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區重建局
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

第二及第三發展區
公共運輸交匯處之遷置安排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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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3/2020號
(第五次會議 : 26.11.2020 )



 現時整體項目進度

 現時觀塘市中心重建區內的道路改善工程及進度

 將來於觀塘市中心重建區內的道路流向

 公共運輸交匯處的遷置安排及基礎設備提供
 公共巴士站

 小型公共巴士站

 回應區議會於2020年9月10的信函、10月6日及11月3日區議會大
會上的意見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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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介紹的內容



項目進度(主地盤建築工程)

 現正進行主地盤大樓及基座平台工程
 整個項目預計於2021年完工

3



項目進度(主地盤建築工程)

 現正與相關政府部門進行驗收程序
 預計於2020年完成驗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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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度(主地盤建築工程)

 公共運輸交匯處試車
 2020年3月9日及9月22日（巴士公司）
 2020年6月19日及10月12日（小巴商會）

３月９日 ９月２２日

６月１９日 １０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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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度(道路改善工程)

 於康寧道、裕民坊、協和街及物華街分階段進行道路改善工程，包
括地下管線改道、車路及行人路擴闊工程。

 已於2020年第三季完工。

康寧道裕民坊 協和街 物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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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2020年4月9日取得大樓基座(平台層)入伙紙

 樓宇機電系統已進行最後組裝及測試，於2020年第3季完成

 相關政府部門正進行驗收程序，預計於2020年第4季完成

 預計相關政府部門於2020年第4季尾或2021年第1季內完成驗收

 預計2021年第1季移交政府部門及開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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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工程進展報告



牛頭角道

現時車輛的行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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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坊

康
寧

道

巴士總站出入口

觀塘道

同
仁

街

封閉現有臨
時巴士站

封閉現有臨
時小巴站

牛頭角道

第二及三發展區相關的道路改善工程

第二及第三發展區
(基座兩層為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及小巴總站)

物華街道路改善工程包括:

- 擴闊第二及第三發展區旁的行人路；
- 行車路由三線單向行車擴闊至四線雙

向行車(兩線東行，兩線西行)。

康寧道道路改善工程包括:

- 擴闊第二及第三發展區旁的行人路；
- 介乎物華街及牛頭角道的行車路由五

線單向行車更改為五線雙向行車(兩線
南行，三線北行)。

- 擴闊兩邊行人路；
- 介乎物華街及擬建小巴總站出入口的行車路

由四線雙向行車擴闊至五線雙向行車(三線南
行，兩線北行)；

- 介乎觀塘道及擬建小巴總站出入口的行車路
維持四線雙向行車(兩線南行，兩線北行)；

協和街道路改善工程包括:

小巴總站出入口

第二及第三發展
區出入口

第二及第三發展
區出口

第二及第三發
展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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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街行人路

康寧道行人路

物華街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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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路口改善工程

行車方向轉變方案

第一階段（預計2020年12月)

牛頭角道，裕民坊及康寧道路口

第二階段 (預計2021年2月尾)

康寧道及物華街路口

第三階段（預計2021年2月尾)

物華街及協和街路口及同仁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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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路口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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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路口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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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路口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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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道路及路口改善工程

現有行車路線

新增行車路線

增設專用左線供協和街
南行左轉往觀塘道車輛,

避免進入迴旋處



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總站

提供8個巴士上落客區

1/F

巴士乘客候車區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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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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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總站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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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總站人流

經扶手電梯通往
商場，康寧道及
小巴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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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巴總站
提供9個公共小巴上落客區
及10個專線小巴上落客區

公共小巴總站 專線小巴總站

G/F- 擬定的小巴充電站位置 - 擬定的小巴站洗手間位置

2 31 4 5

6 7 8 9

1 2
4

3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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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巴總站(專線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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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巴總站(非專線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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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巴總站車流

 擬增設的調頭行車道 23



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巴總站人流

24



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巴總站內充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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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於觀塘道東行
設置迴旋處左轉專用行車綫

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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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及工程完成後行人路緣

人流方向

現時行人路緣

工程完成後
行人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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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於觀塘道東行設置迴旋處左轉專用行車綫可行性研究



