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披露记录 

 

本部门的披露记录简述根据《公开数据守则》(下称《守则》)索取及 

发放的资料的性质。披露记录将会每季更新。 

 

任何公众人士如欲索取披露记录内载列的任何资料，应向本部门的公

开数据主任提出索取数据要求。有关要求会根据《守则》处理。 

 

2017 年 1 月至 3 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ASD13/6-5/(214/2016) 一间邮政局的建筑图 

 

ASD13/6-5/(225/2016) 大埔元洲仔前政务司官邸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26/2016) 中环街市的建筑图则 

 

ASD13/6-5/(227/2016) 赤鱲角机场航空交通管制中心大楼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2017) (a) 正街街市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b) 西营盘街市的平面图、剖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4/2017) 一间中学附属小学的建筑图 

 

ASD13/6-5/(5/2017) 一间警署的结构图 

 

ASD13/6-5/(6/2017) 建筑署在 2014-2015 及 2015-2016 年度内的财政开支 

 

ASD13/6-5/(8/2017) 扶康会康复中心的建筑图、结构图及排水渠图则 

 

ASD13/6-5/(14/2017) 中环半山旧域多利军营罗拔时楼的平面图、剖面图、侧

面图及结构图 

 

ASD13/6-5/(15/2017) 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平面图、剖面图、侧面图及结构图 

 

ASD13/6-5/(16/2017) 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的中药草园的建筑图 

 

ASD13/6-5/(17/2017) 黄竹坑服务综合大楼用地上楼宇的建筑图、结构图及排
水渠图 

 



 

ASD13/6-5/(18/2017) 黄竹坑老人服务综合大楼的电气图、冷气图及屋宇装备
图/资料 

 

ASD13/6-5/(19/2017) 一间特殊学校地下的骨架图 

 

ASD13/6-5/(20/2017) 大埔文娱中心的建筑图 

 

ASD13/6-5/(23/2017) 长沙湾体育馆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25/2017) 中环街市的平面图、剖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26/2017) 一间邮局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7/2017) 大埔滘新围 4 间平房的建筑图 

 

ASD13/6-5/(28/2017) 香港文物探知馆的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31/2017) 古洞街市购物中心的建筑图 

 

ASD13/6-5/(32/2017) 西贡政府合署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34/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结构及屋宇装备图则 

 

ASD13/6-5/(35/2017) 香港大会堂公共图书馆的结构图 

 

ASD13/6-5/(36/2017) 一间书院的建筑图、排水渠图及结构图 

 

ASD13/6-5/(37/2017) 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的图则 

 

ASD13/6-5/(40/2017) 中环街市的建筑图则 

 

ASD13/6-5/(41/2017) 荔景体育馆的平面图、侧面图、剖面图及天花图 

 

ASD13/6-5/(42/2017) 尖消咀东海滨平台花园星光大道一间商店的平面图、剖

面图及立面图 

 

ASD13/6-5/(43/2017) 屯门大会堂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44/2017) 青衣花园内一间餐厅的建筑图则 

 



 

ASD13/6-5/(45/2017) 海防道临时街市暨熟食小贩市场的建筑图则 

 

ASD13/6-5/(46/2017) 一间学校的工地平面图、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48/2017) 启德邮轮码头的 (i) 避雷针； (ii) 于 72 号格停机坪金

属围墙；及 (iii) 停机坪区域的临时排水渠的竣工图 

 

ASD13/6-5/(50/2017) 中环七号码头的建筑保养图 

 

ASD13/6-5/(53/2017) 元创方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55/2017) 牛棚艺术村的建筑图、结构图及平面图 

 

ASD13/6-5/(56/2017) 元创方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57/2017) 九龙公园第 S4 座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61/2017) (a) 西贡海滨公园； 

(b) 西贡海滨公园内一间咖啡店的平面图、切面图、侧

面图及结构图 

 

ASD13/6-5/(62/2017) 赤鱲角机场精密跑道监察指挥塔及后备空中交通管制

设施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65/2017) 元创方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66/2017) 香港公园内一间食肆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68/2017) 中环五号码头的平面图、剖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71/2017) 九龙公园游泳池的建筑图 

 

ASD13/6-5/(72/2017) 一间小学的平面图 

 

ASD13/6-5/(73/2017) 香港医学博物馆的建筑图 

 

ASD13/6-5/(74/2017) 教育展览及数据中心的平面图 

 

ASD13/6-5/(75/2017) 坚尼地城消防局的结构图 

 



 

