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類—申請表格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在填寫本表格前必須先細閱以下事項及申請須知申請須知，了解申請資格、流程及評審準則，如有疑問請致電查詢熱線：9498 8419。
2.	 請用黑色／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黑色／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如適用）填寫。如有刪改，請在刪改處及正確資料旁加簽，切勿使用任何塗改物料。
3.	 申請人必須填報申請表格內所需資料及根據證明文件清單證明文件清單備妥有關文件，遞交申請表格須連同一份副本，申請人於會面審批時亦須提交正本以作核實之用，如欠缺所

需文件，有關申請將會被延誤或無法處理。
4.	 每位申請人（包括其家庭成員），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格，切勿重複申請，否則本軍有權取消其申請資格。
5.	 本項目只接受親身提交、郵寄（請於信封面註明項目名稱：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申請）或電郵至(to.gather@hkm.salvationarmy.org)遞交申請表格，不接受

傳真及其他形式。
6.	 本軍將於收到表格的14個工作天內以電郵及短訊（SMS）向申請人發出「確認申請記錄」。如遞交表格後14個工作天內未收到確認通知，請即致電查詢熱

線：9498	8419。如需補充或查詢資料，本軍會聯絡個別申請人。
7.	 救世軍保留及擁有房屋編配的最終決定權。

第一部份	 申請人基本資料及現時居住狀況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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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中文）	 :		 	 	 	 	 									姓名（英文）:	 	 	 												

本地住宅電話	 :	 	 	 	 																				本地手提電話	:	 	 	 	 												

電郵地址	 :	

通訊地址	 :

現時居住狀況

現居單位種類	 																																											:	 		獨立單位							劏房							板間房							天台屋							工厦							臨時房屋

 																																																																									床位							露宿							寄居別人居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居單位面積																																										:				____________平方呎

已居於目前單位		 																								:	 		__________年	__________個月

過去六個月的平均租金（不包括水電雜費）：	港幣$_______________

曾經／現正受惠於其他的社會房屋計劃	: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第二部份	 申請類別

申請單位類別（只可選擇其中一項）

  	1-2人單位   	3-4人單位   	無障礙單位

申請資格

甲類申請人：已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公屋）不少於３年的人士／家庭甲類申請人：已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公屋）不少於３年的人士／家庭

公屋申請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公屋日期					:		________年________月，已輪候________月（以月計算）

申請公屋的地區	:	市區（包括港島及九龍）

                                       擴展市區（包括東涌、沙田、馬鞍山、將軍澳、荃灣、葵涌及青衣）

                                       新界（包括屯門、元朗、天水圍、上水、粉嶺及大埔）

                                       離島（不包括東涌）

在輪候期間									:	曾　不曾，更改申請表上的任何資料，如新增/刪減家庭成員、更改配屋計劃或選擇地區等
																															曾　不曾，曾到香港房屋委員會接受有關申請的調查，進行配屋資格審查

																															曾　不曾，接受香港房屋委員會配房安排___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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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由職員填寫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家庭成員1 家庭成員2 家庭成員3

中文姓名 同上

英文姓名 同上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出生日期 /										/
（日／月／年）

/											/
（日／月／年）

/											/
（日／月／年）

/											/
（日／月／年）

身分證明文件類別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香港居民身份證；			3.香港出生登記證明書（未滿11	歲人士）；			4.回港證；			5.簽證身
份書；6.前往港澳通行證（單程證）；			7.護照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與申請人關係 本人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懷孕滿16週或以上
有，懷孕週期_____週

沒有／不適用

有，懷孕週期_____週

沒有／不適用

有，懷孕週期_____週

沒有／不適用

有，懷孕週期_____週

沒有／不適用

長期病患／殘障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不適用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不適用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不適用

有，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不適用

工作狀況
全職      兼職

待業      主婦

在學      退休

全職      兼職

待業      主婦

在學      退休

全職      兼職

待業      主婦

在學      退休

全職      兼職

待業      主婦

在學      退休

職業／就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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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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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家庭成員1 家庭成員2 家庭成員3

過去6個月個人每月平
均收入

(A) (B) (C) (D)

收入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即包括薪酬、雙薪／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獎金／佣金／小賬、提供
服務的收費、經商／投資利潤、贍養費、親友的資助、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
金／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但不包括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
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

過去6個月家庭每月平均收入（A）+（B）+（C）+（D） =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過去6個月家庭每月平均收入（A）+（B）+（C）+（D） =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現正每月領取的
政府資助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普通／高額傷殘津貼

高齡津貼（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

半額／全額書簿津貼

其他：																

沒有／不適用

過去6個月家庭每月平均領取政府資助 =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過去6個月家庭每月平均領取政府資助 =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產

有											沒有

種類：_______________												

總值：_______________																						       

有											沒有

種類：_______________												

總值：_______________										

有											沒有

種類：_______________												

總值：_______________										

有											沒有

種類：_______________												

總值：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產包括：土地、房產（住宅、舖位、車位等）、車輛、的士	/	小巴牌照、投資（儲蓄基金、基金、股票等）、
生意及業務（無論有否作商業登記）、應收賬等。

