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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的《通訊》首先會為大家介紹本會2011-2013年度理事會成
員。身為新一屆的出版事務委員會主席，希望在任期內與各位分
享一些涉及物業服務界具探討性的議題及資訊，讓大家了解本會
的方針意向。

此外，除為各位送上周年晚會及新春酒會的花絮，讓大家重溫當
日熱鬧的氣氛外，今期的重點將圍繞著香港固體廢物處理，以及
政府推行的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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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
Ir Kwong Ching Wai Alkin, JP

會 長 淺 言

十分感謝前會長鄭錦華博士及各位理事會理事的支持，推
選本人為應屆會長，深感榮幸。作為新一任會長，本人深
感任重道遠，定當全力以赴，不負眾望，與各理事攜手並
肩，繼續秉承歷屆會長之目標，多關心與物業管理有關的
社會及公共事務，多向政府進言獻策。

過去一年，本會協助政府推行「資歷架構」及「過往資力
認可」，成績斐然。展望今年，協會將繼續支持及推動
「資歷架構」及「過往資力認可」，並繼續就物業管理發
牌制度、廢物收費、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最低工資、標
準工時等議題上，與政府相關部門多作溝通及協商，以維
護業界利益。

同時，協會亦會舉辦更多外訪活動及透過舉辦不同的研討
會及午餐講座，令各會員能獲取更多業界相關的最新資
訊，藉此加強會員與協會之間的聯繫，以及令政府與業界
建立更緊密關係。

此外，為提昇業界於社會大眾的形像，加強政府對協會意
見之重視，協會今年將特別加設傳媒應對工作小組，以便
協會能於短時間內回應傳媒之提問及查詢，並就業界相關
新聞及政策，發表協會之立場及意見。

最後，本人謹再次衷心感謝各會員及各界對協會過往多年
來的支持，期望在未來日子和大家一同攜手合作，為物業
管理行業創造更好的明天。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our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Dr. Edmond Cheng and 
all Council Members for their unreserved support in 
electing me as the President of this new Session. It is 
my great honour and pleasure to accept this important 
appointment. As the new President, I will make my best 
endeavor to collaborate with all Council Members to 
achieve our goals which include more focus on Hong 
Kong's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and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on issues relating to property management.

In the past year, we have assisted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th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mechanism with remarkable results. This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promot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and the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on policies and 
issues relating to licensing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mechanism, review on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waste charging, minimum wage, standard 
working hours etc. so as to protect and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our industry. 

Also, we will continue to organize more delegation visits 
and more activities including luncheon talks and seminars 
and encourage greater participation from our Members. 
Our objective is to disseminate updated information 
on property management issues to our Members and 
strengthen the close ties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and 
our Members as well a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industrie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our public image and to 
clearly communicate our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parties, we will set up a working committee 
focusing on media enquiries. I hope this committee could 
respond in a timely fashion to the media as well as further 
express and elaborate our opinions on relevant issu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Members and different industries for their abundant 
support to our Association over the years. I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and joining hands with you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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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年度理事會成立

本會的2011-2013年度理事會一如以往由協會全體會員投票選出。今屆理事會由15位會員公司代表擔任，各負責不同職
務，一同為協會的政策、工作方針出力，鞏固協會及整個行業的地位。

會長

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副會長

李春犂先生

新恆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副會長

黃繼生先生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義務秘書

楊文佳先生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教育及培訓委員會主席

陳志球博士太平紳士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麥慧儀女士

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

活動委員會主席

關志華先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義務司庫

沈錫勝先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專業實務委員會主席

余少輝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

理事

關仕明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上屆會長及紀律委員會主席

鄭錦華博士

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

譚國榮先生

其士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會籍事務委員會主席

伍慧兒女士

置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梁進源先生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出版委員會主席