ASD13/6-5/(76/2017) 香港中央图书馆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切面图 

 

ASD13/6-5/(78/2017) 水务署亚皆老街厂的平面图 

 

ASD13/6-5/(79/2017) 界限街一号体育馆的平面图及立面图 

 

ASD13/6-5/(81/2017) 元创方多用途会堂 ‘QUBE’ 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82/2017) 钦州街小贩市场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俯视图 

 

ASD13/6-5/(83/2017) 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84/2017) 马鞍山公共图书馆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85/2017) 中环街市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86/2017) 梁显利油麻地小区中心的平面图 

 

ASD13/6-5/(87/2017)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建筑署收到而可发放查

询数据的个案的数量 

 

ASD13/6-5/(90/2017) 一个位于观塘部门宿舍的商铺的平面图 

 

ASD13/6-5/(92/2017) 大会堂停车场及天星码头停车场的建筑图 

 

ASD13/6-5/(94/2017) 香港大会堂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95/2017) 一间书院的结构图 

 

ASD13/6-5/(97/2017) 大会堂停车场、天星码头停车场、油麻地停车场大厦及

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的建筑竣工图 

 

ASD13/6-5/(98/2017) 中环 4 号渡码头的侧面图及平面图 

 

ASD13/6-5/(99/2017) 元创方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100/2017)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101/2017) (1) 香港文化中心及沙田大会堂的平面图、剖面图及侧

面图 

(2) 葵青剧院及荃湾大会堂的平面图及侧面图 

 

ASD13/6-5/(105/2017) 一间书院的建筑图 

 



ASD13/6-5/(106/2017) 沙田街市的平面图 

 

ASD13/6-5/(107/2017) 香港机场消防救援及灭火站(北局)的结构图 

 

ASD13/6-5/(108/2017) 明爱医院怀信楼的建筑图、结构图及排水渠图 

 

ASD13/6-5/(109/2017) 屯门兆康新生农场的平面图 

 

ASD13/6-5/(110/2017) 展城馆的平面图、侧面图、剖面图及水喉工程图 

 

ASD13/6-5/(112/2017) 天晖路体育馆及天晖路小区会堂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13/2017) 元朗公园的尺寸平面图、剖面图及平面图 

 

ASD13/6-5/(114/2017) (a) 尖沙咀天星码头的平面图和侧面图  

(b) 中环 7 号渡轮码头的平面图 

 

ASD13/6-5/(115/2017) 小西湾综合大楼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116/2017) 屏山天水围文化康乐大楼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117/2017) 一间书院结构图及屋宇装备图 

 

ASD13/6-5/(118/2017) “Watervale House” (前哥顿军营) 的建筑及结构图 

 

ASD13/6-5/(120/2017) 展城馆的平面图、侧面图、剖面图及天花图 

 

ASD13/6-5/(121/2017) 一间学校的水喉及排水渠图则 

 

ASD13/6-5/(122/2017) 海港政府大楼的结构图 

 

ASD13/6-5/(123/2017) 生物信息中心的结构图 

 

ASD13/6-5/(124/2017) 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的地基结构竣工图 

 

ASD13/6-5/(125/2017) (1) 鸭脷洲风之塔公园的建筑图及设计原则 

(2) 香港仔海滨公园的建筑图 

 

ASD13/6-5/(126/2017) (1) 沙田大会堂的平面图、剖面图及立面图 

(2) 荃湾大会堂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127/2017) 天星码头停车场的平面图 

 

ASD13/6-5/(128/2017) 三家村码头的平面图 

 



 

ASD13/6-5/(129/2017) 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的建筑图 

 

ASD13/6-5/(130/2017) 兰桂坊垃圾收集站的结构图 

 

ASD13/6-5/(131/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32/2017) 元创方的工地平面图及二楼的平面图 

 

ASD13/6-5/(133/2017) 鲤鱼门公众术学校的结构图 

 

ASD13/6-5/(134/2017) 大埔仔军营的建筑图 

 

ASD13/6-5/(135/2017) 一间小学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36/2017) 西贡宜春街 63 号的结构图 

 

ASD13/6-5/(137/2017) 油麻地停车场的结构图 

 

ASD13/6-5/(138/2017) 一间位于黄竹坑的护理安老院的建筑图、结构图及有关
数据 

 

ASD13/6-5/(139/2017) 香港科学园 1C 期第 6 至 8 座幕墙的侧面图及标准大样
图 

 

ASD13/6-5/(143/2017) 油麻地多层停车场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45/2017) 油麻地专科诊所(新翼)的建筑及结构竣工图 

