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土地大辯論」政策倡議  

丁屋截龍  釋放土地  

背景  

1.  新界小型屋宇政策（或稱「丁屋政策」），由 1972 年開始實施。

政策容許 18 歲或以上的原居民男丁向政府申請興建一棟不超過

三層或 27 呎高，每層面積不大於 700 尺的住宅（即「丁屋」）。  

2.  視乎原居民本身擁有認可村地與否，如有，原居民可申請免地價

建屋；如否，亦可以市值三份二的優惠地價，獲批政府土地以建

丁屋。過程中，除免補地價之外，原居民可豁免向建築事務監督

遞交各項圖則，以節省大量費用。  

3.  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由政策實施至今，共批出逾四萬宗丁屋申

請，當中超過四份一的丁屋申請以優惠價向政府購買官地形式興

建。除此之外，現時亦囤積達八千多宗丁屋申請仍未處理 1。  

4.  丁屋政策容許原居民有特權興建丁屋，造成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

均，因而極具爭議。根據統計處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數字，香

港家庭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僅 161 平方呎；而居住在劏房的

20.97 萬貧窮人口，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更只有 56.5 平方呎。相

對男性原居民與生俱來擁有申請興建 2100 平方呎丁屋的特權，

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條 2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3對

人人平等的承諾。  

5.  丁屋政策嚴重浪費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不符合可持續性發展的

原則。根據 7 月 11 日發展局回覆立法會的書面質詢（立法會問

題第十三條），當中未經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扣除道路／通

                                                      
1
 見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審核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DEVB(PL)333:  

https://www.landsd.gov.hk/tc/legco/sfc_question_2018/DEVB(PL)333.pdf  
2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
 《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
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
視。 

https://www.landsd.gov.hk/tc/legco/sfc_question_2018/DEVB(PL)333.pdf


 
道、人造斜坡及簡易臨時撥地後，仍有 932.9 公頃的閒置官地，

預留作興建小型屋宇之用，面積相等於 44 個太古城。  

6.  香港土地有限，但劃作「鄉村式發展」土地的面積卻多年來有增

無減。根據該質詢的回應，過往 10 年，劃作「鄉村式發展」的

土地面積由 2008 年的 3,154 公頃大增至 2017 年的 3,377 公頃，

共增加 223 公頃。而現時囤積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達 8,548

宗，單要滿足這些申請，便需要多達 110 公頃的土地，面積相等

於 5-6 個太古城。  

7.  現時，小型屋宇政策已偏離當年制定時的目的。過往 10 年，共

落成 9,375 個小型屋宇，而在同一時期有 4,687 宗成功獲批准撤

銷轉讓限制，即是有接近一半的小型屋宇持有人打算將單位轉售

或出租圖利，並非用以自住。  

8.  據 1972 年新界民政署署長 Denis Bray 於立法局所作演講：  

「我需要強調，小型屋宇政策是臨時措施（ interim 

measures），僅為協助新界鄉郊地區制定長遠綜合發展政策

（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這項任務是長遠的，但

在長遠合適的發展計劃出爐之前，我們必須處理當地人民的日常

需要……」 4 

然而，作為「臨時措施」的小型屋宇政策實施至今已四十多年，

做法極之荒謬。我們認為，全面檢討小型屋宇政策刻不容緩。  

具體建議  

9.  我們倡議政府全面檢討新界小型屋宇政策。具體措施如下：  

停止「私人協約批地」（即向原居民批出政府土地以建丁屋）的做法  

10.  我們建議全面停止「私人協約批地」（即向原居民批出政府土地

以建丁屋）的做法，並重新改劃目前「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涵概

                                                      
4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29

th
 Nov. 1972. 

p.192. Retrieved from: http://www.legco.gov.hk/yr72-73/h7211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72-73/h721129.pdf


 
範圍，將現時 932.9 公頃閒置官地剔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

便政府作全面規劃發展。  

11.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改劃用地用途需要經過城

規會批准。參考過往政府賣地時亦有改劃用地用途的情況，例子

說明只要有政策支援，城規會甚少反對有關申請，而且過程需時

少於 1 年。  

12.  釋放出的土地按區議會分區分布如下：  

區議會分區  土地面積（公頃）  

中西區  0 

灣仔  0 

東區  0 

南區  3.0 

油尖旺  0 

深水埗  0 

九龍城  0 

黃大仙  0.2 

觀塘  6.3 

葵青  8.5 

荃灣  29.2 

屯門  57.6 

元朗  228.4 

北區  127.7 

大埔  121.1 

沙田  102.1 

西貢  142.8 

離島  106.0 

總面積：  932.9 

 



