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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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時間 : 晚上7時30分至翌日凌晨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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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玲珠女士 (秘書) 

丁慧慧女士 (委員)  胡衞國先生 (委員) 

謝錦榮先生 (委員)  楊紀聚先生 (委員) 

邱月冰女士 (委員)  林兩合先生 (委員) 
 
未克出席委員 : 馬榮禮先生、阮家輝先生、林浩然先生 
 
列席人士 (以住宅單位地址顯示) 
 
康宏閣  康輝閣          
23C  17D           
            
管理處代表  

何明輝先生 

張仁貴先生 

梁曉波先生 

梁婉娜女士 

張智堅先生 

陳偉峰先生 

孔偉傑先生 

葉芷欣小姐 

吳嘉琪小姐 

高級經理(物業管理) 

高級經理(保養-建築) 

經理(保養-建築) 

經理(物業管理) 

物業經理(保養-建築) 

助理經理(保養-屋宇設備) 

高級主任(物業管理) 

主任(物業管理) 

主任(物業管理) 
  
出席承辦商代表 

郭偉強先生 

李淵強先生 

香港警務處–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 

王啟康先生 

陳麟粹先生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順成五金 

 
 



2019年11月1日康宏、康輝閣業主委員會會議                第 2 頁，共 17 頁 

 
會議內容 
於晚上 7 時 45 分，業委會已達足夠的委員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當天業委
會主席用投影機播放相關資料及房協錄音。 

 

1. 警民關係組報告 
 

1.1 警民關係組郭先生報告，根據警方資料，2019年9月份區內的爆竊或盜竊
案件數目與去年同期比較有輕微下降跡象，他仍呼籲市民外出時鎖好門
窗。此外，鑑於最近仍出現電話騙案，故提醒各方人士需小心確認真偽，
謹慎應對。 

 

1.2 張主席表示最近區內有南亞裔或區外人士明顯增多，而屋苑附近地理位
置有較多暗角位，希望警方加派人手巡邏。郭警長表示，一般警員巡邏
時會界定該人士的行為、神態等上前截查，防止潛在罪案發生。 

 
1.3 張主席表示屋苑附近健康東街有很多垃圾桶及煙灰缸，影響衛生及行人

安全，多次去信食環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去信，並向區議員救助，無奈區
議員說返工人仕需要吸煙。又向區議員反映馬路及行人路很多雜物及垃
圾，鄭議員說那位人士坎坷，由九月開始至今都沒有改善，故在會上要
求警方聯同有關部門處理，郭警長表示路面是路政署，而行人路是食環
署管理，道路垃圾方面則會聯同或轉介有關部門處理。下圖片在會上交
給郭警長跟進。 

以下是 Whataspp 對話   

 
1.4 張主席表示健康東街咪錶停車位位置有很多違泊車輛，郭警長表示警方

會安排前線警員處理違例泊車。 

 
1.5 楊委員向郭警長查詢，警方會否因近期的社會運動而影響區內巡邏次數。

郭警長回覆巡邏路線及次數暫無改變，亦有不時進行高空巡邏及普通巡
邏，如警方接到市民報案，警方會按事件緊急情況盡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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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公升） 桶高/桶蓋（寸）

藍 第一代 由開村26年前使用至今天 87
紅 第二代 約十年前開始使用 87
紅 第三代 約數年前開始使用 135
藍 第四代 2019年10尾使用 135

樓層 顏色 年代 尺寸 顏色 年代 尺寸 蓋爛

1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2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3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4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5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6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7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8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9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二代 細

10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二代 細

11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12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二代 細

13 紅 第二代 細 藍 第一代 細

14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15 紅 第二代 細 藍 第四代 大

16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17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18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19 紅 第二代 細 紅 第二代 細

20 紅 第二代 細 藍 第一代 細

21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22 藍 第四代 大 藍 第四代 大

23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24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二代 細

25 藍 第四代 大 紅 第三代 大 蓋爛

第二代 14 第一代 2

第四代 11 第二代 5

第三代 16

第四代 2

康輝閣 康宏閣

22.5/20.5
22.5/20.5
28.5/24
28.5/24

1.6 張主席詢問郭警長，8月11日因屋苑附近有社會事件發生，其後車場出口
有一些非屋苑的道路工程指示路牌，已即時要求在場的警察協助搬離，
此舉會否觸犯法例。郭警長回覆在道路上的路牌或雜物等問題，基於道
路使用者的安全問題，警員會即場協助處理，若需了解更多資訊，建議
可有與相關政府部門反映或查詢。 

