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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壹週刊 來源: 東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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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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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一個
免受干擾的投標環境



• 行政長官於2016/17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以多種措施

處理近年社會所關注的樓宇維修圍標問題，包括執法、向業

主提供支援，以及宣傳和公眾教育。

• 其中包括由巿區重建局（下稱巿建局）推行試驗計劃，加強

對業主的樓宇維修技術支援。

• 由2016年5月起接受申請，申請名額為50個，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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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宇／屋苑的樓齡已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用樓宇或綜
合用途樓宇(商住用途)但不包括樓高3層或以下的樓宇
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2 a) 巿區（包括港島、九龍、沙田、葵青及荃灣）不超過

港幣$300,000；b) 新界區不超過港幣$160,000；

3 已成立一個由BMO 或DMC認可之業主組織 (如業主立
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並須具有安排籌組大廈會議、
統籌樓宇維修工程及處理相關文件的能力

4 包括認可人士或註冊驗檢人員

5 未有參與政府部門推出的改善樓宇的資助計劃或維修諮

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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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與本局簽定
服務協議

聘請顧問

承建商招標

選承建商

作初步勘察及就需要維
修的項目提供意見及
作初步工程費用估算

就申請人提交的勘察報
告、工程招標文件及估
價提供意見及對最終招
標文件作工程費用估算

透過電子招標平台進行
承建商招標工作

就申請人提交的承建商
標書作分析及提供意見

自組公共地方維修的業主組織 招標妥提供的服務 7



1. 上載招標告示及通知已登記的合資格承建商

有興趣及合資格的承建商可於招標妥網站先作登記

當有關招標告示上載時，招標妥網站會以電郵通知已登記的承建商

3. 投標者的身份一直保密直至開標

各投標承建商將被配發獨立編號，以便保密身份

4. 由獨立專業人士處理開標程序

獨立註冊會計師 (或獨立專業人士)作監察及協助處理開

標事宜，以期減低投標者被干預的情況

2. 上載標書供投標者自行下載

(投標者即已登記的承建商)

5. 獲取多元化標書

提高申請人機會獲取較接近獨

立專業人士工程估算價之標書

申請人將使用市建局提供的『電子招標平台』獨立進行承建商招
標， 並由註冊會計師 (或獨立專業人士) 處理開標程序。流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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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乃收費服務，旨於收回營運成本，其收費的計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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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組別 第一類別收費 第二類別收費

1) 單位數目400個或以下 $50,000 $25,000

2) 單位數目401-800個 $100,000 $45,000

3) 單位數目801-1200個 $130,000 $60,000

4) 單位數目1201個或以上 $160,000 $75,000

註: 1) 單位數目包括住宅及商業用途之單位(車位除外)，而計算單位數目乃按該樓宇之「入伙紙」
或大廈公契內所示的數目，以較高者為準。

2) 如「入伙紙」及大廈公契內的單位數目均不清晰，則會以「申請人」提交申請時在土地註冊
處的查冊作準。
3) 申請樓宇的住用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為

* 第一類別收費 - $120,001或以上(市區包括葵青/沙田/荃灣) /$92,001或以上(新界區)；
* 第二類別收費 - $120,000或以下(市區同上) /$92,000或以下(新界區)。

4) 實際服務費用會於「服務協議通知書」內列明。



個案分享

 個案一 (土瓜灣區)

 個案二 (土瓜灣區)



個案一

個案背景資料

• 樓宇落成年份: 1964
• 單位數目: 

15 個 非住用單位
336個住用單位

• 參加計劃: 
第一輪「樓宇更新大行動」

• 大廈維修工程由2009年開
始籌劃



個案背景資料 –流程

2009年5月 參加「樓宇更新大行動」

2009年11月 第一次聘請工程顧問

2010年6月 第一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2012年2月 第二次聘請工程顧問

2013年8月 第二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2013年11月 召開業主大會，揀選工程承建商

