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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THB(T)27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009) 

總目：  (60) 路政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基本工程 

管制人員： 路政署署長(劉家強) 

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7)： 

關於「人人暢道通行」，按全港 18 區分類，請告知： 

1) 有多少項工程已進入施工階段，詳細資料包括位置、工程展開日期／預計完成日期、工程造價

為何？ 

2) 預計於 2014、2015 及 2016 年，共有多少新增工程可正式展開工程？詳細資料包括位置、工程

展開日期、預計完工日期為何？ 

提問人：胡志偉議員 

答覆： 

我們就(1)和(2)項的答覆如下： 
 
多年來，政府在技術上可行的情況下，為公共行人道(即公共行人天橋、高架行人道及行人隧道)設置

無障礙通道設施(即「原有計劃」)。「原有計劃」的目標是如現有公共行人道未配備標準的無障礙通

道設施，而在約 100 米範圍內無適當的地面過路設施，政府便會在該處提供升降機或標準斜道。現

時，「原有計劃」之下技術上可行的項目有 158 項。截至 2014 年 2 月底，其中兩個設置無障礙通道

設施的項目已經完工，62 個項目在施工中，94 個項目則處於設計階段。這些項目的工程會分階段在

2014 至 2018 年期間完成。 
 
2012 年 8 月，政府推出「人人暢道通行」新政策，旨在進一步改善現有公共行人道的無障礙設施。

市民對新政策反應熱烈，提出在約 250 條公共行人道設置升降機的建議(即「擴展計劃」)。政府在

2013 年上半年就落實這些建議的優次，諮詢 18 區區議會。每區區議會選出的三項優先項目已大致完

成技術可行性研究，政府現正就結果諮詢有關的區議會。經諮詢後，政府會就確定技術可行並獲地

區支持的項目，進行詳細設計工作，並由 2015 年起逐步展開建造工程，預定於 2017 年及 2018 年之

前完工。 
 
2014-15 年度，預算用於實施「人人暢道通行」計劃的開支為 6.39 億元。 
 
「人人暢道通行」計劃之下的工程項目表列如下： 
 
原有計劃： 

 

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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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中西區 

HS3 橫跨紅棉路近美利大廈 

HF37 沿干諾道中近交易廣場 

HF91 橫跨干諾道中於維德廣場與林士街多層停車場大廈之間 

HF119 橫跨干諾道中近海傍警署 

HF152 橫跨夏慤道近中信大廈 

HF93 在民寶街近統一碼頭道 

HF118 橫跨干諾道中近信德中心與西港城 

HF118A 橫跨干諾道中近信德中心與西港城 

HF137 
橫跨干諾道中近砵典乍街 

HF81 橫跨薄扶林道近香港大學 

HF100 橫跨琳寶徑連接美國銀行中心 

HF40 橫跨紅棉路近力寶中心 

東區 

HS17 橫跨東區走廊近香港電影資料館 

HF78 橫跨東區走廊及柴灣道近柴灣道迴旋處 

H162 英皇道天橋橫跨康山道 

HF34 橫跨柴灣道近慈幼英文學校 

HF90 橫跨英皇道及電照街 

HF90A 橫跨英皇道及電照街 

南區 

HS16 橫過香港仔海傍道近香港仔舊大街 

HF134 橫跨香港仔海傍道及魚市場道 

HS7 橫跨石排灣道近華富邨 

HF59 沿香島道於深水灣 

HS13 橫跨鴨脷洲橋道近山明街與新市街 

HS13A 橫跨鴨脷洲橋道近山明街與新市街 

H115 橫跨黃竹坑道至香港仔隧道繳費處 

H116 黃竹坑道近南風道 

H107 鴨脷洲橋由香港仔至鴨脷洲 

灣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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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HF56 橫跨杜老誌道及港灣道近新鴻基中心 

