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負責人    

1  

北區區議會 (2012-2015) 

北區房屋及城市規劃工作小組  

第 11 次會議摘要  

 

 日期  ︰  2014 年 6 月 13 日  

 時間  ︰  上午 9 時 38 分至 10 時 08 分  

 地點  ︰  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  席 : 劉國勳議員    

成  員 : 蘇西智議員 , SBS, MH   

 葉曜丞議員 , MH   

 姚銘議員    

 柯倩儀議員    

 彭振聲議員 , MH   

 賴心議員   

秘  書 : 吳綺鈴女士  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2 

 

列席者  

 梁凱茵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李子僑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陳冠昌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粉嶺上水 1 

   

議程第 2 項  周劍鴻先生  房屋署建築師 (79) 

 蕭國信先生  房屋署土木工程師 T203 

 鄭翬女士  房屋署建築師 (31) 

 葉長國先生  房屋署土木工程師 (5) 

 謝慧女士  運輸署工程師／北區二  

 

 

 

 



負責人    

2  

未克出席者   

 侯金林議員 , MH, JP 

侯志強議員  

廖國華議員  

藍偉良議員  

鄧根年議員 , MH 

黃宏滔議員  

曾勁聰議員  

因事請假 
  

因事請假  

因事請假  

因事請假  

因事請假 

缺席  

缺席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成員和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2. 工作小組備悉並批准侯金林議員、侯志強議員、廖國華議

員、鄧根年議員和藍偉良議員的休假申請。  

 

第 1 項通過 2014 年 1 月 21 日第 10 次會議摘要  

3. 主席表示，秘書處沒有收到修訂建議。  

4.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會議摘要。  

 

第 2 項北區的公營房屋計劃進展  

 

上水彩園路第 3、4 號用地的公屋計劃  

(工作小組文件第 2/2014 號 ) 

5. 主席歡迎房屋署建築師 (31)鄭翬女士和土木工程師 (5)葉長

國先生參與此項討論，並請鄭翬女士報告上水彩園路第 3、4 號用

地公屋計劃 (下稱「3、4 號用地計劃」 )的進展。  

6. 鄭翬女士介紹工作小組文件第 2/2014 號。  

7. 蘇西智議員詢問，車輛進出 3、4 號用地計劃附近的停車場



負責人    

3  

時阻塞交通，有否影響計劃的進度。  

8. 鄭翬女士表示，現階段估計計劃將如期進行。  

9. 主席詢問 3、4 號用地計劃會否興建一條天橋，連接港鐵上

水站的大堂。  

10. 鄭翬女士表示，3、4 號用地計劃將興建一條天橋，連接屋

苑平台，以及現有連接彩園邨和上水廣場的天橋。至於興建連接

港鐵上水站大堂的天橋方面，由於港鐵站附近設有很多地下設

施，包括電纜和水管等，須待運輸署進行可行性評估。  

11. 主席詢問房屋署會否進行上述可行性評估。  

12. 鄭翬女士回應表示會與運輸署商討後再作回覆。  

13. 主席請謝慧女士向部門負責同事轉達上述訊息。  

14. 主席表示，由於負責粉嶺 49 區公營房屋計劃的房屋署代表

尚未抵達會議室，他建議先行討論其他議程。  

15.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安排。  

 

第 3 項北區可供發展的空置土地  

(工作小組文件第 3/2014 號 ) 

16. 主席表示，北區地政處已提供北區可供發展的空置土地的

最新情況，有關資料載列於工作小組文件第 3/2014 號。資料顯示，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由北區地政處管理的北區空置政府土地

有 208 幅，土地的位置、大小、規劃用途各有不同。其他政府部

門 (如房屋署或規劃署 )如有意使用有關土地作長遠發展，該處將

會作出配合。  

17. 蘇西智議員表示，工作小組可根據土地的用途向有關部門

提出建議。房屋署日前向區議會建議，於數幅土地 (包括皇后山 )

