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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下的活力城市 ：
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在香港的解读
Urban Vitality in Compact Cities: Seeing Hong Kong Through Kelvin Lynch’s Lens

郎嵬 克里斯托弗 · 约翰 · 韦伯斯特
Lang Wei, Christopher John Webster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长期存在的人口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城市用地发展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已成为城市规划与地理
学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匮乏的资源、多山的地形、众多的人口，
一直是困扰香港城市发展的难题。但香港以其高效率的城市用地形态为许多有着相似情况

1 香港高密度城市形态的形成
香港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总
面 积 为 1 105.7 km2，2016 年 年 中 人 口 为

的城市提供了借鉴。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香港开始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崛起，不仅成为世

733.54 万 人， 平 均 人 口 密 度 为 6 780/km2，

界级的金融中心，而且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环境保护、公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为 27 330/km2[1]。根据

成功。本文以香港为例，利用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详细考察了城市形态与城市密

2016 年统计处资料，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

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判断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形成具有正向关系，并指出高密度城市建设

三 个 地 区 分 别 是 观 塘 区 为 57 530 人 /km2，

与城市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效率的城市形态密切相关。本文力求从香港的城市发展中寻

油 尖 旺 区 为 49 050 人 /km2， 黄 大 仙 区 为

找高密度城市的发展规律，为内地新常态下高密度、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45 710 人 /km2[2]。但是香港境内多为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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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只有 25% 土地作为城市用地，这使得建
成区内的人口密度超乎寻常的高。以香港为
代表的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是众多亚洲城市
的重要形态特征之一。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会
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例如犯罪率高、居民心
理健康状况欠佳，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等。但
对于亚洲的城市来说，由于人口与土地资源
之间的矛盾及自然环境发展条件的限制，高
密度的城市形态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香港高密度城市形态的形成有着众多原
因。首先，人口稠密与土地资源紧缺是最主
要原因。其次，香港地形的复杂性制约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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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直接影响了城市
规划的实施和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为此，
长期以来政府对建成区范围的扩展十分谨
慎。第三，为了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业用地和
生态平衡，也必须控制城市建成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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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布斯唤起人们对街道混合使用以及街道活力等问题重新审

