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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龍星街坊：

我們終於渡過了困苦艱難的一年了，本年度的工作重點還是抗疫防
疫。我們進行了多次派送口罩、防疫物資等活動， 鑒於疫情已進
入第四波，尤其龍珊閣短時間內連續出現四宗確診，故我們馬上要
求食環署加強外圍清潔消毒，並成功爭取衛生署為龍珊閣提供新冠
病毒測試。我們提出向龍珊閣派送口罩，但遭到新當選法團拒絕。
另外，本人在公眾地方呼籲龍珊閣小心防疫、在該座大堂內外提醒
住戶並送贈口罩，竟被「新法團」發函勸喻。然而，這些阻礙並不
會影響本人對街坊之服務，本年度辦事處仍為街坊提供基本服務，
包括舉辦一次旅行與流感針注射，及在部份星期三下午提供量度體
重、血壓、脈搏、血糖度數等健康檢測服務。

在居民權益保障上，本人為龍蟠苑（A 至 F 座）、星河明居及帝峰
豪苑等，向管理公司爭取「保就業」款額回撥；在區內問題上，
本人先後在區議會上提出討論重建大成街街市。另外因龍蟠苑商場
管理公司（領先）提供的服務出現缺失，故本人也曾在區議會上建
議在合約完結後，尋找其他管理公司替代。由於疫情肆虐，本辦事
處除留意各屋苑清潔消毒外，各屋苑的環境衛生亦是本人所關注的
問題，如龍珊閣近垃圾房附近出現的垃圾堆、龍蟠苑與星河明居、
悅庭軒通往鳳德方向行人天橋的地磚清潔、大老山隧道支路清潔問
題、以及蒲崗村交匯處休憩花園清理垃圾問題等，都是年內經處理
後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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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與防疫����������������������������������������������������
在疫情爆發之初，由於情出突然，曾經出現「一罩難求」情況，各類抗疫物資也呈現
短缺，本人馬上竭力為街坊四出尋找包括口罩在內的各類防疫物資；感謝各方好友支
持，舒緩了街坊部份的口罩厭力。另外本人也與有關政府部門保持聯繫，密切跟進本
區疫情，盡力做到最好！

派發防疫物資
辦事處在年內不斷尋找及獲得各方友好捐
贈各類防疫物資，包括口罩、酒精搓手
液、消毒紙巾、漂白水等。

加強清潔
因疫情日趨嚴重，龍蟠苑、星河明居、鳳
鑽苑、帝峰豪苑等都出現確診個案，每有
個案出現時，本辦事處都會馬上要求食環
署在該屋苑外圍加強消毒清潔，盡力阻止
疫情擴散。

向悅庭軒、帝峰豪苑送贈口罩
我們早前送口罩上帝峰豪苑，街坊收倒口
罩喜不自禁，連外傭姐姐也笑笑口。

防疫物資送上門
我們除在辦事處派發外，更把部份防疫物
資如口罩等上門送予行動不方便的長者、
或位置較偏僻的屋苑，減省街坊到辦事處
的辛勞。

星河明居防疫清潔
星河明居出現一宗確診，因此管理處已在
星河明居展開全面消毒清潔，各座大堂都
已設有消毒酒精搓手液、消毒地氈等，更
在每部電梯安裝了紫外光殺菌燈，並在每
部電梯按鈕噴上納米消毒劑。

到鳳鑽苑入信箱送口罩遭法團反對
第四波疫情下，本人為選區範圍內的居民
準備了一批口罩，以協助抗疫防疫；由於
鳳鑽苑較偏遠，有位該屋苑的業主樂意擔
當義工，將已包裝好的口罩派到各單位的
信箱，但遭到法團越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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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改善臨時病毒檢測中心消毒
由於龍蟠苑疫情日趨嚴峻，衛生署派出外
判商華大基因在龍蟠苑球場設置臨時檢測
中心，為居民檢測新冠病毒，但本辦事處
接到街坊投訴，指管理署並沒有做好檢測
中心的消毒，本辦事處即致函衛生署與食
環署，管理公司遂於檢測完成後，在場內
進行全面消毒清潔，在此感謝衛生與食環
兩署。

