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主積極參與 」、「流程一目了然」、
「復修事半功倍」！

1  「樓宇復修平台」是一個一站式的樓宇復修資訊平台，將會以不同的專業範疇為主導，集合不同專業團體、學會、業
內人士代表的參與，為業主提供全方位的資訊和支援。市建局已成立一間附屬公司（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有限公司）專
責管理這個平台，該附屬公司轄下設三個委員會－技術委員會、服務提供者委員會和推廣委員會，就平台上的實務
指引及守則、工程費用參考、樓宇復修專用的招標及合約參考文件、服務提供者名冊資訊庫等提出具體方案和建
議執行細則。

2  意旨6個樓宇復修的主要流程/ 步驟。詳情亦可到「樓宇復修平台」網站（www.brplatform.org.hk）瀏覽有關樓宇復
修各個流程的短片。

3  本指南中的模擬情境/例子(全屬虛構，只供參考用途，絕無任何影射意圖)旨在闡明在樓宇復修工程中，可能會出現的
一些不當行為，從而提醒業主和法團應小心留意這些風險，並應委任遵循道德操守的合資格工程顧問及工程承建商，
進行樓宇復修工程。

序言

「預防勝於治療」這個道理大家都耳熟能詳，有如定期檢查身體，若能及早發現問題，病向
淺中醫，總比出現嚴重病痛後才接受治療來得有效及快些康復。如果將概念應用於樓宇復修
方面，便能領悟到定期及適時維修保養樓宇的各個部分，對維持樓宇的整體狀況，與及居住
環境安全及衛生非常重要，亦較有效率。

樓宇公用部分的復修涉及所有業主的利益，而香港大部分的私人樓宇均為分散業權的樓宇，
致令商議及推行樓宇復修頗不容易。再者，業主一般對如何統籌和管理復修工程（尤其當中
涉及各專業範疇的工作）未必有充足的掌握，這更減低有意籌劃者的信心，增加業主在商議
及籌組樓宇復修的困難。

汲取了多年來協助業主統籌樓宇復修的經驗，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了解到業主除了擔心龐
大的工程費用外，在統籌樓宇復修的過程中，往往產生不少疑問和面對不少困難；包括不認
識樓宇復修的工作流程；不清楚業主自身、業主組織、物業管理公司、工程顧問及工程承
建商等各持份者在樓宇復修過程中的角色、權利和責任；以及對工程規模和工程費用缺乏
相關資訊以作參考比較等。市建局相信業主如果能夠有渠道獲取更多樓宇復修的資訊和支
援，會有助增加了解及信心，亦較容易以合理的價錢和公開、公平及公正的程序完成樓宇復
修的工程，減少業主間的爭拗。

因此，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有限公司（市建局的全資附屬公司 ）的「樓宇復修平台1」推
出這本針對樓宇公用部分的維修保養的〈樓宇復修實務指南〉（指南），旨在提供一套簡便易
明的指引。除希望協助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的樓宇外，同時亦希望能盡量照顧那些
沒有法團的樓宇業主，妥善地籌劃及進行樓宇復修工程。本指南的內容涵蓋樓宇復修前的準
備工作、招聘工程顧問公司和工程承建商的程序，及如何監督工程及施工等資料，以「樓宇
復修6步曲2」為骨幹貫通整個樓宇復修過程，並加入「模擬情境」
及「小錦囊」，更聚焦反映現時樓宇復修的實況，讓讀者注意到
樓宇復修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不當行為。除引述現行的法例條
文，亦提供建議的程序和措施，作為我們推薦的作業常規3。最後
不能不提的，公用部分的適時維修以外，個別單位做好單位內的
維修保養，對整體樓宇的結構安全與環境衛生都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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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內運用以下標記，方便讀者快速地選讀所需資訊：

了解樓宇復修的主要工作

小錦囊

模擬情境

參照指南內的章節

參考刊物

範本文件/ 表格

附件-相關資料 

掃描二維條碼觀看「樓宇復修平台」網站內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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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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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特許建築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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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營造師學會

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

香港專業建築測量顧問公會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限公司

英國特許建造學會(香港)
香港物業管理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工程監督學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有限公司

工程監督及建設監理學會(香港)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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