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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13-01(CR)

透過饋贈轉讓物業透過饋贈轉讓物業透過饋贈轉讓物業透過饋贈轉讓物業

•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Deed of Gift / Assignment at Nil Consideration)

– 由業主由業主由業主由業主（（（（ 贈與人贈與人贈與人贈與人 Donor））））以饋贈方式將物業的以饋贈方式將物業的以饋贈方式將物業的以饋贈方式將物業的
法定擁有權轉讓予受贈人法定擁有權轉讓予受贈人法定擁有權轉讓予受贈人法定擁有權轉讓予受贈人(Donee) 的文書的文書的文書的文書

– 物業擁有人可藉簽立無償轉讓契物業擁有人可藉簽立無償轉讓契物業擁有人可藉簽立無償轉讓契物業擁有人可藉簽立無償轉讓契(Assignment at 
nil consideration) 將物業的擁有權以饋贈形式將物業的擁有權以饋贈形式將物業的擁有權以饋贈形式將物業的擁有權以饋贈形式
(by way of gift) 轉予受贈人轉予受贈人轉予受贈人轉予受贈人

– 例例例例:
• 仍受制於仍受制於仍受制於仍受制於《《《《房屋條例房屋條例房屋條例房屋條例》》》》附表所載之條款附表所載之條款附表所載之條款附表所載之條款、、、、契諾及契諾及契諾及契諾及
限制的居屋限制的居屋限制的居屋限制的居屋，，，，根據房委會現行政策根據房委會現行政策根據房委會現行政策根據房委會現行政策，，，，業權變更只業權變更只業權變更只業權變更只
可藉沒有金錢代價的轉讓契據形式辦理可藉沒有金錢代價的轉讓契據形式辦理可藉沒有金錢代價的轉讓契據形式辦理可藉沒有金錢代價的轉讓契據形式辦理 (破產個破產個破產個破產個
案的情況除外案的情況除外案的情況除外案的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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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 NIL

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 – 例例例例(一一一一)

ASSIGNMENT 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

5

Consideration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Nil”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ASSIGNMENT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08090101960151
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

ASSIGNMENT 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

ASSIGNOR 轉讓人轉讓人轉讓人轉讓人

ASSIGNEE 受讓人受讓人受讓人受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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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Assignor 轉讓人轉讓人轉讓人轉讓人

Assignee 受讓受讓受讓受讓人人人人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無償轉讓無償轉讓無償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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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 – 例例例例(二二二二)

Consideration = NIL

Assignee 受讓受讓受讓受讓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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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ASSIGNMENT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 UB8670483
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

Consideration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Nil”

9

ASSIGNMENT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無償轉讓無償轉讓無償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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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 – 例例例例(三三三三)

DEED OF GIFT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Consideration = NIL

11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DEED OF GIFT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 08121801220132

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

DEED OF GIFT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贈予人贈予人贈予人贈予人

受贈人受贈人受贈人受贈人

Consideration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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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D OF GIFT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Donor 贈予人贈予人贈予人贈予人

Donee受贈人受贈人受贈人受贈人

By way of gift
送贈形式送贈形式送贈形式送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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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 – 例例例例(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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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DEED OF GIFT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 09123001170131

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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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D OF GIFT 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送讓契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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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 – 例例例例(五五五五)

17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DEED OF ASSIGNMENT
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註冊摘要 08092600510169

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的註冊摘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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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D OF 
ASSIGNMENT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At nil consideration
無償轉讓無償轉讓無償轉讓無償轉讓

CHENG KAM KEE (JOINT 
TENANT)
MAK SO SO (JOINT TENANT)

MAK SO SO (SOLE OWNER)

CHENG LIM YAN CHERRY 
(SOLE OWNER)

CHENG KAM 
KEE DIED

DEED OF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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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條例破產條例破產條例破產條例》》》》對饋贈的影響對饋贈的影響對饋贈的影響對饋贈的影響

•《《《《破產條例破產條例破產條例破產條例》》》》

–倘若贈與人倘若贈與人倘若贈與人倘若贈與人 / / / / 轉讓人被判定破產轉讓人被判定破產轉讓人被判定破產轉讓人被判定破產，，，，而有關的破產呈而有關的破產呈而有關的破產呈而有關的破產呈
請的提出當日起計之前的五年內作出饋贈或訂立一項請的提出當日起計之前的五年內作出饋贈或訂立一項請的提出當日起計之前的五年內作出饋贈或訂立一項請的提出當日起計之前的五年內作出饋贈或訂立一項
沒有代價的交易沒有代價的交易沒有代價的交易沒有代價的交易，，，，破產受託人可將有關的送讓契破產受託人可將有關的送讓契破產受託人可將有關的送讓契破產受託人可將有關的送讓契 / / / / 
無償轉讓契作廢無償轉讓契作廢無償轉讓契作廢無償轉讓契作廢，，，， 除非該人士除非該人士除非該人士除非該人士（（（（ 不論是否與贈與人不論是否與贈與人不論是否與贈與人不論是否與贈與人
/ / / / 轉讓人訂立交易的人士轉讓人訂立交易的人士轉讓人訂立交易的人士轉讓人訂立交易的人士）））） 真誠地並付出價真誠地並付出價真誠地並付出價真誠地並付出價値値値値取得取得取得取得
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

