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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建築物管理申請編號 2011 年第 232 號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YUEN
LONG TIN SHING COURτ

及
CHEUNG YUK MUI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建築物管理申請編號 2011 年第 233 號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YUEN
LONG TIN SHING COURT

及
CHAN WAI CHING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建築物管理申請編號 2011 年第 235 號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YUEN
LONG TIN SHING COURT

及
有ONG KAM TONG

LDBM232/2011

申請人

答辯人

LDBM233/2011

申請人

答辯人

LDB間235/2011

申請人

答辯人

(根據2012 年6月生日黃一鳴法官的命令一併聆訊)

主審法官: 土地審裁處法官黃一嗚

審訊日期: 2012 年6月4及5日

最後提交書面結案陳詞日期: 2012 年6月19 日

頒下判案書日期: 2012年7月25日
http://legalre f.judiciary.gov. hk/lrs/commo 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body.jsp ?ID=... 15/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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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是次審訊涉及三宗案件，即 LDBM232/20日，LDBM233/2011及
LDBM235/2011o. 本席於 2012年6月生日審訊開始前頒令將三宗案件一併聆
訊。

2. 在三宗案件中的申請人均為香港新界元朗天水圍天靖街 3號天
盛苑(“該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而在三宗案件中的答辯人，即張玉
妹女士，陳惠清女士及黃錦堂先生，分別為該屋苑 F座 13樓2室，日座10
樓5室及H座20樓 1室的業主。

3. 申請人的代表律師在聞案陳詞時，確認申請人現時的申請只是
就著三名答辯人在該屋苑各座大慶的地下大堂派發信件入各住戶的信箱
內市提出;而有關申請人在申請通知書內就看三名答辯人提出的其他指
控，申請人則放棄其申請。因此，本席現時只需就應否頒發禁制令禁示
三名答辯人到該屋苑各座大廈的地下大堂派發信件入各住戶的信箱內作
出裁決。

4. 根據申請人的案情，答辯人於 2010年10月26日及2011年7月5日
晚上(“該兩晚")聯同多名業主到該屋苑各座地下大堂(即該屋苑的公
用部分)，派發傳單至各住戶的信箱之內，過程中有時甚至三與保安員發
生衝突，申請人亦曾收到住戶投訴受到滋擾。

5. 申請人認為答辯人的行為違反了該屋苑的公契( "該合契")中
附表四第 14條及《建築物管理條例� (“該條例")第34I 條的規定 c

6. 該公契中附表四第 14條的條文如下:

“No owner or occupier may make or permit to be made any disturbing noise
in any building within the Estate or do or permit anything to be done in any
building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rights comfort or conveniences of other
owners or occupiers. .."

7. 該條例第 34I 條的條文如下.-

"(1)任何人不可%

(a) 將建築物公用部分的任何部分改作自用，除非該項改變乃由業主委員
會(如有的話)藉決議批准者;

(b) 使用或准許他人使用建築物公用部分的{封司部分，以致%

ill 不A理地干擾建築物的任何業主或佔用人對該等部分的使
用或享用;或

(ii)對合法在建築物內的任何人造成滋擾育，或危險。

http://legalref.judiciary .gov.hkI1rs/common/searchJ自arch_result_detail_body.jsp?ID=... 15/9/2012



LDB 孔123212011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YUEN LONG TIN SHING ... Page 3 of 6

(2) 任何人違反第(1)款，即當作違反建築物公契對他施加的責任 C "

8. 申請人認為答辯人等利用該屋苑各座地下大堂派發傳單至住戶
信箱之內，從而達至其宣傳目的，這是屬於佔用公用部分的行為:而答
辯人於該兩晚派發信件的行為會令其他業戶驚恐、混亂，不知發生什麼
事、不知道為何有一群業戶聚集，甚至有關行為會阻礙其他業戶到信箱
取信，或阻礙他們通過大堂出入單位。

9. 因此，申請人認為容許業戶自由派信至業戶信箱己干擾了業戶
的舒適 (comfort)及便利 (conveniences)，違反該公契附表四第 14條及
該條例第 341(1)(b)條的規定。

10. 此外，申請人於 2009年4月28日的管理委員會第七次常務會議
中，決議了不接受所有宣傳物品投入住戶信箱(“該決議" )a 申請人亦
就此事於 2009年5月12日向該屋苑各業戶發出通告。申請人認為該決議
乃屬有效，應被執行。答辯人等派發傳單應受該決議所限制或約束，而
答辯人的行為己違反了該決議的規定。

