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承諾
2018-19

有效監察

本署的服務水平由署長負責監察。在2017-18年度服務承諾所列

的11項服務，都已達到或超越所定的服務水平及目標。

服務環境

我們致力在辦事處內為市民提供舒適的環境，讓他們享受效率

出眾、殷勤有禮的專業服務。在辦公時間內，詢問處的職員會

迅速為市民提供協助。

市民的角色

1.在繳款到期日前繳付差餉及/或地租
你必須在繳款到期日前繳款，否則本署會向你徵收附加費。

2.依時提交申報表及文件
為使本署可有效率地執行法定的職務，你必須填報本署發出的

申報表或文件，提供完整及準確的資料，並於指定時間內交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差餉物業估價署出版 

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其他服務

本署在執行各項主要職能的過程中，須廣泛蒐集及分析物業資料，

有關的統計數字刊載於本署每年出版的《香港物業報告》內。

此外，本署亦負責編製《樓宇名稱》，詳錄全港樓宇的名稱及地址，

並將所有已知的樓宇落成年份列出。本署每季更新《樓宇名稱》

的內容。市民可到本署網頁www.rvd.gov.hk，閱覽上述刊物。

查詢詳細資料

有關差餉、地租及租務事宜的一般資料，以及物業市場的一些統計

數字，均可在本署網頁www.rvd.gov.hk查閱，或透過24小時

電話資訊服務（電話：2152 2152）查詢。本署的詢問處及各區

民政事務處的民政諮詢中心均備有多款小冊子，說明差餉及地租

的評估和繳款及租務事宜，歡迎市民索閱。

本署的租務主任每周會按時前往指定的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

亦會在每個工作天前往土地審裁處，就租務事宜免費為市民提供

意見及調解服務。歡迎致電本署租務組（電話：2150 8229），

查詢接見日期及時間。

2. 電子方式遞交表格及通知書
本署接受以電子方式遞交《差餉條例》、《地租（評估及徵收）條例》

及《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規定送達的法定表格及通知書。

除了現行的郵遞或親身遞交方式外，市民亦可選擇以電子方式

遞交表格。有關「電子表格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本署網頁

www.rvd.gov.hk，或致電2152 0111向本署查詢。

3. 綜合發單及繳款服務
繳納人如需繳交多個物業的差餉及/或地租，可向本署申請

「綜合徵收差餉及/或地租通知書」，該通知書上列出各項物業的

每季應繳差餉及/或地租，省卻每季就多個物業逐一收取帳單及

繳費的麻煩。

現時共有1 950個綜合帳目，涵蓋150 000個個別物業帳目。

此項服務會繼續擴展，以迎合擁有多個物業的繳納人的需要。

4. 電子差餉地租單服務
已登記用戶可登入電子差餉地租單系統查閱及下載電子帳單。

另外，系統又會通知用戶電子帳單已經發出及提示用戶於到期日或

之前繳款。需要處理多張電子帳單的繳納人，也可以利用電子差餉

地租單系統，一次過清繳全部帳項。自2015年5月24日起，此項

服務新增功能，可供登記用戶查閱付款記錄，更新通訊地址，

以及以電子方式收取通知及填妥和交回「物業詳情申報表」等。

用戶亦可於網上申請及更新綜合帳目。我們會繼續擴展此項服務，

以迎合繳納人的需要。詳情請瀏覽本署網頁www.rvd.gov.hk或

致電2152 0111查詢。

3.通知差餉物業估價署
如需更改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的姓名及/或地址，請以書面或

使用以下其中一款表格或回條告知本署：

表格、回條 差餉物業估價署網頁的 
超文本連結

(i) 網上服務 ─

「更改繳納人資料」

（電子表格）

請於本署網頁（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更改繳納人

的資料」。

(ii) 表格RVD 1006 ─

《更改差餉及 /或地租

繳納人資料通知書》

請於本署網頁（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公用表格 ─

發單與繳款」。

(iii)  《徵收差餉及 /或地租

通知書》背頁的回條

不適用。

4.提出建議、意見或投訴
如對本署的服務及辦事方式有任何建議、意見或投訴，歡迎你

向本署署長提出：

地址： 差餉物業估價署	
九龍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5樓

你亦可致函或致電本署顧客服務主任（電話：2150 8833）提出

建議、意見或投訴（電郵地址：enquiries@rvd.gov.hk 或
complaints@rvd.gov.hk）。

5.填寫問卷
為收集市民對本署服務水平的意見，我們以抽樣方式將問卷夾附

在給市民的覆函內。本署的詢問處亦備有該份問卷，歡迎你填妥

後交回本署，讓我們的服務更精益求精。



2018-19年度服務重點

1.物業資訊網（PIO）
「物業資訊網」提供以下服務：

• 查詢住宅物業（鄉村式屋宇除外）的實用面積、樓齡及許可

用途資料

• 公眾查閱最新聲明的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有關資料將於

每年3月中於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作出聲明後至5月31日

在此網上平台展示）

• 查詢估價冊及/或地租登記冊內最近三個估價年度的應課差餉

租值

• 查詢差餉及/或地租帳目資料

• 查詢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的物業資料（實用面積及樓齡）

我們將繼續探討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性，以不斷優化我們的

網上服務。

2018-19年度服務標準及目標
 （包括2017-18年度目標及成果以供比較）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差餉與地租的估價和帳目

