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勵舊樓維修公共設施
「自置居所支援計劃」講解會助建築界創造就業機會

　　特區政府為減輕市民自置居所時的首期供款壓

力，以及後續供款的利息負擔，將推出「自置居所支

援計劃」。

　　為使業界了解有關計劃，房屋局於2008年1月至

2009年2月期間，分別與澳門銀行公會及從業員、澳

門金融管理局、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及澳門工會聯合

總會，舉行了11場諮詢講解會，與會者均踴躍發問，

反應熱烈。

　　會上介紹了「自置居所支援計劃」的宗旨、申請

條件、資助範圍等。申請的條件主要包括：澳門居住

的家團及個人均可申請利息補貼，而申請須由一名在

澳門住滿7年且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成員提

出，申請表內的家團成員在提交申請表日起計的前3年

內在澳門沒有居住用途的物業；而擬購買的住宅單位

估價不超過澳門幣300萬元。資助範圍包括發放利息

補貼及提供信用保證，補貼率為每年最高4%；同時，

政府會對樓款首期進行擔保，擔保部分不超過有關物

業估值的20%，惟受惠人須至少承擔10%的首期；提

供信用保證的期限與發放利息補貼的期限相同，最長

為15年，但在某些違規情況下被終止利息補貼後，信

用保證亦會被終止。

　　於講解會上，各與會者對於政府將推出的「自置

居所支援計劃」均表示贊同，認為該計劃能支持市民

置業，減輕購樓者的財政負擔，此外，亦踴躍提問及

發表意見，以此機會釐清了一些實務操作上的問題。

至於所提出的意見，主要關注在申請條件及政府提供

的信用保證方面，有與會者認為，希望在不可歸責於

銀行的情況下，受惠人被終止發放補貼後，政府仍能

繼續提供信用保證，以使貸款銀行得到保障。對於各

項意見，房屋局會作參考及分析其可行性，以使有關

法規在公布時可得到市民及銀行業界的支持，達到支

援市民自置居所的目的。

 

房屋局鄭國明局長(中間)、
土地工務運輸局陳榮喜代廳
長(右一)及房屋局繆燦成廳
長(左一)於2009年2月9日聯
合主持《低層樓宇共同設施
維修臨時資助計劃》新聞發
布會

