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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郊野公园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其形成发

展及管制策略与贯穿全港的历次规划战略及政策文件息息相关。文章试图对其在规划

政策影响下的阶段特征及自身管制机制展开分析。首先，文章将 20 世纪中叶以来关键

性规划政策对香港郊野公园的影响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1945—1970 年咨询研究阶段、

1970—1980 年规模化兴建阶段、1980—2000 年小微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2000 年以来

用途优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影响的维度主要集中在郊野公园的空间分布、功能内涵、

形态组织及规模拓展等，但不同阶段的影响维度有异，影响的力度也存在差别。其次，

从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法律法规变迁与内容、多主体参与管制过程三个维度阐述了香

港郊野公园的管制机制：一是法律保障下的专门机构设置与赋权，二是建立了覆盖全面

的法律法规体系，三是开展社会组织与经济团体的参与性管制。本文希望为我国城市制

定相应的绿色生态空间管制政策，渐进式地优化绿色生态功能配置及空间组织提供借鉴。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parks in Hong Kong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and ecological space in China.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country parks is tightly connected with several versions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policies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country park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its regulation mechanism.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country parks through probing the related urban planning and policies, further divides it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the consulting research phase of 1945-1970,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phase of 1970-1980, the micro-growth and partial adjustment phase of 1980-2000, and using 
optimization and expansion planning phase after 2000. The influencial dimensions encompasses 
spatial layout, function definition, morphology design and size defini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influencial dimension and influencial intensific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arrangement, law content and 
empowerment, and multi-sakeholder involvemen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providing the 
insightful implication for regulation and policy-making of China’s urban green and ecolog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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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空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底，

在城市及区域环境危机频发的当前，其有效

维护与管制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

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与《全国国土规

划纲要（2016—2030 年）》为代表，近年来我
国密集颁布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规划与政策，

重申对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严控与地方约束

立场，框定了基本生态安全格局，对城市绿

色生态空间的保护具有宏观指导意义。其中，

“郊野公园”作为城市自然资源和居民行为

活动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日益受到学界与

业界的关注。“郊野公园”理念形成于 1920
年代的英国，1945 年后逐步进入我国香港地
区，1990 年以来陆续在我国深圳、上海、成
都、北京、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展开了理论

与实践探索。尽管与内地大城市的高密度人

居环境相似，但是，香港地区作为人口密度高、

可利用土地紧缺的“弹丸之地”，仍然维护了

高质量、大规模的城市郊野公园系统。其中，

与发展阶段紧密协调、随时随势修改完善的

郊野公园管制机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容忽

视。本文将对香港郊野公园演进发展阶段和

管制机制展开分析，希冀为我国其他大中城

市郊野公园规划建设与管理带来启发。

1  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管控的国际与国
内经验

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系指“城市区域未

开发或基本未开发、具有自然特征的环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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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1-2]。如何有效保护与利用城市生态空间，是国内外大

都市规划建设的重要议题。西方国家通过多年规划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经验 [3-4]，典型如英国的“绿带”政策 [5-7]、

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绿心战略”[8-9]、美国波特兰的生态

城市建设 [10] 等。西方国家实践表明城市绿色空间保护的重

点在于管制策略制定，突出空间规划作为生态空间管制工

具的重要作用。国内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管制实践集中于大

中城市（群），可分为立法管制 [11]、跨区域合作 [12]、规划引

导 [13] 等类型。国内研究在解析分布特征 [14-15]、规划设计方

法 [15-16]、管控措施 [16-17] 等基础上，突出绿色空间管制对优化

城市空间格局的作用。相关管制策略与城市空间规划互为

表里、相互补充，空间规划是政府落实生态空间管制的战

略工具，为政府的管制提供方向和依据，例如体量、大小、

布局等。面对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迫切需求，维护生态空

间服务价值、建立与城市社会的和谐互动，是下阶段我国

城市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实践

还比较薄弱，尚需借鉴国内外经验指导实践。

自 1976 年 8 月《郊野公园条例》颁布起，迄今香港已
建成 24 个郊野公园。这些公园在抑制城市蔓延、平衡开发
与保护、提供康乐场所等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是绿色生态

