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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部门办理作公事用途的声明 

(二零二三年一月更新) 

 
(注：此列表只供参考 。欲进一步了解办理有关声明／宣誓的详情，请向相关决策局／部门查询。) 

决策局／部门 办理的声明／宣誓类别 查询电话 

教育局 与小一入学申请有关的个人资料 2832 7700 

保安局 根据《保安及护卫服务条例》向保安及护卫业管

理委员会提出的申请 

2801 6181 

渔农自然护理署 (a) 遗失渔农自然护理署所发收据 

 

(b) 与进出口和管有濒危动植物种有关事宜 

 

(c) 政府批发市场商户租务的个人资料 

 

(d) 申请注册成为兽医 

 

(e) 投诉兽医 

 

(f) 农业持续发展基金下农场改善计划，有关耕

地使用及个人资料的声明／宣誓 

总务组 

2150 6667 

濒危物种保护 

2150 6973 

批发市场科 
 

 

2150 6701 

兽医管理局秘书处 
 
 

2150 6693 

兽医管理局秘书处 

2150 6696 

推广及基金科 

2456 0143 

医疗辅助队 志愿队员的管理 2762 2033 

屋宇署 申请「楼宇安全贷款计划」 2626 1579 

卫生署 (a) 申请注册/登记为医生 (包括正式注册、临时

注册、有限度注册、特别注册及专科注册)/ 

牙医及专科牙医 / 注册护士 / 登记护士 / 

助产士/ 药剂师/ 医务化验师/职业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视光师/放射技师/脊医/注册中

医 

(b) 申请将其姓名从本地名单转移至非本地名

单 / 从非本地名单转移至本地名单 (医生 

/ 牙医) 

(c) 申请参加由医务委员会/香港护士管理局举

办的执业资格试 

(d) 申请参加由牙医管理委员会举办的许可试 

(e) 申请参加由香港助产士管理局举办的考试 

(f) 申请参加由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举办

的注册考试 

(g) 申请重新注册为药剂师/ 重新列入普通科医

生名册/注册牙医名册/注册护士名册/ 登记

护士名册/ 注册助产士名册/ 医务化验师注

册名册/ 职业治疗师注册名册 / 物理治疗

师注册名册/ 视光师注册名册 /放射技师注

册名册 /脊医注册名册的申请 

(h) 针对医生/ 牙医/ 注册护士/ 登记护士/ 助

产士/ 医务化验师/ 职业治疗师/ 物理治疗

中央注册室 

2961 8649 /  

2961 8650 

 

中医药规管办公室 

2121 1888 / 

3904 9130 

 

私营医疗机构规管

办公室 

3107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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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局／部门 办理的声明／宣誓类别 查询电话 

师/ 视光师/ 放射技师/ 脊医/ 表列中医师/

注册中医师或持牌中药商的专业操守而作

出的投诉 

(i) 申请参加中医执业资格试 

(j) 澄清及确认中成药产品于注册申请时的资

料 

(k) 有关对持有相关牌照的私营医疗机构的投

诉 

机电工程署 注册气体装置技工的申请 2808 3683 

食物环境卫生署 (a) 申请捡拾骨殖许可证时，声明申请人与先人

的关系 

(b) 拟申请加葬 / 加放骨灰的先人与已安葬该

金塔葬位 / 安放该骨灰龛位的先人的亲属

关系 

(c) 于申请捡拾非葬于坟场内的骨殖时，确认先

人安葬在宪报公布以外坟场的地点 

(d) 在没有合法遗产代理人、最近亲或获授权代

理人的情况下为先人申请捡拾骨殖许可证； 

(e) 确认先人亲属不反对或违反先人遗愿下火

化先人遗体 

(f) 于申请更改政府骨灰安置所骨灰龛位持证

人时，确认先人其他亲属不反对有关申请 

(g) 于申请捡拾骨殖许可证时，声明先人的别名 

(h) 确认先人骨灰在递交申请骨灰暂存服务前

曾存放于香港的私营骨灰安置所内 

(i) 于申请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离岛区坟场及

火葬场的服务时，先确认先人为离岛区原居

民，或长期居住当地的真正居民或为他们的

未成年子女 

(j) 为相关申请引致的法律责任或相事宜负责 

(k) 在转让街市摊档租约申请中，法定声明证明

申请人与租户的关系 

(l) 在继承街市摊档租约申请中，法定声明证明

申请人与死者的关系 

(m) 在继承街市摊档租约申请中死者的别名 

(n) 法定声明不限于街市摊档租约的事宜。例

如，当租户申请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街市摊

档租金时，就个人财务状况作出法定声明 

(o) 与小贩牌照事宜有关的声明 

(p) 根据《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申索先人骨灰，

并作出法定声明以证明与先人之关系 

(q) 申请食物业牌照时，声明申请人与前任持牌

人或前任持牌人的合伙人／前任东主的关

系 

(a - j) 2572 5286 / 

2364 5399 

 

