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和機會

通過四個社區的參與機會，市政府獲得無數關於很多不同議題的想法和評價。
在接下來的階段會將公眾意見整合成一個主要主題，並包含了與現有條件報告
相關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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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爾布瑞市（Millbrae）市中心
市中心是密爾布瑞市的重要資產。市中心典雅且有著方便行人的特
性，令其更適合步行。市中心以百老匯（Broadway）沿街小商鋪
為特色，其中很多小商鋪的店主都是當地人。

商業組合

“市政府有機會利用市中
心的小城鎮魅力。”

- 相關受訪者

因為市中心有限的商業模式，缺乏高檔的餐廳和商店，很多居民和
遊客都在鄰近的城市用餐和購物。雖然有很多往來於聯運站和區域
交通通道的經過密爾布瑞市（Millbrae）訪客，他們大部分都不會
停留在本市用餐或購物。商業類型的多樣性不足，導致零售業銷售
額的下跌。2013年，密爾布瑞市（Millbrae）從社區周邊零售商
所得的，零售業花費淨流失是六千四百三十萬。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可以考慮到如
何培養一個商業組合，使其更好地服務於居民需求範圍和吸引訪
客。對於市政府提高商業組合，購入土地並將其與私人所有地合
併成為一個更大的催化項目，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會衡量其可行性。
支持市中心住宅發展，是另一個吸引更多人前來該地區的機會。年
輕人和老年人都越來越喜歡城市化和步行可到的鄰近社區。在市中
心加建更多的住宅，對所有居民的住宅需求都有所幫助。此外，市
中心居民光顧當地商店和餐廳，他們24小時的出現可幫助鼓勵社區
安全性。

“市中心到處都是餐廳。
有需要變得多樣化。”

- 相關受訪者

車位可用性

對公共場所的投資
為了吸引人們來購物、就餐和逛街，有向市中心公共場所投資的必
要性。對百老匯（Broadway）沿街的公共場所投資，關鍵是為了
確保市中心的特點不會輸給車站區域的新興發展。物質上的公共場
所改進包括戶外座椅、樹木和公共藝術。在公共場所的投資將有助
於提高城市形象、吸引顧客和為居民創造一個令人愉快的環境。
除了要加強市中心的街景，不少居民也表達了對清潔的關注。包括
煙蒂的垃圾，都會讓街景大打折扣，並減低居民的關注度和自豪
感。城市總規劃方案（General Plan）進程將會考慮到減少市中心
垃圾的方法，如實施防止亂拋垃圾的措施或增加更多垃圾桶。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將會考慮到提高市
中心特性以支持商家、吸引訪客和調用公民自豪感的機會。密爾布
瑞市藝術和紅酒節（Millbrae Art and Wine Festival）每年都吸引
超過100,000名參與者，就是一個成功項目的例子。
市中心業主近期的投資缺乏，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很多在百老匯大
街（Broadway）上的建築物都是有著長期所有權的。根據現有的
所有制結構，業主往往滿足於現有租金而沒有動力去投資改良建
設。城市總規劃方案（General Plan）進程將會探索出商業改良區
（BID）是否一個可行的工具。城市委員會在2014年採用了一項決
議去支持構建市中心商業改良區，但BID必須由企業主組成。市政
府可以為幫助市中心商業而提供支持，例如為BID進行分析，以確
定業主的收益和讓BID成功的最佳方法。BID可以解決包括改進街
景、垃圾和項目等一系列的市中心問題。

很多居民都覺得市中心缺少停車位。在市中心是沒有停車規定去勸
阻人們在一個車位停置太久。即使總體會有足夠的停車位，當某些
企業的停車位求大于供時，就會為客人和僱員造成不便。因為客人
喜歡停車位置與商鋪間鄰近，停車會是很重要的問題。城市總規劃
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為保護區域特色，將會為
市中心商鋪探索停車場策略。一個可能性就是建造一個為僱員特設
的停車建築物，讓其他客人可以在百老匯（Broadway）大街上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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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
密爾布瑞市（Millbrae）是灣區的公交樞紐站。連通密爾布瑞市
（Millbrae）的主要交通設施是美國101號公路、280號洲際公路
（Junipero Serra高速公路）、82號國道（El Camino Real）、
地鐵（BART）、火車（Caltrain）和三藩市國際機場。密爾布瑞
（Millbrae）聯運車站也是為高速鐵路所規劃的車站。

交通阻塞
“地鐵（BART）、火車
（Caltrain）和三藩市
國際機場是密爾布瑞市
（Millbrae）的重要資
產。”

