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2016年 4月 19曰會議文件 

SKDC(DFMC)文件第 27/16號 

 

西貢區地區小型工程 – 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 

 

 西貢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於三月十五日的會議上，決定舉行一次特別

會議，以處理各項有關興建行人路上蓋的工程建議。秘書處已於會前電郵邀請各

委員提交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現開列各項委員曾向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提出的

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以供委員會討論和考慮。 

 

 此外，西貢民政事務處曾於 2013年擬備文件，以審視及檢討行人路上蓋項

目。有關文件(即 SKDC(DFMC)文件第 19/13號)可參閱附件一。 

 

曾獲往屆委員會討論未能繼續跟進的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 

工程建議 附件 備註 

SK-DMW089 毓雅里及寶

豐路加設行人路上蓋 

附件二 是項工程擬建共 500米長

的行人路上蓋，於 2010年

的造價估算為 1600萬元。

工程撥款申請因造價過高

而不獲委員會通過。 

SK-DMW072A 富康花園

至將軍澳廣場行人路上

蓋申延部份 

附件三及四 

(SKDC(DFMC)文件第

76/10及 74/11號) 

持份者認為擬議工程將影

響將軍澳廣場的整體設計

和外觀 

尚德邨至環保大道行人

隧道 

附件五 於 2013年經委員會轄下行

人路上蓋工程小組討論

後，是項工程不獲建議跟

進。 

維景灣畔至寶盈花園行

人路上蓋 

附件六 於 2013年經委員會轄下行

人路上蓋工程小組討論

後，是項工程不獲建議跟

進。 

 

由委員於今屆提出的其他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 

工程建議 附件 備註 

建議在翠嶺里遊樂場有

蓋行人通道延伸擋雨設

附件七及八 

(SKDC(DFMC)文件第

 



施 

*委員會亦曾於 2013年討

論相近工程建議「調景嶺

翠嶺里旁行人路加設避

雨棚」 

17/16，及 SKDC(DFMC)

文件第 14/13) 

寶邑路(寶盈花園往怡明

邨方向)興建行人路上蓋

工程 

附件九 

(SKDC(DFMC)文件第

18/16) 

 

於唐明苑及彩明苑行人

隧道出入口興建行人上

蓋 

附件十 

(SKDC(DFMC)文件第

18/16) 

 

建議於尚廉樓對出行人

路興建行人上蓋連接行

人隧道 

附件十一  部份路段屬於公共屋邨

範圍。 

建議銀澳路和明苑/煜明

苑對出行人路興建行人

路上蓋連接行人天橋 

附件十二 

 

 

建議於廣寧閣對出行人

路興建行人路上蓋連接

行人隧道 

附件十三  

建議於福民路鄧肇堅運

動場對出位置興建行人

上蓋 

附件十四  

建議於富寧花園對出行

人路興建行人上蓋連接

將軍澳醫院 

附件十五  

建議於景林邨邨尾通往

坑口隧道路段興建行人

上蓋 

附件十六  工程顧問過去曾跟進

SK-DMW044A項目，研

究於坑口文曲里設置行

人路上蓋。該項工程因

擬建行人路上蓋會影響

樹木生長，委員會最終

決定以設置三組避雨蔭

棚取代原訂興建行人路

上蓋的計劃。 

於欣景路欣明苑門外增

設行人路上蓋 

 

附件十七 

 

 



石角路加建行人路上蓋

工程 

附件十八  

唐德街唐明苑擬建上蓋

工程位置連接至將軍澳

中心的路段增設行人路

上蓋 

附件十九  秘書處曾就項目

「SK-DMW255唐德街唐

明苑正門連接將軍澳中

心加建上蓋」原定的工

程建議諮詢運輸署及路

政署的意見。該兩署曾

表示擬建行人路上蓋不

應跨越行車馬路，工程

範圍因而需要修訂，擬

建行人路上蓋將不跨越

唐德街馬路。 

 

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2016年 4月 



(SKDC(DFMC）文件第 19/13號)

西貢區行人路上蓋工程的檢討

且且

本文件旨在對西貢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計劃下的行人路

上蓋工程項目／建議作出檢討。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2.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自 2007 年 4 月起在西貢及男外三區設

