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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 
特別業主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3年9月28日 
 
時間﹕下午2時30至6時30分 
 
地點﹕健康村一期P4平台花園 (近康輝閣) 
 
出席人士: 
出席的業主或其代表 (以住宅單位地址顯示) (包括業委會主席及委員) 

 
康輝閣 
3B 4B 4E 5D 5H 7C 8F 9H 10H 11C 11D 11G 
12B 12C 14B 14F 15C 16C 18A 18C 18E 19B 20A 20E 
21B 21F 21H 22G 22H 24B 24F 25A 25B 25F   
            
康宏閣         
3A 3E 3F 3G 4B 5G 6A 6C 6F 8C 8D 8E 
8G 10C 10G 11F 11G 12B 12C 13C 13D 13E 13F 13G 
14F 14G 15B 15H 16C 16H 17G 18B 18F 19A 19D 20A 

20B 20C 20D 20E 20F 20G 21D 21F 22C 22D 22H 23E 
23F 24B 25D 25G         
 
總共86名業主(共5,158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管理處代表  
 袁翠儀小姐 (高級經理) 
 何瑞鳴小姐 (經理) 
 陳雅倫先生 (高級物業主任) 
 陳冠雄先生 (客戶服務主任) 
 王志達先生 (經理-建築) 
 蔡儉生先生 (高級保養主任-建築) 
   
列席人士: 
   
 范鎮華先生 東區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 
 鄭志誠先生 東區區議員 
 俞志恆先生 物業管理諮詢中心助理經理 
 
監票業戶： 
 康宏閣21D       康宏閣2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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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大會司儀陳雅倫先生首先歡迎各業主出席大會並介紹物業經理何瑞鳴小姐、業主委員

會主席張燕芬小姐、民政事務處范鎮華先生、區議員鄭志誠先生、高級物業經理袁翠

儀小姐及物業管理諮詢中心(東區)助理經理俞志恆先生。 

 

大會司儀在下午2時41分宣佈的出席業主人數已達72名，達到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

輝閣總業主人數百分之十，並符合法例規定，由大會主席張燕芬小姐宣佈業主大會正

式開始。 
 

大會司儀陳先生表示為方便撰寫會議記錄，是次特別業主大會將會進行錄音。 

 

1. 陳先生簡介是日業主大會議程： 

 1. 推選是日大會主持 

 2. 通過大會議程 

 3. 業主委員會工作簡報 

 4. 2013年至2014年管理費預算案事宜 

 5. 由房協物業管理諮詢中心職員介紹「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6. 議決事項 

  6.1 通過揀選最低標價承辦商更換樓層發光二極管(LED) 

   消防出路燈箱工程 

  6.2 地下大門工程 

   6.2.1 議決通過6.2項工程 

   6.2.2 議決揀選地下大門式樣 

   6.2.3 議決揀選6.2項工程承辦商(如6.2.1項獲得通過) 

  6.3 更換外牆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主明喉、

維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損毀位置工程 

   6.3.1 議決通過6.3項工程 

   6.3.2 議決揀選6.3項工程承辦商(如6.3.1項獲得通過) 

  6.4 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更換P2及P3大門與假天花及照明系統工

程、更換大堂保安室木門、進出卸貨區防煙門、進出P3停車場木門、

翻油P4平台往P3鐵閘及地下大堂天花工程及翻油後樓梯天花、牆

身、扶手、消防喉轆及P4平台天花、牆身及羅馬柱、維修泵房及B, C

單位天井地台防水工程及更換P4平台的天井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程 

   6.4.1 議決通過6.4項工程 

   6.4.2 議決揀選更換防盜橫樑支架物料及方法(如6.4.1項獲得通過) 

   6.4.3 議決揀選6.4項工程承辦商(如6.4.1項獲得通過) 

  6.5 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石保養翻新工程 

   6.5.1 議決通過6.5項工程 

   6.5.2 議決揀選6.5項工程承辦商(如6.5.1項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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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大型工程費用集資期數 

[有關議程(6.1)、(6.2)、(6.3)、(6.4)、(6.5)及(6.6)詳情請參 

閱稍後張貼的補充資料] 

 7. 業主委員會選擇 

  7.1 業主委員會候選人簡介及提名  

  7.2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7.3 選出業主委員會委員 

  7.4 選出業主委員會主席、秘書及司庫各一名 

   

2. 推選是日大會主持 

 有業戶提議由業主委員會主席張燕芬小姐擔任是日大會主持，在場出席業戶並

無異議。司儀陳先生宣佈是日大會主持為業主委員會主席張小姐。 

   

3. 通過大會議程 

 司儀陳先生表示得悉有很多業戶欲了解更多「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的

內容，故先邀請房協物業諮詢中心助理經理俞先生在會議開始前先替各業戶講

解有關計劃。出席業戶並無異議。 

   

4. 房協管理諮詢中心職員講解「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4.1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是由政府撥款10億元財政資助長者業主

為自住的住宅單位或大廈公用地方進行與樓宇安全有關的維修工程。有

關計劃由房協負責執行，包括處理和審批長者自住業主的申請及安排發

放津貼款項等事宜。 

   

 4.2 該計劃有三項目的: 

1. 為長者自住業主提供財政資助，津貼維修保養其自住物業及改善樓

宇安全； 

2. 津貼適用於住宅單位及大廈公用地方進行與樓宇安全有關的維修

工程； 

3. 申請人可將津貼用作償還申請人名下於屋宇署、市區重建局或房協

的樓宇維修貸款或撤銷有關法定押記。 

 4.3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的申請資格如下： 

1.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年滿60歲 

2. 住宅或綜合用途樓宇內的住宅單位業主 

3. 申請人及其合法配偶(如已婚)均需住在有關物業 

4. 符合以下入息及資產限額或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普通高齡

津貼。 
 

 每月入息限額 資產限額 

單身人士 $6,880 $386,000 

已婚人士 $10,940 $5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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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主席詢問房協物業管理諮詢中心職員，如申請人將資產暫時轉移到配偶

名下，那房協如何查核得到? 

回應：申請人及其配偶(如已婚)需進行宣誓，聲明他們符合有關申請資

格，包括資產限額。資產定義不包括有關自住單位，但包括銀行存款、

股票等。 
   
 4.5 主席詢問，如申請人與未滿六十歲的子女共同擁有業權，是否只可獲得

一半的津貼? 

回應：如申請人未滿60歲的子女擁有一半業權，申請人擁有另一半業權，

那申請人可獲得一半津貼即2萬元的資助。 
   
 4.6 有業戶詢問如申請人與配偶居住於自住單位，但業權則與未滿60歲的子

女共同擁有，那如何計算資產限額? 

