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個棕土政策 —— 成形還是走樣?
個案研究：元朗屏山北、沙埔與欖口

一、研究背景

● 經過多年來新界棕地爭議，政府於2020年3月終於在上千公頃未發展棕地中，物
色八塊共36公頃棕地群徵收作公營房屋發展（下稱「八塊選址」） ，並於同年9月1

公佈當中七塊選址的具體研究邊界。八塊選址涉及的36公頃棕地佔整體未發展
棕地只有約3% 。建議一出，被形容為「擠牙膏」 、棕地徵收「大縮水」 、「貶低棕2 3 4

地發展潛力」，缺乏整全規劃等，引起了公眾對最新棕地政策的注意。

● 新界棕地是解決香港土地房屋問題的關鍵。棕地土地使用效率低，欠長遠規劃，

甚至涉及霸佔官地。香港民間多年來一直倡議善用棕地，但直到2019年的政府棕
地報告才辨識出700公頃未有發展計劃的棕地（未包括「私人界別倡議項目」），並
首次公佈了官方的全港棕地分佈地圖 。規劃署指會從700公頃當中優先檢視發5

展潛力較高的160公頃，遂於2020年3月按施政報告提出8個棕地徵收建議，並於
同年9月公佈當中七塊選址的具體研究邊界。可見棕地的討論已經由認知問題，
正式走到政策形成(policy formulation)的階段。現在正是個重要的里程碑作適切
的現況研究，以檢視政府的棕地政策有否合乎公眾意向或「走樣」。

● 本調查透過深入追蹤政府棕地研究範圍的個案區域，調查當區土地使用、地權分

佈等具體現況，從而了解這些因素如何塑造是次規劃署的棕地發展計劃，希望有

助評估及香港棕地政策的形成及執行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以談到未來棕地政

策的方向。

二、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參考規劃署選取優先檢視的160公頃「高發展潛力」棕地的準則 ：在現有新市6

鎮及主要公路500米範圍內，選取若干數目、每個面積在2公頃或以上的棕地群作深度個
案分析（圖一）。

個案選址：研究個案選址為上述「高發展潛力」棕地群中較大面積的棕地群。而因應同在

元朗市中心附近一帶的「元朗橫洲」(約33公頃) 及「山貝村」(約6公頃) 棕土群在社會上7 8

8 【地產商又贏 — 新地借過渡屋食大茶飯】 ，本土研究社（2020年1月14日）。https://bit.ly/3i2Fziw
7 【官商鄉黑 盡在橫洲】，明報（2016年9月18日）。https://bit.ly/2Du7h8R
6規劃署（2019年11月），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最終報告」第6.1.1至6.1.8段。
5規劃署（2019年11月），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 https://bit.ly/30npjTd

4 【發展局物色8棕地研究建2萬公營房屋 元朗屏山北及沙埔佔地22公頃】，蘋果日報（2020年3月18日）。
https://bit.ly/3fooT38

3 【嚴重低估棕地發展潛力 政府疑刻意避開發展商土地儲備】，蘋果日報（2020年5月14日）。
https://bit.ly/31aMSxz

2 1023公頃棕地未納入各新發展區範圍及政府公佈的「210 多幅具房屋發展潛力用地」。
詳見《隔世追棕—— 新界棕土擴張軌跡與現況》，本土研究社（2018）。https://bit.ly/30otVZb

1立法會CB(1)463/19-20(01)號文件（2020 年 3 月）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463-1-c.pdf

https://bit.ly/2Du7h8R
https://bit.ly/30npjTd
https://bit.ly/31aMSxz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463-1-c.pdf


早有不少討論，此研究將集中探討另外3個較大型的棕土群，以了解政府首個棕地政策
制定及實行過程的具體狀況及所發生的問題：

1. 屏山北一帶 (18公頃)
2. 沙埔一帶 (17公頃)
3. 朗邊 / 欖口村一帶 (2公頃)

