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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 

2017年特別業主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7年8月29日 

 

時間﹕晚上7時25至10時26分 

 

地點﹕健康村一期P4平台花園 (近康輝閣) 

 

出席人士: 

業主或其授權代表 (以住宅單位地址顯示)  

 

康輝閣 

1A 2C 2E 5B 5H 6A 7C 9G 10H 14B 14F 14G 

15A 15B 16A 16C 16F 17F 18A 18F 19B 20E 21F 21H 

22F 22G 22H 25B 25D 25F       

            

康宏閣           

01G 02A 03A 03B 03E 03G 04B 04E 04G 05G 05H 06A 

07B 08B 08C 08D 08E 08G 08H 10C 10D 10G 11E 11G 

12G 13E 13F 13G 14F 15B 15E 15H 16H 17E 17G 18B 

19A 19D 19G 20A 20C 20E 20F 20G 20H 21B 21F 22C 

22D 22F 22H 24C 24E 24H 25D 25E 25G    

            

 

會議於晚上7時25分有合共68名業主(包括獲授權業主代表)出席，共4, 026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佔屋苑總業主人數之17%。 

 

 

管理處代表  

 袁翠儀女士 高級經理（物業管理） 

 林翔婷女士 經理（物業管理） 

 黃子棟先生 高級主任（物業管理） 

 張志恒先生 主任（物業管理） 

 陳偉峰先生 助理經理（保養-屋宇設備) 

 林偉先生 助理經理（保養-建築) 

 

  列席人士: 

 羅建新女士 

 

  監票人士: 

東區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 

 

康宏7B、康宏13F 

康輝16C、康宏2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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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晚上7時25分大會司儀黃子棟先生宣佈，出席是次業主大會會議的業主人數(包括獲授

權業主代表)已達68名，佔總業主人數的17%，共佔4,026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由於已

超過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總業主人數百分之十，符合法例要求的業主大會法定

人數，故業主大會正式開始。為方便撰寫會議紀錄，是晚大會將進行錄音。 

 
1. 大會司儀簡介是次業主大會議程： 

 

 1. 推選是晚大會主持 

 2. 通過大會議程 

 3. 業主委員會簡報 

 4 議決事項 

  4.1 議決定立管理處可自決的金額限制 

  4.2 議決更換樓層走廊天花燈為LED燈(視乎申請港燈資助基金能否成功) 

  4.3 議決更換地下大堂牆身磚、地磚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 

  4.4 議決更換外牆公眾煤氣喉管工程 

  4.5 議決要求房協就上述4.4項工程不收取經理人酬金 

  4.6 議決2017年至2019年保安服務承辦商 

  4.7 議決2017年至2019年清潔服務承辦商 

  4.8 議決2017年至2019年園藝服務承辦商 

   
2. 推選是晚大會主持 

 大會司儀呼籲在場業戶提名大會主持。有業主推舉業委會主席張燕芬女士，在

場業主並無異議，亦未有其他提名，故是晚大會主持由業委會主席張燕芬女士

擔任（以下簡稱張主席）。 

 

有業主提問在過往的會議已議決由張燕芬女士為主持，為何是次業主大會又需

再推選。管理處林經理表示早前是業委會會議，並不適用在是次業主大會。  

  

張主席表示，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應由委員會主席擔任大會主

持，但在上一次業主大會管理處卻不容許，最後由管理處自行簽署會議記錄，

對業主不公平。林經理回應，<<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是訂明可由業主立

案法團主席自動成為大會主持；而康宏閣、康輝閣現時是有業委會的組成，而

不是業主立案法團，故不適用。 

 

今次因申請港燈資助基金更換樓層走廊天花燈為LED燈，故會議記錄必需九月七

日前完成會議記錄，問卷調查已於六月份有結果，較多業戶贊成更換樓層走廊

天花燈為LED燈，但管理處擱置不理及拖延至今，故今晚即場開標樓層走廊天花

燈為LED燈，房協高級經理（物業管理）袁翠儀女士及一名業主負責監票。 

   



2017年8月29日特別業主大會                                      第  3 頁 /共24頁 

3. 通過大會議程 

 出席業主對是次大會議程並無異議，因此通過是次大會議程。 

   

4. 議程(4.1) 議決定立管理處可自決的金額限制 

 張主席表示，之前已要求支出超過$2,000便需要知會業委會。但管理處不合作，

管理處表示在以往會議記錄找不到有關議決，在2017年4月3日業委會會議時討

論及再訂立管理處可自決的金額限制時，而管理處又不簽會議記錄作實，因此

才將此事項加入是次業主大會議程內，讓業主議決，並作記錄。 

 

高級主任黃先生補充，此議程是議決管理處需進行工程維修時可以自決的上

限，業主可就下表建議的管理處可自決上限選擇投票表達贊成或反對。例如，

若開支少於$2,000，管理處可自行批核。若開支介乎$2,001元至$4,000元或$4,001

元至$10,000元以下，便必須索取最少二份報價，而管理公司必須需知會業委

會。至於開支超過$10,000，便需由業委會批核，及視乎金額而索取最少三份至

八份報價。 

 

