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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ACES OF HOUSING EXPRESS

I

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advanced our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our Housing Express is also prepared to exploit this to our advantage. With
months of hard work, our IT committee has successfully relaunched our APB
website and set up CIH email for every member. This allows us to disseminate the
most updated information about CIH and particularly APB in a timely way. Starting
from June this year, we have made some effort in introducing a new format for
Housing Express, via email, to deliver updated information on a more regularly
basis. Not only can the latest news and activities of the branch reach you quickly,
you are also able to register for new events on time. The e-copies of Housing
Expres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each month and be delivered to your
CIH email address. You can also instruct the system to forward the e-copies to your
regular email address to ensure that
you will not be los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APB. We know that
you prefer informative, attractive yet
concise messages, so the e-copies
will contain only highlights of
upcoming events and activities that
are held in the past month, you can
then follow the hyperlinks on the
newsletters for other details that are
available on our newly revamped
website.
Yet, whilst IT and the e-version enhance delivery efficiency, it can never replace the
meaning that messages in physical hard copies can deliver. Hence, we will still
keep the paper version of Housing Express, with more indepth coverage on
professional issues. In this issue, the theme is “Housing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with articles being written by experts of housing
management in the respective places. We will also have a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orner in which very informative and relevant legal cases will be presented. As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APB which will also be sent to our friends in the Region, we
will include in each special issue a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our activities in the
preceding six months as a record of our effort.
Our next issue will be published in around February 2007. While the special
theme of that issue has yet to work out, it would likely be focused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APB,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for the Branch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We welcome any suggestions and contribution. If you have any ideas on the theme
for the next issue, or any other comments on Housing Express, please email me
(sayip@cityu.edu.hk) or let Carey know (apb@cih.org.hk).
Dr Yip Ngai Ming
Chairman, Publication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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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Dear Members,
It has been five years since our Branch was

Institute is optimistic that housing management

renamed the “Asian Pacific Branch” in 2001, and

practitioners in Hong Kong will eventually be

now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the coming of our

accepted as having the same professional status

40 birthday in November. In recognition of the

as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for practising in the

marked achievement of APB, our Headquarters in

mainland.

th

Coventry has announced that it will hold its Council
Meeting in Hong Kong. A delegation of around

Our Institute at the same time has also been

sixty council members, headquarters staff and their

striving in further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spouses will come to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on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asis. Our join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our 40 Anniversary

profess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urse with

Housing Conference and the joint dinner with

the Wuhan University has entered into the second

HKIH to be held at the Holiday Inn Golden Mile

year and we can expect to play host to some of

Hotel. This is going to be a memorable occasion

its outstanding students when they visit Hong Kong

in the history of APB and also a milestone in the

on an orientation programme towards end of thi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ment

year. We have been actively assisting the Macau

in Hong Kong.

Proper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nd the Housing

th

Bureau of Macau in their bid to launch a training

房管專訊



In these few months, Hong Kong has seen the

course for their propert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inaugur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CEPA which

Graduates of this programme are expected to have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attained a level of qualification recognizable by

China in areas of trade, transportation, tourism,

the Macau SAR for future licensing purpose. A

finance and reciprocate recognition of a diversified

delegation from APB also visited our counterparts in

disciplines of professions in both territories. The

Taiwan in May in an exploratory tour to study their

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professional training. Hopefully, we can export our

Kai Tak Development, the Tamar Site Development,

expertise in housing management education to the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island of Formosa very soon.

and the others.

Locally, our Training Officer has been busy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our Institute and members

validating housing management course of the

have broadened our sphere of development into

Openi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cussions are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continued to enrich

also underway with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ou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an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n

contributed to community affairs that would enhance

programme validation and related matters.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Members are aware that we have recently moved

In the advent of APB’s 40th anniversary, I am

to our new joint office in Shui On Centre. The new

soliciting your full support to make our Housing

office is more accessible via public transport and

Conference and Annual Dinner on 24 November,

is equipped with training facilities to cope with the

2006 a great success.

rising demand for training and CPD requirements.
Members of our Institute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various advisory bodies, to attend public forums,
and to help channeling our members’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on important policy issues. These
include matters relating to Mandatory Building
Inspection Scheme, the Amendments to BMO, the

Mr Ricky Yuen
Chairman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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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物 業 管 理 新路向
◇

訪問 - 葉毅明 黃吳詠琪

整理 - 盧亮初

隨著社會演進和需求改變，「與時並進，力

科技高速發展等因素，均加速了物業管理由傳統

臻完美」這類前進式的發展理念原則，其本上已

「以物業為本」的管理模式，日常工作主要集中

成為各行各業的金科玉律。作為一門要求嚴謹和

於保安、清潔、維修及簡單的財務會計工作等，

專業化的行業，物業管理也不能例外，必須從傳

逐漸轉型為「以客戶為尊」的專業管理概念。

統的「以物業為本」的大廈管理模式，邁向一個
更專業和多元化的新路向。

伍慧兒分析說，社會變遷、人文思想進步、
科技發展和通訊發達，造就了物業管理專業大幅

然而， 物 業 管 理 的 未 來 路 向 ， 該 朝 著 怎 麼

轉型的環境。相對過往較被動的角色，業戶對物

樣的目標發展，才能達致以上效果？資深物業

業管理的參與意識增強，要求的服務層次越來越

管理專才杜彼得曾這樣說：「我想現時private

高，期望的服務內容越來越多，業主立案法團與

housing的management，其重要性的比例日漸

物業管理公司之間的磨擦，時有所聞。因此，物

降低，反而最重要的是人的management，至於

業管理從業員必須具備優秀的溝通技巧來處理人

physical management，已經變得次要。」

際關係，物業管理公司亦花盡心思去提供基礎管
理以外的增值服務來滿足客戶的需求，例如為物

杜sir的一番話，已概略地勾劃出物業管理未

業開源節流，減輕業戶的財政負擔。優質而令客

來路向的藍本。就著這個發展路向，置邦物業管

戶稱心滿意的管理服務，已遠遠不止於保安、清

理服務總監伍慧兒作了更深入的補充，直指客戶

潔等基本項目。

要求、市場競爭、政府政策、智能化物業發展及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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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照顧生活每一細節的多元化家居服

梯，在未有使用者時會降低速度或停止運作，減

務，成為了現代物業管理必要拓展的範疇。這類

省電力消耗。照明系統節能鎮流裝置及中央空調

多元化增值服務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家居維修清

水泵智能控制系統，能適當地調控光線與室溫，

潔、室內設計裝修、上門收送洗衣服務、搬屋及

有效地節約能源。設有雨水循環再用系統的物

傢具存倉、報紙雜誌訂閱、汽車清潔美容、郵件

業，更收集雨水作沖廁用途，並提供灌溉用水，

代寄、郵票代售、鮮花果籃送遞、旅遊服務等

避免浪費食水。

等，皆是 對住戶十分貼心的服務。很多大型屋苑

設有專用資訊網站，隨時發佈如設施維修進度等

除要不斷提升物業管理的技巧和手法外，

有關屋苑的最新消息及社區資訊，業戶也可透過

物業管理公司還須面對同行的激烈競爭，所以

網站繳交管理費和預約家居服務及會所設施。此

物業管理公司必須確立自己的企業品牌，樹立

外，廿四小時客戶服務中心及投訴熱線更能全天

專業形象，提高管理水準，成為客戶的信心保

候為住戶處理問題，加強管理公司和住客以及業

證。受政府、業界及公眾認同的管理系統，

主立案法團之間的溝通。

成為現代物業管理公司必備的武器。現時物
業管理業界中最流行的是由國際標準組織(The

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建築物密度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所發

