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註冊⼩型⼯程承建商 : MWC 976 / 2012

驗窗 ‧ 鋁窗
鋁窗維修  防漏  窗花  玻璃屋

建新鋁窗
網站 :  www.kswindow.com.hk

地址 : 九龍⼤⾓咀榆樹街華源⼯業⼤廈10/F 2K室

本公司已購買港幣一千萬第三者責任保險　

安心驗窗　　　建新鋁窗　　政府註冊　　　絕無外判

更換不銹鋼窗鉸8-12 吋
#(已包拉釘/螺絲)

更換不銹鋼螺絲及拉釘
(原有窗鉸保留)

$100/ 活動窗$120/ 個

更換開關手制

$100/ 每套

更換七字開關手製

$100/ 每隻

　特設冷靜期！

每次檢驗後，均由本公司直接提供書面報價單，

報價單上清楚列明需維修項目及價格，以保障客戶權益。

提供正式報價單予客戶後。避免客戶感到滋擾，不會追問客戶。

真正讓客戶自行決定及選擇。

建新鋁窗  誠意服務

　　免費檢驗，免費報價。

即使最終不委託我們，
也不需收費。
歡迎報價比較！

　　12天內處理好驗窗文件

全程由直屬的合資格人士
簽發文件，檢驗及監工。

　　淨做強制驗窗部份！

不會主動要求做不相干的維修。

　　不設最低消費！

真正視乎鋁窗安全狀況。

　

優惠期至2023年5月31日



強制驗窗

承諾無⼿尾

⼀條龍完全解決
明碼實價　政府認可　售後保養

絕無外判

上⾨檢查後：

檢驗後, 確定鋁窗安全, 不需維修。

我們將準備所有合資格文件

並上呈屋宇署。

總收費＄450。

情況 2。需維修 。

我們會先報告說明, 

需更換的配件數量及價錢。

待 後, 再為閣下預約施工。雙方同意

施工後, 會使窗戶符合安全標準,

並準備所有合資格文件, 上呈屋宇署。

驗窗文件費$450 配件價格+  = 總收費

情況 1。不需維修 。

政府註冊⼩型⼯程承建商 : MWC 976 / 2012

驗窗 ‧ 鋁窗
鋁窗維修  防漏  窗花  玻璃屋

建新鋁窗
網站 :  www.kswindow.com.hk

地址 : 九龍⼤⾓咀榆樹街華源⼯業⼤廈10/F 2K室

本公司已購買港幣一千萬第三者責任保險　安心驗窗　建新鋁窗

建新鋁窗  誠意服務

維修滿$3000
驗窗文件費  —  免費贈送

(已包所有合資格文件,並上呈屋宇署)

(優惠期至2023-5-31)

需維修項目, 如超過$1000
驗窗文件費只收 $300

(已包所有合資格文件,並上呈屋宇署)

(優惠期至202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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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鋁窗  誠意服務

獨特的驗窗安排
客戶於驗窗時，本公司 現場報價。不會

以免閣下受現場情緒影響，匆忙而作出決定。

(客戶如有需要，亦可現場報價）

而是於驗窗後盡快安排客戶, 收到由本公司直接發出的書面報價單，讓客戶詳細考慮。

提供報價單後，我們亦不會追問客戶的選擇，

以免客戶感到滋擾，真正讓大家自行選擇比較！

假如收到報價單後，不委託我們。便不需要付任何費用。

假如委託我們，便再預約上門安排維修。並按照正式報價單上收費，絕無取巧。

如窗戶合格(不需維修)，可現場簽署政府驗窗文件，即時輕鬆解決，完成驗窗程序。

建新鋁窗，盡心盡力保障客戶權益，誠意服務，歡迎免費驗窗報價。

全心全意為客戶利益著想！

媒體報導 註冊⼩型⼯程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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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鋁窗  誠意服務

其它狀況也可提供特快處理驗窗文件服務,

不需加收任何費用！

例如：急著買賣樓宇，

屋宇署逾期未驗窗通知(紅信) / 罰款通知等。

請聯絡我們，我們便會為您特快辦理 。

建新鋁窗，誠意服務，務求為客戶解決問題！

屋宇署

強制驗窗計劃

不獲遵從找建新鋁窗

誠意服務

收到政府屋宇署的粉紅⾊信？

特快處理文件及維修！

也不需要加收任何費用

一視同仁！



驗窗 ‧ 鋁窗
鋁窗維修  防漏  窗花  玻璃屋

建新鋁窗

政府註冊⼩型⼯程承建商 : MWC 976 / 2012

網站 :  www.kswindow.com.hk

地址 : 九龍⼤⾓咀榆樹街華源⼯業⼤廈10/F 2K室

常見問題及驗窗知識

什麼是淨做強制驗窗部份？

即是我們為閣下所檢驗和維修的部份，

的部份，只針對關於結構性及安全性

其它不相關的維修 (例如膠條)

我們不會主動要求客戶花費維修。

檢查及報價免費嗎？

是的，驗窗報價及檢查費用全免，

只適用於有驗窗信的客戶 (政府驗窗令)。

備註：

如無收到政府驗窗令，驗窗或將可能需要收上門檢驗費用。

(視乎地區及行程。會於預約上門前先報告說明價格，絕無取巧)

上門檢驗及簽發文件的師傅，是合資格人士嗎？

是。師傅必定是直屬合資格人士，

絕不會外判給第三方，以免客戶難以追查跟進。

絕無外判，歡迎檢查師傅證明文件。

例如：剛剛購入新物業，無收到驗窗令。

而又需要檢驗新物業窗戶的客戶，則歡迎查詢驗窗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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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註冊⼩型⼯程承建商 : MWC 976 / 2012

網站 :  www.kswindow.com.hk

地址 : 九龍⼤⾓咀榆樹街華源⼯業⼤廈10/F 2K室

常見問題及驗窗知識

可否向建新鋁窗要求報價單？

我們於每次上門檢查後，

都會向客戶發出正式報價單，讓客戶慢慢考慮。

有沒有考慮期？

有。客戶於我們報價後，不必即時決定，

特設考慮期給客戶仔細考慮。

絕不即場要求顧客作決定，

避免客戶受情緒影響而匆忙作出決定。

假如客戶最終決定不選用建新鋁窗，

我們也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有最低消費嗎？

沒有最低消費，若客戶的窗戶安全

我們只收取政府文件費$450 (再沒任何隱藏收費)。

假設報價後，不選用我們，便不收取任何費用。

假設窗戶需維修，就只需另加鋁窗配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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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鋁窗  誠意服務

免費查詢, 請即「聯絡我們」

驗窗/工程。報價, 檢查, 度尺, 都是免費。

承諾明碼實價，絕無取巧，雙方同意後才施工。

安心驗窗，建新鋁窗，誠意服務

驗窗收費(網頁詳細)：

舊窗拆下會係點(附圖)? 鋁窗窗鉸危險生銹/老化處理法!：

公司網頁:　www.kswindow.com.hk

Tel:  92010783

Tel: 23940678

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www.kswindow.com.hk/?page_id=432

(Whatsapp)

http://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http://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http://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https://www.kswindow.com.hk
tel:92010783
https://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https://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https://www.kswindow.com.hk/?page_id=41
www.kswindow.com.hk/?page_id=432
www.kswindow.com.hk/�絡���O.pdf
www.kswindow.com.hk/?page_id=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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