回應：只會計算長者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不會計算子女的部份，只要

申請人與配偶共同居住於自住單位內，資產限額的上限以已婚人士計算

即58萬4千元。 
   
 4.7 主席詢問若申請人或配偶於申請計劃期間身故，餘下申請人能否繼續申

請及得到全額資助? 

回應：這類形的個案很難一概而論，房協會視乎每個個案的個別情況作

出審批。 
   
 4.8 主席表示是次大型維修工程，除維修大廈公眾地方外，亦會有業戶欲藉

此機會維修外牆私人去水橫喉、食水喉、更換晾衣架及維修鋁窗等，承

辦商已於標書內提供單價予業戶考慮。那麼業戶該如何作出申請?有何手

續? 

回應：若工程涉及公眾地方及自住單位兩部份的工程項目，業戶可按自

己的意願在申請表內填寫各部份的申請資助金額。 
   
 4.9 主席詢問是次大型維修工程約於11月份展開，能否趕及申請? 

回應：只需在大廈公用地方的維修工程完工證明書發出日期之前遞交申

請表即可。長者業主在收到管理處發出每戶所需攤分工程費用的繳款單

後，便可遞交申請。 

   

 4.10 主席詢問申請資助計劃時，有否需特別注意的地方，避免犯錯? 

回應:如業戶漏交申請所需文件，申請組會個別通知有關申請人，而業戶

必須留意於限期前提交申請。 

   

 4.11 房協物業管理諮詢中心職員提醒出席業戶，該計劃除以「申請人」為計

算單位外，亦以「物業單位」為計算單位。即若申請人的自住單位成功

申請並獲得2萬元的資助後，當申請人將物業轉售後，下手長者業主，即

使從未申請享用此計劃，亦只可申請餘下2萬元資助。而申請人在轉讓單

位後搬往其他自住物業，並再次申請資助，因申請人早前已獲得2萬元的

資助，故亦只可獲得餘下的2萬元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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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申請人有屋宇署、市區重建局或房協的樓宇維修貸款餘數、或法定押記，

都可申請該計劃的資助償還餘款。俞先生提醒業戶，未獲解除破產令的

破產人士將不獲批津貼。 

   

 4.13 申請人如申請津貼進行自住單位裝修/維修工程，則須在工程未展開前遞

交申請表格，並附上維修工程公司的報價及商業登記證副本一併遞交。

而房協職員會在展開工程前及完工後到單位視察，以確認工程內容合乎

資助計劃，工程是否全部完成。如申請津貼進行大廈公用地方維修工程，

申請人必須在大廈維修工程完工證明書發出日期前遞交申請表格。俞先

生提醒出席業戶，在收到管理處發出維修公眾地方費用繳付通知書後，

申請人已可向房協遞交申請表格。 

   

 4.14 申請人可到以下地方索取計劃的申請表格，包括市區重建局的辦事處，

房協物業管理諮詢中心，屋宇署辦事處，或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

心，亦可在以上地方的網頁下載申請表格。若業戶於日後有關資助計劃

的問題，亦可致電熱線3188 1188或2839 7166查詢。 

   

 4.15 主席表示曾致電房協的物業管理諮詢中心要求安排講解事宜，惟物業管

理諮詢中心職員回覆未能作出安排，後經高級經理袁翠儀小姐才可作安

排。主席表示會議前已要求將表格收集箱擺放大堂，以便管理處收集申

請表一併轉交予房協申請組。主席感謝袁經理及俞先生對資助計劃的安

排。 

   

5. 業主委員會工作簡報 

  

 5.1 主席表示上次業主大會上，曾讚賞盡力搶救制止因康輝閣泵房咸水缸波

曲掣斷裂致P2車場嚴重水浸的管理處職員，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管理處

卻在會議記錄上錯誤記述事發日期外，更無回應業戶及業委會要求於7

天之內草擬好會議記錄，大維修之外牆污水渠費用300多萬元寫成500多

萬元，以及更換NOW衛星電視$529尚未退回。主席表示已因此事去信房

協總部投訴。另外，主席表示管理處至今並未讚賞搶救水浸的員工，希

望管理處盡快對有關員工作出讚賞。 

  

 5.2 主席表示康輝閣B座現正進行更換外牆污水渠工程，但管理處發出通告

內容包括日期及工程安排均與事實有出入，致使業戶未能作出配合，在

工程期間未有停用廁所沖水，令污水飛濺，弄污業戶窗戶，影響衞生。 

主席表示廚房位置因業戶安裝抽油煙機，排氣喉噴出油煙令到外牆充滿

污漬。希望業戶自律，勤加自行清洗於外牆的油污。 

   

 5.3 主席表示現時設有康宏閣及康輝閣的網頁供業戶瀏覽及下載資料

(http:\\www.healthyvillagehk.com)，過去由主席獨力支付網頁費用。但向

管理處要求支付有關費用時，卻遭到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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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主席指出P4往P3鐵閘使用密碼出入，但過去幾年沒有更換密碼。主席擔

心未來將進行大型維修工程，期間將會有工人進出，不想自己的單位像

去年一樣遭到爆竊。主席詢問何經理通往P3鐵閘多久才會更換密碼1次? 

何經理回應：密碼一般安排3個月更換一次。主席質詢上次6月19日更換

密碼，至今已過期。主席諮詢在場業戶意願，業戶表示接受6個月更換密

碼1次。何經理表示會應業戶的意願，每6個月更換P4往P3鐵閘密碼1次。 

   

6. 通過2013年至2014年管理費預算案 

  

主席表示由於大型維修工程費用由業戶集資進行，故建議來年度管理費維持不

變。預算案中大廈保險費增加了約30%。主席向出席業戶呼籲，若懷疑單位外

牆滲漏，可向管理處反映及檢查，但不要隨意要求管理處向公證行申報保險，

引致保險費增加，最終增加管理費支出，結果亦由大廈業戶共同分擔費用，請

各業戶體諒。在座業戶對管理費預算案並無異議。 

  

7. 通過揀選最低標價承辦商更換樓層發光二極管(LED)消防出路燈箱 

 主席表示該工程需於2014年1月31日前展開，並在是次特別業主大會上通過，

方可合乎政府資助計劃發還款項的要求。 

何經理補充是次更換樓層發光二極管(LED)消防出路燈箱工程早前已完成招

標，標價為$65,000，(包括$5,000備用金額)結果如下： 

 

承辦商 標價 次序(最低標價為先) 