孫國林MH太平紳士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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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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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罪案辦公室合辦的「2011年度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
頒獎典禮已於2012年4月19日假警察體育遊樂會圓滿結束。大會
有幸得到范錫明助理警務處長、湛家雄MH太平紳士及香港物業
管理公司協會上屆會長及紀律委員會主席鄭錦華博士蒞臨擔任主
禮嘉賓。

是次選舉藉著具代表性的選舉，表揚過去一年在前線工作之優秀
保安員、停車場管理及物業管理公司，在防止罪案及提供安全
居住環境方面所作出的貢獻。當中獲獎的前線工作人員共有188
位，大會於席上表揚他們對維持社會治安的貢獻。

p 主禮嘉賓與得獎者於台上大合照

綠色力量環島行「物業管理盃」

第十九屆綠色力量環島行「物業管理盃」已於2012年1月14日假山頂道花園舉行開步禮。今年參與「物業管理盃」比賽的
物業管理公司有18間，共派出23隊參與全程（50公里）、半程（25公里）及十公里之比賽，賽果如下﹕

50公里 25公里 10公里

冠軍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1 隊

(6小時27分59秒)
信和管業優勢

(2小時47分11秒)
佳定集團

(59分51秒)

亞軍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 物業管理部

(7小時10分52秒)
房協長跑隊

(3小時16分44秒)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

(1小時3分52秒)

季軍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A 隊

(8小時36分44秒)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3小時22分13秒)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 - 1 隊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

(1小時18分48秒)

p 號角一響正式起步p 起步前一刻各嘉賓為健兒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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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2012年新春酒會

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之2012年新春酒會於2月3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商會、學會、大專院
校及物業管理公司均派代表出席，場面甚為熱鬧。席間，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香港地產
行政師學會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之會長一同於台上向在場嘉賓祝酒，現場洋溢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

p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於台上
致辭

p 聯盟代表向台下來賓祝酒

新春酒會花絮



�

管 業 盛 事

新春酒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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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新春酒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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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2011年周年晚宴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於2011年11月2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一年一度的周年晚宴，當晚出席的嘉賓和會員逾五百
名，場面熱鬧。

當晚本會有幸邀得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先生GBS太平紳士當主禮嘉賓。隨著會長鄭錦華博士及張震遠GBS太平紳士先後
致辭，周年晚宴正式開始。為答謝張震遠GBS太平紳士百忙中抽空親臨主禮，大會特別贈送一題字作留念。其後，主禮嘉
賓連同眾理事一同向台下來賓舉杯祝酒，祝願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及同業友好業務蒸蒸日上，香港繁榮昌盛。

大會不單安排了佳餚美酒和幸運大抽獎，又邀請特別嘉賓何雁詩小姐為晚宴獻唱，來賓聽得津津樂道，為場面生色不少。

p 會長鄭錦華博士致歡迎辭 p 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GBS太平紳士致辭

p 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GBS太平紳士在理事會陪同下向台下來賓祝酒



�

管 業 盛 事

p 會長鄭錦華博士聯同兩位副會長沈錫勝先生及潘源舫先生代表本
會致送題字予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GBS太平紳士

p 特別嘉賓何雁詩小姐為晚宴高歌

p 輕鬆的舞蹈表演為宴會當晚增添不少氣氛

p 幸運大抽獎為晚宴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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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p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曾梅芬太平紳士蒞臨參與晚宴

p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陳潤祥太平紳士與會長鄭錦華博
士合照留念

p 香港立法會議員劉健儀GBS, OBE太平紳士到場送上祝賀

p 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GBS太平紳士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處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先生SBS出席祝賀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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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晚宴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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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進一步減少廢物方案：廢物收費是否可行?」
午餐講座 

