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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世追棕 - 新界棕⼟擴張軌跡與現況》⾏政摘要 
 
研究背景與⽬的：棕⼟⾃ 1980 年代起在新界各區蔓延，既影響鄉郊環境、居民⽣活

質素，亦往往違反規劃佈局與城規條例。然⽽政府多年來對新界棕⼟現況仍⽋缺全⾯

掌握，以致仍未制訂棕⼟政策，處理⽅式相當消極被動。本研究追蹤 1993 至 2017 年

間的新界棕⼟擴張趨勢，並揀選重點個案，探討導致棕⼟無序擴散的原因，為有關棕

⼟政策的公共討論提供重要基礎。 

 
新界棕⼟佔地甚廣，卻在今年「⼟地⼤辯論」中被政府及⼟地供應專責⼩組貶抑其發

展潛⼒。在「棕⼟優先」漸成民間⼟地發展共識原則的當下，此研究亦提供了最新的

全港棕⼟⾯積、地理分佈及⽤途數據，有助評估其作為⼟地供應的潛⼒，以及重置棕

⼟作業與發展的可⾏性。 

 
研究⽅法：是次研究選取 1993、2003 及 2017 年三個時間點，透過地圖⼯具 ArcGIS、

Google Map 及 Google Earth 等，從衛星圖⽚及航空照⽚上辨識及框畫該年的棕⼟分

佈，比較各年期的棕⼟⾯積、⽤途分類及地區分佈變化，追蹤擴散情況。 

 
研究團隊按棕⼟場在衛星圖⽚上顯⽰的外觀特徵，分為「貨櫃場」、「露天停⾞場」、

「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有蓋倉庫或⼯場」、「填⼟或已破壞⼟地」及「其他」

六⼤類︔並在「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類當中辨認涉及⼤型吊臂及吊⾞運作的「重型

作業」，以便評估重置棕⼟作業的⼟地需求。 

 
研究結果 

• 總⾯積：2017 年的棕⼟總⾯積為 1,521 公頃，比 1993 年的 792 公頃增長達

92%，即 24 年間已增加近⼀倍。⽽比較 2003 年與 2017 年的棕⼟分佈，新出

現的棕⼟達 728 公頃，佔 2017 年棕⼟總⾯積近半，顯⽰棕⼟擴散對鄉郊環境

的影響極其嚴重。 

 
• ⽤途分類：增長最快的類別為「有蓋倉庫或⼯場」，在 1993 年時只有 139 公

頃，佔當年棕⼟總⾯積僅 17.6%，至 2017 年增長至 647 公頃，佔同年棕⼟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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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 42.5%，亦是 2017 年最⼤的⽤途分類。⽽在 1993 年曾是第⼆⼤⽤途的

「貨櫃場」近年⾯積⼤幅下跌，2017 年只佔總⾯積的 7.9%，與近年陸路貨運

量下跌的趨勢相符。 

 
• 地區分佈：元朗區在是次研究選定的三年裡都是棕⼟重災區，2017 年元朗區棕

⼟⾯積達 1,072 公頃，佔同年棕⼟總⾯積的 70.5%︔其次是北區，達 306 公頃

棕⼟，佔總⾯積 20.1%。比較四⼤主要區域在 1993 至 2017 年間的增幅，元朗

及北區的增幅均⾼於整體棕⼟增幅，分別為 100.6%及 94.9%。 

 
• 原有規劃⽤途：比較城規會對⼟地⽤途的規劃分類，2017 年的棕⼟當中，只有

215 公頃位於「露天貯物」地帶、49 公頃位於「⼯業（丁類）」地帶，可視為

符合原本規劃⽤途，僅佔總⾯積的 17.4%。其餘棕⼟有 200 公頃座落於「農業」

地帶，共 195 公頃座落於「休憩⽤地」、「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康樂」地

帶，另有 195 公頃座落於住宅⽤地，可⾒棕⼟對房屋及社區設施的⽤地供應構

成⼀定影響。 

 
• ⼟地供應潛⼒：2017 年的棕⼟當中，有 1,023 公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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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棕⼟若透過適當的重置及環

境修復措施，可被視為潛在⼟地供應來源。⽽較難遷入多層⼯廈的露天重型作

業類棕⼟只有 63 公頃，（佔 2017 年棕⼟總數的 4.1%），預計對重置棕⼟所

帶來的⼟地需求壓⼒不⼤。 

  
個案及問題分析 

• 缺乏執管權的規劃⿊洞：城規會⾃ 1991 年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後陸續對新

界鄉郊地區制定「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以打撃違例發展，然⽽部份

地區至今未有 DPAP 覆蓋，令規劃署無權執管。例如新⽥軍營⼀帶，棕⼟ 24

年間擴張四倍至 10 公頃︔鄰近上⽔新市鎮的梧桐河⼀帶，棕⼟⾯積更在 24 年

間擴張至⼗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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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改劃令違例擴張合法化：洪⽔橋廈村路⼀帶⾃ 1993 年起已出現⼤⽚涉嫌

違例經營的棕⼟場，然⽽規劃署不但未有嚴厲打撃，更在 2008 年主動將區內

36 公頃的「康樂」地帶改劃為「露天貯物」地帶，範圍內 17.8 公頃未持有效

「規劃許可」的棕⼟場⼀下⼦被合法化︔其餘仍作「康樂」地帶內的棕⼟作業

申請，成功獲批的比率亦由 1991 至 2007 年的 52%⼤增至 2008 至 2017 年間

的 90%，有忽然「鬆⼿」之嫌。研究團隊再分析全港棕⼟作業「規劃許可」申

請數字，均可⾒成功率於 2005 年起⼤幅攀升、2010 年批准許可的比例更達

94%，令⼈質疑城規會審批時⽋缺準則及連貫性。 

 
• 部⾨執管不⼒：由 2003 至 2017 年間，北區恐龍坑⼀帶新增棕⼟近 12 公頃，

即使該區其時已有 DPAP 覆蓋，並主要劃作「農業」及「綠化地帶」，仍有不

少棕⼟場未獲規劃許可⽽連年擴張，完全無視法律管制。⽽元朗朗天路與朗屏

路交界的棕⼟群，在 1993 至 2017 年間擴張逾五倍至 4.5 公頃，⼤部份均屬違

例發展，範圍內曾有 31 次涉及棕⼟作業和填⼟的執管紀錄，卻只有⼀次處以罰

款。 

 
• 縱容先破壞後發展：新鴻基地產的⼦公司⾃ 1997 年購入元朗凹頭的兩塊地⽪，

並在其後容許未持有效規劃許可的涉嫌違例棕⼟場在其地段上發展︔政府不但

未予追究，更在 2007 年與新鴻基換地，使其得以發展豪宅項⽬「爾巒」，變

相獎勵「先破壞後發展」⾏為，讓發展商在囤地期間賺盡豐厚租⾦收入。 

  
政策建議 

⾯對棕⼟無序擴散至 1,521 公頃，研究團隊重申政府應以「棕⼟優先」作為⼟地供應

的主導原則，優先利⽤⽣態已遭破壞的棕⼟，避免發展波及其餘新界農地。政府須堵

塞規劃漏洞，並應透過《收回⼟地條例》收回屬私⼈業權的棕⼟，透過合適的重置、

發展及環境修復政策，全⾯重整新界鄉郊規劃、釋放⼟地資源、改善市民整體的居住

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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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措施（1-2 年內）：⽴即進⾏棕⼟凍結調查，詳細紀錄全港棕⼟現狀及產業需求，

作為⽇後收地及重新安置棕⼟作業的基線資料，並對違規棕⼟場加強執法，以控制棕

⼟擴張︔城規會亦應公開審批「規劃許可」過程、準則及理據，讓公眾監察。 

  
中期措施（3-6 年內）：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加重違例棕⼟場的罰則︔制訂

DPAP 覆蓋全新界地區，令執法權延伸，全⾯堵截棕⼟擴散。 

  
長期措施（3-10 年內）：運⽤使⽤率極低的新⽥購物城、未有規劃⽤途的「已關閉堆

填區」等合共 211 公頃⼟地，⽤作策略重置棕⼟作業。成⽴「棕⼟復修基⾦」，透過

「基本⼯程儲備基⾦」撥款及違例發展的罰款收入，⽀付政府收回棕⼟後修復環境的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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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Brownfields in Time: Tracing the course of Brownfields expans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aims: Brownfields have proliferate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since the 1980s. It adversely affects rural landscap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nd quite often there are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that compromise 
town planning.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remained oblivious to the rapid spread 
of brownfields, and resort to passive and piecemeal measures without a 
comprehensive policy. This research aims to track the proliferation of brownfields 
between 1993 and 2017, and through case studies discuss the causes of their 
significant spread, with a view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public discussion on a 
brownfield policy. 
 
Even though there is a vast area of brownfields, their potential as a land supply 
option has been seriously downplayed by the authority during the land supply 
consultation spearheaded by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n 2018, irregardless of 
the solid “brownfield-first” consensus form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 most updat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amount, distributions and uses of brownfield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assessing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as well as the feasibility of relocating existing brownfield 
operations. 
 
