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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的互动型城市设计——以香港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为例 

 

     周  庆，崔  翀，杨敏行 

 

摘  要：公众参与是城市规划的重要议题，而城市设计由于关注公共空间形态、关系公众日常活动以及交互方式直

接等特点，而具备公众参与的优势。香港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过程通过展授型、反馈型和综合型等多样化的方式，

以及针对性的分析处理和决策反馈机制实现了公众参与的互动，并且显示出全程性、广泛覆盖性和互动性的特点。

通过对此过程的全面研究，以期为公众参与城市设计的形式和互动机制、意见的采集分析方法、设计研究的回应和

优化、以及行政决策和成果编制等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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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Harbourfront, Hong Kong 

 

CUI Chong; ZHOU Qing 

 

Abstract: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urban planning. Focus on the form of public space and related to 

the public daily activities, Urban design have the advantag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uld interact with the citizen 

directly. Diversified method were used in the urban design of the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such as the type of exhibition 

and lecture, feedback interaction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etc.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was deeply affected by public 

opinions in the analytical progress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he cas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for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e methods of the public views collecting and analysis, the response and 

optimization of design and research, and the decision-making and results-form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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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设计与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的合理发展和市民的使用需求，而公众作为最终的实用者，对规划设计

不仅仅具有知情权，更具有参与权和监督权。近年来，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和方法的研究逐渐被重视（孙施文，

2010；阎宏斌，2011），深圳、南京等城市把也逐渐开始把公众参与作为城市规划编制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邹兵，

2011；徐明尧）。而城市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途径，具备公众参与的特点和先天优势：a.关注空间形态尤其是公

共空间的设计，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关系更加密切；b.具备更加直接的成果展现方式和交互方式，公众参与的

理解和交互方式更加直接；c.设计过程联系政府部门、专业团体、设计机构和普通大众，可以建立更加全面的参与

平台。然而，很多规划师和建筑师仍然将城市设计作为复杂技术和高级产品而将公众意见拒之门外，国内城市设计

范畴公众参与的实践也大都停留在展示和被动接受的层面，缺乏主动参与或者互动参与的激励机制（刘宛，2004）。 

香港的城市规划体质和程序，从宏观层面的全港性和此区域性的发展战略，到中微观层面的分区规划大纲和法

定图则，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规划的有关资讯，并且有效地表达意见。而中环新海滨的城市

设计研究，公众参与不仅贯穿整个规划咨询和设计研究的全过程，而且反馈和互动意见被充分考虑，参与决策并构



成最终成果，为公众参与和互动型城市设计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2 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研究与公众参与概述 

中环是香港最重要的城市中心，地标建筑和天际线一度成为香港的城市代名词（图 1）。2007 年 3 月，香港规

划署委托顾问机构进行了一项“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研究”，旨在优化目前的城市设计大纲，为中环新海滨的主要用

地拟备规划和设计纲领，并且探讨重建旧天星码头钟楼和重组皇后码头的选址及设计意念。研究范围由中环轮渡码

头延伸至会议展览中心西面的中环新海滨，包含八块主要用地（图 2）。 

 

图 1 香港中环海滨天际线 | Fig.1 Skyline of the Central Harbourfront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index_chi.htm 

 
图 2 研究范围及主要用地 | Fig.2 Study Area and Key Sites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chi_v1/otherinfo_chi.htm 

 

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公众意见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建立共识。

城市设计研究与公众参与的过程紧密互动，历经两个阶段并于后期进行了大量的公众意见整理、分析和深化研究（图

3）。全过程透过公开、透明及多方参与，将公众意见融汇于研究中，力求城市设计大纲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满足公

众的期望。 



 

图 3 设计研究与公众参与全过程框架 | Fig.3 framework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Urban Desig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1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为期两个月，于 2007 年 5 月展开至 6 月底，邀请公众就城市设计目标及课题、可持续的设

