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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晴居第朗晴居第朗晴居第朗晴居第 11 至至至至 15 座側建設樓宇事宜座側建設樓宇事宜座側建設樓宇事宜座側建設樓宇事宜 

(元朗大旗嶺第元朗大旗嶺第元朗大旗嶺第元朗大旗嶺第 116 約第約第約第約第 5371 地段地段地段地段) 

 

【事件流程表】 

 

日期 事件流程 

23-03-2007 元朗民政事務處來信通知元朗第 116 約各地段(近鳳麒路)被

劃作“住宅(乙類)”用途，重批土地面積：5285.89 平方米，

最高樓宇層數為 25 層。 

 

28-03-2007 朗晴居業主委員會回信予民政事務處，對換地作私人住宅發

展用途一事作出強烈反對，十分不滿此項土地交換之前並沒

有向週邊居民作出詳細諮詢。 

 

05-04-2007 元朗區議員麥業成發信予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陳欽勉反對有關

上述換地申請。 

 

16-04-2007 民政事務處來信表示會將委員會的意見轉交元朗地政處考

慮。 

 

20-06-2007 委員會去信元朗地政署，要求盡快與委員會主席聯絡，交待

換地事件的進度。 

 

16-07-2007 委員會聯同新元朗中心業委會去信城市規劃委員會反對在西

鐵元朗站及鄰近巴士總站興建大型多層住宅發展。 

 

30-07-2007 朗晴居舉行業主大會並發起居民簽名運動反對換地申請作私

人住宅發展用途(共收集 892 個簽名)。 

 

18-09-2007 委員會聯同麥業成議員及管理公司與地政處進行會議，了解

換地事件進度及表達反對將土地換作私人住宅發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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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2007 元朗區議員麥業成，黃彩媚，謝開秋聯署去信地政專員表達

反對有關的換地申請。 

 

24-09-2007 委員會去信地政處並將居民的反對換地簽名名單一同呈交，

強烈表達不滿。 

 

09-10-2007 元朗地政署專員來信回覆：就委員會提出的意見已轉交有關

政府部門考慮，當有關換地申請提交到地區地政會議審批

時，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將會一併被考慮。 

 

30-10-2007 委員會去信「城規」、「新鴻基」反對土地交換計劃。 

 

20-11-2007 「新地」回覆以整體規劃進行。 

 

23-11-2007 「城規」表示一切發展須依「大綱草圖」發展。 

 

29-02-2008 委員會例會中邀請麥業成議員出席商討地政與新地就交換土

地一事作出匯報，並表示要求地政於 3 月至 4 月期間召開會

議。 

 

07-03-2008 委員會接到民政處通知於 3 月 18 日召開第一次地政會商討第

116 約地段第 5371 號發展。 

 

14-03-2008 客戶服務處回覆民政處 3 月 18 日會議出席名單。 

 

17-03-2008 獲得民政處通知取消 3 月 18 日會議。 

 

18-03-2008 委員會致函地政署反映反對聲音及要求解釋為何取消會議。 

 

28-03-2008 「地政」再次召開第 1 次地政會，有副主席張慶昌先生、委

員陳德水先生、業戶曾舒玲小姐出席，可惜沒有其他政府部

門出席，引起出席各屋苑及村民不滿。 

31-03-2008 委員會例會中，由出席委員及業戶曾小姐匯報第 1 次地政會

內容，提出下列跟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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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去信地政署、規劃署及運輸署反對建設樓宇 

(ii) 要求與新地召開會議交代事件 

 

11-04-2008 委員會去信地政署安排第 1 次地政會處理失當及要求解釋反

對未經鄰近居民諮詢下，便通過「大綱草圖」要求擱置土地

交換初步審批。 

 

12-04-2008 客戶服務處去信民政處要求解釋 1999年如何諮詢居民？ 

 

17-04-2008 民政處梁偉溢先生口頭回覆民政處的諮詢程序不斷與時並

進，現時與 90年代會有不同，據資料所知，當年諮詢程序，

分兩個層面； 

第一：法律方面，只須刊登憲報 

第二：部門方面，可將修改圖則張貼在政府公佈通告板上。

另外，再在區議會及地區委員會商議後，便完成。 

詳細資料需要時間翻查當年紀錄。 

 

18-04-2008 業委會例會中，重點簡略如下： 

(i) 新地同意與業委會召開內務會議，日期待定 

(ii) 地政署表示將安排其他政府部門出席第 2 次地政會，暫

定 5 月份 

 

