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地址 主要問題

中西區 堅道 43-45號側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士丹利街10-12號後巷及側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五桂坊一帶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皇后大道西200-202號外巴士站 冷氣機滴水問題

中西區 西環卑路乍街85號地鋪 店鋪阻街

中西區 西環德輔道西224-226號地鋪(正街交界) 店鋪阻街

中西區 德忌利士街一帶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山道與保德街交界 非法棄置垃圾

中西區 屈地街兒童遊樂場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干諾道西162-164A號昌寧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德輔道西259-269號銀行大廈旁至正街14號整

段小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卑路乍街113號南山樓至163號聚賢逸居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厚和街1號大德樓至52號厚和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卑路乍街102-114號聯友新樓及116-122號聯康

新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上亞厘畢道的行人隧道牆身 塗鴉

中西區 德輔道中232號附近 棄置建築廢料

中西區 薄扶林道近燈柱LP15004 棄置建築廢料

中西區 堅尼地城龍華下街 渠管及水浸問題

中西區 中環9號及10號公眾碼頭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噪音及阻街問題

中西區 伊利近街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羅便臣道30-32及34號中間的樓梯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卜公花園與太平山街之間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西摩道由63號至堅道花園出入口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羅便臣道衛城坊及西摩臺2號至衛城坊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東來里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亞厘架巷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樓梯街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皇后大道西250號至豐景閣與第一街27號至嘉

盛閣中間的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正街及德輔道西交界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美暉大廈及卑路乍街99-111號交界的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士美菲路(科士街至卑路乍街段)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西安里休憩花園附近位置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西康里(海都樓與明珠閣、城暉大廈、龍翔花園

之間的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卑路乍街(士美菲路至爹核士街段) 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仁壽里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萬宜里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羅便臣道34號低層地下內街(摩羅廟交加街入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德己立街58-62號側橫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嘉咸街41-43號天安城商業大廈側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皇后街28-30號側橫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機利文新街22-24號側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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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 兩儀坊9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永吉街29-35號恒豐大廈側橫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西邊街38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和合街及日富里之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卑路乍街109號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屈地街24號地下；屈地街兒童遊樂場四周；屈

地街10號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水街5號側巷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北街14號 後巷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半山行人電梯干德道出口附近及旁樓梯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卑利街(堅道至羅便臣道)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羅便臣道 97 號至 103 號街道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寶雲道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羅便臣道 (近嘉兆臺開始)至 雅賓利道交界(橋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旭龥道及克頓道至晨運徑 (赫頓大廈至杏彤苑

及消防局)

動物糞便問題(狗糞)

中西區   發興街公園往荷李活道公園樓梯入口位置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城隍街 動物糞便問題(狗糞)

中西區   正街(第二至第三街)西營盤街市附近一帶公眾

地方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常豐里及常豐里休憩處對出之第三街 動物糞便問題(狗糞)

中西區   城西道巴士總站一帶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豐物道及前往 1-3 號碼頭行人路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士美菲路(堅尼地城站 C 出口至龍華街)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吉席街花園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堅尼地城小巴總站一帶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中西區 西環邨東苑台地下泵房附近 蚊患問題

東區 北角英皇道335-391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北角渣華道28-70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筲箕灣工廠街18-28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箕灣金華街38-46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北角馬寶道1-3號後巷 食肆擺放雜物及棄置廢物

東區 西灣河街110-116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北角春秧街 店鋪阻街

東區 西灣河成安街 店鋪阻街

東區 怡豐街宏德居德祿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永利商場後巷(面向柴灣道) 發泡膠箱堆積

東區 明園西街康威大廈側巷 後巷衞生問題

東區 望隆街7號 環境衞生問題

東區 筲箕灣望隆街8號 環境衞生問題

東區 筲箕灣港鐵站C出口側邊行人通道 環境衞生問題

東區 海澄街的擋土牆11SE-A/FR423 塗鴉

東區 海澄街近燈柱42450 棄置建築廢料

東區 炮台山大強街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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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北角糖水道天橋及附近的電車總站和五個避雨

亭一帶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東區   筲箕灣避風塘 前濱水域的海上垃圾

東區 柴灣貨物裝卸灣 前濱水域的海上垃圾

東區 耀東邨耀貴樓地下大垃圾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東區 漁灣邨耆康會後門側 鼠患問題

南區 鴨脷洲大街41-55 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南區 香港仔西安街、洛陽街、東勝道及香港仔大道

附近一帶範圍

店鋪阻街

南區 香港仔大道181-185 號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南區 鴨脷洲橋道的行人天橋 塗鴉

