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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經理人的職責

大廈管理事務繁多，很多大廈都會聘請經理人(即物業管理公司)，協助

執行大廈管理的工作。

經理人主要可以分為兩類：

(1)	 公契指明管理有關大廈的人，即公契經理人； 條例第34D(1)條

(2)	 當其時為執行公契而管理有關大廈的任何其他人，泛指業主以合約

聘請的經理人(即合約經理人)。

條例附表7載列了有關經理人的規定。附表7的條文是公契的強制性條

款，必須納入每一份公契之內。如果附表7的條文與公契的條款有不一

致的地方，須以附表7的條文為準。

條例第34E(1)及(2)條

附表7的條文對大廈的經理人具有約束力。無論是公契經理人，還是合

約經理人，都必須遵從附表7載列的規定。

條例的附表7主要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	 財務安排

‧	 採購安排

‧	 經理人辭職

‧	 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

‧	 經理人的委任結束後的責任

‧	 業主之間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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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開立戶口

‧	 經理人須在銀行開立和維持一個有利息的戶口，並只將有關戶口用

於大廈管理方面。

條例附表7第3段

◆	 如有法團，則經理人須開立和維持一個或多於一個獨立而有利

息的戶口，以持有他就大廈管理而從法團或代法團收到的款

項，而每一個戶口須指定為信託戶口或客戶戶口。

‧	 經理人須在建築物的顯眼處，展示一份證明他有開立和維持上述銀

行戶口的文件。

‧	 經理人就大廈管理而收到的所有款項，除了預留一筆合理的款額以

應付小額的雜項開支外，必須不延誤地存入上述的銀行戶口。

◆	 如果有業主委員會，業主委員會須藉決議決定該預留多少款額

以應付小額的開支；

◆	 業主委員會(如有的話)也可以藉決議決定處理該筆款額的其他條

件或安排，例如有關款額是以現金方式持有，還是存入往來戶

口。

業主委員會是什麼？

業主委員會指根據及按照公契成立的一個業主組織。有關
組織的組成、運作細則、職責和權力都須依從公契的規
定。業主委員會並不是一個法人團體。

如果大廈已委出管委會和成立法團，則管委會委員須當作
為業主委員會，並具有業主委員會根據公契所具有的一切
職能、權力及職責。

條例第34D及34K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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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基金

‧	 經理人須設立並維持一項特別基金，以備支付預期並非每年都需要

支付的款項，例如進行大型維修工程的費用。

條例附表7第4段

‧	 如有法團，則法團須藉法團業主大會上的決議，釐定業主在任何財

務年度需要對特別基金繳付的款額，以及繳付款額的時間。

‧	 經理人須在銀行開立和維持一個有利息的戶口，戶名須為大廈的特

別基金，並只將有關戶口用於有關特別基金的事宜。

◆	 如有法團，則經理人須開立和維持一個或多於一個獨立而有利

息的戶口，以持有他就特別基金而從法團或代法團收到的款

項，而每一個戶口須指定為信託戶口或客戶戶口。

‧	 經理人須在建築物的顯眼處，展示一份證明他有開立和維持上述特

別基金的銀行戶口的文件。

‧	 經理人就特別基金而收到的所有款項，必須不延誤地存入上述的銀

行戶口。

‧	 除非經理人認為情況緊急或有關支出已藉業主委員會的決議批准，

否則經理人不得從特別基金付出任何款項。

預算

‧	 經理人須就每個財政年度擬備預算草案，列明有關財務年度的建議

開支。

條例附表7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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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人須將預算草案的副本送交業主委員會。如無業主委員會，則

經理人須將副本連續7天展示在建築物的顯眼處。

‧	 在送交或展示預算草案副本的同時，經理人須發出一份通知，邀請

每名業主在14天內，將對預算草案的意見送交經理人。

‧	 在收集業主的意見後，經理人須擬備預算，列明有關財務年度的建

議開支總額。

‧	 經理人須將預算的副本送交業主委員會。如無業主委員會，則經理

人須將副本連續7天展示在建築物的顯眼處。

‧	 如果經理人在任何財務年度開始時，仍未遵從上述的規定，擬備預

算草案和預算，則直至他遵從有關規定為止，該年度的管理開支總

額須當作與前一年度的管理開支總額一樣。

條例附表7第1(3)段

經理人在擬備預算後，可以修訂預算嗎？

可以，但是經理人必須就修訂預算擬備預算草案，並把草案副本
送交業主委員會，或(如無業主委員會)展示於建築物的顯眼處，
並發出通知邀請業主提出意見，一如經理人擬備原來的預算草案
一樣。

