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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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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第第第 2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 1.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謂粵謂粵謂粵謂粵劇劇劇劇戲班戲班戲班戲班鳴芝聲劇團鳴芝聲劇團鳴芝聲劇團鳴芝聲劇團 

 〝〝〝〝在在在在 2009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9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0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日無檔期日無檔期日無檔期日無檔期〞〞〞〞更更更更 

 正為正為正為正為〝〝〝〝在在在在 201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9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日無檔期日無檔期日無檔期日無檔期〞。〞。〞。〞。 

1.2 第第第第 2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次醮務籌備會議記錄 4.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表示粵劇戲班亦可考表示粵劇戲班亦可考表示粵劇戲班亦可考表示粵劇戲班亦可考 

 慮請慮請慮請慮請梅雪詩劇團梅雪詩劇團梅雪詩劇團梅雪詩劇團。。。。〞〞〞〞更正為更正為更正為更正為〝〝〝〝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表示假如表示假如表示假如表示假如鳴芝聲鳴芝聲鳴芝聲鳴芝聲劇團劇團劇團劇團 

 無無無無檔期檔期檔期檔期，，，，可考慮請其他劇團可考慮請其他劇團可考慮請其他劇團可考慮請其他劇團。〞。〞。〞。〞 

1.3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表示現在看來好像是已先定了醮期表示現在看來好像是已先定了醮期表示現在看來好像是已先定了醮期表示現在看來好像是已先定了醮期。。。。 

1.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未齊未齊未齊未齊答未有定期答未有定期答未有定期答未有定期，，，，上述日期只是初步傾談性質上述日期只是初步傾談性質上述日期只是初步傾談性質上述日期只是初步傾談性質。。。。 

1.5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表示不可能太早規定醮期表示不可能太早規定醮期表示不可能太早規定醮期表示不可能太早規定醮期，，，，一切仍需在打緣首後才一切仍需在打緣首後才一切仍需在打緣首後才一切仍需在打緣首後才 

 可決定可決定可決定可決定。。。。 

1.6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請顧問們多出席醮務會議提供保貴的意見請顧問們多出席醮務會議提供保貴的意見請顧問們多出席醮務會議提供保貴的意見請顧問們多出席醮務會議提供保貴的意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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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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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2009年年年年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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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有需要在表示有需要在表示有需要在表示有需要在 11至至至至 12月份內定一個晚上在村公所月份內定一個晚上在村公所月份內定一個晚上在村公所月份內定一個晚上在村公所 

 重播上屆的醮會錄影碟重播上屆的醮會錄影碟重播上屆的醮會錄影碟重播上屆的醮會錄影碟。。。。 

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委員參閱請各委員參閱請各委員參閱請各委員參閱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的來信的來信的來信的來信 ~ 24/6/09、、、、 

 30/7/09、、、、13/8/09及及及及 23/9/09。。。。 

 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已完成第十已完成第十已完成第十已完成第十七七七七屆執委選舉屆執委選舉屆執委選舉屆執委選舉，，，，由由由由世亮世亮世亮世亮任會長任會長任會長任會長，，，，柱福柱福柱福柱福 

 任理事長任理事長任理事長任理事長。。。。 

6. 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香港粵東親善訪問團香港粵東親善訪問團香港粵東親善訪問團香港粵東親善訪問團於於於於 28/8/09到訪本村到訪本村到訪本村到訪本村 

 並拜並拜並拜並拜祭宗祠祭宗祠祭宗祠祭宗祠，，，，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與與與與未齊未齊未齊未齊、、、、耀初耀初耀初耀初、、、、國權國權國權國權及數位委員們都及數位委員們都及數位委員們都及數位委員們都 

 準備了簡單而隆重的款待準備了簡單而隆重的款待準備了簡單而隆重的款待準備了簡單而隆重的款待，，，，在村公所內召開了座談會在村公所內召開了座談會在村公所內召開了座談會在村公所內召開了座談會，，，， 

 彼此介紹大彼此介紹大彼此介紹大彼此介紹大家認識家認識家認識家認識，，，，座談會後座談會後座談會後座談會後並並並並引領引領引領引領他們參他們參他們參他們參觀觀觀觀村村村村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古古古古 

 蹟蹟蹟蹟及及及及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其後其後其後其後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招招招招待待待待眾眾眾眾團員到團員到團員到團員到康樂園康樂園康樂園康樂園共晉共晉共晉共晉午午午午餐以餐以餐以餐以一一一一 

 盡盡盡盡地主地主地主地主之誼之誼之誼之誼。。。。 

7. 世世世世界界界界彭氏宗親彭氏宗親彭氏宗親彭氏宗親聯誼聯誼聯誼聯誼會會會會之之之之創會會長創會會長創會會長創會會長-彭彭彭彭雲釗雲釗雲釗雲釗宗親及宗親及宗親及宗親及世彭世彭世彭世彭深圳深圳深圳深圳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基金基金基金基金聯誼聯誼聯誼聯誼會會會會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彭彭彭彭富富富富裕裕裕裕宗親宗親宗親宗親於於於於 29/8/09到訪本村到訪本村到訪本村到訪本村 

