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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2日 提名開始

2022年4月26 日中午12時 提名截止

2022年5月31日 公佈入圍項目

2022年6月25日及7月9日 入圍項目匯報會

2022年10月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頒獎典禮

           *上述日期如有改動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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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團隊

房屋管理專才在過去多年一直默默地為本地市民提供和諧及管理完善

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其貢獻以及傑出的表現應受到廣大市民的認可。因

此，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於2020年舉辦首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以

表揚學會會員及業界人士的專業精神。大獎匯聚各企業領導層、專業人

士、學術機構及業界翹楚，為本地房屋管理專才及團隊提供一個機會，

藉以表揚他們的專業精神和卓越成就。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現舉辦精英大

獎2022，為持續對房屋管理專才及團隊作出鼓勵及予以表揚。

金贊助：

銀贊助：

銅贊助：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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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類別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現接受以下類別提名：

(1) 傑出經理  此獎項類別旨在表揚具有自主性、責任感、領導能力及專業管理
質素的經理級從業員。

 被提名人應於2022年4月26日為止在本地物業管理領域中擁有不
少於10年的督導和管理經驗。

 被提名人必須是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的註冊會員（資深會員或會
員）或正在申請成為學會的註冊會員。

 被提名人的遞交內容應根據一個或多個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所屬
的職業性質歸類為以下的級別：

  私營房屋：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是屬於私人擁有：
a) 住宅：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必需是住宅用途的建築物或
屋苑。

b) 非住宅：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為非住宅用途。
  公營房屋：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是由政府擁有或營運以提

供公共服務，例如學校、醫療機構、院校、市政大廈、香港房
屋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公共租住房屋和各類房
屋計劃，並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或為其
管理物業的代理人管理。

(2) 傑出主任  此獎項類別旨在表揚對工作抱有熱誠、具自主性、社會適應力、
發展潛能及能學以致用的主任級從業員。

 被提名人應於2022年4月26日為止至少具有2年本地物業管理相
關經驗。

 此獎項類別對所有人開放提名，被提名人可以是非香港房屋經理
學會會員。

 被提名人的遞交內容應根據一個或多個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所屬
的職業性質歸類為以下的級別：

 私營房屋：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是屬於私人擁有：
 a) 住宅：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必需是住宅用途的建築物或屋
苑。

b) 非住宅：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為非住宅用途。

 公營房屋：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是由政府擁有或營運以提
供公共服務，例如學校、醫療機構、院校、市政大廈、香港房屋
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公共租住房屋和各類房屋計
劃，並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或為其管理物
業的代理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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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傑出團隊  此獎項類別旨在表揚在管理項目中充分展現卓越團隊合作精神的
團隊。

 每個團隊的遞交內容可基於一個或多於一個管理項目或個案分
析。

 此獎項類別對所有團隊開放提名。

 管理項目或個案研究必須在2020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26日之間
進行，並歸類為以下的級別：

 私營房屋：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是屬於私人擁有：
 a) 住宅：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必需是住宅用途的建築物或屋

苑。
 b) 非住宅：被提名人管理的物業組合為非住宅用途。

 公營房屋：被提名團隊管理的物業組合是由政府擁有或營運以提
供公共服務，例如學校、醫療機構、院校、市政大廈、香港房屋
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公共租住房屋和各類房屋計
劃，並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或為其管理物
業的代理人管理。

(4)  最佳危機 
管理團隊

 此獎項類別旨在表揚於管理項目中致力並有效地處理及解決關鍵
突發性危機的團隊。

 每個團隊的遞交內容必須基於一個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

 此獎項類別對所有團隊開放提名。

 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必須在2020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26日之間
進行。

(5)  最佳創新 
概念

 此獎項類別旨在表揚團隊以開發及應用最創新方式克服一個或多
個物業管理的挑戰

 此獎項類別對個人或團隊開放提名。

 被提名的個人或團隊應展示由新興╱現有技術所產生的全新且獨
有的技術╱過程，以創造全新╱改良的產品、工具或服務，從而
為物業管理行業帶來長遠的裨益。

 遞交的內容必須基於一個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

 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必須在2020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26日之間
進行。