Methodology: By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p tools, such as 
ArcGIS, Google Map and Google Earth, the research team selected, identified and 
highlighted the brownfields and their areas, categories and distributions in 1993, 
2003 and 2017. By so doing, the research team was then able to track the 
prolifer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brownfields across the years. 
 
By identifying the features shown in the satellite images, the brownfield oper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container yards”, “uncovered vehicle parking”, 
“open storage and recycling ”, “covered warehouses/workshops”, “filled land or 
destroyed land” and “other”. Within “open storage and recycling”, the research team 
further identified heavy equipment operations involving storage of heavy-duty cranes 
and parking of crane lorries. The above aimed to provide a basis to assess land 
requirement of relocating brownfield operations.  
 
Research Finding 
  

• Total area: In 2017, there was 1,521 hectares of brownfield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hich is a 92% increase from the 792 hectares in 1993, almost 
doubled in sise in 24 years’ time. 728 hectares of brownfield eme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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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2003 and 2017, representing almost half of the total stock of 
brownfields in 2017. The rapid spread seriously affected the rural environment.  

• Current uses: The fastest growing category was “covered 
warehouses/workshops”, up from 139 hectares (17.6%) in 1993 to 647 
hectares (42.5%) in 2017, which occupied the lion’s share of all brownfield 
categories in 2017. “Container yards”, which was the second-most common 
brownfield category in 1993, faced a significant decline to just 7.9% among all 
categories in 2017, in tandem with the decline of road freight in recent years.  
 

• Distribution: Yuen Long District had all along topped the list of all districts 
with the largest amount of brownfields. In 2017, there was 1,072 hectares 
(70.5%) of brownfields in Yuen Long, followed by North District (306 hectares, 
20.1%). Comparing the percentages of the increase between 1993 and 2017 
across the top four districts, both districts have seen increases higher than the 
territory-wide average (100.6% adn 94.9% respectively).  
 

• Original planned us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zoning plans used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PB), only 215 and 49 hectares of brownfields were located 
in “Open Storage” and “Industrial (Group D)” respectively in 2017, in other 
words, only 17.4% of brownfields complied with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heir 
locality in 2017. Among the rest of brownfields situated in “wrong” zonings, 
200 hectares were located in “Agriculture” zone, and 195 hectares were 
located in “Open Space”,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and 
“Recreation” zones. There were another 195 hectares located in “Residential” 
zonings, meaning that the proliferation of brownfields has also threatened the 
provision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 Potential as a land supply option: In 2017, there were a total of 1,023 

hectares of brownfields which have not been included in existing New 
Development Areas and the “210 potential sites for housing purposes” 
identified by the Government. Subject to appropriate relocation and 
remediation measures, brownfields could be seen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land supply. This research also identified only 63 hectares of brownfield 
operations (4.1% of the total in 2017) were related to heavy equipment 
operations that would inevitably face grave difficulties in relocation to multi-
storey buildings, and therefore it should not be a hurdle to relocating 
brownfield operations as a whole. 

  
Case Study and Analysis 
 

• Lack of Enforcement Power: Since the amendment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TPO) in 1991, the TPB has designated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s (DPAPs) against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in variou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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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es rural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reas not covered by DPAPs 
that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has no authority to take enforcement 
action.  In these areas brownfields hav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for instance in 
areas near San Tin Barracks it has expanded fourfold to 10 hectares, and 
tenfold near Ng Tung River in Sheung Shui.  Both areas have never been 
covered by any DPAPs.    
 

• Regularising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 through Government-initiated 
Rezon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a large area of brownfields near 
Ha Tsuen Road since 1993. While they were suspected to be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being non-compliant with the zoning but without planning 
permission), they were left there without effective monitoring for the whole 
time.  Instead, Pl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in 2008 to regularise the brownfield 
operations by rezoning 36 hectares of the area from “Recreation” (REC) zone 
to “Open Storage” (OS) zone, 17.8 hectares of which were occupied by 
brownfield operations without planning permission, thereby regularising those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For the remaining area with the original zoning 
remained, average approval rate of applications for planning permission for 
tolerating brownfield operations rose drastically from 52% from 1991 to 2007, 
to 90% from 2008 to 2017. On a territory-wide scale, the corresponding 
approval rate has also risen since 2005 to 94% in 2010.  It has sparkled 
concerns on TPB’s loosened approval criteria.   
 

• Inadequate Inspection: In Hung Lung Hang of North District, the total area of 
brownfield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almost 12 hectares from 2003 to 2017, 
even though the area was covered by a DPAP.  Predominantly zoned as 
“Agriculture” and “Green Belt”, many of the brownfield operations did not have 
valid planning permission.  There was also a brownfield cluster in Yuen Long 
that has expanded fivefold from 1993 to 2017, mainly contributed by similar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but were largely unchecked by the authority: 31 
enforcement notices were issued but only one required a payment of fine.  
 

•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Destroy First, Develop Later” practice: In 
1997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Sun Hung Kai bought a farmland in Yuen Long 
and allegedly turned them into brownfields without proper planning permission. 
Instead of rectifying it, the Government facilitated Sun Hung Kai’s land 
exchange request in 2007 for a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his has encouraged 
the “destroy first, develop later” approach commonly adopted by developers 
which would aggravate the spread of brownfields.  

 
Policy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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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tain the proliferation of brownfields, it is important to adopt the “brownfield-first” 
principle: to accord a priority of using brownfields as a land supply option. This 
approach w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ecologically-damaged land while avoiding the 
spread of brownfield operations to the remaining farm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due 
to poor planning. To holistically deal with the brownfield probl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ug the loophole in the planning system, invoke the Lands Resumption 
Ordinance to take back the ownership of brownfields to facilitate relocation, 
redevelopment and remediation with a view to have a better rural planning, to 
release land resource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Short-term measures (within 1 to 2 years): Conduct a freezing survey with a view 
to obtain a baseline of brownfield operations and to assess sectoral demand. It also 
serves as a basis for government to rectify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In respect 
of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of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assessment process, clear 
and unambiguous criteria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rationales of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public in order to enhance public scrutiny.  
  
Mid-term measures (within 3 to 6 years): Through amending the TPO, increase 
the penalty for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to ensure deterrent effect, and to 
designate DPAPs to the remaining areas which are without adequate protection so 
as to empower the Planning Authority to take necessary actions to contain the 
proliferation of brownfields. 
  
Long-term Measures (within 3 to 10 years): Strategically relocate existing 
brownfield operations to various locations, such as “The Boxes” (a seriously under-
utilised site designated as shopping outlets) in San Tin, and closed landfills that are 
without planned uses. In order to make brownfields remediation financially viabl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a “Brownfields Remediation Fund” (BRF) 
supported by virement of funds from the 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CWRF) and 
fines collected due to carrying out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s. The BRF is 
dedicated to pay for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of the resumed 
brown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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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1. 新界棕⼟問題近年成為⼟地發展爭議的核⼼課題，因所涉的⼟地⾯積逾千公頃，是極

為龐⼤的⼟地資源，亦牽涉錯綜複雜的發展歷史、政策變遷及利益糾葛。⾃ 1983 年政

府在「⽣發案」上訴失敗1，臨時貨倉、貨櫃場、回收場等不斷擴張，30 多年從未間斷。 

 

2. 政 府 延 至 1990 年 代 才 修 訂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 透 過 「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下稱「DPAP」）打擊違例棕⼟發展。然⽽該

制度的執法權並未全⾯覆蓋可能變成棕⼟的地域，政府亦⼀直缺乏整全有效的⼟地政

策對應棕⼟擴散所帶來的規劃及環境影響，加上從未公開有關棕⼟現況的全⾯資訊，

乃至在近年各種⼟地爭議上，都顯得政府對全⾯處理棕⼟問題的態度相當消極被動。 

 

3. 為此，本⼟研究社於三年前發佈⾸份棕⼟研究《棕跡——⾹港棕⼟政策研究報告  

2015》，透過地圖⼯具及實地考察，整理棕⼟⾯積、分佈、種類等數據，確認了在

2015 年全新界有接近 1,193 公頃棕⼟，並倡議「棕⼟優先」作為新界⼟地發展的政策

原則。⾃此，相對於「移山填海」的⼟地選項，優先善⽤已破壞的新界棕⼟逐漸成為

民間共識。今年初，本⼟研究社再就「⼟地⼤辯論」發佈《合棕連橫：新界棕⼟發展

潛⼒研究》，發現合共 723 公頃、每塊達 2 公頃以上的相連棕⼟群，具相當發展潛⼒，

但沒被包含在任何政府發展計劃及⼟地供應估算內。研究社提倡以「三分棕⼟」策略：

發展、重置棕⼟作業和修復環境，全⾯處理新界棕⼟問題。 

                                                
1 法庭裁定農地地契上列明的⽤途只是「描述」，不構成對⼟地⽤途的限制，令當時的地政總署無法再

規管私⼈農地上的臨時⽤途，⼤量農地轉為棕⼟。（法庭案件編號：CACV79/1982。詳⾒：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5259&QS=(%24
Melhado)&TP=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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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著民間對棕⼟的關注和認識⽇益提升，政府規劃署終在 2017 年委聘顧問進⾏「新界

