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格 C 

致: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7號 

 入境事務大樓47樓 
 水務署署長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 

□ 新申請表1 (證書2有效期為一年) 

□ 續期申請表 (如在現有證書到期日前後的三個月內續期、續期證書2有效期為兩

年) 

 
本人／我們*申請加入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 (下稱「計劃」)。本人／我

們*確定申請這計劃的大廈沖廁水供應的來源是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以顯

示沖廁水的供應來源)： 
□ 水務監督供應的海水 

□ 水務監督供應的臨時淡水沖廁 

□ 私人水源供應的海水 

□ 私人水源供應的井水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樓宇類別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以說明申請加入計劃的樓宇類別： 
□ 酒店 – 牌照號碼：                                             

□ 學校 – 種類：                                                    

□ 樓宇(住宅) – 住宅單位總數：                                                           

□ 樓宇(商業或商住混合用途) – 住宅單位總數：                                             

□ 其他 (請註明)：                                                                                             

1  現有證書到期日三個月後續期者，將會當作並按新申請程序處理。 
2  三個不同級別的證書會根據以下的準則頒發： 

 藍證書：新參與或連續參與計劃但不足三年的樓宇(兩張證書之間的中斷時間少於三個月，

則當作連續參與計劃) 
 銀證書：連續參與計劃滿三年或以上但不足五年的樓宇  
 金證書：連續參與計劃滿五年或以上的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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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人資料 

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如適用，證書編號：          )／業主委員會／經營者

／管理公司／政府部門／其他*的名稱：  

                                                                

                                                               
 通訊地址：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位／職銜：                                                

聯絡電話號碼／傳真號碼：                                            

聯絡電郵地址：                                                  

本人／我們*希望透過電郵／傳真／郵遞*方式取得認可計劃的日後通訊。 

 

 
C. 申請加入計劃的樓宇／酒店／學校的名稱、樓齡及地址 (如有需要，請用附加

紙)： 

名稱 :                                                                 

樓齡 :                                                                 

地址 :                                                                 

                                                                     

 

 
D. 選取證書形式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以說明選取證書形式： 
□ 每座樓宇／酒店／學校一張證書  

□ 整個屋苑／發展／期*一張證書，該證書涵蓋整個屋苑／發展／期*的全數

樓宇。首選名稱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申請所需文件3 

提交申請表時，請就每座大廈提交下列文件 : 

1. 已填妥的「清洗沖廁水水箱及水管系統檢查核對表」(表格C附件I)。 

2. 至少最近兩期的「清洗沖廁水水箱記錄」(例如由合資格人士簽妥、列明清

洗日期、地點的完工證明書或「進入密閉空間－許可工作證」副本作為記

錄依據)。 

3  請參照表格 C 附件 I 的 D 部分所詳述的另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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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少最近三期的「與沖廁供水有關的水管系統檢查」記錄。 

 

 

F. 沖廁供水投訴的聲明  

 (若在申請之前已有沖廁供水投訴的個案，只要申請人從以下提供的資料中，顯

示申請人在合理時間內適當處理有關投訴，本計劃將會接受該申請。) 
1.  過去十二個月有否任何有關沖廁供水的投訴？ 

   有／沒有*，共              宗投訴 

2. 投訴性質：                                                                                         

                                                                          

3. 平均處理投訴所用時間：                                                                           

                                                                                                 

4. 採用的補救行動：                                                                                   

                                                                                                  

5. 投訴是否已全部解決？ 是／否* 

尚待解決的投訴 

性質 宗數 
  

  

  

 

 
G.  條款及條件 

1. 本人／我們*聲明，就是次申請提供的所有資料和支持文件全屬真確和詳盡

無遺。 

2. 本人／我們*已妥善維修沖廁供水的水管系統，包括內部供水設備以至用戶

沖廁水箱。 

3. 在證書有效期內，本人／我們*須確保所有員工時刻完全明白及遵守這項認

可計劃的評核準則。 

4. 本人／我們*須於水務署認為有需要檢查是否符合認可計劃所訂準則時與

其合作。 

5. 本人／我們*同意，對於這項認可證書持有人與客戶之間由於這認可計劃而

所產生的交易，水務署人員或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均無須承

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6. 本人／我們*不得作出任何危害或有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水務署或水資

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聲譽或權益的行為。 

7. 本人／我們*同意認可證書乃屬水務署擁有，水務署保留收回證書之權利。  

8. 未經水務處許可，本人／我們*不得把認可證書轉讓他人或其他機構。 

9. 本人／我們*同意遵守此計劃的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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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授權簽名：                                  日期：                                              

 

姓名及職銜：                                 公司印章：                   

 

管理合約期至：                                                            

 
 

H. 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政府部門證明 

（如申請人並非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政府部門，申請人須

填寫此部分。） 

1. 本人／我們*證明申請人有足夠的能力，並致力履行及遵守此表格的G部分

所指明的條款和條件。 

2. 本人／我們*明白如果更換了大廈管理公司，本計劃的證書會在更換日失

效。為保持證書有效，本人／我們*須指示新公司在更替日起計一個月內

向水務署遞交「新替入的大廈管理公司－保證書」 (表格D－可從網

址 www.wsd.gov.hk 下載)，並指示新公司繼續履行及遵守本計劃的條款及

條件。   

 

授權簽名：                              日期：                                                 

 

姓名及職銜：                             印章：                          
 

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政府部門的名稱： 

 

                                                                        

 

通訊地址：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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