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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岸第五屆業主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 (星期五)
時間 : 晚上八時三十分
地點 : 愛琴會多用途 / 宴會室
主席 : 陳錦文先生

出席 : 陳錦文先生 (住宅代表) 吳貴芳小姐 (愛琴海岸服務處)
蔡文鳳小姐 (住宅代表) 朱振強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劉福輝先生 (住宅代表) 楊阿平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黃禮明先生 (車場代表) 劉建東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楊智斌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未能出席 : 胡美芳小姐 (住宅代表)
禤樂琳小姐 (住宅代表)
馮就成先生 (住宅代表)
敖卓緻先生 (住宅代表)

列席 : 湯先生 (第 2 座業戶) 黎女士 (第 2 座業戶)

記錄 : 楊智斌先生

會議內容 :
(一)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經各委員討論後，由委員蔡小姐動議，委員黃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票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
程。

(二)     列席業主發言時段(20 分鐘)
2.1 列席業戶稱，曾多次發現在早晨時段約七時許，有飼主攜同其狗隻到第二座梳化大堂逗留，

由於該狗隻體味較強，故請服務處勸喻有關飼主，加強該狗隻的清潔，以免影響其他住戶。
該業戶續表示，曾在平台遇到一名十分盡責的飼主，當其狗隻失禁便溺後，以清水及吸水墊
妥善清理便溺位置，同時將使用過的吸水墊放有已準備好的容器內盛載。故建議服務處以此
例子向其他飼主宣傳有關訊息及建議有關清理便溺物之做法。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將會就上述狗隻異味事宜進行調查，並勸喻有關飼主作出改善。另外，
服務處亦會定期就飼養寵物應有之態度及清潔做法方面進行宣傳，提醒各飼主時刻須保持公
眾衛生及環境清潔。

(三) 通過第六次會議記錄
經各委員討論後，由委員蔡小姐動議，委員黃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票一致通過第六次會議
記錄。

(四)     跟進第六次會議記錄
4.1       單位外牆維修工程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在上次會議中，業委會要求發展商承擔有關單位外牆維修的費用。經服

務處翻查資料後，由於有關單位曾有業權轉讓，加上外牆保固期已經過去，故獲發展商回覆
未能支付有關費用。而該工程亦已安排在十月中旬進行。

4.2       跟進飼主未有牽繩溜狗事宜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服務處已按照大廈公契，向有關違規飼主發出函件勸喻，其中部份飼主
已見改善。服務處將向仍違規之飼主發出第二次書面勸喻，如情況未見改善，服務處將會循
法律途徑跟進。

4.3      政府部門跟進路面維修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路政署已維修本苑近掃管笏路的行人路路面，而運輸署亦已回覆服務
處，婉拒在該路段路面舖設百歲磚的建議。

4.4       強制驗窗計劃資訊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將於下一期業戶通訊中，刊登屋宇署所提供的強制驗窗計劃資料，讓住
戶了解有關詳情。現時本苑暫未接獲屋宇署的驗窗通知，服務處將會繼續留意有關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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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要求政府批出土地作為種植場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曾致函地政總署，要求將本苑車路總出入口對出的政府土地，列為臨時
租用土地，租借予本苑居民作為種植植物之用。惟屯門地政處回函表示該土地已預留作為興
建永久校巴停泊處之用，故婉拒本苑之建議。

4.6       跟進採用環保碳氫雪種之安全措施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為預防雪種從冷氣系統中滲出，服務處已安排冷氣機保養商進行定期檢
查。另為探測環保雪種因意外而滲漏，承辦商已在會所冷凍機加裝具防水及鳴響性能的雪種
感測儀，另將會在冷凍機機房內安裝抽氣系統，當雪種意外滲漏時，可即時將雪種抽出室
外，避免因雪種積聚而造成危險的風險。

4.7       室內運動場在夏季受日照影響之事宜
會所楊先生表示，於夏季約 8 月時分，陽光會穿過運動場牆身玻璃，照射至部份運動場面
積。在上次會議時，有建議在玻璃位置加裝拉盪式窗簾以遮擋陽光；經工程部職員了解後，
由於安裝位置多以石膏板組成，故不適合安裝窗簾。有見及此，會所已安排簡易式的伸縮窗
簾，預備於明年夏季期間作短暫性使用。

4.8       香港寬頻宣傳攤位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香港寬頻已於 2012 年 8 月 18 日及 19 日，在本苑擺放宣傳攤位。

