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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協會 
 
健康村康宏閣康輝閣業主委員會會議記錄                                   
 
日期 : 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 晚上7時30分至11時38分 

(晚上7時與管理處、房協總部保養組經理及負責地下還原及新建地下
檢查井承辦商「華達建築公司」巡視垃圾房水井及新建水井位置) 

地點 : 健康村一期P4平台花園(近康輝閣) 

 
康宏閣康輝閣業主委員會 
出席人士: 
張燕芬女士 (主席)  李國華先生 (秘書) 
馬榮禮先生 (司庫)  楊鳳群女士 (委員) 
簡勝蘭女士 (委員)  張錦倫先生 (委員) 
丁慧慧女士 (委員)  胡衞國先生 (委員) 
張玲珠女士 (委員)    
 
未克出席委員 : 黃鄭有開女士、陳月華女士 
 
列席人士 (以住宅單位地址顯示) 
 
康輝閣 
4F 11D 16F 19D 23F        
            
康宏閣           

1G 8B 13D 22F         
            
 
管理處代表  
何明輝先生 高級經理（物業管理） 
梁婉娜女士 經理（物業管理） 
鄭仲駒先生 高級主任（物業管理） 
葉芷欣小姐 主任（物業管理） 
譚志偉先生 經理(保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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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承辦商代表 

吳漢森先生 華達建築公司 
陳國光先生 滿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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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於業委會會議前約晚上7時，業委會張主席及司庫馬先生、房協總部保養組經理
(保養-建築)譚先生、管理處多名職員及與負責地下還原及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工
程之承辦商「華達建築公司」吳先生一起到地下停車場近總垃圾房視察新建地
下水檢查井的位置及了解工程的細節。 

 

於晚上 7 時 50 分，業委會已達足夠的委員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1. 地下還原及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工程 

 

1.1 張主席表示，一直以來都不清楚新建地下水檢查井的確實位置，業委會
亦不知道此工程是何時開標，而現時房協選擇此新建地下水檢查井位置
既不接近康宏閣升降機槽，亦不是最低位置，擔心此工程的成效。管理
處林先生表示，於本年5月11日的業委會會議上已解釋過選擇此位置的原
因，除不會影響總垃圾房日常運作外，現時新建地下水檢查井的位置亦
是最貼近康宏閣升降機大堂。此外，管理處在招標前，已將標書文件交
業委會審閱，當中包括施工位置及方法。張主席表示標書是本會不同意，
因為房協沒有提交專業人士証明為最低位置，根據早前業委會的問卷調
查結果，大部份業戶認為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後產生任何費用及責任由房
協負責。 

 

1.2 委員張先生查詢會否有其他位置適合新建地下水檢查井。管理處林先生
回覆，此位置已向屋宇署入則，而屋宇署亦曾派員檢查及已批准施工。
秘書李先生查詢有否進行地下水位測量。房協譚先生回覆，雖然未有進
行地下水位勘測，但由於新建地下水檢查井的位置與總垃圾房的舊水井
位置相距不遠，所以地下水位的差別應不大，況且亦需考慮抽水泵排水
的問題，故現時的施工位置已是最適合。房協譚先生補充，如果在總垃
圾房內開井及排水，除影響垃圾房日常運作外，亦衍生衛生問題。此外，
如要找出地下水位的最低位置，必須聘請專業人士進行勘測，但地下水
位的最低位置亦會受天氣及降雨量影響而改變。 

 

1.3 張主席表示，現時房協選擇此位置不確定是地下水位的最低位置，參考
2009年大堂初次滲水的相片，水務署職員在停車場出口前方的馬路位置
挖洞，見有水在洞內滲出。管理處林先生表示，馬路屬政府擁有及管轄，
管理處根本無法在該位置開水井及加裝抽水泵。張主席續表示，第一次
開井抽水後，近期均要清潔工人在大堂吸水，即表示問題尚未解決。房
協譚先生補充，不一定需要在最低位置抽水，只要在水源附近挖井抽水
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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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槽滲水 升降機用抽水機抽水 

