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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 

2021年業主大會暨業主委員會選舉會議紀錄                           

日期﹕2021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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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或其授權代表 (以住宅單位地址顯示)  

 

康輝閣 

1G 2C 2G 4A 5B 5H 7C 8B 8E 8G 9F 10F 

12C 13B 14B 14F 15B 15F 17C 18A 19B 20E 22G 25B 

(24名)           

            

康宏閣           

1G 3A 3B 3C 3E 4B 4D 4E 4F 5G 6C 6D 

7E 8A 8G 9D 9G 10C 10D 10G 11C 11E 13C 13F 

13G 14B 15H 16C 17G 18B 19A 19C 19D 19F 19G 19H 

20C 20F 21A 22C 22D 22F 22H 23C 24C 24H 25E 25G 

(48名)           

            

 

 

管理處代表  

林美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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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子聰先生 物業經理 (保養-屋宇設備) 

孔偉傑先生 高級主任（物業管理） 

陳頴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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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嘉豪先生 智能安全顧問公正行有限公司代表 

(議程第8至1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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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大會會議內容 

大會司儀梁婉娜經理向在場人士作出呼籲，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持續反

覆，故提醒所有出席業主大會人士必須配戴口罩及量度體溫，如體溫超過37.5℃，

管理處有機會拒絕該人士出席是次大會，亦請與會人士在會議期間全程戴上口罩

及不可飲食。 
 

為減低疫情擴散的風險，大會司儀表示會按照政府的有關規例採取以下措施： 

(1) 會場範圍不會提供食物或飲品；及 

(2) 座位與座位之間有一定距離，以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 
 

大會司儀宣布，截至下午2時35分，出席業主及授權代表人數已有66名(不可分割

份數共3,987)，包括親身出席之業主及授權代表出席之人士，佔總業主人數16.5%，

已超過健康村一期康宏閣/康輝閣總業主人數10%，符合大廈公契要求的業主大會

法定人數，故宣布業主大會正式開始。大會司儀多謝民政事務處社區幹事羅建新

女士列席。 
 

大會司儀簡介是次業主大會的議程: 

1. 業主委員會主席報告 

2. 推選是日大會主持 

3. 通過大會議程 

4. 議決2021-2023年度與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續約及其工程項目 

5. 議決2021-2023年度園藝服務承辦商 

6. 議決2021-2023年度保安服務承辦商 

7. 議決2021-2023年度清潔服務承辦商 

8. 議決更換康宏閣/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機 

9. 議決揀選康宏閣/康輝閣地下大堂更換冷氣機之工程承辦商 

10. 議決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 

11. 議決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樓梯燈更換為內置感應器

之LED照明燈具 

12. 議決揀選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

之工程承辦商 

13. 議決就上述「議程8」至「議程12」向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申請「智惜用電

樓宇基金」 

14. 議決進行及揀選外牆修葺工程(住宅、平台及設施房部分)之承辦商 

15. 議決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工程 

16. 議決揀選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之工程承辦商 

17. 業主委員會選舉 

17.1 業主委員會候選人簡介 

17.2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17.3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 

17.4 推選及議決業主委員會主席、秘書、司庫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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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業主委員會主席報告 
 

現屆主席張燕芬女士就屋苑事務作出報告： 

本人服務十多年，以下是本人多年來的事務。 

 

1. 本人多次去信房協要求下調經理人酬金，由 10%已下調到今年 6.2%。 

 

2. 本人多次去信房協關於外牆問題，2014 年 11 月 14 日特別業主大會會議

紀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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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公共地方的維修

責任應與康宏閣康輝閣業主無關，並在 2019年 8月 23日業主大會再次提

業主牢記。房協信件答允，故今年出租單位外牆維修與本座無關。 

 

  

 

3. 今年多場豪雨，大堂容易滲水，如今天在康宏閣地面都出現水漬，2021年

6月9日，本人發現康宏閣單數升降機有滲水，要求房協抽水和跟進。 

 

4. 每年夏天雨季來臨，本人一定要求房協用高壓通渠車進行清洗地下沙井及

地下渠工程，今年清理沙井後滲水仍然存在。根據本人的經驗，相信由街

外引致，因此本人再致電房協總部，因為會影響「惠康」及「麥當奴」希

望盡快聯絡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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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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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往二期車場提取。 

 

6. 地下還原及新建地下水檢查井工程由最初$115,000，2019年7月30日大幅

增加至$185,000，本人去信房協多次，終於在2021年8月6日回信檔案：

KL/BL/HV1/OC Letter 20210806/ml工程已擱置，因為這個位置根本對於

減輕滲水無效。 

 

倘若各位看到這裡有

水，大家請通知管理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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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宏閣P4層垃圾槽房協多次要求還原，但清潔員工平均每兩個月一次淤塞，

