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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永堅工業大廈

維修工程項目

供應及安裝一體化VVVF控制櫃
供應及安裝永磁同步曳引機
供應及安裝限速器連張緊裝置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
供應及安裝轎箱
供應及安裝轎箱內按鈕面板
供應及安裝變頻門機
供應及安裝轎箱內門
供應及安裝層門
供應及安裝樓層顯示器
供應及安裝樓層按鈕
廣福安花園
更換同步主機
更換主機機座
更換防震橡膠墊
更換電梯主鋼纜
更換變頻器
更換滾動導靴
更換轎門光幕
更換轎箱天花吊頂
更換外呼按鈕面板
利達新邨
勞工保險及第三保險
260個鋁窗
263個不鏽鋼窗花
7個不鏽鋼門
拆窗、裝窗、裝門、裝窗花及泥水收口
唯德花園
指導/監察技術員費用
工程保險
供應及安裝一體化控制櫃
供應及安裝永磁同步主機
供應及安裝曳引機編碼器
供應及安裝三相電源開關
供應及安裝摩打三相電源
供應及安裝三方通話對講機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
供應及安裝限速器連張緊裝置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
供應及安裝串行通訊電纜
供應及安裝廳門閘鎖電纜
供應及安裝井道限位開關電纜
供應及安裝底坑各安全開關電纜及底坑照明電纜
供應及安裝平層刀連支架
供應及安裝極限開關
供應及安裝机頂控制箱
供應及安裝平層感應器連支架
供應及安裝變頻門机控制器
供應及安裝門机摩打
供應及安裝轎廂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按鈕面板
供應及安裝安全光幕
供應及安裝轎底電子稱重裝置
供應及安裝轎廂護腳板
供應及安裝層門
供應及安裝層門門框
供應及安裝G層門大門框
供應及安裝層門腳踏板
供應及安裝外呼按鈕面板連樓層顯示
南貴花園
供應及更換天台消防泵控制箱…
供應及更換天台消防池水位制…
供應及更換天台池不鏽鋼水缸蓋…
供應及更換消防龍頭膠圈…
供應及更換消防報警玻璃制…
供應及更換220v消防警鐘…
供應及更換消防上水泵控制箱…
供應及更換50mm消防上水泵單向閥…
供應及更換50mm消防上水泵閘制…
供應及更換50mm消防上水泵尾栢…
供應及更換50mm水種缸波曲…
供應及更換50mm底栢…
維修消防上水正泵
供應及更換消防龍頭膠圈…
供應及更換220v消防警鐘…
寶暉海景花園（寶發閣、寶利閣、寶豐閣）
井道安裝隔層加鐵網及第三方檢驗
宏信大廈（第一，二，三、四座）
註冊工程師費用（包括：入則申請工程准照費、動工申請、工程竣工通知）
工程全保險(CAR)
更換總掣，4P/800A
更換炮仗FUSE
擦拭銅巴，更換鏍絲
更換總掣，4P/80A
更換MCCD，3P/45A
更換MCCD，3P/40A
更換MCCD，3P/32A
雅廉花園#
購買工程保險及第三者責任險
停車場地台澆注混凝土
地台防水
維修損壞之伸縮縫
維修停車場牆身及地下結構牆身或柱身
受損壞之天花部分作結構修復
損壞部分之天花、內外牆在維修後進行抹灰、磨平及髹漆
防水工程及外牆原紙皮石更換瓷仔
污水管、雨水管及落水管
濠景花園
共同地方平台防水工程

按接納預算工程金額三
成
獲批資助金額（MOP）
117,000.00
104,400.00
8,280.00
5,616.00
93,600.00
10,440.00
8,100.00
13,500.00
27,720.00
7,560.00
5,040.00
196,560.00
13,500.00
5,400.00
56,700.00
113,400.00
43,200.00
8,640.00
72,900.00
22,950.00
4,500.00
54,636.00
43,944.00
2,250.00
153,228.00
12,510.00
4,558.50
98,550.00
122,040.00
4,050.00
2,538.00
1,944.00
4,050.00
39,217.50
5,184.00
6,723.00
8,910.00
6,075.00
8,505.00
7,290.00
19,422.00
5,670.00
5,670.00
3,780.00
12,150.00
5,400.00
90,450.00
12,150.00
5,940.00
4,050.00
1,350.00
201,780.00
81,900.00
6,750.00
79,650.00
39,825.00
1,440.00
960.00
324.00
552.00
630.00
1,470.00
2,280.00
960.00
1,920.00
960.00
480.00
960.00
1,560.00
552.00
$840.00
$103,950.00
$1,074.00
$1,500.00
$10,102.80
$10,080.00
$1,680.00
$2,161.20
$3,398.40
$3,398.40
$1,699.20
$16,205.46
$69,740.22
$102,775.06
$4,497.02
$5,347.80
$10,391.75
$116,591.84
$778,547.40
$165,903.45
$63,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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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景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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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閣、吉祥閣、鴻運閣

