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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岸第七屆業主委員會 

二零一五年度業主委員會週年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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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鳳小姐 (住宅代表) 楊智斌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劉福輝先生 (住宅代表) 楊阿平先生 (愛琴海岸會所) 

  胡美芳小姐 (車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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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 : 黎先生 (第 1 座住戶) 湯先生 (第 2 座住戶) 

  袁    太 (第 7 座住戶) 陳先生 (第 8 座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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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胡小姐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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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業戶表示，曾於過往業委會反映的兩個事項，包括飼養寵物情況及會所內的秩序均

有所改善。其中有飼主在平台蹓狗時自行攜帶水殼，在狗隻失禁時以備不時之需，值得
尊重及讚賞。然而，該業戶亦表示曾在會所前門側有疑似狗尿，故仍需服務處繼續進行
宣傳，及有賴飼主們的自律。至於在會所方面，仍有小童在會所內追逐、喧嘩及推拉膠
椅，但部份家長則不太理會其小童行為。該業戶建議，如會所職員發現有關情況，應即
時制止。會所楊先生表示，會所會繼續進行廣播，並在繁忙時段加派職員巡邏，以加強
會所的秩序。最後，該業戶得知商場的華潤超級市場結業，故查詢將來的商舖租戶誰
屬。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新租戶為 U 購 Select，同屬華潤萬家，亦提供超級市場服務。 

  
2.2 另一列席業戶表示，贊成會所沖身間設立收費，認為有助減少沖身間濫用情況及會所水

電開支。而有關設立電動車充電器方面，該業戶認為現時使用電動車的人士不多，故反
對運用管理費安裝充電器。該業戶續表示，為增加屋苑收入，建議取消首 30 分鐘豁免泊
車收費的政策，令前往幼稚園接送放學的車輛也要收費。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會與業委
會繼續商議會所沖身間收費及車輛上落客貨的收費政策。另由於電動車為大勢所趨，亦
較環保，故業委會早前在會議已通過在訪客車位安裝電動車充電器，有關事項將於議程
5.2 進行商議。 

 
2.3 另有列席業戶表示，支持會所沖身間設立收費。另例如部份羽毛球場使用者均為訪客，

故他們運動過後亦會使用沖身設施，故屋苑應研究加設會所訪客收費，以減少管理費對
相關設施的補貼。業委會表示備悉意見，早前亦有討論訪客收費事宜，惟因會所門口較
多，執行上十分困難，故表示日後再研究有關事宜。 

  
(三) 通過第一次會議記錄 

經各委員討論後，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敖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票一致通過第一次
會議記錄。 

 
(四) 跟進第一次會議記錄 
4.1 業委會內務小組人事更新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已聯絡委員蔡文鳳小姐，確認蔡小姐加入業委會內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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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泳池保養及救生員服務合約議價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已與「鴻豐服務有限公司」議價，「鴻豐」表示將兩年合約每年收
費減至與一年合約每年收費相同，並將合約收費由每年港幣$1,370,500 調低至港幣
$1,369,300。故按照上次業委會的議決，與「鴻豐服務有限公司」簽訂兩年服務合約。 
 

4.3 停用碳氫雪種安排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曾與承辦商匯能商議，匯能應允提前終止有關服務合約，並會將會
所冷凍機系統重置回傳統雪種 R22，預計工程將於兩個月內完成。 
 

4.4 擺放宣傳攤位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Asiapeak 及香港寬頻分別於 11 月 6 日至 8 日及 11 月 21 日至 22 日，
在屋苑擺放宣傳攤位，為屋苑帶來港幣$7,500 的租場費收入。 
 

