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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urban chronic green system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nature of the urban integrated green 

space system, in recent years, major cities in China have also begu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way or greenway 

network system between cities and cities, and the greenway is to build an ecological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mature experience of the domestically constructed Pearl River Delta Greenway Network System and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Pl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future greenway construction in Macau. Try to use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walking path and cycling track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Greenway, Macau,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greenway construction in Macau, summarize its root causes and dilemmas,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tatus quo.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have led to reflections on the greenway 

construction in Macau, and have stimulated th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u in the national-leve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concer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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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了構建城市慢性綠色系統和保護城市綜合綠地系統的生態性，近年來國內各大城市也著手推動城市綠道或者

城市與城市之間綠道網路系統的建設，而綠道正是構建生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國內建設頗有成效的珠江三角

洲綠道網路系統的成熟借鑒經驗，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背景和發展機遇之下，本文嘗試探索其如何應用

于澳門未來的綠道建設。嘗試使用實質環境調研和對比分析的方法對珠江三角洲綠道、澳門的步行徑和單車徑進行調

查研究，分析澳門綠道建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歸納總結其根源與困境，探討現狀的可行性改善建議與未來展望，引

發出對澳門綠道建設的思考，激發出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上國家層面戰略對澳門的建設關注，對生態城市構

建的關注。 

關鍵字：澳門城市綠地系統；綠道建設；慢行系統；步行徑 

1.前言 

1.1 研究背景 
澳門，地處珠江三角洲西岸，為嶺南文化的南部區域，

又因為歷史原因，自秦朝統一後屬於南海郡番禺縣地，和

廣東香山縣（即現在廣東省中山市、珠海市、澳門特別行

政區及廣州市、佛山市部分地區這一帶）一直以來都有著

密不可分的聯繫。改革開放之後，廣東省的經濟水準一直

位居全國榜首，在經濟先行而犧牲了環境的情況下，近年

來珠三角城市群也漸漸重視對城市的生態建設、著力發

展生態文明。伴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更是和珠三角城

市群的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相互之間的協同發展

作用，近年來也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建設成果。而對於綠

道網路系統的構建，仍處於起步階段，需要不斷吸收成熟

案例的經驗，參考借鑒並不斷完善自身。 

從城市生態建設的綠色慢行系統來看，澳門目前的

綠道網路構建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基於國內建設頗

有成效的珠江三角洲綠道網路系統的成熟借鑒經驗，對

澳門未來綠道的建設規劃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也對澳門濱海生態城市的構建有著積極的促進和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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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1.2 綠道概念的緣起、引入實踐 
綠道（Greenway）是一種線性的景觀開放空間，並

強調了城市之中或者城市與城市之間（如珠江三角洲綠

道網路系統）綠地空間的連線性。具備有相當規模的線性

綠道才能發揮出相應的生態、遊憩、社會和景觀價值。近

年來隨著城市建設和發展，綠道不僅成為了城市慢行系

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構建生態城市之中的重要組

成綠色景觀系統。 

現代綠道的概念起源於美國，從最初的注重景觀功

能的林蔭大道到注重綠地生態網路功能的綜合綠地系統，

也從熟知的“波士頓綠寶石項鍊”（或稱“波士頓公園

綠道系統”）到今天國內建設得“頗有成效”的珠江三

角洲綠道網路系統。就“Greenway”的翻譯成“綠道”

而言，其“綠色的通道”的含義非常之明晰，也就是呈帶

狀佈局的綠色廊道。通常沿著河濱或者海濱、山澗溪穀、 

山脊、風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裡面設置了可供

行人和騎行者進入的景觀遊憩線路， 連接著城市之內或

者城市與城市之間主要的公園、 自然保護區、 風景名勝

區、 歷史古跡和城鄉居住區等，它有利於更好地保護和

利用自然、 歷史文化資源， 並為市民們提供了充足的遊

憩空間和交往空間。在國內專家學者的觀點之中，綠道能

突破自然生態現狀環境的限制，有利於串聯城市和區域

內分散的旅遊資源，將破碎生態板塊和生態廊道重新連

通和整合。同時，通過對綠道沿線的園林綠化等環境工程

的建設，還能營造和諧的生態和城市環境，為人類提供宜

居宜遊的條件，也帶動了沿線旅遊、運動、餐飲、商貿等

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綠道周邊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是促

