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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香港迎來疫情後的復常之路，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亦在今年邁向三十五周年。在
這特別的一個年頭，學會會以「共創宜居城市，構建幸福家園」(Livable City, Lovable 
Home)作為今年的主題，與業界一同慶祝。趁著2023年首季的房屋動力，我們與大家一
起先睹為快，分享一下學會35周年的主題標誌。

另外，今期的內容新增了一個SmartPM Conner，與會員分享學會剛構建的SmartPM 
Platform近期的精彩內容。加上其他文章薈萃，貫徹共創宜居城市，構建幸福家園，以
及推動智慧物管的主題。當中，智慧物管如何改善生活，增加業戶的幸福感，各會
員千萬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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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9
CPD Talk on Mediation

Dec 23
CPD Talk on 5G 

Networking and IO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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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6
CPD Talk on Pest 
Conrol for Housing 
Managers

Jan 6
Technical Visit to Virtual 

Access Control System 
Demonstration at  

Science Park

Jan 6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at Housing Department

2023

Nov 11
CPD Talk on 
 Smart Platform Event Series-Opening Address 
on Smart Property Management 

Nov 18
CPD Talk on  
Complaints  

Handling Procedure by PMSA

Jan 13
CPD Talk on New Normal  
in Post-Covid 19  
Era-A Building  
Surveyor’s  
Perspective on  
Building Hygenie

Feb 2
Spring Dinner 
of 十會一局

Oct 20

Nov 24
CPD Talk on The 

Evolution of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since 1993 and Outlook

Dec 9

Nov 30
Quality Property & Facility 
Management Award 2022 

Present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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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 Talk on Smart Hospital- 
An Appreciation of the North 
Lantau Hospital Hong Kong 
Infection Control Centre

CPD Talk on Block Chain  
and Hou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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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研討會於2022
年 1 2 月 3 日 前 以 結 合 線 上 及 線 下
的方式順利舉行，是次活動有超過
200名會友參與。感謝各領域的專
家、業界的精英帶領大家深入淺出
地認識ESG（環境、社會及管法）將
如何塑造房屋管理專業。以下節錄
了論壇各環節的精彩內容:

活動當日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社區隔離設施管理團隊亦分享了方艙醫院的抗疫 
挑戰工作

房屋經理提供專業房屋管理乃市民安居樂
業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石，物業管理以往著
重保安、安全、清潔和維修保養主要公用服
務設施等工作。時至今日，物業管理行業近
來除了提供專業既物業管理服務外，還積
極處理疫情所產生的問題，環保團體曾進
行調查，發現全港市民疫症期間，每周消耗
逾1億件外賣即棄塑膠，顯示外賣「濫膠成
災」。衞生問題與環保其實不是零和遊戲，
外賣即棄餐具在製造和運送過程，或存在
被污染的風險，自備餐盒更能令人安心。此
外，為回應巿民大眾對理想環境日益殷切
的期望及各行各業更加環保的全球趨勢，
物業管理需要制定各項環保措施:

nvironment環境保護:

(左一)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理事會理事劉家榮先生，(左二)綠惜地球創辦人及總
幹事劉祉鋒先生及(右一)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何美華女士
為大家探討房屋經理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



 /02 2023 房屋動力

03活動重溫

環保團體綠惜地球創辦人及總幹事劉祉鋒則建議，政府應把握垃圾徵費將實施的機遇，以公私營合作「中央收廚餘」，於各
屋苑設廚餘回收箱外，並安排承辦商收集並運送到廚餘處理設施，並善用污水處理廠等設施，轉廢為能，減少廚餘棄置量。
從經濟角度，廢物徵費確能非常有效地減少大廈廢物製造量，因物業管理公司會更特別小心和敏感處理垃圾分類回收，為
住戶減少因廢物徵費而產生的費用而努力回收減廢。

• 上門教授住戶進行Food Audit、 
教授減廢， 減碳，惜食文化

• 提倡自備餐盒餐具買外賣 

Prevention  
避免產生

• 回收颱風後倒塌樹木
• 幫助大廈設立免費交換物品平台

Reuse  
重用

• 推動紙包盒回收
• 推動食物/廚餘回收計劃

Recycling 回收/  
Recovery 循環再造

• 運用智能IoT感應器裝置有效制定
各領域的節能方向

• 使用壓縮方法處理垃圾，減低堆田
區飽和的壓力

Technology  
運用科技

本港市區步向老齡化，整體人口與舊區內樓宇老
化的問題同樣嚴峻。樓宇與人無異，都有著生命
周期，每幢樓宇隨時間過去變得既殘且舊，設施
亦會過時，追不上社會發展及居民生活的需要。
如果樓宇因長期欠缺完善及周詳保養及管理，衞
生環境惡劣、保安欠奉，不但嚴重影響居民生活
質素和健康，也可以危害訪客及行經樓宇周邊的
公眾安全。

市建局多年以來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可是不少
私人樓宇即便已有缺損，礙於無法團、業主組織
或未聘有管理公司，無法有效籌組維修工程。市
建局最新數據顯示，現時全港有逾7,000幢樓宇
處於失修及破損狀況，整體約9成均達50年樓齡
或以上。全港至少有約4,000幢已年逾半百的舊
樓，無法團、無任何形式的居民組織，亦無聘有管
理公司的「三無大廈」正處於失修及破損狀況。

為了解決單幢樓宇難以負擔龐大管理費用嘅問題，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研究以「聯廈聯管」的大廈管理模式，令單幢舊樓
可以有良好的基本管理如保安，大廈清潔衞生，保養維修等，以保障居民健康和安全及為日後樓宇迫切的老化問題未雨 
綢繆。

ocial 社會責任:

(左起)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上屆會長余珍小姐，專業實務委員會嘅增選
委員黃寶珍小姐，市區重建局高級經理(樓宇復修)李世忠先生分享改善 

「三無大廈」的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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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626章）（《物管條例》）下的發牌制度將
於今年八月一日起全面落實。屆時物業管理（物管）公司及從業員

（物管人），必須按法例規定持有有效物管牌照，才可提供物管服
務。透過《物管條例》實施強制發牌制度，訂定物管公司和物管從
業員的專業要求，可提升整體物管服務的質素，從而推動物管行
業的發展。截至2022年年底，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已經發出接近三
百個物管公司牌照及超過一萬個物管人牌照。

《 物 管 條 例 》指 明，如 物 管 公 司 為 物 業 提 供 多 於 一 個 服 務 類 別 
（例 如 物 業 環 境 的 管 理、物 業 的 維 修、保 養 及 改 善、物 業 的 設 施

管理等）的物管服務，便須持有牌照。至於物管人，在物管公司中
就物管服務擔任管理或監督角色的物管人員，須按其學歷、工作
經驗及是否持有監管局認可專業團體的專業資格等，領有物管人 

（第1級）及物管人（第2級）牌照。前線人員無須領有物管人牌照。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現時已發出14份操守守則，令物業管理從業員
及社會各界更容易了解物管業的專業標準，令物管業專業地位得
以提升。透過發牌規管、制定守則及鼓勵持續進修「三管齊下」策
略，提升物管業專業水平為終極目標， 將ESG概念融入物管服務，
與業界攜手邁向物管新里程、抱擁物管新世代、推動行業持續向
前發展。

overnance 管治:

(左起)香港房屋經理學學會專業實務委員會主席林宇
軒先生，學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凱琳女士，物業
管理業監管局總經理（規管事務）彭慧深女士，為大家
探討未來物業管理行業的管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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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關於「聯廈聯管」

