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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 
2014年特別業主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4年5月10日 
 
時間﹕下午2時30至5時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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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5B 5D 5H 8A 9E 10B 10F 10H 11C 11D 11G 
12C 12H 14B 14F 15B 15C 16F 18C 18E 19B 20E 21F 
21H 24B           
            
康宏閣         
2A 3A 4H 5G 6F 7E 8G 9F 10C 10G 11G 12C 
12G 13C 13E 13F 13G 14E 15H 16H 18B 19D 20A 20B 
20C 20E 20F 21F 22D 22H 23E 25G     
 
總共58名業主(共3,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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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訢妍小姐 (見習主任) 
 王志達先生 (經理-建築) 
 周兆輝先生 (經理-屋宇設備) 
 潘盛昌先生 (助理經理-屋宇設備) 
 張銘輝先生 (高級保養主任-建築) 
   
列席人士: 
 羅建新小姐 東區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 
 鄭志誠先生 東區區議員 
 
監票業戶： 
 康輝閣12H 康輝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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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宣佈於下午2時47分出席業主人數
已達42名，共有2,531份不可分割業權份數，佔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總業主人
數百分之十點五，並符合法例規定，宣佈業主大會正式開始。 
 
陳先生感謝區議員鄭志誠先生及民政事務處羅建新小姐列席是次大會，並介紹管理處

物業經理何瑞鳴小姐和業主委員會主席張燕芬小姐。此外，房協保養組經理王志達先

生及周兆輝先生、助理經理潘盛昌先生及高級主任張銘輝先生亦在場協助解答有關維

修招標項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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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3.1 清潔事宜 
  3.2 滙報「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進展 
  3.3 優化升降機工程 
  3.4 安裝香港電台數碼電視接收器 
 4. 匯報2013年各大型工程進度及財務狀況 
 5. 議決事項 
  5.1 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工程、選

項、承辦商 
   消防出路燈箱工程 
  5.2 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選項、承辦商 
 6. 其他事項 
   
2. 推選是日大會主持 
 陳先生提議由業委會主席張燕芬小姐擔任大會主持，在場出席業戶並無異議。 
   
3. 通過大會議程 
 出席業戶對是日大會議程並無異議。 
   
4. 討論事項 
  
 4.1 清潔事宜 
   
  4.1.1 主席表示過往每三個月以機器清洗一次樓層走廊地面，後樓梯則每月

清洗一次。由於走廊乃業户必經通道，而業户一般較少使用後樓梯，

故後梯清潔狀況比走廊地面好。因此，主席曾於較早前要求清潔公司

每兩個月以機器清洗一次樓層走廊地面及每兩個月才清洗一次後樓

梯。但清潔公司於3月20回信表示不同意。主席認為清潔公司現階段
已無需每月清潔打腊地下大堂，且有一名於下午1時至晚上10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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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班清潔員工，而清潔大堂及升降機的清潔狀況實不需花費太多時

間清抹大堂及升降機。因此主席建議清潔公司安排中班清潔員工清抹

樓層扶手、防煙門及設施房門。 
 
主席在會上再要求清潔公司每兩個月以機器清洗一次樓層地面(即2
月、4月、6月、8月、10月及12月)及每三個月清洗一次後樓梯(即1月、
4月、7月及10月)。主席表示倘若後樓梯因清洗次數減少而令清潔衛生
欠佳，可安排中班清潔員工協助拖抹。主席亦補充每年農曆新年前均

會花費2萬多元額外聘請清潔公司清洗樓層地面，因此清潔公司每年
只需清洗樓層走廊地面五次。在場業户表示贊同。 
 
(後記：真會記在會後回覆同意要求將清洗後樓梯由每月一次改為每三
個月一次，而用機器清洗樓層走廊地面由每三個月一次改為每兩個月

一次) 
    
  4.1.2 主席表示每天早上9時食環署的垃圾車都會在大垃圾房收集垃圾，然

而大垃圾房位置跟康宏閣/康輝閣大堂只相隔一道門，且兩座出租樓宇
(康智閣及康達閣)的垃圾也一同擺放於，每天早上食環署收集垃圾
時，大堂均傳來異味。主席續表示以往的清潔公司會將垃圾存放在車

場近麥當奴後門附近。但真會記成為本苑清潔承辦商後，便一改過往

的做法。 
   

 
 

   清潔公司分區經理賴小姐及主管表示在收到管理處轉述業委會要求

後，曾試驗過主席的建議，但存在很多困難與問題。如需額外人手將

垃圾桶推往，清倒後，再推至大垃圾房清洗。現階段已使用3M除味
劑在垃圾車到達前後噴灑大垃圾房地面，以減低異味。主席表示不接

受使用化學劑去除異味。賴小姐表示會再與其公司及管理處商討對

策。 

本座門後 

麥當奴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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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管理處已再三督促清潔公司要時常蓋好大垃圾桶，以保持衛
生，並於早上8時後才將康智閣/康達閣大垃圾桶由P2運往地下大垃圾
房，隨即由食環署收走。 
此外，大垃圾房乃一期公用地，出租樓宇(康智閣/康達閣)亦可使用。
車場近麥當奴後門乃屬上落客貨區，不適宜作為上落垃圾之用。若是

