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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 次村務會議記錄次村務會議記錄次村務會議記錄次村務會議記錄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8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粉嶺圍村公所粉嶺圍村公所粉嶺圍村公所粉嶺圍村公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振聲振聲振聲振聲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  陳基堂陳基堂陳基堂陳基堂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樹穩樹穩樹穩樹穩  宗石宗石宗石宗石  偉發偉發偉發偉發  金全金全金全金全  金壽金壽金壽金壽  國泰國泰國泰國泰  劍有劍有劍有劍有  耀初耀初耀初耀初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  振聲振聲振聲振聲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  應佳應佳應佳應佳  焯然焯然焯然焯然  達朝達朝達朝達朝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 

 梅楚梅楚梅楚梅楚  振龍振龍振龍振龍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  清華清華清華清華  永輝永輝永輝永輝  國忠國忠國忠國忠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 

 錫華錫華錫華錫華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    

請假者請假者請假者請假者:  傑文傑文傑文傑文  興旋興旋興旋興旋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  運權運權運權運權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  少忠少忠少忠少忠 

缺席者缺席者缺席者缺席者:  永安永安永安永安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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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上次會議記錄全部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全部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全部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全部通過。。。。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200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2月份財政收支月份財政收支月份財政收支月份財政收支，，，， 

 (詳情請參閱另表詳情請參閱另表詳情請參閱另表詳情請參閱另表) 。。。。 

2.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謂村公所銀行謂村公所銀行謂村公所銀行謂村公所銀行戶口戶口戶口戶口現結存現結存現結存現結存 3萬多元萬多元萬多元萬多元，，，，請請請請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及及及及璧峰祖璧峰祖璧峰祖璧峰祖   

 各撥款各撥款各撥款各撥款 15萬元作為本年度的經費萬元作為本年度的經費萬元作為本年度的經費萬元作為本年度的經費。。。。 

2.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沛貴沛貴沛貴沛貴及及及及宗石宗石宗石宗石值理跟進值理跟進值理跟進值理跟進。。。。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宗石宗石宗石宗石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3. 發問卷調查諮詢村民有關渠務署擬為本村全面鋪設排污渠事發問卷調查諮詢村民有關渠務署擬為本村全面鋪設排污渠事發問卷調查諮詢村民有關渠務署擬為本村全面鋪設排污渠事發問卷調查諮詢村民有關渠務署擬為本村全面鋪設排污渠事。。。。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3.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去年渠務署到本村與我們開會講解有關事項謂去年渠務署到本村與我們開會講解有關事項謂去年渠務署到本村與我們開會講解有關事項謂去年渠務署到本村與我們開會講解有關事項，，，，會上各會上各會上各會上各 

 位村民都表示支持此事位村民都表示支持此事位村民都表示支持此事位村民都表示支持此事，，，，雖然此項工程的費用全部都是由政雖然此項工程的費用全部都是由政雖然此項工程的費用全部都是由政雖然此項工程的費用全部都是由政 

 府負責府負責府負責府負責，，，，但由屋內的污水管接駁到屋外由政府提供的終端沙但由屋內的污水管接駁到屋外由政府提供的終端沙但由屋內的污水管接駁到屋外由政府提供的終端沙但由屋內的污水管接駁到屋外由政府提供的終端沙 

 井的接駁費用井的接駁費用井的接駁費用井的接駁費用必必必必須由村民自己支付須由村民自己支付須由村民自己支付須由村民自己支付，，，，所以建議再發第所以建議再發第所以建議再發第所以建議再發第 2次的次的次的次的 

 問卷調查以徵詢大多數村民的意見問卷調查以徵詢大多數村民的意見問卷調查以徵詢大多數村民的意見問卷調查以徵詢大多數村民的意見。。。。 

 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謂此項工程費逾億元謂此項工程費逾億元謂此項工程費逾億元謂此項工程費逾億元，，，，事前的工作甚多事前的工作甚多事前的工作甚多事前的工作甚多！！！！工程應會在工程應會在工程應會在工程應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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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才正式展開年才正式展開年才正式展開年才正式展開，，，，屆時屆時屆時屆時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會將工程時間表通知我們會將工程時間表通知我們會將工程時間表通知我們會將工程時間表通知我們，，，， 

 一俟撥款到位即可進行招標一俟撥款到位即可進行招標一俟撥款到位即可進行招標一俟撥款到位即可進行招標。。。。 

3.2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稱工程應可在打醮前分階段進行稱工程應可在打醮前分階段進行稱工程應可在打醮前分階段進行稱工程應可在打醮前分階段進行。。。。 

3.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日前曾與謂日前曾與謂日前曾與謂日前曾與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工程師通電工程師通電工程師通電工程師通電，，，，我們在收回第我們在收回第我們在收回第我們在收回第 2次問卷次問卷次問卷次問卷 

 調查後便再與他聯絡調查後便再與他聯絡調查後便再與他聯絡調查後便再與他聯絡。。。。 

3.4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謂我們可參考謂我們可參考謂我們可參考謂我們可參考粉嶺樓粉嶺樓粉嶺樓粉嶺樓村民所支出的接駁費用村民所支出的接駁費用村民所支出的接駁費用村民所支出的接駁費用，，，，因為問卷因為問卷因為問卷因為問卷 