►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若賣方若賣方若賣方若賣方 / / / / 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曾藉送讓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曾藉送讓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曾藉送讓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曾藉送讓
契契契契 ////無償轉讓契形式接受物業的轉讓無償轉讓契形式接受物業的轉讓無償轉讓契形式接受物業的轉讓無償轉讓契形式接受物業的轉讓，，，，而破產而破產而破產而破產
受託人基於上述的情況將該送讓契受託人基於上述的情況將該送讓契受託人基於上述的情況將該送讓契受託人基於上述的情況將該送讓契 / / / / 無償轉無償轉無償轉無償轉
讓契作廢讓契作廢讓契作廢讓契作廢，，，，則該物業的業權或會受到不良影則該物業的業權或會受到不良影則該物業的業權或會受到不良影則該物業的業權或會受到不良影
響響響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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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此類物業的風險包括購買此類物業的風險包括購買此類物業的風險包括購買此類物業的風險包括︰︰︰︰

(1) 物業業權物業業權物業業權物業業權

- 在轉售該物業時無法證明其良好業權在轉售該物業時無法證明其良好業權在轉售該物業時無法證明其良好業權在轉售該物業時無法證明其良好業權

(2) 按揭貸款按揭貸款按揭貸款按揭貸款

- 買方可能無法取得任何或足夠的按揭貸買方可能無法取得任何或足夠的按揭貸買方可能無法取得任何或足夠的按揭貸買方可能無法取得任何或足夠的按揭貸
款以完成購買該物業款以完成購買該物業款以完成購買該物業款以完成購買該物業

《《《《破產條例破產條例破產條例破產條例》》》》對饋贈的影響對饋贈的影響對饋贈的影響對饋贈的影響

21

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若現任註冊業主是憑送讓契若現任註冊業主是憑送讓契若現任註冊業主是憑送讓契若現任註冊業主是憑送讓契／／／／無償轉讓契的形無償轉讓契的形無償轉讓契的形無償轉讓契的形
式取得物業式取得物業式取得物業式取得物業，，，，該已註冊的送讓契該已註冊的送讓契該已註冊的送讓契該已註冊的送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或會在該物業的或會在該物業的或會在該物業的或會在該物業的現時現時現時現時土地查冊中顯示土地查冊中顯示土地查冊中顯示土地查冊中顯示。。。。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涉及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所簽訂的送讓契涉及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所簽訂的送讓契涉及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所簽訂的送讓契涉及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所簽訂的送讓契
／／／／無償轉讓契的註冊記錄則只可能會在該物業無償轉讓契的註冊記錄則只可能會在該物業無償轉讓契的註冊記錄則只可能會在該物業無償轉讓契的註冊記錄則只可能會在該物業
的的的的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中顯示的土地查冊中顯示的土地查冊中顯示的土地查冊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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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現時現時現時」」」」及及及及「「「「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
例一例一例一例一: : : : 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

過往及現時的過往及現時的過往及現時的過往及現時的
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現時現時現時現時」」」」及及及及「「「「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
例一例一例一例一: : : : 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憑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

現時的現時的現時的現時的
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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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現時現時現時」」」」及及及及「「「「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
例二例二例二例二:::: 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

過往及現時的過往及現時的過往及現時的過往及現時的
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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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現時現時現時」」」」及及及及「「「「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土地查冊比較
例二例二例二例二:::: 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

現時的現時的現時的現時的
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現時土地查冊中現時土地查冊中現時土地查冊中現時土地查冊中沒有顯示沒有顯示沒有顯示沒有顯示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現任註冊業主之前的業
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所簽訂的無償轉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所簽訂的無償轉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所簽訂的無償轉權人從無償轉讓契形式取得物業所簽訂的無償轉
讓契的註冊記錄讓契的註冊記錄讓契的註冊記錄讓契的註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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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購買涉及送讓契由於購買涉及送讓契由於購買涉及送讓契由於購買涉及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物業有無償轉讓契的物業有無償轉讓契的物業有無償轉讓契的物業有
潛在問題潛在問題潛在問題潛在問題，，，，持牌人安排雙方訂立物業買賣協持牌人安排雙方訂立物業買賣協持牌人安排雙方訂立物業買賣協持牌人安排雙方訂立物業買賣協
議前議前議前議前應應應應採取以下步驟以保障其客戶的利益採取以下步驟以保障其客戶的利益採取以下步驟以保障其客戶的利益採取以下步驟以保障其客戶的利益：：：：