政府部門在百福道施工 大堂門前地下水滲出 

垃圾房開井取地下水 停車場各處都滲水 

康宏閣升降機旁 大堂保安對出都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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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主席表示大堂滲水事件早於2009年發生，如管理處當時安排工程，工
程費一定較現時為低。而日後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後，如大堂仍然出現滲
水，房協必須負責。管理處梁經理表示，新建地下水檢查井的位置屬健
康村一期的公眾位置，不可能是由業委會決定要房協負上全部責任，根
據大廈公契，有關的費用及責任，雙方亦需承擔。就此工程，房協總部
保養組的專業團隊曾到場檢查及研究最佳的開井位置，而屋宇署亦派員
視察下才批准有關工程。管理處明白業委會的擔憂，但現時開井的位置
與總垃圾房的舊有水井位置應屬同一地下水位。 

 

1.5 秘書李先生建議在升降機槽內加抽水泵，避免槽底積水。管理處陳先生
回覆，升降機槽沒有足夠空間加裝抽水泵。張主席表示，2017年大堂再
次滲水時，管理處無人知道總垃圾房內有個水井，直至她提點後，管理
處才在該水井以水泵抽走地下水，大堂滲水問題才可以解決。管理處林
先生表示，他於2009年未到任，故此不清楚大堂滲水早於2009年發生，
他亦不知悉總垃圾房有水井，因該水井被回收籠遮蓋，無法察覺。 

（秘書李先生及司庫馬先生此時暫時離開會場，約一個多小時後返回。） 

 

1.6 張主席表示，此工程的招標結果曾張貼在大堂，業委會事後才知道此開
標結果，而5月11日的業委會會議上，又沒有提交任何施工位置相片，現
時又要立即安排進行開井工程，故房協應負責日後開井後出現的問題。
管理處梁經理回覆，有關的招標文件已於2017年10月20日交予業委會，
而招標結果亦於2018年1月2日通知業委會。此外，屋宇署已將總垃圾場
房的水井列為違規建築工程項目，必須盡快糾正。房協譚先生強調，違
規建築工程項目必須盡快進行，加上承辦商已向屋宇署申報開工，如再
拖延施工，屋宇署必定追問。而現時業委會認為是次招標過程有不足之
處，管理處日後會作出改善，避免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張主席重
申，由於新建地下水井的位置是房協選擇的，而根據早前問卷調查的結
果，房協要負責開井後之後果。房協高級經理何先生表示，沒有人能保
證此開井位置為最低的地下水位，而屋宇署亦不反對此新建水井位置，
為免影響總垃圾房運作，權衡輕重後，現時此水井位置已是最佳位置。
同時，亦無法保證開井後完全沒有其他問題出現及預知是甚麼問題，但
即使有問題出現，亦應根據大廈公契處理及承擔有關費用。房協譚先生
重申，基於新建地下水檢查井的位置與總垃圾房現時舊水井的位置相距
不遠，所以地下水位理應相約，而新建地下水檢查井位於停車場近落貨
區的凹位，此處除不阻礙車輛出入外，亦較少有人經過，加上新建地下
水檢查井抽水泵將水抽出停車場的排水渠口亦較方便。但如將新建地下
水檢查井改在總垃圾房內，因不斷有地下水排出，將衍生衛生問題，且
令地面濕滑，影響總垃圾房日常運作。此外，現時選擇的水井位置貼近
康宏閣升降機槽，如有地下水滲出，亦可即時抽走，考慮以上種種因素，
現時的施工位置是最適合及影響最輕微。 
 
 

 

 

 



2018年12月14日康宏、康輝閣業主委員會會議                第 5 頁，共 16 頁 

 

1.7 張主席查詢工程的施工期，「華達」吳先生回覆約需30天。張主席要求
在農曆新年後，即2019年3月才施工。「華達」吳先生表示需先向公司請
示，稍後才回覆管理處。房協譚先生表示，「華達」早前已有意追討延
遲合約施工期之費用，如「華達」不同意押後至2019年3月才施工，即需
按合約批准他們動工。 

 

「華達」吳先生表示會向其公司反映是否可將工程延遲至2019年3月才
施工，吳先生約在晚上8時40分離場。 

 

（後記：管理處於12月28日收到「華達」通知，如押後工程有可能追討延遲工
程的費用，故安排於2019年1月7日進行工程。但於2019年1月4日收到
房協總部保養組經理通知，需要向屋宇署進一步了解部份的工程細
節，故工程需押後，直至另行通知，而有關的通告已於1月4日從大堂
除下。另房協總部保養組經理已就此事於1月11日與「華達」開會商
討，會議上房協已表達不同意「華達」收取任何延遲工程的費用。） 

