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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此計劃）為一項收費服務計劃，旨在為業主組織（申請

人）就樓宇維修工程提供支援服務，並透過電子招標平台招聘認可人士 /註册檢驗人員

（或能提供相關服務的顧問公司）及合資格註冊承建商以進行樓宇公用地方的維修工

程。  

1. 參加資格  

 所有非單一業主之私人住用或綜合用途（商住用途）樓宇（包括以公務員建屋

合作社（合作社）方式持有），但不包括樓高3層或以下的樓宇或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樓宇用途以佔用許可證 (又稱入伙紙 )的資料為準。  

 

2. 其他要求  

2.1 申請人要求  

2.1.1  如樓宇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則必須由法團作為申請人向市建

局提交申請。  

2.1.2  如樓宇未有成立法團（包括合作社樓宇），則必須由全體業主或合作社

（如適用）作為申請人向市建局提交申請。請先參閱「樓宇復修綜合支

援計劃」申請表內附錄一《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申請須知》了解相

關的申請規定和要求。  

 

2.2 必須聘請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進行勘察及統籌維修工程，但須在未聘請上

述人士或人員前遞交申請註 一；  

 

2.3 此計劃用以協助業主處理樓宇公用部分的維修工程，但不適用於只為處理下列

項目而進行的維修工程：  

(i)   維修擋土牆或斜坡；  

(i i)  更換或維修康樂設施；  

(i i i )  更換、提升或維修電力裝置、系統工程；或  

(iv)  更換、提升或維修升降機設施。  

 

                                                 

註 一 : 如申請人在提交申請表前已聘請註冊檢驗人員完成強制驗樓法定通知下之訂明檢驗，並計劃繼

續委聘該註冊檢驗人員處理其後之訂明修葺，申請人必須提交相關文件證明上述委聘程序符合

相關法例及以公開招標形式進行，巿建局於覆核資料後會決定是否接納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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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此計劃不接納分段服務的安排，例如「申請人」於遞交申請表前已聘請認可人

士／註冊檢驗人員；或維修進度已進入招聘合資格註冊承建商的階段，而申請

人只希望使用市建局提供的電子招標平台進行招聘合資格註冊承建商。  

 

3. 多於一個申請人的聯合申請（如適用）  

3.1 聯合申請包括以下情況：  

 

 3.1.1 同一幢已成立多個業主組織的樓宇，並計劃聯合進行維修工程；或  

 3.1.2 同一個屋苑（包含多座樓宇）已成立多個業主組織，並計劃聯合進行維

修工程。  

 

3.2 作出聯合申請的每個申請人，必須通過所有業主大會授權。詳見本申請須知第

4.2.3段所列之要求。  

 

3.3 多個申請人必須以同一份標書聯合聘請相同的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統籌

維修工程及聘請相同的合資格註冊承建商進行樓宇公用部分的維修工程。  

 

4. 遞交申請表及所需文件  

4.1 申請可以經以下方式交回市建局：  

(i)  網上遞交 :  

 網址 :  https://www.brplatform.org.hk/e-application 

(ii)  郵寄或親身提交至「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申請表內附錄二所列的市建

局辦事處。  

  

4.2 符合以上參加資格及要求的「申請人」，必須以正楷填妥「樓宇復修綜合支援

計劃」申請表（申請表），並由獲授權代表簽署，以及蓋上所有業主組織的印

章（如有），並連同以下文件的影印本一併遞交：  

 

https://www.brplatform.org.hk/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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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政府部門發出的強制驗樓通知或有關樓宇公用部分改善樓宇安全的法

定命令或勸喻信影印本（如適用）；  

 

 

4.2.2 所有申請樓宇業主組織的註冊文件，例如：業主立案法團註冊證書／社

團註冊證明書／合作社註冊證書及章程；及  

 

 

4.2.3 申請人必須在遞交申請表前於業主大會／合作社社員大會上通過下列

決議註 二，並提交相關會議通知書及會議紀錄：  

 

