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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要如何選擇一間好的裝修公司
呢？余錦雄表示，一般市民揀選裝修公司，
都是經由社交平台、朋友推介等，選擇前要
留意公司的規模、目前有沒有工程進行中、
過去有哪些作品。而去到簽約時，要有合理
付款安排，訂金最好為10%，避免一下付
太多訂，然後被不斷加價。

錄音機記錄可保障雙方
余錦雄提醒，選定裝修公司後，所有要求必

須要講清楚，盡量多了解裝修細節、材料價格
等，例如是什麼木材、石材等，現時網上已有
相當多資料可作參考，最好能夠貨比三家。而

材料可由業主自己挑選自己買，又或與裝修公
司一齊去買，避免偷工減料。「否則將來你要
雲石，裝修公司畀咗仿雲石你都唔知，家玻
璃都可以壓到好似雲石出嚟。」
余錦雄認為，業主有責任畀清晰的指

示、圖片參考、材質要求給師傅知。為免口
講無憑，可以使用錄音機記下，以保障雙
方。但由於每個人的預算、要求、審美觀都
不一樣，既然標準不一，就有必要一齊訂立
一套雙方都認為合理可行的標準及協議。而
亦因為近年「驗樓人士」的存在，令市民對
於樓宇有不合理的過高期望。
但他強調，業主要明白驗樓是沒有統一標

準，根本沒有一把尺，如果太過執着於一些細
節位，雙方就隨時會出現不必要的爭拗。他笑
說：「業主要留意不能對完工作品有太多不合
理的要求，舉例山頂豪宅同一般住宅的裝修工
程已經不一樣，好像有時雲石正常有小小裂
縫，如果你用到放大鏡去睇，又要冇裂，又要
所有紋理都一樣，咁不如畀塊膠板你。」

揀裝修公司有咩要留意？

裝修出問題責任誰屬？
問到近期兩單裝修界熱話，有新盤業主

出外旅遊期間家中爆屎渠，亦有裝修師傅將
半部冷氣機封入牆身等。余錦雄表示，首先
要判斷問題根源，是設計師問題？ 師傅安
裝時出錯，還是本身條喉有問題？之後就要
分清楚責任，是發展商當初設計出錯？判頭
問題？還是管理公司失誤？另外亦可能是上
下樓層業主傾倒石屎等塞渠問題？
他形容，上述兩個都是低級錯誤，正常
不會發生，指每一個行業都有良莠不齊的問
題出現，所以商會才希望訂一套工作指引給
業界去跟隨，避免再有這類錯誤。
他說，其實裝修師傅亦要有同理心，將

裝修的單
位當成給
自 己 居
住，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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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交給師傅去跟，做裝修工程時，應該每星
期兩至三天跟進工程進度。至於半部冷氣機
封入去的新聞，他認為裝修師傅肯定有問
題。

荃灣新盤按揭通識
一如市場所料，上月底美聯儲宣佈減息0.25

厘，是近11年後再次啟動減息，而香港銀行暫未
跟隨，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根據美聯儲委員於會
後的聲明，當局會密切留意美國經濟狀況，以考慮
息口的調整步伐。不過，日前中美摩擦再度升溫，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推新一輪關稅，並將中國列為
「匯率操縱國」，中方亦立即宣佈停止購買美國農
產品，可見兩國關係面臨破裂風險。
至於香港局勢，受中美貿易戰、人民幣匯價下

跌、多個星期的示威衝突、港GDP放緩、港股急
跌等內憂外患夾擊，情況亦未見樂觀。近日有消
息指出，多個地區的睇樓量大跌，周末十大屋苑
成交量僅錄得 2宗成交，部分屋苑價位重返年初
水平。

建築期付款或需補差額
不過，仍有發展商於荃灣區逆市推售大型新盤，

折實平均實呎比同區二手屋苑更低約一成，最細的
開放式戶折實入場費只需381萬元，加上發展商亦
為買家提供高成數按揭，1,000萬元以下單位可承
造八成一按，1,000萬元以上單位則最多可承造七

成按揭，全期息率為P減2.7厘（P為5.375厘，實
際按息為2.675厘），相信即使在政經氣氛不穩的
情況下仍能火速售罄。
有意購入該盤的買家需留意，是次發展商提供三

種付款計劃，包括105天即供付款、建築期付款及
105天一按付款方法。若樓價下行時，選擇建築期
付款的買家有可能面對銀行估價不足的問題，或需
要在上會時補回首期差額，即舉例單位的折實價為
800萬元，但入伙前銀行估價跌至750萬元，銀行
只能借出750萬元的六成，比800萬元的六成按揭
足足少了30萬元。
另外，有意選用發展商提供的高成數按揭的買