改變現時收垃圾安排，便需各方面包括食環 
署的協調，故有待商議。) 

    
   清潔公司代表於下午3時05分離場。 
    
 4.2 滙報「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進展 
  主席表示「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的津貼要待所有工程完工及付費

後，政府才會發放所批核的津貼金額予申請人。由於現時屋苑尚有工程待議

決及尚未進行，有關工程完工後，申請人才可申請發還津貼。 
 

 4.3 優化升降機工程 
  主席表示有業户誤以為政府會資助現正宣傳的優化升降機工程的費用。實際

上政府所指優化升降機工程費用計劃的資助乃是存在已久的「長者維修自住

物業津貼計劃」或其他低息的資助計劃。「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只

供合資格長者申請。其他非長者業户則需付費。根據升降機保養服務承辦商

日立機電工程有限公司就機電工程署建議之優化升降機工程計劃所提交的

報價，工程費用約2百多萬元。主席表示康宏閣/康輝閣已於2013年中安裝了
升降機廂頂的控制裝置安裝掣鎖工程費用為$20,760.00。主席續詢問屋宇設
備經理周先生現時康宏閣/康輝閣的升降機是否安全及請其解說優化升降機
工程的項目。 

   
  主席詢問機廂門鎖與紅外線感應設備有何分別。主席續表示因為避免升降機

門撞到長者及小孩，升降機已於2011年加裝了感應設備。周先生回應機廂門
鎖與紅外線感應設備乃不同的設備。他會與升降機保養商跟進，如康宏閣/
康輝閣已安裝紅外線感應設備，隱藏於機廂門邊，便不用增加裝置。 

   
  房協屋宇設備經理周先生回應現時康宏閣/康輝閣的升降機是安全的，並符

合法例規管，業户可放心。政府推行優化升降機工程計劃是因應過往十幾年

香港曾發生不同類型的升降機事故，經專家研究後推出的建議，周先生簡述

以下7項優化升降機工程的項目。 
   
  周先生亦表示未有法例規定必須進行這7項優化升降機工程改善項目。這只

屬政府的加強安全設施的建議。主席表示康宏閣/康輝閣的升降機已達安全
水平並符合法例規管，故不建議再多花2百多萬元進行優化升降機工程。在
場業户對主席的建議即不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項目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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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改善方案一覽表  
   改善方案  效益  費用  本苑已

進行該

改善方

案  
1. 安裝雙重制停系統 只有一組制停系統的舊式

升降機，如系統部件發生

故障，可能引致制停失

效，加裝雙重制停系統

後，即使其中一組部件失

效，另一組部件也能在意

外發生時安全制停升降

機。 

1,020,000 O 

2. 加裝防止機廂不正
常移動的裝置 

防止機廂在乘客進出時不

正常移動，使乘客進出升

降機時更為安全。 

1,080,000 O 

3. 加裝防止機廂向上
超速的裝置 

防止機廂向上超速，使升

降機運行更安全可靠。 
25,520 O 

4. 安裝機廂門鎖及門
刀 

防止乘客在機廂內強行打

開機廂門及防止正在關上

的升降機門撞到乘客，使

乘客進出升降機時更為安

全。 

113,940 ü 

5. 加裝對講機及閉路
電視系統 

被困乘客可立即與管理處

人員溝通，這樣可更快救

出被困乘客。 

60,000 O 

6. 安裝障礙開關掣保
護懸吊纜索 

如機廂或對重裝置的移動

受阻但驅動器仍繼續運

行，懸吊纜索與纜轆便會

嚴重磨損。此改善裝置可

防止/減少懸吊纜索與纜轆
過度損蝕，使升降機更安

全可靠。 

 O 

7. 
 
加裝自動拯救裝置 防止乘客在停電時被困，

使升降機運行更可靠。 
 O 

 

總數： 2,29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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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安裝香港電台數碼電視接收器 
  主席表示於3月19日的2013年大型工程進度簡報會中提及有往年關於接收器

的安裝及維修費用入賬有問題，但管理處至今仍未回覆或將款項回撥。 
 
(後記：管理處截止2014年6月18日仍未回覆。) 
 
主席續表示安裝數碼地面電視接收器工程曾三次招標。第一次招標，主席發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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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含糊不清。 
 
第二次招標時，接收器獨立安裝於康宏/康輝閣天台，最低標價公司(先達系
統有限公司)的標價為$17,000，其後，該公司要求將標價調升至$23,000。 
 
於第三次招標時，最低標價為新意網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標價則為$11,000。
其在第二次招標時，標價為$23,600，因此公司為現時房協出租樓宇的保養
商，恐防其有蠱惑。而在第三次招標時，第二最低標的公司(必通工程有限
公司)因在第二次招標時沒有回標，故無從比較。主席建議揀選第三最低標
價($15,000)即康宏閣康輝閣現時公共天線/保安設備保養商「祥興電子電器工
程有限公司」，其在三次招標中，每次標價均有下調，而設施會獨立安裝於

