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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2 次村務會議記錄  

日  期 :  2012 年 5 月 6 日 (星期日) 

時  間 :  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 : 粉嶺圍村公所 

主  席 : 創業 

記  錄 : 陳基堂 

出席者 : 國泰 錫華 梅楚 江文 志恒 錢發 永輝 志雄 貴枝 建號 運權 應佳 達財 潤球 宋傑 

 潤發 宏健 慶連 慶培 興球 宗石 創業 振聲 耀初 傑林 樹穩 培福 永聰 祖耀 坤祥 

 士朝 貴財 日懷 偉林 

請假者 : 家輝 永安 德成 未齊 金全 學端 

 

【會議內容】 
                                                                 跟進  

 〔特別事項〕 

 

*1 是次議程 7.2 ~ 主席謂數天前 4 位村長收到北區民政事務處寄來有關申請在蝴蝶山 

興建骨灰龕的再次諮詢文件，附加了一份補充資料(交通報告)，我們已將該份文件 

張貼在告示牌上讓村民參閱。有關的發展商-高劍清先生與其兒子出席是次會議作 

親善探訪，並就有關之申請作一簡介。 

*2 高劍清先生稱他在粉嶺區已有 40 多年的歷史， 歷年來得到粉嶺圍彭族兄弟的幫 

忙可謂不少。最初經營紙品廠，及後在國內轉營家電廠已有 17 年，在經營家電廠 

期間遇到甚多困難，同時亦虧蝕了不少！但他仍繼續努力去鑽營！現時在國內已 

設有 17 間家電廠，為世界多間著名牌子生產家電產品，至今已逐漸上軌道。 

*3 高先生表示得到祖耀叔的通知今天召開村務會議，故便帶同本人的兒子一同列席， 

有關在蝴蝶山他本人的地方 (現經營安老院舍)申建骨灰龕一事如能獲得本村的支 

持而成功獲批的話，他們父子二人一定萬分感激！無論粉嶺圍或粉嶺樓有何種建 

設、他們都定必慷慨贊助！多年前在他經營生意最困難的時候，高先生將其在坪輋 

的一幅土地賣掉，繼而向城規會申請蝴蝶山的居所興辦骨灰龕。 

*4 高先生謂十分歡迎本村剛入讀大學的子弟參與他於國內廠房的實習工作以汲取管 

理的經驗；並歡迎本村組團到他的廠房參觀，高先生表示定必熱情接待。 

*5 高先生亦答應負責本村請風水師到蝴蝶山勘察的費用，倘若對粉嶺圍的風水有所 

影響的話，他是不會進行這個計劃。 

*6 祖耀表示在其擬建骨灰樓的週邊可多種大樹。 

*7 坤祥謂高先生與我們已有 40 多年的交情，而現時本港對於骨灰位確實有迫切的 

   需求，我們就此事主要是在風水方面需詳加考慮和探討。 

*8 堅立稱該處屬獨立私人土地，已建有 4 幢豪宅，其實、蝴蝶山旁邊的蓬瀛仙館裡 

面亦有很多骨灰靈位，況且其地理位置對我們的殮葬區並無影響！ 

*9 振聲謂他在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任委員已有 6 年，華永會屬下有 4 個墳場， 

包括香港仔、柴灣、將軍澳和荃灣，香港現時除了由食環署提供亷價的骨灰位外， 

另一個便是華永會。香港每天的死亡人數是 150 人，每年約有 5 萬人死亡，九成 

半以上是採用火化的形式，現在香港確實很缺乏土葬的墳場，我們新界原居民是 

比較幸運的一群，仍然可以享受土葬的特權。有村民擔心高先生擬建的骨灰龕會 

影響本村的風水龍脈，此事我們有需要作詳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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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 

