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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協會 

暫租住屋 

    「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觀塘花園大廈」 

申請須知 
 

計劃目的： 

位於觀塘的香港房屋協會出租屋邨觀塘花園大廈，其中燕子樓及喜鵲樓，預計約在 5

年後進行重建。在重建前，香港房屋協會將提供部分騰空的住宅單位供正在輪候入住

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共租住房屋的申請人申請暫住，作為過渡性住屋之用。 

單位地址： 九龍牛頭角道 225 及 229 號觀塘花園大廈燕子樓及喜鵲樓 

可供出租單位數量： 約有 20 多個適合 3 至 5 人家庭居住的住宅單位 

申請日期： 2020 年 2 月 12 日至 2020 年 2 月 25 日 

公布抽籤結果日期： 預計 2020 年 3 月中（以日後公布日期為準） 

申請費用： 

港幣 100 元正 

申請人必須於遞交申請時繳交港幣 100 元的申請費。無論申請成功與否，申請費一經 

繳交，概不退還，亦不能轉讓。 

查詢熱線： 8103 0330 

本計劃網站： www.hkhs.com 

 

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觀塘花園大廈」(下稱「本計劃」)只適用於下列人士申請： 

 持有有效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申請書編號的 3 至 5 人家 

           庭，而該申請已獲登記 3 年或以上（即登記日期為 2017 年 2 月 26 日或之前）。 

請注意，申請人及／或名列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如屬於香港房屋協會（下稱「房協」）或房委會轄下公屋、暫 

租住屋、暫准居住證或暫准租用證的戶主／使用人／持證人或其配偶，均不符合資格申請本計劃。 

 

1. 申請及遞交表格注意事項 

1.1 有興趣申請本計劃的申請人可於申請期內於下列地點索取或從下列網站下載申請表及申請須知： 

1.1.1 房協申請組（香港大坑浣紗街 23 號龍濤苑地下）（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及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星期六及日除外）；或 

1.1.2 房協轄下各出租屋邨辦事處註 1；或  

1.1.3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民政諮詢中心註 2；或 

1.1.4 房協網站：www.hkhs.com 

1.2 申請人在填寫申請表前，請先詳閱本申請須知，並於申請期內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遞交申請： 

1.2.1 於房協網站 www.hkhs.com 遞交申請及繳付申請費港幣 100 元正。如在網上已成功遞交申請，
申請人毋須再郵寄或親身遞交申請表之文本，否則將當作重複申請，房協有權取消所有相關申
請。網上申請截止時間為 2020 年 2 月 25 日下午 5 時 30 分（申請人必須於截止時間前完成輸入
所需資料，並成功按入「遞交申請」鍵）；或 

1.2.2 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 ( 如適用 ) 填寫申請表，並連同申請費港幣 100 元
正（以抬頭人為「香港房屋協會」之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支付，並在支票或本票背面寫上申請
人的姓名及聯絡電話。現金、期票及電子支票恕不接受，一切不獲兌現支票／本票或沒有夾附
支票／本票的申請會被取消） 

 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3620 號香港房屋協會，信封面請註明（申請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
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觀塘花園大廈）。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25 日，以郵戳日
期為準。若因郵資不足而導致延誤或被郵局退回的申請表，將不獲處理；或 

 投入設於房協申請組之申請表收集箱內（地址：香港大坑浣紗街 23 號龍濤苑地下）。收集
箱收表時間為 2020 年 2 月 12 日至 2020 年 2 月 25 日，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星期六及日除外）。 截止收表時間為 2020 年 2 月 25 日下午 5 時 30 分。 

1.3 於申請日期以外遞交、不依照上述指定方式遞交或重複遞交的申請恕不受理。房協保留不接受任何申
請的權利。每個申請家庭只可遞交一份申請，任何人士只能名列於本計劃的一份申請表內（包括網上
申請）。如有任何重複申請，房協有權取消所有相關申請。無論成功申請與否，申請費一經繳交，概
不退還，亦不能轉讓。 

1.4 曾經遞交「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漁光村」（下稱「漁光村」）申請表格
而未能成功獲配漁光村單位的人士，如欲申請本計劃，需在本計劃的申請期內遞交申請及繳付申請費
用。 

1.5 遞交申請表時，申請人及名列於同一申請表內的家庭成員（下稱「其家庭成員」）毋須附上任何證明
文件。 

 

 