(五)     議決事項
5.1      通過 2013 年度法律顧問服務

主席陳先生首先申報利益，表示他就職於高露雲律師行，故不會參與是項議程的討論及投
票。服務處朱先生匯報，有關項目共收到三間律師樓的報價，分別為禤氏律師行，每年服務
費港幣 10,500 元(包括無限次發出追欠交管理費信件、律師信、書面法律建議、電話諮詢及會
見律師等)、張葉司徒陳律師事務所，每年服務費港幣 25,000 元(包括發出 10 封追欠交管理費
信件或律師信及無限電話諮詢服務)及高露雲律師行，每年服務費港幣 25,000 元(包括每月上
限 7 次電話諮詢服務，至於發出追欠交管理費信件、律師信、書面法律建議則須另外收費)。
經各委員商討後，由委員黃先生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通過聘用禤氏律師行提供 2013 年的
法律顧問服務。

5.2       商討及通過更換平台燈柱柱燈為節能慳電膽及運用屋苑設備基金支付有關費用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屋苑大廈前方的車路路旁及羅馬廣場共有 90 套 70W 燈膽，如將其更換
為 13W 黃白光的 LED 燈，可進一步節約用電，節能效果較採用 40W 無極膽更佳，而有關工
程費用最低報價為港幣$13,608。倘以每天開燈時間 12 小時計算，每度電港幣 1 元，回本期約
為 7 個月，而 LED 燈的保養期為 3 年。另經工程部現場進行光度檢測後，70W 燈膽光度約為
53LUX，13W LED 燈光度約為 42LUX，光度相約。經各委員進行商議，由委員蔡小姐動議，
委員劉先生和議，各委員一致通過將各大廈前方車路路旁及羅馬廣場共有 90 套 70W 燈膽，
更換為 13W LED 燈，總工程費用為港幣 13,608；另由委員蔡小姐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各
委員一致通過運用屋苑設備基金支付有關費用。

(六)     商討事項
6.1       商討下年度清潔合約安排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現時清潔承辦商「增力服務有限公司」的清潔合約，將於 2013 年 2 月 1
日屆滿，每月服務費為港幣 158,798 元。由於政府年度檢討之最低工資水平將於 5 月 1 日實
施，新年度最低工資水平尚未落實，故對清潔合約投標者產生不明朗因素，可能導致投標之
合約費用較高。故此，服務處曾與現時承辦商「增力服務有限公司」商討，要求延長現時合
約期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以便政府落實新的最低工資後，再進行招標工作。而承辦商亦承
諾在延長月份之每月服務費用維持不變。經各委員商議後，由於預計通脹將令新合約之服務
費用增加，故此有關建議實可間接省卻 2013 年 2 月至 4 月之預期增額，減省有關清潔合約的
開支，故同意服務處的建議。服務處亦將於稍後再跟進清潔合約之投標事宜。

6.2       商討衛星電視服務合約安排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現時衛星電視及公眾天線服務承辦商為新意網科技服務有限公司，為屋
苑提供 14 個衛星電視頻道，而有關合約將於 2013 年 2 月 28 日屆滿，現時費用為每月港幣
$13000。有關明年的合約安排，服務處共提出兩項建議，其一為與「新意網科技」再行續
約，並可要求減低每月服務收費；其二可邀請市場上的服務承辦商投標有關服務。經各委員
商議後，為公平起見，建議服務處籌備招標工作，並建議新合約須維持現有的衛星電視頻道
外，亦歡迎各承辦商提供額外之衛星電視頻道，以供日後業委會在選擇服務提供者之考慮因
素。服務處表示會向承辦商搜羅資料後，再向業委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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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商討 2013 年度管理費收支預算
服務處吳小姐匯報，2013 年度屋苑住宅、停車場及共同費用每月收支財政預算案已備妥: 住
宅賬目預算 2013 年全年將有赤字港幣$1,757,400 元，而由入伙至 2013 年年尾估計累積盈餘將
有港幣$13,222,797 元；停車場賬目預算 2013 年全年將有盈餘港幣$569,484 元，而直至 2013 年
年尾估計累積盈餘則有港幣 6,677,264 元。經各委員商議後，預計通貨膨脹及新的最低工資等
因素，將令屋苑各項開支持續增加，而日常維修保養費用亦隨著樓齡日漸增多。為確保屋苑
財政健全，建議來年住宅及停車場管理費維持不變，並不作回饋。服務處會將有關預算案張
貼於各座大堂十四天，以供各住戶參閱及收集住戶意見，待下次會議再行通過。

