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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閱文件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6/2016號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六年中西區滅蚊運動（第一期）  

 

 

目的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將在中西區進行二零一六年第一期

滅蚊運動，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有關安排及詳情。  

 

背景  

 

2.  食環署已在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至十月九日期間推行了二零

一五年第三期滅蚊運動。就本區進行的防治蚊子行動及結果詳情，請

參閱附件一。  

 

3.  香港在二零一五年 (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錄得一宗本地、105宗

外地傳入、一宗未能分類及一宗正在調查的登革熱個案；一宗本地及

一宗未能分類的日本腦炎個案；以及沒有錄得基孔肯雅熱個案。為保

障市民健康及取得持續的防治蚊子成效，食環署計劃分以下三期舉行

二零一六年滅蚊運動，以繼續加強控蚊工作：  

 

第一期 :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  

第二期 :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  

第三期 :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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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零一六年第一期滅蚊運動的宣傳口號是  「齊來把蚊滅  預防

日本腦炎登革熱」，其目標如下：  

 

(a) 提高市民對登革熱、日本腦炎、基孔肯雅熱及其他蚊傳疾

病潛在危險的警覺性；  

(b) 鼓勵社區及有關政府部門齊心合力，積極參與防治蚊子工

作 ; 及  

(c) 消除區內潛在蚊子滋生地點。   

 

防治蚊子行動  

 

5.  我們將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期間，在區內潛

在蚊子滋生地點，進行一連串的清除積水及防治蚊子行動，重點包括

民居、學校、建築地盤、公共屋邨、醫院、海傍各公共和私人貨物裝

卸區及出入境碼頭等的周邊範圍。有關的工作計劃表載於附件二。  

 

6.  運動期間，本區共二十隊防治蟲鼠隊將按照夾附的工作計劃進

行防治蚊子工作，並藉此機會向市民提供防治蚊子的常識和技術指

導。  

 

宣傳教育  

 

7.  在宣傳教育方面，除發放新聞稿、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

傳聲帶等外，我們還會：  

 

(a) 印製有關防治蚊子的宣傳海報、單張、橫額及公共教育物

品，供市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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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透過有關政府部門及地區組織的參與和緊密聯絡，把宣傳資

料廣泛地派發給市民，從而提高他們對防治蚊子的警覺性 ; 

 

(c) 使用廣播車宣傳防治蚊子的信息 ; 

 

(d) 在大型屋邨商場舉行巡迴展覽，並派員為學生及屋邨的管

理人員舉辦講座；及  

 

(e) 在本署的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設專題展覽，並在本署

網頁內加入這項運動的訊息。  

 

8.  為確保是次滅蚊運動得以順利進行，本署防治蟲鼠事務諮詢組會

就防治蚊子行動及相關宣傳教育活動提供技術支援。  

 

地區參與  

 

9.  為取得本區議會對這項運動的積極參與和支持，我們誠邀各議

員及委員參與各項相關活動及組織宣傳工作，並就本署防治蚊子工作

提供意見。本區環境衞生總監會與區議會秘書處安排有關細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中西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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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五年中西區滅蚊運動（第三期）  

 

 二零一五年第三期滅蚊運動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至十月九日

進行。運動期間，有關防治蚊子工作均進行順利。以下是食物環境衞生

署在本區進行滅蚊運動的行動及結果  : 

 

1. 巡察本區目標次數  ： 4620 

2. 發現並已處理蚊子滋生的地點數目  ： 342 

3. 發現並已處理潛在蚊子滋生的地點數目  ： 1315 

4. 清理廢物數量 (公噸 ) ： 14 

5. 向違例人士提出檢控數目  ： 0 

6. 發出警告信數目  ： 0 

7. 向市民提供有關防治蚊子忠告及訊息次數  ： 362 

8. 派發有關宣傳單張／海報數目  ： 2700 

9. 轉介其他政府部門跟進的個案數目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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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零一六年滅蚊運動（第一期）  

中西區工作計劃  

                       

日期  負責隊伍  地點  

(星期一 ) 

15.2.2016 

22.2.2016 

29.2.2016 

7.3.2016 

14.3.2016 

防治蟲鼠組 

(一) 厚和街、域多利道、加惠民道、山市街、 
城西道、學士台斜坡、爹核士街、加多近街、

卑路乍街88-162號、摩星嶺徑、吉席街、 
均益街 

 

