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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不動產（物業）臨時租賃合約藍本★：請刪除不適用的部分 

                                                  編號：＿＿＿字＿＿＿ 

本合約訂於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合約第一方為業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有（   ）身份證編號＿＿＿＿＿＿＿＿＿／★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約第二方為承租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有（   ）身份證編號＿＿＿＿＿＿＿＿＿ 

地址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約第三方為中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約三方同意條款如下： 

1. 根 據 下 述 條 款 ， 業 主 承 諾 出 租 而 承 租 方 承 諾 租 入 物 業 （ 物 業 標 示 編 號 ： ＿ ＿ ＿ ＿ ＿ ＿ ＿ ＿ ＿ ） 位 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 下 稱 “ 該 物

業”）。 

2. 每月租金：澳門幣/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包括 /包房屋稅及管理費），以上期形式每月繳付。 

3. 租期： 由________ 年_______ 月________ 日至_________ 年________ 月________ 日， 共_______ 個月。期滿業

主或承租方任何一方解約，須提前_______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1. 按金： 澳門幣/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等於_________ 月之租金）， 

於簽署正式租約時支付，上述按金業主將於租約終止★ 天內/ 交鎖匙時 無息退還予租方。 

2. 初步訂金： 澳門幣/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簽署本合約時支付予業主，而此初步訂金將作為按金之部份款項。 

6. ★該物業除作住宅 / 商業 / 辦公室 / 工業 / 倉庫用途，不得作其它用途。 

7. 承租方在租期內不得將該物業或任何部份轉讓或分租或將其使用權轉交予他人。 

8. 交吉前有關該物業之雜費（包括水、電及煤氣費）由業主負擔，交吉後由承租方負擔。於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

日或之前，業主須將該物業之鎖匙交吉予承租方。 

9. 基於中介人在促成該物業租賃中提供服務，中介人有權向業主收取相當於  壹   個月租金並向承租方收取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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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個月租金作為佣金，該佣金在簽立本租賃合約時即時付清（佣金須另發收條），之後第三方之責任完成，而本合

約之第三方亦因而取消。 

10. 承租方必須每月_____日準時繳付租金，如逾期超過＿＿＿＿天或超過＿＿＿＿天不交租，業主有權徵收５０％或１

００％的為租金為滯納金，承租方不得異議（根據澳門特別行政民法典第三章第９９６條）。 

11.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若業主或租方未能履行本合約之條款出租或租入該物業，則悔約的一方須即時付予中介人相當  

壹   個月租金作為賠償代理之損失。 

12. 如業主及租方在簽署本合約後未得中介人書面同意下達成協議取消本合約所涉及的交易，業主及租方需在交易取消

時各自負責支付承諾中介人之佣金。 

13. 凡中介人所收之按金及上期只為代收性質，必須由業主簽名收妥後才作實後合同才生效（即為本合同生效的條件），

否則代收之訂金按原數退回，中介人不需負任何責任。 

14. ★該物業租賃期限連同附頁之傢俬及電器一同出租。 

15. ★茲聲明本合約之中介人為雙方中介人/只是業主中介人/只是租方中介人。 

16. 本合約未儘事宜，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現行法律處理。 

17. 如出現爭議，三方同意交澳門消費者委員會爭議仲裁中心進行仲裁及適用澳門法律。 

18. 備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主簽署接受及日期、中介人簽署接受及日期 及承租方簽署接受及日期 

   

 承租方 業主 中介人 

姓名： 
   

身份證號碼 
   

簽署： 
   

日期：    

附授權人的

授權書認證

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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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收到租方訂金澳門幣 / 港幣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現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 

業主簽收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事項： 

如簽署人為非業權人，必須持有業權人給予有效的公證委託授權書。 

備注： 

＿＿＿／（  ）：藍本內數值或文字僅屬參考，可自行填上經協議後之數值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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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不動產（物業）臨時買賣合約藍本★：請刪除不適用的部分 

編號：＿＿＿字＿＿＿ 

本合約訂於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賣方（業主）：＿＿＿_______________持有（     ）身份證編號＿＿＿＿＿＿＿＿＿＿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 