空间建设的样本 [18]。1980 年代，国外已经开始了对香港郊
野公园的研究 [19]。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游客游憩方式的识

别、评估 [19-20] 与公园景观绿化的分布特征探测、维护 [21-22] ；

后期随着郊野公园建设的深入，开始转向对园林绿化的维护

管理 [23]、公园管理的绩效提升 [24]。但是对郊野公园发展的

阶段特征不够重视，相应的管制机制研究也不足。国内相关

研究中典型有石崧等人梳理了香港郊野公园从初创、筹划到

巩固的发展历程，将其成功归于法规制度、规划设计、日常

管理三方面 [18,25] ；张晓鸣探讨了香港郊野公园与新市镇的关

系 [26] 等。但香港郊野公园发展过程中，如何受到相关规划

及政策文件的影响，采用了何种管制机制，相关研究尚不充

分。对此，本文试图从“空间规划与政策对香港郊野公园的

多方面影响”，及该影响下的“管制机构设置、法律法规变迁、

多主体参与管制”两个维度，探究规划政策影响下香港郊野

公园的阶段特征与管制机制。

2  香港郊野公园概况

迄今香港已建成 24个郊野公园，总占地面积达 43 455 hm2，

24 个郊野公园广泛分布于全港各处（图 1），所处的区位环
境既包括风景怡人的山岭、丛林，也涵盖水塘和海滨地带 

图 1  香港 24 个郊野公园的空间分布示意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相关资料改绘 http://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cou/cou_vis_cou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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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2016年香港郊野公园年均接待游客（包括市民）及参与
自然护理教育活动人数

年份
年均接待游客数量

/万人次
参与自然护理教育活动人数

/万人

2007 1 250 17.5

2008 1 250 20.0

2009 1 340 32.8

2010 1 320 39.1

2011 1 340 33.4

2012 1 290 28.0

2013 1 140 29.2

2014 1 120 28.1

2015 1 320 36.6

2016 1 300 35.1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统计数据整理（http://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
cou_lea/cou_lea_use/cou_lea_use.html）

3  规划政策影响下的香港郊野公园阶段特征

香港郊野公园的发展非一蹴而就，其在空间分布、功

能内涵、形态组织及规模拓展等层面深受多个空间规划与

政策文件的叠加影响，主要包括：1948 年《香港初步城市
规划报告》（Hong Kong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 1948，也
称为 Abercrombie Report）；1972年《郊野公园五年发展计划
（1972—1977）》；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1977年《郊野公
园速办计划》；1984年《全港发展策略》及后期修订的《都会
计划选定策略》；1998年发布的《全港发展策略检讨》；2007
年《香港 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2017年《香港 2030+：跨

越 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影响过程可大致划分为四个
阶段：（1）1945—1970 年咨询研究阶段；（2）1970—1980 年
规模化兴建阶段；（3）1980—2000年小微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
（4）2000年以来用途优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

3.1  1945—1970 年咨询研究阶段 
二战末期，英国在人口安置及战后重建问题的导向下，

采纳了阿伯克隆比（Leslie Patrick Abercrombie）的“大伦敦

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方案。受到香港当时的主权特

征及爵士赴港起草《香港初步城市规划报告》等因素的影

响，“类似大伦敦规划的绿化隔离带”被树立为该阶段香港

郊野公园发展的对标。笔者认为，其对香港郊野公园的影响

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赋予“抵御和屏障”功能，即借

鉴大伦敦采取的“母城—卫星城空间隔离”的做法，寄希望

于郊野公园抑制城镇空间的无序蔓延，维系本土有限的生态

环境要素；另一方面，区别于大伦敦规划中设想的数十公里

宽的绿带尺度，初步探索了适应本土地理及建成环境的郊野

（表 1）。数据显示，2007—2016 年，香港郊野公园年接待
游客（包括市民）数量均维持在 1 300 万人次左右（表 2）。
市民与游客在郊野公园内开展的活动涵盖健身、远足、烧烤、

家庭旅行及露营等多种形式，显示出郊野公园功能组织的丰

富性。此外，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的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

