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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崔世平

會長   

                         

		
		
			

理事長的話
展望下一個十年，
文化傳承與規劃創新
                    韓佩詩 理事長

澳門城巿規劃學會由一群具備城巿規劃專業和工作經驗的志同道合人士在
2008 年籌組成立。當時，澳門既無城巿規劃法，更沒有城巿規劃師的專業職稱。
時至今日，本會一步一腳印迎來了第一個十年，過去承蒙眾多本地和內地友好
團體和關心城巿規劃工作的人士支持，並得一眾會員作出卓越貢獻，我們在各

轉眼間，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已踏入第十個年頭，學會從創立至今，萬分感
謝來自澳門及國內外規劃專業人員的努力推動及無私支持，使學會在創立後數
年間獲得政府和民間在城市規劃專業上的認同。

方面都取得了點滴的成果。藉此機會向各個友好社團、朋友和全體會員表示由

    

衷的感謝！

和工作坊，包括舊區活化、新城規劃、輕軌建設、城規法草案、旅遊總體規劃等，

     為了行業的尊嚴，本會仝人連同眾多社會人士通過各種渠道喚起社會的認同、
政府的行動和立法會的支持，終於在 2013 年和 2015 年，第 12/2013 號法律《城
巿規劃法》以及第 1/2015 號法律《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相繼
出台。歷時七年的奮鬥令澳門特區的城巿規劃工作得到正式和應有的重視。
      為提升會員專業水平，本會積極組織持續進修課程；為推動更多專業交流，
本會主動和大灣區、北京、上海等地相關團體及學術界人士互動，尤其是一直
堅持參加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的年會，讓澳門業界人士不斷拓展視野和朋友圈；
為強化與政府溝通，本會持續通過研究和公眾諮詢發表意見及建議；為促進社
會對城市規劃的重視，本會通過講座、工作坊等不同方式優化民智。

回顧學會始創及成長期間，學會人員熱心參加甚至舉辦各項公眾參與活動

以提煉出專業及綜合社會聲音的意見給予各政府部門，作為規劃工作及政策制
定的參考。在規劃工作交流及提升業界専業知識方面，學會每年均派出代表團
參與中國城市規劃年會，更於昆明年會籌辦「公眾參與—澳門經驗分享與交流」
特別論壇，促進內地同行了解澳門在城市規劃及公眾參與的實踐及最新情況。
作為一個具有中西文化特色與微型高外向開放型經濟的城市，在有限的可
發展土地下，澳門規劃工作人員如何在實踐上做到文化傳承與規劃創新，正正
是我們下一個十年的考驗。正如規劃工作性質是跨學科性，剛柔並重，我們可
通過科學技術的提升，與周邊區域不同層面的合作為出路，同時在應對澳門社
會多元的聲音與訴求下，規劃工作人員必須具備遠見，虛心聆聽社會訴求，以
提出具操作性的規劃。讓我們一起努力跨進下一個十年！

      在邁進新里程之際，我們將在城巿規劃工作者的崗位上，加倍努力為加強會
員互動、促進與境內外同業團體和學術界的交流、為澳門早日成為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注入更多智慧城巿和韌性城巿的元素竭盡所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
好！讓澳門這個特色城巿更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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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介

監事長的話

Message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MUPI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是由一群熱心城市規劃工作的專業人士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成立的一個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團結澳門具城市規劃專業及有心之士、為本地
區城市規劃之發展提供技術性意見及建議、反映會員願望、鼓勵業界互相交流、
加強政府與行業間之溝通、促進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城市規劃組織之交流與合

Helder J. M. Santos

作，以及提升澳門城市規劃技術水平。

(President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On the beginning of this millennium Macau has experienced an impressiv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immense that catapulted it to the top leading
economies worldwide in terms of GDP per capita.
    Notwithstanding, such accomplishment induced and intensified old urban problems
and brought new ones in a town where land resources are extremely limited. The
mobility decreased notoriously and old neighbourhoods are decaying significantly.  
Huge challenges have been then posed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professionals. It’
s
urgent to put forward a huge joint endeavour on the fields of Town Planning and
Urban Regeneration to rebalanc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towards a sustained
development, enhancing harmoniously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citizens.

       目標
一、組織各類城市規劃相關會議、參觀及諮詢活動，提高社會對城市規劃的認    
        知與地位；
二、開展學術交流研究，提高澳門城市規劃專業水平；
三、促進官、民及專業人士之溝通，反映意見及建議；
四、推動與其他具類似目標之學會或團體間的合作交流。

      MUPI, as a professional body, has a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MUPI's first ten years
were very successful. It was the time to evolve and to be acknowledged by the local
and regional communities, which is evidenced by the numerous conferences, seminars
and meetings in which it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On the celebration of MUPI 10th anniversary, I leave hereby my wishes and
my strong belief that in the decade to come, MUPI will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its members, will boost its role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Urban Planning
in Macau, and will strength the support to the related government bodies. Macau
need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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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會員大會成員
（11/2018-2021）
會員大會
會長

崔世平

副會長

羅

會員大會秘書

赤

鄭冠偉
理事會

理事長

韓佩詩

副理事長

楊 晶、羅子盈、蘭小梅

財務長

劉敏詩

秘書長

林天瀚

常務理事

王錦瑩

理事

朱詠昕、黃凱汶

十週年會慶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監事會
監事長

Helder Santos

副監事長

陳振光

監事

呂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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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3 日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舉辦成立十週年慶祝及專業交流會。乘大灣
區大發展在即的契機，推動大灣區內城市規劃師交流，讓澳門、香港和廣東省地區的
城市規劃師，共享大灣區城市群近十年城市規劃與設計的最新資訊和趨勢。

深圳嘉賓
( 左起：樊明捷、梁焯輝、湯遠洲、崔世平、
韓佩詩、范鍾銘 )

香港嘉賓
( 左起：周日昌、梁焯輝、韓佩詩、龍小玉、崔世平、
李志苗、凌嘉勤、李啟榮、陳振光）

本地嘉賓
中國城市規劃協會、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及香港規劃師學會
分別致送賀函和賀禮。專業交流會分別邀請到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理事長邱衍慶、珠
海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總規劃師楊崢屏、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常務
副院長范鍾銘、香港規劃師學會資深會員李志苗及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等嘉
賓以自身城市以至區域過去十年的城市規劃發展作交流與討論，回顧各地近年在發展
中的成效，並對“大灣區”建設的新發展趨勢下，就規劃業界如何掌握機遇，以及制
定未來的創新規劃等內容各抒己見。
參加活動的境外嘉賓還有珠海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局長王朝輝、香港規劃署
署長李啟榮、前香港規劃署署長凌嘉勤、梁焯輝等。

境外嘉賓

珠海嘉賓
( 左起：鄧質嫦、楊峥屏、章征濤、區頌兒、王朝暉、
崔世平、王德麗、韓佩詩、潘裕娟、蘭小梅 )

廣東省嘉賓
( 左起：陳瀟菡、崔世平、邱衍慶、黃鼎曦 )

8

澳門城市規劃委員會及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代表
( 左起：陳振光、鄭國強、胡玉沛、梁竟成、
韓佩詩、崔世平、謝思訓、胡祖杰、區頌兒、
李熙爗、蕭志泳 )

中聯辦經濟部徐俊副部長同仁及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代表
( 左起：庄鎧、葉洪、鄭冠偉、徐俊、崔世平、
許敖敖、王百鍵、黃志文 )

Docomomo 代表
( 左起：區頌兒、Tiago Rebocho、Rui Miguel
Rebelo Leão 、崔世平 )

澳門建築師協會及澳門建築置業商會代表
( 左起：蔡韻璇、何培基、鄭冠偉、蕭志泳、
古嘉豪、黃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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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顯輝律師及崔世平會長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羅赤副會長代表祝酒

各會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唐曉晴先生及古嘉豪先生

嘉賓合照
（左起：艾林芝先生、韓佩詩、
濠江青年商會會長張健昇）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代表致詞及祝酒

崔世平會長代表接受
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致送紀念品

韓佩詩理事長代表接受
香港規劃師學會致送墨寶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韓佩詩理事長代表致詞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崔世平會長代表致詞

崔世平會長代表接受
珠海市勘察設計行業協會致送紀念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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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

1. 廣東省

邱衍慶先生演講中
講題：內優外聯  環灣占位
—粵港澳大灣區平臺建設的方向選擇

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邱衍慶理事長
接受韓佩詩理事長致送紀念品

李志苗女士演講中
講題：前瞻香港城市發展·思考大灣區未來

李志苗女士接受 Helder Santos 監事長致送紀念品

5. 澳門

2. 珠海市

珠海市講者楊峥屏女士演講中
講題：珠海城市規劃建設情況及
珠澳協同規劃若干倡議

珠海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王朝暉局長接受
蘭小梅副理事長致送紀念品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崔世平會長演講中
講題：淺談世界級城市群的大灣區建設

3. 深圳

范鍾銘先生演講中
講題：大灣區發展的第三極

中規院深圳分院范鍾銘常務副院長
接受區頌兒女士致送紀念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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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美的田園氣氛下，新朋舊友共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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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由創立至今，一直積極組織持續進修課程及活動、通過參與
課題研究和公眾諮詢發表意見及建議，並主動與各地的相關團體及學術界人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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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函
中國城市規劃協會賀函

2015 年在社會人士和本會仝人通過各種渠道喚起社會對規劃專業的認同，獲得政府重
視以及立法會的支持，通過第 1/2015 號法律《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
讓本澳的城市規劃工作者得到正式和應有的重視，是城市規劃界的最特別的亮點。
崔世平會長表示雖然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已經圓滿結束，在邁
進新階段的發展中，學會將繼續支持並推進各地區城市規劃業界友誼的建立，共同為
澳門的城市規劃和發展而努力！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部分創會會員
( 左起：蘭小梅、麥潔茵、何卓鋒、韓佩琪、陳振光、韓佩詩、
崔世平、羅赤、Helder Santos、朱詠昕、呂澤強、李海濤 )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參與慶祝活動的會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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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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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由創立至今，一直積極參與課題研究和公眾諮詢，就不同法例
發表意見及建議；每年會組織會員參與中國城市規劃年會，鼓勵會員與各地的城市規
劃師互動交流，共享各地最新的規劃諮詢；更透過組織專業培訓，提高社會及大眾市
民對城市規劃的認知與認同，提升本地規劃師的專業水平。在知識普及方面，本會定
期會就不同主題舉辦系列性的講座，令大眾可以就不同的專題討論；會員亦積極參與
不同機構所舉行的講座，吸收與提升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此外，本會亦積極與其他
社團交流，並與部分社團簽署友好合作協議，共同推廣規劃理念，加強學術與專業交流。
為促進會員間的緊密聯繫，學會每年會舉行澳門城市規劃年會，並組織與規劃課題相
關的聯誼旅行，希望會員可以寓學習於娛樂。

本會活動摘要

一 . 政府諮詢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容，並聽取公眾的意見及建議。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一直積極參與課題研究和公眾諮詢，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2/2013 號法律，在編製城市規劃草案的程序中，並於其獲
核准前，土地工務運輸局須開展草案的推廣、展示和公開諮詢，以便向公眾解釋其內
就不同法例發表意見及建議。

1.1 重點法例意見 / 建議
             
法例 2017 年  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對《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的意見
專門針對城市規劃師的意見
・按法例要求，城市規劃師必須在城市規劃職務的事務所或公司任職，才可接受登記
或實習，但一些本科畢業的專業人員並非在上述場所任職，或在大學內從事研究工作，
故未能登記成為認可城市規劃師，建議可適度放寬使相關人員能有條件成為認可城市
規劃師。
・法規規定在指定日期後才入職的城市規劃師，必須在實習導師指導下完成不少於兩
年實習。然而，現時全澳門僅有一名城市規劃實習導師，能接納的實習員人數有限，
造成各新晉城市規劃師難以完成實習要求的困局。
・現時城市規劃的持續進修課程很少，儘管城市規劃師不用註冊，持續進修小時要求
並不適用，但建議提供適當的課程配套，令城市規劃師能持續進修學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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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整個資格制度的意見

