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

序言

房地產表現與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已愈來愈

受當今國際社會關注。這種唇齒相依的關係，在香港尤為明

顯。亞洲金融風暴，不但令本港的經濟面臨重大的考驗，亦

令本港的物業價格下降了大約一半。雖然物業價格滑落緩和

了物業市場過熱的情況，長遠來說有利本港，但近日的大幅

調整，不但令很多市民有所損失，也損害了其他經濟活動。

在這情況下，本港的房屋策略，必須與長遠的經濟發展

互相配合，同時能夠因應短期問題，靈活變通。今年二月，

我們發表了《香港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而為達致白皮書

內所載列目標進行的各項工作，亦進展順利。與此同時，我

們會定期檢討政策和落實這些政策的方法。基於這些考慮，

我們已制定來年的新措施，並在本小冊子裏加以說明。

我們會繼續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他們負擔得來的

居所；確保最公平合理地把社會資源用於資助公共房屋計劃；

以及協助希望自置居所的家庭達成願望。

通過長遠策略性規劃及就短期問題而迅速回應，我們會

繼續朝 「建屋安民」的目標邁進。



一

建屋安民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通過提供足夠數量和市民負擔得來

的自置居所或租住房屋，確保人人安居。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減少居住環境欠佳市民的人數

幫助所有家庭獲得負擔得來的住屋

鼓勵市民自置居所



二

成效重點

第四頁

第六頁

第八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定期和準確地評估房屋需

求

二 提供足夠房屋用地和有關

的基礎設施、簡化土地發

展的程序，以及減少對建

造業的限制

三 擬定和持續推行長遠建屋

計劃，並制定有效的機制，

以監察其進度和解決有關

問題

四 創造合適的環境，使私人

機構可以在滿足房屋需求

方面，發揮最大的作用

五 實施資助房屋計劃，協助

特定入息範圍內的市民自

置居所

第九頁

第十頁



六 為無法負擔其他類別房屋

的人士，提供租金合理的

住屋

七 推行各項措施，解決有特

別需要的人士的住屋需求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三

第十五頁

第十三頁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一 定期和準確地評估房屋需求

在房屋局的督導下，規劃署成立了一個房屋需求工作小

組，以評估整體房屋需求。該工作小組已制定了一套房屋需

求模式，這套模式可因應政府政策的轉變和最新的統計數據，

作出調整。

模式所採用的數據及假設會定期更新。我們會不斷改善

和把模式重新運行，以求定期及準確地評估房屋需求。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就評估房屋需求

所作出的定期檢討。

四

措施 目標

出版有關房屋需求量的年報

(規劃署 )*

由一九九九年開始出版

年報

制定和採用一個特定模式，

以評估老人的住屋需求

(規劃署 )

制定模式，並在一九九九

年內完成推算



措施 目標

重新調查市民在房屋方面的

期望，包括為長者家庭進行

分類調查

(規劃署 )

在一九九九年內完成有

關調查工作

五



二 提供足夠房屋用地和有關的基礎設施、簡

化土地發展的程序，以及減少對建造業的

限制

要滿足房屋需求和減少物業價格波動，我們必須有穩定

和充足的房屋土地供應。規劃環境地政局將會透過完善的土

地增闢計劃，維持土地的供應，並會每年公布一個向前推展

的五年批地計劃，以提供房屋發展用地。我們會繼續發展策

略性發展區，包括在現有及新闢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以及善

加利用各項重要鐵路和公路工程項目，爭取進行更多市區發

展計劃。我們亦會繼續於適當時把農地及工業用地重新劃作

建屋用途。

我們會繼續加快與房屋有關的基礎設施及土地的發展程

序 (包括填海工程的法定程序、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以及

為平整地盤及基礎設施進行的招標程序和詳細設計 )，以縮短

平均的發展時間。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已簡化了建屋程序，

大大縮短了籌劃工程所需的時間。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每年可提供的建

屋土地的面積。

六



措施 目標

重建舊分層工廠大廈，供發

展房屋之用

(房屋署 )

