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入資料後即成機密文件 (2022 年 9 月)                                 申請人中文姓名：                      

長者優惠計劃 

申請表格 

支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第一部份 : 申請優惠計劃  審核中心填寫 

部份(I) 申請者欲申請下列優惠計劃:  

  中華電力長者電費優惠計劃 編賬號碼 :        本中心(編號：) 
(電話: 2678 2678/ 電郵: csdmi@clp.com.hk)  已核實: 

  香港電燈長者電費優惠計劃 賬戶號碼 :        申請人: 

(電話: 2887 3411/ 電郵: customerservices@hkelectric.com)   身份證明文件 

  煤氣長者優惠計劃 客戶號碼 :     -    -     屋證(公屋住戶證明) 

(電話: 2856 1331/ 傳真: 2811 5903)   租約 

  香港電訊長者愛心線 電話號碼 :         領取綜援證明 

(電話: 2607 8873/ 傳真: 1002 )   銀行存摺/月結單* 

  蜆殼中央石油氣長者優惠計劃 客戶號碼 :         其他:       

(電話: 2435 8388/ 傳真: 2435 7559/ 電郵: hkshellgas-csc@dsg-energy.com)   

       同住人士甲 (如適用): 

第二部份 : 申請人資料   身份證明文件 

中文姓名 :       ( 先生   女士) 英文姓名：         領取綜援證明 

出生年/月/日(年齡):     /  /   (  )   銀行存摺/月結單* 

身份証號碼:       聯絡電話 :         其他:       

居住地址 :         

居住情况 :  獨居  與其他符合資格人士同住 (包括申請人在內總人數 :         )  同住人士乙 (如適用): 

房屋類別 :  公屋  長者屋    私人樓宇  其他 (        )   身份證明文件 

自置/租住:  自置  租住   領取綜援證明 

申請人綜援資格 :  已領取綜援 (檔案編號：     -C-     )  未領取綜援，但符合資格領取綜援   銀行存摺/月結單* 

同住人士甲(如適用): 與申請人關係：     已領取綜援  未領取綜援，但符合資格領取綜援   其他:       

同住人士乙(如適用): 與申請人關係：     已領取綜援  未領取綜援，但符合資格領取綜援   

  *非綜援戶申請者如申請

「煤氣長者優惠計劃」，

申請者及同住人士須提供

不少於一年銀行資料紀錄

副本作核實 

未領取綜援人士請填寫入息及資產# (所有空格必須填寫; 如不適用，必須劃掉或填上 "不適用") :  

項目 申請人 同住人士甲(如適

用) 

同住人士乙(如適用)  

姓名 無須填寫              

年齡 無須填寫              

入息 全年總收入(例如: 公共福利金收

入、退休金、長俸、子女供養長者

的款項、利息收入等) 

                   

資產 銀行存款及現金(總金額)                    

非自住物業 (地址)                      

其他資產 (包括：保險計劃的現金價

值、年金計劃的投保保費金額／退

保金額、股票及股份的投資及其他

可變換現金的資產。請註明資產性

質及總值) 

                   

# 未領取綜援人士的資產限額及入息上限不多於社署最新公佈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https://bit.ly/37ppKxX)的要求，便符合資格領取綜援。   

 

第三部份 (請在適當地方加上 X，並填上適當資料): 

中華電力 

 本人現正為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之註冊客戶，並同意將按金用作扣除電費開支 

最近一期電費為 HK$       (       年       月) 

( ) 附上按金收據正本 ( ) 遺失按金收據 

   如獲批核，本人授權審核中心代為銷毀按金收據正本 

 本人欲申請成為中華電力之註冊客戶 

• 《中電私隱政策聲明》載於 https://www.clp.com.hk/zh/privacy-policy。  

 

香港電燈 

 本人現正為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之註冊客戶，並同意將已繳交之按金用作扣除電費開支 

( ) 附上按金收據正本 ( ) 遺失按金收據 

 本人欲申請成為香港電燈之註冊客戶及證明有關單位之電力裝置並沒有更改 
 (為了讓你掌握最新資訊，本公司會使用你的姓名、聯絡號碼、地址及電郵地址作直接促銷之用，包括推廣與電力有關的服務、電器用品、電氣化

