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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介紹專場   Sessão Especifica de Apresentação aos Deputados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舉行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   Data: 8 de Setembro de 2020 

舉行時間︰15:00   Horário: 15:00 

舉行地點︰立法會大樓演講廳   Local: Auditório do Edifíc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吳國昌議員  新城填海是用來滿足澳門居民的居住需要，東區-2 和氹仔北區-1 將來會有

較多人口居住，這些地區可否設立為公屋或澳人限售？

 保護景觀方面，會否把疊石塘山劃為不可都市化地區？

 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是多少？

 至 2040 年會否有媽閣至關閘沿西岸的輕軌?

2 李靜儀議員  有關居住問題，北區-1 和路環區會增加居住人口，疊石塘山亦會設為居住

區，希望能保護山體，提供更多綠化公共空間

 北區-1 人口密度已很高，現再興建高密度住宅，我不反對增加居住土地，但

需要平衡人口密度

 現時位於慕拉士已建成工業大廈，如何成功轉化？

3 崔世平議員  就規劃分區，香港都只是 18 分區，澳門這麼細小都要劃分為 18 分區，是

否過於詳細？覺得難以實現原區就業。會否考慮有綜合性用地？

 產業用地方面，已規劃的產業用地有多少，有否數字提供？如何解決一業獨

大的問題？

 有沒有子課題？

4 宋碧琪議員  我們要打造宜居社區，不要只追求數字，為求達到足夠的房屋供應就只懂

興建細單位、細面積，建議要有居住配套及公共開放空間

 商業區和工業區共只佔總土地百分之六，如何支撐另一個產業發展？

5 麥瑞權議員  A 區方面，有沒有考慮地下城市的概念？

 總規有否提供更多墳場用地？

 污水處理廠可否設置於地底，地面提供公共開放空間？

6 梁孫旭議員  何時會開始詳細規劃的公開諮詢？若有發展商在這空窗期擬建超高樓，當局

會如何處理？

 如何處理交通路網？

 當局是否已取消輕軌澳門半島西線及人工島專線？

總規於停車位方面建議多方面措施，例如開放私人停車場，請問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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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者 意見、建議 

7 蘇嘉豪議員  如果今次總體規劃一旦通過，澳門半島南岸的山、海、城景觀將會完
結。因為一開始第三頁的模擬圖，C、D區是綠色，是好好的，第十

頁濱水歷史旅遊軸帶都是好好的。直到第十四頁公用設施是粉紅色，

以至二十七頁顯示為政府設施，甚至去到九十頁，建築物開始與主教

山併排。松山已經被你「氹」了一次，今次是否主教山都要這個安

排？我覺得在南灣湖 C、D 區應該維護景觀，市民要求主教山由外海視廊

可望到舊大橋。 

 我認為南灣湖 C、D 區的規劃為廣闊、開揚、低密度，主要是淺綠色，即

綠化地和開放公眾空間區，小部分是文化設施和旅遊娛樂，可參考新加坡

的濱海灣花園，讓公眾容易觸及和使用。政府現在是與民爭地。我認為限

高應嚴格降至中葡論壇的高度。 

8 鄭安庭議員  總規至 2040 年是一個頗長的時程，隨經濟發展，能否改變土地用途？有否
考慮商住用途？ 

 就聯生工業邨，其他城市的工業區都比較遠離居住區，有沒有條件找一個
新的土地如工業園取替聯生工業邨，分隔居住區？ 

9 林玉鳳議員  詢問 18 個規劃分區與統計局的分區是否一致？ 

 劃分規劃分區時有沒有考慮視廊？ 

 總規提出原區就業，有沒有考慮原區就學及原區養老？ 

 詢問可否提供多元產業的具體位置？ 

10 葉兆佳議員  有關商業的部分，在澳門半島有沒有考慮核心商業區（CBD）、高端商

業區及總部經濟？若設置 CBD，建築物高度並不是一個問題，但建築物

外觀要美。 

 總規提出居住區內的工業用途轉為非工業用途，什麼是非工業用途？ 

11 何潤生議員  總規提出適度填海，是否指A 區至東北區水域？ 

 詢問現時新城B 區及南灣湖C、D 區的規劃 

12 胡祖杰議員  總規有沒有考慮旅客數量？現時預測的人口是基於自然生育還是目標增長？ 

 土地劃分為 18 個規劃分區，每一區的設施是否都有標準？每一區的設施是

否有不同的設施？ 

 有沒有海域利用及歷史城區的子項目作研究，例如？歷史城區當中有否活

化的研究？  

 內港劃作紅色的商業區，會否有考慮到基礎設施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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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3 區錦新議員  何時會完成總規？需要多少時間才完成所有詳規？ 

 建議的居住地區是低還是高密度？ 

 詢問是否於新城E 區建設危險品存儲倉？ 

14 黃潔貞議員  詢問有關人口目標數目及人口密度，如果後來因不同條件而未有達到預測
人口的數目，會否其他考慮？ 

15 施家倫議員  為何“快樂”為一個目標？另外有關“智慧”的元素好像不多 

 北區-1、北區-2、東區-1 及東區-2 的文化設施比較少 

 詢問有關第四空間的規劃 

16 高開賢議員  建議考慮環澳門半島的海邊馬路 

 澳門若要成為立體城市或地下空間城市，最具條件的為A 區 

 

17 蘇嘉豪議員  澳門的“山、海、城”格局非常重要，現時建議的景觀視廊佈局不合格，

讓下一屆政府可以做一些合法但不合理的規劃。 

 現有初級法院為 36 米高，從主教山望過去已經到水面 

18 胡祖杰議員  認同總規建議的區域功能明確分工，但政策上如何做到，擔心十多廿年後
都未能落實 

 認同職住平衡、複合用地的概念 

 有關停車位的規劃，可否考慮於住宅發展同時設置公共及私人停車場 

19 黃潔貞議員  詢問為何於北區-1 增加人口密度 

 步行系統的規劃是否要等待詳細規劃？ 

20 高開賢議員  舊區的地下管線非常混亂 

 輕軌東線亦位於海床下 1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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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巿規劃委員會介紹會  Sessão de Apresentação destinada ao Conselho do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舉行日期︰2020 年 9 月 9 日   Data: 9 de Setembro de 2020 

舉行時間︰15:00   Horário: 15:0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邱庭彪副主席  作出簡介，總體規劃是根據城規法制定的。根據規劃目的第 6  條作出。現

時最大問題為總體規劃與詳細規劃的觀念混亂，目前為總體規劃， 稍後在

詳細規劃才開始討論細節。

2 區頌兒委員  關於土地分類，根據城規法例分為八類，某些土地會包含次類別兼容在

內，混合利用是如何操作？

 會否多於兩類的次類別？最多可兼容多少次類別？

 從簡介中得知有兩個文化類別的土地分類，兩者有何不同？

 總體規劃每 5 年召開檢討，是否欠缺靈活性？

3 鄭洪光委員  關於教育用地的問題，期望有「藍天工程」，為未來學生帶來希望。

4 柯慶耀委員  整體規劃可能牽涉到很多社會問題，土地面積可以理解，但預測人口是如

何評估出來？是自然增長嗎？流動性是否考慮在內，以多少年為基準計算

的，是否考慮了政府的引進計劃等等。

5 黃國基委員  2040 年預計  80 萬人口，目前澳門有 60 萬。但增加的土地面積似乎未能

滿足人數增長，數字是如何推算？

 規劃人口是否未計算入外僱人口，他們也對居住問題構成很大壓力，是否考

慮外僱問題？

6 楊道禮委員  隨著人口老化或增加，未有見到總規考慮增設墓地和骨灰龕設施。
 填海 D 區是否考慮作為一個新的生態公園？以生態為主題的中心公園，連接

澳門與氹仔。為遊客及澳門居民提供一個休憩公園，改善澳門景觀，同時

亦可以疏導水流。

7 余亮豪委員  總體規劃文本對整體數字細節方面較少提供，請問人口分佈和密度變化的
相關內容可否公佈？

 交通方面，可否提供綠色出行？慢行是什麼？有沒有規劃單車或其他新型

工具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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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8 蕭志泳委員  就本地及對外問題，本地篇幅非常概括性和深入。澳門算是一個微型經濟

體，靠外來推動，澳門經濟直接受到外界影響。因此，我們要考慮澳門居

民的福祉，亦要考慮如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吸引陸路海陸口岸的人

流。

9 陳昭怡委員  關於交通，以公共交通為主，但規劃圖的交通佈置似乎不適合澳門人的出

行方式。巴士線如轉乘站需要更明確，例如增設交通中心等，内部巴士轉

乘更重要。

 輕軌站沒有商業元素，未來是否考慮加入商業元素？

10 梁普宇委員  當初 A、B、C、D、E 五區填海的設計與周邊水域有關。目前計劃修改取消

D 區而爭取東北區，是否有影響水流？為什麼放棄D 區要東北區，不可以兩

個都要嗎？D 區取消以後，C 區就變成一個荒島，C、D、E 區無法連接。

 機場部分的區域填海，位置非常大，除了機場用途還會有什麼用途？

 原本 A 區有水道，填海以後，東線的走向是否可以考慮更改走線？照顧 A

區及黑沙環居民。

 港珠澳大橋落成後，外港碼頭的存在和角色是否可以考慮取消外港碼頭？

11 蔡韻璇委員  就土地使用分類方面，我希望見到具體研究的數據，有否前後優化？
 目前澳門居民覺得遊客會打擾他們的生活，大量遊客走進了居民的生活

區，總規是否包括這方面的考慮？有否針對旅客與居民的融合？

12 余亮豪委員  總規是否包括支持智慧城市、智能城市等，例如 5G 智慧公路等，例如新

城 A 區等，是否支持智能化技術、自動駕駛等，是否包括這方面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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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會（第一場） Sessão de Consulta Pública (1.ª Sessão) 

舉行日期：2020 年 9 月 12 日   Data: 12 de Setembro de 2020 

舉行時間： 15：00   Horário: 15:00 

舉行地點：澳門科學館會議廳 

Local: Salão de Convenções do Centro de Ciência de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R1123  我來自黑沙村，自小於黑沙村長大，面對很多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跟

所有澳門市民平等，但我們用水用電的基礎由回歸至今仍存在差距，澳

門政府回歸多年連一個基礎的問題都未可以解決得到。我不認為這是一

個業權問題，但政府何時及如何跟我們登記確認房屋問題？讓我們有一

個合理用電用水的方向，還有排污問題，我們現時仍使用化糞池。我看

見總規當中我們屬於黃色部分，屬居住部分，如果政府認為這裡是居住

環境，是否應該提供一個舒服一點的環境給大家過正常生活？希望這個

問題早日解決。

2 R1004  今次總體規劃是 2014 年城規法生效之後首個法定規劃，好榮幸之前都可

以參與一些城市規劃工作，好高興見到六年之後終於在總體規劃領域上

實現了零的突破，是重要的一步。今次總規對於城市空間結構、土地比

例用途上結合了 2040 年的人口預測及產業佈局，作了一個城市定位，跨

度是二十年，這些基本數據都是重要的，可以說今次總規是城市未來二

十年發展的一個破局點及頂層設計。

 我們跟很多青年朋友傾談過，不約而同有一些關注點，首先看到 2016年

的時候，政府已經做了一個城市發展策略研究，文本提到我們要定位做

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靭性的城市，遠景是非常之美好，但亦希

望看到更多一些硬性的指標，可以呼應到這些城市定位。

 第二個問題 ，我們認為現時文本比較多屬遠景式描述，及偏向一些動態

的規劃，但其實市民每日生活中亦會面對一些眼前現實的問題，我們覺

得有願景是緊要，但亦應該審視自身的局限條件及直接的問題，甚至披

露更多現在城市發展過程之中的局限性的資料，令市民可以更切合焦點

來發表意見，可以在限制入面找最優的。

 最後有關房屋規劃，覺得比較籠統，數字很少，只有 18 區的分區但少了

一些 KPI，希望可以就未來人口結構和分區布局、房屋規劃方面可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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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更多資料，做一個專題研究，避免出現現時一些社區發展但設施不足的

問題。 

3 R1048  Muito boa tarde.

 Sou da União de Arquiteto de Macau. Gostava de mais expressar o meu

agradável ver o ponto de situação dos trabalhos do Plano Director, que é

uma questão que a população em Macau estava com grande expectativa,

tenho algumas perguntas.
 A primeira questão era (é) quais são as determinações do Plano Director

sobre os planos de pormenor, nomeadamente que visão é que têm para

equipamentos públicos e há novas áreas de protecção de património, são 

urgentes e importantes, nomeadamente no Porto Interiora informar estruir

os planos de pormenor.

 Também gostava de saber sobre os planos de pormenor, que informação é

que existe em termos de estatísticos de n.º de pressão da cidade por área,

o plano pormenor ainda não referiu nenhuma informação sobre isto, nos 

novos equipamentos não circulados. E acho que é muito importante saber

qual é a diferença de densidade populacional em cada área, de modo a se

poder fazer planos, quanto matriculação e quantitativa de equipamentos

públicos.

 A segunda pergunta que é sobre o plano, é a estratégia do Plano Director

para libertar o Centro Histórico, e desta estratégia para reconverter, o Porto

Interior como a nova centralidade sobre o rio e tirando partido do

património, isto pode-se continuar a população tornará residir, será muito

difícil mesmo longo prazo, consegue ter fazer uma conversão daquela zona 

como nova centralidade.

 Muito obrig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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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我是澳門的則師。 

 首先我都想同大家講我非常開心見到總規一直以來所做到的工作，亦非常期

待。我有一些問題想問。 

 總規究竟有甚麼限制，或有甚麼基礎讓之後更好做一個詳細規劃，如何去保

護文化遺產呢？有沒有一些比較緊急的，尤其在內港入面的保育計劃，之後

如何去劃分去成立詳細的方案呢？ 

 有甚麼統計資料關於日後詳細規劃中人口分佈、面積等，這些資料內容都是

非常之重要，我想知每一區究竟預計的人口分佈和面積是多少，可以更好地

理順工作。 

 在歷史城區入面，有甚麼工作會進行呢？尤其內港入面，究竟有哪些工作進

行？如果內港仍有這麼多居民在內港居住的話，如果沒有訂出一個期限，好

難去將這個區域轉成你們心目中的區域。 

 謝謝。 

4 R1046 

 

 我是一個在內港長大的市民，首先想提出治水的問題，在諮詢文本中治水

問題好輕描淡寫地潦潦幾字輕輕帶過，沒有明確計劃講如何防災減災、如

何治水，現時氣候變化很快，我希望政府就加多點肉緊，加快落實興建治

水的基建工程，不只是紙上談兵拖延時間 。 

 我感覺到政府好像好麻木地將海邊及岸邊商業化，商業化其實不是城市規

劃唯一出路。例如活化內港方面，文本提到要在內港設商業街及水岸公

園，相片美輪美奐，但其實這區本身是居住區，有自給自足的商圈， 本身

已經好熱鬧不需要其他任何商業元素，反而這區長期欠缺一些康體設施及

休憩空間，我建議政府可以將內港空置的碼頭及貨倉重建，在保留原建築

物的情況下改為文娛康體中心，可以同時保存內港特色的面貌。 

 文本提到 MGM 出面規劃為商業區，其實這一區旁邊的皇朝及新口岸，本

身都已經是一個發展得好好的商業區，皇朝區內都有幾幅政府收回來的閒

置土地，其實政府可以發展這些閒置土地，先發展成商業用途，將新城  B  

區千載難逢的海岸線留給市民，在新城  B  區這條綠帶打造為一個寬敞的綠

廊，不似海洋花園那邊那麼窄的海濱長廊，保留澳門山海城的獨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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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1036  總規提到將慕拉士區一些工廈轉為商業區，見到現時慕拉士有大量工

