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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速新經濟

時代來臨，發展線

上業務已是各行各

業的大勢所趨，地

產界亦不例外。今

年來本港新冠疫情反覆，不少

業主婉拒開門，也有客人避免

外出睇樓。窮則變、變則通，

本港的地產代理行自 3 月以

來，紛紛推出地產代理KOL視

頻吸睛吸粉絲，用生動有趣的

演繹方法介紹放盤中單位，增

加成交機會。多位參與製作及

親身演繹的地產代理KOL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都表

示，睇樓視頻的確有助吸引外

區客源，令買賣雙方省時及加

快促成交易，還吸引到一批富

貴粉絲客源，不乏逾千萬元的

豪宅甚至半億大刁。
有片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今年4月美
聯集團推出由前線代理化身「KOL帶睇
樓」的「自拍筍盤」，美聯集團副主席黃靜
怡表示，迄今已推出逾千條視頻，跨平台瀏
覽量近1,200萬人次，當中不乏千萬豪宅及
半億大刁，最快1日極速開單，最高單一成
交金額達5,500萬元。

VR睇樓用量急升逾2倍
黃靜怡說，美聯其實早在2016年已全速推
行數碼化工程，革新版「美聯筍盤」App及
官方網頁的每月頁面瀏覽量突破1,000萬，
升幅達3倍，每月訪客達270萬人次，每日
接獲約千個查詢；今年上半年，美聯官網及
「美聯筍盤」App的「VR睇樓」服務，共
錄逾210萬人次瀏覽，較去年下半年升逾2
倍；上半年來自線上渠道的查詢量，平均每
月超過2萬個，通過實時線上對話服務的交
易成功轉化量亦較去年下半年增加高達
31%。

除了主動發揮線上力量，美聯還增加實體
店的科技元素，如剛開業的日出康城新分行
就加入了不少新科技元素，如有大型電子屏
幕，快速地提供即時放盤單位資訊，又有可
以展示區內環境互動電子屏幕。黃靜怡指
出，集團將繼續以「創新為進」，全力發展
「天網地網人網」，線上業務與分行網絡雙
線並肩前進，在革新分行裝修，提升服務體
驗的同時，亦積極吸納各行各業的精英加
盟，面對挑戰，全力拓展業務，與員工攜手
把握下半年的樓市機遇。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

傑亦表示，疫情下客戶睇樓模式已改變，客
戶會先從網上的影片作比較，揀選心水單位
後，再相約代理實地睇樓，公司於今年5月
亦推出「VR 睇樓GUIDE」，讓留家避疫的
客戶，以VR 技術恍如置身現場般睇樓，並
即時得到中原代理的實時講解，至今已拍攝
了7,000條片。
陳永傑續指，中原地產亦自2016年起已分

別推出「視頻搵樓」及「VR搵樓」，加上5
月推出「VR 睇樓GUIDE」，今年1至8月
中原網頁瀏覽量達2,000萬頁次，較去年同
期多 82%，今年首 8個月影片上載量達
90,000條，而拍片睇樓月均錄得397宗買賣
成交，現時錄得拍片成交最高金額為西半山
4,500萬元物業。

世紀21奇豐物業西貢區營業董事廖振雄日前夥
拍同事，透過該行的KOL頻道促成了一幢西貢清
水灣村屋的交易，成交價高達3,700萬元。他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就介紹，公司剛於7月才
開始推出「星級代理KOL」頻道，至今推出8條
頻道。由於是西貢區內唯一一間推出KOL頻道的
地產代理行，市場反應相當好，查詢問盤量比未推
出KOL頻道前增加了30%，特別的是還吸引了不
少外區客及家庭客的注意。
廖振雄以他們促成的西貢清水灣村屋為例，原

來，在未推出該視頻前，該幢村屋盤已放售中，業

主是外國人，屋內外的裝修都富有外國風情，但問
盤者一直不算多，當他們推出「ＭＭ睇樓團視頻」
來介紹此村屋後，吸睛度明顯提高。
他指出，公司請來外判的專業拍攝團隊，及邀請

