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動向 

為認可機構提供的電子提示服務

本處為《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下的認可機構提供的電子提示服務

有助用戶輕鬆管理與按揭貸款相關的信貸風險，固此深受認可機

構歡迎。該服務亦同時協助業主盡早發現涉及其物業的按揭詐騙。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該服務的電子渠道全面實施後， 認可機構的登記用戶可透過電

子渠道網頁，更方便和更安全地提交所有服務申請

和管理其賬戶，電子渠道網頁亦提供更長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以及星期六上

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 

為進一步方便業界使用此服務，本處增設了網上申

請開立登記用戶賬戶的服務。自 2021 年 6 月 28 日

起，認可機構可隨時填妥和提交申請，無需親臨本

處遞交。有意申請登記用戶賬戶的認可機構，可致

電本處的電子提示服務熱線 3521 1900 查詢或要求

協助。   

https://www1.ealert-ai.landreg.gov.hk/eAlert/
https://www1.ealert-ai.landreg.gov.hk/eAlert/


查閱土地紀錄及業主立案法團紀錄的新安排   

 

土地註冊處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就查閱土地紀錄及業主立案

法團紀錄實施新的安排。為加強保障載於土地紀錄的個人資料

私隱，新安排包括要求查冊人士進行查册時需提供辨識身分資

料，並確認無意及不會在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的情況下使用透過查冊獲取的土地紀錄及業主立案法團

紀錄内的個人資料；或將該等個人資料用於與備存及供公眾人

士查閱相關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這 些新安排並無改變現行可提供予公眾人士查閱

的土地紀錄。 

 

提升「綜合註冊資訊系統」    

 

為提升客戶的體驗，本處由 2021 年 12 月起為客戶提供附有二維條碼的電子付款收據，

以方便他們在查冊櫃位領取經「綜合註冊資訊系統」網上服務訂購的土地紀錄。  

 



土地註冊處網上表格  

 

為優化提交電子表格的服務，我們於 2021 年 6 月 28 日推出具有額外功能的新版網上

表格。   

 

只需具備個人／機構數碼證書或「智方便＋」作數碼簽署，

客戶現可隨時隨地一站式經網上提交土地註冊處公用表格和

繳付相關服務費用。這些表格的設計適用於客戶的任何電子

裝置，無論是桌面電腦或流動裝置。   

 

 

 

 

新版網上表格具備以下易於使用的特點：  

在填寫過程中，提供一按即展示的逐步使用指引和註解；  

可拉下清單以便快速選項；  

可儲存表格待稍後填寫；以及  

成功提交表格後獲確認通知以便日後聯絡。  

 

詳情請參閱本處網站。  

https://www.landreg.gov.hk/tc/pforms/form.htm


年度客戶資料核實  

 

為保持與客戶的有效溝通，本處每年均會更新客戶管理系統

的資料。我們已於 2021 年 11 月致函所有「綜合註冊資訊系統」

網上服務的登記用戶及使用遞交契約服務的客戶，邀請他們

填寫「客戶資料表格」以提供最新的資料。客戶亦可在有需要

時下載「登記用戶資料更改表格」以更新其資料。  

 

業權註冊 

 

行政長官 2021 年施政報告的其中一項新措施，是先行在新批出土地實施《土地業權條

例》(第 585 章) （「新土地先行」方案）。為推進「新土地先行」方案，我們透過不同

途徑竭力與主要持份者合作。 

 

由主要持份者及有關政府部門代表組成的《土地業權條例》督導委員會於 2021 年 12 月

舉行會議，就「新土地先行」方案下推行《土地業權條例》的主要修訂建議和最新發展

作出討論和交流意見。  

我們會繼續與主要持份者磋商， 處理實施「新土地先行」方案尚未解決的事宜及敲定《土

地業權條例》的修訂建議，並制定一個更具體的實施時間表。 

https://www.landreg.gov.hk/tc/pdf/coap.pdf


活動紀要  

 

「中止為文書註冊的一般原因」客戶交流會  

 

為使客戶更清楚了解本處中止

為文書註冊的一般原因，我們在

2021年12 月為超過200 名來自各

律師事務所的人士舉辦了兩場

客戶交流會。 

 

會上主要簡介在擬備提交註冊

的文書和註冊摘要時如何避免

常犯的錯誤。我們並向與會人士

分享文書不獲接受註冊的個案。此外，我們

亦在會上簡介了電子註冊摘要表格的使

用，以及「物業把關易」服務如何令業主受

惠。 

 

是次交流會的反應良好，並提供了一個有

效的平台，讓我們與客戶交流意見和分享

經驗。 

 

 

 

 

 

 

 

 

 

 

 

 

 



