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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岸第七屆業主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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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禮明先生 
 
出席 : 譚    榮先生 (住宅代表) 吳貴芳小姐 (愛琴海岸服務處) 
  劉福輝先生 (住宅代表) 楊智斌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胡美芳小姐 (車場代表) 楊阿平先生 (愛琴海岸會所) 
  江壹樺小姐 (住宅代表)   
  敖卓緻先生 (住宅代表)   
  梁    梅小姐 (住宅代表)   
未能出席 : 蔡文鳳小姐 (住宅代表)   
 
列席 : 麥先生 (第 1 座住戶) 湯先生 (第 2 座住戶) 
  焦小姐 (第 2 座住戶) 劉先生 (第 3 座住戶) 
  賴小姐 (第 7 座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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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票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
程。 

(二) 通過業主委員會會議規則和規章 
經各委員參閱有關規章內容及詳細討論後，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
票一致通過愛琴海岸第七屆業主委員會規則和規章。有關通過之版本，稍後安排張貼於各座大
堂及擺放於會所閱讀室供住戶查閱。而住戶亦可瀏覽業委會網頁了解內容。 

 
(三) 列席業主發言時段(20 分鐘) 
3.1 列席業戶表示，有小童在會所追逐及喧嘩，即使會所職員透過廣播作出勸喻，部份小童仍不聽勸

告，此舉不但對會所內的住客構成滋擾，亦易生碰撞意外。如小童屢勸不聽，該業戶建議會所及
服務處可致函有關單位，將有關行為通知其家長。會所楊先生表示，在會所較繁忙的時段，會所
職員會在遊戲區附近站崗及提供協助，亦不時使用廣播器作出呼籲，會所同意列席業戶的建議，
如屢勸無效，將以信函通知有關家長，以約束小童過激的行為。主席黃先生表示，建議會所記錄
有關事件及小童所屬單位資料，以配合日後有需要時進行的廣泛宣傳。委員胡小姐表示，小童在
會所追逐容易撞倒年長人士及其他小童，故為顧及會所使用者安全，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執行會
所守則，引領有關小童暫時離開會所範圍，再與其家長商議。委員敖先生亦表示，部份小童在會
所喧嘩，會所職員可更積極地按守則即時制止其行為。會所楊先生表示會跟進。 

 
 列席業戶續表示，有小童在平台踏滑板後，亦會踏滑板進入大廈梳化大堂及升降機大堂，大堂職

員亦勸喻無效；另曾發現有小童在會所前方草坪上踏單車，故關注小童在平台玩耍及安全情況。
委員江小姐補充，曾見到有青年在第五、六座通道玩花式滑板，由於滑板會碰撞平台地磚，故容
易對地磚造成損耗，故綜合而言，建議考慮設立屋苑守則，限制或禁止住戶在平台踏單車、滑板
等。經各委員商議後，查業委會曾發出問卷諮詢住戶對全面禁止踏單車的意向，惟當時大部份住
戶表示無意全面禁止踏單車，但會限制有關速度，故建議服務處向有關人士作出勸喻。至於玩花
式滑板、電動輪車均建議一律禁止，以防發生意外。有關議題，業委會將於下次會議再行商討及
議決。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現階段會在大堂豎立告示，提醒小童及其家長在平台踏單車時需注意車速。
另會發出通告及海報張貼大堂，提醒住戶不可在室內地方包括會所及住宅大堂內踏滑板及電動輪
車。 

