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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新新新新 界界界界 

粉粉粉粉 嶺嶺嶺嶺 圍圍圍圍 村村村村 公公公公 所所所所 

FANLING VILLAGE OFFICE 
596 FANLING VILLAGE, FANLING, NT, HONG KONG 

FAX: 26722984   TEL: 26701322 

 

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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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月月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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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朝達朝達朝達朝  泰全泰全泰全泰全  日懷日懷日懷日懷  國泰國泰國泰國泰  偉發偉發偉發偉發  金壽金壽金壽金壽  國忠國忠國忠國忠  傑文傑文傑文傑文 

   仲石仲石仲石仲石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  劍有劍有劍有劍有  耀初耀初耀初耀初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  應佳應佳應佳應佳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 

 梅楚梅楚梅楚梅楚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  金全金全金全金全  樹穩樹穩樹穩樹穩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  振聲振聲振聲振聲 

請假者請假者請假者請假者: 清華清華清華清華  永安永安永安永安  焯然焯然焯然焯然  少忠少忠少忠少忠  永輝永輝永輝永輝  運權運權運權運權  振龍振龍振龍振龍  志恒志恒志恒志恒  興旋興旋興旋興旋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北區區議會主席北區區議會主席北區區議會主席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  北區區議員北區區議員北區區議員北區區議員-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 

   
會議前由會議前由會議前由會議前由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致詞歡迎致詞歡迎致詞歡迎致詞歡迎北區區議會北區區議會北區區議會北區區議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及及及及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區議員區議員區議員區議員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到訪到訪到訪到訪 

本村本村本村本村，，，，月前月前月前月前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議員曾到本村視察議員曾到本村視察議員曾到本村視察議員曾到本村視察及跟進及跟進及跟進及跟進下列各項下列各項下列各項下列各項:- 

a. 協助改善協助改善協助改善協助改善南慶堂南慶堂南慶堂南慶堂前前前前新運路新運路新運路新運路出口一帶環境以保障村民出入的安全出口一帶環境以保障村民出入的安全出口一帶環境以保障村民出入的安全出口一帶環境以保障村民出入的安全。。。。 

b. 促請政府早日在促請政府早日在促請政府早日在促請政府早日在馬會道馬會道馬會道馬會道旁裝設隔音屏障旁裝設隔音屏障旁裝設隔音屏障旁裝設隔音屏障；；；；同時亦觀察南便同時亦觀察南便同時亦觀察南便同時亦觀察南便新運路新運路新運路新運路一帶一帶一帶一帶 

的噪音情況的噪音情況的噪音情況的噪音情況。。。。 

c. 促請政府改善北便公眾停車場促請政府改善北便公眾停車場促請政府改善北便公眾停車場促請政府改善北便公眾停車場經常有糞車污染空氣環境的情況經常有糞車污染空氣環境的情況經常有糞車污染空氣環境的情況經常有糞車污染空氣環境的情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謂謂謂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在應屆立法會選舉中推選在應屆立法會選舉中推選在應屆立法會選舉中推選在應屆立法會選舉中推選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陳克勤陳克勤陳克勤陳克勤及及及及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為一組為一組為一組為一組 

合參選合參選合參選合參選，，，，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雖然是新人雖然是新人雖然是新人雖然是新人、、、、但在應屆區議會選舉中以高票當選但在應屆區議會選舉中以高票當選但在應屆區議會選舉中以高票當選但在應屆區議會選舉中以高票當選(全港全港全港全港 

最高得票排行第二最高得票排行第二最高得票排行第二最高得票排行第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主席發表寶主席發表寶主席發表寶主席發表寶貴意見貴意見貴意見貴意見。。。。 

 
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主席謂一直都希望多聽取地方上各界人士的意見主席謂一直都希望多聽取地方上各界人士的意見主席謂一直都希望多聽取地方上各界人士的意見主席謂一直都希望多聽取地方上各界人士的意見，，，，今後會與本村今後會與本村今後會與本村今後會與本村 

