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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容置疑，目前的經濟衰退，是一九三零年以來最嚴重的。

其負面影響，已遍及全球各行各業。今次金融風暴的始作俑

者，是美國的次按危機，而華爾街推銷與按揭相關的債券及

投資衍生工具，更把危機擴大為全球金融海嘯。從事與地產

有關連工作的專業人士，對此應比一般人有更深切的感受。

同樣地，物業管理從業員應該更能夠掌握這百年一遇的機

會，汲取其中的寶貴教訓。

金融海嘯最重要的首個啟示，在表明政府須有效監管市場運

作，適當地管理系統性風險，避免過度放任的自由市場自我

摧毀。同樣道理，本會一向倡議特區政府成立「物業管理

局」，並賦與法律權力，從事規管及向物業管理公司發牌的

工作。此舉有多方面的好處，既可確立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

從業員的認可專業地位，更有助全面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

這個建議的關鍵，不在引入更多的監管，而在製定「精明、

有效」的規管，以保障各持份者的利益。

其次，私營機構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亦要顧及社會的整體利

益，並須遵循良好企業公民的原則辦事。秉承同樣的精神，

本會簽署了環境保護署的減炭約章，並與各政府部門緊密合

作，積極推動環保署的廢物源頭分類、消防處的樓宇消防安

全特使、及救心先鋒等計劃。我們付出這些努力，因為篤信

在宏觀層面須配合社會的整體利益，讓顧客感受到服務及產

品的價值，才能夠達成長遠的企業目標，賺取可持續的利

潤，為股東創造恒久的回報。

最後一點，亦來得十分重要。物業管理從業員須每天在工作

岡位上，發揚以正直、服務及紀律為本的專業精神。西洋諺

語說得好：「人的素質，决定制度的好壞。」誠然，物業管

理從業員的專業操守、知識及經驗，乃我們的最後防線，抵

禦來自業界內外的挑戰，捍衛行業的專業聲譽。有見及此，

本會培育人材及推動行業的專業發展，向來不遺餘力。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工作，要數對政府引進資歷架構的支持，及與

物業管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的緊密合作。

若然我們能夠汲取這些教訓，銘記在心並付諸實行，就有機

會熬過經濟衰退的寒冬。當經濟從谷底反彈，我們便可再大

展拳腳。再者，我們見證了最壞的日子，勝過了最嚴峻的考

驗，變得更堅毅不拔，懂得應付經濟循環的週期波動起伏。

這樣看來，金融海嘯亦有正面的影響，世事畢竟總是好壞參

半的。

 
讓我們寄望中央政府的决心，及其龐大的刺激經濟措施，會

收到預期效果，可確保今年國民生產總值有百份之八的增

長。祇不過我們千萬別蒙騙自己，誤信經濟衰退會很快結

束。因為這仍有待美國奧巴馬總統及其管治班子，找到方法

盤活緊拙的資本市場，撇除美國各大銀行帳簿上的有毒資

產，才會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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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梁進源   會長
Kendrew C.Y. Leung - President

There is little doubt we are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st economic downturn 
since the 1930s. While the pains of recession can be felt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across trades and industries, they are especially poignant to professionals in 
property related businesses since the storm began with America's sub-prime 
mortgage debacle and became a global crisis through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related derivatives invented by Wall Street. Likewise, property 
managers are also well positioned to benefit from th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is once-in-a-lifetime experience.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lesson: the need for rigorous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market to manage systemic risks and prevent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from destroying itself. This vindicates our support for the SAR Government to 
set up a “property management authority” to monitor our trade and usher in 
a licensing regime. It will benefit everyone by conferring professional status on 
our members and our colleagues as well as elevating the overall standard of our 
services. The emphasis here is not about creating more regulation, but instead 
the need to introduce “smart, effective” regulation that will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all stakeholders.

Secondly, corporations pursuing profits should have society's well being in mind 
and they need to subscribe to the codes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That is why we 
signed the Carbon Reduction Charter and have worked closely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projects like the Source Separation of Waste Program, the 
Building Fire Safety Envoy Scheme, and the Heart Saver Scheme. These efforts 
drive home our belief that only by giving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broader claims 
of public interests could we attain the long-term goals of generating sustainable 
profits and creating las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as well as shareholders.

