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部門辦理作公事用途的聲明
(二零二一零年一月更新)
(註：此列表只供參考 。欲進一步了解辦理有關聲明／宣誓的詳情，請向相關決策局／部門查詢。)

決策局／部門

辦理的聲明／宣誓類別

查詢電話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根據《旅行代理商務條例》
（第 218 章）的規定 3151 7945
申請旅遊業賠償基金的特惠賠償

教育局

與小一入學申請有關的個人資料

保安局

根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向保安及護衛業管 2801 6181
理委員會提出的申請

漁農自然護理署

(a) 遺失漁農自然護理署所發收據
(b)
(c)
(d)
(e)
(f)

2832 7700

總務組
2150 6667
與進出口和管有瀕危動植物種有關事宜
瀕危物種保護
2150 6973
政府批發市場商戶租務的個人資料
批發市場科
2150 6701
申請註冊成為獸醫
獸醫管理局秘書處
2150 6693
投訴獸醫
獸醫管理局秘書處
2150 6696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下農場改善計劃，有關耕 推廣及基金科
2456 0143
地使用及個人資料的聲明／宣誓

醫療輔助隊

志願隊員的管理

2762 2033

屋宇署

申請「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2626 1579

衞生署

(a) 申請註冊/登記為醫生 (包括正式註冊、臨時
註冊、有限度註冊及專科註冊)/ 牙醫及專科
牙醫 / 註冊護士 / 登記護士 / 助產士/ 藥
劑師/ 醫務化驗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視光師/放射技師/脊醫/註冊中醫
(b) 申請將其姓名從本地名單轉移至非本地名
單 / 從非本地名單轉移至本地名單 (醫生
/ 牙醫)
(c) 申請參加由醫務委員會/香港護士管理局舉
辦的執業資格試
(d) 申請參加由牙醫管理委員會舉辦的許可試
(e) 申請參加由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舉辦的考試
(f) 申請參加由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舉辦
的註冊考試
(g) 申請重新註冊為藥劑師/ 重新列入普通科醫
生名冊/註冊牙醫名冊/註冊護士名冊/ 登記
護士名冊/ 註冊助產士名冊/ 醫務化驗師註
冊名冊/ 職業治療師註冊名冊 / 物理治療

中央註冊室
2961 8649 /
2961 8650
中醫藥規管辦公室
2121 1888 /
3904 9130

決策局／部門

辦理的聲明／宣誓類別

查詢電話

師註冊名冊/ 視光師註冊名冊 /放射技師註
冊名冊 /脊醫註冊名冊的申請
(h) 針對醫生/ 牙醫/ 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助
產士/ 醫務化驗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
師/ 視光師/ 放射技師/ 脊醫或持牌中藥商
的專業操守而作出的投訴
(i) 申請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
(j) 澄清及確認中成藥產品於註冊申請時的資
料
機電工程署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申請

食物環境衞生署

(a) 申請撿拾骨殖許可證時，聲明申請人與先人 (a - j) 2572 5286 /
2364 5399
的關係
(b) 擬申請加葬 / 加放骨灰的先人與已安葬該
金塔葬位 / 安放該骨灰龕位的先人的親屬
關係
(c) 於申請撿拾非葬於墳場內的骨殖時，確認先
人安葬在憲報公佈以外墳場的地點
(d) 在沒有合法遺產代理人、最近親或獲授權代
理人的情況下為先人申請撿拾骨殖許可證；
(e) 確認先人親屬不反對或違反先人遺願下火
化先人遺體
(f) 於申請更改政府骨灰安置所骨灰龕位持證
人時，確認先人其他親屬不反對有關申請
(g) 於申請撿拾骨殖許可證時，聲明先人的別名
(h) 確認先人骨灰在遞交申請骨灰暫存服務前
曾存放於香港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內
(i) 於申請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離島區墳場及
火葬場的服務時，先確認先人為離島區原居
民，或長期居住當地的真正居民或為他們的
未成年子女
(j) 為相關申請引致的法律責任或相事宜負責
(k) 在轉讓街市攤檔租約申請中，法定聲明證明 (k - n) 2867 5150
申請人與租戶的關係
(l) 在繼承街市攤檔租約申請中，法定聲明證明
申請人與死者的關係
(m) 在繼承街市攤檔租約申請中死者的別名
(n) 法定聲明不限於街市攤檔租約的事宜。例
如，當租戶申請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街市攤
檔租金時，就個人財務狀況作出法定聲明
(o) 根據《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申索先人骨灰， (o) 2350 7319
並作出法定聲明以證明與先人之關係

