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3日2019年業主大會                第 1 頁，共 21 頁 

 

 

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 

2019年業主大會暨業主委員會選舉會議記錄                              

日期﹕2019年8月23日 

 

時間﹕晚上7時30至10時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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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3H 4H 5B 5H 6A 6F 8H 9A 10H 12D 13B 

14B 14E 14F 16A 16F 17F 18A 18C 19B 20E 21A 21H 

22F 22G 22H 24B         

            

康宏閣           

1G 2A 3A 3B 3E 3G 4D 4E 4F 4G 5H 7B 

8A 8C 8E 8G 10C 10D 11A 11G 13F 13G 14F 15E 

15H 16H 17G 17H 18C 19A 19D 19F 19G 20A 20B 20C 

20D 20E 20F 20G 21B 21F 22D 22F 23C 23F 24C 24E 

24F 24H 25D 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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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堅先生 物業經理（保養-建築) 

陳偉峰先生 助理經理（保養-屋宇設備) 

鄭仲駒先生 高級主任（物業管理） 

葉芷欣小姐 主任（物業管理） 

 

列席人士: 

羅建新女士 東區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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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人面辨識面板工程簡介 

於晚上7時15分(業主大會舉行前)，由「祥興電子電器工程有限公司」代表向出席業主

及授權代表簡介人面辨識面板工程，並即場示範測試，沙田第一城個案分享並解答在

場業戶的提問。 

 

業主委員會主席表示，沙田第一城與本座人面辨識面板有不同，沙田第一城袛安裝3座

已80多萬，住客要影相作數據，沙田第一城全面使用人面辨識面板進出大廈，又不設座

頭保安員及訪客要由住戶預先申請QR CODE入門，而本座會保留原有拍卡系統，沙田

第一城是上網的，本座不會上網，故金額每個位置萬多元。 

 

 

 

 

 

 

 

 

 

 

有關住戶提問擔心如使用人面辨識系統，住戶資料將如何處理，有關資料均以密碼及

程式加密，即使資料被盜或外洩，都不能打開有關檔案，同時，資料均存於管理處電

腦中，張主席補充，P4平台裝有閉路電視，故有可疑人物接近系統也即時發現及住戶

資料不會以單位或姓名存檔及系統暫不會安裝上網。 

 

有關使用所述系統能否防止訪客尾隨進入大廈，祥興代表表示任何系統均不能完全防

止訪客尾隨，除非有保安人員在場當值，所以如同張主席上述表示現時康宏閣及康輝

閣是人面識別系統及保安人員並存，情況與沙田第一城不同。 

 

有關小朋友身高及樣貌轉變問題，祥興代表表示曾以自己10年前照片測試系統，結果

能通過測試，只是系統識辨時間較長，而最佳識辨距離為1.5米。 

 

由於P4平台將會更換玻璃門時會涉及面板問題，故考慮如安裝

人面辨識面板工程，只會於P4平台康宏閣及康輝閣玻璃門位置，

即使日後安裝人面辦識面板工程，業戶仍可以繼續使用智能卡/

匙扣進入大廈，不一定必須提交相片登記/使用有關系統。 

 

（後記： 業主委員會在8月30日會議，各委員贊同在更換P4玻

璃門工程時，人面辨識面板工程會一同進行工程，一

方面又可以方便長者在P4平台出入，亦可避免日後再

更改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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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前主席就本座屋苑簡介 

 

A. 康宏/康輝閣總業權份數 

 

業主委員會主席表示，康宏閣及康輝閣各單位的總不可分割份數為23,200份，但房協

於2017年2月28日之業主大會上，將出租物業(康智閣及康達閣)的不可分割份數

17,493份亦計算有內，此做法影響了當晚的投票結果，正如2003年業主大會投票大維

修工程時，本座與出租相連，換管碼不換管，為何本座業戶投票反對，其實房協用出

租單位選票，本座各業戶投訴都沒有用。即使在場大部份業主反對進行，最終亦被通

過。張主席要求各出席業主牢記日後必須以23,200份計算康宏閣及康輝閣各單位的

總不可分割份數。 

 

大廈公契房協計算本座為46%，2000/10100，不知如何計算，要求房協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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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張主席表示，2014年11月14日特別業主大會會議記錄第16頁已記載房協以用者自付

