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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 者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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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是當代物業管理所不可或缺，社會企業亦責無
旁貸。今期《通訊》專題—香港廚餘管理及『屋苑廚餘
循環再造項目』，我們特別邀請環境保護署為同業分享
香港推行廚餘管理的概況。我們也在此呼籲同業積極
鼓勵業主組織參與第二階段「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資助計劃，同心協力為環保。

環保雖首重持續實踐，然而資訊分享及支持，對於環
保推動亦非常重要。因此會長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
於今年 2月 2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人人惜食 區區減
廢』高峰會及廢物源頭分類計劃頒獎禮中，不吝交流籌
辦社區環保活動的經驗，以及探討推動源頭減廢的路
向，供同業們參考。

此外，2011 年成立的『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委員會於
3月完成了第一階段檢討並發表中期報告，同業可於民
政事務總署網頁（http://www.buildingmgt.gov.hk/pdf/
bmo_review_interim_report_chi_�nal.pdf）下載閱覽。

最後，各位可以從協會周年晚會及新春酒會的花絮鏡
頭中，重溫當日高朋滿座的熱鬧氣氛。

出版事務委員會主席
孫國林MH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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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淺言

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
Ir Kwong Ching Wai Alkin, JP

踏入2013年，協會繼續就各項與物業管理相關的政策及議題，積極向政府反
映業界的意見。

首先，在2013年2月2日，協會參與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合
辦的「人人惜食　區區減廢」高峰會，本人並獲邀於其中的「在屋苑及工商業
樓宇推動廢物源頭分類」分組論壇環節擔任主持，引領與會嘉賓及同業分享及
交流屋苑及工商機構於減廢及分類回收方面的經驗及成果。是次高峰會反應熱
烈，約有400人出席，包括各會員公司的代表。當天下午亦舉行「廢物源頭分
類計劃頒獎典禮」，由協會、環境保護署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旨在表揚
過去一年在廢物源頭分類上有出色表現的機構及物業，出席者包括物業管理公
司、屋苑和工商業樓宇的多名代表。

為推廣廚餘管理，協會於4月8日舉辦午間講座，邀得環保署助理處長區偉光
太平紳士擔任演講嘉賓，向會員及業界講解良好的廚餘管理方法。

今年，協會第二度與香港測量師學會合辦「優質物業設施管理大獎」，表揚過
去一年表現傑出的管理項目，藉此提升優質管理水平。業界反應十分踴躍，超
過130個項目競逐9個獎項，競爭非常激烈。頒獎禮於4月26日舉行，由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

此外，協會一向支持業界參與「資歷架構」及「過往資歷認可」。現時物業管理
行業申請「過往資歷認可」的人數已超過4,000，是各行業之冠，謹藉此機會
感謝各會員的支持及參與。本人代表協會於3月18日及19日應邀出席由教育
局及蘇格蘭資歷架構局在港合辦的「讓人才全球流動」會議，探討世界各地資
歷架構在終生學習及人才發展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並擔任演講嘉賓，分享香港
物業管理行業在推行資歷架構方面的經驗。會上有多位外國專家、本地院校及
行業僱主和僱員的代表，就職業培訓、持續教育及終生學習分享意見。

為加強中港兩地物業管理行業的溝通及聯繫，協會於去年11月與「福建省物業
管理協會」、「廣東省物業管理協會」、「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及「台灣物業管
理經理人協會」共同簽署「閩粵港澳台物業管理行業合作聯盟框架協議」，攜手
加強港澳台及內地物業管理行業的交流，促進兩岸五地物業管理行業的發展。
協會現正籌備於本年10月17日（星期四）舉行周年晚宴當天，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辦「兩岸五地物業管理論壇」，邀請廣東省、福建省、澳門及台灣四
地的物業管理行業代表出席，與本地同業分享及交流兩岸五地物業管理行業的
發展、經驗及心得，並順道參與當晚的周年晚宴。有關論壇及周年晚宴的詳情
將於稍後公佈，敬請密切留意及多加支持。

