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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諮詢支援小組  

 
香港添馬 

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 24樓 

                                                 郵寄及電郵 

budget@fstb.gov.hk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公眾諮詢，「香港房屋、物業及設施管

理專業聯盟(9會 1局)」 附上相關意見。 

 

9會 1局包括 :-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物業設施管理組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 

 

9會 1局為超過 90%香港市民提供房屋、物業及設施管理專業服務，會員人數逾 12,000

人。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186 6101 或 9866 9422 與秘書處陳思鳴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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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BSOMES)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

提交意見: 

 

投資未來：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改善香港生活環境，令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宜業的智慧

城市，帶動經濟發展潛力。  

近年來特區政府，業界們推動創科產業發展成為支柱行業，其中特別集中於四大創科範疇，包括

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以作重點出擊。提供財政支援和投資於建造業、工

商及專業服務業和創意產業等等。為鼓勵創新科技初創企業發展，建議考慮如該企業聘請一定比

例的本地創新科技人才，給予有關投資者收入豁免、稅收抵免或財政補貼。  

強化包括推出綠色金融為公私型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為具有能源效益的裝置物提供更優惠

的稅務扣除安排、締造並優化環保及減炭於新建築及現有樓宇設施。如擴充及協助廚餘回收再造，

公共電動車充電站，能源效益科技等。我們相信業界普遍歡迎相關措施。  

勞動市場緊張也是不容忽視，加強現職培訓，吸納年青人進入多元化產業是擴大人才供應持續發

展重點原則。為應付香港未來多項新工程及與日俱增的現有建築物的營運及維護，提升及加強不

同級別的人力資源培訓是必須的。支持青少年創新科技及就業的發展。為吸引年輕人才加入創新

科技並成為企業家，建議應為年輕企業家所開的新企業，給予稅務寬減。再者，為使更多年青人

在求學期間對有關行業的認知，可對提供暑期實習生的企業包括中小企提供津貼獎勵。  

同時企業正加快推動環境、社會、企業管治（ESG）和多元、平等、共融（DEI）方面的發展，

特區政府可透過宣傳及稅務優惠並且加強彈性工作政策和做法，對納稅人而言,可鼓勵購買合資格

的環保設施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給予稅務扣減為未來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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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 provided by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CIHAPB) on the 2022-

2023 HKSAR Budget: 

 

Building a Liveable City 

 

1. Waste Separation Scheme 

To set up funding and organize supporting programmes to back up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owners in 3 nil buildings for handling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Support the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Fund (ECF) to allocate more funding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Owners’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and organize waste reduction and 

recycling programmes 

 

2. Green City 

To prolong the application period and provide further funding for the “EV-charging at Home 

Subsidy Scheme” (EHSS) to subsidize the installation of EV-charging-enabling infrastructure 

(EVCEI) in car parks of existing private residential buildings, which is well received by residential 

estates. 

 

Provide funding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facilities in buildings. 

 

3. Support Employment 

Continuation of the Job Creation Scheme (JCS) 

Civil Service Bureau to prolong the current subsidy scheme to support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sector to create jobs for handling the additional workload arising from the epidemic in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4. Talent Creation 

Provide more funding for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to widen the training scopes and courses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Provide funding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to attend accredited courses to qualify for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 license. 

 

5. Smart city and Health 

Allocate funding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Owners’ organizations to install and 

maintain automated sensoring an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for security and cleaning facilities to 

tackl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up by the epidemic and collect data in developing better manage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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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HIREA)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交意見: 

多年以來，香港的房屋短缺問題早已被認為是首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面對香港各類型的土地

房屋問題，解決土地房屋短缺實為特區政府未來重要解決問題之首。希望政府能聆聽各方意見，

致力緩解該重要議題。 

 就 2022-2023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謹從 “協助年輕人置業”、“三無大廈”、“減

免稅項”及“公營房屋”四個方面提出下列建議： 

1. 協助年輕人置業，減輕首置財務負擔 

對於首置年輕人而言，首期、銀行壓力測試以及印花稅等幾大核心問題均成為年輕人上樓難

的門檻，其中印花稅作為政府收入的其中一個可控範疇，本會建議政府可減免首置印花稅，

此舉有望鼓勵、協助年輕人置業。 

1.1 方案一 

本會建議政府考慮減免首置印花稅，如首置年輕人符合以下條件，只需支付定額印花稅如

下： 

首置享有條件限制 定額印花稅金額 

800萬港元以下+九成按揭 定額 1萬港元 

800-1000萬港元+八成按揭 定額 3萬港元 

 

