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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產代理就有關地產代理就有關地產代理就有關地產代理就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  

 
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  

 
 備註：   

 
1. 任何提述 :  

 
a. 「監管局」指地產代理監管局  
b. 「《條例》」指《地產代理條例》  
c. 「執業通告」指地產代理監管局就非住宅物業的買
賣或租賃發出的執業通告第 17-02(CR)號  

d. 「《常規規例》」指《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
港住宅物業）規例》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本「問與答」的字和詞句跟執業通

告所註明及／或界定的字和詞句的涵義相同。  
 
 

2. 本「問與答」只供一般參考之用。所載列之答案和建議

的解決方法並非詳盡無遺，且不可視為法律或專業意

見。監管局在考慮持牌地產代理是否違反執業通告時，

會按個別情況作出決定。如有需要，閣下應就法律條文

的解釋及個別個案的意見自行徵詢法律或專業意見。監

管局不會對本「問與答」所提供的資料的完整性，或在

任何特定情況下使用該等資料的合適性作任何保證。對

任何人因使用、不當使用或依賴本「問與答」所載的內

容所引致或涉及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監管局概不承擔任

何責任或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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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  
  
1. 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是否僅適用於二手非住宅物業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是否僅適用於二手非住宅物業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是否僅適用於二手非住宅物業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是否僅適用於二手非住宅物業的的的的

買賣或租賃買賣或租賃買賣或租賃買賣或租賃？？？？  
  
答 :  否。   

 
除非另有指明或文意不許可，否則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

適用於一手及二手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2. 除執業通告外除執業通告外除執業通告外除執業通告外，，，，持牌人在處理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持牌人在處理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持牌人在處理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持牌人在處理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時時時時，，，，是否還須遵守其他指引是否還須遵守其他指引是否還須遵守其他指引是否還須遵守其他指引？？？？  
  
答 :  是。   

 
除了由監管局發出只適用於住宅物業的通告外，在處理

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時，持牌人須依循監管局發出

的所有其他通告載列的指引，只要該等指引並沒有明確

指明僅關乎住宅物業及／或不關乎《常規規例》中僅適

用於住宅物業的條文。  
 
請參閱執業通告第 17-01(CR)號：通告的適用範圍  - 非
住宅物業。  

  
 

3. 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 8(a)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持持持持牌人是否須先取得該段列牌人是否須先取得該段列牌人是否須先取得該段列牌人是否須先取得該段列

明的所有文件明的所有文件明的所有文件明的所有文件（（（（即測量師報告即測量師報告即測量師報告即測量師報告、、、、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

書書書書、、、、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經批准的建築圖則、、、、非住宅物業的首份買賣協議及非住宅物業的首份買賣協議及非住宅物業的首份買賣協議及非住宅物業的首份買賣協議及

首份轉讓契首份轉讓契首份轉讓契首份轉讓契），），），），方可在廣告中提供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方可在廣告中提供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方可在廣告中提供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方可在廣告中提供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

積資料積資料積資料積資料？？？？  
  
答 :  否。  

  
 執業通告第 8(a)段所列的文件僅為「合理來源」或「恰

當的根據」的例子，並非詳盡無遺。倘持牌人能在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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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要求時出示一份證據，證明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

源取得，或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才提供的，即被視為已

遵守第 8(a)段。  
 
倘持牌人沒有執業通告第 8(a)段所述的證據，但在廣告
中清楚述明樓面面積資料未經核實，則持牌人仍可在廣

告中提供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  
 
 

4. 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 8(a)及及及及 9(a)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

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是否可以倚賴是否可以倚賴是否可以倚賴是否可以倚賴賣方賣方賣方賣方提供的提供的提供的提供的

樓面面積資料作為樓面面積資料作為樓面面積資料作為樓面面積資料作為「「「「合理來源合理來源合理來源合理來源」」」」或或或或「「「「恰當的根據恰當的根據恰當的根據恰當的根據」」」」？？？？如如如如

答案是答案是答案是答案是「「「「否否否否」」」」的話的話的話的話，，，，若若若若賣方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是源自賣方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是源自賣方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是源自賣方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是源自

其留作參考的舊售樓說明書其留作參考的舊售樓說明書其留作參考的舊售樓說明書其留作參考的舊售樓說明書又如何又如何又如何又如何呢呢呢呢？？？？  
  
答 :  否。  

 
 一般而言，除有極為特殊的理由外（例如賣方為一名測

量師，並能就有關的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的準確

性作出專業核證），賣方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將不被監

管局視為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持牌人是基於恰當的根據

下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  
 
在此情況下，如持牌人希望在廣告中或其他情況下提供

有關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則應事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