專業KOL美女 Manci Man (文慧詩)，配合他以地
產代理人士身份加入製作成此條「ＭＭ睇樓團視
頻」，既有專業拍攝角度展現整幢西貢村屋由外到
內的每一個景觀及細節，又有KOL美女生動言
語，以及與他一起遊走屋內屋外作互動的專業介
紹，加上講解物業資料及村屋知識，當然秒殺櫥窗
廣告及置業雜誌的「郵票」廣告，相比起其他行家
自拍的KOL睇樓視頻，他覺得ＭＭ視頻內容更加
生動活潑，尤其是吸引到不少外區客戶查詢。他
說，該村屋的準買家本身亦是外區用家，屬中年人
士，在看過視頻後再約他到現樓實地參觀一次，最
終拍板以3,700萬元購入，前後花了約三個星期便
促成交易。

製作成本約一萬
廖振雄表示，目前該公司製作一條「星級代理

KOL」頻道的成本約一萬元，已經是友情價的成
本，未來公司會繼續拍攝更多「星級代理KOL」
頻道，仍會採用外判形式，相信可以各取所長。

美聯物業近年投入了不少資源發展網上
睇樓，該行西半山西摩道分行高級客戶經
理吳礎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坦
言，疫情下大家都盡量減少外出，阻礙了
物業的交投量，集團今年4月推出由前線
代理化身「KOL帶睇樓」視頻，就是希望
增加一個吸客渠道。

製作只需一至兩日
他說，由地產代理自己拍攝單位、到上
載至集團後勤製作、審批及將視頻上架，
一般只需一至兩日已可完成。他亦有參與
公司培訓作為KOL的技巧，片中除了介紹
單位資料外，亦會有全個樓盤的資料，至
今已拍攝了3至4個樓盤「KOL帶睇樓」
視頻，視頻推出後一至兩星期內已有客致
電查詢，試過一個星期便可促成一單交
易，涉及最高單一交易金額達 1,600 萬
元。
吳礎良憶述，當時他製作了一個西半山
SOHO 38一個放盤中單位視頻，有客人
觀賞視頻後致電他，約時間到現樓實地參
觀。吳礎良在與該客戶實地參觀叫價700

多萬元的SOHO 38單位之餘，還詳細了
解該客人的要求，發覺客人原來是想買樓
收租用，加上吳礎良手頭上有數個放售中
單位可供選擇，就再給該客戶一些建議，
並馬上幫客人安排到另一個半山區樓盤聚
賢居參觀，之後再幫客人到銀行了解按揭
等問題作出跟進，最終該客人以1,600萬
元購入了聚賢居一個單位作收租，整個交
易時間只約一個星期。

有助提升成交機會
吳礎良認為，與傳統靠坐分行打電話、

登報紙廣告等客來電不同，由前線代理化
身「KOL帶睇樓」視頻，可於短時間內吸
納更多客源，例如他身處港島區，可接洽
到九龍區、新界區以至內地的客戶，同時
亦可提升公司品牌。對客戶而言亦相當方
便，毋須預約地產代理都可以足不出戶，
隨時隨地安坐家中上網搜羅及觀看心儀
單位，不似以往四出睇樓後都未必找
到合心水單位，既省時又有針對性，
大大提升成交機會，自然對公司生意
有幫助。

十分熱愛創作及做KOL的美聯物
業大埔廣場分行物業顧問羅建華，他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
「產品是死的，人是生的，每次做
『KOL帶睇樓』視頻，自己都會加
入不少創作念頭，亦會學習其他行業
的KOL，來加入創作元素，或者可
以說有點兒誇張，但可以令睇片的客
人在睇到正確資訊之餘，也有娛樂、
輕鬆的氣氛，還可以幫自己做宣傳，
提升人氣，無疑是增加生意的一個渠
道。」他表示，自公司推出「KOL
帶睇樓」視頻以來，他已經製作了近
20條視頻，最大額一宗成交是促成一
個1,600萬元大埔區豪宅。
羅建華指出，7月份某一日有客人