多多多多作聯繫溝通以期作聯繫溝通以期作聯繫溝通以期作聯繫溝通以期能為本村盡一點綿力能為本村盡一點綿力能為本村盡一點綿力能為本村盡一點綿力。。。。 

 
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議員表示平日都有跟議員表示平日都有跟議員表示平日都有跟議員表示平日都有跟振聲振聲振聲振聲主席及主席及主席及主席及未齊未齊未齊未齊村代表合作村代表合作村代表合作村代表合作，，，，其本人居住於其本人居住於其本人居住於其本人居住於 

祥華邨祥華邨祥華邨祥華邨，，，，母母母母親亦是原居民親亦是原居民親亦是原居民親亦是原居民，，，，頗明瞭原居民的需要頗明瞭原居民的需要頗明瞭原居民的需要頗明瞭原居民的需要，，，，政府在發展新區時很政府在發展新區時很政府在發展新區時很政府在發展新區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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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會損害到原居民的權益多時會損害到原居民的權益多時會損害到原居民的權益多時會損害到原居民的權益，，，，在保育在保育在保育在保育區發展亦無作出補償區發展亦無作出補償區發展亦無作出補償區發展亦無作出補償。。。。 

期望能多些聽取大家的意見以便向政府反映期望能多些聽取大家的意見以便向政府反映期望能多些聽取大家的意見以便向政府反映期望能多些聽取大家的意見以便向政府反映，，，，並並並並督促政府在發展新區督促政府在發展新區督促政府在發展新區督促政府在發展新區的的的的 

同時亦需注意改善舊區生活環境的質素同時亦需注意改善舊區生活環境的質素同時亦需注意改善舊區生活環境的質素同時亦需注意改善舊區生活環境的質素！！！！ 

  

振聲振聲振聲振聲主席感謝主席感謝主席感謝主席感謝 2位為本村帶來的位為本村帶來的位為本村帶來的位為本村帶來的訊息訊息訊息訊息及關注及關注及關注及關注！！！！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一向愛國愛港一向愛國愛港一向愛國愛港一向愛國愛港，，，，現現現現 

在以在以在以在以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為首為首為首為首、、、、陳克勤陳克勤陳克勤陳克勤為副為副為副為副，，，，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劉國勳務實敢言務實敢言務實敢言務實敢言，，，，陳克勤陳克勤陳克勤陳克勤曾任特首曾任特首曾任特首曾任特首 

辦辦辦辦助理助理助理助理；；；；希望在應屆的希望在應屆的希望在應屆的希望在應屆的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選舉中能保持選舉中能保持選舉中能保持選舉中能保持 2席位席位席位席位，，，，定能為地方上帶來定能為地方上帶來定能為地方上帶來定能為地方上帶來 

一番充滿朝氣的新景象一番充滿朝氣的新景象一番充滿朝氣的新景象一番充滿朝氣的新景象！！！！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呼籲本村村民踴躍投票支持呼籲本村村民踴躍投票支持呼籲本村村民踴躍投票支持呼籲本村村民踴躍投票支持！！！！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期望期望期望期望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民建聯多些多些多些多些協助村民協助村民協助村民協助村民爭取興建丁屋各事項爭取興建丁屋各事項爭取興建丁屋各事項爭取興建丁屋各事項，，，，大家需要多些溝通大家需要多些溝通大家需要多些溝通大家需要多些溝通，，，， 

並並並並需將我們的實際情況及需要向政府反映需將我們的實際情況及需要向政府反映需將我們的實際情況及需要向政府反映需將我們的實際情況及需要向政府反映！！！！ 

 
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蘇西智主席表示主席表示主席表示主席表示在今次在今次在今次在今次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選選選選舉中舉中舉中舉中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亦告急亦告急亦告急亦告急！！！！緣因近日鄉事派發緣因近日鄉事派發緣因近日鄉事派發緣因近日鄉事派發 

生許多生許多生許多生許多風風雨雨風風雨雨風風雨雨風風雨雨！！！！需要我們大力投票支持才可需要我們大力投票支持才可需要我們大力投票支持才可需要我們大力投票支持才可入入入入局局局局！！！！並並並並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每年都會與每年都會與每年都會與每年都會與 