 調查所列的接駁費由調查所列的接駁費由調查所列的接駁費由調查所列的接駁費由 5千至千至千至千至 3萬元的範圍太大萬元的範圍太大萬元的範圍太大萬元的範圍太大。。。。 

3.5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表示問卷調查的內容應更正為表示問卷調查的內容應更正為表示問卷調查的內容應更正為表示問卷調查的內容應更正為: 

 接駁工程費用需接駁工程費用需接駁工程費用需接駁工程費用需視視視視乎乎乎乎每每每每戶戶戶戶的污水接駁工程的的污水接駁工程的的污水接駁工程的的污水接駁工程的複雜性複雜性複雜性複雜性，，，，根據根據根據根據粉粉粉粉 

 嶺樓嶺樓嶺樓嶺樓過過過過往往往往的參考數的參考數的參考數的參考數據據據據，，，，每每每每戶戶戶戶業主可業主可業主可業主可能能能能需支付需支付需支付需支付 5千至千至千至千至 3萬元的萬元的萬元的萬元的 

 接駁費接駁費接駁費接駁費。。。。 

3.6 振龍振龍振龍振龍謂可謂可謂可謂可否否否否清楚列清楚列清楚列清楚列明如何申明如何申明如何申明如何申請政府請政府請政府請政府貨貨貨貨款款款款或資助或資助或資助或資助。。。。 

3.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前謂前謂前謂前已已已已有提及有提及有提及有提及，，，，但但但但據了據了據了據了解未必容解未必容解未必容解未必容易申易申易申易申請請請請得得得得到到到到。。。。 

3.8 清華清華清華清華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如如如如村民村民村民村民擁擁擁擁有有有有 2間村屋間村屋間村屋間村屋、、、、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可以付一可以付一可以付一可以付一個個個個沙井的接駁沙井的接駁沙井的接駁沙井的接駁 

 費費費費？？？？ 

3.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屆時可與謂屆時可與謂屆時可與謂屆時可與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3.10 眾眾眾眾議議議議決向決向決向決向全全全全體體體體村民發出問卷調查村民發出問卷調查村民發出問卷調查村民發出問卷調查，，，，日期由日期由日期由日期由 2/4/08至至至至 30/4/08，，，， 

 回回回回條交條交條交條交回村公所回村公所回村公所回村公所書書書書記記記記處處處處，，，，如如如如有查詢有查詢有查詢有查詢、、、、可電可電可電可電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電電電電話話話話:93580974。。。。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3.1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及及及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跟進跟進跟進跟進協助派協助派協助派協助派發問卷調查事發問卷調查事發問卷調查事發問卷調查事。。。。 

3.12 梅楚梅楚梅楚梅楚問假問假問假問假如如如如有有有有個別個別個別個別村民的經村民的經村民的經村民的經濟條件欠濟條件欠濟條件欠濟條件欠佳佳佳佳又或又或又或又或有有有有些廢些廢些廢些廢屋應屋應屋應屋應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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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3.1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環保署會謂環保署會謂環保署會謂環保署會彈性彈性彈性彈性去去去去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3.14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謂有關鋪設排污渠事在問謂有關鋪設排污渠事在問謂有關鋪設排污渠事在問謂有關鋪設排污渠事在 2004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已已已已開開開開始始始始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經經經經歷歷歷歷多次會議多次會議多次會議多次會議商討商討商討商討，，，，其其其其本本本本人亦贊成人亦贊成人亦贊成人亦贊成此事此事此事此事，，，，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是為是為是為是為 

 全村的環全村的環全村的環全村的環境衛生境衛生境衛生境衛生，，，，與此與此與此與此同同同同時時時時、、、、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亦亦亦亦須考須考須考須考慮慮慮慮到到到到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才可才可才可才可節節節節 

 省省省省開支開支開支開支，，，，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各位村各位村各位村各位村代代代代表與政府多作表與政府多作表與政府多作表與政府多作溝溝溝溝通通通通並並並並早早早早日日日日落實落實落實落實此項有此項有此項有此項有 

 意意意意義義義義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3.1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在收回問卷調查表示在收回問卷調查表示在收回問卷調查表示在收回問卷調查並並並並統計統計統計統計大大大大眾眾眾眾的意見後會的意見後會的意見後會的意見後會盡快盡快盡快盡快與與與與渠務渠務渠務渠務 

 署署署署聯絡聯絡聯絡聯絡並並並並會會會會召召召召開開開開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稱年前稱年前稱年前稱年前向向向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申申申申請在請在請在請在馬馬馬馬會會會會道道道道開開開開闢闢闢闢一一一一個新路個新路個新路個新路口口口口讓車輛讓車輛讓車輛讓車輛由由由由上水上水上水上水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駛駛駛駛入入入入粉嶺圍粉嶺圍粉嶺圍粉嶺圍，，，，政府現政府現政府現政府現已批准了已批准了已批准了已批准了此此此此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因在上次村民因在上次村民因在上次村民因在上次村民 