康宏閣/康輝閣供業戶使用，與兩座出租樓宇康智閣、康達閣的系統分開獨
立。費用為$15,000。在場業户並無異議。 
 
(後記：康宏閣康輝閣已於2014年6月11及12日安裝香港電台地面數碼電視接
收器。) 

   
 4.5 於25樓至天台後梯加裝閉路電視鏡頭 
  主席表示有業户要求於25樓至天台後梯位置加裝閉路電視鏡頭。以監察及錄

映是否有人擅自進出天台。有兩個方案，一為將錄映設備設於天台，最低標

價約3萬多元。方案二乃將錄映設備設於大堂保安崗位，最低標價為5萬多
元。主席提醒安裝錄映設備後，日後維修保養費亦增加。並諮詢在場業户的

意見。在場業户一致表示沒有需要。並決定不加裝閉路電視鏡頭於25樓至天
台後梯。 
 
有在場業户指只有管理處職員才可進入天台。主席表示任何人士在緊急及有

需要時都可進入天台。每逢當有人進入天台而打開天台門時，天台門及保安

崗位的監察系統會發出聲響，保安員便需到現場視察及關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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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麥當奴散熱器嘈音 
  主席播放影片及表示收到很多業户投訴P3麥當奴散熱器發出嘈音，沒有隔

音，並已透過管理處向麥當奴投訴多次散熱器嘈音的問題，惟並無改善。麥

當奴散熱器嘈音再加上康宏閣冷氣機所發出的聲音，影響業户作息。康宏閣

C、D、E及F單位最受影響。故要求管理處再與麥當奴跟進。 
 
(後記：麥當奴於6月初回覆管理處已維修及採用隔音物料包裹部份配件以改
善嘈音問題。) 

  

      P3麥當奴散熱器維修前         P3麥當奴散熱器維修後(加裝避震減聲)                                        
   
 4.7 停車場前七姊妹道劃上「請勿停車」標誌 
  主席表示很多業户反映停車場門口劃上「請勿停車」標誌，令的士或車輛不

可在停車場口停車，對長者及傷健人士造成不便，不能較近大廈入口下車。 
   

 
 
 
 
 
 
 
 
 
 
 
 
 
 
 
 
 

一期停車場門口 

 
 
 
 
 
 
 
 
 
 
 
 
 
 
 
 

二期停車場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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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回應最近曾在一期車場口有車輛撞傷一名拾紙皮老伯的意外。他亦收

到康宏閣/康輝閣業户向其反映，車輛在駛離停車場時，因車路被佔用，而
需停在行人路上，令行人需繞過車前或車後，造成不便與危險。故政府有關

部門在七姊姊道多處劃上「請勿停車」字樣以提醒駕駛者，但字樣並沒有法

律效力。  
 
主席續表示很多的士司機不知道該標誌無法律約束力而拒絕於該位置停

車，以方便老弱。主席回應如「請勿停車」乃無法律效力，「請勿吐痰」即

是否可以吐痰，跟「請勿停車」一樣無法律效力，向鄭議員求證。鄭議員表

示現時的安排及處理乃是以安全為大前題，請業户小心考慮。主席建議改為

「小心車輛」的字樣。鄭議員回應於運輸署內沒有「小心車輛」的標誌，只

有「請勿停車」的標誌。 
 
在場有使用枴杖的業户表示停車場門口劃上「請勿停車」標誌後，其子女不

能在停車場口停車，改為於麥當奴門口停車，對其造成不便。主席表示停車

場門口劃上「請勿停車」標誌沒有諮詢業户意見，要求管理處及民政事務署

就此事去信路政署及有關政府部門求證「請勿停車」是否無法律效力，如無

的話則拆除該標誌。在場業户並無異議。 
 
袁高級經理建議將麥當奴門口一小部份欄杆移除，留小小缺口方便業户於該

位置進出行人路及上落私家車/的士。並向運輸署反映需教導駕駛人士有關
「請勿停車」標誌的作用及效力。鄭議員表示會與路政署商討及跟進改善欄

杆的安排。 
 
(後記：管理處已於6月17日致函民政事務處要求協助跟進。) 

  （由於收到多位業戶要求刪除「請勿停車」，加上沒有諮詢本座意見，7月9
日再三要求管理處去信政府部門刪除「請勿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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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匯報2013年各大型工程進度及財務狀況 
 主席滙報2013年首3項的大型工程已完成。後加工程項目包括翻油花槽及綠色部
份外牆及清洗外牆，並顯示各後加工程項目的費用。 

