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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工作報告 (2016 年 1 月至 6月 )
1. 延伸正街扶手電梯的三個方案
  去年就扶梯伸延問卷中，收到一些不同聲音，我特地與他們

了解情況及實地視察，並按其提議，再做了另一個研究報告，前

後合共做了 3 個不同走線的計劃，作了一定分析，現就 3 個不同

走綫計劃，公開諮詢區內居民，希望大家積極回應，以便本人分

析後提交運輸局供再進一步研究。

方案一：( 見圖一 )

  以電梯經屋蘭士里、屋蘭士街，再由列堤頓道轉搭升降機至

羅便臣道，連接至旭龢道，直至干德道。

方案二：( 見圖二 )

  以電梯及行人天橋方式經屋蘭士里、城西公園樹頂往列堤頓

道，再轉搭升降機至羅便臣道，連接至旭龢道，直至干德道。

方案三：( 見圖二 )

  以電梯及行人天橋的方式由巴丙頓道往列提頓道，再轉用升

降機及行人天橋往羅便臣道。

請將意見透過電郵：sckchanjp@yahoo.com.hk，傳真：2858 9130，

或 whatsapp: 5246 8499，予我們知道。（✽請刪除不適用者）

美化聖士提反里模擬圖

2.  重建聖士提反里及加快綠化石牆一帶
  為了要栽種 3 棵羅漢松，路政署已將那座有蓋的木櫈遷移至中環林士街海港政府大樓旁的休憩

處，並且要求有關地下的公共設施的提供者搬移設施至另一地下管道，相信很快便會栽種那 3 棵羅

漢松！我們亦建議樹兩旁亦應放置供公眾使用的櫈子。

至於聖士提反里的植樹問題，幾經與附近業主及有關法

團接觸後，大家認為因地方狹窄，不應栽種樹冠較大的

細葉榕，故決定只種多一棵羅漢松在那張長櫈旁。另外，

亦在附近栽種一棵銀樺樹。其他綠化措施，包括將會在

鐵欄上放置花盆植物，像般咸道馬路旁一樣，增加綠化

及美化效果。石牆的垂直綠化方面，路政署亦計劃栽種

攀爬植物，加上四棵生命力特強的石牆樹劫後重生及不

斷生長，相信可以使石牆一帶再現生機！

本人  ✽贊成 / ✽反對興建正街扶手

電梯伸延線。

本人支持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其他建議：

姓名： 電話： 

電郵：

與路政署及居民共同研究美化聖士提反里
計劃

圖二

圖一



區議會工作報告 (2016 年 1 月至 6月 )