11. 再者，申請人不認同派發單張或公開信至業戶信箱是屬於該條
例附表 7第9段的業主之問互相通訊的權利。申請人認為該條例附表 7第9
段訂明 “經理人須一般地或在個別情況下，就業主之間就關乎建築物
管理的事宜互相通訊的渠道，在法圈業主大會上諮詢法園，並採取法團
決定的方法"。因此，申請人認為有關業主之間就該屋苑管理的事宜互
相通訊的渠道，必須在業主大會上決定，而非由答辯入等私自以自己決
定而又違反管理委員會決議的方式行使。

12. 答辯人不同意申請人的論點，認為根據該公契附表二第 2條的
規定，業主有全權自由使用該屋苑的公用部分及服務設施。答辯人亦不
同意他們的行為影響其他業戶的權利，舒適及便利，或對其他業戶構成
滋擾。

13. 答辯人又認為該決議所指的是政黨或政治組織的宣傳單張或廣
告，而答辯人均是該屋苑的業主及有關信件內容只涉及該屋苑發生的事
情，與該決議無悶，所以無效。

14. 再者，信箱是個別業主的私人空間，是業主收取資訊的合法途
徑，無論是否涉及政治或廣告，申請人無權用通過決議的方式，禁止任
何人將傳單或其他形式的資訊放入個別業主的信箱內，這樣做等同了剝
奪個別業主收取資訊的權利，所以該決議是無效的。

15. 此外，答辯人所派發的公開信件，其內容是關乎建築物管理事
宜，如果該決議的範圈包括涉案的公開信，該決議與該條例附表 7第9條
的立法精神相違背，所以無效。

16. 因此，答辯人認為業主有全權自由使用該屋苑的公用部份及服
務設施，業主之問亦有互通訊息的權利。 有關本案業戶互通訊息的方
式是合情、合理、合法，有秩序，時間短，沒有阻塞公用地方，所以申
請人提出的指控不能成立。

17. 申請人提出本案有以 F四點主要爭議事項:一
http://legalre f.ju吐iciary.gov.hkllrs/commonisearchisearchJesult_detail_body 抖抖ID=...15/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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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辯人等有否佔用公用地方?

(2) 答辯人等的行為有否對該屋苑其他業戶私造成潑擾 d

(3) 該決議是否有效?

(4) 答辯人等派發傳單至各座地下大堂信箱的行為應否受
該決議限制/約束?

18. 答辯人在結案陳詞中提及一些其他事情，不過，本席認為這些
事情與本案無闕，所以不作討論。

19. 本席現就申請人提出的四項爭議事項逐一作出裁決。

20. 該公契第 2 (a) 條說明各業主有行使附表二所述的權利。第 2
倍)條的條文如下:一

“~a9h eq!lal ul!diviqed)57 ，.8QOth s4are.of.and in !h~ ~aid land and the. Est.ate
and the sole and exclusive right and privilege to hold use occupy and enjoy
any part of the Estate shall be held by the owner thereof subject to and with
the benefit of the easements rights privileges and obligations set out in the
SECOND SCHEDULE hereto."

21. 該公契約表二第 2段則說明業主有全權和自由使用該屋苑的公
用部分及服務如下:一

“Subject to Clause 5(a)(3) of this Deed full right and liber句T for the owner his
tenants sen咽1ts agents invitees and licensees (in Gommon with all other
persons having the like right) to use the common parts and ser呵vices of and in
the Estate for the pu中ose for which the same are designed and intended to be
used PROVIDED that in exercising such right of use no owner shall damage
or interfere with or permit or suffer to be damaged or interfered with the
general amenities equipment or services therein provided."

22. 上述的條文己很清楚說明答辯人作為該屋苑的業主有權利及自
由使用該屋苑的公用部份和服務。由於該屋苑每一座的地下大堂均是該
屋苑的公用部份，答辯人自然有權使用每座的地下大堂，即使答辯入只
是其中一座大廈的一個單位的業主。這點申請人沒有異議。

23. 根據雙方的證供，答辯人等並沒有長時間佔據地下大堂，當他
們派發完有闋的信件後，便會離去。在大堂逗留的時間最多也是十多分
鐘。本席亦接受答辯人的證供，當有其他業主要進出大堂時，他們是可
以自由出入大堂，亦可到信箱位置取信，答辯人並沒有阻礙其他業主使
用地下大章。