30-04-2008 客戶服務處致電民政處，梁先生口頭表示文件中發現當年民

政處有向鄰近十八鄉村民諮詢此高度放寬申請，並且反映村

民反對聲音，不過，城規仍接受高度放寬，因為 Plot ratio不

變。 

 

30-04-2008 客戶服務處去信民政處，要求書面回覆當年諮詢情況。 

 

10-05-2008 業委會去信地政署，要求提供不出席第 1 次地政會的部門文

件。 

 

19-05-2008 地政署回覆： 

(i) 大綱草圖的審批過程(由規劃署回覆) 

(ii) 地政署表示曾在初步審批會議中曾反映業委會、居民及

麥業成議員意見，結果仍然是批准。 



第 4頁，共 11頁 

(iii) 解釋不出席 3 月 18 日及 3 月 28 日會議的政府部門，因

為有其他會議，故此不能出席。 

 

27-05-2008 運輸署解釋部門只擔當諮詢角色，亦曾要求發展商檢討及提

供交通改善方案。 

 

13-06-2008 客戶服務處致電地政署，許先生正安排第 2 次地政會議暫定

於 6 月 30 日前，初步有運輸署及城規會都有代表出席。 

 

23-06-2008 第 2 次地政會，只有業戶曾小姐出席，政府部門包括：地政

署、規劃處、運輸署及環保處，其他有新地代表、議員及村

民代表，提及下列重要意見： 

(i) 新地表示可以協助朗晴居解決污水處理廠，部份雨水渠

可移走 

(ii) 規劃署再次解釋當年審批過程 

(iii) 村民表示不滿新地只顧及朗晴居居民，沒有考慮村民水

浸問題 

(iv) 交通問題﹕鳳翔路作為出入口會造成交通負荷，運輸署

建議於鳳翔路建迥旋處、由雙線改為三線行車路及行人

路改後在伯公後面通過。 

 

11-07-2008 例會中，業委會同意於 7 月 14 日至 7 月 18 日內與新地會面，

並有下列要求： 

(i) 必須有工程人員出席 

(ii) 帶備新發展土地圖則 

(iii) 交通安排 

另外，須繼續向民政署、地政處及城規處表示不滿其當年諮

詢失當。 

 

17-07-2008 業委會與新地會面，新地承諾： 

(i) 研究於 12 層及 25 層中的一個可接受高度，提供圖則 

(ii) 考慮於鳳麒路作出入口的可行性 

(iii) 定期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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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2008 業委會去信 

(i) 民政處 – 要求解決為何不諮詢朗晴居居民 

(ii) 城規處 – 要求在地契上，仍保留 12 層的方案 

(iii) 地政署 – 要求在地契上，仍保留 12 層的方案 

19-8-2010 地政處回覆會將業委會的意見在地區地政會議上作考慮。 

 

3-9-2010 地政處回覆 25 層更可以避免屏風效應。 

29-09-2008 業委會去信地政處再次重申，要求將樓宇高度限制回復至 12

層。 

03-10-2008 收到民政事務處回覆表示， 

23/7/1998 規劃署就更改大綱圖諮詢各政府部門， 

27/8/1998 民政事務處轉述十八鄉及大選嶺村代表的反對意

見，由於當時屋苑尚未成立業主委員會，故此未有諮詢屋苑。 

 

17-11-2008 業委會再與新地會面，新地承諾會重點研究以下事項﹕ 

(i) 協助重組朗晴居平台車位的位置； 

(ii) 鳳翔路加設避車處； 

(iii) 協助維修已折斷污水處理廠生物轉盤的軸心； 

(iv) 協助朗晴居解決日後接駁污水喉至鄰近之污水井或政府

計劃興建之污水處理收集站； 

(v)  協助清洗朗晴居外牆； 

(vi) 協助改善朗晴居圍牆外草坪地段。 

 

17/03/2009 業委會去信申訴專員公署，就民政事務處諮詢工作事宜作出

投訴。 

18-3-2009 麥議員去信環境及運輸發展局 

24/4/2009 業委會再與新地會面，新地對上次會議提出的事項作出回應。 

12/5/2009 申訴專員公署回覆﹕ 

1998年城規會接獲更改大綱圖申請 

23/7/1998 規劃署就更改大綱圖諮詢各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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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1998 民政事務處轉述十八鄉及大選嶺村代表的反對意

見 : 影響景觀及引起水浸 

30/10/1998 城規會批准有關申請 

12/2/1999 刊憲 

14/12/1999 行政長官會議核准申請 

總結﹕表示民政處當年沒有直接諮詢屋苑住戶，並不代表處

事失當。 

14/5/2009 業委會主席及麥業成議員到地政署遞請願信。 

 

