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 門 區 議 會 文 件 2009 年 第 32 號  

          2009 年 7 月 7 日 討 論  

 
屯門區議會  

 
「國慶銀花耀屯門」籌備工作的

進度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六十周年煙火

匯演籌備工作的進度。  
 
背景  
 
2. 屯門區議會轄下的屯門區節日活動籌備工作小組於本年二月九日

的特別會議上一致議決成立「六十周年國慶督導小組」 (國慶督導小

組 )，由劉業強議員擔任召集人，負責籌備一連串慶祝國慶的活動；當

中的亮點節目是首次在屯門青山灣舉行的大型煙火匯演。  
 
煙火表演詳情  
 
3. 是次煙火表演節目名為「國慶銀花耀屯門」，主要贊助商是道敎香

港青松觀，而其他贊助機構包括信和置業有限公司和新鴻基地產發展有

限公司。活動的資料如下：  
 

日期：九月十九日 (星期六 ) 
時間：晚上八時正 (歷時約 18 至 20 分鐘 ) 
地點：屯門第 44 區海濱花園對出海面 (離開慧豐園及邁亞美海灣屋

苑 320 米 )(請參閱附件甲的地圖 ) 
備註：如因天氣影響，活動將順延一天至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晚上

八時。有關的決定會於九月十九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透過電

子傳媒向外公布。  
 
4. 負責承辦今次煙火表演的公司是港星煙火製作有限公司。該公司

同為負責如年初二賀歲煙花、青馬大橋開幕典禮的瀑布煙花、維港的「幻

彩詠香江」及在香港國際金融中心進行的元旦倒數煙火活動等，經驗豐

富。今次在屯門舉行的煙火表演，以慶祝國家成立六十周年為主題，用

一隻大躉船置於中心而每邊搭配三隻浮船，一字排開，海上將營造一道

高 100 米 (即近 30 層樓高 )、闊 600 米的煙火熒幕，以繽紛艷麗的色彩，

引領觀眾體驗國家驕人的成就，共同迎接更光輝的未來。  
 



5. 煙火製作公司將精心挑選展現澎湃激昂的愛國和優美獨特的文化

音樂，配合煙火做出不同的跳動花式和特別設計的指定圖案，以加強觀

賞效果。市民可於屯門海濱花園及屯門一帶海灘的觀賞區欣賞。  
 
6. 屯門區節日活動籌備工作小組一致通過國慶督導小組的建議邀請

政務司司長為是次煙火匯演的主禮嘉賓，聯同其他應邀出席的嘉賓 /地
區人士 (總數約 350 人 )等，在屯門跨境渡輪碼頭登上租用的觀光船參加

國慶酒會，親證煙火盛況。鑑於當天警方和運輸署有特別的交通及運輸

安排，我們會安排大型專車接送獲邀的賓客有秩序地來往屯門跨境渡輪

碼頭及屯門大會堂。  
 
7. 屯門區節日活動籌備工作小組亦通過同日晚上舉辦一個大型戶外

的綜合文娛表演活動，擬議七時半至十時在屯門黃金泳灘進行 (地點和

時間尚待確實 )，觀眾須持有由主辦單位發出的入場券進入指定的觀賞

區。基於地理位置及按警方考慮人流聚集密度高的公眾安全，有關的入

場劵安排亦會在屯門海濱花園的觀賞區實施。  
 
政府部門的相應安排  
 
8. 政府全力支持屯門區議會主辦的慶祝國家成立六十周年一系列的

活動。因應是次的大型煙火匯演及戶外的綜合文娛活動，屯門民政事務

處聯同香港警務處、海事處、消防處、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運輸署、創

意香港 (前身是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民航處、

民安隊及醫療輔助隊成立跨部門工作小組，目的是協調部門之間的行動

和應變措施，務求市民歡度國慶活動的同時，能夠安全和有秩序地到達

和離開觀賞區，生命和財產均受到保障。  
 
聯合指揮和支援中心  
 
9. 上述的政府部門將聯同公共運輸機構 (例如地鐵公司、巴士公司 )
由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起在屯門跨境渡輪碼頭，啓動聯合指揮和支援中