棕地使⽤及作業現況研究」，以檢視棕地的整體分佈及⽤途，初步確認全港約有 1,300

公頃棕地。⼟⽊⼯程拓展署亦於 2016 年、開展以多層式樓宇安置棕地作業的可⾏性研

究，兩項研究均預計在 2018 年內完成。儘管這兩項研究可視為政府制訂棕⼟政策的開

端，然⽽觀乎政府官員近年的取態，以及顧問研究所涉及的範疇，政府⽬前仍只將棕

⼟視為⼀種可⽤的⼟地類型，去評估其作為⼟地供應來源的發展潛⼒及可⾏性，但並

未著⼿處理棕⼟與鄉郊環境、農業、附近居民和社區的整體關係及影響，亦未⾒討論

如何堵塞現有的規劃及法律漏洞、以遏⽌棕⼟擴散的問題，甚至以「可能導致擴散」

為由貶低重⽤棕⼟的重要性（⾒表⼀），成為官⽅處理棕⼟問題的⼀個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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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政府近年對棕⼟問題的主要取態 

政府取態 資料來源 發⾔概要 

以「新發展區」⽅式已

處理棕⼟問題 

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答范國威議員質詢 

2016 年 2 ⽉ 3 ⽇⽴

法會會議2 

⾯對議員質詢政府會否推⾏「棕⼟優

先」政策時，發展局局長⼀再重申，

現時多個「新發展區」項⽬已在處理

棕⼟問題：「透過新市鎮模式發展棕

地密集的新界西北及北部地區，是⼟

地供應的⼀個必然選項。....現時多個

進度較前的⼤型⼟地供應項⽬，均包

括⼤⾯積的棕地，包括古洞北和粉嶺

北新發展區涉及約 50 公頃棕地，洪⽔

橋新發展區涉及約 190 公頃棕地，以

及元朗南發展涉及超過 100 公頃棕

地。」 

由於棕⼟業權複雜，傾

向以⾃由市場及「公私

合營」⽅式處理 

特⾸林鄭⽉娥 2017

⾏ 政 長 官 選 舉 政 綱  

5.12 段3 
 

「根據全港性『棕地』調查結果，建

議⼟地擁有者對有潛⼒釋放的棕地進

⾏開發，若發展潛⼒不⾼便應加以保

育，回復原本綠⾊地貌。」 

對凍結棕⼟擴張問題持

無視態度，只強調優先

發展棕地會令棕⼟場擴

散 

時任發展局局長⾺紹

祥 

2017 年 3 ⽉ 19 ⽇隨

筆4 

「只談發展棕地，⽽迴避這些⾏業的

實際⼟地需求，最終只會令有關作業

擴散或轉移到其他地區」 

 

5. 政府在今年中開展的《增闢⼟地、你我抉擇》⼟地供應諮詢中（即「⼟地⼤辯論」），

將「棕地發展」列為⼗八個⼟地供應選項之⼀，但在諮詢⽂件及官員發⾔中，多次表

現出不少對棕⼟的誤解，例如在未有具體研究及準則的情況下，指稱棕⼟分佈零散、

地形不適合發展、業權複雜、重置產業非常困難等，以此為由貶低民間主張「棕⼟優

                                                
2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floor/cm20160203-confirm-ec.pdf  P.66 
3 https://www.ceo.gov.hk/chi/pdf/Manifesto_C_revised.pdf P.32  
4 https://www.devb.gov.hk/tc/home/Blog_Archives2/index_id_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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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可⾏性，拒絕全⾯凍結及整頓棕⼟，無視建⽴全⾯棕⼟政策的必要性，⽩⽩浪

費透過重整棕⼟增加⼟地供應、同時改善新界鄉郊環境的契機。 

 

6. 近年地價樓價⾶升，新界⼟地發展利益⽇益豐厚，在農地上倒泥頭及經營棕⼟作業等

「先破壞、後發展」現象⽇⾒嚴重。棕⼟擴散有越演越烈之勢，嚴重破壞鄉郊社區環

境，甚至威脅居民健康及安全。就此，我們冀在過往對棕⼟現況及發展潛⼒的⼟地研

究基礎上，全⾯追蹤新界棕⼟擴散的歷史軌跡，察看棕⼟實質變化與趨勢，並從重點

個案的分析探討成因——究竟是因為 30 多年前⼀宗官司導致擴散問題無法解決︖抑或

另有原因︖為討論並制訂全⾯棕⼟政策提供重要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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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與⽅法 

1. 處理「棕⼟擴張」問題是制訂全⾯棕⼟政策不可或缺的⼀環，此研究期望： 

 

● 透過統計過去至現在的全新界範圍內的棕⼟數據，檢視棕⼟擴散情況、歷史發

展、最新現況、地區分佈及不同種類的⽤途變化。 

 

● 從重點個案分析棕⼟擴散的成因及相關政策問題，檢視政府在棕⼟發展過程中

的責任與角⾊，探討制訂全⾯棕⼟政策時需要注意的關鍵，提出適切政策建議。 

 

2. 為檢視歷史變化，本研究以約⼗年作為觀察⼟地變化的參考點，選定 1993 年、2003

年及 2017 年三個時間點，並透過地圖⼯具 ArcGIS、Google Map 及 Google Earth 等，

在衛星圖⽚及航空照⽚上框畫當年的棕⼟分佈，比較各年期的棕⼟⾯積、⽤途及地區

分佈變化，追蹤擴散情況。 

 

3. 以 1993 年作為第⼀個參考的時間點，是由於政府 1991 年後才陸續對新界鄉郊地區制

訂有法律約束⼒的「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此前的棕⼟發展因未被 DPAP 覆

蓋⽽不屬違法，⽽此後規劃署有權對受 DPAP 覆蓋範圍內的違例發展進⾏執管5。時至

1993 年⼤部份新界鄉郊地區均已被 DPAP 涵蓋。故此，若 1993 年時該地段未出現棕

⼟⽽後來變成棕⼟，又不符合法定圖則准許⽤途、及未獲城規會批出准許該⽤途的申

請，即可視為違例擴散。 

  

                                                
5 在 DPAP 內進⾏發展即屬違例，除非：該項發展在 DPAP 刊憲前已存在︔有關發展根據相關法定圖則

是准許的︔或有關發展已獲城規會批給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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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棕⼟的⽤途⽅⾯，我們對衛星圖⽚中框畫出的棕⼟，按以下特徵分作六⼤類： 

 

a. 貨櫃場 

⽤途：擺放貨櫃或主要作貨櫃物流業的空間 

外觀：衛星圖⽚中可⾒堆放整齊的⼤型長⽅體、或主要為貨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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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露天停⾞場 

⽤途：停放各式⾞輛（不包括鄉郊屋苑及鄉村內明顯供居民使⽤的停⾞場），

或堆放回收汽⾞ 

外觀：衛星圖⽚中呈現為排列在空地上的短橢圓點（私家⾞）、圓點連長⽅體

（貨⾞）、長型點（旅遊巴或巴⼠）等 

 
 

c. 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 

⽤途：擺放建築材料、廢料或回收物料 

外觀：衛星圖⽚中呈現為空地上的雜物，排列雜亂無章，或置放於鐵⽪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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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估重置棕⼟作業時的⽤地需求，是次研究特別在「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

類中再統計「重型作業」類別的佔地⾯積，該類作業的空間需求較⾼，較難遷

入多層式⼯廈。 

外觀：在衛星圖⽚中看⾒有吊臂或吊⾞運作，如下圖： 

 
 

d. 有蓋倉庫或⼯場 

⽤途：貯物或⼯場作業 

外觀：衛星圖⽚中呈現為較⼤⽚的鐵⽪頂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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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填⼟或已破壞⼟地 

⽤途：閒置 

外觀：衛星圖⽚中呈現為沒有天然植被的荒地，被泥頭、⽔泥或其他⼈⼯物料

破壞 

 
 

f. 其他 

⽤途：無法辨認 

外觀：衛星圖⽚中不像上述各類狀態，但亦明顯並非進⾏農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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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棕⼟地區分佈⽅⾯，本研究以⼗八區區議會界線為基礎勾劃棕⼟分區。是次研究涵

蓋全新界及離島區域。由於棕⼟主要集中在元朗、北區、屯⾨及⼤埔區，其他區域如

沙⽥、西貢及離島的棕⼟則歸入「其他」類別中顯⽰。 

 

6. 除統計歷年的棕⼟⾯積、⽤途及地區分佈外，我們亦比對各區的「分區計劃⼤綱圖」

（Outline Zoning Plan）以分析棕⼟與原先的規劃⽤途是否配合。對於棕⼟擴張的重

點個案，我們會再參考地段索引圖、衛星圖⽚、航空圖⽚，再透過⼟地業權查冊、整

理城規會「規劃許可」申請等，分析其發展經過及違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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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結果 

 

1. 總體⾯積變化及擴散情況 

 