進區域和城市旅遊全域發展的重要支撐系統。 

雖然“綠道”這一概念上個世紀就從國外引入，但

真正的實踐是從廣東珠江三角洲綠道網的 2010 年開建

開始，因此廣東也是全國第一個發佈有關綠道規劃設計

指引的省份，由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發佈《珠江三

角洲綠道網總體規劃》，並獲得了 2011 年度廣東省優秀

城鄉規劃設計一等獎、2011 年度全國優秀城鄉規劃設計

一等獎。截至 2018 年底，廣東全省累計完成綠道建設

18019 公里，其中省立綠道 64 公里，市立綠道 11995

公里，形成了“省立綠道——城市綠道——社區綠道”

互聯互通的完整、連續、可達的綠道網路。 
 

1.3 研究目的 
本次調查研究旨在通過梳理澳門綠道（主要是單車

徑和步行徑）建設的現狀，分析澳門綠道建設面臨的問題

與挑戰，歸納總結其根源與困境，淺談現狀的可行性改善

建議與未來展望，引發出對澳門綠道建設的思考，激發出

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上國家層面戰略對澳門的

建設關注，對生態城市構建的關注。 

 

1.4 研究方法 
本次調查研究的方法主要為歷史文獻整理分析法、

實質環境調查法和案例對比研究法，主要做法是通過目

前澳門已建成的單車徑和步行徑現狀，並與鄰近且建設

頗有成效的珠江三角洲綠道網路系統進行對比分析，以

及實地走訪澳門本土的具有代表性的單車徑和步行徑，

觀察並記錄其真實環境狀況，從而開展本文的探索與研

究。 

 

2. 澳門線性景觀廊道的概況 
目前記錄、分析、研究澳門線性景觀廊道的文獻資料

較少，基礎資料可以在“澳門自然網”中尋找，裡面對於

澳門市政署已建成的廊道（主要為單車徑和步行徑）有建

成時間、地理位置、概況的相關介紹。但在論文庫（如中

國知網、萬方資料）對於澳門線性景觀廊道的研究，卻幾

乎檢索不到。因此，可以初步判斷，澳門的線性景觀廊道

仍處於起步階段，建設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圖 1 澳門自然網中休閒設施分類功能表列選擇的介面 

澳門的“綠道”，在官方術語中稱為“單車徑”或

者“步行徑”，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中的官方術語也是對

應的，如香港的麥理浩徑、香港大欖越野單車徑、石澳郊

野公園越野單車徑（由大潭峽至土地灣段的港島徑）等。

其次就是澳門的綠道主要以步行徑為主，但沒有很好地

連接起本島、氹仔島、路環島三個主要島嶼的城市公園或

者街頭遊園，更多的是在某個公園之內設置了步行徑，對

外的作用性不大，也沒有構成屬於澳門自己的“綠道網

路系統”或者“步行徑及單車徑網路系統”。澳門作為

濱海城市，但大部分的步行徑均為城市公園、郊野公園之

中的游步道，僅有路環島黑沙龍爪角海岸徑為濱海步行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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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澳門單車徑及步行徑 
    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公共休閒設施分為公園、郊野公
園、單車徑及步行徑、教育設施、休憩區和自然生態區，

其中“公園”的性質近似於中國內地的街邊小遊園或小

廣場，單車徑及步行徑是最主要的線性休閒設施，也是最

主要的綠色交通系統。目前已建成並投入使用的單車徑

及步行徑一共 17條，具體情況如下表 1。 

 

表 1  澳門特區已建成單車徑及步行徑情況一覽表 
名稱 全長/米 建成時間 起止概況 位置 

望廈山健

康徑 
1000 1997 年 

位於望廈山巿政公園，出入口均為望廈炮臺斜坡，整段路有兩個分叉小路，各路徑

相互連接，可根據需要選擇不同路徑通往各景點，如天然石洞、兒童遊樂場等，從

一梯階小路直上觀景台，可飽覽澳門風景。 

澳門半島望廈山 

松山健康

徑 
1200 1997 年 

位於松山巿政公園，健康徑內共有十九個健身站，另設有成人及兒童健身器材、綜

合球場、露天廣場、兒童遊樂場等多元化設施。 

澳門半島松山 

大潭山環

山徑 
4000 1998 年 

位於氹仔東面的大潭山郊野公園內，起於氹仔大潭山天文斜路，止於大潭山天文斜

路及司徒澤雄神父馬路及雞頸馬路，設有大潭山觀景瞭望台、大潭山茶花園等，亦

可到達可到達海拔 159.2 公尺高的氹仔最高點。 

氹仔島大潭山 

小潭山

2000 環

山徑 

2300 1999 年 

起於七潭公路，止于海洋花園衛生中心後面，為慶祝澳門回歸後與市民一同邁向西

元二千年，特取名為小潭山 2000環山徑。內設有休憩區休息或兒童遊戲區。 

氹仔島小譚山 

氹仔海濱

休憩區(單

車徑) 

