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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用地 面積(公頃)   狀況
鄉村用地面積	( 鄉村式發展地帶用地+現有鄉村範圍 ) 3,380	 642 條認可鄉村

閒置鄉村私人土地 1,548.8	 閒置

閒置鄉村政府官地	( 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用地 ) 932.9	 閒置	(2012)

潛在套丁土儲 176.9	

149.1

閒置

潛在套丁土儲	(	剔除飛地/漁塘/濕地/ 農地	) 閒置

《草木皆丁 - 發展新界潛在違規丁地可行性研究報告》
行政摘要

研究目的及背景 : 

1.1.		閒置「鄉村用地」作為土地供應選項：面對現時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民間多次提出「鄉村式發展
地帶」為土地供應選項，但政府以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官地「零散」、「偏遠」為由而忽視其發展可能。
而現時鄉村地區中除了932.9公頃政府官地外，有近1548.8公頃呈閒置狀態的私人土地，其面積等於1.5
個明日大嶼，未被詳細研究其發展可能。因而有必要探討整體丁地現狀及潛在可發展用途，有助促成更
妥善的規劃，讓部分或可作為重要土地供應選項。

1.2.	 丁地多次被濫用作違法套丁：參考過往發佈的兩份套丁研究報告，指出全新界有上萬間懷疑透過套丁得
來的丁屋，及整體套丁的趨勢並未有停止。王光榮等相關涉事人士被廉署調查嫌疑套丁，只屬套丁慣犯
的「冰山一角」。因而除了繼續跟進已建成的疑似套丁屋苑外，亦有必要檢視現時最新丁地現況，從而
預視未來套丁趨勢，能夠針對性地遏止違法行為。

2	 研究範圍與方法：按照慣常套丁運作，「分割地段」(Division	of	land) 是套丁前期的必要步驟。參考過往
已建成的疑似套丁屋苑的「分割地段」歷程，識別出相關地段作為潛在發展疑似套丁屋苑的可能，一概
稱為「潛在套丁土儲」。從而全面剖析鄉村用地範圍的「潛在套丁土儲」的具體分佈形態及其後進行查
冊加以查證業權狀況，以此判斷其套丁的跡象。

3.	 研究結果：在是次研究中，發現「潛在套丁土儲」多達近 787 個，佔地 176.9 公頃，估計將會新增多
達 9744 間潛在套丁可得來的丁屋。參考自 2020 年最新套丁研究報告，現時疑似套丁得來的丁屋總數為
10581 間，按照現時潛在套丁土儲的數量，意味著未來套丁情況將會翻倍。

	 本研究透過土地隨機抽樣查冊發現「潛在套丁土儲」中「屋苑道路」的公司持有率近 80%，透露背後有
公司主導整個丁屋屋苑的規劃及管理，印證其疑似套丁運作的表徵。

	 元朗區的潛在套丁情況最為嚴重，單是該區已佔地接近 93 公頃，佔全新界潛在套丁土儲近一半，潛在套
丁可得來的丁屋可達 4	968 間。如果未有任何跟進的話，元朗將會繼續作為新界疑似套丁情況最嚴重的
地區。

閒置鄉村用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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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研究

4.1	 蓮花地村潛在套丁情況最為嚴重：蓮花地村將來或有多達 272 間潛在套丁得來的丁屋建成，佔地近 5.39
公頃，該村疑似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亦可能增加近 1.6 倍至 450 幢。值得注意的是，有單一發展商在村
內坐擁 7個潛在套丁土儲，反映政府監管套丁工作不足，亦見丁地規劃上漸失去當初原意。與其放任違
規套丁，政府應制定全面及長遠鄉村規劃，收回有潛在套丁風險的丁地，釋放其發展潛力。

4.2	 揭破丁地「零散」的迷陣：政府多次稱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官地「零散」及「偏遠」而不合適作發展之用，
本研究指出除政府未有妥善運用政府閒置丁地，鄉村地區內私人土地仍具有發展潛力，以屏山鄉欖口及
山廈村以北一帶為例，所謂	「零散」的丁地可以透過合併丁地內的私人土地及棕地等土地選項，成為最
少 6.5 公頃的地塊群組，可發展具一定規模的房屋發展計劃。

4.3	 再度發現非本地註冊公司有意發展「套丁」：過往套丁研究報告已發現有 BVI 公司參與疑似套丁項目，
或代表套丁有「離岸化」的趨勢，而今次研究再度發現非本地註冊公司有意發展潛在「套丁」項目，可
能漸成為套丁「新操作」，令套丁行動背後的業權人可以規避民間的追查。

5.	 荒廢珍貴土地近三十年：本研究發現持有潛在套丁土儲的涉事公司向男丁回購丁地，或反映該套丁無法
按慣常成事，有「爛尾」的跡象，但不表示「套丁」產業的終結，而是揭示土儲一直存有潛在發展套丁
的風險。而涉事丁地因疑似套丁爛尾，長期閒置歷時至今 27 年及 29 年，變相浪費可發展的土地資源。
而林建岳為涉事公司的董事，潛在套丁項目或涉及香港中型發展商的參與。

6.	 丁屋作為房屋供應選項效益低：按照現時鄉郊住宅發展密度，鄉村地區每公頃可建單位數目 500 個，
比起丁屋每公頃只可提供 40 間丁屋，若將 149.1 公頃的潛在套丁土儲皆興建鄉村式公屋，則能提供多
74,550 個 700 平方呎的公營房屋單位，滿足 223,650 人的住屋需求，在土地供應不足情況下，鄉村用
地不一定只作丁屋之用，政府應更妥善運用現有的土地資源作為更具效益的房屋供應選項。

7.	 政策倡議：善用潛在違規的隱藏套丁土地

	 政府應剔除 176.9 公頃當中涉及的飛地、漁塘、濕地、農地作生態修復及農業用途，並對剩餘 149.1 公
頃違規丁地進行詳細可行性研究，以作更全面的規劃及發展計劃。

	 除了參考過往港英政府打擊套丁的措施，政府應該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既阻攔潛在套丁的發展可能，並
作出「精準收地」，將丁地與其他土地選項整合及合併，成為大規模的土地發展計劃。

	 政府應全面開放閒置丁地的位置、分佈、大小及目前使用狀況，讓民間可以協助檢視所謂「零散」、「僻
遠」的規定準則。

	 發展鄉村式公屋或居屋作另類房屋選項，令鄉村地區可以提供公營房屋供應，達至城鄉共融，舒緩城市
人口過度集中，從而改善交通擁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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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Area (hectare) Status

"Village	Land"(i.e.	V	zones	and	VE) 3,380

149.1

642	recognised	villages
under	the	small	house	policy

Idle	Private	Land	in	"Village	Land"

Potential	land	reserves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minus	

agricultural	land,	enclaves	and	wetlands	
near	fishponds	within	"Village	Land"

1,548.8 Idle

Idle	Government	Land	in	V	zones 932.9 Idle	(as	of	2012)

Potential	land	reserves	for	
illegal	small-house	development

within	"Village	Land"
176.9 Idle

Idl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Vacant Small House Land
1.	 Idle	"Village	Land"	as	a	Land	Supply	Option: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land	shortage	in	Hong	Kong,	the	

public	has	repeatedly	proposed	developing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s	as	a	land	supply	opti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gnores	the	development	possibilities	of	government	land	in	the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s	
(V	zones),	saying	that	these	sites	are	"fragmented"	and	"remote".	In	addition	to	the	932.9	hectares	of	government	
land	 in	 the	rural	areas,	 there	are	nearly	1,548.8	hectares	of	unused	private	 land	 in	 the	rural	area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one	and	a	half	 the	size	of	 the	proposed	reclamation	 in	"Lantau	Tomorrow	Vision"	 .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possibility	has	yet	to	be	studied	in	detail.	We	feel	obliged	to	examine	the	status	and	potential	uses	of	
these	sites	for	better	land-use	planning	as	they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land	supply	option.

