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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丁再現：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20》 

行政摘要 

 
● 套丁問題仍然嚴重: 丁屋政策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鄉郊房屋政策下一「臨時性措施」 

(Interim measures)，卻維持了近半世紀，政策改革停滯，期間非法轉售丁權，即「套
丁」的情況日益嚴重。市場上除了有大量丁屋二手樓盤，不少以屋苑形式興建、懷疑

是以套丁手法得來的丁屋（下稱「丁屋屋苑」）遍佈新界各處，引起一系列法律、環

境、管治和規劃等問題。 
 

● 更新「疑似套丁資料庫」: 自2018年出版《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後，
近年一連串影響套丁產業鏈的法庭案件，及去年發生與鄉紳有關的社會事件後，市民
對鄉事派的非法經濟來源關注急升。在問題未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本土研究社認為
有必要更新原有資料庫，比過往研究更深入分析套丁活動的運作，觀察套丁行為如何

出現變化。資料庫連結: (地圖： https://bit.ly/308zIBp ；列表：https://bit.ly/3drfBEg) 
 

● 研究結果: 研究團隊在2017年發現疑似套丁而得來的丁屋近萬，約每4幢丁屋就有1幢
疑似以套丁手法得來。在是次更新研究中，相關數字增加804幢，總數破萬，達10,581
幢，意味著過去兩年多，差不多平均每天就有1幢疑是以套丁手法得來的丁屋落成。情
況以元朗區最為嚴重，共有512幢 (佔總數64%)，大幅拋離北區的113幢 (佔總數14%)
及屯門區的74幢 (佔總數9%)。整體數據請見附錄一。 
 
情況最嚴重的鄉村為元朗區的西邊圍，121間獲批「免費建屋牌照」的丁屋之中有120
間位於丁屋屋苑內，佔99.1%。疑似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佔鄉村內丁屋數量超過30%
的鄉村達到59條，詳見附錄三及附錄四或https://bit.ly/2GXesbn。 

 
● 個案分析:本研究從「疑似套丁資料庫2020」選取個案深入分析，發現六個現象: 

 
○ 揭發「自發聚居」的套丁假象：《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出版後
，有鄉紳辯稱屋苑化的丁屋是由於原居民「自發聚居」，但研究團隊透過查冊
，不難發現同一地產商主導位於不同鄉村的丁屋屋苑發展，甚至有懷疑空殼公

司參與策劃，令人難以相信丁屋屋苑的出現純屬「自發聚居」。 
 

○ 著名鄉紳涉嫌參與套丁 疑有曾任職大型發展商人士參與：以往大眾理解套丁活
動是由盤踞於鄉村、由鄉紳組成的小型地產商主導。是次研究首次發現有曾任

職大型地產商人士與著名鄉紳合組公司，而該公司涉嫌參與發展丁屋屋苑，當

中可能有未知的合作關係，值得進一步追查。 
 

○ 出現套丁「慣犯」：《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指出，自1990年起
至少40多宗民事訴訟案件，香港法院判詞揭發了當中秘密合作協議的存在，涉
嫌套丁罪行 ，但相關部門似乎未有跟進。是次研究發現，過往牽涉套丁行為的
發展商／人士，過去兩年多繼續參與發展丁屋屋苑，顯示他們在案件後仍然繼

續涉嫌參與套丁活動，相關部門亦未有多加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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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丁「離岸化」：是次研究首度發現有離岸公司(簡稱 BVI 公司)疑似參與套丁
，BVI 公司私隱度高，具隱匿性，公眾難以查閱公司董事和股權結構，令人更
難得知丁屋屋苑背後發展商的背景，包括曾否參與其他套丁活動，使相關部門

難以追查。 
 

○ 邊「擴丁」、邊套丁：過往幾年有部份鄉村因缺乏興建丁屋用地而獲擴大可建
丁屋的範圍（即「擴丁」），但卻同時出現將新丁屋屋苑向不合資格人仕出售

的情況，讓地產商有源源不絕的土地可供套丁，顯示政府部門容許「擴丁」有

助長套丁的情況。 
 

○ 《一手樓銷售條例》對丁屋發展項目的豁免變相縱容套丁：《一手樓銷售條
例》規定發展商需向買家提供「一手樓售樓說明書」（售樓書），惟若丁屋屋

苑不屬「單一發展項目」，則獲得豁免。丁屋屋苑的發展模式明顯屬「單一發

展項目」，但卻毋須被規管。其結果是，丁屋發展商毋須提供售樓處說明發展

商背景及項目背景，令外界較難得知其發展模式。本研究發現，政府在立法時

低調處理此豁免條文，令政府少了一個對套丁「把關」的機會，變相默許套丁

行為。 
 

 
● 政策建議：過去兩年多， 套丁問題未有改善。政府現時對套丁的態度，屬「非不能也
，是不為也」，研究團隊參考《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的建議措施，並
因應現時最新套丁情況，現建議： 
 

○ 訂立「疑似套丁鄉村管制名單」：針對疑似套丁得來的丁屋佔鄉村內丁屋數量
的百分比超過50%的鄉村，取消整條村的所有進行中的丁屋申請，以收阻嚇之
效。 
 

○ 訂立「疑似套丁鄉村觀察名單」：針對疑似套丁得來的丁屋佔鄉村內丁屋數量
的百分比超過30%但不超過50%的鄉村，撤查進行中的丁屋申請，須額外審查
擬建丁屋的地段以往的業權轉讓歷史，包括發展商／公司買入後有否將地段分

割。 
 

○ 暫緩處理新屋苑完工及轉讓的申請程序：若發現有相當數量的新丁屋屋苑正在
興建，或新近完工，規模由十至數十幢不等，須即時暫緩處理新屋苑完工及轉

讓的申請程序以便深入調查，堵截疑似套丁發展項目。 
 

○ 撤銷《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對丁屋的豁免：將丁屋屋苑納入條例規管，發
展商須按條例要求擬備售樓書，交代發展商背景及發展項目細節。若發展項目

有套丁的嫌疑，地政署應予徹查，增加發展商日後套丁的風險，藉此遏止套

丁。 
 

○ 開放丁屋申請、審批及撤銷轉讓限制等資訊及數據：讓民間可以幫助政府監察
整個丁屋申請過程，找出丁屋申請中懷疑套丁的跡象，為地政處分擔調查疑似

套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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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of the Small House Policy: Revisited 2020 
Executive Summary  

● Abuse of the Small House Policy (“SHP”) or “tou ding” unabated: the SHP 
began under an overall rural housing strategy in the 1970s as an "interim measure", 
but remained in place for half a century to this day. Reform of the SHP has been 
slow, while abuse (colloquially “tou ding”) is on the rise. [“Tou ding” is an illegal 
process where developers match (“tou”) eligible villagers (“ding”) onto corresponding 
land lots to build Small Houses.] “Tou ding” has suspectedly led to the second-hand 
small houses and Small House Villas mushrooming all over the New Territories, 
causing a series of legal,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nd developmental issues.  

 
● Updates to “Small House Villas database”: since publishing our research report 

on SHP abuses in 2017, some incidents arose and brought “tou ding” issues under 
the spotlight again: a series of court cases regarding Small House “rights”, and an 
incident somehow linked with the New Territories gentry last year. These incidents, 
together with government’s inaction towards the SHP issues, call for an update to our 
original database, which are put online (Map: https://bit.ly/308zIBp ; List: 
https://bit.ly/3drfBEg, both in Chinese) an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tou ding” 
mechanism. 

 
● Research result: in 2017, we found nearly 10,000 Small Houses suspectedly 

acquired via “tou ding”, meaning that for every four Small Houses, one was 
suspected to be built via illegal means. In this updated report covering cases from 
2018 to March 2020, the figure has increased by 804. In other words, one 
additional Small House was built each day by suspectedly illegal mea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making the total 10,581. Among all the districts, Yuen Long had 
the largest increase, with 512 new Small Houses acquired via “tou ding” (64% of the 
total sum), followed by North (113, 14%) and Tuen Mun (74, 9%). For the distribution 
by District, please refer to the list appended below this English Executive 
Summary. 
 