1.2 方案二 

若政府決定保持現有稅率，本會建議首置印花稅可免息分期付款，年期建議為 2-3年。 

2. 三無大廈 

根據 2019 年數據，全港約有 5,300 座三無大廈，目前民政事務總署提供「大廈管理專業顧問

服務計劃」和「居民聯絡大使計劃」，為三無大廈提供支援服務，不足以解決深層次問題。 

2.1 三無大廈 – 立法強制成立法團及聘請註冊物管公司 

本會建議政府立法規定所有多擁有權 (multi-ownership) 的大廈必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及聘請註

冊物業管理公司協助管理大廈。 

2.2 三無大廈 – 成立基金 

本會建議政府牽頭每年撥款，成立基金給三無大廈申請，資金可用於三無大廈成立業主立案

法團及聘請物業管理公司處理大廈日常運作事宜；資金來源可以考慮由印花稅+0.01%徵費，

以此成立長期資助基金，徹底從根源解決三無大廈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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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無大廈 – 協助業主 

本會建議政府除立法及成立基金外，亦要主動派員或外判專業顧問，有計劃地聯絡三無大廈

的業主，協助他們組織及申請基金等事宜。 

3. 減免稅項 

3.1 本會建議政府寬減 2022-2023年度住宅物業差餉及地租，每季上限 2,500港元； 

 

3.2 本會建議政府延長供樓利息扣稅至 20年。 

 

4. 公營房屋 

目前政府在房屋供應方面的政策訂定公私營房屋比例為 70:30，致力進一步加大力度興建更多

公營房屋，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但很多原符合申請公屋/居屋資格的基層市民，因近年社會

經濟增長及政府有關政策的影響而令工資/薪酬有輕微增幅以至稍稍超越每月入息限額，雖仍

未達到可租/置私營房屋的能力，但已喪失公屋/居屋的申請資格而未能受惠於政府增加公營房

屋供應的措施。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應提高申請公屋及購買居屋的入息限額 ，令到更多市民

能符合申請資格。 

4.1 公屋入息限額上調建議 

家庭人數 每月入息限額 

1人 $12,940 

2人 $22,000 

3人 $32,000 

4人 $42,000 

5人 $52,000 

6人 $62,000 

7人 $72,000 

8人 $82,000 

9人 $92,000 

10人或以上 $102,000 

符合現時免稅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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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居屋購買入息限額上調建議 

 

家庭人數 每月入息限額 

1人 $36,000 

2人或以上 $72,000 

 

4.3 收緊公營房屋轉讓限制 

 

本會建議政府延長轉讓限制期至 8 年，期間不可把單位在公開市場出租、出售或轉讓，禁售期內

可原價售回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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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HKAPMC)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交意見: 

 

1. 勞動力短缺 

 

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未來十年(即 2022/23至 2031/32年度)興建約 330,000個公營房屋，並

構建北部都會區發展，開拓約 600公頃房屋及經濟發展用地，建造 165,000至 180,000個住

宅單位，相當於 13 至 14.5 個太古城；興建深港西部鐵路及擴大洪水橋與廈村新發展區；

有關項目對本港人力資源構成重大壓力；加上房屋管理服務過去 20 年一直出現 15%-25%

人手短缺，因此建議政府考慮引入外地勞工，舒緩長期以來人手問題。 

 

2. 支援人力資源培訓 

 

物業及設施管理人才供不應求，建議増撥培訓配對基金，鼓勵更多年青人加入房屋及相關

設施管理服務隊伍；政府近年大力推廣組裝合成建築技術(MiC)，業界包括房委會和房屋

協會，有更多公營房屋項目採納MiC建築技術，目前製造組件工序主要由國內生產，對於

MiC 技術人員有極大需求；加上電動車輛日益普及，但維修保養工作涉及更複雜的機電技

術，對從業員之技術要求與傳統車輛的有所不同，為業界人才需求和職業安全健康帶來新

挑戰，故此建議特區政府在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增撥資源，就 MiC和電動車推廣，加

大人才培訓力度。 

 

3. 資助香港MiC製造廠房 

 

