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披露記錄 

 

本部門的披露記錄簡述根據《公開資料守則》(下稱《守則》)索取及 

發放的資料的性質。披露記錄將會每季更新。 
 

任何公眾人士如欲索取披露記錄內載列的任何資料，應向本部門的公

開資料主任提出索取資料要求。有關要求會根據《守則》處理。 
 

2018 年 1 月至 3 月 

參考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ASD13/6-5/(281/2017) 舂坎角泳灘的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及工地平面圖 
 

ASD13/6-5/(306/2017) 工務計劃第 794CL 號「拆卸加路連山道擬發展用地的

現有上蓋建築物」初步環境審查的全文 
 

ASD13/6-5/(309/2017) 和合石火葬場重建部份的建築圖和結構圖 
 

ASD13/6-5/(310/2017) 一間中學的建築圖 
 

ASD13/6-5/(2/2018) 城門谷運動場小食亭的平面圖 
 

ASD13/6-5/(3/2018) 一間小學的建築圖、結構圖及結構計算 
 

ASD13/6-5/(4/2018) 中區消防局的結構圖 
 

ASD13/6-5/(5/2018) 沙田大會堂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6/2018) 香港警察總部的結構圖 
 

ASD13/6-5/(7/2018) 尖沙咀碼頭及灣仔碼頭的建築圖 
 

ASD13/6-5/(8/2018) 康寧道公園 (第一期) 的污水渠圖則 
 

ASD13/6-5/(9/2018) 一間小學的結構圖 
 

ASD13/6-5/(10/2018) 香港文物探知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13/2018) 旺角道垃圾收集站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14/2018)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的建築圖則 
 

ASD13/6-5/(15/2018) 通州街臨時街市棚屋 1 至 7 號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
圖 
 

ASD13/6-5/(16/2018) 香港藝術館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平面圖 
 

ASD13/6-5/(18/2018) 海濱道 123 號附近的公廁、垃圾收集站、熟食市場及休
憩處的排水渠圖則 
 

ASD13/6-5/(19/2018) (a) 大會堂停車場、天星碼頭停車場及大會堂公共圖書
館的建築圖 

(b) 香港大會堂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20/2018) 荃景圍街市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21/2018)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的建築圖 
 

ASD13/6-5/(22/2018) 牛棚藝術村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23/2018) 林士德體育館的平面圖 
 

ASD13/6-5/(28/2018) 沙田公共圖書館的建築圖 
 

ASD13/6-5/(30/2018) 位於荃灣 428 號地段的建築物的結構圖及地基圖 
 

ASD13/6-5/(31/2018) 香港藝術博物館的建築圖 
 

ASD13/6-5/(32/2018) 中環街市的： 
(a) 地下至二樓的平面圖；及 
(b) 立面圖和剖面圖 
 

ASD13/6-5/(33/2018) 一間大學視覺藝術院的平面圖 
 

ASD13/6-5/(34/2018) 發展灣仔北展覽場地/會議設備用地的結構圖 
 

ASD13/6-5/(36/2018)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建築圖 
 

ASD13/6-5/(37/2018) 舊啟德機場消防局的平面圖 
 

ASD13/6-5/(39/2018) 沙田公共圖書館的平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40/2018) 建築署 2007 年及之後開始動工的基本工程合約資料 
 



ASD13/6-5/(43/2018) 九龍公園體育館的平面圖 
 

ASD13/6-5/(45/2018) 牛棚藝術村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46/2018) 位於荃灣美環街連貫愉景新城及荃景圍體育館之行人
天橋的建築圖 
 

ASD13/6-5/(47/2018) 旺角洗衣街水務署的平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48/2018)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總綱圖 

