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B 

 

新建樓宇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a)]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4.* 駁喉平面圖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7. 樓宇平面圖 (如涉及用於工商業用途的獨立水錶)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0.* 水錶附表 □  

11.* 設備附表 □  

12.* 預計每日用水量 □  

13.* 貯水箱附表 □  

14.* 水泵附表 □  

15. 表格 WWO 1149 □  

其他 

18. 相關地主的同意書 (如涉及在私人土地敷設政府水管及設立供

水點) 

□  

19.* 審批水管工程計劃檢查清單 □  



附件 B 

 

村屋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b)]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4.* 駁喉平面圖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其他 

18. 相關地主的同意書 (如涉及在私人土地敷設政府水管及設立供

水點) 

□  



附件 B 

 

分拆水錶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c)]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7. 樓宇平面圖 (如涉及用於工商業用途的獨立水錶)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附件 B 

 

重新接駁水錶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d)]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附件 B 

 

同位更換水喉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e)]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其他 

16.* 飲用和煮食用水臨時供水的水管工程計劃 □  

17.* 通知顧客不要使用有關水龍頭進行飲用和烹飪的方法 □  



附件 B 

 

非同位更換水喉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e)]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附件 B 
 

地盤臨時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f)]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此供水申請是為 (請於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僅遞交申請提早接駁臨時建築供水 (請參閱「#」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時一併提交) 

 

僅遞交水管工程計劃(適用於在獲得提早接駁臨時建築供水批准後)  
(請參閱「^」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時一併提交) 

 

遞交申請接駁臨時建築供水及水管工程計劃 (請參閱「*」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時一併提交) 

 
標註: #, ^ 及* 在表中標有這些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分別於相應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4.#^* 駁喉平面圖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2.^* 預計最大每小時用水量 □  

13. 貯水箱附表 □  

15. 表格 WWO 1149 □  

其他 

18. 相關地主的同意書 (如涉及在私人土地敷設政府水管及設立供

水點) 

□  

20.^ 發展商或認可人士的書面授權 □  

21. 預計工期 _____個月  

Rev.1 (01/2022)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附件 B 

 

改用鹹水沖廁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g)]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4.* 駁喉平面圖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附件 B 

 

搬移錶位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h)]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7.* 樓宇平面圖 (如涉及用於工商業用途的獨立水錶)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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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水錶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i)]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2.* 預計最大每小時用水量 □  

15. 表格 WWO 1149 □  



附件 B 

 

餐飲業 / 運水煙罩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j)]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7.* 樓宇平面圖 (如涉及用於工商業用途的獨立水錶)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2.* 預計最大每小時用水量 □  

13. 貯水箱附表 □  

14. 水泵附表 □  

15. 表格 WWO 1149 □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附件 B 

 

折衷式消防花灑系統 / 消防喉轆 / 消防栓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j)]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5. 表格 WWO 1149 □  



附件 B 

 

用作系統性沖洗的臨時水錶供水申請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j)]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2.* 預計最大每小時用水量 □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附件 B 

 

其他於《申請供水指引》附錄 2 中未提及的申請供水類別的文件清單 

[適用於水務表格 WWO 542(06/2020)項目三(j)] 
 

申請用水樓宇地址: 

申請書編號/檔案編號 (如適用): 

 

我/我們確認供水申請所需的資料文件已按照此文件清單中的要求夾附於我/我們的申請供

水的水管工程計劃中，否則，水務監督將拒絕處理此供水申請。  

 
標註: 

* 在表中標有星號 ["*"]標記的資料文件必須於申請供水時一併提交 

 

                                                    (申請人或授權代表) 
 

 

簽名: 
 

姓名: 

 

          聯絡電話: 

項目 描述 已夾附?  

(如果是，請

在方格□中 

加上剔號(√)) 

文件管理檔案中心 

已檢查 

(此欄由辦理機關處理) 

表格 WWO542 

1.* 正式簽署 WWO542 表格 □  

2.* 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公司申請)或 

身份證副本(適用於個人申請) 

□  

圖則 

3.* 地盤位置平面圖 – 比例不少於 1:1000 □  

4. 駁喉平面圖 □  

5. 地下水管平面圖 □  

6.* 垂直水管路線圖 □  

7. 樓宇平面圖 (如涉及用於工商業用途的獨立水錶) □  

8. 水錶房/箱位置圖 □  

9. 水錶房設計/水錶箱細節和水錶位置安排細節 □  

12. 預計每日用水量 □  

13. 貯水箱附表 □  

14. 水泵附表 □  

15. 表格 WWO 1149 □  

其他 

18. 相關地主的同意書 (如涉及在私人土地敷設政府水管及設立供

水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