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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申請人填寫“共同收養申請書”的注意事項說明 

 

一.本“共同收養申請書”共分為五部份：第一部份為關於‘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事

項。第二部份為關於申請人基本資料、經濟狀況及同住親人情況。第三部份為關

於對待被收養人的選擇事項。第四部份為關於男/女申請人各自就其就業狀況、

健康狀況、生活成長史、婚姻生活及管養小孩經驗及計劃、收養及管教待被收養

人的事項。第五部份為關於‘共同收養申請書’的聲明事項。 

 

二.本“共同收養申請書”為 台端須親自填寫的資料。倘未能親自填寫或委託由親

友協助填寫，請告知跟進 台端的工作員。 

 

三.請以端正的字體填寫有關“共同收養申請書”涉及的內容。倘 台端在填寫時認

為有關的欄位空間不足，請 台端自行用尺寸為 A4 的紙張繼續加紙填寫。 

 

四.請 台端完成填寫“共同收養申請書”後，在男申請人簽署/女申請人簽署的版面

上（第 2 頁及第 32 頁）按 台端在身份證明文件簽署的姓名式樣作出簽署，並請

在有 台端個人資料的版面，在左下方簡簽台端的姓氏。 

 

五.請 台端把完成填寫的“共同收養申請書”親自交回予跟進 台端的工作員，以

便工作員對 台端的收養申請作進一步的瞭解。 

 

六.倘 台端對“共同收養申請書”的內容存有疑問，請與跟進 台端的工作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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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事項- 

 

本人謹此聲明： 

 

一. 知悉並同意社工局處理本人及家人的個人資料。 

二. 如本人向社工局提交了關於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本人承諾將有關情況

（包括資料收集的目的及用途）告知所涉的家庭成員，並在必要情況下，

確保取得其同意。 

三. 同意社工局將本人提交的資料交予其他實體/部門，以作查核及跟進；或

向有關實體索取為進行分析及評估有關申請或服務而所需的資料或文件；

為此，本人承諾還會按照社工局的要求而另行簽署具體的授權聲明，否則

當本人自行放棄申請論。 

四. 為取得相關的服務，願意在所指定的期間內，向社工局提供一切所需的個

人資料及文件，否則可能會影響服務申請的最終結果。 

五. 本人提交的所有文件及資料必須屬實無誤，如有虛報或偽造，社工局將會

依法追究。【根據刑法典第二百五十條（使用虛假證明）：使用虛假之證明

或證明書，目的為欺騙公共當局，損害他人利益，或為自己為他人獲得不

正當利益者，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註：罰金之數

額為每日澳門幣 50 元至 10,000 元。）】 

六. 完全明白並接受下一頁‘備註欄’的內容。 

 

 

  男收養申請人簽署       女收養申請人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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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欄 

 

為配合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當 台端向社會工作局

（以下簡稱“社工局”）提供資料前，請先詳細閱讀以下內容： 

一、社工局處理資料的目的及手法 

台端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供本局跟進 台端的申請及要求。 

而本局須作處理的資料，將視乎 台端申請或要求的具體內容而異。僅

在取得 台端的同意下，本局方會將該等資料向本局以外的其他實體披露；

但現行法例另有規定者，則不在此限。 

二、個人資料的用途 

台端所提供的資料，除用作跟進及評估 台端的申請外，亦會供本局作

統計及研究用途，藉此監察、檢討及改善本局的服務。 

三、資料轉介的安排 

社工局在有需要時，可按現行法律規定把 台端提交的資料向相關實體

/單位披露。 

在某些情況下，若 台端不同意將資料向其他實體披露，可能會導致因

本局無法評估 台端的狀況而未能處理 台端的申請或向 台端提供服務。 

四、查閱、更正或刪除個人資料 

台端可向社工局要求查閱個人資料。對不完整或不準確的資料進行更正

或刪除封存；但就已完成使用目的而刪除的個人資料除外。在行使此權利時， 

台端可將經填妥的申請表交回社工局。 

本局在處理 台端的個案或服務申請的過程中，若 台端中途要求刪

除個人資料，可能會導致本局無法處理 台端的個案或申請。 

五、保存期 

關於保存期的內容，適用第 73/89/M 號訓令，第 73/89/M 號法令 12 條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第 1 款(五)項規定，但有關期間日後將會由正式訂定

或修訂的保存期取代。 

六、一切本備註欄未載明的事項，請參閱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

定。 

七、查詢 

   若有任何疑問，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局           （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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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一.基本資料【請在□填上()號】 