本會多次反對，同時在清潔合約訂明由清潔公司負責清通，2021年8月6日

回信檔案：KL/BL/HV1/OC Letter 20210806/ml，房協答允協商後在有共

識下才會安排封槽工程，因為2019年11月1日會議房協保養高級經理張仁

貴先生要求封閉垃圾槽，請各位注意。  

 

 
 

8. 更換P4玻璃大門工程由於房協提供的款式未能達到本座要求，該款式容易

進入本座，故本會拒絕。2021年8月6日回信檔案：KL/BL/HV1/OC Letter 

20210806/ml。 

 

 
 

9. 本人在疫情下油漆11層樓層垃圾房及垃圾房外，因為油漆需要時間等乾，

會影響倒垃圾，如：本人在康宏閣一樓油漆時，因為某人在未乾時進入，

故影響再油，被那位業主罵，所以不能聘請承辦商，只好找房協技工油漆，

房協去年公司答允，2021年8月6日回信檔案：KL/BL/HV1/OC Letter 

20210806/ml又話，不知何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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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年有線寬頻在樓層外露，影響响樓層外觀，本人將香港寬頻及和記寬頻

必須放「暗線」，同時免費安裝寬頻於大堂，而和記寬頻有數千元給本座。 

 

11. 本人設計的「裝修指南」歷年十多年，現在頁數三十多頁。很多業主因為

漏水及滲水問題，喉管不能外露，本人多次去信房協總部要求改善，終於

成功爭取。 

 

 
 

12. 建築期的「樓層地磚」及2010年「樓層走廊牆身磚」，為求整體上完美，

同時節省業主找磚的時間，加上有收入，每年「裝修指南」下均有收入萬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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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務署懷疑食水污染賠償，2015年10月31日水務署已賠償$41,399.60，及

2018年12月水務署亦賠償了$49,535.50，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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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本人窮追猛打得來的。 

 

14. 1993年 9月 30日落成，至今已逾 28載，請看管理費，本人擔任 18年以

來一直以「量入為出」的原則，2010年全面更換樓層走廊牆身磚，費用接

近$200萬，當時不必向各業主集資。2011年開始最低工資，11年來才調

整管理費，現時經濟環境惡劣，本人感覺十分吃力。 
 

 

 

15. 房協按大廈公契計算本座為 46%，2000/10100，不知如何計算，要求房協

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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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亦計算在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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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喉碼不換管，為何本

座業主投票反對，其實房協用出租單位選票，本座各業主投訴都沒有用。

即使在場大部分業主反對進行，最終亦被通過。請各出席業主牢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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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2001.10.1 2012.1.1 2015.1.1 2019.1.1 

2房單位 $423 $457 $520 $571 $605 $623 $673 $734 $800 

3房單位 $550 $594 $676 $742 $787 $810 $875 $954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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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下是業主大會非常重要問題，因為房協每次書面不一，希望房協在會

議說明： 

 

16-1.業主大會選舉委員人數必須不少於9人，過去20多年大多數委員少於9人，

請問若少於9人可以嗎﹖ 

 

16-2. 有關召開業主委員會會議內有列明五分之一委員可有效召開會議，（請提

交公契是「業主委員會」不是「業主立案法團」），請問開會人數比例，

若委員會有9個人，是否2人就可以召開會議﹖ 

 

16-3. 五分之一召開會是否任何委員即可以﹖請問是否更改本會席能﹖ 

 

16-4.關於本座「金額限制」由於貴會多年來沒有執行，因些本會多次來信及在

2017年4月3日及2018年5月11日會議，貴會林翔婷經理不簽署會議記錄。

本會在業主大會會議將會提醒。 

 

16-5. 關於業主大會及業主委員會錄音問題所謂一向有進行錄音，但2017年2月

28日業主大會， 貴會林翔婷經理不許任何人錄音，本會要求業主委員會

錄音，因為會議是有關本座事宜。 

 

16-6. 8月10日本會召開會議，由於貴會在土地登記冊增加文件，為何不向業主

交代，是否與本座公契有關﹖因為本座公契有附件。 

 

16-7 另外，業委會有關鎖匙及印章問題，會址東西本會將會於改選後本會自行

安排。 

 

 

 

 

 

健康村康宏、康輝閣業主委員會主席 

張燕芬 

202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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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選是晚大會主持 

大會司儀呼籲在場業主提名大會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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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是日大會主持由張燕芬女士擔任（以下簡稱大會主持）。 

 

 

3. 通過大會議程 

大會司儀表示，管理處已於7月30日在大堂位置張貼業主大會議程，亦於同日

派發至所有業戶信箱，由於未有收到任何業主就會議議程提出意見，而出席業

主/授權代表並無異議，故一致通過大會議程。 

 