  
3.2 另一列席業戶表示，早前在大堂內通告板見到通告，指有飼主攜犬進入羅馬廣場剪毛屬個別事

件，服務處應設法找出肇事人士，而不應張貼通告於大堂內，稱會引起非飼主與飼主之間的磨
擦。如平台閉路電視有盲點，應考慮加設更多閉路電視加以監察。列席業戶補充稱，狗隻在平台
便溺的情況實難以避免，建議勸喻信的內容應著重飼主清理便溺物的指引，而非強調平台範圍嚴
禁狗隻便溺。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因應近日羅馬廣場的事件，包括狗隻剪毛及偶有發現狗隻便溺物，服務處已
在羅馬廣場多個入口張貼禁止狗隻進入的告示。服務處亦向飼主及外傭派發中、英、菲律賓語及
印尼文的四種語言便條紙，勸喻蹓狗人士切勿讓狗隻在平台便溺。而服務處早前向屋苑飼主發出
的勸喻信，目的是釐清飼養寵物守則的條文，避免飼主濫用條文，有意讓狗隻在平台便溺，並只
用清水沖洗，令尿液仍然留在平台位置，產生的氣味對其他住戶造成嚴重滋擾。服務處亦曾向部
份飼主了解，得悉狗隻可透過訓練在家中便溺，減少在平台失禁的機會，故在信函中亦作出有關
建議。至於羅馬廣場閉路電視方面，服務處亦正在報價以具有夜視功能的鏡頭，取代在羅馬廣場
沿用約十年的鏡頭。服務處楊先生表示，由於屋苑平台面積寬大，難免有閉路電視的盲點，服務
處將繼續留意各項事件，在有需要時調整現有閉路電視的方向，並與業委會商議加設閉路電視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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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另有列席業戶表示，對服務處發出有關飼養寵物的信函中，有關提及飼主在平台用水沖洗狗隻尿
液，會令沿經住戶滑倒事宜表示質疑。該業戶表示，服務處有責任選購及應用具有一定防滑度的
平台地磚，如地下有水漬或在天雨情況下有住戶跣倒，則表示地磚有問題。服務處吳小姐表示，
平台地面均使用戶外用地磚，具有一定防滑度。而在正常情況下如地磚遇水，途人滑倒的機會有
可能增加，故在信函中提出飼主須徹底清理相關水漬，避免滑倒行人。事實上，飼主事後徹底清
理狗隻的便溺物及被弄濕或弄污的地方，實屬應有的責任。 

 
3.4 另有列席業戶建議定期清洗擺放平台的水刮，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會一星期進行兩次清洗安排。 
 
(四) 議決事項 
4.1  商議成立外務小組及內務小組及委任小組召集人 
 主席黃先生講解外務小組負責對外交通及環境方面的工作，尤其重點跟進屯門東的住宅用地發

展、青山公路擴建及本區公共交通發展。而內務小組則負責屋苑管理、財務、保安、設施保養及
維修、文娛康樂及福利、處理居民投訴及意見等工作。 

 經各委員商討，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各委員一致同意成立外務小組與內務小組
及委任小組召集人。外務小組的召集人由委員江小姐擔任，成員包括委員劉先生及委員譚先生。
而內務小組召集人由敖卓緻先生擔任，成員包括委員胡小姐及委員梁小姐，而業委會信箱鎖匙亦
通過由內務小組召集人敖先生保管及定期開啟信箱，收集居民意見。服務處亦將會聯絡委員蔡小
姐，查詢其加入小組的意向。 

 
4.2 商議委任主席、外務小組召集人及內務小組召集人以業主委員會名義辦理更改社團註冊事宜 

經各委員商議後，由委員劉先生動議，委員敖先生和議，各委員投票，一致同意委任主席黃禮
明先生、外務小組召集人江壹樺小姐、內務小組召集人敖卓緻先生以業主委員會名義更改辦理
社團註冊，並由服務處協辦安排。 

4.3 商議委任主席、外務小組召集人及內務小組召集人以業主委員會名義開設銀行戶口簽發支票 
經各委員討論後，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各委員投票，一致同意委任主席黃禮
明先生、外務小組召集人江壹樺小姐及內務小組召集人敖卓緻先生，代表業主委員會在中國銀
行旺角分行開設愛琴海岸業主委員會儲蓄及支票戶口。而有關戶口的文件必須有此三人中的兩
人簽署方為有效。 

4.4 商議授權業主委員會主席代表業主委員會對外出函及發通告予業戶 
由委員劉先生動議，委員敖先生和議，各委員投票，一致同意授權主席黃禮明先生代表業委會
對外出函及發通告予業戶。 

4.5 商議所有業主委員會往來文件由服務處代存 
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員胡小姐和議，各委員投票，一致同意業委會往來文件由服務處代存。 

4.6 商議印製業主委員會主席名片，以便與其他政府部門、屋苑代表溝通聯絡之用 
主席黃先生表示，上屆業委會尚餘部份主席卡片，為免浪費，建議用貼紙改貼卡片再用，並由服
務處安排。各委員表示贊同。 

