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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選項：香港臨時使用及閒置官地研究 行政摘要 
 
(Please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version) 
 

● 研究背景：「短期租約用地」(Short-term Tenancy sites)、「臨時政府撥地」(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 以及「未批租或撥用官地」(Vacant Government Land) 這三類
臨時使用及閒置的官地資源，在未經認真檢視及缺乏資訊公開下，被當局指為「面積太小」、

「地形不宜發展」、「已有長遠發展計劃」、「交通基建限制」等，沒有被土地供應諮詢納入

18 個發展選項之一，否定了使用這些土地的可能性。在官方土地資訊被隱藏的情況下，本研
究希望更深入探索這些官地資源的現況及可能性，製作首個未善用官地的公開地圖及土地清單。 
 

● 研究方法：本研究透過地圖工具、航空照片、實地考察及翻查文件等，探討地塊的現況是否具
發展潛力，發現截至 2018年 3月，共有 493幅合共 264公頃無任何發展計劃，及 39幅合共
37 公頃雖已有發展計劃，卻沒有具體落實時間表，期間可作過渡性用途的地塊。這合共 301
公頃的未善用官地相等於 1.7個粉嶺高爾夫球場般大，為可觀的土地資源。 
 

● 四大潛在用途：合共 532 幅、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研究團隊建議可作四大用途滿足現時逼
切的需要： 
 

○ 發展過渡性房屋：根據社聯早前有關估算，每 0.1 公頃的土地能夠興建 90 個貨櫃屋單
位作過渡性房屋，若只利用三分一未善用官地（約 100 公頃），保守估計可提供約
90,000個貨櫃屋單位，相當於現時 92,700個劏房數目； 
 

○ 社福設施：研究團隊發現，只要 50 公頃未實現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興建單
幢式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安老院舍，即能原區提供 12 萬個名額，滿足《安老服務計劃
方案》估算的未來三十年社區及院舍照顧服務需求。另外，動用約 30 公頃的閒置「鄉
村式發展」官地興建社福設施，亦能舒緩鄉郊地方缺乏休憩和社福用地的問題； 
 

○ 康體設施：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地盤面積 0.6 公頃標準計算，運用 30 公頃未
善用官地，即可興建 43個體育中心，解決現時各區康體設施不足問題； 
 

○ 多層式發展／一地多用：採用「一地多用」的多層發展模式，將未善用官地上的低效
率和未盡其用的設施，或露天停車場整合，以騰空社區珍貴土地資源。 
 

● 對應中短期土地需求：本研究發現，這些未善用官地多在規劃上屬於「政府、機構或社區」
(G/IC)用地及「休憩用地」(O)，並多位於市區，可中短期內對應各種社福及康體用地短缺，
亦可毋須經過改劃，短期內提供臨時房屋，解決急切的居住問題。 
 

● 個案分析及其發現：透過個案分析，研究團隊發現以下問題，導致大批官地未被善用： 
 

○ 擠牙膏式規劃和部門「扣地」：政府部門互不協調、缺乏統一資料平台，令政府無法
妥善管理用地，令社區用地多年被浪費，無法滿足社區需要：多達 128 公頃的未善用
官地屬「休憩用地」或「政府、機構或社區」的規劃用途，佔未善用官地總數逾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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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的「臨時用途」：短期租約方式批出政府用地作臨時停車場極為常見，然而，本
研究發現，多達 87%的短期租約臨時停車場已經續租達 5 年或以上，佔地達 68 公頃，
沒有長遠規劃可言，繼續浪費珍貴的土地資源。 
 

○ 被忽略的物流用地：葵青貨櫃碼頭四周有 5 幅合共 18.5 公頃的未善用官地劃為「其他
指定用途(與物流有關的規劃用途)」處於閒置狀態，其中一幅甚至閒置長達 25 年，它
們未能發揮港口後勤或重置新界棕土作業功能。 
 

○ 臨時用地「公地私用」：本研究發現，封閉的臨時用地批地方式，令本應為公眾使用
的政府土地淪為私用，甚至蠶食短缺的「休憩」及「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 政策建議 
 

○ 立即將「未善用官地」列為中短期土地供應選項：多達 301 公頃的未善用官地面積可
觀、而且位於市區或道路可達，政府應立即將其列為土地供應選項之一，而非在未經

詳細研究及資料披露下，即以發展潛力有限為由否決重用的可能性。 
 

○ 全面公開未善用官地的空間資訊：建立統一土地資料庫管理官地資訊，普查各類土地
的確實狀態、其位置、數目、批租形式、年期等等，使政府能夠統籌土地資訊、按社

會需要制定適當的土地政策，及將資料庫公開以便社會監察珍貴土地資源的使用狀況。 
 

○ 全面檢視現存的土地資源：除未善用官地外，還有不少現存土地資源同樣在是次「土
地大辯論」被忽視，包括撥作工地的臨時政府撥地、未被納入任何發展計劃的棕土、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軍事用地（青山操炮區除外）等，檢視這些合共約 2,800 公
頃的土地的發展潛力，或能避免移山填海的需要。 
 

○ 將未善用官地發展為過渡性房屋或社福、康體、休憩用地：將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撥
出其中三分之一，讓民間機構興建臨時貨櫃屋，提供約 90,000 個臨時貨櫃屋，舒緩嚴
峻的住屋問題；另外，政府應加強統籌並實現擱置的社福、康體、休憩用地項目，舒

緩相關用地短缺的問題。 
 

○ 採用集約式／垂直式發展模式發展：政府應遵循集約式土地使用原則，將現有臨時使
用及閒置官地重新發展時，鼓勵垂直式發展，從而騰用土地作其他發展用途，如興建

公營房屋或社區設施等。 
 

○ 以「公地公用」作為官地使用原則：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在制定上述善用未善用官地的
政策時，必須秉承公地公用原則，並將相關土地資訊和決策程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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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Option: Research on Temporary Use and Vacant Government Land in Hong Kong 
 
Executive Summary 
 

●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government has claimed that due to scatteredness, odd 
shapes,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grammes or traffic constraints, most of temporary use 
government land (namely, Short-term tenancy sites and 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 and vacant government l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valid land supply options in 
the current land supply consultation, a.k.a. The “big land debate”. However, such claim has 
yet to be substantiated by rigorou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ence, the current 
research aims to compile a database on the abovementioned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and thereby examining their conditions and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 
 

●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various map tools, a list of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is compiled, which is then verified by satellite images, site visits and official papers. It 
is found that in March 2018, 493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with a total area of 264 hectares) 
were not included in any development programmes. While there are development 
programmes planned for 39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with a total area of 37 hectares), none 
of them has definite implementation timetable, and so they could be put to temporary uses in 
the meantime. These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totalling at 301 hectares, is 
tantamount to the size of 1.7 Fanling Golf Course.  
 

● Four potential alternative uses: The Research Team proposes the following alternative 
uses for the 532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 Interim housing such as container homes: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90 container home units can be provided on a land parcel with a size 
of 0.1 hectare. Under this development density, 90,000 container home units can be 
built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by only reserving one-third of the under-
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100 hectares), servicing the majority of 92,700 
households currently living in sub-divided flats.  
 

○ Community facilities: reserving 50 hectares of the vacant or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zoned as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uses 
could provide up to 120,000 quotas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 and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ose in need. These will be enough to fulfill the 
need in the coming 30 years as stipulated in the Elderly Services Programme Plan. 
In respect of the shortage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in rural villages, this can be met by 
utilizing the 30 hectares of government land currently zoned as “Village-type 
Development”. 
 

○ Recreation and sports facilities: its persistent shortage is not unknown issue, and this 
can be suitably fulfilled by the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in the 
neighbourhoods.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to 
tackle the issue it is required to reserve 30 hectares of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for building 43 Sports Compl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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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 site, multiple use”: adopt multi-storey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redeveloping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by assembling current uses into multi-storey 
buildings built on those land parcels so as to vacate land for other more effective 
uses.  
 

● Tackle medium-to-short term land demand: The Research Team found a sizeable 
number of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are zoned as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and “Open Space” uses, and they are conveniently located in the urban centres 
or are easily accessible by roads. They can be suitably developed into community and 
sports facilities without having to go through rezoning procedures, or they can be developed 
as interim housing to meet the acute need of people living in substandard conditions.  
 

● Case studies and observations: The Research Team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issues 
through case studies- 

 
○ Land parcels locked up by red tape: no single government is well-informed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all the land parcels, let alone having the authority to coordinate the 
assessment and reuse of the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As a result, 
many community and sports facilities are not realized despite years of planning: there 
are up to 128 hectares of land parcels zoned as “Open Space” or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uses either left vacant or under-utilized, making up to more 
than 40% of the total stock found by the Research Team. 
 

○ Temporary uses made long-term: it is commonplace to lease or allocate government 
land for short-term uses, but in real practice they have been turned into some form of 
“land tenure”. Take the example of car parks leased out by short-term tenancy, many 
of them have been renewed for a number of times and literally the temporary uses 
have become permanent: up to 87% of the car parks occupying 68 hectares of 
precious land on short-term tenancy, have been there for more than 5 years, 
practically shelving long-term planning, if there are any.  
 

○ The neglected logistics land: the Research Team has identified 5 land parcels with a 
total size of 18.5 hectares near Kwai Tsing Container Terminus zoned as “Other 
Specified Uses (Container Terminal)” that have been left vacant. One of the land 
parcels have even been left idle for 25 years. They should be suitably used as port 
back-up uses or even to resite brownfield operations affected by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 “Land grabbing” in the name of temporary uses: the Research Team found out that a 
small portion of government land has been grabbed by private entities for private use 
by short-term tenancy. It does not only raise the issue of fair use of public land, but 
also exacerbates the shortfall of “Open Space” and “Government/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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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y Recommendation 
 

○ Relisting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as an option for medium-to-
long term land supply: these 301 hectares of land resources are sizeable and 
accessible by road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listed as one of the land supply 
options. There is no valid reas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discredit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without rigorous research or disclosure of related information. 
 