針對法律 / 法規條文字眼的意見

・就有意見希望容許有五年或以上編製城市規劃經驗的建築師兼任城市規劃編製工作，

（1）  第 1/2015 號法律

我會建議維持法案原意不改動，即城市規劃編製工作只由城市規劃師負責。從前城市

    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

規劃未成為被認可專業，由建築師兼任屬無可厚非，但現在本澳已經有一定數量的城

說明

條文修改建議

市規劃師，按道理應由城市規劃師負責城市規劃編製工作，情況如同以往藥劑師未獨
立成一門被認可專業時，醫生會兼任藥劑工作，但現在有藥劑師專業則應由藥劑師負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1

責配藥工作，醫生專心看症。為扶助澳門城市規劃行業成長，而且本澳絕非缺乏城市

第二條

第一款（一）

增加“或經歷”是有利具相當經驗甚至曾

“具有屬下列專業範疇的學位”

經執業的人士，不因未能出具學位證明文

後加“或經歷”

件而喪失專業職銜和執業資格。此舉亦有

規劃師，故由城市規劃師做回其專門工作是必須的，否則若容許建築師兼任城市規劃

利吸納具豐富經驗但以學徒式或自學而掌

工作，會收窄澳門城市規劃師透過規劃工作去學習及成長的空間。

握相關能力者，能夠給予合適的專業地位，
尤具是建築學、景觀建築學等人士。

    各專業人員必須每兩年完成 50 小時的持續進修，假如其擔任導師的職務，亦可計入
持續進修時數。然而，現時指引規定培訓時數以擔任導師職務的時間計算，與其指導

2

第二條

此舉是細化上項 (1) 的建議。

建議新增一條

“具超過 35 年相關經驗，及曾經在澳門註

的實習員人數多寡無關，這必然會減少註冊人員申請成為導師的意欲。建議導師的持

冊超過五年者，可獲免考，發予專業職銜。

續進修時數可考慮與實習員人數掛鈎，例如其同時指導三名實習人員，便應計算為三

具超過 20 年而少於 35 年者，可視為已滿

倍的持續進修時數。

足實習要求，准許參加認可考試。”

    對於年資大的專業人員，可以考慮一些處理方法，例如終身的專業認證，免卻其上

3

第二條

建議新增一條

對曾執業但因本法生效後未能滿足要求者，

“對於具相當學歷但僅缺少個別學科要求

課持續進修。

提供一個重新獲得執業機會的途徑。

者，經在本地具辦高等教育實體補充完成
該等學科者，可視作滿足相關學歷要求。”

4

第十八條

第二款

目前的表述令保險是跟企業或人而不是跟

“……民事責任保險”

項目，建議可在第 12/2015 號行政法規內

建議在適當條文採用以下概念：“該民事

作出明確闡述，有利業界運作。

責任保險應按每一服務項目購買，金額與
承包服務金額掛鈎。

5

第二十條

建議增加一款

容許持續進修方式與時俱進地具有增加的

“持續進修具體和考評方式由行政法規另

彈性，而不必因修改法律需時而受影響。

行公佈。”

6

22

第五十二條

因普遍化學及工業工程師不具備充份的對

增加“待現行註冊的化學和工業工程師不

消防環境及燃氣的專業知識，此舉對已獲

再註冊時，這兩類工程師從法律中消滅。”

註冊資格的相關人士不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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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2/2015 號行政法規

法例
說明

條文修改建議
1

第三十二條

實踐上的經驗總結。

（一）

為推動都市更新，政府推出本法律制度，應予以肯定。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認為加
快都市更新步伐是百年大計，值得認真推動。現在就《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

修及科研，均視為持續進修活動。”
第三款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對《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制度》的意見

的方式應朝着進修活動多樣性發展。

研討會、工作坊、主講教導相關課程、自

第三十二條

  2018 年  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制度

實踐上有不少具實際效益但未被原文包含

第一款

建議修改為“修讀培訓課程以及參加講座、

2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制度》諮詢文本，希望有關當局考慮以下細節：

建議修改為“每帶教一名學員連續滿一年，

1.

相當於培訓十二小時。”

3

1.1. 暫住房及置換房是作為推動都市更新的措施之一，但都市更新的主體法律制度，

第三十四條
3.1  建議增加三款

包括都市更新的範圍、定義、啟動方式等，皆尚未明晰的情況下，整體法律制度和今

A. 自修活動每年不得超過五小時，登             

實踐上的經驗總結。

記超過十五年者，不得超過十小時。
B. 講授課程、講座或研討會者，按講  

與本法相關的法律制度的涵接

    

次的局部制度如何協調，希望有通盤考慮。
1.2. 由於本澳土地資源有限，將來當有合適的土地時，會用作興建哪一類房屋，是

同上

授時數的三倍計算，但每年主講同一          

公共房屋、暫住房，還是置換房？三者之間會否存在優先次序，希望能有完備的指引，

    內容超過一次者，第二次及以後按授       

以茲清晰。

課時數計算。
C.科研活動每年最高可獲確認二十小時。

同上

2.     確保本法可行持續性的因素

（3） 第 13/2015 號行政法規

文本中現時指出“暫住房和置換房的提供非屬必然性，僅當具備房源時，方可提

說明

條文修改建議
1

第八條

實踐上的經驗總結。

第三款

建議全體會議出席人數要求由“五分之四”

第八條

同上

建議增加一款

“當出席人數因迴避、自行迴避及聲請迴

4

3.     本法律制度的執行單位
較為合適，在該公司尚未依法成立前，建議有關暫住房和置換房的事宜由現時的公共

剩餘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二。”
第十三條

及位置等資料，以推算潛在的需求及供應。現時諮詢文本中未見有此等數據，難以判

諮詢文本中指“暫住房和置換房的出租、出售及管理由將來的都市更新公司負責

避時，該項討論內容的表決人數不應少於

3

推出後的可持續性，建議政府應事前掌握合資格申請者的數量、可供使用的土地數量
斷本法的影響，或會否對其他法律或政策帶來影響。

調整至“二分之一”

2

供給合資格的業權人選擇租住或購置”，令人對本法的持續性有所疑問。為確保本法

同上

第三款

部門負責處理”。暫住房和置換房前期的工作如取得土地、設計、建築等是否亦由公

建議專責委員會會議出席人數要求由“三

共部門還是都市更新公司負責？假若將來由都更公司處理，需考慮將以何種形式批出

分之二”調整至“二分之一”

土地，因都更公司並非如房屋局或建設辦等公共部門，在法律上會否有所限制而影響

第十三條

同上

建議增加一款

其作用？當中所指的公共部門意指什麼部門？

“當出席人數因迴避、自行迴避及聲請迴
避時，該項討論內容的表決人數不應少於
剩餘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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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諮詢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4 年  輕軌石排灣線可行性研究諮詢

4.1. 諮詢文本中指置換房將參照商品房的設計及裝修標準，但實際上商品房並沒有
統一的標準，不同的檔次會對設計及裝修產生影響，令到單位的標準不同。故此建議
澳門城巿規劃學會就「輕軌系統石排灣線可行性研究諮詢」發表之意見：

在本法中應清晰單位所指商品房基本的設計標準和種類，或是否有多種不同標準的單
位供受影響的業權人按不同檔次樓宇置換。

運輸基建辦公室於 2014 年 2 月 11 日介紹的澳門輕軌石排灣線的規劃，本會基本

4.2. 定價的標準很值得從多維度研究。有三種置換方法可以考慮：(1) 同區市場價；
(2) 成本價；(3) 樓換樓。三者的受眾群體可以有區別，希望從詳計議。

認同輕軌延伸至石排灣公屋群之可行性，並提出以下建議：

4.3. 文本中指置換房售價參照市場上同等級樓宇的價格訂定，購置者將擁有完整的
業權，可以依法出租、出售及使用。如此一來置換房基本與私人住宅單位無異，假若
由政府負責興建，需謹慎研究評估會否對私人市場或整體房屋供應市場造成影響。假
若以市價折讓或成本價出售而不對轉讓作限制，此舉對市場的漣漪效應值得深入研究。

1.

不設「蓮花口岸站」額外轉乘月台：三個方案中，由「石排灣站」及「離島醫院站」

前往氹仔市區或北安方向，皆必須於「蓮花口岸站」另一個月台轉乘，對於一個不足 5
分鐘的車程而言，轉乘必要不大，且乘客會感覺不便。建議可考慮將此延伸路段作為
原輕軌路線的一部份，具體操作可參考香港港鐵將軍澳線或東鐵線模式，即同一方向

5.

設置兩個終點站。以香港東鐵線為例，北行列車部份以羅湖為總站，部份則以落馬洲

暫住房制度的完善化
5.1. 文本中指暫住房的租金參考市場價格訂定，在都更主體法律及相關租金補貼等

項目尚未清晰的情況下，如何評價市場租值至為重要。因租金補貼會對政府財政構成

作為尾站。就澳門的情況，建議可考慮往北安及石排灣方向列車，在原路線的基礎上
設置兩個分支終點站，即「北安碼頭總站」及「石排灣總站」，此安排的利處包括：
(1) 減少乘客轉乘次數，便利出行，增加巿民使用意欲；

壓力，亦會對私人租賃市場租金帶來影響。建議對善豐花園事件的租金資助計劃所產

(2)「蓮花口岸站」不需要興建額外轉乘月台、行人通道及列車調度路軌，減省工

生的市場反應作為釐定租值的參考性研究。
5.2. 部分受都市更新影響的業權人，一直是將單位作出租之用。這一群業權人是否

程支出及優化景觀，並為未來橫琴口岸支線建設預留更多空間。
另外，有必要探討輕軌站的配套設施，以配合其實際性操作，當中包括沿線各站

亦可租用暫住房以彌補其租金收益？租用暫住房後又可否將單位再出租？而租住暫住
房的人士，可否因情況改變中途要求改為購買置換房？這類改變主意可以做多少次？

月台設置清晰指示資訊牌等，以便乘客得知到站列車前往的目的地方向。此外，目前
輕軌氹仔段已開展建設，於「蓮花口岸站」直接加設往石排灣方向路軌可能對工程有

6.

影響；然而，參考香港東鐵線經驗，落馬洲站的延伸路段在羅湖路段投入運作多時後

其他有暫住需要的居民
現時社會上已有部分樓宇因結構問題需重建或已完成重建，如福寧大廈、明興樓、

才興建，故相信輕軌建設在技術上具有條件在興建後加建路軌，不會影響目前輕軌工程。

鉅富花園、善豐大廈、海德大廈。在樓宇重建之時，這些大廈的業權人皆有暫住的需要，
但卻未必屬於都市更新的範圍，政府應釐清及考慮將來本法是否適用於這些受影響的

2.

傾向低成本及能應付未來需要方案：就目前三個方案選擇，本會較支持方案一及

方案二；方案三輕軌路線需繞經離島醫院，造價及行車時間比相應增加，成本效益不高。

業權人。

若優化離島醫院及「離島醫院站」之間的接駁步行系統，相信可提升乘客往返車站及
醫院的便利性。
3.

城市發展情況綜合考量：鑒於澳大橫琴校區預計於 2014 年 9 月前完成搬遷，未來

將成為出行熱點；同時，石排灣附近大型住宅建設的興建快將完成，以及路環田畔街
未來的建築項目發展，初步估計石排灣附近一帶對公交的需求將不斷增加，故本會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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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對附近一帶未來的出行情況進行詳細評估，盡快開展周邊輕軌路線規劃研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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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市民所關注的 B 區發展與保育主教山景觀的問題，學會提出 3 個建議作公

可研究輕軌沿蓮花海濱大馬路之服務路線條件等。此外，在輕軌延伸至石排灣前，建

眾和政府進一步討論，包括 (1) 減少單位數，(2) 將 2 千個單位搬去 A 區或 C、D、E 區，

議完善石排灣巴士服務，加強快速巴士線接駁居民往返輕軌站或出行熱點，以解決石

(3) 將政法區與居住區互換位置。這 3 個建議各有取捨，政府可就各建議進一步研究，

排灣居民高峰時段的出行問題。

通過模型計算等科學方法協助規劃，但必先要就各區人口有足夠的規劃配套設施作為

                                                           

調整前提。

4.