最後，衷心感謝各會員過去對協會的支持，並期望各會員繼續支持及踴躍參與
協會的事務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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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Learning Mechanism". For the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Mechanism" in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s exceeded 4,000, which is 
the highest among all industrie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our membe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With a view to examining 
the role of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in supporting 
lifelong learning and manpower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I represented the Association to attend a QF 
Conference on "Global Mobility – Making it Happen"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Scottish 
Credit and Quali�cations Framework Partnership on 18 
and 19 March and was invited as a guest speaker to 
share about the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in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in Hong 
Kong. Besides, overseas experts, representatives from 
lo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of 
various industries were also invited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vocational train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With an aim to foster bet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i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we signed a 
"Fujia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Fujian Province Proper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Guangdong  P rov ince  P rope r t y  Managemen t 
Association, Macau Proper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Taiwan Property Managers Association in November last 
year for the purposes of joining hands to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between Hong Kong, Mainland, Macau and 
Taiwan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wo coasts �ve regions. We are now organizing a "Two 
Coasts Five Regions Property Management Forum"and 
annual dinner to be held on 17 October 2013 (Thursday)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nd will invite representatives from two coasts five 
regions to share with us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n their regions and exchange their 
insights in the forum and attend our annual dinner at the 
evening. Details of the Forum and Annual Dinner will be 
announced shortly. Please keep an eye on our further 
announcement and render us with your full support. 

Lastly,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members for their support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continued supports and participation in our affairs and 
activities. 

Moving into 2013, we will continue proactively re£ecting 
the comments of our industry relating to policies and 
issues raised by the Government affecting property 
management. 

Firstly, on 2 February 2013, we participated "Love 
Food Waste Not" Summit jo int ly organized by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 Committe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I was invited 
as a facilitator at the "Source Separation of Waste 
at Housing Estates and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during the breakout session of the Summit, 
leading the guests and participants of our industry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give views on the results 
of their waste reduction, separation and recycle 
programme. The Summit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with around 4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our members’ companies. In 
addition, in the afternoon, representatives from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housing estates,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participated in the Source 
Separation of Wast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jointly organized by our Associ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to commend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and propertie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in source 
separation last year.

With an aim to promote food waste management, we 
organized a luncheon talk "Food Waste Management" 
on 8 April 2013 and invited Mr. Elvis Au, JP, Assistant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s 
our guest speaker to share with our members about 
food waste management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good 
food waste management practices to our members and 
industry. 

This year, with a view to uplift ing the excellent 
management level, we jointly organize 2nd year "Quality 
Property and Facility Management Award 2012" with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to honour and 
recognize outstanding projects in the property and 
facility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past year. The award 
received overwhelming response with over 130 entries 
competing for the 9 categories of the award. Th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is scheduled for 26 April 2013 
with Mr. Wong Kam Sing, JP, Secretary of Environment 
as our Guest of Honour. 

Furthermore, we have al l  a long suppor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and "Recognition of 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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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廚餘管理及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2012年12月6日下午舉行首次會議。