及盡一切應盡的努力核實賣方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

的準確性，或應依循第 8(b)段或第 10 段（視屬何情況
而定）所載的指引。  
 
就問題中提述的情況（即賣方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是源

自賣方留作參考的舊售樓說明書），倘有關持牌人能出

示由賣方備存的售樓說明書副本作為憑證，監管局將視

該等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為免生疑問，為

遵守執業通告第 8(a)及 9(a)段，有關持牌人不應在賣方
未有出示有關的售樓說明書的情況下僅倚賴賣方的口

頭陳述（即聲稱樓面面積資料是源自賣方備存的舊售樓



 

4 

說明書）。  
 
 

5.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在廣告以外的其他情況下提供樓面面積資料及為在廣告以外的其他情況下提供樓面面積資料及為在廣告以外的其他情況下提供樓面面積資料及為在廣告以外的其他情況下提供樓面面積資料及為

遵守執業通告第遵守執業通告第遵守執業通告第遵守執業通告第 9(b)段或第段或第段或第段或第 10 段段段段的的的的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持牌人是否持牌人是否持牌人是否持牌人是否

必須以必須以必須以必須以書面書面書面書面告知或建議有關人士相關段落所述的事告知或建議有關人士相關段落所述的事告知或建議有關人士相關段落所述的事告知或建議有關人士相關段落所述的事

項項項項？？？？  
  
答 :  否。  

 
執業通告並無規定持牌人必須以書面告知或建議有關

人士執業通告第 9(b)段或第 10 段所述的事項。然而，
持牌人在可行的情況下以書面告知或提供建議亦為良

好的行事方式。  
 
當有關持牌人已遵從執業通告第 10(a)及 (b)段提供樓面
面積資料後，為保障其在發生糾紛時的自身利益，有關

持牌人宜在安排其賣方、買方或租客客戶訂立非住宅物

業的買賣協議或租賃協議前取得其書面確認，述明他們

已知悉該執業通告第 10 段所述的事項（如適用的話）。 
 

請參閱執業通告第 11 段。   
  

 
6. 為遵從執業通告第為遵從執業通告第為遵從執業通告第為遵從執業通告第 11114(a)(iii)4(a)(iii)4(a)(iii)4(a)(iii)段段段段，，，，持牌人是否需要細閱持牌人是否需要細閱持牌人是否需要細閱持牌人是否需要細閱政政政政

府批地書及府批地書及府批地書及府批地書及／／／／或公契或公契或公契或公契，，，，以確定以確定以確定以確定該些文件有否載有限制該該些文件有否載有限制該該些文件有否載有限制該該些文件有否載有限制該

非住宅物業的特定用途的條文非住宅物業的特定用途的條文非住宅物業的特定用途的條文非住宅物業的特定用途的條文???? 
  
答 :  否。  

 
持牌人無需細閱政府批地書及／或公契以確定該些文

件是否載有限制該非住宅物業的特定用途的條文。然

而，持牌人如有能力理解政府批地書及／或公契亦可這

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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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

的非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的非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的非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的非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附加指引附加指引附加指引附加指引」」」」）（）（）（）（即執業通告即執業通告即執業通告即執業通告

第第第第 21 至至至至 27 段段段段））））是否適用於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單位是否適用於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單位是否適用於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單位是否適用於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單位

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住宅單位的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住宅單位的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住宅單位的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住宅單位的轉售轉售轉售轉售？？？？  
  
答 :  是。  

 
除非文意不許可，否則附加指引適用於出售未建成樓宇

內的非住宅物業（例如出售仍在興建中的商業樓宇的辦

公室單位）或出售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住宅物業（例

如出售樓宇商場內的店舖單位，而店舖單位尚未完成分

間），不論有關的非住宅物業為首次出售、轉售或其後

的出售。  
  

 
8. 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

的非住宅物業的出售的非住宅物業的出售的非住宅物業的出售的非住宅物業的出售，，，，如買方詢問其能否取得購買物業如買方詢問其能否取得購買物業如買方詢問其能否取得購買物業如買方詢問其能否取得購買物業

