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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屋宇署「百樓圖網」 使用戶可透過互聯網，查閱樓宇及小型工程記錄。本系統使用

了網絡及地理資訊系統技術，令用戶更容易搜尋所需資訊，及能讓不同用戶同時查

閱同一份樓宇及小型工程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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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要求 

 

「百樓圖網」採用超文本標示語言HTML5標準建立網頁。用戶可透過任何支援此標準

的瀏覽器瀏覽本系統。然而，網頁的實際展示方式會因瀏覽器、電腦及操作系統不

同而異。 

 

2.1 桌面版 

 

要進入「百樓圖網」，電腦系統需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2.1.1 硬件最低配備 

 

項目 要求 

處理器 Intel Core i3-3220處理器或以上 

記憶體 2GB或以上 

硬碟 200GB或以上 

螢幕解析度 最佳解析度為1920x1080和1366x768，也支援其他解析度 

 

2.1.2 軟件要求 

 

項目 要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Mac OS 

X 10.9或以上 

瀏覽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Firefox 

 Chrome 

 Safari 
瀏覽器版本 以下瀏覽器版本可獲得最佳效果： 

 Internet Explorer 11 

 Firefox 24 – 45 

 Chrome 30 – 49 

 Safari 7 – 9 
JavaScript 啟用 

Cookie 啟用 

加密 TLS 1.2 

中文字元支援 香港補充字元集 (香港增補字元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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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動版 

 

要進入「百樓圖網」，行動裝置需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2.2.1 硬件最低配備 

 

項目 要求 

平板電腦 以7吋或更大的平板電腦瀏覽最佳 

記憶體  1GB 或以上 

 

2.2.2 軟件要求 

 

項目 要求 

作業系統  iOS or Android 

作業系統版本  iOS 9 or above 

 Android 4.1.2 or above 

瀏覽器支援  Firefox (iOS or Android) 

 Chrome (iOS or Android) 

 Safari (iOS) 

超文本標示語言

標準 

 HTML5 

加密  TL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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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上登記成為「百樓圖網」用戶 

 

i) 開啟「百樓圖網」網頁，https://bravo.bd.gov.hk/ 。 

ii) 市民須先登記成為用戶，方可使用「百樓圖網」所提供的服務。市民可於登

入頁面（見下圖）按“網上登記”鍵，開始登記程序。 

 

 

 

  

https://bravo.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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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填妥網上申請表（見下圖）所需資料，並按“選擇檔案”鍵，將已掃描並儲

存於電腦內的香港身份證及香港地址證明副本，附於網上申請表上。 

請注意： 

欄位 注意事項 

英文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或護照內的姓名相符 

中文姓名 

地址 不接受郵政總局信箱 

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附
件) 

 檔案大小應在5MB以內。 
 支援的檔案類型為 jpg, pdf或 tiff。 

地址證明副本 
(附件) 

 地址證明上的地址及姓名必須與申請表上的完全相
同，否則你的帳戶申請將不被接納。 

 地址證明可以是電費，水費單或銀行月結單等。 
 必須在最近三個月內發出。 
 檔案大小應在5MB以內。 
 支援的檔案類型為 jpg, pdf或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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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請細閱“網上申請登記成為百樓圖網用戶注意事項”。 

 

v) 申請人在作出聲明及同意接受有關條款及條文後，便可按“遞交”鍵遞交申

請表。 

 

vi) 成功遞交申請表後， 系統會顯示以下訊息，內容包括申請人的“登入名稱

”，及系統稍後會將認證碼傳送至申請人所登記的電郵帳戶，申請人須根據

電郵的內容，於72小時內啟動帳戶後，才能完成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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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帳戶  