廈，想知會怎樣處理和遷移，以及打算用幾多時間將它們遷移。其實現

時慕拉士區都是一個好密集的住宅區，周邊都有好多學校，並有社會房

屋在興建中，未來的居住人口一定會增加，如果該區都發展為一個商業

區，可以預計到人流一定會上升，但現時的慕拉士大馬路是北區一條主

要的主幹道，交通已經非常擠塞，面對日後龐大的居住人口及人流，有

否考慮過交通配套？交通會如何規劃？希望政府可以預計好交通規劃及

預案，不要影響到民生生活。

6 R1041  我好認同今次這個城市總體規劃是方向性的，講想像、形象、定義及分

級分層，之後還要做土地使用區分，從而畫出這個藍圖。但我覺得最可

惜的是總體規劃中針對點和軸的定義不夠明確，國內城市規劃很多都會

針對總體城市的核心點和軸，把方向和數目明確指出來。

 總規提到商圈，但沒有點出任何一個出來。今次疫情過後，市民出來不

是去大三巴，而是去三盞燈、高士德，那些區域為何不是商業區範圍，

卻是單純的住宅區？反而慕拉士是一個工業區，突然變成一個商業區，

官方必須提供一些能夠說服的資料數據，例如商圈內包含多少零售量、

銷售額等，以支持這個規劃。

 關於都市規劃事業如何實施，我們畫了一些主要道路出來，例如高士德

直入往北灣方向，變成兩線單向，是否仍屬主要道路？再入一點北灣是

樽頸位，塞車情況好嚴重，只有一線一方向，未來怎樣實施？

7 R1016  我特別想關注路環尤其山體。總體規劃入面將路環一幅當年涉及詐騙的土

地收回劃為居住區，今天這幅地仍然是山體，你們的簡報說要保護澳門的

綠化和山體，為何這塊地會被劃為居住區？官員曾經在立法會回應過議員

有關的問題，說那裡不會做，到詳細規劃才研究，只會興建低密度住宅，

不會建高樓。疫情其間澳門不少一家大細都將路環變成一個郊遊踏青的地

方，更加顯得路環山體及綠化的珍貴，是澳門的市肺，為甚麼會將一個山

體、旁邊還有傳染病康復中心、健康徑的地方劃為居住區？我要求政府將

它歸為不可發展區域，應該保育的區域，不希望疊石塘山這一塊地日後變

成住宅區，以澳門僅有剩餘的山體來建房屋，詳細規劃亦不用再考慮。

 另外關注危險品倉和厭惡性設施問題，麥廳長 9 月 3 日接受傳媒訪問時

指這些設施會集中在東北邊人工島和機場南邊區域，但在總規文件 76 及

77 頁又將這些設施放在路環，究竟跨部門之間有沒有溝通？危險品倉問

題更突顯官員之間互相推卸責任。究竟這些厭惡性設施規劃了在哪個位

置，距離民居有多近，我們需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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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1082 

 

 我認為氹仔前海洋世界用地應該劃為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改善居民生

活質素及滿足人口增長帶來更迫切的休憩空間需求。文本入面，氹仔就

在新城區入面沿岸增加狹小的公共開放空間，意味著氹仔現有的資源是

需要應付未來 20 年的需求，我認為政府是忽略了氹仔居民對於公共休憩空

間的需求，氹仔現時有幾幅大型的閒置土地，包括中央公園附近的 BT 地

段、海灣花園旁邊的PO地段、湖畔大廈週邊的氹北都市化區域，文本將全

部區域都劃為居住區，保守估計為氹仔帶來超過 8 萬的居住人口， 但公共

開放空間就沒有相應怎樣增加。 

 政府經常說無地興建休憩區，所以要見縫插針，但有地的時候就無考慮

到規劃成完整的休憩區，只靠現在的資源根本無法應付未來 20 年的需

求，只會令到我們的環境及居住質素下降。而氹仔雖然有兩片生態保護

區，但實質周邊已經被高度開發，給發展商開挖山體，建造超高的屏風

樓，嚴重遮擋自然風和破壞景觀，而且兩座山下面現時仍有別墅酒店或

者公屋項目等待開發，所以我認為氹仔是需要增加綠色低碳的區域。前

海洋世界用地當然填海造地的目的是設計成一個大型的休憩區，但承批

公司一直荒廢至今二十幾年，到今日我們終於等到政府收回土地時，政

府就將佢規劃成為商業區，再次搶走居民應該有而且必需要的休憩空   

間。 

 其實氹仔要規劃一個新的商業區，是否可以考慮移到去新城 E 區，配合 

到輕軌東線的發展會更加適合？以前海洋世界用地是更加適合規劃成為

綠地或公共開放的空間區，令氹北沿岸打造一個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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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地使用的

一片區域，既保留了氹北沿岸開揚而完整的視覺景觀，同時亦都可以滿

足未來二十年人口增長對我們公共休憩空間到的需求。 

9 R1030   我是一名跨境學生，所以我想問交通方面，城規的輕軌規劃，我見到只

有幾條路線，分別為東線、氹仔線，以及橫琴和石排灣，我想問為何不

建港珠澳線？港珠澳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佢只有兩條巴士路線，就算

未來新城 A 區建成更多道路之後，仍然是距離市區比較遠，現在新城 A 區

仍然是一幅爛地，如果現在已有規劃新城 A 區由港珠澳大橋到港澳碼頭，

現時建造成本會較低，如果日後當新城 A 區已建樓才再建造成輕 

軌，無論是高架還是地下線成本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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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 A  區可以建輕軌線，可以方便澳門對外交通，無論往香港及珠海大

陸。

10 R1119  我認為都市更新在城市規劃很重要，見到今次草案中都有著墨，但認為

不是太過深入，目前舊區有很多單幢建築獲政府批准重建，這麼多重建

會影響整個舊區將來的整體規劃。近年出現多宗舊式建築重建而影響到

旁邊民居的安全，所以希望這方面可以考慮。內地在舊區重建是比較成

功，當然澳門的法律制度和內地會有點不同，但我認為內地有一些可以

借鑑的地方。不單民居方面，甚至一些商業區，澳門都仍有舊式建   築，

一方面存在安全問題，另一方面都影響了使用效益。

 另一方面交通總體規劃配套，澳門很多問題是由於道路比較狹窄，很

多是單線，甚至一些交通流量比較大的地方都只是雙線，道路交通配

套一定要融入總規之中。雖然總規是大方向，但有些眼前的問題政府

可以考慮優先解決，例如水塘友誼大馬路由南區去到關閘方向，去到

白雲花園處是非常擠塞，因為該處車輛需要讓先，是否應該在該處設

個交通站或天橋，還是做地下隧道，希望借此機會提出。

11 R1068  在未有完整的就業分佈分析前，我明確反對路環疊石塘山腰劃作為居住

區，因為要做到職住平衡，首先要量化分析商業活動是否能夠與區內的

勞動需求配合，例如政府因為智慧城市、智慧旅遊，能夠邀請到國內大

型生產或科創企業來到聯生工業村進駐，可提供到多少就業職位，而預

計區內需要增加幾多公私樓宇單位，才能達到職住平衡。就算真的有居

住需要，都不要在山腰的生態敏感區做低密度居住區。首都北京目前有

百分之七十就業崗位都是集中在核心城區內，而香港人口普查顯示，說

了多年的職住平衡，目前為止都只有百分之 17 至 20 的人口可以同區工

作和住宿，所以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要跨區工作，但在這份文本中看不到

很有力的支持為何這麼多人要去到路環舊市區，只為那些低密度住宅而

從事工作？08/09 年運輸工務司曾經做過一份好好的研究 ，關於城市設

計的研究，希望不要棄之不理，因為當中我們中規院院長楊保軍規劃

師，有明確提及到澳門的山體是不可再生資源，我認同局長說現階段不

會去到太細微，但正因為現時是總規，如果諮詢期過了，到日後詳細規

劃時沒有劃定這裡為非建築範圍的話，不好意思我們之前問過市民但沒

有意見唯有保留，其實應該直接劃為非建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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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新城填海D 區 58 公頃應該同新增的A 區接駁填海地並存實施， 

總規中應該要有公私營房屋土地供應評估，即有一個土地需求評估，但

這份過千萬的研究報告入面，我有一點失望，因為完全沒有一個土地儲

備，是否我們已經夠儲備不需要再填海？這 350 公頃填海土地是在 09 年

時得到中央批准，現在我們單方面宣布不需要再填海，不但有違程序公

義，亦會令到中央十分之尷尬。 

12 R1032 

 

 第一關於人口方面，總體規劃有預測到二十年後約有 60-80 萬本地居

民。我想問遊客方面，澳門是對外城市，每年遊客都有接近三千萬，引

入方面會怎處理？靈活性方面又怎樣？多與少？會直接影響人口的估算

的精準度，以及會直接影響規劃 。我知道每五年有一個機會去調整，但

因為數字那麼龐大，是否能夠適時調整到？ 

 第二方面是整體交通安排，今次東線的方案亦是總體規劃的部分，交通 

方面亦牽涉到內外對接，我想問陸路方面很多篇幅包括關閘、橫琴口

岸、港珠澳大橋等，海路亦有北安碼頭但篇幅不算很多，相信對外方面

北安碼頭是主要一個港口，但空那一方面規劃上有甚麼考量呢？有甚麼

數字？ 

13 R1077   我想回應氹仔北部被列為商業區，即前海洋世界地段的意見，我認為這 

個地段應該列為綠地和公共空間。前海洋世界面向澳門半島，可以說是

氹仔其中一塊最優質的土地，如果要做商業區，其實氹仔還有很多其他

不同的選擇。再者，觀乎整個氹仔區，可以真正給予市民的綠化及休閒

設施其實是少之又少，例如現有的中央公園、小潭山環山徑、以及一條

單車徑，都絕對不足以應付未來的需求，草案指商業區的主要用途是辦

公、金融、零售及會展用途，如果前海洋世界用地變成商業區的話，可

以預見未來人口變多的時候，氹仔的公共設施一定不會夠用，所以列為

商業區的這呢個決定究竟基於怎樣的科學理據？是否符合市民的需要？

市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有休閒、綠化及商業結合的氹仔， 而不是只顧在

海邊建密集式商舖。 

 我也想回應麥廳長關於分區的說法，指分區對一個地方只是一種概述， 

操作上仍會有居住和其他元素，針對海洋世界這幅地，如果商業區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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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都是會有綠化的元素的話，會否只是一條街道旁有數棵樹或一個小公

園？市民所講的綠化區，是希望有一大遍的區域給氹仔市民做休閒用

途，而不是簡單一棵樹或一遍草地，然後就說已經盡了力、在商業區內

有綠化元素。所以我希望當局可以重新考慮總規地段的定性，可以真正

給予市民一個休閒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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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會（第二場） Sessão de Consulta Pública (2.ª Sessão) 

舉行日期：2020 年 9 月 26 日   Data: 26 de Setembro de 2020 

舉行時間： 15：00   Horário: 15:0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R2070  多年來都在規劃報告聽到有意打造粵港澳城市定位和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口號聽了很多年，但在城規報告上的描述我覺得不

太足夠，怎樣為之多元發展？粵港澳城市定位上，我覺得澳   門

定位應該要描述得更加清楚。

 規劃報告上提到提高城市發展、環境文化及海域利用的相容性

策略，整體上我覺得有些景觀在發展上依舊被破壞，  例如我在

單車徑上跑步，以前都會望到對岸美好的景色，但經過填海之

後就看不到，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站在市民的角度， 看看景色

是否真的可以保留到、或是否真的可以相容到。

 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部署，我覺得描述上仍然不夠詳細，要

怎樣去建設部署好？例如中央公園，建成後仍然有好多問

題，例如路是凹凸不平，建好後又要重整過樹木，我覺得要描

述清楚如何完善部署。報告沒有描述到基礎設施建設好後如何

保養，沒有詳細提及。

2 R2061  早於 2004 年第二任特首的參選政綱上已首先提及到舊區重建和

城市規劃的研究，時間一過便 16 年，16 年是一代人的成長時

間，期間我們見到府在漫長的 16 年裡，慢如蝸牛的修定和無日

無之的研究再研究，終於我們見到一份實物的總體城市規劃方

案，當然遲來好過不來。文本涉及到十多個不同的部門範疇，

但我們就開始質疑，我們本身在澳門居住了這麼多年，政府之間

的互相推卸責任及卸膞是多年來從沒有改善過。這份諮詢涉及到

十多個部門，到底這個完成的目標可以去到幾多呢？

 羅司長說澳門有二十三萬個住宅單位，對於澳門六十多萬常住人

口來講已經好夠，但大家不要忘記，澳門有好多住宅單位是空

置的，所以規劃的同時，應該要完善法律，例如訂立空置

稅，提高房屋的入住比率，才能構建文本中所講的快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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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離島方面，文本將疊石塘規劃成為中低密度住宅區， 但在一些

公眾場合中，我們又見到官員說其實只是想規劃低密度住宅

區，我們知道以人口計，中低密度和低密度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請解釋一下不要混淆視聽。多年前有疊石塘的發展商受

訪時回應，說破壞不是我一個人破壞，亦見到政府將大小潭山

規劃為生態保護區，但我們知道這個山體一早已被破壞建了

豪宅，將山體開挖之後建豪宅之後再說要保護它，其實就是

幫這些豪宅做維修保養。現在政府和市民最大的洪溝就是信

任度不足，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回應一下，如何增加市民對政

府的信任度，以及希望在這方面增加透明度，傾聽民意不要

向發展商傾斜，因為城市的發展不是單單依賴行政主導為主

的政府，這樣一定只會增加官員和商人有機會勾結，製造更多

歐文龍出來。

3 R2079  我想講南灣湖C、D 區和新城B 區的建議，這兩個區塊是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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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高限是非常重要，主教山一帶已經是澳門半島碩果僅存

比較開闊的景觀，是最表達到澳門山海城特徵的重要位置。無論

是山上面望向海，還是由外海望回主教山，兩者是同樣重要。其

實主教府甚至是禮賓府，於當年建築的時候， 已經選擇望向舊

大橋的方向，因為這個從來都是澳門最好最美的景色， 而這個

景色就是正正穿過南灣湖  C  區，尤其是  C3、C6、C7、 

C8、C9、C12 這幾個地塊，62.7 米這個高限這一點是好有問

題，有一個比較好的例子是臨時法院，它的高度是 35 米，從主

教山望下來，已經剛剛貼住它的平面，而法院所在的 C2 地段，

已經是C、D 區最接近主教山的地塊，大家很容易可以想像到，

如果出現一個 62.7 米的建築，接近高出一倍，就算只是一幢，

景觀都會被完全破壞，一建出來還會遮擋舊大橋，就算只是建

35 米，效果都會變成一樣，為甚麼要迫大家走到哪裡都只望到一

堆牆呢？是否每個地方都要一幢一幢的插建樓宇， 就代表澳門

好繁榮呢？C、D 區連同  B 區是一個億萬美景，建在上面的東

西、破壞是的環境，可能一百年都返不到轉頭。所以我建議  C、

D  區的建築物，可以參考立法會高度，最高只可以在  20  米左

右，這樣可以對環境影響去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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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政府部門在那裡辦公，對市民來說真的沒有所謂，辦公大

樓還可以分散到其他地方，是否真的要集中在這個億萬區域

呢？建億萬身價的辦公室呢？這個景觀和環境，沒有人有權

力私有化它，包括政府都沒有權力去私有化它，它是屬於市

民的，設計應是市民能夠享用到、接觸到，我建議C、D 區盡量

釋放多些土地空間，連同新城B 區的綠化規劃用一個森林花園的

概念去設計，重新規劃地塊，連同南灣湖及西灣湖，以及新城 B 

區，可以做到景觀、商業、休閒、旅遊各取所需，保護到澳門山

海城的關係，亦都將該區的功能最大化。我明白這個總規不是

一個細則化的諮詢，但整份諮詢最受爭議的地塊， 就只是這幾

塊，而且都是重要的地區，混合使用對市民來說是明白的， 但

如何混合使用、如何規劃這些區塊，對澳門未來影響好大， 市

民最想知道澳門將來會變成怎樣。 

4 R2014 

 

 文本總體規劃內容比較宏觀，很多的細節和問題都未有提及

到，未來推進規劃的時候，可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希

望政府未來可以逐步細化將這些規劃落實。 

 因為我住在北區，整個北區人口非常密集、車多人多，一些工

業場所、高污染行業真的不適宜在北區開設，所以文本入面提

到將慕拉士工業區轉型為商業區，我是認同的。現時慕拉士有

很多大型屋苑，未來都會有公屋和體育館會建成，這一區人口

會越來越多，撤走工業場所改造商業區可以帶動到北區的人流

及商業發展，亦都有利於改善北區居民一些生活環境。但整個

區的工業大廈比較多，大部分工廈業權比較分散，以及如果要

改變的話亦都百分百業主同意，怎樣去說服業主搬走呢？想問

政府未來有沒有一些相關措施？另外想建議如果未能短時間解

決到業權問題的話，政府都可以提供一些誘因，鼓勵一些污染

大的行業遷出，再改造工廈環境，引入一些商業元素例如潮流

服飾、飲食或者親子設施，吸引一些文創藝術團體去進駐，可

以創造潮流打卡熱點，將工廈活化，可以盡快改成商業發展。 

5 R2021   諮詢文本講到構成山海城的景觀特色和格局，我認為在南灣湖 

C、D 區和南西灣湖一帶不可以進行都市化建設，即舊大橋到觀光

塔一帶的沿岸，是可以望到西望洋山的景觀的，不建議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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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政府設施，即政府的辦公大樓。雖然文本有講到高度限

