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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綠化總綱圖社區論壇  

土木工程拓展署與葵青綠化總綱圖地區參與小組聯合舉辦了一場社區論壇，

以收集公眾人士對荃灣綠化總綱概念圖的意見，論壇由顧問公司傲林國際設

計有限公司–安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聯營主持和組織。  

 

1   社區論壇概況  

1.1  時間及地點  

葵青區社區論壇  

日期︰2012 年 10 月 31 日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點︰葵涌荔景山路 205 號 (荔景社區會堂 )  

語言︰粵語  

公眾出席人數︰20 人   

                
 

3 



                                           「葵青綠化總綱圖社區論壇」摘要報告  

 

1.2 活動流程  

社區論壇當日之活動流程如下：  

 

環節                 時間 (晚上 ) 程序  
1.        7:30-7:45 登記  

2.        7:45-7:50 葵青區綠化總綱圖地區參與小組主席周奕希議員

致序詞  

3.        7:50-8:00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介紹研究背景  

4.        8:00-8:10 顧問公司介紹綠化總綱圖的初步構思  

5.        8:10-8:35 公眾發言及提問  

6.        8:35-9:25 分組討論（35 分鐘）及匯報小組討論結果（15 分

鐘）  

7.        9:25-9:30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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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會場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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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討論

出席論壇的公眾人士踴躍發言，所提出的意見及顧問公司的回應綜合如下：

2.1 小組的意見及顧問公司的回應

(a) 有關綠化限制的意見  

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 
避免於斜坡底部及擋土牆旁的種植槽種

植根部具侵略性的品種；例如榕樹。 

綠化總綱圖並不會建議於斜坡底部及擋土牆旁

的種植槽種植根部具侵略性的品種。

2 
種植前必須考慮樹木日後的生長空間，

避免於缺乏地下空間的地點種植樹木。

同意。若受地下設施限制，我們會考慮其他合適

的位置。 

3 
避免於馬路旁的圍欄放置小花盆作綠

化。

同意。我們建議種植可持續生長的植物，由於種

植在小花籃裡的植物的持續性較低，我們盡量避

免使用花籃種植。

4 
在葵青區哪些地方有較多的綠化機會? 綠化總綱圖為整個葵青區制訂綠化大綱，但由於

研究範圍幅員廣大，其重點綠化機會將會集中在

人口較稠密的地點(例如葵芳及青衣市中心及旅

遊景點。

5 
在高架天橋或斜坡上有綠化機會嗎? 在高架天橋或斜坡上加設綠化必須考慮承重及

保養等問題。在能夠提供足夠泥土及供水的大前

提下，我們可考慮在橋柱上及斜坡底部種植攀爬

植物。但有關建議需得到負責維修橋樑或斜坡部

門同意。

6 
在天橋上種植有什麼維修保養問題? 缺乏供水系統及未能提供安全通道予維修人員

是其中一些在天橋上種植的限制。 

(b) 有關綠化地點及類型的意見

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 建議在葵涌道的中間分隔帶考慮綠化設

計（靠近荔景地鐵站）。

葵涌道大部份中央分隔帶已經有綠化，在沒有綠

化的區域我們會根據中央分隔帶的闊度及交通

安全條件積極考慮相關綠化措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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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2 建議在葵芳邨天橋底的休憩區考慮綠化

設計（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附近）。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3 荔景山路兩旁很多樹被颱風吹倒，可否

考慮補種新樹?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4 在青山公路的中央分隔帶考慮綠化，可

以借鑒九龍灣中央分隔帶的設計。 
青山公路大部份中央分隔帶已經有綠化，在沒有

綠化的區域我們會根據中央分隔帶的闊度及交

通安全條件積極考慮相關綠化措施。 

5 建議提升昌榮路與青山公路（葵涌道）

交匯處的綠化。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6 建議在梨木道公園外面的街道上多種樹

木。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該地點建議綠化措施，我們

並會繼續跟進。 

7 建議在和宜合道，梨木道，大白田街多

種樹木。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和宜合道及梨木道建議綠

化措施，我們並會繼續跟進。大白田街行人路較

為狹窄繁忙，在考慮行人路需要有足夠的闊度供

行人使用，我們會在行人路闊度超過三米的部分

考慮進行綠化。 

8 建議在麗瑤路到麗祖路種植樹木。 麗瑤街到麗祖路行人路較為狹窄繁忙，在考慮行

人路需要有足夠的闊度供行人使用，我們會在行

人路闊度超過三米的部分考慮進行綠化。 

9 建議提升在石蔭梨木道公園裏面的綠

化。 
我們會將該建議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相關部

門反映。 

10 建議提升荔景邨仰景樓附近的綠化。 我們會將該建議向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或

