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名稱 工程目的 工程內容 工程地點 回應及進度

001 粉飾彩樂樓大
廈外牆工程

外牆顏色殘舊，希望為大廈外牆重新上油漆，
令外牆更美觀

先為其中一棟大樓上色，再推至其他大樓 彩樂樓 將於2024年開始工程

002 維修熱線 加快邨內維修進度 設維修熱線，加快邨內維修進度 正研究接線的人手安排

003 天花板維修 彩善樓騎樓漏水 改善彩善樓騎樓天花板漏水情況 已個別跟進

004 增加wifi設施 讓居民使用WiFi 在彩喜樓附近的乒乓球場和籃球場之間加設免費WiFi 乒乓球場和籃
球場附近

已於2021年7月投入服務

005 增設化寶爐 另找合適地方增設化寶爐，一方面讓居民可以
使用，另一方面減低香灰對居民的影響

現時化寶爐的位置太近彩善樓低層的單位，每逢拜祭
的節目，香灰影響彩善樓低層的生活，建議化寶爐可
設於較遠離大樓的位置

互助委員會正進行跟進

006 衛生改善工程 改善大廈樓層衛生 大廈每層的垃圾房只有一個垃圾筒，不足以居民使用
，經常爆滿，衛生很差，地磚經常發起，建議可換一
個較大的垃圾桶，或增加倒垃圾的次數

已與管理處溝通，保安於巡邏時加強
留意大廈樓層的衛生

007 新增小食店位
置

現時居民在邨內需要買小食只有便利店，但如要熱食
就要到彩德的便利店(7–Eleven)

彩福邨街市將投入服務，屆時將有更
多商舖

008 改善遊樂場設
施

現時小朋友的遊玩設施不足 增加6歲以下的遊樂設施，如：鞦韆、滑梯 彩喜樓樓下空
地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加設施

009 彩樂樓曬衣地
方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0 彩樂樓曬衣地
方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1 增設晾衫架 巴士站附近近
彩樂樓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2 增加晾衫架/被
單

改善居民晾衫的地方， 方便居民 彩善樓附近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3 增設晾衫架 彩樂樓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4 增加晾衫架 現時太少晾衫架， 不太方便，不足屋邨使用 增設晾衫架給居民晾衫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5 增加晾衫架 晾衫架太少 增加晾衫架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6 固定晾衫架的
位置

範圍太細，增大及固定晾衫的範圍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7 增加晾衫架 增加晾衫架數量 每個大樓樓下要有晾衫架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18 行人天橋加蓋 方便居民不會弄濕 雨天時行人天橋漏水，希望上蓋位置可以加闊點，避
免行人沾濕

由彩樂樓到彩
善樓之有蓋天
橋

彩樂樓至彩善樓的有蓋天橋於2020年
才完成維修改善工程，正與承辦商聯
絡保養事宜

019 上蓋工程改善 希望可以改善到彩禧路公園的步行徑的涼亭雨
蓋大小

彩禧路公園中的雨蓋，涼亭太細每次下雨時，在步行
徑的人就算躲在雨蓋雨，都會因為雨蓋太細而全身濕
透

彩禧路公園 就有關意見已於2021年8月10日去信
康文署

020 超市或者茶餐
廳

方便居民購買食物 希望在邨內建造一個超市或茶餐廳 彩福邨街市將投入服務，屆時將有更
多商店

021 小巴班次增加 方便上班族減省用在交通上的時間 增加35號小巴專線 35號小巴專線 就有關意見已於2021年8月10日去信
運輸署

022 加設晾衫架 預留地方予居民晾晒衣物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23 交通問題 改善交通問題 提供更多類型路線的交通設備， 如:小巴、過海巴士 就有關意見已於2021年8月10日去信
運輸署

024 長者拉筋設施 由於平日太擠擁及太多人使用，希望提供更多
及充足的設施讓長者拉筋

在周遭公園(彩樂樓旁)加設欄幹及拉筋設施，供長者
之用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多設施

025 彩福邨大堂升
降機內的CCTV

維修和在大堂
加裝CCTV

改善保安 建議維修邨內的CCTV，如：損壞及接收問題,並在邨
內加裝CCTV

彩福邨大樓的
升降機及大堂

因私隱問題難於大廈大堂加裝CCTV

026 圓形廣場旁的
行人天橋上蓋
改善

令天橋上蓋於下雨時不要漏水 現時圓形廣場旁的行人通道上蓋下雨時會漏水 彩樂樓至彩善樓的有蓋天橋於2020年
才完成維修改善工程，正與承辦商聯
絡保養事宜

027 新增自動販賣
機

可於球場，如：羽毛球場，附近增設自動販賣機，供
居民購買零食及飲品

彩福邨街市將投入服務，屆時將有更
多商舖

028 1) 大人小朋友做運動的康體設施， 例如：引體上升
2) 加設管理處探熱器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加設施