(七)     主席工作匯報
7.1 主席陳先生匯報，屯門測量處建議將青山公路通往哈羅國際學校的路段，命名為青盈路，業

委會已覆函表示對此沒有意見。

7.2 主席陳先生匯報，已致函地政總署，要求在本苑停車場總出入口對面的政府土地，開闢為臨
時種植場，以短期租約形式，租予居民使用。而地政總署已將個案轉交屯門地政處，業委會
亦接獲該處之覆函，表示已將有關地段預留予建築署，作為日後校巴停泊處之用，故未能接
納業委會的建議。

7.3 主席陳先生匯報，接獲服務處致函建築署的信件副本，要求該署在青山公路及管青路交界處
進行車路擴闊工程之同時，一併將迴旋處的行人路擴闊，並將原有石矢路改舖為百歲磚。建
築署覆函表示，由於其擴闊工程設計的行人路闊度，已符合法例要求，故會將業委會之建
議，轉交運輸署及地政總署考慮。

7.4 主席陳先生匯報，早前曾致函城巴及運輸署，反對城巴重組 962 路線的建議。最近接獲城巴
及運輸署的覆函表示，經過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工作小組商議後，由於較多青山公路沿線屋苑
反對此重組方案，故暫擱置城巴的重組申請，而現階段城巴 962 路線將不會作出改動。

(八）  處理居民書面意見/投訴工作匯報
8.1 有一住戶表示，建議會所淋浴間實施收費，或安排職員駐守更衣室，加強控制淋浴間使用情

況。經各委員商議後，早前亦曾多方面研究如何實施收費模式，惟至今仍未尋找到較有效方
案；而額外增聘職員作長期監控，則不符合經濟效益，故暫不考慮有關建議。

8.2 有一住戶表示，建議仿傚黃金海岸，在晚上時份關閉所有花槽內的射燈，從而節省電力。經
各委員商議後，基於屋苑為了環保節能，於 2004 年至 2005 年期間，屋苑已約有半數花槽燈
已被取消，餘下的花槽燈有部份均為途人提供適當照明，特別在羅馬廣場之燈具。如深夜時
份關閉所有有關射燈，擔心會令整個場地漆黑一片。加上現時花槽燈大多數為慳電燈具，耗
電不高，故暫不考慮有關建議。但業委會會定期作出檢討，並研究更有效的節能方案。

8.3 有一住戶去信至業委會電郵庫，表示於清晨時份，在羅馬廣場涼亭旁的坐椅上，發現有空酒
瓶及煙頭而未有清理。經服務處翻查錄影記錄後，已勸喻有關住戶須要清理棄置垃圾，及不
可在廣場範圍內吸煙。而清潔員工亦已在同日清早時份，按時清理有關地方及羅馬廣場一
帶。

8.4 有一住戶去信至業委會電郵庫，查詢更換單位冷氣機雪種之程序。服務處已將有關資料回覆
住戶，並通知住戶需在外牆搭設棚架後，方可進行更換雪種工程。

(九)     管理公司工作匯報
9.1       屋苑管理工作
9.1.1     2012 年 8 月至 9 月之特別事件匯報

服務處朱先生闡釋有關特別事件報告內容，共列出 8 項事故，包括住戶身體不適、警方到
訪、住戶受傷及設施損毀等。

9.1.2    匯報屋苑將進行/進行中之工程進度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經由業委會批准的工程，目前共有 2個項目。
首先，關於在大樓前方泊車位置旁改建 2 個斜台的工程，服務處曾於 6 月上旬發出工作指令
通知獲判之承辦商，並計劃工程於 7 月下旬完成。惟該承辦商稱經多番訪尋下，未能提供款
式相近的麻石，故回覆拒絕有關工程。現服務處建議該承辦商界磨並重用現有之麻石，再進
行工程，預計工程於 11 月內完成。第二個項目為五年檢固定電力檢查後需進行之維修項目工
程，由於部份工程進行期間必須要停電，故服務處將安排工程於秋涼天氣進行，並預計整項
於 11 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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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匯報屋苑按金及盈餘定期存款安排及銀行定期存款利率報告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現時將屋苑累積盈餘、管理費按金及基金總數，共分成兩筆款項，一筆
港幣二仟五佰八十萬元，及另一筆約港幣一仟三佰萬元均作三個月定期存款，以港幣現金形
式存放於交通銀行。另在本年 10 月 5 日向 9 間本地銀行收集定期存款利率，三個月定期利率
最高者為交通銀行，為 1.06%，六個月定期利率為 1.06%，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為 0.99%。其餘
利率較高者為大眾銀行，三個月定期利率為 1.00%，六個月定期利率為 1.10%，一年定期存款
利率為 1.10%。另主席建議日後安排定期存款時，須將住宅及停車場兩筆款項分開作定期存
入銀行，使賬項及獲取利息更為清晰。