特首特首特首特首及及及及局長局長局長局長們接觸們接觸們接觸們接觸，，，，可協助我們爭取所需可協助我們爭取所需可協助我們爭取所需可協助我們爭取所需！！！！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請請請請蘇主席蘇主席蘇主席蘇主席及及及及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協助跟進協助跟進協助跟進協助跟進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事事事事。。。。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表示政府表示政府表示政府表示政府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對我們的舊村長有承諾對我們的舊村長有承諾對我們的舊村長有承諾對我們的舊村長有承諾，，，，在在在在向我們向我們向我們向我們收回收回收回收回北區中央公園北區中央公園北區中央公園北區中央公園 

的土地後以的土地後以的土地後以的土地後以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作為補償作為補償作為補償作為補償；；；；但現在政府以但現在政府以但現在政府以但現在政府以並並並並無文字上的證無文字上的證無文字上的證無文字上的證 

明為由而拒絕承認明為由而拒絕承認明為由而拒絕承認明為由而拒絕承認。。。。本村內已無空地本村內已無空地本村內已無空地本村內已無空地，，，，靈山村靈山村靈山村靈山村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期期期期蘇蘇蘇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及及及及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鼎力鼎力鼎力鼎力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耀初耀初耀初耀初希望彼此以後多作交流及聯繫希望彼此以後多作交流及聯繫希望彼此以後多作交流及聯繫希望彼此以後多作交流及聯繫。。。。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謂本村村民希望在各層面上多些接觸及參與謂本村村民希望在各層面上多些接觸及參與謂本村村民希望在各層面上多些接觸及參與謂本村村民希望在各層面上多些接觸及參與。。。。 

 

於下午於下午於下午於下午 3時時時時 10分分分分蘇主席蘇主席蘇主席蘇主席及及及及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離席離席離席離席。。。。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通過上次通過上次通過上次通過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1.      上次上次上次上次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1.12更正為更正為更正為更正為〝〝〝〝世裕世裕世裕世裕謂如若今次我們捐謂如若今次我們捐謂如若今次我們捐謂如若今次我們捐 

   獻百份之五獻百份之五獻百份之五獻百份之五，，，，下次如再有需要捐助時又如何下次如再有需要捐助時又如何下次如再有需要捐助時又如何下次如再有需要捐助時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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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次上次上次上次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1.21〝〝〝〝贊成捐助贊成捐助贊成捐助贊成捐助 10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6位位位位〞〞〞〞更正更正更正更正 

 為為為為〝〝〝〝贊成捐助贊成捐助贊成捐助贊成捐助 10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8位位位位〞。〞。〞。〞。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3. 2008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份財政報告份財政報告份財政報告份財政報告 -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G4公司的服務費公司的服務費公司的服務費公司的服務費的使用期的使用期的使用期的使用期 

 為為為為 1/1/2008至至至至 31/12/2008。。。。 

4. 其他會議記錄全部通過其他會議記錄全部通過其他會議記錄全部通過其他會議記錄全部通過。。。。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2008年年年年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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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6.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稱稱稱稱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大地震的震央大地震的震央大地震的震央大地震的震央汶縣汶縣汶縣汶縣距離成都市甚遠距離成都市甚遠距離成都市甚遠距離成都市甚遠，，，，最近最近最近最近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獲悉獲悉獲悉獲悉 

 一地方名一地方名一地方名一地方名〈〈〈〈彭彭彭彭州州州州〉，〉，〉，〉，位置十分接近位置十分接近位置十分接近位置十分接近成都成都成都成都市市市市，，，，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建議向建議向建議向建議向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 

 提出將我村所籌得的善款用來在該處興建一間小學提出將我村所籌得的善款用來在該處興建一間小學提出將我村所籌得的善款用來在該處興建一間小學提出將我村所籌得的善款用來在該處興建一間小學，，，，此舉較為此舉較為此舉較為此舉較為 

 有意義有意義有意義有意義！！！！ 

6.1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謂謂謂謂據聞中央政府據聞中央政府據聞中央政府據聞中央政府會出資一半會出資一半會出資一半會出資一半，，，，可能足夠興建可能足夠興建可能足夠興建可能足夠興建 2間間間間。。。。 

6.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興建一間的資金約為表示興建一間的資金約為表示興建一間的資金約為表示興建一間的資金約為 40萬萬萬萬元元元元，，，，可再發動一次籌款可再發動一次籌款可再發動一次籌款可再發動一次籌款。。。。 