 大會上有村民提出大會上有村民提出大會上有村民提出大會上有村民提出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憂慮憂慮憂慮憂慮一一一一旦旦旦旦開開開開闢了新路闢了新路闢了新路闢了新路口口口口、、、、 

 會會會會增加了很增加了很增加了很增加了很多多多多其其其其他他他他區區區區份的份的份的份的駕車人士利駕車人士利駕車人士利駕車人士利用此用此用此用此新路而新路而新路而新路而進進進進入入入入本村本村本村本村，，，，車車車車 

 輛流量輛流量輛流量輛流量便會便會便會便會增增增增多多多多而易生而易生而易生而易生意外意外意外意外！！！！ 

4.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如如如如有有有有天平天平天平天平邨邨邨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士客欲士客欲士客欲士客欲到粉嶺到粉嶺到粉嶺到粉嶺泳池泳池泳池泳池，，，，他便會經由此他便會經由此他便會經由此他便會經由此新新新新 

 路路路路前前前前往往往往。。。。 

4.2 劍有劍有劍有劍有亦認亦認亦認亦認為為為為新路新路新路新路會會會會增加車輛增加車輛增加車輛增加車輛的的的的流量流量流量流量。。。。 

4.3 清華清華清華清華認認認認為一為一為一為一般市般市般市般市民大多數民大多數民大多數民大多數不欲不欲不欲不欲進進進進入鄉入鄉入鄉入鄉村內行村內行村內行村內行駛駛駛駛，，，，他他他他認認認認為為為為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不不不不大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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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樹穩樹穩樹穩樹穩認認認認為由為由為由為由申申申申請至請至請至請至審批已審批已審批已審批已經經經經歷歷歷歷一段一段一段一段長長長長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到現在才到現在才到現在才到現在才反對反對反對反對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需考需考需考需考慮慮慮慮清楚清楚清楚清楚？？？？ 

4.5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謂大謂大謂大謂大家家家家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協商協商協商協商一一一一個妥善個妥善個妥善個妥善的的的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例如加例如加例如加例如加設設設設路牌路牌路牌路牌，，，，15噸噸噸噸 

 或或或或 20噸噸噸噸以上的以上的以上的以上的車輛不車輛不車輛不車輛不准准准准駛駛駛駛入入入入與及時與及時與及時與及時速限制等速限制等速限制等速限制等。。。。 

4.6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謂政府在謂政府在謂政府在謂政府在審批審批審批審批前應有前應有前應有前應有做車輛流量做車輛流量做車輛流量做車輛流量的的的的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可以請政府可以請政府可以請政府可以請政府交交交交數數數數 

 據給據給據給據給我們參考我們參考我們參考我們參考。。。。 

4.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可請謂可請謂可請謂可請運運運運輸輸輸輸署署署署、、、、路路路路政署政署政署政署及及及及警方交警方交警方交警方交通部通部通部通部到村公所講解到村公所講解到村公所講解到村公所講解新路新路新路新路口口口口 

 的的的的好處好處好處好處及數及數及數及數據據據據，，，，到時各位村民可到時各位村民可到時各位村民可到時各位村民可向向向向他們表達意見他們表達意見他們表達意見他們表達意見，，，，計劃如落實計劃如落實計劃如落實計劃如落實、、、、 

 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粉嶺粉嶺粉嶺粉嶺醫院醫院醫院醫院的的的的紅綠燈紅綠燈紅綠燈紅綠燈位將會位將會位將會位將會遷移遷移遷移遷移到到到到新路新路新路新路口口口口，，，，並並並並有有有有交交交交通通通通燈控制燈控制燈控制燈控制。。。。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的的的的憂慮憂慮憂慮憂慮是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目目目目標都是標都是標都是標都是方方方方便村民便村民便村民便村民，，，，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的的的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都會在大都會在大都會在大都會在大眾同眾同眾同眾同意下才會進行意下才會進行意下才會進行意下才會進行。。。。 

4.8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謂請政府多設謂請政府多設謂請政府多設謂請政府多設路牌路牌路牌路牌是是是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的的的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4.9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稱稱稱稱新路新路新路新路口的設口的設口的設口的設計直計直計直計直接將我村與接將我村與接將我村與接將我村與靈山靈山靈山靈山村村村村的的的的距離拉近了距離拉近了距離拉近了距離拉近了，，，，村民村民村民村民 

 往往往往北帝廟北帝廟北帝廟北帝廟也也也也方方方方便便便便了很了很了很了很多多多多，，，，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亦亦亦亦可考可考可考可考慮慮慮慮此此此此優優優優點點點點。。。。 

4.1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新路新路新路新路口可口可口可口可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將將將將來來來來的的的的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村村村村擴擴擴擴展展展展區區區區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去去去去信信信信 