 開支款項($) 報價/ 

投標書項目 

開標地點 批核 

1 0-2000元以下 不需 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房協) 

2 2,001元至4,000元 最少二份 

報價 

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房協)

需通知業委會 

3 4,001元至10,000元以下 最少二份 

報價 

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房協)

需通知業委會 

4 10,001元至40,000元以下 最少三份 

報價 

管理公司 業委會 

5 40,001元至100,000元以下 最少四份 

報價 

管理公司 業委會 

6 100,001至200,000 最少五份 

報價 

大堂 業委會 

7 200,001元以上 最少八份 

報價 

大堂 業主大會 

***所有超過$10,000以上業主委員會有權選擇承辦商 

 

張主席詢問在場業主意見，並提出在4月3日已通過管理處可自決的金額限制，

管理處事前沒有通知業委會，7月車場需進行維修時，直至開工前2天才通知業

委會，以致業委會無法揀選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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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經理回覆，該次維修開支屬$4,001元至$10,000元以下，管理處有按上表程序

處理，包括索取不少於二份報價，開標地點是管理公司，批核是管理公司(房

協)，並有通知業委會何時開工及在地下大堂張貼通告知會業戶。張主席指康輝

閣及康宏閣業主只需負責此項維修的部分費用，詢問總標價是多少。林經理回

覆，總標價約8至9千多元，少於$10,000，而康輝/康宏閣負責的費用約4千至5

千元。張主席要求，日後若開支超過$2,000，必須事前拍照予業委會。林經理

表示，該次維修亦有將事前照片交予業委會。張主席表示，收到照片時，管理

處已完成招標及張貼通告，業委會已無法揀選承辦商。 

 

另有業主認為大型工程費用當然超過$2,000，若$2,000上限是不可行，管理處

應該已經提出。 

 

秘書李先生表示，參考現時市場價格，維修工人日薪最少$1,000至$2,000，若管

理處自決金額上限為$2,000，有點不切實際，少不免會浪費時間及人手。張主

席表示，$2,000上限已訂立多年沿用至今，以她十多年的經驗，時間是不會浪

費的。 

 

但有業主認為$2,000已是10多年前訂立，同時由$2,000增加現時$10,000價格不

是那麼低，但必須由業委會批核的原則不變。張主席表示多年來減省了很多支

出，否則現時管理費不知會是多少。因招標前難以得知是否超過上限，故管理

處應招標前通知業委會，而不是有招標結果後才通知業委會。 

 

委員張玲珠小姐表示秘書李先生可能做大工程，自然金額大，是否管理處溝通

不足，主席要求招標前要求相片證明，但管理處是招標後及開工前通知業委會，

對此做法意思認為不對。 

 

秘書李先生表示早前要求加開冷氣一部機召開會議，但張主席以無閑及反對加

開一部冷氣機不召開會議，張主席回應因上次內部會議秘書李先生不願記錄會

議，其他委員對此亦不滿，故不會出席。 

 

張主席重申管理處必須事前拍照予業委會。因管理處不時會收到業戶反映，例

如窗邊滲水及花槽爛，金額會超過$10,000，而管理處可能認為個案相類似便安

排維修，業委會可參閱有關照片才決定是否需要維修，錢要用得其所，招標前

名單便需要必需給業委會批核。若真是緊急，便一邊做，一邊拍照予業委會。 

 

林經理表示，$2,000以上事宜相片給予業委會，讓業委會清楚了解情況。 

 

選票要求必需有地址証明，因為今次業主大會通過全部有關金錢，房協林經理

堅持選票沒有地址證明，故去信總部及東區民政署，才更正有地址証明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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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表示屋苑的660大垃圾桶，多年沒有購買，她已多次提出購買。近日颱風

