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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北區綠化總綱圖社區論壇 

土木工程拓展署與北區綠化總綱圖地區參與小組於二零一二年十月二十日合辦北區綠化總

綱圖社區論壇，以收集公眾人士對北區綠化總綱概念圖的意見，論壇由工程顧問公司莫特

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聯同園境設計顧問雅博奧頓國際設計有限公司和公關顧問哲基傳訊

主持和組織。 

2. 社區論壇概況 

2.1 時間及地點 

北區綠化總綱圖社區論壇 

日期︰ 2012 年 10 月 20 日 

時間︰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 明愛粉嶺陳震夏中學 (新界粉嶺新運路二十八號) 

語言︰ 粵語 

公眾出席人數︰ 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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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動流程 

社區論壇當日之活動流程如下： 

環節 程序 

1. 1:30 – 1:45 登記 

2. 1:45 – 3:30 攤位遊戲 

3. 3:30 – 3:40 綠化總綱圖地區參與小組主席致辭 

4. 3:40 – 3:55 土木工程拓展署代表介紹研究背景 

5. 3:55 – 4:15 顧問公司介紹綠化總綱圖的初步構思 

6. 4:15 – 4:30 公眾發言及提問 

7. 4:30 – 5:15 分組討論 (30 分鐘) 及匯報小組討論結果 (15 分鐘) 

8. 5:15 – 5:30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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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論壇活動剪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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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組討論 

出席論壇的公衆人士踴躍發言，所提出的意見及顧問公司的回應綜合如下： 

3.1 小組討論期間所提供的意見及建議 

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A) 有關綠化限制的建議 

A.1  綠化總綱圖應配合政府的規劃發展，

例如「無障礙通道」計劃。 

另外，在上水火車站旁行人天橋底下

的建議綠化位置常有單車停泊，會否

成為行人的一個「障礙」？ 

在草擬和制訂綠化總綱圖過程中，我

們會與其他政府部門保持緊密聯繫，

收集、考慮和檢討任何擬議的規劃發

展項目，確保綠化總綱圖能夠配合政

府的規劃發展。 

在建議綠化時，我們會考慮該地點的

人流。 

A.2  北區整體綠化已不錯，但需要增加一

點時花作點綴 (如在石湖墟/聯和墟一

帶) 。 

另外，覺得有關部門在管理和保養方

面可以改善。 

綠化總綱圖項目建議種植可持續生長

的植物，由於時花需定期更換，因此

不建議在本項目種植。我們會將此意

見向相關部門反映。 

另外，在建議綠化時，綠化總綱圖將

會為落實的建議綠化措施提供維修護

養指引給相關管理部門，以確保植物

能夠得到適當的護理和保養。 

(B) 有關綠化地點及類型 

B.1  北區區內缺乏單車停泊位置，建議加

設花糟時要考慮行人道是否有足夠的

闊度，避免阻礙途人和單車停泊。 

綠化總綱圖建議的綠化措施會充分考

慮行人道闊度是否足夠，避免阻礙途

人和單車停泊。 

B.2  建議在上水火車站增設或擴闊現有無

障礙通道，增加行人道闊度，同時加

以綠化。 

我們會將此意見向相關部門及機構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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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B.3  建議參考粉嶺牽晴間巴士站的綠化，

為區內其他巴士站加強綠化以供遮

蔭，並可考慮在巴士站上蓋提供綠

化。 

我們已有部分區內巴士站 (例如: 華明

邨巴士總站、清河邨巴士總站、北區

運動場巴士站(馬會道龍琛路體育館

外) 和新運路粉嶺中心巴士站)初步綠

化建議。 

我們亦會繼續考慮在區內其他巴士站

加強綠化或改善現有綠化的可行性，

並會諮詢相關政府部門和公共交通營

辦商。 

B.4  建議加以保養和修剪在粉嶺聯和墟附

近的植物。 

我們會將此建議向有關的保養部門反

映。 

B.5  建議在區內的天橋位置種植攀緣植

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並會諮詢

相關政府部門。 

B.6  建議在上水龍琛路/馬會道路口西南面

種植一些有層次及色彩豔麗的灌木

(如:紅桑、龍柏等植物)，但不建議種

植樹身太高的喬木，因為該處鄰近住

宅，以免影響住宅的景觀或對行人造

成不便。 

所提及的地點昤與現有的單車徑網絡

分開的空置單車徑。 

我們會考慮有關建議，並會諮詢相關

政府部門。 

B.7  建議綠化總綱圖可參考天平路的種

植。 

我們認同天平路是一個在正確地方栽

種合適植物品種的成功例子。為達到

預期效果，在選擇植物品種時，需考

慮包括地點的可用空間、風向和強

度、光線、土壤容積、地下公用設

施、道路使用者安全視線要求、附近

商店和出入口等因素。我們會考慮在

有足夠種植空間的街道種植大型樹冠

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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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B.8  建議在馬會道近翠麗花園的行人路種

