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低收入家庭煤氣費優惠計劃申請表
此申請表有效期：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
填寫表格前，請詳閱背面的條款

新申請  

續期申請

1 申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身份證號碼

居住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2 煤氣賬戶資料
申請人居住地址之煤氣賬戶號碼 :

–

*

–

（申請人為上述賬戶之登記用戶，並同意將按金用作扣除煤氣開支）
* 請帶同最近一期煤氣賬單以作核對

3 經濟狀況
合資格申請人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 **
•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檔案編號：

•

綜援申請獲准通知書或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內，連續2個月有「扣減 – 應計入息」一項。

** 請附上社會福利署發出之申請獲准通知書或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以作核對

聲明
本人了解及同意接受本申請表背面所列之申請條款。

申請人簽署

日期

此欄只供審核中心社會工作人員填寫
機構蓋章

機構名稱
單位名稱
負責工作人員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備註
茲證明申請人 符合資格

主任簽署

日期

中心職員請將填妥之申請表傳真至煤氣公司作覆核，傳真號碼為

2811 5903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低收入家庭煤氣費優惠計劃申請表
申請條款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資格

2 煤氣公司會根據所需資格作出決定，申請人不得異議。獲接納的申請者
將會獲煤氣公司另函通知。

1 申請人為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登記用戶；及
2 申請人須為綜援受助人；及
3 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有固定工作收入，而工作入息須於綜援金額中扣減。
（綜援申請獲准通知書或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須顯示綜援金的付款期內，
連續2個月有「扣減 – 應計入息」一項。）

申請人須知
1 成功申請優惠計劃的客戶可在下次發單日起，享有每月首500兆焦耳（約
10.4度）煤氣用量半價優惠，並且獲豁免保養月費、每月基本收費及煤氣用
戶按金等優惠。（豁免按金只適用於並未在綜援計劃下獲發煤氣按金津貼的
綜援受助人。如申請人已獲發綜援計劃下的煤氣按金津貼，日後社署有關
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會於申請人的援助金內作出調整。任何多領的援助金，
均須退還社署。優惠期屆滿後，客戶如繼續使用煤氣服務，須繳交用戶按金。）

3 優惠計劃的客戶如申報資料有所更改，必須儘快通知煤氣公司，電話為
2856 1331。煤氣公司將定期覆核參加計劃的客戶，以確保是否仍然符合
資格。煤氣公司有權根據客戶的最新資料而決定終止有關的煤氣費優惠。
4 此計劃的各項優惠，只限於該申請人的登記賬戶享用，如申請人的登記
地址有所更改，必須重新申請。
5 此計劃限期為兩年，申請人如欲繼續享用此項優惠，必須在限期屆滿前
再次申請。
6 申請人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處理有關
申請之用，該等資料亦會轉交煤氣公司以安排有關申請。如申請人不提供
所需資料，我們將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低收入家庭煤氣費優惠計劃審核中心：
中西區
香港明愛 堅道社區中心
香港明愛 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樂群社會服務處 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
東區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有限公司）
基列社會服務中心
兒童發展協會
香港明愛 婦女發展計劃
樂群社會服務處 北角服務中心
救世軍 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南區
扶康會 怡諾成人訓練中心
香港明愛 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
香港明愛 香港仔社區中心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社區中心
香港聾人協進會
灣仔
保良局 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東涌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東涌綜合服務
救世軍 東涌家庭支援中心

九龍服務單位
九龍城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九龍城家庭支援
網絡服務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包美達社區中心小組及
社區工作部
香港互勵會 鄭裕彤敬老中心
油尖旺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油尖旺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旺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深水埗
民社服務中心 海麗兒童發展中心
東華三院 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職工發展計劃
婦女服務聯會 華荔邨婦女互助資源中心
寰宇希望 兒童希望中心
黃大仙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東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 恩澤中心
樂群社會服務處 李坤社區服務中心

地址

電話

中環半山堅道2號明愛大廈2樓
堅尼地城蒲飛路27號
堅尼地城石山街12號堅尼地城
社區綜合大樓13樓 B 室

2843 4652
2816 8044
2855 1611

筲箕灣興民街54號雅歌苑4樓

2539 6636

筲箕灣道38-44號 華堂大廈1樓
4室
西灣河街131號利基大廈1樓
7至8室
北角馬寶道2H 號馬寶居1樓
柴灣環翠邨街市大廈平台

2904 8713

香港仔漁光道85號扶康會
康復中心
薄扶林村87號
香港仔田灣街20號2樓
香港仔大道180號 B 4樓
鴨脷洲邨利澤樓地下18號

2214 2534

銅鑼灣禮頓道66號
灣仔石水渠街85號12字樓

2567 7544
8107 1333
2898 9750

2550 6469
2552 4211
3550 5540
5448 1311
2277 8272
2835 4342

2525 1929
大嶼山東涌富東廣場2樓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迎逸樓地下4號 3166 0030
地址