○ Disclose spatial data of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the information, increas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nd also to 
assess and evaluate usage of government land on a continual bas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irst stocktake the land resources and set up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n 
their actual status, locations, number of leases, lease conditions and tenure, etc. The 
database should be disclosed in entirety and no information should be withheld.  
 

○ Thoroughly review all existing land resources: apart from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there are also land resources of which their usage are in 
urgent need of review, for instance, 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s used 
as work sites, brownfield sites that are excluded from existing development projects, 
all sites under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and military land (excluding Castle Peak 
Firing Range).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se land resources totalled 
at around 2,800 hectares could considerably ease the pressure to adopt destructive 
land supply options such as reclamations.  
 

○ Develop interim housing or community facil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rve 
100 hectares of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for development of 90,000 
container home units to tackle the imminent housing cris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e-initiate planne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that were 
shelved for bureaucratic reasons by high-level coordination.  

 
○ Adopt compact/vertical development model: while reusing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the governmen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compact 
development model wherever possible so as to increase the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vacate land for other uses. 
 

○ Adopting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ublic land into public us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use the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ublic land into public use”, and disclose all relat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public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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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簡述 
Research Findings: Digest 
 
各類未善用官地數目及面積： 
Under-utilized government land parcels by lease status: 

 

地塊 
No. of Land 

Parcels 

總面積(公頃) 
Total Area 
(Hectares) 

   

批租方式 
Lease status 

無發展計劃 
Without 

development 
programmes  

面積(公頃) 
Total Area 
(Hectares)  

  
有發展計劃等無落實時間

表 
With development 

programmes but Without 
development timetable  

面積(公頃) 
Total Area 
(Hectares)  

短期租約

Short-term 
Tenancy sites 
(STT sites) 160 108.15 154 104.04 6 4.11 

臨時政府撥地

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 
(TGLA) 146 71.80 126 64.50 20 7.30 

未撥用政府土

地 
Unallocated 
Government 
Land 115 89.18 102 63.34 13 25.84 

閒置政府丁地 
Unallocated 
Government 
Land zoned as 
“Village-type 
Development”  111 31.73 111 31.73 0 0 

總計 
Total 532 300.87 493 263.61 39 37.25 
 
短期租約用地現時用途： 
Existing uses of STT Sites: 
現時用途 
Existing uses 

短期租約用地數目 
Number of STTs 

面積（公頃） 
Area (Hectares) 

臨時停車場 
Temporary Car Parks 119 74.71 

巴士車廠/泊車 
Bus Depots/ Parking 15 12.72 

私人園景 
Private Garden 2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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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造業訓練場) 
Others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Training Centre) 4 5.73 

臨時露天貯物 
Temporary Open Storage 6 3.41 

臨時回收處理 
Temporary Recycling Workshop 7 3.26 

其他(部分是球場,部分空置) 
Others (such as sports ground, or vacant) 1 0.82 

臨時廠房 
Temporary Warehouse 3 0.41 

其他(私人網球場) 
Others (Private Tennis Court) 1 0.33 

臨時倉庫 
Temporary Storage 1 0.22 

其他(洗車) 
Others (Car-washing) 1 0.06 

總和 
Total 160 108.15 
 
臨時政府撥地現時用途： 
Existing uses of TGLA sites: 
涉及以下設施的臨時撥地 
Involving uses of 數目 佔比* 

露天貯物場 
Open Storage 68 47% 

臨時停車場 
Temporary Car park 60 41% 

臨時辦公室 
Tempoary Office  53 36% 

臨時倉庫 
Temporary Storage Site 8 5% 
* 由於臨時政府撥地或會涉及混合用途，即同一撥地同時是臨時停車場和臨時倉庫，故總數會多過 100% 
A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mixed use assigned to TGLA sites (for example, it can be a temporary carpark and a 
temporary storage siteat the same time), the combined percentage will be over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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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使用及閒置官地的規劃用途分析： 
Analysis of temporary uses or vacant government land by zoning: 

       

規劃用途 
Zoning 

短期租約

(STT) 
 
面積(公頃) 
Area 
(Hectares) 

臨時政府撥地

(TGLA) 
 
面積(公頃) 
Area 
(Hectares) 

未撥用政府土地 
Unallocated 
Government Land  
 
面積(公頃) 
Area (Hectares) 

閒置政府丁地 
 
Unallocated 
Government Land 
zoned as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面積(公頃) 
Area (Hectares) 

總計 
Total 

佔比(%) 
Percentage 
(%) 

政府、機構或社區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32.09 25.73 31.18 

不適用 
N/A 89.00 29.6% 

其他指定用途(與
物流有關的規劃用

途) 
Other Specified 
Uses (Container 
Terminal) 23.94 6.15 16.78 

不適用 
N/A 46.88 15.5% 

休憩用地 
Open Space 8.19 15.28 15.30 

不適用 
N/A 38.77 12.9% 

鄉村式發展 
Village-type 
Development 
 
 
 1.39 0.98 0.60 31.73 34.70 11.5% 

不在分區計劃大綱

圖 
Outside Outline 
Zoning Plan 8.54 14.30 7.74 

不適用 
N/A 30.58 9.6% 

其他指定用途 
(其他的規劃用途) 
Various Other 
Specified Uses  13.05 4.46 3.18 

不適用 
N/A 20.69 7.6% 

工業 
Industrial  12.65 1.20 2.24 

不適用 
N/A 16.09 5.3% 

 
 
住宅(丙類) 
Residential 
(Group C) / / 4.91 

不適用 
N/A 4.9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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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貯物 
Open Storage  4.33 / / 

不適用 
N/A 4.33 1.4% 

綜合發展區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0.02 1.54 2.69 

不適用 
N/A 4.26 1.4% 

未決定用途 
Unspecified 3.16 0.17 0.19 

不適用 
N/A 3.52 1.2% 

綠化地帶 
Green Belt 0.14 0.48 2.01 

不適用 
N/A 2.63 0.9% 

住宅(甲類) 
Residential 
(Group A) 0.51 0.68 0.39 

不適用 
N/A 1.57 0.5% 

其他規劃用途 
Others 0.14 0.82 0.58 

不適用 
N/A 1.54 0.5% 

住宅(丁類) 
Residential 
(Group D) / / 1.39 

不適用 
N/A 1.39 0.5% 

總計 
Total 108.15 71.80 89.18 31.73 300.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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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選項：香港臨時使用及閒置官地研究 

Missing Option: Research on Temporary Use and Vacant Government 
Land in Hong Kong 

一、研究背景 

 
2018 年初展開的《增闢土地、你我抉擇》土地供應諮詢（即「土地大辯論」），沿襲了《香港 2030
＋》將「土地短缺」視為土地問題核心的說法，指出香港扣除現時已有的發展計劃以外，未來仍欠至

少   1,200 公頃用地，中短期更欠缺 800 公頃，聲稱為填補短缺，故提出了 18 個土地選項作公眾諮
詢。負責公眾諮詢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不斷向公眾強調，根據現時官方所提供的 4 個中短期土地選項，
就算全都發展，也不足以對應中短期土地短缺數量。 
 
然而，觀乎選項內容及官員言論，政府在土地大辯論中的立場極具傾向性，不僅力推填海和以公私合

營發展地產商農地儲備，亦忽略了一個一直隱沒於公眾視界的土地選項——「未善用官地」——的狀
況及發展潛力。所謂「未善用官地」，是指民間一直質疑屬於政府的各類臨時用途及空置土地，包括

短期租約用地 (Short-term Tenancy)、臨時政府撥地 (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和未
批租或撥用官地 (Unleased or Unallocated Government Land)，在這幾年來公眾、傳媒及政府審計署
經常揭發這類官地不少都在未有長遠發展用途下「曬太陽」，或者臨時出租二十多年都沒有「地盡其

用」。 
 
事實上，自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去年九月成立至今，發展局不僅沒有全面交代清楚這類官地資訊，更以

「面積太小」、「地形不宜發展」、「已有長遠發展計劃」、「交通基建限制」等為由，漠視短期租

約用地、臨時政府撥地和未批租或撥用官地的潛力，甚至斷言相關土地即使以象徵式租金直接批出，

非政府機構「仍難以使用該等欠缺吸引力的閒置土地」

1
，否定了使用政府空置土地的可能性。在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的諮詢文件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亦將這些政府手上的臨時使用/閒置官地剔
除於 18 個土地選項以外，令市民在土地大辯論的過程中，不單不能掌握這些官地資源的地理現況及
發展潛力，也無法挑選這些官地資源作為發展選項，只能留待政府閉門造車，自行「持續檢視...作房
屋及其他用途」，有違土地大辯論沒有前設及開放資訊的承諾。 
 
尤其這些官地業權屬於政府，只批出予私人或政府部門作短期及臨時使用，甚或處於空置狀態，是對

應中短期土地需要不可或缺的選項。究竟總數上千公頃的官地資源的全象是怎樣的？當中又有多少未

被充份善用？這些土地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臨時/永久用途？可以多大程度對應我們的土地問題？ 
 
為進一步探討這批隱沒於公眾視界的政府土地資源，本研究首度探討這三類「未善用官地」，用各種

渠道整理出政府未曾公開過確實地點的臨時政府撥地、短租土地和各類空置官地現況及分佈，並編製

出未被善用或閒置政府土地的清單及資料庫，分析以這些隱藏官地對應當下土地問題的各種可能性，

從而揭示出中短期「土地短缺」的真實狀況。 

                                                
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文件第 06/2017號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54/Paper_06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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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隱藏的「未善用官地」 

