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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致辭

常言道「安居樂業」，理想的生活環境不僅依靠優質的樓房建築，妥善的管理同樣是關鍵一環，

而物業管理在其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新一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鄭玉琴對物管行業的前景充

滿信心：「有人指物業管理是朝陽行業，這點我十分認同。本港的樓宇落成量逐年增加，而樓宇

落成後，未來的數十年都需要管理，因此物管會是一項長久而穩定的工作。」

鄭玉琴 女士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

在2022年施政報告提及要締造居住環境的「幸 

福感」，物業管理的工作正正是從「質」方面

入手，讓居住環境更為優質。香港房屋經理學

會會長鄭玉琴認為，這是香港作為宜居城市的

的重要一環。「香港具備許多成為宜居城市的

條件，例如完善的交通網絡、方便的生活配套 

及社會文化共融等等。然而，香港狹小的居住

空間及不少舊式樓宇因缺乏合適的管理和維修，

令到住戶感覺不舒適，甚至不安全。」要改善

情況，公眾的認知及認同對物業管理行業的重

要性故然重要，但行內從業員亦可擔當更主動

的角色。

「專業物業管理人員在建築項目規劃時期已經

參與其中，以使用者及管理者的角度就日常的

使用、維修保養、環保綠化、保安及日常管理

各方面，多角度提供意見，這有助樓宇在落成

的時候所需要修改及修正的工程項目減至最低，

減少浪費資源，為樓宇的擁有人帶來最大的效

益，而使用者亦得到最佳的使用感。」她表示，

學會已去信特首就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意見，

並期待得到正面的回應。

全球近年經歷疫情及經濟下調的情況，但對物

業管理行業來說，反而是危中有機，特別在疫

情下更凸顯出優質物管服務對保障居住環境衞

生與安全的重要性。鄭玉琴會長分享道，「在行

內工作30年，我見證行業正在高速地發展，那

怕是在97年金融風暴或沙士時期經濟低潮的環

境下，物管行業仍然能夠堅守本心，踏實前行，

受到的影響較少。近年疫情下各行業均受到很

大打擊，全世界的經濟均出現衰退跡象，但本

港的樓宇落成量仍逐年增加。有別於建築行業，

在樓宇落成後未來的數十年仍需要人去管理，

可見物管是一項長久而穩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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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致辭

8

回想最初加入物管行業，鄭玉琴會長分享稱，

兒時居於公共屋邨的她，已對「區長」即房屋

事務主任十分尊敬，「當時每個月頭我爸爸都

個好緊張，為『區長』來收租做準備，那時我

覺得『區長』的地位真的好高呀！」後來，當

她在1991年被香港房屋協會取錄成為房屋事務

主任，正式開展她的物業管理生涯，認識到「

區長」的責任殊不簡單。

期後，她於一間有大型地產發展商背景的物管

公司工作逾10年，現時在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

限公司任職董事及總經理。她寄語未來有意入

行的朋友：「物業管理是一個充滿新鮮感及發

展機會的職業，十分適合一些不喜歡刻板工作

的人。工作上需要接觸許多不同類別的人，故

此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心思細密會十分有幫

助；另要具備同理心才能有效去理解客人的期

望和想法。」她鼓勵業界同工透過參加適當的

培訓課程和實際工作學習，以獲取良好的發展

機會。「當然，要晉升至管理階層，個人必須

不斷增值及修讀專業課程以擴展思維領域。」

她指出，香港的房屋密度在世界上數一數二，

因此房屋管理的挑戰相對也較高。面對社會對

業界從業員的要求不斷提升，香港房屋經理學

會早著先機，已成為首批獲物業管理業監管

局（物監局）認可的專業團體之一。「在研究

立法階段時，學會已十分積極與民政事務總署

交流，支持設立發牌制度，當然目的是透過

發牌去提升行業從業員的專業性及作出一些規

範。最近我和學會一些理事拜訪了物監局，

重申學會十分重視持續提升行業從業員的專業

性，並樂意就物監局不時發出的工作指引提供 

意見。」

在新常態下的物管工作，不單要加強科技的應

用，亦要應對人口老化的趨勢對前線員工流動

性及薪金成本的影響。她透露未來學會會在持

續專業進修的內容上，加入更多由專家分享有

關科技應用的經驗和案例，增加會員相關的知

識。另外，亦會加強與內地的交流工作：「近

年中國的房屋建設十分蓬勃，各大城市紛紛出

現設計新穎的摩天大樓及各式住宅小區，大量

應用環保及智能化管理，我們相信當中有許多

值得學習與交流的地方。我們期待通關後加強

與國內物管機關的互動，透過參觀及研討去深

化雙方的協作。」

此外，學會對改善本港「三無大廈」問題亦會 

採取更積極的策略。「在2010年土瓜灣塌樓的

不幸事件發生後，學會與民政處合作，協助三

無大廈業主籌組業主立案法團及安排大廈維

修。今年我們將會與市建局合作，試行『聯

廈聯管』理念，鼓勵及推動未有成立法團的樓

宇，盡早成立法團，並與其他已有法團的單幢

舊式樓宇組成小區，共同聘用物業管理公司實

行『聯合式』管理。」

她續稱，於過去多年，學會一直提倡由專業房

屋經理協助小區業主處理樓宇老化、舊樓和單

幢樓管理不善問題的建議，並認為將同區鄰

近多幢「三無大廈」或單幢舊樓統合安排，交

由一間物管公司負責保安、清潔、維修等基本

管理事宜，令資源更靈活運用，相關開支亦可

由參與「聯廈聯管」的業主一同分擔。「這將

是最實際、最具經濟效益且能夠符合各持份者

期望的對策，以期改善舊式大廈住戶的居住環

境、樓宇安全與衞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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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撰文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接受專訪

常說「安居樂業」，讓人們「安居」絕對是

整個社會都在思考的課題——透過住屋來提

升香港市民的幸福感，是推動城市的動力。

今年，本會有幸邀得新任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接受專訪，分享她對於香港市民未來住屋環

境的期盼與期許——她深信，一切都要回到

「以人為本」的理念。「一直以來的訓練都

告訴我們，做樓宇設計，不單單是按自己希

望有多偉大與漂亮，而是必須要思考到，人

們住了進去，使用者需要什麼？想要什麼？

以人為本的角度不可或缺。」

剛剛加入政府肩負房屋局局長重任的何永賢，本身

是建築師出身。多年來的經驗讓她對於人們的生活

與住屋環境，有很深刻的思考。「讓市民住得幸福是

我很喜歡的題目。建築師一直在想如何建樓，建築

設計都是由硬件開始，如空間美感、線條、色彩等

等。而當設計成熟時便開始想，人們會如何使用那

空間？人們想要個怎樣的地方？會做些什麼活動？

漸漸便會思考『人』的角度。」

她認為，要為廣大市民建屋，意義不僅是興建公共

屋邨，更是築起他們的「家」——「家」的組成概

念，由一家幾口的居所開始，然後這個「家」會擴

闊至同層的左鄰右里；時間久了，開始與同座數的

鄰居相熟，繼而同邨的、不同座數的街坊們會形成

社區，成為更廣義的「家人」。建立這種連結的關

鍵，就是屋邨內的公共空間。

「當我們細心留意居民的日常出入，其實有許多

是空間的延伸。」她認為，空間可造就人際交

往，如家居內的飯廳、樓層裡與鄰居一起等電

梯的大堂，以至屋邨內孩子的遊樂場等。在這

些公共空間，讓左鄰右里見面、閒談、交換日常

生活的資訊，這些對人類群居的幸福感十分關

鍵。「孩子們在遊樂場玩耍時，媽媽們坐在一旁

談天，聊聊孩子讀書問題、如何弄便宜簡單又

好味的餸菜。這些社交生活會承托居住環境。」 

這些社交空間如何設計？何局長認為是觀察人

的需要。「如果遊樂場旁邊沒有椅子可坐、或者

椅子位置太曬，已經不能聚腳。最好可以讓媽

媽很舒服的，眼角瞄到孩子在玩，自己又可以

與別人閒談。」

她認為要以人為本，應先要觀察人的需要，然

後以硬件配置去配合人的行為。有了設施，如

何應用的「軟件」安排亦是關鍵，如開放時間、

清潔、安全、租用方法、查詢渠道等等，一概

都要仔細計劃。重視人性化、生活感的彈性安

排，也可與民同樂。「如中秋節除了勸喻不可煲

蠟外，可否加設掛燈籠的裝置、擺放可以拍照

「打卡」的裝飾？只要部署、規劃得好，一些開

心的時刻其實是可以營造、規劃出來的。」

由 人的需要  出發的硬件配套

突破一貫屋邨管理的思維，加入更多人情味及

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居民，正是何局長心裡的願

景。「如知道有些住戶是長者、獨居或殘疾人 

士，巡樓時是否可以特意敲敲門、打個招呼『今 

日點呀？』，多加留意需要照顧的某幾戶。」她

認為不妨多引入慈善團體或社福機構去攜手推

行人性化的服務。「社福機構或有社福背景的人

士對服務人群的工作饒富經驗，能更專業去處

理居民需要，房屋經理可以聘請他們協助。每

個屋邨都有獨特的需要，如東涌有少數族裔居

民，翻譯的支援、對其節日習慣與忌諱的認識

已大為不同。」互相補足、相輔相承，可提供

更全面的服務。

人情味
可以再濃一點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12 13

要在繁重的日常管理工作上做得更細心體貼，

需要投放時間。何局長認為，設施管理團隊引

入科技既可省時亦有利於加強服務，是未來的

趨勢。「這方面也依賴學會以你們的經驗，為

業界引進最有效、本少利大、易用的新科技，

並培訓前線同事應用這些工具與發明。」她續

稱，未來房委會亦可與學會加強溝通，於新建

樓宇時預先為引進新科技而作出WiFi配置或加

裝電插蘇等配套。「消毒機械人需要用電，插

蘇位置安排如何？垃圾房可引進殺菌裝置，但

需要安裝架子來掛物，這些加裝設施在新興建

樓宇時安裝會容易得多。」

技術開發亦不可或缺。「香港的屋邨設計很獨

特，哪些新科技能切合高密度、高層屋邨的環

境？我很鼓勵學會多與香港的科研機構如科學

園、生產力促進局等，以至與著重應用科學的

大學如理大或科大等合作研發。」她深信，前

線物管同事在日常工作上面對的難題，正正為

科研提供觸發點，「Practitioners與科學家這兩

個團隊是perfect match。我亦希望可以做到聯

絡人，連結不同的團隊發揮化學作用，並從中

培養本地的初創。我相信，有這個氛圍讓初創

成長，是香港未來的發展新路向。」

科技  之必須

名人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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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撰文

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前主席 
謝偉銓 
香港高度城市化的特質，以至

近年疫情變化，令近年物業管

理行業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

香港的物業管理行業在亞洲區

一直擔當著先驅的角色。隨著

發牌制度的推行，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前主席謝偉銓深信，本

地物管業界會朝著專業化、規

範化的方向發展，整體質素提

升及更加物超所值，將會是未

來的發展方向。

近年對本地物業管理界別最大的議題，莫過於將於2023年8月1日起生效的《物業管理服務條

例》為業界引入發牌制度，為有公契物業提供多於一個類別的訂明物管服務的物管公司，以及

在有關物管公司就提供物管服務指定擔任監督或管理角色的物管從業員，必須持有有效物管牌

照，才能合法提供服務。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前主席謝偉銓指出，發牌制度對物業管理行業的未

來發展事關重大。

「通過發牌制度，社會對物管業認識更多。現時

社會對物管的要求與日俱增，物業的複雜性亦

提高不少。尤其疫情令大家認識到物管的重要

性與價值。在疫情下，維修保養管理不善的樓

宇，往往會出現衞生問題。」究竟怎樣的物業

管理才是應有的既定水準？他認為發牌制度正

正可以讓從業員與物管公司了解其標準。現時

監管局已發出14份操守守則及相關良好作業指

南，為業界提供指引給從業員去跟隨，這對標

準化會有基礎。

他續稱，這些指引對公眾亦有幫助：「未來這可

讓市民分辨好與不好的服務，提高透明度亦令

選擇上容易得多，投訴有門。整個發牌制度我

認為是多贏的。」

現時業界已有九千多名從業員成功領有牌照；

三千多人領有臨時牌照；近三千人修讀課程後

可領取正式牌照，反映業界正面的回應。「我 

知道有些從業員七十歲都去讀書、領牌，他們

本身的經驗無可置疑，他們持續進修，令我感

受到活到老學到老。」

14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16 17

與此同時，謝偉銓亦指出，香港的物管業正

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香港的物管在亞洲

區一直走得較前。香港城市化而高度密集，意

味著有更多共享的公共設施與地方。自然地，

我們所提供的服務亦會更為複雜。我認為這客

觀環境令香港的物管能達到一定的水平。」他

表示，以往內地與新加坡都會來港向物管業界

取經，反映本地物管行業亞洲區的地位數一數

二。除水準提升外，他認為未來物管業界亦應

重視擴闊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地域範圍及服務

範圍，例如把握融入大灣區的機遇。

質素提升之餘，近年用家對於物管的收費水平

亦相當關注。謝偉銓指出，要令公眾知道物管

是「物超所值」相當重要，「未來需要在這方面

做好多工作。」他表示，現時本地的物業複雜性

愈來愈高，如住宅都有會所、疫情的特別安排

等，這些通通都可增加成本。「在哪方面可彌補

成本上漲而不用加價、甚至可增加盈餘，我相

信是未來的方向。業界要令用家覺得管理費的

付出是很合理的。」而善用科技有助成本降低及

應對社會對環保意識的要求，物管公司未來亦

需培養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的意識。

「我希望不論現時的從業員與未來希望入行的人

士，他們都要擴闊眼光與心胸。物業不僅指向

樓宇，城市亦需要管理。如疫情時的隔離措施

亦是一種管理。」他期望，業界對此行業的眼

光，應由建築物的「保安」，擴闊至城市管理：

「一起推動，令更多人覺得此行業是向上的，也

讓年青人看到這行業是向上流的機遇。」

談到未來五年的發展，謝偉銓認為業界充滿機

遇：「我期望隨著發牌專業化可解決良莠不齊

的問題，淘汰不合水平的公司；大家要往前走，

爭取優質服務作為競爭的先決條件。另外是如

何與大灣區在專業服務方面交流，確立專業後

互認，從而在制度上探討可否融入，走出一套

利便各地的制度。而令消費者，如住客與租客

都感覺到物管服務稱心及對他們有所幫助亦很

重要。我期望未來可往前走，整個行業再創新

的里程碑。」

名人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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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副教授及高级學術顧問 
鄺子文博士

培育物管專才

提升獅子山下居住

幸 福 感

一直致力在人才培育層面，提升香港樓宇管理

素質的鄺子文博士，多年來見證著獅子山下房

屋管理日趨多元化及專業化之歷程，這位作育

過不少業界英才的翹楚回顧，隨著70、80年

代香港經濟起飛，房地產逐漸躋身本地核心行

業，物管角色亦顯得日益重要；他形容，一眾

物管從業員，就好比中國古代包攬宮廷內部大

小事務的「大內總管」，透過多方面的專業知

識與技能，不僅讓住戶得以安居，並有助提升

整體社區的生活幸福感。

受惠於本港經濟起飛，地產市場於上世紀7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

鄺子文博士憶述，當時一個又一個類似美孚新邨的綜合發展區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CDA）相繼落成，業戶對

