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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官方Facebook, LinkedIn和Instagram已全部開通！

只要追蹤我們其中兩個社交平台，便可在相應CPD年度獲得個人發展類別
下的1個CPD單元。

為方便本會記錄，請寫下您到訪我們兩/三個社交平台頁面的日期，並以書
面形式描述每個社交平台上至少一篇帖文，電郵至info@housing.org.hk 
作核實用途。

CPD單元會每年發放，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保留隨時修改條例之權利，並會
及時通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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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外界多年來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物業管理行業於相關環保管理及教
育上擔當著重要角色；同時，這發展趨勢亦為行業從業員帶來新思維，新機遇。
承今期會訊題為「物業管理    傳承保育保化」，專題故事內的訪問嘉賓細訴她
們如何管理旗下的保育活化項目，除了讓大家了解到管理這些舉足輕重項目時
所面對的挑戰，當中亦分享到作為物業管理人，我們應如何調節心態，擴闊視
野，以迎接可持續發展對行業帶來的轉變。此外，會訊還有更多有用資訊，衷
心希望大家享受刊物委員會今期精心製作的「房屋動力」。

刊物委員會主席  李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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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y 2022
國內商用物業創新模式的全流程
物業管理體系實踐 ZOOM 講座  
Speaker Ms. Amy SIU

11 June 2022
SOEHK Annual Symposium 
2022 “Move like Operations 
Engineers – 營運工程 行之有道”

5 July 2022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KSAR 
and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DAB

2 June 2022
民政事務局 -2022 年防疫服務包
大行動義工嘉許典禮

23 June 2022
民政總署向物管業界送贈抗疫物資

7 July 2022
深水埗民政市務署第十期舊式樓
宇優質管理證書課程

活動重溫

中國商用物業創新模式的全流程物業管理體系實踐

引言：

內地商業樓宇包括超高層樓宇發展迅速蓬
勃，然而競爭亦非常激烈，如何保值增值已
是所有商業地產業主，服務者，所有關聯團
體的主要命題。
大家都希望能在創新模式能有所發展：
о	服務創新
о	科技創新
о	雙碳發展
о	ESG環境管理，社會責任，管治能力
о	國際標準全流程管理體系

活動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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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物業管理		傳承保育活化

物
業
管
理

歷史建築的保育與活化，近年成
為城市焦點。多個保育項目經過
精心的修繕與加入現代元素後，
再次成為了香港的城市地標，吸
引不少訪客。而這些保育活化項
目的管理工作，亦為物業及設施
管理行業帶來新機遇與經驗。三
位來自本地三個重要保育項目的
業界精英，將會分享他們在保育
項目工作上的啟發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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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物業管理		傳承保育活化

中 環 街 市 具 有 83 年 歷 史， 屬 於
香港三級歷史建築，並交由市區
重建局負責活化與修復。去年八
月重新開幕後，它搖身一變成為
中環新地標——取得其營運權的
華 懋 集 團 以「Playground For 
All」 為 概 念， 打 造 成「 親 」、
「動」、「融」兼備的活力社區
熱點，既保留集體回憶，也為社
區帶來嶄新的體驗。集團於五個
月內重塑中環街市，既保存其前
身為街市的「靈魂」，又引入全
新元素吸引不同年齡層的顧客及
新租戶。華懋集團中環街市副總
經理鍾詠婷認為，物業管理於保

育項目的角色與功能可以更廣泛：「保育
歷史建築是很有價值的。中環街市的經驗
正告訴大家，將保育元素融入場地設計，
並運用創新的「無邊界空間」概念設計，
提供過百間零售和食肆；大樓內亦設有面
積達 1,000 平方米的綠化休憩空間，以及
社區表演空間和活動空間等，以舉辦各式
各樣的藝術展覽、表演和其他文化活動，
變身成 Playground for All 社區熱點，連
結 社 區。」 因 此， 中 環 街 市 活 化 項 目 除
了 重 現 歷 史 建 築， 亦 致 力 展 示 及 引 領 未
來， 透 過 靈 活 及 互 動 的 設 計， 打 造 一 個
「親」、「動」、「融」兼備的「廿一世
紀 Marketplace」。

入 行 多 年 的 鍾
詠 婷 於 澳 洲 修
讀 會 計 與 市 場
策劃出身，並取
得 工 商 管 理 碩
士，現任商場管
理學會副主席。

過往曾參與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的工作，
涉獵市場策劃、項目管理等不同領域，在
零售物業管理方面累積豐富的實戰經驗並
奠定穩固基礎。由市場策劃延伸至租務範
疇及物業與餐飲管理，她認為每個項目都

是相輔相承：「市場推廣籌劃許多
大型活動，當中物業管理涉及顧客
購物體驗、人流管理、資源分配、
以至保安與清潔安排、與政府部門
協調等，而租務工作方面，除了要
有市場觸角引入新租戶體驗，與租
客保持緊密關係，亦需要與不同的
持份者合作。」

參與中環街市的保育活化工作與一
般商場營運不同。中環街市樓面不
足十萬呎，亦有許多古蹟保育法例
需要遵守，一磚一瓦的改動都要深思熟慮。團隊採用「Plug To Operate」
營運模式——除了為商戶提供裝潢、傢俱，軟件上的付款系統、宣傳甚至
餐飲業的食肆牌照都一應包辦，以支持中小企及初創進駐，而租約期富彈
性，有助大幅降低開店成本，所以不論是新手或有經驗的商戶，入場已可
營運做生意。於保育方面，中環街市保留了 13 個的街市檔口，部分已經出
租給香港老字號品牌營運，包括金源米業，承傳香港傳統店舖，使中環街
市成為探索香港歷史的門戶，別具意義。

中環街市擁有著適合所有人、所有年齡層的設施及商店，不論是購買禮物、
用膳、展覽，或是與朋友一同放鬆暢談的地方。中環街市有大量綠化公共
空間供舉辦不同活動，聚集不同層面人士，創造共融的空間。除了在最多
人流的位置放置大量植物，包括二樓 24 小時開放的通道及天花，在一樓
窗邊也設有座位讓人閒坐及充電。這種共融是「地方營造」(placemaking)
及第三空間 (the third place) 的一個完美例子。此外，保留街市昔日情懷，
並將其功能現代化亦是此項目的精髓所在。其中充分體現此理念是位處地
下的 Chef’s Market 和 Dining Ground。Chef’s Market 參考外國的現代街
市模式，如加拿大溫哥華的史提文斯頓漁人碼頭，將店舖打造成既售賣新
鮮食材亦有現製的輕食和甜點的迷你市場，不論你需要新鮮優質食材回家
烹調，還是安坐在中環街市隨心享用輕盈餐點，都一應俱全。而另一旁的
Dining Ground 時尚食肆林立，引入各國菜式提供多元化餐飲體驗，吸引
年輕顧客。一樓的活動空間成為不同機構的展覽場所、表演場地，如今年
6 月的微型藝術展在一個半月的展覽期已錄得高達 40 萬人次到場參觀；二
樓食街將港九新界的特色小食店引入中環。

創新科技的應用則為中環街市帶來新舊交融的特色——設置機械人自動探
測場內溫度及消毒、智能感應垃圾桶等；場內亦有智能系統以計算人流、
訪客的活動模式、性別、年齡等。華懋集團亦與香港科技園合作推出「CCG 
Accel – Powered by HKSTP」加速器計劃，將房地產科技 (PropTech) 創
新方案引入中環街市作為試點，以應對中環街市的訪客體驗、環境及可持
續發展 (ESG) 與及營運及設施管理等方面的挑戰。

新一代保育項目的模式，或會超出大家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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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環的大館，由中區警署建
築群搖身一變成為現時中環一個
重要的文化保育地標，其規模之
龐大，為香港的古蹟保育奠下重
要的基礎。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
公司設施管理主管盧慧怡，大概
沒 想 到 於 大 學 年 代 主 修 音 樂 的
她，於畢業後轉換職業航道加入
物業管理工作，造就她加入大館，