2700 1998 年 

位於氹仔東亞運大馬路至東亞運圓形地及海洋大馬路的沿海位置，具有多項休憩設

施，包括跑步徑、單車徑、兒童遊樂區、一系列康體和體能鍛煉器材以及自助飲品

售賣機等配套服務。 

氹仔島東亞大馬路 

路環步行

徑 
8100 1986 年 

起止均為路環高頂馬路中段樹木園側，是離島的第一條林徑，位於在路環海拔 100

公尺高的山頭，是展開造林時開闢的，沿途可觀賞媽祖聖像、疊石塘山，登瞭望台

可觀伶仃洋、白浪逐黑沙灘。 

路環島樹木園 

路環健康

徑 
1225 1998 年 

起止均為路環高頂馬路和陸軍馬路的交叉路口，全段共設有 10個健身站，可觀賞

路環市區、聯生工業村、橫琴及路環與橫琴之間的航道上船隻的穿梭往還。 

路環島高頂馬路 

路環石面

盆古道 
1500 1999 年 

始于黑沙馬路近黑沙村，止于竹灣馬路近路環監獄，橫跨路環島東西兩個山谷，為

路環最古老的道路。設有景點：小蝴蝶穀、斜陽山巒、紅藍互映，石景則有伸腰壁、

一瓦簷、美鯨嫻臥、蟾蜍泊岸。 

路環島黑沙馬路 

路環東北

步行徑 
4290 1999 年 

始于均為石排灣以東的山，平均海拔為 55米。徑內栽植大片臺灣相思樹，可賞金

黃色春景，亦可眺望九澳村、九澳水庫、氹仔澳門機場等景致。 

路環島石排灣以東 

黑沙水庫

家樂徑 
2650 1994 年 

起止均為黑沙水庫，集生態保育、夜觀星象及享受自然美景於一身，內含較多野生

動植物。 

路環島黑沙水庫 

黑沙水庫

健康徑 
1505 1998 年 

起止均為黑沙水庫，設有 9 個健身站，內含較多負離子，可欣賞“水依山，山繞

水，水在林中流，山在林中舞＂的美景。 

路環島黑沙水庫 

黑沙龍爪

角海岸徑 
1200 2003 年 

始于黑沙龍爪角濱海馬路，止於竹灣別墅群旁的竹灣馬路，途經黑沙青年旅舍、猿

人石、聽海軒、竹灣豪園等標識性地點。 

路環島黑沙海灘旁 

黑沙龍爪

角家樂徑 
2150 2002 年 

始于竹灣馬路及新黑沙馬路交叉路口，止于新黑沙馬路及黑沙龍爪角海濱馬路入

口，分觀石徑、賞海徑和紅葉徑三路段。設有景點：犁頭石、暈浪石、龍蛋、夜鷹

眼、飛花亭等。 

路環島黑沙海灘旁 

九澳高頂

家樂徑 
1490 ,1996 年 

起止均為九澳高頂馬路與自來水廠路交叉路口旁的九澳高頂燒烤公園，是位於路環

島中央山的一條迴圈式林蔭小徑，共 145級石階。 

路環島中央山 

九澳水庫

環湖徑 
1550 2003 年 

起止均為九澳聖母馬路，環繞九澳水庫而修建，內設有九澳水庫戶外體驗營及淡水

濕地生態區。 

路環島九澳水庫郊野公園 

石排灣郊

野公園徑 
1680 1985 年 

起止均在石排灣郊野公園內，沿途設有 24個解說站，主要介紹自然生態。另設有

第一亭、第二亭等休憩設施。 

路環島石排灣郊野公園 

蓮花單車

徑 
3134 1998 年 

始於澳門百老匯側，止於聯生工業區，主要供騎車遊覽，可遠望對岸的珠海市橫琴

島。 

路環島蓮花海濱大馬路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澳門自然網、穀歌地圖。 

 