投票程序及方法 

大會司儀簡介是日投票程序及方法。在業主大會中所議決的事項須以投票的大
多數票及得票最多者為依歸，即是以過半數票通過議決，亦即是要超過百分之
五十不可分割份數選擇該選項(議程 17.3 除外)，並必須同時取得最高票數。如
投票結果顯示最高票數的選項並沒有取得過半數票支持，則業主必須再次進行
投票，直至最高票的選項取得過半數票為止。而過半數票是不計算沒有出席會
議的業主，亦不會計算出席但沒有投票的業主，或者投空白票或無效票的業主。 

 

 

4. 議決2021-2023年度與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續約及其工程項目 

大會主持表示，現時升降機保養合約屆滿期為2021年9月30日，新合約由2021
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 (2年合約)，經房協總部多次與日立電梯工程 
(香港）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商議後，新合約平均增幅為5.46%以續訂新合
約，新合約費用每月$52,455.80，共24個月。保養費用包括康宏閣/康輝閣共6

部升降機，及停車場公用地1部客運升降機及1部貨運升降機之保養。 

 

由於屋苑落成至今，升降機保養工作一直由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負

責，其為康宏閣/康輝閣升降機原廠保養商，故熟悉其升降機規格、安全設計

和運作，亦能提供原廠零件進行維修保養工作。有關保養費用已包括自2019年

2月1日起新守則下所有升降機需加強檢查制動系統的額外檢查費用，以及向機

電工程署支付的行車許可證費用。 

 

此外，由於貨運升降機機箱底框架嚴重銹蝕，需要作出更換底框，而該升降機

經常用於載運垃圾、送貨、搬屋及裝修等，考慮各使用者安全，需要安裝紅外

線安全門刀，以減少升降機門損壞的機會，有關工程費用總額為 $129,496，

本苑需負責工程費用之46%，即為 $59,5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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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今年初曾發生業戶被困升降機期間使用對講機時，發現緊急對

講機聲音太細，未能有效與保安員清晰對話，管理處已要求「日立」作全面檢

查，確定康宏閣及康輝閣共6部升降機的對講機及保安室內的對講機系統為舊

式設計，話聲相對較細，如長者或聽覺較弱人士使用該對講機，有機會未能清

晰接收訊息，故建議由現時6V對講機升級為24V對講機以提升接收效果，工程

費用為$101,808。 

 

 
 

2號貨運升降機紅外線安全門刀安裝位置參考 

 

2號貨運升降機機箱底框架嚴重銹蝕 

現時康宏閣及康輝閣升降機內使用的6V對講機 

 (保安控制室內對講機) 

現時康宏閣及康輝閣升降機內使用的6V對講機 

(升降機內對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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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持表示，業主委員會於本年6月28日曾發出問卷調查收集業戶對上述工

程之意見，已獲大部分業戶贊成進行有關工程。由於「日立」為原廠保養商，

訂製零件需時，並涉及業戶和使用者的安全，故需要盡快開展工程。 

 

大會主持向在場業主/授權代表詢問就上述「日立」升降機保養合約續約及其

工程項目有否提出反對，由於出席業主/授權代表對此並無異議，大會司儀宣布

議決與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續約及進行有關工程項目。 

 

5. 議決2021-2023年度園藝服務承辦商 

大會主持表示健康村園藝服務合約於第一次招標時共發出13份標書，只有3間

承辦商回標，而最低標總標價(2年合約)較現時合約費用有大幅增加，加上現

有承辦商未有回標，為保障健康村之園藝合約能有較多承辦商回標以供各持份

者選擇，故決定再次招標。 

 

大會司儀補充，健康村園藝服務合約將於2021年9月30日屆滿，管理處已與業

委會取得共識，揀選13間承辦商再次招標，招標名單乃房協認可承辦商名冊內

之承辦商。經再次招標後，共有6間承辦商回標，招標結果如下(會場亦有展示

有關招標結果)： 
 

 承辦商 康宏閣/康輝閣業主需付  (2年總合約價) 

1 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 $76,176 ($3,174/月)  (總合約價$619,200) 

2 東方綠化有限公司 $141,864 (平均每月$5,911）(總合約價$740,400) 

3 碧瑤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154,560 (平均每月$6,440）(總合約價$811,200) 

4 城市綠化有限公司 $132,480 (平均每月$5,520）(總合約價$957,600) 

5 經緯園藝有限公司 $152,352 (平均每月$6,348）(總合約價$1,425,600) 

6 永豪園綠化工程有限公司 $431,664 (平均每月$17,986）(總合約價$2,368,080) 

 