心，直至活動結束和人潮疏散後為止。聯合指揮中心會全程監察當天的

國慶活動和人潮及交通情況，以確保有關部門和機構可緊密溝通，迅速

應變；並與運輸署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保持聯絡。在需要時，聯合

指揮中心會啟動應變措施，各部門及機構按其本身應急機制有效的跟進

行動。屯門民政處通知了醫院管理局總部，該局已知會其轄下的醫院作

出相應的人手調配，以應付當天突發的大型事故。  
 
10. 現就政府部門將會實施的擬議措施，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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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上人流管理和交通措施  
11. 在制訂人流管理和交通措施時，警方將會以「公眾安全」為首要

考慮條件。而是次陸上行動，將由屯門警區及新界北交通部負責﹔民安

隊會配合警方，提供適當人手在有關地區協助人流管理。  
 
12. 經詳細的場地磡察後，警務處認為下列為公眾可以觀賞到煙火表

演的地點：  
 

屯門河以東  青山灣、加多利灣、新舊咖啡灣、黃金泳灘、

黃金海豚廣場及青山公路 -大欖段一帶  
屯門河以西  蝴蝶灣、屯門碼頭海濱長廊及附近一帶的樓

宇  
屯門區  面向煙火發射區的山坡  
屯門區以外地方  東涌、機場附近  

 
13. 警務處根據以往經驗，以上地點的特殊地理環境、基礎建設、公

共交通設施等主要因素評估當晚戶外欣賞煙火匯演活動的人數，並提議

於上述六個泳灘及屯門碼頭海濱長廊設立觀賞區，並再細分為多個小型

區域。基於安全考慮，警務處將於各小型區域間預留兩米的距離作緊急

通道。警方於實地磡察後，建議以一平方米可容納兩人計算，當晚於上

述指定區域欣賞煙火匯演活動的飽和人數約為十萬人。  
 
14. 由於需要於各泳灘設立觀賞區，於當日下午四時正，新舊咖啡灣

泳灘、黃金泳灘及蝴蝶灣泳灘將開始暫停公眾人士使用，以便警務處作

出人群管制的部署。為方便其他游泳人士，青山灣泳灘及加多利灣泳灘

會延遲至下午六時正才開始暫停公眾人士使用。  
 
15. 警務處強調是次活動會嚴厲執行人流進場的措施以防止過多人群

聚集造成疏散困難及因而可能引發之安全問題。就此，警務處建議大會

派發活動入場劵以致觀眾能清楚對號入座，協助警務處制訂有效的控制

人潮策略及調配資源方案。  
 
16. 在制定此次匯演的陸上人流及交通管理時，警務處已諮詢部份屯

門區議員、地區人士、受影響地區之物業管理公司，並得到廣泛的支持。 
 
17. 為加強管理及因應實際情況控制流量警務處會於各受影響路段安

排警務人員指揮交通。警務處亦會因應現場人群及交通情況以彈性調節

實施封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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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陸上交通措施  
 

(a) 封路  
 

當日由下午 6 時開始，至匯演後人潮疏散完結為止，警務處

建議暫時封閉下列各路段，除緊急救援車輛及下列指定的車

輛外，其他車輛一律禁止駛入  : 
 

(1) 湖翠路與湖景路之間的一段湖山路  (專營巴士、港鐵巴

士及居民巴士除外 )；  
(2) 湖翠路與湖山路之間的一段湖景路；  
(3) 湖翠路；  
(4) 海華路；  
(5) 湖山路與龍富路之間的一段龍門路 (專營及港鐵巴士將