2.	 Land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Repeatedly	Abused:	According	to	our	two	previous	reports	on	illegal	
development	of	small	houses,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hous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hich	may	have	
been	developed	through	 illegal	means.	The	abuse	of	small	house	rights	has	never	come	to	an	end.	Although	
the	ICAC	is	now	investigating	a	prominent	small	house	developer	and	his	partners	for	the	illegal	resale	of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rights,	 these	people	are	mere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Apart	 from	updating	on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ed	small	house	villas	that	are	already	developed,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the	sites	
targeted	by	developer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all	house	villas.	By	doing	so,	we	can	pinpoint	where	 the	
potential	abuse	cases	will	be	and	who	is	behind	these	suspectedly	illegal	dealings.

3.	 Research Scope and Methodology: In	most	cases,	 "division	of	 land"	 is	a	necessary	step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past	examples	of	"land	division"	in	the	suspected	illegal	small	house	
projects,	we	identified	the	sites	susceptible	to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e	call	 these	sites	
"potential	land	reserve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Then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land	lots	in	the	village	zones.	We	checked	the	company	and	land	registration	records	related	
to	the	sites	to	verify	 the	title	status	of	 the	sites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are	signs	of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4.	 Finding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787	sites	which	may	be	potential	 land	 reserves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covering	176.9	hectares	of	 land.	We	estimated	 that	an	additional	9,744	small	houses	can	be	
developed	by	illegal	means.	Based	on	the	latest	number	of	small	houses	allegedly	developed	by	illegal	means,	we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such	small	houses	will	double	in	the	future.

	 We	conducted	random	land	and	company	searches	on	the	sites	 listed	as	 the	potential	 land	reserve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and	found	that	nearly	75%	of	the	land	lots	planned	as	roads	in	these	sites	are	held	by	
companies	which	may	be	the	mastermind	of	 the	entire	housing	project.	The	presence	of	 land	 lots	reserved	for	
roads	held	by	compani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suggesting	that	 illegal	development	of	small	houses	may	be	
underway.

	 Yuen	Long	District	has	the	most	number	and	the	largest	total	sizes	of	potential	land	reserve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Nearly	93	hectares	of	 land	 in	Yuen	Long	may	be	developed	 into	4,968	small	houses	by	 illegal	
means,	accounting	for	nearly	half	of	such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f	this	potential	problem	is	not	attended	by	
the	authority,	Yuen	Long	will	remain	the	district	with	the	most	suspected	cases	of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able- Vacant R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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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se Studies : 

5.1	 Lin Fa Tei Village- the epicentre:	A	total	of	272	small	houses	may	be	developed	by	illegal	means	in	Lin	Fa	Tei	
Village	 in	 the	future,	occupying	nearly	5.39	hectares	of	 land.	The	number	of	small	houses	allegedly	developed	
by	 illegal	means	 in	 the	village	may	 increase	by	almost	1.6	 times	to	450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a	developer	
even	owns	seven	potential	sites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in	 the	villag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lax	in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The	small	house	policy	is	gradually	losing	its	original	inten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onnives	at	the	unlawful	use	of	land.	The	government	must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plan	on	rural	land.	Sites	susceptible	to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should	be	resume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m.

5.2	 "Fragmented" and "Remote" Sites? Th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claimed	 that	government	 land	 in	 the	
village	areas	is	"fragmented"	and	"remote"	and	is	therefore	un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lacking	a	holistic	view	of	
the	overall	 land	use	of	the	areas.	For	instance,	in	Lam	Hau	Village	of	Ping	Shan,	we	found	that	those	so-called	
"fragmented"	small	sites	can	be	merged	into	a	cluster	of	land	of	at	least	6.5	hectares	if	the	private	land	reserved	
for	building	small	houses	and	brownfields	within	the	area	are	merged.	Housing	projects	of	a	considerable	scale	
may	be	developed	on	these	sites.

5.3	 Overseas companies seem to be involved.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llegal	development	of	small	houses	have	
already	found	that	British	Virgin	Islands	companies	were	involved	in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projects,	indicating	
there	might	be	a	trend	of	obscure	illegal	dealings.	Now	that	we	also	found	overseas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se	
projects	again.	Therefore,	offshoring	such	activities	has	become	the	new	mode	of	operation,	as	the	people	behind	
the	scenes	can	now	dodge	public	scrutiny.

5.4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idle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We	found	that	a	company	which	had	held	the	potential	
sites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bought	back	the	sites	from	the	partnering	male	indigenous	inhabitants.	
Such	a	move	may	indicate	that	the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may	no	longer	be	business	as	usual.	There	
are	even	signs	showing	 that	 the	small	house	project	has	 fallen	apart,	but	 it	 is	 too	early	 to	call	 the	end	of	 the	
whole	small	house	business.	As	a	result,	the	sites	have	been	left	idle	for	27	to	29	years,	and	it	is	a	waste	of	land	
resources.	We	have	discovered	a	prominent	 local	businessman,	Lam	Kin	Ngok	Peter,	 is	one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involved,	indicating	that	the	housing	project	on	these	sites	may	involve	a	medium-sized	developer	in	
Hong	Kong.

5.5	 Small house is an inefficient housing supply op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nsity	of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official	planning	documents,	a	one-hectare	site	 in	 rural	areas	can	hold	500	residential	units.	
In	contrast,	only	40	small	houses	can	be	built	on	the	same	site.	 In	other	words,	 if	public	housing	 is	built	on	all	
the	149.1	hectares	of	 land	allegedly	reserved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then	a	total	of	74,550	public	
housing	units	of	700	square	 feet	can	be	potentially	developed	 to	house	223,650	people.	To	better	utilise	 the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so	rural	sites	should	not	be	reserved	for	small	houses	only.	The	government	must	make	
better	use	of	land	resources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housing.