南區 深灣道近25號 棄置建築廢料

南區 白筆山道近燈柱43019 棄置建築廢料

南區 香港仔避風塘(包括魚類批發市場和防波堤附近

水域)

前濱水域的海上垃圾

南區 華富(二)邨華生樓大型雜物收集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南區 華富(一)邨華安樓斜坡 鼠患問題

灣仔區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外圍及附近一帶公衆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灣仔區 灣仔柯布連道 食肆擺放雜物及棄置廢物

灣仔區 灣仔石水渠街1號至21號 店鋪阻街

灣仔區 灣仔日善街26-28號 鼠患問題

灣仔區 灣仔留仙街3號及留仙街公園 鼠患問題

灣仔區 清風街和歌頓道之間後巷 (利園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灣仔區 水星街垃圾站 鼠患問題

灣仔區 銅鑼灣街市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灣仔區 海城洋樓和海閣洋樓的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灣仔區 威菲路道5X 巴士總站 後巷衞生問題

灣仔區 體育道的行人隧道牆身 塗鴉

灣仔區 景隆街之後巷近海宮大廈 棄置建築廢料

灣仔區 畢拉山道近燈柱20699 棄置建築廢料

灣仔區 清風街和琉璃街的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灣仔區 堅拿道天橋底 環境衞生問題

灣仔區 留仙街臨時休憩處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南角道25-73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土瓜灣道251至279號 冷氣機滴水問題

九龍城區 蕪湖街46-68號及99至111號 冷氣機滴水問題

九龍城區 美景街9-55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上鄉道與落山道交界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長寧街與下鄉道交界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炮仗街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炮仗街與落山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落山道與四川街交界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宋皇臺道8-12號福桃樓與福安閣交界橫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木廠街2-4號橫巷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聯合道2號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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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南角道73號公眾電話亭附近 環境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福佬村道75號公眾電話亭附近 環境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賈炳達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福佬村道48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打鼓嶺道53號旁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衙前圍道15號旁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衙前圍道47E旁內街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賈炳達道與衙前塱道交界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常盛街旅港開平中學 蚊患問題

九龍城區 蕪湖街22號紅湖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差館里9號協輝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蕪湖街46-56A號紅磡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寶其利街28號寶源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寶其利街42A新安大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寶其利街44-56號金華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溫思勞街31-33號側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漆咸道交匯處的行人隧道 塗鴉

九龍城區 龍崗道34號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龍崗道近30至32號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馬頭圍道近322A至322C號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美善同里近靠背壟道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太平道和自由道交界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石鼓壟道近燈柱AA7110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信用街近燈柱E5885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勝利道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美光街36至70號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忠信街近馬頭角道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木廠街17號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馬頭角道(九龍城道和土瓜灣道之間)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福佬村道42-44號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打鼓嶺道/樂善道交界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打鼓嶺道公園附近一帶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漆咸道北264-268號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九龍城區 譚公道28至50號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炮仗街46至82號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馬頭圍道356至432號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宋皇臺道/北帝街/譚公道/木廠街中間的後巷(即

宋皇臺道18號旁的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合成大廈後巷 (從馬頭角道4J號旁進入)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九龍城道151-173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馬頭角道45號天虹樓後巷 (從炮仗街進入)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長寧街、下鄉道及炮仗街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美善同道77號側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美善同道與馬頭圍道之間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何文田街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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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獅子石道雙號 (近太子道西) 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龍崗道1號旁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侯王道1號旁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船澳街與馬頭圍道之間的一段後巷，即紅湖大

廈與金安大廈之間的一段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機利士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金華大廈和寶源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九龍城區 愛民邨遊樂場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愛民邨商場附近一帶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愛民邨敦民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紅磡邨一期垃圾房(1)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紅磡邨一期垃圾房(2)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紅磡邨二期垃圾房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天保民學校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德道70－72號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德道62－68A號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德區內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地盤(前跑道及南

面停機坪發展項目的餘下基礎設施工程－ 連接

新急症醫院的園景美化高架行人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德區內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地盤(前跑道及南

面停機坪發展項目)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德區內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地盤(前北面停機

坪第5B期的基礎設施工程)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德區內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地盤(T2主幹路

及前南面停機坪發展項目的基礎設施工程)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何文田邨綺文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何文田邨采文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何文田邨逸文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晴邨悅晴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晴邨康晴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晴邨欣晴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愛民邨街市附近通道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紅磡邨紅昇樓地下垃圾房/垃圾收集站附近 鼠患問題