植高身的喬木以供遮蔭。 

建議可考慮白蘭樹，因樹冠較大，可

作遮蔭，而且散發清香氣味。 

馬會道近翠麗花園行人路已種植了不

少喬木，但它們體積較小因此未能夠

提供遮蔭。考慮到現有種植的懸垂樹

冠和單車徑旁的行人安全，我們初步

對可用的種植空間有所保留，但會繼

續研究在翠麗花園的行人路種植高身

喬木以供遮蔭的可行性。 

白蘭樹是北區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品

種之一，我們將在區內適當的位置建

議種植白蘭樹。 

B.9  北區醫院外巴士站原有的樹木太高而

且落葉多，令環境(特別在晚上)太陰

暗，影響治安和公共秩序。 

我們會將此意見向相關部門和機構反

映。 

B.10  建議參考中環國際金融中心的例子，

在上水鐵路站往彩園邨行人天橋進行

綠化。 

綠化總綱圖項目建議種植可持續生長

的植物，由於種在花盆裏的植物持續

性較低，故此不建議在本項目使用。

我們會將此意見向相關部門反映。 

(C) 有關選擇植物品種 

C.1  建議移除蝴蝶山近雍盛苑的斜坡外來

的植物(如:銀合歡)。這些外來植物生

長得非常快，會威脅到原生植物的生

長和健康。 

我們若發現綠化地點存在有害的外來

植物，會向相關部門反映。 

C.2  建議多些本土植物(如: 茶樹、陰香、

細葉榕等)。不建議種植樹身太高、落

葉多或劇毒植物 (如:紅花夾竹桃、棕

櫚科的植物)。 

北區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品種之中有

不少為本土植物。我們在選擇植物品

種時，會充分考慮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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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C.3  不建議種植大花紫薇，因為花只開於

樹冠上，從樹下只能看到樹葉，未能

充份增加色彩。 

因為北區區議會已選定大花紫薇為北

區區花，所以綠化總綱概念圖採納了

大花紫薇為重點種植品種之一。 

另外，總綱圖建議種植品種之中亦有

不少開花植物，能夠達到增加色彩的

效果。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來種植合

適的植物。 

C.4  不建議種植木棉樹，因為木棉樹開花

後，棉絮會散落四周，影響市民的呼

吸系統。 

考慮到公眾對種植木棉樹的關注和憂

慮，我們不會在民居密集的地方建議

種植木棉樹。 

C.5  要注意植物生長速度，以配合綠化的

設計。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植物的生長速度和成熟時的大小。 

C.6  建議在空曠地方種植高身喬木，行人

路則種植灌木。 

我們在合適的空曠地方和寬闊的行人

路，會建議種植大型樹冠喬木以供遮

蔭。 

C.7  區內的植物欠缺色彩，建議種植開花

時期不同的時花品種，令四季都有不

同的花朵盛放，營造不同的色彩效

果。 

綠化總綱圖項目建議種植可持續生長

的植物，由於時花需定期更換，因此

不建議在本項目種植。我們會將此意

見向相關部門反映。但我們會考慮種

植有相同效果的灌木和喬木。 

C.8  建議在巴士站或路旁考慮種植樹冠向

上生長的樹木，避免樹枝向橫生長因

此刮花巴士車身及阻礙駕駛者視線。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包括地點的空間和是否適合種植於巴

士站或路旁等因素。 

在巴士站或路旁種植會選擇樹幹較直

的品種，避免刮花車身和阻擋道路使

用者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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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C.9  建議在行人路小心選擇樹木品種，以

避免樹木根部生長導致鋪砌面損壞，

影響觀感及對行人構成危險。 

並建議參考國內採用的透水或玻璃纖

維鋪砌面。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包括地點的空間等因素，避免樹木根

部的生長損壞行人路，對行人構成危

險。 

在沒有地下公用設施的寬闊行人路，

我們會使用土壤坑道，為植物提供較

健康的成長環境。 

C.10  建議要注意新種植的品種對原有的品

種會否構成任何影響和是否配合，要

考慮怎樣將新種植的植物與原有植物

作出適當的協調。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是否對現有植物構成任何影響，亦會

盡量以現有植物為優先選擇。 

C.11  不建議在路旁種植白千層，此品種不

適合種植。 

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合適的植

物。由於白千層的樹根較突起，容易

損壞行人路，故需要比較大的種植空

間，所以綠化總綱圖不會建議在狹窄

的行人路種植白千層。 

C.12  建議參考灣仔入境事務大樓附近的有

蓋行人道，於學校或公營房屋和居屋

的平台/天台加以綠化。 

我們會將建議向相關部門/機構反映。 

(D) 有關植物保養 

D.1  上水馬會道近石湖墟賽馬會診所一些

大型可移動式花盆經常損壞，並難以

聯絡相關的維修部門跟進。而可移動

式花盆的受損部分散落於街上，不但

影響觀感，更對行人構成危險，建議

以花糟取代原有的花盆。 

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維修保養

所需要的資源，綠化總綱圖會以可持

續生長的植物為優先考慮。我們會將

建議向相關部門反映。 

D.2  粉嶺祥華邨三樓平台的現有花糟的花

已凋謝，卻沒有相關部門跟進。建議

種植桂花、金銀花等，但需留意保養

問題。 

由於屋邨由房屋委員會或其他部門/機

構所管理，我們會將此意見向相關部

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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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E) 其他建議和意見 