9.1.4    匯報屋苑廢物回收情況
服務處朱先生匯報 2012 年 7 月及 8 月，與去年同期的屋苑廢物量回收情況，根據統計廢紙回
收量比去年上升了 8.0%，金屬回收量比去年下降了 76.8%，塑膠回收量比去年上升了
44.0%，而衣物回收量比去年下降了 26.8%。

9.1.5    匯報屋苑電力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根據 2012 年 8 月至 9 月之用電量與往年同期比較，住宅平均每日用電量
與往年同期用電量下降了 8.94%，而會所平均每日用電量比 2011 年同期下降了 11.45%，而停
車場平均每日用電量下降了 14.64%。

9.1.6 匯報屋苑水費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根據 2012 年 7 月及 8 月之用水量與往年同期比較，每月發單的清潔及灌
溉用水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5.55%及 49.64%。會所餐廳用水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1.42%及
19.55%。

而每四個月發單項目，2012 年 7 月之會所食水用水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0.4%。游泳池用水
量則上升了 16.0%。另員工休息室的整季用水量與去年同期相約。

9.1.7 匯報會所餐廳的收支情況
會所楊先生匯報，2011 年 9 月會所餐廳共錄得約港幣$1100 元虧損，而 2012 年 9 月的虧損相
約，虧損約港幣$630 元。

9.1.8 匯報每月屋苑收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2012 年 7 月份住宅收入為港幣$2,488,306.64 元，支出為港幣$2,396,561.29
元，盈餘為港幣$91,745.35 元。而同月屋苑停車場收入為港幣$305,801.46 元，支出為港幣
$362,180.04 元，虧損為港幣$56,378.58 元。而 8 月份住宅收入為港幣$2,327,217.65 元，支出為
港幣$2,515,767.28 元，虧損為港幣$188,549.63 元。而同月屋苑停車場收入為港幣$295,550.35
元，支出為港幣$319,381.50 元，虧損為港幣$23,831.15 元。

9.2       屋苑活動
會所楊先生匯報中秋節會所已舉辦的活動，供各委員回顧，另報告即將舉行之活動如下：
9.2.1 萬聖節搞鬼兵糰

此活動預計於 10 月下旬舉行，屆時將由會所職員融入萬聖節原素，帶領小住戶一
起製作日式小飯糰。

9.2.2 小嘩鬼玩轉哈囉喂
此活動將於 10 月 27 日(星期六)舉行，屆時將有萬聖節活動，攤位遊戲，特色小食
供應，抽獎等，預計超過 100 人參加。

(十)     其他事宜
10.1 服務處朱先生表示，在上次會議中，主席表示為改善各座地下大堂室內空氣異味，建議在大

堂的抽風口位置，研究加裝空氣過濾裝置之可行性，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服務處曾聯絡有關
承辦商到本苑進行考察，綜合了數個方案，其中包括在大堂加裝等離子空氣淨化機，惟有關
工程費用較高，故服務處先行在大堂試用除味噴劑，每天早上及下午在適當時間使用，初步
測試反應不俗，故計劃在全屋苑實施。主席陳先生表示，除味噴劑花費較少，值得在炎熱天
氣下使用，如日後的測試效果不理想，建議可在冷氣出入風位置，加裝活性炭過濾網，吸走
空氣中的塵埃及異味。服務處表示知悉，並會繼續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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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下次開會日期
經各委員商討後，暫訂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 8時 30 分於會所宴會室舉行。

會議於晚上十時十五分結束

  (已確認及簽署)

主席            陳錦文

如各住戶對會議記錄中之項目有任何意見，敬請致電 2949 5111 與服務處聯絡。

註: 是次會議通過事項擇要:-

1. 通過聘用禤氏律師行提供 2013 年的法律顧問服務，每年服務費用為港幣 10,500 元。

2. 通過將各大廈前方車路路旁及羅馬廣場共 90 套 70W燈膽，更換為 13W LED 燈，總工程費用為港
幣 13,608，由屋苑設備基金支付。

另可登入啟勝網頁www.kaishing.hk 或業委會網頁www.ocaegeancoast.com 瀏覽此會議紀錄，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9495111 與服務處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