建議增撥資源(財務和土地)，協助房屋建築界在香港製造 MiC組件，在增加本地就業機會

之餘，更可以減低從內地運送組裝合成組件到香港所引至的碳排放，早日邁向碳中和目標。 

 

4. 居家安老和康復服務 

 

由於人口高齡化，資助院舍服務需求遠超供應；建議特區政府按照多管齊下策略，增加資

源，提高院舍服務在短、中、長期供應，增加與加快私營院舍買位；同時增加日間護理和

居家照顧服務，讓長者和殘疾人士可以居家和家人同住，配合「居家安老」政策。 

 

5. 增加地區康復中心 / 地區康健站 

 

建議增撥資源，提供更多地區醫療康復中心 / 康健站，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為地區有需

要人士特別是長者，提供更多地區醫療服務，一方面可以減省長者舟車勞頓，同時可以舒

緩衛生署診所和醫管局設施壓力，在地區增撥資源可以減低社會醫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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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援「職業安全健康」工作 

 

2021年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作間關係研究」報告文件後，立法會成

立了一個高層次小組，針對物業、保安和建築行業；在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1月 10日期

間，本港共發生了 38 宗工作期間的致命意外；因此建議政府增撥款項，推廣職業安全健

康工作。 

 

7. 增加煙草稅 

 

許多建築工人和物業管理 / 保安員為吸煙人士，吸煙危害健康是不爭議題；立法會在 2021

年通過全禁電子煙和加熱煙，我們建議增加煙稅，鼓勵更多工人戒煙；香港上一次加煙草

稅為 2014年，加幅為 11.7%。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煙稅為煙價 75%，鼓勵煙民戒煙，香港目

前煙稅為煙價 63%，因此，為市民健康著想，煙稅大有上調空間。 

 

8. 建立年青人就業基金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去年支持了公務員事務局的 Job Creation Scheme (JCS)，為全港創造

了 60,000 個新職位(當中包括 6,000 個物業管理新職位)。我們建議政府在 2022/23 年延續

JCS，提供額外 40,000個新職位，解決因疫情而引至的失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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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 (HKAPSA)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023度財政預算案提交意見: 

 

特區政府在 2021年 12月 21日就 2022-2023年度 <<財政預算案 >>展開公眾 諮詢 。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表示，經歷兩年多的挑戰，今年香港經濟穩步好轉，預計 2021年全年經濟增長可達 6.4%。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會員公司， 一直 致力 以 為廣大市民營造舒適家園，服務住戶 /業主為使

命。特區政府關注民生，而本協會也希望全港市民也享有時代進步的成果， 本協會就 2022-2023

年度 <<財政預算案 >>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1. 延長《 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之 準備 期 

 

立法會在 2021年 8月 26日 以 37 票贊成、 1 票反對，三讀通過《 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日後市民須購買指定垃圾袋棄置垃圾。政府會按部就班

落實徵費，包括設立為期 18 個月的準備期，期間免費向市民派發指定垃圾袋。本協會 建議將 

1 8 個月的準備期 延長至 24個月，期間 免費向市民派發指定垃圾袋，讓廣大市民有更長的適

應期。 

 

2. 發放抗疫工作辛勞津貼的建議 

 

兩年來疫情嚴峻，給最前線的保安和清潔從業員帶來極大的挑戰，前線員工每日承受極大的

心理和精神壓力， 建議特 區政府向 前線 保安和清潔 從業員發放 第三期 抗 疫辛勞 津貼，讓

他們可以加強個人防護。 另外， 制訂 發放 額外 標準 津貼措施 給受疫情影響 而 需要配合政

府執行強檢等緊急應變工作的機構，如物業管理公司等行業發放額外 人手 津貼，以舒緩業界

壓力，讓執行工作有效地進行。 

 

3. 更改土地用途，增加建房用地 

 

香港房屋供求失衡的問題嚴重，特首在 2021年施政報告也提到要推展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把香港北部改造成活力十足和具吸 引力的地區，為房屋、科技發展及其他產業提供更多

的土地。建議 盡快落實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 和建議， 從而增加建房用地，改善市民居住條件。 

 

4. 關愛長者就業以舒緩人力資源不足行業的建議 

 