1.1 評定新建物業

的差餉及/或

地租估價

由該新建物業首次徵收差餉及/或

地租的日期起計8 個月內，通知 
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該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

 （i） 獲發入伙紙的新建物業； 

 （ii） 獲發滿意紙後才使用的 
鄉村式屋宇。

86% 
（85%）

100% 
（85%）

85%

85%

1.2 收到反對後覆

核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

由提出反對限期屆滿日起計的

4個月內，將覆核結果通知提出 
反對的人士：

 （i） 源於臨時估價； 

 （ii） 源於重估差餉。

99% 
（90%）

88% 
（85%）

90%

85%

1.3 編配樓宇門牌 
號數

在收到新建樓宇落成文件1個月內， 
編配門牌號數：

 （i） 市區； 

 （ii） 已建立門牌編配系統的鄉郊 
地區。

100% 
（95%）

100% 
（90%）

95%

90%

1.4 要求更改繳納

人資料

 （i） 如親臨本署提出，在20分鐘

內辦妥。

 （ii） 如致電提出（只限於更改 
通訊地址）或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www.gov.hk） 
在網上遞交申請，在1個 
工作天內辦妥。

 （iii） 如以郵遞/傳真/電郵方式 
提出，在10個工作天內 
辦妥。

100% 
（95%）

100% 
（95%） 

100% 
（90%）

95%

95% 

90%

理想

在物業估價和資訊服務的領域，成為全球同類專業公營機構的典範。

使命

• 提供公平合理的估價，迅速地徵收差餉及地租。

• 提供優質的物業資訊和相關服務，配合社會的需要。

• 推廣資訊和技術交流，提高物業市場透明度和效率。

• 擴展積極進取的部門文化和團隊精神。

信念

稱心服務
我們主動掌握顧客的需要，時刻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全力承擔
我們就服務水平和表現，竭誠盡責。

專業精神
我們善用專業知識、技術和經驗，並堅守至高的誠信。

創新求進
我們力求創新，積極進取，掌握機遇和勇於面對挑戰。

以人為本
我們重視每一位同事、伙伴和顧客，以互重互信的精神，

同心協力，開拓未來。

物有所值
我們善用資源，向顧客和伙伴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範圍

本服務承諾涵蓋本署各項與市民有關的主要職能，計有：一般

查詢服務、差餉及地租估價和帳目、物業資訊，以及租務事宜。

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市民親臨本署或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本署查詢，可獲即時解答。

市民可選擇以下方式聯絡本署：

查詢性質 電話 圖文傳真

一般查詢 2152 0111 2152 0123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52 0111 -

差餉及地租帳目 2152 0111 2152 0113

租務事宜 2152 0111 2152 0115

24小時電話資訊服務 2152 2152 -

物業資訊網 查詢: 2150 8836 
www.rvdpi.gov.hk 
電子郵件地址: 
pio_enquiries@rvd.gov.hk

顧客服務主任 2150 8833 2152 0138

電子郵件地址 查詢 enquiries@rvd.gov.hk 
帳目 billing@rvd.gov.hk 
投訴 complaints@rvd.gov.hk

互聯網網址 www.rvd.gov.hk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5 申請退還差餉 
及/或地租

在4周內辦理退還差餉及/或地租

的申請。

100% 
（90%） 90%

1.6 自動轉帳指示 由收到銀行通知起計7個工作天內， 
辦妥設立或取消自動轉帳指示。

100% 
（95%） 95%

2.物業資訊服務

香港物業報告每月

補編

在每月首6個工作天內上載本署 
網頁供市民查閱。

100% 
（90%） 90%

3.租務事宜

3.1 批署新租出或 
重訂租約

通知書

在1個月內批署通知書。 100% 
（99%） 99%

3.2 實質回覆以 
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

有關租務事宜

的查詢

在2周內回覆。 100% 
（90%） 90%

4.處理建議、意見及投訴

4.1 透過電話熱線

2150 8833：

 （i） 於工作天下午 
5時前留言；

 （ii） 於工作天下午

5時後、星期

六、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留言。

在收到留言後3小時內回覆。 

在下一個工作天中午12時前 
回覆。

100% 
（95%）

100% 
（95%）

95%

95%

4.2 以書面提出 
查詢、建議及

投訴

 （i） 在收到來函後10天內回覆或

初步回覆。

 （ii） 就已先作初步回覆的個案，

在收到來函後的1個月內 
作出實質回覆。

100% 
（100%）

100% 
（90%）

100%

90%



2018-19年度服務重點

1.物業資訊網（PIO）
「物業資訊網」提供以下服務：

• 查詢住宅物業（鄉村式屋宇除外）的實用面積、樓齡及許可

用途資料

• 公眾查閱最新聲明的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有關資料將於

每年3月中於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作出聲明後至5月31日

在此網上平台展示）

• 查詢估價冊及/或地租登記冊內最近三個估價年度的應課差餉

租值

• 查詢差餉及/或地租帳目資料

• 查詢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的物業資料（實用面積及樓齡）

我們將繼續探討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性，以不斷優化我們的

網上服務。

2018-19年度服務標準及目標
（包括2017-18年度目標及成果以供比較）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差餉與地租的估價和帳目