8. 在寵物公園舉辦寵物嘉年華
  在屋蘭士街的寵物公園已開放了多年，附近街坊仍然有狗主

一無所知，在「愛護動物協會」及區內兩間寵物店的支持下，我

將於 7 月 24 日早上在上述公園舉辦一個「小小寵物嘉年華」。

目的是向附近街坊宣傳那個位於屋蘭士街的寵物公園。該公園的

確很小，未能同時讓更多狗隻使用。我期望在區內尋找多幾個寵

物公園，方便狗隻便溺，減少污染地區。

9. 巡區改善半山行人路及馬路路面情況
  本人定期相約政府相關部門代表實地巡視，以便盡快及全面

改善區內之環境衛生、路面情況、交通設施等。

  • 路面方面：路政署答應在本年七月開始重鋪由西尾台至西

邊街的般咸道兩旁的行人路。

  • 交通方面：爭取改善般咸道上三處地點，包括：

  第一： 南行西邊街左轉車輛，因彎位窄而要駛上行人路，

危害行人安全，有需要改善轉彎位。

  第二： 柏道右轉向巴丙頓道的行人過路燈有一個空位容許

一輛下行車子停泊等候綠燈。不過，因該地點接近

行人，同時過路處亦有需要擴闊行人過路措施，因

此需要取消那個車位，方便行人橫過馬。

  另外，我亦要求改善上巴丙頓道行人安全，改善該區人車爭

路的險境。我亦要求重鋪克頓道起點一段行人天橋上凹凸不平的

路面及加設扶手欄杆。

10.  善用正園
  協助龍虎山郊野公園晨運之友會申請使用位於克頓道上近 

16 號亭之舊正園，作為第二個中草藥園，向市民推廣中草藥。

呼籲市民善用「寵物公園」放狗

3.  加強清洗受狗糞狗尿影響的災區，爭取資源，持續加強。
  這是本人去年參選時提出八項重點工作其中之一，要求持久地進行下去，要天天做，日

日做，不能停下來。因此，本人要求特區政府增加地區資源，增派人手，持續地加強清洗公

眾地方，尤其那些環境黑點。

4.  要求搬遷石牆上的 3條鐵渠
  近日，本人在區議會環工會上，要求渠務署遷移多條阻礙般咸道石牆前行人路上的渠

管。有關部門亦非常合作，經實地視察後，答應將一條直徑 250 厘米的污水渠管改用 150

厘米喉管；而另一條 150 直徑的雨水渠管會重新鋪設，盡量將它拉向石牆入內 10 厘米左右；

至於另一條荒廢了的煤氣喉，待找到物主後盡快拆除。

5. 改善列提頓道的非法泊車及交通安全
  在本人要求下，運輸署計劃將位於列提頓道天虹餐廳對出的

一個大彎位劃為 24 小時禁區，以免車輛及行人要在兩旁泊滿車

和路面狹窄的車路上行走，此舉將可以保障行人及交通安全，可

惜建議遭部份單位反對而擱置。

6. 綠化上巴丙頓道路面 

 路旁一塊空地

  長達 3-4 年的都市綠化總綱其中

一項種植項目，其綠化美化計劃，在

本人鍥而不捨的跟進下，至今才完成。

遲來的春天亦令居民有點安慰。

7.  改善城西公園的康樂設施
  本人一年前提出建議，在城西公園內加強兒童遊樂設施，利

用斜坡地勢，建議加設一座滑梯，供小朋友遊玩，卻因設施需要

足夠的空間而被否決。同時，在公園斜坡加設兒童滑梯的建議，

工程部門認為會影響斜坡旁行人路的結構安全，並需在斜坡上進

行平整及鞏固工程，相信需要頗高的工程費用。此外，現時斜坡

上長有數棵成齡樹，可能會因工程需要而被遷移或移除。在考慮

上述因素後，康文署對上述建議有所保留，只答應在 3 張長櫈上

加裝上蓋遮風擋雨及雀屎；亦在多處地點增加照明。

上巴丙頓道美化後環境

要求部門勤於清洗街道

關注列提頓道的交通問題

城西公園的長櫈將會加設上蓋



區議會工作報告 (2016 年 1 月至 6月 )