HKIH 
ELITE
AWARDS 2022

Uplift Professionalism 
Under New Normal

AWARDSAWARDS
2 0 2 22 0 2 2

5

獲獎類別
(1) 傑出經理、(2) 傑出主任、(3) 傑出團隊

(4) 最佳危機管理團隊、(5) 最佳創新概念

獎項級別 簡介

大獎 每個類別都設有一個大獎，此獎項為個人或團隊在類別中最高的 

表彰。

卓越獎 每個類別內的不同級別都設有卓越獎，此獎項為該級別中最高的表
彰。

優異獎 每個類別內的不同級別都設有優異獎。獲優異獎的項目需通過第一
階段評審並向評審團進行匯報，而表現獲得評審團認可。
*如果被提名人或團隊無法向評審團進行匯報，則入圍資格將被取
消。

獎項級別 簡介

大獎 每個類別都設有一個大獎，此獎項為個人或團隊在類別中最高的 

表彰。

卓越獎 每個類別設卓越獎。

優異獎 每個類別都設有優異獎。獲優異獎的項目需通過第一階段評審並向
評審團進行匯報，而表現獲得評審團認可。
*如果被提名人或團隊無法向評審團進行匯報，則入圍資格將會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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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準則
(1) 傑出經理 及 (2) 傑出主任

個人的成就與貢獻
(30%)

創新精神
(20%)

專業精神
(30%)

合作與團隊精神 
(20%)

合作與團隊精神
 能夠協調和領導團隊進行持續發展
 展現於團隊裏所擔當的角色及重要性
 展現如何作為好領袖或團員
 展現如何推動下屬達到公司或物業所訂下的目標

個人的成就與貢獻
 表揚以專業態度為物業，公司，專業及社區作出貢獻的傑出表現及成就
 展現持續自我提升的承諾
 展現社會責任及道德
 備受下屬的敬重(經理級)/工作團隊的支持(主任級)
 展現對培育下屬的重視(經理級)/勤奮向上的表現(主任級)

專業精神
 在主要職能（例如：物業及設施管理、環境、建築服務、財務及資產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和法律）方面展現出具策略性的知識或全面性的專業知識

 展現作為傑出模範及管理級別的發展潛力 （經理級）
 展現作為傑出模範及達至經理級別的發展潛力（主任級）
 展現出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

創新精神
 通過嶄新的構思處理問題或以嶄新、具創意且有效的方式改良現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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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傑出團隊
成就與貢獻

(30%)

創新精神
(20%)

專業精神
(20%)

合作與團隊精神 
(30%)

合作與團隊精神
 團隊成員與各持份者之間展現有效的合作
 展現如何減省工序及提升效率
 展現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

成就與貢獻
 表揚以專業態度為物業、公司、專業及社區作出貢獻的傑出表現及成就
 展現持續團隊提升的承諾

專業精神
 在主要職能（例如：物業及設施管理、環境、建築服務、財務及資產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和法律）方面展現出具策略性的知識或全面性的專業知識

 展現作為專業的傑出模範，經驗能有助提升業界發展
 致力於不斷提高客戶滿意度，超越期望並做出適當的反應，以令客戶滿意

創新精神
 通過嶄新的構思處理問題或以嶄新、具創意且有效的方式改良現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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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佳危機管理團隊
成就與貢獻

(20%)

創新精神
(20%)

專業精神
(20%)

合作與團隊精神
(40%)

合作與團隊精神
 展示該難題/危機的獨特性，並依據其影響範圍、恢復時間、節約成本、安全性、損
失、複雜性、市場聲譽、後遺性、傳媒反饋等因素以衡量方法成功與否

 團隊克服挑戰的方式
 資源優化 – 有效地利用資源克服困難和挑戰，從而達到預定目標/宗旨
 持續效益 – 展現對同樣風險的長遠預防措施

成就與貢獻
 表揚以專業態度為物業，公司，專業及社區作出貢獻的傑出表現及成就
 展現持續團隊提升的承諾

專業精神
 在危機處理當中展現出具策略性的知識或全面性的專業知識
 展現作為專業的傑出模範，經驗能有助提升業界發展

創新精神
 通過嶄新的構思處理問題或以嶄新、具創意且有效的方式改良現有做法，預防及減少
危機的出現和危機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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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佳創新概念
成就與貢獻

(30%)

創新精神
(40%)

專業精神
(15%)

合作與團隊精神
(15%)