制是不超過 62 米，因為現時南灣湖和西灣湖一帶景觀比較開

揚，如果有大量的政府設施進駐，由原本開揚變成高密度屏風

樓，會影響現時休閒的環境，所以不建議大量集中興建。我建

議在C、D 區可以興建一些文化設施，例如圖書館和藝術館、文

創園或科學園等，在沿岸B 區即舊大橋至觀光塔沿岸發展成一個

生態保護帶，入面的建築物可參考中葡論壇和立法會之間的高

度。 

 內港活化方面，文本提到會打造成一個水岸公園及商業街，政

府會否考慮整合現時內港的貨運碼頭，以及輕軌除了東線之

外，會否在內港那邊西行線，即由內港去關閘一併納入水岸

公園及交通設施網絡。 

 路環疊石塘山方面，我都不建議發展成一個住宅區， 因為路環

是一個綠地和山體所以不應該是住宅和都市化的規劃。 

6 R2001   剛才你們提到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不代表大樓就一定會去到那麼

高，不一定會阻著主教山景觀，但東望洋那邊都是這樣說，但最

後都是建至最限高的那個情況，令到在東方拱門那邊、即係新

口岸區那邊都是遮擋著對於東望洋山東望洋燈塔那邊的視

野，所以為何不可以將南灣湖C、D 區的限高降低，更好地保護

那邊的景區。 

 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問題，你們寫到會保護已經評定為世界文化

遺產的不動產，而我來到這裡的時候經過六國飯店，六國飯店

就是其中一個文化建築，但最後都是拆掉剩下幾條柱，關於文

化遺產的保護可否做得多呢？ 

 路環的問題，路環是最後一個環保山體，如果是住宅區或都市 

化，無論多矮無論如何規劃都好，都會影響山體結構，因為路

環是澳門最後最珍貴的一個山體。 

7 R2023   關注總規提高青洲區未來會設置工業用地和生態保護區域，大

概地將青洲區劃分做不同的功能及性質。其實在 1996 年時就曾

經提出了青洲都市發展之計畫，到 2017 年都進行了第二次修

改，但到現在都未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想問現在總體規劃入 

面是否已涵蓋了青洲都市發展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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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入面提及了8 個山體，其實青洲山的環境和保育工作是相對

惡劣的，針對青洲山劃分做生態保護區域，想知當局有哪些有效

措施去解決青洲山修道院的業權問題和周邊的環境治理。另外

再看區內的功能分布，除了居住區域還有批發市場、工業

區、還有跨境工業口岸，未來還有青茂口岸，整體而言區內

比較傾向發展商業和造成污染的產業，休閒空間相對缺乏，如

何在保育青洲山的同時，都希望可以適當地發展青洲山， 增加

區內的休閒空間。

8 R2029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的公布是要聽取市民的意

見，令人遺憾的是這份文本在公眾諮詢的同時，特區政府表示已

經向中央提出建議，不填新城 D 區改填新城 A 區與澳門半島水

路之間，諮詢文本內有關 D 區的規劃變得名存實亡，這種做法究

竟是知會還是諮詢。五幅新城填海土地，是 2009 年由國務院正

式批覆同意，作為送給澳門特區成立十周年的大禮，當時澳門全

民歡慶，2010 年溫家寶總理更加親自來澳考察特區填海造地計

劃，如此重大的決策豈能夠就這樣輕率推翻。為了增加北區和

新城 A 區居民的綠化地，向中央申請將新城 A 區和澳門半島之

間的水道區域填平，本人表示認同，一切由中央決定。但取

消新城 D 區的建議就值得商議， 中央政府之所以批准澳門特區

填海，是基於本澳土地資源的稀缺，為了解決澳門人的居住問

題而作的決定，回歸以來澳門特區的人口和面積由

1999 年的 43.8 萬人 23.8 平方公里，增加到 2019 年的 67.9 萬

人  32.9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之高位於世界前列，今時今日樓價高

企租金高昂，經屋社屋入住遙遙無期，澳門人的居住問題仍然未

得到解決，如果說澳門有大量地大量屋不用填海的話，本人無任

歡迎，問題是政府能否承諾，修訂經屋法恢復設立輪候期，興建

多類型公共房屋以供長者、青年人、夾心階層申請， 如果做得

到，新城 D 區填少一點或者不填都無問題，如果做不到則一切都

是空言，就按本子辦事好了。

 環保真的好重要，水體填走就填走，同樣道理山體挖了就補不

回去，特區官員一方面聲稱有足夠的土地和房屋，另一方面又

向有澳門後花園之稱的路環打主意，是否自相矛盾？ 所以路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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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石塘山體絶對不應開發成居住區，應該保留繼續成為澳門一

個傳統綠化區。 

 關於草案中對氹仔北區1 的規劃，假如原先的填海計劃不變，新

城  D 區適宜設定為綠地和公開放空間區，結合現時的海濱綠

廊，打造成為一個本澳居民和遊客休閒旅遊的好去處，而新城D 

區可以連同收回的前海洋世界和周邊的空置土地，再加上第五條

澳氹跨海隧道的配套，整體發展為集商業、居住、公用設施於一

體的氹仔新天地，以促進特區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達致職住平

衡。 

 身為氹仔居民，眼見日益增加的氹仔人口，交通問題成為氹仔

居民最為苦惱的一件事，本人認同總體規劃裡面第4 條，澳氹跨

海通道和輕軌東線的興建，更認為之前特區政府曾經設定的新

城 B 區連接新城D 區的第五條澳氹海底隊道有必要興建。 

9 R2092   參考世界各地的例子，例如丹麥哥本哈根及英國倫敦，建單車徑

推動單車出行是可以有效解決交通擠塞的問題，以及改善空氣質

素，我想問各位官員有否想過當單車是交通工具，在澳門各區建

設單車徑解決澳門的交通問題呢？在 2011 年新城區第二階段諮

詢文本政府詳細規劃了一個新城區的單車路網，在 

ABCDE 區都有的，但到了 2015 年的新城區第三階段公眾諮 

詢，政府提到以單車推動綠色出行，而當時公眾諮詢的民意調查

報告都指出，當時的社會意見是提倡單車出行，希望形成一個串

聯新城五區之間的綠色出行路網，為何今次的總規沒有考慮到當

時 2015 年的民意，即文本第 54, 93 和 94 頁提到氹仔北區和中

區的單車徑，而單車這個字眼只是在總規出現過4 次，而不是計

劃一個覆蓋全澳或者全新城區的單車徑呢？經過我本身對澳門各

區的考察和實地測量，發現全澳門其實都可以建單車徑，第一，

政府可以從大型基建落手，在澳氹第五通道新城B區濱海綠廊和

松山行人隧道建單車徑，這些基建都在規劃中所以只要加入單車

徑計劃就行，第二就是在發展新城區和舊區重建的時候，在路邊

設置單徑和單車泊位，第三在發展閒置地的時候，例如海一居地

段、海洋世界地段、南灣湖C、D 區地段和石排灣國有地段等的

時候可以設置單車徑，第四是最重要，就是在已發展的區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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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口岸和筷子基，可將休憩區、行人專用區，以及騎樓即行人走

廊的部分空間改為單車徑，甚至可以在馬路花槽興建單車天橋連

接各區。我剛才提到的這四個方法是不需要等設計、不需要等填

海、不需要等輕軌建成， 可以立即實行，利用這四個方法可以

讓澳門各區的市民都可以用單車出行，解決澳門的交通問題，所

以你是否接納這四個方法，澳門好細的，無論返工返學以單車時

速 15  公里去計，都是快過坐車和駕駛，政府最重要是當單車是

交通工具，將單車 徑列入規劃條件圖入面必要的街道設施，改

變以巴士和汽車為本位的魯莽思維，澳門的交通問題才能得以解

決。 

10 R2026  限高一定要講的，因為現在不講的話我擔心將來詳細規劃就太

遲，南灣湖C、D  區的問題，山海城不是一個口號，應該是實際

要做的，而澳門半島南岸這個天際線是一個歷史的輪廓，我們

不需要新的天際線，因為原先那個已經非常美。

 我們主張應該要還地於民，將南灣湖C、D 區和新城B 區規劃

為主要是綠化地和公共空間區，不過當中都有少量的文化設

施、旅遊商業設施等等。

 我想講政法區是一個假的命題，事實上 2016 年城規會審的七份

規劃條件圖，當時講的七個建築物其實大部分都已有著落，警察

總局會去北安，檢察院在羅理基已差不多建好了， 廉署和審計

署張司長已說會另找地方，剩下的終審法院可能會搬回南灣法

院，而初級法院亦會留守在現在何鴻燊博士大馬路，中級法院

可以使用終審法院騰出的空間，那我們還需要甚麼政法區

呢？市民會覺得我們反對政府去租那麼多私人寫字樓浪費公

帑，那政府現在最需要建的政府建築物是甚麼？第一是政府

合署，第二就是市民服務大樓，市民服務大樓當然不會選在南

灣區，因為不方便，其實在各個社區，黑沙環、水坑尾、氹仔

中央公園這些區域是最適合。而政府合署當然是集中給政府部

門辦公，大家都知道現在在皇朝、前幾日城規會都討論了的在

波爾圖街的一個六千多平方米非常之大最高可以建至 90 米的政

府寫字樓， 華都酒店傍邊的新口岸 6K 地段也在興建中，明年會

完工，十一層樓高，北安亦有多出來的土地可以建政府寫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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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南灣C、D 區不需要建政府設施區，亦可以解決到政府租 

私人寫字樓這個浪費公帑的問題。 

 最後想講限高方面政府不用再答，因為諮詢期完之前你們不可

以有立場，但如果按文化局所講的山邊開始建 62.7 米一直遞減到

海岸線，這個都是不能接受，因為松山腳的三友大廈和中聯辦

大廈已經是一個反面教材，就是山邊 90 米一路遞減出去，你看

松山那個景已全花了，所以這個景觀視廊，我好不客氣說是騙

人的，因為這個景觀視廊是由主教山望向西灣湖， 是側面的角

度，其實最應該保護的應該是主教山望向舊大橋外海正面， 所

以限高應該是 10 米至 20 米。

11 R2027  南灣湖C、D 區應該劃為綠地及開放空間，而不是諮詢文件提

到的政府設施區粉紅色，我的意見和剛才幾位市民提到的都一

樣，西灣湖南灣湖舊大橋方向望回去主教山聖堂，由遠至近形成

了獨特的山海城景觀，這個是澳門好獨有的，加上西灣湖和主教

山的歷史格局，令到這區形成一個好寧靜優美的環境氣   質，如

果在這一區興建政府大樓，成為了政府設施區，將會與這一區的

環境氣質格格不入，有礙觀瞻。

 限高的問題，既然你們覺得不會建到那麼高，那為麼你們的限

高又要設到與西望洋山一模一樣呢？是否多此一舉呢？在得到

如此限高，通常也會盡用，起樓通常都會起到最高以達到最大

的成本效益，如果在這一區興建政府大樓，大樓的高度很有可

能會跟西望洋山是平排的，完全擋住了西望洋山聖堂對外的視

野， 獨有的山海城景觀隨時都會消失，到時西望洋聖堂的景

觀會落得與東望洋燈塔同樣下場。

 近年政府收回了很多閒置土地，部分閒置土地本身已是座落於

商廈林立的商業區，譬如皇朝，建議政府可以在這些閒置土地

中選址做政府設施，放過南灣湖C、D 區一條生路。

 諮詢文本提到一個願景，希望市民可以原區就業，我作為居住

在中區的市民，市民需要的很簡單，我們未想到原區就業，我

們想原區休憩，不用經常要去到氹仔、中央公園、海洋花園那

裡跟其他氹仔的居民擠迫地共用，因為本身氹仔的居民都好需

要休憩空間，所以建議政府將南灣湖 C、D 區劃為綠地或公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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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空間，還我們中區居民一片綠地和休憩空間，亦可以保留南灣 

湖西灣湖優美的環境氣質，將這個獨有的山海城景觀留給下一

代。 

 

12 R2074 

 

 澳門的工業並不多，慕拉士工業區升級做商業區域， 我們都明 

白政府為了提升澳門的活力，亦都明白為何要去改造，但當中

有沒有去考慮過或調查過當中的業權，究竟如何去遷出，會否

拖延時間令這個區最終變不了商業區。當這個工業區可以變成

商業區時，地價呎價會否上升引致各商業營運成本提升。大家

不要忘記該區好多都是公共房屋，他們的收入能否支持到一個

商業區的生活指數呢？ 這是要考慮的。 

 氹仔居住的市民人數亦不斷上升，休閒設施亦都不足，海洋世界

這個地段，本身市民都是期望有一個休閒設施出現，但現在這幅

圖中海洋世界會變一個商業區，但詳細是甚麼類型的商業區呢？

是壹號廣場的商業區、新八佰伴的商業區、還是怎樣的商業區？

另外本人亦建議， 與其建一個商業區，會否可以利用我們其中

一個澳門海岸線，例如建一個新的地標，一些歌劇院、集合

音樂、文創，好像悉尼那樣，一個海岸線的新地標， 令到澳

門不單只有觀光塔、大三巴等等，另外周邊會否加入一些文

創措施或加入一些公園、休憩休閒的設施， 讓現在已十分擠逼

的中央公園內的市民有更多地方和游走空間、親子空間。 

13 R2064   整份文本對於氹仔以至路環的著墨不是太多，氹仔及路氹城區 

自澳門放開賭權以來，是本澳發展最快的地區，文本提到在氹

仔北側構建一個濱水商業區，以及路氹邊境大樓原址規劃新的

商業綜合體，以上兩點我同認同利用氹仔的海岸資源打造一個

海濱休憩區，但如果說要增加商業元素，該區本身其實已經有

金光大道一片發展成熟的旅遊商業區，而且亦都有條件繼續發

展，但離島一向缺乏一些文化產業方面的空間，是否可以考慮

利用相關的土地打造一個集合海濱公園和大型文化中心的設施

呢？既可增加就業機會，亦可以符合近年居民對休閒空間的訴

求。 

 路環方面，文本亦將其定位做澳門後花園及一個生態保護區， 

官員回應都有提到它是一個重點保育的地區，但路環、黑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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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都有不少居民居住的，政府有沒有預留空間給路環居民日後

長遠生活呢？另外路環居民長期面對的一些房屋維修、水電供

應甚至是一些渠務問題，關乎民生的，這些問題政府有沒有一

些計劃方案去處理呢？還是繼續漠視他們的需要和意見呢？ 

 石排灣是一個比較新的社區，近年政府亦都按著石排灣都市化

發展了九千公屋，亦陸續有一些私人屋苑落成，但石排灣旁邊

是一個聯生工業區，跟一些屋苑是比較近的，最近只有一條街，

每日有大型貨車出入， 和工廠的運作會對該區的交通、污染有

一定的影響。工廠區跟民居這麼緊密，跟政府打造宜居城市是否

有違背呢？ 有沒有更好的規劃呢？

14 R2080  旅遊規劃方面，旅遊娛樂區好像只劃了賭場和一個以綠化和商業

為主的休閒長廊，我想問澳門的歷史文化遺產歷史城區在整個旅

遊規劃入面它的定位是甚麼呢？為甚麼它不包含在旅遊網絡入

面？關於旅遊歷史文化遺產的用途，政府經常強調保護， 多數

用於博物館或展覽用途，但明顯現時人流量是非常之低， 有沒

有考慮過其他用途去活化它呢？因為這些建築大部分在舊區裡

面，有沒有考慮過可以活化這些建築，以此來活化舊區呢？

 交通問題，澳門半島在規劃入面是沒有新的交通系統直入，所

謂的道路分級其實是一個道路現狀分析，跟現時的道路系統有甚

麼重大分別呢？TOD 系統是不適用於這個區域，因為沒有輕軌

站，是所謂的慢行系統，優化步行道就足夠神奇地紓解這個區域

的交通擠塞現況呢？還是政府已經放棄了這個區的交通現況。

 居住用地問題，政府提到我們會提供足夠的用地，但沒有提到

用甚麼開發模式去開發政府用地，現在房價高漲的問題有甚麼

措施可以幫助市民上車，有沒有考慮新的開發模式， 還是新的

房屋仍然是以市場導向的開發模式？

 工業升級問題，需要有背後的支撐，究竟升級做甚麼工業呢？

有哪些產業方向呢？引入甚麼高新工業呢？

 這個規劃加了好多好多商業區入每一個區入面，有沒有足夠的

產業去支撐這些商業區呢？那是甚麼商業呢？是不足夠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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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究竟我們對澳門未來的經濟產業發展有甚麼展望路向都是

