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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019年，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所引

致之事件，曾令物業管理業界面對

警方執法而與群眾膠著之際，增加不少壓

力與困擾，如今又逢新型冠狀病毒肆虐，

且於社區爆發，物業管理同業更須堅守崗

位，為業戶堅守防疫前線，維持最佳服

務。2003年沙士一役，物業管理同寅的表

現，贏得政府與市民交口稱譽，足證物業

管理的功能並非一般。

希望物業管理同業能藉此《通訊》，掌握

行內新資訊，提升物業管理專業之外，更

有助業界拓展視野。今期《通訊》管業透

視中，將闡述「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

劃及抗疫工作」、「社會運動」、「優化

升降機資助計劃」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

（第626章）跟進工作」等資訊。本會仍

將精益求精，與時並進，為業界及市民提

供卓越優質服務。期望攜手同心抗疫，早

日重見繁榮。

出版事務委員會主席

孫國林BBS，MH，太平紳士

目 錄

Newsletter 通
訊

2020年5月

網址 Website : www.hkapmc.org.hk電郵 Email : office@hkapmc.org.hk電話 Tel : (852) 2186 6101傳真 Fax : (852) 2189 7245

香港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廈2008-2010室Units 2008-2010, Telford House, 16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抗疫
全城

1 編者的話

2 會長淺言

3 2019-2021理事會

管業盛事

4 2019年房屋專業聯合晚宴

5 2019年度「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

專題報導

6-7 物業管理業界抗疫基金支援計劃及抗疫工作

管業透視

8-9 處理公眾活動

10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11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626章》跟進工作一覽表

12 動物與社區

13-14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

2



2

會 長 淺 言

020年是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成立30周年，協會於1990年成立，一

直以提升房屋管理質素為己任，並且不斷就房屋發展、管理及相關政

策事宜向政府部門或機構提供意見。除此以外，協會一直進行聯繫各個房屋

專業機構以推動業界發展為行業培育更多出色專業人才，開展新方向里程。

2019年是國家、香港及整個業界具備挑戰的一年。香港去年發生的矛盾和紛

爭，使物業管理專業人員面對史無前例的壓力和挑戰，有見及此，協會與警

方舉行多次會議，並向會員發出處理公眾活動提示，並盡力提供資訊以協助

前線物業管理專業人員的工作，希望能與業界共渡時艱。

踏入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肆虐香港及全球，成為舉世最關注之事件，

尤幸在政府、醫護人員、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前線人員的奮搏下，近日終

於錄得零新增感染個案，但抗疫工作仍不能掉以輕心，仍需繼續努力。此

外，協會亦樂見政府成立超過10億元的物業管理業界防疫抗疫基金支援計劃

及動用810億元為僱主提供工資補貼「保就業」計劃，資助物業管理前線人

員及管理公司以支援業界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在社會氣氛緊張及疫情來襲情況下，我們深深體會到現時各位從業員工作上

面對的困難，以及要面對來自多方的壓力。很感謝各位從業員於過去數月以

來一直堅守崗位、處變不驚，發揮專業精神。亦在此懇請大家務必妥善保障

個人安全及心理質素的安穩，希望業界可以攜手向前、風雨同行。

今年年初，本會聯同友好專業團體就《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的附屬法例及

「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的發牌制度建議」諮詢提交意見，以維護相關

條例成立的原意，提升專業物業管理的水平，期望條例生效後，可以真正提

升物業管理服務專業水平，推動香港房屋走向更專業發展。

香港物業管理協會成立30周年之際，本人很高興回顧協會在過去多年，憑著

各前會長、理事及會員的不懈努力下，經已成為一股強而有力之能量，為社

會及公衆提供優質服務，並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繼往開來，我深信在各位理

事及會員繼續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持下，協會會不斷求變，精益求精，為客戶

及市民提供卓越優質服務。

會長

陳志球博士

銅紫荊星章ā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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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志球博士 BBS, 太平紳士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紀律委員會主席

李春犂測量師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金笑林測量師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副會長

鄭錦華博士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義務秘書

王曉君女士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活動委員會主席

關志華先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黃英傑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