6. Proposed Measures: Make Best Use of Land Allegedly Reserved for Illegal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Except	 for	 the	176.9	hectares	of	 land	where	 there	are	Country	Park	enclaves,	 fishponds,	wetlands	and	
agricultural	 land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urpos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duct	detailed	
feasibility	studies	on	the	149.1	hectares	of	unregulated	small	house	sites	for	mor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Apart	from	considering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against	the	illegal	use	of	Village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use	the	Land	Resumption	Ordinance	to	stop	potential	illegal	abuse	of	land	and	
"resume	sites	precisely",	i.e.	small	house	sites	should	be	consolidated	and	merged	with	the	adjacent	vacant	and	
underutilised	land	to	form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a	greater	sca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public	crucial	land	data	such	as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size,	and	current	use	of	
idle	small	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an	help	review	the	criteria	for	the	so-called	"scattered"	and	"remote"	sites.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type	public	housing	or	Home	Ownership	Scheme	flats	can	be	an	alternative	housing	
option.	This	option	can	provide	public	housing	in	rural	areas,	so	rural-urban	integration	can	be	achieved,	the	over-
concent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can	be	alleviated,	and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can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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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 閒置「鄉村式發展」用地作為土地供應選項

明日大嶼作為政府土地供應的重要推銷選項，引起極大爭議。民間早在 2018 年的「土地大辯論」提出多個土
地供應選項，包括善用本身預留用作興建丁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	簡稱
V	zone)。發展局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7年披露，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涉及932.9公頃官地，但這些官地屬「零
散」、「偏遠」及基建限制等而不合適作發展之用，繼而放棄整個土地選項，集中火力推銷填海。

然而，這並非反映現況。「鄉村式發展地帶」中除了政府官地外，尚有可觀的私人土地未被詳細研究及探討其
發展可能。現時鄉村式發展地帶 (V	zone) 以及認可鄉村村界	(Village	Environ)	（統稱「丁地」）內的私人土地
中，有近1548.8公頃呈閒置狀態，其面積等於1.5個明日大嶼。因而重新探討整體丁地現狀及潛在可發展用途，
成為當務之急，讓部分或可作為重要土地供應選項，有助解決現時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重新探討整體丁地現狀及潛在可發展用途，
成為當務之急”

1.2. 丁地多次被濫用作違法套丁

現時丁地主要供原居民興建丁屋自住之用，但地產商聯同原居民，透過「套丁」，即詐騙政府以獲得丁屋牌照，
並在建屋後旋即將其出售予不合資格人士的情況一直存在。套丁不單違法，其無序擴展更引起一連串環境規劃
問題，亦浪費土地。

參考過往本土研究社 2018 年發佈《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 2017》( 報告連結：https://bit.ly/3msJIQg)
及 2020 年《新丁再現：新界套丁研究報告 2020》( 報告連結：https://bit.ly/3dDWOWJ)，全新界有上萬間懷
疑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近年亦不斷有新丁屋屋苑落成，反映整體套丁的趨勢並未有停止，亦突顯超過 1500
公頃的閒置丁地未來有被濫用作「套丁」的風險。

除了繼續跟進已建成的疑似套丁屋苑外，本土研究社認為有必要檢視現時最新丁地現況，或可揭示潛藏在丁地
的疑似套丁發展項目，從而預視未來套丁趨勢，能夠針對性地遏止違法行為，社會亦能重新思考相關土地將如
何能夠更好地運用以裨益社會。

1.3. 丁權官司無阻處理濫用丁地問題

2021 年 1 月，丁權司法覆核案上訴庭裁定政府及鄉議局勝訴，推翻原訟法庭的判決，三種丁屋批地方式包括
私人協約批地及為原居民換地方式與建丁屋皆合憲。儘管如此，丁權「合憲」並不代表套丁合法，同時，亦不
代表鄉村地區土地應只預留作丁屋發展，尤其在目前土地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更有必要探討其他發展可行性。

1.4. 「丁屋大王」被廉署調查

2021 年 3 月，王光榮等相關涉事人士被廉署調查嫌疑套丁，過往本土研究社曾發佈兩份套丁研究報告，發現
王光榮等人疑似參與多個丁屋屋苑發展計劃之中，揭發套丁詳情。根據本研社過去兩份研究報告所言，王光榮
案明顯只屬冰山一角，其他疑似套丁涉事者仍未有被進一步調查及追究。而且近日有報導亦發現有關套丁問題
的最新現況，例如套丁「爛尾」問題 1，顯示更多套丁的模式及實際操作，仍有待更深入探討。

1蘋果日報：村屋大王被捕「抄家」20 萬呎套丁項目泡湯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406/ZCRKE4U6TBGOLFAUMNROIJDE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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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範圍與方法

2.1. 剖析「分割地段」透視違規丁地現況

慣常套丁運作可分為分割地段、批核丁屋牌照、發出滿意紙（入伙）、撤銷轉讓限制（容許出售丁屋）四大步
驟。過往多宗涉及套丁案情的民事訴訟案件判詞 2，均有鉅細無遺地交代過往鮮為人知的套丁過程	：丁屋屋苑
動工前，地主或發展商多先將預先購入的土地分割成若干份相等份且的整齊地段，以便在每塊小地段上興建丁
屋出售，簡稱「分割地段」(Division	of	land)	。

所以分割地段是套丁前期的必要步驟。早期套丁過程極為隱蔽，到丁屋動工時為時已晚，而勾勒分割地段情況，
則能像「水晶球」般預早透視違法套丁活動。

“早期套丁過程極為隱蔽，到丁屋動工時為時
已晚，而勾勒分割地段情況，則能像「水
晶球」般預早透視未來的套丁活動。”

2.2. 參考現時疑似套丁屋苑地段分割情況

本研究參考現時丁地範圍內呈現「分割地段」的位置，全面分析其具體情況，例如地權轉讓過程及相關地段的
規劃背景，更立體地了解滋生套丁活動的制度性漏洞，從而提出針對性措施及早辨認未來套丁的「熱點」、遏
止套丁、促成更靈活及更妥善的規劃、釋放相關土地作更適合的用途。

2.3. 研究方法

地段資料方面，本研究依賴地政總署地理資訊地圖（GeoInfo	Map）的地段數據；辨認丁地方面，則依靠地政
總署提供的的鄉村範圍圖（Village	Environs	Plan）、現有鄉村範圍地圖及城市規劃委員會「法定規劃綜合網
站 2」所記載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用地（V	zone) 範圍。

研究團隊將上述資料整理後，將其嵌入 ArcGIS 地圖（截至 2020 年 12 月）作分析，觀察在丁地內有沒有整齊
的分割地段群。

2	高院民事訴訟  
案件編號 HCA 729/2011 Tang Teng Hong Tso v Cheung Tin Wah [2014]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92576&QS=%28Cheung%2BTin%2BWah%29&TP=JU

案件編號 HCA 2500/2013 Li (or Lei) Ting Kit Tso v Cheung Tin Wah [2017]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07286&QS=%28Cheung%2BTin%2BWah%29&TP=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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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識別「潛在套丁土儲」的特徵