未清楚的，商業區太過籠統了。 

 原區就業，其實澳門是個旅遊城市，賭場就業人口已經有八

萬，超過  10%，這些人口好明顯是好難原區就業，這個問題都

是要大家去考量。

15 R2028  我覺得十八個分區細化研究我本人覺得相當之好，可以對十八分

區針對性作詳細研究，但如果你在分區與分區之間的連貫性或

功能上可以互補，我相信你們會繼續做，但可以注意這一

點，例如交通出行、互補經濟，我覺得是幾好，因為可以細

分、更加細緻地去設計。

 慕拉士的發展，我想看看可沿用這個模式應用去其他區域，例

如建議書都寫了，住宅和住宅中間有工業，然後取消工業升級

為商業，其實這是一個緩衝區是好事，可否將這個模式考量用

於澳門其他地方，都以這個模式去發展，有個緩衝區在中間，

而不是住宅住宅住宅，或住宅工業住宅的發展，會否對大家都

好，可以在澳門其他比較密集的地方做到？

 我剛從世紀豪庭過來，本來都想踩單車但沒有單車徑，我駕車

過來，都知道要掘路。都看到交通規劃做得比較完善，將來會

否真的可以再預留一些土地去做交通基礎設施？不需要十年之

後我們用完了，不用再想五年後怎樣去預留一些道路或地方去

做這些連接或擴闊道路的工程。

16 R2063  我來自路環。這是澳門多年來一個好大的方案，我覺得都是好

的，有一班居民希望在一個這麼大動作的方案裡面， 可否顧及

到路環一個好複雜的業權在內，有否顧及到澳門一直有這樣一

班居民？其實那裡的業權一點都不複雜，其實是統一沒有人照

顧到，但在政府入面沒有任何登記，歷屆政府有沒有做到一些

工作，為這班居民去做一些事，或者落區去看看、去探討一下

這班原居民會沒有了業權登記呢？你今天不去做這個問題永遠

都會存在，文本中有一個美好的家園，跟路環的居民或部分離

島居民好遙遠，看不到美好。在這個總體規劃， 好多居民在討

論哪些設施有改變的空間，大家都希望在這個總體規劃中可以

得到更好的生活。無奈剛才聽到渠網的問題、民生的問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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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居民是完全沒有的。澳門有很多居民不理解我們我不怪責，

但澳門的官員我希望你們做一些事情，甚麼是父母官， 去看一

看這班人究竟是怎樣。 

17 R2003  保育方面，中央已給了我們水域、海岸線，我想知整份總規沒

有提到水域會怎樣做，除了填海，路環出面的水域、生態是沒

有提及過。

 停車場方面，尤其是舊區甚至氹仔路環也好，氹仔還好有個中

央公園下面有個比較大的停車場，路環好多市民都當是後花

園，基本上周末人人去到路環都是塞車，泊街位夠不夠？有

沒有考量過停車場？

 賽狗場其實面積好大，有沒有想過留下面的空間做其他社會設

施、停車場等等？

18 R2042  總體規劃分為 18 區其中北區-1 包括青洲區、筷子基區和林茂

塘，尤其青洲區連接關閘、筷子基去台山，還有青茂口岸即將運

作，將進一步加強珠海澳門聯系，促進跨境工業區的發展， 北

區-1 的規劃成為居住區、文化保育、景觀維護區，而青洲山的

生態價值作為生態保護區，不該成為都市化地區，本人認為北區

-1 規劃的核心是青洲區和青洲山的定位問題，青洲山已定為作

文化遺產區，但青洲大部分土地屬於私有的，如果按照以前的規

劃，有保育和城市發展、公地和私地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需要

共識和協調。青洲山不是一個普通的山，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和經濟發展的山，中國唯一世界唯一的歷史見證， 見證一個綠

島變成青洲區，見證了明朝清朝民國共和國四個時代的重要事

件，見證了澳門從落後到發展、見證了中葡關係、澳葡關係的

協調到今日的友好發展，近年更在青洲發現唯一的昆蟲，青

洲山是一個寶山，希望在政治地位上青洲山可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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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會（第三場） Sessão de Consulta Pública (3.ª Sessão) 

舉行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Data: 10 de Outubro de 2020 

舉行時間： 15：00   Horário: 15:0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R3036  希望文本可以提供更多新城A 區的內容。

 東北區是傳統工業區，規劃建議會轉移去其他工業區，是怎樣

轉移呢？會否有一些因為跨區工作而衍生的交通壓力問題呢？

因為現時東北區實在有太多交通問題。

 幹道規劃上，見到中區 1 裡面是沒有主要道路，看不到今次總

體規劃有改善中區交通的方案。

 關於路環黑沙對出的旅遊娛樂區，擔心會有一個過度建設或過

度開發的問題影響到周圍的綠化地帶，而傳統的路環市區入

面，又沒有規劃做旅遊區，反而那裡是現在非常熱門的旅遊地

帶，但這裡只規劃做居住區和公用設施區，這是我對各方的問

題。

2 R3053  先前東望洋爭議的時候也說，東方拱門那邊的大廈限高不會擋

著東望洋燈塔的景觀，最後還是擋著了燈塔。如果有這個例子

作為參考的話，為何不可以將 C、D 區的限高降低，因為它已

經完全跟西望洋山的高度一樣，為甚麼堅持不降低些少呢？因

為應該不可以有既定立場的，這是個問題希望可以再答一次。

 路環上次都問過，你們說規劃到不會破壞山體，但澳門是否有

必要開發到路環的山體？可否更改下，保護路環的山體情況。

3 R3063  關於這份城市總規，入面有一個好根本性的問題沒有提到，就

是人口的問題。入面只講到澳門未來二十年的人口可能去到 81

萬左右，但當中人口的結構、如何管理、規劃其實完全沒有提

過，政府官員經常說澳門地少人多，人口密度好高，土地資源

好緊張，沒錯這是客觀事實，但單靠土地這個變量去解決是不

足夠，而且可以說是治標不治本，人口管理才可根本地解決問

題，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做的就是按照澳門現在有的土地資源

去評估計算一下究竟澳門適合幾多人口居住才叫宜居。看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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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局的資料，其實澳門每一年的人增長中，外來人口和移民都

是佔了一大部分，我覺得特區政府絕對可以及應該在這方面作

一些收緊或者減少這些外來人口或移民帶來的人口增長，因為

沒理由口講說澳門太少土地用，同時不停放一些移民入來增加

人口，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如果我們一路都不從人口這個層面

去根本性解決問題，現時社會大眾提的一些問題或訴求，到 

2040   後出一份新的總體規劃，這些問題依然會存在，可能到時 

澳門的人口去到 90 萬 100 萬，政府官員又會說太多人太少地， 

樓又要建高一點建密一點，又破壞我們的景觀，又填多幾次

海，摧毀我們的生態，甚至現在這一份草案裡面深綠色的地方

可能日後都會因為不夠土地用而被開發，所以我非常之建議政

府真正從人口管理特別是移民這一方面去著手處理，解決澳門

人密度太高這個問題。 

4 R3059  總體規劃草案提及到慢行系統，我們澳門街是鼓勵綠色出行、

公交出行、步行出行，但有沒有想過在慢行系統可以引入單車

出行呢？澳門街道這麼窄，如果可以鼓勵到市民多使用單車出

行，是否可以令整個交通改善呢？

 限高問題，澳門最有特色是山海城景觀，主教山的限制高度已

經去到跟山體一樣高，請問局方有沒有考慮過盡量壓低建築物

的高度呢？有一定的高度亦有一定的遮擋一定的影響，限高是

否壓得越低越好？

 路環的保護，那個不可都市化地區，總體規劃草案亦建議澳門

一些水體山體建議納入生態保護區，為甚麼不是應該納入生態

保護區而是建議納入生態保護區。

5 R3064  這一兩年坊間都有講氹仔火葬場會建在孝思，前年延後了，後

來又說會建在 E 區即機場一帶，既然我們是二十年的規劃，會否

有計劃建在哪一區，今天有關污染、綠色、環保都有提，但文

本就沒有提這件事，究竟會否建火葬場及會建在哪一區呢？

6 R3046  我為一群澳門土生土長為澳門打拼了幾十年的退休人士就澳門

城市規劃自身定位、澳門居民的美麗家園，及因應現時的需要

如何將安老服務產業化、市場化這兩點反映意見和提出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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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澳門在自身定位中，不單要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城市，更

要有一個實質內涵，對長者來講我們覺得更加需要安全、幸福

和自尊。我們關注到 2019 年底，本土常居人口是 55.5 萬，而 

65 歲以上的長者是 8.08 萬，佔總人口大約 15%，如果按聯合

國的定義，澳門已經進入了老年化城市，我們未能確定政府有

沒有長者人口的預測機制，但香港近日作了預測，2040   到 

2066   年香港長者將急增到香港人口的三分一，因香港的老齡化 

問題適用於澳門，屆時澳門將會有超過 26 萬的長者，澳門是否

有足夠的政策和措施去應付急增的高齡化人口的需要呢？加上

近年單身人士增幅不斷上升，這部分人士進入長者階段大部分

因欠摯親照顧，更需社會提供貼身的安老服務。據了解本澳安

老院舍目前大約有 2400 個，僅僅能為澳門近 3%長者提供服

務，宿位排期一般在 18 個月以上，供需嚴重失衡。雖然近年政

府為安老事務作了大量資源，特別在醫療長者經濟能力改善等

作出努力，例如2014 年統計暨普查局作了人口老化與挑戰的詳

細研究報告，可惜多年過去，應對措施仍是寥寥可數，所以總

體來講，讓長者有尊嚴安心渡過晚年是有相當的差距。目前自

僱家傭的服務亦都未能全面照顧解決家居安老、體弱多病、高

齡長者的需求，特別是長者無自主能力，照顧者無法駕馭的情

況下，存在不少缺失的情況，尤其在生命救助方面，失救事件

時有發生，家居安老是大部分長者的心願，認為是他們莫大的

福氣，但單靠親人或自聘外僱，由於人力資源配套不足、家人

壓力過大，易生其他問題，長遠來說是不能夠維持的。 

7 R3047  我們是為一批退休人士就澳門城市總規入面的自身定位，引伸

到如何將安老服務產業化、市場化來反映意見和提出期望。我

等希望開拓安老服務的產業化、市場化，來改變現時澳門比較

單一的安老院社護理模式，讓長者可以有更加多選擇，多年來

政府一直提倡原區安老，但現在僅有部分社團、機構提供一些

送餐、上門護理、平安鐘等的家居服務，未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去發展，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採取措施，制定策略，推動鼓勵社

福機構、志願團體、商業企業等，以一個實體公司企業的模

式，投入作為第三產業的家居安老服務。對於綜合全方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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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服務，一方面可以紓緩現時院舍輪候長久宿位不足的情況， 

並且可以提升澳門整體安老的條件，突破樽頸，同時亦都符合

總規的規劃目標，就是加強澳門的創業能力，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的理念。隨著澳門人口加速老化，澳門長者服務市場潛

力是好龐大，需求比較大、發展空間比較廣，產業鏈比較寬

闊，同時可以串連好多行業包括餐飲、醫藥、護理、康復、保

健、文化、旅遊等等，而近年未能落足醫院的醫科畢業生亦都

可以考慮轉投這個平台發展。這份總規我們看到一些親子設

施，但我們看不到有安老的具體安排，所以我們對特區政府有

具體的期望，包括 (1) 預測澳門未來二十年的人口結構和經濟發

展；(2) 規劃未來二十年本澳長者安老服務的藍圖，成立專責政

府部門跟進具體執行措施和給詳細可操作的時間表，因應這個

規劃在總規內加入篇幅，預留所需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和

其他硬件配套，在人力資源上面加以配合，例如修改外地聘用

僱傭法的家務工作僱員的相關細則。 

8 R3028  根據諮詢文本指出，綠地或者公共開放區域佔澳門整體土地的

8%，這些區域大部分集中在中區、外港區、氹仔區和路環，

我個人認為，人口相對集中的北區 1 或北區 2 以及即將會落成

的東區 2，落成之後擁有的綠地面積其實是相對不夠，滿足不

到區內居民的需要，參考近年有不少地區都會有綠色屋頂的設

計，這類型的設計除了有效降低澳門的熱島效應之外，還可以

減輕城市的排水壓力。諮詢文本的概念圖其實我都見到不少有

這類型設計，澳門的土地取之不易，看看土地面積，公共設施

佔了澳門整體土地的  23%，即將近四分一，所以建議政府可以

參考一些鄰近地區的做法，將這些閒置的公共設施的天台空間

去做一些綠色屋頂的設計，當然要符合現有的防火安全條例，

或者可以跟附近的公園連結，將公園的綠色部分延伸到天台，

例如政府最近建設的中央廚餘處理設施，已經規定了天台要做

一個綠色的綠化處理，或者將來諮詢文本中都提到慕拉士工業

區會有轉型規劃，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將某部分的公用設施加入

這些綠色屋頂設計，提升區內居民的生活環境，如果成效斐然

的話甚至可以推廣到私人建築物，甚至日後用法規去規定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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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要有一定百分比的綠化面積才可興建，落實文本中提到

一個綠色低碳的理念。 

9 R3005  內港的水患一直困擾著我們內港居民，困擾多時，今次我們見

到規劃文本入面有一個內港活化的項目寫進篇章，如果你要活

化內港的話首當其衝一定要解決內港水患的問題，我知道政府

正在做一個實時仿真數字驗證，論證擋潮閘其實是否可行，論

證當然會有成功或失敗，會否是擋潮閘論證失敗，或擋潮閘建

好後會否影響到澳門其他地區衍生水患問題，這個是值得留

意，這個論證如果是失效的話，政府會否有其他方案，例如築

堤方案，沿內港沿岸有一些築堤建築或沿岸的優化工程呢？真

真正正解決內港的水患問題呢？這樣內港的活化才能成數較

大。內港還有一個交通壓力的問題，築堤延伸一些道路交通，

才能令活化成為商圈的可行性高一點。

 南灣湖 C、D 區丟空很久閒置很久，現在藉著土地批給失效之

後政府會收回，樂見政府有效利用那邊的土地多於丟空，我們

都建議政府做一些綜合政府辦公大樓或公用設施、體育館等

等，給市民及政府部門可以運用的建築，一來解決政府多年來

租用私人寫字樓商廈等的租金支出，二來可以令政府的行政效

率提高。在這個前提下，在政府的規劃入面，政府掌握在手的

話對景觀視廊的保護會比私人發展有利，希望可建多一些居民

或政府可以利用的建築。

10 R3049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市民，在基於愛護澳門的角度想提出

一些醫療和安老的問題，在宏觀角度提出這些，希望大家都會

重視。第一個問題，在總體規劃入面好強調大灣區的城市都要

為澳門提供養老醫療，以我們澳門的總體實力，是否應該更不

甘後人，我們既然定位是一個宜居城市，另一方如果又另一方

面鼓勵長者去離開我們安居、土生土長幾十年的澳門去其他地

方的話，是否有點自相矛盾。

 大家有否親自去醫院、衛生中心，不知道大家要等多久，這些

實際問題大家心裡應該有答案，從這個例子是否看得出我們的

硬件軟件其實都嚴重不足，我們用這個例子想一想，我們的安

老和弱勢人士，我們規劃的意義，我們不是要擁有的一些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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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而是在數量上滿足基本需求，再高層次的，我們希望質量