 *10 振聲出示該處的圖則給與會者參詳，圖則顯示出我們的殮葬區旁邊其實一早便有 

     骨灰位的存在 (蓬瀛仙館及觀宗寺)， 我村有部份的村民將其先人的骨灰靈位安 

     放在蓬瀛仙館及觀宗寺內，高先生擬建骨灰龕的位置與蓬瀛仙館的位置十分相近， 

 此事件是我們切身的問題，我們需深入研討。 

 *11 振聲謂他認識高劍清先生已有 20 年，高先生一向十分熱心於北區的地區事務， 

     一直有從事慈善的工作，他與富華宗叔及鏗然宗兄有很深厚的感情，在安樂村經 

 營和豐紙品廠已有很長的歷史。當年高先生興建了 4 幢別墅時剛好遇上地產低潮， 

 故而改營老人院。現在他向城規會申請將該地段由綠化地帶改為社區設施/政府 

 機構等，其程序是必須諮詢地區上的團體人士，猶其需要諮詢本村，因為蝴蝶山 

 是本村的殮葬區，任何人士對其申請有任何意見都必須在 11/5/2012 前通知城規會。 

 振聲聲明在此事上他本人並無涉及任何利益，現在我們是否需在 11/5/2012 前請 

 風水師到現場勘察其擬建的骨灰龕會否影響本村的風水，既然高先生承諾負責 

 有關聘請風水師的費用，我們可諮詢蔡伯勵先生或元朗的鄧姓風水師。 

 相信該處現存的 4 幢別墅的外型基本上不會有大改變，只是在內部就着骨灰靈位 

 而作出改變，其外形應無大的改變，別墅的外圍築有相當高的圍牆，在圍牆外面 

 是全部看不見裡面的建築物。高劍清先生是由祖耀會長邀請出席此次會議，我們 

 是次議程是會探討此事，待稍後高先生離席後我們再商討此事。 

 *12 高劍清先生再作補充發言，他表示因為經濟環境不佳才會考慮將該處申請營辦 

 骨灰龕，如效益不大、當然不會考慮去做，現存的建築物是不適合骨灰龕的用途， 

 如落實進行的話將會拆卸重建，面積會較現時約大一倍，但高度一定不會太高， 

 會保持從外面看不到圍牆內的建築物與及以不影響本村的風水龍脈為標準，但必 

 須徵得本村的同意才會進行，並表示他本人願意承擔該筆費用。 

 他表示希望本村指定某人為洽談代表，如由多位本村人士各自提出不同的意見的 

 話，他本人便會很難處理，他今日特地帶同他的兒子到來參與此次聚會，一方面 

 是介紹他給大家認識，並讓他知道父親多年來都得到粉嶺圍兄弟們的關照！ 

 

上午 10.15 分 – 高劍清與其兒子離席。 

議會繼續討論有關上述特別事項。 

 

*13 慶培表示陰宅與陽宅有別，他是必須要將現存的建築物改建。 

*14 慶連謂如落實營辦骨灰龕之後，有可能會向附近擴展，假若出現此情況時又如何？ 

*15 慶培稱我們可以看沙田寶福山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初只是一座，但後來陸續 

    擴建了數十座！ 

*16 達財詢問因何城規會的諮詢期如此短速？我們是何時收到政務處的通知？諮詢的 

    最後限期是 11/5/2012，實際只得幾日的時間去商討！ 

*17 主席表示在數天前村公所收到政務處的來信，他便立即通知書記將該信件張貼在 

    告示板。 

*18 達財謂此諮詢期如此短速，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召開村民大會；其實、在收到如 

    此重要的事情理應立即召開特別村民大會才對！ 

*19 振聲稱是已通告召開此次會議之後才收到政務處的諮詢信。 

*20 主席謂大約 1 個月前我們曾向城規會及政務處以影響本村的風水為由而提出反對 

其申請，其後發展商再向城規會遞交補充文件，其內容是一些交通報告的資料與 

及發展商的回應，但並無清楚說明是什麼回應，詳細的回應資料需到城規會索取。 

此次是第 2 次的諮詢。 

*21 志恒謂我們在上一次是以影響本村的風水為由而提出反對，而現在發展商的補充 

    資料只是一些交通報告，與風水完全無關！他希望知道因何我們會改變了態度？ 

    不明白為何上次反對了而今次我們的立場又會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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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 

 