 
2. 清潔服務事宜 

 
2.1 清潔承辦商 –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利興」) 王先生報告，「利

興」由本年10月1日承接屋苑的清潔工程，清潔員工人手安排、培訓等已
完成接軌，最近亦安排新任清潔科文上班，以及已由公司之安全主任完
成工作安全巡查。有關住戶之垃圾膠袋問題，由於10月份的垃圾膠袋批
次，其袋身厚度及尺寸未能合乎屋苑的要求，故12月份批次會因應屋苑
要求作出修正，提供尺寸 24”x 24”及 0.018mm 厚的垃圾膠袋予住戶
使用。 

 

2.2 張主席不滿已預先提醒垃圾膠袋事宜仍然會出現錯誤。「利興」王先生
回覆已重新訂製合乎屋苑要求的垃圾膠袋，惟於11月底才能送達，而現
時的垃圾膠袋口的尺寸是比屋苑規定少了兩寸，仍然適用於一般普通家
用垃圾桶，如有業戶家用垃圾桶較大，亦可個別聯絡以作安排。業委會
表示為免影響業戶日常生活，故11月會派發「利興」未合規格的垃圾膠
袋，而「利興」必需盡快補回合規格的垃圾膠袋。 

 
2.3 張主席指出，現時屋苑的樓層垃圾桶有數個款

式，有藍色、紅色、高、矮的款式，即最早期的
87L桶(桶口較小/桶身較矮)及較近期的135L桶
(桶口較大/桶身較高)。最近，房協就部份損裂的
樓層垃圾桶及桶蓋進行更換，惟收到有業戶反
映由87L轉換為135L桶做成不便，因為135L桶
的桶蓋較大較重，不易抽起使用。張主席責成房
協執意更換135L桶款，因上一次更換樓垃桶時
已知135L桶蓋較重，如業戶不夠氣力就會令桶
蓋脫手墮地損壞，楊委員表示購買135L的垃圾
桶是合適的，因是供樓層各業戶使用，容量應該
與家用式垃圾桶不同。張主席表示建議管理處
改購腳踏式揭蓋垃圾桶，惟管理處並不同意，張
秘書表示家中曾使用腳踏式揭蓋垃圾桶，使用
壽命不長，擔心其腳踏配件、揭蓋鉸位及五金零
件等容易損耗。委員提議房協可考慮將135L桶
及桶蓋以防墮鏈連接，以防脫手引致損壞。張主
席表示，現經檢查共有8個有損裂之135L桶蓋，
鑑於損裂情況不影響業戶使用，暫不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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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張主席反映，由於P1大垃圾房與屋苑大堂只有兩門之隔，如食環署垃圾
車於大垃圾房收集垃圾時，或太多660L垃圾桶放置在大垃圾房時，大堂
均會受到異味影響。同樣，在早上食環署收集垃圾以外的時間，裝有家
居垃圾的垃圾桶應放在P3垃圾房，P1大垃圾房需放置空置660L垃圾桶或
商鋪用的660L垃圾桶則必需蓋上桶蓋，以免影響大堂的室內空氣質素。
另外，張主席曾向清潔員工了解，清潔用品不足，故清潔工未能履行職
務，要求承辦商提供充足的工具予清潔工使用。 

 
2.5 張主席向「利興」王先生查詢，屋苑P4平台有些地磚之間出現白色結晶

物，清潔科文用洗石水塗抹該處後即時沖水，質疑是否可有效清除積物。
王先生回覆，洗石水為酸性清潔劑，使用後應短時間內用水沖洗，以免
損壞地磚表面，如污垢未能清除，應使用其他方法處理。 

 
2.6 張主席表示，農曆新年前大堂地磚每兩年都會做深層清潔保養，過去另

行報價，但遭到服務本座清潔互相推卸責任，故清潔合約包涵在內費用
$42,000，而清理天井垃圾及大堂地磚深層清潔保養預計將於2020年1月6
日開始進行。張主席提醒「利興」，清潔大堂地磚時必需小心謹慎處理，
以免對地磚做成損傷。 