房屋局鄭鍚林廳長(中間)、趙旅平處長(左一)
及任利凌處長(右一)於2009年1月20日主持
「自置居所支援計劃」講解會

　　現時本澳約存1,700多幢樓齡在30年或以

上、樓高7層或以下的舊式樓宇。這些樓宇的共

同部分設施已日趨老化及殘舊，嚴重影響居住環

境、公共衞生及安全。政府為針對性地協助低層

樓宇維修公共設施，推出《低層樓宇共同設施維

修臨時資助計劃》，資助低層樓宇維修樓宇進

出口閘門、供電總設施、供水總設施及排污總

設施，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與此同時，因應當

前澳門正受金融海嘯的影響，部分建築工程項目

因而擱置，導致不少建築業工人陷入失業困境。

為配合特區政府零九年施政方針提出之“加快啟

動公共工程，創造就業促進經濟”施政理念，故

預計動用約2.5億元投入該項計劃，推動開拓小型

維修工程，盤活小企業營商環境，為建築工人提

供約7,000多個就業機會，以紓緩經濟逆轉所引致

的失業問題。

　　此外，政府也希望透過是項計劃，引導業主

關注自身物業的維修與保養，從而能自覺地遵守

相關法律的規定，負起業主應有的責任及義務。

　　《低層樓宇共同設施維修臨時資助計劃》主

要為樓宇層數七層或以下，樓齡三十年或以上，

並在物業登記局登記為居住或商住用途的物業，

可獲資助的樓宇共同設施的平常維修保養工程

包括：樓宇進出口閘門（樓宇停車場出口閘門

除外），資助金額不超過一萬五千元；供電總設

施，資助金額不超過四萬元；供水總設施，資助

金額不超過四萬元；排污總設施，資助金額不超

過一萬五千元。

　　計劃的申請可由任一分層所有人、依法選出

的分層建築物管理機關或為分層建築物提供管理

服務的實體作出申請，而進行維修工程需取得超

過二分之一的業權人同意聲明或由分層建築物所

有人大會通過。

　　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及方便居民，負責是項

計劃的房屋局與土地工務運輸局將向合資格的

申請者提供「一站式服務」，申請者只需填妥

申請表，連同業主同意書、工程准照、工程預算

及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送交房屋局。房屋局便將

審批樓宇工程部分轉交予工務局處理，工務局將

會於十五個工作天內完成審閱的快速程序，並將

結果知會申請者，獲批的資助金額將於三十天

內由樓宇維修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負責批核。

與此同時，符合資格的業主是免繳付任何費用

或稅款，並可透過互聯網查詢申請審閱進度。

澳門管理學院院長陳炯釗博士與眾員工合照

　　為加深員工對於設施管理的認

識及其業務範圍，房屋局於2008

年10月31日邀請了澳門管理學院

院長陳炯釗博士主講「設施管理概

念與實踐」講座，內容包括設施管

理對企業之影響、設施管理預期效

益、設施管理之科技應用、使用管

理科技之成效等專題，以提升員工

之專業知識。

「設施管理概念與實踐」講座

在運輸工務司劉仕堯司長帶領下為「青洲社會房屋綜合體A大樓」

奠基儀式

　　為回應市民對社會房屋之需求，政府已積極投放

資源及採取相關措施，加快興建公屋進度，增大社會

房屋的供應量，盡力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他們可以負擔

的租住房屋。

　　「青洲社會房屋綜合體A大樓」奠基典禮已於

2008年11月28日舉行，是項工程是繼青洲社會房屋綜

合體B及C大樓工程啟動後，另一項落實興建之社會房

屋工程，工程造價估算約2億澳門元，預計將於2010

第四季竣工。是次工程用地面積約1,415平方米、住宅

建築面積約12,600平方米、社會設施建築面積約1,100

平方米及休憩平台面積約860平方米。

　　「青洲社會房屋綜合體A大樓」樓高25層，將提

供357個社屋單位，包括開放式單位168個、1房1廳單

位105個及2房1廳單位84個。大樓內之各項配套設施

規劃完備，包括社會設施、商舖及休憩平台。

南成大廈
管理委員會
感謝信

何先生的讚揚信

海濱花園
管理委員會
感謝信

「樓宇維修基金」計劃推陳出新
協助居民做好樓宇管理維修
　　澳門地少人多，市民大多居住在私人多層的樓宇中。這

些樓宇由多個單位組成，管理維修一向是一個複雜和困難的

問題。如果因為樓宇管理不善或其他共同部分缺乏維修而造

成任何意外，有關業主須負上共同及個別的法律責任。要妥

善管理樓宇，讓業主有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成立管理機關

便是確保樓宇有效管理的最佳途徑，也是進行樓宇共同部分

維修與保養的第一步。

　　政府為加大協助業主進行樓宇維修和保養之力度，

於2007年起相繼推出「樓宇維修基金」各項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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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息貸款、部分資助直至設施維修的全數資

助，為業主提供支援，維修大廈公共地方，改善市區老化

的情況。

　　當中《樓宇管理資助計劃》的推出，便是鼓勵及推動業

主成立管理機關，承擔樓宇管理及維修的責任。計劃自2008

年9月推出至今，透過提供協助成立管理機關並成功獲批資助

的有27幢樓宇，包括南成大廈、白雲花園、凱旅門廣場、泉

悅花園及龍運大廈。

房屋局 電話：(853)2859 4875　傳真：(853)2830 5909　
電郵：info@ihm.gov.mo　地址：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102號