*22 振聲表示並非只有我們反對，尚有其他地區上的機構及人士包括涉及交通的人士 

    都有作出反對。 

*23 宏健、傑林及多位委員都認為應繼續反對。 

*24 貴枝認為此事不單是我們粉嶺圍的事，此事如成為事例之後亦會間接影響其他 

    新界原居民的殯葬區會被一一效法如此去做，因為經營骨灰龕是一門暴利的生意！ 

*25 最後再經一番討論，主席與振聲歸納大部份的意見，決定去信北區民政事務處及 

    城規會，內容是由於政務處的來信太遲，我們無足夠的時間去召開村民大會討論 

    此事，請其延長諮詢期一個月，以便我們聘請風水師勘察後再開村民大會作決定。 

    可以多請二、三位風水師作參考，只要高先生願意支付該筆費用。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達財問上次會議記錄~8.15 第二行《沛貴回答是存放在他自己的私人戶口，並稱已支付 

 了一半的款項;》但振聲在上次會議記錄~8.1 第三至四行卻說《到目前為止、賑災所得 

 的善款共港幣 55 萬元全部未動用 》，此記錄是否有錯處？      ***請參閱頁 8~書記附註*** 

1.1 主席謂書記記錄錯誤 ，應修改為《並未有支付過任何賑災的款項 》。 

2. 達財問上次會議記錄~後記(一) 《該筆善款現時仍存於彭沛貴 20 萬元及中國銀行 34 萬 

 多元》，這筆中國銀行 34 萬多元是屬於誰人的戶口？ 

2.1 貴財答謂該 34 萬多元是一張銀行本票，由於無人去提取，故一直存於中國銀行，在 

 2012 年 5 月 4 日貴財聯同振聲、未齊及耀初一同到聯和墟的中國銀行報失該銀行本票， 

 申請將該筆本票的錢退還給貴財的戶口；因為當年籌募賑災善款時，他本人是義務每天 

 到村公所收集籌得的善款再暫存於他的私人戶口，當時協助籌款事宜的有書記、國泰、 

 培福及多位村民。 

 該本票的銀碼是$340,835 元，據銀行稱需要到金管局查冊，費用約共 4 百多元，需時 

 4 星期便會將該筆錢退回到貴財的私人戶口，之後再由貴財將該筆款項存入村公所的 

 戶口。其餘的$200,000 元是存放在沛貴的私人戶口，因為當年沛貴是大德堂值理， 

 大德堂捐助 20 萬元是由沛貴以私人支票開出再送交中聯辦，  而中聯辦一直未有兌現， 

 故該筆錢便一直存放在沛貴的私人戶口。在收齊這兩筆款項後再加振聲捐出的 9 千多元 

 一共 55 萬元便暫存入村公所的戶口，然後再電滙到陽江市的學校收。貴財謂最近才知道 

 未有動用該筆善款。 

2.2 耀初表示他本人對於此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全不知情！因為此乃慈善籌款，他的意見是不 

 要將該筆善款存入村公所的戶口，原來由貴財及沛貴發出支票給中聯辦，現在該筆善款 

 都仍存在他們的戶口，應該亦由他們二人直接電滙到該學校收。 

2.3 主席同意貴財之建議將該筆善款暫存入村公所的戶口，再轉交陽江市的學校收。 

2.4 振聲稱此筆善款是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發生大地震後，由培福領導之下向本村各祖 

 堂、村民及街坊等籌募，共籌得 54 萬多元，在 6 月份時我們將一張銀行本票送交中聯辦，

準備捐助四川彭州的一間小學，因為當時很多國企、私人機構及有錢人等都以億計的善款 

捐助四川的災民，我們區區幾十萬元之數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中聯辦向我們推荐一處位於 

 廣東省的山區地方，辦一個希望工程，建造一間小學以扶貧。當時有 2 筆錢，沛貴是時任 

 大德堂值理，故該筆 20 萬元便交了給他，沛貴用他的私人戶口開了一張 20 萬元的支票， 

 但此支票仍在沛貴處未有動用；另外一筆 34 萬多元是由貴財在中國銀行買了一張本票交 

 給中聯辦，但中聯辦卻遲遲不去兌現，由於銀行本票過期了 6 個月便無效，故此這筆錢 

 一直是在中國銀行而未有動用，前天振聲與未齊、耀初及貴財到聯和墟中國銀行確認了 

 此事，但要在 4 個星期後我們才可以動用此筆錢。沛貴於數天前開了一張 20 萬元的私人 

 支票，抬頭人是粉嶺圍村公所，待數星期後收妥中國銀行的 34 萬多元後，兩筆錢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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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 