 
3. 保安服務事宜 

 
3.1 保安承辦商 –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城市」) 李先生報告，「城

市」由本年10月1日承接屋苑的保安服務，保安員人手現已安排妥當，但
由於接手初期新聘任的保安員未及適應屋苑的保安工作，「城市」已即
時作出改善，更換了幾位保安員。「城市」李先生表示，雖然現時保安
員對屋苑保安工作、設施巡查工作已有一定程度的適應，但仍有很大的
進步及調較空間，因保安員的表現還未達到「城市」既定的高質水平，
如經在職培訓後未達標，或犯了過錯，「城市」會安排撤換該員工。李
先生補充，現時日班已安排兩位固定保安員，會按公司的工作水平對其
表現進行評估，如未能達標會作出調動。 

 

3.2 張主席向「城市」李先生反映，最近收到業戶通
知，夜班保安員在晩上9時許已公然睡覺，李先
生回應會向該員工了解並發出警告。秘書張小
姐向「城市」李先生反映，現時的保安員並無主
動向業戶溝通，例如打招呼、講早晨等，認為這
都是基本禮貌要求，李先生回覆會訓示保安員
重點改善。委員胡先生指出，曾見大堂大門打開
了，但保安員未有上前主動關門，要求提醒保安
員多留意大門狀況。委員楊先生提示，希望可以
給予「城市」及保安員一個訊息，屋苑更換保安
公司的原意是希望改善保安服務的質素，新保
安員需有做好保安工作的準備，這也是保安公
司的責任，希望各司其職，盡其責任做好份內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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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先生表示就有關改善保安服務，「城市」與房協緊密合作， 10月期間

已與房協召開兩次會議，亦收到不限於上述的改善建議，保安服務將有
所提昇。此外，「城市」已委派專責同事向保安員提供在職培訓，內容
包括水電設施巡查、消防設備運作、處理突發事件指引，大堂及設施鎖
匙管理等，確保保安員熟識其工作流程。 

 
3.4 張主席指出，得悉有新保安員當值，但未見有人向其講解工作範圍，令

新保安員未能投入工作。管理處梁經理表示，每當有新保安員當值，管
理處會指示助理大廈主管帶其了解屋苑保安運作及巡邏路線。張主席向
房協查詢，房協原應提供兩位12小時制的助理大廈主管為屋苑服務，但
由10月開始因其中一人升職，其職務由一位8小時制的大廈主管接替，對
屋苑不公平。梁經理解釋，該名助理大廈主管職位已在積極招聘，為免
對屋苑管理運作造成影響，管理處在此過渡性時期安排了一位8小時制的
大廈主管協助處理屋苑事務，而剩餘的4小時則由管理處另一位大廈主管
負責替補。張主席認為房協的有關安排會令保安員混淆，要求房協提供
大廈主管的當值更表，以便了解房協哪一位大廈主管協助事務，梁經理
表示會考慮在此過渡性時期提供助理大廈主管當值更表。 

 

3.5 張主席表示P3天橋的鐵閘密碼需每三個月更換一次，每次都是本會投訴
才更換，現時的鐵閘密碼自本年5月起已有接近半年未有更換，請房協嚴
格執行三個月更換，管理處答允跟進及改善並立刻安排更換密碼。鑑於
早前發現上一任保安公司的保安員在保安室內的洗手間吸煙，令牆身被
煙漬燻黑，張主席要求所有保安員嚴厲執行不可在屋苑範圍內吸煙。委
員楊先生提示保安員必需做足訪客登記，以及送貨裝修工人的管理。 
(後記：2019年11月9日管理處發出通告，11月13日更換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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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事宜 
 

業委會張主席表示去信房協總部要求解答本座事宜，經常「問非所答」，特

此在這裡優先要求討論以下問題： 
 
4.1  水務署加裝檢測水錶事宜 

張主席表示在8月底收到水務署來信稱要在屋苑的總食水錶房加裝檢測

水錶，本會在9月初去信房協，房協回信本會時在9月30日去信水務署解

釋。惟房協回覆業委會沒有足夠位置安裝有關檢測水錶，並表示建築圖

則於建樓時已獲政府部門批核，大廈落成後並無改動。秘書張小姐查詢，

屋苑現時的總食水錶房是房協建造的，而水務署因水務條例要求屋苑加

裝檢測水錶，如房協承建時該水務條例已經生效，加裝檢測水錶的費用

應由房協全數負責。房協高級經理何先生回覆，屋苑總食水系統是於大

廈落成前已得到屋宇署批准，故現時該系統是未經改動的。管理處梁經

理指出，水務署加裝檢測水錶並非法例要求，安裝原意是統計街喉供水

喉的滲漏水量，可由屋苑自行決定是否同意安裝，再者，健康村二期業

委會亦收到水務署同樣信件，惟與水務署商討期間，得悉水務署已自我

檢討加裝檢測水錶的成效，並計劃研究其他檢測方法。 
 
  