 運運運運輸輸輸輸署署署署、、、、路路路路政署政署政署政署、、、、交交交交通部通部通部通部及及及及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民政事務民政事務民政事務民政事務處處處處請請請請其其其其到到到到來來來來講解講解講解講解。。。。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4.11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謂我們可謂我們可謂我們可謂我們可向向向向的的的的士司機士司機士司機士司機發出發出發出發出入入入入村的村的村的村的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4.12 應佳應佳應佳應佳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司機如司機如司機如司機如發現發現發現發現進進進進入入入入本村有本村有本村有本村有諸諸諸諸多多多多限制限制限制限制、、、、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時時時時速限制速限制速限制速限制及及及及路路路路 

 壆等壆等壆等壆等，，，，以後多會以後多會以後多會以後多會利利利利用大用大用大用大馬路馬路馬路馬路 (即即即即馬馬馬馬會會會會道道道道) 行行行行走走走走。。。。 

5.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安安安安裝裝裝裝〝〝〝〝閉路閉路閉路閉路電電電電視視視視〞〞〞〞(即即即即 CCTV)後的後的後的後的效果效果效果效果及及及及其其其其可發可發可發可發揮揮揮揮的的的的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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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期工程期工程期工程期工程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共共共共有有有有鏡頭鏡頭鏡頭鏡頭 15支支支支，，，，村公所村公所村公所村公所裝裝裝裝有有有有 4支支支支、、、、北北北北便便便便 

 蓮蓮蓮蓮記記記記士士士士多多多多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4支支支支、、、、祠祠祠祠堂堂堂堂 1支支支支、、、、粉嶺粉嶺粉嶺粉嶺士士士士多多多多 3支及支及支及支及 14間間間間 3支支支支。。。。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興旋興旋興旋興旋請假請假請假請假，，，，請請請請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講解講解講解講解。。。。 

5.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表示表示表示表示該系統該系統該系統該系統的的的的畫畫畫畫面面面面十十十十分清分清分清分清晰晰晰晰。。。。 

5.2 應佳應佳應佳應佳謂謂謂謂晚晚晚晚上的上的上的上的畫畫畫畫面都面都面都面都很很很很清清清清晰晰晰晰。。。。 

5.3 金壽金壽金壽金壽表示在他的表示在他的表示在他的表示在他的居居居居所所所所附近附近附近附近可可可可否加否加否加否加多多多多 1支以支以支以支以加強效果加強效果加強效果加強效果。。。。 

5.4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稱大部份的村民稱大部份的村民稱大部份的村民稱大部份的村民反反反反應都應都應都應都認認認認為為為為好好好好，，，，但在但在但在但在北北北北便便便便魚塘邊魚塘邊魚塘邊魚塘邊的電的電的電的電線凌線凌線凌線凌 

 空橫空橫空橫空橫過過過過馬路馬路馬路馬路(即即即即蓮蓮蓮蓮記記記記士士士士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是將電是將電是將電是將電線埋線埋線埋線埋在地下在地下在地下在地下。。。。 

5.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有村民謂有村民謂有村民謂有村民憂心北憂心北憂心北憂心北便圍便圍便圍便圍斗斗斗斗的電的電的電的電線凌空拖線凌空拖線凌空拖線凌空拖過過過過馬路馬路馬路馬路會會會會影響消防影響消防影響消防影響消防 

 車車車車的進出的進出的進出的進出。。。。 

5.6 興旋興旋興旋興旋稱稱稱稱該系統該系統該系統該系統在在在在晚晚晚晚上未上未上未上未能能能能清楚清楚清楚清楚拍攝拍攝拍攝拍攝到到到到車牌號碼車牌號碼車牌號碼車牌號碼，，，，據了據了據了據了解解解解、、、、鏡頭鏡頭鏡頭鏡頭 

 如擺如擺如擺如擺位太位太位太位太高高高高會會會會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清清清清晰晰晰晰度度度度。。。。會請會請會請會請 G4公公公公司司司司檢討檢討檢討檢討並並並並予予予予以調以調以調以調校改善校改善校改善校改善。。。。興旋興旋興旋興旋 

5.7 鍚鍚鍚鍚華華華華謂謂謂謂如欲拍攝如欲拍攝如欲拍攝如欲拍攝清清清清晰晰晰晰必必必必須數須數須數須數碼化碼化碼化碼化，，，，用用用用WIFI無線無線無線無線接收便可接收便可接收便可接收便可。。。。 

5.8 請請請請 G4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報上報上報上報上每每每每部部部部機機機機的的的的耗耗耗耗電電電電量量量量。。。。                          興旋興旋興旋興旋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6.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發表有關問發表有關問發表有關問發表有關當當當當年政府是年政府是年政府是年政府是否否否否曾有曾有曾有曾有承諾承諾承諾承諾以以以以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村村村村擴擴擴擴 

 展展展展區區區區作為作為作為作為交換條件交換條件交換條件交換條件才才才才得得得得以以以以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徵收我們徵收我們徵收我們徵收我們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公公公公園園園園一一一一帶帶帶帶的祖堂及的祖堂及的祖堂及的祖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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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土私人土私人土私人土地地地地？？？？ 