婉拒回標及沒有回標之承辦商包括：合豐園藝(綠化)有限公司、東陽綠化有限

公司、碧麗丹綠化工程有限公司、琦峰設計園藝、雅景有限公司、香島園藝有

限公司及怡生花園有限公司。 

 

由於回標承辦商中，最低標價承辦商「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是現時的園藝

服務承辦商，在新合約中，康宏閣/康輝閣每月費用與現時合約費用並無增幅，

故建議通過由現時園藝服務承辦商「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承辦2021-2023年

度園藝服務合約，在場業主/授權代表對此沒有異議。大會司儀宣布議決揀選

「王氏利豐園藝有限公司」為健康村2021-2023年度園藝服務承辦商。 
 

 

6. 議決2021-2023年度保安服務承辦商 

大會司儀表示康宏閣/康輝閣保安服務合約將於2021年9月30日屆滿，管理處已

與業委會取得共識，揀選的11間招標名單乃房協認可承辦商名冊內之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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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公司規模、背景及工作經驗等資料，及有關承辦商於房協轄下其它屋苑

的表現評分而決定。經招標後，共有6間承辦商回標，會場已展示有關招標結

果。 
 

大會司儀補充現時保安服務承辦商為「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城市」)，

其2019-2021年之24個月合約總費用為$1,813,220。自2021年5月開始，每月服務

費為$76,500.83。 
 

大會主持表示各業主可參考承辦商承諾給予保安員的最低薪酬，現任承辦商

「城市」承諾給予保安員的最低薪酬為$16,000，但綜觀現時合約內的保安員質

素參差，表現令人失望，相信薪酬經已反映保安員的質素。大會主持指出，大

廈保安實為重要，業委會已就有關保安服務合約問題作出了解，保安員最低薪

酬$16,000已不足應付市場薪酬趨勢，建議各業主可考慮選擇第三標之承辦商，

其承諾給予保安員的最低薪酬為$17,000，而新合約總額與現時承辦商「城市」

相差不遠，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如選用則可要求承辦商聘任有責任心及良好

質素的保安員。 
 

就議決2021-2023年保安服務承辦商，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承辦商 2年總合約價 

不可分割 

份數 

佔總投票 

(%) 

1 安全護衛有限公司 $1,718,748 0 0% 

2 德保護衛有限公司 $1,799,712 64 1.46% 

3 國民警衞有限公司 $1,838,491.20 4,232 96.98% 

4 匯卓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1,872,000 0 0% 

5 友邦護衛有限公司 $1,949,184 0 0% 

6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 $2,117,184 68 1.56%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揀選「國民警衞有限公司」

為2021-2023年度保安服務承辦商。 

 

7. 議決2021-2023年度清潔服務承辦商 

大會主持表示，現時清潔承辦商「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利興」)之

服務表現時好時壞不穩定，例如康宏閣及康輝閣的3號升降機內木製保護板，

應每天清潔去除污漬，但污漬每日累積而清潔工沒有處理，引致每年需補髹油

漆，增加額外費用。此外，亦被業委會發現有同一清潔工在同一時間內負責兩

名清潔工的工作，掩飾缺勤之行為，令人失望。 
 

大會主持補充，多年前健康村一、二及三期均是同一間清潔承辦商，聘任同一

位清潔科文，這樣在應付突發情況時能靈活調配人手迅速應對，但數年前房協

將清潔合約分拆，以致處理突發事件的表現遜色，例如早前發生突發墮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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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潔承辦商未有預留足夠人手處理，引致業委會及管理處職員需共同協助處

理。 
 

大會司儀報告，健康村一期清潔合約亦將於2021年9月30日屆滿，管理處已與

業委會取得共識，揀選的13間招標名單乃房協認可承辦商名冊內之承辦商，根

據其公司規模、背景及工作經驗等資料，及有關承辦商於房協轄下其它屋苑的

表現評分而決定。經招標後，共有7間承辦商回標，由於其中「萬成清潔服務有

限公司」在投標文件中沒有提供全部資料，不符合投標資格，故只有其餘6間

承辦商供投票揀選，會場已展示有關招標結果。 
 

大會司儀補充現時清潔服務承辦商為「利興」，而康宏閣/康輝閣負責的清潔費

用為每月$73,671.60，在場業主/授權代表可參考有關招標結果進行選擇。 
 

就議決2021-2023年度清潔服務承辦商，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

下： 

 
承辦商 

 康宏閣/康輝閣業主需付  

(2年總合約價) 

不可分割 

份數 

佔總投票 

(%) 

