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 密

Confidential 
舉 報 濫 用 公 屋 表 格

Abuse Report Form 

多謝 閣下提供濫用公屋單位資料。一切資料，絕對保密。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enancy abuse. Al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本人欲舉報以下懷疑濫用公屋情況（請在適當位置填上 √ 號）：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he following suspected tenancy abuse case(s) (Please √ appropriate box): 

 丟空單位

(或逾三個月非經常持續居於單位) 
Non-occupation
(or not retaining regular and continuous
residence for over three months) 

 分租或轉租單位

(不論有沒有租金收入) 
Subletting
(with or without rental income) 

 在單位內進行不法活動

(如聚賭、藏毒、藏有私煙等) 
Engaging in illegal activities
(e.g. gambling, possession of drugs or
illicit cigarettes) 

 將單位用作非住宅用途

(如營商、貨倉等) 
Non-domestic usage 
(e.g. commercial activities, storage) 

 虛報物業

(如沒有申報擁有物業等) 
False declaration of properties
(e.g. Concealment of Property) 

 虛報入息

(如沒有申報或少報入息等) 
False declaration of income 
(e.g. Concealed or Understated Income) 

 虛報資產

(如沒有申報或少報資產等) 
False declaration of assets 
(e.g. Concealed or Understated Asset) 

 虛報其他資料

(如婚姻、家庭狀況等) 
Other false declaration (e.g. marital status,
household particulars, etc.)

懷疑被濫用公屋單位的地址：

Address of the suspected tenancy abuse case: 
邨 座 / 樓 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Block/House ______________ Flat

詳情或其他濫用情況：
Details or Others tenancy abuse situation:

舉報人資料  (可選擇不填寫) Reporter’s information (Optional) 
所有個人資料，只供查詢個案詳情。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for inquiring case details only. Al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姓名 : 聯絡電話 :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tel. no.：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日期 :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意 Note：
1) 你可將此表格郵寄給房屋署「善用公屋資源分組」(地址：九龍黃大仙龍翔道 138 號 龍翔辦公大樓 5 樓)，或交到所屬屋

邨辦事處。

You may return this form by post to the “Public Hous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Sub-section” of Housing Department (Address: 
5/F., Lung Cheung Office Block, 138 Lung Cheung Road, Wong Tai Sin, Kowloon) or hand it to respective estate office. 

2) 你亦可透過房委會熱線2712 2712，直接舉報。

You may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by calling the Housing Authority hotline 2712 2712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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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工具報告


		檔名： 

		HD844.pdf




		報告建立者：

		

		機構：

		




[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可能會阻止完全存取文件的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8

		失敗: 1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失敗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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