序號 項目 男申請人 女申請人 

1 姓名   

外文姓名/譯音   

2 出生日期（年齡）       年   月   日（      歲）       年   月   日（      歲） 

3 出生地點   

4 澳門特區居民身份證

編號 

□永久性居民   □非永久性居民 

編號：                       

□永久性居民   □非永久性居民 

編號：                       

5 開始居澳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6 國籍   

7 種族   

8 籍貫   

9 宗教信仰   

10 最高教育程度   

11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同居 

□離婚    □分居    □再婚 

現婚姻登記/同居日期： 

         年      月      日 

□未婚    □已婚    □同居 

□離婚    □分居    □再婚 

現婚姻登記/同居日期： 

         年      月      日 

12 現居住地址  

 

 

13 聯絡電話號碼   

14 電郵地址（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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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狀況 

 
請以澳門元為填寫單位，並隨同本申請書提交有關填寫資產之證明文件。 

 

項目 男申請人 

（個人擁有資產） 

女申請人 

（個人擁有資產） 

為聯名擁有資產 

月薪    

現金儲蓄總額  

 

 

 

 

 

 

 

 

 

 

 

 

 

 

物業購入金額及年

份（請註明有關項目

及金額） 

 

 

 

 

 

 

 

 

 

 

 

 

 

 

 

其他資產總值（請註

明有關項目及金額） 

 

 

 

 

 

 

 

 

 

 

 

 

 

 

 

現時負債總額（請註

明有關項目及金額） 

 

 

 

 

 

 

 

 

 

 

 

 

平均每月家庭日常

總開支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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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住親人情況（如申請人有不同住的子女亦須列出，並請於備註欄內

註明） 
 

姓名 年齡 家庭關係

（請註明

是男申請

人/女申請

人父母、親

生/繼收養

子女等） 

職業 就學（請註明

就讀學校及級

別） 

健康狀況為

‘良好’或

‘ 一 般 ’

（如患有疾

病或接受治

療，請註明

情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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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台端對待被收養人的選擇【請在方格填上()號】 

 

一. □ 已有特定的待被收養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與本人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 

現居地：                       年齡：                       

 

 二. □未有特定的待被收養人： 

(1) 年齡：由____________月/歲至____________月/歲  或________歲 

(2) 性別：      □男               □女         □男或女皆可 

(3) 種族：      □接受的/□不接受的種族類別_________   

(4) 你會接受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嗎 ?   □會 □不會 □可以考慮 

如選取「會」或「可以考慮」，請註明可接受有特殊需要的小孩情況:  

 

□視力方面：                                                         

□聽力方面：                                                         

□語言方面：                                                         

□肢體方面：                                                         

□智力方面：                                                         

□精神方面：                                                         

□行為方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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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男收養申請人填寫 

 

一.關於就業狀況、健康狀況、生活成長史、婚姻生活及管養小孩經驗及計劃： 
 
就業狀況 
 
 

 

 

 

從現時 /最近

一份工作 /職

業開始填寫過

往 5 年的職業

情況 

機構名稱 職位 受僱年期 離職原因 

    

    

    

    

    

    

    

    

    

台端有否計劃

在12個月內轉

職？如有，請

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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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 
 

1. 台端曾因任何的精神、心理或行為異常問題（例如情緒低落、失眠、精神混亂）影響

台端社交生活或工作超過兩週或以上： 

 
□有       □沒有  

 

 

2. 倘若台端在前題回應‘有’，具體問題是什麼？台端是否曾接受過任何治療： 

                                                                      

                                                                      

                                                                      

                                                                      

                                                                      

                                                                      

                                                                      

                                                                      

                                                                       

 
生活成長史 

1. 請簡述台端在成長過程中，最難忘的重要經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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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簡述台端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及如何去解決? 

                                                                      

                                                                      

                                                                      

                                                                      

                                                                      

                                                                      

                                                                            

                                                                      

                                                                       

                                                                      

                                                                      

 

 

婚姻生活 

1. 請簡述台端在目前的婚姻關係中，最難忘的重要經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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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簡述台端在目前的婚姻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及如何去解決? 