The most severe case is Sai Pin Wai Village in Yuen Long, where 99.1% (120 out of 
121) of the Small Houses were found to be abused. The list of 59 villages in which 
more than 30% of the Small Houses were found to be abused is found in Annex 3 
and 4 (Chinese only), or https://bit.ly/2GXesbn (Chinese only). 

 
● Case studies: in-depth case analyses of the database results in the following 

findings: 
 

○ Syndicate business revealed: in 2017, a notable figure from a New 
Territories gentry dismissed our research report then by saying that the Small 
House Villas were merely “housing clusters” built by and for villagers 
themselves. However, this report found new Small House Villa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led by the same developer, similarly packaged as suburb housing 
for re-sale. That these deadlings involve shell companies ind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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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sticated projects orchestrated by a syndicate. This new finding refutes 
the figure’s claim in 2017. 
 

○ Alleged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related to major developers: common 
perception sees “tou ding” as a conspiracy led by small developers comprised 
of or closely linked to the New Territories gentries. In this research, it was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at a person working for a major developer 
at the time formed a company with gentries, and that company allegedly 
participated in a Small House Villa development in Yuen Long. This calls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look into the nature and implication of this sort of dealings. 
 

○ “Tou ding recidivist” spotted: our 2017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40 civil litigations regarding illegal sales of Small House “rights” 
and purchase agreements. Judgments handed down by the court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such secret collaboration seemingly related to “tou ding”. 
With such clear evidence,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did not seem to have 
pursued the issues further, though. With reference to previous judgements, 
this report found that certain developers/persons currently engaged in Small 
House Villas development were also engaged in previous illegal “tou ding” 
transactions. This finding highlights government’s acquiescence to Small 
House developers. 
 

○ Offshore companies involved: It is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re 
are offshore companies set up in 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 companies”) 
suspectedly participating in “tou ding”. As BVI companies are widely used to 
conce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identities of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it is 
extremely hard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bout developers behind the Small 
House Villas developments. It is a tactic used by some developers to keep 
their syndicate businesses out of the authorities’ radar. 
 

○ Village zones extended in villages with abuse cas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extended the village zones of some villages in 
response to the alleged shortage of land for Small Houses built for the 
villagers themselves. Meanwhile, abuse cases of Small House sold to 
outsiders have been found in those villages. In other words, the government’s 
arrangement has fuelled the abuses by constantly replenishing the supply of 
eligible village land, in addition to the authorities’ inaction. 
 

○ Exemptions of small houses from first-hand property law aggravated 
abuse: Small House Villas developers are not required to supply sales 
brochures to purchasers as they are exempted from the Residential 
Properties (First-hand Sales) Ordinance (“RPFHSO”) (Cap. 621), as long as 
the development is not regarded as “one singl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As a result, a great majority of Small House Villas are not regulated 
even though they obviously constitute “one singl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developers are not required to reveal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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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ject as stipulated by law, which further obscures the dealings 
of the illicit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is found to have downplayed the 
handling of this absurd exemption for Small House dur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effectively relinquishing the power to curb the abuse of the SHP. 
 

●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past 2 years, the problem of “tou ding” has not 
been properly address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long adopted a laissez-faire 
attitude towards “tou ding”. With reference to our 2017 research report, we now 
propos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tou ding”situation: 
 

○ Draw up a sanction list of suspected “tou ding” villages: Cancel all 
in-progress applications for Small Houses in a village as a deterrent, if over 
50% of Small Houses in the village are found to be abuse cases. 
 

○ Draw up an observing list of suspected “tou ding” villages: Conduct 
complete investigations into all in-progress applications for Small Houses in a 
village, if over 30% but less than 50% of small houses in the village are found 
to be abuse cases; also, conduct extra land 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ransfers 
of ownership in those land lots to see if developers/companies have further 
divided the land lots (a telltale sign of abuse cases). 
 

○ Suspend applications for certificates of compliances and resales of 
Small Houses: Immediately suspend the applications for certificates of 
compliance and resale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f a number of Small 
House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or nearing completion, and the scale of a 
development ranges from a dozen to a few dozens of Small Houses. 

 
○ Put Small House developments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first-hand property law: 

Repeal the exemption clause for Small Houses under the RPFHSO so that 
developers should prepare sales brochures, lay out details of the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disclose the identity of the developers. The Lands Department should 
conduct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halt the applications if the development projects 
show traces of the “tou ding” mechanism. 
 

● Increase transparency by allowing public access to small house application 
data: the Lands Department should make the application data public for public 
scrutiny. The public can assist in finding out suspected abuse cases and lessen the 
burden of the Land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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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of Small Houses allegedly acquired via “tou ding” by District 
 
Full-database: https://bit.ly/308zIBp (In map format, Chinese version only) 
 
Number of small houses that were built through suspected “tou ding” mecha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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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s 
(by 
District 
Land 
Offices) 

Rural Committees/ 
“Heung” 

No. of “Ding” 
house built by 
suspected 
“tou ding” 
mechanism 
in 2017 or 
before 

No. of “Ding” 
house built 
by suspected 
“tou ding” 
mechanism 
after 2017 

Total number 
of “Ding” 
house 
built by 
suspected 
“tou ding” 
mechanism 

Yuen 
Long  

Pat Heung 
Shap Pat Heung 
San Tin 
Ping Shan 
Ha Tsuen 
Kam Tin 

1263 
1403 
530 
1011 
304 
378 

148 
134 
105 
102 
23 
0 

 
 
 
 
 
 
 
5401 Subtotal  4889 512 

North  Sheung Shui  
Sha Tau Kok  
Ta Kwu Ling  
Fanling  

544 
104 
52 
639 

46 
17 
12 
38 

 
 
 
 
 
1452 Subtotal  1339 113 

Tuen 
Mun  

Tuen Mun 1046 74 1120 

Tai Po Tai Po  
Sai Kung North 

1787 
125 

36 
4 

 
 
 
1952 Subtotal  1912 40 

Sai Kung  Sai Kung 
Hang Hau 

323 
123 
 
 
 
 

31 
0 

 
 
 
 
 
 
 
477 Subtotal  446 31 

Islands  Lamma Island 3 19  

https://bit.ly/308z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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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Mui Wo 
South Lantao 
Tung Chung 
Lamma Island 
(South) 
Tai O 

 
12 
20 
0 
0 
 
0 

 
5 
4 
3 
0 
 
0 

 
 
 
 
 
 
 
 
66 Subtotal  35 31 

Sha Tin  Sha Tin 87 3 3 

Tsuen 
Wan & 
Kwai 
Tsing  

Tsuen Wan 23 0 0 

Total  9777 804 10581 



 

1. 研究背景 
 
1.1. 臨時措施被濫用多年 

丁屋政策自1972年12月實行，根據政府解密檔案 ，港英政府原將丁屋政策視1

為一「臨時性措施」 (Interim measures)，旨在為新界男性原居民提供一生人
一次在其鄉村建屋自住的機會。政府很快就發現濫用情況，可惜後來政策不斷

放寬，政策延續性的檢討亦不了了之，當年的臨時政策延續至今。丁屋政策40
多年來，非法轉售丁權，即「套丁」的情況日益嚴重，市場上除有大量丁屋二

手樓盤，近年亦有不少以屋苑形式興建的丁屋（下稱「丁屋屋苑」）遍佈新界

各處，懷疑是以套丁手法得來。 

1.2. 《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 

丁屋政策存在重大漏洞，被丁屋屋苑發展商以非法轉售丁權發展地產項目，引
起法律、環境、管治和規劃等問題。套丁已成為了丁屋政策最突出的問題。就

此，本土研究社曾在2018年發表《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簡稱
2017年套丁報告) (報告連結：http://bit.ly/2wUmEQQ) ，首次建立「疑似套丁
屋苑資料庫」，勾勒套丁產業鏈的主要組成部分、其運作方法潛在豐厚利潤等

，引起社會重新關注套丁問題的嚴重性。報告指出丁屋政策被濫用的多個面向

，及其背後原因。 

1.3. 已曝光套丁案件屬冰山一角 實際情況更嚴重 

 

 
截至2017年底，全新界至少有9878幢丁屋懷疑是以套丁方式興建，即約每4幢
丁屋，就有1幢可能利用丁屋政策的漏洞詐騙得來，其中以元朗的情況最嚴重
，佔將近一半(46%)(圖一)，顯示2015年「沙田套丁案」明顯只屬冰山一角。
報告揭示一系列問題： 

