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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資料仍在整理中 
730 建議_第 5 條海底 2 用隧道(中環站至廸士尼站) 
 
圖片??張 
 
原因 
i) 作為北大嶼山公路後備路線前往港島各區 
ii) 促進本地旅遊業 
iii) 受惠於旅遊業帶動, 提高西區海底隧道使用率 
iv) 改善中環交通 
v) 促進物流業, 新建 10 號及 11 號貨櫃碼頭 
 
沙中線路線改動如下: 
 
旺角東｜紅磡｜佐敦｜旺角西 
***紅磡擴建的月台, 接駁佐敦站, 南北線之南行終點站為旺角西站(舊名柯士甸站) 
***佐敦站新增 L3 及 L4 樓層 
 
紅磡將來共有 6 個月台如下: 
#1 東鐵線往羅湖/落馬洲 
#4 東鐵線往羅湖/落馬洲 
#3 西鐵線往屯門 (班次較疏) 
#2 西鐵線往屯門 (班次較疏) 
新月台#5 東鐵線往旺角西/佐敦 (班次較密) 
新月台#6 東鐵線往旺角西/佐敦 (班次較密) 
 
原因 
i) 減少金鐘站人流擠迫情況 
ii) 滅少直通車乘客使用紅磡海底隧道巴士, 有效紓緩紅隧塞車壓力 
iii) 促進本地旅遊業 
iv) 大幅降低沙中線超支金額 



v) 南北線的正式轉車站, 來往旺角東及旺角西, 途經路線荃灣線及南北線, 乘客直接

受惠 (現時雖然位置相近並有行人天橋網絡接駁，旺角站與東鐵綫的旺角東站並非為

正式的轉車站。乘客若在兩站間轉乘，無論使用八達通還是單程車票，均需當作兩段

車程處理，並繳納再入閘收費。) 
vi) 在佐敦擴建月台工程的同時, 進行新渠務深層污水隧道輸送系統, 目的改善油尖

旺地下污水渠及排水渠, 預留位置替代油尖旺區舊式的渠務, 有關顧問合約編號 CE 
51/2011 (DS)將於 2017 年底完成, 參考詳情如下: 
工程項目編號： SZM1163 and DZM1162 
顧問工程師：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合約編號： 顧問合約編號 CE 51/2011 (DS) 
工程項目名稱： 地下污水渠及排水渠狀況調查 - 勘查研究 
(資料來源: 渠務署) 
https://www.dsd.gov.hk/TC/Our_Projects/All_Projects/SZM1163%20and%20DZM1162.ht
ml# 
 
 
 
佐敦站新建地鐵路線: 由旺角西站至紅磡段 
旺角西站沿滙翔道, 經九龍佐治 5 世紀念公園, 入佐敦道, 到裕華國貨與佐敦站連接, 
在佐敦里及覺士道之間轉彎, 經九龍木球會, 入暢運道與紅磡站連接 
 
 
(一) 中環至廸士尼車輛隧道 
中環德輔道中至廸士尼車輛隧道 
 
德輔道中（Des Voeux Road Central）係香港中西區一條馬路，由金鐘金鐘道去到上環

西港城（即係以前上環街市），沿途有電車路，同俗稱中環大馬路嘅皇后大道平排東

西走向。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德輔道中 
 
 
(二) 新建地鐵中環站至廸士尼站 2 用海底隧道(可供地鐵及車輛使用) 
 
收費廣場設於廸士尼幻想道和榮欣路之間位置 
 
730 地鐵方案 
荃灣延伸線_總站廸士尼 



｜中環｜廸士尼｜ 
#中環站至廸士尼站, 新建第 5 條海底隧道, 5 條管道, 為 2 用雙線雙程（共 4 線）隧道, 
其中 2 條管道為單程雙線行車管道, 2 條管道為港鐵廸士尼線鐵路列車使用, 及 1 條管