12.  強烈要求增加 45A專線小巴服務
  本人自 2015 年 9 月起作多次不同時段分別與小巴營辦商及運輸署

到現場考察，商討增加班次。在本年 3 月 11 日發展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

局簡介會中嚴正提出該專線小巴服務不足的問題 ; 其後獲部門回覆指「已

要求營辦商加倍留意該線的運作及其班次的穩定性，並在資源許可的情

況下加開特別班次以應付乘客需求。」最後在 6 月 14 日另一次會議上，

小巴營辦商承諾在早上繁忙時間至中午增加一輛小巴，每小時增多兩班

車服務，不過回程下山時不經東邊羅便臣道，我們會繼續監察成效。

13.  關注利用正街扶手電梯搬大型物件事宜
  2 月 11 日（年初四）晚上，有運貨工人將整部載滿飲料的�籠車，

利用正街扶手電梯將貨物運往平台一所便利店途中，鐵籠車突然失平衡，

部份飲料跌出及砸中前行一對夫婦，被送往醫院急救。本人已於 2 月 16

日向區議會強烈要求加強正街扶手電梯監管，及增設有效設施，禁止利

用正街扶手電梯搬運貨物，亦要求按照中區半山扶手電梯般進行 24 小時

錄影服務，議會最後通過本人建議在扶手電梯最高點及第三街入口三處

地方安裝鐵柱，禁止搬運重型物件。

活動花絮 Community activities

14. 推動「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宣傳「多棄多付」原則

  本人為主席的 121C 回收社，積極推動源頭減廢，增加

回收量，成功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申請一項名為「都市

固體廢物徵費先導計劃」，為期一年，在中西區內挑選 40

座單幢式私人住宅，推行試點計劃，其中 10 座為三無大廈

( 即無法團、無管理公司及管理員 )，按日計算他們的垃圾重

量及回收量，於每個月向每個住戶派發模擬月費單，透過數

據，鼓勵他們回收減廢。

香港義行日活動 回收舊衣，反應熱烈 母親節派花

泰山公德會生日會 花之戀父親節旅行 健康檢查

與義工齊齊包粽

11. 改善半山公共交通服務
  爭取延長新巴 23A 至蒲飛路，及爭取延長 13 號巴士至上環林士街，縮短候車時間，方便半山居民通往上環。

要求加密 45A 小巴服務

正街扶手電梯設置鐵柱

積極推動「源頭減廢」



投 訴 個 案
1. 反映巴丙頓道與羅便臣道 56/56A 專線小巴總站

前，因為違例泊車，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促警
方加強執法並要求運輸署安排在上巴丙頓道及羅
便臣道的路旁加設交通標誌，提醒駕駛人仕前方
將會有行車路匯合。

2. 反映市民要求改善卑利士道及柏道增設行人路設
施。路政署會將現時寶恆苑外的一段行人路擴
闊。工程預計將 2016 年下旬展開，並於 2017 年
完成。

3. 要求有關部門派員巡查及跟進有妄顧公德人士將垃圾棄置於食環署通
告旁。

4. 關注聖士提反里一帶環境設施及衞生：(1) 要求重新漆上因爆水渠而有
大量咸水及污水導致般咸道一帶斑馬線顏色暗啞及其他道路劃線；(2)
懸掛橫額，提醒攜犬人士自行處理狗隻便溺；(3) 適當收藏清潔打掃用
具；(4) 清理多處狗隻排泄物，保持街道清潔，空氣清新。

5. 要求有關部門跟進懸掛於行人路欄杆堆滿煙蒂的盆栽。

6. 有裝修單位多次棄置大量垃圾於屋蘭士里大樹旁，霸佔公眾地方及造
成大樹石壆損毀，已促請當局派員巡查及票控。

7. 敦促有關學校及屋蘭士里業主進行樹木修剪工作。

8. 港鐵西港島線通車後，運輸署在未有完善的替代方案下決意取消 3B 巴
士線，令西半山羅便臣道以上居民帶來很多不便 ; 支持建議將城巴第
23B 號線的行路線延長至蒲飛路。

9. 要求消防處派出迷你型救護車服務郊遊及晨運熱點－龍虎山，有效地
救死扶傷。

10.  要求部門即時清理般咸道 37-47 號外疑似排泄物。

11. 要求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有愛犬人士經常讓狗隻在列堤頓道 7號旁山坡
隨處便溺，嚴重污染環境及影響居民。康文署職員到場巡察，發現一
名愛犬人士正在放狗，已即時對她作出口頭勸喻及制止。該署答應仍
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一旦發現有市民在上述地點放狗，會即時
作出口頭勸喻和制止。

12. 半山上巴丙頓道居民反映該處路面非常狹窄，旁有地盤興建中，可通
往另一處的捷徑被封鎖了，人車爭路，對行人構成危險。要求當局關
注及改善行人路安全設施，將行人路白線部份在適當位置升高。

13. 要求路政署儘快修補旭龢道 8號停車場出入口（即專線小巴總站對面）
行人路上階磚鬆脫，容易令途人足踝扭傷。

14. 反映市民建議遷移列堤頓道臨時垃圾收集站，食環署回覆會審慎考慮，
同時會加派員前往上述地方，加強清洗上址以保持環境衞生。

15. 屋蘭士里再發現鼠踪，已要求食環署派員巡查該處及附近一帶公眾地
方進行防控鼠患工作，並答應會繼續留意上址的衞生情況及採取適當
行動，以保持環境衞生。

16. 西營盤地鐵站 C 出口右轉西尾台發現其中一處石階像泉眼有白色帶泡
沫水湧出，促請部門查究。

17. 已去函勸喻某房地產公司調低廣告招牌光線強度，減少光污染及能源
浪費外，也不會對駕駛者或行人構成即時危險及嚴重影響。

18. 列堤頓道燈柱 42762A 附近一個只能前往巴丙
頓道 13-15 號路牌，計程車司機拒絕乘客要求
駛上位於巴丙頓道 25 號。要求部門跟進及更
改正確指示牌。