1.1 評定新建物業

的差餉及/或

地租估價

由該新建物業首次徵收差餉及/或

地租的日期起計8 個月內，通知

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該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

（i） 獲發入伙紙的新建物業；

（ii）獲發滿意紙後才使用的

鄉村式屋宇。

86%
（85%）

100% 
（85%）

85%

85%

1.2 收到反對後覆

核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

由提出反對限期屆滿日起計的

4個月內，將覆核結果通知提出

反對的人士：

（i） 源於臨時估價；

（ii）源於重估差餉。

99%
（90%）

88%
（85%）

90%

85%

1.3 編配樓宇門牌

號數

在收到新建樓宇落成文件1個月內，

編配門牌號數：

（i） 市區；

（ii）已建立門牌編配系統的鄉郊

地區。

100% 
（95%）

100% 
（90%）

95%

90%

1.4 要求更改繳納

人資料

（i） 如親臨本署提出，在20分鐘

內辦妥。

（ii）如致電提出（只限於更改

通訊地址）或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www.gov.hk） 
在網上遞交申請，在1個

工作天內辦妥。

（iii）如以郵遞/傳真/電郵方式

提出，在10個工作天內

辦妥。

100% 
（95%）

100% 
（95%）

100% 
（90%）

95%

95%

90%

理想

在物業估價和資訊服務的領域，成為全球同類專業公營機構的典範。

使命

• 提供公平合理的估價，迅速地徵收差餉及地租。

• 提供優質的物業資訊和相關服務，配合社會的需要。

• 推廣資訊和技術交流，提高物業市場透明度和效率。

• 擴展積極進取的部門文化和團隊精神。

信念

稱心服務
我們主動掌握顧客的需要，時刻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全力承擔
我們就服務水平和表現，竭誠盡責。

專業精神
我們善用專業知識、技術和經驗，並堅守至高的誠信。

創新求進
我們力求創新，積極進取，掌握機遇和勇於面對挑戰。

以人為本
我們重視每一位同事、伙伴和顧客，以互重互信的精神，

同心協力，開拓未來。

物有所值
我們善用資源，向顧客和伙伴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範圍

本服務承諾涵蓋本署各項與市民有關的主要職能，計有：一般

查詢服務、差餉及地租估價和帳目、物業資訊，以及租務事宜。

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市民親臨本署或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本署查詢，可獲即時解答。

市民可選擇以下方式聯絡本署：

查詢性質 電話 圖文傳真

一般查詢 2152 0111 2152 0123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52 0111 -

差餉及地租帳目 2152 0111 2152 0113

租務事宜 2152 0111 2152 0115

24小時電話資訊服務 2152 2152 -

物業資訊網 查詢: 2150 8836 
www.rvdpi.gov.hk 
電子郵件地址: 
pio_enquiries@rvd.gov.hk

顧客服務主任 2150 8833 2152 0138

電子郵件地址 查詢 enquiries@rvd.gov.hk 
帳目 billing@rvd.gov.hk 
投訴 complaints@rvd.gov.hk

互聯網網址 www.rvd.gov.hk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5 申請退還差餉