生活資訊、課程，或用作呼籲慈善捐款及公告啟示。不過未經你的同意，本公司並不會使用有關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透過遞交此表格即表示你

同意這種用途。如客戶不接受其個人資料用作這種用途，請在空格加上「✓」號:  本人反對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 

• 香港電燈之《私隱政策聲明》載於 https://www.hkelectric.com/zh/privacy-policy。  

 

https://bit.ly/37ppKxX
https://www.clp.com.hk/zh/privacy-policy
https://www.hkelectric.com/zh/privacy-policy


填入資料後即成機密文件 (2022 年 9 月)                                 申請人中文姓名：                      

中華煤氣 

 本人現正為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之註冊客戶，並同意將按金用作扣除煤氣費開支 

  本人附上一年之銀行記錄(適用於未領取綜援之申請人) 

• 香港中華煤氣之《私隱政策聲明》載於 https://www.towngas.com/en/Footer/Privacy。 

 

香港電訊 

 本人現正為香港電訊之註冊客戶 

( ) 附上電話費單據副本 ( ) 現在是自動轉賬客戶，沒有最近之單據 

 本人現申請成為香港電訊之註冊客戶 

(為了讓你掌握最新資訊，本公司會使用你的姓名、聯絡號碼、地址及電郵地址作直接促銷之用，包括推廣與本集團有關以及其他的服務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hkcss.org.hk/upload/ccs/ELD/HKT_PICS.pdf)。不過未經你的同意，本公司並不會使用有關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透過遞交此表格即表示你同意這

種用途。如客戶不接受其個人資料用作這種用途，請在空格加上「✓」號: 本人反對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 

• 《香港電訊私隱聲明》載於 http://www.hkt.com/Privacy+Statement?language=zh_HK。 

 

蜆殼石油氣 

 本人現正為蜆殼中央石油氣之註冊住宅客戶，並附上蜆殼中央石油氣費單據副本 

 本人欲申請成為蜆殼中央石油氣之註冊住宅客戶 

• 蜆殼中央石油氣之《私隱通告》載於 https://www.shell.com.hk/zh_hk/privacy.html。 

 

第四部份 :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就本申請表格下申請服務或與其有關而獲取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和其他資料是由有關之服務供應商，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與資料私隱相關的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以及有關之服務供應商各自的《私隱聲明》/ 《私隱政策聲明》的規定所收集、

使用及保留。 

 

第五部份 : 申請人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上述資料均為屬實。本人明白所報的資料若被發現不正確，有關長者優惠會被取消，以及本人會被追回之前的優惠。 

 

本人明白所提供的資料純屬自願性質，本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交給有關公司作為處理本人申請之用。本人亦明白所申請之優惠計劃的條

款內容。 

 

申請人簽署   :   日期  :       

 

********************************************************************************************** 

審核中心填寫部份 (II) 

以上申請人合符資格申請以下長者優惠計劃; 本中心亦已核對有關證明文件/資料，包括:身份證明文件*、領取綜援證明、銀行存摺/月結

單、相關資產文件、屋證(公屋住戶證明)/租約及業主簽署證明。本中心亦已核對申請人在第四部份的聲明作出簽署。 

* 基於保障私隱，中華煤氣不欲收取任何身份證明文件之傳真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 X ) 中華電力 中華煤氣 香港電燈 香港電訊 蜆殼中央石油氣  

 符合申請資格    #    

 不符合申請資格       

 #   注意: 只供沒有領取綜緩，並符合指引內申請資格的長者申請  

   

 負責社工姓名: (中)          (英)          

  

日期: 

 

      

   

  

簽署: 

 

      

   

  

所屬機構及單位: 

 

      

   

  

單位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機構蓋印           

        

        

        

        

        

 ^單位編號請參照長者優惠計劃審核中心名單  

 

https://www.towngas.com/en/Footer/Privacy
https://www.shell.com.hk/zh_hk/privac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