專業樓宇管理之需求，亦因而不斷上升。

「至80年代初，香港首個專為住客而設的會所，於愉景灣啟用

後，其他私人發展商亦陸續仿傚，在往後10年，住客會所、綠

化園林幾乎都成為了高水平物業之指定配套，樓宇的公共空間，

亦不僅限於地下大堂、走廊、樓梯、電梯等範圍，其所涉的內

容與功能性，跟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語，這轉變令私人物業管理

更灸手可熱，需求與日俱增。」他回望本地物管發展在80、90

年代的一段重要里程。

踏入90年代中期，原已需求甚殷的私人物管服務，因政府一項

決策，更加受到追捧。話說當時公營房屋單位的數量，日漸龐

大，房屋署在人力資源及各種政策考慮之下，為保證管理服務

素質，決定將部分物管工作，外判私人物業管理服務公司承辦。

「新轉變不單止對行業發展有影響，並帶動相關培訓課程同步改

變。」鄺博士解釋：「因院校最初提供培訓課程之一大目的，

是讓房署考核職員升遷資格時，有多一項指標作為參考，所以

課程內容大多偏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及社會金融，主要從社

會福祉角度，製訂課程綱領，但當公屋物管工作外判後，培訓

重心便有需要從政府政策研究，轉移至以服務為本的物管行業

核心。」

為了讓教學內容有適切改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當時需要一個熟悉人文地理、本地房屋事務及政策的

專人，協助統籌課程內容。最後，在鄺博士協力下，有志於在行

內開展職涯的學員，不單止兼收並蓄了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一

屆又一屆的畢業生，學以致用，合力為這個亞洲國際都會，戴上

「宜居城市」光環。

香港經濟與私人物管同步起飛見證

名人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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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的宜居性，往往與它的經濟活力成正比，然而，

伴隨著繁華經濟而來的高密度人口結構、城市發展的居住

密度不斷上升等問題，卻會令人對「宜居」的感覺大打折

扣。鄺博士也認同，如從居住空間比例來點評香港是否屬

於一個宜居城市，相對較細的居住空間確實會予人不少壓

迫感，不過，若著眼於生活舒適度，香港則絕對宜居宜業。

「現時環顧我們各大型屋苑的生活環境及設施，可謂一應俱

全，既有私人住客會所，毗連就是購物中心，還有大片綠

化空間，無論配套及管理水準，也令人有置身星級度假酒

店的感覺，背後功臣，正是一個專業的物業管理。」他稱：

「自從興建大型私人屋苑於70、80年代開始蔚然成風，物

管規劃亦已由『家』延伸至『社區』，至今一些既多元化

又具前瞻性的附加服務，例如，在屋苑停車場安裝電動車

充電設施、減排節能、設置魚菜共生系統等，觸及的都是

社區範疇，而不單止是日常的公共空間管理。」

管理已由「家」延伸至周邊社區樓宇
展望將來，鄺博士認為，業界如想再進一步改

善香港物管的專業水平，有兩大關鍵，從業員

宜多加留意。首先，大家必須設身處地，從住

戶甚至整個社區視角出發，了解他們所想。「隨 

著物管涉獵的範疇愈來愈廣，影響的已不獨是

住戶，與周邊社區以至整個城市也有著關連，

所以，維持穩定的專業性，相當要緊，當中包

括了解客戶及社群所需，按照《建築物管理條

例》、《大廈公契》，用心去做。」他提示，專

業物業管理還應放眼將來，不要待問題發生後，

才趕著亡羊補牢。「未雨綢繆，是從事物管應有

的思維。」他稱：「例如面對今次疫情，如何

加強樓宇衞生，保障業戶的居住安全，是一件

不能滯後的事情。故此，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十分重要。」

至於另一有效提升物管專業水平之要素，鄺博

士直指：非進修莫屬。「所謂學海無涯，尤其

物管這一行，從業員的專才就是通才，他們不

僅需通曉《建築物管理條例》、《大廈公契》的

法例內容，對於如何保養屋宇，亦要有所認識，

另外，人事管理、怎樣與人溝通的軟技能，也

需拿捏得宜，才可做出應有成績；所以我不時

在課堂跟學生打趣說：專業的物管從業員就如

中國古代皇宮的『大內總管』，需掌握多方面專

業知識，才可將有水準的服務，帶給大家，當

中的重中之重，是不停步地進修，不斷學習。」

他續稱：「多年以來，我的角色雖是為人師表，

先後在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即現時的香港都會

大學）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取得教席，但

由始至終，教學相長都是我的宗旨，一方面，

我會將物管行業的專業知識以及最新資訊傳授

給學生。另一方面，通過和同學之間的互動，

我亦得到不少的啟發，所以我和歷屆同學的關

係，一向很好，不少甚至亦師亦友。」

他前瞻，隨著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在2020年正

式實施，加上可持續綠色都市概念，智能物業

管理已成為大勢所趨，物管工作只會更加專業

及多元化。故此，業內人士應將持續吸收新知

識，以及確保自己的專業知識要與時俱進等發

展方向，放在首位。

「物管其實並不如外界所想，只是十個八個人站

在前線及後勤位置，負責處理一下樓宇保安、

清潔、維修保養等事宜那麼簡單，物管行業發

展至今，足以影響附近社區以至整個香港的安

居幸福感，換句話說，將樓宇管理等同於『看

更』的標籤，再也不合時宜。」他表示。

物管專業水平的2大關鍵提升

名人撰文

他說，綜觀其他東南亞經濟發達的

地區，實在沒有一個地方會如香港

那樣，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公共空

間，需要物管公司管理，在打點一

切的過程中，還需因應不同屋苑的

規模、樓齡，作彈性處理，所以他

有感，不論效率、主動性、應變能

力，香港的物管水準也稱得上出類

拔萃。「以樓齡超過50年的美孚

新邨為例，這個全港第一代的大型

綜合發展區，現時對置業者來說，

仍那麼具吸引力，便正好引證了香

港樓宇管理的專業度及發展成熟程

度，已達到一個極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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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 先生 GBM,SBS,PDSM,PMSM

賀辭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 先生 SBS,IDSM,JP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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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先生 GBM,GBS,MH,JP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
二零二二頒獎典禮暨周年晚宴

賀辭

房屋局局長
何永賢 女士 JP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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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先生 GBS,PDSM,JP

賀辭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寰 先生 BBS,JP

賀辭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精
英
大
獎
二
零
二
二 

頒
獎
典
禮
暨
周
年
晚
宴 

 

才
彥
協
志 

綠
建
家
園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謝
展
寰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28 29

發展局局長
甯漢豪 女士 JP

賀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 先生 JP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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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丘應樺 先生 JP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 女士 SBS,JP

賀辭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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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 女士 JP

賀辭 賀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 先生 G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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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兼房屋署署長
王天予 女士 JP

賀辭 賀辭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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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署長
盧國華 先生 JP

賀辭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張趙凱渝 女士 JP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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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處長
陳穎韶 女士

賀辭

建築署署長
謝昌和 先生 JP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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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署長
彭耀雄 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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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署長
鍾文傑 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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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註冊處處長
譚惠儀 女士

賀辭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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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協會主席
陳家樂 先生 S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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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輔助隊總參事
黃英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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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醫  療療  輔輔  助助  隊隊  
  

香 港 九 龍 何 文 田  

公 主 道 八 十 一 號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81 Princess Margaret Road, 
Ho Man Tin,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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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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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會長
劉國維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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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主席
羅孔君 女士 JP

賀辭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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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發展聯盟主席
蔡惠琴 女士 JP

英國特許建造學會香港分會理事會主席
藍偉才 先生 JP

賀辭 賀辭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Building, I wish to extend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nniversary Dinner 2022 cum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Over 34 years, the Institute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hou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 by maintaining a high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ism and fostering continuous development for hou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all awardees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wish the institute every success in the 
years ahead.     
 
 

 
 
 
Lam Wai Choi 
Hong Kong Hub Committee Chair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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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會長
許偉明 先生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or the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ion of Fire Engineers (Hong Kong Branch),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earn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on 
its 34th Anniversary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HKIH has been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for Hong Kong citizens and enhance the standard 
and profession of housing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years.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played pivotal roles in providing high quality of 
housing service.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HKIH and its members for their enduring contributions and dedications in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ong Kong 

I look forward to a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KIH and the IFE(HK Branch) 
and wish the HKIH and its members every succ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Mr. HOI Wai Ming  
President 
The Institution of Fire Engineers (Hong Kong Branch) 

賀辭 賀辭

Congratulatory Message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Chapter of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FMA Hong Kong Chapt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Hou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have a big and inspiring impact on 
Society,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hould be well recognized,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award winners for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HKIH for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y and continuing to uplift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housing 
management services in Hong Kong, I sincerely wish HKIH and its members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Kenneth Tsang
President
IFMA Hong Kong Chapter

Congratulatory Message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Chapter of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FMA Hong Kong Chapt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Hou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have a big and inspiring impact on 
Society,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hould be well recognized,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award winners for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HKIH for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y and continuing to uplift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housing
management services in Hong Kong, I sincerely wish HKIH and its members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Kenneth Tsang 
President 
IFMA Hong Kong Chapter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會長
曾德豪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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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管理學會主席
高寶豐 先生

賀辭 賀辭

香港律師會會長
陳澤銘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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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賀辭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
潘建良 先生

香港建築商會會長
林健榮 先生 JP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2

0
2

2

年
年
報 

 

!
"
#
$ 

%
&
'
(!

 

香
港
物
業
服
務
公
司
協
會
主
席 

潘
建
良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周
年
晚
宴
暨
精
英
大
獎
二
零
二
二
頒
獎
典
禮
誌
慶 

          

嘉
惠
同
業 

共
展
宏
猷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會
長 

 
 

 
 

 
 

 
 

 
 

 
 

 

林
健
榮
測
量
師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56 57

 
 
 

 
 

Cr Fung Kwok Keung Conrad 
President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HKICM),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for 
its 34th Anniversary. 
 
Over the year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as at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uplift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status of housing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in Hong Kong. I am confident that HKIH would build on its solid foundation 
and continue to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May I send our best wishes to the Institute and members for every succ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excellent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institutes in future. 

 
 
 
 
 
Cr Fung Kwok Keung Conrad 

President 

賀辭 賀辭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蔡宏興 先生 FHKIA,RA

香港營造師學會會長
馮國強 先生

 
 
 
 
 
 
 
 

Patron: The Honourable John KC LEE, GBM, SBS, PDSM, PMS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1號 19樓 

19th Floor, One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 2511 6323     F: 2519 6011, 2519 3364 

W: http://www.hkia.net   E: hkiasec@hkia.org.hk 

 

Our Ref: HKIA/CM/HKIH/DC/132022 
23 Sep 2022 

By email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he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extend my warmest greeting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of its annual dinner 2022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HKIH Elite 
Awards 2022.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ose who awarded the HKIH Elite Awards 2022 for their 
remarkable work and thriving achievements. All your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profession and the aim on building a better Hong 
Kong will definitely be commemorated.  
 
The tremendous effort of all those associated with HKIH contributed the past year under the 
ongoing outbreaking of COVID-19 is of much appreciated. May I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the Institute continues to thrive and lead in the futur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stitute in order 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for Hong Kong.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I would like to offer you my best wishes for 
the success in the upcoming annual dinner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and for every 
success in the coming year. 
 

Yours sincerely, 

 
Donald CHOI, FHKIA, RA  
President 2021-2022 
 

 
 
 
 
 
 
 
 

Patron: The Honourable John KC LEE, GBM, SBS, PDSM, PMS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1號 19樓 

19th Floor, One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 2511 6323     F: 2519 6011, 2519 3364 

W: http://www.hkia.net   E: hkiasec@hk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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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ep 2022 

By email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he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extend my warmest greeting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of its annual dinner 2022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HKIH Elite 
Awards 2022.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ose who awarded the HKIH Elite Awards 2022 for their 
remarkable work and thriving achievements. All your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profession and the aim on building a better Hong 
Kong will definitely be commemorated.  
 
The tremendous effort of all those associated with HKIH contributed the past year under the 
ongoing outbreaking of COVID-19 is of much appreciated. May I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the Institute continues to thrive and lead in the futur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stitute in order 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for Hong Kong.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I would like to offer you my best wishes for 
the success in the upcoming annual dinner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and for every 
success in the coming year. 
 

Yours sincerely, 

 
Donald CHOI, FHKIA, RA  
President 2021-2022 
 

 
 
 

 
 

Cr Fung Kwok Keung Conrad 
President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HKICM),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for 
its 34th Anniversary. 
 
Over the year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as at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uplift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status of housing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in Hong Kong. I am confident that HKIH would build on its solid foundation 
and continue to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May I send our best wishes to the Institute and members for every succ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excellent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institutes in future. 

 
 
 
 
 
Cr Fung Kwok Keung Conrad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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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HKICM),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for 
its 34th Anniversary. 
 
Over the year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as at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uplift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status of housing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in Hong Kong. I am confident that HKIH would build on its solid foundation 
and continue to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May I send our best wishes to the Institute and members for every succ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excellent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institutes in future. 

 
 
 
 
 
Cr Fung Kwok Keung Conrad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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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會長
楊文佳 先生

賀辭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Facility Management 
  6/F Sitoy Tower, 164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Tel: 852 2537 0456  Fax: 852 2537 4426  https://www.hkifm.org.hk 

HHoonnoorraarryy  FFeelllloowwss  
Ir Dr Raymond HO, SBS, SBStJ, JP 
Prof FUNG Hong, JP 
Mr Daniel LAM, BBS, JP 
Dr LAU Wah Sum, GBS, JP 
Mr Philip LO 
Mr Roger LAI, SBS, JP 
Mr Alex LAM 
Mr YU Qingxin 
Dr Michael CHIU, BBS, JP 
Mr Marco WU, GBS 
Ms WONG Lai Chun, BBS 
Mr PAU Shiu Hung, SBS 
Prof Patrick LAU, SBS, JP 
Mr Thomas HO 
Prof CHAN Man Wai 
Sr Prof Daniel HO 
Mr Frankie SO 
Mr Kenneth CHAN 
Mr CHUNG Pui Lam, GBS, OBE, JP 
Sr Johnny AU, SBS 
Mr CHEUNG Hau Wai, SBS 
Mr Victor SO, SBS, JP 
Sr Tony TSE, BBS 
Ir Alfred SIT, JP 
Dr Lee George LAM 
Dr Johnnie CHAN, SBS, BBS, JP 
Ir Alkin KWONG, JP 
Mrs Sylvia LAM, SBS 
Dr CHEUNG Tin Cheung, SBS 

FFoouunnddiinngg  PPrreessiiddeenntt  
Dr CHAN Man Wai (99-02) 

PPaasstt  PPrreessiiddeennttss  
Prof Daniel HO (02-03) 
Sr Frankie SO (03-04) 
Sr Kenneth CHAN (04-05) 
Ir Alfred SIT, JP (05-06) 
Mr LAU Po Chi (06-07) 
Mr IP Man Ching (07-08) 
Mr Stephen CHUNG (08-09) 
Sr Nelson HO (09-10) 
Dr Eric CHAN (10-11) 
Ms Celine TAM (11-12) 
Ir Edward LEE (12-13) 
Sr LOW Hon Wah (13-15) 

IImmmmeeddiiaattee  PPaasstt  PPrreessiiddeenntt  
Dr Edmond CHENG 

EExxeeccuuttiivvee  CCoouunncciill  
((22002211--22002222))  
President: Sr Gary YEUNG 
Vice President: Ir Sr Jonathan LEE 
Hon. Secretary: Sr Tim LAW 
Hon. Treasurer: Mr Jacky YIM 

Council Members 
Sr Simon CHEUNG 
Mr Simon CHU 
Sr Jeffrey KWOK 
Ir Edward LEE 
Prof Rowson LEE 
Sr Eric WONG 

Chairpersons 
Communication –  
Ir Dr Percy KONG  
Corporate Affairs -  
Dr Eric CHAN 
Disciplinary – 
Mr LAM Cheuk Yum  
Education & Membership - 
Sr LOW Hon Wa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Sr Nelson HO 
Professional Practices - 
Ms Celine TAM 
Programme - 
Mr Simon CHU 
Research - 
Dr Joseph LAI 
Young Member - 
Mr Teddy CHEUNG 

Congratulatory Message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Facility Managemen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on the occasion of its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HKIH for 
i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triv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making Hong Kong a better place to live, and wish HKIH continual success in the 
future. 