擬改移之主要公用設施

現時行人路緣

750mm及600mm 食水管

132kV 電纜

11kV 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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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之主要公用設施

現時行人路緣

750mm及600mm 食水管

132kV 電纜

11kV 電纜

29



擬建之連接港鐵觀塘站與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第四發展區）的架空平台及主要公用設施

現時行人路緣

750mm及600mm 食水管

132kV 電纜

11kV 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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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之11kV電纜

擬建之132kV電纜
擬建之600mm食水管 擬建之750mm食水管

擬改移之60mm食水管

擬改移之750mm食水管

現時行人路緣
完工時之行人路緣

第四發展區地庫牆

現有車路範圍

完工後車路範圍完工後行人路範圍

公用設施剖面圖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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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之架空平台



位置 長度（米） 最少闊度（米）

1 38 2.2

2 40.5 1.68

3 38 1.4

總長度 = 116.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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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興建之有蓋行人路



大約1.68米

位置 2位置 1

大約2.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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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行人路闊度



大約1.4米

位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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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行人路闊度



觀塘賽馬會健康院

建議興建之有蓋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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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提早清拆觀塘賽馬會健康院



回應區議會於2020年9月10的信函、10月6日及
11月3日區議會大會上的意見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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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改道前及後對觀塘道迴旋處的交通流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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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道路改善工程前及後對觀塘道迴旋處的交通流量的改變

路口表現

飽和／不接
受

可接受

滿意

非常滿意

設計流量與容車量比率（優先
通行路口／迴旋處）

設計流量與容
車量比率

路口表現

> 1.0 飽和／不接受

0.85 – 1 可接受

0.5 – 0.85 滿意

< 0.5 非常滿意

圖例

早上繁忙
時間

下午繁忙
時間

觀塘道迴旋處路口表現

2021年道路改善前

觀塘道東行 0.61 0.60

觀塘道西行 0.76 0.87

協和街南行 1.00 0.76

整體迴旋處表現 1.00 0.87

2021年改善工程後

觀塘道東行 0.70 0.71

觀塘道西行 0.76 0.87

協和街南行 0.59 0.42

整體迴旋處表現 0.76 0.87

就以上公共交通,往來第二及第三發展
區, 交通改道措施及按年增長的交通流
量,觀塘道迴旋處的交通流量變化及路
口表現如下

觀塘道迴旋處車流量
（每小時小客車單位）

2021年道路改善前

觀塘道東行 1,440 1,39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觀塘道東行 1,640 1,625

車流差距

觀塘道東行 +200 +235

觀塘道迴旋處車流量
（每小時小客車單位）

2021年道路改善前

觀塘道西行 980 1175

2021年改善工程後

觀塘道西行 1,040 1,225

車流差距

觀塘道西行 +60 +50

觀塘道迴旋處車流量
（每小時小客車單位）

2021年道路改善前

協和街南行 1,265 975

2021年改善工程後

協和街南行 635 460

車流差距

協和街南行 -630 -515

整體觀塘道迴旋處車流量
（每小時小客車單位）

2021年道路改善前

觀塘道迴旋處 3,685 3,54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觀塘道迴旋處 3,315 3,310

車流差距

觀塘道迴旋處 -370 -230

整體觀塘道迴旋處的交通流量於道路改善工程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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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道

路口表現

飽和／不接
受

可接受

滿意

非常滿意

康
寧

道

牛頭角道

設計流量與容車量比率（優先
通行路口／迴旋處）

設計流量與容
車量比率

路口表現

> 1.0 飽和／不接受

0.85 – 1 可接受

0.5 – 0.85 滿意

< 0.5 非常滿意

剩餘容車量（交通燈路口）

剩餘容車量 路口表現

< 0% 飽和／不接受

0% - 15% 可接受

15% - 50% 滿意

> 50% 非常滿意

2021年道路改善工程完成後的路口表現(已包括公共運輸交匯處及
第二、第三發展區)

