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編號(
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申請表格

申請人須注意的事項：
1. 本《申請表格》應與《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
申請須知》(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下稱「《申請須知》」) 一同派發給你。
2. 你在提交申請前應細閱《申請須知》。
3.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本表格。如有修改之處，請在旁簡簽作實。
第一部分

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姓名必須與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專用

身份證上符號
出生日期：
年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C 
(
) (請向服務提供機構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
香港身份證號碼：
R 
通訊地址（香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香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申請人的子宮頸癌篩查紀錄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本人  從未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又稱子宮頸細胞檢驗或柏氏抹片）。
 最近一次在 ________年______月接受篩查／檢驗，結果為 正常 ／ 不正常。
年

第三部分

月

日

申請人接受的援助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並出示相關的證明文件正本供核
職員專用
實及記錄。
證明文件編號 有效日期

簽署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
費用豁免證明書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
（院舍券）試驗計劃」級別 計劃級別 0 院舍券持有人醫療費
用豁免證明書
0 院舍券
 根據 公立 醫院 及診 所費 用 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
減免機制獲減免醫療費用
 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醫療費用
豁免證明書 或
最近連續三個月經由銀行戶口 銀行戶口號碼:
存入長者生活津貼的銀行存摺
或銀行月結單
（如下列證明文件沒有顯示申請人的姓名，請出示文件證明住戶或
家庭成員關係。）




職員專用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過去十二個月的「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計劃」申請結果通知書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過去十二個月的「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計劃」申請結果通知書
有住戶成員獲批「學校書簿 本學年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
津貼計劃」或「幼稚園及幼 請申請結果通知書
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資助
或學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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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編號(

第四部分 申請參加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的聲明及承諾

1. 本人（即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
（下稱「先導計劃」）
的申請人）謹此聲明，本人為本《申請表格》第一部分所列明的香港身份證的持有人。
2.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
育先導計劃」申請須知》及內附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並完全明白其內容。
3. 本人同意提出先導計劃的申請。
4. 本人授權並同意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收集、使用和向任何人士披露本人的資料（包
括他們所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料）
，以便處理本人提交的先導計劃申請（包括核實本人是否符合參加
先導計劃的資格）
，以及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第 1 段所述、可予不時修訂的用途。有關政策局和部
門包括、但不限於衞生署、食物及衞生局、民政事務局、入境事務處、勞工處、勞工及福利局、社會
福利署及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本人明白，審查程序旨在確定本人是否符合參加先導計劃的資
格；如本人不符合有關資格，將不能獲得按先導計劃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的資助。本人
明白並同意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在處理申請時或本人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後，可全
面審視本人的申請，以確定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均屬完整和真確無訛。
5. 本人會與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充分合作，包括提供該等機構所要求的文件或資料。如本人未能按
該等機構的要求在指定限期前提供完整的文件或資料，該等機構有權取消本人的參加資格，以及／或
在本人已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後，要求本人繳付費用，數額相等於關愛基金資助本人按
先導計劃接受該等服務所用金額；本人並須按該等機構的要求，在指定限期前繳付該等費用。
6. 本人明白先導計劃的資助只涵蓋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其他費用（例如藥物費用及其後獲轉介接
受醫療服務或額外檢查的費用）均不在先導計劃的資助範圍內。
7. 本人同意並授權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查閱本人在衞生署「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內的子宮頸癌篩
查紀錄（如適用者），並根據本人所提供的資料，核實本人是否符合參加先導計劃的資格。
8.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在本《申請表格》上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及就先導計劃所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真
確無訛。本人明白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物或金錢利益，即屬犯罪。
申請人姓名（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或指模，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如申請人以指模代替簽署，須由服務提供機構職員填妥這部分
見證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五部分
本機構已

（由服務提供機構的醫護人員填寫）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查閱衞生署的「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以核實申請人的子宮頸癌篩查
紀錄；以及