多年以來，環保署在全港各區開展廚餘減量和回收活

動、並規劃大型處理廚餘設施，包括分期發展較具規模

的現代化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將已源頭分類的廚餘轉

化為有用的生物氣及堆肥資源。第1期將於大嶼山小蠔

灣興建，每天處理200公噸廚餘，預計可於2016年落

成；第2期位於北區沙嶺，每天處理300公噸廚餘，預

計將於2017年間落成。

政府亦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在2011年7月推

出「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資助屋苑推動住戶於家

居層面減少廚餘的產生，及將不能免的廚餘進行源頭分

類回收，就地處理為有用的資源。

可是，香港地少人多，大部份的住宅均是高密度的多層

單位。受地方限制，及居民對臭味及衛生問題的關注，

在住宅進行收集及處理廚餘時尤其困難。同時，在屋苑

進行就地處理廚餘的經驗很少。 因此，上文提及的「屋

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將分兩階段推行，以收集有關經

驗。第一階段共11個屋苑在2011年11月獲批撥款。

這批屋苑包括不同類型，樓齡及地區，並陸續在2012

年下半年開展有關教育活動及回收。這些屋苑及其他廚

餘回收項目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基於上述項

目普遍正面的反應，及回應公眾對加快本港廚餘回收工

作的期望，「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於 2012年10月推

出第二階段的資助計劃，預計能資助約45個屋苑。

現時每日有超過3,500公噸廚餘棄置於堆填區，佔都市

固體廢物量近四成。針對香港的廚餘問題，政府正採取

一個多管齊下的方案，策略首重避免和減少廚餘產生，

對於未能避免的廚餘，則盡量回收和循環再造，轉變為

有用的資源。

為貫徹「減廢為先」的方針，政府於2012年12月成立

「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全力推行「惜食香港運動」，

提升社會認識和引導社會各個界別包括飲食相關工商業

界、個人和家庭作出改變，減少廚餘的產生。「惜食香

港運動」將於 2013年4月間展開，屆時將會推出一系

列活動，包括透過電視台及電台等媒體進行公眾教育活

動，發布良好作業守則，舉辦巡迴展覽和社區活動，設

立專門網站，為不同界別舉辦減少廚餘工作坊，及「惜

食大使」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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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繼續加強各項源頭減廢及回收的工作，鼓勵各界

推動環保、減少廢物，善用資源。然而，有關工作極

需市民大衆及各持份者的支持。多年以來，物業管理公

司均大力參與過去各類減廢及回收項目，在源頭分類工

作中發揮重要作用，讓住客和業户能輕鬆地參與廢物分

類回收，提高回收率，貢獻良多。在 2013年2月2日

舉行的「人人惜食，區區減廢」高峰會暨廢物源頭分類

計劃頒獎典禮中，業界代表亦和各與會者分享各項廢物

源頭分類及減廢的經驗。我們衷心希望物業管理界繼續

積極參與「惜食香港運動」的活動，除了在業界推行良

好作業守則外，並鼓勵多些員工參加減少廚餘工作坊及

「惜食大使」計劃。展望未來，物業管理界將在廚餘減

廢及回收處理方面發揮更大貢獻，使香港成為更環保及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環境保護署

2013年3月

為協助有意參加上述計劃的屋苑，環保署設立了一個服

務平台，服務包括 :

• 在屋苑遞交申請前，協助揀選屋苑內合適的廚餘
堆肥設備安裝地點；

• 在計劃及推行項目期間為屋苑提供專業技術建
議。

有興趣參與上述計劃人士，可於以下網頁 (http://hd-

fwrs.hkpc.org/)進一步暸解詳情或致電27885598 向服

務平台查詢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於2012年10月推
出第二階段的「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物業管理界參與「人人惜食，區區減廢」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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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惜食  區區減廢」高峰會及 
廢物源頭分類計劃頒獎典禮

協會於2月2日參與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環運會）及環境
保護署（環保署）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合辦「人人惜食 區區減
廢」高峰會，為各界人士提供平台互相交流在社區推廣環境
保護的經驗，並於下午出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頒獎典禮。

行政長官梁振英GBM GBS太平紳士為高峰會當日之主禮嘉賓。其他出席高峰會的嘉賓包括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
席林超英先生SBS、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環境保護署署長王倩儀太平紳士、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李美美太平紳士。
而本會會長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更獲邀於高峰會三場分組論壇中之其中一組內帶領組員一同交流籌辦社區環保活
動的經驗，以及探討推動源頭減廢的路向。各分組論壇代表其後匯報討論所歸納出的心得及結果，並由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太平紳士作出總結及分享。

另外，會場亦設有以香港廢物管理為主題的展覽，展示現行各項減廢和回收計劃。

最後，由黃局長頒發嘉許證書予「廢物源頭分類比賽」中表現卓越的物業管理公司，以表彰他們過去數年在減少和回
收廢物方面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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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樽回收計劃」公眾諮詢的回應

目前，香港每日棄置的都巿固體廢物約9,000公噸，其中約150
公噸（約2％）為廢飲品玻璃樽。自2008年起，政府一方面透過
推動增加綠色採購需求，令更多工務工程採用含有回收玻璃物料

的建築物料（例如環保地磚），另一方面，透過相關業界及環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推動自願性玻璃回收計劃，提高巿民玻璃回收意