1970 年代之后，香港的城市用地紧缺与人口增长之间

视 [7]。从空间形态角度出发，是对当前城市空间活力营造的

的矛盾十分尖锐，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改善居住环境刻不容

思考。从使用者的活动角度来说，作为空间形态的活动强度

缓。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城市的人口分布，在新界地区建设新

表征的事实依据。 新城市主义倡导老城街道网络的魅力和

市镇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从 1973 年开始，发展了 12 座新

重视人的感知，呼吁适宜步行的城市形态等 [8]。道宾斯将塑

市镇。与欧洲的一些新城不同，香港的新市镇建设一开始就

造城市形态的理论归入三类传统 ：有机形态传统、形式主义

依照高密度的原则进行规划，新市镇的平均人口密度高达

传统和现代主义传统 [9]。“有机形态”植根于人与自然的相

2

1 800 人 /hm 。长期以来，政府对土地开发的严格控制，避

互影响，包括中世纪欧洲的有机街道网络，近代美国郊区的

免了城市的无序蔓延，城市建成区与乡村之间始终存在着明

弯曲树状街道布局等。“形式主义”传统则用几何秩序来组

确的界线。新城区和都会区均保持了合理的城市规模，而各

织物质环境，通常伴随着人为的轴线、对称、几何图形等，

个城区之间都具有良好的交通联系。可以说，从这一阶段开

如美国城市的方格网等。“现代主义”注重功能主义、高效，

始，香港已自觉地将城市密度分区原则运用于城市规划。经

道路成为“机动车通行的管道”，产生了巨型街区、高架公路，

过 30 多年的城市建设，香港已形成了紧凑的建成区与疏朗

人行路径则变得不连续，步行受到限制 [9]。

的开放空间共存并置的城市形态。局部地段的高强度开发为

凯文·林奇（Kevin Lynch）将城市形态与城市意象相结

今后的城市发展预留了空间，而高质量的开放空间则为生活

合，成为城市形态理论的新视角。城市意象是指一种实物的

在高密度压力下的居民提供了闲暇的场所。

特质，而该特质能令任何观察者都有较大可能产生该意象的

在这种背景下，何种城市形态能够在保证城市高效运转

联想 [10]。凯文·林奇考察了市民对城市形态的感知，利用美

的同时，兼顾生活品质与城市活力，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议

国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这三座城市作了分析，并通过路

题。如果说纽约在很早以前就已显示出紧凑型城市独特的魅

、边界（edge）
、区域（district）
、节点（node）
、标
径（path）

力和优势 [3]，那么香港充满活力的中心城区则为我国高密度

志（landmark）五大要素定义了物质环境在人脑中的意象 [10]。

活力社区提供范本。本文通过对香港城市发展模式的梳理，

他认为 人们是通 过这些要 素去辨认 城市的形态 特征，因

利用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探讨香港紧凑而具有活力

此，城市形态不应再是城市规划与设计师的主观创作，而

的高密度城市空间形态特征，挖掘其形成机理，为我国城市

应是每座城市自己的自然和历史特色。在分析这些城市意

的规划、设计和政策提供经验和启示，亦为中国城市未来发

象要素的同时，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The Good City

展走向提供指引。

、结构（structure）
、连续性
Form）一书中将空间（space）

2 西方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的研究综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针对欧洲老城中心区恶劣的居
住环境，人们试图探索新的城市形态模式，赋予其充足的阳

（continuity）
、可见性（visibility）
、渗透性（penetration）
、主
导性（dominance）等形态特性与之相结合，从而引导人们对
城市外部形态与内涵进行使用与控制 [11]。城市规划的不仅是
城市意象内容与物质形态 [10,11]，还包括人的体验和活动 [12]。

光、新鲜的空气和开敞的空间。一方面，以花园城市为典型

在相关理论日益增多的同时，城市空间活力营造被广

的城市理念倡导将中心绿化区（而不是街道）作为居民的日

泛认为是重要的话题。城市空间活力是一种基于城市空

常交流场所。另一方面，伴随着战后大批量建设的需要以及

间形态的城市活动 [13-15]，也是一种空间特征及其背后社会

小汽车的出现，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认为，

活动的同构体。大多数研究从城市空间形态特征（Urban

街道是过时的概念，应该创造新的道路模式来代替。1933

Morphology）与使用活动强度两方面来探究影响城市活力的

年 CIAM 通过的《雅典宪章》更是倡导道路分级、人车分流

城市空间形态，并基于此为营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提供

和功能分区 [4]。街道作为社区公共生活承载场所的作用被抛

启发性的建议和营造城市活力的原则 [7,8,16,17]。波塞尔曼·彼

弃 [5]。随着道路设计的标准化，高效快速的车辆通行为目标，

特（Bosselmann Peter）回顾了近年来美国街道形态的相关

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街道活力开始消失，曾经

研究，对城市形态的评价归纳为宜居性、场所感和活力三

发生在街道上的购物、娱乐、散步和不期而遇的社交行为被

个方面，活力则由活动的多样性、活动发生的密度等因素

开车去超市购物、电视娱乐、电话交谈乃至电脑休闲所取代。

来衡量 [18]。阿普尔亚德·唐纳德（Appleyard Donald ）等考

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例如环境污染、土地资

察了街道物质形态与人的行为的关系，关注小尺度的街区，

源浪费、人行不便、身体健康、犯罪等等。

连接性好的街道布局等 [19]。阿普里亚德和雅各布斯从城市

1960 年代起掀起了活力与形态的反思和重塑 [6]。简·雅

物质形态角度出发，提出了良好城市生活的判断标准，强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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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一定的居住密度和使用强度促进人的行为活动和空间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20]

。总言之，西方学者在城市形态和活力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与限制私人小汽车的双重策略，在香
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16 年，铁路的运载量将占个人行程

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对城市设计的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

的 40%，
占公共交通乘客总数的 40%~50%。此外，
电车、
轮渡、

化活力营造的分析与归纳，且已构建出具有开放性的理论

山顶缆车等交通工具有效补充了成为铁路运输 。现在每天有

框架，并从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归纳出城市活力营造的城市

超过 1 260 万人次的交通出行是靠公共交通完成的 [21]，公共

设计手法和准则。

交通的乘客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香港在发展公共交通的

3 香港紧凑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发展的要素
3.1 香港紧凑、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
香港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紧凑且充满活力，同时蕴
含宝贵的历史及文化特色，成为香港城市印象的重要特征。