參與本地大型古蹟保育與活化的工作。

「當年因為朋友做物業管理，讓我想踏入
此行業發展。」多年來她涉獵過不同的物
業管理崗位，逾六年前得悉大館正籌組工
作 團 隊， 吸 引 了 她 的 目 光。「 我 雖 然 讀
音樂，卻一直沒有機會在設施或物業管理
上接觸文化相關的工作。大館的意念既是
古蹟保育也有活化，會舉辦文化活動、音
樂會、藝術表演與相關工作，讓我很感興
趣。」她仍然記得大館在 2018 年 5 月開
幕時的興奮感覺。「在開幕前大家每天都
在趕工，難以想像在正式開幕之前的兩三
星期仍是個地盤，到開幕那天看見公眾入
場，那種轉變實在很難忘。」

大館是香港的法定古蹟，所有工程都要謹
慎、有序地進行。「物業或設施管理本身
已需遵守許多法例，而大館是法定古蹟，
故同時需要遵守古物古蹟保育法例。由於
工程都需要經過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審
批才可進行，所以我們會更仔細地規劃，
所投放的時間也更長。」

要將古蹟建築開放予公眾入場，當中既要遵守
樓宇安全條例，同時不能破壞古蹟的建築結
構，心思盡在細節中。例如大館的部份欄柵高
度不足，為符合法例的安全要求，團隊想出擺
放盆栽以隔開人流的折衷補救措施。「雖然身
處一個舊地方，但在裡面工作的人，思想要開
放、具創意。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讓事情不一
樣地發生？保育項目的有效管理，具備這種心
態十分重要。」

她 的 團 隊 來 自 四
方 八 面， 既 有 專

職保育的建築測量師，也有精通保安、人流管
理、衞生清潔等方面的成員，得以讓大館既保
育其古蹟面貌，亦以簇新狀態開放給公眾享用
其設施與空間。「大館開幕時狀態已十分理想，
細緻如油漆用色、窗戶布置都是當時的項目團
隊仔細研究後的成果。歷史建築的管理相比新
樓宇挑戰更大，如舊磚與木器都是難以保養
的，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這裡保持翻新後的簇新
狀態。」除了工作團隊，租戶、市民同心協力
維護這環境十分重要。

展 望 未 來， 她 相 信 建 築 保 育 在 香 港 機 遇 不
少——政府開展多個項目、發展商願意投資，
市民對保育意識更高。「每個城市定必有自己
的歷史。我認為，建築物是反映城市變遷的一
環。就如大館，前身是警局、是監獄也是法院。
現在即使不再用於這些功能，我們如何讚嘆其
歷史、讓這地方以其他具意義的功能繼續服務
公眾，保育是十分值得去做的。」

主題故事：物業管理		傳承保育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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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物業管理		傳承保育活化

保育活化不單是承傳城市歷史，更帶
來新的價值。南豐紗廠在保育活化項
目內，加入集創意培育基地、非牟利
文化機構與體驗式零售於一身的概念；
而物業管理對其日常運作上，肩負著
不可或缺的角色。就如南豐物業管理
總物業經理許詩恩小姐所言：「我們
不單要保存建築物本身硬件的獨特性
及可持續性，軟硬件上亦需要發揮其
社會責任的使命，加強人與人之間的
連繫，令每一個人都能夠充分享受這
個地方。」

許詩恩一直從事物業及設施管理工作，曾涉獵過住宅、服務式
住宅、商場及寫字樓商廈等範疇。現時她主要負責管理南豐集

團兩個重點項目，包括位於荃灣的南豐紗廠以及啟德區的旗艦綜合發展
項目 AIRSIDE。在她眼中，保育活化有特殊的意義：「香港經濟發展迅
速，新式建築項目林立，但亦不能忘記陪伴香港人成長發展的歴史建
築，使其得以傳承及獲得尊重，以保留城市多元共融之特色，這亦是未
來發展創新的基礎。」

可持續發展正是保育的意義所在。她指出，創新科技對於保育活化項目
甚有幫助，不論在檢測建築物結構、記錄及評估設施狀況，以至有效應
用能源、廢物管理及收集數據等，都有助加強保育活化項目的可持續發

展 特 質。 南 豐 紗 廠 更 於
2022 年榮獲綠建環評既
有建築組別中最高級別
認 證 鉑 金 評 級， 成 為 香
港首個獲得此殊榮的保
育活化項目。

此 外， 人 性 化 亦 是 保 育
項 目 的 重 要 一 環。 南 豐
紗廠內有多種設施配合
不 同 社 會 人 士 的 需 要，
除 了 無 障 礙 設 施， 亦 有
由昔日舊廠房內的實心
木門升級再造製成的休
憩 長 櫈、 寵 物 共 融 設 施
及 育 嬰 室 等。 她 表 示，
在設施保養及日常管理
上， 團 隊 需 要 多 花 心 思
與時間去平衡設施的使

用與租戶及訪客的需要。例如客戶服務中心團隊
特別採購 #INVISIBLEPOOBAG 環保寵物便便袋，
協助訪客處理其寵物的生理需要。「管理保育活
化項目的團隊需要跳出固有物業及設施管理的框
架，亦需要注意日常細節，事事以人為本，耐心
聆聽、加強溝通。」

為了解更多南豐紗廠的歷史及訪客的反應，許詩
恩亦會參與導賞團活動。有一次，導賞團內有一
位婆婆，當她聽到導賞員的講解時，不禁自豪地
向大家表示她在數十年前曾在這裡打工，雖然只
是一段短時間，但印象深刻難忘。其他好奇的年
青團友就趁機向她了解當年紗廠內的情況。「見
她一邊講一邊笑，讓我深深體會到保育活化項目
對我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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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室內電子製圖技術
以往製作室內電子地圖，大多都需要購買專業的儀器和設置
價值不菲的基礎設施，例如光學雷達 (LiDAR) 和藍牙低功耗技
術 (BLE)，甚至需要專業人員長時間地在晚間進行閉館測量。
對於較大型的物業，如面積約一萬平方米的建築物，有機會
花費至少三個月時間、幾百萬元的費用來完成整個製圖項目。
由於費用高昂和需時甚久，往往令到一些物業管理公司望之
卻步。

我們今期邀請了曾獲 2020 智慧出
行大獎的本港初創，室內地圖技
術開發公司 Mapxus（蜂圖誌）產
品總監張仲文先生分享這項突破
性的室內導航平台案例。Mapxus
利用 WiFi 指紋、傳感器融合技術
和地理資訊系統及人工智能，提
供室内地圖及導航的解決方案，
務求透過企業應用及無障礙出行
的方針實現「智慧出行」。

Wi-Fi	指紋識別技術	
製圖成本降低九成
Wi-Fi 指紋識別技術 (Wi-Fi Fingerprinting) 的出現為企業提供
了低成本和毋需安裝任何硬件的製圖方案。該技術主要透過
收集和計算物業自身和其商戶所釋放 Wi-Fi 訊號的特徵，以此
辨識處於不同位置的 Wi-Fi 特性來獲取定位，而定位精確度可
達到 3-5 米。

在實際操作中，物業負責人只需要提供物業的平面圖，然後製
圖公司的前線人員便會利用特定的手機應用程式在物業內的
每一層行走來收集 Wi-Fi 數據，藉此製作室內地圖。整個製圖

隨着科技的進步，全球定位系統技術 (GPS) 發展日漸成熟。
現時，大多數手機應用程式都設有導航系統，能夠發放和接
收 GPS 信號，為大眾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如快速地尋
找設施的位置和室外導航。然而，在室內找路卻是另一回
事，因為 GPS 無法正常運作，所以如果在室內迷路，最後
還是尋找指示標誌或到詢問處問路。

為響應智慧城巿使行人道含暢通性、可達性和互通性的措
施，地政總署於 2020 年推出三維行人道路網，提供了天橋、
行人隧道和行人徑等免費數據，以支援導航技術發展和配合
殘疾人士的需要 [1]。由於室內電子地圖已含有經緯度資訊，
所以能夠與室外電子地圖結合，為大眾提供無縫的室內外銜
接體驗。

