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 」 申請表填寫指南 

(適用於樓宇 /屋苑業主組織 /全體業主計劃為樓宇 /屋苑公用地方進行維修 /優化升降機工程) 
            

2020 年 7 月版   第一頁，共十頁 

 

01 

 
 

歡迎您來到「樓宇復修平台」網站，這份

申請表填寫指南會教您怎樣填寫「樓宇復

修綜合支援計劃」適用於樓宇 / 屋苑業主

組織；全體業主計劃為樓宇 / 屋苑公用地

方進行維修的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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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內適用於樓宇 / 屋

苑公用地方維修工程共有 6 個項目供您

申請，當中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第二輪)」、「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

劃 (新一輪)」、「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第二輪)」、「公用地方維修資助」、

「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及「強制驗

樓資助計劃」。有意參加以上任何計劃，

都必須在大廈業主大會議決通過相關申請

及授權代表簽署有關文件。 

 
在填寫申請表前，請您先行閱讀個別項目

的申請須知文件。請注意「樓宇更新大行

動 2.0 (第二輪)」、「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資助計劃 (新一輪) 」 及「優化升降機資

助計劃 (第二輪)」是有申請限期。所有於

申請限期以後遞交的申請，將不被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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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共分六個部分及兩份附錄。 

第一部分：申請樓宇/屋苑資料。 

 

請填寫申請樓宇 / 屋苑的基本資料，包括

樓宇 / 屋苑的名稱，地址，樓宇類別及大

約的樓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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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第二部分：業主組織類別及代表資

料。 

 
請在 (4)段填寫業主組織類別及代表資

料，包括是否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是否

已授權委任代表提出申請。 

 

如果樓宇已成立法團，請於(甲) 部適當方

格上填 □√。 

 

如果樓宇未成立法團，請按樓宇的業主組

織類別/情況於(乙) 部適當方格上填□√。

請留意您只可以選擇一項。 

 

如樓宇/屋苑並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必

須由全體業主作為申請人，並經業主大會

授權申請人代表提出申請。 

 

如樓宇是以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方式持有，

必須由合作社社員大會授權「申請人代

表」提出。詳情請參閱申請表附錄一《未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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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第二部分 (5) 段：申請人代表資

料。 

 
申請表第二部分(5)(a) 段： 請填寫已獲授

權的申請人代表資料，包括法團管理委員

會 / 業主委員會委員 / 合作社理事會成員 

/ 獲全體業主授權的業主。 

 
申請表第二部分(5)(b) 段：如經理人獲授

權為申請人代表，請填寫經理人 / 公司的

名稱及資料。 

 

申請表第二部分(6) 段：如經理人並非申

請人代表，而又並非已獲授權為申請人代

表，則需要填上其資料。 

 
申請表第二部分(7) 段：請填寫主要聯絡

人的資料，以便樓宇復修部同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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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第三部分：其他資料及擬進行維修

項目。 
 

請注意，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的大

廈，必須已接獲屋宇署發出的強制驗樓法

定通知或預先知會函件。如果樓宇已接獲

強制驗樓法定通知、預先知會函件或消防

安全指示，請在第三部分 (8) 段填□√

「是」。 
 

請在(8)(a) 及(8)(b)段填寫樓宇公用地方接

獲的法定通知或預先知會函件，命令 / 指

示及進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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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只想申請參加「公用地方維修資助」

或「招標妥」，請在第三部分(9)段填寫

大廈擬進行的全面維修工程項目，可選多

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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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想申請「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請

填寫第三部分(10)至(10b) 段。 

 如果大廈升降機已接獲由機電工程署根

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發出的改善

令，請在(10) 段填□√「是」。 

此外，請填寫擬進行升降機的優化工程項

目，例如在(10a) 段□√及填寫只加裝額外

安全裝置的升降機數目及工程進度；以及

在(10b) 段□√及填寫更換整部尚未配備以

上任何或所有必須的安全裝置的升降機數

目及工程進度。 

相關資料將用作審核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

參加升降機資助計劃及釐定優先次序的重

要參考。若所填報的資料有誤，可能影響

相關申請的優先次序或甚至被取消參加資

格。 

因此，您需知悉現時大廈是否已收到上述

改善令，函件或指示，及有關工程進度，

以便填第(10a)或(10b) 段的所需資料。 

所有「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第二輪)」、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新一

輪) 」 及「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第二

輪)」的申請，將按督導委員會既定機制

進行排序，結果會於稍後公佈。 

如果已聘請工程顧問或承辦商，請緊記於

申請限期前遞交相關合約副本，否則會影

響申請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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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二輪優化升降機資助須知。 

如您想申請「第二輪優化升降機資助計

劃」，必須於遞交申請表時連同由升降機

保養承辦商及申請人填寫的本申請須知第

14 頁的附表「現有升降機資料」，說明

升降機現時的安全裝置及服務樓層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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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在第三部分(11)段填寫會否與同一大

廈 / 屋苑其他的業主組織一同遞交申請表

以共同進行樓宇維修。 

 

 



 
 

「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 」 申請表填寫指南 

(適用於樓宇 /屋苑業主組織 /全體業主計劃為樓宇 /屋苑公用地方進行維修 /優化升降機工程) 
            

2020 年 7 月版   第七頁，共十頁 

 

11 
 

 

 
 

 

申請表第四部分：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

資助項目一覽表。 

 

請您參閱各項目的申請須知，按樓宇的條

件在適當方格填□√ 確認申請該資助 / 支

援項目。您可選擇申請多於一個項目。 

請注意，申請人須根據申請表第二部分所

填寫的業主組織類別，召開業主大會 / 合

作社社員大會通過參與有關資助 / 支援項

目，並向市建局提交該會議的會議紀錄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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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第五部分：聲明及簽署。 

 

請閱讀申請表第五部份的聲明書條款，在

明白和同意其內容後，申請人代表須填寫

姓名，簽署及蓋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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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第六部分：個人，業主組織，樓宇

及維修工程資料收集聲明。 

 
請您細閱這段聲明，包括收集個人、業主

組織、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的目的、個人

資料的轉移及查閱個人資料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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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附錄一：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
申請須知。 
 
請您細閱這段須知，從而了解樓宇未有成
立業主立案法團，或以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持有之樓宇的相關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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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附錄二：遞交申請表方式。 
 
請留意有關資助 /支援項目的截止日
期。請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文
件，例如: 業主立案法團或合作社註册
證書、會議紀錄、法定命令，按指定的
遞交方式，以郵寄或親身交回市建局
的指定辦事處。 
 
註一：若申請人因實際困難無法在申請
期限內召開業主大會通過相關決議參加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第二輪)，可
由兩名申請人代表向市建局提交申請
表，並於稍後安排業主大會通過有關決
議，及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向市
建局提交該會議紀錄。 

 
註二 : 若申請人因實際困難無法在申請
期限內召開業主大會通過相關決議參加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第二輪)及/或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新一
輪)，可由兩名申請人代表向市建局提交
申請表，並於稍後安排業主大會通過有
關決議，及於申請截止日期後 6 個月內
向市建局提交會議紀錄。 
 
惟申請人須注意，無法在提交申請表時
同時提交相關會議紀錄，或會導致申請
被延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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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對申請事宜有疑問 , 請致電 3188 

1188 與我們的樓宇復修部同事聯絡。 

 

17 此申請表填寫指南僅供參考。如中 / 英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市建局「樓宇復修平

台」網站 www.brplatform.org.hk 版本為準。  

 

  

 

 

  

http://www.brplatform.org.hk/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