 振聲捐助的 9 千多元一共 55 萬元以電滙到陽江市的小學的銀行戶口，到時對方會有收 

 據及信件確認收到我們的捐款。 

2.5 樹穩問因何會分開 2 張支票而不是以一張整數 55 萬元的支票開出？ 

2.6 貴財答謂因為大德堂捐助 20 萬元，所以由沛貴開出 20 萬元的私人支票；而另外一張 

 34 萬 835 元的銀行本票是由他本人發出，此筆錢是經過多天公開向外募捐所得的總額， 

 當時貴財每天都到村公所收集捐款，經多位村民在場核點之後便存進貴財的私人戶口。 

3. 梅楚謂上次會議記錄~7.11 第二行《下不為例》應更正為《以此為鑑》。 

4. 耀初謂上次會議記錄~7.2《大埔七約鄉公所的主席》應更正為《大埔七約鄉公所的李永強 

 副主席》。 

5. 其他會議記錄全部通過。 

 

 〔財政報告〕 (2012 年 3 月及 4 月份) 

 

6. 貴財謂 3 月份的時薪工資應更正為《31 天 共 $3100 元》，4 月份的時薪工資應更正為 

 《30 天》。 

7. 4 月份收支賬目表  ~ 《公文袋 1 個》更正為《公文喼 1 個》。 

 

 〔續議事項〕 

 

8. 跟進在宗祠側興建 2 幢丁屋事。 

8.1 振聲稱已到田土廳查證，該幅地面積是 2080 平方呎，是一幅用來曬穀的禾堂地，以前 

 是建有茅厕、鷄棚等，並不是舊屋地，如欲建屋必須套 2 個丁權去申請，其面積足夠 

 興建 2 間獨立的丁屋，此計劃是在蘊釀階段。 

8.2. 主席謂上次會議已商討成立小組去跟進此事，搜集資料後再提交村民大會去討論和決定。 

9. 跟進大德堂與樟樹灘在大埔七約鄉公所之物業分契事宜。 

9.1 振聲表示約於 3 星期前在一個宴會上與大埔七約鄉公所副主席李永強先生、他同時是樟 

 樹灘約司理之一商談此事，他亦表示同意將聯名的物業辦理分契。振聲現建議訂定某一 

 天邀約樟樹灘約的司理人與我們茶聚，請坤祥叔及祖耀叔一同出席，大家先行有一個共 

 識然後再落實請律師辦理分契的手續。                                       

9.2 耀初謂上星期他與李永強副主席商談過此事，他表示他們樟樹灘約已轉換了司理，可待 

 我們辦妥了轉司理的手續後才進行辦理分契事宜。 

9.3 振聲謂在上次的村務會議已決定將該物業直接轉歸大德堂名下，故無需再辦理轉司理的 

 手續。 

9.4 主席請耀初與振聲跟進請律師辦理此事。 

9.5 振聲請祖耀會長、慶連會長與坤祥會長一同前往律師樓辦理此事。              振聲/耀初 

10. 請各位村務委員從速報名加入村務委員會轄下各小組。                        全體委員 

 

       〔報告事項〕 

 

11. 主席報告海外彭氏宗親會第 18 屆理事會第 7 次例會記錄及 4 月份收支賬目表 

 (請參閱另表) 。 

11.1 振聲謂宗親會交來的例會記錄與及收支賬目表並無顯示其銀行的結存及儲備之記錄， 

 我們絕對無意干涉宗親會的財政，只是希望能知悉其狀況，請書記通知宗親會此事。  書記 

12. 創業謂振聲提出到候任特首辦就〈靈山鄉村擴展區〉一事請願。 

12.1 振聲稱於數星期前與創業聯絡，因為創業是〈靈山鄉村擴展區關注組〉的召集人， 

 梁振英先生在 3 月 25 日成功當選為下屆特首，我們大家都記憶猶新、在 2010 年尾本村 

 舉辦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時，刻意地邀請梁振英先生為主禮嘉賓，振聲表示當時已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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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他的行情，他比起其他 2 位特首候選人的條件是較為優勝，兼且有大將之風！既然 