HKIH Elite Awards is a major event that recognizes and rewards outstanding 
practitioners and project teams in the industry.  It is our great pleasure to 
witness the distinguished advancement in housing management which is highly 
attributed to the dedication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of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profession. 

Besides our sincerest thanks to the organizer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HKIH Elite Award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Hong Kong housing managers, I would also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Elite Awards 
winners and hope they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upkeep their 
magnificent work for betterment of the community.  

Sr Gary YEUNG Man Kai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Facility Management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
卜國明 先生

會會 長長  卜卜 國國 明明 工工程程師師 
President Ir Aaron K M BOK 

 BSc(Eng) FHKIE FHKIHT R.P.E.(CVL) 
president@hkie.org.hk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nnual Dinner 2022 cum 
Elite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HKIH) on the occasion of this 
year’s Annual Dinner cum HKIH Elite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For over three decades, the HKIH has been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various parties 
in our society in pursuit of a sustainable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HKIH 
Elite Awards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Institute’s passionate efforts to promote and 
celebrate th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city’s housing practitioners.  I am sure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HKIH, our housing professionals will remain equally 
enthusiastic about continuing to create a high-standar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Hong 
Kong people.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you all a delightful evening, and the awardees every 
succ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Ir Aaron K M BOK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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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No.201, 2/F, Prosperity Millennia Plaza 
663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E-mail: info@hkip.org.hk 
Web Site: www.hkip.org.hk 
Tel: 2915 6212   Fax: 2915 7616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自 2020 年舉辦「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為來自公私營

界別的從業員和房屋管理機構提供交流平台，並藉此表揚具備卓越表現的物業管

理專才及項目，長遠達致推動專業發展及提升行業質素的目標。常言道社會應讓

人「安居樂業」，確實優質的居所能給予市民幸福感，而房屋管理則在當中扮演

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在多變的環境及新冠疫情底下，仍樂見業界憑著專業的

服務精神及靈活新思維，不但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難關，更將不同類別的房屋服務

質素帶到更高的層次。 

 

我謹代表香港規劃師學會向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就「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

2022」以及一眾得獎者致以衷心祝賀。 

 

 

 

 

         李建華 

   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 

 

賀辭

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
李建華 先生

賀辭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孔于人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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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
李海達 先生

賀辭 賀辭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
趙錦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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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地產協會會長
黃俊康 博士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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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
鄺正煒 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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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研究社主席
鍾沛林 先生 GBS,JP

賀辭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主席
鄭錦華 博士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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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會長
謝思訓 先生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 
           Property Management Business Associatio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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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
Mr. Keith Kerr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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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系主任
任志浩 先生

23 September 2022 

CCoonnggrraattuullaattoorryy  MMeessssaaggee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write this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for celebrating the HKIH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s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Over the past years, HKIH has been fostering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in all respects, upholding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 and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its members in the industry.  The professionals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Institute commit to enhancing the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and contributions should definitely be recognised.   

The HKIH Elite Awards acknowledge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who have 
demonstrated a high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ism and achievements.    

On this occasion, I wish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nd its members every success in 
their future endeavours. 

Ir Prof. Michael C. H. Yam 

Head of Department of Building and Real Estate 

Deputy Director & Executive Secretary of 
Chinese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re for Steel Construction (Hong Kong Branch)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會長
Mr. Dave Hallam

賀辭 賀辭

Dear All,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congratulat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on its 34th Anniversary. 

2022 proved to be a challenging year, yet the hou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showcased the 

resilience 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 built industry in Hong Kong,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HKIH. We are 

glad to have walked hand in hand with you in supporting our professional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A challenging year ends, a new year begins with hope. With new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ies, 

opportunities are waiting for us. And I believe through collaborations, we can build Hong Kong as a 

sustainable and “ideal for living” city together. I look forward to the great things we will do next year to 

advance the profession, alongside our mutual recognition. 

Dave Hallam MRICS 
Chairman 
RICS Hong Kong Advisory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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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系主任
何深靜 教授

賀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李經文 教授

賀辭

Dear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Time flies, it is time to celebrate another incredible year of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and 
achievements for all members and industrial partners of the HKIH!  

Working on the frontline to safeguard public health and offering high-quality service to 
clients, proper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and housing policy advisers are the heroes of 
our cities to sustain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I am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your 
enthusiasm and active pursuit for the latest smart technologies to better serve the society, 
which have been evidenced in so many excellent entries for the HKIH Elite Awards. 
Please continue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and excellence in your profession and you will 
always have our support! 

On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every one of you 
who have upkept a very high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ism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And 
please accept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winners of the HKIH Elite Awards! 

Yours sincerely, 
Shenjing He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74 75

何達基 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主任

賀辭

職業訓練局主席
戴澤棠 先生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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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賀辭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 
籌委會主席

游錦輝 先生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一直致力提升本港的房屋管理服務水平，及鼓勵本地房屋管理專才精益

求精。繼兩年前成功籌辦首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後，今年我很高興再次獲香

港房屋經理學會委以重任，擔任本屆精英大獎的籌委會主席及評審之一，聯同多位來自各

界的翹楚及精英承先啟後令大獎能更上一層樓。在此特別感謝各位評審在百忙之中抽出寶

貴時間審閱每份參賽項目，讓位於不同崗位和物業類別的優秀房屋管理專業人員及團隊能

藉著參與大獎而得到業界的肯定和表揚。

過去兩年，全球飽受新冠肺炎橫行肆虐，香港亦不能倖免進入「變幻才是永恒」的新常

態。反覆的疫情及時張時弛的防控措施，不但令大眾的生活受壓，也令社會運作增添變

數。然而位於抗疫前沿的房屋管理專才一直緊守崗位，於逆境中發揮傑出的管理和應變能

力，運用各種創新科技和思維排難解困，遇強越強，不但積極協助各項抗疫措施於民生層

面得以順利落實，亦尋找空間和機會突破傳統和優化運作，提高生活質素和物業價值，維

持宜居、宜商、宜工作的環境，他們從中亦能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水平。凡此種種實全賴

各同業以積極的心態應對持續變化並作出靈活適應。今屆大獎的主題是「走入新常態．提

升專業才能」，正好反映當下社會及房屋管理行業面對疫情所作出的反應。

作為籌委會主席，對於本屆比賽得到業界的強大支持和迴響我感到很鼓舞。本年收到的參

賽提名來自業內不同物業類別，他們於多個範疇展現極優秀的管理應變，樹立榜樣鞭策業

界砥礪前行，令人對房屋管理業的前景投下信心一票。而作為評審之一，從審閱各個參賽

作品中我見證著同業為保障市民安全健康而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同時在逆境中奮勇創新提

升自我，這些種種能透過今次大獎一一彰顯，勉勵業界繼續往前，也為社會帶來積極能量

和正向思維，對此我感到欣喜。

在此我謹祝賀所有得獎的房屋管理專業人員和團隊。事實上，所有參賽者於過去兩年於逆

境中都作出高水準表現和突破，所以無論獲獎與否都值得為自己而慶賀。我也感謝他們毫

無保留地分享自己於探索未知環境的過程和努力，當中點滴都能讓同業互勉互勵。

此外，我亦非常感謝每位籌委會成員無私奉獻時間和精力，也對今次大獎的各個贊助公司

和工作人員付出的貢獻致以由衷感謝。持續逾年的疫情為這次活動增添不少困難和變數，

他們的鼎力支持和無畏無懼令我們能克服每一個難關，讓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最後，我謹祝各位不管順逆境仍然昂首前行，闖出一個又一個高峯。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前主席
謝偉銓 先生 BBS,JP

本人非常高興能擔任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的首席評審。本屆大獎主題為「走入

新常態．提升專業才能」。

過去兩年多，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物業管理（物管）從業員處於抗疫工作的前線，承

受龐大工作壓力和健康風險。除了提供日常物管服務外，更須因應疫情採取各種不同防疫

和應變措施，以守護物業的環境衞生及市民的健康安全，實在值得大家衷心致敬。

就處理突發情況包括業戶確診、圍封強檢等，在在顯示物管工作必須與時並進，從預防

性、突發性及長遠性等不同角度作出適當安排。危機管理是重要一環，預先作好適當準

備，一旦遇上緊急突發事故便可迅速適當地作出處理，有效減低事件對業戶以至公眾造成

的影響，亦能表現優質物管服務的重要職效和價值。

在疫情下，物管業界積極廣泛應用創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令防疫抗疫工作更到位、更

具效益、更能保障大家的健康安全。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提供一個適切的平台，表揚在香港物管業新常態下作出積極貢

獻的人士和團體，鼓勵香港物管業致力朝向更優質化、更專業化邁進。我在此恭賀今屆一

眾得獎物管從業員及公司團隊，為業界樹立良好典範；同時亦衷心感謝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舉辦相關活動，支持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推動物管業界向前發展。

香港物管業的未來充滿機遇，監管局會繼續肩負起牽頭和帶動的重任，與業界攜手努力，

促進物管行業優質及專業發展，提升香港生活環境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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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
陳欽勉 先生

賀辭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
鄭錦華 博士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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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及設計系 
名譽教授

趙麗霞 教授 MH,JP

賀辭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副主席
周駿齡 先生

賀辭

本人很榮幸獲邀成為2022年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的評審團成員。這項比賽旨在表彰

優秀的物業管理業團隊及從業員，當中亦嘉許出色的危機管理及提供創新概念的團隊，彰

顯業界的專業形象。是次比賽反應熱烈，主辦機構一共收到過百份的申請，惟獲獎名額有

限，只有約50個申請能成功入圍進入比賽最後階段，分別角逐多個獎項。

隨著《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的通過，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已於2020年8月1日正式實施，

香港的物業管理業服務更趨專業化，同業需要接受正式訓練及獲得相關的資格才能獲取牌

照。作為持牌的物業管理人，居民對我們提供的服務有更高的期望，大家亦需要把握機會

裝備好自己，繼續為業戶締造美好的生活空間。

正因大家帶著這份專業，各參賽者及參賽團隊表現都不相伯仲，相當出色。得獎者能在眾

多對手中脫穎而出，必定是在各專業範疇都表現傑出，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也很高興看

見同業在面對不同挑戰下，同心協力，不斷推陳出新，轉危為機。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在疫情中秉承信念，持續舉辦備受業界推祟的精英大獎。而同業亦積極

參與，絕對彰顯出我們的專業。我在此感謝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在百忙之中仍盡力為業界

舉行這麼有意義的比賽。

在此，我謹祝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香港作為舉世聞名的密集型城市，高樓處處，大型屋苑多不勝數，專業化的管理不可或缺。 

自1988年成立以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學會)一直致力建立及提升房屋管理的專業水平。

學會的工作，對香港的可宜居性，市民的安居及健康，非住宅物業的經商環境及設施，至

關重要。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2018年的調查報告及大專院校的學術研究均證實了香港的物業管理普遍得

到居民及物業使用者的好評及讚賞。但物管從業員及物管公司的努力，辛勞，及專業要求與

表現，一般市民及行外人士未必知情及了解。學會舉辦的精英大獎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渠道。 

我很榮幸及高興被學會邀請參與精英大獎2022的評審。無論是評審的準備工作，評審的制

度、準則、要求及參展的作品質素，都令我深深感到香港的物業管理在學會及房管界多年的

努力下，它的專業化已是無可置疑。 

尤其令我驚喜的是參展類別以物管從業員及團隊為焦點，包括傑出經理、主任及團隊、最佳

危機管理團隊及最佳創新概念。對於物業管理，制度及機構固然重要，但人力資本卻是重

點，特別是團隊精神、人才質素、專業水平及創新與應變能力。在評審參展作品的過程中，

我深深體會到香港的物業管理已是很成熟的行業，而且它與時並進。管理數碼化、數據化及

智能化已開展。以環境、社會企業責任及管治帶動的管理概念亦已啟動。不少的環保理念及

科技，如傳感技術及雲端計算，亦已應用，積極參與香港零碳政策及可持續發展。 

最令人感動的，當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房管團隊以各種創新方式、新科技，上下團

結，不辭勞苦，竭盡所能捍衛屋苑及工商物業的公共衛生，盡量減低病毒傳染的機率。而令

人動容及欽佩的，是對獨居長者及有需要人士的特別關顧，接受管理隔離中心重任的勇氣和

決心，及執行突發圍封強檢的高效率。 

謹此向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三十四年來的成就及精英大獎2022的成功，致以衷心祝賀。也恭

賀各得獎者及參加團隊，並向他們用心創造及述說物管的好故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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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
許智文 教授 MH,JP

賀辭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
何志誠 工程師

賀辭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服務型經濟城市，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身處不同的建築物工作及

居住，所以良好的建築物管理，對香港每一個人都十分重要。香港的房屋管理質素有口皆

碑，不僅獲得本地居民的認同，在內地和鄰近地區也有很高的聲譽。這一切當然要歸功於

一班不辭勞苦、盡心盡力，而且非常專業的房屋管理人員。

隨著香港社會不斷發展，無論經濟的走勢高高低低，樓宇數目仍不斷增加。事實上，香港

城市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大廈林立，高樓處處。根據最近的統計數字，香港70%以上的人，

每天都在高樓工作或居住。要令香港市民工作暢順，住得舒適，這些樓宇需要得到優質的

管理和保養；而這方面的工作，當然有賴我們傑出的房屋管理人才。

過去數十年香港的樓宇蓋得更高，更現代化，設備更多更複雜，房屋管理的工作內涵亦變

得更加深而廣。現代的房屋管理人員，不單要處理大廈保安、清潔、人流等管理問題，還

需具備財務、溝通、聯絡及工程等全面能力。與此同時，大眾對服務的質素要求與日俱

增，也為房屋管理人員帶來更大的挑戰。

面對過去兩年多的新冠疫情，無論住宅樓宇或商業樓宇的管理工作，都變得更加困難，所

以更需要一班具備應變能力的專業管理人員，支持和執行政府的防疫管理措施。

今次參與評審工作的過程中，我有幸認識到一班香港的傑出管理人才，見證了他們怎樣高

效地處理各方面的問題，令使用者和居民得到最好的服務。我亦知道，除了這班精英中的

精英之外，我們的城市還有很多很多傑出管理人員，默默地為大家作出貢獻。

在此，我對本屆的得獎者和未來的得獎者，致以衷心的祝賀，也對所有房屋管理人員致以

衷心的謝意，並盼望這個嘉許活動能夠推動業界互勵互勉，迎來房屋管理的更大發展。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紅磡 

T (852) 2766 5111  F (852) 2764 3374 
www.polyu.edu.hk/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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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副教授
劉杏雯 博士

賀辭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吳鴻輝 先生 JP

賀辭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一向致力提升物業管理（物管）行業的專業地位，並設立香港房屋經理

學會精英大獎，嘉許一群優秀的物管從業員及團隊。本人謹代表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

署）向得獎單位致以衷心祝賀，為香港物管業確立楷模。

過去兩年多，物管業界在防疫抗疫的持久戰上，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包括協助政

府執行「圍封強檢」行動、派發「防疫服務包」予各住戶、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加強清潔

及保安工作等，保障大廈的公共衞生。物管從業員一直緊守崗位，民政總署謹以致謝。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626章）（《條例》）下的發牌制度將於2023年8月1日全面落

實。屆時所有物管公司及物管人，都必須按法例規定持有有效物管牌照，才可繼續提供物

管服務。發牌制度會規管及管制物管服務在香港的提供；推動物管業專業行事持正，並提

高該專業的能力及專業性；亦會協助提升物管的專業水平。《條例》下的過渡期尚餘不足

一年，民政總署藉此呼籲尚未領牌的物管公司及物管人盡快作出申請。

民政總署祈望物管業界仝人齊心協力，務求把優質的物管服務傳承下去，懋績嘉猷，共建

安定繁華的社會。

Two years ago, I had the honour of witnessing the launch of the first Elite Awards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t the time,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high-quality sub-

missions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awardees, especially their tireless effort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It was a pleasure this year to review the submissions to the 2022 HKIH Elite Awards, which 

were once again of a very high quality.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been very challenging 

for the industry, yet property manager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professionalism, proactiveness and steadfast dedication to those whom they serve. Their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y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deserve to be explicitly 

recognized by the Elite Award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for attracting so many outstanding 

submissions to the 2022 Elite Awards, and 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the awardees!