1 新紀元清潔有限公司 
1,791,384.00  

(總合約價$4,171,824) 
3,778 85.57% 

2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1,782,379.10 

(總合約價$4,452,000) 
392 8.88% 

3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1,951,372.80 

(總合約價$4,560,000) 
177 4.01% 

4 真會記有限公司 
$1,999,086.72 

(總合約價$4,622,400) 
68 1.54% 

5 滿亨有限公司 
$1,915,927.48 

(總合約價$4,752,000) 
0 0% 

6 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2,042,016.00 

(總合約價$4,992,000) 
0 0%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揀選「新紀元清潔有限

公司」為2021-2023年度清潔服務承辦商。 

 

8. 議決更換康宏閣/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機 

大會司儀表示，議程8至議程12是有關向「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下稱「港燈」)

申請「智惜用電樓宇基金」的議程。大會主持補充，業主委員會於2017年成功

申請「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之「智惜用電樓宇基金」安裝樓層LED燈以節省電

費，當時業委會經多次書面要求後，終獲「港燈」批核資助。 

 

大會司儀指出，有關向「港燈」申請「智惜用電樓宇基金」資助的工程分兩項，

第一項是將康宏閣/康輝閣之大堂冷氣機更換為變頻式冷氣機連雪種喉；第二

項是將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如申請成功獲批，將獲

得工程(只限涉及電力部分) 費用資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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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申請資助已聘請的合資格服務提供者，已進行能源評估及計算可節省電力數

據。大會司儀邀請合資格服務提供者「智能安全顧問公正行有限公司」(下稱

「智能安全」)代表冼嘉豪先生，為在場業主/授權代表講解將大堂冷氣機更換

為變頻式冷氣機的優點。冼先生指出，變頻冷氣機是藉改變電源頻率控制壓縮

機運轉速度，調節冷氣輸出，提升冷氣機的用電效率，當溫度舒適時，冷氣機

會自動按實際需要而調整運行速度及用電量，以達至省電效果，近似雪櫃的運

行模式。  

 

 

  

 

 

  
 

大會主持表示，現時大堂冷氣機在2014年購買，已使用超過7年，而冷氣機壽

命約為7年，故在第7年起已沒有保養。管理處物業經理(保養-屋宇設備)梁子

聰先生補充，早前康輝閣冷氣機出現滴水情況，已作出緊急維修完成清洗冷氣

機工作，惟康宏閣的冷氣機在本星期亦出現同樣滴水問題，反映大堂冷氣機已

出現一定程度的老化。大會主持向在場業主/授權代表解釋大堂冷氣機問題應

盡快決定，將會於申請資助及「港燈」批核後安排於冬季進行有關更換工程。 
 

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康宏閣/康輝閣地下大堂冷氣機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351 98.55% 

B 反對 64 1.45%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贊成更換康宏閣/康輝閣地

下大堂冷氣機。 

 

現有康宏閣兩部8匹淨冷定頻風喉式冷氣機 

室內機 ↓                                室外機↓ 

 

現有康輝閣1部6匹淨冷定頻風喉式冷氣機 

室內機 ↓                                室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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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議決揀選康宏閣/康輝閣地下大堂更換冷氣機之工程承辦商 

管理處保養經理梁子聰先生表示，有關工程發出招標時分為兩個選項：第一選

項只更換變頻式冷氣機，第二選項是更換變頻式冷氣機及雪種喉。梁先生表示，

承辦商回標後考慮到如新機沿用舊雪種喉，擔心兩至三年後會出現漏雪種情

況，而連雪種喉一併更換的費用只相差4至5萬，故與業委會商議後，決定一併

更換變頻式冷氣機及雪種喉，避免因使用舊雪種喉而衍生的維修費用。是項工

程共發出8份標書，共4間承辦商回標，其中一間因資料不全，不符合資格。 
 

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工程承辦商 總標價 

不可分割 

份數 

佔總投票 

(%) 

1 立通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412,000 3,778 85.57% 

2 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539,000 392 8.88% 

3 雋能工程有限公司 $578,900 177 4.01%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揀選「立通機電工程有

限公司」為康宏閣/康輝閣地下大堂更換冷氣機之工程承辦商。 

 

10. 議決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 

大會主持表示，屋苑的出路燈，曾獲「港燈」資助更換，而更換樓層LED燈也是

獲得「港燈」資助。現時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LED照明燈具同樣要向

「港燈」申請資助，這樣才是誘因優化屋苑設施、減少維修費用及節省電費。

有關詳情可參考會場展示資料。 

 

 

P1層地下大堂棄用現有牆身38支三角裝飾燈，並以亮度

測量方式調整天花燈佈置及更換為LED燈，以及筒燈數

量將由44支減至30支轉用LED燈。 

 