道容納環境控制系統的管道。隧道北端為西九文化區，與 3 號幹線西區走廊交匯，以

分流部分港島西和九龍西來往香港島之車輛。 
 
第 5 條海底隧道收費廣場 
第 5 條海底隧道收費廣場設於西端的廸士尼幻想道出入口，共有 14 個收費亭，其中

10 個為人手收費亭，餘下 4 個為快易通專用的自動繳費亭。新的人手收費亭，接受八

達通及 3 款信用卡拍卡繳付隧道費。車速限制每小時 80 公里。 
 
未來廸士尼線金鐘總站 L5 月台 
2016 年金鐘站資料, 參考另圖 https://heung730.files.wordpress.com/2016/12/r1.gif 

730 建議後的金鐘總站如下: 

L1 大堂 

L2 月台 (3 號港島線往柴灣; 4 號荃灣線往中環) 

L3 月台 (1 號荃灣線往荃灣; 2 號港島線往堅尼地城) 

L4 轉車大堂 

L5 月台 ***取消未來沙中線月台, 7 號及 8 號廸士尼線往廸士尼 

L6 月台 ***5 號及 6 號機場快線總站月台, 前往機場/博覽館 

***南港島線往海怡半島月台 9 號及 10 號位於新擴建添馬公園北面地底月台, 在金鐘

和海洋公園站之間新增山頂纜車站 

 

2016 年金鐘站擴建資料: 

i. 面積: 6.5 萬平方米, 較原先大 1 倍 

ii. 深度: 43 米, 約 16 層樓高 

iii. 層樓: 6 層, 新增 3 層(L4, L5, L6) 

 
*取消北港島線的添馬站, 因為主要客源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近金鐘站, 擴建金鐘

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 分離式月台, 連接 L1 大堂(港島線及荃灣線)及 L4 轉車大堂(機

場快線及廸士尼), 機場快線用現時的 L6 月台, 南港島線(金鐘至海怡半島)位於新擴建

的北面月台, 在金鐘和海洋公園站之間新增山頂纜車站 

東涌線總站為香港購物城 

│香港│香港購物城│ 

*屯門延伸線在機場站 2 號月台附近(已預留有關結構作擴建月台之用), 機場站 2 號月

台在 1 號客運大樓 

*金鐘總站擴建位置在金鐘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重型鐵路系統(由北至南地底車站線

直達海洋公園站, 並新增山頂纜車站推廣旅遊業及應付繁忙時段人流), 重型鐵路系



統每小時可應付 75,000 人(單向計算)較現時的中型鐵路系統 20,000 人/小時(單向計算), 

多達 55,000 人/小時(單向計算), L6 為機場快線總站月台, 前往機場/博覽館。L5 為廸士

尼線總站月台, 前往廸士尼 

*現有金鐘站側線, 作列車調頭、調度或讓列車來回港島線和荃灣線之間 

 
 
 
元朗污水處理廠 
元朗污水處理廠位於橫洲元朗工業邨以北, 佔地約 8.6 公頃, 是一所二級污水處理廠, 
為元朗工業邨及元朗部分地區約 6 萬市民提供污水處理服務。現時每日處理量約

16,000 立方米。自 2002 年起, 由元朗市中心產生約 30,000 立方米的污水已輸送往新圍

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 

 

污水處理廠的設計分兩期: 第一期於 1984 年完成, 污水處理量為每日 53,000 立方米；

第二期於 1992 年完成, 污水處理量為每日 70,000 立方米。於 2009 年底, 污水廠將會

增收來自元朗東之污水, 處理後經由山貝河排放到后海灣。(資料來源: 渠務署) 
 
元朗污水處理廠將升級為 3 級污水處理系統, 處理量由 70,000 立方米升至 150,000 立

方米, 工程將於 2018 年展開, 以便改善和保護后海灣水質；工程會在現有污水廠範圍

內進行原址重建，不涉及徵收私人土地。資料來源: 東網 on.cc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41030/bkn-20141030125308946-1030_00822_001.html 

 