ASD13/6-5/(49/2018) (a) 關於皇后像廣場的建築圖則; 
(b) 關於和平紀念碑的建築圖則;及 
(c) 關於大會堂的建築圖則 
 

ASD13/6-5/(50/2018) 前香港皇家遊艇會會所的平面圖 
 

ASD13/6-5/(51/2018) 牛棚藝術村的平面圖、側面圖及正視圖 
 

ASD13/6-5/(52/2018) 元創方 B 座地下及一樓的骨架圖及結構圖 
 

ASD13/6-5/(53/2018) 入境事務大樓的建築圖則 
 

ASD13/6-5/(55/2018) 海防道臨時街市的平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56/2018) 一間前學校的建築圖則 
 

ASD13/6-5/(59/2018) 觀塘碼頭熟食市場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60/2018) 稅務大樓 33 樓的建築平面圖 
 

ASD13/6-5/(61/2018) 元創方的平面圖、側面圖、剖面圖、立體正投影圖及三

維模型 
 

ASD13/6-5/(62/2018) 高山劇場新翼一樓的平面圖 
 

ASD13/6-5/(63/2018) 元創方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64/2018) 預鑽石孔之鋼工字樁的資料 
 



 
ASD13/6-5/(66/2018) 九龍公園體育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及側面圖 

 
ASD13/6-5/(67/2018) 摩理臣山游泳池的建築施工圖、結構施工圖及屋宇裝備

施工圖 
 

ASD13/6-5/(68/2018)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的平面圖及側面圖 
 

ASD13/6-5/(72/2018) 天星碼頭停車場的立面圖、剖面圖及平面圖 
 

ASD13/6-5/(73/2018) 銅鑼灣社區中心的建築圖 
 

ASD13/6-5/(74/2018) 香港文化中心的: 
(a) 地下平面圖; 
(b) 屋頂／位置圖則包括露天廣場; 及 
(c) 大廰及露天廣場的剖面圖 

 
ASD13/6-5/(75/2018) 前啓德機場香港飛機工程維修大廈的結構圖 

 
ASD13/6-5/(76/2018) 赤柱市政大廈側面圖、剖面圖及平面圖 

 
ASD13/6-5/(77/2018) 斜 坡 編 號 7SW-C/C277, 7SW-C/C869 及 

7SW-C/CR1376 的竣工圖、斜坡維修手冊、工程人員巡
查報告及其它相關資訊 
 

ASD13/6-5/(78/2018) 一間中學的結構圖及加固圖 
 

ASD13/6-5/(79/2018) 筲箕灣街市及鵝頸街市的側視圖、平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80/2018) 一間學校的工地平面圖、側視圖、平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81/2018) 九龍灣驗車中心的結構圖、剖面圖、側面圖及有關計算 
 

ASD13/6-5/(82/2018) 香港大會堂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84/2018) 郵政總局的平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85/2018) (a) 九龍公園游泳池的建築圖; 
(b)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的平面圖及剖面圖; 
(c) 香港文物探知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及側面圖; 及 
(d) 九龍公園的總綱發展藍圖及工地平面圖 
 



 
ASD13/6-5/(86/2018) 康寧道公園 (第 1 期) 服務大樓的建築圖 

 
ASD13/6-5/(87/2018) 湖山路社區會堂及青山魚類批發市場的平面圖、剖面圖

及側視圖 
 

ASD13/6-5/(88/2018) 燈籠洲街市的平面圖、剖面圖及側視圖 
 

ASD13/6-5/(90/2018) 民輝街公廁的平面圖及側視圖 
 

ASD13/6-5/(91/2018) 觀塘海濱花園 (第 1 及第 2 期) 的註釋版平面圖 
 

ASD13/6-5/(92/2018) 舊赤柱警署的平面圖 
 

ASD13/6-5/(94/2018) 筲箕灣街市的建築竣工圖、結構竣工圖及屋宇裝備竣工
圖 
 

ASD13/6-5/(95/2018) 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的平面圖、側面圖、剖面圖及
天花圖 
 

ASD13/6-5/(96/2018)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的建築施工圖及結構施工圖 
 