可繼續使用此段龍門路北行及介乎龍富路與蝴蝶灣泳灘

之間的一段龍門路南行 )；  
(6) 皇珠路與龍門路之間的一段龍富路南行慢線 (專營及港

鐵巴士除外 )；及  
(7) 海榮路與小欖交匯處之間的一段青山公路 (專營巴士、港

鐵巴士、居民巴士及專線小巴將可繼續使用此段青山公

路東行 )。  
(8) 由小欖交匯處與海榮路之間的一段西行青山公路 (不准

私家車及貨車進入 )；  
(9) 所有青山公路西行的巴士、專線小巴及的士須於青龍路

交匯處折返；  
(10) 所有青山公路西行的特別巴士須使用掃管笏路交匯處折

返；及  
(11) 由掃管笏路與海榮路之間的青山公路西行線將劃為行人

專用區 (所有車輛不准使用此段青山公路西行 )。  
 

由下午 7 時開始，視乎當日的實際情況，在場警務人員或會

擴大封路範圍至下列路段：  
 

(1) 湖景路與龍門路之間的一段湖山路；  
(2) 湖山路與海榮路之間的一段海皇路 (專營及港鐵巴士除

外 )；  
(3) 海榮路與小欖交匯處之間的一段青山公路東行；及  
(4) 湖山路與屯青里之間的一段龍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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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行人禁區  
 

基於公眾安全理由，由當日下午 6 時開始，至匯演完畢為止，

下列地方將不准公眾人士進入及逗留：  
 

(1) 於青山灣避風塘以東及以南的海堤；  
(2) 湖翠路與海皇路之間近海邊的空地；  
(3) 屯門碼頭海濱長廊由慧豐園開始以東的一段行人路段；  

 
而在同一時段，公眾人士亦不許於嘉道理碼頭及海皇路 (介乎

湖山路與海榮路 )之行人路及單車徑逗留。  
(c) 停車限制  

 
當日由下午 6 時開始，至匯演後人潮疏散完結為止，除緊急

救援車輛及公共運輸服務車輛外，所有車輛的司機均禁止在

下列路段停車：  
 

(1) 海榮路；  
(2) 屯門鄉事會路；  
(3) 海珠路；及  
(4) 龍門路。  

 
(d) 暫停使用公眾停車場、泊車位及私人停車場  

 
當日由下午 4 時開始，至匯演後人潮疏散完結為止，下列的

公眾停車場及泊車位將暫停使用：  
 
(1) 黃金泳灘的公眾停車場；  
(2) 新舊咖啡灣泳灘的公眾停車場；  
(3) 加多利灣泳灘的公眾停車場；  
(4) 蝴蝶灣泳灘的公眾停車場；  
(5) 位於湖山路的泊車位；及  
(6) 位於湖翠路的泊車位。  

 
而青山灣泳灘停車場及受管制路段的其他私人停車場亦會於

當日下午 6 時開始，至匯演後人潮疏散完結為止，禁止車輛

出入。  
 

(e) 暫停使用的士站  
 

當日由下午 6 時開始，至匯演後人潮疏散完結為止，位於上

述封閉道路的的士站，將暫時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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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疏散  
 

