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書必須在辦事處
即時填寫及交回

緊急警報系統安裝津貼申請書
依據房屋條例（第283章）第25(1)條發出
第一部分 申請資格
公共房屋住戶家庭中的每位成員可自行申請安裝緊急警報系統安裝津貼（下稱「安裝津貼」）。凡申請
安裝津貼的公共房屋住戶必須符合下列申請資格：
(1) 住戶的所有家庭成員都年滿60歲或以上。
(2)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並無領取社會福利署（下稱「社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金；
(b) 申請人及／或其配偶必須符合由社署所訂定的長者生活津貼入息及資產限額#；
(c) 年滿65歲或以上。若年齡介乎60-64歲，須提供公共醫療機構醫生證明書證實傷殘程度超過50%
或所患病症可能對生命構成威脅，因而需要他人即時援助，但如申請人領取社署發放的傷殘津
貼金，而傷殘程度達100%或需要經常接受護理，則無須提供醫生證明書；以及
(d) 從未領取社署或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發放的安裝津貼。
(3) 戶籍及居住情況正常。
(4) 並無違反租約上的任何條款。

第二部分 申請須知
(1)
(2)
(3)

(4)

申請人必須填妥本申請書，連同租約和所需資料及證明文件（例如：收入證明、銀行存摺、醫生證
明書等），交回所屬屋邨辦事處辦理，否則房委會會因資料不足而未能處理有關申請。
本申請書上所有「租約」一詞包括「中轉房屋暫准租用證」，「戶主」一詞包括「中轉房屋暫准租
用證持證人」。
此項申請，無需費用。若有人藉詞給予方便而索取利益，應立即向廉政公署舉報。任何人意圖行賄，
亦屬違法，房委會會將個案轉介廉政公署查究，不論是否因此被起訴或定罪，房委會均可取消其申
請。
在本申請書內所填報的個人資料，是為緊急警報系統安裝津貼申請而提供。根據《個人資料（私隱）
條例》，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申請書上所申報有關其本人的資料。如有需要，須以郵寄或傳
真方式提出申請，收件人為九龍何文田佛光街33號房屋委員會總部部門資料保障主任﹝傳真：
2761 6363﹞。申請查閱個人資料，可能需繳付費用。

第三部分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個人資料
本人（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______________邨___________*樓／座_________室的
*戶主／家庭成員（與戶主關係：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為單身人士（包括未婚、喪偶、已離婚或配偶並非居於香港），現時平均每月的總入息
# 為 ___________元（不包括親朋的金錢援助、高齡及傷殘津貼）及所擁有的資產 #為_____________元。
*本人為已婚人士，我們夫婦現時平均每月的總入息#為_________________元（不包括親朋的金錢援助、
高齡及傷殘津貼）及所擁有的資產#為_______________元。（申請人的配偶亦須簽署本申請書第四部分的
聲明）。
*請删去不適用者
#

申請人的入息、資產限額及其計算方法均依據現時社署所訂定的長者生活津貼入息、資產限額及計算準則。申請人可於社署網站瀏覽相關資料，網
址為 www.swd.gov.hk【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公共福利金計劃《公共福利計劃申請指引［申請資格（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
。
社署熱線：2343 2255。

HD866C（2016年11月修訂）

第1頁

第四部分 申請人及其配偶聲明
我／我們同意並聲明：
(1)

由本申請書填寫日期起計，直至透過本申請獲得安裝津貼當日為止，若我／我們違反現居租約上的
任何條款，房委會可取消有關申請；

(2)

我／我們並無領取社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金，亦從未領取社署或房委會發放的安裝津貼；

(3)

本申請書內所填報的事項，全部屬實，正確無訛。我／我們明白，根據《房屋條例》（第283章）第
26(1)(a)條的規定，任何人就本申請書所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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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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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房委會及房屋署為審核我／我們的申請，可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公營／私營機構（例如金融機構及
銀行）及／或任何擁有我／我們個人資料的第三者（例如僱主）蒐集我／我們的個人資料進行核對，
以核實我／我們的申請資格。在蒐集資料過程中，房委會及房屋署可將我／我們提供的個人資料向
上述機構及／或第三者披露。同時，我／我們亦授權上述機構及／或任何擁有我／我們個人資料的
第三者向房委會及房屋署提供我／我們的個人資料，以核實我／我們的申請；

(5)

向有關屋邨辦事處（包括外判物業管理服務公司）披露我／我們就本申請所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及
證明文件，以處理我／我們的申請、執行房屋政策／規定，及執行公屋單位租約條款的用途；以及

(6)

我／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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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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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簽署

日期

申請人
申請人配偶

第五部分 戶主聲明（若申請人不是戶主，請戶主在此加簽）
本人同意上述申請。
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簽署

日期

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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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I (For Office Use Only)

第六部分（辦事處專用）

Investigation Report (completed by HO)
The applicant is/has:
(a)  Not receiving CSSA.
(b)  Living alone or in household with all members aged 60 and over.
(c)  Declared asset and monthly income not exceeding the OALA limits. Monthly Income Limits:
_____________ Asset Limits: _____________
(d)  Aged 65 or above.
(e)  Aged 60 to 64.
(f)  In receipt of a standard rate for being 100% disabled or in need of constant attendance.
(g)  Suffering from such medical conditions, which in a public medical officer’s opinion, could develop
life threatening conditions as to require immediate attention.
(h)  Never received any EAS Grant from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or the HD.
Other eligibility criteria
(a)  Occupancy position *is/is not in order
(b)  The household *has/has not breached the tenancy conditions
(c)  *With/Without tenant’s consent. (Exemption may be given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Housing Manager
for exceptional cases.)

Recommendation (completed by HO)
Application for the EAS Grant is:

Recommended.

NOT recommended. Reason(s):
Reason(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roval (completed by AHM/HM Signature is NOT required if approval is sought via e-minute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 not approved, with recommended action(s) agreed.

Reported by:
HO/(

)

Signature

Date

AHM/(

)

Signature

Date

HM/(

)

Signature

Date

Recommended by:
Approved by:

*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ropriate
Tick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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