(二) 羅便臣道、摩羅廟交加街、摩羅廟街 、 

西摩道、堅道、梁輝臺、般咸道、光景台、

伊利近街、鴨巴甸街、旭龢道、薄扶林道(近

蒲飛路巴士總站)、碧珊徑(近蒲飛路巴士總

站) 

 

(三) 堪仕達道、柯士甸山道、地利根德里、 
歌賦山道、芬梨道、白加道纜車站、賓吉道、

施勳道、山頂廣場、寶雲道、麥當勞道、 
波老道、薄扶林水塘道 

 
(四) 山道、保德街、加倫臺、皇后大道西452-478

號、屈地街、西安里、水街、急庇利街、 
摩利臣街、文咸東街、蘇杭街、東來里 

 
(五) 第二街(東邊街至正街)、第三街(東邊街至正

街)、正街(皇后大道西至般咸道)、高街11-49

號及28-38號、東邊街、元勝里、般咸道、 
餘樂里、郭興里、中港道、中景道、兩儀坊、

林士街、文華里、禧利街 

 
(六) 雲咸街、雪廠街、安蘭街、民光街、 

都爹利街、利源東街、利源西街、正義道、

統一碼頭道、法院道、民光街、民寶街、 
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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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隊伍  地點  

(星期二 ) 

16.2.2016 

23.2.2016 

1.3.2016 

8.3.2016 

15.3.2016 

防治蟲鼠組 

(一) 李寶龍路、太白台、青蓮臺、桃李臺、 

山道2-104號、卑路乍街1-39號、西寧街、 

西市街、堅彌地城新海旁、歌連臣街、西祥街、 

荷蘭街、堅彌地城海旁、山市街 

 
(二) 薄扶林道 86-88 號、寶珊道、克頓道、嘉咸街、

己連拿利、荷李活道、奧卑利街、伊利近街、

士丹頓街、些利街、堅道、香雪道、 

羅便臣道 1-55 號 

 
(三) 舊山頂道、夏力道、克頓道、盧吉道、 

忌利文道、賓吉道、醫院徑、雷丹彌徑、 
施勳道、普樂道、山頂道52-60號、 

山頂道86-92號、種植道45-77號 

(四) 廣豐里、由義里、居仁里、嘉安街、 

皇后大道西1-41號、皇后大道西167-237號、 
皇后大道西438-450號、修打蘭街、餘樂里、 
興漢道、威利麻街、德輔道西1-95號、 
西消防街、皇后街、薄扶林道1-69及2-50號、

高陞街68-90號、李陞街、新街、醫院道、 
蘇杭街 

 
(五) 皇后大道西128-224號後小徑、榮華臺、 

五福里、育賢坊、普仁街、律打街、砵典乍街、

士丹利街、擺花街、閣麟街、敦和里、卑利街、

吉士笠街、三家里、文興里、百子里 

 
(六) 環球里、港景街、萬宜里、畢打街、堅尼地道、

聖約瑟堂、花園道纜車總站、纜車徑、花園道、

美利大廈停車場、皇后大道中、雲咸街、 

蘭桂坊、德己立街、威靈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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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隊伍  地點  

(星期三 ) 