高，政府對規管物業越來越嚴格，目前有關的法

展的ISO9001：2000及ISO14001管理體系標準。

例及規章超逾六十條，涵蓋各個不同範疇，例如

ISO9001：2000是品質管理標準，企業須按照要

大廈公契、建築物管理條例、保安及護衛服務條

求建立出質量管理體系，經認證機構評審合格後

例，令物業管理行業的自我監督變得更為嚴謹和

發給證書，證明企業的質量系統達到此國際標準

全面，令整個行業走向更專業一途。與此同時，

的水平。ISO14001則是環境管理標準，是通過

亦間接加強物業管理的環保意識。

策劃、執行、檢查及糾正與評審的結構化方式，
來促成企業對環境的持續改善的系統。此外還有

事實上，在環 保 意 識 日 益 抬 頭 下 ， 業 戶 在

OHSAS18001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目的是

環境衛生與環保管理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物業
管理公司除了執行基本的清潔工作外，還要在物
業範圍進行綠化，優化景觀兼改善空氣質素。為
了支持環保，物業管理公司利用不同途徑回收可
循環再用的廢物，並將各種回收活動得到的回扣
費，撥歸大廈賬目用作管理費，既響應環保，亦
增加大廈收入。物業室內範圍的設施亦必須達到
節省能源的目標。裝設紅外線感應器的扶手電



房管專訊

Cover Story

H O U S I N G

E X P R E S S

透過管理減少及防止意外而導致生命、財產、時

物 業 管 理 屬 一 門 專 業 ， 運 作 流 程 繁複，加

間的損失，以及對環境的破壞。具規模的物業管

上在業務運作時所涉及的各種人和事，實非想像

理公司會將此三種不同的管理點及標準要求一體

般簡單輕鬆，是一門吃力不討好，但要求極高，

化，以一個系統去管理品質、環境及職業健康及

從業員態度要一絲不苟的工作。正如市區重建局

安全等不同方面，以便更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

地方發展推行顧問莫耀光認為，物業管理從業員
「要有一種質素，一種appetite，才做到這工作，

除了取 得 國 際 水 平 的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外 ， 物

能接受別人責罵，只希望完成工作。」他憂心新

業管理公司還會於組織內實踐高效率的管理策

一代的物業管理從業員，在心理質素上，或未能

略。在許多國際大企業如美國通用電器、摩托

完全達致上述的嚴謹要求。

羅拉及花旗銀行等都得到驕人實績的六西格瑪
（Six

Sigma,

6σ）管理法，是現代企業趨之若

為提昇從業員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素，以應

鶩的管理方法。六西格瑪是用統計方法，通過

付各式各樣的需要，不少物業管理公司現時均設

解決問題工具和預防問題工具來消除和防止在過

有內部培訓中心，教授員工管理實務、突發事件

程、產品、服務、文件及決策中發生的缺陷，以

應對技巧、顧客服務、投訴處理、危機處理、電

實現接近零缺陷的完美質量水平。此外，以全員

腦科技應用等工作上必須的技巧。本港的大學及

參與為基礎，不斷改善產品服務的質量水平，

教育機構亦有開辦不同程度的物業管理課程，物

以滿足顧客的需求的全面質量管理(Total

業管理從業員可由此獲得認可的專業資格。

Quality

Management)，以及適用於任何業界的五常法(常
組織、常整頓、常清潔、常規範、常自律)，皆為
物業管理公司採用的先進管理方法。

有 遠 見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為 了 加 強 與業戶的
聯繫，會以積極態度採取主動，通過籌辦各種活
動及興趣班和發行屋苑通訊，提供遊玩和消閒資

現代建築物越來越多採用智能化設計，由中

訊，不斷為客戶帶來多元化增值服務。還會以領

央電腦監控大廈的冷氣、消防、照明、水泵、升

先的觸覺，利用問卷調查及家訪，時刻關注客戶

降機等設施，以獲得最佳效益。管理員在巡邏時

需要，超越其要求。

利用內聯電子手帳收發訊息，提供更省時、更高
效率的管理服務。功能強大的電子/語音(IVRS)報

物業管理公司為了妥善管理物業，必會尋找

更系統，能夠隨時隨刻準確地監察員工的當值狀

風險可能發生的地方，對物業作風險評估及制定

況，並能及早對事故作出即時對策。充分發揮互

安全工作指引，訂立緊急事故處理程序及應變措

聯網功能的智網管理系統，利用網絡科技連接大

施，並培訓工作人員進行風險監控。

廈各個獨立系統，以便總公司和管業經理能夠遙
距監察大廈設施及保安系統。業戶亦可使用這系

不少新建樓宇已預設寬頻上網及收費電視網

統來掌握大廈的資料及聯繫當值工作人員與物業

絡，整棟大廈甚至整個屋苑連成一資訊網絡，方

管理公司。

便管理及訊息交流，這將成為未來建築物的必然
趨勢。硬件的進步必須要軟件來配合，未來對物
業管理從業人員認可專業資格的要求定會越來越
高和嚴格。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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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新路向

物業管理行業 正 全 速 發 展 ， 惟 它 的 前 景 如
何？未來是否不會萎縮？前房屋署副署長林有元
認為：「(物業管理)前景是好的，因為香港是high
density living，管理是一定需要的。」他續解釋：
「因為新建樓宇固然要管理，年事已高的舊樓也
要管理。」對於近日成為城中熱門話題的強制舊
樓檢查維修計劃，林sir深信「強制驗樓及維修」
定會實行。但舊式單幢樓宇單位數量不多，財政
上未必能聘請管理公司獨立管理，屆時或會以整
條街為單位進行管理。
無論社會如何 變 遷 ， 物 業 管 理 作 為 一 門 專
業，未來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前景亦非常樂觀。
身為物業管理行業的一分子，不論這個行業的層
次推展至甚麼程度，為業戶服務，滿足其無限需
求的中心思想，其本上是不會有所改變。在種種
條件推動下，未來的物業管理運作必會邁向更規
範化、社會化、專業化、電子化及人性化的方向
發展，管理的內涵更加豐富，範疇更加廣闊。