及/或地租

在4周內辦理退還差餉及/或地租

的申請。

100% 
（90%） 90%

1.6 自動轉帳指示 由收到銀行通知起計7個工作天內，

辦妥設立或取消自動轉帳指示。

100% 
（95%） 95%

2.物業資訊服務

香港物業報告每月

補編

在每月首6個工作天內上載本署

網頁供市民查閱。

100% 
（90%） 90%

3.租務事宜

3.1 批署新租出或

重訂租約

通知書

在1個月內批署通知書。 100% 
（99%） 99%

3.2 實質回覆以

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

有關租務事宜

的查詢

在2周內回覆。 100% 
（90%） 90%

4.處理建議、意見及投訴

4.1 透過電話熱線

2150 8833：

（i） 於工作天下午

5時前留言；

（ii）於工作天下午

5時後、星期

六、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留言。

在收到留言後3小時內回覆。

在下一個工作天中午12時前

回覆。

100% 
（95%）

100% 
（95%）

95%

95%

4.2 以書面提出

查詢、建議及

投訴

（i） 在收到來函後10天內回覆或

初步回覆。

（ii）就已先作初步回覆的個案，

在收到來函後的1個月內

作出實質回覆。

100% 
（100%）

100% 
（90%）

100%

90%



2018-19年度服務重點

1.物業資訊網（PIO）
「物業資訊網」提供以下服務：

• 查詢住宅物業（鄉村式屋宇除外）的實用面積、樓齡及許可

用途資料

• 公眾查閱最新聲明的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有關資料將於

每年3月中於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作出聲明後至5月31日

在此網上平台展示）

• 查詢估價冊及/或地租登記冊內最近三個估價年度的應課差餉

租值

• 查詢差餉及/或地租帳目資料

• 查詢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的物業資料（實用面積及樓齡）

我們將繼續探討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性，以不斷優化我們的

網上服務。

2018-19年度服務標準及目標
 （包括2017-18年度目標及成果以供比較）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差餉與地租的估價和帳目

1.1 評定新建物業

的差餉及/或

地租估價

由該新建物業首次徵收差餉及/或

地租的日期起計8 個月內，通知 
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該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

 （i） 獲發入伙紙的新建物業； 

 （ii） 獲發滿意紙後才使用的 
鄉村式屋宇。

86% 
（85%）

100% 
（85%）

85%

85%

1.2 收到反對後覆

核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

由提出反對限期屆滿日起計的

4個月內，將覆核結果通知提出 
反對的人士：

 （i） 源於臨時估價； 

 （ii） 源於重估差餉。

99% 
（90%）

88% 
（85%）

90%

85%

1.3 編配樓宇門牌 
號數

在收到新建樓宇落成文件1個月內， 
編配門牌號數：

 （i） 市區； 

 （ii） 已建立門牌編配系統的鄉郊 
地區。

100% 
（95%）

100% 
（90%）

95%

90%

1.4 要求更改繳納

人資料

 （i） 如親臨本署提出，在20分鐘

內辦妥。

 （ii） 如致電提出（只限於更改 
通訊地址）或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www.gov.hk） 
在網上遞交申請，在1個 
工作天內辦妥。

 （iii） 如以郵遞/傳真/電郵方式 
提出，在10個工作天內 
辦妥。

100% 
（95%）

100% 
（95%） 

100% 
（90%）

95%

95% 

90%

理想

在物業估價和資訊服務的領域，成為全球同類專業公營機構的典範。

使命

• 提供公平合理的估價，迅速地徵收差餉及地租。

• 提供優質的物業資訊和相關服務，配合社會的需要。

• 推廣資訊和技術交流，提高物業市場透明度和效率。

• 擴展積極進取的部門文化和團隊精神。

信念

稱心服務
我們主動掌握顧客的需要，時刻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全力承擔
我們就服務水平和表現，竭誠盡責。

專業精神
我們善用專業知識、技術和經驗，並堅守至高的誠信。

創新求進
我們力求創新，積極進取，掌握機遇和勇於面對挑戰。

以人為本
我們重視每一位同事、伙伴和顧客，以互重互信的精神，

同心協力，開拓未來。

物有所值
我們善用資源，向顧客和伙伴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範圍

本服務承諾涵蓋本署各項與市民有關的主要職能，計有：一般

查詢服務、差餉及地租估價和帳目、物業資訊，以及租務事宜。

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市民親臨本署或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本署查詢，可獲即時解答。

市民可選擇以下方式聯絡本署：

查詢性質 電話 圖文傳真

一般查詢 2152 0111 2152 0123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52 0111 -

差餉及地租帳目 2152 0111 2152 0113

租務事宜 2152 0111 2152 0115

24小時電話資訊服務 2152 2152 -

物業資訊網 查詢: 2150 8836
www.rvdpi.gov.hk 
電子郵件地址: 
pio_enquiries@rvd.gov.hk

顧客服務主任 2150 8833 2152 0138

電子郵件地址 查詢 enquiries@rvd.gov.hk
帳目 billing@rvd.gov.hk
投訴 complaints@rvd.gov.hk

互聯網網址 www.rvd.gov.hk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5 申請退還差餉

