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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購入一個理想家居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夢想，準備置業時，買家不但要確保有足夠資

金，更重要是對樓宇資料有充分掌握，包括樓宇面積、樓齡、物業交易次數、物業過往

及現時業主資料等。而樓宇買賣亦與土地註冊制度息息相關，香港在 2004年通過《土

地業權條例》，目的是以業權註冊制度取代契約註冊制度。究竟買家置業時會否查核物

業業主的資料？他們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如何？同時，政府如何能提高市民對土地註

冊制度的認知？為了解這些問題，香港電台電視部於 2009年 2月委託香港城市大學專

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進行香港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普遍認識的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大部份受訪市民(90.2%)認為準備購入物業時，有需要去確定物業的賣家是

否該物業的真正業主，但有一半以上市民(56.7%)並不知道註冊業主未必是該物業的法

定業主。另外，接近一半受訪市民未曾聽過契約註冊、業權註冊或《土地業權條例》，

他們亦不知道現行的是甚麼土地註冊制度，可見如何加強市民對相關制度和條例的認識

確實值得關注。 

市民查核物業業主資料的概況市民查核物業業主資料的概況市民查核物業業主資料的概況市民查核物業業主資料的概況 

調查是以問卷形式進行，在街頭訪問了 600名 30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購入物業

時，認為是否有需要核實物業業主資料，以及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 

調查發現，大部份(90.2%)受訪市民認為準備購入物業時，有需要去確定物業的賣家是

否該物業的真正業主，只有少數市民(只有 9.8%)認為沒有需要去核實物業的業主(見表

1)。而認為有需要的市民主要會透過地產經紀、銀行或律師樓去查核物業業主的資料

(79.8%)，其次是透過自己或親友尋找資料(18.9%) (見表 2)。 

土地註冊處是市民可從那裡查核業主資料的政府部門。大部份(77.6%)市民均能指出這

點，但亦有部分市民(10.3%)不知道可從那個政府部門查核物業的業主資料(見表 3)。 

根據現行的契約註冊制度，在土地登記冊登記為業主的人，不一定是法定業主，因為他

的業權可能有不明確或欠妥之處，而他也可能受到沒有註冊的權益影響。調查發現過半

的受訪者(56.7%) 並不認識現行制度這個不明確性 (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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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市民中，66.7%知道賣出物業或抵押物業時，業主是要提供以前的樓契(見表 5)，此

舉主要因為能夠證明誰是業主(39.8%)，其次為令買家安心(36.5%)(見表 6)。 

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 

調查亦訪問了受訪者對土地註冊制度和《土地業權條例》的認知程度。結果顯示，超過

半數市民沒有聽過契約註冊 (50.3%)。另外也有 31%市民表示聽過，但不明白甚麼是契

約註冊，只有 18.7%表示聽過而且明白甚麼是契約註冊(見表 7)。 

至於市民對業權註冊的了解，亦與契約註冊甚為相似。近一半(47.3%)的市民表示沒有

聽過業權註冊，只有 23%表示聽過而且明白，其餘市民表示聽過，但不明白甚麼是業權

註冊(29.7%)(見表 7)。 

現行的土地註冊制度是採用契約註冊制度，調查發現，大部份受訪者對此不甚了解。六

成市民表示不知道 (60.2%)，18.8%誤為是業權註冊制度，能正確指出是契約註冊制度

的只有 21.0% (見表 8)。這顯示出一般市民對相關制度普遍欠缺認識。 

另外，雖然《土地業權條例》在 2004年已經獲得立法會通過，但仍未正式生效。調查

結果顯示，六成的受訪市民表示從來沒有聽過《土地業權條例》(61.5%)，只有近四成

市民表示他們曾聽過(38.5%)(見表 9)。負責研究的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