 
 
2. 清洗水缸、食/咸水泵及消防泵保養 

2.1 清洗水缸 

2.1.1  管理處林先生表示，康宏/康輝閣2019至2021年度清洗水缸合約即

將進行招標，洗水缸的次數仍維持食水缸每3個月清洗一次及咸水

缸每6個月清洗一次。業委會對此安排並無異議。 

 

  

新建地下水 
檢查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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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食/咸水泵及消防泵保養 

2.2.1 管理處陳先生表示，已按業委會要求，更改檢查食/咸水泵及消防
泵的次數，詳情如下: 

 

項目 檢查次數 

食水泵 由原定每兩星期一次       每季檢查一次 

咸水泵 由原定每兩星期一次       每6個月檢查一次 

消防泵 由原定每兩個月一次       每季檢查一次 

 

2.2.2 張主席表示，早前已換了兩台咸水泵，另有1台咸水泵在12月份
內更換，新咸水泵首年有12個月保養期，故不需要每兩星期檢查
一次，而節省的保養費可用作日後購買1台新咸水泵。房協總部
提醒，倘若每3個月檢查食水泵/消防泵一次，及6個月檢查咸水
泵一次，如期間水泵有任何問題或異樣，可能無法及早察覺及進
行維修。 

 

2.2.3 管理處陳先生表示，新食/咸水泵及消防泵保養合約將於2019年1

月3日晚上6時30分在康宏閣康輝閣大堂開標。業委會對此安排並
無異議。 

 

（後記：於2019年1月3日開標時，業委會發現標書內A項(例行保養)及B-

D項(緊急維修)之標價出現以下情況：合約內之A項(例行保養)，

第二低標的價錢 ($25,600)比最低標的價錢 ($48,000)相差了

$22,400；業委會表示例行保養是此份合約之重點項目，例行檢查

是必需的。另外，合約內B-D項(緊急維修)不是硬性規定項目，

只作參考，而2012年至2017年，有關此部分的支出只是$2,200。

而近期剛更換3台咸水泵，並有12個月保養期，因此，咸水泵需

作緊急維修的機會不大。  

 

 第一低標 

承辦商 

第二低標 

承辦商 

差價 

合約總價 $170,700 $190,450 $19,750 

A項（例行保養） 

(為主要項目) 

$48,000 $25,600 $22,400 

B-D項（緊急維修） 

     (屬參考價格) 

$122,700 $164,850 $42,150 

雖然房協總部早前曾建議選用合約總價最低標承辦商，但業委會

認為A項(例行保養)是此份合約的主要項目，而B-D項(緊急維修)

不是硬性規定項目，只屬參考價格。管理處已將業委會的意見向

房協總部反映，並獲管理層的特別批准，同意將此合約承判予總

合約價第二低標的承辦商「安迪工程有限公司」，而業委會亦同

意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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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屋苑清潔情況、大堂清潔事宜、P3 垃圾房垃圾槽工程、垃圾車轉盤鐵板
工程 

3.1 大堂地磚事宜 

 
3.1.1 張主席表示，已多次要求管理處提交地下大堂地磚的最新狀況，

但管理處一直不提交，直至會議前兩天才回覆不會提交，只提交

2017年11月6日未進行大堂深層清潔及換地磚前的地磚狀況記錄

予業委會再參閱，業委會對此極為不滿，要求管理處最低限度要

提交一份更換地磚及打蠟後的地磚狀況報告。管理處梁經理表示，

現時市場上沒有公認的標準去檢定地磚的損壞程度，故不能應業

委會要求再按等級評估每一塊地磚的損壞程度。張主席不接受此

解釋。 

 

3.1.2 主席再表示，管理處在5月11日的業委會會議上沒有說明不能按損

壞程度分等級，拖延多個月後才回覆做不到。管理處林先生強調

當晚業委會沒有提出此分等級的要求。管理處梁經理補充，現時

大堂有原地磚及去年剛更換的地磚，亦難於劃一地評級。 

 

