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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綠化總綱圖社區論壇  

土木工程拓展署與荃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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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灣區社區論壇  

日期︰2012 年 11 月 6 日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點︰新界荃灣蕙荃路 22-66 號廖寶珊紀念書院禮堂  

語言︰粵語  

公眾出席人數︰4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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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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灣綠化總綱圖地區參與小組主席羅少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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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0 顧問公司介紹綠化總綱概念圖  

5. 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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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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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受地方 限制 (如 地 下管道繁多 )而

不能種植樹木時，應考慮其他綠化方

法。例如以種植盆替代  (例子：荃灣

眾安街路旁種植盆 )，以增加綠化的

機會。  

綠化總綱圖以優化環境為大前提。我

們會優先考慮把樹木種在樹穴，讓他

們有足夠泥土生長。若受地下設施限

制，我們會考慮其他綠化方法。  

2 建議重新評估「行人路闊度超過三米

或以上才作綠化」的標準。  

為確保進行綠化後，行人路有足夠的

闊度給行人使用，我們認為行人路闊

度 超 過 三 米 或 以 上 才 適 合 進 行 綠

化。但在個別人流低的特殊地點，我

們會與相關部門商討放寬有關標準

的可行性。  

 

(b) 有關綠化地點及類型的的意見  

 

1 馬灣珀麗路路邊有很多雜草，此路是

遊客必經之地，建議進行優化，種植

多色彩的植物。  

 

我們會將有關建議向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2 建議於青馬大橋轉入馬灣路路旁山

坡上用植物砌出大型標誌，以代表進

入馬灣範圍及歡迎遊客。  

 

我們會將有關建議向相關部門反映。 

3 建議於馬灣路中央分隔帶進行綠化。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4 馬灣東灣沙灘邊有很多雜草，建議多

種植物。建議種矮小樹木，以免阻礙

遊客欣賞海景。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並根據實

地條件種植合適的植物。  

5 鄰近荃灣西站地區現有植物太少，建

議加種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並根據實

地條件種植合適的植物。  

6 建議於荃灣多條天橋上種植吊蘭、豬

籠草、炮仗花等。  

我們會向路政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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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荃灣區內有多個主要交通出入口，建

議進行美化，有代表性的設計。  

綠化總綱圖已在青山公路青龍頭段

的迴旋處建議進行綠化提升，我們會

積極考慮於其他 合適的迴旋處及安

全島進行綠化。  

8 荃灣區內亦有多個大型迴旋處及安

全島，建議可作美化提升。  

綠化總綱圖已在青山公路青龍頭段

的迴旋處建議進行綠化提升，我們會

積極考慮於其他 合適的大型迴旋處

及安全島進行綠化。  

9 荃灣大陂坊、二陂坊及三陂坊是本區

居民的聚腳點，建議進行優化。  

荃灣大陂坊、二陂坊及三陂坊已經有

一些綠化，我們會積極考慮在此基礎

上加強綠化效果。  

10 河背街休憩公園的樹木倒塌，會否種

翻樹木。  

我們會將有關建議向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11 楊屋道樹木綠化會否加強，如有層次

感，顏色鮮豔一點。  

楊屋道已有不少綠化，我們會積極考

慮在此基礎上加強綠化效果。  

12 河背街可否加強綠化 ? 河背街行人路較為狹窄繁忙，在確保

行人路有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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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德士古道轉入永順街路邊可否種植

綠化 ?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4 川龍街明愛附近，可否種植樹木。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5 可否考慮應用楊屋道中央分隔帶綠

化設計在其他地方 ? 

楊屋道中央分隔帶的綠化需要較高

的保養維修支出，其成本效益正在檢

討。  

16 青山公路中央分隔帶要綠化。  青山公路荃灣段大部份中央分隔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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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荃灣交匯處和荃青交匯處加強綠化

設計。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8 希望在天橋上與橋頂種植樹木。  在天橋上加設綠化必須考慮承 重及

保養問題，如收到要求在某指定天橋

加設綠化，我們會將該意見向路政署

或相關部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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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建議於蕙荃路近及德士古道北荃錦

