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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 常見問題 

(1)  問 :  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下，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有何

支援提供給業主？  

答 :  為協助業主履行「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的法定要求，房協及市建

局已推出「強制驗樓資助計劃」（資助計劃），為被納入「強制驗樓計劃」下的

業主提供所需的財政及技術支援。  

 

 在財政支援方面，房協及市建局會向合資格樓宇的法團／業主提供「強制驗樓計

劃」下首次驗樓費用的資助（設有上限）。資助計劃旨在資助在「強制驗樓計

劃」下為樓宇公用部分進行首次檢驗的費用。如在「強制驗樓計劃」下檢驗樓宇

公用部分的實際費用不超過資助上限，則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為樓宇公用部分

進行首次檢驗窗戶的費用亦可被納入資助範圍內。  

 

 在技術支援方面，房協和市建局會在建築事務監督發出預先知會函件予目標樓宇

後，出席由屋宇署∕房屋署安排的地區簡介會，向目標樓宇業主講解「強制驗樓

計劃」配套支援的詳情。此外，房協和市建局亦為參與資助計劃的法團／業主提

供「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的招標文件及服務協議書範本，就招標和聘任「註冊檢

驗人員」事宜提供參考文件，以協助業主能有效地進行招標工作及聘任安排。  

 

至於根據檢驗結果而須進行的修葺工程，屋宇署、房協和市建局會繼續透過現有

的「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向參與計劃的樓宇業主提供技術和財政支援，以

協助樓宇進行有需要的修葺工程。若法團／業主對樓宇維修相關的資助計劃有任

何疑問，可致電「樓宇維修支援計劃熱線」3188 1188 查詢。  

 

 

(2)  問 :  如業主/法團對「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有關執行法定通知，演繹

法例要求及作業守則等各項技術問題有任何疑問，可以向什麼機構尋求協助？  

答 :    業主/法團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應聯絡屋宇署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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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樓宇須符合甚麼資格才可以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答：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的物業須符合下列全部資格：  

  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用樓宇或綜合用途樓宇（商住用途）（以入伙紙

為準），但不包括樓高3層或以下的住用樓宇；及  

  住用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不超越指定上限 (市區包括沙田、葵青及荃灣

住用單位不超過$162,000，新界區住用單位不超過$124,000)；及  

  不是單一業權的樓宇；及  

  必須收到屋宇署發給法團或共同業主的強制驗樓預先知會函件或法定通知；  

  必須聘任當時名列於建築事務監督所備存的檢驗人員名冊內的人士負責訂明

檢驗工作；及  

  在未聘任該「註冊檢驗人員」前遞交申請。   

 

 

(4)  問：未成立法團的樓宇是否可以申請有關樓宇公用部分的強制驗樓資助？  

答：可以。但未成立法團的樓宇（單一業權的樓宇除外）須召開業主大會，如獲得全

體業主同意或根據大廈公契內列明的要求通過，可授權代表向房協／巿建局提出

申請。獲授權代表必須為樓宇的公契經理人、物業管理公司或註冊業主。  

 

 

(5)  問：單一業權的樓宇是否符合資格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答：單一業權的樓宇不符合申請資格。  

 

 

(6)  問：工貿樓宇或純商業樓宇是否符合資格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答：工貿樓宇或純商業樓宇不符合申請資格。  

 

 

(7)  問：如同一幢樓宇有多於一個法團，是否須要與其他法團聯同遞交申請? 

答：每個法團須各自填妥「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申請表格。但法團可自行決定是否與

另外一個法團聯合遞交申請，並一併為樓宇進行檢驗。聯同遞交申請不會影響每

個法團各自的資助上限，而聯合申請及進行樓宇檢驗可能是最具效益的做法，不

單可以節省時間，更可減低驗樓的費用。因此建議在此情況下，各法團宜先行溝

通協調，以作出最合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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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問：樓宇是否可以多次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答：不可以，資助只獲發一次。  

 

 

(9)  問：如何計算住用單位的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答 :   在遞交資助計劃申請前，業主可自行根據由差餉物業估價署向樓宇高、中、低層

及各類不同面積的住用單位所發出的徵收差餉通知書，初步估算樓宇住用單位的

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是否符合申請資格，而房協/市建局會根據差餉物業估價

署提供(有關全個屋苑同一大廈公契內 )所有樓宇住用單位的最新差餉平均租值作

計算。  

 

 

(10)  問：樓宇沒有收到強制驗樓預先知會函件或法定通知是否可以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

劃」?  