九龍城區 馬頭圍邨芙蓉樓外圍 蚊患問題

九龍城區 德朗邨停車場附近 蚊患問題

九龍城區 啟晴邨中央舞台附近 蚊患問題

九龍城區 紅磡馬頭圍道182-186號晨曦樓 非法構築物及環境衞生問題

觀塘區 雲漢街/協和街休憩花園附近一帶公眾地方(協

和街及雲漢街)

鼠患問題

觀塘區 啟業邨附近一帶公眾地方(啟樂街及宏照道) 鼠患問題

觀塘區 安泰邨附近一帶公眾地方(安恩街及安秀道) 鼠患問題

觀塘區 觀塘馬蹄徑及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觀塘區 觀塘恆安街41號及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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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雲漢街垃圾站旁側巷 非法棄置垃圾

觀塘區 觀塘定富街2至24號一帶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觀塘區 物華街19號至103號 冷氣機滴水問題

觀塘區 康寧道70及祟仁街2及4號 鼠患問題

觀塘區 油塘嘉榮街1-2號 環境衞生問題

觀塘區 彩星樓後古廟山坡 環境衞生問題

觀塘區 觀塘道(近定安街)的行人隧道牆身 塗鴉

觀塘區 銀月里近雲漢街休憩花園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瑞和街近瑞和樓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月華街興仁大廈和僑業大廈之間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偉業街近燈柱E7961和巧明街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鴻圖道和巧明街交界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臨利街近燈柱E7639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大業街牛頭角變電站出面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翠興街近燈柱E4145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常怡道西行近燈柱E7491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偉業街東行近燈柱AA6354 棄置建築廢料

觀塘區 曉光街燈柱CF1226和AB3148之間 塗鴉

觀塘區 瑞和街 店鋪阻街

深水埗區 基隆街294-324號及欽州街56G-58號 後巷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大南街258-280號、南昌街81-95號及北河街60-

74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汝州街262-286A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東京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之間)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荔枝角道及發祥街近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 發泡膠箱堆積

深水埗區 順寧道近保安道市政大廈 發泡膠箱堆積

深水埗區 欽州街96-98號一段行人路及巴士站 冷氣機滴水問題

深水埗區 南昌街61-65號東成大廈外行人過路處 冷氣機滴水問題

深水埗區 偉智里附近店舖 環境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元州街62-70號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元州街131-165號後巷 鼠患問題

深水埗區 深水埗福華街102-130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基隆街359號 店鋪阻街

深水埗區 大南街300號 環境衞生問題

深水埗區 長沙灣道(近桂林街)的行人隧道牆身 塗鴉

深水埗區 大南街155號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大窩坪道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大埔道燈柱AB1010對面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大埔道琵琶山近公眾停車場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昌華街和福榮街交界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荔枝角道燈柱E8168和E8169之間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荔寶路燈柱CF0103和AB2638之間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石硤尾街近元州街後巷 棄置建築廢料

深水埗區 鴨寮街186至220號 鼠患問題

深水埗區 大南街253至275號 鼠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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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 荔枝角道362至396號 鼠患問題

黃大仙區 聯合道152-188號 冷氣機滴水問題

黃大仙區 康強街35-93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黃大仙區 新蒲崗休憩處對出行人路 發泡膠箱堆積

黃大仙區 御豪門面向九龍寨城公園(樂善道、賈炳達道與

打鼓嶺道交界)行人路

環境衞生問題

黃大仙區 龍翔道(近新光中心)的行人天橋 塗鴉

黃大仙區 雙喜街近燈柱AA7145 棄置建築廢料

黃大仙區 寧遠街後巷近燈柱AA7253 棄置建築廢料

黃大仙區 錦榮街近燈柱AA4976 棄置建築廢料

黃大仙區 七寶街近燈柱DF4162 棄置建築廢料

黃大仙區 大磡道近龍蟠苑商場出口 棄置建築廢料

黃大仙區 牛池灣 (龍池徑、金池徑及華池徑) 店鋪阻街

黃大仙區 新蒲崗彝倫街 非法棄置垃圾

黃大仙區 天主教伍華中學行人隧道 非法棄置垃圾

黃大仙區 斧山道天橋底 非法棄置垃圾

黃大仙區 黃大仙公共運輸總站行人隧道 非法棄置垃圾

黃大仙區 大成街街市 鼠患問題

黃大仙區 仁愛街34-36號 棄置車輛問題

黃大仙區 雙喜街電單車位 棄置車輛問題

黃大仙區 富運街電單車位 棄置車輛問題

黃大仙區 平定道電單車位 棄置車輛問題

黃大仙區   新蒲崗旺景工業大廈近燈柱GF4753 棄置車輛問題

黃大仙區 彩雲一邨白鳳樓垃圾房對出位置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油尖旺區 北京道(近九龍公園徑)的行人隧道牆身 塗鴉

