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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高架無軌捷運系統

500米服務範圍

現有觀塘線

擬建東九捷運服務範圍

圖例

東九捷運掘頭路 觀塘線更塞？
居民將更集中湧往彩虹站轉車 議員倡延線至油塘等地分流

議員冀政府研採用「單軌」

興建方式
棄用「單軌鐵

路」技術、採用柱
躉式的高架橋，
內有專用通道

採用技術
輕鐵模式的智

軌「ART」，或
汽車模式的公交
系統「BRT」

預計全程
行車時間
約10多分鐘

預期載客量
每車250人至

300人

車廂卡數
每一列車有兩卡

全長
不足5公里

所設站點
由彩虹東出發，途

經彩雲站、順利站、
順安站、秀茂坪站，
以寶達站為終點

早於2014年提出的「東九龍過山線」終於有發展眉目。工聯會昨日約見運輸及物

流局了解最新進度，並引述局方消息指，特區政府擬在東九龍興建「高架無軌捷運

系統」。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初步走線6個站點，連接彩虹東站至寶達站，途經彩

雲、順利、順安、秀茂坪，或由政府出資興建。他質疑該計劃的成本效益，因該捷運系統

未有與觀塘線接駁，加上寶達站附近人口較少，相信建成後會集中人流由寶達邨往彩虹東

站，再徒步往觀塘線彩虹站，恐「塞爆」觀塘線，卻甚少有人流往寶達站。工聯會建議將該

系統延伸至油塘、將軍澳、慈雲山等地，形成雙循環以分散人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智軌智軌「「ARTART」」 汽車模式公交系統汽車模式公交系統「「BRTBRT」」

東
九
龍
高
架
無
軌
捷
運
系
統
初
步
構
思

資
料
來
源
：
工
聯
會

整
理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張
弦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工聯會工聯會
製圖製圖：：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特區政府
「東九龍過山線」初步構思棄用早前的
「單軌鐵路」方案，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指出單軌鐵路的載客量比捷運多一倍，
仍值得政府探索其技術的可能性，以增
加載客量及減低興建成本。有專家則批
評政府仍然以運輸需求帶動鐵路規劃是
本末倒置，認為政府應改變思維兼有前
瞻性進行鐵路規劃，並且不應只考慮輕
鐵（ART）或公車捷運系統（BRT）兩個車
輛模式。
陸頌雄表示，政府基於消防理由未有

考慮採用「單軌鐵路」技術令人失望。
他指，單軌鐵路的載客量比捷運多，可
以緩解九龍東居民的交通需求，而現時
無論是ART系統或BRT系統，路道需
闊約15米，要興建天橋配合其獨立行
駛，相反單軌只約5米，佔地面積較
少，興建成本會更低，或有利於克服碧
雲道山勢高，令消防及救援方面有困難
的問題。
他又指，很多有嚴格安全要求的歐洲

國家均使用單軌，質疑為何香港不行，

陸頌雄期望政府參考外地的例子，與消
防處作詳細研究，探索採用「單軌」的
可行性。
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年

生表示，政府嘗試考慮不同鐵路模式值
得鼓勵。不過他指出，政府在規劃東九
龍捷運時仍以「運輸需求」帶動鐵路建
設，這種模式往往令鐵路發展滯後，以
將軍澳線為例，居民苦等30年終有鐵
路，然後結果仍是「塞到爆」，可見政
府忽略未來需求增長。
他批評政府現時要符合經濟效益才考

慮興建鐵路是「本末倒置」，認為政府
思維應有所改變兼更有前瞻性，要了解
到鐵路規劃可帶動經濟效益，期望政府
能夠改變思維，即「基建先行」以鐵路
帶動經濟效益、創造流量，方能滿足市
民的交通需求。
他建議政府不應只考慮目前ART或
BRT兩個車輛模式，並舉例指澳門的單
軌、輕軌系統亦有其優勢，單軌方案更
可解決政府一直強調的鐵路「爬山力」
不足的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陸頌雄及工聯會九東
團隊昨日約見運輸及物流局，討論「東九龍過