在一九九九年內，完成

研究重建的影響和方案

物色更多基礎設施條件許可

的地方，進行更高密度的私

營房屋發展計劃

(拓展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完成 3項有關增加

發展密度的研究

物色更多基礎設施條件許可

的地方，進行更高密度的公

營房屋發展計劃

(房屋署 )

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或之

前，增加 9項公營房屋計

劃的發展密度

監察建造業各工種的勞工

需求

(教育統籌局 )

確保勞工供應足以應付

一九九九年的房屋發展

所需

七



措施 目標

三 擬定和持續推行長遠建屋計劃，並制定有效

的機制，以監察其進度和解決有關問題

我們已制定一個為期 13年的建屋計劃，並會每年向前推

展這項計劃。

若要制定這項計劃，便須備存一份載列建屋用地資料的

中央目錄、清楚劃分各機構在推行房屋計劃方面的職責，以

及訂立有效率的制度來解決與建屋有關的問題。為此，房屋

局已編製了一個載有所有房屋發展計劃的電腦目錄，並不斷

予以更新及覆核。此外，我們已就各幅建屋用地建立了清晰

的問責制度和解決問題的機制。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實現每年的建屋

計劃的成績。

評估因推行房屋發展計劃而

需要提供的基礎設施

(工務局 )

在一九九八年內，就與

房屋有關的基建工程制

定一份監察清單

加快進行更多基建工程，以

免拖慢建屋進度

(房屋局 )

加快進行 80 項工程，以

便在直至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年度的期間內，

依時進行各項房屋發展

計劃

八



四 創造合適的環境，使私人機構可以在滿足

房屋需求方面，發揮最大的作用

私人機構在滿足市民的房屋需求方面，擔當一個重要角

色。私人機構也可通過各項計劃 (例如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和混合發展計劃 )，在參與公共房屋計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為確保私人住宅物業巿場是在公平及自由的情況下運作，

以及避免巿場不穩定，我們將會繼續密切監察巿場情況，靈

活及審慎地進行批地，以及防止再次出現炒賣活動。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私人機構在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由私

人機構興建的單位數目。

措施 目標

把更多與房屋有關的基建工

程交予私人機構承辦

(房屋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把 4項工程交予私

人機構承辦

研究推行「混合發展」計劃

(房屋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經房屋協會推行

兩項與私人機構合作的

「混合發展」試驗計劃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諮詢房屋委員

會，研究和制定其他混

合發展方式

九



五

擁有自己的居所是本港不少市民的共同願望。自置居所

是促進社會穩定、培養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為家庭提

供日後經濟保障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們會繼續實施和擴大現時為低收入及中等入息家庭而

設的資助計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會忽略真正有需要的

人士對租住公屋的需求。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為符合資格的

低收入及中等入息家庭提供的資助自置居所計劃單位數目，

以及所提供的貸款和資助名額。

實施資助房屋計劃，協助特定入息範圍內

的市民自置居所

十

措施 目標

繼續提供足夠的資助自置居

所計劃單位，以滿足低收入

及中等入息家庭的預計房屋

需求

(房屋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興建 2萬個居者有

其屋計劃和私人機構參

建居屋計劃單位

向符合資格的低收入家庭增

撥自置居所貸款名額

(房屋署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提供 1萬個自置居

所貸款計劃貸款名額



措施 目標

繼續向符合資格的中等入息

家庭提供自置居所貸款

(房屋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提供 1 500 個夾心

階層住屋貸款計劃貸款

名額

繼續為真正首次自置居所的

低收入和中等入息階層人士

提供貸款

(房屋局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提供 12 000 個首次

置業貸款計劃貸款名額

檢討現有的資助自置居所貸

款計劃，研究如何改善這些

計劃的運作及成效

(房屋局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完成檢討工作

十一

逐步以貸款資助取代現行的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除已承擔或正在進行的

工程外，暫停興建更多

夾心階層住屋單位，以

及向夾心階層家庭提供

貸款，讓這些家庭可更

有彈性地在私人樓宇巿

場自置居所

(房屋局 )