副會長

黃繼生先生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義務司庫

麥慧儀女士

和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出版事務委員會主席

孫國林 BBS, MH, 太平紳士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黎漢明先生

領展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周駿齡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專業實務委員會主席

鄺正煒工程師, 太平紳士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會籍事務委員會主席

譚國榮先生

其士富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教育及培訓委員會主席

吳光銘先生

嘉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理事

陳成威先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

張晶揚先生

萬科物業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2019 - 2021  理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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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2019年房屋專業聯合晚宴

2019年是房屋專業聯合晚宴第二年舉辦，我們希望能夠聯繫各個

房屋專業機構，繼續推動業界發展及為行業培育更多出色專業人

才，開展新方向里程。另外，希望透過業界專才聚首一堂的這個晚

宴，熱烈交流心得，藉此向業內專家闡述創新方案及向政府提交意

見，為建立和諧、穩定的宜居城市努力，推動香港房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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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盛 事

2019年度「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

為提升物業管理及前線從業員的質素及服

務水平，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從二千年

初已率先聯同警務處西九龍總區舉辦「西

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透過這一年一

度的活動，向一眾默默耕耘的保安及物業

管理從業員致敬。表揚他們專業、克勤、

緊守崗位，保障住客商戶及物業的安全，

提供物業最佳的增值條件。

自2013年底，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再

次聯合警務處西九龍總區，在區內物業推

行「西九龍警衛先鋒計劃」，優化雙方合

作模式亦強化了資訊的交流，雙贏互利。

多謝各界對「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

的支持及參與，收到約一千三百多份申

請。頒獎典禮因應2019冠狀病毒疫情將

順延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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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物業管理業界抗疫基金支援計劃及抗疫工作

▲ 2020年4月23日於香港經濟日報協會新聞稿

「物業管理業界抗疫基金支援」及「保就業、創職位和提升工作效能」計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協會）自1月中已多次與民政事務局、民

政事務總署及房屋署聯繫，建議政府向業界撥款10億元資助物業管

理前線人員及管理公司以支援業界對抗新型肺炎疫情，協會樂見立

法會財委會於2月21日接納協會的建議正式通過向物管業界撥款。

同時，協會為令管理公司及前線保安清潔人員能盡快獲得有關資

助，故於2月24日與民政事務總署商討有關申請細則及為申請表格

提供意見，民政事務總署於2月25日發出正式公告。此外，協會亦

非常歡迎民政事務局將『物管支援計劃』合資格物業類別擴展至工

業大廈、商業大廈和商場。

協會同時樂見及支持政府就協助企業繼續經營、保住員工就業，從

而減輕企業和市民負擔及協助經濟盡快復甦所推行之第二輪防疫抗

疫措施。「保就業」計劃是透過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以

協助保留原本會被遣散的員工，從而在疫情期間保就業。

協會各會員公司支持特區政府「保就業」計劃，有興趣參與計劃之

會員公司表示會承諾在接受補貼期間不會裁員，並把補貼金額百分

百用於支付僱員工資。

由於2019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商業活動急速衰退甚至完全停擺，大量企業現正掙扎求存，有關紓困措施將有

助維持企業的運作，保障就業，以及為疫情過後的急速復甦做好準備。政府在此關鍵時刻提供的支援，將

有助避免出現大量裁員。

物業管理與大眾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每一位市民時刻都與我們所提供之服務連繫在一起。於疫情期

間，物業管理各不同崗位之同事，全力以赴地配合政府之抗疫措施，以提供專業及嚴謹之抗疫工作為首

任，以確保市民的生命財產獲得最大保障。

各「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之截止申請日期如下：

「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 資助範圍 截止申請日期

第一階段 私人住宅及綜合用途樓宇 2020年5月31日

第二階段
工業大廈和商業大廈

（包括商場）
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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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 民政事務局局長於4月9日與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業界代表會
面，就優化「防疫抗疫基金」下的「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
劃」聽取意見。

▲ 民政事務總署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早前舉行多場簡介會，向物業
管理業界和業主組織介紹「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