 

1 香港歷史檔案館 文件編號 Memo dated 18 September 1971 from District Commissioner, New Territories to Hon. 
Colonial Secretary titled “Small Hous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HKRS 1402-1-97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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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問題：負責把關丁屋申請的分區地政處沒盡本分嚴格審批，熟知丁屋政策
漏洞的發展商能輕易興建大型丁屋屋苑，過往亦有涉及丁屋屋苑發展糾紛的民

事訴訟案件審結，當中披露涉嫌套丁的案情，政府亦未見主動跟進，遏止套

丁。 
 

○ 違規問題：丁屋屋苑向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蔓延、及「共用牆」的興起，
涉嫌違反《建築物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的規管。 
 

1.4. 近年的關鍵發展 

自研究報告發佈後，除了出現了一宗影響丁屋政策存廢的司法覆核案，亦有不

少法庭案件，相信對套丁產業鏈的運作造成影響，包括： 
 

 
 

1. 廉署起訴：2018年，一丁屋發展商被廉署起訴，案情指發展商向村代表提供賄
款以求後者支持一丁屋屋苑發展項目，罪成入獄 。 2

 
2. 政治人物捲入糾紛：2019年，一政治人物捲入有關丁屋屋苑發展項目糾紛，被
民事追討的個案審結 。 3

 
3. 政府須負責：2019年，丁權司法覆核案判決，法庭確立政府對丁屋申請有全權
決定權(had complete discretion) 是否批准丁屋申請。有關丁權司法覆核案的
上訴，已於2020年8月聆訊完畢，亦即將頒下深遠影響丁屋政策未來的判詞。 
 

1.5. 「沙田套丁案」後丁屋申請暴跌 

以上事件對從事套丁的發展商或會帶來一時的震懾作用，可從丁屋申請數字的

變化觀察到類似趨勢(圖二)：自2016年起，各區地政處接獲的丁屋申請宗數，
由2015年或以前的每年約2,500宗，暴跌至每年1,100－1,300宗。不過數字在
低位徘徊三年後，2019年各區地政處接獲的丁屋申請反彈至2175宗，按年激增
61%，已回復至2015年以前的水平。 

 
 

2 蘋果日報：2018/08/18 賄村代表建丁屋　發展商判監 https://bit.ly/3lFnhp2 
 
3 明報：2019/07/09 方國珊被指非法套丁　官裁須交回土地賠逾82萬兼付訟費 https://bit.ly/2IqFa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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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丁屋轉售比率穩步上揚 
根據最新立法會財委會資料，每年獲批丁屋數字只是由2015年以前略高於每年
1,000宗，稍稍下跌至每年800－900宗；拒絕數字同樣平穩，約每年1,000宗左
右。此趨勢或反映了各區地政處沒採取特別措施應付套丁問題。與此同時，獲
准轉售（套丁必經步驟）的數字近5年亦穩定維持在每年300－500宗，未見有
相應地大幅下跌，按比率計，過去近十年更輕微上升(圖三)。由於申請轉售是
套丁必經步驟，此上升數字或反映了套丁問題沒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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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跟進研究的重要性 

再者，過去兩年民間社會對鄉事及新界特權問題空前關注，特別在「721元朗
西鐵站事件」後，不少市民更關注其背後的經濟支柱，包括套丁，更發起一連

串舉報套丁之行動，顯示市民期待政府盡早遏止套丁現象。 
 
在問題未有明顯改善卻愈見市民關注的情況下，透過更新現時新界丁屋屋苑發

展狀況，將有助了解近數年發生眾多丁屋官司、套丁刑事案及新界特權爭議之
後，套丁行為有沒有、以及如何出現變化的問題。是次研究比過往更深入地分
析套丁活動的運作，亦能更進一步追究相關人士、地區或部門交代及負責，協

助為相關問題制訂更具針對性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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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補充資料：何謂套丁？ 
 

● 要了解套丁，即非法轉售丁權前須先了解丁屋政策的三種批地方式（丁屋牌照） 
 

 
 

1. 免費建屋牌照(Free Building Licence)：若原居民持有農地，他可向分區地
政處申請免費建屋牌照興建丁屋，惟丁屋建成後（獲發滿意紙）五年內轉售
丁屋，須先向分區地政處申請，並繳交補地價。 
 

2. 換地(Land Exchange)：若原居民持有農地，但地塊形狀或位置不宜建屋，
他可向分區地政處申請換地以獲得一塊適合建屋的屋地，並補回差價（如
有），其後手續與免費建屋牌照相同。 
 

3. 私人協約批地(Private Treaty Grant)：若原居民沒有持有土地，他可向分區
地政處申請，以市價三分之二獲得私人協約批地興建丁屋。無論丁屋建成後
多久，若要轉售須向分區地政處申請並補回地價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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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常套丁步驟 

 
● 非法轉售丁權的手法很多，最常見的是由發展商先購入適宜建丁屋的土地，
並全程透過與男丁以「合作發展」名義簽訂秘密協議，前者主導整個發展計
劃，後者通常並非該地的實益擁有人(beneficial owner)。 
 

● 在以下四個分區地政處把關的步驟，秘密協議均指明雙方在發展項目的「責
任」和「權益」，以最終獲得丁屋牌照。 

 
 

1. 分割地段：發展商先將土地分割，並以低價名義上轉讓業權予男丁。 
 

2. 批牌照：名義上「持有」土地的男丁向分區地政處聲稱興建丁屋自住
，並獲批丁屋牌照。 
 

3. 滿意紙(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完工後，男丁向分區地政處申
請滿意紙(亦稱完工證)，其後丁屋可以入住。 
 

4. 轉賣：獲得滿意紙後，男丁按秘密協議於短時間内，向分區地政處申
請撤銷轉讓限制(removal of restriction on alienation)，即同意書
(Consent Letter) 獲批後，該丁屋就可在市場上發售。 

 
● 套丁活動有與一般真正的自住丁屋申請有明顯不同。分區地政處往往都對此
知情，而且有權在各把關步驟卡住可疑申請。 
 

● 就套丁產業鏈的運作模式，請參考《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第
4.6章「套丁產業鏈運作」（報告連結：http://bit.ly/2wUmEQQ）  
 
 
 

http://bit.ly/2wUmEQQ


 

2. 研究方法  
 
2.1. 原則及工具 

原則 
 
本研究主要透過最新衛星圖片勾勒出自2018年起，全新界642條原居民村可建
丁屋的範圍內，有多少新落成的丁屋呈屋苑化現象。這些丁屋屋苑，如符合若
干特徵，即被視為疑似以套丁手法得來。 
 
工具 
 
本研究大致沿用《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的研究方法，利用地圖
工具Google Map衛星圖像、地政總署地理資訊地圖(GeoInfo Map)、中原地圖
(centamap)、規劃署編製的城市規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及地政總署
編製的鄉村範圍圖(Village Environ Plan)，作為鑑定丁屋屋苑的地圖工具，實
地考察核實相關個案。 

 

2.2. 辨認丁屋屋苑特徵 
本研究主要以下列特徵辨認丁屋屋苑： 

■ 三幢或以上； 
■ 建築風格相近；及， 
■ 分佈一致或整齊，顯示多幢丁屋是透過預先策劃以屋苑形式興建。 

 
此外，丁屋屋苑普遍（但不一定）亦有以下特徵： 

■ 有圍牆包圍； 
■ 屋苑式管理；及， 
■ 有屋苑名稱。 
■ 某些新建丁屋群旁邊地段已預留位置，發現旁邊空置地段已有建屋牌照

(building licence)獲批，該等未興建但已獲批的丁屋，亦包括在統計中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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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考既有方法，是次研究將會比過往方法更為強化： 
 

■ 利用最新的地圖工具：為普查2017年後新建丁屋屋苑，本研究額外透過
比較Google Earth Pro 2017－2020年3月的衛星圖，觀測該丁屋屋苑是
否新建或在建，以確認丁屋群是集體同期興建的。 
 