立作為試點，並於 2008 年度開始於 18 區全面推行，用以建設每

項需費不超過 2,100 萬元、由各區區議會在地區進行的工程，旨

在改善香港各區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衛生情況。自 2008/09

年度開始至 2012/13 年度，西貢區議會每年平均獲撥款 1,900 萬

元，作為此計劃的工程費用，及工程顧問費、可行性研究、地盤

勘測和其他與工程有關的費用 。

西貢區的行人路上蕃工程

3. 自 2007 年以來，共有 12 項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由不同

議員在西貢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委員會）提出。依工作進展分類

的工程項目數字載於監生二。已完成、或已經過撥款程序、或已

進行或即將進行可行性研究的工程項目資料載於監生三。已完成

項目的圖片和已獲撥款項目的設計草圓載於監企三。仍未獲委員

會討論的工程建議載於監企旦。

檢討背景

4. 如上述附件顯示，自 2007 年以來，西貢區議會有越來越

多的興建行人路上蓋工程建議。大量在區內興建行人路上蓋的趨

勢，令委員會關注這類工程的實際需要、造價、成效、是否屬部

門或發展商的責任、應否動用區議會資源、審批的準則、對附近

樓宇景觀的影響 、與城市設計及其他設施的配合等等問題。在

2010 年 1 月 19 日的會議上，委員會作了詳盡討論，其中包括建

附件一





















附件二
(SK-DMW089 工程顧問於2010年提交的工程大綱) 



2. 

3. 

4. 

s. 

6. 

7. 

8. 

9. 

(SK-DMW089- 工程建議)

工程建續審

Project Statement 

面實區體會攝下地區糧爐管理香員會
地勘I、咀工程計個撞撞書

提交建續續員／單位： 林少聽器員

工程名稱：毓雅單＆官瞥路押人道增唾畏鸝蓋章閑草棚主轉

工程目的（請指出現有問題，以及建議工程的效益，例如美｛b景觀、加強公
共衛生等）：
i三墟持人路為區內每個厲梳厲腎，及數問學校師生每天何東講鐵站及巴士站

，

科研？路，ffl.時會嚇區內多帽揮手在均設有天橋蟬槽潛鐵站，但飾雅單間對？
聞措倒采省安橋揮棒潛盤蝕。 t.li＊.唐民再睡日晒閑林立誓，害響當議書令t墟
特人路增韓喜聞辦鬧革棚，除苛捐煙塵民特槳，問時亦司藥味街道﹒﹛間關
一、二及三﹜

工程受惠對象：
(-1'）區內所有居民
（）老人
（）青少年

預期受惠人數：

（）館殘人士
（）兒童及家長
（。其他：學校

將軍過高居民

工捏造價粗略估計（可蟬撐不填寫）：一一一－

工程大網（請詳雄有關工程細節、項目規格、如何與現有戰施銜接等）：
1. 靶舖體里親者佇人路增曹長臨蟬爾薩棚，鐘韓嘗嘗豐路會蝕樟對自電攝

缸里L

工程地點（請夾附地圓明確標示工地點）：

工程時問衰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填寫）：

10. 其他工程有關的資科（例如早前曾否作出申請、君主Sffl位仿ll平.Dl位蠱闖軍﹜：

簽名：
姓名：

日期： 09-03-2009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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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MW089- 工程建議)



(SKDC(DFMC）文件第76/10號)

西貢區議會方國珊議員辦事處
The Office t﹜f Christine Fong, Sni Kung District Council 

會

品質區織會

地區吉克施管玉皇委員會主席

混悅品， MM

2010 年 9 月 14 日地區投施管軍軍委員會

提出討論

「建tA延長擬述的當A侵犯閱典將軍總廣場之間的行人路..｝..益 J

本舍己決定於當局t 1已聞輿將軍j奧l資1翁之間的行人給興建，仁策，滅頂工緝

令顯著方使居民，阻捕風雨和必烈陽光，。惟誠牛草必將軍j與綴場之間有約

8-10 米ll!/t!�未被提益(1平見附件位笠），如來延長城，仁萃，令史有扶持椰

行人路土萃的作用。

就此，本人希望本會同﹔意行人路4益向將軍j具廠場方向科作延長。

本建議可於現有工程，I: 'Ir串包或於1凡有．工程完.:r..後再行實施。

JI守軍總坑口1叫他向J持！總20號
Shop初，Ming Tok Shopping Center, Hang Hau, Tseung Kwan o.