计评估大纲、主要用地的城市设计概念、以及重组皇后码头及重建旧天星码头钟楼的可能设计概念发表意见。过程

安排了一连串的公众参与活动：在 2007 年 5 月及 6 月于新中环天星码头进行展览，并在 2007 年 5 月 5 日及 12 日

分别举行了主要为专业和学术团体参与的专题小组工作坊及为公众人士和关注组织参与的公众参与论坛。过程同时

向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共建维港委员会、有关的区议会及其他有关的咨询组织进行简介、咨询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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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开展于 2008年 4月 11日至 7月底。重点讨论中环新海滨拟议的城市设计理想、经优化的城

市设计大纲、主要用地的设计概念、以及在不同地点重组皇后码头及重建旧天星码头钟楼的设计概念。公众参与活

动主要包括两场大型公众展览（共有 13700名访客）、七场巡回展览（共有 11340名访客）、专题小组工作坊（有 49

名参与者）及公众参与论坛（有 142 名参与者）等；公众意见共收集 1872 份意见卡、2471 个成功电话调查、365

个有效的面谈访问、以及 64 份书面意见。过程中同时向立法会、城市规划委员会、共建维港委员会、十八区区议

会、学术及专业团体和其他有关的公众及咨询团体举办了简介会。 

 

2.3 公众意见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形成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所收集的意见和建议经整理和分析后，形成第一段阶公众参与报告并被应用于设计研究的深

化。第二阶段的公示展览纲要不仅对第一阶段的公众意见和期望予以回应，而且根据这些意见拟议城市设计理想，

提出优化的城市设计大纲（图 4），并拟备了两套不同设计概念的示意总纲发展蓝图（概念 A和 B，图 5、6），从而

进一步咨询公众对于用地的具体要求。 

 
图 4 经优化的城设计大纲 | Fig.4 Refined Urban Design Framework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chi_v1/otherinfo_chi.htm 

 

图5 总纲发展蓝图概念A | Fig.1 Illustrative Master Layout Plan A    图6 总纲发展蓝图概念B | Fig.1 Illustrative Master Layout Plan B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chi_v1/otherinfo_chi.htm 

 

后期一方面委托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从质与量两方面分析设计参与活动中循

不同途径搜集得来的意见，编备独立的公众意见摘要，形成了经修订的规划及城市设计建议和最终报告、以及整合

的总纲发展蓝图和可持续评估报告。另一方面结合初步的可持续设计原则和空气流通的专家评估报告和既定方案



（概念 A 和概念 B）的风洞测试报告，以及经公众意见修改优化的总纲发展蓝图的风洞测试结果，形成空气流通评

估的最终报告。这些一并构成设计研究的最终成果，并最终于 2011 年 7 月形成最终的行政摘要。而在后期深化研

究的过程中，所有资料和成果实现即时公开并鼓励公众随时提供宝贵意见。 

 

图 7 最终版总纲发展蓝图 | Fig.7 Final Master Layout Plan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chi_v1/otherinfo_chi.htm 

 

2.4 公众参与和设计研究的互动成果 

统计结果表明，公众普遍对“‘缔造一个朝气蓬勃、绿化和畅达的中环新海滨’的理想和整体设计意念，并且

通过可持续发展及平衡的方式进行设计”表示支持（表 1）。而经过优化的城市设计大纲除专题小组对尊重文化历史

脉络、方便行人通往海傍、以及鼓励绿化及环保建筑设计等个别项外，大部分意见认为经优化的城市设计大纲整体

上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原则（表 2）。根据公众意见修订了中环新海滨的规划和城市设计建议，并形成了最终的