19. 聖士提反里居民投訴凌晨時份屢被大型超市送貨嘈吵聲浪滋擾，要求
環境保護署跟進並勸喻有關麵包送貨車於早上 7 時前應將聲浪盡量減
低。

20.  反映般咸道一美容院外牆一幀較出位性感廣告，經調查後，根據《淫褻
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390 章），以及參考淫褻物品審裁
處過往評定物品類別的結果，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認為其廣告
內容並沒有違例。

21. 居民反映柏道一政府宿舍往小學方向，發現有狗隻排泄物數天還未清
理，已即時通知食環署跟進。另一條有關第三街、正街及西邊街等違
例泊車猖獗，會與當該區議員共同合力發揮監察角色。

22. 早前曾致函垂詢西營盤站內增設郵筒，方便市民投寄信件。惟郵政署
回覆因本區郵局 / 郵筒離地鐵站不遠，若在地鐵站內再加這項設施除
令郵政人員加重負擔外，也不乎合經濟效益。

23. 跟進居民投訴西營盤地鐵站 C 出口，乘客沒跟隨升降機內指示離開，
以致與前往車站之乘客發生踫撞。強烈要求地鐵公司堅持 10秒後方開
門讓入車站的乘客進入；同時只能讓一度門打開。

24. 跟進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求助個案，食環署答應會與小販持牌人保持聯
繫，待各種水管更換工程、塌樹及大廈外牆維修工程等完成後，食環
署會適時安排事涉小販遷回其獲批攤位繼續經營。

25. 市民建議修剪克頓道旁一帶茂密樹林，令遊人可以俯瞰維港一帶風景。
漁農自然護理署認為林中主要是原生樹木品種及成長樹木，為野生物
種提供食物及庇護，因此並不適宜對該處樹本進行大量修剪，以免影
響自然生態。

26.  轉達市民反映位於列堤頓道 7 號對面行人路上的消防喉及位於東邊街
消防喉長期漏水，要求有關部門儘快跟進。

27. 要求有關部門徹底跟進屋蘭士里一女校外牆樹需
要修葺一事，減少多餘枝幹對附近大廈住戶造成
滋擾。

28. 巴丙頓道與漢寧頓道一帶違例泊車日益嚴重。若
適逢午間大型垃圾車到達收取各大廈垃圾時，樽
頸地點便造成堵塞，令有車人士非常不滿，要求
有關部門密切巡邏，票控違例車主，以儆效尤。

29. 跟進巴丙頓道、漢寧頓道違例泊車及投訴駕駛人
士非法泊車違反交通條例。強烈要求於聖士提反
里與巴丙頓道交界增加一個只准右轉的交通指示
牌。惟運輸不同意修改，認為目前路牌適中。

30. 關注居民投訴西半山經常無鹹水供應。獲水務署詳細回覆謂旭龢道消
防局附近水管爆裂，發現一直徑 300 毫米鹹水管先後出現滲漏及爆裂，
但由於喉管位處斜坡邊沿，再加上現場有配電箱倒塌及街燈受損，須
待港燈公司接駁臨時供電，以及路政署街燈組協助方可搶修及全面恢
復正常。

31. 跟進居民再投訴列堤頓 7號雨水渠有惡臭污水不斷流出，影響附近居
民。康文署曾收到市民投訴就管理有關斜坡提出不同意見，並已聯絡
工程部門研究該斜坡的改善工程。此外，該署計劃諮詢有關地區人士
及附近屋苑居民的意見。但在有關斜坡改善工程進行之前，該署會繼
續加強實地巡察及採取適當行動，並適時進行大規模清洗工作。