香 港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86 87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主席
吳海清 先生

賀辭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韋志成 先生 GBS,JP

賀辭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自1988年成立以來，一直帶領房屋管理服務專業人員，推廣及提高房屋

管理的專業水平，改善各類屋苑及物業的設施及居住環境。自2019年政府成立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物監局）後，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更成為首批獲物監局認可的專業團體，反映學會

多年來致力提升物業管理專業的貢獻，備受肯定。

過去兩年疫情肆虐，物業管理業界經歷嚴峻挑戰。在九龍城、深水埗和油尖旺等舊區，不

少居民居住在衞生環境欠佳的劏房，而大廈的公用地方亦缺乏維修保養，令社區面對較高

的病毒傳播風險。學會有見舊區在疫境下的困境，與市建局和不同社福機構合作，擬訂合

適的解決方案，提升樓宇安全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並鼓勵業界引進新思維，應用科技

加強防疫、清潔和消毒工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貢獻良多。

學會在2020年舉辦首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表揚學會會員及業界人士的傑出表

現。我十分榮幸再度獲邀擔任2022年精英大獎的評審，從各個參賽的管理項目中，看到業

界人士的專業精神、領導才能以及應對疫境的堅毅和應變能力，配合政府防疫抗疫工作，

為社區復常做好準備。

要提升樓宇維修保養的效益，優質的物業管理服務是關鍵一環。市建局在九龍城「龍城

區」試行「小區復修」先導計劃，主動聯絡區內不同樓齡、不同狀況的樓宇業主，為他們

制定適切的維修方案，其中一項突破性措施，是夥拍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協助龍城區內的

「三無大廈」成立法團，並聯同區內其他雖已成立法團但沒有管理公司的單幢式樓宇，合

組成一個小區，試行「聯廈聯管」的管理模式，將房屋管理的領域擴展至「三無大廈」，

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學會將協助小區的大廈聘用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實行「聯合式」

管理，並應用科技以控制成本，減輕業主的財政負擔，亦令樓宇管理更具效益。

我衷心恭賀各得獎者和團隊，並冀盼各位繼續在不同的專業範疇各展所長。展望未來，市

建局與學會的合作將更加緊密，我期望與學會一同以勇於創新的精神，推動行業持續發

展，並達至更高的服務水準和成就，為香港市民締造健康、宜居的居住環境。

I am most delighted to congratulat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nnual Dinner 

2022 cum HKIH Elite Award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Throughout the years, the institute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 effort to enhance the profes-

sionalism of its members as well as the industry.

May I wish the HKIH and its members every success in all future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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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楊耀輝 先生 JP

我很高興成為2022年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的評審員。今年，業界反應踴躍，反映了

物業管理行業人才輩出。在劇烈的競爭下，能夠入選的個人或團隊獎項的均是精英，能夠

勝出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參予評審的過程，欣悉各入選的傑出經理都是專業的物業管理人才，他們積極主動、有

責任感和領導能力，為他們管理的屋苑和非住宅物業提供優質的管理，即使在2019冠狀病

毒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亦無懼困難面對各項挑戰，帶領屋苑和非住宅物業全面配合政府的

抗疫工作及妥善處理的公用地方的消毒工作，為居民、商戶及顧客等締造一個衞生及舒適

的環境。

傑出主任方面，他們都是極具工作熱誠，主動性強，高效率和具社會適應力和發展潛能，

致力服務其管理的屋苑或非住宅物業，向居民或商戶及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

傑出團隊方面，各團隊在管理項目中均充分展現卓越團隊的合作精神，成員與各持份者之

間展現有效的合作。至於最佳危機管理團隊方面，他們在處理及解決關鍵突發性危機時，

各隊員努力不懈，展現團隊精神，合力解決問題，有效地利用資源克服各種困難，從而達

到預定目標。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為本地物業管理專業人士和團隊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以

表彰他們的成就和貢獻。今年的主題是「走入新常態．提升專業才能」，因應全球疫情及

信息交流的速度，為大家的工作環境帶來了新常態。房屋管理專業人士也採用了新的工作

模式，在特別工作時間及在家工作模式下靈活調動人手，以便配合政府的抗疫措施的跟進

工作和加強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我相信今年的獎項可更廣泛地向公眾展示物業管理行業的

貢獻，繼續提升公眾形象。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
房屋與都市研究教授

葉毅明 教授

我在此衷心恭賀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成立25週年。作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認證成為首批在

發牌制度下認可的專業團體，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的3,500多會員涵蓋香港房屋管理的不同

範疇，包括房屋的設計、供應、改善、管理和行政事務，在推動香港房屋管理以至香港的

城市發展，貢獻良多。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作為香港房屋管理的專業學會，在推廣及運用專

業知識，支持專業培訓，專業持續進修，凝聚專業人才等方面實在不可沒。香港房屋經理

學會近年聯同香港內外的相關專業團體，與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城市進行廣泛交流，大力

推廣香港的專業房屋管理服務，鞏固香港作為專業房屋管理服務創新中心的地位。香港房

屋經理學會已連續兩年舉辦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以表揚傑出的經理及主任級管理

人員和傑出的傑出團隊；並設立獎項鼓勵危機管理團隊及創新概念。精英大獎不但給有傑

出表現的前線及中層管理人員莫大的鼓勵，更透過参賽者的個案報告，讓傑出員工及團隊

的寶貴經驗，得以傳承，促進專業交流及知識管理的發展，推動持續學習和專業文化的建

立。在只有短短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已經累積了很不錯的成就，歷屆

會長及理事會成員的努力及堅持是成功的關鍵，我十分有信心，在鄭玉琴會長的領導下，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一定能夠百尺竿頭，向更高的難度挑戰。

賀辭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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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前會長
余珍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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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揚房屋管理專才

於提供管理完善的工商住環境所作出的貢獻。今屆的大獎以「走入新常態．提升專業才能」

為主題，旨在客觀而權威地審視在全球急劇轉變的疫情和瞬間萬變的資訊傳遞科技發展而衍

生出來的人類生活新常態下，香港的房屋管理專才如何為了守護市民、適應大時代及疫情的

轉變，成功為香港房屋管理揭開新篇章並竪立嶄新管理模式，為他們所作的努力和貢獻，我

們加以肯定和嘉許。

房屋管理專業在香港一直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不但站在社區的最前線，透過優質的物

業管理服務為普羅大眾維護物業價值、締造安居樂業的工商住環境，同時與社區緊密聯繫，

並運用其獨有的專業知識和心繫社區的優勢、向施政者和決策人反饋意見出謀獻策，務求令

種種影響深遠的政策能貼合實際需要有效落實和執行。業界多年來一直緊守崗位默默耕耘，

無論面對怎樣的挑戰和難題都能迎刃而解、迅速回應，同時令專業不停茁壯進步。

過去數年全球都經歷史無前例的挑戰，變化和未知數成為新常態，人人都忙於適應新世界，

物管專業人士更兼負協助和帶領社區於新世界中安身立命的重任。無法預計的未來令業界深

受壓力，然而我們深信「有危即有機」，憑著與生俱來的靈活基因和日新月異的科技，業界

快速地催生各種自動化系統和管理模式，於安全距離下維持優質而高效的服務。每一個於疫

情中誕生的新創意、新工序都會成為業內爭相參考的案例，從中孕育孳生更多優質概念，推

動同業不斷提升競爭力和適應能力。今屆大獎正好為這兩年業界的成就來個小結並作肯定和

表揚，也讓普羅大眾了解房屋管理專業在鎂光背後所作出的靜默演化，以及這些蛻變如何協

助社會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仍然安然運作。

世界衞生組織早前指出，肆虐全球兩年的肺炎大流行有望於明年宣佈結束，相信全世界終於

可以鬆一口氣。本地的房屋管理同業一早已經適應疫情帶來的新常態，並以此作試煉順利提

升專業。隨著疫情及各種防疫措施結束，社會將進入另一個未知的新世界——一個後疫情的

新常態。有謂「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刻下業界應把握時間高瞻遠矚，先行預視後疫情

新常態的各種可能性，為潛在的情況和機會未雨綢繆，時機成熟即可早發先鞭推出周全的通

盤計劃。

房屋管理專才的工作關係著全港的福祉。冀望所有同業能奉此為玉律，於各自的崗位發揮個

人和團隊的最佳表現，讓香港和香港人都持續安居樂業，共享繁榮。最後，祝願各得獎者工

作順利、身心健康！祝願物管行業臻善昌隆！

香港特別行政區屋宇署署長
余寶美 女士 JP

我衷心向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的2022年週年晚會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屋宇署一直致力推廣樓宇安全；為私人樓宇釐定及施行安全、衞生和環境方面的標準；以

及改善建築發展項目的質素。我們深切體會優質的物業管理，不僅能改善樓宇業主及居民

的生活質素，對提升樓宇的安全更是不可或缺。

過去兩年多以來，香港面對疫症的挑戰，業界亦經歷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物業管理人員

在抗疫中亦扮演關鍵的角色。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主題為「走入新常態．提升

專業才能」，就是向有傑出表現的物業管理專才及團隊作出鼓勵及予以表揚。我謹向所有

獲獎者致以衷心的祝賀，並感謝他們在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及樓宇安全方面作出了傑出的 

貢獻。

自1988年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在推廣專業精神和堅持高標準物業管理服務水平方面一直

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遺餘力地促進物業管理服務的發展，積極培養人才，提升專業水平及

物業管理服務的質素。我相信，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定會繼續在推廣物業管理的知識和技術

方面更上一層樓，讓物業管理提供更專業及優質的服務，以造福我們的社區。

我感謝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一直支持屋宇署的工作。我期待繼續與物業管理專業人士攜手合

作，提升香港的樓宇安全，為實踐優質和更安全的家園共同努力。

賀辭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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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成立於1988年11月29日，按照《公司法例》(香港法例第32章)以

有限公司形式註冊，並由1997年5月9日開始按照《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條例》(香港

法例第507章)(1997年法例第34條)正式成立為一個註冊法團。另學會更向政府建議

制定房屋經理註冊條例，並於1999年11月26日憲報刋登房屋經理註冊條例(香港法

例第550章)。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於2019年12月獲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認證成為首批在

發牌制度下認可專業團體。作為一個專業團體，學會的成員都是負責策劃和統籌各

種房屋管理服務的合資格專業人士，他們的工作包括就特區政府制定房屋政策及立

法提供專業意見、參與不同類型房屋的設計、供應、改善、管理和行政事務。學會

亦為會員提供持續專業進修培訓課程，給予會員最新的行業資訊和法規，用以鼓勵

會員持續發展。現時學會會員人數已超過3,400，所管理的房屋不少於全港所有房

屋的70%。會員任職於公營機構例如房屋署、私人機構、發展商、各大物業管理公

司、投資基金、本地和國際顧問公司等。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網址：http://www housing org hk。

簡介

(1) 推廣及提高房屋管理的專業水準與理想；

(2) 為從事該專業的人士提供中央組織，以期推廣由具備適當培訓及資格之房屋執業

人士管理屋苑及物業，並在各方面鼓勵改善房屋；

(3) 提供機會供該專業的會員取得或發放技術資料，以期改進效率標準；

(4) 甄選、培訓和以考試考驗擬投身該專業或在該專業有所成就的人士，並向他們頒

授證明書及文憑和頒贈獎項；

(5) 在學會全部或任何宗旨上，與香港及其他地方的其他團體及人士合作；

(6) 提倡和推廣該專業的學習及教育，並為該專業的教育提供管理、教學及任何其他

服務；

(7) 組織和安排任何種類會議、講座、學習班、展覽、示範、陳列、表演及聚會，以

期促進該專業；

(8) 印刷和出版任何出版物品、報紙、期刊、書籍或單張，以提倡及促進學會的宗旨；

(9) 促進、支持和維護香港房屋經理的形象、地位及權益；

(10) 為公眾利益而維持和促進房屋經理專業的作用；

學會的宗旨

學會簡介

學會設有九種會籍：

(一) 名譽資深會員 (四) 實務會員 (七) 見習會員

(二) 資深會員 (五) 附屬會員 (八) 註冊學生會員

(三) 會員 (六) 聯繫會員 (九) 退休會員

所有會員在入會時必須經過學會的理事會審核批准，以確定申請人在各方面都合符既定

標準，包括教育，職務的類別，職責和個人的品格等。註冊會員可以使用以下的名銜：

(一) 名譽資深會員 — Hon.F.H.K.I.H (四) 退休會員 — M.H.K.I.H(Retired)

(二) 資深會員 — F.H.K.I.H (五) 退休資深會員 — F.H.K.I.H(Retired)

(三) 會員 — M.H.K.I.H (六) 實務會員 — P.H.K.I.H

會籍

(11) 加入秉持相類宗旨的香港以外的機構及組織成為會員；

(12) 與任何秉持相同或相類宗旨的本地、海外或中國內地機構及組織，就專業資格

或會籍互認締結協議及/或作出安排；及

(13) 辦理理事會認為適當的一切其他對實現上述宗旨屬有關或有助的事宜。

此學會的宗旨為英文版本譯本。 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所有“會員”必須完成以下其一認可課程，實習訓練及具有五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由2015年1月1日起，所有擁有7年以下相關工作經驗的新申請註冊會員(M.H.K.I.H.)必

須進行強制性面試 。

現時認可的課程：

(1) 房屋管理碩士（專業課程）- 香港大學

(2) 文學碩士（房屋及都市管理）（房屋學） - 香港城市大學

(3) 物業管理學（榮譽）理學士 - 香港理工大學

(4) 房屋管理專業文憑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5) 社會科學學士 - 公共政策與政治（房屋及都市研究） - 香港城市大學

「會員」及「實務會員」的入會資格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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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曾認可課程：

(1) 行政及公共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 香港城市大學（2014 年或之前入學）

(2) 房屋學（榮譽）文學士 - 香港城市大學（2009年或之前入學）

(3) 房屋學基礎學士及房屋學（榮譽）學士 - 利茲貝克特大學（2014及2015年入學）

(4) 房屋學文學碩士 - 香港城市大學（2020年或之前入學）

實務會員
所有“實務會員”必須具備以下(一)至(三)項之中，其中一項學歷／資歷要求，實

習訓練及具有六年或以上物業管理的累積實務經驗，現職於房地產機構為督導級 

(Supervisory Level) 或以上職級的全職物業管理從業員。

(一) 本科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持有人

 凡持有本地大學或認可大專院校頒授的本科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而該學位 

 並非為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的認可課程。

 *如有其他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由本地大專院校或非本地大學開辦的大學學位課程，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理事會會按情況決定是否接納。