同时，对私人拥有和使用小汽车实行了严格控制。政府通过
提高私家车的征税、控制小汽车的使用时间和地段等方法，
降低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率。据统计，香港居民拥有 52.5 万
辆私家车，拥有率为 7.2%[21]，这与其发达的经济水平相比是
非常低的。

自回归 20 年来，香港城市规划在高密度规划，紧凑式发展
的政策主导下，在有限的空间中实现最大容量、最多功能，

3.2 城市意向的形态元素

城市的建设向“分散式—集中”方向发展，对香港城市景观

3.2.1 区域——特色地区及街区

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香港城市高密度的发展

香港的城市印象大部分由规划师、决策者和公众对都市

模式，对于今天香港的人口分布、土地开发，以及城市空间

结构内各种通道、界线、枢纽、区域和地标的认知及经历所

形态的形成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图 1）。

组成，并形成了都市特色 [10]。特色地区及街道发挥协同效应，

香港高密度的城市形态特征与其城市交通发展密不可

促进和吸引额外的经济效益与街道活力 [22]。目前，香港市区

分，虽然交通用地非常有限，但紧凑高密度的人口有利于保

拥有众多有机成长的特色地区及街道 [23]，这些有着不同行业

证固定运行线路的公共交通的使用频率。香港城市交通系统

和功能的地点吸引和集聚了大量人们的活动 ：

严格遵循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TOD 模式），即

上环摩罗上街及荷李活道一带（以专营古董闻名）；上

依靠地铁、轻轨、巴士、机场快线、电车、轮渡等形成一系

环德辅道西一带（海味及补健品）；中环苏豪／兰桂坊（酒

列以公交站点为中心、以 5~10 分钟步行路程为半径的城市

吧及美食）；深水埗布料街市场 ；深水埗福华街一带（电脑

细胞。这一模式将公共交通体系和用地开发高度耦合起来，

产品）；深水埗鸭寮街一带（电子产品）；太子花墟道一带（花

从而大大提高了公交体系的使用率。与私人交通相比，公共

卉／雀鸟）；旺角弼街／砵兰街一带（装修物料）；旺角奶路

交通具有运量大、占用路面资源少，以及外部成本低等优点。

臣街／花园街一带（体育服装）；油麻地通菜街（女人街）；

对于香港这样的高密度城市来说，人口密集容易导致城市交

旺角上海街一带（厨具用品）；油麻地玉器市场／广东道一

通的过度集中，从而造成巨大的交通负荷。因此，大力发展

带（玉器）；油麻地庙街一带（算命看相及夜市）；以及油麻

公共交通，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最大运行效率，最大可

地石龙街（水果批发市场）。

能地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是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贯彻的公共
交通策略。

独特的都市特征令它们在城市中更显特别，包括大量并
列链接的临街小店，绿树成荫的街道、独特的建筑物料、设
计、色调等元素。它们不仅营造出一个独有的地方形象，并
且形成了一个地方的城市肌理，例如：大屿山大澳、九龙塘、
九龙城、加多利山及尖沙咀的林荫大道（如弥敦道、海防道
、大坑、
及漆咸道南）、香港的中环旧区（即维多利亚城原址）
山顶一带，赤柱、香港仔，以及渣甸山／蓝塘道一带等。
为了彰显特色地区及街区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以进一步
提升香港独有的都市特色，决策者和规划师日益创新地制定
城市规划及政策指引，以期营造香港的特色地区及街区。城
市设计及其他规划措施等指引的改善策略重点是发展、重建、
活化，既尊重重要地区的特征和自身的个性，又同时宣传地
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标识，例如荷里活道、中山径、永利

图 1 香港城市景观
资料来源 ：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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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地标——城市层面上的高质量地标建筑物、公园及文物

而是可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例如条理清晰的空间布局、与

保护核心区

周边环境的兼容性／对比、建筑的精致度，以及环保和可持

香港拥有众多高质量设计与建设的具地标潜力的建筑，

续性等），关键在于在规管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妥善的平衡。

使其城市形态得以进一步塑造，有助于打造相关地点成为地
标枢纽。例如，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珠澳口