029 坐椅上蓋 加設上蓋擋太陽/擋雨 提案者未有留下聯絡資料以作跟進

030 晾衫架 彩樂樓後方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31 屋邨通道上的
膠蓋頂

設施已使用約10年(由建成到現在)，有老化現
象及漏水，物料可選透光些

更新蓋頂物料，可以加闊少許，因為許多時很大風，
令雨水吹來吹去

彩樂樓至彩喜
樓通道

彩樂樓至彩善樓的有蓋天橋於2020年
才完成維修改善工程，正與承辦商聯
絡保養事宜

032 於邨內加設植
物

加增多元化及有色彩的植物及花系植物 彩樂樓樓下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希
望日後可進行改善。

033 增加公園椅子 公園椅子數目足以應付居民所需

034 加設探熱器於
每座大堂

疫情嚴重，建議於每座大堂加設探熱器 難以執行及難以禁止發燒的居民回家

035 改善每層的垃
圾房

每層的垃圾房衛生情況非常惡劣，常有曱甴出
沒

有幾項建議：
1) 外判公司收垃圾的時間過早, 應由下午改至晚上
2) 放置老鼠藥於垃圾房附近
3) 增加垃圾桶的容量

已與管理處溝通，保安於巡邏時加強
留意大廈樓層的衛生

036 增加巴士站外
的街燈數量

現時巴士站附近的街道太暗，建議增加燈的數
量

議員已於計劃前去信路政署反映，並
已進行跟進。

037 大清潔 清潔每個單位的廁所及廚房外的窗 現時的設計居民未能清潔廁所及廚房窗外面的玻璃，
建議邨管會的工程撥款幫助居民清潔窗外的玻璃

居民鼓勵自行清潔單位，如有個別需
要，可到互委會尋求協助

038 增加晾衫架 彩喜樓外加設曬衣架 彩喜樓外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39 增設健身設施 於彩樂樓對出空地增加健身設施 彩樂樓空地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加設施

040 加建自修室 在街市大樓內增設自修室 考試臨近，大樓將設臨時自修室

041 升降機降噪工
程

現時升降機槽聲浪太大，建議進行升降機降噪工程及
定期維修保養升降機

已跟管理處跟進大廈升降機維修保養
事宜

042 加設晾衫架 增加晾衫架給居民使用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43 加設可摺式座
位

現時邨內的座椅以長椅為主，可供二人共同使
用，衍生出兩個問題：
1) 下雨時，長椅容易被沾濕；
2) 疫情期間，難以劃分社交距離。

建議於巴士站對出或彩歡樓對出的便利店(7–Eleven)

加設可摺式座椅，在沒有人使用時自動摺上，一來可
避免雨水沾濕。另一方面，如日後仍需實行社交距離
措施，可於座位與座位之間擺放透明膠板，讓居民使
用

入圍方案之一，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會於日後跟進

044 美化及亮化各
座樓宇之正門
出入口

不少居民提出邨內的燈光較陰暗，提議人於眼
部手術後，更感受到光線不足帶來的不便。此
外，彩福邨整體的色調比較沉悶，以灰色為主
，希望可為彩福邨加上其他的色彩。

1)各座正門及側門增設照明燈
2)改變邨內現時以灰色為主調，加多點色彩。如：美
化往彩樂樓至彩喜樓的走廊，把鐵柱顏色改為不同的
顏色或加貼美觀的牆紙;

3)美化大堂的位置，加貼美觀的牆紙及油刷不同色彩

本邨各座 計劃的第二名，已通過屋邨管理諮詢
委員會的撥款，將進行工程

045 改善戶外健身
設施

戶外健身設施太簡約，功能少，吸引力低， 

乏味
建議加設健騎機，上肢伸展器或上身伸展架 彩喜樓平台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加設施

046 改善邨內交通
問題

現時邨內只有兩條小巴路線，建議增加小巴路線由彩
福邨到觀塘

就有關意見已去信運輸署

047 加強垃圾房清
潔

已與管理處溝通，保安於巡邏時加強
留意大廈樓層的衛生

048 加設遊樂設施 加設滑板、單車地方給小朋友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多設施

049 加設座位及避
雨亭

增加座位及街燈及加建避雨亭 彩善樓附近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希
望日後可進行改善