圖一：研究範圍及個案選址

調查方式：透過Google Earth歷年衛星影像、城規會改劃申請紀錄、土地查冊、相關新
聞、實地考察，調查選址的土地現況與地權分佈，從而更深入了解棕地個案區域實況，

有助現今整體棕地政策作對照。

三、個案分析

個案1　屏山北

個案簡介：

- 位置：元朗朗天路以北，庸園路以西
- 政府選址面積：約18公頃（涉及棕地面積：約9公頃）
-同區沒有納入政府選址的面積：12.6公頃（涉及棕地面積：約8.3公頃）
- 用途：貨倉、露天貯物、平地停車場



圖二：屏山北

圖片來源：Google Earth Pro

現況描述：屏山北棕地群位處朗天路及朗屏路之間，整個棕地群大概可以庸園路分為東

西兩邊。根據政府文件，政府選址在庸園路以西（紅色），且分為南北兩部分，兩部分合

共約18公頃，當中約9公頃為棕地。是次個案分析用作比較的地塊在庸園路以東（綠色）
，共約12.6公頃，包括8.3公頃棕地，大多為平地停車場及露天貯物用地。

1）同區近半棕地未有納入是次徵收建議
東邊地塊內的8.3公頃棕地，相等於政府選址內近9成的棕地面積，卻未有被納入是次政
府棕地徵收建議。其實兩邊地塊同樣與主要道路相鄰，也在天水圍及元朗市中心一公里

之內。按政府的「可能發展潛力」準則，兩者條件相若。加上，西邊的地塊大多為貨倉，

部分已有固定建構物，而庸園路以東的地塊則大多為平地停車場，用途上更適切收回動

工，但政府並沒有充分解釋現時收地建議為何避開東邊大片棕地。

2）徵收建議範圍剔除發展商土儲
研究團隊就東邊地塊內的地段進行土地查冊，發現有不少地段由新世界地產相關公司

「盛店投資有限公司」（BUSY FIRM INVESTMENT LIMITED） 擁有。翻查城規會資料，9

發現在同一位置於2018年有一項住宅規劃許可申請（A/YL-PS/565） 申請人為新世界10

及其合作公司「朗豪有限公司」（MAXHERO LIMITED） ，意味相關土地都與新世界地產11

有關，而新世界地產曾積極發展相關土地為住宅項目。

11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7月7日）：新世界元朗棕地 申建422伙住宅 https://bit.ly/3duDCM2
10申請人已於2020年間撤回申請。https://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_YL-PS_565.html
9包括新界元朗屏山丈量約份第122約地段第721號，890號，及894號餘段等18個地段。

https://bit.ly/3duDCM2
https://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_YL-PS_565.html


另外，永寧村公所附近，2016年涉及橫洲爭議的修訂圖則申請（Y/YL-PS/2）的1.25公頃
土地也同樣未有納入政府選址。連同上述申請的8.47公頃，東邊地塊中有約八成土地
(77%，9.72公頃）與新世界地產有關。雖然新世界地產的相關公司「盛店投資有限公司」
（BUSY FIRM INVESTMENT LIMITED）同樣在西邊地塊裏擁有地段，如DD122 785等
6個共約0.54公頃地段，但這些地段都不及東邊地塊的地段相連，總面積也不及東邊的
地段多。

3）「先破壞，後發展」的跡象
翻查屏山北過往的衛星圖片（圖三），可見屏山北庸園路以東的地塊於1993年前都是農
田，綠油油一片。然而，自2001年起，大部分農地被剷平作貯物及泊車等各種棕地作業，
直至現在。1998年至今的27個棕地作業規劃申請有21個遭拒絕（附件一），當中部分地
段 在2001年更有違規發展記錄。12