答：不可以。  

 

 

(11)  問：只收到強制驗窗預先知會函件或法定通知的個別樓宇業主，可否申請「強制驗樓

資助計劃」?  

答：不可以。有關樓宇業主必須收到強制驗樓預先知會函件或法定通知方可申請。  

 

 

(12)  問：有那些資助計劃是適用於「強制驗窗計劃」？個別業主如驗窗後樓宇需要進行窗

戶維修，有沒有任何資助計劃？  

答  :  房協及市建局共同推行的「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會向符合資格的業主提供財

政支援。市建局管理的「家居維修免息貸款」、屋宇署管理的「樓宇安全貸款計

劃」及政府撥款房協管理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可為合資格的業主

就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所須進行的訂明檢驗及∕或修葺工程提供貸款

或津貼。「家居維修免息貸款計劃」向符合資格的業主就單位內部維修工程提供

最高 50,000 元的免息貸款。「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向業主提供貸款，上限為每

個單位 100 萬元，而符合資產審查規定的業主可獲免息貸款。「長者維修自住

物業津貼計劃」向年滿 60 歲，及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的長者就公用地方或自住

單位的修葺工程提供最高每人每個單位 40,000 元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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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問：每個法團於「強制驗樓資助計劃」下可獲多少資助金額? 

答：資助金額是按首次訂明檢驗的實際支出而發出，並設上限。資助上限會根據有關

樓宇的同一份大廈公契內列明的所有住用及商用單位數目計算。若屋宇署沒有將

同一份大廈公契內的所有樓宇同時納入同一期强制驗樓名單內，資助上限則根據

該期已收到屋宇署所發出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的樓宇所涵蓋的單位數目計

算。  

 

 

 

 

 

 

 

 

單位數目(個)  資助上限(港幣)  

20或以下  $25,000 

21至49 $35,000 

50至200 $60,000 

201或以上  $100,000 

(14)  問：「強制驗樓資助計劃」是否包括一切驗樓及維修開支? 

答：資助只包括聘任一名「註冊檢驗人員」根據法例要求及「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

窗計劃作業守則」為樓宇公用部分作首次訂明檢驗。倘若驗樓實際支出未達資助

上限，而業主同時收到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預先知會函件或法定通知，餘額可用

於資助聘任同一「註冊檢驗人員」或屬同一公司的「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

人士」進行公用部分窗戶的訂明檢驗。資助並不包括樓宇的詳細調查及訂明修葺

工程、檢驗及修葺私人單位內窗戶的支出等。  

 

 

(15)  問：「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的資助金額將如何發放? 

答：房協／市建局在收到索款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經核實各支出屬於資助範圍及訂

明檢驗工作完成後，會一筆過將資助金額發放。  

 

 

(16)  問：  「強制驗樓資助計劃」於招聘「註冊檢驗人員」的事宜上，有否特別的要求和規

定? 

答：「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的申請，必須在未聘任「註冊檢驗人員」前遞交。在進行

招標工作時，應遵從《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第 20A 條的規定及《供

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有關採購的規定。  

 

 另外，房協／市建局於發出「原則上批准通知書」時會同時間提供《「強制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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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聘任「註冊檢驗人員」一般招標文件及服務協議書範本》供申請人參

考或使用。申請人須留意範本內的基本條文及必須將之包含於其招標文件及服務

協議書內。  

 

 