油尖旺區 鴉蘭街22號和廣東道交界 棄置建築廢料

油尖旺區 東安街(東安街休憩花園出面) 棄置建築廢料

油尖旺區 加連威老道近漆咸道南(行人天橋底) 棄置建築廢料

油尖旺區 彌敦道44號重慶大廈後巷(彌敦道、緬甸臺中間

段)

棄置建築廢料

油尖旺區 梳士巴利道近梳士巴利花園的花槽 塗鴉

油尖旺區 加連威老道與厚福街之間的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街市街垃圾站 非法棄置垃圾

油尖旺區 大角咀道149-169號(近中英樓及中美樓門口) 冷氣機滴水問題

油尖旺區 大角咀道千歲大廈附近 環境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彌敦道677-701號一帶 冷氣機滴水問題

油尖旺區 亞皆老街24-54號一帶 冷氣機滴水問題

油尖旺區 彌敦道83-97號 冷氣機滴水問題

油尖旺區 彌敦道383-389號 冷氣機滴水問題

油尖旺區 塘尾道18號(嘉禮大厦對出行人路)大角咀道73-

143號對出(西九龍走廊行車天橋底)

發泡膠箱堆積

油尖旺區 長旺道近塘尾道行人路 發泡膠箱堆積

油尖旺區 油麻地街市一帶 發泡膠箱堆積

油尖旺區 大角咀道73-143號對出(西九龍走廊行車天橋底) 發泡膠箱堆積

油尖旺區 荔枝角道75-119號 後巷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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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廣華街22-28號翠園大樓(一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漢口道14至44 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厚福街9-13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佐敦道37號U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吳松街64至76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吳松街與南京街之間後巷(近德利樓) 後巷衞生問題

油尖旺區 花園街3-5號鴻威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離島區 長洲大興堤路3-6號及新街市里1-7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離島區 長洲北社海傍路17-19號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離島區 長洲東堤路東堤小築8A-8B座後面公眾地方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大嶼山梅窩大地塘村80號側面及80號前面 環境衞生問題

離島區 梅窩鹿地塘村75號屋前路旁 環境衞生問題

離島區 榕樹灣大街公廁垃圾站 鼠患問題

離島區 榕樹灣大街3-4號中間斜坡位置 鼠患問題

離島區 坪洲海濱長廊 (介乎露坪街與翠濤花園之間) 棄置建築廢料

離島區 逸東邨內花槽和兒童遊樂場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寶逸樓門外行人走廊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富東邨單車徑沿路斜坡及附近一帶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富東邨賀東閣至新東閣外行人走廊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黃龍坑一帶行人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弘志幼稚園、靈糧堂秀德小學及可譽學校附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逸東邨旁裕東路行人道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東涌道足球場側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東涌道黃家圍側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東涌道北兩旁近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滿東邨裕東路巴士站旁空地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東涌健東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梅窩涌口街、鄉事會路一帶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梅窩舊村、龍尾村、龍尾坑、井頭新村、白銀

鄉；嶺咀頭、稔埔、大地塘及橫塘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梅窩各鄉村周邊山旁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大澳海濱長廊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大澳梁屋遊樂場沿路兩旁、新基街往東涌一帶

(寶珠潭對岸)、深屈、二澳等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大澳棚屋底 (如新基棚、半路棚)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橫坑村行人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老圍鄉公所周圍 蚊患問題

離島區 貝澳球場至沙灘路段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水口鄉公所後面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沿長洲山頂道西左邊位置 燈柱 FB5494附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沿長貴路兩旁(由北角咀路口至 VA2382 燈柱)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沿大石口上長洲山頂道西樓梯左邊位置(由燈柱

FB5486至FB5492)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貴路與長北路交界位置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洲北變電站上長貴樓邨樓梯頂部右邊位置 蚊患問題

第 8 頁



地區 地址 主要問題

離島區 沿喜士路9號至公廁附近街道及渠道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洲東堤新邨C座對開斜坡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洲風帆徑4F至4H對開 / 金湖花園傍小路左邊

位置(由燈柱 H4907至V4106)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洲龍仔村26E號對出(燈柱VA4031)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沿中興後街半山路上天福亭街道及渠道(燈柱

H9336至FB3992)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洲小長城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洲西灣路圓桌第三村至東莞新村一帶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南丫島南段蘆鬚城學校及附近行人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蒲苔島公共廁所附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蒲苔島坤記士多往南氹方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北角舊村行人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橫塱村77-84號前行人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大灣肚休憩處對出行人通道及旁邊草地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模達至榕樹下一段行人路 蚊患問題