過 程 毋 需 安 裝 任
何 硬 件、 閉 館 和
登錄任何 Wi-Fi，
也 不 會 記 錄 和 儲
存 任 何 資 料， 不
涉 及 私 隱 問 題。
以 替 一 座 樓 高 三
層， 總 面 積 達 40
多 萬 平 方 呎 的 建
築 物 製 圖 為 例，
由 收 集 數 據 至 開
放給客戶和市民使用，僅需要一週時間，而收費也只是傳統
方法的一成。如果需要修改，業主只需要向製圖公司提供已
修改的物業平面圖即可，非常方便快捷。

室內電子地圖應用
實踐智能化物業管理
室內電子地圖除了能為大眾提供實時導航外，還能夠協助實
踐智能化的物業管理。在商業和商場物業管理中，業主可以
在地圖內隨時查看租戶的整體狀況，如簽訂合同、續租和退
租，藉此來縮短物業的空租期。同時，業主也可以透過地圖
靈活地規劃臨時攤位、市集和節慶活動飾物的場地位置，有
效率地用盡每一分空間。物業管理公司亦可以利用室內電子
地圖來實踐物資顯示和監控，例如添加電子圍欄，如果物品
離開特定的電子圍欄區域便會發出警報等，有效地管理物業
資源。

另外，室內地圖系統亦可結合不同的管理平台，如智能洗手
間管理系統來優化物業管理。現代的智能洗手間能通過不同
的傳感器來獲取數據，如輪候時間、廁格空缺數目和自動計
算廁紙厚度、洗手液高度和垃圾高度等，並且將數據傳送至

地政總署三維行人道路網

如果能夠將室內的空間數
據有可視化的表達和應用，
如提供室內導航，相信會
更加方便大眾的生活。

Wi-Fi 指紋識別技術提供精確的室內導航，協助使用
者以最短的路程到達目的地，收集 Wi-Fi 數據的過程
容易和快捷。

「智慧出行」室內電子地圖方案
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 何美華女士

「智慧出行」室內電子地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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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電子儀器 [2]。而與室內地圖系統結合後，物業管理公司能
夠實時在地圖上看見每一個洗手間的資源短缺，安排合適的
清潔人員，甚至為他們規劃最短路線，達到最佳的人手調配。

室內定位技術
助提升視障人士生活質素
現時一般無障礙設施只能為視障人士提供環境資訊，沒有引
路功能。Mapxus 與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HKBU) 合作專為視障
人士而設計的「逍遙行」移動應用程式成立於 2019 年。室內
地圖的語音導航功能，能夠指示視障人士前往目的地，如讀
出往前後左右和乘搭升降機等信息。當室內外地圖互通，視
障人士更有機會通過語音功能切換室內外環境行走，到達目
的地。 

現在香港大約有 100 座地標性建築已經實現無障礙室內導
航，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室內數據和地圖。在計劃下，
Mapxus 提供為香港主要地標建築製作數碼化室內地圖和提供
可用於 iOS[4] 及安桌手機的定位服務，讓「逍遙行」的服務涵
蓋更多生活所需地方設施，如商場、醫院、學校、交通樞紐
及政府康樂場所等，協助共同建設無障礙的智慧城市。另外，
手機應用程式可以語音及文字提示失明和視力不佳的用家自
行走到目的地，讓他們輕易地獨立外出。此智能流動裝置加
強視障人士及長者對外界的聯繫，提升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
以及改善視障人士的生活。

室內定位技術方案	從香港連結日本
由 2021 年開始，Mapxus 與日本川崎重工 (Kawasaki) 合作，
於當地提供室內定位信息解決方案「iPNT-K ™」。該方案結
合了雙方的專業知識和獨有技術，通過可視化車站、機場、
工廠等建築物內的人員和事物的位置，為長者和輪椅人士等
需要移動支持的使用者提供最佳路線，並提高員工的工作效
率。Mapxus 正於日本的八大主要城市部署，以「iPNT-K ™」
為中心於日本建構具全國規模的室內定位基礎設施。

有研究指出，居
住 在 發 達 國 家
的人，一天有約
80% 至 90% 的
時間都在室內度
過 [5]。室內地圖
已成為方便出行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具，室內地圖和
定位對傷健人士
特別有用，有助
於創建一個更智
慧及更具包容性
的城市。隨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數碼化，與建築圖則和紀錄
有關的開放數據越多，對香港發展智慧城市就越有利。三維
地圖實現了現實空間的“虛擬化”呈現，用戶得以清晰辨別
公共空間全貌。另一方面，還可以實現對公共空間的在線管
理，室內空間信息可視化技術為用戶提供智能管理及物聯網
解決方案與服務，促進改善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質素，並
為創建無障礙社會作出貢獻。

結合室內地圖系統與建築物內的設施從而優化物業管理 [3]

與視障人士交流來了解他們的需要和習慣

視障人士利用「逍遙行」移動應用程式尋找目的地。方
案同步針對殘障人士痛點設計，支援語音播報功能，提
供樓層提示，設觸控按鈕描述提示等。

參考資料
[1] 地政總署 .(2020). 三維 t 行人道路網和可視化三維地圖數據免費公開發放
[2] 機電工程署 . (2019). 智能洗手間管理系統
[3] 新地會 第四期 (2021)
[4] Mapxus 已加入蘋果公司的「室內地圖數據格式計劃」，成為其中一個室內

地圖數據供應商，在 iOS 系統當中進行室內定位服務。
[5] 環境研究通訊 (2021)

iPNT-K ™ 移動應用程式

「智慧出行」室內電子地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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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 =清潔、保安及維修 ?
在疫情期間，公營房屋在處理抗疫事務上，又如何與業界接軌？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除了負責興建公營房屋、商場及車
場外，亦是全港最大業主，管理 179 個公共屋邨、逾 76 萬個租住單位。《2021 年施政報告》及《長遠房屋策略 2021 年周年
進度報告》公布，政府已覓得約 350 公頃土地，預計可在十年期內興建約 33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為應付房屋管理上的各種挑戰，
未來十年對專業化的房屋管理人員需求甚殷。

坊間普遍認為公營房屋在物業管理上只有清潔、保安及維修。只是業內從業員均明白本地私人物業的管理已非常專業化，公營
房屋方面又如何跟上業界的高速發展？首先，公營房屋的管理，長久以來由專業訓練出來的房屋管理職系人員負責，因累積下
來管理龐大屋邨面積和人口經驗，故在管理公共房屋至新落成的居屋、綠置居等物業時，比較暢順。惟有一點要留意是，在 90
年代停建居屋的一段長時間後，房屋管理職系人員可在接觸大廈公契（Deed of Mutual Covenant, DMC）以及建築物管理條例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BMO）的機會相對地減少，加上業戶對如何管理自己物業也越來越關注，並有着不同程
度的參與，對房屋管理職系人員帶來不少的挑戰。

如上文所述，物業管理從業員的工作模式，基本上是為業戶製造一個安居環境，工作在默默付出的同時，能讓業戶安心在居所
生活就是最大的成就，大部份業戶均在不知不覺間享受到的，就是物業管理融入每位業戶生活中。業戶經過每天辛勞工作，回
到家中，不就是希望有一個溫暖舒適的家？在他們日常工作以外，不用為自己居所及大廈額外操心，就正是物業管理從業員提
供的專業服務。要達到以上目標，單是提供清潔、保安及維修服務是絕對做不到的。那麼，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要了解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可以從發牌制度入手。物業管理監管條例已清晰列出物業管理包括以下七個服務類別：

隨著物業管理監管條例於 2019 年 8 月 1 日正式開始落實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發牌制度），全港的物業管理從業員均為行業
作出準備，一起攜手推動本地物業管理業朝着優質化和專業化發展。