發展公營房屋。他建議房屋署可先提交土地發展計劃予工作小組

討論，然後才將相關計劃提交區議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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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表示，由於區議會的討論時間有限，故請規劃署和房

屋署日後先向工作小組提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如上水 30 區和何

家園等項目，以作討論。  

 

第 4 項工作小組本年度工作計劃  

 

19. 主席表示，工作小組本年度獲得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200,000

元，他請各成員就如何運用上述撥款提出意見。秘書於席上派發

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工作小組文件第 1/2012 號 )，供成員參考。  

20. 主席表示，工作小組曾進行「自由行旅客和水貨客對北區

的影響及自由行於北區未來發展的方向的研究」和「北區單車徑

網絡規劃及單車管理研究」。單車徑是城市規劃的重要部分，而

北區是貫穿新界東和新界西單車徑的交匯處。連接粉嶺、大埔和

沙田的單車徑的工程快將完成，而另一條連接上水、元朗、屯門

和荃灣的單車徑亦現正興建中。由於市民對上述單車徑均大感興

趣，他建議為石湖墟單車匯合中心舉辦啟用禮和嘉年華，向騎單

車完成指定單車徑路線的市民頒發證書，以及印製小冊子宣傳連

接北區和沙田的新單車徑，並邀請傳媒參與上述啟用禮，以收宣

傳之效。  

21. 主席表示，李子僑先生建議與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合辦上述

活動，但他指出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並沒有資源，並就此詢問成員

的意見。  

22. 姚銘議員支持舉行上述啟用禮。他指出石湖墟單車匯合中

心及連接粉嶺、大埔和沙田的單車徑將相繼落成，舉辦啟用禮和

印製宣傳小冊子可推廣上述設施和沿途景色。  

23. 主席建議邀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運輸署等相關部門列席

工作小組的下一次會議。他表示，在向相關部門查詢後，得悉石

湖墟單車匯合中心將於本年 10 月正式啟用，距今尚有 4 個月時間

籌備上述啟用禮。  

24.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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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北區的公營房屋計劃進展 (續 ) 

粉嶺 49 區的公營房屋計劃  

25. 主席歡迎房屋署建築師 (79)周劍鴻先生、土木工程師 T203

蕭國信先生和運輸署工程師／北區二謝慧女士參與此項討論，並

請周劍鴻先生報告粉嶺 49 區的公屋計劃 (下稱「49 區公屋計劃」)

的進展。  

26. 周劍鴻先生報告說，署方已就 49 區公屋計劃進行交通評

估。根據於 2012 年 12 月獲得區議會支持的設計，49 區公屋計劃

將興建約 700 個住宅單位供約 2 100 名居民入住。為配合《2013

年度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有關增加及加快資助房屋供應的政

策，署方建議把 49 區公屋計劃的地積比率增加兩成，即把地積比

率由 5 提升至 6，單位數量由約 700 個增加至約 900 個，可供入

住人數由約 2 100 人增加至約 2 800 人。  

27. 蕭國信先生表示，署方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交通評估。評

估報告顯示，49 區公屋計劃的地積比率增加後，該處的交通流量

會由約 30 載客車量單位上升至約 45 或 46 載客車量單位，行人流

量由約每小時 720 人次上升至約每小時 780 人次，上升幅度較為

輕微。因此，增加地積比率對交通流量的影響較為輕微。暉明路

現時的設計可容納 1 000 輛車輛，而交通評估亦有為 49 區公屋計

劃附近的交通交匯處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該處足以應付地積比率

增加後的交通流量。  

28. 周劍鴻先生表示，有關交通設施配套方面，據他所知，北

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評估報告尚未完成。經與運輸署商討後，

暉明路近迴旋處的避車處將擴建成可供乘客上落的巴士站。  

29. 蕭國信先生以樓宇平面圖介紹停車處的設計初稿如下 : 