a) 倘若該物業的現時土地查冊顯示賣方作為該物業倘若該物業的現時土地查冊顯示賣方作為該物業倘若該物業的現時土地查冊顯示賣方作為該物業倘若該物業的現時土地查冊顯示賣方作為該物業
現任註冊業主由土地查冊日期起計少於現任註冊業主由土地查冊日期起計少於現任註冊業主由土地查冊日期起計少於現任註冊業主由土地查冊日期起計少於五五五五年年年年，，，，持持持持
牌人應進一步就該物業進行牌人應進一步就該物業進行牌人應進一步就該物業進行牌人應進一步就該物業進行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的土地查的土地查的土地查
冊冊冊冊。。。。

b) 持牌人應仔細查閱土地查冊持牌人應仔細查閱土地查冊持牌人應仔細查閱土地查冊持牌人應仔細查閱土地查冊，，，，以確定該物業是否以確定該物業是否以確定該物業是否以確定該物業是否
有送讓契有送讓契有送讓契有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

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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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倘若該物業的現時或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倘若該物業的現時或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倘若該物業的現時或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倘若該物業的現時或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按按按按
情況而定情況而定情況而定情況而定））））顯示該物業有送讓契顯示該物業有送讓契顯示該物業有送讓契顯示該物業有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無償轉讓契的無償轉讓契的無償轉讓契的
註冊紀錄註冊紀錄註冊紀錄註冊紀錄，，，，而該送讓契而該送讓契而該送讓契而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乃於土地查無償轉讓契乃於土地查無償轉讓契乃於土地查無償轉讓契乃於土地查
冊日期起計之前的五年內訂立冊日期起計之前的五年內訂立冊日期起計之前的五年內訂立冊日期起計之前的五年內訂立，，，，則持牌人應則持牌人應則持牌人應則持牌人應：：：：

(i) 告知客戶該送讓契告知客戶該送讓契告知客戶該送讓契告知客戶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存在無償轉讓契的存在無償轉讓契的存在無償轉讓契的存在；；；；

(ii) 提醒客戶該送讓契提醒客戶該送讓契提醒客戶該送讓契提醒客戶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可能會影響該無償轉讓契可能會影響該無償轉讓契可能會影響該無償轉讓契可能會影響該
物業的業權物業的業權物業的業權物業的業權，，，，並可能令買方無法取得足夠的按並可能令買方無法取得足夠的按並可能令買方無法取得足夠的按並可能令買方無法取得足夠的按
揭貸款以購買該物業的風險揭貸款以購買該物業的風險揭貸款以購買該物業的風險揭貸款以購買該物業的風險；；；；及及及及

(iii) 建議客戶在簽訂任何該物業的買賣協議前建議客戶在簽訂任何該物業的買賣協議前建議客戶在簽訂任何該物業的買賣協議前建議客戶在簽訂任何該物業的買賣協議前，，，，就就就就
該送讓契該送讓契該送讓契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影響及買賣該物業的無償轉讓契的影響及買賣該物業的無償轉讓契的影響及買賣該物業的無償轉讓契的影響及買賣該物業的
風險尋求法律意見風險尋求法律意見風險尋求法律意見風險尋求法律意見。。。。

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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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儘管有送讓契假若儘管有送讓契假若儘管有送讓契假若儘管有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及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及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及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錄及
持牌人已提醒客戶以上所述的風險後持牌人已提醒客戶以上所述的風險後持牌人已提醒客戶以上所述的風險後持牌人已提醒客戶以上所述的風險後，，，，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仍決定進行有關買賣及訂立買賣協議仍決定進行有關買賣及訂立買賣協議仍決定進行有關買賣及訂立買賣協議仍決定進行有關買賣及訂立買賣協議（（（（不論不論不論不論
是否已取得法律意見是否已取得法律意見是否已取得法律意見是否已取得法律意見），），），），持牌人為保障在發持牌人為保障在發持牌人為保障在發持牌人為保障在發
生糾紛時的自身利益生糾紛時的自身利益生糾紛時的自身利益生糾紛時的自身利益，，，，宜向客戶取得書面確宜向客戶取得書面確宜向客戶取得書面確宜向客戶取得書面確

認認認認，，，，說明客戶已獲告知前述說明客戶已獲告知前述說明客戶已獲告知前述說明客戶已獲告知前述(i)-(iii) 的事項的事項的事項的事項

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涉及饋贈物業買賣所須採取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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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冊日期查冊日期查冊日期查冊日期: 
03/04/2013 

轉讓契日期轉讓契日期轉讓契日期轉讓契日期: 19/10/2011 

現時註冊業主於查冊日期現時註冊業主於查冊日期現時註冊業主於查冊日期現時註冊業主於查冊日期
起計擁有物業少於起計擁有物業少於起計擁有物業少於起計擁有物業少於5年年年年