相信各位業界內的從業員均會感受到，私人物業管理的專業化在過去十年有著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沙士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全港的物業管理從業員為市民健康作出林林總總的抗疫措施，並在有業戶確診後火速為大廈進行消毒及一系列的跟進工作。在
香港市民減少外出的同時，物業管理從業員站在抗疫的最前線上，工作量亦因而大幅增加。各屋苑的物業管理從業員，由經理、
主任以至清潔及保安人員等均需要超時工作，為大廈的管理及衞生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為全港的抗疫工作及業戶的安居環
境而默默付出。

事實上，清潔、保安及維修已包括在以上的七個服務類別之中，但這當然仍未足以稱作物業管理。即使是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
亦離不開以上的七個服務類別。簡單以公共屋邨為例，約百多條的公共屋邨均有大廈公契，房屋經理須按大廈公契為業主、住
戶、租戶、用戶或訪客所提供服務（服務類別 1）；處理物業環境的清潔、衞生、園景或安全服務（服務類別 2）；就物業包
括結構及屋宇裝備的修葺、更換、保養或改善服務（服務類別 3）；擬備大廈公契內的財政預算、核數師報告和計算承辦服務
合約所需金額及特殊帳目收支（服務類別 4）；管理物業的附屬設施服務如停車場（服務類別 5）；處理人手編排和調配（服
務類別 6）及為物業管理服務所提供的法律方面的資訊及意見（服務類別 7）。

可以看到，有關清潔、保安及維修的服務只包含在以上的服務類別 2 及 3 之內，而七個服務類別當中最重要的一項，服務類別
1 - 關乎物業的一般管理服務，以及其他服務類別顯然被大眾所忽略，故此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絕對不止於此。

隨著時代轉變，在行業不斷提升專業化以及落實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後，原來在不經不覺之間，物業管理行業已有長足的發展。
物業管理從業員，包括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人員，必須是能夠協調大廈維修、保養、清潔、保安、財務、法律等各方面的專業
人員，為大廈和居民提供服務。在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上，若房屋經理沒有全盤統籌、以及對大廈公契和建築物管理條例的認
知及專業訓練，便難以向大廈提供妥善的物業管理服務。另外，物業管理服務是為「人」提供服務，當中涉及的技巧以及處理
方法，絕不能以處理「死物」的角度去看待。

服務
類別

1  關乎物業的一般管理服務

2  物業所處環境的管理

3  物業的維修、保養及改善

4  關乎物業的財務及資產管理

5  關乎物業的設施管理

6  關乎物業管理所涉的人員的人力資源管理

7  關乎物業管理的法律服務

物業管理界別與公營房屋管理
專業實務委員會公共房屋小組

物業管理界別與公營房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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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發展
在2005年房委會拆售非住宅物業予領匯（現稱領展），加上復
建居屋以及後來的綠置居等計劃後，公營房屋的房屋管理職
系人員的獨特性亦逐漸顯現﹕即是在處理大量涉及大廈公契
的公營房屋或資助房屋的管理及監管工作時，房屋經理亦必
須根據大廈公契以及建築物管理條例處理物業管理相關的事
宜。雖有說純粹依靠大多數在作為房屋事務主任時已完成修
讀各個認可物業管理課程的知識理應足以應付公營房屋的物
業管理要求，然而事實卻不然。在現今極度專業化的物業管
理問題上，如在修畢各物業管理課程後若沒有每年的持續發
展，專業化的步伐自然會裹足不前。這亦是私人物業管理界
別，大部份的經理為何會加入學會及每年均參與持續專業發
展計劃(CPD)，為的是讓自己能追上物業管理行業的高速發展
以及最新的法例要求，以裝備自己及提昇服務質素。

在業界專業化的同時，公營房屋的物業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以
外判形式處理。無疑，外判物業管理服務能為業界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然而有關做法，必須要有足夠的專業人員作出監
管。但學會留意到在公營房屋管理上，近年不論在內部訓練
機會以至人手編配上，均開始出現以外行人士監管內行人士
的情況。學會認為在業界的高速發展下，有關做法實需審慎
檢視。在現今極度專業化的物業管理大環境下，若仍以為物
業管理就只是清潔、保安及維修的說法，那就更顯得與時代
脫節。

另一方面，由於外判物業管理服務的比率持續增加，即使是
現有公營房屋的房屋管理職系人員，能直接參與物業管理的
機會亦逐漸減少。無論在私人物業管理或公營物業管理均具
有一個共通點﹕要有效運用物業管理七個服務類別內的技巧
以 及 協 調 大 廈 維 修、 保 養、 清 潔、 保 安、 財 務、 法 律 等 各
方面的專業人員。要達致一個專業的物業管理水平，是要由
基礎做起，在修畢的物業管理課程的知識根基上，還需要加
上累積多年的實戰經驗，才能在物業管理的專業道路上走出
一片天空。學會留意到，公營房屋的房屋管理職系人員在近
年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中，累積很多寶貴的實戰經驗。雖然
公營房屋的房屋管理職系人員要同時兼顧執行法例以及政府
的政策，但為業戶提供一個專業的物業管理服務，亦同樣重
要。故此，加強房屋管理職系人員的實戰經驗，與業界一同
進步，以維持公營房屋物業管理的持續專業發展，實在是至
為重要。 

看不見的服務，看得到的成果
新冠肺炎的疫情已持續了一段長時間，作為全港最大的業
主，房委會的工作面臨艱鉅挑戰。在防疫及抗疫方面，公營
房屋的房屋管理職系人員採取了積極行動，除加強公共屋邨
的日常清潔及消毒，更成立了專責小組為全港公共屋邨進行
驗渠。為落實地區的強制檢測公告，房屋管理職系人員以及
醫療輔助隊隊員、衞生署、民政事務總署、社會福利署及香
港警務處等部門的相關人員，均獲賦權執行《預防及控制疾病
條例》（第599章）相關規例下的若干職能，包括擔當統籌及執
行相關的檢測及檢疫行動。

簡單舉一個例子，在限聚令下，聚賭問題成為熱話，報章上
亦有提及有關情況。但事實上，很多時即使是警方亦難以蒐
集證據以證明有關人士正在進行賭博行為。然而，有關疑似

聚賭情況又實實在在影響業戶的生活環境。若此情況在公營
房屋範圍內發生，更會引起媒體關注。

警方難以證明聚賭，公眾地方亦沒有限制不能玩牌作樂，這
當然是清潔、保安及維修均解決不到的問題，但業戶對此感
到厭惡又是鐵一般的事實。在限聚令下，還可以限聚為由，
作出跟進工作。但作為專業的物業管理人員，就必須以全方
位及組合式的專業思維，按照物業的實際環境，作出全盤的
思考。曾有一個案，為解決相關疑似聚賭情況，物業管理人
員在研究後決定將相關位置優化為一條不可聚集玩牌的賞花
徑，在解決到問題的同時，亦提升物業的環境及價值。一般
業戶未必看得見物業管理人員的服務過程，但必定會感受到
專業服務所帶來的成果。

由此可見，一個簡單的物業管理個案，已經涉及物業管理監
管條例所述七個服務類別中的其中五個類別，當中包括服務
類別1 （按大廈公契提供服務）、服務類別2 （園景、園藝及保
安服務）、服務類別3 （改善工程）、服務類別4 （物業的財務及
資產管理）以及服務類別6（處理關乎物業管理的人手編排和調
配） ，上述例子亦只是公營房屋管理日常無法量化卻又須有可
持續性發展的遠見、強大執行力及以專業服務為本的實例之
一。

獨特性以及專業性
在專業物業管理服務的層面上，與以上例子相似的個案其實
比比皆是。在管理公營房屋的同時，更要兼顧執行法例以及
制定與執行公營房屋租約事務管理政策等的工作。公營房屋
的房屋管理職系人員除了必須要具備與私人物業管理從業員
一 樣 的 素 質 之 外， 在 處 理 大 廈 公 契、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以 及
公營房屋租約事務管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亦有著與其他專
業職系不一樣的獨特性以及專業性。公營房屋的房屋管理職
系人員從參與收地發展，重建舊區，建築設計，製訂大廈公
契，公屋與資助出售房屋的供應政策，編配政策，驗收新落
成樓宇，道路管制安排及日後的日常的租約事務及物業管理
工作，必須對長遠的房屋發展作出規劃，對大廈公契以及建
築物管理條例的專業知識，以及對物業管理監管條例下的不
同工作範疇，以至房屋條例的授權，租約事務管理政策的制
定與執行及新科技的應用，以全方位、組合式的全盤方法融
會貫通，方能有效應付不同的物業管理問題以及挑戰。 