35 万人次参与郊野公园的自然护理及教育活动（表 2）。可
以说，郊野公园深受香港各阶层人士欢迎，已经成为时下最

有益身心的户外康乐活动场所。

表 1  香港 24个郊野公园的划定时序及占地面积一览表

首次划定

年份
郊野公园名称 划定日期

占地面积 / 
hm2

1977 年

城门 1977 年 6 月 24 日 14

金山
1977年 6月 24日（首划）

2013年12月30日（修定）
3.39

狮子山 1977 年 6 月 24 日 5.57

香港仔 1977 年 10 月 28 日 4.23

大潭 1977 年 10 月 28 日 13.15

1978 年

西贡东
1978 年 2 月 3 日（首划）

2013年12月30日（修定）
44.94

西贡西 1978 年 2 月 3 日 30

船湾
1978 年 4 月 7 日（首划）

2017年 12月 1日（修定）
45.94

南大屿
1978年 4月 20日（首划）

2017年 12月 1日（修定）
56.4

北大屿 1978 年 8 月 18 日 22

八仙岭 1978 年 8 月 18 日 31.25

1979 年

大榄
1979年 2月 23日（首划）

2013年12月30日（修定）
54.12

大帽山 1979 年 2 月 23 日 14.4

林村 1979 年 2 月 23 日 15.2

马鞍山
1979年 4月 27日（首划）

1998年12月18日（修定）
28.8

桥咀 1979 年 6 月 1 日 1

船湾（扩建部分） 1979 年 6 月 1 日 6.3

石澳
1979 年 9 月 21 日

1993年10月22日（修定）
7.01

薄扶林 1979 年 9 月 21 日 2.7

大潭（鲗鱼涌扩建

部分）
1979 年 9 月 21 日 2.7

清水湾 1979 年 9 月 28 日 6.15

1980—2000

年间

西贡西（湾仔扩建

部分）
1996 年 6 月 14 日 1.23

龙虎山 1998 年 12 月 18 日 4.7

2000 年以来 北大屿（扩建部分） 2008 年 11 月 7 日 23.6

迄今为止 — — 434.55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资料汇总（http://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
lea/cou_lea_use/cou_lea_u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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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形态，即尝试界定生态领地、大致框定原始形态轮廓。

从影响的力度来看，政策以引导性为主，“报告”的设想既

未被立法，也无实质的公众参与过程，因此并不具备很强的

实施基础。两个影响维度，一个偏重功能及定位，一个侧重

于空间形态组织，其政策的落地过程均有相当程度的弹性空

间。政策作用的结果在港岛及新界—九龙地区均有体现，其

空间表征是香港政府对“一带六点”的预留：一带，即当时

位于新界及九龙地区之间的、东西走向的狭长郊野公园带

（马鞍山—狮子山—金山—城门—大帽山—大榄）；六点，

即在港岛上预划的六处郊野公园。

3.2  1970—1980 年规模化兴建阶段 
经过 20 余年的思想沉淀、公众传播和技术储备，香港

郊野公园于 1970 年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两个
标志：一是法定身份的确立及相关法规的出台；二是在法律

监管和指导下的规模化兴建。

一方面，虽然郊野公园发展自大伦敦规划设想，但其在

建立适应本地化的法律条款时，更多参考的是美国的国家公

园标准。这种融合了英国思想和美国标准的努力，很快衍生

出第一个官方机构——郊野公园委员会、第一部政府规划文

件——《香港郊野公园发展五年计划（1972—1977 年）》，和
首部《郊野公园条例》。条例、委员会和五年计划的相继形成，

使郊野公园的法定身份得以确立。根据委员会制定的建设规

范，香港政府将设立若干批次的郊野公园。另一方面，由于

法律的刚性保护和机构的行政力量，该阶段郊野公园的数量

大幅增长，首先于 1977 年 6 月—11 月间划定了第一批 5 个
郊野公园：城门、金山、大潭、狮子山及香港仔；其次，在

“郊野公园速办计划”的推动下，在 1978 年和 1979 年分两
批次划定出 16 个郊野公园。由此，至 1979 年末，香港地区
已划定出 21 个郊野公园，规划总面积达到 407 hm2，城市边