一般來說，整齊的分割地段群預示未來丁屋發展分佈及形態，若當中出現大量整齊平均的地段分割，甚至預留
車路，則作為屋苑化的表徵（疑似套丁屋苑），明顯不符丁屋興建用作自住之原意，並表示背後或有發展商策
劃，有潛在套丁的可能。相關地段作為未來疑似套丁屋苑的發展地段，本研究一概稱之為「潛在套丁土地儲
備」，或「潛在套丁土儲」。

參考過往已建成的疑似套丁屋苑的發展歷程，本研究透過識別以下分割地段的特徵，找出潛在「潛在套丁土
儲」，必須符合的特徵 ( 包括但不限於 )：

必須符合的特徵：
2.4.1.	3 個相連地段或以上 3

2.4.2.	地段分佈一致或整齊
2.4.3.	每個地段呈類方格形狀
2.4.4.	每個地段大小約 700 呎至 2,000 呎不等

常見（但不一定）的特徵：
2.4.5.	留有一段 / 數段細長的地段作為屋苑通道，亦可作車路貫穿屋苑
2.4.6.	地段群範圍內有數個約 100 平方呎的小地段，有劃成停車場或車位的嫌疑
2.4.7.	土地已被平整及破壞

3  以 3 幢或以上為準則的原因 : 因為某些原居民的確會興建丁屋以供自住 , 而建築風格不必然與真正的套丁屋苑有大差別，但這些建屋自
住的丁屋絕大多數情況下為零星及個別個案 , 數量不會多。相反地 , 套丁是集體行為，丁屋數量必然偏多，研究團隊認為將準則訂為 3 幢
或以上，能夠涵括大多數的疑似套丁個案，較為穩妥。

2.4.7.	
土地已被平整及破壞的情況
( 北區粉嶺鄉丙崗村 )

2.4.6.	地段群範圍內有數個約 100 平方呎的
小地段，有劃成停車場或車位的嫌疑

( 大埔區大埔鄉大窩村 )

2015 年 4 月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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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潛在套丁個案的土地及公司查冊

因而本研究將選取「潛在套丁土儲」最集中的地區，對當中的「潛在套丁土儲」作隨機抽樣查冊，以有系統
地查證及判斷相關地塊有否呈現套丁跡象。

查冊方法主要對「潛在套丁土儲」中的若干地段進行土地查冊，查證背後業權有否有發展商的足跡。若果發
展商曾經持有相關地段，則表示發展商可能在背後操控整個丁屋屋苑發展。研究團隊再透過公司查冊，調查
背後業權人的身份及背景，除了能夠勾勒「潛在套丁土儲」的主要「勢力版圖」，亦能了解套丁活動的形態
在近年有否改變，以便提出更加合時宜及針對性的措施。

元朗區新田鄉下竹園「分割地段」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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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用地 面積(公頃)   狀況
鄉村用地面積	( 鄉村式發展地帶用地+現有鄉村範圍 ) 3,380	 642 條認可鄉村

閒置鄉村私人土地 1,548.8	 閒置

閒置鄉村政府官地	( 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用地 ) 932.9	 閒置	(2012)

潛在套丁土儲 176.9	

149.1

閒置

潛在套丁土儲	(	剔除飛地/漁塘/濕地/ 農地	) 閒置

3. 研究結果

3.1. 「2021 年潛在套丁土儲資料庫」

-	地圖連結：https://arcg.is/1fGGaK0
-	資料列表：https://bit.ly/3txNw5j

3.2. 「潛在套丁土儲」總數及面積

潛在套丁土儲 (分割地段情況 )共 787 個地塊，換言之，如果未有任何跟進的話，未來或會有近 787 個潛在套
丁土儲將會落成，估計將會新增多達 9744 間潛在套丁可得來的丁屋，佔地面積共 176.9 公頃。參考自 2020
年最新套丁研究報告，現時疑似套丁得來的丁屋總數為 10581 間，佔現時丁屋總數四分之一。按照現時潛在
套丁土儲的數量，意味著未來套丁情況將會翻倍。

“按照現時潛在套丁土儲的數量，將會新增
9744 間潛在套丁得來的丁屋，意味著未來

套丁情況將會翻倍。”

閒置鄉村用地列表

3.3. 地域性

元朗區的潛在套丁最為嚴重，單是該區已有接近 93 公頃丁地完成套丁前期的分割地段步驟，佔全新界潛在套
丁土儲的一半，潛在套丁可得來的丁屋可達 4	972 間。參考 2020 年發佈的套丁研究報告的疑似套丁數目，如
果未有任何跟進的話，元朗區未來套丁擴散的情況將會持續，繼續作為新界疑似套丁情況最嚴重的地區。

“元朗區的潛在套丁最為嚴重，已經有近 93
公頃丁地完成套丁前期的分割地段步驟，
佔全新界潛在套丁丁地的一半，潛在套丁

可得來的丁屋可達 4972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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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潛在套丁最嚴重的地區

最為嚴重的3個區域為八鄉、屏山鄉及十八鄉。排首位的八鄉，近107個「潛在套丁土儲」，佔地約30公頃，
估計透過潛在套丁可得來的 1513 間丁屋。八鄉的潛在套丁土儲主要集中在八鄉南一帶，蓮花地村、河背村、
上村及大窩村等鄉村皆出現多個潛在套丁土儲。

而元朗區屏山鄉，有近	108 個「潛在套丁土儲」，佔地約 24 公頃。而且在大井圍村、吳屋村及輞井圍村一帶
等漁塘濕地旁近一帶出現皆有分割地段的情況。

而第三位為嚴重為元朗區十八鄉，有近 77 個「潛在套丁土儲」，佔地近 21 公頃。最大型潛在套丁土儲位於
十八鄉山貝村，共 3.56 公頃，分割地段顯示打算發展近 160 間丁屋的丁屋屋苑。

根據 2020 年套丁研究指出，元朗區十八鄉為疑似套丁最嚴重的鄉事委員會，疑似套丁得來的丁屋有近 1537
間，而未來更可能有 1129 間潛在套丁丁屋將會落成。可見，十八鄉未來「潛在套丁」趨勢或未會停止。

元朗區「潛在套丁土儲」的整體分佈

八鄉 十八鄉屏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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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 鄉村內潛在套丁土儲的面積 潛在套丁可得來的丁屋數量
元朗區 八鄉 蓮花地

元朗區 十八鄉 山貝村

元朗區 山廈村

元朗區 屏山鄉 輞井圍 3.50	 199

元朗區 八鄉 河背村 3.11 151

元朗區

屏山鄉 大井圍 2.81	 154

元朗區 八鄉 大窩村 2.94	 153

元朗區

元朗區 新田鄉 竹園 2.54	 171
錦田鄉 水尾村 2.51	 98元朗區

八鄉 上村 3.09	 144

3.4. 十大潛在套丁最嚴重的鄉村

今次研究整理出全新界潛在套丁最嚴重的十大鄉村，皆來自於元朗區。而其中的蓮花地村、輞井圍村、河背
村、大窩村、大井圍村、大窩村、竹園村、水尾村八條鄉村，亦出現在 2020 年《新丁再現：新界套丁研究報
告	2020》的管制名單及觀察名單中（https://bit.ly/3muVtW7），顯示部份鄉村未來套丁可能有擴散的跡象。

