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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淺言

邁向專業管理新紀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慶祝成立20週年

2010年是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的一個重要里程，經過多年的
發展和成長，協會於今年慶祝成立20週年，並展開一連串的慶祝
活動。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於1990年成立，是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及香港、中國大陸和海外各相關專業團體認可之物業管理機構

專業協會。根據綜合的統計資料顯示，協會的成員公司合共為

本港120萬個住宅單位提供服務，約佔本港200萬個住宅單位的6
成。除此之外，協會亦為各類工商物業、停車場和私人及政府設

施提供服務。截至2010年1月，協會共有87間會員機構，代表超
過300間服務於香港及中國大陸的主要物業管理公司。

除了既定的目標，協會在2010年將實現兩項主要任務。首先，
我們將代表所有會員公司，就行業的專業地位與本港和中國大陸

各相關之政府部門及其他法定機構作出討論，其中包括為個別從

業員和物業管理公司推行發牌制度，與及商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對業界的影響。

此外，我們將透過建立認可的資歷架構，並為各會員爭取本港與

內地雙方的專業資格互認，以提升行業整體的專業操守和標準，

更希望透過推動社會服務和環境保護，加強我們的企業社會責

任。

上述各項任務的實現與否，端賴各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體的支持，

更最重要的是伴隨我們渡過過去20年的每一位成員公司的携手合
作，方可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本人衷心感謝各界對協會多年來的支持和鼓勵，並期待著在未來

的日子裏，能與各位成為長久的合作夥伴，建立更緊密友好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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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Moving into a New Era of Professionalism
HKAPMC celebrates its 20th Anniversary in 2010

Year 2010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of HKAPMC. We are in our 20th 
Anniversary of service for the industry this year after two decades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d a series of celebrating programmes for our 
20th Anniversary are already in the pipeline.

Founded in 1990, HKAPMC is the recognized trade association in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various 
professional bodies in Hong Kong, the Mainland China and overseas.  
According to various statistics and sources, the services of our member 
companies cover 1.2 million residential units in the territory, representing 
60 per cent of the total 2 million residential units in Hong Kong, let 
alone our services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remises, car parking 
spaces and various public and private facilities. Up to January 2010, we 
have totally 87 members, which represent over 300 leadi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with services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China.  

Apart from fulfilling the stated aims and objectives of the Association, 
we have stipulated two major missions to be achieved in 2010. Firstly, we 
shall represent the interest of our member companies in the discussions 
with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other statutory bod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China on our professional status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licensing of individual practitioner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ming Minimum Wage Bill on our 
industry.

In addition, we shall strive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of the Hong Kong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advocating 
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for members of our 
trad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China and enhancing ou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promoting volunteeris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bovementioned mission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from each and every member companies of the Association, 
who have been our long term partners and companions in various aspect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tronage and support to HKAPMC over 
the years and I look forward to a closer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you in 
future.

會長  鄭錦華博士
Dr. Edmond K.W. Cheng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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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委員 公司

會長 鄭錦華博士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副會長 潘源舫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

副會長 沈錫勝先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義務秘書 黃繼生先生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義務司庫 關仕明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出版委員會主席 譚國榮先生 其士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鄺正煒先生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教育及培訓委員會主席 陳志球博士, JP 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

會員委員會主席 伍慧兒女士 置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紀律委員會主席 梁進源先生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活動委員會主席 楊光先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專業實務委員會主席 李春犂先生 新恆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 勞永强先生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 孫國林先生, MH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第												屆新理事會成立
攜手譜寫光輝新篇章

2010年是本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之大日子。二十年，在歷
史長河中不過一瞬，但對於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來說，

誠然是意義重大。在這二十個年頭裏，業界克服了一些新

的挑戰，也創造了新的機遇，這是藉得我們欣喜的。本會

在各歷任會長及委員的領導下，一直以踏實的腳步，一步

步地成長，一點點地茁壯。

協會屬下各委員會包括：

此外，本會於2009年12月8日選出2009－2011年度之理事
會成員。協會之各項事務乃由不同之委員會負責，而日常

之會務則由協會之秘書處負責協調。協會之政策、工作方

針及日常管理實務，乃由一個以十四間會員公司代表所組

成之理事會負責草擬、推行及監管。此十四間理事會成員

公司乃經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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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委員會代表拜訪環境局