3.1.3 有列席業戶表示，2017 年 11 月剛完成更換升降機地台磚工程，
管理處之後又在升降機打蠟，當時張主席曾在升降機部份地台磚
面標貼是打蠟時刮花的。管理處林先生表示，當晚進行深層清潔
及打蠟時，有委員亦在場視察，事後發現有地台磚表面疑似被刮
花，其實只是一些污漬或清潔物料的殘留物，當時曾用手指已可
將污漬或殘留物抹走。張主席質疑此說法，並指出如情況屬實，
當時應立即處理，為何現時仍有刮花痕跡。 

 
3.1.4 管理處梁經理表示，清潔公司「滿亨」在 5 月 11 日的會議後，

已再次將有關當晚深層清潔及打蠟所用的物料及工具資料交管理
處查閱。 

 

3.1.5 有列席業戶查詢清潔公司「滿亨」會否派員出席是晚會議。管理
處梁經理表示，「滿亨」營運經理陳先生已在健康村，隨時可出
席會議。業委會同意陳先生出席會議，「滿亨」陳先生於晚上 9

時 20 分到場。 

 

3.1.6 「滿亨」陳先生表示，於 2017 年新鋪的大堂地磚與原有地磚的損
耗及風化程度有差別，所以在 2017 年進行打蠟前已事先說明此事
及由管理處制定地磚狀況的報告(即 3.1.1 項所提及的 2017 年 11

月 6 日之報告)。陳先生強調當晚沒有使用不適合的器材及物料進
行深層清潔及打蠟。陳先生表示，他從事地磚清潔及打蠟已有 30

多年，之前其他公司打蠟後沒有此情況出現，皆因他們只作一般
清潔後便打蠟，而他上次是使用深層清潔的程序，將藏於地磚面
凹位的污漬徹底清走，故磚面的凹位出現白點，才引致誤會。張
主席表示 2015 年都是進行深層清潔，卻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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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有列席業戶表示，「滿亨」不需採用此深層清潔方法去清潔地磚，
只需使用一般清潔方法以避免地磚再次出現現時之狀況，加上農
曆新年將至，希望大堂可以明亮一點地迎接新的一年。經討論後，
業委會同意「滿亨」安排於 2019 年 1 月在大堂其中部份位置清洗
地磚進行打蠟。如效果理想，將安排在農曆新年前進行一次清潔
及打蠟。「滿亨」陳先生表示，如業委會同意，他亦可安排每月
進行一次類似的打蠟。 

 

 （後記：「滿亨」於1月5日於大堂3處不同位置進行打蠟樣本測試，效果滿
意。最後「滿亨」於1月15日及16日在整個康宏／康輝閣大堂連長
走廊完成打蠟工作。） 

 

3.2 P3垃圾房垃圾槽工程 

3.2.1 管理處梁經理表示，P3垃圾房內的垃圾槽由入伙至今從未更換，已
使用超過25年，早前清潔工反映垃圾槽已嚴重生銹霉爛及下墮，並
因此多次被割傷手部。管理處曾多次派維修員作臨時維修及穩固垃
圾槽，避免垃圾槽進一步下墮至無法運作，影響日常收集樓層垃圾，
有關的維修費合共$1,215。管理處參考其他屋苑垃圾槽的設計後，
曾提供方案予業委會，包括拆除壓縮機後，以帆布或不銹鋼板代替
現時鐵板的設計，但業委會不接受該兩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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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張主席表示，管理處第一份提交
的標書沒有註明要拆除搖搖欲墜
及電線外露的壓縮機，直至她反
映後才加回標書內，而垃圾槽頂
的閘門趟板又沒有註明如何處
理。有列席業戶表示，不明白管理
處為何垃圾槽已損壞而不盡快進
行維修。張主席表示，以帆布代替
擋板的方案不能接受，管理處應
提交以不同物料作擋板的方案，
當中包括全面更換及局部更換的
方案，而方案仍需考慮耐用性。出
席委員及業戶初步同意採用不銹
鋼擋板，而標書亦需詳細註明用
料及設計方案等資料 
 

 

3.2.3  經商討後，管理處同意12月17提
交其他可行方案予業委會參考。 

 