6.3 培福培福培福培福表示十分支持此建議表示十分支持此建議表示十分支持此建議表示十分支持此建議，，，，能力達得到的話能力達得到的話能力達得到的話能力達得到的話、、、、當然辦當然辦當然辦當然辦 2間更間更間更間更 

 好好好好！！！！籌款目標可定為籌款目標可定為籌款目標可定為籌款目標可定為 3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同時呼籲海外宗親捐贈同時呼籲海外宗親捐贈同時呼籲海外宗親捐贈同時呼籲海外宗親捐贈。。。。 

6.4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謂興建學校可長久留存謂興建學校可長久留存謂興建學校可長久留存謂興建學校可長久留存。。。。 

6.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在辦成後我們每年可定時帶備一些文房書簿等到訪學謂在辦成後我們每年可定時帶備一些文房書簿等到訪學謂在辦成後我們每年可定時帶備一些文房書簿等到訪學謂在辦成後我們每年可定時帶備一些文房書簿等到訪學 

 校校校校。。。。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仍在等待我們的指示如何運用我們籌得的善款仍在等待我們的指示如何運用我們籌得的善款仍在等待我們的指示如何運用我們籌得的善款仍在等待我們的指示如何運用我們籌得的善款，，，， 

 如大家同意便可聯絡如大家同意便可聯絡如大家同意便可聯絡如大家同意便可聯絡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進行選址探訪進行選址探訪進行選址探訪進行選址探訪。。。。 

6.6 眾議決通過在眾議決通過在眾議決通過在眾議決通過在四川彭四川彭四川彭四川彭州州州州興建小學興建小學興建小學興建小學，，，，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中聯辦協助如協助如協助如協助如 

 何進行何進行何進行何進行。。。。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稱稱稱稱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再次感謝我們捐款資助興建新會所再次感謝我們捐款資助興建新會所再次感謝我們捐款資助興建新會所再次感謝我們捐款資助興建新會所，，，，新址落成新址落成新址落成新址落成 

 時會邀請我們出席慶典時會邀請我們出席慶典時會邀請我們出席慶典時會邀請我們出席慶典。。。。 

8. 修葺修葺修葺修葺皇后山皇后山皇后山皇后山祖墳已順利完成祖墳已順利完成祖墳已順利完成祖墳已順利完成，，，，設有化寶爐及後土設有化寶爐及後土設有化寶爐及後土設有化寶爐及後土，，，，工程費為工程費為工程費為工程費為 

 12萬萬萬萬 8千元千元千元千元，，，，圓山盤菜費用圓山盤菜費用圓山盤菜費用圓山盤菜費用 2萬萬萬萬 5千元千元千元千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將來如有表示將來如有表示將來如有表示將來如有 

 大工程時大工程時大工程時大工程時必必必必須多請幾間承辦商報價以作挑選須多請幾間承辦商報價以作挑選須多請幾間承辦商報價以作挑選須多請幾間承辦商報價以作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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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渠務署於於於於 16/6/08在村公所進行座談會在村公所進行座談會在村公所進行座談會在村公所進行座談會，，，，此次出席座談會者是此次出席座談會者是此次出席座談會者是此次出席座談會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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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專組承辦主幹渠工程一專組承辦主幹渠工程一專組承辦主幹渠工程一專組承辦主幹渠工程，，，，在今年在今年在今年在今年 5、、、、6月間已進行初期磡探工月間已進行初期磡探工月間已進行初期磡探工月間已進行初期磡探工 

 作作作作，，，，其工程是由北便其工程是由北便其工程是由北便其工程是由北便馬會道馬會道馬會道馬會道入入入入口沿馬路邊向魚塘邊進行口沿馬路邊向魚塘邊進行口沿馬路邊向魚塘邊進行口沿馬路邊向魚塘邊進行，，，，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將會在打醮後才開始將會在打醮後才開始將會在打醮後才開始將會在打醮後才開始，，，，詳情可參閱座談會記錄詳情可參閱座談會記錄詳情可參閱座談會記錄詳情可參閱座談會記錄。。。。 