1 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65,000 1 

2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80,000 2 

3 集寶香港有限公司 $115,000 3 

4 怡和技術服務 放棄回標 

5 衞安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6 衞保消防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7 李耀記防火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何經理表示是次工程的最低標承辦商為「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已成

功申請政府資助，並可獲津貼工程費用的一半約$32,500。如在場業戶沒有異

議，是項工程將交由最低標承辦商「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承辦。由於

在場業戶並無異議，主席正式宣佈通過「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為更換

樓層發光二極管(LED)消防出路箱工程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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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簡介有關之投票程序及方法 

 司儀陳先生表示根據2007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議決必須以「過半數票」

才可獲得通過，並提醒出席業主在投票時注意以下的選票是不會計算在內： 

a. 沒有出席會議的業主； 

b. 出席會議但沒有投票的業主； 

c. 空白或無效的票； 

d. 棄權票。 

司儀陳先生表示邀請兩名業戶在以下各議程進行點票時監票，並得到康宏閣21 

D及21 F兩名業戶同意監票。 

 

  

9. 議決地下大門工程 

  

 9.1 主席表示早於2009年業主已通過進行更換地下大門工程，當時招標後得

出的最低標價為$101,000，扶手款式又另加$32,329的費用，與現時招標

後得出的最低標價費用已有顯著升幅，由於當時管理處並無在標書內列

明工程所需的工期，並且不包括更換地下大門的門框，失去更換地下大

門的實際作用及意義。主席為此與管理處多次爭拗。主席詢問房協保養

組王經理現時更換地下大門所需的工期?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是次更換地下大門工程包括更換大門的所有配件，

包括門框、扶手柄等。承辦商量度大門呎吋後，會預先在工場準備所有

大門配件，才會到大廈正式進行拆卸及安裝的工序。選項1及2：現場裝

配大門的工程日數約為5天。如業戶揀選選項3或選項4，因需更改門身高

度至頂，裝配大門的工期會增加1天，共6天。 

   

 9.2 主席表示有業戶提出可交由管理處的技工修理大門，無需更換大門。主

席表示大門日久損耗，修理頻密，而管理處會逐次收取維修費用，極不

化算。 

主席提醒在場業戶日後地下大堂大門的維修費用亦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

素，主席指隔鄰的健威花園使用全玻璃門，看似美觀，但其實損耗嚴重，

經常需要維修，維修所需費用不菲。 

   

 9.3 主席表示有業戶建議使用全玻璃門的設計。但考慮到長者視力不佳，容

易撞向玻璃，令長者容易受傷。 

 

主席又表示有業戶提議採用自動趟門，因部份小童頑皮，常進出自動趟

門作玩耍，令兒童有機會受傷及增加趟門維修費用。 

   



2013年9月28日特別業主大會                第 8 頁，共 27 頁 

 

 9.4 主席表示有業戶反映為何不把地下大門升高到頂?主席指現時工程的4個

選項中有將大門升高到頂的款式，亦有保留現時大門高度不變的款式。

主席要求保養組(建築)王經理詳細解釋更換地下大門工程的4個選項。 

 

王經理回應：是次工程有4個選項，4個選項均採用不銹鋼材料(316鏡鋼)。 

選項1：更換不銹鋼門框連包框玻璃門，門身高度維持不變。 

選項2：更換不銹鋼門框連頂底夾玻璃大門，門身高度維持不變。 

選項3：更換不銹鋼門框連包框玻璃大門，門身高度至頂。 

選項4：更換不銹鋼門框連頂底玻璃大門，門身高度至頂。 

   

 9.5 有業戶詢問玻璃的厚度會否令大門變窄或變重?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是次工程會採用強化玻璃，厚度為12mm。而大門框

架旁的玻璃則會採用較厚的15mm玻璃。王經理解釋因為玻璃愈厚，亦會

愈重，價錢亦會較貴。故業戶經常使用的大門，玻璃便避免太厚，以減

輕業戶使用時的困難。而玻璃門亦會採用原先大門的闊度，不會變窄。 

   

 9.6 主席詢問使用不銹鋼框架會否令大門變重?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表示不銹鋼框架不會令大門變重，反之玻璃厚度及大

小則是影響門重或門輕的因素。因玻璃密度結構較高，玻璃為大門各部

份中屬最「重」的部份。在維修保養角度看，如採用包框玻璃大門，門

邊有不銹鋼架保護，即使受碰撞亦不易受損，比較耐用。 

   

 9.7 主席表示在2009年更換大門時，曾因承辦商自行製造大門手柄，致使工

程費用增加而與管理處及承辦商爭拗。主席詢問王經理會如何處理大門

手柄的問題?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是次工程承辦商會購買原條的大門手柄，而不會自

行製造及燒桿，長度約1.5米。為安全起見，承辦商亦會在大門上加設防

墮鍊，以策安全。 

   

 9.8 經投票後，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592 96.21 

B 反對 181 3.79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進行更換地下大門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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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議決揀選地下大門式樣 

 10.1 有業戶詢問會如何安排業戶於工程期間進出大廈?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承辦商會先展開工程前期工作，如現場量度大門，

訂購物料，計算物料可承受的力度，當承辦商完成前期工作後，才會到

地下大堂進行拆卸及安裝的工序。承辦商會在日間封閉大門進行裝拆工

作，晚間會開放大門予業戶出入。 
 
主席表示2009年承辦商需連續封閉大門4日進行工程，但現時承辦商只在

日間封閉大門進行拆卸及安裝工作，夜間會開放大門予業戶出入。保養

組王經理補充因需進行清拆門框及安裝大門的工序，故日間不能開放地

下大門予業戶使用。管理處會安排承辦商於每天上午9時至下午6時期間

進行工程。 
 
此外，管理處亦建議業戶在工程期間使用平台P4至P3鐵閘，再轉乘車場

升降機進出大廈。亦可考慮由地下大堂通往車場再進出大廈。屆時，管

理處會將車路部份位置圍封，設置安全通道。輪椅使用者若有需要，承

辦商亦可短暫停工，讓輪椅使用者由大門進出。 

   

 10.2 主席表示現時更換地下大門工程合約有列明進行工程的工期日數，如承

辦商超過合約列明的工期，便需要罰款。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工程合約內列明承辦商工程逾期需要罰款。但如果

將罰款金額訂得太高，承辦商可能將罰款計算在成本內，影響標價，故

需將罰款訂在一個合理的水平。 

   

 10.3 主席表示曾因施工日數與管理處發生多次爭拗，因初期管理處回覆工程

需要12日工期。主席指隔鄰的健威花園進行更換玻璃門工程時亦不用封

閉大門近兩星期，故曾考慮在晚間持續進行工程，但由於涉及噪音工作

及考慮晚上工人加班費昂貴，影響標價的問題，故工程只會在日間進行。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更換地下大門的工程涉及多項工種如鐵器、泥水、