4.7 商議於訪客車位加裝電動車充電器，有關支出由設備基金支付及釐訂充電行政費水平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曾邀請 5 間承辦商報價，供應及安裝一部 EV-Power 32A 三相充電器，該充
電器插頭具國際標準，適合現時市場上的所有電動車充電，速度為中速，一般充電時間為 3 至 4
小時。有關報價方面，天耀停車場設備有限公司沒有回標，怡和機器有限公司及美捷工程有限
公司謝絕回標；Hong Kong EV Power Ltd 報工程費用為港幣$32,000，得力信工程公司則報價港幣
$39,800，均提供一年保養期。服務處楊先生補充，在 10 月底舉行的環保博覽中，初見生產力促
進局正在與 Cableplus 研發電動車充電器，該充電器與 EV-Power 性能相若，並且支援 Autotoll 電
子付費系統，相信可簡化繳費程序。至於充電行政費方面，根據承辦商提供的資訊，32A 三相充
電器倘為車輛充電一小時，有關電費約為港幣$22。若參考其中兩個住宅收費水平，其中一住宅
收費每小時港幣$36，另一住宅則以每三小時為一節計算，每節收費港幣$100。服務處建議本苑
充電車位行政費以每小時港幣$30，按照車輛實際佔用有關車位的時間計算。 
 
經各委員商議後，如 Cableplus 性能與 EV-Power 相若，建議邀請有關供應商提供報價以作比較，
充電行政費則初步建議為每小時港幣$30，待服務處取得有關報價後，再於下一次會議中議決。 

  
4.8 商議下年度泳池保養及救生員服務合約  
 會所楊先生表示，現時屋苑 2 個噴水池、泳池保養及救生員服務合約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屆

滿，服務處曾邀請六間服務承辦商投標，早前經委員江小姐及委員劉先生協助開標，共收到 3 份
標書，分別為: 

  鴻豐服務有限公司 一年合約服務費合共$1,434,600，兩年合約每年收費$1,446,700 
  慎溢有限公司  一年合約服務費合共$1,526,858，兩年合約每年收費$1,564,540 
  匯美工程有限公司 一年合約服務費合共$2,251,422，兩年合約每年收費$2,303,042.25 
 
 而匯基(香港)發展有限公司、雅快工程有限公司及保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均沒有回標。上述費用

包括室內泳池全年開放，室外泳池由每年 5 月份至 9 月份整月開放，室外池十月份只開放週六、
日及公眾假期，及噴水池全年保養。經各委員商議後，根據會所統計，本年 10 月份游泳池使用
率較低，加上室內池全年開放，故為減省開支，同意削減室外池十月份的開放時段，室內池開放
時間則維持不變。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敖先生和議，一致同意將合約交予最低標價的承辦商
「鴻豐服務有限公司」承接。至於合約年期，則交由服務處議價，若「鴻豐」將兩年合約每年收
費減至與一年合約每年收費相同，即港幣$1,370,500，則同意簽訂兩年服務合約。服務處表示會
與「鴻豐」商討，將合約服務費調低之可行性，再於下次會議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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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商議下年度聘用法律顧問服務合約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曾邀請四間律師樓報價，共收到兩間律師樓回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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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律師樓為高露雲律師行，每年服務費港幣 35,000 元，包每月 5 次電話免費查
詢，其餘各項查詢、會面及發律師信等均須額外收費。經各委員商討後，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
員劉先生和議，一致同意聘用禤氏律師行提供 2016 年的法律顧問服務。 

 
4.10 商議聘用 2015 年度帳目審核核數師服務合約 

服務處吳小姐匯報，有關項目共向 5 間公司報價，其中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沒有回標，其餘 4 間
公司均有回標，分別為鄒景福會計師事務所(收費：港幣 9,980 元)、富立會計師行 (收費：港幣
15,000 元)、力恆會計師事務所(收費：港幣 26,000 元)及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 (收費：港幣 30,000
元)。經各委員商討後，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敖先生和議，一致同意 2015 年賬目審核核數工
作交由提供最低價者之鄒景福會計師事務所負責。 

 
4.11 商議邀請前業委會主席陳錦文先生擔任顧問一職 

主席黃先生表示，前屆義務顧問陳錦文先生已擔任業委會工作多年，經驗豐富，故建議繼續邀
請陳錦文先生擔任是屆業委會顧問。經各委員商議後，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譚先生和議，
各委員一致同意邀請陳錦文先生擔任本屆業委會義務顧問。 

  
(五) 商討事項 
5.1 商討 2016 年度管理費收支預算 

服務處吳小姐匯報，隨著基本每年通脹，屋苑設施逐漸老化，加上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最低工
資由 30 元調升至 32.5 元後，前線員工包括保安的薪酬亦會相應繼續提高，而其他以人力為主的
服務合約包括清潔、園藝及外判保安合約價格亦向上調升;因於最低工資實施後令人力市場起了
變化，招聘亦變得困難，令相關支出升幅進一步上升。故屋苑整體的開支持續地增加。 
 