家，部分發展商會有自己一套的借貸標準，或無需
通過三厘的壓力測試及入息審查等，但批核與否則
視乎與發展商合作的財務機構作最終決定，買家宜
有心理準備需有足夠首期作後備以應付在銀行承造
按揭。另一方面，財務機構的按揭息率一般較銀行
為高，要考慮若樓市調整時能否轉按至銀行慳息及
賺取現金回贈。因此，如買家有足夠能力，在波動
市時建議揀選即供付款方法，除了可享有較高折扣
率之餘亦較為安心。

樓市八卦陣
淺談今年新居屋風水（三）

柏天心
房委會今年推出6個新居屋，合

共4,871個單位，現暫定8月15日為
居屋攪珠。之前兩期已提到何文田
冠德苑、長沙灣凱德苑、馬鞍山錦
暉苑及沙田旭禾苑。今期談談荃灣
尚文苑、將軍澳雍明苑。相比其他
屋苑，風水上較為遜色。

雍明苑聚財能力偏低
首先講雍明苑，其位置在香港東

面，屬於青龍位，無論八運、九運
都屬於理想地區。屋苑東面有一條
水道，傳統上水為財，本應對屋苑
風水有利，可惜這條水道屬於人工
開鑿，河道形狀筆直，玄學上稱為
「割腳水」，易致財來財去，聚財
能力不強。水道另一邊雖然曾經為
堆填區，但已相隔多年，現為足球
場，已經不會影響空氣質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雍明苑的單位
數量偏多，總數1,395伙，A座每層

有30伙，每層4部升降機，而B座
每層更多達38伙，每層6部升降
機。風水上，這類一層多伙的格局
類似酒店，地方較嘈雜，失去家居
寧靜空間，為人所不喜。而每層都
有一條窄長走廊，造成穿心煞，財
富由走廊頭到走廊尾早就散盡，因
此走廊尾的單位財運較弱。
坐向方面，望東較為理想，因向

河道景觀相對開揚，其他三面則可
能會面對樓望樓問題，感覺較為壓
逼，這時要盡量選擇較高樓層單
位，例如20層以上。項目的單位間
隔方正是一個優點，但面積偏細，
適宜年輕男女、新婚人士居住，建
議用色上選擇淺色，擴大空間感，
並多用圓形傢俬及種植水養植物，
可以平和心境。

尚文苑高層戶免噪音
至於荃灣尚文苑擬建1幢41層高住

宅大廈，提供494個單位。項目風水
上相對遜色，因鄰近工廠區，附近又
有天橋公路，空氣較混濁，未來又要
面對車聲等問題。如果家中有長輩或
小孩，要記得想方法解決，例如種植
物，或索性買個空氣清新機，建議選
擇較高樓層，可避開噪音問題。
屋苑整體佈局並不方正，導致戶

主阻礙較大，亦不利健康，而且一
層13伙，準買家揀樓時要同樣避開
尾房，亦要留意避開中間1室、2
室，因屋苑外形長方形，惟獨中間
兩個單位凸出來，不利屋主進財或
健康，因為並不四正，同時要注意1
室、2室、3室或會互相對望。
尚文苑大部分單位望德士古道天

橋，最好揀選20樓以上樓層。東南
面望屋苑山坡，本來東南屬文昌
位，屬於較好風水位置，但仍建議
選10樓以上單位，避免直對山坡。
西南面望工廠區，屬較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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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麗華麗 身身轉轉
裝修佬裝修佬

「「工匠工匠」」級級

坊間裝修公司多不勝數，市民裝修知識不高，近年不時聽聞有市民於裝修時遇到「黑店」的新聞，

要選擇一間合適公道的裝修公司，對於小市民可謂難度極高。一班裝修行家於2017年底成立香港工

程裝飾商會，銳意提升行業專業化，提升公信力。香港工程裝飾商會副會長余錦雄表示，希望政府能

夠設立監管部門或機構、訂立標準合約、推出發牌制度，長遠將一班「裝修佬」升級為「工匠」，甚

至是「裝飾營造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余錦雄分享自己一次經驗，曾
經有朋友屋企做裝修，去兩間裝
修公司報價，一邊報100萬元，
另一邊報65萬元，開價較平的
公司，將服務說到天花亂墜，於
是他沒有查清楚就落訂，誰知竟
遇到無良裝修公司，不肯完成工
程，更以資金不足及老婆絕症為
由，反告朋友毀約。最後朋友被
逼妥協，後來發現公司本身已有
其他官司在身，亦沒有進行工
程，「我同朋友講，呢間專業呃
人喎，你仲揀佢，真係打死無
怨。」