(五) 議決事項 
5.1  2016 年度管理費收支預算及增加住宅管理費百分之四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於上次業委會會議後，收集住戶對於 2016 年度管理費收支預算的
意見，包括於 11 月 13 日舉辦財務報告及諮詢會上、是次業委會列席業戶、及 2016 年
度管理費收支預算初稿張貼於各座大堂後，服務處接獲一位住戶提出書面意見，有關業
戶意見節錄如下:- 

 
i. 為增加會所餐廳收入，建議增加餐廳座位及食物種類，亦建議將餐廳服務外判，由餐飲

業商戶承接。服務處表示，會定期更新餐廳餐單，吸引更多住戶惠顧，而早年前曾聯絡
多個餐廳查詢外判的可行性，惟會所餐廳只有小食牌照，並未有商戶有興趣參與； 

ii. 反映會所餐廳部份地板有花痕，健身室部份地毯亦有老化現象，稍後需作出維修。服務
處表示會跟進； 

iii. 建議在調整多人使用的設施收費時，如球場、多用途/宴會室等，所調升的幅度可以較為
進取，因使用者分攤收費，調升對個人影響不大，符合用者自負原則。服務處表示，在
下次調整會所設施收費時，會考慮有關意見； 

iv. 建議實施訪客收費，增加會所收入；另建議游泳池的訪客票價應提高； 
v. 贊成管理費調升，並建議取消屋苑首 30 分鐘的泊車收費豁免，即所有訪客車輛、送貨車

輛等，如進入屋苑均需收費。有委員表示，因此改動會影響整體居民的利益，或需在稍
後發出問卷進行諮詢。另有委員建議，可參考其他屋苑的做法，再作考慮； 

vi. 反映住戶有部份行為會令屋苑設施造成損壞或加快老化，從而需投放更多資源進行維修
及保養，例如有小童在會所外停泊單車或滑板時不慎撞到大門或玻璃；有住戶及訪客到
會所內補習；運用設施房進行教會宣傳等；服務處表示會加強留意有關行為，並作出適
當勸喻； 

vii. 建議加強宣傳，提醒住戶愛惜環境，如狗隻在平台便溺，住戶亂丟垃圾，隨處吐痰等，
均使屋苑運用大量用水及人力資源進行清潔； 

viii. 所建議的住宅管理費升幅(4%)較高，查詢可否酌量減少，另認為管理費上升，管理服務
亦應隨之上升； 

ix. 諮詢會資料中提及，2015 年預計赤字較預期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屋苑職員人手不足，
故建議原用現時的人手架構提供管理服務，減少屋苑赤字。服務處表示，現時服務處，
會所及保安部均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以保安員為例，屋苑保安崗位有一定數量，故在
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需聘用外判保安頂替站崗或進行巡邏，惟現時外判公司亦受人力市
場影響，經常未能提供合約上的人手數目，故服務處會按合約扣除服務費用，變相令保
安人員支出減少，服務處亦表示擔心在長期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會影響整體服務質素； 

x. 建議研究使用科技產品，提高服務質素及員工生產力，如服務處建議利用八達通系統取
代停車場出入及收費系統，長遠減省保安人手開支，此項節流方案應反映在財政預算
上。服務處表示，將與業委會落實八達通系統方案，由於工程複雜，亦具爭議性，故預
計諮詢居民及工程實施等工作完成後，此八達通方案預計於 2016 年第 3 季方可實施； 

xi. 在節能措施中，服務處提及停車場及平台天花燈陸續更換為 LED 燈，節省 44%至 63%用
電，故查詢預算案中的預計用電量不符。服務處補充，有關節能量屬單項燈具的節能預
計，而預算案中的用電量則是以屋苑總用電量計算，當中包括冷氣、升降機、燈具、水
泵等系統用電；而為免造成浪費，服務處只更換老化或損壞之燈具，故難以錄得明顯的
用電量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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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經理人酬金回饋應視為屋苑收入之一，從而減少屋苑赤字情況。服務處補充，現時經理
人酬金所回饋的金額會撥入設備基金賬目內，以應付更換設備及或工程費用的支出，而
委員亦補充在設備基金賬目所支付的開支，無需計算經理人酬金，故長遠可減少屋苑支
出； 

xiii. 如服務處的財政預算未能足夠符合預計支出，建議業委會運用建築物條例所賦予的權
力，修改有關預算，以削減部份開支項目。服務處表示，上次在業委會中，已與業委會
進行商議，其中亦有減省游泳池的服務合約項目及收費，並在其他項目作出修改，故現
時的財政預算屬更新版，亦由業委會作出審閱。 

