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香港約有半數人口居住在私人的多層大廈，但許多大廈

年深日久，缺乏適當的大廈管理及保養，以致破舊不堪，安

全也成問題。近年發生數宗火災釀成的慘劇，在在顯示大廈

管理問題甚為嚴重。社會人士實有必要增強對這個問題的關

注，而私人樓宇的業主也須認真負起管理本身物業的責任。

政府的政策旨在協助業主自行解決問題，鼓勵和促使他

們妥善管理自己的大廈。《建築物管理條例》訂立一個法律

架構，讓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履行本身的責任。我們除

協助他們組成業主立案法團外，又為他們提供有關如何有效

管理大廈的資料。我們定會鍥而不捨，積極推廣有關工作。

由本人擔任主席的中央防火督導委員會已經成立，以推

廣消防安全措施以及統籌社會各界人士就這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該委員會的職責範圍內，我們剛就《私人樓宇消防安全改

善建議》文件完成了一項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我們

作出多項建議，其中包括對問題樓宇強制執行管理，以及新

建樓宇須自動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社會人士普遍接納上述建

議。我們正研究有關建議對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影響，並會提

出必需的法例修訂，以便落實各項建議。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



一

大廈管理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要向大廈業主和租客提供更全面而又

實際的意見，使他們有更充分的準備去管理大廈，履行他們

對大廈管理和安全方面所應負的責任；並藉推行各項法定的

發牌制度，確保某些處所的安全。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盡量成立更多業主立案法團

處理 700宗有關大廈管理及安全的投訴

簽發或續發旅館和床位寓所牌照及會社合格證明書的數

目較去年多 2%



二

第三頁

第五頁

第七頁

第十一頁

成效重點

一 確定對大廈管理和安全保

障方面的需求，並檢討服

務供應情況

二 加深市民認識大廈管理及

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三 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以及隨後的服務

四 確定及統籌「目標」大廈

的改善

五 規管酒店、賓館、會社和

床位寓所的安全水平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第九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三

不少私人大廈都存在消防安全和大廈管理問題。社會人

士期望政府加緊改善情況，並協助業主和住客自行改善其大

廈的安全和管理。為達到此目的，我們正與有關決策局和部

門以及各專業團體和社區領袖通力合作，共同確定這方面的

需求 、檢 討服 務質 素和 衡量 市民 現時 及日 後對 這些 服務 的

需求。

我們已成立一個中央防火督導委員會，負責統籌落實消

防安全和大廈管理改善措施。此外，我們已在 9個地區設立

分區防火委員會，在各地區層面推廣消防安全措施。

我們正積極檢討現時有關消防安全和大廈管理的行政立

法措施的成效和效率。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已成立的分區防火委員會數目

為跟進「私人大廈消防安全改善建議」的公眾諮詢而進

行的檢討和有關諮詢工作的數目

所確定有待改善範疇的數目

一 確定對大廈管理和安全保障方面的需求，並

檢討服務供應情況



措施 目標

四

在全港 18個地區設立分區防

火委員會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

年每年分別設立 9個分區

防火委員會

檢討有關大廈管理和消防安

全的現行立法行政措施，以

跟進「私人大廈消防安全改

善建議」的公眾諮詢工作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完成檢討現行措施

向中央防火督導委員會提供

資料及協助

(民政事務局 )

為委員會提供有效的服

務，使其可在一九九九

至二零零零年度舉行季

度會議，或因應需要而

舉行會議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一直以來，我們均採取教育、宣傳和行政措施，讓市民

加深認識大廈管理和安全的重要性。

我們定期在各區舉辦有關大廈管理的訓練課程、講座、

研討會和展覽會，並進行火警演習，藉此向業主和住客灌輸

有關知識。同時，我們也製作各類宣傳資料，例如單張、小

冊子、電視及電台政府宣傳短片，以及具有教育意義的錄影

帶等。

首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已在九龍區設立，為大廈業主、

住客、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和各個管理團體提供資料、

服務和專業意見，從而協助他們改善大廈管理、安全和維修

的水平。鑑於各方面對這些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我們會設

立更多資源中心，以改善在這方面的服務。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所舉辦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和其他相關措施的數目

