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升級資助計劃  

申請簡介 

 

目的  
 

 本簡介就支援衞星電視共用天線 (SMATV)系統升級的資助計

劃的資格準則、申請程序及申請時限（即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供資料。資助計劃適用於在二零

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已涵蓋在現有 SMATV 牌照中，在 3.4 –  

4.2 吉赫(GHz)頻帶（一般稱為「C 頻帶」）操作的 SMATV 系統。  

 
背景  
 

2.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在題為「把 3.4 –  3.7 吉赫頻

帶的編配由固定衞星服務改為流動服務」的聲明 1 中公布，由二零二

零年四月一日起，3.4 –  3.7 吉赫頻帶的無線電頻譜編配將由固定衞

星服務改為流動服務。基於頻譜重新編配，以及根據一項由通訊事務

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 2的結果，現有

SMATV 系統必須升級，方可與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推出的第

五代流動（「5G」）系統並存。關於升級工程的基準要求，載於通

訊辦發出題為「在 3.7 – 4.2 吉赫頻帶操作的 SMATV 系統的基準要

求」的資料便覽 3（「資料便覽」）。  

 

3. 通訊局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發出的聯合聲明 4 中公布，通訊局決定推行資助計劃，支援在二零一

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已涵蓋在現有 SMATV 牌照中的 SMATV 系

統進行升級（「資助計劃」）。資助計劃的詳情載於「拍賣 3.5 吉赫

頻帶內的無線電頻譜以提供公共流動服務」的資訊備忘錄 5。根據該

資助計劃，將來使用 3.4 –  3.6 吉赫頻帶營運業務的 5G 網絡營辦商

（「營辦商」）須共同設立一筆款項，以推行資助計劃。每個合資格

的 SMATV 系統其擁有人（「擁有人」）將一筆過獲港幣兩萬元的資

                                                           
1 該通訊局聲明載於：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1/ca_statements20180328_tc.pdf 
2 該顧問研究報告載於：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common/reports/consultancy/cr_201803_28_en.pdf 
（只提供英文版） 

3 該資料便覽載於：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0/i0012c.pdf  
4 該聯合聲明載於：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81/joint_statement_st_062018_tc.pdf  
5 該資訊備忘錄載於：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168/3_5_ghz_Auction_IM.pdf （只提供

英文版）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1/ca_statements20180328_tc.pdf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common/reports/consultancy/cr_201803_28_en.pdf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0/i0012c.pdf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81/joint_statement_st_062018_tc.pdf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168/3_5_ghz_Auction_IM.pdf


助，為相關的 SMATV 系統進行一次升級，以符合資料便覽載列的基

準要求。申請人需注意，這項資助不應用作保養及維修等經常開支。

因此，申請者在提出申請時須一併提交聲明，確認會使用所得的資助

為有關的 SMATV 系統升級。不過，申請者可全權決定升級工程的細

節及時間表。  

 

申請人的資格準則 
 

4. 申請人的資格準則如下：  

 

(a)  申請人必須是 SMATV 系統的擁有人；以及  

(b)  有關 SMATV 系統須在 C 頻帶等的頻帶操作；以及  

(c)  有關 SMATV 系統須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已涵蓋

於現有 SMATV 牌照中。  

 

5. 為求清晰起見，申請人可為多於一個其擁有的 SMATV 系統申

請資助。在申請資助時，於 SMATV 牌照附表內登記為有多個碟形天

線的 SMATV 系統會當作一個 SMATV 系統處理。若多於一人／一方

各擁有某個 SMATV 系統的不同部分，他們須自行決定應由哪一位申

請資助。通訊辦將全權決定申請的結果及因申請相關而引起的任何事

宜。  

 

如何申請資助 
 

6. 申請人須就每個 SMATV 系統遞交申請表，並附上所需證明文

件。通訊辦會盡可能在推出資助計劃後兩星期內，把申請表連同有關

資料郵寄給合資格的 SMATV 系統擁有人。申請人亦可於通訊辦網站 6

下載申請表，或致電通訊辦（電話：8102 4387），要求通訊辦安排

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提供申請表。如申請人認為本身有權申請資

助，但卻沒有收到通訊辦提供的申請表，我們亦建議他們以上述方法

索取申請表。  

 

7. 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和提供證明文件，以確定：  

(a)  申請人的身分；以及  

(b)  有關 SMATV 系統的擁有權。  

 