事實上物業管理涉及多個不同的範疇，房屋經理會按物業的
獨特情況，與屋宇保養、屋宇設備、屋宇結構等不同範疇的
專業人士溝通聯絡，決定採取相應方針及應對方法處理物業
管 理 問 題。 管 理 公 營 房 屋 尤 其 複 雜， 房 屋 經 理 需 兼 顧 法 理
情，更須對市民大眾的需求作出平衡。政府應促進負責管理
公營房屋的專業團隊與業界接軌，與時並進，更新管理、法
律、財務、建築、工程、科技等知識，同時要適時檢討房屋
政策，加強宣傳，善用寶貴的房屋資源。現今公私營企業不
可或缺的數據化，智能化發展，房屋管理職系人員更應擔負
領軍角色，平衡各專業服務類別對創新科技使用需求，為企
業進行大規模結構性的業務重整時提供專業意見，以減少因
技術差距帶來的營收資產，預期增長的落差，增加本身的市
場適應力，從而掌握競爭優勢。學會認為只要政府繼續致力
不斷提升房屋管理服務的效率，在公私營的物業管理的共同
努力下，隨著物業管理監管條例落實後，將可為香港的物業
管理水平推上更高的層次。

物業管理界別與公營房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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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專家證人 -	探討物業管理訴訟個案	( 事件 . 二）
由事情已經白熱化及繼續不斷發酵，層出不窮的疑問及問題慢慢浮現，令專家證人在搜集資料及證
據，有一定難度甚至摸不着頭腦，要為申索人找出真相作出平反，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無論幾
細微的線索，過程中幾多障礙，只要有機會找出事實的真相，都不應該放過，我們就應該為事實真相
而站出來發聲。

作為這件案件中的專家證人，對處理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抱着不停懷疑求真的心態和不停反問自己，要
知道每一件事背後的成因及行為真相，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的，原因是在科學探證的角度下，當發生
事件後的時間拖得越長，現場環境因素會被改變，變得更加模糊和不真實，距離真相的終點就越走越
遠，所以一個有經驗的專家證人，必須要把握最黃金時間找出最接近真相的事實，甚至要同時間競
賽。

相信對每一個用家來說，他們都希望能夠用最少的資源去有效處理他們最多及最迫切的問題，這種想
法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但面對一些複雜而又罕有的案件及事情來說，是需要用較長的時間不斷探索去
分析案情，用不同角度研究，所以要好好利用，因為時間就是專家證人的最好朋友，來扮演着真相背
後的一個重要角色·

今次筆者以專家證人身份，就這件事案件作出合理大膽的假設和主觀的分析，從不同角度去證實牆身
及瓷磚上的裂痕及損毁來源，而作出多方面合理推算及估算樓下裝修而引致樓上的一切損失。由於案
件與其他同類形漏水及滲水個案相比較為複雜及罕見，所以當時對筆者（獨立專家證人身份）來說，
確是一個挑戰。

項目管理 - 專家證人篇
探討物業訴訟個案 ( 事件 . 二）

項目管理 - 專家證人編

編著 : 李德康測量師（Sr Dick Li）
BSc(Hons), MBA, RPS, MHKIS, VBAS Assessors, MRICS, MCICES, FHKICM, 
RCM, MCIOB, AS(RGBC), MHKICW, MHKISA 

學歷背景

建設項目管理學學士、工商管理碩士

專業資格

香港註冊測量師 香港註冊營造師
自願樓宇評審計劃 評審員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英國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 英國特許營造師
獲授權簽署人（一般註冊承建商）
工程監督及建設監理學會（香港）會長（2010-2012）
香港工業安全協會會長（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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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 (事件 . 一 )	
事情發生經過
樓上戶主 A 先生向管理處投訴樓下住戶 B 先生裝
修期間打拆工程而產生劇烈的震盪，令到樓上 A 
先生單位內出現不尋常裂痕，位置包括廁所，廚
房，走廊和房間牆身出現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裂
痕，而 A 先生夫婦亦向樓下多次理論追討責任誰
屬，希望取回一個公道及合理補償，但當時未能
成功。

A 先生經過多番周旋 , 結果無功而回，A 先生為
了取回公道，尋尋覓覓不同的政府部門協助，但
最終未有正面的回覆，兜兜轉轉經區議員的協助
下去小額錢債審裁處起訴樓下單位 B 先生，因
其單位裝修及打拆工程而產生的震盪而令樓上單
位出現不尋常的裂痕，所引致樓上單位廁所，廚
房，走廊，及房間需要部份位置重新裝修及維修
的損失。

當文件去到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助理根據 A
先生的申索理據及申索論點內容不夠充分反映其
實際損失，要求 A 先生要找個專家證人作出一個
獨立報告，深入了解及分析裂痕的起因而造成的
影響作出一份評估，A 先生不知道如何找合適的
專家證人，就像以上的罕有事件作出一份審裁處
接納的報告，因此經區議員轉介找到筆者。

分析現場情況
由於 A 先生是住在樓上單位，要證實震盪的原頭由樓下 B 先生引致是相當
有困難的事，還需要配合很多環境因素及不同材料的特質和行為特徵作為
證供，所以筆者根據現場的爆裂痕跡方向及放射的角度，損毁深度及闊度
和現場環境證供作出一個不偏不倚的專家評估。

現在就由筆者開始講述當日專家證人報告在審裁處上作供的情況，由於每
件案件都是獨立撮寫，所以當每一次站立在法庭的專家證人欄上，筆者有
三件必須要做的事

1 要清楚了解全份報告內容及每一個細節
2 精準的用詞回答每一個審問，因為在回答審裁官的發問時，你專業表現

及精準的回答，是會對你專業的形象及結果有一定的影響
3 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堅定信心回答對方及審裁官的尖銳問題。

如果在上審裁處前，能擁有及充足準備以上三點，不單止會增添勝數，致
勝關鍵，也會令你個人的專業身份有所提升，而令到審裁官對你的報告內
容有肯定的作用。

當日 9:45am 開庭 , 一般早 30 分鐘左右到現場，當法庭助理先邀請原告及
被告進入法庭，而各自陳述各自的理據，約 45 分鐘後，到原告的專家證人
( 筆者 ) 先進場，而被告的專家證人仍然留守在法庭外等候。

筆者在庭上清楚全面及簡潔地將報告內容完整陳述一次，當完成陳述後，
裁判官先發問一些尖銳的及多角度的問題。對筆者來說，這才是整個案件
的精粹，勝負的關鍵在於筆者在庭上如何回答及用什麼方法令對方有所肯
定筆者的看法，所以之前用咗幾多時間，幾努力去做分析，成敗就在於
這 45 分鐘內，大家同意努力係必然的，但一定要用啱方法。其中一個最
重要是用科學角度去分析案件，千萬不要抱着主觀心態及添加感情元素在
內，相信真相會慢慢浮現出來，如何令裁判官接納你的睇法，應该點處理
⋯⋯⋯

我會在下一期講出當日庭內的種種尖銳問題及回答方法同大家分享。 請留
意下一期”專家證人 - 探討物業管理訴訟個案 ( 事件 . 三）”

「待續」

隨筆：

筆者，是希望能夠藉着個案分享，給所有業主及準業主，及立案法團及管
理公司一個借鏡，一件好簡單的裝修工程，會演變成為一件訴訟案件。

項目管理 - 專家證人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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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宇管理相關的反競爭行為
住宅樓宇翻新及維修工程費用往往是業主的一筆龐大開支，因
此，倘若在工程招標過程中存在合謀行為，使合約價錢飆升，
最終會導致業主利益嚴重受損。隨著近年物業維修保養工程的
數量增加，此等工程招標中存在的合謀行為越漸受到社會關注。
因此，本文旨在探討《競爭條例》在樓宇管理的應用，針對地
分析並協助物業管理行業了解與樓宇翻新及維修工程方面相關
的，潛在違反《競爭條例》的合謀行為，例如圍標及聯合投標
在《競爭條例》下的合法性。

