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物業
投資工具手冊
輕鬆找出英國各個地區的資訊
由校網區到物業挑選  一應俱全

RED BRICK 助您身在香港 置業英國



好用網站推薦
英國物業

plumplot

有手機App版本

有手機App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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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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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11

網址：https://www.plumplot.co.uk

英國大型數據分析網站，可搜尋英國不同城
市歷年的人口分佈、罪案率，樓宇價格等資
料。

P.12-14

網址：https://www.spareroom.co.uk/

除一般的搜尋條件外，還可挑選室友種類，
特別適合打算尋找共住房源的人，此網站亦
具有尋找合租人選項，是英國學生的熱門租
屋網。

P.15-17

網址：https://www.zoopla.co.uk/ 

英國第二大的租屋網，有逾23萬間待租物業，
覆蓋全英國。



Good School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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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Brick 的一站式服務，讓您在選擇目標物
業後，由我們當地專業團隊直接與英國物業代
理洽談，從出價至處理法律程序到成功收樓，
全程在旁為您打點一切，務求令身處海外的您
克服時差和文化差異，順利購入心儀物業。

RED BRICK

您信賴的物業專家

Red Brick 擁有龐大的物業管理團隊，為客戶
提供一站式服務，照顧到你海外置業的每個細
節，務求用最優質及多元化服務，全方位管理
你的英國物業。

完善的售後服務
全面照顧您的需要

助您身在香港 置業英國

P.18-19

網址：https://admissionsday.co.uk/

該網站旨在通過各個方面的詳細信息和數據，
幫助父母和購房者了解他們的孩子進入某所學
校的可能性。

P.20-22

網址：https://www.goodschoolsguide.co.uk/

《Good Schools Guide》是英國排名第一的
學校指南，可幫助父母從各個方面為子女選
擇最好的教育。GSG網站提供了英國30,000
多家學校各個方面的詳細信息和數據等，另
外亦有內容豐富的評論。

P.23-26

網址：https://landregistry.data.gov.uk/app/ppd

該網站是英國土地註冊處旗下，可搜索英國
物業歷年價格指數、價格支付數據、標準報
告、SPARQL查詢等詳細信息和數據圖。



plum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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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型數據分析網站，可
搜尋英國不同城市歷年的人
口分佈、罪案率、樓宇價格
等資料。



（ 一 ） Plumplot 最核心的功能

（ 二 ） Plumplot 搜索功能

可以在網頁當中，找出自己希望了解的英國城市，例如熱門城市Manchester, Birmingham等。

只要使用電腦快捷鍵：

便可以輸入你心儀城市的名稱,更
快速搜尋你想看的城市。

For Mac:

For Windows:

Plumplot 最有用的資訊：

*請先選擇自己想看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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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人口）

Income, unemployment（收入及失業）

選擇英國不同城市的物業前，必須先了解該城市的特質，最主要是兩個核心因素： 
人口增長、犯罪及失業率，人口年齡結構穩定增長可以反映出該城市的發展潛力，例如人口平
均年齡愈年青以及勞動人口愈多(��-��歲)，亦可以推算出未來的租住、就業以及發展潛力更
佳。

而犯罪及失業率就反映出該城市的安全及穩定性，當然英國作為已發展國家，絕大都是相對
安全，所以可以作為一個非主要參考值。



（ � ） 曼徹斯特的人口（Population)詳細信息: 

請先選擇人口的選項

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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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潛力高的城市例子
Population（人口）

Population（人口）

首先要看曼徹斯特（Manchester）
的人口密度、人口平均年齡等。

英國城市人口遠遠比香港少，但土地面積卻大很多。而想了解英國哪一個城市較為合適居住，
可以在Plumplot這個網頁找到各方面詳盡的資料，首先就要看該地區（Postcode）的人口密
度、人口平均年齡等。

以曼徹斯特為例，頁面中會顯示人口總數、 居民平均年齡、 人口密度及單位平均居住人口等。



（ 重點A ） Manchester 人口密度 ：

（ 重點B ） Manchester 區域人口年齡：

區域人口年齡則可以看出該區域的勞動人口比例，例如有多少工作人口，學生以及退休人士等。

人口密度不等於樓價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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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圖當中，紫色愈深的地區代表該區人口密度愈高。而人口密度高的區域相對容易出租及有
更多買賣的需求，所以當您在曼徹斯特找到心儀的物業，可以在地圖中找出所在區域的人口密
度，作為參考。

*因為英國城市人口流動性高，不同
區域的人口只作參考之用，不能判定
為「荀盤」參考。

作為海外投資者會挑選人口平均年
齡比較年輕的區域，因為該區域的物
業在出租上較有優勢。



（ 重點C ） Manchester 人口增長：

（ 重點D ） Manchester 出生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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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長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它決定當地未來的房屋需求會否持續增加。而熱門的城
市，人口增長每年需要穩定增長，不會有大幅度起落。因為長期而穩定的人口增長就是該城市
未來房地產市場樓價的走勢。