P1層地下大堂保安崗位對上及中間走廊位置天花光管轉用LED燈帶，棄

用現有牆身三角裝飾燈以及筒燈數量將由44支減至30支轉用LED燈。 

康宏閣/康輝閣拆除P4層蛋格假天花、風喉及抽氣扇筒燈；一期P1至P3層停車場升降機外大堂公眾位置減少燈具數量及轉用LED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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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持向在場業主/授權代表講解將於康宏閣/康輝閣大堂、一期P1至P3層停

車場升降機外大堂公眾位置及P4層平台調整後燈具數量之情況。「智能安全」

冼先生感謝張小姐就減少燈具數量作出講解，冼先生表示節能除了減少燈具數

量之外，亦要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要求，處所要有足夠的光度，例如

地下大堂的長走廊，可轉用LED燈帶，以省電之餘也保留足夠的光度；同樣地，

升降機大堂亦可減少燈具數量，而樓梯燈可揀選用電量低以及內置感應器的

LED光管，可保持長期照明又可節省能源。 

 

有業主查詢地下大堂的三角燈及P4平台的柱燈是否會作更換，「智能安全」冼

先生回應，地下大堂的三角燈將不會拆除，只會將三角燈內的燈膽移走。管理

處保養經理梁子聰先生補充，P4平台的柱燈因為仍可運作，會將其中燈膽更換

為LED慳電膽，若日後損壞至不能維修，則會與業主委員會商討燈柱去留問題。 

 

更換P1層停車場公眾車路位置LED光管 

 

P4層棄用牆身圓燈，簷篷底加裝13支LED光管代替 

P4層花槽位置會於簷篷底加裝LED光管加強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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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

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347 100% 

B 反對 0 0%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贊成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

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 

 

 

11. 議決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樓梯燈更換為內置感應器之LED照明

燈具 

大會主持表示，樓梯轉用內置感應器的LED照明燈具可更有效節能省電，當

LED照明燈具感應到有人打開防煙門或經過，將自動調至全亮模式(100%亮

度)，而當人離開後約30秒後(有關時間可調節)，則會自動轉為省電模式(20%亮

度)。由於轉用有內置或無內置感應器的LED照明燈具費用相差不多，經業委會

與管理處商討後，決定與時並進，更換為有內置感應器的LED照明燈具，在場

業主/授權代表對此沒有異議。大會司儀宣布通過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

一期公用地樓梯燈更換為內置感應器之LED照明燈具。 

 

 

 
 

 

 

現時樓層後樓梯光管 現時樓層垃圾桶位置光管 現時一期公用地樓梯位置光管 

現有內置感應器之LED光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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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議決揀選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之工程

承辦商 

有業主查詢，為何回標承辦商中，最低價和最高價之工程費用相差約4倍。「智

能安全」冼先生回應，有關工程標書是同時發出，工程標書內容亦一致，估計

各承辦商有各自的商業考慮，包括工資、工程時間、物料成本及利潤等的因素

而影響工程費用。是項工程共發出19份標書，共10間承辦商回標。 
 

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工程承辦商 

康宏閣康輝閣業主需付 

(總標價) 

不可分 

割份數 

佔總 

投票(%) 

1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347,089.00  (總標價$461,920 ) 4,351 98.55% 

2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438,221.00  (總標價$558,621) 0 0% 

3 雋能工程有限公司 $559,725.70  (總標價$743,168) 0 0% 

4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706,069.20  (總標價$921,540) 0 0% 

5 昇裕實業工程有限公司 $695,500.00  (總標價$935,915) 64 1.45% 

6 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757,258.00  (總標價$982,600) 0 0% 

7 韋華工程有限公司 $859,232.00  (總標價$1,118,000) 0 0% 

8 美博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1,100,195.10  (總標價$1,527,914) 0 0% 

9 利昌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1,157,570.60  (總標價$1,463,000) 0 0% 

10 兆佳工程有限公司 $1,319,054.10  (總標價$1,677,255) 0 0%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揀選「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為康宏閣/康輝閣住宅公用地及一期公用地更換為LED照明燈具之工程承辦

商。 
 

13. 議決就上述「議程8」至「議程12」向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申請「智惜用電樓宇基

金」 

「智能安全」冼先生指出，「智惜用電樓宇基金」的申請程序，是需要管理處

向「港燈」遞交會議紀錄後，「港燈」會於9月進行審批，估計10月份會有通知

結果，於11月份確定所有選項細節，預計12月至翌年2月可完成工程。大會主

持於投票前邀請在場業主一同拍照記錄，祝願「智惜用電樓宇基金」申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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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就上述「議程8」至「議程12」向香港

電燈有限公司申請「智惜用電樓宇基金」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415 100% 

B 反對 0 0%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通過就「議程8」至「議程

12」向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申請「智惜用電樓宇基金」。 

 