 並拜並拜並拜並拜祭宗祠祭宗祠祭宗祠祭宗祠，，，，我我我我們亦一如們亦一如們亦一如們亦一如接接接接待待待待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新加坡彭氏總會般般般般召開座召開座召開座召開座 

 談會談會談會談會，，，，引領引領引領引領參參參參觀觀觀觀村村村村中環境中環境中環境中環境及及及及古蹟古蹟古蹟古蹟，，，，並並並並由由由由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招招招招待他們到待他們到待他們到待他們到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賽馬賽馬賽馬賽馬會會會會會所會所會所會所共晉共晉共晉共晉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8. 世世世世界界界界彭氏宗親彭氏宗親彭氏宗親彭氏宗親聯誼聯誼聯誼聯誼會會會會(總部總部總部總部設設設設於於於於馬馬馬馬來來來來西亞西亞西亞西亞)自自自自創會創會創會創會以以以以來一來一來一來一直直直直 

 都與都與都與都與我我我我村保村保村保村保持聯繫持聯繫持聯繫持聯繫，，，，每每每每年都舉年都舉年都舉年都舉辦辦辦辦一一一一些些些些與與與與彭彭彭彭族族族族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的世的世的世的世界界界界性性性性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其宗其宗其宗其宗旨旨旨旨是是是是聯繫聯繫聯繫聯繫世世世世界界界界各地的各地的各地的各地的彭氏彭氏彭氏彭氏族人以族人以族人以族人以期發期發期發期發揚光揚光揚光揚光大大大大！！！！ 

 明明明明年年年年度度度度的的的的世彭世彭世彭世彭會議會議會議會議將將將將會在會在會在會在四川四川四川四川成都成都成都成都市市市市召開召開召開召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認認認認為為為為我我我我村村村村 

 應多應多應多應多些些些些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現時現時現時現時世彭世彭世彭世彭在在在在港港港港並並並並無無無無分分分分會會會會，，，，我我我我村在港村在港村在港村在港人人人人多多多多勢眾勢眾勢眾勢眾！！！！ 

 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為為為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的的的的彭氏彭氏彭氏彭氏一一一一族作領導族作領導族作領導族作領導。。。。 

9. 將將將將來來來來我我我我村村村村每每每每年舉年舉年舉年舉辦辦辦辦的親的親的親的親子旅遊子旅遊子旅遊子旅遊團可團可團可團可以以以以考慮到考慮到考慮到考慮到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及及及及馬馬馬馬來來來來 

 西亞西亞西亞西亞，，，，短線短線短線短線團亦可考慮到團亦可考慮到團亦可考慮到團亦可考慮到深圳深圳深圳深圳作作作作親善親善親善親善探探探探訪訪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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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蓬瀛仙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將將將將會會會會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在本年在本年在本年在本年 10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2月份內為本村提供月份內為本村提供月份內為本村提供月份內為本村提供 

 中醫贈醫贈藥中醫贈醫贈藥中醫贈醫贈藥中醫贈醫贈藥的的的的服服服服務務務務，，，，請各委員告請各委員告請各委員告請各委員告知知知知有需要的村有需要的村有需要的村有需要的村民民民民。。。。 

  

 總務總務總務總務組組組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水水水水務務務務署署署署承辦商前借用承辦商前借用承辦商前借用承辦商前借用村公所的村公所的村公所的村公所的電電電電，，，，電費電費電費電費 1千千千千 5 

 百元百元百元百元已收已收已收已收妥妥妥妥。。。。 

12. 委員們委員們委員們委員們稱該水稱該水稱該水稱該水務務務務工程工程工程工程的的的的進度很慢進度很慢進度很慢進度很慢，，，，北便北便北便北便的的的的坑板坑板坑板坑板已已已已鋪設鋪設鋪設鋪設了了了了 

 很很很很長的時間長的時間長的時間長的時間，，，，但但但但至至至至今今今今仍未仍未仍未仍未處處處處理理理理，，，，村村村村民民民民出出出出入入入入十十十十分分分分不不不不便便便便及及及及危危危危 

 險險險險！！！！請請請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跟進促跟進促跟進促跟進促請其加請其加請其加請其加快進度快進度快進度快進度。。。。 

12.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需需需需去去去去信信信信水水水水務務務務署署署署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顧問公顧問公顧問公顧問公司以反映司以反映司以反映司以反映村村村村民民民民們的不們的不們的不們的不 

 滿滿滿滿情情情情緒緒緒緒，，，，地地地地盤盤盤盤的安全性是的安全性是的安全性是的安全性是否否否否有問有問有問有問題題題題，，，，要要要要求求求求他們到來開會他們到來開會他們到來開會他們到來開會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12.2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稱稱稱稱蝴蝶山殮葬區蝴蝶山殮葬區蝴蝶山殮葬區蝴蝶山殮葬區可供本村村可供本村村可供本村村可供本村村民民民民下下下下葬葬葬葬的的的的山山山山地已地已地已地已越越越越來來來來越越越越 