总纲发展蓝图（图 7），而且还制定了个主要用地的规划及设计纲领（表 3）。互动形成的成果符合商业、休闲、文

娱、休憩用地、及文化等用途，符合提升中环作为香港的商业中心区的独特地位、提供多样化用途、以及强化海滨

作为本地居民及游客的休闲胜地的要求，并分别对海滨长廊、码头堤岸走廊、皇后乡广场走廊、文娱走廊、以及艺

术和文化区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引导，以为日后发展提供指引。 

表 1 可持续设计评估大纲 | Tab.1 the Sustainable Design Assessment Framework 

可持续设计评估原则 整体评估 

多样化的用途和活动  多样化的用途，包括商业、零售、康乐、艺术、文化及旅游用途，确保多元化发展。（表 3）  

融合自然环境及周边现

有发展 

 较低发展密度，建筑物群组采用适当的建筑形态、高度和布局设计，确保山脊线、海港景色和海滨

环境受到保护。（图 8） 

 建设景观廊，以提高视觉看透度及加强与现有城市结构在视觉上的融合。(图 9) 

提升海滨的环境质素  连绵海滨长廊的设计，为社会不同阶层提供多元化的中心景点。  

 提供包括综合休憩用地设计及美化街景的优化公共空间。  

尊重文化历史脉络  保留并进一步优化建筑物/构筑物和具历史价值或文化价值的用地。 （图 10） 

 重组皇后码头并重建天星码头钟楼。  

改善畅达性  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模式和完善的多层行人设施网络，确保海滨方便易达和保持海滨与市中心的连贯

性。 （图 11、12） 

提倡可持续设计及绿化  建筑物设计具有环保和节能特色。  

 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进行广泛绿化。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chi_v1/otherinfo_chi.htm 



表 2 概念和城市设计大纲的公众支持率统计 | Tab. 2 statistics of public support on the Concepts and urban design framework 

 意见卡 面谈访问 电话民意调查 专题小组工作坊 公众参与论坛 

整体设计意念 84% 90% 81% 100% 90% 

可持续发展及平衡取向 79% 85% 74% 100% 81% 

经优化的

城市设计

大纲 

多样化的用途及活动 63% 77% - 80% 59% 

融合自然环境 73% 72% - 73% 60% 

融合外围现有环境 60% 64% - 58% 43% 

提升海滨的环境质素 74% 85% - 81% 81% 

尊重文化历史脉络 56% 55% - 44% 36% 

方便行人通往海傍 71% 78% - 44% 52% 

鼓励绿化及环保建筑设计 77% 79% - 47% 58%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8 建筑高度轮廓及山脊线 | Fig.8 Building Height Profile and Ridgeline 

 

图 9 景观廊 | Fig.9 View Corridors                              图 10 文化历史建筑 | Fig.10 Culture Heritage 

图11 行人道路网络 | Fig.11 Pedestrian Network Plan              图12 公共交通站点 | Fig.12 Public Transport Plan 

图 8-12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UDS/chi_v1/otherinfo_chi.htm



表3 主要用地的公众咨询情况和优化方案 | Tab.3  The Content of Public Engagement and Refined Solution of Key Sites 

初始方案与公众参与咨询内容 公众意见统计结果 优化方案 

主要用地 位置示意 共同特色 设计概念 A（图 X） 设计概念 B（图 X） 备选意见 
意见
卡 

面谈
访问 

电话
民意
调查 

专题
工作
小组 

公众
参与
论坛 

优化的设计概念 

一号和二

号用地 
 

在中环四号

至六号码头

加建顶层作

零售及饮食

用途 

 

功能: 

酒店+办公室 

 

功能: 

办公室+ 办公
室 

两个概念皆喜欢 9 4 6 14 2  主要供市民享用的文娱枢纽和多元化用途 

 一号用地包括两栋主水平基准上 25 米的建筑
物，作零售、餐厅展览用途 

 二号用地包括一栋主水平基准上 60 米的建筑
物，作文化、零售、餐厅、娱乐、旅游、政府、
机构或社区用途及节日活动之用 

 在中环四号直流号码头上加盖一层半商用楼层 

 广阔的园景平台和公众休息用地达约1.7公顷，
供绿化、休息和节日活动之用 

喜欢概念 A 54 59 31 31 37 

喜欢概念 B 13 9 10 2 10 

没有优先选择权 6 11 29 0 18 

两个概念皆不喜欢 14 16 20 53 33 

三号用地 

 

