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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香港房屋、物業及設施管理專業聯盟 

全力支持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選舉政綱，尤其是土地和房

屋政策方面，精簡程序、發揮創意、共同建設美好香港 
 
香港，2022 年 4 月 30 日  香港房屋、物業及設施管理專業聯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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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為 90%香港市民提供房屋、物業

及設施管理專業服務，專業會員人數逾 12,000 人；就特首選舉候選人李家超先生發表

的參選政綱，聯合發表以下意見。 

 

(一) 樂見增加土地供應決心 

10 會 1 局支持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的新建議，成立「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以精簡和優化

土地房屋供應程序為目標，協調土地發展相關的政府部門，加快審批流程，有助政府建立穩定

的土地儲備。統籌組將全面審視 16,000 公頃的綠化地帶及約 1,600 公頃的棕地、收地流程，

加快將生地轉變為熟地，透過持久開發土地，讓新一屆政府有能力探討不同發展的可行性，創

建理想家園。 

 

(二) 建議增加地積比 

現時開拓房屋及土地的措施，除新界北區發展及明日大嶼外，都是較零碎的，我們建議特首候

選人考慮將全港現時的住用地積比率上限，在可行情況下，增加 100％，這等於即時可增

7,000 多公頃土地可供發展。在全港性大幅度增加地積比的同時，我們建議需要強制實施屋宇

署「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當中對樓宇分隔的規定，並修訂《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0（3）

條，將容許非住用建築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非住用部分在地面水平以上不超逾 15 米的高度內

的上蓋面積百分率可達至 100% 收緊至不超逾 80%，以確保在高地積比下建成的樓宇之間有

足夠空間令空氣流通，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三) 歡迎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建議，加快公屋輪候時間  

10 會 1 局歡迎政府加快公營房屋供應，急市民所急，透過成立「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

組」，以提升未來 5 年公營房屋落成量為目標。短期內推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作為應急措

施，長期則縮短建築時間，包括重啟私人參建，擴大「設計及建造」的採購模式。我們支持在

合適的公營房屋項目採用新的採購模式，引入承建商一併負責設計和建造，藉此提供額外資源

協助房屋署開展前期設計工作，亦可借助承建商的專業知識進一步優化整個建造工作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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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展創科 推展智慧都市  

創科是提升本港競爭力的重要基石，10 會 1 局樂見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積極推動城市數碼轉

型。我們期望政府可提供更多相關的基金或資助，培養人才，引領香港將科技融入各行業中。

「建築信息模擬(BIM)」為設施管理人員提供了最完整的設施、資產和基礎設施可視化模型。

設施專業人員可利用這些工具加強項目管理、數據存取和資訊交流。我們建議新一屆政府成立

專責小組，推動使用「建築信息模擬(BIM)」及建立大型「建築信息模擬(BIM)」數據庫，相信

有利設施管 理及建築設計、測量行業的發展，協助加快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的步伐。 

 
近年物業管理公司推行智能化管理，結合科技與服務，將其運用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上，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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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建議為香港的 5G 基建項目訂立長遠及整全方案，牽頭填補網絡真空地區。 

 
 

(五) 把握北部都會區商機 

開發北部都會區為香港帶來大量商業的機遇，將來對房屋的需求亦相繼增多，我們建議新一屆

政府可以更整全的方式規劃北部都會區的設施和用地，造就協同效應。此外，現時內地暫未有

房屋管理專業資格認證。建議政府可與內地相關部門加強溝通，一旦內地開設相關資格認證，

便能即時啟動跨境認可資格，加快與大灣區接軌，提升本港房屋管理專業的競爭力和發展。 
 
 

 
**** 完 ****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致力推動屋宇裝備運營及維修最佳標準和科技應用的實踐管理與時並進 ，以及提高公眾對行業對社會

的貢獻及其從業人員重要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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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somes.org.hk/
http://www.cih.org.hk/Traditional/Main/Main/main.html
https://hire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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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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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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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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專業團體，學會的成員都是負責策劃和統籌各種房屋管理服務的合資格專業人士，他們的工作

包括就特區政府制定房屋政策及立法提供專業意見、參與不同類型房屋的設計、供應、改善、管理和行

政事務。學會亦為會員提供持續專業進修培訓課程，給予會員最新的行業資訊和法規，用以鼓勵會員持

續發展。現時學會會員人數約 3,500，所管理的房屋不少於全港所有房屋的 70%。會員任職於房屋機構

例如房屋署、私人物業發展公司、各大物業管理公司、投資基金、本地和國際顧問公司等。學會亦是義

務工作發展局屬下香港義工團會員，同時亦獲頒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的「香港綠色機構認證」計劃

節能證書及減廢證書。  

 
香港測量師學會物業設施管理組 

物業設施管理在過去由三個主要的測量專業所提供。理事會有見需要，於 1999 年開設首個跨組別的物

業管理委員會。物業管理委員會主要作為學會內部活動的集中協調及提供代表出席政府及其他機構有關

物業管理的活動。物業管理委員會於 2003 年改名為物業設施管理委員會以覆蓋在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重

要性都日益增加的設施管理。在該年的後期，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修定的章程中認可為一些跨組別及專

業服務設立專業論壇，物業設施管理委員會因而改革成為物業設施管理論壇。專業測量師受雇於政府部

門、政府有關的組織、公共機構、地產發展商、物業及設施管理服務公司、跨國機構、國際房地產顧問

行，主要負責策略設施規劃、資產管理、空間規劃管理、房地產設計及管理、營運及維修、物業管理、

企業房地產及其他有關服務。 

 

https://hkapmc.org.hk/en/
https://www.hkapsa.com/
https://www.hkifm.org.hk/public_html/membership_c04.html
https://www.housing.org.hk/
https://www.housing.org.hk/
https://www.hkis.org.hk/tc/division_pfmd.html?i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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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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是為全球廣泛、一致認可的專業性學會，其專業領域涵蓋了土地、物業、建

造、項目管理及環境等 17 個不同的行業。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已經有 140 餘年的歷史，

目前有 14 萬多會員分布在全球 146 個國家；擁有 400 多個 RICS 認可的相關大學學位專業課程，每年

發表超過 500 多份研究及公共政策評論報告，向會員提供覆蓋 17 個專業領域和相關行業的最新發展趨

勢；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得到了全球 50 多個地方性協會及聯合團體的大力支持。 

 

 
傳媒查詢，請聯絡：  

陳穎珊  

+852 9379 3045  
belinda.chan@creativegp.com   
 
梁曉殷  

+852 6077 7342  
penn.leung@creativegp.com 

http://www.hmregistration.org.hk/zh-hant/node/1622
https://www.hkifm.org.hk/public_html/membership_c05.html
https://www.hkifm.org.hk/public_html/membership_c05.html
https://www.rics.org/en-hk/
https://www.rics.org/en-hk/
mailto:belinda.chan@creativegp.com
mailto:penn.leung@creativeg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