離島區 索罟灣第三街 6 號後的斜坡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南丫島北段公立小學對出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坪洲近燒烤場經石級或經大瓏村至小型足球場

的行人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往坪洲手指山的行人徑及鳳萍亭周圍 蚊患問題

離島區 沿坪洲聖家路往南灣新村的行人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坪洲志仁學校 蚊患問題

離島區 坪洲東灣沙灘 蚊患問題

離島區 稔樹灣、長沙欄一帶行人徑 蚊患問題

離島區 長貴邨牌坊附近 蚊患問題

葵青區 昂運路及貨櫃碼頭南路 發泡膠箱堆積

葵青區 德士古道43號德泰大廈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葵青區 葵涌宏華大廈 冷氣機滴水問題

葵青區 橫跨興芳路及葵富路的行人天橋(NF225) 塗鴉

葵青區 興盛路82號附近 棄置建築廢料

葵青區 光輝圍近光輝里 棄置建築廢料

葵青區 葵芳圍 (盛芳街及興芳路) 店鋪阻街

葵青區 葵德街 非法棄置垃圾

葵青區 荔景邨風景樓附近位置 蚊患問題

葵青區 長康邨康美樓垃圾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北區 新運路、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交界 (近粉嶺救

護站)

發泡膠箱堆積

北區 聯發街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北區 新樂街2-28號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北區 上水百和路彩園邨彩園廣場對出一帶行人路及

單車徑及上水彩園邨彩華樓對出新界環迴公路

單車徑與行人路

環境衞生問題

北區 新運里附近涼亭 環境衞生問題

北區 上水鄉文閣村停車場(垃圾站側) 非法棄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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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虎地坳道近街燈EA2292 非法棄置垃圾

北區 天平山村近街燈VD3055 非法棄置垃圾

北區 華山村近街燈VG0379 非法棄置垃圾

北區 紅橋近街燈VG3773_政府土地告示牌前 非法棄置垃圾

北區 新運路(近龍琛路) 行人天橋的升降機塔 塗鴉

北區 偉明街近燈柱編號EA1900 棄置建築廢料

北區 粉嶺聯盛街(近聯和墟遊樂場)單車停泊處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業豐街多利工業大廈對出單車停泊處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港鐵上水站B2出口(連接港鐵上

水站的行人天橋底)單車停泊處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單車匯合中心(介乎單車鋪與燈柱GD1221

之間)單車停泊處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馬會道(近天明樓) (上水天平村停泊處)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豐路(近全和大樓)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豐路(近石湖墟郵政局)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發街一帶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上水圍上水遊樂場外的行人路(近燈柱

EB2652)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港鐵上水站D2出口)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行人天橋底) (近NF122)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港鐵上水站B出口往太平邨方向行人路(彩

園邨美食中心對出)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港鐵上水站B出口往太平邨方向行人路(平

治樓對出)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龍琛路及智昌路交界(近龍豐花園)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北區大會堂與新都廣場及上水中心之間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北區大會堂)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馬會道一帶行人路(近寶禧樓)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單車匯合中心一帶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鳳南路(近翠麗花園)一帶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成路與新功街一帶(近海禧華庭)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港鐵上水站B出口天橋橋底一帶)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新運路(近連接港鐵上水站B出口天橋的單

車徑及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清城路(近祥龍圍邨)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丙崗路一帶(近祥龍圍邨呈祥樓)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彩園路(近港鐵上水站C出口的士站的一帶

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彩園路(近港鐵上水站C出口面向旭蒲苑的

一帶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彩園路(近彩園邨及彩蒲苑)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塘坑近燈柱VA6578一帶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近粉嶺浸信會呂明才

幼稚園)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馬適路(近榮福中心)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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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粉嶺和睦路及聯捷街交界(近粉嶺樓路遊樂場)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海聯廣場及和睦路遊樂場一帶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聯和墟聯興街、和豐街與聯盛街交界一帶

(近囍逸)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粉嶺車站路近港鐵粉嶺站C出口一帶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港鐵粉嶺站向置福圍方向一帶(近百和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聯和道近聯和墟遊樂場一帶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和滿街(近御庭軒)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粉嶺樓路(近芬園一帶的行人路)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沙頭角担水坑村村口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羅湖料壆第四巷8號附近一帶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粉嶺連接粉嶺港鐵站B出口的行人天橋(NF134)

升降機地面入口的一段行人通道(近通往蓬瀛仙

館的行人隧道)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上水港鐵上水站B出口附近的行人路及單車徑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北區 沙頭角警區警察基地外(近燈柱EA3220) 棄置車輛問題