房管專訊

Cover Story

H O U S I N G

E X P R E S S

《物業管理師制度暫行規定》實施後
對內地城市物業管理的影響
◇

住宅與房地產雜誌社副總編 張紅喜

去年11月16日，根據《物業管理條例》的

業。具體考試科目、管理辦法等在《考試辦法》

有關規定，為規範物業管理行為，國家人事部和

中均有詳細規定。同時，為鼓勵那些已在物業

建設部聯合發佈《物業管理師制度暫行規定》

管理行業工作過多年、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優

（以下簡稱《暫行規定》）及與之配套的《物業

秀“老物業管理人”，《認定考試辦法》則規定

管理師資格考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考試辦

了一系列嚴謹、符合實際而又簡便的考取《資格

法》）和《物業管理師資格認定考試辦法》（以

證書》的條件和措施。

下簡稱《認定考試辦法》）。
另外，凡符合考試報名條件的港澳居民，也
《暫行 規 定 》 對 在 內 地 從 事 物 業 管 理 工 作

可申請參加內地物業管理師資格考試。至於臺灣

的專業管理人員實行職業准入制度，並明確要求

地區和外籍專業人員申請參加資格考試、註冊和

物業管理項目負責人應當由物業管理師擔任。同

執業等，則需國家另行制定管理和考試辦法。

時，《暫行規定》還要求，物業管理師資格實行

房管專訊



全國統一考試制度，原則上每年舉行一次。經考

應該說，《暫行規定》的頒佈實施是繼《物

試合格的即可獲得《資格證書》，取得《資格證

業管理條例》出台以來，對內地物業管理行業的

書》的人員經註冊後方可以物業管理師的名義執

發展最具有影響力的一件大事。它不僅理順了內

Cover Story

地行業專業管理人員的教育培訓和管理體制，同

至於內地物業管理行業主管部門的各種崗

時也通過考試、註冊、執業等的具體規定，將對

位培訓，《暫行規定》採取的辦法是“有機銜

行業專業人員的教育、繼續教育及管理、考核、

接”。比如，在《認定考試辦法》中關於“認定

獎懲等相互連接，對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提升

考試申報條件”就有如下規定內容：取得建設部

物業管理服務水平和規範物業管理服務行為等均

頒發的物業管理經理崗位培訓合格證書。但同

起到了積極促進的作用。

時，我們也可以認為，如果獲得了《暫行規定》
認可的資格證書，並經註冊後執業的物業管理專

一、 《暫行規定》理順了內地物業管理行業專業
管理人員的教育培訓和管理體制。

業管理人員，也就不必要再參加什麽崗位培訓
了。

《暫行規定》 實 施 前 ， 關 於 內 地 物 業 管 理

因此，《暫行規定》的頒佈實施，內地物

行業專業管理人員的從業資格問題一直懸而未

業管理行業取得的最為直接的效果就是理順了多

決。作為物業管理行業主管部門，為提高專業管

年糾纏不清的專業管理人員的教育培訓和管理體

理人員的工作能力和素質，他們很早就有“上崗

制，為企業和員工掃除了自身提高和發展的人為

證”的培訓；作為勞動管理部門，他們在幾年前

障礙。

也有“物業管理員、物業管理師”的培訓。那
麽，“究竟以何種培訓為主、以取得哪個部門的

二、《暫行規定》加強了對內地物業管理行業專

證件為有效”的爭論一直甚囂塵上。從內地行業

業管理人員的垂直管理，有利於提升物業管

反映來看，大家比較認同的還是“上崗證”的培

理專業管理人員的能力和水平。

訓，參加的人員也多。但是作為勞動管理部門，
他們也有對那些不拿“物業管理員、物業管理

《暫行規定》實施前，內地物業管理行業主

師”資格證而從事物業管理工作的人員或聘請這

管部門只是通過資質、評優等手段對企業實行監

些人員的企業進行行政處罰的權力。因此，很長

管，至於專業管理人員，也只是通過崗位培訓和

一段時間，內地對於物業管理專業管理人員的培
訓和管理工作一直處於一個比較混亂的狀態，令
到內地許多物業管理企業和員工感到無所適從。
《暫行規定》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勞動部門的
培訓和發證問題，實際上在其實施後等於廢除了
勞動部門關於物業管理員、物業管理師的一系列
培訓和發證制度。比如，《暫行規定》第二條明
確規定，“本規定適用於在物業管理企業中，從
事物業管理工作的專業管理人員。”對於物業管
理師的考前培訓，該規定實行的是“自願”制度
（見《考試辦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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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崗證的發放等間接手段進行鬆散的監管。甚至

《 暫 行 規 定 》 實 施 後 ， 將 直 接 改 變內地物

於其後專業管理人員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現，行業

業管理行業這一惡性循環的窘況。比如，該規定

主管部門根本缺乏手段對其進行直接的監管。

明確要求，物業管理項目負責人應當由物業管理
師擔任。一方面，大量的人才通過物業管理師的

《暫行規定》實施後情況則大有不同，行業

考試直接進入到行業中來，另一方面，具有執業

主管部門可以通過物業管理師的考試、註冊、執

資格的物業管理師的大量進入，不僅滿足了企業

業等制度，完成對專業管理人員的垂直管理。比

對於項目經理人才的渴望，而且還不用企業在培

如，該規定明確了物業管理師的執業範圍，並要

訓項目經理人才方面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同

求物業管理項目管理中的關鍵性文件，必須由物

時，由於專業執業資格的獲取是物業管理師個人

業管理師簽字後實施，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的事情，與服務的企業干系不大，二者之間的依
附關係進一步減輕，有利於項目經理的流動，這

由此可見，《暫行規定》的頒佈實施，從事

在一定程度上會促成物業管理職業經理人群的大

實上改變了過去內地行業主管部門對於專業管理

量出現，將是內地物業管理行業進一步輝煌發展

人員長期存在的監管空白的局面，將有助於加強

的前兆。

主管部門對於行業人力資源狀況的了解，從而更
好地制定行業發展政策和措施。同時對於專業管

但 是 ， 這 種 局 面 的 形 成 ， 不 等 於 內地物業

理人員而言，也有助於增加其進一步學習提高的

管理市場馬上就會出現如“律師事務所”一樣

壓力，最終是提高了全行業的管理和服務水平。

的“物業管理事務所”體制。因為《暫行規定》
中對於註冊物業管理師的執業資格及範圍等問題

三、《暫行規定》直接促成了內地物業管理職業

的描述，依然是被限定在內地既有的單一的物業

經理人群的大量出現，為內地物業管理模式

管理公司模式下。比如，該規定明確要求，物業

的多元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理師只能在一個具有物業管理資質的企業負責
物業管理項目的管理工作。說得更清楚點就是，

《暫行規定》實施前，內地物業管理行業已
經認識到“物業管理項目經理”這一職位的重要

註冊物業管理師個人如果不通過物業管理企業，
是不能從事物業管理工作的。

性，但無法改變這一職位人才短缺的窘境，並且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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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一職位人才的流動性過大等問題，導致企

如 果 硬 要 總 結 《 暫 行 規 定 》 對 於 內地物業

業不敢下本錢對這一職位在崗人員進行大量的培

管理的未來發展將會帶來哪些更為深層次的影響

訓和教育，造成惡性循環，項目經理人員素質相

的話，我們只能這樣說，因為獨立的物業管理職

對每況愈下，數量相對越來越少。

業經理人群的大量出現，我們有理由期待在未來

Cover Story

《物業管理師制度暫行規定》實施後
對內地城市物業管理的影響

將會突破目前內地單一的物業管理公司模式，而

總之，《暫行規定》通過對物業管理師的考

向主要由業主自管、執業物業管理師個人代管、

試、註冊和執業等的明確規定，給內地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公司全面接管等組成的複合物業管理模