為減輕堆填區的負擔，政府有意實行廢物徵費計劃，並於
2012年1月展開公眾諮詢。若計劃落實，除對普羅大眾日
常生活造成影響，對於物業管理的日常運作流程及相應的
配套安排的確帶來一定的沖擊。有見及此，香港物業管理
公司協會於3月7日假銅鑼灣世貿會舉辦一以「進一步減少
廢物方案：廢物收費是否可行?」為題的午餐講座，並邀請
了環保署(廢物管理政策)助理署長黎耀基先生主講。

p 環保署(廢物管理政策)助理署長黎耀基先生講解方案內容

p 在答問環節，會員提出問題，反應熱烈

p 會長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致歡迎辭

p 大會致送紀念品予環保署(廢物管理政策)助理署長黎耀基先生

席上黎耀基先生為整個收費計劃內容進行講解，當中提及
收費的主要考慮因素、落實計劃需處理的問題，以及其他
國家的廢物徵費模式。在場的會員均於答問環節中踴躍提
問，反應熱烈，黎耀基先生亦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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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進一步減廢方案：廢物收費是否可行」
公眾諮詢的回應

特區政府環境局於2012年1月10日公佈廢物收費諮詢文

件，並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提出的4個方

案，主要是透過引入經濟誘因，促使市民在行為習慣上作

出改變，從而進一步減少廢物。本會支持污染者自負的原

則，並於4月5日就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方案向環境保護署提

出以下分析及建議：

方案一：按量收費

根據按量收費制度，收費與需處理或處置的廢物量直接掛

鈎。住戶必須購買專用垃圾袋以棄置垃圾，在這個經濟誘

因下，市民為了少付垃圾費，會先學懂分類回收，再學會

減廢。由於住戶或會使用其他棄置方式而棄用指定垃圾

袋，所以在監管方面會比較困難。

方案二：按近似量收費

此方法把廢物收費與廢物產生量的間接指標掛鈎。通常以

用水量反映市民日常家居生活情況，某程度上與住戶的廢

物量有關連，是最常用得出廢物近似量的代表參數，但此

方案的作用在於收回處理廢物的成本而非減少廢物，且對

用水量高但製造垃圾量不多的行業（如洗衣店和髮廊）不

公平，或會遭受非議。

方案三：定額收費

在此收費方式下，收費與廢物量之間沒有關連，即不論產

生多少廢物，均須繳付相同的金額。劃一徵費在行政上比

較方便，但是不甚公平，也不能達到減廢目的。

方案四：局部收費

此模式只向工商業收費，在個別較可行的界別首先推行收

費。能讓減廢成果率先實現。但根據環境局最新的數據，

目前本港每天產生固體廢物一萬九千公噸，其中約半數經

分類回收處理，餘下九千一百公噸運往堆填區棄置，當中

三分之二來自家庭；按此方式收費可能對工商業欠公平。

處理固體廢物不外兩個辦法：一是堆填、二是焚化。本港

現有的垃圾堆填區將於未來數年全部「爆滿」，要另覓土

地建新的堆填區，「中選」地區的居民必群起反對；建焚

化爐則反對聲音更強烈，唯一可以長期有效解決香港垃圾