缘地带的多数地区均被纳入郊野公园系统。

该阶段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则，法定身份意义重大，标

志着与郊野公园相关的多数行为，不再是单纯的专家倡议或

愿景设想，而是指向具体实施的政府行为。二来，实施的空

间效果显而易见，该阶段确立的三批共 21 个郊野公园，其
总规模已经达到 2017 年香港郊野公园总数的 87.50%，占到

2017 年香港郊野公园总面积的 94.18%。尤其是，1978 年郊
野公园的单位占地面积近 40 hm2/ 个，是 1977 年郊野公园
平均占地面积（约 8 hm2/ 个）的近 5 倍（表 3）。

3.3  1980—2000 年小微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 
在经历了数量和面积上的大幅扩张后，1980—2000 年，

香港郊野公园进入了一个对外融合和小规模渐进式发展的新

阶段，表现为：郊野公园建设与土地利用模式及环境发展准

则的协同，以及郊野公园系统内部的局地细化。

首先，全球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土地利用调整，及可持

续发展理念提倡的环境修复、生态城市建设等，要求站在全

港的高度审视城市建设领域中各子环节间的相互关系。在极

其有限的可开发土地资源条件下，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矛盾愈发突出。由此，郊野公园建设首次开展了受用

地建设模式的影响评估：包括领地范围受人口及居住用地扩

张的影响评估，空间连续性受交通运输系统建设的影响评估，

环境品质受填海、港口及码头建设的影响评估等。评估结果

被部分转化为政府政策，如在受外部影响较大的九龙和港岛

地区，调整郊野公园的管辖范围；在快速开发尚未完全覆盖

的新界外围地区，预留一批自然储备区。又如将环境准则作

为郊野公园建设评审框架的首要原则等。其次，该阶段的公

园实施，由大兴土木式的、宏观框架性的笼统建设，转变为

局地精细化的空间干预：一是详细设计和定点描绘单个公园

的空间边界；二是在九龙北部和港岛中南部地区，重构郊野

公园组群的空间形态。20 年间，郊野公园拓展的数量和单位
面积均大幅降低。新增两个：新界东部的西贡西郊野公园（扩

建）和港岛西端的龙虎山郊野公园，总面积 1.7 hm2，单个

郊野公园面积是前 21 个郊野公园平均面积的 8.72%。

3.4   2000 年以来用途优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 
新千年后，随着法律法规的补充和空间结构框架的锚定，

香港郊野公园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发展阶段。香港

两次规划愿景与策略展望（《香港 2030》与《香港 2030+》）

中蕴含的以人为本和回归市民生活思想，为郊野公园系统的

功能复合化指引了新路径。两版规划研究影响了对未来空间

发展情景的选择，间接促进了郊野公园系统的完善与再拓展。

其中，人文关怀表现在：“两次展望”均倡导郊野公园

在康乐休闲、科普教育及景观游览功能上的复合内涵，认为

除了作为城市生态空间架构的组成部分外，还需回应市民的

日常生活需求，包括健身运动、社会交往、游憩观赏、野外

拓展等。受其启发，香港政府会同《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细化和拓展郊野公园的康乐用途，新增了烧烤和野餐、郊游、

表 3  1970年代香港郊野公园建设数量与面积的增长变化态势

建设

年份

批次总

数量 / 个
批次总面

积 / hm2

批次平均

单位面积 / 
hm2

批次累计数量

占现阶段

总数量比例 / %

批次累计面积

占现阶段

总面积比例 / %

1977 5 40.34 8.07 20.83 9.28

1978 6 230.53 38.42 45.83 62.33

1979 10 138.38 13.84 87.50 94.18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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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漫步、露营、动物及野生植物观赏、课外科普培训等