ASD13/6-5/(99/2018) 工務工程第 13GB 號的資料 
 

ASD13/6-5/(102/2018) 小蠔灣政府維修廠的排水渠圖則 
 

ASD13/6-5/(103/2018) 中環街市的建築圖則 
 

ASD13/6-5/(104/2018) 土瓜灣青州街海關人員宿舍的地基圖 
 

ASD13/6-5/(107/2018) 大會堂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112/2018) 一間工業學校的平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113/2018) 一間中學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116/2018) 前西區消防局的建築圖則 
 

ASD13/6-5/(118/2018) 一間中學的建築圖、結構圖及渠水圖 
 

ASD13/6-5/(120/2018) 前流浮山警署的骨架圖及地基圖 
 



 
ASD13/6-5/(123/2018) 斜坡編號 15NW-B/C 135 的下列資料: 

(a) 過往的維修記錄; 
(b) 過往山泥傾瀉的記錄; 
(c) 維修方法; 
(d) 狀況; 
(e) 分類; 及 
(f) 擁有權 
 

ASD13/6-5/(124/2018) 牛棚藝術村的建築圖 
 

ASD13/6-5/(126/2018) 九龍公園游泳池的結構圖 
 

 
 

2018 年 4 月至 6 月 

參考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ASD13/6-5/(128/2018) 大角咀市政大廈的平面圖 
 

ASD13/6-5/(130/2018) 舊旺角街市大厦的平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132/2018) 一間小學的地基圖 
 

ASD13/6-5/(133/2018) 油麻地停車場大廈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134/2018) (1) 以下地點的平面圖、剖面圖及側面圖： 
(a) 香港大會堂; 
(b) 展城館; 及 
(c) 大會堂停車場  

(2) 中環碼頭連接大樓及中環七號碼頭的平面圖 
 

ASD13/6-5/(135/2018) 郵政總局及天星碼頭停車場的建築圖 
 

ASD13/6-5/(136/2018) 香港科學園光電子中心頂層的結構圖則 
 

ASD13/6-5/(137/2018) (1) 沙田中央公園內及常盛街公園內的遊樂場的平面
圖; 

(2) 常盛街公園內的遊樂場的側面圖;及 
(3) 北角邨內、沙田中央公園及常盛街公園內的遊樂場

的照片 
 

ASD13/6-5/(139/2018) 愛丁堡廣場的平面圖 
 

ASD13/6-5/(141/2018) 工務工程計劃第 13GB 號的資料 
 

ASD13/6-5/(143/2018) 一間中學平面圖、剖面圖、明細圖及側面圖 
 



ASD13/6-5/(144/2018) 一間中學的平面圖及結構圖 
 

ASD13/6-5/(145/2018) 新界北動物管理中心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146/2018) (1) 1958 年磅巷浴室的建築圖; 及 
(2) 1903 年後卜公花園的建築圖 

 
ASD13/6-5/(147/2018) 一間小學的建築圖則 

 
ASD13/6-5/(150/2018) (1) 軍人墳場及西灣國殤紀念墳場的建築圖；及 

(2)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紀念庇護所的結構圖 
 

ASD13/6-5/(151/2018) 康恩園編號 W3A 及 W14 牆壁的結構計算 
 

ASD13/6-5/(153/2018) 薄扶林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結構圖則 
 

