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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清潔大行動 2019」 
衞生黑點最新情況發布 

附件一 
A. 現有 141 個黑點跟進︰ 

區域 衞生黑點 衞生問題 
黑點跟進情

況 

香港島 (39 個) 
中西區 1. 山道天橋休憩處 紙皮及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2. 山道南昌大廈及適安大廈後巷 雜物堆積、污水渠淤

塞 
有改善 

3. 石棧里 垃圾堆積、污水滿地 有改善 
4. 東街與太平山街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5. 堅道與樓梯街交界 垃圾堆積 有改善 
6. 水坑口街福陞閣後巷 鼠患滋擾 有改善 
7.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與西營盤渣打

銀行大廈之間後巷 
鼠患滋擾 有改善 

8. 石塘咀火井(粉麵餐廳對出通道) 食肆污水及有人隨處

便溺 
未有改善 

9. 石塘咀火井(茶餐廳後門) 食物殘渣滿地 未有改善 
10. 石塘咀火井(皇后大道西與德輔

道西之間後巷) 
餵飼流浪貓者貓糧

(乾糧及濕糧)長期留

在地上，引致衞生問

題 

未有改善 

11. 石塘咀火井(火井通往山道的通

道)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12. 屈地街(小食店旁邊) 發泡膠箱、食物殘渣

堆積及污水問題 
未有改善 

東區 1. 英皇大樓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2. 多寶樓後巷港燈變壓站頂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3. 太豐樓多寶樓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4. 芬尼街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5. 望隆街 垃圾堆積(商戶開檔

將垃圾棄置在路邊) 
未有改善 

6. 筲箕灣道 275 號(近快餐店門口)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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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筲箕灣道 270 號 垃圾堆積(垃圾桶過

滿，垃圾堆積垃圾桶

旁) 

未有改善 

8. 金華街大德街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9. 金華街近愛秩序街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10. 北角新都城大廈後面 雜物及回收廢料堆積 未有改善 
11. 錦屏樓對開 野鴿滋擾 未有改善 
12. 鰂魚涌海澤街(酒樓後巷及廢紙

回收舖門口)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3. 鰂魚涌芬尼街後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4. 鰂魚涌濱海街後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南區 1. 利東邨道到鴨脷洲海旁道明渠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2. 華富(一)邨巴士總站 鼠患及野鴿滋擾 未有改善 
3. 富貴橋電梯口 鼠患滋擾 有改善 
4. 華富閣地下垃圾站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5. 鴨脷洲海旁道（南灣對面）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6. 鴨脷洲配水庫遊樂場行山徑(鴨

脷洲街坊小學旁邊)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7. 嘉隆苑行人路 餵飼野鴿問題 未有改善 
8. 南提綠徑(徑內) 垃圾堆積 有改善 
9. 近漁暉道連接香港仔舊大街小路

旁行人路 
餵飼野鳥問題 未有改善 

10. 漁暉道(電單車位旁行人路) 餵飼野鳥問題 有改善 
11. 香港仔舊大街(近廟仔前) 垃圾堆積(唐樓住戶

將垃圾棄置於此) 
未有改善 

12. 香港仔大道十五間 垃圾堆積(商戶唐樓

住戶將垃圾棄置於

此) 

未有改善 

13. 華富閣地下 垃圾堆積及鼠患 未有改善 
九龍 (54 個) 

九龍城 1. 土瓜灣炮仗街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2. 土瓜灣下鄉道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3. 土瓜灣長寧街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4. 土瓜灣落山道與下鄉道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5. 土瓜灣落山道與九龍城道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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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瓜灣上鄉道與九龍城道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7. 土瓜灣美善同道 77 號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8. 土瓜灣落山道 / 旭日街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9. 土瓜灣美景街 / 落山道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10. 土瓜灣長寧街及後巷 鼠患滋擾，雜物、垃