2.2 澳門綠道規劃建設相關研究 
為配合國家對澳門的城市發展定位策略，建設可持

續發展的宜居型旅遊城市，澳門特區政府曾經在 2009～

2013 年先後委託華南農業大學林學與風景園林學院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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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教授課題組開展《澳門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綱要》、《澳門

城市綠道網建設規劃研究》、《澳門園林化景觀環境品質

提升規劃專項研究》等研究，其中部分規劃策略已經付諸

於實踐，並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 

而早在 2010 年，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珠澳合作專

責小組澳方負責人劉仕堯先生在推動把珠澳共同打造成

世界級城市海濱綠化長廊，讓澳門延續珠海端，並綠道優

化澳氹兩岸海濱城市景觀，大力配合並融入廣東省當時

規劃中的“珠三角區域綠道網”。而距今已經將近十年，

廣東省綠道的發展已經走在了全國前列，港珠澳大橋已

經建成通車，澳門輕軌也將於今年年底的澳門回歸 20 周

年之際通車，但澳門的綠道仍舊還沒有連接到珠海，融入

珠江三角洲的綠道網路系統之中。 

 

33.與珠江三角洲綠道網對比的異同 
就目前而言，除了概念上的名詞界定，澳門的“綠道”

和珠江三角洲的綠道還是有一定的差異，不管是規劃佈

局還是設施上的分佈。 

首先，澳門的綠道沒有構成自己的網路系統，串聯起

周邊的綠地或者居住區。在過去的調查報告裡，澳門的綠

地率大部分地區不足 10%，遠遠低於國內執行的城市綠

地系統規劃指標，高密度濱海城市的環境條件對土地、綠

地的限制度較高。目前澳門的綠道主要以步行徑為主，但

沒有很好地連接起本島、氹仔島、路環島三個主要島嶼的

城市公園或者街頭遊園，更多的是在某個公園之內設置

了步行徑，對外的作用性不大。再者便是澳門的步行徑或

者單車徑的設施不夠完善，有的步行徑依山而建或者依

靠海岸怪石而修築（如路環島黑沙龍爪角海岸徑），比較

自然原始，裸露性較大，人工建設加工的程度不高，但也

缺乏無障礙設施、照明設施、緊急呼叫設施等等。設施的

不完善也會減少了人流的聚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安

全隱患，進而變成了公共空間的浪費，線性的景觀廊道就

沒有發揮出更好的生態作用。 

相比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三面環山、一面朝海、河

網密佈，不僅有湖光山色，還有濱海風情以及嶺南水鄉情

調，悠久的嶺南歷史給這片土地留下了許多城市文化遺

產。而在改革開放之後，現代化城市進程加快，高樓大廈

拔地而起，城市也被分割成不同的空間。因此，綠道的建

設成了串聯這些城市“破碎”的節點，形成一個具有遊

憩、科普、休閒、歷史文化宣傳的大網路，真正推動城市

彼此之間的建設發展，同時保護破碎的地塊，促進生態平

衡。 

 
圖 2 珠江三角洲綠道網總體規劃 來源：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 

 

