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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38/2015 號 (21.7.2015) 

 

 

黃大仙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下的  

社區參與活動及宣傳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討論及通過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一億元

撥款中，預留五十萬元用作社區參與及宣傳活動的建議。   

  

 

背景  

 

2.    「黃大仙廣場擴闊及改善工程」(黃大仙廣場項目 )已於二零一

五年四月十七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通過撥款，建築工程招

標的程序亦隨即展開，現正審閱已收到的投標書。若一切順利，工程

將會於二零一五年第四季展開，並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完工。  

 

3.    「摩士公園的康樂設施改善工程」(摩士公園項目 )已於二零一

五年七月十四日獲財委會通過撥款，建築工程招標的程序將隨即展開。

若一切順利，工程將會於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展開，並於二零一八年第

一季完工。  

 

4.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的指引，各區在考慮推行社區重

點項目計劃時，可預留適當款項，以支付相關的社區參與活動及宣傳

等費用。在一億元的撥款中，黃大仙區議會已預留五十萬元用作宣傳

兩個項目之用。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就此擬舉行的有關宣傳活

動概要如下：  

 

 

(I)  啓動典禮  

 

建議於建築工程施工前，在黃大仙廣場舉行啓動典禮，包括由主禮

嘉賓主持典禮、於場內展示項目計劃資料、派發宣傳品等，讓市民

一同見證工程項目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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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舉辦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II)  竣工典禮暨嘉年華  

 

建議於建築工程完工後，在所屬的場地舉行竣工典禮暨嘉年華，邀

請市民親身見證場地改善的成果。建議活動包括：紀念碑揭幕、團

體表演、攤位遊戲、場地資料展覽等。  

 

預計舉辦日期：  二零一六年第四季 (黃大仙廣場 )及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 (摩士公園四號場露天劇場 ) 

 

 

(III)  製作宣傳品  

 

建議印製宣傳單張、海報、橫額等用作匯報工程進度及宣傳竣工典

禮暨嘉年華；及製作紀念品於啓動典禮、竣工典禮暨嘉年華，以及

區議會舉辦的大型活動中派發，進一步加強市民對項目計劃和其效

益的了解。  

 

預計進行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至二零一八年第一季  

 

 

(IV) 美化工程圍板  

 

建議製作貼紙或展板裝裱於工程圍板上，展示項目計劃資料、工程

時間表、預期完工後的構思圖、場地過往活動相片、工程時間表等，

既可美化工地圍板，亦可以宣傳項目計劃內容。  

 

預計進行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四季至二零一八年第一季  

 

 

財政預算  

 

5.    上述活動的預算合共五十萬元，活動的詳細預算詳見於附件。  

 

 



3 

 

文件提交  

 

6.    本文件將提交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二零一

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三次會議，供委員討論及通過上文第 4 至 5

段的建議。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15/5/11 Pt. 25 

二零一五年七月  

 

 

 



附件

數量  單價(元) 備註

(I)

 黃大仙廣場項目  摩士公園項目

i 背幕設計及製作 1 5,200.00

ii 租用音響-設備及控制人員 1 7,000.00

iii 舞台 1 8,000.00

iv 啓動儀式連道具 1 25,000.00

v 攝影及錄影 1 1,500.00

vi 請柬 200 10.00

vii 臨時工作人員 (包括強積金) 20 50.40

viii 郵費 200 2.70

ix 雜項 (預算5%總開支) - -

黃大仙廣場及摩士公園項目平均攤分開

支 (即每個項目攤分約$26,500.00)

黃大仙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下的

 項目  預算支出(元)

啓動典禮 (預計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舉行)

 小計

社區參與活動及宣傳工作開支預算

5,200.00

7,000.00

8,000.00

25,000.00

1,500.00

2,000.00

1,008.00

540.00

2,512.40

52,7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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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單價(元) 備註

(II)

 黃大仙廣場項目  摩士公園項目

i 背幕設計及製作 1 5,720.00 5,720.00 5,720.00

ii 竣工/ 啟用儀式 1 19,250.00 19,250.00 19,250.00 包括場地佈置、道具等

iii 竣工紀念碑(連安裝費用) 1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iv 司儀費 1 2,500.00 2,500.00 2,500.00

v 攝影及錄影 1 2,000.00 2,000.00 2,000.00

vi 租用音響-設備及控制人員 1 - 2,000.00 8,000.00 黃大仙廣場已備有音響設施，只需要安
排音響控制人員

vii 請柬 320 12.00 3,840.00 3,840.00

viii 表演團體津貼 1 5,000.00 5,000.00 5,000.00 邀請學校、非政府機構團體表演

ix 攤位遊戲連道具及佈置 8 4,000.00 32,000.00 32,000.00

x 攤位遊戲禮品 4320 6.00 25,920.00 25,920.00

xi 臨時工作人員 (包括強積金) 72 50.40 3,628.80 3,628.80

xii 郵費 320 3.70 1,184.00 1,184.00

xiii 雜項 (預算5%總開支) - - 5,902.14 6,202.14

xiv 預計5%通脹增幅 - - - 6,512.25

123,944.94 136,757.19

竣工典禮暨嘉年華  (預計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及二零一八年第一季舉行)

 小計

 項目  預算支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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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單價(元) 備註

(III)

 黃大仙廣場項目  摩士公園項目

i 單張/小冊子 4000 3.00 12,000.00 12,000.00

ii 海報 (A2) 500 18.00 9,000.00 9,000.00

iii 橫額 6 280.00 1,680.00 1,680.00

iv 郵費 250 10.00 2,500.00 2,500.00

v 紀念品及其他宣傳品 - - 30,000.00 30,000.00

vi 預計5%通脹增幅 - - - 2,759.00

55,180.00 57,939.00

數量  單價(元) 備註

(IV)

 黃大仙廣場項目  摩士公園項目

i 工程圍板貼紙/展板 - - 30,000.00 20,000.00 包括設計、安裝及拆除。
因摩士公園項目工地面積較小，所需的
費用較黃大仙廣場項目少。

30,000.00 20,000.00

235,624.94 241,196.19

236,000.00 242,000.00 總額 (四捨五入)

 項目  預算支出(元)

製作宣傳品 (預計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至二零一八年第一季進行)

 小計

 項目  預算支出(元)

美化工程圍板  (預計於二零一五年第四季至二零一八年第一季進行)

 小計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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