050 遊樂設施 邨內的遊樂設施已有損毀，建議進行維修及新
增遊樂設施

遊樂設施可加入親子元素，例如：鞦韆 彩善樓LG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加設施

051 通往由彩盈邨
至彩福邨的四
部升降機改善
工程

升降機的冷氣一時過涼，一時過熱，升降機內
惡臭嚴重，  建議更換或維修

需有專責部門保養、清潔及檢討服務 通往由彩盈邨
至彩福邨的升
降機

機電署剛維修完畢，以及去信食環署
有關升降機衛生問題

052 晾衫架數量增
加

晾衫架數量增加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53 改善晾衫架位
置

現時在路旁晾衫晾被, 影響環境衛生 建議增設晾衫架於彩樂樓對出空地 彩樂樓對出空
地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54 改善天橋上蓋 彩樂樓連接彩盈邨升降機走道加上蓋，令居民可以避
雨

彩樂樓至彩善樓的有蓋天橋於2020年
才完成維修改善工程，正與承辦商聯
絡保養事宜

055 可將垃圾桶放
在垃圾房

已與管理處溝通，保安於巡邏時加強
留意大廈樓層的衛生

056 改善水喉問題 加強水喉冷熱的穩定 現時大廈的水喉，尤其於繁忙時間，水量及冷熱不穩
定，建議檢查大樓的水壓問題

已個別跟進

057 增加公共晾衫
地方

加設曬衫設施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58 大廈渠管維修 全面檢查各大廈的渠管，在出現問題前維修及更換 外牆水喉已於2021年農曆新年後進行
檢查，2021年第三及第四季將進行單
位內的檢查，屆時將會承辦商到訪住
宅的家中進行檢查。

059 加設椅子 於彩樂樓加設椅子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希
望日後可進行改善。

060 加設晾衫架 增加晾衫架數量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61 長者健身設施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多設施

062 彩樂樓旁休憩
處翻新

彩樂樓旁之休憩處空地是本邨較多居民聚集的
地方，並被廣泛用作本邨舉辦節日慶祝活動場
地，而現時該空地之部分基本設施因日久而受
到損耗破壞而顯得破落殘缺。建議進行小型翻
新工程，美化及亮化該場地及增加設施用以配
合作表演場地用途。提議完成翻新工程後替場
地命名為「彩福廣場」或其他本邨為主題的名
稱

1) 翻新及美化外牆
2) 加強燈光照明
3) 增加基本設施配合用作表演場地

彩樂樓側空地 本計劃的最高票數項目，已通過屋邨
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撥款，將進行工程

063 修飾邨內主要
通道之有蓋長
廊

現時長廊鐵柱顏色為灰色，令人感覺灰暗，建
議改為髹上綠色配合本邨外牆顏色，及在長廊
頂部加設外圍燈飾，增加美觀

1) 長廊主色改為綠色或改用美觀牆紙
2) 外圍加設燈飾照亮夜間

有蓋長廊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希
望日後可進行改善

064 檢測邨內的公
園設施，避免
設施令小朋友
受傷

保安每天巡邏會留意屋邨設施的情況
，如居民發現設施受損，亦可主動向
管理處反映

065 改善公園的座
椅

增加/擴闊座椅上有蓋擋雨設施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希
望日後可進行改善

066 增加晾衫架 增加晾衫架於有陽光地方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67 加設玩樂設施 建議公園加設小朋友玩樂設施、大人運動設施及預留
空間打乒乓球及羽毛球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多設施