今年2月9日，由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鄭錦華博士率
領的委員會代表團拜訪了環境局，並與局長邱騰華先生會

面。會面期間，代表團向邱局長詳細介紹了協會的歷史、

架構、服務宗旨及最新發展概況。此外，雙方亦就香港的

主要環境政策及改善計劃，如碳排放審計、廢電器電子產

品生產者責任計劃、住宅及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屋苑

及大廈的回收活動、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停車場設置電

動車充電裝置等，作出了具建設性的意見交流及深入的討

論。

是次會面不僅加強了雙方的聯繫，打開了日後溝通之門，

還為推動本地環保發展方面帶來了正面的效益。協會多年

來與政府各部門保持緊密溝通，對推行專業物業管理服務

不遺餘力，更常藉著舉辦講座和研討會等活動，讓會員取

得更多與行業相關的政府資訊。

協會會長鄭錦華博士(左二)致送紀念品予環境局
局長邱騰華先生(右二)。旁為副會長潘源舫先生
(左一)和上屆會長及紀律委員會主席梁進源先生
(右一)

前排左起：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科─助理署長(環境基建)陳
英儂博士, JP、會長鄭錦華博士、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副會長潘源舫先生、環境局能源科─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能源)蔡敏儀女士

後排左起：專業實務委員會主席李春犂先生、教育及培訓委

員會主席陳志球博士, JP、上屆會長及紀律委員會主席梁進
源先生、委員莫志鴻先生、義務秘書黃繼生先生



二零一零年新春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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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之二零一零年新春酒會於2月25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商會、

學會、院校與及物業管理公司均有派員出席，場面熱鬧非

常。

席間，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香港物業管理公

司協會、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及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之會長

一同上台向在場嘉賓祝酒，祝願各來賓虎年事事順景，現

場洋溢著一遍喜氣洋洋的氣氛。 

祝酒一刻! 
左起：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顧問黎志強先生、香港物

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鄭錦華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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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主席潘源舫先生、香港房地產

專業服務聯盟顧問袁靖罡先生和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

顧問何照基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中)親臨到賀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理事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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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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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於今年3月4日在銅鑼灣世貿會舉行了一個以「廢電子電器產
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為題之午餐講座，並邀得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廢物
管理政策科)林國麟博士擔任主講嘉賓。講座吸引近百名會員參加，反應熱烈。

會上，林博士詳細向會員講解了該計劃的內容，包括涵蓋範圍、如何為廢電器電子

產品提供妥善的處理、如何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流向，以及如何分擔計劃的成本

等。環境局於一月十八日發表諮詢文件，就立法實施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妥

善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徵詢公眾意見。諮詢期將於四月三十日完結，為期約三個

月。當局希望經過充分諮詢之後，能定出具體有效的政策。

是次講座，不但加深了會員對諮詢期內不同方案的瞭解，達到了「瞭解情況、溝通

資訊」的目的，還能使各會員認清政府在推動及鼓勵環保企業發展方面的決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鄭錦華

博士致歡迎詞

「廢電子電器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午餐講座

本會委員陳永昌先生向環境保護署

代表提問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廢

物管理政策科）林國麟博士詳盡的

講解，令會員獲益良多



物業管理專業人士積極參與
攜手推展
「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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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土瓜灣馬頭圍道發生了涉及人命傷亡的舊樓倒塌慘劇，事件引起政府

及社會各界人士關注私人舊樓的管理及維修問題，甚至有市民擔心管理維

修欠妥的舊樓可能會變成城市炸彈，威脅公眾的生命安全。有見及此，

一班物業管理專業人士與政府攜手合作，推出了「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

劃」，同心協力改善香港舊樓的管理問題。

「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劃」是由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和物業管