綜合上述因素，服務處建議以全港通脹率作為參考藍本，增加 2016 年住宅管理費，由每平方尺
約$1.61 調整至約$1.67，即住宅管理費增加 4%。是次增幅希望可以收窄住宅賬目赤字的情況。而
停車場 2016 年收支預算仍可錄得盈餘(港幣$163,800)，故建議維持停車場管理費不變。 
 
服務處吳小姐續表示，2016 年的財政預算草案乃根據住宅管理費調升 4%，及停車場管理費維持
不變的準則所製訂。住宅賬目預算 2016 年全年將有赤字港幣$1,713,888 元，而由入伙至 2016 年
年尾估計累積盈餘將有港幣$8,219,312 元；停車場賬目預算 2016 年全年將有盈餘港幣$163,800
元，而直至 2016 年年尾估計累積盈餘則有港幣$7,163,625 元。委員江小姐表示，業委會在議程
4.8 中同意削減室外池十月份的開放時段，故此應可減省游泳池營運開支，連帶在渠務維修預算
中提出的修改，建議服務處完成修改後，諮詢各住戶之意見。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會將有關建議列入預算案並重新計算後，張貼於各座大堂供各住戶參閱及
收集其意見，待下次會議再行跟進。另為使各業戶了解屋苑現時財政狀況及 2016 年度財政預算
內容，建議召開財務報告及諮詢會，增加溝通渠道。各委員均表贊同。 
 

5.2 商討業委會舉辦茶聚安排 
 主席黃先生表示，第六屆業委會在過去兩年曾舉辦四次茶聚，收集住戶之意見。經各委員商討

後，認為茶聚形式為接見較多住戶的渠道之一，可收集各方不同意見。故業委會同意每年舉辦茶
聚兩次，日期暫定為 2016 年 1 月 15 日及 7 月 16 日，2017 年 1 月 13 日及 7 月 8 日。 

 
5.3 商討及檢視屋苑未來兩年的環保工作目標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屋苑多年來從省電、節水、減廢回收、化廢為寶、宣傳教育等各方面，實
踐環保工作。經服務處研究後，為未來兩年訂立多項環保工作目標。 
1. 服務處正與綠領行動合作，舉辦「你農我農種植計劃」，邀請住戶將家居廚餘自行轉化為有

機肥料，應用在有機種植田上，為期兩年，種植田共有 30 個，耕作期為 6 個月，故預計有
超過一百戶可參與其中； 

2. 本苑將於本年年底加設廚餘機，每年招募 130 戶家庭參與，每天最多收集 100 公斤廚餘，為
期兩年；近日，本苑亦正與綠領行動推行中央廚餘收集，擴大整體收集量及參與戶數； 

3. 本苑正逐步以 20W T8 LED 光管，取代故障的 36W T5 光管，節省 44%用電，此特製 T8 LED
光管具有 T5 插頭並與電子火牛相融，故此無需更換光管支架，減少廢物產生，職員的工作
效率亦大為增加； 

4. 工程部正逐步以 10W LED 燈更換平台天花 23W 故障的無極膽，節省 57%用電； 
5. 在會所代售節能燈具，包括浴室用的橫插管，廚房天花燈及廚櫃射燈； 
6. 為向住戶推廣生態保育，本處計劃與綠色團體及社福機構，在屋苑推廣魚菜共生系統，魚缸

內的浮游物會透過過濾系統，變成土壤營份，藉此種植觀賞植物甚至有機食用菜； 
7. 本苑將研究申請環保署回收基金，購置環保化寶爐或其他回收設施的可行性。 
經各委員商議後，均同意上述七項目標，有助減少廢物產生及節省能源。主席黃先生表示，為
秉承屋苑過往的環保理念，倘各委員將來有任何環保提議，均歡迎提出以作研究其可行性。 