Tel: 2623·7371 Fax: 2719·2912 
有F間1月 .r..程師﹒自由黨叫ff.來丸tlJl主席

寸t莓 ，佇
晶質區1純真. .:L稅8月1

方閻測，

2010 年 8 月 27 日

附件三





酋 陸平才議員辦事處 (SKDC(DFMC）文件第74/11號)

Luk Ping Choi, The member of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地區工程小組

主席及全體委員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本人提出討論文件

要求富康花園至將軍澳廣場之間的行人通道餘下約10 米興建上蓋作為第二期工程

本人於2009年5月19日提出
“

富康花園至將軍澳廣場之間路段興建長廊避雨蔭

棚
”

動議，從富康花園唐德街出口至將軍澳廣場行車路興建避雨蔭棚，長約60 米，結

果獲得通過立案。其後 ，由於將軍澳廣場業主委員會不同意近將廣10米處興建是項工

程，因而本人調整工程範圈為50米，並保留上述餘下10米作第二期工程的可行性。

上述工程討論曝光後，本人收到不少街坊意見，成認為有必要興建餘下10米工程，

避免日曬雨淋之苦。因此，本人希望餘下10米工程可作為第二期工程展開（見附圈）。

提星人

國
陸平才西貢區議員

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

辦事處地址：將軍澳毓雅里9號聲安商場l樓848號舖
Address: 848, 1/F, Well On Garden Shopping Arcade, 9 Yuk Nge Lane.Ts巴ung Kwan 0, N.T. 

電話 Tel: 3403 4192 傳真Fax: 3403 4196 電郵 Email: lukpingchoi@yahoo.com.hk 

聯絡處地址：將軍澳唐明街1號富康花園第4座地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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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C(DFMC) 文件 17/16 號





(SKDC(DFMC）文件第 14/13號)

1. 提交建織議員／單位：

2. 工程名稱：

工程建融書
Project Statement 

西賈區融會格下地區設施管理香員會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連續書

深里融員

調景績單續里旁行人路加投避雨棚

3. 工程目的（揹指出現有問題，以及建鐵工程的效益，例如其他覺觀、加強公共衛生等）

調景鑽研善明郁的照畏，每日進出均會使用瘟接替明祁與都會·_!fR或械中厭的通道，而此溫道
分別由都會�商場及舉樹里控樂場的看普通過盟蟬，但你於上述有蓋過道立間的單續旦有行
人路卻沒有上聲，今居民出入此位置時受日 H懼而淋芝苦。故此，建織於itr.111.皆如設一簡單的
避兩棚，令幣（睹過摟營明哪與都會厭或城中厭的通道均有上蓋i虛萃，｝］便居民出人。

4. 工程受惠對象：
(X）區內所有居民
(X）老人
(X）青少年

（）惕殘人士
(X）兒童及家長
（）其他：

5. 預期受惠人數： 調景續居民數萬人

6.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可選揮不填寫）：

7. 工程大綱（請詳述有關工程細節、項目親格、如何與現有設施銜接導）：

在迪摟善明那與都會騏或城中獻的通過立間的翠輛車旁行人路加設一簡單及不阻礙行人的過
函姐工

8. 工程地點（請夾附地闡明確棵未工地點） 調蟬，樹單相思旁佇人路

9. 工程時間環粗略估計（可過揮不填寫）：

10. …咐酬（例如早前曾…棚棚子以
幣

」

筱名： 、局計

姓名： 梁星
日期﹔ 2012 年 12 月 27 日

、”

附件八



西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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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交建議議員/單位：  謝正楓 陸平才 議員

2. 工程名稱：  寶邑路(寶盈花園往怡明邨方向)興建行人路上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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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共衛生等)：
怡明邨自 2014 年 4 月開始入伙，人口達 2059 戶，寶邑路寶盈花園往怡明邨的行人路 是
居民出入的主要通道，於早午晚繁忙時段人流極高，惟該處並沒有設置上蓋，令無數的
長者、及推嬰兒車家長均因『冇遮無掩』而飽受日曬雨淋之苦。故我們希望西貢會款興
建行人路上蓋，為怡明邨居民提供一條全天侯通道，讓居民免受日曬雨淋之苦。

4. 工程受惠對象：
(ˇ)區內所有居民   (ˇ)傷殘人士 (ˇ)老人 
(ˇ)兒童及家長     (ˇ)青少年 (ˇ)其他 

5. 預期受惠人數： 約 3000 人

6.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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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寶邑路寶盈花園外開始伸延至怡明邨入口 (見圖)。

8. 工程地點(請夾附地圖明確標示工地點)：
將軍澳寶邑路(寶盈花園至怡明邨之間)行人路

9. 工程時間表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填寫)：  /

10. 其他工程有關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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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正楓  陸平才 
日期：  29-2-2016    

工程建議書 

Project Statement 

mike_tc_wu
Text Box
                                  附件九(SKDC(DFMC) 文件 18/16 號)



《附件》 
建議寶邑路(寶盈花園往怡明邨方向)行人路增設上蓋位置 

 