理專業團體包括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英國特許房屋

經理學會亞太分會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合作舉辦，另透過義工招募，

集合了共120位物業管理專業人士，組成多個專家義工小組，為舊樓業主免
費提供專業的大廈管理意見及跟進服務。該計劃的服務對象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由民政事務總署及房協共同選定的大廈群組，而第二類是由有興

趣的業主向民政事務總署提出申請。前者的服務單位約為900個，而後者則
約100個，於今年四月一日起接受舊樓業主的申請。

這是一項為期12個月的試驗計劃，目的是為沒有組織能力或欠缺專業知識
的業主，提供專業意見及服務，旨在起示範作用，希望業主明白到必須為

自己的物業作出承擔，以及良好專業的物業管理可以解決樓宇失修問題，

加上持續管理和定期維修的效用，可提升居住環境的質素。另透過結合物

業管理專業人士的力量，齊心攜手改善舊樓管理與維修的問題，為一些有

心無力的業主提供支援。

各區民政事務處及香港房屋協會會配合專家義工的家訪及專業意見，為群

組中的大廈籌組業主立案法團，或把有關單位的業主組織起來，以商討及

通過所需大廈的改善計劃。此外，計劃還會協助業主及法團申請各項資助

及貸款計劃，協助法團就改善或維修工程制定標書及跟進標書的審核及落

實，並為法團負責人及一般業主提供大廈管理的培訓。

參與計劃的專家義工分別來自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他們分成四個

小組，並到目標大廈群組，遂家逐戶進行家訪，直接聯絡業主提供專業意

見和解答問題，以及為樓宇撰寫大廈管理檢核報告，提出改善大廈管理與

維修狀況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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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劃」的推行和發展，主

辦機構於今年3月30日舉辦了一個簡介會，並邀請參
與計劃的專家義工出席。主辦機構在會上除介紹計劃

的內容及資訊外，還講解了義工服務的知識，這使專

家義工了解更多有關義務工作的基本概念，從而為其

家訪工作提供更切實的幫助。

今年4月1日，首隊出動的專家小組在九龍城區展開了
探訪工作，向目標大廈的業主介紹了「大廈管理專業

服務計劃」，並協助他們籌備成立法團，以及提供各

項有關政府推行的樓宇維修資助及貸款計劃的資料。

首次的探訪非常成功，並獲得了正面回嚮，這無疑為

計劃打了一支強心針。專家義工更正籌劃下一階段到

深水埗區探訪，相信界時定可為更多的舊樓業主提供

專業的大廈管理服務，進一步改善香港現時的舊樓管

理問題。

左起：協會義務秘書黃繼生先生、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主席邱

萬發先生、協會副會長潘源舫先生、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梁振

榮先生、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陳世麟先生、協會會長鄭錦華

博士及香港房屋協會總經理阮偉基博士

多位物業管理專業人士踴躍參與，擔任計劃的專

家義工，為改善舊樓管理出一分力

一行三十多人的義工隊探訪九龍城區的舊樓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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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劃

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房屋經理

註冊管理局、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及香港物業管理公

司協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推行一項名為“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

劃”（服務計劃）的試驗計劃，為約1000個舊樓單位的業主免費
提供專業的物業管理意見及跟進服務，致力改善舊樓的管理。

這項計劃結合了物業管理專業人士的力量，攜手改善舊樓管理與

維修的問題，並特別為一些沒有組織能力或欠缺專業知識的業主

提供更適切的支援及服務。我們希望服務計劃可以起示範作用，

讓業主了解持續管理和定期維修的效用，改善私人大廈的居住環

境。

香港房屋協會及物業管理專業人士會組成專家小組，於未來十二

個月到目標大廈群組，逐家逐戶進行家訪，直接聯絡業主以提供

專業意見及解答問題，以及為樓宇撰寫大廈管理檢核報告，就如

何改善大廈管理與維修狀況提出建議。香港房屋協會及有關的民

政事務處會配合專家小組的家訪及專業意見，盡力為群組中的大

廈籌組業主立案法團，或把有關單位的業主組織起來，以商討及

通過所需的大廈改善計劃。此外，專家小組會協助業主及法團申

請政府及其他機構提供的資助及貸款計劃，亦會協助在“樓宇更

新大行動”中獲選成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業主統籌和協調樓宇

維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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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服務的詳細資料如下：