 如今梁振英先生已在特首選舉中勝出，我們應好好地把握此機遇。最近數星期、大家都 

 可以從新聞報導看到很多團體都趁新特首在 7 月 1 日正式上任之前到其辦公處遞信請願。 

 振聲稱猶記在 2010 年的太平清醮啟壇時致歡迎辭、特別強調對〈靈山鄉村擴展區〉此 

 項目的關注，政府自 1999 年開始進行〈小型屋宇政策檢討〉至今已有 12 年的光景，他 

 在演辭裡表達了我們不滿的心聲！當時坐在戲棚的主禮枱上時，梁振英先生坐在他旁邊， 

 振聲謂與他交談了幾句，梁振英先生表示很關注此事，他對於現屆政府團隊之工作效率 

 如此低亦感到有點無奈。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大都會，絕無理由一個〈小型屋 

 宇政策檢討〉需時 12 年而仍無結果！相信在非洲以至印度等較為落後的國家以一兩年 

 的時間已可以做好。 

 故此振聲有此構思去組織村民到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的辦公處請願，期望他能在此事項 

 上對我們有所幫助。 

 昨天剛收到學端會長的留言，內容是說對我們計劃去請願的行動有所保留，因新一屆政 

 府正籌組接任，我們應多方面予以協助。現時我們應該向〈土木工程拓展署〉方面探索， 

 該署與靈山村的收地及地盤平整等事情有關，我們應該做一些針對性及實事求是才對！ 

 所以暫時擱置請願一事。我們可以寫一封祝賀信給梁振英先生以表關懷。            書記 

 

 財務監督組報告  

13. 坤祥會長及眾人等都認為將〈財務監督組〉更改為〈財務監察組〉較為恰當。 

13.1 眾議通過此修訂。 

14. 樹穩表示與永輝研究後已設計了多份有關撥款申請的表格，對於一些經常性的及一些有 

 迫切性的開支可以定一個較低的款額以便可以盡快批出！有需要作明確界定那些是經常 

 性及非經常性事項。                                                        財監組 

14.1 振聲謂成立財務監察組並運作後便能發揮實效，首先需訂定審批的程序及準則，其次是 

 設計標準的申請撥款表格。 

14.2 樹穩表示其工作甚忙，請辭財務監察組召集人一職，可以作為小組委員以協助運作。 

14.3 眾議推選梅楚任財務監察組召集人。 

15. 興球詢問購買枱椅是否需要財務監察組審批？ 

15.1 主席表示如在會議上通過了的事項便可進行辦理。 

15.2 志恒謂財務監察組並非去審批發款，當委員會通過了某事項需動用公家錢時，它的功能 

 是負責去監察執行者是否正確地去運用公家錢；正如興球所提及買枱椅一事，他需要做 

 的程序是先去向多家傢俬舖打價，然後將打價的資料遞交財務監察組審閱，一致認為合 

 理並挑選最理想的一間便可進行辦理批撥款去購買。 

15.3 永輝稱已多次與樹穩研究如何成立一個有效的系統去運作及有效的記錄方法以便日後隨 

 時都可查閱。有關改善閉路電視一事，永輝表示從去年 12 月開始便一直跟進處理， 

 上次會議之後、他獨自一人到深圳華強北路查詢我們裝置閉路電視所需的器材的價錢和 

 性能，做了一份報價單，需款約港幣 2 萬元，但遲遲尚未放款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暫未 

