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Signature of Proposer 申請人簽署 Date日期

個人資料（私穩）條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本聲明」）

為依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本公司特此通知閣下以下事項：

（1） 在申請及接受全面家居維修服務計劃時，及當本公司提供與全面家居維修服務計劃相關之其他服務時，閣下有需要不時向本公司提供個人資料。若閣下未能提供該等
          資料，可能會令本公司無法處理閣下的全面家居維修服務計劃申請或向閣下的全面家居維修服務計劃申請或向閣下提供或繼續提供全面家居維修服務計劃及／或其他
          相關服務。本公司亦可能會在日常業務運作的過程大向閣下收集資料。

（2） 個人資料收集目的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會用作下列用途：
（i）  處理全面家居維修服務計劃的申請；
（ii） 設計及更新服務計劃以提升本公司的服務質素；
（iii）製作數據及進行研究；
（iv）與上述有關的其他用途。

（3） 查閱及改正資料權利
          根據條例規定，閣下有權查詢本公司是否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及要求索取該等資料的複本（查閱資料要求），並要求本公司就不準確的資料作出改正。閣下如欲行使
          有關權利，請以書面經以下聯絡方法向本公司的職員提出：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221號美德工業大廈F座11樓26室
          師傅高有限公司
          傳真：（852）3571 9303

          根據條例，本公司有權就辦理任何查閱資料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4） 閣下亦有權根據本聲明第（3）段所提供的聯絡方法向本公司的職員索取本公司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政策及實務，並獲告知本公司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5） 本公司只會根據上述任何用途上的合理需要或適用法例或規例規定的期間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

（6） 如閣下對本聲明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公司的客戶服務熱線 3571 9808。

（7） 本公司保留修改本聲明的權利。

2017年6月
由師傅高有限公司發出

Payment by Cheque 支票付款

Cheque No . 支票號碼 : 

Bank 銀行 :

Cheque should be crossed and made payable to“Cfugo Limited”劃線支票抬頭請註明「師傅高有限公司」  

Payment By Credit Card 信用卡付款

VISACard VISA卡 Master Card 萬事達卡

Card No. 信用卡號碼 : 

Expiry Date 信用卡屆滿日期 : (MM月 / YY 年

Card Holder's Name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

Card Holder's Signature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 : 

Date 日期 :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法

申請年期：

Payment by Cash 
現金付款

I hereby authorize and request Cfugo Limited to charge my VISA/ Master/ China UnionPay/ JCB ccount for the premium stated on this Proposal Form.
本人茲授權並要求師傅高有限公司從本人之VISA/ Master/ China UnionPay/ JCB卡戶口內支付本表格所註明之費用。 

  

Annual Premium(HK$) 年保費 （港幣）

Plan 計劃類別
Section 1 第一部份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上“✓”號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上“✓”號 

Net Floor Area 實用面積
(in sq. ft 平方呎) Plan A Plan B

500  or below 500或以下 □ $660 □ $2376 □ $2904

700 or below 700或以下 □ $924 □ $3324 □ $4068

900 or below 900或以下 □ $1188 □ $4272 □ $5232

900  above 900以上 □ □ □ 

Plan C

Policy Effective Date
計劃生效日期 

編號： 

: MM/月 DD/日 YYYY/年

JCB 國際信用卡China UnionPay 中國銀聯

Application Period

Reference No.

Please complete in English BLOCK letters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APPLICATION FORM 服務計劃表格

Yes 是 No 否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2. 

Have you sustained any loss, damage, liability or accident indemnified
under any home insurance cover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閣下曾否在過去三年內，因遺失、損毀、法律責任或意外而於任何家居
保險計劃提出索償? 

□ □

□ □

□ □

□ □

□ □

5.  

3.  

Has your Building received any Orders from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your Building? 
過往曾否收取政府對閣下樓宇發出的命令?
If you answer “Yes” , please give details on a separate sheet.
如答案為“是”者，請另加紙說明。

6. Has any renovation work ever been done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過去五年內閣下是否進行過維修 / 保養工程?

Wiring Pipes Drains Walls Others
電線 喉管 排水溝 牆身 其它

Name 姓名：

Type of Building : □ Multi-Storey Building □ Village/Individual House (please refer to us for approval and rating)
樓宇類別 多層大廈 村屋或獨立屋 (請先向本公司查詢)

Occupancy        : □ Self-Occupied □ Tenant □ Rental
住宅用途 自住 租用 出租

□ HK 香港島 □ KLN 九龍 □ NT 新界 □ Outlying Island 離島

□

□ □ □ □ □

HK 香港島 □ KLN 九龍 □ NT 新界 □ Outlying Island 離島

Proposed Location of Risk 服務物業地址：

Year of Building 樓宇年份： Year of Building 居住年期：

HK ID Car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Occupation 職業：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Tel No. 電話號碼： Mobile 手提電話：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Information of the applicant

Details of the service location

 申請人資料

 服務物業資料

Is the property to be insured a village house, village type housing or
building of 4 storeys in height or below?
申請地址是否村屋、四層或以下的樓宇? 

Any building management for the building or house?
該物業是否有物業管理公司管理? 

4.  Any owners’corpora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insured property?
申請物業是否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