行業插上了科技發展的翅膀，為專業管理人員持

式前進！因此，且無論《暫行規定》是在什麽樣

續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提供了巨大平

的限定條件下出台的，它的廣泛深入實施，必將

台，是內地物業管理規範、健康、永續發展的有

為內地物業管理模式的多元化發展奠定堅實的基

力保障。

礎。
四、《暫行規定》提升了內地物業管理行業的形
象和地位，對內地物業管理的規範發展和持
續提高均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暫行規定》實施前，內地人們對物業管理
行業的印象多是技術含量低、人員素質低、工資
待遇低等“三低”形象，同時由於物業管理行業
實際上處於房地產業鏈的最後一環，其創造的價
值與房地產業根本無法相比，因此內地物業管理
行業的社會地位不高，社會形象不好，這已成困
擾內地業內人士的一塊“心病”。
《物業管理條 例 》 的 出 台 ， 從 國 家 立 法 的
角度提升了物業管理的行業形象和社會地位；而
《暫行規定》的實施，則從專業技術角度給了物
業管理行業一個很大的提升空間。也就是說，物
業管理行業不再是內地人們眼中的那個技術含量
低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而是需要有國家認定的
專業技術人才才可以從事的新型服務業。這種判
別的高低，對於樹立和培養行業從業人員的自信
心和事業心具有差別極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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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物業管理
需有完善的法例去規範/監管
從海濱花園個案看修改完善
法例的必要性
◇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供稿

近年，澳門經濟飛速發展，部分行業受惠，

2005年尾，特區政府房屋局完成機構與職能

部分的市民增加收入，亦增加消費，聯同自由行

的重組，依法可行使協調、監管私人樓宇管理事

的消費效應，促進市面繁榮，促進外來投資，從

務的權力。在此之前，房屋局只是監管社會房屋

而形成持續性的良性經濟發展大好形勢。

（解決貧困人仕居住問題的公營房屋）和經濟房
屋（政府以合同形式委托私人發展商興建的低價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及正視經濟發展的不平

樓宇）的物業管理事務，而佔澳門物業市場大部

衡，在整體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仍有部分行業

分分額的私人樓宇是未有政府專門機構全面監管

包括物業管理行業未有受惠，或者因經濟發展引

其物業管理事務的。

致的人力資源緊缺而經營更加困難。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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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近年在很多的私人樓宇大廈出現了管理

<<民法典>>有關條例賦予小業主管理大廈

經營權益、管理質素、維修費用、欠交管理費等

公共事務的權利，其中的條文對召開業主大會、

各類糾紛，反映出行業需要規範、監管並完善有

行使管理機關權力等有較詳盡的規定，但對小業

關法例的必要性，特區政府房屋局重組後，現正

主或管理機關成員應盡的義務及行使權力後應負

草擬專門的物業管理法例，及大廈維修費用貸款

起的法律責任以及如何去監管其行使權力的過程

的辦法，顯示政府規範、監管行業的工作正逐步

則少有提及或無具體條款，更未提及對原管理實

開展。

體經營權益、對大廈的投資、未收管理費等的
保障。因此，法例對各方利益者的保障側重點不

業界對此深表 歡 迎 ， 均 認 為 公 權 力 的 介 入

同，加上有人誤導小業主，以個別人的意願權充

比較有利於解決大廈管理事務中的各類糾紛、矛

小業主的意願，引致與原管理實體的糾紛，進而

盾。如果有公權力的介入、監管大廈首次召開業

引發大廈管理權的紛爭。

主大會及其後業主管理委員會的運作，將可比較
有保障地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事，對於大廈的小業

最經典的例子是海濱花園的個案。海濱花園

主及管理實體均有保障，符合雙方的利益，才可

是澳門較大的屋邨，於2003年11月曾召開業主

促進物業管理行業向著專業化、提高服務質素的

大會，其合法性備受小業主及管理公司質疑，以

方向發展。

致需經法院判決。該次大會成立的管委會決定解
僱第一間的管理公司，委托第二間的管理公司接

新的物業管理 法 例 出 台 之 前 ， 現 時 主 要 以

管。第一間管理公司以業主會成立程序未合法定

<<民法典>>第1313條至1372條和第41/95/M號

程序決議無效，故拒絕撤出。2004年1月，該管

法令作物業管理事務的法律依據。我們認為，有

委會和其委托的第二間管理公司在某立法議員見

關的法例欠缺完善，對物業管理實體經營權益保

證下，强行進駐大廈，開始一座大廈兩個管理實

障不足，令到管理公司是在不知何時、隨時會被

體，小業主不知向那個交管理費的局面。此雙管

大廈某些攪事分子炒走的不確定環境中求生存、

局面有17個月，第一間公司維持提供原有標準

求為大廈服務，致令行業經營者對經營前景失去

的服務，繳交大廈公共水電費及各設施保養費、

信心，既不利於自身公司業務發展，亦不利於促
進行業發展。在這種沒前景的經營背景下，誰願
意再作出新的投資，以不斷提升服務質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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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費；第二間公司則只是派出一些管理員坐在

埋伏下日後管理權爭拗的導火線。我們不妨假設

大堂象徵式表示管理，無繳交任何公共費用。

這個業主會成立和決議事項都是合法的，但其引

2005年5月，法院以保全程序要求第一間公司撤

致的結果(大廈管理一團混亂，欠交電費而面臨割

出該大廈，而第二間公司則順勢全面接管。直至

電)又是否符合全體業主/住戶的共同利益，事實

2006年5月長達1年時間，第二間公司當值管理員

已作出否定的答案。另方面，如果法院的判決早

及清潔工不足，曾出現1星期不清理垃圾，欠交公

日出現，各方都依法院判決行事，則完全或部分

共電費約180萬元，公共設施不知有無安排保養

避免了其後出現的複雜困難局面。因此，這個個

維修，大廈內管理混亂，民怨沸騰。社會輿論及

案產生的過程和引致的結果都是未達到立法原意

某些政治人物則責難政府監管協調不力。2005年

的，可說是大廈物業管理事務實施有關法例的一

12月尾，該屋邨在另一些議員的協助下再召開業

個失敗個案。

主會，成立一個新的管委會，並又委托第三間管
理公司接管屋邨。但第二間公司又不撤出，繼續

有法可依是法治社會的必然元素，大廈物業

欠交電費及管理混亂。直至2006年5月，法院又

管理要依法行事是無人有異議的，但如何執行、

以保全程序要求第二間公司撤出，第三間公司進

監管行使有關法定權利的過程亦是體現法治的必

場，結束長達29個月的混亂局面。但是，當初質

不可少重要一環。在目前，我們看不到有效的監

疑2003年11月成立的管委會合法性的案件至今

管機制，即使房屋局新的職能亦只是以協調及提

未有判決，這涉及第一間公司既已提供了服務並

供技術支援為主。據社團的統計數據，澳門已有

繳交公共費用達17個月，能否收回管理費的權益

約超過150幢大廈成立業主會，其中相當部分大廈

問題；亦涉及第二間公司是否合法接管大廈的問

已被業主會更換管理公司、或由業主會自管。這

題。

些大廈可算是表面上和諧地解決了大廈管理移交
的問題，而實質上這些業主會成立的過程、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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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個 案 ， 突 顯 了 法 例 超 前 ， 民 眾 認 識 未

是否真正符合法定程序，答案是未必。只不過是

達至相應程度匹配和法例超前、法律程序滯後的

小業主不參與或不行使權利，而原管理公司亦不

矛盾。立法的原意是讓小業主自主決定大廈管理

願再糾纏於大廈管理糾紛中以致欠收管理費越來

事務，希望能達至維護全體業主/住戶的共同利

越多而無奈地撤出，這當然有損這些撤出公司的

益，確是民主法治精神體現的美好願望。然而，

經營權益，實有不公平之處。我們認為，法例未

2003年11月召開的海濱花園業主大會是否有足夠

完善，市民大眾的公民意識、道德水準未達至相

法定人數出席、參與，其議案、議決是否符合法

應程度時，現時這種拔苗助長式的、缺乏有效監

定的要素和整個屋邨各類小業主的共同利益，能

管機制的大廈業主會行事模式，未必真正能代表

否和如何得到法定的認可，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全體大廈住戶的共同利益，再加上那些抱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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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物業管理需有完善的法例去規範/監管
從海濱花園個案看修改完善法例的必要性