來臨時，食環署垃圾車沒有到屋苑收集垃圾，以致清潔工人無法收集垃圾包。 

按660大垃圾桶報價不過$10,000，但管理處亦有把資料給予業委會參閱，不明

白為何其他維修就不給予業委會參閱。林經理回覆，參考業委會主席意見，管

理處詢問清潔工人需購買660大垃圾桶的數量，而清潔工人表示每座大廈需要3

個，兩座大廈即需要6個，報價約需5千多元，因是業委會主席提問，故將有關

資料都給予業委會委員傳閱。張主席表示，曾詢問為何660大垃圾桶報價沒有牌

子，因沒有牌子的660大垃圾桶質素沒有保證，上垃圾車時容易損壞，轆較容易

壞，但獲管理處回覆，不同的牌子，價錢便不一樣。又曾詢問那個牌子的660

大垃圾桶質素較好，但管理處一直拖延，仍未回覆。業委會希望每座購買多兩

個660大垃圾桶備用，食環署垃圾車在新年期間不會到屋苑收集垃圾，若沒有足

夠的660大垃圾桶，積累垃圾會使大堂有嗅味。 
 
一直拖延購買至今，林經理表示，上星期收到業委會查詢660大垃圾桶的牌子及

一共購買10個是否有優惠，但因要準備是次業主大會的資料，故暫未作回覆，

並承諾索取相關資料後會通知各委員。張主席表示此事已有3個月。林經理回

覆，是上星期收到業委會主席的意見。有業主表示為何是次報價是沒有牌子。

林經理回覆，是次是中央統籌報價，以獲取最優惠價錢，報價是有牌子的，只

是給予業委會的文件上沒有列明。 
 
有業戶諮詢業委會要求回答日期，林經理是「打工」，希望管理處改善。 
 
張主席表示，現時660大垃圾桶的康輝閣及康宏閣標記中文，管理處要求寫英

文，但清潔工人未必懂得英文，故多年前曾看到清潔工人將康輝閣及康宏閣的

660大垃圾桶與其他大廈的大垃圾桶混亂使用。另有業主認為既然是次報價已是

中央統籌，買多少個垃圾桶的單價應是一樣，業委會是次提出的查詢不難回覆。

林經理回覆，正因如此，管理處才嘗試用購買10個垃圾桶的數量另行報價，看

是否價錢較優惠。而管理處近期每天都處理業委會各樣的查詢，但已盡快回覆。 

 

有業主認為管理處應履行其職責。張主席表示，上星期二及星期五都要開標，

業委會亦需抽時間列席見證。提議改為星期六開標時，但林經理星期六當天放

假，直至今個星期一晚上6時許才收到林經理回覆。林經理作為屋苑經理，不能

因放假便放下所有工作，經理有計劃工作，不應連累其他同事辛苦。 

 

有關業主大會選票，張主席指上星期四才收到第一次草稿，她已即時回應，但

管理處林經理星期六放假，星期一晚上才回覆，翌日通知選票稿件，並表示已

列印。她寫了數封信要求選票上顯示地址，但都被拒絕，直至寫信給民政事務

署後，才答允顯示地址。張主席表示，若管理處可以合作，便在製作選票時不

會那麼繁複。上一次業主大會時要求的是為減少用紙，不用列印所有單位的選

票，只列印有授權書的單位及額外列印部分選票備用予親身出席的業主，而單

位業主到場時便在選票貼上單位的貼紙。林經理回覆，曾於2015年12月舉行業

主大會，當時選票應業委會主席要求沒有列印單位，選票都沒有貼上單位地址

的貼紙。然而，張主席表示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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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表示有一不幸的消息告知業戶。地下大堂今天又有滲水，七月發生已檢

查過喉管沒有問題，應該是地下滲水，是建築時沒有做好防水。 

 

有業主詢問責任誰屬。張主席表示暫不知道。早前大堂滲水但沒有人抺乾，長

者會容易滑倒。 
 
有業主表示麥當勞餐廳女廁亦有滲水，不知是否有關連。張主席表示不清楚。

林經理回覆，事情發生後，已安排保養組同事實地視察，初步懷疑是地下水位

的情況，所以管理處仍密切觀察大堂背後垃圾房內坑洞並用吸水機吸水，以減

低升降機、大堂及士多房水浸的機會。事發後，管理處檢查過6部升降機槽底沒

有積水。長遠來說，當然是設法停止水源。現相信是地下水位高所引致，根據

紀錄，滲水情況在2008年發生過，而今年滲水再出現過3次，都是在下大雨後數

天出現。助理經理（保養-建築)林偉先生補充，因大廈建築時，升降機槽底部

必定會做好防水，故現時滲水只出現大堂及士多房，相信是地下水位影響。因

此滲水情況在多年前發生過，但停止了一段時間，現又再出現，故有待觀察。 

有業主詢問由2008年至2017期間管理處所採取過的行動。林經理回覆，2008年

發生滲水情況後管理處一直監察坑洞的情況。當時是第一次發生，據所知是懷

疑與屋苑外圍的渠管淤塞所致，渠務署清通渠管後便沒有滲水。故今年事發後，

管理處亦有聯絡水務署及渠務署檢查其喉管有沒有問題，但獲回覆檢查後未見

喉管狀況有問題。故仍需時探討滲水因由。 

委員張玲珠要求房協去信建築本座大廈承辦商，建築時引致，要求就滲水事宜

解釋。 

 

張小姐表示她也不時留意升降機槽內有否積水。有業主表示難以確保日後6部升

降機不會受滲水影響。另有業主要求管理處回覆處理此事件的時間表。 

後記：2008年康宏閣1號升降機滲到足踝以上，垃圾房開鑿井於2008年) 

 

張主席表示，明年進行五年驗電時需要電筒。上次五年驗電時，屋苑購買了LED

電筒，並已提醒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充電，由於今次滲水，要求管理處跟進，最

近發現只有23支完好，而76支壞了。故詢問管理處對上一次何時充電，但獲回

覆不知道，因為現在職員質疑管理處完全沒有時間表。林經理回覆，同事表示

沒有收過定期充電的要求。張主席表示，當時是管理處提議購買的，並表示定

期充電便可以使用較長時間。助理經理（保養-屋宇設備) 陳偉峰先生表示，當

時購買充電電筒可省卻購買電芯的費用，但充電池擺放四至五年便會損壞。有

業主詢問有沒有相關會議記錄，建議即使同事離職，亦可嘗試追問。 

 