It brings us to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point, which is the need for colleagues 
in our trade to put into daily practice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of integrity, 
service and discipline. There is truth in the commonplace that a system is 
only as good as its people. Indeed,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of our colleagues are the ultimate bulwarks that help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withstand internal as well as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prevent its reputation from erosion. It accounts for our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our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ism within the industry, in particular our support 
for th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as well as ou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Training Advisory Committee.

If we can learn these lessons by heart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then we are in 
a good position to survive the recession and will be ready to take off when the 
economy eventually turns the corner. Moreover, we will be more resilient and will 
be able to weather the market's inevitable boom-and-bust cycles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witnessed the worst time and have endured the harshest test. Seen 
in this light, the financial meltdown is perhaps not without its own blessings and 
there is definitely a silver lining in the cloud.

Let us pin our hop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our Central Government to shore 
up China's sagging economy and sustain its annual GDP growth at a rate of 8% 
through a massive stimulus package. However, we should not delude ourselves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recession will soon come to a quick end – at least 
not until President Obama of America and his economic team find a way to 
revive the stricken credit market and remove toxic assets from the books of major 
American banks.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於去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一 )假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一年一度的周年晚宴，香港特別

行政區律政司司長黃仁龍SC, JP獲邀擔任主禮嘉賓，出

席晚宴的嘉賓及會員近五百人，衣香鬢影，場面熱鬧非

常。

在激昂的鼓樂聲帶領下，主禮嘉賓由會長梁進源先生及

各位理事陪同進場。黃仁龍司長、梁進源會長及周年晚

宴籌委會主席潘源舫先生分別向來賓致辭，正式為晚宴

揭開序幕。

為感謝黃司長在百忙之中親臨主禮，大會特別送上一幅

題字予以留念。隨後主禮嘉賓與眾理事一同向台下來賓

祝酒，祝願香港房地產物業管理界業務蓬勃及祖國國運

興隆。本會將繼續秉持公平、公正的服務精神，帶動社

會邁進光輝一頁。

大會安排的餘興節目相當豐富，由十多位年青人及小朋

友表演的擊鼓樂，揉合中樂及鼓樂特點，澎湃的節奏，

帶動現場氣氛，精采表演搏得全場如雷掌聲。接著的歌

唱表演，令一眾賓客陶醉於悠揚悅耳的歌聲中。幸運抽

獎為當晚掀起另一高潮，每位得獎幸運兒都喜上眉梢。

晚宴於一片歡樂中結束，各位賓客都盡興而回。

黃仁龍司長於晚宴上的致辭片段已上載本會網頁，會員

可登入網址www.hkapmc.org.hk瀏覽。

二零零八年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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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梁進源先生於周年晚宴致辭

周年晚宴籌委會主席潘源舫先生代表大會

感謝所有工作人員

黃仁龍司長的致辭，令晚宴生色不少

4



梁進源會長代表協會致送紀念品予黃仁龍司長

5

悠揚悅耳的歌聲為晚宴增添浪漫氣氛

本會理事與主禮嘉賓黃仁龍司長 (右三) 合照



6

氣勢磅礡的鼓樂表演贏得全場熱烈掌聲

梁進源會長頒獎予頭獎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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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二零零九年新春酒會於二月六日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當日，逾百名嘉賓出席酒

會，包括多個政府部門、商會、學會、院校及物業管理公

司代表，大家聚首一堂，共慶春節。酒會上，香港物業管

理公司協會、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

會亞太分會及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之會長/主席及三位香港房

地產專業服務聯盟顧問向來賓祝酒，嘉賓們亦互祝新禧，

會場洋溢一片喜悅氣氛。

梁進源會長與來賓聚首一堂，並合照留念

二零零九年新春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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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左四）與

聯盟代表及嘉賓合照

左起：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顧問黎志強先

生、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顧問袁靖

罡先生、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鄔滿

海先生、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陳世麟

先生、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梁進

源先生、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

會主席潘源舫先生和香港房地產專業服

務聯盟顧問何照基先生。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理事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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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於今年三月四日在銅鑼灣世貿中心