好願望、事事關心”的社會熱心人仕“見證、監

綜上所述，可見澳門物業管理市場確實存

察”，恐怕會制造更多的大廈管理權或管理事務

在經營環境不公平、經營權益無保障的事例，我

糾紛，令到大廈住戶安居樂業的良好願望成為泡

們認為應從法例未完善上去找原因，因此亦有修

影。因此，如何監管及由什麼人/部門去監管(並非

改完善法例的必要性。業界寄望新的物業管理法

見證)業主會成立及行使權利的過程，是解決大廈

例草案早日出台，廣泛諮詢業界及社會各界的意

管理糾紛的當務之急首要解決的問題，行使公權

見，以求公平地保障各方權益。

力的政府房屋局應具備這方面的職能，如再賦予
仲裁的權力，則可令監管更具實效及更完善。
物業管理行業在澳門社會經濟大環境中，可
說是一個不起眼的行業，在如今外資進入，龍頭
產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更可說是弱勢的中小企
社群。但這個弱勢社群在社會事務中仍有其重要
性，因市民要住樓，這些樓一定需要物業管理。
而不斷湧現的管理事務、管理權糾紛，令管理公
司疲於應付業主會，欠費數額越積越大，大廈收
支完全不可平衡，再無人力資源及財政資源去投
入及提升服務質素。這樣的大廈管理現狀，怎可
以令市民安居；不能安居，樂業就失去基礎；沒
有了安居樂業，提升市民綜合生活質素的理想也
難以實現。政府、社會人仕應該保障這個行業的
公平經營環境，共同扶持這個行業，而不是經常
見到一些攪事者借行使法定的業主會權利而達到
個人目的去不斷制造矛盾、到處遊街遞信、開記
者會，令社會和諧局面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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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的

法制化與產業化
◇

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 秘書長：顏世禮

台灣近 二 十 年 來 ， 隨 著 經 濟 及 社 會 迅 速 現

廣且遠，十多年以來在此法規導入施行期間，或

代化的發展，新興建的大樓林立，這些大樓大多

因法規制訂的不週延、疏漏、欠缺、不合理；或

數都是以區分所有的產權型態分割擁有與使用，

因對法規的誤解、不了解、宣導不足；或因執行

而且因都市化的建築朝高層、高密度開發，建築

時應用錯誤的程序、方法、技術等，而使法規與

物機能的多元使用，社會大眾對生活品質的提升

實務間在執行效果上產生落差，此種現象是在任

等因素，台灣建築物管理維護業務為因應環境需

何施行新法規制度時所正常經歷的調適過程，台

要的發展，而邁入法治管理階段，藉以有效維持

灣政府已針對此法規制度施行期間所突顯的問

建築物的正常機能運作及解決錯綜複雜的管理業

題，及相關實務層面的互動關係採取因應對策，

務；未來物業管理融合技術及產業變革的趨勢，

於1999年委託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進行

在台灣經濟體系將成為一項新興產業。

是項法系的研修，並據此於2003年12月31日完成
修法程序，透過修法有效排除大部份管理執行的

台灣物業管理的法制化

阻礙，而有助於此法制的普遍落實施行。

在1995年以前，台灣政府尚無訂定專法對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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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期間的管理作有效規範，有關建築物

目前台灣亦未正式將「物業管理服務業」訂

管理的法令分別是以治安為目的的警政、防災為

列為行業分項，而業務內容幾近與國外物業管理

目的的消防、鄰里社區為目的的民政、政府開發

行業相同的「公寓大廈管理護業」，則兼具法源

的國民住宅、以及營造建設為目的的建築等各單

及訂列於行業分類中，已為台灣社會及市場上普

行法或相關法為依歸，復至1995年6月28日台

遍認同及視為物業管理產業的核心行業。台灣公

灣政府頒佈實施「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區分所

寓大廈管理制度的法系構成是以公寓大廈管理條

有權建築物管理才正式進入法制規範的里程碑，

例暨施行細則、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管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影響社會大眾生活習慣深

理服務人管理辦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

Cover Story
台灣的物業管理產業現階段面臨的調
適發展，一方面為配合政府剋正積極推動的
「綠建築」、「能源管理」及「防震防災」
政策，需要透過物業管理來協助達成建築對
生態保護、節約能源、廢棄物減量、室內健
康環境等的改善；另一方面，隨著科技應用
的建築智慧化，將建築物內的各項活動或設
施設備，應用「電子控制介面」，透過「網
路通訊技術」，將活動或設備運作資料傳輸
到由「電腦科技整合」的中央監控系統，以
達到對設施設備功能的控制、監測、紀錄、
矯正及告警等自主性作業，並經由相關資訊
的彙總分析，提供管理及決策使用的能力。
因智慧化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物業管理專
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規約範本及受僱或受任

業人才的職能需求產生質與量的改變。

執行管理維護契約範本等法令為主體，對公寓大
廈主管機關、起造人、管理組織、管理服務人、

長期以來，台灣的物業管理產業是以多元化

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等關係人的權責訂定明確規

行業組合的經營形式存在於市場，是包含多元性

範，可參考圖表內所顯示法令與關係人所建構的

業務在內的整體性服務產業，其分項行業的整合

公寓大廈管理制度。

構成物業管理產業的整體業務功能；而物業管理
的多數分項業務均可作為獨立行業存在於市場。

台灣物業管理的產業化

也由於物業管理事務的綜合性和多元性，單一市

「物業管理產 業 」 具 有 兩 項 與 「 不 動 產 產

場運作模式很難適應其多元的特點。因而在未來

業」重要不同的特徵：(1)物業管理的服務對象已

的物業管理市場中，或以經營綜合性業務為主、

由不動產擴展及不動產的使用者，由實體的不動

或以經營專項業務為特色、或以物業管理諮詢和

產擴展及非實體的經營運作。(2)物業管理的服務

規劃為主等不同主體業務的物業管理公司均會同

目的是以不動產的經營或使用期間的需求為服務

時存在。隨著物業管理產業的持續發展，未來也

內容。物業管理可以說是不動產產業的第三級產

許會有更新的物業管理行業模式應運而生；此種

業。在台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2004年10月

動態的產業變革發展特性，在台灣的物業管理產

核定「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中，更進一

業將更為明顯。

步將「物業管理」納入為策略性輔導的產業，將
物業管理服務業的產業定義為：「物業管理服務

任何一項社會制度，都必需因應社會持續的

業係結合科技與管理技術，考慮延長建築物生命

變動和成長，持續檢討及修正，以求適時改善，

週期及使用者需求，對建築物與環境提供專業之

謀求能適合應用於地方環境背景及民情習慣，台

使用管理維護、生活、商業支援及資產管理等服

灣的物業管理制度也不會例外，將與時俱進。

務之產業。」目的是要從新興產業的思維來重新
建構物業管理產業未來在台灣法律、經濟及社會
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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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sation of Housing Management:
◇