                                                                      

                                                                      

                                                                      

                                                                      

                                                                      

                                                                      

                                                                            

                                                                      

                                                                       

                                                                      

                                                                      

 

 

管養小孩經驗及計劃 

1. 請簡述台端照顧兒童的經驗（請註明兒童的年齡和與台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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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簡述台端現時/預計為人父母時應付可能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及如何去解決？ 

                                                                      

                                                                      

                                                                      

                                                                      

                                                                      

                                                                      

                                                                            

                                                                      

                                                                       

                                                                      

                                                                      

                                                                        

 

二.關於收養及管教待被收養人的事項： 

1.請簡述台端收養孩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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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請簡述台端認為申請收養的小孩在成長階段上有哪些需要？ 

                                                                      

                                                                      

                                                                      

                                                                      

                                                                      

                                                                      

                                                                            

                                                                      

                                                                       

                                                                      

                                                                      

 

 

2.b.當待被收養人在生活中的行為表現與台端的收養期望不同時，台端會如何去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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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端會否計劃將收養一事告知被收養人？而告知或不告知關於收養的原因是什

麼？ 

                                                                      

                                                                      

                                                                      

                                                                      

                                                                      

                                                                      

                                                                            

                                                                      

                                                                       

                                                                      

                                                                      

 

 

4.請簡述台端的子女（如有）及近親對台端申請收養決定的態度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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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簡述台端未來照顧待被收養人的計劃： 

                                                                      

                                                                      

                                                                      

                                                                      

                                                                      

                                                                      

                                                                            

                                                                      

                                                                       

                                                                      

                                                                      

 

 

6.收養申請人與待被收養人是不同國籍/種族者填寫 

6.a.台端認為收養與自己不同國籍/種族的孩子，會對台端家庭帶來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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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台端會怎樣處理自己與待被收養人因種族/文化不同而產生的問題？ 

                                                                      

                                                                      

                                                                      

                                                                      

                                                                      

                                                                      

                                                                            

                                                                      

                                                                       

                                                                      

                                                                      

 

 

7.適用於申請收養的待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 

7.a.台端對於未成年人出現偏差行為如偷竊或逃學、學業成績不佳的情況，有什麼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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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當上述情況發生在台端子女/被收養小孩身上時，台端會如何處理? 

                                                                      

                                                                      

                                                                      

                                                                      

                                                                      

                                                                      

                                                                            

                                                                      

                                                                       

                                                                      

                                                                      

 

    

8.適用於申請收養的待被收養人為成年人 

8.a.台端不喜歡待被收養人所結交朋友的類型如常吃喝玩樂/沒有上課/沒有正當

職業時，台端會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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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當待被收養人與台端在升學或選擇職業上有不同意見時，台端會如何處理? 

                                                                      

                                                                      

                                                                      

                                                                      

                                                                      

                                                                      

                                                                            

                                                                      

                                                                       

                                                                      

                                                                      

 

 

9.適用於已有子女（成年/未成年）之收養申請人 

9.a.台端會如何教導家中孩子，接納待被收養人成為自己的家庭成員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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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台端會如何分配照顧現有子女與待被收養人之間的時間? 

                                                                      

                                                                      

                                                                      

                                                                      

                                                                      

                                                                      

                                                                            

                                                                      

                                                                       
 

   

9.c.當子女表示不喜歡待被收養人時（如認為台端偏愛待被收養人），台端會如何

處理？ 

                                                                      

                                                                      

                                                                      

                                                                      

                                                                      

                                                                      

                                                                            

                                                                      

                                                                       

 

男收養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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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女收養申請人填寫 

 

一.關於就業狀況、健康狀況、生活成長史、婚姻生活及管養小孩經驗及計劃： 
 
就業狀況 
 
 

 

 

 

從現時 /最近

一份工作 /職

業開始填寫過

往 5 年的職業

情況 

機構名稱 職位 受僱年期 離職原因 

    

    

    

    

    

    

    

    

    

台端有否計劃

在12個月內轉

職？如有，請

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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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 
 

1. 台端曾因任何的精神、心理或行為異常問題（例如情緒低落、失眠、精神混亂）影響

台端社交生活或工作超過兩週或以上： 

 
□有       □沒有  

 

 

2. 倘若台端在前題回應‘有’，具體問題是什麼？台端是否曾接受過任何治療： 

                                                                      

                                                                      

                                                                      

                                                                      

                                                                      

                                                                      

                                                                      

                                                                      

 

 

生活成長史 

1.請簡述台端在成長過程中，最難忘的重要經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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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簡述台端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及如何去解決? 

                                                                      

                                                                      

                                                                      

                                                                      

                                                                      

                                                                      

                                                                            

                                                                      

                                                                       

                                                                      

                                                                      

 

 

婚姻生活 

1.請簡述台端在目前的婚姻關係中，最難忘的重要經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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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簡述台端在目前的婚姻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及如何去解決? 

