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供聯合中心進一步參考及跟進。除此之外，會場上還放

置有關滲漏維修資訊的展示板，意見箱收集居民的意見，以

及宣傳資料供居民索取。

　　自聯合中心成立至今，根據資料分析，大部份滲漏個案

難以跟進的原因都是涉及業主不合作、排污渠網非法接駁或

非法僭建、單位間隔非法改建或單位空置等。為此，聯合中

心將不斷持續舉辦講解會，加強與居民溝通，呼籲業主守望

相助，將心比己主動肩負維修樓宇渠網系統的責任，配合樓

宇渠網維修，保持樓宇在良好的維修保養狀態。

廈」管委會周勝和主席分享獲「樓宇維修資助計劃」及「樓
宇維修無息貸款計劃」資助的經驗，包括更換了大廈內升降
機、公共排水管、消防設施及大廈閘門，使居住環境煥然一
新。同場亦有多項精彩表演，包括相聲表演，有獎遊戲，深
入淺出地介紹《樓宇維修基金》綜合計劃。是次活動亦邀請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及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之代表出席參與經
驗交流活動，分享管理大廈之心得，場面氣氛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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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滲漏維修知多D」說明會
　　為推動居民積極關注樓宇滲漏維修的責任，「樓宇滲漏

水聯合處理中心」自2009年2月成立至今，積極發揮協調角

色，協助私人樓宇單位業主查找滲漏源頭進行檢查及維修。

為了讓居民更了解滲漏維修的相關資訊，「樓宇滲漏水聯合

處理中心」應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之邀請，於2009年8月12

日至22日期間在康公廟前地、祐漢公園及氹仔花城公園協辦

了三場「樓宇滲漏維修知多D」街區說明會。

　　會上，由土地工務運輸局、民政總署、衞生局、法務局及

房屋局組成的「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分別派出代表，與

居民相互討論交流，即場解答疑問，並記錄居民的意見及個

「經屋管委樂繽紛2009」活動合照

　　為推動經濟房屋提升自身管理素質，房屋局於2009年5月
27日舉辦「經屋管委樂繽紛2009」交流活動，加強與經濟房
屋管理委員會之溝通與聯繫。房屋局自1995年開始協助經濟
房屋成立管理委員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於2006年
重組強化了協調及輔助私人樓宇的管理工作，制定了協助召
開分層所有人大會成立及運作之指引，包括召開分層建築物
所有人第一次大會流程、召集書、授權書、會議記錄、會議
簽名登記表、管理機關成立後如何開展管理工作等，提供分
層所有人在召集大會時作參考之用，截至目前為止，共協助
47幢經濟房屋成立管理委員會，參與管委的人數共355人。
　　「經屋管委樂繽紛」交流活動於2007年開始舉辦，至今
已連續第三年舉行，目的是希望經屋之管理委員能透過交流
會，相互交流大廈管理的心得與經驗，加強管委會及業主對
樓宇管理之認識及參與，向業主推廣樓宇管理訊息，以利房
屋局進一步推廣樓宇共同部分的維修保養工作。
　　會上，房屋局譚光民副局長表示，安居樂業是大多數人
的願望，維護美好家園及良好生活環境，人人安居樂業，為
人為己，適當地維修保養樓宇的共同部分，保障業主、住戶
和公眾的安全，必須要有妥善的管理。與此同時，「海天大

「經屋管委樂繽紛2009」交流活動

於2009年8月15日到康公
廟前地、8月22日到氹仔
花城公園舉辦「樓宇滲漏
維修知多D」街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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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賭權開放以來，社會急速發展，樓價同時上升，居民

