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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飛去北京時，
今天飛去北京時，機上巧遇一個舊客戶 「老陳」，
老陳」，他說
」，他說：「
他說：「我外公喺北京過咗身
：「我外公喺北京過咗身，
我外公喺北京過咗身，留低咗間樓；
留低咗間樓；我
係佢唯一親人，
係佢唯一親人，所以上去搵律師問問點轉間樓俾我囉！
所以上去搵律師問問點轉間樓俾我囉！係啦，
係啦，律師提過所有證明我同外公關係嘅
律師提過所有證明我同外公關係嘅文
件，都要先喺香港搵中國委託公證人認證，
都要先喺香港搵中國委託公證人認證，其實佢地
其實佢地係咪律師
佢地係咪律師？」
係咪律師？」
我答：「
年開始，
我答：「中國司法部係
：「中國司法部係1981年開始
中國司法部係
年開始，委託一啲對中國事務有認知嘅香港律師做中國委託公證人，
委託一啲對中國事務有認知嘅香港律師做中國委託公證人，英
Attesting Officer。
。中國委託公證人嘅角色係證明一啲喺香港發生嘅事和產生嘅文件嘅
文叫Chinese
文叫
法律意義同真確性。
法律意義同真確性。其實好多情況香港人要到內地做嘢都需要用到公證人服務
其實好多情況香港人要到內地做嘢都需要用到公證人服務！
例如，
無直系血
例如，香港居民想喺內地結婚，
香港居民想喺內地結婚，就要提交經香港中國委託公證人證明單身，
就要提交經香港中國委託公證人證明單身，以及同fiancee無直系血
以及同
親及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嘅聲明。
親及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嘅聲明。
「另外，
另外，常見需要公證服務嘅情況仲有申請內地親屬來港、
常見需要公證服務嘅情況仲有申請內地親屬來港、申請回內地收養子女、
申請回內地收養子女、申請內地親友遺
產承辦，
產承辦，以及申請內地人士出國讀書等。」
以及申請內地人士出國讀書等。」
「老陳」
老陳」續說：「
續說：「佢哋收費仲激過律師
：「佢哋收費仲激過律師！
佢哋收費仲激過律師！我叫個公證人幫我認證我張出世紙，
我叫個公證人幫我認證我張出世紙，證明我係外公個孫，
證明我係外公個孫，
先知收費係逐個簽名計，
先知收費係逐個簽名計，幾千蚊簽個大名
幾千蚊簽個大名！」
大名！」
我答：「
我答：「至於收費
：「至於收費，
至於收費，以前所有公證人必須按規定嘅標準收費，
以前所有公證人必須按規定嘅標準收費，不得加減。
不得加減。但有咗《
但有咗《競爭條例》（
競爭條例》（即
》（即
2015年
年12月
月）後，委託公證人辦理公證文書可以自由決定收幾多。
委託公證人辦理公證文書可以自由決定收幾多。
「不過，
不過，其實佢哋唔係眯埋眼、
其實佢哋唔係眯埋眼、簽個名就賺你幾千蚊
簽個名就賺你幾千蚊！公證人辦理公證事務時，
公證人辦理公證事務時，有責任須審查當
事人提供文件係咪真實、
事人提供文件係咪真實、合法，
合法，並要對佢公證事項嘅真實性、
並要對佢公證事項嘅真實性、合法性負責。
合法性負責。有需要時，
有需要時，更加要向有
關部門或人士調查，
係堅嘅，
關部門或人士調查，再根據自己嘅經驗進行鑑定，
再根據自己嘅經驗進行鑑定，確認無可疑、
確認無可疑、sure係堅嘅
係堅嘅，先至可以揮筆簽名
先至可以揮筆簽名！
（…… 接下頁）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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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接上頁）
「另外，
另外，要成為中國委託公證人亦唔係易事。
要成為中國委託公證人亦唔係易事。要過五關斬六將
要過五關斬六將！
五關斬六將！首先要符合以下條件：
首先要符合以下條件：
一、擁護《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擁護
》，擁護《