25/5/2009 客戶服務處去信規劃處﹕ 

追究 1999年審批放寬樓宇高度時，地積比率為 3倍，但 2000

年把地積比率由 3倍增加至 3.5倍，質疑沒有考慮樓宇的數

目、人口及配套設施。 

15-06-2009 規劃署回覆﹕1999年收到蝶翠峰發展商申請將地積比率定為

4.2倍，認為 3.5倍的地積比率在環境、交通及基礎設施均可

承受，並於 

22/12/1999刊憲更改地積比率為 3.5倍 

26/11/2002核准該大綱圖 

 

30-06-2009 客戶服務處去信運輸處﹕ 

提出擬新發展地段的出入口交通安排事宜作出查詢。 

31-07-2009 業委會再與新地會面，新地對上次會議提出的事項作出回

應，業委會要求新地派員出席業主大會，以便直接向各業戶

講解。 

07-8-2009 新地派員出席業主大會，直接向各業戶講解有關方案，及對

屋苑的距離及配套改善工程。 

10-11-2009 麥業成議員於 10-11-2009 通知業委員會主席到地政處開會，

但由於客戶服務處及其他委員均沒有收到通知，故此未能出

席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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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009 地政處、民政事務處、區議員及發展商到朗晴居與業主委員

會及各業戶開會。 

29-12-2009 通知地政處會議記錄有修訂﹕要求於最後部份加入﹕ 

“有居民表示若處方有決定前須通知業主委員會，並要求再

到朗晴居會見居民。” 

 

4-1-2010 以一人一信形式去信地政總署。每個單位入兩份，另於

8-17/1/2010 於穿巴站進行簽名活動。 

29-1-2010 元朗地政處回覆﹕ 

採陽光/空氣流通﹕1991年已規劃為住宅乙類，並表示高度為

25 層可以減少樓宇數目，增加空間。 

交通安排﹕運輸署表示大部份時段是暢順，消防處表示新發

展不會阻礙消防及救護車輛出入 

休憩用地﹕已劃有數幅位於第 12 及 14 區作休憩用的土地 

 

19-2-2010 去信查詢朗晴居及蝶翠峰側事宜﹕ 

 

質疑朗晴居旁曾經更改高度及地積比率由 3倍放寬為 3.5倍，

影響空氣流通、素質、景觀、視野及交通，縮短日照時間及

封殺裝設環保光能源設施的機會。 

 

15-3-2010 元朗地政處回覆﹕ 

表示於 1999年及 2002年分別放寬高度及地積比率，進一步

善用土地及提高設計彈性，並表示朗晴居的規劃意向作中等

密度的住宅發展一直沒有改變；而換地申請的原則是根據法

例的大綱圖落實執行； 

 

兩個地段﹕會按照適用程序，繼續處理換地申請。  

 

16-4-2010 去信查詢朗晴居一月份以一人一信形式去信地政處共有多少

封信，並查詢有關以上發展項目的最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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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010 元朗地政處回覆共收到 1351封信，並已於一月至二月尾回

覆，有關換地申請現正按適用程序處理中。 

25-5-2010 去信查詢“現正按照適用程序，繼續處理有關換地申請”，

要求明確指出有關的程序安排。 

04-6-2010 元朗地政處回覆﹕ 

換地申請如獲地區地政會議核准，會向申請人發出基本條款

建議書。申請人須按十足市價支付地價差額。申請人如接納

建議，待簽立有關法律文件就可落實發展項目。有關換地申

請已提交元朗地區地政會議審核，建議書已獲申請人接納。 

 

29-6-2010 去信元朗地政處，要求十天內親臨屋苑向居民解說實情。 

2-7-2010 元朗地政處回覆收悉信件。 

5-7-2010 去信申訴專員投訴地政處漠視居民提出的問題及意見，未有

履行承諾知會居民，對有關部門處事不公表示失望及不滿，

認為地政總署行政失當。 

6-7-2010 申訴專員公署回覆收悉信件。 

19-7-2010 元朗地政處回覆﹕ 

指已於 14-1-2010 之地區地政會議審核有關換地申請，有關換

地條款現階段不便透露，並表示已按照承諾已於 29/1/2010 回

覆管理公司，表示會按照適用程序繼續處理換地申請。 

 

23-7-2010 向申訴專員公署補充文件共 34份 

4-8-2010 申訴專員回覆已向地政總署展開查訊，並要求地政總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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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010 去信元朗地政處﹕ 