 

 

 

2017 年 4 月至 6 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ASD13/6-5/(93/2017) (1) 三间中学的工地平面图 

(2) 四间中学及一间小学的平面图、剖面图及立面图 

 

ASD13/6-5/(146/2017) (1) 上海街临时垃圾收集站的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 

(2) 玉器市场的平面图及立面图 

 

ASD13/6-5/(148/2017) 玛丽医院 J 座的: 

(1) 框架图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图 

(2) 顶楼的一般建筑须知 

(3) 10 楼的平面图 

 



ASD13/6-5/(149/2017) 一所监狱工业及职业训练大楼 1 号升降机机槽的结构

图及横梁图 

 

ASD13/6-5/(150/2017) 伊利沙伯医院 B 座顶楼的建筑、骨架/结构及横梁/石柱
详细资料的竣工图 

 

ASD13/6-5/(153/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图 

 

ASD13/6-5/(155/2017) 葵涌海关大楼的结构图 

 

ASD13/6-5/(157/2017) 税务大楼及入境事务大楼顶楼的结构图 

 

ASD13/6-5/(159/2017) 一间小学的建筑图、结构图及结构计算 

 

ASD13/6-5/(162/2017) 西贡万年街 94-96 号的排水渠及供水喉管图则 

 

ASD13/6-5/(164/2017) 元创方的平面图、工地平面图、立面图、地势图及参考

图片 

 

ASD13/6-5/(165/2017) 上环普仁街 12 号东华医院的建筑图 

 

ASD13/6-5/(166/2017) 赤鱲角精密跑道监察指挥塔及后备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的地基图 

 

ASD13/6-5/(167/2017) 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的建筑图 

 

ASD13/6-5/(169/2017) 一间小学的结构图 

 

ASD13/6-5/(170/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图 

 

ASD13/6-5/(171/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72/2017) 坑头(艺园)公厕及其旁边沙井的排污渠图则 

 

ASD13/6-5/(173/2017) 石排湾道食物环境卫生署防治虫鼠组的结构竣工图 

 

ASD13/6-5/(174/2017) 一间小学 2 楼的平面图及结构图 

 

ASD13/6-5/(177/2017) 鲗鱼涌市政大厦的排水渠图 

 

ASD13/6-5/(178/2017) (1) 贤居里垃圾收集站及贤居里公厕的建筑图、屋宇装
备图及结构图 

(2) 永兴街垃圾收集站及公厕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79/2017) 青洲警察康乐中心的建筑图 

 

ASD13/6-5/(180/2017) 生物信息中心的结构图 

 



 

ASD13/6-5/(187/2017) 一间小学的结构图 

 

 

 

 

2017 年 7 月至 9 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ASD13/6-5/(147/2017) 2013 年位于黄大仙区的一所街市的火灾调查报告 

 

ASD13/6-5/(183/2017) 油麻地停车场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84/2017) 元朗容凤书健康中心的结构图 

 

ASD13/6-5/(185/2017) 牛棚艺术村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186/2017) 域多利亚公众殓房、山道公众殓房、现行的九龙公众殓

房、温思劳街的葬礼办事处及牛棚和新九龙公众殓房火
葬场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188/2017)  一间小学的平面图及结构图 

 

ASD13/6-5/(189/2017) 一间前小学的建筑平面图及电气图 

 

ASD13/6-5/(190/2017) (1) 以下的建筑图: 

(a) 北角坟场办事处; 

(b) 葵涌第 26 区火葬场及坟场办事处; 

(c) 修订油街坟场办事处建议; 

(d) 红磡坟场(铁路)办事处; 

(e) 西环火葬场; 

(f) 沙田火葬场及骨灰场; 

(g) 鸡笼湾坟场的火葬场; 及 

(h) 红磡殡仪馆的坟场及火葬场办事处; 

  

(2) 以下的结构图: 

(a) 北角坟场办事处; 

(b) 葵涌第 26 区火葬场及坟场办事处;及 

(c) 红磡坟场(铁路)办事处 

 

ASD13/6-5/(191/2017) 沙田医院职员宿舍 B 座的建筑图及机电工程图 

 



 

ASD13/6-5/(192/2017) 以下地点的结构图及地基图: 

(a) 元朗剧院; 

(b) 元朗第 3 区公共图书馆及室内体育馆; 

(c) 一间特殊学校;及 

(d) 一间中学 

 

ASD13/6-5/(193/2017) 香港体育馆的建筑图 

 

