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 仔 區 議 會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討 論 文 件  文 件 第 3 1 / 2 0 1 7 號  
 

灣仔區議會  
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申請 

 
 
1. 計劃名稱 

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調查 
 
2. 團體名稱 

灣仔區議會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屬下 
灣仔區休憩用地設施及需求研究工作小組 

 
3. 建議活動的資料 
 (a) 性質 

就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進行調查及撰寫報告 
 

 (b) 目的 
(1) 透過進行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及休憩用地設施的需要調查，以了解區內

市民、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持份者對這些設施的需求和意見； 
(2) 檢視區內整體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的設計和規劃，提供優化建議； 
(3) 就灣仔區內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可提升為寵物公園用途的休憩用地設施

提出建議。 
 

 (c) 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9 月 8 日至 2018 年 2 月 

 
 (d) 對象 

  區內所有居民、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持份者、相關部門及政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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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參加人數／觀眾人數： 
參加者／受惠者：18 萬人 

 
(f) 合辦機構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待定） 

 
4. 預算支出分項說明 
 

   估計 向灣仔區議會  

  項  目 費用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元  

 (a) 就灣仔區內居民及設施持

份者對公園及休憩用地設

施的需求進行調查，包括但

不限於訪問、工作坊、參考

文獻以及工作小組提供的

有關文件等方法獲取資

料。(註 1) 

80,000 80,000  

 (b) 檢視灣仔區內整體公園及

休憩用地設施的設計和規

劃，並提供優化建議。 

53,000 53,000  

 (c) 就灣仔區內公園及休憩用

地設施可提升為寵物公園

用途的休憩用地設施提出

建議。 

   

 (d) 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

灣仔區康樂體育設施及可

供用作寵物公園的場地介

紹」之四個地點作出研究。

(註 2) 
(包括灣仔峽公園、銅鑼灣

花園、司徒拔道休憩處及蓮

花宮花園) 

30,000 30,000  

 (e) 製作「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

的需要調查」報告： 
   

  (i) 排版整理及設計調查

報告費用； 
10,000 10,000  

  (ii) 提供調查報告的電子

版本，以供日後付印之

用；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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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 向灣仔區議會  

  項  目 費用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元  

  (iii) 印刷調查報告 
(500 份印刷本) 
 

(任何有關此調查報告的版

權，均屬灣仔區議會持有) 
(註 3) 

23,000 23,000  

 (f) 雜項 2,000 2,000  
   _______ _______  
  總數： 200,000 200,000(註 4)  
   ====== ======  
 
 
 
 註(1)： 中標大學需要參考工作小組提供的文件，加上中標大學自行進行的調查

和研究，融合整理以製作報告，有關文件詳列如下： 
 

(1)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及討

論文件(文件編號：8/2016) 
 

(2)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及討

論文件(文件編號：17/2016) 
 

(3)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紀錄、討

論文件(文件編號：30/2016)及補充資料(文件編號：36/2016) 
 

(4)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 
 

(5)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 
 

(6) 灣仔區議會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屬下灣仔區休憩用地設施

及需求研究工作小組第一次至第三次會議紀錄及討論文件 
(文件編號：1/2017 至 5/2017) 

 
(7)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進行的「將蓮花宮花園及蓮花宮東街休憩處改

建為寵物公園」調查結果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文件編號：

49/2016) 
 
 

 三 
DWFMC /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調查/J 



(8) 由李文龍議員辦事處進行的「將蓮花宮花園及蓮花宮東街休憩處改

建為寵物公園」調查結果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文件編號：

51/2016) 
 

(9) 由楊雪盈議員辦事處進行的「將蓮花宮花園及蓮花宮東街休憩處改

建為寵物公園」調查結果 
(灣仔區議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文件編號：

48/2016) 
 

(10) 「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集思會摘要 
(灣仔區議會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屬下灣仔區休憩用地設施

及需求研究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文件編號：4/2017 之附件一) 
 

(11) 地區團體或地區人士就「灣仔區整體公園設施的需要」提交的書面

意見 
(灣仔區議會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屬下灣仔區休憩用地設施

及需求研究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文件編號：4/2017 之附件二)。 
 
 註(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灣仔區康樂體育設施及可供用作寵物公園的場

地介紹」 
(灣仔區議會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屬下灣仔區休憩用地設施及需

求研究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文件編號：2/2017) 
 
 註(3)： 中標大學需向灣仔區議會或屬下相關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及確認報告。 
 
 註(4)： 最終各預算開支的費用以中標大學的標書價格為準。 

 
 
5. 預支款項 

申請團體不需預支撥款。 
 

6. 付款方法 
撥款以直接付款方法支付。 

 
7. 其他資料 

(a) 內容：  

(i) 透過調查了解居民、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持份者對區內公園設施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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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檢視區內整體公園及休憩用地的設計和規劃並提供優化建議； 

(iii) 就灣仔區內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可提升為寵物公園用途的休憩用地設

施提出建議；及 

(iv) 製作灣仔區內居民對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的需求調查報告。 
 

(b) 宣傳和推廣方法： 將研究報告的印刷本分發予區內團體，包括區議員、社

區團體、民政事務處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c) 預計效益／成果： 透過大學進行調查研究，讓灣仔區議會更了解灣仔區居

民、公園及休憩用地設施持份者對區內公園及休憩用地

的需求及意見。 
 

(d) 工作計劃／推行時間表： 
 

 行動  時間表  

 進行招標工作 2017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中標大學向工作小組簡介調查研究

的形式及方法 

2017 年 10 月 

 中標大學進行研究及撰寫報告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 

 中標大學出席工作小組或灣仔區議

會屬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會議，講解研究報告的內容和匯報進

度 

2017 年 12 月 

 中標大學向灣仔區議會或屬下地區

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提交研究報

告及確認報告 

2018 年 1 月 30 日 

 公佈研究結果、印刷報告 2018 年 2 月 
 
8. 徵詢意見 

請委員考慮支持撥款 200,000 元資助這項計劃及通過與申請團體合辦此活動。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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