的原則，界定P1至P3外牆的維修保養費應由房協支付。此外，房協亦有信件證明此

事，故此車場公共地方的維修責任應與康宏閣康輝閣業主無關。張主席即場向出席

業主展示有關文件，並希望各業戶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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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會議記錄及房協信件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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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張主席表示，多年前地下大堂有地下水滲出，引致業委會的儲物室水浸，事後，房

協花費數萬元聘請工人清走倉內的建築物料，包括大廈的外牆紙皮石、各類地磚及

牆身磚等，引致上次大維修時要花費數萬元額外購買外牆的紙皮石。此外，房協將

康宏閣康輝閣樓層牆身玻璃磚存放在二期停車場內，日後如需更換玻璃磚，可往二

期車場提出。 

 

D. 港燈智「惜」用電基金資助 

張主席報告，就更換樓層走廊天花LED工程，港燈已於8月9日將智「惜」用電基金
之資助金額$42,000存入本苑大廈賬戶，此工程總費用為$84,000，而港燈則資助50 

%工程費用。 

 

E. 水務署懷疑食水污染賠償 

張主席報告，2015年12月發生的食水被
污染事件(食水有殘餘海綿)，為此，水
務署已賠償$41,399.60，以支付有關
的善後工程費用。惟2018年12月再次發
生事故，有膠袋沖入食水缸，經她本人
向水務署交涉及爭取後，水務署最終免
費在一期P1總水錶房更換1個總來水閘
掣、1個止回閥，1段銹蝕喉管及在康輝
閣P3垃圾房更換一段銹蝕喉管及新造一
個石屎躉，並沖洗4個主要位置的咸水
喉管，估計工程費約數十萬元，同時，
水務署亦賠償了$49,535.50以支付由
此事件而引致的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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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義賣活動 

張主席表示，2018年的義賣活動共籌得$7,644.10，而本年的義賣活動仍然會繼續，
而將來所籌得的款項中，有部份將會用作購買P4平台大門出入口的臨時金屬/塑膠
斜台之用，以方便輪椅業戶進出P4平台，費用預算約2千多元。 

 

G. 差餉事宜 

張主席表示，由於早前申請升降機優化資助計劃，但因差餉租值超出申請要求，故
無法申請，故早前去信向差餉物業估價署反映本苑有別於其他私人物業，不可以隨
便出租，故要求下調康宏/康輝閣差餉租值。如成功爭取的話，本苑可能符合申請升
降機優化資助計劃及日後大維修的資助要求。張主席補充，差餉物業估價署已於7月
23日派員到訪多個單位，主要是向海單位，因向海單位的景觀已有重大改變，但向
山單位的景觀卻沒有改變。此外，該職員亦到天台及平台觀察，現待差餉物業估價
處的回覆，是否會下調單位的差餉租值。 

 

H. 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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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表示，由於P1地下大堂曾因地下水滲出引致水浸，故房協招標在停車場新建
地下水檢查井及安裝潛水泵，將地下水抽走。此工程已拖延多時，管理處剛於8月
22日通知此工程將於9月2日動工，但業委會及業戶對此工程並不了解，故要求物業
經理(保養-建築)張智堅先生講解工程內容及施工位置。張先生表示，是次工程包括
在P1停車場落貨區近總垃圾房位置開鑿及新建水井，並加裝潛水泵將地下水抽走，
完工後，填封總垃圾房的舊水井及向屋宇署報完工，並需由屋宇署驗收。張主席表
示，由於此工程屬健康村一期，總工程費為$180,000，康宏康輝閣佔46%，即$82,800，
故要求管理處以通告形式列出工程內容及施工位置，以讓業主知悉。此外，張主席
要求將工程延後兩星期才展開，張先生表示會配合。 

 

（後記：業主委員會在8月30日會議，各委員要求房協提交香港房屋協會通知本會在

9月2日進行工程，由於不够詳細，深度及物料不清晰，舊位都有3呎，房協

安排開鑿天井位置較原來位置太高，理應深度需要5呎深，會議上各委員要

求房協詳盡解釋深度及日後如何抽水，並符合本會要求展開工程。 
 

業主委員會表示再詳細審核後，發現 2018 年 5 月 11 日會議上曾清楚說明
若有公司回標時將標書內容作出更改，該標書應視作無效。業主委員會認
為根據法例規定，招標價錢不能隨意更改，加上房協規定超過 15 萬元必需
房協總部批准，是否房協又「搬龍門」，房協在 2018 年 7 月 30 日由$115,000