 少少少少！！！！且且且且近近近近年來村年來村年來村年來村民民民民在在在在百百百百年年年年歸老歸老歸老歸老後多後多後多後多採用火化採用火化採用火化採用火化的的的的形式形式形式形式，，，，我我我我 

 們是們是們是們是否否否否可可可可以以以以考慮在考慮在考慮在考慮在該區自建骨灰樓該區自建骨灰樓該區自建骨灰樓該區自建骨灰樓以方便以方便以方便以方便大大大大眾眾眾眾？？？？ 

12.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高高高高劍清劍清劍清劍清多月多月多月多月前曾向前曾向前曾向前曾向城城城城規會規會規會規會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將將將將其在其在其在其在蝴蝶山蝴蝶山蝴蝶山蝴蝶山的的的的 

 物物物物業業業業(現現現現經營經營經營經營安安安安老院老院老院老院)轉營骨灰樓轉營骨灰樓轉營骨灰樓轉營骨灰樓，，，，後來後來後來後來被人反對被人反對被人反對被人反對而而而而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了是項了是項了是項了是項申申申申請請請請。。。。 

 有部份有部份有部份有部份本村村本村村本村村本村村民民民民的的的的骨灰存放骨灰存放骨灰存放骨灰存放在在在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內的內的內的內的骨灰樓骨灰樓骨灰樓骨灰樓，，，，骨骨骨骨 

 灰靈灰靈灰靈灰靈位的位的位的位的價格價格價格價格是是是是相當之昂相當之昂相當之昂相當之昂貴貴貴貴！！！！假如假如假如假如我我我我們在們在們在們在蝴蝶山蝴蝶山蝴蝶山蝴蝶山有有有有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的的的的骨灰樓骨灰樓骨灰樓骨灰樓亦是一亦是一亦是一亦是一件件件件好事好事好事好事，，，，但從申建但從申建但從申建但從申建到到到到經營經營經營經營一間一間一間一間骨灰樓實骨灰樓實骨灰樓實骨灰樓實 

 在是在是在是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簡單不簡單不簡單不簡單！！！！我我我我們可們可們可們可以以以以首先首先首先首先作作作作一一一一些研究探討些研究探討些研究探討些研究探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鄉鄉鄉鄉村村村村擴展組擴展組擴展組擴展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3.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暫暫暫暫無新無新無新無新消息消息消息消息，，，，但我但我但我但我們們們們必必必必須須須須間間間間歇歇歇歇性地性地性地性地向向向向政政政政府追府追府追府追信信信信 

 以使以使以使以使政政政政府明白我府明白我府明白我府明白我們們們們絕絕絕絕不不不不放棄放棄放棄放棄〈〈〈〈恢復恢復恢復恢復靈山靈山靈山靈山村村村村鄉鄉鄉鄉村村村村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 

 的意的意的意的意願願願願！！！！ 

13.1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謂數日謂數日謂數日謂數日前曾致電前曾致電前曾致電前曾致電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局局局局助助助助理理理理秘秘秘秘書書書書長長長長，，，，但但但但無無無無法聯絡法聯絡法聯絡法聯絡上上上上，，，， 

 後後後後致電致電致電致電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地政地政地政地政專專專專員員員員，，，，專專專專員員員員表示表示表示表示發發發發展局展局展局展局並並並並無無無無指指指指示示示示。。。。 

 準備於準備於準備於準備於 10月月月月尾再約尾再約尾再約尾再約見見見見發發發發展局展局展局展局負責官負責官負責官負責官員員員員。。。。 

13.2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向向向向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查詢查詢查詢查詢立法立法立法立法會會會會議員議員議員議員劉江劉江劉江劉江華華華華對跟進對跟進對跟進對跟進靈山靈山靈山靈山村村村村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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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如如如如何何何何？？？？ 

13.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稍稍稍稍後會與後會與後會與後會與劉江劉江劉江劉江華華華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13.4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謂謂謂謂跟進跟進跟進跟進靈山靈山靈山靈山村村村村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一事一事一事一事最最最最有有有有效效效效的的的的做法做法做法做法仍是仍是仍是仍是透透透透過過過過 

 鄉鄉鄉鄉議議議議局局局局出出出出面去爭取面去爭取面去爭取面去爭取。。。。 

13.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亦亦亦亦認同認同認同認同岳芬岳芬岳芬岳芬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現時政現時政現時政現時政府府府府內部有內部有內部有內部有甚甚甚甚多多多多困難困難困難困難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克服克服克服克服，，，，故故故故其政其政其政其政策檢討遲遲策檢討遲遲策檢討遲遲策檢討遲遲都未有都未有都未有都未有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3.6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稱稱稱稱可可可可否找否找否找否找出本村與其他出本村與其他出本村與其他出本村與其他鄉鄉鄉鄉村村村村近近近近年年年年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興建丁屋興建丁屋興建丁屋興建丁屋的數的數的數的數 