配合元朗市中心長遠發展, 改善元朗交通, 在元朗市中心興建地鐵站, 同時展開新渠

務深層污水隧道輸送系統, 目的改善元朗市中心地下污水渠及排水渠。 
 
淨化維港水質, 長遠在九龍東及香港島共興建 3 所污水處理廠(九龍東 1 所大型二級污

水處理廠及香港島 2 所三級污水處理廠), 全港合共 70 所污水處理廠。 
 
九龍東 1 所大型二級污水處理廠選址 
將軍澳 
 
香港島 2 所三級污水處理廠選址 
沙灣 
數碼港 
華富 
香港仔 
鴨脷洲 
 



 
 
 
 
參考資料 
 
香港污水處理廠分佈圖 
http://www.dsd.gov.hk/Documents/AnnualReports/1112/common/pdf/Appendix%20F_TC.
pdf 
 
元朗污水處理廠 
https://www.dsd.gov.hk/SC/Files/publications_publicity/publicity_materials/leaflets_bookl
ets_factsheets/YLSTW.pdf 
 
 
 
730 建議書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7307s2017 
 
730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Vita730 
 
730 WordPress 
https://heung730.wordpress.com 
 
 
 
Ida facebook 帳戶 
https://www.facebook.com/Vita730 
https://www.facebook.com/St730-81251478552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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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張 
 
原因 
i) 作為北大嶼山公路後備路線前往港島各區 
ii) 促進本地旅遊業 
iii) 受惠於旅遊業帶動, 提高西區海底隧道使用率 
iv) 改善中環交通 
v) 促進物流業, 新建 10 號及 11 號貨櫃碼頭 
 
沙中線路線改動如下: 
 
旺角東｜紅磡｜佐敦｜旺角西 
***紅磡己擴建的月台, 留待將來使用 
***佐敦站新增 L3 及 L4 樓層 
 
原因 
i) 減少金鐘站人流擠迫情況 
ii) 滅少直通車乘客使用紅磡海底隧道巴士, 有效紓緩紅隧塞車壓力 
iii) 促進本地旅遊業 
iv) 大幅降低沙中線超支金額  
 
佐敦站新建地鐵路線: 由旺角西站至紅磡段 
旺角西站沿滙翔道, 經九龍佐治 5 世紀念公園, 入佐敦道, 到裕華國貨與佐敦站連接, 
在佐敦里及覺士道之間轉彎, 經九龍木球會, 入暢運道與紅磡站連接 

擴建後佐敦站樓層, 增加 L3 及 L4 

- 地面 出入口 

L1 大堂 客務中心、商店、自助服務、「會員服務站」、免費 Wi-Fi 熱點 

 
荃灣綫往荃灣（油麻地） 

 

島式月台 

L2 

 荃灣綫往中環（尖沙咀） 

 
 



(一) 中環至廸士尼車輛隧道 
中環德輔道中至廸士尼車輛隧道 
 
德輔道中（Des Voeux Road Central）係香港中西區一條馬路，由金鐘金鐘道去到上環

西港城（即係以前上環街市），沿途有電車路，同俗稱中環大馬路嘅皇后大道平排東

西走向。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德輔道中 
 
 
(二) 新建地鐵中環站至廸士尼站 2 用海底隧道(可供地鐵及車輛使用) 
 
收費廣場設於廸士尼幻想道和榮欣路之間位置 
 
730 地鐵方案 
｜中環｜廸士尼｜ 
#中環站至廸士尼站, 新建第 5 條海底隧道, 5 條管道, 為 2 用雙線雙程（共 4 線）隧道, 
其中 2 條管道為單程雙線行車管道, 2 條管道為港鐵廸士尼線鐵路列車使用, 及 1 條管

道容納環境控制系統的管道。隧道北端為西九文化區，與 3 號幹線西區走廊交匯，以

分流部分港島西和九龍西來往香港島之車輛。 
 
第 5 條海底隧道收費廣場 
第 5 條海底隧道收費廣場設於西端的廸士尼幻想道出入口，共有 14 個收費亭，其中

10 個為人手收費亭，餘下 4 個為快易通專用的自動繳費亭。新的人手收費亭，接受八

達通及 3 款信用卡拍卡繳付隧道費。車速限制每小時 80 公里。 
 
東區海底隧道 
5 條管道，其中 2 條為單程雙線行車管道，2 條為港鐵將軍澳綫鐵路列車使用（2002
年 8 月 3 日以前為觀塘綫），以及一條容納環境控制系統的管道。隧道南端為鰂魚涌，

