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區議會  

2018-2019 年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龍瑞卿女士，MH（主席）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甘文鋒先生（副主席）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梁健文先生，BBS，MH， JP 屯門區議會主席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李洪森先生，BBS，MH 屯門區議會副主席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蘇炤成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2 會議結束  

古漢強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2 上午 09:51 

朱耀華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黃麗嫦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何杏梅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林頌鎧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徐  帆先生，MH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程志紅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陳文華先生，MH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朱順雅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曾憲康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蘇嘉雯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巫成鋒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楊智恒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甄紹南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譚駿賢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陳暹恆先生  增選委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蔡承憲先生  增選委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陳靜儀女士（秘書）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二  

 



負責人 

列席者  

徐敏儀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  

李明琦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署理高級工程督察  

李錦浩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屯門區環境衞生總監  

陳穎怡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陳沛丞先生  渠務署工程師／屯門 4 

張俊傑先生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屯門一）  

楊慕文先生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西） 1 

胡可璣女士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屯門 4 

陳元亨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15（西）  

譚國樑先生  地政總署屯門地政處署理行政助理／地政  

馮煜明先生  水務署工程師／新界西區（分配  2）  

曹展翹先生  水務署工程項目統籌／設計 3 

 

缺席者  

陶錫源先生，MH 屯門區議員  

江鳳儀女士  屯門區議員  

吳觀鴻先生  屯門區議員  

陳文偉先生  屯門區議員  

葉文斌先生  屯門區議員  

姜啓邦先生  增選委員  

梁建城先生  增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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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下稱「環委會」）

第九次會議，以及各政府部門代表列席會議。  
 

  
2. 主席請旁聽會議的公眾人士留意，會議室後方投影屏幕兩旁的空間為

記者區，除了已登記並獲發傳媒貼紙以茲識別的新聞界人士可逗留在該記者

區內，其他公眾人士必須留在觀眾席旁聽會議。  

 

  
3. 主席提醒各委員，如發現會議討論的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應在討論

該事項前作出申報。她會根據《屯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9(12)條，決定曾就

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

聽，或應否避席。所有作出利益聲明的個案，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內。  

 

  
II. 委員請假事宜   

4. 秘書報告，江鳳儀議員因身體不適，申請缺席會議。   
  
[會後補註：江議員其後按會議常規的要求，向秘書處遞交醫生證明書，故獲

環委會同意其是次缺席。 ]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5. 沒有委員對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環委會 2018-2019
年第八次會議記錄。  

 

  
IV. 報告事項   

(A)  屯門泳灘水質等級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2 號）  

 

6.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B)  屯門區主要工程項目進度報告（截止 2019 年 2 月 15 日）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3 號）  
 

7. 主席查詢文件第三頁提及的屯門第 14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何時正式

啟用。  
 

  
8. 土木工程拓展署（下稱「土木工程署」）陳元亨先生回應表示，根據建

築署提供的資料，該綜合大樓的工程將於 2019年第一季完成，並正與有關部

門安排交收工作，預計各項設施將於 2019年第三季陸續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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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9.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C)  食物環境衞生署報告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4 號）  
 

10.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李錦浩總監補充，署方已於 2月 27
日，把安裝於業旺路垃圾收集站的網絡攝錄機移至洪祥路垃圾收集站。截至 3
月 21日，署方已就該處的違規行為提出九宗檢控，相信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

開始受控。  

 

  
11. 食環署李總監續指，署方將於 2019-2020財政年度增撥資源，有望多在

三至四個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現希望參考去年做法，經秘書處收集委員對

安裝地點的建議。  

 

  
12. 委員就報告內容及安裝網絡攝錄機事宜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

容綜述如下：  
 

(i)  查詢署方本年會否參考去年頗具成效的滅蚊工作，並提早進行有關工

作，以防患未然；  
 

 

(ii)  表示特別關注房屋署管轄範圍外的非法棄置垃圾黑點情況，查詢署方

會否提供表格供委員填寫，以收集安裝網絡攝錄機的建議地點；   
 

 

(iii)  表示歡迎署方增撥資源安裝網絡攝錄機，並查詢可否將部分新增的網

絡攝錄機安裝在非法餵飼雀鳥及野豬的黑點；  
 

 

(iv)  查詢署方可否提供與鼠患相關的最新資料。他表示明白署方已相當努

力進行滅鼠工作，但有見去年屯門鼠患問題嚴重，而傳媒亦相當關

注，希望署方可交代更多有關控制鼠患的具體工作；  
 

 

(v)  表示希望在兆康天橋底增設網絡攝錄機，以杜絕非法餵飼野鴿而影響

環境衞生的情況；以及  
 

 

(vi)  表示歡迎署方增撥資源安裝網絡攝錄機，並建議在置樂花園天橋底升

降機附近的位置增設網絡攝錄機，以監控違法者於深夜非法棄置垃圾

的情況。  

 

  
13. 食環署李總監回應表示，參考去年的情況，署方注意到蚊患指數於

2018年 3月後便有上升趨勢，所以今年相關的控蚊工作將較以往提早一個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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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行， 4月初便會加強進行控蚊工作。至於鼠患方面， 2018年的情況，確比 2017
年嚴重。除每半年一次的恆常屯門區滅鼠行動及一年一次的小區滅鼠行動