評定申請人  合資格 ／  不合資格參加先導計劃。

機構正式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提供機構的醫護人員姓名及簽署
CCF-DH-AF-C-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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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
申請須知
1. 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下稱「先導計劃」）
(a) 先導計劃由關愛基金資助，為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提供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衞生署是
先導計劃的推行機構。
(b) 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為：
−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婦女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
−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及
−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轄下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c) 申請人須符合下文第 2 段所列明的臨床及援助類別準則，並由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負責審
核。
2. 申請資格：
(a) 申請人須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以及
(b)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子宮頸癌篩查建議的臨床準則：
− 子宮頸癌篩查是為曾有性行為而沒有子宮頸癌症狀的婦女而設；
− 25 歲至 64 歲的婦女若連續兩年子宮頸細胞檢驗結果正常，以後便可每三年接受一次檢驗；
− 65 歲或以上的婦女若從未接受子宮頸癌篩查，便應接受檢驗；
− 65 歲或以上的婦女若過去十年所有例行抹片檢驗結果均屬正常，便不用再接受子宮頸癌篩
查；
− 21 歲至 24 歲的婦女若有患子宮頸癌的風險因素（例如有多個性伴侶、吸煙、免疫力減弱
等），便須由醫生評估是否需要接受子宮頸癌篩查；
− 婦女若因良性疾病而切除子宮及子宮頸，且沒有子宮頸細胞病變的病歷，便不用再接受子
宮頸癌篩查；以及
(c) 申請人須受惠於以下一項或多項援助並符合以下準則：
(i) 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
(ii) 正持有「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級別 0 院舍券；或
(iii) 正按公立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獲減免醫療費用。
申請人如符合上文第 2(a)、2(b)及 2(c)(i)至(iii)段所列明的資格，可免費接受先導計劃子宮頸癌
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
或
(iv) 過去十二個月內曾獲批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或
(v) 過去十二個月內曾獲批鼓勵就業交通津貼；或
(vi) 有住戶成員於該學年按「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獲批
資助或學費減免；或
(vii) 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申請人如符合上文第 2(a)、2(b)及 2(c)(iv)至(vii)段所列明的資格，可以港幣 100 元接受先導計
劃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
*「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持有人可獲豁免有關費用。
3. 申請手續：
(a) 申請人須填寫《申請表格》並在該表格上簽署，以及提供全部所需資料。如申請人未能提供所
需資料或證明文件，服務提供機構將不會處理其申請。
(b) 申請人須確保所填寫的資料真確無訛。
(c) 申請人須登記參加衞生署的「子宮頸普查計劃」，以便醫護人員在「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內
記錄和儲存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子宮頸細胞檢驗結果，以及醫護人員建議的覆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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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理申請程序：
(a) 服務提供機構在處理申請時，會審查申請人所遞交的資料，以評核其參加資格。服務提供機構
在有需要時，會要求申請人澄清資料或遞交補充資料。
(b) 服務提供機構或政府在處理申請時或提供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後，會抽查部分個案作
審計用途，並在有需要時要求申請人遞交補充資料，以作核實。服務提供機構如發現獲資助接
受上述服務的人士提供虛假資料或有其他違規情況，會要求有關人士繳付費用，數額相等於關
愛基金資助她們按先導計劃接受上述服務所用金額。
5. 先導計劃詳情：
請 瀏 覽 關 愛 基 金 網 頁 （ www.communitycarefund.hk ） 及 衞 生 署 「 子 宮 頸 普 查 計 劃 」 網 頁
（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或致電衞生署 24 小時健康教育熱線（電話：2833 0111），以了解
詳情。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資料目的：
1. 先導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衞生署、食物及衞生局、民政事務局、
入境事務處、勞工處、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及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使用先導計劃
所收集的個人資料（下稱「資料」），作下列用途及與其相關的用途：
(a) 處理你擬按先導計劃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服務的申請，並在有需要時與你聯絡；
(b) 核對資料是否與政府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料相符，以確定你是否符合參加先導計劃的資格；
(c) 就你申請參加先導計劃及你按該計劃接受的服務等事宜，進行審核及調查工作；
(d) 安排跟進治療和編製醫療紀錄；
(e) 供服務評估、研究及統計之用，惟提供該等統計數字或評估及研究結果的形式，不得讓人辨識
有關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分；
(f) 向你進行意見調查；
(g) 在你查詢或投訴時與你聯絡；以及
(h) 作法例規定或許可的其他用途。
2. 你是否提供個人資料（包括是否同意服務提供機構複印你的文件作存檔之用）純屬自願。然而，如
你未能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料，服務提供機構或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最終令你不符合參加資格。
可獲轉移資料的人士類別：
3. 服務提供機構可把你的資料轉交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以及／或政
府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衞生署、食物及衞生局、民政事務局、入境事務處、勞工
處、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及《申請表格》第四部分所載的其他
各方。
查閱和更正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 486 章）的規定，你有權要求查閱和更正你的個人資料。你查閱
資料的權利，包括在繳交有關費用後索取你個人資料的複本。如欲查閱及／或更正個人資料，可向
服務提供機構的人員提出：
香港中文大學婦女健康促進及
沙田瀝源街 9 號瀝源健康院 4 樓 421-425 室 (經辦人: 中心經理)
研究中心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0 樓診所辦公室(經辦人: 診所經理)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將軍澳坑口寶寧里 2 號九龍東聯網行政樓 1 樓企業傳訊及公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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