 
 總務組報告總務組報告總務組報告總務組報告 

10.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謂泳池旁邊的女童院已封閉多時謂泳池旁邊的女童院已封閉多時謂泳池旁邊的女童院已封閉多時謂泳池旁邊的女童院已封閉多時，，，，請去信請去信請去信請去信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民政處民政處民政處民政處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將作何用途將作何用途將作何用途將作何用途。。。。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靈山村鄉村擴展區小組靈山村鄉村擴展區小組靈山村鄉村擴展區小組靈山村鄉村擴展區小組報報報報告告告告 

11. 永聰永聰永聰永聰謂謂謂謂創業創業創業創業有新的有新的有新的有新的訊息訊息訊息訊息，，，，創業創業創業創業在在在在 12/6/08收到收到收到收到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的來信的來信的來信的來信，，，， 

 內容謂內容謂內容謂內容謂〝〝〝〝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是其中一個尚未啟動收地程序的鄉是其中一個尚未啟動收地程序的鄉是其中一個尚未啟動收地程序的鄉是其中一個尚未啟動收地程序的鄉 

 村擴展區計劃村擴展區計劃村擴展區計劃村擴展區計劃……………..因有關政策檢討現正進行因有關政策檢討現正進行因有關政策檢討現正進行因有關政策檢討現正進行，，，，一俟當局訂一俟當局訂一俟當局訂一俟當局訂 

 出建議時便會諮詢出建議時便會諮詢出建議時便會諮詢出建議時便會諮詢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各界人士的意見。〞。〞。〞。〞但信但信但信但信 

 中有提到正積極探討能否讓中有提到正積極探討能否讓中有提到正積極探討能否讓中有提到正積極探討能否讓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靈山村鄉村擴展區內的私人土地用內的私人土地用內的私人土地用內的私人土地用 

 作興建小型屋宇作興建小型屋宇作興建小型屋宇作興建小型屋宇，，，，並並並並正就此構思諮詢有關部門的意見以研究其正就此構思諮詢有關部門的意見以研究其正就此構思諮詢有關部門的意見以研究其正就此構思諮詢有關部門的意見以研究其 

 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 

 近日曾致電近日曾致電近日曾致電近日曾致電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助理助理助理助理祕書長祕書長祕書長祕書長查詢查詢查詢查詢，，，，回覆將會在回覆將會在回覆將會在回覆將會在 10月份與月份與月份與月份與 

 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開會傾談有關的政策開會傾談有關的政策開會傾談有關的政策開會傾談有關的政策；；；；亦曾致電亦曾致電亦曾致電亦曾致電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鄉議局，，，，李李李李豪豪豪豪表示會跟表示會跟表示會跟表示會跟 

 進進進進。。。。曾聯絡曾聯絡曾聯絡曾聯絡沙田排頭村沙田排頭村沙田排頭村沙田排頭村村長村長村長村長，，，，他表示其擴展區正等待撥款他表示其擴展區正等待撥款他表示其擴展區正等待撥款他表示其擴展區正等待撥款，，，，元元元元 

 朗坑頭村朗坑頭村朗坑頭村朗坑頭村方面謂候消息方面謂候消息方面謂候消息方面謂候消息。。。。 

 現在已知道現在已知道現在已知道現在已知道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將在將在將在將在 10月份開會商討鄉村擴展區事月份開會商討鄉村擴展區事月份開會商討鄉村擴展區事月份開會商討鄉村擴展區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可能有變數可能有變數可能有變數可能有變數，，，，若改變政策逐個批給有私人土地者的話若改變政策逐個批給有私人土地者的話若改變政策逐個批給有私人土地者的話若改變政策逐個批給有私人土地者的話、、、、對我對我對我對我 

 們整體擴展區的規劃將有影響們整體擴展區的規劃將有影響們整體擴展區的規劃將有影響們整體擴展區的規劃將有影響！！！！ 

11.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會在會在會在會在 10月份的會議後將月份的會議後將月份的會議後將月份的會議後將訊息訊息訊息訊息通知大家通知大家通知大家通知大家。。。。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11.2 政府在政府在政府在政府在 1999年時如已收地的話便一定會落實進行年時如已收地的話便一定會落實進行年時如已收地的話便一定會落實進行年時如已收地的話便一定會落實進行靈山村鄉村靈山村鄉村靈山村鄉村靈山村鄉村 

 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擴展區計劃計劃計劃計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希望我們現在組織一下希望我們現在組織一下希望我們現在組織一下希望我們現在組織一下，，，，在下次在下次在下次在下次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開會開會開會開會 