是能令人嘉許，甚至值得學習，如果我們將來真的有 80 萬人， 

我們的床位暫時知只得數千個，老年化的話大約 20%，就已超

過十萬，現在的床位供應量夠不夠？ 

 對特區來說，錢不是問題，不存在用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希望

政府勇於改善現狀和勤於規劃將來。

11 R3080  見到今次規劃工業用地，氹仔加路環只得四個，這個規劃是去

到2040 年的，即是說甚麼都不改地落實的話，本澳的工業用地

未來  20 年只有這四幅，四個之中有一個就在九澳水泥廠已佔

用，所以工業用地寮寮可數，可能在沒有2020 年疫情之前都可

以這樣說，但今次疫情令到本澳的經濟、我們的所謂龍頭產業

博彩娛樂業急促衰退或減少很多，而令到就業情況或本澳居民

的收人經濟都大為減少，在這情況下，本澳的工業規劃就只有

那幾幅工業用地，希望可以工業區那方面多點著墨，因為在文

本的文字當中也只有幾行。

 現有的工業大廈可以做甚麼？我見有很多轉型，例如兒童遊樂

場或者現時很多健身中心進駐，都不是好正式的工業用途，可

能他們從成本考量，佔用了這些工業用地，令本澳工業用地像

慕拉士那邊好像好多人用，實際卻不是那麼多。真真正正發展

本澳工業，如果博彩業未來不是澳門經濟的增長點，澳門應該

需要尋求另外的出路。

12 R3076  這份總體規劃作為規範性的文件，對於一些項目的發展，除了

考慮現在的一些規劃條件圖或者地籍圖的考慮之外，相信這份

草案會作為一份準入性文件，讓貴局去考慮如何批一個方案出

來，這份文件描述的地方都是比較大、概括的，例如居住區和

商業區只是定了非工業用途，作為一份規範性文件會否在這些

準入細節方上收窄一點，避免產生太多的歧異，這是我提出

的。即例如我開發一些居住性的項目時，實際的比例會否可以

提到例如百分之五十需要為居住用途還是百分之八十，這些可

以更加清楚。

 看到這份總體規劃有一項尊重現況的原則，大致內文是說確保

規劃的土地使用得到執行落實而不影響利害關係人已取得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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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關的權利或者法律狀況，這句說話以我的理解是比較空

泛，我是應該按照最新的規劃條件圖、一些批給合同，還是要

按照這份總體規劃等的法例，如何去框架。 

 現時內港是有一個商業區的，最主要的原因都是一些歷史背景

剩下的，因為當年這裡是以一個碼頭來建成，沿岸一帶現時主

要是做船泊或沿岸交易，會否考慮將這個商業區稍為擴大，因

為看看現時十月初五街一直都有一個康公夜市，本身就秉成十

月初五街的歷史，這些建議你們會怎樣去考慮和衡量呢？

 審批進度，現時每一年新建成住宅都是三千到四千個之間，而

在這份新規劃之下，我見到會有好多文化局及其他部門的參

與，如何去優化呢，因為未來要滿足 80 萬的居住人口願景。

13 R3077  我同樣是關心火葬場的問題，剛才聽到一位說未定案在哪裡，

另一位就說定案在東區，定案了即沒有諮詢，雖然我相信以現

時的科技來說，衛生是不會有影響，但心理上是好大影響的。

你在東區機場那邊，又說是世界休閒中心，一離開機場就見到

個火葬場，人的心理是好重要，現在我們會以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做祝福語， 見到人說你會死一定「打到豬頭丙」，這種心理

好重要，如果真的定案在那裡，那邊地方很大，真的要找一個

偏僻一點不大可能會使用到的地方來興建。

14 R3084  顧問公司和官員都介紹過，分區要延續歷史城區的肌理問題，

但事實上我看到那個規劃是剛相反，有幾個案例可以分享一

下。第一個是望廈區，我們看到區內整條美副將大馬路將整個

望廈區分到東北和西南兩部分，東北會撥入黑沙環區，不知是

甚麼原因為撥入黑沙環區，一條有肌理包括牧羊巷、布巷、扣

鈕巷、觀音仔就分開了。第二個案例是南灣區，是歷史城區的

一個部分，就將葡京一帶納入南灣區水坑尾附近，這個亦是比

較奇怪。第三個是蓮花徑，在北區 2 入面不見了，以前是一條

古道好出名的，亞馬留事件都發生在這裡，但整條路不見了，

我們知道在拱北都有一條蓮花路，其實是上下相連、同一個祖

國血脈相連好重要的一個紐帶，如果消失了是好不值，如果這

樣做會令到歷史肌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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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是關於命名問題，十八區入面包括五個中區、四個北

區、三個東區、這些區的命名是好冷漠的，好像工業的功能分

區一樣，我們名字好美的，黑沙環區、望廈區、南灣區，老百

姓的地區歸屬感和認同感是日積月累積出來的，改做東區北區

南區的時候，我都想問一問顧問，祐漢街市你告訴我是在哪一

區，我想你即時也答不到都要看書，如果你說祐漢街市是台山

區黑沙環區，個個也會答到你，所以這個認同感是非常之重

要，一個肌理的消失是一個歷史、記憶的消失，是好危險。

 規則問題，我們做一個城市規劃需要一個標準和準則，看看鄰

近地區例如深圳，2004 年已經做了個條文出來，有176 頁，入

面講到例如 10 萬至 13 萬人就要有一個文化中心，1 萬至 2 萬

人要有活動室，活動室還規定老人家要在地下層，附近不可有

哪些哪些，香港亦有相關的規定，這是個好重要的準則。

15 R3019  想發表有關路環疊石塘山劃為都市化地區的意見。我認為在人

口比例這麼高而綠化地段比例這麼少的澳門，既然將自己定位

做國際休閒城市，就不應該主動去挖掘山體，用破壞自然景觀

的手法夾硬去建樓，所以我認為疊石塘山應該繼續維持現有的

功能，給澳門和澳門人留一個休閒的地方，關於這件事之前有

不少政府官員表示，該地段將會以低密度的形式發展住宅區，

我的回應是，市民的討論都是保護路環保護市肺，講的是希望

將疊石塘山列為不可發展區域，是不是討論其密度將會是幾多

或幾少，亦都不符合總規的原意，在發展與否這些前設未解決

之前，政府好應該聆聽社會的意見，在考慮完市民意見之後再

重新考慮是否要發展疊石塘山，而不是用分區規劃的內容來回

應市民對總規的意見，本末倒置。同時，疊石塘山腳地段究意

有甚麼那麼必要用來建樓，這個地段附近既沒有市區的配套，

附近亦都是不可發展的區域，為甚麼政府一定要執意在這裡，

如果是可發展的話，政府的考量又是甚麼？剛才黃副局長都

講，環保局有針對路環的生態有做調查和估評所以才去決定這

個區域，言下之意是否疊石塘山腳被列為可發展地區是因為沒

有保育的價值所以才這樣劃分呢？政府這麼難得在2018年從私

人領域收回土地，普遍市民都希望地段在政府手上可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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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保護疊石塘山，但現在卻說的建樓，這樣是否很好多市

民的原意相違背呢？希望政府當局可以解答我地問題。 

16 R3044  我想講有關安老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院舍輪候去到 18 個月，

剛才台上有提到將來 A 區都會出現好多安老院舍的安排，但現在

已經要等 18 個月，是否要等好長時間？新的規劃入面是否要想

想我們人口不斷老化，是否要將個時間縮短？將來再長可能要

待多十個月，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規劃加強一點。政府的規劃入

面是否可以考慮一下現時有好多閒置地、近年收回來的土地，

因為這些地已經不需要再填海，直接可以用，大家有沒有考慮

一下長者的需求呢？剛才有代表說 P1 會建長者公寓，但這個長

者公寓好像暫時未有好詳細諮詢，究竟是好像現在長者社屋的

形式，還是會在間隔、設備、管理質素上有提升呢？是否一個

新的方法呢？最後希望政府考慮除了填海用地之外，都考慮一

下閒置和收回來的用地，為安老服務建多些安老院、復康院、

或者長者公寓。

17 R3022  我想講垃圾處置問題，看到沒有提焚化爐或者垃圾處置問題，

環保問題講了很多年，垃圾分類都有好多年但好像沒有太多成

效，大家會否分類去掉垃圾呢？會否真的處理好廚餘才掉垃

圾？例如現在有玻璃樽回收，但回收箱的點和設置，好像做了

很多年但都沒有多少成效，那個垃圾筒、回收箱，整幢大廈那

麼多人住，但回收箱那麼小，根本沒有可能接收全部市民掉出

來的垃圾，有時好浪費，原本可以回收的。大家只想著要發

展，但沒有想過怎樣持續地去發展，空氣污染，大家以前和現

在聞到的空氣已經不同味道，只懂焚化、燒、堆填，還有建築

廢料堆填處置，好像沒有特別提到垃圾怎樣處置。大家只想著

發展，但發展時拆掉出來的垃圾放到哪裡？其實好多廚餘可以

變到堆肥，有沒有人想過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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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R3024  有關於南灣湖C、D 區，之前幾次諮詢一直都說C、D 區的限高

是屬於詳細規劃的內容不宜現時討論，但你看諮詢文本的 62.7

米，無論你將這個高度放到哪一個地塊，好似會直接遮擋到海

岸線，好簡單，你不需要好專業的量測人員你都知就算以C4 最

接近主教山的地段，距離海岸線 700 幾米，如果你建 62.7 米高

樓那個高度就會足足遮了海岸線再加至少十多米，簡單來說就

是在海岸線的景觀再加幾層去，遮擋情況會更加嚴重，所以我

覺得無論是總體規劃還是詳細規劃，興建 62.7 米高樓是完全不

可以接受，完全不合理，將限高應該定為 20 米，用途改做公眾

可以容易接觸到的開放多元空間最適合不過。

 另外路環疊石塘山之前官員都說有做過相關研究，說有討論過

是否具生態價值等，但我之前就有上網去留意過環保局最近有

兩篇比較大型的研究，一個是澳門環境狀況研究，另一個就是

前兩年的澳門生態研究，其實數據是好豐富但都缺乏一樣關於

地理性地域性，它沒有講發現那個生物在哪裡出現，或者多了

幾多棵樹，多了少了幾多綠化空間，沒有提及地方是在哪裡。

好難判斷你們之前所講疊石塘山開發會對生態響較低，這個好

難去論證證實，例如雨季之前我都去過路環步行徑收集泥土回

去做分解，都是一些USD 的D 級泥土，都不是甚麼優質泥土，

難道我們就在整個路環步行徑興建大型住宅？這樣是完全不合

理，不是因其優劣而決定是否發展，發展與平衡，其實回歸前到

現在是十比零，現在回歸後發展是十比一，十一比二，十三比

三，這樣你永遠平衡不到， 所以我認為疊石塘山是必需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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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3075  交通部分主要提到減少通勤和職住平衡，以增加原區就業，但

我見到目前澳門最大量的工作人員一定是從事服務業，現時服

務業全部集中在氹仔新馬路地區，我想問如何可以突破這個地

段的限制，因為基本上我們都是住在北區、中區，永遠每日都

是要通勤去到這兩個地方，有甚麼策略可以幫到你原區就業

呢？你有講到鼓勵私人樓宇開放停車位給公眾停泊的，但有沒

有一些政策可以幫他們建多些停車位給公眾停泊，是否可以減

輕到一點政府的負擔呢？因為目前公眾停車位只會有公屋、社

屋地段才會有，好像比較密集的中區同樣是完全沒有的，完全

要自己去泊街位，那邊的街位也昰非常之少，只是更新了一些

現有的停車位。

 另外有講工業會遷移走去集中到北安的地區，原區好像慕拉士

都是有好多工業舊有落成，遷移了或鼓勵變之後有沒有一些具

體的發展方向，因為其實舊有的工業是存有好大的數量，如果

能夠提出一些明顯有助後社區發展的方我會比較想聽一聽。

20 R3086  我是一個攝影師，一直關注澳門的發展，剛才吳先生的意見我

想補充，都是有關十八區的命名，我個人感覺這十八區的命名

你們政府做是好求其好懶，澳門是一個世遺的歷史城區，有個

這麼好的文化底蘊，一個中西交融的地區，你們就這麼簡單東

區  1、東區 2、東區 3，好像有點搞笑，請們你們以甚麼標準去

命名？環顧澳門周圍，珠海有香洲區，有金灣區，都是因應本身

的歷史文化和地域特色來命名，例如中山亦有南朗區，  板芙

區，石岐區，廣州亦有因應本身不同地域而命名，為甚麼我們

澳門是這樣？是甚麼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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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會（第四場） Sessão de Consulta Pública (4.ª Sessão) 

舉行日期：2020 年 10 月 24 日   Data: 24 de Outubro de 2020 

舉行時間： 15：00   Horário: 15:0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R4042  澳門居民喜歡運動，運動設施好多人用，特別在舊區方面，巴

坡沙游泳館，鮑思高游泳館，這些游泳設施已不夠用，未來總

體規劃在望廈體育館建成後，可否更新或重整這些設施？

 我是一位社工，我從新聞知道每區都會有社區家庭服務中心，

我認為至少一間都不足夠，生育小朋友的數字都很高，會否有

一個合理比例和數字去設置家庭服務中心，有些區份的家庭服

務中心是不足夠，例如青洲有 3 千多伙落成，區內家庭服務中

心沒有增加。

2 R4056  關於青年發展方面，由於澳門的活動空間較少，會選擇到內地

消遣，尤其是在氹仔缺少青少年活動休憩空間，在氹仔北區新

城  C 區設立一個時尚文化創意區，這舉措在內地都有不少成功的

例子，例如北京三里屯、成都春熙路、哈爾濱中央大街等， 澳

門本身是一個中西文化共融的地方，中國傳統文化和時尚潮流

結合，達到國情宣傳和推廣，突出澳門的魅力，令年輕人認識

祖國，帶動家國情懷，可擴闊市民的眼界，剌激大家靈感和創

意。

 澳門文化底蘊深厚，擁有大量歷史文化遺蹟，是一座旅遊城

市，可利用旅遊業這個優勢扶持文創產業，隨時代的進步，年

青人喜歡創業，但澳門土地有限，發展小型文創產業是最合適

不過。文創是具有創造財富潛力的行業，我校今年 6 月進行了

都市更新的社區調查，受訪者對於發展文創認同度較高，受訪

者希望政府可以創造發展平台，提供政策支持文創，政府在

2016   年發佈的五年發展規劃入面亦提到要培育新興產業，我們

亦注意到塔石廣場可定期舉辦活動，定期擺攤的人都是  20  至

30   歲的年青人，當時的氣氛都是十分熱鬧和活躍，不少民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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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把塔石廣場打造成為優質文創產業的市集，並同新中央

圖書館配合。 

3 R4055  關於中區-1、中區-2、中區-3，在諮詢文本的75 頁，有好多

藍色點，有文化設施但缺少了康體設施，我個人建議徵用、借用

或租用十六浦碼頭附近建築物，再建成康體設施，如羽毛球

室、壁球室，不用興建大型足球場，如果沿岸沒有政府物

業，可考慮司打口公園在南舢舨碼頭空置的建築物。

 B 區要建行政區，我覺得沒有問題，將所有部門集中在一起

我都贊成，可否政府提供更多數據和資訊，例如有幾多大局和

小的辦公室會進入，成日話重建會向公眾諮詢。

 諮詢文本第 53 頁和 63 頁，氹北-1 有紅色商業區，好多人反

對，指沒有康體設施，橫琴十字門想做商業寫字樓，可能會建

碼頭連接北區，關閘都是一樣，紅色小塊。康體設施在氹仔真

的不足，要想想如何解決。

4 R4079  有關總體規劃方面，你們編制過程之中有否詢問經濟局？新型

冠狀病毒對本澳經濟影響非常之大，在規劃上有否考慮經濟問

題？有否考慮治安警察局防災？規劃上有無考慮到新冠肺炎問

題？有否作出預算？幾多年？規劃是 20 年，如何保證預算是足

夠？另外，成本方面，是否各自部門自行分攤？

 人口預算方面，預測是 80 多萬，每日都有 20 多萬人通關，澳

門每年都有 3 千多萬旅客，流動人口每日都十多萬，在澳門區都

有  100 萬人，現在交通都爆滿，防疫都有問題，可考慮優化步

行？

5 R4035  我和朋友看完總體規劃之後，相關文化設施和文化字眼不多，

我們認為文創不只是文化，文化是深入社區、表演等等，我們

去思考究竟我們要用甚麼設施的時候，各區都有這相關的文化

設施去推行活動，特別是現在社團的活動都結合了文化，從而

推動社區的文化環境，提升市民的文化素養，只是有5.2.5 中的

大型文化設施，我們看看近年的澳門文化中心是十分常用，會

否配合本澳的表演藝術發展，散佈在各區，或結合現有的設

施，如青洲坊、路環，這類有很多空間，可作相關文化設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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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如較高樓、有設備的，不只是一間房，供不同需要的人

士使用，不是演出簡單，結合不同社區中心/社福機構/團體推

廣，讓他們可以推廣文化素養。 

 荔枝碗區有大型文化設施，我們知道這地方是歷史文化深厚的

地方，要思考如果我們要建設會否破壞這個地方，我們要關注

的。

6 R4022  最近在 IG 見到有某一地方有大量污水排出海洋，關心綠化設施

如何減少碳排放

 新發展區域，有甚麼設施針對減碳排放的方案？

7 R4012  有關文化遺產方面，在草案入面有提到文化遺產的細節嗎？我

看不到。

 智慧城市，一開頭草案有提及要打做智慧城市，但同樣沒

有細節，20 年的草案，智慧城市是全球討論的題目，草案會

否有這方面的構想和設施？

 景觀問題，諮詢文本的 25 頁提出不可都市化，西望洋山是生態

保護區，第 15 頁中，西望洋山劃分成居住區的山體，我想問澳

門在劃分西望洋山如何體現景觀維護？如何防止東望洋山塔的

景觀不被遮擋？

8 R4034  就文化設施方面，我本身從事劇場方面的藝術，時間久了，發

現澳門的文化設施、劇場支援較少，之前文化中心有提過會開

啟黑盒劇場，但一直都沒有回音，我們使用率很高的法院都被

收回，這個場地不再存在，我們都不知去那裡進行表演。剛剛

一位陳小姐都有發表有關文化空間和設施的需求，的確我們需

要不是一個空的房間，而是有專業設施的黑盒地方，或多元小

型可進駐社區的地方，設計行業有一些孵化中心、人才中心，

年青創業的人士的地方，有一個最基本的地方發展專業的方

向，會否有這個可能性？文本上沒有太多的著墨和不清晰。

 剛才回應有提過歷史活化建築作為新的文化設施，但一直以來

都沒有這方面的公佈和真正實體上的規劃，可否有真正具體的

方案去改善？通常我們得回來的回應都是「紀錄在案」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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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又好，文化設施都要加入長達 20 年的總規之中，否則日後一

代看到的會很短視。 

9 R4037  Boa tarde.

 Eu vou falar em português. Estou aqui porque

efectivamente interesse por este Plano Director de Macau,

e vivo aqui em Macau há muitos anos.

