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1 of 6 
 

  

 

私人密件 

  

租務申請表格 
 

*本人/本公司擬租用 *     (商場名稱) /      (區域) 內*商舖/街市檔位，*本人/本公

司之詳細資料如下:- 

1. *#申請人姓名/公司名稱                

2. #擬租用單位經營業務性質                

3. #擬租用面積/單位編號(如適用)   約由   (呎) 至   (呎)/    單位編號 

4. ^#建議淨額租金                  

5. 其他條件(如適用)                 

6. *本人/本公司之聯絡電話、聯絡地址及電郵地址 :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如有)              

7. *本人/本公司之業務經驗(如有)           

8. 申請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閣下務必提供相關資料，否則領展將無法跟進閣下之申請。 

^閣下之建議租金僅供初步參考，各*商舖/街市檔位另有管理費及/或空調費用，詳情請致電以下各區租務查詢電話︰ 

 

地區  購物商場/商舖 

傳真號碼: 2267-4176 

查詢電話 

街市/街市檔位 

傳真號碼: 2386-3967 

查詢電話 

香港 港島東及港島南 2175-1773 / 2175-1755 2175-1274 / 2175-1701 

九龍 油尖旺 2175-1391 / 2175-1393 

2175-1863 / 2175-1275 / 2175-1701 

九龍城 2175-1756 / 2175-1755 

觀塘 2175-1374 / 2175-1754 

深水埗 2175-1904 / 2175-1396 / 2175-1755 

黃大仙 2175-1747 / 2175-1836 

新界 西貢及將軍澳 2175-1766 / 2175-1152 / 2175-1774 2175-1727 / 2175-1783 

離島（如：東涌） 2175-1396 

2175-1976 / 2175-1759 / 2175-1354 

葵涌及青衣 2175-1904 / 2175-1755 

新界北（如：上水、粉嶺） 2175-1661 / 2175-1395 

沙田及馬鞍山 2175-1375 / 2175-1850 

大埔 2175-1661 / 2175-1588 

屯門 2175-1737 / 2175-1769 

元朗及天水圍 2175-1864 / 2175-1181 / 2175-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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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 

(一) 填妥後之申請表格可電郵、傳真、郵寄或親自遞交至租務辦事處，請於信封面註明「商業單位租用申請 – 私

人密件」:- 

  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 77號海濱匯 1座 20樓   

  電郵 : leasingenquiries@linkreit.com 

(二) 本申請及其提交給領展(下述)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構成任何具法律約束性之文件。領展(下述)保留權利接納或拒

絕任何租務申請。 

(三) 本表格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將供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旗下公司，包括但不僅限於領展物業有限公司、領展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Link Monte (HK)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或代理人(統稱”領展”) 用作處

理商業單位租用申請以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內所提及的其他用途。詳情請參閱此申請表格附上的收集個人資

料聲明。 

(四) 未獲成功申請者的個人資料，將於本申請表格收取日期起一年後被銷毀。 

(五) 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申請人聲明及簽署 

 

本人/我們簽署此申請表以確認本人/我們已經細閱、明白及同意申請表內所載述的重要事項及其附件所載述的收集

個人資料聲明。本人/我們謹此聲明，在此申請書上所填報的資料均為正確、完整及無誤。 

 

 

領展擬使用閣下/你們的姓名及聯絡資料（例如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及／或聯絡地址）及/或提供該聯絡資料予關連人

士(詳情載於所附上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以供該人士用作於附上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中所列的產品、服務或宣傳活

動的直接促銷用途，但領展在未得到 閣下/你們同意之情況下，不可如此使用或提供 閣下/你們的個人資料。 

 

(註﹕請簽署本申請表格以表示 閣下/你們同意如此使用 閣下/你們的個人資料。如 閣下/你們同意領展使用 閣下/你

們的個人資料作相關的直接促銷用途，請於簽署本表格前於以下空格加上✓號以表示同意。) 