存款／現金 港幣$	_______________ 港幣$	_______________ 港幣$	_______________ 港幣$	_______________

家庭總資產（個人資產）+（存款／現金）=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家庭總資產（個人資產）+（存款／現金）=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港幣$________________																		

本項目意指修身、齊家，期望帶領住戶修養自身、管理家務及同行協建家園。

請按照你及家庭成員的共同意願，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修身齊家
我	/	我們認同「齊+」理念

我	/	我們樂意修養自身及管理家務

睦鄰關係
我	/	我們樂意建立鄰里守望的關係

我	/	我們樂意參與項目所推行的的小組/活動

彼此學習
我	/	我們樂意分享經驗及技能，幫助他人

我	/	我們樂意互相學習，同行協建家園

自我管理
我	/	我們樂意共用及愛惜公共空間及設施

我	/	我們同意遵守租賃協議上的內容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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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意向評估

如居住期滿，仍未獲香港房屋委員會配房，你及你的家庭成員的遷出計劃是怎樣？

第五部份	 遷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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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及家庭成員聲明及承諾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第六部分	 聲明及承諾（必須確認及簽署）

1.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填報申請表前，已閱讀及明白此表格上的「注意事項」及申請須知申請須知所有內容。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承諾將會遵守是項申請、
單位編配及相關的一切事宜，及／或救世軍因應情況而修訂的政策及安排。

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及同意救世軍將擁有單位編配的最終決定權。

3.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救世軍為審核及評估申請，可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公營／私營機構（例如但不限於金融機構及銀行）及／或任何擁有本
人及／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第三者（例如但不限於僱主）蒐集本人及／或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進行核對，以核實申請資格。在蒐集資料過程
中，救世軍可將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上述機構及／或第三者披露，以及授權任何擁有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第三者，
向救世軍提供個人資料，以核實申請。

4.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所有往來文件，在處理、審核及／或調查申請的工作下，可以向相關部門、機構或合作單
位，披露、核對及／或轉移有關資料。

5.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若有任何本軍職員或代理人藉詞給予方便而索取利益，應立即向警方或廉政公署舉報。任何人意圖行賄，亦屬違法，本
軍有可能將個案轉介有關當局查究。不論申請人是否因此而被定罪，本軍均有權取消其申請或即時終止其租賃協議。

6.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若提供任何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申請將被取消，已獲編配的單位將會被收回。就申請表是否載有虛假或失實
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救世軍擁有最終決定權。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清楚知道，如任何人蓄意作出虛假聲明（包括在申請表提供虛假或失實或具誤
導性的陳述）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手段令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取得是次項目申請資格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及罰款。

7.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並同意「租賃協議」完結或此項目終止時或獲得公屋分配後必須遷出本項目之單位。

8.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本人（即申請人）簽署此表格即代表本人及各18	歲以上家庭成員明白及同意申請須知申請須知，並會為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律
責任；本人會為未滿18	歲之家庭成員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律責任。

9.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如已提交申請，可聯絡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辦事處撤銷本人之申請。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清楚知道：
申請一旦撤銷，救世軍曾發出的「確認申請記錄」電郵及短訊會即時作廢，曾經提交的資料或文件亦會銷毀，不會退回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如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在撤銷後有需要再次申請，需重新填寫申請表格及提交證明文件。

10.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救世軍有權在不事先通知申請人的情況下更改、更新及／或修訂本申請表的條文內容，並不會就申請表條文的任何更
改、更新及／或修訂對申請人或任何第三方承擔任何責任。

11.	 本人明白及同意除本人及／或本申請表所列之家庭成員外，此申請表及／或相關協議內之各項條款，並不賦予第三者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	第623	章)	強制執行本申請表及／或相關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享有條款下的利益。

1.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及同意救世軍及其代表會使用透過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申請表格所獲得的資料作下列用途及與下列直
接有關的用途：

(a)	 辦理及審批在本項目下申請人遞交的申請，並在有需要時就與本項目有關的事宜聯絡申請人；

(b)	 執行本項目及進行與本申請有關的審核及調查，包括根據政府及審核期間（包括但不限於家庭、面談、電話查詢等）所提供之個人及家庭成
員資料，與申請人及／或家庭成員在本申請表提供的資料作核對，以確定申請人及／或家庭成員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

(c)	 作統計及研究用途，其目的包括但不限於了解項目向受惠對象提供援助的成效及受惠對象的居住環境情況，而所得的統計數字及研究結果，
不會以能辨識任何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顯示；及

(d)	 作法律規定、授權或許可的用途。

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辦事處處理本人是次申請的用途。本人
及／或家庭成員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遵守以上各項的「聲明及承諾」，並確認以上申請資料正確無誤，如有更改會
盡快通知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辦事處。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已閱讀及及明白以上各項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適用於申請人及/或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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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方格內加 ✓

此欄由職員填寫

收取表格日期： 負責收表職員：

輸入資料日期： 負責輸入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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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及名列第三部分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家庭成員均須在下方簽署。申請人須代表未滿 18 歲之家庭成員在下方簽署。

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首4位數
字連英文字母A1234) 簽署 日期

申請人

家庭成員1

家庭成員2

家庭成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