HF117 橫跨杜老誌道及港灣道近新鴻基中心 

HF35 橫跨港灣道近港灣徑 

HF57 橫跨菲林明道近港灣道 

HF65 橫跨告士打道近中環廣場 

HF95 橫跨柯布連道與軒尼詩道近灣仔港鐵站 

HF160 橫跨告士打道近中環廣場 

HF2 橫跨告士打道近六國酒店 

HF2A 橫跨告士打道近六國酒店 

HS10 橫跨黃泥涌道及皇后大道東 

HF144 橫跨告士打道與杜老誌道 

HF106 橫跨港灣道及會議道近藝術中心 

HF145 橫跨告士打道與分域街 

HF43 橫跨告士打道和運盛街近堅拿道 

HF25 橫跨皇后大道東近灣仔公園及華仁書院 

HF113 橫跨由紅磡海底隧道至告士打道近鴻興道天橋的連接路 

HF116 橫跨告士打道近史釗域道 

九龍城區 

KF25 橫跨窩打老道近沙福道 

KF6 橫跨公主道近衞理道及愛民邨 

K21 暢運道於安運道及紅磡南道之間 

KS9 橫跨太子道西於九龍城交匯處 

KS23 橫跨東鐵線路軌近舒梨道及石竹路 

KF29 橫跨九龍城道及新山道 

KS32 橫跨馬頭涌道近世運道及九龍城交匯處 

KS10 橫跨太子道東及馬頭涌道近打鼓嶺道 

KS41 橫跨漆咸道北近溫思勞街 

觀塘區 

KF71 於藍田巴士總站近匯景花園 

KF44 橫跨協和街近祥和苑 

KF(WYS) 橫跨偉業街近臨興街及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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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KF48 橫跨牛頭角道及振華道近振華苑 

KS27 橫跨順清街近新利街及順利邨 

KF39 橫跨偉業街近常怡道 

K50 橫跨新清水灣道於順利邨道 

KF83 橫跨連德道近慶田街 

KF128 橫跨觀塘道由九龍灣港鐵站至彩雲道 

KF(LNTKE) 橫跨觀塘道近九龍灣港鐵站 B 出口 

深水埗區 

KS47 橫跨大埔道近北河街 

KF10 橫跨荔枝角道近長順街 

KF43 橫跨南昌街近澤安邨 

KF32 橫跨長沙灣道近發祥街 

KS25 橫跨長沙灣道近桂林街 

KF13 橫跨龍翔道近畢架山花園 

黃大仙區 

KF57 橫跨龍翔道近天馬苑 

KS7 橫跨龍翔道近彩虹港鐵站 

KS17 橫跨由蒲崗村道南行線至大磡道的連接路 

KS35 橫跨太子道東近新蒲崗交匯處 

KF60 橫跨馬仔坑道近龍翔官立中學 

KS11 橫跨太子道東近新蒲崗交匯處 

K36 於蒲崗村道橫跨龍翔道 

油尖旺區 

KS40 橫跨彌敦道近弼街 

KS2 橫跨漆咸道南近槍會山軍營 

KS29 橫跨漆咸道南近加士居道及香港女童軍總會的連接路 

KS30 橫跨康莊道近漆咸道交匯處 

KS31 橫過漆咸道南近香港理工大學及漆咸道交匯處 

KF3 橫跨康莊道及梳士巴利道近紅磡海底隧道 

KF82 橫跨漆咸道南及加連威老道近香港科學館 

KF27 橫跨亞皆老街近染布房街及聯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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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KF84 沿科學館徑近橫跨科學館道及康達徑 