 有一個有效的制度，無形中便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而至今日都仍未有將事情辦妥！ 

 故他已與樹穩詳細地研究過此事，設計了一份統一申請批款表格，其運作即如個別小組 

 填妥申請批款表格，遞交所屬值理(是否需要一併遞交文件？) ，之後再交財務監察組審 

 閱，一切妥當便簽署，再交一或二位村長核實簽署後便立即可以放款。各小組負責人是 

 由村務委員會選出來，原則上我們都應信任他們，假若各小組負責人收集了所需的資料後， 

 而到頭來卻又對其不信任！如此在村務運作上便會造成很大的障礙！他這次辦理閉路電 

 視一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頭來全部所做的工作都被阻停下來！永輝強調他的出發 

 點只是盡量為公家節省金錢，故不吝利用自己的工餘時間去奔走！ 

 永輝特在此鳴謝英國的宗親銘華，這位兄弟最近從英國回鄉，他無條件奉獻了一份無線 

 收發器給村公所，方便我們可以在家中透過網路上便可以看到閉路電視鏡頭所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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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這是一個很好的設備。現在我們首先是安裝好那些已損壞了的鏡頭，然後大家 

 再研究什麼地點還需安裝鏡頭。 

15.4 主席問永輝現在仍有何問題。 

15.5 現在的問題是興球仍未肯放款。 

15.6 志恒表示這件事情確實十分矛盾！在上次的村務會議上、永輝已清楚地向委員會遞交 

 整份有關安裝閉路電視的詳盡報告，同時亦為公家節省了很多錢，在會上大家都一致 

 同意交由永輝去進行辦理，此事涉及村中保安，可說是急不容緩的事，為何興球仍然 

 不發放款項？ 

15.7 坤祥謂剛才已與振聲簽發了 3 萬元的支票交興球，事情至此應無問題。 

 

 鄉村擴展組報告 

16. 先前已報告暫時擱置請願行動。 

 

 文康關愛組報告  

17. 宏健問今年是否繼續舉辦(三日二夜)暑期親子旅行團？ 

17.1 眾議繼續舉辦。 

17.2 振聲請宏健向多間旅行社索取資料以作比較。 

17.3 振聲也請慶培向旅行社索取資料。 

18. 主席稱日前接北區民政事務處回覆謂哥爾夫球會現因有官司正在進行，故暫時不會增加 

 打球的人數。 

18.1 振聲表示球會的心意是不欲再增加打球的名額，欲使已發給我們的名額作自然淘汰！但 

 我們必須繼續爭取此權利！ 

19. 貴枝建議欲成立《士林會》。 

19.1 貴枝稱某次會議貴財談及村公所三樓士林堂的瓷相問題而啟發了他的靈感，是否可以活 

 化士林堂，成立士林會以作為一個平台，好讓大家認識各位兄弟姊妹並作多方面的交流 

 活動，使到年青一輩加深認識本村與及增強其歸屬感！部份並非居住在村中的兄弟也可 

 以多些回來聚會交流，江文提供了一份其個人的建議，大家可作參考，並請村長與大家 

 考慮此事。 

19.2 梅楚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可以提升村民的素質。 

19.3 滿池稱我們需盡量減少支出，積存儲備以應付來屆的太平清醮。 

19.4 志恒稱他本人是支持此建議，於上星期日他曾到訪海外彭氏宗親會，會內張貼了很多宗 

 親的子女們卓越的成績，包括中學與大學的成績，假如成立了士林堂此平台，可讓海外 

 宗親的子女們與村中的青年作多方面的學術與工作上的相互交流溝通，現時有部份海外 

 宗親的子女希望回流找工作，此平台正好提供一個獲取有關香港各行業的工作訊息的機 

 會，同時亦可以使到更多海外的青年了解家鄉的文化傳統，至於宗親會的獎學金只不過 

 是一種精神上的獎勵而已！ 

19.5 主席請貴枝成立一小組再作探討。 

19.6 培福稱動用公家錢必須謹慎參詳。 

19.7 達財謂其建議書已說明不會動用公家錢。 

19.8 振聲表示非常支持成立士林會，在 50 至 70 年代時、本村很多兄弟移民到英國及歐洲等 

 地，其子女都在外國讀書，他們大多都不知道根在那裡！如成立了士林會，大家可以通 

 過互聯網彼此交流訊息，有關獎學金一事可以暫時按下不談，先行成立士林會，大前提 

 是不要動用公家錢，經費可以請人贊助。 

 

 廟宇管理組報告  

20. 運權已致電華人廟宇委員會查詢是否可以替我們管理北帝廟，其回覆是不能為我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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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帝廟，因為其業權屬於我們，我們可以選擇外判的辦法。 