6.1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 1978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已已已已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徵收徵收徵收徵收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公公公公園園園園一一一一帶帶帶帶的的的的農農農農地地地地、、、、 

 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掃掃掃掃管管管管埔埔埔埔，，，，在政府在政府在政府在政府向向向向我們徵收我們徵收我們徵收我們徵收土土土土地時地時地時地時、、、、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確實確實確實確實有有有有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另行撥地另行撥地另行撥地另行撥地給給給給我們建我們建我們建我們建丁丁丁丁屋屋屋屋，，，，而當而當而當而當時政府時政府時政府時政府亦確實亦確實亦確實亦確實有提及撥有提及撥有提及撥有提及撥靈山靈山靈山靈山鄉鄉鄉鄉村村村村 

 擴擴擴擴展展展展區區區區給給給給我們建我們建我們建我們建丁丁丁丁屋屋屋屋，，，，約約約約在在在在 1991、、、、92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年時政府已落實已落實已落實已落實進行此進行此進行此進行此 

 事事事事，，，，在在在在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議會議會議會議會的會議上的會議上的會議上的會議上亦亦亦亦有提及有提及有提及有提及，，，，多份有關的報告多份有關的報告多份有關的報告多份有關的報告 

 及地政署的及地政署的及地政署的及地政署的規規規規劃劃劃劃圖則圖則圖則圖則亦已亦已亦已亦已發出發出發出發出，，，，規規規規劃劃劃劃有有有有 300多間多間多間多間丁丁丁丁屋及屋及屋及屋及 80多多多多 

 個車個車個車個車位位位位，，，，鏗鏗鏗鏗然然然然宗宗宗宗叔叔叔叔為為為為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地政地政地政地政 

 處處處處的的的的總總總總地政主地政主地政主地政主任任任任亦亦亦亦表表表表明很快明很快明很快明很快便進行收地便進行收地便進行收地便進行收地；；；；但後但後但後但後來來來來被被被被民主民主民主民主黨黨黨黨在在在在立立立立 

 法法法法會上會上會上會上反對反對反對反對此事此事此事此事而而而而遭遭遭遭到到到到阻延阻延阻延阻延，，，，而而而而事事事事件件件件一一一一拖拖拖拖便便便便拖拖拖拖到現在到現在到現在到現在，，，，轉眼轉眼轉眼轉眼不不不不 

 覺覺覺覺又已又已又已又已有有有有 10多年多年多年多年，，，，在他的記在他的記在他的記在他的記憶中憶中憶中憶中、、、、當當當當年政府的年政府的年政府的年政府的承諾承諾承諾承諾只只只只是口是口是口是口頭頭頭頭 

 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並並並並無無無無白紙黑字白紙黑字白紙黑字白紙黑字記記記記載載載載！！！！ 

6.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謂謂謂靈山靈山靈山靈山鄉鄉鄉鄉村村村村擴擴擴擴展展展展區區區區關關關關注注注注小小小小組組組組於於於於年前年前年前年前聘聘聘聘請請請請律律律律師師師師協助協助協助協助跟進此事跟進此事跟進此事跟進此事，，，， 

 據據據據大大大大律律律律師的意見師的意見師的意見師的意見、、、、現在現在現在現在如如如如有有有有當當當當時的村時的村時的村時的村代代代代表表表表宣誓宣誓宣誓宣誓作作作作證證證證以以以以證證證證明當明當明當明當時時時時 

 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確確確確曾有口曾有口曾有口曾有口頭頭頭頭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承諾承諾承諾承諾的的的的話話話話，，，，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勝算勝算勝算勝算便會便會便會便會較較較較高高高高！！！！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詳問詳問詳問詳加加加加考考考考慮慮慮慮。。。。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並並並並問問問問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近近近近期期期期律律律律師師師師方方方方面有面有面有面有無無無無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新新新新的的的的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6.3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律律律律師師師師暫暫暫暫無無無無把握把握把握把握向向向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索取索取索取索取重要重要重要重要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因為我們因為我們因為我們因為我們無法無法無法無法提提提提 

 供詳供詳供詳供詳細細細細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及日期及日期及日期及日期，，，，唯唯唯唯一可行的便是請一可行的便是請一可行的便是請一可行的便是請坤祥坤祥坤祥坤祥與與與與祖耀祖耀祖耀祖耀作出作出作出作出宣誓宣誓宣誓宣誓以以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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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證證證明明明明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確確確確有口有口有口有口頭頭頭頭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承諾承諾承諾承諾才可才可才可才可繼續繼續繼續繼續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6.4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謂謂謂謂坤祥坤祥坤祥坤祥與與與與祖耀祖耀祖耀祖耀顧顧顧顧問的問的問的問的協助對協助對協助對協助對此事此事此事此事肯肯肯肯定定定定有有有有很很很很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幫幫幫幫助助助助。。。。 

6.5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稱稱稱稱待待待待林鄭林鄭林鄭林鄭月月月月娥娥娥娥最新最新最新最新的建議結的建議結的建議結的建議結果如何果如何果如何果如何我們再我們再我們再我們再決定決定決定決定行行行行動動動動。。。。 