5.4 商討及落實廚餘回收安排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早前申請環保基金租用的廚餘機，預計十二月運抵本苑。服務處建議向每
個參與住戶派發兩個廚餘回收膠桶。住戶在收集廚餘後，可於晚上 7 時至 9 時將膠桶放入於平台
的密封式儲物櫃內，再由清潔員工每晚收集，並將廚餘放進設於大垃圾房內的廚餘機內。翌
日，清潔員工將晾乾後的膠桶放回各座服務員崗位給予住戶領取。至於密封式的廚餘桶儲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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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放位置，服務處建議放置於各座後門空間位置(分別為 1-2 座、3-5 座及 6-7 座平台後門)，或放
置於各個平台穿梭升降機大堂的凹位，穿梭升降機大堂具冷氣供應，衞生情況較為理想。經各
委員商議後，需綜合有關安排及設備擺放位置加以考慮，再於下次會議中商議。 

 
5.5 商討各座金頂天花日後維修安排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部份大堂金頂天花已出現損壞或發黑需要維修，但由於以原裝金箔維修天
花價錢高昂，承辦商亦欠缺相關技術，難於以原裝做法進行。而服務處在第五座天花生口位置
作試驗，以金色油漆翻髹，效果倘可接受，故建議日後如需維修金頂天花，均以油漆方法翻
新。經各委員商議後，為節省維修開支，同意服務處的建議。故服務處會以第五座梳花大堂天
花作試點，如效果理想，會陸續以相同方法翻新金頂天花。 

 
5.6 商討於健身室加設史密夫架 

會所楊先生表示，有住戶建議在會所健身室加設史密夫架。經會所研究後，由於健身室空間有
限，如需加裝史密夫架，須更換現時的展腿訓練器及屈腿訓練器兩部，並購買一部有此兩項功
能的訓練器，以撥出空門，而該訓練器費用為港幣$69,000。經各委員商議後，由於健身室空間
有限，工程費用高昂，加上史密夫架具一定危險性，住戶使用此設施時，必須有教練指導及監
察，故擱置有關建議。 

 
5.7 商討區議會選舉在私人樓宇選舉活動方式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區議會選舉將於 11 月 22 日舉行，服務處建議一如既往，為免滋擾住戶，限
制有關候選人的宣傳活動。經各委員商議後，追認除郵寄單張外，嚴禁任何區議會候選人及其
支持者在屋苑公共地方作任何選舉宣傳活動，包括分發宣傳單張或廣告；在樓宇公其部份展示
海報、橫額及任何其它選舉廣告；在樓宇公用地方親自接觸市民或使用揚聲器進行宣傳；對單
位住客進行家訪。如各住戶接受或邀請不同的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在其私人單位內進行家訪活
動，服務處則不會限制。有關信息已致函通知選舉管理委員會。 

 
(六) 主席工作匯報 
6.1 主席黃先生匯報，曾致函運輸署巴士及鐵路科提議加設巴士服務，途經青山公路來往香港國際機

場。業委會接獲朱順雅議員來函，表示已致函予運輸署代為反映意見。 
 
(七）   處理居民書面意見/投訴工作匯報 
7.1 有一住戶提出，屋苑在入伙初期，發展商贊助每個單位若干數量的住戶智能卡，即該單位第一手

業主或其後的業主可免費申請智能卡，直至贊助餘額用完。此後，業主便需用者自付，申請智能
卡的費用會轉歸屋苑日常管理帳戶。該業戶認為此做法不合理及不公平，變相第一手業主可享有
更多權利。住戶要求新業主每戶應享有同等免費申請智能卡的數額，額外費用由屋苑管理帳戶支
付。經各委員商議後，認為發展商起初也是付費購買智能卡送予第一手住戶，並非以管理費出資
贊助，基於用者自付原則，故不接納有關住戶的提議。 

 
7.2 有一住戶發信至業委會電郵，就屋苑親子種植場及新增的你農我農有機種植計劃的抽籤及宣傳方

法表達意見。該住戶認為親子種植場的申請資格需有家庭的子女參與，建議申請人士須提供子女
的証明文件，導師教學時，小童亦必須在場，且為 12 歲以下；而每四個月中籤的種植人士必須
出席會所舉行的相關課堂會議，缺席者在下次抽籤時均會受影響，建議中籤者必須到會所拍卡確
認才可上課，否則禁示其後的申請；另住戶認為你農我農活動的宣傳不足，住戶未有知悉相關資
料；而會所無法控制中籤人士授權別人進行登記，亦未能核實中籤人士為實際使用者。最後，住
戶建議在申請表上填上種植者名稱，在第一次課堂及中途課堂，種植者必須現身到會所拍卡，如
兩次不出席則禁止其下次申請，以杜絕中籤者並非實際使用者，另建議將親子種植場及你農我農
的申請時段修改，令兩個活動的申請同步同期進行，申請人士不可同時申請兩個計劃，未曾參與
之住戶應獲優先使用權。 