警務處估計當天的觀眾，會以本區居民為主，故預計在活動後，

來自就近區域的觀眾會於短時間內返回本區住所。至於來自其他

地區的觀眾，警務處希望引導他們以步行為主或以公共交通接駁

方式到達最鄰近的交通接駁點。其實大部份觀賞區的群眾可於一

小時之內步行至屯門市中心。  
 
而在煙火匯演之前後在黃金泳灘均有文娛表演，故預計逗留於屯

門河以東區域之觀賞人士疏散時間將較屯門河以西之觀賞人士稍

遲離開。故此，警務處會於煙火匯演後集中疏散屯門河以西的人

群，而當文娛表演完畢後能夠疏散青山公路的人群，從而警務處

能夠執行分時、分段及分地域疏散人群。  
 

(a) 屯門河以西區域  
 

於煙火匯演完畢後，在黃金泳灘將會繼續有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文

娛表演。故此，警務處會優先疏散蝴蝶灣泳灘及屯門碼頭海濱長

廊一帶為數約五萬的群眾。運輸署會實施特別公共運輸安排疏散

人群 (詳情見下文第 18 至 20 段 )。警務處預計可於煙火匯演完畢後

約一個半小時內疏散此區的大部份群眾。  
 

(b) 屯門河以東區域  
 

於煙火匯演完畢後，屯門河以東區域會有部份觀賞煙火的人士離

開，但由於繼續有文娛表演的關係，預計疏散的高峰期為表演完

畢後即約晚上 10 時。運輸署會實施特別公共運輸安排疏散人群 (詳
情見下文第 18 至 20 段 )。警務處期望於文娛表演完畢後約一小時

內疏散大部份群眾。  
 

III. 解封  
 
在情況許可下警務處會盡快解封各受影響路段，並會透過媒體通

知公眾人士。  
 

IV. 警務處的行動摘要  
 
i. 主辦單位設立指定觀賞區  
ii. 觀賞區可容納約十萬名觀眾  
iii. 觀眾需憑票進入指定的觀賞區  
iv. 受影響區域將實施交通管制直至人群完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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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採取分時、分段及分區的策略疏散觀眾  
vi. 河西區先行疏散，河東區在煙火匯演後有文娛表演吸引觀眾

繼續欣賞，以致人群可慢慢疏散  
vii. 行動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公眾安全」，並希望將不便之處減至

最低  
 
陸上公共運輸措施  
18. 為配合警方在匯演當日實施的暫時封路安排，運輸署會實施一系

列的陸上公共運輸特別安排，包括：   
 
(i) 輕鐵服務方面  :由下午 6 時開始至匯演後人潮疏散完結為止，輕

鐵「屯門碼頭總站」及「美樂站」將會暫停使用，乘搭輕鐵的乘

客需使用「兆禧站」或「蝴蝶站」。  
 
(ii) 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方面：由於青山公路 (海榮路至小欖一段 )的西

行線 (往屯門方向 )由下午 6 時開始暫時封閉，巴士及專線小巴只可

利用該段青山公路的東行線 (往小欖方向 )提供服務。  當返回屯門

市中心方向時，巴士及專線小巴需作出臨時改道安排，改經屯門

公路，然後返回青山公路東行讓乘客下車。由下午 8 時至人潮疏

散期間，有關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將不會進入該段青山公路。另

外，在屯門碼頭區一帶，由於湖山路以南的道路及屯門碼頭巴士

總站將暫時封閉，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將不會前往屯門碼頭一

帶，並縮短行車路線，在湖山路以北的地方設置上落客站，供受

影響的乘客使用。  
 
19. 鑑於預計觀賞煙火匯演人數可多達約十萬人，運輸署初步計劃在

匯演前及後約 3 小時，分階段增強現有的西鐵、輕鐵及巴士服務；並在

匯演後，提供一些特別巴士服務，由主要觀賞地點前往屯門站或荃灣。

有關初步計劃如下：  
 
 大約由下午 5 時至 8 時  大約由下午 8 時至人潮疏散為止

西鐵  班次將由現時 4.5 分鐘加強

至 4 分鐘  
班次將由現時 5.5/7.5 分鐘加強

至 3 分鐘  
加派雙卡車行走現有路

線，班次維持現時 7.5 至
9.5 分鐘  

加派雙卡車行走現有路線，班

次將由現時 9.5/13 分鐘加強

至 7.5/ 9.5 分鐘  
加開特別服務，行走：  加開特別服務，行走：  
(i)  屯門站至三聖，班

次約 13 分鐘一班

(i)  三聖至屯門站，班次約

8 分鐘一班  

輕鐵服務  

(ii) 屯門站至兆禧，班

次約 6.5 分鐘一班

(ii) 兆禧至屯門站，班次約

5 分鐘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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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蝴蝶至屯門站，班次約

5 分鐘一班  
(iii) 屯門站至蝴蝶，班

次約 6.5 分鐘一班

輕鐵第 751 號 (天逸至友愛 )的
路線將延長至三聖，班次約

9/10 分鐘一班  
特別巴士服務  
 

  -- (i) 三聖 (海榮路 )至屯門站  
車程時間約 12 分鐘，建議

車費為 $3.7(車費水平仍與

營辦商商討中 )。  
 
 