問題的方法，還是要從源頭做起，減少廢物的產生。

所以本會支持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在公平及合理的情

況下由污染者自付，並且應全面推行。綜觀來說，會員認

為方案一、二及三比較可行。雖然方案二及三未能全面達

到減排目的，但可嘗試加入鼓勵措施（在金錢或獎賞方

面），吸引市民持續參與，以達成長遠的目標。當市民習

慣了減廢措施及汲取全面的環保意識，便可進一步落實方

案一。

現時不少單幢式大廈缺乏空間貯存廢物和可再用造物料；

另約有6%住戶所在的樓宇沒有正規物業管理，主要涉及

舊區的單幢樓宇和分佈於新界各處逾30,000幢村屋，這些

樓宇更難以規管。因此，本會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積極考

慮在未來樓宇設計方面騰出空間作廢物貯存之用。在用者

自負的原則下，透過垃圾收費以達到減廢目的是肯定的做

法。不過原有的垃圾處理成本，政府已於差餉或有關稅項

中收取。若推行「按量收費」，會出現雙重徵費的不公現

象。

推行廢物收費，物業管理公司將很大機會扮演統籌角色，

額外提供集體收集垃圾、協作、教育宣傳及監督等關連服

務，加上支付垃圾徵費，使大廈支出增加，定必對管理費

帶來調升壓力。因此政府應制訂政策，以補貼或獎勵形式

去緩和增加管理費的壓力，以鼓勵市民及法團積極參與減

排及增加回收。

此外，廚餘在家居垃圾中佔相當比重，政府應有長遠政策

去鼓勵市民及物管公司積極參與，包括減少廚餘、廚餘回

收及轉化為堆肥或飼料，以達減排及減少支付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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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根據環境保護署出版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香港
每天約有3,000噸的廚餘棄置於堆填區，其中大約2,000噸
來自家居住宅。家居廚餘佔總都市固體廢物量超過25%。
隨著堆填區日漸不敷應用，處理家居廚餘問題，在減少都
市固體廢物中扮演重要角色。

故此，對於廚餘管理，最有效的管理策略是先盡量避免及
減少產生廚餘，然後才是把不能避免的廚餘與其他廢物分
類回收及循環再造。有見及此，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
保基金）已預留了5千萬元資助，並於2011年7月為屋苑推
出一項資助計劃，名為「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計劃
會分階段實施，以鼓勵分類收集和循環再造家居廚餘。

廢物回收項目審批小組在超過30宗申請當中，選出11個屋
苑參與第一階段的計劃，共撥款約9百萬元，資助屋苑安裝
現場廚餘處理設施，以及僱用人員和購置必要的設備，如
廚餘收集桶，及舉辦教育活動以鼓勵居民參與及提高居民
的廚餘回收意識。獲選出的屋苑各具不同特點，涵蓋不同
樓齡、地點、屋苑發展模式、物業管理公司等。政府期望
在收集屋苑推行就地回收和處理廚餘的數據和經驗後推出
第二階段。