地址在＿＿＿＿＿＿＿＿＿＿＿＿＿＿＿＿＿＿＿＿＿＿＿電話＿＿＿＿＿＿＿＿＿＿＿＿＿＿ 

買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有（     ）身份證編號＿＿＿＿＿＿＿＿＿＿ 

地址在＿＿＿＿＿＿＿＿＿＿＿＿＿＿＿＿＿＿＿＿＿＿＿電話＿＿＿＿＿＿＿＿＿＿＿＿＿＿ 

中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 

地址在＿＿＿＿＿＿＿＿＿＿＿＿＿＿＿＿＿＿＿＿＿＿＿＿電話＿＿＿＿＿＿＿＿＿＿＿＿＿ 

買賣雙方通過中介人，同意以下列條款出售及購入下列不動產作預約買賣： 

1. 不動產（物業標示編號：＿＿＿＿＿＿＿＿＿＿＿） 

2. 位於：＿＿＿＿＿＿＿＿＿＿＿＿＿＿＿＿＿＿＿＿＿＿＿＿＿＿＿＿＿＿＿＿以下稱“該物業”）。 

3. 成交價：該物業之成交價為澳門幣/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付款方法：買方須按下述方式付款予賣方： 

a. 買方於簽署本合約時即付訂金澳門幣/港幣＿＿＿＿＿＿＿＿＿＿＿＿＿＿＿＿＿＿＿＿＿。 

b. 買方於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時或之前，即＿＿＿＿＿＿＿＿＿加付訂金澳門幣/港幣＿＿＿＿＿＿＿＿。 

c. 買方於完成交易時或之前，即（時間）          年       月      日。 

  在賣方之代表律師行/ 公正署簽契付清樓價餘款澳門幣/港幣 。 

5. 負擔或債項：該物業是以免除所有負擔或債項之情況下售予買方、買方之提名人或其承讓人。 

6. ★交吉：買賣完成時，賣方須將該物業交吉予買方 / 買方同意連同該物業現有之租約一起購入該物業。 

7. ★賣方是以確認人身份售出該物業。 

8. 相關稅費：買賣雙方各自負責其律師費， 

賣方代表律師為： 電話:  

買方代表律師為： 電話:  

印花稅、立契費、登記費、副契費等則由買方負責。 

9. 買方悔約：如買方未能執行本合約之條款完成買賣，賣方除將買方已付之訂金沒收外，並有權將該物業再行售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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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賣方悔約：如賣方在收取訂金後，不依本合約之條款完成買賣則賣方除須退還買方所付之訂金全數外，並須以同等

數目之金額賠償予買方，另負責繳付/退還本合約之印花稅。 

11a. 中介人佣金：基於中介人在促成該物業買賣中所提供之服務，中介人有權向賣方收取澳門幣/港幣__________的1%

成交價________，並向買方收取澳門幣/港幣__________的1%成交價_________________作為佣金（分別為“賣方佣金”

及“買方佣金”）。 

11b. 賣方佣金及買方佣金之繳付不得遲於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日期 。 

12 a.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若賣方或買方未能履行本合約之條款賣出或買入該物業，則悔約一方須即時付予中介人包括

買方和賣方承諾之佣金___________作為賠償中介人之損失。 

12b. 如買賣雙方在簽署本合約後未得中介人書面同意下達成協議取消本合約所涉及的交易，買賣雙方需在交易取消時各

自負責支付中介人各自承諾之佣金。 

13. 該物業是以現狀售予買方。 

14. 本買賣包括附表內所列之動產、傢俬及裝設。（詳見備註） 

15. ★茲聲明本合約之中介人為買賣雙方中介人/只是賣方中介人/只是買方中介人。 

16. 如出現爭議雙方同意交澳門消費者委員會爭議仲裁中心及適用澳門法律。 

17. 備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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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簽署接受及日期 中介人簽署接受及日期 買方簽署接受及日期 

 買方 賣方 中介人 

姓名： 
   

身份證號碼 
   

簽署： 
   

日期：    

附授權人的

授權書認證

繕本 

   

  茲收到買方訂金澳門幣/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現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賣方簽收及日期（訂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事項： 

如簽署人為非業權人，必須持有業權人給予有效的公證委託授權書。 

備注： 

＿＿＿／（  ）：藍本內數值或文字僅屬參考，可自行填上經協議後之數值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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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動產（物業）中介服務(放盤)委託協議藍本★：請刪除不適用的部分 
編號：＿＿字＿＿＿＿ 

 

 

甲方(委託人)： ______________持有（   ）身份證編號  

地址：＿＿＿＿＿＿＿＿＿＿＿＿＿＿＿＿＿＿＿＿＿電話：＿＿＿＿＿ 

乙方(中介人)：＿＿＿＿＿＿＿＿＿＿＿＿＿＿＿＿＿＿＿＿＿＿ 

地址：＿＿＿＿＿＿＿＿＿＿＿＿＿＿＿＿＿＿＿＿電話：＿＿＿＿＿＿ 
茲有甲方委託乙方 為甲方★獨家/非獨家中介人推銷下述不動產（物業）： 

(如屬獨家關係，則即使物業在有效期內並非經由乙方出售/租，甲方/業主仍可能向乙方支付佣金) 