 
本研究集中探討各類臨時使用及閒置官地（未善用官地）的狀況。一般而言，政府會以不同方式將這

些官地資源批租或撥出作短期用途，主要有以下兩類： 
 
（1）「短期租約」（Short-term Tenancy，簡稱「STT」），將政府用地臨時出租予個人、商業機構
或非政府機構（如下圖）； 
 

 
短租用地編號：EHX431、EHX502、EHX516 
現時用途：臨時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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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臨時政府撥地」（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簡稱「TGLA」），將政府用地
撥給政策局或政府部門作短期用途 （如下圖）； 

臨時政

府撥地編號：GLA-THK 1026  
政府部門：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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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不少屬（3）未批租或撥用（Unleased or Unallocated）政府土地，即「空置官地」（如
下圖）。 

 
未批租或撥用官地編號：KLCULG03 
 
本研究所處理的「隱藏選項」，指上述三項未善用官地，當中不少在市區或已有基建道路接駁，其發

展潛力被忽視，猶如被政府「雪藏」，在是次「土地大辯論」亦幾乎完全被忽略。 
 
就著（1）短期租約方面，政府一直沒有全面公開短期租約用地位置。公眾所能知道的，只有從地政
總署公開招標的短期租約，佔約 5,300 幅短期租約的 7.4%，透明度極低。其餘直接批租的官地資源，
去年 9 月因被揭發不少私下賤租予獨立屋作富豪設施用地，發展局曾承諾 2018 年公開新批的短期租
約資料

2
。但土地大辯論即將終結，有關資料仍未公開，遑論九成多舊有的直接批租短租官地的地理

位置及現狀。 
 
在土地供應諮詢文件中，官方指短租土地有 2,450 公頃，又指當中 1,750 公頃是「發展潛力有限」的
施工區／工地，卻並無再交代餘下約 700 公頃短租土地清單列表，未能讓公眾在土地諮詢過程中充分

                                                
2 發展局擬網上公開短期租約土地資料（Now新聞，2017年 9月 13日）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235845 



 

 14 

了解這些臨時官地的位置，以及再利用的可能性。諮詢文件更有玩弄「數字遊戲」之嫌，在不向公眾

提供具體位置及土地清單的情況下，表列出 97.3%的短租土地均是佔地 1 公頃或以下，卻沒有正式交
代有多少公頃的短租用地是 0.05 公頃以上（即可獨立發展的地塊），明顯是刻意低估該類臨時使用
官地的發展潛力。 
 
至於（2）臨時政府撥地，縱使近年立法會議員不斷查詢，政府當局亦只提供籠統的總數，鮮有分區
數字、位置、面積、用途等具體資料，公眾無從得知相關用地的具體分佈、由哪個部門管有和具體使

用狀況

3
。 

 
在土地諮詢文件中，政府只交代這類用地約有 4,000幅，合共約 3,340公頃，當中 2,850公頃是工地，
並粗略估計工地的三份之二面積最終會成為基建設施。然而，政府卻沒有進一步交代，其餘三份之一

（總數約 950 公頃）不會成為建築物、或可被釋放出來的工地，以及其餘 490 公頃「非工地」用途
用地的具體資料。即是說，這裡總計可有 1,440 公頃未經充分檢視的臨時政府撥地，在土地大辯論中
被隱藏起來。 
 
至於（3）未批租或撥用的空置官地，政府只在 2012 年 7 月向立法會公佈過一次其面積及空間資訊4

，

當年總面積有 4,000 公頃。及後即使立法會議員每年追問最新數字，政府連最基本的整體數字亦沒有
再次提供

5 6。而 2012 年公佈的資料亦相當不完整，只提供了部份規劃用途地帶內的空置政府土地，
一些用途（如「其他指定用途」、「綜合發展區」等）沒有包含在內，另一些位處「路邊」的未批租

官地卻又包含在內，而且地界相當模糊，令外界無法得悉具體範圍。 
 
直至本土研究社於 2017年中，公佈 927塊、約 142公頃可供租用的短期租約用地，及後公眾開始熱
烈討論民間短租空置官地的權利，地政總署始將「可作短期用途空置用地」清單上載到地理資訊地圖，

但仍不包含相當數量未被選定供短租的空置官地，可見整體空置官地的資料多年來仍殘缺不全。政府

做法不負責任之餘，亦限制公眾對政府土地資源的認知，無法在土地大辯論中討論。 
 
以上所見，無論是（1）短期租約用地、（2）臨時政府撥地、以及（3）未批租或撥用官地，都有不
同程度的資料不全，令公眾無法對未善用官地有整全的認知。政府無視可即時或短期內動用的土地資

源，而不斷提倡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等無論時間成本、環境成本和金錢成本均相對更高的土地供

應選項，不只「遠水不能救近火」，更有誤導公眾之嫌。 
 
  

                                                
3 地政總署雖在今年初將政府撥地資料上載至地政總署的「地理資訊地圖」，但並無關鍵資料，例如撥地是臨時或永久、沒
有標示相關撥地的面積、使用部門、批地前用途、現時土地用途、已使用年期及預計歸還年期等。 
4 發展局：未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的面積分析，以及標示有關地塊範圍的地圖 
https://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the_land_area_analysis/index.html 
5 立法會一題︰政府土地的統計資料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4/26/P2017042600426.htm 
6 立法會十三題：空置政府物業和土地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2/22/P2017022200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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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研究團隊運用地圖工具，統計有潛力成為土地供應的短期租約用地、臨時政府撥地、及未批租或撥用

官地的範圍和面積，步驟如下： 
 
勾劃地界範圍 
研究團隊先從地理資訊地圖和地段索引圖，勾勒出位於市區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短期租約用地、臨時

政府撥地、未批租或撥用官地的地界範圍，並以地圖工具 ArcGIS逐一量度地塊面積及標示位置。 
 
地塊選取準則 
為了找出政府未有長遠發展計劃而較具發展潛力的土地，我們根據以下準則揀選地塊： 
 

● 選取面積相當的地塊：鑑於政府常稱面積少於 0.05 公頃的地塊「零碎」7
、「不宜作獨立發

展」，故本研究選取面積大於 0.05公頃的可用地塊作分析。值得留意的是，面積少於 0.05公
頃的地塊，視乎其位置和周邊土地用途，亦有一定發展或使用潛力，故是次研究對「未善用官

地」的總量估算實屬保守； 
 

● 選取有道路接駁的地塊：本研究所選取的可用地塊必須為有道路接駁，以免有關土地資源因缺
乏交通基建而難以使用； 
 

● 剔除地形上較難發展的地塊：雖然政府近年的發展項目選址亦有不少位於陡斜山坡上，如石硤
尾大窩坪綠化地改劃，但本研究選取地塊時盡量剔除位於山坡的地塊，以確保發展難度不高； 

 
● 剔出已計算在政府未來潛在土地供應的地塊。 

 
本研究參考： 
 

A. 《香港 2030＋》當中「已落實/已規劃/規劃工作大致完成項目的潛在土地供應」提及的發展項
目，剔除可能納入在內的地塊，例如包括位於各新發展區內、及政府公佈的 210 多幅具房屋
潛力用地等，以及； 
	  

B. 過往五年《施政報告》提及較為具體的發展項目，例如 2017年《施政報告》提及的「未來 5
年將興建的 26個康體項目」所涉及地段。 
 

 
  

                                                
7 政府回應有關「空置政府土地」的報道及查詢 
https://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the_land_area_analysis/response_vacant_government_land/inde
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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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未善用」地塊方法 
本研究根據上述條件挑選出合適地塊後，再透過多種方法找出未善用官地，包括： 
 

● 運用地圖工具如 ArcGIS、Google Earth、Google Map、地理資訊地圖、地政總署航空照片等，
配以實地考察驗證地塊最新狀態，包括：現有用途、所屬政府部門、是否涉及永久構建物等

8
； 

 
● 翻查過去五年的區議會及立法會會議文件，包括區議會會議、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和工作小組、
立法會會議、財務委員會及其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以確認該地塊有否具體發展計劃。 

 
「未善用」狀態準則

：本研究根據以下準則，評估各個地塊是否「未善用官地」，包括： 
 

● 準則 1：沒有永久構建物的閒置或臨時用途：團隊運用歷年 Google Earth 衞星圖、地政總署
航空照片、2018 年 Google Map 衞星圖像，以及街景實況，分區檢視各地塊上有否永久構建
物、是否有臨時用途，如停車場、臨時辦公室、儲物室、或是空置狀態。由於現時沒有公開資

料分辨各部門的政府撥地是臨時或永久撥用，本研究根據相關撥地有否永久構建物及區議會文

件資料以作分類。 
 

● 準則 2：不屬於「社區設施」：部份短租地除了有「永久構建物」，亦可能作社區設施，這些
地塊不會被視為未善用或閒置。 

 
● 準則 3：未有具體發展時間表：透過區議會及立法會文件，辨認不同地塊有否具體發展計劃及
其詳情。部份地塊只在初步可行性研究階段，沒有確實落實的時間表，期間可作過渡性用途，

故本研究以有否具體落實時間表為界。 
 

根據上述準則，本研究整理出兩類「未善用官地」，一種是「無任何發展計劃」（下稱「無發展計

劃」）；另一種是「有長遠發展計劃、但無具體落實時間表」（下稱「無落實時間表」）的臨時用途

及空置官地。 
 
未善用官地的發展潛力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這些未善用官地的發展潛力，研究團隊透過（1）實地考察、（2）參考已有發展模式及
個案、及（3）對照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的規劃用途（如下圖）。 

 
  

                                                
8 如沒有永久構建物，則相對容易改變作其他更有效率的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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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探索並統計位於市區及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未善用官地，並首度製作詳盡的「臨時使用及空置

