9/2020 

轉載 力報︰第五跨海通道 胎死腹中？ 

對於第五跨海通道「消失」的爭議，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本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交通方面的內容相當「求其、混亂」，從諮詢文本中的規劃見

不到第五通道，與政府有關部門及行政長官的說法並不統一，「既然規劃緊嘅嘢點解唔放入

總規？」他又質疑，《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是延伸至未來 20 年的城市規劃，現時信息十分

混亂，反映出政府操作程序存在問題，甚至各部門沒有經過充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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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指，從實用的角度考量，是否需要興建第五條跨海通道仍有待考慮。現時第四條跨海

通道才處於起步階段，距離落成仍有一段時間，難以檢視其成效，加上未來或會有輕軌東線

通行，能夠減少交通車流壓力，因此是否有必要繼續興建第五條通道，花費更多公帑，這個

問題值得考慮，「唔係橋愈多就可以解決交通問題。」 

 他希望政府能夠公布更仔細的交通規劃，用數據去分析相關問題，如明晰輕軌東線能夠分

攤多少交通流量、第四通道何時落成、D 區是否決定不填海等，以釋除社會疑慮。 

 第五條跨海通道是上屆特區政府於 2016 年提出興建的項目，計劃在嘉樂庇總督大橋東

側，興建全長 2,400 米，連接新城 B 區與新城 D 區的海底隧道，有關項目批給近億元設計

費，今年 3 月進入第三階段環評公示。雖然《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仍未定案，取消 D 區填海

也有待中央批准，但又一次昨是今非的規劃安排，再度引起社會爭議。 

工務局：未收到任何變動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昨（16）日表示，新城 D 區的工作仍在持續跟進中，未來如有調整會

再公布，而第五條跨海通道也正進行專題研究，強調工務局未收到任何調動，有關規劃仍在

諮詢階段。對於傳媒追問新城 D 區填海若取消，如何進行第五跨海通道計劃？陳寶霞重申有

關工作一直都在跟進，沒有接到改變情況的通知，現時的工作會繼續進行。她強調，所有工

作會依照法律程序進行，不能回答假設性的問題，新城 D 區計劃與第五條跨海通道是兩件

事，有關計劃政府部門仍在研究中。 

近億元設計費倒落咸水海？ 

 翻查資料，2018 年土地工務運輸局曾公布關於第五條跨海通道的設計判給，相關項目是

「嘉樂庇總督大橋旁興建海底隧道——初步設計、工程勘察及專題研究」項目，由中交公路

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獲判給，造價為 9,927 萬元，工期為 800 天。 

從工務局的官網可見，相關的專題項目工作仍然在進行當中，可能就是陳寶霞口中的「專題

研究」。但第五條跨海通道的落腳點正正是以新城 D 區為基礎，如果 D 區填海計劃被撤

回，那麼近一億元的設計費是否如同舊法院新中圖設計規劃一樣，「今天的我推翻昨天的

我」，無法收回？ 

 

O040  17/9/2020 

蘇嘉豪倡新區休憩要整體寬廣規劃 (2020/04/24) 

【俾大家抖啖氣】多年來，城市放任發展、人口管理不善、見縫插針建設，導致居民普遍生

活質素每況愈下，大眾渴望能在城市中尋覓更多可以喘息、放鬆、舒展的「綠洲」。 

這能夠具體反映在最近的《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其中一種主流民意便是希望增加

更多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區，同時極力維護和擴充既有的自然生態保護區 

 

O041  23/9/2020 

慎防某些爭議論題成為提前結束「蜜月期」轉捩點 

轉載自新華澳報 

慎防某些爭議論題成為提前結束「蜜月期」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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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業人士聲稱「感到驚震」的取消Ｄ區的議題，正在發酵，社交媒體中甚至流行一種「陰

謀說」，將此與羅立文司長的「澳門不缺住宅單位」捆綁起來，直指這是特區政府為地產發

展商「度身定做」，防止住宅單位「過剩」損害他們的商業利益而制定的決策。由於「上樓

難」仍是澳門青年人的怨氣所在，如果因此而導致青年人繼續深受「上樓難」之困，就可能

會是行政長官賀一誠與澳門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甚至反對派的「蜜月期」提前結束的重要轉

捩點，因而必須慎重為之。 

  對此，香港特區就有著深刻的教訓。在香港發生「佔中」尤其是「反修例」事件之後，

許多權威性調查報告都分析認為，這是外來勢力利用香港特區政府的某些施政缺失，撩動青

年人的不滿情緒而致。這就如「雞蛋」與「溫度」的關係那樣，如果沒有「雞蛋」的內因，

「溫度」的外因將難以發揮作用。而其中一個重要內因，就是香港特區的年輕人除了是要承

受「上流難」之困之外，還要深受「上樓難」之痛。但是，香港的地產發展商「大鱷」，為

了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劫持特區政府，不但是狙擊「八萬五」計劃，而且也反對填海規

劃，讓年輕人不是連首期都付不起，就是雖然勉強付出首期，也變成終生「房奴」，難以有

其他的中產生活品質的消費，而且居住空間簡直就是「蝸居」。因而只要有外來勢力挑撥，

並以所謂西方「普世價值觀」作引誘憧憬，就很容易被撩動起來。 

  表面上看，正如羅立文司長所言，本澳不缺住宅單位，現有約二十三萬單位，僅十九萬

家團，而未來 A 區及偉龍馬路有近四萬單位，未來二十年預計人口增長約十三萬人、約四萬

多家團，因而「大家唔洗咁擔心冇屋住，大家放心，我哋唔洗瞓街，大把屋」。但只要看澳

門的實際情況，在已經持有住宅單位的居民中，不但要看「數量」，更要看「質量」。因為

仍然有將近一半的「有樓」居民，是居住在沒有電梯的「唐樓」，甚至如同佑漢新村的「殘

樓」之中。而且有不少家庭是一家三代同堂的，極為擠迫，其居住品質已經跟不上時代發

展，也未能滿足年青人擁有單獨「安樂窩」的意願，他們有著搬進電梯樓的渴望及期待。因

此，不能以「靜態」思維看待已有二十三萬單位的數據，而必須以發展的「動態」思維，看

待未對居住樓宇的剛性需要。「唔洗擔心瞓街」只是很卑微的訴求，所有居民都能住上舒適

的電梯樓，才是最基本的追求，也才能體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而且，「澳門不缺住宅單位」之說，也與前一段時間澳門特區官民都在強調，澳門已經

發展飽和，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因此向中央求援的作為，直接自我打臉。實際上，中央十分

重視澳門特區的這個訴求，因而千方百計地為澳門想辦法，習近平主席提出橫琴必須為澳門

服務的重要指示，珠海市與澳門合作「澳門新街坊」規劃；中央在批准新城填海區之後，又

劃撥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現在卻說「澳門不缺住宅單位」了，讓人感到此前向中央的

「訴苦」，是作假的。 

  《城市總體規劃》就十分重視對居住區的規劃，指出居住用地住房是本澳重大民生議

題，是特區政府一直努力積極應對的重點施政工作。因而「總體規劃草案」明確住房規劃三

個重要目標方向，包括：居住用地基本滿足到二零四零年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優化將來職

住平衡空間佈局；建設宜居新區。「總體規劃草案」綜合人口預測、住屋現況及房屋政策，

將居住區用地劃分為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二，以裨使基本能滿足二零四零年約八十萬

預測人口的住屋需求。而且，還針對澳門人口密度較高，人口分佈主要集中於澳門半島北區

的實際情況，為改善部份分區人口密度過高，土地利用分佈不均，以及公用設施、綠地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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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總體規劃草案」還提出以都市更新的契機，透過土地利用分配，

重新規劃住屋、商業、公用設施、公共開放空間等，提升居民生活素質，強化城市多核心發

展。尤其是優先考慮於發展年期較長、建築物樓齡較高、生活環境較擁擠的地區開展都市更

新，其中計劃以北區-2 及中區-1 為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這些規劃，與「澳門不缺住宅

單位」之說，是有所扞格的。 

  而以新城填海區的Ｄ區與Ｃ區來說，就是一個提升澳門居民居住品質，及向澳門居民提

供更多高品質住宅單位的規劃。因而就有著諸如「隨著輕軌的落成及配合珠海十字門的發

展，持續規劃作綠色低碳居住及商業兼融的社區，由小潭山及沿海區域形成山海城相互滲透

的格局。規劃建設『十字門水域區域合作樞紐』，並構建『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土地使用

主要為居住區及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及「建議沿海地區新發展項目的建築高度應為較

低矮，並考慮階梯式建築高度輪廓。延續澳門『山、海、城』景觀特徵及天際線，由小潭

山、大潭山及沿海地區形成山海相互滲透的格局。以內湖沿岸綠帶、濱海綠廊為主要元素，

並通逼南:北向的綠廊作聯繫，打造綠色低碳社區。」的美好願景描述。 

  而在此之前，經過三輪公眾諮詢定案的《新城區總體規劃方案》，也對Ｄ區作了美好的

規劃，相信是「總體規劃草案」對 D 區的規劃，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及提升。 

  本來，以一般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態，反而以為將會取消新城 C 區。因

為該區正好是在海洋花園的前面，將會遮擋海洋花園的視線。而海洋花園的住戶，多是達官

貴人，幾乎是集中了全澳的高級公務員及工商界，還有專業人士。反而Ｄ區的背後，沒有高

尚住宅區，沒有起到遮擋視線的作用。 

  既然「總體規劃草案」那麼強調「一河兩岸」景觀，就更不應取消新城 D 區。因為澳門

不象香港、廣州、上海那樣，一河兩岸的距離較近，而且兩岸的建築也沒有那樣較為集中及

具有標誌性，以及除了葡京一帶之外，建築物的燈飾也不夠亮麗。而在ＣＤ區填海及興建有

特色的樓宇後，就可拉近兩岸的距離。因此，取消Ｄ區，是與「一河兩岸」背道而馳。 

  更重要的是，取消 D 區後，就成為夾在 C 區及 E 區之間的凹位。在流體力學上，西江

河水所夾著的泥沙，可能會在此沉澱堆積，最終成為淤泥淺灘。實際上，珠江三角洲就是由

西江夾著的泥沙，在急流突然遇到面積較大的出海口，流水的力度降低之後，泥沙沉積而成

的。而當年澳門提出新城填海區規劃，當然主要是為了解決澳門缺乏土地資源的問題，但也

正是參考了珠江水利委員會的理論，收窄水道有利於西江夾帶的泥沙衝出大海。按照這個理

論，取消 D 區，該位置就將會成為泥沙淤積區，特區政府不填海，西江也將會「填海」，只

不過是一片淤泥淺灘，與 C 區及 E 區不和諧協調。 

作者：永逸 

 

O042  24/9/2020 

#拆解城市總體規劃 4 #山海城隨時冚唪唥玩完 

【守護獨一無二的澳門山海城歷史輪廓】 

歷史以來，澳門都是集山和海於一體的一座城，保護半島南岸的「山-海-城」景觀，不只要

確保主教山俯瞰到外海，更要保證從外海（特別是舊大橋方向），能仰望到獨一無二的歷史

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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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商界口中的「新天際線」——要建造與橫琴對岸（美感不堪）的高樓大廈「互相輝