 目以作比較目以作比較目以作比較目以作比較？？？？                                     村代表村代表村代表村代表 

13.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創業創業創業創業透透透透過過過過北區民北區民北區民北區民政事務政事務政事務政事務處處處處安安安安排約排約排約排約見見見見發發發發展局展局展局展局官官官官員員員員。。。。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  

14.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謂謂謂謂前前前前真愛醫院真愛醫院真愛醫院真愛醫院(屬屬屬屬信信信信義義義義會會會會)多年多年多年多年前曾向我前曾向我前曾向我前曾向我村村村村借借借借地地地地建醫建醫建醫建醫 

 院院院院，，，，但但但但在其在其在其在其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的的的的旁邊旁邊旁邊旁邊一一一一直直直直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幅土幅土幅土幅土地地地地空置空置空置空置至至至至今今今今，，，，我我我我 

 們可們可們可們可向向向向其其其其討討討討回回回回。。。。 

14.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需表示需表示需表示需查查查查清楚現在清楚現在清楚現在清楚現在該該該該幅土幅土幅土幅土地的業權地的業權地的業權地的業權誰誰誰誰屬屬屬屬？？？？如已如已如已如已轉轉轉轉了了了了 

 名給名給名給名給信信信信義義義義會會會會，，，，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便便便便無無無無法追討法追討法追討法追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環境建設組環境建設組環境建設組環境建設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5.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修葺修葺修葺修葺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日日日日前前前前大聲公大聲公大聲公大聲公交交交交來報來報來報來報價價價價單單單單，，，，價價價價錢錢錢錢為為為為 13萬萬萬萬 

 多多多多，，，，眾眾眾眾議議議議認認認認為為為為較較較較貴貴貴貴，，，，可多請可多請可多請可多請幾幾幾幾位位位位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打打打打價價價價。。。。 

 

 文文文文康康康康小小小小組組組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6. 剛剛剛剛舉舉舉舉辦辦辦辦的的的的暑暑暑暑期親期親期親期親子旅遊子旅遊子旅遊子旅遊團的團的團的團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良良良良好好好好，，，，有部份村有部份村有部份村有部份村民認民認民認民認為為為為 

 永定永定永定永定土土土土樓樓樓樓的的的的路路路路程較程較程較程較遠遠遠遠，，，，主主主主流流流流意見意見意見意見認認認認為只為只為只為只辦辦辦辦一團一團一團一團較較較較為理為理為理為理想想想想。。。。 

16.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可謂可謂可謂可順順順順應應應應民民民民意意意意、、、、以以以以後只後只後只後只辦辦辦辦一團一團一團一團。。。。 

17.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謂謂謂謂約約約約於於於於每每每每年年年年 11月舉月舉月舉月舉辦辦辦辦的的的的敬敬敬敬老老老老一一一一天天天天遊今遊今遊今遊今年是年是年是年是否否否否照照照照辦辦辦辦？？？？ 

17.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繼續繼續繼續繼續舉舉舉舉辦辦辦辦，，，，請請請請國泰國泰國泰國泰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互互互互助助助助隊隊隊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18. 漢華漢華漢華漢華隊隊隊隊長長長長稱稱稱稱互互互互助助助助隊隊隊隊的日的日的日的日常常常常運運運運作作作作尚算暢順尚算暢順尚算暢順尚算暢順，，，，最最最最大的問大的問大的問大的問題題題題是是是是 

 泊車泊車泊車泊車位位位位，，，，祠堂祠堂祠堂祠堂門門門門前前前前的的的的泊車泊車泊車泊車情情情情況較況較況較況較為為為為混亂混亂混亂混亂，，，，住客住客住客住客亦亦亦亦隨隨隨隨便便便便亂亂亂亂 

 泊泊泊泊，，，，問問問問題題題題需需需需列列列列位村位村位村位村代代代代表表表表協協協協助處助處助處助處理理理理。。。。                   村代表村代表村代表村代表 

19.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稱稱稱稱祠堂祠堂祠堂祠堂的的的的閉路閉路閉路閉路電電電電視視視視可錄影可錄影可錄影可錄影 14日日日日，，，，但但但但士士士士多多多多的的的的閉路閉路閉路閉路電電電電視視視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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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錄影只能錄影只能錄影只能錄影 8日日日日，，，，且且且且鏡頭鏡頭鏡頭鏡頭不不不不夠夠夠夠清清清清晰晰晰晰，，，，據兄弟據兄弟據兄弟據兄弟稱稱稱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買買買買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鏡頭鏡頭鏡頭鏡頭只需只需只需只需千千千千多多多多元元元元。。。。 

19.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謂謂謂謂 G4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全年全年全年全年並並並並未有未有未有未有派派派派員到來員到來員到來員到來檢查檢查檢查檢查閉路閉路閉路閉路電電電電視系統視系統視系統視系統，，，， 