 O meu interesse prende-se com a área ambiental, ou seja,

em relação às infra-estruturas, aquilo que li no Plano

Director diz-me essencialmente que as instalações de

tratamento de resíduo sólido de Macau vai ser delimitada

(vão ser delimitadas) e concentrada(concentradas) no lado

orientaldo Cotai.

 E o que está aqui escrito é que vai ser concentrada, não me

diz serão atribuídos novos territórios mesmo nesse espaço

para novas instalações de tratamento de resíduos sólidos

urbanos, e de reciclagem de resíduos sólidos urbanos.

 Desde que houve a proibição de importação de resíduos

sólidos por parte da China, que nós vemoscom problemas

com os nossos próprios resíduos sólidos, ou se assinalamos,

ou então temos que implementar infra-estrutura para

reciclagem dos mesmos.

 Eu gostava de saber se está previsto no Plano Director, ou

seja, além de incluir as empresas já o fazem, já tratam dos

resíduos sólidos urbanos, que efectuam a reciclagem, se se

existe previsão de atribuição de novos espaços e terrenos

para esse fim, interesses ou mesmo por parte do Governo.

 A minha segunda questão prevê-se com a exclusão de um

plano de monitorização dos impactos ambientais, que este

Plano Director irá causar as zonas verdes e as zonas

ecológicas de Macau, ou seja, se este Plano Director irá

executar, ou seja, quando for implementar, se o Governo de

Macau irá executar um estudo de impacto ambiental deste

próprio plano.

 Muito obrig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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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我會用葡文表達。我自己對總體規劃好感興趣，我在澳門住了

很多年。

  在環保範疇內我比較感興趣。在總規當中講到總體廢料的處

理，將會集中在路氹城東面的設施。

  即是說會集中在東面，但沒有講到新地段用作廢料固體處理。

  城市發展好多建築垃圾如何在路氹城區東邊處理？由於不能送

到內地處理，當我們自行處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設備？

  在總體規劃內，只說明在東面興建相關的設施，究竟是甚麼設

施？有無新的空間和設施用作固體廢物的處理呢？

  第二個問題是城市污染影響問題，你們會否有監控的工作？在

生態保護區會否監控污染的影響和環保的影響？澳門會一直發

展，如果一直發展的話，環評報告會否一直進行？

 謝謝。

10 R4080  有關生態保育方面，城市發展往往會影響原有生態，澳門地方

雖然小，但都有她重要的一面。除了有溪蟹和細蟻這些獨有物

種之外，還有知名的瀕危物種例如黑臉琵鷺，根據報導在 2017 

年澳門錄得 59 隻黑臉琵鷺訪澳，但到 2018 年就只有 54 隻，

有下降的趨勢。國際自然基金會的同期數據，這物種在全球有

增加，可見澳門在生態環境面臨考驗。所以我們希望在城市規

劃進程下，要加大對生態保育的保護，注重城市發展和生態平

衝的工作共存。我們建議要提升濕地的保育，新城區生態保育

有機節點構造雙通雙連的綠化走廊，海上花園，保護濕地資源

的同時又可以維持濕地的物種，吸引喜愛大自然人士到來欣賞

這些動植物，充分發揮它們休閒的價值。澳門擁有大面積的泥

灘，先天條件優越做就濕地組成多種多樣，濱海濕地如竹灣的

沙灘濕地、黑沙的沙灘濕地等，亦有咸淡水濕地如南灣的人工

湖和紅樹林區，淡水濕地如舊澳的淡水濕地。根據我們在網上

得回來的資料，黑臉琵鷺有一個習性，它們棲息處不會隨意改

變，意味著原先棲息處被破壞，就沒有地方去棲息。雖然草案

有劃分可都市化和不可都市化地區，我們要明白即使劃分了這

些區域，亦不代表可以獨自發展，相鄰的區域必定會受到影

響。草案中，濕地的隔離就是旅遊娛樂區，請問有何實際的措

施和安排可以做到城市發展的同時亦可以做好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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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4051  有關環境保護方面，草案提到有8%屬綠地和公共空間區，在人

口增長下，這8%是否足夠？可否確保公眾可以公平接觸到綠地和

公共空間區域？對市民的福利，包括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健康

都有很大重要。

 另外有關氣候變化，草案基本沒有提及，在防災或城市規劃

內，氣候變化對城市會否更加嚴重？草案內在海岸線隔離建休

憩區，如果在打風下雨，這些地方怎辦？規劃中亦沒有明確說

明有甚麼防洪設施，有甚麼足夠的準備措施？

 疉石塘山劃分為居住區，好多人討論，我同意剛才同學所說，

區域不可獨自發展，相鄰的區域必定會受到影響，生態系統都

會很依靠附近環境的影響去發展，旁邊建設高密度住宅時，如

何確保區域內的生態系統可以發揮作用？

 前海洋世界的地段劃分為商業區，為何不可以劃分為綠地和公

共開放空間區？當我成為父母，下一代小朋友能否用金錢去支

付這些景觀？

12 R4021  我比較關注新城區附近的濱水商業新區，你們規劃時有水道，

我們面對的是澳門位於珠江口，海泥帶來的淤塞，會做成臭

味，好像友誼橋一下橋去漁翁街的水道一直都有臭味，雖然有

改善但臭味仍存在。如發展氹仔，有水道的話，如何解決臭味

問題？

 街道問題，草案有跨區道路和主要道路的規劃，會否升級多一

層為幹線？可仿傚其他地區設立幹線，不會有紅綠燈的跨區道

路，會比現時圓型路口和十字路口過多紅綠燈引起交通擠塞的

問題，想問當局會否有一些交通規劃上的安排？

 關於東望洋山和西望洋山周邊高度問題，政法區的位置不應興

建高樓大廈，會影響主教山和相關的地區景觀，可仿傚如新加

坡在 A 區和濱水的位置打造好像濱海灣的地區，讓本地居民和旅

客都可以使用。

13 R4093  在生態保護區方面，文本中規劃主要具生態自然區為生態保護

區，提到保護澳門主要山體，同一時間，文本入面，將疊石塘

山山腰劃分為居住區，不論是建屏風樓或低密度住宅，必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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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不可復原的山體。一方面你們在文本中會保護山體，一方面 

又設居住區破壞山體，你們是否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呢？在早

前的諮詢會都有不少市民提出這個問題，你們的回應是居住區

黃色都會黃中帶綠，這是一片美好的山林，你們硬要將它劃為

居住區，然後再加上少少所謂綠色的區域，就等於本身一個人

有手有腳，手腳都砌掉了，給你義肢，這是仁至義盡，我想問

這樣做會否大費周章呢？作為土生土長的澳門市民，我們不要

這些所謂的「綠」，數棵樹木、小規模的公園，市民需要的是

一整片綠地和一整片的山體，一整片可以留給我們的下一代的

澳門市肺。我建議疊石塘山劃分為一整片綠色的不可都市化區

域。 

 氹北新城區沿岸提供一條狹少的公共開放空間區， 這是不足以

應付氹仔未來的人口增長和休憩地方的需求。特別是氹仔多幅

大型的閒地已被劃為居住區，即使文中顯示大小潭山已劃為保

護區，但在這山中已建重重的高樓，已將這個山體破壞了，無

濟於事。居民一直希望善用荒廢多年的前海洋世界用地，並把

這地建設為永久綠色休憩空間，我建議把這地劃為綠地和公共

開放空間區，可保留氹條北沿岸開揚的景觀，亦可滿足居民對

休憩空間的需求。

14 R4015  未完成有關法例去更新，規劃很難去實現，例如都市更新，連

這個部分的法例都未完成，你是否真的可以在 2020 年至 2040

年期間大部分實行到？完成好法例才去規劃總規。另外，為何

總規的期限那麼少？下次可否長一點？例如 40 年？

15 R4095  我  7 場的諮詢都有出席，因為我十分緊張這個諮詢。有關宜

居，究竟是適宜的宜或是移民的移呢？由政府你們決定，已給

你休閒、綠化、生態保護、景觀保育等是我聽到的主流民意，

我希望政府可以落實原區休閒、原區休憩的狀態。發展已壓倒

性羸了保育，所以保育要刻不容緩追趕上來，你們一直用海濱

綠廊作擋箭牌，這個是不足夠的，任何沿岸的地方都可以是海

濱綠廊，我們要的是完整的綠地休憩開放空間，生態保護亦不

是你們所說的多，水塘是生態保護區、南灣湖，實際上比例不

是想像中高，綠地的空間亦未必是太多，墳場你們都可以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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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休憩空間，所以比例不是真的多。最要批評和不合格是數據

十分不足，人口管理、人口規劃完全沒有，只有八十萬的數

字，我們有外來人口 12 萬人，比起我們自然人口多一倍，完全

沒有這方面的數據。 

 土地供應， 到現在我都不明白有何政府部門需要用政法區、

那敏感的南灣湖 C、D 區，有甚麼部門會進駐呢？皇朝、新口

岸的政法區、政法區大樓的用地是否已足夠呢？到現在第 7

場，都聽不到。商業區，第 7 場啦都聽不到，有甚麼產業會進駐

商業區呢？商業區是生人霸死地，不會告訴你有甚麼部門會用，

有甚麼產業進駐，先搶市民的地。

 我要重申我的立場，南灣湖 C、D 區應劃為綠地休憩開放

空間，限高是 10-20 米，保護主教山至舊大橋的景觀。第

二，氹北的前海洋世界應劃為綠地休憩開放空間，應付未來氹仔

10萬人口休憩需求。而路環疊石塘山為綠地休憩開放空間。

16 R4066  有關空氣質量問題，澳門去年的空氣質量是處於良好的與不良

之間，但氹仔島竟錄得全年最高污染指數 186，屬不良水

平，污染物的來源主要是發電廠、焚燒等臭氧的廢氣物，如果污

染繼續下去，環境和居民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我們建議加強澳門半島的綠化地區，參考新加坡的綠化建

築，在棲宇之間和街道上增加綠化植物，在停車場和其他高排

放地區設立綠化帶，種植一些綠廊，例如吊蘭，這些淨化空氣

較強，美觀之餘又可以改善澳門的空氣質量。加強政策配   合

，如鼓勵用新能源汽車。

17 R4007  習近平主席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我向當局提出 2 個問題，解決青洲區和青洲山的問

題，青洲區的土地多為私家地，圍繞青洲交通路線只有一條，

區內的車輛不斷增長，當局有多少土地去增加道路網絡？綠化

空間，所以建議在青洲街和青洲大廈建一條跨國北灣的天橋，

解決區內交通問題，建議兩地政府商討跨江區的先天不足，24

小時通關網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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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市民都知道青洲山是國寶山，青洲山是服務全澳市民或

留給平民？如何按法律依據去解決？

 青洲山多年來被非法霸佔、建宿舍、出租至今，其山體已受到

嚴重人為破壞，文化遺產保護法應有相關規定，政府相關部門

可採取臨時措施接管，防止文物繼續受到損害。文化局做了甚

麼？有無處理這個問題。

 第三，市政署多次上山，沒有為古樹作出保護措施，多年來有

多少古樹被死掉

18 R4033  文化方面，它本身有價值，不只是看它的文物、歷史、遺跡

等，文化應植根在社區的生活之中，不是由上至下地標性的建

築內。2015 年新城填海時，文化設施分為城市級和社區級，在

地圖清楚標明。在今次草案，我們看到文化設施被包含在公用

設施內，只佔土地使用 10%，包括文化、教育、醫療、康體，

大部分社會設施都包括在內。我和朋友計算，澳門幾間大學、

運動場、醫院等，已經是  3.8 平方公里，我不知自己有否計

錯，但我都不清楚你們如何計算。

 文化設施方面，新城 A 區有一座地標式的建築，荔枝碗全澳文化

設施，但要達到旅遊元素，這不是針對本地居民對文化設施的

需要。在都更之中，公用設施會重新分配，解釋不均衡和公用

設施不足的情況，但我見不到社區設施的出現，反而側重於地

標性、門面的文化建築，而市民接觸文化設施的成本增加， 變

得「貴族化」，難以達到你們所說的「可達性」、居住區域連

續性。

19 R4039  文本中提到青洲、氹仔、石排灣中研究提供新的居住用地，青

洲是一個發展多年的社區，我們有甚麼條件可以增加新的居住

用地？青洲在好多土地都是批給失效的土地，可能會面臨很漫

長的司法程序和收地程序才可以收回土地。今次的規劃有無考

慮這類土地？前提是有居住土地就需要有很多休憩用地，都是

關於土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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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多年的發展，很多社區已有高樓大廈，很多設施如公園分

配不均，今次會否考慮制定因應人口的數量而定立設施的比例

和標準？從而提高生活質素。

20 R4061  我是來自珠海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廣州註冊的關注大灣區濱海

城市的一個非牟利機構。我今次就總規提出一些建議。我們留

意到需要在近岸進行一些填海，需要減少填海面積，我們不應

該新增填海造地的面積，澳門政府與中央進行協調工作，按公

務院發佈 2018/14 號文件內，文件內可增加澳門海域土地面積的

使用，對於城市規劃方面有一些宗旨我們要秉持，我們要接著

思路，同時知道我們要評估有關承載力才可以開始填海，亦可

參考鄰近地方例如香港作借鏡作用，在整個生態空間上面發展

不均，在大灣區發展上有  349 個，有好多地方的生態空間不

足，澳門要有一個權宜的思維去想想，如果更好維持現狀，更

好去編排填海的計劃。另外，珠江水體水環境質量方面，澳門

東邊十字門的水道，例如澳氹大橋的水道方面，屬第四、五類

的水質，填海上對生態會造成污染，甚至水質量的污染，珠三

角海洋質量方面，在設計上有無考量過整體的設計/布局。我們

有三個敏感區，我們要重點關注，首先是澳門北區，在這個區

我們看到有紅樹林或鳥類棲息的地方，如果我們填海可能會因

小失大，規劃上必須要重新考量。這個區域盡量減少填海造

地，我們亦要避開紅樹林造地，不會對生態造成影響。看到澳

門在生態保護上做得比較好，我們不能忘記政府的努力對生態

作出的保護。

21 R4025  整份規劃書是以家園為己任，政府放棄宜居城市，只顧及外

表，政府內部有無制訂都市更新的總原則？例如人口居住的面

積空間、設施比例、預留人口上升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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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諮詢組織專場 Sessão Especifica destinada aos Organismos Consultivos do Governo 

