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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埔綠化總綱圖社區論壇 

土木工程拓展署與大埔綠化總綱圖地區參與小組於二零一二年十一月十日合辦大埔綠化總

綱圖社區論壇，以收集公眾人士對大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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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綠化總綱圖社區論壇 

日期︰ 2012 年 11 月 10 日 

時間︰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 聖公會阮鄭夢芹小學 (新界大埔廣福邨) 

語言︰ 粵語 

公眾出席人數︰ 62 人 

 

 

 

 

 

 



 

    
第 2頁 

 

「大埔綠化總綱圖社區論壇」 摘要報告 

 

2.2 活動流程 

社區論壇當日之活動流程如下： 

 

環節 時間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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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收到有關建議) 

 

(B) 有關綠化地點及類型 

B.1  建議為大尾督加強綠化。 大埔綠化總綱概念圖已有大尾督初步

綠化建議，我們會進行詳細研究，並

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B.2  建議在太和翠樂街加強綠化，但需注

意種植方法是否適合。 

大埔綠化總綱概念圖已有太和翠樂街

初步綠化建議，我們會進行詳細研

究，並諮詢相關政府部門。我們對綠

化總綱種植的方法有一套嚴格的規

範。 

B.3  廣福道近投注站和鄉事會街大埔綜合

大樓的建議綠化地點已非常繁忙擠

擁，加強綠化可能令街道更為擠迫，

阻礙途人。 

我們會在詳細研究中充分考慮行人道

闊度是否足夠，避免阻礙途人，亦會

就建議的綠化措施諮詢有關政府部

門。 

B.4  擔心大埔墟停車場位置內的綠化，會

影響駕駛者視線。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停車場的空間、適合種植的位置和路

旁等因素，如選擇樹幹較直的品種，

避免阻擋駕駛者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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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B.5  擔心林村河畔近海濱公園的建議綠化

於會令單車徑更為擠迫，造成人車爭

路的情況，因為林村河畔假日有很多

人騎單車，而且單車使用者大多是新

手或小朋友。綠化應避免對令使用者

構成危險和造成不便。 

林村河畔近海濱公園的建議綠化均位

於行人路上。 

我們會在詳細研究中充分考慮行人道

闊度是否足夠，避免阻礙途人或單車

使用者，亦會就建議的綠化措施諮詢

有關政府部門。 

B.6  同意在大埔十四鄉巴士站和大埔綜合

大樓的建議綠化措施。建議研究在巴

士站上蓋或大廈牆身作頂蓋和垂直綠

化的可行性。 

由於建議涉及其他部門及機構的設

施，我們會將此意見向相關部門反

映。 

B.7  廣福道是大埔中心的心臟地帶，有悠

久的歷史，但卻欠缺綠化，建議為廣

福道加強綠化。 

我們已有廣福道部分位置初步綠化建

議，我們會進行詳細研究，並諮詢相

關政府部門。 

B.8  建議在那打素醫院附近加強綠化。 我們已有那打素醫院附近巴士站初步

綠化建議，我們會進行詳細研究，並

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C) 有關選擇植物品種 

C.1  不建議種植桉樹，因為樹枝太脆弱， 

容易折斷，保養困難。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有關建議。 

C.2  建議參考國內種植的桃花。 我們考慮到桃花的維修保養的需求相

對較大，而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可持

續生長的植物，所以並不建議種植桃

花。 

C.3  建議種植宮粉洋蹄甲、桂花等可散發

清新香氣，而且抗風力強的品種。 

綠化總綱圖建議不少可散發清新香氣

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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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種植樹木時，需顧及地下公用設施;

而選擇樹木品種時，亦需留意樹根的

生長會否影響地下設施。 

現有一些樹木樹根生長得非常快，樹

根的闊度與行人路的闊道相約，沒有

預留足夠空間給予地下公用設施，建

議整個綠化計劃需要配合公眾設施。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植物的生長速度和地點的空間等因

素，避免樹木根部的生長導致行人路

和地下公用設施損壞。 

C.5  建議在巴士站或路旁考慮種植樹冠向

上生長的樹種，避免樹枝向橫生長因

此刮花巴士車身及阻礙駕駛者視線。 

我們會充分考慮巴士站和路旁的空間

而選擇適合種植的植物，例如樹幹較

直的品種，避免刮花車身和阻擋道路

使用者的視線。 

C.6  建議在道路的中央分隔帶中，種植佔

地較少的植物，避免阻礙街道。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地點的空間和品種是否適合種植於中