(二) 由認可的本地大學、職業訓練局或本學會認可的教育機構舉辦，關於物業管理 

 的高級文憑／高級證書課程（其學術水平應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 

 定達資歷架構四級或以上）。

(三) 經由職業訓練局「過往資歷認可計劃」，在物業管理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五 

 個單元達資歷架構四級的資格，而其中最少有三個單元須為下列香港房屋經理學 

 會界定的核心單元。

申請人須完成學會規定的實務經驗要求Practical Experience Requirement (PER)，有關

經驗追溯期為2年。PER必須在學會發出日期起六個月內呈交學會審批，否則學會有權

不接納有關之申請。

核心單元 非核心單元

(1) 保安工作 

(2) 清潔工作 

(5) 園藝工作

(6) 租務工作

(3) 建築物維修保養 

(4) 客戶服務

(7) 會所管理

現時，學會會員所管理的房屋遍佈全港，提供專業及優質的物業管理令居民可安居 

樂業。

學會會員大部份任職於公營及法定機構、發展商和各大物業管理公司。其中，有部份會

員更代表本會在各區義務協助民政事務署，區議會或非牟利機構舉辦講座予區內居民，

藉以提高私人樓宇的管理水準。會員希望透過各項公民教育計劃，增進市民認識專業物

業管理的重要性，藉以改善其居住環境的安全及為其大廈增值。

會員的工作及貢獻

本學會為了保障房屋管理從業員的利益及監管其操守行為，使房屋管理事業能沿著正確

的目標發展，遂於1997年向政府建議設立註冊及監管機制。經多年努力，房屋經理註冊

條例已於1999年11月26日刊登憲報，而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亦於2000年4月1日成立。

凡學會的資深會員及會員，均合資格登記成為「註冊專業房屋經理」。成功被納入註冊

名冊內者，均可使用“R.P.H.M.”(Registered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r) 的名銜。

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學會的活動分別由數個委員會籌劃，它們包括對外事務、刊物、社交活動、專業實務、

教育事務、會籍事務和資訊科技等。

學會經常安排各項講座、研討會和考察行程供會員參加。學會每年亦聯同英國特許房屋

經理學會亞太分會舉行周年晚宴，由知名人士在席上發表專題演講，並邀請本港其他

專業學會、專上教育學院負責人或其代表、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主席及委員 

出席。

一直以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與其他行業的主要持份者如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

會，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及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有著非常密

切的聯絡及聯合舉辦合適的活動予各會員。學會除積極於發展香港物業管理，還經常與

其他地方如台灣、澳門、新加坡、韓國、日本及中國各地的房管機構和學術組織，進行

及發展交流活動以擴闊會員的視野。

學會的活動

（續） 「會員」及「實務會員」的入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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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會員被任何政府機構或牌照機構進行紀律調查或刑事指控，會員應立即通知學會。

2. 會員在處理每項任務時應基於個人知識，資歷，勝任能力和經驗作出判斷。

3. 會員認同終身學習和參與物業管理服務方面的持續進修的需要。

4. 會員應恆常地增進知識和技能以提高專業能力。

5. 會員應遵守香港的法律，尤其是物業管理實務方面。

6. 會員的行為在任何時間應表現維護學會的名聲。

7. 會員不可作出行為可能對學會和專業的聲譽受損。

8. 會員不得犯上任何不當行為或專業疏忽。

9. 會員須以專業能力，尊嚴，誠信，公平，禮貌和責任感履行專業責任。

10. 會員不得提供，給予，教唆，收取或接納任何的賄賂或利益，以影響其專業責任的 

 判斷。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第201章）“利益”是指，如：

 (i) 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任何種 

  類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ii) 任何職位、受僱工作或合約；

 (iii) 將任何貸款、義務或其他法律責任全部或部份予以支付、免卻、解除或了結；

 (iv) 任何其他服務或優待（款待除外），包括維護使免受已招致或料將招致的懲 

  罰或資格喪失，或；維護使免遭採取紀律、民事或刑事上的行動或程序，不 

  論該行動或程序是否已經提出；

 (v) 行使或不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

 (vi) 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諾給予或答應給予上文(i ) , ( i i ) , ( i i i ) , ( i v )及(v )段 

  所指的任何利益。

11. 會員應確認與本專業相關及互相依存的其他專業及其同以社區和環境的最大利益而 

 作出行動。

12. 會員有責不斷更新和提高個人知識和增加他對行業的專業認識。

13. 會員應遵學會不時發出有關持續專業進修的規例。

14. 會員在知悉任何違反會員守則的事宜須向學會報告。

15. 會員不得宣傳，不當使用或濫用與學會的關係，以達至進一步發展其業務或個人 

 利益。

16. 任何會員不得以任何方式與任何職業或業務發生聯繫，因而可能令學會認為它的專 

 業地位或聲譽受損。

17. 除非獲得學會的理事會明示授權，會員在任何論題下公開發表其個人的意見時，不 

 得聲稱或給其他人印象是代表學會所作的意見。

會員守則條例
專業操守 18. 會員在任何時候，無論是否執行職務時，應注意到其行為符合學會會員應具的誠 

 實，誠信及禮儀。

19. 會員必須在符合香港法例下進行專業實務或業務，及與有業務利益的外國須符合該 

 國家的法例。

20. 會員須維護平等機會和公平交易的權利。會員不得因種族，膚色，信仰，性別，宗 

 教，年齡或身體殘疾而歧視任何人士或團體。

21. 會員不得向第三者披露有關其僱主或客戶的任何機密或具特權的資料。

個人操守

22. 會員被要求向同事提供任何意見或評論時，須表現有責任，公平及專業及以謹慎 

 和充分尊重向該相關人士表達。然而，會員須即時向其僱主或權力機構報告有關其 

 同事犯上任何刑事性質的不當行為。

23. 會員應支持與同事交流資訊和經驗。

24. 會員應協助和支持同事在其職業上的發展。

對同事的操守

25. 會員應盡其所知悉提供準確及相關資料/意見給予他的客戶，以便他們作出有依據的 

 判斷和決定。

26. 會員應對其僱主或客戶完全忠誠地處理業務及在僱主或客戶與其他相關人士須公正 

 地行事。

27. 會員須在合理時間內，通知其僱主或客戶有關任何與他個人或財務利益及為其僱主 

 或客戶提供服務之間的衝突。

28. 會員在未經其僱主事先同意下，不得提供，給予，收受或接受與僱主或客戶在業務 

 上或合約關係上的任何禮品，款項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利益”是指按防止賄賂條 

 例（Cap 201）第2 條和上述專業操守部份第（10）款的定義。）

29. 會員不得不當使用或濫用他的權力或地位為達至其個人利益。

30. 會員應不負僱主，同事和客戶對他的信任。

對僱主及客戶的操守

31. 會員在履行其職責時，必須維護公眾利益，尤其關於有關職業健康，公共安全，社 

 會福利和環境保護方面。

32. 會員必須尋求擴闊公眾對房屋事務的認知。

33. 會員應積極參與社區和公民事務，及贊助慈善事業。

對社會的操守

* 上述會員守則以學會網站之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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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員會簡報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秘書
王榮樂 先生

新冠疫情持續影響香港，學會秘書處一直按政府不斷更新防疫措施下，竭力為會友提供適切服

務，包括恆常的會員查詢及持續發展活動等。過去一年，共舉辦了二十八個不同主題的網上講

座、研討會，為配合行業新智能科技的應用，學會組織了一個特別小組，旨在搜集各項嶄新科技

的應用性，期盼可以在不久將來舉辦專題研究講座。

在疫情限制下，於2022年7月22日下午舉辦了每年的周年大會，順利通過所有相關議程及選出新

一屆理事會成員。

於疫情限制的不明朗情況下，週年晚宴已停辦多年。理事會及秘書處一直策劃於十月份舉辦週年

晚宴暨精英大賽頒獎典禮，當9月30日政府公佈於10月6日放寬宴會的人數限制下，理事會把握

時機，立即決定落實於10月18日舉辦這週年盛大活動，在理事會努力下，須然時間緊迫，結果

宴會暨頒獎典禮超過共三佰多名嘉賓友好和會友出席，當天氣氛熾熱，嘉賓、得獎者和出席會友

等都感覺開心和讚賞學會的應變能力。學會亦籍此向因人數限制及場地面積而未能參加活動，致

萬二分歉意。

就物業管理業監管條例於2023年9月生效，理事會一直積極與有關持份者和監管局，共同制定行

業操守守則及作業指南，以符學會及會友的利益。

為加強與會員的聯繫，學會已採用Facebook、LinkedIn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並提升秘書

處電腦系統能力，以增強功作效率和成效。

繼往開來，秘書處一直就會務及專業發展各範疇努力，積極為理事會及會友提供全面支援。謹此

感謝各會友的支持和寶貴意見，明年學會將迎來35週年，學會已經開始計劃多項慶祝活動，希

望屆時可以再與會友們一同渡過歴史時刻。亦祝願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所有會友工作順利，生活愉

快，身體健康！並期盼疫情盡快過去，生活回復正常。

秘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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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司庫
劉家裕 先生

司庫簡報

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凱琳 女士

教育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致力透過與各大學及專上院校積極聯繫及溝通，開拓不同範疇適切的持

續專業發展培訓及進修機會，使各類別會員在這訊息萬變的時代裡，藉著各種豐富的培訓及進修

機會，邁向更專業化及優秀化，從而推動業界的專業水平不斷提升。

委員會於年內繼續積極參與各大學及專上院校相關課程的學術委員會，為學會認可的課程作定期

審核，並透過定期會議，向院校提供專業意見，以確保有關課程的質素符合專業水平，以栽培物

業管理專才。

對外方面，委員會藉著向各大學及專上院校相關課程的學生舉辦迎新講座，介紹專業物業管理服

務的工作性質，與及入會資格及手續，以吸納人才投身業界。同時，委員會亦致力向公眾推廣，

加強公眾對專業物業管理的認知，以提升社會對物業管理工作的認受性。

本屆教育事務委員會的重點工作包括：

1. 與各大學及專上院校探討並審核新開辦物業管理課程的認可資格。

2. 因應法例的修訂及業界的最新發展，向各大學及專上院校的學術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以優

化認可課程的內容設計。

3. 研究為學會認可的課程設立獎學金，以嘉許表現傑出的學生。

4. 與會籍事務委員會聯合舉辦簡介會予修讀認可課程的學生，以鼓勵加入學會成為註冊學生 

會員。 

5. 聯合研究協助註冊學生會員、見習會員、實務會員、聯繫會員晉身成為會員的階梯。

6. 藉著參與不同院校及學術機構舉辦的教育/職業講座，以提高大眾對專業房屋管理的認知，吸

納有志人士加入行業。

最後，謹此向全體委員會成員及過去曾為委員會付出努力的會友致以深切謝意，祈望各會友繼續

支持委員會來年的工作。

教育事務委員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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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
何美華 女士

經歷了兩年多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應對着各種前所未見的問題及困難，物業管理從業員一

直緊守崗位全力協助控制疫情，推行各項防疫抗疫措施。對外事務委員會的外訪交流活動雖仍未

能展開，我們繼續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與國內業界及本地公私營機構聯繫，提供溝通橋樑，增

加相互協作及聯繫的機會，推動業界交流和發展。

今年我們繼續參與由本地九大專業團體及機構合辦的優質建築大獎2022(Quality Building Award 

2022)的籌組工作。在疫情稍緩期間，我們曾在2021年11月及12月舉辦了兩次外訪活動，參觀

了2020年度獲得大獎的安泰邨及藝里坊1號。2022年1月亦參與公營機構房屋署提升專業資格分

享會及前後多次的房屋管理職系分享會，介紹學會及推廣專業化發展。5月我們以線上形式舉辦

活動講座「中國商用物業創新模式的全流程物業管理體系實踐」分享國內物管專業，推動兩地業

界交流和發展。此外，我們亦不忘為社會作出貢獻，繼續為非政府組織「香港仔坊會」在赤柱過

渡性房屋項目提供專業意見，讓房屋專業更具可持續性、抗禦力和競爭力。

隨着近年房地產科技（PropTech）在物業管理應用的急速發展，來年我們與資訊科技委員會計

劃舉辦網上智慧物管平台(SmartPM Platform) 介紹不同的房地產科技/創新技術，藉此通過科學

技術推動房地產領域的創新發展與商業轉型，加快數碼轉型及智慧城市的發展，積極推廣會務及

提升學會與會員的專業水平，締造更多機會和優勢。

特別鳴謝學會駐國內代表蕭惠君女士、孔秀慧女士及余進先生，繼續為會員提供與內地溝通的橋

樑，相互協作及聯繫的機會，加強本會與國內各大城市的物業管理協會/機構的交流，推動兩地

交流和發展。

最後，藉此機會感謝現任及上屆各理事、委員及過去曾為委員會付出努力及支持的會友，我們會

繼續貫徹此團結緊密的關係，凝聚共識，共同推動房屋管理專業發展，更期待與社會各界加深合

作，迎接未來物業管理的新挑戰，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對外事務委員會簡報

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
廖永泰 先生

本人首先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理事們、委員及本會秘書處一直對資訊科技委員會的積極參與及支

持，令資訊科技委員會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在2022年主要工作為領導更新學會互聯網網頁(第三期)項目，主要是強化網上

持續專業進修報名和發電子進修證書服務，同時亦會增加線上支付功能。預計2022年尾應可啟

用。希望各會員日後使用學會網頁時，應會有一個全新感受。委員會於本年度內成立了「智慧物

管平台」工作小組 (Task Force of SmartPM Platform)，主要是專注推廣會員對智慧科技在物業

管理行業的認知和實際應用。

展望來年，資訊科技委員會將會繼續引入更多創科應用科技以發展學會互聯網網頁。委員會今年

的重點工作如下：

1. 持續更新本會網頁、開展學會互聯網網頁手機應用版本，以方便會員使用

2. 銳意發展網上持續專業發展(CPD)平台，讓會員有更多參與專業發展或培訓的機會。

3. 持續開展「智慧物管平台」工作小組的工作，舉辦各類型的講座和參觀。

最後，本人再次感謝眾理事們．眾委員會成員及秘書處的支持及參與，使委員會有足夠的能量應

付面前的挑戰。

資訊科技委員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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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藉事務委員會主席
張玉龍 先生

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實施之發牌制度至今已推行數年，而過渡期將於2023年7月31日完結。就

此，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均需依照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之要求申請牌照。本會屬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之認可專業團體，其間亦盡力協助本會會員了解申請牌照之詳情及需要性。

隨著多年發展，行業越趨專業，現時從業員需要不斷學習及獲得相應認可資格，以達到行業之要

求。本會早於1988年成立並屬法定專業團體，見證行業的發展及改變，切身處地了解從業員實

際應對的工作處境及所面臨的挑戰。

本會由擁有專業資格人員組成理事會及工作委員會，早年設立會籍架構系統，以吸納具備經驗及

水平的從業員加入。現時本會人數已超出3,400人，而每一位會員均達到專業水平標準。一直以

來，本會會員於行業內負責執行多項房屋項目設計供應，及處理物業管理事務。本會除了協助會

員成為註冊專業房屋經理，亦定時安排座談課堂及與其他專業團體進行不同渠道的交流活動，以

提供行業最新資料，及培訓會員思考如何提升自身的技能和價值，加強競爭能力。無論公營機構

及私營企業，均認可本會會員資格，亦視之為行業之水平認可。 

在2023年開始，本學會將下調學生會員和退休會員的會籍年費，一方面吸引更多物業管理的行

業新貴加入本學會；另一方面亦同時鼓勵退休會員保留會籍，繼續透過學會接收行業資訊。此

外，未來一年，我們將重新審視各級會籍的入會資格，以吸引更多物業管理從業員加入本會，進

一步提升會員人數。

面對香港物業管理行業迅速發展及對於從業員的要求，本會將繼續以行動支持及持續提升從業員

水平和認受性，同時加強公眾對於行業認知，展望共同推動行業專業化的發展！

會藉事務委員會簡報

專業實務委員會主席
林宇軒 先生

在過去一年，得到會長、各理事會成員及各增選委員的支持下，專業實務委員會繼續以為會友增

值為目標，邀請行內及其他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士，持續安排實務講座予會友參與。據學會統計，