　　社會房屋的分配，是協助有住屋需求之低收入家庭，除透過公開競投

外，亦關顧到有特殊困難急需安置之個人或家團。為維護及保持一個適當

的居住環境，房屋局會向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協助，跟進維修及完善社屋大

廈公共部分的設施。

　　何先生乃社屋租戶，於年初反映其單位出現石屎剝落的情況，本局獲悉

後即派員前往其單位進行維修工程，而事後何先生對於維修結果甚為滿意，

其後更致函本局以表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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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之跟進
　　《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於2009年1月29日接獲

衛生局黑沙環社區衛生工作組通知，巴波沙大馬路台山平

民大廈A座其中兩個單位因衛生間渠道淤塞，污水及污物

外流至公共走廊，影響公共環境衛生。房屋局隨即派員

往現場視察情況，並即時聯絡業主進行維修，經業主同

意下，有關問題已於2009年2月1日得以解決。

　　此外，房屋局於2009年2月5日亦分別接獲土地工務運

輸局及民政總署轉介同一個案，反映前述大廈之1樓個別

單位及地下商舖前面的公共柱廊位置有污水溢出，影響公

眾衛生。初步懷疑起因是由於大廈排水管道日久失修導致

淤塞，現場所見，大廈地下某一舖位對出之公共柱廊地面

被鑿開一小洞，污水從該位置湧出。2月13日上午中心再

次聯合相關部門人員到達現場經跟進協調後，確定了有關

之解決方案，並立即展開維修工程，於2月15日完成，問

題也得以完滿解決。

　　其實樓宇出現問題後，業主首先應自行安排維修人員

處理，有需要時也可要求管理公司協助處理和協調睦鄰的

關係以解決涉及的問題，尋求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的

跟進，應是最後的環節。當中心介入後，亦期望各位業主

本着樓宇為自己資產應當作出保護與保障和履行自己的義

務，充分與行政當局主動合作，把環境衛生搞好，共建一

個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

平民大廈A座公共柱廊小洞不斷湧出污水

工程完成後問題解決

　　樓宇塞渠滲漏屬於長期困擾居民的家居環境問題之

一。為了落實推行“鼓勵樓宇維修”的施政方針，秉持“

以人為本”的理念。政府決定在繼續加強向居民宣傳推廣

樓宇維修意義的同時，透過跨部門合作，由土地工務運輸

局、民政總署、衛生局、法務局及房屋局組成《樓宇滲漏

水聯合處理中心》，由房屋局統籌，採取“一站式”方式

接受及處理居民的投訴，透過技術判斷尋找滲漏水的源

頭、協調、提供法律資訊以及睦鄰關係等方面協助居民，

讓居民可以盡快進行有關之維修工程。“樓宇滲漏水聯合

處理中心”已於2009年2月1日正式投入運作。

　　“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之職能主要是協調處理

住宅及商住樓宇的供/排水系統淤塞及漏水問題。中心設立

於房屋局，由專責小組負責跟進及處理有關工作，當投訴

個案納入“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後，一般30天向當

事人提交初步解決報告，並根據投訴個案的情況作立案及

分類處理，首先會到現場作初步的了解、協調及根據衛

生局之指引對個案作評估分類的工作，並按風險程度分

為高、中、低級別三類：

(1) 風險程度屬高級別時：專責小組會即時聯絡各部
門採取聯合行動，由土地工務運輸局準備圖則並作現場

的技術判斷，找出滲漏水的源頭以及提供維修的方案，

房屋局、衛生局、民政總署等作現場聯合行動。對於特

殊情況，例如空置單位，衛生局按照既定準則決定未經業

主許可進入私人物業，同時聯絡治安警察到現場作協助。

(2) 風險程度屬中級別時：專責小組將個案安排在每
週一次的聯合行動中處理。每週一次的聯合行動，由房屋

局負責聯絡涉及滲漏問題單位的業主以及各部門代表，土

地工務運輸局負責準備圖則作現場的技術判斷，找出滲漏

水的源頭以及提供維修的方案，衛生局代表作現場衛生環

境評估，倘若未能聯絡相關的單位業主，房屋局會負責以

不同的方式聯絡業主，包括透過物業登記局之資料進行聯

絡。

(3) 風險程度屬低級別時：當專責小組判斷個案的衛
生環境風險屬低級別時，專責小組會將個案交予土地工務

運輸局，提供技術判斷，找出滲漏水源頭，評定維修負責

單位，發出通告，要求利害關係人進行維修，若利害關係

人因不履行維修工作則需負上相關的法律責任，並將有關

資料通知房屋局。倘若未能聯絡相關的單位業主，房屋局

會負責以不同的方式聯絡業主，包括透過物業登記局之資

料進行聯絡。

　　政府為回應社會訴求，將從提供協調、技術支援、大

力宣傳小業主之權責、提供法律訴訟之基本資訊、協助成

立管理委員會、推廣“樓宇維修無息貸款計劃”和“樓宇

