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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  
2020-21 年度葵青區議員及地區人士提出的新增地區工程撥款申請  

 
排序  總分  工程倡議人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工程大綱  估計造價  跟進  /  備註  

1 251 張鈞翹議員 葵涌長坑村建造兩條

行人斜道 

葵涌長坑村 鋪平位於華景山莊 19 座

後方及海峰花園對面至

長坑村 54 號現有梯級旁

的泥路 

$900,000 不需要進行工地勘探 

2 236 唐皓文議員 高芳街加建行人蓋 高芳街加建行人

蓋 

建造避雨上蓋 $40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3 229 單仲偕議員 嘉翠園小巴站興建避

雨亭 

嘉翠園小巴站興

建避雨亭 

建造避雨亭 $14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4 222 譚家浚議員 擴闊青敬路行人路工

程 

青敬路近牙鷹洲

花園一段 

移走行人路旁的花圃，改

為行人路 

$700,000 不需要進行工地勘探 

5 215 王天仁議員 荔景山北休憩處設施

改善工程 

荔景山北休憩處

設施改善工程 

改善凹凸不平地面、場地

現時已呈耗損狀況，宜作

翻新及改善 

$300,000 不需要進行工地勘探 

6 209 韓俊賢議員 延長青康路美景花園

行人隧道口避雨設施 

美景花園近行人

隧道 

加建避雨亭 $160,000 現正要求各有關部門/機構提供地下設

施資料及圖則，及後進行工地勘探 

7 206 黃炳權議員 改善大窩口邨富安樓

至富貴樓的行人道上

蓋 

改善大窩口邨富

安樓至富貴樓的

行人道上蓋 

在上蓋加鋪防曬抗熱的

物料 

$200,000 不需要進行工地勘探 



規劃及地區設施管理文件第 41_D_2020 號附件一 

 2 

排序  總分  工程倡議人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工程大綱  估計造價  跟進  /  備註  

8 205 蔡雅文議員 荔枝嶺路休憩處康樂

設施改善工程 

荔枝嶺路休憩處 組裝兩組三合一長者健

身設施，加裝及改善照明

系統 

$500,000 康文署技術小組的初步評估，認為休

憩處沒有足夠的空間加裝韆鞦(安全距

離不足)，小組建議於場內涼亭旁加裝

兩組三合一的長者健身設施。另外，

由於擬加設位置(現時涼亭旁)的光度

不足以配合長者健身設施的用途，康

文署繼續跟進建築署在有關位置增設

燈光的具體細節及工程造價 

9 201 梁耀忠議員 葵富路葵芳邨葵正樓

附近連接屋邨與升降

機之間的通道建上蓋 

葵富路葵芳邨葵

正樓附近連接屋

邨與升降機之間

的通道 

建造一個約 11 米長的上

蓋 

$30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10 196 劉貴梅議員 和宜合道長榮工業大

廈對出(403 小巴站)加

建避雨亭連座椅 

和宜合道長榮工

業大廈對出 

加建避雨亭連座椅 $160,000 現正要求各有關部門/機構提供地下設

施資料及圖則，及後進行工地勘探 

11 175 劉子傑議員 青雅苑旁加建無障礙

通道 

長發邨近牙鷹洲

街 

花槽改建為無障礙通道 $300,000 現正諮詢房屋署及法團 

12 173 許祺祥議員 大窩口道石頭街交界

加建避雨亭 

大窩口道石頭街

交界 

加建避雨亭 $27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13 161 林紹輝議員 大白田街聖若望小學

外加建避雨亭上蓋 

大白田街聖若望

小學外 

加建避雨亭上蓋及座椅 $16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14 158 王必敏議員 青綠街花園加建及改

善環境工程 

青綠街花園 園藝美化，美化花園燈柱

及加建上蓋以改善現有

蔭棚 

$450,000 如更新美化現有的花園燈柱、改種四

季植物及加建上蓋以改善現有蔭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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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總分  工程倡議人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工程大綱  估計造價  跟進  /  備註  

15 153 黃俊達議員 清譽街寵物公園改善

工程 

清譽街花園 為場地更換長凳及增設

圍欄 

$188,000 不需要進行工地勘探，本工程不包括

加設飲水機 

16 146 周偉雄議員 盛樂樓外葵盛圍行人

路興建避雨亭工程 

盛樂樓外葵盛圍

行人路 

新增建造一組約 15 米長

的避雨亭 

$400,000 現正要求各有關部門/機構提供地下設

施資料及圖則，及後進行工地勘探 

18 113 郭芙蓉議員 葵龍大廈旁興建涼亭 葵龍大廈旁 建造涼亭並設有座椅和

棋盤桌 

$20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17 112 徐曉杰議員 青康路周演森小學巴

士站旁興建避雨上蓋 

青康路周演森小

學巴士站旁 

建造避雨上蓋 $160,000 原先的工程位置不可行，就新的位置

將盡快進行工地勘探 

19 107 梁嘉銘議員 青衣青康路康祥樓附

近避雨亭建造工程 

青衣青康路康祥

樓附近 

建造避雨亭及座椅 $160,000 跟據工地勘探的結果，此工程項目可

行 

20 102 盧婉婷議員 青衣西路往大嶼山方

向巴士站興建座椅 

青衣西路往大嶼

山方向巴士站 

加設 2 張座椅 $30,000 不需要進行工地勘探 

總數  $6,078,000  
 
於二零二零的工程及發展工作小組的會議席上，議員要求秘書處提供收集所得的評分紙的情況，詳情如下：  

類型 數量 
在限時內遞交了有效的評分紙 13 
只遞交了不合規格的評分紙 10 
在限時以外遞交了評分紙 2 
遞交了不合規格的評分紙 6  

(以不合規格的分紙取代正規評分紙- 2) 
未有提交任何評分紙 1 

總數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