先拆爛間屋再加價
余錦雄說：「現時坊間無良裝

修公司的手法，例如原本裝修工
程50萬，收你四成訂即20萬，
之後用2萬蚊拆爛你間屋，然後
再向你加價20%。跟住如果你取
消咗合同，炒咗佢，佢會再告
你，話你無理取消合同，未畀後
面六成兼無故炒佢，要你賠償。
佢會話叫咗你加多兩成錢但你唔
肯畀之嘛，佢無走度喎。」
目前市場並沒有裝修公司的

黑名單，余錦雄表示，小市民
可以留意，如果一間裝修公司
有官司在身就要有戒心，亦要
注意公司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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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錦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提到商會的具體目的

是希望將行業規範化，首先建議
政府設立監管部門或機構。他指
出，現時香港沒有法定部門或機
構監管專門處理與裝修相關的事
宜，而屋宇署下的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亦未有包含一些複雜程度及
安全風險較低的工程，如一般家
居裝修工程如髹漆、室內灰水、
批盪、牆紙工程和改動室內非承
重牆等。

籲政府設法定機構監管
他指出，當局應考慮設立法
定部門或機構監管和規範裝修
業界，例如小型裝修工程監管
局等，甚至可考慮設立發牌制
度，分不同級數的裝修工程師
提升整體水平。
余錦雄慨嘆，香港稱呼裝修
工人為「裝修佬」，給社會的
形象普遍較為負面，缺乏社會
認受性和尊重，令年輕一代對
投身裝修工程行業卻步，但其
實外國從事裝修工程，收入分
分鐘較工程師更多，例如加拿
大、美國、澳洲等，由於對工
人要求較高，有時戶主更要遷
就其上班時間，行業受到社會
尊重。

分類發牌確認其專業性
他認為，香港長遠必須提高
工程裝修行業的專業形象和服
務水平，透過進修課程、各類
型訓練、考核和發牌機制，將
一眾「裝修佬」升級為「工
匠」甚至是「裝飾營造師」。
他說：「即使裝冷氣都係一個
專門技術，都要受尊重，佢哋

要兼顧埋啲喉位、電線位等，
要小心唔滴水等等，要考慮的
東西亦不少，裝窗口機、分體
式的技術要求亦不一樣。」
他續說：「每樣裝修工程都

有佢嘅專業性。你可以分門別
類去單一發牌，例如髹漆、裝
冷氣機等等。此外亦可以發出
一個綜合的裝飾營造師牌照，
這類專業人士的知識層面可以
更闊，可取代現在替新樓進行
驗樓的人士，佢未必樣樣精
通，但佢識睇識驗。」由於目
前坊間稱呼的「驗樓師」並沒
有發牌制度，如果概念行得
通，日後就可以正名為「裝飾
營造師」。

訂立合約規範工程細節
此外，商會亦提出要訂立標

準合約，除了要訂定工程項目
及費用外，其他重要資料如竣
工日期、按工程進度分階段列
出的應付金額、保養條款、保
險責任及項目更改等條款，甚
至訂明工期延誤的賠償方案，
均須詳細列明在合約中，有助
業主和裝修公司了解工程各項
細節，同時減少因裝修工程引
申之爭拗，提高透明度。
余錦雄說，雖然目前坊間一

些專業商會、工程商會等都有
裝修標準合約，但政府並無一
份裝修標準合約，小市民亦不
知道當中細節，所以希望政府
可考慮採納一份標準合約作行
業指標。他表示，目前商會已
有相關課程培訓，網頁亦有一
些參考的合同、標準合約等可
供下載，期望2至3年內可以有
機會向政府提出發牌制度。

■外國從事裝修工
程對工人要求較
高，有時戶主更要
遷就其上班時間，
行業受到社會尊
重。

■余錦雄慨嘆，香
港稱呼裝修工人為
「裝修佬」，予社
會形象相對負面。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 近 年
「驗樓師」
的存在令
市民對於
樓宇有過
高期望。

■近日有裝修師傅將半部冷氣機
封入牆身，成為全城熱話。

■■市民應留意裝修公司的口碑市民應留意裝修公司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