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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剩下來的「活漁村」不
多，除了大澳以外，還有奄奄一息的
馬灣涌村。政府的《東涌新市鎮擴展
研究》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指會保
留馬灣涌村，工聯會的「東涌西土地
發展方案」更建議以本土特色為賣

點，將馬灣涌村發展為東涌的旅遊區域，
打造成另一個大澳。究竟馬灣涌村是一個
怎麼樣的地方呢？
事實上，馬灣涌村早於唐朝（公元618

年至907年）年間已開始有人聚居，並開
發成為漁村，盛產稻米、蒜葱、花蟹及立
魚等。在香港漁業興盛的時候，馬灣涌村
是東涌最繁華的漁村，更是當時東涌的市
中心。然而，隨着社會的持續發展，馬灣
涌村卻沒有跟隨時代的步伐，一部分居民
仍以木板建造的棚屋為家，充分保留了傳

統的漁村風味。
雖然現時的馬灣涌村內只剩下兩間海鮮

酒家、幾間舊式士多及理髮店，但卻自成
一格，與附近的新式大廈相映成趣。其中
村內的「萬利士多」上刻有「江夏萬利」
四個泥塑大字，看得出這裡有江夏黃氏居
民；村內又可以看到一些舊式士多、商店
如「榮昌商店」，「順昌號」等。另外，
村內亦有「飛虎堂花炮會」、「德義堂花
炮會」和「馬灣涌水陸居民協會」，相信
馬灣涌村每年依然有參與天后誕慶祝及花

炮活動。
若從馬灣涌村沿海方向行去，會經過一條由水

泥建成的橋，站在橋上可以看到沿河兩岸的紅樹
林，運氣好的話會見到白鷺前來覓食，而橋下則
有一片紅樹林泥灘，在退潮時細心觀察，會發現
招潮蟹及彈塗魚等生物；繼續往前走就是舊東涌
碼頭，不少人都會到此邊釣魚邊欣賞海天一色的
優美風景及對岸的昂坪360纜車，若在此時回首
一看，昔日漁村風貌馬上映入眼簾，絕不比大澳
遜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現時東涌西住宅用地人口現時東涌西住宅用地人口
屋苑屋苑//用地用地 入住人口入住人口 // 戶數戶數
逸東邨逸東邨（（一一）） 2020,,900900人人 // 55,,600600戶戶
逸東邨逸東邨（（二二）） 2020,,300300人人 // 66,,300300戶戶
3939區公屋用地區公屋用地 1010,,500500人人 // 33,,500500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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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目前東涌西的發展一直落後於東涌
的其他地區，逸東邨的居民失業率
一直高企，伸領綜援人數比例亦是
全港公共屋邨中的頭幾位。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及鄧家彪批評，
政府在「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中
卻沒有設法解決。他們認為，大型
建設未必可以惠及基層市民，強調
發展新市鎮不一定要「倒模式發
展」，建議保留當地的本土風味吸
引外國遊客，將其發展為另類的旅
遊景點。
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東
涌人口約78,400人，當中約七成
人口為公屋住戶，集中於東涌西
的逸東邨；約三成為私宅住戶，
集中於東涌市中心及東涌北如海
堤灣畔、藍天海岸、映灣園等。
普查又顯示，北大嶼山人口中僅
得6,000人在同區工作，只佔當區
勞動人口的13％，低於全港同區
工作比例。有指當區勞動力未符
要求，如英語水平不足，以致
「東涌人出市區、市區人入東
涌」，不少逸東邨居民在搬進屋
邨才發現區內找不到工作。

保留本地風味可吸遊客
麥美娟及鄧家彪批評，政府一

直沒有設法解決問題。他們認
為，盲目地興建大型建設、商場
未必可以惠及基層市民，強調發
展新市鎮不一定要「倒模式發
展」，「購物街、大型商場在旺
角、尖沙咀已經有，香港的經濟

可以向另一方面發展」。他們建議，以本土
風味吸引外國遊客，因此在工聯會的方案
中，計劃於新建的公屋、居屋下層可預留作
特色街道商舖，如海鮮街、漁市場、假日農
墟等，以配合保留下來的馬灣涌村，從而帶
動現有馬灣涌村及地區經濟，擴延整個東涌
的旅遊區域，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另外，麥美娟及鄧家彪又說，東涌西有不

少古蹟群如東涌小炮台和東涌炮台都是法定
古蹟；工聯會的方案提議政府完善東涌的單
車徑網絡，建議興建東涌西沿海單車徑，連
接至東涌現有的單車徑，再延伸至鄰近的侯
王宮、牛凹等紅樹林及東澳古道（東涌至大
澳），以發展香港的單車旅遊和歷史文化遊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發展局
去年5月發表《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第
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摘要），建議在東
涌東及東涌西分別填海約120公頃及14公
頃，提供住宅、商業和休憩用地，最快於
2024年提供最高53,000單位，容納最多
15萬人口，令東涌整體人口由現時的12
萬人，大幅倍增至27.5萬人。
發展局在摘要建議，東涌西發展區

會以「發展保育平衡」作主題，在東
涌灣東北部生態價值較低的馬灣涌對
出填海14公頃用作住宅發展，採用3
及5倍的住用地積比率，同時會提供地
區商業用地，海濱長廊和政府、機構
或社區設施；另在逸東邨以東預留土
地作住宅用途，預計兩幅土地能興建
最多 15,000 個單位，容納最多 43,000
人口。

東堤灣畔以西建市鎮公園
另外，當局建議會在東堤灣畔以西興

建一個佔地18公頃的市鎮公園，將東涌
東及東涌西連繫起來，並提供更多休憩
用地給公眾享用。當局又建議延長鐵路
線至東涌西，方便居民及帶動區內的經
濟活動。
發展局強調，政府已充分考慮東涌西