玻璃、電子等。各工種需互相協調配合，必須完成了一個工種才可進行

下一個工種，為縮短施工期，管理處會要求承辦商安排不同工種的工人

在可行的情況下同時在現場隨時調配，以加快進度，以乎合業委會要求

將工期由12日縮短至6日。主席表示希望能首先進行更換地下大門工程，

要求於本年12月初完成更換地下大堂大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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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更換不銹鋼門框連包框玻璃門 

(門身高度維持不變) 
666 14.20 

2 更換不銹鋼門框連頂底夾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維持不變) 
0 0 

3 更換不銹鋼門框連包框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至頂) 
3,794 80.86 

4 更換不銹鋼門框連頂底夾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至頂) 
232 4.94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揀選選項3，即更換

不銹鋼門框連包框玻璃大門(門身高度至頂)為地下大門式樣。 

 

 
 

選擇一 

不銹鋼包框 

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維持不變) 

選擇二 

不銹鋼頂底夾 

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維持不變) 

選擇三 

不銹鋼包框 

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至頂) 

選擇四 

不銹鋼頂底夾 

玻璃大門 

(門身高度至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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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決揀選地下大門工程承辦商 

   

 11.1 大會司儀陳先生表示，關於承辦商的名稱及標價已列印在議程6.2.3的投

票表格背面，由於已揀選選擇3為地下大門式樣，故業戶只需考慮各承辦

商選擇3的標價便可。標價(包括$15,000備用金額)如下： 

 

 
 

承辦商 

 

選擇1 

更換不銹鋼門框

連包框玻璃門

(門身高度維持

不變)  

選擇2 

更換不銹鋼門框

連頂底夾玻璃大

門(門身高度維修

不變)  

選擇3 

更換不銹鋼門框連包

框玻璃大門(門身高

度至頂)  

選擇4 

更換不銹鋼門框連

頂底夾玻璃大門(門

身高度至頂)  

標價 

 

次 序

( 最低

標 價

為先) 

 

標價 

 

次 序

( 最 低

標價為

先) 

 

標價 

 

次序 (最

低 標 價

為先) 

 

標價 

 

次序 (最低

標價為先) 

 

1 和興公司  $173,500 1 $183,500 1 $193,500 1 
$203,

500 
1 

2 

高宏建設

工程有限

公司 

$255,550 2 $253,350 2 $257,750 2 
$254,

450 
2 

3 
泰榮工程

有限公司  
$302,000 3 $302,000 3 $352,000 3 

$352,

000 
3 

4 
聯益建造  

有限公司  
$403,500 4 $463,500 5 $503,500 7 

$503,

500 
7 

5 
達高建業

有限公司  
$458,300 5 $438,300 4 $458,300 4 

$438,

300 
4 

6 
輝煌工程

公司  
$474,200 6 $464,200 6 $484,200 6 

$469,

200 
5 

7 
合利營造

有限公司  
$485,000 7 $470,000 7 $475,000 5 

$475,

000 
6 

8 
采利工程

有限公司  
$600,000 8 $585,000 8 $625,000 8 

$605,

000 
8 

9 
坤記建築

工程公司  
放棄回標 

10 

大江記工

程(國際)  

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11 

駿昇工程

(國際 )有

限公司  

沒有回標 

12 

旭日城  

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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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投票結果如下： 

承辦商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和興公司  4,492  97.82  

2 高宏建設工程有限公司  0  0  

3 泰榮工程有限公司  100  2.18  

4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0  0  

5 達高建業有限公司  0  0  

6 輝煌工程公司  0  0  

7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0  0  

8 采利工程有限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揀選「和興公司」

為地下大門工程承辦商。 

 

   

12. 議決更換外牆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主明喉、維修

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損毀位置工程 

   

 12.1 主席表示為增加透明度，主席將屬於自己的標箱借出，並將標箱擺放在

地下大堂，業戶可透過閉路電視看見整個開標過程。主席表示在開標後

發現承辦商回標價未如理想，故多次聯同管理處與承辦商會晤，要求承

辦商重新檢視標價並作下調，希望能替業戶爭取到最優惠的價錢。 

   

 12.2 主席表示康輝閣B單位及康宏閣D單位的外牆污水主喉滲漏嚴重，影響環

境衛生。管理處收到由屋宇署發出信件，要求儘快進行維修工程，故才

決定先進行更換康輝閣B單位外牆污水主喉工程、待完成康輝閣B單位的

工程後再進行更換康宏閣D單位的外牆污水主喉工程。維修項目包括更

換外牆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飯廳外牆位置新加冷氣機去水主明

喉。但在工程進行期間發現竹棚位置與近飯廳睡房及廚房位置相距甚

近，為減輕日後重覆搭棚費用，主席經與管理處商量後，決定同時進行

更換康輝閣B單位1樓至25樓近飯廳睡房位置新加冷氣機去水主明喉工

程及康輝閣B、C單位廚房外牆污水主喉工程。並接納由更換康輝B單位

廁所污水主喉承辦商提供約10萬元的報價進行上述兩項工程。 

 

此外，亦接納該承辦商提供更換康宏閣D單位1樓至25樓廁所污水主喉、

咸水主喉、氣喉、飯廳加冷氣機去水主喉，近飯廳睡房加冷氣機去水主

喉，更換D及E單位廚房污水主喉等約19萬元多的報價。這個費用較只維

修一個單位的外牆污水主喉已需要數萬元的工程費用，報價實屬合理及

化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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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主席表示由於最初發出標書時，標書內包括了康輝B單位及康宏D單位。

因該兩柱單位污水主喉滲漏嚴重及收到屋宇署維修通知，故需先進行工

程與管理處商討後，在標書內容刪減康輝B單位及康宏D單位後重發標書

給在第1次招標時曾交回標書的17間承辦商重新報價，經重新招標後第2

次招標的最低標價較第1次招標的最低標價相差約23萬元。 

   

 12.4 主席表示第2次招標後，為爭取更好的優惠價錢，曾再安排與最低標的5

間承辦商會面，同時發信予所有回標的14間公司要求他們重新再檢視並

下調標價。結果有3間公司回覆，並有2間公司同意調低標價約3萬多元及

7萬多元，而1間公司同意調低分支喉單價。 

   