良好物業管理助樓宇延壽增值

本港不少學者曾進行研究，探討物業管理對樓宇的重要性。有本
地大學的研究顯示，樓宇如享優質的物業管理，既能妥善維持樓
宇保安或衞生狀況，亦可減少因年久失修致殘舊破損的風險，從
而為樓宇價值帶來明顯及正面影響，反映良好的物業管理對樓
宇的重要性。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鄭玉琴女士表示，香港作為一個發展優
良的城市，樓宇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已具備良好基礎，物業管理服
務的專業水平亦備受肯定。惟若將現行私人樓宇或屋苑的物業
管理模式直接運用於管理單幢舊樓上，相信未能有效處理問題。
鄭女士解釋，由於舊區單幢樓宇樓齡高、伙數少且業權分散，居
民更以長者或退休人士為主，他們缺乏恆常收入及物業管理知
識；加上出租單位業主普遍對樓宇管理漠不關心，導致樓宇長年
缺乏保養管理，故必須針對以上情況調節現行物業管理的模式，
才可對症下藥。

淺談「聯廈聯管」最新發展
香港舊區單幢樓林立，舊樓老化、缺乏管理問題一直
為人詬病。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正夥拍市區重建局，於
九龍城選定的小區試行「聯廈聯管」模式，協調區內
舊樓共同聘用物業管理公司，攤分固定成本，實行多
幢式聯合管理，透過共享資源提升單幢舊樓的保養及
管理，相關計劃的推廣工作已經展開。

我們今期邀請了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鄭玉琴女士
與市區重建局樓宇復修總經理李文豪先生，深入淺出
闡析「聯廈聯管」嶄新管理概念，並述及當中遇到的
挑戰及市民的反響。

全港現時約有4.2萬幢樓宇，當中有2.6萬幢私人住宅
及商住樓宇樓齡達30年或以上，樓齡逾50年的樓宇
亦有1.2萬幢。這些舊樓長期欠缺完善及周詳的管理
保養，衍生衞生、治安、消防、管理及維修等問題，當
中無業主立案法團、居民組織及管理公司的「三無大
廈」情況更甚，對居民的生活和行人安全，以至整體
城市發展都構成極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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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與學會分工合作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倡議以嶄新的管理模式－「聯廈聯管」，整合地區上相連鄰近、小規模單幢舊式
樓宇，共同聘用物業管理公司，實行「聯合式」管理，透過資源共享提高經濟效益。此模式涵蓋某些
必須的管理項目之餘，亦提供額外的項目供業主按需要靈活選配，包括代聘大廈管理人員、代辦
追收管理費用、清潔衞生服務、遠程監控、額外會議處理的支援等。

然而，「聯廈聯管」有別於傳統物業管理模式，以往未曾在舊區大規模實行。就此，香港房屋經理學
會夥拍市建局於九龍城選定的小區試行此「聯廈聯管」模式，落實探討切合單幢舊樓管理的方法，
藉此提升相關設施的保養水平及管理效率。在此先導計劃下，市建局肩負聯繫居民及法團的角
色，亦協助安排分享會及收集意見等支援工作；至於管理模式、合約內容、篩選物業管理公司等，
則由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提供專業意見，雙方分工合作。

李文豪先生留意到，現階段小區居民仍在消化「聯廈聯管」這個概念，思考及評估如何幫助他們改
善居住環境，相信下一階段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將與業主商討推行「聯廈聯管」的細節；待業主取得
共識後，就可協助有興趣的大廈展開委聘管理公司的招標工作。

遠程管理系統降管理成本

此外，為進一步減低物業管理成
本及增加業主的使用體驗，市建
局積極考慮推廣科技應用，鼓勵
參與「聯廈聯管」的業主採用「遠
程 管 理 系 統 」，以 科 技 協 助 大 廈
管 理。系 統 包 括 閉 路 電 視、電 子
告示板、大閘門鎖遠程開關和對
講 機 系 統 等 硬 件 配 備。另 外，系
統 透 過 網 絡 訊 息 可 連 接 住 戶 的
智能電話，同時亦接駁到管理公
司的控制中心，以便作遠程監控
及突發情況適時處理。系統亦可
加入平安鐘、煙霧或漏水探測等
額外功能。

因 應 舊 樓 居 民 多 以 長 者 為 主，「
遠程管理系統」已顧及長者需要
及使用習慣，系統於智能電話的
介面及操作均簡單易控，冀能協
助 長 者 盡 快 適 應 及 掌 握 新 系 統
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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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普遍持正面態度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及市建局早前已展開「聯廈聯管」
的推廣工作，包括向業主舉辦專題討論小組、擺設街
站及派發宣傳單張，並於今年1月初舉辦簡介會。席
間反應熱烈，業主及住戶均踴躍提問，普遍對「聯廈
聯管」計劃持正面及支持的態度。

雖然居民初步回應頗為正面，但鄭玉琴女士認為，落
實「聯廈聯管」仍有不少困難及挑戰。第一，要取得業
主共識，協調各業主的意見。現階段大家「摸著石頭
過河」，透過先導計劃累積經驗，逐步探索及了解更
多業主的想法及顧慮，從而完善「聯廈聯管」的管理
模式；第二，理順參與「聯廈聯管」的樓宇及管理公司
的相關合約及條款。由於此模式首次推行，當中牽涉
多幢大廈的業主及住戶，故須詳細擬定其中合約細
則。鄭女士表示期望在市建局的支持下，逐步拓展這
個新管理模式，讓更多舊式樓宇的居民受惠。

問及「聯廈聯管」的預期成果，鄭玉琴女士認為現階段
仍言之尚早，但卻事在必行。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及
樓宇老化雙老化的現象，若現時不採取行動保養管
理，樓宇狀況及社區環境只會越來越差。「聯廈聯管」
為現有單幢舊樓提供妥善管理及維修，長遠不只有助
延緩樓宇的老化，同時亦可改善居民及社區的生活環
境質素，保障公眾安全，更能提升樓宇的價值。

「聯廈聯管」非一蹴即至

李文豪先生強調，要藉「聯廈聯管」改善舊樓管理難以一蹴即至，未來亦會
面對重重挑戰及困難，需透過不斷探索理順安排：「我們希望先行藉『聯廈
聯管』協助小區內的單幢舊樓聯合聘用管理公司打理大廈，為其他舊區起
示範作用，讓社會各界借鑒採用。」至於法團從缺的「三無大廈」，李先生認
為，「聯廈聯管」的實例同時讓「三無大廈」業主明白，可以用相宜費用聘請
管理公司管理大廈，藉此推動他們積極成立法團及參與『聯廈聯管』，令長
期缺乏保養和失修的情況獲得改善，長遠改善居民生活質素之餘，更可提
升舊區的可宜居環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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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居民用心服務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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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已於去年10月圓滿結束，各大獎項名花有
主，其中在私營房屋–住宅類別中，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
公司的啟德1號（I）及（II）管理團隊憑藉傑出的表現，於芸
芸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贏得該類別「大獎╱卓越獎」之殊
榮。今期就由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助理物業經理倪
詩樂先生細訴團隊的得獎心得，以及團隊成功之道。

是次參賽的物業管理團隊各有出色之處，能夠力壓群雄成
為當中的佼佼者，倪詩樂感到十分高興，指對團隊而言是一
種鼓舞，更可藉此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增強客戶對他們的服
務信心。公司亦鼓勵我們多參與比賽，藉此吸收經驗及增長
見聞，從而提高管理服務水平。