與 4 號幹線東區走廊交匯，以分流部分新界東和九龍東來往香港島之車輛。 
 
收費廣場則設於北端的茶果嶺出入口，共有 14 個收費亭，其中 10 個為人手收費亭，

餘下 4 個為快易通專用的自動繳費亭。2018 年 7 月起，駕車人士可以在東區海底隧道

的人手收費亭，以八達通及三款信用卡拍卡繳付隧道費。車速限制每小時 70 公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東區海底隧道 
 
 
西區海底隧道 



3 線雙程行車、分隔沉管式過海隧道。隧道全長 2 公里，連接香港島的西營盤干諾道

西和九龍佐敦附近的西九龍填海區。九龍出入口附設有 21 個繳費亭的收費廣場，其

中 4 個可隨時改變行車方向的人手收費亭，11 個為單一方向的人手收費亭，餘下 6
個為快易通專用的自動繳費亭，繁忙時間可為同一行車方向提供 12 條行車線，並在

油麻地交匯處連接西九龍公路；西營盤出入口的交匯處包括 17 條接駁天橋、一條下

通路和多段引道，連接 4 號幹線，隧道可拉近中西區與油尖旺區、九龍城區和深水埗

區之間的距離。隧道人員獲授權執行《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西隧是香港 3 條過海隧道中容量最大的一條，採用 3 線雙程行車設計及較其餘兩條過

海隧道寬鬆的每小時 80 公里限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西區海底隧道 
 
 
紅磡海底隧道 
管道數量： 2 條 
行車線數量： 雙線雙程（共 4 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海底隧道_(香港) 
 
 
 
未來廸士尼線金鐘總站 L5 月台 
2016 年金鐘站資料, 參考另圖 https://heung730.files.wordpress.com/2016/12/r1.gif 

730 建議後的金鐘總站如下: 

L1 大堂 

L2 月台 (3 號港島線往柴灣; 4 號荃灣線往中環) 

L3 月台 (1 號荃灣線往荃灣; 2 號港島線往堅尼地城) 

L4 轉車大堂 

L5 月台 ***取消未來沙中線月台, 7 號及 8 號廸士尼線往廸士尼 

L6 月台 ***5 號及 6 號機場快線總站月台, 前往機場/博覽館 

***南港島線往海怡半島月台 9 號及 10 號位於新擴建添馬公園北面地底月台, 在金鐘

和海洋公園站之間新增山頂纜車站 

 

2016 年金鐘站擴建資料: 

i. 面積: 6.5 萬平方米, 較原先大 1 倍 

ii. 深度: 43 米, 約 16 層樓高 

iii. 層樓: 6 層, 新增 3 層(L4, L5, L6) 

 



*取消北港島線的添馬站, 因為主要客源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近金鐘站, 擴建金鐘

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 分離式月台, 連接 L1 大堂(港島線及荃灣線)及 L4 轉車大堂(機

場快線及廸士尼), 機場快線用現時的 L6 月台, 南港島線(金鐘至海怡半島)位於新擴建

的北面月台, 在金鐘和海洋公園站之間新增山頂纜車站 

東涌線總站為香港購物城 

│香港│香港購物城│ 

*屯門延伸線在機場站 2 號月台附近(已預留有關結構作擴建月台之用), 機場站 2 號月

台在 1 號客運大樓 

*金鐘總站擴建位置在金鐘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重型鐵路系統(由北至南地底車站線

直達海洋公園站, 並新增山頂纜車站推廣旅遊業及應付繁忙時段人流), 重型鐵路系

統每小時可應付 75,000 人(單向計算)較現時的中型鐵路系統 20,000 人/小時(單向計算), 

多達 55,000 人/小時(單向計算), L6 為機場快線總站月台, 前往機場/博覽館。L5 為廸士

尼線總站月台, 前往廸士尼 

*現有金鐘站側線, 作列車調頭、調度或讓列車來回港島線和荃灣線之間 

 
 
 
 