  
主席表示先前大門天花頂有一百葉因彈弓鉸生銹，引致百葉脫落，懸掛半空。管

理處表示需更換百葉彈弓鉸。及後發現百葉乃鄰近商鋪麥當奴及惠康的鮮風入

口。鑑於幾年前大門頂數塊天花磚曾有鬆脫現象而需更換，故建議全面維修及改

善大門入口天花。另一方面，入口對上外牆磚偶有滴水情況，亦應同時進行維修。

就維修改善大門天花工程的選項，日後會發出問卷向業户諮詢意見，工程費用預

算需約10多萬元。 
  
 

 
 百葉彈弓鉸 
  
  

 

 大門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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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表示康宏閣B、C單位平台外牆紙皮石尚未維修。因管理處表示該位置不可採
用吊船進行維修紙皮石，而需要搭棚或搭建工作台。然而主席對此說法有所保

留。此外，康輝閣D、E單位平台外牆紙皮石亦有多處裂紋，故建議維修。因此，
亦需撥備費用維修該等位置。 
 

 
 
 
 
 
 
 
 
 

 
 
 

 

     康宏閣B、C單位平台外牆紙皮石 康輝閣D、E單位平台外牆紙皮石 
 
 

 
 
 
主席報告修補外牆紙皮石及石屎剝落(不包括廚房天井位置)，共維修了295位置，
總費用為$223,500。主席隨即把各單位修補外牆紙皮石及石屎的相片交予場內業
户傳閲。主席續表示，由業主集資的約700萬元多尚有約129萬元餘額，建議可用
於隨後討論的工程，而業戶亦毋需再集資。由於大型工程項目需繳付工程費用的

3.5%作為經理人酬金，故預計需約25萬元。 
   
 主席表示康輝閣C單位對出的花槽，原本種植了多枚金山葵。但金山葵樹樹根的
生長會破壞平台地台，若日後引致下層停車場天花出現滲漏，則須由業户支付賠

償費用。故將金山葵移除，費用為$10,700。康宏閣/康輝閣業户按大廈公契管理
份數，負責$4,922。管理處向主席反映康宏閣、康輝閣B、C單位天井生口蓋生銹
變形，難以使用，故更換生口蓋，費用為$10,590。 

  
 2013年大型工程集資費用預計會全部用罄，甚或有少許赤字，需由盈餘撥款支
付。加上物價上漲，因此，來年度管理費有上調的壓力，否則不足以應付清潔/
保安及日常維修保養合約的升幅。主席建議上調管理費，稍後會發出問卷諮詢各

業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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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型工程費用細明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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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後加項目$102, 200扣減採用吊船

省回$35, 021，可用餘額$182, 821)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274,200 250,000       3,091,379      $182,821

2 更換地下大門工程 和興公司 $193,500 15,000         178,5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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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982.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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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6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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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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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200 428,200         $0

7 維修外牆滲水/石屎剝落 撥備 $600,000 578,300         $21,700

8 更換煤氣主喉 撥備 $600,000 26,760           $573,240

9 更換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機一台 撥備 $60,000 $60,000

10 更換康宏閣1號咸水泵連配件 撥備 $33,000 37,555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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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18,800

12 更換數碼閉路電視錄影系統2套 撥備 $23,000 19,800           $3,200

13 其他工程開支(如維修滲漏雨水主喉) 撥備 $200,000 28,743           $171,257

$7,024,682.98 1,890,000     5,978,219.98  $1,046,463

總集資應收數目 $7,245,346 可以使用基金

尚未負數-$53,554
工程費用

由2013年11月至今工程費用總開支 	  	  	  	  	  	  	  	  	  	  	  5,978,219.98

EGM 1
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

降機大堂牆磚工程 597,454           60,000      
EGM 2 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 373,500           10,000      
EGM 3 康宏、康輝閣大門天花 100,000           

EGM 4 P4平台牆磚，例如：康宏B, C	 單位，康輝D, E
，4- 6/F 	 B單位 100,000           

1,170,954   

EGM 5
經理人酬金3.5%

($5,978,219.98+$1,170,954)=$7,149,173 7,149,173            250,221.06     3.5%

7,399,395    

(154,049.04)    

現時管理費 約加8% 將會管理費用

A、D、E、H
(兩房)
B、C、F、G
(三房)

80,000         

1,540,000     

住宅業主負責的工程費用合計:

預算EGM1- 4工程開支

預算2013年大型工程總開支

729   

945   

1,046,463        

675

875

54

70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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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型額外工程細明表 
No. 工程項目 承辦公司 金額 附註

1 康輝閣閉路電視16頻道處理器 祥興電子工程有限公司 10,200.00              工程撥備

2 更換大門工程時加添人手4天＠840 友邦護衛有限公司 3,360.00                工程撥備

3 翻油康輝BC、康宏DE廚房外牆煤氣喉工程 創景建築工程公司 13,600.00              工程撥備

4 翻油康輝、康宏其餘廚房外牆煤氣喉工程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43,200.00              備用金

5 更改康輝1樓BC及2樓棚架費用 創景建築工程公司 2,000.00                工程撥備

6 維修康輝1樓BC及2樓煤氣 香港煤氣有限公司 11,160.00              工程撥備

7

翻油地下大堂、業委會、保安室通往垃圾房及其他垃

圾房 康宏閣1,2,3,6,11,24樓及康輝1,12,15,17,20樓,康輝

4F電錶房4,5,8/F電話線槽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69,410.00              備用金