20.1 興球稱廟祝每年都需要我們寫工作証明信給社會福利署，有關責任問題應該是由本村 

 集體負責。 

20.2 振聲表示他本人經常收到很多投訴說北帝廟管理不善，經常有善信欲往參拜都不得其門 

 而入，本區具規模的廟宇就是我們的北帝廟，善信到來參拜多有利士打賞，廟祝確實年 

 事已高，是時候另請熟悉解簽並可以將北帝廟管理得井井有條的人士。 

 華人廟宇委員會轄下的廟宇，廟祝需投標，需支付一筆相當大的標銀才可以去經營一間 

 廟宇。如果我們的北帝廟運作妥善的話，可以為公家賺取可觀的收入！ 

 剛才興球的問題是廟祝有領取綜援，社署需要我們寫証明信以證明他的收入及工作時間， 

 廟祝是由本村聘請的，故一定是集體負責。 

20.3 玉恆表示現時廟祝是在廟內睡覺。 

20.4 堅立謂現時北帝廟的香油箱內的利士錢 8 成是歸廟祝所有，公家只得 2 成，同時仍有 

 部份善信打賞給廟祝私人的利士錢。 

20.5 主席請小組繼續跟進如何改善北帝廟的運作。                               廟宇管理組 

21. 有關維修孝思亭事宜需待再報價，留待下次會議再商討。 

21.1 應佳謂是否可以先行安裝 2 把抽氣扇。 

21.2 慶培同意跟進安裝。 

 

 互助隊報告  

22. 玉恆隊長表示近有發生爆格及偷竊女性底衫褲，已囑咐隊員多加留意。 

22.1 玉恆謂互助隊以往出更時間是晚上 10 時至 12 時，他認為此更時太過早，因為犯案者多 

 在深夜時份，故他準備將出更的時間更改為晚上 11 時至深夜 2 時或 2 時半。 

22.2 玉恆建議造多個禁止收買佬進入本村的告示牌。 

22.3 現時大部份隊員出更時都穿著制服，因為在晚上巡更時穿著了制服可以清楚地讓居民知 

 道我們是維持治安，只有幾位隊員不願意穿著，玉恆表示會給時間他們去適應。 

22.4 玉恆已向隊員聲明，如無合理的解釋、3 次不出更的隊員將會被辭退。 

22.5 玉恆謂現時互助隊已稍有改善，仍需慢慢逐步去更正以往不正確的習慣。 

22.6 眾委員拍掌以示鼓勵及贊賞玉恆的努力。 

 

 環境衛生小組報告  

23. 慶培稱現在進入暑熱天氣，請書記知會蟲鼠組多到本村各處噴灑殺蟲劑。 

23.1 振聲謂他會去信食環署派員到本村噴殺蟲劑。 

23.2 振聲稱於多月前 4 位村長已聯署去信渠務署及環保署落實為本村鋪設排污系統，請書記 

 再去信渠務署請其到本村再召開小組會議以便知悉其進展如何。 

 

 〔討論事項〕 

 

24. 跟進發展局清拆僭建村屋事宜。 

24.1 貴枝謂近日很多村民都收到屋宇署寄來的信及小冊子，我們應如何處理？ 

24.2 耀初稱在上星期到粉嶺區鄉事委員會開會討論此事，大家都認為應與鄉議局一致行動， 

 如村民的屋宇有僭建者，填妥屋宇署的表格後可交到村公所，再由村公所轉交鄉事會 

 統一辦理。亦有律師表示如自行填報等同自行投案認罪，故大家可詳細研究。 

24.3 坤祥認為本村僭建屋宇不多，且 2012 年 7 月 1 日新一屆政府上任，在此交接期間、我 

 們可以暫時不去填報，到時看鄉議局有何決定才作行動。 

24.4 振聲謂上星期五聯同 4 位鄉郊的區議員在北區區議會與屋宇署的總工程師開會商討有關 

 事宜。其實鄉議局就此事項已先後開了很多次的小組會議，一致認為暫時無需要填報該 

 份報表，因為政府現時人手不足，就佔我們新界鄉民的便宜，要我們自動獻身，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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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首！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兼律師公會會長何君堯律師已很清楚地說明此事，政府要 