 
 
 
 
 
 
 
 
 
 
 
 

 
房協高級經理 (保養-建築) 張先生補充，曾就此事代表房協與水務署會

議，其解釋加裝檢測水錶為審計署建議水務署實行，以統計香港食水流

失情況，有關建議並不是法例要求，屋苑可考慮是否自願配合處理。業

委會表示待會議記錄發出後會回覆水務署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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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屋苑會計及裝修按金事宜 

2018年核數報告未經本會審核房協已擅自簽署，張主席查詢核數報告中，

有一項「暫寄存」及「已收按金」同時出現裝修按金數目$3,100及$3,200，
另外一筆數是$56,460，另一位置又再出現$56,460，要求了解是否重覆計

算。張主席表示年前申請政府資助房協開支票會收取經理人酬金，同時

又擔心裝修按金會被重覆計算，要求房協取消裝修按金入數。 
 
有委員提出一般單位裝修3至4個月，單位3個月內申請退回按金則可直接

退回，支票有效期是半年，第4個月未退按金看情況而入數，以便減省退

按金的時間，減少出錯機會及簡化會計程序。管理處梁經理回覆，早前

已收到業委會反映，並已與房協會計組作出協調，並獲特別處理，會於

2019年11月起實施有關措施。 
 
 
 
 
 
 
 
 
 
 
 
 
 
 
 
張主席於會上報告，今年及去年的收入，環保回收衣物去年有兩次收入，

理應半年一次，至今尚未收到。另外，去年賣出走廊磚收入為$2,010，
今年袛有$420，因為其中一間問本會主席如何購買，會上顯示該單住，

但沒有收入。委員楊先生建議如有單位要購買走廊磚，房協必需「一手

交錢一手交貨」，管理處梁經理回覆，現時如有業戶要求購買走廊磚及

牆磚，管理處會向業委會發出書面通知，列明購買磚之數量及將會收取

的金額，待業委會通知管理處領取磚後，會向業戶以「一手交錢一手交

貨」形式處理。單位申請裝修時收取的升降機保護板費用去年收入

$9,000。此外，智能卡及扣去年收入$2,495，要求管理處必需執行記錄，

因為超額費用較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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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4平台地磚損壞事宜 
張主席指出，今本4月27日曾向管理處

反映P4平台近康達閣附近一處地磚隆

起，容易引致絆倒意外，管理署在4月
時做了半天袛維修另外8塊地磚，直到

10月10日本會再投訴該處未有處理，

分批工程費用高昂，鑑於P4平台地磚

不乏損裂情況，要求管理處全面檢查

P4平台的地磚後提交報告予業委會考

慮才作處理。 
 
 

4.4  環保義賣籌款活動 
張主席報告往年均有舉辦環保義賣籌款活動，2018年所籌得的款項

$7,644.10均用於屋苑事宜，本年活動定於11月11日至25日，計劃會將籌

得之款項購買金屬斜台給P4平台門使用。 
（後記：2019年環保義賣籌款為$7,058.10） 

 
5. P4平台門工程 

 
5.1 P4平台門工程承辦商 – 順成五金(下稱「順

成」) 陳先生出席會議。由於新造之平台門為
鋁製梳子掩門，兩門一大一小，張主席要求打
開大門後淨空間必需足夠供輪椅通過。另外，
承辦商提供的新門圖則未有提供電磁鎖牌子
及地鼓資料，請承辦商補回。 

 

 

 

5.2 本會要求必須根據「無障礙通道」最低限度讓
輪椅通過，管理處物業經理（保養-建築) 張
先生表示門總長為1500mm，標書上亦列明新
門分大小兩門，大門要有1100mm闊，如依照
此尺寸，小門的闊度只有約300mm，外觀或
會感覺怪異，建議業委會考慮將大門改成
1000mm，小門變為約400mm，足以讓輪椅通
過之餘及大小門尺寸比較合理。經委員商討
後，確定大門開門後淨空間為890mm，足夠
供輪椅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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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張主席指出合約清楚寫明是（38mm）拉手（長
1米），但房協管提交為600mm，與合約不符，
管理處張先生指標書上列明新門的鋁製把手
長度為1000mm，近日1000mm鋁製把手款式
於市面較少見，故希望業委會了解現況及商
討是否考慮轉用600mm鋁把手或不鏽鋼把
手。經委員商討後，確定選用近似深木或古銅
色的600mm長鋁圓通。 

