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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繳款記錄表 – 啓城軒 
 

Resident Name 姓名: (English)                              (Chinese)                           

Course Enrolled 就讀課程 :                                       Student ID 學生編號 :                        

Flat Unit 單位:  CC        /F    床位 (       )        Tel No. 電話 :                               

 
賠償一覽表 - 客廳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寫字檯 (每張) HK$1,780  椅子 (每張) HK$200  

窗簾連路軌 (每套) HK$1,200  大廈對講機 (每部) 按照維修費用  

空調 1.5 匹 (每部) HK$8,500  座枱電風扇 (每部) HK$350  

空調遙控 (每個) HK$680  木製儲物架 (每個) HK$180  

 
 

賠償一覽表 - 睡房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雙層床 (每張) 按照維修費用  衣櫃 (每個) 按照維修費用  

床墊 (每張) HK$600  不銹鋼橫槓 (每把) HK$175  

空調 (每部) HK$7,500  衣櫃門 (每扇) HK$400  

窗簾連路軌 (每套) HK$1,200  抽屜 (每個) 按照維修費用  

空調遙控 (每個) HK$480     

 
 

賠償一覽表 - 廚房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冰箱 (每部) HK$3,800  滅火毯 (每張) HK$430  

抽氣扇 (每部) HK$500  雙頭煤氣煮食爐 (每部) 按照維修費用  

電熱水壺 (每個) HK$280  水龍頭 (每個) HK$600  

微波爐 (每部) HK$520  金屬層架 (每個) HK$180  

 
 

賠償一覽表 - 浴室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抽氣扇 (每部) HK$500  花灑喉及花灑頭 (每套) HK$150  

煤氣熱水爐 (每部) 按照維修費用  浴簾 (每套) HK$ 60  

鏡櫃 (每個) HK$350  廁紙架 (每個) HK$80  

雜物架 (每個) HK$200  洗手盆 (每個) 按照維修費用  

座廁(每個) 按照維修費用  廁板 (每塊) HK$300  

座廁水箱 (每個) 按照維修費用  水龍頭 (每個) HK$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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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一覽表 - 其他物品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寬頻調碼及路由器 按照維修費用  門鎖 (每把) HK$250  

木門 (每扇) 按照維修費用  大門門鎖 (每把) HK$500  

玻璃 (每件) HK$500  電掣 (每個) HK$150  

窗鎖 (每把) HK$150  鋁架活動掛勾 (每件) HK$50  

3 頭電拖蘇 (每個) HK$80  洗衣機 (每部) HK$3,600  

 
賠償一覽表 - 鑰匙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信箱鑰匙 (每把) HK$50  後門鑰匙 (每把) HK$50  

衣櫃鑰匙 (每把) HK$50  大門鑰匙 (每把) HK$50  

房門鑰匙 (每把) HK$50     

 
賠償一覽表 – 其他罰款 

項目 賠償費用 賠償金額 註:  

獲批准的調換床位申請 HK$100   

開門或開鎖 (辦公時間內) HK$150   

開門或開鎖 (非辦公時間內) HK$200   

借門匙 (大門或睡房門) (每條) HK$50   

逾期繳交費用 / 罰款 (每天) HK$100   

逾期遷離宿舍 (每天) HK$300   

逾期遷往其他房間 HK$500   

單位清潔狀況不理想而須額外清潔 HK$500   

於公共地方懸掛衣物 / 擺放物品 HK$500   

破壞單位內、外牆身的陳設 HK$500   

於單位內發現酒精飲料 HK$500   

於宿舍範圍內吸煙 HK$1,500   

其他:  

 

 
賠償總金額 

客廳 HK$ 浴室 HK$ 其他罰款 HK$ 

睡房 HK$ 其他物品 HK$   
廚房 HK$ 鑰匙 HK$ 總金額 HK$ 

本人明白以上所有損壞紀錄均需要按照指定金額賠償，並同意所需的賠償金額於保證金內扣除。 

記錄人    .: (           )  確認人  :  
學生事務處 校外宿舍組 代表  宿生簽署 

    

 

日期    : 年        月        日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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