是次研究發現，最新 2017 年全新界的棕⼟⾯積為 1,521 公頃，2003 年為 1,181 公頃，1993

年為 792 公頃。2017 年的棕⼟⾯積，較 2003 年及 1993 年分別增長 28.8%及 92.0%，即在

24 年間⼤增近⼀倍，平均每年增長 30.4 公頃（⾒表⼆），相當於每天 832 平⽅⽶的速度擴散，

意味每年有約 1.5 個太古城的新界⼟地淪為棕⼟。 

 

表⼆：棕⼟擴散情況（1993 年、2003 年、2017 年） 

 

 棕⼟總⾯積 (公頃) 至 2017年的增長幅度 

1993 年 792 92.0% 

2003 年 1,181 28.8% 

2017 年 1,521 -- 

 

本研究製作了 1993 年、2003 年及 2017 年的「棕⼟空間資料庫」讓公眾網上瀏覽，可清晰比

對 3 個年份的棕⼟分佈及擴散情況，詳情請參看此網址：http://bit.ly/2BnvY1N 

 

 2003 至 2017 年間 

新增棕⼟場⾯積 728 公頃 

消減棕⼟場⾯積 388 公頃 

 

除比較棕⼟⾯積總數的增長外，棕⼟場由於其臨時性質，不時會遷移作業地點，並隨著鄉郊地

區城市化⽽沿著新的市鎮邊緣擴張。研究團隊透過地圖⼯具將 2003 年的棕⼟位置覆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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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棕⼟位置上，發現這 14 年間新增的棕⼟⾯積其實多達 728 公頃，佔 2017 年棕⼟總

⾯積達 47.9%︔⽽這年期間關消減的棕⼟⾯積為 388 公頃。由於新界農地⼀旦淪為棕⼟，⽣

態價值就不易復原，關閉的棕⼟場亦很可能變成房屋或其他發展⽤途︔故此在 2003 至 2017

年間有 728 公頃⼟地變成新的棕⼟是很值得注意的數字，亦更準確反映棕⼟擴散的規模及其

對新界鄉郊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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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途分佈及變化 

 

2017 年的棕⼟⽤地，「有蓋倉庫或⼯場」為最主要的⽤途，佔 647 公頃（總⾯積的 42.5%）。

其次為「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佔 496 公頃，相當於總⾯積的 32.6%︔隨後為「露天停⾞

場」，佔 126 公頃（總⾯積的 8.3%）。「填⼟或已破壞⼟地」及「貨櫃場」則分別是 123 公

頃（佔總⾯積 8.1%）及 120 公頃（佔總⾯積 7.9%），另有 10 公頃的「其他」⽤途，佔總⾯

積 0.7%（⾒圖⼀）。 

 

圖⼀：2017年棕⼟⽤途分佈 

 
是次研究在 2017 年的「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類棕⼟中，特別統計了「重型作業」的⾯積。

從衛星圖⽚中辨認到，涉及⼤型吊臂或吊⾞運作的棕⼟場⾯積為 62.8 公頃。該類作業較難遷

入多層式⼯廈，惟只佔同年整體棕⼟數字的 4.1%。 

 



� 24 

若比較三個年期的數字，各類⽤途當中，增長最快的類別為「有蓋倉庫或⼯場」，在 1993 年

時只有 139 公頃，佔當年棕⼟總⾯積僅 17.6%，至 2017 年則增長至 647 公頃，佔同年棕⼟

總⾯積的 42.5%，24 年間的增長幅度為 3.7 倍。 

 

增長速度其次為「填⼟或已破壞⼟地」類別，在 1993 年時的⾯積為 63 公頃，雖然只佔當年

棕⼟總⾯積的 8.0%，直至 2017 年時則增長至 123 公頃（佔同年總⾯積的 8.1%），增長達

93.5%（⾒圖⼆）。 

 

圖⼆：各類棕⼟⽤途佔地⾯積變化 （1993 年、2003 年、2017 年） 

 

在 1993 年時為最主要⽤途的「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佔地 274 公頃（當年總⾯積的

34.5%），直至 2017 年⾯積⼤增至 496 公頃（佔總⾯積的 32.6%），增幅為 81.3%。相反，

在 1993 年時是主要⽤途的「貨櫃場」，近年⾯積⼤幅下跌，由 1993 年的 164 公頃跌至

2017 年的 120 公頃，佔同年棕⼟總⾯積比例由 1993 年的 20.7%減至 2017 年的 7.9%，相信

與近年陸路貨運量⽇漸下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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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區擴散、分佈及變化 

 

2017 年的棕⼟主要集中在元朗、北區、屯⾨及⼤埔，這四區已佔棕⼟⾯積總數逾 99%，故本

研究將其他新界及離島區的個案歸入「其他」類別。 

 

在研究所選定的三個年份裡，棕⼟的分區比例⼤致相若。其中以元朗區佔比最多，2017 年元

朗區棕⼟⾯積達 1072 公頃，佔同年棕⼟總⾯積的 70.5%，1993 年則為 534 公頃及 68.4%。

其次是北區，2017 年有 306 公頃棕⼟，佔總⾯積 20.1%，1993 年的數字為 157 公頃及

20.1%。 

 

四⼤主要區域及「其他」分區的棕⼟⾯積都有增長。在 1993 至 2017 年間，棕⼟總⾯積的增

長幅度為 92.0%。若比較四⼤主要區域 1993 及 2017 年的增幅，元朗及北區的增幅均⾼於總

體增幅，分別為 100.6%及 94.9%，即在 24 年間增長近⼀倍。若比較 2003 年至 2017 年變化，

以⼤埔區的 150.7%增幅為最⾼，其次為屯⾨區的 45.5%，北區亦有 36.1%。惟⼤埔區的棕⼟

⾯積不多，2017 年數字為 24 公頃，「重災區」仍以元朗及北區為主（⾒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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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歷年棕⼟地區分佈（1993 年、2003 年、2017 年） 

 

4. 所涉⼟地的原本規劃⽤途 

 

在現時城規會對⼟地⽤途的規劃分類中，主要是「露天貯物」（Open Storage，下稱「OS」）

及「⼯業（丁類）」（Industrial(D)，下稱「I(D)」）地帶可容許作各類棕⼟作業。在該兩類

地帶內，如「露天貯物」、「鄉郊⼯場」、「貨倉（危險品倉庫除外）」等均為「經常准許⽤

途」︔「貨物裝卸及貨運設施」在「 I(D) 」地帶亦屬「經常准許⽤途」，在「OS」地帶則屬

第⼆欄⽤（須先向城規會申請）。惟劃作「 I(D) 」地帶的⼟地較少，全港總⾯積約只有 115

公頃，⽽且其規劃原意亦為「促使鄉郊地區現作⼯業⽤途的非正式⼯場重建為設計妥善的永久

⼯業樓宇」6，並非⿎勵粗放式的露天棕⼟作業7。劃作「OS」的地帶總⾯積則為 384 公頃。 

 

                                                
6 https://www1.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tc/S_YL-KTN_9_c.pdf 第 16－17 ⾴ 
7 除此以外，近年刊憲的洪⽔橋分區計劃⼤綱圖亦制訂了幾個⽬的為重置或集中發展相關產業的⼟地⽤途，包括：

「其他指定⽤途（港⼜後勤、貯物及⼯場⽤途）」及「其他指定⽤途（物流設施）」地帶。對於前者，上述四種與

棕⼟有關的⽤途也屬經常准許︔對於後者，除「鄉郊⼯場」屬須向城規會申請的⽤途外，其餘三類也是經常准許⽤

途。相關地帶在洪⽔橋分區計劃⼤綱圖刊憲前有部分牽涉本來劃作「綠化地帶」或「康樂」地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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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主要的「露天貯物」（OS）及「⼯業(丁類)」（I(D)）地帶分佈 

 

研究發現，在 2017 年的棕⼟當中，只有 215 公頃是位於 OS 地帶、49 公頃位於 I(D)地帶，

僅佔總⾯積的 17.4%，換句話說，其餘 1,257 公頃（82.6%）的棕⼟均落於非棕⼟類型的⽤地

上，當中亦有可能涉及違例使⽤，可⾒這 20 多年的棕⼟發展有著「無序擴散」的趨勢，情況

失控。 

 

從下表列出的⼟地⽤途分類可⾒，棕⼟不單侵蝕了「農業」和「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對鄉

郊環境造成破壞，亦佔據了合共 195 公頃的「休憩⽤地」、「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康樂」

⽤地，令市民損失了原有可作為社區設施的空間。此外，有合共 195 公頃棕⼟的原規劃⽤途

為住宅(甲類)至(戍類)的⽤地，顯⽰棕⼟的擴散亦對房屋⽤地供應有⼀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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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7年棕⼟位處的⼟地⽤途分類 （⾸⼗位） 
 

規劃⽤途 ⾯積（公頃） 

露天貯物, OS 215 

農業, AGR 200 

其他指定⽤途, OU 154 

鄉村式發展, V 137 

綠化地帶, GB 109 

住宅(丁類), R(D) 81 

未決定⽤途, U 73 

政府、機構或社區, G/IC 66 

休憩⽤地, O 65 

康樂, REC 64 

 
為衡量新界棕⼟作為⼟地供應的潛⼒，我們將 2017 年的棕⼟分佈位置、與各新發展區8範圍

作對比，並扣減政府已公佈的「210 多幅具房屋發展潛⼒⽤地」︔剔除上述項⽬後，未被納入

政府規劃的棕⼟總數為 1,023 公頃，已相當於未來三⼗年 1,200 公頃⼟地短缺的 85%，可⾒

棕⼟能作為滿⾜未來⼟地供應的主要選項。 

 