  -- (ii) 青龍路 (近小秀村 )至荃灣

站  
車程時間約 30 分鐘，建議

車費為 $7.9(車費水平仍與

營辦商商討中 )。  
 
 

  -- (iii) 龍門路 (近蝴蝶灣公園 )至
屯門站  
車程時間約 12 分鐘，建議

車費為 $3.7(車費水平仍與

營辦商商討中 )。  
 
20. 另外，因應有委員在六月二十二日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特別會議上提出的建議，運輸署正與警方及營辦商研究在匯演後，提供

多一條特別巴士服務由青龍路 (近小秀村 )往屯門的可行性。  
 
海上交通管理和安全  
21. 創意香港負責審批煙火製作公司就此次匯演所申請的許可證。煙

火製作公司必須在貯存、運送和燃放煙火特別效果物料均符合有關法例

和安全的要求，才獲簽發運送和燃放許可證。煙火製作公司須一併呈交

應變計劃予創意香港審批。海事處會與煙火製作公司聯系，檢查煙花躉

船以確保附合海事法例要求，持有相關危險品運載證書及許可證。  
 
22. 煙火躉船在停留於西面危險貨物拋錨區期間，警方會派出水警輪

作定期巡視。煙火製作公司於西面危險貨物拋錨區進行煙花電路測試

時，警方亦會派出水警輪在現場戒備。當煙火製作公司將煙火躉船由西

面危險貨物拋錨區拖往屯門期間，警方會派出一艘水警輪沿途押送，海

事處會派出一艘巡邏船沿途指揮交通。水警總區會與海事處聯絡，務求

將安全訊息發放予在燃放地點附近運作的船隻，包括漁船、渡輪及貨

船，呼籲船主小心航行。  
 
23. 海事處會維持海上交通秩序，指定煙火匯演的範圍 (見附件乙 )。並

且會發出海事通告，通知海上使用者有關是次煙火匯演的指定範圍。在

煙火發放當日更會聯同水警和煙火製作公司設置多艘看守船隻，防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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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船隻進入指定範圍內。並且在現場巡邏，指揮船隻進出避風塘時遠離

指定範圍及呼籲船主小心航行。  
 
24. 水警總區會與海事處合作，務求較準確地評估在煙火發放當晚到

海面觀賞煙火的觀賞船數量，並共同制訂維持公眾碼頭上落秩序及海上

交通管理的方案。  
 
滅火及救援服務  
25. 消防處因應煙火表演期間，會有大量市民在船上及海旁聚集觀

賞。因此，將採取以下措施加强滅火及救援服務 : 
 

 海上將派駐載有潛水人員和救護人員的消防船和快艇戒備 ; 
 在海旁一帶派駐消防車輛戒備 ; 
 特別派駐額外的救護車輛，分別在青山灣救護站和大欖涌消防局內

後命  
 
26. 消防處會與警方互相配合，確保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不會影響消

防處的緊急救援或滅火行動。醫療輔助隊會提供現場急救服務，會派出

一輛救護車及一輛救護電單車在現場戒備﹔並於人流較密集的沙灘觀

賞區派駐急救隊員駐守戒備。  
 
康文署場地的管理  
27.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煙火表演當日因應活動的需要，實施

相應的場地管理 : 
 

(一 ) 屯門海濱花園及蝴蝶灣公園  
 

(a) 康文署會因應主辦單位的需求將場地相關的地方作為煙

火觀賞專用區，以便警方實施人群管理安排。  
(b) 康文署會順延場地職員當值的時間以配合各政府部門 /

機構於場地上的運作及安排額外的清潔員工駐場，執行

清潔工作。  
 

(二 ) 六個公眾泳灘  
 

(a) 青山灣泳灘及加多利灣泳灘於當日早上 9 時至下午 6 時

照常開放，提供泳灘服務予市民使用。但於下午 6 時，

泳灘職員會進行清場 (如有需要，康文署會要求警方協助

以進行清場；有關清場的時間，將會按警方當時實際作

人流管理的情況調整 )；以配合主辦單位因應警方人流管

理的需求，將泳灘範圍安排作為煙火觀賞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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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黃金泳灘、新咖啡灣泳灘、舊咖啡灣泳灘及蝴蝶灣泳灘