Terry Burke, Professor of Housing Studies,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scale and form of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the residential housing system. Two
important attributes in particular shape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The first is that
it is, and has been for over a century, a home
ownership society. With around 70 per cent of
housing owner-occupied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bulk of housing is self-managed and therefore does
not require any substantive levels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he second feature, and one unusual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s that the rental sector
(of which around 25 per cent is privately owned
and almost 5 per cent publicly owned) is largely
made up of detached housing, or small-scale
apartments rarely more than three storeys high
and containing typically four to ten separate units.
Moreover, ownership of this rental stock is highly
fragmented, with most investors owning only one
or occasionally two properties. Multi-unit landlords
are rare. Private sector high rise apartments are
relatively new, with very few built before 1990.
While the public sector constructed high rise
apartments in the 1960s, there are only about forty
such towers nationally, virtually all in New South
Wales and Victoria.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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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The small-scale building form of the private rental
sector and the fragmented landlordism, like
home ownership, does not create the context fo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in the same way as high
rise developments or condominiums. Private rental
properties are ‘managed’ but not in a particularly
professional way. Their leasing out is largely
handled by real estate firms who also sell property.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 to be an estate agent varies
from state to state (Australia has a federal system
of government) but rarely exceeds six months fulltime intensive training or thirteen months part-time
training, including working for a licensed agent for
a year during or after such training. Most of these
six month programs concentrate on the sales side
of the business, and only token training is provided
in residential property management. However, in
very recent times more attention is being given to
real estate training and some states, for example,
Victoria, now requir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ereby all agents have to undertake
a minimum level of training every year.

Cover Story

Most apartments in Australia are strata-titled, that
is, in a form of legal ownership which enables
a building to be subdivided into ‘lots’ held by a
number of individual owners who as a ‘body
corporate’ share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mmon property (for example, stairs, driveways),
but with the freedom to use and dispose of their
own lot as they please. Thus a block of apartments
may be owned by a mix of owner-occupiers and
landlords. Given the small size of most such blocks,
the body corporate is managed by the owners
(landlords or owner-occupiers) themselves, with
one of them being the chair of the body corporate
and all the others the members. Only in large
multi-unit apartment blocks is the body corporate
professionally managed.

400,000 properties for low-income and complexneeds households. Historically there has been
minim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is sector, but
the last decade has seen a much greater interest.
The Australasian Housing Institute (equivalent to
the British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a greater professionalism
and to give the sector a professional voice, and
a national suite of university housing management
courses
(Graduate
Certificate,
Graduate
Diploma and Masters)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sector, along with a Certificate 4 course for
new employees. In addition, a rigorous set of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third-sector or community providers, including
staffing and practice skills.

Thirty to forty years on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stratatitling legislation, problems with this ownership
form and its lack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re emerging. Many – perhaps most – owners
will not see their occupancy of the building as a
lifetime thing and will be reluctant to make, or will
defer, any financial contribution other than basic
maintenance for upgrading of the property, for
example, replacement of roofs or plumbing. The
result is that many older strata-titled buildings are in
decline, with the body corporates which manage
them having only limited capacity to muster the
resources to upgrade them. There is now a growing
push for compulsory maintenance plans for stratatitled residential building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long-term maintenance and property upgrade.

Overall one can conclude that residenti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has not reached
high professional standards. Probably the most
professional sector is social housing, but this
amounts to less than 5 per cent of the stock. The
growth of large high rise apartment blocks of the
sort that dominate Hong Kong and other Chinese
cities has yet to spawn a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sector, although emergent problems and
consumer complaints would suggest that greater
professionalisation of management through mor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more
rigorous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e new post-1990s high rise apartments do have
designated body corporate managers but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be deemed professional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here is no formal training
required, although they tend to draw staff from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where there is some training,
and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are
beginning to offer property management programs
in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The social housing sector, largely made up of
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 plus numerous smallscale third-sector providers, manages some

19

房管專訊

CPD Corner - Legal Cases

H O U S I N G

E X P R E S S

百分之五業主提出召開
業主大會的武器
鍾沛林律師行
高級合伙人鍾沛林律師J.P.
◇

最近被 某 一 屋 苑 業 主 問 到 當 業 主 對 大 廈 法

其實該條例第31條亦指出，業主可以向土地

團的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有不滿

審裁處申請，由土地審裁處解散管委會，並委任

時，是否可以更換管委會或當中某些委員？其實

一名管理人或撤換管理人。不過在這裡我們先討

法例是賦予了業主這個權力的。以下本人希望和

論以“不少於5%的業主要求”這方式去撤換管委

大家研究這問題。

會或個別委員。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以

雖 然 看 上 去 很 簡 單 ， 但 很 多 時 業 主提出的

下簡稱“該條例”）附表3第1(2)段，“在不少於

要求都被駁回，而很多相關的案例亦指出很多業

5%的業主要求下，管理委員會主席須在收到要求

主的要求都因為一些技術性問題而不被法庭所接

後14天內，就業主所指明的事宜召開法團的業主

納，最終涉案的法團是不用召開業主大會的。這

大會。”而根據該條例第14(2)條，“法團可在會

証明了當中有很多技術性問題大家必須留意，

議上藉決議撤換管委會的任何委員。”另外，根

例如法例的要求是“不少於5%的業主”，何謂

據該條例第30條，業主以上述附表3第1(2)段召開

5%的業主呢？是擁有業權份數5%的業主？或是

的法團會議，可委任一名管理人，然後議決解散

整棟大廈（或屋苑）業主總數的5%？夫妻二人共

管委會。

擁有一個單位的話，算是一個或是兩個業主呢？
又例如，法例要求管委會主席須在收到要求後

若把上述的條款綜合起來，就可知道法例是
給予業主要求管委會主席召開法團業主大會的權
力，而在業主大會的會議上，業主可以藉決議撤
換管委會的委員。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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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內召開大會，何謂“收到要求後”？若主席
出外旅遊的話，何時才算是收到要求呢？

