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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Public Transpartation）：泛
指所有向大眾開放、並提供運輸服務的交通方
式，通常是作為一種商業服務付費使用，但也有少
數免費的例外狀況。公共運輸系統由通路、交通工具、站
點設施等物理要素構成。狹義的公共運輸是指城市範圍內
定線運營的公共汽車及軌道交通、渡輪、纜車

等交通方式。香港公共運輸以鐵路為主，巴士、小巴等為
輔，是城市規劃的重要配套，故政府會對其營運和
利潤等作出嚴格規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於2013年 2月
25日提交予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
員會的文件《港鐵列車的可載客量
和載客率》，發現港鐵在計算載客
量時，高估車廂乘客容量，拉低載
客率。若以外國標準每平方米可站

立4人作計算，各鐵路線最繁忙路段的實際載客率均
達 80%至100%，其中東涌線達84%，荃灣線更達
98%，已經屬超載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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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營盤的海西營盤的海
味街味街。。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鐵西港島線港鐵西港島線
帶 動 西 營 盤 樓帶 動 西 營 盤 樓
市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大校園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港島線的開通令西區居民的西港島線的開通令西區居民的
出行有多一種選擇出行有多一種選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營盤西營盤



















 港鐵在全球絕對是數一數二的鐵
路公司，完善的管理和計劃使港鐵
的業務不停擴展。在香港的業務方
面，港鐵的覆蓋率不停上升，使鐵
路系統更完善，包括西港島線、沙
中線等，這使大部分偏遠地區的居
民受惠。但同學在此值得反思一

點，港鐵網絡擴大對其他交通運輸工具的影響有多
大？有人甚至認為港鐵壟斷市場，那麼政府在當中的
角色又是甚麼呢？

小市民股東利益須平衡
同時，西港島線被指出是政府斥資最多的港鐵工程

項目，有人認為由政府出資的建設項目屬於社區建
設。政府是港鐵公司最大的股東，很多鐵路建設的項
目所運輸署影響。所以早前港鐵提高票價時，有人批
評政府應出手阻止，保護小市民。但在同時，港鐵是
香港的上市公司，他們同時要向股東交代，那麼政府
和港鐵應該如何取得平衡呢？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反
思。

同邊利益VS社區負荷
如果撇開這些社會議題，完善的鐵路網對香港的發

展會帶來正面的影響。一些偏遠地區如港島南發新界
西北地區必定受惠，舉元朗為例子，元朗有自然風
景，同時大街小巷美食雲集，可惜離市中心很遠，大
大降低市民或遊客進去的意慾。西港島線成立時，亦
有報道指出其實香港大學附近有不少隱世美食。由此
可見，完善的網絡會帶來不少同邊利益。同學們有想
到甚麼嗎？
但另一方面，香港大學港鐵站開通後，有學生指出

遊客人數多了，對學習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參考國
外例子，韓國的梨花女子大學因遊客人數過多而阻止
遊客進入校園、北大清華發出限遊令等。同時，亦有
人指出金鐘站轉車人數本來已經很大，站內經常人頭
湧湧，開通西港島線會必定增加金鐘站的負荷，乘客
轉車只會更加困難。線路發展對某地區的市民亦會帶
來麻煩，政府或者港鐵又應該給何處理呢？由其在現
時政府與市民及港鐵與市民的關係那麼緊張，這個問
題更加不容忽視。 ■陳潔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科大商學院三年級生

a.西港島線通車對社區的影響：
有關「影響」的問題，同學較佳的答案能顧及正負兩方面的影

響，並試從交通效益、經濟效益及社區發展效益這三方面作答。
積極影響：
1.促進區內交通：西港島線開通後，可促使中西區交通重組，

讓居民有更好居住環境。由於港島城市地形比較特殊，是一個長
帶形，在延線啟用前，東面有柴灣站，但西面只去到上環站；西
港島線通車後，把整個港島北岸的城市用鐵路連接起來，路面交
通需求減少，改善塞車問題，進一步提升居民生活質素。
2.帶動區內經濟：除了鐵路建設，西港島線項目亦包括多項社

區設施的建設和重置工作，包括於2012年落成的山市街升降機
及扶手電梯安裝工程及正在興建連接香港大學及香港大學站出入
口的行人天橋，令附近居民受惠，亦會吸引投資者於該區發展。
西港島線通車後，可服務約23萬名在西區居住及就業的市民，
由堅尼地城站乘坐西港島線前往上環站僅需約8分鐘，尖沙咀站
則需要約14分鐘，該線除了回應市民對改善西區交通需求外，
亦可推動西區的經濟和旅遊發展。
負面影響：
1.社區面貌改變：據報道，受鐵路效應影響，西環至少50間餐

廳、酒吧及酒店進駐，帶動當區樓價上升，令不少小店、老店相
繼結業，當地本土社區文化亦可能隨之消失。有意見指鄰近社區
如西營盤的高街、正街等，平民小店失蹤，貴價食肆遷入，使社
區原本的網絡正在改變。有人認為，港鐵的通車在某種程度上扼
殺了本土社區的小歷史。
2.或需政府補貼：有該區市民認為，地鐵乘搭時需轉乘多次，