2014年3月 維修工程展開

2015年2月 維修工程完成

個案一



事件發生事序表

終止工程顧問的服務合約
• 在2009年11月聘任工程顧問，其
顧問費用為$22,000

• 在2010年6月工程承建商回標
• 最低投標金額 $14,100,000
• 中標承建商的投標金額比巿建局
獨立顧問的估算高43%

個案一



個案一
巿區重建局

終止工程顧問的服務合約
• 2010年8月30日，巿建局去信法團提
醒中標承建商的投標金額過高

• 巿建局去信業主提醒投標金額過高，
此信副本抄送廉政公署



事件 巿區重建局

終止工程顧問的服務合約
• 百分之五 (5%)業主要求召開業
主大會，議決重新招聘工程承
建商

• 在隨後舉行的業主大會，議決
通過終止工程顧問的服務合約

• 出席法團的會議及業主大會 (大
約8次):
• 讓業主知道投標金額較高
• 分享以往參加巿建局計劃
而有類似經驗個案

• 向業主解釋重新招聘工程
承建商的安排

個案一



事件

重新招聘工程顧問
• 2011年6月重新招聘工程顧問
• 共有31間工程顧問回標 (其中20
間曾於法團第一次投標，在是
次投標時，其投標的顧問費用
大幅飆升)

• 法團起初決定面試大約10間投
標的工程顧問

• 在參考巿建局的意見後，法團
決定面試全部 (共31間) 已投標
的工程顧問

• 在2012年1月舉行業主大會，議
決揀選新的工程顧問，其顧費
用是 $360,000，並於2013年11月，
與承建商簽署工程合約 (重新招
標顧問及承建商共歷時三年半)

個案一



巿區重建局

重新招聘工程顧問
• 邀請廉政公署參與 (與法團及業主
開會)

• 與法團，特別是主要成員，保持溝
通

• 向業主分發相關的資訊，例如發展
局局長就低廉顧問費用講話的新聞
稿，顧問費用大幅飆升的資料)

• 提議法團到成功個案的大廈參觀及
探訪法團並進行交流

• 鼓勵大廈業主多參與:
• 分享以往參加巿建局計劃而有
類似經驗個案

• 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維
修工程指引》補充文件二

• 分享最新巿場資訊

個案一

http://emedsidaros.net/tag/information-2/
http://emedsidaros.net/tag/information-2/


個案背景資料

樓宇落成年份 1964

單位數目/樓層 15 個非住用單位 + 336個住用單位
(共351個單位) / 15層高

工程承建商回標日期 2013年8月

工程合約金額 約 $13,066,416
(是次增加了更換升降機的工程項目)

集資金額 每戶平均 $38,400
(住用單位)

個案一

共省減350萬
維修費



個案二

• 樓宇落成年份: 1972
• 樓宇座數: 3座
• 樓宇單位數目: 

49 個 非住用單位
602 個住用單位

• 參加計劃:
第二輪「樓宇更新大行動」

• 大廈維修工程由2010年展
開籌劃



個案背景資料 –流程

2010年12月 參加「樓宇更新大行動」

2012年2月 聘請工程顧問

2013年6月 第一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2013年12月及
2014年2月

業主大會議決重新招聘工程承建商

2014年8月 第二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2015年1月 業主大會議決通過揀選工程承建商

2015年3月 維修工程展開
(工程現正進行中)

個案二



事件 巿區重建局

第一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 2012年2月議決聘請工程顧問，
其顧問費用是 $178,000

• 2013年6月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 最低標價的承建退出投標

($23,008,500)
• 有效的投標書，投標金額由

$33,050,400至$43,314,770不等
• 投標金額至少比巿建局獨立顧
問的工程估算高31%

• 2013年8月9日，巿建局去信法
團，提醒投標金額較高

個案二



事件 巿區重建局

第一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 有法團委員被淋紅油，懷疑與大
廈正進行招標承建商有關

• 百份之五 (5%)業主要求召開業主
大會，議決參與「樓宇更新大
行動」的「聘請註冊一般承建
商 –招標新安排」優化措施(簡
程「新招標安排」)，以重新招
聘承建商

• 參加香港警務處的「復安居計
劃」

• 參與法團會議及出席業主大會 (
大約 8次) :
• 提醒業主承建商的投標金額
較高

• 分享以往參加巿建局計劃而
有類似經驗個案

• 解釋「新招標安排」的細節

個案二

「新招標安排」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r0I_9vIrLAhVjfaYKHaxvDYsQjRwIBw&url=http://www.police.gov.hk/ppp_en/04_crime_matters/cpa/cpa_renosafe.html&psig=AFQjCNFUgaWhEZnnkqWZPhXiaPgvSXU2Ng&ust=1456199758386966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r0I_9vIrLAhVjfaYKHaxvDYsQjRwIBw&url=http://www.police.gov.hk/ppp_en/04_crime_matters/cpa/cpa_renosafe.html&psig=AFQjCNFUgaWhEZnnkqWZPhXiaPgvSXU2Ng&ust=1456199758386966