 (i)  通過以港幣  [  服務費用請參閱「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附件二  ]  

參加市區重建局之「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其上述費用包括

透過市區重建局安排聘請之指定公司為 [樓宇或屋苑名稱 ]  於「招標

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內的獨立專業人士；   

 

 (i i)  法團獲授權作為申請人及授權最少兩名管理委員會委員或按樓宇公

契條款聘任的經理人註 三 代表 [樓宇或屋苑名稱 ]  與該獨立專業人士

及市區重建局簽署相關文件；  

 

 (i i i )  通過市區重建局以代理人身份代表  [樓宇或屋苑名稱 ]  安排聘請以

下人士或公司提供相關服務：  

a) 由指定服務提供者提供電子招標平台服務以進行招聘認可人士 /

註册檢驗人員（或能提供相關服務的顧問公司）及合資格註冊承

建商的招標程序；  

 

  b)  由獨立專業人士或專業會計師監察上述 4.2.3(ii i)(a)項的開標過

程及協助處理開標之有關程序；  

                                                 

註二 : 上述要求申請人必須通過之決議內容（即本申請須知第 4.2.3 段），可能因不同樓宇的情況而

有所更改。  

註三 : 有關未有成立法團的樓宇，申請人及申請人代表之定義及要求，請參閱申請表內附錄一《未成

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申請須知》第 1 段。  



招標妥須知 
 

 

 

2021 年 11 月版                                                  第 4 頁 

 (iv) 除上述決議外，如申請人屬聯合申請的個案，必須在個別的業主大

會上通過一同進行樓宇維修並參加此計劃的決議，並會以同一份標

書聯合聘請相同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及相同合資格註冊承建商

進行樓宇維修工程（實際工程項目可因應個別樓宇的狀況而有所不

同）。  

4.3 其他所需提交的文件：  

 

 4.3.1 適用於已成立法團的樓宇／屋苑必須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

的規定，在業主大會上通過上述第4.2.3段的決議，並提交會議通知書及

會議記錄影印本。  

 

 4.3.2 適用於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屋苑  

 必須根據樓宇公契的規定，在業主大會上通過上述第4.2.3段的決議，並

提交會議通知書及會議記錄影印本（如屬合作社樓宇，則須按《合作社

規則》及章程要求在合作社社員大會上通過上述第4.2.3段的決議。）（另

請參閱申請表內附錄一《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申請須知》）；   

 

4.4 如同一幢樓宇／一個屋苑有多於一個法團／一份公契，並打算聯合籌組維修工

程並申請此計劃，各個法團／申請人可選擇聯合遞交申請表，但須填寫各自的

申請表並一同遞交。市建局有權界定何謂「一幢樓宇／一個屋苑」及保留是否

接受任何聯合申請之權利。  

 

5 審批程序及要求  

 

5.1 市建局會向成功的申請人發出「服務協議通知書」，並要求該申請人與市建局

及市建局為該申請人安排聘請的獨立專業人士分別簽妥兩份服務協議，以確認

各方責任及所提供之服務範圍。  

 

5.2 除非另有規定，成功的申請人簽妥服務協議後，須按照該協議規定支付相關服

務費用，市建局收到服務費用後便會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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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成功的申請人必須按相關指引及法例要求進行委聘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

及合資格註冊承建商的程序，並要求有關人士須配合此計劃的《自助工具》手

冊（詳情可參閱6.1.1）之要求及市建局之指引。如市建局發現有任何不符合指

引要求的情況或招標進度未如「服務協議通知書」上的進度要求，而成功的申

請人獲通知後卻未有合理解釋或作出補救措施，市建局會考慮終止提供相關服

務及不會退還此計劃已開展部分的服務費用。  

5.4 成功的申請人必須在「服務協議」中指定日期（一般為21個月）內達致召開業

主大會揀選承建商的進度要求。  

 

5.5 市建局在毋須透露原因及毋須對申請人及其他任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的情況