圖三：屏山北過往的衛星圖片（左：1991年，中：2001年，右：2020年）
圖片來源：地政總署，Google Earth Pro

根據土地查冊，新世界的相關公司在1992-93年期間購入東邊地塊數個相連地段，意即
上述農地破壞是在新世界相關公司購入後才發生。新世界相關公司購入相關地段後二

十年間也可見其發展意向。1999年，有申請人曾在部分相關地段作住宅規劃申請（
A/YL-PS/47，城規會拒絕）；2018年中也有新世界等財團的住宅規劃申請（
A/YL-PS/565，申請人已撤回申請），雖然該等住宅規劃申請現時並未得到發展許可，但
也足見其「先破壞，後發展」的過程。

12如DD122 894RP。



個案2 沙埔

個案簡介

- 位置：元朗長春新村、沙埔村逢吉鄉一帶
- 政府選址面積：約17公頃（涉及棕地面積：約13公頃）
-同區沒有納入政府研究的面積：約19.2公頃（涉及棕地面積：約15.7公頃）
- 用途：貨倉、露天貯物、平地停車場

圖四：沙埔

圖片來源：Google Earth Pro

現況描述：

規劃署在沙埔的徵收建議範圍為為元朗新潭路以東，沙埔村路而北，模範鄉以南一帶，

合共約17公頃（下稱北面地塊）的土地，當中約13公頃為棕地。是次個案分析用作比較的
地塊在徵收建議範圍南面約四百米外，長春新村一帶（圖四）的棕地，共約19.2公頃，當
中約15.7公頃為棕地（下稱南面地塊）。2018年曾有規劃申請就該棕地群及相鄰土地的
15.6公頃作住宅發展。



1）徵收建議只涉及整個地區棕地群45%
政府是次棕地徵收建議只涉及北面地塊的13公頃，佔沙埔整個地區棕地群 (28.7公頃)
不足一半（45％），剩餘逾半的南面地塊及其相鄰棕地則沒被納入政府是次研究。按政府
的「可能發展潛力」準則，後者鄰近元朗市中心及青朗公路，條件相若；且大多為露天貯

物或停車場，理應可更快收回土地動工。基於此準則，政府應可同時收回南面的地塊，

但政府沒有充分解釋為何沒有收回南面地塊。

2）徵收建議範圍繞過發展商大片土儲
本研究就沙埔一帶的棕地抽樣進行土地查冊及公司查冊，發現北面地塊的地段涉及較

多不同業主。除了與長實有關的ALLEX DEVELOPMENT LIMITED、其他擁有人如中資
廠房「中霆發展有限公司」及KING'S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的背景，則
未有發現與發展商有關。不少都為90年代以後自置農地作為倉存及鄉郊土業用途至今。

翻查新聞及申請文件，新鴻基地產2018年曾就南面地塊作住宅規劃申請興建Park
YOHO二期（A/YL-KTN/604）。根據土地及公司查冊，南面地塊的地段中，有約4公頃由
與新鴻基擁有的輝強有限公司（BRIGHT STRONG LIMITED）擁有。其餘的業主為鄧氏
祖堂地及兩間離岸公司。但由於新鴻基於2018年的規劃申請都包括該等祖堂地及離岸
公司地段，故此推斷該等祖堂地及離岸公司可能與新鴻基有關，然而，是次棕地徵收建

議則避開了南面與新鴻基有關的地塊。

3）「先破壞，後發展」的跡象
翻查衛星影像及規劃申請文件，可見此棕地已運作及持續擴張超過二十年，且涉及違規

發展。根據新鴻基2018年Park YOHO二期的規劃申請文件（A/YL-KTN/604）「與申請地
點／處所有關的先前申請」一欄，可大概勾勒出棕地發展的過程（附件二）。1999年曾有
兩個「填塘用作植物苗圃」的申請（A/YL-KTN/91，A/YL-KTN/95），顯示該區部份（如
DD107 1905RP）曾為魚塘，與衛星圖片吻合。