引言

●	大廈管理及維修是業主的責任

●	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劃（下稱“服務計劃”）是一項試

驗計劃，旨在起示範作用，讓舊樓業主更清楚明白必須

為自己的物業承擔責任，解決樓宇失修的問題，以提升

居住環境的質素。

●	服務計劃以“大廈群組”為本位，目標為1000個單位，
計有：第一類由參與機構共同選定的大廈群組（約900
個單位）以及第二類由有意參與服務計劃的業主提出申

請的大廈（約100個單位）

●	服務計劃會協助業主申請政府及其他機構提供的資助計

劃，亦會協助在“樓宇更新大行動”中獲選成為第二類

別目標樓宇的業主統籌和協調樓宇維修工作。

參與機構

●	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	組成專家小組向業主免費提供一系列大廈管理的專業意

見及跟進服務

推行期

由2010年4月開始，為期12個月

服務範圍

專家小組的服務包括逐戶家訪，直接聯絡業主，撰寫大

廈管理檢核報告，協助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下稱“法

團”），出席法團會議提供專業意見，協助法團申請各項

資助及貸款計劃，協助法團制定改善或維修工程標書以及

跟進標書的審核和落實事宜，以及為法團負責人和一般業

主提供大廈管理培訓。有關名單已上載於參與機構網頁。

服務對象

●	符合以下條件的大廈：

	 ■	樓齡30年或以上的住用或綜合用途大廈；

	 ■	住用單位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不高於100,000元；

	 ■	大廈的公用地方失修或破損，必須進行保養及維修工程

●	業主無須接受入息或資產審查

遞交申請

●	申請人必須在2010年5月31日或之前，把填妥的申請表
連同最近期的差餉通知書副本，以專人送交、郵寄、或

傳真方式遞交。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21樓民政
事務總署第四科（郵寄遞交的申請表信封註明

“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計劃”）

傳真號碼：2147 0984

●	申請人務須提供詳盡和準確的資料，以助加快處理申

請。

通知申請結果

●	在截止日期，民政事務總署收到的合資格申請所涉及的

大廈住用單位如多於100個，會以抽籤決定名額分配。
結果會於2010年6月30日前通知申請人。（注意：服務
計劃第二類的申請以“大廈”為本位，同一大廈如有超

過一名業主遞交申請，抽籤時會視作一宗申請。）

●	如在截止日期尚有餘額，民政事務總署會以先到先得的

方式處理，直至所有名額全部分配為止。

如欲查詢服務計劃詳情或索取申請表格，可致電2835 2500、
瀏覽民政事務總署大廈管理網頁www.buildingmgt.gov.hk或
到民政事務處各諮詢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由民政事務總署網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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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西九龍
最佳保安服務選舉

由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保安護衛業管理委員會及西九

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聯合舉辦的「二零零九年度西九龍

最佳保安服務選舉」頒獎典禮已於4月9日假九龍警察體育
遊樂會圓滿結束。

是次選舉活動旨在透過具代表性的選舉及頒獎典禮，獎勵

及表揚過往一年間在西九龍總區曾經協助警方撲滅罪行或

具有傑出工作表現的保安人員及優質管理物業，他們對維

持良好社會治安的貢獻，確實是功不可沒。

大會很榮幸邀得范鍚明助理警務處長、保安護衛業管理委

員會主席龐創BBS太平紳士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
鄭錦華博士擔任主禮嘉賓。此外，主辦單位亦將首三名一

金二銀得獎保安員協助警方拘捕賊人的案例重拍，並由得

獎保安員親自演繹，在典禮中以大型投幕播放，贏得現場

嘉賓及觀眾熱烈掌聲，將頒獎典禮的氣氛推向最高峰。

一年一度的籌款盛事─綠色力量環島行慈善行山比賽，於2010年2月6日
假港島徑順利舉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一如以往協辦了「物業管理