� 為有關物業進行為有關物業進行為有關物業進行為有關物業進行「「「「過過過過
往往往往及現時及現時及現時及現時」」」」查冊查冊查冊查冊

� 確定查冊日起計確定查冊日起計確定查冊日起計確定查冊日起計5年內有年內有年內有年內有
「「「「送送送送讓契讓契讓契讓契 / 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無償轉讓契」」」」
的註冊紀錄的註冊紀錄的註冊紀錄的註冊紀錄

� 若有若有若有若有，，，，按指引要求提醒按指引要求提醒按指引要求提醒按指引要求提醒
客戶有關風險客戶有關風險客戶有關風險客戶有關風險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現時的查現時的查現時的查現時的查冊冊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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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 201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

• 持牌人應留意物業的土地查冊顯示有送讓契持牌人應留意物業的土地查冊顯示有送讓契持牌人應留意物業的土地查冊顯示有送讓契持牌人應留意物業的土地查冊顯示有送讓契／／／／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
的註冊紀錄可能會導致的問題的註冊紀錄可能會導致的問題的註冊紀錄可能會導致的問題的註冊紀錄可能會導致的問題，，，， 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保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保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保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保
障其客戶的利益障其客戶的利益障其客戶的利益障其客戶的利益。。。。

• 《《《《操守守則操守守則操守守則操守守則》》》》第第第第3.4.1段段段段—
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保應保應保應保
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
指示指示指示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未能遵守本通告所載的指引的持牌人或會遭受監管局未能遵守本通告所載的指引的持牌人或會遭受監管局未能遵守本通告所載的指引的持牌人或會遭受監管局未能遵守本通告所載的指引的持牌人或會遭受監管局
的紀律處分的紀律處分的紀律處分的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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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
／／／／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

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13-02(CR)



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

• 《《《《地產代理常規地產代理常規地產代理常規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規規規
例例例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 第第第第6(1)條條條條

– 為賣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須與該賣方訂立地為賣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須與該賣方訂立地為賣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須與該賣方訂立地為賣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須與該賣方訂立地
產代理協議產代理協議產代理協議產代理協議（（（（表格表格表格表格3））））

– 為租賃的業主一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則須與為租賃的業主一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則須與為租賃的業主一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則須與為租賃的業主一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則須與
該業主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該業主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該業主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該業主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表格表格表格表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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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第第第第36(1)(a)(i)條條條條

– 為賣方為賣方為賣方為賣方（（（（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在他在他在他在他
代賣方代賣方代賣方代賣方（（（（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行事的期間行事的期間行事的期間行事的期間，，，，須就其已訂立須就其已訂立須就其已訂立須就其已訂立
的地產代理協議所涉及的每項物業管有或控制的地產代理協議所涉及的每項物業管有或控制的地產代理協議所涉及的每項物業管有或控制的地產代理協議所涉及的每項物業管有或控制
某些訂明資料某些訂明資料某些訂明資料某些訂明資料。。。。

– 所須管有或控制的訂明資料為所須管有或控制的訂明資料為所須管有或控制的訂明資料為所須管有或控制的訂明資料為：：：：

a) 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 
「「「「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B部的物業部的物業部的物業部的物業
的訂明資料的訂明資料的訂明資料的訂明資料

b) 香香香香港住宅物業的租賃港住宅物業的租賃港住宅物業的租賃港住宅物業的租賃:
「「「「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B部的物業的訂明部的物業的訂明部的物業的訂明部的物業的訂明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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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第第第第36(1)(a)(ii)條條條條

– 持牌地產代持牌地產代持牌地產代持牌地產代理理理理須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物須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物須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物須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物
業的訂明資料的準確性業的訂明資料的準確性業的訂明資料的準確性業的訂明資料的準確性

• 為符合上述規定為符合上述規定為符合上述規定為符合上述規定，，，，為賣方為賣方為賣方為賣方（（（（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行行行行事的持牌地產事的持牌地產事的持牌地產事的持牌地產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在他代賣方在他代賣方在他代賣方在他代賣方（（（（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行行行行事的整段期間事的整段期間事的整段期間事的整段期間（（（（自地自地自地自地
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起計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起計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起計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起計），），），），須管有或控制須管有或控制須管有或控制須管有或控制
訂明資訂明資訂明資訂明資料料料料。。。。