32. 居民投訴薄扶林道 88 號附近建築地盤，經常有重型車輛停泊路邊，阻
礙其他車輛駕駛者視線。加上放置指示牌控制車輛出入的人士經驗不
足，造成混亂。致函運輸署及西區警署要求巡查，及早避免意外發生，
保障居民安全。運輸署先後於 2 月初及 3 月初派
員到附近視察，卻未發現任何臨時交通指示牌在
該處設置。

33. 投訴巴丙頓道港鐵指示牌有點混淆不清，並獲運
輸署轉介港鐵公司跟進。

34. 列堤頓道垃圾收集站旁發現疑似枯樹，得到康文
署回覆該樹正值落葉期，需多觀察兩星期，若仍
未有新葉生長出來，該署會申請移除該棵樹，同
時對附近的樹木未有發現不尋常情況。並承諾會
繼續密切留意該處一帶的樹木生長情況。另屋蘭
士街休憩處寵物角附近斜坡另一棵懷疑枯樹，已
轉介予建築署斜坡組處理，並獲該署回覆根據樹
木專家的意見，已移除該樹木。

35. 般咸道 63 號近郵箱有沙井污水流出及 80 號入口處附近有乾涸狗隻排
泄物污漬。渠務署直屬員工隊即時到場處理個案把公眾渠道通妥。狗
隻排泄物由食環署跟進。

36. 半山居民反映再有違規人士攜愛犬入城西公園。康文署曾表示暫時未有
計劃在城西公園增設寵物公園，當場地職員如發現有人攜帶犬隻進入
城西公園，會即時作出口頭勸諭，若違規者不接受勸喻，該署會考慮
採取進一步檢控行動，更在公園入口處張貼告示「請勿攜犬入內」和
在主要通道的當眼處展示附近可供放狗的地方，以勸喻狗主前往鄰近
的屋蘭士街休憩處寵物角放狗。

37. 半山非法懸掛廣告板，易貼紙，塗鴉等等包羅萬有，比比皆是，要求
食環署跟進。

38. 關注客貨車駛進克頓道 / 夏力道郊野公園範圍，並獲漁農自然護理署確
認該車輛屬於一間清潔承辦商，並獲運輸署發出許可證，以執行龍虎
山郊野公園清潔工作。由於該處路窄人多，漁護署承諾會繼續密切監
察有關承辦商車輛的道路使用情況，並提醒承辦商當車輛出入上述路
段時，要時刻保持安全及禮讓的駕駛態度，以減低對其他道路使用者
的影響。

39. 關注巴丙頓道、漢寧頓道及羅便臣道 94-96 號一帶違例泊車引致該處
經常塞車，警方於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期間共發出 25 張違泊定額罰
款告票，以提高阻嚇力。

40.  巴丙頓道 23號地盤外行人通度狹窄的問題獲運輸署應邀前往上述地點
實地視察並回覆已去信承建商反映。根據該項目建築圖則，部份現時
被圍封的範圍將會用以擴闊巴丙頓道行人通道，會待明年建築物落成
後得到改善。

41.  轉介半山居民有關某電器服務中心售後服務個案，關注消費者的權益。
並獲消費者委員會投訴及諮詢部同事處理，承諾於短期內與當事人直
接聯絡，再作跟進。

42. 西營盤高街某大廈有石屎剝落，由於途人絡繹不絕，敦請屋宇署立即
處理，設置安全措施保障市民及途人安全。

43. 反映雅翠園居民要求維修通道柏油路，由於該處位於私人地段，地政
署回覆已向有關土地擁有人發出維修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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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訴 個 案
60. 般咸道居民反映居住環境日差：(1) 市民濫餵野鴿，經常要清理牠們

遺留在其居住單位的排泄物；(2) 正街雙向扶手電梯頂，因人流眾多，
引來多間電訊公司進駐擺檔，展示易拉架及宣傳物品，造成阻塞；(3) 
正街相向扶手電梯旁一小段斜路經常飄着陣陣犬隻排泄物的臭味，已
要求加強徹底清潔；(4) 日益嚴重的非法懸掛廣告牌、張貼街招、便
利貼、塗鴉等，嚴重影響市容，已促請執法小組應採取持久而有效的
對付措施。