央分隔帶等因素，避免阻礙道路使用

者。 

C.7  在選擇種植品種時，應選擇適當的樹

木品種，有些樹的根部會對行人路面

造成損壞，不但影響觀感，更對行人

構成危險，建議選擇以陰香去取代榕

樹。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植物的生長速度和地點的空間等因

素，避免樹木根部的生長導致行人路

和地下公用設施損壞。 

我們同意榕樹樹根生長具侵略性，有

機會對行人路面造成損壞，故並不建

議種植在行人路。 

另外，陰香亦為大埔綠化總綱圖建議

種植品種之一。 

C.8  於選擇種植灌木時，考慮的範疇會在

於成本效益、用途、還是外觀?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平衡各考

慮因素，包括(但不限於)成本效益、

用途、可持續性、綠化效果和地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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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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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C.9  建議種植有色彩和特色的植物品種如

時花。 

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的品種是可持續

生長的，由於時花需定期更換，因此

不建議種植。 

大埔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品種之中亦

有不少開花植物，能夠達到令社區增

添色彩的效果。 

 

C.10  於選擇植物種類時，需注意各品種的

需要，如:秋楓需要較多的土壤去生

長，確保植物生長後有適當及充足的

養份去生長。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包括可用空間、風向和強度、光線、

土壤容積、是否對現有植物構成任何

影響、生長速度、護養資源等因素。 

   

C.11  建議減少種植外來品種植物，增加使

用本地品種。 

大埔綠化總綱圖建議種植品種之中有

不少為本土品種。我們在選擇植物品

種時，會充分考慮有關建議。 

(D) 有關植物保養 

D.1  現種植於巴士站的植物，維修護養人

員一星期只灌溉一次，認為灌溉次數

不足，建議要注意土壤的水份會否不

足，減低植物因缺水而導致枯萎的機

會。 

我們會將建議向相關部門反映。 

 

D.2  建議加強現有綠化質素，並注重保養

現有的植物。 

綠化質素是綠化總綱圖主要考慮因素

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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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植物能夠得

到適當的護理和保養。 

另外，在草擬和制訂綠化總綱圖期

間，我們亦會考慮加強現有的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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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D.3  關注樹木保養由哪一個政府部門負

責，如何跟進已老化植物等。 

綠化總綱圖的建議種植大部分位於行

人路旁邊。 

行人路旁的種植一般由康樂及文化事

務署負責護理和保養。無論在任何地

方建議綠化，我們都會為落實的建議

綠化措施提供維修護養指引給相關的

管理部門，以確保植物能夠得到適當

的護理和保養。 

另外，如發現懷疑有問題的樹木，市

民亦可透過 1823 電話中心或利用「護

樹報告」的標準表格向樹木管理辦事

處報告懷疑有問題的樹木，以便部門

跟進。 

(E) 其他建議和意見 

E.1  大埔居民不贊成於巴士站種植，曾經

有居民於追趕巴士時，被轉角位的花

糟跘倒，因此，建議於種植前考慮道

路是暢通及無阻礙行人的視線。 

我們在詳細研究中和選擇植物品種

時，會充分考慮地點的限制如行人道

闊度、土壤容積、地下公用設施、道

路使用者安全視線等要求。 

 

E.2  於大埔老區，欠缺城市規劃，於計劃

綠化時，需詳細研究，配合所有公眾

設施。 

在草擬和制訂綠化總綱圖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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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綠化總綱圖能夠與其他政府

的規劃發展互相配合。 

E.3  建議參考上水新豐路現有的大樹，樹

的底部有一個較大的花糟位置，令樹

根有更多空間生長。 

我們會考慮有關建議，另外在建議種

植和種植地點時，亦會充分考慮地點

的限制如可用空間、土壤容積、地下

公用設施等，以確保植物有足夠的生

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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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E.4  當樹木經過長時間生長後，樹枝經常

向橫生長，有機會遮掩巴士站上蓋，

阻礙了公眾設施及市民日常生活。 

我們在建議種植和選擇植物品種時，

會充分考慮植物的生長速度和成熟時

的大小，避免阻礙市民。 

E.5  建議預留適當空間給予地下設施，於

工程時可以有足夠位置穿入電線。 

我們在建議種植和選擇植物品種時，

會充分考慮地點的限制如可用空間、

土壤容積、地下公用設施等因素。 

 

E.6  因興建了許多住宅，許多樹木已被砍

伐，缺乏綠化，建議多種植新植物。 

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合適的植

物，藉此增加區內綠化。 

E.7  關注整個綠化總綱圖所考慮的因素;要

用多少時間才可見到成果;當樹木生長

一段時間後，會否有充足的位置給予

其生長? 