圾堆積 
未有改善 

11. 土瓜灣下鄉道後巷 鼠患滋擾，雜物、垃

圾堆積 
未有改善 

12. 九龍城道天橋底 鼠患滋擾(花圃)，雜

物、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13. 土瓜灣炮仗街後巷 鼠患滋擾(花圃)，雜

物、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14. 愛民邨 鼠患滋擾(收到鼠隻

進入民居投訴) 
未有改善 

15. 土瓜灣道 237A 至 247 號(益豐大

廈與美景(二)與僑裕僑發之間後

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6. 土瓜灣隆德街(宏豐與銀漢大廈

之間後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7. 土瓜灣美景街 9-55 號(唐樓至安

康大廈之間後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8. 機利士南路機利士大廈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19. 漆咸道北益群大厦側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20. 蕪湖街紅磡大廈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21. 寶其利街與明安街交界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22. 機利士南路源成大廈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觀塘 1. 佐敦谷遊樂場 經常有垃圾及枯葉沒

人清理 
有改善 

2. 彩霞邨及附近山坡交界(建築署

管轄範圍) 
經常有垃圾及枯葉沒

人清理 
有改善 

3. 牛頭角街市 鼠患滋擾 有改善 
4. 安華街(街市及市政大廈旁) 鼠患滋擾 有改善 
5. 彩福邨 鼠患滋擾(房署因第 3

期公屋發展關係引致

鼠患) 

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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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牛頭角下邨 13 座天橋(往九龍灣

港鐵站) 
垃圾堆積 有改善 

7. 寶達邨達佳樓地下垃圾房 垃圾房臭味問題 有改善 
8. 寶達邨行人天橋(98C 巴士站附

近) 
小販阻街及堆圾填積

(主要在晚上發生) 
有改善 

9. 坪石邨黃石樓籃球場大樹 鼠患滋擾(大樹內有

鼠洞) 
未有改善 

10. 坪石邨房署停車場入口角位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1. 坪石邨超級市場冷氣機槽底 鼠患(冷氣機槽底有

鼠洞) 
未有改善 

12. 坪石邨食品專門店冷氣機室 鼠患(近垃圾站有老

鼠覓食) 
未有改善 

13. 坪石邨金石樓男洗手間渠道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深水埗 1. 元州街市政大廈後巷 垃圾堆積及建築廢料

堆積 
未有改善 

2. 北河街 157A 號旁後巷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3. 南昌街 157 號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4. 元州街 17 號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5. 福榮街(排檔附近)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6. 長沙灣道 329-343 號大廈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7. 長沙灣道 140-142 號大新大廈旁

後巷 
垃圾堆積及建築廢料

堆積 
未有改善 

黃大仙 1. 毓華街濕貨市場 地下濕滑及垃圾堆積 有改善 
2. 鳳德街市(領展管轄範圍) 鼠患滋擾(已向領展

反映，但問題仍未解

決) 

有改善 

3. 鳳德商場 3 樓平台 (近雪鳳樓)  鼠患滋擾(已向領展

反映，但問題仍未解

決) 

未有改善 

4. 慈樂邨樂信樓 鼠患滋擾(收到老鼠

於窗戶與走廊出現的

投訴)  

有改善 

5. 慈民邨 鼠患滋擾(收到老鼠

進入 1 樓居民的投訴) 
有改善 

油尖旺 1. 大角咀道與大全街交界 店舖貨物與雜物擺放 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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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人路阻街 
2. 油麻地眾坊街天后廟旁 雜物堆積(露宿者擺

放) 
未有改善 

3. 油麻地鴉打街及後巷 污水問題(食肆傾倒

污水、餿水，引致臭

味問題) 

未有改善 

4. 油麻地窩打老道 1 至 9 號與碧街

後巷 
垃圾堆積 有改善 

5. 大角咀角祥街大成樓、大全樓後

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6. 油麻地砵蘭街(窩打老道至文明

里一段) 
鼠患滋擾 有改善 

7. 廟街(佐敦道至南京街一帶)去水

渠口 
鼠患滋擾(深夜時常

有老鼠在去水渠口爬

出) 

未有改善 

新界 (48 個) 
北區 1. 上水符興街 45A-47 號之間橫巷 紙皮箱堆積 未有改善 

2. 上水新成路 2F 側後巷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未有改善 
沙田 1. 黃泥頭巴士總站 垃圾站臭味滋擾 未有改善 