於當日照常在早上 9 時開放，提供泳灘服務予市民使

用。而局部的泳灘範圍會臨時圍起，以配合主辦機構於

灘面安排劃分觀賞區域的工作。此四泳灘暫定於下午 4
時清場 (正常的泳灘服務應至下午 6 時正，即提早兩小時

清場 )，以便完成作為煙火觀賞專用區的安排。而當日實

際清場時間會因應警方現場的人群管理所需，作調整。  
(c) 因應泳灘被列為煙火觀賞專用區，康文署會順延場地職

員當值的時間以配合各政府部門 /機構於泳灘上的運

作，並會調配泳灘救生員以配合醫療輔助隊於當晚在六

個泳灘及相關公園提供救急服務。  
(d) 因預計會有較多的市民聚集於泳灘觀賞煙火，康文署將

於當晚在六個泳灘加派額外的清潔員工，以保持場地潔

淨；及於活動結束後，盡快完成場地清潔工作。  
(e) 此外，康文署與食物及環境衛生署查察上述場地現有廁

所的設施後，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同意將於舊咖啡灣泳灘

外的停車場、海濱花園兩端外的美樂里及湖翠路加設置

臨時廁所，以應額外需求。  
 

(三 ) 燒烤場  
 
預計會有可能超過數至十萬人於設有煙火觀賞區的康文署

場地集結，康文署因應警方為確保安全的人群管理需求，將

安排位於舊咖啡灣泳灘、加多利灣泳灘、青山灣泳灘及蝴蝶

灣公園內的燒烤場，於煙火活動當日整天暫停使用。  
 

(四 ) 宣傳安排  
 

康文署會預先在相關的場地當眼處張貼告示，並作適當的現

場廣播及經傳媒，通知市民上述相關泳灘於當日清場的安

排，以便主辦單位安排以完成所有劃分觀賞區域的安排及康

文署暫停開放有關燒烤場設施的安排。  
 
街上清潔和流動厠所  
28.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會在煙火表演當天，在主要的煙火觀賞地

點加强街道潔淨服務，主要安排如下：  
 

(一 ) 安排清潔員工由下午四時開始，在主要觀賞地點，包括龍門

路、湖翠路、湖景路及湖山路一帶加強清掃街道，確保市民

能在一個潔淨的環境下欣賞煙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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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主要觀賞地點，包括 44 號小巴總站附近、海翠花園與邁

亞美海灣之間的行人通道及美樂里，放置共 8 個大型垃圾

桶，並於龍門路、湖翠路、湖景路，湖堤街及海皇路沿路適

當地點增設廢紙箱，方便市民棄置垃圾。此外，食環署會安

排額外清潔員工於節目完畢及人羣散去後，迅速清理市民遺

下的垃圾，以配合警方及運輸署於短時間內重開道路。同

時，本署亦會調派清潔員工於黃金泳灘戶外音樂表演活動完

畢後，清理在場地外公眾地方的垃圾。  
 
(三 ) 預留一隊特別潔淨隊，以應付突發的清潔事故。  

 
29. 除了上述特別措施，食環署亦會於當日上午，在人流較密集的觀

賞地點，包括 44 號小巴總站附近，美樂里及舊咖啡灣停車塲加設共 13
座流動廁所供市民使用。 (請參閱附件丙 ) 
 
30. 食環署亦會安排小販事務隊人員在煙火表演當日，在人流較密集

的街道上加強巡邏，以防止小販在街道上擺賣。小販事務隊人員會根據

現場情况，對小販採取驅散及 /或票控或拘捕，以及檢取小販貨物行動。 
 
航空管理  
31. 此次煙火表演不會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的航道，但民航處會通知在