註 1有關房協轄下各出租屋邨辦事處的辦公時間，請瀏覽房協網站 www.hkhs.com。 
註 2有關各民政諮詢中心的辦公時間請瀏覽民政事務總署網站 www.had.gov.hk。 

http://www.hkhs.com/
http://www.hkhs.com/
http://www.hkhs.com/
http://www.hkhs.com/
http://www.ha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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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有填報的資料必須屬實及正確，否則房協有權取消有關申請，而已繳交的申請費將不獲退還，亦不
能轉讓。 

 

2. 申請資格 

2.1 只接受 3 至 5 人家庭申請，其輪候房委會的公屋申請已獲登記達 3 年或以上（即登記日期為 2017 年 2

月 26 日或之前）；及 

2.2 申請人的房委會公屋申請書，必須在申請房委會公屋直至獲配本計劃單位的暫准居住證有效日期內任
何時間仍然有效及已成功登記輪候房委會的公屋達 3 年或以上；及 

2.3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料均須與房委會公屋申請書的資料相符；及 

2.4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須符合申請房委會公屋的現行政策及資格（包括但不限於家庭人數、入息及資
產），及在申請房委會公屋直至獲配本計劃單位的暫准居住證有效日期內任何時間，均無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間接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註 3（包括資助出售房屋）；及 

2.5 房協及房委會轄下公屋、暫准租住證或暫准租用證的戶主／使用人／持證人及其配偶，均不符合資格
申請。 

 

3. 樓宇及單位資料 

3.1 樓宇資料 

樓宇名稱 
單位樓層 

（升降機設施） 

供應氣體 

 

燕子樓 G/F 
1/F 至 12/F（升降機能直達各樓層） 

 
 

中央石油氣 喜鵲樓 G/F 
1/F 至 7/F（升降機能直達各樓層，惟從各層升降機大堂需步行約 9

級樓梯才可到達該樓層的 21 至 39 室） 

3.2     住宅單位資料 

適合居住人數 
單位實用面積 

(平方米) 

每月暫准居住費用 

（包括差餉） 
*現時可供編配單位數目 

3 至 5 人 約 26 – 44 
 

約$1,300 - $2,100 
 

 
約 20 多個 

                           *隨著陸續有居民遷出，預期可供編配單位數目將會增加。 

 

4. 處理申請表及抽籤事宜 

4.1 如經網上申請，申請人於完成申請手續及繳付申請費後，房協會發送一份附有申請編號的網上申請紀
錄至其在申請時提供的電郵地址，申請人可自行列印或存檔。 

4.2 房協收到郵寄或親身遞交的申請表後，會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其獲編配的申請編號。 

4.3 日後書信往來均須註明該申請編號。 

4.4 申請表「優先次序號碼」將以電腦抽籤方式編配。房協會根據申請人的電腦抽籤排列的優先次序號碼
及家庭人數進行審核。 

4.5 抽籤結果暫定於 2020 年 3 月中（以日後公布日期為準）公布及存放於房協申請組供申請人查閱。申請
人亦可在房協網站：www.hkhs.com 查閱其「優先次序號碼」。所有申請人（包括經網上申請的申請 

人）亦將個別獲書面通知其「優先次序號碼」。 

 

5. 審核資料程序 

5.1     房協會因應本計劃的空置單位數目邀請申請人出席審核及編配單位程序。 

5.2     在審核申請時，房協會與房委會核對有關申請是否與房委會公屋申請書的資料相符。如有任何資料不符 

          或不符合本計劃之申請資格，申請會被取消，而申請費一經繳交，概不退還，亦不能轉讓。 

           5.3     由遞交申請表直至獲配本計劃單位的暫准居住證有效日期內任何時間，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仍需 

                     符合本計劃的申請資格。若申請人的公屋申請因資料改變及／或其他原因引致其公屋申請書被房委會           

                     取消，本計劃的申請亦會相應被取消，而獲配的單位亦會被收回；任何因此而引致的損失或索償，房 

                     協概不負責。申請費一經繳交，概不退還，亦不能轉讓。如對以上申請資格闡釋有任何爭議，房協的 

                     決定為最終決定及保留權利不接受任何申請。 

5.4    按上述 2.3 及 5.2 項的規定，若申請人有任何家庭狀況改變註 4，申請人須盡快向房委會提出更正及通知    

   房協。 
 
註 3 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均會被視作直接或間接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 

     (i) 擁有或與他人共同擁有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或該類物業的權益（包括但不限於擁有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權益的產業信託人、遺囑執行人、管理人或        

