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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2021年持續抗疫，重啟經�前景未明，⿈
大仙區議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對於一�
街坊居民而言，這一年從大環境到小社區
都是��維艱。本�事處在過去一年，除
了繼續與居民抗疫，以成本價代購口罩，
派發抗疫物資等。

至於地區方面，區議會去年年中出現�職
潮，導致下半年⿈大仙區議會大會未能如
常召開，許多區議會提供的物資﹙如往常
提供的月曆、清潔包等﹚亦未能撥款購
買。雖然如此，但本人仍繼續以區議員身
�推動社區發展及相�設施建設。本區在
去年亦有不少設施翻新及鋪設，當中包括
龍蟠街行人天橋翻新，於路面及梯級鋪上
防滑沙及重掃油漆。�外，龍蟠苑商場亦
重鋪防滑磚、修補石屎及安裝防煙門等設
施。透過公共設施的修復及提升，為居民
提供更安全及舒適的環境。

除了上述各項外，�事處日常還會為居民
提供各類社區服務及資訊，當中包括協助
居民申領電子消費券。當然，還有各種恆
常服務，如��旅行、流感針注射、免費
為長者剪髮，為居民提供健康檢測等都因
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縱使新一年看似嚴峻，但只要堅持下去、
互相守望，相信我們總能夠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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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疫抗疫
2021年，香港與全球進入第二個抗疫年頭。抗疫逐漸變成日常生
活，�日出門載口罩，避免人群聚集，注意家居及公�地方清
潔，這些東西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作為區議員，我們亦在
區議會的層面繼續配合防疫新常態，守護社區、保障�個居民健
康。

本�事處在這一年與居民走過的抗疫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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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要求加強社區公眾地⽅清潔

新冠疫情持續反覆不定，去年初本區鳳鑽苑、龍蟠苑商場等均出現確診個

案，情況一度嚴峻。本�事處即時要求食環署加緊清潔區�一帶公�地

方，包括鑽石山站A1出口與龍蟠苑入口外�街道，鳳鑽苑接�鳳德商場

等。以確保公�環境衞生，盡可能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



B.關注外傭聚集

由於年初疫情一度嚴峻，令居民擔心人群聚集可能導致病毒傳播。有見當

時本區多處�逢假日經常有外傭聚集，實在令人擔心外傭間出現交叉傳

播，然後再傳染�主、最終引起社區爆發。本�事處有見及此，致函有�

政府部門，希望當局正視外傭聚集可能違反限聚規定，要求採取措施防止

不必要聚集，以保障居民健康。除加強附近一帶清潔外，亦要求當局在經

常出現聚集之官地種植及加設�笆，以防止人群聚集。經有�部門跟進

後，情況亦已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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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送贈及代購防疫物資

除要求當局加強清潔、嚴格執行防疫政策外，抗疫實在

需要�一個巿民支持合作，注意個人防護及衞生。在這

一年，本�事處不時向區�不同人士派送防疫物資，如

向長者及居民派送口罩。又協助居民用成本價購買口

罩，以確保居民，特別係弱勢長者有能力長期負擔使用

抗疫物資額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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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事務
過去一年，雖然受疫情以影響，但社區的各項問題仍需及時處理
及解決。去年區�多項公共設施均進行翻新及維修，亦發生不少
意外，以及許多社區問題，都需要相�部門緊急處理及跟進，

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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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蟠街行人天橋使用多年，不少位置均出現老化。加上天橋行人路面光滑，

一旦天雨潮濕，行人容易滑倒，對使用者構成潛在威脅。有見及此，本�事

處向當局要求修復龍蟠街行人天橋，重新油漆及為行人路面重鋪防滑物料，

以保障出入人士安全。有�工程於2021年6月開始，直至9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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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修復⿓蟠街⾏⼈天橋



去年8月10日下午5時許，港鐵鑽石山站
往屯門方向月台，一塊安裝於月台幕門前
的金�天花突然�下。雖然最終無人受
傷，但事件令居民及大��注剛開通屯馬
�工程安全質量問題。香文於事發後即時
向港鐵方面跟進，並要求安排現場視察了
解意外成因。其後於10月中與港鐵方面到
相�位置視察，聽取工程部解釋意外成
因。港鐵方面事後已經加強相�月台天花
的安全措施，並承諾加強對前線監察。

B1.跟進港鐵屯⾺綫鑽⽯⼭站⽉台天花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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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屯馬�啟德至紅�段於去年開通，鑽石山港鐵站�之各項設施亦相繼

完成，以配合新建�路之服務。當中港鐵C出口亦提早於2021年1月30日

完成各項工程，重新投入服務。

B2.港鐵鑽⽯⼭站C出⼝提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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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荷⾥活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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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廣場作為區�大型商場，商場更連接公共交通交�處及港鐵等設