增加到$185,000。此標業主委員會全部沒有開標權及不知標書內容。 
 

 
業委委員會表示與房協在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開會議至今，房協一直不簽
署會議記錄，莫非房協經理林翔婷經理必有用心。 
 
業委會在 2019年 9月 18日致函要求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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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大堂安裝寬頻線 

張主席表示，多年前香港寬頻在本苑鋪設寬頻線及器材時，曾口頭承諾免費在地下
大堂加裝寬頻線，當時曾要求房協跟進，但最終香港寬頻沒有安裝，而香港寬頻負
責的職員亦已離職。近期，和記寬頻亦在本苑鋪設寬頻線及器材，並已在地下大堂
鋪線。經管理處向多間寬頻供應商詢價後，當中以和記寬頻的每月收費較低，約每
月$300-$400。張主席補充，日後的閉路電視及門禁系統可透過wifi傳輸，並以手機
控制大門開啟，業委會及互委會委員於5月31日之會議上已表示同意在大堂加裝wifi。
張主席要求管理處向和記寬頻查詢是否可以不用固定網路通訊地址 (Fixed IP 

address)，這可以減少月費金額，管理處表示會跟進。 

 

J. 天台咸水喉及炮通工程 

張主席表示，天台的咸水喉及炮通每隔一段時間便出現淤塞，每次沒有咸水供應後，
房協會安派技術員或承辦商清理喉管內的沉積物，費用不少，故建議更換生銹的喉
管或定時由承辦商拆喉清理管內之沉積物。另早前有業戶建議可在咸水喉的曲位加
裝T型接駁喉，以便清理管內沉積物。物業經理(保養-建築)張智堅先生表示，如在曲
位加裝T型接駁喉，從技術角度而言，可能會減慢水流速度，並加速沉積物積存及淤
塞，故不建議此做法。汲取過往多次咸水喉淤塞引致無咸水供應之經驗，定期安排
承辦商拆喉清理管內之沉積物之做法會較為實際及可取。張主席亦同意日後要定期
進行上述清理喉管工程。 

 
（後記：業主委員會在 8 月 30 日會議一致要求管理處盡快跟進處理及出標，9 月 20

在大堂開標，此標包括更換地面咸水總掣房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工程總標價
為$58,500，最低標承辦商為譚頌公司，有關天台咸水喉及炮通工程金額則
佔$12,500。） 

 

K. 公共天線保養合約 

張主席表示，公共天線保養合約中列明地下大堂應有電視接口，理應可在保安崗位
查看樓上單位所見到的閉路電視畫面，但管理處卻表示不可以，如要收看必須另行
報價接駁，惟多年來仍然支付有關的保養費。助理經理(保養-屋宇設備)陳偉峰先生
回應，已要求保養商「祥興」尋找該電視接收口的位置。康宏閣及康輝閣共有數百
個電視接口，現時只欠幾個接口仍未找到，該些接口有機會早已被廢除。張主席要
求於8月28日或以前回覆此事。 

 

（後記：房協於9月初才找到P1電視接口位置，有關標書於9月20在大堂開標，保養總
標價2年為$134,400，康宏及康輝閣佔$118,848，平均每月保養費為$4,952，
與現時每月的保養費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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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大會會議內容 

大會司儀梁婉娜經理宣佈，截至晚上8時15分，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人數已有73名(共

4,289不可分割份數)，佔總業主人數18.25%，已超過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總業主

人數百分之十，符合大廈公契要求的業主大會法定人數，故宣佈業主大會正式開始，並

多謝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羅建新女士列席。 

 

大會司儀梁經理簡介是晚業主大會的議程: 

 