             受益人）；或 

     (ii)   已簽訂任何協議 （包括臨時協議 ）購買香港的住宅物業；或 

     (iii) 持有（包括個人及／或與任何其家庭成員合共持有）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住宅物業的公司 50%以上的股權。住宅物業包括在香港的任 

             何住宅物業、未落成的住宅物業、經建築事務監督認可的天台構築物、用作居住用途的屋地及由地政總署批出的小型屋宇批地（包括丁屋批 

             地）。 
註4  家庭狀況改變，包括但不限於：(1)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已懷孕滿16周或以上（滿16周或以上胎兒將計算為一名家庭成員），或(2)嬰孩出生，或  

     (3) 其家庭成員因婚嫁／移民退出申請，或(4)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的配偶已獲批准在港居住，或(5)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離世等。 

http://www.hk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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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由遞交申請表直至獲配本計劃單位的暫准居住證有效日期內任何時間，若申請人已經循其他途徑，包  

   括但不限於循房委會公屋申請編號獲編配入住其他公屋單位，本計劃的申請會被取消，而獲配的單位 

   亦會被收回。 

5.6    房協將根據申請人的電腦抽籤優先次序號碼及家庭人數發信邀請申請人進行審核及編配單位程序。獲   

         邀的申請人及所有名列於申請表內18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如有）須親身到房協申請組出席面見並提 

  供輔證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入息及資產)。獲審批為符合資格的申請，須依照香港法例辦理法定宣誓手   

  續，聲明他／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及文件均屬真確及仍然符合房委會公屋申請書的資格。 

           5.7     不依約出席審核及編配單位程序的申請人會被取消資格。已繳交的申請費，概不退還，亦不能轉讓。 

           5.8   如申請人須要更改獲邀出席審核及編配單位程序的日期／時間，必須預先以書面形式向房協申請組申請 

                    並得到批准後才作實，而其原本審核及編配單位的次序會由較後者補上。房協有權拒絕任何更改編配 

                    單位日期／時間的申請，而毋須作出解釋。房協並不保證申請人在更改審核及編配單位日期／時間後， 

                    仍有合適單位可供編配。 

           5.9   在燕子樓及喜鵲樓將近展開清拆重建時，即約2023年12月，房協將不會再進行審核及編配單位程序。未 

                    審核的申請將會自動失效，房協不會另行通知有關申請人。申請人已繳交的申請費不會因申請書失效 

                    而獲退還或轉讓。 

 

6         編配單位的程序 

           6.1   合資格申請人在完成辦理宣誓手續後，會按優先次序號碼及家庭人數被安排進行編配單位程序，若申  

                     請人接受獲配單位，他們會被安排在指定時間往觀塘花園大廈屋邨辦事處辦理簽署暫准居住證手續。 

           6.2     獲邀的申請人是否有機會獲配單位須視乎當時可供編配單位的情況及其最終優先次序號碼。 

           6.3    完成宣誓的合資格申請人只有 1 次獲配單位的機會，如放棄該次機會或獲邀而沒有出席該次編配單位程 

                     序，申請會被取消。已繳交的申請費，概不退還，亦不能轉讓。惟是次拒絕編配不會被房委會視為公     

                     屋配屋建議 的「不被接納」理由。  

           6.4    成功獲配本計劃單位的申請人若曾申請漁光村，其漁光村的申請書會即時失效。申請漁光村的申請費將 

                     不獲退還或轉讓。        

 

7.        入住觀塘花園大廈安排 

7.1     房協會以按月暫准居住證形式編配觀塘花園大廈過渡性房屋單位給合資格申請人暫住。獲批暫准居住 

    證人士（下稱「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居住於本計劃單位內。使用人必須保持居住單位內部的 

    全部狀況良好和維修妥善（正常損耗除外）。 

7.2 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須在觀塘花園大廈重建時遷出獲配的單位，房協不會為他們另作安置或賠償。 

7.3 房協可不時調整暫准居住費並以不少於 1 個月書面通知使用人新的費用。 

7.4 如使用人在暫准居住期內循其他途徑，包括但不限於循房委會公屋申請編號獲編配入住其他公屋單 

位，使用人須即時以書面通知房協並在公屋起租日期起計 2 個月內終止其暫准居住證及將過渡性房屋
單位騰空及交回房協。 

7.5 如使用人在居住期內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間接成功購買任何香港住宅物業註 3（包括資助出售房屋），
使用人須即時書面通知房協並在 2 個月內終止其暫准居住證及將過渡性房屋單位騰空及交回房協。 