施，經常有大量人群聚集。在疫情持續肆虐的情況下，商場�外各項私人

或公共設施的環境衞生不單�及相�管理單位外，更牽�整個社區�居民

健康及安全。過去一年本�事處�注商場�後巷清理，除保障環境衞生

外，亦確保輪椅使用者通道暢通。�外，積極跟進交通交�處便溺問題，

以保障大型公共設施衞生，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D.⿓蟠苑及⿓蟠苑商場
協助居民反映龍蟠苑管理問題
龍蟠苑作為本區最大屋苑，其管理直接影響本區大半居民日常生
活。作為區議員，協助居民就各項管理問題投訴向相�人士或政
府部門反映。

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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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龍珊閣��站遷至龍蟠苑商場旁 違反公契佔用緊急通道
當中包括投訴��站管理問題，去年初有居民投訴，屋苑原來位於龍珊閣

旁邊用來處理大型��的��站管理不善，要求管理公司方面跟進。法團

其後於4月將有���站搬到龍蟠苑商場旁邊，並設置環保斗。其後發現新

設��站位置在大�公契訂明�於緊急通道，不能放置物品阻塞。

事件導致獨立調查組介入，食環署亦因有�位置違反大�公契，不再派出

夾車協助清理。結果龍蟠苑��站由以往由食環�週三次派出夾車清理�

�，淪為法團自費安排夾車�週清理一次，除要�年額外支出費用可高達

15萬元外。由於夾車清理次數較外往食環負責時少，導致經常出現��堆

積，造成環境衞生的問題。更因在於有���堆放位置�於緊急通道，違

反大�公契，有可能會引來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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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持續�注龍蟠苑各座喉管渠道問題
除處理��站搬遷問題外，還協助處理有�龍蟠苑各座喉管、渠蓋等問

題，當中包括喉管漏水，以及渠蓋傳出異味等，�事處透過向食環署方面

要求跟進並改善相�問題。此外，亦協助居民跟進龍璧閣外渠管滲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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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龍蟠苑籃球場失修
龍蟠苑入�多年，除各項樓宇設施老化外，不少公共
設施亦出現日久失修狀況。本�事處於1月下旬接獲
居民投訴，指籃球場設施多處嚴重老化，包括球筐下
歪、地面高低不平，以及�近斜坡位置沒有�欄等。
本�事處接獲投訴後，致函管理公司要求�疫情期間
安排進行維修，以保障使用球場居民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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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龍蟠苑健身坊旁路面不平
有居民於7月底投訴指龍蟠苑健身坊旁路面不平，
導致跌倒，並須送院接受治療。經實地視察後，
發現該處路磚嚴重凹陷，部�地磚出現崩裂、甚
至出現鬆動。�外，我們亦發現紅色欄杆坑渠旁
地面出現裂痕。事後已即時致函管理處，要求盡
快維修，以免類似意外再次發生。目前有�位置
未維修，仍有待法團及新管理公司安排。



D6. 龍璋閣外空地凹凸不平
有居民向本�事處投訴，在龍

蟠苑龍璋閣外空地凹凸不平。

居民指出長者經常在空地附

近的長椅休息，當長者經過空

地，由於地面不平，導致他們

經常跌倒。本�事處其後去信

向管理處方面反映問題，要求

修復有�位置地磚，惟目前仍

有待法團及管理公司跟進維修

事宜。

D5. 要求修復兒童休憩處地�
居民於去年九月上旬投訴龍蟠苑兒童遊樂場防護地
�出現損壞，對兒童構成危險，要求管理處安排儘
快維修。由於該兒童休憩處�於龍蟠苑﹙A-F座﹚
法團及龍環閣法團共同負責維修，本�事處在�得
龍環閣法團主席答允維修後，致函龍蟠苑﹙A-F
座﹚管理處，要求兩個法團能共同協商跟進維修，
以保障居民使用安全。目前有�位置仍未修復，有
待法團與龍環閣方面商討具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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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龍蟠苑商場多項翻新工程
過去多年一直向房署爭取翻新龍蟠苑商場，房署終於去年3月至4月間，在

商場進行多項設施翻新工程，包括陸續更換防滑地磚，於樓梯舖防滑鋼

沙、修補石屎，以及上落貨區斜道裂縫等。更換商場老�設施，成功爭取

幼稚園門外加建上蓋，維修洗手間等。上述各項更新及維修工程，既保障

居民及商場用�使用安全外，亦為整個社區帶來生氣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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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龍蟠苑停車場
除屋苑及商場外，本�事處亦�注龍蟠苑停車場的設備維修及提升。除處

理居民投訴龍蟠苑停車場出現滲水及路面不平外，去年亦致函要求房署為

龍蟠苑停車場加設電動車充電設施，以為日後電動車普及化鋪路。當局已

於本年初回覆，指將於今年安排於龍蟠苑停車場加設電動車充電設施，預

計於今年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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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社區