■ 進一步核實相關範圍是否有獲批「免費建屋牌照」(Free Building 
Licence)：近年絕大部分的新批丁屋均屬免費建屋牌照（三種丁屋批地
方式其中一種），而免費建屋牌照為三種丁屋牌照中是唯一能夠在測繪

處出版的「地段索引圖」(lot index plan) 中被直接核實的，故此本研究
在統計新增丁屋屋苑時，為謹慎起見只統計了透過免費建屋牌照興建的

丁屋，在統計歷年數字時，既有2017年12月的基數亦有所輕微調整。 
 

■ 更大規模的個案分析：選取近兩年新落成主要丁屋屋苑，在每個屋苑均
隨機抽樣若干地段作土地查冊，以判斷有否套丁跡象。若發現地段曾被

公司買入並進行地段分割，則再調查公司董事及秘書身份，以確定該地

段的分割活動及背後的操控人身份，以進一步觀察近年套丁模式有否因

應最新形勢而有改變。 
 

透過以上研究方法，研究團隊期望可找出全新界丁屋屋苑的最新總數、地理位

置、聚集分佈，並深入調查個別丁屋屋苑的發展模式有否改變，期望能夠更深

入了解套丁問題的屬性及其最新發展，並提出針對性解決問題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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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結果 
 
3.1. 「2020年疑似套丁資料庫」 

研究團隊檢視於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新落成的丁屋屋苑，並更新既有的
「疑似套丁資料庫」，並開放予公眾瀏覽及持續監察，詳情可進入以下連結 
 

● 地圖連結 ：https://bit.ly/308zIBp  4

● 新增疑似套丁資料列表：https://bit.ly/3drfBEg 
 

3.2. 丁屋屋苑數量 

 
 
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間，各區疑似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共新增804幢，散
落於134個丁屋屋苑。換句話說，過去2年多，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幢落成的
丁屋，是疑似以非法手段建成。 
 
連同過往45年來9777間丁屋宗數 (2017年數字) ，現合共至少有 10581間丁屋5

疑似以套丁而得來，令最新全港總數突破萬宗。 
 

3.3. 新近疑似套丁活動的地域性 

 
新增丁屋屋苑的分佈(圖五)再次集中於一向屬重災區的元朗區，兩年多來共增
加達512幢（64%），大幅拋離北區的113幢（14%）及屯門區的74幢（9%）
，可見元朗區的情況經已失控。而新界東部的大埔區雖然是丁屋集中地（總數
屬各區第二），近兩年多的疑似套丁活動卻相對上比較少疑似套丁而來的丁屋

分區數字可見附件一。 

4 根據地圖工具及搜集的資料，將2017年後落成的丁屋屋苑，歸類為「疑似新屋苑」，並記載於更新版的「2020年
疑似套丁資料庫」。在2017年版的「疑似套丁資料庫」中的標示為「疑似新屋苑」者，皆改稱「疑似屋苑」，與
新近興建的疑似新屋苑區別。 
5 因本次研究方法有所微調，為保持數據的可比性，2017年資料的基數有所調整，詳見本報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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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增丁屋屋苑特別集中的地區 

 
元朗區 
 
元朗區的丁屋屋苑數目增幅最多，達512幢，佔整體的64%。新增的丁屋屋苑
遍佈元朗各處，只有錦田鄉沒有發現新增丁屋屋苑。尤其以八鄉、十八鄉及新

田鄉為最嚴重： 
 

● 八鄉(圖六)：排行首位，丁屋屋苑共有148幢，佔了元朗區28%，其中
有30幢集中於大窩村一帶，石湖塘亦有25幢。大窩村有兩個丁屋屋苑，
是透過侵蝕良田和綠地得來(圖七)。 
 

● 十八鄉(圖八)：排行第二，丁屋屋苑達134幢，佔元朗區26%。十八鄉
疑似套丁最嚴重的鄉村為白沙村，兩年多來新增達45幢(圖九)，本研究
發現第二大的丁屋屋苑，亦座落於此(34幢)。其次為白沙村南面不遠處
的大棠，達23幢。兩條鄉村所在地，亦緊接元朗南新發展區邊界，該地
的疑似套丁活動可能與該區發展潛力大增有關。 
 

● 新田鄉(圖十)：排行第三，新增丁屋屋苑有105幢，佔元朗區22%。情
況最嚴重為鄰近落馬洲口岸、前新田購物城的永平村(圖十一)，及鄰近
米埔濕地保護區的下竹園村(圖十二)。該兩條鄉村，分別有本研究發現
的最大（35幢）及第二大的丁屋屋苑（34幢）。 
 

● 屏山鄉：新增丁屋屋苑共有102幢，主要集中於大井圍一帶，至少新增
了35幢 ，非常接近豐樂圍保育區。 

 
● 廈村鄉新增丁屋屋苑最少，只有23幢，分佈於李屋村（5幢）、田心村
（6幢）和鳳降村（4幢），均位於洪水橋新發展區內。雖然數字新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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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估計原因不是該區居民比較守法，而是廈村不夠可用作興建丁屋

的土地，整體新增丁屋數目亦非常少。 
 

● 沒有新增丁屋屋苑的錦田鄉土地亦不敷應用，與廈村鄉的情況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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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北區的丁屋屋苑數目增幅在各區排行第二，有113幢，當中絕大部分（46幢）座
落於上水鄉(圖十三)，其餘散落於沙頭角鄉（17幢）、打鼓嶺鄉（12幢）及粉嶺
鄉（38幢）。 
 
蓮塘尾村有一大型疑似屋苑興建中（2020年3月），衛星圖顯示地段只有3幢丁
屋建成，然而，鄰近大片農地已被剷平，疑似有更大工程進行。翻查最新的地段
索引圖，該地已切割成約40個地段，當中15個已有免費建屋牌照獲批，預料將有
大型丁屋屋苑興建（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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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屯門區的丁屋屋苑數目增幅排行第三，有74幢，集中於鄰近洪水橋新發展區的
藍地（17幢）、青磚圍（12幢）。另外，掃管笏（16幢）及龍鼓灘（13幢）亦
是新增丁屋屋苑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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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疑似套丁宗數佔村內丁屋總數過半 
上述研究發現顯示了套丁問題有強烈的地域性，疑似套丁屋苑傾向集中於某些

鄉村，而當中亦有不少數量的鄉村，近兩年間套丁問題急劇惡化。與此同時，

某些鄉村卻沒有套丁的跡象。在制定政策而言，它們兩者需要分開處理，故此
研究團隊額外整理了套丁情況較為嚴重的鄉村的資料。 

 
每條鄉村被濫用的情況 
 
大部份丁屋只容許在村界（正式名稱為「鄉村範圍」(Village Environ))內或鄉
村式發展地帶(一般簡稱"V zone")內興建。而大部份丁屋均以「免費建屋牌照」
申請興建。 6

 
透過分析疑似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佔V zone，即村內獲批「免費建屋牌照」丁
屋數量的百分比，能提供一個套丁嚴重程度的指標(indicator)，反映出當丁屋政
策在每條鄉村被濫用的情況。 
 
最嚴重首十條鄉村 
 
本研究表列出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佔鄉村內丁屋獲批「免費建屋牌照」數量的
百分比最高比例的十條鄉村（圖十五），作為檢視鄉村疑似套丁嚴重程度的指
標。 
 
疑似透過套丁得來的丁屋佔鄉村內丁屋數量的百分比的鄉村列表： 
（詳見：附錄三及附錄四或 https://bit.ly/2GXesbn ） 
 
百分比最高的鄉村為元朗的西邊圍，121間申請「免費建屋牌照」的丁屋之中
，竟有120間在丁屋屋苑內，佔99.1%。 
 
百分比排名第二及第三分別為的祠塘村（元朗區錦田鄉）和大埔頭村（大埔區
大埔鄉）。在大埔頭村的華樂豪庭，屬全港最大丁屋屋苑，共有143幢疑似透
過套丁而來的丁屋。根據《丁不《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厭詐：
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指出，華樂豪庭由「丁屋大王」王光榮發展。大埔頭
村北端亦有一個13幢丁屋的丁屋屋苑在興建中。 
 
情況最嚴重的十條鄉村的具體情況，請見圖十六至圖二十五。 

6 另外兩種丁屋牌照為私人協約批地(private treaty grant)及換地(exchange land)，而這兩種方式只佔丁屋申請的少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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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趨勢－向魚塘濕地擴散 