2021年道路改善前

觀塘道東行 0.61 0.60

觀塘道西行 0.76 0.87

協和街南行 1.00 0.76

整體迴旋處表現 1.00 0.87

2021年改善工程後

觀塘道東行 0.70 0.71

觀塘道西行 0.76 0.87

協和街南行 0.59 0.42

整體迴旋處表現 0.76 0.87

圖例

早上繁忙
時間

下午繁忙
時間

2021年道路改善前

20% >5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50% 50%

2021年道路改善前

15% 3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50% >50%
2021年道路改善前

>50% >5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45% 35%

2021年道路改善前

>50% >5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35% 25%

2021年道路改善前

>50% >5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25% 20%

2021年道路改善前

>50% >50%

2021年改善工程後

25% 25%

道路改善工程完成後的路口表現均在可接受以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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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巴士使用康寧道右轉物華街再右轉往公共運輸
交匯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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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於2020年9月10日發出的信
件中建議巴士使用康寧道右轉物華街再右轉往公共運輸交匯處,以減輕開
源道迴旋處負荷。

• 相關巴士路線資料

路線號碼 路線
早上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每小時客車架次

3D 慈雲山(中) – 觀塘(裕民坊) 38 38

17 何文田(愛民邨) – 觀塘(裕民坊) 25 25

101 堅尼地城 – 觀塘(裕民坊) 30 30

101X 堅尼地城 – 觀塘(裕民坊) 5 5

Total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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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巴士使用康寧道右轉物華街再右轉往公共運輸交匯處
的可行性



巴士搬到公共運輸交匯處後，每小時增加約100客車架次

交通改道及搬遷公共運輸交匯處後每小時對迴旋處交通流量的改變(巴士)

巴士號碼

巴士路線 巴士班次 (資料來源: 巴士公司網頁) 路經迴旋處
每小時增加 / 減少 迴旋處負

荷(客車架次) (1)

由 前往 繁忙時間最頻密班次(分鐘) 每小時班次 現時走線 將來建議走線

早上繁忙時間下午繁忙時間早上繁忙時間下午繁忙時間 早上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3D 慈雲山(中) 觀塘(裕民坊) 4 4 15 15 不會 會 38 38

17
何文田(愛民

邨)
觀塘(裕民坊) 6 6 10 10 不會 會 25 25

101 堅尼地城 觀塘(裕民坊) 5 5 12 12 不會 會 30 30

101X 堅尼地城 觀塘(裕民坊) 30 30 2 2 不會 會 5 5

交通改道及搬遷公共運輸交匯處後每小時對迴旋處交通流量的改變(巴士) 98 98

1. 根據 《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 1輛巴士等於2.5客車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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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改道後對觀塘道左轉協和街經觀塘道迴旋處交通流量
的改變



觀塘道

路口表現

飽和／不接
受

可接受

滿意

非常滿意

註：1. 進位至 5%

康
寧

道

牛頭角道

設計流量與容車量比率（優先
通行路口／迴旋處）

設計流量與容
車量比率

路口表現

> 1.0 飽和／不接受

0.85 – 1 可接受

0.5 – 0.85 滿意

< 0.5 非常滿意

剩餘容車量（交通燈路口）

剩餘容車量 路口表現

< 0% 飽和／不接受

0% - 15% 可接受

15% - 50% 滿意

> 50% 非常滿意

2021年道路改善工程完成後的路口表現比較(已包括公共運輸交
匯處及第二、第三發展區) (巴士分別左轉/右轉進入巴士總站)

圖例

早上繁忙
時間

下午繁忙
時間

經協和街、物華街
左轉入巴士總站

45% 35%

經康寧道、物華街
右轉入巴士總站

35% 25%

經協和街、物華街
左轉入巴士總站

35% 25%

右轉入巴士總站
（經康寧道、物華街）

35% 25%

經協和街、物華街
左轉入巴士總站

25% 25%

經康寧道、物華街
右轉入巴士總站

25% 25%

經協和街、物華街
左轉入巴士總站

25% 20%

經康寧道、物華街
右轉入巴士總站

35% 30%

經協和街、物華街
左轉入巴士總站

>50% 50%

經康寧道、物華街
右轉入巴士總站

>50% >50%

經協和街、物華街
左轉入巴士總站

>50% >50%

經康寧道、物華街
右轉入巴士總站

>50% >50%

經協和街、物華街左轉入巴士總站

觀塘道東行 0.70 0.71

觀塘道西行 0.76 0.87

協和街南行 0.59 0.42

整體迴旋處表現 0.76 0.87

經康寧道、物華街右轉入巴士總站

觀塘道東行 0.66 0.67

觀塘道西行 0.76 0.87

協和街南行 0.59 0.42

整體道迴旋處 0.76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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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東行右轉往巴士總站
車龍長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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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平均車龍長度