增加方案四：除了目前三個方案外，本會建議可考慮以接駁巴士往返「蓮花口岸站」

及石排灣，替代輕軌石排灣線，以巴士接駁的利處包括：
(1) 實施容易程度較高；

複合兼容土地使用模式
A 區將興建 3.2 萬個住宅單位，預計將有近 10 萬人口居住，居住區面積達 43.7 公頃，

(2) 路線調整彈性較大；

佔 A 區土地面積 31.7%，但商業區面積僅 5 公頃，面積僅佔 A 區 3.5%。由於商業用地

(3) 避免輕軌工程對路氹連貫公路交通構成影響；

相對偏少，或會使區內就業崗位數目較少，減少原區居民於 A 區就業數量，居民或需

(4) 減省興建工程費用。

要跨區上班工作，而加重進出 A 區尖峰時間交通壓力。因此，建議 A 區的居住用地是

其他諮詢

   2015 年  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

以傳統的居住兼容商業的混合模式發展，以提升區內商業元素，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予
區內居民。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就「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發表之意見
保留未來發展用地的必要性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 下稱 “學會”) 從 2010 年起已積極參與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一

環看國際大城市的發展經驗，一個城市的活力和永續發展就在於空間的高強度使

階段公眾諮詢，分別通過提交書面意見、參與諮詢會、舉行工作坊等多種渠道發表專

用和多功能複合利用。如新加坡的規劃管理中，就提出了“白色地段”的概念，其目

業意見和建議。在近月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中，學會各會員亦甚為關注，

的是為城市發展提供更為靈活的建設發展空間。“白地” 是作為考慮到城市的均衡發

期間除了到塔石玻璃屋展場，與土地工務運輸局規劃師及建築師交流新城區總體規劃

展、可持續發展，同時考慮到決策者和規劃師預見不到的未來，故在城市規劃中有“留

方案內容外，於本年 1 月及 8 月分別舉行了論壇及焦點工作坊，工作坊更針對大眾在

白”作為未來可使用的空間，以備長遠發展或新增功能之需。也有規劃師認為“白地”

諮詢較為忽略但在城市規劃又極為重要的 “取捨” 課題，8 月的工作坊以社會熱烈討

可為規劃失誤時採取補救措施而提供用地空間，甚至因經濟發展所帶動下，所儲備的

論的新城城市規劃及交通系統為切入點，藉此加深參與者對相關項目的理解，以切實

土地而有所增值。“白地”規劃是一種較為簡單又有效的彈性規劃先進理念。因此政

履行好主人翁責任。

府和市民應考慮新城區預留“白地”的可行性，並就此進行有關的研究。

本會就第三階段公眾諮詢的資料，包括文本、展覽、工作坊和當局發佈的規劃資料，
摘要成為以下的意見書，作為當局完善規劃工作的參考。

提升澳門成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的門戶景觀
在五個填海新城中，A 區毗鄰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人工島，日後旅客若經該口岸

規劃與景觀的思考與建議

進入澳門半島，新城 A 區將是必經之路，同時澳門作為「一帶一路」直接參與者的地

城市規劃過程中，規劃師首先要知有多少土地可用才能規劃，澳門的城市面貌不

位已獲中央肯定，故 A 區作為澳門的新門戶在景觀設計上絕對需要精心打造。所以建

斷在演變，自昔日由灘地填海擴展，現時澳門新城市地段包括有正填海造地的Ａ區和

議 A 區面向人工島的住宅在設計上宜注意其門戶作用，或考慮將 A 區部份學校與住宅

成地的Ｂ區，兩幅「已成形」的土地規劃有居住區，商業區和其他配套，而Ｂ區規劃

交換位置，學校面向人工島方向，使旅客沿人工島天橋進入 A 區時便可看到有特色的

中會有兩千個住宅單位，對於土地的細分，在下一步的規劃工作中，建議應該有調整

住宅大樓或學校，對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門戶海岸線留下一個美好的第一印

空間。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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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題。因此，對於抱有良好意願的多方，政府能否考慮借鑒外地常用的模型（例如

澳門舊區現時的生活密度已經很高，如聖安多尼堂區，每平方公里超過十萬人，

建立不同發展模式的模型），組織專人，將複雜大型項目中多方參與下的需求、目標

無論是「舊區重整」還是「都市更新」，最終目的都應該是改善舊區生活環境，疏散

及利益衝突，通過成熟的社會模型、圖表和數據，簡潔直觀地展示出決策與潛在結果

人群至新城區。

的複雜關聯。通過多重社會模型展示，一方面嘗試降低語、專業名詞對大眾市民造成
的衝擊和理解難度；一方面則引導他們在缺乏專業知識的現狀下，積極融入城市整體

交通規劃建議

藍圖，從多角度多層次感悟新區規劃，從而理解政府部門和規劃師們為新區規劃背面

在車輛控制方面，政府多年來提倡以公共交通作主導，但隨著博彩業發展，汽車

的思維與取捨。

數量激增；建議澳門可考慮參考香港、日本及新加坡做法，透過增加行車稅、買車配
額等，加重買車或養車成本，減低車輛增長。在道路設施規劃上，建議研究在澳門半
島及氹仔，興建「魚骨」狀道路網，以分流交通。

利用大數據，提升決策與取捨之透明度
城市規劃不可能全滿足民意，城市的發展，市民、社團、專業、和政府都有責任，

至於第四條跨海通道的設計，以隧道或橋樑方式建造，工程技術方面問題不大，

應該是互動關係，而非只是依賴其中一方。要完善新城規劃，以上各方均有共同責任。

但牽一髮動全身，假如第四通道以隧道設計，與之相連的各主要道路或 A 區與 B 區之

從規劃方角度，市民在諮詢會中提出各種疑慮，大部份是源於對規劃決策過程的

間通道，均可能要以隧道形式建造。隧道形式雖然能集約利用空間，但掣肘較多，例

不了解和不信任。對於政府部門，建議考慮在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基於大數據，通過

如地下的道路支線在工程方面較為複雜，並削弱交匯點的行車安全，涉及通風、保養

聚類分析，在未來的規劃過程中對市民展示人口、經濟、交通和城市空間的緊密關聯。

管理及隧道出口佔用地面問題，亦要考慮到地底巴士站與地面的連接方式；但以橋樑

通過對歷史數據的提取和分析，結合數據信息圖，揭示澳門人口分布、經濟收入、交

或高架方式建造交通網絡，雖然在成本上相對較低，但要考慮 A 區與黑沙環及其他區

通狀況和城市空間演變的隱含關聯及潛在規律。結合澳門經濟數據，挖掘城市空間演

域相連道路的交通承受壓力，以及道路造成對社區的分割等。因此第四條跨海通道的

變的要素和緣由，為政府、管理者和規劃師提供依據，讓科學的決策規劃過程清晰、

設計不能只作獨立規劃，政府需要通盤規劃澳門未來的交通網絡。

透明、規範，構建智慧澳門。這可以促進規劃各方協同，讓規劃過程創新可見，提供

而在現實情況下，澳門城市規模較小，解決交通問題，可進一步規劃步行系統，

詳實準確的數據分析與參考，降低市民對公眾利益輸送的隱憂，從而提高城市運行效率。

鼓勵居民更多地採用步行方式出行。但諮詢文件中反而對行人交通著墨較少，只是提

整體而言，在第三階段諮詢期間，市民在新城規劃提出多方面的素求，下一步的規劃

及根據輕軌站及交通樞紐佈置，以步行及單車推動綠色出行，反而對類似海濱長廊的

工作更為艱巨，在面對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因素，澳門更需要把握好得來不易的新城區，

休憩區著墨較多，學會建議政府應就行人系統的設置定位為交通設施，步行系統應「交

提升居民生活質素，推動多元經濟和文化設施建設，土地規劃能做到上下配合，使新

通為主，消閒為輔」，利用高架橋或行人隧道，達到人車分隔，以及增加系統連貫性。

城區作為“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 的門戶亮點。

而 B 區政法區應設有輕軌站和全面的全天候步行系統作為綠色社區的示範區。
  2017 年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提升諮詢的效益
運輸工務司長羅立文坦言澳門現時事事要搞公眾諮詢，每項公眾諮詢由撰寫諮詢
文本至諮詢報告往往便需時一年，對施政效率有一定影響。這正反映了規劃工作的現
實 : 缺乏專業訓練的市民以個人感觀作一線要求，不同團體在考慮相關利益的同時，未
必能否站在全局觀念，而每一個訴求的背後，能否理解利益衝突下自己需求得到滿足，
而對他方甚至全局造成影響甚至危害。作為良好獲取信息和需求的公眾諮詢，如何在
科學決策，利益均衡的情況下，降低對規劃進程和城市發展造成的掣肘是一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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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研究討論的主要問題
主要問題

學會意見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編制起草工作專題座談會」發表之意見：
1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 下稱“學會”) 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參與政策研究室所舉辦的《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編制起草工作專題座談》意見收集會。學會在收集會員對基礎方

澳門在推進粵港澳合作發展中遇到的體
制方面的問題，以及希望國家給予的具
體政策支援。

案文本之意見後，摘成意見書，作為政府完善下一階段編制起草規劃工作的參考。
一、就文本之宏觀意見
1.

區域法律、法規研究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編制起草工作中必須包括“地方法律、法規的研究”由於

法制建設是扶持區域合作有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需要加入“法律、法規研究”

2

結合澳門自身發展經驗，認為在粵港澳
合作發展中複製、推廣的經驗是甚麽？

為重點科題，以及為與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法制體制建設的配套。
3

2.

建立统一區域信息網絡
在國務院關於深化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中也有提及支援開展 < 寬頻中國 >

示範城市群創建工作，共同實施大數據的戰略，合理佈局區域資料中心。澳門作為粵

CEPA 實施中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困難、
經驗與教訓。新時期發揮 CEPA 作用，
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具體路徑等相
關建議。

港澳大灣區的一個重要區位，政府需有效地將數據統一，有利“區域資料”建設的步伐，
建議規劃編制起草工作需包括研究及建立數據庫和區域資訊基礎等。
3.

規劃的對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整體發展要素，不單只是為國家建立世界級的經濟城市

群，更重要的是澳門如何在這超級城市群中發揮其重要的戰略角色，和是否符合澳門
自身實際需要以及整體的協調發展。在這方面，學會建議政府對各規劃的對接作出研究，
如國家「十三五」規劃及廣東省的「十三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澳門特區城
市發展策略研究、五年規劃和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等的對接問題。規劃可否適當對接
協調？有那些協調的議題需共同協作？有那些不符合澳門自身實際需要這方面適宜多

4

結合澳門自身發展經驗，認為在粵港澳
合作發展中複製、推廣的經驗是什麼？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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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在推進粵港澳合作發展中，共
同打造“區域創新圈”區域經濟結構高
度服務化 - 澳門依託博彩業發展世界休
閒旅遊。在粵港澳合作體制方面，建議
規劃的編制應多從 “制度彈性”的導
向思考，通過有效和彈性的區域合作制
度和城市跨界合作機制，減少內耗、降
低制度成本，為澳門提供更廣闊的合作
空間。

· 最重要是跟周邊地方在推廣方面要
協調，而且各地方發展定位及內容要清
晰，具自身的獨特性。

· 由於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中牽
涉的領域廣泛，而且地方的法規不同。
在區域合作上，都有一定的難度和挑戰。
建議可透過 CEPA 及其補充協議框架，
儘量緩解在區域法規制約上的問題，以
進一步開拓更具體的合作路徑。
· 因為澳門缺乏工業，建議在澳門設
立產品設計及總部，而生產基地設在內
地。由於製造業往往受制於澳門製造的
部分要超過某個百份比。建議國家可從
政策上考慮如何能夠將在粵港澳地區生
產的一部份比例計算作為澳門的貢獻部
份，從而讓產品能夠正式進入 CEPA
批取作為內地的產品。

· 因應區域合作的發展，澳門和區域
地方在發展上都講求城市的連通性。
城市建設的連通，表示地方之間運輸的
時間會縮短及通達性的改變。建議區域
各城市設立專項協調規劃研究，研究集
中在區域連通後所帶來的一系列動態變
化，包括：人流、物流、車流以及客源
組合等，對編制區域經濟和旅遊發展的
整體規劃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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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正致力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
作服務平臺，澳門可以如何充分利用【一
個平臺】的優勢，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發揮作用？

34

· 澳門就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和西
部沿海鐵路等建設的，發揮連通粵西、
大西南和東南亞的區位優勢，不斷拓展
與東岸及廣佛肇地區的通道建設，積極
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
服務平臺的作用，打造區域性的門戶地
區，成為珠三角面向粵西、東南亞及葡
語國家的重要視窗。
·2016 年 10 月 11 日，在澳門舉行的
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李克強
總理宣佈為了促進中國與七個葡語系國
家更緊密合作。希望澳門發揮”無形之
橋”的作用。澳門與內地之間有大量的
物品流通、經貿合作、人員往來，這大
大增加了澳門接入 NIOT 平臺 < 國家
物聯網標識管理公共服務平臺 > 的必
要性。
·NIOT 平臺澳門節點的建設，可以讓
內地和澳門的消費者獲取澳門產品、內
地走出去的產品以及引進來的葡語系國
家產品的相關資訊。
· 目前澳門已經搭建了中國與葡語系
國家之間中葡經貿人才資訊網。有優勢
繼續完善葡語系國家產品和食品資訊網
的搭建，澳門就是國家搭建資訊公路和
數據庫能力的展示基地，更可成為國家
推銷搭建資訊公路和數據庫到葡語系國
家的優勢，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
編制工作加入 NIOT 澳門平臺的專項
協調規劃研究。
· 另外，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平
臺應 < 做大做強 >。在港珠澳灣區內跟
葡語系國家有關的貿易，經澳門渠道進
入的，都應享有優惠政策，以促進中葡
平臺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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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山與澳門遊艇自由行已在日前正式通
航。未來，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攜手發展
旅遊產業，共同吸引海內外旅客有何建
議？

·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攜手發展旅
遊產業，共同吸引海內外旅客方面，
1. 需先行解決海外旅客到區域旅遊
的簽證問題，可考慮大灣區通行證，
2. 實施通關的便利性，包括陸路海
路的通關設施的一致性。3. 研究海
內外旅客 < 一程多站 > 旅遊及商貿
優惠及配套。

7

澳門絕大部分企業是中小企業，在參與
區域合作中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甚至有不少中小企認為 怎樣在區域合
作中並未能夠切實感受到由此帶來的好
處。請問對於提升澳門中小企參與區域
合作能力以及從中得到實惠有何看法 ?
另希望國家給予怎樣的政策配套和支
援?