從衛星圖片可見（圖五），1993年，該地塊上仍主要為魚塘（如DD107 1804, 1837, 1821
等地段），2000年開始逐漸被填塘成棕地。及後，從2003年至2008年的10個棕地作業規
劃申請，全部都被城規會拒絕。但從衛星圖片可見，棕地作業卻仍然持續。即使在2007
至2008年期間地政總署在相關地段都有執管行動，卻顯然未見成效。新鴻基遂於2013
年就該等地段作出規劃申請（A/YL-KTN/370）。雖然當時新鴻基主動撤回了該規劃申請
，但足見其「先破壞，後發展」的過程。其後相關地段一直維持棕地狀態至今。



圖五：沙埔過往衛星圖片（左：1993年，右：2020年）
圖片來源：地政總署，Google Earth Pro



個案3 朗邊/欖口一帶

個案簡介：

- 位置：元朗唐人新村交匯處旁
- 政府選址面積：不適用 （不屬「八塊選址」之一）
-同區沒有納入政府研究的面積：約2公頃（涉及棕地面積：約2公頃）
- 用途：貨倉、露天貯物、平地停車場

圖六：朗邊/欖口一帶
圖片來源：Google Earth Pro

現況描述：

欖口村共約2公頃的棕地群在朗天路以東，山下路柏麗豪苑以南，現時主要為停車場、洗
車場、汽車維修工場等。欖口棕地群以西，朗天路的另一邊，是擬議朗邊第二期公營房

屋發展計劃的位置。欖口棕地群以南，元朗公路的另一邊，則是元朗南發展計劃北面的

邊緣。（圖六）

1）欖口棕地群存在多年
欖口的棕地群至少在1993年已經存在。2000年起，棕土作業開始向西發展，近山下路的
地段也開始營運露天貯物。該地塊位處於住宅（乙類）的用地上，露天貯物並不符合分區

規劃大綱圖的規劃意向。但該等棕地30年來從來沒有申請作相關用途，也曾經違反地契
獲地政總署發出勸喻信及警告信 。如今相關地段上的棕地作業仍然運作中，用作擺放13

車輛及洗車房等。

13 DD120 2512, 2513, 2526 RP, 2514, 2577 RP 等



圖七：朗邊/欖口一帶過往衛星圖片（左：1993年，右：2020年）
圖片來源：地政總署，Google Earth Pro

2）地產商囤地的跡象
本研究對相關棕地進行查冊，發現現時為棕地的丈量約份120段2525號餘段及2511號
餘段，自2015年起由比利高物料供應有限公司（BELICO MATERIAL SUPPLY
LIMITED）承租至2025年。其董事潘德俊的相關公司過去曾替恒地及新地收購農地 。14

與這片棕地相鄰的丈量約份120段2513號及附近地段，更是由恒基地產附屬公司「MAX
CHOICE DEVELOPMENT LIMITED」（萬財發展有限公司）在1993年以六百多萬元購
入，持有至今。其餘在棕地上的地段都屬鄧氏祖堂地，且與上述恒地相關的地段同處於

同一個棕土貯物場上，有理由相信該等祖堂地與恆地有關。

3）三度避開徵收
欖口棕地群與朗邊公營房屋發展用地及元朗南發展區的邊界只一街之隔，但卻不在是

次棕地徵收建議中。2017至2018年擬議的朗邊第二期公屋發展用地其中一個效果就是
善用其地塊上的棕地。雖然萊蒙國際在2018年買入朗邊第二期公屋用地上的地段
(DD121 1396 SA等)，更曾作住宅改劃申請（Y/YL-TYST/7），但該申請已由申請人撤回
，而相關公屋發展仍在按政府計劃進行中，意即朗邊第二期上的棕地仍會被用作公營房