張主席表示管理處要求棄掉所有瓦仔倉的磚，年前本座支付搬磚費，業委會要

求磚的記錄，管理處經常指沒有記錄，現欲索取有關磚的位置圖記錄，但至今

仍未回覆。已提示不可搬走康輝閣及康宏閣的磚塊，特別是1至9樓的走廊磚，

林經理回覆是8月時收到業委會主席的查詢，但需時尋找有關資料，並會盡量於

月內回覆。張主席提醒現時在管理處有職員曾經本座工作，應可找回資料給業

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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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宣佈正式進行4.1投票議決定立管理處可自決的金額限制程序。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定立管理處可自決的金額限制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5022 100 

B 反對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定立管理處可

自決的金額限制如上表內容。 

 

5. 議程(4.2) 議決更換樓層走廊天花燈為LED燈(視乎申請港燈資助基金能否成功) 

  

張主席表示，現時樓層天花燈已使用20多年，已有百多支損壞，就更換樓層走廊

天花燈為LED燈一事，管理處向港燈申請資助基金被拒，但業委會寫信及預備足

夠資料及數據文件後向港燈申請資助基金，港燈便到場視察及考慮上述申請。 

 

張主席提醒，管理處必須9月7日前將會議記錄交予港燈，不可拖延。為表誠意，

張主席已製作了一條橫額，即場與業主拍照作為記錄，証明已召開業主大會。 

 

 

 

 

 

 

 

 

 

 

 

 

 

 

 

 

 

 

 

 

業戶可選擇贊成更換(不論上述基金申請能否成功) 、贊成更換(只限成功申請上

述基金)及反對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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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樓層走廊天花燈為LED燈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更換 

(不論上述申請能否成功) 

4905 96.44 

B 贊成更換 

(只限成功申請上述基金) 

181 3.56 

C 反對更換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更換樓層走廊天

花燈為LED燈(不論上述申請基金能否成功)。 

 

上述工程在業主大會上開標，由高級經理（物業管理）袁翠儀女士及助理經理（保

養-屋宇設備) 陳偉峰先生負責，亦有一位在場業主見證開標結果。 

 

承辦商名稱 總價 

1. 怡和技術服務 $94,000 

2. 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235,000 

3.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249,000 

4.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256,100 

5.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266,820 

6. 新藝工程有限公司 $352,375 

7. 耀昌電器有限公司 $502,270 

8. 光華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682,000 

9. 安迪工程有限公司 $1,698,750 

10. 德寶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1. 美利堅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2. 歐洲電器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3. 永昌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14. 永基消防工程公司 放棄投標 

15. 中電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16. 江森自控香港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17. 高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18. 立通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19. 順昌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20. 順興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21 威電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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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表示問卷調查在六月時已得知樓層走廊天花燈為LED燈，管理處擱置不理

及拖延至今，由於今天才回標，沒有充足時間分柝評估，上述工程招標結果有問

題，最低標為怡和技術服務，標價為$94,000，而第二標為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

限公司標價為$235,000。兩者差距太遠。$94,000工程費用並不合理，一層樓6支

燈，連購買LED燈的費用都不足夠。 

 

故要求翌日管理處向怡和技術服務查詢，是否能以$94,000完成工程，以便於9月

7日前提交文件予港燈。此外，張主席補充，現時完成招標，若採用第二標及成

功申請港燈資助基金，則可獲一半資助$117,500。比原本估計工程費用$200,000

計算，可得到的資助$100,000為多。張主席提問申請資助應採用工程金額$94,000

或是$235,000。 

 

林經理回覆，港燈曾提及一般會以最低標價錢批核資助，若不是最低標，必須有

其他文件支持及合理解釋。現時仍要待回標承判商回覆標書有否錯漏，若現時議

決的承辦商回覆不能以投標價完成標書的要求，現時投票揀選了亦沒有效用。 

 

8月10日港燈視察，要求必需有業主大會通過，港燈要求必需最低標，如不選擇

最低標，必須有合理解釋，而港燈決定是否接受。 

 

由於在會上開標管理處只能列出各回標承判商的標價作比較，卻未及詳細分析標

書內容及有否錯漏，進一步分析大概需時三日，並會將結果張貼大堂。 

 

因此，在場業主議決通過一致贊成將工程在分析後，由合資格及最低標的承判商

承辦。張主席要求管理處於兩天內(8月31日下午6時前)書面通知回標承判商的回

覆及張貼大堂。林經理同意，並表示會要求承判商8月31日下午5時前回覆。 

（後記：由於8月31日晚上七時多業委會才收到承判商全部回標價格，最低標三

間只有一間回覆，加上房協沒有分析表，9月1日收到分析表LED燈壽命

50,000即五年多壽命，最低標商標註冊生產日期為2010年，恐防消貨政

策，加上沒有提供更換零件燈片及火牛價格及資料，9月4日林經理說

此標沒有零件更換，主席致電最低標怡和公司要求燈片及火牛報價故9

月6日才能張貼於大堂。） 

 