6.6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表示問表示問表示問表示爭取恢復爭取恢復爭取恢復爭取恢復靈山擴靈山擴靈山擴靈山擴展展展展區區區區必必必必須在我們的通須在我們的通須在我們的通須在我們的通力力力力合合合合作及作及作及作及鄉鄉鄉鄉 

 議議議議局局局局的的的的協助協助協助協助下才可下才可下才可下才可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6.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此事謂此事謂此事謂此事非非非非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或鄉或鄉或鄉或鄉事事事事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的會的會的會的能能能能力力力力所所所所能做得能做得能做得能做得到到到到，，，，必必必必須在須在須在須在鄉鄉鄉鄉 

 議議議議局局局局的的的的層層層層次次次次協助協助協助協助下才有下才有下才有下才有成功成功成功成功的的的的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請請請請書書書書記在記在記在記在 4月月月月中中中中前前前前草草草草擬一擬一擬一擬一封封封封請請請請願願願願信信信信，，，，由由由由 4位村位村位村位村代代代代表及表及表及表及靈山靈山靈山靈山村關村關村關村關 

 注組注組注組注組代代代代表表表表簽簽簽簽署署署署，，，，待待待待 4月月月月 15日在日在日在日在林鄭林鄭林鄭林鄭月月月月娥娥娥娥到到到到鄉鄉鄉鄉議議議議局局局局開會前我們開會前我們開會前我們開會前我們 

 即席即席即席即席向向向向其其其其遞遞遞遞上請上請上請上請願願願願信信信信；；；；觀觀觀觀其其其其回應回應回應回應，，，，再作行再作行再作行再作行動動動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關注組關注組關注組關注組 

6.8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詢問詢問詢問詢問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在問在問在問在 80年年年年代代代代尾尾尾尾及及及及 90年年年年代代代代初出初出初出初出任任任任區區區區議議議議員員員員時時時時，，，，當當當當 

 時時時時鏗鏗鏗鏗然然然然宗宗宗宗叔叔叔叔担担担担任任任任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府有政府有政府有政府有無無無無在在在在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上上上上談談談談 

 及及及及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村村村村擴擴擴擴展展展展區區區區事事事事？？？？ 

6.9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稱在問稱在問稱在問稱在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北區鄉北區鄉北區鄉北區鄉事事事事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暨非官守暨非官守暨非官守暨非官守太太太太平平平平紳紳紳紳士士士士聯聯聯聯 

 席會議上有提及席會議上有提及席會議上有提及席會議上有提及。。。。 

6.10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稱稱稱稱律律律律師曾師曾師曾師曾向向向向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議會議會議會議會查詢有關查詢有關查詢有關查詢有關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其其其其回回回回覆覆覆覆是是是是並並並並 

 無無無無有關的記錄有關的記錄有關的記錄有關的記錄。。。。 

  

7. 總總總總務務務務組組組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7.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謂謂謂謂北帝廟北帝廟北帝廟北帝廟兩側兩側兩側兩側橫橫橫橫翼翼翼翼天天天天花脫花脫花脫花脫落落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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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請請請請沛貴沛貴沛貴沛貴值理請工值理請工值理請工值理請工人人人人維修維修維修維修。。。。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 

   

8. 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靈山鄉村村村村擴擴擴擴展展展展區區區區關關關關注小組注小組注小組注小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8.1 已已已已在在在在 6.至至至至 6.10作出報告作出報告作出報告作出報告。。。。 

 

9. 環環環環境境境境建設建設建設建設組組組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9.1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多次請多次請多次請多次請造造造造路壆路壆路壆路壆工程公工程公工程公工程公司司司司到到到到來來來來將前將前將前將前被拆除被拆除被拆除被拆除的的的的路壆重新路壆重新路壆重新路壆重新安安安安裝裝裝裝，，，， 

 但至但至但至但至今今今今仍仍仍仍未有回應未有回應未有回應未有回應。。。。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 

10.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建議去建議去建議去建議去信信信信運運運運輸輸輸輸署署署署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在在在在南慶南慶南慶南慶堂堂堂堂出出出出新新新新運運運運路路路路的的的的路路路路口口口口附近附近附近附近安安安安裝裝裝裝 

 倒倒倒倒後後後後鏡鏡鏡鏡，，，，並並並並請請請請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北區區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交交交交通及運通及運通及運通及運輸委員輸委員輸委員輸委員會主席會主席會主席會主席劉劉劉劉國國國國勳勳勳勳議議議議員員員員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11.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加快加快加快加快在在在在馬馬馬馬會會會會道道道道造隔音屏障造隔音屏障造隔音屏障造隔音屏障。。。。 

 12.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民政事務民政事務民政事務民政事務處處處處已已已已有有有有信給信給信給信給各位村各位村各位村各位村代代代代表擬表擬表擬表擬改善改善改善改善本村的排污渠本村的排污渠本村的排污渠本村的排污渠，，，，  