舉行日期︰2020 年 9 月 19 日   Data: 19 de Setembro de 2020 

舉行時間︰15:0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
委員會副召集人 

劉鳳鳴 

 關心「宜樂宜遊」方面，希望當局能適當安排綠色休閒區，讓市民在此休
閒、運動及玩樂，同時為遊客增添新景點﹔

 總規中石排灣並沒有列入集體運輸網絡中，也沒有包括在輕軌路線上，請問

日後會否把石排灣列入相關交通網絡中？

 石排灣沒有足夠公共停車場或公共設施，行人道斑馬線及行車道兩側泊滿

車，建議在該區規劃增設公共停車場及相關公共設施。

2 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

委員會副召集人 

林家全 

 總規中商業區只佔 4%，以離島為例，建議將原規劃中離島商業區劃分

為3 部份﹕

 C、D、E 區及原海洋世界前方(黃色區) 改為居住區；

 旅遊娛樂區(紫色區)和附近商業區(紅色區) 結合為旅遊娛樂商業區；

 其餘部份作公共開放空間區。

 2040 年人口密度預計增加，能否調整相關空間安排。

 職住平衡理論可行但實行難，能否多加考慮相關安排，以便市民生活。

 總規中把澳門分成 18 區，坊間認為分區收量過多，能否用智能方式減少

分區數量？

 若建造第五通道，當局能否交代填海和不填海的相關設計方案。

3 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

蔡田田 

 由於總體規劃於 2018-2020 年間進行規劃，但 2020 年初發生疫情，請

問會否就疫情情況作出修正？
 提出整體規劃時間表，因相關規劃有可能影響現時進行中的項目申請，審批

及投資規劃。

 2016-2020 五年發展規劃文本中提及智慧城市，但總規沒有提及智慧城

市，請解釋。
 整體規劃提及澳門有 85km2  水域管轄範圍，但文本沒有交代若該水域進行

填海會如何處埋。例如於北區和A區間的水道進行填海，相關位置的海泥淤

塞情況如何處理？

 整體規劃應着墨提及中葡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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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4 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

員會副召集人 

鍾建新 

 北區市民關心北區和 A 區的填海規劃方案，為甚麼填海面積約 41 公頃？

日後北區市民是否能到A 區看海岸線？

 北區和 A 區新填海地不要再蓋高樓，由於 A 區有足夠的居住面積，做休閒
和公共設施。

 認為 41 公頃過多，建議重新考慮填海面積。

 環保局須解決未來北區和A 區間河水污染及氣味問題。
 有沒有曾經考慮輕軌東線採用高架橋的形式？ 優點﹕(1)成本低建設快(2) 

方便上落(3)新區方便規劃(4)可作觀光用

5 非高等教育委員會委

員 

關鋒 

 總規不夠細節，過多概念性指標。例如「一河兩岸合作軸帶」(P.30)，也

提及防災和內港優化，但民間討論甚多，未能突顯新的概念供市民就其他不

同概念作考量。

 總規提及「產業升級和經濟多元」，由於土地有限，建議土地應多用作經濟

活動，而非非經濟活動，但當中需要平衡。總規並沒有提供各行業比例，

建議文本提及區域劃分及政府的想法。

6 交通諮詢委員會副主

席 

黃承發 

 總規為 20 年規劃，期望各方面有前瞻性的發展和數據。如提供數據解釋如

何分出 18 區﹔

 建議依據未來旅客的預估數據來分析海空聯運的使用量﹔

 對於輕軌的提問﹕
• 輕軌路線是由 E 區連至 A 區，除了達致土地綠色補償外，會否減輕北

區和A 區的交通壓力？

• 若在A 區至關閘間興建隧道是不是讓市民更便利出行？
 由於內港水淹很嚴重，若在內港外圍進行填海，可在該地區建立蓄水池和輕

軌，並增加綠化帶的面積，提升該區價值﹔

 智慧燈柱不佔土地面積為現時的估計，但 20 年後的智慧城市設計會改

變，而且硬體上應該要配合其設計更新。希望有相關智慧城市設計的藍

圖。

7 文化遺產委員會及 

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 

胡祖杰 

 認為 5 年作一次規劃並不足夠。現時內地已實施經濟上的內循環，在澳門規

劃目標提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而現時國家及大灣

區已在改變經濟發展方向。請問總規中有沒有考慮此經濟變化？若有，請

介紹；若沒有，會否作考慮？

 剛提及 2016 年人口統計數據作考量，請問當年的勞動人口是多少？預計

20 年後勞動人口為多少？其勞動人口能否配合往後 20 年的多元產業發

展？未知顧問有沒有考慮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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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民間有很多聲音，認為澳門地少無法實行職住平衡這個好概念。請問顧問會

不會不考慮「職住平衡」的方向，而改用是改善交通安排，以改善市民出

行？

 中央綠廊為總規其中一條走線，請問中央綠廊兩側能否增加綠色空間作休

閒及交通(坐公車)之用？

 請問設計方有沒有做現場探勘？請問海床實際深度為多少？

8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

委員會委員 

鄭冠偉 

 認為本次總規不應為規劃，應為執行性規章﹔ 
 為甚麼多元產業區位於關閘，而不是 A 區側的口岸人工島？當中 A 區側口

岸人工島在總規上為很大的商業區(用作會展中心)和交通樞紐其中一個過路

點﹔

 為甚麼「知識產業科技軸帶」的走線從旅遊區走向居住社區(原海洋世
界)？為何不走向北安，再而到A 區側口岸人工島？

 由澳門大學(含往後與橫琴深度合作後的產業帶)經港珠澳大橋到達 A 區側口

岸人工島﹔

 為甚麼總規中的「濱水歷史旅遊軸帶」中並沒有包含路環海灘？

9 復康事務委員會委員

王國英 

 總規中關於教育着墨處只有蓮峰球場和A 區，請問當中的文化用地是否包

含教育用地？

 希望非高教及總規推行「原區就學」的概念及設計，以便解決交通問題﹔
 由於本澳教育環境擠迫，疫情下無法實行保持 1m 距離，希望總規可考慮

相關教育用地﹔

 總規中的跑狗場和 A 區教學用地只能優化部份學校的空間問題(上屆政府曾

提出的「藍天工程」)。今年學生人數為8 萬人，至 2040 年後學生人數會

更多，總規中的教育用地並不夠用。請當局考慮。

 請問澳門有沒有輕軌接口連至橫琴？

10 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

員會委員 

António Rossano de 

Jesus Monteiro 

 內港的交通擠塞和水災問題，總規有提及那裡有休閒區但沒有提及泊車安

排。希望可考量﹔

 如何在內港發展旅遊？如南韓的行人安排和港口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港口

設備也有考慮水災問題。若以此方向設計可以改善新馬路及內港的旅遊安

排﹔ 

 公交在晚間設有特別路線。
 因地理環境因素，舊區和中區不能提供更多咪錶位，但供不應求。能否增置

更多咪錶位和提高安排的透明度。

11 市政諮詢委員會委員

梁頌衍 

 城市總體規劃應要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資源和數據的共享，避免出現

資源錯配及重覆規劃。現時的一些建設項目和將來的城市規劃可能存在

衝突，現時如何可以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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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市政綠化設施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綜觀本次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對市政設

施規劃相對較少, 希望可以通過數據共享, 更科學地對未來市政綠化, 休憩

設施, 海濱綠廊作合理佈局, 更優化上述設施, 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 本次規

劃雖對市政設施有一定篇幅, 但對重要設施例如街市, 並未提出佈置. 新城

A 區, 皇朝區和氹仔區等人口比較多的地區, 市民希望能增加市政設施, 未來

在新城A 區規劃中會如何提供相應設施?

 綠化方面, A 區中間有比較大的綠化帶, 而人口較密集的北區綠化帶相對較
小, 如何利用A 區的綠化帶使兩區的居民皆可享用該綠化空間?

 氹仔原海洋世界土地將用作商業區, 但澳門作為旅遊城市, 大部份旅遊設施

集中為娛樂場, 實際上澳門需要大型家庭娛樂設施。若原海洋世界土地用

作商業用途, 可以在其他地方, 如氹北, 預留較大的空間興建家庭娛樂設施?

 總規缺少了城市設計的篇幅, 提出了門户空間的設置, 但幾個重要口岸外都

設置了較密集的住宅區, 如A 區、人工島、關閘、機場…

12 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

員會委員 

崔銘文 

 對總體規劃草案大致上認同

 土地分配方面, 諮詢文本未有講述私人住宅未來發展, 亦未有提及現有居住
土地面積的資料。現有土地 33.9 平方公里, 至 2040 年土地面積規劃為

36.8 平方公里, 建議草案加入所增加的面積中分配為住宅、經濟房屋、 社

會房屋等用途的資料。

 本澳居民 80%有自置物業, 但其中”五層樓”佔相當部分。未來 20 年內,

可能需要因破舊而拆卸或重建, 當中會有未符合條件申請經濟房屋或社會

房屋的市民。希望增加在自由房產市場方面的考慮。

 舊區重建方面, 祐漢新村重建計劃建議放寬高度, 增加容積率, 為北區打造

一個集住宅、酒店、商業、娛樂多功能的地標式建築物, 亦可改善北區居

民的生活及營商環境。

 建議不要把新城A 區標籤為只有經濟房屋, 應發展一些大型綜合建築物。
 澳門半島交通擠塞和巴士問題為市民所不滿, 需建設集體運輸以改善問

題。

13 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

周昶行 

 報告提出對外口岸無縫對接概念，輕軌東線是否有計劃無縫連接至珠海高鐵

站及港珠澳大橋口岸?輕軌横琴線有否計劃連接至横琴的城市輕軌?

 如輕軌有部份路段可以地面或地底的方式興建，計劃書中可否提供不同方案

的預計造價以供公眾作比較?而造價的差距是否可以作其他用途? 如第4 橋

的車流量預計為何?可否減少部份行車線而使用作輕軌跨海段以減少成本?

 報告中提及的產業升級有否實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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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將來會否有方案發展路環以南的澳門新水域?

14 文化諮詢委員會委員

刑榮發 
 認為總規中城市功能配置合理，能符合未來 20 年澳門發展需要。

 認同A 區和北區應填平連接起來，對未來交通及其他城市轉接有幫助。
 基本上認同將澳門分成 18 區。路環區雖然人口少，但功能上東北面為港

口、北部為新型住宅區及聯生工業邨、南部為舊區及旅遊區等，可否考慮分

成三區?

 澳門水浸問題嚴重，建議濱水休閒綠化區可適當增加具機械水閘、泵站等
控制的小型湖泊、水道等引入城市尤其新區內。透過水位控制，作為風暴潮

時街道水浸的緩衝設施，亦可延續澳門與水關係密切的歷史。

 綠化方面，新區尤其密度較低的B 區可否考慮將較零碎的綠化設施集中成
一個森林公園以增加澳門公共設施的種類?

 基於對未來樓宇體量的控制和城市比例問題，未來在新城區的規劃地塊希望

不要太多，避免屏風效應和消防問題的產生。同時希望在區內可預留空間作

為前地、小廣場等作為住宅區的緩衝區及延續澳門的城市肌理。如有條件，

希望新城區內可建有大廣場。

15 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

委員會委員 

徐承康 

 總體規劃草案有否考慮規劃效益的目標? 評價成為快樂、智慧、可持續、具

韌性城市的指標為何?

 總規內提及路環有旅遊娛樂區，是否指現有的酒店及高爾夫球場?何謂避
免興建大型建築物?

 海洋利用方面，總規主要提及填海造地，但未有提及遠岸海域的長期規

劃。有否預留土地發展海洋經濟?

 希望總規能提供水文及船隻航道資料，供公眾了解日後如何利用 85 公里海
域配合城市總規。

 都市防災方面，建議把於路環西側荔枝碗船廠區及路環舊區的兩湖方案放進

總規草案。

 經濟多元方面，氹仔北的新商業區可在總部經濟為前提下，建設具城市品位

的甲級寫字樓，但須跟週邊的山海城配合，延續氹仔島北側的海濱休憩區，

像新加坡Garden by the Bay 的形式, 滿足居民對氹仔公共休憩空間的需

求。並優化道路、單車及行人網絡，減低交通壓力。

 慢行系統需有硬件配合。
 認為機場的綠色迴圈的空間將在 10 年左右用盡，希望下階段能作日後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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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16 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

李國豪 

 若在 2040 年 80 萬人口，相比本年第二季人口為 68 萬，新增的 12 萬人

口質素為何?如何有策略地按總規的分區將人口分佈?如對應橫琴發展的規劃

佈局為何?

 規劃中的土地次分類，應切合人口年齡分佈規劃社會服務設施。
 未來 20 年將步入老齡化社會，會否加設滲透式社會服務設施，可以是複合

利用而不用整座，可參考外國結合長者及青年或幼兒服務設施，成為對長者

友善的城市。

17 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

員會副召集人 

高岸峰 

 關注休閒用地，希望透過總規合理佈置及預留土地作相關用途。
 公共用地及設施應可按人口數目佈置，以決定區內設施是否足夠，避免需要

跨區使用設施。

 總規內的濱海綠廊如”斷截禾蟲”，難以互相直接連繫。應做到無縫連接

供市民及旅客使用。

 兩個高爾夫球場佔地大但非大部份市民所用，將來會否有規劃其他用途?

 假設D 區不作填海，C 區將成為孤島，會否有其他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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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專場 （第一場）  Sessão Especifica destinada às Associações Civicas (1.ª Sessão) 

舉行日期︰2020 年 10 月 9 日   Data: 9 de Outubro de 2020 

舉行時間︰19:30   Horário: 19:3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陳先生、黃先生 

 總規草案缺乏足夠的數據和資訊，無法給整個社會交代是如何決策的。因此

整個區域的發展上面與策略存在一定的不一致，尤其是公共基礎設施及公共

設施數量的部署方面，希望會有更多的考量。例如總規裡面的北區-

2、東區-1 及東區-2 的定位以及設施配套上存在實際的問題。
 根據 16 年中期人口統計，北區 2、東區 1 及 2 於 2020 年人口將突破 16 

萬，大概佔澳門總人口 1/4，考慮未來P 地段及A 區的人口，人口十分巨

額，人均綠地及公共文化設施是極為稀缺的。根據 WHO 組織的指引，圖書

館、綠地的位置正常應在市民 15  分鐘內可到達的範圍。而規劃明顯無法滿

足此要求。

 因此，建議增加公園及圖書館的社區配套，以及公共文化設施佔比；並優化

區內的位置佈置方案。

 針對海洋生態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問題，澳門環保局 2019 年提出將推進海洋

生態環境調查。有關調查有無具體的時間表？若具體的調查及生態資訊都沒

有，便更加難保護海洋環境。

 另一方面，建議政府可以在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下，制定一些關於保護保育海

洋生物及生態的具體方案、方針。

 目前總規只針對陸地進行規劃，具體專屬海域的發展及利用方面未見有任何

規劃。作為一份長度為 20  年的總規，認為如此是不夠完善，希望政府在這

方面可多加說明，並供社會參與及討論。

2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楊晶 

 城規將土地劃分為 8 個大區，希望作出一些細分類，例如文創、會展、科技

方面的細節上劃分，可以做到澳門土地兼容的情況，進行複合利用。現時的

分類容易造成功能重疊；

 在城市人口密度如此高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宜居宜遊城市？而規劃取消了

新城D 區，這個問題更加需要考慮；

 是否需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將澳門分成 18 個分區，建議說明每個分區的目

的及未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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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建議引入土地發展權的轉移，因為這是目前國家常用的土地發展的參考辦

法。可能澳門可設立一個「小業權人」，將業權轉移到集中的區域，可以將

土地進行集中規劃；

 海域方面有沒有分區管理規劃？

3 傳新澳門協會

林先生 

 總體而言，城規符合城市規劃法內的基本技術要求，但作為總規及公眾諮

詢，未能充分解釋清楚居民的願景並令普通民眾滿意。

 根據城規法，如果不填D 區是一個重大修改，是否又要重新再作諮詢？為

何不事先將不填D 區這個意見放入文本內，不希望不斷做諮詢；
 其它問題，包括可能系南灣湖C、D 區、疊石塘山的土地問題，為什麼還

會興建住宅？這方面我持反對意見，更重要是政府沒有將土地分類行政 法

規盡快出台，法規沒有在總規出台之前出台，因此才會引發這些爭

議；究竟何時會有這個土地分類的行政法規？

 另外，綠化方面，總規沒有明確是否所有濱海空間都會提供比公眾使用。

 為什麼主教山範圍會有詳細高度顯示，而其他地方沒有？

4 澳門中小企業協進會

林先生 

 整個考慮方面，應該考慮國策及大灣區發展，以及珠海的總體結合。因為大

灣區生活各方面便捷後，人口擴張應必然向外發展，加上澳門未來人口增長

及流動人口，這樣才可以較理想地規劃。

5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陳先生 

 針對交通範疇，交通問題長期為一個問題，塞車及停泊問題為老生常談的事

實。公交優先原則這個原則性政策以改善交通問題是理解支持的。但首先要

提高公民使用公交的意識及意願，以及需要一個完善的社區配套，去互相配

合。但縱觀澳門現時的線路情況、交通燈、人行道等，道路目前的流暢程度

有待提升。公民對於公交系統的體驗亦未提升，尤其是位於尖峰時段及惡劣

天氣，居民更加傾向使用私家車，導致道路承載超負荷，無助於公交優先

政策；

 文本就推動公交優先方面的具體措施及建設內容，需更詳細地向市民表

達。期望政府可以針對相關方面探討、研究，增加相應的內容，令市民可以

將公交作為首要出行工具；

 未來希望將涉及土地使用、民生設施、公屋建設相關的職能部門納入交通規

劃中，加強道路和公交網絡的配合性及可達性，減少道路重複開掘情況，

讓公交實現點對點；

 建設一個完善的步行系統，例如針對巴士站點，興建一些友好的行人措

施，例如自動步行系統、行人隧道、遮雨系統、遮雨遮陽板等，令居民可

以快捷及舒適的到達目的地，以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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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善用交通樞紐車流及人流的優勢，可以考慮建設集購物、飲食、娛樂一體化