 
經各委員商議後，認為兩項活動均為增值服務，不建議限制申請者須有子女參與；查你農我農
計劃開展前，服務處已將有關海報及申請表格投放入單位所有信箱，及張貼於大堂通告板，故認
為宣傳已足夠；而親子種植場屬屋苑設施收費項目，你農我農則由綠領行動資助，性質為廚餘回
收暨種植的免費項目，兩者性質不同，難以合併進行申請。而綠領行動亦希望更多住戶參與項
目，藉此推廣廚餘回收，故同意住戶之建議，在下一期招募開始，如申請者未曾使用你農我農的
種植場，則可獲得優先抽籤權。 

 
7.3 服務處接獲一封聯署信件，反映有狗隻在各座大廈後方行人路或花槽隨處便溺，部份飼主在事後 

只用少量清水沖洗，水漬仍然留在平台上；而飼主拾起狗隻糞便後，仍留下污漬便離去。而第
五座前後門情況更為嚴重，有飼主習慣讓其狗隻在有關位置便溺，留下濃烈異味。在信件中亦有
舉例，曾於某日早上，有狗隻在車路上留下狗糞，屋苑巡邏員則未有發覺，反映者指出如有車輛
經過並輾過狗糞，將令大範圍車路被污染。該信函內容中亦建議，服務處應依照有關法例，向違
規人士罰款。另根據寵物守則，狗隻不可進入羅馬廣場範圍，而廣場數處入口均有嚴禁狗隻進入
的警示，但仍在廣場內發現狗隻便溺物，近日更有廣場內發現大堆狗隻毛髮，疑有飼主違規進入
羅馬廣場，並替狗隻剪毛。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有關平台及第五座前後門發現狗隻便溺物事宜，服務處已翻查數個位置的
閉路電視記錄，並向多名違規飼主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另向屋苑飼主發出勸喻信件，釐清飼養
寵物守則的條文及禁止狗隻進入平台若干位置。有關狗隻便溺及進入羅馬廣場的跟進情況，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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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是次會議記錄 3.2 及 3.3。經各委員商議後，建議服務處繼續向違規狗主予以口頭勸喻或書面
警告，必要時根據大廈公契向有關違規人士實施可行之行動，包括法律行動。 

 
7.4 會所接獲住戶意見，建議在非繁忙時段開放部份更衣室儲物櫃，租用予住戶放置淋浴液等工具，

既為住戶提供方便，亦增加屋苑收入。經各委員商議後，因更衣室內沒有保安監控設備，倘住戶
遺失物品，屋苑或需承擔責任，故認為儲物櫃不適合用作租用。 

  
 (八) 管理公司工作匯報 
8.1 屋苑管理工作 

8.1.1 2015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之特別事件匯報 
服務處吳小姐闡釋有關特別事件報告內容，共列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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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匯報有關飼養寵物意見反映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服務處在 9 月 12 日至 10 月 29 日期間，共接獲 22 項有關飼養寵物的
反映，包括在單位或平台有狗吠聲、平台有狗隻便溺、有狗隻進入羅馬廣場及飼主沒為
狗隻拖狗繩，其中一封書面意見為聯署信函。服務處期間向多名飼主作出口頭勸喻及發
出 4 封書面信函，作出提醒及警告。 

8.1.3 匯報向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屋苑廚餘回收工作進展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現正向供應商訂購廚餘機 ECO-100K，預計於 12 月送抵本苑，配合
測試、交收等程序及舉辦開幕禮，預計整項廚餘機回收廚餘計劃可於明年 1 月實施。 

8.1.4 匯報屋苑將進行/進行中之工程進度 
服務處吳小姐匯報，經由業委會批准的工程，會所健身室兩部新太空漫步機，將於 2016
年 1 月送抵本苑；而有關第五座更換新型號消防控制箱系統工程，已向承辦商發出工作
指示，預計於 2015 年 12 月完工；另有關安裝廚餘機方面，預計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安
裝。 