- 相關受訪者

又因為行人信號燈時間過短，行人很難在期間通過狹窄的行人道去
穿越六條過道。
從2010年至2014年之間，密爾布瑞市（Millbrae）每年有約
12宗撞車事故是與騎自行車者和行人有關的。相較於聖馬刁市
（San Mateo）和伯嶺甘市（Burlingame），儘管密爾布瑞市
（Millbrae）的人口不到三個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嚴重的
撞車事故卻超過總數的一半。

雖然密爾布瑞市（Millbrae）有著極好的連通性，市政府卻負擔著
來自居民、往來於聯運車站和區域交通通道訪客的交通阻塞。未來
高速鐵路有可能會讓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交通阻塞情況更加
嚴重。交通阻塞主要環繞在拉克魯茲大街（La Cruz Avenue）和
公園大道（Park Boulevard）的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此
交叉點在白天某些時段會有“F”的交通流暢度（LOS）。LOS包
含了速度與行程時間、交通中斷、操控自由性、駕駛舒適性與便利
性，是衡量駕駛者操作條件的準則。LOS設有“A”到“F”表示從
好到壞，所以LOS“F”表示過分阻塞和過度延遲。

缺乏良好人行和自行車路徑通往聯運車站，會導致交通阻塞。居民
一般傾向於開車，並將他們的車停在車站。行人和騎自行車者的通
行障礙，主要是密爾布瑞街道和火車鐵路軌道間的美國101號公路
交匯處。密爾布瑞路（Millbrae Avenue）只有一條通往港灣步行
徑（Bay Trail）的路，駛過該連接口，騎自行車者和行人都必須穿
過繁忙的高速公路坡道。火車軌道限制了位於鐵道東邊及美國101
號公路西邊，來自海濱莊園（Bayside Manor）和馬連拿遠景分支
區域（Marina Vista Subdivisions）的行人和自行車的通行和循
環。

交通阻塞不僅不方便，也因其會導致車禍而成為一個公共安全隱
患。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平均撞車意外次數高於其鄰近城
市。密爾布瑞市（Millbrae）最常發生撞車事故的在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密爾布瑞路（Millbrae Avenue）和聯運車站附
近。

作為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的進程，市政
府正在為密爾布瑞市（Millbrae）準備一個新的行人和自行車總規
劃，叫做積極的交通計劃（Active Transportation Plan）。積極
交通計劃將會著重於加強行人和騎自行車者安全性的最佳實踐。積
極交通計劃（Active Transportation Plan）的目的是評估行人和
騎自行車者的需求；確定改進基礎設施和方案以支持行人和騎車
人；並協調地方行動和區域項目。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的進程將會分析減
低汽車速度的交通緩行措施和制定車輛的行車道邊線。可能的措施
也包括改善街景、去除自流右轉車道、減速帶。城市總規劃更新方
案（General Plan Update）為加強公共安全，會將促進連通性和
便於步行性作為衡量標準。

便於步行和騎自行車
很多居民因穿行斜坡地形、自行車道設計不足、和過窄人行道等安
全因素的考慮，都不會在市內行走或騎自行車。城市西邊因有陡
峭的山坡，為騎自行車者造成了盲點，並導致他們以過快的速度
下坡。很多街道沒有特定自行車道，而有特定自行車道的街道又
缺少緩衝帶，令騎自行車者感到很不安全。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不便於行人，因為它的交叉過道口需要等長時間的信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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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有機會去發展連
接社區、保護環境和刺激
經濟的公共運輸計劃。”

- 聯合市委會/計劃委員研
討會參與者

很多居民出於安全考慮，都不會在市內行走或騎自行車。作為城
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的進程，市政府正
在準備一個積極的交通計劃（Active Transportation Plan）。積
極交通計劃（Active Transportation Plan）的目的是評估行人
和騎自行車者的需求；確定改進基礎設施和方案，以支持行人和
騎車者；並協調地方行動和區域項目。除積極交通計劃（Active
Transportation Plan）以外，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將會包含循環因素的完整街道條例。完整的街道為
所有使用者的安全而設計和運作，包括不同年齡和能力的行人、騎
自行車者、機車騎者和中轉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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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接上）
自行車道和行人道
密爾布瑞市（Millbrae）有著包括支線步行徑（Spur Trail）、水
晶泉區步行徑（Crystal Sprints Regional Trail）和港灣步行徑
（Bay Trail）這幾條步行徑。支線步行徑（Spur Trail）可以通行
到位於密爾布瑞市（Millbrae）中心的幾個學校和公園，而水晶泉
區步行徑（Crystal Springs Trail）和港灣步行徑（Bay Trail）為密
爾布瑞市（Millbrae）提供了西部和東部邊緣的娛樂機會。雖然部
分步行徑缺乏持續的連接性，居民卻很看重它們為社區所提供的開
放空間和娛樂價值。

