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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的綠化政策，是廣種花草樹木，並加以妥善護理和保育，藉以提

高居住環境的質素。香港特別行政區行政長官在 2000年《施政報告》中宣布要

進一步綠化香港，在市區多種植花草樹木。按照這整體方針，政府成立綠化、

園境及樹木管理督導委員會 (下稱“綠化管理督導委員會”)，負責制訂相關策

略，並監督各項主要綠化計劃的實施情況。政府也在綠化管理督導委員會轄下

成立綠化總綱委員會，以更集中處理和加強協調有關綠化的工作，包括制訂綠

化總綱圖和按照綠化總綱圖監督短期綠化工作的推行。

2. 綠化總綱圖為規劃、設計和推行綠化工程提供指引，並為地區訂定整體

綠化大綱，確立綠化主題、建議合適的植物品種和找出合適的種植地點，使各

區展示不同風貌，從而達到持續和一致的成果，改善地區的綠化環境，情況如

下：(a) 每個地區的綠化總綱圖所定的綠化主題均考慮多項因素，例如該區的

地貌和文化特點；(b) 在揀選合適的植物品種時會採用“在適當地方種植合適品

種”的原則，而在定出建議的種植品種時，不但要配合地區特定的綠化主題，

同時要考慮多項因素，例如該區的土壤狀況和微氣候；及 (c) 經進行工地勘測

和諮詢區內人士後，找出合適的種植地點。

3. 巿區綠化總綱圖涵蓋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綠化措施。發展局表示，新

界綠化總綱圖只有短期措施 (稱為“優先綠化工程”)，主要原因是：(a) 汲取巿

區綠化總綱圖的實踐經驗，中期和長期措施涉及一段長時間，其間土地情況和

巿民的看法可以經常轉變和有重大變更。在過早階段規劃有關措施，或只會浪

費精力和金錢；及 (b) 由於新界有很多發展和重建項目正在籌劃當中，因此，

按個別工程項目規劃和考慮綠化措施會更合乎成本效益和更合時宜。

4. 發展局負責綠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的整體決策工作。發展局在其轄下

成立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下稱“綠化管理組”)，負責制訂和統籌香港整

體有關園境及樹木管理的策略和措施。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制訂和推行綠化總

綱圖，是綠化總綱委員會的執行部門。土木工程拓展署把綠化總綱圖下栽種完

成的植物主要移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護養。

綠化總綱圖的管理工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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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截至 2018年 12月，土木工程拓展署制定了 11份市區綠化總綱圖和

9份新界綠化總綱圖，制訂和推行綠化總綱圖的開支合共 7.347億元 (核准撥

款總額為 11.241億元)。關於 :(a) 巿區綠化總綱圖的短期綠化措施分 3期在

2011年 6月或之前完成，合共種植約 25 000 棵樹木和 510萬棵灌木；(b) 新界

東南及西北綠化總綱圖的相關綠化工程在 2017年 10月完成，合共種植約

4 000棵樹木和 260萬棵灌木；及 (c) 新界東北及西南綠化總綱圖 (在 2014年

2月獲綠化總綱委員會批准)，發展局計劃於 2019年下半年就推行有關綠化工

程項目提升為工務計劃甲級工程一事，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實際種植

數量 (即約 29 000棵樹木和 780萬棵灌木)超過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工務