向領展爭取鳳德街市設體溫探測器
鳳德街市前門就有得量體溫，但係後門就
任由街坊自由出入，實在係唔理想，經本
辦事處向管理處投訴後後門已經有得量體
溫。

多次向龍蟠苑A至 F座、龍環閣、
星河明居等屋苑的管業人員送贈防

疫物資

贈送防疫抗疫湯包
防疫首先要增強自身免疫力，本辦事處與
某中藥舖合作，送贈 300 份抗肺炎病毒
茶，可清熱解毒、扶正驅邪、補肺益氣，
可謂抗疫妙品。

爭取衛生署在屋苑內 
派發病毒檢測瓶

到鳳鑽苑外派發清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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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屋苑居民爭取權益�������������������������������������
區議員的其中一個職責就是為居民爭取合法權益，本年度政府推出了多項「保就業」
計劃，又推出了 $10,000 全民派錢等。由於每個行業工種申報辦法都不同，故本辦事
處本年度都有協助居民申請各類計劃與跟進各屋苑的保就業回撥情況。

多次向鳳鑽苑查詢保就業回撥情況
政府為支援不景氣的經濟推出保就業計
劃，唯本區屋苑中只有管理鳳鑽苑的昇捷
控股 (2340) 一直沒有正式回覆回饋的情
況。作為香港有規模的管業公司之一，我
們祈望昇捷能把這批款項回撥予屋苑，以
抒緩管理費增加的壓力，或作為屋苑的儲
備。

跟進小型補習社申請保就業
在保就業計劃下，私營補習社可以獲得
$40000 補貼，但只限持有牌照嘅補習社，
而基於申請牌照要好多錢，小本經營者冇
牌冇資助，最需要幫助嘅補習社得不到幫
助，所以我哋寫咗信去教育局，希望計劃
可以惠及小型補習社。

自薦協助龍蟠苑 A至 F座 
新法團查核賬目

本人一直有以我的會計專業協助街坊核查
法團賬目，在新法團上任後亦曾經修書表
示可繼續提供協助，但至今未收到法團明
確回覆。

成功爭取保就業基金回撥
為龍蟠苑 (A 至 F 座 )、星河明居、帝峰豪
苑等成功爭取第一期政府保就業基金回撥

成功爭取龍蟠苑 A至 F座 
業主大會在屋苑舉行

龍蟠苑 (A-F 座 ) 最近幾屆業主大會都選
擇在外借地方舉行，該屋苑業主多長者，
舟車勞累令他們開會極不放便，按照舊時
方式在屋苑球場或空地舉行一來場地毋需
申請，業主出席大會等同在自己家門，故
本辦事處爭取在屋苑內舉行業主大會。

成功爭取凍結 
星河明居電梯保養費用

星河明居升降機及扶手梯保養服務屆滿後
保養費用原定加幅達 4.5%，經爭取下最
終決定凍結現時費用一年，咁星河明居就
可以有一個合理嘅屋苑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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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居民申請保就業

協助長者申請數碼電視

協助居民填寫 $10,000 申請表

照顧本區基層社群�����������������������������������������
本區有不少基層市民

為有需要街坊提供輪椅暫借或送贈
本區不少長者居民需要輪椅代步，經本辦
事處呼籲陸續有善心人士送來性能良好的
輪椅供我們轉贈或暫借予有需要街坊，感
謝大家對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關心！

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提供廉價午飯
由聖雅各福群會主辦、譚香文議員辦事處
協辦，為有需要之清貧長者提供健康午膳
服務。清貧長者每月只需 $200，就可以
一星期六天每日食到不同款的健康滋味午
餐 。

二手電腦送贈年輕學子
疫情嚴峻下一眾學生不得不遙距學習，本
辦事處徵集閒置嘅手提電腦畀清貧家庭學
生進行網上學習同做功課用。希望收到電
腦嘅年青人學業進步，並多謝送電腦俾我
哋嘅街坊。

舊衣物送贈
有心人士送來多袋冬天衣服予有需要的年
輕手足，盡顯人間温情，本辦事處接收及
確認狀況後立即在面書發佈貼文通知大家
如有需要可來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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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上討論本區問題���������������������������������
許多時候本區的問題較複雜，便不得不在區議會上把問題提出討論，本年度本人多次
在區議會上提出本區問題，會上獲得與會者寶貴之意見！