電話

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九龍城晴朗商場2樓 A205舖

2761 1106
2711 9229

何文田忠孝街89號2樓

2199 9383

紅磡德安街7號黃埔花園第8期
黃埔廣場後座閣樓

2330 9682

旺角西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2樓 2332 0969
旺角彌敦道736號中匯商業
大廈地下
大角咀福全街45號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33號2樓

2171 4001

海麗邨海雅樓地面4室
富昌村富潤樓服務設施大樓
5字樓
青山道485號九龍廣場3樓3室
荔枝角華荔邨賞荔樓7樓平台
704室
石硤尾大坑東邨東輝樓地下
1-6A 室

3690 2394
8108 1662

彩雲邨彩鳳徑38號彩雲社區
中心3-5樓
黃大仙樂善道26號東頭社區
中心1樓
黃大仙中心平台2樓
橫頭磡樂富廣場3樓3153A
慈雲山雲華街45號慈雲山（南）
社區中心5樓

2754 7840

2395 3107
2731 6227

2741 3767
3409 9387
2776 6829

觀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樂華綜合社會服務處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
長者中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賽馬會跳躍青年坊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翠屏社區服務處
基督教勵行會 秀茂坪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新界服務單位
大埔
仁愛堂 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樂群社會服務處 黃英豪社區服務中心
救世軍 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
元朗 / 天水圍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天水圍家庭成長軒
保良局 劉陳小寶綜合復康中心
仁愛堂 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香港明愛 洪水橋社區發展計劃
香港明愛 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屯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家情軒
香港明愛 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救世軍 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
屯門婦聯 香港崇德社湖景綜合服務中心
北區
香港明愛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基督教勵行會 新豐路服務中心
沙田 / 馬鞍山
沙田婦女會 馬鞍山服務中心
沙田婦女會 瀝源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
發展中心
救世軍 新界東綜合服務隆亨青少年中心
荃灣
香港明愛 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荃灣社區中心
將軍澳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白普理寶林社區健康發展
中心
葵青
扶康會 葵興職業發展中心
南葵涌服務中心
婦女服務聯會 葵涌石蔭中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牛頭角樂華邨樂華社區中心
地下及3-5樓
藍田興田邨彩田樓地下101室

2750 2521

順天邨天柱樓地下
翠屏道3號9樓
秀茂坪邨秀慧樓地下 C 翼
牛頭角道251號花園大廈
百靈樓地下

2952 2116
2701 5592
2952 2705
2342 3710

地址

電話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1、2、4樓
太和邨太和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大元邨泰榮樓地下9-10號

2654 6188
2653 2853
2667 2996

天水圍天澤村服務設施大樓6樓
604室
天水圍天恩邨服務設施大樓
6樓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樓平台
211-217室
元朗洪水橋盈福街多福樓地下
B舖
天水圍天瑞邨瑞龍樓地下

3147 9277

井財街29號屯門堂中心4樓
屯門良景邨良俊樓地下1-5號
屯貴路九號富泰邨服務設施
大樓5樓
湖景邨湖翠樓21-27號地下

2441 4833
2466 8622
2467 7200

粉嶺華明村華明商場203號
上水新豐路26號閣樓

2669 2316
3142 4297

馬鞍山耀安邨耀和樓
203-206室
瀝源邨商場地下38A
沙角邨銀鷗樓 A 座113-115號
地下
沙田隆亨邨善心樓地下

2631 5188

荃灣石圍角邨石桃樓 A 座地下
荃灣楊屋道138號樂悠居商場
1樓7及8號舖

2402 4669
2493 9156

厚德村德康樓側
寶林邨寶寧樓325-326室

2702 3116
2701 3407

葵涌大窩口道151-165號
新葵興花園 C 座地下
荔景邨安景樓地下4號
葵涌石蔭路75號金祿樓2樓
青衣長安村安濤樓地下
127-144號

2426 1514

2772 7789

3525 0898
2479 3123
2478 2655
2474 7312

2457 3781

2605 3733
2648 9811
2605 5569

2785 7822
2489 9973
2436 2977

2383 3377
2326 0192
2336 4000
2322 2775

查詢熱線

2856 1331（辦公時間）
cc 367-15/04

香港島 / 離島服務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