上午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右轉往巴士總站
車龍長度
上午：26m，下午：26m

增設「黃格」路面標記

當位於物華街東行的巴士/小巴分站被
搬遷/合併後，物華街東行的車流將不
再受轉入巴士總站的車龍所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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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東行右轉往巴士總站車龍長度的估算 (平均車龍長度)



物華街巴士及小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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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於物華街有9條巴士線分別為

路線號碼 路線

13D 維港灣 - 寶達

14B 牛頭角 - 藍田(廣田邨)

16M 藍田(康華苑) - 觀塘站 (循環線)

23M 樂華 - 順利(循環線)

28B 啟德(啟晴邨) - 彩福

89 瀝源 - 觀塘站

89B 沙田圍觀塘站

89X 觀塘(翠屏道) - 沙田站

N293 旺角東站 - 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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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巴士路線



 當中16M將會搬進第二及
三期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若取消物華街站，13D，
23M，28B及N293最近的
巴士站是和樂邨，相距約
為200至350米。

 若取消物華街站，14B，
89,89B及89X最近的巴士
站是觀塘站，相距約為
600米。

約200米約350米

約6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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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巴士路線



 跟據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
巴士站與路口的最短距離是
50米,因此, 巴士站只可前移
約15米

 如同時間有巴士於慢線巴士
站上落客及在快線等候進入
巴士總站,物華街東行亦會
全線受阻

 因此如巴士採用物華街右轉
進入巴士總站,則不建議保
留物華街巴士站

擬建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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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

物華街巴士路線



 有建議認為89,89B及89X可
改道前往協和街北行,經翠
屏道,觀塘道及觀塘道迴旋
處進入觀塘站

 因應此建議會增加觀塘道西
行進入迴旋處的車輛數目,
因此並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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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巴士路線



 若取消物華街站，14B，
89,89B及89X最近的巴士站
是觀塘站，相距約為600米

 如在現時協和街南行近同仁
街的巴士站增設14B，
89,89B及89X的巴士站, 距
離可縮小至約3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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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巴士路線



 現時於物華街有兩條專線小巴分別為

路線號碼 路線

23 雲漢邨 – 觀塘同仁街

22A 樂華邨 – 九龍灣祥業街

現時專線小巴22A行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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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小巴路線



 當中專線小巴 23 將會搬進第二及
三期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專線小巴 22A 只是途經觀塘市中
心，因此未有安排搬進第二及三期
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專線小巴 23會搬進
公共運輸交匯處

專線小巴 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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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華街小巴路線



增設觀塘道西行右轉往康寧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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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於2020年9月10日發出
的信件中建議觀塘道西行方向近康寧道最右線改為可右轉至康寧道，
令駕駛者無須圍繞第二及第三發展區行駛一圈才可到達康寧道或牛頭
角道。

 根據交通流量估算分析顯示，在第二及第三發展區相關的道路改善工
程完成後，觀塘道與康寧道交界的交通燈控制路口的剩餘容車量仍在
滿意及可接受的水平。如實行建議三的方案，將需要以下改動：

 觀塘道西行將由現有四條西行直行行車線減至三條直行行車線，另改設一條右
轉行車線至康寧道。

 為了提供觀塘道西行右轉，觀塘道東行車輛的綠燈行車時間將會縮短。

 以上改動將會導致該交通燈控制路口剩餘容車量跌至飽和及不接受水平，改動
會影響觀塘道東行線的交通，故此並不建議。

55

增設觀塘道西行右轉往康寧道的可行性



路口表現

飽和／不接受

可接受

滿意

非常滿意

剩餘容車量（交通燈路口）

剩餘容車量 路口表現

< 0% 飽和／不接受

0% - 15% 可接受

15% - 50% 滿意

> 50% 非常滿意

圖例

早上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2021 年改善工程後觀塘道/
康寧道的剩餘容車量

25% 20%

增設右轉後觀塘道/康寧
道的剩餘容車量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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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觀塘道西行右轉往康寧道的可行性