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二、在香港具有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在香港具有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三、擔任香港律師十年以上；
擔任香港律師十年以上；
四、職業道德良好，
職業道德良好，未有因不名譽或違反職業道德受懲處的紀錄；
未有因不名譽或違反職業道德受懲處的紀錄；
五、掌握內地有關法律、
掌握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和辦證規則；
法規和辦證規則；
六、能用中文書寫公證文書，
能用中文書寫公證文書，能用普通話進行業務活動。
能用普通話進行業務活動。
「之後，
每三年舉行一次嘅委託公證人考試。
。即使成功
之後，重要pass每三年舉行一次嘅委託公證人考試
重要
每三年舉行一次嘅委託公證人考試。即使筆試過關，
即使筆試過關，都仲要面試 OK。
授委託為公證人，
授委託為公證人，都仲要定期接受業務培訓。」
都仲要定期接受業務培訓。」
「所以由1981年到而家
年到而家，
名香港律師成功做到委託公證人呢！」
所以由
年到而家，只係大約480名香港律師成功做到委託公證人呢
只係大約
名香港律師成功做到委託公證人呢！」

公屋戶非固定收入官指毋須申報
住戶上訴得直
曾被網民懷疑是潮文〈
曾被網民懷疑是潮文〈住公屋比住私樓更好〉、
住公屋比住私樓更好〉、揚言
〉、揚言「
揚言「傻仔才買私樓」
傻仔才買私樓」寫手的工聯會職員，
寫手的工聯會職員，同
年被褐發4年前申請公屋單位申報收入及資產時
年被褐發 年前申請公屋單位申報收入及資產時，
年前申請公屋單位申報收入及資產時，涉無填寫一份散工薪金，
涉無填寫一份散工薪金，違反《房屋條例》
房屋條例》被票控，
被票控，
最終罪成罰款。
最終罪成罰款。他不服上訴，
他不服上訴，法官昨認為其散工工作屬一次性及非固定收入來源，
法官昨認為其散工工作屬一次性及非固定收入來源，按表格字眼不用
申報，
申報，遑論明知地作虛假陳述，
遑論明知地作虛假陳述，判他得直，
判他得直，撒銷定罪。
撒銷定罪。法官要求當局索取法律意見，
法官要求當局索取法律意見，在表格上花工
夫，避免無謂爭拗和訴訟。
避免無謂爭拗和訴訟。
上訴人是工聯會中山諮詢服務中心主任潘志輝(40歲
，原被控於2010年
年2月
月2日明知地作出虛假
日明知地作出虛假
上訴人是工聯會中山諮詢服務中心主任潘志輝 歲)，
原被控於
元。當局2014年展開調查
年展開調查，
陳述，
陳述，填報每月平均收入為12,830元
填報每月平均收入為
當局
年展開調查，其後指他未有申報填表前3個月在香港
其後指他未有申報填表前 個月在香港
電台任職兩天散工、
元薪金。
電台任職兩天散工、並於一個月前存入銀行戶口一筆1,440元薪金
並於一個月前存入銀行戶口一筆
元薪金。潘去年被裁定罪成，
潘去年被裁定罪成，罰款3,700
罰款
元。

質疑檢控矯枉過正
潘昨由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代表出庭。
潘昨由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代表出庭。張指潘當時剛入職工聯會兩個月，
張指潘當時剛入職工聯會兩個月，申請3人家庭
申請 人家庭
單位，
元。張直指本案著眼點應是潘「
單位，扣減強積金供款後收入上限為12,900元
扣減強積金供款後收入上限為
張直指本案著眼點應是潘「現時」
現時」的收入及賺錢能
力，散工並非恆常收入或工作，
散工並非恆常收入或工作，潘亦不打算繼續做，
潘亦不打算繼續做，故未有申報；
故未有申報；即使資料不準確，
即使資料不準確，潘也是真誠相
信資料屬實，
信資料屬實，質疑本案檢控矯枉過正，
質疑本案檢控矯枉過正，屬茶杯裹的風波。
屬茶杯裹的風波。
控方則指法例原意是要求申請人誠實及主動申報，
控方則指法例原意是要求申請人誠實及主動申報，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申報時有否隱瞞，
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申報時有否隱瞞，況且潘
曾修讀法律課程。
曾修讀法律課程。
法官裁決指根據表格字眼和職員指示，
法官裁決指根據表格字眼和職員指示，潘要填的是「
潘要填的是「每月」