 
委員敖先生表示，本年住宅管理費建議升幅百分之四相對溫和，冀日後繼續加強開源節
流的措施，改善財政狀況。主席黃先生表示，鑑於屋苑出現結構性赤字，亦預計未來隨
著通脹及最低工資影響，日後亦難免需要調整，故期望隨著會所設施收費調整，及實行
計劃中的開源節流措施，改善屋苑收支情況。 

 
經各委員商討後，採納住宅管理費加幅百分之四的建議，由委員敖先生動議，委員胡小
姐和議，一致接納 2016 年度每月住宅管理費增加百分之四，而每月停車場管理費則維持
不變。 

  
5.2 議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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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次會議中曾提及，曾邀請 5 間承辦商報價，供應及安裝一部
EV-Power 32A 三相電動車充電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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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報價為 Hong Kong EV Power Ltd，費用為港幣$32,000。而另
一較新充電器品牌為 Cableplus，該充電器亦提供三相供電，並支援 Autotoll 電子付費系
統，可簡化繳費程序，工程報價費用為港幣$23,300。根據供應商資料，Cableplus 32A 三
相充電器倘為車輛充電一小時，最大輸出為 22 度電，相約為港幣$22。故服務處建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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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悉各電動車品牌充電時間及速度均不一致，而 EV-Power 可透過手機程式支付
費用，而 Cableplus 則支援 Autotoll 系統，各有優異。至於充電行政費方面，首要原則是
用者自負，其次收費水平亦需得宜，以增加吸引力，而兩款充電器對應不同的電動車性
能各異，現階段未能就收費水平作出定案，故建議服務處再向有關供應商查詢更多資
料，再於下次會議中商議。 
 

5.3 商討及議決公眾地方禁止使用電動漂移板、風火輪及或花式滑板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有委員在上次會議中建議，商討禁止題述行為。服務處曾向有關政
府部門查証，得悉以電力驅動的滑輪及滑板裝置等均界別為電動車類別，使用者必須先
向運輸署申領牌照，否則可被控無牌駕駛，屬刑事罪行；即使領有牌照，亦只能在路面
上行駛，不可在行人路使用。而按一般情況而言，如住戶在平台玩花式滑板，除因滑板
碰擊地台而增加公眾設施損壞的機會，亦會增加路經途人的安全風險。經各委員商議
後，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敖先生和議，各委員投票一致同意在屋苑公眾地方禁止所
有人士使用電動漂移板、風火輪及花式滑板。 
 

(六) 商討事項 
6.1 商討集體火險、第三者保險、忠誠保險及貨幣運送保險投標者名單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由於屋苑保險合約將於 2016 年 4 月 1 屆滿，故在是次會議中提供投
標者名單及各公司的標準普爾評級供各委員參考。投標者名單為: 亞洲保險、新鴻基地
產保險、恆生保險、中國太平保險、匯豐保險(亞洲)、蘇黎世保險、皇家太陽聯合保
險、友邦保險及安盛保險。新鴻基地產保險有限公司為現時保險承辦商及新鴻基附屬公
司。上述保險公司之標準普爾評級均達 A- 或以上級別。經各委員商議後，一致同意向
上述九間公司發出標書邀請投標。 
 

6.2 商討及落實廚餘回收安排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有關獲環保基金資助的廚餘機廚餘回收項目，在收集住戶的廚餘安
排上，服務處建議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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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放位置，共有 2 個建議選擇，其一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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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後門空間位置(分別為 1-2 座、3-5 座及 6-7 座平台後門)，其二為放置於各個平台穿梭
升降機地庫一樓大堂的凹位。經各委員商議後，認為穿梭升降機大堂具冷氣供應，衞生
情況較為理想，故同意將儲物櫃擺放在平台穿梭升降機地庫 1 樓大堂內。 