外，署方希望可增加一次小區滅鼠行動，以加強滅鼠的成效。  
  
14. 食環署李總監續表示，署方已草擬建議安裝地點的表格，並將於會後

透過秘書處分發予委員，以收集委員意見。為配合相關招標工作，他請委員

於 4月 3日前，把回覆交予秘書處。他指出，署方在收集各委員的意見後，會

綜合有關地點的投訴數字、檢視及分析棄置的垃圾量，以及評估於相關地點

安裝攝錄機的技術可行性，按這三大原則擬定安裝地點的優先次序，並徵詢

環委會意見後，再按照環委會同意的次序安裝網絡攝錄機。至於在非法餵飼

的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署方會嘗試安排一至兩個試點，以觀其成效。  

 

  
15. 主席請委員於 4月 3日前把安裝地點的建議書交予秘書處，以轉交食環

署跟進。  
秘書處  

  
(D)  鄉村小工程及鄉郊小工程截至 2019 年 2 月的進展報告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5 號）  
 

1 6 .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E)  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報告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6 號）  

 

(i) 屯門環境保護工作小組   
17.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ii) 街市及違例擺賣工作小組   
18.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iii) 第 54 區發展及配套設施工作小組   
19.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20. 主席宣布通過上述三份工作小組報告。   
  
(F)  其他政府部門截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的進展報告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7 號）  

 

(i) 渠務署就屯門區工程的進展報告   
21. 有委員表示希望署方可於雨季來臨前，清理新秀街、新華里及井財街

一帶的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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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渠務署陳沛丞先生回應表示，有關委員提及的三個地點，他將於會後

與相關同事作出跟進。  
 

  
23. 有委員查詢三聖邨進漁樓對開的渠道是否渠務署的管轄範圍，並表示

該處氣味難聞，希望有關部門可盡快作出跟進。  
 

  
24. 渠務署陳先生表示手上未有相關資料，故未能確定三聖邨進漁樓對開

的渠道，是否屬渠務署的管轄範圍。  
 

  
25. 主席請渠務署陳先生於會後與委員聯絡，回覆有關查詢。   
  
26.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ii) 五號泥坑環境監察報告   
27.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iii) 屯門區樓宇滲水報告   
28.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iv) 屯門區水管敷設工程的進度報告   
29. 水務署曹展翹先生補充表示，報告內第五項工程已經完成，進度為

100%。  
 

  
30. 有委員查詢，湖翠路及龍門路的工程是否可於今年 6月完工，以及美樂

里的工程何時完工。  
 

  
31. 水務署曹先生回應表示，就湖翠路及龍門路的工程而言，承辦商已於 3
月 25日着手敷設水管，按現時進度，預計今年 6月完工。他續表示，美樂里近

蝴蝶邨的水管修復工程亦已展開，預計今年 9月完工。  

 

  
32.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v)  屯門區政府土地的剪草及噴灑蚊油工作   
33. 有委員查詢現時剪草及噴灑蚊油的地點，是否以兩個月為一個周期，

每兩個月進行相關工作一次。  
 

  
34. 有委員表示，希望處方要求承辦商於指定日子到指定地點進行剪草及

噴灑蚊油工作，而非現時只規定每個周期各個地點的剪草及噴灑次數。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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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外，她感謝屯門地政處譚國樑先生的跟進工作，認為規定承辦商於指定時間

到指定地點進行剪草及噴灑蚊油，可減省處方及不同持份者的行政成本。  
  
35. 屯門地政處譚先生回應表示，剪草及噴灑蚊油的地點，以兩個月為一

個匯報循環，所以 3月及 4月的剪草及噴灑蚊油地點，跟 1月及 2月的剪草及噴

灑蚊油地點大致相同。如有委員希望知道指定地點剪草及噴灑蚊油的確實日

期及時間，處方可以預先通知個別委員，而處方現時亦有就部分地點作出類

似安排。他續表示，他會在會後聯絡處方負責剪草及噴灑蚊油的隊伍，以探

討委員所提議的做法是否可行。  

 

  
36.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G)  屯門空氣質素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8 號）  
 

37.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H)  大水坑水質監察記錄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19 號）  
 

38.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V. 其他事項   
(A)  2019-20 年度社區參與環境保護活動計劃  

（環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20 號）  
 

39. 主席表示，環委會過去七年均有參與由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

撥款的社區參與環境保護活動計劃。 2019-20年的推廣主題為「揼少啲、慳多

啲、識回收」。環保署會向 18區區議會，每區提供 20萬元撥款，以推行計劃。

她請委員考慮是否接納此項撥款，以及是否按以往安排，將撥款交由屯門環

境保護工作小組跟進。  

 

  
40.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環委會遂通過由屯門環境保護工作小組跟進上述

撥款。  
屯門環境

保護工作

小組  
  
(B)  環保署邀請環委會協辦海岸清潔日活動   
41. 主席表示，秘書處於 3月 20日收到環保署向環委會發出的信件，信件提

及該署將於 2019年 5月 18日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在屯門龍鼓灘舉辦海岸清

潔日活動，邀請環委會協辦上述活動並招募義工。此外，署方誠邀屯門區議

員及委員一同參與活動。她請委員考慮是否同意環委會協辦上述活動，並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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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助招募義工。  
  
42.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環委會遂通過協辦上述活動並協助招募義工。   
  
43. 主席請秘書處以電郵把活動詳情發給屯門區議員及委員參閱，並擬備

出席的議員、環委會增選委員及義工名單，以轉交環保署。  
秘書處  

  
VI. 下次會議日期   

44. 既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上午 10時 01分結束，下次會議將於 2019年 5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9 年 5 月 10 日  

 

檔號：HAD TM DC/13/25/EHDD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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