雖然由於現時 疫情影響了就業情況 ，但仍有 多類 行業出現 勞工 人手短缺的情況，當中包括

物業管理 界 物管人員 、 前線 保安員 、 清潔員 等從業員。 預計 當經濟進一步好轉， 業界人 

手 短缺 情況更嚴峻。建議特區政府設立長者就業稅率 (免稅額 )，以加強鼓 勵 60歲或以上的

長者積極重投勞動市場，既可減輕政府對長者的援助和負擔，也可舒緩勞工市場的人手短缺，

從而提升特區政府對長者的關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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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設施管理學會 (HKIFM)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交意見: 

 

1. 轉職、培訓及配對基金 

 

過去兩年，香港飽受疫情嚴重打擊，雖然 2021 年下半年經濟稍有復甦，但由於尚未開放

出入關口，對一些行業的從業員來說仍是前路茫茫，看不到行業前景。 影响最大相信仍

是旅遊、航空、旅巴、健身等行業。 而由於每年仍有一定數目的物業及設施落成，物業、

設施及維修管理行業仍是持續增長，如往年一樣從業員仍是供不應求。 但物業、設施及

維修管理行業需要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入行的從業員仍需要是乎職能，進行某一程度的

培訓。 

 

故此建議政府設立「轉職、培訓及配對基金」，協助受疫情影响的失業人士轉投物業、設

施及維修管理行業。 基金可直接發放予失業轉職人士、培訓機構或物業設施管理公司，

在成功完成培訓及在職最少三個月後發放；基金亦應同時資助有關聘用失業轉職人士的機

構作配對支薪，以鼓勵該機構接受較入職要求為低的轉職顧員，讓其安排一定時間的在職

培訓。 詳細安排應以盡量減低政府及培訓機構、公司的行政開支為主。 若此建議能落實

推行，將是一項双贏方案。 

 

2.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影響資助基金 

 

政府已訂立新例，對都市固體廢物產生者實施收費。 但香港現時樓宇的設計並不能有效

監察廢物產生者的潛在違法行為，加上將來住户需要自行採購政府指定的垃圾袋，將對低

收入人士、甚或因疫情而失業人士構成經濟壓力。 物業設施管理從業人員將需要額外的

支援，例如加裝智能監測系統及增聘保安員，以面對新例的挑戰。 為免對物業設施的管

理費形成上升壓力，加深對失業人士的負擔，建議政府設立基金，支援樓宇提升智能、保

安、監察、記錄及唯讀系統，以配合政府實施有關條例。 基金同時可支援樓宇提升或增

加回收設置，特別是厨餘回收設備，以配合政府有效推行減廢目標。 

 

3. 環保、綠化、節能援助基金 

 

香港樓宇老化，設備落後是不爭的事實，後果當然是離環保、節能等目標越來越遠。 雖

然早年政府已訂立「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但若樓宇對有關條例所列的四類能耗設備不

進行大規模改動，它們無需附合有關條例的節能標準。 現行新建的物業、設施因政府提

供豁免樓面面積，絕大多數已於設計階段達到「BEAM Plus綠建環評」要求，但政府在既

有樓宇方面卻並無提供任何經濟誘因，以鼓勵業主提升樓宇的環保、綠化及節能等設備，

以協助樓宇達到「BEAM Plus綠建環評」要求。 故此建議政府設立基金，提供經濟誘因，

資助可以為配對形式，協助樓宇提升智能管理系統、能源監察系統、環保/綠化/耗能等設

施更新，以達至綠建環評標準，與新建築物看齊，長遠而言亦配合政府達到炭中和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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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年人口、疫後康復援助 

 

香港須然有人均年齡最長壽紀錄，但同時卻對醫護及復康人員構成需求壓力；加上過去兩

年疫情的影响，樓宇用户普遍對物業設施的設計、使用及方便程度等要求大大提高，以舒

緩年長及康復人士的不便，並同時須加強環境衛生、防疫及通風等要求。 一些較舊式、

欠缺足夠空間及無障礙設施的樓宇，對這類須輔助的人士影響更大。 况且在可預見的一

段長時間内，疫情仍會維持，樓宇使用人士仍須警覺。 

 

物業設施管理人員更須具備處理有特別需要人士的知識，額外的培訓無可避免，故此建議

政府能以資金支援業主立案法團及物業設施管理公司，在樓宇内加裝無障礙、復康等設施 

(例如傷殘人士升降設備、斜台、攔河等)、防疫設施 (例如智能機械除箘裝置、改善通風

過濾系統，安裝免觸式按紐裝置等) ，及予物業設施管理人員提供復康、護理、調解知識

培訓資助，讓其能協助有需要人士。 

 