世貿會舉行午餐講座，邀得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蔡敏儀

女士為主講嘉賓。是次講座以「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

劃及未來法例」為題，吸引了九十多名會員參加。蔡敏儀

女士為會員闡述政府未來將會實施的《建築物能源效益守

則》的內容及重點，包括涵蓋範圍、新法例與物業管理公

司的關係、新建樓宇的規定、能源審核等。協會特別邀請

了機電工程署高級策劃工程師余叔敏先生和高級工程師 

(能源效益) 麥家俊先生出席，在答問環節中解答會員的提

問。

「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劃及未來法例」午餐講座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蔡敏儀女士(中)、機電工程署高級
策劃工程師余叔敏先生(右三)和高級工程師(能源效益)麥家
俊先生(右四)與會員合照

梁進源會長(中)與一眾代表主持起步儀式

50公里賽之得獎隊伍

25公里賽之得獎隊伍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連續第六年支持「綠色力量環島行」慈善行山比

賽，協辦「物業管理盃」。活動於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山頂舉行，

共十六間物業管理公司參與「物業管理盃」比賽。健兒們無懼寒冷天

氣，大清早齊集起點，為爭奪盃賽殊榮作最後準備。比賽過程競爭激

烈，最終由香港房屋協會、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和偉邦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分別贏得「物業管理盃」50公里、25公里和10公里賽冠軍。

整項綠色力量環島行活動共籌得超

過港幣四百五十萬元，共有超過

三千人參加。善款將用作發展中、

小學及幼稚園的環境教育，從小

培養下一代愛護環境，建造綠色未

來。

50公里 25公里 10公里

冠軍
香港房屋協會
(6小時30分14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小時38分40秒)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59分52秒)

亞軍
恆基兆業地產集團
物業管理部 (7小時9分50秒)

佳定集團
(3小時47分38秒)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A隊
(1小時1分50秒)

季軍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B隊
(7小時29分58秒)

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4小時7分45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1小時5分29秒)

近年，環境保護、氣候暖化等問題備受全球關注。香港特區政府及本地環保團體對此也十分重視，透過制定環保

政策及籌辦各類型活動，鼓勵市民珍惜資源、創造綠化環境。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一向支持環保及綠化，除積

極參與各項活動外，亦與政府各部門保持聯繫，為會員提供環保資訊，創造更美好明天。

綠色力量環島行「物業管理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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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在「防止山泥傾瀉

