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物業廣告物業廣告物業廣告物業廣告的的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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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廣告發出的
執業通告第 18-02 (CR)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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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局在考慮持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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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釋及個別個案徵詢法律或專業意見。監管局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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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監管局概不承擔任何責

任或後果。  
  

 
 
 
 
 
 
 



 
 
 
 

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  
  
1. 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適用於所有物業廣告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適用於所有物業廣告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適用於所有物業廣告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適用於所有物業廣告，，，，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一手物業一手物業一手物業一手物業、、、、二手物業二手物業二手物業二手物業、、、、非住宅物業及境外物業非住宅物業及境外物業非住宅物業及境外物業非住宅物業及境外物業？？？？  
  
答 : 是。  

 
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適用於所有類型物業的廣告，包

括但不限於一手物業、二手物業、非住宅物業及境外

物業；並不論有關物業所作或擬作的用途，亦不論該

物業是否已建成。  
  

 
2. 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只適用於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只適用於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只適用於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是否只適用於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在在在在

其店其店其店其店舖張貼或報章上刊登的物業廣告舖張貼或報章上刊登的物業廣告舖張貼或報章上刊登的物業廣告舖張貼或報章上刊登的物業廣告? 
 

答 : 否。  
 
根據《地產代理條例》第 2(1) 條，「廣告」包括「任
何形式的廣告，不論是否向公眾所發，亦不論是否採

用以下方式：  
(a) 在報章或其他刊物上刊登；  
(b) 在電視或電台播送；  
(c) 展示海報、通告、告示、標籤、廣告牌或貨品；  
(d) 派發傳單、小冊子、商品目錄、價目表或其他材
料；  
(e) 展示圖片或模型，或放映影片；或  
(f) 任何其他方式  
 
因此，地產代理公司以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限於在其店
舖張貼、報章或雜誌上刊登、網上廣告 ) 發出或發布
的物業廣告均須符合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 (如屬適
用 )。  
 
為免生疑問，地產代理公司須確保為同一個物業發出

的所有廣告 (不論以何形式 )均述明該物業的同一物業



 
 
 
 

編號。  
 
請參閱執業通告第 13及 17段。  
 
 

3. 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 13 段段段段，，，，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發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發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發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發

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物業編號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物業編號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物業編號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物業編號，，，，該規定是否適用於該規定是否適用於該規定是否適用於該規定是否適用於

所有地產代理公司發出之資料或資訊所有地產代理公司發出之資料或資訊所有地產代理公司發出之資料或資訊所有地產代理公司發出之資料或資訊 (例如物業成交例如物業成交例如物業成交例如物業成交

紀錄或公司自我介紹的資訊紀錄或公司自我介紹的資訊紀錄或公司自我介紹的資訊紀錄或公司自我介紹的資訊 )？？？？  
  
答 : 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為賣方／業主客戶發出廣

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獨有的識別編號 (「物業編號」 )。  
 
如有關資料或資訊的内容純屬物業的成交紀錄或地

產代理公司自我介紹的資訊，而又不涉及為客戶的任

何物業作宣傳，執業通告中有關物業廣告的指引則不

適用。  
  

 
4. 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一手樓盤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一手樓盤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一手樓盤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一手樓盤編配物業編號以發編配物業編號以發編配物業編號以發編配物業編號以發

出廣告出廣告出廣告出廣告???? 
  
答 : 根據執業通告第 13 段，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為

賣方／業主客戶發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獨有的識

別編號 (「物業編號」 )。編配專屬物業編號的要求，
旨在增加透明度讓消費者能清楚識別廣告中所涉及

可供出售的物業。  
 
一般而言，一手樓盤的可供出售單位均會清楚列明於

一手樓盤的價單內，故此，如有關的廣告是為推廣某

個一手樓盤而發出，地產代理公司只需為所推廣的樓

盤編配一個物業編號，而無須為個別出售單位編配其

專屬的物業編號。  
  

 
5.  為符合執業通告的要求為符合執業通告的要求為符合執業通告的要求為符合執業通告的要求，，，，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複式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複式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複式地產代理公司應如何就複式



 
 
 
 

或相連單位編配物業編號或相連單位編配物業編號或相連單位編配物業編號或相連單位編配物業編號，，，，以發出廣告以發出廣告以發出廣告以發出廣告? 
  