當申請人成功遞交申請表後，系統會發出題為“啟動「百樓圖網」帳戶”的啟動電

郵（見下圖）至申請人所提供的電郵地址，申請人可利用該電郵內的認證碼及啟動

帳戶連結啟動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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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收到啟動帳戶電郵，你可以： 

vii) 按一下電郵內的啟動連結； 

或 

於「百樓圖網」(https://bravo.bd.gov.hk/) 登入頁面按下“啟動帳戶”鍵。 

 

viii) 輸入登入名稱，密碼，啟動電郵內的認證碼，及驗證號碼。 

ix) 如已正確輸入所有欄目，按“遞交”鍵。 

 

成功啟動帳戶後，你便可進入「百樓圖網」。 

 

 

 

 

 

 

 

 

https://bravo.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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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寄認證碼 

啟動帳戶電郵通常會於數分鐘內傳送至你提供的電郵地址的收信箱內。如你未能收

到或遺失啟動電郵，可於登入頁面按“重寄認證碼”，系統會把新的認證碼寄到你

的電郵地址。 

 
 

i) 在重寄認證碼頁面上，輸入登入名稱，密碼和驗證號碼。 

ii) 如已正確輸入所有欄目，按“遞交”鍵。 

 

如你於24小時內，仍然未能收到啟動電郵，請聯絡樓宇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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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i) 如你已登記成為用戶，但忘記了密碼，可於登入頁面按“忘記密碼”。 

請留意：未啟動的帳戶不能使用忘記密碼功能。 

 

 

ii) 輸入你的登入名稱和驗證號碼，然後按“遞交”。 認證碼將會傳送至你登記

的電郵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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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收到電郵後，按下電郵內的連結進入重設密碼頁面。 

或 

於登入頁面按“重設密碼”進入重設密碼頁面。 

 

 

iv) 輸入登入名稱，新密碼，認證碼和驗證號碼，然後按“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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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登記 

你亦可選擇以書面形式申請成為「百樓圖網」的用戶。你可於屋宇署網頁下載申請

表BIC-5 ，填妥後連同香港身份証和地址證明副本各一份，交回屋宇署樓宇資訊中

心。 

 

下載申請表BIC-5 (PDF格式) 

https://eform1.bd.gov.hk/GetForm.aspx?FN=m/BI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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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入「百樓圖網」 

 

i) 開啟「百樓圖網」登入網頁 https://bravo.bd.gov.hk/ 。 

ii) 輸入“登入名稱”及“密碼”，然後按“登入”。 

 

iii) 當成功進入系統後，請仔細閱覽“重要通告”。 

 

iv) 如果同意“重要通告”內容，請按位於頁面最下方的“接受”鍵。 

 

https://bravo.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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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申請人聲明的頁面隨即出現。用戶必須申報其從系統所獲得的樓宇及小型

工程記錄，會作何用途；請從頁面所列出的各項用途中，選取適當事項，

然後按“遞交”鍵繼續。 

 

 

vi) 系統只允許單一登入。如果系統偵察到，您的帳戶在過去一小時曾登入“百

樓圖網”而仍未登出，系統會詢問你是否想中止之前的登錄。 

 

 

 

vii) 如你確定要中止之前的登錄，按“是”。否則，您不能登錄到“百樓圖網”。 

請注意:之前的登錄被中止後，之前的購物車亦會同時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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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仔細閱讀系統訊息後，按“x”鍵關閉訊息。 

 

ix) 你現在已成功登錄“百樓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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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搜尋樓宇記錄 

“百樓圖網”提供以下搜尋方法，幫助用戶找到需要的樓宇和小型工程記錄： 

i) 以街道名稱和號碼作位置搜尋 

ii) 以大廈名稱作位置搜尋 

iii) 以不同編號作進階搜尋 

iv) 地圖搜尋 

用戶可於主頁使用以上搜尋方法，見下圖展示。 

 

 

4.1.1 以街道名稱和號碼作位置搜尋 

i) 按“位置搜尋”標籤後，請於「檔案類型」選擇所需的圖則類型；或選擇

「所有」(選擇「所有」會列出所搜尋的地址的在百樓圖網系統上所有電

子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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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輸入街道名稱和號碼，系統會配對出最接近的地址，然後於輸入欄位下列