 

（後記：房協在12月2日提交把手，見右圖。） 

 
5.4 張主席指承辦商提供的新門圖則所示，門的上方部份為方格，比較影響

觀感。張先生指出新造的門是鋁製的，而鋁製產品均以螺絲為接合方式，
故此新門會在梳子的側面見到銀色的螺絲，並且完工表面將很困難完全
平滑。經委員討論，選擇新門上方的格子框用鋁板封上。 
 

 
5.5 張主席指電鎖牌子(保養期），地鼓牌子DORMA BTS 75V，房協張先生

門鎖地鼓等配件牌子可參考標書資料。 
 

 
5.6 會議席上，管理處呈上不同顏色的燒面麻石樣本

予委員揀選，張先生提醒新石磚與P4大堂內的舊
磚之間會有接縫，一般可考慮加設分割條以分開
兩種材質地磚，經委員討論後決定不需要加裝分
割條。業委會最後決定揀選使用深灰色石材（如右
圖）。 
 
(後記：管理處推介麻石較為堅硬及耐用，故本會
合約採用麻石，但現時管理處P4平台大門出入口
位鑿開部份地面磚以檢測現有地磚面與結構樓板
之間的厚度是否適合更換燒面麻石磚，否則或需
在市面上找較簿麻石磚或其他種類地面磚(例如
人造石等) 。有業戶認為不公，要求使用燒面麻
石，工程展開前必須業委會批准及顯示物料放於
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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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4平台人面辨識面板安裝工程 

 
6.1 就有關於P4平台安裝全新人面辨識面

板工程，張主席表示基於更換P4平台
門，而又需要更換面板，故人面辨識袛
做P4平台是方便長者使用，管理處於
較早前已將招標結果呈交業委會，最
低標者為「祥興電子電器工程有限公
司」，經委員商討後，選擇由「祥興」
承辦上述工程，連工包料及24個月保
養期，費用$37,680。 

 

 

7. 大廈公契 – 停車場事宜 
 
7.1 張主席表示在2019年8月23日業主大會及去信香港房屋協會總部要求解

釋健康村一期大廈公契的「公用位置 (Common Area)部份，有哪部份需
要康宏閣、康輝閣分擔費用，以及分擔費用比例，至今尚未回應故在此
再次討論及提醒房協解釋業權份數如何釐定﹖ 

 
7.2 公契列明「粉紅色（coloured Pink）」為公用位置，P2及P3樓層袛有樓梯

是「公用位置 (Common Area)」，而P1有一半不是「公用位置 (Common 
Area)」，白色部份不是本座，為何電費要本座分擔46%，另外，維修又
需要本座分擔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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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大廈公契的Undivided Shares Estate 之 Common Area 100/87,988，Non-
residential Area 2000/10100，要求房協解釋位置及Management Shares，這
樣可以清楚釐定，釐定後可以得知本座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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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張主席指過多年前曾有「特別處理之住戶使用免費泊車証」，供有特殊

需要如未期癌症病人或突然患重病之業戶作短暫泊車使用，免費十五分
鐘至三十分鐘內出閘，理由是方便需要人士，一般需要業委提議及必須
有醫生證明文件上落客優惠。在會議上業委會列舉以下証明文件。 

 

  

 
7.5 管理處梁經理回覆，由於停車場暫泊優惠應為多年前之措施，查找資料

需時，待了解有關資料後會向相關人士溝通，有進一步消息會向業委會
報告。為以便業委會了解實際每月用於公用位置的支出屋苑的基座是為
停車場。 

(後記：至會議記錄刊登仍然沒有回應。) 
 

8. 地下還原及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工程 
 
8.1 張主席就有關工程向房協查詢，2018年5月11日會議清楚寫明價格為

$115,000，同時列明「若有公司回標時將標書內容出更改，該標書應視作
無效，同時根據法例規定，招標價錢不能隨便更改，加上房協規定超過
15萬元必需由總部批准才可以出標，現時是否又「搬龍門」，怪不得2018
年5月11日會議會議記錄至今房協不簽署。業委會不知道為何工程費用由
最初 $115,000，在7月30日通知大幅增加至 $ 180,000。而該工程由招標
內容及招標結果都是房協獨斷獨行，而更改任何細節沒有通知本會。 
 