1. 推選是晚大會主持 

2. 通過大會議程 

3. 康宏閣垃圾槽事宜 

4. 議決更換P4玻璃大門工程 

5. 議決與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續約以提供升降機保養服務 

6. 議決2019-2021年保安服務承辦商 

7. 議決2019-2021年園藝服務承辦商 

8. 議決2019-2021年清潔服務承辦商 

9. 業主委員會選舉 

9.1 業主委員會候選人簡介 

9.2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9.3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 

9.4 推選及議決業主委員會主席、秘書、司庫各一名 

 

1. 推選是晚大會主持 

大會司儀梁經理呼籲在場業戶提名大會主持，有業主提名由現屆業委會主席張燕芬

女士擔任。由於出席業主/授權代表對此並無異議，同時亦未有其他提名，故一致通

過是晚大會主持由張燕芬女士擔任（以下簡稱大會主持）。 

 

2. 通過大會議程 

由於出席業主/授權代表並無異議，故一致是晚大會議程。 

 

3. 康宏閣垃圾槽事宜 

大會主持表示，房協於2015年因康宏閣垃圾槽淤塞，在P4平台電氣房/泵房牆身及垃圾
槽開鑿生口位，以清走垃圾槽內之垃圾，當時並沒有通知業委會，亦沒有填寫事件報
告及向保險公司匯報。管理處事後只用塑膠板將該兩個生口位圍封，直至本年四月因
垃圾槽再次淤塞及需以升降機運送樓層垃圾，業委會才知悉此事。業委會對管理處
2015年的做法非常不滿，並要求房協交待此事，其後管理處改以不銹鋼片圍封上述兩
個生口位。業委會曾多次要求房協需由結構工程師/專業人士簽署文件，以證明現時的
做法符合相關法例，惟房協一直未有回覆，故已去信屋宇署及消防處，現待他們到來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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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屋宇署在9月6日到本座視察） 

現時以不銹鋼片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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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決更換P4玻璃大門工程 

大會主持表示，本苑長者及使用輪椅的業戶日漸增加，現時，使用輪椅的業戶需要將

P4兩扇玻璃門打開才可以進出P4平台，故業委會建議將P4玻璃門改為大細門設計，

惟房協建議維持原有玻璃門款式及提供與康智閣康達閣相同的無障礙通道設計，且

需要向屋宇署入則申請，預算整項工程費超過一百萬元（如下圖），業委會並不同意

此工程，並決定只更換P4玻璃門，至於供輪椅業戶使用的斜台，則會由稍後舉辦的義

賣活動中籌款購買。 

  

 

物業經理(保養-建築)張智堅先生向出席業主講解現時更換P4玻璃大門的4款設計，當

中大門的寬度均為1,100mm，細門寬度為400mm，日後業戶只需打開P4大寬度門便

可輕易讓輪椅經過。此外，新P4大門的4款設計如下 : 

選項A : 更換為鋁質門框玻璃門 

選項B : 更換為不銹鋼門框玻璃門 

選項C : 更換為鉛水鐵質料疏子門(無玻璃) 

選項D : 更換為鋁質料疏子門(無玻璃) 

 

大會主持表示，由於夏季時，P4升降機大堂室溫頗高，故建議改為疏子門，以便空

氣流通。此外，由於發現有個別業戶經常大力開關P4大門，故此，新P4大門需考慮

耐用問題。張先生回應，鉛水鐵質料會較鋁質耐用，但大門相對會較重，且大門飾

面的油漆容易被刮花，需要定時髹回油漆，至於鋁質門表面已有顏色，故沒有油漆

被刮花的問題出現。 

 

有業主提問，疏子門的設計會否容易被人伸手入內按開門掣。張先生回應，在設計

上已考慮到此要點，避免出現保安漏洞。有業主擔心疏子門欄與欄之間的寬度會否

容易把小朋友困住，張先生回應，疏子門欄與欄之間的寬度會採用市面上一般採用

的尺寸，應不會有上述問題出現。 

 

有業主查詢，鉛水鐵質料與鋁質料門的重量比較。張先生回應，鉛水鐵質料必定比

鋁質料門重，但確實的數字則未能提供。張先生補充，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鋁質

料門亦可以非常耐用，正如現時P4玻璃大門一樣，已使用26年。 

 

若向屋宇署入則申請，預算整項工程費超過一百萬元，業委會並不同意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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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P4玻璃大門工程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263 98.52% 