官地地圖」，藉此呈現全港未善用官地的狀況，包括土地類型、位置、面積、地界、現時用途、原有

規劃用途及未來發展計劃等，並首次標示未批租或撥用官地資料，比現時政府公開的資訊更完整。 
 
本研究提供香港首個全面展示政府未善用官地的資料庫，讓社會人士認識土地資源及供應的真實狀況，

進而初探這些地塊的發展潛力，豐富大眾對於土地選項的想像。公眾可透過以下連結瀏覽臨時用途及

空置官地地圖（https://goo.gl/oeSrKY）及土地清單（https://goo.gl/T5VtJw）。 
 
未善用官地面積分析 
 
總面積：

本研究發現，截至 2018年 3月，有 532幅面積達 0.05公頃（5,000平方呎）或以上的未善
用官地，總面積高達 300.87公頃，相當於 14個太古城大小，或 1.7個粉嶺高爾夫球場的面積，是相
當可觀的土地資源。 
 
532幅未善用官地當中，有 493幅、約 263.61公頃的未善用官地沒有任何發展計劃，另外有 39幅、
約 37.25公頃的未善用官地雖然有長遠計劃、但沒有確實落實時間表，適合用作過渡性用途。 
 
 地塊 總面積(公頃) 無發展計劃 面積(公頃) 無落實時間表 面積(公頃) 

短期租約 
(STT) 

160 108.15 154 104.04 6 4.11 

臨時政府撥地

(TGLA) 
146 71.80 126 64.50 20 7.30 

未撥用政府土

地 
115 89.18 102 63.34 13 25.84 

閒置政府丁地 111 31.73 111 31.73 0 0 

總計 532 300.87 493 263.61 39 37.25 

表一：各類未善用官地數目及面積 
 
批租方式：532 幅未善用官地當中，以「短期租約」形式批租最多，涉及 160 幅、約 108.15 公頃；
其次是「臨時政府撥地」，涉及 146幅、約 71.80公頃，及後便是「未批租或撥用官地」（115幅、
89.18 公頃）及「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未撥用政府土地」（俗稱「閒置丁地」）（111 幅、31.7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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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分佈：

大部份未善用官地面積介乎 0.1 至 0.5 公頃之間，佔總數的 57.8%（308 幅），而介乎
0.5 至 1 公頃之間的未善用官地則有 105 幅。值得注意的是，大於或等於 1 公頃的未善用官地有 65
幅，佔總數逾一成。 
 

面積類別 
短期租約 
(STT) 

臨時政府撥地

(TGLA) 未撥用政府土地 閒置政府丁地 總計 

0.05-0.1公頃 7 14 6 27 54 

0.1-0.5公頃 86 92 60 70 308 

0.5-1公頃 40 28 29 8 105 

大於或等於 1公頃 27 12 20 6 65 

表二：各類未善用官地不同面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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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析 
 
地區分佈：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當中以葵青區最多，達 43 幅、共 59.51 公頃，當中大部份都是以短
期租約形式批出；而元朗、屯門、大埔、西貢、荃灣、沙田、深水埗區各有 20 多公頃的未善用官地。
下表展示各區未善用官地的具體分佈狀況： 
 

主要分

區

9 

短期租約(STT) 臨時政府撥地(TGLA) 未撥用政府土地 閒置政府丁地 
總地塊數

目 
總面積

(公頃) 
地塊 面積(公頃) 地塊 面積(公頃) 地塊 面積(公頃) 地塊 面積(公頃) 

中西區 1 0.16 0 0 0 0 / / 1 0.16 

灣仔區 0 0 1 0.18 0 0 / / 1 0.18 

東區 10 2.98 13 4.48 7 2.05 / / 30 9.50 

南區 3 5.95 4 0.49 5 2.22 / / 12 8.65 

油尖旺

區 
5 1.23 9 3.12 2 0.87 / / 16 5.22 

深水埗

區 
7 5.57 22 14.86 2 0.62 / / 31 21.05 

九龍城

區 
6 1.86 3 0.78 3 1.22 / / 12 3.86 

黃大仙

區 
3 1.02 3 0.92 2 0.76 / / 8 2.71 

觀塘區 4 2.68 11 4.72 1 0.93 1 0.05 17 8.39 

葵青區 27 37.12 7 3.75 7 18.42 2 0.21 43 59.51 

荃灣區 13 7.60 5 3.86 12 10.70 1 0.10 31 22.26 

屯門區 12 3.47 4 2.97 24 16.49 17 4.41 57 27.34 

元朗區 8 6.37 9 3.86 18 9.37 29 9.63 64 29.22 

北區 14 5.86 11 3.97 5 2.65 16 5.06 46 17.54 

大埔區 14 10.96 12 3.29 8 6.43 18 4.12 52 24.79 

沙田區 15 6.59 11 6.32 6 3.10 19 5.99 51 22.01 

西貢區 14 7.31 10 3.31 12 11.10 4 1.68 40 23.39 

離島區 4 1.42 11 10.93 1 2.26 4 0.48 20 15.08 

總計 160 108.15 146 71.80 115 89.18 111 31.73 532 300.87 

表三：未善用官地的地區分佈 
 
 
 
 
 
                                                
9 若地塊範圍橫跨不同分區，將按照地塊座落較大面積作「主要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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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用途分析 
 

現時用途 短期租約用地數目 面積（公頃） 

臨時停車場 119 74.71 

巴士車廠／泊車 15 12.72 

臨時回收處理 7 3.26 

臨時露天貯物 6 3.41 

其他(建造業訓練場) 4 5.73 

臨時廠房 3 0.41 

私人園景 2 6.47 

其他(私人網球場) 1 0.33 

其他(部份是球場,部份空置) 1 0.82 

臨時倉庫 1 0.22 

其他(洗車) 1 0.06 

總和 160 108.15 

表四：短期租約用地現時用途 
 
短期租約用地的現時用途：160 幅短期租約用地當中，74%獲批為「臨時停車場」，涉及 119 幅、約
74.71 公頃，其次是「巴士車廠／泊車用地」（9%），涉及 15 幅、約 12.72 公頃。再者，雖然「私
人園景」只有 2 幅，卻有 6.47 公頃，面積相當大。由此可見，這些未善用的短期租約用地主要以私
家車或巴士的露天停車場為主。 
 
涉及以下設施的

臨時撥地 數目 佔比(%)10 

露天貯物場 68 47% 

臨時停車場 60 41% 

臨時辦公室 53 36% 

臨時倉庫 8 5% 

表五：臨時政府撥地現時用途 
 
臨時政府撥地的現時用途：

在 146 幅臨時政府撥地當中，有 68 幅建有「露天貯物場」，佔總數 47%，
亦有 60幅有「臨時停車場」（41%），其次是「臨時辦公室」（53幅，佔總數 36%），可見未善用
的臨時政府撥地大多涉及「露天貯物場」及「臨時停車場」，屬於粗放式發展。 
 
 
 
 

                                                
10 由於臨時政府撥地或會涉及混合用途，即同一撥地同時是臨時停車場和臨時倉庫，故總數會多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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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用途分析 

 
短期租約 
(STT) 

臨時政府撥地

(TGLA) 
未撥用政府

土地 
閒置政府丁

地   

規劃用途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總計 佔比(%) 

政府、機構或

社區 32.09 25.73 31.18 不適用 89.00 29.6% 

其他指定用途

(與物流有關
的規劃用途) 23.94 6.15 16.78 不適用 46.88 15.5% 

休憩用地 8.19 15.28 15.30 不適用 38.77 12.9% 

鄉村式發展 1.39 0.98 0.60 31.73 34.70 11.5% 

不在分區計劃

大綱圖(OZP) 8.54 14.30 7.74 不適用 30.58 9.6% 

其他指定用途

(其他的規劃
用途) 13.05 4.46 3.18 不適用 20.69 7.6% 

工業 12.65 1.20 2.24 不適用 16.09 5.3% 

住宅(丙類) / / 4.91 不適用 4.91 1.6% 

露天貯物 4.33 / / 不適用 4.33 1.4% 

綜合發展區 0.02 1.54 2.69 不適用 4.26 1.4% 

未決定用途 3.16 0.17 0.19 不適用 3.52 1.2% 

綠化地帶 0.14 0.48 2.01 不適用 2.63 0.9% 

住宅(甲類) 0.51 0.68 0.39 不適用 1.57 0.5% 

其他規劃用途 0.14 0.82 0.58 不適用 1.54 0.5% 

住宅(丁類) / / 1.39 不適用 1.39 0.5% 

總計 108.15 71.80 89.18 31.73 300.87 100% 

表六：各類未善用官地的規劃用途 
 
規劃用途分析：

參考各幅未善用官地所屬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未善用官地大多屬於原本被劃作「政府、

機構或社區」用地，合共 89 公頃；其次是「其他指定用途（與物流有關的規劃用途）」，共 46.9 公
頃。被劃作「休憩用地」的未善用官地亦有 38.8公頃。 
 
從以上分析可見，未善用官地大多屬於「休憩」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合共 127.8 公頃，本
身適合用作興建安老院舍、日間護理中心、體育館等社會福利設施及康體文娛場所，亦可以申請作

「臨時用途」的過渡性房屋。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未善用官地，亦可向城規會申請作康體文娛

場所、政府診所及社會福利設施。這些用途，都是在現時中短期土地需求短缺的主要用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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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估算 
 
本研究發現的約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甚具發展潛力，我們建議作「四大用途」，包括（1）發展過渡
性房屋；（2）興建社福設施；（3）興建康體設施及（4）多層式發展或一地多用。以下根據不同用
途作出潛力估算： 
 

 
選項一：過渡性房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2017 年《施政報告》建議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但沒有提及如何預留土地。本
研究發現的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不少是臨時停車場，本身可透過多層式發展整合。它們大多位於市區、
道路可到達，而且地形平坦；即使有部份涉及長遠計劃，但未有落實時間表，相當適合發展過渡性房