2. 競爭條例簡介
2.1 競爭守則及競委會的指引
《競爭條例》（第 619 章）於 2005 年 12 月全面實施，訂明某
些損害競爭的營商手法屬違法行為，旨在透過禁止反競爭行為
以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圍標、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等都是反競
爭行為。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是獨立法定團體，根
據 2012 年 6 月制定的《競爭條例》成立，其職能包括調查可
能違反競爭守則的行為，及執行《競爭條例》的條文，並向競
爭事務審裁處入稟涉及反競爭行為的案件。

《競爭條例》的兩個主要的原則：第一，競爭法是保障競爭過
程而並不是保障個別競爭者（“Protect competition and not 
competitors”）。《競爭條例》旨在維護並促進市場的公平競
爭，藉此推動營商效率與創新，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以更
相宜的價格獲取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第二，競爭法重視行為的
本質而不是行為的統稱（“Substance over form”）。雖然《競
爭條例》定明圍標、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等是反競爭行為，但
個別企業的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條例》，仍視乎每宗個案的具
體事實而定。

2.2 行為守則
《競爭條例》第 6 條制定「第一行為守則」，禁止任何業務實
體訂立或執行反競爭協議或經協調作法，即其目的或效果是妨
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協議。訂定價格、瓜分市場、
控制產量、圍標等行為均可能違反「第一行為守則」。「協議」
的定義廣泛，包括書面或口頭形式的正式及非正式協議，即使
未能證明業務實體之間達成協議，該合作仍會被視為「經協調
做法」。

而《競爭條例》第 21 條制定「第二行為守則」，禁止擁有相當
市場權勢的企業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

2.3 中小企業豁除
第一行為守則不適用於《競爭條例》下界定的中小企業，即若
企業在營業期內的合併營業額不超過 2 億港元，將獲豁除於「第
一行為守則」的適用範圍之外（「中小企業豁除」）。然而，
此豁免不適用於牽涉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協議、做法或決定。 圍

標便屬於《競爭條例》下界定的嚴重反競爭行為。換言之，中
小企業仍不得作出任何圍標行為。

3. 圍標
3.1 什麼是圍標？
《競爭條例》第 2(2) 條定義了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圍標（「嚴
重圍標」），指兩個或以上的業務實體訂立的協議，同意不會
相互競爭投標，而招標人對該協議並不知情。協議內容可以有
多種形式，包括業務實體同意不作出競投或撤回已提交的標書、
輪流充當中標者、故意作出較高的叫價或吸引力較低的條款、
或作出其他減少競爭的安排，例如設定最低叫價或由中標者向
「落敗競投者」發還競投成本作為「補償」等。一般來說，任
何降低投標競爭程度的行為均可構成圍標。

以上在招標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訂立的協議內容均可能符合《競
爭條例》第 2(2) 條中嚴重圍標的定義。然而，要留意的是，其
他非嚴重圍標行為即使不屬於第 2(2) 條所定義的行為，但仍有
可能違反「第一行為守則」。例如，協議方在投標之時或之前
已向招標人透露該協議的存在，則此並不符合第 2(2) 條中定義，
不屬於嚴重圍標。儘管如此，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
《第一行為守則》中界定圍標本質上反競爭，屬於具有損害競
爭的目的、違反第一行為守則的行為。個別操縱投標的協議或
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條例》或第一行為守則，視乎個案的具體
事實及情況而定。

3.2 樓宇維修工程下的圍標行為
圍標可能出現於樓宇維修工程的招標中，參與投標或有意投標
的工程承建商可能在業主或樓宇管理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互相串
謀以減低競爭，企圖以非法圍標行為促使某承建商中標，而「落
敗投標者」會從中獲取利益，例如預設中標者協定於中標後將
某些項目分判予「落敗投標者」。

然而，除了競爭者之間的協定，此等圍標行為更有機會涉及工
程顧問、業主立案法團（「法團」）、物業管理公司甚至三合
會成員，試圖以非法手段操縱有關工程的招標程序或預定招標
結果，使結果有利於某承建商，從而獲取秘密利潤。例如工程
顧問以極低投標價確保中標，並在其統籌的工程招標中，故意
在招標文件中展示他的名字以防止那些知道他過往曾使用不當
手法的承建商投標，並建議法團收取高昂的「行政費」，試圖
阻礙不知情的承建商投標，並協助跟他合謀的工程承建商以高
價標書投得工程。又例如本應以價低者得方式評核標書的情況
下，法團管理委員會成員或工程顧問得知合謀的承建商並非出
價最低的投標者，便建議更改評標的準則，或對出價最低的承
建商作出不利的評價以試圖篩走出價最低的投標者。

去年年底，屯門一幢工業大廈進行大廈維修工程招標，其間
業主立案法團及顧問公司分別收到恐嚇信件、電話威嚇及淋
紅油，企圖以脅迫方式操控投票結果，顧問公司亦被要求更

《競爭條例》在樓宇管理的應用：
打擊大廈維修工程的反競爭行為

陳俊華律師事務所 — 陳俊華律師

競爭條例在樓宇管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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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顧問分析報告。事件涉及三合會成員，承辦商及物業管理
公司高層。

3.3. 圍標與聯合投標
聯合投標是業務實體之間的公開合作、聯名投標；圍標則是指
業務實體之間表面上各自獨立投標、實際上卻互相串通的情況。

圍標本質上反競爭，被視為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聯合投標只
要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而招標方知悉該項安排，一般不會被
視為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競委會將評估該聯合投標的安排對
相關市場的競爭所產生的實際或可能的效果，即該安排會否損
害市場競爭。

聯合投標可能令原本無法獨自投標的公司可以參與競標、或互
補技術和專長，使標書更具競爭力，一般而言，此等聯合投標
的安排不大可能引起反競爭效果，反而可能促進競爭。然而，
若聯合投標的公司導致潛在投標方的數量減少，例如聯合投標
的各方乃大型承建商，可以獨自投標，尤其是當該市場小，潛
在競標方數量有限，此安排便很可能有損害競爭的效果，有機
會違反第一行為守則。

就圍標及聯合投標，競委會採取不同的方式鑑定某行為或安排
是否不當。

就圍標而言，競委會一般視圍標為具有損害競爭目的的行為，
在無須證明有關行為是否具有反競爭的效果，仍可被視作違反
第一行為守則及《競爭條例》。當圍標行為屬於嚴重圍標，競
委會在展開法律程序之前毋需先行給予警告。

就聯合投標而言，競委會則會評估該安排對競爭所造成的實際
或可能效果，例如在市場中一個或多個競爭元素構成負面影響，
包括：（一）價格；（二）產量； （三）產品品質； （四）產
品種類 或（五）創新性。

4. 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
瓜分市場是指競爭對手之間協定分配顧客、產品、服務範圍或
地域，例如同意不會互相爭奪彼此的顧客或同意拓展業務至競
爭對手的市場。

合謀定價是指競爭對手之間聯合制定價錢、折扣及價格範圍，
或同意以某一方程式計算價格、邊際利潤或價格因素，例如折
扣、回贈或推廣條款。

安達邨裝修承辧商涉嫌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當時住戶向承辦
商查詢裝修事宜，只有一間承辦商願意接洽工程，其他均拒絕
報價，並「轉介」住戶到某特定承辧商，而該指定的承辦商報
價比市價貴三成。經調查後，發現承辦商之間合謀協議編配顧
客，只會主動招攬或承接獲編配住戶的裝修工程，而它們所推
出的「裝修套餐」價錢幾乎完全相同。承辧商最終於 2019 年
因從事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行為被裁定違反《競爭條例》。