建議由寶邑路寶盈花園外開始伸延至怡明邨入口 (見      位置圖) 

 



(SKDC(DFMC)文件第 19/16 號 )

西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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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交建議議員/單位： 何民傑區議員 

2. 工程名稱： 於唐明苑及彩明苑行人隧道出入口興建行人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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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辦事處接獲居民反映，指因為連接唐明苑及彩明苑的行人隧道出入口，因為是露天原

故，所以每當天雨時，都會弄濕身體，十分不便，因此居民建議在該行人隧道出入口興建行

人上蓋，讓居民可在弄濕身體情況下，方便來往尚德邨、唐明苑及彩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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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人 

6.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 (可選擇不填寫)：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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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於行人隧道兩邊出入口的行人路上興建行人上蓋

8. 工程地點 (請夾附地圖明確標示工地點)   參閱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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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民傑 

日期： 2016 年 2 月 29 日 

工程建議書 

Project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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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tatement 

 

 

 

                                彩明苑往隧道去唐明苑方向 

 

 

彩明苑通過隧道後到唐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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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隧道

建議與建
行人上蓋的位置



工程建議書
Project Statement 

賈區證會轄下地區設施鹽理委員會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暐奮鐘書

1. 提交建議鐵員／單位： j且悅昌議員辦事處

2. 工程名稱： 建議銀澳路和明苑／煜明苑對出行人路興建行人
上蓋連接行人天橋

3. 工程目的（請指出現有問題，以及建議工程的效益章，例如笑他景觀、加強公共衛生等）

本辦事處接獲很多居民反映，姆昕菇、和明苑、顯明苑、明德郁、自下灣村、居民往返
坑口港鐵站都經由對出的行人路，而 R那里還有巴士、小巴站，部分居民亦會在等後巴
士及小巴，但現時行人路）告有上萃，居民打風落雨，都要冒著淋雨之苦。因此建議在此
行人路興建行人上苔，｝］使民民件鼠不再受日曬雨淋之苦。

4. 工程受惠對象：
（的區內所有居民
（）老人

（）青少年

（）傷殘人士

（的兒童及家長
（）其他：

5. 預期受憲人數： 且必也A

6. 工程進價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填寫）：

7. 工程大網（請詳述有關工程細節、項目規格、如何與現有設施銜接等）：

且阻國

8. 工程地點（請夾附地閻明權標示工地點）
著至行人天橋

和研苑煜明苑對出行人路興建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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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期﹒

HMW

MM
 

U
MU尸
倡

叫

／v
i
fE
 

Y
炒／
沮
m

f

M川fj

附件十二





附件十三





附件十四





附件十五





附件十六





西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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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交建議議員/單位： 鍾錦麟議員

2. 工程名稱： 於欣景路欣明苑門外增設行人路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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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共衛生等) ： 
此工程旨在連接欣明苑屋苑內以及新都城二期的有蓋行人通道。在兩條有蓋行人通道之

間，有一片由政府擁有及管理的土地，未能由屋苑自行興建行人路上蓋。此工程完成後，

可以使欣明苑居民前往寶琳鐵路站時，無需受日曬雨淋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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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名欣明苑居民 

6.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  (可選擇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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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欣景路欣明苑門外興建一個行人路上蓋，面積約為 6米 x5米（視乎工程詳細設計而定） 

8. 工程地點  (請夾附地圖明確標示工地點)   欣明苑欣梅閣及欣蘭閣之間的大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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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錦麟議員

日期： 2016年 3月 31日 

工程建議書

Project Statement 

附件十七



 

 

 



西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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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交建議議員/單位：方國珊議員

2. 工程名稱：  石角路加建行人路上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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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共衛生等)：

另外，石角路設有停車場及即將興建國際學校，途經此路段的市民有增無減，故建議在

石角路 3號外行人路合適位置至行人隧道興建上蓋，方便居民出入不用受淋雨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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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8萬居民 

6. 工程造價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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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石角路3號外合適位置興建連接石角路行人隧道的行人路上蓋    

8. 工程地點(請夾附地圖明確楆示工地點)  石角路 3號外至石角路行人隧道行人路的合適位置  

9. 工程時間表粗略估計(可選擇不塡寫)：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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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方國珊___  

日期：_2016年 4月 1日 

工程建議書 

Project Statement 

石角路為峻瀅及即將入伙的峻瀅2期、石角路1-3號住宅項目居民步行往返石角路隧道、

環保大道巴士站及康城站的必經之路，中途亦沒有擋雨設施，男女老少均受著日曬雨淋之苦，

當遇上惡劣天氣、風雨交加時更是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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