北區 粉嶺樂業路咪錶停車場(電單車泊位) 棄置車輛問題

北區 粉嶺銘賢路(近燈柱EA1923-EA1927) 非法霸佔官地問題

北區   沙頭角碼頭及近岸水域一帶的海床 近岸水域一帶的海床的垃圾堆

積問題

北區 清河邨清平樓附近傢俬收集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北區 彩園邨彩玉樓旁行人天橋下近彩園路花槽 蚊患問題

西貢區 西貢華福街垃圾桶站 非法棄置垃圾

西貢區 近至善街橫跨東邊水道的行人天橋(NF466) 塗鴉

西貢區 將軍澳海濱單車隧道(NS306)牆身 塗鴉

西貢區 唐德街道路設施 塗鴉

西貢區 唐俊街道路設施 塗鴉

西貢區 清水灣道近燈柱EB5792 棄置建築廢料

西貢區 將軍澳寶康路富康花園一帶行人路 阻塞街道

西貢區 年春街、西貢大街(舊墟) 阻塞街道

西貢區 厚德邨德志樓垃圾收集處 鼠患問題

西貢區 厚德邨德富樓水池 鼠患問題

沙田區 圍繞大圍村的積福街、積富街及積信街 非法棄置垃圾

沙田區 銀禧花園對出樂景街 環境衞生問題

沙田區 烏溪沙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非法棄置垃圾

沙田區 沙田街市外空地 環境衞生問題

沙田區 大水坑村垃圾站 非法棄置垃圾

沙田區 大圍道和沙田公立學校之間空地 非法棄置垃圾

沙田區 火炭村橋底路邊垃圾桶站 非法棄置垃圾

沙田區 迎海星灣御對出海星灣 環境衞生問題

沙田區 沙田商業中心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沙田區 馬鞍山路(近耀榮樓對出單車位) 環境衞生問題

沙田區 馬鞍山梅子林山路 燈柱號碼：EB6935 棄置建築廢料

沙田區 獅子山隧道公路(近大埔公路- 沙田段)的行人隧

道(NS13)牆身

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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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 沙田正街(近大埔公路- 沙田段)的行人隧道

(NS67)牆身

塗鴉

沙田區 大涌橋路(近安景街)的行人隧道(NS44)牆身 塗鴉

沙田區 紅梅谷路／美田路交界道路設施 塗鴉

沙田區 村南路道路設施 塗鴉

沙田區 大圍道天寶樓旁公眾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沙田區 石門京瑞廣場外行人路 店鋪阻街

沙田區 頌安邨陳震夏中學近頌智樓旁邊的花圃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南運路(近寶湖道)行人隧道的升降機塔

(NS75A&NS75B)

塗鴉

大埔區 鄰近大埔墟港鐵站，包括南運路、雅運路及山

塘路道路設施

塗鴉

大埔區 大埔墟四里 (大光里、大榮里、大明里及廣福

里)

店鋪阻街

大埔區 同發坊與陸鄉里交界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船灣李屋公廁往蝦地下村村路 蚊患問題

大埔區 船灣詹屋村巴士站 蚊患問題

大埔區 營盤下村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新圍仔大水坑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大窩公園附近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泰亨鄉卓爾華庭周邊之水坑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泰亨鄉公所至俊亨豪苑間的垃圾站及至候車涼

亭間一帶的樹林草叢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圍頭村內小巴候車總站及垃圾站周邊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新屋仔水池及大公園範圍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寨乪公廁往前入村的樹村範圍 蚊患問題

大埔區 西貢北塔門警崗小路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大埔天賦海灣一期與海鑽．天賦海灣之間的草

地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樟木頭村公所旁的去水渠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塔門漁民新村往殯葬區行人路 蚊患問題

大埔區 塔門漁民新村休憩處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東平洲沙頭村往洲頭村行人路 蚊患問題

大埔區 洲頭、沙頭及大塘村 蚊患問題

大埔區 三門仔聯益漁村士多旁草堆 蚊患問題

大埔區 白石角科進路旁近天賦海灣二期草叢 蚊患問題

大埔區 詹屋村巴士站旁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黃漁灘村口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三宮廟電柱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布心排10號四周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藘慈田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山寮路口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山寮路小巴站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龍尾巴士站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翠和里一帶花圃及停車場中心空地 環境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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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 翠怡街沿路邊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平安里(近大南樓附近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汀太路、太和路交界近太湖花園一帶欄杆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翠樂街一帶欄杆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林村白田崗Lot1232旁的垃圾收集處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林村新村村口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公路大窩段快樂亭前巴士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西貢北西沙路西徑村海邊垃圾站及西徑村路斜