及/或地租

在4周內辦理退還差餉及/或地租

的申請。

100% 
（90%） 90%

1.6 自動轉帳指示 由收到銀行通知起計7個工作天內，

辦妥設立或取消自動轉帳指示。

100% 
（95%） 95%

2.物業資訊服務

香港物業報告每月

補編

在每月首6個工作天內上載本署

網頁供市民查閱。

100% 
（90%） 90%

3.租務事宜

3.1 批署新租出或

重訂租約

通知書

在1個月內批署通知書。 100% 
（99%） 99%

3.2 實質回覆以

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

有關租務事宜

的查詢

在2周內回覆。 100% 
（90%） 90%

4.處理建議、意見及投訴

4.1 透過電話熱線

2150 8833：

（i） 於工作天下午

5時前留言；

（ii）於工作天下午

5時後、星期

六、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留言。

在收到留言後3小時內回覆。

在下一個工作天中午12時前

回覆。

100% 
（95%）

100% 
（95%）

95%

95%

4.2 以書面提出

查詢、建議及

投訴

（i） 在收到來函後10天內回覆或

初步回覆。

（ii）就已先作初步回覆的個案，

在收到來函後的1個月內

作出實質回覆。

100% 
（100%）

100% 
（90%）

100%

90%



2018-19年度服務重點

1.物業資訊網（PIO）
「物業資訊網」提供以下服務：

• 查詢住宅物業（鄉村式屋宇除外）的實用面積、樓齡及許可

用途資料

• 公眾查閱最新聲明的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有關資料將於

每年3月中於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作出聲明後至5月31日

在此網上平台展示）

• 查詢估價冊及/或地租登記冊內最近三個估價年度的應課差餉

租值

• 查詢差餉及/或地租帳目資料

• 查詢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的物業資料（實用面積及樓齡）

我們將繼續探討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性，以不斷優化我們的

網上服務。

2018-19年度服務標準及目標
 （包括2017-18年度目標及成果以供比較）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差餉與地租的估價和帳目

1.1 評定新建物業

的差餉及/或

地租估價

由該新建物業首次徵收差餉及/或

地租的日期起計8 個月內，通知 
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該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

 （i） 獲發入伙紙的新建物業； 

 （ii） 獲發滿意紙後才使用的 
鄉村式屋宇。

86% 
（85%）

100% 
（85%）

85%

85%

1.2 收到反對後覆

核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

由提出反對限期屆滿日起計的

4個月內，將覆核結果通知提出 
反對的人士：

 （i） 源於臨時估價； 

 （ii） 源於重估差餉。

99% 
（90%）

88% 
（85%）

90%

85%

1.3 編配樓宇門牌 
號數

在收到新建樓宇落成文件1個月內， 
編配門牌號數：

 （i） 市區； 

 （ii） 已建立門牌編配系統的鄉郊 
地區。

100% 
（95%）

100% 
（90%）

95%

90%

1.4 要求更改繳納

人資料

 （i） 如親臨本署提出，在20分鐘

內辦妥。

 （ii） 如致電提出（只限於更改 
通訊地址）或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www.gov.hk） 
在網上遞交申請，在1個 
工作天內辦妥。

 （iii） 如以郵遞/傳真/電郵方式 
提出，在10個工作天內 
辦妥。

100% 
（95%）

100% 
（95%） 

100% 
（90%）

95%

95% 

90%

理想

在物業估價和資訊服務的領域，成為全球同類專業公營機構的典範。

使命

• 提供公平合理的估價，迅速地徵收差餉及地租。

• 提供優質的物業資訊和相關服務，配合社會的需要。

• 推廣資訊和技術交流，提高物業市場透明度和效率。

• 擴展積極進取的部門文化和團隊精神。

信念

稱心服務
我們主動掌握顧客的需要，時刻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全力承擔
我們就服務水平和表現，竭誠盡責。

專業精神
我們善用專業知識、技術和經驗，並堅守至高的誠信。

創新求進
我們力求創新，積極進取，掌握機遇和勇於面對挑戰。

以人為本
我們重視每一位同事、伙伴和顧客，以互重互信的精神，

同心協力，開拓未來。

物有所值
我們善用資源，向顧客和伙伴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範圍

本服務承諾涵蓋本署各項與市民有關的主要職能，計有：一般

查詢服務、差餉及地租估價和帳目、物業資訊，以及租務事宜。

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市民親臨本署或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本署查詢，可獲即時解答。

市民可選擇以下方式聯絡本署：

查詢性質 電話 圖文傳真

一般查詢 2152 0111 2152 0123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52 0111 -

差餉及地租帳目 2152 0111 2152 0113

租務事宜 2152 0111 2152 0115

24小時電話資訊服務 2152 2152 -

物業資訊網 查詢: 2150 8836 
www.rvdpi.gov.hk 
電子郵件地址: 
pio_enquiries@rvd.gov.hk

顧客服務主任 2150 8833 2152 0138

電子郵件地址 查詢 enquiries@rvd.gov.hk 
帳目 billing@rvd.gov.hk 
投訴 complaints@rvd.gov.hk

互聯網網址 www.rvd.gov.hk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5 申請退還差餉 
及/或地租