屋苑於申請進行項目前，可從以下各方面考慮設置廚餘堆
肥設備的可行性，及得益住戶的數目以增加項目的成本效
益。

1. 計劃租置的廚餘堆肥設備容量

 廚餘堆肥設備的容量，應介乎每日處理50至100公斤
廚餘。每個申請應包括租置不多於一部廚餘堆肥設

備。每日50公斤的廚餘堆肥設備應估計可處理約60戶
產生的廚餘，而每日100公斤的設備則估計可處理處
理約120戶的廚餘。

2. 廚餘堆肥設備安裝位置

 廚餘堆肥設備的選址，應盡量位於或接近屋苑的中央

垃圾收集點。其次可設置在一個開放而空氣流通的位

置，並應與附近的住宅保留一段距離。

3. 廚餘堆肥設備位置/房間的整體呎數

 建議位置/房間的大小應足夠容納廚餘堆肥設備、氣味
處理設備、支援設備（如大型廚餘收集桶）及存放待

用的堆肥（如有需要）。

4. 廚餘堆肥設備及其房間的通風口位置

 通風口的位置應遠離氣味敏感接收者（如：住户）。

5. 堆肥產品用途及相關園圃的面積

 i. 屋苑應要求供應商提供包含有化驗結果的文件以

證明廚餘堆肥設備可以生產符合香港有機資源中

心的堆肥質量標準2005的堆肥。環保基金可能不
付還沒有該文件的廚餘堆肥設備之租置費用。

 ii. 有關堆肥（固體形式）應盡可能在屋苑內使用。

6. 從居民收集廚餘的細節安排

 提供從居民收集廚餘的細節安排，包括從每戶收集的

模式、收集次數、時間及從每座運送廚餘至廚餘堆肥

設備的方式。

7. 收集廚餘、運作廚餘堆肥設備及記錄數據的人手安排

 提供人手安排的細節，包括每座樓宇收集廚餘的工人

數目、是否安排相同工人運作廚餘堆肥設備及日常堆

肥處理工作、監督廚餘堆肥設備日常運作及收集數據

的人員。

 參與「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的屋苑須於廚餘堆肥

設備完成安裝後，最少持續推行廚餘收集及回收24個
月。其間，屋苑須定期向廢物回收項目審批小組秘書

處提交已更新的工作計劃及項目推行日程表。秘書處

的職員亦會定期到訪計劃的執行點考察，與屋苑商討

計劃的進度。此外，屋苑須在「廚餘回收活動」開始

後的第25或26個月檢討項目的成效，並向審批小組提
交工作完成報告及財務報告。有關方面會在確定項目

的表現及進度後，才發放各期款項。

資料來源：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p 位於九龍灣廢物回收中心的廚餘試驗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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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面 交 流

與環境局局長邱騰華GBS太平紳士會面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代表於2012年3月19日與環境局局長邱騰華GBS太平紳士會面。當日會面內容主要是探討多個即將
推行的環保措施以及部分已展開之環保項目，如『明智減碳200』、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垃圾徵費計劃及增
加電動車使用率等事項。

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會面

香港管理公司協會代表於2012年4月11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會面。會面中，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代表與張局長交換了不少業界對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的見解，張局長亦回應會詳細研究本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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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立法會秘書處，整個草案主要針對建築工程的監督，經詳細的考慮及分析，本會作為其中持份者，早前向立法會提出以
下意見：

1. 就失責工程徵收附加費

 本會表示支持，相信有關措施可有效鼓勵業主跟進並

及早處理違例建築工程。同時，亦可避免建築工程因

失修而危害公眾安全。

2. 對拒絕分擔其法團遵從法定命令或通知而進行工程的

費用的人士作出懲處

 據上述修訂，無合理解釋而拒絕分擔費用的業主可被

處第4級罰款(即最高罰款25,000元)，本會原則上同

意。

 作為大廈經理人，本會認為有關修訂有助大廈業主立

案法團遵行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的法定命令或通

知，對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在執行上起了正面作用。本

會建議政府制定相應的指引及程序，幫助業界了解有

關處理機制，以及實際執行時大廈經理人需向有關政

府部門提交的資料。

 此外，本會亦建議同時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相關

部份，以加強有關方面執行的效力。

3. 進入個別處所內部的手令

 大廈經理人的職責為管理大廈日常運作，特別是大廈

保安；故此，本會對有關修訂深表關注。

 為免日後造成執法人員與業主間的爭拗，本會原則上

同意在條例上說明執法人員必須在合理情況下已經嘗

試與有關物業擁有者或佔用人或管理者聯絡，而未能

成功接觸，才向法庭申請手令。

 同時，本會亦要求政府制定相關的指引，以確保獲授

權人員在進入個別處所後，特別是室內無人的單位，

能有最佳的保安安排，以保障業主及大廈經理人。

4. 招牌監管制度

 本會認為上述修訂會對處理與規管失修招牌及設立新

招牌起正面作用，本會同意上述修訂。

 在新修訂下，現有招牌悉數須由合資格人士每五年進

行視察及檢查，不合格或失修的招牌必須拆卸，以確

保公眾安全。此外，招牌持有人必須為裝置於外牆的

招牌購買足額的第三者保險。至於新建招牌，亦須以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規管方式進行工程。因此，上

述修訂對大廈管理及安全均能發揮正面幫助。

5. 註冊檢驗人員須在強制驗樓計劃下全面報告樓宇外部

的僭建物

 據上述修訂，獲委任之註冊檢驗人員在強制驗樓計劃

下，必須向建築事務監督通報於公共屋頂或平台、樓

宇毗鄰的庭院、斜坡及街道上，已建成或在建的違例

建築工程。上述修訂可對業主產生阻嚇作用，故本會

同意上述修訂。

 總結以上各點，由於《2011年建築物法例(修訂)條例

草案》將有助改善香港整體樓宇安全，本會對有關條

例草案表示同意及支持。

《2011年建築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專 業 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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