ASD13/6-5/(195/2017) 一间特殊学校的建筑图、结构图及横梁及石柱的详细资
料 

 

ASD13/6-5/(196/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图、结构图及排水渠图 

 

ASD13/6-5/(197/2017) 工务计划 794CL「拆卸加路连山道拟发展用地的现有

上盖建筑物」的: 

(a) 石棉调查报告全文； 

(b) 树木保育和移除建议书全文；及 

(c) 交通影响评估报告全文 

 

ASD13/6-5/(198/2017) 赤鱲角消防局的建筑图 

 

ASD13/6-5/(201/2017) 一间学院的结构骨架图 

 

ASD13/6-5/(202/2017) (a) 一间警署的地基竣工图(包括围墙的详细资料) 

(b) 长沙湾熟食市场的地基竣工图 

(c) 长顺街游乐场的附属结构图 

 

ASD13/6-5/(205/2017) 石澳泳滩所有建筑物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06/2017) (1) 香港铁路博物馆及和合石火葬场的地基图； 

(2) 和合石火葬场的排水渠图；及 

(3) 以下斜坡的资料: 

7NW-B/R304;  

3SW-C/F154; 

3SW-C/F155; 及 3SW-C/R65 

 

ASD13/6-5/(207/2017) 一间小学的建筑图 

 

ASD13/6-5/(208/2017) 建筑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的印刷和电子存储媒
体的标凖收费表 

 

ASD13/6-5/(209/2017) 香港历史档案大楼的: 

(a) 建筑图及剖面图;及 

(b) 建筑设计师的数据 

 

ASD13/6-5/(210/2017) 一间邮政局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11/2017) 一间警署的地基及结构竣工图 

 

ASD13/6-5/(212/2017) 一间警署的结构竣工图包括围墙详细资料 

 

ASD13/6-5/(213/2017) 元创方的平面图、立面图及结构图 

 

ASD13/6-5/(214/2017)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结构骨架图及钢筋混凝土横梁数
据 

 

ASD13/6-5/(215/2017) 一间警署的结构图 

 

ASD13/6-5/(216/2017) 坚尼地道罗拔时楼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18/2017) 1960、1980 及 1990 年代启德机场的建筑图 

 

ASD13/6-5/(219/2017) 一幢政府纪律人员宿舍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20/2017) 凹头青少年中心的结构图 

 

ASD13/6-5/(221/2017) 以下地点的地下渠道图则: 

(1) 西营盘政府建筑物包括: 

(a) 西区小区中心; 

(b) 一间裁判法院大楼; 

(c) 西营盘小区综合大楼; 

(d) 一间邮政局; 

(e) 西营盘街市; 

(f) 正街街市;及 

(g) 第二街公共浴室 

 

(2) 香港动植物公园;及 

 

(3) 茶具文物馆 

 

ASD13/6-5/(222/2017) 葵青剧院的建筑图、骨架图、一般建筑须知及结构图的
钢筋混凝土的详细资料 

 

ASD13/6-5/(223/2017) 一间小学的建筑图、地下的平面图和结构图及排水设施

图 

 

ASD13/6-5/(226/2017) 元朗厦村祥降围公厕及大埔坪朗村公厕的结构竣工图

及结构计算 

 

ASD13/6-5/(227/2017) 一间邮政局的结构图及立面图 

 



 

ASD13/6-5/(228/2017) (1) 关于以下的建筑图: 

(a) 大会堂公共图书馆; 

(b) 大会堂停车场; 

(c) 天星码头停车场;及 

(d) 展城馆 

 

(2) 香港大会堂的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229/2017) 牛棚艺术村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30/2017) 伊利沙伯医院 M 座顶楼的结构图  

 

ASD13/6-5/(231/2017) 一间水警基地的结构图 

 

ASD13/6-5/(233/2017) 骆克道街市、联合道公园及赛西湖公园的平面图及立面
图 

 

ASD13/6-5/(234/2017) 牛池湾公园的详细建筑成本 

 

ASD13/6-5/(235/2017) 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的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 

 

 

 

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ASD13/6-5/(238/2017) 香港大会堂低座的结构图 

 

ASD13/6-5/(239/2017) 旺角救护站及大赤沙消防局的结构图 

 

ASD13/6-5/(240/2017) 香港科学馆的: 

(a) 地下的平面图；及 

(b) 立面图和剖面图 

 

ASD13/6-5/(241/2017) 一间小学有盖操场的建筑图 

 