 
6.3 商討會所更衣室、沖身間、桑拿室及蒸氣浴室實施收費安排的可行性 

會所楊先生表示，業委會在早年前已開始商討題述事宜，惟因會所洗手間及更衣室設計
問題，一直未有有效的監察方法實施收費政策。服務處在期間亦接獲不少居民聲音，反
映沖身間被濫用的意見，故再次與業委會商議。 
 
經各委員商議後，業委會建議先行推出問卷諮詢住戶之意見，如大多數住戶贊成設立沖
身間收費機制，則業委會將考慮先行制定規則，並先使用較簡單的監察方法，以即棄式
紙手帶識別已付費使用沖身間的人士，而暫不作出一些涉及工程改動及加裝設備的方
案，以控制成本。業委會亦會與服務處定期檢討監察成效，如有需要時再作商討。至於
沖身間收費之水平建議為每次港幣$10。另一方面，由於桑拿室及蒸氣浴室等均需使用水
電資源，故按用者自付的原則亦應收費，惟因顧及會所職員巡查及進行監察的難度，故
應集中巡查沖身間使用人士。故此，建議在問卷調查的前提資料中，游泳池、健身室、
室內運動場及其他收費設施的使用者，應獲沖身間收費豁免；而其他免費設施如桑拿
室、蒸氣浴室等使用人士，則不獲豁免沖身間收費。服務處表示會跟進問卷內容，並進
行問卷調查，有關結果將於下次業委會會議上，再與各委員商議。 

 
 (七) 主席工作匯報 
7.1 主席黃先生匯報，得悉朱順雅小姐在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中連任，故此將會向朱女士跟進

數項區內改善工作，其中包括繼續向政府爭取屋苑外的政府草地改建公園、屋苑外圍行
人路舖設紅磚；另在近期新增的前往黃金海岸的交通燈過路處前，要求政府在道路上加
劃減速線，以提醒駕駛人士轉彎入本苑前方道路前減速。另表示新增的交通燈過路處闊
度不足，希望政府可作改善工程。而最近發生一宗交通意外，有一私家車失控撞進近第
一座對出的交通燈過路處之安全島，附近的安全圍欄亦遭撞毀，有幸當時無人經過，沒
有途人受傷，故建議政府研究加強防撞欄的強度，以防萬一。 

 
(八）   處理居民書面意見/投訴工作匯報 
8.1 有一住戶以書面提出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及建議，亦查詢財務諮詢會中的部份內容。有

關意見詳情，請參閱是次會議記錄 5.1 第 ix 至 xiii 項。 
 
8.2 有一住戶以書面表述，反映早上有傭工蹓狗並於第一座後門平台位置聚集，當有其他狗

隻經過時，狗隻互相吠叫的聲響造成滋擾。服務處表示，已安排職員進行巡查，並勸喻
蹓狗人士前往寵物公園，另亦在附近位置包括第一座後樓梯走廊外的凹位張貼告示，提
醒蹓狗人士注意聲響及前往寵物公園。 

 
8.3 有一住戶反映，早前曾在屋苑內與另一名住戶發生口角，而近日稱遇見該住戶時受其言

語上或行為上的滋擾，故要求服務處多加留意該住戶的動向，並派遣職員在該住戶附近
巡邏，及在有需要時提供即時協助，否則如發生同類滋擾事件，不排除向有關住戶及服
務處採取法律行動。業委會表示，就有關事件，建議服務處向屋苑法律顧問查詢意見，
了解服務處在事件中的角色及提供有關可行的協助。 

 
8.4 有一住戶反映，最近得悉會所室外池側的水簾在晚上關上，查詢以往職員何以不將其關

上，浪費能源。會所楊先生表示，查該水簾連接泳池水泵循環系統，而水泵系統需要持
續開啟，以確保泳池水質，故開啟水簾並不會額外消耗能源。但為免水簾聲浪影響低層
住戶，故現時職員在晚上會將其關上。該住戶另有反映，指第三座經常有住戶高空擲
物，雖然服務處其後出通告作出勸喻，但未見成效，故建議在天井位置，每隔十層樓層
裝上天眼以進行監察。有委員認為，加裝天眼將引起私隱問題，並不建議，反而建議服
務處如遇到較嚴重的高空擲物個案，可向警方求助，並要求警員逐戶拍門作出勸喻，相
信更具阻嚇作用。服務處表示會跟進。 