每月」而非「
而非「某月」
某月」收入；
收入；由於港台散工
收入屬非固定及一次性，
收入屬非固定及一次性，不是每月收入，
不是每月收入，故不申報不構成虛假陳述，
故不申報不構成虛假陳述，遑論明知故犯。
遑論明知故犯。
報住深水埗
年網傳他是撰文者一事而起，
報住深水埗澤安邨
澤安邨的潘昨在庭外不肯評論當局調查他，是否因2014年網傳他是撰文者一事而起
是否因
因難以證實
因難以證實，亦不欲相關人士自以為成功而高興。
亦不欲相關人士自以為成功而高興。根據報道，
根據報道，當年有人在網上討論區以<住公屋比
當年有人在網上討論區以 住公屋比
住私樓更好>為題
住私樓更好 為題，
為題，第一身講述居於「
第一身講述居於「石硤尾海景公屋」
石硤尾海景公屋」的好處，
的好處，包括可省錢送子女讀國際學校及
全家去旅行。
全家去旅行。有網民起底質疑潘是撰文者，
有網民起底質疑潘是撰文者，潘留言否認，
潘留言否認，自稱不知賬號是否已被
自稱不知賬號是否已被取消或分配他人使
用。房委會發言人稱暫不作回應。
房委會發言人稱暫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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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港屢見豪門爭產風波，
）
近年本港屢見豪門爭產風波，突顯及早作好財富傳承規劃的重要性。
突顯及早作好財富傳承規劃的重要性。加拿大皇家銀行（
加拿大皇家銀行（RBC）
財富管理近期發表報告，
顯示超過三分二本港高資產人士，
未有任何財富傳承規劃，
財富管理近期發表報告
，顯示超過三分二本港高資產人士
，未有任何財富傳承規劃
，比例在亞
洲區內屬甚高。
洲區內屬甚高。然而，
然而，因應資產的形式及地區分布，
因應資產的形式及地區分布，財富傳承過程或會相當複雜，
財富傳承過程或會相當複雜，專家建議要
及早作好規劃
及早作好規
劃。
RBC亞洲財富規劃主管表示
亞洲財富規劃主管表示，
亞洲財富規劃主管表示，許多高資產家庭的財產分布於多個國家，
許多高資產家庭的財產分布於多個國家，財產受益人也可能居於
不同國家，「
，「例如在英國的物業如何傳承給美國的受益人
例如在英國的物業如何傳承給美國的受益人，
這增加財富傳承的複雜性，
不同國家
，「
例如在英國的物業如何傳承給美國的受益人
，這增加財富傳承的複雜性
，需要專
業人士協助。」
業人士協助。」她提到
。」她提到，
她提到，亞洲正享受財富增長，
亞洲正享受財富增長，但人口也漸趨老年化，
但人口也漸趨老年化，在財富傳承規劃上應未
雨綢繆
雨綢
繆。

那麼是否可透過註冊一家公司來控制全部財產，
那麼是否可透過註冊一家公司來控制全部財產，便能進行財富傳承？
便能進行財富傳承？該公司強
該公司強調，財富傳承並
非只依靠一間公司、
非只依靠一間公司、一個戶口或一張遺囑如此簡單。
一個戶口或一張遺囑如此簡單。以遺囑為例，
以遺囑為例，倘若財產分布在不同國家，
倘若財產分布在不同國家，
考慮到監管因素，
考慮到監管因素，最好是在每個國家都訂立當地遺囑，
最好是在每個國家都訂立當地遺囑，一旦財產擁有人過身，
一旦財產擁有人過身，遺產承繼會容易
得多。
的調查，
本地受訪高資產人士有訂立遺囑。
得多。然而，
然而，根據RBC的調查
根據
的調查，只有11%本地受訪高資產人士有訂立遺囑
只有
本地受訪高資產人士有訂立遺囑。
Charles Monat是亞洲最大獨立人壽保險經紀公司之一
是亞洲最大獨立人壽保險經紀公司之一，
是亞洲最大獨立人壽保險經紀公司之一，其香港首席執行總裁黃國雄表示，
其香港首席執行總裁黃國雄表示，如果
高資產家庭未有預先為財富傳承作好規劃，
高資產家庭未有預先為財富傳承作好規劃，或會面對不少風險，
或會面對不少風險，例如所分配財產的流動性問題。
例如所分配財產的流動性問題。

在香港，
數年。
在香港，如果財產擁有人過身而未立遺囑，
如果財產擁有人過身而未立遺囑，其財產分配要經過法院的遺產認證，
其財產分配要經過法院的遺產認證，可能耗時數年
可能
數年。
「這潛在兩項風險，
這潛在兩項風險，首先，
首先，如果遺產以物業及股票為主，
如果遺產以物業及股票為主，遺產認證期間物業及股票價格可能下
跌；其次，
其次，要考慮期間如何保障家人的生活質素。」