8. 所需證明文件載列於下文第 9 段。申請人如不欲展示證明文件

中的敏感資料（例如商業條款、價格資料等），須自行負責遮蓋。通

訊辦接納證明文件的影印本，惟影印本每一頁均須蓋上正式印鑑和附
                                                           
6 申請表可於下述網址下載：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broadcasting/television_broadcasting/satellite_tv/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broadcasting/television_broadcasting/satellite_tv/index.html


有申請人的授權簽署。  

 
申請人的身分證明文件  
 

9. 申請人須提交以下資料及文件，以確定身分：  

 

(a) 申請人應提交註冊╱成立的證明，須提供的文件如下：  

 

(i)  香港公司   公司註冊證書及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ii)  外國公司  經公司董事或獲授權人士核證的公司

註冊證書或同等文件副本  

 

如申請人並非法人團體，因而無法提供上述文件，可提供以下

文件：  

 

(ii i)  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註冊證書副本   

 

(iv) 大學╱學院  相關條例或教育局的註冊證明書副本  

 

(v) 其他  請聯絡通訊辦（電話：8102 4387）

查詢有關所需文件的資料  

 
 

(b) 在申請表內提供申請人在香港的聯絡人的詳細資料。由於通訊

辦可能會就所需或所提供的資料提出問題，該香港聯絡人必須

獲授權回答有關問題。  

 

(c) 申請人亦必須在申請表中聲明是以擁有人或獲擁有人授權的身

分就有關 SMATV 系統提交申請表。  

 

 
申請人擁有系統的證明文件 
 

10. 為確定有關 SMATV 系統的擁有權，申請人須提供：  

 

(a)  清楚顯示且令通訊辦信納申請人在申請當日擁有有關 SMATV

系統的文件（例如明文載述 SMATV 系統擁有權的有效

SMATV 合約的副本）；或  

 

(b) 如無法依據上文第 10(a)分段提供文件時，則須提供：  



(1) 由(i)SMATV 承辦商 7、(ii)  根據有關 SMATV 系統的維持╱

出租合約，委聘 SMATV 承辦商的委聘方（例如業主立案

法團、大廈的唯一業主、物業經理）；以及 (ii i) 有關

SMATV 系統所服務的大廈的業主代表，三方共同簽署的

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的格式載於附件一。三方

在同意書中須聲明不反對申請人是系統的擁有人及唯一合

資格的申請人，他們亦須確認通訊辦可依照同意書中的聲

明及申述提供和管理資助計劃；以及  

(2) 就維持╱出租有關 SMATV 系統與 SMATV 承辦商簽訂的

有效合約副本。  

 

11. 通訊辦可能會聯絡上文第 10(a)及 10(b)段所述文件提及的人士，

以確定 SMATV 系統的擁有權，以方便處理申請。如有多人就同一

SMATV 系統申請資助，通訊辦會待有關人士解決爭議和提供上文第

10(b)(1)段所述的同意書後，才處理申請。  

 

12. 就同意書而言，有關大廈的唯一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

委員會、互助委員會或以有關大廈業主的代理人身分行事的公司，均

合資格成為有關大廈的可接受業主代表。  

 

13. 為簡化申請程序，如有關 SMATV 系統並非由 SMATV 承辦商

擁有（下稱「私有系統」），則有關 SMATV 承辦商無須簽署同意書。

申請人可向其委聘的 SMATV 承辦商或通訊辦查詢，以確定有關

SMATV 系統是否屬於這個類別。  

 

14. 如業主立案法團委聘 SMATV 承辦商維持有關 SMATV 系統，

則業主立案法團應同時以委聘方及大廈業主代表的身分簽署同意書。  

 

彌償  
 

15. 如申請人在任何時間被發現事實上並非擁有人，而通訊辦因

或就該申請人作出有關 SMATV 系統擁有權的申述，以致蒙受任何損

失，申請人須就此向通訊辦作出彌償。本段（第 15 段）內的「損失」

指任何及所有損害、法律責任、索求、費用、支出、申索、訴訟及法

律程序，並包括所有相應而生、直接、間接、特殊或附帶損失或懲罰

性賠償或損失、各項法律及專業費用、訟費及開支、罰款、利息及／

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經濟損失。  

 

                                                           
7 SMATV 承辦商持有由通訊局發出的 SMATV 牌照。  



16. 如申請人獲得資助後出現任何因 SMATV 系統擁有權而引起或

與之有關的爭議或分歧，須與所涉各方自行解決。通訊辦在任何情況

下均沒有義務向指稱涉及爭議或分歧的申索人提供申請人的詳細資料，

或協助解決爭議或分歧。  

 
如何遞交申請 
 

17. 申請表連同所需證明文件應郵寄至：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29 樓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經辦人：支援服務組） 