(17)  問：倘若在進行訂明檢驗期間，「註冊檢驗人員」發現樓宇的實況比原先估計的狀況

差或有很多公用地方須要移開遮蓋的裝飾面才能進行檢驗，因而引致工作量增

加。就上述情況，檢驗人員要求提高檢查收費或徵收附加費，法團或業主代表應

否接納其要求？  

答：一般而言，「註冊檢驗人員」有責任於報價前了解樓宇情況及風險。建議法團或

業主應了解合約條款列明的服務範圍，從而决定增加收費要求是否合理。另外，

為避免日後爭議，法團或業主代表應於簽訂合約前向「註冊檢驗人員」確認清楚

所有包括和不包括的服務範圍，並詳列於合約條款內，以保障雙方權益。  

 

 如法團或業主代表是使用由房協和市建局編撰的《「強制驗樓資助計劃」聘任

「註冊檢驗人員」一般招標文件及服務協議書範本》，「註冊檢驗人員」的服務

費用應是一筆過的收費，有關服務收費並不會因最終之工作人員完成之工作日數

改變而有所增減。因此，除非屬於獲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的詳細調查所涉及的額外

開支，或向有關政府部門或機構查閱及複印資料的實報實銷費用，否則法團或業

主代表無須給予更多的服務費用。  

 

 

(18)  問：如在進行訂明檢驗期間，「註冊檢驗人員」建議對某些檢查項目進行詳細調查，

法團或業主代表是否必須按「註冊檢驗人員」的建議進行有關調查？  

答：根據「強制驗樓計劃」的要求，「註冊檢驗人員」建議對某些檢查項目進行詳細

調查，必須要編寫詳細調查建議書給建築事務監督審閱，並獲接納後才可進行詳

細調查。因詳細調查有可能涉及額外聘請專家檢查之費用，故此，法團或業主代

表應考慮建築事務監督是否接納該由「註冊檢驗人員」建議的詳細調查才落實進

行。另外，法團或業主代表亦可要求「註冊檢驗人員」講解進行詳細調查的原

因、範圍及所需的額外收費以作充份了解。如須進行的詳細調查涉及額外聘請專

家檢查之收費，法團或業主代表宜要求「註冊檢驗人員」協助尋求多份報價以作

選擇（建議要求「註冊檢驗人員」申報利益），並遵從《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第 20A 條及相關作業守則的規定進行採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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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問：若「註冊檢驗人員」指因有部分公用地方／設施無法進入／觸及，譬如被假天花

遮蓋，而無法進行檢查，因此要求徵收額外費用以委聘承建商以儀器如閉路電視

等以視察有關設施，法團或業主代表應否接納其要求？  

答：根據「強制驗樓計劃」的指引，就被裝飾面覆蓋或位於私人單位內的公用設施

（如樑板式的懸臂式鋼筋混凝土構築物或位於私人單位內的公用喉管），「註冊

檢驗人員」須盡一切努力去進行檢驗，包括移開部分覆蓋面。法團或業主代表宜

要求「註冊檢驗人員」先行講解進行有關視察的原因及必要性才決定應否進行有

關視察。至於涉及的費用，建議法團或業主代表應先行了解合約條款是否已包括

或清楚列明不包括上述服務，再行决定應否給予額外費用。另外，為避免日後爭

議，法團或業主代表應於簽訂合約前向「註冊檢驗人員」查詢清楚所有包括和不

包括的服務範圍，並詳列於合約條款內，以保障雙方權益。  

 

 

(20)  問：「自願樓宇評審計劃」與「強制驗樓計劃」有什麼分別？有什麼申請資格？  

答：「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所涵蓋的範圍較「強制驗樓計劃」為廣，除檢驗樓宇安全

外亦須評審樓宇保養、管理、環境保護及增值元素。成功認證的樓宇，可獲建築

事務監督認可已符合「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僅限公用部分的窗

戶 )的要求。有樓宇管理的私人住宅及綜合用途 (商住 )物業，不限樓齡，均可參

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並非一項資助計劃，申請人須繳付參加費用及認證費

用。  

 

 

(21)  問：樓宇收到強制驗樓法定通知，房協及市建局除推行「強制驗樓資助計劃」外，有

那些資助計劃是適用於樓宇於完成檢驗後須進行的公用部分修葺工程? 