14. 議決進行及揀選外牆修葺工程(住宅、平台及設施房部分)之承辦商 

大會主持表示，由於康宏閣/康輝閣有部分單位之外牆出現石屎剝落及紙皮石

鬆脫情況，而平台及部分設施房亦出現同樣問題，為確保樓宇及業戶之安全，

管理處將進行以下單位及平台及設施房部分之維修工程。 

 

有關工程已進行招標，住宅部分工程共發出15份標書，共10間承辦商回標，其

中一間因資料不全，不符合資格；平台及設施房部分工程共發出16份標書，共

11間承辦商回標。 

 

住宅部分：最低標承辦商為「三聯實業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費用為$83,000。 

平台及設施房部分：最低標承辦商為「新安承建有限公司」，工程費用為

$83,500。 

 
康輝閣4D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輝閣4E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輝閣7C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輝閣9H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輝閣11A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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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輝閣11H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輝閣12A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宏閣1G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宏閣2G單位外牆修葺工程 

 

 

 

康宏閣及康輝閣P4層天井外牆修葺工程 

   

    

   

 

睡房冷氣機去水喉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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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宏閣P4層(近6號樓梯) 

外牆修葺工程 

 

近康宏閣P4層升降機房 

外牆修葺工程 

 

康宏閣P4層(近管糟)天花 

石屎修葺工程 

 
康宏閣及康輝閣的P4層管槽房(近B及C單位位置)內之天花 

及牆身之石屎修葺工程 

  

康宏閣P3層垃圾房內牆磚 

修葺工程 

 

 

康宏閣P3層垃圾房內牆磚修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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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修葺工程(住宅部分)之承辦商 外牆修葺工程(平台及設施房部分)之承辦商 

 承辦商 總標價  承辦商 總標價 

1 三聯實業工程有限公司 $83000 1 新安承建有限公司 $83500 

2 元華工程有限公司 $87000 2 元華工程有限公司 $102000 

3 新安承建有限公司 $88500 3 三聯實業工程有限公司 $114000 

4 譚頌公司 $128000 4 譚頌公司 $151300 

5 金葵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162800 5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169800 

6 其祥裝飾工程公司 $171000 6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188000 

7 大江記工程(國際)有限公司 $172900 7 采利工程有限公司 $196800 

8 采利工程有限公司 $189000 8 大江記工程(國際)有限公司 $210000 

9 偉工有限公司 $510000 9 其祥裝飾工程公司 $223800 

10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因標書資料不全， 

不符合資格。 10 金葵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277250 

 11 偉工有限公司 $465000 

 

婉拒回標及沒有回標之承辦商包括： 

外牆修葺工程(住宅部分)：利通(香港)工程有限公司、建業建築有限公司、合成

建築有限公司、安星工程有限公司及凱嘉工程有限公司； 

外牆修葺工程(平台及設施房部分)：利通(香港)工程有限公司、建業建築有限公

司、合成建築有限公司、凱嘉工程有限公司及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大會主持補充，上述工程總費用相比於業主委員會於本年6月28日發出之問卷

調查估算為低，當時估算為$300,000 ，並獲大部分業戶贊成進行有關工程，故

業委會決定由「三聯實業工程有限公司」承辦外牆修葺工程(住宅部分)，及由

「新安承建有限公司」承辦外牆修葺工程(平台及設施房部分)，在場業主/授權

代表對此沒有異議。大會司儀宣布通過有關議程。 

 

15. 議決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工程 

管理處物業經理(保養-建築)張智堅先生表示，由於康宏閣/康輝閣之公用喉管

已逐漸老化，出現銹蝕及滲漏情況，建議進行更換及維修，並簡介有關工程內

容。 

 

張先生表示有關工程已於7月19日截標及由房協總部開標，共有10間承辦商回

標。經房協總部分析後，發現最低標價之承辦商「新偉工程公司」的總標價比

第二最低標價之承辦商「合成建築有限公司」之總標價低約38%，亦與業委會於

6月28日發出之問卷調查內有關估算相差甚遠。為確保有關工程可順利完成及

保障業主利益，房協總部已向「新偉工程公司」發出標書問答(Tender Query)，

「新偉工程公司」書面回覆表示因打字錯誤撤回標書。房協總部已向「新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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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公司」發出書面警告，如「新偉工程公司」於一年內再有同樣情況，則房協

會於承辦商名冊內將其移除。因此，房協已取消其是次標書資格。 

 

大會司儀表示，第二標承辦商之回標價為$821,400(包括$50,000緊急備用金)，

與業主委員會於本年6月28日發出之問卷調查內有關估算相差不大，當時估算

為$740,000，亦獲大部分業戶贊成進行有關工程。 

 

 

更換康宏閣及康輝閣天台層外牆滲漏雨水渠及天台渠閘 

   