 
3.3 停車場轉盤鐵板工程 

3.3.1 張主席表示，健康村一期停車場的電動轉盤十多年來一直未使用
過，管理處早前因轉盤鐵板霉爛進行招標維修，雖然康宏/康輝閣
所分擔的工程費低於1萬元，但此工程亦應事前向業委會諮詢才出
標。同時，業委會不認同現時更換3塊鐵板的方案，因清潔工曾反
映轉盤底有老鼠出沒，現時的方案不能解決老鼠窩藏的問題，故要
求管理處提供長遠及耐用的方案。此外，開會前張主席和管理處一
同巡查時，已要求管理處在鐵板上髹上黃界，以警惕經過的人士及
減低意外發生的風險。 

 

 

 

 

 

 

 

 

 

參考上圖, 提供四件厚身帆

布, 安裝於垃圾槽石屎位置, 

每件約800mm闊x1200mm長 

老鼠窩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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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秘書李先生查詢現時停用轉盤是否符合法例要求。房協譚先生回
覆，此轉盤的設計是供垃圾車掉頭之用，而此設計已入則，但法例
上沒有說明維修的問題。如業委會要求拆除此轉盤及以英泥填封，
必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但屋宇署亦未必會批准。張主席建議先向
政府部門或專業人士查詢。 

 

3.3.3 管理處梁經理表示，當向有關政府部門或專業人士查詢後，會提供
其他可行的方案予業委會參閱。 

 

(後記 : 管理處已向房協總部查詢，根據現時法例，該轉盤是可以清拆，但
可嘗試向屋宇署入則申請，屆時需聘請合資格人士入則，費用約8至
10萬元，但不代表一定可以成功申請將該轉盤拆除。另外，管理處
已於2018年12月15及17日安排房協技工在轉盤鐵板髹上黃界。管理
處亦於1月31日致函向屋宇署諮詢拆除上述轉盤的可行性。) 

屋苑清潔情況 

3.3.4 張主席表示大堂三角燈及天花燈槽不潔，管理處則以「每月清潔預
編及完成工作表」沒有清楚註明為理由，故清潔工沒有清潔該些設
施。經業委會反映後，管理處才加回有關項目在工作表內。 
 
 
 
 
 
 
 
 

3.3.5 張主席表示，清潔公司已安排外圍隊在2019年1月為各單位清掃天
井位及冷氣機台的垃圾。 

 
3.3.6 張主席反映，清潔工收集樓層垃圾時經常產生很大聲響，懷疑清潔

工大力開關樓層的垃圾槽蓋，引致損壞。 
(後記：2019年2月27日記錄康宏閣損壞18個，待維修3個，康輝閣損壞6個，

待維修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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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討及議決港燈智「惜」用電基金資助事宜 

4.1 張主席表示，2018 年 5 月 11 日的業委會會議，時任林翔婷經理說港燈
要求業委會將資助撥入大廈的「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誤導業委會作
出決定。此外，亦沒有按港燈要求提交有關文件。張主席遂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致電港燈楊小姐，並獲知房協仍需補交以下文件: 

 

4.1.1 要求議決「怡和技術服務」為最低標的會議記錄 

張主席表示，2017 年 8 月 29 日特別業主大會上已議決通過更換樓
層走廊燈為 LED 燈，以節省電費。而招標結果以「怡和技術服務」
為 最 低 標 價 ， 總 工 程 費 為 $84,000( 不 包 括 預 備 金
(Contingency)$10,000)，但由於總部需時再核實各回標文件是否有錯
漏，故出席業主同意當管理處核實所有回標資料無誤後，便安排最
低標承辨商「怡和技術服務」進行工程。由於核實無誤，有關工程
已於 2018 年 2 月完工，並經由港燈派員審查，但是次會議仍需通過
上述工程由「怡和技術服務」承辦。出席委員一致通過更換樓層走
廊燈為 LED 燈工程是由最低標承辦商「怡和技術服務」承辦。 

 

4.1.2 資助金額如何使用，例如:是否日常運作或業主平分，必須在會議記
錄註明 

經商討後，出席委員一致通過港燈的資助金額會用於屋苑工程開支
之用。 
 

4.1.3 存入戶口問題，必須在會議記錄註明此資助金額會存入香港房屋協
會大新銀行戶口 

經商討後，出席委員一致通過將港燈的資助金額存入香港房屋協會
大新銀行戶口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HVRI(MP) (賬戶號碼: 25-