2生. 因此，本席不接受答辯人有佔用地下大堂。他們到地下大堂派
發信件只是行使作為業主使用公用部分的權力。

25. 申請人雖然提出有一名 A座住戶投訴表示不滿保安員容讓答辯
人等將信件投入信箱及容讓眾多人士在大堂逗留，及有一名 G座住戶與
答辯人等的有關人士發生爭執，情況混亂，但申請人並沒有傳召這兩名

http://legalref扣diciary.gov. hk/lrs/commonlsearc h/searchJesult_detail_body .jsp?ID=... 15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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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作證。本席認為申請人提供的證供不足以證明答辯人等的行為對其
他業戶這造成滋擾。

26. 首先，正如上途一樣，答辯人等在地下大堂只是短暫停留，而
且沒有阻礙其他業主進出大堂，或到信箱取信。其他業主亦只是短暫路
經大堂進出其單位，根本不會受到滋擾。

27. A座住戶的投訴只是投訴不滿保安員容讓答辯人等派信，但並
沒有指出他本人受到任何實質的滋擾。同樣， G座住戶與答辯人等的有
關人士發生爭執，導致情況混亂，亦不能證明答辯人本身派信的行為構
成滋擾。雙方的爭執可以是因為其他事情，例如吉語上的衝突所引致，
而並非因為派信本身的行為。

28. 總括而畜，申請人並沒有確實證明有任何業主是直接因為派信
這行為而受到干擾，或影響其舒適 (comfort) 和便利 (conveniences) 0

29. 因此，本席不接受答辯人有違反該公契附表四第 14條或該條例
第 341 (1) (b) 條的規定。

產品鑫霆芝建設

30. 申請人認為其有權訂立該決議，原因是基於該公契第 5 (b)條所
賦予的權力。第 5 (b) 條的條文如下:一

“The Manager shall (subject as herein otherwise specifically provided) have
full and unrestricted authority to do all such acts and things as may be
necessary or requisit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said land
and the Estate and anything reasonably incidental thereto."

31. 此外，申請人又引用該條例第 18(1)(c) 條，認為法圓須 “採
取一切合理必需的措施，以執行公契(如有的話)載明有關建築物的控
制、管理、行政事宜的責任"。

32. 不過，本席不接受申請人的權力可包括控制和管理各業主在其
私人信箱內收取何種信件或宣傳物品。這些私人信箱並不是公用部分或
設施，申請人不可能通過任何決議阻止業主透過其私人信箱收取任何訊
息。這與該屋苑的保養、管理、控制及行政事宜完全拉不上關係。

33. 因此，即使答辯人派發的公開信有宣傳其個人意見的目的，申
請人也不能阻止答辯人派發這些信件給各業主。

34. 申請人認為各業主互相通訊的渠道應根據該條例附表 7第9段辦
事，但本席並不認同。附表 7第9段只是規定 “經理人"須在法圈業主
大會上諮詢法圈，並採取法團決定的方法作為業主之間就關乎建築物管
理的事宜互相通訊的渠道，但這條例並沒有規定個別業主與其他業主通
訊也須諮詢法凰和採取法團決定的方法。

35. 因此，本席認為申請人無權限制業主與業主之間的通訊，而該
決議實屬無效。

J簽踅斗豆豆路蜜語莖EF豆豆豆豆室主法;鼓鼓鍍金fj~主笈主艾滋滋轟猩猩;昆主:

36. 由於本席己裁定該決議實屬無效，答辯人派發傳單至信箱的行
為絕對不會受該決議限制或約束。

37. 不過，即使假設該決議有效，本席亦接受答辯人有關該決議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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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這方面的指控亦不能成立 O

39.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答辯人在該屋苑各座地下大堂派發信
件入各業主的信箱內並無任何不對，或違反該公契或該條例的地方，所
以無須頒發申請人要求的禁制令。本席裁定申請人的申請敗訴。

40. 因此，有關 LDBM 232/20 扎; LDBM 233/20 日及LDBM
235/201 1，本席均頒令如下:一

(1) 撤銷申請人在本案之所有申請。

(2) 臨時訟賣命令:申請人須支付答辯人本案之訟費，如果
雙方未能就數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以區域法院基準釐定;如
果雙方不在 14天內提出訟費申請，則此項臨時訟費命令作實。

黃一鳴
土地審裁處法官

由襯氏律師行

1519/2012

LDBM232/2011，LDB阻233/20112 是 LDBM235/2011的申請人:
李海韻律師代表應訊。

LDBM232/2011的答辯人:

LDBM233/20日的答辯人:

LDBM235/2011的答辯人:

ht甲:lllegalref.judiciary.gov.hkllrs/commonisearchisearchJesuit_detaii_body.jsp ?ID=...

由陳惠清女士代表應訊。

陳惠清女士親自應訊。

由陳惠清女士代表應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