Event

在「新招標安排」下重新招聘工程承
建商
• 在2014年4月，透過「新招標安排」
重新招聘工程承建商

• 分別收到74份意向書及52份投標書
• 在已收到的承建商的工程投標書中，
第一低至第十四低標的投標金額均
低於巿建局獨立顧問的工程估算

• 法團議決面試最低標值的5間工程
承建商

• 在2015年1月召開主大會中，並主揀
選了第三低標價的工程承建商，其
合約金額$23,866,500

• 重新招標聘請承建商歷時1.5年

個案二

「新招標安排」



巿區重建局

• 邀請香港警務處的參與 (與法團
及業主開會)

• 與法團，特別是主要成員，保
持溝通

• 向業主分發相關的資訊，例如
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新招標
安排」)

• 鼓勵大廈業主多參與:
• 分享以往參加巿建局計劃
而有類似經驗個案

• 獨立顧問的工程估算

個案二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r0I_9vIrLAhVjfaYKHaxvDYsQjRwIBw&url=http://www.police.gov.hk/ppp_en/04_crime_matters/cpa/cpa_renosafe.html&psig=AFQjCNFUgaWhEZnnkqWZPhXiaPgvSXU2Ng&ust=1456199758386966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r0I_9vIrLAhVjfaYKHaxvDYsQjRwIBw&url=http://www.police.gov.hk/ppp_en/04_crime_matters/cpa/cpa_renosafe.html&psig=AFQjCNFUgaWhEZnnkqWZPhXiaPgvSXU2Ng&ust=1456199758386966


第一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第二次承建商的工程回標

樓宇單位數目 49個非住用單位+602個住用單位(共651個單位) 

樓宇的樓層 15 層高(共三座)

承建商的回標日期 2013年6月 2014年8月

承建商的
工程投標金額

由$33,050,400 ~ $43,314,770不等 由$19,522,500 ~ $54,104,100不等

工程合約金額 沒有 $23,866,500

集資金額 每戶平均 $46,700
(住用單位)

每戶平均 $37,300
(住用單位)

個案二

共省減900萬
維修費



香港舊樓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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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老化問題嚴重

21,000幢
(2015年底)

超過23,000幢
(2040年)

樓齡達30年或以上
38,000幢
(2040年)

9,000幢
(2015年底)

樓齡達50年或以上

+9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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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
> 50年樓齡

長者> 65歲

1/3 人口 > 65歲

1/3 樓宇 >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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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樓宇老化問題



樓宇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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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30

樓宇老化

樓
宇
狀
況

嚴重
失修

樓齡



35.8% 36.6% 38.7%

26.4%

18.1%

2.5%
2%

樓宇的中年人
(樓齡 30-49 年)

樓宇的老年人
(樓齡>50 年)

樓宇的青年人
(樓齡<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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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老化

樓
宇
狀
況

嚴重
失修

樓齡>5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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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單位數目作分類，大廈維修費用的平均金額

以單位數目去分類，大廈維修修費用的平均金額

樓宇組別 平均工程合約金額

單位數目100個或以下 $2.3M

單位數目101-200個 $7,8M 

單位數目201 - 400個 $13.5M 

單位數目400個或以上 $32M 

資料來源 : 巿區重建局樓宇復修部過往大廈復修的工程合約金額，於2016年9年更新

上述金額包括參加「樓宇更新大行動」(第一類別及第二類別自組維修)及
「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 -公共地方維修津貼」樓宇的大廈復修的工程合約金額



大廈維修在財政上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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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招標
範本

維修工程
配對平台

加強地盤
管理 大廈業主

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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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工程配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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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維修工程配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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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復
修平台

廉政公署

巿區重建局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

民政事務總署
機電工程署
消防處
屋宇署

環境保護署

競爭事務
委員會

工程承建商

工程顧問

法律顧問

物業管理 目的:
• 建立統一的工程規格、工程顧
問的服務合約、不同形式工程
合約範本，工程項目單價參考
表，工程顧問優質專業服務指
引 /規範

• 協助不同類別大廈的業主聘用
合適的服務提供者，包括工程
顧問及工程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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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

政府及
執法部門

市建局

大廈業主維修業界內
的專業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