他又道出物業管理是以人為本的工作，從業員需要有同理
心，設身處地為客戶著想，例如在疫情期間，防疫物資如口
罩及快速測試包曾一度短缺，當時公司和團隊忙於四出搜
羅，再將珍貴物資分發給居民應急。倪詩樂坦言，這些都不
是物業管理的常規服務範疇，但正如公司以「用心服務每一
天」作為服務宗旨，他們也樂意跳出物業管理服務的框架，
為居民行多一步。 

疫情為整個物業管理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必須因時
制宜靈活處理不同事宜。事實上，在管理啟德1號（I）及啟德
1號（II）兩個屋苑，團隊已突顯其靈活性及巧妙心思。啟德
1號（I）及啟德1號（II）在屋苑設計、設施及管理模式完全相
同，但其精妙之處在於駐苑的管理團隊獨立運作之餘，又能
互相合作及支援，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能。

Elit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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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為居民用心服務每一天

倪詩樂解釋：「由於兩個屋苑的規模只屬中等，因此駐屋苑的工程主任、助理會所經
理及高級會所主任共同負責啟德1號（I）及啟德1號（II）的工作，共享人力資源，並由
兩個屋苑攤分支付薪金，可以減省屋苑人工開支，有助減輕屋苑財務壓力，也能互
補長短、共享團隊資源。此外，兩個屋苑加起來產生協同效應，增加競爭力，例如在
物資招聘服務合約上可以藉此優勢爭取更優惠價錢。」

談及物業管理的挑戰，倪詩樂直言從業員每日要面對很多人和事，可說是「問題天
天都多」，加上社會進步及網絡發達令資訊快速流通，居民對自身權益更為重視和
了解，同時也令他們對物業管理的服務水平相應提高，但這既可視為壓力，也是推
動團隊不斷向前的動力。

「我們深明物業管理涉及很多人的問題，非常考驗團隊的心理質素，因此公司高度
重視同事的身心健康。作為領導者，我們會帶頭發揮正能量，並會細心觀察同事是
否有不妥之處，主動了解他們的難處或困惑，給予安慰與指導，齊心解決問題。另
外，我們每月都會舉辦培訓課程，向同事灌輸最新的專業知識與職安健資訊，又會
舉辦生日會等，增進團隊感情。」

最後，倪詩樂想藉此機會多謝住戶的長期支持，他與團隊會繼續竭盡所能，令居民
可以安居樂業。

我們深明物業管理涉及很多人的問題，

非 常 考 驗 團 隊 的 心 理 質 素，

因此公司高度重視同事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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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與物業管理

智慧城市與房地產科技（Proptech）都是新興的概念。是在本文中，我想與讀者分享智
慧城市與物業管理之間的共同理念。我還將分享一些將智慧城市的科技應用於物
業管理的例子。

物業管理的終極目標

物業管理的終極目標是透過多元化服務和資產管理使租戶
和業權擁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實現資產價值最大化……

業權擁有者的利益一般是要透過創造市場偏好和降低運營
成本來實現的資產價值。但甚麼才是租戶的利益呢？或許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香港智慧城市的願景和目標。

智慧城市的願景

香港智慧城市的願景是讓市民擁抱創科，構建一個世界聞
名、經濟蓬勃及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目標包括讓市民的生
活更愉快、健康、聰明及富庶，以及讓城市更綠色、清潔、宜
居、具可持續性、抗禦力和競爭力，同時更妥善關顧長者及
青年人，令大眾對社會更有歸屬感。這一切都能實際轉化爲
市民或是租戶的利益。

市場上關於房地產科技（Proptech）的討論很多，但科技應
用應以滿足物業使用者與業權擁有者的需求為目標，而絕
不應只為炫耀先進技術而增加科技應用。我們必須以人為
本，關注他們的不同需求。借用心理學的研究，人的基本需
求有5個層次，分別為：

如何滿足物業使用者 
不同層次的需求

Self- 
actualisation

Esteem needs 
尊嚴需求

Social needs 
社交需求

Safety needs 
安全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 
生理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5
4

3
2

1

SmartPM Corner

香港總商會智慧城市召集李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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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科技應用不能滿足使用者一種或多種的基本需求，任何技術都沒有意義，亦不能為資產增值。
就如智慧城市的成敗，不等同於多少先進科技被運用，最重要的是這些技術是否能令公民更快樂、
更健康和令弱勢群體 如老年人和青少年得到更佳的照顧和培育。

以下分享的是一些可以滿足各種基本需求的科技應用：

生理需求

 ▶ 疾病檢測：使用高準確性的非侵入性的檢測（如吹氣測
試）來篩查高傳染性疾病（如COVID）以防範社區傳播，
保障社區安全。

 ▶ 住戶舒適度：最新技術可通過調節濕度、風扇速度和溫
度來提高住戶舒適度，同時降低能源成本。

 ▶ HVAC抗病毒過濾器：傳統的UVC燈會消耗大量能量，
而且速度太慢，無法在快速氣流條件下殺死病原體。新
型抗病毒過濾可以在不使用能量的情況下捕獲、滅活
和根除病毒。

 ▶ 遠程健康監測：善用互聯網絡及監測儀器，使用者可以
做到足不出戶仍能把生理指數定期傳送到醫療機構供
專業醫療人員分析並監測使用者的健康狀況。此技術
的目標是促進健康，減少使用者出行和等待時間。這也
可以成為大型物業管理的新收入來源。

安全需求

 ▶ 樹木健康檢測器：可以監測物業區域內樹木的異常情
況，避免人命傷亡和財物損失。

 ▶ 控制鼠患：在所有的大城市，老鼠是一個 必然的存在。
一般控制鼠患的手段包括清除老鼠藏匿點、堵塞老鼠
通道、使用殺鼠劑、捕鼠器等，以及在新建私人樓宇加
入防鼠設計、及在建築和拆卸地盤進行滅鼠工作等。
這個古老的問題現在還可以通過結合使用新科技來解
決，例如有些誘餌可以通過脫水使老鼠木乃伊化。安全
而有效。

2

11智慧城市與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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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交需求

 ▶ 5G連接：最新的天線技術無需昂貴
的安裝即可增加室內5G信號。租戶
可以更快地下載電影，還可以讓物
業管理實現雲端管理服務。

 ▶ 時間銀行：「時間銀行」是在美國與
瑞士很流行的概念，長者可透過做
義工換取時分，當日後需要養老服
務 時，利 用 時 分 換 取 照 顧 服 務、培
訓、康樂活動及實物。把時間銀行落
實於社區，鼓勵租戶透過的時間銀
行計劃來互相幫助，不但能豐富住
戶的社交生活，亦能更妥善照顧區
內的弱勢群體。

 ▶ “分享你的工具”軟件：鼓勵租戶將
他們的烹飪工具或其他工具集中到
一個平台上，以利便互相借用。租戶
透過平台互相認識和分享心得。這
可以與“時間銀行”概念結合使用。

 ▶ 寵物友好的環境消毒：物業管理現
在可以使用紫外線技術來識別髒污
區域並消除頑皮寵物留下的尿味。

 ▶ 洪水預測：香港是一個受颱風影響的地區，市民在颱風襲港時，會受到
風暴潮引起的水浸所威脅。最新的氣候變化模型可以準確的預測風暴
潮海水水位。根據所得數據，物業管理可以製定相應的預防措施以減低
財物損失。財政上的安排亦可透過綠色金融融資解決。