建議翻新大成街街市
大成街市老化，裝修結構破舊，部份商舖
天花漏水，石屎剝落，而且地方挾窄，加
上地上處處積水，非常不便，根本無法為
居民提供優質服務；本人在區議會向食物
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要求翻新街
市，出席的食環官員同意本人建議，只待
進一步研究細節。

彩虹蚊患問題
牛池灣誘蚊指數一直偏高，當中尤其以彩
雲邨最嚴重，區內彩虹邨和彩雲邨同屬房
署轄下公屋，但外判公司管理不善，更因
彩雲邨一帶多山坡，植物無人修剪導致雜
草叢生，山坡上枯葉和垃圾也無人清掃令
雨水積聚， 做成蚊子滋生，本辦事處最
終成功督導房署改善處理該區蚊患問題。

環保回收桶問題
由於環保教育不到位，路人都把鑽石山
A1 出口的環保回收桶當成了垃圾桶，本
人致函環保署及在區議會上提出討論後，
環保署將之轉移到後方無障礙升降機方
向，新址並不是主要行人通路，該地人流
較少，理應可減少被當成垃圾桶的情況。

提議更換龍蟠苑管理不善公司
龍蟠苑商場落成至今已有 34 年，設施漸
老化，加上管理公司未如理想，以及房署
監管不力引至問題叢生；另外，物管公司
沒有派出高級別主管駐場，做成日常管理
上的漏洞甚多。本辦事處已建議加強對管
理公司的監管，與合約期滿後換管理公司

家農蔬果阻街
百利軒樓下「家農蔬菜」一直把貨物亂
放，並將貨物放出行人路上擺賣，連鄰近
行人天橋升降機底都堆滿東西，易生危險
之餘阻礙行人路令街坊不便。另一方面新
冠病毒肆虐，此舉影響四周環境、提高病
毒傳播之風險，本辦事處已向食環投訴。

因應鑽石山綜合發展區發展計劃 
建議興建隧道連接大磡村與龍星區
鑽石山綜合發展區發展計劃預計於 2021
至 2023 年分階段落成，再加上屯馬線第
一期開通，鑽石山站成為重要連接點原有
港鐵出入口將應接不遐，故本辦事建議興
建隧道連接大磡村至龍星、鳳德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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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地區與屋苑的管理問題��������������������������
本區內有三個私人屋苑與兩個居屋屋苑，更有一個大型商場和一個街市一個港鐵站，
如遇居民投訴或發現問題，本辦事處會盡快處理：
一：港鐵站

港鐵站翻新扶手電梯改動出入口
為配合扶手電梯翻新工程，鑽石山站 C1
及 C2 出入口由 2020 年 9 月 5 日至 2021
年 2 月底只用作出站。乘客於工程期間須
使用 A1 出入口進入車站。港鐵接受本辦
事處的建議，在 A 出口增加人手確保人流
暢順；翻新工程最終提早完成，皆大歡喜。

成功爭取定期清洗交通交匯處
荷里活廣場交通交匯處近的士站傳出異
味，原來居民發現小部份的士與小巴司機
在牆邊小便。本辦事處知悉後致函食環處
加強清潔，食環處從善如流馬上清洗，更
承諾每月在該地點進行一次徹底清潔，以
保持環境衛生。

鑽石山港鐵站電梯傳出異味
早前居民投訴 D 出口升降機經常傳出異
味且已持續兩個月之久，居民曾表示吸入
該些氣體後會感到不適，我們去信港鐵公
司投訴後，港鐵在升降機門口放置了抽風
機，該處已經完全沒有異味。至於臭味源
頭仍然未知，港鐵表示會繼續跟進。

 

A1 出口免費報紙派發引致阻塞
早前不同的免費報刊在龍蟠苑外派發引致
人潮聚集阻塞通道，疫症期間更可能傳播
病毒，本辦事處接獲投訴即致函警方要求
改善，經警方協調後文匯報與頭條日報同
意在不同時段派發，以避免同時段同地點
派發引致人潮，觀察多日後情況已獲改善

處理港鐵 A1出口頂的銀合歡
鑽石山站 A1 出口頂蓋被微金菊和銀合歡
覆蓋，兩種皆為有害植物，其生長速度超
快，並會搶奪其它植物陽光，本辦事處反
映後，港鐵公司及康文署將之剪掉清理，
現在車站出口再沒有被植物覆蓋問題。