參與之會友數目已超過四千人次。學會將與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保持緊密聯繫，推出具認可的持續

專業進修講座，推動行業之專業發展。

另外，在各理事的協助下，學會的專業實務指引亦已準備就緒，期望可在年底前透過學會的網站

供會員下載。會員可參考有關之指引,協助進行相關之實務工作。另一方面，學會將繼續和物業

管理業監管局合作，推廣監管局所製定之實務守則。亦在制定過程中給予監管局意見，期望守則

更切合行業的整體發展及現況。

展望將來，專業實務委員會將持續與各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合作，協助舉辦有關樓宇管理之講

座，並與業戶分享在樓宇管理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並給予居民適切之意見，令房屋管理做得 

更好。

專業實務委員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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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委員會主席
陳國安 先生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學會)每年出版之刊物包括《房屋動力》及《年報》。《房屋動力》是以季刊

形式一年三書發行，《年報》則於每年第四季的學會周年誌慶當月發行。今年學會的《年報》以 

「成就對幸福的期盼」作為主題，將社會在後疫情時期對回歸美好未來的盼望，由物管業界在疫

情時期的抗疫努力，以及對疫後如何提升服務，為業戶帶來更幸福的生活的這個方向出發，為過

去一年作出回顧。

本年《年報》亦會特別為第二屆物業管理精英大獎賽，這個業界盛事加強篇幅，鼓勵業界精英繼

續參與並共同提升業界管理水平。

此外，刊物委員會會繼承上年在風格上作出的調整，以一個更年輕化及帶有活力的風格，為學會

會員提供學會的最新資訊，並在內容上增加不同的元素。

學會今年首次為會員提供一個智慧平台(Smart Platform)，為會員提供與行業資訊科技相關的最新

資訊。會員除了在網上獲得有關資訊之外，刊物委員會亦會在內容上作出加強，讓未能抽空參加

網上分享既會員，多一個途徑得知活動內容。此外，刊物委員會亦會邀請業界人士分享一些大家

對發牌制度落實以後，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在此本人謹代表委員會感謝各專業人士、機構、學者、政府部門等向本會提供指導，令本會刊物

內容更豐富。祝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務一日千里。

刊物委員會主席簡報

社交活動委員會主席
李志遠 先生

社交活動委員會旨為加強會員間及會員與其他專業團體的互相聯繫，促進會員專業知識交流。並透

過社區活動回饋社會，加強公眾人士對本會的認識，以實現專業團體於社會發展的責任及貢獻。

委員會多年來已舉辦本地項目的探訪及外訪，參觀物業及設施等發展項目，透過交流，會友獲益良

多。本委員會代表出席過各類社區組織和政府機構所舉辦的活動，擔任委員、顧問、評審或講員，

亦積極參與大小公益及慈善等義務工作和活動如下:

1. 大專行業就業講座

2. 民政事務署及區議會的物業管理培訓班

3. 慈善跑

4. 春季會員燒烤活動

社交活動委員會簡報

5. 周年聯席高峰會及會員周年聚餐

6. 全城關懷大行動

7. 電影分享會

8. 組織行山隊及緩跑隊

隨著學會不斷的專業發展及新成立的物管發牌制度，香港人對物業管理的專業性將會更加認同。會

友的積極參與及回饋對學會的長、短期發展提供不少寶貴意見，亦令活動生色不少。隨著發牌制度

已實施，委員會將繼續積極舉辦更多不同形式的活動，以鞏固學會及會員的專業形象，加強學會與

會員的凝聚力，期盼會友共同積極參與。

學會除注重會員及行業的專業發展外，亦非常重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學會不但加入義務工作

發展局(義工局)，透過學會的義工大使積極參與義工的工作，傳揚及實踐「為善最樂」的精神，

歡迎各會員踏出第一步成為學會義工大使並踴躍積極參加往後的義工活動，敬請留意會訊及 

網頁。

最後亦藉此機會多謝各社交活動委員會成員的積極投入，及眾會友曾参與活動的積極回應及支持。

冀望於未來的共同努力，令會務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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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問題，政府在過往十數年一直不斷提出創新解困方案，集中處理土地及建屋問題。 

土地供應及建屋規劃

追溯過去十餘年，自2010年11月成立的「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房供組」)負責統籌各政

策局和政府部門在提供土地方面的工作，以期達到政府就房屋供應所訂定的目標。在2013年2月 

「房供組」改組，並命名為「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土供會」）。由「房供組」演變到「土

供會」，統籌組織的改組至今仍未能有效解決香港房屋供應短缺問題，嚴峻情況一直維持並不斷

惡化。新一屆特區政府換班後，為了令施政更有成效，行政長官李家超已要求各問責局長就指

定項目制定關鍵績效指標，更強調會務實有為，解市民所困。當中涉及土地房屋有兩個新工作 

小組：

（一） 成立「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由政務司司長帶領，負責統籌協調所有土地發展和房屋供

應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包括規劃、地政、環境、交通、基建、社福配置等。以提速、提

效、提量為目標，改善流程， 全面提高土地發展和房屋供應的效率。

（二） 成立「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由財政司副司長帶領，主要負責督導公營房屋興建項

目，並且在新政府上任100日已提交初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工作建議；建議包括提前上

樓計劃，部門分工協調方案，善用私人參建模式，壓縮建築設計等，務求提升整體公營房

屋的落成效率。

專業實務委員會公共房屋小組簡報

工作委員會簡報

公營房屋建造、政策與管理
行政長官在本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已通過新一輪「綠化地帶」研究，識別約255公頃有發

展房屋潛力的「綠化地帶」，可提供約70,000個單位，並會在2024年或之前改劃第一批土地。相 

關部門會按既定機制和標準，以及每幅用地的具體情況作詳細考慮，及進行相關技術評估，確保

有關發展與附近的土地用途互相協調，並不會在環境、交通、景觀及空氣流通等方面對附近地區

帶來負面影響。

早於年初，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已計劃在新的「設計及建造」採購模式下，要求承建商需要一併 

負責設計和建造，讓房委會可以借助私人機構的資源和專業知識，進一步優化整個建造流程。房

委會在過去數月透過會議、工作坊等不同渠道及場合，就「設計及建造」採購模式諮詢業界的

意見。經吸納業界的意見，並通過了「設計及建造」採購模式的策略、機制、以及各項細節。根

據承建商過往在工程合約的表現及經驗等，篩選出合資格的投標者，確保在有效運用市場資源和

維持足夠投標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房委會亦加入新評審項目，鼓勵承建商更廣泛採用「組裝合

成」建築法、「機電裝備合成法」和其他嶄新建築科技，讓承建商在不同領域發揮專長及優勢，優 

化整個設計及建造工作的流程，進一步提升生產力、效率和成本效益。

為了加快增加房屋供應，政府

近年曾推出「過渡性房屋」，

為等候多年上樓無期的基層市

民提供喘息機會，提供短期的

房屋供應以解燃眉之急。可是

非政府機構建議／改建和營運

的過渡性房屋，在建造過程及

日後管理問題上，均須面對因

應大小不一的「過渡性房屋」

選址及種種不同限制，努力地

經歷着不同的痛點。

新任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曾引述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奮鬥目 

標。」所以房屋工作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緩，新成立的房屋局首要任務是令市民安居樂業。就房

屋供應「提速、提效、提量、提質」的各種建議，決心直面香港房屋問題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在重點增加房屋供應的同時，施政報告中亦提及為新公營房屋項目制訂「幸福設計」指引，會 

挑選一些公共屋邨作為先導計劃，如進行一些小型工程，令公營房屋住戶用得開心，帶來幸福感。

本年《施政報告》提出未來5年推出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簡約公屋」由建築署全盤統籌設

計和興建，優點是地盤開工前的審批流程可大幅壓縮。房屋局要在未來4年多內興建3萬間「簡

約公屋」，時間的成效上較興建「過渡性房屋」快兩倍半。房屋局稱預計明年動工興建「簡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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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首批1千個單位將會在2024至25年度落成並入伙。「簡約公屋」會有流轉安排，若有租戶入 

住「簡約公屋」後獲編配傳統公屋「上樓」，會將有關「簡約公屋」單位重新給予其他輪候人士申 

請。首個「簡約公屋」項目接近落成時，會主動去信已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人士，邀請他們提

出申請。學會認為政府在房屋問題上踏出了正確及重要的一步，以行動為市民的幸福迎難而上。

根據2022年9月的預測，第一個五年期（即2023/24至2027/28年度）的傳統公營房屋建屋量會

增至約128,000個單位，同時額外興建約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

報告》提出落實「公屋提前上樓計劃」。房委會會透過規劃、設計及施工措施，例如盡量安排部

分土地提前交付作建築工程，讓公營房屋項目能盡早分階段落成，從而加快公屋申請者上樓。現

階段已確定12,000個單位可於2023/24至2027/28年度提早落成。發展局和房屋局會向公眾提供

更多有關公營房屋用地和供應的資料。定期上載到發展局和房屋局的網站，有關的安排有助公眾 

進一步了解政府未來十年公營房屋的供應狀況，讓社會各界可以更好地監察項目的進度。

房屋政策與管理

香港長年累月積壓的深遠房屋問題，從來不單止是硬件的土地規劃和加快建屋，更包括軟件的房

屋政策與管理。房委會轄下的公營房屋數量龐大，而負責處理房屋管理的房屋經理職系人員中的

各級經理及主任人員，正正負責處理房屋政策與及物業管理工作的物管界別從業員為公營房屋的

受眾提供軟件的服務，增加「幸福生活體驗」的重要元素。

(一) 合理資源分配的重要

早期的安置災民，到後期成熟的申請公屋政策，目標都是解決香港基層居民的住屋需要，當年的

房屋署職員須上山下艇核實申請公屋人士的住屋需要便可見一斑。隨著樓市價格飆升，一般市民

均對能入住公屋這安全網更趨之若鶩。申請公屋數目的結構近十數年出現了重大轉變，尤其是單

身人士和年輕人申請公屋的人數明顯增多，當中不乏現仍與家人同住，或在海外學業進修/工作

的人士。1997年的一人輪候公屋政策仍奉行以登記日期的先後次序，依序辦理制度。房委會於

2005年就「非長者一人申請」設立「配額及計分制」，「非長者一人申請」是以申請者輪候公屋

時的年齡、輪候公屋的時間及是否居住於公營房屋等資料被計算出一個分數，分數越高，越早獲

得編配公屋。但海量的住屋需求，不單為政府帶來沉

重的建屋壓力，更窒礙了真正有住屋需要的家庭上樓

機會。2021年6月底政府推出為期三年的「現金津貼

試行計劃」，對已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又符合編配資格

的一般公屋申請住戶，可申領現金津貼為期三年，旨

在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困難。

歷屆政府多次提出不同政策，以舒緩上樓無期的困局，

但效益不顯。

工作委員會簡報

此外，房委會一直致力打擊那些違反租約、濫用公屋、或虛報資料獲取資助房屋的人士。除透過

日常管理措施和兩年一度家訪調查時偵察懷疑濫用個案外，房委會轄下的中央專責小組亦會深入

調查隨機抽選及公眾舉報的個案。在偵查懷疑個案時，由立案、調查、約見租戶，至上訴程序完

成，往往需時數月，一系列的工作均有賴盡心盡力、日夜出動的團隊，協同相關部門，循不同方

法和渠道繼續致力提升成效。

房屋署在兩年一度的家訪周期，會到訪約80萬戶公屋居民，不但執行租務工作，及早察覺及跟進

單位內的維修保養事，更能偵察懷疑濫用公屋個案，但過去2年，香港居民淨移出人口超過12萬，

而在去年第四季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取強制性公積金的申索宗數為8,700。部分人士在提取強積

金後，仍享有公共福利的資格，包括獲發放公共福利金和醫療券，以及入住公屋單位。雖然因應

疫情，社會福利署自2020年1月起實行特別安排，酌情豁免計算各項社會保障計劃申請人或受惠

人的離港日數，但隨着最新放寬的入境檢疫安排，香港居民應可陸續返回香港，公屋居民以疫情

為理由無法返港，應考慮更嚴格審視有關理由。

在現階段住屋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房委會應審慎考慮各種開源節流的方案包括加設編配公屋

前及入住公屋後的離港寬限期。這可參照社會福利署的做法，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需連續居港最 

少一年及不得離港日數的規定等；對漠視交租責任及違反租約規定的租戶，加大力度嚴格執行租

約條款（包括終止租約），務求讓緊絀的公屋資源能得以善用，確保寶貴公屋資源得以重新編配

給有需要的家庭。公屋前租戶因種種原因

被房委會終止其公屋租約後可提出上訢，

社會大眾熱切祈望負責審視這類上訴個

案的上訴委員會能嚴格審視每宗個案，除

慎審考慮前租戶所提出的上訴理據外，更

需考慮公屋資源是否被濫用。此外，對於

濫用公屋或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的公屋住

戶，除了終止有關公屋單位的租住權外，

更應提高罰則，加重其法律後果，以收阻

嚇作用。

自1972年提出的「十年建屋計劃」公共房屋計劃，到1987年重新檢討城市的發展策略，政府提

出「長遠房屋政策」。運作了三十多年的「長遠房屋政策」，當中包括不同的公屋住戶資助政策

及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政策（「富戶政策」）及各類資助出售房屋政策，如居者有其屋計

劃，綠表置居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等配合完善推動城市的發展策略，並為中產階級及基層市

民提供可負擔的置業階梯。雖然房委會於2017年10月1日通過實施新修訂的「富戶政策」，擁有

香港住宅物業或入息超過公屋入息限額5倍，或資產超過公屋入息限額100倍，便須遷離其單位，

但公屋富戶對置業並交回公屋單位的意欲並無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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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置業階梯的祈盼

自90年代初和諧式公屋的落成，居

屋與公屋設計上的距離日漸拉近，公

屋質量與居屋相近，加上高地價政

策，土地資源不足，公營房屋的優

化 管 理 和 維 修 ， 議 會 政 治 化 的 問 責

文化，公屋單位低租金的資助政策，

嚴重打擊公屋居民置業的意欲。根

據2022年3月的預測，在2022/23至

2025/26年四個財政年度，房委會的

居屋單位總落成量合共約24,500個

單位，當中大部分單位屬乙類單位（供二至三人居住）、丙類單位（供三至四人居住）和丁類單

位（供四至五人居住），另有約350個（佔總落成量約百分之一）甲類單位（供一至二人居住）。 

由於這些單位仍在設計或興建中，故最終的實用面積仍未確定，但預計上述甲類單位的實用面積

會低於280呎。反觀交通便捷、配套齊備的公共屋邨，不論新舊屋邨，居民更願意在獲取公屋後

大肆裝修，生活水平更勝私樓，進一步減低公屋住戶置業興趣，窒礙公屋流轉。

(三) 為弱勢帶來幸福

房屋經理職系人員透過日常與住戶的接觸，必然可以了解到公屋居民的想法。房屋署有家訪安

排，以兩年為一個家訪周期，能於短時間內接觸到約80萬戶的公屋居民。接觸及交流過程中，他

們更能了解公屋居民所需，了解民情。當政府能更清晰地了解市民所想所需，制定政策自然更加

得心應手。當然，要做到真正的善意探訪，加深了解，足夠的培訓及安排合理的探訪時間予職員

亦必須增撥人手資源，在資源許可之下作出配合。

此外，屋邨辦事處每日均處理大量個案。行內有一個說法，指懂得向政府求助的市民未必是最需要

幫助的一群。雖然有關說法未必完全正確，但如果在善意探訪市民時，發現需要協助的獨居長者，

多點了解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隨時可以為一個又一個的有需要但又不知如何求助的市民帶來幸福。