 我們自行申報，但並無清楚說明申報後的後果如何？政府在收集了所有的資料後便可以 

 逐一發出遷拆令及起訴我們！我們必須小心處理，一旦做錯了便無法回頭，所以他不同 

 意耀初的建議，鄉議局會請中聯辦及梁振英先生協助處理此事。我們新界原居民有 80 

 多萬人，6 百多條鄉村，新界的土地佔全香港大部份的土地，特區政府很需要我們原居 

 民去協助發展新城市與及經濟，故政府不敢貿然進入鄉村去拆卸村屋！無論特區政府或 

 鄉議局、都不希望會見到第一滴血！曾經有建議定下一條界限線，例如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建成的村屋便予以豁免，但附帶有條件，無論是 4 層或 5、6 層的村屋，屋主 

 聘請合資格的結構工程師去勘察其屋宇，由該工程師發出証明其屋宇結構屬安全，然後 

 向政府繳納若干數目的罰款，政府暫且作容忍處理；但此做法並不包括丁屋！因為丁屋 

政策是由 1972 年才開始實施，同時丁屋是絕對不能超過三層以上，先前所提及的是 1896

年已存在的瓦頂祖屋，我們現時要求政府分開兩類僭建村屋去處理，先行處理 1896 年已 

 存在的祖屋，暫時不要處理丁屋。總括來說、振聲建議大家暫時不要填報僭建資料。 

24.5 主席謂鄉議局張學明副主席表示不鼓勵大家拒絕申報僭建屋宇，但會繼續爭取特赦 4 層 

 或以上的村屋，希望與政府召開會議談判。另外屋宇署宣佈針對 11 項風險較低者，例如 

 天台簷蓬請大家先行申報，申報後在 6 個月之內需請合資格的工程師檢驗，再向政府提 

 交安全報告，倘若在 9 月尾前仍未申報，政府便會先行處理此等僭建物。 

24.6 達財稱據他所知現時屋宇署的鄉村僭建組有聘請外判商到新界的村落巡查，暫時尚未查 

 到本村，至於申報僭建物一事，是必須聘請合資格人士勘察並簽署證明建築物的結構安 

 全，村民需承擔一筆費用，同時、簽署安全紙之人士必須承擔結構安全的責任。 

25. 建號建議在村公所門前附近造 2 個指示汽車慢駛牌，因為日常甚多村民及小孩出入，而 

 來往的汽車甚多，易生意外。 

25.1 玉恆認為應該由新運路入口處便開始多安裝幾個汽車慢駛牌以策安全。 

25.2 議決通過造約 10 個慢駛牌。                                                總務組 

26. 建號建議廣場魚塘邊的入口鐵柱需上鎖，因為現時的汽車隨時自出自入，日前他便看 

 到一輛小型客貨車在圍門前倒車時便險些撞到一小孩，幸而有村民呼喝而避免了一次 

 意外！                                                                   總務組 

26.1 議決通過修葺好鐵柱的鎖牌及將全部鐵柱上鎖，通告需開鎖者到村公所索取鎖匙。 總務組 

27. 滿池謂需多造幾個嚴禁收買佬進入本村的告示牌。                             總務組 

28. 慶連建議借用鎖匙者須留下按金 5 百元，在交回鎖匙時退回款項。 

29. 運權建議購買能影印雙面的影印機以節省紙張。 

29.1 眾議同意購買。                                                           總務組 

30. 振聲謂村公所財務值理貴財請大德堂及璧峰祖各撥款 15 萬元給村公所作經費用。 

31. 達財謂村中日常的告示甚多，建議在村公所對面造一個大型的告示牌。 

31.1 振聲表示告示牌有需要上鎖以免張貼的告示被人撕去，如我們原來的告示牌不夠用， 

 可以在旁邊多造一個。 

31.2 眾議決定待政務處造了新的告示牌後我們再跟進做。 

 

 主席宣佈散會 (下午 1 時 05 分) 

 

***書記附註 : 本次會議記錄 ~ 1.及 1.1 書記翻查 2012 年第 1 次村務會議錄音(01:23:51 時段) ， 

              記錄內容並無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