　陸續反映置業難的問題，政府對此表示關注，經過詳細的

諮詢和研究，推出了「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及「自

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以減輕居民置業時的首期付款壓力

及後續供款的利息負擔，協助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居民在私人

市場置業，房屋局鄭國明局長於2009年6月10日在房屋局主持

上述兩項計劃的新聞發布會。

　　「自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

制度」計劃為一短期措施，申請期限自2009年6月29日至

2010年6月28日止，接受申請的單位須由信用機構評估其價值

不超過260萬元（澳門幣，下同），包括興建中的樓宇，但可

獲補貼的貸款金額以100萬元為限；補貼期限最長為10年，補

貼率為每年最高4%。至於每一申請的信用擔保額為信用機構

評估的單位價值之20%且最高不超過40萬元，擔保期限最長

為15年。

　　為了讓普羅大眾對「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及「自

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有更深入的了解，房屋局於2009年6月

10日至7月3日期間先後安排了七場說明會，包括一場公開說

明會，兩場分別面向銀行業界及房地產業界的專場說明會，另

外四場為房屋局與社團合辦，由房屋局代表到社團作講解，

七場說明會合共逾千人參與。會上介紹了兩項計劃的內容，

包括申請要件及申請程序等，每場說明會均設有問答環節，

讓公眾就兩項措施的內容提問，當中普遍集中在申請要件方

面，如曾經申請四厘補貼及屬於經屋單位的成員，須符合哪

些條件才能申請是次的補貼制度及信用擔保計劃。就此，房

屋局代表一一作答，並就這方面的例外許可情況制訂了工作

準則供市民參考。

房屋局鄭國明局長(中間)、鄭錫林廳長(左一)
及任利凌處長(右一)於2009年6月10日主持
「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及「自置居
所信用擔保計劃」新聞發布會

於2009年6月16日到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6月19日到工會聯合總會介紹「自置居所貸款利
息補貼制度」及「自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的申請條件及程序

房屋局鄭國明局長(中間)與陽江市陽東縣一中眾學生合照

　　為支援及資助內地有需要的師生，讓他們有更好

的環境教學和學習，房屋局於2009年4月10日至12日

與澳門樂善行及陽江市陽東縣統戰部合作舉辦“陽江

市陽東縣一中貧苦學生資助計劃探訪活動”，並向陽

東縣第一中學共10位優異老師和70位優秀學生，合共

頒發善款約十萬澳門元，藉此鼓勵他們克盡己任春風

化雨，提高自身能力，逐步改善生活質素。

　　是次資助及探訪活動經已連續第三年舉辦，每年

的籌款都得到房屋局全體職員及樂善行的支持，冀望

能為內地的教育事業出一分力，和對有關師生的一點

支持，同時表達澳門居民對祖國同胞的一份關懷。

「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
「自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及

「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
「自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及

陽江助學愛心之旅陽江助學愛心之旅陽江助學愛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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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鄭國明局長(中間)、新橋坊會李志
遠副理事長(左一)及澳門管理學院陳炯釗
院長(右一)於2009年6月30日主持「低層
住宅樓宇狀況普查」新聞發布會