屋，既不影響相關用地的長遠發展，亦可快速應對香港迫切的房屋問題。 
 
由於未必所有用地均適合興建過渡性房屋，本研究只作保守估計，假設運用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當中
的三份之一，去評估興建貨櫃屋的發展潛力。 
 
參考社聯早前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

11 12
，3幢三層高、共 90個單位（平均約 230呎）的貨櫃組合屋，

連同內街、道路及休憩設施等，地盤總面積約為 1萬平方呎（約 0.1公頃），即每公頃可建約 900個

                                                
11 社聯深水埗建貨櫃屋 單位料 230平方呎（都市日報，2018年 4月 19日）  
http://www.metrodaily.hk/metro_news/社聯深水埗建貨櫃屋-單位料 230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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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因此，三份一未善用官地（100 公頃）保守估計可提供 90,000 個廉租單位，相當於現時 9.27
萬個劏房數目13

。若然以現時劏房戶平均住戶人數 2.3計算14
，則可容納 207,000人。 

 

 
圖：社聯貨櫃屋地盤面積 
 
選項二：社福設施 
 
香港社福設施一直不足，本研究發現的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有相當部份屬「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它們毋須進一步改劃，已可在短期內釋放，用作興建服務當區居民的社福或安老設施。加上大部份用

地位於市區，可讓需要服務的長者做到原區安老。再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前表示，社會福

利署會探討將政府用地或空置處所發展作社福用途

15
，故這些未善用官地屬於甚具潛力的土地選項，

值得政府優先檢視，毋須如行會成員林正財早前所言、要透過填海造地去滿足安老需求。 
 
根據政府《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估算，全港至 2046 年需增加社區照顧及院舍照顧各 6 萬個服務名額，
本土研究社早前撰文指出

16
，若要滿足以上需求，以保守八成實用率計，所需建築樓面面積約為 207

萬平方米；而參考《建築物（規劃）規例》，樓高不超過 24 米的單幢式安老院舍可以最高住用地積
比 4.2倍興建，提供 207萬平方米建築樓面即需要 50公頃土地。 
 
對照本研究發現的 89 公頃規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未善用官地，只需撥當中約一半的 50
公頃，已足夠提供社區照顧及院舍照顧各 6 萬個服務名額，一次過滿足《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估算的
未來三十年服務需求。 

                                                                                                                                                              
12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南昌街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sp/doc/2016_2019/tc/dc_meetings_doc/13936/SSPDC_DC_2018_52_tc_
annex.pdf 
13 2016中期人口統計 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人士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1022016XXXXB0100.pdf 
14 同上。 
15 地區社福設施不足要「尋寶」	 羅致光稱正覓地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80719/bkn-
20180719184047269-0719_00822_001.html 
16 本土研究社（2018）。林茵：重訂人口為本規劃標準 善用閒置土地增設社福設施。取自：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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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未善用官地 
 
除了市區社福服務需求，鄉郊地區社福設施同樣不足。社聯 2013 年發展的《香港社會發展系列社區
檔案北區》

17
指出，不少鄉郊地區除村公所外，社區設施相當有限，令區內居民未能受惠社區服務及

支援，加上鄉郊居民多是長者，由於鄉村連接市區的交通不便，他們難到市中心公營醫療機構或社福

機構尋求協助

18
。 

 
社聯《本港鄉郊地區住戶的需要及其使用服務情況研究報告》調查發現，鄉屋居民認為「老人服務」

（66.47%）及「社區發展服務」（65.32%）符合當區需要19
，故有需要發展基層醫療及社會服務，

令長者可以「原村」安老。本研究發現不少未善用官地本身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若然用得其所，可

以大大滿足鄉村居民的社福需要。 
 
參考同樣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北南丫普通科門診診所為例（面積約 0.05 公頃），若然運用三份之
一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未善用官地（約 10 公頃），則可興建 200 個相當規模的醫療或社福中心，
解決鄉村居民的基層醫療及社會服務設施不足問題。與此同時，這些未善用官地可與鄰近棕地整合成

更大規模地塊，作更具規模及多元發展，包括發展鄉村式公共屋邨或康體設施。 
 

 
圖：北南丫普通科門診診所面積 
 
 
 
 
 
 

                                                
17 《香港社會發展系列社區檔案 - 北區》
http://www.socialindicators.org.hk/sites/default/files/shares/files/publication/Community_Profile.pdf  
18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7）。外展服務支援年長村民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3485 
19 《本港鄉郊地區住戶的需要及其使用服務情況研究報告》https://www.legco.gov.hk/yr98-
99/chinese/panels/ws/papers/2520c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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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三：康體設施 
 
現時各區康體設施不足，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應每 50,000至 65,000人提供一個體育
中心

20
，香港現時人口為有 745萬21

，意味需要 114至 148個體育中心。然而，全港現有 105個體育
館

22
，即需要額外 9至 43個體育中心。 

 
若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定的地盤面積 0.6 公頃標準計算，運用 30 公頃未善用官地，即可興
建 43個體育中心，解決現時各區康體設施不足問題。是次研究發現的未善用官地中約有 39公頃坐落
於「休憩用地」，毋須改劃用途已能作相關發展。 
 
選項四：多層式發展／一地多用 
 
2017 年《財政預算案》建議在「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落實「一地多用」的多層發展模式，但背
後原則完全違背社區需要，只是整合現有醫療護理和其他政府服務，變相抽走各區社福用地資源，騰

空土地讓路給甲級商廈及豪宅用途，不能回應市民真正需求。 
 
然而，正如是次研究結果發現，全港約 301 公頃未善用政府土地當中，不少是以短期租約方式批作臨
時露天停車場，臨時政府撥地也只用作臨時貯物場或臨時停車場，屬於極不理想的土地使用狀態，而

且不少處於「政府、機構或社區」及「休憩」用地之上，令真正服務市民的社福及休憩用地遲遲無法

實現。事實上，審計署亦曾批評這類「土地面積較大，上蓋範圍較小」的臨時撥地使用方式，認為位

於市區的優質土地，不應長期以臨時性質撥給部門作相關作業

23
。因此，政府更應該帶頭將這些低效

使用的臨時撥地設施整合，或以多層發展模式整合現有露天停車場，以騰空市區珍貴土地資源，落實

真正為民所用的「一地多用」。 
 
 
  

                                                
20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4章：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sum/ch4/ch4_sum.htm 
21 香港統計資料：人口概述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0_tc.jsp 
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體育館 https://www.lcsd.gov.hk/tc/facilities/facilitieslist/facilities.php?ftid=0&did=3 
23 《審計署署長第三十四號報告書》第一章 https://www.aud.gov.hk/pdf_c/c34ch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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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未善用官地」逾 300公頃 

 
是次研究發現約 301 公頃、532 塊未善用官地屬於低效使用或閒置狀態，大部份將於數年內租約期滿，
可重新檢視作其他發展用途，成為重要的中短期土地選項。由於民間研究受制於土地資訊不透明，本

研究選取的未善用官地數字屬相當保守，實際上未善用官地的數字將更多，包括是次研究未有能力檢

視的 950公頃、現為工地一部份，但完工後應能釋出的臨時政府撥地 (Temporary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估計上千公頃、或未被善用的政府撥地 (Government Land Allocation)；及以不同形式批
租的未善用官地。 

 
二、有效重置臨時用途，能於中短期釋放上百公頃官地 
 
本研究發現不少未善用官地在分區規劃上屬於「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及「休憩用地」，只要配合

現時行之有效的重置及整合策略，就能對應中短期各種社福及康體用地短缺；而批出短期租約作過渡

性房屋，不僅能省卻改劃土地的時間，亦因其臨時性質而不會影響該地的長遠規劃用途，是作為中短

期對應房屋問題的一個隱藏選項。可見香港政府並非缺地，而是欠缺有效的規劃及重置策略。 
 
三、隱藏土地資訊將影響土地供應諮詢結果認受性 
 
本研究由民間自行以地圖工具及實地考察方式，於半年內整理出 532 塊、逾 300 公頃的未善用官地。
發展局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寧願在土地大辯論花上千萬做公關工作，卻未能在過去一年來提供整全資

料與民共議，讓「未善用官地」這個選項被隱藏，實在匪夷所思。政府一再推搪說會持續檢討土地用

途，而不全面開放相關土地資訊及列作選項之一，形同將土地供應「擠牙膏」，製造中短期的缺地假

象，以便將公眾目光轉移至填海、開發郊野公園等遠期及概念性選項，造成誤導，令諮詢結果認受性

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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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案分析 

 
本研究在上一章分析了「未善用官地」的整體現況與發展潛力，讓公眾能初步了解到這個「隱藏選項」

的面貌。在云云 532 塊被確認出的地塊，或有其背後原因導致其臨時使用或閒置。在此部份，研究團
隊將會在土地清單內更深入分析具體地塊案例，期望更立體呈現出這些未善用官地問題的由來。 
 
問題一：「擠牙膏」規劃	 128公頃社區及休憩用地遭凍結 
本研究透過有限資訊及非常保守的準則，仍勾選到約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反映政府刻意隱瞞土地資
訊及其發展潛力。「擠牙膏」式發展的後遺症，是大量休憩及社區用地閒置多年。本研究發現總面積

達 128 公頃的未善用官地屬「休憩用地」或「政府、機構或社區」的規劃用途，佔未善用官地總數逾
四成。 
 
香港社區設施嚴重缺乏，如思匯政策研究所 2017 年發表的《不公空間：香港公共空間應有的合理規
劃》

24
指出，《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規定人均應有至少 1 平方米鄰舍休憩用地及 1 平方米地區休憩

