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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 
2013年大型工程進度簡報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4年3月19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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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5B 5H 12C 18C 20E 24B      
            
            
康宏閣          
5D 10G 13F 19A 20E 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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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偉先生 (助理經理-建築) 
 潘盛昌先生 (助理經理-屋宇設備) 
   
列席人士: 
   
 羅建新小姐 東區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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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管理處陳雅倫先生首先歡迎各業主及代表出席是晚工程進度簡報會，亦感謝民政事務

處羅建新小姐列席簡報會。 

  

 陳先生簡介是晚業主大會議程如下： 

 1. 商討安裝香港電台數碼電視接收器事宜 

 2. 匯報「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3. 匯報2013年各大型工程進度及財務狀況，包括； 

3.1 更換地下大門 

3.2 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及公眾地方及更換平台天井防盜白鋁橫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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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麻石保養翻新工程 

3.5 更換煤氣主喉及平台天花圓形燈 

3.6 更換外牆污水喉及加裝冷氣機去水喉及匯報個別業戶分支喉狀況 

3.7 維修外牆滲水/石屎剝落 

3.8 翻油/清洗外牆 

3.9 商討及匯報更換康宏闊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

招標結果 

 4. 商討有業戶工程期間未能配合維修，引致日後維修費用增加的後果 

 5. 商討及匯報更換大堂冷氣機招標結果 

 6. 其他事項 

   

1.  商討安裝香港電台數碼電視接收器事宜 
 

 1.1 主席表示最近收到民政事務署通知有一名健康村住戶匿名投訴健康村遲遲

未安排接收香港電視數碼台，因而未能享用有關服務。主席表示曾向鄭志

成議員求證此事，並得悉信件由康智/康達閣一名租戶發出。主席表示有關

裝置安裝在康輝閣天台。訊號除傳送到康宏閣外，亦傳送到一期兩座出租

樓宇。但維修保養設施的費用，則只由康輝閣及康宏閣業主全數支付。 

  
 
主席表示於安裝數碼接收器以接收香港電台數碼工程第一次招標時，只註

明安裝在健康村一期，回標價只需數千元，而第二次招標時，祇接收器安

裝在康宏/康輝閣，最低標價則約二萬元，為何全部做會便宜，未知何解。

但為免日後維修保養費用混亂。 

 

有關儀器安裝在康宏/康輝閣位置，並特意希望民政事務署代表及業主理解

暫未安裝香港電視數碼台接收器的原因。康宏/康輝閣並不是不安裝接收

器，而是要求及確定房協在兩座出租樓宇先作安裝後，康宏/康輝閣隨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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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有關設施，以確定兩座出租樓宇與康宏/康輝閣乃分開獨立系統。 
 

  主席隨即於投影螢幕顯示因安裝以上裝置而引致入賬錯誤的資料(見附表

一)，NOW衛星電視頻道數碼接收器經主席向管理處追討後，管理處何經理

書面通知賬目有錯誤並作出回撥NOW衛星電視頻道放大器的費用。而加裝

儀器接收亞衛3湖南頻道、更換公共天線34頻道標轉頻放大器、鳳凰衛視頻

道放大器、衛星電視頻道放大器、「華娛衛視」衛星電視頻道數碼接收

器，現在追討中。 

 

 1.2 

 
何經理稱現時健康村一期電視接收系統共分為3個制式。 

   
 
模擬電視制式(即無線電視, 亞洲電視…..) 

此系統在大廈建築時，天線及接收器已安裝於康輝閣天台，訊息由康輝

閣傳送至第一期出租及出售屋苑各座。若樓層放大器損壞，則按放大器

服務位置由業主或房協各自負責；但若然天台主糸統損壞了，則由房協

及康宏/康輝閣業主依大廈公契管理份數攤分費用。此外，據電訊管理局

早前公佈，模擬電視制式將於2016年終止。屆時，便不會有攤分費用的

安排，可避免誤會。 

    

   
 
高清數碼地面制式(即無線高清台，J2台等) 