 
730 昔日文章_2017-1-21  
730 建議_新貨櫃碼頭#10 及#11 選址 
#10 梅窩 (內河船貨櫃) 
#11 佛堂洲 (大型遠洋輪船貨櫃) 
照片 19 張 
 
提升本港物流業及改善設施使用率不均的缺點, 新的貨櫃碼頭將分別專責處理內河船

及大型遠洋輪船貨櫃能力 
 
10 號貨櫃碼頭選址: 梅窩, 現梅窩碼頭路附近(由灣仔-梅窩至十塱新村一帶低山地帶), 
專責處理內河船貨櫃 
 
地鐵廸士尼線延伸站 
廸士尼―坪洲―梅窩―長洲 
 
道路改善工程: 
#新增梅窩至東涌車輛隧道, 並連接北大嶼山公路, 方便貨櫃車出入機場/屯門/珠江/
澳門 
#將嶼南道(由羅屋村至圓桌村一段)及東涌道(由羅屋村到散石灣燒烤場 2 號區嶼南道



交匯處至松仁路一段, 並將東涌道連接東涌灣入深石村隧道)擴濶成 4 線行車公路, 適

合大型貨車/巴士行駛, 是梅窩至東涌隧道的另 1 條輔助線, 有助紓緩交通擠塞 
 
11 號貨櫃碼頭選址: 將軍澳工業邨旁的佛堂洲(低山), 專責處理大型遠洋輪船貨櫃, 
並增設少量內河船泊位 
 
地鐵將軍澳線延伸站 
康城―清水灣(地鐵站位置在將軍澳工業邨臨近 TVB 電視城及香港貿易發展局之間) 
 
新建的 2 個貨櫃碼頭附近會興建地鐵站及增加隧道/公路, 改善運輸促進本港物流及

旅遊業發展 
 
 
YouTube: 730 影片_香港 10 號及 11 號貨櫃碼頭選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OK4NsdE0 
 
 
730 昔日文章 
730 建議_中環南_定為山頂纜車站 
 
5 張圖片 
 
│金鐘│山頂纜車│海洋公園│黃竹坑│利東│海怡半島│ 

 

*中環南站定為山頂纜車站, 位於動植物公園和香港公園中間 

 

原因: 
將擱置中的中環南站定於金鐘及海洋公園地鐵站之間, 減低營運及建設成本, 同時有

助推廣本地旅遊業 

 
山頂纜車的路軌全長 1.4 公里，坡度為 4 至 27 度，海拔 28 米至 396 米，車站包括花

園道總站、堅尼地道站、麥當勞道站、寶雲道站、梅道站、白加道站及山頂總站，來

往兩座總站的車程約 8 分鐘。 
 
營運時間: 7:00am-12:00am 
 
收費(2011-4-1 始) 
成人單程 HK$28，來回 HK$40 



小童（12 歲以下）及長者（65 歲或以上）單程 HK$11，來回 HK$18 
成人月票 HK$500 
長者（65 歲或以上）月票 HK$250 
 
 
730 昔日文章_2016-12-15 
730 建議_取消添馬站_新增機場快線總站_金鐘  
 
10 張圖片 
 
機場快線緦站為金鐘 L6 月台 
│金鐘│香港│九龍│青衣│機場│博覽館│ 

 

東涌線總站為香港購物城(原名會展站) 

│香港│香港購物城│ 

 

南港島線_新月台擴建金鐘站北面_重型鐵路系統(75,000 人/小時)_新增山頂纜車站 

│金鐘│***山頂纜車│海洋公園│黃竹坑│利東│海怡半島│ 

^金鐘至海洋公園段需重新鋪設地底列車路軌 

^新月台有 2 條通道, 分別通往 L1 大堂及 L4 轉車大堂 

 

由於金鐘站成為 5 線列車總站/轉車站, 疏導金鐘站人流方法, 大幅減少大堂內商店及

自助服務機數量, 改建月台, 增加荃灣線/港島線/南港島線列車班次 

 

 

*提升機場站服務, 增設無障礙入閘機, 避免職員查票及機場站 3 號月台(在 2 號客運大

樓)只作離境乘客之用 

*取消北港島線的添馬站, 因為主要客源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近金鐘站, 擴建金鐘