屋發展。差不多同期的元朗南發展區原意亦為利用棕地的發展潛力，但兩個發展計劃當

年都沒有涵蓋欖口棕地群。兩至三年後，是次棕地徵收建議卻再一次勾走了欖口棕地

群。

14蘋果日報（2019年11月11日）：旗下關連公司曾賣地予收地商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191111/BHEBI7VQXRT4ZZWYGYIGL4PG7Y/
香港01（2016年5月24日）：【屯門泥頭山】部分地段由恒地艇仔公司持有　與田生千絲萬縷
https://bit.ly/3tvtYyl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191111/BHEBI7VQXRT4ZZWYGYIGL4PG7Y/
https://bit.ly/3tvtYyl


報告指出的問題：

一）刻意降低棕地的發展潛力：

規劃署是次僅僅觸及36公頃棕地，只佔約1000公頃未處理棕地的約3%。其他未處理的
棕地，則「粗略估算」為「可能發展潛力低」，或以「分散 」為由一概而論打發。但單計本研
究的三個個案，相鄰區域已有26公頃棕地被剔除，已是是次36公頃棕地的72％。這還未
計此三個個案外，但整合後面積同樣可觀的棕地群。這些棕地群條件相若，部分更涉及

違例發展多年，應予以徵收，但都不在選址範圍。當中欖口棕地群更己三度避開了政府

的發展計劃。

當然，規劃署指除了「可能發展潛力」這個準則之外，會考慮「土地使用兼容性和場地限

制等」，或個別地塊是屬30公頃「私人界別倡議項目」其一。即便如此，規劃署都應具體說
明，為何個別地塊明明在研究範圍內，卻不在是次徵收計劃裡。如今政府沒有充分解釋

選擇性收地的原因，則顯得政府準則不一，「唧牙膏」式處理棕地，刻意低估這160公頃
棕地的發展潛力，並為此後處理規劃署稱發展潛力稍遜的棕地的發展潛力「封頂」。

此26公頃棕地都在新市鎮及主要道路500米內，至少應屬規劃署《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的鄉村住宅發展密度第一區，每公頃最高地積比率3.6倍 ，可建500個單位數目 。單是15 16

此三個案忽略的34公頃，已至少能提供 13,000 個公屋單位，是現今棕地發展計劃建議
所能提供的單位數目的65%，足見棕地發展潛力大大被低估。

二）選擇性收地：

本研究透過業權調查發現，屏山北及沙埔研究收回的棕地附近有大量分別與新世界地

產及新鴻基地產有關的棕地。欖口棕地群也有恆地等地產商囤地的跡象，但都不在選址

範圍，也欠具體解釋。

政府曾回應傳媒指，已取得住宅發展規劃許可或正進行規劃申請的棕地不屬研究範圍，

如此或能解釋為何屏山北東邊地塊不在選址範圍。但以棕地作為增加土地供應選項的

考慮下，政府應以公共利益為由收回土地作綜合發展，而非選擇配合發展商，避開尚未

被城規會同意進行改劃作住宅的地段，不作收地發展。就如朗邊第二期公屋發展計劃的

地塊，即使由中資發展商萊蒙國際擁有，更曾作住宅規劃申請，但至今相關公屋發展仍

在按政府計劃進行中。因此，完成規劃程序亦不是剔除相關地段不收回的合理原因。

三）「鋪橋搭路」助地產商之嫌：

以屏山北研究選址為例，新世界已就庸園路以東的地塊作規劃申請，該申請現時以住用

地積比0.6建166幢3層高的洋樓。若政府收回西面範圍作公營房屋發展，便需要為其周
遭環境做道路基建工程以提升該地塊的可達度及相應的交通盛載量。按文件所述，其最

高住用地積比至少為3.6，更會在未來的可行性研究探討提升至6.5 。如此一來，與西邊17

地塊一街之隔的新世界地塊的地積比將隨著鄰近公營房屋的基建工程而提升，換來更

17立法會CB(1)463/19-20(01)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463-1-c.pdf