 但但但但卻卻卻卻向我向我向我向我們收們收們收們收取服取服取服取服務務務務費費費費，，，，已已已已致電致電致電致電其公其公其公其公司司司司無需保無需保無需保無需保養養養養。。。。 

19.2 應應應應隹隹隹隹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互互互互助助助助隊隊隊隊可可可可指指指指派派派派一成員一成員一成員一成員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定時定時定時定時查查查查看錄影看錄影看錄影看錄影機機機機的運的運的運的運 

 作作作作情情情情況況況況。。。。 

19.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漢華漢華漢華漢華跟進跟進跟進跟進買買買買多一個多一個多一個多一個顯顯顯顯示示示示器器器器。。。。 

19.4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謂安謂安謂安謂安裝閉路裝閉路裝閉路裝閉路電電電電視視視視已有一年已有一年已有一年已有一年，，，，是是是是否繼續否繼續否繼續否繼續第第第第 2期的期的期的期的閉路閉路閉路閉路 

 電電電電視視視視安安安安裝裝裝裝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19.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仍需表示仍需表示仍需表示仍需觀觀觀觀察察察察效效效效果果果果如如如如何再作何再作何再作何再作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20.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稱稱稱稱日日日日前前前前有一有一有一有一租住租住租住租住本村的本村的本村的本村的婦女投訴居婦女投訴居婦女投訴居婦女投訴居所內所內所內所內物件被物件被物件被物件被盜竊盜竊盜竊盜竊。。。。 

2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漢華漢華漢華漢華對每對每對每對每一一一一件件件件投訴投訴投訴投訴的的的的案案案案件件件件都都都都做做做做一個記錄一個記錄一個記錄一個記錄。。。。 

2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謂謂謂日日日日前接北便前接北便前接北便前接北便錦錦錦錦華華華華嬸嬸嬸嬸投訴投訴投訴投訴，，，，有有有有人自稱人自稱人自稱人自稱是是是是電電電電訊盈科訊盈科訊盈科訊盈科職職職職 

 員員員員，，，，在晚上在晚上在晚上在晚上 8時後時後時後時後拍門拍門拍門拍門謂如謂如謂如謂如欲欲欲欲繼續繼續繼續繼續睇睇睇睇電電電電視視視視便便便便需安需安需安需安裝機頂裝機頂裝機頂裝機頂 

 盒盒盒盒，，，，如不安如不安如不安如不安裝裝裝裝、、、、一星期後一星期後一星期後一星期後便便便便沒沒沒沒有有有有電電電電視睇視睇視睇視睇。。。。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獲悉獲悉獲悉獲悉後後後後認認認認 

 為其為其為其為其推銷手推銷手推銷手推銷手法法法法有問有問有問有問題題題題，，，，故故故故報報報報警警警警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3. 心誠心誠心誠心誠中中中中學學學學擴建工程擴建工程擴建工程擴建工程在在在在動工動工動工動工時時時時產生產生產生產生振振振振盪盪盪盪事已由事已由事已由事已由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妥妥妥妥善善善善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23.1日日日日前前前前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發發發覺覺覺覺其地其地其地其地盤盤盤盤塵土塵土塵土塵土飛飛飛飛揚揚揚揚，，，，原因原因原因原因是是是是近近近近日日日日天氣乾燥天氣乾燥天氣乾燥天氣乾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促促促促請請請請工程人工程人工程人工程人員員員員拉起布料拉起布料拉起布料拉起布料以以以以阻擋塵埃阻擋塵埃阻擋塵埃阻擋塵埃。。。。 

24. 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新一屆執委會已成新一屆執委會已成新一屆執委會已成新一屆執委會已成立立立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建建建建議在議在議在議在英英英英國國國國 

 登登登登報報報報恭恭恭恭賀賀賀賀。。。。 

24.1新任會長新任會長新任會長新任會長世亮世亮世亮世亮快將快將快將快將回回回回港港港港，，，，可與他可與他可與他可與他商商商商量量量量。。。。 

2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稱稱稱稱北區醫院北區醫院北區醫院北區醫院向向向向大大大大德德德德堂堂堂堂致致致致謝捐謝捐謝捐謝捐助助助助 5萬萬萬萬元元元元。。。。 

26. 粉嶺公粉嶺公粉嶺公粉嶺公立立立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來信來信來信來信大大大大德德德德堂堂堂堂請請請請求求求求贊贊贊贊助助助助 5萬萬萬萬元以元以元以元以更更更更換換換換現時已現時已現時已現時已 

 經很經很經很經很殘舊殘舊殘舊殘舊及過時的及過時的及過時的及過時的電電電電腦顯腦顯腦顯腦顯示示示示器器器器。。。。 

26.1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表示表示表示表示粉公粉公粉公粉公是是是是教育署教育署教育署教育署特特特特定本定本定本定本區區區區的的的的唯唯唯唯一一一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中中中中心心心心，，，， 

 校校校校長與長與長與長與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們都們都們都們都付付付付出出出出最最最最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去去去去為為為為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我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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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們們們們予予予予以以以以支支支支持持持持。。。。 