在運輸工務司劉仕堯司長帶領下為「氹仔TN27地段經濟房屋」進行
奠基儀式

　　為增大公共房屋的供應量，推進公共房屋的興建規劃，

首個由政府全資興建的氹仔美副將馬路TN27經濟房屋項目，

已於2009年6月25日舉行奠基典禮，設計方案主要由六座住

宅塔樓組成，層數由46層至48層(連同地面層)，大部分塔樓

為一梯十戶，方案充分展現珍惜土地及善用社會經濟資源，

共提供2,703個住宅單位，當中1房1廳單位(T1)有296個、2房

1廳單位(T2)有1,883個及3房1廳單位(T3)有524個，地段總面

積為16,396.06平方米，工程造價澳門幣1,446,800,000元，

工程預計於2011年下半年竣工。

　　為配合氹仔北區未來交通發展的趨勢，以及滿足TN27地

段經屋居民對車輛停泊位的需求。計劃興建一座大型公眾停

車場，停車場共三層，總面積達42,000多平方米，將提供683

個輕型車輛車位及1,126個電單車車位，停車場內亦具備完善

的配套設施，包括升降機及抽風系統等。另外，為配合逐步

推行公交優先政策，鼓勵居民使用公交服務，於塔樓地面層

建造一座公共巴士轉乘站及總站，總面積約為6,600多平方

米，其將成為離島區首座室內巴士站設施。轉乘站內設有6條

7米寬的巴士行車道及2條7米寬的中央月台行人道，預計可開

設3個巴士轉乘站站點和2至3條以氹仔區為總站的巴士線，並

將有條件增加離島區的循環巴士線，接駁至現正籌建的輕軌

鐵路沿線站點，以進一步完善往返澳門半島與氹仔之間的巴

士快線服務。隨著氹仔TN27經濟房屋項目的落成，圍繞地段

周邊的新開馬路亦會相繼開通，以配合氹仔北區未來交通道

路網絡之發展。

　　為促進睦鄰交往，倡導社區文化，項目將以小區發展作

為定位。裙樓一至二樓分別預留發展空間，提供社會服務設

施及作為商舖用途，面積約15,000平方米。還會預留空間用

作為乾貨市場的用途，面積約5,000平方米。而三樓則設有平

臺花園和休憩區供居民使用，而綠化休憩面積約佔整體平臺

面積七成，面積約14,000平方米，務求為居民提供一個良好

的居住環境。

　　為掌握本澳低層住宅樓宇的整體狀況，從而進一步推行

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作，伸延更多適切的服務以提升居住環

境，房屋局聯同新橋區坊眾互助會及澳門管理學院進行「低

層住宅樓宇狀況普查」，並於2009年6月30日在房屋局舉行

「低層住宅樓宇狀況普查」新聞發布會，由房屋局鄭國明局

長、新橋坊會李志遠副理事長及澳門管理學院陳炯釗院長主

持。

　　是項普查於2009年7月1日起展開，為期兩個月，對象

是新橋區全部約900座樓宇，普查隊伍由專業人員及大學

生組成，通過對樓宇共同部分設施設備進行實地勘察、外觀

拍攝記錄，以準確收集資料數據，然後由澳門管理學院進行

數據分析。整個普查不需進入獨立單位內，只涉及樓宇內共

同部分及外部。

　　新橋區為有關普查的先導區域，日後將因應情況將普查

範圍逐步擴大至全澳各個區域，全面及有序地建立起本澳樓

宇的數據庫，除有助房屋政策的制訂，同時讓公眾得悉所居

住樓宇的狀況，引起對樓宇維修保養的關注。

「低層住宅樓宇狀況普查」「低層住宅樓宇狀況普查」

「氹仔TN27地段經濟房屋」奠基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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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本澳物業管理服務走向專業化並提高行業水平，

房屋局和勞工事務局合辦第四期「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

訓課程」，為行業人員提供進修機會，以配合將推出之「分

層建築物管理實體及管理服務人員註冊制度」，有關課程已

於2009年8月7日在房屋局舉行畢業典禮。

　　第四期結業的課程共有41名人報讀，獲證書者共39人，

其中，7名學員通過專業考核獲發優異獎。出席是次典禮之嘉

賓有房屋局鄭國明局長、勞工事務局林美美副局長、澳門物

業管理業商會劉雅煌副會長、香港職業訓練局潘秉匡教授及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趙伯龍副主席。

　　「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自2006年至今已舉

辦到第五期，報讀人數約200多人，其中，獲發證書者近160

人，大部分畢業學員現職於本澳物業管理機構貢獻所長，推動

行業邁向更專業水平，從而促進本澳行業技術與國際接軌。

　　有關課程邀請香港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

山分校、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及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

太分會）度身設計課程內容。每名學員須完成歷時八個月共

310小時的六項課程，包括物業管理運作、樓宇設施及維修保

養、物業法例的實施、管理技巧或人力資源管理、財務與風

險管理及顧客服務和品質管理等等。

　　根據課程規範，學員除必須通過專業考核外，出席率亦

必須在80%或以上，才可取得課程結業資格。是期學員成績

相當理想，及格率達95%。能結業的學員除獲頒發由兩個主

辦機構聯合簽發的課程證書外，香港職業訓練局頒發專業文

憑證書。

　　另外，根據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一般認可

專業課程程序，在此課程正式開辦後，由主辦機構向該會申請

評核課程，若符合標準，畢業生們在完成該要求的〈實務經驗

需要〉（Practical Experience Requirement），可以申請成為

該會〈房屋從業員〉（Housing Practitioner）級別會員。

　　根據本澳行業專業團體之資料，現時澳門的物業管理公

司約有200多間，若按照註冊制度之理念，每間公司必須具備

最少一名已註冊的物業管理人員，相信行業對「物業管理專

業技術人員課程」的需求甚為殷切。為此，特區政府將因應

實際情況，繼續開辦有關課程，以期為行業提供技能培訓的

同時，又能為即將推行之註冊制度作好人員儲備，提升本澳

相關行業的人力資源素質，並促進本澳行業的技術與國際化

接軌。

「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畢業典禮「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畢業典禮