山線」的最新進度。鄧家彪引述政府消息指，「東
九龍過山線」將以高架無軌捷運系統形式興建，初
步走線有6個站點，位於新清水灣道原聖約瑟安老院
的彩虹東站是首站，之後是彩雲站、順利站、順安
站、秀茂坪站及尾站寶達站，政府將於彩虹東站興
建約100米的行人通道接駁到觀塘線彩虹站。
鄧家彪指，政府近數個月聽取地區及專業技術意
見，期望於今年上半年公布可行性研究報告，並表
示會多聽取地區人士意見，盡力完善東九龍捷運的
路線規劃，滿足當區居民的期望，項目可能需要政
府全資興建。

單向系統效益不彰
他指出，目前構思的走線由彩虹東站至寶達站是
單向系統，但他形容寶達站是「掘頭路」，因為該
站沒有接駁其他重鐵系統，不能便捷居民出行，難
以應付客流量及達到經濟效益，「屆時返工時間，
需要過海或前往九龍區的居民都只能使用該捷運系
統北上彩虹東站，再行去觀塘線彩虹站轉車，勢必
塞爆。」而且大批人流由寶達邨到彩虹站，列車在
寶達站開出時或已客滿，中間四站居民未必可以上
車，而從彩虹東回到寶達的人流甚少，「這種單向
人流是一種浪費。」
他建議，寶達站向東延至藍田、油塘，彩虹站亦

可考慮向西接駁至慈雲山，形成「雙循環」才可更
有效分散人流及利用系統。

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年生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現時順利站、順安站、寶達邨一帶居民
要過海，均是坐小巴或巴士去到藍田站或觀塘站轉
港鐵，若按這個初步路線落成，屆時或有十幾萬人
湧至觀塘線彩虹站過海，加重彩虹站負擔。他認為
可以向東延伸至油塘站，讓寶達邨附近的居民向東
乘坐觀塘線過海，向北上彩虹站的乘客則可前往九
龍區，「若寶達站接駁至油塘站難度太大，亦可以考
慮接駁至藍田、將軍澳或寶琳，以達至分散人流的
效果。」他透露，政府回應他們意見時，表示了解
工聯會及東九龍居民的憂慮，將會進一步研究寶達
站後的接駁系統。
工聯會九龍東團隊表示，「東九龍過山線」已經
醞釀超過十年，期望政府能夠早日公開「時間表」
讓市民確切知道過山線的落成時間。團隊又期望政
府能夠多聽取區內居民的訴求、鐵路專家的意見，
以讓「東九龍過山線」滿足市民期望。

◆鄧家彪（前排中）擔心未來建成捷運系統後，會集
中人流由寶達邨向上至彩虹站，或「塞爆」觀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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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就東九龍「高架捷運」興
建進度約見運輸及物流局。東九龍
「高架捷運」醞釀超過十年，目的為
便利區內居民交通，疏導人流車流。
政府應吸納各方建議，進一步完善規
劃，做好與港鐵系統的接駁，發揮線
路最大效益，帶動社區蓬勃發展。

政府早於2014年提出《鐵路發展
策略》，擬興建東九龍「高架捷
運」。如今提出的規劃較社會預期
規模小，由寶達站途經秀茂坪、四
順最終到彩虹東站，方案被認為有
多個「硬傷」。

首先，路線前後缺乏良好接駁，
寶達站後是「掘頭路」，彩虹東站
與港鐵彩虹站也有逾 100 米步行距
離。這樣設計不利於雙向循環，基
本上在早晚高峰期的人流都是單向
流動，上班時間是由寶達站向彩虹
東站流動，落班時間則相反，很容
易造成繁忙時段逼爆車廂，非繁忙
時段則客流稀疏，經濟效益較差。
解決方法是完善雙向接駁，除了彩
虹東站與彩虹站的連接要設法做得
更緊密之外，專家都認為，寶達站
之後需要連接港鐵油塘、藍田或將
軍澳站，形成一個循環，令東九龍
居民可以雙方向流動，並提升「高
架捷運」的使用率。