3.2.3 界线——维港海滨滨水长廊

岸人工岛、西九文化区、广深港高铁总站、启德发展区、中

界线是指一些不被视作通道的线性城市组成部分，大多
数是两类不同地区之间的界线 [10]。全长 73 km 的维港海滨沿

环新海滨长廊，以及湾仔北及北角海滨长廊。
维多利亚港（以下简称“维港”）是香港作为全球城市

岸是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界线。从 2000—2010 年先后

的明确地标之一。它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如今维港

制订的《维港理想宣言》、《海港规划原则》与《海港规划指

成为香港重要的地标式景观，亦是香港人熟悉的形象印记。

（统称《海港规划原则及指引》），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引》

1991 年的《都会计划》首次提出了保护山嵴线景观及从维

中《城市设计指引》都为其发展成为充满活力、极富吸引力

港两岸设立“20% 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的景观，并且此要

及供市民享用的公共空间作出了指引和贡献。为进一步加强

求已被转化成《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城市设计指引、分

维港海滨沿岸，使其具备富有吸引力和活力的城市文化，在

区计划大纲图，以及其他规划指引的相关规定。此策略已被

2003—2015 年间，维港两岸的新海滨发展推广康乐、旅游、

誉为是极有远见的规划方针

[24]

。另外，维港的双层渡海小轮、

港岛的窄小双层电车、九龙街道的迷人广告招牌群、一幅幅

水上活动及其他用途，例如中环新海滨、湾仔北及北角海滨、
启德发展区及西九文化区（图 2）。

的石墙树，以及生气勃勃的街市市场及小贩摊档等，这些都
是香港构造地方形象的元素之一。通过适当保护措施将这些

3.2.4 路径——可步行性及空中步行路径

元素转化为各项城市标志，以促进香港城市标志的延续。

便捷、舒适的步行路径和环境是香港城市特征的关键要

香港的标志之一是高密度城市与郊野公园及自然环境毗

素之一。步行能促进健康和社交发展 [24]，高密度城市则需要

邻相连。把自然环境景观和乡郊特色全面纳入至丰富多元及

一个安全、具有吸引力及畅达的步行环境 [25]。全面发展的

充满活力的城区，让更多市民可在市区内欣赏自然景观。例

综合行人道系统和步行街道减少公众对道路运输的依赖和需

如，沙田和大埔的规划建设充分结合原有河谷的景观格局。

求，并减少环境和人车之间的冲突，增加流动性，提高道路

这一独特的融合与共生也成为香港城市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加快了人们的活动和行为频率，积极促进了活力城市

之一。我们需要理解到，建筑的质量评价并非完全是主观的，

的发展。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为了保证步行活动不被机动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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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香港维多利亚港海岸线
资料来源 ：海港规划原则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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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打断，同时又尽量少占用地面空间，逐步发展起了空中步

3.3 紧凑规划下的活力城市
香港的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对于高密度城市来说，