零售及办公

室发展 

 

园景平台较小
而地面休憩用
地较多 

 

园景平台较大 

两个概念皆喜欢 8 2 - 0 4 
 零售及办公室发展 

 较大的园景平台，改善行人通道的连接及视觉
透明度 

 较多地面休憩用地作街上活动 

 在原址重建天星钟楼 

喜欢概念 A 22 42 - 49 33 

喜欢概念 B 57 42 - 49 53 

没有优先选择权 4 11 - 3 6 

两个概念皆不喜欢 5 3 - 0 5 

四号用地 

 

与海滨有关

的商业及零

售发展 

 

原来地盘面积 

包括旧天星码
头钟楼 

 

地盘面积较小
(因皇后码头重
组和P2道路重
新定线所致) 

不包括旧天星
码头钟楼 

两个概念皆喜欢 7 1 - 26 1 

 与海滨有关的商业及零售发展，以“海滨广
场”为主题 

 细小及独立的建筑物，设有亲切的庭园空间 

 露天食肆和餐厅 

喜欢概念 A 43 53 - 13 32 

喜欢概念 B 33 31 - 38 15 

没有优先选择权 7 9 - 3 33 

两个概念皆不喜欢 6 6 - 21 20 

五号和六

号用地 
 

五号用地与

文化艺术有

关的用途 

六号用地海

滨商业及休

憩用途 
 

五号用地 66 73  82 76 

 园景平台上两栋建筑物，作酒店及办公室用途 

 研究用地南面约 21000 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的办
公室发展 

六号用地 79 66  86 73 

 与海滨有关的商业及休息用途，以还是为设计
主题 

 进一步改善行人通道的连接 

七号用地 

 

 

 

海滨长廊： 

都市公园 

 

海滨长廊： 

都市绿洲 

两个概念皆喜欢 15 4 16 21 8 

 海滨长廊 

 “都市公园”和“都市绿洲”的混合概念 

 在公园内增设露天食肆 

喜欢概念 A 26 28 21 31 47 

喜欢概念 B 47 60 45 5 31 

没有优先选择权 5 4 14 33 3 

两个概念皆不喜欢 3 4 2 10 12 

重组皇后

码头及八

号用地 
 

 

 

恢复皇后码头
功能, 码头位于
中环九号及十
号码头之间的
海滨位置，重组
后码头和周边
用地结合设计；  

中环九号及十
号码头的入口
和观景层；皇
后码头位于原
来位置，设为
休憩处 

两个概念皆喜欢 7 1 10 20 1 

 在海滨重组皇后码头，并翻新九号及十号码头 

 改善轮渡广场的设计  

喜欢概念 A 49 58 27 16 55 

喜欢概念 B 27 26 27 39 25 

没有优先选择权 5 7 27 16 16 

两个概念皆不喜欢 7 9 6 8 6 

重建旧天

星码头钟

楼 

 

 

 

位于大会堂和
爱丁堡广场景
观廊沿线的四
号用地 

 

在原来位置附
近 

两个概念皆喜欢 6 49 22 8 11 

 在原址重建天星钟楼 

喜欢概念 A 1 29 42 15 13 

喜欢概念 B 7 23 39 23 4 

没有优先选择权 0 13 56 26 5 

两个概念皆不喜欢 4 42 16 10 27 



3中环新海滨公众参与和互动设计的启示 

3.1 公众参与的特点 

中环新海滨设计研究与公众参与紧密配合互动进行，整个过程显示出以下三个特点： 

a. 全程性。整个设计研究过程历时四年多，而公众参与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决策依据，贯穿整个城市设计