在4周內辦理退還差餉及/或地租

的申請。

100% 
（90%） 90%

1.6 自動轉帳指示 由收到銀行通知起計7個工作天內， 
辦妥設立或取消自動轉帳指示。

100% 
（95%） 95%

2.物業資訊服務

香港物業報告每月

補編

在每月首6個工作天內上載本署 
網頁供市民查閱。

100% 
（90%） 90%

3.租務事宜

3.1 批署新租出或 
重訂租約

通知書

在1個月內批署通知書。 100% 
（99%） 99%

3.2 實質回覆以 
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

有關租務事宜

的查詢

在2周內回覆。 100% 
（90%） 90%

4.處理建議、意見及投訴

4.1 透過電話熱線

2150 8833：

 （i） 於工作天下午 
5時前留言；

 （ii） 於工作天下午

5時後、星期

六、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留言。

在收到留言後3小時內回覆。 

在下一個工作天中午12時前 
回覆。

100% 
（95%）

100% 
（95%）

95%

95%

4.2 以書面提出 
查詢、建議及

投訴

 （i） 在收到來函後10天內回覆或

初步回覆。

 （ii） 就已先作初步回覆的個案，

在收到來函後的1個月內 
作出實質回覆。

100% 
（100%）

100% 
（90%）

100%

90%



2018-19年度服務重點

1.物業資訊網（PIO）
「物業資訊網」提供以下服務：

• 查詢住宅物業（鄉村式屋宇除外）的實用面積、樓齡及許可

用途資料

• 公眾查閱最新聲明的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有關資料將於

每年3月中於差餉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作出聲明後至5月31日

在此網上平台展示）

• 查詢估價冊及/或地租登記冊內最近三個估價年度的應課差餉

租值

• 查詢差餉及/或地租帳目資料

• 查詢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的物業資料（實用面積及樓齡）

我們將繼續探討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性，以不斷優化我們的

網上服務。

2018-19年度服務標準及目標
（包括2017-18年度目標及成果以供比較）

服 務 標 準
2017-18 
成果 

（目標）

2018-19 
目標

1.差餉與地租的估價和帳目

1.1 評定新建物業

的差餉及/或

地租估價

由該新建物業首次徵收差餉及/或

地租的日期起計8 個月內，通知

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該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

（i） 獲發入伙紙的新建物業；

（ii）獲發滿意紙後才使用的

鄉村式屋宇。

86%
（85%）

100% 
（85%）

85%

85%

1.2 收到反對後覆

核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

由提出反對限期屆滿日起計的

4個月內，將覆核結果通知提出

反對的人士：

（i） 源於臨時估價；

（ii）源於重估差餉。

99%
（90%）

88%
（85%）

90%

85%

1.3 編配樓宇門牌

號數

在收到新建樓宇落成文件1個月內，

編配門牌號數：

（i） 市區；

（ii）已建立門牌編配系統的鄉郊

地區。

100% 
（95%）

100% 
（90%）

95%

90%

1.4 要求更改繳納

人資料

（i） 如親臨本署提出，在20分鐘

內辦妥。

（ii）如致電提出（只限於更改

通訊地址）或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www.gov.hk） 
在網上遞交申請，在1個

工作天內辦妥。

（iii）如以郵遞/傳真/電郵方式

提出，在10個工作天內

辦妥。

100% 
（95%）

100% 
（95%）

100% 
（90%）

95%

95%

90%

理想

在物業估價和資訊服務的領域，成為全球同類專業公營機構的典範。

使命

• 提供公平合理的估價，迅速地徵收差餉及地租。

• 提供優質的物業資訊和相關服務，配合社會的需要。

• 推廣資訊和技術交流，提高物業市場透明度和效率。

• 擴展積極進取的部門文化和團隊精神。

信念

稱心服務
我們主動掌握顧客的需要，時刻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全力承擔
我們就服務水平和表現，竭誠盡責。

專業精神
我們善用專業知識、技術和經驗，並堅守至高的誠信。

創新求進
我們力求創新，積極進取，掌握機遇和勇於面對挑戰。

以人為本
我們重視每一位同事、伙伴和顧客，以互重互信的精神，

同心協力，開拓未來。

物有所值
我們善用資源，向顧客和伙伴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範圍

本服務承諾涵蓋本署各項與市民有關的主要職能，計有：一般

查詢服務、差餉及地租估價和帳目、物業資訊，以及租務事宜。

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市民親臨本署或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本署查詢，可獲即時解答。

市民可選擇以下方式聯絡本署：

查詢性質 電話 圖文傳真

一般查詢 2152 0111 2152 0123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52 0111 -

差餉及地租帳目 2152 0111 2152 0113

租務事宜 2152 0111 2152 0115

24小時電話資訊服務 2152 2152 -

物業資訊網 查詢: 2150 8836
www.rvdpi.gov.hk 
電子郵件地址: 
pio_enquiries@rvd.gov.hk

顧客服務主任 2150 8833 2152 0138

電子郵件地址 查詢 enquiries@rvd.gov.hk
帳目 billing@rvd.gov.hk
投訴 complaints@rvd.gov.hk

互聯網網址 www.rvd.gov.hk

服 務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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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90%）

100%

90%



服務承諾
2018-19

有效監察

本署的服務水平由署長負責監察。在2017-18年度服務承諾所列 
的11項服務，都已達到或超越所定的服務水平及目標。

服務環境

我們致力在辦事處內為市民提供舒適的環境，讓他們享受效率 
出眾、殷勤有禮的專業服務。在辦公時間內，詢問處的職員會 
迅速為市民提供協助。

市民的角色

1.在繳款到期日前繳付差餉及/或地租
你必須在繳款到期日前繳款，否則本署會向你徵收附加費。

2.依時提交申報表及文件
為使本署可有效率地執行法定的職務，你必須填報本署發出的 
申報表或文件，提供完整及準確的資料，並於指定時間內交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差餉物業估價署出版 

