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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健康村康宏閣、康輝閣各業戶: 
 

健康村康宏閣、康輝閣 2014/2015年度管理費預算案問卷調查 
 

截至 2014年 4月 30日未經核實的財務狀況如下： 
 
維修及大廈粉飾基金   約$162萬  
累積盈餘   約$137萬  
合共：  約$299萬  
扣除：13-14年直至 5月份為止尚待繳付或 
      預計工程支出項目  

1) 安裝香港電台數碼地面電視接收器 約$1萬 5仟  
2) 更換康輝 1號咸水泵連咸水喉、康輝抽風   
 機及控制電路、康輝咸水缸入水波洛法令   
 及康輝咸水缸不銹鋼炮筒 約$5萬 9仟  
3) 消防年檢費用 約$1萬 3仟  
4) 更換發電機超低琉柴油費用 約$1萬 3仟  
5) 更換一期運載垃圾用公眾升降機抽氣扇 約$1仟 7佰  
    
     共    (約$11萬)  
   

管理費按金（不動基金）             約$58萬  
總計：        約$347萬  
  
首先謝謝各業戶合作，大型工程集資費用共$7,244,800 已全數收

到。  
直至 2014年 4月 30日 2013年大型工程基金的財務狀況如下： 

可動用餘款: $129萬  

扣除： 5月 10日業主大會上通過的工程項目及預計的其他工程支出   
1) 更換康宏閣康輝閣 P2 及 P3 污水總喉

及大堂牆磚工程     約$59萬   

2) 更換大堂冷氣機工程 約$38萬   
3) 地下大門入口天花工程 約$6萬至$19萬   
4) 地下大門入口牆身翻新工程 約$6萬至$19萬   
5) 康宏平台近 BC 單位、康輝平台近 DE

單位及康輝 4至 5樓 B單位外牆工程 約$10萬   

6) 大型工程費用收取之經理人酬金 (3%) 約$25萬   
                                          共 約$144萬至$170萬   

        (約虧損-$15萬至-$4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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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可供屋苑運用金額(不包括管理費按金)約為 288 萬元。我們在過去

財政年度努力審慎理財及維持收支平衡，但過去 6 個月因有大型維修工程
可令保養維修費用大大減少，但屋苑日常總開支只能免強取得平衡。然

而，最低工資法例在 2011 年實施後，引致勞工市場薪酬不斷有所調整，清
潔及保安服務合約將於來年屆滿，預料清潔及保安服務合約會有大幅升

價，實難應付屋苑日益增加的恆常開支。 
 
基於預測及分析，屋苑來年度收支狀況將呈現赤字。長遠而言，為貫

徹屋苑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大原則，達至收支平衡，我們不得不考慮來

年度上調管理費。並就不同管理費升幅建議百分比，諮詢各業戶的意見。

請各業戶踴躍表達意見，在合適方格內填上「√」號，並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6 時前將回條交回地下大堂保安崗位收集箱。為增加透明
度，誠邀各業戶於當日下午 6時 30分到大堂監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健康村管理處(電話: 2839 2866)。 
 
 

 
 
 

健康村康宏閣、康輝閣業主委員會 
 
 
2014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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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康宏、康輝閣 2014問卷調查 
回條 

 

請在適合的方格內填上「ü」號 
 (只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選項，如選擇多於一個選項則作廢。) 
 

1.地下大堂入口天花翻新工程及更換地下大堂入口牆磚  
大廈樓齡差不多已屆 21年。地下大堂門外天花其中一扇通風百葉彈弓鉸近日因出現銹蝕
損壞鬆脫以致懸掛半空，幸未有造成意外。此外，天花頂磁磚亦有谷起現象，除可考慮

局部維修外，有業戶建議亦可考慮更換整個大堂門外天花式樣及更換地下大堂入口牆

磚，以進一步優化地下大堂，提升物值。可供選擇的天花式樣及牆磚，其各項預計工程

費用已列於各選項供業戶考慮及選擇。 
 

天花頂磁磚將有 4個選項 
1. 更換磁磚 (保留百葉) 
2. 安裝隔板式假天花 (保留百葉) 
3. 安裝隔板式假天花 (填封百葉) 
4. 安裝隱藏式假天花 (填封百葉) 

大堂入口牆身磁磚將有 3個選項 
1. 更換磁磚 
2. 更換麻石 
3. 更換雲石 

隔板式天花 隱藏式天花 

原有天花射燈將

更換為發光二極

管(LED)光管 

原有射燈將更換

為發光二極管

(LED)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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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下 1a. 及 1b. 工程項目由單一承辦商一併進行更換，
預計工程總費用應較不同承辦商分開進行相對平宜。  

1a. 地下大堂入口天花翻新工程  
 

   工程費用視乎所揀選之天花物料如磁磚天
花、隔板式假天花、隱藏式假天花等。預算

費用約$6萬至$19萬。 
□ 
贊成 
□ 
反對 

如揀選「贊成」，請揀選天花物料款式: 

 □   □    □  
磁磚天花    隔板式假天花     隱藏式假天花 

 
 

1b. 地下大堂入口更換牆磚工程  
 

   工程費用視乎所揀選之牆磚款式及物料如
採用麻石、雲石或牆磚等。預算工程費用約

$6萬至$19萬。 
□ 
贊成 
□ 
反對 

如揀選「贊成」，請揀選牆磚物料款式: 

 □  □  □ 
    磁磚         麻石         雲石          

 
 
註:天花物料款式及牆磚物料款式可參閱張貼於地下大堂之物料款式圖片。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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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貼成功接駁冷氣機去水主明喉單位資料及漏水單位  

   
   冷氣機去水明喉安裝工程已峻工。原有冷
氣機去水暗喉已廢除。因部份業户仍使用已

廢除的冷氣機去水暗喉排水，或因種種原因

無法接駁去水明喉，令冷氣機仍有滴水情

況。為方便業戶共同監察，現諮詢各業戶是

否同意張貼「成功接駁冷氣機去水主明喉單

位及漏水單位」資料於大堂供業戶參閱。 
 

 

□ 
贊成 
□ 
反對 

 

 
 
3. 下調經理人酬金  
   
樓齡已 21 年，不論大小維修均
不斷增加。現時房協收取經理人

酬金(包括總辦事處開支)為 7%。
建議 2014- 2015 年度下調房協經
理人酬金。經收集各業戶意見

後，將安排向房協反映。        
 

□ 
贊成  

□ 
不贊成  

(例)因冷氣機長期滴水引致單位牆身、光
井地台及外牆滲水，浪費維修費用。 

 

(例)因未接駁冷氣機
去水主明喉引致冷凝

水滴落 P4 平台造成
地面濕滑，容易滑倒

及衛生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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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整管理費增幅  

□ 維持不變 
 

□ 8% 
兩房單位$54 
三房單位$70 

□ 10% 
兩房單位$68 
三房單位$88 

其他建議: 
請列明

______% 

現時管理費為: 
 

兩房單位$673 
三房單位$875 

     
 
 

 
其他意見:   

 
多謝 閣下寶貴的意見﹗ 
 
 

業主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康宏/輝閣  ________ 樓________室 
 
業主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由業主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