B 反對 64 1.48%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議決通過贊成更換P4玻

璃大門工程。 
 

 

大會主持表示，此更換工程除更換玻璃大門外，貼近大門內外會更換為燒面麻石，

另P4大堂部份損壞地磚亦會同時更換。 

 

就議決更換P4大門的款式及用料，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選項 議決內容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更換 : 鋁框連玻璃門、P4大堂部份地磚、

貼近P4門內外為燒面麻石 

398 9.09% 

B 更換 : 不銹鋼框連玻璃門、P4大堂部份地

磚、貼近P4門內外為燒面麻石 

462 10.55% 

C 更換 : 鉛水鐵質料疏子門(G.M.S)、P4大堂

部份地磚、貼近P4門內外為燒面麻石 

285 6.51% 

D 更換 : 鋁質料疏子門、P4大堂部份地磚、

貼近P4門內外為燒面麻石 

3233 73.85%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議決通過選項D:更換鋁

質料疏子門、P4大堂部份地磚、P4門內外為燒面麻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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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主查詢鋁質料的級數，張先生回應，現時沒此方面的資料，但會要求工程承辦

商提供物料的樣板供業委會及業主參閱。 

 

就議決更換P4大門承辦商，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承辦商 工程金額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1 順成五金 $82,300 3,836 91.53% 

2 元華工程有限公司 $83,200 187 4.46% 

3 新聯盛工程有限公司 $87,000 168 4.01% 

4 文興工程公司 $97,000 0 0% 

5 創景建築有限公司 $99,600 0 0% 

6 和興公司 $124,970 0 0%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議決通過順成五金為更

換P4玻璃大門工程承辦商。 

 

5. 議決與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續約以提供升降機保養服務 

大會主持表示，日立為原廠保養商，為安全起見，建議繼續由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日立)以每月$49,747.60續約至2021年9月30日，共24個月。服
務費包括康宏閣康輝閣共6部升降機，及停車場1部客運升降機及1部貨運升降機之保
養。大會主持續表示，停車場客運升降機主要是停車人士及車主使用，基於用者自付
原則，故不認同需要分擔有關保養費用。梁經理回應，根據大廈公契，該兩部升降機
位於一期的公共地方，故有關之維修保養費用須按大廈公契分賬，故康宏閣康輝閣佔
46%，房協佔54%。 

 

大會主持詢問在場業主及授權代表是否同意由原廠保養商日立繼續保養，由於沒有人
提出反對，故不進行投票並一致通過由日立以每月$49,747.60續約至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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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議決2019-2021年保安服務承辦商 

大會主持表示，近日社會紛爭不斷，為安全起見，故早前要求管理處於有需要時封閉

連接一及二期的行人天橋，但近次封橋時，卻沒有鎖上二期由地下至P3的升降機，造

成漏洞，業戶可經由行人天橋由二期往一期，並進入P3停車場再乘搭升降機返回單位。

此外，早前曾要求保安員巡查一期地下外圍各出入口的大門是否已鎖上，結果保安員

只是以目視各大門狀況，並報告各大門已鎖妥，但實際是有大門的門鎖已損壞，無法

鎖上。由此可見，現職的保安員工作態度不夠認真。 

 

另剛過去的農曆新年，保安員收取利是後即返回崗位查看利是的金額，這對業戶造成

壓力及尷尬，故建議日後改為放置收集箱在大堂，以收集業戶的利是，總結所有利是

金額後再分發給保安員、清潔工及園藝花王。 

 

大會主持續表示，現時最低標價的首兩間保安公司主要是承辦公屋工作，保安員質素

一般，而第3低標價公司則主要負責豪宅，最重要2019-2021年每月費用為$75,550.83，

較現時2018-2019年每月費用$77,454.50為低，若需要增添每個人手$1,080.00，則比最

低二標為低，且承諾於當值時穿著西裝，保安員形象已煥然一新，此外，新合約每月

的服務費仍較現時合約每月之服務費為低。 

 

就議決2019-2021年保安服務承辦商，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承辦商 2年總標價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1 威智護衛有限公司 $1,695,312 115 2.63% 