繼續推行租者置其屋計劃

(房屋署 )

在一九九九年推行第二

期計劃



措施 目標

擴大為公屋輪候冊家庭而設

的「可租可買計劃」的適用

範圍，以包括寮屋區、平房

區和舊型臨時房屋區的合資

格居民

(房屋署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前

審定「可租可買計劃」的

細節

容許公屋租戶購買夾心階層

住屋單位

(房屋局 )

在推行下一期夾心階層

住屋計劃時，實行這項

措施

十二



六 為無法負擔其他類別房屋的人士，提供租

金合理的住屋

我們會繼續為沒有能力購置房屋或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

解決房屋需要。

我們有決心縮短真正有需要的家庭輪候租住公屋的時間，

方 法 是 增 加 編 配 予 這 些 家 庭 的 公 共 房 屋 單 位 。 我 們 會 在

二零零一年年底或之前，把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少於

5 年；在二零零三年年底或之前，縮短至 4年；並在二零零五

年年底或之前，再縮短至 3年。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公屋輪候冊申請

人的輪候時間。

十三

措施 目標

確保能夠提供足夠的公屋單

位，以達致我們就輪候公屋

所定下的目標

(房屋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為公屋輪候冊的

家庭提供 2萬個單位

採取更積極的做法，以減少

輪候公屋的時間

(房屋署 )

由一九九九年開始，優先

為有需要的家庭編配單

位，並簡化分區選擇公屋

的制度



措施 目標

訂定長遠解決仍未符合入住

公屋資格人士的住屋問題

(房屋署 )

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或之

前，興建 13 000 個有獨立

設備的中轉房屋單位

改善公共屋 的保安設施

(房屋署 )

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加強公共屋

保安設施的工作

十四



七 推行各項措施，解決有特別需要的人士的

住屋需求

我們會照顧某些類別家庭的需要；基於他們的特殊情況

或歷史原因，我們需為他們作出特別的安排。這些家庭類別

包括一人家庭、高齡人士，以及寮屋區、平房區、床位寓所

和天台屋的居民。我們正如期落實對這些類別家庭所作的承

擔，包括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或之前清拆所有餘下的平房區；

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之前清拆所有舊型臨時房屋區；以及在

二零零一年年底或之前實施新的「長者頤安住屋計劃」。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我們能夠在多

大程度上滿足特別類別人士的住屋需求。

十五



措施 目標

為基於防火安全而遭清拆的

違例天台搭建物的合資格居

民，提供安置

(房屋署 )

安置受屋宇署清拆行動

影響的違例天台搭建物

居民；清拆行動會分兩

期進行：

第 1期：由一九九八至

一九九九年度到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

年度，涉及 1 300 幢一

梯樓宇

第 2期：由二零零二年

起，涉及餘下的 3 300
幢一梯樓宇

滿足單身人士的住屋需求

(房屋局 )

在一九九九年研究讓單

身人士申請首次置業貸

款

繼續致力縮短長者輪候租住

公屋的時間

(房屋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撥出 6 500 個租

住公屋單位供編配予

長者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提供 1 200 個特別

設計及附設舍監服務的

租住單位

十六



措施 目標

優先為與家中長者同住的家

庭編配公共房屋

(房屋署 )

由一九九八年年底開

始，把家有長者優先

配屋計劃的範圍擴大

至包括非核心家庭

由一九九八年年底開

始，持續供應足夠合

適的租住公屋單位，

使新市樂天倫優先配

屋計劃的申請家庭有

更大機會獲配公屋

由一九九八年年底開

始，優先處理與家中

長者同住的家庭根據

居者有其屋計劃、私

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及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所提出的申請

鼓勵私人機構為單身高齡人

士提供負擔得來的單位

在一九九九年與安老事

務委員會磋商訂定建議

方便更多居住在環境欠佳私

人樓宇的高齡人士，查詢索

取有關公營房屋的資料

(房屋局 )

十七

(房屋局／ 生福利局 )

在一九九九年在港島東

區增設一間房屋事務諮

詢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