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中西區財務委員會文件第 30/2018 號 

 中西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12/2018 號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  – 
「中西區綠化工程  (2018-2019)」  

 
目的  
 
  請各委員通過是項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申請，並為此批撥

1,800,000 元。 
 
工程計劃建議及撥款申請 
 
2.  本計劃為地區小型工程常設項目，目的為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
管理的綠化地點(包括綠化區、休憩處等)設置、栽種及保養盆栽植物、花圃及

花槽，並為民政處管理的樹木進行樹群檢查、樹木風險評估及樹木風險緩減

措施。  
 
3.  為了支持環境局推行的減少廢物策略，發展局轄下綠化、園境及樹木

管理組與有關部門一同制訂了《減少和處理園林廢物指引》(指引)。主要目的

是盡量減少園林廢物，  以免被當作都市固體廢物棄置，佔用堆填區的空間。

指引建議我們應盡量避免選用需要經常更換並製造大量園林廢物的年花，改

用花朵／葉片色彩鮮艷而又無須經常更換的多年生植物。為了配合民政事務

總署支持環境局推行的減少廢物策略，本處已於 2015/16 年度的計劃起選用多

年生植物。  
 
4.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於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第一次會

議上討論及支持有關撥款申請。工程計劃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表：  
 
 計劃名稱  申請撥款額(元) 備註  
1 中西區綠化工程

(2018-2019) 
1,800,000  計劃詳情見附件一。  

 計劃建議書見附件二。  
 
徵詢意見  
  
6.  請各委員參閱上述工程計劃的撥款申請，發表意見，並議決通過計劃的

細則及批撥 1,800,000 元推行計劃。 
 
 
 



文件提交  

 

7.  本文件將於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討

論。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二○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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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  
「中西區綠化工程  (2018-2019)」  

工程資料 
 

1.  工程名稱： 
 

中西區綠化工程(2018-2019) 
 

2.  工程地點： 
 

中區區內多個綠化及樹木地點，詳見附表 

3.  工程內容： 
 

為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管理的綠化地點提

供植物保養服務；為新增綠化地點設置盆

栽植物、花圃及花槽；有需要時修補、更

換及遷移盆栽植物、花圃及花槽；為中西

區民政事務處管理的樹木進行樹群檢

查、樹木風險評估及樹木風險緩減措施  
4.  工程時間表 

 
 

 預計開工日期： 
 

二○一八年四月一日 

 預計完工日期： 
 

二○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5.  工程預算 
 

 

(i)  現有 51 個綠化地點提供植物保

養服務(包括灌溉、修剪植物、翻

土及清理垃圾等)： 

1,182,000 元 (個別地點預算請參閱下表) 

(ii)  為新增綠化地點設置盆栽植物、

花圃及花槽： 

200,000 元 

(iii)  有需要時修補、更換及遷移盆栽

植物、花圃及花槽： 

50,000 元 

(iv)  為現有 17 個樹木地點約 300 棵

樹木進行樹群檢查、樹木風險

評估及樹木風險緩減措施： 

200,000 元  

(v)  預備及緊急開支： 163,200 元 ((i)至(iv)項工程預算的百分之十) 
 

 總計 (i) - (v)： 
 

1,795,200 元 (約 1,800,000 元) 

6.  工程代理人：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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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  

「中西區綠化工程  (2018-2019)」  
現有綠化及樹木地點

綠化地點 (每月保養費用預算) (包括灌溉、修剪植物、翻土及清理垃圾等) 
1.  裕林臺 1,600 元 

2.  老沙路街 1,600 元 

3.  律打街 1,600 元 

4.  堅道 63-69 號(慧源閣) 1,100 元 

5.  山道天橋底近屈地街電車站 1,600 元 

6.  摩羅下街 1,400 元 

7.  屈地街電車站 1,600 元 

8.  水坑口街天橋底 1,100 元 

9.  觀龍樓休憩處旁 1,100 元 

10.  干諾道西 131 號(近東邊街) 1,100 元 

11.  玫瑰里 1,600 元 

12.  卑路乍街 32 號後巷 1,100 元 

13.  東來里 1,100 元 

14.  干諾道中連接中區警署及威

勝大廈天橋 

3,000 元 

15.  水街(皇后大道西至第三街)  3,000 元 

16.  皇后街(帝后華庭外) 5,100 元 

17.  新街市街(近東來里) 2,600 元 

18.  羅便臣道(近慧豪閣) 1,100 元 

19.  德忌利是街 1,100 元 

20.  九如坊(休憩處外座椅旁) 1,100 元 

21.  般咸道 63G 號(近學林雅軒) 1,100 元 

22.  羅便臣道 70 號(雍景臺牆外)  1,100 元 
23.  李陞街俊陞華庭側 3,100 元 
24.  居仁里 1,100 元 
25.  堅尼地城泳池對出行人路旁 1,100 元 
26.  寶恆苑對出行人路 1,100 元 
27.  城皇街 2,100 元 
28.  西區社區中心牆外 3,300 元 
29.  山市街 39-43 號對出 1,500 元 