研究的全过程，并最终构成研究的成果。 

b. 广泛覆盖性。整个过程参与人数众多，覆盖面广泛，参与的公众涵盖政府部门、相关团体、公众人士、专

业机构及咨询团体，以及大众市民等等，而这些组别在参与过程中具有对等的机会和优先权(表 4)。 

c. 互动性。不同于目前内地的公众“参观”和单项反馈机制，中环参与案例实现了参与形式和渠道多样化，让

公众提供反馈、建议甚至提出解决方案，并参与最终决策，实现了引导公众的主动参与以及与设计研究过程的互动。 

表 4 中环新海滨第二阶段公众参与主体和规模 | Fig.4 Participate Group And Scale In Stage 2 Public Engagement 

公众参与类型 具体参与方式 面对人群 受众规模 

展授型 

海报和宣传册 普通大众 - 

公共展览 普通大众 13700 人 

巡回展览 普通大众 11340 人 

特别简介会 公众人士、相关团体、专业机构 - 

专题导赏活动 相关团体和学校 - 

反馈型 

意见卡 所有受众 1872 份 

面谈访问 普通大众 365 人 

电话民意调查 普通大众 2471 人 

综合型 

公众书面意见 相关团体、专业机构 64 份 

专题小组工作坊 公众人士、相关团体、专业机构 49 人 

公众参与论坛 公众人士、相关团体、专业机构、普通大众 142 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 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 

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研究，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形式，实现了公众参与的全程化和广覆化，概括来讲，公众参

与的形式和途径主要分展授型、反馈型和综合型三大类。 

3.2.1展授型 

海报和宣传册。张贴海报和派发宣传册是公众参与宣传的常规途径。中环设计参与过程制作了公众参与展览和

论坛的海报，并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制作派发研究小册子和公众咨询摘要，以扩大公众参与的影响。 

公共展览及巡回展览①。公众展览展示了实体模型、虚拟互动三维模型以及其他说明数据，为公众提供了良好

的设计直观理解和视觉欣赏，成为为公众参与活动的重点和信息反馈的基础。 

特别简介会②和专题导赏活动。特别简介会主要针对有关公众组织、咨询团体和专业机构，以及学校和特殊受

众举行，主要组织参观学习教育活动，向其简述研究建议并提供了咨询反馈的通道。 

3.2.2反馈型 

意见卡③。意见卡可以直接搜集公众的意见，并针对具体意见进行统计、整理和深入分析，是反馈型参与中最

有力的方式。中环设计和公众参与的意见卡旨在搜集公众就中环新海滨经优化的城市设计理想、设计大纲、以及主

要用地设计概念所作出的回应。中环项目意见卡由政府及共建维港委员会辖下的研究专责小组和顾问机构进行设计，

于展览场地、专题小组工作坊以及公众参与论坛中派发，供市民填写通过收集箱回收，同时也可邮寄或传真至规划

署。 

面谈访问和电话民意调查。作为意见卡的反馈的补充途径，反馈渠道还可通过以抽样方式进行的面谈访问和电

话民意调查进行。面谈访问问卷上的问题基本上与意见卡相同，但访问员会鼓励受访者解释其选择原因，并提供其

他建议；电话民意调查的问题自意见卡中选出，不需要响应者参观过展览或阅读过咨询摘要亦可以作出合理回答。 



3.2.3综合型 

公众书面意见。公众书面意见是深入的意见综合的有效途径。中环海滨的书面意见包含公众的意见和回应，以

及来自多个团体及以个人名义提交的包括信件、传真、电邮及图则等，另外还包含由一个组织举办的设计竞赛成果。 

专题小组工作坊。专题小组工作坊旨在收集相关专业团体和学术机构成员的意见和构想，以便就公众参与所探

讨的主要议题作出更深入的讨论。中环参与活动包含城市规划委员会、香港建筑师学会、规划师学会等相关团体及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等学术机构的成员代表，参与者分组讨论，意见及建议均由专业顾问机构记录并形成分析报告。 