接下來我們以個案分析，從規劃制度、執法及把關⽅⾯深入探討棕⼟蔓延的箇中原因。 

 

 

  
                                                
8 包括洪⽔橋、元朗南、錦⽥南、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至於新界北新發展區，由於範圍與古洞北

及粉嶺北新發展區部份重疊，亦並未被政府計入《⾹港 2030+》「綜合⼟地需求及供應分析」中至

2046 年的預測⼟地供應項⽬內，不宜與同⼀⽂件所提出的預期⼟地短缺 1200 公頃比較，並屬 2030 年

後的遠期發展項⽬，故本研究不將當中的棕⼟視為已有具體規劃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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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案分析及現時問題 

 

由 1993 至 2017 年的 24 年間，新界棕⼟無序擴散，⾯積增加近⼀倍。我們將以具體個案說

明棕⼟擴散的來龍去脈：既是⽋缺整全⼟地政策下的規劃缺失，亦牽涉政府部⾨執法不⼒，縱

容各種「先破壞、後發展」的⾏為。 

 

1. 「規劃⿊洞」：未被「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的法外之地 (Legal Enclaves) 

 

鑒於 1983 年「⽣發案」判決後新界棕⼟蔓延，政府於 1991 年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城規

會陸續對新界鄉郊地區制訂有法律約束⼒的「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以管制農地的使

⽤⽅式。如有違例發展，規劃署可依據城規條例提出檢控，並要求⼟地業權⼈或負責⼈將⼟地

恢復原狀或停⽌發展。⼤部份新界鄉郊地區至 1993 年已有 DPAP 覆蓋。 

 

然⽽，市區及新市鎮範圍則沒受 DPAP 規限。這是由於城規制度上亦有另⼀種法定圖則，稱

為「分區計劃⼤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下稱「OZP」），早於 1991 年前已存在，劃

定了市區及新市鎮範圍的⼟地⽤途。如要將⼟地改作其他⽤途，要向城規會申請及取得許可。

但城規條例並沒說明未經申請⽽違反 OZP 規定的⼟地⽤途有何法律責任、或有哪些政府部⾨

有執法權⼒。政府說法是這些範圍⼀般已受地契或《建築物條例》規管，但這些規管⽅式只能

涵蓋已發展⼟地︔⽽新市鎮邊緣⼀些未有永久發展的⼟地，可能只有 OZP ⽽沒有 DPAP 覆蓋，

便會因無政府部⾨有執法權，易淪為「法外棕⼟」（⾒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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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納入分區計劃⼤綱圖（OZP）但未有「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覆蓋的區域 

（2015 年） 

 
 

此外，少部份的新界鄉郊地區，亦因位處偏遠、或特殊的歷史原因⽽沒被 DPAP 覆蓋，或在

較後的年期才制訂 DPAP，以致棕⼟在這些地區恣意擴張，對環境造成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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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展⽰了各納入「分區計劃⼤綱圖」（OZP）但未有「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

甚或兩者皆沒覆蓋的區域裡的棕⼟擴張情況： 

 

表四：被納入「分區計劃⼤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棕⼟狀況 

 棕⼟⾯積(公頃) 

 1993 年 2003 年 2017 年 

納入分區計劃⼤綱圖

（OZP）但未有「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

（DPAP）覆蓋的區

域 

72.4 80.3 93.3 

不包括在 DPAP 及

OZP 地區： 

 

龍⿎灘 3.2 12.0 34.9 

新⽥軍營 2.0 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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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1) ：元朗新⽥軍營規劃⿊洞，10公頃棕⼟（2017年） 

軍營導致 DPAP及 OZP雙缺失，棕⼟⾯積過去 20多年擴張四倍 

 

在城規會「法定規劃綜合網站」查閱元朗⽜潭尾、新⽥⼀帶的地圖，可⾒⽜潭尾分區計劃⼤綱

圖（S/YL-NTM/12）［下圖陰影部份］當中出現⼀⽚圓型的「規劃真空」，該處正是新⽥軍

營之所在。 

 
 

由於涉及軍事⽤地，該處⾃港英時代已沒有劃入 OZP 範圍內、亦沒有被 DPAP 覆蓋，儼如

「規劃⿊洞」。然⽽，範圍內亦有不少私⼈農地，部份⼟地的業權為恆基地產的中介公司

「FIRST SUPER DEVELOPMENT LIMITED」（輝崇發展有限公司）。 

 

從是次研究建⽴的棕⼟空間資料庫中，可⾒到該範圍內在 1993 年已有 2 公頃棕⼟（⾒圖六)，

主要作倉庫⽤途︔⽽到了 2017 年，範圍內的棕⼟⾯積⼤增四倍至 10 公頃（⾒圖七)，增長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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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當於 9.7 個標準⾜球場的⾯積9。⽽且發展出多個非法「電⼦廢料場」，處理過程很有可

能毒害周邊環境。 

圖六：1993 年新⽥軍營旁的棕⼟範圍 

 

圖七：1993 年及 2017 年新⽥軍營旁棕⼟範圍的比較 

 

                                                
9 舉⾏國際性賽事的標準⾜球場，長度介乎 100 至 110 ⽶，寬度介乎 64 至 75 ⽶。此處取 110 ⽶ x75

⽶=8,250 平⽅⽶作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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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2)：粉嶺梧桐河，19.9 公頃棕⼟ (2017年) 

有 OZP但沒有 DPAP執管權，棕⼟肆意擴⼤至⼗倍 

個案位於梧桐河⼀帶，由於位處粉嶺新市鎮邊緣，⽽只納入「分區計劃⼤綱圖」（OZP）但

未有「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即使當中農地⼤幅改變為棕⼟作業，規劃署亦沒有執管

權去約束棕⼟擴張。結果當區棕⼟由 1993 年的 1.9 公頃、肆意擴張至 2017 年的 19.9 公頃，

⾯積達從前的 10 倍（⾒圖八)。 

 

圖八: 1993 年及 2017 年粉嶺梧桐河旁棕⼟範圍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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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改劃：違例擴張合法化 

個案(2.1)：洪⽔橋，36公頃「康樂」⽤地改劃為「露天貯物」 

城規會主動更改⽤途，合法化至少 17.8公頃違例棕⼟ 

 

⽬前的洪⽔橋新發展區，位於早期的廈村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範圍內。該區⾃ 1990 年

已制訂中期發展審批地區圖（IDPAP），屬 DPAP 前較臨時性質的規劃圖，已具凍結棕⼟發

展的法律效⼒。該 IDPAP ⾔明及早制訂圖則是由於該區「離⽶埔⾃然保護區及后海灣不遠」，

「不受管制的露天存貨場令鄉郊環境⽇益惡化，並且產⽣⼀連串的問題，例如⽔患、阻塞交通

及破壞景觀」，亦有「⿂塘不斷被填平作其他發展」引致該區⽔患愈趨嚴重。 

 

參閱 1991 年的航空圖⽚，當時的棕⼟集中於⽥廈路、屏夏路⼀帶（圖九、⿈框⽰），廈村路

兩旁則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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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廈路、屏夏路⼀帶（1991 年） 

 
航空圖⽚（攝於 1991 年 9 ⽉ 19 ⽇） 

 

至 1993 年，廈村路兩旁仍未有任何規劃許可申請，可是從衛星圖⽚（圖⼗）所⾒，已有⼤⾯

積的棕⼟出現，主要為貨櫃場，相信皆是違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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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廈路、屏夏路⼀帶的棕⼟類型、以及涉嫌違例發展範圍（1993 年） 

 
 

廈村路兩旁涉嫌「違例發展」的棕⼟其後⼀直擴張。可是，規劃署不但未有嚴厲打擊，更在

2008 年提出修訂，主動將區內 36 公頃屬於「康樂」（REC）⽤地的範圍，改劃成「露天貯

物」 （OS）地帶。根據 2008 年的航空圖⽚（圖⼗⼀），可⾒該改劃範圍內，本有多個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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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效規劃許可的違例棕⼟場（⾯積達 17.8 公頃，如圖⼗⼀橙間所⽰）︔由於獲改劃成「露

天貯物」地帶，便⼀下⼦「被合法化」，其違例經營的往績亦不被追究（圖⼗⼆）。 

 

圖⼗⼀：2008 年廈村路的衛星圖⽚及未取得有效規劃許可的違例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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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08 年被改劃為「露天貯物」（OS）地帶的原「康樂」（REC）⽤地 

 
 

除縱容違規棕⼟擴張外，是次研究亦發現城規會審批把關上有突然「鬆⼿」之嫌，變相縱容⼤

⽚農地「合法」變成棕⼟。 

 