5. 反競爭行為帶來的後果
招標的目的促進各承建商之間的公平競爭，使業主能以最相宜
的價格，獲得最優質的服務。然而，反競爭行為，例如圍標，
競標者試圖以合謀的方式非法干擾招標程序，損害市場競爭，
並削弱了競爭市場帶給業主的益處。

反競爭行為不僅限制了業主對的承建商於選擇，更會導致工程
服務的價格飆升、質素下降。此等行為嚴重剝削了業主及租客
的利益（在高昂的樓宇翻新及維修費用中，通常有一部分會轉
嫁予租客）。由於業主大多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援，無
法評估工程價格的合理性，難以察覺圍標，因而往往被迫為樓
宇保養維修工程支付高昂的費用。

因此，作為專業的物業管理人員，預防及儘早識別一切損害競
爭的行為至為重要。

6. 如何識別反競爭行為
6.1 圍標
雖然圍標難以識別，但標書呈現的可疑跡象有助及早發現圍標。
仔細比對標書或可疑文件，有機會發現投標文件由某一投標者
提供、或由投標者共同準備。例如不同的標書上使用相同而不
常用的字眼、相同的格式、出現相同的筆跡或同樣的錯誤，例
如拼寫錯誤或運算錯誤、標書中包含的資料明顯比需要或預期
的少。過去不少涉及反競爭行為的案例中，均是靠標書上的可
疑跡象洞悉不法商人的反競爭行為。

競委會於 2017 年首度引用《競爭條例》入稟競爭事務審裁處
的女青年會圍標案，當時女青年會發現不同公司提交的標書均
有同樣的英文文法錯處和遺漏，而且標書的格式異常相似，因
而向競委會舉報，使競標者之間協議損害競爭的合謀行為得以
揭發。最終 5 間被控公司中，4 間被裁定違反《競爭條例》。
而在海麗邨外判清潔案中，兩間公司標書的部分項目定價缺乏
合理原因地相同或相近，亦出現相同錯處，由此發現其有圍標
或合謀定價的嫌疑。

此外，一些可疑的投標或中標模式及行為亦有助識別圍標。假
如某些投標模式或行為與競爭市場不一致，則可能是圍標的警
示。例如出價最低的總是同一投標者、投標者無故突然撤回標
書、個別投標者總是投得某特定類型的合約、投標者輪流中標、
中標者屢次將投得的合約分判予落敗的投標者、預期會參與投
標的一些慣常投標者並無入標，但卻繼續競投其他項目等。

再者，查看投標價格亦有助發現共同協商議價的模式，從而識
別圍標。例如，在成本未見顯著上升的情況下，大多數投標者
突然以同樣的加幅提升價格、得標價格和落標價格有顯著差距、
不同標書所報的總價或分項報價相同、投標者在某些招標項目
的報價相對較高，但在其他類似項目的報價卻相對較低等。

其他可以行為包括：某投標者知悉競爭對手的定價或標書內容、
不同的投標者在解釋價格上漲的原因時使用相同的術語、投標
者表示定價參考「業界建議價格」或「標準市場價格」、沒有
能力承攬契約的承建商也參與投標、不同投標者均向業主立案
法團、管理公司或工程顧問諮詢類似的問題、提出類似的要求，
或索取類似的資料。

6.2 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
以下可疑跡象有助鑑別是否存在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的協議，
例如某些本應在市場互相競爭的商戶拒絕向顧客提供服務、將
顧客轉介予競爭對手、表示某顧客或服務範圍「屬於」某競爭
對手的。安達邨案中，10 間承辦商使用同一宣傳單張，上面載
有內容劃一的裝修套餐，套餐價格亦類同，並高出市價。這些
均是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的可疑跡象。

競爭條例在樓宇管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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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減低圍標風險
7.1 防止圍標的措施
物業管理人員及法團應主動加深對市場的了解，關注近期可能
影響競爭的業界行為或趨勢，可以與近期有就相似服務招標的
其他樓宇管理人員進行溝通，以提高對市場及其參與者的認識。
亦應蒐集與價格資料相關的資訊，例如最近物價變化的資訊，
如建築材料、人工成本有否上漲、瞭解附近市場的價格、過往
招標的價格以及可作替代的服務及其價格。亦可選擇有信譽的
獨立顧問，對價格或成本進行估價，但應避免向潛在投標者披
露顧問的身份，並確保顧問已經簽署保密協議，以及就招標申
報利益。有關顧問合約誠信條款可參考廉政公署發出的《樓宇
管理實務指南》所載的範本。

7.2 制定有效的招標程序
制定有效的招標程序能減低圍標風險。建議盡量採用公開招標
的形式，例如在報章刊登廣告，並降低投標成本，使更多承建
商能夠參與競投，增加投標競爭性及減低圍標風險。例如降低
投標資格、避免不必要的資格限制以導致合資格的投標者數目
減少。除此之外，亦應避免舉辦招標簡介會，以保密潛在投標
者的身分，減低投標者的溝通。亦應避免合約條款的可預測性，
因一成不變的採購計畫和購銷數量容易促使圍標的形成，可以
考慮合併或分拆合約使得招標的時間及規模各不相同。亦可在
招標要求中說明允許投標者以性能或要求類似的產品作為替代
品，或選擇其他供應來源。另外，亦可要求投標者提交工程項
目的標價細分表，以協助評核工程費用是否合理。再者，評選
準則不但影響招標過程中的競爭程度，更影響投標者在未來招
標的投標意欲。審慎設定評選準則可以鼓勵創新和減少成本的
措施，同時促進價格競爭。盡可能實施匿名制度以避免偏袒現
任合作者或優待某類型的承建商。最後，可以在招標文件中加
入誠信和反圍標條款，要求承建商申報利益衝突，可參考廉政
公署發出的《樓宇管理實務指南》所載的誠信和反圍標條款範
本。

7.3 評核標書
為避免評標小組的成員以不當手法偏袒與其合謀的承建商，例
如對其他投標者（尤其是出價低的承建商）作出失實評論、
在評標過程中建議更改評標的準則以企圖篩走出價最低的投標
者，或提議與非最低標價的投標者議價，讓該投標者於評標後
修訂標價等，應要求小組的所有成員申報他們與投標者的關係，
是否存在任何利益衝突，亦應該預先擬訂好評標準則，在招標
文件中公開，避免於開標後更改準則。假如最終未有根據，須
有合理的原因，並將原因及如有證明資料、客觀證據等詳情紀
錄在案。

7.4 邀標的合法性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第 344 章 ） 第 20A(2) 條 訂 明 特 定 的
招標程序。根據此條款，若所採購的貨品或服務的價值超過
200,000 元，或法團每年預算的 20% ( 兩者以其較小者為準 )， 
須以招標方式取得。換言之，超過該價值的工程，須以招標方
式聘用工程顧問及承辦商。 

一般而言，法團須以公開和公平的方式進行招標工作，可以選
擇進行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邀標」），即預先制訂招標
名單，只向這些工程顧問或承建商招標。若進行選擇性招標，
亦必須遵守《建築物管理條例》及《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

購工作守則》（《守則》）的規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20A 條的規定了邀請遞交的標書最少的數目：就採購價值超過
10,000 元但不超過 200,000 元的供應品、貨品或服務的合約而
言，最少須邀請遞交三份標書；就採購價值超過 200,000 元的
供應品、貨品或服務的合約而言，最少須邀請遞交五份標書。 

《守則》指出法團不可為了避免遵從《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20A 條的規定，而把一份價值本應較高的採購合約，分拆出另
一份採購合約。雖然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4 條，如任何
人不遵守《守則》亦不會遭受任何刑事檢控。然而，此等行為
有可能會在任何法律程序（民事或刑事）中成為證據。因此，
各法團都應致力遵守上述政府指引。 

此外，採用邀標方式進行招標工作時，應避免依靠個別人士的
建議制定招標名單，例如工程顧問、某承建商或某一位法團成
員。在制定招標名單時，可成立一個由業主代表、法團成員和
物業管理公司代表組成的招標小組。招標小組於制訂名單時，
可參考由不同政府部門或專業團體編製的名單，或其他已作大
廈維修項目的法團請教。進行工程顧問招標工作時，應避免邀
請承建商推薦的顧問，尤其當該承建商是工程的潛在投標者，
以減低圍標風險。