公众参与论坛④。公众参与论坛主要目的是汇集从不同渠道搜集到的公众意见，并为提供平台让相关机构和成

员表述自己的设计方案及其他意见和建议，让研究小组和相关政府部门作响应，并就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而

系统的公众讨论。 

 

3.3 公众意见的分析处理 

中环海滨的公众参与主体，主要分为相关团体、对事件关注的公众人士、专业咨询机构和团体，以及大众市民

四类。从参与结果来看，意见卡、面谈访问、书面意见以及论坛和会议所收集到的意见，普遍代表了首三个组别的

意见，而电话民意调查则以第四个组别为目标。 

电话民意调查以一种随即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统计上可靠而有效，同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大众市民的意见

也应得到最大的关注，因此该部分意见占有较大比重。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大众市民多在对有关课题未取得详尽信

息及未能看到方案的图示下回答问题，而且，电话民意调查能够询问的问题亦有限制，所以认为调查结果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 

对研究有兴趣的人士及团体对有关事项具有充分了解，其反复提交意见得到了特别关注。相关的专业团体、关

注组织、区议会以及相关的法定及咨询团体，通常都是拥有最详尽的背景资料和设计专业素养的群体，这些组别的

意见一般较深入，而且有事实与数据支持。因此，尽管这些团体与独立人士递交的书面意见的数量相对为少，但也

作了慎重考虑。 

 

4 对公众参与城市设计的建议 

反观内地的规划设计与公众参与，前期的社会调查（包括民意调查），多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反馈，缺乏真正的

互动交流，后期成果的公示往往仅借助于规划展览，将已制定好的规划效果图供大众“参观”，而在规划设计过程中

往往缺乏与公众的互动。针对这些不足，城市设计应该努力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a) 参与过程的转变——从事后参与到全过程参与； 

b) 参与角色的拓展——从专家参与到多角色参与； 

c) 参与方式的创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 

d) 参与模式的变革——从程序参与到内容互动； 

而要实现这些转变，应该注重以下方面： 

 

4.1 合理引导和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 

合理引导让参与者读懂设计是互动式城市设计工作的必备条件和前提。针对目前城市设计过程与公众参与隔离

的现状，应根据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的特点，提供有针对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如专题展览、宣传册派发、专场简介

会、导览活动、公众论坛等，增大公众对规划设计信息的接触面，并保证最新资讯的及时传达，为其合理发挥参与

能力提供基础。应充分利用城市设计成果直观的特点，提高公众的信息掌控和认知能力，但也应引导其加强对城市

规划和空间设计的理解，防止陷入“好看不好看”的效果图评价误区。 

应拓展公众参与和回应的渠道，提供多元的意见征集方式，在城市设计的不同阶段，开展针对不同重点的公众

参与方式和内容，如专题民意调查活动、专题意见征集板块、网上公告评论、公共邮箱等，使公众能方便、迅捷地

表达自己的诉求。 

 



4.2 实现设计过程与公众的回馈和互动机制 

目前设计展览宣传教育、以及规划设计成果公示告知等惯行的参与模式，基本都属于“后半程”的被动式参与,

只能起到“参观”和“咨询”的作用，不仅难以完全反映广大市民的意愿和诉求，也无法让社会公众真正参与设计决策。 

互动式的城市设计应在保障公众充分了解设计内容并拥有通畅回应渠道的基础上，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设计的互

动机制，建立“参与—反馈—再参与”的互动机制，给公众以足够尊重，给参与过程足够尊重，以开放、包容心态去

倾听各种声音，鼓励真诚开放对话和交流，最大程度地获得公众认同和支持，以利于城市设计的后期实施。在倾听

公众的意见后，还应向公众通报意见汇总结果，对采纳和不采纳的意见都进行原因说明。公众了解反馈结果，就与

政府之间形成了参与-反馈过程，有利于公众对政府产生信心，增强参与意识，从而在下一步规划工作中更积极、主

动、深入地参与，最终形成“参与-反馈-再参与”的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互动机制。 