1. 物業所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屋紙面積: _________平方米；落成年份: _______________按揭銀行_____＿＿＿________ 

樓宇:樓高 層，每層 伙，電梯 部 

間格:  套房， 房， 廳 

景觀:  ，座向   

改建/僭建物:    

出售形式: (     ) 交吉 

 (     ) 連租約，租期由  至      

 每月租金 澳門幣/港幣   (★包/不包房屋稅、地租及管理費) 

2. 物業標示編號：＿＿＿＿＿＿＿＿＿＿＿＿＿＿＿＿＿＿＿＿＿＿＿＿＿＿＿＿ 

3. 放盤出租 / 出售澳門幣/港幣：＿＿＿＿＿＿＿＿＿＿＿＿＿＿＿＿＿＿＿＿ 

4. ★ 甲方同意上述物業在簽署本委託協議日起計，在有效 3 個月內，一經出售 / 出租，基於經已

委託乙方（包括刊登廣告或看樓），透過乙方進行交易，甲方須於簽署買賣/租約協議時向乙方支

付  0.5  %之物業成交價或  半 個月的出租物業租金作為佣金，尾數於律師樓；發展商公司或地

產中介公司簽署正式合約/租約時付清物業售價的0.5%或半個月的出租物業租金(佣金另發收

據)，之後乙方責任完成，本合約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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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協議一經雙方簽署，即時生效，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6. 如出現爭議雙方同意交澳門消費者委員會爭議仲裁中心及適用澳門法律。 

 甲方 乙方 

姓名：   

簽署：   

日期：   

重要事項： 
如簽署人為非業權人，必須持有業權人給予有效的公證委託授權書。 
備注： 

獨家：(僅供參考) 
＿＿＿／（  ）：藍本內數值或文字僅屬參考，可自行填上經協議後之數值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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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供不動產中介服務記錄書（睇樓紙）藍本★：請刪除不適用的部分 

編號：＿＿字＿＿＿＿ 

甲方(接受服務人)：＿＿＿＿＿＿＿＿持有＿＿＿＿身份證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中介服務公司)：＿＿＿＿＿＿＿＿＿＿＿＿＿＿＿＿＿＿＿＿＿＿＿＿＿ 

地址： 電話：   

甲乙雙方同意達成以下委託協議： 

1. ★甲方以[買方/承租方]身份委託乙方代表甲方物色物業，乙方同意介紹附表 I 所列物業資料予甲方

及盡力安排進行實地視察。 

2. ★乙方會盡力提供資料予甲方參考，甲方自行研究了解有關的資料後，甲方可向乙方提出要約的要

求，乙方將按甲方之要求向業權人[ 賣方/出租方] 商議[ 買賣/租賃]條款，並協助促成交易。 

3. ★基於乙方向甲方提供附表 I之物業資料，如甲方或甲方之*親屬/公司/委託人/受託人買入或承租附

表 I之物業，甲方同意支付附表 I之佣金給乙方，收費標準為相等於該物業成交的  1%  或   1  

個月租金之金額。 

4. 在有效期  3  個月內，如甲方或甲方之*親屬/公司/委託人/受託人間接、私下或委託中介人買入

或承租附表 I物業，甲方須按物業成交價的  1%  或 1  個月租金支付給乙方作為違約補償金。 

5.  甲方同意乙方可擔任[買賣/租賃]雙方之中介人，並可同時向 賣方/出租方 收取佣金，甲方對此並

無異議。 

6.  雙方均接受上述條件，為據作備，簽名作實。本文件一式三份，各執一份，第三份為填寫服務跟

進表之用存放在提供服務中介公司，同為正本，同具法律效力。 

7. 如出現爭議雙方同意交澳門消費者委員會爭議仲裁中心進行仲裁及適用澳門法律。 

 

 甲方 乙方 

姓名：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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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 : 物業 

 

不動產地址 
看樓時間 

(年/月/日) 

陪同看樓工作 

人員姓名 
同意佣金 

甲方 

(接受服務人)

簽名 

（１）   
(物業售價的1%
或壹個月租值) 

 

（２）   
(物業售價的1%
或壹個月租值) 

 

（３）   
(物業售價的1%
或壹個月租值) 

 

（４）   
(物業售價的1%
或壹個月租值) 

 

（５）   
(物業售價的1%
或壹個月租值) 

 

 

重要事項： 

1. *註：親屬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及配偶關係等; 

2. 如簽署人為非業權人，必須持有業權人給予有效的公證委託授權書。 

備注： 

＿＿＿／（  ）：藍本內數值或文字僅屬參考，可自行填上經協議後之數值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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