300-3927-7)。  

 

4.1.4 由於當時簽署申請文件的林經理已調職，故港燈要求房協書面通知
已更換經理，以便日後處理此項撥款申請 
張主席表示，由於簽署申請文件的管理處林翔婷經理已於 2018 年 9

月 1 日調離，因此，港燈要求房協以書面通知，而她亦多次提醒管
理處跟進。管理處已於 11月 8日將此授權通知書交業委會，改由梁
婉娜經理簽署有關業委會授權管理處的文件。 

 
4.1.5 由於港燈資助可分期收取或一次過收取，而現時距離保固期完結只

有數個月，故港燈曾建議業委會一次過收取資助 

張主席表示，工程保固期即將於 2019 年 2 月下旬屆滿，屆時需支付
工程保固金予「怡和」，故建議不分期向港燈申請領回資助。經商
討後，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以一次過方式向港燈領回所有資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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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處梁經理表示，當港燈資助金存入房協大新銀行戶口後，仍需將款
項撥入「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或「一般儲備基金」。張主席表示，房
協過往曾就個別項目重複收取經理人酬金，幾經辛苦才追回四萬九千多
元，故不希望將此資助款項撥入「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司庫馬先生
表示，他以專業人士身份來分析，工程費用在何處支出便應存入何處的
做法合理。現時工程費由「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支出，則日後的資助
款項便要存入「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否則，當日後會計師核數時便
出現問題。經討論後，出席委員通過將資助款項撥入「維修及大廈粉飾
基金」。 

 
5. 會計批核事宜 

5.1 張主席表示，早前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業戶贊成下調管理處開支自決
的金額上限。房協何先生回應，問卷調查的結果只屬參考性質，不應視
為指引，故管理處不會跟隨。張主席指責管理處多次以工程金額不超過
1 萬元為由，擅自出標，漠視業委會。 

 

5.2 張主席曾要求管理處更新進行中及將會展開的工程項目，並張貼在大堂
供業戶知悉，但管理處一直沒有跟進。 

 

5.3 張主席表示，大堂聖誕佈置物料費$236.2。聖誕盆栽植物支出$497，將
由早前環保義賣所得的金額中支付。此外，平台花園界乎康宏閣及康輝
閣的兩個長形花槽，早前經由房協指定的供應商購買花卉植物，並種於
P4 平台花槽，但質素參差不齊，部份在幾天內已枯萎。管理處梁經理
回應，從沒有強迫業委會向房協的供應商購買花卉植物，管理處只是提
供資料予業委會參考。基於該兩個長形花槽面積頗大，如要重新種植，
費用必定超出$2,000，故必須進行招標，但由於房協總部已為不同種類
的植物進行招標，故業委會可在無須招標的情況下向最低標的供應商購
買。梁經理補充，房協每年均進行內部及外部審核，亦受廉政公署監管。
此外，P4 平台部份新種植物出現枯萎的狀況可能與送貨後未能即時種
植有關，而近期再觀察該些植物已長出嫩芽，根據負責園藝的花王表示，
現時天氣較凍，植物生長緩慢，預計春天時該些植物會有改善。 

 

(後記: 向房協承辦商購買的植物，由於仍然枯萎，故已在農曆新年前移除，
避免影響外觀。) 

 

5.4 張主席表示，屋苑網頁每年需向承辦商支付有關的費用，多年來均是由
她支付，但一直沒有申請領回，而本年度的費用為$608 亦由她先行支
付，現要求向管理處收回此費用。管理處梁經理表示，需先行翻查過往
的付款記錄，並需向房協會計組了解，但建議張主席可先將該付款收據
副本交管理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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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裝修指南-要求管理處與裝修單位互相簽署完畢証明書 

