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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限制

由2019年4月起，下列人士不可報考或應考地產代理資格考試及或營業員資格考

試：

地產代理資格考試（EAQE） 營業員資格考試（SQE）

1.	 在報名或考試日前的12個月內

考獲地產代理資格考試合格成

績的人士

1.	 在報名或考試日前的12個月內

考獲地產代理資格考試或營業

員資格考試合格成績的人士

2.	 在報名或考試日持有有效的地

產代理（個人）牌照的人士

2.	 在報名或考試日持有有效的地

產代理（個人）牌照或營業員

牌照的人士

3.	 曾持有地產代理（個人）牌照

（但其牌照有效期的屆滿日距

離報名及或考試日仍未達24	

個月或以上）的人士

3.	 曾持有地產代理（個人）牌照

或營業員牌照（但其牌照有效

期的屆滿日距離報名及或考試

日仍未達24	個月或以上）的

人士

－

4.	 已報考或應考在同一個月份內

舉辦的營業員資格考試的人

士，即考生每個月只可應考營

業員資格考試一次	

					

考試須知考試須知

發牌條件

l	 年滿18歲

l	 完成中學五年級或擁有同等程度的教育

l	 申請牌照前的12個月內必須考獲相關資格考試的合格成績

l	 符合「適當人選」準則的要求

l	 以上發牌條件同時適用於營業員牌照及地產代理（個人）牌照

牌照有效期

l	 在申請牌照時可選擇12個月或24個月

考試費用

l	 地產代理資格考試（EAQE）$800	（2022年1月起，上調至$900）

l	 營業員資格考試（SQE）$550（2022年1月起，上調至$650）

禁用計算機

l	 由2017年5月16日起，資格考試的題目已設定為無需使用計算機

l	 故考生亦無需攜帶計算機進入試場，而計算機在考試中亦將被視為未經許

可的物品

l	 直至另行通告

考試須知



基本證券及期貨規例(卷一)

第一章

法例與監管

69 地產考試 Easy Pass地產考試 Easy Pass68 

法例與監管地產代理資格考試(EAQE)