出。 

 

iii) 由列表中選擇需要搜尋的地址。 

 

iv) 按  鍵開始搜尋。搜尋所得的樓宇和小型工程記錄，將會於頁面右

邊列出。每頁搜尋結果會列出25項記錄。 

 

v) 如果搜尋結果多於25項記錄，按右下方的  鍵以顯示下一頁的記錄。 

vi) 每頁可顯示的記錄項目數目可於畫面下方調整至50、100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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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以大廈名稱作位置搜尋 

i) 與街道名稱和號碼搜尋相似，輸入大廈名稱，然後按 鍵。 

 

 

4.1.3 以地段作進階搜尋 

i) 按“進階搜尋”標籤，然後於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地段”。 

ii) 輸入“地段名稱”和“地段編號”，然後按 鍵。 

 

 

4.1.4 以檔案編號作進階搜尋 

i) 按“進階搜尋”標籤，然後於下拉式選項中選擇“檔案編號”。 

ii) 輸入“檔案編號”，然後按 鍵。 

 

 

4.1.5 以佔用許可証作進階搜尋 

i) 按“進階搜尋”標籤，然後於下拉式選項中選擇“佔用許可証”。 

ii) 輸入“佔用許可証”，然後按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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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以小型工程編號作進階搜尋 

i) 按“進階搜尋”標籤，然後於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小型工程編號”。 

ii) 輸入“小型工程編號”、“MWS No”或“VS No”，然後按 鍵。 

 

 

4.1.7 以全檔案編號作進階搜尋 

i) 按“位置搜尋”標籤，然後於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全檔案編號”。 

ii) 輸入“全檔案編號”，然後按 鍵。 



屋宇署“百樓圖網” – 用戶手冊 

 

  Page: 4-20 

 

4.2 地圖搜尋 

「百樓圖網」配備地圖搜尋引擎，它在主頁面的左手邊。 

 

 

用戶亦可使用以下的地圖導覽鍵，搜尋所需樓宇和小型工程記錄: 

 
香港全境 

顯示香港全境地圖。 

  

 
移動 

1. 按此鍵一下。 

2. 然後在地圖上按着滑鼠左鍵並拖曳至一新區域。 

  

 
選定 

1. 按此鍵一下。 

2. 然後在地圖上選取一座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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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所選取樓宇，以搜尋與該樓宇有關的所有樓宇和小型工程記錄。 

  

 
矩形搜索 

1. 按一下按鈕。 

2. 在地圖上選擇一組建築物。 

3. 在地圖上拖曳出一矩形，以搜尋所有矩形內相關的樓宇和小型工程記

錄。 

  

 
撤銷 

撤銷地圖上的前一操作。 

  

 
重做 

重做地圖上的前一操作。 

  

 
隱藏地圖 

隱藏地圖視窗。 

  

 
清除 

清除所選的樓宇。 

  

 
書籤 

新增書籤。 

  

 
隱藏地圖導航 

隱藏地圖導航視窗。 

  

 
顯示地圖導航 

顯示地圖導航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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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 縮小 

向上移動滑塊或按一下上部的滑塊以放大到地圖所示的領域或向下移動滑

塊或按一下左下部分的滑塊，以縮小到地圖所示的領域。選擇縮放級別中

之後, 按一下使用者想要調查的地圖上的位置。 

 

下表顯示了地圖的特徵 

 
當前顯示地圖的比例。 

 

地圖圖例以不同顏色區分建築記錄，小型工程記錄

和斜坡記錄和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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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查閱樓宇記錄 

 

4.3.1 繳付查閱圖則及文件費用 

i) 於搜尋結果列表上，找出所需查閱的樓宇記錄，按位於該檔案列首欄的圖

則 或文件 鍵。 

 

 

ii) 所選檔案的有關圖則或文件將會於新視窗中列出。按“加入購物車”鍵，

將檔案加進查閱樓宇記錄購物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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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按“加入購物車”鍵後，購物車的頁面將會出現。用戶可： 