8.1.5 匯報屋苑按金及盈餘定期存款安排及銀行定期存款利率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現時屋苑將按金及盈餘共分成四筆款項，兩筆分別約港幣一千三百
二十萬元及五百四十萬元，作一年定期存款，以港幣現金形式存放於建設銀行。另兩筆
約港幣一千一百六十五萬元及五百四十五萬五千元，亦作一年定期存款，存放於交通銀
行及渣打銀行。另在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向十間本地銀行收集定期存款的利率，最高者為
星展銀行，三個月、六個月及一年定期利率分別為 0.70%、0.70%及 1.80%。另外較高者
為建設銀行，三個月、六個月及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分別為 0.60%、0.81%及 1.02%。 

8.1.6 匯報環保碳氫雪種運行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以新舊雪種系統作直接測試比較後，碳氫雪種在會所冷凍機及大樓
分體式冷氣機的省電率為 27.1%及 21.6%。根據冷氣系統電子分錶的記錄，2015 年 9 月會
所冷凍機整體省電量約為 20,672.8 度，按合約屋苑獲得該月省電量中的 40%利益，即為
港幣約$8,641.2。而大樓分體式冷氣機整體省電量約為 8,043.1 度，屋苑從而節省港幣
$3,362 的電費。而有關機電署曾與業委會會面，警告有關雪種易燃度較傳統雪種低，亦
曾於一所酒樓內發生爆炸意外，建議本苑停用有關雪種。經業委會商議後，雖然會所冷
凍機房有一定安全措施，但為及安全起見，建議服務處終止有關合約。服務處楊先生表
示，有關服務合約與匯能簽訂，為期五年，由 20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止，服務處已向匯能提出提早終止合約的要求，另同時向屋苑法律顧問查詢提早終止合
約的可行性，並將會於下次會議與各委員匯報。 

 8.1.7 匯報屋苑電力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根據 2015 年 8 月至 9 月之用電量與往年同期比較，住宅用電量與往
年同期用電量下降 0.30%及 16.90%，而會所用電量比 2014 年下降了 2.29%及 5.37，而停
車場用電量則下降 12.51%及 22.54。 

8.1.8 匯報屋苑廢物回收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 2015 年 8 月至 9 月與 2014 年同期屋苑廢物量回收情況，根據統計
2015 年廢紙回收量比 2014 年下降了 27.28%及 47.91%，2015 年金屬回收量比 2014 年上升
了 58.70%及下降了 93.48%，2015 年塑膠回收量比 2014 年上升了 18.60%及 55.17%，而
2015 年衣物回收量比 2014 年上升了 337.65%及下降 71.24%。另屋苑原本每月舉行的以物
易物回收活動，因服務機構暫停營運而暫時停止，預計於 2015 年 12 月恢復服務。 

8.1.9 匯報屋苑水費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 2015 年 8 月的清潔及灌溉用水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52.1%，而會所
餐廳用水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6.9%。而在每四個月發單的水錶帳戶中，會所食水用水量
比去年同期下降 16.2%；游泳池水錶因去年發生故障，故今次用水量較去年在數值上上升
363.8%。 

8.1.10 匯報會所餐廳的收支情況 
會所楊先生匯報，2014 年度 9 月會所餐廳共錄得約港幣$1,808 元虧損，而本年度則有約
港幣$1,982 元盈餘。 

8.1.11 匯報每月屋苑收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在屋苑住宅賬目方面，2015 年 6 月份收入為港幣$2,587,739.47 元，
支出為港幣$2,656,051.8.元，虧損為港幣$68,312.33 元；7 月份收入為港幣$2,675,222.08，
支出為港幣$2,447,933.61，盈餘為港幣$227,288.47；至於 8 月份收入為港幣$2,553,654.12，
支出為港幣$2,725,842.93，虧損為港幣$172,188.81。而有關屋苑停車場方面，6 月份收入
為港幣$290,721.91 元，支出為港幣$270,916.62 元，盈餘為港幣$19,805.29 元；7 月份收入
為港幣$407,989.29，支出為港幣$257,464.62 元，盈餘為港幣$150,524.67；8 月份收入則為
港幣$290,900.74，支出為港幣$323,535.78，虧損為港幣$32,6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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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屋苑活動 
 會所楊先生匯報十月份會所將舉行之活動如下： 
 8.2 Halloween 週年大典 