維修資助計劃”等計劃及不斷優化內部程序等舉措，務求

全面地協調處理樓宇滲漏水之問題，藉著設立一個可行機

制，除了促進小業主與政府合作之外；也促進各政府部門

之間的合作，以期逐步提升工作效益，從而邁進完善樓宇

管理的目標。　　廣西位於中國南方，由於缺乏水源，

人民生活貧困，隨著冬天的到來，國內同

胞們正受寒冬侵襲，過著穿不暖吃不飽的

日子。為支持扶貧解困及提倡珍惜資源，

樂善行舉辦了《舊衣回收活動》，房屋局

上下員工為共襄善舉，於2008年12月2日

募集了一批禦寒衣物送交樂善行轉贈國內

同胞，《舊衣回收活動》不單為祖國貧困

同胞帶來禦寒衣物，更為他們送上澳門同

胞的關心和暖流。

樂善行的感謝信

「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
及優質物業管理服務認證」

　　為推動本澳物業管理服務走向專業化並提

高行業水平，以配合即將推出之從事樓宇管理

業務及管理服務人員職業的法律制度的推行，

房屋局和勞工事務局再度合作開辦了「第三

期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並邀

請到香港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

理臣山)、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及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度身設計本課程。此外，

房屋局亦邀得香港品質保證局協助推行「優質

物業管理服務認證計劃」，以專業方法對本澳

物業管理公司之服務內容及能力進行認證。上

述二項之證書頒發儀式於2008年12月30日在房

屋局會議室舉行。

結業成績理想
　　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今次已是第三

期，課程共有41名學員參與，由於課程規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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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由房屋局和勞工事務局聯合簽發的課程證

書外，香港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

臣山)亦會給予證書。由於是項課程課時長達

310個小時，且為期9個月，故參與的機構都表

示滿意並認同達到預期的效果。

　　有關課程除獲澳港兩地認可外，課程亦

已通過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的學術評審和認

可，故課程結業學員可直接申請成為英國特許房屋

經理學會「房屋從業員」級別之專業資格會員。這

對日後本澳物業管理業之健康發展及與國際水平接

軌，帶來正面積極意義。

八間物業管理公司考獲證書
　　優質物業管理服務認證計劃共有八間物業管理公

司參與，他們須達到既定的標準並通過專業考核，才

可取得認證證書，而經約9個月的時間及多項的專業考

核，包括有管理、技術、清潔、保養維修以及客戶服

務等項目的能力考核，八間公司分別為福溢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澳門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福益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南澳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中滙管理保安

有限公司、兆龍屋宇管理有限公司、寶龍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及國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獲頒由香港品

質保證局簽發的“優質物業管理服務認證證書”。

　　出席是次儀式之嘉賓，除房屋局鄭國明局長及勞

工事務局林美美副局長外，還有香港職業訓練局高級

項目主任林慕蓮女士、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

會潘源舫副主席、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莫國和教授工

程師及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劉藝良會長等人員。

 

見證物業管理業者獲頒優質服務認證証書

證書頒發儀式

各部門代表出席《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新聞發布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