晚間港鐵 A1出口無牌小販阻街
晚間在鑽石山站 A1 出口外出現無牌小販
做成擠塞，加上當時港鐵站內正進行升降
機更換工程，C 出口只能用作出口，導致
A 出口壓力大增！我們曾致電食環署發現
該等小販都有「天文台」把風，故致函食
環處要求另想方法應對，如派出生面口的
便裝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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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里活廣場

荷里活廣場停車場出入口午間擠塞
荷里活廣場停車場使用率極高，但每日中
午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職員協助疏通車流，
引致停車場迴旋處經常塞車，影響進出的
星河明居居民，本人接獲投訴後已致函荷
里活廣場管理處要求改善。

建議荷里活廣場安裝體溫測量計
在疫情嚴峻期間，有街坊建議荷里活廣場
門口增設温度探測器，於是我們就為民發
聲，致函廣場幫街坊爭取門口探熱。

敏華餐廳光污染
我們接獲居民投訴荷里活廣場敏華餐廳燈
光過度強烈做成嚴重滋擾的問題，遂去信
環境保護署署長要求署方跟進。

 

成功解決 
荷里活 Fusion 走火通路阻塞

荷里活超市 Fusion 走火通道阻塞問題嚴
重，升降機門口有大量貨物，並傳出陣陣
異味，我們去信消防處和商場後已成功將
此問題解決。

維修荷理活廣場外地磚
居民投訴荷里活廣場門口對出近馬路旁有
部份樓梯與地磚損壞，梯級地磚不平坦，
擔心居民會被地磚絆倒。辦事處致函荷李
活廣場管理處，現已維修完成。

荷里活廣場外地磚維修完成▲



9 10

 三：星河明居

嘉榮工業大廈光害問題
新蒲崗彩虹道嘉榮工業大廈在晚上 11 時
許頂層附近發出強光直至凌晨兩點後，其
光度極強，面向該處的星河明居 C 座中層
業戶大受影響，本辦事處接報後已致函環
保署處理。

四：龍蟠苑

龍蟠苑假日外傭聚集
大批外傭假日聚集於龍蟠苑 A 至 F 座公眾
地方，我們多次向管理公司投訴問題仍然
未獲解決。另外，外傭的聚集違反了限聚
令，她們多於二人聚集，而且距離不足 1.5
米，有播毒風險之餘更滋擾居民，於是我
們不厭其煩再寫信提富城希望他們嚴正處
理這個問題。

跟進龍璧閣停電三日維修事件
年末龍璧閣整幢須停電三日以進行電力維
修，停電時間較龍瑚閣多兩日。 適逢新冠
疫情流行， 學校停止面授課堂，學子網上
學習，在職者在家工作， 停電三日對居民
構成巨大影響，於是本辦事處去信富成祈
請他們考慮把停電時間改到假日進行，或
盡可能縮短工程時間。

 

星河住戶慘遭球場光污染滋擾
星河明居居民向我們投訴指球場燈的光線
太強，連星河街坊的居所也被球場光污染
所困擾，影響其生活作息，所以我們就通
知康文署，並獲回覆已調整射燈角度。

 

成功爭取龍蟠苑商場重鋪防滑磚
眾所周知龍蟠苑商場地磚很滑，特別是在
夏天落雨後格外濕滑易生意外。有見及此
我們向房署提出更換防滑地磚，房署亦答
允更換。上年已更換張祝珊幼稚園門口部
份地磚，剩下部份將於本年 2-3 月開始進
行。

投訴外來貨車在龍蟠苑停車場派貨
9 月 5 日傍晚本辦事處在街站工作期間接
獲街坊投訴有人在龍蟠苑停車場落貨區分
發物品，約百多人在排隊，隊尾更延伸到
商場，我們隨即報警趕走非龍蟠苑居民，
同時亦向管理公司反映應禁止他們聚眾派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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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蟠苑非法潛建排氣喉
龍璋閣與龍珊閣分別發現疑似僭建的神秘
喉管，居民投訴喉管經常傳出異味，恐成
播毒媒介，本辦事處隨即邀請運輸及房屋
局高級屋宇測量師到現場進行視察。

龍蟠苑垃圾車處理廢物程序粗疏
龍蟠苑 A 至 F 座垃圾車多次留下一堆垃
圾和污水，我們曾發函富城要求跟進，但
毫無改善；諷刺的是龍環閣的情況天差地
別：龍環閣清潔公司人員除把垃圾全部清
走外，更用水喉清洗地面。我們已就此問
題再發函投訴，祈望富城多多學習。