“水晶泉區步行徑
（Crystal Springs Trail）
的沿途都有綠地。請讓我
們保持它的原始性。”

- 社區講座 #1參與者

支線步行徑（Spur Trail）位於52英畝的支線所有地（Spur
Property）。約21.7英畝的支線所有地（Spur Porperty）已被改
良為步行徑。支線（Spur）所有地的很多部分都還未被開發，並
有被用作增加多用途步行徑、野餐長凳和桌子、小型公園的潛在可
能。根據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公園總規劃方案（1999），
在未來階段的支線步行徑（Spur Trail）將會向北延伸多10到15個
街口至朱尼佩若公園（Junipero Serra Park）。
水晶泉區步行徑（Crystal Springs Regional Trail）是一個從聖
勃雷諾（San Bruno）市延伸至林邊市（Woodside），計劃
長17.5英里的步行徑。截至2016年7月，包括鄰近密爾布瑞市
（Millbrae）的部分，長15.3英里的路段已完工。自行車和行人
可在山頂大道（Hillcrest Boulevard）和拉斯珀爾道（Larkspur
Drive）之間的高速公路交匯處通行。
三藩市步行徑是環繞整個三藩市灣區，計劃長500英里的步行和
自行車道路徑。截至2016年7月，超過350英里的路段已經完工。
位於密爾布瑞路（Millbrae Avenue）的港灣步行徑（Bay Trail）
南面，還有一段已鋪好的，與伯嶺甘市（Burlingame）海灣公園
（Bayside Park）及以外相連接的路段。但港灣步行徑圍繞三藩市
機場的路段尚未完工，通行者必須使用包括密爾布瑞路（Millbrae
Avenue）、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或一些當地街道的平
行。騎自行車者要使用港灣步行徑（Bay Trail）的完工路段必須通
過密爾布瑞路（Millbrae Avenue），即包括到美國101號高速公
路交匯處的路段。

施。在進程中，市政府可能識別出利用行車交通防止撞車事故的可
替換路段。市政府可能也會考慮包括照明、長椅、指示標誌、斑馬
線和電話亭等額外的改良方式。

城市區域的不連貫性
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在行人和騎自行車者的連接性上，
有著很大的挑戰。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將車站區域
（Station Area）和東邊居民住宅社區，與市中心和西邊居民住宅
區劃分開來，很多人覺得在穿行過街的時候很不安全。東邊和西邊
之間的直接連接被兩條街限制：密爾布瑞路（Millbrae Avenue）
和山頂路（Hillcrest Avenue）。
因為方便步行和騎自行車的社區可帶來經濟、健康和環境的好處，
市政府有意改善行人和自行車橫跨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的
連接處。行人道和自行車設施的存在，已被證明能夠增加房產價值
和促進旅遊業。人行道和連貫、維護良好的行人和自行車網絡，讓
市民可安全和方便地光顧當地商店、商鋪和餐廳。就環保來說，讓
更多人在市內步行和騎自行車，是可以減少汽車出行和有害氣體的
排放。最後，行人和自行車設施安全，都能讓不同年齡和行動能力
的人們都有機會保持社交聯結，並改善健康。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將會探索創
造更多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與市中心、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的東邊居住區和車站區域（Station Area）之間
的連接。市政府可能會探索在聯運車站、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市中心和鄰近住宅區之間，運行連續循環的班車或電
車的可行性。也有建一個橫跨國王大道的（El Camino Real）行
人/自行車天橋的潛在可能。密爾布瑞市車站區域具體規劃方案
（Millbrae Station Area Specific Plan）優先考慮到能讓行人和自
行車騎者方便舒適地來往於車站區和市中心的一個自行車和行人循
環系統，為增強連通性奠定了基礎。

“密爾布瑞市
（Millbrae）有機會將城
市的所有部分聯合到一
起—地理的、種族的和經
濟的。”

- 聯結城市委員/計劃委員
會研討會參與者

“無論在市中心還是國王
大道（El Camino Real）
過道，行人安全都是密爾
布瑞市（Millbrae）的重
要問題之一。”