ASD13/6-5/(154/2018) 一間學校校內的沙井位置圖及排水渠圖則 
 

ASD13/6-5/(155/2018) 葵涌醫院的結構圖則 
 

ASD13/6-5/(156/2018) 屯門天后廟廣場的建築圖則 
 

ASD13/6-5/(157/2018) 一間學校的建築圖、結構圖及屋宇裝備圖 
 

ASD13/6-5/(159/2018) 中環六號碼頭的平面圖 
 

ASD13/6-5/(160/2018) 灣仔政府大樓的結構圖 
 

ASD13/6-5/(161/2018) 大埔水窩村停車場側的斜路的施工/竣工圖及其檢查/
保養記錄 
 

ASD13/6-5/(162/2018) 位於牛池灣的一座政府宿舍的平面圖 
 

ASD13/6-5/(164/2018) 盛芳街休憩公園的建築圖 
 

ASD13/6-5/(165/2018) 工業貿易大樓 D 樓層行人道的建築圖、排水圖及結構
圖 
 

ASD13/6-5/(167/2018) 以下地點的剖面圖及側面圖: 
(1) 愛秩序灣街市熟食中心; 
(2) 柴灣市政大廈; 
(3) 鯉魚門市政大廈; 
(4) 聯和墟市政大廈; 
(5) 大角咀市政大廈; 及 
(6) 大埔市政綜合大樓 

 
ASD13/6-5/(168/2018) 佐敦谷公園廁所的建築圖、結構圖及結構計算 

 
ASD13/6-5/(169/2018) 東涌北公園內的建築物的建築圖、結構圖及結構計算 

 



 
ASD13/6-5/(170/2018) (1) 一間學校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2) 青山陶窰(龍窰)的建築圖 
 

ASD13/6-5/(171/2018) (1) 港灣道花園的平面圖、結構圖及地下水管圖 
(2) 菲林明道花園的結構圖  
(3) 告士打道花園的平面圖 
 

ASD13/6-5/(172/2018) 以下政府檔案處參考編號的圖則： 
HKRS815-10-1865 至 1867, HKRS815-17-564, 
HKRS815-23-304 及 305, HKRS815-28-1515, 
HKRS815-29-655 至 658, HKRS815-29-821, 
HKRS815-30-1752 及 1753, HKRS815-31-725, 
HKRS819-2-3217 及 3218, HKRS819-59-738, 
HKRS819-61-1187, HKRS819-66-310 及 311, 
HKRS820-1-1596, HKRS820-2-789, HKRS820-2-833,  
HKRS820-2-846 至 851, HKRS820-2-756, 
HKRS820-2-911,  
HKRS820-2-924, HKRS820-2-933 及 HKRS820-2-1796 
 

ASD13/6-5/(173/2018)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的結構圖 
 

ASD13/6-5/(174/2018) 郵政總局的平面圖、結構圖、剖面圖及側面圖 
 

ASD13/6-5/(175/2018) 大埔廣福道 105 號 5 樓及天台的建築圖、結構圖及水管
圖 
 

ASD13/6-5/(176/2018) 一所特殊的學校的建築圖、結構圖、地基圖及結構計算 
 

ASD13/6-5/(177/2018) 薄扶林展亮技能發展中心二樓及七樓的建築圖則 
 

ASD13/6-5/(178/2018) 51 個休閒公園的圖則： 
(1) 金鐘花園; 
(2) 般咸道休憩花園; 
(3) 必列啫士街街市兒童遊樂場; 
(4) 堅巷花園; 
(5) 遮打花園及休憩處;  
(6) 大會堂紀念花園; 
(7) 加倫臺兒童遊樂場; 
(8) 康樂花園; 
(9) 伊利近街兒童遊樂場; 
(10) 發興街兒童遊樂場; 
(11) 夏慤花園; 
(12-1) 荷李活道兒童遊樂場; 
(12-2) 荷李活道公園; 
(13) 九如坊兒童遊樂場; 
(14) 奇靈里兒童遊樂場; 
(15) 光漢台花園; 
(16) 琳寶徑休憩花園; 
(17) 梅芳街兒童遊樂場及休憩處; 
(18) 皇后街休憩花園; 
(19) 玫瑰里兒童遊樂場; 
(20) 西安里兒童遊樂場; 
(21) 西安里休憩花園; 