 ▶ 濕球球溫監測：這新技術有助於識別社
區內的溫熱區。所得數據能幫助物業管理部
門在特定區域，種植更多樹木來緩解天氣過
熱所帶來的影響。從而保護弱勢群體：老人和
兒童以及物業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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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尊嚴需求

 ▶ 外牆/管道檢查和維護：無人機的使用可以使這項昂貴
而乏味的工作變得更加容易和負擔得起。外觀漂亮的
建築始終是吸引新租戶和提高居住者自尊的關鍵。

 ▶ 漏水檢測：許多房主和租戶最頭疼的問題，這會使建築
物的外觀迅速惡化。毫米波 （mmwave）現在可以穿透 
15 米深的水泥以識別漏水源。

 ▶ EV充電器：政府已宣布決定到2035年停止內燃能源私
家車註冊。除了安裝慢速充電器的明顯選擇外，物業管
理應考慮安裝快速充電器並將“加油站”搬入社區，為
居民提供最大的方便，同時為物業資產增值。

 ▶ 氫燃料電池發電機組：這種技術的到來可以消除使用
昂貴的柴油並減少碳足跡。

自我實現的需求

 ▶ 租戶藝術展示：使用最新的展示技術來展示租
戶創作的藝術作品將是幫助他們實現自我實現
的好方法。這也可能更有效地連結社區，並為物
業管理提供新的收入來源。

 ▶ 興 趣 班：組 織 興 趣 班，令 租 戶 有 機 會 發 展 新 興
趣，學習新技能，亦是幫助區內市民實現自我的
一種方式。透過不同的科技，許多服務公司在提
供技能訓練時，不但能讓你自己動手完成、亦能
與你一起做和為你玩成，令參與者的興趣大大
提升。

13智慧城市與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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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創新  
工作：重新定義 香港科技園公司STP Platform總監霍露明博士

反思日常工作的痛點

在物業管理的範疇內，相信在不同崗位的同事，經常都會遇到不同的難題
或痛點。舉例來說，要是在日常工作中仍有大量需要人手處理的文書工作，
那就很難提升工作效率。或是前線人員一般都是流動工作，但作為管理人
員要作臨時的人手調動就相對困難。要是從這些角度思考，尋求創新，務求
達到工作上的改進，那已經是很好的出發點。以人手處理的文書工作為例，
要是不尋求創新或科技的幫助，就只可增加人手才可提升效率。要是可利
用光學字元辨識(OCR)結合自然語言處理(NLP)，基本上已可把大量文書工
作自動化，那在不增加人手的情況下，工作效率都有明顯的提升。所以，創
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我們提供工作或生活上的便捷。

什麼是創新科技？

在物業管理的範疇內，相信在不同崗位
的同事，經常都會遇到不同的難題或痛
點。舉 例 來 說，要 是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仍 有
大量需要人手處理的文書工作，那就很
難提升工作效率。或是前線人員一般都
是流動工作，但作為管理人員要作臨時
的人手調動就相對困難。要是從這些角
度思考，尋求創新，務求達到工作上的改
進，那已經是很好的出發點。以人手處理
的文書工作為例，要是不尋求創新或科
技的幫助，就只可增加人手才可提升效
率。要是可利用光學字元辨識(OCR)結
合自然語言處理(NLP)，基本上已可把
大量文書工作自動化，那在不增加人手
的情況下，工作效率都有明顯的提升。所
以，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我們
提供工作或生活上的便捷。

但對於不太了解科技的人來說，往往都覺得這是遙不可及。數年前，某團體希
望鼓勵食店及食客盡量使用可重用餐具。因此他們跟一個商場的物管商量，
讓他們把一部餐具租用機放在商場內作試驗。或許大家都以前這團體已經
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時間把機器研發及製造出來，才去跟物管提出合作的建
議。事實上，他們的目的只是想透過此試驗來了解食店及食客對可重用餐具
的接受程度，以及優化整個租用及歸還餐具流程上的安排。因此，他們放在商
場內的餐具租用機，實際上只有一個外殼，內裡是由一個人來進行操作。所以
在商場答允後，他們在一周內便把租用機做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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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０→１

物業管理行業，每天其實都在服務龐大的客戶群。所以，當
我們思考怎樣提升客戶對管理公司的滿意度時，必須關注
客戶關注的問題。在客戶的角色上，他們關注的服務的質
素、服務人員的表現、以及服務的價格。他們不會關注科技
本身，只是科技會否讓他們享受到更優質的服務。不少成功
的創新案例，都會經歷以下的思考及準備過程：

• 誰是你的目標客戶？
• 在哪裡能吸引你的客戶？
• 像您的客戶一樣思考
• 抓住客戶的條件
• 嘗試多於一種的方法

以當下流行的聊天機械人(CHATBOT)爲例，在許多大型公
司推出聊天機械人，以幫助解答常見問題和提供簡單服務
之後，中小型甚至初創公司都開始對其趨之若鶩，似乎單純
擁有一個聊天機械人就可提升服務，甚至帶來更多客戶。而
其實，是否應用一項科技應當基於各項商業情況來決定。 

例 如，你 的 客 戶 需 要 在 3 0 秒 内 得 到 初 步 回 應，或 者 認 爲
24/7的服務對他們很重要，那聊天機械人可能是一個不錯
的選擇，特別是當你公司未必有這樣的人員預算的時候。然
而，如果你的客戶更想要和真人進行對話，或者對話的内容
普遍比較複雜或場景多變，那聊天機械人反而未必適合。 

特別是對一些中小型企業來說，爲了穩定對支援人員的預
算投入，又同時平衡客戶對於真人對話的需求，聊天機械
人可以在對話需求量突出或者支援人員繁忙的時候開始工
作。這些聊天機械人的應用更適合用於前綫支援，初次對
話，或者是一個常見查詢的解決方案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調查，除了及時性，客戶普遍注重回答
的準確性和情緒價值。在一些需要個人定制的回答，甚至客
服表達同理心的場景下，使用聊天機械人未必可以滿足客
戶對於特殊場景和情緒價值的需求，甚至會讓客戶覺得服
務不夠人性化，甚至冷漠。物業管理公司也會管理很多不同
類型的地點，應針對客戶的需求來作出決定。

如何挑選合適的方案

技術採用生命週期可簡單分為三個階段：
探索→概念驗證→正式採用。一般在探索
的階段時，難度是在於如何構想一個合理
的企劃案。當中的考慮包括多個範疇，如商
業價格、可行性、技術要求、回報期等，需綜
合多方面的考慮，才可決定踏入概念驗證。
在進行概念驗證，面對的難題會是如何找
尋合適的技術提供者。 當每家都宣稱可滿
足技術上的要求，那應該怎樣挑選呢？而最
後階段，在正式採用前，怎樣確保技術已滿
足所有要求，也是很難定義的事情。

15勇於創新 工作：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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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創新 採納科技

總結來說，創新科技是一個可靠
的途徑來幫助我們解決工作上的
痛點或尋求突破。要是能找對切
入點，可有系統地尋求合適的方
案，最重要是有勇於創新及求變
的精神。在香港科技園內，已有超
過1,100間科技公司，要是希望了
解更深入的資訊，歡迎隨時跟我
們聯繫。