合作與團隊精神
 團隊成員與各持份者之間展現有效的合作
 展現如何減省工序及提升效率
 展現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

成就與貢獻
 能夠證明該構思是可行且實際的，例如展示該解決方法如何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
 展示該創新技術如何有助實踐環境可持續發展（例如︰需要在產生正面成果的同時實
現可持續發展。）

 具體展示以下能力：
n 提高服務或設施的生產力和效率
n 改善物業的效率/生產力/表現
n 積極改善用戶/使用者體驗（例如：使設施更易於使用）
n 展現該構思如何能促成更高成本效益的資源分配

專業精神
 在融合創新概念於房屋管理上展現出具策略性的知識或全面性的專業知識
 展現作為專業的傑出模範，經驗能有助提升業界發展

創新精神
 展現獨特或與現行方法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且能達到更佳的效果。
 該解決方法應該展現：

n 使用的方式
n 有待解決的問題
n 可行性
n 顯著的影響

* 額外分數(5%)適用於評審團匯報，評分項目包括匯報技巧，視覺傳達，回應問題等



HKIH 
ELITE
AWARDS 2022

Uplift Professionalism 
Under New Normal

AWARDSAWARDS
2 0 2 22 0 2 2

10

提名資格
1. 參賽項目的提名人必需是被提名人的上司或同一公司╱機構中的部門主管或管理層，
提名人必需是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員。提名人所屬公司或機構需為香港物業管理公司
協會(HKAPMC)的會員或為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

2. 一個提名人可以提名多位被提名人。

3. 個人獎項的被提名人可以被提名多於一個獎項類別，例如：傑出經理和最佳創新概念
（個人），但需要分開呈交提名表格。

4. 個人獎項的被提名人亦可參與及競逐團隊獎項類別，即傑出團隊、最佳危機管理團
隊、最佳創新概念（團隊）。

5. 獎項的頒發必須獲得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籌備委員會的最終認可。

6.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籌備委員會對所有提名資格保留最終決定權。

7. 若評審認為沒有提名人及╱或團隊符合得獎資格，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籌
備委員會保留不頒發獎項的權利。

8. 評審團保留各獎項分配的最終決定權。

9. 被選中入圍的個人及團隊必需向評審團進行匯報，若被提名人或團隊無法進行匯報，
其決賽入圍資格將會被取消。

提名文件及資料
下列文件及資料應以紙本及USB隨身碟中的電子檔案形式一同提交予秘書處：

1. 每個提名都必須具備各自一份完整填妥的提名表格，資料不完整的提名表格將不被接
納。

2. 最多8頁以PDF格式的資料(A4尺寸，最大為4MB)（包括書面說明、推薦書和證明文
件）。提交的資料正文中所有字體大小必須為12。圖形、圖表中使用的文本沒有字體
大小要求，您可以展示圖像、圖表或照片。如果提交的內容超過8頁，則僅以前8頁作
為有效材料。

3. 最多可展示6個電子圖像文件，以展示自身、提交管理項目或個案分析（如有）。（格
式：「.ai」及「.jpg」，圖像解像度為350 dpi或更高）。

4. 公司標誌（格式：「.ai」及「.jpg」，圖像解像度為350 dpi或更高）。

備註：

1. 所有提名表格及資料必須以英文或繁體中文填寫。

2.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籌備委員會保留使用參賽者所提交的材料，以紙本或電子檔案形式進行與香
港房屋經理學會相關活動、宣傳和期刊的任何複製、打印或出版用途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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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費用
無需任何提名費用 

參賽指引
截止日期及時間：

2022年4月26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正（香港時間╱格林威治標準時間+8） 

（逾期提交將不作考慮）

提交方法：

請交回已填妥及簽署的提名表格及所需文件╱資料到：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統籌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02-308號
集成中心11樓1106-8室

決賽入圍者所需資料
個人或團隊項目入圍決賽後所需資料如下：

決賽入圍者需準備一段20秒的視頻，視頻需要介紹該參賽項目，並將在頒獎典禮上進行播
放展示。提交的截止日期為2022年9月中。

查詢
王熙嵐先生 黃樂熹先生
T: +852 3159 2903 T: +852 3159 2966
E: alex.wong@creativegp.com  E: Lucas.wong@creativeg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