3.5. 屋苑道路業權成為違規套丁的表證

針對位於最嚴重潛在套丁的元朗區進行隨機抽樣查冊，隨機抽出當中 36 個「潛在套丁土儲」進行查冊，調查
「潛在套丁土儲」過往的業權狀況，查證有否發展商的足跡，以印證其參與套丁前期步驟。

本研究查冊發現有部份潛在套丁土儲中若干地段的業權交易中，並沒有直接涉及公司或發展商買賣地段的交
易紀錄。然而，本研究透過土地查冊中，發現36個「潛在套丁土儲」樣本當中有27個「潛在套丁土儲」的「屋
苑道路」地段由公司持有，「屋苑道路」的公司持有率近 75%。這反映出現分割地段的地塊難以令人信服單
純為男丁「自發聚居」興建丁屋，更多可能為發展商有預謀準備發展丁屋屋苑。

經過分割平均而公整的地段後，由公司持有當中的「屋苑道路」，這操作正透露背後有公司主導整個丁屋屋
苑的規劃及管理，印證其疑似套丁運作的表徵。因而，有相當大嫌疑反映有發展商在背後分割地段，並準備
在該土儲上發展丁屋屋苑。透過查證當中的「屋苑道路」的業權狀況，若該地段由發展商持有，仍能印證出
有發展疑似套丁屋苑的風險，這或成為未來揭示套丁模式的新方法。

3.6. 生態敏感地帶未來或被「套丁」侵蝕

現時共 176.9 公頃潛在套丁土儲之中，近 47 塊潛在套丁土儲位於鄰近濕地、漁塘一帶等生態敏感地帶、飛地
( 不包括土地 ) 以及農地，共涉及 17.78 公頃。

過往 2013 年曾有報導指出鄰近濕地漁塘一帶的山貝村曾出現先填塘後興建丁屋的案例 4，加上 2020 年《新
丁再現：新界套丁研究報告	2020》亦指出位於濕地豐樂圍南邊的大井圍村出現疑似套丁屋苑，逐漸侵蝕漁塘
濕地一帶，這些先例顯示除了政府一直對丁地的規劃失當以及監管違規不力，更反映這些位於丁地的土地未
來或面臨「先破壞、後套丁」的威脅。

現時上述土地出現分割地段的情況，為準備發展疑似套丁項目。政府應盡早收回這些土地作修復區及保育區，
保護其生態價值，亦可阻攔套丁項目的出現。

4 參考蘋果日報 (2013.12.16)：濕地附近申建丁屋捱轟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131216/NR4W7UCTSE74MRLC6V6PYOGMWY/

5.38 272

214

屏山鄉 4.42 242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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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研究

4.1. 蓮花地村潛在套丁情況最為嚴重
針對潛在套丁最為嚴重的元朗區八鄉蓮花地村，進行抽樣土地及公司查冊調查背後的業權狀況，有助了解未來
可能套丁的可疑人士，以及檢視蓮花地村未來丁地規劃的最新形態。

參考過往 2020 年疑似套丁資料庫，蓮花地村一帶套丁情況本來已經十分嚴重，共有 24 個疑似套丁屋苑，疑
似套丁得來的丁屋達 178 間，蓮花地村一帶疑似套丁百分比高達 44%。而今次亦發現多達 21 個分割地段的情
況圍繞著蓮花地村佔地近 5.39 公頃，當中疑似興建丁屋的地段數量有 272 個。換言之，蓮花地村將來或有多
達272間潛在套丁得來的丁屋建成，將來疑似套丁數量將會翻升近1.6倍，代表未來疑似套丁情況或繼續擴散。

“蓮花地村將來或有多達 272 間疑似套丁得來
的丁屋建成，未來潛在套丁數量將會翻升
近 1.6 倍，未來套丁情況或繼續擴散。”

元朗蓮花地村內「潛在套丁土儲」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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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發展商坐擁多個潛在套丁地段

經土地查冊發現蓮花地村村內其中 7個潛在套丁土儲的若干地段，背後皆由疑似單一發展商持有，潛在套丁土
儲(蓮花地)#2、#4、#5、#6、#7、#8及#18的若干地段，分別由冠聯行物業有限公司、環宇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萬富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及聯興物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這 5間公司的公司秘書皆為張鴻秋，其中四間公司的唯一董事皆為吳景亮，而冠聯行物業有限公司的現任董事
黃鎮華亦曾任其餘三間公司的董事，但於2020年7月卻轉讓公司股份予吳景亮，可見這四間公司關係「緊密」，
或為單一發展商的「艇仔公司」。可見，有公司於村內坐擁多達 2.09 公頃的「套丁土儲」，顯示有意圖在蓮
花地村發展發展多個潛在套丁土儲。

綜合規劃收地的出路

“與其放任違規套丁，政府應制定全面及長遠
鄉村規劃，收回有潛在套丁風險的丁地，

釋放其發展潛力。 ”

蓮花地村個案反映政府監管套丁工作不足，亦見丁地規劃上漸失去當初原意，促成套丁的繼續擴張，讓丁地成
為投機目標。與其放任違規套丁，政府應制定全面及長遠鄉村規劃，收回有潛在套丁風險的丁地，釋放其發展
潛力，例如發展鄉村式公營房屋、及其相關社區配套及運輸接駁，既可保留鄉郊特色及配合低密度的發展限制，
同時為了城鄉均衡發展，平衡現時鄉村地區公營房屋供應不足、欠缺交通配套等問題，嘗試達至「城鄉共融」
的鄉村模式，並作為重要土地供應選項之一。

抽查地段 潛在違規丁地 涉事公司 / 負責人 公司董事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2

DD112
Lot	787	RP 冠聯行物業有限公司 黃鎮華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4

DD112
Lot	820	RP 環宇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吳景亮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5

DD112
Lot	267	S.E 萬富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吳景亮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吳景亮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6

DD112
Lot	814	S.K 聯興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吳景亮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7	

DD112
Lot	268	RP 聯興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聯興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環宇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吳景亮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吳景亮
張鴻秋( 公司秘書 )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8

DD112
Lot	300	RP(2)

潛在套丁土儲
（蓮花地）#18

DD112
Lot	738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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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揭破丁地「零散」的迷陣
政府公佈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有多達 932.9 公頃 5 閒置官地。民間當指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政府官地作為土地
供應選項，當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回應指：