功能项目；并对服务上述项目的设施，如访客中心、停车位、

营地、步行径及观景处、科普教育设施、公厕及废物箱、儿

童游戏设备等开展了布局探索。其中，市民颇喜爱的长途远

足径（典型如麦理浩径 [Maclehose Trail]100 km、卫奕信径

[Wilson Trail]70 km、凤凰径 [Lantau Trail]78 km、港岛径 [Hong 

Kong Trail]50 km），通常串联几个到数十个郊野公园。

对郊野公园的完善和再拓展建立在对空间发展情景的比

较分析之上。集中发展模式下，优先发展市区土地，新界外

围能够留住较多未开发地区。此举将为在深港相邻区域新增

郊野公园留出弹性空间，但依附于都会区边缘的郊野公园将

面临威胁。分散发展模式下，加快新界地区开发，洪水桥、

古洞北及粉岭北的开发及就业用地将较快增长，对北部潜在

郊野公园地区的保护不利，但政府力量的介入有助于整顿北

部乡郊地区生态要素的凌乱状况，有助于开辟新兴郊野公园

场所。此外，《香港 2030+》强调了西部海上空间的利用与

开发问题，认为其区位优势有条件承担新增的公共中心建设。

由此，两版规划对香港郊野公园建设影响的空间表征可概括

为“一完善、两拓展”。一完善，即在“建议发展模式”中

延伸沙田西侧的郊野公园系统，增强了新界中部郊野公园带

的连续性。两拓展之一，即在新界北部分散式郊区地带，新

增一处红花岭（Robin’s Nest）郊野公园，为在新田和米浦地

区建立郊野公园群打下基础；两拓展之二，即向北新增大屿

山郊野公园，建设力度非常大，一次性增加了近 5% 的郊野

公园面积。

4  香港郊野公园的管制机制

4.1  专门机构设置与赋权
郊野公园建设之初，香港政府即构思了完整的机构框架，

并在法律保障下不断更新完善。如今，在机构配置与行政赋

权上均取得了良好成效。1970 年代，新市镇发展与市民生
活品质提升促进户外康乐活动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此后，

《郊野公园五年发展计划》与《郊野公园条例》进一步规范

化郊野公园的实施操作与管制机制。同时，成立“郊野公园

委员会”——根据政府指示就郊野公园及特殊区域提供规范

准则和法律依据的法定咨询，向渔农处处长提供建议。渔农

处处长亦为郊野公园管理局总监，负责管理郊野公园和特别

地区的一切相关事务 [27]。至此，郊野公园管理体系正式建立。

伴随着郊野公园保护工作的推进，管理机构与法律依据

也在不断更新。2000 年，原政府渔农处更名为渔农自然护
理署，下设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分署，管理相关工作，包括

植树造林、收集垃圾、管制发展项目和提供郊野康乐设施等，

并制作科普书籍、更新官网资料、推出“郊野乐行”活动等

吸引市民。具体建设过程中，重视功能开发、基础设施建设，

满足不同人群需求，如在大屿山昂坪、香港仔等处设立游客

中心，助游人欣赏郊区环境（表 4）。

表 4  香港郊野公园主要管制机构及其组织、职权的演进过程

设立年份 设立的相关管制机构名称 机构组织及主要职权

1964 渔农处 管理渔业及农业的一切事务

1967 郊区的运用及保存临时委员会

专门针对开设郊野公园研究相关提案，在郊区展开调查。1968 年发表《郊野与大众》报告（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eople），建议成立常设咨询组织“郊区委员会”（The Countryside Council）与《郊区的运用及保存临时委员会

报告书》（Report of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for th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1970
香港康乐发展及自然保育委员会

新界康乐发展及自然保育委员会

均为咨询委员会：向当局提供意见，协助制定计划；草拟郊野公园五年发展计划；编订康乐发展及自然保育工作

费用预算案

1976

郊野公园管理局 隶属渔农处，设 1 名总监，渔农处处长为郊野公园管理局总监；管理郊野公园的一切相关事务

郊野公园委员会
法定咨询组织，委员会主席由行政长官直接委派。就郊野公园提供规范准则和法律依据的法定咨询，向渔农处处

长提供意见

1979 郊野公园自然护理科 隶属郊野公园管理局

1995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
结合《海岸公园条例》，由原郊野公园管理局扩充；渔农处处长担任管理局总监；管辖及管理郊野公园的一切相