8 更換康輝、康宏BC天井生口蓋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10,590.00              備用金

9 更換康宏、康輝P2,3閉路鏡頭、加裝P1電視工程 祥興電子工程有限公司 9,600.00                工程撥備

10 P4平台更換T5防火光管及LED，總＄38，100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17,526.00              工程撥備

11 更換康輝天台咸水缸感應器（４組）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5,200.00                工程撥備

12 更換康宏1號咸水泵連配件、施工日期年廿九，沒有通告志豐水泵工程有限公司 37,555.00              工程撥備

13 康宏閣	 B, C	 廚房位置紙皮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1,000.00              52,000.00     

14 康宏閣	 A, H, G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9,000.00                備用金

15 康輝閣	 F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9,000.00                備用金

16 康輝閣	 A, H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4,000.00              備用金

17 康輝閣	 D, E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9,000.00                備用金

18 康宏閣	 DE	 廚房位置紙皮石 創景建築工程公司 19,000.00              工程撥備

19 維修康輝閣D, E及康宏AH	 天台雨水渠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7,000.00                備用金

20 P4 雨水喉管（除康宏、輝BC單位外）房協錯漏引致 創景建築工程公司 17,800.00              工程撥備

21 翻油外牆（緑色部份）房協說不包花槽裏面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98,000.00            工程撥備

22 清洗外牆（紙皮石部份）可以勘察更多位置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20,000.00            工程撥備

23
維修外牆紙皮石及緑色部份（所有吊船位置）直至

10/5/2014有295個案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23,500.00            工程撥備

24
康輝閣	 C, D單位拆除金山葵（6棵），因樹頭影響建

築( $10, 700) 	 房協負責46% 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 4,922.00                工程撥備

25 冬至獎賞承辦商燒味及飯盒，理由清洗天井廚房位置。 2,935.00                

878,558

(A1) $250,000-$67,179, 餘額$182,821
4 翻油康輝、康宏其餘廚房外牆煤氣喉工程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43,200.00         備用金

13 康宏閣	 B, C	 廚房位置紙皮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1,000.00         52,000.00     

14 康宏閣	 A, H, G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9,000.00           備用金

15 康輝閣	 F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9,000.00           備用金

16 康輝閣	 A, H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4,000.00         備用金

17 康輝閣	 D, E	 	 廚房位置紙皮石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9,000.00           備用金

19 維修康輝閣D, E及康宏AH	 天台雨水渠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7,000.00           備用金

德材建築採用吊船代替棚架，省回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5,021.00)        備用金

182,821.00       67,179.00     

(A2) $80,000

7

翻油地下大堂、業委會、保安室通往垃圾房及其他垃

圾房 康宏閣1,2,3,6,11,24樓及康輝1,12,15,17,20樓,康輝

4F電錶房4,5,8/F電話線槽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69,410.00         
備用金

8 更換康輝、康宏BC天井生口蓋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10,590.00         備用金

80,000.00         

後加工程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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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議決事項 
  
 6.1 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工程、選項、

承辦商 
   
  6.1.1 主席播放影片展示P3污水總喉狀況，並指出需更換污水總喉的位

置。主席表示P3的住宅總污水主渠曾多次淤塞，令污水倒灌至1樓低
層單位。業户如財物受損，會提出索償的問題。此外，主席又指出部

份段落的喉管斜道不足，故喉管容易淤塞。鑑於部份喉管的位置是停

車場上落的主要通道，若喉管淤塞滴水或爆喉時會影響／弄污駛過的

車輛。如車主索償，業户屆時便需作出賠償，故建議更換P3污水總
喉。現已在P4平台一段污水喉管增設生口作臨時措施。 

    

   

 
    

   

 
   P3污水總喉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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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續播放影片展示P2污水總喉狀況。主席指P2污水總喉曾作修
補，亦曾出現淤塞。該喉管的情況比P1污水總喉差，故建議更換P2
污水總喉。 

    
    

 
 
 
 
 
 
 
 
 
 
 
 

   P2污水總喉 
    
   主席接著播放影片展示P1污水總喉狀況，管理處指P1污水總喉是直

身大喉，狀況尚算良好，只需修補油漆便可。若將之更換，費用需10
多萬元，故不建議更換P1污水總喉。房協保養經理王先生補充位於
P1污水總喉乃直身喉，直徑約有225mm，淤塞的機會相對橫支喉較
低。喉管上的銹漬據估計可能是由於鐵喉表面生銹，行內一般維修方

法是剷除面油及表面鐵銹後再塗上防銹油及面油。此類喉管一般情況

較為耐用。 
    
    

 

   P1污水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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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表示標書內包括更換一段位於P3已有裂紋的雨水渠。然而，主
席巡查時，發現其他的雨水渠亦有類同情況，並提醒管理處再作仔細