▲ 民政事務局於2月20日上午與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業界代表會
面，介紹「防疫抗疫基金」下的「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
的相關細節。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兼物業
管理業監管局主席謝偉銓（右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
陳志球博士（左二）、香港服務同盟召集人甄韋喬博士（左一）
及香港註冊保安導師學會會長黃輝成（右一）一同出席會議。

「保就業」計劃資助範圍 申請日期

除了不具備申請資格者，所有為僱員作強制性公積金（強積

金）供款或設立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不分行業，均符合

申請「保就業」計劃資格。有關戶口須於2020年3月31日或

以前已開設（即不能將開設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

僱主可於5月25日早上7時起至6月14日

晚上11時59分， 於「 保就業」 計劃網

頁提交網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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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國家、香港及整個業界具備挑戰的一年。香港各區持續發生大規模社會活動，令一眾物管專業人

員疲於奔命，每日均需處理不同大小的突發事件。協會為各同業的付出及努力，致以萬分感謝。全港現時

約有共400,000物管從業員，每日以保障住戶、商戶及同事的安全為己任，竭盡所能平衡各方的需求。

協會支持社會上擁有不同立場的人士以和平及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然而在反映各自立場之時，必須同時

顧及及尊重公眾場所內其他使用人士的感受及所需，避免破壞場所內的設施以及其他人士的使用權利。

如前線人員遇上突發事件，並於能力範圍內未能確保公眾安全，必要時亦需尋求警方協助。根據香港法

例第245章《公安條例》規定，警方有權處理有關公眾集會或遊行，警務人員亦會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

《警隊條例》，在有需要時進入商場、屋苑公眾地方及大廈進行執法工作。

最後，協會期望社會各界能盡快達成共識，化解分歧，令社會重回正軌。

協會發出提示公告 發出日期

處理公眾活動提示（一） 

有關警務人員進入處所執法一事
2019年8月16日

處理公眾活動提示（二） 2019年9月27日

《禁止蒙面規例》將於2019年10月5日起生效 2019年10月4日

處理公眾活動提示（三）

涉及妨礙警方進入商場執法及進行拘捕
2019年10月9日

處理公眾活動提示（四）

涉及示威人士在商場及公眾地方投擲燃燒彈、

縱火等行為，嚴重影響公眾安全

2019年11月13日

聖誕及新年處理公眾活動提示（五） 2019年12月23日

處理公眾活動

管 業 透 視

 

 

 

處處理理公公眾眾活活動動提提示示  
  

根根據據資資料料顯顯示示，，未未來來一一星星期期將將會會有有多多項項公公眾眾集集會會或或遊遊行行活活動動進進行行，，警警方方會會按按

香香港港法法例例第第 224455 章章《《公公安安條條例例》》規規定定，，處處理理有有關關公公眾眾集集會會或或遊遊行行；；警警務務人人員員

亦亦會會根根據據香香港港法法例例第第 223322 章章《《警警隊隊條條例例》》，，在在有有需需要要時時進進入入商商場場、、屋屋苑苑公公眾眾

地地方方及及大大廈廈進進行行執執法法工工作作。。有有見見及及此此，，香香港港物物業業管管理理公公司司協協會會  ((協協會會))  再再次次向向

會會員員作作出出以以下下提提示示：：  

  

11.. 各各購購物物中中心心//商商場場管管理理公公司司應應檢檢視視及及因因應應個個別別處處所所獨獨特特情情況況，，更更新新緊緊急急疏疏

散散安安排排，，務務求求在在遇遇上上緊緊急急情情況況時時，，能能夠夠有有序序、、安安全全地地讓讓各各級級職職員員，，迅迅速速

指指示示及及協協助助市市民民大大眾眾疏疏散散到到安安全全地地方方。。  

      

22.. 此此外外，，管管理理人人員員應應定定時時測測試試商商場場警警鐘鐘及及廣廣播播系系統統、、消消防防設設備備及及裝裝置置，，在在
任任何何時時間間保保持持通通道道包包括括走走火火通通道道暢暢通通，，訓訓示示各各級級人人員員熟熟知知緊緊急急疏疏散散的的安安