关事务

1997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
结合《海岸公园条例》，由原郊野公园委员会扩充；法定咨询组织，下设若干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就总监提交的

事宜提供意见；对总监就郊野公园拟订的政策及计划提供意见；对郊野公园管制中的反对申诉提供意见

2000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

由“渔农处”更名，署长为郊野公园管理总监，下设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分署（原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更

名）；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分署下设郊野公园管理科和郊野公园护理科（非法定机构，纳入公务员编制）；管理及

保护郊野公园；推广与环境配合的方式使用郊野公园；就发展建议、规划研究及环境影响评估提供相关意见；监

察及审核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批准的发展工程；执行郊野公园相关法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网站 http://www.afcd.gov.hk/等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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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分配上，《郊野公园条例》赋予行政长官直接委派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规定郊野公园及海

岸公园委员会须向渔农自然护理署署长提供意见，而渔农自

然护理署署长亦为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总监，对郊野

公园和特别地区的管理事务负责。渔农自然护理署与郊野公

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的最高权力集于一人，同时有郊野公园

及海岸公园委员会提供决策建议，保证宏观与微观层次管理

统一，确保内部组织高效运转 [27]（表 5）。功能划分上，郊
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负责对郊野公园的管理提供决策支

持，而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则是负责郊野公园管理的

行政执行机构。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对郊野公园的日

常管理通过管理科和护理科完成。这两个下属机构并非法定

机构，而是由总监结合委员会提出的相关建议及实际需要而

成立出来的工作团体，其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体系。郊野公

园管理科工作集中在策划内部各项建设工作、培育树林及保

育；郊野公园护理科工作集中在对郊野公园宣传、确保法律

运行及监督 [28]。

4.2  覆盖全面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是保障郊野公园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自《郊野公园条例》颁布后，政府不断推出新的补充法规，

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笔者研究发现，截至 2018 年末，与香
港郊野公园管制较为密切的保障法例包括：1 项基本约束法
例、3 项补充约束法例、若干协同约束法例（表 6）。

政策导向上，1980 年代，香港政府将发展新市镇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改善城区周边乡村环境上。1989 年通过《乡
郊规划及改善策略》，制定了一套改善乡郊地区基本设施和

环境的十年计划。为配合计划实施，政策导向上由为市民提

供康体设施场所转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及提

高民众生活质量。管理范围上，随着陆地大部分山体及郊区

划入郊野公园，香港政府将保护范围扩展到海洋。1996 年
正式颁布《海岸公园条例》以保护海洋环境及种类繁多的海

洋动植物，该法例为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划定与管理提供

了法律依据。此外，《城市规划条例》中对于《郊野公园条

例》和《海岸公园条例》的管辖范围也作出了明确区分 [29]。

发展至今，香港已经形成一套以《郊野公园条例》《海

岸公园条例》为核心，《郊野公园和特别区域管理规则》《野

生动物保护条例》《林区及郊区条例》《官邸管理规则》等多

项法规作为补充的法律保障体系 [25]。此外，《香港规划标准

与准则》中的第四章“康乐、休憩用地及绿化”和第十章

“自然保育及文物保护”中，也对郊野公园相关用地、设施

及其保护措施作出了刚性规定。以上法规共同配合形成政策

合力，在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康乐用地的同时，规范了郊野公

园规划、管制、运行与维护，确保香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3  社会组织与经济团体的参与性管制
公众参与作为制度化的民主形式，是保障政策正确执行、

公众意识得以贯彻的必要举措。社会组织机构的参与式管制

赋予城市管制新活力，不同主体的监督式合作促成了郊野公

园管理升级。

参与渠道上，郊野公园与海岸公园管理局设立了“郊野

公园游客联络小组”。为使管理者与游客就服务与设施方面及

时沟通意见，市民可通过参与政府会议直接与政府主管部门讨

论各项事宜，并由郊野公园与海岸公园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示

会议记录，供公众查阅。这种决策参与的形式使市民可直接参

与到郊野公园的政策制定中，并使得政府部门的决策更加贴近

公众需求，实现从环境质量到居民素质全面“生态化”[18]。

政府鼓励民间成立非政府慈善组织与志愿者参与管理、

维护郊野公园，弥补政府机构在宣传推广的不足。作为代表

性组织，郊野公园之友会在 1992 年 3 月正式注册成立有限
公司。20 多年间，协助多个企业在郊野公园建立“企业林”，
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确保郊野公园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研究发现，香港郊野公园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
1945—1970 年咨询研究阶段；（2）1970—1980 年规模化兴