ASD13/6-5/(244/2017) 爱丁堡广场的平面图及建筑图 

 

ASD13/6-5/(246/2017) 聚星楼的平面图、剖面图及立面图 

 

ASD13/6-5/(248/2017) (a) 一间邮政局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及结构图; 及 

(b) 天星码头停车场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252/2017) 西港城活化再使用前的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254/2017) 玛丽医院一号楼梯及自动楼梯的结构图及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详细数据 

 

ASD13/6-5/(256/2017) 九龙湾验车中心和新九龙湾验车中心的建筑图及结构
图 

 

ASD13/6-5/(257/2017) 屏山天水围文化康乐大楼的立面图、剖面图及平面图 

 

ASD13/6-5/(258/2017) 斜坡编号 7NW-B/FR143 的总体布置图、平面图、立面

图、剖面图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详细数据 

 

ASD13/6-5/(261/2017) (a) 调景岭体育馆的平面图、剖面图及立面图 

(b) 调景岭体育馆、公共图书馆和地区休憩用地的工地
平面图及设计原则 

 

ASD13/6-5/(263/2017) 中环街市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64/2017) 东涌小区服务综合大楼的平面图 

 

ASD13/6-5/(265/2017) 一间中学的排水渠图则 

 

ASD13/6-5/(267/2017) 香港湿地公园的湿地探索中心及入口广场的建筑图及

结构图 

 

ASD13/6-5/(268/2017) 一间分区警署总部的结构图 

 

ASD13/6-5/(269/2017) 大埔医院内私家路的地下管道设施的竣工图 

 

ASD13/6-5/(271/2017) 天星码头停车场和香港仔停车场的平面图 

 

ASD13/6-5/(272/2017) 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273/2017) 中环街市的建筑图、结构图及详细数据 

 

ASD13/6-5/(274/2017) 以下地点的平面图及剖面图: 

(a) 香港仔市政大厦;  

(b) 士美非路市政大厦;及 

(c) 小西湾综合大楼 

 

ASD13/6-5/(275/2017) 一间中学的结构图 

 

ASD13/6-5/(276/2017) 前福泽殡仪馆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78/2017) 天水围医院的实际竣工证明 

 

ASD13/6-5/(279/2017) 一所警犭队办事处的结构图 

 

ASD13/6-5/(280/2017) 黄竹坑医院的景观计划、围墙详细资料、排水及机电工
程服务的竣工图 

 

ASD13/6-5/(282/2017) 香港艺术馆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83/2017) 永康街休憩花园的结构图、排水渠图及建筑图 

 

ASD13/6-5/(285/2017) 孙中山纪念馆的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286/2017) 香港大会堂高座的平面图、侧面图、剖面图、骨架图及

天花反向图 

 

ASD13/6-5/(288/2017) 黑角头 (歌连臣角) 灯塔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290/2017) 一间小学的结构图 

 

ASD13/6-5/(291/2017) 旧病理学院的建筑图 

 

ASD13/6-5/(293/2017) 香港航海学校及斜坡编号 15NE-C/C225 护土墙的结构
图 

 

ASD13/6-5/(294/2017) 流浮山消防局的地基图 

 

ASD13/6-5/(296/2017) 由建筑署发出的一封关于明爱医院怀信楼的信件 

 

ASD13/6-5/(297/2017) 一间学校的骨架图 

 

ASD13/6-5/(298/2017) 茶具文物馆的建筑图 

 

ASD13/6-5/(299/2017) 元创方的建筑图及结构图 

 

ASD13/6-5/(300/2017) 香港科学馆的特别展览廰的平面图、侧面图及剖面图 

 

ASD13/6-5/(301/2017) 中环码头连接大楼及中环 7 号渡轮码头的平面图 

 

ASD13/6-5/(302/2017) 香港仔旧警署的建筑图、结构图及其建筑及维修时所用

物料的资料 

 

ASD13/6-5/(303/2017) 一间中学的建筑图、结构图和水管及排水设施 

 



ASD13/6-5/(304/2017) 建筑署一间工程承建商仍然负责中的政府工程的数据 

 

ASD13/6-5/(305/2017) 一间中学的平面图 

 

ASD13/6-5/(307/2017) 一间小学的结构图 

 

ASD13/6-5/(308/2017) 新界西贡湾景街 14 号的结构图 

 

 

注意: 披露记录并不包括以下索取数据要求：个别人士/公司索取其本

身的资料或与其有关的投诉个案的资料;索取已公布的资料;及索取可

透过收费服务取得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