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景計劃目標

我們正確的聽到你嗎?

願景計劃原則和目的

A. 參與社區定義和制定McLaren Park的身份

1. 保持McLaren Park的自然景色
目的：

B. 制定計劃和設計原則以建立一個社區支援的

願景

a. 識別維修和改善的區域作為重要的自然區域
b. 制定設計準則以支援置身其中的野趣（自然景色）經驗
c. 制定標誌牌和設計策略教育社區認識自然區域之價值

2. 增強McLaren Park的全景景觀
目的：

C. 平衡鄰里和城市使用McLaren Park同時保護
獨特的自然區域

a. 識別重要的全景景觀予以保護和增強
b. 制定設計準則保護和架構主要風景

3. 創建在McLaren Park提供多樣化遊戲的機會
目的：

D. 投資2012債券於支持McLaren

Park未來

a. 識別十分適合McLaren Park的多樣化遊戲類型
b. 識別地點以整合多樣化遊戲入McLaren Park

共同願景的優先項目
4. 增強社區接進入和通過McLaren Park
目的：

E. 為未來投資定位McLaren Park

a. 設計一個清楚的小徑和道路網
b. 制定標誌牌和尋路牌策略，以增加適航性並提供生態教育
c. 設計遠足、騎自行車和跑步道路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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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園
改善公園

MCLAREN PARK 地圖

意見小組討論重要公園議題
在社區外展期間我們識別多個改善McLaren Park公園的項目。我們將在過程中舉行
意見小組，交流如何在工程發展這些項目。如你有興趣參與這些意見小組，請在你
的回饋表格中告訴我們。

公園工程
我們從社區外展中識別這些更詳細的項目。這些項目有些已在進行或有承諾的合作關
係。來自2012債券案的額外資助可資助正在進行的項目，以增強目前的計劃或完成
未來的階段。請在你的回饋表格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道路工程
合作工程是在社區外展識別需要和其他市部門合作完成的工程。這些工程可包括在
McLaren Park願景計劃內，標記為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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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小組討論重要公園議題
改善小徑和路徑

原則

1. 保持McLaren
Park的自然景觀

目的

• 描繪自然區域
• 發展生態解釋標誌
• 增強本地植物

2. 增強McLaren
Park的一覽無餘

創建多樣化遊戲的
機會

4. 增強社區接進和
通過McLaren Park

•
•
•
•

• 在離開觀景點處提供生態教育標誌

McLaren Park公園的改善項目。將在過程
中舉行意見小組，討論如何在工程開發這
些領域。

創造入口和定義邊緣

•增
 強在公園邊緣周圍的置身其中的品質，同時保持
安全和能見度
•使
 用植物提供清楚的公園邊緣以改善公園與城市其
他地方不同的易辨識性

改善場地供多種用途

•結
 合生態和種植入場地的毗鄰空間，以提供一種圍
地感

• 指導仔細篩選和修剪以增強小徑的風景
• 沿小徑創造停下來的時刻以享受風景

• 識別重要風景予以保護和增強
• 提供座位和空間以享受每個地點獨特的主要風景
• 指導仔細篩選和修剪以增強小徑的風景

• 在進入公園的經驗裡結合主要的風景

• 找出最大景觀的遊戲區

勾勒無須繫帶的溜狗區
創造越野跑步徑
創造爬山自行車徑
改善遠足徑

• 找出最大景觀的遊戲區

•使
 用公園邊緣的鄰里康樂中心作為吸引和進入
McLaren Park

•增
 強目前的運動場地提供更多用途
•增
 設令人愉快的設施以支持更長久使用場地，
包括照明和洗手間
•修
 建目前情況欠佳的場地
•准
 予在場地打匹克球和太極

•
•
•
•

• 創造標誌和尋路牌幫助識別主要風景的地點
•使
 用觀景點提供前往周圍鄰里和公園特色地
點的方向

全景

3. 在McLaren Park

增強觀景點

通過一個社區驅動的過程，識別了多項

從鄰區創造主要的環圈小徑
改善路面品質
為安全環境提供照明
改善標誌牌和尋路牌

• 在公園邊緣創建小徑起點連接更大的路徑
•改
 善接入公園小徑的能見度
•用
 道路和小徑連結周圍的社區入公園

•提
 供清楚和安全的前往場地道路，包括標誌牌和
尋路牌
•增
 加場地的可接進性和路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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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團體野餐區和
增加操場