講師林之博士和首席講師張兆球博士解釋，市民普遍認為法律是深奧和難明的事情，而

《土地業權條例》和業權註冊制度又相當技術性，同時尚未實施，所以市民除非牽涉樓

宇買賣或土地權益，否則不會花太多精神和時間去了解這些條文。 

雖然市民對《土地業權條例》認知不是很高，但大部分受訪市民(89.5%)表示，業權註

冊制度能讓市民只需要透過查閱「業權註冊紀錄」便能確定物業的業主，免卻律師重覆

查閱以前的樓契，並省卻業主和銀行儲存大量樓契的不便，此舉實在是一項重大改進(見

表 10)。 

林之博士和張兆球博士指出，目前的契約註冊制度存有不明確性，新的業權註冊制度具

有相當多的優點，可是市民對此普遍並不認識。為了提高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的認知，

有需要加強公眾宣傳及教育方面的工作。 

調查亦顯示，96.2%受訪市民認為公眾宣傳及教育計劃對提高市民對於業權註冊制度的

認知是十分重要(見表 19)。林之博士和張兆球博士認為，政府部門可以製作電視宣傳短

片提高市民的關注，但由於業權註冊制度內容相當技術性，以專題電視節目詳細解釋細

節是較為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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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對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因素影響對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因素影響對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因素影響對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因素 

調查發現，受訪者對土地註冊制度和《土地業權條例》的認知，與他們曾否擁有物業和

是否從事相關行業有顯著關係。曾擁有物業者，顯著地較多表示聽過而且明白甚麼是契

約註冊制度(22.1%)和業權註冊制度(28.7%)，他們也較未曾擁有過物業者有較多認識現

時是施行契約註冊制度(24.4%)和有聽過《土地業權條例》(41.1%)(見表 11、13、15和

17)。 

另外，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行業的受訪者，亦顯著地較多表示聽過而且明白什麼是

契約註冊制度(34.1%)和業權註冊制度(48.8%)，他們也較並非從事相關行業的受訪者有

較多認識現時是施行契約註冊制度(34.1%)和有聽過《土地業權條例》(41.5%)(見表 12、

14、16和 18)。 

調查樣本調查樣本調查樣本調查樣本 

這項調查以三十歲或以上香港市民為對象，以結構性問卷於六個地區(銅鑼灣、北角、

觀塘、旺角、沙田、荃灣)進行街頭訪問。調查訪問於 2009年 2月尾及 3月初進行。共

成功完成 600 份問卷。 

受訪市民中，68.2%介乎 30至 49歲，29.0%是 50至 69歲，2.8%是 70歲或以上。男性

受訪者佔 49.0%，女性佔 51.0%，他們的教育以中學或預科為主(49.1%)，其次為大專/

大學(27.7%)和小學(11.0%)(見表 20、21和 22)。 

受訪者大部分擁有或曾擁有物業(58.1%)，接近四成市民未曾擁有物業(41.9%)(見表 23)。 

他們的職業大部分與土地物業買賣無關(91.8%)，只有小部分受訪者從事與土地物業買

賣有關的行業(6.8%)，例如律師、地產、銀行及測量等(見表 24)。 

 

調查研究員： 

 

林之博士，人口學家，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張兆球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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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表統計圖表統計圖表統計圖表 

表 1. 受訪市民認為準備購入物業時受訪市民認為準備購入物業時受訪市民認為準備購入物業時受訪市民認為準備購入物業時，，，，是否有需要去確定物業的賣家是該物業的真正業主是否有需要去確定物業的賣家是該物業的真正業主是否有需要去確定物業的賣家是該物業的真正業主是否有需要去確定物業的賣家是該物業的真正業主(N 

=600) 

 % 

有需要 90.2% 

沒有需要 9.8% 

 

表 2: 受訪市民查核物業業主受訪市民查核物業業主受訪市民查核物業業主受訪市民查核物業業主的的的的主要途主要途主要途主要途徑徑徑徑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N =600) 

途徑 % 

地產經紀 40.1% 

銀行 26.3% 

律師樓 13.4% 

自己 11.7% 

親友 7.2% 

其他:如政府部門 1.3% 

 