映」，其實只是徹底破壞澳門這條原始山脊線的藉口。 

正因為主教山和外海的歷史關係，只有那裡能看得見、看得清澳門這座城是怎樣煉成，山海

之間的土地變得特別敏感，這片土地是南灣 C、D 區和新城 B 區（CDB）。 

南灣 C、D 區都是 90 年代的新填海區：南灣 C 區是民國大馬路與孫逸仙大馬路之間的三角

形，即西灣消防站、立法會、初級法院、中葡平台一帶，土地分為 C1 至 C17；南灣 D 區即

孫逸仙大馬路以南觀光塔街一帶，土地分為 D1 至 D5。 

新城 B 區則分為東、西兩側：西側是舊大橋以西，即南灣 D 區以南至海岸；東側是舊大橋

以東，即孫逸仙大馬路美高梅以南，最東至觀音像。 

= = = = = = = = = = = = = = = =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首先引爆的爭議點就在 CDB，這裡的土地用途、建築高度，都會直接

決定「山-海-城」的命運保或不保。 

從頭開始看，諮詢文本第 3 頁的「澳門日景模擬圖」，清晰可見 CDB 幾乎都是綠地，南灣

C 區更像是大眾喜歡的「城市森林」；往後第 10 頁的「城市結構佈局示意圖」，CDB 與半

島南岸同被劃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第 20 頁也提及要串連新城 B 區、南西灣湖、媽閣一帶

的特色濱海綠廊建設；但第 14 頁的「土地用途規劃示意圖」發現，南灣 C、D 區劃為粉紅

色，即公用設施區，不過理論上還可以包括文化藝術場館、圖書館、博物館、康體設施等

等。 

繼續往後至第 27、28 頁，政府的企圖終於出現！原來南灣 C、D 區被具體規劃為政府設施

區。此前誤導公眾的「山-海-城」、「城市森林」、「濱水歷史旅遊軸帶」很有可能成為泡

影。 

= = = = = = = = = = = = = = = = 

#災難來了，為何會成為泡影？一路翻到第 92 頁，越來越令人心驚。技術報告第 7 章「規

劃分區指引」的「外港區-2」的其中一項城市設計指引： 

「南灣湖以西的政府設施位處於重要景觀位置，為保護主教山聖堂與西灣湖之相互方向的景

觀，建議建築物高度不超越西望洋山約海拔 62.7 米的山頂高度，並需採用具特色的建築設

計。」 

這意味著，南灣 C、D 區這個所謂政府設施區的建築物最高可與主教山平排。 

澳門的經驗是，發展商絕對會用盡建築高度上限。這些年來的松山燈塔（特別是向羅理基大

馬路一側），便是一個災難性的極反面教材。 

由於此區建議規劃為政府設施區，政府聲稱不會全區 62.7 米，而會從山邊向海一路遞減。 

有保育意見認為可以「基本放心」，因為這個敏感地帶，將是政府設施而非私人發展項目，

政府一般會比較「乖」，言下之意是政府一般不會用盡限高來破壞景觀。 

但這裡要提醒：不要太過天真！ 

主教山的山邊是民國大馬路，應沒條件挖山霸路建成 62.7 米；往外再推便是初級法院的位

置，那是什麼概念？現時從主教山聖堂眺望外海，初級法院高度是 35 米、樓高 8 層；在視

覺上，法院屋頂已「碰到」外海水平面。一棟 35 米已經破壞「山-海-城」，莫說 62.7 米，

再多幾棟 35 米已經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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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政府建築物不代表就會「特別乖」，即使未用盡限高（只是用了一半），它的「破

壞」只是比私人發展商的「巨大破壞」少一些而已。 

在 CDB，目前較易令人接受的，是介乎 10 至 20 米的立法會和中葡平台，但這不代表沒有

隱憂，如果你親身走到 D2 土地（即觀光塔外面的街場旁邊）仰望主教山，會發現 10 至 20

米亦足以成為視覺障礙。 

再者，所謂的政府設施區，其實也是個令人難以跳出框框的偽命題（詳見下一篇「拆

解」）。 

也值得留意的是，2018 年政府諮詢《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草案時，主流民意是要保

護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視覺完整性（就是「山-海-城」的概念）；但在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設定的 21 條景觀視廊中（第 24 頁），VP11 只是主教山側面與西灣湖互望，完全無視了主

教山聖堂正面與舊大橋互望的角度，為放生 CDB 的建築高度鋪路，然後官員居然說「已經

充分吸納當時民意」。面對民間的擇善固執，歐陽司長甚至有點不耐煩：「不可能不停爭拗

沒完沒了。」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不用沒完沒了，就是將 CDB 全部放高，到時冚唪唥玩

完，便不用再「沒完沒了」#曲。 

= = = = = = = = = = = = = = = = 

#民間多年來一直主張，參考新加坡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將 CDB 整體規劃

為「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集廣闊綠地、公共開放空間，以及少量文化設施和旅遊娛樂元

素於一身的「城市後花園」，建築限高則比照立法會大樓。 

可能有人覺得「叫價太高」，但城市規劃的影響可以是千秋萬世，為了守護獨一無二的城市

輪廓、歷史記憶不被永久破壞，有些原則、有些價值、有些執著，必須守住！ 

謹記：許多破壞，永遠無法挽回。保育，其實可以是最佳的可持續發展。 

 

O043  24/9/2020 

【我城分享】 

胡玉沛：黑沙擬建歷奇園勿世界級  │ 市民日報 

『市政署繼擬在氹仔收回的閒置土地建「車胎公園」後，近日又突然爆出擬在黑沙村收回的

閒置土地興建世界級的歷奇遊樂園區。文遺會委員、城規師胡玉沛表示，不反對在收回的閒

置土地建設親子康體設施，但「世界級」與黑沙村的村落文化格格不入，黑沙是本地居民最

後一片靜土，不應將「世界級」項目設在黑沙村，他亦希望當局在規劃前要考慮承載力和原

居民的感受。  

與村落文化澳最後靜土格格不入 有關土地位於黑沙村大王廟附近，市政署日前回覆議員書面

質詢時揭露，正委託顧問公司展開黑沙青少年歷奇營及周邊地區總體規劃，引導建設成為世

界級的歷奇遊樂園區，規劃工作預計 2021 年完成。市政署又表示，市民對露營車區存在需

求，會要求規劃團隊加以考慮。 

 胡玉沛表示，不反對在收回的閒置土地建設親子康體設施，但市政署貿然將項目定性為「世

界級」歷奇公園，他形容「世界級」與村落文化格格不入。他強調，路環黑沙村是本地居民

最後一片靜土，絕不應將「世界級」項目設在黑沙村，歷奇公園亦絕不能引入國際的樂園品

牌進駐。特區政府強調融入大灣區發展，其實橫琴已有多個大型主題樂園，距離澳門只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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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車程，澳門和旅客都可以更多使用橫琴的項目，「世界級」的項目留在區域的塊板發展

比在村落發展更合適...』 

 

O044  24/9/2020 

#拆解城市總體規劃 4 #山海城隨時冚唪唥玩完 

【守護獨一無二的澳門山海城歷史輪廓】 

 

O045  26/9/2020 

【愛瞞報道】城市總規公眾諮詢場第二回  聚焦守護南西灣景觀  市民：一棟高樓足以破壞山

海城！ 

政府今（26 日）舉行第二場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及輕軌東線方案公眾諮詢會。多名市民

聚焦南灣湖 CD 區景觀和限高，擔心現時草案建議與主教山平排的 62.7 米會破壞澳門半島

的山海城景觀，建議參考立法會大樓將限高定為 20 米以內。 

．市民駁政府非全區用盡限高之說 

政府曾稱並非所有設於南灣湖 CD 區的建築都會用盡限高，市民陳先生反駁松山山腳所有建

築物都達到最大高度，結果破壞松山燈塔景觀；市民冼小姐也批評政府聲稱不會用盡限高，

卻標示如此高度，是多此一舉。 

市民林先生則指出，現時從主教山聖堂向海觀望，高度為 35 米的臨時初級法院大樓已近乎

遮擋海景，假如以 62.7 米高度建樓，即使只有一棟都會完全破壞景觀，又指草案建議主教

山向西灣湖的景觀視廊無法有力維護山海城景觀，「唔客氣啲講係呃人」。 

．市民倡南灣湖 CD 區為綠地休憩空間 

至於草案建議，將政府設施區設於南灣湖 CD 區，另一名市民陳先生認為該區應以低密度形

成建設文創園或科學園，反對高密度屏風樓進駐。 

市民蘇先生直指政法區已屬假命題，因為多年前政法區大部分公共部門如檢察院、警察總局

大樓等都已有新選址，而且政府已另覓北安、新口岸和皇朝已收回閒地興建新辦公大樓，他

主張政府「還地於民」，合併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發展為綠地和公共開放空間區。 

．工務局未具體說明哪些部門仍有用地需求 

文化局文化遺產廳代廳長蘇建明回應指，南灣湖 CD 區的建築物會以向海逐漸下降、高低錯

低的形式興建，但具體需待分區詳細規劃時進一步分析。而工務局城市規劃廳廳長麥達堯表

示，雖然原政法區構思的部分部門已遷移到其他地點，但其他部門仍有空間需求，至於哪些

部門有多少需求？麥達堯未有具體說明。 

 

O046  26/9/2020 

【繼續參加諮詢場，親耳聆聽大家的願景】 

從五年前的新城諮詢，到五年後的總規諮詢，與會者多了年輕人，發言者也年輕化了，看似

是大學生甚至中學生的發言內容都很成熟，這是值得欣慰的。 

今時今日，講永續，講保育，講綠地，講休憩，講海岸…這些體現進步的發言，基本不用再

承受以往「離地」的罵聲，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發聲行列，成了諮詢的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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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除了團隊伙伴，更多人為了山海被威脅而憂心，為了燈塔被包圍而哭泣，為了文物

被剷平而悲傷，為了山體被挖空而憤怒。眾人彼此支撐著，更堅強我的信念。 

多謝越來越多的有心人，很希望在接下來的公眾諮詢場見到您們、聽到您們，一起推動永續

澳門！ 

 

O047  25/9/2020 

#拆解城市總體規劃 5 #所謂政法區只係假命題 

【唔想政府租咁多寫字樓，都唔一定要攬炒山海城】 

承接上篇拆解，半島南岸何等美麗的「山-海-城」輪廓將可能毀於一旦。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提議，南灣 C、D 區用作公用設施區（粉紅色）當中的政府設施區。 

部分保育意見覺得政府「比較乖」，不像私人發展商用盡限高，這是天真的想法。誰說政府

建築就一定不會破壞歷史景觀？你看南灣 C 區內、何鴻燊大馬路上的初級法院，只是 34.5

米（比草案建議 62.7 米矮近一半），已足以威脅主教山聖堂與舊大橋橋峰的互望視野。 

========== 

#時間回到 2015 年，新城區規劃第三階段諮詢，政府選址新城 B 區西側，即靠近觀光塔一

側，興建私人住宅，沒有任何限高，極其量只須遵照民航高度 160 米，令社會嘩然。 

至於所謂政法區（這概念已提出多年），政府提出選址新城 B 區東側，即靠近美高梅一側，

同樣沒有任何限高。 

連當時諮詢文本也很老實呈現了：按上述規劃，半島南岸天際線玩完。新城 B 區規劃對「山

-海-城」的威脅，亦引起聯合國教科文的關切，要求澳門政府解釋。 

2016 年，工務局繼續鑽入政法區的牛角尖，「偷步」斬件提交新城 B 區東側共 7 幅土地的

規劃條件圖，建築物高度由 25 米至 145 米不等；但由於沒有城市總體規劃和分區詳細規

劃，遭城規會狠批，相關規劃資訊非常簡陋，更可能破壞海岸景觀，結果無疾而終。 

直至今次草案，政府轉軚，而且越轉越衰，改為選址對「山-海-城」景觀更加核心、敏感的

南灣 C、D 區，繼續搬石頭砸自己。 

========== 

#大家的思路不妨跳出盒子（think out of the box），當年澳門需要什麼政法區？ 

幾年前規劃在新城 B 區的 7 棟建築物，分別是檢察院、警察總局、廉政公署、審計署、終審

法院、中級法院、初級法院。 

幾年後，檢察院已於羅理基大馬路落成；警察總局有條件隨治安警新總部大樓集中選址北

安；廉政公署和審計署正待政府物色新選址；初級法院繼續留守何鴻燊大馬路；終審法院很

有可能遷回南灣舊法院；中級法院有條件擴大利用本來一起的終審法院空間。 

社會發展，已經待不及龜速的城市規劃，當年所謂政法區的建築物，今時今日幾乎全部另有

著落。 

========== 

#那麼市民又想要什麼政法區？這問題源自公眾對政府長年租用私人寫字樓「浪費公帑」的

不滿（截至 2018 年，政府一共簽了 443 份租約，中華廣場是「大贏家」）。當然，我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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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不滿。但要對症下藥，其實離不開興建兩類政府建築，一是市民服務大樓，二是政府合