因此，香港科技園可為業界提供不同的服務，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提供支援。舉
例，於探索時期，可透過比賽的型式來收集提案。醫院管理局希望探討是否可利用智能影像
辨識技術來分辨手術用工具。由於市場上也沒有合論的方案，因此他們聯同科技園舉辦了
一場比賽，而比賽結果證明了這概念的可行性。而當進入了概念驗證或正式採用前，如需技
術驗證的工具，也可利用科技園的技術平台來處理。以下是一個以數據來進行智能影像辨
識技術的驗證結果：

當中每家技術提供者的技術表現都一目了然。往後就更簡單地挑選到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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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智能大廈的  
室內無線解決方案 天傳科技有限公司(ANTwave Technology Limited) 

行政總裁梁振佳

大家好！我是天傳科技有限公司(ANTwave Technology Limited) 的行政總裁梁振佳工程師 (Jacky LEUNG)。天傳科技
是一間在香港科學園開設的科技公司，提供室內無線系統的方案，包括怎樣在室內提供穩定的5G訊號、怎樣在密閉空間
提供無線傳輸訊號，以及在地底下提供無線方案。

現今物管要面對很大的挑戰。包括，人手
短缺、經營成本上漲及怎樣利用ESG提高
物業的價值等等。所以，智能大廈(Smart 
Building)便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但是，要提供智能大廈的方案，人們往往
都 忽 略 了 好 幾 個 元 素，當 中 包 括 怎 樣 安
裝整個大廈的無線網絡，即從大廈的停車
場、後樓梯以及洗手間的地方都需要無線
覆蓋。而要達至全覆蓋，我們亦要考慮成
本問題，因此經濟合適的室內應用無線解
決方案便更顯重要。

首先給大家介紹現今無線網絡類別，尤其
是了解一下5G在室內應用的問題。

5G，包括N1，N78，N79的頻率在2.1GHz到4.9GHz之間。這比4G的0.8GHz到2.1GHz的頻率要高。當頻率越高，電波在空
氣傳播的範圍就越少，所以，就需要較多的基站才能做到較高的室外覆蓋。至少室內，無線訊號需靠大廈的玻璃窗從室外
傳到室內，而頻率越高，無線訊號的阻隔及反射變更厲害，所以5G訊號在室內便變得更困難。而現在商業大廈很多時都會
用一些環保隔熱的玻璃(Low E glass)，這使5G的訊號降低了15-40dB不等。那樣，5G入屋就變得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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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無線網絡數據傳輸

當解決了5G入屋問題後，我們要考慮整個大廈的無線網
絡。現時物業管理業界已採納很多IoT的應用， 例如在一些
機房，我們可以利用感應器去監測機器是否運作正常。在洗
手間，我們可以利用感應器去偵測物資供應、運作情況及
有沒有人暈例等情況。這些都是一些減少人手及成本的方
法。在ESG方面，我們亦可以在室內或後樓梯安裝空氣監察
感應器，這對樓宇的價值大大提升，對物業租務有正面的影
響。  但是在不同的場景均遇到相同的痛點，一般大廈裏有
很多地方都是很難接通無線訊號，例如電錶房及地下水渠
等，它們都是－些密閉空間，當我們裝配了很多感應器，如
智能電錶、水流量監察器和污水瘀塞監察器等，因為不能和
外界的無線網絡接通，而使用家得物無所用。

不管大廈的無線網絡是NBIoT, LoRa或Wi-Fi，要解決這些
痛點，才能完善智能大廈管理，一個完整的無線網絡去處理
IoT收集的數據傳輸是必須及重要的。

但大前提是怎樣有效地安裝一個龐大的無線網絡呢？ANT-
wave提供了一個Wi-Fi mesh方案，透過獨特的天線設計，
把無線的覆蓋擴展，減少傳統拉線的人工成本及裝置的數
目，更具經濟效益。  過往的案例曾為顧客減少50%的成本。

5G Meta Film(5G 元膜)

針對上述5G在室內應用的困難情況，我們就開發了一個專
利的技術5G Meta Film(5G 元膜)。只需在大廈的玻璃窗上
安裝 5G Meta Film，便可減少5G訊號被玻璃反射，達至更
多的5G訊號進入室內環境。 此專利技術是利用透明金屬軟
膜技術，把5G的訊號減少被玻璃反射。這個方案已經在－

些零售商鋪及食肆應用，成功解決了他們一直面對無線訊
號弱的問題。我們幫忙把室內5G訊號加強，利用我們的5G 
CPE，即5G轉換Wi-Fi的裝備連接他們的POS、payment 
system 等。 這種配置不但可以加強室內5G的接收能力，
還可以幫助他們減低無線裝置的成本，更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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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蓋天線設計(Manhole Cover Antenna)

水 渠 蓋 天 線 設 計 可 以 把
地 底 下 的 數 據 透 過 無 線
電接通到地面。透過一站
式服務，把放在水渠裏的
監 察 器 如 水 流 或 水 位 監
測 器，透 過 水 渠 蓋 天 線，
把數據傳送到雲端，如數
據有異常情況出現，系統
會通知管理員，立即作出
處理。

入氣口天線(Louvre antenna)

方案提供可用於電錶房等地方用的入氣口天線
(Louvre antenna)。可以在不需改裝Louvre的
情況下，使它成為天線的－部份，這樣，物管人
員就不用在室外加裝外置式天線，減減省工序
及成本。在一個實例中，可以把整個屋苑的智能
電錶，利用入氣口天線，把所有數據無線連接到
屋苑的火牛房裏。

有效、便捷、低成本的科技方案，不但可幫助物管人員解決人手短缺問題，而且提供預防性
維修及實時警報，增大設備的功效及使用壽命，降低管理成本，開發更多、更新的收入來源，
加快數碼轉型及智慧城市的發展。



HOUSING
DYNAMICS

新冠肺炎持續近三年，本港先後經歷五波疫情，儘管兩地近
期都大幅放寬及解除多項防疫限制措施，包括自2023年1
月8日起香港已恢復與內地通關，並由1月30日起撤銷根據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向感染人士發出隔離
令的安排。在新冠肺炎疫情漸趨穩定時，政府專家顧問更表
示冬季過後會積極考慮解除「口罩令」。

香港現時有83%市民已接種三針新冠疫苗，已知感染人數
有250萬，但尚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特別是感染新冠病
毒後死亡風險極高的長者、長期病患者、兒童及其他免疫力
較弱人士，一旦感染後仍需面對患重症及死亡的高風險。因
此我們仍不能忽視通關後可能出現的交叉傳播風險以及由
此帶來的新疫情。在社會民生復常過程中，政府更須對弱小
或自理能力較低的群眾提供更大的保護。

隨着本港的接種率、染疫率愈來愈高，混合免疫力已由弱轉
強，很多確診者都是輕症，甚至沒有病徵，確診後都只有幾
聲咳嗽，幾天後已檢測不到病毒。自1月30日起，學校教職
員返校前已毋須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無病徵的確診患者
可以上班，但現時幼稚園學童的接種率不理想，而小學生
的第3針比率亦較低，因此仍要維持快測要求，確診後亦不

宜上學。所以更需要以有效、可靠的防疫措施及快速篩檢方
案，提供“Covid-Green Zone” 「無新冠绿色通道」好讓接
種率低或自理能力較低的群眾，在社會民生復常過程中，得
到更大的保護，平衡防疫經濟政策之矛盾，加快復常效率。 