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時提交的相關文件所註明的栽種目標 (即 2萬棵樹木和

560萬棵灌木)。審計署最近就政府管理綠化總綱圖的工作進行審查。

綠化總綱圖的制訂和推行工作

6. 在 2004年 9月至 2012 年 2月期間，土木工程拓展署批出 9份顧問合約，

以制訂綠化總綱圖和監督按工程合約推行的綠化工程。在 2006年 5月至

2014年 12月期間，土木工程拓展署批出 11份推行綠化總綱圖綠化措施的工

程合約。該等合約的綠化工程在 2007至 2017年間完成 (有 10份合約的工程

較相關合約原訂完工日期遲了約 1 至 6個月才完工)。綠化總綱圖載列多項資

料，包括預定種植地點、重點種植位置 (用於展現綠化主題)和主題植物，而

推行綠化總綱圖的工程合約所載的資料，則包括將會栽種的樹木和灌木數量，

並附連合約圖則，顯示“可選樹木”及“可選種植區”(第 2.2至 2.4段)。

7. 大量樹木和灌木未能按綠化總綱圖的工程合約在可選種植區內栽種 就
市區第三期的工程合約而言，有 45%樹木和 16%灌木未能在若干可選種植區

內栽種 (即完全沒有在這些種植區內栽種)。未能在可選種植區內栽種原因是

有地下公用設施和反對意見，以及需要配合工程項目。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

為克服未能按綠化總綱圖在預定地點栽種的問題，該署在制訂新界東南及西北

綠化總綱圖時已加強有關工作 (例如在設計階段進行更多勘測工程，以偵測地

下公用設施)。審計署留意到，雖然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制訂新界東南及西北綠

化總綱圖時已加強有關工作，但仍有大量樹木和灌木未能在可選種植區內栽

種，情況如下：(a) 整體而言，有 42%樹木和 26%灌木未能在可選種植區內栽

種；及 (b) 新界東南合約的偏差較為顯著 (例如沙田約有 59%樹木和 40%灌

木未能在可選種植區內栽種)。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該署仍未具體分析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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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界東南及西北工程合約在可選種植區內栽種的原因 (第 2.7、2.8、2.10及

2.11段)。

8. 種植的主題樹木比率低於內部參考種植率和工程合約下的比率 土木工
程拓展署表示已選定主題樹木品種，以反映各區的綠化主題，並為各區建立其

鮮明的特色。顧問在新界東南 (沙田和西貢)和新界西北 (屯門和元朗)的綠化

總綱圖，訂定了內部參考種植率 (顧問主動提出而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已知悉)，

建議在 4個地區每區種植 20%至 30%主題樹木。審計署留意到：(a) 4個地區

種植的主題樹木數量和百分比均低於有關工程合約下的比率；及 (b) 4個地區

當中，有 3個 (即沙田、西貢和屯門)的主題樹木種植比率 (8%至 10%)未達

內部參考種植率 (第 2.15、2.17及 2.18段)。

9. 大部分重點種植位置都沒有栽種主題樹木 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綠化

總綱圖的綠化主題會通過確立可代表有關地區，並且容易識別為重點種植位置

的主要種植區展現出來。審計署留意到，新界東南 (沙田和西貢)的 2份綠化

總綱圖列出合共 23個重點種植位置，當中 10個 (43%)重點種植位置沒有推行

綠化工程，並且只有 2 個 (9%)重點種植位置栽種了主題樹木 (第 2.21、2.22

及 2.24段)。

10. 種植的本地植物品種比率低於預計種植率和工程合約下的比率 土木工
程拓展署在 2014年 3月和 6月，分別告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和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關於新界東南及西北的綠化總綱圖將會種植

的樹木和灌木，預計其中 35%為本地品種。審計署留意到：(a) 按數量和百分

比兩者計算，全部 4個地區種植的本地樹木和其中 2個地區 (屯門和元朗)種

植的本地灌木，都低於有關工程合約下的數量和比率；及 (b) 除了沙田所栽種

的本地灌木 (49%)外，全部 4個地區種植的本地樹木和灌木比率 (由 9%至

23%不等)均低於 35%的預計種植率 (第 2.29及 2.30段)。

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植物的移交和護養

11. 綠化總綱圖的工程合約中訂明的 1年培植期結束後，土木工程拓展署會

把有關樹木和灌木移交相關部門 (主要是康文署)護養。康文署如在進行最終

聯合視察時，對植物的培植情況滿意，便會由最終聯合視察當日起，正式接管

所有相關植物的護養工作。護養園境地點的植物是為了確保植物得以健康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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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長，有關工作一般包括澆水、施肥、修剪、防治蟲害和重植。康文署安排

署內人員和／或承辦商把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樹木和灌木與其他屬該署管轄

範圍的樹木和植物一併進行護養 (第 3.2、3.3及 3.14段)。

12. 移交記錄有可改進之處以切合土木工程拓展署與康文署的不同記錄需要  
審計署就巿區第三期和新界東南及西北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樹木和灌木一

事，審查過土木工程拓展署把有關樹木和灌木移交康文署護養的安排。土木工

程拓展署和康文署表示，兩部門對樹木有不同定義，量度灌木的基準也各不相

同，導致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移交記錄和康文署的資料庫記錄所載的樹木和灌木

栽種數量有不同，情況如下：(a) 土木工程拓展署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所出版

的《香港植物名錄》來釐定一棵植物應否歸入樹木類別 (按照植物本身的品種

而不考慮其大小或主幹直徑)。康文署則採用發展局所發出關於“樹木保護”的

工務技術通告的歸類方法。根據該等通告，一棵植物如在距離地面 1.3米的高

度錄得主幹直徑為 95毫米或以上，便歸入樹木類別；(b) 土木工程拓展署以灌

木的數目作為灌木數量的單位。康文署在接管植物後，會以種植區的面積作為

園境工作的量度單位以便進行園藝保養；及 (c) 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移交記

錄， 巿區第三期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 16 490棵樹木和 3 434 260棵灌木，以