公園工程
改善 jerry garcia
露天劇場

通過社區外展連同更多細節清楚識別這些
工程。這些工程有些已在進行中或已有承
諾的合作關係。在進行的項目可給予2012
年債券案的額外資助，以增強目前的計劃
或完成未來的階段。

上水塘景觀和
改善野餐區

康樂和公園局最近已改善上水塘的基建，包括修建泵房、更換泵、控制器
和幕。此外，維修人員已清潔水塘。上水塘更進一步的改善可包括新的景
觀和修建野餐區及道路。

原則

1. 保持McLaren
Park的自然景觀

2. 增強McLaren
Park的一覽無餘

增加 leland
社區花園的預算

McLaren Community Garden 社區花園目前處於設計階段。施工將於2017
年秋季開始，但獨立於統籌，將連帶公共事業委員會在毗鄰正在興建之工
程。如有額外的資助，目前的設計可予增強，包括一個溫室、更多的兒童
聚集空間、改善地點的陳設和可能擴大花園。

建造自行車公
園階段 2

自行車公園階段1已得到充份的資助，已訂於2017年二月開始工程，在2017年
夏季完成。自行車公園供爬山自行車和BMX自行車（非機動性自行車）使用。階
段1包括一個家庭自行車周邊小徑、一條煤渣跑道、和一個有桌子和座椅的野
餐區。階段2有一個概念設計，包括地形和木的平台供中級和高級和騎車者使
用。階段2目前未有資助或時間表。

目的
• 增強本地植物
•創造一個自然啟發的操場
•限制使用合成材料

• 復元和結合小溪入露天劇場
• 用樹林架構露天劇場

• 改善水塘周圍的種植

• 使用本地植物和天然材料
•促
 進更少用水

• 使用本地植物和自然材料
• 用樹林架構自行車公園

•架
 構觀點，從野餐區朝向
Dogpatch區和東灣

• 在山脊提供空間以享受風景

•在
 泵房提供座位區，包括進入毗鄰樹
木的風景

• 找出有充份景觀的座位和野餐桌地區

• 找出有充份景觀的座位和野餐桌地區

•
•
•
•

•
•
•
•

• 改善目前的野餐區
• 改善和維修圍繞水塘的小徑

•創
 建一個更大的花園容納更多人
•增
 強設計，使有一個溫室和更多的
聚合空間供教育計劃用

•建
 造階段2的自行車公園可增加階段1的
面積和為中級和高級騎車者提供更具挑戰
性的騎車經驗。
•康
 樂和公園局計劃就2050 Sunnydale Ave
毗鄰的建築物改為自行車公園規劃地點。

全景

3. 在McLaren Park
創建多樣化遊戲的
機會

創
 建一個自然啟發的操場
在
 遊戲區附近建造公共洗手間
增
 加更多的野餐區
改
 善兩個目前的團體野餐區

提供一個樊籬設計以改善活動管理
增加活動的數目
為租借地提供基建
增加容量

規劃以青少年和鄰居為主。

4. 增強社區接進和
通過McLaren Park

• 改善往紅木林的連結
• 闡明小徑起點
• 改善標誌牌和尋路牌

• 改善接進和標誌牌
• 充份化目前停車設施
• 改善舞台和座位

• 修建前往和圍繞水塘的道路
• 提供尋路牌和生態教育的標誌牌

•連
 結McLaren社區花園的入口入公園小徑／
道路的更大網絡，使能從訪谷區接進入
McLaren Park

• 改善接進和標誌牌

社區會議#2
2017年2月4日

道路工程

改善在 JOHN F SHELLEY DRIVE的
行人和騎自行車的安全

原則

1. 保持McLaren
Park的自然景觀

2. 增強McLaren
Park的一覽無餘

道路工程是在社區外展中識別需要和其他
市部門合作完成的工程。這些工程可以包
括入McLaren Park願景計劃內，標誌為合
作項目。

改善在 SUNNYDALE AVENUE的
行人和騎自行車的安全

改善在 VISITACION AVENUE的
行人和騎自行車的安全

所有道路工程的目的
• 可能的話使用本地植物和自然材料
• 保留任何本地或傳統的樹木
• 對自然區域干擾減至最少

• 找出有充份景觀的座位和野餐桌地點

全景

3. 在McLaren Park
創建多樣化遊戲的
機會

4. 增強社區接進和
通過McLaren Park

• 調整先行權以提供安全的騎車線和跑步徑

•
•
•
•
•
•

改善東邊鄰里接進McLaren Park的經驗
改善對所有人的安全
提供清楚的標誌牌和尋路牌
連結人行道入小徑網
識別安全的行人十字路口
清楚說明街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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