·對於提升澳門中小企參與區域合
作能力，最實際快捷的方法是利用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的澳門投資發展
有限公司 < 譬如澳門中致遠有限公
司 > 作牽頭和帶領中小企業參與區
域合作和產業發展。在區域合作中，
澳門可使用具有政府背景和社會責
任的公司，逐步實現推廣運用政府
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帶領以及
提高本澳中小企業在區域的競爭能
力。

8

粵港澳在發揮“ 一國兩制”體制機制
優勢，進一步擴大開放，積極吸引國外
資本、技術、人才資源和共同開拓國際
市場有哪些好的做法？下一步有何工作
計畫和建議。

·粵港澳在發揮“ 一國兩制”體制
機制優勢，積極吸引國外資本、技術、
人才資源和共同開拓國際市場方面，
建議需研究區域人才交流的機制，
如何在區域人才交流實施同等制度，
譬如澳門跟香港如何在資本、技術、
人才的開拓平臺上建立對等的制度。
·而且區域各地人力資源的状況都
不同，澳門人力資源的需求跟區域
其他地方有別，而且對外勞的需求
較大。在共同開拓國際市場方面，
需研究澳門如何作出獨特的考慮及
安排。
·澳門現時的博彩旅遊發展技術和
開發模式已經達世界水準，建議深
化研究澳門在這方面如何跟區域城
市，作行業之間的點對點技能培訓
和合作交流，共同培育對外開放新
優勢。

35

PI
MU

PI
MU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可見《文遺法》及諮詢文本的內容均與《澳門歷史城區：澳門世界遺產》對「歷史城區」

其他諮詢 2018 年  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

定義不同，公眾難於掌握正確資訊。由於「歷史城區」管理計劃是為了履行聯合國組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就《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發表之意見

織的指引及要求，以完善世遺保護工作，建議貴局將「歷史城區」的定義與世遺資料
的定義及所覆蓋範圍一致，以合適地推行對世遺文物的保護及管理措施，否則管理工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對《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書面意見如下：
1.

作將難於推動。

建議明確「澳門歷史城區」定義
根據《文化遺產保護法》( 下稱文遺法 ) 及諮詢文本內容，「澳門歷史城區」( 下稱

2.

歷史城區 ) 是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 下稱聯合國組織 ) 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文

「澳門歷史城區」核心區及緩衝區
文本中，在世遺「歷史城區」( 稱為核心區 ) 外圍劃設的緩衝區，作用是對核心區

化遺產名錄》，且被評定為具重要文化價值的，由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

提供一個保護層。然而，緩衝區面積巨大，約為 1.07 平方公里，在保護核心區為前提下，

建築群、場所，以及其緩衝區所組成的建築組群。然而，根據澳門的世遺資料 -《澳門

如何界定緩衝區的規模、性質和授權用途的細節，其範圍、內容、限制及制約條件有

歷史城區：澳門世界遺產》，「歷史城區」定義是一片以澳門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

何依據及準則。( 見圖二 )

其間以相鄰的廣場和街道連接而成，當中包括 20 多處歷史建築及前地和街區 ( 如圖一 )；
文本中亦提及核心區及緩衝區應被視為文化價值相互關聯的統一的整體，其價值

而緩衝區並不屬於世界遺產「歷史城區」的組成。

須得到真實、完整的保護。然而，核心區與緩衝區性質不同，其保護及管理應該因應
其作用及性質體現不同的處理措施。建議貴局明確核心區和緩衝區在對歷史城區管理
的分別和希望發揮的作用，包括其發展限制、規劃準則、建築限制條件等等，否則主
次易於被混淆。
3.

聯合國對「澳門歴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要點
文本中提到對「突出普世價值」的「歴史城區」之保護及管理工作，除須遵守《文

遺法》的規定外，亦須符合聯合國組織的決議要求，來規範其保護及管理工作。而《文
遺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點，亦明確指出對「歷史城區」的“保護及管理計劃須符合法
律的規定和聯合國組織的指引，並應載明特定措施，以確保歷史城區所處空間在城市
生活、文化、環境方面可持續地發揮作用。”對於上述聯合國組織的決議要求，以及
其對歷史城區的保護及管理計劃必要條件， 貴局可會考慮公開相關資料，以便社會各
界清晰理解聯合國組織對世界遺產的保護要求與標準，以及對其管理與規劃的關鍵要
點，從而更能自覺主動作出配合。

圖二：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

圖一：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

36

37

PI
MU

PI
MU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4.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1.2 諮詢會

景觀視廊的劃設
世界遺產委員會分別於 2009、2011 及 2013 年特別關注對「歷史城區」景觀的維護，

並建議特區政府制定相應措施，有效地保護重要的景觀視廊。諮詢文本中提及“設定「景
觀視廊」是目前國際社會認可的較具成效的一種「景觀」保護手段”，而較能反映「歷

2009 年  澳門輕軌系統二期可行性研究方案諮詢推介會
運輸基建辦公室展開澳門輕軌系統第二期可行性研究初步方案的諮詢工作，顧問

史城區」突出的普世價值，當中包括 11 條重要景觀視廊。在重要景觀視廊分佈圖中顯示，

公司向政府建議三個概念方案，以架空或隧道方式從澳門半島西側連接關閘和媽閣，

這 11 條視廊各有不同，包括其長度、距離、視角寬度、觀望方向等等。在訂立各個景

令輕軌系統在澳門半島形成環線。運建辦期望市民能夠積極參與提出意見。

觀視廊時，可否向公眾說明 貴局的依據及考量準則，如視廊的範圍、寬度等方面是如
何設定？聯合國組織有否具體標準或指引提供？
重要景觀視廊當中，視廊 A 及 B 由主教山眺望，而視廊 C 則由聖地牙哥炮台眺望，

2011 年  氹仔市中心段路線及車站設計公眾說明會
運輸基建辦公室舉行澳門輕軌系統“氹仔市中心段”路線及車站設計推介系列活動，

主教山及聖地牙哥炮台屬緩衝區，並不納入世界遺產範圍，其景觀視廊有否必要一併

包括在花城公園休憩區舉行的專題展覽，以及多個專場推介會和各類拜訪活動。澳門

考慮在「歷史城區」的保護及管理計劃當中？對是次提出的計劃是否應集中應對聯合

輕軌系統路線及車站設計貫徹便捷、環保、無障礙和簡約的理念。

國組織的要求？若景觀視廊圖只屬顯示其方向為目的，未來貴局如何將其量化，以及

根據澳門輕軌系統的建設規劃，政府自去年底起已陸續聘請本地設計顧問公司有

推進下一階段具體的管理工作？請問視廊距離是否僅以澳門特區界域為限？若鄰埠距

序地開展氹仔和澳門各個分段土建工程細部設計工作。期間，運建辦與設計顧問公司

離歷史城區在視力範圍內，有何措施保護澳門歷史城區的視覺完整性？

持續透過不同管道瞭解居民對車站細部設計的意見。

5.

2011 年  新城總體規模工作坊

景觀視廊的管理
對於景觀視廊的設定、管理及監督，文本中提及其管理措施由相關部門以城市規

劃手段，共同對其發展制定合適的建築高度，在日後城市規劃中體現。然而，歷史城
區是澳門重要的世遺文物應得受到妥善的尊重和保護，而城市的規劃及發展必需依據
及遵循「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內容及要點進行，正如《文遺法》第五十五條

為聽取社會各界對新城總體規劃的意見，運輸工務司聯同負責此規劃研究的中國
城市規劃學會舉行工作坊，邀請了本澳基層社團、專業團體、青年團體、環保團體、
文化團體、保育團體等不同範疇代表，以及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成員等逾百人出席，
共同就新城各區的規劃定位進行理性互動交流。

核准保護及管理計劃第二點所述：“任何性質的城市規劃，均須遵守「歷史城區」的
保護及管理計劃和局部計劃的規定”。本會担心文本上的描述未達法例要求，希望 貴
局能全面、淮確、充分地說明要求，從而讓城市規劃不存在另類演譯或產生權責不清

2011 年  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研究課題組在澳進行

的問題。

第一階段的實地調研工作，期間與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機構、社團代表座談，聽取各
方對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意見和建議，作為調研工作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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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歷史城區保護管理計劃》公開諮詢
為有效保護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以及落實《文化遺產保護法》的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開展《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第二階段的公開諮詢工作。澳
門城市規劃學會提交了書面意見。
2018 年  荔枝碗文物評定諮詢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成員出席
“新城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會”並提交書面意見

2016 年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公共諮詢業界及團體交流會

針對大眾關注的路環荔枝碗船廠保育問題，文化局舉辦了為期 60 日的《荔枝碗船
廠片區不動產評定──公開諮詢》收集公眾及專業團體的意見。

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於 2016 年 5 月 23 至 7 月 22 日進行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
的公開諮詢工作，期間透過多管道及不同形式宣傳諮詢文本及收集公眾及專業團體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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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天津 )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是中國城市規劃領域影響力最大、水準最高的學術盛會，每年
舉辦一次。年會通過全體大會、專題會議、自由論壇、特別論壇、主題展覽和工作會
議等形式，邀請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作報告，同時在行業內廣泛徵集論文，系統交
流一年來中國各地在城市規劃研究、規劃管理、規劃設計和規劃教育等領域的最新成就，
探討當前城市規劃工作中面臨的熱點、難點問題，具有學術性強、信息量大、參與度
高的特點，是中國城市規劃領域學術交流最新成果的極好平臺。

2.1 歷次年會
2008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大連 )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率團到大連參加 2008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出席大連市兩會
會議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仇保興副部長接見劉仕堯司長時稱，兩地已在一些具體項目
上開展了合作，今後可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住屋建設、節水及廢污水循環利用四個
方面的合作發展。代表團一行實地考察當地的輕軌系統，並試乘全新投入運作的輕軌
路線，以借鑑當地建設輕軌的經驗。此外，代表團亦先後參觀了大連市重點城市建設、
旅遊觀光項目、大連市保稅港區、城市規劃展覽館等。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黃振東率團赴津出席 2009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聽取內
地專家學者發表城市規劃建設的宏觀建議及探討課題。代表團透過是次活動加深瞭解
了內地在城市規劃方面的寶貴經驗，未來政府亦將繼續支持澳門的專業團體與內地城
市規劃界的交流與合作。活動上中國規劃學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簽訂了合作協議，
以加強彼此的交流及合作。
年會以“城市規劃與科學發展”為主題，探討新形勢下城市的科學發展，交流展
示國內外規劃設計先進理念和優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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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2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昆明 )

2010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重慶 )