唯智環球有限公司（“唯智”）董事唐卓豐醫學博士，從事醫
學科技工作數十年。他的團隊有醫療界人士、資深醫學化驗
師，也獲本地大學教授提供支持。該團隊除了直接引進海外
醫學產品，亦爭取與本地醫學科技結合，引入新時代快速篩
檢模式，迎合本土需要，爭取帶動社會盡快復常。

新冠快測儀  
「一分鐘有結果」 唯智環球有限公司董事唐卓豐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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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不少專家指出快速抗原測試（RAT）
準確度很受採樣過程影響，往往要到確
診後二至三天、病毒量升高及症狀出現
才 能 檢 測 出 來。以 學 校 疫 情 傳 播 為 例，
已經每日快測，但仍有小朋友及後確診，
發現連環個案，這很大機會是源於快測
篩查不到最初的確診者。其他外國的醫
學科技公司亦曾嘗試，研究透過採集人
體內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篩查懷疑新冠確診
者。2021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支持、由該校畢業生創辦的醫
學科技公司也透過VOC偵測新冠病毒的快測儀，在樟宜機
場試用該儀器，檢測入境旅客。

唯 智 與 芬 蘭 D S A 醫 學 科 技 公 司 合 作，用 VO C 和 人 工 智 能
(AI)技術，研發出全世界第一部移動VOC Covid快測儀。為 
研發相關產品BreathPass™，芬蘭與香港公司在全球聯
合採集的樣本。產品於2021年12月在西班牙完成臨牀測
試，2022年1月獲得歐盟CE(IVD)認證（即體外診斷醫療器
材）。而唯智團隊負責協調產品落戶香港的工作，今年7月
份進行了實地驗證，篩查結果、效果亦令本港各界鼓舞，並
獲香港中文大學專家認同，更將此作為科學文獻刊登上載
至香港醫學雜誌（HKMJ）[註]。 唐博士表示，團隊已透過在
學校，老人院及公司辦公室等場所收集到的呼氣樣本，向該
芬蘭公司提供華人體質數據，一同參與研發，以證明快測儀
並非只有外國人適用，華人若感染新冠病毒一樣篩查得到。

BreathPass™
（ 如 圖 ）新 冠

快測儀, 長度
大約等於手腕
至 上 臂，屬 便
攜 式。過 程 類
似酒精呼氣測
試，向 着 紙 製
環 保 濾 嘴「 吹

波仔」，檢測結果會傳送雲端和藍芽連接的手機，一分鐘有
結果。唐博士稱，快測儀各個部分構造都經過細心設計。除
了防止用家吹氣時病毒流出；儀器內亦設有紫外線殺菌消
毒，確保快測儀不會殘留病毒。

唐博士認為，呼氣式新冠快測儀的定位是“陰性預測值高
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亦同時在無需（撩鼻）和（撩喉）的
過 程，有 能 力 系 統 性 地 以 非 侵 入 式 檢 測 方 法 偵 測 無 症 狀
感染，有助堵塞病毒社區傳播，打造綠色可持續發展的“-
Covid-Green Zone”。

快測儀可應用於聚眾場地，如屋苑大廈，消閑會所，遊輪，
會議廳，學校，診所等，保護居民及職員免受病毒感染。由
於此「一分鐘有結果」創新檢測方法具有非侵入性，實時簡
便，數據追蹤等優勢，結合智能化管理，能夠更好的服務大
眾。依據不同場景，進行人性化快速篩查。無論是老人，還
是小孩，都能身處一個更加安全健康的活動環境，享受更和
諧的家庭生活。

參考資料
[註]香港醫學雜誌（HKMJ）科學文獻 
https://www.hkmj.org/earlyrelease/hkmj22105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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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AIOT實現  
“智慧鄉村-智慧安防-智慧環保” 

的管理目標？ 中大編碼有限公司(CU Coding)行政總裁吳國聲(Aldous NG)

隨著5G及智慧技術的發展，建設智慧城市成為城市發展的必由之
路。而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科技發展同樣勢不可擋，但在
其智慧城市的進程中，仍遇到了一些阻力，總結起來大概有如下幾
方面因素：

其二，三無大廈問題層出

發展局於2022年年底引用屋宇署的紀錄，樓
齡達5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已由2010年年
底的3,900幢，大幅增至2020年年底的8,700
幢。按推算，這些樓宇的數目將於2040年進
一步增加至21,700幢（即每年平均增加780
幢）[註1]。隨著香港舊樓數目不斷增加，舊樓
維修、保養、管理、治安甚至清潔問題將愈來
愈受到社會各界關注。

而其中三無大廈，即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沒有
任 何 居 民 組 織、沒 有 管 理 公 司 的 大 廈，雖 從
數量上看已經在逐下跌低，但即便如此，截至
2018年12月，全港仍有5,372幢「三無大廈」， 
與一些老舊鄉村一樣，需要得到政府的關注。

其一，鄉村智慧有待提升

香港作為一顆閃耀的東方明珠，不僅有碧海
藍天、如夢如幻的維多利亞港，有端莊秀麗、
見 證 回 歸 的 金 紫 荊 廣 場，有 川 流 不 息、燈 紅
酒綠的九龍，有鱗次櫛比、數不勝數的高樓大
廈，還有約七百多條原始鄉村，而這些鄉村有
綠水青山環繞的農田和養牛場，自然也存在
和其他鄉村一樣的生活不便、衛生條件差等
特徵，影響著原住民和外來村民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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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一些大廈鼠患嚴重，影響居民日常生活

由於氣候溫暖，且老舊社區較多，鼠患一直是香港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近日，
有市民反映，觀塘及何文田等地區的鼠患，已由公共屋邨（例如愛民邨）蔓延至
附近商場、海邊、草坪、街道和地盤等。另據香港文匯報報導，香港多區備受鼠患
問題困擾，根據食環署統計，2021年全港收集到33336只死老鼠，以油尖旺區占
最多，有6732只，其次是深水埗的3763只。其間全港“生捕”的活鼠有33846只，
深水埗冠絕全港，共有6198只，其次是油尖旺的4690只。

香港特區政府在2020年12月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提出了包括“智慧
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等130多項措施，在這些措施裡新增了“智慧鄉村
先導計畫”，目標是探討利用科技解決鄉郊或較偏遠地區居民日常生活面對的
問題，例如為居住在偏遠地區的長者提供遙距醫療服務及提供Wi-Fi服務，提升
電訊覆蓋率及能力，偵察非法傾倒，野生動物及水浸，以及強化鄉村保安等。

基於此，2021年4月起到現在，香港已經有70多個鄉村享受免費Wi-Fi服務，到
2023年，該服務會進一步拓展到100多個處所。

為應對目前「三無大廈」問題，早年已有政治團體
及測量業界曾提出「聯廈聯管」概念，透過聯合區
內多幢相鄰的「三無大廈」，共同聘用物業管理公
司管理。時至去年，市區重建局亦夥拍房屋經理
學會研究於九龍城選定小區試行「聯廈聯管」的概
念，並以科技進一步控制管理成本，促成各「單幢
式樓宇」業主，共同聘用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實行

「聯合式」管理，共同分擔固定成本，令樓宇管理
達至規模經濟效益及較具靈活性。[註2])

首先，需要適當的政策引導

其次，需要建立與之對應的管理措施

如何解決以上問題，實現“智慧鄉村-智慧安防-智慧環保” 的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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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用好現代化技術，比如AIOT、5G等