跟進龍珊閣外垃圾房外廢棄傢俬
在龍珊閣後空地的垃圾站原意為收集大型
家具垃圾，但居民將任何類型的垃圾均丟
棄於此，導至衛生問題嚴重，該些垃圾沒
有妥善處理，垃圾站更有拾荒者出沒。本
辦事處兩度致函管理公司和食環署，但拾
荒情況依舊，實在令人氣憤。

成功爭取在幼稚園外加設照明
龍蟠苑商場幼稚園向我們投訴附近的樓梯
夜間太黑令他們望不清楚前路，希望可以
多加幾盞燈。於是我們致函管理公司，現
在問題已經解決，家長晚上接送小朋友或
居民行過就更安全。

龍蟠苑迴旋處深夜噪音問題
凌晨時分龍蟠苑停車場迴旋處有貨車行
駛，並有搬運工人運貨，從而產生噪音以
致居民無法入睡。我們去信管理公司提醒
搬運工人深夜時分收細音量。

龍珠閣神秘人尾隨進入住戶險遇劫
龍珠閣被發現有可疑男子跟隨住戶入屋，
令人觸目驚心，本辦事處寫信去管理公司
要求跟進並加強對員工監察，獲回覆指已
經要求保安人員加強大厦出入監管及嚴格
執行訪客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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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蟠苑升降機經常出現故障
龍珊閣居民投訴升降機經常故障，本辦事
處曾向管理處同機電署投訴但升降機仍是
時好時壞，我們促請管理處及機電署認真
處理此問題。

龍璧閣渠管老化滲漏兼且石屎剝落
龍璧閣外有渠管滲漏滴水，令地面出現一
片積水，加上渠管附近的石屎也剝落露出
鋼筋，屋苑內尚有其它同齡渠管同樣面對
老化問題，我們已函管理公司要求馬上維
修。

五：鳳鑽苑

鳳德街市外雨天水浸
風雨季節下，鳳德街市外曾出現水浸，經
渠務地政調查後發現渠口阻塞，本辦事
處向領展公司反映該問題後獲迅速處理，
派員清理渠口雜物及加強監察排水系統運
作。

隔油井滲漏影響龍蟠苑停車場
停車場有 8 個車位長期處於等待維修狀
態，這些車位已待修多月，一直進度緩
慢，而住戶對車位需求甚殷，本辦事處去
信房署後維修速度已有改善。

龍蟠苑平台花園鼠患
居民發現有鼠群在龍蟠苑平台花園草叢中
玩樂，牠們跳來跳去，在白日下人們面前
毫不懼怕，本辦事處已聯絡食環署與管理
公司滅鼠。
 

鳳德街市發出噪音
鳳鑽苑的住戶投訴鳳德街市由朝到晚從無
間斷傳出疑似抽風機運作又似行水泵之
神秘噪音，令他們日常生活受嚴重影響，
故本辦事處特函管理公司領展要求盡快解
決。



11 12

六：帝峰豪苑

處理帝峰豪苑中層異味問題
帝峰居民投訴中層傳出異味，於是我們立
即致函管理處反映問題，管理處回信表示
已處理好問題，有關住戶亦同意問題已經
大大改善。

七：行人天橋

成功爭取行人天橋舖設防滑沙 
與路政署官員勘察相討即將動工

爭取多時在行人天橋舖設防滑沙的建議終
被路政署接納。工程預計於 2021 年年中
展開，感謝路政署從善如流，祈望可解決
天橋路面難以清洗的情況。

要求行人天橋頻加清潔
由路政負責的行人天橋環境強差人意，橋
上經常積水處處，新冠肆虐之時可能散播
病毒。經本人多次與路政交涉，路政終承
諾把每月一次的洗地工作加到兩次。

 

成功爭取行人天橋建屏風保障私隱
本區行人天橋雖然方便，但在橋上可輕易
望到周邊樓層屋裡的一舉一動。本辦事處
為此多次與路政聯絡，早前更與路政署人
員到天橋上視察如何保障住戶私隱，並獲
承諾再在天橋上加建三塊屏風，讓街坊可
以安枕無憂。



