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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注意: 以下所列出的常見問題只就按揭保險計劃作出一般陳述，並不一定切合你的特

殊情況。所有按揭保險計劃之申請均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按個別情況進行審查，

批核及作最後決定。如你對按揭保險計劃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參與銀行或向香港按證

保險有限公司按揭保險熱缐查詢。 

部份以下所列出的常見問題並不適用於馬頭圍道「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的

按揭保險安排，請參閱本網頁關於此項目之「自住物業按揭貸款合資格準則」,

及／或聯絡參與銀行或向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按揭保險熱缐查詢。 
(馬頭圍道「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的按揭保險安排) 

 

甲. 按揭保險計劃之產品資訊 

1. 問: 按揭保險計劃的物業樓價上限1是多少? 

 答: 已落成住宅物業的樓價上限為 1,920 萬港元。樓花物業的樓價上限為 600

萬港元。 

2. 問:  按揭保險計劃的最長還款年期 1是多少? 

 答: 最長還款年期為 30年。 

3. 問:  按揭保險計劃的最高按揭成數 1及貸款金額上限 1是多少? 

答: 已落成住宅物業而樓價為 1,125萬港元以下，最高貸款金額為(a) 按揭成

數 80%-90%2；或(b) 貸款金額上限 900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若該物業

樓價為 1,125 萬港元或以上至 1,200 萬港元，則最高按揭成數為 80%。而

若該物業樓價為 1,200萬港元以上至 1,920萬港元，則最高按揭成數為

80%或貸款金額上限 960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 

 樓花物業而樓價為 450萬港元以下，最高貸款金額為(a) 按揭成數 80%-

90%2；或(b) 貸款金額上限 360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若該物業樓價為

450萬港元或以上至 600萬港元，則最高按揭成數為 80%。 

 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網站內之「最高按揭成數」。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

ogramme.html） 

                                                           
1
 有關具套現之再融資按揭貸款的物業樓價上限，最長還款期，最高按揭成數及貸款金額上限，請參閱香港按證保

險有限公司網站之「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具套現之再融資按揭貸款」。 
2
有關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的合資格準則，請參閱問題 17。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Ma%20Tau%20Wai%20Road%20Starter%20Homes%20Pilot%20Project_Chi.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Ma%20Tau%20Wai%20Road%20Starter%20Homes%20Pilot%20Project_Chi.pdf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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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請按揭保險計劃的要求及其資格準則 

乙 1. 資格準則 

4. 問:  請說明申請按揭保險計劃的合資格準則。 

答: 有關以下各個按揭保險計劃的資格準則，你可以參閲香港按證保險有限

公司網站內之「自住物業按揭貸款合資格準則」。 

(a)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物業價格 600 萬港元或以下）; 

(b)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物業價格 1,200 萬港元或以下）; 

(c)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物業價格 1,920 萬港元或以下）; 

(d)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 - 村屋按揭貸款（物業價格 600 

萬港元或以下）; 

(e)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 - 村屋按揭貸款（物業價格 1,200 

萬港元或以下）; 

(f)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 - 村屋按揭貸款（物業價格 1,920 

萬港元或以下）; 