 時遞請願信及拉橫額時遞請願信及拉橫額時遞請願信及拉橫額時遞請願信及拉橫額！！！！務使將我們訴求的聲音提高務使將我們訴求的聲音提高務使將我們訴求的聲音提高務使將我們訴求的聲音提高！！！！ 

 
 環境建設組報告環境建設組報告環境建設組報告環境建設組報告 

12. 日日日日懷懷懷懷報告村公所門前的減報告村公所門前的減報告村公所門前的減報告村公所門前的減速速速速壆已造好壆已造好壆已造好壆已造好。。。。 

13. 培福培福培福培福門前的康樂設施有損壞門前的康樂設施有損壞門前的康樂設施有損壞門前的康樂設施有損壞，，，，已通知已通知已通知已通知康文署康文署康文署康文署。。。。 

14. 北便北便北便北便馬會道馬會道馬會道馬會道入入入入口旁被大口旁被大口旁被大口旁被大風風風風吹倒的樹木有部份仍未清理吹倒的樹木有部份仍未清理吹倒的樹木有部份仍未清理吹倒的樹木有部份仍未清理。。。。 

 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地政處地政處地政處地政處。。。。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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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村民投訴村民投訴村民投訴村民投訴培福培福培福培福屋前一棵大樹頂有一巢大黑蜂屋前一棵大樹頂有一巢大黑蜂屋前一棵大樹頂有一巢大黑蜂屋前一棵大樹頂有一巢大黑蜂，，，，對附近村民造成對附近村民造成對附近村民造成對附近村民造成 

 威脅威脅威脅威脅，，，，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康文署康文署康文署康文署協助將其除去協助將其除去協助將其除去協助將其除去。。。。                   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16.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稱由稱由稱由稱由粉嶺火車站粉嶺火車站粉嶺火車站粉嶺火車站出口至出口至出口至出口至粉嶺遊樂場粉嶺遊樂場粉嶺遊樂場粉嶺遊樂場一帶一帶一帶一帶全無一個全無一個全無一個全無一個粉嶺粉嶺粉嶺粉嶺圍圍圍圍及及及及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粉嶺泳池粉嶺泳池粉嶺泳池粉嶺泳池的方向指示牌的方向指示牌的方向指示牌的方向指示牌，，，，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請書記去信北區民政處北區民政處北區民政處北區民政處加設指加設指加設指加設指示牌示牌示牌示牌。。。。書記書記書記書記 

17. 國泰國泰國泰國泰詢問修葺詢問修葺詢問修葺詢問修葺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的進展的進展的進展的進展。。。。 

17.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需改建化寶爐謂需改建化寶爐謂需改建化寶爐謂需改建化寶爐，，，，亭內需多加亭內需多加亭內需多加亭內需多加 2把抽氣把抽氣把抽氣把抽氣扇扇扇扇。。。。 

17.2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謂可參考謂可參考謂可參考謂可參考雲泉雲泉雲泉雲泉仙館仙館仙館仙館或或或或蓬瀛仙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蓬瀛仙館的化寶爐的化寶爐的化寶爐的化寶爐。。。。 

17.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稱稱稱稱雲泉雲泉雲泉雲泉及蓬瀛及蓬瀛及蓬瀛及蓬瀛仙館仙館仙館仙館的規模大的規模大的規模大的規模大，，，，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孝思亭無法照做無法照做無法照做無法照做，，，，我們需實我們需實我們需實我們需實 

 地視察地視察地視察地視察，，，，請請請請培福培福培福培福及及及及慶連慶連慶連慶連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文康小組報告文康小組報告文康小組報告文康小組報告 

18.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謂是次暑期親子旅行團共謂是次暑期親子旅行團共謂是次暑期親子旅行團共謂是次暑期親子旅行團共 105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綜合各方面的意見 

 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 天氣太熱天氣太熱天氣太熱天氣太熱 ~ 團費貴團費貴團費貴團費貴 ~ 伙食差伙食差伙食差伙食差 ~ 景點少景點少景點少景點少 ~ 負責人不夠靈負責人不夠靈負責人不夠靈負責人不夠靈 