相關部門反映。 

11 在大白田街斜坡上的好多樹木被颱風吹

倒，可否考慮補種? 
我們會向路政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12 建議在天橋上或天橋底增加綠化設計，

可考慮攀爬式植物 
在天橋上加設綠化必須考慮承重及保養問題。在

能夠提供足夠泥土及供水的大前提下，我們會考

慮在橋柱上種植攀爬植物。如收到要求在某指定

高架天橋上加設綠化，我們會將該意見向負責處

理維修的相關部門反映。 

13 石蔭路第 3 號公園大量桂花被移除，可

否補種？ 
我們會將該建議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相關部

門反映。 

14 
 

建議於主要道路如葵涌道種植一整行樹

木。 
葵涌道行人路較為狹窄繁忙，在考慮行人路要有

足夠的闊度供行人使用的前提下，我們會在行人

路闊度超過三米的部分考慮進行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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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5 建議於常被亂放雜物的街道如葵盛圍及

光輝圍種植，使其恢復生氣。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該地點建議綠化措施，我們

並會繼續跟進。 

16 綠化空間可作工業區及住宅區的分隔

帶，例如和宜合道近石蔭道一帶及禾塘

咀街近健全街一帶可再加研究其可行

性。 

和宜合道近石蔭道行人路較為狹窄繁忙，在考慮

行人路有足夠的闊度供行人使用，我們會在行人

路闊度超過三米的部分考慮進行綠化。綠化總綱

概念圖已為禾塘咀街近健全街建議綠化措施，我

們並會繼續跟進。 

17 建議於顯眼的迴旋處加以綠化，如青衣

島上各過海大橋的交匯處。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各交匯處建議綠化措施，我

們並會繼續跟進。 

18 
 

荔景山路沿路缺乏綠化地帶。建議於沿

路的天橋旁加強綠化，可以中環 IFC 作

為參考。另外，道路的中央分隔帶亦是

其中一個適合地方作為綠化地點。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荔景山路建議綠化措施，我

們並會繼續跟進。關於沿路天橋旁的綠化，我們

會向路政署或相關部門反映。另外，我們會根據

中央分隔帶的闊度及交通安全條件積極考慮相

關綠化措施。 

19 建議延長華景山路沿路的擋土牆底部的

種植槽以加強綠化。 
我們會向負責保養該擋土牆的部門或相關部門

反映。 

20 建議於葵青區的行人過處兩旁較小路人

的地方進行綠化。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該地點建議綠化措施，我們

並會繼續跟進。 

21 荔景華瑤路的路面寛闊，人流量不多，

建議增加樹木數量。  
考慮到行人路有足夠的闊度供行人使用，沒有地

下公共設施和現場環境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會在

行人路闊度超過三米的部分考慮進行綠化。 

22 建議於葵青區的巴士總站加強綠化。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23 
 

在青荃路橋底下的空地(青衣海濱公園

旁) 有綠化機會嗎?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24 將來會建設一些綠化主題公園 (例如像

馬灣公園)嗎? 

 

綠化總綱圖主要只在政府土地進行綠化。主題公

園一般由私人土地經營者負責，而政府公園通常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的。 

25 會在天橋建設空中花園嗎? 

 

因承重及維修問題，綠化總綱圖並未能在高架天

橋或斜坡上加設綠化。另外，在能夠提供足夠泥

土及供水的大前提下，我們會考慮在橋柱上種植

攀爬植物。 

26 政府會幫助私人樓宇的平台興建空中花

園嗎? 

 

綠化總綱圖並不會在私人樓宇進行綠化。 

27 有可能沿在橋礅表面上種植嗎? 在能夠提供足夠泥土及供水的大前提下，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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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考慮在橋礅上種植攀爬植物。但建議需得到負責

維修橋礅的部門同意。 

28 建議在欄杆上種植可移動花槽。 

 

由於其有限的綠化效果及高維修成本，綠化總綱

圖並不建議在欄杆上掛上花盆。 

 
(c) 有關選擇植物品種的意見  
 
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 
 

建議種抗風性強的樹木。 我們會在適當的位置種植抗風能力較強的樹木。 

2 建議種植鮮豔的植物，如馬櫻丹。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3 樹木與植物應當容易被保養。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4 應當避免種植容易導致人體花粉過敏的

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5 建議種狐尾椰子、銀樺、羅漢竹、沿階

草、佛手蔓、米仔蘭。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6 
 

與會者建議考慮採用外來的植物品種。 

 