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其他服務

本署在執行各項主要職能的過程中，須廣泛蒐集及分析物業資料， 
有關的統計數字刊載於本署每年出版的《香港物業報告》內。 
此外，本署亦負責編製《樓宇名稱》，詳錄全港樓宇的名稱及地址， 
並將所有已知的樓宇落成年份列出。本署每季更新《樓宇名稱》 
的內容。市民可到本署網頁www.rvd.gov.hk，閱覽上述刊物。

查詢詳細資料

有關差餉、地租及租務事宜的一般資料，以及物業市場的一些統計 
數字，均可在本署網頁www.rvd.gov.hk查閱，或透過24小時 
電話資訊服務（電話：2152 2152）查詢。本署的詢問處及各區 
民政事務處的民政諮詢中心均備有多款小冊子，說明差餉及地租

的評估和繳款及租務事宜，歡迎市民索閱。

本署的租務主任每周會按時前往指定的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 
亦會在每個工作天前往土地審裁處，就租務事宜免費為市民提供 
意見及調解服務。歡迎致電本署租務組（電話：2150 8229） ， 
查詢接見日期及時間。

2. 電子方式遞交表格及通知書
本署接受以電子方式遞交《差餉條例》、《地租（評估及徵收）條例》

及《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規定送達的法定表格及通知書。

除了現行的郵遞或親身遞交方式外，市民亦可選擇以電子方式 
遞交表格。有關「電子表格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本署網頁 
www.rvd.gov.hk，或致電2152 0111向本署查詢。

3. 綜合發單及繳款服務
繳納人如需繳交多個物業的差餉及/或地租，可向本署申請 

「綜合徵收差餉及/或地租通知書」，該通知書上列出各項物業的 
每季應繳差餉及/或地租，省卻每季就多個物業逐一收取帳單及 
繳費的麻煩。

現時共有1 950個綜合帳目，涵蓋150 000個個別物業帳目。 
此項服務會繼續擴展，以迎合擁有多個物業的繳納人的需要。

4. 電子差餉地租單服務
已登記用戶可登入電子差餉地租單系統查閱及下載電子帳單。 
另外，系統又會通知用戶電子帳單已經發出及提示用戶於到期日或

之前繳款。需要處理多張電子帳單的繳納人，也可以利用電子差餉

地租單系統，一次過清繳全部帳項。自2015年5月24日起，此項 
服務新增功能，可供登記用戶查閱付款記錄，更新通訊地址， 
以及以電子方式收取通知及填妥和交回「物業詳情申報表」等。 
用戶亦可於網上申請及更新綜合帳目。我們會繼續擴展此項服務，

以迎合繳納人的需要。詳情請瀏覽本署網頁www.rvd.gov.hk或 
致電2152 0111查詢。

3.通知差餉物業估價署
如需更改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的姓名及/或地址，請以書面或 
使用以下其中一款表格或回條告知本署：

表格、回條 差餉物業估價署網頁的 
超文本連結

(i) 網上服務 ─ 
 「更改繳納人資料」 
 （電子表格）

請於本署網頁 （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更改繳納人 
的資料」。

(ii) 表格RVD 1006 ─ 
 《更改差餉及 /或地租 
繳納人資料通知書》

請於本署網頁 （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公用表格 ─ 
發單與繳款」。

(iii)  《徵收差餉及 /或地租 
通知書》背頁的回條

不適用。

4.提出建議、意見或投訴
如對本署的服務及辦事方式有任何建議、意見或投訴，歡迎你 
向本署署長提出：

地址： 差餉物業估價署	
	 九龍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5樓

你亦可致函或致電本署顧客服務主任（電話：2150 8833）提出 
建議、意見或投訴（電郵地址：enquiries@rvd.gov.hk 或
complaints@rvd.gov.hk）。

5.填寫問卷
為收集市民對本署服務水平的意見，我們以抽樣方式將問卷夾附

在給市民的覆函內。本署的詢問處亦備有該份問卷，歡迎你填妥

後交回本署，讓我們的服務更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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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差餉及 /或地租 
繳納人資料通知書》

請於本署網頁 （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公用表格 ─ 
發單與繳款」。

(iii)  《徵收差餉及 /或地租 
通知書》背頁的回條

不適用。

4.提出建議、意見或投訴
如對本署的服務及辦事方式有任何建議、意見或投訴，歡迎你 
向本署署長提出：

地址： 差餉物業估價署	
	 九龍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5樓

你亦可致函或致電本署顧客服務主任（電話：2150 8833）提出 
建議、意見或投訴（電郵地址：enquiries@rvd.gov.hk 或
complaints@rvd.gov.hk）。