增設觀塘道東行第五條行臨時車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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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於現有觀塘道東行北側增加一條東行行車線

-現有行人天橋設施及結構將會影響到新增東行行車線

-受影響的行人天橋需要先進行改建

新增東行行
車線

現有行人天
橋及結構

觀塘道

康寧道 同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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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坊封閉後增設觀塘道東行第五條行車線的可行性



v v

現有地下公用設施位置

圖例

現有132kV電纜
現有11kV電纜
現有1200mm食水管
現有雨水渠/ 箱形雨水渠
現有450mm污水渠
現有煤氣管道

裕民坊封閉後增設觀塘道東行第五條行臨時車線的可行性

方案一：於現有觀塘道東行北側增加一條東行行車線

-受影響的地下公用設施需先進行改移



方案二：將現有觀塘道東行輔道改為東行行車線

現有交通燈控制路口將被保留並繼續運作，觀塘道東行交通將繼續受交通燈影響，

於附屬道路行車時需要停車等候，如附屬道路封閉，觀塘道東行交通可無阻地直達

迴旋處。

現有觀塘道東行附
屬道路改為東行行
車線

現有交通燈控制路口需
要保留並繼續運作

觀塘道

康寧道
同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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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坊封閉後增設觀塘道東行第五條行車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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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道/同仁街/裕民坊路口於小巴站搬遷後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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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現時小巴搬往第二、三期公共運輸交匯處後，同仁街南行和觀塘道
附屬道路車流會減少

• 因此同仁街南行和觀塘附屬道路的綠燈時間可縮短並加長觀塘道東行
綠燈時間

綠燈時間加長

綠燈時間減少
綠燈時間減少

交通燈號控制方法

觀塘道/同仁街/裕民坊路口於小巴站搬遷後的安排



新增協和街南行巴士專用右轉行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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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現時行車路線
將來行車路線  協和街南行方向新增一條巴

士專用右轉行車線轉入物華

街，而不需要經過迴旋處。

 專用右轉行車線預計每小時

可疏導約 79 小客車單位（

每分鐘約 1-2 架小客車）

 新增專用右轉行車線能減低

迴旋處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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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協和街南行巴士專用右轉行車線



新增協和街南行巴士專用右轉行車線後每小時對迴旋處交通流量的改變（巴士）

巴士號碼

巴士路線 巴士班次 (資料來源: 巴士公司網頁)
每小時增加 / 減少 迴旋處負荷(客

車架次) (1)

由 前往

繁忙時間最頻密班次(分鐘) 每小時班次

早上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早上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早上繁忙時間 下午繁忙時間

13D 寶達 維港灣 15 20 4 3 10 8

13M 寶達 觀塘（雅麗道） 15 15 4 4 10 10

23M 順利 樂華 12 15 5 4 13 10

28B 彩福 啟德（啟晴邨） 15 20 4 3 10 8

89 觀塘站 瀝源 9 8 7 8 18 20

89B 觀塘站 沙田圍 15 10 4 6 10 15

95M 翠林 觀塘（雅麗道） 20 20 3 3 8 8

N293 尚德 旺角東站 通宵路線

新增協和街南行巴士專用右轉行車線後每小時對迴旋處交通流量的改變（巴士） 79 79

1. 根據 《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 1輛巴士等於2.5客車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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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協和街南行巴士專用右轉行車線



擬建巴士線

擬建停車線

 於2021年早上及下午繁
忙時間，協和街/物華街
路口的剩餘容車量約為
0%,即已飽和。

ORIGINAL METHOD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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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協和街南行巴士專用右轉行車線



觀塘道迴旋處車龍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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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觀塘道迴旋處車龍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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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改善工程完成後觀塘道迴旋處車龍長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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