6. 議程(4.3) 議決更換地下大堂牆身磚、地磚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 

張主席表示，早前曾就上述工程進行招標，但只包括康宏閣兩部升降機地

磚。但大廈已二十多年樓齡，而且清潔工人亦反映因升降機地磚磚面凹凸

不平，已使用各種清潔劑，都不能清理升降機內暗藏的污漬，故再重新招

標是包括康輝閣及康宏閣合共6部升降機。而大廈地下大堂曾多次局部更換

牆身磚及地磚，難免會有色差，而是次招標亦包括更換已損壞的地下大堂

牆身磚及地磚。開標程序於早幾天前才完成。是次工程總標兩個選項的最

低標價錢介乎$149,980至$160,000。前者選擇(A)是升降機鋪砌及石質沿用

現時款式，而後者選擇(B)是由承辦商提供設計款式及石質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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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輝閣地下大堂牆身，信箱對出 

康宏閣地下大堂牆身，告示板旁 
 

康宏閣地下大堂牆身，升降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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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時升降機地磚磚面凹

凸不平，內暗藏的污漬 

另行決定地磚磚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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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康宏閣信箱位地台

 

近康輝閣信箱地台 

 

康宏閣1號升降機對面牆身

 

近康輝閣3號升降機對面地台

 

 

項目2：保安大堂地台 

 
 

項目3：保安大堂地台$43,900 

 

項目3：保安大堂地台 

 

   

項目4：康宏閣大堂1號升降機外$3,500 ：項目5康輝閣大堂2號升降機外$3,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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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商名稱 工程總價 

選擇(A) 

工程總價 

選擇(B) 

A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149,980 $160,000 

B 華達建築公司 $160,000 $943,000 

C 大業工程(香港)公司 $184,300 $202,300 

D 和興公司 $203,740 $233,560 

E 譚頌公司 $218,120 $225,320 

F 利通(香港)工程有限公司 $236,300 $320,300 

G 其祥裝飾工程公司 $508,800 $550,800 

H 輝偉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I 駿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J 文興工程公司 沒有回標 

K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L 礫進工程公司 沒有回標 

M 坤記建築工程公司 沒有回標 

N 旭日城有限公司 放棄投標 

 
張主席表示，康輝閣地下大堂有一排磚有裂，故曾詢問管理處，若有人因此而跌

倒怎麼辦，但管理處不肯書面回覆。若磚塊於事故前已出現裂痕，保險公司是不

會賠償的。屆時，便是大廈業主的責任，故建議未發生事故前進行更換。這個議

程是由業主選擇贊成或反對更換地下大堂牆身磚、地磚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 

 

助理經理（保養-建築)林偉先生簡述標書的內容，讓在場業主知悉。林經理補充，

選票上每間公司有兩個價錢，原因是升降機內地磚款式及設計不同。選擇(A)是

沿用近似現有款式及設計，選擇(B)是會由中標承判商提供地磚款式及設計供業

主選擇，而相關資料及相片於早前已張貼在大堂及即時在場展示供業主參考。張

主席補充，若揀選選擇(B)，承判商需提供地磚款式，如光面、防滑等供業主選

擇。因升降機承重考慮，該些款式亦必須得升降機保養公司同意。 

 

有業主詢問第二低標華達建築公司所報的工程總價選擇(A)及選擇(B)差距那麼

多。林經理回覆或許是承辦商填寫標書時出錯。因標書是統包式合約，承辦商必

須以總投標的價錢完成工程，不可更改。張主席補充，最低標的承判商安星工程

有限公司曾在屋苑進行工程。 

 

張主席表示管理處一直不願意安排招標，工程一拖再拖，怕她會將工程支出向房

協索償。她認為管理處在這事件上有失職。她表示牆磚受損乃清潔公司工作時造

成，她要求林經理翻查閉路電視記錄，但林經理在15分鐘內已離開並表示沒有記

錄，張主席即場播放當天管理處觀看清潔記錄，有說沒有錄影張主席認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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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地下大堂牆身磚、地磚

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A 贊成 5022 100 

B 反對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更換地下大

堂牆身磚、地磚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 

 

議決更換地下大堂牆身磚、地磚

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承辦商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 

A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4973 99.02 

B 華達建築公司 0 0 

C 大業工程(香港)公司 49 0.98 

D 和興公司 0 0 

E 譚頌公司 0 0 

F 利通(香港)工程有限公司 0 0 

G 其祥裝飾工程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林經理宣佈議決通過由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承辦更換地下大堂牆身磚、地磚及升降機內地磚工程。 

 

7. 議程(4.4) 議決更換外牆公眾煤氣喉管工程 

 