本地進行飛行活動的相關單位，有關煙火表演和回路測試時間表的資

料。  
 
宣傳及發放訊息  
 
32. 是次大型煙火及戶外的綜合文娛表演活動，相信會吸引大批市民

參與，屯門區議會和政府部門有需要向公眾清楚說明活動舉辦期間的安

排。如出現緊急情況，當局會即時利用電子傳媒向公眾發布處理人流及

交通的應變措施。  
 
33. 就當日的人流和交通及運輸安排，警方和運輸署已於六月二十二

日向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講解及聆聽委員的意

見。除了出席屯門區議會七月七日的會議，我們會聯同屯門民政處、警

方和運輸署於七月十六日向屯門分區委員會簡報有關的安排。此外，我

們會聯同警方、運輸署和海事處於 9 月舉行新聞發布會，詳細交待當日

的人流和交通及運輸安排，並將有關資料派發給新聞界以便刊登，同時

有關部門會上載到其網頁，方便市民查閱。  
 
34. 我們也計劃在八月份出版資訊小册子和海報，分發給區議員、分

區委員、業主立案法團 /互助委員會 /屋苑管理公司、學校、商會 (如漁民

合作社、貨運協會 )等，加強對公眾宣傳重要資訊，包括遵守有關當局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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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運輸署和海事處 )發出的指示，在人群擠擁情況下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亦會在觀賞區和適當的位置豎立大型橫額，呼籲市民保持冷靜和遵

守秩序，提供資訊如步行前往就近的車站或市中心方向所需的預算時間

等。  
 
 
下一步工作  
 
35. 屯門區節日活動籌備工作小組會繼續與政府部門和煙火製作公司

緊密合作，在未來的三個月檢視各安排和跟進相關計劃的實施，並按實

際需要作出適當調整，務求煙火匯演和戶外的綜合文娛表演活動完滿舉

行，市民能夠安全及有秩序地疏散，避免不愉快事件發生。  
 
 
 

************ 
 
 
 
 
 
 
 
 
 
屯門區節日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屯門民政事務處  
二零零九年七月



附件甲  
 
 
 

「國慶銀花耀屯門」煙火發放位置圖  
 

 



附件乙 

「國慶銀花耀屯門」海上交通管理圖  

 

Landing Steps of Sam Shing Estate 
三聖邨 登岸梯級 

Landing Steps of Kadoorie Bay 
加多利灣 登岸梯級 

Tuen Mun 
Typhoon Shelter 
屯門避風塘 

North 
北 Landing Steps of Marina Garden

慧豐園 登岸梯級
Gold Beach 

黃金泳灘 
Tuen Mun Ferry Pier 

屯門渡輪碼頭 

二號 

 

 

發放煙火船隻的位置：  指定水域的四角位置：  
(A) 第一艘小躉  22°22.13’N 113°58.07’E ; 
(B) 中間躉船  22°22.07’N 113°58.20’E ; 
(C) 最尾小躉  22°22.01’N 113°58.33’E . 

(1) 西北角  22°22.27’N 113°57.96’E ; 
(2) 西南角  22°21.98’N 113°57.96’E ; 
(3) 東南角  22°21.84’N 113°58.44’E ; 
(4) 東北角  22°22.25’N 113°58.44’E . 

S t t Z (2)

Tuen Mun 
River Trade Terminal 
屯門內河碼頭 

Tuen Mun           屯門入境船隻錨地 

Immigration Anchorage 

Pearl Island 
龍珠島 

Fire Boat Pier 
消防船碼頭 

Landing Steps of Ho Hoi Street 
浩海街 登岸梯級 觀光船區

Spectator Zone (1) 

Spectator Zone (2) 

一號 

觀光船區



附件丙  
流動廁所及大型垃圾桶擺放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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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車場附近放置5個流動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