61. 關注近日克頓道路上近 1 號及 2 號亭入口，龍
虎山郊野公園內發現多處有大片被翻開泥土及
毀壞痕跡，疑為野豬或人為偷竊採摘野山土茯
苓所致，已要求當局儘快巡查，採取及時措施，
防患未然。漁農署回覆疑為野生動物所為。

62. 外籍居民投訴薄扶林道 92A-E 地盤通宵達旦長
明燈，實為光污染及浪費。據了解為該地盤已
接近竣工，此舉為承辦商需要工序已獲批核。

63. 巴丙頓道有咪錶車位堆積了混凝土車遺留下來的混凝土，外判商把沙
石沖到路旁了事，混凝土因凝固需由路政署出動鐅走。

64. 市民投訴半山寶珊道14號亭附近發現塌樹，水務署已完成跟進處理。

65. 西營盤地鐵站 C出口外垃圾 / 廢物回收箱爆滿，旁邊也擺放了頗多雜
物，已要求食環署多加巡查及清理，注意環境衞生。另外，有居民發
現有食肆慣常每天將大批發泡膠盒棄置上述外垃圾 / 廢物回收處。獲
食環署通知會轉介有關投訴與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協助處理或跟進。

66. 投訴柏道街燈失靈，有關部門已儘快修復照明，確保行人及駕駛安
全。路政署 5 月 17 日把有關的故障器件更換，街燈已回復正常。其
後 5 月 18 日再到上址檢查並確定街燈正常運作。

67. 雨季來臨，蚊蟲迅速劇增，半山城西公園、屋蘭士里、旭龢道等分別
成為重災區，要求有關部門立即整區進行大型滅蚊行動。康文署回覆
場地職員已加強公園內花草叢清潔，防止積水，並巡查公園內四周範
圍，找出可能導致蚊患的成因。此外，從 2016 年 5 月 4 日開始，每
逢星期三，該署會派員到城西公園進行滅蚊，包括施放蚊沙、蚊油，
和噴灑滅蚊噴霧，此後會定期進行滅蚊行動，確保杜絕蚊患及保障市
民健康。

68. 居民投訴半山巴丙頓道 18 號外行人路面長
期擺滿建築材料、環保斗等，霸佔公眾地方
造成阻塞，影響途人，已去函有關部門儘促
跟進處理。

69. 近期屢次接獲居民投訴位於半山般咸道一持酒牌處所，其醉酒客人情
緒高漲在其處所外聚集及叫囂，已去函酒牌局及警方關注進行有效
的緩解措施。酒牌局回覆已將上述處所因經營而造成滋擾轉交警方跟
進，並把投訴記錄在案。

70. 一外籍居民投訴衛城道出堅道有兩建築地盤，因泥頭車違泊，引致交
通嚴重受阻，每天乘搭 13 號巴士到中環需時半句鐘以上。已去函警
方及運輸署要求加強監察該區交通情況。

71. 居民反映列堤頓道 2號外的巴士站上蓋堆滿樹葉無人清理。下水道若
不暢通，雨天便積滿雨水，造就蚊子繁殖生長。已請有關部門儘速安
排清理及滅蚊行動。食環署回覆巴士站上蓋非該署管理範圍，需由巴
士公司跟進。

72. 繼 5 月 21 日邀約路政署官員巡視西半山般咸道一帶及附近行人道路
設施。再去函邀約運輸署作實地視察本區多個地點，要求改善及提升
長者使用道路的安全設施。

73. 去年 12 月 11 日反映聖士提反里寧養臺後有一樹木因長期處於狗隻排
泄物坑內不能正常生長，部門回覆並沒有發現不尋常，該樹木終於在
5 月 24 日枯死了。

74. 巴丙頓道某大廈旁長期積滿惡臭污水無人清理，滋生老鼠、蚊蟲，已
要求有關部儘促處理。另外，其對面有石牆被撞�及大水坑內積滿落
葉及污水，容易滋生蚊蟲，堵塞渠道，獲中西區衞生潔淨組、防治蟲
鼠及環境衞生組答應跟進。