在擬定修訂預算後，經理人也須把修訂預算的副本送交業主委員
會，或(如無業主委員會)展示於建築物的顯眼處。

條例附表7第1(4)段

‧	 如有法團，而法團在經理人把預算或修訂預算送交管委會後的1個

月內，藉法團業主大會通過的決議，決定否決有關預算，則該財務

年度的管理開支總額，不能夠超過前一年度開支總額的110%。

條例附表7第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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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業主以書面要求經理人提供任何預算草案、預算或修訂預

算的副本，則經理人須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提供副本給有關業

主。

條例附表7第1(7)段

業主所需繳付的款額

‧	 業主所需繳付的管理開支總額，須為經理人在預算上指明的建議開

支總額。

條例附表7第1(1)段

‧	 如果經理人修訂預算，則各業主須就管理開支總額而分擔的款額，

須根據修訂預算而調整。

條例附表7第1(5)段

帳目

‧	 經理人須備存下列文件最少6年： 條例附表7第2段

◆	 恰當的帳簿或帳項紀錄及財務紀錄；及

◆	 該等帳簿或紀錄所提述的一切單據、發票、憑單、收據及其他

文件。

‧	 每3個月(或經理人選擇的較短期間)，經理人須就有關期間擬備收

支概算表及資產負債表，並在有關期間後的1個月內，在建築物的

顯眼處連續7天展示該收支概算表及資產負債表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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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個財務年度結束後的2個月內，經理人須擬備該年度的收支表

及資產負債表，並在建築物的顯眼處連續7天展示該收支表及資產

負債表。

◆	 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必須包括特別基金的細項，以及有需要從

特別基金提款的時間和金額。

‧	 如有法團，而法團藉法團業主大會的決議，決定應由決議指明的會

計師審計收支表和資產負債表，則經理人須不延誤地安排審計工

作。

‧	 經理人須准許業主在任何合理時間查閱：

◆	 帳簿或帳項紀錄；

◆	 任何收支表或資產負債表；

◆	 (如有進行審計)經審計的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及會計師報告。

‧	 經理人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須向業主提供下列文件的副本：

◆	 帳簿或帳項紀錄；

◆	 任何收支表或資產負債表；

◆	 (如有進行審計)經審計的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及會計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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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安排

採購規定

‧	 如果任何供應品、貨品或服務的價值超過或相當可能超過

$200,000，經理人必須以招標承投的方式取得有關物品或服務。

條例附表7第5(1)段

‧	 如果任何供應品、貨品或服務的價值超過或相當可能超過每年預算

的20%，經理人須：

條例第34D(3)條及附

表7第5(2)段

◆	 以招標承投的方式取得有關物品或服務；及

◆	 (如有法團)藉在法團業主大會上以過半數票通過的決議，決定是

否採納收到的投標書；

◆	 (如無法團)藉在按照公契召開和進行的業主會議上，以過半數票

通過的決議，決定是否採納收到的投標書。

要注意的是，如果採購的價值超過或相當可能超過每年
預算的20%，則經理人須把所有收到的投標書提交：

◆	 (如有法團)法團業主大會；或

◆	 (如無法團)按照公契召開和進行的業主會議，

並藉會議上以過半數票通過的決議，接納或否決有關投
標書。

經理人可以在審閱投標書後，挑選數份向業主作出推
介，但不能夠代替業主否決收到的投標書。

有關供應品、貨品
或服務的價值

須以招標承投
方式取得

由法團業主大會╱	
業主會議決定	
是否採納投標書

>	$200,000 3 —

>	每年預算的2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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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聘用現任的供應商

‧	 如經理人打算繼續聘用現任的供應商，並能夠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便可以獲豁免有關招標的規定。即是說，如果能夠符合以下條件，