我們翻查廈村 OZP 範圍內歷年來收到的規劃申請，發現從 1990 年至 2000 年代中期，⼤部份

涉及棕⼟作業的規劃許可申請都被駁回︔⾃ 2002 年起城規會卻突然「鬆⼿」，在申請數⽬⼤

幅增加的同時，獲批比率亦急增（圖⼗三）。2010 年後，基本上絕⼤部份的申請都獲通過，

完全違背早年要保護鄰近⽶埔及后海灣⼀帶⽔⼟環境的考量。 

 

  



� 40 

圖⼗三：廈村分區計劃⼤綱範圍內之「棕⼟作業」規劃許可申請狀況（1991 年至 2017 年）  

 
 

2008 年是關鍵分⽔嶺。當年政府⼀⽅⾯修訂了廈村路⼀帶的規劃⽤途、將違例棕⼟「合法

化」，⽽在仍維持原規劃⽤途「康樂」地帶範圍內的棕⼟場，其「棕⼟作業」規劃許可申請的

獲批比率都⼤幅提⾼。我們統計該「康樂」地帶內 2008 年前後的申請數⽬，發現 2008 年前

近半的申請都被拒絕，但 2008 年至 2017 年間則九成申請都被批准，更有同⼀地點在 2008

年前的申請⼀直被拒絕、但 2008 年後突然全開綠燈的情況（⾒圖⼗四），可說是城規會帶頭

放棄原有規劃，成為棕⼟擴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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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8-2017 年「康樂」地帶內棕⼟作業規劃許可申請批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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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廢武功：2005年後審批把關突鬆⼿ 

 
規劃許可審批「突然鬆⼿」的現象除在洪⽔橋⼀帶找到外，全新界的「棕⼟作業」規劃許可申

請獲批比例同樣按年份⽽有明顯分殊。本研究整理了新界區由 1991 年至 2017 年的「棕⼟作

業」規劃許可申請狀況（⾒圖⼗五），發現 1991 年至 2004 年間申請獲批和被拒的個案數字

相差不⼤，部份年份更是拒絕的個案較多。但⾃ 2005 年起，申請個案以及獲批申請數字都開

始⼤幅攀升，⽽被拒個案則有下降趨勢，至 2010 年獲批比率更達 94%。 

 

圖⼗五：「棕⼟作業」規劃許可申請獲批及被拒狀況比較（1991 年至 2017 年） 

 
 

這兩個時期的規劃許可申請的地區分佈可⾒圖⼗六。留意部份地區在 2005 年前仍是獲批與被

拒的範圍相若、令地圖上呈現「半紅半綠」的狀態，但 2005 年起就突然「綠肥紅瘦」，例如

洪⽔橋、元朗南、元朗蝦尾新村與永寧村⼀帶，都明顯有此現象。以上數據反映「棕⼟作業」

規劃許可的審批按年份⽽有明顯差別。為何在同⼀地點，曾經持續拒絕批出規劃許可、之後又

突然全⾯「開綠燈」︖令⼈質疑城規會審批申請時⽋缺準則和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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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991 年至 2017 年「棕⼟作業」規劃許可申請狀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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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管不⼒：「發展審批地區圖」猶如無牙⽼虎 

個案(4.1)：北區恐龍坑，25公頃棕⼟ (2017年) 

遲來的 DPAP，制訂後棕⼟仍擴張近 12公頃 

 

位於新界北部、鄰近⽂錦渡與打⿎嶺的恐龍坑區域，延至 1999 年才制訂 DPAP10，其 OZP 草

圖則於 2002 年刊憲。其時政府指該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育⾃然景觀、保留鄉郊特⾊，以及

保留常耕和休耕農地作農業⽤途。但政府在「⽣發案」差不多 20 年後才將法定保護伸延至該

區，期間棕⼟已⼤幅擴張。 

 

研究團隊翻查 1993 年的衛星圖⽚，今⽇為恐龍坑 OZP 覆蓋的範圍內，1993 年時只有 2.2 公

頃棕⼟，主要為「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類（圖⼗七）。⽽到了 2003 年，恐龍坑 OZP 範圍

內的棕⼟⾯積已擴展至 20.5 公頃，接近⼗年前⾯積的⼗倍（圖⼗八）。 

 

 

 

 

 

 

 

 

 

 

 

 

 

 

 

 

 

                                                
10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02/15/02151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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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恐龍坑分區計劃⼤綱圖範圍內棕⼟⾯積（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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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恐龍坑分區計劃⼤綱圖範圍內棕⼟⾯積（2003 年） 

 
 

由於研究取樣的 2003 年與制訂恐龍坑 DPAP 的 1999 年之間略有差距，我們再比對 2000 年

Google Earth 的衛星圖⽚和測繪處航空圖⽚，可⾒⼤部份 2003 年出現的棕⼟，在 2000 年時

已經存在。可以合理推斷，由 1993 年至制定 DPAP 期間的「規劃真空」狀態下，有相當⼤⾯

積的棕⼟作業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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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後來已有 DPAP 和 OZP 覆蓋，棕⼟擴張的情況仍沒改善，2017 年該範圍內的棕

⼟⾯積進⼀步增長至 25.1 公頃（圖⼗九）。數字上與 2003 年相比雖是增加 4.6 公頃，惟有

部份舊棕⼟場轉作其他⽤途、同時亦有新的棕⼟場出現，4.6 公頃是期內棕⼟⾯積增減淨值，

實際因棕⼟擴散⽽新受破壞的⼟地⾯積是 11.6 公頃。增長範圍之廣，並不下於未有 DPAP 的

1993 至 99 年間。 

 

從分類可⾒，2017 年恐龍坑的棕⼟明顯地以「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和「有蓋倉庫或⼯場」

⽤途為主，棕⼟場亦相連成⼤⽚（圖⼗九）。 

 

圖⼗九：恐龍坑分區計劃⼤綱圖範圍內棕⼟⾯積（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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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恐龍坑分區計劃⼤綱圖範圍內涉嫌違例發展的棕⼟（2003 及 2017 年） 

 
 

更重要的是，在 2003 至 2017 年間擴張的棕⼟，⼤部份均是違例發展。現時恐龍坑範圍內的

棕⼟均位於「綠化」（GB）和「農業」（AGR）地帶，若經營棕⼟作業須向城規會申請「規

劃許可」。惟翻查城規會「法定規劃綜合網站」的相關資料，這些新擴散的棕⼟（11.6 公

頃），要不是從未有申請許可、要不就是申請被拒絕或「規劃許可」已過期（圖⼆⼗）。 

 

儘管《城市規劃條例》賦予規劃署執法權⼒、對「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所覆蓋地⽅的

不當⼟地使⽤情況作出檢控。但是次研究發現，即使在 DPAP 範圍內，不少棕⼟場仍連年擴

張，完全無視法律管制，可⾒⽬前的執法⽅式及刑罰並無⾜夠阻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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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對於恐龍坑棕⼟四處擴散的亂象是責無旁貸，先是遲遲未制訂 DPAP 管制⼟地⽤途，

制訂後亦監管不⼒，疏於巡查檢控。從公開資料所⾒，2016 年時政府曾發起跨部⾨⾏動，包

括環保署、消防處、警務處和規劃署的四個部⾨在恐龍坑揭發多個露天回收場非法收集及貯存

有害電⼦廢物，估計出⼜市值逾 200 萬元。然⽽該次⾏動的主要執法部⾨為環保署，以違反

《廢物處置條例》及《廢物處置（化學廢物）（⼀般）規例》檢控有關負責⼈。規劃署則只稱

「正跟進調查場地有否違反⼟地規劃條例。」11  另外，世界⾃然基⾦會（WWF）⾹港分會在

2016 年曾根據規劃署的執法紀錄，發現恐龍坑及周邊地區有達 60 公頃⼟地的違例發展紀錄12 

（⾒圖⼆⼗⼀）。按照我們對 2017 年的棕⼟狀況調查結果，恐龍坑這些屢犯不改的棕⼟作業

明顯仍繼續營運，執法⾏動的實質效果成疑。 

 

圖⼆⼗⼀：紅框為規劃署執法紀錄資料庫中的違例發展範圍，⾯積達 60 公頃。（WWF 提供） 

 
 
                                                
1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0/06/P2016100600677.htm 
12 〈WWF 就政府打擊恐龍坑回收場違規活動之回應〉2016 年 10 ⽉ 7 ⽇
https://www.wwf.org.hk/?16680/Press-Release-WWFs-response-to-the-Governments-Operation-to-
Combat-Irregularities-at-Recycling-Sites-in-Hung-Lung-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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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WWF《內后海灣違例發展報告》統計發現，規劃署對違例發展的個案，由發出警告信或

「強制執⾏通知書」，至確認⼟地業權⼈或營運者完成「通知書」所要求的事項（如終⽌違例

發展、將⼟地狀態還原等），中間過程最長可歷時八年。雖然相關破壞罪⾏的⾸犯最⾼刑罰為

罰款 50 萬元，但該團體統計的 44 宗個案裡只有 6%被罰款，平均⾦額為 6.6 萬元，明顯阻嚇

⼒極低。13 環保署的《廢物處置條例》雖然刑罰較重，亦是 2017 年才有⾸宗因違反化學廢物

處置法例⽽將營運者判監的案例，犯案⼈正是恐龍坑的回收業者，因緩刑期間第三次犯案⽽被

判監兩星期。14 

由此可⾒，規劃署不但在恐龍坑遲遲未制定具法律約束⼒的 DPAP，即使制定後有權⼒去懲處

違例棕⼟，都明顯執管不⼒。加上本身罰則過輕，無法阻嚇違例情況，亦是違例棕⼟無序擴散

的重要原因。 

 