 

 

 

 

 

 

 

 

 

 

 

 

 

 

 

 

 

 

 

 

 

(k - n) 2867 5150 

 

 

 

 

 

 

 

 

(o) 2867 5935 / 

   2348 6944 

(p) 2350 7319 

 

(q) 牌照组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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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局／部门 办理的声明／宣誓类别 查询电话 

港岛及离岛区 

2879 5712 

 

九龙区 

2729 1293 

 

新界区 

3183 9234 

房屋署 (a) 与申请公共房屋或居者有其屋计划相关的

个人资料 

(b) 遗失保证金/任何其他由房屋署或退款目的

发出的收据 

(c) 与富户政策相关事宜 

(d) 与申请后程序相关事宜 

2712 2712 

 

入境事务处 (a) 由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出生、死亡及婚

姻登记处要求作出声明/宣誓，以供申请本处

所签发的文件之用 

 

正于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被羁留之人士的： 

(b) 法律援助申请 

(c) 上诉/保释申请 

(d) 上诉及其他法律文件的非宗教式/宗教式宣

誓 

(e) 遗失官方文件声明 

(f) 任何其他事宜的声明/非宗教式/宗式宣誓 

(a) 2824 6111 

 

 

 

 

(b - f)    3693 8369 / 

3693 8263 

 

税务局 (a) 遗产申报誓章/遗产呈报表 

(b) 申请印花税宽免 

(a) 2594 3240 

(b) 2594 3202 / 

2594 3250 

 

知识产权署 商标、专利及外观设计申请的公务事宜 2961 6901 

劳工处 (a) 有关往香港以外地方就业或职业介绍所事

宜 

(b) 与雇员补偿有关的事项 

(c) 为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特惠款项的合资格申

请人士办理宣誓 

(a) 2115 3667  

 

(b - c) 2717 1771 

地政总署 土地征用事宜 2231 3297 

土地注册处 (a) 与申请业主立案法团注册相关的事宜 

(b) 与申请查阅业主名下物业资料相关的事宜 

(c) 与《土地注册规例》（第 128A 章）第 7(a)条

规例所载注册摘要的核实相关的事宜 

(d) 与申请订购物业把关易相关的事宜 

(a) 3741 2278 

(b) 3105 0000 

(c) 3541 2200 

 

(d) 3105 0000 

海事处 a) 有关安置艇户的处理与有关本地船只的牌

照事宜 

b) 有关《商船（注册）条例》（第 415 章）的事

宜 

2542 3711 

 

2852 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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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局／部门 办理的声明／宣誓类别 查询电话 

破产管理署 债务人破产呈请的见证服务 2867 2448 

选举事务处 (a) 保密声明 

‧《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序）(区议会)规

例》（第 541F 章）第 93 条 

‧《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序）(立法会)规

例》（第 541D 章）第 95 条 

‧《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序）(选举委员

会)规例》（第 541I 章）第 92 条 

‧《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例》（第 541J

章）第 69 条 

(b) 法定声明 

申请于选举／补选的投票日进行票站调查

的任何有关人士或机构，必须根据《宣誓及

声明条例》（第 11 章） 作出法定声明，示明

遵办有关进行票站调查的条款和指引 

(a) 2827 5165 

 

 

 

 

 

 

 

 

 

(b) 3580 2605 

社会福利署 (a) 放弃父母权利和同意由别人领养 

(b) 服务使用者申请社会福利署提供的社会福

利服务／社会保障福利 

2892 5621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a) 根据《广播条例》（第 562 章）申请电视节目

服务牌照 

(b) 电视节目服务持牌人为适当人选 

(c) 电视节目服务持牌人有关不符合持牌资格

人士 

(d) 按其他须领牌电视节目服务牌照条款规定

申报酒店数目 

2961 6414 

工业贸易署 就古董出口作宣誓 2398 5545 

运输署 有关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申请的申请人

个人资料 

2804 2693 /  

2804 2600 

库务署 申领退休金福利的法定宣誓 2829 5113 

水务署 为有经济困难的用户提供监誓服务 2829 4611 /  

2829 4600 

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

务处 

有关申请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以个人为申请单

位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专上及大专程度

学生的助学金及贷款和中、小及学前资助事宜 

学生资助处： 

2152 9000  

(专上及大专程度资

助计划) 

2802 2345 (中、小及

学前学生资助计划) 

在职家庭津贴办事

处： 

2558 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