署。 

第一，市民服務大樓，當然要方便市民，例如現時分佈各社區如包括黑沙環、水坑尾、氹仔

中央公園等等，豈有需要刻意佔用南灣 C、D 區「鳥不生蛋」的珍貴土地？ 

第二，政府合署，即是供應給多個政府部門的集中辦公大樓，假設有兩層分給個資辦、有三

層分給旅遊局諸如此類。 

有些事實市民要知：北安 O1 土地的多功能政府大樓已經完工使用，每年節省逾 2,000 萬租

金；政府亦正在新口岸 6K 土地（華都酒店旁邊）興建 11 層高的辦公大樓，預計 2021 年完

工；最近，政府又拍板規劃皇朝 12(A2/G)土地（柏嘉街和波爾圖街之間）興建最高 90 米的

辦公大樓。 

加上在北安和皇朝，亦有其他已收回閒置土地，正待規劃發展，絕對有條件成為集中政府合

署的土地支撐。 

========== 

#結論是，2020 年的今日，所謂政法區只是一個假命題。大家應該跳出框框，認清所謂政法

區已不再是解決政府租寫字樓「浪費公帑」的唯一出路，甚至應該大力質疑興建所謂政法區

的必要性。 

政府本來有其他土地，還有何需要、有何必要在主教山與外海之間的敏感地帶「與民爭

地」？ 

再者，草案完全沒有提供上述資訊，政府目前租寫字樓的數據也隻字不提，一句「南灣 C、

D 區劃為政府設施區」，我們完全沒有任何不反對的理由。 

把這個美麗的區域，還給歷史，還給綠地，還給海岸，還給後代，還地於民吧！ 

 

 

O048  27/9/2020 

7 年前，守護路環，疊石塘發展商狂言「破壞唔係我一個破壞」；7 年後，守護南西灣，工

務局官員說「填咗海就一定影響景觀」。我的問題一樣：已經破壞的，便要繼續破壞下去

嗎？ 

 

O049  27/9/2020 

轉載 論盡媒體 

市民批評南灣 CD 及 B 區限高 62.7 米不合理  建議限高 20 米 

 

O050  29/9/2020 

【沒有數據，沒有技術，何來城規？】 

如果有細續諮詢文件，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同樣發現： 

成 份 文 件 完 全 冇 數 據 同 技 術 支 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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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更像是賣樓的概念書仔（通常貨不對辦），畫幾幅靚靚的概念圖逗逗大家高興。連最基本

的數據共享也沒有（例如人口增長和結構、交通流量、跨規劃分區連繫、限高技術報告

等），還好意思在頭幾頁，開宗明義、大字標題要建立智能城市，真是令人滴汗。 

雖則根據城規法第 21 條，如果最後決定不填 D 區（當然亦是沒有數據支撐），涉及草案

「重大修改」，諮詢必須重頭再來，屆時可能有別間中標顧問公司；但今次已經花了的

1,100 萬，它的低質和不透明，還是需要被公眾檢視。 

諮詢文件的其他離譜之處，這篇文章寫得頗為透徹，值得細讀。 

 

O051  30/9/2020 

【職住平衡係咪真係得？】 

 #原區就業又唔使塞車 

 #但原區有無咁多職位 

【城規草案正諮詢  你想點都可以提出】 

工務局：澳門半島的居住區佔全澳居住面積約七成，但就業用地離島區佔大約八成，目前出

現較多跨區通勤的情況 

總規草案提出： 

已規劃公屋提供 4 萬個單位可滿足 12 萬人住屋需求 

善用都更及新居住區建設紓緩現有密度偏高區域 

將設立更多配套及休憩設施 

計劃在澳門半島適度增加商業區 

增加就業崗位和就業用地 

離島區會增設居住區 

 

O052  30/9/2020 

那張 52X38CM 的規劃用途示意圖，比官方的還清楚！ 

【我城分享】 

論盡紙本：拆解總規 │ 論盡媒體 

 『⁞ 隨報贈送 ⁞ 規劃圖重製版 

☞ 規劃問題逐一按圖索驥！ 

﹏﹏﹏﹏﹏﹏﹏﹏﹏﹏﹏﹏﹏﹏﹏ 

論盡紙本 89 期．二〇二〇年九月 

#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正進行公開諮詢。然而，雖然特區政府常將「科學

施政」掛在口邊，但城市總規如此重大的法定規劃，其草案卻幾乎毫無數據支持可言。有城

規人士直指，草案文本對區域關係分析闡述不足，現狀資源情況和問題分析不清，專項規劃

深度不足，且未能從政府公佈的材料中看到現狀和資源用地等方面數據；規劃方面的指標數

據也欠缺，甚至每區的現況分析、基本人口、房屋、產業、文教設施、社會服務網絡、交

通、跨區需求等基本資料亦一一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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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53  2/10/2020 

又開始進入學生畢業作品訪談的季節，這次主題與填海發展和新城規劃有關，少不了保護海

洋生態和歷史景觀的討論。 

訪談間問到：年輕人對城市永續發展的著緊足夠嗎？ 

我想起，最近在一個公開場合，聽到一位貌似中學生的年輕人對南灣 CD 區、松山燈塔、六

國飯店的事滔滔不絕，實在感到欣慰，也讓我深明社會傳播、公民教育的工作，始終不能停

步，因為對我城的關心永遠都不會足夠。 

 

O054  7/10/2020 

沒有最不堪，如果不發聲，只有更不堪。 

轉載正報 

東西望洋保育不堪 (05/10/2020) 

 

O055  7/10/2020 

轉載正報 

東西望洋保育不堪 (05/10/2020) 

【特稿】《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期餘下不足一

個月。公布諮詢文本公布前，筆者曾期望換了特首，草案應該有所不同，應該稍為

傾向從公共利益著想！結果卻是怎樣？何止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惱怒：「草案如同

出自前兩任特首領導的政府！」 

的確，草案內很多議題可以爭論，甚至爭取；但是，最關鍵始終在於路環和西望洋

山的保育。經歷了公民社會逾十年的發聲後，草案對西望洋山景觀的保育仍然非常

薄弱，現有景觀仍有遭受破壞的危機。現任特首領導的政府若一意孤行，其公信力

看來將會下跌如前任，難以再令人覺得其施政出於善意。 

若政府不積極糾正草案，可以說，東望洋山的保育已評為不堪，西望洋山的保育將

更不堪！現時，市民登上燈塔的平台，至少可以遠望友誼大橋，尤其是橋峰。需要

知道，這景觀受到第 8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保護；當年，政府在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的壓力下制定上述批示。 

第 8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如何仔細地作出規範，市民閱看後便可知道。縱使東望

洋山周邊建築受到批示規範，該區的環境仍是高樓林立，公民團體多年來仍要屢次

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訴願，以免燈塔的景觀遭到更大的、合法不合理的破壞。 

定要注意的是，西望洋山的現有景觀更是完全沒有受到上述仔細規範的保護。無論

是今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文本，或是一八年

的《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都沒有萬無一失的保護。若政府不

是立心在將來完全破壞或部份破壞現有景觀，為何如此「舖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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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提出，南灣湖以西的將建

政府設施，高度不超越西望洋山約海拔六十二點七米，並需採用具特色的建築設

計。六十二點七米是甚麼概念？現已建成的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大樓已逾三十五米，

可以想像六十二點七米會否令現有景觀受到破壞。 

也要注意的是，現有景觀包括西灣湖和嘉樂庇總督大橋。草案僅僅提出保護主教山

聖堂與西灣湖相互方向的景觀，卻沒有提出保護主教山聖堂與嘉樂庇總督大橋相互

方向的景觀。文化局副局長梁惠敏的最新說法更是：「望到舊大橋橋峰，不是《澳

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要求、目標。」 

誠言，東望洋炮台與西望洋聖堂及主教私邸稍有不同，前者是世界文化遺產，後者

是被評定的不動產 (一般稱為法定文物)；但是，相信在市民大眾心中，兩者的景觀都

應該受到充份，甚至更嚴格的保護；相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是這樣設想。是否真

的如此？或可透過公民團體的行動來考證。 

今年四月，特首賀一誠在立法會表示，如果把新城填海 C 區全部用於興建高密度樓

宇，本澳所有景觀線將被破壞；而景觀線是買不回來，這對一個城市很重要。還望

重視景觀線的賀一誠，既親口承諾保護現有的西望洋山景觀不受破壞，也親自督促

部門透過草擬法律法規落實上述承諾。 

回歸之後，本澳的景觀持續受到破壞，就算歷史城區在二零零五年獲得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破壞速度未有減慢，導致公民團體發起連串行動，才得到一份被批評為未

能充份保護燈塔景觀的批示。西望洋山景觀可說是經歷四屆政府後的唯一倖存者，

能否得到保護，在於市民是否珍惜，會否把訴求清晰告知政府？ 

 

O056  8/10/2020 

轉載【學社呼籲叫停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三大危機」】 

各位澳門人： 

這份城市總體規劃，將影響澳門千秋萬世！我同意有專業城規師警告「危機四伏」，但南灣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路環疊石塘山一旦遭受破壞，便永遠不能逆轉，懇請大家優先關

注其中「#三大危機」。 

 

O057  8/10/2020 

轉載【林納麟：無人有權私有化澳門山海城億萬美景！】 

「這個景觀和環境，無人有權私有化，包括政府。」 

林零呢一句講得非常之好！ 

#大家接力發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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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58  8/10/2020 

【學社呼籲叫停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三大危機」】 

——New Macau Association calls for the suspension of the "Three Crises" of the draft 

Urban Master Plan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尚餘不足一個月，新澳門學社今日召開記者會，警示草

案其中有關南灣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路環疊石塘山的「三大危機」，強烈呼籲公眾把

握時間，在 11 月 2 日諮詢期滿前踴躍發表意見，叫停不可逆轉的破壞，為自己和下一代守

護城市真正的永續發展。 

學社理事林納麟表示，雖然草案多處強調要維護澳門半島的「山、海、城」景觀，但對西望

洋山聖堂與舊大橋及外海之間景觀的保護措施，嚴重缺乏、極度脆弱，其中南灣 CD 區限高

竟與山體高度 62.7 米平排，所謂景觀視廊亦僅針對聖堂側面與西灣湖之間，且視覺廣度成

疑。學社長年堅持主張南灣 CD 區結合新城 B 區作整體規劃，參考新加坡濱海灣花園的較成

功經驗，建設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 

學社強調南灣 CD 區屬非常敏感地帶，要求當局將之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串連南、西灣