坡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西貢北西沙路田寮村路口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西貢北西沙路井頭村路口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祥路近大埔文娛中心一帶(昌運中心停車場出

入口旁)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富亨邨頌雅苑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昌運中心及文娛中心之間行人路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泰路近昌運中心斑馬線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埔路9號對出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埔里近富善邨街市外花糟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埔路南運路交界行人路旁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西頁北西沙路泥涌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西貢北西沙路井頭村三杯酒碼頭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林村河近廣智樓對出行車天橋底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鄧碧雲幼稚園對出公園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浸信會公立學校側小路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林村河近廣福邨兩旁行人路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運頭街近廣福坊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南坑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魚角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鳳園村遊樂場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散頭角村避車處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布心排村村口垃圾桶(橙柱AE0647及GE0577)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林村坪朗公廁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林村寨乪村橙柱VE6261附近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陽輋路盡頭垃圾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安泰路大埔廣場地下對出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安泰路近行人過路處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太和邨口外一帶草叢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外垃圾站後方(近太湖隧道一

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元嶺村近燈柱編號DE0057及DE0828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水圍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頭北公廁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新圍仔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營盤下/竹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鳳園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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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 鳳園鳳賢居近燈柱編號DE3024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下坑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海寶花園內圈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八號花園內圈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慈路近昌運中心華昌閣及榮昌閣出口對出行

人路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汀角村邦利士多對出避車處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汀角路映月灣巴士站對面避車處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汀角村翠濤苑外垃圾筒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圍牆對出垃圾筒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山寮山南路垃圾站斜對面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船灣巴士站(江庫花園對出)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汀角路怡雅苑後門附近花槽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廣福邨廣智樓與廣崇樓中間垃圾站旁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策誠軒道路入口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普益街13-39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全安路花園及全安路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棟樑路(田綺玲學校至循道衛理小學)及棟樑里

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富忠里一帶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社山大型垃圾收集點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廣場一帶 (王樹棠一帶行人路)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安埔路近大元邨泰榮樓及迦密柏雨中學旁行人

路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舊墟直街及其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頭徑垃圾站 (近燈柱EA7207)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大埔頭村對出大埔頭遊樂場之大埔頭徑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創新路公廁及附近行人路 (燈柱編號 BE2965至

BE2971)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天賦海灣旁的公眾單車徑 (燈柱編號 BE4320至

DE2420)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海日灣單車徑花叢位置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普益街11-13之間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富善街永祥大廈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仁興街美馨大廈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大埔區 沙欄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三門仔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船灣陳屋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龍尾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白石角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高流灣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馬屎洲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劏雞井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鹽田仔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西貢北井頭村海岸 沿岸環境衞生

第 14 頁



地區 地址 主要問題

大埔區 西貢北西徑村海岸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西貢北企嶺下海岸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西貢北泥涌村海岸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西貢北榕樹澳村漁排上落碼頭海岸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大埔林村河近東昌街社區會堂一段河道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廣南休憩處旁的橋下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汀角村朗廈沙灘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詹屋村野鴿居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寶鄉橋橋底 (燈柱編號N6716至N6718)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廣福橋橋底 (燈柱編號LE3121至EC0494)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圓洲仔里盡頭近WWF石灘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大埔元洲仔直升機停機坪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吐露港花園BE0433至EA3943海邊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大美督堤壩 沿岸環境衞生

大埔區 沿大埔墟港鐵站外附近行人隧道編號NS142,

NS142A, NS156, NS157的欄杆及附近行人道欄

杆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大埔區 達運路近富雅花園欄杆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大埔區 太和中心及翠和里對出欄杆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大埔區 連接大埔富亨邨及大元邨的行人天橋NF191及

附近欄杆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大埔區 近大埔太湖花園及太和鄰里社區中心的行人隧

道編號NS153, NS154及其周邊通道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大埔區 寶鄉邨寶鄉街1號屋邨垃圾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荃灣區 馬灣北灣 沙灘垃圾