及新界東南及西北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 3 965棵樹木和 2 570 219棵灌木，

主要已移交康文署。根據康文署的記錄，康文署所接管巿區第三期綠化總綱圖

和新界東南及西北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植物數量，分別是 3 080棵樹木和

74 699平方米 (種植區面積)灌木，以及 3 273棵樹木和 65 313平方米 (種植區

面積)灌木。審計署留意到，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移交記錄顯示所栽種樹木數量，

但沒有關於樹木高度和主幹直徑等詳細資料。由於土木工程拓展署和康文署對

樹木有不同定義，量度灌木的基準也不相同，因此康文署難以把移交記錄與其

資料庫記錄內的種植數量互相核對。土木工程拓展署和康文署宜議訂能切合雙

方不同記錄需要的移交記錄 (第 3.6至 3.8段)。

13. 市區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部分樹木被移除 截至 2018年 10月，在康

文署接管護養的 3 827棵在市區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樹木 (經康文署歸入樹

木類別)中，有 958棵 (25%)已被移除。在 958棵樹木當中：(a) 有 682棵是因

為天氣惡劣和塌樹而移除，而在原有樹木遭移除之處只重植 113 棵 (958棵的

12%)樹木。康文署表示，部分地點並無重植計劃，是因為該處植物太過濃密；

及 (b) 有 227 棵樹木因交通方面的考慮因素被移除，37棵被移植往他處，

12 棵因提供無障礙設施而被移除。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需要採取措施，確保

適時妥為重植樹木，並與土木工程拓展署分享護養樹木的經驗，以期協助該署

制訂綠化總綱圖 (第 3.16及 3.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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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樹木和灌木的護養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2018年 12月和 2019年 1月，