(22) 西營盤郵政局兒童遊樂場; 
(23) 三家里兒童遊樂場; 
(24) 皇后像廣場花園; 
(25) 崇慶里兒童遊樂場; 
(26) 屈地街兒童遊樂場; 
(27) 永利街休憩花園及休憩處;(只有長凳); 
(28) 李陞街遊樂場（5 人足球場及籃球場; 
(29) 西湖里遊樂場; 
(30) 卜公花園(7 人足球場、籃球場及排球場); 
(31) 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32-1) 第三街遊樂場; 
(32-2) 第三街休憩處; 
(33) 堅道休憩處;  
(34) 正街休憩處; 
(35) 中和里休憩處; 
(36) 急庇利街休憩處; 
(37) 閣麟街休憩處; 
(38) 嘉咸街休憩處; 
(39) 蘭桂坊休憩處; 
(40) 樂慶里臨時休憩處; 
(41) 常豐里休憩處; 
(42) 山道天橋底休憩處; 
(43) 差館上街休憩處; 
(44) 中西區海濱長廊-上環段; 
(45) 中西區海濱長廊 (中環段); 
(46) 中環碼頭海濱長廊及統一碼頭道休憩處; 
(47) 三號碼頭花園; 
(48) 香港公園; 
(49) 添馬公園; 
(50) 和平紀念碑; 
(51-1) 中山紀念公園（包括籃球場）; 
(51-2) 中山紀念公園社區園圃 
 
(a) (1)至(33)及(35) to (51)的建築圖則; 
 
(b) (4) 至(6), (10) 至(12), (14), (15), (20), (21), (23) 至

(25), (27) 至(31), (32-2), (33), (37) 至(40), (48), (50) 
及(51-1) 的剖面圖; 

 
(c) (4) 至(6), (10), (11), (12-2), (15), (24), (25), (28) 至

(30), (32-2), (33), (38) 至(40), (48) 及(51-1) 的側面
圖; 及 

 
(d) (1), (4) 至(6), (10) 至(12), (14), (15), (17) 至(21), 

(23) 至(26), (28) 至(31), (32-2), (33), (36), (38) 至
(40), (45), (48), (50) 及(51-1) 的詳圖 

 
ASD13/6-5/(180/2018) 元創方的 WR1 表格 (工程完成證書) 

 
ASD13/6-5/(181/2018) 西貢萬年街 96 號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182/2018) 流浮山消防局的圍牆的結構圖 

 
ASD13/6-5/(184/2018) 西貢萬年街 98 號 1 至 3 樓的建築圖 

 
ASD13/6-5/(185/2018) 一所小學的建築竣工圖及結構竣工圖 

 



ASD13/6-5/(186/2018) 斧山道運動場小食部的平面圖 
 

ASD13/6-5/(187/2018) 瑪嘉烈醫院 H 座的結構計算 
 

ASD13/6-5/(190/2018) 一所中學的兩座校舍的建築圖 
 

ASD13/6-5/(192/2018) 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的平面圖及景觀圖 
 

ASD13/6-5/(193/2018) 天暉路體育館及天暉路社區會堂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2018 年 7 月至 9 月 

參考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ASD13/6-5/(179/2018) (a) 香港文化中心的建築圖 

(b) 前九廣鐵路鐘樓的建築圖 

ASD13/6-5/(191/2018) 一間公立學校的建築圖則 

ASD13/6-5/(194/2018) 舊大埔警署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195/2018) 一間前公立學校的結構圖 

ASD13/6-5/(196/2018) 政府檔案處參考編號 HKRS815-26-1762 的圖則 

ASD13/6-5/(197/2018) 香港濕地公園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198/2018) 20 世紀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一間學院的拆遷圖 

ASD13/6-5/(199/2018) 菲臘牙科醫院的建築圖 

ASD13/6-5/(200/2018) 一間學校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201/2018) 中環 3 號渡輪碼頭的建築平面圖 