 

4.3 协调不同角色公众意见的平衡机制 

城市设计的目标是多重的，这些目标不可能在设计中全部得到最优的结果，有些目标之间甚至可能有所冲突。

面对城市设计的多重目标和实践过程不同层次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应充分发挥参与角色的特点，针对性的对其意见

进行分析整理和反馈，并作出全面的评价和决策。在此过程中也应注重科学的统计和分析方法，明确细分参与利益

主体，跳出部分利益相关人群的片面意见，顾全大局并确定优先级别，避免由于众说纷纭而导致互动设计止步不前。 

香港中环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不同阶段对于不同参与者意见的不同处理方式和权重考量，应予以借鉴，针对

性的发挥各种角色的参与作用，以促进设计深化和最终决策（表 5）。 

表 5 城市设计不同阶段的参与者的角色与作用  

Fig.5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Urban design 

评价过程 
参与者 

市民 规划师和建筑师 政府官员 

总体策划 

基本目标决策 ● ○ ● 

可行性研究  ● ○ 

项目基本策划  ○ ● 

全面预测评估 ○ ●  

拟定工作计划  ● ○ 

设计组织 

调研资料收集 ○ ●  

资料综合分析  ●  

方案选择 ●  ● 

调整深入  ● ● 

实施执行 贯彻完成  ● ● 

运作维护 反馈 ● ● ● 

公众参与的角色作用：●主要角色 ○促进支持角色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4.4 确立城市设计公众参与的规则建构 

目前，国内的城市设计虽然是非法定规划，但作为密切关系公众利益的规划辅助工具和空间研究方法，也应打

破设计师的专业壁垒，确立让公众参与表达决策的规则。在香港，规划设计成果往往是政府经过详细研究和广泛咨

询公众意见后制定的，为让一般公众易于理解和掌握，规划设计往往推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例如公开论坛、学校讲

座、巡回展览、向不同团体举行简介会等，从开始就立足“以民为本，谋求共识”，力求规划设计的结果贴近民意。

因此，确立公众参与的规划制度和设计规则建构，才能从根本上为公共参与的提供政策和决策的合法性保障，增加

公众在城市设计实践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增强设计管理的公开性、民主性和开放性。 

 



5总结 

公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设计实践中的公众参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将是城市设计制度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公众参与的互动型城市设计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而香港中环新海滨城设计研究，无论从公众参与的形

式和机制、意见的采集分析方法、设计研究的回应和优化、以及行政决策和设计研究成果的编制，都为现行的城市

设计和公众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模式和范本。 

                                                             
注释 

①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的展览涵盖的第一阶段天星码头定点展览和第二阶段的两个公众展览以及七个巡回展览。 

②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的简介会涉及政府机构和相关团体，如城市规划委员会、共建维港委员会及研究专责小组、立法会相关机构、

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古物咨询委员会以及全港十八区区议会，还包括有兴趣的专业组织及民间团体，如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规

划师学会及香港总商会等。 

③中环新海滨的公众参与意见卡共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重点是整体设计理想及可持续和平衡发展取向，主要搜集公众的同意程度。 

•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公众对主要用地设计概念的取向，包括重组皇后码头及重建旧天星码头钟楼的设计概念。 

•第三部分的重点是公众就方案是否满足经优化的城市设计大纲里几项特别的设计原则表达意见。 

•第四部分为公开部分，邀请公众提出任何与此项研究有关的意见及建议。 

•第五部分让参与的公众提供一些个人资料作统计之用。 

④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论坛参与者包括来自共建维港委员会、城规会、中西区区议会、湾仔区议会、九龙城区议会、公众人士、专业

及学术机构、利益相关者，以及相关团体及公众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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