5. 職安健設備援助 

 

過去數星期先後發生多次在沙井工作的工業意外，引致工人死亡。 查沙井是勞工法例下

所訂定的密閉空間，施工前須進行風險評估及安排足夠的事前檢查，並具備通風、安全及

逃生裝備。 早前從勞工處的資料亦反映到一些離地的維修工作，例如假天花工程，所產

生的墜地傷亡意外亦有所增加。  

 

一般小型的維修工程公司為節省成本，務求能以低標價競投工程，往住忽略法定程序及安

全裝備的重要性。 監管維修工程的物業設施管理從業員亦未必對有關職安健要求充分了

解，加上業主組織在管理費預算監控的壓力下，須爭取最低標價，對維修工程公司所提供

的安全設備亦未必能掌握充分細節。 故此建議政府能以資金直接支援業主立案法團及物

業設施管理公司，主動購置職安健裝備於各樓宇 (例如密閉空間工作所需的安全裝備及離

地工作所需的高台架等)，避免維修工程公司在競投工程時忽略有關設備。 政府的援助亦

應包括物業設施管理從業員所需要的額外職安健培訓支出，長遠而言有助達到勞工處追求

零工傷意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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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HKIH)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交意見: 

 

(一) 撥款加強舊區樓宇及鄉郊村屋之防疫工作 

新冠疫情持續，加強社區樓宇衛生工作乃防疫第一線，然而部份舊區樓宇及鄉郊村屋因欠

缺物業管理及清潔服務，在疫情下成為一大隱憂。 

 

本會建議 

本會建議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增撥款項為有確診個案或被納入強制檢測的上述樓

宇及其周邊後巷、街道等，進行一次性的全面清潔行動，保持相關社區的整體環境衞生，

減低病毒的感染和傳播風險，減低付出更大社會代價的風險，並有助提高相關業主及居民

對良好樓宇管理及保持環境衞生的意識。 

 

(二） 撥款疫下推動舊樓及村屋的樓宇管理 

一直以來，部分市區舊樓及偏遠鄉村因欠缺居民組織及管理公司管理，缺乏有效及專業的

樓宇維修管理，疫情中各類問題紛陳諸如樓宇管理、環境衛生、治安、維修及非法改建或

更改用途等問題，政府不能坐視。其實持久專業有效的樓宇管理乃最佳解決良方。際此疫

情下，市民對此問題意識提升，政府應善用良機鼓勵推動相關市民落實有效樓宇管理。 

 

本會建議 

因此，本會建議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預留撥款為願意成立業主組織並聘用物業管

理服務的樓宇提供起動資金，以資助他們首次聘請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或安裝閉路電視系

統作管理用途，相信有助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並延長樓宇的可使用年期，更能保障相關

社區的安全及衛生。 

 

（三）資助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收費）計劃 

本會樂見立法會三讀通過落實垃圾徵費，在公民義務及為環保出一分力的前題下，業界亦

會積極配合。綜合而言，有業主立案法團或管理公司的物業，在執行上成功率較高，惟不

少舊式樓宇或鄉郊屋村，因缺乏有效的物業管理服務和監察系統，必然會窒礙減廢成效。 

 

本會建議 

本會冀望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撥款資助未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舊式樓宇及鄉郊

業戶，安裝閉路電視系統監察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及改善/加建公共垃圾收集站/回收箱，

保障公眾地方的清潔衛生。此外，假如他們日後有意聘用物業管理公司，閉路電視系統亦

有助減輕人手負擔，降低管理成本，惠及規模小的樓宇業主可以承擔能力許可下的費用享

受專業物業管理服務。同時，我們亦建議政府預留款項，在垃圾收費實施初期，向這些社

區的住宅住戶免費派發指定垃圾袋，協助他們適應收費安排。冀望可加強減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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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撥款推動城市及物業管理行業數碼化 

城市數碼轉型為大勢所趨，近年很多物業管理公司都推行智能化管理，結合科技與服務，

將其運用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上，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生活體驗。然而，現時本港部份舊區

及偏遠地區，網絡供應商往往因成本效益問題而卻步，以至這些地區嚴重缺乏光纖及發射

站等設施，整體拖慢香港數碼轉型的步伐。 

本會建議 

本會建議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為香港的 5G 基建項目訂立長遠及整全方案，牽頭