此系統於2009年安裝。出租樓宇(康智閣及康達閣)及出售樓宇(康宏閣及

康輝閣)乃各自獨立安裝並各自負責該系統之保養維修。若主席或業户希

望房協先行在康達/康智閣安裝數碼頻道接收器以接收香港電台數碼台，

管理處可作出安排，以釋除業主的疑慮。 

    

   
 
衛星電視制式 

衛星電視接收器安裝於出租樓宇康智閣天台位置，訊號可傳送至第一期

出租及出售各座。但後來康宏/康輝閣業户決定不再花費保養維修衛星電

視系統，故已沒有攤分費用的問題。 

  袁高級經理補充管理處安排招標得到兩套有關安裝數碼接收器以收看香港

電台數碼台的報價，較便宜的方法是將接收器安裝在康智閣天台，令健康

村一期各單位同時接收香港電視數碼台。然而，弊處便是如日後維修保

養，費用仍須由房協與康宏/康輝閣業戶按比例攤分，而另一套招標是註明

將接收器獨立安裝於康宏/康輝閣天台，故費用較為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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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天線及保安設備費用(2010年1月至2013年5月) 
日期 

公共天線維修項目 保安設備維修項目 
公共天線 

費用(HK$) 

保安設備 

費用(HK$) 

2/2010 加裝接收亞衛3湖南台頻道  6670  

7/2010 
更換數碼電視接收頻道放大器1個-

亞視高清台 
 4400  

1/2011 更換亞視高清頻道主接收器  1900  

2/2011 康輝閣更換衛星電視放大器  4600  

2/2011  
更換康輝閣升降機地下大堂閉路電視

鏡頭 
 1800 

8/2011  地下大堂保安崗位加裝鏡頭  8200 

8/2011  
更換康輝閣地下出入口讀卡器及卡扲

手掣 
 2700 

8/2011  更換康輝閣P2車場出口讀卡器  1100 

9/2011  康宏閣地下大堂閉路電視更換4分割器  800 

2/2012  更換LG牌內置光碟燒錄機1部  3300 

8/2012 
更換康輝閣公共天線34頻道標清轉

頻放大器 
 4500  

8/2012 
更換康宏閣公共天線34頻道標清轉

頻放大器 
 4500  

8/2012  更換康宏閣P4平台玻璃門磁力鎖  7800 

9/2012 更換鳳凰衛視頻道放大器  3600  

11/2012 
更換1個”NOW” 衛視電視頻道數碼

接收器 
 1150  

11/2012 
康宏閣、康輝閣更換2個衛星電視

頻道放大器 
 3800  

11/2012 
更換1個「華娛衛視」衛星電視頻

道數碼接收器 
 874  

11/2012  地下大堂加裝3個閉路電視鏡頭  9780 

11/2012  
更換康宏閣2號康輝閣1號升降機閉路

電視鏡頭 
 3400 

2/2013  更換地下大堂閉路電視鏡頭  1800 

3/2013  

地下大堂更換2台閉路電視系統跳台器

及更換1部康輝閣2號升降機閉路電視

鏡頭工程 

 3600 

5/2013 

更換康宏閣25樓電視錶內Ch37數

碼頻道處理器、康宏閣2/F電錶房

Ch29電視調頻器及視頻分配器 

 7225  

5/2013  更換1號升降機及3號升降機鏡頭  3060 

  總數： 43219 4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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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報「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主席提醒業户，必須待集資約7百萬元的工程完工及付費後，長者業主才可領回有

關計劃所批核的款項。 

  

3. 匯報2013年各大型工程進度及財務狀況 

  

主席以表列各項後加工程項目及解說各工程進度。詳見附件(1) 。 

  

3.1 

 

更換地下大門 
 

主席表示感謝各業戶的合作，更換地下大門工程在11月底順利完成。工程

費用中備用金額$15,000並未使用。但工程期間需向友邦護衛有限公司額外

聘請一名夜間保安員4天，每天收費$840，總費用為$3,360。由於這筆支出

乃工程所需而引致，故費用由2013年大型維修工程基金下付賬，在場業主

沒有異議。 

 3.2 維修/更換/翻油設施房門及公眾地方及更換平台天井防盜白鋁橫樑 

  