建阶段；（3）1980—2000 年小微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4）
2000 年以来用途优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规划政策对郊野

表 5  现阶段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内的郊野公园行政管理与法定咨询机构及职权范围

香港渔农自

然护理署

（署长 1 名，

副署长1名）

管制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职权

郊野公园行政

管理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

分署（助理署长1名）

下设郊野公园

护理科

提供游客郊野公园资讯及服务；执行郊野公园及有关法例；巡逻郊野公园；管理郊野公园

游客中心及自然教育中心；推广自然护理保育讯息；监察郊野公园内的建设工程

下设郊野公园

管理科

策划郊野公园各项建设计划；管理建设及维修郊野公园内的各项措施；树苗培育及植林工

作；统筹及指挥火队扑灭山火；审批郊野公园内所有建设申请

郊野公园法定

咨询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

委员会（主席 1 名）

下设郊野公园

委员会

就提供适宜作为郊野公园发展的拟议地点作出考虑并给出意见；

就郊野公园发展及管理计划提出意见；就如何管理及监控郊野公园发展提出意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网站 http://www.afcd.gov.hk/等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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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70年以来香港郊野公园管制的主要法律法规文件

年份 对应的演进发展阶段 法律法规文件名称 管制层次 管制内容

1974 年修订
（最早于1937年7月颁布）

郊野公园规模化兴建

阶段

《林区及郊区条例》

（香港法例第 96 章）
相关约束

管制
对在郊野及周边地区生火的管制；对禁止在林区开展活动的管制

1976 年 1 月
《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香港法例第 170 章） 
相关约束

管制

对狩猎受保护野生动物的管制；对野生动物狩猎方法的管制；对野

生动物售卖及输出的管制；对限制进入特别地区的管制；对在指定

地方饲喂野生动物的管制

1976 年 8 月
《郊野公园条例》

（香港法例第 208 章）
基本约束

管制

对管理机构、人员与职责的管制；对郊野公园指定程序的管制；对

郊野公园土地用途的管制；对郊野公园相关补偿及豁免的管制

1977 年 6 月
《郊野公园（指定）（综合）令》

（香港法例第 208B 章）

补充约束

管制
对郊野公园划定范围的管制

1977 年 9 月
《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规例》

（香港法例第 208A 章）

补充约束

管制

对小汽车或自行单车进入的管制；对携带猎捕或陷阱器具或枪械的

管制；对用火的管制；对商业行为的管制；对宣传品和建造物的管

制；对集会活动的管制；对郊野公园特定指明区域的管制；对烧烤

和露营地点的管制；对许可证制度的管制

1981 年

1980—2000 年的小微
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康乐、休憩用地及绿化》、《自