6.1 張主席表示，早前已去信房協總部要求管理處在裝修指南內加上管理處
與裝修單位互相簽署完畢証明書，以確保裝修單位沒有違規改動室內間
隔及沒有損壞公共地方或設施，如有違規者，可扣起裝修按金。管理處
梁經理回應，由於單位屬業主私人物業，故驗收單位室內裝修是業主的
責任而非管理處。至於公共地方或設施有損壞，如能證實是由裝修單位
引起，管理處便會跟進。現時單位業主申請裝修時，管理處會詳細向業
主及裝修負責人講解裝修指南的內容，特別是1至9樓單位更換走廊的食
水喉時，管理處會在事前與裝修負責人實地視察及指定新喉的鋪設路線，
而更換食水喉期間及完成後，管理處均會派員檢查。此外，單位裝修前
管理處會為該樓層的公共地方及設施拍照記錄，而工程後，亦會派員再
檢查。 

 

6.2 張主席表示，1至9樓的垃圾房設施大多損壞，應與裝修單位有關，但管
理處未有跟進，現時又要花費維修。管理處梁經理回應，由於沒有足夠
證據證明是由該裝修單位的工人破壞，因此，管理處未能採取行動，但
正如前述，管理處現時已在單位裝修前為公共地方及設施拍照記錄，日
後如有被破壞會較易追討。 

 

6.3 張主席表示，有業主提出康輝閣2樓有單位更換窗框款式與現時大廈不
符，但管理處沒有理會。梁經理回應，管理處過往曾多次發警告信予該
單位業主，但該業主未有理會。梁經理補充，現時外間處理違規單位的
做法一般是先由管理處發出警告信，繼而發出律師信及交由律師處理，
包括入稟土地審裁署等。如果違規的業戶提出抗辨，便需聘請律師進行
訴訟，有關的律師費需由屋苑預先支付。 

 

6.4 秘書李先生要求管理處在外圍觀察各單位是否有違規改建/加建物，並詢
問可否將違規單位的資料張貼在大堂。房協高級經理何先生表示，此張
貼違規單位資料的做法可能有問題，需要先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 

 

 

7 智能卡及匙扣事宜 
7.1 張主席表示現時智能咭系統已使用超過十年，3,000張智能咭/智能匙扣在

2018年5月4日紀錄有388張為損壞及遺失，因沒有分開損壞及遺失，故無
法証明損壞之數量。 

 

7.2 秘書李先生表示，若現時不能分開損壞及遺失記錄，可否將現時的3,000

張智能咭/智能匙扣全部刪取。在購入一批新智能咭/智能匙扣後，再發放
給業戶及重新登記，可方便作記錄。張主席計算重新購買智能匙扣$12.50 

x 1,500個=$18,750，智能咭$23 x 1,500張=$34,500及額外之存貨量，合共
最少支出約七萬元，故不贊同此做法，出席人士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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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梁經理回覆，現時智能咭尚餘13張，智能匙扣已經沒有存貨。基本上要
購入新的智能咭/智能匙扣以應付日常所需。因一直以來管理處沒有將
3,000張智能咭/智能匙扣之損壞及遺失記錄分開輸入，故現階段已很難將
記錄分拆。如日後購買新智能咭/智能匙扣，管理處定會將損壞及遺失的
智能咭/智能匙扣分開記錄。 

 

7.4 張主席表示，如購買100張智能咭，每張$24，買100個智能匙扣，每個$15。
而購買200張智能咭，每張$23，購買400個智能匙扣，則每個$12.50。並
詢問各委會應該購買多少個，因為若購買200張智能咭及400個智能匙扣，
相比起來，智能匙扣每個便宜了$2.50及智能咭都便宜了$1，而為何要買
400個智能匙扣，是因為康輝/康宏閣業戶大多選擇購買智能匙扣，因此
建議多買智能匙扣而少買智能咭。經商討後，出席委員一致通過向保養
商祥興訂購400個智能匙扣及200張智能咭。張主席強調，新訂購的智能
咭/智能扣，必須清楚記錄是損壞或遺失。 

 
7.5 委員張小姐表示，可否詢問保養商祥興，智能咭/智能匙扣是否有使用限

期或有效期，管理處陳先生表示會詢問祥興，待祥興答覆後再回覆各委
員，並會向祥興購買400個智能匙扣及200張智能咭。 

 

（後記︰詢問保養商祥興後，智能咭或智能匙扣均沒有使用限期。新訂購的智
能咭及灰色智能匙扣已於2019年1月中旬到貨。屆時，如有損壞或遺
失，管理處會分開記錄。) 