參與宣傳活動的程度

已設立的大廈管理資源中心數目

二 加深市民認識大廈管理及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五



措施 目標

舉辦有關大廈管理和消防安

全的研討會、訓練課程和講

座，向業主和住客灌輸大廈

管理的知識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為 7 000 名參加者舉

辦 60項活動

為大廈業主和住客舉行更多

火警演習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在 27 幢由業主立

案法團管理的大廈及多

幢非由業主立案法團管

理的大廈進行火警演習

增設兩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港島和新界各一個 )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設立該兩個中心

六



在全港 60 000 幢私人樓宇當中，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

迄今大約有 8 000 幢，法團數目則達 5 000 多個。我們計劃採取

更主動的措施，鼓勵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其他形式的業

主組織，管理維修名下物業。民政事務總署的職員協助業主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並鼓勵業主積極參與管理樓宇的工作，

這些服務可促進業主立案法團在運作方面更加快捷有效。

為落實上述目標，我們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成立

了兩個特別聯絡小組，協助有需要改善消防裝置的舊式商業

大廈的業主，組成業主立案法團及統籌必需的工程。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已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

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的增幅

已接獲為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而要求提供資料或協助的申

請數目

三 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及隨後的服務

七



措施 目標

採取更主動的措施，協助業

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加強

對業主立案法團的服務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在 336幢大廈成立

210個新的業主立案

法團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使新成立業主立案

法團的增幅達 5%

處理 1 100 宗就成立業

主立案法團而索取資

料或求助的個案

(民政事務總署 )

八



四

部分大廈的管理及安全問題特別嚴重，所涉範圍亦很廣

泛。要解決該等大廈的問題，最佳做法莫如加以統籌，改善

大廈的管理工作。我們已在全港 13個地區成立大廈管理統籌

小組，專責找出管理不善及安全方面出現嚴重紕漏的大廈，

並將該等大廈列為目標大廈，同時又負責統籌工作，協助業

主作出改善。我們計劃於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在另外兩

個地區成立大廈管理統籌小組。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目標」大廈名單所列的大廈數目

經改善後已從「目標」大廈名單刪除的大廈數目

已成立的大廈管理統籌小組數目

確定及統籌「目標」大廈的改善

九



措施 目標

繼續確定「目標」大廈，並

統籌協助業主進行大廈改善

工作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找出 65 幢新的「目

標」大廈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把 19 幢列於「目

標」大廈名單內的大廈

加以改善後從「目標」

大廈名單中予以刪除

在另外兩個地區成立大廈管

理統籌小組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成立小組

(民政事務總署 )

十



使用酒店、賓館、會社和床位寓所的人士，均有權要求

在消防和樓宇安全方面獲得保障。因此，我們會分別根據《旅

館業條例》、《會社 (房產安全 )條例》和《床位寓所條例》，

繼續實施法定發牌制度，規管這些場所的建築和消防安全。

自一九九八年七月起，上述各類場所須領有牌照或合格

證明書，方屬合法經營。我們會確保所有這類場所均符合法

定規格，並會對符合法定安全標準的場所簽發或續發牌照或

合格證明書。

一些床位寓所經營者因未能達到法定的發牌標準而選擇

關閉寓所，其他一些經營者則減少寓所的住客數目。我們會

為那些因為實施《床位寓所條例》而需要遷出的註冊床位寓

所住客另行安排住所，確保他們不會無家可歸。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過去一年簽發或續發牌照或合格證明書的數目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前單身人士宿舍的總住宿量

因為實施《床位寓所條例》而需要遷出的註冊床位寓所

住客獲得另外安排居所的比率

五 規管酒店、賓館、會社和床位寓所的安全

水平

十一



措施 目標

繼續推行法定的發牌制度，

規管酒店、賓館、會社及床

位寓所的建築及消防安全。

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巡查更多

場所，就所需的改善工程向

營辦商提供意見，並為符合

標準的場所簽發或續發更多

牌照或合格證明書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所簽發或續發的牌

照及合格證明書較去年

多 2%

物色更多用地興建單身人士宿

舍，安置因實施《床位寓所條

例》而需要遷出的床位寓所住

客

(民政事務總署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物色足夠的用地，

安置大約五百名需要遷

出的床位寓所住客

為所有因實施《床位

寓所條例》而需要遷

出的註冊床位寓所住

客另行安排居所

提交《一九九八年酒店住宿

(雜項條文 )條例草案》，以修

正《旅館業條例》內不完備

的條文

(民政事務局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制定

該條例草案

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