交匯處種植白千層、小葉欖仁或花葉

欖仁。  

荃錦交匯處已有不少生長茂盛的樹

木，為確保現有樹木有足夠的生長空

間，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合適的

植物。  

20 建議優化或提升現在位於荃錦交匯

處中心的植物。現在交匯處中心的景

觀較為單調；建議參考位於中環碼頭

的迴旋處的設計概念增加層次感。  

荃錦交匯處已有不少生長茂盛的樹

木，為確保現有樹木有足夠的生長空

間，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合適的

植物。  

21 建議改善現在位於西樓角路富華中

心對出的花槽。  

由於該花槽屬於西樓角公園，我們會

將該建議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相

關部門反映。  

22 建議考慮於大河道現有及興建中的

天橋上蓋或橋底加種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在橋底加種植

物的建議，至於天橋上蓋加種植物，

需考慮天橋承重及維修問題，並會向

路政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23 居民贊成於青山公路 -荃灣段及大涌

道交界和美環街加種植物。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該地點建議綠

化措施，我們會繼續跟進。  

24 建議美化荃灣工廠區外圍。  由於工廠區附近有較多大型貨車出

入，考慮到駕駛者及行人的安全視

線，我們建議在較為寬的行人路種

樹，例如半山街。  

25 建議位於青山公路 -荃灣段馬路的兩

旁及中央分隔帶進行綠化並需要加

入主題特色。令遊人意識已進入荃灣

範圍。  

同意。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26 楊屋道街市對出車路現擴闊為四條

行車線，中間分隔帶有綠化機會。  

楊屋道的中央分隔帶已經有一些綠

化，在未有進行綠化的中央分隔帶我

們會根據其闊度及交通安全條件積

極考慮進行綠化措施。  

27 西鐵站旁天橋下地方荒廢多年，有綠

化機會。  

綠化總綱概念圖已為該地點建議綠

化措施，我們會繼續跟進。  

28 沙咀道鹹田街交界巴士站、診所門

口、后地方街和青龍區龍騰路都可栽

種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綠化總綱

圖已為龍騰路建議綠化措施，我們會

繼續跟進。  

29 荃灣西站碼頭對出的空地有很多雜

物，希望可以消除雜物，增加綠化。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並向相關

部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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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勵智路行人道內側的種植不錯，但海

邊的銀合歡無人護理，希望多種植已

經有種植的品種，例如鳳凰木。  

爲了植物的健康生長，綠化總綱圖會

根據綠化類型、地點、微氣候及現有

植物選擇種植的品種。我們建議在較

大的種植槽內種植鳳凰木。有關現有

銀合歡的保養我們會向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31 榕樹的根已經伸出種植槽，希望做出

處理。  

我們會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相關

部門反映。  

32 在一些大型的綠化範圍內可以利用

植物拼出圖案，種植一些有香味的植

物，例如含笑，九里香，桂花，梔子

等。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33 希望在西鐵站門口的雜草空地提升

綠化效果。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並向相關

部門反映。  

34 希望在石圍角路路旁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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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希望在荃灣地鐵站，大會堂新天橋附

近增加種植，掛小花籃，增加色彩豐

富的植物。  

綠化總綱圖項目建議種植可持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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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積極考慮其他綠化

方法。  

36 希望提升優化海安路路旁的草地。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37 五號幹綫出口近綠楊出口的迴旋處

建議綠化改善。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38 建議於天橋上蓋種植爬藤植物。 在天橋上加設綠化必須考慮承重及保養問

題，如收到要求在某指定天橋加設綠化，我

們會將該意見向路政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39 可考慮在天橋的橋柱外種植攀爬植物。 在能夠提供足夠泥土及供水的大前題下，我

們會考慮在天橋柱上種植攀爬植物。 

 

(c) 有關選擇植物品種的意見  

1 顧問公司所建議的樹木品種樹身較

細，怕容易被風吹倒，建議在樹木下

種植灌木用作穩固，或用物品支撐。 

綠化總綱圖建議結合實地情況種植

合適的植物品種，在風較大的區域，

我們會選擇種植抗風能力較強的植

物。同時我們會聘請合資格人士在苗

圃選取高質量的樹苗，並在保養階段

的 初 期 為 種 植 槽 內 的 樹 木 提 供 支

撐，防止被風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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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荃灣山火較多，建議多考慮所種植的