2. 頌安街市前門(對出草地) 鼠患滋擾 
(多次接獲居民反映

老鼠入屋問題嚴重，

經多次行動及反映

後，獲房署書面回覆

指將為舊式垃圾桶底

部加裝鐵絲網) 

未有改善 
3. 頌安邨頌群樓(對出草叢) 未有改善 
4. 頌安邨頌禾樓(對出草叢) 未有改善 
5. 頌安商場(後面垃圾站) 未有改善 
6. 頌安街市後門(對出樹叢) 未有改善 
7. 頌安長樓梯旁(草叢) 未有改善 
8. 頌德樓對出草叢 未有改善 

荃灣 1. 荃灣中心 2 期瀋陽樓(對出垃圾

站)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2. 荃灣河背街近天佑學校旁 建築廢料堆積 有改善 
屯門 1. 蝴蝶商場大門口 垃圾堆積(商場食肆

將垃圾放於於門外) 
未有改善 

2. 蝴蝶邨蝶意樓 雀糞問題引致臭味 未有改善 
3. 蝴蝶邨蝶心樓外廣場及假山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4. 蝴蝶邨蝶意樓門外食肆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5. 蝴蝶邨蝶影樓垃圾站(坑渠位置)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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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1. 元朗同樂街 29 號(安定樓與跌打

館之間後巷) 
發泡膠堆積 

未有改善 

2. 元朗新街 34-36 號(光明樓與麵包

店後巷) 
雜物堆積 

未有改善 

3. 青山公路元朗段珍珠樓後巷 垃圾及雜物堆積 未有改善 

4. 安寧路安基大廈後巷 
積水及坑渠有垃圾堆

積 
未有改善 

5. 俊賢坊遊樂埸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6. 媽橫路(近富來花園) 垃圾堆積 未有改善 
7. 攸田東路(近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外明渠與鳳香街鳳香街休憩處一

帶行人路) 
野鴿滋擾 

未有改善 

8. 元朗鳳翔路冠豐大廈地下食肆 
行人路面留有食物殘

渣及油污、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9. 大棠路垃圾站 
垃圾堆積(夜間被人

隨意棄置大量垃圾在

垃圾站外) 

未有改善 

10. 鳳群街垃圾站 
垃圾堆積(夜間被人

隨意棄置大量垃圾在

垃圾站外) 

未有改善 

11. 天慈商場對出天水圍污水抽水站

旁公家空地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2. 俊賢坊(安基大廈後巷)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3. 朗屏邨花槽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14. 屏義路對出政府空地 
鼠患滋擾(老鼠在空

地內建巢) 
未有改善 

15. 建德街遊樂場一帶 
鼠患滋擾(花圃有老

鼠洞) 
未有改善 

16. 天華邨華逸樓(地下至五樓) 

鼠患滋擾(大廈已安

裝鼠檔，但未能阻住

老鼠於簷篷爬入單

位) 

未有改善 

17. 天華邨華祐樓同華萃樓(中間行

人路貼近檣邊) 
鼠患滋擾(坑渠位置

有老鼠出沒) 
未有改善 

18. 朗晴邨近安寧路花槽 鼠患滋擾(花圃有老 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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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洞) 
19. 天慈邨慈心樓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20. 天慈邨慈恩樓對出天慈邨(外圍

垃圾房近天城路花槽)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21. 天祐苑近天福路花槽 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22. 天水圍天耀邨(特別是近耀泰樓

垃圾房) 

鼠患滋擾(大廈已安

裝鼠檔，但未能阻住

老鼠爬入單位；市民

餵飼野生動物(野
鴿)，引來老鼠) 

未有改善 

大埔 1. 寶雅苑興和閣(垃圾房、後巷及橋

底) 
垃圾及雜物堆積 未有改善 

2. 同秀坊公園回收箱旁 垃圾及雜物堆積(回
收箱內亦堆滿垃圾) 