識。目前，各項計劃每日回收總量約為13公噸，佔廢飲品玻璃
樽產生量約8.5％。

為落實行政長官的競選政綱，政府推行「減廢為先」的廢物管理

策略，包括加強推動業界自願回收，並逐步落實強制性生產者責

任計劃。就飲品玻璃樽而言，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現正支持五

個主要的自願性回收計劃，包括：

• 香港酒店業協會推行的「酒店業玻璃樽回收計劃」

• 匡智會舉辦的「玻璃樽回收行動」

•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舉辦的「玻璃再生璀璨」計劃

•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環保署合辦，在公共屋邨推行的「玻 
璃樽源頭分類試驗計劃」

• 沙田居民協會舉辦的「沙田玻璃顯生輝」計劃

環境局於2月7日發表諮詢文件，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
劃，全面推動飲品玻璃樽回收。公眾諮詢為期三個月，至2013
年5月6日。

就環境局的公眾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於4月22日邀請各相關團體作討論。

本會會長鄺正煒工程師太平紳士應邀於4 月22 日出席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發表協會對「玻璃樽回收計劃」的見
解，有關意見如下 :

本會對推展強制性的「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表示贊同，並建議分階段處理數量最龐大的兩類玻璃樽，
即「酒精類飲品樽」及「食物及醬料樽」。

本會相信發牌制度能有助確保飲品玻璃樽得以有效收集，並經過合乎環保的工序，循環再造成為有用物料。
在執行上，除可向進口或分銷玻璃樽裝的飲品作本地飲用的註冊食物進口商及分銷商徵收循環再造費，亦可
向生產商及入口商引入註冊制度，向其徵費；此方面可參考外國的行政處理手法。

對於已設有回收重用或再造計劃的飲品供應商，本會認為可豁免其循環再造費，以示支持其環保行動。但建
議政府設立監管機制，確保供應商的回收及再造方法合乎要求。

除向飲品供應商徵收循環再造費，亦可從飲品零售商入手，一方面鼓勵零售商沿用以往「按樽」的方式回收非
酒精類玻璃樽，另一方面要求零售商提供有關參與回收玻璃樽的資訊；此舉既有助提醒消費者「按樽」，亦兼
具推廣環保意識之效。而且執行上比較簡單直接，相信不會為零售商帶來太大困難。

至於引入堆填禁令的建議，本會認為所涉及的行政費用頗為巨大，要落實執行非常困難，監管亦不容易；政
府需要訂立清晰的守則及嚴厲執法，才能有效實施這禁令。

本會認為此計劃成功與否，要視乎政府的執行力度與跟進程度。建議政府建立中央資訊版，加強公眾教育，
並設置多個回收點，方便市民棄置玻璃樽，以增加回收成效。另建議政府研究為回收製成品提供更多出路，
例如在建造行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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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就4月22日於立法會「飲品玻璃生產者責任計劃」提交之書面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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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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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代表向台下來賓祝酒

2013年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新春酒會

香港房地產專業服務聯盟癸巳年新春酒會於2013 年2月2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多個政府部門、專業學
會、商會、大專院校及物業管理公司均派出代表出席，場面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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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席一同於台上向嘉賓祝酒，現場洋溢一片喜氣。

酒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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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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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周年晚宴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於 2012年 11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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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有幸邀得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教授 GBS太平紳士為當晚主禮嘉
賓。隨著鄺會長及張教授先後致辭，
並代表本會致送前會長帶及紀念品予
上屆會長鄭錦華博士。

大會不單安排了佳餚美酒和幸運大抽
獎，更邀請特別嘉賓張嘉兒小姐為當晚
獻唱，令場面生色不少。當晚壓軸節
目 -眾歌藝非凡的理事們更與張嘉兒小
姐合唱 「難忘時刻」為當晚氣氛推到高
潮，晚宴在一片歡樂聲中完結。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GBS太平

紳士於台上致辭

 致送前會長帶及紀念品予上屆會長鄭錦華博士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GBS太平紳士在理事會陪同下向台下來賓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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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們與張嘉兒小姐一齊合唱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15周年紀念歌曲 「難忘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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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來賓簽名