樹木品種。  

綠化總綱圖建議在市區及其他人流

較為集中的區域進行綠化，因此較少

機會受山火影響。  

3 提議多種顏色鮮艷，或有香味的植

物，例如白蘭、雞蛋花等。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4 不建議種植狐尾椰子。  狐尾椰子的抗風能力較強，適合種植

於海邊，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在適當的位置種植。  

5 建議野牡丹，杜鵑，建議有香味植

物，如九里香、桂花、白蘭、米仔蘭。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6 在公眾地方可否考慮有香味的植物

如桂花，含笑。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7 建議的主題植物，外來植物較多，可

否考慮引進本土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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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建議於蕙荃路近及德士古道北荃錦

交匯處種植白千層、小葉欖仁或花葉

欖仁。  

荃錦交匯處已有不少生長茂盛的樹

木，為確保現有樹木有足夠的生長空

間，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合適的

植物。  

9 建議種植黃花風鈴木及風鈴木。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10 路旁的樹不應露出根部，會破壞路面

並不美觀。  

同意。我們不會在行人路種植會露出

根部的品種，如鳳凰木和榕樹等。它

們適宜種植於大型的種植槽內。  

11 栽種的品種可考慮有抗蟲功能的品

種，故應避免種植有香味的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並會根據

實地條件建議植物品種。除了植物的

抗蟲功能外，我們亦會考慮其他因

素，如植物的適應性、大小 及花期

等。  

12 不 同 品 種 的 植 物 可 能 有 不 同 副 作

用，所以應多種植不同品種以減少單

一品種所帶來的問題。  

同意，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種植不同

的植物品種。  

13 所 栽 種 的 樹 木 應 考 慮 其 抗 風 能 力 ,  

故樹木高度不應太高。  

我們建議在海邊等較大風的位置種

植抗風能力強的樹木。除了植物的抗

風能力外，我們亦會考慮其他因素，

如植物的適應性、大小及花期等。  

14 希望多加種植有香味的植物。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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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選擇種植樹木的品種時，所需挖掘

的樹坑應配合地方條件。當局也可考

減少使用樹坑的種植法及多加使用

泥土的種植法，並使用可持續性生長

的植物品種。  

 

同意。在空間環境足夠的情況下，我

們會考慮多使用種植槽，從而讓樹木

有足夠的泥土可以健康生長。有關植

物品種的選擇，我們會根據實地條件

種植適合的樹木，從而達到可持續性

發展。  

16 在選擇種植的品種時，應考慮該品種

的生長速度。而較大的種植範圍可以

有較多的植物品種選擇。  

在較大的種植範圍內，我們會結合實

地條件建議種植 多種不同的合適植

物品種。  

17 在那些已設有可移動的植物的地點

進行綠化計劃時，應考慮到固定植物

的品種可能需要較大的生長空間。  

同意，我們會優先考慮把樹木種在樹

穴，讓他們有足夠泥土生長。若受地

下設施限制，我們會考慮其他綠化方

法。  

18 可考慮種植較具特色的植物品種，建

立「荃灣特色」。  

我們會根據各區的綠化主題建議主

題植物品種。荃灣的暫定綠化主題

“翠錦悅灣”是以多姿多彩的植物

為主，主題品種包括大葉杜英、宮粉

羊蹄甲、狐尾椰子、硬枝黃蟬、紅芽

石楠等。  

19 不喜歡棕櫚科樹種。  不少棕櫚科的植物都有耐旱抗風的

能力，我們會建議在適當的地方種植

合適的植物品種。  

20 建議種植小葉欖仁、洋紫荊、鳯凰

木、細葉榕、藍花楹、白蘭、傘樹、

風鈴木、花葉欖仁、福木、龍柏、羅

漢松、羅漢竹、桂花、銀包芋、異葉

南洋杉、美人蕉、大美人蕉、紅花檵

木、爬牆虎、花葉蜘蛛蘭、野牡丹和

車輪梅。  

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建議。  

21 火柴樹即銀合歡 2 至 3 年就會開花結果，

不應只移除上半部，應該連根拔起。 

綠化總綱圖不會建議種植銀合歡；對於現有

銀合歡的保養事宜，我們會向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或相關部門反映。 

22 石栗生長的不穩，應多加支持另其穩固。 對於現有石栗的保養，我們會向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或相關部門反映。對於建議種植在種