【P.67後新增內容】
通告 22-01(CR) ： 有關處理「劏房」租賃的指引

【通告重點】

l	 告知準租客持牌人在交易中的身份

l	 在安排客戶訂立租賃協議前，向客戶解釋《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的主

要規定，包括有關租住權保障和租金規管及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

條款的規定

l	 向客戶提供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的摘要副本

l	 建議客戶以書面達成「規管租賃」，從而清楚反映雙方協議的內容

l	 告知客戶租賃協議不應載有與租住權保障和租金規管的規定及「規管租賃」

隱含的強制性條款不一致的條款

l	 建議客戶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查詢或考慮尋求法律意見

l	 提醒客戶留意關於「規管租賃」的相關罪行和罰則

【規管生效】

l	 經修訂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就有關規管分間單位（俗稱：劏

房）的住宅租賃事宜，於2022年1月22日生效

l	 租賃如符合以下情況，即受該《條例》租務管制制度所規管（即：規管租

賃）：

	 租賃在2022	年1	月22	日當日或之後開始

	 租賃屬住宅租賃

	 租賃中的處所屬分間單位

	 租客是自然人

	 租賃的目的是作為租客本身的住宅

	 租賃並非該《條例》附表6	指明的其中一種租賃

【分間單位的涵義】

l	 「分間單位」是指組成建築物單位一部分的處所；而「單位」就建築物而

言，是指該建築物符合以下兩項或其中一項描述的處所：

	 在該建築物的建築圖則中，劃定為或顯示為一個獨立單位（不論如何描

述）的處所

	 在該建築物的公契中，提述為一個單位（不論如何描述）的處所，而該

處所的擁有人，相對於該建築物其他部份的擁有人或佔用人而言，乃有

權享有該處所的獨有管有權者

l	 該《條例》的規管範圍涵蓋在住宅／綜合用途樓宇內及工／商業大廈內的分

間單位。然而，規管的範圍不會涵蓋「寮屋」以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因為

該等建築物或構築物並不是根據建築圖則所建造或經改動以供使用

l	 如對租賃是否屬該《條例》所指的「規管租賃」有存疑，應聯絡差餉物業估

價署查詢

【處理分間單位的「規管租賃」】

l	 持牌人須在成功接觸準租客後，立刻向準租客披露他們所屬的地產代理公司

是否：

	 只代表業主行事

	 只代表租客行事

	 同時代表業主及租客行事

l	 如屬雙邊代理關係，則持牌人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租客和業主

披露分別從相關業主和租客（視屬何情況而定）收取的佣金或報酬的數額或

收費率

l	 若持牌人顯示自己是地產代理，及在「規管租賃」中亦是業主或獲業主委任

的受權人或代表，則他必須將該事實告知準租客

l	 持牌人必須以書面方式將上述提及的事項告知準租客，並取得準租客的書面

確認，說明其已知悉該等安排

l	 雖然「租賃」可以口頭或書面達成，惟持牌人應該：

	 建議客戶以書面達成「規管租賃」，從而清楚反映雙方協議的內容

	 必須告知客戶租賃協議不應載有與該《條例》下的租住權保障和租金規

管規定及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不一致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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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權保障和租金規管】

l	 在安排立約方就分間單位訂立「規管租賃」前，持牌人必須向客戶解釋以下

主要規定：

1.	 分間單位租賃的規管周期，由該分間單位的連續2項「規管租賃」（即

首期租賃及次期租賃）所組成，而每項的租期為2年。因此，分間單位

首期租賃的租客有權享有獲授予有關規管周期中的次期租賃，從而享有

總共為期4	年的租住權保障

2.	 「規管租賃」的租客（不論是首期租賃或次期租賃）可藉給予業主不少

於30	日的事先書面通知，終止租賃，但租賃終止的日期不得早於租期

第1年的最後1日。這並不局限該租客根據該租賃藉通知而終止該租賃的

任何權利

3.	 「規管租賃」的業主（不論是首期租賃或次期租賃）不得在租期屆滿前

終止租賃，即使該租賃中在任何規定看來是容許如此終止該租賃亦然

4.	 在租賃期間，業主不可上調「規管租賃」的租客應繳付的租金款額，但

可下調有關款額。任何次期租賃的租金調整必須按該《條例》下的租金

規管機制進行

【「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

l	 由於某些強制性條款將會隱含地納入每項「規管租賃」內，並對雙方具約束

力，因此持牌人必須：

	 向客戶解釋該《條例》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的涵義

	 向客戶提供在附件中所列的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摘要之

副本

	 如客戶就該《條例》的規管制度有任何問題，建議客戶與估價署聯絡，

或如客戶不明白給予的解釋的任何部分，應建議客戶考慮尋求法律意見

【罪行與罰則】

l	 持牌人必須提醒客戶留意，以下情況將構成違反該《條例》的罪行

	 業主或任何人非法剝奪分間單位租客對該分間單位的佔用

	 業主如要求租客就有關租賃支付或就有關租賃以其他方式從租客收取不

屬以下種類的款項：租金、租金按金、付還任何該《條例》指明的公用

設施及服務的收費，及因租客違反租賃引致的損害賠償

	 業主如要求租客繳付分間單位的任何指明公用設施及服務的收費的付

還，或以其他方式從租客收取該等收費的付還，而所涉款項超過業主向

租客提供的書面帳目中就有關分間單位顯示的經分攤款額

l	 如持牌人亦是「規管租賃」的業主，則其不得要求租客就租賃支付或以其他

方式從租客收取任何佣金或報酬，因為這可能構成該《條例》所訂的罪行

【加蓋印花】

l	 為利便業主遵守相關法定要求，在分間單位的「規管租賃」中代表業主行事

的持牌人應（除非業主客戶以書面方式表示他將直接處理以下事宜）：

	 在已訂立書面租賃協議的情況下，根據《印花稅條例》，安排將租賃協

議加蓋印花；

	 在「規管租賃」（包括首期租賃和次期租賃）的租期開始後的60	日

內，安排向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提交租賃通知書（表格AR2）

【其他】

l	 就該《條例》的新租務管制制度的詳情，包括其規管範圍、有關的常見問

題，及相關的指明表格等，持牌人應參閱估價署網站的指定網頁

l	 持牌人為保障其在發生爭議時的利益，宜向客戶取得書面確認，說明：

	 持牌人已告知客戶上述「規管租賃」的事宜

	 持牌人已向客戶提供在附件中所列的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

款摘要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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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之摘要】