(a) 為處理 49 區公屋計劃的交通需要，署方和運輸署均認為擴

建暉明路現有巴士停車處的方案最為合適。擴建部分為樓

宇平面圖 (附件 1)上的斜線部分，現正與運輸署商討有關設

計。至於受擴建工程影響的花槽和樹木，仍有待與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和相關政府部門如路政署商討有關安排。如署

方落實展開工程，工程將於 2019 年 49 區公屋計劃入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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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b) 署方預計市民會由 49 區公屋計劃步行至區內其他地方，因

此署方建議把設計圖上的行人輔助線改成斑馬線。  

30. 姚銘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 

(a) 所增加的單位數量是來自增加住宅大廈的層數，還是興建

多一幢住宅大廈；  

(b) 49 區公屋計劃的渠務問題是否已經解決；  

(c) 49 區公屋計劃與昌盛苑和雍盛苑一樣依山而建，計劃有否

涉及斜坡問題。  

31. 賴心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和問題：  

(a) 現時暉明路的車流量較少，他擔心 49 區公屋計劃落成後暉

明路的車流量有所增加，影響該處的小學；  

(b) 他詢問 49 區公屋計劃有否設立停車場。如沒有的話，該處

的居民或須與雍盛苑的居民共用雍盛苑的停車場，或會導

致停車位短缺。另外，現時暉明路的迴旋處經常出現違泊

情況，影響駛經迴旋處的巴士，嚴重阻塞交通。他請署方

考慮停車位供應的問題。  

32. 主席提出以下意見：  

(a) 運輸署就暉明路進行的交通評估中，似乎沒有把沿途的設

施，包括中學、小學和長者屋納入交通評估的範圍。他認

為車流量的增加會對學童和長者構成危險；  

(b) 現時暉明路已有違泊問題， 49 區公屋計劃又缺乏車位供

應，他擔心暉明路的違泊問題會惡化。他認為署方應因應

計劃的地積比率增加，而考慮增加停車位。  

33. 周劍鴻先生回應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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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雖然 49 區公屋計劃沒有設立停車場，但署方已根據規劃署

就住宅單位與停車位比例的指引，因應計劃的地積比率的

調整而提供相應數量的停車位，包括 22 個私家車泊位、2

個貨車泊位、2 個卸貨泊位和 63 個單車泊位，以紓緩雍盛

苑停車場的壓力；  

(b) 有關是否加建巴士停車處，將視乎北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評估報告的結果，若暉明路不適合巴士駛進，當局會考慮

把該巴士站改為停車處；  

(c) 他以樓宇平面圖 (附件 2)解釋 2012 年的設計是興建一幢 40

層高的住宅大廈。基於地質問題和成本效益，設計已更改

為興建一幢 39 層高和一幢 17 層高的住宅大廈。署方會根

據規劃署的指引興建 49 區公屋計劃的住宅大廈，住宅大廈

的高度將與鄰近雍華樓的高度相若；  

(d) 渠務是發展項目的主要部分，署方會根據渠務署的指引來

設計；  

(e) 有關斜坡方面，署方將興建約 2 至 4 米高的擋土牆，較雍

盛苑約 8 至 9 米高的擋土牆矮。  

34. 主席指出，在較高的住宅大廈旁的土地地質不適合興建住

宅大廈，他詢問可否於該處興建 2 層或以下的室內休憩設施，如

5 人足球場或社區會堂等。  

35. 周劍鴻先生表示，上述住宅大廈旁的土地面積很小，無法

興建 5 人足球場，該處亦有高度限制。因此，該處將興建一個設

有兒童遊樂場、棋枱和乒乓球枱的平台，連接住宅大廈。此外，

49 區公屋計劃內的多用途活動室的面積亦會增加，計劃更包括興

建一個約 2 000 平方呎並設有自然教育徑的休憩公園。  

36. 主席請署方日後向工作小組報告計劃的最新進展。  

 

第 5 項其他事項  

37. 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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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項下次會議日期  

 

38.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日期將由秘書處另行通知。  

39. 會議於上午 10 時 08 分結束。  

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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