所需的足額按揭貸款時所需的足額按揭貸款時所需的足額按揭貸款時所需的足額按揭貸款時，，，，持牌人應如何回覆持牌人應如何回覆持牌人應如何回覆持牌人應如何回覆？？？？  
  
答 :  持牌人應建議買方直接向銀行及財務公司或賣方（如相

關的賣方有提供貸款計劃予買方）查詢，而不得向買方

聲稱或保證其可成功取得購買有關物業的按揭貸款或

獲得其希望的按揭條款。  
 
請參閱執業通告第 26 及 27 段。  

  
 

9. 假如持牌人未有遵守執業通告的指引假如持牌人未有遵守執業通告的指引假如持牌人未有遵守執業通告的指引假如持牌人未有遵守執業通告的指引，，，，例如在廣告或向例如在廣告或向例如在廣告或向例如在廣告或向

客戶就非住宅物業表述樓面面積時客戶就非住宅物業表述樓面面積時客戶就非住宅物業表述樓面面積時客戶就非住宅物業表述樓面面積時，，，，提供不準確的資提供不準確的資提供不準確的資提供不準確的資

料料料料，，，，是持牌人或是僱用他的地產代理公司受罰是持牌人或是僱用他的地產代理公司受罰是持牌人或是僱用他的地產代理公司受罰是持牌人或是僱用他的地產代理公司受罰？？？？  
  
答 :  執業通告適用於所有監管局的持牌人，包括地產代理

（個人）牌照、營業員牌照及地產代理（公司）牌照持

有人。未能遵守指引的持牌人，或會遭受監管局紀律處

分，最嚴重的是會撤銷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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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地產代理有責任確保其公司名下發出的廣告

沒有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如公司的員工發出虛假或具

誤導性的廣告，監管局會檢視其地產代理公司已否設立

有效的制度防止員工作出該違反事項。  
 
在任何情況下，持牌人亦應確保其向客戶提供的樓面面

積資料是準確的。  
 
 

10. 執業通告實施後執業通告實施後執業通告實施後執業通告實施後，，，，是否會有過渡期是否會有過渡期是否會有過渡期是否會有過渡期，，，，期間局方是否會酌期間局方是否會酌期間局方是否會酌期間局方是否會酌

情處理情處理情處理情處理，，，，暫且不執行通告暫且不執行通告暫且不執行通告暫且不執行通告或與之相關的或與之相關的或與之相關的或與之相關的紀律處分紀律處分紀律處分紀律處分？？？？  
  
答 :  執業通告的實施日子為 2017 年 10 月 1 日，由通告發出

至實施尚有接近 3 個月的時間給予業界準備。監管局會
在這段時間加強教育業界及市民。由 2017 年 10 月 1 日
開始，執業通告會正式生效，監管局會採取執法行動及

在收到投訴後秉公處理。  
 
  
11. 執業通告載列的執業通告載列的執業通告載列的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是否指引是否指引是否指引是否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農地農地農地農地的買賣或租賃的買賣或租賃的買賣或租賃的買賣或租賃？？？？  
  
答 :  是。   

 
除非另有指明或文意不許可，否則執業通告載列的指引

適用於農地的買賣或租賃。  
 
請參閱執業通告的附註 11。  

 
 
12. 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 8(a)及及及及 9(a)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持牌人在提供相關非

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是否可以倚賴由發展商是否可以倚賴由發展商是否可以倚賴由發展商是否可以倚賴由發展商擬擬擬擬

備及備及備及備及印印印印在在在在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價單價單價單價單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樓面面積資料樓面面積資料樓面面積資料樓面面積資料作作作作為為為為「「「「合合合合

理來源理來源理來源理來源」」」」或或或或「「「「恰當的根據恰當的根據恰當的根據恰當的根據」」」」？？？？   
 
答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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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業通告第 8(a)段所列的文件僅為「合理來源」或「恰
當的根據」的例子，並非詳盡無遺。除售樓說明書外，

發展商擬備及印在價單上的樓面面積資料亦會被監管

局視為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持牌人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

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  
 
 

13. 就就就就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2 所提述所提述所提述所提述，，，，若若若若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是樓面面積資料是樓面面積資料是樓面面積資料是由由由由

發展商委發展商委發展商委發展商委任任任任銷售銷售銷售銷售該些該些該些該些非住宅物業非住宅物業非住宅物業非住宅物業的的的的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例例例例如如如如

發展商委發展商委發展商委發展商委任任任任的地產代理所的地產代理所的地產代理所的地產代理所擬備的擬備的擬備的擬備的售樓說明書售樓說明書售樓說明書售樓說明書））））又如何又如何又如何又如何