 按“繼續購物”鍵，繼續搜尋其他樓宇記錄。或 

 按“繳費靈/信用卡付款”鍵進行繳費。付款程序請參閱4.4.3段。 

 

 

iv) 用戶可選擇購物車中的物件然後按“從購物車中刪除”鍵以刪除不需要

查閱的項目。 

v) 成功付款後，用戶可於24小時內查閱所選的樓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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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查閱圖則或文件 

 

在搜尋結果列表上，按圖則 或文件 鍵，圖則或文件列表將於新視窗中顯示

出來。此頁面與付款前會有所不同，將會顯示更多的資訊，列表將會新增以下欄目： 

 預覧縮圖 

 觀看全圖 

 訂購圖則或文件的核證或非核證副本 

 

i) 在按下預覧縮圖按鈕 之後，用戶可以看到該圖則的預覧縮圖。 

ii) 在按下觀看全圖按鈕 之後，用戶可以看到該圖則的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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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查閱佔用許可証 

 

i) 在搜尋結果列表上，按“佔用許可証編號”鍵，例如上圖所示的[K38/95]。 

ii) 名為“已選的樓宇記錄的相關佔用許可証/臨時佔用許可証/臨時建築許可証”

的頁面將於新視窗中顯示。部份的佔用許可証將會顯示以作地址驗證。 

iii) 用戶可以於預覽部份的佔用許可証後，於左方選取需要訂購副本的佔用許可

証，再按右上角的“訂購核證副本”或“訂購非核證副本”鍵以選取訂購佔用

許可証的核證或非核證証副本。 

 

(ii) 

(iii) 
(i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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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查閱變通 

 

 

i) 在搜尋結果列表上，按變通欄目上的“檢視”鍵。 

ii) 名為“已選的樓宇記錄的相關變通”的頁面將於新視窗中顯示。列出所有該樓宇

相關的變通。 

iii) 成功付款後，用戶便可查閱變通的圖則和訂購變通的核證或非核證証副本。 

 

 

 

iv) 在按下觀看全圖按鈕 之後，用戶可以看到該變通的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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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查閱小型工程 

 

i) 在搜尋結果列表上，按 鍵。 

ii) 名為“所有樓宇內的記錄”的頁面將於新視窗中顯示。列出所有該樓宇相關的小

型工程記錄。 

 

iii) 如該小型工程於“百樓圖網”上沒有記錄，“安排預約”鍵將顯示於“查閱資料

申請”欄目下，用戶可按此鍵和根據彈出視窗的指示申請預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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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如該小型工程於“百樓圖網”上有記錄，用戶可按“小型工程記錄(已繳費) ”

鍵查閱詳情。 

請注意：如未付款查閱該小型工程記錄，“小型工程記錄(未繳費) ”鍵將會顯
示。 

v) 如下圖所示，名為“查閱小型工程的詳情”的頁面將於新視窗中顯示。小型工程

的詳情分為3個不同的文件類型，分別為“圖則”，“照片”和“其他”。 

 

vi) 用戶可按文件類型的標籤，查閱所有該文件類型下的記錄，按 鍵預覧縮圖或

按 鍵觀看全圖。 

vii) 用戶可於視窗右方選擇訂購小型工程的核證或非核證証副本，或選擇購買小型工

程檔案的所有圖則或文件的核證或非核證副本。 

viii) 選取所需的小型工程檔案的圖則或文件及複印副本類型後，按頁面右上角的“加

入購物車”鍵，將檔案加進購物車內。 

(vii) (v) 

(vi)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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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閱圖工具 

下圖所示的閱圖工具提供不同的功能供用戶閱覧圖像。功能鍵位於閱圖工具的左上

方。 

 

 

 下表是每個功能鍵的解說： 

 
移動 

“移動”鍵可以轉移在視窗內圖則/文件的顯示部份。 

  

 
局部放大 

會提供一個放大視窗，用以放大圖則 / 文件的揀選部份。 

  

 
放大 

在每次按“放大”鍵時，視窗內將所顯示的圖則/文件會被放大25%。 

  