指導技術員、工程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工程准照及其他費用
鑿除行人道上蓋地台批盪…
於圍水基內側、地台、大廈牆身塗防水塗層…
做地面及牆身防水之保護層…
重做27/29座上蓋4米伸縮縫
鑿除及重做21座G層正門入口棋樑裂紋之批盪
剷除行人道上蓋天花灰底及舊有油漆
行人道上蓋天花髹漆
商舖行人道範圍使用移動式可升降工作台車…
A1 機房：提供及安裝永磁同步行主機
A2 機房：提供及安裝編碼器
A3 機房：提供及安裝主鋼纜
A4 機房：提供及安裝限速器及限速器鋼繩

A7 井道：提供及安裝緩衝器。
A8 井道：提供及安裝上下減速開關。
A9 井道：提供及安裝井底紅制、限速器斷繩開關、一樓紅制，緩衝器開關。
A10 井道：提供及安裝井道照明。
A11 樓層：提供及安裝樓層不鏽鋼外門及門頭、地坎。包不鏽鋼門框
B1 機房：提供及安裝一體化VVVF調頻、調壓、調速微機控制櫃800kg。
B2 機房：提供及安裝永磁同步行主機18.6HZ,功率9.1KW,產地：佛山
B3 機房：提供及安裝編碼器
B4 機房：提供及安裝主鋼纜
B5 機房：提供及安裝限速器及限速器鋼繩

B13 井道：提供及安裝各層平層板連支架。
B14 井道：提供及安裝緩衝器。
B15 井道：提供及安裝上下減速開關。
B16 井道：提供及安裝井底紅制、限速器斷繩開關、一樓紅制，緩衝器開關。
B17 井道：提供及安裝井道照明。
B19 樓層：提供及安裝樓層不鏽鋼外門及門頭、地坎。
C1 機房：提供及安裝一體化VVVF調頻、調壓、調速微機控制櫃
C2 機房：提供及安裝永磁同步行主機
C3 機房：提供及安裝編碼器
C4 機房：提供及安裝主鋼纜
C5 機房：提供及安裝限速器及限速器鋼繩

8/2019

威龍花園

9/2019

宏信大廈(第一,二,三,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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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於2019年3月15日批准

幸運閣

C13 井道：提供及安裝各層平層板連支架。
C14 井道：提供及安裝緩衝器。
C15 井道：提供及安裝上下減速開關。
C16 井道：提供及安裝井底紅制、限速器斷繩開關、一樓紅制，緩衝器開關。
C17 井道：提供及安裝井道照明。
C19 -樓層：提供及安裝樓層不鏽鋼外門及門頭、地坎。
1 供應及安裝新的限速器裝置……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2 供應及安裝新的導向輪……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3 供應及安裝新的“上下”行程開關……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4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5 供應及安裝新的外門全套……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8 供應及安裝新的VVVF變頻門……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9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全套……供應及安裝旁板、門框、轎頂及一切配件等。
*10 供應及安裝新的PVC地板膠……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12 供應及安裝新的內按鈕/LED……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3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抽氣扇……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4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照明……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5 供應及安裝新的對講機……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段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6 供應及安裝新的警鐘連電線……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7 供應及安裝新的中途檢修箱……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8 供應及安裝新的平層偵察器……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9 供應及安裝新的內門紅外線光幕……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0 供應及安裝新的導靴……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1 供應及安裝新的閉路監察電視摄像槍……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2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及對重裝緩衝器……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23 供應及安裝新的安全開關……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4 供應及安裝新的補償平衡鏈……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25 供應及安裝新的限速器-漲緊裝置……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26 新增供應及安裝機頂防護欄……供應及安裝新的路線及一切配件等。
1 註冊工程師費用
2 施工工程全險費
3.1 更換Φ65mm不鏽鋼水喉連配件
3.4 更換Φ20mm閘制
3.5 更換Φ80mm止回閥
3.6 更換Φ65mm止回閥
3.7 更換Φ50mm浮波制
4.1 更換Φ80mm不鏽鋼水喉連配件
4.2 更換Φ65mm不鏽鋼水喉連配件
4.3 更換Φ50mm不鏽鋼水喉連配件
4.6 更換Φ50mm閘制
4.7 更換每層水錶前Φ20mm閘制及喉管
5.1 更換Φ32mm鉛芯水喉連配件
5.3 更換喉轆射咀、拉轆軸芯
2. 將原有舊生鐵管更換，並裝設散氣喉曲、冷氣機排水位，配不銹鋼喉碼。
3. 勞工保險及第三責任意外保險
4. 入則工務局及工作師費、建築商費用
2.2.1 安裝A座門面招牌字…