 
研究團隊發現，在元朗區不少有新丁屋屋苑的鄉村，均鄰近生態敏感的魚塘濕
地，例如永平村、下竹園、大井圍、輞井村等。 
 
侵蝕魚塘濕地 
 
以大井圍村為例(圖二十六)，它緊接於近年捲入發展爭議的魚塘濕地豐樂圍的
南邊，其魚塘生態價值十分重要。翻查Google Earth Pro 歷史衛星圖，可見大
井圍村西部有數個魚塘在2000年後逐漸乾涸及被填平，然後發展商自2018年起
開始興建丁屋屋苑，一步一步蠶食魚塘生態。  
 
違反規劃原意 
 
相關土地雖然在城市規劃條例下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但「鄉村式發展地
帶」本意為預留位置供新界原居民興建丁屋自住。利用丁權套丁牟利，將土地
售予不合資格的人，並不符合原有規劃原意。況且，除了地盤面積大、多幢丁
屋亦同時施工，比個別原居民建屋自住的發展規模必定大很多。在此設立大面

積的鄉村式發展，對濕地生態的干擾會比預想中長遠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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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趨勢－疑似套丁活動集中於新發展區周邊 

 
研究團隊留意到，有不少丁屋屋苑集中於新發展區，意味著新發展區可能刺激
了當區地產發展的潛力。這可能歸因於近年以致未來十數年，新界發展的重心

在於新界西北及北部（如新界東北、元朗南、洪水橋、新界北發展區等），在

沒有更進一步的土地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刺激更多違規的土地尋租活動。 
 
丁屋屋苑項目的擴張若果受惠於旁近發展區，不單顯示丁屋政策被濫用作地產

發展（而非供原居民自住），亦反映了地政處無視新發展區周邊地區特別高的
套丁風險，如常審批丁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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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討論 
本章更深入調查「2020疑似套丁資料庫」中的不同案例，從而探討新界套丁問題的最
新狀況。 

4.1. 揭發「自發聚居」的套丁假象 

遇上套丁問題爭議，過往曾經有稱相關的屋苑化外貌，只代表了村民「自發聚

居」，不一定是進行違例套丁。在《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發佈
後，時任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曾就丁屋屋苑化的現象辯護： 
 
「香港電台引述梁福元稱，被指懷疑套丁的屋苑都是村民自發聚居，或有人統
籌自組屋苑居住。他形容這是善用鄉村僅餘的居住環境，讓原居民及非原居民
安居樂業。他又認為套丁情況不算嚴重，希望政府與時並進檢討丁屋政策。」 
—— 2018年1月4日 香港電台   7

 
若此說法成立，則落成的丁屋屋苑原土地持有人或發展商皆多是由不同的原居

民組成，鮮有重複，亦沒有集團式經營的情況。事實是否如此，可以透過查明
丁屋屋苑發展的策劃者得知。 

 

 
「丁屋大王」及空殼公司參與其中 
 
在隨機抽查中，本研究發現有一發展商，利用兩間不同名稱的公司，主導著兩
個屬不同區域的丁屋屋苑發展，一個位於八鄉石湖塘，另一個位於新田鄉永平
(見表一)。 

7 立場新聞：2018/1/4 報告指近萬丁屋疑套丁　梁福元：情況不算嚴重 https://bit.ly/30Yx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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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榮為著名的丁屋發展商，更有「丁屋大王」之稱，曾參與發展多個巨型丁

屋屋苑，例如全港最大的丁屋屋苑「華樂豪庭」（143幢）、排行第二的「曉
門」（139幢），其子王威信亦為董事，亦是前元朗區議會副主席，對元朗區
發展事務有一定話語權。 
 
新田鄉永平村一個有35幢的丁屋的丁屋屋苑，當中屋苑的公用車路地段DD99 
Lot 680RP，由兩間公司持有，分別是王光榮持有的惠榮有限公司，以及銘滙
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銘滙有限公司在2017年11月前曾由另一間公司New 
Form Limited 持有，這間公司的董事為葉家潤。葉家潤是著名的「殼王」，傳
媒曾報道他擁有近千間空殼公司賣給炒家／投資者以買賣物業。 
 
「自發聚居」之說難以成立 
 
然而，「丁屋大王」早在2017年套丁報告已經被指牽涉在不同丁屋屋苑項目之
中，今次查冊更發現丁屋大王再次出現在最新丁屋屋苑項目所在地段的土地查
冊結果中，反映鄉紳所謂村民「自發聚居」的說法難以成立，否則並不大可能
在多個屋苑的發展中，不斷出現同一班鄉事地產商及空殼公司參與、策劃及主

導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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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商鄉同體：著名鄉紳涉參與套丁 疑有曾任職大型發展商人士參與 

 
著名鄉紳涉嫌參與套丁 
 
研究團隊發現，一間名叫國勝集團(Sky Villa Group Limited) 的本地公司在約
2008年時持有現時疑似新屋苑(大棠)#1(共15幢)以及疑似新屋苑(大棠)#2(共8
幢)的土地業權。國勝集團持有土地期間，其公司董事為梁福元之子梁智峯（梁
智峯為現任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副出席）及沈文傑。沈文傑為現任元朗區十八鄉
北區議員沈豪傑的弟弟（沈豪傑曾為元朗區區議會主席）（圖二十七），顯示
著名鄉紳或涉及相關地段現時的丁屋屋苑發展。 
 
首度發現曾任職大型地產商相關人士身影 
 
國勝集團持有土地期間的公司祕書為林艷琼。據傳媒報道，林艷琼亦曾為新世

界助理董事總經理，過往曾長時期代表新世界於新界一帶收購農地  。但牽涉8

的農地涉及丁屋發展，實屬首次發現。 
 
以往公眾普遍理解丁屋發展商多有鄉事背景，不會有曾任職傳統大型地產商人

士的身影。至於林艷琼如何牽涉在丁屋發展之中、與元朗鄉紳的合作關係，以
至新世界地產有多大程度上牽涉在內，值得進一步調查。 
 
新世界地產的回應 
 
研究團隊調查期間收到新世界地產的信件。信件表示新世界地產與國勝集團並

無關係，而林艷琼已於2012年離開新世界地產，已與新世界地產無關。 
 
然而，重點是國勝集團涉嫌參與套丁的行為主要發生於2008－2010年之間（國
勝集團於2010年將相關地段以30多萬元的低價名義上轉讓予男丁，及後男丁申
請興建丁屋。這種將地段以低價名義將業權轉讓予男丁的步驟，再讓男丁申請

牌照在土地上建屋，與過往眾多被揭露的套丁過程雷同，見1.8段），在2012
年前任職新世界地產的林艷琼，在整個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值得令人關注。 
 
 

8 香港經濟日報：2014/04/17 新世界沽上水地 1年升值13.7倍  https://ps.hket.com/article/5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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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發現套丁「慣犯」 

 
過往的民事訴訟案件 
 
《丁不厭詐：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指出，自1990年起至少40多宗民事訴
訟案件，香港法院判詞確認了當中秘密合作協議的存在，而簽訂秘密合作協議

，按照協議，發展商名義上轉讓土地業權予男丁，男丁申請丁屋時必須向地政

聲稱建屋自住，這過程或涉及虛假宣誓(false declaration)，或失實陳述
(misrepresentation)的刑事罪行。部分案件已經審結多年，未有證據顯示政府
曾經進一步調查，甚至檢控當事人，令相關人士誤以為毋須為套丁行為負上法

律責任。 
 
「知法犯法」 
 
本研究在調查疑似新屋苑背後的發展商身份時，發現若干公司及人物，過往曾

多次捲入牽涉套丁活動的民事訴訟（詳情見附錄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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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張天華(Cheung Tin Wah) ，以及齊茂發展有限公司(Supreme Trade 9

Development Limited)。張天華曾經兩度捲入牽涉套丁活動的民事訴訟之中，
其一案情透露他參與套丁過程中的細節(圖二十八)。是次研究再度發現，現時
他們分別主導了位於下竹園村及輞井村的新丁屋屋苑的發展，顯示他們在案件
後仍然繼續涉嫌參與疑似套丁活動。 
 