答 : 根據執業通告第 13 段，地產代理公司必須就每個為

賣方／業主客戶發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獨有的識

別編號 (「物業編號」 )。編配專屬物業編號的要求，
旨在增加透明度讓消費者能清楚識別廣告中所涉及

的可供出售的物業。  
  

一般而言，若客戶的指示為將該複式或相連單位以單

一項目出售／租賃，地產代理公司應就該整個一併出

售／租賃的複式或相連單位編配一個物業編號，以發

出廣告。  
 
然而，若客戶其後改變主意先出售／租賃其中一單位

(假設該複式或相連單位可合法地分拆出售／租賃 )，
則地產代理公司應就餘下的單位編配一個新的物業

編號，以發出廣告。地產代理公司應注意，如該餘下

的單位所發出的廣告包含照片，所載的照片應只屬該

餘下單位 (而非該複式或相連單位) 的。 

 
 

6. 地產代理公司已就發出廣告的地產代理公司已就發出廣告的地產代理公司已就發出廣告的地產代理公司已就發出廣告的物業編配物業編配物業編配物業編配了了了了一個物業一個物業一個物業一個物業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如如如如賣方賣方賣方賣方客戶客戶客戶客戶現現現現決定決定決定決定將將將將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同時租同時租同時租同時租賃賃賃賃，，，，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應如何編配應如何編配應如何編配應如何編配物業編號物業編號物業編號物業編號予該物業予該物業予該物業予該物業作作作作發發發發放放放放其其其其租租租租賃賃賃賃廣廣廣廣

告之用告之用告之用告之用？？？？  
  
答 : 一個同時可供出售及租賃的物業，只可編配一個物業

編號予該物業。因此，該物業租賃廣告中所載的物業

編號應與其出售廣告中的物業編號相同。  
 
請參閱執業通告第 13段。  
 
 

7. 如如如如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為推銷為推銷為推銷為推銷而而而而將將將將物業物業物業物業交由另一交由另一交由另一交由另一地產地產地產地產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分銷分銷分銷分銷放盤放盤放盤放盤，，，，分銷分銷分銷分銷放盤放盤放盤放盤代理與主代理刊登代理與主代理刊登代理與主代理刊登代理與主代理刊登該該該該物業物業物業物業的的的的

廣告時廣告時廣告時廣告時，，，，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需需需需要要要要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相相相相同同同同的的的的物業物業物業物業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答 : 否。  
 
由於主代理與分銷代理是兩個獨立的持牌地產代

理，所以在刊登同一個物業廣告時，可各自為該物業

編配其物業編號。  
   

 
8. 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就一個為就一個為就一個為就一個為賣方賣方賣方賣方／／／／業主客戶發出廣告的業主客戶發出廣告的業主客戶發出廣告的業主客戶發出廣告的

物業編配物業編配物業編配物業編配了了了了一個物業編號一個物業編號一個物業編號一個物業編號，，，，如如如如該該該該賣方賣方賣方賣方／／／／業主業主業主業主兩年後兩年後兩年後兩年後為為為為

同一個物業同一個物業同一個物業同一個物業再再再再委托該委托該委托該委托該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放盤時放盤時放盤時放盤時，，，，是否是否是否是否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要要要要編配編配編配編配同同同同一個物業編號一個物業編號一個物業編號一個物業編號予該予該予該予該物業物業物業物業？？？？  
 

答 : 否。  
 
物業編號的作用是為了讓消費者識別有關廣告所涉

及的物業。因此，就同一個物業而言，只要地產代理

公司確保在同一時間就該物業發出的廣告只有一個

專屬該物業的物業編號便可。  
 
 

9. 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 14 段段段段，，，，地產代理公司必須於其擬備地產代理公司必須於其擬備地產代理公司必須於其擬備地產代理公司必須於其擬備

或發出的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廣告所載物業的或發出的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廣告所載物業的或發出的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廣告所載物業的或發出的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廣告所載物業的

物業編號及廣告發出或更新的日期物業編號及廣告發出或更新的日期物業編號及廣告發出或更新的日期物業編號及廣告發出或更新的日期，，，，這項規定如何應這項規定如何應這項規定如何應這項規定如何應

用於以視頻及用於以視頻及用於以視頻及用於以視頻及／／／／或音頻播出的廣告或音頻播出的廣告或音頻播出的廣告或音頻播出的廣告？？？？  
 

答 : 如上述的廣告是以視頻型式播出，地產代理公司可於

該物業廣告中，以投影方式清楚及可閱地投射廣告所

載物業的物業編號及廣告發出或更新的日期的影

像；如上述的廣告是以音頻型式播出，則地產代理公

司可於該物業廣告中，以播音方式清晰及可聽地讀出

廣告所載物業的物業編號及廣告發出或更新的日期。 
 

 
10. 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 9 段段段段，，，，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就賣方就賣方就賣方就賣方／／／／業主的業主的業主的業主的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發出廣告發出廣告發出廣告發出廣告前前前前，，，，須先取得該賣方須先取得該賣方須先取得該賣方須先取得該賣方／／／／業主的書面同業主的書面同業主的書面同業主的書面同

意意意意。。。。上述同意須用甚麼字眼上述同意須用甚麼字眼上述同意須用甚麼字眼上述同意須用甚麼字眼? 有例子嗎有例子嗎有例子嗎有例子嗎?  