KF2 橫跨海底隧道收費廣場近暢運道 

KS49 橫跨佐敦道近廣東道及渡船街 

KF54 橫跨聯運街近水務署工場 

葵青區 

NF106 橫跨青衣鄉事會路近偉力工業大廈 

NS19 橫過青康路近美景花園 

NS89 橫跨青衣路近長青邨 

NS126 橫跨葵福路近盛福街 

NF185 橫跨荃灣路與葵喜街近葵福路 

NF286 橫跨興芳路及葵福路至葵青交匯處 

NF1 橫跨葵涌道近葵芳邨 

NS1 橫跨葵涌道近瑪嘉烈醫院 

NS1A 橫跨葵涌道近瑪嘉烈醫院 

N798 於葵青路天橋橫跨葵泰路 

NS10 橫過荃灣路近荔景邨 

N546 青荃橋 

北區 

NF122 橫跨彩園路及新運路近百和路 

NF84 橫跨彩園道近上水港鐵站及彩園邨彩玉樓 

NS49A 橫跨馬會道近沙頭角公路迴旋處 

NF296 橫跨龍琛路近新發街 

NF83 橫跨東鐵線路軌沿粉嶺公路近百和路及和興路 

NF180 橫跨東鐵線路軌沿粉嶺公路近百和路及和興路 

NF96 橫跨新運路及粉嶺車站路近新運路迴旋處 

NF227 橫跨新運路及粉嶺車站路近新運路迴旋處 

NF212 橫跨和興路近華明路 

NF247 橫跨百和路近偉明街 

NF76 橫跨馬會道近天平邨 

NF104 橫跨粉嶺公路及新運路 

NS106 橫跨粉嶺公路近大頭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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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西貢區 

NS98 橫跨清水灣道近井欄樹 

沙田區 

NS38 橫過大埔公路近火炭路 

NS28A 橫跨火炭路近源禾路 

NF40 橫跨大埔公路 - 沙田段近禾輋街 

NF71 在大埔公路 - 沙田段橫跨沙田港鐵站近田寮 

NF74 橫跨獅子山隧道公路近豐盛苑 

NF89 橫跨沙田圍路近沙角街 

NS175 橫跨由吐露港公路至澤祥街近瑞祥街的連接路 

大埔區 

NS61 橫跨東鐵線路軌於大埔公路 - 大窩段及大埔頭徑之間 

NS69 橫跨大埔公路 - 元洲仔段及南運路近廣福道 

NS70 橫跨大埔公路 - 元洲仔段及南運路近廣福道 

NF97 橫跨大埔太和路及林村河近大埔中心 

NF266 橫跨汀角路近棟樑里 

NS75 橫跨南運路在廣福道和寶湖道之間 

NF78 橫跨粉嶺公路近泰亨灰沙圍於康樂園與泰亨之間 

NF81 橫跨東鐵線路軌近橋頭 

NF444 橫跨南運路近運頭塘邨 

NF132 橫跨南運路近大埔中心和新興花園 

NS77 橫跨大埔太和路近南運路 

NF80 橫跨東鐵線路軌近元嶺 

NF82 橫跨東鐵線路軌近大窩東支路及塘坑 

NS139 橫跨完善路近汀角路及大福街 

NS145 橫跨粉嶺公路近大埔公路 - 大窩段 

屯門區 

NS108 橫跨由青雲路至皇珠路的連接路 

NF31 橫跨屯門公路及青山公路 - 新墟段近何福堂輕鐵站 

NS99 橫跨青雲路近業旺路 

NF127 橫跨屯門鄉事會路由屯門公園至屯匯街及屯門文娛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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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NF206 橫跨屯門鄉事會路由屯門公園至屯匯街及屯門文娛廣場 

NF114 橫跨青雲路近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分校) 

NF406 在兆康路巴士總站連接兆康西鐵站北面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NF100A 橫跨湖景路連接湖景邨及湖康診所近湖康街 

NF101 橫跨湖山路近湖景路 

NF407 連接屯門公路及兆康西鐵站南面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荃灣區 

NF87 橫跨荃灣港鐵車廠近時貿中心 

NF109 橫跨青山公路近富華中心 

NF108 橫跨青山公路 - 荃灣段近南豐中心 

NF167 橫跨大涌道近沙咀道 

NF311 橫跨青山公路 - 荃灣段近荃灣城市廣場 

NF248 橫跨城門道近青山公路 - 荃灣段 

NF(SLKR) 橫跨西樓角路於綠楊坊及荃灣多層停車場大廈之間 

NF234 橫跨楊屋道及德士古道 

TS8 橫跨北大嶼山公路近大嶼山收費廣場行政大樓 

元朗區 

NS199 橫跨天影路近天瑞邨瑞龍樓 

NF245 橫跨福喜街近宏樂街 

NS7A 橫跨青山公路 – 洪水橋段近洪水橋輕鐵站 

 