下，保留在任何階段拒絕申請的權利。此外，市建局就所有申請條文解釋保留

最終決定權。  

 

6 服務內容及收費  

6.1 服務內容  

 由市建局安排的主要服務包括：  

 

 6.1.1 向成功的申請人提供《自助工具》手冊  (DIY Tool-kits) –  當中包括招

聘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註冊承建商之標準範本及建議  / 

強制性條款與條文，以及其他籌組樓宇復修工作的相關指引及提示 註 四； 

 

 6.1.2 安排為成功的申請人聘請獨立專業人士，在不同階段提供一般樓宇維修

事項的專業及技術意見，並為相關維修項目作工程費用估算；  

 

 6.1.3 安排為成功的申請人聘請獨立專業人士，審閱由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

員準備之勘察報告、招標文件、工程費用估算及標書分析報告，並提出

意見；  

 

                                                 

註四 : 有關招聘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註冊承建商之標準範本及建議，以及其他籌組樓宇復修工作的相關指

引及提示載於《樓宇復修實務指南》(Building Rehabilitation Guidebook ) (https://brplatform.org.hk/tc/sample-

documents-and-guidebook/building-rehabilitation-guidebook)  

https://brplatform.org.hk/tc/sample-documents-and-guidebook/building-rehabilitation-guidebook
https://brplatform.org.hk/tc/sample-documents-and-guidebook/building-rehabilitation-gui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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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以代理人身分提供電子招標平台供成功的申請人招聘認可人士 /註册檢

驗人員及合資格註冊承建商；  

 6.1.5 以代理人身分為成功的申請人聘請專業會計師  (或獨立專業人士 )以處

理開標程序。  

 

 

6.2 服務流程  

 此計劃的服務流程如下 :  

 

 業主組織需進行的程序 此計劃之服務流程

成功的申請人與市建局
簽訂服務協議

成功的申請人聘請
認可人士  /

註冊檢驗人員

成功的申請人招聘
合資格註冊承建商

成功的申請人揀選
合資格註冊承建商

按申請人樓宇的公用部分所需進行之工程項目
提供粗略估算，並透過電子招標平台進行認可
人士/註册檢驗人員（或能提供相關服務的顧問

公司）的招標工作

就申請人聘用之認可人士  / 
註冊檢驗人員所提交的樓宇勘察報告、工程標

書及工程估算提供意見及工程費用估算

透過電子招標平台進行
合資格註冊承建商的招標工作

就申請人聘用之認可人士  / 
註冊檢驗人員所提交的標書分析報告提供意見

服務完結

 

6.3 服務收費  

 6.3.1 此計劃乃收費服務，旨在收回營運成本。申請人可參考「樓宇復修綜

合支援計劃」的附件二，了解收費詳情。  

 

7.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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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市建局的服務是 (i)安排為成功的申請人聘請獨立專業人士、 (ii )以代理人身分

為成功的申請人聘請電子招標平台服務提供者及註冊會計師  (或獨立專業人

士 )，(iii )為成功的申請人提供技術協助及專業意見，而不會取代成功的申請人

所聘請的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之原有角色及責任。  

 

7.2 市建局不會介入或干預業主在揀選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註冊建

築承建商的決定，業主可按其意願選擇最合適者。若業主在過程中發現有任何

涉及刑事或不公平的情況，應向有關政府部門或專責機構反映及報告。  

 

7.3 市建局有權修改此計劃的申請資格要求及其他細節而毋須另行通知。有關最新

資訊將會上載於「樓宇復修平台」網站  (www.brplatform.org.hk)。  

 

7.4 此申請須知並不構成巿建局對申請人任何承諾或保證，以上所述之要點並非此

計劃的全面資訊，所有條款及細則以巿建局的批核文件及本申請須知第 5.1段

所述之兩份服務協議為準。  

 

 

計劃查詢熱線 :  3188 1188 

http://www.brplatform.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