珠江三角洲的綠道建設快，設施相對比較完善，規劃

上具有很強的導向性，如被譽為“中國最美的綠道”之

廣東一號綠道設置在了肇慶市的國家風景名勝區七星岩，

環湖綠道貫穿著這座城市的中心地帶，全長 20公里，分

為徒步道和自行車騎遊道，劃分成四個大湖的休閒片區，

輻射至周邊城東居民區。無障礙和照明等設施較完善，直

至夜晚，這條綠道依然很多人使用。現在，越來越多人散

步、慢跑都是在綠道中進行，一定程度上提倡慢行系統則

減少了城市私家車的出行，為低碳生態的城市發展出一

份力。建設綠道時，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生態修復，還有

在保護自然風景區的同時，也是在推動這座城的生態發

展。 

再如肇慶隔壁的佛山市，以低碳為先導建設綠道，把

工業化環境下的破碎地塊“縫補”起來，構建生態廊道

保護體系，同時整合佛山分散且特色不明顯的旅遊景點，

強化了佛山地理風貌和人文特色，提升了旅遊發展品味，

同時也改善了城鄉發展的極度不平衡的現狀。 

總體而言，珠江三角洲的綠道建設和澳門的綠道善

於利用靠近並利用本土的自然資源，提倡生態先行，但珠

江三角洲更多的是以綠道為建設的契機，從而提升城市

的軟實力，不斷構建綠道網路體系，打通不平衡發展和破

碎的地塊，以達到更大的經濟效益。而澳門的綠道建設更

多像是公園內的附屬設施，僅在某個公園或郊野區中起

到作用，更沒有用綠道建設帶動起生態旅遊發展的際遇。 
 

4.澳門綠道建設策略分析 

4.1 與歷史城區節點串聯 
按照珠江三角洲綠道建設的經驗借鑒，綠道的形式

多種多樣，有鋪設塑膠的單車徑，也有類似于公園汀步或

者廣場邊緣引路的步行道。而外地的遊人“沖著”澳門

而來的不只是博彩娛樂場，還有引以為傲的由整個歷史

城區申報成功的世界遺產。在粵港澳大灣區之中，除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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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自力村碉樓建築群之外，另一個灣區之內的世界遺

產就是澳門歷史城區了。澳門歷史城區的位置在澳門半

島，附近還有葡屬澳門時代留下的公園、小別墅群等等，

綠道的建設規劃路線可以把這些有歷史價值和景觀遊憩

價值的節點串聯起來，發揮出綠道的生態作用。與此同時，

澳門地域狹小，綠道步行徑的設置也是宣導“步行城

市”、“低碳出行”等理念的沿用。 

 

44.2 建設防災緊急疏散通道 
澳門地域狹小，但因為填海造陸，內港一帶經常發生

海水倒灌，颱風天氣一旦到來，風暴潮就出現，澳門目前

的防災避險場地多有分散，有的在某個建築前的前地（即

廣場），有的則在密集的居民樓之間的中小學操場，一旦

發生災害需要緊急疏散，會存在一定的時效性把控難度。

因此，可以借由綠道建設的契機，連同城市帶狀綠地進行

整合建設，在緊急時也可以充當疏散的通道。與此同時，

如果居民樓密集、天氣乾燥等原因，發生火災或者城市受

到地震災害，綠道在立面上也能一定程度上阻隔城市建

築之間的火災蔓延，減少財物損失。雖然澳門目前還沒有

經歷過地震，但預防措施也應該在建設規劃之時考慮進

來。 

 

4.3 結合新城填海區的濱海海岸線 
澳門地處珠江入海口的西岸，南面和東面大部分朝

海，北邊連接珠海，西邊為十字門水道、內港一帶，在目

前已建成地段中可展示的濱海城市優勢的區域並不多，

目前唯一一條海岸徑在路環島黑沙龍爪角，雖然展示了

海洋、怪石、山崖植被等本土景觀，但設施存在了很大的

不完善性，安全隱患較大，可遊憩性降低。在未來建設澳

門綠道，可以考慮結合新城填海區的海岸線，沿岸設置綠

道，把幾個新填海區和舊城區連接起來，形成區域性的慢

行系統，增加可淹沒性駁岸平臺，通過綠道的串聯使人可

以進行親水性活動，汛期或者雨季來了又可以在尚未淹

沒的部分駁岸平臺繼續欣賞景觀，曲折的海岸線也增強

了移步換景的遊憩趣味。 

 

4.4 融入珠三角綠道網 
早在 2010 年，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珠澳合作專責

小組澳方負責人劉仕堯先生在推動把珠澳共同打造成世

界級城市海濱綠化長廊，讓澳門延續珠海端，並綠道優化

澳氹兩岸海濱城市景觀，大力配合並融入廣東省當時規

劃中的“珠三角區域綠道網”。筆者推測是如跨境工程

審批建設、省長市長或者行政長官的換屆等原因導致現

在還沒落實。但伴隨著港珠澳大橋建成與開通、珠海和澳

門兩地合作進一步加強，跨境的工程難度並不在於工程

本身，而在於決策者強有力的執行和推動。澳門地域狹小，

把自身綠道融入到珠江三角洲綠道網路之中，也是推動

粵港澳城市生態發展的重要環節，同時，兩地的旅遊、經

濟等收益也會逐步提升。 

 

5.結論與建議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之中，澳門定位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同時也是四個中心城市之一，但在綠

道網路的建設之下，並未融入珠江三角洲的綠道網路系

統內，出了自己特區之內的小公園設置有步行徑之外，綠

道並未發揮出原有的作用，也並未作為廊道連接其它綠

地，建議應該加強步行道的建設和維護，同時學習其它地

方建設與管理綠道的先進案例經驗，打造一套符合澳門

地域特色的廊道系統，把澳門最好的生態旅遊資源展示

給大灣區，展示給世界，進一步加快成為真正的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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