E1.�注區�蚊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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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項社區設施維修及改善外，日常清潔及環境衞生亦是本�事處恆

常�注事項。去年一如既往，於雨季開始前就已經注意區�街道、住宅平

台花園等位置積水問題。當中包括聯同食環署人員到屋苑平台花園，指導

屋苑管理署處理積水問題。�外，亦要求當局在屋苑之間行人通道進行滅

蟲。從源頭入手，及早解決蚊蟲滋生，預防蚊患、保障居民健康。



E2.�注區�街道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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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亦定時要求食環署方面注意區�行人道及衞生⿊點的清潔，如

星河明居與�庭軒之間行人通道、處理鼠患等。特別在疫情肆虐期間，更

要求加倍進行消毒及清潔，確保居民健康。



E3. �注本區屋苑單位室�滲水問題
本區不少樓宇入�已超過30年，部�單位出現天花滲漏情況，有單位牆璧

甚至出現裂痕，甚至有居民表示同住家人被跌下石屎弄傷，需要送院治

療。過去一年，本�事處協助處理多宗有�滲水投訴，與食環署工作人員

到求助居民單位視察，甚至以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身�與滲水�

職員一同作實地視察，並請求從速跟進相�問題。部�個案其後成功獲得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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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爭取鳳德道�設電單車車位
 

E4. �注鳳德道交通設施建設
除屋苑管理問題外，本�事處亦�注區�交通設施建設及管理。其中包括

持續爭取建設更多電單車泊位，以滿足區�駕駛人士需要。維修路邊損壞

石�、行人路護欄、處理行人過路處凹陷及行人路地面不平等。

此外，我們亦�注行人使用道路及交通設施的安全，如要求當局定時清理

行人天橋及道路之積水，以防居民滑倒。�外亦要求修補區�荷里活廣場

至四美街行人天橋設施破損，以保障行人出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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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軒大門對出欄杆被巴士撞毀



要求維修荷里活至四美街天橋
 

鳳德斑馬線上地面凹陷 視察鑽石山交通交�處

巡視鳳德道天橋下雨後積水 要求維修荷里活馬�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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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軒停車場出入口路面不平

�注房署大�村工地上阻街 巡視近鳳德邨行人天橋選址



E5. �注區�環境及衞生問題
本�事處去年處理多宗居民就社區環境及衞生問題，其中包括龍珊閣附近

斜坡��堆積，處理有�龍蟠苑�高空擲物，有�大�邨光污染投訴，維

修公共地方花槽、修剪樹木、修剪公共地方及設施出現之雜草，減少蚊蟲

滋生等。

此外，我們更應居民投訴，向樹木�反映要求檢查龍蟠苑�有潛在冧樹危

機樹木，最後成功爭取法團安排清理有問題之樹木，保障屋苑居民出入安

全。當然，還有向當局反映定時清潔區�街道，包括清理龍蟠街雀糞污漬

等。

龍蟠苑緊急車輛通道斬樹 鑽石山A出口上蓋清理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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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光污染 龍珊閣後斜坡有��

龍蟠苑高空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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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環閣外修剪樹木

龍蟠苑街口花槽需維修
 

維修導盲徑路磚

龍蟠苑正門前有雀屎 食環用磨石機洗地上之雀屎



E6. 區議會工作
除�注龍星區�設施及管理問題外，本人過去一年參與⿈大仙區議會各項會議及

視察活動，為完善⿈大仙社區設施規劃、處理區�房屋問題、政府公用設施建議

及規劃，以及環境衞生事宜等問題提供各種意見。其中包括�注公共交通設施建

設、行人天橋選址、各社區鼠患問題、公共屋邨環境衞生等。此外，亦以區議員

身�與不同政府部門及組織開會，以了解各項公共服務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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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新蒲崗鼠患問題 大�道建屋工程相�滅鼠工作

巡視新蒲崗一帶設施建設 巡視⿈大仙新交通樞紐

巡視富山邨 巡視彩雲邨



巡視近鳳德邨行人天橋選址 巡視鑽石山交通交�處

與渠務署開會準備9月中之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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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啟鑽苑⿈大仙康健中心

食環巡視龍蟠苑花槽鼠患 食環巡視鳳德街市一帶鼠患

區議會議員開會 只剩三位議員下區議會開會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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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米 派月曆揮春

長者免費剪髪 端午派粽

香格里拉Staycation 漂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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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借用 量血壓

證件相 中秋派梨

流感針注射 �蓮寺大澳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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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帝峯豪苑居民派麵 協助申領電子消費券

協助居民填表格 送飯予居民

為有需要長者買餸 勵行會求職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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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閣交換�物 圖書閣

物資轉贈 西九M+博物館一天遊

東龍島一天遊 大嶼山一日遊



⿈⼤仙區議會譚⾹⽂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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