獲批「低層樓宇資助」的平安大廈進行排污渠設施維修工程

　　回歸轉瞬十載，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改善居民的居住素

質，透過成立《樓宇維修基金》，推出「樓宇維修無息貸款

計劃」、「樓宇維修資助計劃」、「樓宇管理資助計劃」及

「低層樓宇共同設施維修臨時資助計劃」，協助成立管理委

員會，提供公共部分的維修無息貸款及部分費用資助，鼓勵

業主承擔樓宇共同部分之維修及保養責任。

47年樓齡平安大廈申請
「低層樓宇資助」及「樓宇管理資助計劃」
　　2009年3月初，平安大廈業主主動聯絡房屋局，了解《樓

宇維修基金》綜合計劃的資助條件。為有效協助平安大廈進

行維修工程，房屋局代表於2009年3月20日，親自到該大廈為

業主舉辦解釋會，針對該大廈的失修情況，講解《樓宇維修

基金》綜合計劃資助的工程範圍。建議業主申請「低層樓宇

共同設施維修臨時資助計劃」(下稱「低層樓宇資助」)，維修

大廈進出口閘門、排污總設施、供水及供電總設施部分。

　　為了讓平安大廈完善樓宇管理及維修事宜，房屋局鄭國

明局長於2009年4月3日出席平安大廈前、後座業主的分層所

有人大會第一次會議，並成功協助前、後座業主分別成立分

層建築物管理機關（即業主會），選出各自的管理委員會成

員，以及通過樓宇共同部分進行維修的議程。

綜合計劃之個案專訪
　　為協助平安大廈開展維修工程，房屋局於2009年4月30

日按「低層樓宇資助」的上限批出資助金額445,000元，維修

工程項目包括更換大廈進出口閘門、18組排污設施、維修供

電及供水設施。

　　及後，平安大廈前、後座兩個業主會亦於2009年5月19

日，申請「樓宇管理資助計劃」資助召開所有人大會的實際

開支，房屋局於2009年6月17日批出有關資助，前、後座業

主會獲發資助合共1,600元。

第四期「物
業管理專業
技術人員培
訓課程」畢
業學員合照

《樓宇維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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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具體操作路向，首先是以公共房屋