16按規劃署《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每公頃可建單位數目。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pdf/ch2.pdf

15與是次棕地徵收計劃的政策文件的假設相同。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46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463-1-c.pdf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pdf/ch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463-1-c.pdf


多的可建樓面面積及利潤。更何況，相關改劃申請一直因交通影響評估的問題延遲兩年

以上 。如今政府在相鄰地塊發展，助其改善區內交通基建，幫助新世界的私人住宅發18

展項目闖過城規會這一關，變相是以公帑鋪橋搭路的形式惠及地產商。

四）政府放棄房屋供應主導權：

視乎改劃申請進度，棕地閒置或低效率運作的狀態可以持續十年以上。屏山北東邊地塊

的改劃申請，不論新世界是否故意，都因各種原因延期超過兩年，相關農地由2000年起
被破壞成棕地，至今已閒置或維持低效率運作的狀態超過20年，沙埔的地塊亦然，新鴻
基早於2013年就該等地段作出規劃許可申請（A/YL-KTN/370），可是當時新鴻基主動撤
回了該規劃申請，其後相關地段一直維持棕地狀態。當時新鴻基撤回申請的原因雖然已

無從稽考，或許是因為項目的爭議性較高，或者其商業考慮有變，因此決定延遲推盤。

即使城規會已派出規劃許可，發展商也會可因應其商業考慮等而延遲動工。

政府若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應於更早的時間以公權力將棕地收回作整全規劃，主導房

屋供應的類型及速度，例如提供更多公屋。但政府是次研究避開發展商土儲，將房屋供

應的主導權讓給私人市場，實際上放棄棕地的規劃發展主導權。

五）進一步鼓勵「先破壞後發展」：

從屏山北及沙埔的個案都涉及「先破壞後發展」的過程，從規劃上理應遏止這種破壞性

土地發展模式。事實上，城規會曾表示，如申請地段涉及違例發展而未根據「恢復原狀通

知書」修復土地，城規會將凍結有關申請，而棕地收地建議本來是個良好的契機，讓政府

收回這等棕地，同時阻嚇發展商在未來繼續以這種模式發展。

但面對屏山北及沙埔等「破壞」後而即將「發展」的地塊，是次收地計劃明顯選擇性避開，

政策文件裏亦指，已有發展計劃或正進行規劃申請的棕地將不納入研究範圍。這樣等於

釋出一個相當錯誤的訊息：政府徵收棕地時會避開地產商土儲；即使棕地涉及環境破壞

及霸佔官地，發展商仍可放心「先破壞後發展」釋放土地儲備。由此可見，政府仍然默許

，甚至鼓勵「先破壞後發展」的棕地擴張，為日後的棕地政策開了極壞的先例。

18申請編號 A/YL-PS/565 在2018年6月26日收到。其交通影響評估至今已修訂了至少5次。而該申請一直延
期至今（2020年7月）。
https://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_YL-PS_565.html

https://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_YL-PS_565.html


六）棕地發展資訊不清晰：

政府在2020年3月公佈八塊棕地選址的大概地點時，政府棕地選址範圍不清晰，尤以個
案二沙埔為最嚴重。文字描述以「新潭路以東」等非常廣泛的描述帶過，地圖標示更欠缺

準確邊界，只以點標示大概位置。

當時研究團隊只能以此等模糊線索，以政策文件僅有的線索、分區規劃用途，與及根據

以往製作的棕地資料庫及實地考察等，推算出是次研究徵收的棕地範圍。政府此舉有礙

公眾監察研究收地範圍的合理性。當時的傳媒問及新地有關沙埔的選址範圍時，新地指

仍在了解 ，讓政府及新地雙方而表面上避開了利益輸送等潛在問題。不清晰的選址範19

圍，亦不能讓該區棕地作業者及早計劃搬遷等事宜。

政府於半年後（2020年9月）才公佈其中七塊的具體選址邊界，餘下的一塊屏山北選址的
邊界則指「適時公佈」，最後更在選址公佈後一年（2021年2月）才公佈。選址邊界亦如民
間所料，迴避了庸園路以東，新世界過往曾申請興建住宅的地段。