填補網絡真空地區。此外，也為物業管理行業的創新科技研發及裝置引入及提供更多相關

的基金或資助，配合加快 5G 基建等，令物管行業、舊樓管理以至整個香港社會的數碼轉

型都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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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IFMA HK Chapter)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2023年度財政

預算案提交意見: 

 

1. 拓展智慧物業，支援智能科技 

設施及物業管理智能化是當前行業大趨勢，加強自動化程序，不但可彌補人力資源不足的

情況，亦可達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之效。配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高效智能設施及物

業管理必定是把香港構建成為一個世界級智慧城市的其中重要一環。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項目」目前只接受硏發中心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 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 、獲指定為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物流及供應鏈多

元技術研發中心及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或指定本地公營科硏機構 (所有受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註冊的自資本地學位頒授院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職業訓練局、製衣業訓練局

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的申請，綜觀以上申請機構研發中心及本地公營科營機構，都未

能涵蓋物業及設施管理的申請範疇。因此本會強烈建議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增加物業及設

施管理科研及資助予業界以配合未來發展路向。 

 

2. 增設行業培訓基金，培訓行業人才 

近年多新樓宇、設施落成，疫情下設施及物業管理行業需要更多人手，為香港防疫把關。

另行政長官 2021 年施政報告提到將增加房屋和土地供應，讓市民安居，相信會大為增加

行業人手需求。近月雖樂見有新血自飲食業及旅遊業等疫情重災行業加入，然而人手未必

穩定。在此我們建議政府在 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增撥資源培訓人才，如設「設施及物

業管理行業培訓基金」，培訓前線員工及行政及管理人員，包括物業主任及物業經理等。

與此同時，我們支持把退休年齡上限推後至 70 歲，並配合體檢及醫生之建議，以舒緩前

線員工短缺問題。 

 

3. 完善行業資歷架構，清晰行業晉升路線 

教育局下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物業管理業)成立多年，一直與政府攜手推展資歷架構。

設施及物業管理行業發展迅速，工作範疇愈趨多元化，分工亦更專業和仔細，現時的職業

資歷階梯己不合時宜，我們建議政府在 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增撥資源予大學研究中

心，更新及完善現行的物業管理業「職業資歷階梯」，透明化行業的晉升路線及各崗位的

能力要求，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4. 擴展「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至設施及物業管理行業 

粵港澳大灣區近年發展蓬勃，在現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下，政府會按每名獲聘畢業

生向企業發放每月 1萬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 18個月，現時計劃共提供 2,000個名額，名

額主要為創科職位。我們建議政府能增設「設施及物業管理職位」類別，提供「薪金補貼」

予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設施及物業管理從業員，增加受惠名額，並提升津貼至 12,000港元，

及延長計劃至 24個月，以增加計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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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Service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xecutives Society 

To promote the general advancement of the discipline,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of building service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to raise the general public's awareness of the profession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and the 

status of its practitioners.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是一個全球性房屋管理專業學會，成立超過一百年，具有國際認受性，接近二萬名

會員遍佈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全部擔任房屋管理不同崗位。由於學會在行業專業化及規範化方面貢獻良

多，故此，在 1984 年獲英國皇家憲章封號成為「特許機構」，服務全球。香港分會於 1966 年成立，為香

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利房屋專業團體。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香港分會因應其獨特地理關係及特區身份，

服務區域得以擴大至整個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內地、澳門及中國台灣，香港分會並於 2001 年正式改名為

「亞太分會」，成爲了區內極具代表性的物業管理界非牟利專業學會，爲亞太區內物業管理從業員提供具

前瞻性及全球性行業訊息。學會一直全力推動業界在教育培訓、專業認證及交流推廣工作，並獲得政府的

物業管理監管局最早認可爲專業團體之一，成爲政府制定政策的諮詢對象及合作伙伴，除了香港地區，學

會亦積極協助國內物管界的發展，接軌國際標準，扮演關鍵的橋樑角色。目前，亞太分會之會員人數超過

三千四百人以上。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成立於 1985 年，至今 35 年歷史。學會由地產行業的主管級行政人員組成，會員包括

有建築師、規劃師、工程師、測量師、物業管理專業人士、大律師、律師、會計師等等。學會宗旨包括：

支持推廣地產行政人員專業地位、提供培訓、交流，並舉辦研討會、講座、交流團等等，讓會員不斷吸收

新知識,與時並進。學會經常會就政府相關政策提供意見，於 2021 年成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認可專業團