2012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昆明市召開，來自全國各地規劃建設主管部門、規劃編
2010 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召開，主題為“規劃創新”。與會
者分別圍繞城市規劃管理、區域研究與城市總體規劃、城市生態與風景園林規劃、小
城鎮與村莊規劃、歷史文化保護與城市更新、詳細規劃與城市設計、住房建設與社區
規劃、城市道路與交通規劃、城市工程規劃與防災減災等當前城市規劃中的熱點領域
進行了廣泛交流和研討。

制單位、大專院校，以及聯合國人居署、國際城市與區域規劃師學會、韓國大韓國土•
規劃學會、新加坡李光耀世界城市獎秘書處、港澳地區的專家學者等共 4200 名代表參
加了會議。
年會以“多元與包容”作為會議的主題，既反映了我國經濟多元化、社會多元化、
以及各地在城鎮化戰略方面採取的多樣化的策略，也反映了我國在城鎮化進程中，如
何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如何在社會領域創新管理，以及在城市規劃工作中如何因
應發展需求，在理論和實踐中環節不斷開拓進取的新的挑戰。

     2011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南京 )

  2013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青島 )

2013 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青島召開，主題為“城市時代，協同規劃”
。是次會議上，
2011 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南京召開，主題為“轉型與重構”，旨在通過學術研討，
推動規劃創新，以更好地承擔起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將共同討論《青島宣言》，提出立足城鎮化前沿，完善理論體系 ; 配
置公共資源，推動社會和諧 ; 優化產業佈局，促進經濟轉型 ; 保護生態環境，提升
發展品質 ; 傳承歷史文化，保持地域特色 ; 認識鄉村價值，協調城鄉發展 ; 推進協同規劃，
促進學科進步七條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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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7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東莞 )

2014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海口 )

2014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海南國際會展中心召開，年會主題為“城鄉治理與規劃
改革”。與會專家分別圍繞主題，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相適應，與新型
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資訊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相協調的城鄉規劃制度和機制，

2017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東莞召開，年會的主題是“持續發展，理性規劃”。各

探索完善城鄉規劃的作用方式與方法，強化城鄉規劃的治理能力建設，以強有力的態

地學者分享及交流了全國及各地在城市規劃研究、規劃管理、規劃設計和規劃教育等

度和措施維護城鄉規劃工作的嚴肅性。

領域的最新成就，探討當前城市規劃工作中面臨的一系列熱點、難點問題。

     2015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貴陽 )

     2018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杭州 )

2015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貴陽召開，主題為“新常態：傳承與變革”。與會專家
和學者專家和學者分別圍繞“海綿城市的規劃與變革”、“規劃問題的大資料路徑”
等問題做了大會的學術報告。
     2016 年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瀋陽 )

2018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杭州召開，年會的主題是“共用與品質”，來自住建部、
自然資源部主要領導、數位院士以及來自全國各省市住建廳、規劃局等 200 餘位嘉賓，
以及來自全國各地共近萬名規劃領域的官員、專家及學者齊聚杭州，聚焦打造共用城市，
2016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瀋陽召開，主題為“規劃 60 年：成就與挑戰”。年會邀

積極探討開創共用經濟新模式，提高城市經濟效率，促進社會的共用、包容與和諧。

請了 7 位大會報告人，分別從國家政策、空間研究、經濟形勢、“一帶一路”、全球化、
城鄉規劃學科發展、城市治理等方面就當前城市規劃工作中面臨的一系列熱點和難點
問題進行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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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年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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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2 年  公眾參與 - 澳門經驗分享與交流

2011 年  共建以人為本的城市生活：香港與澳門青年規劃師互動工作坊

繼 2011 年協辦的「香港青年規劃師互動工作坊」後，澳門青年規劃師王錦瑩在
2012 年的青年專場上發表了以「澳門的保育與發展」的報告，並與來自香港及內地的
青年規劃師深入探討及互動交流。
2013 年  粵深港澳青年規劃組論壇
在 2013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澳門城市規
劃學會合辦了粵深港澳青年規劃組論壇，聽取來自香港、澳門、廣州等地的青年規劃
師介紹當地的地方營造經驗。

在 2011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澳門城市規劃學會首次與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及香港
規劃師學會合作舉辦特別論壇，主題為「共建以人為本的城市生活，香港與澳門青年
規劃師互動工作坊」，澳門青年規劃師的代表羅子盈、劉敏詩及王錦瑩就澳門的房屋
發展進行了簡報，香港規劃師學會代表就香港的城市公共空間與綠化、歷史保育、多
元交通，以及房屋等問題進行介紹。出席參與的人士逾百人，在互動答問環節中，與
者會表現踴躍，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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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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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09 年  第二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自 2008 年以來，一直積極參與政府舉辦的粵澳研習班。研習班
自首辦以來，每年都會以不同主題為基礎，為粵港澳城市規劃工作者和關心城市發展
的社會人士，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習與分享機會。透過專題理論講座結合實地參觀，
促進各地學者就各自關心的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發展、區域合作及文遺保育等不同課
題，與內地的相關專家、進行交流與探討；希望粵澳兩地的人士透過研習班共同探索、
謀劃將來。
為延續城市規劃的專業培訓，學會每年均組織持續進修課程及活動，希望透過講座、
研討會或工作坊、向社會分享規劃諮詢、提升社會對規劃專業的認識。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廣東省建設廳副廳長蔡瀛、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李春滿、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黃振東，以及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出席了第二期

3.1 研習班

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的開班儀式，並見證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簽
署友好合作協議。

2008 年  第一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先後在本澳及珠海辦三日課程，內容以介紹城市規劃知識及
粵港澳區域發展和規劃概況為主，當中包括解讀“綱要”及粵港澳重大政策及規劃，
分析三地經濟發展及規劃，社區、城市設計理論與實踐以至城市管理的經驗。
2010 年  第三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第三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分別於廣州市及武漢市舉辦，該期研習班是以廣州軌
為加強粵澳兩地城市規劃交流，協助特區政府部門從事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的工

道交通建設、高鐵建設發展和武漢城市建設為主要研習內容。期間，舉行了關於《澳

作人員以及本澳關注城市規劃的民間團體更好瞭解內地城市規劃和廣東的經驗，澳門

門城市規劃編制體系研究》的工作坊，學員就兩大議題展開探討，首次是從“總體規

運輸工務司和廣東省建設廳在廣州合辦了第一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澳門和廣東省

劃的審批制度”方面，主要討論了澳門為甚麼需要編制總規劃，及應建立怎樣的總體

的近四十名學員參加了為期三天的課程，聽取來自北京、廣東省相關政府部門及內地

規劃審批制度等；至於就“分區法定規劃的審批制度”議題方面，主要就澳門為甚麼

高校六位專家的精采授課，他們分別從理論、實踐的層面向學員介紹了我國城市規劃

需要編制分區法定圖則，及應建立怎樣的分區法定圖則的審批制度等內容展開討論，

體系的發展現狀及面對的問題，同時也比較了國內外的城市規劃法制、體制，配合個

學員通過互動交流，分享彼此地區在相關方面的經驗，為日後構建澳門城市規劃編制

案分析，讓學員從多個角度瞭解城市規劃。

體系提供了有具建設性和重要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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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3 年  第六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2011 年  第四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為加強粵澳兩地城市規劃交流，促進雙方從事或關注城市規劃、建設工作人士的
相互溝通與瞭解，“第四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內容主要圍繞《協議》，兩地最新
的城市規劃情況，以及綠道建設和綠色建築等議題，邀請了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
院總規劃師馬向明、深圳市北林苑景觀及建築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院長何昉、深圳市

本次研習班在廈門舉行。研習班內容主要介紹廈門及泉州的舊城改造發展和綠道
規劃，以及考察鼓浪嶼，探討高發展對居民所帶的影響。

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研究室主任盛鳴、深圳市建築科學院院長葉青和廣東省人民
政府港澳辦副處長張建軍等作出探討。

3.2 持續進修課程

2012 年  第五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2017 年  「創意產業及城市規劃：日本橫濱創意產業的發展規劃」研討會

由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和澳門運輸工務司主辦、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承辦，
題為“綠色交通，低碳發展”的「第五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於 2012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一連三天在湖南舉行。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黃振東總結表示，活動起
到持續深化粵澳合作，促進兩地城市規劃專業界及關注城市規劃民間人士的交流，提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於 2017 年假澳門文創綜合服務中心舉辦澳門城市規學會專業研
討會，是次研討會課題為“創意產業及城市規劃：日本橫濱創意產業的發展規劃”，
日本東京大學鈴木伸治教授介紹了橫濱市的發展創意城市政策、老城區中心創意產業
的發展趨勢和城市更新、發展經驗等。

升了對城市綠色公交規劃建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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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澳門城市規劃及土地相關法律制度導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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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四、知識普及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多年來積極主辦或與本地的專業團體合作舉辦系列性的講座、
研討會或工作坊，目的是就不同的主題，與本澳的專業人士及公眾分享最新的規劃資訊。
同時亦藉參與各地不同範疇的講座及研討會，提高會員的專業水平，促進各會間的交
流與合作。

4.1 價值取向工作坊
2015 年  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城市發展的價值判斷與取捨 - 工作坊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定於 2017 年假澳門文創綜合服務中心舉辦澳門城市規學會專業
研討會，是次研討會課題為 " 澳門城市規劃及土地相關法律制度導論 "，由艾林芝博士
主講，主要介紹了澳門城市規劃法、土地法、地下空間利用的法律制度及澳門水域的
法律制度等。
2018 年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成立十週年慶祝及專業交流會
2018 年 10 月 13 日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舉辦成立十週年慶祝及專業交流會。乘大灣
區大發展在即的契機，推動大灣區內城市規劃師交流，讓澳門、香港和廣東省地區的
城市規劃師，共享大灣區城市群近十年城市規劃與設計的最新資訊和趨勢。

由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主辦的「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城市發展的價值判斷與取
捨」工作坊由韓佩詩理事長擔任主持，以分組討論方式讓不同界別的參加者互動交流，
每組分別由來自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與設計系的碩士生協助主持小組的討論。
各組就「改善生活質素」、「公共房屋供應」、「有限土地發展和不同土地用途需求」、
「發展多元化集約用地」以及「增加建設強度並確保質素提升的要求」等五大城市發
展值判斷與取捨課題進行自由討論，期間參與者積極獻言，感性分享其個人對澳門高
速發展的感觀，同時理性分析在論壇上瞭解到的外地案例及可借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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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城市發展的價值判斷與取捨 - 論壇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09 年  城市規劃交流講座系列之 - 香港規劃師學會發展 30 週年的回顧
為進一步推進澳門與香港兩地城市規劃業界深化交流及聯繫，提升澳門專業團體對
城市規劃的認識和瞭解，發揮澳門民間專業團體的力量，培養有志投身於城市規劃行
業之人士，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與香港規劃師學會聯手舉辦「香港規劃師學會發展 30 週
年的回顧」交流講座。香港規劃師學會的講者就香港規劃專業的發展、業界在過去 30 年，
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契機及挑戰，作出深入淺出的講解。
2010 年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加拿大蒙特利爾經驗
為提升澳門公衆對海外城市規劃發展的瞭解，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舉行了“城市規劃

由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主辦的「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城市發展的價值判斷與取

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地下空間規劃及發展——加拿大蒙特利爾經驗”，是次活動分別邀

捨」公眾論壇，邀請多位來自內地、香港以及本地的專家學者就城規及社區發展舉行

請了各界社團、市民、政府部門和專營公司人員等近三十多位人士出席。座談會由國

多場的專題討論。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在論壇上提到，社會各界都應慎重思

際資深學者紮卡裡亞斯教授主講。  對於澳門未來在開發及利用地下空間方面的建議，

考新社區規劃，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平衡各方訴求，透過全面規劃善用有限的土地。強

紮卡裡亞斯教授認為需首先針對地下空間規劃的通達性，各地下空間之間必須有周詳

調若要以有限的資源去滿足各方的需求，社會需有所取捨。

的規劃部署及良好的連接性。同時需注意業權問題，使私人發展項目與公共運輸設施

2015 年  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新城規劃及交通系統的價值判斷與取捨 - 工作坊

能夠暢通連接，發展商的私人物業內的空間需給公衆使用，作為穿越私人發展項目的
公共通道。至於在開發上亦需面對平衡問題，地面與地下空間的開發應得到平衡，兩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在科學館舉行“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新城城市規劃與交通
系統價值判斷與取捨”講座與工作坊，邀請本澳及香港相關專家、團體代表與會。城
規學會會長崔世平認為 B 區規劃可考慮“政法區”與住宅區位置互換，可能會產生不
同的效果，值得研究。