AIoT融合AI技術和IoT技術，通過物聯網產生、收集來自不
同維度的、海量的資料存儲於雲端、邊緣端，再通過大資料
分析，以及更高形式的人工智慧，實現萬物資料化、萬物智
聯化。物聯網技術與人工智慧相融合，最終追求的是形成一
個智慧化生態體系，在該體系內，實現了不同智慧終端機
設備之間、不同系統平臺之間、不同應用場景之間的互融互
通，萬物互融。

對於智慧鄉村-智慧安防-智慧環保，CU Coding早有成熟的 
解決方案。該方案聯合AIOT和5G技術，通過在現有5G網路
或是已經在香港日益成熟的WI-FI服務計畫，鄉議局支持推
行方案惠及各鄉村，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 鄉村作為起動團體，申請政府5G資助
• CU Coding 負責提供5G服務，保安系統架構及數據處理
• 提供人工智慧視頻分析及智慧安防功能

對應智慧鄉村出現的垃圾傾倒、保安系統、鼠患等系統研發
了多種人工智慧監察功能，通過智慧AI攝像頭和人工智慧
視頻分析，第一時間通過抓取警報資訊並通過微信小程式
查看警報資訊，採集報警資訊，同步發送短信到指定人員手
機，使得鄉村建設和管理部門，例如村長等對智慧鄉村建設
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給予疏導和糾正，極大地降低了基層工
作者對智慧鄉村建設所投入的體力和時間成本。從根本上
為每個實施該方案的鄉村提供系統而智慧智慧鄉村-智慧
安防-智慧環保的解決方案。

松柏塱智慧鄉村安防解決方案

松柏塱乃香港一條圍頭同客家雜居的圍村，位於香港新界
上水西部泛濫平原的淡水濕地。在20世紀初期，松柏塱村
由黃、劉、溫、陳、李、鄺及簡姓七個宗族建立，村內保留不
少古建築原來風貌，文物價值甚高。村前的五姓族人祠堂
已被古物古蹟辦事處倡議列為三級歷史建築。客家圍內的
民居、更樓、圍牆、圍門、書室及鍚宗黃公祠亦被列為一級
歷史建築。從智慧鄉村發展來看，方案要保障松柏塱村的安
全，建立良好的安防系統；同時要監控這些歷史遺跡，保護
鄉村原始文化院落。

由於地理位置靠近郊區，視野盲區較多，松柏塱村在智慧鄉
村建設上遇到不少困難，基於人力資源的缺乏，目前的安防
監督和安全機制只能查看不能預警；對於原始村落和建築
缺乏保護，特別對於火災等突發險情缺乏預警；衛生條件有
待提升，尤其在垃圾傾倒方面；另外由於老街路面狹窄，很
容易造成車輛擁堵、違規停車的現象，這些與民生相關的問
題也同樣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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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CU Coding為松柏塱制定了基於AIOT的智慧鄉村-智 
慧安防-智慧環保方案。

1. 根據松柏塱村的實際需求，對於網路基建首先排除挖
溝佈線這樣高成本、可能改變現有鄉村規劃的方案，替
換成可以在現有臨街房屋的合適位置安裝具備WIFI、 
AI功能的攝像頭；

2. 通過邊緣計算和AI將實際佈設的攝像頭資料在邊緣端
識別出相應的結果，從而與火焰檢測、動物檢測、人員
聚集、人員吸煙、人員闖入、車輛違停、車輛佔用道路、

違規傾倒垃圾檢測等模組一一對應，及時發現問題及
隱患，主動上報，用智慧方式參與鄉村管理、提升管理
效率；

3. 無論在邊緣端還是雲端，該方案的資料存儲與利用都
採用nEdge網路編碼技術[註3]，保障了資料的安全
性、低延時。與傳統方案相比，邊緣智慧安防方案既節
約基礎建設時間和相應的成本，又能夠滿足松柏塱村
在投入和效果上的訴求。

參考資料
[註1]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CB(1)776/2022(05)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221122cb1-776-5-c.pdf

[註2]市建局行政總監網誌《摯誠.志成》「市建局預留逾150億元推行首個「融合策略」市區更新項目」(2022/5/29)  
https://www.ura.org.hk/tc/news-centre/managing-director-s-blog/mdblog_20220529

[註3] iiNAS nEdge 物聯網邊緣平臺系統V1.0 軟著登記號：2022SR0876420；該系統榮獲第一屆大灣區5G應用創新大賽2020（The 
First Greater Bay Area 5G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Challenge（AIC）2020） 金獎（The Golden Award）；基於該技術，聯合
中國移動、中移物聯網等單位的National First CMCC OpenUPF Smart Campus Key Installation by n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專案，榮獲第五屆“綻放杯”5G應用徵集大賽國際專題邀請賽二等獎

圖為：松柏塱基於AIOT的智慧鄉村-智慧安防-智慧環保方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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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新科技
加強防鼠滅鼠成效  專業實務委員會公共房屋小組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於2022年展開滅鼠運動，並以 
「防鼠工作做得好  鼠患問題自然冇」為主題。食環署除了聯 

同各有關政府部門於地區展開連串滅鼠行動，更在不同分
區試行加強版目標小區滅鼠行動。擴大滅鼠範圍，涵蓋更
多公眾街市和市政大廈、小販市場、鄰近食肆的後巷等鼠患
熱點，進行大規模和針對性的滅鼠行動。在2022年7月成立
19隊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在11月試行容許持牌食物業處
所在後巷擺放大型垃圾桶，以妥善地短暫存放垃圾待該些
處所委聘的清潔人員收集；頒布鼠患管理守則及滅鼠工作
檢查表；和在下半年試行新滅鼠方法及科技，包括在食環署
轄下街市測試酒精捕鼠器及捕鼠膠，並更廣泛地應用T型
鼠餌盒。在2022年10月31日至12月23日舉行，針對鼠患問
題較嚴重的地點，投放更多資源，全面且持續地策略性改善
地區的鼠患情況。在12月更進一步提出有關提高《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第570章）下對棄置廢物、
店鋪阻街等的定額罰款水平的初步建議，以及啓動「各界攜
手，全港滅鼠行動」。

此外，食環署與機電工程署在荃灣楊屋道街市推行先導計
劃，透過應用物聯網技術部署無線動態傳感器、捕鼠器、鼠
餌盒等，加強監察街市內的防鼠滅鼠工作，以落實針對性改
善措施及跟進行動。新一年食環署滅鼠運動，以「防鼠工作
做得好 鼠患問題自然冇」為主題。此運動分為兩個階段進
行，第一期將會在2023年1月2日至2023年3月10日舉行，
而第二期將會在2023年7月3日至9月8日舉行。食環署會
聯同各有關政府部門於地區展開連串滅鼠行動。重點範圍
將包括街市∕市政大樓；小販市場；避風塘；以及後巷。

文章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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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屋邨

夜間巡查小隊

科技防鼠/滅鼠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一向十分注重
公共屋邨的衞生環境情況，並全力配合政
府的清潔行動和防治蟲鼠工作。去年房屋
委員會轄下公共屋邨防治鼠患工作小組
共舉行五次會議，並於80個重點屋邨推行
更密集的防治鼠患措施，而房屋署與食環
署及地區持扮者亦進行了約250次聯合清
潔行動。除按需要加裝不同防鼠設施，及
強化公共租住屋邨的日常清潔工作、重點
處理邨內的衞生黑點，多管齊下加強清潔
和採取滅鼠措施，包括在鼠患嚴重的地點
增加放置老鼠藥及捕鼠器，更額外聘請專
業滅鼠公司進行滅鼠工作。房委會在2022
年12月28日啟動的「各界攜手，全港滅鼠
行動」。亦於農曆新年前，在轄下各公共屋邨開展「歲晚清潔大行動」，並會緊接推行「屋邨滅鼠行動」至今年
三月中。房委會除了強化一般滅鼠工作，針對性消除老鼠在「食」、「住」、「行」三方面的基本生存條件，更主
動再試驗不同的滅鼠新方法。