- 社區講座 #1參與者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將會識別出步
行徑網絡和勾勒線措施的差距，以便提供更安全和更有保障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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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社區
很多居民選擇居住在密爾布瑞市(Millbrae)是因為其相對可負擔的
住房和多樣化的居住區域。從山丘上可俯瞰三藩市灣區的獨立房屋
到市中心的公寓的，這裡供有多種房屋選擇。多種房屋類型構成了
米斯物業區 (Mills Estate)、高地區(Highlands)、格倫維尤高地區
(Glenview Highlands)、草地區(Meadows)和洛米塔丘區(Lomita
Hills)居住社區的城市特性。
“因為密爾布瑞市
（Millbrae）的社區感，
我選擇住在這裡。”

- 相關受訪者

住宅供應
灣區有著很高的房屋需求，而有限的房屋供應又引致房價的顯著
攀升。在聖馬刁縣（San Mateo County）的現有房屋出售量仍
然很低，這反映了高需求和快速的周轉。根據加州房地產協會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聖馬刁縣（San Mateo
County）在2016年1月有1.9個月的未出售庫存指數（UII），而相
比加州有4.3個月的UII。UII是對一定時間內的未售出房屋，以現價
出售的月統計。高於7.0的指數表明市場疲軟，且相應出售房屋的
供應數量過剩；而低於7.0的指數將認為供應有限，且市場需要改
善。

景觀素質
居民重視他們居住社區的景觀質素，特別是三藩市灣區和樹蔭街道
的景觀。因為缺乏可發展住房的空置土地和人們想要擁有好景觀的
願望，很多居民都以加建第二層的方式來擴建自己的現有住房。加
建的二層建築是導致居民喪失灣區景觀的問題。對於因過度修剪樹
木而改變了居住區特性，很多居民都表達了不滿。最後，居民不僅
擔心居住區會變得坑窪不平，還會擔心安全和審美素質的問題。作
為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的進程，市政府
會考慮保護和提高住宅區景觀質素的方法。方法可以包括一個居民
設計審查要點（Residential Design Review Guidelines）的綜合
更新。市政府會審查其基礎設施的狀況，並可能提出修復老化基礎
設施的計劃。市政府還可以對樹木採取修剪標準。

除了有限的住宅存量，密爾布瑞市（Millbrae）只有百分之0.2
（3.6英畝）的空置土地，令新住宅發展的機會受到制約。大多數
新住宅將需通過對現有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再利用現有建築物去實
現。
密爾布瑞市優先發展區域具體規劃方案（Millbrae Priority
Development Area Specific Plan）是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
（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的一部分，市政府有機會藉著將主
要發展導向PDA，以減低汽車排放尾氣帶來的溫室效應來規劃新的
住宅發展。PDAs是作為港灣地區的區域土地使用和運輸計劃、規
劃灣區（Plan Bay Area）的一部分，是適用於發展的潛力地區。
規劃灣區（Plan Bay Area）是一個長期綜合運輸、土地使用和房
屋策略的，為三藩市灣區沿用至2024年的方案。密爾布瑞市優先
發展區域（Millbrae PDA）包括了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
、聯運車站和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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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
“我們應該利用我們的獨
特性——位置、交通便
利、安全和低犯罪率的社
區、生活質素、舒適且可
愛的居住社區、青少年良
好的教育機會和適合最年
輕到最年老居民的服務設
施。”

- 網上論壇參與者

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很多特性讓他區別於它的鄰近城市。密
爾布瑞市（Millbrae）其溫暖、小市鎮的感覺，給人安全感和社區
感。居民們積極地參與社交俱樂部、社區組織和全市範圍的活動和
項目。該市因其極好的學校、相對可負擔的房屋價格、漂亮的景觀
和地區貫通性，吸引了很多新的居民。

缺乏邊界特性
雖然有許多優點讓密爾布瑞市（Millbrae）成為一個很好的城市，
但它的形象卻不夠強。聖馬刁縣半島由超過20個城市構成。城市之
間很接近，也因地理位置而共同分享很多特性。
此外，密爾布瑞市（Millbrae）主要建造並與聖勃雷諾市（San
Bruno）以北和伯嶺甘市（Burlingame）共同分享範圍邊界。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進程將會考慮建
立一個明確的大門牌坊，作為加強城市形象的機會。一個邀請性
和精心設計的大門牌坊，可通過讓人知道他們已到達密爾布瑞市
（Millbrae），並吸引更多訪客。訪客進入城市時，大門牌坊可給
他們第一印象，並可幫助居民在回家時有更深刻感受。一個易於識
別和歡迎的大門牌坊可以增強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形象。