個案(4.2) : 朗天路與朗屏路交界，4.5公頃棕⼟ (2017年) 

31次違例執管、只有 1次罰款 

 

恐龍坑棕⼟的違例情況絕非孤例，新界不少棕⼟擴張都是違例發展得來。只要比對 1993 年

（⼤部分地⽅已制定 DPAP 凍結當時⽤途）和 2017 年的棕⼟範圍，便可得知新增⽽需要額外

規劃許可申請的範圍︔再查看該棕⼟現時有否有效的規劃許可，就可得知哪些是違例發展。另

外，公眾亦可親身到訪規劃署查看執管紀錄，得知該棕⼟過往有否涉嫌「違例發展」。 

 

                                                
13 WWF《內后海灣違例發展報告》2017 年，p.30 
http://awsassets.wwfhk.panda.org/downloads/deepbayunauthorizeddevelopmentreport.pdf 
14 《am730》 -〈屢次不當處理化學廢物 回收場主囚兩周屬⾸案例〉2017 年 7 ⽉ 6 ⽇
https://www.am730.com.hk/news/%E6%96%B0%E8%81%9E/%E5%B1%A2%E6%AC%A1%E4%B8
%8D%E7%95%B6%E8%99%95%E7%90%86%E5%8C%96%E5%AD%B8%E5%BB%A2%E7%89%
A9-
%E5%9B%9E%E6%94%B6%E5%A0%B4%E4%B8%BB%E5%9B%9A%E5%85%A9%E5%91%A8%
E5%B1%AC%E9%A6%96%E6%A1%88%E4%BE%8B-85636 



� 51 

以下個案的棕⼟位於元朗朗天路與朗屏路交界，規劃⽤途是綜合發展區（CDA），範圍內⼤

部份棕⼟作業未有規劃許可、部份棕⼟場過往更多次涉及違例發展。該處棕⼟群在 1993 年只

0.7 公頃、周圍仍是農⽥，但 2017 年已⼤幅增長逾五倍、至 4.5 公頃。（參看圖⼆⼗⼆） 

 

圖⼆⼗⼆：元朗朗天路與朗屏路交界棕⼟擴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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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合發展區（CDA）進⾏棕⼟作業需要申請規劃許可，但 2017 年棕⼟範圍中只有少部份持

有效的規劃許可，無有效許可的棕⼟現時均可說是涉嫌違例發展（圖⼆⼗三）。該範圍內曾有

31 次涉及棕⼟作業和填⼟的執管紀錄，相關範圍達 3 公頃，卻只有⼀次執管處以罰款。由此

可⾒，該棕⼟群明明曾多番違規，甚至現時都涉嫌違例發展，規劃署卻無⼒管制。我們相信以

上兩個個案只是冰山⼀角，歸根究底是制度漏洞造成今⽇的局⾯。 

 

圖⼆⼗三：元朗朗天路與朗屏路交界違規發展的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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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致富⽅程式：先破壞後發展、棕⼟變豪宅 

 

在追溯棕⼟歷史變化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不少棕⼟近年陸續變成住宅發展項⽬，當中⼀些更

由知名地產商發展成⾼檔豪宅。地產商先在早年以低價買入農地，囤積期間就將⼟地租予棕⼟

作業者，等待合適發展時機。部份棕⼟場屬違例經營，惟政府不但未有予以嚴懲及追究，更在

⽇後容讓地產商進⾏住宅發展牟利，令「低價囤地、經營棕⼟場、發展豪宅」成為「先破壞後

發展」的致富⽅程式。 

 

個案(5.1)：錦⽥樓盤爾巒，前身為 5.9公頃棕⼟（2003年） 

新地⼦公司違例發展棕⼟，後再獲政府換地建豪宅 

 

2013 年落成的新鴻基樓盤「爾巒」，位於元朗凹頭和西鐵錦上路站之間。該位置前身被切割

成兩個地段，編號為「DD103L 214 RP」及「DD103L 215 RP」[圖⼆⼗四紅框⽰]，1997 年

由新鴻基附屬公司「宜⾦發展」以 4.88 億元買入。2007 年，新鴻基與政府達成換地協議，兩

個地段被重劃為「DD109L 2099」及「DD103L 1066」 [圖⼆⼗四藍框⽰ ]，南⾯較⼤的

「DD109L 2099」被發展成「爾巒」，北⾯的「DD103L 1066」換給政府，現再由其他私⼈

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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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爾巒項⽬換地前（紅框）及換地後（藍框）所屬地段編號 

 
 

兩塊舊地⽪在 1991 年已有 DPAP 覆蓋。根據 1993 年衛星圖⽚，該兩地段當時極⼤部份仍是

⿂塘，只有南⾯少部份被填平和⽤作露天貯物（圖⼆⼗五）。 

圖⼆⼗五：爾巒項⽬換地前（紅框）所屬地段編號（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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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舊地段所屬的錦⽥北 OZP 草圖於 1994 年制訂，該處被劃作「未決定⽤途」地帶。1997 年

新鴻基⼦公司「宜⾦發展」買入該兩個舊地段時，該處仍有棕⼟作業，並在 1998 年分別申請

18 個⽉的「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和設備」（A/YL-KTN/62）（北部）和五年的「臨時露天

存放⾞輛」（A/YL-KTN/63）（南部）規劃許可。 

 

至 2003 年，兩舊地段內的棕⼟⾯積是 5.9 公頃，但我們比對臨時規劃許可範圍時，發現當中

有 3.2 公頃⽋缺有效的規劃許可，可能是未有申請或規劃許可已過期，涉嫌「違例發展」（圖

⼆⼗六）。 

 

然⽽，政府不但沒有懲處，更於 2007 年與新鴻基換地，讓其發展「爾巒」。根據中原地產數

據，現時「爾巒」的單位售價可逾 3000 萬，新地不單成功取得發展權、賣豪宅牟利，「囤地

待發」期間更將農地出租作棕⼟，賺盡豐厚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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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爾巒所屬地段違例發展情況（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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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政府多年來將棕⼟擴散問題歸咎於 1980 年代初「⽣發案」敗訴，指該案件令政府失去執⾏農

地契約⽤途的權⼒15。但事實上，政府⾃ 1991 年起以新修訂的《城市規劃條例》作為控制棕

⼟在新界無序擴張的⼿法︔這套 90 年代引進的「新制度」，在以上個案中可看到殘缺不全、

功⽤有限，甚至連執法及把關權亦未有善⽤，使棕⼟擴張有增無減。是次研究綜合出以下三個

主要問題： 

 

• 規劃⿊洞：不少新界地區有 OZP 但沒有 DPAP 覆蓋，使城市規劃條例在新界成為

「無牙⽼虎」，部份地區如新⽥軍營，甚至兩者皆沒有覆蓋，棕⼟在 20 年間擴張五倍。 

 

• 執管不⼒：即使有 OZP 和 DPAP 覆蓋後，如恐龍坑，政府對不符合規劃⽤途的棕⼟

亦執法不⼒︔朗天路⼀帶的違例棕⼟更在 31 次執管中只處以⼀次罰款，變相⿎勵違例

⾏為。另外，從洪⽔橋例⼦可⾒，政府甚至透過改劃⼟地⽤途，合法化近 18 公頃原本

違例經營的棕⼟作業，不予追究，向破壞環境伺機發展的地主發出錯誤訊息。 

 

• 先破壞後發展：從爾巒個案可⾒，政府對私⼈發展商囤積農地再違例轉成棕⼟的⾏為

不但沒有懲處，甚至應發展商要求換地以讓其發展豪宅項⽬，間接獎勵發展商以類似

⼿法發展豪宅。 

 

從以上規劃制度、執法和把關⽅⾯的不⾜可⾒，政府對這廿多年來的棕⼟擴散難辭其咎。然⽽

政府不但沒正視，更在今年舉⾏的⼟地供應諮詢中，不斷貶低重新運⽤棕⼟的可能性，亦拒絕

正視棕⼟擴散趨勢，並未制訂全⾯規範棕⼟問題的政策框架。研究團隊相當憂慮，若政府持續

                                                
15 政府表⽰因案件判決，只要發展不包括任何建築物，地段擁有⼈可以把⼟地⽤作農業以外的⽤途。⾒
https://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ress/t_index_id_9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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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問題，「棕⼟處處」的情況將進⼀步惡化，既毀壞鄉郊環境、亦錯失應對⼟地供應問題的

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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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結及政策建議 

 

