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換戶主申請書
第一部分
申請資格
(1) 公屋戶主去世或遷出後，在該公屋單位居住和已登記在戶籍內的前戶主配偶可無需通過「全面經
濟狀況審查」（註 1）及「住宅物業權審查」（註 2）而申請成為該單位的新戶主。
(2) 然而，若有關家庭已在「富戶政策」下被評定為未能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但符合「住宅物
業權審查」及因戶主正在領取／符合資格領取社會福利署（社署）發放的傷殘津貼(註 3)而獲准
繼續租住公屋單位，在有關戶主去世或遷出單位後，倘若有關家庭已沒有其他家庭成員正在領取
／符合資格領取社署發放的傷殘津貼，則即使申請轉戶主予配偶，有關家庭仍需重新審核租住公
屋單位的資格，包括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查」，才可獲准繼續租住公屋
單位。凡未能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或「住宅物業權審查」或選擇不申報的家庭，均須
遷離公屋單位。
(3) 倘戶籍內並無前戶主的在生配偶，在單位內居住的其中一名年滿 18 歲的認可成員（註 4），可
申請成為該單位的新戶主，惟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查」的規定，以確
定是否符合批出新租約的資格，並釐定所須繳交的租金水平。
(4) 如屬於下列類別的公屋租戶，則可獲豁免「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查」：
(a) 持合租租約的租戶；
(b) 在「批出新租約政策」生效日前（即 1999 年 2 月 5 日），已根據「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
劃」（已改名為「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提名家中一位長者為戶主的家庭（註 5）；
(c) 在「批出新租約政策」生效日前（即 1999 年 2 月 5 日），已根據過去「現居長者租戶的戶
籍改善計劃」指定家中一位長者為戶主的家庭（註 5）；
(d) 全部家庭成員均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家庭；
(e) 全部家庭成員均年屆 60 歲或以上的家庭；
(f) 相關政府部門／機構推薦的體恤個案及特殊個案；
(g) 全部家庭成員均正在領取／符合資格領取社署發放的傷殘津貼（註 3）的家庭；以及
(h) 全部家庭成員均由上述(d)、(e)及(g)類以不同組合組成的家庭。
第二部分
申請須知
(1) 申請人必須填妥本申請書和入息及資產申報表 註，連同租約、所需資料及證明文件（例如死亡證
等），交回所屬屋邨辦事處，否則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會因資料不足而未能處理有關申
請。
(2) 本申請書及／或入息及資產申報表會由房委會審核或抽樣作嚴格調查。申請人及個別家庭成員可
能須應邀與房屋署／物業服務辦事處職員會面，以提供更多資料／文件及作更詳盡的申報。請申
請人及各名列轉換戶主申請書的家庭成員保存與申報資料相關的證明文件，方便日後查閱。
(3) 住戶必須按「批出新租約政策」的規定提交申請書，並通過包括入息及資產評審的「全面經濟狀
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查」的規定，在確定符合資格後，才可獲批新租約及繼續租住公屋。
【適用於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查」的住戶】
(4) 申請一經批准，
(a) 家庭總入息經核實未超逾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入息限額 2 倍，須繳交原有租金；總入息
介乎公屋入息限額 2 至 3 倍之間，須繳交倍半淨租金另加差餉；總入息介乎公屋入息限額
3 至 5 倍之間，則須繳交雙倍淨租金另加差餉；而總入息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5 倍（只適用
於未能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但符合「住宅物業權審查」及有家庭成員正在領取／符
合資格領取社署發放的傷殘津貼的家庭），則須繳交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或市值租金（以
較高者為準）；以及
註

如申請人屬第一部份(2)項人士，請使用表格 HD1121C；如申請人屬第一部份(3)項人士，請使用表格 HD1022C；如申
請人屬第一部份(1)或(4)項可無需通過或獲豁免「全面經濟狀況評審」及「住宅物業審查」人士，可不用遞交入息及資
產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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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論住戶在公屋居住的年期長短，及不論所繳租金水平，住戶必須每 2 年按「富戶政策」
申報家庭入息及資產一次（註 6），包括是否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以便釐定繼續租住公
屋的資格及應繳的租金水平。【適用於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
查」的住戶】
(5) 家庭總入息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5 倍或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100 倍或在香港擁有住宅
物業或選擇不申報家庭入息／資產／是否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的住戶，將不獲批新租約，並須交
還公屋單位。如暫時仍有居住需要，住戶可申請暫住於有關公屋單位，為期不超過 12 個月，期
間須繳交相等於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或市值租金（以較高者為準）的暫准證費。在暫住期間，有
關家庭如能證明其家庭總入息及總資產淨值已連續 3 個月下降至低於相關限額及符合無擁有住宅
物業的規定（包括放棄擁有香港住宅物業（註 7）），可向屋邨辦事處申請批出新租約；如入息
及資產的下降屬永久性質，及住戶符合無擁有住宅物業的規定，則可立刻遞交有關申請。【適用
於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物業權審查」的住戶】
(6) 倘住戶的家庭狀況有任何改變，須立即通知房委會，否則房委會可取消有關申請。
(7) 繳交額外租金的家庭，如能證明家庭總入息已連續 3 個月下降至低於／介乎相關公屋入息限額，
有關租戶可申請交回較低租金。假如家庭總入息的下降屬永久性質，他們則可立刻遞交有關的申
請。
(8) 在本申請書內所填報的個人資料，是為轉換戶主申請而提供。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本申請書上所申報有關其本人的個人資料。如有需要，
須以郵寄或傳真方式提出書面要求，收件人為九龍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房屋委員會總辦事處房屋
署部門資料保障主任﹝傳真：2761 6363﹞。要求查閱個人資料，可能需繳付費用。
(9) 此項申請，無需費用。若有人藉詞協助申請而索取利益，應立即向警方或廉政公署舉報。任何人
意圖行賄，亦屬違法，房委會將把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不論該人是否因有關罪行而被起訴或
定罪，房委會均可取消其申請。
第三部分