表 3: 受訪市民認為從以下政府部門可查核物業的業主資料受訪市民認為從以下政府部門可查核物業的業主資料受訪市民認為從以下政府部門可查核物業的業主資料受訪市民認為從以下政府部門可查核物業的業主資料(N =600) 

 

政府部門 % 

土地註冊處 77.6% 

地政總署 5.5% 

屋宇署 3.7% 

差餉物業估價署 2.8% 

其他 0.1% 

不知道 10.3% 

 

表 4: 受訪市民是否知道在土地註冊處查受訪市民是否知道在土地註冊處查受訪市民是否知道在土地註冊處查受訪市民是否知道在土地註冊處查到某物業的註冊業主是某人到某物業的註冊業主是某人到某物業的註冊業主是某人到某物業的註冊業主是某人，，，，但其實某人未必是該物但其實某人未必是該物但其實某人未必是該物但其實某人未必是該物

業的法定業主業的法定業主業的法定業主業的法定業主(N =600) 

 % 

知道 43.3% 

不知道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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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受訪市民認為賣出物業或抵押物業時受訪市民認為賣出物業或抵押物業時受訪市民認為賣出物業或抵押物業時受訪市民認為賣出物業或抵押物業時，，，，業主是否要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業主是否要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業主是否要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業主是否要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N =600) 

 

提供樓契 % 

要 66.7% 

不要 12.0% 

不知道 21.3% 

 

表 6. 受訪市民認為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受訪市民認為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受訪市民認為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受訪市民認為提供所有以前的樓契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N =600) 

原因 % 

證明誰是業主 39.8% 

令買家安心 36.5% 

符合銀行按揭要求 23.0% 

其他 0.7% 

 

表 7: 受訪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受訪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受訪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受訪市民對土地註冊制度(契約註冊契約註冊契約註冊契約註冊和業權和業權和業權和業權註冊註冊註冊註冊)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N =600) 

 

認知程度 契約註冊 業權註冊 

聽過，而且明白 18.7% 23.0% 

聽過，但不明白 31.0% 29.7% 

沒聽過 50.3% 47.3% 

 

表 8: 受訪市民是否能識別現行的土地註冊制度受訪市民是否能識別現行的土地註冊制度受訪市民是否能識別現行的土地註冊制度受訪市民是否能識別現行的土地註冊制度 (N =600) 

土地註冊制度 % 

契約註冊 21.0% 

業權註冊 18.8% 

不知道 60.2% 

 

表 9: 受訪市民對受訪市民對受訪市民對受訪市民對《《《《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N =600) 

有否聽過《土地業權條例》 % 

有 38.5% 

沒有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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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在業權註冊制度下，，，，市民可以查閱一份市民可以查閱一份市民可以查閱一份市民可以查閱一份「「「「業權註冊紀錄業權註冊紀錄業權註冊紀錄業權註冊紀錄」，」，」，」，就能確定物業的業主是誰就能確定物業的業主是誰就能確定物業的業主是誰就能確定物業的業主是誰，，，，

律師可省卻重覆查閱所有樓契律師可省卻重覆查閱所有樓契律師可省卻重覆查閱所有樓契律師可省卻重覆查閱所有樓契，，，，業主和銀行亦可省卻儲存大量樓契業主和銀行亦可省卻儲存大量樓契業主和銀行亦可省卻儲存大量樓契業主和銀行亦可省卻儲存大量樓契。。。。受訪市民認為這是否一項受訪市民認為這是否一項受訪市民認為這是否一項受訪市民認為這是否一項

重大改進重大改進重大改進重大改進？？？？(N =600) 

 

業權註冊制度是否一項重大改進 % 

是 89.5% 

否 10.5% 

 

表 11: 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擁有物業和擁有物業和擁有物業和擁有物業和契約契約契約契約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聽過和明白甚麼是契

約註冊  

有沒有擁有物業 

有 沒有  

 聽過，而且明白 22.1% 13.6%  

  聽過，但不明白 30.2% 32.0%  

  沒聽過 47.7% 54.4%  

總計 100.0% 100.0%  

 