湖及新城 B 區的休憩空間，當中包括部分文化娛樂設施與休閒商業元素，並嚴格參照立法會

大樓高度約 10 至 20 米作上限，真正守護和塑造千載難逢、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遺產及濱海

文化城市形象。 

至於氹仔，學社副理事長陳樂琪表示，草案僅建議在氹北新城區沿岸增加狹少公共開放空

間，嚴重不足以應付氹仔未來人口增長及其休憩需求，尤其是多幅大型閒地如中央公園附近

BT 地段、海灣花園旁 PO 地段、湖畔大廈周邊氹北都市化區域均被劃為居住區。即使在草

案被納入生態保護區的大潭山和小潭山，亦早已被挖山開發，甚至被超高樓圍困。 

居民一直強烈希望政府善用經歷多年終於收回、面積達 134,891 平方米的前海洋世界土地，

建設為永久的綠色海濱休憩空間。學社要求當局將有關珍貴土地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用

途，既可保留氹北沿岸開揚而完整的景觀，也可滿足氹仔人口膨脹對宜居休憩空間的殷切訴

求。 

路環方面，學社副理事長、議員蘇嘉豪指出，草案建議將路環大部分土地列作不可都市化地

區，即生態保護區，卻離奇地排除政府幾經辛苦才成功收回、面積逾 56,592 平方米的疊石

塘山前超高樓項目土地，將之重新劃作居住區，可預見將要開挖山體、破壞生態，以興建僅

照顧極少數人利益的低密度住宅，與公眾長年「守護路環」的堅定願望有很大落差，亦與維

護山林生態等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價值完全背道而馳，學社要求當局接納民意，將有關土地

一併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確保疊石塘山體的完整保育。 

學社最後強調，一直倡議的「永續發展」，具體意涵在於透過長遠規劃，明確告知全澳市民

未來生活將如何變得更優質、下一代將如何更堅定選擇留在本澳安身立命。「三大危機」牽

涉的南灣 CD 區、前海洋世界、疊石塘山，雖然分別位處不同地區，但都有一個共通的標誌

意義：其日後如何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市民能否真正對城市未來的願景懷有信心。 

There is less than one month left for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draft of the "Macau Urban 

Master Plan." The New Macau Association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today to warn the public 

about the "three major crises" of the Nam Van CD area, Taipa Former Ocean World, and 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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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Coloane. The NMA Strongly appeals to the public to seize the remaining time and 

proactively express their opinions before the deadline of the consultation on November 2 in 

order to stop the irreversible damage and protect our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mselve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Lam Lap Lun,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NMA, said that although the draft emphasized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mountain, sea, and city" landscape of the Macau Peninsula in many places,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the landscape between the Our Lady of Penha Chapel and the old 

bridge and the open sea are seriously lacking and extremely fragile. Among them, the height 

limit of the Nam Van CD area is parallel to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 top at 62.7 meters. The 

so-called landscape corridor is only limited at the side of the chapel and the Sai Van Lake. The 

visual width is considered doubtful. The NMA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combined planning of 

the Nam Van CD area and the New Urban Zone B , referring to the mor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ingapore's Gardens by the Bay, as a way to build a new urban sustainable leisure landmark. 

The NMA emphasized that the Nam Van CD area is a very sensitive area and demanded the 

authorities to designate it as a green space and public space, linking the recreational spaces at 

Nam Van Lake, Sai Van Lake and New Urban Zone B, including some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nd commercial leisure elements. The buildings should also strictly be limited to the 

height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uilding of about 10 to 20 meters to truly protect and shape 

our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mage of the coastal cultural city. 

As for Taipa, Rocky Cha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NMA, said that the draft only proposes to 

increase some narrow public spaces along the coast of New Urban zone C and D, which is very 

insufficient to cope with the future population growth of Taipa and its leisure needs (in 

particular, many large unutilized lands such as the BT lot near the Central Park, the PO lot next 

to the Hoi Wan Garden, and the area of Urban Planning Plan for the North Zone of Taipa 

around the Edifício do Lago are all designated as housing zone). Even the Taipa Grande and 

Taipa Pequena,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draf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zone, have already 

been dug up and developed, and even besieged by high-rise buildings. 

On the other hand, residents have always strongly hop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make good 

use of the 134,891 square meters of the former Ocean World land that has been recovered 

after many years and develop it into a permanent green waterfront recreation space. The NMA 

demands the authority to designate the relevant precious lands for green space and public 

space, which can not only preserve the open and complete landscape of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pa, but also meet the rising demand for livable and open space due to the expansion 

Taipa's population. 

Regarding Coloan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NMA and Legislator Sou Ka Hou pointed out that 

the draft proposes to designate most of the land in Coloane as a non-urbanizable area, in 

other words, a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zone. But it strangely excludes the 56,592 square 

meters Alto de Coloane high-rise project land that the government successfully reclaimed it 

after some hard work. The land is instead rezoned as a housing zone. As a result, it is 

foreseeable that the nearby mountain will be excavated and the ecology will be destroyed in 

order to build low-density housing that only caters to the interests of a few peopl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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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s with the public’s firm desire to maintain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forest 

ecology there. The NMA urges the authority to accept public opinion and include the relevant 

land in non-urbanizable areas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Alto de Coloane. 

At last, the NMA emphasized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they have been 

advocating has the specific goal of long-term planning to clearly inform the citizens of Macau 

on how their lives will become better in the future and how the next generation will more 

firmly choose to stay in Macau to live. Although the Nan Van CD area, the former Ocean World 

and Alto de Coloane involved in the "three major crises" are located in different areas, they all 

have a common symbolic meaning: how they ar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will determine how 

much confidence the citizens have in the future vision of the city to a certain extent.  

新澳門學社 New Macau Association 

2020/10/08 

 

O059  8/10/2020 

轉載【學社呼籲叫停城市總體規劃草案「三大危機」】 

 

O060  8/10/2020 

【林納麟：無人有權私有化澳門山海城億萬美景！】 

 

我今日講關於南灣湖 C、D 區和新城 B 區的建議。我想大家也很清楚，這兩個區域是影響澳

門半島海岸線和整體景觀的重要區塊，所以土地的用途、分配、嚴格限高，非常重要。 

主教山一帶，已經是澳門半島碩果僅存比較開闊的景觀，表現到澳門「山、海、城」特徵的

重要位置。無論從山上望向外海，或者由外海望向主教山，兩者都同樣重要。 

其實主教山聖堂和禮賓府在當年建築的時候，已經選擇了面對現時舊大橋的方向。為什麼？

因為這個從來都是澳門最美麗的景色，而這個景色，剛好貫穿了現時南灣湖 C 區，尤其是

C3、C6、C7、C8、C9、C12 這幾個地塊。 

另外，62.7 米的限高，這是非常有問題的。現在有一個例子是臨時初級法院大樓，它的高度

是 35 米，從主教山向下望已經剛好貼住海平面，而法院所在的 C2 地段，已經是 C、D 區最

接近主教山的地塊。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像到，如果將來出現一棟 62.7 米的建築物，高了接

近一倍，就算只是一棟，整個景觀都會被完全破壞！ 

一旦建成就會連舊大橋也會被遮住，就算只是 35 米，效果都是一樣。為何要逼大家走到哪

裡都只能看到一堆高牆？是否每處都有一棟棟高樓直插，就代表澳門好繁榮呢？ 

南灣湖 C、D 區連同新城 B 區，是一個億萬美景。建在上面的東西，破壞了的環境，可能一

百年也不能逆轉和挽回，所以我建議南灣湖 C、D 區的建築物，可以參考立法會大樓的高

度，最高只可以在 20 米左右，這樣才可以對環境影響減到最低。 

至於政府在哪裡辦公，其實對市民來講沒什麼關係，辦公大樓還有條件分散至不同地方，是

否真的需要集中在這個億萬美景區域興建價值億萬的政府辦公室？這個景觀和環境，無人有

權私有化，包括政府。它應該屬於澳門市民，它的設計應該為市民享用和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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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南灣湖 C、D 區盡量釋放更多土地空間，連同新城 B 區的綠地規劃，用一個森林花園

的概念去設計，重新規劃地塊，連結南灣湖、西灣湖和新城 B 區，可以做到景觀、商業、休

閒、旅遊各取所需，保護到澳門「山、海、城」關係，亦將功能最大化。  

新澳門學社理事 林納麟 

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次場公眾諮詢會發言 

2020 年 9 月 26 日 

 

O061  8/10/2020 

【記者會現場】新澳門學社陳樂琪、蘇嘉豪、林納麟分別指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面

臨「三大危機」，呼籲市民在 11 月 2 日諮詢結束前踴躍發表意見，守護南灣 CD 區、氹仔

前海洋世界、路環疊石塘山的歷史景觀、生態保護或綠地休憩空間。 

 

O062  9/10/2020 

【愛瞞報道】城市總規倡產業多元卻無經濟部門參與  建築商會質疑商業區寫字樓過多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現正公開諮詢，政府昨晚（9 日）舉辦首場社團

專場，不少社團指出草案欠缺數據資料，社會難以提出意見。亦有社團指出政府跨部門小組

沒有經濟部門，質疑如何掌握業界訴求。 

．廠會直問無數據如何給意見 

廠商聯合會代表指出，草案牽涉工業區搬遷，但未有具體資料提供予業界，例如是否強制搬

遷、搬遷到哪裡、是否有搬遷補償等都沒有提供，「叫我哋點發表意見呢」。 

廠商聯合會又指，草案其中一個策略指引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但政府跨部門小組

卻沒有任何經濟財政部門參與，質疑如何掌握業界所需土地資源、生存條件等訴求。 

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回應時辯稱，跨部門小組無法涵蓋所有部門，僅強調小組會與各個

部門緊密合作及溝通。 

．建築業界質疑商業地寫字樓過多 

而建築置業商會代表亦和議草案沒有具體數據支撐，舉例指本澳寫字樓總存量面積由回歸至

今一直減少，現時仍有大約 10%的空置率，但草案卻建議新增多個商業區發展寫字樓，質疑

當局如何推算業界所需資源，或會出現商業用地過多情況。 

 

O063  9/10/2020 

【愛瞞報道】城市總規諮詢餘不足一月  學社直指南灣氹北路環三大危機 籲公眾積極表民意

叫停不可逆轉破壞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尚餘不足一個月，新澳門學社昨日（8 日）召開記者

會，說明草案當中有關南灣湖 CD 區、氹仔前海洋世界、路環疊石塘山的「三大危機」。蘇

嘉豪表示在城規的工作上可以看出政府是否願意與既得利益者「硬碰」，又認為土地用途屬

總規大原則，留待分區規劃才討論已「太遲」。 

．冀守護本澳獨一無二的景觀視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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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理事林納麟表示，雖然草案多處強調要維護澳門半島的「山、海、城」景觀，但對西望

洋山聖堂與舊大橋及外海之間景觀的保護措施，嚴重缺乏、極度脆弱，其中南灣 CD 區限高

竟與山體高度 62.7 米平排，所謂景觀視廊亦僅針對聖堂側面與西灣湖之間，且視覺廣度成

疑。 

林納麟強調南灣 CD 區屬非常敏感地帶，當局應將其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區，串連南、西灣

湖及新城 B 區的休憩空間，並嚴格參照立法會大樓高度約 10 至 20 米作上限，真正守護和

塑造千載難逢、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遺產及濱海文化城市形象。 

．建議前海洋世界用地建永久綠色海濱休憩空間 

學社副理事長陳樂琪表示，草案僅建議在氹北新城區沿岸增加狹少公共開放空間，嚴重不足

以應付氹仔未來人口增長及其休憩需求。即使在草案被納入生態保護區的大潭山和小潭山，

亦早已被挖山開發，甚至被超高樓圍困。 

陳樂琪認為當局應將前海洋世界土地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用途，既可保留氹北沿岸開揚