$15,000.00
$64,980.00
$216,600.00
$62,814.00
$3,000.00
$1,050.00
$27,576.00
$62,046.00
$12,000.00
$23,100.00
$1,500.00
$9,000.00
$4,500.00
$22,800.00
$4,500.00
$1,800.00
$840.00
$375.00
$1,500.00
$89,700.00
$21,000.00
$23,100.00
$1,500.00
$9,000.00
$4,500.00
$3,300.00
$22,800.00
$1,200.00
$4,500.00
$600.00
$600.00
$2,070.00
$1,800.00
$840.00
$375.00
$1,500.00
$89,700.00
$21,000.00
$23,100.00
$1,500.00
$9,000.00
$4,500.00
$3,300.00
$22,800.00
$1,200.00
$4,500.00
$600.00
$600.00
$2,070.00
$1,800.00
$840.00
$375.00
$1,500.00
$89,700.00
$1,200.00
$1,680.00
$1,320.00
$1,650.00
$92,880.00
$3,600.00
$36,060.00
$480.00
$3,180.00
$600.00
$600.00
$300.00
$150.00
$1,260.00
$1,080.00
$960.00
$2,160.00
$270.00
$1,440.00
$540.00
$2,520.00
$900.00
$1,500.00
$900.00
$150.00
$21,600.00
$450.00
$450.00
$1,350.00
$450.00
$13,260.00
$6,300.00
$3,510.00
$2,835.00
$18,144.00
$7,350.00
$1,260.00
$218,025.00
$7,500.00
$3,9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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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山耶大廈