要考慮期間如何保障家人的生活質素。」黃國雄又稱
。」黃國雄又稱，
黃國雄又稱，把財富分配子女時，
把財富分配子女時，物業及
股票往往較難平均分配，
股票往往較難平均分配，除非將其變現。
除非將其變現。
如要解決遺產流動性問題，
如要解決遺產流動性問題，他認為人壽保險是很好的選擇。
他認為人壽保險是很好的選擇。在指定受益人下，
在指定受益人下，以人壽保險形式
持有的遺產，
持有的遺產，可降低要經過遺產認證的風險。
可降低要經過遺產認證的風險。
中國的高資產人士來港購買人壽保單意欲很高，
中國的高資產人士來港購買人壽保單意欲很高，原因是擔心內地未來可能推出遺產稅。
原因是擔心內地未來可能推出遺產稅。「內地
推出遺產稅估計只是時間問題，
推出遺產稅估計只是時間問題，因為中國已保障個人擁有資產權利，
因為中國已保障個人擁有資產權利，以及實行個人海外所得
稅，最終要考慮的便是遺產稅
最終要考慮的便是遺產稅。」
慮的便是遺產稅。」黃國雄說
。」黃國雄說，
黃國雄說，部分內地高資產人士冀盡早在港購買人壽保單，
部分內地高資產人士冀盡早在港購買人壽保單，
以降低保險費，
以降低保險費，日後獲得保障額彌補遺產稅帶來的財富損失。
日後獲得保障額彌補遺產稅帶來的財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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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持牌人不應就物業的銀行估價向準買家作出任何誤導性陳述
持牌人不應就物業的銀行估價向準買家作出任何誤導性陳述，
向準買家作出任何誤導性陳述，也不應就按揭條款作出任何保證，
也不應就按揭條款作出任何保證，否
則有可能被監管局紀律處分。
則有可能被監管局紀律處分
。

事件經過
事件經過
一名地產代理安排一對準買家夫婦視察一個住宅物業，
為其訂立臨時買賣協
一名地產代理安排一對準買家夫婦視察一個住宅物業，並以成交價$3,960,000
並以成交價
訂立臨約前，
該地產代理向他們表示銀行估價為$4,100,000，
議。訂立臨約前
，該地產代理向他們表示銀行估價為
，同時他們可獲得相等於樓價八成的
按揭貸款。
按揭貸款
。
然而，
至$3,420,000，
，因買家購買該物業是作收租
然而，結果數間銀行對該物業的估值僅介乎於$3,350,000
結果數間銀行對該物業的估值僅介乎於
之用，
故提供予他們的按揭貸款亦僅為樓價的五成而已。
之用
，故提供予他們的按揭貸款亦僅為樓價的五成而已
。
因此，
因此，該對買家夫婦最終取消交易，
該對買家夫婦最終取消交易，同時向監管局作出投訴。
同時向監管局作出投訴。

研訊結果
監管局紀律委員會認為，
監管局紀律委員會認為，該名地產代理就物業的銀行估價對其客戶作出誤導性陳述，
該名地產代理就物業的銀行估價對其客戶作出誤導性陳述，違反了《
違反了《操守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
守則》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
。」
守則
》 第 3.4.1 段：「
此外，
此外，他在沒有掌握按揭成數上限的情況下，
他在沒有掌握按揭成數上限的情況下，告訴客戶他們將可獲得的按揭貸款額，
告訴客戶他們將可獲得的按揭貸款額，因而違反了《操
：「地產代理和營業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
應掌握有關的一切法律、
政府規例，
守守則》
地產代理和營業
員應掌握有關的一切法律
、政府規例
，及地產市場的重要
守守則
》 第 3.2.2 段：「
事實和發展。」
事實和發展
。」
考慮到個案的性質及該地產代理的違規紀錄，
考慮到個案的性質及該地產代理的違規紀錄，委員會決定譴責該名地產代理，
委員會決定譴責該名地產代理，罰款 4,000 元，並在
其牌照上附加條件
照上附加條件，
個學分。
其牌
照上附加條件
，要求他在 24 個月內取得持續專業進修計劃下的 24 個學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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