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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零二一年滅蚊運動（第二期）  

荃灣區工作計劃  

                        

日 期 負責隊伍 地  點 

19-4-2021 

26-4-2021 

3-5-2021 

10-5-2021 

17-5-2021 

24-5-2021 

31-5-2021 

7-6-2021 

*14-6-2021 

 

  

(星期一) 

 

 

*防治蟲鼠組  

公眾假期休息 

防治蟲鼠組 共3隊 

海安路防坡堤及附近一帶地方。 

 

荃興徑及路德圍一帶地方。 

 

永順街及永德街一帶地方包括海灣花

園、海濱花園。 

 

防治蟲鼠 

承辦商 共11隊 

青龍頭新村、青龍頭村、圓墩村、油柑頭

村、發業里、佛教大學則漢民村、竹篙灣

垃圾房、幻想道及迪欣湖活動中心隧道一

帶。 

馬灣：柳花村、珀欣路、珀麗路、球場外

圍、配水庫、芳園書室、體育路、避風塘、

田寮新路口至田寮舊村一帶地方。 

 

白田壩新村及照潭徑兩邊行人路沙井、美

環街巴士總站至港鐵站、安逸街、元荃古

道、荃威花園外圍行人徑及安賢街一帶地

方。 

白田壩村、馬閃排新村、海壩村南台、海

壩村東北台及西樓角村一帶地方。 

 
三楝屋村、二陂圳村、蕙荃路體育館、廟

崗街、交通總部外圍、沙咀道寶業巷、荃

華街及荃榮街一帶地方。 

石圍角新村、二陂圳新村、古坑村、海壩

新村(第二段)、昌榮路、新豐中心至縉庭

山外圍一帶地方。 

河背街、川龍街、豪華巷、沙咀道一帶、

禾笛街、大屋街、新村街及楊屋道街市外

圍一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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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負責隊伍 地  點 

20-4-2021 

27-4-2021 

4-5-2021 

11-5-2021 

18-5-2021 

25-5-2021 

1-6-2021 

8-6-2021 

15-6-2021 

 

 

 (星期二) 

防治蟲鼠組 共3隊 

爵悅庭、柴灣角街熟食市場外圍一帶地

方。 

 

福來里、福來邨、香車街及曹公街一帶地

方。 

 

馬角街、祁德尊新邨及荃灣西鐵站一帶空

置官地、海濱花園、荃灣路及大涌道一帶

地方。 

防治蟲鼠 

承辦商 共9隊 

深慈街污水處理廠、海韻臺外圍、深井西

村、深井公園、深井街市、深井村、草灣

一帶地方。 

 

馬灣：海玨陸外圍及山頂、北灣海灘、狗

公園、污水廠、麒麟亭、避風塘一帶地方。 

 

新開田村、川龍昂塘村、新開田村至寶雲

匯沿途沙井、明渠及水坑一帶地方。 

 

木棉下村、芙蓉山路及芙蓉山新村、上葵

涌村、打磚砰村、大白田村、油麻磡村、

中葵涌村、海壩新村及鹹田村一帶地方。 

 

老圍顯達路、流芳園外圍、上角山、老圍

公立學校、傳耀台、老圍旅遊巴停車場、

銅鼓石村、東普陀老圍村、老圍路南面及

老圍二陂圳路一帶地方。 

 

怡景園及綠楊新邨外圍、三棟屋公園外

圍、豪輝花園至富華中心外圍、西樓角路

一帶地方。 

 

眾安街恆生巷、城市中心I期外圍、大陂

坊、川龍街、眾安街一帶、千色店外圍、

青山公路、遠東銀行大廈一帶、荃灣街市

街、荃樂街、仁濟醫院外圍及德華公園外

圍一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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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負責隊伍 地  點 

21-4-2021 

28-4-2021 

5-5-2021 

12-5-2021 

*19-5-2021 

26-5-2021 

2-6-2021 

9-6-2021 

16-6-2021 

  

 

(星期三) 

 

 

*防治蟲鼠組  

公眾假期休息 

防治蟲鼠組 共3隊 

海興路、大涌道、柴灣角街、青山公路、

永順街及永德街一帶地方包括海灣花

園。 

 

香車街垃圾站及香車街街市一帶地方。 

 

德士古道、楊屋道、馬頭壩道、橫龍街

及爵悅庭一帶地方。 

 

防治蟲鼠 

承辦商 共9隊 

深井舊村、深井商業新村、深井新村、

排棉角村、機場核心中心一帶、浪翠園

巴士站、馬灣墳場、二轉及新舖咀一帶

地方。 

 

馬灣：馬灣大街、鄉事會路、珀林路及

收費亭一帶地方。 

 

荃景圍巴士總站至荃德花園及錦豐園沿

途 (包括東蓮村)、安育路(翠豐臺一帶)、

青山公路(翠豐臺段)至荃灣警署沿途沙

井及明渠一帶地方。 

 

關門口村、楊屋村、河背村、國瑞路公

園外圍(關門口村至鹹田村)一帶地方。 

海壩村、象鼻山隔音屏、信義小學外圍

至石翠樓一帶。 

 

街市街、標記後巷及外圍、荃灣街市外

圍、兆和街、青山公路、大河道、傢俬

巷、海壩街、鱟地坊小販市場、大河道、

沙咀道戴麟趾外圍及川龍街一帶地方。 

 