這顯示在審批丁屋申請過程中，地政處並沒有對該土地的業權變動、前業權人

的背景作出審查把關，調查背後涉事公司及其董事過往顯然易見的套丁往績，

變相縱容曾多次參與套丁的涉事者繼續疑似套丁，令套丁變成一種「低風險、

高回報」的違法投資。 
 

4.4. 套丁「離岸化」 
 
首度發現有離岸公司涉嫌參與套丁，更難追查發展商背景 
 
雖然查冊能協助政府及公眾辨認可能涉及套丁活動的人物，從而要求政府加緊

審查，但本研究發現元朗新田鄉下竹園村兩個疑似套丁屋苑的發展商，由一間
英屬處女群島離岸公司(簡稱BVI公司)持有(Charmfair Investment Ltd, 昌輝投
資有限公司)。 
 
BVI 公司私隱度高，更具隱匿性，股東和董事的資料不會給公眾查閱，令人更
難得知發展商的背景，包括曾否參與其他套丁活動。透過BVI公司進行套丁發
展，有助套丁活動的實益擁有人規避追查。 
 

9 公司查冊結果顯示，張天華的申報地址位於馬窩村。 而公開資料顯示，張天華為現任大埔馬窩村居民代表。
https://www.eac.hk/pdf/village/2019/ch/2019roe_appendix11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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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邊擴丁、邊套丁」 

 
「擴丁」鄉村有套丁情況 
 
本研究發現，其中三條有新增丁屋屋苑的鄉村，包括屯門區青磚圍（12幢）、
元朗區屏山鄉鳳降村（4幢）及北區上水鄉河上鄉村（7幢），曾在過去數年根
據《城市規劃條例》擴展其V zone，俗稱「擴丁」。如3.5段所述，大部份丁屋
只容許在V zone 內興建，「擴丁」意味著鄉村能興建丁屋的土地增加。 

 
然而，這些鄉村近近年一方面獲「擴丁」，另一方面又被發現疑在過去兩年

「套丁」，研究團隊認為這種「邊擴丁、邊套丁」的情況於理不合。 
 

政府未審視「擴丁」背後的理由是否合理 
 
V zone 根據城規原則劃定，本意為防止鄉村無限擴張，以合理運用土地。上述
「邊擴丁、邊套丁」的三條鄉村，政府解釋其「擴丁」的理由如下： 
 

 
■ 青磚圍及鳳降村： 

 
「.....約118.08公頃的用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就現有的認可鄉
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青磚圍北面一幅約1.31公頃的用
地及兩幅位於鳳降村北面約1.21公頃的用地劃為「鄉村式發展（1）」
地帶，用作重置受（洪水橋）新發展區影響而根據搬村條款重置的村

屋。」  10

 

10 新洪水橋及厦村分區計劃大綱圖刊憲及修訂五幅分區計劃大綱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5/26/P20170526003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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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傳媒已揭發洪水橋新發展區實際上沒有那麼多村屋需要重置 ，11

「擴丁」的舉動已引起公眾懷疑。 
 

■ 河上鄉： 
 
「至於河上鄉村，根據顧問的評估，有需要在現行涵蓋河上鄉村的「鄉

村式發展」地帶外，增加土地作未來鄉村擴展之用。因此，在擬備新發

展區的「建議發展大綱圖」時，顧問已將約 2.2公頃適宜作鄉村擴展的
土地(主要是已取得規劃許可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及在認可鄉村範圍內
的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   12

 
若增加土地是作未來鄉村擴展之用，即村內本來不夠土地興建丁屋予村
民建屋自住，那麼便不應該在近兩年出現村內疑似套丁，即是將丁屋轉

售予外人的情況。 
 
「邊擴丁、邊套丁」情況顯示擴丁被濫用 
 
當年政府指需要額外為鄉村鄉村「擴丁」，顯示本身已無足夠位置興建丁屋自

用，但今次發現三村均有「邊擴丁、邊套丁」的情況，疑似套丁的行為顯示村

民無意在村內居住，或鄉村內本來已有足夠土地滿足需求，讓當初擴展丁屋區

的理由變得牽強。規劃署一邊容許「擴丁」，另一邊卻在同一村落繼續「放
生」疑似套丁行為，不僅增加套丁作業者可濫用政策的空間，同時變相浪費香

港寶貴的土地資源。 
 
 

11 蘋果日報：2018/03/19 洪水橋增丁屋地　政府明益鄉紳17億 2.52公頃足可建2,100公營單位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180319/MIQLVKN5EBSDA4C7RH5RA2U3OY/ 
 
12 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新界東北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討論文件—建議發展大綱圖和第三階段公眾參與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0628cb1-2207-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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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補充資料：何謂擴丁？ 
 
《城市規劃條例》於1990年代延伸至新界，以引導和管制鄉郊土地發展。
《城市規劃條例》指定規劃署須為不同區域劃定「分區計劃大綱圖」
(Outline Zoning Plan, OZP)。在OZP下，不少新界村落在《城市規劃條例》
的「核准圖」下劃為「鄉村發展地帶」/ V zone。 
 
一般來說，在V zone發展丁屋屋苑，會比非V zone 的地帶（例如綠化帶）
來得容易。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2條，OZP中劃定的土地用途及界線可
被修訂，尤其在大型發展計劃中，往往牽涉土地用途改劃，方法是政府會擬
備「建議發展大綱圖」(Recommended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RODP)
，並以此進行公眾諮詢活動，及後劃定大綱草圖(Draft OZP) 進行審議並通
過。 
 
以本節提及的鳳降村為例，在結束「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公眾諮詢後，政府
劃定的RODP顯示鳳降村所在地為一整塊的V zone (圖三十，左）。然而，
及後規劃署在劃定draft OZP (圖三十，右）時，卻額外將兩幅位於鳳降村北
面合共約1.21公頃的用地劃為V zone，擴展鳳降村可建丁屋的土地面積。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180319/MIQLVKN5EBSDA4C7RH5RA2U3OY/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0628cb1-2207-3-c.pdf


 

 
 

4.6. 村屋限定：《一手樓銷售條例》對丁屋發展項目的豁免  
 
研究團隊在梳理資料時，發現《一手樓銷售條例》豁免丁屋屋苑發展，令丁屋

屋苑發展商毋須擬備售樓說明書，外界更難得知丁屋屋苑發展背景，增加搜查
難度，變相默許了套丁行為。 
 
「指定新界發展項目」獲豁免 
 
研究團隊發現少部份部分丁屋屋苑發展商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向
買家提供售樓說明書，例如元朗區十八鄉水蕉新村的曉門、黃屋村的栢譽、新

田鄉上竹園村的加多利園等，但大部份丁屋屋苑並沒有擬備售樓書。 
 
是次研究發現的丁屋屋苑中，絕大部分均沒有根據條例向買家提供售樓說明書

，那麼發展商有否違反條例？翻查《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條文中特意豁

免「指定新界發展項目」(specific NT development)，使丁屋發展項目毋須受  
規管： 
 
「....至於興建多於一幢的丁屋/村屋群，[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表示，要決
定由兩幢或多於兩幢建築物組成的建築物群組是否一項單一地產發展計劃，須

考慮個別案件的情況及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建築物之間有何關連、有關關連的

背景及因由等。每個個案有其獨特性，而個案的事實亦不盡相同，因此不能一

概而論。」  13

 
少部分丁屋屋苑發展商擬備售樓說明書 疑似揭露套丁蛛絲馬跡 
 
部份大型丁屋屋苑的確有遵守《條例》向買家提供售樓說明書，其售樓說明書

詳列丁屋發展項目的詳細資料，包括發展商名稱和賣家身份（男丁），並表明

13 蘋果日報：2013/05/30一手新例不規管丁屋村屋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130530/GHUZIF2XGUPCLG5HU2OOGUI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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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屬於「新界豁免屋宇」（丁屋為新界豁免屋宇的一種）。內裡更顯示眾多

不同姓氏的男丁，在相鄰位置一同申請「聚居」，以及發展項目有多於一間丁

屋出售。種種跡象顯示，該等發展項目是預先由地產商策劃的一手丁屋發展項
目，有套丁的嫌疑，這些行為在政府部門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但未見政府部門