者之間的連接性必須認真設計，以達到行人可在兩者間無障通行。另一個重點就是地
下管線管理，在挖掘和安裝地下水、電及網絡等管線，建議可參考蒙特利爾案例，把
所有地下管線集中在特設的地下管道隧道內，以大大減低地下網絡維修時所進行的道
路開挖工程。

4.2 城市規劃交流論座系列
2009 年  城市規劃交流講座系列之 - 公共交通系統發展 - 法國經驗之談
為提升澳門專業團體對城市規劃的認識和瞭解，普及城市規劃知識，發揮澳門民
間專業團體的力量，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舉辦「城市規劃交流講座系列之 - 公共交通系
統發展 - 法國經驗之談」。是次活動邀請到國際資深學者博科主講，講解有關法國的
公共交通系統規劃，特別是輕軌系統和單車租用系統在國外的最新情況，使參加者獲
益良多。

  

2011 年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地理資訊系統 (GIS) 應用：
                中國與美國案例實務分享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舉辦“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地理資訊系統 (GIS) 應用：

中國與美國案例實務分享”，邀請北京大學人口研究專家、本澳政府部門、社團、高
等院校代表、從事城市規劃人員及市民共三十多人出席。
講座由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區域可持續發展與地理資訊系統研究組副研究員
王英安及本會理事長韓佩詩主講。王英安詳盡闡述了地理資訊系統的概況及在內地政
府部門的城市規劃、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中的應用情況，指出澳門地小人多，運用此
系統劃分社區可有效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使政府不同部門容易掌握社區規劃及服務的
資料，有助規劃政策和公共設施。韓佩詩則介紹了美國非政府組織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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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區的成果，表示本澳可透過政府、學界及專業團體合作，進一步推動地理資訊
系統的普及，利用其作為科學施政及決策的一部分。作為旅遊城市的本澳，可在規劃
包括世遺景區內的旅遊路線、規劃和配置社區公共設施上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2011 年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城市規劃編制體系：外地經驗與實踐分享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舉辦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城市規劃編制體系：外
地經驗與實踐分享”，邀得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欒峰博士主講。
城市規劃的編制體系正是城市規劃的核心部分。澳門近年城市發展步伐飛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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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從 " 超級城市 " 到 " 最宜居城市 "  :                            
    奧克蘭城市轉型的挑戰
為提升市民對城市規劃相關知識的認知，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於 2010 年起舉辦「城
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活動。是次講座邀請到奧克蘭大學副校長狄珍妮教授主講，
分享奧克蘭在近年城市急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機遇，而同時對交通、房屋和社會其他
資源上的挑戰，以及規劃及政策制定之間存在落差的應對等，使參加者進一步瞭解海
外城市規劃的趨勢及其對宜居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該會邀請了內地城市規劃編制體系研究及實踐資深的學者，分享內地城市規劃編制體

4.3 其他講座

系案例實務的最新情況，使參加者進一步瞭解科學化和系統化的城市規劃編制工作及

本地

2008 年  城市規劃與公共政策研討會

其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2012 年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優化城市空間新趨勢 :
                城市綜合體的發展與設計
為提升市民對城市規劃相關知識的認知，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於 2010 年起舉辦「城
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活動。本年度第一次講座系列主題為「優化城市空間新趨勢：
城市綜合體的發展與設計」。是次講座由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張捷博士
主講。張博士將與大家分享城市綜合體的發展研究和實踐經驗，使參加者進一步瞭解
海外城市設計的趨勢以及其對宜居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2013 年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城市發展與空間管理新趨勢 -                              
    上海經驗分享
為促進本澳與內地城市規劃合作關係，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於 2013 年主辦了“澳門
城市規劃學會與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合作意向書簽署儀式 " 暨 " 城市規劃海外
交流講座系列之城市發展與空間管理新趨勢 - 上海經驗分享 "，藉此提升內地與澳門之
間在城市規劃上的交流，加深對內地規劃的瞭解和認識，共同籌劃開展規劃技術培圳。

運輸工務司與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於 2008 年舉行「城市規劃與
公共政策研討會」，邀請內地、香港、澳門的城規部門官員、專家學者從城市規劃與
公共政策的關係、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特徵、現代化與科學化城市規劃體系的組成與
特徵、及其發展路向等不同層面發表意見、分享經驗、提出建議，同時也讓本澳社會
各界更深入地認識城市規劃，為本澳下一步推動構建現代化和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
實質工作打下基礎。

本地

2010 年  設計怡居 . 綠意盈城 – 城市與景觀設計研討會

是次講座榮幸地邀請到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三位城市規劃資深專家，
包括張尚武副院長、王新哲副院長及夏南凱資深總工蒞臨擔任主講嘉賓，就其多年來
在城市發展及空間管理的實務經驗進行演講與案例分享，介紹內地城市發展的進展狀
態，以及空間開發的總體狀況，同時與參加者進行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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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主辦，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承辦，廣東省城市規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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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新世紀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拓展與理論思考講座

會和香港規劃師學會協辦的“設計怡居、綠意盈城—城市與景觀設計研討會”在澳門
旅遊活動中心舉行，為進一步加深粵港澳地區城巿規劃專業的合作，來自內地、香港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於 2012 年舉行“新世紀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拓展與理論思考”

及澳門二百多名規劃界人士出席了會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亦應邀出席。

講座，邀請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規劃理論與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所所長張兵，

開幕儀式上，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致詞表示，粵港澳三地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利用《綱

介紹內地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工作、規劃方法及實例。

要》契機，積極推動相互之間交流合作。來自內地與香港規劃部門代表房慶方、梁焯輝、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認為，澳門對文物遺產保護有一定的認識，但對工

陳曉麗先後致詞，均認為粵港澳三地要從城市景觀和設計層面深入總結，探討宜居建

業遺產保護仍有不少補足空間，透過活化如氹仔益隆炮竹廠、路環荔枝碗造船廠區域

設的方法和手段。

等工業遺產，有助大衆瞭解澳門的發展歷史。

本地

2010 年  澳門城市用地分類研究講座

本地

2012 年  「城規法海外經驗」交流會

城市用地分類是進行城市規劃、土地管理等工作的基礎性技術標準，其規範性、
合理性對於城市規劃的編制和建設管理等工作有著重要影響。由於歷史原因，直至目
前為止，澳門特區的城市劃和土地管理工作尚沒有一個具統一性和系統性的城市用地
分類體系。因應社會發展及法制完善，用地分類體系作為標示土地利用方式的基礎性
標準，有需要與時俱進。

本地

2011 年  新城地下空間發展研究工作坊
為了積極回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就《城市規劃法》推出草案及配套法規構思諮
詢工作，同時使業界及市民能進一步認識城規法在海外城市及地區的實施情況，澳門
城市規劃學會與城市規劃法工作小組合辦「城規法海外經驗」交流會，邀請內地及香
港的規劃業界資深的專家，分享外地發展的經驗，探討外地規劃法規和規劃流程的實
務應用，使與會者進行深層思考及表達就規劃法草案和相關的議題意見和建議。

為促進本澳與外地規劃工作交流及經驗借鑑，共同探索建設宜居的新城填海區，以
配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合辦“新城地下空間發展研究工作坊”。是次工作坊邀請到本澳、內地及外國主講嘉賓，
就不同研究進行演講，分享國內外城市地下空間發展及相對成熟的案例，並介紹澳門
地下空間相關法律現況，與參加者進行互動交流。

60

61

PI
MU

PI
MU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本地

2013 年  城市發展新視野 -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國際研討會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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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座談會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五週年慶祝晚宴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成立五週年，邀請到世界上優秀的學術研究單位 - 哈佛大學設計
學院來澳，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舉辦「城市發展新視野 -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國際研討會」。
使澳門、香港和廣東省地區的城市規劃專家、業界和團體，分享到國際城市規劃與設
計的最新資訊和趨勢，同時進一步促進粵港澳規劃界與國際城規專家的交流。
2015 年  王景慧教授與澳門世遺展覽暨研討會

為慶祝澳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十周年，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舉辦“王景慧

就規劃踴躍發表意見。在座談會意見發表環節，多位與會人士踴躍發表意見，圍繞加
快特色金融建設、與周邊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優化服務業發展、共建粵港澳
優質生活圈等提出了有建設性的意見。

本地

本地

劃》座談會，社會各界人士約 300 人參與，聽取政府代表介紹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並

2017 年  「海峽兩岸暨港澳協同創新論壇（澳門）」系列活動之
                「專家走進校園科普活動」

教授與澳門世遺”展覽暨研討會，內地及本澳專家學者應邀主講，共同探討澳門當前
的世遺保護狀況。同場展示王景慧筆下二十多幅素描作品，精彩可期。活動由澳門歷
史學會、澳門建築師協會、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協辦。

海峽兩岸暨港澳協同創新論壇（澳門）──專家走進校園科普活動，邀得崔世平
博士於 5 月 2 日下午來校，向高一高二級學生主講，內容為城市規劃。崔博士解說專
業清晰，引用新馬路、三盞燈、議事亭前地等作例子，讓同學明白城市規劃的重要性，
與整個城市的發展息息相關。講座上，崔博士亦與學生互動答問，為同學們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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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大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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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如何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圓桌座談會

由澳門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和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合辦

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在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舉辦“如何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

的《推進粵港澳更緊密合作》大型研討會，於 5 月 12 日假澳門威尼斯人舉行。中央及

心圓桌座談會”；旅遊局邀請約三十位與旅遊業相關的代表在座談會發表意見及建議，

粵港澳三地政府的主要官員出席主禮，來自粵港澳三地產官學人士近 410 人出席研討會，

期望透過交流，集思廣益。

就推動和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展開深入探討和
意見交換。

本地

2010 年  澳門城市規劃編制體系研究發佈會

本地

2011 年  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草案專家論證會

受運輸工務司委託，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於去年 10 月起開展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研
究工作，邀請了多名來自內地、香港、澳門及海外，包括城巿規劃、交通規劃、地下

為完善澳門城市規劃體制，提高城市規劃管理水準，運輸工務司於二零零八年完

空間等不同範疇的專家學者，擔任“新城區總體規劃”項目的顧問團專家，並在新城

成了《對構建澳門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的探索》研究報告，在此基礎上，

區總體規劃草案專家論證會上向該批專家頒發了聘書。負責新城區總體規劃的研究團

於二零零九年委託了廣東省城市發展研究中心，開展澳門城市規劃編制體系研究工作。

隊，先後於今年 1 月及 4 月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根據新城區人口密度分佈、功能結構、

調研團隊依據「尊重歷史、立足現實、著眼未來」原則、遵照「完善制度倡法治、關

土地使用、公共服務和重大基礎設施佈局進行多方案比選，與本地多個範疇界別的團

注民生重基層、透明開放抓廉政、持續發展促和諧」方針，針對目前本澳規劃編制體系、

體代表參與，並在是次專家論證會上，與顧問團專家就規劃草案內多個重點技術議題

規劃組織編制與審批、規劃許可、規劃修改、規劃督查與申訴提出多項改善建議。

進行了深入討論。

本地

本地

2011 年  新城區總體規劃專家研討會

2011 年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暨橫琴政策創新宣講會

為吸收國際和國內新城區及濱海地區規劃的經驗，體現政府統籌、專家領銜、部

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澳門特區政府聯合主辦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暨橫琴政策

門合作、公眾參與的原則，運輸工務司與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合辦“新城區總體規劃專

創新宣講會在澳門舉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分別率領澳門

家研討會”，邀請內地規劃部門、專業團體及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來澳，就新城填海

特區政府代表團與廣東省政府代表團出席宣講會，逾 500 名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應邀出

區規劃中的空間利用、特色傳承、生態建設、綠色交通等重大議題，與本地社會各界

席。粵澳兩地政府多個主管部門的官員分別就框架協議的落實進展及國務院對橫琴政

及專業團體進行交流及理性討論，共同為新城區規劃提出有益建議及前瞻性的啟示。

策創新的有關批復，進行了深入講解。

為吸收國際和國內新城區及濱海地區規劃的經驗，體現政府統籌、專家領銜、部門合作、
公眾參與的原則，運輸工務司與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合辦“新城區總體規劃專家研討會”，
邀請內地規劃部門、專業團體及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來澳，就新城填海區規劃中的空