75.  關注港大兩棵大榕樹的生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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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關注居民要求被遷移的專線小巴 10、31 及
28 號小巴站搬回原處。運輸署已去信要求
小巴營辦商提醒上述小巴路線司機必須加倍
留意候車乘客在般咸道 51-53 號外上車的
需要，並盡可能靠站讓候車乘客依排隊次序
上車，避免對乘客造成不便。運輸署亦已要
求警方加強巡邏及作出適當的檢控行動，以改善上址違例泊車情況。

45. 有關市民投訴第二街（正街與西邊街之間）的混淆交通指示及違例泊
車事宜，根據運輸署的記錄，第二街（正街與西邊街之間）並沒有設
立雙黃線，估計應是其他承建商在道路工程完成後未有移除臨時的道
路標記及交通標誌。運輸署已安排路政署將多餘的道路標記及交通標
誌移除。

46.  已致函 45A 小巴營辦商訓示司機必須於總站才可接載乘客，嚴禁於
站前停車接載，以免對候車乘客造成不公平。

47. 要求食環署關注西營盤般咸道63G外經常日間也堆滿垃圾極不衞生。

48. 關注居民投訴舊薄扶林道掘頭路非法泊車，被專線小巴利用公共空間
上作為私人停車場。由於鄰近環境比較幽暗，人流不多，居民深感憂
慮。雖較早前致函專線小巴有限公司反映，卻沒任何回覆。另外，凌
晨 1 時半至 3 時薄扶林道慣常有飊車族在附近一帶進行賽車，除作息
時間居民深受噪音困擾外，遇上為數十多位大學生夜跑該路時，若高
速亂竄出事剷上行人路，後果堪虞。要求警方加強巡查。個案已經交
由西區警署跟進。

49. 高度關注專線小巴 8、31 及 56A 班次嚴重不足。候車時間經常性超
過 45 分鐘至兩小時，已去函進智公交要求：(1) 靈活調配服務班次 ; (2)
舉報部份小巴司機質素欠佳 ; (3) 駕駛證與駕駛司機不符等。

50. 有居民投訴屋蘭士里食肆違反酒牌局續牌時定立規列，容許客人分別
在處所內（晚上 10 時後）、外（晚上 9 時後）飲酒及吸煙。

51. 列堤頓道居民投訴半山柏道某小學之違例泊車阻礙其他道路使用者一
事，已獲轉介中區警區行動支援組及交通隊跟進，並承諾派員在上址
多加巡邏，透過靈活執行交通法例政策，而校方承諾會通知有關學生
家長，避免在放學時間將車子停泊在校外等候做成阻礙。其間警方亦
會與校方保持緊密聯絡。

52. 居民投訴屋蘭士街休憩處寵物角疑被一南亞裔
家族，效法美國紐約 Walk your dog 形式一人帶
14-18 頭犬隻，公器私用，漠視四週人士需要。
回程路上，大型狗隻眾多無配帶口罩，途人路
經停下來也狂吠，令不少途人受驚。康文署回
覆該處設施使用者守則已張貼於寵物角當眼處，
以提醒狗主須妥善看管寵物，確保不會對其他
人或寵物造成滋擾或傷害，還呼籲狗主不可讓
犬隻隨處便溺，以保持環境衞生。此外，寵物
角圍欄已加高以阻擋在內的犬隻視線，避免引
起犬隻對途經的市民吠叫。場地職員並會加強
巡察寵物角的衞生環境，如有需要，即時跟進。

53. 屋蘭士里斜路路面及各大廈外行人梯級佈滿大
大小小渠蓋。因市民在天雨及潮濕天氣跣倒，
大廈業主法團強烈要求餘下渠蓋也要加上防滑
鋼沙外，破損路面也應儘速補回防滑沙，提升
安全度，未雨綢繆以迎接即將來臨的雨季。本
人已致函有關部門跟進，並獲改善。

54. 關注居民投訴巴丙頓道金時大廈與精緻園間的棄置樹木事宜，地政總
署回覆因有部份樹枝是位於香港大學私人地段，故該署已向有關土
地擁有人發出勸喻信通知有關事宜。另外，根據地政總署所提供的資
料，有關施工平台及部份樹木 / 植物事項屬民政事務總署負責，已將
個案轉交該署跟進。另外，在鄰近金時大廈的樹枝及木頭，食環署已
安排承辦商員工已清理。