  本人/我們（申請人）同意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用作所建議的直接促銷用途。 
 

(註﹕請簽署本申請表格以表示 閣下/你們同意領展提供 閣下/你們的個人資料予關連人士。如 閣下/你們同意領展提

供 閣下/你們的個人資料予關連人士，以供該人士作相關的直接促銷用途，請於簽署本表格前於以下空格加上✓ 號以

表示同意。) 

 本人/我們（申請人）同意貴公司提供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予關連人士，以供該人士用作直接促銷用途(無論該

等提供貴公司將會得益與否)。 

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姓名： 

日期： 

 

 

 

此欄由領展職員填寫 

收取日期  收取員工  

處理日期  處理員工  

狀態 : 結束 / 進一步洽商 / 其他 

mailto:leasingenquiries@linkr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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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聲明是由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領展資產管理」）作爲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展房地產基金」)

的管理人、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及 Link Monte (HK) Limited（統稱「領展」、「我們」或

「我們的」）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而作出。

本聲明旨在通知閣下我們收集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將如何使用該等資料、個人資料將轉交何人及應向誰提

出查閱資料的要求。 

 

持有的個人資料種類 

 

我們持有四大類別的個人資料，分別為顧客及租戶的個人資料、商業合作夥伴的個人資料、僱傭相關的個人

資料及網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收集 - 為何我們收集閣下的資料   

 

我們不時向閣下收集個人資料，以便向閣下提供我們的服務，以及提升閣下的顧客體驗。閣下沒有義務向我

們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但如閣下不提供個人資料，我們將無法向閣下提供領展房地產基金、領展物業有限

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及 Link Monte (HK) Limited 的部分訊息、材料、服務及／或產品。 

 

我們會在有關表格或申請表上指出所需的個人資料是用作強制性或自願性用途。倘個人資料是用作強制性

用途，而閣下希望我們提供閣下所申請的服務，則閣下必須向我們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倘個人資料僅作自

願性用途，閣下可通知我們不要將閣下的個人資料用作該用途，我們將不會如此進行。 

 

倘若閣下年齡未滿 18 歲，閣下必須徵得閣下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方可向我們提供任何個人資料。 

 

用途 - 閣下資料的可能用途 

 

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將用於：  

1. 進行我們業務的日常管理及運作，以及改善我們為顧客及租戶提供的服務; 

2.   申請、管理、重續及終止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Link Monte (HK) Limited 及或領展

房地產基金的商場、鮮活街市、熟食檔位及由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停車場（「領展物業」）

的租約、租賃及使用權協議，以及於該等物業內提供的或與其相關的服務、活動、項目及節目； 

3.  對身份進行識別、配對及／或記錄，以便維持與我們顧客及租戶的聯繫，及更新顧客及租戶的資料； 

4.  處理查詢及意見回饋，以便向領展物業的租戶及購物人士提供更佳服務； 

5.  內部統計及分析用途； 

6.  向我們的租戶及購物人士提供領展物業的最新消息和活動，以及有關領展及或領展房地產基金的最新

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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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讓任何潛在的受讓人、承讓人、業權繼承人或買方能夠對領展全部或任何部分資產或業務進行評估或

於擬議的交易時進行盡職調查，及讓最終的受讓人、承讓人、業權繼承人或買方於完成相關交易後在

營運所購入的資產或業務時使用閣下的資料。 

 

將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用途 /提供個人資料予其他人士作為直接促銷用途 

 

我們擬將閣下的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用途，但除非我們已得到閣下的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對擬作之用

途），否則我們不會如此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此外，我們擬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以下全部或其中任何人士(「關連人士」) 作為他們直接促銷用途 (i) 領

展房地產基金所持有的公司包括所有特別目的投資工具(ii) 領展資產管理、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

有限公司、Link Monte (HK)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或代理人。 但除非我們已得到閣下的同意（包括表示不反

對擬作出之提供），否則我們不會如此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請注意我們在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一事當中將

會得益。 

我們會使用閣下的姓名及聯絡資料（例如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及／或通訊地址），或提供該資料予全部或任