荃灣區 青山公路消防局對出及對面街道 野鳥聚集及環境衞生問題

荃灣區 12咪半沙灘及14咪青龍灣 前濱水域的海上垃圾

荃灣區 深井東邨路口 環境衞生問題

荃灣區 深井垃圾站 鼠患問題

荃灣區 深井村53，54，55，及63，62，61，60後巷 鼠患問題

荃灣區 深井舊村80號附近垃圾站 環境衞生問題

荃灣區 深井街市門口 環境衞生問題

荃灣區 荃灣聯仁街近康睦庭園 環境衞生問題

荃灣區 二陂坊大樓及廣發大廈後巷 環境衞生問題

荃灣區 二陂坊三陂坊及川龍街 鼠患問題

荃灣區 橫跨青山公路近眾安街的行人天橋(NF311) 塗鴉

荃灣區 大河道行人天橋(NF462) 塗鴉

荃灣區 鱟地坊近戴麟趾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 棄置建築廢料

荃灣區 橫窩仔街 棄置建築廢料

荃灣區 荃灣花園D座對出行人路近荃貴街 棄置建築廢料

荃灣區 楊屋道街市附近一帶 店鋪阻街

荃灣區 德華街 店鋪阻街

荃灣區 鱟地坊 店鋪阻街

荃灣區 兆和街後巷 後巷衞生問題

荃灣區 路德圍 後巷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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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 眾安街及荃灣地鐵站附近行人天橋 路旁商業推廣攤位及非法張貼

街招問題

荃灣區 梨木樹邨楊樹樓對出垃圾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屯門區 屯門西北游泳池外單車停泊處 環境衞生問題

屯門區 德政圍近萬成樓後巷 非法棄置垃圾

屯門區 屯門西鐵站F出口單車停泊處 環境衞生問題

屯門區 單車徑旁近亦園村(南)告示板休憩處 環境衞生問題

屯門區 安定置樂天橋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屯門區 新墟仁政街 環境衞生問題

屯門區 橫跨屯門河近新和里的行人天橋(NF174) 塗鴉

屯門區 橫跨屯門公路近河傍街的行人天橋(NF174) 塗鴉

屯門區 橫跨屯門公路近仁政街的行人天橋(NF467) 塗鴉

屯門區 橫跨屯門公路近仁愛堂街的行人天橋(NF468) 塗鴉

屯門區 建發街近燈柱FC3779 棄置建築廢料

屯門區 啓民徑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店鋪阻街

屯門區 青山坊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店鋪阻街

屯門區 和平徑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店鋪阻街

屯門區 富健花園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店鋪阻街

屯門區 盈豐園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店鋪阻街

屯門區 置樂花園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阻塞街道

屯門區 麒麟徑及達仁坊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阻塞街道

屯門區 新墟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阻塞街道

屯門區 富健花園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阻塞街道

屯門區 盈豐園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阻塞街道

屯門區 紫田路 違例泊車及棄置單車

屯門區 廣田街 違例泊車及棄置單車

屯門區 銀圍輕鐵站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違例泊車及棄置單車

屯門區 良德街盈豐園商場及豐連對出的一帶行人路至

中華電力站的範圍

食肆擺放雜物及棄置廢物

屯門區 安定邨定德樓地面雜物站/垃圾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屯門區 安定巴士站側花槽 鼠患問題

元朗區 水車館街後巷(由元美大廈至金豐大廈) 後巷衞生問題

元朗區 安良里後巷(由元祥樓至安寧大廈) 後巷衞生問題

元朗區 蓮花地垃圾收集站YL-79 非法棄置垃圾

元朗區 建翔街(交通廣場對面) 發泡膠箱堆積

元朗區 石埗村垃圾收集站外 非法棄置垃圾

元朗區    教育路近燈柱FB3078 非法棄置垃圾

元朗區 崇山新村感恩路桶站(近燈柱FA7153) 非法棄置垃圾

元朗區 青山公路元朗段196-202號元朗大廈前一帶的行

人路

冷氣機滴水問題

元朗區 俊賢坊天橋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元朗區 裕景坊佳寶超級市場行人路旁及馬路旁 環境衞生問題

元朗區 寶業街尚豪庭旁政府用地 蚊患問題

元朗區 元朗大橋街市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鼠患問題

元朗區 同益街市(合財街)附近一帶公眾地方 環境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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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橫跨天華路及天城路的行人天橋(NF340) 塗鴉

元朗區 橫跨天水圍濕地公園路近天業路的行人隧道

(NS277)牆身

塗鴉

元朗區 大棠路11號至阜財街34號 鼠患問題

元朗區 元朗安寧路59A至59B號 鼠患問題

元朗區 教育路8至42號 鼠患問題

元朗區 元朗大棠路元朗恆隆大廈側 店鋪阻街

元朗區 擊壤路 店鋪阻街

元朗區 深涌路近燈柱BD0251 棄置車輛問題

元朗區 元朗八鄉錦莆路近燈柱#AD7077 棄置車輛問題

元朗區 元龍街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元朗區 攸田東路(新元朗中心行人天橋斜路)近燈柱

CD0857

違例停泊單車黑點

元朗區 天恒邨近恒俊樓雜物站 屋邨雜物站 /垃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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