(g) 80%按揭成數的住宅物業按揭貸款 - 具套現之再融資按揭貸款; 及 

(h) 馬頭圍道「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的按揭保險安排。 

若有關物業買賣交易牽涉關聯人士或部份業權轉讓,並本質上屬套現安

排，你需要參閱以上項目（g)之合資格準則。你亦可透過按揭保險計劃

的參與銀行申請預先批核服務以準確評估你的申請資格。 

乙 2. 業主自住 

5. 問:  我打算購買一個物業作投資用途，可否申請按揭保險計劃貸款？ 

答: 不可以。該物業必須為自住居所。若你於申請按揭保險計劃時已擁有另

一個住宅物業，你必須以書面形式說明此物業目前及日後的佔用安排。 

6. 問:  我需要怎樣來證明該物業將為自住呢？ 

答: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除了會在你申請按揭保險計劃時、提取貸款時及

其後的某些指定時間要求你簽署自住聲明（及在必要時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以確認及承諾該物業為自住居所外，亦有權於按揭保險生效的任何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6%20mn%20(1).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12%20mn%20(1).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19-2%20mn%20(2).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Village%20House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6%20mn.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Village%20House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6%20mn.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Village%20House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12%20mn%20(1).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Village%20House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12%20mn%20(1).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Village%20House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19-2%20mn%20(1).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80%25%20LTV%20MIP_Chi_Village%20House_Property%20Value%20up%20to%20HK%2419-2%20mn%20(1).pdf
http://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80%25%20LTV%20MIP_Chi_Cash%20Out%20refinancing_2.pdf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3/IEC%20-%20Ma%20Tau%20Wai%20Road%20Starter%20Homes%20Pilot%20Project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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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作出這項要求。如你未能符合自住要求，貸款銀行可要求你全部清

還有關按揭貸款。 

乙 3. 供款比率 

7. 問: 供款比率的上限是多少? 

 答: 一般而言，供款比率的上限為 50%。但若申請人於申請按揭保險計劃時，

已經擁有或提供按揭擔保予一個或以上未全數清還按揭貸款的物業，供款

比率的上限為 40% (若(i)申請按揭成數 70%以上而按揭保險成數為 50%；

或(ii)申請按揭成數 60%以上而按揭保險成數為 40%，則供款比率上限為

35%)。 

  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網站內之「自住物業按揭貸款

合資格準則」。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

ogramme.html） 

乙 3.1 入息 

8. 問: 我在香港擁有收租物業，該租金收入可否計算在總入息內並用作計算供

款比率? 

 答: 可以。但最多只能把該租金收入之70%計算在總入息內。同時, 申請人須

提供妥為簽立之租約及該租金收入之入帳記錄以作批核。而基於你擁有

其他物業，你有機會進一步被要求提供合理解釋及/或額外文件予貸款銀

行及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以確保你申請按揭保險的物業會作自住居所

用途。 

9. 問: 年終花紅可否計算在總入息內並用作計算供款比率? 

 答: 可以。申請人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作批核。一般而言，用作計算年終

花紅之金額，最高不超過月薪三倍。 

10. 問: 佣金收入可否計算在總入息內並用作計算供款比率? 

 答: 可以。申請人須提供最近六個月糧單及相關之出糧記錄以作批核。一般

而言，我們會考慮以申請人最近六個月平均佣金收入計算在總入息內。 

11. 問: 我可否請我的朋友作為我按揭保險計劃貸款申請的擔保人呢? 

 答: 不可以。擔保人必須為借款人/抵押人之直系親屬，未婚夫/妻或親戚。 

12. 問: 如果我和另外一位申請人聯名申請按揭保險計劃貸款,而他在香港以外地

區工作,那麼他的收入可否計算在總入息內?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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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除非另外一位申請人能證明與香港有緊密連繫#，否則按揭保險計劃將不

接受主要收入並非來自香港的人士之申請。 

 

#按揭保險計劃下，如申請人於海外工作及其收入佔申請個案中所有申請  

人總收入50%以上，除非該申請人(下稱『海外收入申請人』)能夠証明與香

港有緊密連繫，否則其申請將不被接納。有關與香港有緊密連繫之定義

為：  

1. 『海外收入申請人』提交獲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接受之有效證明文

件，顯示其受聘於本地僱主； 或  

2. 『海外收入申請人』書面聲明有直系親屬(只限於父母、配偶及子女) 

現於本港定居。  

乙 3.2 債務供款 

13. 問: 那些債務供款須計算在供款比率內? 

答: 債務供款是指申請人每月的樓宇按揭供款和其他財務責任。財務責任可

包括(但不限於)私人貸款、發展商所提供之按揭貸款及在銀行或其他財

務機構的供款。 

14. 問: 若我為其他貸款之擔保人，該項每月還款金額是否需要計算在供款比率

內? 

答: 是，該項還款金額會全數計算在內。 

15. 問: 現居物業的租金支出是否需要當作債務供款並計算在供款比率內? 

答: 否。一般而言，現居物業的租金支出並不當作債務供款。 

乙 4. 首期 

16. 問: 按揭保險計劃對購買物業首期的資金來源有限制嗎？我是否需要提供首

期證明呢? 