   

 

 

更換康宏閣及康輝閣天台沖廁水缸滲漏過缸通及沖廁水供水喉 

   

   

 



2021年8月14日2021年業主大會                第 24 頁，共 29 頁 

 

 

 

 

更換康宏閣及康輝閣1樓光井滲漏污水渠 

   

  

更換康宏閣及康輝閣1樓光井滲漏沖廁水供水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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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康宏閣P3層滲漏沖廁水供水喉 

 

 

更換康輝閣1樓光井2套滲漏食水喉閘掣 

 
康宏閣及康輝閣天台層冲廁水喉加裝4套不銹鋼Y隔 

  

更換康宏閣及康輝閣1樓光井供應1樓至9樓沖廁水減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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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議決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工程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A 贊成 4,351 98.55% 

B 反對 64 1.45%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贊成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

水喉及水渠工程。 

 

大會主持表示，屋苑現正申請「港燈」的「智惜用電樓宇基金」，若申請成功

將資助部分工程費用，惟屋苑已入伙20多年，部分設施已出現老化，故實有需

要更換及維修，例如外牆修葺工程、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工程。大

會主持補充，由於屋苑稍後將會進行大大小小的維修，工程費用支出龐大，財

政被受壓力，故管理處表示需於來年調整管理費。 

 

 

 

 

康宏閣及康輝閣-更換P2層沖廁水缸過缸喉 

  

修葺康宏閣及康輝閣P2層冲廁水缸損毁石屎及批盪，更換水缸爬梯及水缸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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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議決揀選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之工程承辦商 

大會司儀表示有關工程之回標價錢已於會場展示，是項工程共發出15份標書，

共9間承辦商回標。 

 

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投票後，結果如下： 

 

 
工程承辦商 總標價 

不可分割 

份數 

佔總投票 

(%) 

1 合成建築有限公司 $821,400 4,415 100% 

2 安迪工程有限公司 $875,700 0 0% 

3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935,500 0 0% 

4 利通(香港)工程有限公司 $1,236,400 0 0% 

5 安星工程有限公司 $1,513,800 0 0% 

6 采利工程有限公司 $1,639,960 0 0% 

7 新安承建有限公司 $1,709,300 0 0% 

8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1,784,000 0 0% 

9 偉工有限公司 $2,280,700 0 0%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議決揀選「合成建築有限公司」
為康宏閣/康輝閣更換及維修沖廁水供水喉及水渠之工程承辦商。 

 

17. 業主委員會選舉 

17.1 業主委員會候選人簡介 

大會司儀表示，未選出業主委員會委員前，管理處已於大堂貼出8名候
選人的參選資料，並宣布8位候選人名單如下： 

 

 

 

 

 

 

 

 

 

 

 

 

 

 

編號 候選人 

1 胡衞國先生 

2 楊紀聚先生 

3 林浩然先生 

4 林兩合先生 

5 謝錦榮先生 

6 丁慧慧女士 

7 張玲珠女士 

8 馬榮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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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大會司儀表示，由於現時有8名業主參選業主委員會委員選舉，而現時

選票上的3個選項：即A：7人；B：9人；C：空白，故建議在場業主/授

權代表於C項之空白位置上填上「8」人。在場業主/授權代表可投票選

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有在場業主詢問，業委會主席是否可以有多一個投票權，業主委員會
人數是否需要單數。大會司儀回應提問，業主委員會人數即使是雙數，
業委會在議決屋苑議題時，如若投票時出現票數相同之情況，業委會
主席可行使其決定性一票，即業主所述的「多一票」，以決定議決結
果。 

 

就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經出席業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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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 96.17% 

B 9人 113 2.64% 

C 8人 51 1.19% 

 

經投票、點票及業主監票程序後，大會司儀宣布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
為7人。 

 

17.3 議決業主委員會委員 

大會司儀表示由於已議決了業主委員會委員人數為7人，而現時有8位

候選人，需作出投票，並根據編號次序，邀請每位候選人逐一自我介

紹，讓出席業主/授權代表認識和了解各候選人的參選政綱。其後各

候選人根據其參選編號出場作自我介紹 (4號候選人林兩合先生及8號

候選人馬榮禮先生因私人理由未能出席)。 

 

 

編號 候選人 不可分割份數 
佔總投票 

(%) 

當選（）/ 

不當選(X) 

1 胡衞國先生 4,300 98.53%  

2 楊紀聚先生 441 10.11% X 

3 林浩然先生 4,300 98.53%  

4 林兩合先生 4,364 100%  

5 謝錦榮先生 4,364 100%  

6 丁慧慧女士 4,364 100%  

7 張玲珠女士 4,364 100%  

8 馬榮禮先生 3,919 8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