13 14

八：其它本區地方

與食環署人員視察本區蚊患
夏日將臨之際，本人聯絡食環問滅蚊大
計，並與食環人員在悅庭軒面向後山附近
視察滅蚊工作，有食環外判員工噴射滅蚊
藥液，他們更向本人介紹會使用最新的蚊
子陷阱，該些陷阱利用天然真菌殺滅周邊
的蚊子幼虫。現時本區蚊患指數已清零多
月，蚊患成功處理。

成功爭取疫情減緩後郵局重開
因疫情肆虐，本區部份郵局暫停服務引起
居民不便，在疫情舒緩後本辦事處即致函
郵政署要求全面恢復服務。感謝郵政署反
應快速，現在本區郵局服務已回復正常。

成功解決龍蟠街、大元街，鳳德邨
路邊欄杆破爛問題

經歷過去一年社會事件之風雨滄桑，早前
鳳德邨對出馬路欄桿中間僅剩紅色膠鏈
連接，當中只有殘留的支柱令行人提心吊
膽，本人見狀立即通報有關部門要求修復
路邊欄杆，並且已經全部完成。

成功要求有關部門維修街口紅綠燈

為食環 /外判員工爭權益������������������������������
因疫情關係，食環署員工與所屬外判工的工作壓力大增，為感謝他們的辛勞，本辦事
處多次送出少許食品感謝他們，並為食環外判員工爭取額外薪津。

為本區食環員工爭取額外薪津
對在抗疫前線上拚博、要加班工作，及面
對高感染風險的外判員工來說，最重要
是實際支持。所以本辦事處致函食環局局
長，希望能為他們爭取一次過工作津貼作
為鼓勵

向食環外判前線員工送贈防疫物資
和千層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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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地區時受到各種阻難������������������������������
服務街坊並不一定一帆風順，年內我們在區內屋苑的服務經常被法團阻攔，當中竟包
括送贈防疫物資！

冀向龍珊閣派送口罩被拒
龍珊閣出現感染個案後，我們本打算將口
罩送去龍珊閣，但向法團申請送口罩遭
拒，法團指居民對口罩並無迫切性需要，
更指我們的口罩未必乎合居民的規格要
求。但本辦事處每次派發的口罩亦符合規
格，既然龍蟠苑新法團不讓本辦事處派口
罩予龍珊閣的居民，我們只好呼籲有需要
的街坊前來本辦事處領取口罩。

在公眾地方呼籲居民防疫 
被龍蟠苑 A-F 座法團發信勸喻

因新法團不讓本辦事處去龍珊閣派口罩，
我們在龍珊閣與悅庭軒之間的公眾通路做
街站、播大聲公呼籲居民小心防疫，以及
通知各位本辦事處有口罩派，怎料有位法
團新成員前來指責本人大聲，然後更有龍
蟠苑保安過來滋擾我們，我們只好報警處
理，其後更收到法團發信「勸喻」本辦事
處，指我們擺街站的聲浪過大。

橫額多次被破壞

到鳳鑽苑派發防疫物資受阻
我們在鳳鑽苑外派清潔包予街坊，但法團
卻叫保安將我們趕走，最後報警。幸好當
時清潔包已全數出。其後有義工幫我們送
口罩入信箱給鳳鑽苑的街坊，亦都受到鳳
鑽苑部安的阻礙，無法順利派發。

協助街坊處理龍珊閣清潔問題 
被法團成員阻攔

四位龍蟠苑業主 ( 當中兩名為龍珊閣 )，
相約食環署林督察和本人一起視察龍珊閣
的防疫情況，怎料去到龍珊閣門口，法團
主席出現阻止我們入內，更說「唔相關人
士請離開，唔好喺度聚集」，更不斷質問
四位業主的身份，態度似足警察對年輕人

本身是該屋苑業主的義工在鳳鑽苑 
派口罩被阻止

第四波疫情爆發，本人為居民準備了一批
口罩，由於鳳鑽苑較偏遠，該苑業主樂意
擔當義工，將已包裝好的口罩派到各單位
的信箱，卻被屋苑管理人員阻止，唯根據
建土地審裁處判例，法團及管理公司無權
阻止業主入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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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服務��������������������������������������������������������

派揮春

免費剪髮

健康檢查

拍攝証件相

漂書小站

煤氣愛心湯

端陽節愛心棕

旅行活動

在鳳鑽苑外派送日曆、月曆

鳳鑽苑外派清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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