答: 用作購買物業的首期，必須為你本人之資產，而並非經借貸或透支所

得。 

 

以下情況是你有可能被要求提供首期證明的例子: 

 

(a) 信用/「無抵押」透支額具結欠; 或 

(b) 最近三個月有申請或提取任何貸款的記錄; 或 

(c) 首期以信用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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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例子外，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亦可按個案情況下要求申請人提

供首期證明。 

 

 

丙. 我是否符合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的貸款資格? 

17. 問: 我可以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的貸款嗎? 若果可以，請問貸款金額上限

及物業樓價上限是多少？  

答: 可以，但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a) 你於申請時並未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 及 

(b) 你須為固定受薪人士。 

貸款金額上限及物業樓價上限為： 

(i) 已落成住宅物業的樓價為 1,125 萬港元以下（貸款上限為 900萬港

元）; 或 

(ii) 樓花物業樓價為 450萬港元以下(貸款上限為 360 萬港元)。 

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網站內之「自住物業按揭貸款

合資格準則」。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

rogramme.html） 

18. 問: 我是日薪僱員，我是否會被介定為「固定受薪人士」及符合申請按揭成

數 80%以上貸款的資格? 

答: 一般而言，非收取佣金的日薪僱員是可被介定為「固定受薪人士」的。 

有關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的合資格準則，請參閱問題 17。 

19. 問: 我的薪金是包含底薪和佣金的，我是否符合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

的資格? 

答: 一般而言，若只計算你的底薪部份(在總入息內)也能達到供款比率的要

求，你便可符合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的資格。 

有關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的合資格準則，請參閱問題 17。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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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問: 在申請按揭貸款時，我已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把現時持有的住宅物業售

出，我符合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的資格嗎? 

答: 不符合。除非在申請按揭貸款時，你能夠出示妥為簽立的轉讓契約(或其

他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接納之文件3)，以證明你所持有的住宅物業已

轉讓他人，否則你是不符合申請按揭成數 80%以上貸款的資格。 

丁.合資格之按揭物業類別及如何決定物業的價值 

21. 問: 那些類別的物業符合按揭保險計劃的資格? 

答: 申請抵押之物業須為香港住宅物業(現樓或樓花)。在村屋方面，以下物

業類別均不符合資格： 

(a) 樓花村屋; 

(b) 「祖」、「堂」物業; 及 

(c) 有轉售限制之村屋。 

22. 問: 按揭物業的樓齡上限為多少? 

答: 物業的樓齡是沒有上限的; 但按揭物業(村屋除外)的原定/剩餘還款年期

與樓齡之和的最高上限為 75 年。若按揭物業屬村屋，原定/剩餘還款年

期與樓齡之和的最高上限為 55年。 

23. 問: 以公司名義購買之物業可以申請按揭保險計劃嗎? 

答: 不可以。只有以私人名義購買之物業才可申請按揭保險計劃。 

24. 問: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會如何決定物業的價值? 

答: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會為每個申請按揭保險計劃之物業進行估值,再與

銀行物業估價及物業買賣價比較,以較低價為準。 

 

戊. 如何遞交申請？ 

25. 問: 申請按揭保險計劃須提交那些文件? 

答: 一般而言，你須提交以下文件: 

(a) 香港身份證副本 ； 

(b) 有關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副本（如適用）； 
                                                           
3 臨時買賣合約及正式買賣合約並非可接納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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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入息證明。 

26. 問: 如何遞交我的按揭保險計劃申請? 

答:你可透過參與按揭保險計劃的銀行向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提交你的

申請。 

(參與按揭保險計劃銀行名單) 

27. 問: 我應何時遞交按揭保險計劃申請? 

答: 你可於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提出申請。 

 

另外，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亦有提供按揭保險計劃預先批核服務，讓

有意置業的人士在確定是否購買物業之前，預先知道自己是否符合按揭

保險計劃的申請資格。有興趣的人士可於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前透過參與

銀行提交按揭保險計劃的申請及所需文件。 

 

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網站內之「預先批核服務」。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

rogramme.html) 

 

28. 問: 我可如何跟進我的按揭保險計劃申請之批核進度? 

答: 你可以透過以下途徑: 

(a) 直接向提交申請的銀行查詢；或 

(b) 在辦公時間致電按揭保險計劃查詢熱線: 2536 0136。 

  

29. 問: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或銀行會如何通知我批核的結果? 