第 48 屆「業權註冊處長會議」 
 

由西澳大利亞州土地信息管理局（Landgate of Western Australia）主辦的第 48 屆「業權註

冊處長會議」已於 2021 年 11 月 15、17、19、22、24、26 及 29 日以視像會議形式舉行。

出席者包括來自澳洲、加拿大、英格蘭和威爾斯、香港、愛爾蘭、新西蘭、蘇格蘭及新

加坡各個司法管轄區的代表。香港土地註冊處的代表是土地註冊處處長譚惠儀女士、土

地註冊處經理方吳淑儀女士、副首席律師許國鴻先生和助理土地註冊處經理黃慧怡女

士。  

 

是次會議涵蓋多個簡報和討論，主要議題包括電子物業轉易、電子身分及簽署、土地註

冊資料使用，以及土地註冊將來的工作。該會議對本處未來發展業權註冊及提升服務提

供寶貴的見解。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到訪  

 

 

 

 

 

 

各同學對本處的工作

甚感興趣，並就我們提

供的服務和香港的土

地註冊制度得到更深

入的了解。 

作為本處公眾教育活動的一

部分，我們致力向學界介紹

本處的服務及香港的土地註

冊制度。 在 2021 年 7 月 19 日，

我們安排了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沙田分校）的法律及行政

事務學系的學生參觀本處。  



《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 2020/21 年報》  

 

 

 
本處於 2021 年 10 月 20 日發表《土地註冊處營

運基金 2020/21 年報》， 涵蓋土地註冊處營運基

金在年內的業務表現，並載有經審核的財務報

表，詳列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的財務狀況。  

 

縱使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土地註冊處營

運基金仍一直致力為客戶優化服務和發展新

猷。 

https://www.landreg.gov.hk/ar20-21/index.html
https://www.landreg.gov.hk/ar20-21/index.html


企業公民  

 

學生實習計劃  

 

 

作為一個關愛機構，土地註冊處參加

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的「2021 年殘疾學

生實習計劃」，致力為僱員提供平等機

會， 消除工作間的歧視。 我們亦參與了

「2021 年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和

「2021 年非華裔學生實習計劃」，以助

實習生獲取工作經驗。 

 在 2021 年6 月至8 月的暑假期間，

我們共安排了七位大學生在法律

事務部、 查冊及部門服務部、 常

務部和資訊科技管理部實習。他

們在真實的辦公環境獲派處理不

同種類的工作，以增進其相關知

識和技能。  

各實習生在總結環節進行了富有成果的

交流，分享他們從是次實習所獲取的工

作體驗和得著。他們總結在其導師的指

導下獲取了寶貴而實用的工作經驗和相

關技能，有助提高他們的自信心，以及進

一步培養良好的工作技能。   



2020 年《管制人員環保報告》

本處於 2021 年 5 月在部門網站發表

2020 年《管制人員環保報告》，闡述

本處的環保政策、目標和各項措施，

以及本處在 2020 年的環保表現和

2021 年的環保目標。 



工作成果  

 

2021 年「申訴專員嘉許獎—公職人員獎」  

 

我們謹此祝賀一級土地註冊主任潘麗珍女士及高級文書主任李美慧女士獲頒發 2021 年

「申訴專員嘉許獎—公職人員獎」。  

 

 

潘女士和李女士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及專業的服務，為公務員樹立楷模。頒獎典禮已

於 2021 年 11 月 4 日舉行。  



2021 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  

 

我們謹此祝賀文書主任徐家駒先生入選 2021 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以表

彰其持續優秀的工作表現及致力於提供優質服務。   



《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 2019/20 年報》獎項  

 

《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 2019/20 年

報》榮 獲 了 美 國 傳 媒 專 業 聯 盟

（LACP）頒 發 的「2020  Vision 

Awards」之「印刷本年報—市／州／

國家政府組別」的白金獎。土地註冊

處營運基金連續三年奪得這項比賽

的最高殊榮，肯定本處在製作優質

年報上的努力。  

 

美國傳媒專業聯盟是著名的國際

機構，旨在表揚在傳訊方面有優秀表現的企業。該機構舉辦的「2020 Vision Awards 年報

比賽」共吸引約 1,000 份來自全球多個不同行業的機構的作品參賽。    

  

該年報亦於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 2021 年「最

佳年報比賽」中獲頒「優秀環境、 社會及管治

資料披露」證書。    

 

「最佳年報比賽」是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於

1973 年創辦並由南華早報於 2007 年起協辦，

目的是推動製作及時、內容準確詳實及設計

美觀的年報。   

https://www.landreg.gov.hk/ar19-20/index.html
https://www.landreg.gov.hk/ar19-20/index.html


土地註冊處「最佳前線員工獎勵計劃」  

 

「最佳前線員工獎勵計劃」旨在表揚前線人員的優秀表現。我們

謹此衷心祝賀元朗查冊中心奪得 2021 年上半年的團隊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