• 除非持牌地產代理已管有訂明資料而該資料仍屬準除非持牌地產代理已管有訂明資料而該資料仍屬準除非持牌地產代理已管有訂明資料而該資料仍屬準除非持牌地產代理已管有訂明資料而該資料仍屬準
確確確確，，，，否則他須於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當日否則他須於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當日否則他須於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當日否則他須於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當日，，，，
就物業進就物業進就物業進就物業進行行行行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及及及及（（（（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

a) 使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網上服務進行查冊使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網上服務進行查冊使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網上服務進行查冊使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網上服務進行查冊；；；；或或或或

b) 從其他的訂明來源獲取有關的訂明資料從其他的訂明來源獲取有關的訂明資料從其他的訂明來源獲取有關的訂明資料從其他的訂明來源獲取有關的訂明資料。。。。

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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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牌地產代理在以下情況可能違反上述規持牌地產代理在以下情況可能違反上述規持牌地產代理在以下情況可能違反上述規持牌地產代理在以下情況可能違反上述規
定定定定：：：：

a) 如持牌地產代理須管有的物業的訂明資料於如持牌地產代理須管有的物業的訂明資料於如持牌地產代理須管有的物業的訂明資料於如持牌地產代理須管有的物業的訂明資料於
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之前已取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之前已取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之前已取地產代理協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之前已取
得得得得，，，，而該等物業資料已不準確而該等物業資料已不準確而該等物業資料已不準確而該等物業資料已不準確；；；；或或或或

b) 不論持牌地產代理何時取得有關物業的訂明不論持牌地產代理何時取得有關物業的訂明不論持牌地產代理何時取得有關物業的訂明不論持牌地產代理何時取得有關物業的訂明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他未有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他未有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他未有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他未有在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
該等資料的準確性該等資料的準確性該等資料的準確性該等資料的準確性。。。。

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管有物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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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

• 取得物業的訂明資取得物業的訂明資取得物業的訂明資取得物業的訂明資料料料料及填妥所需的表格乃受及填妥所需的表格乃受及填妥所需的表格乃受及填妥所需的表格乃受
《《《《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例例例例》》》》第第第第3(2)及及及及(3)條所規限條所規限條所規限條所規限。。。。根據該根據該根據該根據該
等條文等條文等條文等條文，，，，持牌地產代理須持牌地產代理須持牌地產代理須持牌地產代理須：：：：

a) 從訂明的來源取得訂明資料從訂明的來源取得訂明資料從訂明的來源取得訂明資料從訂明的來源取得訂明資料；；；；

b) 按照表格列明的指示及指引填妥表格按照表格列明的指示及指引填妥表格按照表格列明的指示及指引填妥表格按照表格列明的指示及指引填妥表格

- 買賣物業買賣物業買賣物業買賣物業:「「「「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
- 出租物業出租物業出租物業出租物業: 「「「「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

c) 隨隨隨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附上物業的土地查冊的副本附上物業的土地查冊的副本附上物業的土地查冊的副本附上物業的土地查冊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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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賣方按賣方按賣方按賣方(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的選擇的選擇的選擇的選擇，，，，於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向賣於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向賣於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向賣於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向賣
方方方方/ 業主提供已填妥的業主提供已填妥的業主提供已填妥的業主提供已填妥的「「「「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或或或或「「「「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的正的正的正的正
本或副本本或副本本或副本本或副本：：：：

(i)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表格表格表格表格3」」」」(或或或或「「「「表格表格表格表格5」」」」)之之之之
前前前前；；；； 或或或或

(ii) 訂訂訂訂立立立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或租約或租約或租約或租約)之前之前之前之前；；；；及及及及

e) 向買方向買方向買方向買方(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提供已填妥的提供已填妥的提供已填妥的提供已填妥的「「「「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或或或或「「「「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的正本或副本的正本或副本的正本或副本的正本或副本，，，，除非買方除非買方除非買方除非買方（（（（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明確表示明確表示明確表示明確表示
放棄其收取有關正本或副本的權利放棄其收取有關正本或副本的權利放棄其收取有關正本或副本的權利放棄其收取有關正本或副本的權利。。。。

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物業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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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填妥填妥填妥「「「「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

• 《《《《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例例例例》》》》第第第第3(2)(a)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持牌地產代理持牌地產代理持牌地產代理持牌地產代理
須按照表格須按照表格須按照表格須按照表格列列列列明的指示及指引明的指示及指引明的指示及指引明的指示及指引，，，， 填妥填妥填妥填妥「「「「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

• 為符合該項規定為符合該項規定為符合該項規定為符合該項規定，，，，持牌地產代理應小心填妥持牌地產代理應小心填妥持牌地產代理應小心填妥持牌地產代理應小心填妥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尤其應注意以下各尤其應注意以下各尤其應注意以下各尤其應注意以下各
項項項項：：：：

a) 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B 部及部及部及部及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B部的所有空格部的所有空格部的所有空格部的所有空格；；；；

b) 於於於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B部及部及部及部及「「「「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B部的部的部的部的「「「「取得取得取得取得
資料的日期資料的日期資料的日期資料的日期」」」」一欄的相應空白處述明取得相關物一欄的相應空白處述明取得相關物一欄的相應空白處述明取得相關物一欄的相應空白處述明取得相關物
業資料的日期業資料的日期業資料的日期業資料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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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於於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B部及部及部及部及「「「「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B部的相應部的相應部的相應部的相應
方格內劃上方格內劃上方格內劃上方格內劃上“����” 號號號號；；；；

d) 如如如如「「「「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B部及部及部及部及「「「「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B部的部的部的部的「「「「訂訂訂訂
明來源明來源明來源明來源」」」」一欄出現一欄出現一欄出現一欄出現“ * ” 號號號號，，，，刪去不適用的選項刪去不適用的選項刪去不適用的選項刪去不適用的選項；；；；

e) 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填上填上填上填上“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如欠缺任如欠缺任如欠缺任如欠缺任
何訂明資料何訂明資料何訂明資料何訂明資料，，，，填上填上填上填上“ 資料欠缺資料欠缺資料欠缺資料欠缺” ；；；； 及及及及

f) 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欄內填寫相關資料欄內填寫相關資料欄內填寫相關資料欄內填寫相關資料。。。。