12/2019

中福花園

15/2019

粵華廣場

2.2.2 安裝A座門面招牌射燈…
2.4 A座大堂牆身磚清拆…
2.6 A座大堂地面磚清拆…
2.8.2 安裝A座大堂天花燈…
2.9.2 安裝A座大堂出路燈行喉穿線…
2.10.2 安裝A座大堂應急燈行喉穿線…
2.11 安裝A座大堂風扇…
2.13 安裝A座大堂木門玉…
2.14 安裝A座大堂管理處櫃台…
2.17.1 安裝B座門面招牌字…
2.17.2 安裝B座門面招牌射燈…
2.19 B座大堂牆身磚清拆…
2.23.2 安裝A座大堂天花燈…
2.24.2 安裝B座大堂出路燈行喉穿線…
2.25.2 安裝B座大堂應急燈行喉穿線…
2.26 安裝B座大堂風扇…
2.28 安裝B座大堂木門玉…
3.2 安裝A,B座樓層不鏽鋼排骨連閘制…
4.1 更換外牆排污渠…
4.2 更換天台去水渠…
4.3 更換樓層垃圾房去水渠…
8 安裝監控視像頭…
10 更換每層水箱門…
11 更換B座大堂室內排水渠
12 更換A座大堂信箱…
13 更換B座大堂信箱…
14 更換AB座電梯兩則板…
15.1 行人路天花頂維修…
15.2 行人路天花頂維修之搭棚…
16.1 停車場出入口天花頂維修…
16.2 停車場出入口天花頂維修之搭棚…
17 B座大廈門面右則門維修及安裝…
3 供應及安裝天台消防B.I.正泵及副泵
4 供應及安裝消防泵DN80消防泵單向閥
5 供應及安裝天台消防泵控制箱
6 供應及安裝天台消防泵手動掣
7 供應及施工建築物內部消防喉管油紅色面漆
11 供應及安裝消防上水缸DN65mm不鏽鋼沙隔
13 供應及安裝地下消防上水泵控制箱
14 供應及安裝地下消防上水泵手動掣
15 供應及安裝天台水位控制器連重組地下天台消防池之線路
16 供應及安裝熱度感應連底座
17 供應及安裝消防火警自動探測系統控制箱
18 供應及安裝火災自動探測系統之訊號線
(一) 更換電梯機房之設備
1 全新VTech電腦微型處理控制櫃
2 電梯機房所有動力/控制電線電纜
(二) 更換電梯轎廂之設備
1 轎門裝置(變頻VF門機，含轎門頭/變頻器/變頻電機/加減速開關組/門掛輪/門掛板)
2 轎頂通訊裝置及操縱箱
3 吊頂及天花
4 轎廂內顯示器(16*32 3mm三色點陣式動態樓層指示，配中英文顯示功能)
5 轎廂全新3mm髮紋不鏽鋼顯示面板及按鈕
6 轎廂風扇及照明(無人用時關閉)
7 轎頂照明系統
8 電梯超重裝置
9 二合一門光幕(人或物件經過時，電梯門都不會關閉，防止家人意外發生)
(三) 更換電梯廳門之設備
1 各層顯示器((16*32 2mm點陣式動態樓層指示，配中英文信息顯示功能)
2 各層髮紋不鏽鋼顯示面板及按鈕(3mm)
3 各層門閘鎖線
4 各層外呼通訊電纜
(四) 更換電梯井道之設備
1 電梯隨行穿行通訊電纜(配CAN BUS通訊電纜及配備閉路電視同軸電纜)
2 井道及轎廂隨行電纜固定裝置
3 機房及井道與設備連接之電線
5 平層感應裝置（每層一套）
6 轎廂防越安全保護裝置
7 機房至井道上下安全開關線
8 井道照明線
9 井底限速器線
4 供應及安裝一體化VVVF控制櫃……，供應及安裝新的電源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5 供應及安裝永磁同步曳引機……，供應及安裝新的編碼器及一切配件等。
7.1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7.2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8, 9 供應及安裝限速器連張緊裝置、保險纜……，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10 供應及安裝平層感應器……，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1 供應及安裝平層刀連支架……，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4 供應及安裝機頂控制箱……，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6 供應及安裝極限開關/限位開關……，供應及安裝天花、地板、旁板及一切配件等。
17 供應及安裝轎廂……，供應及安裝天花、地板、旁板及一切配件等。
18 供應及安裝三方對講機……，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9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按鈕面板……，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0 供應及安裝安全幕……，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1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門……，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2 供應及安裝層門、門框……，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3 供應及安裝層門地砰、層門外門頭……，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4 供應及安裝樓層顯示……，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5 供應及安裝井道安全開關
26 限速器斷纜開關
27 井道：轎箱導軌
28 井道：對重導軌
29 井道：砣鐵
30 井道：對重框架及對重輪組件
31 井道：轎箱龍門架、安全鉗、導靴

$1,350.00
$10,980.00
$4,320.00
$2,880.00
$360.00
$450.00
$1,800.00
$1,200.00
$4,500.00
$600.00
$1,350.00
$23,760.00
$5,880.00
$300.00
$630.00
$2,700.00
$1,200.00
$108,000.00
$729,120.00
$297,600.00
$37,200.00
$150.00
$69,840.00
$630.00
$16,770.00
$18,720.00
$14,364.00
$22,410.00
$4,590.00
$14,025.00
$2,475.00
$3,150.00
$9,960.00
$1,128.00
$2,916.00
$768.00
$3,600.00
$660.00
$1,104.00
$384.00
$1,344.00
$5,610.00
$9,780.00
$4,980.00
$50,400.00
$2,160.00
$18,000.00
$9,600.00
$6,120.00
$1,680.00
$9,600.00
$1,080.00
$960.00
$1,200.00
$4,200.00
$12,000.00
$22,800.00
$2,400.00
$3,960.00
$9,600.00
$720.00
$6,600.00
$2,400.00
$480.00
$1,800.00
$960.00
$480.00
$27,000.00
$34,800.00
$6,900.00
$7,200.00
$3,900.00
$2,400.00
$720.00
$1,500.00
$1,680.00
$27,000.00
$1,080.00
$2,880.00
$1,320.00
$6,600.00
$18,240.00
$7,680.00
$4,080.00
$210.00
$210.00
$30,240.00
$26,880.00
$2,880.00
$8,700.00
$9,600.00