過往，我們亦曾聽到不少好人好事，有失業的公屋居民，一家大小都已經捉襟見肘仍堅持不申領

綜緩金，情況已直接影響到小朋友的學業及生活。但透過主任的開解、鼓勵，令他們明白到以往

有工作時，亦曾對社會作出貢獻，當遇上一時的失業情況，可先申請租金緩助，便可解決短暫的

經濟困境。亦有患上癌症的獨居住戶多年來對妻子去世一直鬱鬱寡歡，兒女長大成人，各有家

庭，未必能經常照顧在則，但透過第三者的房管人員，一句提醒或問候，令獨居患者明白家人對

他的關心，亦可透過特別調遷往家人的住區，得到適切的照顧。學會認為由這些小例子，可以看

工作委員會簡報

參考資料

房委會加快興建公營房屋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2203/26/P2022032600220.htm

立法會九題：公營房屋項目的進度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2210/26/P2022102600292.htm

政府成立「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 
及「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2207/06/P2022070600694.htm

立法會十五題： 
綠化地帶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2211/02/P2022110200452p.htm

立法會七題：資助出售房屋的單位面積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2207/13/P2022071300254.htm

立法會二十題： 
永久離港居民享有公共福利的資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2205/11/P2022051100290.htm

出公營房屋的房屋管理人員，實在可以令市民大眾更能體會幸福生活，家的感覺。當然，要為政

府提供給市民的人性化服務達到此高度，充足的人手，職員的認同及使命感，和提供專業化優質

的物業管理服務予公屋住戶，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不二之門。學會認為這亦與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推動業界提供專業物業管理服務、鼓勵和協助物業管理行業及其從業員朝着優質化與專業化發展

的方向一致。

總結

就2022年《施政報告》，政府共舉辦了34場諮詢會，聽取來自不同經濟和專業界別、群組、地區

組織人士的意見。學會期盼新的房屋局能貫徹執行「提速、提效、提量、提質」的施政方針，運

用設計思維，跳出框架從不同角度解決問題，在兼顧建屋數量之餘，要令市民真正「安居」，不

單要靠房屋供應，還要有專業的房屋管理服務。事實上房管涵蓋範圍廣泛，更包括政策制定，土

地及房屋規劃、管制、清拆重建，建築與設計、資源運用、人手編配、財務管理、執法工作，以

及業主與租客的良好溝通等等。隨着創新科技的應用平民化、生活化，更加速生活和生產趨向數

據化、智能化發展。物業管理亦須要重新審視業務佈局，作出全面及高效益的系統佈置，避免出

現傾斜短視發展，恆常以項目方式處理對機構發展，往往會帶來的營收資產及預期增長的落差。

反觀以專業房屋管理的經驗，全面檢討人手編配整體發展，增加本身的市場適應力，更能掌握競

爭優勢。為配合管理未來十年新落成的龐大房屋量，物業管理行業需要儲備更多人才，持續專業

發展有助專業的房屋經理擔起領導者的角色，果斷調整業務策略，主動解決潛在問題，促進協同

合作，擴大業務的價值及提昇服務質素，透過經驗的累積，融會貫通各範疇的竅門，才能發揮最

大的效益。承如新任局長所說，發揮創意，從不同角度解決問題，提升業戶對幸福的期盼，更希

望團隊的努力可以逐漸得到社會認識，讓社會看見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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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中國代表  
中國⾹港(地區)商會榮譽會長
蕭惠君 女士

商業樓宇的健康與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1.背景

人生有接近90%的時間都在建築物內度過。隨著商業樓宇業態的多元化發展，樓宇租戶/用戶對

健康與安全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完善樓宇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提高建築健康與安全的管理水

平，從而提升租戶滿意度，實現人、建築、環境三者的和諧結合，最終實現資產保值增值。而建

築健康與安全管理便是將工作場所的傷害和患病風險最小化的過程，目的是識別、評估與控制工

作場所的危害。

安全無小事。從歷史上或者從很多過往經驗可以看到，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細節，但由於它的

長期、持續、連鎖及未來的效應，最終可能變成一個重大事故。

中國代表工作委員簡報（一）

2.國內商業地產健康與安全管理現狀

中國對於安全事故的重視及應對也是越來越緊張及更有效處理。2018年3月起，根據國務院機構

改⾰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合和統一了十三個部門和單位，成立了應急管理部。公安消防部

隊、武警森林部隊退出現役，劃歸為應急管理部，組建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

2.1 高層與超高層建築⽕災的危害⽇益嚴重

相對於普通樓宇的⽕災事故，超高層的⽕災更為猛烈，

主要由於建築物內有大量縱深區域，如電梯井、管道

井、樓梯間等，一旦著⽕，煙便會快速上竄，形成一座

高聳的煙囪，而煙氣豎向速度是每秒3-4⽶，所以一座

建築物很容易便被煙氣所控制，造成傷亡。另外由於超

高層樓宇發生⽕災，救援困難，因為全球最高的救⽕雲

梯，不足150⽶高，因此高層樓宇的防⽕安全管理刻不 

容緩。

隨着近年房地產科技（PropTech）在物業管理應用的急速發展，資訊科技委員會與對外事務委員會

聯合推動『智慧物管平台』(SmartPM Platform)，啟動儀式於2022年11月11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行，

並請來兩位重量級嘉賓，香港總商會智慧城市召集人李世賢先生和香港科技園公司STP Platform總

監霍露明博士為學員介紹智慧城市的發展及不同創新科技新方案，兩位講者分別分享了不同創科案

例，並帶出創新科技方案必須要以人為本，才能成功落地。是次講座是學會首次採用線上線下同時

進行的雙模式，與會者反應熱烈。

『智慧物管平台』日後會繼續透過講座、參觀向會員介紹不同的房地產科技/創新技術，藉此通過科

學技術推動房地產領域的創新發展與商業轉型，加快數碼轉型及智慧城市的發展。

智慧物管平台SmartPM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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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業租戶⽅⾯

國際建築業主與管理者協會(中國)在2020年做的租戶滿意度調查

報告中顯示，超過45%的租戶最為關注樓宇的健康與安全問題。

同時對比內資企業租戶與外資企業租戶對建築健康與安全的認

知，外資企業更願意為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支付更多的管理費

用，當然這個數字外資企業及內資企業也越來越接近了。

2.3 商業地產管理⽅⾯

在國家高度重視及引導下，商業地產的健康與安全管理水平相比

之前已有較大改善，然而仍發覺很多管理者，在製度上流於形式化，演練不足，同時不夠全面與專

業。例如對設備設施的預防性維護不足，容易引起安全事故，如漏水、停電、空調機組停止運作等

等。另外對承包商管理不夠，監管不嚴，對樓宇其他使用者，如租戶及訪客的安全指引不足，培訓

不足，引致違規現象頻生，包括隨處抽煙、裝修時亂接電、消防意識薄弱等。正如2021 年時，在

四川省電梯內有電瓶⻋的電池爆炸，全國不同地區的高層樓宇發生的⽕警。

3.商業地產在健康與安全管理上有很多難點

3.1	 商業地產的業態複雜多樣：有寫字樓、城市綜合體、 

 購物中心、產業園區、大型交通樞紐及酒店。

3.2 商業地產的服務內容廣泛：有物業服務、租戶服務、 

 餐飲服務、車輛服務、訪客服務及公共服務等。

3.3  使用者及相關方眾多，人員密集及流動性大：如物 

 業員工、業主方人員、租戶及租戶的外包方、訪客、 

 政府單位人員，及外包/承包商的各相關人。

3.4  商業樓宇內可能發生事故的場所非常多：包括辦公區、公共區 

 域、設備間、機房、樓宇外圍及交叉作業場所。 

3.5  樓宇內部設備設施多：不同的設備設施如風、⽕、水、電系統， 

 更有其他特種設備，如電梯、鍋爐、弱電系統、智能設備及防雷 

 設施。

3.6  風險種類多，影響範圍也大：如消防安全、公共健康衛生、安 

 防、施工安全、結構安全及外圍維護、車輛與行人安全、食物安 

 全、化學品安全、職業健康、自然災害及惡劣天氣等等。

3.7 租戶及使用者的需求也日漸提高：很多跨國企業已要求物業提供生活用水檢測報告、空調 

 質量檢測報告、對疫情防控能力的報告、防⽕安全報告、外牆結構安全檢測報告，同時特殊 

 行業如金融、科技行業對於用電保障、冷卻水供應及安防管理亦有很高的要求。

4.建⽴商業地產建築與安全管理體系，必須貫穿建築的全生命週期：

規劃設計階段 → 建築施工階段 → 招商進駐時期 → 接管驗收 → 營運管理。

在建築全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都應該有健康與安全管理意識，前期規劃必須要關注後期的維護

方便，否則如前期設計只注重美觀，往往在營運階段便會造成很多健康與安全隱患，如異型樓宇

的壞幕牆管理，又或在施工階段沒有做好監管的工作，便會造成接管驗收時的眾多缺憾及安全問

題，因而會產生額外費用的支出，甚至造成隱患的持續存在。

5.建⽴符合建築健康與安全標準的市場體係有三個必要條件：

5.1 社會因素—滿足社會對建築的健康與安全需求。

5.2 環境因素—良好的行業規範和全面的市場監管。

5.3 經濟因素—符合各方的經濟利益。

6.建⽴健康與安全管理必須要識別危害/危險源，危害的類別有：

6.1 物理性危害 — 如⽕災、工作場所暴力、職業健康、個人作業安全不足、密閉或受限空間工 作、 

 極端天氣影響等。

6.2  化學性危害 — 如化學品、粉塵、煙霧、蒸汽和有害氣體。

6.3 生物性危害 — 如病毒、真菌、細菌、黴菌、⾎液、排泄物和流行病毒。

6.4  生理性危害 — 工作條件、壓力、疲勞工作、暴力。

瞭解到危害的種類，便需要在商業樓宇內查找危險源，進行危機處理。查找危險源，必須邀請各

職系員工參與，瞭解各員工包括一線員工及外包人員的工作情況及工作環境，聽取員工的意見，

再對整體環境進行風險評估，從而對有風險的工作流程，或地區進行改善工作/工程，更要對員工

進進行安全意識、工作流程的培訓。

7.安全法規

現時國內已有安全法規規範雇主、僱員及利益相關方對安全與健康的管理：

7.1 雇主的承諾-雇主必須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制定安全管理標準流程，提供足夠的個人安 

 全防護用品，對進行與安全相關的培訓，不能要求員工在明知有危險情況下工作。

7.2  僱員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的責任：必須遵守雇主或業主方的安全管理要求及流程，必須參 

 與健康與安全相關培訓，必須使用所提供的個人防護用品，告知雇主隱患的存在。

總結：其實很多安全或健康事故的發生都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隱患的存在，所以所有商業地產的相

關聯人士，如業主、管理者、租戶、使用者、訪客等，都必須對樓宇的健康與安全加以重視，管

理者必須查找樓宇內的危險源，制定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而使用者亦必須遵守樓宇的健康與安

全守則或規範。安全無小事，對於商業樓宇的健康與安全，是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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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會長名單

鄭玉琴	女士
Ms.CHANG	Yuk	Kam,	Patricia

2022-Present

葉志明	先生
Mr.	IP	Chi	Ming,	Ellis

2014-2016

姜宜龍	先生
Mr.	CHIANG	Yee	Lung,		
Calvin

2018-2020

佘泰基	先生
Mr.	SHARE	Tai	Ki

2010-2012

余珍	女士
Ms.	Yu	Chun

2020-2022

袁翠儀	女士
Ms.	YUEN	Chui	Yi,	Cora

2012-2014

陳志球	博士，SBS,BBS,JP
Dr.	CHAN	Chi	Kau,	Johnnie,	
SBS,	BBS,	JP

2016-2018

邱萬發	先生
Mr.	YAU	Man	Fat,	Kelvin

2006-2004

鄭錦華	博士
Dr.	CHENG	Kam	Wah,		
Edmond

2000-2002

陳世麟	先生
Mr.	CHAN	Sai	Lun,	Henry

2008-2010

蘇振顯	先生
Mr.	SO	Chun	Hin,	Albert

1999-2000

黃繼生	先生
Mr.	WONG	Kai	Sang,	Cliff

2006-2008

李春犂	先生
Mr.	LEE	Chun	Lai,	Andrew

2002-2004

劉啟雄	先生，JP
Mr.	LAU	Kai	Hung,	JP

1998-1999

莫耀光	先生，MBE
Mr.	MOK	Yiu	Kwong,	MBE

1992-1993

林有元	先生，MBE
Mr.	LIM	Yew	Guan,	MBE

1995-1997

馮通	先生
Mr.	FUNG	Tung

1989-1991

黃詡芬	先生
Mr.	WONG	Yik	Fan,	Frank

1997-1998

杜彼得	先生
Mr.	To	Peter

1991-1992

王麗珍	小姐，BBS
Ms.	WONG	Lai	Chun,	Grace,	BBS

1993-1995

學會活動剪影

M
AR

FE
B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A	Review	for	the	Housing	
Management	Sector	ZOOM	講座

28

Hong	Kong’s	
Climate	
Action	Plan	
2050	ZOOM	
講座

4

Geron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ZOOM	講座18

Briefing	on	th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Scheme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Licensees	ZOOM	
講座

17

Update	on	Compulsory	Sales	
for	Redevelopment	ZOOM	講座24

Filtration	and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ZOOM	講座13

向香港大學學
生介紹物管專
業的發展及
前景

21

向香港恒生大學學生介紹物管專業
的發展及前景7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Housing	Management	ZOOM	
講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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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to	Housing	Stream	of	
MAHUM	programme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4

學會活動剪影

M
AY

JU
L

JU
N

AU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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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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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民政總署向	
物管業界送贈
抗疫物資

23

民政事務局-2022年防疫服務包	
大行動義工嘉許典禮2

Courtesy	visit	to	PMS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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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

CT

Talk	for	
Kwun	
Tong	
District	
Office

6

Brainstorming	Meeting3

Flag	Raising	Ceremony	of	HKSAR1

HKTDC	Tech	Fairs15

Meeting	with	Secretary	for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28

新城電台	
訪問

7
深水埗民政	
事務處第十期
舊式樓宇優質
管理證書課程

7

SEP

Meeting	with	
Secretary	for	
Home	and	
Youth	Affair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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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精英大獎2022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舉辦大獎的目的，是肯定本地物業管理從業員

及團隊的傑出貢獻，表揚他們的專業精神與卓越成就。本屆「香

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以「走入新常態．提升專業才

能」為主題，表揚業界在過去兩年因應全球疫情和急速的資訊傳

遞為香港帶來新常態下，房屋管理專才為市民提供完善、和諧的

生活及工作環境而作出的貢獻，同時孜孜不倦追求創新，促進行

業整體發展的努力。本屆共設五個獎項類別，分別為傑出經理、

傑出主任、傑出團隊、最佳危機管理團隊以及最佳創新概念。比

賽獲業界踴躍參與，一共收到124份提名。經過由17位重量級翹

楚擔任的專業評審團嚴謹挑選及面談後，最終敲定表現最優秀的

物業管理精英和團隊的得獎名單。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鄭玉琴女士表示：「過去兩年房屋管理的