" 當中相當部分為已建小型屋宇間的空隙或通道、斜坡、或其他零碎或形狀不規則地塊。即使個別地塊較為完
整，它們的發展受限於地形、地區及基建限制等。"	6

當時更舉出屏山鄉大井圍及元朗屏山鄉上璋圍作例子 7，解釋為何該等未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不是全數適合
作發展小型屋宇，遑論其他型式發展，因而不適合發展公營房屋，最後將相關土地資源束之高閣。

未有妥善運用政府閒置丁地

而早於 2018 年出版的《隱藏選項：香港臨時使用及閒置官地研究》已提到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官地未有善
用，當中不乏多塊具大面積、閒置以及緊接主要道路的丁地，多達 30 公頃。而位於元朗屏山鄉上璋圍東北方
的蝦尾新村，一塊 3公頃的官地卻一直閒置，而且緊接道路朗天路，更鄰近天水圍地鐵站。可見，政府檢視丁
地的研究方法及選取準則值得商榷，明顯未有詳細及全面檢討丁地的分佈、大小及數量，就草率判定鄉村式發
展地帶用地官地「零散」，有低估丁地的發展潛力之嫌。

善用私人丁地作為潛力土地供應選項

政府除了刻意貶低政府丁地的發展潛力外，亦無意探討鄉村內私人土地的發展可能性。本研究經整理鄉村式發
展地帶及認可鄉村村界內私人土地的現況，統計出現時鄉村地區有近 1548.80 公頃空置私人土地，因而探討當
中的發展可能，相信能為現時土地供應不足的情況帶來啟示。

按照現時發展局對於「零散」準則，小於 0.05 公頃丁地將被納入「零散」，屬低發展潛力，而今次研究發現，
787 塊潛在套丁土儲中，有 737 塊面積高於 0.05 公頃 ( 約 5000 呎 )，並不屬於發展局「零散」的準則。

5根據地政總署土地信息系統 2012 年 6 月資料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09/Table_Chinese.pdf

6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2017 年 12 月 19 日 ) 舉行第六次會議有關『鄉村式發展』地帶土地
https://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ress/t_index_id_9818.html

7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2017 年 12 月 19 日 ) 就新界鄉村式發展用地的第六次會議文件第 14/2017 號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54/Paper_14_2017.pdf

( 圖片來源自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2017	年	12	月	19	日就新界鄉村式發展用地的討論文件的附件二 )



18

「棕丁合一」土地供應選項的可能

“所謂 「零散」的丁地可以透過合併及整合各
種土地選項，例如丁地內的私人土地及棕
地，有潛力成為更大規模的地塊群組。”

若政府更妥善運用現有的土地資源，所謂	「零散」的丁地可以透過合併及整合各種土地選項，例如丁地內的
私人土地及棕地，有潛力成為更大規模的地塊群組。

為具體了解丁地的具體分佈、大小及相鄰情況，本研究參考2018年發佈的《合棕連橫：新界棕土發展潛力研究》
「地塊分析」的方法 8，以 20 米作為緩衝區，將相鄰地塊為一組作分析。

本研究以屏山鄉欖口及山廈村以北一帶的土地選項群組為個案案例，潛在套丁土儲多達最少	1.8 公頃，再加上
最少 1.71 公頃閒置官地，配合鄰近的最少 3公頃棕地，則可以合併成 6.5 公頃的地塊群組。

可見，這些地塊群組具有發展潛力，可發展具一定規模的房屋發展計劃，並非政府所稱的零落離散。這種土地
群組的做法能夠更妥善及具彈性地利用現有具潛力的土地資源，提供更多土地及房屋供應選項。

8	2018 年發佈的《合棕連橫 - 新界棕土發展潛力研究》研究方法部份

元朗區欖口及山廈村一帶的土地選項分佈

新發展區的「選擇性發展」

位於元朗南的屏山鄉欖口及山廈村一帶緊連今次元朗南發展計劃，但經修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及顯示今次新發
展區明顯避開原居民村。而香港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20 年公佈元朗南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最終報告
的行政摘要時，解釋指：

“元朗南發展區約有	80%屬私人土地，因此發展必定牽涉收回私人土地。儘管如此，發展需盡量避免牽涉收
回現有的鄉郊聚落及墓地，減低發展對社區的影響。”

可見，政府新發展區全數避開丁地，連帶原居民村內的潛在違規丁地、棕地等等土地資源皆沒有被納入政府收
地計劃之中，這「選擇性發展」的規劃舉動有偏袒原居民之嫌，政府亦沒有考慮丁地的發展可能。

而本次研究發現位於元朗南的山廈村亦為今次最嚴重「潛在套丁土儲」排名的第三位，佔地 4.42 公頃，潛在
套丁可得來的丁屋可達 242 間，這些潛在套丁土儲或因緊貼元朗南新發展區的基建配套而受益。因此，新發展
區收地避開鄉村的舉動不但沒有減低對社區的影響，反而或間接促進鄉村內的違規套丁產業。

潛在套丁土儲 ( 山廈村 )#1

潛在套丁土儲 ( 山廈村 )#22

潛在套丁土儲 ( 山廈村 )#19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3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2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4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1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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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再度發現非本地註冊公司有意發展「套丁」

經抽樣土地及公司查冊發現，潛在套丁土儲 (欖口村 )#2 的部份地段，發現有公司藍月亮有限公司 (Blue	Lunar	
Limited) 持有，而其公司董事嚴內謙 (Yim	Noi	Him,	Kenneth)	同時作為持有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3 的偉俊
有限公司 (Perfect	Fortune	Limited) 的公司董事，或涉及參與兩個位於欖口村的潛在套丁發展計劃。

而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2	部份地段的持有公司，佳旭控股有限公司 (Alpha	Dawn	Holdings	Limited) 及盈迅
控股有限公司 (Affluent	Speed	Holdings	Limited) 皆不能透過香港公司註冊處知悉其公司董事，顯示兩間公司
皆非由香港本地註冊。過往套丁研究報告已發現有 BVI 公司參與疑似套丁項目，或代表套丁有「離岸化」的趨
勢，而今次研究再度發現非本地註冊公司有意發展潛在「套丁」項目，可能漸成為套丁「新操作」，令套丁行
動背後的業權人可以規避民間的追查。

“再度發現非本地公司有意發展潛在「套丁」
項目，代表套丁「離岸化」的情況可能漸
成為套丁新操作，令套丁背後的業權人可

以規避民間的追查。”

DD120
Lot	2667	SC 偉俊有限公司

(Perfect	Fortune	Limited)

屏山鄉欖口及山廈村
一帶潛在套丁土儲 抽查地段 持有公司 公司董事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2	

DD120
Lot	2676	S.H

藍月亮有限公司
(Blue	Lunar	Limited)

嚴內謙 (Yim	Noi	
Him,	Kenneth)

DD120
Lot	2679	S.D

DD120
Lot	2675	SY	
RP(Road)

佳旭控股有限公司
(Alpha	Dawn	Holdings	Limited)	

(非本地註冊公司)

盈迅控股有限公司
(Affluent	Speed	Holdings	Limited)