CPD Corner - Legal Cases

(1) 何謂“不少於5%的業主”？

據此，不管某個單位有多少個擁有人，在計

有些業主可能以為，5%的業主很自然是講及

算業主人數時，他們都會計算為一個業主。而即

擁有整棟大廈或屋苑5%業權份數的業主。但其實

使夫妻二人擁有多於一份的份數（如該單位擁有

該條例附表3第9(a)段已清楚說明，某個百分率的

十份份數），該夫妻二人亦只計算為一個業主。

業主須解釋為提述業主總人數的該百分率，而無
須理會他們在建築物的總分割份數中的擁有權的

(3)		5%召開業主大會的要求必須是針對管委會主

百分率；而並非解釋為總共擁有該百分率的份數

席而提出

的業主。據此，5%的業主應解釋為大廈總業主人

很多時候，大家會認為把召開大會的要求

數的5%。例如某大廈擁有一百二十名業主，那麼

交給業主立案法團、其中一位委員、管業公司或

5%的業主便是六名業主。即在不少於六名業主的

管理處便可以。但其實這樣做均會導致該要求無

要求下，該大廈管委會主席便須按該六名業主所

效。根據該條例附表3第1（2）段，“在不少於

要求的事宜召開法團的業主大會。

5%的業主要求下，管委會主席須在收到要求後
14天內，就業主所指明的事宜召開法團的業主大

(2)		夫妻二人共同擁有一個單位時，是否計算為

會”。留意“主席”兩個字，該條例是規定必須

兩個業主？

在管委會的主席收到要求後才須召開大會。亦即

表面看來夫妻二人應計算為兩名業主。但根

是說，若把要求交給任何其他人士，均會令該要

據土地審裁處的案例：U Wai Investment Company

求無效。

Limited and Another訴Au Kok Tai and Others
（LDBM 80/1997）（“該案例”），當中法庭指

在一宗土地審裁處案件亦有提出此點

出其實該條例第2條已提供了答案。第2條對“業

（LDBM153/2005）。在該案中，申請人曾兩次

主”的釋義為“當其時擁有一幅上有建築物土

提交開會的要求，第一次只是把開會的要求給予

地的一份不可分割份數的人”。大家須留意的

管委會，而不是主席；而第二次的要求雖然寫上

是“一份”這字眼。該條例的意思是必須是起碼

給予主席，但實際上只是給予管業處，並沒有交

擁有完整的一份不可分割份數的人，才算得上是

到主席手上。而最終法庭裁定，該主席即使沒有

業主。假設有夫妻二人共同擁有一個單位，而該

按要求開會，亦沒有違反該條例。

單位擁有該大廈的一份不可分割份數。由於丈夫
或妻子都沒有單獨擁有完整的一份份數（不論他

所以，大家必須留意，5%業主的要求是必須

們是以聯權共有人〔Joint Tenants〕或分權共有人

要交給管委會的主席，而且須要確保主席確切收

〔Tenants

到有關的要求，否則管委會的主席即使不召開會

in

Commons〕方式持有該單位），

所以只有在他們二人聯合在一起時，才是擁有

議，亦不一定是有違反該條例。

該單位完整的那一份份數。因此夫妻二人亦只計
算為一個業主。而該案例中法庭指出了在共同
擁有一份不可分割份數時，所有擁有人會共同地
（collectively）計算為一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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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何謂“把要求交到主席手上”亦可能

從另一角度看，土地審裁處另一案件指出，

出現爭議。例如，由主席授權管業公司代表去收

除非主席能夠提出證明沒有5%的業主作出要求，

取要求是否可行呢？又管理處職員自行承諾會轉

否則在表面上有不少於5%的業主要求召開時，

交主席又是否可行？在這些問題上目前沒有案例

便須在14天內安排召開大會（
“胡桂容及另一人”

去解答，故須要視乎個別具體情況而定。

訴“黃漢明”，LDBM323/2002）。而法庭在往
後的案例中亦有再確認此點（FUNG YUET HING 訴

(4)		誰有責任核實業主的簽署？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HING WONG

很多法團或管業公司或許曾經收到一些5%業

MANSION & OTHERS, LDBM367/2004）。在該

主聯合簽名要求召開大會，然而發現在這些簽名

案中法庭進一步指出，主席不能單依靠簽名有可

當中有部份不知是否真正是業主，有部份則不知

疑來作為藉口不去開會。

道是否真正業主親自簽署，也有些只是在白紙上
簽署，然後連同其他簽名及一封信函一併遞交給

然 而 ， 主 席 該 如 何 去 核 實 簽 名 呢 ？在另一

管委會主席。主席在接到這樣的要求時不免感到

案中法庭指出主席有理由在有懷疑時去開展核實

為難，一方面根據該條例附表1第1（2）條，主

簽名，但該法庭並無說出如何去核實，只指出

席在收到要求後便須在14天內就業主所指明的事

一切視乎情況而定（
“梁淑兒”訴“鄭沛濂”，

宜召開大會，但對部份簽名有懷疑時，特別是當

LDBM268/2003）。

簽署的業主數目只是剛剛超過5%業主時，即有可
能真正要求召開大會的業主根本不夠5%時，是否

所 以 ， 業 主 在 提 出 要 求 時 ， 要 注 意其有證

仍然要去召開大會呢？主席在這情況下應如何處

明業主身份的責任，否則要求是不能成立的。而

理？

主席亦要留意在存疑時，可以去核實並提出沒有
5%的業主要求的證明，否則法庭是會命令召開大
根 據 土 地 審 裁 處 一 宗 案 例 (“ 周 百 盛 ”

訴“ 富 多 來 新 邨 第 一 期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

會。但由於每個個案情況有所不同，建議還是聽
取專業人士的意見，才作最後決定。

LDBM250/2000），要求召開大會的申請人需
要證明簽名的業主是具有業主的身份。而即使簽

其實5%業主要求於大會議決的議程並不限於

名表上在業主簽名處之上印有“業主簽署”的字

撤換管理委員會成員，而可包括其他法團事務。

句，並不能證明簽名的人是具有業主的身份。法

根據經驗所得，5%業主要求開大會的條款有頗

庭亦指出，申請召開的人只要到土地註冊處就簽

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提出的議案如被通過，

名的業主作出查核，並從土地註冊處取得有關的

會是不合法的，那未管委會主席可否拒絕召開大

紀錄，便可證明該些人士是否具有業主的身份。

會？又5%的業主要求，在大會被否決，可否再重

若未有這樣做的話，並不算是提出了符合附表1第

覆提出同一議程？我將會再探討。

1（2）條有關5%業主的數目的証據。因此，業主
身份的證明是應由申請人去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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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春節酒會
2006年1月17日
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Mr. Ricky YUEN, Chairman
expressing well wishes for the
New Year
阮偉基主席致新春賀辭

參觀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
2006年2月25日

Presentation of souvenir by
two Institutes
兩會代表致送紀念品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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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香港房地產服務及城巿建設博覽 • 重慶
2006年3月7日至8日
主辦單位 : 香港貿易發展局
重慶市南岸區江南大道2號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1樓C館

Branch’
s representative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本會代表應邀出席博覽會開
幕典禮

啟德論壇 (二) 「共建維港委員會」
2006年3月18日及25日
共建維港委員會邀請本會出
席2006年3月25日於北角渣
華道333號公務員培訓處舉
辦之啟德論壇(二)。論壇除
了分享公眾意見之外，並邀
請有關部門及顧問代表出席
論壇，回應公眾諮詢及討論
擬定發展計劃的概念。

Second Kai Tak Forum in
progress
啟德論壇(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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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訪問交流團
2006年4月16日至19日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台北及台中

Presentation of Souvenir to
Chairman of Taiwan Building
Managers Association,
Mr. WANG Hua Chen
致送紀念品予台灣物業管理
經理人協會王化榛理事長

Group photo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ai
Chung Property Managers
Association
與台中巿物業管理經理人
協會代表合照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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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代表香港訪問團
2006年5月23日至24日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代表團在本年五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到香港作交流訪問，為使訪問團能夠
接觸香港物業管理行業中的不同範疇，我們特意為二十六人的訪問團安排了不同類型的參觀項
目。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是優越商業建築並享譽國際；訪問團除了讚嘆於它巍峨高聳的外觀，更為管理
公司所提供多元化及照顧周全的服務而留下深刻印象。訪問團再到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觀
了這所國際知名特別為各類型展覽或會議而設的大型場地。
行程還包括了港島東的南灣半島，是私人住宅發展項目，和九龍灣德福花園商場，好讓訪問團對
私人發展商所管理的物業項目有一定的認識。
此外到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的參觀則是在緊促的行程中最有效率的安排，訪問團可以透過多
元化的展示在短短一小時內認識到香港公共房屋在過去半世紀的發展史。
訪問團在二十四日晚上離港前特別宴請本會委員以答謝本會兩日的招待。是晚本會主席連同十多
位委員出席答謝宴，共度賓主同歡的好時光。