 
8. 寬頻事宜—「和記 HGC寬頻」進入本座提供服務 

8.1 張主席詢問各委員的意見，是否容許和記 HGC 寬頻進入康宏/康輝閣提
供服務，因為和記寬頻可給予$3,000 的安裝津貼及承諾不會於樓層大堂
安裝明線。 

(後記 : 上述$3,000 的安裝津貼已於 21/2/2019 存入戶口) 

 
8.2 管理處陳先生表示已與和記 HGC 寬頻入場視察，他們可給予$3,000 安

裝津貼，和記 HGC 寬頻亦免費安排於大堂進行安裝膠槽方便日後於大
堂安裝上網線服務。 

 

8.3 高級經理何先生表示，法例規定一定要給予電訊公司進入屋苑提供服務。
管理處陳先生表示，會要求通訊公司簽署一份承諾書表示不會做明線及
絕不能破壞樓層大堂的天花。陳先生提醒，如日後於大堂安裝上網線服
務需要繳付一定月費。此外，亦可能引致業戶聚集在大堂。 

 
8.4 張主席表示，現今世代科技進步，所以如日後於大堂安裝上網線的話，

可以安裝閉路電視 APPS 方便住客於手機內查看大堂閉路電視狀況，而
且日後更可以使用其他智能 APPS。最後，各委員一致通過讓和記 HGC

寬頻進入康宏/康輝閣提供服務。 

 

8.5 管理處陳先生總結，會安排和記 HGC 寬頻進場，並接受有關安裝津貼及
於大堂安裝暗喉及膠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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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管理處已通知和記 HGC 寬頻，業委會已同意他們進入康宏/康輝閣提
供寬頻服務，並要求和記 HGC 寬頻盡快安排於 3 月 4 日至 8 日進行
工程。此外，管理處現正收集其他電訊公司的寬頻上網服務月費資料
供業委會參考。） 

 

9. 新年花卉及環保活動 

9.1 張主席表示，於本年度環保活動義賣共籌得$7,644.10，因此會將此筆義
買款項用作購買聖誕花卉、新年年花及新年裝飾之用。較早前，管理處
已進行招標工作，「永霖花園有限公司」為最低標，是次會購買桃花約
$3,300，亦會購買年桔(每盆$350)、比利時杜娟花(每盆$95)及玫瑰海棠(每
盆$35)，而新年後，會將杜娟花移植於平台。預算購買約$7,400 新年花
卉，但需再作考慮後才向「永霖」確認訂單。 

 

(後記：新年花卉$6,320「永霖花園有限公司」，聖誕花卉$497，尚餘$827.10

購買新年裝飾。) 

 

10. 升降機加裝夾纜及向上超速保護裝置事宜 

10.1 張主席表示，已做問卷調查，有關升降機加裝夾纜及向上超速一事，需

要等政府公佈，正式說明有關資助金額，才能進行商議。現時「日立」

報價安裝夾纜每部$31萬，如同時加裝向上超速保護裝置，則需增加$3萬，

即合共$34萬，6部升降機合計$204萬。 

 

10.2 張主席提出，有關康宏/康輝閣升降機保養合約將於3月31日屆滿。管理

處梁經理表示房協總部保養組經理已與保養商進行議商，新合約加幅為

6%，即由現時每月保養費$45,103.80，調升至每月$49,747.72，當中包括

新法例要求的額外制動及安全系統檢查費用，為期兩年。 

 

10.3 管理處陳先生表示，因2018年初曾發生嚴重升降機意外，因此政府已立

例監管升降機制動及安全系統，並於2019年2月1日生效。由於現時合約

會於2019年3月31日屆滿，升降機保養商表示只會在新合約保養期內收取

有關檢查費用，所以新保養費用已包括此項檢查費用。 

 

10.4 管理處梁經理表示，來年除了升降機保養合約於3月31日屆滿外，升降機

保養合約需要於業主大會上通過。 

 

10.5 梁經理續表示康宏/康輝閣業主委員會委員任期亦將於來年2月底屆滿，

因此建議可將重選業主委員會委員及升降機保養合約延期至9月30日，而

清潔及保安服務合約亦相繼於9月30日屆滿，而此兩份合約亦會於業主大

會上通過。屆時與清潔及保安服務合約一併於業主大會上通過，換言之，

即是只開一次業主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