 
13.  另外，政府在 1981 年推行鄉村擴展區計劃，惟到 2002 年，政

府以認為此計劃牽連太大、成本過高，曾宣布暫緩發展計劃 5。現

時排頭和上禾輋、蝦尾新村，以及其餘八個尚待開發的鄉村擴展

區涉地共 18.5 公頃，已預留日後作興建丁屋之用。  

14.  政府經常以土地零碎為藉口拒絕發展閒置預留官地，事實上，

根據本土研究社「好誠實研究」，面積大於 0.05 公頃（參考政府

考慮土地是否零碎的標準）及非斜坡的閒置官地最少有 108 塊 6。  

15.  而且，在「鄉村式發展」用地上往往有大量棕地作業，即現時

用作貨櫃場、倉庫及停車場的土地。只要政府同時發展閒置官地

附近的棕地，便可整合零散地段，善用土地（見蝦尾新村例

子）。  

閒置官地與棕地綜合發展例子：蝦尾新村  

16.  我們參考政府部門資料，粗略繪製出兩幅地圖：（見附一及附

二）  

17.  附一的地圖上，則顯示出現時劃作「鄉村式發展」用作及鄉村

範圍（即「村界」）的面積。附二的地圖上，綠色地段為蝦尾新

村附近預留興建小型屋宇的「鄉村式發展」閒置官地，啡色地段

為棕地（現用作為停車場、貨櫃場、倉庫等用途）。可見，閒置

官地多與棕地相連，土地多已平整，且附近設有道路交通配套，

適合發展。  

18.  我們以地政總署的地理資訊地圖粗略推算，若然政府同時發展

位於蝦尾新村的閒置官地及附近多塊的棕地，可供發展土地至少

                                                      
5
 立法會 CB(1)1909/01-02(04)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1-

02/chinese/panels/plw/papers/plw0606cb1-1909-4c.pdf) 
6
 本土研究社, 民間土地資源小組. (2018). “好誠實研究及公眾諮詢”. 第 13頁.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plw/papers/plw0606cb1-190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plw/papers/plw0606cb1-1909-4c.pdf


 
可達 6 公頃。若用作興建公營房屋，以 6 倍地積比率計算 7，可即

時解決最少 1 萬人的住屋需求 8。  

上述倡議理據  

港府有權決定土地資源如何運用  

19.  據《基本法》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

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

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支配。」  

 

香港的土地由政府管理及分配土地，政府有權利決定土地資源應

如何使用，更何況劃作「鄉村式發展」的閒置官地，業權屬於政

府，檢討使用方式理所當然。  

小型屋宇政策不可持續，浪費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  

20.  正如上文所言，香港土地有限，「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卻多年

來亦有增無減，佔地甚廣。單計未來十年預留作興建小型屋宇之

用的閒置官地，就已經有 932.9 公頃，面積相等於 44 個太古

城。在土地問題如此嚴重之下，依然容許大片土地用作建低密度

發展，嚴重浪費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  

小型屋宇政策有違平等的核心價值  

21.  香港家庭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僅 161 平方呎，同時達 20.97 萬

的貧窮人口住在在割房之中，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僅 56.5 平方

呎；相反，男性原居民與生俱來擁有申請興建 2100 平方呎丁屋

的特權。小型屋宇政策根據一個人性別、出身，去判定他擁有的

權利，根本性地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

                                                      
7
 現時新發展區及綜合發展區最高住用地積比率為 6.5倍；近年新公屋如青山醫院西北兩幅土

地及荔景邨前中聖書院校址的地積比率亦增至 6倍。 
8
 參考規劃署《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二章，取地盤面積為 6 公頃，地積比率 6倍，每單位

總樓面面積 45平方米及每單位人口 3人，對照《準則》內圖表 6，推算出蝦尾新村閒置官地及

附近棕地可容納約 12,000 人。 



 
第二十二條對人人平等的承諾。  

結言：  

22.  我們認為，停止「私人協約批地」（即向原居民批出政府土地以

建丁屋）的做法，可大大壓抑本港對小型屋宇的土地需求，為丁

屋截龍，並可即使釋放 932.9 公頃的閒置官地，供全面規劃發展

之用。在香港土地問題嚴重之下，全面檢討新界小型屋宇政策急

不容緩。  

23.  全面檢討新界小型屋宇政策當然不單為丁屋截龍，亦需要正視

現時丁屋僭建 9、套丁 10等濫用小型屋宇政府的情況。政府亦應加

強執法，不能姑息長期違規者，繼續靠攏既得利益。   

                                                      
9
 申訴專員公署 1996 年、2004 年、2011 年及 2017 年調查報告中，均指出現時的執法仍未能有

效遏止村屋僭建問題。在 2017 年調查報告當中，申訴專員公署更曾指出新界鄉郊一棟村屋自

1994年起違規擴建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至 2014年地政總署才執法，違規情況持續超過 20

年。（見 申訴專員公署 地政總署對某違規村屋的管制行動 主動調查報告 

http://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406_full_TC-12_9_2017.pdf, p. 5-11） 
10
 就涉嫌套丁的情況，我們認為地政署作為審批丁屋申請的部門，只要做好把關工作並嚴正執

法，便能杜絕套丁。地政處至少有四次把關的機會，包括：分割地段、批出丁屋牌照、發出滿

意紙及撤銷轉讓限制。而且只要政府翻查土地查冊紀錄，即可得知地權的變化，以發現圖丁的

蛛絲馬跡。 

http://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406_full_TC-12_9_2017.pdf


 
附一：蝦尾新村「鄉村式發展」用地  

圖中藍色地段為「鄉村式發展」用地，紅色地段為鄉村範圍（即

「村界」）  



 
附二：蝦尾新村附近閒置官地及棕地地圖  

圖中綠色地段為預留興建小型屋宇的「鄉村式發展」閒置官地，啡色

地段為棕地（現用作為停車場、貨櫃場、倉庫等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