而完整的景觀，也可滿足氹仔人口膨脹對宜居休憩空間的殷切訴求。 

．冀當局接納民意將疊石塘土地列為不可都市化地區 

學社副理事長、議員蘇嘉豪指出，草案建議將路環大部分土地列作不可都市化地區，即生態

保護區，卻離奇地排除政府幾經辛苦才成功收回、面積逾 56,592 平方米的疊石塘山前超高

樓項目土地，將之重新劃作居住區，可預見將要開挖山體、破壞生態，以興建僅照顧極少數

人利益的低密度住宅，與公眾長年「守護路環」的堅定願望有很大落差，亦與維護山林生態

等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價值完全背道而馳。 

蘇認為當局應接納民意，將有關土地一併劃入不可都市化地區，確保疊石塘山體的完整保

育。 

．城規工作上可看出政府是否願意與既得利益者「硬碰」 

另外被傳媒提問指在《總規》上是否體現本屆政府看似聽取市民意見、順應民意，實質上則

與民意違背？蘇嘉豪回應指市民應對任何公權力保持戒心及距離，並應以抽離的角度監督政

府，因政府所作出的決定足以影響千家萬戶。他又指出現屆政府在《總規》方面是承接前朝

工作，在權力上是否能修改計劃尚不得而知，他認為在城規的工作上可以看出政府是否願意

與既得利益者「硬碰」。 

．土地用途樓高限制屬《總規》大原則 

早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聲稱疊石塘山開挖山體等較詳細的計劃將留在日後分區規劃時討

論，有傳媒問到如何看待其說法。蘇嘉豪回應時直指等到分區規劃才討論將「太遲」，他解

釋指土地用途及樓高限制等均屬《總規》大原則，又舉例指若疊石塘土地被分類為「黃色」

居住區，即表示在《總規》經已確實該土地用途，呼籲市民不要「中計」。 

 

O064  9/10/2020 

【愛瞞轉載】社諮委關注北區填海 

//多名委員關注正在諮詢的總體規劃中北區與新城 A 區間水道填海四十一公頃之計劃。委員

鍾建新稱居民關注填海後一河兩岸的景觀是否不復存在、當區海景住宅會否貶值等問題。// 

報道來源：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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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65  10/10/2020 

【報道】【總體城規公眾諮詢場第三回】市民質問為何執意開發疊石塘山腳  政府冀多聽民

意再作決定 

政府今日（10 日）舉行第三場《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眾諮詢場，多名市民繼續質疑路環

疊石塘山山腳被劃為居住區的必要性，認為山體應全面劃為不可開發區域，政府重申希望諮

詢期間多聽民意，未必進行住宅區或商業開發。 

．市民駁環保局難實證開發疊石塘山對生態影響較低 

市民馬小姐表示，政府雖表示該地段只會興建低密度的住宅區，然而重點並不是住宅區的密

集程度，而是民意希望保護路環、守護市肺，山體根本不應被開發，她又指該段附近均為不

可開發區域且沒有住何市區配套，質疑政府為何執意於山體興建住宅。 

對於環保局副局長黃蔓葒重複稱，當局有先針對路環生態作出評估和研究才劃分區域，馬小

姐反問，當局言下之意是否指疊石塘山山腳沒有任何保育價值，才被列為可開發的都市性地

區？ 

市民鄭先生則表示曾收集山體部分泥土作分解，認為土質並不適合作用建築用地，環保局關

於「開發疊石塘山對生態影響較低」的理論很難實證，又比喻本澳回歸後發展與保育的比例

是「10 比 0」，後來是「11 比 1」、「12 比 2」，「咁你永遠平衡唔到（發展與保

育）」，他促請政府全面保育疊石塘山山體。 

．當局冀聽民意決定疊石塘山應否劃居住區 

工務局局長陳寶霞回應稱，政府會就疊石塘山應否劃為居住區聽取社會意見。環保局則重申

草案已保護大部分路環山體，對於路環是否需要更多保護區，希望諮詢期間多聽市民意見，

並非必定進行住宅區或商業開發。 

 

O066  10/10/2020 

【愛瞞報道】【總體城規公眾諮詢場第三回】即場抽問考起顧問公司代表  文化局前局長吳

衛鳴批 18 分區命名冷漠憂歷史消失 

《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期將於 11 月 2 日截止，草案將全澳門

分成 18 個規劃分區，以東區-1、中區-2、北區-1、外港區-2 等命名。有市民今日（10

日）在第三場公眾諮詢場上直斥命名方式「求其」，與市民歷來使用的黑沙環、南灣等富有

歸屬感的命名相違背。 

．憂 18 分區命名致城市肌理歷史記憶消失 

久未在公眾場合發言的文化局前局長吳衛鳴以市民身分指出，現時 18 個分區的命名「好冷

漠」，舉例指大眾歷來常用的「望廈區」、「黑沙環區」等名稱較有美感，市民亦有歸屬

感、認同感，反問編制諮詢文本的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代表，「如果按 18 個分區命名，祐

漢街市喺邊一區？我諗你都答唔到，都要揭返書（文本）」吳衛鳴又擔心，若採用現時 18

個分區取代市民大眾常用的命名方式，會導致城市肌理和歷史記憶消失。 

另外，本地攝影師陳顯耀則舉例指，內地不少城市的分區都按照其地域和歷史文化命名，惟

本澳身為中西文化交匯地，卻採取如此命名方式，批評政府「好求其」、「好懶」，質疑當

局以何等依據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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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城規廳廳長麥達堯解釋指，18 個分區主要沿用統計分區的概念，只用作規劃，對現

時的行政分區即堂區命名沒有任何影響。 

 

O067  10/10/2020 

城市總規草案公眾諮詢場 again 

吳衛鳴前局長：18 個分區命名好冷漠，割裂歷史記憶相當危險，我問你祐漢街市喺邊一

區，我諗你都答唔到。 

（離地顧問公司代表同時翻閱文本） 

吳：嗱，你都要揭書睇啦。 

 

O068  10/10/2020 

「雖然景觀形成嘅時候我未出世，但我唔想成為最後一代見到呢個景觀嘅人，希望留返俾世

世代代嘅澳門人。」 

一位年輕人今晚諮詢會的發言。感動 

 

O069  10/10/2020 

【我城分享】 

即場抽問考起顧問公司代表   

文化局前局長吳衛鳴批 18 分區命名冷漠憂歷史消失  丨 愛瞞日報 

『《澳門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諮詢期將於 11 月 2 日截止，草案將全澳

門分成 18 個規劃分區，以東區-1、中區-2、北區-1、外港區-2 等命名。有市民今日（10

日）在第三場公眾諮詢場上直斥命名方式「求其」，與市民歷來使用的黑沙環、南灣等富有

歸屬感的命名相違背。 

．憂 18 分居命名致城市肌理歷史記憶消失 

久未在公眾場合發言的文化局前局長吳衛鳴以市民身分指出，現時 18 個分區的命名「好冷

漠」，舉例指大眾歷來常用的「望廈區」、「黑沙環區」等名稱較有美感，市民亦有歸屬

感、認同感，反問編制諮詢文本的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代表，「如果按 18 個分區命名，祐

漢街市喺邊一區？我諗你都答唔到，都要揭返書（文本）」吳衛鳴又擔心，若採用現時 18

個分區取代市民大眾常用的命名方式，會導致城市肌理和歷史記憶消失⋯』 

 

O070  11/10/2020 

聽環保局官員辯駁，唔知仲以為係地產商代表發言。 

#守護路環就是民意！ 

 

O071  14/10/2020 

為了撐大數，連墳場都當"所謂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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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72  14/10/2020 

轉載 正報 

澳人後花園『誠實模擬圖』 摘去鮮花 種出大廈？ (14/10/2020) 

 

如果按照政府現在計劃，由疊石塘山，一直走到少年懲教所，以後兩邊到會全面起樓，即係

話，以後進入路環，除了路環交野公園一段，兩邊全部都是大樓。 

而且這幾個區塊，全部都是白區，可以隨便起。 

根本規劃中的路環部份，就是合理化嘅地產樂園，總規一過，後患無窮！守護路環行動多

年，一次被總規完全擺平！ 

 

O073  15/10/2020 

用山頂高度做建築限高，根本就係搵笨！ 

鐘意呢句：「景觀保護係服務人，唔係航拍機囉。」 

又用山頂高度做建築限高？中咗一次招仲嚟？62.7 米？景觀保護係服務人，唔係航拍機囉，

東望洋九十米限高係取巧—巧取豪奪，你哋廢青嘈，咪讓少少步甘囉，有心保護的話（痴人

說夢乎），唔該參考返殖民地時期澳葡臨別秋波所立、尊重建築師專業判斷與計劃的《外港

及新填海區都市規劃章程》及《南灣重整細則章程》，兩件被澳門人親手、在通過入選世遺

翌年廢止的重要法律，限高最低限度要係山腰，唔係山頂呀！ 

＃新口岸當年限高 50 至 60 米約跑步徑高度你望到我我望到你 

 

O074  15/10/2020 

【我城分享】 

疊石塘山地段不受保護因生態價值低？  

昆蟲學者梁志文促公開環評報告釋疑 │ 論盡媒體 

『疊石塘山地段被劃為居住區成為總規諮詢的關注焦點之一，政府舉辦多場公眾諮詢會上都

有不少市民表示反對，認為澳門不應再開挖山體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局回應時曾表示，

「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已作保護，是否要有其他土地列入保護範圍，當局歡迎公眾提意見」。 

有意見擔心，這是否意味着政府認為該地段欠缺生態價值？對於政府這樣的回應，「澳門細

蟻」的發現者、本地昆蟲學者梁志文表示有疑慮，認為政府應開誠佈公，公開環評報告。 

梁志文解釋，這些地方是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在生態學上來講，如果沒有了邊陲地帶，會

對裡面的森林也產生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衝擊，如果失去邊陲地帶的緩衝，那

麼生物核心物種最豐富地帶會直接受到衝擊，令到物種滅絕。他再次呼籲環保局公開環評報

告，以釋除公眾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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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75  15/10/2020 

轉載 

昆蟲學者梁志文促公開環評報告釋疑 │ 論盡媒體 

 

O076  23/10/2020 

「守護路環」的理念，還在繼進行中。 

 

O077  24/10/2020 

【愛瞞報道】【總體城規草案公眾諮詢最終回】市民聚焦生態環境保護：8%公共綠地空間

不足應對人口增長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倒數 10 日，政府今（24 日）舉行最後一場公眾諮詢場。會上多名發

言市民關注生態環境保護，並促請政府增加公共綠化地予居民享用。 

．學生促加大濕地保育工作 

中學生蘇同學指出城市發展往往會影響原有生態環境，總規草案中雖劃分了可都市化、不可

都市化區域，但不代表該區會獨自發展並完善起來，相鄰區域必定會受到影響。她認為政府

應加大力度確保城市發展與生態環境間的平衡共存。 

蘇同學舉例本澳土地面積雖然少但仍居住了細蟻、黑臉琵鷺等獨特生物，其中黑臉琵鷺棲息

的濕地地點不會隨意改變，促請當局提升對濕地的保育，將新城區串聯構造相連的綠化走廊

以及海上花園，保護生態同時吸引市民前往觀賞野生動植物。 

．市民憂 8%公共綠地空間不足應對人口增長 

市民吳女士指出公共的綠地空間對市民的生理以及心理都非常重要，而草案只規劃 8%的綠

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質疑是否足夠應付未來的人口增長，不同區分的居民又是否能公平地

享用上述空間。 

她質問政府為何將前海洋世界地段規劃成商業區而非公共綠地空間，以提供更多綠化地予下

一代享用。另外吳女士又提到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總規草案未有說明當局會如何應對

颱風、暴雨以至極端天氣的出現。 

另外，一名葡裔女士提到固體廢料的處理。她指出隨著城市發展，本澳有著大量建築廢料，

而現時已不能將廢料送到內地處理，質疑路氹城區東面的設施能否應付。 

 

O078  24/10/2020 

學社呢班友黐線㗎  

為期兩個月的總規草案諮詢倒數 9 日，學社人已經全勤出席所有 7 次專場（公眾、議員、社

團），去工務局去到瞇埋眼都識得上會議室。 

澳門宜居定移居？我聽咗 7 場，主流民意已經非常明確，就係休閒、綠地、生態保護、景觀

保育。感謝所有願意為後代發聲嘅市民朋友！ 

同樣係澳門人嘅您，都快啲把握時間、盡力發聲啦，一齊守住呢座城未來百年嘅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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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79  27/10/2020 

聽下劇場人點睇呢份城市總體規劃草案 

未來澳門有多少個表演場地？為什麼沒有寫文化設施？其實文本中不是沒有文化設施，而是

被歸入“公用設施區”裡，還有二百字多一點的描述。你有看過這份關係城市未來的諮詢文

本嗎? 你有什麼想說想問? 