未有改善 

3. 大埔墟四里後巷 垃圾堆積 有改善 
4. 同茂坊回收箱旁及近寶湖道一帶 垃圾堆積及非法棄置

建築廢料 
未有改善 

5. 大埔墟廣福道 61-63 號 鼠患滋擾(老鼠在垃

圾桶旁找食物) 
有改善 

6. 陸鄉里近同秀坊 垃圾堆積及鼠患滋擾 未有改善 
7. 富善街轉向仁興街路段(街市及

垃圾站旁) 
鼠患滋擾 有改善 

離島 1.  富東邨東盛樓 鼠患滋擾 有改善 
2.  東薈城 2 期地盤 鼠患滋擾 有改善 

 
B. 新增黑點情況︰ 

區域 衞生黑點 衞生問題 

香港 (23 個) 
中西區 1. 皇后街休憩公園 鼠患滋擾 

2. 東街(近卜公花園) 垃圾堆積 
3. 西營盤德輔道西 163-173 號金坤大

廈後巷 
後巷滿佈棄置石油氣罐、壞電單車 

4. 差館上街 24 號後巷 垃圾堆積 
5. 華里與摩羅下街交界 建築廢料堆積(廢料以帆布袋蓋住，無人

進行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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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荷李活道與樓梯街交界(文武廟對

面) 
建築廢料堆積 

東區 1. 北角丹拿道 8 號雋悅後巷 垃圾堆積 
2. 東發大廈 C 座後門(「食街」對面) 地面油污及食物殘餘 
3. 筲箕灣工廠街 28號德福樓(近街市)  鼠患滋擾(德福樓水渠位置經常有老鼠

上落) 
4. 北角錦屏街 63-69 錦屏樓門口 建築廢料堆積 
5. 濱海街後巷 建築廢料堆積 

南區 1. 華貴邨巴士總站 垃圾堆積 
2. 華貴邨羅馬廣場 垃圾堆積 
3. 瀑布灣公園對出 垃圾堆積 
4. 華裕樓垃圾站 垃圾堆積 
5. 石排灣蒲窩對出斜坡 垃圾堆積 

灣仔 1. 安樂里(私家街) 餵飼野鴿問題及污水渠淤塞問題 
2. 交加里 餵飼野鴿問題及鼠患滋擾 
3. 馬師道 堆積垃圾 
4. 大王東街 長期擺放環保斗放置建築廢料 
5. 莊士敦道 60 號 長期擺放環保斗放置建築廢料 
6. 皇后大道東 105 號 長期擺放環保斗放置建築廢料 
7. 聯發街 長期擺放環保斗放置建築廢料 

九龍 (36 個) 
觀塘 
 

1. 牛頭角上邨商場 鼠患滋擾 
2. 佐敦谷福德古廟後山坡 鼠患滋擾 

黃大仙 1. 彩雲邨酒樓 鼠患滋擾 
2. 新蒲崗彩虹道 32-34 號地下 垃圾堆積  
3. 新蒲崗景福街(近迴轉處、AIA 大

廈對出) 
建築廢料堆積 

4. 繡文樓對出 大型傢俱填積 
九龍城 1. 土瓜灣落山道/旭日街交界 建築廢料堆積(主要為打包好的英泥及

石屎) 
2. 土瓜灣長寧街後巷 建築廢料堆積 
3. 土瓜灣上鄉道與九龍城道交界 建築廢料堆積 
4. 土瓜灣美景街/落山道交界 建築廢料堆積 

深水埗 
 

1. 桂林街 121 號後巷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2. 福榮街 145 號後巷 污水渠淤塞，污水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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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河街 157A 號後巷 垃圾堆積 
4. 福榮街/北河街後巷 垃圾堆積(竹籮及紙皮) 
5. 元州街 75 號後巷 垃圾堆積(竹籮及紙皮) 
6. 福榮街 97 號後巷 垃圾堆積(竹籮及紙皮) 
7. 福榮街/南昌街口 建築廢料堆積 
8. 福榮街 97 號後巷 建築廢料堆積 
9. 南昌街 191 號後巷 建築廢料堆積 
10. 元州街垃圾收集站後巷 建築廢料堆積 
11. 青山道 19 號 建築廢料堆積 
12. 大埔道 79 號民安門口 建築廢料堆積 