何關連人士以供該人士透過信函、電郵、電話、短訊、即時通訊工具或訊息應用程式、印刷品、通訊、小冊

子及宣傳單張等不同的通訊途徑促銷下列服務、產品及宣傳活動。該等服務、產品及宣傳活動包括： 

1.  在領展物業內出租商舖、鮮活街市檔位及停車場，及進行租賃推廣，或在領展物業內為我們的租戶、購

物人士及停車場使用者提供其他獎勵計劃； 

2. 進行有關領展或領展房地產基金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活動，例如（但不只限於）領展社區體育學院及

「愛‧匯聚計劃」，以及在領展物業內進行類似的可持續發展／社區參與／慈善活動；  

3.  為我們的合作品牌夥伴、服務供應商、社區參與計劃夥伴及租户在任何領展物業內提供產品及服務； 

4.  在領展物業內對餐飲，或娛樂、消閒及體育或類似活動進行推廣；  

5. 於領展物業內進行資產提升項目及其他計劃，從而改善購物環境；及 

6.  與領展物業內零售設施、業務及活動有關的任何其他服務、產品及活動。  

 

倘閣下同意我們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及/或提供閣下個人資料予關連人士，以供該人士作有關的直接促銷用

途，請於表格內的有關部分加上  號，表示閣下同意收取直接促銷材料及/或提供閣下個人資料予關連人士

作直接促銷用途。 

 

閣下可於任何時間選擇不准許我們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或提供閣下資料予關連人士，以供

該人士作為直接促銷用途，請以書面通知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 77 號海濱匯

1 座 20 樓（收件人：公司資料私隱主任），或電郵至 enquiriesprivacydata@linkreit.com，而閣下毋須就此

繳付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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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個人資料的轉交 

 

我們將會對持有的個人資料保密，但我們可能向下列人士披露及／轉交有關個人資料（不論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以內或以外），以用作本聲明所載用途： 

1.  包括領展房地產基金的所有特別目的投資工具、領展資產管理、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

Link Monte (HK) Limited 及/或其附屬公司，以便於我們在領展物業內進行業務及活動； 

2.  領展資產管理、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及 Link Monte (HK) Limited 的專業顧問、服務供

應商或承包商，於領展物業內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租賃或特許使用服務； 

3.  就有關領展物業內的業務及活動，向我們提供行政、電訊、電腦、付款、內容、資訊或其他促銷或推廣

服務的任何代理人、承包商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 

4.  對我們負有保密責任，或承諾為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密，且於使用時嚴格遵守《私隱條例》規定的任何人

士； 

5.  根據法律規定我們有責任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及 

6. 身為領展全部或任何部分資產或業務的任何實際或潛在受讓人、承讓人、業權繼承人或買方。 

 

個人資料的安全保障 

 

我們一向致力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受到保護，以免在未經授權或意外的情況下被查閱、處理、刪除或用作

其他用途。我們已執行各項適當的實質、電子及管理措施，以保障及確保閣下個人資料的安全。  

 

資料的保留 

 

我們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存一段合理時間，以達到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或遵守香港的相關規則、規例及

法律。不再需要使用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資料的安全保障 

 

閣下的個人資料將存放於領展資產管理、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及 Link Monte (HK) 

Limited 的辦事處，或他們委聘的服務供應商，並僅將提供予獲得我們授權的僱員及服務供應商查閱。   

 

查閱／改正資料的要求 

 

根據《私隱條例》，任何人士均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由我們就該人士持有的個人資料。根據《私隱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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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款，領展資產管理、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匡倫(香港)有限公司及 Link Monte (HK) Limited 有權就處理任

何資料查閱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倘閣下有意查閱或更改閣下由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請將有關要求送交下述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 

海濱道 77 號 

海濱匯 1 座 20 樓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資料私隱主任收 

 
 
         或電郵至：PersonalDataPrivacy@linkreit.com 

語言版本 

 

本聲明的中英文版本倘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注意：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可予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