 12.5 主席表示收到康輝閣H單位一名業戶投訴大廈冷氣機去水主喉管淤塞引

致滲漏，主席明白該單位業戶承受單位滲水的苦處，但該單位並不是大

廈內惟一有滲漏的單位，有其他單位的滲漏情況更為嚴重。主席表示已

經向該業戶呼籲暫時忍耐及不要申報保險，因為業戶索償，最終間接令

大廈保險費用增加。管理處亦要花費不少時間處理投訴，亦會拖慢維修

大廈外牆喉管的工程進度。主席希望業戶互相體諒，以和為貴，但竟然

換來恐嚇業戶的指控。 

   

 12.6 主席表示大廈將會進行更換外牆喉管的工程，有多個業戶爭先要求維

修，為了公平起見，有業戶提議以抽籤的形式決定大廈單位進行更換外

牆污水渠工程的先後次序。但由於B、C單位天井地台滲漏嚴重及石屎剝

落，引致非常危險，要求盡快維修天井地台防水工程及翻油平台。其餘

單位即以抽籤的形式決定先後次序，在場業戶未有提出異議。 

   

主席邀請康宏閣及康輝閣各1名業戶代表進行抽籤，抽籤結果如下： 
 

 

次序 康宏閣(單位) 次序 康輝閣(單位) 

1 B 1 B 

2 C 2 C 

3 F 3 F 

4 G 4 G 

5 E 5 A 

6 D 6 H 

7 H 7 E 

8 A 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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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主席表示是次更換污水喉管工程會涉及維修單位外牆私人分支橫喉，希

望保養組王經理解釋何為單位外牆私人分支橫喉。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污水喉分為直身主喉及橫支喉兩種類別，直身主喉供

大廈1樓至25樓業戶共同使用，屬於公用設施；而橫支分喉則只供個別單

位使用，屬私人設施，由業戶自行負責維修保養工作。 

   

 12.8 有業戶詢問是否每戶均需進行維修單位私人分支橫喉工程?如是的話，將

單位私人去水橫喉納入在工程範圍之內，並一併集資全面更換，為何不

視作為大廈公眾地方一併維修? 

 

主席表示曾就這個議題諮詢法律意見。但律師回覆因單位私人分支橫喉

屬個別業主所有，故需由個別業主負責維修費用。因此不能納入維修大

廈公眾渠管的工程範圍之內並由業主集資更換。 
 

何經理補充因要遵守大廈公契及以用者自付為原則，故單位外牆私人分

支橫喉需由業戶負責維修保養費用。 

   

 12.9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A 

贊成 

(即全部更換外牆污水主喉、氣喉、

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主

明喉，維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

損毀位置工程) 

4,528  98.52  

B 

反對 

(即只同意局部維修有滲漏的污水主

喉，有淤塞的冷氣機去水主喉及維修

個別位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損

毀位置) 

68  1.48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進行全部更換外牆

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主明喉，維修外牆滲

漏及紙皮石剝落/損毀位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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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議決揀選更換外牆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主明喉、

維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損毀位置工程承辦商 
   
 13.1 主席表示管理處曾於2011年局部更換康輝閣B單位及F單位外牆污水主

喉工程，但由於只是局部更換，未能完全根治外牆喉管滲漏的情況，故

業委會決定要進行一次性的維修，即由1樓至25樓全部更換污水主喉，以

節省金錢及徹底解決問題。 
   
 13.2 主席表示是次更換外牆喉管工程標書包括維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及

損毀位置，但主席發現大廈有眾多單位將冷氣機軟喉沒有接駁到正確冷

氣機台去水位，任由冷氣機水沿外牆流下，增加外牆損毀的機會。主席

表示曾收到業戶建議於是次大型維修工程中進行清洗外牆工程，主席詢

問王經理如進行清洗外牆工程會有何影響?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一般承辦商會利用酸性清潔劑清洗外牆以達到去漬

功效，如經常進行清洗外牆的工作，有機會影響到外牆紙皮石的壽命，

故現時不建議進行清洗外牆工程。 

   

 13.3 主席表示由於有眾多業戶沒有將冷氣機升高，安裝去水盆再接駁去水軟

喉，故擔憂即使日後安裝了冷氣機去水明喉亦沒有冷氣機軟喉接駁到新

的去水軟喉，主席詢問管理處會如何處理此種情況? 

 

何經理回應：希望各業戶合作，如日後進行了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明喉

工程，敬請業戶於冷氣機裝設去水軟喉，以便將軟喉接駁到新冷氣機去

水主明喉。承辦商的工人如發現業戶有冷氣機軟喉，亦會主動協助業戶

將軟喉接駁到去水明喉。 

 

由於舊有冷氣機台暗藏的去水喉會於進行工程後廢除，承辦商會用防水

膠遮蓋原本冷氣台去水位。但相信部份冷氣機因過大將去水孔遮蓋了，

承辦商無法進行上述工序。 

   

 13.4 有業戶詢問自己居住的康輝閣C單位已更換廚房的外牆私人分支橫喉，

無法享受更換所有分支橫喉總價的優惠，而需按項目單價付款，令費用

增加。 

 

主席回應自己對出現上述現象亦感到非常無奈，因為當時康輝閣B單位

的外牆污水渠滲漏嚴重，影響衞生，有急切展開維修工程的需要。主席

表示兩年前康輝閣G單位更換廁所分支喉(套餐)的價錢為$3,000(不包括

更換廚房分支喉)。事實上，不同時間、不同承辦商，價錢難免會有所不

同，實難比較及統一。自己已盡最大努力向承辦商爭取下調更換私人分

支橫喉的價錢。主席建議有關業戶因其個別特別情況可自行與中標承辦

商再作商討分支喉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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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有業戶詢問自住單位外牆分支橫喉並無滲水現象，是否都需要作出更換?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康宏閣及康輝閣已有接近20年的樓齡，雖然現在單

位外牆橫喉並無滲水現象，但難保日後會出現損壞。外牆的喉管屬於塑

膠喉管，經過日光照射與風雨侵蝕出現自然損耗，故建議業戶利用此機

會更換分支橫喉，以節省日後搭棚費用。然而更換分支橫喉與否，最終

由業戶自行決定。 
   
 13.6 大會司儀陳先生表示關於承辦商的名稱及標價已列印在即場派發的補充

資料內。標價(包括$250,000備用金額)如下。 
 

 13.7 在上述工程標書中，承辦商亦提供了更換業戶私人分支橫喉及晾衣架的

承辦商 

選擇1 選擇2 

全部更換外牆污水主喉、氣

喉、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

機去水主明喉，維修外牆滲漏

及紙皮石剝落/損毀位置工程 

 

只局部維修有滲漏的污水主喉、有

淤塞的冷氣機去水主喉及維修個

別位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損

毀位置 

標價 
次序 

(最低標價為先) 
標價 

次序 

(最低標價為先) 