油尖旺 1. 尖沙咀金巴利道 65 號太平洋大廈

至柯士甸路 17號豐樂大廈(共 10座
大廈相連的後巷) 

鼠患滋擾 

2. 尖沙咀緬甸臺一帶 垃圾、煙頭堆積、污水滿地 
3. 尖沙咀宜昌街 3-9 號雅士洋樓旁後

巷 
垃圾堆積、污水滿地 

4. 尖沙咀海防道街市一帶 垃圾與發泡膠箱堆積、污水滿地 
5. 油麻地廣東道後巷(登打士街至碧

街一段)  
垃圾堆積  

6. 油麻地果欄靠渡船街行人路(路牌

下) 
垃圾堆積 

7. 油麻地渡船街與窩打老道交界的橋

底空地 
雜物堆積 

8. 油麻地窩打老道 3A-3B 旁之後巷 垃圾堆積、污水滿地 
9. 油麻地地鐵站 B1、B2 出口之間的

圍封區域 
垃圾堆積 

10. 大角咀杉樹街 33 號百新商業大廈

週邊 
鼠患滋擾 

11. 大角咀福全街、洋松街、必發道一

帶後巷 
鼠患滋擾 

12. 尖沙咀金巴利道太平洋大廈至柯士

甸路豐樂大廈一段後巷 
鼠患滋擾 

13. 旺角利業街 / 東安街 (籃球場對

出) 
建築廢料堆積(違法者於晚上棄置) 

14. 砵蘭街 68 號東南商業中心後巷 建築廢料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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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 (32 個) 
北區 1. 上水河上鄉排峰路垃圾站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2. 上水坑頭村坑頭路垃圾站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3. 上水河上鄉洪聖廟對出 建築廢料堆積(卡板、木材廢料、瓦片等) 

沙田 1. 瀝源邨瀝源街(麵包店附近) 鼠患滋擾 
屯門 1. 安定商場地下近定祥樓對出花槽 鼠患滋擾 

2. 安定邨定福樓單車停泊處附近 鼠患滋擾 
3. 友愛邨愛信樓前往豐景園天橋橋底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4. 友愛邨愛義樓附近花圃及皇珠路天

橋橋底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5. 友愛邨基匯資本商場接連愛廉樓行

人天橋樓梯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6. 友愛邨愛禮樓旁河畔一帶 垃圾堆積，鼠患滋擾 
7. 友愛邨愛信樓垃圾收集站外 建築廢料堆積(建築碎料、家私、木料等) 

葵青 1. 葵涌屏富徑、青山公路交界 大量垃圾棄置於垃圾桶旁(懷疑來源為

附近商戶) 
2. 葵涌怡勝花園之馬會外 每逢賽馬日，地面均有大量煙蒂及廢紙 
3. 北葵涌街市 鼠患滋擾 
4. 梨木道葵寶商場 鼠患滋擾 
5. 和宜合道瑞景商場及誼發商場 鼠患滋擾 
6. 大白田街至石蔭路斜坡 鼠患滋擾 
7. 葵涌石文徑停車場及葵涌大廈、志

昌樓間之樓梯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8. 葵涌藍田街、圳邊街交界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9. 葵涌石建街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10. 葵涌葵都大廈外停車場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11. 葵涌打磚坪街垃圾站外 垃圾及建築廢料堆積 
12. 葵涌銀行大廈周邊 建築廢料堆積 
13. 葵涌屏富徑 建築廢料堆積 
14. 大白田街(安盛大廈、金恆樓旁) 建築廢料堆積 

大埔 1. 安富道後巷(近靖遠街) 垃圾堆積及棄置共享單車 
荃灣 1. 享和街後巷 垃圾堆積 

2. 大壩街後巷 垃圾堆積 
離島 1. 東涌迎東邨迎東路行人路段 狗隻便溺 
元朗 1. 元朗鳳翔路 70 號冠豐大廈 鼠患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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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朗建業街 94 號滿利大廈 鼠患滋擾 
3. 元朗合益路 38-40 號運興樓 鼠患滋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