排排。。  

  

33.. 為為慶慶祝祝中中華華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國國成成立立七七十十周周年年，，各各政政府府建建築築物物、、政政府府辦辦事事處處、、私私
人人地地方方例例如如商商場場、、酒酒店店或或商商業業大大廈廈會會懸懸掛掛和和展展示示國國旗旗及及區區旗旗。。  基基於於安安全全

考考慮慮，，懸懸掛掛和和展展示示國國旗旗及及區區旗旗時時，，應應將將旗旗桿桿盡盡量量繫繫穩穩在在建建築築物物高高處處或或不不

易易觸觸及及的的位位置置，，以以免免國國旗旗及及區區旗旗遭遭受受破破壞壞及及令令市市民民受受傷傷。。  

  

協協會會呼呼籲籲各各會會員員為為前前線線工工作作人人員員，，提提供供足足夠夠裝裝備備及及支支援援，，有有需需要要時時求求警警協協助助。。  

  

  

  

香香港港物物業業管管理理公公司司協協會會  

22001199年年 99月月 2277日日 

《禁止蒙面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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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透 視

警方公告

公眾活動提示

在疫情期間

「場外地點主管的巡視工作」

（延長至五月十六日）
聖誕及新年處理公眾活動提示

處理公眾活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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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管 業 透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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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透 視

2019年5月23日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監管局）附屬法例諮詢期完結，

共收到 9482份意見書。監管局約見協會與友好專業團

體，並提供附屬法例的草擬初稿各人參閱。 協會要求監

管局必須在啟動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前，將草

擬好的附屬法例先行讓協會及友好專業團體研究和提出

意見以完善法案才啟動相關程序。

2019年6月6日 監管局上載「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牌制度資料便覽」於其

網頁內。

2019年6月17日 監管局再度更新其網頁內的「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牌制

度資料便覽」。

2019年8月8日及8月12日 監管局舉辦「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建議簡介會」予業界

參加。

2019年8月20日 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發出的操守守則給予意見。

2019年9月26日 協會與友好專業團體舉辦講座，並邀得監管局代表出席

講解《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發牌制度建議，讓會員多了解

發牌制度內容並即場作出提出查詢。

2019年12月11日 監管局公佈就《物業管理服務條例》下首批獲得認可專業

團體資格名單。

2019年12月30日 協會聯同友好專業團體就會員對《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的

疑問及意見再去信監管局。

2020年1月17日 收獲監管局信函回覆有關2019年12月30日的信函。

2020年3月17日 協會與友好專業團體政函監管局就其對於附屬法例之最

新修訂及澄清再作出研究後， 表示支持相關發牌制度及

附屬法例之修訂建議。

2020年5月11日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的附屬法例於立法會之民政事務

委員會上獲得支持。

2020年5月22日 《物業管理服務（發牌及相關事宜）規例》是日於憲報刊

登，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監管局）計劃於2020年8月1日

起實施物業管理業（物管業）發牌制度。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 626 章》跟進工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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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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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與社區息息相關，愛護動物協會樂意為物業管理業提供動物相關意見及協助