答：  由房協及市建局自2011年4月共同推行的  「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在2015

年７月起的所有新申請將獨立由市建局負責處理，計劃下的「公用地方維修津

貼」適用於樓宇公用部分的修葺工程，個別合資格的業主更可申請「公用地方維

修補助金」（上限10,000元）。另外，由政府撥款房協管理的「長者維修自住

物業津貼計劃」（上限40,000元）或屋宇署管理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上

限100萬元）均適用於資助或提供貸款予個別業主支付公用部分維修分攤的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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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問：  大廈公用地方維修工程涉及較龐大的費用，「公用地方維修津貼」的津貼金額有

多少？  

答  :  符合申請資格的樓宇以每一個法團計，於 5 年內可獲的津貼總額為 (以較低額為

準):   

 20 個單位或以下  - 核准工程總額三成，上限$225,000，當中$75,000 為環

保項目津貼  

 21-49 個單位  - 核准工程總額兩成，上限$225,000，當中$75,000 為環保

項目津貼  

 50 個單位或以上  - 核准工程總額兩成或每個單位不多於$4,500，上限

$1,800,000，當中$600,000 或每個單位$1,500 為環保項目津貼（以較低

者為準）。  

 

(23)  問：完成訂明檢驗後，若申請參加「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資助進行訂明修葺，可

否沿用已聘任的「註冊檢驗人員」負責監督有關工作? 

答：「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規定於遞交申請前必須仍未聘任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

統籌維修工程。但如是透過「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申請資助，並根據指定要求完

成訂明檢驗及符合「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於招標  / 採購上的要求聘任負責檢

驗的「註冊檢驗人員」進行訂明修葺的監督工作，則可考慮獲豁免有關規定。  

 

 由於「強制驗樓計劃」並無要求法團必須沿用為其樓宇進行檢驗工作的「註冊檢

驗人員」監督其後的訂明修葺工作，因此法團可按其服務表現及監督工作的報價

而考慮是否再與其簽訂監督工作的服務合約。法團亦可以考慮重新招標揀選負責

監督修葺工作的「註冊檢驗人員」。  

 

       就有關「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要求，申請人宜在遞交申請表格前致電「樓

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熱線 3188 1188 向市建局查詢，以了解有關的規定。  

 

 

(24)  問：如業主已完成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之訂明檢驗而不需要作任何訂明修葺工程，但

業主希望自發性地作樓宇維修工程，可否申請「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  

答  :  可以。「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不限於用作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計劃的訂

明修葺工程，只要樓宇符合條件及申請資格，業主可就有關的公用地方維修或家

居維修提出申請。  

 

 



2017年 6月版 第  8 頁 (共 8頁) 

(25)  問：「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的津貼數目多少？津貼用途是什麼？  

答  :  每位合資格的長者自住業主最高可獲 4 萬元的津貼，津貼範圍涵蓋住用單位及/

或大廈公共地方。就申請津貼以進行住用單位維修工程，申請人必須在工程未展

開前遞交申請表格。就申請津貼以進行大廈公共地方維修工程，申請人必須在大

廈維修工程完工證明書發出日期前遞交申請表格。房協職員會到物業視察及審批

報價；當工程完成後，房協職員會再到物業視察確定完工後才發放津貼。  

 

 

(26)  問：業主成功申請了「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並已獲發4萬元津貼以維修樓

宇，是否可再申請「家居維修免息貸款」以維修單位內的窗戶？符合資格者可否

申請1萬元的補助金？  

答  :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和「家居維修免息貸款」的申請資格是有所不同

的。已獲發4萬元「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津貼的合資格業主是可因應收

到「強制驗窗計劃」預先知會函件或法定通知而申請「家居維修免息貸款」以維

修單位內的窗戶。申請「家居維修免息貸款」的業主只要符合申請資格是可申請

「家居維修補助金」。請注意，每個維修項目祇會獲資助或貸款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