 活等活等活等活等，，，，詳細可參閱其報告詳細可參閱其報告詳細可參閱其報告詳細可參閱其報告。。。。 

18.1 國權國權國權國權稱我們指示主辦的旅行社盡量少去購物稱我們指示主辦的旅行社盡量少去購物稱我們指示主辦的旅行社盡量少去購物稱我們指示主辦的旅行社盡量少去購物，，，，故團費是會比較故團費是會比較故團費是會比較故團費是會比較 

 貴些貴些貴些貴些。。。。 

18.2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謂可考慮在其他日子舉行謂可考慮在其他日子舉行謂可考慮在其他日子舉行謂可考慮在其他日子舉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18.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沒有參加今次旅遊是因為去了沒有參加今次旅遊是因為去了沒有參加今次旅遊是因為去了沒有參加今次旅遊是因為去了日本日本日本日本，，，，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太接近考試太接近考試太接近考試太接近考試，，，， 

 恐影響學業恐影響學業恐影響學業恐影響學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亦認為今次團費確實貴了一點亦認為今次團費確實貴了一點亦認為今次團費確實貴了一點亦認為今次團費確實貴了一點，，，，四位村代表四位村代表四位村代表四位村代表 

 都有贊助都有贊助都有贊助都有贊助，，，，將來在挑選旅行社時會多些參與將來在挑選旅行社時會多些參與將來在挑選旅行社時會多些參與將來在挑選旅行社時會多些參與，，，，務求做到盡善盡美務求做到盡善盡美務求做到盡善盡美務求做到盡善盡美！！！！ 

18.4 世裕世裕世裕世裕表示在旅行團中應有表示在旅行團中應有表示在旅行團中應有表示在旅行團中應有 1、、、、2位位位位具具具具代表性的人士可處理突發代表性的人士可處理突發代表性的人士可處理突發代表性的人士可處理突發 

 性的事情性的事情性的事情性的事情。。。。 

18.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國泰國泰國泰國泰清楚列出收支讓村民知悉清楚列出收支讓村民知悉清楚列出收支讓村民知悉清楚列出收支讓村民知悉。。。。 

 
 互助隊報告互助隊報告互助隊報告互助隊報告 

19.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謂謂謂謂滿池滿池滿池滿池的兒子因泊車的問題與的兒子因泊車的問題與的兒子因泊車的問題與的兒子因泊車的問題與亞亞亞亞威威威威發生爭執發生爭執發生爭執發生爭執，，，，後由後由後由後由國權國權國權國權到到到到 

 現場排解現場排解現場排解現場排解。。。。 

20. 近發現領有泊車証的租客晚上將車輛停泊在近發現領有泊車証的租客晚上將車輛停泊在近發現領有泊車証的租客晚上將車輛停泊在近發現領有泊車証的租客晚上將車輛停泊在保合堂保合堂保合堂保合堂附近的車位附近的車位附近的車位附近的車位，，，， 

 如以後發現有再犯者如以後發現有再犯者如以後發現有再犯者如以後發現有再犯者、、、、不要再發泊車証給他們不要再發泊車証給他們不要再發泊車証給他們不要再發泊車証給他們，，，，通知他們在晚通知他們在晚通知他們在晚通知他們在晚 

 上上上上 8時後時後時後時後必必必必須將車輛泊往須將車輛泊往須將車輛泊往須將車輛泊往祠堂祠堂祠堂祠堂對出的停車場對出的停車場對出的停車場對出的停車場。。。。 

20.1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稱現在稱現在稱現在稱現在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發出太多泊車証發出太多泊車証發出太多泊車証發出太多泊車証，，，，而本村兄弟的車輛亦有所而本村兄弟的車輛亦有所而本村兄弟的車輛亦有所而本村兄弟的車輛亦有所 

 増加増加増加増加，，，，形成泊車位緊張的情況形成泊車位緊張的情況形成泊車位緊張的情況形成泊車位緊張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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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請請請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互助隊小心控制發出泊車証小心控制發出泊車証小心控制發出泊車証小心控制發出泊車証。。。。                       興旋興旋興旋興旋 

21.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貴財貴財貴財貴財謂可否將謂可否將謂可否將謂可否將保合堂保合堂保合堂保合堂旁邊的鐵柱向後移旁邊的鐵柱向後移旁邊的鐵柱向後移旁邊的鐵柱向後移入入入入 1呎呎呎呎，，，，因為車因為車因為車因為車 