金葵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3,118,480 1 $285,730 1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274,200  2 $794,000 7 

廣泰建築有限公司 $3,581,700 3 $1,035,500 10 

卓領工程有限公司 *$3,661,800 4 $757,300 6 

合成建築有限公司 $3,685,600 5 $607,800 4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 $4,062,930 6 $403,150 2 

仁昌建築有限公司 $4,348,800 7 $496,600 3 

祥泰工程有限公司 $5,114,620 8 $615,640 5 

成發建築有限公司 $5,372,000 9 $931,500 9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5,574,600 10 $1,036,400 11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5,746,000 11 $1,511,000 13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8,250,363 12 $887,398 8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10,224,600 13 $1,065,600 12 

裕榮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14,841,500 14 $2,404,000 14 

協基工程公司 沒有回標 沒有回標 

捷祺建築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沒有回標 

凱嘉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沒有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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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供各業戶考慮，費用由個別業戶負責。更換私人分支橫喉乃業戶與

承辦商私人交易，業戶需直接付款予承辦商。經業委會同意下，最低標3

間承辦商資料如下: 
   
 

 

 兩房(A, D, E, H)  三房(B, C, F, G) 

金葵建

築發展

有限 

公司 

德材建

築工程

有限 

公司 

廣泰建

築有限

公司 

 

金葵建

築發展

有限 

公司 

德材建

築工程

有限 

公司 

廣泰建

築有限

公司 

 

廁
所 

1 更換地台去水喉隔氣、喉曲及
橫身三叉喉 

#$1,700 $900 $200 #$2,300 $900 $300 
2 浴缸去水水喉連橫身三叉及

喉曲 

3 面盆去水喉連橫身三叉及喉
曲 

#$1,200 $450 $100 #$1,700 $900 $200 

4 兩個坐廁去水喉連喉曲    #$5,000 $1,500 $500 

5 兩個坐廁分支氣喉連喉曲    #$1,200 $450 $200 

6 一個坐廁去水喉連喉曲 #$3,200 $750 $300    

7 一個坐廁分支氣喉連喉曲 #$1,200 $450 $100    

8 外牆咸水私人分支咸水喉 

[包不锈鋼喉碼及有關配件
等。] 

#$1,400 $600 $150 #$1,800 $900 $300 

廚
房 

9 厨房星盆去水喉連喉曲及橫
身三叉 

#$1,700 $900 $200 #$1,700 $900 $200 
10 厨房地台去水喉連隔氣、喉曲

及橫身三叉 

同時進行1至10項所有工程項目 #$10,400 $1,800 $600 #$13,700 $2,000 $950 

光
井
外
牆 

11 清拆原有晾衣架連所有配件

及修補受影響之位置 
#$1,500 $200 $500 #$1,500 $200 $500 

12 清拆原有晾衣架連所有配件

及新安不銹鋼晾衣架(連三支

不銹鋼竿)連所有配件及修補

受影響之位置 

#$3,900 $540 

 

$3,300 #$3,900 $540 

 

$3,300 

13 清拆原有晾衣架連所有配件

及新安不銹鋼晾衣架(連四絛

活動尼龍)連所有配件及修補

受影響之位置 

#$3,900 $540 $3,800 #$3,900 $540 $3,800 

14 新安可活動塑料膠帆布於晾

衣架面 
#$600 $500 $450 #$600 $5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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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13.9 主席提醒在座業戶第一標承辦商「金葵建築發展有限公司」更換私人分

支橫喉的單價為兩房單位$10,400，三房單位$13,700。而第二標「德材建

築工程有限公司」更換私人分支橫喉的價錢經下調後，最終單價為兩房

單位$1,800，三房單位$2,000。主席表示已多次向承辦商提出要求下調更

換私人分支橫喉的單價，已盡力替業戶爭取最大的優惠。 
   
  主席表示在草擬更換外牆喉管工程標書初期，房協並未有將P4平台連接

1樓的喉管及康宏閣、康輝閣B、C單位天井公眾喉管納入標書之內，故

要求房協修改標書內容，現時標書已包括更換平台所有公眾喉管。 

(全部更換$1,800) 

部份更換圖上 

第7頁 

(全部更換$2,000) 

部份更換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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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主席表示由於分支橫喉需要業戶自行繳費更換，故業戶在揀選承辦商時

除了考慮承辦商更換大廈主喉的價錢外，亦需要詳細考慮承辦商更換私

人分支橫喉的價錢。 
 

因此不排除有承辦商作出策略性的報價，將部份更換分支橫喉管的成本

攤分在更換公眾污水主喉管內，以達最佳效益。保養組王經理補充是次

更換外牆喉管的標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維修外牆公眾主喉管，

第二部份為更換單位外牆私人分支橫喉。但由於回標時，承辦商未能得

悉有多少業戶會選擇更換外牆分支橫喉，從而推算更換外牆分支橫喉的

數目及成本。 

 

 13.11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金葵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547  12.50 

2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713  84.83 

3 廣泰建築有限公司 117  2.67 

4 合成建築有限公司 0  0 

5 卓領工程有限公司 0  0 

6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 0  0 

7 仁昌建築有限公司 0  0 

8 祥泰工程有限公司 0  0 

9 成發建築有限公司 0  0 

10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0  0 

11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0  0 

12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0  0 

13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0  0 

14 裕榮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揀選「德材建築工程有

限公司」為更換外牆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新加外牆冷氣機去水

主明喉、維修外牆滲漏及紙皮石剝落/損毀位置工程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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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議決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更換P2及P3大門與假天花及照明系統工程、更換

大堂保安室木門、進出卸貨區防煙門、進出P3停車場木門、翻油P4平台往P3鐵

閘及地下大堂天花工程及翻油後樓梯天花、牆身、扶手、消防喉轆及P4平台天

花、牆身及羅馬柱、維修泵房及B, C單位天井地台防水工程及更換P4平台的天

井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程 

   

 14.1 主席表示上次會議提議工程原本分為三個維修項目及三份標書，但為了

增加議價能力及方便日後統籌管理，故將三項工程合為一份標書重新再

發出。經重新招標後，上述工程項目的最低標價較分開三項工程最低標

總價節省約13萬多元。工程包括翻油設施房門工程、翻油後樓梯、平台、

B/C單位天井及泵房防水工程。P2、P3大堂由於常有搬運工人運送貨物，

引致蛋格天花損毀，需要經常維修，因而增加維修支出。故會拆除P2、

P3大堂蛋格假天花及更改16支天花燈為4支慳電光管。除此之外，亦會

翻油大堂的天花及進行1樓B、C單位天井地台防水工程及康宏閣及康輝

閣的P2泵房地台防水工程。另外，亦會包括更換P4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

程。後樓梯油將採用防霉乳膠漆。 

   