我們會考慮在適當的地方種植合適的植物品

種。除了外來品種亦會考慮多種植本土品種，以

達致本地生態平衡。 

7 與會者建議應準備後備方案的樹種，在

需要時用以替補原先選擇的樹種。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8 與會者提議採用「彩虹色彩」的概念，

種植那些於四季氣候變化時會出現不同

色彩的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9 與會者建議種植的植物包括含笑、千頭

木麻黃、楓香、玉葉金花、藍花楹和風

鈴木。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0 
 

建議於海旁種植水石榕。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在海旁的適當位置種

植水石榕，但它未必能適應太接近海邊的地方。 

11 建議種植有色彩的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2 建議於楓樹窩路種植小葉欖仁。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3 
T4 

建議於較大型的種植槽種植樟樹。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4 建議種植有香味的植物，例如白蘭或米

仔蘭等。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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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5 建議種植炮仗花，因為生命力較強。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6 
 

有什麼種植方案可舒緩熱島效應? 相比起石屎或其他硬地及外牆，植物更能為局部

地區降溫。在可行情況下，我們建議種植樹冠較

大的樹木，因為它們既能提供樹蔭遮擋陽光，亦

可達至最大的降溫效果。 

17 
 

哪些品種能夠幫助吸收二氧化碳? 基本上，植物都會通過光合作用去吸收二氧化

碳，而吸收多少則取決於植物的大小及數量。 

 
(d) 有關植物保養的意見  

 
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 
 

各政府部門應互相溝通及合作，令綠化

總綱圖更完善。種植後的保養和管理十

分重要，否則日後只會變為垃圾堆。 

 

土木工程拓展署會聯絡相關的維修部門（通常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植物保養，而食物環境衛

生署則負責垃圾收集），在整個設計過程中密切

合作，以確保後期管理有良好的質量。 
 
(e) 其他意見  
建議 參加者提出的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 與會者擔心種植於路旁的落葉樹在秋季

落葉時，或會對樹下的行人做成不便。 
我們會考慮在適當的地方種植合適的植物品

種。除了落葉品種亦會考慮多種植常綠品種，最

後的種植品種會以實際情況決定。 

2 若日後計劃興建隔音屏障，建議以樹木

取代。 

 

礙於植物只能提供有限的水平空間，單靠種植並

不能達到隔音屏障所能提供的正常功能水平。對

於綠化未來隔音屏障的建議我們會向路政署反

映。 

3  建議對樹木作出適當的維修保養。 土木工程拓展署會確保有足夠的經常開支，以確

保樹木未來的保養。 

4  有否修剪樹木的長遠計劃? 我們會根據發展局的技術通告來建議進行適當

的樹冠提升和修剪，以作為正常維修保養的一部

分。 

 
2.2 公眾發言及提問  

建議 意見 我們的回應 

1 
綠化機會大多數位於青衣，是否有重點

的研究位置? 例如:葵芳，葵興很多人，

綠化總綱圖為整個葵青區制定綠化大綱，但由於

研究範圍幅員廣大，其重點綠化機會將會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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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意見 我們的回應 
是否會考慮。 人口較稠密的地點(例如葵芳及青衣市中心)、旅

遊景點及主要交通幹線。 
幻燈片介紹的只是部分綠化機會，公眾可參考桌

上有包括整個葵青區綠化機會的圖。重點的研究

位置包括人流多和綠化效果較明顯的地方，有否

發揮機會及規模大小亦是取決是否重點研究位

置的因素，綠化及提升會先於重點研究位置進

行，繼而是區內其他地方。 

2  最近打風，樹倒了很多，再種回新樹，

是否有技術會令到樹不會倒。 
綠化總綱圖會根據以下的條件去減少樹木倒塌

的危機。 

1. 品種 (會考慮抗風能力較強的品種) 

2. 樹質量的供應(種植前會先檢驗有關樹

木的品質) 

3. 地下地面有足夠的空間給予樹根及樹冠

健康生長 

另外適當的修剪可以減低風勢對樹木的影響，以

上的事宜皆會在詳細設計時考慮。 

3 綠化總綱圖會否加強綠化由其他政府部

門負責的綠化空間﹖如康文署管轄的地

方？例如在石陰梨木道公園有很多榕樹

被砍伐移除，會否在公園裏面補種榕

樹？這是否因為樹木不佳或管理不善?
是否會進行這些地方的提昇? 