表 12: 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和和和和契約契約契約契約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聽過和明白甚麼是契

約註冊 

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 

是 否 待業 

 聽過，而且明白 34.1% 17.5% 12.5% 

  聽過，但不明白 29.3% 31.6% 0.0% 

  沒聽過 36.6% 50.9% 87.5% 

總計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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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擁有物業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擁有物業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擁有物業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擁有物業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聽過和明白甚麼是業

權註冊 

有沒有擁有物業 

有 沒有  

 聽過，而且明白 28.7% 14.8%  

  聽過，但不明白 29.1% 30.8%  

  沒聽過 42.2% 54.4%  

總計 100.0% 100.0%  

 

 

表 14: 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和業權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百分百分百分百分率率率率) (N 

=600) 

   

聽過和明白甚麼是業

權註冊 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 

  是 否 待業 

 聽過，而且明白 48.8% 21.1% 25.0% 

  聽過，但不明白 24.4% 30.5% 0.0% 

  沒聽過 26.8% 48.4% 75.0% 

總計 100.0% 100.0% 100.0% 

 

表 15:  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擁有物業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擁有物業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擁有物業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擁有物業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現行土地註冊制度 有沒有擁有物業 

  有 沒有  

 契約註冊 24.4% 16.4%  

  業權註冊 23.9% 12.0%  

  不知道 51.7% 71.6%  

總計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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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市民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和現行土地註冊制度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現行土地註冊制度 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 

  是 否 待業 

 契約註冊 34.1% 20.4% 0.0% 

  業權註冊 34.1% 17.6% 25.0% 

  不知道 31.8% 62.0% 75.0% 

總計 100.0% 100.0% 100.0% 

 

 

表 17: 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受訪市民曾否(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無論是過往/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擁有物業和擁有物業和擁有物業和擁有物業和《《《《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認知的關係認知的關係認知的關係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有聽過《土地業權條例》 

曾否(無論是過往/現在)擁有物業 

有 沒有  

 有 41.1% 34.8%  

  沒有 58.9% 65.2%  

總計 100.0% 100.0%  

 

 

表 18: 受訪市民受訪市民受訪市民受訪市民是否從事是否從事是否從事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的職業和和和和《《《《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認知的關係認知的關係認知的關係認知的關係(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N =600) 

有聽過《土地

業權條例》 

是否從事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的職業 

是 否 待業 

 有 41.5% 38.4% 25.0% 

  沒有 58.5% 61.6% 75.0% 

總計 100.0% 100.0% 100.0% 

 

 

表 19: 公眾宣傳及教育計劃的效用公眾宣傳及教育計劃的效用公眾宣傳及教育計劃的效用公眾宣傳及教育計劃的效用(N =600) 

公眾宣傳及教育計劃是否有效用 % 

是 96.2% 

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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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受訪市民的年齡受訪市民的年齡受訪市民的年齡受訪市民的年齡 (N =600) 

年齡 % 

30至49歲 68.2% 

50至69歲 29.0% 

70歲或以上 2.8% 

 

表 21: 受訪市民的性別受訪市民的性別受訪市民的性別受訪市民的性別 (N = 600) 

性別 % 

男 49.0% 

女 51.0 % 

 

表 22: 受訪市民受訪市民受訪市民受訪市民的教育程度的教育程度的教育程度的教育程度 (N =600) 

教育程度 % 

小學 11.0% 

中學/預科 49.1% 

大專/大學 27.7% 

大學以上 10.2% 

不願回答 2.0% 

 

表 23: 受訪者是否擁有物業受訪者是否擁有物業受訪者是否擁有物業受訪者是否擁有物業(N =600) 

有沒有擁有物業 % 

有 58.1% 

沒有 41.9% 

 

表 24: 受訪者職業是否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者職業是否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者職業是否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受訪者職業是否和土地物業買賣有關 (N =600) 

職業 % 

是 6.8% 

否 91.8% 

待業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