2 安全護衛有限公司 $1,801,932 0 0% 

3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 $1,813,220 4,212 96.21% 

4 德保護衛有限公司 $2,009,325 51 0% 

5 友邦護衛有限公司 $2,031,870 0 0% 

6 新衛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2,197,368 0 0% 

7 警衛國際有限公司 $2,308,479 0 0% 

8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9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10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11 宏力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12 專業護衛有限公司 

13 置佳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議決通過城市專業管理有

限公司為2019-2021年保安服務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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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議決2019-2021年園藝服務承辦商 

 

大會主持續表示，早前曾向房協反映，位於健康中街近東區康體會入口之花槽並不

在地契圖則上，應是後加的花槽，故不應計算入一期的公共地方內，即康宏閣康輝

閣不需支付該花槽的園藝服務費用。經爭取後，房協最後同意此計算方法。 

 

康宏閣康輝閣於新合約中所支付的平均每月費用$3,036較現時2018-2019合約$4,002

還要低，故建議不需投票，由現時園藝服務承辦商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王氏利豐)承辦2019-2021年園藝服務合約。 

 

梁經理表示，雖然王氏利豐的標價最低，但經由投票選出承辦商會較理想。大會主

持向現場業主及授權代表詢問是否反對由王氏利豐承辦新合約，鑑於沒有人提出反

對，故在不投票的情況一致通過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為2019-2021年園藝服務承辦

商。 

 

 

大會主持表示，是次園藝服務合約招標，共有4間承辦商回標: 

 承辦商 2年總標價(康宏閣康輝閣業主需付) 

1 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 $72,864 (平均每月$3,036) 

(總合約價$607,200) 

2 碧瑤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132,480 (平均每月$5,520) 

(總合約價$774,000) 

3 城市綠化有限公司 $149,040 (平均每月$6,210) 

(總合約價$1,242,000) 

4 經緯園藝有限公司 $185,472 (平均每月$7,728) 

(總合約價$1,444,800) 

5 碧麗丹綠化工程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6 合豐園藝(綠化)有限公司 

7 香島園藝有限公司 

8 東方綠化有限公司 

9 東陽綠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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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決2019-2021年清潔服務承辦商 

大會主持表示，現時清潔承辦商滿亨存在很多問題，例如2015、2016年康輝閣地下

大堂打蠟時，引致多塊地磚及牆身磚損壞，垃圾槽又多次因清潔工不正確操作引致

淤塞，多個樓層垃圾房設施損壞，康宏閣地下大堂打蠟又引致地磚損壞等等，故不

建議選擇最低標價承辦商滿亨。 

 

 

 

 

 

 

 

 

 

 

 

 

 

 

 

 

第2低標價承辦商真會記曾於本苑提供服務，當時的清潔員工服務本座十多年的昌叔

和蓮姐工作表現還良好，而晚上則9:00放工，因為房協更改返工時間，早上返7:30-

4:30及7:30-10:30，因昌叔住得太遠，故此不幹。 

 

有鑑於此，故新合約改回早更8:00-5:00及晚更7:00-9:00，日間收集垃圾時間維持由

上午9:15開始，晚間收集垃圾時間則改由晚上8:00開始，使清潔員日夜同一人，可避

免推卸責任。 

 

第2低標價承辦商真會記與第3低標利興的標價相差不多，但細看選項服務的收費，

例如大堂打蠟及天井清潔等，利興的收費較真會記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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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主反映裝修單位的灰塵影響同層單位及引致牆身佈滿灰塵，現職清潔工又不

清潔牆身。梁經理回應，如裝修單位影響樓層走廊清潔，裝修單位有責任清潔受

影響地方。大會主持表示，由於管理處沒有監管，故即使裝修指南內已註明可從

裝修按金中扣除清潔費，但管理處卻沒有執行。梁經理表示，日後會加強裝修單

位的監察，此外，亦會要求清潔工加強裝修單位的樓層清潔。 

 

就議決2019-2021年清潔服務承辦商，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承辦商 2年總標價 

(康宏閣康輝閣業主需付) 

不可分割 

份數 

佔總投票(%) 

1 滿亨有限公司 $1,402,555.20 

(總合約價$3,840,000) 

51 1.18% 

2 真會記有限公司 $1,723,841.90 

(總合約價$4,039,000) 