答: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會將初步批核結果通知銀行，然後由銀行將批核

結果通知申請人。 

 

30. 問: 我可以直接向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提交按揭保險計劃申請嗎? 

答: 不可以，所有申請必須經參與銀行提交。 

 

己. 按揭保費 

31. 問: 按揭保險的收費是如何計算的? 

http://www.hkmc.com.hk/chi/online_tool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Annex-2-Chinese.pdf
http://www.hkmc.com.hk/files/product_file/3/750/List%20of%20Participating%20Banks%20%28Chinese%29.pdf
http://www.hkmc.com.hk/files/product_file/3/750/List%20of%20Participating%20Banks%20%28Chinese%29.pdf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www.hkmc.com.hk/chi/online_tool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Annex-2-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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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按揭保費是依據有關的「自住物業按揭貸款合資格準則」及你所申請的

按揭成數和還款年期作計算的。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

司網站內之「自住物業按揭貸款合資格準則」及「按揭保險計劃按揭保

費一覽表」。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

ogramme.html)  

  (按揭保費一覽表 -自住物業貸款) 

 

32. 問: 如何支付按揭保費? 

答: 有兩個支付按揭保費的方法。第一個支付方法為「一次付清」，你可以

選擇把保費加借或不加借於貸款內。若選擇加借保費，保費是會連同貸

款金額一同以月供或每兩星期供款一拼償還。第二個支付方法為「每年

支付」，保費須每年繳付。 

 

庚. 提取貸款後須注意的事項 

33. 問: 若我提早清還部份或全數貸款餘額，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會另外收取

費用嗎? 

答: 不會。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是不會另外收取費用的，但亦不會退還全

部(或只會退還部分)已繳交之按揭保費。然而，請注意貸款銀行可能會

收取提早償還的手續費，有關詳情請向銀行查詢。 

 

34. 問: 在按揭貸款年期中，是否所有申請人都須住在有關物業呢? 

答: 在物業成交後,該物業須為最少一位借款人/抵押人/擔保人的主要住所。

於按揭保險的生效期間，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有權經貸款銀行要求申

請人聲明該物業的用途及提供證明文件以確實該物業一直為你的自住居

所。如申請人未能符合自住要求，貸款銀行可要求申請人全部清還有關

按揭貸款。就相關題目，請參閱問題6。 

 

35. 問: 我若想修改按揭條款，須先得到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的書面同意嗎? 

答: 在修改按揭條款前必須得到有關貸款銀行的批核及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

司的書面同意。 

 

36. 問:  按揭保險會在什麼情況下終止? 

答: 按揭保險會在以下任何一項情況發生時立即終止: 

(a) 貸款已全部清還; 

(b) 貸款之未償本金餘額降至按揭成數門檻或以下;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ortgage_insurance_programme.html
https://www.hkmc.com.hk/files/product_file/3/1141/Premium%20Rate%20Sheet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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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發生違反按揭保險的條款。 

辛. 已落成住宅物業與樓花物業 

37. 問: 樓花物業可申請按揭保險計劃貸款嗎? 

答: 一般而言，有關物業項目須於取用貸款起計12個月內完成及屬於香港特

區政府地政總署 同意方案 的物業發展項目。 

 除此以外，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會對個別物業項目作特殊審批。請諮

詢貸款銀行以確定合資格的樓花物業項目。 

 

38. 問: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分別於2019年10月16日及2022年2月23日宣布有關

就已落成住宅物業作出修訂。請問什麼物業可界定為已落成住宅物業？ 

答: 已落成住宅物業須為現樓住宅物業並以現樓按揭契承造按揭上會。新増/

擴大適用範圍並不適用於樓花按揭。 

 

39. 問: 我打算買入一樓花，並待收樓時（即物業落成及要完成交易時）才申請

按揭貸款。請問到時候我是否仍然可符合新增/擴大適用範圍下之按揭保

險的資格？ 

答: 新增/擴大適用範圍下的按揭保險計劃適用於已落成住宅物業。所以你仍

然可以申請該範圍下之按揭保險。然而，在物業落成後，你的貸款金額

有機會因應該物業估值的變動甚至下調而被調整。故此，按證保險有限

公司提醒你在置業前要留意以上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