2808 3683

決策局／部門
房屋署

入境事務處

辦理的聲明／宣誓類別

查詢電話

(a) 與申請公共房屋或居者有其屋計劃相關的 2712 2712
個人資料
(b) 遺失保證金/任何其他由房屋署或退款目的
發出的收據
(c) 與富戶政策相關事宜
(d) 與申請後程序相關事宜
(a) 由入境事務處/人事登記處/出生、死亡及婚 (a) 2824 6111
姻登記處要求作出聲明/宣誓，以供申請本處
所簽發的文件之用
(b - f) 3693 8369 /
(b) 被羈留者的法律援助申請
3693 8263
(c) 上訴/保釋申請
(d) 上訴及其他法律文件的非宗教式/宗教式宣
誓
(e) 遺失官方文件聲明
(f) 與被羈留者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的聲明/非
宗教式/宗式宣誓

稅務局

(a) 遺產申報誓章/遺產呈報表
(b) 申請印花稅寬免

(a) 2594 3240
(b) 2594 3202 /
2594 3250

知識產權署

商標、專利及外觀設計申請的公務事宜

2961 6901

勞工處

(a) 有關往香港以外地方就業或職業介紹所事 (a) 2115 3667
宜
(b - c) 2717 1771
(b) 與僱員補償有關的事項
(c) 為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特惠款項的合資格申
請人士辦理宣誓

地政總署

土地徵用事宜

2231 3297

土地註冊處

(a) 與申請業主立案法團註冊相關的事宜
(b) 與申請查閱業主名下物業資料相關的事宜
(c) 與《土地註冊規例》
（第 128A 章）第 7(a)條
規例所載註冊摘要的核實相關的事宜
(d) 與申請訂購物業把關易相關的事宜

(a) 3741 2278
(b) 3105 0000
(c) 3541 2200
(d) 3105 0000

海事處

a) 有關安置艇戶的處理與有關本地船隻的牌 2542 3711
照事宜
b) 有關《商船（註冊）條例》
（第 415 章）的事
宜

破產管理署

債務人破產呈請的見證服務

2867 2448

決策局／部門

辦理的聲明／宣誓類別

查詢電話

選舉事務處

(a) 2827 5165
(a) 保密聲明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
例》（第 541F 章）第 93 條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
例》（第 541D 章）第 95 條
‧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委員會)
規例》（第 541I 章）第 92 條
‧
《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規例》
（第 541J
章）第 69 條
(b) 3580 2605
(b) 法定聲明
申請於選舉／補選的投票日進行票站調查
的任何有關人士或機構，必須根據《宣誓及
聲明條例》
（第 11 章） 作出法定聲明，示明
遵辦有關進行票站調查的條款和指引

社會福利署

2892 5621
(a) 放棄父母權利和同意由別人領養
(b) 服務使用者申請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會福
利服務／社會保障福利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a) 根據《廣播條例》
（第 562 章）申請電視節目 2961 6414
服務牌照
(b) 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為適當人選
(c) 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有關不符合持牌資格
人士
(d) 按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條款規定
申報酒店數目

工業貿易署

就古董出口作宣誓

運輸署

有關免試簽發香港正式駕駛執照申請的申請人 2804 2693 /
2804 2600
個人資料

庫務署

申領退休金福利的法定宣誓

2829 5113

水務署

為有經濟困難的用戶提供監誓服務

2829 4611 /
2829 4600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
務處

有關申請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以個人為申請單 學生資助處：
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和專上及大專程度 2152 9000
學生的助學金及貸款事宜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
處：
2558 3000

2398 5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