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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到「楼宇复修平台」网站，这份

申请表填写指南会教您怎样填写「楼宇复

修综合支援计划」适用于楼宇 / 屋苑业主

组织；全体业主计划为楼宇 / 屋苑公用地

方进行维修的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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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复修综合支援计划内适用于楼宇 / 屋

苑公用地方维修工程共有 6 个项目供您申

请，当中包括「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第二

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 (新

一轮)」、「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 (第二

轮)」、「公用地方维修资助」、「招标

妥」楼宇复修促进服务及「强制验楼资助

计划」。有意参加以上任何计划，都必须

在大厦业主大会议决通过相关申请及授权

代表签署有关文件。 

 

在填写申请表前，请您先行阅读个别项目

的申请须知文件。请注意「楼宇更新大行

动 2.0 (第二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资助计划 (新一轮) 」 及「优化升降机资

助计划 (第二轮)」是有申请限期。所有于

申请限期以后递交的申请，将不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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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共分六个部分及两份附录。 

第一部分：申请楼宇/屋苑资料。 

 

请填写申请楼宇 / 屋苑的基本资料，包括

楼宇 / 屋苑的名称，地址，楼宇类别及大

约的楼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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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第二部分：业主组织类别及代表资

料。 

 

请在 (4)段填写业主组织类别及代表资

料，包括是否已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是否

已授权委任代表提出申请。 

 

如果楼宇已成立法团，请于(甲) 部适当方

格上填 □√。 

 

如果楼宇未成立法团，请按楼宇的业主组

织类别/情况于(乙) 部适当方格上填□√。

请留意您只可以选择一项。 

 

如楼宇/屋苑并未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必

须由全体业主作为申请人，并经业主大会

授权申请人代表提出申请。 

 

如楼宇是以公务员建屋合作社方式持有，

必须由合作社社员大会授权「申请人代

表」提出。详情请参阅申请表附录一《未

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楼宇申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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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第二部分 (5) 段：申请人代表资

料。 

 

申请表第二部分(5)(a) 段： 请填写已获授

权的申请人代表资料，包括法团管理委员

会 / 业主委员会委员 / 合作社理事会成员 

/ 获全体业主授权的业主。 

 

申请表第二部分(5)(b) 段：如经理人获授

权为申请人代表，请填写经理人 / 公司的

名称及资料。 

 

申请表第二部分(6) 段：如经理人并非申

请人代表，而又并非已获授权为申请人代

表，则需要填上其资料。 

 

申请表第二部分(7) 段：请填写主要联络

人的资料，以便楼宇复修部同事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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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第三部分：其他资料及拟进行维修

项目。 
 

请注意，申请「强制验楼资助计划」的大

厦，必须已接获屋宇署发出的强制验楼法

定通知或预先知会函件。如果楼宇已接获

强制验楼法定通知、预先知会函件或消防

安全指示，请在第三部分 (8) 段填□√

「是」。 
 

请在(8)(a) 及(8)(b)段填写楼宇公用部份的

接获的法定通知或预先知会函件，命令 / 

指示及进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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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只想申请参加「公用地方维修资助」

或「招标妥」，请在第三部分(9)段填写

大厦拟进行的全面维修工程项目，可选多

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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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想申请「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请

填写第三部分(10)至(10b) 段。 

 如果大厦升降机已接获由机电工程署根

据《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发出的改善

令，请在(10) 段填□√「是」。 

此外，请填写拟进行升降机的优化工程项

目，例如在(10a) 段□√及填写只加装额外

安全装置的升降机数目及工程进度；以及

在(10b) 段□√及填写更换整部尚未配备以

上任何或所有必须的安全装置的升降机数

目及工程进度。 

相关资料将用作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资格

参加升降机资助计划及厘定优先次序的重

要参考。若所填报的资料有误，可能影响

相关申请的优先次序或甚至被取消参加资

格。 

因此，您需知悉现时大厦是否已收到上述

改善令，函件或指示，及有关工程进度，

以便填第(10a)或(10b) 段的所需资料。 

所有「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第二轮)」、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  (新一

轮) 」 及「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 (第二

轮)」的申请，将按督导委员会既定机制

进行排序，结果会于稍后公布。 

如果已聘请工程顾问或承办商，请紧记于

申请限期前递交相关合约副本，否则会影

响申请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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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二轮优化升降机资助须知。 

如您想申请「第二轮优化升降机资助计

划」，必须于递交申请表时连同由升降机

保养承办商及申请人填写的本申请须知第

14 页的附表「现有升降机资料」，说明

升降机现时的安全装置及服务楼层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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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在第三部分(11)段填写会否与同一大

厦 / 屋苑其他的业主组织一同递交申请表

以共同进行楼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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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第四部分：楼宇复修综合支援计划

资助项目一览表。 

 

请您参阅各项目的申请须知，按楼宇的条

件在适当方格填□√ 确认申请该资助 / 支

援项目。您可选择申请多于一个项目。 

请注意，申请人须根据申请表第二部分所

填写的业主组织类别，召开业主大会 / 合

作社社员大会通过参与有关资助 / 支援项

目，并向市建局提交该会议的会议纪录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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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第五部分：声明及签署。 

 

请阅读申请表第五部份的声明书条款，在

明白和同意其内容后，申请人代表须填写

姓名，签署及盖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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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第六部分：个人，业主组织，楼宇

及维修工程资料收集声明。 

 

请您细阅这段声明，包括收集个人、业主

组织、楼宇及维修工程资料的目的、个人

资料的转移及查阅个人资料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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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附录一：未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楼宇
申请须知。 
 
请您细阅这段须知，从而了解楼宇未有成
立业主立案法团，或以公务员建屋合作社
持有之楼宇的相关申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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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附录二：递交申请表方式。 
 
请留意有关资助 /支援项目的截止日
期。请将填妥的申请表连同所需文
件，例如: 业主立案法团或合作社注册
证书、会议纪录、法定命令，按指定的
递交方式，以邮寄或亲身交回市建局
的指定办事处。 
 

注一：若申请人因实际困难无法在申请
期限内召开业主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参加
「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第二轮)，可
由两名申请人代表向市建局提交申请
表，并于稍后安排业主大会通过有关决
议，及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向市
建局提交该会议纪录。 

 

注二: 若申请人因实际困难无法在申请期
限内召开业主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参加
「楼宇更新大行动 2.0」(第二轮)及/或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 (新一
轮)，可由两名申请人代表向市建局提交
申请表，并于稍后安排业主大会通过有
关决议，及于申请截止日期后 6 个月内
向市建局提交会议纪录。 
 
惟申请人须注意，无法在提交申请表时
同时提交相关会议纪录，或会导致申请
被延迟处理。 
 

16 

 

如您对申请事宜有疑问, 请致电 3188 1188

与我们的楼宇复修部同事联络。 

 

17 此申请表填写指南仅供参考。如中 / 英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之处，概以市建局「楼宇复修平

台」网站 www.brplatform.org.hk 版本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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