  3.2.1 主席表示工程包括翻油平台及各座(包括康智/康達閣)平台天花，P3

鐵門。由於該些位置屬於公共地方，故房協需依大廈公契管理份數

攤分有關費用$133,117.02。然而，直至目前為止，未在賬目內顯示

房協已支付有關款項予業主。 

  

  3.2.2 有關工程現已接近完成階段。由於草擬標書及進行工程時間相距半

年，部份設施房在這段期間損壞需作更換。故工程內的備用金額8萬

元，已用作更換部份樓層設施房門及更換B, C單位天井生口蓋（下表

A2項$80,000）。 

    

  3.2.3 何經理表示一般而言房協會自行支付工程費用，而不需由業主先行

支付房協所負擔的費用後，再將費用回撥給業主。 

    

 3.3 更換樓層發光二極管(LED)消防出路燈箱(政府資助一半費用) 
 

主席表示工程已於2013年12月完成。由於需向政府申請發還津貼，按規定

需於2014年1月30日前提交有關文件至政府有關部門，包括承建商收取工程

費的收據。但經主席多番催促，管理處才在限期前向政府部門遞交相關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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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大堂地面雲石及燒面麻石保養翻新工程 

 

在農曆年前，已完成有關工程。清潔公司現階段無需每月清潔打腊。 

 

 3.5 更換與翻油煤氣主喉及更換平台天花圓形燈 

  3.5.1 主席表示藉天井外牆搭建棚架，故要求管理處聯絡煤氣公司檢查煤

氣喉，若有銹蝕的情況，便作出更換。另一方面，亦聘請更換污水

喉承辦商德材及創景翻油煤氣喉，費用為$56,800(下表第3至4項)。經

煤氣公司檢查後，需要更換的煤氣喉不多，費用為$13,160(下表第5

至6項)。 

 

  3.5.2 主席表示更換P4平台天花圓形燈，經招標後，最低標價為東洋工程

有限公司，費用為$38,100，按大廈公契管理份數與房協攤分費用。

康宏/康輝閣需負責$17,526，更換為T5節能光管，而平台部份範圍加

裝射燈工程，花槽矮柱燈自大廈落成至今已陸續呈現老化。更換每

支費用約需要萬多元。位於平台近康達閣花槽已有10多支矮柱燈，

倘全數更換費用動輒便需30數萬元，費用高昂，故主席不建議更

換。主席提議改用其他方案，例如在適當位置改為以加裝發光二極

管(LED)射燈取締日漸老化或損毀的花槽矮柱燈。在場業主並無異議

（下表第10項）。 

 3.6 更換外牆污水喉及加裝冷氣機去水喉及匯報個別業戶分支喉狀況 

 

  3.6.1 

 

 

 

主席感謝各業戶的合作及理解，更換污水喉工程在農曆年前已完成。 

 

另一方面，標書內原本要求承建商搭建棚架加裝睡房冷氣機去水喉，

由於採用吊船會更為靈活，亦減少對業戶的不便，故決定採用吊船代

替棚架，費用可省回$35,021。由於聘請工料測量師審核有關費用需

額外支付費用數千元，故決定不聘請工料測量師審核此項目及所有後

期的加減工程項目。此外，因發現有位於外牆的雨水渠破損及外牆及

天井位紙皮石有鬆脫情況，故備用金額($250,000)會用作修補紙皮石

及更換兩水渠。 

    

  3.6.2 現約有270個單位同時聘請德材/創景更換其私人項目，即分支喉。 

    

  3.6.3 主席批評管理處在草擬標書時要求更換平台雨水喉，舉例B、C單

位，標書就沒有包括其他單位，故需另外索取報價更換。最低報價為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費用為$17,800 (下表第2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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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維修外牆滲水/石屎剝落 
 