計劃」下的斜坡鞏固工程中積極地落實綠化措施。為

改良綠化斜坡的技術，土力工程處一直就綠化人造斜

坡用途上應用的植物物種進行研究。在試驗種植時，

亦會考慮其安全度、美化效果和長遠維修要求。以在

綠化人造斜坡的同時，製造出自然多樣化的生態環

境、提高植被的生態平衡、及減低植被的保養要求。

位於大嶼山嶼南路的24幅人造斜坡的鞏固工程便是美

化斜坡及締造自然生態的一個成功典範。政府亦透過

出版技術指引及公眾教育等措施，鼓勵私人斜坡業主

進行斜坡美化。

2. 種植試驗
政府的政策是令人造斜坡感覺自然並與附近的環境融

合，故盡量在斜坡上種植植被，傳統方法是在斜坡噴

上混合草籽、加上樹籽的草籽或在草坡上種植幼樹

苗。以往普遍所採用的植物種類大多是外地引進品

種，原因是它們的生存率高、生長迅速以及其種子和

幼苗較易從市場採購。與外地品種植物比較，本土植

物能為本土野生生物提供更適合的覓食和庇護環境，

以產生更大的生態效益。

Schefflera octophylla 鴨腳木

Ardisia crenata  大羅傘

Rhaphiolepis indica 車輪梅

Litsea rotundifolia 豺皮樟

Zanthoxylum avicennae 欓

Psychotria asiatica  山大刀

美化人造斜坡

大欖郊野公園圓墩的種植試驗

土力工程處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合作，在大欖郊野

公園圓墩內的陡峭斜坡上試驗種植本土植物。試驗

的目的是研究本土植物在陡峭削土坡上的生長、自

然演替及其護面效果。為了減低強風把植物連根拔起

的風險，我們選擇種植體型較小的樹木和灌木。篩

選作試驗的本土植物，全是盛長於郊野天然山坡及

有利於該地生態系統的。例子包括 欓(Zanthoxylum 

avicennae)、車輪梅(Rhaphiolepis indica)、三椏苦

(Melicope pteleifolia)、豺皮樟(Litsea rotundifolia)、

大羅傘(硃砂根)(Ardisia crenata)、鴨腳木(Schefflera 

octophylla)、大頭茶(Gordonia axillaris)及山大刀

(Psychotria asiatica)。

經過三年多的觀察，我們發現在斜坡上八個試驗物種

的幼苗存活率超過七成，尤其以 欓、大頭茶和鴨腳

木的表現較佳。即使斜坡陡峭、土壤比較貧瘠，樹苗

的高度及基莖直徑一般都能生長超過一至兩倍。在土

壤及環境較好的地方，有些甚至長大了四倍有多，外

型上已是一棵小樹。而且所有試驗物種均曾經開花結

果，雖然生長未算密茂，但斜坡上的植被覆蓋率頗為

理想，坡面的水土侵蝕亦輕微。試驗中令人喜出望外

的是在斜坡上發現了另外三十多種自來的植物，包括

了各種喬木、灌木、草本、蕨類及菌類植物，大多數

是本地種，例如山烏 和鬼燈籠等。它們促進生物多

樣化，改善斜坡的生態環境。因而更能確保陡峭斜坡

的植被得以持續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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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斜坡上各類植物的生長狀況

為了透過更廣泛使用本土植物物種而加強斜坡植被的

生物多樣性，土力工程處聯同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

多樣性學系進行研究，找出可以在陡峭斜坡上持續演

替生長的物種。我們視察了在20幅有密茂植被及斜

度超過40度的人造斜坡上的植物生長狀況。結果顯

示在大欖郊野公園圓墩種植試驗中的八種本土植物能

夠在這些斜坡上廣泛生長。在找出的植物物種中，

超過七成屬於木質的本土物種。例如喬木類的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及假蘋婆(Sterculia lanceolata)，

灌木類的毛棯(Melastoma sanguineum)及攀爬類的酸

藤子(Embelia laeta)等等。

Macaranga tanarius 血桐

Melastoma sanguineum 毛棯Embelia laeta  酸藤子 Sterculia lanceolata 假蘋婆

3. 大嶼山嶼南路防止山泥傾瀉計劃—
 美化斜坡的成功典範

上文提及我們在鞏固及綠化斜坡之餘，亦會多種植本

土植物。其中位於大嶼山嶼南路的24幅路邊人造斜坡

便是結合鞏固工程、美化斜坡及締造自然生態於一身

的成功典範。

斜坡表面的美化設計着意要與嶼南路周圍的天然郊野

環境融合，尤其在斜坡上或種植槽內種植灌木及喬木

可以營造自然外觀及加添青蔥氣息。此外，為了提高

這24幅斜坡的生態價值，我們更廣泛採用本土植物。

在綠化工程完成後兩年，我們在這24幅斜坡上進行了

從這項研究及圓墩試驗的結果，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

植林經驗，我們編制了一份適合在陡峭的人造斜坡上

普遍種植的本土植物物種名單，並向業界推介。詳細

名單載於附表。這些物種不單已被証實能夠成功在人

造斜坡上生長，而且亦容易在苗圃內培植。

生態調查，以

監察植物在斜

坡上的生長情

況。調查記錄

了約190 種植

物品種，遠超

原本種植品種

的 數 目 。 結

果顯示適當選

擇本地植物品種確實有助提高植物的自然演替並吸引

野生動物及昆蟲到來棲息覓食，並提高植被的生態平

衡。所以我們現正提倡在環境許可下多用本土植物，

以在綠化人造斜坡的同時，製造出自然多樣化的生態

環境，並促進生物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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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私人斜坡業主及物業管理公司
 進行斜坡美化
由於本港現時約有接近二萬個私人斜坡及擋土牆，政