8.	懷疑有反競爭行為時應怎樣做？
懷疑有反競爭行為時，應該盡量保留所有證據，包括與投標有
關的所有文件、往來信函、信封等，並對所有的可疑行為和說
法進行詳細記錄，包括日期、時間、參與者、具體的事件經過
及你與參與者或其他相關人士（例如工程顧問）的談話內容等。

其後可向競委會作出查詢或投訴，形式包括直接向競委會提交、
以匿名方式、或透過中間人（例如法律顧問）作出。切勿向涉
嫌反競爭的參與者透露或公開表示你向競委會作出投訴，以免
增加其後調查的難度。

9. 總結
大廈維修工程範疇複雜，並涉及龐大費用，不法分子的反競爭
行為不僅使業主利益受損，更削弱整體市場的競爭，嚴重損害
香港經濟。物業管理服務作為專業管理樓宇的行業，應嘗試營
造免受干預的公平投標環境，以減低可能出現的反競爭行為，
並應提升警覺，識別隱藏的反競爭行為。各物業管理人員可積
極參與競委會舉辦的倡導及教育工作，提升對《競爭條例》的
認識，亦可在需要時向專業人士如律師等尋求協助。

競爭條例在樓宇管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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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ory Requirements
Managers are well aware that Section 20A and Schedule 
of  the  Bu i ld ing Management  Ord inance (Cap.  344) 
(“BMO”) regulates the procurement of such services as lift 
maintenance, cleaning and security services for multi-storey 
buildings:-

S.20A - Supplies, goods and services

(1) The procurement of all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required by a corporation in the exercise of its powe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ts duties under the deed of mutual 
covenant (if any) or this Ordinance shall comply with such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as may be specified in a Code of 
Practice relating to such procurement.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2A), any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the value of which exceeds or is 
likely to exceed-

(a) the sum of $200,000 or such other sum in substitution 
therefor as the Authority may specify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or

(b) a sum which is equivalent to 20% of the annual 
budget of the corporation or such other percentage in 
substitution therefor as the Authority may specify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whichever is the lesser, shall be 
procured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2A) Subsection (2) does not apply to any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but for this subsection would be required 
to be procured by a corporation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referred to in this subsection as “relevant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if-

(a) the relevant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are of the 
same type as any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for 
the time being supplied to the corporation by a supplier; 
and

(b) the corporation decides by a resolution of the owners 
passed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rporation that the 
relevant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shall be procured 
from that supplier 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specified in the resolution, instead of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2B) Where any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are required under 
subsection (2)(b) to be procured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whether a tender submitted for the purpose is accepted or 
not shall be decided by a resolution of the owners passed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rporation.

Paragraph 5 of Schedule 7 - Contracts entered into by 
manager

(1) Subject to subparagraphs (2) and (3), the manager shall 
not enter into any contract for the procurement of any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the value of which exceeds or is 
likely to exceed the sum of $200,000 or such other sum in 
substitution therefor as the Authority may specify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unless -

(a) the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are procured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and

(b) the procurement complies with the Code of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section 20A(1).

(2) Subject to subparagraph (3), the manager shall not enter 
into any contract for the procurement of any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the value of which exceeds or is likely to exceed 
a sum which is equivalent to 20% of the annual budget 
or such other percentage in substitution therefor as the 
Authority may specify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unless -

(a) if there is a corporation—

(i) the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are procured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 i i )  the procurement complies with the Code of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section 20A(1); and

(iii) whether a tender submitted for the purpose 
is accepted or not is decided by a resolution of 
the owners passed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with the 
successful tenderer; or

(b) if there is no corporation -
(i) the supplies, goods or services are procured by 
invitation to tender;
( i i )  the procurement complies with the Code of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section 20A(1); and
(iii) whether a tender submitted for the purpose is 
accepted or not is decided by a resolution of the 
owners passed at a meeting of owners convened and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ed of mutual 
covenant, and th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with the 
successful tenderer.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goods and
service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Chan Ka Lok
Solicitor to Messrs. Chung & Kwan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goods	and	serve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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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rt from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Cap.344): Code of Practice on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ode of 
Practice on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Safety” issu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nd Youth Affairs pursuant to section 44 
of the BMO lays down guidelines o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endering and procurement procedure for building(s) that are 
governed by the ordinance. 

Challenges Posed b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Measures

The meeting and resolution requirements do not pose any 
difficulty in ordinary times.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 (Cap. 599) and the subsidiary regulations, namely 
Business and Premises Regulation (Cap. 599F); Prohibition 
on Group Gathering under (Cap. 599G); Wearing of Mask 
Regulation (Cap.599I) and Vaccine Pass Regulation (Cap.55L) 
with a view to combating the COVID-19 has given rise to 
doubts and problems on whether owners’ meetings can be 
organised and how they are to be organised. 

The difficulty situation was most prominent when the 
Government revised the regulation prohibit ing mult i-
household gatherings at private premises involving more 
than two households since February 2022 until late April 
2022. In effect, social gathering at both public place and 
private premises involving more than 2 people / 2 households 
were banned. Such tightening of gathering measure virtually 
ruled out the viability of holding any owners’ meeting. 

If  it  is impractical to hold owners’ meeting, how can 
managers comply with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on the 
procurement of new service contracts when current service 
contracts are due to exp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managers 
have the duties to comply all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up to the managers to make a judgment as to which 
piece of legislation prevails.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side, 
the managers should also address the practical concerns 
of owners’ incorporation and owners, i.e. the health risk 
posed by the holding of meetings, especially when the 
venue is small and unable to accommodate a large number 
of owners. In a recent case 劉紹邦及其他人訴伍長球 (LDBM 
118/2021 & LDBM 207/2021), the chairman decided to call 
off the owners’ meeting as the venue exceeded the allowed 
capacity. The Lands Tribunal ruled, inter alia, para 138  “ 但
從本席上文的分析，今次會議流會，並非有其他意圖或惡意
的安排。因疫情而延誤業主大會，雖然並不值得鼓勵，但亦
不顯得第一答辯人或其他管委會委員不盡責任。..........”

To address the problem, managers may consider extending 
/ renewing the existing services / contracts with the current 
service providers for a shorter period of time at such budget 
that the contract sum / total cost shall not exceed 20% of 
the annual budget so that the services to be provided to 

the building could be continued for the time being in order 
to enable the re-arranging of another owners’ meeting 
at the soonest practicable timing. Such extension ensures 
that essential services for the building will not be disrupte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give time for the arrangement of 
holding owners’ meeting. Having said that, observance of 
the requirements under section 20A(2) and subparagraph 1 
of Paragraph 5 of Schedule 7 regarding invitation to tender 
and procurement to be complied with Code of Practice on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ode 
of Practice on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Safety” is still 
required.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at short term extension should only be 
regarded as a temporary measure and the extension should 
not be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and for repeated times. The 
resolution requirement should still be complied with.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liaise with the owners’ incorporation or 
the owners’ committee to arrange for the holding of owners’ 
meeting as soon as practicable for the passing of the 
necessary resolutions. Notices should be posted or distributed 
to update owners of the situation, drawing to their attention 
the proposed date of owners’ meeting. Such steps will 
alleviate the risk of any owner challenging the contract not 
being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avoid criticism against the managers not properly discharging 
their duties.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goods	and	serve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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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官方Facebook, LinkedIn和Instagram已全部開通！

只要追蹤我們其中兩個社交平台，便可在相應CPD年度獲得個人發展類別
下的1個CPD單元。

為方便本會記錄，請寫下您到訪我們兩/三個社交平台頁面的日期，並以書
面形式描述每個社交平台上至少一篇帖文，電郵至info@housing.org.hk 
作核實用途。

CPD單元會每年發放，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保留隨時修改條例之權利，並會
及時通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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