18/2019

18/2019

19/2019

19/2019
20/2019
20/2019
20/2019

21/2019
行政長官於2019年10月3日批准

海蘭花園四區（西苑）

1.1 更換電梯主機
1.2 更換電梯主鋼纜
1.3 更換電梯限速器及保險纜
1.4 電梯控制櫃VVVF變頻全電腦控制
1.6 轎廂內不鏽鋼操控面板配3mm，點陣樓層顯示，不鏽鋼面按鈕
1.8 G層大堂髮紋不鏽鋼面板配不鏽鋼面按鈕
1.10 平層感應器(包含配件)
1.11 轎頂檢修安全開關及操控廂箱
1.12 轎廂門機增加變頻控制器
1.14 專用安全光幕
1.16 指導/監察技術員費
2.1 更換電梯主機
2.2 更換電梯主鋼纜
2.3 更換電梯限速器及保險纜
2.4 電梯控制櫃VVVF變頻全電腦控制
2.6 轎廂內不鏽鋼操控面板配3mm，點陣樓層顯示，不鏽鋼面按鈕
2.8 G層大堂髮紋不鏽鋼面板配不鏽鋼面按鈕
2.10 平層感應器(包含配件)
2.11 轎頂檢修安全開關及操控廂箱
2.12 轎廂門機增加變頻控制器
2.14 專用安全光幕
2.16 指導/監察技術員費
3.2 更換電梯主鋼纜
3.6 轎廂內不鏽鋼操控面板配3mm，點陣樓層顯示，不鏽鋼面按鈕
3.8 G層大堂髮紋不鏽鋼面板配不鏽鋼面按鈕
3.10 平層感應器(包含配件)
3.11 轎頂檢修安全開關及操控廂箱
3.12 轎廂門機增加變頻控制器
3.14 專用安全光幕
3.16 指導/監察技術員費
威苑花園（A座，B座，C座） 1 專營公司所收取費用
2.1 供應及安裝 L02、L04、L06異步曳引機
2.2 供應及安裝 L07異步曳引機
3 供應及安裝導向輪
5 供應及安裝平層感應器
6 供應及安裝機頂控制箱
7 供應及安裝緩衝器
8 供應及安裝極限、減速開關
9 供應及安裝補償平衡鏈條
10.1 供應及安裝(L01~L06)轎廂
10.2 供應及安裝(L07)轎廂
11.1 供應及安裝轎廂抽氣扇
11.2 供應及安裝轎廂LED照明
12.1 供應及安裝三方對講機
12.2 供應及安裝警鈴
13 供應及安裝轎廂導靴
15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按鈕面板
16.1 供應及安裝L01~L06變頻門機
16.2 供應及安裝L07變頻門機
18.1 供應及安裝L01~L06轎廂內門
18.2 供應及安裝L07轎廂內門
20.1 供應及安裝L01~L06層門
20.2 供應及安裝L07層門
21.1 供應及安裝L01~06層門門框
21.2 供應及安裝L07層門門框
23.1 供應及安裝L01~06層門外門頭
23.2 供應及安裝L07層門外門頭
25 供應及安裝機頂護欄
26 供應及安裝L01~07安全開關
新城市花園第十二座
1. 於2樓至19樓天台，提供及安裝直徑63mm，304不鏽鋼落水供水管…
2. 於2樓至19樓天台，提供及安裝直徑50mm，304不鏽鋼上水供水管…
3. 於2樓至19樓，提供及安裝50mm閘掣。
4. 於地下泵房，提供及安裝50mm止回閥。
5. 於2至19樓，提供及安裝水管物料供水管龍骨…
8. 接駁住戶水喉到閘掣位置。
新寶花園
更換水錶房閘掣後水錶前供水管
南貴花園
更換防煙門
大榮汽車集團大廈
1. 整座大廈外牆搭排柵（搭雙棚連批盪架）及圍封帆布（包安裝及拆除）
7. 提供工程所需之保險
宏信大廈（第一，二，三、四座）
1. 註冊工程師費用
2. 工程保險費
4.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每座樓L1升降機…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
5.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每座樓L2升降機…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
7. 供應及安裝機廂內36吋…每台機用兩套。
8. 供應及安裝機廂內…每台機用兩件。
海蘭花園（二區 菊苑，第一座 維修防煙門
金菊樓，第二座 銀菊樓，第三座 小菊樓）
建華新村
1 供應及安裝一體化VVVF控制櫃。
2 供應及安裝永磁同步曳引機。
3 供應及安裝曳引機編號器。
4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
5 供應及安裝限速器連張緊裝置。
6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
8 供應及安裝平層刀連支架。
10 供應及安裝井道串行通信電纜。
11 供應及安裝機頂控制箱。
12 供應及安裝緩衝器。
13 供應及安裝極限開關/限位開關。
14 供應及安裝機轎頂及對重反繩輪。
16 供應及安裝轎廂。
17 供應及安裝轎廂抽氣扇。
18 供應及安裝三方對講機。
19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按鈕面板。
20 供應及安裝變頻門機。
21 供應及安裝安全光幕(不包括機械門套)。
22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門。