巡查。如有需要，一併更換滲漏的雨水渠。 
    
  

  
   
  

 
  P3雨水渠 
   
   主席隨後再播放影片展示康宏閣P3大堂牆身磚現況。主席表示有2個

大堂的牆身磚已脫落，故必需更換。但有2個大堂的牆磚表面並無不
妥或損毀，但敲撞時，便發現是空心磚，且恐有塌下的危機。依最低

標價，更換一個大堂的牆身磚費用約為2萬多元。若獨立招標，預計
費用需4萬元或以上。故現在一併更換牆磚更划算。主席詢問在場業
户的意見。 

    
   有在場業户表示若只更換部份樸起的牆磚，其他旁邊的牆磚也容易剝

落，而且牆磚顏色不一致，外觀亦不好看。故建議更換整個大堂牆身

磚，所花的費用亦較將來獨立招標時少，省回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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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宏閣P2大堂牆身磚現況 
    
   

 
   康輝閣P3大堂牆身磚現況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
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工程、選項、承辦商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 
投票(%) 

A 贊成  3144 94.98 
B 反對 166 5.02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宣佈通過進行更換康宏閣康輝

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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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主席隨後再解說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
大堂牆磚工程的三項選擇： 

    
    選擇1為更換P1、P2及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總喉、更換P2及P3升

降機大堂牆磚，費用約需72萬元。如要揀選這個選項，集資費用
便不夠同時更換大堂冷氣機。 

     
    選擇2為更換P2及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總喉及升降機大堂牆磚，費

用約需59萬元。 

    選擇3為更換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總喉、更換P2及P3升降機大堂牆
磚。選擇3與選擇2依最低標價看，只相差約5萬元。故選擇2似乎
更划算。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
P2、P3升降機大堂牆磚工程、選項、承辦商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 
投票(%) 

選擇1 更換P1、P2及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
總喉 
更換P2及P3升降機大堂牆磚 

115 
 

3.73 
 

選擇2 
 

更換P2及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
總喉及升降機大堂牆磚  

2965 
 

96.27 
 

選擇3 
 

更換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總喉 
更換P2及P3升降機大堂牆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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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2，即
更換P2及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總喉及升降機大堂牆磚。 

    
   司儀陳先生表示有關承辦商的名稱及標價已列印在議程5.1.3的投票

表格背面，由於已揀選選擇2更換P2及P3康宏閣/康輝閣污水總喉及升
降機大堂牆磚，故業戶只需考慮選擇2各承辦商的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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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 

選擇1 
 

更換P1、P2及P3康宏 

閣康輝閣污水總喉 

更換P2及P3升降機大 

堂牆身磚 

 

選擇2 
 

更換P2及P3康宏閣 

輝閣污水總喉及 

升降機大堂牆身磚 

選擇3 
 

更換P3康宏閣康輝閣 

污水總喉 

更換P2及P3升降機大 

堂牆身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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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星工程有

限公司 
$974,000 8 $588,000 1 $560,000 2 

2 
國建寶建築

有限公司 
$722,769 1 $597,454 2 $546,309 1 

3 
卓領工程 

有限公司 
$777,500 3 $683,800 3 $640,700 6 

4 
強記建築 

有限公司 
$828,000 4 $700,100 4 $616,000 3 

5 
創景建築 

有限公司 
$763,300 2 $722,800 5 $617,800 4 

6 
建澤工程 

有限公司 
$877,050 6 $740,675 6 $671,150 7 

7 
東洋工程 

有限公司 
$849,000 5 $741,000 7 $638,500 5 

8 
德豐建築工

程有限公司 
$906,125 7 $803,625 8 $731,750 8 

9 
德材建築工

程有限公司 
$1,088,000 9 $908,000 9 $827,000 9 

10 
仁昌建築 

有限公司 
$1,122,000 10 $951,000 10 $864,000 10 

11 
祥泰工程 

有限公司 
$1,968,480 11 $1,766,880 11 $1,643,680 11 

12 
安保工程 

有限公司 
$2,328,000 12 $2,154,000 12 $2,034,000 12 

13 
新進建築 

有限公司 
$3,120,000 13 $2,945,000 13 $2,675,000 13 

14 
新安建築 

有限公司 
$3,394,000 14 $3,194,000 14 $2,894,000 14 

15 
協基工程 

公司 
放棄回標 

16 
華聯建築 

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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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結果如下： 
   

 

通過揀選  -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
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堂
牆磚工程承辦商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2620 89.97 
2 國建寶建築有限公司 228 7.83 
3 卓領工程有限公司 64 2.20 
4 強記建築有限公司 0 0 

5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 0 0 

6 建澤工程有限公司 0 0 

7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0 0 

8 德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0 0 

9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0 0 

10 仁昌建築有限公司 0 0 

11 祥泰工程有限公司 0 0 

12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0 0 

13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0 0 

14 新安建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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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星工程