部鄰近自然環境的生態價值，才將填海
範圍由第一階段的整個東涌灣縮減至馬
灣涌對出的14公頃；填海選址亦已考慮
東涌灣有馬蹄蟹和盧文氏樹蛙等生態價
值較高物種，範圍將避開泥灘和紅樹
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表示，「如果
不進行填海、不進行較大規模的發展，
東涌西的發展潛力會受到極大局限。單
以現時東涌西的人口規模，無可能支持

興建一個新的鐵路站。」
然而，有消息指，當局發現不少市民

及團體對填海14公頃仍有所保留，會進
一步確定東涌河是否存有珍貴物種後，
再作最後決定，但同時亦作「兩手準
備」，一旦東涌西填海未能「過關」，
將提升東涌東發展密度，確保東涌人口
仍可逾20萬。

政府的《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第二階段公眾
參與摘要（摘要）中提出於馬灣涌附近填海

14公頃用作興建中、低密度住宅。中文大學建築
系教授鄭炳鴻表示，東涌與赤鱲角之間的入水位
本來已經非常窄，預料東涌西的填海計劃會令到
東涌灣的水流更加急促，除了天然海岸線會消失
外，香港少見、位於東涌灣附近一帶的紅樹林亦
將會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填海損東涌西天然海岸線
鄭炳鴻又說，在馬灣涌村對出興建一棟棟「屏
風樓」，會令充滿傳統漁村風味的馬灣涌村被進
一步「孤立」起來並慢慢「死去」；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麥美娟及鄧家彪都認為，14公頃土地能夠
提供的公營房屋單位相當有限，最多只有數千
個，為此卻破壞到東涌西的天然海岸線以至海邊
的馬灣涌村是非常不值得的。
有見及此，工聯會經與鄭炳鴻研究後，提出

「東涌西土地發展方案」，建議剔除摘要中14
公頃的填海方案。除而代之，建議在東堤灣畔
以西預備發展作市鎮公園的18公頃用地，劃出
約三分一土地，即約5公頃至7公頃，改作住宅
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並將現時逸東
邨以東、已規劃作房屋發展的用地擴大，以依
山、梯級式的設計提供3倍至5倍地積比的公屋
及居屋住宅單位，預計可容納約20,000人口，
以補充部分因剔除填海而失去的住宅單位。至
於失去的休憩用地，工聯會則建議興建一個人
工海灘代替。
麥美娟及鄧家彪坦言，工聯會的方案會令市鎮
公園縮小，但認為免除填海，改善市民的居住環
境，更勝於有一個大面積的市鎮公園。他們又解
釋，「我們不想令人覺得東涌西不要的就搬到東
涌東，所以因剔除填海而失去的單位會在東涌西
補充」。他們強調，會盡量保留原有的山脊線，
避免影響市中心範圍的私人樓宇景觀。他們又建
議，另闢新路連接東堤灣畔和現建議的新屋苑，
貫通市中心至馬灣涌，以解決現時馬灣涌村被
「孤立」的局面。

附近留地作街市社區大樓
另外，欠缺完善交通網絡一直困擾東涌西居
民， 逾40,000名逸東邨居民需步行20分鐘，或
是花3.1元乘搭38號巴士至東涌港鐵站，麥美娟
及鄧家彪均認同政府的摘要指應落實興建東涌西
站以應付東涌西的交通需求，「日出康城只有
20,000人口就有一個將軍澳康城站，為什麼逸東
邨有40,000人口卻沒有呢？」他們更進一步建議
在東涌西站附近預留地方作食環署街市、綜合社
區大樓等，為當地居民提供基層購物選擇及職
位。

東涌發展剔填海東涌發展剔填海

免屏風免屏風樓樓「「殺殺」」漁村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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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政府

近年積極推動發展新市鎮及新發展區以

解決港人的住屋需求，發展局就在去年

完成東涌新市鎮擴展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活動，當中最備受爭議的是在東涌西部

填海14公頃的建議。據了解，政府會在

今年度第二季定出東涌發展大綱圖。工

聯會在參考政府的摘要及聽取多個地方

意見後，建議剔除這個14公頃的填海方

案，並提出在東堤灣畔以西預備發展作

市鎮公園的18公頃用地中，劃出當中約

三分一的土地，即約5公頃至7公頃，改

作 住 宅 及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GIC）用地來興建公營房屋，以補充

部分因剔除填海而失去的住宅單位。

倡市鎮公園劃地建宅 依山梯級式設計納20,000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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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方案最快 2024年提供53,000單位

■■鄭炳鴻鄭炳鴻((中中))表示表示，，東涌與赤鱲角之間的入水位本來已經非東涌與赤鱲角之間的入水位本來已經非
常窄常窄，，預料東涌西的填海計劃會令到東涌灣的水流更加急預料東涌西的填海計劃會令到東涌灣的水流更加急
促促，，令天然海岸線消失令天然海岸線消失。。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工聯會建議取消填海工聯會建議取消填海，，保留東涌灣的自然風光保留東涌灣的自然風光。。
Hong Kong Heritage WalkHong Kong Heritage Walk提供圖片提供圖片

■■東涌西發展區鳥瞰圖東涌西發展區鳥瞰圖。。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舊東涌碼頭是賞日落及看海的好地點舊東涌碼頭是賞日落及看海的好地點。。 Hong Kong Heritage WalkHong Kong Heritage Walk提供圖片提供圖片

■■馬灣涌村充滿昔日漁村風貌馬灣涌村充滿昔日漁村風貌，，絕不比絕不比
大澳遜色大澳遜色。。

Hong Kong Heritage WalkHong Kong Heritage Walk提供圖片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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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已有人居唐朝已有人居 棚屋為家古味濃棚屋為家古味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