55. 關注西邊街有興建中地盤高空墮物，兩父女險被三塊大型外牆瓷磚擊
中，已要求有關部門即時跟進，屋宇署承諾會繼續密切監察上述地盤
的施工，以及其對鄰近樓宇的影響。

56.  列堤頓道城西公園外行人路上專線小巴黃色排隊指示線已褪色，令候
車人士覺得混淆，導致排隊上車時混亂。運輸署已將有關個案轉介予
營辦商，並獲回覆翻油工程已完成。　

57. 居民反映屋蘭士里地下水渠有不尋常噪音，顯得水流量頗大。沿路至
城西公園，拾級而上至列堤頓道公園出入口外，同一渠冚內亦發出同
樣水流噪音，要求渠務署儘速找出來源及成因，求證排水速度狀況是
否正常。

58. 般咸道天橋連接薄扶林道至般咸道西端的路面老化耗損，經常出現凹
陷，要求路政署徹底修復。

59. 屋蘭士里居民近日深受蚊滋擾，發現某中學校園外，經常有落葉堆滿
渠蓋面外，更有積水流出，容易引致瘀塞及導致蚊蟲滋生，影響區內
環境衞生，近日再發現鼠踪，已要求食環署儘快安排密集式滅蚊防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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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Chan's Work Report – January to June 2016
1. Extending the Centre Street Escalator
On the basis of residents' v iews col lected through our 
questionnaire survey, I have worked out three extension proposals 
and am now consulting the community about them:

Proposal 1: (see map 1)

Runs through Oaklands Path and Oaklands Avenue, connects 
Lyttelton Road by a lift　with Robinson Road, and runs further 
through Kotewall Road to Conduit Road.

Proposal 2: (see map 2)

Runs along Oaklands Path and over West End Park to Lyttelton 
Road (escalator and footbridge), links with Robinson Road by a 
lift, and goes further up to Kotewall Road and Conduit Road.

Proposal 3: (see map 2)

Runs from Babington Path to Lyttelton Road (escalator and 
footbridge); and connects Lyttelton Road with Robinson Road by 
a lift.

Please give us your valued opinions by email sckchanjp@yahoo.com.hk; 
Fax: 2858 9130; or whatsapp: 5246 8499.

2.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step up 
cleaning public areas frequently fouled 
by dog faeces. 

3.  Rebuilding St. Stephen's Lane and 
speeding up greening of the stone wall 
there and surrounding areas. 

4.  U r g i n g  t h e  D r a i n a g e  S e r v i c e s 
Department to remove the three iron 
pipes on the Bonham Road stone wall 
posing inconvenience to pedestrians. 

5. Proposing to curb illegal parking on Lyttelton Road and 
enhancing traffic safety in the area.

6. Greening the vacant land beside Upper Babington Path.

7. Enhancing the recreation facilities of West End Park.

8.  Launching a “Pet Carnival” in Oaklands Path Pet Garden to 
promote the garden; and wor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few more pet gardens in the district.

9.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 walkways/carriageways and traffic 
facilities in the Mid-levels.

10. Helping the Lung Fu Shan Morning Walkers' Association to 
develop Ching Yuen Garden in Lung Fu Shan Country Park 
into another Chinese herbal garden.

11.  Improving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s for the Mid-levels 
community.

12. Striving for an enhancement of the service of GMB 45A. 

13. Urging the authorities to forbid using the Centre Street 
Escalator to transport goods with effective enforcement 
measures.

14. Helping to promot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harging” aimed 
to reduce waste at source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121C Recycling 
Centre, which has 
initiated a one-year 
p i lo t  scheme wi th 
40 building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participating.

2 3 4

12
7

I ( ) support / ( ) do not support* extending the Centre 

Street Escalator; and am ( ) in favour of *( ) Proposal 1*/( ) 

Proposal 2* / ( ) Proposal 3* / ( ) Other opinions*:  

(*Please tick in the appropriate brackets)

Name: Tel:   

Email:

map 2

map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