有限公司」為更換康宏閣康輝閣P1至P3污水總喉及P2、P3升降機大
堂牆磚工程承辦商。 

    
   有業户詢問在完成工程後如何維修保養P2及P3污水總喉。王先生回

覆維修保養喉管分喉管內及外兩部份。外部可憑目視觀察喉身之表面

有否瑕疵例如銹蝕及滲漏而制定維修方案。如表面銹蝕可剷去喉管外

的銹漬，再油防銹油(視乎個別情況而定)；而內部則可定期用高壓渠
車清洗喉管內積存的物質。每次費用約數千元，視乎所需時間及喉管

數目而定。王先生補充新喉管不代表不會淤塞，最重要是業户不應將

物件傾倒在廁盆內，要適當使用污水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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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選項、承辦商 
    
  6.2.1 主席展示康宏閣/康輝閣的冷氣圖，表示康宏閣/康輝閣現設有兩部冷

氣機，康輝閣是一部細機，康宏閣是一部大機。康宏閣冷氣機已使用

了20年，由入伙至今未曾更換過，故常發出嘈音及曾經進行維修，但
隨時仍有失靈的危機，屆時大堂便會沒有冷氣供應。因此，建議把康

宏閣的冷氣機更換為兩部冷氣機。晚上及冬天時，可關掉康宏閣一部

冷氣機，節省能源及電費。主席續表示即使通過更換大堂冷氣機工

程，訂購冷氣機也需要2至3個月的時間。若於訂購冷氣機期間，現時
的冷氣機失靈了，中標的承辦商亦會提供臨時措施如風扇及進行緊急

維修。 
    
  

 
 

  冷氣圖 
    
   主席詢問康宏閣冷氣機由一部更換為兩部有何好處。管理處周先生表

示現時康宏閣的冷氣機供應冷氣予大堂及走廊。若該部冷氣機損壞

時，大堂及走廊便沒有冷氣供應，對業户的影響較大。至於由一部冷

氣機改為兩部冷氣機，若其中一部冷氣機損壞，仍可供應有限度的冷

氣予大堂及走廊，並可於冬季或晚間時份關掉其中一部冷氣機，節省

能源及電費。 
    

康輝

閣  

康宏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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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表示最低標的三間公司均提供大金牌冷氣機。但大金牌冷氣機有

不同生產地，分別為中國、泰國及馬來西亞，詢問承辦商是採用那個

國家生產的大金牌冷氣機。周先生回應最低標的三間公司均採用泰國

生產的大金牌冷氣機。最低標威電提供康輝閣冷氣機為1部約6匹
(18KW/60000BTU/h) 及 康 宏 閣 冷 氣 機 為 2 部 約 8 匹
(23.5KW/80000BTU/h)。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 
投票(%) 

A 贊成  2980 96.75 
B 反對 100 3.25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宣佈通過進行更換大堂冷氣機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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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 

選擇 1 
 

更換康輝閣地下

大堂冷氣機一部 

選擇 2 
 

更換康輝閣地下

大堂冷氣風槽連

隔熱棉 

選擇 3 
 

更換康宏閣地下

大堂冷氣一部 

選擇 4 
 

更換及將康宏閣地下

大堂 1部冷氣機改為
2部冷氣機(不包括風
槽) 

選擇 5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

機一部、風槽連隔熱

棉 

選擇 6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

1部約5匹( 15. 3KW,  
52000BTU/ h)  
及康宏閣大堂冷氣機1
部約20匹( 34KW,  
116000BTU/ h)   
(不包括風槽)  

選擇 7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1部
約5匹15.3KW, 52000BTU/h) 
及康宏閣大堂冷氣機由1部
約20匹34KW,116000BTU/h) 
改為2部約10匹(18KW, 
60000BTU/h)(不包括風槽) 

選擇 8 
 

更換康輝閣地下

大堂冷氣風槽連

隔熱棉、更換及將

康宏閣大堂冷氣

機1部 

選擇 9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

氣風槽連隔熱棉，更

換及將康宏閣大堂

冷氣機 1部改為 2部
(不包括風槽) 

選擇 10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

機 1部、風槽及隔熱棉
更換康宏閣大堂冷氣

1部(不包括風槽) 

選擇 11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

1部、風槽連隔熱棉、 
更換及將康宏闊大堂冷

氣機由 1部改為 2部(不
包括風槽)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

序 標價 次序 標價 次

序 

1 

威電工程

有限公司 
 
 

$100,000 1 $132,000 4 $209,000 2 $273,500 2 $232,000 1 $309,000 1 $373,500 1 $341,000 1 $405,500 1 $441,000 1 $505,500 1 

2 

大昌貿易

行工程有

限公司 
 
 

$125000 2 $217,000 5 $184,000 1 $271,000 1 $342,000 4 $309,000 1 $396,000 2 $401,000 4 $488,000 4 $526,000 2 $613,000 2 

3 

南龍機電

工程有限

公司 
 

$186,000 3 $122,000 2 $276,000 3 $360,000 3 $308,000 3 $462,000 3 $546,000 3 $398,000 3 $482,000 3 $584,000 4 $668,000 4 