有所行動。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對丁屋的豁免帶出了以下重要發現： 

  
■ 根據丁屋屋苑的發展模式，多幢式的丁屋屋苑明顯屬於「單一發展項

目」；建築物之間有關連，屬同一發展商主導及策劃（包括招募男丁、

簽訂秘密協議，統籌工程、屋苑空間及設施、道路規劃），但現行絕大

部分新落成的丁屋屋苑卻沒有售樓說明書，換言之，現時每年上千計的

疑似套丁一手住宅單位，基本上正處於毫無保障的法外之地。 
 

■ 若丁屋屋苑發展商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擬備售樓說明書，則

須交代發展的細節，例如發展商背景、牽涉地段、發展佈局、賣家為男

丁等等，變相暴露了蛛絲馬跡，政府就能夠藉此追查地段交易的細節，

以確定有否套丁的嫌疑，並打擊新界套丁行為。 
 

■ 政府在擬備《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時，特意為丁屋發展項目提供豁

免，其客觀效果則是令丁屋發展商可就項目是否屬「單一發展項目」辯

護，毋須在售樓說明書暴露套丁行為的細節，政府自願放棄把關機會，

變相鼓勵套丁變相默許套丁行為，亦置買家的利益於不顧。 
 

低調處理立法 默許套丁行為 
 
研究團隊翻查《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的立法過程，發現過往政府沒有主動
解釋特意豁免丁屋發展項目的理據。有律師對此的解讀 ，是由於丁屋屋苑的14

賣方為個別男丁，丁屋發展商只屬「代理」身份，故毋須受規管。若然這確是

政府特意豁免的理據，正正反映政府無視丁屋發展商在背後透過簽訂秘密協議
，操控整個丁屋屋苑發展的事實。整個豁免安排正正體現了政府對於套丁問題

的迴避態度。  

14 見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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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建議 
 
政府現時對套丁的態度，屬「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近年套丁問題成為社會焦點，惟焦點集中於個別鄉紳或地產商的違法行為。執行及制
定政策的政府部門（分別為地政總署及發展局）背後的責任，相比之下公眾確實較少

關注。政府部門似乎甚為樂見他們能夠避過爭議的「風眼」，過往在此爭議上極為低

調及被動。這個消極態度可從發展局對於丁屋政策檢討一事上的統一回應口徑
(line-to-take)見到：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2019年4月8日對小型屋宇政策司法覆核案件作出裁決。法庭裁
定小型屋宇政策下的免費建屋牌照屬於《基本法》第40條內的「新界」原居民合法傳
統權益並合法合憲，政策下的私人協約及換地安排則不屬該等合法傳統權益。政府將

於仔細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考慮是否提出上訴。該宗司法覆核案件及其後的

上訴(如有的話)，均會對小型屋宇政策有所影響。 
 
小型屋宇政策檢討本身涉及法律、環境、房屋、土地規劃及土地需求等複雜問題。現

時，發展局需要處理增加短中期土地供應此項更具迫切性的政策事務，小型屋宇政策

檢討並非局方目前優先處理的工作。」   15

 
可見現時政府對於丁屋政策漏洞的態度，總括而言是因為「複雜」，所以「撒手不
管」，導致的種種後遺，本報告已經詳述。 
 
研究團隊必須強調，本研究發現套丁問題衍生的禍害，背後的成因均指向政府多年來
的故意放任，無論是丁屋政策的執行上、規劃部門的忽視、執法及檢控部門對違法行
為的無視等等，均令有人有機可乘，加以濫用。丁屋問題變得看似「複雜」，實在是
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期待現正進行的丁權司法覆核案能為其一手造成的亂象「解圍」

，而不主動遏止政策濫用，實在極不負責任。 
 
丁權司法覆核案原審判決已釐清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再者，2019年4月丁權司法覆核案在原訟法庭的判決，明確釐清政府對丁屋牌照的審
批，有全面酌情權(had a complete discretion)，換句話說，政府沒有責任必然批核所
有丁屋申請(no automatic entitlement)，政府既然制定了丁屋政策，就有責任把關丁屋
申請的每個環節，拒絕懷疑套丁的申請，及追究相關人士責任。 

 
本研究參考過往建議措施並因應現時最新套丁情況，現建議： 

15 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DEVB(PL)006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devb-pl-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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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訂立「疑似套丁鄉村管制名單」 

 
對象 
 
丁屋屋苑佔鄉村內丁屋數量的百分比超過50%的鄉村 
（暫時有27條，詳見附錄三）。 

 
措施 
 
參考過往1977－78年港英政府打擊套丁的措施 ，若發現丁屋有事先籌劃轉售16

的情況，則暫停有套丁問題的村落／鄉或區分批出丁屋，直至問題改善，在嚴

重的情況，甚至可參考1973年推出的政策 ，取消整條村的所有進行中的丁屋17

申請，以收阻嚇之效。管制名單每年檢視一次。 

5.2. 訂立「疑似套丁鄉村觀察名單」 
 

對象 
 
丁屋屋苑佔鄉村內丁屋數量的百分比超過30%但不超過50%的鄉村（暫時有32
條，詳見附錄四）。 
 
措施： 
 
收緊審查程序，批出丁屋牌照／完工證或滿意紙(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同意書(Consent letter) 前，除了撤查申請是否長居香港或有確切意願在港居
住、是否有自住需要、顯示有足夠財力負擔建築費用外，亦須額外審查擬建丁

屋的地段以往的業權轉讓歷史，包括發展商／公司買入後有否將地段分割；若

有合理懷疑有套丁活動進行，應暫緩或拒絕該等申請。觀察名單每年檢視一

次。 
 

 

16 參考《丁不厭詐 新界套丁研究報告2017》政策建議部分 
 
17 香港歷史檔案館 文件編號 HKRS 895-1-59 Heung Yee Kuk-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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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暫緩處理新屋苑完工及轉讓的申請程序 
 
本研究發現相當數量的鄉村，有新丁屋屋苑在建，或新近完工，規模由十至數

十幢不等，最大規模的大部分位於元朗區。預期相關人士即將向分區地政處申

請完工證，及短期內申請撤銷轉讓限制(同意書)以便出售。 
 

若新屋苑的申請人（原居民）提交完工證或同意書申請，分區地政處應暫緩處
理並徹查整個發展的背景，以便判斷有否套丁的嫌疑。 
 

5.4. 撤銷《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對丁屋的豁免 

建議應該將丁屋屋苑納入《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規管，撤銷條例對丁屋的

豁免，發展商須按條例要求擬備售樓書，交代發展商背景及發展項目細節。若

發展項目有套丁的嫌疑，地政署應予徹查，增加發展商日後套丁的風險，藉此

遏止套丁。 
 

5.5. 開放丁屋申請資料及數據 

過往地政總署收到丁屋申請後，會在分區地政處張貼申請告示14天，公眾可對
申請提出反對書，此舉相對落後及不透明，而且丁屋申請及審批等過程也鮮有

公開。在政府對疑似套丁的不作為下，難以令人懷疑當中可能存有利益輸送。 
 
因而本研究建議政府開放丁屋申請、審批及撤銷轉讓限制的資訊及數據，讓民

間可以幫助政府監察整個丁屋申請過程，有助分擔監察違規套丁的工作。 
  

42 



 

附錄一：疑似套丁而來的丁屋分區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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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地政處 鄉事委員會 2017年或之前疑似套
丁而得來的丁屋 

2017年後疑似套
丁而得來的丁屋 

總數 

元朗區 八鄉 
十八鄉 
新田鄉 
屏山鄉 
廈村鄉 
錦田鄉 

1263 
1403 
530 
1011 
304 
378 

148 
134 
105 
102 
23 
0 

 
 
 
 
 
 
 
5401 小計  4889 512 

北區 上水鄉 
沙頭角鄉 
打鼓嶺鄉 
粉嶺鄉 

544 
104 
52 
639 

46 
17 
12 
38 

 
 
 
 
 
1452 小計  1339 113 

屯門區 屯門鄉 1046 74 1120 

大埔區 大埔鄉 
西貢北鄉 

1787 
125 

36 
4 

 
 