 14.2 主席表示由於P4平台屬公眾地方，故翻油P4平台工程費用會按大廈公契

管理份數由房協及業主共同攤分。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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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數量 

1. 翻油所有設施房門 

a. 垃圾房門 50 隻 

b. 垃圾房槽門 50 隻 

c. 電話線槽房門 100 隻 

d. 電錶房門 50 隻 

250隻 

2. 更換門鎖 13個 

3. 維修門鎖 5個 

4. 更換門鉸 18個 

5. 維修門鉸 1個 

6. 更換門栓 3個 

7. 維修門栓 16個 

8. 更換門線 3隻 

9. 更換玻璃線 3隻 

10. 更換設施房門 

(如進行，翻油設施房門可減去5隻) 
5隻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A 贊成 4,024  100  

B 反對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進行維修/更換/翻

油設施房門/更換P2及P3大門與假天花及照明系統工程、更換大堂保安室

木門、進出卸貨區防煙門、進出P3停車場木門、翻油P4平台往P3鐵閘及

地下大堂天花工程及翻油後樓梯天花、牆身、扶手、消防喉轆及P4平台

天花、牆身及羅馬柱、維修泵房及B, C單位天井地台防水工程及更換P4

平台的天井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程。 

15 議決揀選更換防盜橫樑支架物料及方法 

  

 15.1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所得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更換P4平台防盜橫樑支架(不銹鋼) 3,862 95.97 

2 更換P4平台防盜橫樑支架(白鋁) 162 4.03 

3 
局部維修或更換P4平台防盜橫樑

支架(白鋁)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揀選選項1即採用不銹鋼

更換P4平台防盜橫樑支架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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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議決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更換P2及P3大門與假天花及照明系統工程、更換

大堂保安室木門、進出卸貨區防煙門、進出P3停車場木門、翻油P4平台往P3鐵

閘及地下大堂天花工程及翻油後樓梯天花、牆身、扶手、消防喉轆及P4平台天

花、牆身及羅馬柱、維修泵房及B, C單位天井地台防水工程及更換P4平台的天

井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程承辦商 

 16.1 司儀陳先生表示各承辦商的標價已列印在投票表格的背面，由於議程

6.4.2揀選了選項1，採用不銹鋼更換平台防盜橫樑支架，故各業戶只需

參考選項1的標價。標價(包括$80,000備用金額)如下： 

   

承辦商 

標價 

 

選擇1 

更換P4平台天井

防盜橫樑支架            

(不銹鋼) 

次序(最

低標價

為先) 

選擇2 

更換P4平台天井 

防盜橫樑支架      

(白鋁) 
次序(最低

標價為先) 

選擇3 

只局部更換不同程

度損毀的P4平台

天井防盜橫樑支架 

(白鋁) 

次序(最低

標價為先) 

安星工程 $1,608,100  $1,561,200  $1,452,900  

有限公司 
(房協負責: 

$133,117.02) 

(業主負責:  

$1,474,982.98) 

1 

 

(房協負責: 

$133,117.02 )    

(業主負責:  

$1,428,082.98) 

1 

 

(房協負責: 

$133,117.02)   

(業主負責:  

$1,319,782.98) 

1 

德材建築工程 $1,767,330  $1,616,330  $1,525,070  

有限公司 (房協負責:  

$89,289) 

(業主負責:  

$1,678,041) 

2 (房協負責: 

$89,289)         

(業主負責:  

$1,537,041) 

 

2 

(房協負責: 

$89,289)       

(業主負責:  

$1,435,781) 

2 

達高建業 $2,090,550  $1,779,850  $1,731,750  

有限公司 (房協負責: 

$131,301) 

(業主負責:  

$1,959,249) 

3 (房協負責: 

$131,301) 

(業主負責:  

$1,648,549) 

3 

 

(房協負責: 

$131,301) 

(業主負責:  

$1,600,449) 

3 

協基工程公司 $2,095,570 4 $2,077,870 5 $2,252,070 8 

仁昌建築有限公司 $2,162,898 5 $2,119,398 6 $2,048,298 6 

成發建築有限公司 $2,183,580 6 $2,074,080 4 $1,900,880 4 

卓領工程有限公司 $2,309,960 7 $2,230,460 8 $2,077,960 7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2,494,050 8 $2,470,890 9 $2,266,430 9 

和興公司 $2,638,343 9 $2,174,770 7 $1,977,010 5 

祥泰工程有限公司 $3,439,193 10 $3,370,193 11 $3,311,863 11 

廣泰建築有限公司 $3,626,180 11 $,3565,380 10 $3,204,180 10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4,095,910 12 $4,359,910 12 $3,722,110 12 

采利工程有限公司 $6,911,900 13 $6,783,900 13 $6,463,900 13 

裕榮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7,700,100 14 $7,658,100 15 $8,097,100 16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7,760,000 15 $7,655,000 14 $7,636,000 15 

泰榮工程有限公司 $8,514,200 16 $7,927,440 16 $7,358,400 14 

合成建築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金葵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捷祺建築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輝煌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凱嘉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高宏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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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3,534  87.82 

2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490  12.18 

3 達高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0  0 

4 協基工程公司 0  0 

5 仁昌建築有限公司 0  0 

6 成發建築有限公司 0  0 

7 卓領工程有限公司 0  0 

8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0  0 

9 和興公司 0  0 

10 祥泰工程有限公司 0  0 

11 廣泰建築有限公司 0  0 

12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0  0 

13 采利工程有限公司 0  0 

14 裕榮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0  0 

15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0  0 

16 泰榮工程有限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揀選「安星工程有限公

司」為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更換P2及P3大門與假天花及照明系統工

程、更換大堂保安室木門、進出卸貨區防煙門、進出P3停車場木門、翻

油P4平台往P3鐵閘及地下大堂天花工程及翻油後樓梯天花、牆身、扶

手、消防喉轆及P4平台天花、牆身及羅馬柱、維修泵房及B, C單位天井

地台防水工程及更換P4平台的天井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程承辦商。 

 

17 議決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石保養翻新工程 

 17.1 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麻石保養翻新工程採用不同號數的鑽石碟打磨石面
花痕, 再用麻石粉拋光及用鋼絲線配合磨光漿打磨石面至光亮，去除花
痕及潛藏於隙縫中難於透過日常清潔去除的污垢,令雲石更耐用及回復
潔淨亮澤，煥然一新。 