      因因因因很很很很多地多地多地多地方方方方涉涉涉涉及及及及私人土私人土私人土私人土地地地地，，，，需徵需徵需徵需徵求求求求業主的意見業主的意見業主的意見業主的意見，，，，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多提供多提供多提供多提供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13. 文文文文康小組康小組康小組康小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3.1 無無無無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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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4.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昨昨昨昨天天天天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召召召召開會議通過開會議通過開會議通過開會議通過每每每每更更更更 7位位位位隊員隊員隊員隊員巡巡巡巡邏邏邏邏，，，，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照舊照舊照舊照舊，，，，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巡巡巡巡經經經經每每每每一一一一指定指定指定指定的地點的地點的地點的地點，，，，由由由由組組組組長或長或長或長或副組副組副組副組長帶長帶長帶長帶領領領領。。。。 

14.2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謂謂謂謂培福培福培福培福接到接到接到接到掃掃掃掃管管管管埔埔埔埔村民村民村民村民投訴投訴投訴投訴無隊員無隊員無隊員無隊員巡巡巡巡邏邏邏邏該區該區該區該區。。。。 

14.3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表示他的一表示他的一表示他的一表示他的一組組組組每每每每次都有次都有次都有次都有巡巡巡巡經經經經掃掃掃掃管管管管埔埔埔埔，，，，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組組組組別別別別則則則則不不不不甚清甚清甚清甚清 

  楚他們的楚他們的楚他們的楚他們的巡巡巡巡邏邏邏邏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14.4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謂謂謂謂已已已已與與與與興旋興旋興旋興旋傾談傾談傾談傾談，，，，今今今今年會有年會有年會有年會有新新新新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 

14.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謂謂謂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運作至運作至運作至運作至 13/3/2008，，，，在在在在 1/4/2008會再會再會再會再重重重重組組組組。。。。 

  本村因地理環本村因地理環本村因地理環本村因地理環境複雜境複雜境複雜境複雜，，，，出出出出入入入入口口口口四四四四通通通通八八八八達達達達，，，，故故故故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確確確確有存在有存在有存在有存在 

  的的的的價價價價值值值值，，，，其其其其運作可在運作可在運作可在運作可在重重重重組組組組後作後作後作後作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15.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問問問就就就就有關村民提出有關村民提出有關村民提出有關村民提出討討討討論論論論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司司司司理理理理職職職職位的更位的更位的更位的更替替替替問問問問題題題題，，，，在在在在 

 去年的村民大會上有村民提出村去年的村民大會上有村民提出村去年的村民大會上有村民提出村去年的村民大會上有村民提出村代代代代表在表在表在表在退任退任退任退任後是後是後是後是否亦否亦否亦否亦需需需需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大大大大 

 德堂德堂德堂德堂司司司司理理理理之之之之位位位位，，，，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表示他本問表示他本問表示他本問表示他本人十人十人十人十分開分開分開分開明對明對明對明對待待待待此問此問此問此問題題題題，，，，如如如如 

 大大大大眾眾眾眾都都都都認認認認為應為應為應為應該該該該怎怎怎怎樣樣樣樣去去去去處處處處理理理理、、、、他本他本他本他本人人人人絕絕絕絕無無無無意見意見意見意見，，，，但問但問但問但問題題題題是是是是大德大德大德大德 

 堂堂堂堂由由由由立立立立堂至堂至堂至堂至今今今今都都都都並並並並未有未有未有未有定定定定下下下下明確明確明確明確的的的的條條條條文文文文如何決定司如何決定司如何決定司如何決定司理理理理職職職職位的去位的去位的去位的去 

 留留留留！！！！既既既既然現在有村民提出然現在有村民提出然現在有村民提出然現在有村民提出討討討討論論論論此問此問此問此問題題題題，，，，他本他本他本他本人人人人現在現在現在現在向向向向大大大大家家家家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個方向個方向個方向個方向供大供大供大供大家家家家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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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村本村本村本村最最最最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兩兩兩兩個個個個祖堂祖堂祖堂祖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及及及及璧峰祖璧峰祖璧峰祖璧峰祖，，，，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召召召召開村民大會及開村民大會及開村民大會及開村民大會及 

祖堂會議祖堂會議祖堂會議祖堂會議商討商討商討商討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司司司司理的理的理的理的委委委委任任任任及及及及退退退退位的問位的問位的問位的問題題題題，，，，訂訂訂訂定定定定規則規則規則規則的標的標的標的標 

 準準準準可以年可以年可以年可以年齡齡齡齡為為為為限限限限，，，，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以以以以 70歲歲歲歲為上為上為上為上限限限限，，，，定定定定下下下下了了了了一一一一個機制個機制個機制個機制後便後便後便後便 

 可以自可以自可以自可以自動動動動運作運作運作運作，，，，從從從從而而而而避免避免避免避免了了了了大大大大眾眾眾眾的的的的爭執爭執爭執爭執及及及及免傷和氣免傷和氣免傷和氣免傷和氣！！！！ 

 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表示他本問表示他本問表示他本問表示他本人人人人絕絕絕絕對對對對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大大大大眾眾眾眾的的的的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15.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稱在稱在稱在稱在 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次村民大會次村民大會次村民大會次村民大會(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記錄記錄記錄記錄)上上上上亦亦亦亦曾有村民提及曾有村民提及曾有村民提及曾有村民提及 