51 1.18% 

3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1,768,117.90 

(總合約價$4,416,600) 

4,225 97.64% 

4 新恆基環境美代服務 

有限公司 

$1,821,099.10 

(總合約價$5,437,250) 

0 0% 

5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1,849,017.60 

(總合約價$4,420,800) 

0 0% 

6 增力服務有限公司 $1,861,051.60 

(總合約價$5,131,200) 

0 0% 

7 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1,894,525.40 

(總合約價$4,608,000) 

0 0% 

8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1,970,395 

(總合約價$4,360,150) 

0 0% 

9 栢麗服務有限公司 $2,040,146.20 

(總合約價$5,044,500) 

0 0% 

10 時運服務有限公司 沒有回標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議決通過利興環境服務

有限公司為2019-2021年清潔服務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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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業主委員會選舉 

9.1  業主委員會候選人簡介 

大會司儀梁經理表示，未選出業主委員會委員前，管理處已於大堂貼出10名候
選人的參選資料，而於大會開始前，有2位業主即場參選，大會司儀梁經理再
次向現場呼籲，現屆委員及在場業主會否有參選的意願。由於再沒有業主在會
上即時參選，故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截止參選，並宣佈12位候選人名單如下： 

 

 

 

 

 

 

 

 

 

 

 

 

 

 

 

 

 

大會司儀梁經理表示根據編號次序，會邀請每位候選人逐一自我介紹，每人限

時3分鐘，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認識和了解各候選人的政政綱。各候選人其

後根據其參選編號出場作自我介紹。 

 

9.2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經過各候選人自我介紹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進入下一個程序，投票選出業

主委員會人數。 

 

候選人張燕芬女士詢問大會司儀梁經理，現時健康村二期業主委員會有多少

人，梁經理表示，二期的業主委員會業主代表委員有7名。張小姐詢問，業主委

員會人數為單數是否合適。梁經理表示，單數比較理想，因為不需要動用主席

的決定票，故建議單數比較好，最後決定以7位、9位及11位作投票基準。 

 

  

編號 候選人 

1 林兩合先生 

2 林浩然先生 

3 張燕芬女士 

4 阮家輝先生 

5 李國華先生 

6 謝錦榮先生 

7 楊紀聚先生 

8 邱月冰女士 

9 胡衛國先生 

10 丁慧慧女士 

11 馬榮禮先生 

12 張玲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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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議決業主委員會人數，經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人數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7人 328 7.52% 

B 9人 356 8.16% 

C 11人 3,677 84.32%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大會司儀梁經理宣佈業主委員會人數為11人。 

9.3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 

大會司儀梁經理再次邀請12候選人介紹自己的名字及候選編號，並請出席業主

及授權代表於選票上選出其心目中的11位候選人，因為每名候選人必需要有總

投票率50%或以上，才能夠當選。 

在場有業主提問，表示於現場的壁佈版未有提供12位候選人之資料，未能根據

候選人之政綱等作出投票，而管理處發出的通告有截止參選日期，質詢為何可

以現場參選，並表示是次選舉業委會委員無效。大會司儀梁經理表示，管理處

通告上之截止日期乃行政上之方便，以方便制作有關選票，如業主希望現場參

選，管理處不會作出反對。另外，各候選人剛才已作出自我介紹，因此各在場

業主及授權代表可以根據其資料作出投票以選出業主委員會成員。該業主亦提

及1年前的保安事故，大會司儀梁經理表示會再了解上述事件後，再作回覆，

但現階段需根據大會議程進行投票。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核實後，就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經出席業主及

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候選人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當選（）/ 

不當選(X) 

1 林兩合先生 3,955 95.62%  

2 林浩然先生 3,908 93.54%  

3 張燕芬小姐 4,127 98.78%  

4 阮家輝先生 4,076 97.56%  

5 李國華先生 958 22.93% X 

6 謝錦榮先生 3,963 94.85%  

7 楊紀聚先生 4,063 97.25%  

8 邱月冰女士 4,127 98.78%  

9 胡衛國先生 4,127 98.78%  

10 丁慧慧女士 4,078 97.61%  

11 馬榮禮先生 4,078 97.61%  

12 張玲珠女士 3,850 9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