「劇讀沙龍．第三回」邀請了劇場製作人陳詩琪，澳門城市規劃師林翊捷到現場，各自從劇

場發展與城市發展的角度，對現正進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草案公開諮詢提出疑問、回應與想像。 

另外，同時亦專訪了多位劇場工作者以更多元的聲音，回應、討論這份關乎澳門二十年城市

發展、劇場發展的「劇情大綱」。 

 

O080  27/10/2020 

【愛瞞轉載】澳門街地方細細千多街巷 市政署: 隨意整合將擾民 

//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正公眾諮詢，當中包括多個新城區的建設，被問到日後新城區街道

如何命名，黃海欣表示，市政署獲授權命名街道時會留意保留街道原有的特性和居民的習

慣。她指出，新城區的發展屬未知數，若日後市政署可參與新城區街道的命名，一般會以主

題式的命名，例如配合周邊的街道功能、歷史、位置等考量。// 

 

O081  27/10/2020 

【守護路環！】 

呢個位置係入路環市區左手邊必經之路，曾經以為一定守得住，但政府提出重劃居住開發

區。 

如果總體規劃諮詢大家唔出聲，呢度將會挖爛個山再起一排排樓，11 月 2 號就截止喇！ 

 

O082  28/10/2020 

【愛瞞報道】【總體規劃諮詢倒數 6 日】宜居休閒綠地休憩景觀保育  學社籲政府按社會民

意行事 推動城市永續發展提升生活質素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將於 11 月 2 日結束，新澳門學社今（28 日）到工務局

提交意見書，包括提倡科學評估宜居人口數量並嚴控外來人口增長、串連南灣 CD 區、南西

灣湖及新城 B 區建設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 

．政府應以社會主流民意為指導方針 

學社強調公眾非常重視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

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育是這次諮詢會上所得的主流民意，政府核准總體規劃時，須尤其

重視有關願景，並以此為指導方針，致力讓居民未來生活變得更優質、後代更堅定選擇在本

澳安心立命。 

．學社促盡早決定新城 D 區填海計劃 縮減所耗費時間 

學社指出，作為本澳首份法定總體規劃，其關乎城市永續發展命運，故全程積極投入，其成

員參與全部七次諮詢專場，並舉辦內部討論會、新聞發布會，及多次透過網上節目平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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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然而，特區換屆對草案編製的連貫和協調不足，尤其是於公開諮詢展開後數日，才透

露正向中央申請不填新城 D 區，卻無提供相關科學理據及改動的影響評估，令公眾發表意見

時無所適從，甚至可能因涉及《城規法》所指的「作出重大修改」而要將諮詢推倒重來。學

社要求政府應及早作出決定，爭取早日核准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總體規劃，緊接展開制定詳細

規劃的工作。 

．學社倡嚴控外來人口無限增長 科學評估宜居人口數量 

學社又批評，在諮詢文本中，政府始終無提供總體及分區人口需求現況和預測數據。為免更

多開發和填海也不足以應對人口爆煲，學社敦促政府應同步制定長遠的人口總體規劃，嚴格

管控外來人口無限增長，總體規劃須與之配合，按現有及可預見土地資源，科學評估容納多

少居住人口才能達致宜居標準。 

此外，政府也無提供各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用地需求、及各產業類型與其用地需求和佈局的

現況和預測數據，因此，學社對南灣 CD 區的政府設施區、新城 B 區及原海洋世界土地的商

業區不予認同，有關珍貴資源應真正還地於民。 

．建設城市永續休閒新地標 保護山海城景觀 

另外，學社亦提出了多項意見，包括大幅增加綠地休憩空間及生態保護區的比例，以完整、

大片空間代替僅建設狹長海濱綠廊等；串連南灣 CD 區、南西灣湖及新城 B 區建設城市永續

休閒新地標，並制定西望洋山周邊區域建築限高，確保西望洋聖堂與舊大橋間的景觀完整

性；將原海洋世界土地劃作永久的綠色海濱休憩空間；將疊石塘山原超高樓項目土地劃為不

可都市化地區，確保路環山體完整保育。 

 

O083  28/10/2020 

【工務局現場】新澳門學社正式提交《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意見書，強調公眾

非常重視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

護、景觀保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 

 

O084  28/10/2020 

【總體規劃諮詢倒數 6 日】宜居休閒綠地休憩景觀保育  學社籲政府按社會民意行事 推動城

市永續發展提升生活質素 

 

O085  28/10/2020 

【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育是主流民意】 

——Livability, leisure, green spa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re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s obtained from the Urban Master 

Plan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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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86  28/10/2020 

【工務局現場】新澳門學社正式提交《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意見書，強調公眾

非常重視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

護、景觀保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 

學社認為，政府核准總體規劃時，必須尤其重視有關願景，並以此為指導方針，致力讓居民

未來生活變得更優質、後代更堅定選擇在本澳安心立命。 

 

O087  29/10/2020 

【這代人，有角色】 

雖然不是城規專業，但作為澳門人，應該對未來有話語權和決定權，於是將勤補拙、諮詢全

勤。 

還有，我們的勤，有機會帶動更多著緊的人，在不同領域、不同崗位發聲，過去將近兩個

月，確實有這樣的氣氛。 

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家跳出政府的框架，抽絲剝繭、當面戳破是最好不過。 

諮詢將近 60 日，我仍然聽不到任何具體的人口需求現況和預測，公眾如何討論土地供應和

功能用途，都是不科學的； 

官員也始終答不出，提出霸佔對山海城景觀最敏感的南灣 CD 區興建政法區，到底要滿足多

少尚未滿足的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用地； 

政府也沒有告訴公眾，奪去幾幅「無敵海景」土地的新商業區，究竟服務於什麼產業，對經

濟多元有何助益； 

總之，一律生人霸死地，咩都唔講，總之霸咗先。 

霸完之後、破壞之後，誰人把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育還給我們和下一

代？ 

 

O088  30/10/2020 

【愛瞞報道】被批城規法生效六年一事無成 運輸工務司司長：冇你講到咁差 料 2021 年底頒

布城市總規 

《城市規劃法》於 2014 年正式生效，事隔六年政府推出《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 至

2040）草案》。直選議員區錦新於今（30 日）立法會口頭質詢大會上直指特區政府六年間

一事無成，要求當局交出城規的整體時間表。另外有議員提到新城 D 區填海與否涉及城規重

大修改，擔心諮詢因此要推倒重來。 

區錦新認為《城規法》雖然無列明城市規劃的制定時間表，但政府不能因此長期不作為，炮

轟當局視法律如無物。他又指出公開諮詢完結後仍有多項程序，包括編製報告、作另一輪諮

詢、聽取城規會意見等，要求當局交代從諮詢到完成制訂規劃的整體日程。 

另外，他又認為城市與經濟的發展難於太漫長的等候，舉例政府冀發展總部經濟但因本澳甲

級寫字樓不足，而城規制定的遲緩又影響商業區的落成，建議政府針對社會上的重大需要，

以較靈活和折衷的措施解決問題來回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運輸司：料總規明年年底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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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承認總規時間表有拉長，但解釋指城市總規對澳門是全新的事物，因

此過程進展不快。他預料城市總規可於明年年底正式通過並刊登特區公報相關行政法規。 

羅立文又透露下週將到立法會介紹新城 A 區的大部分規劃，指出當局並不需待總規完成後才

作分區詳細規劃。他又表示如有申請人需發展某一地段，當局會交到城規會討論並製作規劃

條件圖，認為不會未有總體規劃而令本澳發展停頓。 

．羅立文認為現階段未決定新城 D 區填海 不涉《城規法》第 21 條 

至於直選議員蘇嘉豪提到若總規最後決定取消新城 D 區填海計劃，或會牽涉到《城規法》第

21 條，即如對城規草案作出重大修改，則須重新進行諮詢程序。羅立文回應指現時未有決

定是否取消新城 D 區填海，現階段只是提出建議，因此不牽涉《城規法》第 21 條。 

 

O089  29/10/2020 

轉載正報學社交總規意見 (29/10/2020) 

 

【本報訊】《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公開諮詢即將結束，新澳門學社強調，公眾非常重視

提升生活質素、推動城市永續發展的規劃目標；其中，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

觀保育是諮詢所得的社會主流民意，政府核准總體規劃時，須尤其重視有關願景，並以此為

指導方針。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在下星期結束。公開諮詢文

本的內容，既不能確保主教山現有景觀不受破壞，也不能確保路環不再出現大型住宅樓宇 

。 

昨午，新澳門學社前往土地工務運輸局提交意見書。記者提出，在保護主教山和路環方面，

新澳門學社是否沒有更多可以做的？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直選議員蘇嘉豪表示，學社在公

開諮詢的框架表達了意見，就算沒有百分百，都做了「八八九九」。 

「在守護山海城、守護路環，甚至守護澳門下一代的行動或運動，不止於過去兩個月的公開

諮詢。這次公開諮詢在十一月二日完結，不代表行動或運動完結。」蘇嘉豪表示，在諮詢文

本中，有相當多危機、暗湧，需要在議會裡、社會行動上繼續跟進。 

蘇嘉豪又表示，二零一五年，新澳門學社提出「宜居休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

育」，備受民間批評。二零二零年，從公開諮詢會、來自網絡等輿論，都可見到「宜居休

閒、綠地休憩、環境保護、景觀保育」就是「主流民意」。他提醒，政府不要低估民意的進

步，應該積極吸納。 

記者追問，學社今次的工作做了「八八九九」，有百分之幾的信心可以保護主教山和路環？

蘇嘉豪稱：「我們有基本信心，可以盡力守著路環，以及澳門半島南岸的山海城。」他表

示，有信心主流民意可以在諮詢總結報告呈現。並提出，只有新澳門學社，或個別圈子去努

力是不足夠的，仍需各方繼續施壓。 

蘇嘉豪也批評，編製諮詢文本的顧問公司，既不熟識澳門，又全用民間口號 (如：永續發

展)，卻沒有在諮詢文本體現出來。而且，今次諮詢缺乏數據，尤其是人口估算的數據；他提

出，政府需要制定長遠的人口總體規劃，嚴格控制外來人口的無限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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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90  2/11/2020 