本地

2011 年  「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調研座談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研究課題組一行現正

間利用、特色傳承、生態建設、綠色交通等重大議題，與本地社會各界及專業團體進

在澳進行第一階段的實地調研工作，期間將與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機構、社團代表座談，

行交流及理性討論，共同為新城區規劃提出有益建議及前瞻性的啟示。

聽取各方對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意見和建議，作為調研工作的重要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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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2011 年  城規前瞻之「如何打造澳門外港休閒灣區」座談會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本地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2 年  國際城市發展建設與古跡文化的保護與利用研討會

新城規劃草案中，外港碼頭去留問題受到各界關注。新城總體規劃第二階段公衆

廣州市政協及澳門穗協聯誼會合辦的《國際城市發展建設與古蹟文化的保護及利

諮詢昨日下午三時在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城規前瞻之如何打造澳門外港休閒灣區”

用》研討會於澳門科學館會議室舉行。會上由穗澳四位專家學者嘉賓主講，廣州市政

座談會，來自台灣、內地及本澳專家與團體代表，對外港碼頭搬遷及休閒灣區的發展

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黃淼章、廣州市規劃局名城保護處副處長張磊分別就

提出多項建議，認為碼頭的搬遷較符合長遠發展利益，本澳亦可以參考歐美等先進地

加強廣州文物保護和利用、歷史名城文化保護與城市發展發表講話。澳門城市規劃學

區經驗，發展郵輪或長途渡輪等旅客航運。

會會長崔世平和副監事長陳振光講解了澳門文物保護、活化，以及生態旅遊規劃與社

本地

2012 年  珠海環境宜居建設高層專家論證會

珠海環境宜居建設高端專家論證會在珠海召開，主題為環境宜居如何與歐美先進

區的可持續發展。

本地

2016 年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 國際研討會

國家相媲美，此次活動是珠海建市以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環境宜居建設高端專家
論證會，邀請國內外頂尖規劃大師彙聚珠海，為珠海環境宜居建設把脈問診、出謀劃策。

本地

2012 年  新城區總體規劃工作坊

在新城區總體規劃草案第二階段公眾諮詢中，居民最為關注交通系統。研究團隊
在規劃草案基礎上，結合民意，展開新城區綜合交通規劃編制工作，並就所涉重要課題，
如新舊城區交通聯繫、澳氹第四條跨海通道等，透過工作坊進行前期意見收集工作。
與會者認同全天候通行是澳氹第四條跨海通道的重要考量，方便居民出行，大多傾向
採用隧道形式，並希望盡快開展相關研究及提供數據，同時關注新舊城區的交通連接，
建議做好各區節點交通規劃及配套，避免出現交通瓶頸擠塞問題。

66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國際研討會」於 2016 年 6 月 25 及 26 日舉行，來自國際、
內地及港澳的專家團隊發表專題演講，並與旅遊局、政府相關部門及專業團體代表互
動交流及按專題分組討論，藉此收集意見以完善 "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 "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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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澳門特區城市發展策略研究」專家座談會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本地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2017 年  「新加坡都市更新對澳門的啟示」研討會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主辦的《澳門特區城巿發展策略研究》專家座
談會於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會議約有 100 名專家學者出席。本澳專家學者有：
澳門建築師協會黃如楷監事長、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崔世平會長、澳門城市大學校長張

由澳門建築置業商會主辦的「新加坡都市更新對澳門啟示」研討會昨假世貿中心

曙光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教授、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楊道匡理事長、澳門

蓮花廳舉行，特邀新加坡著名建築師劉太格分享新加坡城市規劃的經驗，另有澳門建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盛力副教授、澳門旅遊學院溫豔瓊副教授等。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

築業界專家、學者也作專題分享。是次研討會分兩個部份進行，首先是享有「新加坡

認真聽取了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課題組就《澳門特區城巿發展策略研究》所作的初步總

規劃之父」譽稱的新加坡大學建築系諮詢委員會主席劉太格分享他主導及參與新加坡

結報告。之後，課題組還將進行經濟產業、遺產保護、住房建設、土地利用及城市設

城市規劃的相關理念與經驗，其次是由澳門建築業界人士崔世平、學者人士楊道匡、

計共五項專題報告。

建築置業商會理事長謝思訓等分別就都市更新工作中不同的主題進行演講。

本地

2017 年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發展研討會

在中央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在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居民的長期共同努力下，粵港
澳大灣區已逐步從民間倡議升格成為國家的發展戰略。澳門特區政府始終高度重視、
積極推動社會各界更好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由澳門特區
政府政策研究室、思路智庫及澳門經濟學會聯合主辦、由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作為支持單位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發展研討會在澳門世
界貿易中心蓮花廳順利舉行。

本地

2018 年  澳門地下設施規劃與發展研討會

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主辦，澳門工程師學會協辧的“澳
門地下設施規劃與發展＂研討會於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演講廳舉行，吸引了內地、
台灣和澳門的相關學者、規劃師、工程師等參與，共同就管溝、地下空間規劃、岩土
工程、污水處理等議題作深入討論和交流。

本地

2018 年  澳門空間發展規劃研討會

2018 年澳門空間發展規劃研討活動周暨七校研究生聯合設計營５日在澳門科技大
學開營。來自海內外的知名建築學和城市規劃領域的專家及研究生將研討澳門的城市
空間規劃，助力澳門轉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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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韌性城市的建立：基建、城規與法律學術研討會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外地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深港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

深港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以下簡稱“雙城展”，舊稱“深圳 ‧ 香港城市 / 建
築雙城 雙年展”）由深圳一方從 2005 年開始創辦，2007 年香港受邀加入，展覽演變
為雙城互動、一展兩地的獨特類型：雙城展。雙城展立足於深圳所處中國前所未有的
快速城市化大背景，聚焦於城市與城市化主題，透過當代視覺文化及展示等呈現方式，
與社會公眾廣泛交流互動。這一全球目前唯一關於城市固定主題的雙年展，至今在深
圳香港雙方先後舉辦過五屆，展出總計 770 多件來自全球的作品，舉辦了 310 多場活動，
吸引了約 86 萬觀眾前來參觀。
        澳門自回歸以來，經濟發展迅速，人均收入更躍升至亞洲前列。惟去年“8.23 風災”

2015 年開始，澳門受邀到深圳參展，期望能拓寬深圳、香港及澳門三地文化創意

卻暴露了澳門社會發展的問題，加強澳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構建“韌性城市”便成為

領域的合作，促進澳門與外界的文化交流，讓澳門能更多了解海內外的城市及建築之

了澳門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研討會邀請兩岸三地相關學者及專業人士進行學術交流，

文化動向，並藉此豐富澳門的文化生活，喚起廣大市民對建築、城市規劃、藝術及設

探討澳門如何構建“韌性城市”，推進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深入分析並提出建設

計的興趣，同時提供展示、交流及溝通的平台，鼓勵本澳年青一代發揮創意，進一步

性意見。

提升其創作之水平，增加其對國際級作品的認識及了解，加強本澳市民對國際盛事的

本地

關注與參與，促進儲備人才資源，與國際社會接軌，藉此宣傳及推動本澳文化藝術的
2018 年  " 一帶一路 " 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

發展，於國際舞台展示澳門代表的優秀作品及其獨特面貌。

“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由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基金會和思路
智庫主辦，邀請政府官員、國內外知名學者、商界領袖及社團代表約 400 人參加，圍
繞“澳門攜手閩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澳門攜手葡語國家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東南亞與‘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澳門助力‘一帶一路’
民心相通”4 個專題進行研討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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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 深圳 )

10 週年特刊 10th Anniversary Booklet

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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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區域城市規劃院院長論壇

2012 年  第一屆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院長論壇
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主辦，第一屆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院長論壇在廣州番禺
召開，共有九個省的省級規劃院包括福建、江西、廣西、海南、湖南、四川、雲南和
廣東等，以及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規劃師學會、澳門城市規劃學會領導和專家參與。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韓佩詩出席了是次活動，進行了澳門城市規劃近況與發展的
主題報告，並代表澳門與各院代表一同簽署了《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院長論壇章程》，
共同建立定期交流探討“泛珠三角地區規劃合作，省（區）規劃院共同發展”的合作機制，
加強各個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之間的交流合作。
2017 年  第七屆深港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之澳門參展計劃
2013 年  第二屆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院長論壇

2017 年  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 深圳）

由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 9 省區人民政府和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在成都開幕，以
“合作發展，共創未來”為主題，“9+2”政府領導人在論壇上共同簽署《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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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的差異化空間中，他認為，三地要協同發展，必須梳理整合現有制度，強調“融

大灣區規劃論壇

合與創新”。建議在現有聯席會議和專職小組基礎上，探索建立大灣區九市和兩個特
2017 年  第一屆大灣區規劃論壇

別行政區恆常化協調機制；創造大灣區內最大程度上的法律扁平化，以拉近大灣區城
市間距離，形成優勢互補。

外地

2008 年  第二屆大珠三角城鎮群規劃與管理論壇

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論壇暨“高等教育、區域創新與經濟增長：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大學的角色與作用”2018 年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懷士堂順利舉行。論
壇分主題報告會和圓桌論壇。專家們分別圍繞“大國·大學·大灣區”、“創新·集群·增
長”、“比較·借鑒·實踐”以及“角色·定位·變革”四個主題發表精彩演講。
2008 年 " 第二屆大珠三角城鎮群規劃與管理論壇 " 在廣州舉行，活動由香港規劃
2018 年  第二屆大灣區規劃論壇

師學會與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合辦，旨在為粵港澳三地的規劃專業人士提供平臺分享
他們的寶貴經驗，各地的高級官員就優質城市的規劃事宜交換意見，為大珠三角的區
域合作創造高質素和可持續的模式。

外地

2012 年  中國高等學校城市規劃專業指導委員年會

「大灣區規劃論壇」是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聯合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香
港規劃師學會、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共同主辦的關於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與發展的綜合性
學術會議，旨在為區域的長遠發展出謀劃策，為粵港澳深度合作搭建平臺。
本屆論壇於深圳舉辦，以“新時代下的大灣區發展”為主題，在首屆論壇形成的
共識基礎上，以共建共用及互利互贏為總體目標進一步搭建規劃工作交流平臺，推進
共同關心領域的合作與研究，促進整個區域的協同發展及綜合進步。

全國高等學校城市規劃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 2012 年會在武漢大學召開。本屆會議
就“人文規劃，創意轉型”進行相關的學術研討。

崔世平首先解讀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提出的“四個維度、五個
戰略定位和六項原則”。由於粵港澳大灣區處於“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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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團交流
5.1 協議簽署
2009 年  香港規劃師學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友好合作協議
為進一步推進港澳兩地城市規劃的深化交流及聯繫，香港規劃師學會與澳門城市
規劃學會於 2009 年 5 月 22 日簽訂了友好合作協議。希望可以 " 加強學習、強化交流、
促進友好合作、優勢互補 " 為原則，以服務社會、加深公眾對城市規劃瞭解和參與、
促進人居和自然環和諧為目標，在充分揮各自優勢的基礎上，建立共同開展培圳、交流、
規劃諮詢、學術研究合作等事務的機制。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設計學術委員會上海會議在上海設計中心（南館）召開。

2009 年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友好合作協議

會議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設計學術委員會主辦，上海市城市規劃學會、上海市城
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上海市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承辦，中國城市規劃設計
研究院上海分院、上海市建築學會城市設計專業委員會協辦。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領導、
城市設計委員會委員、上海城市設計領域的專家、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局領導及上
海相關管理與設計單位參加會議。圍繞“城市設計與空間治理”的主題，重點結合城
市設計領域的理論研究及實踐經驗，就新型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新形勢下的城市設
計工作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並進行了深入的研討。

外地

2015 年  城市設計學術委員會深圳會議 ( 深圳 )
為加強粵澳兩地城市規劃的深化交流及聯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副理事長鄒
德慈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長崔世平於 2009 年 9 月 12 日共同簽訂了合作協議。雙方
以“相互交流，廣泛合作，優勢互補，促進科研”為原則，以服務社會、加深公眾對
城市規劃瞭解和參與、促進人居和自然環和諧為目標，在充分揮各自優勢的基礎上，
建立共同開展培圳、交流、規劃諮詢、學術研究合作等事務的機制。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韓佩詩及規劃師區頌兒赴深圳出席「城市設計——有序
無界」學術年會，與來自全國的城市規劃和設計業界專家學者共同探討新常態形勢下
的城市設計理念、作用、方法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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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訪或接待外地社團
接待