城市的長線人口增長分別為：移民、人口流入以及人口自然增長；而當中，人口自然增長是非
常重要，出生及死亡率是人口自然增長數據。

當死亡率大於出生率，人口增長就會減慢，甚至出現人口下跌。而出生率與死亡率相差愈大，
代表了人口自然增長速度愈高。 人口增長的速度有一定程度決定了該城市未來的物業市場需
求，因為人口增長愈多，未來租務及買賣物業的需求亦會隨之增長！

*在英國，人口的長期增長會令人口密
度達到臨界點，人口會轉移到其他二線
城市，可以參考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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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潛力高的城市例子
Income, unemployment（收入及失業）

Population（人口）

（ � ） 曼徹斯特的收入及失業（Income, unemployment)詳細信息: 
（ 重點A ） Manchester 平均收入比較：

回到主頁

之後請選擇收入及失業的選項

英國不同的城市的收入都有非常大的差別，所以導致了同一個國家在不同城市當中，物業及
租金的差別性是非常大。
 
英國整體城市����年平均的收入��,���鎊，而一個值得投資的城市平均收入不可以低於英
國整體��%; 平均收入愈低，對於城市的樓價以及租金升值能力會有非常大的影響，樓價的升
值及加租幅度都會大打折扣！

Income, unemployment（收入及失業）



返回搜索頁面

（ � ） 侯城（Hull）的人口(Population)詳細信息: 

（ 重點A ） Hull 人口平均年齡 ：

使用電腦快捷鍵：

搜尋Hull城市

For Mac: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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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向上增加反映出Hull未來的趨勢，如果未來沒有大幅度的經濟改革或人
口刺激方案，該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齡會不斷老化。

對於物業市場是非常不利，即使買了當地的物業，價值亦不會隨時間有所提升，相反甚至會有
貶值的機會！

發展潛力低的城市例子
Population（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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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B ） Hull 區域人口年齡：

（ 重點C ） Hull 人口增長：

透過Hull人口平均年齡地圖，可以了解到英國亦有一些城市人口老化相對嚴重。人口老化的
問題會影響了該城市物業市場的承托能力，對於未來買賣及租務物業市場的需求有極大的影
響！

良好的人口增長應該是穩定上升，而不是一年上升一年下跌。不穩定的人口升跌反映出該城
市的發展機會不穩定。 一個優質的城市，人口是必須要保持穩定增長的，而且必須是每年都有
增長。如果兩個條件不符合，就不是一個良好人口增長！

��歲及��以上的部份多於��歲以下的
城市，代表了該城市的人口老化程度偏
高。



（ 重點D ） Hull 出生及死亡：

（ � ） 侯城（Hull）的收入及失業（Income, unemployment)詳細信息: 

（ 重點A ） Hull 平均收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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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生及死亡率兩條線（紅線及綠線）愈接近，人口增長速度就會下降，由此可以看出人口上
升速度；人口上升速度愈慢，愈不利於物業市場。

如同前文所指，Hull的平均城市收入相對於整個英國的平均收入��,���鎊低於��%，因此整
個城市的樓價及租金的升值幅度是非常有限，如果要在當地置業必須要細心考慮！

發展潛力低的城市例子
Population（人口）Income, unemployment（收入及失業）



侯城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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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了一般的搜尋條件，還有
挑選室友種類，特別適合打
算尋找共享房屋的人，它具
有尋找合租人選項，是英國
學生的熱門租屋網。除了可
在網頁上搜索，亦設有手機
App。



（ 一 ） SpareRoom 簡介

（ 二 ） SpareRoom 主頁搜索功能

第二：在搜索選項當中，輸入Postcode / 
城市名稱。

第一：登記一個帳戶

如果想了解 SpareRoom 更多實用資訊，
如放盤出租，可點擊以下YouTube 教學
，片段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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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eRoom是全英國最大型的物業分租網站，如果是因為留學/移居/工作/資金等問題，不希
望自己承擔更大的租金，可以在網站當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單位。 

而不少的業主因為希望提高租金而把單位分租，所以透過SpareRoom可以分析出當地的物
業及居住的需求！

買入物業前，如要了解該物業出租情況，可以有兩個方法。
第一：登記一個帳戶，然後在帳戶當中把希望出租的物業放上SpareRoom網頁，透過有多少人詢
問，你就可以了解自己物業的出租優勢！

第二：在搜索選項當中，輸入Postcode/城市名稱，再透過Rooms Wanted及Rooms For Rent
的選項了解當地出租需求是否熱切！



（ 三 ） SpareRoom 詳細搜索功能

（ 重點A ） 出租套房 Rooms For Rent

（ 重點B ） 尋找分租套房 Rooms Wanted

14

在搜索選項當中，請先點擊想看
的項目：

出租套房rooms for rent或尋找
分租套房rooms wanted.