 此事此事此事此事，，，，我們接我們接我們接我們接受受受受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十十十十分分分分尊尊尊尊重重重重坤祥坤祥坤祥坤祥顧顧顧顧問的建議問的建議問的建議問的建議，，，， 

 除除除除了了了了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及及及及璧峰祖璧峰祖璧峰祖璧峰祖兩兩兩兩大祖堂外大祖堂外大祖堂外大祖堂外、、、、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尚尚尚尚有有有有三三三三大主大主大主大主要要要要的祖堂的祖堂的祖堂的祖堂; 

 南南南南便的便的便的便的南慶南慶南慶南慶堂堂堂堂、、、、圍圍圍圍心心心心的的的的保保保保合合合合堂堂堂堂及及及及北北北北便的便的便的便的大大大大慶慶慶慶堂堂堂堂，，，，我們都應我們都應我們都應我們都應該該該該以以以以 

 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公正的公正的公正的公正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去去去去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15.2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永聰永聰永聰永聰表示需表示需表示需表示需召召召召開大德堂會議開大德堂會議開大德堂會議開大德堂會議商討商討商討商討。。。。 

15.3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謂謂謂謂訂訂訂訂定機制定機制定機制定機制一一一一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的的的的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是以是以是以是以何何何何準則準則準則準則去去去去推選推選推選推選及及及及委委委委任任任任司司司司理理理理？？？？ 

15.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現時謂現時謂現時謂現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司司司司理理理理每每每每年的年的年的年的鞋鞋鞋鞋金是金是金是金是 3千元千元千元千元，，，，現在祖堂事務現在祖堂事務現在祖堂事務現在祖堂事務透透透透 

 明明明明度度度度高高高高，，，，很很很很少少少少機機機機會發會發會發會發生重生重生重生重大的大的大的大的錯誤錯誤錯誤錯誤！！！！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新新新新界界界界祖堂祖堂祖堂祖堂條例條例條例條例除非除非除非除非 

       司司司司理理理理犯犯犯犯了重了重了重了重大的過大的過大的過大的過失失失失才會才會才會才會被辭退被辭退被辭退被辭退。。。。 

 如如如如有村民有村民有村民有村民極力極力極力極力主主主主張張張張召召召召開有關的祖堂會議開有關的祖堂會議開有關的祖堂會議開有關的祖堂會議，，，，我們可我們可我們可我們可順順順順應民意應民意應民意應民意定定定定日日日日 

 期開會期開會期開會期開會商討商討商討商討。。。。 

15.5 樹穩樹穩樹穩樹穩稱我們可參考稱我們可參考稱我們可參考稱我們可參考大大大大埔埔埔埔七七七七約鄉約鄉約鄉約鄉公所公所公所公所訂訂訂訂定定定定的會的會的會的會章章章章以作以作以作以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6.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建議村公所建議村公所建議村公所建議村公所二二二二樓的樓的樓的樓的雀雀雀雀水應水應水應水應每每每每 4圈圈圈圈 40元元元元。。。。一一一一致致致致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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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需安需安需安需安裝裝裝裝抽氣抽氣抽氣抽氣扇扇扇扇及及及及維修維修維修維修化化化化寶爐寶爐寶爐寶爐。。。。 

17.1 眾眾眾眾議議議議決決決決通過安通過安通過安通過安裝裝裝裝抽氣抽氣抽氣抽氣扇扇扇扇及將及將及將及將舊舊舊舊化化化化寶爐拆寶爐拆寶爐拆寶爐拆去去去去並並並並重新重新重新重新建建建建造造造造。。。。 

17.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建議在建議在建議在建議在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內內內內造造造造一一一一個不個不個不個不銹鋼架銹鋼架銹鋼架銹鋼架以安以安以安以安放先放先放先放先人人人人像像像像，，，，請環保請環保請環保請環保 

   小小小小組組組組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環保小組環保小組環保小組環保小組 

18.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購買購買購買購買WHITE BOARD(白板白板白板白板)給給給給開村務會議開村務會議開村務會議開村務會議和和和和村民大會村民大會村民大會村民大會 

 用用用用來來來來講解講解講解講解。。。。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                             

19.  若若若若本村本村本村本村決定決定決定決定在在在在 2010年太年太年太年太平平平平清醮前在清醮前在清醮前在清醮前在馬馬馬馬會會會會道道道道及及及及新新新新運運運運路路路路兩兩兩兩個個個個入入入入口口口口 

 處處處處建建建建造造造造牌牌牌牌樓的樓的樓的樓的話話話話，，，，清華清華清華清華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掃掃掃掃管管管管埔埔埔埔亦亦亦亦建建建建造造造造一一一一座座座座牌牌牌牌樓樓樓樓。。。。                  

19.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可謂可謂可謂可成成成成立立立立一一一一小組小組小組小組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2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宣佈散宣佈散宣佈散宣佈散會會會會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時時時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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