然保育及文物保护》章）

补充约束

管制

对郊野公园在发展大纲图上标注内容的管制（用途、位置、规模等）；

对郊野公园在法定规划图作为康乐、休憩、绿化法定用途地带的管

制；对郊野公园在行政规划图作为康乐、休憩、绿化非法定用途地

带的管制；对水塘康乐用途与郊野公园协调的管制；对郊野公园康

乐功能和康乐设施的管制；对郊野公园地带内发展工作负责权属的

管制；对郊野公园除天然资源管理外的用途发展程序的管制；对郊

野公园内指定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管制

1987 年修订
（最早于1962年10月颁布）

《渔业保护条例》

（香港法例第 171 章）
相关约束

管制

对郊野公园中各类水域中可能存在的捕鱼方式和对捕鱼业不利的活

动的管制

1991 年修订
（最早于1939年6月颁布）

《城市规划条例》

（香港法例第 131 章）
相关约束

管制

对郊野公园用途在发展蓝图中显示或预定的管制；对郊野公园内部

及邻近地区的发展用途管制

1998 年 4 月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

（香港法例第 499 章）
相关约束

管制

对距离郊野公园边界 500 m 以内的填海工程和陆上取土区须有环境

许可证的管制；对郊野公园内部新通路、铁路、下水道、污水处理

设施、土木工事、挖泥工程及其他建筑工程须有环境许可证的管制

2006 年 12 月
2000 年以来的用途优
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

《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

（香港法例第 586 章）
相关约束

管制
对进口动植物物种的管制；对濒危动植物保护的管制

注：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针对郊野公园还需要执行的法例包括：《海岸公园条例》（香港法例第 476 章）、合作社法例（香港法例第 33 章）、进出口
条例（香港法例第 60 章）、《储蓄互助社条例》（香港法例第 119 章）、《除害剂条例》（香港法例第 133 章）、《公共卫生（动物及禽鸟）条例》（香
港法例第 139 章）、《植物品种保护条例》（香港法例第 490 章）、《猫狗条例》（香港法例第 167 章）、《动物羁留所条例》（香港法例第 168 章）、《防
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香港法例第 169 章）、《植物（进口管制及病虫害控制）条例》（香港法例第 207 章）、《农产品（统营）条例》（香港法
例第 277 章）、《海鱼（统营）条例》（香港法例第 291 章）、《狂犬病条例》（香港法例第 421 章）、《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罪行）条例》（香
港法例第 570 章）、《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释出）条例》（香港法例第 607 章）、《约瑟信托基金条例》（香港法例第 1067 章）、《嘉道理农业辅助
贷款基金条例》（香港法例第 1080 章）。

资料来源：渔农自然护理署年报（2016—2017）https://www.afcd.gov.hk/misc/download/annualreport2017/tc/index.html

公园的影响维度集中在：空间分布、功能内涵、形态组织及

规模拓展上，但影响维度与影响力度存在差别。其中，第一

阶段特征为：树立抵御蔓延和生态屏障功能，初探适应本土

地理及建成环境的空间形态。影响的政策引导性和弹性空间

较大，“一带六点”是空间表征。第二阶段特征为：确立法

定保护及建设身份，分三批大规模划定 21 个郊野公园。影
响力度空前，奠定了数量、面积及空间格局的基本框架。第

三阶段特征为：评估城市用地建设模式的影响，调整管辖范

围，树立环境首要准则。实施精细化空间干预：详细设计边

界，重构组群形态。第四阶段特征为：复合功能、突出市民

日常活动内涵，新建功能项目及服务设施。顺应城市功能重

组及用地增长情景，空间表征“一完善，两拓展”。

郊野公园管制机制表现为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法律法

规体系、多主体参与管制过程三个维度。研究发现，香港郊

野公园的管制机制首先是建立了完善的郊野公园管理体系。

不仅包括专门法定咨询组织（郊野公园委员会），更建立了

专职管理机构（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分署），以《郊野公园

条例》为行动纲领及依据。事权分配上，建立了权力高度集

中的管理系统，提高组织运转高效性。功能划分上，区分管

理科与护理科分头进行郊野公园日常维护，各司其职，统一

安排。其次，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

《郊野公园条例》《海岸公园条例》的专门化管制法律法例，

也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官邸管理条例》等相关管制

条例及《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第四章及第十章等其他技



131 2019 Vol.34, No.3国际城市规划

阎凯  沈清基    香港郊野公园阶段特征与管制机制研究

术性条例，实现多层面管制。最后，以专门制度设计，如“郊

野公园游客联络小组”等，鼓励社会公众、组织及经济团体

参与到郊野公园管制中。

郊野公园建设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反思我国刚

刚起步 20 余年的城市郊野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还较为广
泛地存在着基础研究不够扎实、格局框架尚不稳定、用途及

设施配置缺乏精准、法律法规存漏洞少层次、机构设置与职

权范围不清晰、公众参与主体与渠道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

需要在依法治国战略、地方部门改革、多中心治理、自然资

源统筹配置、城乡规划改革等语境下予以系统调节，以促进

我国城市郊野公园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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