                                                                      

                                                                      

                                                                      

                                                                      

                                                                      

                                                                      

                                                                            

                                                                      

                                                                       

                                                                      

                                                                      

 

 

管養小孩經驗及計劃 

1.請簡述台端照顧兒童的經驗（請註明兒童的年齡和與台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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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簡述台端現時/預計為人父母時應付可能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及如何去解決？                                                     

                                                                      

                                                                      

                                                                      

                                                                      

                                                                      

                                                                      

                                                                            

                                                                      

                                                                       

                                                                      

                                                                      

                                                                        

 

二.關於收養及管教待被收養人的事項： 

1.請簡述台端收養孩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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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請簡述台端認為申請收養的小孩在成長階段上有哪些需要？ 

                                                                      

                                                                      

                                                                      

                                                                      

                                                                      

                                                                      

                                                                            

                                                                      

                                                                       

                                                                      

                                                                      

 

 

2.b.當待被收養人在生活中的行為表現與台端的收養期望不同時，台端會如何去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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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端會否計劃將收養一事告知被收養人？而告知或不告知關於收養的原因是什

麼？ 

                                                                      

                                                                      

                                                                      

                                                                      

                                                                      

                                                                      

                                                                            

                                                                      

                                                                       

                                                                      

                                                                      

 

 

4.請簡述台端的子女（如有）及近親對台端申請收養決定的態度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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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簡述台端未來照顧待被收養人的計劃： 

                                                                      

                                                                      

                                                                      

                                                                      

                                                                      

                                                                      

                                                                            

                                                                      

                                                                       

                                                                      

                                                                      

 

 

6.收養申請人與待被收養人是不同國籍/種族者填寫： 

6.a.台端認為收養與自己不同國籍/種族的孩子，會對台端家庭帶來什麼影響？ 

                                                                      

                                                                      

                                                                      

                                                                      

                                                                      

                                                                      

                                                                            

                                                                      

                                                                       

                                                                      

                                                                      

 



社會工作局格式：296 
 

28 

6.b.台端會怎樣處理自己與待被收養人因種族/文化不同而產生的問題？ 

                                                                      

                                                                      

                                                                      

                                                                      

                                                                      

                                                                      

                                                                            

                                                                      

                                                                       

                                                                      

                                                                      

 

 

7.適用於申請收養的待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 

7.a.台端對於未成年人出現偏差行為如偷竊或逃學、學業成績不佳的情況，有什麼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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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當上述情況發生在台端子女/被收養小孩身上時，台端會如何處理? 

                                                                      

                                                                      

                                                                      

                                                                      

                                                                      

                                                                      

                                                                            

                                                                      

                                                                       

                                                                      

                                                                      

    

 

8.適用於申請收養的待被收養人為成年人 

8.a.台端不喜歡待被收養人所結交朋友的類型如常吃喝玩樂/沒有上課/沒有正當

職業時，台端會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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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當待被收養人與台端在升學或選擇職業上有不同意見時，台端會如何處理? 

                                                                      

                                                                      

                                                                      

                                                                      

                                                                      

                                                                      

                                                                            

                                                                      

                                                                       

                                                                      

                                                                      

 

 

9.適用於已有子女（成年/未成年）之收養申請人 

9.a.台端會如何教導家中孩子，接納待被收養人成為自己的家庭成員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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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台端會如何分配照顧現有子女與待被收養人之間的時間? 

                                                                      

                                                                      

                                                                      

                                                                      

                                                                      

                                                                      

                                                                            

                                                                      

                                                                       

 

 

9.c. 當子女表示不喜歡待被收養人時（如認為台端偏愛待被收養人），台端會如何

處理？ 

                                                                      

                                                                      

                                                                      

                                                                      

                                                                      

                                                                      

                                                                            

                                                                      

                                                                       

 

女收養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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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關於‘共同收養申請書’的聲明事項- 

 

本人謹此聲明： 

一.本人已盡本人所知填報‘共同收養申請書’各資料並確實無誤。 

二.本人明白向社工局提交的資料/文件並由社工局保存，是作為社工局根據法令第

65/99/M 號第一百三十九條，對本人提出的有關收養申請作出研究及決定的所需

文件。與此同時，上述資料/文件將會有可能交予檢察院/法院作為收養申請的資

料/文件之一。 

三.本人明白假若患有疾病或接受治療等的健康情況，便須另行遞交附加醫療報告/

資料給社工局。 

四.本人明白向社工局提交的資料/文件中，有些是具時效性。假若逾期便視為無效，

並須向社工局另行遞交最新的資料/文件。 

五.本人明白在輪候社工局編配合適的兒童時，基於處於可被收養的兒童不多及須視

乎配對程序的甄試結論等因素影響，故須時輪候社工局編配合適的兒童。 

 

 

 

 

 

  男收養申請人簽署      女收養申請人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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