【愛瞞轉載】總規諮詢  今夜結束  

// 在諮詢期即將完結之前，市民下載意見表後，在意見表 (補充頁) 填寫；隨之，電郵到工務

局便可。期望，有更多市民為下一代守護澳門，花點點時間，把想法告訴政府。 

或許，也有市民覺得，政府今次又是假諮詢、走過場，表達意見都改變不了最終結果。筆者

嘗試引用這句說話互勉：做咗後悔，好過冇做後悔！澳門係每一個澳門人嘅澳門，加油！// 

#正報 

 

O091  2/11/2020 

【總規諮詢，仲有最後兩個半鐘就完，你仲未寫意見？】 

制定城市總體規劃，係「現在決定未來」嘅過程，後生仔女甚至小朋友嘅聲音極之重要！ 

60 日嘅諮詢終於去到尾聲，最令我深刻嘅，係每一張年輕人嘅面孔，仲有完全自發報名同

發言嘅中學生。 

政府應該更加謙卑，更接納下一代嘅心聲，因為今日嘅規劃，正正就係為咗佢哋。講白啲，

佢哋先係主角。 

#現在決定未來 #澳門人加油 

 

O092  2/11/2020 

【我城分享】 

總規諮詢今夜結束 丨 正報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2040)》草案公開諮詢期將在今日午夜結束。在諮

詢期間，保育主教山景觀、保護路環山體、增加氹仔戶外休憩空間等，備受公眾關注。關心

澳門的市民真的需要把握最後時間填寫意見表。以下是筆者綜合諮詢期間的一些意見，以供

參考。 

一) 主教山景觀非常珍貴，是二十年來城市失衡發展下的倖存者。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

市總體規劃 (2020-2040)》列明現有景觀不能受到破壞，尤其是主教山與舊大橋之間的景觀

必受保育。基於這個原則，南灣湖 C、D 區的建築物限高不得超過二十五米，越是近岸的建

築越要低矮；而且，頂層必須綠化。 

二) 路環是澳門人的後花園，是澳門的市肺。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 (2020-

2040)》列明，必須保護山體，不可開挖發展。而且，路環未發展的私有土地不能興建 M 級

以上的樓宇；若這類土地屬於國有，應該回復綠化。基於上述前提，地籍編號 1210.005 的

土地，不應用於興建住宅。 

三) 氹仔的居住密度極高，實在需要更多绿色休閒空間。位於氹仔北，地籍編號 1049.001 

的土地，經過逾二十年的閒置，其東邊已形成綠化生態環境，未來不應將其平整；在這基礎

上，應把這片土地劃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還有，BT8-9、11-12 的土地，也應如此，供

市民享用。 

在諮詢期即將完結之前，市民下載意見表後，在意見表 (補充頁) 填寫；隨之，電郵到工務局

便可。期望，有更多市民為下一代守護澳門，花點點時間，把想法告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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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有市民覺得，政府今次又是假諮詢、走過場，表達意見都改變不了最終結果。筆者

嘗試引用這句說話互勉：做咗後悔，好過冇做後悔！澳門係每一個澳門人嘅澳門，加油！ 

註： 

※ 地籍編號 1210.005 的土地，與荔枝碗相近，一般稱為「路環疊石塘山山腰土地」；多年

前開始，市民強烈反對在那裡開挖山體和興建超高住宅。 

※ 地籍編號 1049.001 的土地，一般稱為「海洋世界土地」，位於舊大橋氹仔橋口旁；BT8-

9、11-12 是市政署早前提出用來建設「車胎公園」的土地。 』 

 

O093  6/11/2020 

【訊報專欄：宇論滔滔 2020 年 10 月 23 日】 

總規僅符交差要求 

政府不填 D 區想重做？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下簡稱「總規」）及《輕軌東線

方案》（下簡稱「總規」及「東線」）公開諮詢周一剛結束，前幾期專欄已詳述東線意見，

今日將主要討論總規問題。 

總體而言，總規文本雖然有按照《城規法》的基本要求，但僅屬"交差"水平，因為文本

缺乏對本澳現況、包括對社區人均設施的詳細分析及統計數據等，今次總規提出眾多口號或

願景，但並沒有具體落實途徑。 

提口號願景無落實途徑 

例如，文本提到的分區規劃中沒有按預期的人口數據制定每一區的住屋數量、人均公共

空間、人均綠地面積、人均社會設施比例等等；又如，各分區沒有提出明確的限高要求，而

唯一提出明確限高的南灣湖 CD 區，只提出限高 62.7 米（主教山高度），但卻沒有明確每

個地段的限高要求或標準，未來詳細規劃如何確保南灣湖 CD 區「山·海·城」城市空間格

局，以及其餘十多個主要景觀視點不會受到破壞或遮擋？總規如何能夠在下一步詳細規劃得

到落實？其提出的口號目標如何能落實？筆者實有太多疑問。 

《城規法》早在 2014 年 3 月正式生效，政府曾承諾總體規劃會在三至五年完成，並會

落實後續的分區詳細規劃，屆時 「規劃條件圖」的過渡性安排將成歷史，但六年多過去，至

今仍僅完成首次公開諮詢，故今次總規文本質素不敢恭維，但筆者也內心掙扎，若再推倒重

來，澳門總規和詳規要拖至何年才能實施。 

不填 D 區或東北區均屬重大修改 

但令人驚訝的是，總規諮詢開始後不足三日，羅司突然在向立法會議員介紹總規時提

出，政府有意剎停新城 D 區的填海，並已向中央申請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間的水道區

域，面積約 41 公頃作綠化區，特首翌日隨即提醒社會要理性思考是否堅持填 D 區。 

必須指出，總規文本雖已規劃將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東北區間的水道區域填平用作綠地

及公共開放空間區，但無論在過去的新城總體規劃諮詢文本或是現在的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

本，過去亦未曾聽聞政府提出過不填 D 區的建議和相關理據。相反，上屆政府早於 2019 年

中就對新城 D 區的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進行招標並已判給，工程總造價達到 1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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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 12/2013 號法律《城市規劃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如對城市規劃草案

作出重大修改，土地工務運輸局須開展新一輪的倘有的推廣及展示草案和收集擁有私有土地

的物權之人及國有土地承批人的意見及建議的期間，以及推廣、展示和公開諮詢的期間，並

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的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的規定。」必須指出，本澳填海須獲中央批

准，今次政府在諮詢期間提出「棄 D 區改填 A 區水道」的建議，至今仍未獲中央正式批

覆，且按照《城規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指的「重大修改」，如果中央不批准「新城 A 區

與澳門半島間的水道區域」的填海，又或同意不填新城 D 區，政府都需要按《城規法》就總

規重新再作公開諮詢。 

新城填海屬整體規劃且考慮水文 

筆者同意，社會確有不少聲音認為目前正填海的新城 C 區不應填海，但當年新城五區填

海屬整體規劃，各區分工定位也有不同，今次總規諮詢文本的所有土地數據均已包括 D 區填

海得來的 58 公頃土地面積，當局除非有充足的數據分析和替代方案支持，且得到公眾的認

同，否則貿然取消部分填海區對整體長遠發展福禍難料！此外，當時規劃也研究水文影響，

確保填海後不會加劇澳別間的航道淤塞，若在沒有任何水文分析的情況下不填 D 區，C 區與

E 區間的水域不排除會造成淤塞或其他問題，當局必須科學論證。 

另外，建設辦 2019 年 8 月已判給"D 區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且會首次採用環境保護

局提供且經篩選的惰性物料進行回填，以減少建築廢料堆填區逼爆，若取消 D 區填海原計劃

使用的惰性廢料如何處理？甚至未來是否需要再填人工島作建築廢料填埋也應考慮！ 

不填 D 區有論證及替代方案？ 

筆者認為，任何填或不填已規劃區的決定，絕不應單以官員喜好增減，而應服從科學分

析及有替代方案減少整體影響，且均須嚴格按照《城規法》規定盡快進行後續工作，包括倘

有需要的修改總體規劃草案及進行重新諮詢，避免令總體規劃及隨後的詳細規劃的編製工作

無限拖延。 

本澳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十分珍貴，如何利用好本澳的土地分類，並因此做好土地儲備

規劃，對本澳未來發展尤其重要，但文本未有詳細論述。總規諮詢文本的第六章「土地使

用、海域利用」按照「土地用途規劃圖」劃分土地主要用途，並兼容其他次類別的用途。文

本第 14 頁所示的「土地用途規劃示意圖」僅為「現況圖」，並無任何規劃可言，而當中的

土地分類混亂，加上政府至今未有制訂土地使用次類別的行政法規，導致公眾對於總規諮詢

文本中的土地用途存在不少爭議。 

  其實根據《城規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政府應在法律生效後，盡快制定規範土

地分類及次分類的行政法規，即制訂不同土地用途的次分類及可兼容用途，如居住區類別下

可細分為居住區的綠化或休憩用地，但工業區不應兼用居住用途等。但因政府對此一直拖字

訣，令到今次總體規劃諮詢出現不少就土地次分類，如居住區的綠化空間、高爾夫球場被分

作旅遊娛樂區等爭議。 

85 公里水域總規無具體規劃？ 

  此外，中央在 2015 年底正式將八十五平方公里的習慣水域管理權交由澳門進行管理，

但在總體規劃中，僅簡單提及海域利用，且沒有任何具體規劃內容，是否意味政府未來二十

年對習慣水域如何配合澳門發展仍未有任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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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今次總規諮詢文本提出的十八個分區名字，如東區 1、北區 2，對公眾來說頗為

陌生，亦難以讓人聯想分區的具體位置，當局應將十八分區的規劃分區名稱，改回如諮詢文

本第 71 頁統計分區的名稱，使公眾可更直觀易懂。 

總規第十四頁的"土地用途規劃示意圖"中，政府將面積超過 5.6 萬平方米的路環疊石塘

山地段劃為「居住區」，做法引起社會嘩然。該處涉及五點六萬平方米土地因涉嫌造假佔有

已被收歸國有，但政府卻想將其開發為中低密度居住區。要知道該地段主要仍為山體樹林，

任何開發都要大面積開挖山體，嚴重破壞生態，當局必須將疊石塘山田畔街地段與相鄰的路

環山體一併明確劃成「生態保護區」，以確保路環山體的完整性，對自然資源予以最大程度

的保護。 

全澳海岸湖岸線應規劃作公共空間澳門作為濱海城市，筆者一直提出要串連、開放並優

化澳門海岸線，將其變成濱海綠廊還岸於民，市署今年會完成開科學館到觀音像海岸線工

程，下階段再到媽閣的南岸線優化計劃，但是縱觀整份總規卻未有就全澳海岸線作出規劃。

筆者認為，總規應明確要求今後所有海岸線及湖岸線均應留作公共空間，並應制訂短、中、

長期的海岸整治計劃，逐步對全澳海岸及湖邊地區進行海岸線及綠道規劃，使之成為居民宜

行、旅客宜遊的綠化空間及濱海走廊，並將之納入總規草案中的「慢行交通」規劃，令居民

及遊人自由地在海岸漫步、踩單車，更可透過與地區中心地帶接連的專道，形成「休閒為

主、交通為輔」的雙環雙軸的濱海跑步單車徑及綠道，實現輔助交通功能，並做到政府多年

來所宣揚的「綠色出行」理念。 

  環保基建鄰避設施應明確規劃用地總規雖提及要「發展智慧綠色韌性城市」，但不論是

「環境保護」還是「公用設施」都未有就此問題別墨太多，針對各項環保基建設施及或鄰避

設施的用地，均僅以「公共基礎設施區」來標示，意味日後可用作其他公共設施。 

筆者認為，在總規草案中要明確「公共基礎設施區」次分類土地如環保基建或鄰避設施

的用地位置，確保本澳有足夠面積和合適位置的土地興建污水廠、廚餘設施及回收設施，以

及如燃料中途倉、危險品倉庫及火葬場等鄰避設施。此外，政府在每一個社區中劃設一小塊

地段用作「環保角」（即環保生活空間），如提供乾淨回收，電器回收、物品交換、更換電

動電單車電池及「裸賣」物品等，讓市民在生活的社區中就能踐行環保生活，讓環保在各社

區中落地生根。 

□ 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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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94  12/11/2020 