 
縮小 

在每次按“縮小”鍵時，視窗內將所顯示的圖則 / 文件會被縮小25%。 

  

 
放大鏡 

放大鏡範圍下的內容將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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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至100% 

顯示原圖大小。 

  

 
適合視窗闊度 

此功能會將圖像的闊度調較至視窗的闊度。 

  

 
適合視窗高度 

此功能會將圖像的高度調較至視窗的高度。 

  

 
適合視窗 

“適合視窗”鍵使整份圖像顯示於整個視窗內。此為預設模式。 

  

 
順時針方向旋轉 

每一次按“順時針方向旋轉”鍵，影像將會以順時針方向旋轉90度。 

  

 
逆時針方向旋轉 

每一次按“逆時針方向旋轉”鍵，影像將會以逆時針方向旋轉90度。 

  

 
旋轉 180 度 

“旋轉 180 度”鍵能令影像旋轉180度。 

  

 
倒轉 

“倒轉”鍵能令影像的黑白色彩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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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訂購樓宇記錄副本 

 

4.4.1 訂購圖則及文件副本 

i) 用戶在查閱圖則或文件後，可在圖則或文件列的最後兩欄內，點選“核證副本

”或“非核證副本”以訂購圖則或文件的核證或非核證副本。 

 

 

ii) 在點選需要的檔案後，按頁面右上角的“加入購物車”鍵，將檔案加進購物

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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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檔案加入購物車後，用戶可以更改所需檔案購買的數量。 

iv) 如想購買其他樓宇記錄，可按“繼續購物”鍵，繼續訂購其他記錄的副本。 

v) 如需付款，請按 “繳費靈 / 信用卡付款”鍵。 

vi) 在按 “繳費靈 / 信用卡付款”後，用戶可揀選領取方法。 

vii) 在揀選領取方法前請細閱“領取己訂購副本時間”，領取時間是以工作天計

算，及不包括星期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viii) 用戶可按“親自領取”或“速遞服務”鍵選擇領取副本的方法。 

ix) 如選擇“親自領取”，便可參照下面第4.4.3段所述的步驟，繳付費用。請列

印交易記錄於領取副本時使用。 

x) 如選擇“速遞服務”，以下速遞服務頁面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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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用戶須核對其收件人姓名, 聯絡電話和派送地址是否正確，或輸入新的收件

人姓名, 聯絡電話和派送地址。 

xii) 用戶須在空格內加上剔號，以確定派送地址不是郵政信箱，且不在禁區、大

嶼山及離島。 

xiii) 參照以下第4.4.3段所述的步驟，繳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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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訂購佔用許可証副本 

 

i) 在搜尋結果列表內，按佔用許可證編號(如K38/95) 。 

 

 

ii) 在以下頁面的左上方，點擊佔用許可證編號，佔用許可證內的部份資料將會顯

現，供用戶核對地址。 

iii) 用戶可按“訂購核證副本”或“訂購非核證副本”鍵，訂購佔用許可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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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佔用許可證加入購物車內。 

 

 

v) 在繳費前，可選擇訂購“數量”或按“繼續購物”鍵，繼續訂購副本。 

vi) 按 “繳費靈 / 信用卡付款”付款，以下揀選領取方法頁面將會顯示。 

 

 

 

vii) 用戶可按 “親自領取”, “速遞服務”或 “郵寄”(只適用於訂購佔用許

可證)鍵，選擇領取副本的方法。在選擇前，請小心細閱註釋及領取/派送副

本時間表。領取時間是以工作天計算，及不包括星期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viii) 如選擇“親自領取”，便可參照下面第4.4.3段所述的步驟，繳付費用。請列

印交易記錄於領取副本時使用。 

ix) 如選擇“速遞服務”或“郵寄”，以下速遞服務頁面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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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用戶須核對其收件人姓名, 聯絡電話和派送地址是否正確，或輸入新的收件