5.填寫問卷
為收集市民對本署服務水平的意見，我們以抽樣方式將問卷夾附

在給市民的覆函內。本署的詢問處亦備有該份問卷，歡迎你填妥

後交回本署，讓我們的服務更精益求精。



服務承諾
2018-19

有效監察

本署的服務水平由署長負責監察。在2017-18年度服務承諾所列

的11項服務，都已達到或超越所定的服務水平及目標。

服務環境

我們致力在辦事處內為市民提供舒適的環境，讓他們享受效率

出眾、殷勤有禮的專業服務。在辦公時間內，詢問處的職員會

迅速為市民提供協助。

市民的角色

1.在繳款到期日前繳付差餉及/或地租
你必須在繳款到期日前繳款，否則本署會向你徵收附加費。

2.依時提交申報表及文件
為使本署可有效率地執行法定的職務，你必須填報本署發出的

申報表或文件，提供完整及準確的資料，並於指定時間內交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差餉物業估價署出版 

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其他服務

本署在執行各項主要職能的過程中，須廣泛蒐集及分析物業資料，

有關的統計數字刊載於本署每年出版的《香港物業報告》內。

此外，本署亦負責編製《樓宇名稱》，詳錄全港樓宇的名稱及地址，

並將所有已知的樓宇落成年份列出。本署每季更新《樓宇名稱》

的內容。市民可到本署網頁www.rvd.gov.hk，閱覽上述刊物。

查詢詳細資料

有關差餉、地租及租務事宜的一般資料，以及物業市場的一些統計

數字，均可在本署網頁www.rvd.gov.hk查閱，或透過24小時 
電話資訊服務（電話：2152 2152）查詢。本署的詢問處及各區 
民政事務處的民政諮詢中心均備有多款小冊子，說明差餉及地租

的評估和繳款及租務事宜，歡迎市民索閱。

本署的租務主任每周會按時前往指定的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

亦會在每個工作天前往土地審裁處，就租務事宜免費為市民提供

意見及調解服務。歡迎致電本署租務組（電話：2150 8229） ， 
查詢接見日期及時間。

2. 電子方式遞交表格及通知書
本署接受以電子方式遞交《差餉條例》、《地租（評估及徵收）條例》

及《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規定送達的法定表格及通知書。

除了現行的郵遞或親身遞交方式外，市民亦可選擇以電子方式

遞交表格。有關「電子表格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本署網頁

www.rvd.gov.hk，或致電2152 0111向本署查詢。

3. 綜合發單及繳款服務
繳納人如需繳交多個物業的差餉及/或地租，可向本署申請

「綜合徵收差餉及/或地租通知書」，該通知書上列出各項物業的

每季應繳差餉及/或地租，省卻每季就多個物業逐一收取帳單及

繳費的麻煩。

現時共有1 950個綜合帳目，涵蓋150 000個個別物業帳目。

此項服務會繼續擴展，以迎合擁有多個物業的繳納人的需要。

4. 電子差餉地租單服務
已登記用戶可登入電子差餉地租單系統查閱及下載電子帳單。

另外，系統又會通知用戶電子帳單已經發出及提示用戶於到期日或

之前繳款。需要處理多張電子帳單的繳納人，也可以利用電子差餉

地租單系統，一次過清繳全部帳項。自2015年5月24日起，此項

服務新增功能，可供登記用戶查閱付款記錄，更新通訊地址，

以及以電子方式收取通知及填妥和交回「物業詳情申報表」等。

用戶亦可於網上申請及更新綜合帳目。我們會繼續擴展此項服務，

以迎合繳納人的需要。詳情請瀏覽本署網頁www.rvd.gov.hk或

致電2152 0111查詢。

3.通知差餉物業估價署
如需更改差餉及/或地租繳納人的姓名及/或地址，請以書面或

使用以下其中一款表格或回條告知本署：

表格、回條 差餉物業估價署網頁的 
超文本連結

(i) 網上服務 ─

「更改繳納人資料」

（電子表格）

請於本署網頁（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更改繳納人

的資料」。

(ii) 表格RVD 1006 ─

《更改差餉及 /或地租

繳納人資料通知書》

請於本署網頁（網址：www.rvd.gov.hk）

點擊「發單與繳款」項下的「公用表格 ─

發單與繳款」。

(iii)  《徵收差餉及 /或地租

通知書》背頁的回條

不適用。

4.提出建議、意見或投訴
如對本署的服務及辦事方式有任何建議、意見或投訴，歡迎你

向本署署長提出：

地址： 差餉物業估價署	
九龍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5樓

你亦可致函或致電本署顧客服務主任（電話：2150 8833）提出

建議、意見或投訴（電郵地址：enquiries@rvd.gov.hk 或
complaints@rvd.gov.hk）。

5.填寫問卷
為收集市民對本署服務水平的意見，我們以抽樣方式將問卷夾附

在給市民的覆函內。本署的詢問處亦備有該份問卷，歡迎你填妥

後交回本署，讓我們的服務更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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