E.1  由於現有的樹木經常出現倒塌或落葉

的情況，清潔部門需要投放大量資源

清理街道上的樹枝和落葉。 

所以建議在選擇樹種時，應注意及考

慮各樹種是否適合種植於道路上，留

意樹木生長方向。 

建議種植樹幹較直、落葉較少的品

種。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包括地點的空間、是否適合種植於道

路上、可持續性和樹木護養所需要的

資源等因素。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

植合適的植物。 

在路邊種植也會選擇樹幹較直的品

種，避免阻擋道路使用者的視線。 

E.2  颱風過後，經常有樹木倒塌，但樹木

殘枝遺留差不多於道路上一個半月後

才有人清理，建議樹木管理部門增加

人手及撥款加快處理。 

我們會將建議向有關部門反映。 

E.3  建議與樹木專家一起到區內研究及種

植。  

我們的顧問團隊內，有包括樹木的專

業人士。 

E.4  建議於正式種植前，建立網站，讓市

民投票，選擇心儀的樹木;亦提供相關

工程的聯絡人，以方便市民提供意

見。 

市民可以瀏覽土木工程拓展署網站

http://www.cedd.gov.hk/tc/greenin

g/提供對綠化總綱圖的意見，或透過

以電郵(gmpntne@mottmac.com.hk)聯

絡顧問公司表達對北區綠化總綱圖的

意見。 

E.5  粉嶺新運路(近粉嶺名都/粉嶺鐵路站)

有其他工程進行中，需注意及作出協

調。 

我們會向相關部門索取區內工程計劃

的資料，並因應有關工程的時間表編

配綠化工程。 

E.6  粉嶺置福圍(近老人院)和粉嶺嘉福邨

(近巴士站)的現有花糟已損壞，受損

部分散落於街上對行人構成危險。 

我們會將問題向有關部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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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E.7  建議在中央分隔帶以綠化取代混凝土

牆，因為牆身損壞時較難維修， 更有

可能對道路使用者構成危險。 

另外，原有的中央分隔帶處理廢棄材

料會否循環再用? 

我們會考慮有關建議，並會諮詢相關

政府部門。 

而施工期間的廢棄材料，如果適合，

將會於其他發展項目被循環使用。 

E.8  建議於北區選擇一條街道，種植擁有

不同氣味的花，讓失明人士也能感受

到綠化。 

北區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品種之中有

不少為芬芳植物(如: 白蘭、山指甲、

米仔蘭、含笑、九里香、桂花、海桐

等)，我們會在區內適當的位置建議種

植芬芳植物。 

E.9  北區整體綠化不錯，但時花較少，另

外還有保養問題及洐生的衛生問題。 

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維修保養

所需要的資源，綠化總綱圖不建議種

植時花。但我們會考慮種植顯花的灌

木和喬木。 

另外，在建議綠化同時，我們會為落

實的建議綠化措施提供維修護養指引

給相關管理部門，以確保種植能夠得

到適當的護理和保養。 

E.10  現今發展項目的種植品種多從外地進

口，價格昂貴，建議可考慮增加使用

本土植物，藉此培訓人才，配合整個

綠化計劃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我們會盡量使用本土植物，亦會與苗

圃保持緊密聯繫，以確保本土或國內

的苗圃於施工時有足夠的植物供應。 

參與社區論壇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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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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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意見 

除與會者外，顧問公司還邀請市民通過不同渠道提供他們對於區內綠化的意見，但截至二

零一二年十一月二十七號未有收到任何意見。如有其他意見將會總結於下表： 

建議 其他意見 顧問公司的回應 

(F) 其他意見 

F.1  不適用 不適用 

5. 總結 

北區綠化總綱圖的目標是透過研究地區的特色和大眾期望，為地區訂定整體綠化大綱。除

顯示建議的種植地點，發掘綠化機遇外，綠化總綱圖亦會確立綠化主題，及建議適合的栽

種品種，改善和美化區內環境，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 

下一階段，顧問公司會仔細研究北區綠化總綱圖社區論壇所收集得來的意見，務求與社區

共同合作，制訂一份有公眾認受性、能夠達到大眾期望、切合地區需求和得到各界支持的

綠化總綱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