為確定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的樹木和灌木於移交康文署護養後的狀況，審計署

實地視察了合共 81個涵蓋於市區綠化總綱圖的地點，並把懷疑護養有不足之

處的地點轉介康文署調查。康文署的調查結果確認 44個地點的護養工作有不

足之處 (一個地點可能有超過一項不足之處)，包括：(a) 部分樹木和灌木被移

除 (32個地點)；(b) 部分灌木狀況欠佳 (14 個地點)；及 (c)部分樹木和灌木重

植時以其他植物品種代替 (17個地點) (第 3.18及 3.19段)。

綠化總綱圖的監督工作和公眾參與情況

15. 綠化管理督導委員會和綠化總綱委員會負責監督和監察綠化總綱圖的綠

化措施。2009年 12月，發展局在籌劃成立綠化管理組時告知綠化管理督導委

員會，保留綠化總綱委員會有可取之處，特別是關於制訂綠化總綱圖和推行短

期措施，而綠化管理組可更有效地處理綠化總綱圖的中期和長期措施的推行工

作，並按需要由綠化管理督導委員會作出指導。發展局表示，除了政府的綠化

工作外，公營和私營機構的積極參與是綠化成功的關鍵 (第4.2、4.3及4.22段)。

16. 未有向綠化總綱委員會和綠化管理組匯報按新界綠化總綱圖推行綠化工

程的進度和成果 土木工程拓展署不時向綠化總綱委員會和綠化管理督導委員
會匯報按市區綠化總綱圖推行綠化工程的進度和成果。至於新界東南及西北綠

化總綱圖，土木工程拓展署並沒有向兩個委員會匯報相關綠化工程的推行進

度。綠化管理組表示，在綠化管理組於 2010年 3月成立後，綠化總綱圖的綠

化目標、栽種植物數量和合約進度，是向綠化管理組而非向綠化管理督導委員

會匯報；而只有有問題的個案才會提升至綠化管理督導委員會的層面解決，但

近年沒有這個需要。審計署留意到，土木工程拓展署有空間可向綠化管理組提

交更多資料 (例如推行綠化總綱圖所得的經驗) (第 4.5至 4.8段)。

17. 需要監察市區綠化總綱圖的中期和長期措施的進度 2011年，綠化管

理組展開市區綠化總綱圖的中期和長期措施的追蹤工作 (見第 3段)，以找出

仍然可行和可以推行的措施，以及負責推行措施的人士。2015年 12月，綠化

管理組完成追蹤工作，找到合共 288項中期和長期措施需要由綠化管理組 (就

67項需要公營／私營機構參與的措施)和政府部門 (就 221項屬各部門職權範

圍的措施)跟進。雖然綠化管理組已採取某些行動，與負責部門跟進 221項屬

部門職權範圍的措施的推行進度，但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與公營／私營機構

跟進 67項需要相關機構參與的措施 (第 4.11、4.12及 4.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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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綠化總綱圖的植物品種有檢討空間 2018年12月，綠化管理組推出《街

道選樹指南》，目的是豐富樹木品種的多樣性，藉以提升香港城市林木的適應

力。審計署留意到，市區和新界的綠化總綱圖由制訂和獲綠化總綱委員會批准

至今已分別超過 10年和 5年。審計署認為，因應新推出的《街道選樹指南》所

建議的額外樹木品種，土木工程拓展署有空間可檢討市區和新界綠化總綱圖的

植物品種 (第 4.16及 4.17段)。

19. 需要在網站提供綠化總綱圖的最新資料 土木工程拓展署把巿區綠化總
綱圖為不同地區所訂的主題品種和植物品種的資料上載至其網站，以供公眾參

考。然而，新界綠化總綱圖已於 2013年 3月 (新界東南及西北)和 2014年

2 月 (新界東北及西南)獲綠化總綱委員會批准，但土木工程拓展署直到大約

5 至 6 年後的 2019 年 1 月才把相關的綠化總綱圖資料上載至其網站

(第 4.23 段)。

審計署的建議

20.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政府應：

綠化總綱圖的制訂和推行工作

(a) 檢討大量樹木和灌木未能按新界綠化總綱圖的工程合約在可選種

植區內栽種的原因，並考慮審計署對此事的審查結果和建議，以

期在制訂綠化總綱圖時，提出更切實的種植地點 (第 2.13(a)段)；

(b) 考慮為主題樹木訂定目標種植率，以便更充分展現綠化總綱圖為

各區訂定的綠化主題，並在推行綠化總綱圖時致力達到目標種植

率 (第 2.25(a)段)；

(c) 採取措施，以加強評估在綠化總綱圖下的重點種植位置栽種的可

行性 (第 2.25(b)段)；

(d)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按綠化總綱圖在重點種植位置栽種主題樹木，

以期展現各區特有的綠化主題 (第 2.25(c)段)；

(e) 考慮為本地植物品種訂定目標種植率，並在推行綠化總綱圖時致

力達到目標種植率 (第 2.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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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植物的移交和護養

(f) 為確保所有綠化總綱圖下栽種完成的植物妥為移交和適當準確地

予以記錄，議訂移交記錄以顯示在移交當日所移交的植物。有關

記錄須配合土木工程拓展署和康文署對樹木的不同定義和量度灌

木的不同基準，以切合雙方的不同記錄需要 (第 3.9段)；

(g) 在擬備移交記錄時，採取措施以確保康文署同意接管的所有綠化

總綱圖下栽種完成的植物，均完全準確地納入記錄 (第 3.10段)；

(h) 根據移交記錄，在康文署的資料庫妥為記錄所接管的植物(第3.11段)；

(i) 採取措施，確保適時妥為重植樹木 (第 3.20(a)段)；

(j) 與土木工程拓展署分享康文署護養植物的經驗，以期協助該署制

訂綠化總綱圖 (第 3.20(b)段)；

(k) 加強護養綠化總綱圖下所栽種樹木和灌木的措施，以確保植物得

以健康培植和生長 (第 3.20(c)段)；

綠化總綱圖的監督工作和公眾參與情況

(l) 確保定期向綠化總綱委員會和綠化管理組匯報按新界綠化總綱圖

推行綠化工程的進度和成果 (第 4.18(a)段)；

(m) 因應新推出的《街道選樹指南》所建議的額外樹木品種，檢討市區

和新界綠化總綱圖的植物品種 (第 4.18(b)段)；

(n) 更有系統和定期地監察市區綠化總綱圖有待跟進的中期和長期措

施的進度 (第 4.19(a)段)；及

(o) 把最新的綠化總綱圖資料上載至土木工程拓展署網站，讓公眾得

知綠化總綱圖內容和推動他們參與綠化工作 (第 4.28段)。

政府的回應

21.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