 

18. 通訊辦會在收到申請後七個工作天內向申請人發出認收通知。  

 

19. 申請人遞交申請，即被視作接受和同意遵守《支援衞星電視

共用天線系統升級資助計劃申請簡介》所載的條文，通訊辦方會考慮

其申請或讓其實際上參與資助計劃（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申請期 
 
20. 資助計劃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期間接受申請。逾期申請概不受理。  

 
申請結果和取得資助  
 

21. 通訊辦會在收到有效的申請（即已填妥並妥為簽署的申請表

連同所有所需的證明文件）後 45 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人其申請結果。 

 

22. 如申請成功，資助會以註明支付予申請人的劃線支票發放。

支票將以掛號郵件寄予申請人，申請人須在發出日期起計 60 個曆日

內兌現支票。  

 

23. 由於資助計劃是由營辦商提供經費，通訊辦會在資助計劃結

束後向營辦商提供成功申請人名單，以供參考。  

 
 
 
 



提供個人資料 
 

24. 申請人須提供充足的資料，以便通訊辦處理申請。申請人所

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通訊辦用以處理其申請。通訊辦可能會向提供經

費予資助計劃的營辦商或在有需要時向任何各方披露申請表所載的個

人資料，以處理有關申請。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和修正申請表所載的

個人資料。查閱資料的權利包括取得申請表所載個人資料的副本，惟

索取這些資料時或須繳費。如對申請表所載的個人資料有查詢，包括

提出查閱和修正個人資料的要求，請以書面方式向通訊事務管理局辦

公室個人資料主任提出（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9 樓），或傳真至 2187 3104。  

 

免責聲明 
 

25. 申請人如因提交申請表或資助計劃產生或與提交申請表或資

助計劃相關的事宜而蒙受或招致：  

(a)  任何相應而生、間接或特殊的損失；或  

(b) 任何利潤、資料、使用、生產、合約、機會、節約、折扣或

回扣（無論是實際或預期）上的損失，或聲譽或商譽的損

害；  

通訊辦一概不會負上法律責任，但本段（第 25 段）不適用於欺騙或

有欺詐成分的失實陳述或適用法律不可排除或限制的任何其他損失。  

 

查詢  
 

26. 任何人士如欲查詢與資助計劃相關的事宜，可致電 8102 4387

或以電郵（ support_services@ofca.gov.hk）或傳真（3155 0944）方

式向我們提出。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mailto:support_services@ofca.gov.hk


擁有權同意書  

支援衞星電視共用天線(SMATV)系統升級資助計劃  

 

 

申請人名稱： 

 

 

 SMATV系統 

的安裝地址： 

 

 

SMATV 承辦商、委聘方及業主代表（統稱為「有關各方」）明白，上述申請人將根據上述

資助計劃提出申請，以取得港幣兩萬元的資助（「資助」），用以支援安裝於上述地址的

SMATV 系統（「系統」）升級。有關各方現向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聲明

和表示有關各方同意申請人是系統擁有人，因此是就系統申請資助的唯一一方。有關各方

（申請人除外）承諾不會向通訊辦提交同一申請，亦不會因或就申請人並非該 SMATV 系統

擁有人的指稱而向通訊辦提出申索。有關各方亦贊同通訊辦依照上述聲明及申述提供和管理

資助計劃。    

(1) SMATV承辦商i 

 SMATV承辦商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印鑑 

 

 (2) 委聘方ii 

 委聘方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印鑑 

 

(3) 業主代表iii 

 業主代表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主代表是 

(請剔選其中一項) :   

 大廈唯一業主  互助委員會 

 業主立案法團  代表大廈業主行事的代理人 

 業主委員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印鑑 
 

附件一  



                                                           
i  SMATV 系統是由持牌 SMATV 承辦商維持。申請人可與其委聘的 SMATV 承辦商或通訊辦聯繫，

以確定有關 SMATV 系統是否屬於私有系統（請參閱《支援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升級資助計劃申

請簡介》第 13 段）。若然，SMATV 承辦商無須簽署本同意書。    

ii  委聘方指委聘 SMATV 承辦商根據 SMATV 合約維持有關 SMATV 系統的公司／組織（例如業主

立案法團、物業經理）。   

iii  業主代表可以是有關大廈的唯一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互助委員會，或以有關大廈業

主的代理人身分行事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