張主席表示，這項工程煤氣公司曾去信煤氣公司解釋「嚴重锈蝕」，2014

年大維修時已全部檢查更換，已油漆保護，所以8月29日下午二時找來煤

氣公司及機電工程署界定喉管狀況，張主席認為有部分公眾喉管並未有迫

切性更換，機電工程署要求煤氣公司詳細報價，如改移位置。 

 

由於早前房協經理說回答沒有保養期，故去信煤氣公司則五年保養期，要

求五年記錄，但房協竟然資料錯漏百出，將1樓改為2樓，請問本會如何監

察。 

 

煤氣公司承諾降低報價由原先$208,040降至$200,000，此單有五年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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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更換工程項目 中華煤氣公司 

報價 

 除中華煤氣公司報價

外，已再向23 間註冊

氣體承辦商報價(只

有威電工程有限公司

回標) 

位置1 

康宏BC室 

更換工程項目包括： 

 喉底支承（托架） 

 喉碼 

 75毫米直徑直身及

橫身煤氣立管 

$4,280 $25,000 

位置2 

康宏AH室 

$50,940 $24,000 

位置3 

康宏FG室 

$50,940 $26,500 

位置4 

康宏DE室 

$50,940 $97,000 

位置5 

康輝FG室 

$50,940 $97,000 

 $200,000* $269,500 

 
*原有工程總價為$208,040。中華煤氣公司表示如一次性更換上述5項工程，總費

用會下調至$200,000。 

請參見後頁有關上述5個位置的煤氣喉管現狀。部份喉管因工程需要，需改

動有關喉管位置，詳見後頁中華煤氣公司提供的改動喉管參考圖。 

 

更換工程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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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1 : 康宏閣B 及C單位 $4,280 更換兩個損壞的喉底支承及兩個損

壞的喉碼 

 

 

 
 

 

位置2 : 康宏閣A 及H單位 $50,940 更換及改移一段在A室及H室的75

毫米直徑锈蝕橫身煤氣喉管及一個喉底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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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3 : 康宏閣G及F室 $50,940 更換及改移一段在G室及F室的75毫米

直徑锈蝕橫身煤氣喉管及一個喉底支承 
 

    
位置4 : 康宏閣D及E室 $50,940 更換及改移一段由P4層樓至1樓近D

室及E室的75毫米直徑锈蝕橫身煤氣喉管及兩個喉底支承 
 

   
 

位置5 : 康輝閣F及G室 $50,940 更換及改移一段在1樓F室及G室的75

毫米直徑嚴重锈蝕直身及橫身煤氣立管` 
 

   
 

 

 
參考圖1 

 
參考圖2 

 
參考圖3 

 預計新造煤氣立管的位置 部份喉管因工程需要，需改動有關喉

管位置，如位置5康輝FG室。  預計新安裝底部支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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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提出，有個別單位咸水喉管出現滴水，但業主不進行維修，影響大廈煤氣

喉管。管理處只會去信單位業主、屋宇署及食環署跟進。然而，若有設施損壞，

管理公司有權先進行維修再向業主追討費用。若業主不繳付維修費，便向土地註

冊處進行登記「押記備忘」。林經理表示張主席所指的個案，管理處早前已曾匯

報予業委會。該單位廁所水箱滴水，咸水經地台去水渠口流出外牆(因同時此單

位的地台去水渠外牆喉管有裂)，而此單位業主已完成廁所水箱的維修及將地台

去水渠封好；暫時未見有咸水滴下。此單位的地台去水渠外牆喉仍未更換，但業

主已將地台去水渠口封好減少有水流入地台去水渠。管理處亦已去信業主要求盡

快更換。助理經理（保養-建築)林偉先生補充，該單位廁所水箱滴咸水，繼而流

入地台去水隔氣，因隔氣損壞，故有咸水滴下。現時有關業主已維修好咸水水箱。

不過，張主席表示不認同，稱滴水情況持續。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外牆公眾煤氣喉管工程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958 98.73 

B 反對 64 1.27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由中華煤氣

公司承辦更換外牆公眾煤氣喉管工程 

 

8. 議程(4.5) 議決要求房協就上述4.4項工程不收取經理人酬金 

 

正如上述所說，張主席認為管理處在這過程中未有合作態度與業委會伙伴

關係作出安排，故她建議房協不應收取經理人酬金。管理處林經理回應，

管理處同事未有採取不合作態度，一向盡心協助與煤氣公司聯絡及跟進他

們的檢查。至於經理人酬金，正如早前書面回答業委會，這是無需要通過

的議題，因不論結果如何，房協才是最後決定者。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要求房協就上述4.4項工程

不收取經理人酬金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贊成 4958 98.73 

反對 64 1.27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要求房協就

上述4.4項工程不收取經理人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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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議程(4.6) 議決2017年至2019年保安服務承辦商 

 
管理處在場展示以下開標結果的分析表。是次合約包括2位日更保安員及1位夜

更保安員。張主席表示，新合約給予保安員合理的薪資，每月薪金不少$14,000，

故最低標每月費用都要$63,372(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及$77,454(2018年10