26.2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謂謂謂謂粉公粉公粉公粉公與與與與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關關關關係密係密係密係密切切切切，，，，應應應應予予予予支支支支持持持持。。。。 

26.3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稱稱稱稱可可可可同同同同時時時時知知知知會海外宗親會海外宗親會海外宗親會海外宗親贊贊贊贊助助助助支支支支持持持持。。。。 

26.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國國國國平平平平的的的的兒兒兒兒子子子子堅堅堅堅立立立立及及及及錦渭錦渭錦渭錦渭叔叔叔叔每每每每年都有年都有年都有年都有贊贊贊贊助助助助粉公粉公粉公粉公。。。。 

26.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可請謂可請謂可請謂可請歐校歐校歐校歐校長長長長去去去去信信信信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會長請他們支會長請他們支會長請他們支會長請他們支持持持持 

 贊贊贊贊助助助助。。。。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26.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在謂在謂在謂在明明明明年打醮年打醮年打醮年打醮前前前前、、、、粉公粉公粉公粉公將將將將邀邀邀邀請各請各請各請各校友聚校友聚校友聚校友聚餐餐餐餐(盤盤盤盤菜菜菜菜) 。。。。 

26.8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曾曾曾曾與與與與校校校校長傾談重長傾談重長傾談重長傾談重組組組組粉公粉公粉公粉公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會事會事會事會事，，，，並並並並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在來在來在來在來 

 屆醮會屆醮會屆醮會屆醮會裡撥裡撥裡撥裡撥一個位一個位一個位一個位置置置置去去去去招招招招募校友募校友募校友募校友會會員會會員會會員會會員。。。。 

26.9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表示表示表示表示聽聽聽聽到一部份到一部份到一部份到一部份家家家家長長長長反映反映反映反映，，，，表示無表示無表示無表示無法法法法理理理理解因解因解因解因何何何何本村本村本村本村 

 與與與與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的的的的關關關關係那麼係那麼係那麼係那麼疏疏疏疏離離離離？？？？ 

27. 培培培培福福福福促促促促請各位多請各位多請各位多請各位多關關關關心心心心北北北北帝廟帝廟帝廟帝廟，，，，很很很很多地多地多地多地方方方方需要需要需要需要修葺修葺修葺修葺，，，，漏漏漏漏水水水水 

 情情情情況況況況嚴嚴嚴嚴重重重重！！！！ 

27.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定一謂定一謂定一謂定一天天天天聯同聯同聯同聯同有有有有關人關人關人關人等等等等到到到到北北北北帝廟帝廟帝廟帝廟視察視察視察視察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修葺修葺修葺修葺。。。。 

28. 眾眾眾眾議都議都議都議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與與與與我我我我們都有們都有們都有們都有共識共識共識共識，，，，明明明明瞭瞭瞭瞭 

 到有需要到有需要到有需要到有需要尋尋尋尋求求求求英英英英國國國國法法法法律律律律上的意見上的意見上的意見上的意見去去去去制制制制定一個定一個定一個定一個妥妥妥妥善的善的善的善的條條條條文文文文 

 以以以以保保保保障障障障彭大彭大彭大彭大德德德德堂堂堂堂及後及後及後及後人對人對人對人對於於於於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業權的業權的業權的業權的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權權權權，，，，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現正在現正在現正在現正在進進進進行這行這行這行這方面方面方面方面的的的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 

 新一屆執新一屆執新一屆執新一屆執行行行行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剛剛剛剛成成成成立立立立，，，，稍稍稍稍後後後後趁趁趁趁新任會長新任會長新任會長新任會長等回等回等回等回鄉鄉鄉鄉祭祭祭祭祖祖祖祖 

 時與他們召時與他們召時與他們召時與他們召開座談會開座談會開座談會開座談會。。。。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的的的的章章章章程程程程上上上上必必必必須須須須訂訂訂訂明明明明無無無無論論論論是本村是本村是本村是本村方面方面方面方面又又又又 

 或或或或是是是是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海外彭氏宗親會，，，，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一一一一方方方方都不能單都不能單都不能單都不能單方面方面方面方面執執執執行行行行出出出出售售售售 

 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的的的的物物物物業業業業，，，，同同同同時亦需時亦需時亦需時亦需訂訂訂訂定一個定一個定一個定一個向向向向銀行按銀行按銀行按銀行按揭揭揭揭的的的的最高最高最高最高限限限限 

 額額額額不不不不得超得超得超得超過過過過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物物物物業的業的業的業的估值某估值某估值某估值某個個個個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以以以以避免因按避免因按避免因按避免因按 

 揭額揭額揭額揭額太太太太高以致高以致高以致高以致無無無無法法法法償還償還償還償還而而而而導導導導至至至至銀行強制銀行強制銀行強制銀行強制將物將物將物將物業業業業拍賣拍賣拍賣拍賣！！！！ 