Presentation of Souvenir by Macau Property Management Business Association
澳門物業管理商會致送紀念品予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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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推廣日
2006年5月20日
在五月二十日下午，本會應香港房屋協會之邀請，參與該協會在駿發花園舉辦之『職安推廣日』，
以提高物業管理從業員，對職業安全之認知及宣傳職業安全之重要。『推廣日』由香港房屋協會執
行總幹事王麗珍女士，香港房屋協會物業管理總經理阮偉基先生，及職安局總幹事鄧華勝先生主持
揭幕儀式。隨後，大會安排多項文娛及競技比賽，予物業管理從業員參加，藉此宣傳職業安全之重
要。本會亦在會場內設立了一個遊戲攤位，供各與會人士及市民玩耍，反應非常熱烈。是次活動舉
辦得非常成功，約有逾千名的物業管理從業員及市民參加。

Group photo of HKHS’
s
representatives with guests
香港房屋協會代表與嘉賓
合照

Our booth to promot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本會設置攤位推廣職安健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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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辦事處開幕典禮
2006年7月10日

Pig-cutting moment
吉時到，切燒豬

Chairman wishes all the best in the New Joint Office
主席致辭，祝願各人工作順利

Staff of New Joint Office
職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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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國際房屋會議

「當代房屋管理–創新境界」
為慶祝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成立四十週年，學會將於本年十一月，舉辦一個國際房屋會議。
是次會議提供一個極佳的平台，讓世界各地的物業管理專家及從業員交流經驗及最新房管資訊。講者包
括來自澳州、中國、台灣、香港、澳門、韓國及南非的物業管理專家。歡迎所有專業房屋經理，物業管
理從業員、工程師、學者、研究員、政府官員、非政府機構代表、承辦商及希望認識物業管理的人士參
加。

主禮嘉賓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醫生, JP
會議詳情
日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廿四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九至下午五時

地點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五十號金域假日酒店地庫三層麗晶殿

主題

「當代房屋管理 – 創新境界」

主要對象

房屋管理業內專業人士

語言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報名費

港幣300元正 (包括場刊、午餐及茶點)
學生特惠港幣50元正 (半天)

截止報名日期

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查詢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行政主任 鄧小姐

聯絡電話

(852) 2356 8680

贊助機構: 香港房屋協會

房管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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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Housing Conference 2006

“Contemporary Housing Management – Beyond the Boundaries”
To celebrate its 40th Anniversary,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is going to host an International
Housing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in November 2006. The conference provides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housing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in exchanging and updating their knowledge in Contemporary Housing Management.

The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speakers from Australia, China, Hong Kong, Korea, Macau,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Housing
professionals, engineers, academics, research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dministrator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ose who are a general interest in housing management career are welcome to attend.
Officiating Guest
Dr Patrick C. P. Ho,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Conference Details
Date

24 November 2006 (Friday)

Time

9:00am – 5:00pm

Venue

Crystal Ballroom, Basement 3, Holiday Inn Golden
50 Natha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heme

“Contemporary Housing Management – Beyond the Boundaries”

Target Audience

Housing Management related professionals

Language Media

English, Cantonese and Putonghua

Registration Fee

HK$300 (Including Conference kit, lunch and refreshments)
Special rate for students HK$50

Registration Deadline

31 October 2006 (Tuesday)

Enquiry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Administrative Officer, Ms Carey Tang

Contact Tel

(852) 2356 8680

Mile

Hong

Kong,

Sponsor: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REGISTRATION FORM
To 致：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Fax 傳真： (852) 2356 7332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Name姓名：

(中文）

(英文)

Name of Organization 在職機構：
Address of Organization 機構地址:
Contact Tel 聯絡電話：

Contact Fax 傳真號碼：

Name of Bank 開票銀行：

Cheque No. 支票號碼：

Fee費用：		

E-mail Address 電子郵件：

Are you a CIH Member閣下是否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會員？
r Yes是 (membership number:
)

r No 否

Signature 簽署:							

Date 日期：

Completed form together with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should be sent to the Institute addressing to Units 2709-11,
Shui On Centre, Nos. 6-8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請將表格填妥後，連同回條及劃線支票(抬頭請以“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開立)寄回本會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2709-11室予本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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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
週年會議及展覽 (20-23/6/2006)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06 (20-23/6/2006)
◇

黃英傑先生報導

- Reported by Mr Wong Ying-kit, Romulus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於二ＯＯ六年六月二
十至二十三日，在英國Harrogate市，舉辦了一個
為期四天之週年會議及展覧會。該會議及展覧會
乃英國房屋管理及相關行業一年一度的盛事。整
個活動吸引了超過六千名來自英國及世界各地的
代表和三百八十個參展商參加。今年主題為『建
設社區』。
本會委派了三名代表，連同九名來自香港房
屋經理學會及香港房屋署之同業，前赴英國參與
是次會議。經過一連串緊密的會議及活動，包括
參加英國總會的週年大會、專題講座、聚餐、及
參觀等，本會代表與英國及世界各地的專家和代
表，建立了緊密的聯系。會議期間，本會代表亦
參加了一個房屋考察交流團，到Leeds市參觀當地
的房屋管理及重建計劃，從而了解英國當地的房
屋發展。
總結此行，本會代表獲益良多。透過是次活
動，各代表知悉及接觸到最新的建築材料、資訊
科技、財務融資、以至一站式的房屋管理運作等
知識。再者，本會亦與不同國家的專家及代表，
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和加强相互的溝通，此行可謂
收獲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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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t Harrogate, UK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2006年週年會議

The Annu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was held from the
20th to 23rd of June 2006 at Harrogat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4 day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are one of the leading Housing events
in UK. It attracted more than 6,000 delegates and
380 exhibitors to participate and attend.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is “Building
Communities – Making the Case for Housing“
Thre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IHAPB and nine delegates from HKIH and HKHA
hav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t Harrogate. By
attending various activities of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CIH,
seminars, dinners and visit, members of CIHAPB
establishe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various
professionals and delegates in UK and overseas.
Furthermore, delegates have also attended a
study tour to Leeds to study the recent housing
development of Yorkshire Housing Group.
All of the delegates concluded the trip to Harrogate
as a fruitful experience where they could get in
touch with housing experts abroad and establish a
close link with them. Furthermore, they could get in
touch with the latest housing innovations including
building materials, IT and software support, finance
and one-stop shop housing solution.

Housing Express in e-format
Monthly issues of Housing Express will be sent to your CIH account. Do check out your
CIH account regularly. Alternatively, you can set a forwarding instruction and redirect
your CIH account to the account you use everyday (see the other box on how to do it).

Forward your CIH email
You can set an instruction to redirect your email messages which are sent to your CIH
email account to the account you use everyday. Please do the following:
1. Enter website http://www.cih.org.hk
2. Choose Language
3. Choose Webmail
4. Double click the hyperlink http://mail.cih.org.hk:8089
5. Key in User ID and Password
6. Goto Account Options and then choose Forwarding
7. Key in an e-mail address that you access frequently and click Save to activate
forward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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