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發展項目
申請撤銷轉讓限制

此欄供本署填寫： 申請編號：

檔案錄事編號： (  )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表格最後部分的「附註」。 )  

1. 物業資料(「該物業」)

街／道 座 樓 室

泊車位編號 : (如有)

註冊業主姓名
(不包括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 

(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香港身分證號碼

註冊業主姓名 
(不包括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 

(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香港身分證號碼

2. 申請人資料

姓名

(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身分 #註冊業主／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其他
(見附註(2))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業主／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其他
(見附註(2))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碼

(如與註冊業主不同 ) (如與註冊業主不同 )
#請刪去不適用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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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身分 #註冊業主／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其他
(見附註(2))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業主／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其他
(見附註(2))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碼

(如與註冊業主不同 )  (如與註冊業主不同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假如通訊地址在香港以外才須填寫)

電話號碼

^請提供一個通訊地址

3. 隨表格夾付的所需文件( 適用於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以繼承方式取得業權的註冊業
主／其他)(見附註(2)) 

□ #遺囑認證／遺產管理書／允許書的核證真實副本 
(適用於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以繼承方式取得業權的註冊業主 ) 

□ 其他文件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删去不適用者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日期： 20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業主簽署 業主簽署

(業主姓名： (業主姓名：   )

業主簽署 業主簽署

(業主姓名： (業主姓名：   )   )

  )



-3-

附註：

(1) 申請評估土地補價和撤銷轉讓限制，均屬自願性質。如欲申請，請填妥本申

請表，然後把已簽署的表格正本連同所需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至香港北角

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9 樓地政總署估價組  (總產業測量師收啓 )。如

有查詢，請在辦公時間內致電  2231  3396。

(2) 本申請表必須由該物業的業主親自簽署，不得由代理人或受權人代簽。假如

該物業由多於一人共同擁有，所有業主均須在同一份申請表上簽署，政府方

會考慮這宗申請。假如該物業的原業主已經身故，本申請表須由全體遺產代

理人 (即已故業主的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簽署。儘管如此，政府保留權

利因應每宗個案的情況，斷定誰屬該物業的業主而可以在本申請表上簽署。

(3) 政府撤銷轉讓限制所徵收的土地補價款額，通常按照地契條款所訂，以該物

業的十足市值  (「十足市值基礎」) ，或該物業現有用途土地價值  (「現有用途

土地價值基礎」）評定。實際情況如何，須視乎相關地契條款而定。政府在

評定該物業的土地補價時，究竟採用十足市值基礎，還是現有用途土地價值

基礎，地契條款亦有規定。由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另行通知為止，在評估

物業撤銷轉讓限制的土地補價時，假如根據地契條款確定該物業須按十足

市值基礎評估所徵收的款額，政府會放棄根據地契條款按十足市值基礎評

估而收取全額補價的權利，改為接受一筆按地契條款內訂明現有用途土地

價值基礎評估的較低款額  (「豁免」 )。這做法會實行至另行通知為止，視乎

當時的政府土地補價評估政策而定。

(4) 不過，假如根據地契條款確定現有用途土地價值基礎已適用於該物業，上述

豁免便不適用。此外，如果在地政總署收到撤銷轉讓限制申請當日或之前，

有人現正／已經根據《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第 545 章 )的條

文，向土地審裁處提交「申請通知書」，要求作出一項為重新發展該物業所

在地段而強制售賣該地段的命令，則上述豁免亦不適用。為免生疑問，現謹

申明政府保留絕對酌情權，斷定在地政總署收到撤銷轉讓限制申請當日或

之前，是否有人現正／已經提交「申請通知書」。在任何情況下，申請人即

使提交了本申請表，也不保證獲得豁免。縱然政府批給豁免，也不得在任何

方面用以損害或影響政府根據任何相關政府租契、轉讓契約、法定押記及／

或其他文書所具有的其他權利及補救。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你／你們在本表格上提供，或就本申請以其他方式提供的個人資料，以及地

政總署日後收到的更多詳情，署方均會用以考慮和處理上述申請。假如申請

獲得批准，該等資料會用來擬備所需的法律文件，而且該等法律文件或會送

交土地註冊處註冊。此外，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亦會用來編製綜合統

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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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表格上提供任何資料  (包括個人資料 ) ，以及就本申請提供更多詳情，均

屬自願性質。如未有提供足夠資料及／或文件，地政總署可能無法處理申

請。  

3. 你／你們在本表格上提供的任何資料  (包括個人資料  )，以及署方日後收到你

／你們就本申請提供的更多詳情，或會向其他政府決策局  (包括公務員事務

局及發展局  )、政府部門  (包括土地註冊處 ) 及法定機構 ( 包括立法會  )或其代理

人披露，以作本聲明第  1 段所述的用途和處理任何相關事務；又或會向傳

媒及市民披露，以回應他們的查詢，並可能因法律授權或規定而向任何其他

人士披露。  

4. 政府如認為你／你們提供的資料適宜披露，以回應法定機構  (包括立法會  )、
傳媒及市民的查詢，即可酌情決定向公眾提供該等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你／

你們提供的申請資料，例如業主和申請人的姓名及該物業的地址等。  

5. 根據《個人資料 (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第 18 和第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

你／你們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查閱權包括索取本表格所載個人

資料的副本。如欲查詢經本表格填報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和改正個人資

料，可致函：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

北角政府合署  21 樓  
地政總署

部門個人資料管制主任

部門主任秘書

電話號碼：  2231 3288 
傳真號碼：  2116 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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