缺乏顯著特征的城市中心
雖然密爾布瑞市（Millbrae）有城市中心，但其特征卻沒有很
強烈。一個有顯著特征的城市中心，應整合商業、娛樂和社交
互動，並作為吸引人地方和社區聚集點。相比之下，伯嶺甘
（Burlingame）市中心有著吸引來自周邊地區訪客的高級餐廳和
商店，塑造了其強烈的形象定位。在
“我們對密爾布瑞市
（Millbrae）的第一印象
是，它很容易被忽略。

- 相關受訪者

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的進程中，市政府
將會在課程上反映出其他成功的城市。市政府可能考慮在城市中心
增加更多康樂中心，例如泳池、藝術中心或電影院。市政府也可能
選擇利用品牌策略去推廣城市中心，並吸引更多的訪客前來購物、
用餐和享受城市的小城鎮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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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草案和指導原則

根據在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第一階段中的公眾意見
和在現有條件報告中的發現，市政府預備了一份願景草案和一套指導原則。以
下的部分將會敘述願景和指導原則所把握到市政府對密爾布瑞市(Millbrae)未
來的的關鍵價值觀和意願。願景聲明描繪了密爾布瑞市(Millbrae)嚮往在25年
後所呈現的景象。指導原則確立了市政府如何去實現這一願景。願景和指導原
則將為城市總規劃更新方案（General Plan Update）的進程作出指引。在市
議會採用總規劃方案之前，願景聲明和指導原則仍是一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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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

願景聲明
在2040年密爾布瑞市(Millbrae)以其強烈的社區感和作為灣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的地域性，
而成為半島的寶地。因其純樸的灣區景觀、美麗的街區、著名的學校、典雅的市中心、活躍的
居民生活和可負擔的生活費用，當地居民自豪地稱密爾布瑞市(Millbrae)為“家”。密爾布瑞市
(Millbrae)因其處於交通樞紐、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的活力、各式的零售店和餐廳，還
有迷人的氛圍，而成為該地區的勝地。密爾布瑞市(Millbrae)將會成為一個健康和繁榮的社區。

指導原則
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
振興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成為一條“林蔭大道”，即為
密爾布瑞市創造一個迎客的大門牌坊。通過改善流動性和提高沿
街走道的街景，可以創造一個迷人的行人環境。促進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沿街的公交導向、綜合用途的改進，為人們的生
活、工作和玩樂創造一個振奮的環境。

提供一個可滿足所有使用者需要的，安全且完整的運輸網絡。著重
於改進可降低交通阻塞的運輸系統，鼓勵行人便利性和騎自行車便
利性，並且增加聯運車站的貫通性。

城市形象
藉著創造充滿活力的場所去聚集社區成員和吸引來自不同地區的
訪客，來提高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形象。鼓勵密爾布瑞市
（Millbrae）保持其具有強烈居民自豪感的包容性社區。

可持續性
培養可持續的城市環境。鼓勵步行和騎自行車，以便降低對汽車的
依賴及有害尾氣的排放。促進水和能源的有效使用，並採用措施去
減低對地區流域的影響。

城市服務
市中心
培養出一個充滿活力的市中心。促進一個混合商業組合，使其更好
地服務於居民需求範圍和吸引訪客。促進對公共場所的投資，以提
升市中心的重要性。

為所有居民提供優良的城市服務。保護居民的健康和安全，並通過
維護能滿足社區需求的基礎設施、服務和項目，而支持高質量的生
活環境。

經濟發展
車站區域
將車站區域轉變為一個便於步行、綜合用途的區域，以加強其作為
灣區最重要區域和當地中轉樞紐的作用。促進設施的改進；連接市
中心和居住社區；和零售、餐廳、寫字樓、酒店的多樣性，以及可
供所有收入群體選擇的多種住房類型。

居住社區
維護和提高居住社區。對現存的住房存量、擴增樹蔭和保護灣區景
觀的維護和提高，作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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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一個強勢的地區經濟。通過培養可提供高薪就業和增加稅收基
礎的多樣化商業，而促進經濟的增長。

健康的社區
促進一個健康的社區。通過增加可參加的娛樂項目、體力活動、營
養食品、優異的教育、住房選擇、生活工資、可負擔的醫療、乾淨
的空氣和水，及促進步行和騎自行車的安全環境，而鼓勵所有居民
過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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