填妥填妥填妥填妥「「「「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表格表格表格表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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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回答所有問題並填寫「「「「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B 部及部及部及部及「「「「表表表表
格格格格2」」」」B部的所有空格部的所有空格部的所有空格部的所有空格；；；；

(b) 「「「「取得資料的日期取得資料的日期取得資料的日期取得資料的日期」」」」一欄述明一欄述明一欄述明一欄述明
取得相關資料的日期取得相關資料的日期取得相關資料的日期取得相關資料的日期；；；；

(3) 於方格內劃於方格內劃於方格內劃於方格內劃
上上上上“����” 號號號號

(c) 於方格內劃於方格內劃於方格內劃於方格內劃
上上上上“����” 號號號號

(d)「「「「訂明來源訂明來源訂明來源訂明來源」」」」一欄一欄一欄一欄
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 ” 號號號號，，，，刪刪刪刪
去不適用的選項去不適用的選項去不適用的選項去不適用的選項

(e) 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填上填上填上填上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如欠缺任何訂明如欠缺任何訂明如欠缺任何訂明如欠缺任何訂明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填上填上填上填上“ 資料欠缺資料欠缺資料欠缺資料欠缺”

(f)   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僅於表格的相應空白處 / 欄欄欄欄
內填寫相關資料內填寫相關資料內填寫相關資料內填寫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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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的賣方的陳述的賣方的陳述的賣方的陳述的賣方的陳述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2部分的賣方的陳述部分的賣方的陳述部分的賣方的陳述部分的賣方的陳述，，，， 賣方可賣方可賣方可賣方可
提供有關物業的額外資料提供有關物業的額外資料提供有關物業的額外資料提供有關物業的額外資料，，，， 例如對物業進行的例如對物業進行的例如對物業進行的例如對物業進行的
結構上的加建結構上的加建結構上的加建結構上的加建、、、、改動改動改動改動、、、、修葺或改善修葺或改善修葺或改善修葺或改善。。。。

• 持牌人應盡力促請賣方提供持牌人應盡力促請賣方提供持牌人應盡力促請賣方提供持牌人應盡力促請賣方提供「「「「表格表格表格表格1」」」」第第第第2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的相關資料的相關資料的相關資料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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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 201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並同日取代執並同日取代執並同日取代執並同日取代執
業通告業通告業通告業通告11-01(CR)。。。。

• 向客戶提供準確及最新的物業資向客戶提供準確及最新的物業資向客戶提供準確及最新的物業資向客戶提供準確及最新的物業資料料料料是持牌人的重要責是持牌人的重要責是持牌人的重要責是持牌人的重要責
任任任任。。。。為保障及促進客戶的利益為保障及促進客戶的利益為保障及促進客戶的利益為保障及促進客戶的利益，，，， 持牌人必須全面遵從持牌人必須全面遵從持牌人必須全面遵從持牌人必須全面遵從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中述明的相關法定責任中述明的相關法定責任中述明的相關法定責任中述明的相關法定責任，，，， 以以以以
及地產代理協議的相關條文及地產代理協議的相關條文及地產代理協議的相關條文及地產代理協議的相關條文。。。。

• 倘持牌人倘持牌人倘持牌人倘持牌人未能未能未能未能遵守有關物業資遵守有關物業資遵守有關物業資遵守有關物業資料料料料及填妥物業資及填妥物業資及填妥物業資及填妥物業資料料料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 出租資出租資出租資出租資料料料料表格的相關條文表格的相關條文表格的相關條文表格的相關條文，，，， 則則則則或會違反或會違反或會違反或會違反《《《《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及及及及／／／／ 或或或或《《《《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例例例例》》》》及及及及／／／／ 或或或或《《《《操守守則操守守則操守守則操守守則》》》》，，，， 並並並並
可能會遭受紀可能會遭受紀可能會遭受紀可能會遭受紀律律律律處分處分處分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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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執業通告13-03(CR)



《《《《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第第第第13(4)條條條條

• 《《《《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第第第第13(4)條條條條

- 為住宅物業的賣方為住宅物業的賣方為住宅物業的賣方為住宅物業的賣方（（（（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或業主））））行事的持牌人行事的持牌人行事的持牌人行事的持牌人，，，，
在在在在緊接緊接緊接緊接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或租約或租約或租約或租約））））訂立訂立訂立訂立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 須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須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須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須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