用地，然而按各分區計劃大綱圖劃分，有四份一香港人其實居於休憩用地面積不達標的地方

25
。社福

用地亦一直緊絀，尤其安老服務輪候時間甚長，如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輪候時間長達 38 個月，護養
院輪候時間亦達 23 個月26

、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輪候時間由 9 至 15 個月不等27
。在休憩及社福設

施長期不足下，竟容許「休憩」及「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用地未被善用，做法不能接受。 
 
個案：部門乏協調、鯉景灣綜合大樓拖延十年落實無期 

東區區議會早於 2009 年已經立項要求興建鯉景灣綜合大樓，建築署亦於 2012 年確認工程的技術可
行性，康文署及社會福利署及後發出文件，表示綜合大樓將設分區圖書館及安老院舍，並在同年納入

「政府工務工程計劃」內的「乙級」工程。但政府迄今未將項目提交上立法會審議

28
，相關「政府、

機構或社區」用地一直用作臨時停車場。 

政府從沒交代綜合大樓工程落實無期的原因，但種種跡象顯示，部門之間有不同原因拖延，令工程遲

遲不上馬。例如社會福利署過去多次構思增加綜合大樓內的長者宿位，起初建議提供 100 個宿位，多
番修訂後倍增至 200 個，但遲遲未有大樓設計的詳細內容及動工時間表；康文署則面對區議會要求增
添圖書館，但該署文件指經過審慎檢視東區現有圖書館設施後，認為已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意味著署方對增加公共圖書館沒有動力。由於社署及康文署不協調，大樓所在的「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一直未能發展。 

 

                                                
24 http://civic-exchange.org/zh-hant/report/不公空間：香港公共空間應有的合理規劃/ ，詳見附錄一。 
25 思匯研究報告指出，以 57個分區計劃大綱圖劃分，有 12個和 19個地區的人均鄰舍休憩用地及人均地區休
憩用地面積少於 1平方米。 
26 輪候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統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2/tc/LTC_Statistics_HP-
Chi(201807).pdf 
27 輪候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統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789/tc/LTC_Statistics_CCS(Chi)(Jul_2018).pdf 
28 康文署擬於 2019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計劃綜合大樓於 2022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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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實地考察情況 資料 

1 

 

 

位置：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

學旁 
編號：STULG04 
面積：0.45公頃 
規劃用途：休憩用地 
現時用途：空置 
 

2 

 

 

位置：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

學旁 
編號：STULG05 
面積：0.37公頃 
規劃用途：休憩用地 
現時用途：空置 
 

3 

 

 

位置：警察鰂魚涌汽車扣留

中心旁 
編號：EULG01 
面積：0.89公頃 
規劃用途：休憩用地 
現時用途：空置 
 

４ 	

 

 

位置：仁勇街與紅樂道交界 
編號：KLCULG03 
面積：0.58公頃 
規劃用途：休憩用地 
現時用途：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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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位置：紅磡愛景街與紅鸞道

交界 
編號：KLCULG01 
面積：0.26公頃 
規劃用途：休憩用地 
現時用途：空置 
 

表七：被凍結的社區及休憩用地 
 
問題二：部門「扣地」令臨時撥地長期無法釋放 
部份政府土地雖以臨時政府撥地方式撥給政府部門，但土地一經批出，往往沒機制監察其運用，亦沒

要求部門必須交還，令名義上的臨時撥地「永久化」，形成部門扣地現象。 
 
個案：東隧出口 2.35公頃公園項目	 遭警務處及食環署佔用逾二十年 
 

 
 
研究團隊發現，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出入口公路包圍的一幅土地（GLA-THK 1036、GLA-THK 1079、
GLA-THK 1026、EULG01），面積約 2.35公頃，原屬於市政局年代留下而仍未完成的康樂設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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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鰂魚涌公園二期（第 2及 3階段）」。項目在市政局解散後由康文署接手，署方一度承諾可在
2004年動工29

。 
 
然而，市政局自 1995 年起先後以臨時撥地方式，將該用地撥給警務處、食環署及水務署，用作汽車
扣留及驗車中心（GLA-THK 1079、GLA-THK 1026）、臨時車房（GLA-THK 1036）及承建商維修
站等，各部門遷出過程相當緩慢。例如水務署於 2009 年安排承辦商遷出，及後又以新工地面積不足
為由，繼續佔用該地，到 2014年中才交還給地政處30

。 
 
警務處及食環署甚至迄今仍未有遷出計劃，即使東區區議會於 2010 年通過在柴灣興建綜合政府大樓
作該些設施的重置之用，發展局亦於 2012 年審批工程可行性研究，但局方到今年 8 月底才表示計劃
於明年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選擇重置地點時部門間亦不協調。規劃署在回應區議會時曾表示，臨時撥地屬於地政處職權範圍，但

尋找永久用地則屬規劃署負責，規劃署曾於 2006 年為警務處於柴灣盛泰道覓得一幅永久用地作搬遷，
但政府產業署以「未能地盡其用」為由，不支持相關用地永久作扣車中心

31
。 

 
遷出工作緩慢，原因之一是沒有機制監察和要求部門必須交還臨時撥地。發展局早前回覆立法會時表

示，地政總署會提醒決策局或部門必須履行責任，監督及監察政府撥地用途和佔用情況；若然不再需

要相關土地，則應交還地政總署

32
。但局方沒有提及任何機制以統籌或監察，形成「部門扣地」情況，

亦令原有規劃用途長期無法實現。 

                                                
29 跟進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 https://www.legco.gov.hk/yr04-
05/chinese/panels/ha/ha_olcs/papers/ha_olc0628scb2-2043-2c-0628.pdf 
30 東區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east/doc/2012_2015/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minutes/dfmc/dfmc_4t
h_minutes_140612_tc.pdf 
31 東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2009年 2月 19日）。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archive/east_d/chinese/doc/DFMC_7th_minutes_090219.doc 
32 審核 2014-15年度開支預算 答覆編號 DEVB(PL)375 
https://www.landsd.gov.hk/tc/legco/sfc_question_2014/DEVBPL37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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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警務處海堤街汽車遺棄中心（GLA-THK 1026） 
 
表八：其他未善用的臨時政府撥地 

 
位置 實地考察情況 資料 

1 

  

位置：柴灣常安街及

常茂街交界 
撥地編號：GLA-THK 
1700 &Ext Thereto 
面積：0.70公頃 
現時用途：露天貯

物、臨時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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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置：油麻地連翔道

消防搶救訓練中心旁 
撥地編號： GLA-TK 
688 
面積：0.12公頃 
現時用途：露天貯物 

3 

 

 

位置：觀塘茜發道 
撥地編號：GLA-TNK 
2202 
面積：0.25公頃 
現時用途：臨時停車

場 

4 

 

 

位置：觀塘偉業街 
撥地編號：GLA-TNK 
1283 
面積：0.47公頃 
現時用途：空置 

5 

 

 

位置：觀塘有信街 
撥地編號：GLA-TNK 
2267 
面積：0.17公頃 
現時用途：臨時停車

場、臨時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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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永續「臨時」批地欠規劃	 粗放式停車場遍地橫生 
 
是次研究發現，大部份未善用的短期租約用地現為露天停車場，而且獲續租的年期甚長。我們透過

Google Earth衞星圖及地政總署航空圖，逐一檢視各短期租約用地被用作停車場的年份，發現 160幅
短期租約用地有 74%（即 119 幅、共 74.6 公頃）用作停車場，而當中的 63%（75 幅）獲批作停車
場約十年以上，有 36 幅、共 24.5 公頃的短租用地更獲批作停車場逾 20 年33

，佔短租停車場用地面

積逾三成。 
 
表九：短租用地作停車場的年期及所佔百份比 

用作露天停車

場年期 停車場數目 所佔百份比 面積(公頃) 

10年以上 75 63% 45.8 

5-10年 28 24% 22.1 

5年以下 16 13% 6.7 

總計 119 100% 74.6 
 
個案：筲箕灣道停車場長期「短租」28年 
 

 
圖：筲箕灣道停車場（EHX550） 
 

                                                
33 由於 Google Earth 的衞星圖最早只可以追溯到 2000 年，故本研究只能處理 2000 年起獲批作停車場的個案，
不排除相關用地在 2000年以前已經獲批作停車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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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是一幅位於東區筲箕灣道及興民街的短期租約用地，面積約 0.35公頃，自 1989年平整土地後，
翌年已用作露天停車場，迄今 28年。 
 
這情況維持多年，部份原因可能是粗放式停車場一旦被政府收回，往往令泊位供應緊張。全港而言，

短期租約停車場由 2013年 211個減至 2016年的 185個，泊位由 33,400個減少至 32,200個；而未
來五年再有約 40 個短期租約停車場收回作長遠發展，涉及約 8,500 個泊車位。單在東區，近年不少
臨時停車場亦被收回作發展，如電照街與渣華道一幅短租停車場用地，2008 年被收回興建海關總部
大樓

34
，區內泊位更短缺。 

 
事實上，東區區議員自 2015 年已要求將該筲箕灣道短租地改建為多層停車場35

，以應付區內泊位不

足問題，但政府部門之間互相卸責。地政總署表示如屬長遠設施用地，須由規劃署及運輸署作評估研

究

36
；規劃署指提供運輸設施屬運輸署管轄範疇，若要改劃成多層停車場，需要運輸署「有意向」

37
；

但運輸署只表示會檢視區內泊位問題，結果令多層停車場訴求一再落空。 
 
珍貴的政府土地資源長期被低效使用為露天停車場，反映政府欠缺長遠交通規劃，只依賴短租停車場

回應泊位需求，做法治標不治本。一來臨時停車場終有收回的可能，二來觀乎近十年車輛領牌數字，

車輛增幅主要來自私家車（見下圖），故政府實應「源頭減車」，透過制定政策從根本地減少車輛數

量，而非依賴臨時停車場回應泊位需求。 

 
圖：近十年各類車輛領牌數字 

                                                
34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擬建海關總部大樓 http://www.legco.gov.hk/yr05-
06/chinese/panels/se/papers/se0404cb2-1565-04c.pdf 
35 強烈要求在東區增加大型車輛停車場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east/doc/2012_2015/tc/committee_meetings_doc/ttc/2246/e_ttc_2015_032
_tc.pdf 
36 部門回應︰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2/15號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east/doc/2012_2015/tc/committee_meetings_doc/ttc/2246/e_ttc_2015_032
_tc_reply.pdf 
37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east/doc/2016_2019/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audio/ttc/12374/TTC_
10th_170919_item005.mp3 