8.2 房協高級經理 (保養-建築) 張先生回應，根據記錄已曾向業委會詳細解
釋有關事宜，現特再向各與會委員解說。工程承辦商「華達」原先的工
程費用為$115,000，後因應屋宇署的要求，將新建的檢查水井由原先的磚
牆建構改為石屎牆建構，用於符合屋宇署的批則要求，而有關改動涉及
另外的建構工程師及入則服務和工程改動費用，因此最後工程費用為
$180,000[=$115,000-$8,000(扣減磚牆費用)+$73,000(改動為石屎牆工程、
重新入則及建構工程師費用)]。根據大廈公契，康宏及康輝閣分擔工程費
用的46%，即$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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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就新建檢查井之水泵電線問題，張主席表示房協沒有提供資料給本會，
本會不斷要求並去信房協總部追問，才有見有委員提問現在房協提議的
做法是否合適。張先生回應電線走位高低及是否入牆做暗燈喉只是雙方
討   論及價錢高低之別，取電線位在垃圾房水喉位是不合適，容易發生
意外，若由於這方面的事引致延誤工程，以現階段的情況來看，是很有
機會引致承辦商索償延誤所引起費用。張主席認為所有新增的工程費用
是由於房協發出招標時未有周長考慮各方因素所致，故有關費用應由房
協負責。張先生回應，標書原意列明水井是由磚牆建造，出標者是以一
個較經濟而又可以完成工程的方向去處理，只是中標承辦商向屋宇署入
則後，因應屋宇署要求而改動設計及用料，在此情況只有兩個選擇，選
擇應屋宇署要求而作出改動，或擱置工程。張先生重申這是屋宇署要求，
並非任何一方可以控制的情況，房協沒有在是次標書設計方面出現錯誤。 

 

  

 

8.4 楊委員詢問，是次工程的標書是否有改善空間，是否應該於標書內有兩
種做法可供選擇。張先生回應，一般情況下發出工程招標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是在出標前先聘請顧問公司向屋宇署入則，待屋宇署批准後才正
式發出標書，此做法好處是確保已獲屋宇署批准，減低入則風險，但是
要事先付出多一筆顧問費。第二種做法是出標給工程公司承包工程及向
屋宇署入則的手續，惟需要承擔屋宇署要求而改動或不批則所引致的風
險或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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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楊委員希望了解是次工程問題的責任誰屬，因業委會收到訊息，承辦商
「華達」曽就有關事件的額外工程費用作兩次調減，是否承辦商自知需
負上責任，另外屋宇署是否有註明為何要求改動用料。張先生回應，根
據記錄，承辦商「華達」在入則時是用磚結構設計，惟屋宇署要求改動，
而且並無回覆要求改動用料的原因，「華達」只按照改動工程及重新入
則訂定增加金額，並經房協跟進後，「華達」才同意調減費用至現時金
額。 

 
8.6 楊委員欲了解承辦商「華達」會否有工程限期，即業委會是否需在期限

前決定是否繼續工程。張先生回覆，未收到是否有有關期限，但承辦商
「華達」曾就工程延期提出過要求考慮徵收延誤費用，當時經房協與其
作出協調，故「華達」暫無再提出有關要求。 

 
8.7 張主席指出房協是專業的管理公司，出標前應已作周長的考慮及嚴格監

察，認為是改動的工程費用應由房協負責，不是容忍承辦商胡亂增加工
程費用。此外張主席認為新造檢查水井位置不應在車場落貨區附近，因
為屋苑地基是有斜度，該位置並不是最低位置，而新水井比舊水井的深
度不同，理應地下水的高低水位都不同。房協高級經理 (保養-建築) 張
先生表示，舊有檢查水井位處垃圾房內，但垃圾房內並不適合進行設置
有關水井，新位置同樣能夠檢查地下水井的水位，而地下水的水位是一
致的，不會因水井的位置不同而地下水的水位不同。 

 

8.8 張主席表示有鑑於是次標書問題，要求管理處往後出標前須提供兩個版
本的標書供業委會參考，再提出選擇意見。管理處張先生回覆可以配合，
但出標時建議以單位價錢模式發出標書。楊委員詢問房協會否承擔新增
地下水水井費用，管理處梁經理表示該項工程位處屋苑公用地方，故會
依據此原則分擔費用，即康輝/康宏閣46%，房協54%。業委會表示此工
程會再作考慮。 