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本人（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香港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是
______________*邨／中轉房屋______________*樓／座__________室前戶主（姓名）_____________
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並為該單位租約內的認可成員。本人現欲申請成為該單位的新
戶主，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並附上有關證明文件，以供批核。
第四部分

申請人聲明

我同意並聲明：
(1) 倘原租約是根據「批出新租約政策」批出，在獲准轉換戶主後，本戶仍須繼續按「批出新租約政
策」規定，每 2 年申報家庭入息及資產一次，包括本戶是否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以便釐定繼續
租住公屋的資格及應繳的租金水平。
(2) 本申請書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正確無訛。我明白，根據《房屋條例》（第 283 章）第
26(1)(c)條的規定，任何人士若就本申請書所需的任何資料明知而向房委會作出虛假陳述，即屬
違法，一經定罪，可判《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訂明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
月（在修訂本申請書當日，第 5 級的最高罰款為港幣 50,000 元）。此外，根據房委會的現行政
策，無論有關人士是否被起訴或定罪，房委會可取消我的申請。房委會亦可根據《房屋條例》第
19(1)(b)條賦予的權力，終止我的租約。
(3) 下述第五部分的家庭成員是在本人見證下簽署，我已閱讀及完全明白本申請書第一、第二及第四
部分所載各項條文的內容，並為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侓責任。我知道，若未能充分理解上述條
款，可先向所屬屋邨辦事處職員查詢並要求闡釋有關條款，才簽署作實。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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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18 歲或以上家庭成員聲明【倘申請人為前戶主的配偶則無需填寫此部分】

我／我們聲明：
(1)

我／我們不會申請成為上述單位的新戶主，並同意上述申請人成為該單位的新戶主。

(2) 我／我們已閱讀及完全明白本申請書第一、第二及第五部分所載各項條文的內容，並為所申報
的資料負上法侓責任。我／我們知道，若未能充分理解上述條款，可先向所屬屋邨辦事處職員
查詢並要求闡釋有關條款，才簽署作實。
家庭成員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香港身份證號碼

簽署

日期

註 1： 家庭總入息不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5 倍及家庭總資產淨值不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100 倍。
註 2： 「住宅物業權審查」：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並無： (a) 擁有或與他人共同擁有香港任何
住宅物業或該類物業的權益（包括但不限於擁有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權益的產業信託人、遺囑
執行人、管理人或受益人）；或 (b) 已簽訂任何協議（包括臨時協議）購買香港的住宅物
業；或 (c) 持有（包括個人及／或與任何其他家庭成員合共持有）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
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公司 50%以上的股權。住宅物業包括在香港的任何住宅樓宇、未落成的
私人住宅樓宇、經建築事務監督認可的天台構築物、用作居住用途的屋地及由地政總署批出
的小型屋宇批地（包括丁屋批地）。
註 3： 若有關住戶能提交一份經由衞生署署長或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或由私家醫院的註冊醫生簽
發，根據綜援計劃或公共福利金計劃中對傷殘情況的定義而作出的醫療評核報告，證明有關
家庭成員於申報表內指定申報日的傷殘情況符合資格申領傷殘津貼，或經由社署發出確認有
關家庭成員符合領取傷殘津貼資格的信函（相關資格屬永久性質或於申報表內指定申報日當
天仍然有效），則同樣被視為是領取傷殘津貼的住戶。
註 4： 倘戶籍內並無前戶主的在生配偶，已登記在戶籍內而又年滿 18 歲的認可成員可按下述排序
申請成為新戶主：
(1)
已連同配偶及／或子女登記在同一戶籍內的 1 名成年子女或其配偶；
(2)
登記在戶籍內的 1 名成年子女；
(3) 登記在戶籍內的 1 名成年認可成員。
註 5：有關豁免只適用於由現申請為新戶主人士是原來公共租住房屋申請人或其配偶。
註 6： 首次申報或不足 2 年。
註 7： 「放棄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指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已以轉讓契約形式轉讓或出售香港任
何住宅物業。
備註： 本申請書上「租約」一詞包括「中轉房屋暫准租用證」，「戶主」一詞包括「暫准租用證持
證人／定期暫准居住證持證人」，「租金」一詞包括「中轉房屋暫准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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