看到他其中一條「KOL帶睇樓」視
頻後，看中了心儀單位，致電給他約
時間實地看現樓，由於客人看過視
頻，實地看現樓當日只需花2至3小
時與客人作進一步了解便可以，其後
再跟進客人的需要，最終

促成一伙1,600萬元大埔區豪宅，前
後花約一個月已成交。

代理：助建立富貴客網
「KOL於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個位
置」，他認為，以往地產代理行業，
好少人會做KOL，皆因人人都希望
先有結果才去花時間做，其實由構
思、拍片、剪片一般只需花4至5小
時，如今疫情驅使令行業走向前。他
相信，隨着「KOL帶睇樓」視頻質
素愈來愈提高，會進一步吸引更多受
眾，從而提高成交機會。雖然近年地
產代理界已推出網上睇樓及VR睇樓
平台，但他覺得，過去由於沒有地產
代理親身走到前線在片中做介紹，始
終有欠說服力及吸引力，如今推出
「KOL帶睇樓」視頻，相信可以提
高客戶信心。
羅建華還笑稱：「自從參與製作演

繹『KOL帶睇樓』視

頻後，自己都吸納了一批粉絲，有一
次於一個新樓盤售樓處內，有一位不
認識的客人竟走上前跟自己主動打招
呼。」原來該客人是看過羅建華有份
演繹的「KOL帶睇樓」視頻而認出
他，還說好喜歡他的演繹方式，一時
間令羅建華恍如變成KOL明星。羅
建華相信，「KOL帶睇樓」視頻可
提升地產代理KOL的人氣，吸引一
批富貴粉絲，拓展客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Q房網3
月初在 YouTube頻道推出《筍盤推介》
系列，由地產代理拍攝真人帶睇樓視
頻，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坤興認
為，地產代理化身「KOL帶睇樓」視
頻，可協助客人在社交平台 / You-
Tube 睇片當睇樓，解決在疫情下不便
外出睇樓的需要，透過片段與客戶分享
個人經驗、分析單位賣點和講解地區特
色，比VR影片更有親切感和感染力。

客戶來電查詢量急升
計劃推出首星期，公司即上載10段
KOL影片，該10條片的觀看次數更突
破15萬人次。由於睇樓花的時間比較
多，拍攝片段可以令客人節省好多時
間，亦令到客人可以對屋苑有初步了
解，增加了促成生意的機會。拍攝放盤
片段，吸引客人來電查詢，當中有不少
盤可能在疫情下乏人問津，但經KOL

推出影片後，有放盤單位在一星期內就
沽出。
到今年5月，Q房網Youtube頻道推

出的《筍盤推介》系列，已上載逾40段
影片，錄得逾30萬觀看次數，平均每段
《筍盤推介》影片錄得近7,500觀看次
數。即使到上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稍
緩，客人透過網上睇樓仍持續上揚，反
映市場對這類KOL帶睇樓影片有需
求，同時又可讓一眾地產代理化身為網
絡紅人，吸睛吸粉絲，增加客源。他指
出，睇KOL影片置業的客人來自不同
年齡層，尤其受租客歡迎。
剛於今年7月加入推出「星級代理

KOL」的世紀21奇豐物業主席及行政
總裁李峻銘表示，「星級代理KOL」推
出後，發覺通過KOL吸引買家眼球的
成效理想，查詢量增加了三成，買家也
是以較為年輕人士為主，而該行的KOL
暫時主力推銷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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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夥拍美女KOL

賣出3700萬靚裝西貢村屋

視頻帶睇樓效益高

網上發布吸納多區客源

向其他行業KOL偷師 增趣味提升人氣

■ 西半山經紀
吳礎良指，自己
拍攝單位、到上
載至集團後勤製
作、審批及將視
頻上架，一般只
需一至兩日已可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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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日出康城新分行增加科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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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21奇豐
物業的KOL頻道
促成了一幢西貢
清水灣村屋的交
易，成交價高達
3,7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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