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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2011/12)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1. 通往施樂園行車路接山澗的路橋維修工程

(DMW164) 
3,000,000 2,791,800 2,673,311 民政處 橋樑維修工程籌劃中。

2. 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2013/14)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2. 荃灣梨木樹邨至象山邨行人徑建造工程 (DMW278) 1,300,000 1,619,220 1,555,220 民政處 工程已於 2019 年 11 月

完工。(工程承辦商正與

土力工程處、房屋署(斜
坡組)商討工程涉及斜坡

的交接安排。) 
3. 照潭徑花園改善工程 (DMW284) 3,936,000 3,936,000 2,835,022.26 康文署 已於 2017 年 1 月完工。 

3. 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2017/18)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4. 近水灣泳灘增設飲水器 (DMW464) 42,000 42,000 38,369.55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9 月完工。 
5. 荃灣公園增設寵物通道及出入口閘門 (DMW477) 100,000 100,000 62,837.52 康文署 已於 2018 年 11 月完工。 

#此欄為工程項目計算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 的實際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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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2018/19)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6. 楊屋道體育館增設育嬰間 (DMW503) 1,000,000 1,000,000 494,573.59 康文署 已於 2019 年 11 月完工。 
7. 馬灣東灣泳灘增設有蓋自助式貯物籠 (DMW 509) 300,000 210,000 124,214.64 康文署 已於 2019 年 12 月完工。 
8. 光板田村休憩處優化工程 (DMW 511) 110,000 110,000 62,587.28 康文署 已於 2019 年 6 月完工。 
9. 城門谷游泳池廁所改善工程 (DMW522) 140,000 140,000 57,485.02 康文署 已於 2019 年 12 月完工。 
 
5.  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2019/20) 

 
#此欄為工程項目計算截至 2020 年 9 月 28日的實際支出。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10. 城門谷游泳池防水掛牆電子鐘改善工程 (DMW531) 477,000 477,000 77,000 康文署 施工中。 
11. 由荃灣區議會撥款興建之設施維修定期合約 

(2019-2020) (DMW533) 
700,000 775,000 230,000 民政處 進行中。 

12. 荃灣公園行人路改善工程 (DMW541) 930,000 930,000 642,477.02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6 月完工。 
13. 荃灣公園洗手間設備提升工程 (DMW542) 231,000 231,000 126,843.14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3 月完工。 

14. 賽馬會德華公園行人路改善工程 (DMW543) 320,000 320,000 186,679.09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4 月完工。 

15. 荃灣區議會健體設施檢測及護理綜合工程 
(2019-2020) (DMW546) 

150,000 190,220  民政處 進行中。 

16. 城門谷公園兒童遊樂場改善工程 (DMW549) 700,000 700,000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7 月完工。 
17. 楊屋道體育館、荃景圍體育館及城門谷運動場增設

聆聽輔助系統 (DMW550) 
81,000 81,000  康文署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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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18. 荃灣西約體育館閉路電視及錄影系統改善工程 
(DMW551) 

800,000 800,000  康文署 施工中。 

19. 蕙荃體育館閉路電視及錄影系統改善工程 
(DMW552) 

1,259,900 1,259,900  康文署 施工中。 

20. 賽馬會德華公園增設飲水機 (DMW553) 189,000 189,000 7,586.24 康文署 施工中。 
21. 荃灣天后廟花園增設飲水機 (DMW554) 176,000 176,000 5,701.79 康文署 施工中。 
22. 沙咀道遊樂場增設飲水機 (DMW555) 203,000 203,000 11,832 康文署 施工中。 
23. 國瑞路公園增設飲水機 (DMW556) 199,000 199,000  康文署 施工中。 
24. 城門谷公園及城門谷運動場增設飲水機 (DMW557) 559,000 559,000  康文署 施工中。 
25. 城門谷游泳池戶外渠蓋改善工程 (DMW558) 110,000 110,000 98,579.42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5 月完工。 
26. 荃灣大欖郊野公園往深井舊村行人徑附近涼亭重建

工程 (DMW 568) 
250,000 280,000  民政處 施工中。 

 
6.  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2020/21)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27. 神奇道照明系統改善工程 (DMW569) 62,000 62,000  康文署 已於 2020 年 9 月完工。 
28. 城門谷游泳池電子入閘機系統改善工程 (DMW570) 1,100,000 1,100,000  康文署 籌劃中。 
29. 荃灣區康樂場地環境美化工程 (DMW571) 800,000 800,000 38,650 康文署 施工中。 
30. 蕙荃體育館煤氣熱水爐改善工程 (DMW572) 516,500 516,500  康文署 籌劃中。 
 
#此欄為工程項目計算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 的實際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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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名稱 委員會 
批核款項 

(元) 

最新 
工程預算 

(元) 

實際開支# 
(元) 

主導部門 進展階段/備註 

31. 由荃灣區議會撥款興建之設施維修定期合約 
(2020-2021) (DMW573) 

700,000 700,000  民政處 招標中。 

32. 荃灣區議會健體設施檢測及護理綜合工程 
(2020-2021) (DMW574) 

100,000 100,000  民政處 招標中。 

33. 荃灣區康樂場地環境美化工程 (DMW575) 700,000 700,000 44,210 康文署 施工中。 
34. 賽馬會德華公園行人路改善工程 (DMW576) 630,000 630,000  康文署 籌劃中。 
35. 荃灣公園行人路改善工程 (DMW577) 880,000 880,000  康文署 籌劃中。 
36. 荃灣區康樂場地環境美化工程 (DMW578) 300,000 300,000  康文署 籌劃中。 
37. 荃景圍胡忠游泳池過濾沙缸吹風機系統改善工程 

(DMW579) 
562,000 562,000  康文署 籌劃中。 

38. 荃景圍胡忠游泳池化學泵及消毒系統改善工程 
(DMW580) 

522,000 522,000  康文署 籌劃中。 

39. 荃灣近川龍村及汀九段引水道旁木製涼亭改善工程 
(DMW581) 

250,000 250,000  民政處 籌劃中。 

40. 荃灣荃錦公路(近街燈編號 W2699)至城門引水道的

梯級旁混凝土涼亭改善工程 (DMW582) 
100,000 100,000  民政處 籌劃中。 

41.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近街燈編號 GC0475)及梨樹

路(近街燈編號 C3464)避雨上蓋清潔及小型維修工

程 (DMW583) 

300,000 300,000  民政處 籌劃中。 

#此欄為工程項目計算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 的實際支出。 
 
荃灣民政事務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二零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