那即使有關採購的價值超過$200,000或每年預算的20%，也無須

進行招標。

條例附表7第5(3)段

‧	 有關條件是：

◆	 有關供應商必須是當其時正聘用的供應商；

◆	 供應商當其時提供的供應品、貨品或服務與經理人擬採購的物

品或服務屬於同一種類；及

◆	 須藉：

■	 (如有法團)法團業主大會；或

■	 (如無法團)按照公契召開和進行的業主會議，

以過半數票通過的決議，決定：

■	 不進行招標；及

■	 按照決議上列明的條款和條件向有關供應商取得供應品、貨

品或服務。

‧	 經理人必須符合以上所有條件，才可以獲得豁免有關招標的規定。

經理人宜進行招標，以取
得最新的市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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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辭職

‧	 經理人如要辭職，必須按照下列方式給予不少於3個月的書面通

知：

條例附表7第6段

◆	 向業主委員會送交通知；或

◆	 如無業主委員會，向每名業主發出通知，並將通知展示在建築

物的顯眼處。

‧	 經理人可以下列方式向業主發出通知：

◆	 當面送交；

◆	 郵寄到業主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或

◆	 留在業主的單位�單位信箱內。

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

‧	 法團可以藉法團業主大會的決議，發出通知終止公契經理人的委

任，而無需給予補償。

條例附表7第7段

‧	 有關決議須憑藉：

◆	 過半數票通過；及

◆	 獲總共擁有份數不少於50%並有權投票的業主支持。

只有擁有份數，並負有支付有
關份數的管理開支的法律責任
的業主，才有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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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決議中須訂有條文：

◆	 規定給予一段不少於3個月的通知期；或

◆	 不規定通知期，而規定將會與公契經理人訂立協議，向經理人

支付代通知金，金額相等於在該通知期內經理人所應得的報

酬。

‧	 在通過有關決議後，法團須在會議日期後的14天內以書面形式向公

契經理人發出通知，終止公契經理人的委任。通知須附有終止委任

的決議副本。

‧	 法團可以下列方式向公契經理人發出通知：

◆	 當面送交；或

◆	 郵寄到經理人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

‧	 如果委任某經理人(公契經理人除外)的合約並無關於終止委任的條

款，則法團也可以用上述的機制終止有關合約經理人的委任。

要注意的是，以上的機制只適用於終止下列經理人的委
任：

◆	 公契經理人；或

◆	 合約經理人，而有關合約並無關於終止委任的條
款。

如果合約經理人的合約載有終止委任的條款，則法團必
須按照有關條款行事，而不能以上述的機制終止合約經
理人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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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的委任結束後的責任

不論經理人的委任因何原因而結束，經理人均須履行下列責任： 條例附表7第8段

‧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而最遲在其委任結束日期的14天內，將

屬於法團或業主，但在他管有下而與大廈管理有關的任何動產，送

交業主委員會(如有的話)或接任的經理人。

◆	 如果有關動產(例如帳簿、帳項紀錄等)須用作擬備下一段提述

的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則經理人須在其委任結束日期的2個月

內，把這些紀錄送交業主委員會(如有的話)或接任的經理人。

‧	 在其委任結束日期的2個月內：

◆	 擬備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並把該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交由業

主委員會(如有的話)所指明的會計師審計。

■	 如無業主委員會或業主委員會並未有指明，則交由經理人所

選的會計師審計。

◆	 將為了擬備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的帳簿、帳項紀錄、文據、文

件及其他紀錄送交業主委員會(如有的話)或接任的經理人。

業主之間的通訊

‧	 經理人須一般地或在個別情況下，就業主之間關乎大廈管理的事宜

互相通訊的渠道，在法團業主大會上諮詢法團，並採取法團決定的

方法。

條例附表7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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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經理人的事項

‧	 經理人並沒有權利就該經理人和法團或大廈業主之間的任何民事

或刑事法律程序(不論勝訴與否)，獲得該法團或業主彌償有關的訟

費、收費、開支或費用。如果公契內載有這些條文，有關條文也屬

作廢及無效。

條例第34L條

‧	 如果大廈有任何業權份數仍未售出，則該份數當其時的業主，須負

有支付與該份數有關的管理開支的法律責任。

條例第34G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