28.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會表示會表示會表示會盡盡盡盡力力力力與新一屆與新一屆與新一屆與新一屆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會長會長會長會長等等等等商討商討商討商討並並並並尋尋尋尋求求求求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妥當妥當妥當妥當的的的的解解解解決決決決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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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2010 年十年一屆太平清醮事年十年一屆太平清醮事年十年一屆太平清醮事年十年一屆太平清醮事】】】】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顧問顧問顧問顧問提點來屆太平清醮需注意的提點來屆太平清醮需注意的提點來屆太平清醮需注意的提點來屆太平清醮需注意的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29. 上屆醮會在上屆醮會在上屆醮會在上屆醮會在擇吉擇吉擇吉擇吉之之之之後有村後有村後有村後有村民民民民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更更更更改改改改醮期醮期醮期醮期，，，，更有村更有村更有村更有村民建民建民建民建 

 議議議議向北向北向北向北帝爺帝爺帝爺帝爺問問問問杯擇杯擇杯擇杯擇日日日日。。。。大大大大眾須眾須眾須眾須有有有有共識去共識去共識去共識去遵遵遵遵從從從從良辰吉良辰吉良辰吉良辰吉日日日日、、、、 

 盡盡盡盡可能不要可能不要可能不要可能不要輕言輕言輕言輕言更更更更改改改改！！！！ 

30. 上屆醮會完成後上屆醮會完成後上屆醮會完成後上屆醮會完成後，，，，無無無無人負去人負去人負去人負去搬走搬走搬走搬走現現現現場什場什場什場什物物物物及清理及清理及清理及清理場場場場地地地地。。。。 

31.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粵劇戲粵劇戲粵劇戲粵劇戲票票票票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 上屆戲上屆戲上屆戲上屆戲票票票票是無是無是無是無編號碼編號碼編號碼編號碼，，，，在現在現在現在現場買票場買票場買票場買票人人人人士士士士將將將將票銀票銀票銀票銀放放放放入入入入錢錢錢錢 

 箱箱箱箱內內內內，，，，每每每每晚大晚大晚大晚大約約約約到到到到 10點點點點幾幾幾幾便便便便由由由由岳芬岳芬岳芬岳芬、、、、富富富富昌昌昌昌及及及及來發來發來發來發開開開開錢錢錢錢 

 箱箱箱箱點點點點算算算算總金總金總金總金額額額額，，，，然後全部然後全部然後全部然後全部錢交錢交錢交錢交由由由由來發來發來發來發保保保保管管管管。。。。來屆醮會來屆醮會來屆醮會來屆醮會 

 可可可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妥當妥當妥當妥當的的的的方法去處方法去處方法去處方法去處理戲理戲理戲理戲票票票票。。。。 

 ~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在上屆粵劇上在上屆粵劇上在上屆粵劇上在上屆粵劇上演演演演時時時時經常進入經常進入經常進入經常進入戲戲戲戲棚棚棚棚內內內內視察視察視察視察情情情情況況況況，，，，多多多多 

 次發現外次發現外次發現外次發現外人人人人坐坐坐坐在在在在父父父父老老老老席上看戲多於本村的席上看戲多於本村的席上看戲多於本村的席上看戲多於本村的父父父父老老老老！？！！？！！？！！？！ 

   

  此情此情此情此情況況況況是由於有是由於有是由於有是由於有些些些些父父父父老將老將老將老將戲戲戲戲票送票送票送票送了了了了給朋友給朋友給朋友給朋友，，，，但但但但這樣這樣這樣這樣做便做便做便做便 

  失失失失去去去去了了了了原原原原來的意來的意來的意來的意義義義義！！！！亦亦亦亦造造造造成有成有成有成有些些些些父父父父老老老老欲睇欲睇欲睇欲睇戲戲戲戲卻卻卻卻無席位無席位無席位無席位，，，， 

  故故故故來屆醮會有需要來屆醮會有需要來屆醮會有需要來屆醮會有需要作作作作出出出出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可可可可以以以以考慮無需在事考慮無需在事考慮無需在事考慮無需在事前前前前派派派派發發發發 

  父父父父老老老老戲戲戲戲票票票票，，，，凢凢凢凢本本本本村村村村父父父父老老老老可可可可以自以自以自以自由由由由進進進進入入入入父父父父老老老老席席席席睇睇睇睇戲戲戲戲，，，，如如如如父父父父 

  老老老老席席席席滿滿滿滿座座座座便便便便請請請請睇睇睇睇下一下一下一下一場場場場。。。。 

 ~ 村村村村代代代代表戲表戲表戲表戲票票票票可可可可作靈活處作靈活處作靈活處作靈活處理理理理，，，，因因因因為上屆醮會有為上屆醮會有為上屆醮會有為上屆醮會有些些些些村村村村代代代代表座表座表座表座 

  席席席席空置空置空置空置，，，，故故故故可可可可視視視視實實實實際際際際情情情情況去處況去處況去處況去處理理理理以以以以免浪免浪免浪免浪費費費費席位席位席位席位。。。。 