提出要求批地條款必須列明容許排污渠接駁至公眾污水井時

經過其發展土地範圍；反對出入口設於鳳翔路。 

5-8-2010 去信 SHK發展商﹕要求發展隔離地盆時全力協助本屋苑將污

水渠接駁至公眾污水井；對新發展樓盤的出入口設於鳳翔路

將會嚴重加重屋苑門口的交通負荷，表示不滿。 

 

19-8-2010 SHK發展商回覆﹕表示早於 2008年 7 月已與委員會建立溝

通，並提出多項協助本屋苑的睦鄰建議，將繼續與貴會保持

溝通。 

19-8-2010 地 政 總 署 回應致 函香港申訴專 員投訴﹕指地 政 處 已 於

14-1-2010 提交地區地政會議討論，認為反對理據不充分，決

定繼續處理有關換地申請，並表示已按照承諾已於 29/1/2010

回覆管理公司，並於 15/3, 28/4, 4/6/2010 之回函中重申按照適

用程序，繼續處理有關換地申請。 

 

21-8-2010 SHK發展商於鳳翔路開設地盆出入口。 

3-9-2010 元朗地政處就 8 月 5 日信件作出回覆﹕ 

- 批地規約並沒有收到有關部門加入容許朗晴居享有經過

新地段接駁污水渠的通道權益，除非土地業權人同意； 

- 新屋苑的出入口設於鳳翔路，發展商必須於屋苑落成前作

出以下改善設施﹕ 

1) 在鳳翔路西行線，增設上落區彎位； 

2) 在鳳翔路東行路，分別設置獨立右轉行車線進入朗晴居

及新屋苑；  

3) 在交通燈位前的一段鳳翔路，由現時兩條行車線擴闊至

三條行車線，並設一條獨位左轉線進入鳳麒路，以增加

該路口的汽車容量。 

 

13-9-2010 去信地政總署﹕ 
提出毗鄰地盆已開設出入口於鳳翔路，由於太接近交通燈
位，將令本屋苑車輛於繁忙時間擠塞；毗鄰地盆車輛出入口
與行人路重壘，嚴重漠視本屋苑居民的人身安全，倘若日後
因該路口設計而導致有任何傷亡事故，本屋苑居民一定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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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並且會在合適的時間考慮遁民事訴訟程序，向政府

追討因該地段物業發展而阻擋本屋苑日照導致屋苑未能順應

科技發展裝置環保光能再生能源設施所引起的一切損失及額

外開支。 

 

30-9-2010 申訴專員就 5-7-2010投訴作出結案﹕ 
指出地政處在事件中對居民欠缺清晰交代，促請地政總署從
中汲取經驗，訓示職員改善。 

4-10-2010 地政總署回應﹕ 

- 本年1 月14日元朗地區地政會議之會議記錄乃政府內部會

議記錄，恕未能提供； 

- 交通安排﹕運輸署要求發展商必須於屋苑落成前作出道

路改善設施(詳情同 3-9-20100 的覆函)。 

10-10-2010 去信地政總署﹕ 

指出根據政府「公開資料手則」，要求提供本年 1 月 14 日元

朗地區地政會議之會議記錄。 

25-11-2010 SHK發展商到屋苑會見業主委員會﹕將會由最初的 3座改為

2座 25 層高的樓宇，施工期約由 2011年 2 月至 2014年 2 月； 

為顧及睦鄰關係，會協助本屋苑進行下述事項﹕ 

1) 屋苑近第 11座至網球場外之草坪改善工程； 

2) 屋苑入口之交通改善工程； 

3) 將污水處理廠之污水接駁往政府公共污水渠； 
4) 將平台 G1-G12 號車位調往地庫發展商的空置車位； 
5) 清洗第 11座至 15座之大廈外牆。 

 

1-12-2010 地政總署回應根據「公開資料手則」，不便提供會議記錄。 

3-12-2010 本屋苑召開業主大會，向各業戶公佈屋苑毗鄰興建樓宇事

宜，及發展商將會協助本屋苑處理的 5 項事項詳情； 

投票議決﹕將污水處理廠之污水接駁往政府公共污水渠。 

 

30-12-2010 致函 SHK發展商﹕表示本屋苑接受 SHK發展商協助本屋苑

處理之 5 個事項，但工程所涉及之所有工程顧問及工程建造

費用和支出全數由 SHK發展商承擔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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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011 屋苑側地盆進行地基鑽探工程。 

1-8-2011 屋苑側地盆進行撞擊式打樁工程，已獲環保署批准的打樁日

期﹕由六月七日至十二月六日，時間為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

下午一時三十分及下午四時三十分至六時三十分。 

 

3-10-2011 SHK發展商於屋苑外鳳翔路開始路面改善工程。 

1-11-2011 屋苑側地盆完成打樁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