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 分離式月台, 連接 L1 大堂(港島線及荃灣線)及 L4 轉車大堂(機

場快線及沙中線), 機場快線用現時的 L6 月台, 南港島線(金鐘至海怡半島)位於新擴建

的北面月台, 在金鐘和海洋公園站之間新增山頂纜車站 

東涌線總站為香港購物城 

│香港│香港購物城│ 

*屯門延伸線在機場站 2 號月台附近(已預留有關結構作擴建月台之用), 機場站 2 號月

台在 1 號客運大樓 

*金鐘總站擴建位置在金鐘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重型鐵路系統(由北至南地底車站線

直達海洋公園站, 並新增山頂纜車站推廣旅遊業及應付繁忙時段人流), 重型鐵路系

統每小時可應付 75,000 人(單向計算)較現時的中型鐵路系統 20,000 人/小時(單向計算), 



多達 55,000 人/小時(單向計算), L6 為機場快線總站月台, 前往機場/博覽館。L5 為南北

線總站月台, 前往上水/羅湖/古洞/落馬洲 

*現有金鐘站側線, 作列車調頭、調度或讓列車來回港島線和荃灣線之間 

 

 

取消銅鑼灣北站-維園站原因 

1) 成效少, 維園站位於銅鑼灣站及天后站之間, 維園和天后地鐵站十分近 

2) 興建維園站時, 影響交通大。在 2005 年，九鐵公司打算在維園站原址一帶設立銅

鑼灣北站。但因為該站興建時將對周邊交通影響甚大（如告士打道將需封閉達 5

年），因此在兩鐵合併後決定取消在沙中線設置該站。 

 

 

金鐘站北面(添馬公園地底)擴建分離式新月台(南港島線)好處: 

分離式月台是特殊的地鐵車站構造，特徵是軌道隧道與車站大堂結構分離，各月台和

車站大堂由聯絡通道連接。 

1) 避開構築物地基 

很多地鐵路線都是沿著公路建造，而普遍公路上面都有立交橋跨越。立交橋的立柱會

阻礙路面的大規模開挖，因此無法建造車站大堂與月台合成一體的車站。解決方法是

各軌道隧道和車站大堂分別在立交橋立柱兩旁興建，再在立柱之間挖通道接駁各軌道

隧道和車站大堂。如果軌道隧道是分別建在兩條平行的馬路下，聯絡通道就要建在橫

街下。應用例子有港鐵北角站，它是港島綫及將軍澳綫的跨月台轉車站，兩綫的月台

分別在英皇道和丹拿道地底，由數條通道聯繫。 

2) 避免開挖路面 

地鐵通常為了避開建築物的樁基礎而在馬路下面興建。然而，在交通極度繁忙的馬路

不適宜用明挖回填方式來興建地鐵。雖然軌道隧道可以深層挖掘，但地鐵車站需要大

量空間來施工。解決方法是在馬路旁邊開闢空地（通常是拆卸舊樓得來），在空地挖

出大洞，再挖掘通道連接到馬路下的軌道隧道，大洞會修築成地底車站大堂。港鐵港

島綫大部分路段是深層鑽挖興建，所以多個地底車站都是分離式月台。 

3) 地底街 

兩站間(指原設添馬站和金鐘站之間)不須搭乘捷運即可經由地底街步行走完。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分離式月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9%9B%A2%E5%BC%8F%E6%9C%88%E5%8F

%B0#cite_note-north_point-4 

 

金鐘站有 8 個車站出口，出口主要連接金鐘建築物同埋購物中心嘅地庫同埋大堂，乘

客可以直接響車站通道穿梭金鐘主要建築物，購物中心同車站大堂，部份出口鄰近主

要街道、中區行人天橋系統同公共運輸工具車站，方便乘客轉乘唔同嘅交通工具。 

 



而金鐘站 F 出口更連接太古廣場嘅行人隧道，乘客可以響 F 出口去太古廣場，甚至可

以去到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帶。 

 