7.6 使用人亦可按個人情況以 1 個月書面通知房協終止其暫准居住證及將過渡性房屋單位騰空及交回房 

協。 

7.7 各單位只限作住宅用途，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須遵守房協暫准居住證上的條款及不可將單位給任何
非認可人士居住，若有違反，房協有權以 1 個月書面通知使用人終止其暫准居住證及收回單位，在
任何情況下不會重批暫准居住證予有關使用人。 

7.8 房協會在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在入住觀塘花園大廈後有權作出隨機抽查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格
以防止本計劃被濫用。若在抽查覆核時發現使用人及／或其家庭成員曾虛報資料及／或證實不符合申
請房委會公屋資格，房協有權以 1 個月書面通知終止其暫准居住證及收回單位。 

7.9 除 7.4 至 7.8 項所述情況外，房協會在暫准居住證生效後每 2 年覆核使用人及／或其家庭成員資格以確
認他們可否繼續以暫准居住證暫住單位。屆時，房協會將使用人及／或其家庭成員所提交的房委會公
屋申請書編號及個人資料再次轉交房委會核實，以確實使用人及／或其家庭成員的公屋申請是否仍然
有效及符合房委會公屋申請資格。如覆核後證實不符合資格，房協會以 1 個月書面通知使用人終止其
暫准居住證及收回單位。 

7.10 房協有權在任何情況下，包括但不限於在觀塘花園大廈重建時，以 1 個月書面通知使用人終止其暫准
居住證及遷出單位而無須為使用人另作安置或賠償。 

 

8 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所受的特別限制 

8.1 若使用人及／或其任何一位家庭成員擁有公屋戶籍，或具有由房協/房委會/市區重建局管轄的資助房屋
項目／計劃的紀錄，在獲配入住本計劃單位暫准居住證生效日期起計 2 個月內（房協）／60 天內（房
委會），必須遷離原屬單位並刪除相關戶籍或紀錄。 

8.2 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是按其家庭人數編配單位，故在暫准居住證期內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調遷。 

8.3 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不可申請房協租金援助計劃及不受富戶政策影響。 

8.4 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享有資格調遷往房協其他出租屋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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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使用人在暫准居住證期內其他家庭成員若有任何家庭狀況改變，包括但不限於加減人口，入息或資產
變更，使用人有責任通知房委會，以更正其公屋申請書的資料。若使用人在暫准居住證期內去世，暫
准居住證會自動終止。暫准居住證內其他家庭成員（若有）如欲繼續在單位內居住，他們除向房委會
提出轉換公屋申請書申請人外，亦須通知房協以便考慮是否批准其他家庭成員轉為新的使用人或收回
單位。 

8.6 本計劃旨在提供暫住房屋給正在輪候入住房委會公屋的申請人，倘若其房委會公屋申請仍然有效，該
申請不會因申請本計劃而受影響而會繼續循現行房委會公屋申請政策及程序處理。惟若使用人已循其
房委會公屋申請書獲編配入住其他公屋單位，使用人須即時書面通知房協並在公屋起租日期起計 2 個
月內終止其暫准居住證及將過渡性房屋單位騰空及交回房協。 

8.7 使用人及其家庭成員不能享有綠表資格購買房協資助出售房屋項目或房委會出售居屋單位計劃（包括
但不限於剩餘居屋、新居屋單位、居屋第二市場計劃及「綠表置居先導計劃」）。惟已獲房委會核實
為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申請人，可以選擇自行向房委會申請「綠表資格證明書」作前述用途。 

 

9 重要事項 

9.1 申請表若載有任何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申請將被取消，而已獲編配的單位將會被收回。房
協有最後決定權決定申請表是否載有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9.2 如任何人明知地故意作出虛假的法定聲明（包括在申請表提供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
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及罰款。 

 

10 收集個人資料的注意事項 

10.1 申請表的資料將只用於處理本計劃之申請及其相關事宜。房協亦可能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統計調查或研
究，並就此聯絡申請人。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一切個人資料，包括申請人及其家
庭成員就收集及比較／核對／轉移個人資料所作出的授權聲明，均屬自願性質。然而，若申請人及／
或其家庭成員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房協可能無法辦理有關申請，而申請費亦不會獲得退還，亦不能轉
讓。 