Rooms For Rent可以了解有多少分租套房在市場上供應，一般而言，數字愈大代表當地的
租務需求愈大； 而如果愈少套房出租，亦代表當地的需求有限，很少房東把物業變成分租單位
出租！

Rooms Wanted所提供的資訊更為重要，可以看出當地有多少房客正在尋找分租套房，不少
是專業人士，因為要到不同的城市工作而需要租房，所以Rooms Wanted愈多，代表當地的
租務需求非常大！



侯城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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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第二大的租屋網，有逾
23萬間待租物業，覆蓋全英
國，除了可在網頁上搜索，
亦設有手機App。



（ 一 ） Zoopla 簡介

輸入心儀城市的名稱或Postcode

輸入預算金額

（ 二 ） Zoopla 上同類型物業對比的六個重點

1.  設備（�廁或�廁？ 有花園？ 有客廳？ 有飯廳？）
2. 室內面積 
3. Freehold or leasehold
4. HMO License (可以分租物業？)
5. 裝修情況 (是否需要裝修物業？)
6. 已有租客/沒有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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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pla及Rightmove都是英國最大的物業買賣及出租的搜索網頁，第一個必須了解的功能
就是搜索物業: 可以透過「Postcode」、「最低及最高價格」、「物業類型」、「房間數目」等進行篩
選。而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所選物業與市場當中其他相似類型的物業作對比！

以Property For Sale in M��為例，假設你在
M��希望買�房排屋，就需要在市場上的同類
型物業作對比，當中請留意六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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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區統計數據當中有很多方面實用的數據，而有兩個核心數據：
�. 現時物業問價 Current Asking Prices  
�. 現時物業租金 Current Asking Rents 

（ 三 ） Zoopla 不同地區統計數據 Area Stats

可看英國不同類型物業平均價格

物業問價 Asking Prices 可以快速分析出該區的不同房數物業平均售價，當然不是絕對準確，
但亦可以快速了解當區的物業平均價格。 如果你的物業比平均價格高或低出��%，就必須留
意物業有沒有「外加價值」或其他個別原因而低於或高於市價！

而物業租金 Asking Rents 就可以了解平均租金情況和物業問價Asking Prices一樣。當租金
過高或過低，就要了解當中的原因！



侯城
Hul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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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旨在通過各個方面的
詳細信息和數據，幫助父母
和購房者了解他們的孩子進
入某所學校的可能性。 



（ 一 ） Admissionsday 簡介

輸入心儀學校的名稱或Postcode

（ 二 ） Admissionsday 搜索功能

可以在這選擇欄中選擇學校種類是官立（State）
/直資（Independent）；中學/小學及學校質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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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的主要目的是為家長在當地搜索校網/校區房，可搜索當區的中小學。如果移民後想為子
女找出心儀學校，並且希望住在校區當中，就需要運用此網頁！此外，可以在搜索欄當中輸入
Postcode 及城市，或可以直接輸入校名，搜索心儀中小學！

假設以Whitby Heath Primary School為例，可以找出官網/學校的質素等資料。輸入地區後，
可以選擇感興趣學校的種類，包括是官立（State）/直資（Independent）；中學/小學及學校質
素等，找出合適子女的中小學。



侯城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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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排名第一的學校指南，
可幫助父母從各方面為子女
選擇最好的教育。



頁面會顯示一系列相關的搜索結果，挑選你想了解的學校。除了可以了解近年的學校收生的
主要地區及街道，更可以了解到近年的收生成績！

（ 一 ） Good Schools Guide 搜索功能

輸入心儀學校的名稱或Postcode

找到合適的中學後，可以在School Name 一欄輸入心儀學校的名稱或Postcode搜索。

（ 二 ） Good Schools Guide 搜索結果

一系列相關的搜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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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Good Schools Guide - Catchment 功能：

這部分可以看出此學校是否經過GSG
審查，及對該學校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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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快速找出心儀學校收生的主要地區，可以打開Catchment中查看最近一年入學年份
(Admission Year)。紅色代表此區為最常見的學校收生區；而黃色是近數年的學校收生區；而
綠藍黑地區就相對為差的校區網。



侯城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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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是英國土地註冊處旗
下，可搜索英國物業歷年價
格指數、價格支付數據、標
準報告、SPARQL查詢等
詳細信息和數據圖。



（ 一 ） HM Land Registry 簡介

使用搜索工具查找英國的房價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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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Zoopla、Rightmove及Plumplot以外，其實亦有政府網頁可以反映近年的地區樓價走
勢。由於是政府網頁，資訊相對較為權威，但以城市為主。在選擇英國城市或買不同類型的物
業前，可以比較不同城市及不同房型的具體升值情況！



（ 二 ） HM Land Registry 不同房型對比：

可以看到不同房型的樓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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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城市後，就可以比較同一城市中的不同房型，如Houses, Flats等不同類型物業的升值
速度！



助您身在香港 置業英國

404,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Tel: 2557 5866   WhatsApp: 5113 2163

立即掃描以下QR Code
開始您的英國置業之旅

w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