呢呢呢呢？？？？  
  
答 :  否。  

 
 一般而言，除非已取得發展商就該些樓面面積資料的準

確性的書面確認，該些由發展商委任的地產代理所提供

的樓面面積資料（無論所委任的地產代理是否為發展商

所屬的同一公司集團的一名成員）將不被監管局視為從

合理來源取得，或持牌人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的樓

面面積資料。  
 
就問題中提述的情況，若持牌人希望依賴由發展商委任

的地產代理擬備的售樓說明書上所載的樓面面積資

料，則應事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及盡一切應盡的努力核

實該售樓說明書上所載的樓面面積資料的準確性（例如

要求及取得由發展商就其所委任的地產代理擬備的售

樓說明書上所載的相關樓面面積資料的準確性的書面

確認）；或如該持牌人希望在廣告中或其他情況下提供

有關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則應依循第 8(b)段或第 10
段（視屬何情況而定）所載的指引。  
 
 

14. 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 8(a)及及及及 9(a)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由樓宇內由樓宇內由樓宇內由樓宇內完成或未完完成或未完完成或未完完成或未完

成分間的賣方成分間的賣方成分間的賣方成分間的賣方（（（（例如已將或會將其擁有的一整層例如已將或會將其擁有的一整層例如已將或會將其擁有的一整層例如已將或會將其擁有的一整層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分分分分

間為較細單位出售的業主間為較細單位出售的業主間為較細單位出售的業主間為較細單位出售的業主））））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就就就就

該些該些該些該些已分間或將已分間或將已分間或將已分間或將被被被被分間單位分間單位分間單位分間單位而言而言而言而言，，，，會否被視為會否被視為會否被視為會否被視為從從從從合理來合理來合理來合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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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源源取得取得取得取得或持牌人或持牌人或持牌人或持牌人是是是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的的的的樓面面積樓面面積樓面面積樓面面積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答 :  一般而言，除有極為特殊的理由外，賣方提供的樓面面
積資料將不被監管局視為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持牌人是

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  
 

 然而，考慮到將物業分間為較細的單位（無論是否涉及

分間樓宇的一整層或僅為其中的一部分）出售的賣方屬

能夠就出售該些已分間或將被分間的單位的樓面面積

提供第一手資料，監管局將視把物業分間為較細單位的

賣方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為合理來源或持牌人是基

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該些已分間或將被分間單位的樓

面面積資料。  
 
為免生疑問，其後出售該些已分間或將被分間單位的賣

方（包括確認人）在沒有合理來源或基於恰當的根據下

（例如由把物業分間為較細單位的賣方所擬備的售樓

說明書）所提供的樓面面積資料將不被監管局視為從合

理來源取得，或持牌人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提供的樓面

面積資料。   
 
 

15. 若若若若樓宇內所有樓宇內所有樓宇內所有樓宇內所有的的的的辦公室單位仍屬發展商所擁有辦公室單位仍屬發展商所擁有辦公室單位仍屬發展商所擁有辦公室單位仍屬發展商所擁有，，，，但但但但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商並未於商並未於商並未於商並未於其其其其售樓說明書售樓說明書售樓說明書售樓說明書，，，，價單或其他宣傳物品中價單或其他宣傳物品中價單或其他宣傳物品中價單或其他宣傳物品中，，，，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個別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個別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個別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個別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持牌人可如何於廣告持牌人可如何於廣告持牌人可如何於廣告持牌人可如何於廣告

中提供中提供中提供中提供個別個別個別個別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  
  
答 :  根據執業通告第 8 段，持牌人可在廣告中提供辦公室單

位的樓面面積資料，如果該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源

取得，或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才提供的；及該持牌人能

在監管局要求時出示證據，證明前述的事宜。倘有關持

牌人並沒有該些證據，但在廣告中清楚述明樓面面積資

料未經核實，則持牌人仍可在廣告中提供有關辦公室單

位的樓面面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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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問題中提述的情況，持牌人可查明有關的辦公室單位

的樓面面積資料能否從其他合理來源取得或是在基於

恰當的根據下才提供該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例如該辦

公室單位的首份買賣協議或首份轉讓契或經批准的建

築圖則），及他是否能在監管局要求時出示證據，證明

前述的事宜。如持牌人並沒有該些證據，但在廣告中清

楚述明樓面面積資料未經核實，則持牌人仍可在廣告中

提供有關辦公室單位的樓面面積資料。  
 
 

16. 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 19 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若若若若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書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書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書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書