 
 
 
 

答 : 就住宅物業而言，訂明的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

代理協議 (「表格 3」 )及出租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
代理協議 (「表格 5」 )均包含就地產代理公司向賣方
／業主取得同意為有關物業發出廣告的標準條款。請

參閱「表格 3」或「表格 5」第 8(a)條。  
 
至於非住宅物業，地產代理公司可考慮採用類似「表

格 3」／「表格 5」第 8(a)條的字眼以取得客戶同意
為其物業發出廣告。以下兩個例子可供參考：  
 
“本人／我們， [賣方／業主姓名／名稱 ]，現授權 [地
產代理公司名稱 ]  [從 (日期 )至 (日期 ]為本人 /我們位於
[物業詳情 ]的物業 [透過不同途徑 ]發出廣告。 ” 
 
或  
 
“致： [地產代理公司名稱 ]  
物業： [物業詳情 ] 
授權期間： [從 (日期 )至 (日期 )]  
本人／我們現授權  貴公司於上述授權期間 [透過不
同途徑 ]為本人 /我們的上述物業發出廣告。  
 
 
 
                          
賣方／業主姓名／名稱及簽署 ”  

 
 
11. 就就就就上述問題上述問題上述問題上述問題 10 所提述所提述所提述所提述，，，，取得業主書面同意以發出廣取得業主書面同意以發出廣取得業主書面同意以發出廣取得業主書面同意以發出廣

告的要求是否適用於分租告的要求是否適用於分租告的要求是否適用於分租告的要求是否適用於分租? 
 

答 : 是。  
 
一般而言，除物業的業主及其租客 (「主租客」 )的所
訂立的租約條款另有規定外，例如有關物業是否獲准

分租及分租的條款 (如有的話 )，地產代理公司須取得



 
 
 
 

主租客的書面同意方可為其發放物業分租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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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段段段段所所所所提述提述提述提述，，，，有關在廣告中述明廣告有關在廣告中述明廣告有關在廣告中述明廣告有關在廣告中述明廣告

日期的要求日期的要求日期的要求日期的要求，「，「，「，「兩天前兩天前兩天前兩天前」」」」及及及及「「「「18 小時前小時前小時前小時前」」」」等的字眼是等的字眼是等的字眼是等的字眼是

否可被接納為在否可被接納為在否可被接納為在否可被接納為在該等該等該等該等廣告的廣告日期廣告的廣告日期廣告的廣告日期廣告的廣告日期？？？？  
 

答 : 否。  
 
根據執業通告第 14 段，地產代理公司必須於其擬備
或發出的所有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或確保其擬

備或發出的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廣告日期。  
 
在物業廣告中僅述明廣告發放後已過了的日數或時

數作為廣告日期會造成不確定的情況，因此不能接

受。為遵從上述有關廣告日期的要求，所提供的資訊

須清楚列明廣告發出的年、月、日，例如 “1/12/2018”
及 “1-12-2018”。  
 
 

13. 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適用於地產代理公司於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適用於地產代理公司於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適用於地產代理公司於執業通告所載的指引適用於地產代理公司於 201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1 日前已發出的廣告嗎日前已發出的廣告嗎日前已發出的廣告嗎日前已發出的廣告嗎? 
 

答 : 執業通告於 2018年 12月 1日 (「生效日期」 )生效。  
 
所有由地產代理公司於生效日期前發出的物業廣

告，只要仍屬有效及現存的，均須遵從執業通告所載

的相關指引。  
 
 
14. 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根據執業通告第 15 段段段段，，，，就刊登於就刊登於就刊登於就刊登於報章上的廣告而言報章上的廣告而言報章上的廣告而言報章上的廣告而言，，，，

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地產代理公司可選擇不在廣告中可選擇不在廣告中可選擇不在廣告中可選擇不在廣告中述明廣告日期述明廣告日期述明廣告日期述明廣告日期，，，，在此在此在此在此

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報章的日期將被視為有關物業的廣告日期報章的日期將被視為有關物業的廣告日期報章的日期將被視為有關物業的廣告日期報章的日期將被視為有關物業的廣告日期。。。。

該該該該指引是否適用於刊登於雜誌上的物業廣告指引是否適用於刊登於雜誌上的物業廣告指引是否適用於刊登於雜誌上的物業廣告指引是否適用於刊登於雜誌上的物業廣告？？？？  
 

答 : 否。  



 
 
 
 

執業通告第 15 段中的指引只適用於刊登於報章上的
物業廣告。就刊登於雜誌上的物業廣告而言，由於   
雜誌並非每日出版，地產代理公司必需於其擬備或發

出的廣告中清楚及可閱地述明該等廣告的廣告日期。 
 
請參閱據執業通告第 14段。  

 
 
 
 
2018年 11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