30.  巴丙頓道 17-19 號對出 1,900 元 
31.  般咸道與東邊街交界 1,100 元 

32.  豐物道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側 

4,400 元 

33.  山道天橋底近皇后大道西 1,100 元 

34.  民光街休憩處(近林士街停

車場) 

1,100 元 

35.  西消防街休憩處(近上環抽

水站) 

1,100 元 

36.  山道 54 號休憩處 1,100 元 

37.  永樂街 129 號休憩處 1,900 元 
38.  干德道 45 號綠化區 1,500 元 
39.  匯安里綠化區 2,100 元 
40.  青蓮台綠化區 900 元 
41.  上環餘慶里綠化區 1,100 元 
42.  白加道 43 號綠化區 3,400 元 
43.  同德里綠化區 2,300 元 
44.  民吉街垃圾站頂綠化區 1,900 元 
45.  堅尼地城新海旁 23 號 1,900 元 
46.  上環文化廣場(近摩利臣街) 4,500 元 
47.  聖士提反里 5 號(莊士明德軒

外) 

900 元 

48.  大會堂 13 號巴士站 2,300 元 
49.  吉席街泓都電車站旁 3,900 元 
50.  海港政府大樓對出花槽座椅 1,900 元 
51.  豐物道休憩處 5,000 元 
52.  水坑口街 1,100 元 

保養費用總預算： 
每月 98,500 元 
每年 1,182,000 元 (98,500 x 12) 



 
樹木地點及數量 
第一類地點(市區) 

1.  巴丙頓道 17-19 號 (10 棵) 

2.  堅尼地城青蓮臺(1 棵) 

3.  山道 54 號(1 棵) 

4.  民光街休憩處(4 棵) 

5.  舊山頂道與地利根德里交界(4 棵) 

6.  羅便臣道 49 號綠化區(1 棵) 

7.  山市街(8 棵) 

8.  同德里綠化區(2 棵) 

9.  匯安里綠化區(8 棵) 

10.  西區社區中心(4 棵) 

11.  西消防街休憩處(5 棵) 

第二類地點(郊區) 

12.  摩星嶺燒烤場(約 54 棵) 

13.  龍虎山 11 號亭(約 19 棵) 

14.  龍虎山 14 號亭(約 14 棵) 

15.  龍虎山 15 號亭(約 20 棵) 

16.  龍虎山碧山徑(約 46 棵) 

17.  域多利道日落觀瀾亭(約 97 棵) 

 



附件二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建議書  

(供政府部門填寫 )  

 

1. 提交建議的政府部門：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2. 工程名稱：中西區綠化工程(2018-2019)  

 

3. 工程目的（請指出現有問題，以及建議工程的效益，例如美化景觀、加強公共衞生等）： 

此工程為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常設項目，目的為中西區區內不同地點提供盆栽植

物、花圃及花槽，藉此美化及綠化環境。   

 

4. 工程受惠對象： 

（）區內所有居民 （ ）傷殘人士 

（ ）老人 （ ）兒童及家長 

（  ）青少年 （ ）其他：        ______ 

 

5. 預期受惠人數：  ______________         

 

6.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填寫）： 1,800,000 元              

 

7. 工程大綱（請詳述有關工程細節、項目規格、如何與現有設施銜接等）： 

 

為現有綠化地點(包括綠化區、休憩處等)提供植物保養服務；為新增綠化地點設置盆栽植

物、花圃及花槽；有需要時修補、更換及遷移盆栽植物、花圃及花槽；為管理的樹木進

行樹群檢查、樹木風險評估及樹木風險緩減措施。 

 

8. 工程地點（請夾附地圖明確標示工程地點）：中西區 

 

9. 工程時間表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其他與工程有關的資料（例如早前曾否作出申請、有否類似例子以供參照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姓名/職位： 文志超 / 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致：  中西區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秘書  
 沈施恩小姐  
 （傳真號碼： 2542 2696/3691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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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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