相較之巴士和小巴，既可以保證有位置可座，更可以「一程
過」，車程較舒適。而鐵路項目往往是工程龐大，需要投入極大
資本。鐵路的靈活性也不及其他路面交通工具。一旦錯估客流而
導致虧蝕，就不能輕易放棄，到期時政府可能需要以補貼形式營
運，損害經濟。

b.興建鐵路應優先考慮的因素：
由於建設基本運輸設施是涉及大眾利益，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

益，當問題提到從兩方面討論，且參考資料B和資料C，同學不
妨從「交通需求」和「土地發展規劃」入手。

交通需求：發展鐵路會為市民帶來不少福利及方便，改善路面
交通。因此，有人認為，在規劃的時候會因應香港各個地區的發
展潛力和需要，考慮區內居民的交通需要及道路交通狀況，再配
合香港長遠的運輸需求，以完善本港的整體交通網絡。

土地發展規劃：人口分布及增長、土地規劃和房屋發展機遇是
決定項目效益及走線的關鍵因素。發展鐵路運輸，不但可以疏導
客流，紓緩道路擠塞，如能把鐵路規劃和土地
發展妥善結合，例如配合新市鎮發展，以及舊
區活化等，還可以產生協同效應，為市民開拓
更廣闊的生活空間，促進香港未來各方面的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慧

1. 西港島線資料庫，http://www.mtr-westis-
landline.hk/tc/project-details/alignment.
html

2. 西港島線- West Island Line - MTR 之今
昔，http://mtr-westislandline.hk/tc/home/

3. 西港島線通車惠澤20萬市民》，香港文匯
報，2014-12-29，http://paper.wenweipo.com/2014/12/29/
YO1412290004.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a. 西港島線通車後，對當地的社區有何影
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參考資料B和資料C，指出當局決定興建
鐵路時，應優先考慮甚麼因素？試舉兩項
並加以討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香港未來鐵路網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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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歷時5年建造，全長3公里的港鐵

西港島線於 2014 年 12 月 28 日正式通

車。當日清晨6時，首班港島線列車由堅尼地城站準時開

出，吸引逾千名市民和「鐵路迷」一同見證港島線西延的

歷史一刻。西港島線的開通，為本港西區的居民提供多元

的交通工具的選擇，對社區的組成亦產生一定的影響。那

麼西港島線的開通對社區的發展有何利弊？香港的鐵路系

統的不斷發展對居民的生活素質有何影響？作者將於下文

一一詳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單元二：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問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
向如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不同
看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甚麼人
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甚麼？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
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港鐵西港島線於2014年12月28日「飛站」通
車，30日迎來首個工作日。在早上繁忙時間，金鐘
轉車站的候車人流略有增加，有乘客表示比過往多
等兩班車才可上車。港鐵亦嚴陣以待，除加派人手

協助乘客。而當日上午共有約27,000人次進出堅尼地城站和香港大學
站。而過往以快捷見稱、來往西區至港九的多線紅色小巴，當日客流
均較以往減少。以往早上繁忙時間都是「人等車」，當日卻是「車等
人」。有小巴司機表示，乘客量減少約40%至50%，以往毋須等客便
可即時開走，當日平均要等半小時才開出。不過，由於經營成本已很
高，現在不打算減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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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鐵路規劃與設計過程
配合社會最新發展，包括滿足人口增長和需求和配合新發展去的開
發，鐵路規劃和設計的過程如下：

資料C：西港島線背景資料
自1985年地鐵港島線通車以來，西區居民一直要求港島線有上環向
西沿建。在西港島線開通前，乘客往返中西區主要是依賴路面交通工
具。而上環與堅尼地城之間的路段沿線交通經常擠塞，多處地方出現車
龍。繁忙時間，皇后大道中至德輔道中的一段沿線的車龍可長達一公
里。由於西區的建設發展早已完成，如要建設新路以紓緩交通擠塞，會
有很大限制。
西港島線行徑西區的主要人口和就業中心。到2016年時，西營盤、
香港大學和堅尼地城3個新車站的服務範圍人口總數會達14萬，就業人
口則約達6萬。居住人口當中約有80%，就業人口則有75%可步行往來
車站。
西港島線可為往來該區的乘客提供另一種便利的交通工具，有助減輕
路面交通擠塞。 ■資料來源：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車流輪轉

堅尼地城堅尼地城

規劃 •政府就鐵路發展策略進行檢討，諮詢公眾
•就香港未來發展所需及公眾所提出的意見，訂定未來的新鐵
路方案

•行政會議批准展開初步的規劃和設計
諮詢 •按《鐵路條例》規定在憲報刊登項目方案諮詢公眾
設計 •展開項目的詳細設計
批准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項目方案
動工 •展開鐵路工程
■資料來源：港鐵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線路 車站/走線 預計通車時間
西港島線 設西營盤、 除西營盤外，兩站已

香港大學及堅尼地城站 於 2014 年 12 月 28
日通車；西營盤站擬
於2015年首季通車

南港島線 設金鐘、海洋公園等5個站 2016年
廣深港高速 總站設於西九龍 2017年
鐵路（香港段）
觀塘線沿線 設何文田及黃埔站 2016年
沙中線 設大圍、土瓜灣及會展等10個站 2019年
■資料來源：港鐵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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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島線西港島線「「飛站飛站」」通車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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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堅尼地城站堅尼地城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