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t  C,  9/F,  Prosperous  Commercial  Build ing,  54 Jardine �s  Bazaar,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3620 2918  Fax:  3620 3106  Emai l :  o ff ice@hkpasea.org   Websi te:  www.hkpasea .org  



2016/2017

  , JP  

  , SBS, MH, JP     

  , BBS, JP    

  , BBS  

  , SBS, MH, JP  

   

  , MH , JP 

  , GBS, JP , BBS, JP 

  , JP , SBS 

  , SBS, JP , BBS, JP 

  , GBS , SBS, JP 

  , SBS, OBE, JP , MH 

  , BBS, JP , SBS, MH, JP 

    

      

      

    

        

  , BBS, JP , MH 

  , BBS, JP , MH 

    

    

  , BBS, MH, JP , JP 

  , JP  

   , SBS, JP 

   , BBS, JP 

    

  , BBS, JP   

   

 

 

 

    



 

 

 

 
 

       
  ,  SBS, OBE,  JP  

 

     ,  BBS, JP

,  SBS,  JP

,  JP

,  J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發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區 行性研究 意見書  

 

1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發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區 行性研究 意見書  

2017 1  

 

前言︰  

 智慧城市是世界各國競相 展的目標，本會支持香港未來 展為智

慧城市，提升香港整體的經濟競爭力及社會效率 改善市民的生活質

素，推動香港的 持續 展 本會非常關注特區 府就 展九龍東為

智慧城市區 行性研究 進行的諮詢，贊成 府以九龍東作為智慧城市

試點，落實各項創新概念及新嘗試，相信配合優化九龍東的規劃及

展， 有助改善現有的交 擠塞 空間不足等問題，並汲取經驗 本會

就是次諮詢進行深入討論後，提出一些意見  

 

智慧城市的 展從來都是 由大往小，由 而 推動，雖然現以

九龍東作為智慧城市 展的試點，所有 策及科技的研究 展 落實

不應只局限 九龍東內，視 應 在全香港，有關 策 科技應能夠在

全港實 ，並能 鄰近區域對接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  

1 優化九龍東的規劃及發展  

本會支持九龍東 展為智慧城市，並促請特區 府 時應 力優

化 完善規劃九龍東，善用土地改善該區的 展， 能事半 倍

智慧城市 展有助了解及改善九龍東已 展地區的問題，包括空間不

足 交 擠塞等，尋找適當的解決方法， 時亦 利用新 展區的空

間，以科技作出新嘗試  

 

2 政府積極主動的參與 利智慧城市之推動  

2.1 建立 鼓勵廣泛公開數據  

公開數據對智慧城市的 展非常 要，本會建議 府建立一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發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區 行性研究 意見書  

 

2 
 

個應用方便的公開數據平 ，積極推動整個 府各個部門落實公

開適用 電腦的公共數據，並 各公私營機構 強溝 及合作，

例如公共交 工具營運機構 商業機構等， 討及落實在有關平

實時公開不 及個人私隱及非商業機密的資料及數據，便利市

民 就各種因應公開數據的考慮，本會支持 展局牽頭 推動

的空間數據基礎設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策，以配合

述平 的建設 本會相信第 方亦 以利用廣泛公開的數據，

創造更多創新產品及服務，並以東九龍作為應用新科技的試點  

 

2.2 公開數據標準化  

本會建議 府應就公開數據的方式 條件及準則制定標準，

包括公開數據的性質 格式；保障私隱 保安措 等，有關標準

須對應海內外公開數據之標準 本會相信日後相關數據能夠自由

互換， 鼓勵投資者積極投資科研，有利開拓市場，製造更多商

機  

 

2.3 支持政府分析公眾意見  

本會 意公眾現時普 會在社交媒體表 意見，因 支持

府分析公眾意見 本會建議 府建立一個 用實 制 記的網

社區，成為不 府部門 市民的溝 平 府在該網 社區

提供官方 確資訊，並收集市民的意見，完善服務，市民

網 社區亦 以直接 相關部門交流， 強 府 市民溝 及了

解 本會認為該網 社區日後更 擴大規模， 入不 的公營機

構及非牟利機構等  

 

3 優化交通運輸策略配合科技  促進區內流動  

九龍灣商貿區及觀塘商貿區面對交 擠塞 行人路狹窄等問題，

本會支持 府 用最新科技收集 分析和 實時交 資訊，讓公

眾隨時隨地掌握即時 路交 資訊，以決定最便利的出行路線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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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為解決 述地區人多車多的問題，本會建議 府在 述繁忙地區

路設穿梭巴士 線，並積極推動穿梭巴士服務， 時進一 完善

公共交 工具的配套，鼓勵市民 用公共交 工具，並配合 述科

技產品便利市民取得實時公共交 工具資訊 外，本會亦促請

府在九龍灣 觀塘商貿區儘 增建行人天橋系統及適當增設行人輸

送帶，配合優化行人路及完善行人 路設 ，有助鼓勵市民 行，

進一 減少路面交 的負荷  

 

啟德 展區，本會建議 府規劃交 運輸基建時，應研究

用軌 交 ，並完善公共交 工具及行人設 配套，促進該區的流

動性，有需要亦應限制車輛進出該區，避免出現交 阻塞  

 

4 推動九龍東建築物更加環保  

香港建築物的耗電 佔全港總耗電 9 成，亦是主要溫室氣體排

來源之一， 府現以九龍東為智慧城市的試點， 是一個推動

區內建築物更為環保的契機 為改善 述問題，本會建議 府率先

在九龍東試行建築物新指引，推動新建築物 用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本會並建議 府 聯 電

力公司提供誘因，鼓勵新建築物 不 方法積極減低電力 耗

溫室氣體排 ，包括引入環保能源設 等，讓九龍東成為一個環保

核心商業區  

 

本會亦建議 府規定新建築物 建之停車場，需要為公眾提供實

時公開數據，配合智慧城市的 展需要 本會相信當越來越多新建

停車場公開數據，長遠有助鼓勵更多舊停車場願意公開數據，方便

駕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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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市民應用科技產品  

智慧城市有助提高生活質素，但前提是市民了解及學懂運用有關

新科技，才能為生活帶來方便 本會建議 強推廣九龍東 落實之

創新概念及相關科技，並教育市民應用相關應用程式及科技產品  

 

6 建議參考海外智慧城市發展的經驗  

本會建議 府參考其他國家推動智慧城市 展的經驗，例如英

國 歐洲 中東等地，並引入適合香港 用的方案， 快推動智慧城

市的 展  

 

結語︰  

 智慧九龍東 是香港 展智慧城市的起點，本會期望 府應參考海

外經驗，例如 香港相似的新 坡，積極參考各地區成 的經驗，在優

化及完善九龍東的規劃及 展的 時，以整個香港 展智慧城市為前

提，大膽嘗試落實各項建議，例如路旁 落貨區監測系統等， 先行

先試汲取經驗 本會亦建議 府建立平 鼓勵廣泛公開數據 建設網

社區收集及分析公眾意見 以科技配合優化交 運輸策略 推動九龍東

建築物更 環保，以及教育市民應用科技產品，持續 展九龍東成為

持續 宜居宜業的智慧社區， 有助香港邁向智慧城市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