 

9. 更換垃圾車轉盤鐵板工程 
 

9.1 張主席查詢有關垃圾車轉盤鐵板工程已將原定的施工日期延期了兩次，
希望了解最終的開工日期。管理處物業經理（保養-建築) 張先生回覆，
承辦商「譚頌」將會在11月7至8日進行施工，施工時業委會將會參與視
察轉盤底部情況。 
 

9.2 張主席指出，因應該轉盤應無人使用，曾要求將之拆除以減少維修支出。
房協高級經理 (保養-建築) 張先生回應，安裝此類轉盤是運輸署的要
求，用意讓大型車輛可以使用轉盤調頭駛出，是政府部門於建築批則時
的一般要求，如計劃向政府部門入則拆除轉盤，成功機會很微。 

 (後記：施工當天業委會到場視察，發現底部有生锈，故要求油漆防锈  
 油，翌日承辦商已油維修部份。） 
 

 



2019年11月1日康宏、康輝閣業主委員會會議                第 15 頁，共 17 頁 

 

10. 更換維修沖廁水供水喉、水渠及咸水泵工程 
 

10.1 張主席表示就有關維修工程，地面層咸水總掣沖廁水供水喉，根據業委
會收到的資料，是比較緊急的工程，但近日又再次收到管理處通知水務
署要更改施工日期。管理處物業經理（保養-建築) 張先生回應，由於上
述工程其中一個須更換的閘掣是街喉入屋苑的總閘掣，所以更換該閘掣
需要水務處配合暫停供水，方能處理。管理處在與水務處協調期間，由
10月分開始已與水務處職員數次到屋苑附近的供水街喉檢查街喉閘掣，
管理處曾聯同工程承辦商與水務處職員一同測試街喉閘掣，最後收到水
務處通知11月8日可以配合暫停供水，方通知業委會有關事宜。 
 

10.2 張主席反映現知悉11月已有幾天要暫停供水，無論暫停食水或沖廁水都
會為業戶帶來不便，希望管理處可以盡量將停水工程安排於同一日完成，
以減低對業戶的影響。 

 
10.3 張主席表示咸水系統喉管锈蝕積聚物經常淤塞，每次必需緊急維修價格

高昂，同時阻礙業戶，故此標維修康宏及康輝閣天台沖廁水供水喉工程
費用為約$12,500，若上次緊急費一座費用為2萬多元。 

 
 

 

11. 大堂寛頻上網及本座網頁事宜 
 

11.1 就有關大堂寬頻上網事宜，張主席詢問如只有一個無線網絡發射器放於
大堂，是否可以有足夠網絡覆蓋整個大堂。助理經理（保養-屋宇設備)
陳先生回應，已向供應商了解，一個發射器只能覆蓋1000平方尺的範圍，
而大堂未計算康宏閣及康輝閣的升降機位置已超過1000平方尺，若只得
一個發射器則網絡未能完全覆蓋整個大堂使用的，如多過一個發射器會
另外收費。陳先生建議增加發射器方面可由保養商「祥興電子電器」代
辦，並會向「祥興」查詢有關價錢。張主席表示會選用500M用費計劃，
待房協提供有關資料後再行決定。 

 

11.2 張主席表示，屋苑網頁每年需向網頁公司支付存放費用，多年來均是由
她支付，但一直沒有申請領回，現要求向房協收回此費用。管理處梁經
理表示，業委會需提供有關收據及相關資料，並會向房協會計組了解，
建議張主席可將該些資料交予管理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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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4垃圾槽事宜 

 

12.1 張主席報告有關P4平台垃圾槽生口位之跟進情況，她已去信屋宇署及

消防處查詢，屋宇署已回信，指該位置的牆身為非結構牆，即可自行考

慮是否要密封。房協高級經理 (保養-建築) 張先生回應，有關垃圾槽生

口位應是管理處為處理突發塞槽事件而作的緊急處理，房協建議重新將

該生口位及牆身重新密封，如業委會希望在該垃圾槽及牆身位置建造一

個正式的生口位，以便處理塞槽事件，則須向屋宇署入則為之正確做法。

張先生補充，現時是有法例去規管正式的垃圾槽生口的大小尺寸，而勞

工處亦非常留意，並經常到各大廈巡查是否符合有關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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