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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上網基金申請表  

WebOrganic Fund Application Form 

 
申請人(學生/長者/傷殘人士)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Student/Elderly/Disabled)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                  (英文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Y)        月(M)        日(D)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HKID/Passport/ other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no.：                           
 

有機上網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 (如適用 whereas applicable)：                  ）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聯絡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申請服務之住戶成員資料 Family member(s)’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與申請人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licant 

職業 

Occupation 

每月入息及 

其他收入* 

Monthly income 

and other 

income*  

持單程証 

(到港年份)  

For one-way 

permit holder 

(Year of 

arriving HK) 

     

     

     

     

*其他收入包括每月退休金、收取的租金及親

友的資助等。Other income including pension, 

rental income and subsidies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etc 

總和 Total： 

  

. 

個案分類 Case category：  

□ 失業 unemployed        □ 有家庭成員新到港不足七年 New arrival less than 7 years  

□ 殘疾或學習障礙 Disabled/SEN   □長期病患 Chronic illness    □ 其他 Other：             

居住情況 Living condition：  □ 租 Rent  □ 自置 own property 

樓宇類型 Building type： □ 公屋 public  □ 私人樓宇 private  □ 木屋 huts (squatter area)   

□ 床位/板房/套房 subdivided/ bedspace/ cubicle apartment     □ 天台屋 rooftop metal s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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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在此聲明申請表內所填報之一切資料均真確無訛，並同意所有提供的資料可被有機上網及其授

權的機構作審核資格、 聯絡並提供服務予本人及家庭成員、以及統計和研究之用途。本人已獲得所

有家庭成員之允許作出上述聲明。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

請人如須查詢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來函上述有關的機構。 

I hereby declare that all the particulars given above are true, correct and full. I give consent to WebOrganic 

and authorized organizations to use these particulars for authentication of eligibility for services,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to me and my family members, and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purposes. I am authorized by all the 

family members to give the above consent on their behalf.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pplicants have rights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the correction of their personal data. Applicants 

who wish to access or make correction to their data should submit written request to WebOrganic.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長者/傷殘人士 Parents or Guardian/Elderly/Disabled) 
 
 
姓名(正楷) Name：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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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機構資料 
 

聯絡電話：               轉介社工：              申請日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已查閱以下文件：  □身份證明文件   □住址證明   □入息證明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個案原因：（如頁面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申請項目 (由社工或專職醫護人員1評估後推薦的服務/產品項目)： 

產品2 

資助金額 

(由有機上網填寫) 

□ 一般申請2
  □ 特殊申請  

請於推薦

項目填上

✓ 

單項選購 

8Mbps 家居寬頻計劃  

如獲資助，請參與以下計劃 :  
□「基層家庭學童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基層長者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殘疾人士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其他特殊需要附加項目 

其他需與電腦一同使用的復康器材/軟件： 

請註明:                                                        
  

總額： 
 

 

 

  

                                                           
1專職醫護人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 
2 一般申請指扣除上網費津貼後(如適用)所申請之總額為$3,900 或以下，$3,900 以上則為特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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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上網基金申請計分表 

 
項目 

是否符合有關項目及分數 

(請以✓表示)  

項目 

分數 

1.  新來港家庭 (不足七年)  6 

2.  單親家庭  6 

3.  失業/ 失學  4 

4.  殘疾或學習障礙  10 

5.  長期病患(申請人:學生/長者/傷殘人士)  8 

6.  長期病患(家人)  4 

7.  少數族裔  6 

8.  木屋/天台屋/套房/劏房/床位/板房  6 

9.  首次申請/三年內未有申請  10 

10.  入息符合要求*  8 

11.  低收入家庭*  12 

12.  家裡無電腦  8 

13.  家裡無上網  6 

14.  
其他特別需要 

(由推薦社工評分：最少 1 分, 最多 6 分) 
 6 

總分：                               ／100 

總分詮釋:  61-100  優先批核 ;  46-60   中度需要 ;  20-45   一般需要 

註冊社工核實及簽署：                                日期:                               

*申請家庭住戶每月入息限額及低收入家庭的定義分別以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百分之七十五及五十為標

準，詳情請參閱下表。 

按家庭人數釐定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港元） 

二零二一年第二季 

家庭人數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50%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 

2 $9,950 14,925 

3 15,350 23,025 

4 21,400 32,100 

5 27,700 41,550 

6 或以上 28,700 43,050 

2 每月入息中位數需參照香港政府統計署每季公佈之最新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按住戶人數及每月入息劃分)之統計表(網

址：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50_tc.jsp?productCode=D5250035)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50_tc.jsp?productCode=D525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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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申請表連同申請人的證明文件 (包括申請人及合住者 )電郵至「有機上網基金」秘書處 

(1)  身份証明文件；  

(2 )  經濟証明文件 (銀行存摺顯示最近結餘及六個月內紀錄，糧單等 )  ；  

(3 )  地址証明文件 (近一個月內之電費單 /水費單 /電話單 )  ；  

(4 )  其他特殊困難情況証明文件；  

 
(5 )   
a .  在學証明文件  及  綜援  /  書簿津貼證明文件  /  入息證明  /  「家庭經濟狀況申報表」  (適用

於「基層家庭學童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  或  

b .  綜援  /  生活津貼  /  高齡津貼  /  傷殘津貼證明文件  (適用於「基層長者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  

或  

c .  綜援  /  傷殘津貼  /  正在使用殘疾人士康復服務的證明文件  /  特殊學校的在學證明  (適用於

「殘疾人士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  。  

  

「有機上網基金」詳請：itrc.hkcss.org.hk | 秘書處電郵：kim.ma@hkcss.org.hk | 傳真：2865 0823 

 

mailto:kim.ma@hkc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