4 

順興機電

工程有限

公司 
 
 

$192,000 4 $87,000 1 $300,000 4 $380,000 4 $279,000 2 $492,000 4 $572,000 4 $387,000 2 $467,000 2 $579,000 3 $659,000 3 

5 

怡和機器 
有限公司 
 
 

$259,000 5 $128,000 3 $380,000 5 $4,190,000 6 $387,000 5 $639,000 5 $678,000 5 $508,000 5 $547,000 5 $767,000 5 $806,000 5 

6 

約克國際 
(北亞)有
限公司 
 

$673,000 6 $348,000 6 $1,515,000 6 $1,780,000 5 $1,021,000 6 $2,188,000 6 $2,453,000 6 $1,863,000 6 $2,128,000 6 $2,536,000 6 $2,801,000 6 

7 開利(香港) 
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8 佳達工程 
有限公司 

9 高雅空調 
工程有限公司 

10 立通機電 
工程有限公司 

11 柏高工程 
有限公司 

12 立德工程 
有限公司 

13 怡和技術 
服務 

14 TYS LTD 

15 威高冷氣 
工程有限公司 

16 景褔工程 
有限公司 

17 
安樂機電 
設備工程 
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8 盈電工程 
有限公司 

19 德寶工程 
有限公司 

20 宏利營造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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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主席遂表示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共有11個選擇，當中是有更換冷氣

機風槽等配件。由於現時冷氣機風槽並無損壞，故建議只需更換冷氣

機。 
    
   經投票後，投票結果如下： 
   

 

通過揀選 -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選項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 
投票(%) 

選擇1 更換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機一部 64 2.345 
選擇2 更換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風槽連

隔熱棉 
0 0 

選擇3 更換康宏閣地下大堂冷氣機一部 
(不包括風槽) 

0 0 

選擇4 更換及將康宏閣地下大堂1部冷
氣機改為2部冷氣機(不包括風槽) 

49 1.796 

選擇5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一部、風

槽連隔熱棉 
0 0 

選擇6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1部約5匹
(15.3KW, 52000BTU/h)及康宏閣
大 堂 冷 氣 機 1 部 約 20 匹
(34KW,116000BTU/h) (不包括風
槽) 

0 0 

選擇7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1部約5匹
(15.3KW, 52000BTU/h)及康宏閣
大 堂 冷 氣 機 由 1 部 約 20 匹
(34KW,116000BTU/h) 改為 2部
約 10匹 (18KW,60000BTU/h)(不
包括風槽) 

2616 95.859 

選擇8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風槽連隔熱

棉及更換康宏閣大堂冷氣機1部 
0 0 

選擇9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風槽連隔熱

棉，更換及將康宏閣大堂冷氣機

由1部改為2部(不包括風槽) 

0 0 

選擇10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1部、風槽
及隔熱棉及更換康宏閣大堂冷氣

機1部(不包括風槽) 

0 0 

選擇11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1部、風槽
連隔熱棉、更換及將康宏闊大堂

冷氣機由1部改為2部(不包括風
槽)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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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主席正式宣佈通過揀選選擇7，即
更換康輝閣大堂冷氣機1部及康宏閣大堂冷氣機由1部改為2部(不包
括風槽)。 

    
   主席詢問最低標威電工程有限公司是否現時的冷氣及通風設備保養

商，而現時的保養合約將於本年9月屆滿。新裝冷氣機會有一年保養
期，日常保養商會否另有安排。周先生回應威電非現時保養商。在保

養合約招標時，建議邀請威電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標價，並會在標書內

註明新安裝的冷氣機有12個月保用期。 
    
   周先生補充在保用期12個月內，由更換冷氣承辦商負責提供緊急召喚

及維修服務。12個月後，則會由保養合約承辦商提供一般保養工作。 
 
(後記：康輝閣大堂冷氣機於2014年5月31日失靈，現已加裝3部風扇
作臨時措施。) 

    
  6.2.3 大會司儀陳先生表示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承辦商的名稱及標價已列

印在議程5.2.3的投票表格背面，由於已揀選選擇7更換康輝閣大堂冷
氣機1部及康宏閣大堂冷氣機由1部約改為2部(不包括風槽)，故業戶
只需考慮各承辦商選擇7的標價。 

   投票結果如下： 
   

 

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承辦商名稱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1 威電工程有限公司  2601 91.941 
2 大昌貿易行工程有限公司 113 3.994 
3 南龍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64 2.262 
4 順興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51 1.803 
5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0 0 

6 約克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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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電工程

有限公司」為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承辦商。 
    
   主席表示現時的冷氣機仍可運作。在夏季更換冷氣機對業户影響很

大。因此不希望於夏季更換冷氣機。周先生回應因合約安排及需訂購

冷氣機需時，故趕不及於夏季前更換冷氣機。再者，需拆除舊冷氣機

才可安裝新機，工程期需時最少21日，屆時大堂沒有冷氣供應。因此
建議安排於11月秋涼時才分先後更換冷氣機。在場業户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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