ASD13/6-5/(202/2018) 星街垃圾收集站的地基圖及結構圖 

ASD13/6-5/(204/2018) (1) 北區醫院的建築圖、排水渠圖、水管工程圖及結
構圖 

(2) 沙田慈氏護養院的建築圖、排水渠圖及結構圖 

ASD13/6-5/(205/2018) 中環 3 號渡輪碼頭的建築圖 

ASD13/6-5/(206/2018) 郵政總局在 1911 年至 1967 年期間的建築圖 

ASD13/6-5/(207/2018) 香港警察學院的結構圖 

ASD13/6-5/(208/2018) 慈雲山警署的結構圖 

ASD13/6-5/(209/2018) 由建築署所管理的公務員職系的編制及薪酬表 

ASD13/6-5/(210/2018) 香港文物探知館的結構圖 



ASD13/6-5/(212/2018) 東九龍政府合署的建築圖 

ASD13/6-5/(214/2018) 機電工程署總部的竣工結構圖 

ASD13/6-5/(215/2018) 觀塘裁判法院的側面圖 

ASD13/6-5/(216/2018) 一間學院的供水連接的相關文件 

ASD13/6-5/(217/2018) 柴灣市政大廈 3 樓的建築圖、機電圖及結構圖 

ASD13/6-5/(218/2018)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期間建築署與
荃灣及葵青地政處就檢查九華徑食水配水庫上蓋建築
物的便箋 

ASD13/6-5/(220/2018) 北區大會堂的結構圖 

ASD13/6-5/(221/2018)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的結構圖 

ASD13/6-5/(222/2018) 工業貿易大樓的 
(a) 竣工地基圖及切面圖; 及 
(b) 竣工地庫圖及切面圖 

ASD13/6-5/(223/2018) 前調景嶺警署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225/2018) 北角(東)渡輪碼頭的 
(a) 建築圖; 及 
(b) 結構圖(屋頂除外) 

ASD13/6-5/(228/2018) 長沙灣屠場的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天花圖及結

構圖 

ASD13/6-5/(229/2018) 一間小學地下的緊急車輛通道的圖則 

ASD13/6-5/(230/2018) 尖沙咀渡輪碼頭（天星渡輪碼頭）KP-41 號舖的結構
圖 

ASD13/6-5/(231/2018) 竹篙灣消防局的結構圖 

ASD13/6-5/(232/2018) 薄扶林消防局及青山灣消防局的結構圖 

ASD13/6-5/(233/2018) 一間小學天台的建築圖、結構圖及相關計算 

ASD13/6-5/(234/2018) 機電工程署總部的竣工建築圖 

ASD13/6-5/(235/2018) 舊大澳警署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237/2018) 香港科學園集成電路開發中心的結構圖 

ASD13/6-5/(241/2018) 下列建築物的竣工地基圖: 
(a) 觀塘法院 
(b) 東九龍政府合署 

ASD13/6-5/(242/2018) 紅磡碼頭(南)及中環 8 號碼頭的建築圖(包括平面圖) 

ASD13/6-5/(243/2018) 一間學校的水管工程圖及排水渠圖則 

ASD13/6-5/(246/2018) 土瓜灣體育館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切面圖 



ASD13/6-5/(247/2018) 瑪嘉烈公主醫院 E 座及 F 座的結構圖 

ASD13/6-5/(250/2018) 九龍公共圖書館的結構圖 

ASD13/6-5/(251/2018) 九龍公園游泳池的結構圖 

ASD13/6-5/(252/2018) 大埔醫院主座一樓的平面圖 

ASD13/6-5/(254/2018) 瑪嘉烈公主醫院 K 座的結構圖 

ASD13/6-5/(258/2018) 一間工業學院的結構圖 

ASD13/6-5/(259/2018) 東華三院賽馬會展翔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的建築圖及
結構圖 