月至2019年9月)。所以，若早前沒有減少一名保安員，支出會更多。 

 

保安承辦商名稱 2 年總標價 

(康宏閣、 

  康輝閣) 

10/2017-9/2018 

每年費用 

(康宏閣、康輝閣) 

10/2018-9/2019 

每年費用 

(康宏閣、康輝閣) 

A 新衛保安服務有限公

司 

$1,689,918 $760,464 
(每月$63,372) 

$929,454 
(每月$77,454.5) 

B 友邦護衞有限公司* $1,736,496 $868,248 

(每月$72,354) 

$868,248 
(每月$72,354) 

C 安全護衛有限公司 $1,888,200 $926,352 

(每月$77,196) 

$961,848  
(每月$80,154) 

D 警衞國際有限公司 $1,928,952 $964,476  

(每月$80,373) 

$964,476  
(每月$80,373) 

E 德保護衛有限公司 $2,168,100 $1,051,200 

(每月$87,600) 

$1,116,900 

(每月$93,075) 

F 康威警衛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G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H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I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J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K 大眾安全警衛有限

公司 

放棄回標 

L 京衛保安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M 宏力保安服務有限

公司 

放棄回標 

N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O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現時保安服務合約承辦商$1,72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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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表示有業戶向主席反應有保安員不諳廣東話，與業主或訪客溝通有困難，

及保安公司安排替假時，竟安排只曾在本苑工作1日日更的保安員當值夜班，雖

已多次反映，但管理處不理會。管理處沒有巡查。 

 

有業主反映夜更保安員每星期有3至4日當值時睡覺。有業主表達不滿夜更保安員

不懂關咸水掣，而需要日更保安在早上回到屋苑才處理，便發生水浸事故。張主

席質疑現時保安公司未有安排員工到保安員培訓。有業主詢問夜更保安員會否巡

邏樓層。張主席回覆，夜更保安員現時只會在晚上8時多許巡邏樓層一次，因深

夜大部分業戶已就寢，開關門時會有聲響。以往夜更保安員有巡邏樓層，但翻看

巡邏紀錄，發現保安員往往使用約10分鐘便完成巡邏，效用不大。 

 

有業主不明白為何夜更保安員不知道咸水掣位置，但日更保安員卻知悉。張主席

回覆，管理處沒有要求保安公司提供相關培訓予保安員，以致夜更保安員連咸水

掣位置都不清楚。房協收取經理人酬金，有責任監管，故明顯是管理處監管不力。 

 
林經理回應，管理處認為現時保安表現有不理想的地方，如打瞌睡、對話時誤解

業主的意思等。因此，管理處已與保安公司開會反映，及向保安公司發出警告信。

管理處亦曾要求保安公司更換保安員，但保安公司暫時沒有合適的人選。如即時

要求現有保安員調離本屋苑，保安公司只會安排一個不熟悉本屋苑的保安員替

補。現時保安合約會於2017年9月30日到期，業主可在揀選新保安服務承辦商時

考慮上述各點。 

 

有業主認為日夜更保安員的表現參差，可否要求新保安合約時只留任個別保安

員。林經理回覆，對於個別保安員的表現，可以反映給中標承辦商知悉，並由他

們與個別保安員接洽聘用條件。有業主提出，不少業戶都滿意日更保安員郝先生

工作表現理想，但他不是因為在屋苑已工作多年才做得好，而是他清晰知道自己

的基本責任，但其他保安員則不知道。張主席表示已給予管理處有關保安員工作

表，管理處應按時間表監管及測試保安員。 

 

張主席表示是次招標後，最低標之承辦商不是現時屋苑的保安公司友邦護衞有限

公司，屋苑可能會更換保安公司，故詢問保安員人手如何安排。有業主表示不同

公司聘用不同的保安員，是否能保留現任保安員成疑。林經理回覆，這要視乎保

安員的個人意願，若保安員願意留在屋苑繼續工作，他可以在現時的保安公司辭

職，並受聘於新的保安公司。 

 
有業主希望保安員可以在業主攜帶重物時協助開門。林經理回應，即當保安員看

到正門有業戶需要協助時，會離開保安崗位走到正門，協助開門並核實身份，再

讓業戶進入大廈。管理處會切實執行。有業主詢問有關訪客的處理方法。林經理

回覆，若是訪客，而訪客不使用對講機聯絡樓上業主開門，保安員會走到正門協

助開門並進行訪客登記。管理處會指示保安員上述處理方法。 

 

就保留保安員一事，林經理表示會將業主的意願轉達予新保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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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2017年至2019年保安服務承辦

商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A 新衛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4777 95.12 

B 友邦護衞有限公司 132 2.63 

C 安全護衛有限公司 113 2.25 

D 警衞國際有限公司 0 0 

E 德保護衛有限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新衛保安服

務有限公司為2017年至2019年保安服務承辦商。 

 