來支援弱勢社群和經濟薄弱的家庭，即是一方面提供社會房

屋租予弱勢及有特殊困難人士，以經濟房屋來支援經濟薄弱

的家庭，所以重新審視現行公共房屋相關條例，使之朝著合

理善用社會資源，優先照顧弱勢社群，維護優良傳統倫理觀

念三個原則發展。

　　8月8日第69/88/M號法令規範之用作社會房屋用途的樓

宇或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法規由1988年適用至今已將近

21年，期間雖然作出六次修訂，但由於近年經濟及社會環境

發生重大變化，加上該法令在實際執行時遇到一些困難。為

此，特區政府在原有法令的基礎上，調整了「社會房屋的分

配、租賃及管理」行政法規，包括附件「社會房屋申請規

章」，以適應現今的實際情況，從而確保有效運用公共資源

協助確有需要的家庭解決居住困難。

　　為讓公眾清晰調整後的「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

行政法規之詳細內容，房屋局鄭國明局長於2009年8月5日在

房屋局主持「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行政法規新聞

發布會，會上介紹了社會房屋的申請條件、申請方法、收入

「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

32年樓齡的益豐大廈透過維修資助，更換大廈的進出口閘門及供電設施

32年樓齡益豐大廈申請「低層樓宇資助」
　　位於雀仔園的益豐大廈，有20個單位，其中，不少是年

長住戶。大廈公共排水管因老化，引致大廈地下到一樓之樓

梯間天花出現滲水情況，此外，供電設施亦出現損毀，影響

居民的居住質素。房屋局於2009年6月按資助上限批出四項維

修申請，資助金額為110,000元。

　　為推動業主承擔樓宇共同部分之維修及保養責任，房屋

局致力透過《樓宇維修基金》內多個財政支援計劃，包括「樓

宇維修無息貸款計劃」、「樓宇維修資助計劃」、「樓宇管

理資助計劃」及「低層樓宇共同設施維修臨時資助計劃」，

協助業主提升樓宇管理之質素，鼓勵成立管理機關、進行樓

宇安全及環境衞生的維修保養工作，以優化居住的環境和生

活空間，以及提升舊樓的物業價值。

行政法規新聞發布會
「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

行政法規新聞發布會

家團人數

1

2

3

4

5

6

7人或以上

　　鄭國明博士因職務需要，於2010年起調任運輸工務司司

長辦公室顧問。鄭國明博士於房屋局服務逾18年，自回歸後

擔任房屋局局長11年。截止目前，房屋局共有員工202人。

為答謝鄭國明博士服務房屋局18年所作出的貢獻，房屋局

全體同事於2009年12月31日為鄭國明博士舉行歡送午宴，

出席同事共178人。

　　會上鄭國明博士感激所有同事多年以來的支持，並期望同

事們繼續貫徹落實、加快推進公共房屋及樓宇管理事務的工

作，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而同事們亦衷心祝福鄭國

明博士將來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繼續發揮才幹，出謀獻策。

　　乘風破浪，繼往開來。我們一定不會辜負鄭國明博士的

殷切期望，繼續發揮你好、我好、房屋局好的精神，精益求

精，服務市民。

及資產限制等。按照「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行政

法規規定，社屋申請家團任一成員在遞交申請表期限結束日

起的前3年內不得擁有物業，而且其中一名成員須年滿18歲，

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並在澳門居住滿七年。申請人不

得為“四厘補貼”或“自置居所物業貸款”的受惠者，並須

符合新的收入及資產總值限額，以一人家團為例，每月的收

入上限為澳門幣6,000元，以及擁有資產的總額不得高於澳門

幣129,600元。

收入上限

6,000

9,100

11,300

12,800

14,300

16,400

17,500

資產限制

129,600

196,560

244,080

276,480

308,880

354,240

378,000

社會房屋家團之收入上限及資產限制

歡送鄭國明局長歡送鄭國明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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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鄭國明局長(前排左三)與各與會者合照

　　由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和上海市物業管理行業協會聯合主

辦的「中國上海、香港、澳門、台灣和新加坡物業管理法制

建設專家論壇」於2009年11月27日在上海舉行，澳門特區政

府房屋局、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澳門物業管理專業人員協

會代表應邀參與此次論壇。

　　會上，房屋局鄭國明局長介紹澳門物業管理的法律制

度，回顧相關法例的歷史沿革，分別解釋分層建築物管理法

規的主要內容，重點提出和介紹了房屋局對物業管理法規

建設的構思和為補充和完善現行法律制度將要推出的幾個

法規。其中，為規範物業管理企業和從業人員提升行業專業

化的《從事樓宇管理及管理服務人員職業的法律制度》，以

及為建立公平和諧的物業管理秩序而將實施的《樓宇管理

仲裁中心規章》的介紹，引起與會者的高度關注。上海和

香港的代表均讚賞房屋局在規範物業管理企業和設立仲裁機

　　因應全球爆發新的H1N1甲型流感疫情，房屋局關注到

本澳社屋長者的防疫情況，除加強社會房屋公共設施的清潔

外，亦分批向近900戶65歲或以上居於社會房屋內的獨居長

者派發關懷禮品包，以提升他們的防疫意識和抗疫能力。

　　房屋局鄭國明局長、公共房屋事務廳鄭錫林廳長、樓宇

管理事務廳繆燦成廳長、房屋分配處趙旅平處長及房屋監管

處伍祿梅處長一行於2009年5月7日親身到嘉翠麗社屋老人中

心及羅必信夫人大廈，了解社屋長者的生活、健康等情況，

並派發關懷禮品包，當中有洗手液、消毒藥水及營養食品麥

皮。

　　根據資料顯示，本澳居於社會房屋內65歲或以上的獨居

長者近900戶，當中不乏90至100歲的高齡人士。由於長者的

身體免疫力較低，為防止新型流感在澳門傳播，及響應官民

聯手舉辦的「全民齊抗疫」活動，房屋局在加強社會房屋公

共設施的清潔外，亦分批向以上住戶派發關懷禮品包，並提

醒定期洗手，與加強清潔家居的重要性，營養食品麥皮則有

助提升長者們的抗疫能力，齊來做好防疫工作。

　　房屋局一直重視弱勢社群，包括長者的居住環境，除了

社屋長者探訪活動 

房屋局鄭國明局長(左二)、鄭錫林廳長(中間)、繆燦成廳長
(右二)及趙旅平處長(右一)探訪長者並致贈禮物包

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居所外，更通過定期的探訪活動，了

解社屋長者的需要，以提供適切的服務。其中，於2008年9

月，房屋局首次舉辦「齊來獻關愛 – 社屋長者探訪活動」，

當時向103名90歲或以上居於社會房屋內的長者致贈禮物包

以表心意，並通過探訪活動讓長者感到社會的關懷，使他們

安享晚年。

制這兩方面的法規構思，認為既可達至有效保障業主住戶權

益目的，又可達至政府有效引導建立物業管理市場良性有序

發展。

「中國上海、香港、澳門、台灣和新加坡
物業管理法制建設專家論壇」

齊來獻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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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快落實公共房屋的興建，更好優化及運用有限的房