主席表示維修天井位紙皮石剝落的費用為$52,000 (下表第13至第18項)。藉

外牆(非天井位)安裝吊船，有業戶建議一併進行維修外牆滲水/石屎剝落。主

席展示相片給在場業主了解石屎剝落的情況，而業主對維修外牆石屎的安

排並未有異議。 

 

 
冷氣機台崩缺石屎剝落 

基於安全考量需進行維修 

 
花槽石屎剝落需進行維修 

基於安全考量需進行維修 

  

 

 

 

 

 

 

 

 

 

 

 

 

 

花槽邊少許裂縫 

只影響外觀不需即時進行維 

 

 

 

 

 

 

 

 

 

 

 

 

 

 

花槽邊少許裂縫 

只影響外觀不需即時進行維修 

   

主席表示會使用維修外牆滲水/石屎剝落撥備$60萬元進行工程。直至3月14

日，共處理16個吊船位置(224個案)，費用為$161,800 (下表第23項)。 

 3.8 翻油/清洗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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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由於有業戶建議翻油/清洗外牆，故早前發出問卷諮詢業戶及揀選外

牆顏色，及要求承建商德材提供報價。依其報價，德材進行翻油外

牆及花槽(綠色面部份)，費用為$198,000。然而，若業戶在花槽內放

了植物，而未能將植物移開，德材便不能翻油花槽內面。而聘請德

材利用吊船清洗外牆(兩幢大廈共42個吊船可到達位置，不包括康輝

閣A、H、D及E單位大睡房無窗方向牆身與康宏閣A、H單位大睡房

無窗方向牆身。因該位置狀況良好。)費用為$120,000。這亦方便勘

察外牆更多位置，修補脫落紙皮石。在場業主亦沒有任何意見。(下

表第22項) 

    

  3.8.2 保養組林先生表示清洗外牆，工人會採用中性的清潔劑如稀釋的紅

威寶及清水洗擦外牆，不會對外牆紙皮造成傷害。 

    

 3.9 商討及匯報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招

標結果 

    

  3.9.1 主席表示 P3的住宅大廈總污水主渠淤塞多次，以致出現污水倒灌至

低層單位，現已在P4平台一污水喉管增設一個生口位作臨時措施，

若再有喉管淤塞，可作排走污水之用;此外亦即時聘請承辦商通渠。

該些主喉管屬於康宏/康輝閣住宅單位使用，並沿P3至P1停車場再接

駁街外政府污水總渠。但管理處誤將該段喉管為公用喉管，故房協

分擔了部份維修費用。主席表示為避免房協日後追討維修費用，故

以均真態度同意支付整筆維修費$2,250。 

    

  3.9.2 主席續表示由於位於P3、P2的污水主喉，只曾在2009年更換過一小

段。再者，避免因該些喉管出現滲漏，影響車輛而遭到索償，故建

議更換該批喉管。此外，由於P3及P2大堂牆磚部份已鬆脫或有空心

現象，故建議一併更換。管理處已進行招標，管理處現正進行標書

分析，稍後會舉行業主大會，讓各業主投票決定。若以揀選最低標

價計算，上述工程費用在2013年大型維修基金中已作「撥備」，無

需再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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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其他大型工程項目支出 

   3.10.1 更換康宏閣 1號咸水泵連配件工程實際支出為$37,550。主席表示不

滿更換康宏閣咸水泵工程在年廿九進行，而事前管理處沒有發出通

告。何經理表示若有類似工程進行，為著增加透明度，會預先張貼

相關通告通知各住戶（工程已撥備$33,000）。 

  3.10.2 主席又表示在平台近康輝閣C、D單位種植了6顆金山葵，因金山葵

已種植了20年，恐樹根的生長會破壞平台地台以致令下層停車場天

花有機會出現滲漏及影響吊船進行工程，故建議將之移除。最低標

價為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費用為$14,510。有關費用將會依大廈

公契管理份數與房協攤分。各在場業戶並未有異議。(其後，王氏利

豐表示因其作為本苑園藝保養商，同意向本苑業戶提供優惠，並將

標價調低至$10,700。)（下表第24項） 

   