$29,700.00
$9,000.00
$5,400.00
$19,200.00
$3,900.00
$60.00
$600.00
$600.00
$1,500.00
$1,680.00
$1,800.00
$29,700.00
$7,800.00
$4,500.00
$19,200.00
$3,300.00
$60.00
$600.00
$600.00
$1,500.00
$1,680.00
$1,500.00
$6,600.00
$2,700.00
$60.00
$600.00
$600.00
$1,500.00
$1,680.00
$1,200.00
$60.00
$45,990.00
$14,580.00
$5,880.00
$3,780.00
$4,410.00
$5,040.00
$4,620.00
$11,760.00
$114,660.00
$18,360.00
$2,100.00
$2,100.00
$1,050.00
$525.00
$7,560.00
$13,650.00
$10,800.00
$1,800.00
$15,300.00
$2,550.00
$93,600.00
$15,600.00
$98,280.00
$15,600.00
$93,600.00
$13,260.00
$5,040.00
$945.00
$18,900.00
$20,400.00
$5,280.00
$600.00
$11,340.00
$8,208.00
$95,700.00
$41,040.00
$22,500.00
$1,242.00
$1,500.00
$1,500.00
$19,766.40
$20,601.60
$384.00
$336.00
$49,680.00
$424,200.00
$428,400.00
$21,000.00
$243,600.00
$31,920.00
$35,280.00
$37,800.00
$35,280.00
$29,400.00
$29,400.00
$17,640.00
$42,000.00
$344,400.00
$16,800.00
$15,120.00
$50,400.00
$78,120.00
$25,200.00
$33,600.00