道系统。中环的空中步行系统注重其内部的连续性，以及和
周围商业、娱乐设施的良好联系（图 3）。通过精心的细部

除了限制城市规模、人口数量来保证活力和生活质量外，还

设计，空中步行系统减少了行人的不便，营造了舒适的闹市

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以科学方法巧妙地进行城市规划和设计，

步行环境。另外，香港政府仍在针对有关步行及更佳行人环

让城市在在功能、规模和结构上实现紧凑高效 [26]，也就是“紧

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包括清除狭窄行人道上的障碍物，改

凑的城市形态”。紧凑与集约型城市已被普遍认定为是可持

善存在高差的行走路线，制订地下行人网络的整体规划，研

续和有效率的发展模式 [27]。它为市民提供生活上的便捷，减

究高架公路与步行空间并存等。

少了不必要的出行并抑制了无序的都市扩展。人口、货品和
服务高度集中可减少土地占用率和温室气体排放，创造规模

3.2.5 节点——城市公共艺术空间

经济，促进资讯及意见交流，鼓励创新并为城市带来活力。

公共艺术空间既可提升环境的形象性，更可化为吸引活

紧凑城市建造的重点在形态，利用不同的空间形态并配合地

力的节点。自 1990 年代后期《公众艺术计划》颁布及“艺术

区功能特性达致紧凑、高效的目的，紧凑高密度不一定等同

推广办事处”成立以来，公共艺术规划和发展项目数量已稳

于密集分布的高楼大厦。显然粗放式的高密度发展模式也会

步上升，藉此提升节点地区的意象，营造该区的核心价值和

带来挤迫的环境和交通 、基建设施不足、都市热岛效应、空

①

个性。例如，启德发展计划的《公共创意》 把地方品牌注

气不流通、视觉影响等各类问题。因此，通过合理的城市规

入街景的各个部分，通过街道的设施、街道命名、艺术及活动，

。城
划与管理营造最佳的城市形态就显得更为重要（表 1）

向大众展示地方特色。功能混合及用途多样性不仅缩短和减

市规划重要的是保持城市的功能及维持其本质秩序 [7]，其很

少通勤，还可让公共空间以灵活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充满活跃

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创新与活力。

用途，为城市带来多元化和活力。一个可为市民提供 24 小时
活动，以及可容纳不同功能的空间必定是一个有效率及充满

表 1 香港规划紧凑、活力城市的主要策略及措施

活力的地方。例如举办临时活动及即兴活动（如地区及城市

策略

措施

活动、周末市集、农墟、文化盛事、节日庆典、跳蚤市场及

保持适度的高发 改造更新密集发展的老城区，同时在新区开发时保持与整

。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考虑研究适切的措施，在同
夜市等）

展密度

一处所容纳多种用途，以及在不同时段作不同用途。以促进

促进协调的混合 透过切合实际的土地用途规划，促进互相协调的混合用途

及鼓励在用途、功能层面上的弹性空间。总之，在香港紧凑
高密度的城市形态下，推广不同时段的混合用途尤为重要 [22]。

体相协调的发展密度

发展模式
有效地运用城市 通过新发展，改造，重塑及活化释放土地的发展潜力，包括，
剩余空间

以及推动活化空置的土地、天桥底的空间、地下空间及岩洞，
以及荒废的工业用地／棕地／前堆填区／前石矿场

从行为和人活动 采取相应的梯级式建筑物高度、不同密度、休 憩 用 地，
角度出发的精细 以及蓝绿自然资源系统网络等，以缔造宜居的高密度都
化城市设计

市环境

集约的交通发展 采用集约的公共运输导向发展模式，并以铁路作为公共交
模式

通运输的骨干

非机动出行模式 建立行人连接及交通接驳服务，以促进无缝连接的集体交
及可步行性

通系统，并促进行人网络与其连接，包括地面行人连接，
以及分层和全天候的行人天桥及行人隧道

塑造城市特色

透过城市规划和设计，保护和推广独有的城市特色，包括
城市标记、特色街道和区域，以及城市生活与自然融合的
格局 ；建设一个活力海滨，改善水陆连接，并推动亲水文
化和连续的文化空间

营造活力

提高可塑性，以鼓励互相协调的用途，以及在不同时段所进
行的活动能得以共存，藉此达致更佳的协同效应 ；提升街道

图 3 中环的空中步行路径
资料来源 ：作者拍摄

活力、营造更具吸引力的街道景观，并让街道更适宜步行

②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香港规划署资料整理

① 详细资料可见 http://www.ktd.gov.hk/publiccreatives/sc/the_vision.html。
② 详见香港规划署 . 宜居高密度城市的规划及城市设计 [R]. 2016 ；香港规划署 . 香港 2030 规划远景与策略 [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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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内地持续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向周边郊区和乡
村地带扩散的同时，城市中心不堪重负，城市开放空间减少。
事实上，香港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曾出现这些问题。在
过去的 20 年间，正因香港不断打造紧凑而高密度的城市形
态，才促成了今日香港的城市繁荣和活力。香港的城市形态
与城市活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紧凑的城市形
态使得许多服务的人均成本降低，人与信息、思想在城市里
碰撞，从而激发活力和创新。
香港局部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 10 万人 /km2，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内地城市规划标准为 1 万人 /km2。虽然城市密度
极高，但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独特的城市形态所营造的富
有活力的城市空间。深入对城市形态的理解，致力于对物质
空间形态的客观描述和在此基础上寻找其与活力的关系、规
律和逻辑，必然有助于内地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紧凑而充满
活力的高密度城市 [28]。虽然香港的城市发展并不是完美无缺
的，但对于今天内地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对香港城市形态的
研究和梳理，可为内地城市规划设计与发展实践提供有价值
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例如集约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城
市空间的充分使用、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以及城市形态与

紧凑下的活力城市 ：凯文 · 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在香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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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之间的正向关系等。结合内地持续的快速城市化及
人口众多等现实情况，为在新型城镇化下发展紧凑高密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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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提供一条重要的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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