光板田上村、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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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負責隊伍 地  點 

22-4-2021 

29-4-2021 

6-5-2021 

13-5-2021 

20-5-2021 

27-5-2021 

3-6-2021 

10-6-2021 

17-6-2021 

 

 

(星期四) 

防治蟲鼠組 共3隊 

大涌道、沙咀道、青山公路及柴灣角街

範圍內一帶地方。 

 

沙咀道、圓墩圍、大壩街及芙蓉街範圍

內一帶地方。 

 

荃灣路、海濱花園、馬角里、荃業街及

龍德街一帶地方。 

 

防治蟲鼠 

承辦商 共7隊 

青龍頭村、新村、圓墩村、嘉龍村及竹

篙灣望東坑一帶地方。 

 

馬灣：珀麗路、馬灣會所至東灣會所、

田寮新路口至芳園書室、柳花村、體育

路、珀欣路至球場、珀琳路及避風塘一

帶地方。 

 

油柑頭村、發業里、佛教大學則漢民村、

光板田村四段、光板田村二段、白田壩

村、馬閃排新村、海壩村南台、海壩村

東北台及西樓角村一帶地方。 

 

石圍角新村、二陂圳新村、古坑村、海

壩新村(第二段)、昌榮路、新豐中心至縉

庭山外圍一帶地方。 

 

荃灣花園、富麗花園、德士古道、城門

道(城門谷公園至城門谷泳池外圍)一帶

地方。 

 

鹹田街、聯仁街、沙咀道、寶石大廈及

康睦庭園外圍、河背街、天佑小學後巷、

楊屋道、三陂坊、德華巷、德華街及四

陂坊一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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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負責隊伍 地  點 

23-4-2021 

30-4-2021 

7-5-2021 

14-5-2021 

21-5-2021 

28-5-2021 

4-6-2021 

11-6-2021 

18-6-2021 

 

 

 (星期五) 

防治蟲鼠組 共3隊 

大涌道、沙咀道及青山公路(荃灣段)

一帶地方。 

 

大河道、海盛路、大涌道及大壩街範

圍內一帶地方。 

 

楊屋道、馬頭壩道、荃灣路及大涌道

一帶地方。 

 

防治蟲鼠 

承辦商 共10隊 

汀九上及下村、鹿頸村、榮欣路、欣

澳、竹篙灣望西及望東坑一帶地方。 

 

馬灣：鳳城村、魚塘外圍一帶、田寮

新路口至芳園書室、芳園路至收費亭

及迴旋處、配水庫斜坡至馬灣二號食

水配水庫一帶地方。 

 

荃景圍範圍、漢民村西約、油柑頭村、 

漢民村、川龍村至響石入口及光板田

下村一帶地方。 

 

木棉下村、芙蓉山路、芙蓉山新村、  

油麻磡村、中葵涌村、上葵涌村、海

壩新村、打磚砰村及大白田村一帶地

方。 
河背街、川龍街、豪華巷、沙咀道、

禾笛街、大屋街、新村街、楊屋道街

市外圍、大屋街、沙咀道、二陂坊、

金魚巷及河背街一帶地方。 

 

老圍顯達路、流芳園、上角山、老圍

公立學校、傳耀台、三叠潭村、銅鼓

石村、東普陀、老圍村、老圍路南面、

二陂圳路、同和街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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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負責隊伍 地  點 

24-4-2021 

1-5-2021 

8-5-2021 

15-5-2021 

22-5-2021 

29-5-2021 

5-6-2021 

12-6-2021 

 

 

 (星期六) 

 

*防治蟲鼠組  

星期六休息 

防治蟲鼠 

承辦商 共9隊 

排棉角村、清快塘新村、深井新村、深

井舊村、深井商業新村、豪景花園、菜

園村、神奇道及竹篙灣與神奇道交匯處

一帶地方。 

 

馬灣: 北灣海灘、珀欣路、珀琳路、田

寮東村、田寮新村、大街北村、中村、

南村、污水廠及石灘一帶地方。 

 

錦柏豪苑、悠麗路及巴士站、漢民村、

新開田村至寶雲滙至木棉下村沿途一帶

地方。 

 

和宜合里、可風中學、李炳中學、和宜

合村新發展區及梨木樹邨外圍斜坡一帶

地方。 

 
救護站外圍、石圍角邨外圍、蕙荃路體

育館、廟崗街、新界南交通總部外圍、

聯仁街熟食市場、沙咀道、古坑道、橫

窩仔街、楊屋道及工廠區一帶地方。 

 

大陂坊、川龍街、青山公路、遠東銀行

大廈一帶、荃灣街市街、荃樂街、仁濟

巷及德華公園外圍一帶地方。 

 

 

 

備註 : 巡視地點包括：  

 

(一 ) 村屋及舊唐樓的公用地方、及其鄰近的公眾地方；  

(二 ) 私人樓宇的天台、花園、簷蓬及非法耕種場地；  

(三 ) 後巷 /橫巷及空置土地 ; 

(四 ) 明渠、公園及停車場 ; 

(五 ) 學校、地盤、斜坡、公共屋邨及醫院等。  

 
   因應天氣及突發情況，工作地點會有所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