【城市總體規劃危機尚未解除！】 

 

60 日總規諮詢，學社全勤參與，但總體規劃危機，並未隨諮詢結束而落幕。 

正如學社遞交意見書時，記者朋友問道發聲行動是否已做無可做，當然非也。當前最低限度

要善用市民授權，將牽涉南灣 CD 區山海城景觀、氹北原海洋世界土地、路環疊石塘山體保

育「三大危機」的主流民意送入議會。 

除了擔心多處珍貴區域或被破壞，公眾更要慎防特首在 2021 年定案時將諮詢版本改頭換

面。 

儘管《城規法》第 21 條表明任何對總規的「重大修改」都要重啟諮詢，但按羅立文最新說

法，若特首定案前作任何修改，包括決定不填 D 區，均不適用有關條文，意味著定案前的任

何修改都可能沒有民意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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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民意 Opiniões do Público na Internet – 網絡論壇 Fóruns Online 

(本部份內容為意見提供者原文照錄 Em seguida estão os trechos do conteúdo original fornecido pelo comentador)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及意見摘要 

Data e Resumo das Opiniões 

O095  19/9/2020 

轉載  新城填海, 議論歷時十年, 經三輪諮詢, 怎能說不理性?  

新城填海, 議論歷時十年, 經三輪諮詢, 怎能說不理性? 事實上, 澳門部分區域城市設施欠賬太

多, 積重難返, 有必要大規模補強更新, 充足餘裕的土地資源, 有助於"騰籠換鳥", 裨讓城市均

衡發展整體升級. 

轉載自訊報  針唔到肉羅司輕佻諷人  施政承諾切忌言而無信 

      雖然行政長官賀一誠周二開腔，一方面強調在總體城規之外的「不填Ｄ區的構思尚未拍

板，故Ｄ區仍在總體規劃中」，另一方面則稱「若果中央不允許Ａ區的填海指標，則政府

會將Ｄ區的指標調整到Ａ區，讓Ａ區九萬多居民享用綠化區，若果市民認為可行，一定全

力發展」，與此同時，行政長官又指「Ｄ區隨時可以填，但填完之後就挖唔返轉頭」，加

上有「有票在手」的大社團及地產業界既得利益者相繼撐「不填Ｄ區、改填新城Ａ區西側

水道區域」，更明言「新城Ａ區用地建公屋相當可惜」，不過，似乎仍無法說明，中央政

府已批准填海十二年的Ｄ區，與現在再向中央政府申請改填Ａ區西側水道區域的兩者之

間，為何是「非此即彼」的置換關係？以中央政府一直以來支持澳門特區發展及改善澳門

居民居住條件與生活質素的基本政策，相信就算澳門特區政府不以當年已指明批准填海取

地專門用途的Ｄ區填海指標，置換目前打算新填海的Ａ區西側，即是只向中央申請批准增

加新填新城Ａ區西側水域用地，估計獲批的機會也大於「退回」。因此，單從填海取地，

以增加公私房屋供應，長遠滿足澳門居民合理的住屋需求，改善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及居

住條件，提高對「一國兩制」的認同感等方面考慮，保留Ｄ區填海之餘，同時向中央申請

批准在新城Ａ區西側填海，又有何不可？ 

  早前，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公開講「大家唔使咁擔心冇屋住，我哋大把屋，唔使瞓

街」，是完全無視私樓價格長年非一般工薪階層有能力負擔，而公屋「準入門檻」又苛刻

無比，而且兩者均人為地控制供應這些客觀事實，坐擁二十三項不動產資產、任滿後幾乎

肯定不會留澳生活的羅立文，是故意嘲笑澳門的「無殼蝸牛」，抑或出於與本澳居民生活

完全脫節的無知態度？這點其實已不重要。但現屆政府自己提出的「回應不同收入居民，

特別是夾心階層、青年人的住屋需求」等「施政重點」，又強調「解決購房難、出行難、

看病難以及內港水患，仍是廣大居民普遍而迫切的訴求」等「施政主張」，惟主其事的主

要官員竟然公開輕蔑長期面對「購房難」的澳門居民，難道就是行政長官賀一誠在今年四

月「施政報告」發表後再發新聞稿強調：「特區政府向立法會和本澳社會提出了新的施政

承諾，就此，所有部門要為施政各司其職，落實及執行施政報告中與自身職能的各項工

作」的結果？這些「施政承諾」和「工作要求」中，未見「羅立文司長或房屋局、土地工

務運輸局除外」表述，但羅立文在土地與房屋的問題上，及被法院判決要求「善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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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屋局，還有長期嚴控私樓建設批則的土地工務運輸局的工作表現，卻都與特區政府的

施政承諾背道而馳。下月發表的明年「施政報告」，尤其在解決購房難、住房難、出行

難，大概跳不出誇誇其談，言出不行的套路。 

  行政長官賀一誠周二亦曾強調「即使不填Ｄ區，本澳未來二十年仍有足夠居住空

間」。既然如此，相信只要言行一致，以社會利益及廣大居民利益為念，切實兌現施政承

諾，不填Ｄ區，特區政府也能夠在未來二十年提供足夠的公私居住樓宇數量供澳門居民有

能力購買，不難解決澳人詬病已久的購房難、住房難問題，但一切要聽其言觀其行。新一

份「施政報告」，可見端倪。「特首大把地」、「羅司大把屋」，但何以普遍澳人仍在為

住屋難困擾？為購房難折騰？ 

作者: 余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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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民意 Opiniões do Público na Internet – YouTube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及意見摘要 

Data e Resumo das Opiniões 

O096  3/9/2020 

【直播】《澳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及《輕軌東線方案》新聞發佈會 

 

影片載錄關注海洋海域的提問，有關未來發發展對海豚的影響，其數目會否日漸減少；關注

都市更新與土地劃分的設置問題，當局的構思和考慮為何；關注海洋經濟的問題，認為草案

的相關內容較為籠統，冀提供具體解釋。 

 

O097  9/9/2020 

【城市總規】蘇嘉豪書面質詢新城區總體規劃  

土地工務運輸局回覆議員蘇嘉豪書面質詢表示，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將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佈

局，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佈，應將辦公樓用地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佈局。 

    蘇嘉豪在書面質詢中提出要重新考慮新城 B 區並非政法區的唯一最佳選址，而應落實生

活休閒、公園綠化等的功能佈局。 

    一併考慮三區佈局 

    工務局表示，將於今年開展公開諮詢的“澳門總體規劃草案”已提出整體優化澳門城市空

間規劃的構思，強化城市多核心功能佈局，特區政府的行政、司法機關應按功能規劃及分

佈，應將辦公樓用地集中，一併考慮新城 B 區和南灣湖 C、D 區的功能佈局，保護城市景

觀，打造特色濱海綠廊，同時推動新口岸一帶原有商業區發展，以促進區內生活休閒、旅遊

活動、商業發展和行政辦公室等設施的協調和長遠發展。公眾可於諮詢期內積極對草案內容

發表意見，以供政府參考。 

    總規嚴格配合世遺 

    總規草案嚴格配合《文化遺產保護法》和《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等相關規範，

將涵蓋維護本澳城市景觀特色、保育“澳門歷史城區”人文氛圍，以及延續“山、海、城”

格局等內容，並提出保護多條具城市代表性及價值性的景觀視廊與視域，以體現本澳歷史文

化永續的規劃目標。 

    市民認同綠廊規劃 

    蘇嘉豪又指市政署的南岸海濱綠廊工程，碎片式發展不利於總體的休閒定位和規劃。工務

局回覆中引述市政署表示，“新城區總體規劃”對新城 B 區的海濱綠廊已制訂初步規劃，在

經過三個階段的公眾諮詢後，海濱綠廊規劃獲得社會及市民的高度認同。 

 

O098  9/9/2020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議員諮詢專場 蘇嘉豪發言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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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城市總體規劃議員諮詢專場的發言】 

如果這份草案通過，澳門唯一保留的山海城歷史景觀一定玩完！ 

我越看這份文本就越心驚，一開始第 3 頁澳門日景模擬圖顯示南灣湖 CD 區是綠化空間，很

好；第 10 頁註明濱水歷史旅遊軸帶，也很好；第 14 頁開始變了粉紅色，即是公用設施區；

第 27 頁正式說了政府的企圖，將這區全部變成政府設施區；翻到第 92 頁最心驚，這區建築

物可以與主教山（62.7 米）平排。 

政府稱 62.7 米只是最高，到時不會這麼高，當年討論松山燈塔限高，市民已經被政府騙了

一次，松山腳限高 90 米，所有建築物便建到 90 米，與松山 （90 米）平排，燈塔也不見

了，是否要主教山教堂也變成這樣？ 

南灣湖 CD 區要維護的景觀，不只是諮詢文本所說的「主教山—西灣湖」和「聖地牙哥炮台

—十字門水道」，公眾在之前的《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要求的是主教山望向舊大

橋，再由外海清楚望向主教山的雙向景觀。 

因此，南灣湖 CD 區應該規劃為廣闊、開揚、低密度，主要是淺綠色，即綠化地和開放公眾

空間區，少部分是文化設施和旅遊娛樂，參考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讓公眾容易觸及和使

用。 

現在的方案提出將南灣湖 CD 區所有土地變成政府設施區，即是政府與民爭地，只保留很少

部分是淺綠色，即所謂海濱長廊。我要強調的是，只要做好整個片區的旅遊休閒規劃，沿岸

綠廊便會自然出現。 

整個核心區域的限高必須嚴重降低和管控，62.7 米與主教山平排完全不能接受；如初級法院

刑事大樓約 35 米，從主教山眺望大樓屋頂已經碰到外海水面，一樣破壞景觀；應當參照立

法會大樓和中葡論壇建築物約 10 至 20 米，才有辦法維護到這個可一不可再的山海城珍貴景

觀和歷史輪廓。 

澳門立法會議員 蘇嘉豪 Sulu Sou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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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民意 Opiniões do Público na Internet – 新浪微博 Sina Weibo 

(本部份內容為意見提供者原文照錄 Em seguida estão os trechos do conteúdo original fornecido pelo comentador) 

意見 

編號 

Número de 

opinião 

日期及意見摘要 

Data e Resumo das Opiniões 

O099  20/10/2020 

【澳城大舉辦城規座談會 總體規劃符合學者預期】城市規劃向來是澳門社會關注的熱點，也

是政府施政的重點難題。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舉辦城規座談會，討論政

府早前公佈整體總體規劃草案，大部份學者認為，草案明確了區域定位，也符合澳門參與建

設大灣區的發展戰略目的。 

 

O100  20/10/2020 

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將於今日起公開諮詢，社會各界就部分重大議題提出相關意見，關注

未來的交通、詳細分區規劃及佈局等問題，希望同步開展各區規劃，以及優化周邊配套設

施。 

澳門立法會議員施家倫表示，期待新文本具有前瞻性、宏觀性，能在城市各方面作出詳細的

發展規劃 O【民建聯議員】施家倫關注城市總規劃 籲推進青洲區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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