措施及安排因應疫情發展而不斷演變，但各參加者及隊伍都能

於各自的崗位上盡展心思為業戶提供完善而安全的工作或居住環

境，發揮應變能力及展現對危機管理的專業能力。我們樂見個人

及團隊在工作中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同時期望同業能繼續精益

求精，帶着具前瞻思維為廣大市民提供最好的服務及支援。」

圓 滿 結 束
由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舉辦的「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

2022」頒獎典禮經已於十月圓滿結束。是次頒獎典禮榮幸邀

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局局長何詠賢女士JP擔任主禮嘉賓，

同場雲集各企業領導層、專業人士、學術機構代表及業界翹

楚，一起分享得獎者的喜悅。

非常感謝是次大獎的專業評審團: （按英文姓氏A-Z序列）

首席評審 謝偉銓先生, BBS, JP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前主席

評審團 陳欽勉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

鄭錦華博士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

趙麗霞教授, MH, JP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及設計系教授

許智文教授, MH, JP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榮譽教授

劉杏雯博士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副教授

李春犂先生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主席

吳海清先生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主席

韋志成先生, GBS, JP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游錦輝先生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籌委會主席

楊耀輝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署副署長（屋邨管理）

葉毅明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房屋與都市研究教授

余珍女士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

余寶美女士,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屋宇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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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得獎名單

獎項類別 得獎公司 得獎者 獲獎類別

私營房屋 
– 住宅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姚卓顯 大獎 / 卓越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林健聰 優異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黃守業 優異獎

私營房屋 
– 非住宅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黃致銘 卓越獎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李浩達 卓越獎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梁國柱 優異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上水廣場 談國雄 優異獎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李珊珊 優異獎

公營房屋
香港房屋委員會 蔡坤榮 卓越獎

香港房屋委員會 彭華耀 優異獎

傑出經理

傑出主任

獎項類別 得獎公司 得獎者 獲獎類別

私營房屋 
– 住宅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陳秀慧 大獎 / 卓越獎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灝景灣管理服務中心 高美玲 優異獎

南豐物業管理-香島 陳銹玲 優異獎

帝譽服務有限公司 袁慧欣 優異獎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關涵芝 優異獎

私營房屋 
– 非住宅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何穎琛 卓越獎

裕民坊管理有限公司 巫婉筠 卓越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何嘉浚 優異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城市廣場 倪鏗 優異獎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程柏山 優異獎

公營房屋

香港房屋委員會 許文洛 卓越獎

香港房屋委員會 梁兆聰 卓越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李雪茵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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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公司 得獎者 獲獎類別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中海物業 社區隔離設施管理團隊 大獎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啓德1號 (I) 及 (II) 管理團隊 卓越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清水灣半島 - 物管職業特工隊 優異獎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屋署屯門及元朗區域物業管理辦事處 優異獎

房屋署 房屋署興華(二)邨辦事處 優異獎

最佳危機管理團隊

得獎公司 得獎者 獲獎類別

裕民坊管理有限公司 裕民坊 大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景山莊-環保新世代 卓越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V Walk 卓越獎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關愛服務管理委員會 優異獎

新都城管理有限公司(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 新都城二期 優異獎

最佳創新概念

學會活動剪影

獎項類別 得獎公司 得獎者 獲獎類別

私營房屋 
– 住宅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啟德1號 (I) 及 (II) 管理團隊 大獎 / 卓越獎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港‧星岸 優異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景山莊 - 魔術奇兵 優異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Grand YOHO 優異獎

嘉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皓畋住戶服務中心 優異獎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凱匯 優異獎

私營房屋 
– 非住宅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環球貿易廣場 大獎 / 卓越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Mikiki 卓越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V city 卓越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都會廣場 優異獎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環中心 優異獎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宏天廣場 優異獎

公營房屋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屋署屯門及元朗區域 
物業管理辦事處

卓越獎

香港房屋委員會
西九龍及西貢區 
物業管理服務小組

優異獎

房屋署 房屋署興華(二)邨辦事處 優異獎

傑出團隊

備註：按公司英文名字首個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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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科研創新空氣過濾技術
有效捕捉及殺滅細菌和病毒 

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 何美華

自從COVID-19開始以來，全球越來越關注防止微生物和病毒傳播的方法，但是許多傳統藥物和治

療方法在使用上都出現了很大的缺點。例如在許多傳統的無紡布空氣過濾網即使可以捕獲和阻擋

99.9%的細小粒子和微生物，但也無法徹底根除細菌和病毒。當過濾網使用日久微生物會積聚，有

些甚至會在捕獲點繼續滋生導致生物污染，從而降低過濾網的有效性，使病原體在空氣中傳播，更

可能在更換或處理過濾網的過程中受到感染風險。2021年初香港曾發生食肆群組感染新冠病毒的

個案，社會對室內環境衛生要求及整體空氣質量問題作出討論，政府除了訂定持牌的堂食餐飲處所

的通風系統加大每小時的換氣量，市民大眾對室內空氣過濾系統的安全性亦更加關注。

為了改善傳統無紡布空氣過濾網的弊處，2020年來自香港的科學家開發了一種安全性極高的微生物

和病毒滅活技術。大大提高了與該技術相關的安全性。這項技術，C-POLAR™利用一種被美國食品

藥品協會（FDA）（FDA，2022）和世界衛生組織（WHO）（WHO，1986）批准為食品添加劑的

聚合物產生而成。而有關技術與其他塗層技術最不同之處是此技術並沒有使用含有毒性的納⽶粒子

或重金屬離子，可應用於空氣過濾系統中，能夠在過濾病毒和微生物的過程中提高過濾效率，從而

增強人體保護。

今次學會請來C-POLAR Biotech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柯俊賢，講解其技

術特點。

第三方研究顯示這項⾰命性的空氣過濾網可以有效率地捕獲、滅活和殺滅高達99.9%細菌和病毒，

包括新型冠狀病毒、金黃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糞腸球菌和假單胞菌等*。該技術的功效已獲美

國、捷克共和國、香港、芬蘭和英國的領先醫療和監管機構的測試和認證。

* 捷克科學院—C-POLAR™物料的抗菌測試根據國際標準ISO18184進行，結果對SARS-CoV-2病毒呈抗病毒能 
 力，及香港都會大學—C-POLAR™物料的抗菌測試根據國際標準ISO20743進行，結果對金黃葡萄球菌、大腸桿 
 菌、綠膿桿菌等致病菌呈抗菌能力

C-POLAR Biotech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柯俊賢

柯俊賢引述有學者解釋細菌的細胞帶有肽聚糖，會產生負極；同時另一

學者對病毒進行測試，結果是無論有包膜或沒有包膜的病毒表面均帶

有負極的磷脂1。而C-POLAR™空氣過濾技術是帶有正極性粒子，因此

按照極性相反粒子互相吸引的簡單物理定律，在高速氣流環境下，正

極性的空氣過濾網像磁鐵般吸引負極性的細菌和病毒，並同時撕裂病

原體的蛋白質結構，即將其破壞及殺滅。

捕獲、滅活和殺滅細菌和病毒

團隊利用由天然聚合物產生而成的原材料，沒有添加重金屬離子或其他化學品；而且是世界衛生組

織(WHO)認可的食品添加劑2，並且已經過多個第三方實驗室的測試，證明是無毒及不會釋放有害

物質，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影響。其空氣過濾網符合UL 900 、ISO 9001、ISO 14001標準和 RoHS 

指令和全球回收標準的設施中以最高質量製造。

安全性極高

C-POLAR™的空氣過濾網除了可以加強保護

之外，與其他的過濾技術(如HEPA、紫外光

或 等 離 子 過 濾 技 術 ) 相 比 ， 其 投 資 成 本 及 維

護成本最低，以及此技術不需外接能源，亦

無化學消耗，並且沒有毒性，對人體無害，

可在5分鐘內攔截並殺滅99.9%的細菌和病

毒，包括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除了有效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 更 減 少 碳 排 放 量 從 而 實 現

ESG(Environmental(環境)、Social(社會)、 

Governance(公司治理))目標。
C-POLAR研發的生物駐極體可應用於空氣過濾網，聲稱5分
鐘內殺滅99.9%病毒。

符合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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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曾多次獲獎，包括香港工程

師學會企業家2021中奪冠，香港資

訊及通訊科技獎2021智慧生活大

獎。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口罩已成

為市民出門的必需品，柯俊賢表示

利用C-POLAR™技術製成的口罩可

3日才更換一次，期間不會影響防禦

功效，更不會產生任何異味。而學

會今年亦訂購了這新技術製成的口

罩並印上會徽送給每位會員使用。

C-POLAR™
過濾網

HEPA
過濾網

UVC
紫外光燈

等離子
過濾網

捕獲
細菌和病毒

捕獲
99.9%細菌和病毒

捕獲
99.9%細菌和病毒

不能捕獲
細菌和病毒

不能捕獲
細菌和病毒

殺滅
細菌和病毒

短時間內可殺滅
99.9%細菌和病毒

不能殺滅細菌和病
毒，隨著過濾網使用
日久微生物會積聚，
造成生物污染。

25分鐘內殺滅
細菌和病毒3

波音公司發表研究所
指，只可殺滅20.6% 
細菌和病毒4

投資成本和
維護成本

毋須外接電源、有效
降低能源消耗，減少
碳排放量從而實現
ESG目標

HEPA過濾物料較
厚，使壓降(pressure 
drop)提高; 故此因提
高風力而增加用電量

UVC紫外光燈設備需
要外接電源，及設備
需每兩年更換一次

等離子過濾設備需每
兩年更換一次

安全性

WHO評定為安全的食
品添加劑；及研究顯
示無毒性及不會釋放
有害物質

積聚的生物污染，從
而降低過濾網的有效
性，使病原體在空氣
中傳播

UVC可破壞空氣過濾
網，嚴重降低對病毒
的防護功效

釋放有害物質，可能
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

這項創新的技術已獲英美政府認可，被當地前線醫護人員採用。憑藉成本優勢、易於使用和技術突

破的特點，有關的空氣過濾技術除了應用於口罩外，已成功應用在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吸引本地

及海外不同機構及企業對產品的興趣。C-POLAR™空氣過濾網已在香港多達140棟建築物安裝，當

中包括商業大廈、政府和公共部門建築物和醫院等。 

香港

‧ 亞洲國際博覽館 (AsiaWorld Expo)

‧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 香港浸信會醫院 (Hong Kong Baptist Hospital) 5

‧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Hong Kong Red Cross Headquarters)

‧ 香港君悅酒店 (Grand Hyatt Hong Kong) 

‧ 香港科學園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環球貿易廣場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 M+ 西九文化區 (M+,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 戲曲中心 (Xiqu Centre)

‧ 恒隆地產指定醫務中心6

工作參考
參考資料
1. Changing the Methods Used for

Inactivation of Microorganisms
and Viruses
https://www.americanpharmaceuti-
calreview.com/Featured-Articles/
581669-Changing-the-Methods-
Used-for-Inactivation-of-
Microorganisms-and-Viruses/

2. WHO Food Additives List
https://www.fda.gov/food/food- 
additives-petitions/food-additive- 
status-list

5. 浸會醫院應用抗菌及抗病毒空氣過濾
器技術　加強對病人及員工的保護
https://www.hkbh.org.hk/press_cen-
tre/浸會醫院應用抗菌及抗病毒空氣過
濾器技術%E3%80%80加強/

3. Far-UVC light (222nm) efficiently
and safely inactivates airborne
human coronaviruse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598-020-67211-2

6. 恒隆地產於香港指定醫務中心樓層
應用本地研發技術 促進顧客、租戶
和員工福祉安裝C-POLARTM 空氣
過濾器阻截2019冠狀病毒等空氣
傳播病毒
https://www.hanglung.com/zh-hk/
media-center/press-releases/
2022/20220330

4. Use of Bipolar Ionization for
Disinfection within Airplanes
https://www.boeing.com/
confident-travel/downloads/
Boeing-Use-of-Bipolar-Ionization- 
for-Disinfection-within-Airplanes.pdf

7. 信報Startup Beat港企過濾物料5分鐘
殺毒 (C-POLAR Biotech柯俊賢)
http://startupbeat.hkej.com/
?p=11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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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署長	 盧國華先生	JP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張趙凱渝女士	JP

勞工處處長	 陳穎韶女士

建築署署長	 謝昌和先生	JP

機電工程署署長	 彭耀雄先生	JP

規劃署署長	 鍾文傑先生	JP

土地註冊處處長	 譚惠儀女士

香港房屋協會主席	 陳家樂先生	SBS,JP

醫療輔助隊總參事	 黃英強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	 胡英明先生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主席	 羅孔君女士	JP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會長	 劉國維工程師

英國特許建造學會香港分會理事會主席	 藍偉才先生	JP

持續專業發展聯盟主席	 蔡惠琴女士	JP

消防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會長	 許偉明先生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會長	 曾德豪先生

商場管理學會主席	 高寶豐先生

香港律師會會長	 陳澤銘先生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	 潘建良先生

香港建築商會會長	 林健榮先生	JP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蔡宏興先生	FHKIA,RA

香港營造師學會會長	 馮國強先生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	 卜國明先生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會長	 楊文佳先生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孔于人先生

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	 李建華先生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	 李海達先生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	 趙錦權先生

物業管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	 鄺正煒先生	JP

香港房地產協會會長	 黃俊康博士	BBS

香港物業管理研究社主席	 鍾沛林先生	GBS,JP

賀辭
本年報承蒙下列人仕及機構致賀辭，謹此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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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主席	 鄭錦華博士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會長	 謝思訓先生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	 Mr.	Keith	Kerr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會長	 Mr.	Dave	Hallam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系主任	 任志浩先生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系主任	 何深靜教授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李經文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主任	 何達基教授

職業訓練局主席	 戴澤棠先生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2籌委會主席	 游錦輝先生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前主席	 謝偉銓先生	BBS,JP

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	 陳欽勉先生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	 鄭錦華博士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名譽教授	 趙麗霞教授	MH,JP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副主席	 周駿齡先生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	 何志誠工程師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	 許智文教授	MH,JP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副教授	 劉杏雯博士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吳鴻輝先生	JP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主席	 吳海清先生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韋志成先生	GBS,JP

賀辭
（續）本年報承蒙下列人仕及機構致賀辭，謹此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機構
本年報得以順利完成，承蒙下列機構的廣告贊助，謹此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署副署長（屋邨管理）	 楊耀輝先生	JP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房屋與都市研究教授	 葉毅明教授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前會長	 余珍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屋宇署署長	 余寶美女士	JP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

China	Overseas	Security	Services	Limited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ood	Excel	Property	Consultant	Ltd.

Goodwell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Henderson	Land	Group	-	Hang	Yick	Properties	Management	Ltd.

HK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Hong	Yip	Service	Co.,	Ltd.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oard	

Jones	Lang	LaSalle	Mgt.	Services	Ltd.

Knight	Frank	Petty	Limited

Mepork	Engineering	Servic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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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	Corporation	Limited

Nan	Fung	Property	Management	

Savills	Services	Group

Shun	Tak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Building	and	Real	Estate	

Trinity	Trading	Company

Urban	Group

Well	Born	Real	Estate	Management	Ltd.

贊助機構
（續）本年報得以順利完成，承蒙下列機構的廣告贊助，謹此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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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特
此

鳴
謝 各界友好多年來的鼎力支持！

for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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