A - 海富中心 

海富中心、夏慤道、專線小巴站 

B - 海洋公園巴士站 

美國銀行中心、中銀大廈、巴士總站、海洋公園巴士站、美國萬國寶通銀行大廈、紅

棉路、東昌大廈、遠東金融中心、力寶中心 

C - 金鐘廊 

C1 -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金鐘道政府合署、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香港公園、高等

法院、金鐘廊、金鐘道、英國文化協會 

設有失明人士引導徑往返地面 

C2 - 的士站 

D - 統一中心 

熙信大廈、巴士總站、香港小童群益會、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香港總商會、香港

聾人福利促進會、運輸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一中心 

E - 香港演藝學院 

E1 - 中信大廈、樂禮街、添馬艦 

設有輪椅輔助車服務及失明人士引導徑往返地面設有輪椅輔助車服務往返地面 

E2 - 海軍商場、告士打道、夏慤大廈、夏慤道、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紅十字會、美國萬通大廈、警察總部 

F - 太古廣場 

金鐘停車場、中港大廈、循道衛理香港堂、港麗酒店、港島香格里拉酒店、香港 JW

萬豪酒店、太古廣場、先施保險大廈、大生商業大廈、衛蘭軒 

設有失明人士引導徑往返出口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金鐘站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0%98%E7%AB%99 

 

車站大堂 

金鐘站的車站大堂在 L1 層，為方便乘客出入，車站大堂的收費區位於大堂中間，周

圍給行人通道和車站商店包圍，因此車站商店主要在大堂非收費區，而收費區入面只

有多組扶手電梯和樓梯往返月台。 

 

金鐘站車站大堂曾經作出多次翻新，翻新工程不斷增加大堂商店數目，方便乘客，及

增加地鐵公司的非車務收入。 

 

車站商店及自助服務 

金鐘站入面提供不同類型的商店供乘客買嘢或食嘢，例如有 7-Eleven 便利店、餅店、



咖啡店、書店、花店、恒生銀行及 DHL 等零售業。地鐵收費區禁止飲食，故食肆不

在收費區裡。 

 

金鐘站近 B 出口的車站大堂有地鐵旅遊服務中心、地鐵學生乘車證辦事處和地鐵失物

辦事處，乘客可以買紀念品、車飛、辦理學生個人八達通同埋失物認領。 

 

此外，金鐘站有不少自助服務設施，包括恒生銀行及中國銀行（香港）的自動櫃員機、

自動售賣機、自動影相機等。近 C 出口車站大堂的收費區更設有香港郵政郵箱，方便

乘客在車站內投寄郵件。 

 

互聯網服務上，金鐘站大堂同月台都設有免費由電訊盈科提供嘅 Wi-Fi 熱點，乘客可

以在等車時候透過手提電腦或個人數碼助理（PDA）上網。同時，車站大堂中央的收

付費區設有「iCentre」免費上網服務設施，給乘客瀏覽網上資訊。 

 

港鐵在車站大堂近 F 出口非收費區設有「e 分鐘著數」機，供乘客買網上服務同埋享

用港鐵友禮會嘅會員優惠。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金鐘站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0%98%E7%AB%99 

 

 

2016 年金鐘站資料 

L1 大堂 

L2 月台 (3 號港島線往柴灣; 4 號荃灣線往中環) 

L3 月台 (1 號荃灣線往荃灣; 2 號港島線往堅尼地城) 

L4 轉車大堂 

L5 月台 (未來沙中線月台) 

L6 月台 (5 號及 6 號南港島線往海怡半島) 

2016 年金鐘站擴建資料: 

i. 面積: 6.5 萬平方米, 較原先大 1 倍 

ii. 深度: 43 米, 約 16 層樓高 

iii. 層樓: 6 層, 新增 3 層(L4, L5, L6) 

 

 
 
 
730 昔日文章_2016-12-2 
730 建議_港鐵會展站改建「香港購物城+電影院」 
 



730 建議_港鐵會展站改建「香港購物城+電影院」樓高 10 層, 香港購物城站會利用原

有的柯布連道行人天橋連接灣仔站 

 
圖片 4 張 
 
港鐵會展站改為「購物城」設計原因:  
原因 1) 在過去約 10 年, 香港政府先後在機場旁興建 1 個博覽館、灣仔區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新翼及在沙田興建香港科學園(香港科學園會議及展覽場地包括：48 個室內及