 輛在該處掉頭時十輛在該處掉頭時十輛在該處掉頭時十輛在該處掉頭時十分不便分不便分不便分不便。。。。 

21.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可作檢討表示可作檢討表示可作檢討表示可作檢討。。。。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22.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謂謂謂謂海外彭氏宗親會荷比德分會海外彭氏宗親會荷比德分會海外彭氏宗親會荷比德分會海外彭氏宗親會荷比德分會來信來信來信來信請請請請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大德堂撥款籌辦撥款籌辦撥款籌辦撥款籌辦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節節節節聯歡晚會聯歡晚會聯歡晚會聯歡晚會。。。。 

22.1 未齊未齊未齊未齊稱可跟據上年撥款港幣稱可跟據上年撥款港幣稱可跟據上年撥款港幣稱可跟據上年撥款港幣 4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沛貴沛貴沛貴沛貴 

23.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運權運權運權運權向向向向 3位村代表遞請辭信事位村代表遞請辭信事位村代表遞請辭信事位村代表遞請辭信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表示醮會快到表示醮會快到表示醮會快到表示醮會快到，，，，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運權運權運權運權繼續出任委員至本屆村務完結繼續出任委員至本屆村務完結繼續出任委員至本屆村務完結繼續出任委員至本屆村務完結。。。。 

24. 上次村上次村上次村上次村務會議記錄務會議記錄務會議記錄務會議記錄 17.2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英國海外彭氏宗親會英國海外彭氏宗親會英國海外彭氏宗親會英國海外彭氏宗親會司理事司理事司理事司理事，，，，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謂謂謂謂鏗然鏗然鏗然鏗然宗兄仍在時已開會通過由宗兄仍在時已開會通過由宗兄仍在時已開會通過由宗兄仍在時已開會通過由達財達財達財達財及及及及志恒志恒志恒志恒接替接替接替接替富壽富壽富壽富壽及及及及國石國石國石國石 

 出任司理出任司理出任司理出任司理；；；；宗親會亦已開會通過接受此安排宗親會亦已開會通過接受此安排宗親會亦已開會通過接受此安排宗親會亦已開會通過接受此安排，，，，耀初耀初耀初耀初曾任會長及曾任會長及曾任會長及曾任會長及 

 熟識熟識熟識熟識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的事務的事務的事務的事務，，，，請他介紹請他介紹請他介紹請他介紹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的情況及如何訂定章程的情況及如何訂定章程的情況及如何訂定章程的情況及如何訂定章程。。。。 

24.1 眾議可通過香港的律師去辦理司理交接的手續眾議可通過香港的律師去辦理司理交接的手續眾議可通過香港的律師去辦理司理交接的手續眾議可通過香港的律師去辦理司理交接的手續。。。。 

24.2 耀初耀初耀初耀初謂如超過百份之謂如超過百份之謂如超過百份之謂如超過百份之七七七七十會員開會通過可以罷免司理的職位十會員開會通過可以罷免司理的職位十會員開會通過可以罷免司理的職位十會員開會通過可以罷免司理的職位，，，， 

 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有訂定會章可以參閱有訂定會章可以參閱有訂定會章可以參閱有訂定會章可以參閱。。。。 

24.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謂可留待召開特別村民大會再詳細商討謂可留待召開特別村民大會再詳細商討謂可留待召開特別村民大會再詳細商討謂可留待召開特別村民大會再詳細商討。。。。 

24.4 眾議通過召開特別村民大會討論眾議通過召開特別村民大會討論眾議通過召開特別村民大會討論眾議通過召開特別村民大會討論 a.英國海外彭氏英國海外彭氏英國海外彭氏英國海外彭氏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宗親會司理事司理事司理事司理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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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事司理事司理事司理事。。。。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5/10/08。。。。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5. 貴財貴財貴財貴財因事需請假因事需請假因事需請假因事需請假 2個月個月個月個月，，，，財務交由財務交由財務交由財務交由國泰國泰國泰國泰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26.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宣佈散會宣佈散會宣佈散會宣佈散會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時時時時 45分散會分散會分散會分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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