規劃署及後回應元朗區區議員提問時方提供書面回覆 。若非早前該等地段曾為民間及20

傳媒關注及區議員提問，相信政府亦不會主動解釋其選址準則或原因。可見政府是次棕

地研究的資訊開放有待改善。

20規劃署指，進行棕地研究期間，城市規劃委員會正處理一項上述規劃申請，因此該等
地段並沒有納入檢視範圍。及至後來申請人於2020年年中撤回申請，方「調整」其範圍。
但其實新世界的規劃意向與政府收回棕地作公營房屋發展沒有衝突，並不是規劃署將
該等棕地剔出棕地研究的藉口，規劃署亦沒有應區議員邀請出席會議就此作正面回應。
而且，選址廷遲一年多公佈之後，屏山北最終的初步選址依舊避開了上述規劃申請範
圍。過程耐人尋味。https://bit.ly/3dW0PpK

19同註3。

https://bit.ly/3dW0PpK


總結

本研究透過調查三大主要個案地區的土地業權、規劃申請紀錄、歷年衛星照片等，深入

檢視了現時政府從160公頃「較高發展潛力」的棕地群裡，物色出作公營房屋發展的選
址。

本研究發現屏山北及沙埔兩個面積較大的選址，至今未有涵蓋同區近一半與發展商相

關的棕地。例如屏山北的庸園路就剛好分開選址範圍及新世界的土儲。選址亦意味相鄰

的發展商私人發展地段獲提升地積比，涉嫌選擇性收地及有利益輸送之嫌。

無獨有偶，這些三個個案都涉及「先破壞後發展」的過程。屏山北及沙埔長春新村一帶地

段自新世界及新鴻基購入後，便開始出現填塘及農地破壞。這些棕地早應由政府收回作

發展同時作環境修復，以阻嚇這種發展模式及善用土地資源，現時卻避開相關地段，變

相鼓勵發展商「先破壞、後發展」，且毋須面對後果，若情況沒改善，未來棕地擴張估計

將會惡化下去。

另外，本研究根據規劃署選出160公頃的「可能發展潛力」標準，檢視元朗附近的棕地，
發現是次選址遺漏了欖口村等棕地群，有欠整全，欖口村亦有發展商囤地跡象。值得一

提的是，欖口村棕地在幾年前的元朗南發展計劃及相鄰的朗邊公營房屋發展規劃也遭

繞過，在是次開宗明義處理棕地的棕地徵收建議又再度避開，可見政府解決棕地問題的

決心成疑。

從以上個案調查可見，是次棕地徵收建議選址準則不一，充滿漏洞，讓人質疑在八塊選

址以外，也是否仍有條件相若的棕地會被刻意勾走。是次棕地徵收建議也未能觸及釀成

棕地問題的主因，如地產商囤積農地及違例發展的罰則不足。作為政府首次以新發展區

以外的模式大規模收回棕地的政策，本研究認為是次棕地徵收建議將會為成形中的香

港棕地政策立下極壞先例。

本研究認為，政府必須重新檢視八塊選址的邊界、及在「可能發展潛力」的「粗略估算」外

，以更仔細的標準，為同屬160公頃高發展潛力的其他棕地作仔細研究，並公開其研究
篩選準則及過程。長遠地，更應改變選擇性收地的做法，全面徵收相關地段的棕地作公

屋發展用途，不僅對起步中的棕地政策別具意義，也對以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解決現今房

屋問題猶關重要。

完



附件一屏山北東邊地塊過往涉及棕地作業的規劃申請 （資料來源：城市規劃委員會）







附件二沙埔南面地塊過往涉及棕地作業的規劃申請（資料來源：城市規劃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