戶外場地、14 個大型會堂、27 間會議室及多功能工作室)  
 
原因 2) 灣仔區大多街道店鋪/寫字樓/會議展覽館林立, 欠缺獨立 1 幢購物城及電影院 
 
灣仔區現存的 4 間戲院位於銅鑼灣如下:  
(i) 總統戲院, 新寶院線, 地址銅鑼灣謝斐道 517 號, 屬灣仔區  
(ii) CINE TIMES, UA 院線, 地址銅鑼灣勿地臣街 1 號時代廣場 12 至 14 樓, 屬灣仔區

  
(iii) Grand Windsor Cinema, MCL 院線, 地址銅鑼灣告士打道 311 號皇室堡 4 樓 407 舖, 
屬灣仔區  
(iv) MCL JP 銅鑼灣, MCL 院線, 地址銅鑼灣百德新街 22-36 號翡翠明珠廣場, 屬灣仔

區  
 
 
新設計在站上蓋設立 「香港購物城+電影院」樓高 10 層(參考 APM 購物商場及電影

院設計)；在商場內為旅客提供休憩空間及充電設備。 
*購物城內預留展地及商店給廸士尼及海洋公園作推廣及推銷紀念品為主 
^香港購物城站會利用原有的柯布連道行人天橋連接灣仔站 
 
原設計:  
在本站上蓋會設立會議及商業設施，高度不超過主水平基準上 50 米，將在站體落成

後興建；在站體西北部會有 14,000 平方呎公共休憩空間，有最少 30%綠化空間，並

由營運商管理、維修，全日對外免費開放。 
 
場地用途廣泛，從商務活動、研討會、會議、座談會到員工交流、培養團體精神的工

作坊，各類型活動都能夠在這裡順利圓滿舉行。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3%E5%B1%95%E7%AB%99 
 
 



 
參考資料: 
香港地方: 道路及鐵路－未來道路建設 
http://www.hk-place.com/view.php?id=334 
 
香港科學園場地介紹手冊下載 
https://www.hkstp.org/hkstp_web/Files/Brochure/Venue-Brochure.pdf 
 
香港戲院列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88%B2%E9%99%A2%
E5%88%97%E8%A1%A8 
 
谷歌網上地圖 
https://www.google.com.hk/maps 
 
港鐵：繁忙時間班次飽和 2016-12-6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206/19856696 

 

網上維基-金鐘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0%98%E7%AB%99 

 

網上維基-金鐘站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0%98%E7%AB%99 

 

網上維基-南港島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8%AF%E5%B3%B6%E7%B6%AB 

 

網上維基-機場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5%A0%B4%E7%AB%99_(%E9%A6%99%E6

%B8%AF) 

 

網上維基-添馬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B%E9%A6%AC%E7%AB%99 

 

網上維基-北港島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8%AF%E5%B3%B6%E7%B6%AB 

 

網上維基-銅鑼灣北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A%85%E9%91%BC%E7%81%A3%E5%8C%97%E7%A

B%99 

 

網上維基-南北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C%97%E7%B6%AB_(%E9%A6%99%E6%

B8%AF) 

 

網上維基-分離式月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9%9B%A2%E5%BC%8F%E6%9C%88%E5%8F

%B0 

 

特區聯合交通網 
https://search.ushb.net 
 
 
中環南站-網上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92%B0%E5%8D%97%E7%AB%99 
 
山頂纜車-網上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9%A0%82%E7%BA%9C%E8%BB%8A 
 
太平山頂 
http://www.birthdays.com.hk/home/index.php/2011-11-04-11-31-19/2011-11-15-02-34-45 
 
 
 
 
 
 
 
 
730 建議書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7307s2017 
 
730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Vita730 
 
730 WordPress 



https://heung730.wordpress.com 
 
 
 
Ida facebook 帳戶 
https://www.facebook.com/Vita730 
https://www.facebook.com/St730-812514785527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