• 並向買方並向買方並向買方並向買方（（（（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提供該土地查冊結果的提供該土地查冊結果的提供該土地查冊結果的提供該土地查冊結果的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 持牌人宜要求買方持牌人宜要求買方持牌人宜要求買方持牌人宜要求買方（（（（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或租客））））簽署確認收迄土地簽署確認收迄土地簽署確認收迄土地簽署確認收迄土地
查冊結果的文本查冊結果的文本查冊結果的文本查冊結果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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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常規規例》》》》第第第第13(4)條條條條
正確的理解正確的理解正確的理解正確的理解對第對第對第對第13(4)條的誤解條的誤解條的誤解條的誤解

於深夜訂立臨時買賣於深夜訂立臨時買賣於深夜訂立臨時買賣於深夜訂立臨時買賣////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協議協議協議協議，，，，可延至翌日進行查冊可延至翌日進行查冊可延至翌日進行查冊可延至翌日進行查冊
及向買方及向買方及向買方及向買方////租客提供該查冊租客提供該查冊租客提供該查冊租客提供該查冊
結果文本結果文本結果文本結果文本

於翌日方進行查冊及提供該查冊結果於翌日方進行查冊及提供該查冊結果於翌日方進行查冊及提供該查冊結果於翌日方進行查冊及提供該查冊結果
文本並不符合規定文本並不符合規定文本並不符合規定文本並不符合規定。。。。以買賣以買賣以買賣以買賣////租賃協議租賃協議租賃協議租賃協議
於於於於「「「「綜合註冊資訊系統綜合註冊資訊系統綜合註冊資訊系統綜合註冊資訊系統」」」」服務時間以服務時間以服務時間以服務時間以
外時間訂外時間訂外時間訂外時間訂立立立立而未能進而未能進而未能進而未能進行行行行查冊為理由不查冊為理由不查冊為理由不查冊為理由不
會獲監管局接納會獲監管局接納會獲監管局接納會獲監管局接納

若買方若買方若買方若買方////租客另有代理租客另有代理租客另有代理租客另有代理，，，，賣方賣方賣方賣方////
業主代理無須進行查冊及向買業主代理無須進行查冊及向買業主代理無須進行查冊及向買業主代理無須進行查冊及向買
方方方方////租客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租客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租客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租客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

持牌人無論只為賣方持牌人無論只為賣方持牌人無論只為賣方持牌人無論只為賣方////業主業主業主業主行行行行事事事事，，，，或同或同或同或同
時為賣方時為賣方時為賣方時為賣方////業主及買方業主及買方業主及買方業主及買方////租客租客租客租客行行行行事事事事，，，，該該該該
責任同樣適用責任同樣適用責任同樣適用責任同樣適用

若只屬出租房間的情況若只屬出租房間的情況若只屬出租房間的情況若只屬出租房間的情況，，，，無須無須無須無須
進行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冊進行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冊進行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冊進行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冊
結果文本結果文本結果文本結果文本

業主代理進業主代理進業主代理進業主代理進行行行行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查冊及向租客提供該查
冊結果文本的責任適用於所有出租住冊結果文本的責任適用於所有出租住冊結果文本的責任適用於所有出租住冊結果文本的責任適用於所有出租住
宅宅宅宅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包括出租物業僅為住包括出租物業僅為住包括出租物業僅為住包括出租物業僅為住宅宅宅宅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內的房間內的房間內的房間內的房間。。。。持牌人須就該房間所在的持牌人須就該房間所在的持牌人須就該房間所在的持牌人須就該房間所在的
單位進單位進單位進單位進行行行行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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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買方只為買方只為買方只為買方/ 租客行事的持牌人租客行事的持牌人租客行事的持牌人租客行事的持牌人

• 為保障其客戶的為保障其客戶的為保障其客戶的為保障其客戶的利利利利益益益益，，，，只為買方只為買方只為買方只為買方/ 租客租客租客租客行行行行事的事的事的事的
持牌人亦應持牌人亦應持牌人亦應持牌人亦應:

– 於緊接買賣於緊接買賣於緊接買賣於緊接買賣 / 租賃協議訂租賃協議訂租賃協議訂租賃協議訂立立立立之前進之前進之前進之前進行行行行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土地查冊（（（（除除除除
非賣方非賣方非賣方非賣方/業主的代理已提供查冊業主的代理已提供查冊業主的代理已提供查冊業主的代理已提供查冊，，，，而該查冊乃於緊接而該查冊乃於緊接而該查冊乃於緊接而該查冊乃於緊接
買賣買賣買賣買賣/租賃協議訂租賃協議訂租賃協議訂租賃協議訂立立立立之前進行之前進行之前進行之前進行)