2011 年  香港規劃師學會交流工作坊

為促進本澳與外地規劃工作交流及經驗借鑑，共同探索建設宜居的新城填海區，
以配合 "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 的定位；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司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合
辦 " 香港規劃師學會交流工作坊 "。邀請到香規劃師學會代表就 " 填海地的策略規劃考
慮 - 香港經驗 " 與 " 從城市設計角度出發規劃填海區 " 發表演講，分享外地填海區的規
劃經驗，並與參加者進行互動交流。
為進一步推進粵澳兩地城市規劃的深化交流及聯繫，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與澳門

外訪

2011 年  香港規劃師學會年度晚宴

城市規劃學會於 2009 年 4 月 18 日簽訂了友好合作協議。雙方以 " 相互學習，交流合作、
優勢互補，共同促進 " 為原則，以服務社會、加深公眾對城市規劃瞭解和參與、促進
人居和自然環和諧為目標，在充分揮各自優勢的基礎上，建立共同開展培圳、交流、
規劃諮詢、學術研究合作等事務的機制。
2013 年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與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合作框架協議

為提升內地與澳門在城市規劃上的交流和合作，開展規劃技術交流、培訓人才等
工作，推動本地業界發展，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與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於 2013
年 5 月 13 日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加強學術與專業交流。
崔世平表示，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在城市規劃領域上是內地的權威機構，
在過去合作基礎上簽訂合作框架協議，標誌著進一步加強兩地規劃業界的合作，藉此
提升內地與澳門在城市規劃上交流和合作，加深對內地各大城市規劃的瞭解和認識，
攜手計畫開展規劃技術交流、培訓人才等工作，推動本地業界發展。上海近年高速發
展歷程與澳門情況相近，當中的城際規劃、舊城改造、分區開發、評估城市開發風險
等課題，值得澳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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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與香港規劃師學會參觀澳門大學

為進一步落實年前所簽署的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與香港規劃師學會的友好合作協議，
的機會、並進一步瞭解及交流公型房屋基建規劃的意見。

外訪

2013 年  香港大學澳珠區域規劃考察

接待

港澳兩地的規劃師舉辦了一項以公共房屋為主題的交流活動，藉此促進規劃交流合作

2016 年  澳門規劃師學會和香港規劃師學會聯合舉辦之
    「澳門文物保育導賞交流團」活動

為進一步瞭解澳門舊城區古舊建築修復及活化工作的最新發展，澳門城市規劃學
會及香港規劃師學會聯合舉辦交流活動。澳門及香港的規劃人員近三十人參加今次活
動。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韓佩詩、副理事長區頌兒、財務長羅子盈、香港規劃師
學會會長麥凱薔、前會長譚小瑩帶領參與今次交流活動。
今次交流考察了文化局多個已完成復修及活化工程進行中的項目，包括哪吒展館、
何族崇義堂、戀愛電影館、白鴿巢公園、沙梨頭更館及沙梨頭圖書館，並獲得局方人
員作詳細講解，深入的就各個項目的背景、復修及設計、施工及考古工作上的過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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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務聯誼
6.1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年會
為促進會員間的緊密聯繫，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每年都會舉辦會員大會。會上會總
結過去一年的會務工作，並制定下一年的工作計劃。

2008-2018 年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接待

2017 年  常州代表來澳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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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歷年活動一覽表

6.2 聯誼旅行
為促進會員間的緊密聯繫，學會曾組織舉辦聯誼旅行，加深會員之間的認識，並

    

吸收外地的規劃設計經驗並交流心得。

    日期

     

       項目

參與形式

     第二屆大珠三角城鎮群規劃與管理論壇
     城市規劃與公共政策研討會

2010 年  上海世博會參觀交流團

參與
                          研討會

                    合辦          研討會

2008            第一期粵澳規劃研習班
城市規劃學會上海交流活動由理事長韓佩詩及會員大會主席團秘書鄭冠偉為正副
訪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局均感獲益良多，期望未來能把吸取的經驗回饋本澳城市規劃

              
參與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參與

                 第二期粵澳規劃研習班

行業，共同創造本澳美好的城市環境，讓澳門城市更美好。
2013 年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2 日 1 夜香港交流、農場體驗之旅

參與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大連 )

團長，帶領十多位團員於 2010 年參訪上海世博園。交流團成員對是次參觀世博園及拜

類型

  研習班
會員大會
     其他

                          研習班
參與

     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大型研討會

                          研討會
參與
參與

    

  

     澳門輕軌系統二期可行性研究方案諮詢推介會

公眾諮詢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天津 )

           
參與

  研討會

    

     

   「城市規劃交流講座系列之 -

         主辦

  研討會

                 主辦

  研討會

                              公共交通系統發展 - 法國經驗之談」           
         2009            「城市規劃交流講座系列之 –
     香港規劃師學會發展 30 週年的回顧」
     

      香港規劃師學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主辦

其他

        主辦

其他

        主辦

其他

參與

  其他

     友好合作協議
     廣東省城市規劃協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友好合作協議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與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友好合作協議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主辦

  研討會

        主辦

  研討會

參與

  研習班

     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加拿大蒙特利爾經驗」
2010            第三期粵澳城市規劃研習班
為了進一步地瞭解香港的城市規劃發展現況及加深會員之間的認識，澳門城市規劃

    

     2010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重慶 )

參與

  研討會

學會於 2013 年舉行香港交流、農場體驗之旅。參加者參觀了香港新界農場和體驗有機

    

      “中國 2010 年上海世博會參觀交流團”

參與

     論壇

產品製作，從多方面學習香港的城市規劃。

   

     澳門城市規劃編制體系研究發佈會

參與

  發佈會

     設計怡居 . 綠意盈城 – 城市與景觀設計研討會      主辦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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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城市用地分類研究講座
  2010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新城區總體規劃專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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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            講座
  
     

參與

     參與

  其他

  

   「城規法海外經驗」交流會

    

     珠海環境宜居建設高層專家論證會

參與

   論證會

     新城區總體規劃工作坊

參與
參與

   工作坊

      

  研討會

           2012

     洲西部地區技術考察活動

  

     新城總體規模工作坊

參與

  工作坊

     第四期粵澳規劃研習班

參與

  研習班
    講座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地理資訊           主辦

      

     講座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昆明 )

   研討會

     

     公眾參與 – 澳門建驗分享與交流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城市規劃         主辦

    講座

      編制體系：外地經驗與實踐分享」

  

    

     中國高等學校城市規劃專業指導委員年會

參與

     其他

  

     香港規劃師學會年度晚宴

參與

     其他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草案專家論證會

參與

  論證會

          

      第六期粵澳規劃研習班

     其他
參與
參與         研習班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暨橫琴政策創新宣講會

參與

  發佈會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青島 )

參與       研討會

  座談會

               

     粵深港澳青年規劃組論壇

參與

   研討會

        主辦

  會議及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南京 )

            

     共建以人為本的城市生活：
      香港與澳門青年規劃師互動工作坊

參與

      

參與
            
參與

  眾諮詢

      城規前瞻之“如何打造澳門外港休閒灣區”

參與

  座談會

   

  2012    

        合辦

  工作坊

        合辦

  工作坊

             協議簽署
參與          論壇

     第二屆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院長論壇

          2013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2 日 1 夜香港交流、

參與

     新城地下空間發展研究工作坊

      

  研討會

     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會

               香港規劃師學會交流工作坊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城市發展與空間管理新趨勢 – 上海經驗分享」  

  研討會

      座談會

     

         合辦       交流 /考察

   

      調研座談會

   

   工作坊

  座談會

   “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公共房屋＂ – 澳港規劃主題交流活動

參與
參與

參與

         2011             如何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圓桌座談會
    

參與         研習班

      第五期粵澳規劃研習班

     新世紀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拓展與理論思考講座      主辦

     系統 (GIS) 應用：中國與美國案例實務分享」
    

    研討會       

     研討會

     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城市規劃碩士班的珠江三角

    

         合辦         
交流 /考察

                 國際城巿發展建設與古跡文化的保護與利用

   “城市發展與文化保育”–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         合辦       交流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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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       交流 / 考察

     農場體驗之旅

參與

         

     香港大學澳珠區域規劃考察

參與     交流 / 考察

    

     城市發展新視野 –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國際研          主辦

其他
   研討會

      討會暨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五週年慶祝晚宴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             主辦

其他

     氹仔市中心段路線及車站設計公眾說明會

參與

公眾諮詢

       研究院合作框架協議

    香港規劃師學會年度晚宴

參與

   其他

     香港規劃師學會年度晚宴

參與

     其他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參與

   其他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參與

     其他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優化城市

參與

研討會

      空間新趨勢 : 城市綜合體的發展與設計」
     香港規劃師學會望德堂座談及實地考

                            第一屆泛珠三角省（區）規劃院院長論壇
86

       主辦        交流 /考察
參與

        

     「城市規劃海外交流講座系列之 – 從 “超級            主辦

          2014

     城市”到“最宜居城市”：奧克蘭城市轉型
     的挑戰」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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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公眾諮詢

    

      與香港規劃師學會參觀澳大橫琴                             協辦        交流 / 考察

                  澳門特別行政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協辦
      

      上海會議 ( 上海 )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海口 )

參與

   研討會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參與

    其他

        主辦

    論壇

    

        主辦

  工作坊

    

      判斷與取捨 – 工作坊
        協辦

         2015             城市設計學術委員會深圳會議 ( 深圳 )
      

       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階段公眾諮詢

  

     

      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新城規劃及交通

  研討會

                         

參與      交流 / 考察

                             

參與       公眾諮詢

        主辦

  
     

   工作坊

參與

     論壇

參與      交流 / 考察

  

    「新加坡都市更新對澳門的啟示」研討會

        主辦

   研討會

               

參與         研討會

       

      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 深圳 )

              

參與            展覽
參與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沈陽 )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國際研討會

  

    其他

參與           研討會

參與         展覽

      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

參與        

其他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參與

其他

公眾諮詢

      團體交流會

                  澳門規劃師學會和香港規劃師學會聯合舉辦之

參與

    「澳門特區城市發展策略研究」專家座談會

               座談會
參與
    其他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參與

   研討會

   

      澳門空間發展規劃研討會

參與

   研討會

  

       荔枝碗文物評定諮詢

參與        

公眾諮詢

  

    “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

參與

   研討會

參與          研討會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東莞 )

   

      中規院深圳分院及哈爾濱工業大學於澳門考察      主辦        交流 / 考察

         2017           「海峽兩岸暨港澳協同創新論壇（澳門）」         主辦

      大灣區規劃中澳門發展策略初探會議

    講座

      

        主辦

      第二屆大灣區規劃論壇

        主辦

   研討會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杭州）

    

      

      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制度

參與       研討會
參與
其他

     

      

      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

參與

其他

參與

    其他

       

      友好合作協議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大會

                             韌性城市的建立：基建、城規與法律學術               參與         研討會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成立十週年慶祝及專業交流會       主辦

   研討會

      的發展規劃」研討會

88

     會議

參與      公眾諮詢

   

      系列活動之「專家走進校園科普活動」
    「創意產業及城市規劃：日本橫濱創意產業

        主辦

          2018            荔枝碗船廠片區保護及活化專家說明會

其他

                    出席       交流 / 考察

參與             其他
                           參與      公眾諮詢

      澳門地下設施規劃與發展研討會

  

參與          研討會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公共諮詢業界及        協辦

    「澳門文物保育導賞交流團」活動

       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 深圳 )

                《歷史城區保護管理計劃》公開諮詢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 貴陽 )

   

   

   研討會

      常州代表來澳門考察

      香港規劃師學會年度晚宴

      系統的價值判斷與取捨 – 工作坊

      

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發展研討會                                           參與               研討會

      王景慧教授與澳門世遺展覽暨研討會

         2016

「澳門城市規劃及土地相關法律制度導論」

          2017            第一屆大灣區規劃論壇 ( 深圳 )
  

      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城市發展的價值

       

    評審

      研討會

      判斷與取捨 – 論壇

      

      第七屆深港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            協辦
      之澳門參展計劃

      城市規劃科普系列活動之城市發展的價值
     

   座談會   

                  發展規劃」座談會

參與           會議

         2014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設計學術委員會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Macao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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