晚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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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委員會中期報告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GBS太平紳士於2011 年1 月委任檢討委員會，
負責查找常見的大廈管理問題，研究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條例》）
加以解決或紓減有關問題，並落實建議，以加強法團運作和保障業主權
益。檢討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法律界、會計界和工程界等專業人士，以及
熟諳大廈管理事務之立法會議員。此外，亦邀請資深管委會成員，以增
選委員身分出席檢討委員會會議。

檢討委員會已完成了第一階段工作，檢視了各種常見大廈管理問題，並
在中期報告載列了初步研究結果。檢討委員會將展開下一階段工作，詳
細研究富爭議性且涉及複雜的法律和擁有權之大廈管理問題。現時有些
爭議，源於各方對《條例》的規定有不同詮釋。檢討委員會建議，就引
起爭議的安排的最佳做法，提供更明確的指引，以助各方面更清楚了解
《條例》的內涵。

詳情可到民政事務總署網頁下載閱覽。http://www.buildingmgt.gov.hk/pdf/bmo_review_interim_report_chi_.nal.pdf

( 以下節錄於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GBS太平紳士4月7日在其網上專欄發表的文章)

檢討委員會近日發表了中期報告，匯報工作進度，亦對多項受關注的問題提出了初步

看法和分析。其中一個關注點是大型屋苑裡小業主的權益問題。

部分小業主曾反映，難以充分行使現行法例賦予的權益，一個例子是撤換屋苑公契經理人，即一般所指

的管理公司。

根據現行規定，業主如希望終止委任公契經理人，必須在業主會議上獲得佔不少於全部不可分割業權份

數50% 的業主通過決議。然而，屋苑裡小業主，難以匯聚起來取得足夠的業權份數，去集體行使權利。

亦有意見指大業主或原發展商透過擁有商用部分例如商場和停車場等的業權份數，令小業主無法取得過

半數業權的支持，即使不滿意公契經理人的表現，也難以終止其委任。

就保障小業主權益的問題，檢討委員會曾考慮過不同方案的利弊，例如將終止委任公契經理人的門檻由

50% 降至30%，又或者規定公契經理人的委任時限，並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委聘其後的物業管理服務提供

者。另一個方案，是就終止委任公契經理人的決議投票表決時，分開計算住宅部分業主和商用部分業主

的業權份數。

上述各個方案都各有利弊，需要在下一階段再深入研究。這問題亦正正反映屋苑管理的困難之處，涉及

業主、法團、物業管理公司等多方面複雜的權益，持份者各有不同的考量，往往難以找出各方都滿意的

方案。

然而，我們相信，通過繼續努力，集思廣益，凝聚力量，一定可以找到各方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同在

一個屋苑裡，總應該互相關顧。只要業主、法團、物業管理公司等各方面願意衷誠合作、互相尊重，定

能透過溝通解決分歧，共同為居民締造安全優質的居住環境。



14管 業 盛 事

本年度「綠色力量環島行」於2月3日舉行，吸引了逾20間物業管理公司參加，及超過3,000多名健兒角逐「物業管
理盃」，行程分為10公里、25公里及50公里。所籌得款項將全數用於發展中、小學及幼稚園之環境教育工作，從小
培養下一代愛護環境，建造綠色未來。

賽果如下﹕

Category Result 各組別成績

50公里 25公里 10公里

冠軍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06小時49分19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03小時12分40秒）

佳定集團 
Savills Guardian Group
（01小時00分12秒）

亞軍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 物業管理部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 Proper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06小時59分33秒）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Well Born Real Estate  

Management Ltd.
（03小時24分24秒）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hui On Properties Management Ltd.

（01小時03分11秒）

季軍

新中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un Chu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08小時30分22秒）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The Link Management Limited

（03小時58分54秒）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Hang Yick Properties  

Management Ltd.
（01小時12分09秒）

綠色力量環島行「物業管理盃」

 起步典禮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副會長李春犂先生，與
主禮嘉賓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太平紳士合照。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副會長李春犂先生
（左一）及一眾嘉賓，為環島行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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