述明地下的店鋪有閣仔述明地下的店鋪有閣仔述明地下的店鋪有閣仔述明地下的店鋪有閣仔，，，，但該店鋪所座落的樓宇的佔用但該店鋪所座落的樓宇的佔用但該店鋪所座落的樓宇的佔用但該店鋪所座落的樓宇的佔用

許可證許可證許可證許可證（「（「（「（「入伙紙入伙紙入伙紙入伙紙」）」）」）」）並未顯示有閣仔並未顯示有閣仔並未顯示有閣仔並未顯示有閣仔的的的的存在存在存在存在，，，，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應應應應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向買方或租客向買方或租客向買方或租客向買方或租客客戶客戶客戶客戶作作作作出出出出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答 :  持牌人應知悉，買方或租客在作出購買或租賃決定時，

可能極為倚賴持牌人提供有關物業狀況的資料。因此，

持牌人必須確保他們向買方或租客提供的資料準確及

在他們在作出購買或租賃決定前，已獲告知所有相關的

事實。  
 
就問題中提述的情況，持牌人應在安排其買方或租客客

戶訂立店舖的任何買賣協議或租賃協議前，告知該客戶

以下事項：  
 
(a) 雖然發展商擬備的售樓說明書述明該店鋪有閣

仔，但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該閣仔的存在；  
 

(b) 有關持牌人無法核實該店舖的閣仔的合法性；  
 

(c) 購買或租賃該店舖而其閣仔屬違例建築工程的風
險；及  

 
(d) 在作出購買或租賃決定前，需就閣仔的合法性尋求

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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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就執業通告第 20(a)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段而言，，，，若若若若相關佔用許可證顯示有相關佔用許可證顯示有相關佔用許可證顯示有相關佔用許可證顯示有

關關關關的非住宅的非住宅的非住宅的非住宅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包含包含包含包含閣仔或閣樓閣仔或閣樓閣仔或閣樓閣仔或閣樓，，，，持牌人在向買方或租持牌人在向買方或租持牌人在向買方或租持牌人在向買方或租

客客客客客戶客戶客戶客戶提供提供提供提供該該該該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可可可可否包括閣仔或否包括閣仔或否包括閣仔或否包括閣仔或

閣樓的面積閣樓的面積閣樓的面積閣樓的面積？？？？  
 
答 :  在此情況下，雖然持牌人在計算有關非住宅物業的總樓

面面積時可包括閣仔或閣樓的面積，但為求清晰及避免

任何誤會，有關持牌人應向買方或租客客戶分開提供閣

仔或閣樓的面積資料以及該非住宅物業（不包括閣仔或

閣樓）的樓面面積資料。  
 
 
18. 若若若若有關物業現時被用作店鋪有關物業現時被用作店鋪有關物業現時被用作店鋪有關物業現時被用作店鋪，，，，但相關但相關但相關但相關的的的的佔用許可證佔用許可證佔用許可證佔用許可證卻卻卻卻述述述述

明有關物業為住宅用途明有關物業為住宅用途明有關物業為住宅用途明有關物業為住宅用途，，，，持牌人應如何在廣告中持牌人應如何在廣告中持牌人應如何在廣告中持牌人應如何在廣告中或或或或向買向買向買向買

方客戶提供方客戶提供方客戶提供方客戶提供該該該該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  
 
答 :  一般而言，若有關佔用許可證述明物業獲准作住宅用

途，持牌人須於處理該物業的買賣或租賃時遵守《地產

代理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相關條文以及所有監管局發

出適用於住宅物業的指引。  
 
就問題中提述的情況，持牌人在廣告中或向其買方客戶

提供有關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應依循第 12-02 (CR)
號通告「提供二手住宅物業樓面面積的資料」所載列的

指引：若廣告內載有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或向客戶提供

樓面面積資料時，而該物業的實用面積可從差餉物業估

價署（下稱「估價署」）或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下稱

「首次協議」）中取得，持牌人必須提供該物業的實用

面積。然而，若該物業的實用面積不能從估價署或首次

協議中取得，則持牌人可提供物業的其他樓面面積資料

（如建築面積）；而他亦須在監管局要求時出示證據，

證明該物業的其他樓面面積的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

得，或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才提供該等資料。  
 
此外，由於有關物業現時的用途與佔用許可證上述明的

許可用途有所不同，有關持牌人亦必須把有關的差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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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買方客戶，並告知客戶未經建築事務監督批准而變

更物業許可用途的風險（例如可能導致物業業權欠妥及

政府可收回土地權），以及在作出任何購買決定前需尋

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2017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