3. 為屋苑引入「貓隻領域護理計劃（CCCP）」， 
友善地控制及管理流浪貓隻數量

 本會的「貓隻領域護理計劃（CCCP）」推出 20
年，多年來在不同屋苑以人道及動物友善方式控制

流浪貓隻數量。推行此計劃費用全由本會負擔，但

能有效地協助屋苑更友善地管理流浪貓隻的繁殖。

4. 野豬、馬騮等野生動物闖進屋苑或商場， 
如何避免及如何處理的方法

 過往曾發生野豬、馬騮等野生動物闖進屋苑及商場

範圍，而這類情況不單單在新界區發生，就連港島

也有個別個案發生。如遇上野生動物闖進屋苑、商

場或物業範圍，本會建議先安全地疏散附近人流，

並把現場燈光及音量收細以減少對野生動物帶來的

刺激。情況許可下可從較遠位置觀察野生動物的動

靜，並盡快致電本會尋求建議及協助。

香港雖說是個『石屎森林』，但不管是港島、九龍或新

界區，樹木林立的郊野公園其實離我們不遠，野生動

物及雀鳥走進社區並不罕見。因此，為你的物業管理

團隊安排相關的員工培訓及講座，可避免意外地干犯

法例，更可認識安全及有效地處理動物情況的方法，

及促進業戶間的和洽相處。

1. 屋苑或業戶單位發現雀鳥或鳥巢

 雀鳥在屋苑任何範圍內築巢是非常常見的情

況，一些新界區半獨立屋的屋苑，雀鳥可能在

屋外築巢；而在一些位處市區的屋苑，也常見

到雀鳥在抽氣扇排氣喉築巢的情況。如遇上這

些情況，尤其有鳥巢及有幼鳥或鳥蛋，請切勿

觸碰鳥巢，因為一旦干擾到鳥巢、鳥蛋或幼

鳥，便有可能干犯法例，可被檢控。

 本會建議遇上上述情況，請立即聯絡本會或漁

護署，讓署方到場先審視情況再建議處理方法。

2. 發現貓隻、狗隻或其他寵物闖進屋苑、 
商場或物業範圍

 本會偶爾收到屋苑、商場或其他物業範圍發現

貓隻、狗隻或其他寵物蹤影的通知。情況許可

下，可使用適當工具如下圖的驅狗卷廉把狗隻

引到安全位置，例如一個安靜的房間用作安置

狗隻，或貓籠來安置貓隻，再盡快通知本會到

場把寵物帶走。

 本會更可安排為物業管理公司員工提供相關講

座及培訓，請聯絡本會作出相應安排。

隨著社會不斷轉變，市民對生活的需要亦不斷在變。近年寵物越

來越受家庭歡迎，不少屋苑都在契約容許下准許業戶飼養寵物，

而因此衍生了一些與寵物相關的查詢。愛護動物協會多年來都積

極向屋苑提供「和諧社區講座」，為業戶提供飼養寵物資訊，更樂

意提供實用貼士令寵物可以更易融入日常生活，促進社區及屋苑

內的和諧融洽氣氛。

但除了需要處理寵物相關的事宜外，在物業管理層面，相信業界

亦會經常接觸到涉及不同動物及不同處景的情況。

資料提供：愛護動物協會社區發展部

聯絡愛護動物協會

24小時動物拯救熱線 
2711-1000

查詢處理動物相關情況 
3144-5021 （星期一至五辦公時間內）

查詢安排講座及培訓課程 
2232-5574 （星期一至五辦公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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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截止

階段— ·初步篩選

階段二·公佈入圍項目

階段二：入圍項目匯報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2020頒獎典禮

2020年4月8日

2020年7月15日（中午十二時正）

2020年7-8月

2020年8月10日

2020年9月25日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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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評審
鑭儻鰮先生，鑽絮躓量章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

屬志琭博±，鋼葷躓星章，
太平轉士·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

李志罐先生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
亞太分會常務副主席

孛謩羣先生 重志成先生，金葉葉星章， 藁宣鼴先生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主席 太平轉±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屬歙鱸先生 漓鏽蠣先生 蠅鱺蟬先生 刪杏雯博±
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 房屋署副署長（屋邨管理）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

執行總幹事 2020籌備委員會主席 及設計系副教授

I 鷗匱黷獼
傑出經理

傑出主任

傑出團隊

最佳危機管理團隊

最佳創新概念

成就與貢獻

合作與團隊精神

創新精神

專業精神

游錦輝先生（主席）

何肇堅先生（副主席）

朱寶國先生

李志遠先生

何美華小姐

吳煜東先生

梁偉民先生

陳國安先生

黃寶珍小姐

黃凱琳小姐

溫永力先生

劉家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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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尋找提名人
2.填寫及簽署提名表格
3.附加8頁PDF格式資料
4.將填妥及簽署的提名表格及資料

以紙本及USB形式交回秘書處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02-8號

集成中心1106-08室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精英大獎
2020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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