 
8.5 有一住戶反映，建議將屋苑各座大樓前方行人路及車路列入狗隻禁足範圍。經業委會商

議後，認為現時寵物守則已有相關禁足範圍，未有居民意見共識的情況下，不建議採納
有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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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管理公司工作匯報 
9.1 屋苑管理工作 

9.1.1 2015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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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項事故，包括住戶身體不
適、住戶受傷及警方調查等。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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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3 日期間，共接獲 17 項有關飼
養寵物的反映，包括在單位或平台有狗吠聲、平台有狗隻便溺及飼主沒有為狗隻
拖狗繩等。服務處期間向多名飼主作出口頭勸喻及發出 2 封書面信函，作出提醒
及警告。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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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會進行測試、交收等程序，以及與環保科技聯盟舉辦廚餘回收開幕禮。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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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健身室兩部新太空漫步機，預
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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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完工；另有關安裝廚餘機方面，預計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安裝。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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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十間本地銀行收
集定期存款的利率，最高者為建設銀行，三個月、六個月及一年定期利率分別為
0.67%、1.10%及 1.20%。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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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會所冷凍機整體省電量約為 6,298 度，按合約屋苑獲得該月省電量中
的 40%利益，即為港幣約$2,632。而大樓分體式冷氣機整體省電量約為 4,158 度，
屋苑從而節省港幣$1,738 的電費。另匯能亦應允接納服務處要求，提早終止此服
務合約，並協助屋苑將冷氣系統內的雪種還原至 R22。 

 9.1.7 匯報屋苑電力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根據 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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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而會所用電量比 2014 年上升了 1.67%，而停車場用
電量則下降 14.61%。 

9.1.8 匯報屋苑廢物回收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 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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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015 年金屬回收量比 2014 年下降了
93.6%，2015 年塑膠回收量比 2014 年下降了 56.3%，而 2015 年衣物回收量比 2014
年亦下降了 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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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匯報屋苑水費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  2015 年 10 月的清潔及灌溉用水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64.5%，而會所餐廳用水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3.9%。 

9.1.10 匯報會所餐廳的收支情況 
會所楊先生匯報，2014 年度 10 月會所餐廳共錄得約港幣$4,157 元盈餘，而本年度
則有約港幣$9,513 元盈餘。 

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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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收入為港幣
$2,529,066.12 元，支出為港幣$2,371,373.2.元，盈餘為港幣$157,692.92.元。而有關
屋苑停車場方面，9 月份收入為港幣$290,926.44 元，支出為港幣$266,892.64 元，
盈餘為港幣$24,03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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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屋苑活動 
 會所楊先生匯報會所將舉行之活動如下： 
 9.2.1 冬日燒烤樂 

此活動預計在 2016 年 1 月 3 日舉辦，屆時將與住戶到訪錦田鄉村俱樂部燒烤，並
參觀士多啤梨園。 

 9.2.2 聖誕歡樂派對 
此聖誕派對將於本年 12 月底舉辦，屆時有舞台表演、擺位遊戲等，並住戶共渡聖
誕。 

(十)  其他事宜 
10.1 有委員表示， 曾見有園丁在花圃更換時花後，在平台地上留下泥漬。服務處吳小

姐表示，會訓示園藝承辦商職員加強留意工作後的清潔情況。另委員建議研究在
花槽安裝自動灑水器，增加灌溉效率及減少用水，服務處表示會研究。 

 
10.2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Asiapeak 申請於 12 月 18 日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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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委員表示，建議檢討租場收費水平，探討增加收費的可行性，服務處表示會跟
進。 

(十一) 下次開會日期 
經各委員商討後，暫訂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晚上 8 時 30 分於會所宴會
室舉行。 
 

會議於晚上十一時五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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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每月住宅管理費增加百分之四，而每月停車場管理費則維持不變。 
2. 同意在屋苑公眾地方禁止所有人士使用電動漂移板、風火輪及花式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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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