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特別服務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251 號花園大廈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ktmss@ktmss.org.hk 網址 Website: http://www.ktmss.org.hk 

電話 Tel: (852) 5429 7986 傳真 Fax: (852) 2345 2676 

營運機構 

Service Operator：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服務申請表 

填寫注意事項： 

1. 申請人須先行了解本計劃之申請資格及流程，並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本申請表，

如有任何問題可向本機構負責同事查詢。 

2. 申請人須填報申請表所需的資料，連同所需之證明文件，親身或以郵寄形式遞交申請。如申請

表資料或證明文件不齊，有機會影響申請。 

3. 收到申請後，本機構會聯絡個別申請人。如未有收到任何形式通知，該申請即作候補或落選論。

機構將保留及擁有房屋編配之最終決定權。 

第一部分 申請人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  ) 

香港永久居民：是／否  婚姻狀況：未婚／已婚／離婚／喪偶／分居／其他：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_____年___月____日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租金（不包括水電費）：＄________ 

現居單位面積：______平方呎 現時居住狀況：（1-10 分，越高分，表示越滿意）______分 

居住類型：永久獨立單位／臨時獨立單位／分間單位(板房/床位)／獨立劏房／其他：_______ 

家庭成員人數：____人 公屋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 申請公屋日期：_____年___月 

 

第二部分 家庭成員資料 

 

 

 

 家庭成員 1 家庭成員 2 家庭成員 3 家庭成員 4 家庭成員 5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出生日期 

(日/月/年) 

  /  /   /  /   /  /   /  /   /  / 

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 

     

香港永久居民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婚姻狀況 未婚／已婚／ 

離婚／喪偶／分居 

未婚／已婚／ 

離婚／喪偶／分居 

未婚／已婚／ 

離婚／喪偶／分居 

未婚／已婚／ 

離婚／喪偶／分居 

未婚／已婚／ 

離婚／喪偶／分居 

長期病患/ 

特殊需要(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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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機構 

Service Operator： 

第三部分 家庭入息 （填報最近 6 個月平均入息） 

  申請人 家庭成員 1 家庭成員 2 家庭成員 3 家庭成員 4 家庭成員 5 

 姓名       

 工作狀況 全職/兼職/待業

退休/家庭勞動

者 

全職/兼職/待業

退休/在學/未入

學/家庭勞動者 

全職/兼職/待業

退休/在學/未入

學/家庭勞動者 

全職/兼職/待業

退休/在學/未入

學/家庭勞動者 

全職/兼職/待業

退休/在學/未入

學/家庭勞動者 

全職/兼職/待業 

退休/在學/未入 

學/家庭勞動者 

 職業       

A 每月入息       

B 現正領取 

的政府資 

助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傷殘津貼 $   

  長者生活津貼 $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       

  在職家庭津貼 $                         其他(註明﹕________ ) $       

C 其他收入  贍養費$               親友供養$            其他(註明﹕________ )$            

                  家庭總收入（A+B+C）：$           

 

第四部分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之聲明及承諾（請在適當地方填上號） 

1. 本人填報申請表前，已明白本計劃的申請程序、申請資料、評審準則等內容。本人承諾將會遵守計劃內一切已

訂定或將因應情況而修訂的申請和編配房屋政策及安排，而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下稱服務處)將擁有單位編

配的最終決定權。 

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沒有曾經／現正申請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或其他非政府機構營辦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3.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在填寫申請表當日並無擁有、與他人共同擁有或簽訂任何買賣合約購買各種香港住宅物業，

亦沒有就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公司持有 50%以上的股權。 

4.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服務處在處理、審核及／或調查申請時，可以向相關部門、機構或合作單位披露、

核對及／或轉移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所有相關文件。所有個人資料將按服務處不時修定之政策及《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處理。 

5.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服務處可使用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於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作統計調查或研究。 

6. 本人聲明本人及／或申請人代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計劃已遞交／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

確無訛。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服務處，可能會被檢控及導致

即時喪失申請資格，並可能須即時停止享用本計劃之單位。 

7. 本人明白及同意計劃完結或獲公屋分配後須遷出本計劃之單位。 

 

 

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簽署   填寫日期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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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機構 

Service Operator： 

第五部分 證明文件清單 

 

1.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各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香港智能身份證（年滿11歲或以上的人士） 

 出生證明書（年滿11歲以下的人士）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副本  出生證明文件或公證書 

 經司法機關/政府機構發出的子女領養或監護人的判令/委任文件 

 聲明書 

已婚人士的結婚證明文件副本  結婚證書。在香港以舊式婚禮結合，請宣誓說明並交回正本 

 配偶未獲香港入境權，須以聲明書面說明，並附上結婚證書及其

所在地身份證副本(底面兩面) 

 在中國結婚人士，如從未申領有關證明文件，請提交公證書 

離婚人士、未婚單親家長或喪偶人士  離婚證明文件副本，如在香港辦理離婚的人士，須提交絕對離婚

令（即表格6或表格7B）副本 

 與未滿18歲的子女一同申請，須附上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

權令副本 

 正進行法律程序辦理離婚的文件副本及聲明書 

 同居後分居的人士，女方須附上宣誓書正本，說明同居後分居的

日期及子女管養權的安排；男方則須提交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

管養權令副本 

 配偶已去世，請附上結婚證書及死亡證副本 

 聲明書 

地址及租金證明  任何有申請人中／英文住宅／通訊地址的文件副本（如電費單） 

 租單及租約副本 

公屋申請證明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發出印有申請編號的書面通知（藍卡） 

長期病患/殘疾家庭成員（如有）  註冊醫生或認可醫療人員簽發的醫療證明文件副本 

2.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入息及資產證明(過去 6 個月) 

受薪人士（有固定僱主）  僱主發出的糧單、出糧戶口銀行存摺等 

受薪人士（沒有固定僱主）、未有收

入證明或自僱人士 

 自述薪金證明書及有關文件(附件 1)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人士  列明援助金額的證明文件及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副本 

資產證明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銀行戶口結餘，如存摺、月結單等。(須顯示

申請前一星期的戶口結餘) 

 最近期保險周年報告、股票、基金等資產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