10.2 房協在審批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的申請時，有權將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與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相
關個人資料（不論是否用人手方法）進行比較及核對，以確定該等資料是否虛假或失實或具有誤導 

性，並根據該資料的比較及核對結果，對當事人採取適當的行動。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須授權房協向
房委會、房屋署、其他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公司、有關的僱主、或房協委託之獨立顧問公司或
按房協現有紀錄求證及核對有關資料，並須同意房委會、房屋署、任何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公
司、有關的僱主或房協委託之獨立顧問公司，將其擁有關於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提供
給房協，以便作上文所述的用途及防止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享有雙重房屋資助。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
須同意房協可將申請表上的個人資料交予房協的資料處理服務承辦商作處理申請之用，及同意將所填
報的資料交予房協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觀塘花園大廈」熱線作回覆其查詢之用。 

10.3 房協在審核本計劃的申請、按需要抽查覆核資格及在暫准居住證生效後每 2 年覆核申請時，會將申請
人／使用人及／或其家庭成員所提交的房委會公屋申請書編號及個人資料轉交房委會查證以作上文
10.1 及 10.2 項所述的用途及防止申請人／使用人及／或其家庭成員享有雙重房屋福利。 

10.4 在申請表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是為本計劃的申請而提供。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申請表上所申報有關其本人的資料。如有需要，須以
郵寄方式提出申請，收件人為香港大坑浣紗街 23 號龍濤苑地下房協申請組助理總經理。申請查閱及／
或索取個人資料複本，可能須繳付費用。 

 

11 警告 

申請人務請注意：申請本計劃而須向房協繳付的費用已列於本【申請須知】首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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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會將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不論是否
因此而被起訴或定罪，房協均有權取消其申請。 

 

12 聯絡我們 

查詢本計劃的申請詳情，請致電房協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觀塘花園大廈」熱線 8103 0330 ，或
致函房協申請組助理總經理（地址：香港大坑浣紗街 23 號龍濤苑地下） 

 

注意事項 

(i) 房協為受廉政公署及申訴專員公署監管的公共機構。 

(ii) 本【申請須知】和申請表及其內容對房協不具任何法律約束力。房協亦不會就任何人士因依賴本【申請須知】 

及／或申請表內任何資料而引致的損失負上任何責任。 

(iii) 房協保留權利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就本【申請須知】及／或申請表內的任何內容作出修正。 



 

補充資料 

 
有關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觀塘花園大廈」的 

申請截止時間 

 
因應本港疫情情況，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觀塘花園大廈」的申請截

止時間將延長如下： 

 

1. 投遞申請於房協申請組之申請表收集箱：  

截止收表時間延至 2020年 3月 10日下午 5時 30分。 

 

2. 郵寄申請至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3620號香港房屋協會：  

截止日期延至 2020年 3月 10日，以郵戳日期為準。 

 

3. 網上申請（www.hkhs.com）：  

截止時間延至 2020 年 3月 10日下午 5時 30分（須於截止時間前完成輸入所需資料，並成

功按入「遞交申請」鍵）。 

 

同時，在上述計劃下，申請人在房委會輪候公屋申請登記年期的申請資格將維持不變，即以

2020年 2月 25日原有截止日期計算，詳情請參閱上述計劃【申請須知】第 2.1段及【申請表】首頁第

1段。至於公布抽籤結果日期亦順延至 2020年 4月。 

 

香港房屋協會 

申請組 

 

Supplementary Notes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of  

T – Home “Transitional Rental Housing Scheme – Kwun Tong Garden Estate” 

 
Ow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Hong Kong,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of 

the captioned Scheme will be extended as follows: 

 

1. By dropping in the collection box in Applications Section of HKHS: 

The closing time for collection of Application Forms will be extended to  5:30 p.m. on  

10 March 2020. 

 

2. By mail to G.P.O. Box 13620, Hong Kong of HKHS: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will be extended to 10 March 2020 and the postmark date shall prevail. 

 

3. Online submission (www.hkhs.com):  

Deadline for online application will be extended to 5:30p.m. on 10 March 2020 (must finish inputting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and successfully press the “submit application” button before the deadline). 

 

Meanwhile,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applicants to have been registered the application for PRH of HA 

for the required period will remain unchanged, i.e. to count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original date of deadline on  

25 February 2020. Please refer to Para. 2.1 of Application Guide and Para. 1 on cover page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details. As regards the date of announcing ballot result, it will be postponed to April 2020. 

 

Applications Section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更新日期 Update Date: 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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