府亦透過出版技術指引及公眾教育等措施，鼓勵私人

斜坡業主進行斜坡美化。

技術指引

土力工程處在第二版《斜坡岩土工

程手冊》中首次推廣在斜坡種植植

物。一九九九年，土力工程處出版

《土力工程處報告第56號》修訂

版，就坡度為55度或以下的削土坡

使用植被的習用方法提供指引。為

提供全面指引，包括各類技術資料

和更廣泛的斜坡美化知識，土力工

程處在《土力工程處刊物第1/2000

號》內提供了更詳盡的技術指引。

這份刊物為專業人士提供斜坡工程

的策劃、設計、施工和維修方面的

實用指引，以助改善新建斜坡和現

有斜坡的外觀。

公眾教育

在推行公眾教育工作上，土力工程處於二零零二年出

版了《美化斜坡及擋土牆簡易指南》供公眾使用。為

了提高公眾對美化斜坡的意識，當時的土木工程署(現

名為土木工程拓展署 )與環保建築專業議會、香港物

業管理公司協會和香港園境師學會在二零零三年合辦

“最佳斜坡美化獎”。土力工程處亦印備《美化斜坡

及擋土牆簡易指南》及《美化斜坡及擋土牆資料套》

供私人斜坡業主及物業管理公司參考。

公眾意見

由一九九八年起，土力工程處每年委聘

本地大學就斜坡安全的各

個範疇進行意見調查。

平均約70%的受訪者

對斜坡外觀大致滿

意。土力工程處歡

迎公眾對有關斜坡

外觀提出意見，亦

明白這方面仍有可

待改善之處。

（資料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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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再次聯同西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

室與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合辦「二零零八年度西九龍

最佳保安服務選舉」。今次的選舉，除了表揚有傑出表現

的保安從業員外，亦希望藉此鼓勵保安業界，提升他們的

專業水平，與警方攜手，撲滅罪行，令市民安居樂業。

頒獎典禮於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假九龍警察體育遊樂會室內

運動場舉行，由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鄧厚江助理警務處長、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主席龐創太平紳士及香港物業管

理公司協會會長梁進源先生主禮，並邀請到西九龍各區指

揮官及嘉賓出席，令頒獎典禮生色不少。除最佳保安員及

優異保安員獎項外，大會亦頒發多個優異公眾停車場管理

獎、最佳公眾停車場管理獎、優異物業管理獎、最佳物業

管理獎及星級物業管理獎予表現出色的物業管理公司和停

車場管理公司。

二零零八年度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

警察風笛手帶領主禮人及頒獎嘉賓進場

鄧厚江助理警務處長(左)致送紀念品予梁進源會長

梁進源會長於典禮上致答謝詞

梁進源會長(右六)、本會教育及培訓委員會主席陳志球博士(左五)與一眾嘉賓及
最佳保安員金、銀、銅獎六位得主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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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正式推行！教育局推行

資歷架構，是有系統地整理社會上多元化的資歷，促進各

種資歷之間的銜接，建構四通八達的學習階梯，鼓勵巿民

終身學習。

資歷架構是一個跨界別的資歷級別制度，共分七級，由基

礎的第一級至最高的第七級，涵蓋主流教育、職業及持續

教育及培訓。

在職業界別方面，政府透過協助不同行業成立「行業培訓

諮詢委員會」（簡稱諮委會），為業內僱主、僱員、學

會、專業團體、其他相關機構及業內人士提供一個平台，

就推動資歷架構以協助業界提升人力質素及持續專業發展

提供意見及聯繫業界。至今，已有12個行業成立了諮委

會，協助推動資歷架構。

物業管理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標準說明》列出物業管理業內主要的職能範疇，以

及各職能的表現要求及成效標準，並以能力單元展示。七

個主要職能範疇包括：建築物維修保養、設施管理、業戶

管理及社區服務、應用法律、財務及資產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及環境管理。

如欲查閱《能力標準說明》內容及資歷架構的資料，請瀏覽資歷架構網頁www.hkqf.gov.hk。
如想搜尋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及資歷的詳情，請登入資歷名冊www.hkqr.gov.hk。

《能力標準說明》
編撰專責小組

編訂業內主要職能
範疇的能力要求
及成效標準

已完成行業的 
《能力標準說明》

教育及培訓
專責小組

正展開探討業內
培訓需要的工作

積極鼓勵業界及培
訓機構採用

《能力標準說明》
編制培訓課程

「過往資歷認可」
專責小組

現正制訂
「過往資歷認可」

機制

將會協助從業員
確認工作上取得的
知識、技能和經驗

推廣及諮詢
專責小組

現正於業內宣傳
推廣資歷架構

讓業內人士掌握
資歷架構的資訊，
促進行業的持續
專業發展

於2004年10月成立
物業管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物業管理業推行資歷架構的進展

資歷架構

第 7 級

第 6 級

第 5 級

第 4 級

第 3 級

第 2 級

第 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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