068 增建巴士站 令區內交通更方便 增建小巴站及增加更多小巴及巴士路線 就有關意見已於2021年8月10日去信
運輸署

069 防止高空擲物 加裝天花簷蓬 彩福邨彩善樓LG出口位置加裝天花簷蓬 彩福邨彩善樓L

G出口位置
已在2021第二季完成

070 清潔服務 建議清潔通往彩福邨天橋的升降機，不只是清
潔按鈕。

每日也會清潔升降機，包括扶手，按
鈕及抽氣扇

071 道路改善工程 在交通交匯處加設紅綠燈 彩榮路 就有關意見已去信運輸署

072 加設晾衫架 方便清潔 彩歡樓 正與房署研究合適安裝的位置

073 在本邨開僻土
地種植果樹及
種植花卉

綠化本邨增加園林景緻及團結居民 種植果樹及可供觀賞花卉植物 彩福邨空地 種植園圃牽涉管理問題，需由機構/團
體提供管理服務，將研究可行性



074 天橋連接彩福
邨加建遮雨上
蓋

因為遇到打風落雨、居民返到屋邨住所必經之
處，若是露天很容易被淋濕、若加建上盖可以
減少被兩淋的機會、為居民安全著想。

修建天橋連接屋邨天蓋 天橋口至屋邨
入口處

彩樂樓至彩善樓的有蓋天橋於2020年
才完成維修改善工程，正與承辦商聯
絡保養事宜

075 彩善樓 

重整小遊樂區
遊樂場不時有青年聚集，少年可能只欠落腳點 建議活化便利店(7–Eleven)對出的空間，邀請本地插畫

師為此空間粉飾，再加設適合年青人聚會的設施，如
：長椅/枱/遊樂設施，營造專屬年青人使用的氛圍，
吸引年青人以此作落腳點

於彩善樓及辦
公室中間的小
遊玩區

入圍方案之一，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會於日後跟進

076 修建彩喜樓大
堂旁樓梯的防
滑工程

彩喜樓旁邊的樓梯級較窄，不少居民曾經滑倒
。提議人亦曾經於下雨時在此處滑倒，認為不
便於邨內長者。加上，彩福邨已有10年歷史，
樓梯的防滑設施開始老化

1) 於樓梯間加防滑貼
2) 重新油漆樓梯級的對比顏色

彩喜樓互助委
員會旁樓梯

計劃的第三名，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會於日後跟進

077 改善公園環境 方便邨民樹下好乘涼，人樹共融，優化自然生
態

將圍團這棵榕樹的欄杆拆除，加以水土保育，同時在
樹蔭下加建設施，如︰座位/乘涼

彩樂樓側這棵
榕樹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希
望日後可進行改善

078 彩樂樓旁空地
美化工程

彩樂樓空地是彩福邨其中一個主要公共空間，
唯現時此空地的設施及設許較簡約，希望透過
工程美化此公共空間，方便及吸引居民使用。

1) 粉飾彩樂樓旁空地的外牆
2) 於彩樂樓旁空地加設桌子

彩樂樓旁空地 與方案#62相若，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將會跟進

079 滾軸溜冰場 令兒童可有其他康樂活動 建議鋪平地面及加建圍欄 彩喜樓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已收到意見，正
研究可行性，主要為空間及預算問題

080 增加運動設施 在彩喜樓外建運動設施，如︰拉腳、拉手，給小朋友
及長者供用

彩喜樓外 彩和樓已於4月份全面入伙，附近有更
多設施

081 彩福邨彩樂樓
旁空地

彩樂樓旁空地改為羅馬廣場地下舞台 1)彩樂樓旁空地外牆加上半圓二層石梯，可以讓居民
坐下看節目
2)加設活動大帳篷，可遮陽遮雨

彩樂樓旁空地 與方案#62相若，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將會跟進

082 增加店舖
(飲食或日用品)

提升居民購物的便利程度 有一些空地可以舉辦買賣的活動，或在許可情況下租
出地方作為固定商店。

屋邨範圍 彩福邨街市將投入服務，屆時將有更
多商舖

083 彩榮路公園連
接佐敦谷公園
的通道加裝行
人路燈

現時彩榮路公園與順利邨佐敦谷公園是互通的
，路程只約5分鐘。佐敦谷公園佔地約6.3公頃
，是觀塘區最大的公園，所以有很多居民去做
運動，日間來往兩個公園沒問題，但夜間因為
沒有路燈，很多公公婆婆、年青人也沒法來往
運動。有時居民夜間會摸黑由佐敦谷公園回彩
榮路公園，十分危險。希望加裝路燈，方便居
民來往

彩榮路公園連接佐敦谷公園的通道加裝行人路燈 彩榮路公園連
接佐敦谷公園
的通道

區議會已撥款，將於2023年第一季會
完成

彩樂樓至彩善樓的有蓋天橋於2020年
才完成維修改善工程，正與承辦商聯
絡保養事宜

彩福村迴廊修

葺及加建活動

簷篷

迴廊是每天回家必經通道，希望設施可以長久

耐用，方便居民出入

084 1)更換迴廊頂蓋為金屬版：雖然上年曾經更換過頂蓋

膠板，但在工程後，下雨天時仍發現有位置漏水，不

知上年是所有膠板已經換過但做得唔好，還是只換了

部分膠板？！留意到新建的彩仁樓迴廊頂蓋是金屬的

，雖然沒有了透光及圓花設計，但實際耐用，不用每

幾年換膠板，可以參考一下彩仁樓

2)新建活動簷篷，連接彩福村迴廊及升降機往彩盈村

：新搬入來時記得區議員曾回應稱是消防條例所以不

能加建永久的，那如果使用活動簷篷，類似舉辦攤位

活動時使用的，但金屬頂蓋有滑輪可以隨時移動的，

又可唔可以符合到消防條例的要求呢

區內所有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