的商場，強化社區生活配套，吸引居民使用公交的誘因。

6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

心 

高先生、梁先生 

 關於職住平衡的思路，可以減輕交通壓力。目前上落班時間的交通壓力非常

大，如何通過職住平衡減輕交通壓力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除了職住平衡以

為，希望可以考慮學住平衡。例如新的規劃區如何通過學校在周邊的配套佈

局，讓學生上學路途可以解決交通問題；

 幕拉士工業轉為商業是合理的，然而該區人口密度大，高樓齡的樓宇多，業
權複雜，難以迅速轉變成商業區。因此，建議借鑒香港活化工廈的例子，

結合本澳實際情況，適當放寬工厦的用途，減少他們的利用限制，促進工廈

多元化發展。

 規劃的最終目的是推動社會發展，但配合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也是非常重要
的。建議加強產學研合作。本澳的高等院校科研水平今年已經飛躍進步，

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很低，原因在於未有產學研的一體化中心做轉化功能。建

議配合大灣區建設及澳門科技創新創能的發展，設立產學研中心。特別是高

端產業區應該與高校相結合且距離更加接近。

7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黃先生 

 總規的佈局是合理的，有助澳門發展。希望可以落實吸收市民意見，將來得

到應用。

 其實總規很多地方有提及交通規劃。其實交通很難在總規體現，因為不論是

分區連接、跨境口岸對接、物流運輸，都直接影響規劃的成效。皇朝區就是

典型的職住平衡失敗例子。其實交通規劃應該最先執行，利用修修補補的形

式更改是不利於發展的。建議優先考慮擴寬路面、停車場佈置、公交站點

佈置。

8 澳門建造商會 

梁先生、羅先生 

 總規缺少數據資料，令市民很難提出確切意見。例如 2040 年澳門將發展成

一個怎樣的城市，有什麼變化？經濟規模如何？得不到數據，無法預知未來

發展如何，很難提出建議；

 關於區位定義，究竟大灣區中心城市代表什麼？
 其實目前有 18  個分區，每個區域面積不是很大，不是所有區域都適用原區

就業模式。相反A 區的面積大人口多，這裡的商業區反而較少，建議增加 A

區商業減少住宅區。

9 澳門江門同鄉會

羅小姐 

 交通問題澳門市民長期關注，輕軌亦備受關注。其實過去的輕軌建設，令市

民失去信心，希望後期的輕軌建設可以令大家重拾信心。而目前新的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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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軌建設沒有造假及工期預估，會增加市民憂患。工程管理及監督方面如何做

得更好？ 

 澳門段運動設施及悠閒空間嚴重不足，希望總規及輕軌東線可以增設、配合

這方面的設施；

 城市規劃及輕軌如何帶動人流、客流，澳門主要靠博彩業發展，但同時亦為

一個旅遊城市，希望多參考新加坡的設計，例如空中花園、藝術長廊等。

希望城規方面可以帶動就業、吸引更多的遊客。

10 新澳門學社

鄭先生 

 有關城市總規中南灣湖 C、D 區被劃為政府辦公區，限高為 63 米，與
主教山並排，C、D  區高樓勢必會影響主教山望向南灣湖的景觀。現時初

級法院為 35 米高，但建築物遮擋的範圍已接近海岸線，假設建設 63 米高

樓，情況可想言之。其實 C、D 區作為多元、開放的綠化空間再適合不

過，滿足現時澳門缺乏大面積開放公共空間的需求，令 C、D 區不成

為”生人勿近”的政府辦公區，而是開放給大眾容易接觸到的多元綠化文藝

空間，希望政府可以把 C、D 區限高改為至少低於 20 米，並逐步下調高

度至海岸線，保留山海城一體的百年歷史景觀。

 黑沙海灘海蘭花園至警犬訓練中心一帶被劃分為住宅區，而該區現時多為一

至兩層的獨立屋，但翻查地籍資料顯示該區為白區，即没有規劃條件圖，

附近唯一限高為媽祖像的 360 度景觀視廊，假設將來興建大型住宅， 會遮

擋路環山體的景觀，希望政府於該區說明高度，保護澳門的後花園及路環歩

行徑望向黑沙海灘難得的景觀。

 新城Ａ區連接澳門半島的通道有４條，皆會通道友誼橋馬路，而該馬路現時

已接近飽和，假設新城Ａ區數以十萬人口通過該通道來往澳門半島，只要其

中一個通道出現擠塞，就會有機會透過友誼馬路擠塞至其他道路，希望可於

至少一個通道建設匝道交匯處，令車輛可以透過引道等連接主幹線，避免

因十字路口太繁忙而造成擠塞。

 希望新城區的交通燈可引入智慧交通，於各路口設置流量版，以流量控制交

通燈時長，亦可參考國外設置可感應緊急車輛的裝置，減低緊急車輛通過路

口的等候時間。

11 綠野之友協會

林小姐 

 關注路環生態保育問題，因路環區內疊石塘區被劃為住宅區，協會對此抱有

疑問。先前此項目推出時已有很多人反對，當時民署及環保局表示該項目會

對田畔街一帶造成污染，大挖山體亦會影響對山體的保護，而且該處接近石

排灣，附近有工業區，應形成保育區以作緩衝地帶。而先前習近平主席亦

提到要將路環設為生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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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希望路環的高爾夫球場可劃為旅遊娛樂區，但想知道會否凍結該區的都市化

面積？

 希望現時被規劃為商業區的原海洋世界地塊可改作自然公園，因為北面的新

城區，東面的舊澳大及南面的氹仔城區都需要像中央公園一樣的緩衝區。

如果該地段變成都市化地區，氹仔會失去出風口，影響空氣流動。

 澳門作為人口密集的城市，郊野公園的行山徑有很多人使用，現時的自然環

境不足夠，公園很多為人造而成，為大自然缺失的城市，因此呼籲政府建設

一個以自然元素為主題的公園，造好下一代的環境教育。

12 澳門中華總商會 

余先生 
 對總規中提出從國家、區域及自身三個層次確立自身定位表示認同。草案提

出發揮港珠澳大橋橋頭經濟作用，在珠澳口岸人工島及澳門口岸規劃會

展、酒店用地，建議在此基礎上增設特色餐飲、潮流商品、免稅店、

outlet、零售、電影院、電子及機動遊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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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政府已向中央申請放棄新城 D 區填海，改填新城 A  區及澳門半島之間水

道表示認同。此計劃有利於豐富東門户的內涵，令北區和新城A 區連成一

塊，優化城市肌理，產生更大的經濟效果。同時由關閘起至新城A 區加上填

海後設有綠化帶，亦更具條件建造海濱長廊，跟對岸的珠海海濱長廊互相輝

映，為打造宜居社區及優化居民生活提供支持作用。

 本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澳門缺乏優質甲級寫字樓的供應，難以吸引大型企
業進駐，希望總規針對現時的不足而增加商圏的規劃。

 規劃對海域利用篇幅較少，如何利用海域發展海洋經濟，以提升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的地位，相信應在規劃中作出考慮。

13 澳門中華教育會

岑先生 

 澳門須儲備足夠的本地優秀人才，而人才的培養須要優質和充足的空間。本

澳的非高等教育用地嚴重不足，學校的面積較小及裙樓學校的環境較差，

生均教育空間佔有率不足，影響學生的發展。特區政府須增加本澳的非高等

教育用地，並作出合理規劃，配合未來人口增長。本次規劃草案對教育用

地贅述很少，沒有把教育用地獨立成項，僅有的描述只有高等教育。建議

在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中明確澳門未來非高等教育用地的整體規劃，使教育

界可做好相關教學環境的優化工作。

 問當局如何配合未來的發展，增加教育用地的儲備?未來的非高等教育用

地會否有增加?

14 澳門廠商聯合會 

馮先生、劉小姐 

 跨部門小組没有特區政府的經濟部門，總規如何掌握產業對土地資源利用

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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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若文件落實，是否現時大部份廠房所在的 4 個工業區全部要搬? 如何安置?

 若現有工業廠房不想搬遷是否可以?

 工業大廈中可否有一些單位轉型成商業用?或是需要整棟 100%轉型?

15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麥先生 

 規劃草案中對經濟產業發展的數據欠缺，未有提及土地及人口的需求。商業

用地全為寫字樓及零售，而過往 20 年來澳門的寫字樓總存量減少，空置約

為 10%，未來大量的商業區供應是如何推算得出?過往的商業零售增長主要

集中在路氹城，已出現高度同質化，再設立商業區的理據為何？

 新城Ａ區人口密度過高的情況，可否透過其他新填海區分流？
 社會上有對填海破壞環境的意見，計劃可否再作調整？會否作透過區域合作

獲取土地而不是填海？

 港珠澳口岸人工島作為城市的門户，為何會設置污水處理及中途倉等設

施？

 過往 20 年澳門的發展寬度已充足，總規是否應較多考慮發展深度？

16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何先生 

 總規第 75  版主要公用設施規劃示意圖中可見Ａ區沒有醫療設施，但Ａ區的

人口相對密集，衛生中心未必可應付，應評估需否建立醫療衛生設施。

 北區-２及中區-１為都市更新優先地區，為何中區-２及中區-３未有一併

考慮？

 建議總規把海濱綠廊的佈局及規劃獨立成項，回應社會對綠化空間的訴

求。
 同意東北區填海，可作優化解決臭水問題，但原來已規劃的通道會否作調

整?輕軌東線方面也會否作調整?

17 澳門青年聯合會

陳先生 

 總體規劃及分區規劃的內容分別為何?應公佈分區規劃的規劃框架及諮詢

方式，以便現階段作合適的討論及意見。

 當年皇朝區的規劃利用限高保護了由外港望向松山燈塔的視廊非常成功，

但現時新城 B 區及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為 62.7 米，不能保障可望到山

體的輪廓，將來會形成”火柴盒”形式的建築。應用科學手法平衡建   築設

計及景觀設計，在片區內作整體容積率的設定，限制高樓的數目。

 總規欠缺環境現況的數據，例如新城A 區及東北區之間的填海，因受污水

處理廠影響，將來用地時應作相應環境評估及處理。

 分區缺乏未來人口數目、年齡分佈、就業職位等數據，是否能做到職住平

衡、TO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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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專場 （第二場）  Sessão Especifica destinada às Associações Civicas (2.ª Sessão) 

舉行日期︰2020 年 10 月 16 日   Data: 16 de Outubro de 2020 

舉行時間︰19:30   Horário: 19:30 

舉行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5 樓多功能廳 

Local: Sala Polivalent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n.º 33, 5.º andar, Macau 

提問者 意見、建議 

1 澳門粵港澳大灣區文

化遺產協會 

林先生 

 總規指澳門的海域利用跟據澳門海域利用與發展中長期規劃2016-2036文

本作準，政府應公開該文本供市民了解未來海域的規劃。

 有否研究發展水上交通舒緩陸地交通的可行性?

 文本有提及遊艇、海上休閒及沙灘等，但應補充相關設施的可操作性。

 各口岸有否一個明確、詳細的分級?

 總規應提供有階段性的時間表，以及各新填海區的利用規劃。

 後續詳細規劃應有較統一的格式、文字，避免混亂。

2 澳門城區發展促進會 

蕭先生 
 總規大綱不清，對於主要收入來源博彩業的扶持不足，如何可維持博彩業

健康、有序地發展、配合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方向?

 特區成立 20 年間只有 2  幅土地作拍賣，私樓土地供應不足。總規着重於公

共房屋土地，應包括私樓土地的規劃現況。

3 澳門青年文物之友協

會 

陳先生 

 總規中將澳門劃成 18 分區的依據為何? 18 分區跟現有的行政區劃分的差異

大，現有資料較難換算成 18  分區的數據，未能體現統計數字的參考價值。

 明白土地的功能分區可容許混合使用，但如環境保育區中是否不應容許住

宅、工業等用途?總規應列明可用及不可用的用途。

4 澳門地產業總商會

黃先生 

 都市更新沒有強制性條款，若出現”釘子户”可否申請強拍?政府會否有
措施幫助收樓?

 過去數年政府收回大量土地，有否相關發展方案?

5 澳門房地產評估業協
會 

申先生 

 總規草案中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定位十分高，但目前澳門產業發展及經
濟規模相差很遠，未來勞動人口可否支撐相關發展?

 參考外地經驗，需考慮引進外地專才配合城市定位及發展。

6 新澳門學社

林先生 

 發現草案中路環居住區覆蓋路環舊街市後邊，至金像農場，未來路環將建

滿高樓，不能相信路環為保護區。跟市民期望的路環規劃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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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7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

盧小姐 

 總規文本中的新區都沒有預留宗教用地，會否使澳門失去中西宗教文化共

融的特色?

 總規着眼於大型的文化地標，有否規劃較小型如最可體現本土文化的街市
等設施發展?

 總規提及的內港商業區建設具體發展規劃為何?現有的歷史元素及碼頭如何

處置，真的有需要用新建設去取代現有的歷史文物?

 疊石塘山發展應以保護環境及生態為前提，列入不可都市化區域，不應作

居住區發展。

8 澳門地產發展商會

陸先生

 澳門的 85 平方公里海域如何服務於澳門的城市發展?總規對此着墨太少及沒

有近中遠的規劃。

 總規把慕拉士大馬路設為商業區為好事，但認為單一條馬路作商業區並不
足夠，現時周邊的黑沙環祐漢新村一帶商業氣氛濃厚，是舊區重建的首選

之地，應規劃如何將慕拉士大馬路及祐漢新村的商業區串連起來。

 應考量如何把高士德商業區及鄰近的荷蘭園大馬路塔石文化區連動一起發

展。

 筷子基是澳門的新型住宅區，應突顯居住的悠閒之處，沿岸應建設海濱長

廊及考慮將船廠搬離民居。

 居住區佔澳門土地 22%太少，應提升至起碼 25%。

9 世界不動產聯盟中國

澳門分會 

謝先生 

 澳門人口密度十分高，但總規中居住區佔土地 22%，低於基礎設施區及生態

保護區。提高居住區比例或有助降低樓價。可於賽馬會、筷子基遊艇會、

高爾夫球場等地騰出土地興建住宅。

 近年政府未有私樓土地供應，可嘗試其他方式提供私樓土地。

10 澳門環境保謢產業協

會 

李先生 

 總規中資料有所欠缺，策略性指引及內文未有互相呼應，較難理解。

 建議補充各區規劃功能的理念等。

11 澳門樓宇安全協會

蔡小姐 

 參考香港及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澳門的總規文本較為技術性，市民較少參

與度，諮詢期較短。

12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

劉先生 
 南灣湖 C、D 區的限高為 62.7 米，跟西望洋山高度相約，很可能會阻擋

西望洋山的山脊，違背山海城景觀的原則。應參考現有建築的高度，並將高

低錯落的原則寫進規劃中。

 文本中的視點景觀視廊設置空泛，不應為點性及線性，而應為一個範圍面

積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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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 意見、建議 

 文本中提出的 21 個景觀視廊，日後會否可能增加或減少?

13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李先生 
 政府近年在發展項目及簽署土地合同時表示要待城市規劃生效，但未有說

明是總體規劃或是詳細規劃，亦未有相關時間表。

 新增的住宅區的基礎建設還未成形，是否應該由政府帶頭，開始基礎建

設。

14 荔枝碗村民聯誼會

馬先生 
 荔枝碗防災減災方面，可否進一步解釋藍綠基建是什麼？

 荔枝碗船廠片區為文化設施，有否相關的防災措施？

15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

會 

廖先生 

 讚同新城區學校用地有設置學生平地用地面積，但舊城區的學校可如何規

劃提供充足的空間？

 學生上學的交通配套是否安排足夠？

 原定在新城Ｄ區的大型康樂設施會否隨填海計劃取消而消失？

 澳門的體育設施分佈不均，望廈體育館重建已開展９年，應儘快完成。

 總規提出的職住平衡較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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