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致讀者:
我們編寫及出版這本電子書主要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與對房地產有興趣和有關之
人士分享我們之知識、經驗及見解。
我們相信這裡之內容會對讀者有益處，可助參與房地產開發、投資、管理及研究
分析時有所啟發，從而增加回報之機會率和減低風險之程度。 此外，我們亦相
信市場越是明智，市場運作便有效益及效率。
然而，我們並非先知，或擁有神奇力量，只是盡我們所能運用有關知識、技術及
經歷來協助讀者了解房地產箇中環節。 我們堅守以下一些原則：
(一)

我們不說連自己也不相信之觀點。

(二)

我們盡量小心兼專業地行事，但不能完全排除出錯或有所欠之可能性，因
市場千變萬化，遠超技術及理論之預期。

(三)

有需要時，我們會修正一些先前見解。

(四)

這裡之內容包涵我們多年來部份撰寫之分析，技術及市場評論文章，除小
部份文章之暢順度有所修飾外，基本上是以原文刊載，方便讀者衡量我們
歷年來之功過及心得。

我們希望讀者會喜愛這裡之內容，然而因我們之語文水平有限，若有措詞不盡妥
善之處，望讀者見諒及賜教。

鍾維傑 謹上
卓凌地產分析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卓凌物業發展暨工程開發有限公司資產總監
卓凌集團
註：
(一) 這裡之文章曾刊登於香港之信報專欄(部分內容可被其編輯修改但變動 
大)，其後部分亦有刊登於其他傳媒包括電子網站。
(二) 版權：這裡之文章及其他內容的版權均屬作者或香港之信報所擁有，未經
許可，得擅自刊登，複印或傳遞等，違例者有被追訴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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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鍾維傑從事房地產開發、推廣及分析工作多年，項目遍及美國、加拿大、亞
洲部份國家，以及中國包括香港，用途涉及住宅、寫字樓、商舖、工業設施、酒
店和渡假村等，總值以逾億美元計。
作者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房地產測量學系，於考取有關專業資格後，往赴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房地產中心深造，取得房地產碩士榮銜。 作者曾任職於中外企業及
機構，包括政府及上市公司，現時是卓凌集團旗下的卓凌地產分析有限公司之行
政總裁，亦兼任卓凌物業發展暨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之資產總監。作者亦是多個中
外專業團體之會員，包括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美國造價工程
師學會、加拿大測量師學會、美國房地產信託基金協會，以及香港設施管理學會
等。
作者於二十一世紀初創立「房地產技術」網站(網站：www.real-estate-tech.com
)，希望藉此與房地產有關及對其有興趣人士分享經驗和交流意見。 網站現時共
約有千篇資訊及房地產分析文章，中英語文均有，而讀者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北
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包括中國等地區。 此外，網站不少內容亦常刊登於
一些報章及傳媒，當中有香港的信報、國內的中國日報、二十一世紀導報、美國
項目管理協會會報、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報等，以及一些網站如搜房網、中原地產
網、財經網等。 據此，這些內容及文章之讀者人數可以萬計。
除專業事務外，作者亦常被公商團體邀請作演講嘉賓，當中如扶輪社、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加拿大約克大學，以及國內華南
理工學院等，課題自然多與房地產有關。 此外，作者亦會受一些傳媒之訪問，
包括亞洲華南日報，以及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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