人姓名, 聯絡電話和派送地址。 

xi) 用戶須在在空格內加上剔號，以確定派送地址不是郵政信箱，且不在禁區、

大嶼山及離島。 

xii) 參照以下第4.4.3段所述的步驟，繳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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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付款  

 

 

 

i) 在按下“繳費靈 / 信用卡付款”鍵後，以下訂單資料頁面將會顯示。 

 

ii) 如訂單資料正確，按“遞交”鍵繼續付款。 

iii) 請選擇付款方法，然後按“付款”鍵。百樓圖網用戶可以使用以下電子付款

方式付款，包括︰ 

 信用卡 (Visa/Master/JCB) 

 銀聯卡  

 繳費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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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如果用信用卡付款，輸入信用卡號碼、有效日期、持卡人姓名和安全碼，按"

立即付款"鍵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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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如果用銀聯卡付款，按"立即付款"鍵後，系統會轉載到銀聯在線支付頁面。

請按指示完成付款手續。 

 

 

vi) 如果用繳費靈付款，輸入繳費靈帳戶號碼及密碼。接受使用條款及條件，然

後按“遞交”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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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如果在付款其間出現錯誤，請到“交易記錄”頁面查閱交易狀態以避免重覆

付款。如果交易狀態是“付款審理中”, 請不要重覆付款。如果交易狀態是

“付款失敗”才可以再次付款。 

viii) 如成功付款，系統將顯示一張交易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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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車 

 

 

“百樓圖網”有2種購物車，分別為“查閱購物車”和“影本購物車”。 

如下圖所示，“查閱購物車”包含所需查閱的檔案。 

 

 

“影本購物車”包含訂購核證或非核證副本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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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系統其他功能 

 

“百樓圖網”提供其他系統功能供用戶管理其帳戶。其他功能位於主頁右上角的主

目錄下。 

 

 

4.4.4.1 用戶戶口 

於主目錄下，揀選“我的戶口”>“用戶戶口”，用戶可更新已登記用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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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更改密碼 

於主目錄下，揀選“我的戶口”>“更改密碼”，用戶便可輸入您的當前密碼，然後

更改新密碼。 

 

 

4.4.4.3 訂購記錄 

於主目錄下，揀選“我的戶口”>“先前查閱記錄”或“先前複印記錄”，用戶便可

檢視其已繳費而仍能查閱的樓宇記錄。用戶亦可檢視其於過去30天內所訂購的副本。 

 

 

4.4.4.4 交易記錄 

i) 在交易記錄頁面，用戶可以重新列印交易記錄和查閱交易狀態。 

ii) 交易記錄會列出30天內的記錄。 

iii) 交易狀態: 

付款成功:  已成功付款 

付款審理中:  請不要再次付款以避免重覆付款及過一段時間再次查看交易

狀態。 

付款失敗:  付款不成功，用戶可以嘗試再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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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 表格 

於主目錄下，揀選“表格”，系統將會另開新視窗引導至屋宇署網頁下下的“表格 

樓宇記錄、佔用許可證及百樓圖網”，用戶可在此下載五類與百樓圖網服務相關的

表格。 

  

 

有關該五類與百樓圖網服務相關的表格的說明，請參閱屋宇署網頁︰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forms/form_brop.html 

 

4.4.4.6 收費 

於主目錄下，揀選“收費”，系統將會列出各項服務的收費。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forms/form_br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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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7 附表所列地區 

i) 於主目錄下，揀選“附表所列地區”，系統將會列出附表所列地區的圖則，以

供用戶作進一步查閱。 

ii) 按“查閱”鍵查閱附表所列地區的圖則。 

 

 

4.4.4.8 教學 

於主目錄下，揀選“教學”>“網上示範”觀看示範教學。用戶亦可揀選“協助”以查看

有用資訊。 

 

4.4.4.9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位於主搜尋頁面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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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登出「百樓圖網」 

 

要登出“百樓圖網”，可按“登出”鍵。系統將會顯示一份用戶問卷調查供用戶填寫

以搜集用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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