   
主席表示有業戶建議全面更換大堂的雲石，但由於工程費用不菲，主席
認為進行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石保養翻新費用較為便宜，大堂雲石表面
出現自然損耗甚有輕微裂紋及花痕，加上地下大堂雲石已使用20年，故
有需要進行翻新保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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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 標價 次序(最低標價為先) 

1.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8,800 1 

2. 新紀元清潔有限公司 $78,000 2 

3. 誠信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100,000 3 
4. 時運服務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5. 真會記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6. 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7. 雅潔清潔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8. 寶聯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9. 柏麗服務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0.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7.2 投票結果 

  
選項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A 贊成 3,960  98.41 

B 反對 64  1.59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進行大堂地面雲石及燒

面石保養翻新工程。 

 

18 議決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石保養翻新工程承辦商 

 18.1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024  100 

2 新紀元清潔有限公司 0  0 

3 誠信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揀選「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

司」為進行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石保養翻新工程承辦商。 

 

19 議決大型工程費用集資期數 

 19.1 主席表示在大型維修工程上已盡最大努力議價，每項大型維修工程的最

終標價已較房協提供的預算費用為低。由於要撥備進行外牆維修及檢查/

更換大廈外牆煤氣喉管，故整項大型工程約需7百餘萬元。另一方面，主

席更向房協爭取下調大型維修工程的經理人酬金，而房協回覆大型工程

項目即下表第1至8項工程。由10%下調至7%，再由7%下調至3.8%，直

至最後成功爭取下調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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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表示集資最佳為 6 期的期數，如欲今年內展開大型維修工程，按照

日期推算，農曆年前完成大部份主要工程項目，加上天氣適宜油漆後樓

梯及防水工程，如選擇攤分 9 期集資，明年春天才可展開工程。 

19.2 主席願工程順利進行已向房協爭取各方面的優惠，並感謝高級經理袁小

姐答允在工程開展前贈送兩隻大燒豬作拜神之用。祝願工程順利進行。 
  

19.3 主席詢問保養組王經理如在下年度才展開工程會否超過標書的有效期?  

保養組王經理回應：大型工程標書有效期為一年，如在2014年才展開工

程，亦沒有影響。主席表示現在外牆渠滲漏嚴重，為紓解業戶的困苦，

希望盡快展開工程。 

 

 

 

*歸納在此的大型工程項目，房協才同意收取經理人酬金3.5%，而非

按管理費日常維修保養支出收取的7%。 

 工程項目 承辦商 工程費用 

1 單位外牆更換污水主喉、氣喉、咸水主喉及加裝

外牆冷氣機去水主喉、維修外牆滲漏及外牆紙皮

石剝落單位工程 

德材建築工程有

限公司 

$3,274,200 

2 更換地下大門工程 和興公司 $193,500 

3 

 

 

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更換P2及P3大門與假天

花及照明系統工程、更換大堂保安室木門、進出

卸貨區防煙門、進出P3停車場木門、翻油P4平台

往P3鐵閘及地下大堂天花工程,翻油後樓梯天

花、牆身、扶手、消防喉轆及P4平台天花、牆身

及羅馬柱、維修泵房及B, C單位天井地台防水工

程,更換P4平台的天井防盜白鋁橫樑支架工程 

安星工程 

有限公司 

$1,474,982.98 

 

(房協負責: 

$133,117.02) 

 

總費用
$1,608,100 

 

4 更換樓層發光二極光管(LED)消防出路燈箱(政府

資助一半費用) 

安樂機電設備工程 

有限公司 
$65,000 

5 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麻石保養翻新工程 碧瑤清潔服務有

限公司 

$48,800 

*6 康輝閣B單位及康宏閣D單位外牆更換污水主

喉、氣喉、咸水主喉及加裝外牆冷氣機去水主喉

工程 

創景建築工程公

司 

$428,200 

 

7 維修外牆滲水/石屎剝落 撥備 $600,000 

8 更換煤氣主喉 撥備 $600,000 

9 更換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機一台 撥備 $60,000 

10 更換康宏閣1號咸水泵連配件 撥備 $33,000 

11 更換部份呈老化咸水缸及食水缸水位感應器24組 撥備 $24,000 

12 更換數碼閉路電視錄影系統2套 撥備 $23,000 

 其他工程開支 

(如維修滲漏雨水主喉) 

撥備 $200,000 

 住宅業主負責的工程費用合計:  $7,024,6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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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委會建議分為4個付款期數供業戶在業主大會上議決: 

 1期 

(1次過繳付) 

3期 

(每月繳付1期 

為期3個月) 

6期 

(每月繳付1期 

為期6個月) 

9期 

(每月繳付1期 

為期9個月) 

每月約費用 每月約費用 每月約費用 每月約費用 

A、D、E、H 

(兩房) 
$15,749 $5,250 $2,625 $1,750 

B、C、F、G 

(三房) 
$20,475 $6,825 $3,413 $2,275 

 

管理處稍後會發通告正式通知各業戶需繳付的實際費用。 

 

 19.4 投票結果如下： 

   

選項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1期(一次過繳付) 64 1.83 

2 3期(每月繳付1期，為期3個月) 0 0 

3 6期(每月繳付1期，為期6個月) 3,010 86.00 

4 9期(每月繳付1期，為期9個月) 426 12.17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大型工程費用集資期數

為6個月。何經理補充預計於2013年11月開始收取工程費用，並開展工程。 

 

每戶需要繳交費用如下 (根據單位管理份數) :   

工程費用以 $7,000,000計算;  總管理份數為: 4,600 

單位 份數 每戶集資 
經理人酬金

3.5% 

合共每戶集資 

(１次過付款費用) 

平分6期每

月費用 

(以整數計

算) 

A、D、E、H 

(兩房) 10 $15,217 $532 $15,749 $2,625 

B、C、F、G 

(三房) 13 $19,783 $62 $20,475 $3,413 

單位 

各期數繳付

金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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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業主委員會選舉 

司儀陳先生邀請出席業戶參選委員。同時，亦邀請主席繼續留任，並多謝及讚

揚主席過去努力工作及付出，然而主席婉拒。由於未有在場業戶表示參選業委

會委員，故現屆委員將會繼續留任，直至補選委員為止。 

21 其他事項 

主席表示在報章上得知可向政府申請資助安裝通告板，並就此事項詢問民政事

務署代表。民政事務署代表回覆需了解跟進，稍後回覆。 

會議在晚上6時30分結束。 

記錄：陳冠雄先生 

何瑞鳴經理 張燕芬主席 

健康村管理處 大會主持 

日期：2013年10月26日 日期：2013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