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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表格前，請詳閱《關愛共享計劃申請須知》（簡稱《申請須知》），並按照《申請須知》第 10段提交所需的證明

文件副本。請用不能擦掉的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如有錯誤，可用筆刪改並在旁簡簽作實，切勿使用

塗改液或塗改帶。請保留副本作參考之用。填妥的表格和證明文件副本可郵寄至旺角郵政局郵箱 2600 號或投遞至

「關愛共享計劃」投遞箱。  
 

第一部分 申請人的基本資料 

Q.1  中文姓名：  

   

(姓氏) (名字) 
 

Q.2  英文姓名：  

   

(姓氏) (名字) 
 

Q.3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Q.4  出生年份及月份：     年   月  
 

Q.5  稱謂：   先生  

  女士  

  小姐  

Q.6  

 

 
Q.9 收款銀行戶口 (須為申請人的個人儲蓄或

支票戶口 )：  

英文姓名：               

銀行名稱：                

銀行編號 戶口號碼 

   -             

 

Q.10 經濟活動身分註: 

 
  就業  

  失業  

  料理家務者  

  退休人士  

  學生   

  其他 (請註明 )：          

 

Q.11  族裔註：  華人  巴基斯坦人  

 尼泊爾人  印度人  

 菲律賓人  泰國人  

 印尼人  孟加拉人  

 斯里蘭卡人  

 其他 (請註明 )：         

 
 
註  收集相關的資料用作統計用途，並不會影響申請的處理及審核。申請人可選擇不提供相關的資料。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關愛共享計劃」申請表格 

 

 居住地址：  

  香港   九龍   新界 

地區 
 

街道名稱 

及號數 

 

屋邨/村 
 

大廈 
 

 
 座  樓  室 

 

Q.7 通訊地址 (如與居住地址不同 ): 

 

 

 
Q.8  聯絡電話號碼：  

 

        

(本地流動電話:本處將以電話短訊發出申請確 

認通知書) 

        

(家居電話) 



 

CSS001A(1/2019)  2 

 

第二部分 申請人的資格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申請人須符合以下資格 : 

 

(一 )  年滿 18 歲；  

(二 )  持香港身份證 (包括新來港人士，但不包括來港工作、求學或接受培訓的香港非永久性居

民及其受養人，也不包括以訪客身分來港的人士 )；  

(三 )  通常居住在香港 (包括暫時離開香港而在合理預期情況下會返回香港居住的人士，例如出

差、留學或求醫，但不包括移居海外人士）；及  

(四 )  沒有受惠於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

或傷殘津貼發放的額外兩個月款項。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 

 

 我符合以上資格，並無需繳交 2017/18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在香港亦沒有物業。  

 

 

 

 
 
 
 
 
 
 
 
 
 
 
 
 
 
 
 
 
 
 
 
 
 

第三部分 申請人聲明 

申請人必須閱讀並簽署這部分，以作以下聲明：  

(一 )  我已閱讀《申請須知》，並明白及同意與申請有關的安排，遵從《申請須知》載列的所有
規定。  

(二 )  我確認我在此申請表格內填報的資料及就此申請所作的任何陳述和提交的證明文件均屬
真實、完整和準確。若在此表格內的資料需要有任何更正，我必定會盡快向「在職家庭津

貼辦事處」申報並提供有關資料，以供「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考慮我的申請資格。  

(三 )  我－  

(i) 已閱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及明白其內容，並同意「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及

其代理／機構可根據《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及《申請須知》處理及使用就此申請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並向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透露及查核有關我的個人資

料；  

(ii) 同意「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於有需要時可就此申請聯絡我，以核實或澄清有關此

申請的任何資料；  

(iii) 同意「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提供我的個人資料給社會福利署、入境事務處、土地

註冊處、稅務局、差餉物業估價署、銀行及其他機構以便處理申請、核實資料、確

定申請資格及進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 486 章的核對程 （詳情請參閱「關

愛共享計劃」申請須知第  5.6 段）；亦同意該等機構向「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基

於同樣目的透露我的個人資料。在此段，凡提述「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須當作包

括獲「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聘用協助處理申請的服務供應商；  

序

我符合以上資格，並無需繳交 2017/18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在香港只擁有一所物業並作自

住用途，而 2018-19 年度差餉寬減額少於 4,000 元。  

我符合以上資格，並需繳交 2017/18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但就該課稅年度所獲得的薪俸稅稅

款寬減額少於 4,000 元，在香港亦沒有物業。  

我符合以上資格，並需繳交 2017/18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在香港只擁有一所物業並作自住

用途，而所獲得的 2017/18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稅款寬減額及 2018-19 年度差餉寬減額合計少

於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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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同意按香港法例第 112 章《稅務條例》授權「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作為我的「獲

授權代表」，向稅務局要求並收取以下資料： (a)我是否需繳交 2017/18 課稅年度的

薪俸稅； (b)若是，我就該課稅年度所獲得的薪俸稅稅款寬減額資料；  

(v) 明白「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有權覆檢這次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調整我可獲發的

款額；  

(vi) 同意在「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提出要求時，把我多收的款額 (如有 )悉數歸還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及  

(vii) 明白故意作出虛假陳述、虛報或隱瞞任何資料以騙取款額屬刑事罪行，除可導致我

喪失領取款額的資格外，亦可能根據香港法例第 210 章《盜竊罪條例》被判處監禁

最高 14 年。  

 

申請人姓名 簽署 日期 

 

 

                          

 

 

                           

 

 

                           

   
 

 

 

 

 

收集的目的  

1.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本處 )及獲本處授權的代理／機

構將使用你在這項申請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核實相關資料以確定申請資格和偵測詐騙及處理和追討多發的款額 (如適

用 )；  

(b)  進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的核對程 ，以處理申請、核實資料、及確定申

請資格；及  

(c)  作統計及分析用途，而所得統計數字，不會以識辨各有關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分
的形式公布或提供予第三方人士。 

2. 本處或會覆檢部分成功的申請，以查證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真確。在查證時，本處職員

可能會要求你澄清申請資料或提供進一步資料。  

3. 你並非必須提供本申請表格所要求的個人資料。然而，如你未能提供該些個人資料，本處

將不能處理你的申請。  

  

序

「關愛共享計劃」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

接受資料轉交的人士  

4. 本處可因應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的用途，或在你同意下，或在法例授權或規定須予披露的情

況下，向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披露你的個人資料。本處或會聯絡有關政府決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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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資料轉交的人士  

門／機構，以獲取及核實資料作上文第 1 段之用。這些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包括但不限於：  

 

(a)  獲本處聘用協助處理申請的服務供應商；  

(b)  因應上文第 1(a)段所提及的用途，本處可將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提供給社會福利署、入

境事務處、土地註冊處、稅務局、差餉物業估價署、銀行及其他機構；  

(c)  因應上文第 1(b)段所提及的用途，本處可將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提供給社會福利署、入

境事務處、土地註冊處及稅務局；及  

(d)  在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或在法例授權或規定披露的情況下，本處可將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
料提供給執法機關。  

查閱個人資料及查詢  

5. 所有就是項申請提交的一切資料及文件概不發還。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申請表格及其他申請文件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此外，你亦

可索取相關的個人資料的副本，但須支付行政費用。有關查閱及／或更改個人資料的要求，應

以書面形式向本處高級行政主任 (行政 )提出，有關要求請寄交九龍觀塘海濱道 181 號 19 樓在職

家庭津貼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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