業主承擔印花稅

l	 屬「規管租賃」的租賃協議所徵收的印花稅，須由業主單獨承擔

業主將租賃協議加蓋印花

l	 業主在收到經租客簽署的租賃協議後，須︰

	 安排將該租賃協議根據《印花稅條例》加蓋印花

	 在30	日內，將經雙方簽署並加蓋印花的該租賃協議對應本交回租客

業主交回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

l	 如業主沒有交回該對應本，租客可將租金扣起，暫不繳付，直至業主交回該

對應本為止

l	 如業主最終交回該對應本予租客，租客須於收到該對應本後的15	日內，免

息向業主繳回被扣起而暫不繳付的租金

l	 如租客沒有遵從規定，則業主可藉給予租客不少於15	日的事先書面通知，

終止有關租賃

【業主的義務】

保養和維修

l	 業主須（在適用的情況下）保養和維修以下各項︰

	 僅供處所使用的排水渠、喉管及電線

	 處所的窗戶

	 維修其在處所內提供的固定的附着物及裝置，並確保它們正常運作

	 在收到租客通知，要求維修上述的項目後，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

快進行維修

l	 業主因維修上述項目，可給予租客不少於2日的事先通知，進入處所，	

以便︰

	 視察有關的損壞

	 評估是否需要維修

	 進行所需的維修

l	 如有關損壞是因有人故意或疏忽的作為所引致的，則業主毋須負責有關的保

養及維修

租客終止租賃

l	 如業主沒有履行上述保養和維修所訂的義務，則本條適用

l	 租客可藉給予業主不少於30	日事先書面通知，終止有關租賃

l	 有關租客提前終止租賃（例如在租期滿12	個月後終止租賃）的條文適用於

根據本條作出的終止

【租客的義務】

繳付租金

l	 租客須在到期日或之前，向業主繳付租金

未經同意不得作結構上的改動

l	 租客未經業主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對處所作出任何結構上的改動

不得用作不道德或非法用途

l	 租客不得將處所用作不道德或非法用途，或准許或容受他人將處所用作上述

用途

煩擾、不便或騷擾

l	 租客不得在處所作出會對業主或其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煩擾、不便或騷擾的事

情

l	 如租客經常在租金到期繳付時不予繳付，則租客可視為對業主造成不必要的

不便

不得轉讓或分租

l	 租客不得將整個處所轉讓或分租予另一人，或以其他方式放棄對整個處所的

管有

l	 租客未經業主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將部分處所分租予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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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重收處所

l	 租客如有以下情況，業主可重收處所（整個或任何部分）︰

	 沒有在到期日後的15	日內，繳付租金（但如因法律准許而將租金扣

起，暫不繳付，則屬例外）

	 違反租期內租客的義務

l	 當業主根據上述條款重收處所時，處所的租賃即時終止

l	 任何次期租賃的租金加幅不得超過該《條例》訂明的公式確定的在有關期間估價署就

所有類別的私人住宅物業編制和公布的全港性租金指數的百分比變動或 10%，以較低

者為準

l	 另外，如相關百分比變動為負數，則次期租賃的租金須至少按該百分比下調

l	 此執業通告取代通告《05-01(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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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021年2月3日，投資者戴大財以HK$19,000,000購入一廠房物業，並同時以	

HK$800,000買入一個車位。請問這交易的從價印花稅是多少？

(a)	 $19,000,000  × 15%

(b)	 ($19,000,000 + $800,000) × 15%

(c)	 ($19,000,000 + $800,000) × 8.5%

(d)	 ($19,000,000 + $800,000) × 3.75%

(e)	 ($19,000,000 × 8.5%) + ($800,000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