屋資源，全力推進在2012年達成19,000的公共房屋的目標。

位於綠楊休憩區附近之筷子基社屋－快意樓及快富樓，已於

2009年12月14日舉行落成典禮。有關社屋佔地面積3,174平

方米，由社屋大樓及長者大樓兩幢組成，共提供884個單位。

當中社屋大樓高30層，6樓至30樓為社屋單位，提供400個單

位，開放式單位（T0）、一房一廳單位（T1）、兩房一廳單

位（T2）、三房一廳單位（T3）各佔100個。長者大樓高29

層，有長者日間中心，8至29樓為安置長者的社屋單位，提供

484個單位，包括開放式單位（T0）440個及一房一廳單位

（T1）44個。

　　長者大樓設有無障礙設施，各長者單位均設有平安鐘及

煙霧感應器，為獨居長者提供24小時無間斷的緊急支援。

同時，為方便行動不便的長者進出，長者單位的門口相對

寬大，亦有兩個防盜眼，所有電掣按鈕都設在較低位置，單

位浴室亦設有扶助設施。

　　此外，筷子基社屋共提供366個汽車及電單車位的公共停

車場，而群樓部份為社會設施，5樓是面積約2,100平方米的

花園平台，並有方便輪椅人士的逃生斜坡，這是本澳的公共

房屋首次設立。

　　繼筷子基社屋落成後，位於青洲河邊馬路及菊花巷內青

洲山腳之青洲社屋C座大樓—青松樓亦於2009年12月18日舉

行落成典禮。青洲社屋共分A、B及C大樓，並已分別命名為

青雅樓、青翠樓及青松樓。除青松樓於2009年落成，青翠樓

及青雅樓亦將分別於2010年及2011年落成。

　　青洲社屋C座大樓—青松樓為長者大樓，高36層，地面

層為出入口大堂及機房，1至5樓為社會設施，6樓為平台休憩

區，7樓至35樓為長者住宅，每層9個一房一廳（T1）單位。

除去14樓為隔火層外，28層住宅共252個長者單位，備有4部

升降機。

　　為照顧長者的居住需要，青松樓設有老人中心等康體設

施外，每一長者單位均設有煙霧感應器及平安鐘，接駁到大

樓的控制室，有條件為獨居長者提供24小時無間斷的緊急支

援。 在運輸工務司劉仕堯司長帶領下，分別於2009年12月14日為「筷子
基社屋－快意樓、快富樓」及12月18日為「青洲社屋－青松樓」進行
落成剪綵儀式

　　青翠樓同樣高36層，分為青翠樓I及青翠樓II兩幢，地面

層為出入口大堂、機房、停車場出入口及商舖，1至5樓為公

共停車場，共有256個輕型車輛泊位及583個電單車泊位，6

樓為平台休憩區，7至35樓為住宅層，每層共24個單位。除去

14樓為隔火層外，28層住宅共672個，並備有8部升降機。

　　而青雅樓佔地面積為1,500多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為

26,000多平方米，樓高25層，共計有357個單位。

　　隨著筷子基社屋與青洲社屋－青松樓的正式落成後，房

屋局將盡快安排合資格的家團「上樓」，協助低收入家庭解

決住屋困難。

「筷子基社屋－快意樓、快富樓」
及「青洲社屋－青松樓」

落成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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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大廈工作委員會及大廈管理資源中心於2009

年2月19日拜訪本局，雙方就《樓宇維修基金》綜合計劃的申請條

件及執行情況進行探討及交流

澳門建造商會於2009年3月4日拜訪本局，就建造行業現況

交流意見

鄭錫林廳長率領房屋局代表團於2009年12月29日拜訪香港房屋署，
了解香港以攪珠形式出售居屋的基本程序及審查資格等實務工作的
運作情況

香港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及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一行於2009年

11月11日拜訪本局，雙方就本澳社屋、經屋及樓宇管理等事務進

行交流

香港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一行於2009年3月20日拜訪本局，介紹
香港房屋經理註冊制度並進行交流

房屋局鄭國明局長率眾主管於2009年2月27日往台灣出席「國際
房屋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