植槽內的樹木，在保養的初期階段會提供支

撐，增加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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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關植物保養的意見  

 

1 在綠化植物中安置空氣清新裝置。  

 

綠化總綱圖是以優化環境為前提，種

植的植物已經具有一定淨化空氣的

作用，故不建議安置空氣清新裝置。 

2 會否有人跟進澆水保養？  綠化總綱圖所種植的植物初期將會

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聘請的承辦商做

保養，隨後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

其他相關部門接手保養。  

 

(e) 其他意見  

1 建議顧問公司與鄉村地區  (如老圍

及城門等 )  多商討，聆聽他們提議。 

同意。我們已經徵詢荃灣鄉議局有關

荃灣綠化的建議，並會積極跟進。  

2 提問何時會實行荃灣區綠化總綱圖

的綠化工程。假如參加者的意見不被

接納，顧問公司會否回應及提供原

因。  

荃灣區綠化總綱圖(包括詳細設計)預計於

2014年年中完成，當制定綠化總綱圖後，我

們將確定建議的綠化工程的實施時間表。 

若參加者提出的綠化建議最終未能實行我

們會提供相關原因。 

3 今日提出的主題很好，但可以細化主

題，如在現有的市區的主題，在風水

林的主題等等。新的主題要考慮如何

搭配現有的綠化，儘量鮮豔，多一點

諮詢鄉議會是需要的。  讓人一到荃

灣看到周圍的綠化主題就能知道進

入了荃灣。  

荃灣的暫定綠化主題“翠錦悅灣”

是以多姿多彩的植物為主，主題品種

包括大葉杜英，宮粉羊蹄甲，狐尾椰

子，硬枝黃蟬，紅芽石楠等。我們會

加強公眾參與性，收集荃灣各區議員

及鄉事委員會的意見。  

4 要求在荃灣加強綠化，歡迎項目進

行，可以出信給業主立案法團諮詢他

們的意見，廣泛搜集民意。  

同意。綠化總綱圖的其中一個特點是

採用了「加強地區參與模式」。我們

邀請了荃灣區議會成立綠化總綱圖

地區參與小組，一起檢視計劃的建議

及就區內綠化提出意見。我們亦透過

社區論壇收集公眾及主要持份者的

意見。在制訂綠化總綱草圖過程中，

我們會參考以上收集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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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荃灣區是一個富有特色及多元化的

區域，有郊區、城市、工業區、住宅、

圍村等，綠化設計需要作多方面咨詢

和考慮，並配合舊有主題加以改善。 

荃 灣 區 的 暫 定 綠 化 主 題 “ 翠 錦 悅

灣”是以多姿多彩的植物為主，突出

荃灣多元化的特色。主題包涵範圍較

為廣闊和靈活，目的是讓不同的種植

建議能夠配合它周圍獨特的環境特

色。  

6 建議加入燈光效果 (例如在地上加射

燈 )，但要注意會否做成燈光污染。  

如公眾要求在某些地點的種植範圍

內增加燈光效果，我們會事先與有關

部門溝通，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機電工程署及路政署。  

 

2.2  公眾發言及提問  

建議  意見  我們的回應  

1 天橋上的橋頂可否種草或種植可作

遮陰的樹木？  

天橋頂可分兩類： 1.  在現有的天橋

頂加設綠化必須考慮承重受及保養

問題。 2. 新建或規劃建造的天橋可

以在設計階段加入種植空間。  

2 公眾地方的植物既然已很漂亮，當局

會否考慮種植一些含香味的植物如

含笑、葵花等？  

今次論壇上，與會者可以在分組討論

中利用放在桌上的不同植物品種的

照片，選擇自己心儀的植物品種，當

局會加以考慮。  

3 本人住在麗城花園，留意到附近的樹

木在種植後欠缺保養，當局可否多加

關注樹木及植物在種植後的維修保

養？  

當局向政府申請撥款推行綠化計劃

時，會一併申請維修保養的費用。而

日後的維修及保養將由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負責。  

4 訪港的內地同胞覺得香港的街道欠

缺樹木，所以我贊成推行綠化計劃。

當局可寫信到街坊組織及業主立案

法團，徵詢他們對綠化總綱圖的意

見。  

政府也希望可以深化諮詢，當局已寫

信 到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及 地 區 街 坊 組

織，邀請他們出席是次論壇。另外，

市民亦可登入土木工程拓展署綠化

總綱圖的的網址，表逹他們的意見

（如在何處種植甚麼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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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顧問公司提到較多使用外來的植物