體」，並於週年大會正式通過採用「Rr」作為地產行政師 Real Estate Administrator的簡稱。此後，正式會員

可以在英文名字前加上「Rr」，或在中文名字後加上「地產行政師」，以示其專業會員的資格。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有限公司於 1990年 1月成立，以提升物業管理行業之專業水平為宗旨，並代表各會

員參與政府及其他相關團體在物業管理方面之交流諮詢、討論及研究。協會經常向會員提供專業講座及安

排論壇，更鼓勵專業管理公司之間相互交流，以提高及增進服務水平；亦備有監管會員的專業守則，以保

障業主、住戶、公眾人士的權益。協會會員之業務覆蓋香港 70%以上的聘任物管公司的住宅單位、各類工

業和商業大廈、停車場和私人及政府設施。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 

協會成立於 2005年 2月 13日，當時由十二間物業服務管理公司組成的法定組織。在協會未成立前，作為外

判物業管理承辦商，在管理問題上一直以來未臻完善。基於環境及條件規限，物業管理承辦商之營商環境

及其經營壓力、市場趨勢、勞資等問題未能上達，也沒有一個組織能為物業管理承辦商反映意見。因此，

物業管理承辦商與各同行業界及政府部門等外界的溝通，造成了嚴重的障礙。因此，我們一眾物業管理承

辦商自覺地團結起來，得到各業界及房屋署的支持，透過香港警務處，正式註冊成為一個法定組織，開創

了我們協會的基業。現時成員公司合共管理公共屋邨超逾四十萬個單位，服務香港居民逾 150 萬人。協會

致力與政府部門包括房屋署定期召開會議，深化溝通。協會還定期設立研討會，並積極地解決有關屋邨管

理的各種問題，協力落實房委會的各項措施及指引，注重環境保護及設施管理，配合政府部門推行的環保

政策，以為住戶提供理想及優質的居住環境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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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設施管理學會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是非牟利專業團體。其主要宗旨，是推動設施管理，作為香港物業資產及設施管理其中

一個主要的界別和專業。本會旨在為不同專業背景的從業員提供機會，取得認可的設施管理專業資格。學

會於 1999年在香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成立，由一群積極 ( / 活躍 )參與設施管理事務的專業人士組成。學會

由一個透過選舉產生的理事會主持，下設若干委員會，處理會籍、教育、企業事務、專業發展、研究和出

版事務。2019年 12月 6 日，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出公告，確認香港設施管理學會為監管局的首批認可專業

團體之一。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成立於 1988年 11月 29日，按照《公司法例》(香港法例第 32章) 以有限公司形式註冊，

並由 1997年 5月 9日開始按照《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507章)(1997年法例第 34條)正式成

立為一個註冊法團。另學會更向政府建議制定房屋經理註冊條例，並於 1999年 11月 26日憲報刋登房屋經

理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550章)。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是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於 2019年 12月公佈的《認可專業

團體》。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Property & Facility Management Division) 

Since the dawn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Hong Kong in the sixties, professional 

surveyors have been engaged. We are employed as estate surveyors, estate director/ managers, property managers, 

maintenance managers, property service managers, facility managers, etc. in the day to da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properties, assets, estate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W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rofessionalism, quality and 

excellence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al, corporate and private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Our responsibilities are wide ranging and have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trategic facility planning, asset 

management, space planning management, real estat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perty 

management, corporate real estate and related services.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是根據《房屋經理註冊條例》(第 550章)而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促進及維持房屋管理

的專業水準，以及執行業內自我規管。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IFMA）於 1980 年在美國成立，被認為是設施管理方面的權威。國際設施管理協會是

迄今全世界最大及最被廣泛承認的設施管理行業協會，其分會遍布於全球超過 100個國家，全球約有 24000 

多名會員。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於 1992年始扎根於香港，並於 2020年成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的認可專業團體，

本會受多所行業龍頭企業支持，更成為我們的企業夥伴，攜手推動香港本土設施管理行業的發展和提升行

業管理水平。本會每年舉辦多個專業活動予業界，包括與行業相關的國際高峰會、研討會、工作坊和技術

考察團等，活動廣受業界認可及歡迎。與此同時，亦舉辦亞太區設施管理卓越大獎，以表揚優秀的設施及

物業管理項目和設施經理，積極推動本港的設施及物業管理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