ASD13/6-5/(261/2018) 漆咸道營地的平面圖 

ASD13/6-5/(263/2018) 位於干諾道中 5號以東的現有行人隧道的竣工記錄圖： 
(a) 結構平面圖（包括上層建築工程和基礎工程）及相

關坐標; 
(b) 具有水平和尺寸的典型部分; 及 
(c) 縱剖面（立面圖） 

ASD13/6-5/(264/2018) 關於馬頭角屠房（牛棚）的圖則紀錄 

ASD13/6-5/(265/2018) 一間中學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 

參考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ASD13/6-5/(239/2018) (a) 元創方的方平面圖、側面圖、剖面圖、骨架圖、

結構圖、工地平面圖、地勢圖、參考圖片及立體

正投影圖; 
(b) 預鑽石孔之鋼工字樁的資料; 及 
(c) 1960、1980 及 1990 年代啟德機場的建築圖 

ASD13/6-5/(256/2018) 工務工程計劃項目第 453RO 號的剖面圖 

ASD13/6-5/(266/2018) 一間學校的平面圖、結構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267/2018)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部的結構圖 

ASD13/6-5/(269/2018) 一間中學的圍欄牆記錄圖、排水渠及供水記錄圖 

ASD13/6-5/(270/2018) 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271/2018) 中區警署建築群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272/2018) 香港大會堂的建築圖 

ASD13/6-5/(273/2018) 長沙灣屠房的建築圖包括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274/2018) 沙田公共圖書館及荃灣公共圖書館的公眾區域的平面

圖 

ASD13/6-5/(275/2018) 尖沙咀渡輪碼頭 KP-39A 號舖的建築圖、結構圖及排

水渠圖 

ASD13/6-5/(276/2018) 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平面圖 

ASD13/6-5/(278/2018) 一間小學的結構圖 

ASD13/6-5/(279/2018) 馬頭角屠房的建築圖 

ASD13/6-5/(280/2018) 一間小學的結構圖及建築圖 

ASD13/6-5/(281/2018) 一間中學的建築圖及骨架圖 

ASD13/6-5/(283/2018) 紅磡暢行道 6 號的平面圖 

ASD13/6-5/(284/2018) 灣仔運動場西面看臺的結構圖、建築圖及地基基礎圖紙 

ASD13/6-5/(285/2018) 機電工程署總部上層建築及行人天橋的竣工結構及

地基圖 

ASD13/6-5/(288/2018) 梨木樹救護站的渠道圖則 

ASD13/6-5/(289/2018) (a) 屯門河畔公園的放樣圖(附有尺寸)、平面圖、排水
及水管圖及結構圖; 及 

(b) 杯渡路(南)休憩公園的平面圖及排水圖 

ASD13/6-5/(290/2018) 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291/2018) 沙田街市的平面圖、結構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292/2018) 一間中學天台頂層的建築圖及骨架圖 

ASD13/6-5/(293/2018) 尖沙咀渡輪碼頭 KP-41 號舖的結構圖 

ASD13/6-5/(294/2018) 藍屋建築群的： 
(a) 未活化前對結構方面所測試的結構數據; 
(b) 未活化前的結構圖則; 及 
(c) 活化後的結構圖則 

ASD13/6-5/(295/2018) 北角警署的結構圖 

ASD13/6-5/(296/2018) 一間小學的建築及渠務圖 

ASD13/6-5/(297/2018) 暢行道 6 號的結構圖及結構計算 

ASD13/6-5/(300/2018) 以下地點的地基圖則: 
(a) 贊育醫院(包括護土牆); 及  
(b) 菲臘牙科醫院牙科技術員培訓中心 

ASD13/6-5/(301/2018) 一間中學的結構圖 

ASD13/6-5/(303/2018) 牛池灣市政大廈的結構圖 

ASD13/6-5/(304/2018) 電氣道市政大廈的立面圖、平面圖、剖面圖及結構圖 



ASD13/6-5/(305/2018) 一間小學的改善工程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306/2018) 以下地點的骨架圖: 
(a)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觀塘分校); 及 
(b)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 