17.2.2016 

24.2.2016 

2.3.2016 

9.3.2016 

16.3.2016 

防治蟲鼠組 

(一) 青蓮台斜坡、域多利道道慈佛社斜坡、域多利

道環保基建科對面山坡、士美菲路山坡、 
摩星嶺徑、山市街、吉席街(山市街至士美菲

路)、卑路乍街 1-111 號及 2A-86 號、北街 
 

(二) 薄扶林道92-96號、摩羅廟街、摩羅廟交加街、

羅便臣道、屋蘭士里、旭龢道、柏道、 
巴丙頓道、干德道、列堤頓道1-77號、 
聖士提反里、漢寧頓道、旭龢道 10-42 號對面、

寶珊道、南里、日富里 
 

(三) 歌賦山里、和福道、樂善美道、白加道1-17號、

馬已仙峽道5-26號、馬已仙峽道配水庫、 

堅巷、貝璐道、山頂道40-42、76-92、71-99號、 
僑福道、十間斜坡、醫學博物館 
 

(四) 安華里、屈地街 21 號、西安里、皇后大道西 

65-437 號、般咸道 33-83 號、高陞街、 

文咸西街、甘雨街、和風里、松秀東街、 

永樂街、賢居里、干諾道西 62-86A 號、 

德輔道西 40-92 號及 19-71 號 
 

(五) 興隆街、機利民新街、水坑口街、太平山街、

發興街、皇后大道西 136-288 號、第一街(東邊

街至正街) 、正街 27-51 號、東邊街 23-45 號、

英華臺、西尾臺、般咸道 9B-31 號、高街(1 號

高街至東邊街) 、港島總區刑事總部、醫院道

(5 號至東邊街) 、佐治五世公園 
 

(六) 砵典乍街、德忌利士巷、德輔道中8-74號、 
畢打街、金融街、國際金融中心小巴站、 
民祥街、港景街、皇后大道中、戲院里、 
德己立街、榮華里、和安里、士丹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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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隊伍  地點  

(星期四 ) 

18.2.2016 

25.2.2016 

3.3.2016 

10.3.2016 

17.3.2016 

防治蟲鼠組 

(一) 摩星嶺道、域多利道晨運徑、石山街山坡、 
卑路乍街12號山坡、加惠民道山坡、西環邨、

觀龍樓、卑路乍街32-86號、荷蘭街、西祥街 
 

(二) 碧珊徑、干德道與寶珊道斜坡、太子台、 

芝古臺、奧卑利街20-26號、亞畢諾道1-28號、

堅道 47 -147 號、寶華里、樓梯街、永利街、

華賢坊東、華賢坊西、城皇街、麥當勞道 、 
些利街 15-31 號 

 
(三) 加列山道、山頂道近白加道油站斜坡、 

僑福道斜坡、漆咸徑、芬梨道、芬梨徑、 

柯士甸山道公園、波老道、盧吉道1-35號、 

寶雲道2-11A號、舊山頂道公園、舊山頂道至

地利根德里、堅尼地道42A-44號、麥當勞道、

白加道 
 

(四) 褔壽里、玫瑰里、德星里、常豐里、廣豐臺、

忠正街、茘安里、奇靈里、紫薇街、干諾道中

144-161 號、干諾道西 88-128 號、德輔道西

94-174 號及 73-153 號、高陞街 

 
(五) 差館上街、水池巷、樂古道、元安里西、 

五桂坊、水巷、美輪街、善慶街、敦和里、 
皇后大道西2-100號、干諾道西110-143號、 
德輔道中206-284號、永樂街、文咸東街、 
蘇杭街、急庇利街 

 
(六) 昃臣道、立法會、美利道、琳寶徑、遮打道、

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紀念花園、

郵政總局、紅棉道天橋底、泄蘭街、安慶臺、

雲咸街、都爹利街、安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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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隊伍  地點  

(星期五 ) 

19.2.2016 

26.2.2016 

4.3.2016 

11.3.2016 

18.3.2016 

防治蟲鼠組 

(一) 紫蘭樓斜坡、摩星嶺道配水庫、科士街、 
和合街、長庚里、西祥街北、西市街、招商局、

士美菲路1-7號、堅彌地城新海旁、山道、 
南里 

 
(二) 寶珊道與干德道連接的樓梯及山坡、干德道與

羅便臣道連接的小路、薄扶林道86-96號、 
些利閣、列拿士地臺、佐治里、明興樓與光漢

臺之間後巷、女子俱樂部、太子台、梁輝臺、

活倫臺、衛城里、卑利街、英輝臺、芝古臺 

 
(三) 歌賦山里遊樂場斜坡、地利根德里行山徑、 

忌利文道、舊山頂道、薄扶林水塘斜坡、 
加列山道、漆咸徑、白加道纜車站、賓吉道、

百祿徑、種植道 

 
(四) 毓秀里、三多里、亞厘架巷、皇后大道西355-425

號、朝光街、干諾道西153-167號、德輔道西 

228-404號及207-329號、水街、兆祥坊、 
桂香街、梅芳街、中山紀念公園附近、崇慶里、

由義里、皇后大道西414-440號 

 
(五) 弓絃巷、裕林臺、老沙路街、禧利街、城皇街、

貴華里、租庇利街、安和里、域多利皇后街、

必列者士街、樂古道、摩羅上街、摩羅下街、

孖沙街、禧利街、皇后大道中 228-378 號 

 
(六) 昭隆街、夏愨道、利源東街、利源西街、 

萬宜里、金鐘道、德立街、樂禮街、添馬街、

添華道、添美道、龍和道、演藝道、炮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