24/2019

粵華廣場

26/2019

怡景台

26/2019
行政長官於2019年12月11日批准

廣福祥花園
美景花園

27/2019

威龍花園

27/2019

威龍花園

28/2019

達豐大廈

#獲批資助金額以五年內資助上限計算。

23 供應及安裝層門。
24 供應及安裝層門門框。
26 供應及安裝門外門頭。
27 供應及安裝樓層顯示連不鏽鋼面板。
28 供應及安裝樓層按鈕連不鏽鋼面板。
1. 提供及安裝雜木夾板實心防煙門…
2. 提供及安裝雜木夾板空心垃圾房門…
1 供應及安裝正面門口雙棚竹棚架……
2 供應及安裝側面及排水水管雙棚竹棚架……
3 翻新大廈門口3樓露台外墻及……
4 翻新大廈排污管附近發黑發黃之紙皮石……
5 供應及安裝新污水管……
6 為現有已將空調排水管連到舊有排污管…...
7 供應及安裝新排水管……
維修排水系統
1 指導/監察技術員費用
2 專營公司所收取費用或政府部門收取費用
3 供應及安裝一體化VVVF控制柜
4 供應及安裝一體化VVVF控制柜
5 供應及安裝永磁同步曳引機
6 供應及安裝永磁同步曳引機
7 供應及安裝曳引機編碼器
8 供應及安裝導向輪
9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
10 供應及安裝主鋼纜
11 供應及安裝限速器連漲緊裝置
12 供應及安裝限速器連張緊裝置
13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
14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
15 供應及安裝平層感應器
22 供應及安裝機頂控制箱
24 供應及安裝極限開關/減速開關連支架
25 供應及安裝補償平衡鏈條
26 供應及安裝轎廂全套
27 供應及安裝轎廂全套
28 供應及安裝轎廂抽氣扇
29 供應及安裝三方對講機
30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按鈕面板
31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按鈕面板
33 供應及安裝安全光幕
34 供應及安裝轎廂內門
35 供應及安裝層門
36 供應及安裝層門門框
37 供應及安裝層門地砰
38 供應及安裝層門外門頭
42 供應及安裝轎廂監察
1 供應及安裝新的限速器裝置……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2 供應及安裝新的導向輪……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3 供應及安裝新的“上下”行程開關……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4 供應及安裝保險纜……供應及安裝一切配件等。
5 供應及安裝新的外門全套……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6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門全套……供應及安裝新的路線及一切配件等。
7 供應及安裝新的VVVF變頻門……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8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全套……供應及安裝旁板、門框、轎頂及一切配件等。
9 供應及安裝新的PVC地板膠……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11 供應及安裝新的內按鈕/LED……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2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抽氣扇……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3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照明……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4 供應及安裝新的對講機……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段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5 供應及安裝新的警鐘……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6 供應及安裝新的中途檢修箱(機頂控制箱)……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7 供應及安裝新的平層偵察器……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8 供應及安裝新的內門紅外線光幕(不包括機械門套)……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19 供應及安裝新的導靴……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0 供應及安裝新的閉路監察電視摄像槍……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1 供應及安裝新的轎廂及對重裝緩衝器……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22 供應及安裝新的安全開關……供應及安裝新的線路及一切配件等。
23 供應及安裝新的補償平衡鏈……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24 供應及安裝新的限速器-漲緊裝置……供應及安裝新的設備及一切配件等。
25 新增供應及安裝機頂防護欄……供應及安裝新的路線及一切配件等。
1 更換室外排污渠,包括…每組14米直徑100亳米...
2 更換室外排污渠,包括…每組5米直徑10亳米...
鋁窗維修工程
1 指導/監察技術員費用
2 工程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及相關附帶費用
3 於電梯機房提供及安裝鋁合金玻璃窗…… 一切五金配件及相關工序
4 於1樓至23樓至天臺左樓梯邊公共地方……，飾面收口， 一切五金配件及相關工序
5 於1樓至23樓至天臺右樓梯邊公共地方……，飾面收口， 一切五金配件及相關工序
排水系統維修工程
3 於A座，B座地下…… 接駁現有排污系統及一切必須配件，材料與工序
4 於停車場內天花至地下…… 接駁現有排污渠系統及一切必須配件，材料與工序
5 澆灌60x60cm鋼筋混凝土沙井蓋，包括鏧除現有地面飾面，沙井蓋

$414,120.00
$371,280.00
$357,000.00
$99,960.00
$99,960.00
$50,400.00
$15,120.00
$12,000.00
$96,336.00
$32,256.00
$12,600.00
$160,560.00
$3,600.00
$38,736.00
$73,680.00
$13,500.00
$108.00
$144,000.00
$36,000.00
$182,700.00
$41,013.00
$11,250.00
$9,900.00
$85,050.00
$16,159.50
$16,200.00
$3,600.00
$13,500.00
$2,565.00
$6,750.00
$13,500.00
$9,900.00
$33,165.00
$162,000.00
$38,700.00
$5,400.00
$7,200.00
$28,800.00
$5,256.00
$9,900.00
$27,000.00
$162,720.00
$127,125.00
$111,870.00
$147,465.00
$4,500.00
$1,200.00
$3,360.00
$2,640.00
$1,650.00
$190,080.00
$10,080.00
$7,560.00
$72,600.00
$1,020.00
$6,600.00
$1,320.00
$1,200.00
$600.00
$300.00
$2,640.00
$2,280.00
$2,040.00
$4,560.00
$810.00
$3,120.00
$1,080.00
$5,174.40
$960.00
$3,000.00
$78,540.00
$21,675.00
$1,440.00
$900.00
$990.00
$10,296.00
$13,170.00
$46,200.00
$8,910.00
$3,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