(非本地註冊公司)

未能從香港公司註冊
處得悉董事資料

潛在套丁土儲
( 欖口村 )#3	

DD120
Lot	2667	SO

DD120
Lot	2667	RP
(Road)

嚴內謙 (Yim	Noi	
Him,	Kenn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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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疑似套丁發展的「爛尾」新趨勢
根據報導所指 9，「丁屋大王」王光榮在錦田水尾村一帶的疑似套丁項目因多次不被地政處獲批申請興建丁屋，
該疑似套丁計劃久久未能成事。報導更指出涉事疑似套丁公司向男丁回購丁地，有「爛尾」的跡象。

按照上述曾提到的慣常套丁四步曲，一個套丁發展項目可能需歷時十年以上。參考套丁民事法庭案例所見 10，
不少套丁項目因未能收集足夠的男丁丁權、98 年金融風暴等各種原因，歷時十年甚至二十年，遲遲未能完成
套丁發展項目，套丁項目最後「爛尾」收場，引發地主、男丁及發展商之間就秘密協議上的法律爭議，更有多
次發展商更被地主及男丁告上民事法庭追討賠償。

一般發展套丁項目，男丁、地主及發展商會簽署套丁「秘密」協議。而根據過往套丁民事法庭案例，案中判詞
透露出秘密協議中有關「回購丁地」的條款，「於本協議簽訂後壹年內，乙方 [ 發展商 ] 需完成買丁，割地及
入紙地政處申請丁牌手續，如乙方未能依期辦妥，甲方 [ 地主 ] 有權立即終止本協議，並要求乙方六個月內歸
運該地段的業權。」11。

因而，如發現潛在套丁土儲的若干地段多次出現回購丁地的情況，這舉動反映出當中或存有秘密協議，增加其
疑似套丁的可能性。

本研究透過抽樣土地及公司查冊發現沙田排頭村及上禾輋村一帶的潛在套丁土儲亦有回購丁地的跡象。沙田排
頭村及上禾輋村有兩塊分別為 1.37 公頃及 0.78 公頃的潛在套丁土儲。

9蘋果日報：村屋大王被捕「抄家」20 萬呎套丁項目泡湯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406/ZCRKE4U6TBGOLFAUMNROIJDEYM/

10見註腳一

11	高院民事訴訟
案件編號 HCA 2500/2013 Li (or Lei) Ting Kit Tso v Cheung Tin Wah [2017]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07286&QS=%28Cheung%2BTin%2BWah%29&TP=JU

民事訴訟案件 (HCA	2500/2013) 中透露出套丁秘密協議中的「回購丁地」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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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查冊後，環輝發展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development	 limited) 的公司董事李子仁 (Lee	Tze	Yan	Ernest)，
為麗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其公司主要業務為經營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林建岳 (Peter	Lam	Kin	Ngok)	則為
麗新集團的董事會主席。而鄭維志更為現任永泰地產有限公司主席，林建岳及鄭維志兩人皆為香港潮州商會第
52 屆榮譽顧問，反映套丁產業除了新界鄉事地產商的利益版圖外，亦涉及香港不少中型發展商的參與。而兩
間公司的董事皆為林敏玲及張麗施，因而有理由懷疑兩間公司只屬「艇仔公司」，打算集團式合作發展丁屋屋
苑。

上述沙田排頭村及上禾輋村一帶的潛在套丁土儲 ( 上禾輋 )#1 及潛在套丁土儲 ( 排頭村 )#1 在 2007 年分別售
於不同姓氏的男丁，但卻於 2020 年亦有向男丁回購丁地。回購丁地這舉動或反映該套丁無法按慣常成事，但
不表示套丁產業的終結。當發展商作為這些丁地的實益擁有人時，發展商隨即可以重新收集男丁丁權，繼續發
展套丁項目，這些土儲一直存有潛在發展套丁的風險。而發展商回購土地作為套丁問題的新現象，值得日後再
作深入探討及研究。

“回購丁地這舉動或反映該套丁無法按慣常成
事，但不表示「套丁」產業的終結，而是

揭示土儲一直存有潛在發展套丁的風險。”

抽查地段 潛在違規丁地 涉事公司
/ 負責人 公司董事 賣予男丁

年份
回購丁地

年份

DD185	Lot	329	
S.B	ss.61

DD185	Lot	329
S.B	ss.40

DD185	Lot	329
S.B	ss.50(Road)

潛在套丁土儲
(上禾輋)#1

環輝發展
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Development	
Limited)

林建岳
(麗新集團董事會主席 )

張麗施
林敏玲
鄭維志

(永泰地產有限公司主席 )

李子仁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

2007年 2020年

DD185	Lot	318
S.A	ss.28

DD185	Lot	319
S.C

DD185		Lot	318	
S.A	ss.2	S.I
(Road)

潛在套丁土儲
(排頭村)#1

緯暉有限公司
(World	Lit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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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違規套丁丁地已閒置多年

當初 2006 年政府曾將 1.4 公頃政府土地，作為「鄉村擴展區」送予排頭村及上禾輋村作丁屋發展，參考 2018
年發表《隱藏選項：香港臨時使用及閒置官地研究》指出，這塊政府丁地一直閒置至今。

除了有一整塊閒置政府丁地 ( 綠色地塊 ) 外，上述涉事發展商早於 90 年代已購入沙田排頭村及上禾輋村一帶
的涉事丁地打算發展疑似套丁屋苑，潛在套丁土儲 ( 上禾輋村 )#1 在 1994 年由環輝發展有限公司購入，而潛
在套丁土儲 ( 排頭村 )#1 亦在 1992 年由緯暉有限公司購入，分別歷時至今 27 年及 29 年的空置狀態。可見，
由於發展套丁項目需時長，導致具發展潛力的丁地一直處於閒置「曬太陽」。而最後「套丁」爛尾，亦意味著
涉事丁地將可能繼續閒置，以準備下一次「套丁」發展計劃。面對香港現時土地供應不足，這些閒置丁地變相
浪費可發展的土地資源。政府更應收回這些土地，以作出更好的城鄉規劃藍圖。

“涉事發展商購入丁地歷時至今 27 年及 29 年，
最後「套丁」爛尾，亦意味著涉事丁地將可能

繼續閒置，變相浪費可發展的土地資源”

4.5. 丁屋作為房屋供應選項效益低
按照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鄉郊地區可興建中低密度的鄉郊住宅發展，「鄉郊住宅發展密度第 1
區」的地積比可達 3.6 倍，每公頃可建單位數目 500 個，可建為 6至 12 層，鄉郊住宅發展密度第 1區的地積
比可達 3.6 倍，亦能符合鄉村地區的發展密度限制，或可以成為公營房屋供應的重要選項。

政府在 2006 年小型屋宇政策檢討文件，表示已初步研究沙田排頭及上禾輋鄉村一帶的 1.4 公頃閒置丁地的發
展潛力及評估提高發展密度的影響，並顯示該地皮地積比可達 5倍，可建最少 900 個單位，但卻一直長期處於
閒置狀態，變相浪費土地資源，亦反映政府丁地的發展潛力未有被整全地研究及妥善地利用。