其次，雖然政府表示會進一步研

究寶達站後的接駁系統，但東九龍
線沿線地區已是成熟社區，居住了
二三十萬居民。政府做交通規劃應
有前瞻視野，顧及日後發展所需，
不應留下一個「半桶水」項目。事
實上，區內人口密集，安達臣道石
礦場更會拓展成新發展區，提供近
1 萬個住宅單位，對鐵路的需求非
常殷切。按現時計劃的「高架捷
運」，每一列車只可以載客 250至
300 名，恐難以應付日後的客流量
及達到經濟效益。寶達站向東的連
接，雖有相當技術難度，但也必須
克服，以發揮線路的最大效益，而
不應留待日後修修補補。

政府表示了解政黨及東九龍居民
的憂慮，未來數月會繼續聽取地區
居民及專業意見。確實，政府應把
諮詢工作做得更仔細，充分考慮居
民出行所需，做好配套服務。例如
按照現行設計，不少居民會從彩虹
東站轉乘至彩虹站，政府應該參考
尖沙咀東站至尖沙咀站的方式加建
隧道接駁，以便利居民轉乘及疏通
人流。至於項目規模是否需要擴
大，應否考慮延伸至慈雲山等地，
政府應從居民的實際需要、路線設
計難度和成本效益等方面綜合考
慮，拿出切實可行、盡量照顧各方
的設計方案。

「高架捷運」應完善接駁便利市民

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次釋法，涉及的案件在香港本地已
經完成相關司法程序，釋法會否影響選擇香港享有的獨
立司法權和終審權等問題，受到社會關注。釋法解決法
律爭議，確保香港國安法全面準確實施；但不針對具體
個案，更不介入香港法院審判，不會損害香港司法獨立
和終審權。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根據本次釋法，香
港國安委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
定，表明中央支持並相信香港司法機關嚴格依據香港國
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和本地相關法律，對關乎國
家安全案件作出公正裁決，足以顯示中央對香港法治制
度的信任和珍視。釋法對香港發揮普通法優勢、鞏固法
治基石，都有積極正面作用。

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維持普通法制度，香港法院擁
有獨立審判權和裁決權，包括終審權；而憲法、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法律的解釋
權，釋法已經成為回歸後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
分。不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會具體處理法庭案件，亦
不會推翻任何由香港法院作出的判決。

本次釋法，目的只是為了釐清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文的
含義和適用法律的依據，及時妥善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
中遇到的重大爭議。釋法明確了香港國安委有權對是否
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相信香港國安委會
採取必要措施有效防範、化解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隱
患；同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香港國安委的決定不是取
代或否定香港法院行使司法審判權。這樣的釋法結果，
毫不影響香港根據基本法享有的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
的最高原則，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香港國安法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香港
國安法按照大陸法的原則制定，為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推動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由
治及興的重大轉折。可以說，確保完整準確實施國安
法，本身就是對香港法治的維護。

中央始終重視並維護香港法治，始終支持香港特區保
留和發展普通法制度。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中
強調的「四個必須」之一，就是「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
地位和優勢」，當中提到「保持普通法制度」。良好的
法律制度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要充分發揮香港的獨
特優勢，必然要持續完善建基於普通法制度的優良法治
環境。

中央通過香港國安法授權香港特區處理一些維護國
家安全的案件，如今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
安法有關條款作出權威解釋，明確了香港國安委對維
護特區國家安全具有決定性的法定責任和權力，規範
了審理國安案件的司法程序，再次體現了中央對香港
的信任和支持，相信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
能夠全面準確地按照香港國安法和釋法內容，更好地
處理國家安全事務，促進香港法治發展。這也充分展
示了「一國兩制」下，內地和香港兩種不同法律制度
的有機銜接，有助進一步完善香港以普通法為主的法
律制度。

通過釋法引導香港社會各界正確認識、理解香港國安
法，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有利香港法治健康
發展，確保香港繁榮穩定。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
「這次釋法充分讓所有人看到依法治國和香港特區依法
行事的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對於香港整體的法治制度
和法治原則有正面作用，亦有正面意義。」

中央珍視港法治優勢 有助普通法制度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釋法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