ASD13/6-5/(307/2018) 西九龍法院大樓的地基施工圖則、地基施工方法及力

學計算 

ASD13/6-5/(308/2018)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鮮果市場 B 區的平面圖 

ASD13/6-5/(309/2018)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平面圖、結構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311/2018) 一間中學的建築圖 

ASD13/6-5/(312/2018) 以下地點的建築圖: 
(a) 展城館; 及 
(b) 香港大會堂低座 

ASD13/6-5/(314/2018) 香港大會堂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315/2018) 卜公花園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316/2018) 香港濕地公園河畔觀鳥屋、魚塘觀鳥屋及泥灘觀鳥屋

的建築圖 

ASD13/6-5/(317/2018) 盧押道垃圾收集站的結構圖及建築圖 

ASD13/6-5/(321/2018) 西貢海濱公園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322/2018) 上環市政大廈的建築圖、剖面圖、立面圖及其詳情 

ASD13/6-5/(323/2018) 磅巷公廁及浴室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324/2018) 九龍城碼頭的平面圖、立視圖及剖面圖 

ASD13/6-5/(326/2018) 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327/2018)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A 座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329/2018) (a) 大館及威菲路軍營第S61座及第S62座的工地平面
圖、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及 

(b) 舊鯉魚門軍營: 
(i) 第7座及第25座的工地平面圖及平面圖;  
(ii) 第 10 的工地平面圖、平面圖剖面圖 

ASD13/6-5/(330/2018) 一間中小學的批准建築圖及批准結構圖(包括結構計算)  

ASD13/6-5/(331/2018) 一間中學的水管記錄圖和排水記錄圖 

ASD13/6-5/(332/2018) 郵政總局的平面圖、剖面圖及正視圖 

ASD13/6-5/(333/2018) 夏利萊博士伉儷綜合復康中心的結構圖 

ASD13/6-5/(334/2018) 香港公園霍士傑溫室的建築圖及結構圖 



ASD13/6-5/(337/2018)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於 70 年代擴建時的建築圖 

ASD13/6-5/(338/2018)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 5 號飛利浦大廈頂層的建築圖

及結構圖 

ASD13/6-5/(339/2018) 和合石火葬場的竣工建築圖 

ASD13/6-5/(340/2018) 通州街臨時街市的平面圖、側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341/2018) 牛池灣市政大廈的結構圖 

ASD13/6-5/(344/2018) 一間小學的學校改善工程的結構圖及建築圖 

ASD13/6-5/(345/2018)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的建築平面圖及結構平面圖 

ASD13/6-5/(346/2018) 雅麗珊社區中心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347/2018) 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地下及一樓的建築及結構圖 

ASD13/6-5/(348/2018) 西營盤街市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349/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的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350/2018) 福澤殯儀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及立面圖 

ASD13/6-5/(351/2018) 前工業貿易署大樓的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及結構圖 

ASD13/6-5/(354/2018) 伊利沙伯醫院 M 座二樓所有廁所的設計通風參數的記

錄圖 

ASD13/6-5/(356/2018) 一間小學的結構圖 

ASD13/6-5/(358/2018) 瑪嘉烈醫院 G 座的建築圖、骨架圖及排水圖 

ASD13/6-5/(359/2018) 順利邨紀律部隊宿舍的地基圖 

ASD13/6-5/(360/2018)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的立面圖及剖面圖 

ASD13/6-5/(361/2018) 竣工記錄圖，斜坡維護手冊，工程師檢查報告和其他

斜坡及擋土牆編號 7SW-C/C870, 7SW-C/R16, 

7SW-C/C275, 7SW-C/R/17 及 7SW-C/CR276 

 

注意: 披露記錄並不包括以下索取資料要求：個別人士/公司索取其本

身的資料或與其有關的投訴個案的資料;索取已公布的資料;及索取可

透過收費服務取得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