10. 議程(4.7) 議決2017年至2019年清潔服務承辦商 

 

在場展示以下開標結果的分析表。張主席概述，最低標之承辦商為現時

之清潔服務承辦商，即滿亨有限公司。張主席詢問業主對現時清潔工人

表現的意見，在場業主皆對現時清潔科文和工人的表現表示滿意。 

 

張主席詢問健康村二期業主揀選了那間清潔服務承辦商。林經理回覆健

康村二期業主揀選了真會記有限公司。張主席補充，真會記有限公司亦

曾服務過健康村一期。上次更換清潔服務承辦商是因為揀選了最低標

價，不過，人才是最重要，反而，公司不是最重要。張主席表示，若工

作時間太長，會難以聘請清潔工人，故早前進行問卷調查後，已將放工

時間由晚上10時30分調早至晚上10時，縮短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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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服務承辦商名稱 

2年總標價 

(康宏閣、 

康輝閣負責) 

10/2017-9/2018 

每年費用 

(康宏閣、康輝閣

負責) 

10/2018-9/2019 

每年費用 

(康宏閣、康輝閣負

責) 

A 滿亨有限公司* $1,275,053.8 $637,526.9 
(每月$53,127.2) 

$637,526.9 
(每月$53,127.2) 

B 真會記有限公司 $1,534,888.6 $767,444.3 
(每月$63,953.7) 

$767,444.3 
(每月$63,953.7) 

C 時運服務有限公司 $1,572,025.5 $770,600.7 

(每月$64,216.7) 

$801,424.8 

(每月$66.785.4) 

D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

公司 

$1,408,740.2 $704,370.1 
(每月$58,697.5) 

$704,370.1 
(每月$58,697.5) 

E 增力服務有限公司 $1,631,103.0 $815,551.5  
(每月$67,962.6) 

$815,551.5 
(每月$67,962.6) 

F 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G 寶聯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H 怡泰清潔公司 放棄回標 

I 新紀元清潔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J 恒毅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K 雅潔清潔工程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L 環球清潔服務公司 放棄回標 

M 世界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放棄回標 

*現時服務承辦商 $1,309,134 
 
經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2017年至2019年清潔服務承辦

商 

不可分割 

業權份數 

佔總投票(%) 

A 滿亨有限公司 5022 100 

B 真會記有限公司 0 0 

C 時運服務有限公司 0 0 

D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0 0 

E 增力服務有限公司 0 0 

經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黃先生宣佈議決通過滿亨有限公司為

2017年至2019年清潔服務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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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程(4.8) 議決2017年至2019年園藝服務承辦商 

 
林經理表示，健康村園藝合約現時是包括一期、二期及三期，將於2017年9月

30日到期。合約內有一位全職雜工，負責澆水及修剪等工作，工作分配時間

為一期2.5日、二期2.5日及三期1日。管理處曾經招標，但由於健康村園藝保

養服務合約必須各持份者(一期、二期及房協部份)皆同意及選取同一承辦商才

能生效，而該次招標結果因二期業主不予以接納，故有關標書不能行使而管

理處需再次招標。結果展示如下: 

 

園藝服務承辦商名稱 

2年總標價 

(康宏閣、 

康輝閣負責) 

10/2017-9/2018 

每年費用 

(康宏閣、康輝

閣負責) 

10/2018-9/2019 

每年費用 

(康宏閣、康輝閣負

責) 

A 王氏利豐園藝有

限公司* 

$93,840.0 $45,816 
($3,818/月) 

$48,024 
(每月$4,002) 

B 碧瑤園藝工程有

限公司 

$96,600.0 $46,920 
(每月$3,910) 

$49,680 
(每月$4,140) 

C 碧麗丹綠化工程

有限公司 

$93,288.0 $43,608 
(每月$3,634) 

$49,680 
(每月$4,140) 

D 東方綠化有限公

司 

$149,260.8 $73,526.40 
(每月$6,127.2) 

$75,734.4 
(每月$6,311.20) 

E 經緯園藝有限公

司 

$88,320.0 $44,160 
(每月$3,680) 

$44,160 
(每月$3,680) 

F 永豪園綠化工程

有限公司 

$220,662.0 $107,640 
(每月$8,970) 

$113,022 
(每月$9,418.5) 

G 雅景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H 怡生花園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現時服務承辦商  
 
而上表分析表是根據總標價(即包括一期、二期及三期)的排序，由最低價排先。

一期園藝保養均屬公眾位置，康輝閣及康宏閣業主與房協均需按公契要求的比例

負責園藝保養費用，而康輝閣及康宏閣業主需負責46%。 

張主席表示，早前管理處提交的分析表內，有關現時合約與是次招標結果的比

較，資料不正確。因現時合約需要提供月租花，而是次標書不包括月租花，但費

用增加了，不合比例。 

 

張主席查詢如果一期業主在今次業主大會通過某一承判商，但二期業主不接納該

如何處置。林經理回應如若再一次未能有共識，合約便未能生效。若然一、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