若今次研究若以最保守估計，以「鄉郊住宅發展密度第 1區」最高密度發展，地積比為 3.6 倍，以上述屏山鄉
欖口村一帶的土地地塊群組約 6.5 公頃，可興建最少 3000 個 700 平方呎的公營房屋單位，足以提供可觀的公
營房屋供應。若用作興建丁屋，經目前分割地段的情況及估算，每公頃只可提供 40 間丁屋。因而若將位於鄰
近濕地漁塘、農田及飛地 ( 不包括土地 ) 的潛在套丁丁儲剔除，剩餘	149.1 公頃皆用作興建鄉村式公屋，則能
提供多 74,550 個 700 平方呎的公營房屋單位，滿足 223,650 人的住屋需求。

因此，上述鄉村式公屋比起丁屋能提供更多房屋供應。在現時土地「供應不足」情況下，丁地不一定只作丁屋
之用，政府理應更妥善運用現有的土地資源以作更具效益的房屋供應選項。

沙田區排頭及上禾輋鄉村一帶潛在套丁土儲的分佈

潛在套丁土儲 ( 排頭村 )#1 潛在套丁土儲 ( 上禾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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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土地「供應不足」情況下，鄉村式發
展用地不一定只作丁屋之用，政府應更妥
善運用現有的土地資源作為更具效益的房

屋供應選項。”

在現行法例下，政府可以為了公眾利益而使用《土地收回條例》。以排頭村及上禾輋村為例，與其非法違法套
丁，讓涉事者利用政策漏洞賺取暴利，更應收回潛在套丁的私人丁地作為公營房屋供應的潛力選項。

4.6. 「消失」的鄉村式公營房屋選項

作為發展棕地的潛在選項，本研自 2018 年發佈的《合棕連橫：新界棕土發展潛力研究》已經建議興建鄉村式
公營房屋，只需要小規模地塊形式發展就能相當可觀的房屋供應，而且更能配合鄉村中低密度的發展限制，但
政府一直沒有正面回應鄉村式公屋的建議，指出「並非所有 " 鄉村式發展 " 地帶的空置土地均有潛力用作高密
度發展，或用作發展公營房屋」12。

可見，鄉村式公屋一直是被忽略的「消失」選項。而且在近十年的城市鄉郊規劃及房屋供應選項中，一直忽視
鄉村式公屋的發展可能，亦反映政府一直並沒有就鄉郊作出一套全面及長遠的規劃打算。

鄉村式公營房屋的原意

翻查香港政府解密檔案 13，因應 1970 年代初，新界整體發展計劃之下，針對鄉郊生活環境惡劣。除了推行丁
屋政策外，政府亦認知在鄉村內興建小規模公營房屋的需要，以提供住所給在輪候名單 (local	waiting	list) 的居
民及受清拆影響的新界鄉郊居民。而 1982 年時任新界政務司更表示這些小型的鄉村式公屋是新界發展計劃的
完整和必要的部分 (integral	and	essential	part	of	the	rural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programme)，並輔以
提供土地作學校、市集等等社區配套之用。

而其後 1984 年時任新界政務署署長David	Webb	與時任房屋司R.	Crosby 曾經就討論鄉村式公屋計劃的不同
方案互通電報來往14，當中提及發展鄉村式公屋的原意及用途，其中一個推行的原因是鄉郊地區缺乏公營房屋，
以致新界發展全集中在新市鎮，導致城市人口過多，因而任何鄉村式公屋計劃對於鄉郊發展而言皆是重要優先
項目 (high	priority)。

房屋類型 每公頃可建 700 呎單位數目 地積比

沙田排頭及上禾輋鄉村
一帶的閒置丁地 900 間 5-6

鄉村式公屋 500 間 3.6

丁屋 40間(共 120 個分層單位 )	 /

12	立法會 (2019 年 1 月 17 日 ) ︰發展局局長就「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改善公營房屋短缺問題」議案總結發言
https://www.devb.gov.hk/tc/legco_matters/replies_to_legco_questions/index_id_10263.html

13香港政府解密檔案 1978 HKRS 1588-2-11 RURAL PUBLIC HOUSING POLICY
14	香港政府解密檔案 1984 HKRS 1588-2-13 RURAL PUBLIC HOUS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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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解密檔案	1978	HKRS	1588-2-11
RURAL	PUBLIC	HOUSING	POLICY

“鄉村式公屋的原意為遏止鄉郊的過度發展，
以及緩和城市的人口過度密集的情況，達至

城鄉共生。”

可見，鄉村式公屋的原意為遏止鄉郊的過度發展，以及緩和城市的人口過度密集的情況，達至城鄉共生。除了
可以提供房屋供應外，由政府牽頭興建道路基建及基本社區配套，更能改善鄉郊地區長期面臨交通擠塞及社區
配套問題。

香港政府解密檔案	1984	HKRS	1588-2-13	
RURAL	PUBLIC	HOUS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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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倡議：善用潛在違規的隱藏套丁土地

5.1.	 政府應該為176.9公頃潛在違規丁地進行詳細調查及可行性研究，剔除當中涉及的飛地、漁塘、
濕地、農地等共 17.8 公頃的土地作生態修復、保育以及農業用途，檢視剩餘 149.1 公頃丁地
是否具發展潛力，以作更全面的規劃及發展計劃。

5.2.	 除了參考過往港英政府打擊套丁的措施 15，除了調查、	阻止及取消有套丁問題的村落 / 鄉或區
分批出的丁屋申請外，面對未來潛在套丁情況嚴重情況，與其丁地被濫用作違法套丁，政府應
該動用收回土地條例，作出「精準收地」，將丁地與其他土地選項整合及合併，成為大規模的
土地發展計劃。

5.3.	 在排除鄉村官地作為土地供應選項前，政府應全面開放閒置丁地的位置、分佈、大小及目前使
用狀況，讓民間可以協助檢視所謂「零散」、「僻遠」的規定準則。

5.4.	 為不同鄉村制定鄉村發展藍圖，為現時鄉村作出長遠及全面的規劃方案，包括提供既定基本道
路連結、協助提昇鄉村基建，如污水處理、公共交通、運動設施等。

5.5.	 發展鄉村式公屋或居屋作另類房屋選項，令鄉村地區可以提供公營房屋供應，達至城鄉共融，
舒緩城市人口過度集中，從而改善交通擁擠問題。

5.6.	 地政總署應停止丁地範圍內大規模分割地段申請，而且對涉事地段及相關申請人作背景審查，
及公開未來十年丁屋申請估算及閒置鄉村式發展土地的面積，遏止潛在套丁問題無限擴張。

15	參考《丁不厭詐 新界套丁研究報告 2017》及《新丁再現 新界套丁研究報告 2020》遏止套丁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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