房委會試行在個別屋邨設立夜間巡查小隊，每晚巡查屋邨鼠患黑點，包括各座地下垃圾房及大垃圾站、垃
圾收集站/雜物站，確保垃圾桶蓋好及避免堆積大量雜物等，加強滅鼠工作，在24小時快餐店及便利店附近
增加晚間打掃，清除市民食宵夜後的食物殘渣。並會檢討成效及推展至其他屋邨。

屋邨管理人員一直探討不同防鼠措施，嘗試將新科技融入
其中，包括：

在偵測鼠蹤方面

• 使用手提紅外線照相機，在黑暗環境下偵測鼠蹤；

• 採用食環署建議新技術及科技，揀選個別屋邨試用熱能
偵測監察系統追蹤鼠患活動情況及評估滅鼠工作成效，
有關其成效亦在評估中；

在滅鼠設施方面

• 採用不同新型鼠餌盒(例如T型/隧道型/方型鼠餌盒等)， 
有效監察老鼠食用鼠藥的情況；及

• 試用不同的新型捕鼠器，例如在2022年7月與九龍城民
政署合作，在紅磡及愛民邨分別試用酒精捕鼠器等。

屋邨滅鼠行動

熱能偵測監察系統追蹤鼠

T型鼠餌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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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針對性措施

房委會會從監察、預防和控制方面著手處理鼠患問題，持續在公共屋邨鼠患黑點進行滅鼠工作。除參考政府的鼠患指數
外，房委會亦會參考鼠患投訴數字、恆常巡查觀察，以及與地區人士、各方持份者保持溝通，收集他們的意見，以監察鼠患
情況及檢討防鼠防治工作的成效，並會視乎個別屋邨鼠患問題的成因及具體情況，採取更針對性的預防及控制措施。

蝴蝶邨個案

蝴蝶邨屬較早期興建的公共屋邨範圍廣
濶，設有街巿、商場，及面積近十萬平方
米(即約2個香港政府大球場)的公園、花
圃、球場等等休憩地方。2022年10月在
屯門蝴蝶邨近蝶心樓位置出現鼠患，蝴
蝶邨管理人員留意到有人在屋邨內非法
餵飼，管理人員隨即加強宣傳教育張貼
通告和展示橫額呼籲居民切勿餵飼禽畜
動物及加強巡查和執法力度，並與各持
份者包括商場業主、工程承辦商及食環
署緊密聯繫和進行聯合清潔行動，加強
屋邨公眾地方的清潔及防治鼠患工作。

商場街市食物中轉倉 商場業戶水泵房

臨時工程地盆 商場垃圾房

加強宣傳教育及執法工作

要有效控制鼠患情況，除加強監察、不時檢視及增加防鼠裝
置外，管理人員還需要居民及商戶的共同參與。透過宣傳教
育及鼓勵居民向屋邨辦事處舉報鼠患黑點。在2023年1月，
房委會推出網上住戶意見調查，讓住戶透過掃描二維碼連
接至意見調查網頁，提供防治鼠患工作意見。同時，管理人
員會以小隊巡查執法，嚴肅處理違規的住戶及商戶，以及對
屋邨內拋棄垃圾及餵飼動物的人士，加強執法，根據《定額
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向違規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
知書；及根據屋邨管理扣分制發出扣分通知書(B1項「亂拋
垃圾」-扣5分)。房委會會不時透過不同的渠道加強宣傳，鼓
勵各持份者及居民攜手合作，為居民提供相關防治老鼠的
資訊，呼籲居民及商戶共同保持家居、商店及社區的整體潔
淨環境，妥善處理垃圾和雜物，以及加強防治蟲鼠的措施，
齊心協力杜絕鼠患，共同維護美好的屋邨環境。響應「屋邨
清潔齊做好，大家生活更美好」。



 /02 2023 房屋動力

29如何利用新科技  加強防鼠滅鼠成效

管理人員除了大力加強滅鼠措施，亦得到商場業主、工程承辦商
的配合，整理附近開放式垃圾房、水泵房、食物中轉倉及地盆範
圍內老鼠藏匿地方。滅鼠行動初期，管理人員在戶外花圃及綠化
地方出現鼠蹤的位置放置常用的老鼠籠及老鼠餌滅鼠，但成效
未如理想，遂試行多項新猷加強監察滅鼠成效，包括將有鼠患位
置劃分小區，巡邏時用手機掃描二維碼(QR Code)，在表單輸入
資料，記錄鼠隻、鼠洞等數字並將相片上載至數據庫，以詳細監
察及紀錄鼠洞及捕獲老鼠的數目，實時監察及分析各巡查點滅
鼠成效，並針對不同的實際情況，即時部署加放捕鼠器，加大滅
鼠行動成效。透過小區劃分紀錄的方法，更能準確掌握老鼠出沒
的位置，管理人員嘗試加放老鼠膠板，每天根據老鼠出沒地點、
次數等情況考量每天擺放老鼠膠板的數目及位置。為避免雀鳥
因誤飛到老鼠板上而受傷，夜間巡查小隊職員會在黃昏後，在出
現鼠蹤的花圃進行大規模針對性的老鼠膠板滅鼠行動。管理人
員會每小時在放置老鼠板位置加密巡查，在接近一個半月使用
鼠板的捕鼠行動中，捕獲近兩百隻老鼠，並即時在巡察時檢走老
鼠。整個使用鼠板滅鼠過程中，亦沒有其他小動物誤墮鼠板。

劃分小區詳細監察

用手機掃描二維碼(QR Code)紀錄滅鼠成效

加強巡查及滅鼠措施 便攜式網絡錄像監察系統

加强宣傳及公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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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Fu Shing
Chan Nok Hang
Chan Yat Ming
Chan Ying Yeung
Cheung Kwan Chiu

Cheung Man Leung
Chow Kit Chi
Chu Ka Ho
Fan Chung Yin
Fok Hoi Man
Fung Hoi Man

Fung Sung Pan
Ho Hoi Ki
Kwok Kai Chung Jason
Lee Kin Pong
Lee Wai Sing
Leung Ho Fei Harvey

Leung Tung Keung
Lo Tsz Yan
Ng Tsz Ho
Tsang Oi Ying
Tse Nga Kit
U Cho Wai

Retired Member
Chan Kai Tin
Cheng Kam Hon

Cheung Chi Keung
Cheung Kit Ling Agnes

Fong Oi Ling Monica
Hung Wai Man

Law Man Hon
Yip Sheung Lai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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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主題故事：緊守崗位 快速應變

刊物委員會委員名單 
(2022-2023)

31刊物委員會委員名單 (2022-2023)

Chairman Chan Kwok On, Kenny
主席 陳國安

ViCe Chairman Lee Kwok man, Calvin
副主席 李國民

COmmittee tam Oi Lan, Florio 
成員 譚愛蘭
 ho mai Wah, Josephine
 何美華
 Lam Yu hin, Lewis
 林宇軒
 Kwan King Shing, Keith
 關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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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