此萬聖節活動舉辦日期為 10 月 31 日，屆時將安排攤位遊戲、扮野走秀、嘩鬼化裝間及
抽獎遊戲。 

(九)  其他事宜 
9.1 會所楊先生表示，會所一樓天幕玻璃隔熱遮光貼使用超過 5 年，開始出現老化及脫落情

況，上屆業委會曾商議，建議將隔熱遮光貼清除。由於天幕玻璃位置呈金字塔形狀，故
需聘請承辦商搭建棚架進行工程，最低報價為港幣$48,600。另提議報價將天幕的雙層玻
璃，以隔熱玻璃取代，經報價後工程費為港幣 13 萬至 30 萬不等，且報價中的玻璃不具
隔熱功能。經各委員商議後，會所天幕的形狀較難進行工程，為減省長遠的維修費用，
同意聘請承辦商清除會所天幕的隔熱遮光貼。 

 
9.2 會所楊先生表示，有多名住戶曾要求加強閱讀室門的隔音，服務處經研究後，建議在閱

讀室與鼓房之間加設一度實心門，及在假天花上進行隔音，預計可有效減低遊戲區聲浪
對閱讀室使用人士的影響。經各委員商議後，認為建議方法可行，著服務處進行報價。
另建議同時了解更換閱讀室玻璃門為隔音門所需的工程費用，以作比較，並於下次業委
會再作商議。 

 
9.3 有委員指出，在閱讀億和國際學校資料時，發現該校有意在李金小學對面的空地發展學

校項目。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曾向本區區議員查詢，朱議員表示區議會未有接獲相關資
料。有委員表示憂慮，擔心億和國際學校項目落成後，區內交通情況將大受影響，尤如
哈羅國際學校的影響一樣，故主席黃先生建議，致函朱順雅議員反映事件，並提出業委
會對本區交通規劃及配套的憂慮。 

 
9.4 有委員提出，業委會新網頁的核數文件及會議記錄等，應只限愛琴海岸居民瀏覽，故建

議將文件加密。服務處楊先生表示，現時職員需自行編寫程式加設密碼，目前設定為住
戶在瀏覽「會議文件」及「核數師報告」頁面前須輸入密碼，而個別文件未有加密，或
會出現跨牆情況。經各委員商議後，同意將有關檔案先行加密，再上載至業委會網頁，
密碼則不作更改，住戶可致電服務處查詢密碼。 

 
9.5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各座大堂絲花續見殘舊，故在第六、七座大堂試行放置裝飾物擺

設。服務處向各委員展示花飾及藝術擺設的相片，效果亦見理想，如日後大堂絲花需要
更換，將報價考慮。 

 
9.6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香港寬頻向本苑申請於 11 月 21 日及 22 日擺放宣傳攤位，另

Asiapeak 亦申請於 11 月 6 日至 8 日擺放攤位售賣床舖用品，經各委員同意後，由服務處
聯絡該公司安排。租場收費為每日港幣$1,500。 

(十) 下次開會日期 
經各委員商討後，暫訂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晚上 8 時 30 分於會所宴會室舉
行。 
 

會議於凌晨零時四十五分結束 
 
 
主席    黃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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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會議議決事項擇要:- 
1. 同意「第七屆業主委員會會議規則和規章」。 
2. 同意成立外務小組與內務小組及委任小組召集人。外務小組的召集人為江壹樺小姐，成員包括譚先

生及劉先生。而內務小組召集人為敖卓緻先生，成員包括胡小姐及梁小姐。業委會信箱鎖匙則由委
員敖先生保管及定期開啟信箱。 

3. 同意委任主席黃禮明先生、外務小組召集人江壹樺小姐、內務小組召集人敖卓緻先生以業主委員會
名義辦理更改社團註冊。 

4. 同意委任主席黃禮明先生、外務小組召集人江壹樺小姐、內務小組召集人敖卓緻先生代表業主委員
會在中國銀行旺角分行開設愛琴海岸業主委員會儲蓄及支票戶口。 

5. 同意授權主席黃禮明先生代表業委會對外出函及發通告予業戶。 
6. 同意所有業委會往來文件由服務處代存。 
7. 同意將兩年泳池保養及救生員合約交予承辦商「鴻豐」承接，交由服務處議價，若「鴻豐」將兩年

合約每年收費減至與一年合約每年收費相同，即港幣$1,370,500，則同意簽訂兩年服務合約 (合約期
由 1/1/2016 至 31/12/2017)。室外游泳池將於 5 月至 9 月開放。 

8. 同意 2015 年法律顧問服務合約由禤氏律師行承接，費用為全年港幣$10,500。 
9. 同意 2015 年賬目審核核數工作交由提供最低價者之鄒景福會計師事務所負責，服務費為港幣

$9,980。 
10. 同意邀請前屆義務顧問陳錦文先生擔任本屆業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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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