– 向客戶解釋有關土地查冊的內容向客戶解釋有關土地查冊的內容向客戶解釋有關土地查冊的內容向客戶解釋有關土地查冊的內容

– 不論有關物業是否為住宅物業及為賣方不論有關物業是否為住宅物業及為賣方不論有關物業是否為住宅物業及為賣方不論有關物業是否為住宅物業及為賣方/業主的代理業主的代理業主的代理業主的代理
是否於訂立買賣是否於訂立買賣是否於訂立買賣是否於訂立買賣/租賃協議當日之前已提供有關物業租賃協議當日之前已提供有關物業租賃協議當日之前已提供有關物業租賃協議當日之前已提供有關物業
的查冊結果文本的查冊結果文本的查冊結果文本的查冊結果文本，，，， 該責任同樣適用該責任同樣適用該責任同樣適用該責任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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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

•土地註冊處的土地註冊處的土地註冊處的土地註冊處的「「「「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
的資料的用途的資料的用途的資料的用途的資料的用途::::

「「「「備存土地紀錄以供市民查閱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備存土地紀錄以供市民查閱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備存土地紀錄以供市民查閱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備存土地紀錄以供市民查閱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
分的物業轉易分的物業轉易分的物業轉易分的物業轉易，，，，以及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財產及不以及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財產及不以及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財產及不以及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財產及不
動產業權的方法動產業權的方法動產業權的方法動產業權的方法。。。。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不得用於與土地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不得用於與土地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不得用於與土地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不得用於與土地
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使用所提供的資料須符合使用所提供的資料須符合使用所提供的資料須符合使用所提供的資料須符合《《《《個個個個
人資料人資料人資料人資料（（（（私隱私隱私隱私隱））））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

•持牌人不得將土地查冊文本內載的資料用於與土地持牌人不得將土地查冊文本內載的資料用於與土地持牌人不得將土地查冊文本內載的資料用於與土地持牌人不得將土地查冊文本內載的資料用於與土地
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使用土地紀錄內載的個人使用土地紀錄內載的個人使用土地紀錄內載的個人使用土地紀錄內載的個人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業主的個人資料業主的個人資料業主的個人資料業主的個人資料））））作訂明的目的以外作訂明的目的以外作訂明的目的以外作訂明的目的以外
的用途或會違反的用途或會違反的用途或會違反的用途或會違反《《《《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私隱私隱私隱））））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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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的用途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的用途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的用途已列明土地紀錄內載的資料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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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應在使用土地查冊的文本後將之妥善處持牌人應在使用土地查冊的文本後將之妥善處持牌人應在使用土地查冊的文本後將之妥善處持牌人應在使用土地查冊的文本後將之妥善處
置置置置。。。。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從土地註冊處取得的查冊文本在使用從土地註冊處取得的查冊文本在使用從土地註冊處取得的查冊文本在使用從土地註冊處取得的查冊文本在使用
後不應遺留在公眾地方後不應遺留在公眾地方後不應遺留在公眾地方後不應遺留在公眾地方

•當向有關人士提供土地查冊的文本時當向有關人士提供土地查冊的文本時當向有關人士提供土地查冊的文本時當向有關人士提供土地查冊的文本時，，，，持牌人亦持牌人亦持牌人亦持牌人亦
應提醒該等人士由於土地查冊紀錄可能載有個人應提醒該等人士由於土地查冊紀錄可能載有個人應提醒該等人士由於土地查冊紀錄可能載有個人應提醒該等人士由於土地查冊紀錄可能載有個人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故須妥為處理及在使用後將之妥善處置故須妥為處理及在使用後將之妥善處置故須妥為處理及在使用後將之妥善處置故須妥為處理及在使用後將之妥善處置。。。。

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土地查冊的使用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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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此執業通告已於 201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並同並同並同並同
日取代執業通告日取代執業通告日取代執業通告日取代執業通告11-01(CR)。。。。

• 監管局提醒持牌人監管局提醒持牌人監管局提醒持牌人監管局提醒持牌人，，，，進行土地查冊不僅在某些進行土地查冊不僅在某些進行土地查冊不僅在某些進行土地查冊不僅在某些
情況下是法定要求情況下是法定要求情況下是法定要求情況下是法定要求，，，，亦是保障客戶利益的一個亦是保障客戶利益的一個亦是保障客戶利益的一個亦是保障客戶利益的一個
必要步驟必要步驟必要步驟必要步驟。。。。

• 未能未能未能未能遵守有關規定的持牌人遵守有關規定的持牌人遵守有關規定的持牌人遵守有關規定的持牌人或會違反或會違反或會違反或會違反《《《《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常規規
例例例例》》》》及及及及／／／／或或或或《《《《操守守則操守守則操守守則操守守則》》》》及及及及／／／／或本通告內所載或本通告內所載或本通告內所載或本通告內所載
的指引的指引的指引的指引，，，，並可能會遭受紀並可能會遭受紀並可能會遭受紀並可能會遭受紀律律律律處分處分處分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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