 
1952 小計  1912 40 

西貢區 西貢鄉 
坑口鄉 

323 
123 

31 
0 

 
 
 
477 小計  446 31 

離島區 南丫島北段鄉 
梅窩鄉 
大嶼山南區鄉 
東涌鄉 
南丫島南段鄉 
大澳鄉 

3 
12 
20 
0 
0 
0 

19 
5 
4 
3 
0 
0 

 
 
 
 
 
 
 
66 小計  35 31 

沙田區 沙田鄉 87 3 3 

荃灣及葵青區 荃灣鄉 23 0 0 

各區總計 9777 804 10581 



 

 

附錄二 ：過往張天華及齊茂發展有限公司牽涉套丁的民事訴訟案件 

18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92576&QS=%28Cheung%2
BTin%2BWah%29&TP=JU 
19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07286&QS=%24%28HCA
%2C2500%2F2013%29&TP=JU 
20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61049&QS=%2B&TP=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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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案件 相關判詞節錄 涉事公司/人物 主導新丁屋屋苑 

Tang Teng Hong 
Tso v Cheung Tin 
Wah [2014] 2 
HKLRD 1032 
 
HCA 729/2011  18

§21 (2) “ [...] as it would 
necessarily involve making of a 
false declaration and hence 
commission of the tort of 
misrepresentation to the 
government…..” 

張天華 
(Cheung Tin 
Wah) 
 
 
 

疑似新屋苑（下
竹園）#1 

Li (or Lei) Ting Kit 
Tso v Cheung Tin 
Wah [2017] 1 
HKLRD 722 
 
HCA 2500/2013  19

 

§3 “The Written Agreement, which 
was dated 4 October 1996, was in 
Chinese and was called 「合作發
展丁屋協議」.  Its terms were 
largely consistent with the Oral 
Agreement as alleged by the 
plaintiff.  §§3.1 and 3.3 of thereof 
provided for the purchase of ting 
rights (買丁權)......” 

張天華
(Cheung Tin 
Wah) 
 
 

疑似新屋苑（下
竹園）#1 

Cheung Ping Sum 
v Wong Tin Sung 
And Another 
[2008] 5 HKLRD 
934 
 
HCA 2620/2004  20

§35 “簡略而言，第一被告人稱，一
位陳先生約在1998年找他，提議將
已轉讓物業（當時僅作農業用途）
發展為“丁屋”。陳先生亦要求第一
被告人將已轉讓物業轉易。第一被
告人自1970年代開始已認識陳先
生。他因應陳先生的要求將已轉讓
物業轉易到Supreme Trade 
Development Ltd (“Supreme 
Trade”)（及其他人士）（統稱“發
展商”）名下。但其後Supreme 
Trade突然變成資不抵債，而已轉
讓物業亦已遭出售或被用以押債。” 
 
§37(d) 他從未想及，陳先生會否不
信守諾言（例如，陳先生是否如言
將發展及出售“丁屋”所得，分發給
第一被告人） 
 
§37(f) 他已記不起何時發現，
Supreme Trade變成資不抵債，而
“丁屋”發展計劃亦已失敗，他亦從
未採取任何行動追討損害賠償。 

齊茂發展有限
公司(Supreme 
Trade 
Development 
Limited) 
 

疑似新屋苑（輞
井村）#1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92576&QS=%28Cheung%2BTin%2BWah%29&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92576&QS=%28Cheung%2BTin%2BWah%29&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07286&QS=%24%28HCA%2C2500%2F2013%29&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07286&QS=%24%28HCA%2C2500%2F2013%29&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61049&QS=%2B&TP=JU


 

 

附錄三：疑似套丁鄉村管制名單 

#請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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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轄下分區地 
政處 鄉村# 

疑似套丁得來

的丁屋數字 
獲批免費建屋牌

照的丁屋 
疑似套丁百

分比 (%) 

丁屋屋苑佔鄉村內丁屋數量的百分比超過50%的鄉村 

1 元朗區 西邊圍 120 121 99.2 

2 元朗區 祠塘村 132 138 95.7 

3 大埔區 大埔頭 213 244 87.3 

4 元朗區 馬田 64 77 83.1 

5 元朗區 橫洲 324 396 81.8 

6 元朗區 下竹園 130 165 78.8 

7 大埔區 船灣詹屋 81 103 78.6 

8 北區 坑頭村 273 368 74.2 

9 北區 孔嶺 80 112 71.4 

10 大埔區 半山洲 62 92 67.4 

11 大埔區 南華莆 76 114 66.7 

12 元朗區 蝦尾新村 56 85 65.9 

13 屯門區 青磚圍及新慶村 379 583 65.0 

14 沙田區 石古壟 58 91 63.7 

15 元朗區 高埔村 65 104 62.5 

16 元朗區 米埔村 110 179 61.5 

17 元朗區 上竹園 170 280 60.7 

18 元朗區 圍仔 44 75 58.7 

19 北區 龍躍頭 135 233 57.9 

20 元朗區 元崗新村 119 208 57.2 

21 大埔區 泰亨 156 286 54.5 

22 屯門區 鍾屋村及順風圍 106 198 53.5 

23 元朗區 攸田 79 150 52.7 

24 元朗區 輞井圍 163 310 52.6 

25 大埔區 圍下村 41 78 52.6 

26 元朗區 水尾村、水頭村及錦慶圍 103 197 52.3 

27 屯門區 紫田村、寶塘下及小坑村 180 356 50.6 



 

附錄四：疑似套丁鄉村觀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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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轄下分區地 
政處 鄉村# 

疑似套丁得來的丁

屋數字 
獲批免費建屋牌

照的丁屋 
疑似套丁百

分比 (%) 

丁屋屋苑佔鄉村內丁屋數量的百分比超過30%但不超過50%的鄉村 

28 北區 藍地及桃園圍 160 322 49.7 

29 元朗區 屏山新村 40 81 49.4 

30 元朗區 
泰康圍、錦田市及錦田新

村 33 68 48.5 

31 元朗區 水蕉新村 248 515 48.2 

32 元朗區 河背村（八鄉） 148 313 47.3 

33 元朗區 祠塘村、吉慶圍及永隆圍 45 99 45.5 

34 大埔區 碗窰及新屋家 64 141 45.4 

35 北區 嶺仔村 47 104 45.2 

36 大埔區 圍頭村 65 147 44.2 

37 元朗區 蓮花地 178 405 44.0 

38 元朗區 白沙村及大棠 207 477 43.4 

39 元朗區 上輋村及下輋村 162 374 43.3 

40 元朗區 元崗 94 219 42.9 

41 元朗區 沙江圍、鰲磡及新慶村 174 408 42.6 

42 元朗區 壆圍 62 151 41.1 

43 元朗區 

蕃田村、永平村、安龍

村、新龍村、仁壽圍、東

鎮圍及青龍村 88 216 40.7 

44 元朗區 楊屋村 40 100 40.0 

45 元朗區 瓦窰頭及塘頭埔 118 298 39.6 

46 元朗區 灰沙圍 41 104 39.4 

47 元朗區 長莆及大窩 44 112 39.3 

48 大埔區 蘆慈田 58 150 38.7 

49 北區 軍地 27 71 38.0 

50 大埔區 下坑 41 108 38.0 

51 大埔區 下黃宜凹 38 101 37.6 

52 北區 金錢 56 159 35.2 

53 北區 木棉頭及山嘴 45 128 35.2 

54 元朗區 水流田 100 293 34.1 



 

 
#就個別鄉村疑似套丁的具體狀況，可查閱「2020年疑似套丁資料庫」，如下： 
 

1. 前往「2020年疑似套丁資料庫」（連結：https://bit.ly/308zIBp），在搜尋器（藍圈）填寫鄉村
名稱。 

 
2. 地圖會自動跳往該鄉村。紅色框為2017年或以前落成的疑似套丁屋苑，黃色框為2017年後落成
的疑似套丁屋苑，即本研究發現的新增丁屋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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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元朗區 梁屋村 73 217 33.6 

56 屯門區 順風圍 103 307 33.6 

57 北區 坪洋 46 140 32.9 

58 元朗區 黃泥墩村 35 111 31.5 

59 大埔區 汀角 90 298 30.2 

https://bit.ly/308z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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