 

 35 

問題四：短視規劃	 物流用地長期閒置 
 
本研究發現至少五幅位於葵青貨櫃碼頭周邊的未善用官地，總面積共 18.46 公頃，包括四幅未批租或
撥用官地，以及一幅臨時政府撥地。它們大多空置 5至 10年，其中一幅甚至閒置至少 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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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編號 批地形式 
面積 
（公頃） 

何 時 起 空 置 （ 根 據

Google Earth 及航空圖
資料） 

《善用葵青區港口後勤

用地的建議》建議 

KWTULG01 未撥用官地 1.97 1994年 
建議以短期租約批出作

貨物處理之用 

KWTULG02 未撥用官地 10.78 2010年 

部份建議以長期契約方

式批給八號 (西 )貨櫃碼
頭，但

未落實

；部份建

議以短期租約批出作停

泊車輛之用 

KWTULG03 未撥用官地 2.20 2005年 
建議以短期租約批出作

貨物處理之用 

KWTULG04 未撥用官地 2.09 2010年 
建議以長期契約方式批

給九號(南)貨櫃碼頭，但
未落實

38  

GLA-TKT 
1872 

臨時政府撥

地 
1.42 2011年 

無建議 

表十：位於葵涌物流用地旁的未善用官地 
 
個案：葵青貨櫃碼頭周邊、近二十公頃物流用地空置 
 
這些被忽視的物流用地過往長期閒置，例如其中一塊位於貨櫃碼頭南路海關驗貨場旁邊的未批租官地

（KWTULG01）自 1994 年起空置至少 24 年。實地觀察所見，該地雖然劃作「其他指定用途（與貨
櫃有關用途及地下污水處理廠連附屬地面設施）」，可作貨櫃有關用途，但相關用地自土地平整以來

一直沒有任何貨櫃相關設施。另外，青尚路一幅臨時政府撥地（GLA-TKT 1872）面積達 1.42公頃，
雖被規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與貨櫃有關用途）」，可作貨櫃裝卸站、貨車停車場、貨櫃存放場及修

理工場等，然而，相關土地自 2011年以來亦一直「曬太陽」。 
 
運房局 2015年《善用葵青區港口後勤用地的建議》曾針對數項港口後勤用地發展提出建議，包括將
三幅用地（KWTULG01、KWTULG02（局部）、KWTULG03）透過短期租約批出，以及將兩幅用地
（KWTULG02（局部）、KWTULG04）以長期契約方式批出，以增加貨櫃堆放場面積。然而，相關
建議反映政府沒有整全物流規劃，只依靠短期租約應付港口後勤用地需求，即使以長期契約方式增加

堆放場面積，但卻沒有考慮多層式發展、長遠整合各種物流作業需求。 
 
事實上，政府 2016 年已完成多層貨櫃車停車場可行性研究，認為在葵涌八號貨櫃碼頭附近一幅用地
可建五至七層、提供 2,000 至 3,000 個貨櫃車泊位的多層停車設施，反映多層貨櫃車停車場甚具發展
潛力，因此政府更加應該以多層式建築去整合區內物流用地，甚或重置新界棕土作業場，騰空原有港

口用地或棕地作其他發展。 
 
                                                
38 香港港口及海運服務的持續發展背景資料簡介 https://www.legco.gov.hk/yr16-
17/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20170626cb4-126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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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貨櫃碼頭南路海關驗貨場旁的閒置官地（KWTULG01） 
 

開始空置年份 現時狀況 資料 

 
1994年 

 

位置：貨櫃碼頭南

路海關驗貨場旁邊

用地 
編 號 ：

KWTULG01 
面積：1.97公頃 
批地方式：未撥用

政府土地 
雪藏年期： 至少
24年 

 
2010年 

 

位置：近昂船洲公

眾貨物裝卸區 
編 號 ：

KWTULG02 
面積：10.78公頃 
批地方式：未撥用

政府土地 
雪藏年期：至少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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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位置：青衣青尚里

與青尚路交界 
編 號 ：

KWTULG03 
面積：2.20公頃 
批地方式：未撥用

政府土地 
雪藏年期：至少

13年 

 
2010年 

 

位置：青衣青尚路

近昂船洲大橋 
編 號 ：

KWTULG04 
面積：2.09公頃 
批地方式：未撥用

政府土地 
雪藏年期：至少 8
年 

 
2011年 

 

位置：青衣青高路

及青尚路交界 
編號： GLA-TKT 
1872 
面積：1.42公頃 
批地方式：臨時政

府撥地 
雪藏年期：至少 7
年 

表十一：閒置物流用地列表 
 
問題五：批租土地黑箱作業	 公地淪為私人樂園 
部份官地之所以未被善用，是源於極度封閉不透明的「批地黑箱」，令本應為公眾共享的珍貴政府土

地，最後「公地私用」，淪為私人發展商及俱樂部的「私人樂園」。原本規劃的休憩用地只讓社會極

少部份人使用，公眾無緣享用這些土地資源。 
 
個案：深灣遊艇俱樂部、私享球場逾三十年 
 
研究團隊發現位於深灣九號附近的一幅短期租約用地，面積 0.33 公頃，由深灣遊艇俱樂部（The 
Aberdeen Marina Club）自 1986年起租用，上面設有三個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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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相關用地被規劃作「休憩」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但地政總署早前回覆區議會表示，

「沒有條款要求承租人開放康樂設施給予公衆使用」39
，更甚者，相關用地內有一幅籃球場用地甚至

寧願荒廢多年，都不開放予公眾。本研究實地觀察所見，該範圍只限深灣遊艇俱樂部會員才可使用，

公眾根本無法進入。 
 
該地的批租方式相當封閉，地政總署早前表示以市值租金批租，但一直沒有透露具體金額。再者，南

區區議會 2015 年通過收回上述短租籃球場用地，並交由康文署改建兒童遊樂場40
。惟因相關用地附

近路權誰屬的問題遲遲未解決，令工程一直拖延，迄今仍未得到區議會撥款

41
，亦令該休憩設施一直

無法實現。 
 
由此可見，這些封閉、不要求開放設施的批租方式，變相令政府土地變成私人俱樂部的「後花園」，

只服務少數人士，亦令原有規劃的「休憩」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被凍結。事實上，南區本身

欠缺康樂設施，早前媒體報道

42
指居民對於戶外籃球場及游泳池相當渴求，若能將這種只服務小眾的

康樂設施開放，相信更能回應居民需要。 
 

 
圖：深灣遊艇俱樂部實地考察狀況 

                                                
39 地政總署就於珍寶碼頭旁政府土地提供利民設施的書面回應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outh/doc/2012_2015/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doc/DDEC/133/DDE
C_2013_4_TC_Annex_3.pdf 
40 2015-2016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導並由民政事務總署定期合約顧問為工程代理人
的項目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outh/doc/2012_2015/tc/working_groups_doc/DMW/1681/DMW_2015_3_
TC_Annex.pdf 
41 【冇人認頭】南區被霸公家路閒置多年	 路權至今仍未被回收（香港 01，2018年 7月 30日）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215777/%E5%86%87%E4%
BA%BA%E8%AA%8D%E9%A0%AD-
%E5%8D%97%E5%8D%80%E8%A2%AB%E9%9C%B8%E5%85%AC%E5%AE%B6%E8%B7%AF%E9%9
6%92%E7%BD%AE%E5%A4%9A%E5%B9%B4-
%E8%B7%AF%E6%AC%8A%E8%87%B3%E4%BB%8A%E4%BB%8D%E6%9C%AA%E8%A2%AB%E5%9
B%9E%E6%94%B6 
42 【康樂場地不足‧一】康體設施供應不達標	 市民可以去邊做運動？（香港 01，2018年 5月 31日） 
https://www.hk01.com/周報/193813/康樂場地不足-一-康體設施供應不達標-市民可以去邊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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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深灣遊艇俱樂部位置和現況 
 
個案分析小結 
 
從上述個案分析，研究團隊歸納出以下問題： 
 

1. 眾多地塊現被低效使用：本研究發現，使用效率極低的地塊面積相當可觀。例如短期租約停車
場的面積就逾百公頃，不少更位於市區黃金地段。遺憾是政府一直以短租形式續租，令場地持

續多年粗放式營運，經營者亦因不確定未來租用情況而不會投資興建多層式停車場。其他用途

的地塊（如巴士站、臨時辦公室、臨時工房等）亦以粗放而非集約／垂直／混合形式發展，珍

貴土地被白白浪費。 
 

2. 「公地私用」令周邊社區損失珍貴土地資源：研究團隊並發現部份地塊被政府以臨時形式（主
要是短期租約）批予私人團體，以善用土地為名，卻容讓公地私有化，公眾無法享用。由深灣

遊艇俱樂部「吞併」了相鄰官地的例子可見，政府現時的臨時土地使用政策已經失效，急需檢

討 。 
 

3. 忽視未善用官地發展潛力，令閒置土地未能滿足社區和經濟需要：本研究發現的約 301 公頃
未善用官地全部具備可達性，毋須大量額外的基建接駁，亦毋須拓地滿足跨區需要，短期內可