品種作綠化用途，可否加以考慮本土

的植物品種呢？  

新界由於幅員廣闊，我們建議種植的

本土品種的種植數量會較市區多，但

我們亦會種植外來品種。計劃內擬使

用的外來的品種會較本地的品種更

適合於都市化和較污染的環境下生

長。  

6 提議將綠化總綱圖再細分。另現有的

市區已做了一些綠化工作，當局應避

免在這些地方重複綠化工程。當局也

可選擇種植較多色彩的植物品種。  

綠化總綱圖會對研究區域的現有綠

化做出調查，建議對未進行綠化的公

共土地進行綠化，對於已經實施綠化

措施的地點，我們會選擇部份進行綠

化效果提升，並不會重複綠化。為配

合荃灣區的綠化主題，我們會建議多

種植色彩豐富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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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者建議種植的品種 : 

喬木  

藍花楹  (1) 

Jacaranda mimosifolia 

白蘭  (2) 

Michelia x alba 

小葉欖仁  (3) 

Terminalia mantaly 

黃花風鈴木  (3) 

Tabebuia chrysotricha 

白千層  (3) 

Melaleuca quinquenervia 

細葉榕  (1) 

Ficus microcarpa 

風鈴木  (2) 

Tabebuia impetiginosa 

鳳凰木  (1) 

Delonix regia 

宮粉羊蹄甲  (2) 

Bauhinia variegata 

欖仁樹  (3) 

Terminalia cat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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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葉欖仁  (1) 傘樹  (1) 
Terminalia mantaly 'Tricolor'  Schefflera act inophylla 
 
 
 

 

觀花灌木及鋪地植物  

紅杜鵑  (2) 

Rhododendron simsii  

車輪梅  (1) 

Rhododendron simsii  

巴西野牡丹  (2) 

Tibouchina semidecandra 

大紅花 (2) 

Hibiscus rosa-sinensis 

 
 

耐陰小樹，灌木及鋪地  

非洲天門冬 (2) 

Asparagus densif lorus 'Sprengeri '  

銀包芋 (1) 

Spathiphyl lum kochii  

龍船花 (2) 

Ixora chinensis 

銀皇后 (2) 

Aglaonema 'Si lver Queen' 

美人蕉 (2) 

Canna indica 

大美人蕉 (1) 

Canna x generalis 'Bengal Tiger 

Variegata’ 

金邊虎尾蘭  (1) 

Sansevieria tr ifasciata var. 

Laurenti i  

朱頂蘭 (1) 

Hippeastrum vitt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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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葉蜘蛛蘭  (1) 

Hymenocallis l it toralis 'Variegata' 

 

棕櫚樹  

王棕  (1) 

Roystonea regia 

銀海棗  (1) 

Phoenix sylvestris  

小樹，小棕櫚樹及竹  

桂花  (2) 

Osmanthus fragrans 

含笑  (1) 

Michelia f igo 

異葉南洋杉 (3) 

Araucaria heterophylla 

龍柏 (1)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ka’ 

福木  (1) 

Garcinia subell ipt ica  

 

原生叢林  

紅杜鵑  (1) 

Rhododendron simsii  

細葉榕  (1) 

Ficus microcarpa 

龍船花  (1) 

Ixora chinensis  

羅漢松  (1)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爬藤植物  

爬牆虎 (1) 炮仗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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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henocissus dalziel i i  Pyrostegia venusta 

 

特色植物  

黃金榕 (1) 

Ficus microcarpa ‘Golden Leaves’ 

紅花檵木  (2)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福木 (1) 

Garcinia subell ipt ica 

龍柏  (1)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羅漢竹 (1) 

Phyllostachys aurea 

羅漢松  (1)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異葉南洋杉 (1) 

Phyllostachys aurea 

 

 

與會者建議不種植的品種 : 

 

觀花灌木及鋪地植物   

假檳榔 (1)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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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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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會者外，顧問公司暫時未收到書面意見 .  

 

 

 

2.5 總結  

 

荃灣綠化總綱圖的目標是在區內發掘綠化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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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集的意見，以制訂綠化總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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