  3.10.3 大型工程初期，主席有見多項工程承建商工人工作辛勞，例如工人

免費協助清洗平台天井位及於深夜時份進行地下大堂油漆工程，趕

及在冬至及聖誕前完成大部份影響住戶的工作，故購買燒味及飯盒

予工人，費用為$2,935，以獎賞工人的工作表現。主席建議此費用

由於與工程有關，故由2013年大型維修工程基金下付賬，在場業主

沒有異議。（下表第28項） 

4. 商討有業戶工程期間未能配合維修，引致日後維修費用增加的後果 

 

主席表示有業戶在工程期間未能配合維修，會引致日後獨立維修而費用增加，對

其他業主不公平，日後的維修費用要由該等業主負責。袁高級經理支持主席的呼

籲，但表示由於外牆乃公用地方，如須維修，其費用理應由管理費或各業主共同

支付。並再次呼籲業主合作，以避免日後維修費用增加。 

   

5. 商討及匯報更換大堂冷氣機招標結果 
 

主席表示去年夏天大堂冷氣曾損壞及維修，康宏閣冷氣機由入伙至今未更換過，

但更換過部份老化及損毀的主要配件。管理處早前已就更換大堂冷氣機招標，標

書內共有11個選項包括更換冷氣風槽，標價由10萬元至2百80萬元。稍後會召開業

主大會，由業主投票決定是否進行工程。 

主席續表示康宏閣康輝閣現設有2部冷氣機，康宏閣是一部約20匹機 (34KW, 

116000BTU/h) 。由入伙至今未更換過，但更換過部份老化及損毀的主要配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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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輝閣是一部約5匹機(15.3KW, 52000BTU/h)，曾於2005年更換過。有鑑於此，現

建議將康宏閣一部約20匹機更換為2部約10匹機(18KW, 60000BTU/h)。好處為可以

在冬天時，只開動一部冷氣機，節約電費及增加靈活性，延長每部機的壽命。遇

有冷氣機失靈時，大堂也不會完全沒有冷氣。康輝閣維持不變使用5匹機，工程費

用約為$373,500至$2,453,000(不包括冷氣槽)。若以揀選最低標價計算，上述工程

費用在2013年大型維修基金中已作「撥備」，無需再集資。   

6. 其他事項 

  

6.1 

 

2013年大型維修工程基金收支賬目 

   

  6.1.1 主席表示不滿2013年大型維修工程基金的收入及支出沒有在收支賬

項內獨立列出，而將大型維修工程基金收入及支出混入在日常收支

賬目內。 
 

   主席表示房協同意只收取大型維修工程費用的3.5%作經理人酬金，

而日常屋苑開支費用，則收取7%作經理人酬金。沒有在收支賬內

另設一欄獨立列出2013年大型維修工程基金項目，賬目混亂。主席

要求與房協會計組會晤，直接溝通，但何經理遲遲未能安排。經袁

高級經理安排後，何經理又沒有出席會議。而房協會計組會後只提

供2013年大型維修基金項目的細明表，並未將項目於收支賬內分欄

列出。主席隨即展示她要求收支賬目的表達形式樣本。(見會計收

支賬項附件)。 
 

此外，主席建議將日常收支賬目內的換泵基金及維修大廈粉飾基金

合併為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以增加使用基金的靈活性。業戶並沒

有異議。 

    

  6.1.2 何經理表示每年均有聘請獨立核數師核實賬目，各業主可以放心。

此外，會計組同事已按主席要求在收支賬目內列出2013年大型工程

基金的收入及詳列項目明細表。只是與主席所要求表達的方式不

同。會再將主席的要求轉告會計組跟進。 

    

  6.1.3 有業戶表示收支賬目的表達格式只是簿記不是專業會計格式，要求

房協高級經理袁小姐安排會計組同事與其會面。 

    

  6.1.4 袁高級經理補充何經理雖然沒有出席與主席及會計組同事的會議，

但她本人有代表管理處出席。有關2013年大型工程基金在收支賬項

的表達方式一事，希望主席將其建議賬目樣本交予管理處再轉交會

計組考慮，再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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