我們在選擇植物品種時，會充分考慮

各因素如實地條件和植物品種等。 

另外，綠化總綱圖的建議種植主要為

可持續生長的植物，所以主要為從苗

圃得來的幼樹。除樹木外，建議種植

還包括灌木、花和地被植物等，這些

植物能為社區帶來直接成效，改善區

內綠化。 

E.8  建議利用有主題的綠化去融合現有古

樹名木的歷史，使該處的環境更為美

化及具備特色。 

我們在背景研究期間已經參考了大埔

區古樹名木登記冊內的所有樹木。綠

化總綱圖的建議綠化主題也參考了區

內的古樹名木，以提供具特色的綠化

效果。 

E.9  認為綠化計劃只著重於市中心，而屋

邨比較少，建議於屋邨內增加多些綠

化的地方。 

由於屋邨由房屋委員會或其他部門/機

構所管理，我們會向相關部門反映相

關建議。 

E.10  工業邨的空氣質素較差，擔心植物會

受污染而死亡，建議選擇適當的植物

品種。 

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合適的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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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E.11  建議作出多樣化的綠化，如:天台綠

化、牆身綠化等。 

我們正考慮和研究在政府建築物牆身

種植攀緣植物的可行性，並會諮詢相

關政府部門。 

E.12  關注於選擇樹木大小的基準，如種植

幼樹，會否有即時成果?應怎樣去平

衡? 

綠化總綱圖的建議種植主要為可持續

生長的植物，一般而言，愈年幼的樹

木愈能適應新環境，從而能茁壯成

長；但為要平衡市民對種植即時成效

的期望，所以會選擇已具樹形的幼

樹，而不是樹苗。除樹木外，建議種

植還包括灌木和地被植物等，這些植

物能為社區帶來直接成效，改善區內

綠化。 

E.13  關注整個綠化總綱圖的目的和選擇重

點研究範圍的原因，如:大埔中心旁，

現已種有許多植物，已經有足夠綠

化；為何仍花資源在該地點加種植

物。 

綠化總綱圖的目的是透過研究地區的

特色和大眾期望，為地區訂定整體綠

化大綱，並為規劃、設計和推行有關

工程提供指引。除顯示建議的種植地

點外，綠化總綱圖亦會確立綠化主

題，及建議適合的栽種品種。 

由於新界幅員廣大，綠化總綱圖的重

點研究範圍將集中在市中心、旅遊景

點及主要交通幹線。 

有關大埔中心旁的建議種植，雖然大

埔中心附近現有綠化已不少，經過實

地視察，我們認為附近仍有一些較寬

闊的行人路，具備加強該區綠化的條

件。 

E.14  認為綠化總綱圖的主題不明確，不能

突顯大埔的特色並與其他地區分別不

大。如果純粹種植，只需要花王已足

夠，不需要聘請顧問，以免浪費金

錢。故此建議選擇一種植物成為大埔

區的主題植物。 

  

我們會根據收集到的意見，進一步檢

討綠化主題和相應的主要植物品種，

希望除加強聯繫現有綠化外，更能突

顯大埔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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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與者提供的建議 顧問公司的回應 

E.15  建議參考新加坡，除了種植樹木外, 

可以於燈柱或建築物牆身加以綠化。 

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維修保養

所需要的資源，綠化總綱圖不建議在

燈柱作懸掛式種植。 

此外，我們正研究在政府建築物牆身

種植攀緣植物或改善現有綠化的可行

性，並會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E.16  建議採用質素較好的土壤去種植。 我們會在施工階段確保土壤質量合乎

標準。 

E.17  建議種植前諮詢樹木專家。 我們的顧問團隊內，有包括樹木的專

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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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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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零一三年一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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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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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大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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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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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