擴展計劃 

 

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中西區 

HF142 橫跨干諾道西至中山紀念公園 

HF46 橫跨水坑口街近摩羅下街 

HF135 沿閣麟街近敦和里 

東區 

HF63 橫跨柴灣道近山翠苑 

HF163 橫跨小西灣道近富欣道 

HF158 港鐵炮台山站旁邊的行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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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南區 

HF104 橫跨香港仔海傍道近南寧街 

HF105 橫跨香港仔海傍道近逸港居 

H186 連接田灣海旁道及田灣山道的天橋 

灣仔區 

HF85 在怡和街、邊寧頓街與糖街的交界處 

HF154 橫跨告士打道近信和廣場 

HS9 橫跨堅拿道東近體育路 

九龍城區 

K14 培正道天橋橫跨公主道 

KF102 橫跨紅磡南道近紅菱街及黃埔街 

KF106 橫跨紅磡南道近紅磡道 

觀塘區 

KS56 橫跨觀塘道近定安街 

KF90 橫跨鯉魚門道近翠屏道 

KF109 橫跨順利邨道近順利邨公園 

深水埗區 

KF69 橫跨荔枝角道及東京街 

KF79 橫跨窩仔街及石硤尾街 

KF91 橫跨欽州街近基隆街 

黃大仙區 

KF56 橫跨新清水灣道近彩雲商場 2 期 

KF58 橫跨龍翔道近馬仔坑道 

KF76 橫跨鳳德道及龍蟠街 

油尖旺區 

KF88 沿西九龍公路下方橫跨渡船街及窩打老道 

KF89 橫跨渡船街與登打士街交界 

KF94 橫跨櫻桃街、渡船街及塘尾道 

離島區 

NF332 橫跨裕東路近東涌下嶺皮 

NF328 橫跨裕東路及松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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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NS230 橫跨順東路近大嶼山北區警署 

葵青區 

NF51 橫跨青山公路-葵涌段近和宜合道 

NF72A 橫跨葵富路近葵義路 

NF229 橫跨青山公路-葵涌段、葵涌道及梨木道交界 

北區 

NF134 & NS143 橫跨粉嶺公路近港鐵粉嶺站 

NS51 & NS128 橫跨馬會道近天平邨天美樓 

NF295 橫跨新運路近上水廣場 

西貢區 

NF193 橫跨寶琳北路近林盛路 

NF309 橫跨寶寧路近寶順路 

NF336 橫跨唐明街近尚德商場 

沙田區 

NF73 連接排頭街及沙田港鐵站 

NS287 橫跨馬鞍山路及恆泰路近馬鐵大水坑站 

NF316 橫跨車公廟路及美田路迴旋處 

大埔區 

NS87 橫跨安埔路近南運路及新興花園 

NF156 橫跨大埔公路-元洲仔段近廣福邨 

NF191 橫跨汀角路連接大元邨及富亨邨 

屯門區 

NS42 橫跨屯興路近屯門公路 

NF174 橫跨屯門公路連接青杏徑及新和里 

NF315 橫跨龍門路近龍門輕鐵站 

荃灣區 

NF285 & NF288 橫跨西樓角路於南豐中心(北面)對面 

NF186 橫跨大涌道近香車街 

NF251 橫跨楊屋道及馬頭壩道 

元朗區 

NF148 & NF306 連接元朗廣場及朗屏西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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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結構編號 位置 
NF305 橫跨青山公路及朗樂路近西鐵元朗站 

NF376 橫跨屏廈路近天水圍西鐵站 B 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