綠化總綱圖主要在政府土地進行綠化，並會與有

關部門商量維修保養事宜。在制定綠化總綱圖

時，首先希望場地管理人能自行處理維修保養事

宜。如果場地管理人因資源與專業技能問題而未

能自行處理，我們可在個別情況及部門要求下提

供協助。 

 
2.3  植物品種選擇  
 
在進行小組討論時，我們同時附上一份提供了各植物品種的資料方便與會者

討論。品種旁邊括號內的數目字顯示與會者選取這品種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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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建議種植的品種 : 

喬木   

樟 (1) 

Cinnamomum camphora  

白蘭  (2) 

Michelia x alba  

銀樺 (1) 

Grevil lea robusta  

鳳凰木 (2) 

Delonix regia  

大葉杜英 (1) 

Elaeocarpus balansae  

藍花楹  (1) 

Jacaranda mimosifolia  

大花紫薇 (1) 

Lagerstroemia speciosa   

荷花玉蘭  (1) 

Magnolia grandiflora 
 

 
灌木及鋪地植物   

一葉蘭 (1) 

Aspidistra elat ior  

野牡丹 (1) 

Melastoma candidum  

毛菍 (1) 

Melastoma sanguineum 

斑葉沿階草 (1) 

Ophiopogon intermedius 
'Argenteomarginata' 

佛手蔓綠絨 (1) 

Philodendron ‘Xanadu’ 

紅杜鵑  (2) 

Rhododendron simsii  

桂花  (1) 

Osmanthus fragrans 

 

 

棕櫚樹  
 

狐尾椰子 (1) 

Wodyetia bifurcata  

銀海棗  (1) 

Phoenix sylves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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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小棕櫚樹及竹   

散尾葵 (2)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羅漢竹 (1) 

Phyllostachys aurea  

龍柏 (1) 

Juniperus chinensis  

 

 

爬藤植物  
 

炮仗花 (2) 

Pyrostegia venusta  

瘤腺葉下珠  (1)  

Phyllanthus myrtifolius  
 

特色植物   

鳶尾藍蝴蝶 (1) 

Iris tectorum 

 

 

與會者建議不種植的品種 : 

喬木   

雙翼豆 (1)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特色植物  
 

夾竹桃 (1) 

Nerium ole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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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社區論壇的與會者對於植物的品種並沒有傾向性的選擇，但同意我們在

建議種植地點及品種時，需考慮各種限制及實地情況，在合適的地點栽種合

適的品種。  

 

3.  其他意見  

 

除現場參與者外，顧問公司還收到一些書面意見，綜合如下：  

建議  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1 One location which needs improvement near 

me - at the junction of Ching Hong Road and 
Tsing Yi Road, between Mayfair Gardens and 
Ramblers Crest is an Esso petrol station, at a 
round-about. There is a small area between the 
round-about and the station in which four or 
five trees stood - three were blown over in a 
typhoon a few years ago and never replaced 
and the area never fixed up. Only one 
remains.  The place is junky and needs fixing 
up.  

Noted with thanks. We will further 
investigate for the opportunity of 
greening enhancement at the 
mentioned location. 

2 
 

Between the station and Mayfair Gardens is a 
rather nice park with tennis courts and a 
basketball court - and no toilet.  Seems 
strange.  And there are hundreds of lights very 
close together burning away in the park every 
night.  I know that's not your remit but it 
angers me.   

Noted with thanks. We will refer your 
comments to relevant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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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意見  顧問公司的回應  
3 
 

Between the tennis courts and the road, next to 
the road, is a narrow planting area which is 
neglected now.  That could use some work.  
The container trucks often park next to it 
(while the drivers go for lunch and overnight)  
and the rubbish (lunch boxes, papers, bottles of 
pee, etc) gets thrown out.  The area further 
along by the round-about has been planted and 
is okay but this area, between the motorcycle 
parking spaces and the VTC has been ignored 
and looks awful.   

Noted with thanks. We will refer your 
comments to relevant parties. 

4 
 

In front of the VTC (Tsing Yi Road, I think) is 
an emergency road connected to the bridge 
approach - there is a round-about at the end in 
front of what has recently been dubbed Thei 
(red letter i) on a big stairwell (I guess) 
structure on the front of the newest classroom 
block.  I used to enjoy walking along this road 
and cyclists and walkers use it, but the rubbish 
thrown out by the truck drivers has become 
disgusting so I no longer walk there. Of course 
it could be cleaned more frequently. 

Noted with thanks. We will refer your 
comments to relevant parties. 

 
 
4.  總結  

 

葵青區綠化總綱圖的目標是在區內發掘綠化機會，以改善及美化區內環境。

緊接下來，顧問公司會進一步仔細研究收集到的意見，以制訂綠化總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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