轉化為社區設施及住宅用途。例如東隧港島出入口鄰近用地，若依本來計劃興建公園，即能滿

足鰂魚涌短缺的休憩空間需求；低效使用土地如續租多年的粗放式停車場，能夠轉化為多層停

車場或其他社區設施，甚或臨時貨櫃屋，亦能滿足社區需要。 
 

4. 政府缺乏統一資訊平台、資訊透明度及部門統籌力：本研究發現，現時政府並無開放的統一資
訊平台整合各類土地使用狀態，尤其是臨時和永久政府撥地、短期租約用地及未批租或撥用官

地。而各類政府撥地，均由所屬政府部門管理和使用，資料零散之餘，亦沒有一個有效系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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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使用狀態，例如土地是否用得其所？有否公地私用？由哪個部門管有？能否整合附近的臨

時用途作集中重置？此外，發展社區設施的政府部門互不從屬，缺乏統籌力下大量社區用地規

劃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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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建議 

 
本研究發現逾 300 公頃「未善用官地」，顯示香港現時尚有可觀的土地資源未被政府及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認真看待，並且未能用以滿足逼切的房屋及社區設施需求。研究團隊認為，忽視這些現存於社區

內的土地資源，卻大花公帑拓展新地、跨區滿足需求，實為不智之舉。研究團隊建議： 
 

1. 立即將逾 300公頃「未善用官地」列為中短期土地供應選項 
因應本港尚有至少逾 300 公頃官地未被妥善使用、甚至荒置，而這些未善用官地皆位於市區或有
道路可達，數量和面積可觀，政府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應藉土地大辯論的契機，立即將「未善用官

地」列為土地供應選項，而非在未經詳細研究和資料披露前，即以「發展潛力有限」否決善用官地

的可能性。政府應繼而積極探討這些地塊的發展潛力，進行顧問研究作過渡性房屋、或重新實現其

社區用途。 
 
2. 全面公開未善用官地的空間資訊 
官地是屬於市民的公有土地資源，然而市民對相關資訊竟無從得知，遑論監察政府有否善用。本研

究發現，大批官地未被善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沒有統一的資料庫管理官地資料，故此亦無法

得知這些官地有否被善用。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整合內部多個資料庫、全面普查香港各類用地的位置、

地界、數目、使用狀態、批租形式、年期等，建立統一及公開的資料庫，以便因應社會需要制定適

當土地政策，並讓公眾監察珍貴的土地資源如何使用，還市民土地規劃權及知情權。 
 
3. 全面檢視現存的土地資源 
除了逾 300 公頃未善用官地外，香港還有不少現存土地資源的發展潛力未被政府和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在是次「土地大辯論」中妥善看待： 
 

用地種類 面積（公頃） 

本研究處理的「未善用官地」 300 

工程完結後會被釋放的「臨時政府撥地」 950 

未被任何發展計劃納入的棕土 760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 408 

軍事用地（扣除偏遠和地勢險要的 
青山練靶場） 約 400 

合共 約 2,800 

表十一：「土地大辯論」忽視或低估的潛在土地資源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全面檢視上述合共 2,800公頃土地的發展潛力。在優先使用現有土地資源前，
並無理據移山填海開拓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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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未善用官地發展為過渡性房屋或社福、康體及休憩用地 
 
現時香港最缺乏的用地為房屋、社福、康體及休憩用地，位於市區或有道路可達的未善用官地應

優先預留作這些用途。 
 
房屋用地方面，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在 2017 年《施政報告》提議的閒置土地興建貨櫃屋政策（協
助非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等）基礎上，預留土地作貨櫃屋等臨時房屋用途，

而毋須民間等待私人發展商捐地推展計劃（其租約只有短短 2 年43
、支援相當有限）。研究團隊

保守估計只要政府撥出這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的三份之一，讓民間機構興建臨時貨櫃屋，短期內
已可提供約 90,000 個臨時單位，足以舒緩 20.7 萬劏房居民住屋需要，而且這些土地屬於政府，
不涉及收地問題。 
 
社福、康體及休憩用地方面，政府更應從高層次統籌，重新在缺乏設施的社區實現因各種官僚程

序而擱置的原有規劃。政府不宜本末倒置，以填海及人工島方式在區外拓地，令原本缺乏設施的

居民要跨區尋求社福服務及康體、休憩設施。 
 
5. 採用垂直發展模式 
因應現時未善用土地上有大量設施以粗放式擴展，政府應遵循集約式土地使用原則，處理未善用

官地浪費市區珍貴土地的問題。例如，政府應檢視現有露天停車場使用狀況，鼓勵現有短租停車

場改作垂直式發展，從而騰空土地作其他用途，如興建公營房屋或社區設施。 
 
6. 以「公地公用」作為官地使用原則 
政府一直聲稱短期租約批地是善用土地的舉措，然而，政府卻以過份優惠方式批租予私人團體，

使公地淪為私用。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在制定上述善用官地的政策時，必須秉持「公地公用」原則，

並將相關土地資訊和決策程序公開，令珍貴土地資源用得其所。 
 
 

 
  

                                                
43 【荷蘭直擊】安居新思維：貨櫃屋、水上屋、社會房屋（etnet）
http://www.etnet.com.hk/www/tc/news/topic_news_detail.php?newsid=9060&category=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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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限制 

 
由於政府現時公開的土地資訊相當有限，沒有統一平台提供有關政府撥地、短租地、未批租或撥用官

地的閒置狀況，本研究只能透過多項間接方法，盡力辨別出大部份未獲善用的政府土地。在現有研究

框架下仍有檢視空間，例如： 
 

1. 無最新空置官地資料：未批租或撥用官地（空置官地）面積及地界資訊自 2012 年後再無更新，
故本研究無法顯示 2018 年的最新狀況。加上政府以地形不合、地塊零碎、涉及道路／通道及
人造斜坡等理由

44
，在沒有提供進一步資料的情況下，便稱 4,000 公頃閒置政府土地中只有

1,330 公頃可作發展，令研究團隊無法逐一檢視相關地塊，只能針對空置官地作保守估計，實
際上未善用官地總面積必然更多。 
 

2. 工地無圖則：現時有 2,850公頃臨時政府撥地屬於工地。根據政府估算，三份之二工地是主要
建築物範圍

45
，即約三份之一（約 950 公頃）面積可在完工後用作其他發展。惟因現時公開的

工程圖則並不齊全，難以得知相關土地完工後的狀況，故本研究只能針對「非工地」作保守估

計。然而，近千公頃待釋出的工地本身甚具潛力，政府應公開相關工程圖則及交還時間表。 
 

3. 無法完全判斷政府撥地狀態：本研究集中處理臨時政府撥地，未有處理永久政府撥地狀況。然
而，正如不少報道指出，永久政府撥地也有不善用狀況，如西區警署旁的前員佐級已婚警察宿

舍與警署屬同一塊政府撥地，但宿舍丟空 12年，可見永久撥地是否善用本亦極待檢視，惟目
前亦無相關的公開資料，故本研究未能涵蓋。 
 

4. 研究工具局限：本研究所用的地圖工具 Google Earth 只記錄 2000 年以來的衞星圖片，故無
法涵蓋 2000 年以前狀況，即使地政總署航空圖片亦未必涵蓋所有地塊。不過，根據有限資訊，
研究團隊已整理出逾 300 公頃未善用官地，而掌握大量土地資訊的政府更應公佈數據，讓公
眾對政府土地資源有更整全的理解。 
 

5. 研究時間局限：本研究需要逐一檢視地段索引圖，以分析政府土地分佈，但所獲得的地段索引
圖（今年三月）及實地考察後地塊情況或有變化。然而，本研究屬初步揭示政府土地潛力，政

府擁有遠比民間整全的資訊，更應主動公佈最新政府土地資料。 
 
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在上述限制下，本研究已發現逾 300 公頃未善用官地，數目相當龐大，當中不少
地塊亦具規模，足以應對各類中短期土地需求。若然政府視而不見、繼續隱藏這土地選項，令市民無

法選擇，聲言協助市民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實屬空談。 
  

                                                
44 即使涉及道路／通道及人造斜坡，但以現時的建築技術，亦能發展某些斜坡地帶。 
45 現行土地供應策略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demand_supply/land_strategy_ongo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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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各類休憩用地不足狀況 

地區 
人均可計算休憩

空間（平方米） 
人均鄰舍休憩用

地（平方米） 
人均地區休憩用

地（平方米） 人口 

旺角 0.6 0.6 0.1 136,679 

灣仔 0.7 0.5 0.2 60,689 

半山區西部 0.9 0.5 0.4 71,218 

銅鑼灣 1 0.6 0.4 31,553 

堅尼地城及摩星

嶺 1 0.8 0.2 75,347 

西營盤及上環 1.1 0.6 0.5 97,539 

紅磡 1.3 0.8 0.4 113,108 

觀塘（北） 1.3 1.3 0.0 23,670 

長沙灣 1.4 0.9 0.5 198,030 

油麻地 1.5 0.7 0.8 65,316 

半山區東部 1.6 1.6 0.0 8,621 

筲箕灣 1.6 1.1 0.5 125,845 

北角 1.6 0.8 0.9 159,418 

馬頭角 1.7 0.4 1.3 131,491 

何文田 1.9 1.2 0.7 92,335 

馬灣 1.9 1.9 0.0 13,056 

牛池灣 1.9 1.5 0.4 84,465 

薄扶林 1.9 1.6 0.3 79,911 

鰂魚涌 1.9 1.3 0.6 126,312 

元朗 1.9 1.3 0.6 147,683 

黃泥涌 2 0.8 1.2 32,895 
 
11111 休憩用地有不足的情況 
資料來源：思匯政策研究所《不公空間：香港公共空間應有的合理規劃》，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