新界棕⼟⾃ 1990 年代初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DPAP）管制後

仍持續擴散，24 年間增長近⼀倍，顯⽰現存制度有明顯漏洞及不⾜。是次研究及各宗個案分

析顯⽰，⾯積達 1521 公頃、遍佈新界各區的棕⼟已對鄉郊環境及規劃佈局產⽣極負⾯影響，

既威脅現時鄉郊居民的⽣活質素及安全，無序擴散的棕⼟產業亦對⼟地資源造成浪費。 

 

主導原則(1)：⼟地供應  棕⼟優先 

政府既稱⾹港⾯臨⼟地短缺，實應盡快對佔地極廣⽽使⽤效率不⾼的新界棕⼟加以整頓，釋放

現成⼟地資源，以早⽇應對⼟地需求。研究團隊重申，政府必須以「棕⼟優先」作為未來⼟地

供應的主導原則，在開拓新發展項⽬時，優先使⽤新界棕⼟，避免波及其他環境未受破壞的⼟

地。 

 

主導原則(2)：以《收回⼟地條例》整頓新界鄉郊規劃 

政府應沿⽤多年來⾏之有效的《收回⼟地條例》16，收回私⼈持有的新界棕地，重奪發展主導

權。規劃上可以「三分棕⼟」作為策略，視乎各處棕⼟的使⽤情況及周邊環境，考慮該⽤地應

作(⼀)重置棕⼟作業、(⼆)公共發展項⽬、如公營房屋或社區設施，或(三)進⾏環境修復，讓棕

⼟回綠。 

 

配合兩項主導原則，研究團隊建議下述涵蓋短、中、長期措施的棕⼟政策框架，以打撃違例發

展、全⾯改善鄉郊環境及產業運作： 

                                                
16 《明報》改⼟歸流：下落不明的《收回⼟地條例》2018 年 6 ⽉ 15 ⽇：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180615/s00022/1528982705296/
%E6%94%B9%E5%9C%9F%E6%AD%B8%E6%B5%81-
%E4%B8%8B%E8%90%BD%E4%B8%8D%E6%98%8E%E7%9A%84%E3%80%8A%E6%94%B6%
E5%9B%9E%E5%9C%9F%E5%9C%B0%E6%A2%9D%E4%BE%8B%E3%80%8B%EF%BC%88%
E6%96%87-%E9%BB%83%E8%82%87%E9%B4%BB-
%E9%99%B3%E5%8A%8D%E9%9D%92%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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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標：控制擴散、追究權責（1-2年內落實） 

1. 凍結調查 

政府應⽴即在全新界範圍內對棕⼟展開「凍結調查」，紀錄現存棕⼟作業的位置和使⽤狀況，

作為⽇後收地及重新安置棕⼟作業的基線資料。凍結調查後新增的棕⼟作業、或現存的違例棕

⼟場，政府應循現有執管程序嚴厲執法。 

 

2. 加強執法 

儘管現時制度存在「規劃⿊洞」，令相關部⾨在部份地區⽋缺執法權，但是次研究所列舉的多

個個案均顯⽰，規劃署即使在有執法權的範圍內，仍對違例棕⼟場執管不⼒，甚至主動改劃⽤

途、將現存的違例棕⼟合法化。政府必須從即⽇起加強執管，嚴懲違例⾏為。 

 

3.「規劃許可」審批程序透明化 

研究團隊從數據分析發現，政府審批棕⼟作業「規劃許可」申請時，審批準則不明及缺乏連貫

性，更在 2005 年起越來越鬆⼿，2008 年起更⼤幅提升批出許可申請的比例。城規會作為把

關者，理應做好⾃⼰角⾊，釐清批出「規劃許可」的準則，並透過網上資料庫公開決策過程及

批核理由，供公眾監察。 

 

中期⽬標：修例加強規管、堵塞規劃漏洞 （3-6年內落實） 
 
4. 加重違例發展罰則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現時棕⼟場主若進⾏違例發展，規劃署可對其發出警告信及「強制執

⾏通知書」等⽂件，要求⼟地業主、佔⽤⼈或負責⼈終⽌違例發展、或要求將⼟地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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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指定限期前覆⾏要求即屬違法，⾸次定罪可處最⾼罰款 50 萬元。然⽽，2018 年上

半年署⽅針對新界鄉郊違例發展的平均罰款為 11.6 萬元，2017 年的更只是 7.4 萬元17。 

 

研究團隊認為此罰款額明顯偏低。據⼟⽊⼯程署委託顧問於 2015 年進⾏的調查，洪⽔橋⼀帶

棕⼟場的⽉租中位數為每平⽅呎 1.91 元，相等於每公頃⽉租為 20.6 萬，元朗南⼀帶的每公頃

⽉租中位數更⾼達 38.3 萬18。⼀般數萬至⼗多萬的罰款額只等於棕⼟地主租⾦收入的⼀⼩部

分︔相對於正規⼯廈更⾼的租⾦，違例棕⼟場的經營者亦可能將「罰款當交租」，阻嚇⼒遠不

⾜夠，政府應透過修改城規條例提⾼罰則。 

 

5. 制訂 DPAP全⾯覆蓋新界地區 

⽬前新界仍有不少地區未有 DPAP 覆蓋，令規劃署⽋缺法定權⼒執管區內違反 OZP 規劃⼟地

⽤途的棕⼟作業，使其成為棕⼟蔓延的「法外之地」。政府應從速審視新界各個未有 DPAP

覆蓋的地區（包括只被納入 OZP 的地區、以及沒有 DPAP 亦沒有 OZP 的地區)，尤其是新市

鎮邊緣以及道路可達的地⽅，是棕⼟擴散的⾼危地帶，應及早將 DPAP 伸延至該區，堵塞

「規劃⿊洞」。如相關地段已有棕⼟作業，必須徹查有否違反 OZP 規劃⽤途，不得主動更改

作棕⼟⽤途並將其合法化（參考洪⽔橋的個案分析）。 

 
長期⽬標：安置作業、修復環境 （3-10年內落實） 

6. 策略重置棕⼟作業 

重整棕⼟，無可避免影響現存棕⼟作業。政府經常強調現有作業可能涉及重型器械，難以重置，

迴避處理棕⼟問題。但是次研究發現 2017 年的棕⼟當中，⽤途為貨櫃場的只佔 120 公頃、作

露天貯物⽽有重型吊機作業的亦只有 62.8 公頃，兩者加起來只佔 2017 年棕⼟⾯積總數的

                                                
17規劃署網⾴「規劃執⾏管制及檢控」：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cep/prosecution/index.html  
18 參考洪⽔橋棕⼟作業現況（⾒附件 B)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54/Paper_05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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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餘⼤部分作業應可遷入多層⼯廈或停⾞場，⼤幅節省⼟地及釋放其發展潛⼒。另⼀⽅

⾯，由於本港陸路貨運量持續下跌，2017 年數字為 2,214 萬公噸，比 2007 年已下跌近四成19︔

是次研究亦發現 2017 年「貨櫃場」類別的棕⼟比 2003 年⾯積下跌 26.2%，預料該類棕⼟場

將持續減少，實際「重型作業」帶來的重置⼟地需求亦將比現時數字更低。 

 

政府收回⼟地後，能夠作出全盤規劃、策略性重置不同種類的棕⼟作業。例如近年增長迅速的

「有蓋倉庫及⼯場」在元朗甚為普遍，政府可以收回使⽤率極低、位於落⾺洲邊境管制站的

「新⽥購物城」，該⽔貨城佔地 3.7 公頃，適合興建多層⼤廈重置有蓋倉庫作業。此外，廢料

回收業可考慮重置在現時空置的「已關閉堆填區」，據環保署今年 2 ⽉遞交的數字，⽬前已

有 320 公頃的舊有堆填區完成修復，當中 207 公頃尚未有任何規劃⽤途20，⾜以提供非常可

觀的⼟地資源重置棕⼟作業。 

 

至於重置的優次，我們建議政府先⾏處理較⾼污染的回收業、搬遷至「已關閉堆填區」，即能

逐步騰空現存新界棕⼟作環境修復、容納發展和餘下棕⼟重置，中長期再逐步處理其他棕⼟作

業。 

 

7. 資助環境修復：改善鄉郊環境 

重置棕⼟作業後，釋出的⼟地除可作公共發展⽤途，亦可作環境修復，從整體上改善鄉郊環境。

研究團隊建議成⽴「棕⼟復修基⾦」，因應收地進度及預計的環境修復 開⽀，每年從「基本

⼯程儲備基⾦」中撥款至「棕⼟復修基⾦」⽀付。建議從「基本⼯程儲備基⾦」撥款是考慮到

該基⾦的收入源⾃賣地收益，⽽重整新界棕⼟亦有助提升⼟地價值，修復環境後亦可帶來賣地

                                                
19 《⾹港港⼜運輸統計摘要》2018 年 2 ⽉：
https://www.hkmpb.gov.hk/document/summary_statistics_22feb.pdf 
20 審計署第七⼗號報告書：《已修復堆填區的管理》2018 年 4 ⽉，P.75：
https://www.aud.gov.hk/pdf_ca/c70ch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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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我們亦建議將違例棕⼟的罰款額⼤幅提升、並將收入撥歸「棕⼟復修基⾦」內，讓罰款

能⽤於修復相關⼟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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