盃」，全力支持這項意義重大的活動。

本屆物業管理盃有16間物業管理公司共19支隊伍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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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偉邦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分別奪得盃賽的50公里、25公里及10公里賽冠軍。

綠色力量環島行「物業管理盃」

50公里 25公里 10公里

冠軍
香港房屋協會

(6小時4分25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小時47分34秒)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1小時3分48秒)

亞軍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物業管理部)

(6小時24分23秒)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小時27分12秒)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1小時9分27秒)

季軍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7小時22分49秒)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小時49分56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1小時9分59秒)

最佳保安員金、銀、銅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留念

會長鄭錦華博士(中)與嘉賓於賽事起點拍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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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特別的一年，不僅是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踏
入二十週年紀念的重要日子，對協會的幕後功臣、我們的

全職「管家」盧婉玲小姐(Ms Micheline Lo)來說也別具意
義，因為今年正正亦是她為協會服務了十個年頭的印記。

如果筆者說:「協會能完善地運作並發展至今日的規模，歷
任會長與委員實在居功厥偉；然而，盧小姐在背後為協會

的默默耕耘亦應記一功。」相信所有與她接觸過的會員亦

會認同吧!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在此，我們謹代表協會上下，多謝
盧小姐為會務作出之努力。同時，我們特意為她作了一個

專訪，了解她的工作點滴及對會務發展的感想。

時光荏苒，見證了協會十年來的發展，
你對協會有何感想？

我在2000年受聘於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時，協會剛好
慶祝成立十周年，作為協會第一名及唯一的員工，上班初

期，心情不免忐忑。因為這裡的工作性質跟我原來的工作

截然不同。

轉眼間，協會又要渡過第二個十年了，有賴歷屆會長及理

事會委員多年來的努力，社會各界對協會的認知不斷提

高。由於各界邀請協會合辦活動的次數越來越多，工作量

與壓力亦與日俱增，幸得各會長及委員的支持，問題都能

一一迎刃而解。每當種種問題解決後，眼見活動籌辦成

功，當中的欣喜更非筆墨所能形容。而且多年來不同的工

作給予我學習新事物的機會，也令我對身邊的人和事更關

注，這也是我服務協會十年來的額外收穫。

現時的協會與十年前的協會在運作上有
什麼進步與不同？

在歷屆會長及理事會委員的努力下，社會各界對協會的認

知日漸加深，令到物業管理機構的專業地位日形重要。近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更曾多次經本會諮詢會員對多項

法例法規的意見，而協會亦積極參與各類社會事務如環境

保護、職業安全、防止貪污及社會公益等，這些工作皆能

不斷地提升業界的社會形象。

在協會工作，會務繁瑣，當中肯定有些
難忘的人及事，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物業管理的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實則此行業每日每

天在香港社會擔當着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各會員機構

的專業服務質素不斷提高，增值服務日新月異，往往給人

帶來驚喜。回憶起在2003年沙士爆發初期，我接到一名太
太的電話，投訴本會會員公司拒絕替她購買食物。因當時

她的鄰居剛確診疫症，而她的丈夫正在外地公幹，只有她

及嬰孩在家，出外購買食物又恐怕受到傳染。經協會協調

後，會員公司答允每天送食物到她家，直至她丈夫返港。

事件過後，當事人打電話來感謝我的安排。這一件小事令

我深感欣慰，並體會到協會不只在提昇會員專業地位和加

強會員合作方面發揮作用，也能直接服務市民。

對協會將來的運作與發展有何意見或冀
盼？

協會從辦公室只有一台電腦及一部電話開始，發展至今天

會務蒸蒸日上。本人身為其中的一員，實對能與其共同成

長感到無限欣喜。在此，我謹祝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在

今屆會長及各委員的帶領下，能推動物業管理行業更臻專

業化發展，精益求精，為香港經濟發展及社會服務作出更

多貢獻。

「管家」盧婉玲小姐		細訴服務協會十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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