 ~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與與與與柱國柱國柱國柱國在上屆戲在上屆戲在上屆戲在上屆戲棚棚棚棚前前前前座的座的座的座的空空空空間位間位間位間位置置置置加加加加放放放放了了了了 2行行行行座位座位座位座位，，，， 

  因因因因應有應有應有應有關關關關政政政政府府府府部部部部門門門門的的的的官官官官員員員員或或或或新新新新聞聞聞聞界界界界前前前前來來來來慶賀慶賀慶賀慶賀時時時時我我我我們可們可們可們可以以以以 

  有有有有靈活靈活靈活靈活的座位的座位的座位的座位去招去招去招去招待待待待客客客客人人人人。。。。 

 

32.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醮會完成後醮會完成後醮會完成後醮會完成後拍賣拍賣拍賣拍賣吉祥吉祥吉祥吉祥物物物物品品品品，，，，來屆可來屆可來屆可來屆可以以以以 2個個個個方法去處方法去處方法去處方法去處理理理理，，，， 

 ~ 出通告出通告出通告出通告醮會完醮會完醮會完醮會完成日成日成日成日即即即即時時時時進進進進行拍賣行拍賣行拍賣行拍賣。。。。 

 ~ 如如如如若若若若在在在在翌翌翌翌日日日日進進進進行拍賣行拍賣行拍賣行拍賣、、、、必必必必須須須須事事事事前前前前請請請請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看看看看守吉祥守吉祥守吉祥守吉祥物物物物品品品品。。。。 

33.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行行行行香事香事香事香事宜宜宜宜: 

 上屆醮會上屆醮會上屆醮會上屆醮會行行行行香時是香時是香時是香時是以以以以喃嘸喃嘸喃嘸喃嘸為首為首為首為首，，，，跟跟跟跟着着着着是緣首是緣首是緣首是緣首、、、、父父父父老老老老、、、、村村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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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民民民，，，，並並並並無安無安無安無安排排排排村村村村代代代代表的位表的位表的位表的位置置置置，，，，有有有有些些些些父父父父老老老老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穿著穿著穿著穿著長長長長衫衫衫衫，，，，在在在在 

 觀觀觀觀瞻瞻瞻瞻上是上是上是上是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有有有有失失失失工工工工整整整整。。。。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來屆醮會在來屆醮會在來屆醮會在來屆醮會在行行行行香的香的香的香的編編編編排排排排上上上上辦辦辦辦 

 好一點好一點好一點好一點；；；；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喃嘸喃嘸喃嘸喃嘸為首為首為首為首，，，，繼繼繼繼而緣首而緣首而緣首而緣首、、、、村村村村代代代代表表表表、、、、穿著整穿著整穿著整穿著整齊長齊長齊長齊長 

 衫衫衫衫的的的的父父父父老老老老，，，，然後到村然後到村然後到村然後到村民民民民(包包包包括括括括不不不不穿著穿著穿著穿著長長長長衫衫衫衫的的的的父父父父老老老老) 。。。。 

34. 上屆醮會在戲上屆醮會在戲上屆醮會在戲上屆醮會在戲台台台台上上上上拍拍拍拍大大大大合合合合照照照照時時時時遺遺遺遺漏漏漏漏了了了了邀邀邀邀請請請請父父父父老老老老們上們上們上們上台台台台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使使使使到到到到父父父父老老老老們都十們都十們都十們都十分分分分不不不不滿滿滿滿意意意意，，，，故故故故來屆來屆來屆來屆必必必必須須須須留留留留意意意意。。。。 

35. 如需重如需重如需重如需重編編編編族族族族譜譜譜譜便便便便要要要要盡盡盡盡早早早早進進進進行行行行，，，，因資料因資料因資料因資料搜搜搜搜什什什什需時需時需時需時。。。。 

36.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十表示十表示十表示十分分分分感感感感謝謝謝謝岳芬岳芬岳芬岳芬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對對對對醮務醮務醮務醮務作作作作出出出出上述保貴的提示上述保貴的提示上述保貴的提示上述保貴的提示，，，， 

 岳芬岳芬岳芬岳芬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對對對對於打醮有於打醮有於打醮有於打醮有豐豐豐豐富富富富的的的的經經經經驗驗驗驗，，，，來屆醮會務請他來屆醮會務請他來屆醮會務請他來屆醮會務請他積極積極積極積極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同同同同時亦多時亦多時亦多時亦多謝謝謝謝培培培培福福福福顧問的顧問的顧問的顧問的鼎鼎鼎鼎力力力力協協協協助助助助醮務醮務醮務醮務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在在在在稍稍稍稍後後後後 11、、、、12月間月間月間月間抽抽抽抽一個晚上在村公所重看上屆醮會的一個晚上在村公所重看上屆醮會的一個晚上在村公所重看上屆醮會的一個晚上在村公所重看上屆醮會的 

 錄影錄影錄影錄影，，，，讓讓讓讓我我我我們更清楚上屆醮會的們更清楚上屆醮會的們更清楚上屆醮會的們更清楚上屆醮會的進進進進行行行行情情情情況況況況與與與與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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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時時時時 15分分分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